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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目的 观察子宫前后壁贯穿缝合术后辅以益母草注射液防治高危难治性产后出血的临床疗效，并

对其机制进行分析。方法 采用随机数字表法将 46 例于 2017 年 11 月 17 日-2018 年 9 月 25 日收治的高危难治
性产后出血产妇均分为对照组和观察组，对照组采用子宫前后壁贯穿缝合术联合缩宫素注射液治疗；观察组加
用益母草注射液。比较两组产妇凝血功能、产后出血及子宫复旧情况。结果 治疗后观察组凝血酶原时间

（prothrombin time，PT）、活 化 部 分 凝 血 活 酶 时 间（activated partial thromboplastin time，APTT）、凝 血 酶 时 间

（thrombin time，TT）、纤维蛋白原（fibrinogen，FIB）、D-二聚体（D-dimer，DD）、产后出血发生率、恶露持续时间、
产后 2 h 和 24 h 出血量、产后第 3 天及随访 42 天子宫体积等指标均明显低于对照组，而内/外源性凝血因子 Xa

较对照组升高、宫缩持续时间延长、第 1、3、5 天宫底下降高度大于对照组相同观察时间点，且观察组术后 2 周宫

腔积血程度明显好转，与对照组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 0.05）。结论 术后联用益母草注射液可明显改善
高危难治性产后出血产妇凝血功能并促进子宫复旧，明显提高临床疗效、降低产后出血的发生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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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危难治性产后出血又称严重产后出血，目前多

数医院的临床诊断标准为：胎儿娩出或剖宫产后 1 h 内

阴道出血量超过 500 mL、24 h 超过 1500 mL 或超过总
血容量的 25%，且产妇出现凝血功能障碍、失血性休克
及多器官功能衰竭，经各种保守治疗无效，病情危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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碍，常影响此类产妇的临床疗效，甚至需要对严重者施
行子宫全切术，进而影响产妇正常的生育功能[3,4]。由
于目前尚缺乏治疗高危难治性产后出血的金标准，故
在临床诊疗过程中探索不同的治疗方法以防治高危难
治性产后出血、保存产妇生育及生理功能具有重要临

重 。高危难治性产后出血病因包括胎盘因素、子宫

床意义。研究表明，缩宫素具有增强产后子宫收缩力

收缩乏力及凝血功能障碍等，其中子宫收缩乏力及凝

的作用，广泛应用于引产和产后止血；而益母草注射液

血功能障碍是产后出血的主要病因，约占总病例的

具有抑制血小板聚集、解除凝血功能障碍、改善微循

70％-90％，是产妇分娩过程中最常见的并发症之一，

环、增强缩宫素对子宫平滑肌的兴奋性等药理作用[5,6]。

也是直接导致产妇死亡的主要病因[2]。子宫下段前后

中药益母草为唇形科植物益母草的新鲜或干燥地上部

壁贯穿缝合术是目前治疗高危难治性产后出血的手术

分，又名云母草、茺蔚、九重楼、坤草等，其茎或叶中富

方法之一，但因产妇术后子宫收缩乏力及凝血功能障

含黄酮类、二萜类、脂肪酸类生物碱、盐酸益母草碱及
益母草素等[7,8]。盐酸益母草碱及益母草素是其主要药

收稿日期：
2018-12-03
＊

修回日期：
2019-07-10

湖北省知识创新专项（2016CFB411）：Beclin 1/Vps 通路在自吞噬调节宫颈癌干细胞多功能性中的作用及机制研究，负责人：丁研；十堰市科学

技术研究与开发项目计划（18Y12）：
藻蓝蛋白在大鼠离体心脏缺血再灌注损伤中的作用及其机制，负责人：
陈德森。
＊＊

通讯作者：
陈德森，
教授，
主要研究方向：临床药理。

〔 World Science and Technology/Modernization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and Materia Medica 〕

