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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娩对产后早期盆底功能及盆底功能障碍性疾病发生的影响

闫志强,于春玲,莫培晖,唐摇 梅

[摘要]目的:探讨分娩对产后早期盆底功能及盆底功能障碍性疾病发生的影响。 方法:随机选取 97 例产妇进行产后盆底肌

力和阴道压力检查,根据产妇不同分娩方式随机分成阴道顺产组 62 例和剖宫产组 35 例。 观察产妇盆底肌力、阴道压力、压力

性尿失禁(SUI)和盆腔器官脱垂情况。 结果:阴道顺产组盆底肌力总正常率为 58. 06% ,剖宫产组总正常率为 65. 71% ,差异无

统计学意义(P > 0. 05)。 阴道顺产组发生 SUI 率为 19. 35% ,剖宫产组为 2. 86%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 0. 05)。 阴道顺产组

阴道压力正常率为 72. 58% ,剖宫产组阴道压力正常率为 71. 43% ,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 > 0. 05)。 阴道顺产组发生阴道前壁

脱垂率为 93. 55% ,发生阴道后壁脱垂率为 32. 26% ,剖宫产组发生阴道前壁脱垂率为 57. 14% ,发生阴道后壁脱垂率为

5. 71% ,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 < 0. 01)。 阴道顺产组发生子宫脱垂率为 14. 52% ,剖宫产组发生子宫脱垂率为 11. 43% ,差异

无统计学意义(P > 0. 05)。 结论:不同的分娩方式对于产后盆底肌均有一定程度的损伤,产后应尽早进行盆底功能康复锻炼,
以减少盆底功能障碍性疾病的发生,提高生活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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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ffect of the labor on the early postpartum pelvic floor function and pelvic floor dysfunction
YAN Zhi鄄qiang,YU Chun鄄ling,MO Pei鄄hui,TANG Mei

(Department of Obstetrics and Gynaecology,The First People忆s Hospital of Danzhou,Danzhou Hainan 571700,China)

[Abstract] Objective:To investigate the effects of the labor on the early postpartum pelvic floor function and pelvic floor dysfunction.
Methods:The postpartum pelvic floor muscle and vaginal pressure in ninty鄄seven puerpera were detected. The puerpera were divided
into the spontaneous vaginal delivery group(62 cases) and cesarean section group(35 cases). The pelvic floor muscle pressure,vaginal
pressure,stress urinary incontinence and pelvic organ prolapse in all puerpera were observed. Results:The total normal rates of pelvic
floor muscle strength in spontaneous vaginal delivery group and cesarean section group were 58. 06% and 65. 71% ,respectively,the
difference of which was not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P > 0. 05). The stress urinary incontinence rates in spontaneous vaginal delivery
group and cesarean section group were 19. 35% and 2. 86% ,respectively,the difference of which was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P <
0. 05). The normal rates of vaginal pressure in spontaneous vaginal delivery group and cesarean section group were 72. 58% and
71. 43% ,respectively,the difference of which was not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P > 0. 05). The prolapse rates of the anterior vaginal wall
and vaginal wall in spontaneous vaginal delivery group and cesarean section group were 93. 55% & 32. 26% and 57. 14% &5. 71% ,
respectively,the differences of whose were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P < 0. 01). The rates of uterine prolapse in spontaneous vaginal
delivery group and cesarean section group were 14. 52% and 11. 43% , respectively, the difference of which was not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P > 0. 05). Conclusions:Different mode of delivery can make a certain degree of damage on the postpartum pelvic floor
muscle. Postpartum pelvic floor rehabilitation exercises as soon as possible can reduce the incidence of pelvic floor dysfunction,and
improve quality of life.
[Key words] childbirth;pelvic floor muscle strength;vaginal pressure;vaginal wall prolapse;uterine prolapse

摇 摇 盆底功能障碍性疾病(PFD)是女性较常见的疾

病,由于妊娠和分娩、盆底肿瘤、人工流产、阴道内手

术、闭经后卵巢功能退化等多种因素的影响,易使女

性患 PFD,严重干扰患者正常生活,影响患者人际交

往和夫妻关系[1 - 2]。 为了探讨分娩因素对产后早期

盆底功能及 PFD 发生的影响,降低 PFD 的发生率,
提高产妇产后生活质量,我们对 97 例产妇产后盆底

肌力和阴道压力进行检查,观察分娩对盆底功能的

影响,现作报道。

1摇 资料与方法

1. 1摇 一般资料摇 随机选取 2012 年 6 月至 2014 年 6
月在我院分娩的 97 例足月分娩产妇作为研究对象,
经患者知情同意及我院伦理委员会批准。 纳入标

准:(1)均为初产妇;(2)产后 30 ~ 50 d 内康复;(3)
泌尿道无畸形;(4)无盆腔手术和尿失禁史;(5)恶
露干净。 根据产妇不同分娩方式随机分成阴道顺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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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 62 例和剖宫产组 35 例。 2 组在年龄、身高、体质

