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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 mL、80 mL及150 mL
小水囊引产用于足月妊娠促宫颈成熟疗效比较

张文琴，张安红

(南京市江宁医院妇产科，江苏 南京 211100)

【摘要】 目的 研究 30 mL、80 mL及 150 mL三种容量小水囊引产对足月妊娠促宫颈成熟所产生的临床效

果。方法 选取2014年10月至2016年10月间于南京市江宁医院行引产治疗的宫颈条件不成熟足月妊娠患者177例为

观察对象。采用随机数表法将其分为30 mL组、80 mL及150 mL组，各59例，分别接受30 mL、80 mL及150 mL无菌

NaCl溶液的小水囊引产治疗。研究各组患者促宫颈成熟效果评估、宫颈评分、分娩情况及并发症发生情况，以评估上述三

种方案促宫颈成熟的临床效果。结果 30 mL组、80 mL组及150 mL组患者促宫颈成熟效果评估中，有效患者人

数所占组别总人数比重分别为 84.75%、96.61%和 98.31%，80 mL及 150 mL组与 30 mL组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5)；80 mL及150 mL组患者引产后宫颈评分远高于30 mL组，且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经阴道分娩患

者人数所占比重、引产至临产时间和第一产程时间，80 mL和150 mL组患者表现情况均明显优于30 mL组，且差异具

有统计学意义(P<0.05)；三组患者在新生儿体质量和新生儿窒息率方面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0.05)；150 mL组

患者脐带脱垂率远高于30 mL组和80 mL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而30 mL组和80 mL组比较差异无统计学

意义(P>0.05)；三组患者中出现并发症人数所占组别总人数比重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结论 80 mL小水囊

引产治疗方案的综合治疗效果比30 mL和150 mL更突出，且副作用更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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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explore the clinics effect of ballon with 30 mL, 80 mL and 150 mL volume for cervi-

cal ripening and induction of labor. Methods From October 2014 to October 2016, 177 premature pregnant women

with cervical conditions treated by induction of labor in our hospital were selected and divided into 30 mL group, 80 mL

group and 150 mL group, with 59 cases in each group. These three groups respectively accepted induced laber with small

water bag of 30 mL, 80 mL and 150 mL NaCl sterile solution. The effect of cervical maturation, cervical score, delivery

and complications of each group of patients were checked and used to evaluate the clinical effect of the above three pro-

grams to promote cervical ripening. Results The proportion of the total number of effective patients in the 30 mL, 80

mL and 150 mL groups were respectively 84.75%, 96.61% and 98.31%. The differences of the 80 mL and the 150 mL

group comparing with the 30 mL group were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P<0.05). The cervical scores of the 80 mL and 150

mL group were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at of 30 mL group (P<0.05). The incidences of vaginal delivery in the 80 mL

and 150 mL patients were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at in the 30 mL group (P<0.05). There was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

in neonatal weight and neonatal asphyxia rate between the three groups (P>0.05). The umbilical cord prolapse rate in the

150 mL group was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at in the 30 mL group and 80 mL group (P<0.05), but there was no signifi-

cant difference between the 30 mL group and 80 mL group (P>0.05). There was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 in the propor-

tions of the total number of patients between the three groups (P>0.05). Conclusion The comprehensive treatment

effect of 80 mL small water bag induction therapy was more prominent than 30 mL and 150 mL, which also has less

side effec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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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产是指人工参与诱发子宫收缩并进一步结束

妊娠，其中宫颈成熟度是决定引产是否成功的重要因

素之一，成熟度越高，成功的概率就越大。目前临床

上用于足月妊娠促宫颈成熟的方法众多，且各有利

弊，目前尚无统一的定论 [1-3]。近年来，国内有研究表

明，可将小水囊引产用于足月妊娠促宫颈成熟，且效

果良好。目前众多学者致力于研究不同容量的小水

囊引产方案在促宫颈成熟方面的临床效果，但是关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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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容量引产方案所产生的临床效果比较方面的研

