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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置胎盘是常见的妊娠晚期并发症，病情易突

然加重而危及母儿安全｡因此，早期诊断和正确处

理具有重要意义｡目前，国内外对前置胎盘的诊治

存在差异，我国的诊断处理缺乏完善的循证医学证

据｡为此，根据多国关于前置胎盘的诊治指南，以

及最新的循证医学证据，结合国内临床工作的实际，

中华医学会妇产科学分会产科学组组织国内有关

专家制定了“前置胎盘的临床诊断与处理指南”｡本

指南旨在规范和指导妇产科医师对前置胎盘的诊

治做出合理的临床决策，在针对具体患者时，临床

医师可在参考本指南的基础上，全面评估患者的病

情，制定合理的诊治方案｡随着相关研究结果和循

证医学证据的完善，本指南将不断进行更新｡ 

前置胎盘 

一、定义及分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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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常的胎盘附着于子宫体部的前壁､后壁或侧

壁，远离宫颈内口｡妊娠 28 周后，胎盘仍附着于子

宫下段，其下缘达到或覆盖宫颈内口，位置低于胎

儿先露部，称为前置胎盘｡按胎盘边缘与宫颈内口

的关系，将前置胎盘分为 4 种类型：完全性前置胎

盘､部分性前置胎盘､边缘性前置胎盘､低置胎盘[1]

｡妊娠中期超声检查发现胎盘接近或覆盖宫颈内口

时，称为胎盘前置状态｡ 

1. 完全性前置胎盘：胎盘组织完全覆盖宫颈

内口｡ 

2. 部分性前置胎盘：胎盘组织部分覆盖宫颈

内口｡ 

3. 边缘性前置胎盘：胎盘附着于子宫下段，边

缘达到宫颈内口，但未超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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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低置胎盘：胎盘附着于子宫下段，边缘距宫

颈内口的距离<20mm(国际上尚未统一，多数定义

为距离<20mm)，此距离对临床分娩方式的选择有

指导意义[2-3]｡ 

也有文献认为，当胎盘边缘距离宫颈内口

20~35mm 时称为低置胎盘；将胎盘边缘距宫颈内

口的距离<20mm､而未达到宫颈内口时定义为边

缘性前置胎盘[1]｡由于低置胎盘可导致临床上的

胎位异常､产前产后出血，对母儿造成危害，临床

上应予重视｡前置胎盘的程度可随妊娠及产程的进

展而发生变化[4]｡诊断时期不同，分类也不同｡建

议以临床处理前的最后 1 次检查来确定其分类｡ 

二、诊断 

1.高危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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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置胎盘的高危因素包括流产史､宫腔操作史

､产褥期感染史､高龄､剖宫产史；吸烟；双胎妊娠；

妊娠 28 周前超声检查提示胎盘前置状态[5]等｡ 

2.临床表现： 

（1）病史：妊娠晚期或临产后突然出现无诱

因､无痛性的阴道流血｡ 

（2）体征：患者全身情况与出血量及出血速

度密切相关｡反复出血可呈贫血貌，急性大量出血

可致失血性休克｡ 

（3）腹部检查：子宫软，无压痛，轮廓清楚，

子宫大小符合妊娠周数｡胎位清楚，胎先露高浮或

伴有胎位异常｡ 

（4）阴道检查：应采用超声检查确定胎盘位

置，如前置胎盘诊断明确，不必再行阴道检查｡如

必须通过阴道检查以明确诊断或选择分娩方式，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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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输液､备血及可立即行剖宫产手术的条件下进行

