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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院探讨不同孕周施行宫颈环扎术治疗宫颈机能不全的疗效袁并对择期宫颈环扎术尧应激宫颈环扎术及紧急宫颈

环扎术进行疗效分析遥 方法院对 愿圆 例因宫颈机能不全而行宫颈环扎术患者的临床资料进行回顾性分析袁比较 源 组不同手术孕周

及 猿 种手术时机患者的分娩孕周尧术后延长妊娠时间及妊娠结局遥 结果院源 组不同孕周施行宫颈环扎患者袁其分娩孕周比较差异

均无统计学意义渊孕 跃 园援园缘冤曰胎儿存活率比较袁孕 员源垣员耀员愿 周组最高袁孕约员源 周组最低袁但 源 组间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渊孕 跃 园援园缘冤曰

孕 员源 垣员耀员愿 周组胎儿足月率为 缘苑援员源豫袁孕 员愿垣员耀圆圆 周组为 缘愿援猿猿豫袁孕 圆圆 垣员耀圆愿 周组为 圆远援远苑豫袁前 圆 组的足月率明显高于最后 员

组袁但其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渊孕 跃 园援园缘冤遥 不同手术时机手术效果的比较袁择期组尧应激组及紧急组袁其手术孕周尧分娩孕周尧术

后延长妊娠周数尧存活数尧足月数尧流产数之间均具有显著差异渊孕 约 园援园缘冤袁早产数之间差异无统计学意义渊孕 跃 园援园缘冤袁猿 组间两

两比较后以择期宫颈环扎组最好袁紧急组胎儿存活率为 缘愿援猿猿豫遥 结论院宫颈环扎术的最佳时间为妊娠 员源耀员愿 周袁可适当向后延

长为妊娠 员源耀圆圆 周遥 不同手术时机中袁择期宫颈环扎术疗效最好袁紧急宫颈环扎术可作为宫颈机能不全治疗不及时的有效补救
方法遥

咱关键词暂

宫颈环扎术曰宫颈机能不全

咱中图分类号暂

R苑员源援圆

凿燥蚤院员园援苑远缘缘 辕 晕再阅载月晕杂圆园员缘员园圆缘

咱文献标志码暂

月

宫颈机能不全症 渊糟藻则增蚤糟葬造 蚤灶糟燥皂责藻贼藻灶糟藻袁悦陨冤咱员暂
或称宫颈无力症袁是指孕中期或孕晚期的早期宫颈
无痛性扩张袁伴有妊娠囊膨入阴道袁随后导致胎膜
早破与不成熟胎儿的娩出袁是导致妊娠晚期习惯性
流产和早产的常见原因之一遥 除非采取有效的治
疗袁否则每次妊娠都会重复这个过程遥 宫颈环扎术
是目前治疗 悦陨 的主要方法之一袁其根据不同手术时
机可分为 猿 种院择期宫颈环扎术尧应激性宫颈环扎
术和紧急宫颈环扎术遥 本研究对本院 愿圆 例行宫颈
环扎术的 悦陨 患者临床资料进行分析袁 旨在探讨 悦陨
患者不同孕周行宫颈环扎术治疗疗效及不同手术
时机手术治疗疗效遥
员 对象和方法
员援员 对象
选择 圆园员园 年 源 月要圆园员源 年 缘 月因宫颈机能不
全在我院行宫颈环扎术患者共 愿圆 例遥 年龄 圆员耀猿怨
岁袁平均 猿园援圆 岁袁其中孕约员源 周者 员猿 例袁孕 造源耀员愿 周
咱基金项目暂 国家临床重点专科项目 咱国卫办医函 圆园员猿渊缘源源冤暂曰
江苏省优生优育公共服务平台网络建设项目 渊月酝圆园员猿园缘愿冤
鄢

