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剖宫产术后再妊娠阴道试产管理的研究进展
吴祺琰
兰州大学第一医院妇产科，甘肃兰州 730000
[ 摘要 ] 近些年来，随着麻醉、无菌技术的改进，抗生素及输血技术的发展，外科手术的安全性得到提高；加上
生活水平的提升、生育观念的改变，剖宫产术成为妊娠女性常用的分娩方式，在临床得到了广泛应用。剖宫
产术后二胎的分娩方式受到了孕产妇及家属的关注，也引起了医学界的高度重视。随着对剖宫产术的深入研
究，剖宫产术后再妊娠阴道试产（TOLAC）的成功率不断升高，但阴道试产过程中仍存在子宫破裂等风险，需
加强对 TOLAC 的管理。鉴于此，本文通过概述 TOLAC 的适应证与禁忌证，进一步阐述 TOLAC 的产前评估，
以期为临床相关研究提供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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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progress of the management of trial of labor after
cesarean section
WU Qiyan
Department of Obstetrics and Gynecology, the First Hospital of Lanzhou University, Gansu Province, Lanzhou 730000, China
[Abstract] In recent years, with the continuous improvement of anesthesia and aseptic technique,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antibiotics and blood transfusion technology, the safety of surgical operation has been improved, and
with the improvement of living standard and the change of birth concept, cesarean section has become a common
delivery method for pregnant women and has been widely used in clinic. The mode of delivery of the second child after
cesarean section is concerned by the pregnant women and their families, and also attracted the attention of the medical
community. With the further study of cesarean section, the success rate of trial of labor after cesarean section (TOLAC)
is increasing, but the risk of rupture of uterus still exists in the process of trial delivery of vagina. In view of this, this
paper summarizes TOLAC’s indications and contraindications, and further elaborates TOLAC’s prenatal assessment,
with a view to providing evidence for clinical resear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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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 年我国全面开放“二孩”政策后，剖宫产后
再妊娠的女性逐渐增多，当前国内逐渐开放“三孩”

及并发症的识别进行综述。
1 TOLAC的适应证和禁忌证

政策，以往存在两次剖宫产史的女性再次妊娠率呈

早在 2010 年，临床就对 TOLAC 以及 VBAC 安

持续增长趋势。如何管理这类孕妇成为产科医生的

全性进行了讨论，且对 TOLAC 适应证以及禁忌证予

难题，而最终选择何种方式终止妊娠也同样困扰着

以规范。于 2016 年中华医学会妇产科学分会综合

[1]

孕妇 。剖宫产术后再妊娠阴道试产（trial of labor

国内国情制定了《剖宫产术后再次妊娠阴道分娩管

after cesarean section，TOLAC）是 临 床 分 娩 方 式 之

理的专家共识》[2]。

一，为剖宫产后阴道分娩（vaginal birth after cesarean

1.1 TOLAC的适应证

section，VBAC）产妇成功分娩提供了可能。VBAC

具备以下条件者，可考虑阴道试产：①既往子

不仅能降低剖宫产率，还可减少产后静脉血栓、感

宫下段横切口，且愈合良好；②以前手术指征此次

染、新生儿呼吸系统并发症等不良事件的发生。随

不存在，并无新的指征；③产道正常，无头盆不称；

着诊疗水平的提高，TOLAC 母儿的安全性也越来越

④无阴道分娩禁忌证；⑤剖宫产术后未再发生子宫

高，但试产过程中仍存在子宫破裂、软产道裂伤、急

损伤；⑥妊娠间隔时间至少≥ 18 个月；⑦产妇充分

诊剖宫产等风险。如果发生子宫破裂，存在切除子

了解 TOLAC 的风险及并发症，坚持试产；⑧医院具

宫的可能，甚至会危及产妇和新生儿的生命。因此，

备良好的救治条件，随时可输血、抢救和急诊手术。

临床对于剖宫产后再妊娠的管理显得尤其重要，本

1.2 TOLAC的禁忌证

文从 TOLAC 产妇的孕前评估、孕期保健、产程管理

若出现以下情况，
则不建议进行阴道试产：①既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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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生过子宫破裂；②前次手术子宫切口为 T 形、古典

