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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产科疾病中,产后出血一直困扰着广大的产妇患者和

[6]
现前后 PG 的作用 。PG 制剂有片剂、栓剂和凝胶制剂,并有

医务工作者。其病因大多是由于子宫收缩乏力、胎盘滞留或

不同的给药途径。众多学者认为其中以凝胶小剂量阴道或宫

粘连、第三产程延长等引起的。其中,产后宫缩乏力使子宫不

颈给药效果最好,不会引起强烈宫缩和胎儿窘迫,对高危妊

能正常收缩和缩复(即子宫复旧不全),从而不能关闭胎盘附

娠尤为适用。俞氏等报道 PGE2引产可使产程缩短,不会引起

[1]
着部子宫壁血窦而致过多流血,为产后出血的主要原因 。根

胎儿宫内缺氧。PGE2 阴道栓是一种安全、方便、有效的引产

据中医学理论,产后血瘀证的一个重要原因也是由于产后宫

药物。

[2]

缩乏力、血被寒凝、瘀阻胞脉而导致的产后恶露淋漓不爽 。

另外,烟酸作为一种维生素类药物,对由高钾去极化引起

针对这一病症,加强宫缩成为治疗宫缩乏力最迅速有效的治

的大鼠离体子宫肌收缩和依赖细胞内钙的收缩均有促进作

疗方法。由于缩宫药物具有直接兴奋子宫平滑肌,加强子宫收

用,提示其对子宫收缩的作用可能与钙离子作用有关。据报

缩力的功效,从而改善并治愈产后出血,所以缩宫药愈来愈

道 ,1g 的 干 燥 绵 羊 胎 盘 对 豚 鼠 子 宫 的 缩 宫 作 用 亦 等 同 于

成为治疗产后出血的关键药物。本文就近年来缩宫药物(包

0.075～0.32 IU 的催产素,结论认为干燥的胎盘中含有一种

括中西药品)的临床应用及研究工作进行综合评述,旨在探讨

[7]
慢性催产物质,它的活动依赖于激发 H 受体或蕈毒碱受体 ；

其应用价值及发展趋向。

国外报道一种长效缩宫药物 Carbetocin,在有效控制胎盘剥

1

离后的失血过程中,失血量明显少于催产素给药组,而且能够

化学药品及制剂的治疗应用、副作用和不良反应

1.1

治疗应用

在较多的缩宫药物中,催产素是比较安全有

增强新产后的子宫复旧,保持足够的子宫收缩幅度,并有很好

效的宫缩剂。子宫对催产素的反应受剂量和女性激素的影响,

[8]
的耐受性 。

小剂量能激起并增强妊娠末期子宫的节律性收缩,大剂量则

1.2

能引起强直性子宫收缩。张氏等采用脐静脉注射法,通过对产

产、催产,疗效显著。但是,其副作用及不良反应也屡见不鲜。

后出血 71 例观察,用催产素 20U 加 0.9%生理盐水 10ml 脐静

催产素因其结构与加压素相似,亦有轻微的加压素作用,收缩

[3]

副作用和不良反应

催产素促进子宫收缩,广泛用于引

脉注射可缩短第三产程,无 1 例产后出血,效果显著 。正确

外周血管可引起血压升高。据报道,在宫缩乏力、急性失血的

处理第三产程是预防产后出血的重要措施,高氏等应用脐静

情况下应用催产素 60IU 后又静注麦角新碱 0.4mg,可能使脑

脉注射催产素,以缩短第三产程及减少产后出血量,取得满意

血管收缩甚至痉挛,从而造成一过性脑缺血、缺氧而至震颤、

效果。Rogers J 等考察,预防性地积极给予催产素能够降低

[9]
抽搐 。段氏等报道大剂量催产素静滴致使患者用药后尿量

产妇新产后出血的比率和相对危险度,而且明显低于常规治

减少、全身乏力、头痛、呕吐,继而抽搐等水中毒症状。陆

[4]
疗组(不给预防性的催产素,靠母体本身剥离胎盘等) 。

氏在剖宫产术中应用催产素静滴时发现,剖宫产术中出现寒

[5]

Dimitrov A 等的报道也说明了这一点 。同时,在第三产程

战与催产素可能有关。李氏等在临床应用中发现催产素可导

静脉注射催产素,大约平均减少失血率 22%,降低近 40%的产

致过敏性休克。Liou SC 等发现,催产素的不良作用还包括短

后出血频率和产后血色素,是一种价廉低毒的药物,一般可在

暂性的低血压和心率加快,并报道当患者静注催产素之后,产

经产道分娩后使用。另外,催产素诱发宫缩能达到引产目的。

生延长 QT 间期综合征(PQTS),并导致室性心动过速

[10]

。又有

麦角新碱是从麦角中分离得出的一种氨基麦角碱类,主

报道由催产素使用不当引起分娩期子宫破裂 21 例,在分娩期

要是兴奋子宫,收缩血管,用于治疗产后子宫复原和子宫出

子宫破裂的病例中占相当大的比例(约 84.0%)[11]。段氏亦发

血 。前列腺素(PG)在近年来产科方面的研究及临床应用进展

现催产素应用不当导致子宫膀胱破裂。贵氏等应用催产素催

迅速,文献报道 PG有促进子宫收缩,使结缔组织结构发生改

产,导致 14 例并发出血。陶氏也有报道催产素引起不良反应

变,宫颈变软的作用,并且还是参与人类分娩过程子宫肌活

2 例。

动的必需物质。Wilkland 研究了离体剖宫产子宫阵缩出

麦角新碱能产生持续增加的子宫收缩,剖宫术中常用来
促进宫缩和止血,但其副作用较明显,常见的有烦躁不安、恶

*山西省阳泉市药品检验所

心、呕吐、心前区不适等。麦角新碱对心血管平滑肌有直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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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缩作用,又是肾上腺素能激活剂,使周围血管和冠状血管收

上述资料表明,许多中药及中药提取物的缩宫作用还

缩。分娩过程中,产妇由于雌激素升高,血压通常偏高,麦角新

只停留在实验研究阶段,真正上升到临床实践的还甚少,所以

碱会加重血压增高程度。同时,麦角新碱对肺的作用仍存在,

弘扬祖国医学,发掘新药及新的药用价值将成为广大药学工

如肺间液量增多,肺动脉压及肺楔压仍明显升高,导致心负荷

作者的重大课题。

的增加

[12]

。于氏报道麦角新碱引起抽搐。阚氏发现麦角新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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