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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讨剖宫产手术中应用米索前列醇和催产素控制产后出血的效果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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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探讨剖宫产手术中应用米索前列醇和催产素控制产后出血的效果。方法：选取2013年6月～

2014年6月我院妇产科收治的行剖宫产手术的产妇180例，将其随机分为观察1组、观察2组与观察3组，每

组患者60例。观察1组患者单用米索前列醇，观察2组患者单用催产素，观察3组患者采用米索前列醇与催

产素联合用药。观察并比较三组患者术中、术后2h及术后24h的出血量。结果：观察3组患者的产后出血率

为1.67%，较观察1组患者产后出血率5.0%与观察2组患者产后出血率8.33%明显降低，差异较为显著，均

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观察1组与观察2组患者产后出血率比较，两组间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P<0.05）；在出血量方面，观察3组患者术中、术后2h及术后24h的出血量较观察1组与观察2组患者出血

量明显降低，差异均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观察1组与观察2组患者手术中出血量间比较差异无无统

计学意义（P>0.05），但是在产后2h与产后24h，观察1组出血量明显低于观察2组，两组间差异具有统计

学意义（P<0.05）。结论：在剖宫产手术中联合应用米索前列醇与催产素能够有效的控制产后出血量，具

有良好的临床疗效，值得在临床上进一步的推广与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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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plore the effect of using misoprostol and oxytocin to control postpartum hemorrhage in the operation 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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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explore effect of using misoprostol and oxytocin to control postpartum hemorrhage in 
the operation of cesarean delivery. Method  There are 180 cases of maternal come to our hospital for the operation 

of cesarean delivery at the time from June 2013 to June 2014, and then devided them into observation group 1, 

observe group 2 and observation group 3 with 60 maternals in each group randomly. The observation group 1 was 

given misoprostol for treatment, the observation group 2 was given postpartum hemorrhage for treatment 

independently, and the observation group 3 was given misoprostol combine with postpartum hemorrhage for 

treatment. Observed and compared the amout of bleeding of the three groups at the time of in the process of 

operation, 2 hours after the operation and 24 hours after the operation. Result  The bleeding rate after childbirth of 

observation group 3 is 1.67 %, we can find it is obvious lower than 5.0 % of the observation group 1 and 8.33 % of 

the observation group 2, the difference between them have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P<0.05); the difference 

between observation group 1 with observation group 2 have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P＜0.05); In the amout of 
bleeding, we can find out that the three groups at the time of in the process of operation, 2 hours after the operation 

and 24 hours after the operation, observation group 3 is obvious lower than group 1 and 2, the difference between 

them have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P<0.05); But at the time of in the process of operation, the difference between 

observation group 1 with observation group 2 have no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P＞0.05); But at the time of 2 hours 
after the operation and 24 hours after the operation, the difference between observation group 1 with observation 

group 2 have n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P＜0.05). Conclusion  Using misoprostol combine with oxytocin to control 
postpartum hemorrhage in the operation of cesarean delivery, have very good clnical effect, it was worth to be 

fruther promoted and applied in clin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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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妇产科，产后出血是妇女分娩过程中较为常见的并发症，是导致产妇死亡的重要原因之一［1,2］。

产妇在分娩后24h内阴道出血量如果超过500ml，那么在临床上就可判定为产后出血［3］。目前，产后出血



的发生率在分娩总数中约占1%～3%［4］。产后出血过多会引发产妇贫血、感染等，会对产妇的生活质量

造成严重的影响。近年来，剖宫产手术率不断上升，手术并发症问题也越来越多，其中产后出血是最常见

的并发症之一，由于产后出血会对患者的生命以及健康造成严重的威胁，因此，降低产后并发症的关键在

于如何预防如何控制剖宫产手术后出血量。本文选取我院妇产科收治的行剖宫产手术的产妇作为研究对象，

探讨剖宫产手术中应用米索前列醇和催产素控制产后出血的临床效果，现将报告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选取2013年6月～2014年6月我院妇产科收治的行剖宫产手术的产妇180例作为研究对象，

产妇的年龄为21～38岁。所有患者均为单胎，足月。其中患者排除标准为：1）患有前置胎盘、多胎妊娠

以及妊娠高血压等疾病的产妇；2）存在凝血机制障碍的产妇；3）伴有妊娠合并子宫肌瘤的产妇。将患者

随机分为三组，依次为观察1组、观察2组与观察3组，每组患者为60例。观察1组、2组、3组产妇的平均年

龄分别为（27.1±3.2）岁、（26.9±2.9）岁、（27.8±3.2）岁；三组产妇的平均孕周分别为（39.1±3.1）周、

（40.1±3.6）周、（39.4±3.4）周。对三组产妇的年龄、孕周及临床指征等进行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

（P＞0.05），表明三组产妇具有一定的可比性。

1.2　方法　所有产妇经确认均无任何的用药禁忌。所有患者麻醉均采用腰部麻醉，并且按照常规方法进

行剖宫产操作。观察1组产妇在胎儿娩出后立即将米索前列醇600ug放入口中，进行舌下含服；观察2组产

妇在胎儿娩出后即刻于宫体部进行催产素肌肉注射，含量为20U；观察3组产妇在在胎儿娩出后立即将米

索前列醇600ug放入口中含氟同时，外加给予催产素20U于宫体部进行肌肉注射。

1.3　观察指标及判定方法　严格测量所有产妇术中及术后出血量。依据容积法与称重法得出所有产妇术

中出血量、术后2h出血量及术后24h出血量。其中容积法测量产妇出血量为：在产妇分娩出胎儿后，将羊

水抽尽，在产妇臀部下放置弯盘，然后将收集的所有血液通过量筒进行测量；称重法测量产妇术后出血量

为：通过事先已经称重的纱布将渗血进行吸收，然后将吸收渗血的纱布再次进行称重，计算纱布增加的重

量，最后通过换算公式1.05g=1ml计算产妇出血量。

1.4　统计学处理　研究中所有数据的分析均采用统计学软件SPSS17.0进行统计分析。其中计量资料以均

数±标准差（ ±s）表示，两组间的差异比较采用t检验；计数资料以百分比进行表示，两组间差异的比较

采用卡方检验。两组间比较以P＜0.05表示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三组产妇术后出血率的比较　观察3组产后出血率为，较观察1组产妇产后出血率及观察2组产后出血

