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足月妊娠产妇无痛分娩镇痛时机的选择及母婴结局分析
陈丽英 1，苏尚华 2

儋州市那大镇卫生院妇产科 1、麻醉科 2，海南 儋州 571700

【摘要】 目的 研究足月妊娠产妇无痛分娩镇痛时机的选择及母婴结局。方法 选择2018年1月至2021年
1月期间在儋州市那大镇卫生院妇产科住院分娩的单胎足月产妇100例作为研究对象，按随机数表法分为研究组

和对照组，每组50例。研究组产妇在潜伏期(宫口扩张＜3 cm)时实施腰硬联合镇痛分娩，对照组产妇在活跃期(宫
口扩张≥3 cm)时实施腰硬联合镇痛分娩。比较两组产妇的镇痛效果、产妇分娩方式、各个产程的时间、产妇母婴的

结局与不良反应情况。结果 研究组产妇的镇痛总有效率为96.00%，明显高于对照组产妇的84.00%，差异有统计

学意义(P<0.05)；研究组产妇的顺产率、剖宫产率分别为46.00%、32.00%，与对照组的48.00%、32.00%比较差异均无

统计学意义(P>0.05)；研究组产妇的第一产程潜伏期为(319.83±75.62) min，明显短于对照组的(563.94±78.59) min，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但两组产妇的第一产程活跃期、第二产程、第三产程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
0.05)；两组产妇的产后出血量、产后开始泌乳时间、羊水污染率，新生儿1 min Apgar评分、新生儿死亡率比较差异

均无统计学意义(P>0.05)；研究组和对照组产妇的分娩不良反应总发生率分别为22.00%、20.00%，差异无统计学意

义(P>0.05)。结论 足月妊娠产妇选择潜伏期实施腰硬联合镇痛分娩，能明显改善镇痛效果及母婴结局，且不会增

加不良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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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ming of analgesia and analysis of maternal and infant outcomes in full-term pregnant women undergo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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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study the timing of analgesia and maternal and infant outcomes in full-term pregnant
women undergoing painless delivery. Methods A total of 100 singleton full-term pregnant women who were hospital-
ized in Department of Obstetrics and Gynecology, Danzhou Nada Township Health Center from January 2018 to January
2021 were selected as the research objects. According to the random number table method, they were divided into a
study group and a control group, with 50 women in each group. The pregnant women in the study group were given com-
bined spinal-epidural analgesia during the latent period (uterine dilation<3 cm), and the pregnant women in the control
group were given combined spinal-epidural analgesia during the active period (uterine dilation≥3 cm). The analgesic ef-
fect, mode of delivery, time of each stage of labor, maternal and infant outcomes, and adverse reactions were compared
between the two groups. Results The total effective rate of analgesia in the study group was 96.00%, which was signifi-
cantly higher than 84.00% in the control group (P<0.05). The rates of spontaneous labor and cesarean section in the study
group were 46.00% and 32.00% , respectively, which showed no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difference with 48.00% and
32.00% in the control group (P>0.05). The latency of the first stage of labor in the study group was (319.83±75.62) min,
which was significantly shorter than (563.94±78.59) min in the control group (P<0.05). However, there was no signifi-
cant difference in the first active stage of labor, the second stage of labor, and the third stage of labor between the two
groups (P>0.05). There was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 between the two groups in the amount of postpartum hemorrhage,
the time of postpartum lactation, amniotic fluid pollution rate, neonatal 1-minute Apgar score, and neonatal mortality (P>
0.05). The total incidence of adverse labor reactions in the study group and the control group were 22.00% and 20.00%,
with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difference (P>0.05). Conclusion The choice of incubation period for painless delivery of
full-term pregnant women can significantly improve the analgesic effect and maternal and infant outcomes, which is wor-
thy of popularization and appli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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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fant outcome

　　　·短篇论著·doi:10.3969/j.issn.1003-6350.2022.17.020

通讯作者：陈丽英，E-mail：1262521962@qq.com

为有效缓解分娩过程中强烈的疼痛感，降低或消

除产妇心理的恐惧感，尽可能降低产妇不必要的剖宫

产率，分娩中的镇痛成为临床研究的重点[1-2]。无痛分

娩是近年来国内外研究应用较为普遍的一种分娩镇

痛方法[3-4]。第一产程活跃期常在临床上被选择为镇

痛的有效时机，即产妇的宫口开至3 cm对产妇进行镇

痛处理。但是第一产程有着较长的潜伏期，从规律宫

缩的出现到产妇宫口开至 3 cm的这个过程时间可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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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8 h。在这个阶段出现的疼痛感虽然要轻于活跃期，