不是 TOLAC 的绝对禁忌证。目前仍没有足够证据

式，
有子宫透壁手术史；③存在阴道试产禁忌证；④医

评估 TOLAC 臀位分娩的风险。

疗机构不具备相应的救治能力。在 2019 年美国妇产

2.2.6 既往剖宫产的次数 ACOG 提出有 2 次子宫下

科 医 师 协 会（American College of Obstetricians and

段剖宫产手术史的产妇也可尝试阴道试产。Metz 等 [6]

Gynecologists，ACOG）更新了剖宫产后阴道分娩指

的大样本回顾性研究数据显示，2 次剖宫产后阴道

南，按照循证医学证据级别，对 TOLAC 进行了 3 级推

试 产 的 成 功 率（74.6%）与 1 次 剖 宫 产 后 VBAC 成

荐，
该指南指出阴道分娩史、
无手术指征，
孕龄 <40 周、

功率（75.5%）无明显统计学差异，但前者子宫破裂

胎儿体重 <4000 g、自然临产、宫颈扩张≥ 4 cm、分

（1.8%）发生率明显高于后者（0.9%）
。

娩镇痛等提高 VBAC 成功率；反之，
若前次发生难产、

2.2.7 肥胖 陈震宇等 [7] 在一项研究中通过对比分析

孕龄 >40 周、胎儿体重 >4000 g、孕妇年龄≥ 35 岁、

发现，孕期体重增加及分娩前 BMI 是影响 TOLAC 结

2

体重指数（body mass index，BMI）>30 kg/m 等会降

局的危险因素。临床研究表明，孕妇 BMI>30 kg/m 2

低 VBAC 率 [3]。

时，阴道试产成功率低于 BMI 正常孕妇，同时子宫破

2 TOLAC的产前评估

裂的风险是其 5 倍。与再次剖宫产（elective repeated

对于存在阴道试产意愿且通过评估具备试产条

cesarean section，ERCS）相 比，高 BMI 且 选 择 TOLAC

件的剖宫产再妊娠孕妇，必须充分告知相关风险及

的孕妇并发症发病率增加 [8]。魏素花等 [9] 研究表明，

并发症，孕妇知情并坚持阴道试产后方可进行。

孕前 BMI 及孕期增重与 TOLAC 的成功率密切相关，

2.1 孕前咨询评估

控制孕前体重及孕期体重在合理范围内，对于提高

需要了解孕妇病史，包括手术指征、手术方式及

TOLAC 成功率、
降低剖宫产率有重要意义。由此提示，

过程、伤口愈合情况等，评估再妊娠的风险。

肥胖是影响 TOLAC 的重要因素之一，
在剖宫产术后再

2.2 影响TOLAC的相关因素

次妊娠孕妇待产期间，
需要重点关注孕妇体重，
合理搭

2.2.1 分娩间隔时间 剖宫产术后子宫瘢痕最佳愈

配营养餐，
避免其体重异常增加，
影响阴道试产结局。

合时间为 2~3 年。数据报道显示分娩间隔 <12 个月，

2.2.8 产妇年龄 朱芝芝 [10] 在一项研究中将 140 例

子宫破裂的风险为 4.8%，<15 个月的子宫破裂风险

剖宫产术后瘢痕子宫再次妊娠阴道试产孕妇作为研

[4]

