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蚌埠医学院学报 2011年4月第36卷第4期 

[文章编号]1000—2200(2011)04-0395-03 

双侧子宫动脉栓塞治疗产后大出血 15例 

付春生。谭玉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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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影像 医学 · 

[摘要]目的：探讨双侧子宫动脉栓塞治疗产后大出血的应用价值。方法：对 15例产后大出血患者实施经皮双侧子宫动脉插 

管，通过数字减影血管造影(DSA)明确出血部位，用明胶海绵超选择栓塞双侧子宫动脉，其中2例使用微钢圈栓塞。结果：出 

血均来源于单侧或双侧子宫动脉，造影剂呈片状、小点状外渗，或子宫动脉明显扭曲；用明胶海绵颗粒或加上微钢圈栓塞后即 

作 DSA造影显示子宫动脉已栓塞，造影剂无外渗，出血立即完全停止 13例，逐渐减少2例，经对症治疗 1周内出血停止。结 

论：双侧子宫动脉介入栓塞治疗产后大出血是快速、有效、微创、操作简便的治疗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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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terine artery embolization in 15 cases of postpartum hemorrh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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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0bjective：To evaluate the value of uterine artery embolization in treating postpartum hemorrhage．Methods：Fifteen cases 

with postpartum hematorrhea were treated by Seldinger catheterization of uterine arteries，and the uterine arteries were embolized super 

selectively by gelatin sponge after the hemorrhagic site were f0und by digital subtraction angiography(DSA)．Some bleeding patients 

were also operated by micro—wheel embolism．Results：Uterine artery angiography showed that uterine artery had been embolized and no 

extravasation of contrast agent．The hemorrhage came from one side or double sides of uterine artery as diffused or focal uterine cavity 

bleeding or branch bleeding of uterinecavity or significantly distorted uterine artery．DSA angiography showed that the bleeding of 13 

cases were ceased completely after embolism while the others were decreased obviously and gradually ceased within one week after drug 

treatment．Conclusions：The method of using the uterine artery embolization to treat the postpartum hematorrhea has many advantages 

which stopping bleeding quickly，effective，suffering lishtly with few complications． 

[Key words]hemorrhage，postpartum；uterine artery；intervention embolization；therapeutics 

目前，产后出血是我国孕产妇病死的首要病因， 

其发生率为2％ 一3％_l J。产后出血的主要原因为 

子宫收缩乏力，其次为胎盘因素、产道损伤、剖宫术 

中出血、产妇凝血功能障碍以及全身性疾病等。传 

统保守治疗效果不佳，而子宫全切除术或血管结扎 

术给产妇带来的生理及心灵创伤较大，且产后出血 

持续时间长者可能继发严重垂体前叶功能减退症。 

为了更迅速、有效地止血，控制休克是医务工作者迫 

切需要解决的问题。子宫动脉栓塞治疗作为一种全 

新的治疗方法已普遍应用于临床。2009年 8月至 

2010年6月，我科采用双侧子宫动脉栓塞方法治疗 

产后大出血 15例，取得满意效果，现作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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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本组 15例中初产妇 9例，经产妇 

6例，年龄23—3O岁。累计出血量<1 000 ml 9例， 

1 000～2 000 ml 3例，>2 000 ml 3例。瘢痕妊娠 

7例，前置胎盘4例，切口感染 2例，胎盘植入 2例， 

均经内科保守治疗效果不佳。 

1．2 方法 局部麻醉下采用 Seldinger法作右股动 

脉穿刺置管后，分别送5F子宫动脉导管至双侧髂内 

动脉，必要时超选择送导管至双侧子宫动脉，做数字 

减影血管造影(DSA)明确出血部位后，将明胶海绵 

颗粒或明胶海绵条混于造影剂中经导管缓慢注入， 

见髂内动脉或子宫动脉血流由明显变慢至完全停滞 

时即结束栓塞。栓塞后再做 DSA造影，观察出血是 

否完全停止，如果仍不能止血，必要时可以经导管注 

入微钢圈作永久栓塞。 

1．2．1 右侧股动脉入路行左侧子宫动脉造影 在 

腹主动脉分叉处调整导管开口，朝向左侧固定，手推 

造影剂，在路途的引导下引入导丝深人髂外动脉，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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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丝的引导下引入导管。当导管弯曲部位于腹主动 