究相对较少[4-6]。本研究旨在通过临床对照试验，探究

30 mL、80 mL及 150 mL三种容量小水囊引产对足月

妊娠促宫颈成熟所产生的临床效果，为足月妊娠促宫

颈成熟的实施提供新的思路和参考。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选取 2014 年 10 月至 2016 年 10

月在南京市江宁医院进行治疗的宫颈条件不成熟但

要求引产的足月妊娠患者177例，年龄21~36岁，平均

(28.7±4.1)岁。依据小水囊引产方案容量的不同，将

177例按随机数表法分为30 mL、80 mL及150 mL组，

三组患者产前在胎儿情况、孕周及宫颈评分等基本资

料方面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0.05)，具有可比

性，见表1。

表1 三组患者基本资料比较(x-±s)

组别

30 mL组

80 mL组

150 mL组

F值

P值

例数

59

59

59

年龄/平均年龄(岁)

23~34 (28.0±4.2)

22~35 (28.5±4.0)

21~36 (28.7±4.1)

4.367

0.168

孕周/平均孕周

38~42 (39.8±1.5)

37~42 (39.0±1.4)

38~42 (39.7±1.6)

3.518

0.357

胎儿情况

单胎头位且胎儿存活

单胎头位且胎儿存活

单胎头位且胎儿存活

Bishop评分

5.1±0.2

4.9±0.1

5.0±0.1

3.756

0.269

1.2 纳入和排除标准 纳入标准：宫颈条件不

成熟者。判断标准：参考Bishop标准评分<6分；母儿

状况允许引产者；精神状况正常，与人交流无障碍；自

愿加入本次研究者。排除标准：严重不配合者；水囊

禁忌患者[7-9]。

1.3 方法

1.3.1 引产方法 均采用超声检查确定胎盘位

置并对阴道进行常规消毒后将水囊放入胎盘对侧面，

行常规水囊引产术。30 mL、80 mL及 150 mL组患者

采用的水囊分别为：容量为 30 mL无菌 0.9% NaCl溶

液的Foley尿管、容量为80 mL无菌0.9% NaCl溶液的

常规小水囊及容量为 150 mL 无菌 0.9% NaCl 溶液的

常规小水囊。

1.3.2 评估方法 (1)临床有效率：制定促宫颈成

熟效果评级表，记引产后Bishop评分[10]增加量为△s，

将临床效果分为以下几个级别：良好：△s>2分；标准：

1分≤△s≤2分；无效：△s<1分。并定义促宫颈成熟

效果评级表中评级为良好和标准的均视为有效。有

效率=（良好+标准）/总例数×100%。(2)引产前后宫颈

评分：依据Bishop评分标准[10]统计各组患者引产前后

宫颈评分情况。(3)记录分娩情况：记录经阴道分娩患

者人数、引产至临产时间、第一产程时间、新生儿体质

量、新生儿窒息率及脐带脱垂率。

1.4 统计学方法 应用SPSS20.0统计软件进行

数据分析，计量数据以均数±标准差(x-±s)表示，组间比

较采用独立样本 t 检验，计数资料采用χ2检验，组内检

测采用多次重复测量方差检验，以P<0.05为差异有统

计学意义。

2 结 果

2.1 三组患者促宫颈成熟效果比较 30 mL、

80 mL 及 150 mL 组中有效患者占各组患者总数比

例分别为 84.75%、96.61%和 98.31%，其中 80 mL 及

150 mL组与30 mL组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

而 80 mL 组和 150 mL 组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

0.05)，见表2。

2.2 三组患者引产前后宫颈评分比较 引产前，

三组患者引产前宫颈评分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

0.05)。引产后，80 mL组和150 mL组患者宫颈评分远

高于 30 mL 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80 mL

组和 150 mL组患者的宫颈评分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

义(P>0.05)，见表3。

2.3 三组患者分娩情况比较 经阴道分娩患

者人数所占比重、引产至临产时间和第一产程时间

比较，80 mL 和 150 mL 组患者均明显优于 30 mL 组，

且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80 mL 组和 150 mL

组患者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三组新生儿

体质量和新生儿窒息率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

0.05)。30 mL 组和 80 mL 组脐带脱垂率均为 0，而

150 mL组患者中有 2 例出现脐带脱垂，脐带脱垂率

为 3.39%。150 mL 组患者脐带脱垂率远高于30 mL组

表2 三组患者促宫颈成熟效果比较(例)