率明显降低，分别比较差异均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观察1组产妇产后出血率与观察2组产后出血率

比较，两组间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结果如表1所示。

表1　三组产妇术后出血率的比较（例）

组别 例数 术中出血 术后24h出血 出血率（%）

观察1组 60 3 0 5.0★

观察2组 60 3 2 8.33

观察3组 60 1 0 1.67▲★

注：与观察1组比较，▲P＜0.05；与观察2组比较，★P＜0.05；产后出血指出血量＞500ml的产妇

2.2　三组产妇术中及术后出血量的比较　观察3组产妇术中、术后2h以及术后24h出血量较观察1组及观察

2组产妇出血量明显降低，观察3组产妇产后出血量分别与观察1组、观察2组产妇产后出血量进行比较，差

异均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观察1组产妇手术中出血量与观察2组产妇术中、术后2h以及术后24h出

血量进行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0.05），但术后2h与术后24h，观察1组产后出血量明显低于观

察2组，两组间比较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结果如表2所示。

表2　三组产妇术中及术后出血量的比较（ ±s，mL）

组别 例数 术中出血量 术后2h出血量 术后24h出血量



观察1组 60 308.4±121.5 316.5±149.6★ 326.7±157.3★

观察2组 60 321.7±131.6 358.9±143.7 403.5±153.2

观察3组 60 237.8±102.9▲★ 247.9±134.2▲★ 256.4±136.4▲★

注：与观察1组比较，▲P＜0.05；与观察2组比较，★P＜0.05

2.3　不良反应　观察1组与观察3组分别有1例产妇出现恶心不适症状，症状较为轻微，未经特殊处理均自

行缓解；观察2组未见不良反应发生，三组间不良反应发生率比较均无统计学意义。

3　讨论

　　产妇在进行分娩时，其子宫会不同程度的受到来自胎儿不同方位的压力，产妇子宫的肌肉纤维会受到

这些压力的拉伸，如果产妇在分娩之后，这些被拉伸的肌肉得不到良好的收缩，进而会导致产妇子宫收缩

乏力，同时降低了对血管的压力，因此产妇会发生产后出血的症状。此外，产妇在分娩时为使其放松，使

产妇能够尽快分娩出胎儿，临床上通常会采用局部麻醉或镇痛剂降低产妇的分娩镇痛，但是在产妇分娩之

后，一旦麻醉剂或镇静剂的药效消失，就会引发产妇子宫收缩乏力，进而导致产后出血症状［5］。最后，

产妇在分娩过程中，由于其体力消耗巨大，在分娩之后通常会出现脱力的现象，如果产妇存在子宫内羊水

过多，或者体内胎儿体型过大，都会引发产妇子宫肌肉收缩困难，进而导致产后出血症状，因此，在临床

上应当给予产妇产后出血症状极大的重视。

　　目前在临床上，对于产后出血的预防性药物主要包括前列腺素衍生物、垂体后叶素、钙剂以及中药等

［6-7］。米索前列醇是一种合成的前列腺素E1的衍生物，其给药方式有较多种，主要包括口服、舌下含服

以及直肠给药等［8］。在子宫收缩过程中，米索前列醇能够提高子宫肌细胞中钙离子的水平，使得肌球蛋

白轻链酶得到活化，因此，米索前列醇能够使得宫颈软化，使子宫平滑肌张力与宫内压力有效增加，进而

能够迅速的闭合宫腔开放的血管，起到一定的止血效果［9］。催产素又称为垂体后叶素，包含缩宫素与抗

利尿激素。催产素具有较强的促进子宫收缩的功效，该药物能够起到一定的预防产后出血的作用，但是其

效果不够理想。与催产素比较，米索前列醇起效速度更快，半衰期时间更长，进而能够较为有效的促进子

宫收缩，起到控制产后出血的作用［10-11］。

　　通过本文的研究结果可以发现，观察3组患者在产后出血率方面要明显的低于观察1组与观察2组，表

明将米索前列醇与催产素联合应用于剖宫产手术中能够更有效的降低产后出血率。在产后出血量方面，在

手术中，观察1组出血量要明显低于观察1组与2组，而观察1组与观察2组间差异无统计学意义，表明在较

短时间内，舌下含服米索前列醇对预防产后出血效果不佳，可能与其起效较慢有关。但是在术后2h与术后

24h，观察1组与观察3组患者产后出血率均较观察2组明显降低，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但是观察1组与观

察3组间比较无统计学意义，这就表明术后米索前列醇对子宫收缩的持续效果较好。

　　综上所述，在剖宫产手术中联合应用米索前列醇和催产素能够有效的控制产后出血量，临床效果较为

显著，预防产后出血方面要明显优于单纯使用米索前列醇及单纯使用催产素，且无明显不良反应发生，值

得临床上进一步的推广与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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