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宫颈扩张球囊促宫颈成熟在逾期妊娠引产中的应用

于晓雯1,魏娟娟1,熊晨菡2,黄摇 勇3

[摘要]目的:探讨更有效的促宫颈成熟的方法,为逾期妊娠计划分娩提供有效、安全、方便的方法。 方法:采用病例对照研究

的方法。 选取 90 例具有引产适应证的初产孕妇,且宫颈评分臆6 分,随机分为缩宫素引产组(对照组 A)、地诺前列酮栓引产

组(对照组 B)和宫颈扩张球囊组(研究组)各 30 例。 比较 3 组促宫颈成熟效果、阴道分娩成功率、不良反应及用药至临产的

时间。 结果:研究组促宫颈成熟有效 29 例,水囊脱落 1 例;对照组 A 有效 12 例;对照组 B 有效 27 例,研究组和对照组 B 有效

率均高于对照组 A(P < 0. 05)。 研究组阴道分娩成功 23 例,对照组 A 11 例,对照组 B 22 例,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 0. 01)。
对照组 B 有 2 例发生宫缩过度刺激,取出药物后立即好转,新生儿轻度窒息(Apgar 7 分)1 例,重度窒息(Apgar 3 分)1 例,胎
心率异常 6 例;研究组胎心率异常 1 例,无子宫过度刺激、强直收缩和新生儿窒息;对照组 A 新生儿窒息(Apgar 7 分和 Apgar 6
分)2 例、胎心率异常 5 例,3 组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 > 0. 05)。 对照组 A 用药至临产时间均长于对照组 B 及研究组(P <
0. 05)。 结论:宫颈扩张球囊促宫颈成熟效果与地诺前列酮栓相似,高于缩宫素,并具有温和、安全和并发症少等优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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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plication of cervical dilation balloon in promoting cervical maturity
in overdue gestation induced lab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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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To invetigate the effective method in promoting cervical maturity for providing an effective,safe and convenient
delivery approach in overdue gestation. Methods:Ninety pregnant women with induction properties and cervical score less than or equal
to 6 points were randomly divided into oxytocin induced labor group(control group A),dinoprostone suppository induced labor group
(control group B) and cervical dilation balloon group( study group) by a case鄄control study(30 cases each group). The effects of
cervical maturity,success rate of vaginal delivery,adverse reactions and duration time from using medicine to delivery between three
groups were compared. Results:The effective promoting cervical maturity in 29 cases and water balloon off in 1 case of study group were
found,12 cases in control group A and 27 cases in control group B were valid,and the effective rates in study group and control group
B were higher than that in control group A(P < 0. 05). The vaginal delivery of 23 cases in study group,11 cases in control group A and
22 cases in control group B were successful, the difference of which was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 P < 0. 01 )). The uterine
hyperstimulation in 2 cases of control group B occured,who improved immediately after removing the drug. The neonatal asphyxia in 1
case(Apgar for 7 points) and severe asphyxia in 1 case(Apgar for 3 points) and abnormal fetal heart rate in 6 cases were identified.
The abnormal fetal heart rate in 1 case,and no uterine hyperstimulation,tetanic contraction and neonatal asphyxia in study group were
identified. The neonatal asphyxia in 2 cases(Apgar for 7 points and 6 points) and abnormal fetal heart rate in 5 cases were found in
control group A,the differences of whose between 3 groups were not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P > 0. 05). The duration time from using
medicine to delivery in control group A was longer than that in control group B and study group(P < 0. 05). Conclusions:The effect of
cervical dilatation balloon in promoting cervical maturity is similar to dinoprostone suppository,and higher than that of oxytocin,which is
mild,safe and less complica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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摇 摇 随着剖宫产技术的发展和人们生育理念的变

化,剖宫产率高居不下。 剖宫产率上升使母婴近远

期病率上升。 如何降低剖宫产率困扰着每一位产科

医生,是一个很具有挑战性的难题。 纵观剖宫产指

征,其中有不少是可以通过正确的引产干预而顺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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阴道分娩的。 对于未自然临产而需终止妊娠者,药
物或机械刺激可促宫颈成熟,继发宫缩,使之进入正

常产程,增加阴道分娩成功率,有效降低剖宫产率,
减少母婴感染及后续剖宫产瘢痕妊娠等并发症。 为

了更系统、全面地了解各种引产方法的安全性和有

效性,探讨一种更适合临床的方法,我们于 2012 年

1 月至 2014 年 5 月对 3 种促宫颈成熟的方法进行

了对照研究,现作报道。

1摇 资料与方法

1. 1摇 一般资料摇 选取上海市虹口区江湾医院产科

住院的 30 例具备引产适应证的初产孕妇作为缩宫

素引产组(对照组 A);选取同期在上海市浦东新区

妇幼保健院产科住院的 30 例具备引产适应证的初

产孕妇为地诺前列酮栓组(对照组 B);再选取同期

在上海市虹口区妇幼保健院产科住院的 30 例具备

引产适应证的初产孕妇为宫颈扩张球囊组(研究

组)。 入选条件:孕妇年龄 22 ~ 38 岁、足月单胎妊

娠、胎膜未破、未临产、妊娠 41 ~ 42 周、无阴道分娩

禁忌证、有引产指征、宫颈 Bishop 评分臆6 分、无头

盆不称、无应激试验(NST)反应型。 3 组孕妇均知

情同意,分别有专人操作并记录。 3 组孕妇一般资

料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 > 0. 05)(见表 1)。

表 1摇 3 组孕妇年龄、孕周、引产前宫颈 Bishop 评分比较(x 依 s)