组别

30 mL组

80 mL组

150 mL组

χ2值

P值

例数

59

59

59

良好

20

29

30

标准

30

28

28

无效

9

2

1

有效率(%)

84.75

96.61a

98.31a

4.379

<0.05

注：与30 mL组比较，aP<0.05。

表3 三组患者引产前后宫颈评分比较(x-±s)

组别

30 mL组

80 mL组

150 mL组

F值

P值

例数

59

59

59

引产前

3.601±1.002

3.702±0.969

3.529±1.221

1.037

>0.05

引产后

6.946±2.123

10.60±3.753a

11.36±4.259a

8.105

<0.05

宫颈评分

注：与30 mL组比较。aP<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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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80 mL组，且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而30 mL

组和80 mL组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见表4。

2.4 三组患者并发症比较 三组患者并发症发生

率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见表5。

表4 三组患者分娩情况比较(x-±s)

组别

30 mL组

80 mL组

150 mL组

χ2/F值

P值

例数

59

59

59

经阴道分娩患者

人数/所占比重(%)

40 (67.80)

53 (89.83)a

54 (91.53)a

4.682

<0.05

引产至临产

时间 (h)

28.91±9.34

23.23±4.72a

22.93±3.20a

5.097

<0.05

第一产程

时间(h)

8.51±3.39

6.38±4.75a

22.95±3.12a

2.587

<0.05

新生儿

体质量(kg)

3.52±0.68

3.56±0.70

3.60±0.71

7.070

>0.05

新生儿

窒息率(%)

3.39

1.69

1.69

3.039

>0.05

脐带

脱垂率(%)

0

0

3.39ab

2.429

<0.05

注：与30 mL组比较，aP<0.05；与80 mL组比较，bP<0.05。

3 讨 论

近年来如何成功促进宫颈成熟度，提高生产顺利

度，日渐引起大家的关注，但目前应用于足月妊娠的

各种容量小水囊引产临床效果尚未完全明确[11]。大量

研究表明，水囊引产会刺激宫颈管，从而提高相关前

列腺素类物质的活跃度，促进宫颈成熟[12-13]，且鉴于其

副作用小，目前已应用于医学临床。不同容量的小水

囊引产用于足月妊娠促宫颈成熟，效果不尽相同，且

目前对该方向的研究较少[14]。

本研究发现 30 mL 组效果远远低于另外两组，

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150 mL 组患者脐带脱垂率

远远高于另外两组，且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这是

因为 150 mL 水囊体积较大，存在于宫内位置较高，宫

缩时水囊可能发生移动[14-16]，因此出现胎盘早剥及脐

带脱垂等情况。在新生儿体质量、新生儿窒息率和

患者并发症发生方面，三组患者表现差异无统计学

意义(P>0.05)。故三种容量小水囊引产均有一定的

临床效果，但综合比较看来，80 mL 小水囊引产效果

明显优于另外两组。

综上所述，30 mL、80 mL及150 mL小水囊引产均

可用于足月妊娠促宫颈成熟，但 80 mL引产方案临床

效果表现更突出，且副作用小，值得临床推广应用。

但鉴于实际应用中影响因素的复杂性[17]，尚存在进一

步优化的空间。考虑到本研究各评价临床效果指标

在评价效果方面发挥的权重不尽相同，可考虑科学

量化各指标权重，制定综合指标进行全面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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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5 三组患者并发症比较(例)
组别

30 mL组

80 mL组

150 mL组

χ2值

P值

例数

59

59

59

宫缩过强

2

2

1

产褥感染

1

0

0

宫颈裂伤

1

0

2

并发症发生率(%)

6.77

3.39

5.08

3.057

>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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