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实用妇科与产科杂志 2018 年 6 月 第 34 卷 第 6 期

·623·

指南解读
DOI：10.19538/j.fk2018060112

ACOG 实践简报
“产后出血（2017 版）”解读
朱方玉，漆洪波

关键词：美国妇产科医师学会；产后出血；指南；解读
Keywords: ACOG；postpartum haemorrhage；guideline；interpretation

中图分类号：R714.46+1

文献标志码：C

美国妇产科医师学会（ACOG）2017 年发布了

产后出血的诊断标准。即便如此，为及时发现并

产后 24h 内失血≥1000mL，或伴有低血容量的症状

量大于 500mL 以上时应当视为一个警惕信号并引

产后出血临床实践简报。产后出血（PPH）定义为

避免产后出血可能出现的严重后果，当阴道流血

及体征 。产后出血仍是发达国家产妇死亡的主

起高度重视。最常见导致产后出血的因素包括宫

［1］

要原因。从 1994 年到 2006 年美国产妇产后出血

的发生率增加了 26%，其首要致病因素是宫缩乏
力 。但自 20 世纪 80 年代末以来，美国产后出血
［2］

缩乏力、软产道撕裂伤、胎盘残留，少见的原因有
胎盘早剥、凝血机制障碍、羊水栓塞、胎盘植入、子
宫内翻等。无论是何种因素导致的产后出血，及

的死亡率却在逐步降低，其部分归功于科学的输

时识别病因并初步估计出血量均十分重要。常见

血方案及施行子宫切除术

。在我国，虽然产妇

的估计出血量的方法有称重法、容积法、休克指数

死亡率整体呈下降趋势，但产后出血仍是导致产

法等［6］。ACOG 指南提出了一个用于评估产妇出

［2-4］

妇死亡的首要因素。因此，妇产科工作者应当熟
悉产后出血的诊治流程，强化该病的应急救治能
力。本实践简报在既有 ACOG 产后出血指南的基
础上，对产后出血的防治及管理进行了介绍。本
文针对其要点进行解读。

血风险的工具表，可以判断预测超过 80% 的产后

出血患者。推荐各机构制定出一个评估及管理产
后出血的全方位计划，这有助于降低危重患者的
整体死亡率。
1.2

子宫按摩、延迟断脐、刺激乳头等方法在降低

产后出血风险上的证据尚不充分
1
1.1

解读：对于宫缩乏力所致的产后出血，子宫按

产后出血的干预
ACOG 启动的 reVITALize 项目对产后出血的

摩能够有效地改善患者的子宫收缩情况，但目前

时及产后 24h 出血量累计达到 1000mL 或者出现低

产后出血的风险［7］；且另有研究认为这一观点的证

定义进行了修订

即无论采用何种分娩方式，产

血容量的症状及体征表现即称之为产后出血［5］。

解读：新修订的 PPH 诊断标准区别于传统的

阴 道 分 娩 出 血 量 ≥500mL 或 者 剖 宫 产 出 血 量 ≥

仅有一项小型的临床研究提示子宫按摩可以降低
据不够充分［8］。因此，产科医师应当根据患者的具
体情况平衡子宫按摩的利弊。
胎儿娩出后，虽然延迟断脐对新生儿比较有

1000mL 的情况。这一新标准放宽了阴道分娩相关

利，但延迟断脐与产妇的最终出血量没有必然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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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9］。
案的患者出血量与对照组相比无明显差异，且可
操作性较差，
故不推荐采用［10］。
1.3

促宫缩药物的使用

考虑宫缩乏力是导致产

后出血的原因时，应及时使用促进子宫收缩的药
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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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读：一旦出现产后出血，考虑宫缩乏力是导

视。随剖宫产次数的增多，胎盘植入的发生率出

致产后出血的原因时，应立即开始给予促宫缩药

现显著的上升［13］，胎盘组织残留所致产后出血的

物治疗。缩宫素是治疗产后出血的一线方案，静

风险也将进一步增大。进行合适的处理前建议先

所致的产后出血效果最好,药物副反应也最少

副胎盘残留的风险，指南强调，当胎盘娩出后应及

脉或肌肉注射给予 10U 缩宫素对于预防宫缩乏力

。

［11］

但在给予缩宫素后，3%~25% 的患者需要再次给予

通过超声或 MRI 检查了解胎盘的植入情况。对于

时检查血管残端，必要时结合影像学检查明确副

其他促进子宫收缩的药物，包括麦角生物碱、卡前

胎盘的存在。如果遗漏副胎盘娩出将影响子宫的

列素氨丁三醇、米索前列醇等。而在没有明确禁

正常收缩，
最终导致出血。

忌证的情况下，选择何种促进子宫收缩的药物需

指南建议，如果胎盘植入较深，面积较广，不

要酌情决定，因为没有证据表明这些药物在促进

建议在产房尝试娩出胎盘，应当立即转运至手术

子宫收缩方面有何效果差异

室以便更好地评估患者病情并制定后续的治疗方

；并且，认为联合使

［11］

用促进子宫收缩药物比单独使用缩宫素更为有效
的证据也并不充分。指南建议产科诊疗团队应常
备一个促宫缩药物的使用指南以便及时查阅。研
究表明，对于促宫缩药物的不同给药时机，如胎儿