分组 n 年龄 / 岁 孕周 / 周 Bishop 评分 / 分

对照组 A 30 29. 0 依 3. 0 41. 2 依 0. 7 3. 4 依 1. 1

对照组 B 30 28. 3 依 2. 3 41. 1 依 0. 5 3. 3 依 1. 2

研究组 30 28. 4 依 3. 3 41. 1 依 0. 8 3. 4 依 1. 2

F — 0. 51 0. 32 0. 07

P — >0. 05 > 0. 05 > 0. 05
MS组内 — 8. 393 0. 460 1. 363

1. 2摇 方法摇 (1)对照组 A:无刺激胎心监护(NST)
无异常,常规宫颈 Bishop 评分后缩宫素 2. 5 U 加入

500 mL 0. 9%氯化钠注射液中静脉滴注,从 5 滴 /分
开始,每 15 min 调节 1 次,每次增加 5 滴。 直至出

现规律宫缩持续6 ~ 8 h,停止缩宫素,次日予宫颈评

分及人工破膜加缩宫素引产。 如无法破膜者,继续

静脉滴注缩宫素。 (2)对照组 B: NST 无异常,常规

外阴消毒后,宫颈 Bishop 评分,予地诺前列酮栓 1
枚置于阴道后穹隆,出现规律宫缩及不适反应取出。
若无宫缩,12 h 后取出,次日予宫颈评分及人工破

膜,观察 2 h,胎心监护无异常,缩宫素引产。 (3)研
究组:孕妇取膀胱截石位,常规外阴、阴道消毒后,予

宫颈 Bishop 评分。 将双球囊植入宫颈内口后,用 0.
9%氯化钠注射液 20 mL 注入标有“U冶(代表宫颈球

囊阀)的红色阀,回拉后置阴道球囊于宫颈外口处,
再用 0. 9%氯化钠注射液 20 mL 注入标有“V冶 (代
表阴道球囊阀)的绿色阀。 将球囊固定于宫颈内外

两侧,取出扩阴器。 继续予 20 mL 增量轮流注入两

侧球囊,最大量80 mL,以孕妇无不适为宜调整总

量。 球囊外端注射口以无菌纱布包裹,防止细菌上

行感染,并固定在孕妇大腿内侧。 放置完毕后,孕妇

可自由活动。 听胎心音 4 h 1 次,若有宫缩行宫缩应

激试验检查,出现规律宫缩及不适反应取出球囊。
若无宫缩 12 h 后取出,次日再行宫颈评分及人工破

膜。 观察 2 h,胎心音无异常,再加缩宫素引产[1]。
3 组使用缩宫素引产时均由专人看护并胎心监护仪

监护。
1. 3摇 观察指标摇 3 组孕妇促宫颈成熟效果(Bishop
评分),阴道分娩成功率,不良反应及用药至临产的

时间。
1. 4摇 效果判断标准摇 促宫颈成熟效果判断标准为

12 h,按盖铭英等[2]评估方法判断,Bishop 评分提高

逸3 分为显效,逸2 分为有效, < 2 分为无效。
1. 5摇 统计学方法摇 采用方差分析和 q 检验、 字2 检

验及秩和检验。

2摇 结果

2. 1摇 3 组孕妇用药后 12 h 宫颈成熟效果、用药至临

产时间和分娩方式比较摇 研究组促宫颈成熟有效率

96. 67% ,对照组 B 有效率 90. 00% ,对照组 A 有效

率 40. 00% ,研究组和对照组 B 均高于对照组 A
(P <0. 05)。 研究组和对照组 B 阴道分娩率均高于

对照组 A,而剖宫产率均高于研究组和对照组 B
(P < 0. 05)。 对照组 A 用药至临产时间均长于研究

组和对照组 B(P < 0. 05)(见表 2)。
2. 2摇 3 组不良反应比较摇 3 组胎心率异常、新生儿

窒息和宫缩过度刺激发生率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

(P > 0. 05)( 见表 3)。

3摇 讨论

3. 1摇 3 组引产方法的作用机制摇 缩宫素为传统药

物,主要通过缩宫素受体发生作用。 通过刺激蜕膜

合成前列腺素诱发宫缩,促宫颈成熟。 地诺前列酮

栓为英国 CTS 公司产品,化学成分中含有地诺前列

酮 10 mg,以 0. 03 mg / h 的速度缓慢释放。 药物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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摇 表 2摇 3 组孕妇用药后 12 h 宫颈成熟效果、用药至临产时