为 4.7% 。所以，妊娠间隔时间 <18 个月被视为子

究对象，经过 logistic 多因素回归模型分析发现，年

宫破裂的危险因素。在剖宫产术女性再次备孕时，

龄≥ 35 岁是 TOLAC 失败的危险因素。目前，我国

临床医生仔细询问上次剖宫产术时间，告知其合适

对于 TOLAC 的年龄限制为≤ 35 岁。虽然有研究表

的妊娠时间，并详细解释剖宫产术后间隔时间不超

明，随着产妇年龄增加，TOLAC 的成功率有所下降，

过 18 个月，容易增加子宫破裂发生的危险性，确保

但目前尚无充分证据定义年龄界限 [11]。对于高龄产

剖宫产术后再次妊娠的间隔时间超过 18 个月，提高

妇 TOLAC 的成功率下降，可能与产妇的身体条件及

TOLAC 的安全性。

心理因素等相关。

2.2.2 子宫切口类型 子宫下段横切口的子宫破裂

2.3 妊娠期合并症及并发症的监测与筛查

风 险 较 低，孕 妇 及 家 属 知 情 同 意 情 况 下，可 选 择

2016 年全面实行“二孩”政策后，剖宫产术后

TOLAC。古典式子宫切口发生子宫破裂的风险高，

再妊娠的比率相应增高，孕妇高龄、妊娠间隔时间长

不建议试产。而对于切口类型不明的孕妇，应仔细

者较多。孕妇年龄≥ 35 岁发生不良结局的风险较

查阅既往的手术记录再行评估。

20~34 岁孕妇高 1.6~2.6 倍 [12]。孕中期通过筛查尽

2.2.3 子宫下段的厚度 相 关 研 究 指 出，对 于 子 宫

可能排除染色体数目及结构异常，≥ 35 周岁者则有

下段肌层厚度以及全层厚度进行测量结果是等效

产前诊断指征。数据显示高龄孕妇妊娠期高血压疾

[5]

的 。但因超声测量值、特异性以及敏感性存在差

病、糖尿病的发生率较 20~34 岁者高 1.5 倍 [13]。既

异性，当前无预测的明确界限值，故不能作为选择

往进行过剖宫产手术，尤其是多次手术者，是胎盘植

TOLAC 依据。

入的危险因素。整个孕期需关注胎盘位置，警惕胎

2.2.4 多胎妊娠 《剖宫产后阴道分娩指南》提出多
[2]

盘植入，必要时进行磁共振检查。孕程管理中加强

胎妊娠不是 TOLAC 的禁忌证 。双胎妊娠与单胎

产前筛查、妊娠合并症及并发症的监测，早发现、早

妊娠的试产成功率相似，在出现子宫破裂情况下并

识别、早诊断，保障母婴安全。

没有明显的增加，故双胎妊娠孕妇可采取 TOLAC。

2.4 TOLAC的产程管理

2.2.5 胎位异常 臀位是常见的一种异常胎位，但并
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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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必须有经验丰富的医务人员在场。在整个过

到恐惧，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孕妇的分娩依从性，影

程中需要严格按照以下的处理原则执行：①有指征

响阴道试产效果 [19]。因此，需要加强对孕妇的情绪

地使用缩宫素；②持续胎心监护；③严密观察产程

疏导，舒缓孕妇的恐惧、焦虑、紧张等负性情绪，提高

变化，及时终止妊娠；④必要时实施阴道助产；⑤使

阴道试产的依从性。梁春燕等 [17] 在一项研究中将

用分娩镇痛；⑥试产成功后检查子宫瘢痕。

100 例 TOLAC 孕妇分为对照组（常规护理）与观察

2.4.1 产程观察 Miller 等

[14]