案，
积极做好切除子宫及大量输血的准备。
1.6

促宫缩药物治疗效果不满意时，采用宫腔压

迫及填塞技术能够有效减少因宫缩乏力导致的出
血

前肩娩出、钳夹脐带时或胎盘娩出时，最终的结局

解读：当使用促进子宫收缩药物后宫缩仍然

并没有效果上的差别［12］，故可依照使用者的习惯

乏力，由此所致的出血仍不能满意控制时，应当考

来应用。

虑压迫子宫止血。即使目前证据不足，但指南仍

1.4

软产道裂伤导致的产后出血，应及时缝合止

血，
同时应警惕血肿形成的可能
解读：产道撕裂是产后出血的始发原因之一。
考虑这种因素导致的产后出血时，应当对软产道
进行仔细的检查，并对裂伤进行妥善缝合。特别
注意如果撕裂合并子宫动脉损伤，应及时考虑开
腹结扎动脉止血或介入手术栓塞止血。如果产妇
经历了阴道手术助产，更应当注意可能形成的血
肿（包括阴唇、阴道、阔韧带或腹膜后）。阴唇、直

推荐采用宫腔填塞压迫止血。宫腔填塞的方式包
括水囊（单腔 Bakri 球囊：充盈 300~500mL 生理盐

水；
双球囊：
宫腔球囊充盈 750mL，
阴道球囊再次充
盈 300mL 生理盐水）、纱条，甚至几根大的 Foley 尿

管（每根充盈 60mL 生理盐水）填塞。手术推荐采
用 B-Lynch 法捆绑压迫缝合，其他方法如 Cho 及

Hayman 也可采用。各种缝合压迫子宫的方法并没
有明显的效果差异［14］。虽然发生率较低，B-Lynch

缝合需注意线圈滑脱形成疝或肠梗阻的可能。此

肠或者盆腔的压迫感和生命体征恶化可能是血肿

外，压迫缝合后子宫出现坏死的例子是存在的，但

形成仅有的临床表现，因这些表现出现相对较迟，

确定的发生率尚不明确。宫腔纱条的填塞需要注

故容易被医师所忽略，特别是腹膜后出血。这类

意填塞技巧，避免因二次填塞造成不必要的软组

血肿的形成通常没有阴道流血表现，但生命体征

织损伤。采用上述方法仍不能满意控制出血时，

又在进行性的恶化。这时，维持患者生命体征平

应考虑介入手术栓塞子宫动脉或者切除子宫这一

稳、快速完善必要的辅助检查、再次手术止血等抢

终极手段。

救手段都应积极施行。
较为表浅的血肿一般情况下可以采用相对保

1.7

常规治疗手段不成功时，子宫动脉栓塞术止

血是较为妥善的方法

守的治疗方法处理，必要时可进行血肿切开或者

解读：各种常规止血方法失败时，有条件应该

引流，并缝扎、压迫可疑的出血点。如果考虑血肿

考虑子宫动脉栓塞止血。但进行这一操作的先决

内有难以缝扎、压迫的活动性出血点，在处理前先

条件是机体血流动力学稳定。如果子宫动脉栓塞

行介入栓塞子宫动脉是应当考虑的方法。

获得了成功，患者不仅可以保留子宫，甚至有机会

1.5

预估可能的胎盘残留，
积极清除残留的胎盘
解读：通常造成胎盘组织残留的情况包括可

能的胎盘植入以及副胎盘。对于前者，一些重要
的风险因素包括前次剖宫产史，应当引起高度重

保留生育能力。有研究表明，子宫动脉栓塞术成

功 率 可 达 80% 以 上 ，栓 塞 后 再 行 子 宫 切 除 率 为

15%［15］。副反应包括子宫坏死、深静脉血栓形成、
周围神经炎，但发生率低（5%）。调查发现，子宫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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脉栓塞后患者不孕症的发生率约为 43%。子宫动