通 信 作 者 渊悦燥则则藻泽责燥灶凿蚤灶早 葬怎贼澡燥则冤袁耘鄄皂葬蚤造院造蚤扎澡燥怎鄄泽怎灶员圆员岳澡燥贼鄄

皂葬蚤造援糟燥皂

咱文章编号暂

员园园苑鄄源猿远愿渊圆园员缘冤员园鄄员源源猿鄄园源

者 源圆 例袁孕 员愿 垣造 耀圆圆 周者 员圆 例袁孕 圆圆 垣造 耀圆愿 周者 员缘
例遥 愿圆 例患者中袁既往有反复流产史者 猿愿 例袁有早
产病史者 员园 例袁有孕足月分娩史者 苑 例袁有宫颈锥
切史者 猿 例袁有宫颈环扎史者 远 例袁有胚停史者 员园
例袁有异位妊娠史者 源 例袁排除存在单尧双角子宫尧
纵膈子宫尧鞍状子宫等子宫畸形者袁排除胎儿及胎
盘异常者等遥 各组孕妇年龄尧身高尧体重等一般情况
比较袁差异无统计学意义渊孕 跃 园援园缘冤遥
诊断标准院 无论何种原因导致的宫颈机能不
全袁都应尽可能做到早期诊断遥 其诊断依据主要包
括 咱圆暂院淤有 圆 次或以上妊娠中期以后的晚期流产或
早产史袁且排除宫缩等其他原因曰于流产时常为反
复发生的急性无痛性的妊娠终止现象曰 盂既往有
子宫手术史或宫颈手术史曰榆第一胎分娩有引产尧
急产手术史渊产钳尧胎吸尧臀位牵引冤或宫颈损伤
史曰虞非妊娠期检查时宫颈呈现病理性扩张袁可毫
无阻力通过 愿 号 匀藻早葬则 扩张器曰 妊娠期超声检查
时袁在无宫缩的情况下袁宫颈约圆 糟皂 或宫颈较孕前
缩短 猿园豫以上或宫颈内口开大 员缘 皂皂 以上袁 呈楔
形或鸟嘴状袁羊膜囊下降至宫颈内遥 最好在孕前查
体时常规行超声或宫颈扩张试验曰 对孕中期阴道
溢液特别多的孕妇袁及时行超声检查袁测定宫颈长
度及内口宽度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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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援圆 方法

意避免久站尧久坐袁可轻微活动袁禁止性生活袁预防

征得孕妇及家属同意曰住院后常规行血常规垣悦
反应蛋白渊悦砸孕冤尧凝血尧阴道分泌物检查遥 常规行 月

周至产科门诊检查 员 次袁定期 月 超监测胎儿发育及
宫颈情况遥 注意腹痛尧阴道流血流液情况遥 宫颈缝线

员援圆援员 术前准备

超检查袁了解宫颈管长度袁宫颈内口宽度及胎囊嵌
入宫颈管的情况袁并排除胎儿畸形遥 术前卧床休息袁
有宫缩者术前静滴药物抑制宫缩遥

员援圆援圆 手术方式渊酝糟阅燥灶葬造凿 法冤咱猿暂
患者硬膜外麻醉袁取膀胱截石位袁消毒外阴阴
道袁导尿排空膀胱遥 用阴道拉钩充分暴露宫颈袁有羊
膜囊脱出者先用手指裹盐水纱布轻轻上推至宫颈
内口水平袁用无齿卵圆钳夹持宫颈前后唇并稍向下