但有着较长的持续时间，这对产妇的生理与心理均会

产生较大的影响。一部分产妇由于对疼痛存在恐惧

感而坚持选择剖宫产进行分娩，另一部分产妇则由于

潜伏期时间长消耗过多的体力，不得不从顺产转为剖

宫产[5-6]。本研究旨在研究不同时机实施腰硬联合镇

痛分娩对分娩及母婴结局的影响。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选择 2018年 1月至 2021年 1月
期间在儋州市那大镇卫生院妇产科住院分娩的100例
单胎足月产妇作为研究对象。纳入标准：(1)符合美国

麻醉师协会(ASA)Ⅰ~Ⅱ级标准[7]者；(2)无妊娠合并症

者；(3)有阴道分娩条件和腰硬联合穿刺者；(4)单胎足

月产妇。排除标准：(1)有麻醉相关禁忌证者；(2)胎膜

早破者；(3)原发性宫缩乏力者；(4)明显头盆不称者；

(5)胎儿宫内缺氧者；(6)凝血功能异常者。按照随机

数表法将产妇分为研究组与对照组各 50例。研究组

产妇在宫口扩张<3 cm时实施腰硬联合镇痛分娩，对

照组产妇在宫口扩张≥3 cm时实施腰硬联合镇痛分

娩。对照组产妇年龄 20~32岁，平均(26.65±6.71)岁；

身高 157~170 cm，平均(162.07±4.91) cm；体质量 60~
75 kg，平均 (67.52 ± 8.34) kg；孕周 37~41 周，平均

(38.15±2.94)周。研究组产妇年龄21~31岁，平均(26.93±
6.42)岁；身高156~171 cm，平均(161.85±5.04) cm；体质量

61~75 kg，平均(67.81±8.29) kg；孕周 37~41周，平均

(38.24±2.87)周。两组产妇的一般资料比较差异均无

统计学意义(P>0.05)，具有可比性。本研究经我院伦

理委员会批准，产妇及其家属均签署知情同意书。

1.2 方法 用药前均对两组产妇建立静脉通路，

常规对产妇的生命体征进行监测，持续监测胎儿胎

心，对宫缩情况、各产程时间、产程进展、宫口开大程

度进行观察与记录。对需要进行剖宫产的产妇均使

用同种方法进行分娩。密切观察对照组产妇的产程，

当宫口开至 3~5 cm (活跃期)，对产妇行腰硬外穿刺、

置管，先硬膜外注入 10~12 mL浓度的 1 g/L罗哌卡因

和浓度为 0.5 mg/L的舒芬太尼混合镇痛液，对产妇的

情况进行观察，若无不良反应则给予上述混合镇痛液

60 mL开始行硬膜外自控镇痛，流量设置8 mL/h，当产

妇宫颈口开至 10 cm后，视产妇的情况减少或停止给

药。密切观察研究组产妇的产程，当宫颈口直径<
3 cm (潜伏期)，对产妇进行硬膜外穿刺、置管，镇痛药

物的种类与方法均与对照组一致。

1.3 观察指标 (1)镇痛效果：采用视觉模拟评分

法(VAS) [8]在完成分娩后评估两组产妇的疼痛情况。

无痛：0分；难以忍受的疼痛：10分。优：评分<3分，

无明显疼痛者；良：评分 3~4分，只有轻度疼痛者；中

等：评分 5~6 分，疼痛稍重但可耐受者；无效：评分为

7~10分，有难以忍受的剧烈疼痛者。总有效率=(优+

良+中等)/总例数×100%。(2)分娩方式：比较两组产妇

的顺产率和剖宫产率。(3)产程时间：记录并比较两组

产妇第一产程的潜伏期、活跃期，第二产程和第三产

程时间。(4)母婴结局：比较两组产妇产后出血量、羊

水污染率、产后开始泌乳时间、新生儿 1 min Apgar评
分和新生儿死亡率。(5)不良反应：比较两组产妇分娩

过程中出现头晕头痛、恶心呕吐、血压下降、尿潴留、

外阴水肿等不良反应发生情况。

1.4 统计学方法 应用 SPSS20.00统计软件进

行数据分析。计量资料以均数±标准差(x-±s)表示，组

间比较采用 t检验；计数资料比较采用χ2检验。以P<
0.05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两组产妇的镇痛效果比较 研究组产妇的

镇痛总有效率为 96.00%，明显高于对照组的 84.00%，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χ2=4.000，P=0.046<0.05)，见表1。

2.2 两组产妇的分娩方式比较 两组产妇的顺产

率、剖宫产率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0.05)，见表2。

2.3 两组产妇的产程比较 研究组产妇的第一

产程潜伏期明显短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0.05)，但研究组产妇的第一产程活跃期、第二产程、第

三产程与对照组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0.05)，
见表3。

2.4 两组产妇的母婴结局比较 两组产妇的

产后出血量、产后开始泌乳时间、羊水污染率，新

生儿 1 min Apgar评分、新生儿死亡率比较差异均无统

计学意义(P>0.05)，见表4。
2.5 两组产妇分娩的不良反应比较 两组产妇

分娩过程中出现头晕头痛、恶心呕吐、血压下降、尿潴

留、外阴水肿等不良反应，总发生率比较差异均无统

计学意义(χ2=0.060，P=0.806>0.05)，见表5。

表1 两组产妇的镇痛效果比较(例)