1525

2019

第二十一卷 第七期

★Vol. 21 No.7
表 1 2 组高危难治性产后出血产妇治疗前基线资料比较（n = 23）

组别

平均年龄/岁

妊娠时间/孕周

初产妇/例

经产妇/例

妊娠次数/次

新生儿体质量/kg

产妇体重/kg

对照组

27.89 ± 1.94

36.46 ± 5.03

15

8

2.54 ± 1.41

3.79 ± 0.56

75.59 ± 1.36

观察组
2

χ 值/t 值
P值

28.01 ± 2.17
0.517

P > 0.05

36.19 ± 4.23
0.463

P > 0.05

16

0.194

P > 0.05

理活性成分，具有抗凝、抗炎、收缩子宫、促进产后子宫
复原及免疫调节等作用，临床常利用其清热凉血、利尿
消肿、活血调经等作用治疗月经不调、痛经、经闭、恶露
不尽及产后止血等妇科疾病 [9,10]。临床使用的益母草
注射液是从益母草的全草中提取的含盐酸益母草碱及
益母草素等生物碱的单方制剂，对子宫、特别是子宫下
段平滑肌有较强的兴奋作用，临床常与缩宫素联合使
用以预防或治疗流产及产后子宫出血[11,12]。
我院在治疗高危难治性产后出血的临床实践中，
发现益母草注射液在防治高危难治性产后出血产妇子
宫前后壁贯穿缝合术后出血、提高临床疗效方面有可
取之处，
本文就整理的研究结果展开报导。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将我院妇产科于 2017 年 11 月 17 日-2018 年 9 月
25 日收治的高危难治性产后出血产妇 46 例，所有病例
均有胎头过大、羊水过多、前置胎盘、子痫前期等高危
因素，需采取剖宫产分娩。在治疗过程中根据不同治
疗方法采用随机数字表法分为对照组和观察组，每组
23 例。基于平均年龄、平均孕周、平均体质量、初产或
经产妇、分娩次数、妊娠次数、新生儿体质量等基线资
料，对 2 组病例进行比较，发现两者的差异无统计学意
义（P > 0.05），
说明两组资料具有可比性（表 1）。
1.2 纳入及排除标准
纳入标准：①符合高危难治性产后出血的临床诊
断标准，产妇宫缩乏力，给予缩宫剂、热盐水湿敷、子宫
按摩、术中子宫静脉推注钙剂等保守治疗无效者；②出
血速度快，且胎儿娩出或分娩后 12 h 内出血量大于
1500 mL 者；③顺应性良好，配合研究，出血量较大已
引起凝血功能障碍或多脏器功能衰竭者。符合上述 3
项中的任意 2 项者均可判断为高危难治性产后出血。
排除标准：①排除心律失常、恶性肿瘤、肝肾功能
严重障碍、软产道撕裂的产妇；②分娩前产并胎儿窘迫
者；③产妇合并妊娠高血压或精神病史及既往产后出
血史[13,14]。
1526