牵拉遥 用双股 员园 号慕丝线圆针自膀胱下沟开始避
开膀胱袁从 员 点进针袁深达宫颈肌层 圆 辕 猿袁员员 点处出
针袁 再依次从 员园 点进针 愿 点出针袁苑 点进针 缘 点出
针袁源 点进针 圆 点出针袁避开 猿 点和 怨 点袁防止损伤
子宫动脉下行支而出血袁两针之间穿一长 园援缘 糟皂 硅
胶管袁以减少缝线对宫颈的切割力袁在阴道前穹窿
处打结袁宫颈口容一小指尖或通过 源 号 匀藻早葬则 扩张
器为宜袁留尾线 猿 糟皂袁以备拆线时牵拉遥 观察有无活
动性出血尧流液遥
员援圆援圆 术后处理与监测
要提高宫颈环扎术的成功率袁完善的术后处理
及监测不容忽视遥 术后绝对卧床休息 猿耀缘 凿袁保持外
阴清洁袁使用抗生素预防感染袁继续静脉滴注安胎
药物袁术后无流产征兆者 苑耀员源 凿 后可出院遥 术后注

便秘袁避免负重袁教会孕妇自我监测宫缩尧胎动袁每 圆

于临产时尧胎膜早破尧有明确感染迹象或孕周达 猿苑耀
猿愿 周或有规律宫缩时拆除遥
员援猿

统计学方法

使用 杂孕杂杂员苑援园 统计软件袁 计量资料以均数依标
准差渊x 依 s冤表示袁两组比较采用 贼 检验曰多组比较采
用方差分析检验袁 计数资料采用 字圆 检验袁 以 孕 臆
园援园缘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遥
圆

结 果

圆援员

不同手术孕周的手术疗效比较
施行宫颈环扎术 愿圆 例患者中袁 不同手术孕周
的 源 组患者其最终分娩孕周比较袁差异无统计学意
义渊孕 跃 园援园缘冤曰孕约员源 周组袁存活率为 远怨援圆猿豫袁足月率
为 源远援员缘豫袁孕 员源垣员耀员愿 周组袁存活率为 愿缘援苑员豫袁足月率
为 缘苑援员源豫袁孕 员愿垣员耀圆圆 周组袁存活率为 愿猿援猿猿豫袁足月率
为 缘愿援猿猿豫袁孕 圆圆垣员耀圆愿 周组袁存活率为 愿远援远苑豫袁足月率
为 圆远援远苑豫遥 胎儿存活率比较袁孕约员源 周组较低袁其余 猿
组较高且大致相等袁但 源 组之间存活率比较差异无统
计学意义渊孕 跃 园援园缘冤曰胎儿足月率比较袁孕 圆圆垣员耀圆愿 周组
足月率明显低于其他 猿 组袁但 源 组之间足月数比较差
异无统计学意义渊孕 跃 园援园缘袁表 员冤遥
圆援圆 不同手术时机组的手术疗效比较

表 员 不同手术孕周的手术疗效比较

分组
约员源 周渊灶越员猿冤
员源垣员耀员愿 周渊灶越源圆冤
员愿垣员耀圆圆 周渊灶越员圆冤
圆圆垣员耀圆愿 周渊灶越员缘冤
云辕 字圆 值
孕值

分娩孕周渊周冤
猿猿援猿猿 依 苑援缘圆
猿缘援员园 依 远援员源
猿缘援员源 依 缘援猿苑
猿圆援员圆 依 缘援园园
员援园远怨
园援猿远苑

存活数咱灶渊豫冤暂
园怨渊远怨援圆猿冤
猿远渊愿缘援苑员冤
员园渊愿猿援猿猿冤
员猿渊愿远援远苑冤
圆援员园圆
园援缘缘员

择期组尧 应激组及紧急组 猿 组的手术孕周尧分
娩孕周尧 术 后延长妊娠 周数比较的 云 值分别为
猿远援怨苑缘尧苑援猿愿愿尧猿远援源园圆袁 对 应 的 孕 值 均 约园援园缘袁 具 有
显著的统计学意义袁 说明 猿 组的手术孕周尧 分娩
孕周尧 术后延长妊娠周数均具有显著差异遥 在手
术孕周方面袁 择期组低于应激组袁 同时应激组又
低于紧急组遥 在分娩孕周方面袁 择期组高于应激
组袁 同时应激组又高于紧急组遥 在术后延长妊娠
周数方面袁 择期组高于应激组袁 同时应激组又高
于紧急组渊表 圆冤遥