研究发现，TOLAC 孕

组（叙事心理辅导），结果显示，观察组的分娩恐惧量

妇产程管理中，同样符合新产程，当宫口开大 6 cm

表总分低于对照组，分娩自我效能量表评分及阴道

后产程进展较快。所以，按照新产程观察规范，潜伏

分娩成功率高于对照组。由此可见，做好对 TOLAC

期每 4 小时、活跃期每 2 小时进行阴道检查，如果宫

孕妇的心理护理十分必要，有利于提高阴道分娩的

口开全 1 h 仍未分娩需再次阴道检查评估。若有强

成功率。

烈排便感、阴道出血偏多或胎心减速等，必须立即进

2.4.3 及时识别子宫破裂 子宫破裂是 TOLAC 的最

行检查、评估。产程中的干预措施、孕龄、胎儿体重、

严重并发症，能够引起子宫切除率及新生儿并发症

孕妇年龄以及分娩镇痛等均影响产程进展。此外，

发生率明显增加。因此，需要尽早识别和发现子宫

剖宫产后再次妊娠阴道试产中常见的危险为瘢痕破

破裂症状，并及时报告医师，在医师的指导下进行处

裂，为此，应设专职护士对产妇的产程予以密切观

理，从而改善妊娠结局 [20-21]。子宫破裂的先兆常表

察，及时发现问题，并第一时间予以解决。对孕妇的

现为胎心监护的异常，如变异减速、晚期减速或胎儿

腹形予以密切观察，且关注其子宫下段有无压痛，采

心动过缓。孕妇主要表现为持续存在下腹疼痛、血

取 B 超检查明确子宫下段厚度、完整性和是否产生

尿、阴道出血量增多以及胎姿势扪及不清。当出现

子宫瘢痕缺陷。详细了解孕产妇的瘢痕愈合情况，

子宫破裂先兆时，必须立即行剖宫产手术 [22]。

并在产前预测子宫是否具有危险性 [15]。在产生段

2.4.4 预防产后出血 因子宫下段有瘢痕，TOLAC 时

压痛，且经 B 超诊断存在子宫瘢痕缺陷，需要及时采

有子宫破裂、胎盘植入等高危因素，故产后出血的发

取剖宫产术。此外，需要多次听胎心音，且持续进行

生率明显增加。试产成功后需密切监测产妇的生命

胎儿电子监护。相关研究指出，子宫破裂早期唯一

体征、定期按摩宫底观察宫缩及阴道出血，预防产后

共同征象为突发长时间胎心率过缓

[16]

。由此可见，

出血。

胎心异常属于子宫破裂多见的征象。对于存在胎膜

2.4.5 阴道试产中缩宫素的应用 目前临床在阴道试

破裂的产妇，应密切观察产妇的羊水性状，若出现胎

产中采取缩宫素依然存在争议，以往有较多学者指

儿窘迫情况，需要第一时间处理，对产妇进行对症治

出阴道试产中需禁用以及慎用缩宫素，但也有相关

疗后仍然存在胎心音异常情况，需要采取剖宫产术。

研究证实了缩宫素用于瘢痕子宫催产以及引产中安

若产生宫缩的潜伏期延长，采取杜冷丁 100 mg 或者

全性较佳，且可提升对剖宫产后再次妊娠经阴道分

应用安定 10 mg 进行肌内注射，对宫缩予以重新调

娩的成功率 [23]。笔者认为，即便缩宫素在瘢痕子宫

整。对于活跃期延长、停滞且宫缩乏力产妇，则需要

试产中能够产生一定的危险性，不过在掌握适应证

采取阴道检查，不具备头盆对称和其他手术指征产

的前提下，于严密监护下适当使用，可起到不错的效

妇，以静脉滴注小剂量低浓度缩宫素以强化宫缩，若

果，能够降低剖宫产率。

[17]

。对于处于第二

2.4.6 关于再次剖宫产切口的选择 若出现试产失

产程产妇，需要放宽阴道助产指征，适当助产，缩短

败，需要进行剖宫产术，手术过程中，将子宫下段横

存在手术指征，需要采取剖宫产
第二产程，能够防止子宫破裂

[18]

。产后采取常规检

切口作为手术切口。在进行剖宫产术时，需要避开

查宫腔，尤其注意观察原瘢痕处是否产生裂伤，若有

原子宫瘢痕，于其瘢痕上以及下 2 cm 处行切口，防

异常情况，则第一时间进行处理。笔者认为，在剖宫

止对切口愈合产生较大影响。由于瘢痕组织增生、

产术后再次妊娠产妇阴道试产中，应加强产程监测，

脆硬，增加了愈合难度。对于产生瘢痕破裂者，需要

仔细观察产妇的腹形、子宫下段厚度及胎心音等，及

按照原瘢痕进行切开，且剪去增生瘢痕组织，以建立

时发现产妇的异常状况并进行处理，防止发生不良

新切口，便于切口愈合。

事件，以致无法开展阴道试产。

2.4.7 关于镇痛方法的选择 外科手术水平的提升、

2.4.2 及时发现负面情绪 部分剖宫产术后再次妊娠

麻醉方法的完善，在一定程度上减少了术中出血量，

孕妇认为，剖宫产术后二次生育必须再次剖宫产，对

降低了术后并发症的发生，提高了手术治疗的安全

TOLAC 的安全性产生不确定感，从而对阴道试产感

性，受到患者及家属的认可，导致越来越多的孕妇选
FUER JIANKANG DAOKAN

Vol.1 No.7 July 2022

27

·医学综述·

2022年7月第1卷第7期

择剖宫产术进行分娩，不利于剖宫产术后再次妊娠

[5] 马骏楠，朱天颖，马润玫 . 引产在剖宫产术后再次妊

阴道试产的推广应用。张东梅等 [24] 在一项研究中

娠阴道试产中的应用 [J]. 中国实用妇科与产科杂志，

将 100 例剖宫产术后瘢痕子宫再次妊娠产妇分为对

2021，37（9）：921-925.