7

0.165

P > 0.05

2.56 ± 1.69
0.580

P > 0.05

3.81 ± 0.52
0.291

P > 0.05

75.04 ± 1.36
0.312

P > 0.05

1.3 治疗方法
因患者出血严重、2 组产妇均于产后行子宫前后
壁贯穿缝合术。具体方法：腰椎硬膜外联合麻醉产妇，
行子宫下段横切口手术，立即宫体内注射缩宫素注射
液 20 U，卡前列素氨丁三醇注射液 250 μg，立即清理
腹内及宫腔积血后，然后采用褥式缝合针法将子宫前
后壁进行贯穿缝合。术后根据宫缩情况肌肉注射缩宫
素注射液 10 U（2 次/天），共 3 天。观察组在此治疗基
础上，在术后宫体内注射益母草注射液 1~2 ml，术后
2 h 肌肉注射益母草注射液 1~2 ml，之后每 12 h 肌肉注
射 1 次，共治疗 3 天。术后行抗休克、补充血溶量等常
规治疗，必要时给予输血治疗。
1.4 观察指标
主要观察指标有产后 2 h 与 24 h 出血量、产后出血
的发生率、宫底下降高度、宫缩持续时间、恶露持续时
间及凝血功能等。其中 2 h 与 24 h 出血量采用容积法、
称重法和面积法三者均值统计，并以产后 24 h 总出血
量 > 1500 mL 判定为高危难治性产后出血，以此标准
计算产后出血发生率；记录宫缩持续时间和恶露持续
时间及产后 1、3、5 天内宫底的下降高度、并于产后第 3
天及随访 42 天子宫体积以评价子宫复旧情况。采用
凝血检测仪（美国海伦娜）检测产妇产后 24 h 凝血功
能，凝血功能指标主要有 凝血酶原时间（prothrombin
time，PT）、活 化 部 分 凝 血 活 酶 时 间（activated partial
thromboplastin time，APTT）、凝 血 酶 时 间（thrombin
time，TT）、纤维蛋白原（fibrinogen，FIB）、D-二聚体（Ddimer，DD）及内/外源性凝血因子 Xa 等以判断产妇凝
血功能障碍是否纠正。
1.5 统计学方法
使用 SPSS 17.0 统计分析软件进行数据，观察到的
所有数据均以 xˉ ± s 表示，组间比较采用 t 检验，率的比
较采用χ2 检验，
以 P < 0.05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2 组高危难治性产后出血产妇治疗前基线资料
情况

2 组产妇在平均年龄、平均孕周、平均体质量、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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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治疗后 2 组产妇 2 h 与 24 h 出血量、
恶露持续时间及产后出血的发生率比较（n = 23，xˉ ± s）
组别

2 h 出血量/mL

24 h 出血量/mL

产后出血发生率
（%，
产后出血例数/总例数）

恶露持续时间/d

对照组

427.69 ± 41.94

536.46 ± 45.03

4.34(1/23)

16.46 ± 2.03

328.01 ± 32.17

观察组

8.392

χ2 值/t 值

观察组
χ2 值/t 值
P值

12（52.17）

中量

大量

8（34.78）

3（13.04）

16（69.56）a

6（26.08）a

P < 0.05

P < 0.05

77.392

57.946

对照组
观察组
χ2 值/t 值
P值

1d

9.17 ± 1.42

3d

5d

10.19 ± 1.03

12.09 ± 1.61

12.36 ± 1.27a

14.14 ± 1.49a

P < 0.05

P < 0.05

P < 0.05

P < 0.05

5.792

13.972

7.254

3d

2.03 ± 0.25

2.84 ± 0.21a
6.247

子宫体积/mm2
3d

42 d

743.97 ± 52.04 162.94 ± 18.23

612.82 ± 56.53a 141.09 ± 16.62 a
5.947

P < 0.05

P < 0.05

6.945

P < 0.05

表 4 治疗后 2 组产妇凝血功能指标比较（n = 23，xˉ ± s）
外源性凝血因
子 Xa/(pg·mL-1)

51.94 ± 4.51a

38.05 ± 5.47a

P < 0.05

P < 0.05

6.394

P < 0.05

宫缩持续
时间/d

宫底下降高度/cm

11.01 ± 1.34a

内源性凝血因子
Xa/(pg·mL-1)
46.26 ± 4.91

P < 0.05

1（4.34）a
103.257

注：与对照组比较，a. P < 0.05

组别

3.972

表 3 治疗后 2 组产妇子宫复原情况比较（n = 23，xˉ ± s）

术后 2 周宫腔积血程度
/例/%
少量

12.19 ± 1.23a

a

39.354

P < 0.05

注：与对照组比较，a. P < 0.05

组别

0(0/23)

a

6.547

P < 0.05

P值

对照组

473.19 ± 34.23

a

PT/s

TT/s

DD/(g/L)

APTT/s

FIB/(g·L-1)