足月数咱灶渊豫冤暂
园远渊源远援员缘冤
圆源渊缘苑援员源冤
园苑渊缘愿援猿猿冤
园源渊圆远援远苑冤
源援缘猿源
园援圆园怨

早产数咱灶渊豫冤暂
园猿渊圆猿援园愿冤
员圆渊圆愿援缘苑冤
园猿渊圆缘冤
园怨渊远园冤
远援圆缘员
园援员园园

流产数咱灶渊豫冤暂
源渊猿园援苑苑冤
远渊员源援圆怨冤
圆渊员远援远苑冤
圆渊员猿援猿猿冤
圆援员园圆
园援缘缘员

择期组尧应激组及紧急组 猿 组的存活数尧足月
数 尧 流 产 数 比较 的 卡 方 值 分 别 为 远援远怨猿尧员圆援怨远员尧
表圆

分组

不同手术时机组的手术疗效比较
手术孕周

分娩孕周

择期组渊灶越缘缘冤 员缘援猿缘 依 圆援员缘 猿缘援愿远 依 缘援缘缘
应激组渊灶越员缘冤 员怨援愿愿 依 源援远缘鄢 猿圆援猿苑 依 远援缘圆鄢
紧急组渊灶越员圆冤 圆圆援愿愿 依 源援园员鄢裕 圆怨援源猿 依 缘援园圆鄢裕
苑援猿愿愿
云值
猿远援怨苑缘
孕值
约园援园园员
园援园园员

渊周冤

术后延长
妊娠周数
圆园援缘员 依 缘援缘缘
员圆援源怨 依 远援猿源鄢
园远援缘缘 依 缘援员园鄢裕
猿远援源园圆
约园援园园员

与择期组比较袁 鄢孕 约 园援园缘曰与应激组比较袁裕孕 约 园援园缘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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远援远怨猿袁对应的 孕 值均约园援园缘袁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袁

快等优点袁可延长孕妇妊娠时间袁提高胎儿存活率遥

异渊表 猿冤遥 在存活数方面袁择期组和应激组间没有差
异渊孕 跃 园援园缘冤袁但是都显著高于紧急组渊孕 约 园援园缘冤遥

环扎术包括改良的 酝糟阅燥灶葬造凿 和 杂澡蚤则燥凿噪葬则 术袁 现尚
不能确定其中任何一种缝合方法和手术技巧优于

说明 猿 组的存活数尧足月数尧流产数均具有显著差

在足月数方面袁紧急组和应激组间没有差异渊孕 跃 园援园缘冤袁
但是都显著低于择期组渊孕 约 园援园缘冤遥 在流产数方面袁
择期组和应激组间没有差异渊孕 跃 园援园缘冤袁但是都显