量、妊娠周数、新生儿体质量和身高等一般资料差异

均无统计学意义(P > 0. 05),具有可比性(见表 1)。

表 1摇 2 组产妇及新生儿一般资料比较(x 依 s)

分组 n 年龄 / 岁 身高 / cm 体质量 / kg
妊娠

周数

新生儿

体质量 / kg
新生儿

身高 / cm

阴道顺产组 62 26. 3 依 3. 2 161 依 27 63. 2 依 4. 2 39. 1 依 1. 5 3. 27 依 0. 69 52. 3 依 2. 8

剖宫产组 35 27. 0 依 3. 1 163 依 21 62. 9 依 4. 7 39. 3 依 1. 4 3. 11 依 1. 08 51. 7 依 2. 3

t — 1. 05 0. 38 0. 32 0. 65 0. 79吟 1. 08

P — >0. 05 > 0. 05 > 0. 05 > 0. 05 > 0. 05 > 0. 05

摇 摇 吟示 t忆值

1. 2摇 方法摇 对产妇产后 2 个月进行盆底肌力和阴

道压力检查,采用膀胱截石位,由经过专业培训的护

理人员带无菌手套将右手指和中指放在产妇阴道内

检查盆底肌力,嘱产妇做提肛动作的同时,操作人员

将左手放在产妇下腹部,观察是否有腹肌收缩,并记

录肌肉收缩持续时间和次数;将事先套好避孕套的

压力探测头伸入产妇阴道内,调整压力,向阴道内注

入 15 ~ 20 mL 气体(使用山东临沂高新区天柯电子

商行 BM鄄5013鄄P 阴道压力计)进行盆底肌力和阴道

压力的测定。
1. 3摇 观察指标摇 观察并记录 2 组产妇盆底肌力、阴
道压力、压力性尿失禁(SUI)和盆腔器官脱垂情况。
1. 4摇 评定标准摇 根据产妇肌肉收缩时间和连续完

成动作的次数进行盆底肌力评分,共 0 ~ 5 级 6 个评

定等级[3]。 0 级:手指感觉不到有任何肌肉的收缩;
1 级:有抽动伴有轻微收缩;2 级:有收缩,但只能持

续 2 s,完成 2 次;3 级:盆底肌肉有明显收缩,可持

续 3 s,且能完成 3 次;4 级:肌肉有收缩且较有力,
可以对抗手指压力,可持续 4 s,完成 4 次;5 级:肌
肉收缩明显有力,可持续对抗手指压力 5 s 以上,完
成 5 次及以上。 盆底肌玉类肌力表示阴道收缩保持

在最大收缩强度的 40%以上,盆底肌域类肌力表示

阴道收缩保持在最大收缩强度的 60% 以上[4]。
阴道压力通过压力探测头进行测定,压力在 80 ~
150 cmH2O 表示阴道压力正常[5]。 观察产妇是否有

盆腔器官的脱垂现象(根据盆腔器官脱垂定量分

期:均取处女膜为基准平面,0 度,表示无脱垂;1 度,
脱垂最远端离处女膜平面 > 1 cm;2 度,脱垂最远端

离处女膜平面臆1 cm;3 度,脱垂最远端离处女膜平

面 > 1 cm,但小于阴道总长度 2 cm;4 度,脱垂最远

端离处女膜平面 > 2 cm,且生殖道外翻较严重) [6]。
SUI:轻度尿失禁,产妇在咳嗽、大笑、打喷嚏等用力

时出现;中度,在行走,运动等日常活动中发生;重

度,站立时即可出现[7]。 阴道脱垂:轻度,阴道前壁

向下突出,但没有膨出阴道外;中度,部分阴道前壁

或后壁膨出阴道口外;重度,阴道前壁全部脱垂至阴

道外。 子宫脱垂:玉度,子宫体沿阴道下移,但无须

治疗,可自行恢复;域度,子宫颈脱出阴道外,但子宫

体基本留在阴道内;芋度,子宫体与子宫颈均脱出阴

道外。
1. 5摇 统计学方法摇 采用 t(或 t忆)检验和 字2 检验。

2摇 结果

2. 1摇 2 组产妇盆底肌力比较摇 阴道顺产组产妇盆

底肌玉类肌力和域类肌力总正常率为 58. 06% ;剖
宫产组盆底肌玉类肌力和域类肌力总正常率为

65. 71% ,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 > 0. 05)(见表 2)。

表 2摇 2 组产妇盆底肌力比较[n;百分率(% )]

分组 n
盆底肌

玉类肌力

盆底肌

域类肌力
总正常率 / % 字2 P

阴道顺产组 62 17(27. 42) 摇 19(30. 65) 58. 06

剖宫产组 35 11(31. 43) 摇 12(34. 29) 65. 71 0. 55 > 0. 05

合计 97 28(28. 87) 摇 31(31. 96) 60. 82

2. 2摇 2 组产妇阴道压力正常和发生 SUI 例数比较

摇 阴道顺产组产妇发生 SUI 率为 19. 35% ,高于剖

宫产组的 2. 86% (P < 0. 05)。 阴道顺产组产妇阴

道压力正常率为 72. 58% , 剖宫产组正常率为

71. 43% ,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 > 0. 05)(见表 3)。

摇 表 3摇 2 组产妇阴道压力正常率和发生 SUI 率比较[n;百
分率(% )]