机为预计出血量大于 1500mL，或出现进行性恶化

（FGR）的发生率与未行子宫动脉栓塞者差异无统

输入了超过 10U 的红细胞，或者 1h 内输入 4U 以上

脉栓塞术后患者再次妊娠，早产及胎儿生长受限
计学意义

。

的红细胞，并且输血的趋势仍将继续，或者输血已

［16］

1.8

的生命体征［22］。产科大量输血方案指的是 24h 内

避免因子宫内翻所致的大出血可能
解读：即使发生率低，子宫内翻一旦出现，可

能出现阴道大量流血，生命体征进行性恶化。发
生过子宫内翻的产妇再次妊娠，其子宫内翻的复

经将整个机体的血液置换 1 次的情况［23］。学界目
前强调固定比例的红细胞-新鲜冰冻血浆-血小板

输入。初始输血的比例推荐 1∶1∶1（10U 红细胞悬
液+1000mL 新鲜冰冻血浆+1U 机采血小板）。如果

发率相对较高。如果子宫内翻发生于胎盘娩出之

产妇有弥漫性血管内凝血（DIC）的可能，那么冷沉

前，应当将子宫回纳后再考虑娩出分离胎盘，否则

淀的输入是很有必要的。进行产科大量输血方案

将出现本可避免的额外出血

。迅速干预子宫内

时，应该注意大量输血方案带来的不良反应，如酸

翻至关重要。在手法复位的同时，应考虑给予子

中毒、低钙血症、高钾血症、低体温、凝血功能异常

宫收缩抑制剂，包括特布他林、硫酸镁、硝酸甘油、

等。

［17］

吸入性麻醉剂如异氟烷等。没有证据显示这些子
宫松弛剂在疗效上有何差异

。当手法复位失败

［18］

后，应考虑采用手术治疗方法复位，手术方式推荐

1.11

合理使用凝血酶原复合物及纤维蛋白原治

疗产后出血
解读：凝血酶原复合物（PCCs）是血浆中提取

Huntington 术式及 Haultain 术式。

的维生素 K 依赖的凝血因子。凝血酶原复合物能

再次内翻，应使用水囊填塞宫腔。该方法既能防

导致的出血。PCCs 包含凝血因子Ⅱ、Ⅶ、Ⅸ、Ⅹ。

指南指出，当子宫内翻复位后，为避免可能的

止内翻，又能够控制出血

；而使用子宫压迫缝合

［19］

也能够达到这一效果

。

［20］

1.9

产后出血尽量在胎儿娩出 3h 内给予 1g 氨甲

环酸进行治疗

解读：指南建议产后出血患者根据病情使用
止血药物治疗。其中，氨甲环酸作为研究热点，在
治疗产后出血上的优势已经被包括美国世界孕产

够快速补充凝血因子，治疗譬如过量使用华法林

纤维蛋白原用于补充机体缺乏纤维蛋白原的情
况。目前，凝血酶原复合物及纤维蛋白原用于治
疗产后出血及 DIC 的报道比较有限。因此，它们仅

应当在进行多轮标准大量输血方案后，有大量输
血方案经验的专家指导下使用。
1.12

慎重使用Ⅶ因子治疗产后出血
解读：重组Ⅶ因子用于产后出血的治疗应当

妇抗纤维蛋白溶解试验（the World Maternal Antifi⁃

特别慎重，FDA 认定Ⅶ因子用于治疗的适应证为 A

实

后出血患者凝血能力，但是又能够导致患者发生

brinolytic trial，WOMAN）在内的大型临床研究所证
：对于非严重产后出血，与未给药组相比，静

［21］

脉给予 1g 氨甲环酸能够降低产妇的病死率。新生

儿出生后 3h 内给予氨甲环酸，产妇病死率得以下

降。同时，研究表明，使用氨甲环酸并未提高患者

或者 B 型血友病。Ⅶ因子是一种能够显著提升产
致死性栓塞的药物［24］。因此，这一制剂的使用应
当在相关专业人士的指导下严格掌握指征使用，
并遵循个体化的使用原则。

静脉血栓的发生率。故指南推荐，在发生产后出
血、使用常规的治疗方法失败后，应当考虑及早给
予氨甲环酸，给药的时间窗最好在新生儿出生后
3h 内。
1.10

即使缺乏相关证据，产科大量输血方案仍是

治疗产后大出血的重要方法
解读：输血是产后出血的重要治疗手段。对

2
2.1

产后出血的管理
强调及时识别并在机体出现明显的症状及体

征改变前对产后出血进行处理
解读：一些失血性贫血的表现，如心动过速、
低血压、低红细胞压积或低血红蛋白等不能很好
地反映患者当时的病情［25］。而当有这些表现时，