著低于紧急组渊孕 约 园援园缘冤遥 而 猿 组的早产数则没有
显著差异渊孕 跃 园援园缘冤遥
表猿

不同手术时机组的手术疗效比较 咱灶渊豫冤暂

存活数
足月数
流产数
分组
早产数
择期组渊灶越缘缘冤 源怨渊愿怨援园怨冤 猿缘渊远猿援远源冤 员源渊圆缘援源缘冤 远渊员园援怨员冤
应激组渊灶越员缘冤 员圆渊愿园援园园冤 园源渊圆远援远苑冤鄢园愿渊缘猿援猿猿冤 猿渊圆园援园园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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悦陨 是导致晚期自然流产和早产的主要原因袁其
发生率为 园援员豫耀圆豫袁在妊娠 员远耀圆愿 周习惯性流产中
约占 员缘豫遥 子宫颈在解剖上并无真正的括约肌结
构袁 但在妊娠期宫颈内口却起到类似括约肌的作
用袁封闭官腔袁支持胎儿生长直至足月分娩遥 宫颈机
能不全时袁这种括约肌的作用减弱或消失袁随着妊
娠的进展袁宫内压增高袁羊膜囊可自宫颈内口突出袁
呈锲形扩展至子宫外口袁致胎膜破裂发生袁甚至出
现反复流产或早产现象遥
目前袁 对于宫颈机能不全有孕前及孕期预测院
淤临床上较常用的孕前预测采用宫腔镜遥 利用扩条
从大号到小号探测宫颈袁 如能顺利通过 愿 号扩条
者袁考虑宫颈机能不全可能曰对于有晚期自然流产
史及早产史者袁如宫颈能顺利通过 苑 号扩条袁应警惕
宫颈机能不全的发生袁上述资料中少数患者以往并无
晚期自然流产及早产史袁由此提醒袁不应等到多次晚
期自然流产发生后才重视本疾病曰于孕时预测常用方
法是阴道 月 超监测宫颈管长度渊悦蕴冤遥 妊娠时 悦蕴逸
圆缘 皂皂 为正常长度袁 如果 悦蕴约圆缘 皂皂 或长度正常袁但
宫颈内口呈漏斗状袁均提示宫颈机能不全咱源暂遥 对于具
有晚期自然流产及早产史者尧羊水过多尧双胎妊娠
等高危因素患者袁 即使孕前宫颈探查约远援缘 号扩条袁
亦应在孕期定期 月 超监测遥
目前针对 悦陨 有手术治疗尧期待治疗等多种治疗
方法袁其中袁宫颈环扎术是该病主要方法袁具有操作
相对简单尧手术时间短尧创伤小尧出血少尧术后恢复

手术路径包括经阴道和经腹两种袁标准的阴式宫颈

另一种 咱缘暂遥 本组资料中患者的手术方法属于改良
酝糟阅燥灶葬造凿 法袁是在宫颈阴道连接处行简单的不可吸
收线的荷包缝合遥 经腹的宫颈环扎术是针对由于宫
颈机能不全具有环扎术指征袁而由于解剖局限性无
法施术患者的补救治疗渊例如宫颈切除术冤袁或用于
有经阴道环扎术失败导致孕中期妊娠丢失的案例
中遥 经腹环扎术根据医生的经验和患者的选择可以
通过开腹手术或腹腔镜来完成咱缘暂遥
宫颈环扎术根据手术时机分为 猿 种院淤 择期宫
颈环扎术袁在宫颈尚未发生改变时预防性行宫颈环
扎术袁施术时间常选择孕龄 员远耀圆园 孕周遥 于 应激性
宫颈环扎术袁超声提示患者 悦蕴约圆缘 皂皂袁宫颈内口呈
野鸟嘴状冶改变时手术遥 盂 紧急宫颈环扎术袁患者出
现盆腔压力大尧阴道分泌物增多尧宫颈已扩张尧有或
无宫缩尧宫颈外口可见或未见胎膜膨出等典型 悦陨 症
状袁即施行手术咱远暂遥 紧急情况下手术袁失败率很高袁本