间和分娩方式比较

分组 n
用药至临产

时间 / h
分娩方式

摇 阴道分娩摇 摇 剖宫产摇
促宫颈

成熟效果

对照组 A 30 54. 78 依 11. 32**
吟吟 11(36. 67) # +19(63. 33) # +12(40. 00) # +

对照组 B 30 18. 70 依 2. 76 22(73. 33)摇 8(26. 67) 27(90. 00)摇

研究组 30 17. 58 依 2. 23医 23(76. 67)摇 7(23. 33) 29(96. 67)摇

合计 90 — 56(62. 22)摇 34(37. 78) 68(75. 56)摇

F — 286. 38 12. 57吟 31. 16吟

P — <0. 01 < 0. 01 < 0. 01
MS组内 — 46. 911 — —

摇 摇 q 检验:与研究组比较 **P <0. 01;与对照组 B 比较 吟吟P <0. 01;率的

两两比较:与研究组比较 #P <0. 05;与对照组 B 比较 + P <0. 05;括号内均为

百分率(% );吟示 字2 值

表 3摇 3 组不良反应比较[n;百分率(% )]

分组 n 胎心异常率 新生儿窒息 宫缩过度刺激

对照组 A 30 5(16. 67) 2(6. 67) 0(0. 00)

对照组 B 30 6(20. 00) 2(6. 67) 2(6. 67)

研究组 30 1(3. 33) 0(0. 00) 0(0. 00)

合计 90 12(13. 33) 4(4. 44) 2(2. 22)

Hc — 3. 99 2. 07 4. 05

P — >0. 05 > 0. 05 > 0. 05

刺激内源性前列腺素 E2 的产生及宫颈细胞基质内

水分与黏多糖的含量,使宫颈胶原纤维消失及分离,
达到促宫颈成熟的作用。 外源性前列腺素 E2 可松

弛宫颈平滑肌,促进宫颈扩张,而对子宫平滑肌有收

缩作用,后者使宫颈在胎先露的压迫下,产生一种机

械性扩张,同时又提高子宫对缩宫素的敏感性。 研

究组采用库克妇产科产品公司的宫颈扩张球囊,此
球囊已获欧盟美国食品和药品管理局及国家食品药

品监督管理局批准,应用于诱导和促进宫颈成熟。
宫颈扩张球囊是一种硅胶双球囊设备,将双球囊

(阴道球囊和宫颈球囊)分别置于宫颈内外口,通过

缓慢温和的机械刺激作用产生渐进性扩张宫颈作

用,另外球囊对宫颈的压力可引起局部子宫蜕膜分

泌外周内源性前列腺素,进一步促进宫颈软化成熟。
3. 2摇 3 组引产方法的优缺点摇 缩宫素虽然是一种

价格便宜的经典引产药物,但由于缩宫素受体在宫

颈的分布很少,对宫颈的直接作用小,因此效果较

差[3],而且静脉滴注时间长,孕妇易疲劳,胎儿较长

时间处于宫缩刺激状态,易诱发胎儿宫内缺氧[4]。
地诺前列酮栓中含有地诺前列酮,能够引起宫缩。

静脉滴注缩宫素的使用率较低,可以减少一部分医

疗资源的浪费。 但因多数孕妇极敏感,易引起宫缩

不协调、胎儿宫内窘迫、子宫破裂、甚至羊水栓塞等

风险[5]。 宫颈扩张球囊为双球囊固定,可缓解单一

球囊重力作用给患者带来的不适感,引产过程中孕

妇自由活动,无疲劳感,且无药物作用,不影响子宫

血流量,不会引起子宫收缩及过度刺激。 但也有文

献报道双球囊的应用有发生脐带脱垂[6]、宫颈裂伤

等。 本研究因样本量较小,尚未出现以上并发症。
妊娠晚期引产成功与否与宫颈成熟度密切相

关[7],宫颈评分越高,表明宫颈成熟度越好,引产成

功率就越高。 评分 < 6 分时,成功率 20% ,评分 > 9
分时成功率可达 100% [8]。 因此,引产前如何促宫

颈成熟,提高宫颈评分是目前产科的重要课题之一。
理想的促宫颈成熟的方法应不增加孕妇的不适感以

及对母婴的潜在威胁,如宫缩过强、胎膜早破、宫内

感染、胎儿窘迫等并发症,应与宫颈自然成熟过程相

当。 从本研究来看,宫颈扩张球囊在促宫颈成熟的

效果上与地诺前列酮栓相似,高于缩宫素,并具有温

和、安全、并发症少等优点。 总之,宫颈扩张球囊作

为一种机械性扩张宫颈方法,不良反应小,操作简

便,其技术在国内应用相对较少,值得进一步研究

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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