于因大量出血而执行的产科大量输血方案，目前

常提示出血量已经超出预期。因此，指南强调需

指南推荐的成分输血方案及输血的时机仍局限于

要对产后出血作出及时的识别，并在出现明显的

共识级证据，何时输血并没有明确的标准。美国

生命体征改变之前及时作出临床干预［26］。应熟知

母胎医学会（SMFM）推荐产后出血输血治疗的时

产后出血的四大初始病因，包括宫缩乏力、软产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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裂伤、胎盘因素、凝血机制障碍［27］。迅速地对子
宫、宫颈、阴道、会阴区域进行检查，必要时结合相

2.5

必要时输血治疗

解读：指南推荐，当患者血红蛋白小于 7g 时建

关辅助检查，
明确具体原因，
制定相应预案。
2.2

强调产后出血的干预应当基于多学科协同诊

治这一原则，在保证血流动力学稳定的情况下积
极寻找病因并处理

议输红细胞悬液改善贫血。而当血红蛋白低于

7g，但患者生命体征平稳、没有出现明显的贫血症
状的情况下，应当在输血、口服或者静脉补铁上进

解读：近年来关于产后出血的各项指南均强
调了产后出血的救治团队构建。其成员应包括妇
产科医师、麻醉科医师、输血科医师、重症医学医
师及护理团队等，对产后出血作出科学严谨的诊
断，分析出血的原因并积极干预治疗

。救治过

［22］

程中应力求维持患者的血流动力学稳定，最终达
到降低严重产后出血的发生率及产妇病死率的目
的。同时，积极干预处理产后出血的过程中应进
一步评估一些侵入性操作，如介入手术止血、子宫
切除以及术后转至 ICU 就诊的必要性。
2.3

产后出血后的贫血状态应当给予铁剂治疗，

产妇出现急性凝血机制障碍时，应该考虑到

胎盘早剥及羊水栓塞可能
解读：一般情况下，如果产前没有诊断出凝血
机制异常，而产时出现急性凝血机制障碍，应当高
度怀疑胎盘早剥和羊水栓塞的可能。DIC 及低纤

行个体化的处理。对于输血治疗，在美国，经验上

来说需输注 2U 的红细胞悬液，但美国血库联合会

（AABB）建议：为避免可能出现的输血不良反应，
应当从 1U（注：美国 1U 红细胞悬液取自于 450mL

全血，而国内为 200mL）开始输起［30］。而当输血不
是必要的时候，可采用口服铁剂及静脉补铁。两
种补铁方式在产后 14d 对血红蛋白的提升值为：口
服约 14~15g/L，
而静脉补铁可达 20~38g/L［31］。产后

42d 再次测定血红蛋白，无论口服补铁还是静脉补
铁，
二者在效果上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2.6

强调对产后出血的标准化、个体化处理，强调

产后出血救治团队的组建
解读：研究表明，通过标准程序处理的产后出

血患者，其输血、切除子宫、入住 ICU 及病死率与非
标准化处理并没有显著的差异。尽管如此，很多

维蛋白原血症是常见的并发症。胎盘早剥通常表

机构依然推荐多步骤的评估及应答体系用于降低

现为阴道流血、频繁的子宫收缩以及疼痛。典型

产后出血的发生率及病死率，显然，这一手段是有

的胎盘早剥宫缩模式为高频而小幅度的子宫收

效果的［32］。因此，所有的医疗机构都应当有一个

缩。

处理产后出血的标准程序，制订产后出血的用药
羊水栓塞则是一种罕见、不可预测、不可预防

指南和护理规范及大量输血方案的程序。指南建

的产科危急重症，常伴随着呼吸、循环系统的改变

议，构建以产后出血为脚本的多学科协作训练演

及出现 DIC 的可能。如果出现急性凝血机制障碍，
往往需要通过大量的体液置换或者产科大量输血

习，以确保能够及时识别及处理产后出血，提升医
护人员信心，
最终保障患者安全［33］。

方案进行治疗。
2.4

伴有严重胎盘植入的患者要求保留子宫应当

慎重
解读：如果患者合并严重胎盘植入、继续保留
子宫所致出血风险较大时，应当积极考虑切除子
宫。保留子宫的方案仅在植入面较小的情况下考
虑。近年来，一项尝试保留子宫的临床研究提示，
患者保留子宫后，因出血需再次行切除子宫的比
例达 40%［28］。而选择保留子宫的产妇，
其中有 42%

后续受各种并发症的困扰。选择保留子宫的产妇
如 果 再 次 妊 娠 ，其 后 续 胎 盘 植 入 的 发 生 率 高 达
20%［29］。因此，除了有强烈生育欲望、对再次妊娠

风险充分知晓、植入面有限、阴道流血不多的患者
可以选择保留子宫外，
子宫切除术都应被考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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