组别

研究组

对照组

例数

50

50

优

12

7

良

19

17

中等

17

18

无效

2

8

总有效率(%)

96.00

84.00

表2 两组产妇的分娩方式比较[例(%)]
组别

研究组

对照组

χ2值

P值

例数

50

50

顺产率

23 (46.00)

24 (48.00)

0.040

0.841

剖宫产率

16 (32.00)

16 (32.00)

0.000

1.000

表3 两组产妇的产程比较(x-±s，min)

组别

研究组

对照组

t值
P值

例数

50
50

潜伏期

319.83±75.62
563.94±78.59

18.057

0.001

活跃期

80.35±35.86
82.46±35.94

1.673

0.754

第二产程

66.71±14.25
67.94±13.82

0.591

0.827

第三产程

8.95±2.14
8.91±2.23

0.315

0.432

第一产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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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5 两组产妇分娩的不良反应比较(例)

组别

研究组

对照组

例数

50

50

头晕头痛

2

3

恶心呕吐

1

1

血压下降

2

1

尿潴留

3

2

外阴水肿

3

3

总发生率(%)

22.00

20.00

表4 两组产妇的母婴结局比较[x-±s，例(%)]

组别

研究组

对照组

χ2/t值
P值

例数

50

50

产后出血量(mL)

259.73±51.82

261.38±50.31

0.801

0.642

羊水污染率

13 (26.00)

10 (20.00)

0.508

0.476

产后开始泌乳时间(h)

16.43±7.35

18.62±7.01

2.034

1.759

新生儿死亡率

0

0

0.000

1.000

新生儿1 min Apgar评分

258.03±53.71

261.37±49.85

0.322

0.374

3 讨论

分娩镇痛是通过非药物的方法或者药物的手段来缓

解或者消除分娩过程中产妇的疼痛的方法，此方法能够

有效减轻分娩给产妇产生的疼痛感，提高分娩过程中产

妇的舒适度，有效提高分娩时产妇的体验感[9]。目前在我

国产科腰硬联合分娩镇痛在临床上已经得到了较为广

泛的推广应用。相关研究指出，腰硬联合麻醉在分娩

的过程中能够取得较为理想的分娩镇痛效果，腰硬联

合麻醉能够有效地促进第一产程的发展，尤其对于活

跃期的进展更是显著的，可以有效地提高产妇的阴道

分娩率，降低产妇的剖宫产率，且不会产生较为严重

的情况，也不会影响母婴并发症发生的情况[10]。过去

有学者指出，在第一产程的潜伏期进行镇痛分娩，可

能会导致滞产，会在不同程度上对母婴安全产生不利

影响，故第一产程的活跃期常被选择作为进行镇痛操

作的最佳时机[11]。

研究指出，分别在第一产程的潜伏期及活跃期应

用腰硬联合分娩镇痛措施，并不会影响母婴的生命安

全，且在第一产程潜伏期进行分娩镇痛，能够尽早缓解

分娩过程中产妇的疼痛感[12-13]。随着近年来围产监护

技术水平的提高以及二胎、三胎政策的放开，经产妇数

量也随之增加，高龄产妇的数量也逐渐增加，产妇均会

对分娩镇痛有着不同程度的需求。在产妇分娩的潜伏

期选择分娩镇痛能够取得较为理想的临床效果。近年

来母婴安全也逐渐成为临床产科工作人员的研究重

点。相关研究发现，腰硬联合分娩镇痛可在不同的程

度上缓解产妇的不适感与不良情绪，还能够有效减轻

疼痛对泌乳素分泌的抑制作用，可以间接的促进产妇

乳汁的分泌，且不会对分娩方式产生影响[14]。

本研究结果表明，在潜伏期即宫口扩张<3 cm时

实施腰硬联合镇痛分娩的产妇的第一产程潜伏期较

活跃期实施腰硬联合镇痛分娩的产妇缩短且镇痛效

果显著，产后开始泌乳时间明显较宫口扩张≥3 cm时

实施腰硬联合镇痛分娩的产妇提前，这一结果与相关

文献研究结果一致 [15]；在宫口扩张<3 cm时实施腰硬

联合镇痛分娩的产妇分娩方式、产后出血量、羊水污

染率、新生儿 1 min Apgar评分、新生儿死亡率以及产

妇的头晕头痛、恶心呕吐、血压下降、尿潴留、外阴水

肿的分娩不良反应总发生率均未较宫口扩张≥3 cm
时实施腰硬联合镇痛分娩的产妇增加，表明潜伏期分

娩镇痛有着较高的安全性。

综上所述，在潜伏期对产妇进行分娩镇痛可有效

缩短产程，提高对产妇的镇痛效果，一定程度加快泌

乳，且不会增加不良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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