｡禁止肛查｡ 

3. 辅助检查 

（1）超声检查：在妊娠的任何时期，如怀疑

前置胎盘，推荐使用经阴道超声进行检查｡其准确

性明显高于经腹超声，并具有安全性(证据等级：

Ⅱ-2A)[2]｡超声检查诊断前置胎盘，建议使用下述

测量方法以指导临床：当胎盘边缘未达到宫颈内口，

测量胎盘边缘距宫颈内口的距离；当胎盘边缘覆盖

了宫颈内口，测量超过宫颈内口的距离，精确到毫

米(证据等级：Ⅱ-2A)[2]｡ 

（2）MRI 检查：有条件的医院，怀疑合并胎

盘植入者，可选择 MRI 检查｡与经阴道超声检查相

比，MRI 对胎盘定位无明显优势[2]｡ 

三、胎盘前置状态的随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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妊娠中期胎盘前置状态常因胎盘“移行”而发

生变化，最终的诊断取决于妊娠周数､胎盘边缘与

宫颈内口的关系｡妊娠中期超声检查发现胎盘前置

状态者建议经阴道超声随访[1，3]｡并根据情况增

加超声随访次数｡妊娠 18~23 周时胎盘边缘达到但

没有覆盖宫颈内口(0 mm)，持续胎盘前置状态的可

能性基本为零｡如覆盖宫颈内口范围超过 25 mm，

分娩时前置胎盘的发生率为 40%~100%[2]｡ 

四、治疗 

治疗原则为止血､纠正贫血､预防感染､适时终

止妊娠｡根据前置胎盘类型､出血程度､妊娠周数､

胎儿宫内状况､是否临产等进行综合评估，给予相

应治疗｡ 

（一）期待治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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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待治疗的目的是在母儿安全的前提下，延长

妊娠时间，提高胎儿存活率｡适用于妊娠<36 周，

一般情况良好，胎儿存活，阴道流血不多，无需紧

急分娩的孕妇｡需在有母儿抢救能力的医疗机构进

行｡对于有阴道流血的患者，强调住院治疗(证据等

级：Ⅱ-2C)[2]｡密切监测孕妇生命体征及阴道流血

情况｡常规进行血常规､凝血功能检测并备血｡监护

胎儿情况，包括胎心率､胎动计数､胎儿电子监护及

胎儿生长发育情况｡ 

1. 一般处理：阴道流血期间绝对卧床，建议侧

卧位｡血止后可适当活动｡ 

2. 纠正贫血：目标是维持血红蛋白含量在

110g/L 以上，红细胞压积在 30%以上[6]，增加母

体储备，改善胎儿宫内缺氧情况｡ 

http://guide.medlive.cn/
http://guide.medlive.cn/


9 / 19 

 

             http:/guide.medlive.cn/
 

3. 止血：在期待治疗过程中，常伴发早产｡对

于有早产风险的患者可酌情给予宫缩抑制剂[7]，

防止因宫缩引起的进一步出血，赢得促胎肺成熟的

时间｡常用药物有硫酸镁､β 受体激动剂､钙通道阻

滞剂､非甾体类抗炎药､缩宫素受体抑制剂等｡ 

在使用宫缩抑制剂的过程中，仍有阴道大出血

的风险，应做好随时剖宫产手术的准备｡值得注意

的是，宫缩抑制剂与肌松剂有协同作用，可加重肌

松剂的神经肌肉阻滞作用，增加产后出血的风险[8]

｡ 

4. 糖皮质激素的使用：若妊娠<34 周，应促胎

肺成熟｡应参考早产的相关诊疗指南｡ 

5.宫颈环扎术：宫颈环扎术止血及改善预后的

效果不肯定，无足够证据(证据等级：Ⅲ-D)[2-3]｡ 

6.保守治疗过程中阴道大出血的预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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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宫颈管长度：妊娠 34 周前经阴道超声测

量宫颈管长度，如宫颈管长度<3cm 大出血而急诊

剖宫产手术的风险增加[9]｡如覆盖宫颈内口的胎

盘较厚(>1cm)，产前出血､胎盘粘连､植入及手术风

险增加[10]｡ 

（2）胎盘边缘出现无回声区：覆盖宫颈内口

的胎盘边缘出现无回声区，出现突然大出血的风险

是其他类型前置胎盘的 10 倍[11]｡ 

（3）位于前次剖宫产子宫切口瘢痕处的前置

胎盘即“凶险型前置胎盘”常伴发胎盘植入､产后严

重出血，子宫切除率明显增高[12]｡ 

（二） 终止妊娠 

终止妊娠的时机及方式：应根据临床判断，辅

以超声检查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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紧急剖宫产：出现大出血甚至休克，为挽救孕