35.03 ± 5.24

14.27 ± 0.97

16.05 ± 1.97

3.29 ± 0.24

35.27 ± 2.12

4.40 ± 0.89

4.925

4.537

6.243

9.243

6.924

7.024

注：与对照组比较，a. P < 0.05

12.29 ± 0.87a

13.41 ± 1.21a

P < 0.05

P < 0.05

1.68 ± 0.21a

32.09 ± 2.27a

P < 0.05

P < 0.05

3.35 ± 0.67 a
P < 0.05

产或经产妇、分娩次数、妊娠次数、新生儿体质量等基

后第 3 d 及随访 42 d 子宫体积比对照组小，2 组比较差

性（表 1）。

2.4 不同治疗对产妇凝血功能的影响

线资料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 均 > 0.05），有可比

异有显著性（P < 0.05）
（表 3）。

治疗后 2 组产妇凝血功能均有不同程度恢复。观

2.2 治疗后 2 组产妇 2 h 与 24 h 出血量、恶露持续时间
及产后出血的发生率
与对照组比较，观察组产后出血发生率、恶露持续

时间及产后 2 h 和 24 h 出血量明显降低，2 组比较差异
有显著性（P < 0.05）
（表 2）。

2.3 治疗后 2 组产妇子宫复原情况

治疗第 3、5 d 时 2 组宫底的下降高度均大于同组

察组治疗后 TT、PT 和 APTT 均较对照组缩短，DD、FIB

降低，内/外源性凝血因子 Xa 则高于对照组，2 组比较
差异有显著性（P < 0.05）
（表 4）。
3

讨论
子宫收缩乏力是产后出血的主要诱发因素，严重

产后第 1、3 d（P < 0.05）；观察组产后第 1、3、5 d 时宫底

的产后出血会造成产妇失血性休克、患者因凝血功能

时间点的宫底下降高度比较差异有显著性（P < 0.05）；

过程中或剖宫产术中和术后加强子宫收缩、纠正凝血

下降高度大于对照组对应的第 1、3、5 d，2 组相同观察
观察组宫缩持续时间较对照组长（P < 0.05），术后 2 周
宫腔积血程度显示少量宫腔积血例数比对照组多，中
量和大量宫腔积血比对照组少（P < 0.05）。观察组产

障碍和多器官功能衰竭而危及生命 [15]。因此，在分娩
功能障碍、抗休克治疗，防治产后出血是挽救高危难治
性产后出血患者生命的重手段 [16,17]。因单独使用药物
往往不能完全控制患者症状，故在使药物防治的同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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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采用不同的手术治疗，如子宫压迫缝合术、腔填塞

有增强子宫平滑肌兴奋性的作用，但两者又有区别，缩

术、经导管动脉栓塞术、子宫切除术和盆腔血管结扎术

宫素对子宫上段平滑肌有较强的兴奋作用，但对下段

等，但目前尚无证据表明哪一种手术方式治疗效果更
佳，各大医院多根据实际情况和治疗经验选择不同手
[18]

术方法 。我院结合临床实践经验，主要采用子宫前

平滑肌的兴奋作用相对较弱，且缩宫素半衰期为 1-

6 min，而益母草注射液达 6 h。加用益母草注射液可

延长对子宫的收缩效应，弥补缩宫素半衰期短的缺点，

后壁贯穿缝合术。为达到更好的治疗效果，保护产妇

二者联合应用起到药物的协同作用，在缩宫素作用减

生命安全，在术中或术后常需要应用宫缩药，目前用于

退时益母草注射液仍可加快收缩频率、促进宫缩作用

防治此类患者的西药主要有卡前列素氨丁三醇、氨甲

而增强缩宫素对子宫下段平滑肌的兴奋，从而达到止

环酸、缩宫素等，中药制剂有益母草注射液以及中药汤

血功效，同时也避免了益母草注射液起效慢的缺点，达

剂还宫汤等

[19,20]