照组（气囊仿生技术助产经阴道试产）与观察组（腰

[6] Metz TD，Allshouse AA，Faucett AM，et al.Validation of

硬联合阻滞镇痛联合气囊仿生技术助产经阴道试

a vaginal birth after cesarean delivery prediction model

产），结果显示，当剖宫产术后瘢痕子宫再次妊娠产

in women with two prior cesarean deliveries[J].Obstet

妇经阴道试产时，采用腰硬联合阻滞镇痛联合气囊

Gynecol，2015，125（4）：948-952.

仿生技术助产，能够缩短产程，减少术后出血量，减
轻产妇的疼痛感，提高母婴安全性。彭小凤等

[25]

研

究对比发现，在剖宫产术后再次妊娠产妇进行阴道

[7] 陈震宇，孙静莉，陈晓明，等 . 剖宫产术后阴道试产的影
响因素及其妊娠结局分析 [J]. 中华妇幼临床医学杂志，
2020，16（3）：278-287.

试产时，利用椎管内麻醉的镇痛效果良好，临床用药

[8] 杨麓，董丽媛 . 导乐分娩镇痛仪在剖宫产术后再次妊

安全性高，有利于减轻产妇的分娩疼痛程度。笔者

娠阴道试产中的应用效果观察 [J]. 护理研究，2021，35

认为，在剖宫产术后再次妊娠产妇采取阴道试产时，
选择合适的麻醉方式能减轻产妇的痛感，减少并发

（2）：338-341.
[9] 魏素花，史晓红，罗凤梅，等 . 孕期体重变化对剖宫产术

症的发生，提高阴道试产的成功率与安全性。

后再妊娠孕妇阴道试产成功率的影响 [J]. 中国临床研

2.4.8 产后检查 胎儿及胎盘分娩后，常规检查产妇

究，2021，34（12）：1648-1651.

的宫腔，观察子宫下段瘢痕是否出现裂开情况。加

[10] 朱芝芝 . 剖宫产术后瘢痕子宫再妊娠孕妇阴道试产失

强常规阴道检查，判断阴道有无裂伤，询问产妇的感

败的影响因素分析 [J]. 河南医学研究，2020，29（24）：

受，重点观察子宫形状，观察有无病理性缩复环，子

4466-4468.

宫下段、瘢痕处有无压痛，重视产妇有无腹痛的主

[11] Kalayei H，Ozdemir H，Alkas D，et al.Is primiparity a risk

诉，对于持续性腹痛者需要警惕有无子宫破裂发生。

factor for advanced maternal age pregnancies?[J].J Matern

密切观察产妇的子宫收缩情况及阴道流血情况，严

Fetal Neonatal Med，2017，30（11）：1283-1287.

密观察生命体征，预防大出血发生。
3 小结

[12] 侯幸岳，许小明，钟际香，等 . 剖宫产后再次妊娠产妇
分娩方式决策的最佳证据总结 [J]. 中华现代护理杂志，

综上所述，不断健全的临床技术支持以及持续

2020，26（11）：1411-1417.

提升的试产成功率，表明 TOLAC 能够当作剖宫产

[13] 虞金哲，刘彩霞，王紫微，等 . 人工促宫颈成熟对孕足

术后再次妊娠孕妇的选择。但是，剖宫产术后再妊

月剖宫产术后再次妊娠阴道试产母儿预后的影响 [J].

娠属于高危妊娠，对于要求阴道试产孕妇，进行风险

中国医科大学学报，2020，49（6）：505-508.

评估，必须严格把控适应证和禁忌证，做好孕前、孕

[14] Miller N，Pelleg M，Hag-Yahia N，et al. Labor progression

期及产后管理，提前做好紧急预案，严密监测产程进

of women attempting vaginal birth after previous cesarean

展，及时处理异常，进而保障母胎安全。

delivery with or without epidural analgesia[J].Arch Gyneco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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