妇生命，应果断终止妊娠[3]｡无需考虑胎儿情况｡

在期待治疗过程中，若出现胎儿窘迫等产科指征，

胎儿已可存活，可行急诊手术｡临产后诊断的部分

性或边缘性前置胎盘，出血量较多，估计短时间内

不能分娩者，也选择急诊剖宫产终止妊娠｡ 

择期终止妊娠：择期剖宫产，为目前处理前置

胎盘的首选｡对于无症状的前置胎盘合并胎盘植入

者可于妊娠 36 周后终止妊娠[3]｡无症状的完全性

前置胎盘妊娠达 37 周[13]，可考虑终止妊娠；边

缘性前置胎盘满 38 周可考虑终止妊娠[3]；部分性

前置胎盘应根据胎盘遮盖宫颈内口情况适时终止

妊娠｡ 

子宫切口的选择原则上应尽量避开胎盘，以免

增加孕妇和胎儿失血[14]｡对于前壁胎盘，根据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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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超声胎盘定位及胎位，剖宫产切口应尽量避开胎

盘，灵活选择子宫切口｡胎儿娩出后，立即子宫肌

壁注射宫缩剂，如缩宫素､前列腺素制剂等，待子

宫收缩后徒手剥离胎盘｡也可用止血带将子宫下段

血管扎紧数分钟，以利胎盘剥离时的止血，但需警

惕结扎部位以下的出血｡若剥离面出血多，应参照

产后出血的处理｡若采取各项措施均无效，应向家

属交待病情，果断切除子宫｡ 

3. 阴道分娩：边缘性前置胎盘､低置胎盘，出

血少，枕先露；部分性前置胎盘，宫颈口已扩张，

估计短时间内可以结束分娩者，在有条件的医疗机

构，备足血源的同时可在严密监测下行阴道试产

(证据等级：Ⅱ-2A)[2]｡经阴道分娩而发生产后出血，

胎盘剥离面的止血方法参考剖宫产时的处理｡ 

（三）抗感染治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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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待治疗过程中筛查感染与否，预防性使用抗

生素｡终止妊娠时在胎盘剥离后预防性使用抗生素

｡ 

（四）转诊及转运 

一旦确诊完全性前置胎盘，应在二级以上医院

产前检查及治疗｡若阴道反复出血或大出血而当地

无条件处理，在充分评估母胎安全､输液､输血的条

件下，迅速转院｡ 

 

前置胎盘合并胎盘植入 

前置胎盘合并胎盘植入的发生率为 1%~5%，

并随着剖宫产次数增多而明显增高[15]｡ 

一、诊断 

1. 临床表现：前置胎盘合并胎盘植入的诊断

主要根据临床表现及术中所见｡对于无产前出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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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置胎盘，更要考虑胎盘植入的可能性，不能放松

对前置胎盘凶险性的警惕｡术中发现胎盘与宫壁无

间隙，或胎盘附着处持续大量出血，应及时做出判

断｡ 

2. 超声诊断：胎盘内多个不规则的无回声区

伴丰富血流信号和(或)膀胱壁连续性的中断，强烈

提示胎盘植入可能｡其他具有提示意义和诊断参考

价值的超声征象包括子宫肌层变薄(厚度<1mm)，

胎盘和子宫分界不清[10]｡ 

3. MRI 诊断：MRI 对诊断胎盘植入有很大的

帮助，能更清楚地显示胎盘侵入肌层的深度､局部

吻合血管分布及宫旁侵犯情况，可提供准确的局部

解剖层次，指导手术路径[3]｡此外，病理检查有助

于明确诊断｡ 

二、治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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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剖宫产手术前评估 