。其中最为广泛应用的西药为缩宫素，

到延长宫缩时间与幅度、促使恶露尽快排出并有效减

它可引起子宫平滑肌节律性收缩，常用于催产和引产，

少出血量，从而促进子宫复旧[21,22]。另有研究表明，益

而大剂量可引起子宫强直性收缩，对子宫血管产生压

母草对血液动力学和血液流变学也有一定的影响，益

迫止血的作用。但缩宫素对子宫下段平滑肌作用弱于

母草具有抑制血小板聚集及血栓形成的作用，可降低

子宫体，且存在剂量不好控制，过量使用可能降低收缩

血液黏度并产生抗凝、溶栓和改善微循环等作用，这在

效果，因此，及时采取手术及中西医结合会收到理想的

一定程度上缓解高危难治性产后出血患者凝血功能障

治疗和预防效果。

碍现象[23,24]。本研究观察中也发现其具有这一作用，如

本临床观察发现，观察组经综合治疗，产后出血发

生率、恶露持续时间及产后 2 h 和 24 h 出血量明显低于
对照组，宫缩持续时间高于对照组；在治疗第 3、5 d 时

2 组宫底下降高度均大于同组产后第 1、3 d；且观察组

凝血功能指标显示观察组治疗后 PT、APTT、TT 均较对

照组缩短，FIB 和 DD 较对照组降低，内/外源性凝血因
子 Xa 较对照组升高等现象。

综上所述，在防治高危难治性产后出血时，采用子

产后第 1、3、5 d 时宫底下降高度均大于对照组相同观

宫前后壁贯穿缝合术联合益母草注射液辅助治疗，可

腔积血患者例数比对照组多，而中量和大量宫腔积血

纠正产妇凝血功能障碍、降低产后出血的发生率，提高

察时间点；观察组术后 2 周宫腔积血程度显示少量宫
比对照组少，观察组产后第 3 d 及随访 42 d 子宫体积明

显低于对照组。分析认为，缩宫素和益母草注射液均

延长宫缩时间，减少出血量及促进子宫复旧，同时还可
临床疗效。这一治疗方案在防治高危难治性产后出血
方面有一定优势，具有临床推广和参考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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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linical Study on Yimucao Injection Assisted Penetrating Suture of Anterior and Posterior Uterine Walls for
Prevention and Treatment of High-risk and Refractory Postpartum Hemorrhage
Wang Hui1, Ding Yan2, Chen Desen2
(1. Department of Obstetrics, Peoples Hospital of Zhushan County, Shiyan 442200, China;
2. Basic Medical School, Hubei University of Medicine, Shiyan 442000, China)
Abstract: Objective To observe the clinical efficacy of Yimucao injection in the prevention and treatment of high-risk
refractory postpartum hemorrhage after uterine anterior and posterior wall sutures, and to analyze its mechanism. Methods

A total of 46 high-risk refractory postpartum hemorrhage patients who were admitted to the hospital from November 17,

2017 to September 25, 2017 were randomly divided into the control group and the observation group. The control group
was treated with uterine anterior and posterior wall sutures. The operation was combined with oxytocin injection; the

observation group was supplemented with motherwort injection. The coagulation function, postpartum hemorrhage and
uterine involution were compared between the two groups. Results After treatment, prothrombin time (PT), activated

partial thromboplastin time (APTT), thrombin time (TT), fibrinogen (fibrinogen, FIB) were observed. D- dimer (DD),

incidence of postpartum hemorrhage, duration of lochia, 2 h and 24 h postpartum hemorrhage, postpartum day 3 and 42
days of uterine volume were significantly lower than the control group. The internal/exogenous coagulation factor Xa was

higher than the control group, the duration of contraction was prolonged, and the descending height of the uterus at the 1st,
3rd, and 5th day was higher than that of the control group, and the uterine cavity was observed 2 weeks after the

observation. The degree of hemorrhage was significantly improved, and the difference was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P <
0.05). Conclusion Postoperative combined use of motherwort injection can significantly improve the coagulation function
of high-risk refractory postpartum hemorrhage and promote uterine involution, significantly improve clinical efficacy and
reduce the incidence of postpartum hemorrhage.

Keywords: Yimucao Injection, High-risk and refractory postpartum hemorrhage, Penetrating suture of anterior and pos⁃
terior uterine walls, Coagulation function, Uterine involu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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