分组 n 发生 SUI 阴道压力正常

阴道顺产组 62 12(19. 35) 45(72. 58)

剖宫产组 35 1(2. 86) 25(71. 43)

合计 97 13(13. 40) 70(72. 16)

字2 — 5. 25 0. 01

P — <0. 05 > 0. 05

2. 3摇 2 组产妇阴道壁和子宫脱垂发生情况摇 阴道

顺产组有 9 例产妇发生 2 种以上脏器脱垂,阴道前

壁脱垂率 93. 55% ,阴道后壁脱垂率 32. 26% ,剖宫

产组有 7 例产妇发生 2 种以上脏器脱垂,阴道前壁

脱垂率 57. 14% ,阴道后壁脱垂率 5. 71% ,2 组差异

均有统计学意义(P < 0. 01)。 阴道顺产组子宫脱垂

率 14. 52% ,剖宫产组子宫脱垂率 11. 43% ,差异无

统计学意义(P > 0. 05)(见表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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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摇 2 组产妇阴道壁和子宫脱垂情况比较[n;百分率(% )]

分组 n
阴道

前壁脱垂

阴道

后壁脱垂

子宫

脱垂

阴道顺产组 62 58(93. 55) 20(32. 26) 9(14. 52)

剖宫产组 35 20(57. 14) 2(5. 71) 4(11. 43)

合计 97 78(80. 41) 21(22. 68) 13(13. 40)

字2 — 18. 82 8. 99 0. 18

P — <0. 01 < 0. 01 > 0. 05

3摇 讨论

摇 摇 女性盆底完全由肌肉和筋膜组成,能够封闭盆

骨出口,起支撑盆腔内器官的作用。 由于妊娠和分

娩、盆底肿瘤、人工流产、阴道内手术、闭经后卵巢功

能退化等较多因素的影响,容易造成女性盆底肌肉

损伤,发生 PFD,使得女性盆底功能过早地退化

严重[8]。
妊娠和分娩是引起 PFD 的一个重要影响因素,

分娩时盆底损伤是难免的。 妊娠时,随着胎儿长大,
子宫质量逐渐增加,对盆底肌肉和筋膜以及韧带有

慢性牵引力,使孕妇盆底出现慢性损伤[9]。 一方面

产妇分娩时由于难产、胎儿较大和生产时间长等因

素使得产妇盆底功能出现不同程度的损伤,另一方

面产妇分娩后,注意力自然转移到新生儿身上,而忽

视了自身休息和对盆底功能康复训练的重要性,从
而错过盆底功能恢复的最佳时间[10 - 11]。

PFD 患者一般临床症状主要表现为子宫脱垂,
阴道壁脱垂、尿失禁、排便困难等[12]。 PFD 虽然不

是严重威胁患者生命健康的致命性疾病,但是却极

大干扰患者正常生活,降低性生活愉悦感,容易引起

患者自卑低落的消极情绪,在给患者带来疼痛等不

适感的同时也增加沉重的心理负而担造成双重痛

苦[13]。 本文中阴道顺产组出现阴道前壁脱垂现象

的产妇有 58 例,发生阴道后壁脱垂 20 例,部分孕妇

出现前后壁均脱垂现象;剖宫产组的产妇阴道前壁

脱垂仅有 20 例,发生阴道后壁脱垂 2 例,不难看出,
分娩的不同方式对产妇阴道以及子宫有不同的影

响。 阴道分娩时,胎儿对阴道壁的挤压及产妇的屏

气用力等,造成阴道壁脱垂比例上升;但是本文研究

结果提示,分娩方式对于产妇子宫脱垂影响不大,对
产妇盆腔内绝大多数器官的影响关联较小,但妊娠

和分娩是造成产妇子宫脱垂的主因。 阴道顺产组盆

底肌玉类肌力和域类肌力正常率为 58. 06% ,而剖

宫产组玉类肌力和域类肌力正常率为 65. 71% ,由
此可见无论是顺产还是剖宫产,产后盆底肌力总正

常率无明显不同,不同的分娩方式对于盆底肌有不

同程度的损伤。
SUI 也是 PFD 的另一较常见并发症,且 SUI 发

生率相对较高,有研究[14] 表明,产妇分娩后 SUI 发

生率为 20% ~ 30% 。 发生 SUI 的患者在大笑、咳
嗽、运动时容易出现尿失禁,不方便患者日常活动,
极大影响患者生活和心理健康[15]。 本文中阴道顺

产组共 12 例出现 SUI,而剖宫产组仅有 1 例发生

SUI,这可能与产妇阴道分娩时阴道撕裂更严重有

关[16]。
综上所述,不同的分娩方式对于产后盆底肌均

有一定程度的损伤,产后应尽早进行盆底功能康复

锻炼,以减少 PFD 的发生,提高生活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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