脉时退出导丝，并向上推送导管即可成袢；继续向上 

推送导管至髂总动脉分叉处，旋转导管时头端朝右 

回拉导管进入髂内动脉，此时造影观察子宫动脉开 

口位置并以骨骼像定位，在造影图像引导下将导管 

头端调整至开口1 cm处，来回旋转导管，探寻子宫 

动脉开口，使其头端方向与子宫动脉开口方向一致， 

使导管易于进入子宫动脉。 

1．2．2 右侧股动脉入路行右侧子宫动脉造影 子 

宫动脉很难直接由同侧髂外动脉进入髂内动脉，大 

多数情况下需经过对侧成袢技术主要以对侧髂外动 

脉成袢为主，具体操作步骤同上所述。成袢后向上 

推送导管达腹主动脉分叉处再旋转导管使其头端朝 

向右侧回拉导管至右侧髂总动脉分叉处，再旋转导 

管使其头端朝向左侧回拉进入右侧髂内动脉，下面 

操作同左侧子宫动脉插管。 

2 结果 

2．1 血管造影表现 12例行髂内动脉造影，3例行 

子宫动脉造影，均示子宫动脉增粗、扭曲；子宫动脉 

的走向在正常情况下自髂内动脉发出后向下、向内 

走行变成向下、向外、向上的走向，而且子宫动脉上 

行支亦明显增粗、变长呈蚯蚓状改变，弓状动脉也 

随之增粗。造影见子宫腔内造影剂弥漫性溢出 13 

例，未见明显血管破裂征象；血管破裂、假动脉瘤形 

成 2例(见图 1、2)。 

图 1 子宫 动脉破 裂 出血 并形成 假性 动脉爝 

图2栓塞后造影 ．出血征像消失 

2．2 疗效 栓塞后出血立即停止 12例，生命体征 

平稳 ；栓塞后阴道少量流血 3例，观察 2天后出血停 

止。15例随访未见再次出血。 

2．3 术后反应及并发症 下腹部、臀部疼痛及发热 

均较轻，未经特殊处理；术中动脉痉挛经对症处理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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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转。未见动脉内膜损伤、误栓等不良后果及并 

发症。 

3 讨论 

3．1 介入栓塞治疗的原理 子宫血供主要来 自髂 

内动脉的分支——子宫动脉，产后大出血介入栓塞 

治疗就是通过插管到子宫动脉，造影显示出血部位， 

然后将出血动脉远端分支栓塞，阻断血流而迅速止 

血。由于子宫供血呈双侧性，且平时子宫体中部的 

丰富交通支大部分关闭，在对侧子宫动脉无法供血 

情况下交通支瞬即开放，因此，在应用子宫动脉栓塞 

术进行止血时，仅栓塞一侧子宫动脉易失败，应常规 

栓塞双侧子宫动脉，可以有效控制血流速度及血管 

压力，使小动脉及时形成血栓，封堵出血点 。子 

宫动脉栓塞后，可以通过其他交通支获得少量血供 

维持正常需要，不致栓塞后器官组织坏死。同时因 

子宫血供减少，子宫平滑肌缺血缺氧而导致其痉挛， 

也加强了对出血的控制，这些都使栓塞止血的疗效 

和安全得到保证。 

3．2 手术方式选择 传统的方法是子宫切除术或 

髂内动脉结扎术。子宫切除术止血效果肯定，但由 

于产妇多处于休克状态，难以承受麻醉和手术，且手 

术切除意味着子宫的永久丧失。子宫不仅仅是一个 

生育器官，还具有重要的内分泌功能，卵巢血供 

50％ ～70％来源于子宫动脉的卵巢支，切除子宫势 

必影响卵巢的内分泌功能 J，影响女性健康。同时 

又丧失生育功能，给患者带来巨大的生理及心灵 

创伤。 

双侧髂内动脉结扎术治疗创伤大、技术难度高 

而止血有效率仅有42％_4 J。并且术后被结扎的髂 

内动脉远端的末梢动脉收缩压最多下降54％，平均 

动脉压下降24％，血流可以通过其余数条较大的交 

通支进人髂内动脉未闭锁的管腔到达子宫动脉，故 

有发生再出血可能。如无法超选择子宫动脉或情况 

紧急时可行髂内动脉栓塞，理论上栓塞水平的选择 

强调避开臀上动脉，但在实际操作中有时子宫动脉 

的开口位置较高，位于髂内动脉的前后支分叉处或 

髂内动脉主干处，部分产妇由于大出血后血容量减 

少、休克以及使用收缩子宫药物后均容易导致子宫 

动脉痉挛，子宫动脉超选择性插管困难，所以在紧急 

止血情况下栓塞髂内动脉前干或主干。虽然手术易 

于操作，但术后并发症多见，易引起膀胱、卵巢等盆 

腔器官缺血坏死，常见明胶海绵颗粒栓塞臀上动脉 

易导致臀部疼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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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介入治疗的发展，子宫动脉栓塞治疗产后 