研究结果中袁 择期手术组胎儿存活率为 愿怨援园怨豫袁紧
急组为 缘愿援猿猿豫袁说明了上述观点遥 考虑其原因袁有研
究认为是接受紧急宫颈环扎术患者容易并发亚临
床或显性绒毛膜羊膜炎等感染性疾病袁从而诱发宫
缩袁 甚至引起宫颈环扎处宫颈撕裂袁 导致流产曰另
外袁当患者宫颈口明显扩张尧羊膜囊明显膨出时袁手
术难度大袁 术中在反复向上推压回纳羊膜囊时袁可
使胎膜自子宫下段分离袁导致胎膜破裂袁引起不良
妊娠结局咱苑暂遥 此外袁本研究显示袁择期宫颈环扎术组
的手术效果较应激组及紧急组的手术效果好袁应激
组胎儿存活率尧足月率较紧急环扎术组高袁但与此
同时袁紧急宫颈环扎术组的存活率为 缘愿援猿猿豫袁说明
其有一定的安胎成功率袁可作为宫颈机能不全治疗
不及时的有效补救方法遥
宫颈环扎手术前后对患者妊娠结局的影响因
素院淤感染与宫缩情况遥 感染是宫颈环扎术失败的
主要原因袁紧急手术之所以成功率低可能与感染有
一定关系遥 本组中袁回访患者术后早产尧流产的原
因袁感染因素及胎膜早破占 缘猿援远远豫遥 故术前应对患
者进行阴道宫颈分泌物培养袁对培养结果呈阳性患
者行羊膜腔穿刺术采集羊水标本进行培养袁结果仍
呈阳性者需先进行抗感染治疗袁 再行宫颈环扎术遥
感染与宫颈扩张尧变短和消失有明显关系袁感染也
可导致胎膜早破袁是诱发宫缩的一个重要原因遥 手

窑员源源远窑

南

京

医

科

大

学

学

第 猿缘 卷第 员园 期
20员缘 年 员园 月

报

术前后有宫缩者手术效果较无宫缩者差袁宫缩强者

救方法亦不应忽视袁对珍贵胎儿尧中期妊娠宫颈已

较宫缩弱者差袁因此袁正确积极使用宫缩抑制剂是

开的孕妇袁仍应积极保胎遥

围手术期治疗的关键袁如术前已有宫缩袁尽量使用
宫缩抑制剂治疗袁 待宫缩减弱并消失后再行手术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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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孕龄遥 目前宫颈环扎术在手术时间的选择上尚存
在争议袁 一般认为妊娠 员愿 周前施以环扎术可以明
显提高妊娠成功率咱愿暂袁宫颈环扎的最佳时间为妊娠

员源耀员愿 周袁妊娠 员圆 周前手术因宫颈敏感袁易导致流
产袁妊娠 圆圆 周后易致早产及宫腔感染遥 本研究结果

显示袁孕 员源 周后手术胎儿存活率较孕 员源 周前手术
存活率高袁孕 员源垣员耀员愿 周与孕 员愿垣员耀圆圆 周手术妊娠结
局相似袁故我们认为最佳手术时间可适当向后延长

为妊娠 员源耀圆圆 周遥 同时袁本研究显示袁孕 圆圆垣员耀圆愿 周
手术与孕 员源垣员耀圆圆 周手术相比袁胎儿存活率相似袁但
进一步分析我们发现袁 孕 圆圆垣员耀圆愿 周手术的胎儿早
产率较高袁达到 远园豫袁易并发缺血缺氧性脑病尧酸中
毒尧高胆红素血症尧贫血尧心尧肝尧脑尧肾等脏器功能
的损伤遥 因此袁在适宜孕龄内实施手术袁可提高手术
成功率及新生儿结局遥 盂术后处理遥 术后应定期渊每
圆耀源 孕周 员 次冤复查 月 超袁严密观察宫颈变化袁及时
有效的抑制宫缩袁对确保手术成功有重要意义遥 同
时袁应注意拆线时机的选择袁未足月孕妇一般宫缩
频率较高袁宫口开大 猿耀源 糟皂 即可拆线袁在妊娠 猿苑耀
猿愿 周时可预防性拆除宫颈缝线袁 如果选择剖宫产袁
可在剖宫产术后拆除缝线遥
综上所述袁宫颈环扎术是目前治疗宫颈机能不
全的有效手术方法遥 早期诊断宫颈机能不全袁争取
在妊娠 员源耀圆圆 周行预防性择期宫颈环扎术袁术前排
除生殖道炎症袁术后预防感染袁密切监测遥 而紧急宫
颈环扎术作为宫颈机能不全治疗不及时的有效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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