（1）根据胎盘位置及植入情况制定合理的手

术方案｡ 

（2）术前充分告知手术风险，并签好子宫切

除知情同意书｡ 

（3）充分备血｡ 

（4）联合麻醉科，ICU 及新生儿科共同救治

｡ 

（5）确保手术期间的止血药物和用品，例如

前列腺素类药物､止血海绵等｡ 

2.手术时机 

无症状的前置胎盘合并胎盘植入者推荐妊娠

36 周后行手术[3]｡伴有反复出血症状的前置胎盘

合并胎盘植入者促胎肺成熟后提前终止妊娠[3]｡ 

3.手术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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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议择期剖宫产终止妊娠｡后壁胎盘或前侧壁

胎盘植入者，可行子宫下段剖宫产术；前壁胎盘植

入者，行子宫体部剖宫产术｡胎儿娩出后，依据出

血量､植入的程度､患者是否有生育要求及病情决

定处理方式，主要包括子宫切除术及保守治疗｡ 

(1) 子宫切除术 

适应证：胎盘植入面积大､子宫壁薄､胎盘穿透

､子宫收缩差､短时间内大量出血 (数分钟内出

血>2000ml)及保守治疗失败者｡有文献报道，立即

切除子宫的患者死亡率为 5.8%~6.6%，试图保留子

宫的患者死亡率为12.5%~28.30%[17]｡无生育要求

可作为子宫切除术的参考指征｡ 

子宫切除术类型：推荐子宫全切除术｡胎儿娩

出后不剥离胎盘直接缝合切口后行子宫全切除术｡ 

(2) 保守治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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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生命体征平稳､出血量不多､植入范围小者

行保守治疗[18]｡包括保守性手术､药物治疗､栓塞

治疗｡ 

保守性手术：局部缝扎止血，可采用局部“8”

字､间断环状缝合或 B-Lynch 法缝合､压迫止血｡为

减少因强行剥离胎盘而产生的出血，剖宫产时可将

胎盘部分或全部留在宫腔内，术后可配合甲氨蝶呤

等药物治疗或栓塞治疗[19]｡产后应密切随访，抗

生素预防感染，加强子宫收缩，观察阴道流血情况

､有无感染征象等｡ 

药物治疗：治疗胎盘植入的药物有甲氨蝶呤､

米非司酮等｡给药途径和用药剂量根据胎盘植入的

部位､深浅和面积大小而异｡ 

栓塞治疗：预防性结扎或阻塞盆腔血管对胎盘

植入患者的作用不明确，需要进一步研究[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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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置血管 

前置血管是指胎儿血管穿越胎膜位于宫颈内

口｡前置血管应归为前置胎盘范畴[20]｡ 

3.1 诊断 

前置血管的典型临床症状是妊娠晚期无痛性

阴道流血，色鲜红，多发生在胎膜破裂时｡前置血

管发生破裂，胎儿失血，可致胎儿窘迫，胎儿死亡

率极高｡先露部压迫前置的血管影响胎儿血供也可

危及胎儿生命｡由于出血主要来自胎儿，孕妇一般

没有生命危险｡ 

产前诊断前置血管十分困难｡超声检查是诊断

前置血管的主要手段｡应用经阴道超声多普勒检查

发现脐带插入的位置较低，有助于诊断[21]｡产时

识别前置血管的要点是：阴道检查扪及索状､搏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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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血管；胎膜破裂时伴阴道流血，同时出现胎心率

变化｡ 

3.2 治疗 

产前已明确诊断的前置血管，应在具备母儿抢

救条件的医疗机构进行待产，妊娠达 34~35 周，及

时剖宫产终止妊娠[22]｡若发生前置血管破裂，胎

儿存活，应立刻剖宫产终止妊娠；胎儿若已死亡，

则选择阴道分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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