出血已经替代了传统治疗方法，它具有以下优点： 

(1)介人治疗创伤小、不良反应少、安全迅速、止血 

成功率高；(2)通过造影明确出血原因、部位和严重 

程度；(3)因子宫动脉内血流速度快，不易返流栓塞 

剂，所以超选择性子宫动脉栓塞不容易误栓；且因为 

侧支循环的建立、明胶海绵吸收后血管可再通，栓塞 

后患者可很好保留子宫和卵巢的正常生理功能，生 

育功能不受影响。Descargues等 对 31例产后出 

血经子宫动脉栓塞治疗的患者随访 3～6年，均恢 

复了月经周期，并有7例患者再次正常妊娠，认为子 

宫动脉栓塞术不影响患者术后月经恢复和生育功 

能。(4)即使栓塞失败，也不影响中转开腹。但需 

要强调的是术者必须操作熟练，在积极内科对症处 

理的同时，尽快完成子宫动脉栓塞术，否则会因操作 

不熟练而贻误时机，造成严重后果。 

3．3 手术材料的选择 20世纪 90年代，人们多采 

用 Cobra管或 RH导管，以致在子宫动脉收缩痉挛 

的情况下，难以超选择进管，不得已取髂内动脉栓 

塞 ，止血效果不理想，且并发症多。目前多采用 5F 

子宫动脉导管，专用导管 自有专用的优势，可以顺利 

地达到双侧子宫动脉超选择和栓塞之目的。过去使 

用的造影剂为醋碘苯酸，不良反应较多，在髂内动脉 

造影时因浓度高，对盆腔血管刺激大，导致术中、术 

后下腹疼痛或坠胀感，有些产妇在使用前需要做过 

敏试验，这样给急诊患者带来诸多不便甚至延误手 

术最佳时机。现在使用的非离子型造影剂，常用有 

碘普罗胺 ，该产品优点是对血管内膜刺激小，过敏者 

极少，甚至可省去过敏试验。在栓塞剂的选择上，除 

要考虑尽快、彻底止血外，还要考虑到尽可能小地 

影响盆腔器官的血供，常用的栓塞物有明胶海绵、真 

丝线段、弹簧钢圈等。明胶海绵是我们首选的栓塞 

剂，根据临床需要制成直径 1 mm的颗粒从出血动 

脉的末端栓塞至主干，其优点是保留了子宫动脉毛 

细血管床的完整性，使产妇子宫正常功能很好地得 

到保护 ，并且它在血管内2～3周可被血管壁吸 

收而再通 』，这一特性与我们栓塞子宫动脉 2—3 

周后需要使其再通的要求完全相符。其次是明胶海 

绵十分廉价易得。微钢圈和丝线粒为长期栓塞剂， 

在出血血管管径大等情况可酌情使用。 

3．4 并发症的防治 由于盆腔器官的特殊性，双侧 

子宫动脉栓塞后子宫体的正常血供可通过其他侧支 

循环来供血，不会造成子宫缺血坏死，故子宫动脉栓 

塞一般不会引起严重的并发症，患者术后常有发热、 

397 

臀部疼痛、盆腔感染等症状。发热和感染的原因是 

由于介入治疗时栓塞子宫的主要供血动脉切断了子 

宫血供有利于治疗，另一方面由于局部血循环的障 

碍使细菌进一步繁殖，同时产后出血患者，由于出血 

量多、虚弱、机体抵抗力低，极易导致病原体入侵。 

我们认为，在动脉插管到位后推注广谱抗生素是必 

需的，在栓塞剂中也应加用一定量的抗生素，以便在 

较长时间内有高浓度的强效抗生素作用于局部组 

织。疼痛可能因为局部缺血或造影剂返流，一般不 

需特殊处理，必要时对症处理即可。陈慧君等 报 

道栓塞后 1例出现下肢缺血坏死。这种并发症极为 

少见，可能与栓塞剂选择、术者的经验、导管位置及 

栓塞剂返流有关。其他并发症包括动脉内膜损伤、 

穿刺部位血肿等，只要操作轻柔和熟练一般都可以 

避免。本组l5例栓塞后出血立即停止 l2例，随访 

均未见再次出血。 

尽管子宫动脉栓塞治疗产后大出血是一种安 

全、有效的方法，但并非没有风险。我们认为应注意 

以下几点：(1)产后大出血为危急重症，在抢救时必 

须争分夺秒，术者须具有丰富的插管经验和娴熟的 

技能，同时术中严密监测患者生命体征，备好手术器 

械以防不测。(2)介入治疗室必须组建一支具有快 

速反应能力的抢救队伍，必须有一套完整的介入操 

作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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