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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产房对第二产程及分娩
结局的影响
【 摘要 】 目的
性。 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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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婉婷

分析家属参与分娩过程的家庭产房模式对第二产程时长及分娩结局的影响，探讨推行家庭产房模式的必要

选择临产进入产程活跃期（宫口 3cm）拟阴道分娩的初产妇 200 例，按照随机数字表法分为实验组和对照组各 100 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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验组采用家庭产房模式分娩，对照组采用助产士一对一陪护，无家属陪伴。比较两组第二产程时长、分娩方式及新生儿分娩结局。 结
实验组第二产程时长明显短于对照组，阴道分娩成功率明显高于对照组，新生儿危急重症发生率低于对照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

义（均 P＜0.05）。 结论

家庭产房能缩短第二产程，
提高阴道分娩成功率，
降低不良妊娠结局发生率，具有临床推广价值。

【 关键词 】 家庭产房

第二产程

分娩结局

分娩是孕产妇经历的一种非常强烈的躯体情感体
验，是一次强烈的生理、心理应激过程，
易引起孕产妇恐
惧、
焦虑不良情绪，进而影响其分娩的全过程，其主要表

表 1 两组孕产妇一般资料比较

组别

n

熊烨等[1]研究认为焦虑、
恐惧可导致肌肉紧张，从而抑制

年龄（岁） 身高（cm） 体重（kg） 孕周（周）

文化程度（n）
大专 本科 硕士

实验组 100 25.2±2.9 158.2±2.9 64.1±3.8 39.4±1.2

32

对照组 100 25.6±3.0 159.7±3.1 63.9±4.0 40.0±1.3

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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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为第二产程时间、孕产方式和胎儿生产结局的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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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

P值

＞0.05

＞0.05

＞0.05

＞0.05

63

5

67
4
＞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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宫口扩张；也可引起孕产妇交感神经过分兴奋，从而影
响生理平衡，导致不良妊娠结局发生率上升。廖玲等[2]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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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显示，
孕产妇不良情绪的产生主要为患者本身对未知
环境和人群的陌生感。为了消除孕产妇不良情绪、调动

其参与产程管理的主观能动性、促进分娩结局良性发

1.2.2

实验组

实验组在活跃期后置于家庭产房：单间

病室，病室环境温馨、整洁，播放轻缓音乐，由 1 位助产

士和 1 位孕妇比较信赖的家庭成员 （如丈夫或者母亲）

参与。
（1）助产士向家属介绍环境、分娩辅助工具如分娩

好效果，
现报道如下。

球、分娩凳等，减少孕妇及家属对环境的陌生感及恐慌

》

对象

选择 2016 年 1 至 12 月临产进入产程活跃

学

1.1

网

展，本院探索开展家属参与的家庭产房模式，取得了较

1 对象和方法

期（宫口 3cm）拟阴道分娩的初产妇 200 例，按照随机数

感，拉进助产士与孕妇、
家属的关系。（2）向孕妇及家属
讲解分娩过程及可能出现的征象并指导如何应对。（3）
鼓励孕妇表达自己内心的感受，指导家属在旁给予情感
支持，
减少孕妇负面情绪，
减轻孕妇焦虑和恐慌无助感。
（4）第二产程助产士指导正确使用负压，家属在旁给予

准：
（1）合并有妊娠相关疾病孕妇；
（2）合并有严重心、
肺、

持平静的心理状态。
（5）产后观察 2h 后，由助产士、
家属

医

字表法分为实验组和对照组各 100 例。入组标准：所有

江

孕产妇入院后经过检查确认为单胎、头位妊娠。排除标
肝、肾功能不全孕妇；
（3）有沟通障碍，不能配合完成护
理的孕妇。两组孕产妇年龄、身高、体重、
孕周和文化程
度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均 P ＞0.05），见表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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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产士一对一陪护，无家属陪伴。

1.2

1.2.1

护理方法
对照组

对照组活跃期后进行常规的产时护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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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慰、鼓励和支持，从而使孕妇精神、情绪得以放松，保

一起护送产妇及新生儿转到母婴同室病房。
1.3 统计学处理

以

采用 SPSS 19.0 统计软件。计量资料

表示，组间比较采用两独立样本 t 检验；计数资料

组间比较采用 字2 检验。P＜0.05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两组产妇第二产程时长比较

实验组第二产程时

长为 0.85~2.15（1.53依0.62）h，明显短于对照组的 1.20~

2.55（1.91依0.89）h，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t=3.503，
P＜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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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组阴道分娩 97 例，

产钳助产 2 例，剖宫产 1 例；对照组阴道分娩 78 例，产
钳助产 16 例，
剖宫产 6 例；实验组阴道分娩成功率明显
高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字 =16.503，P＜0.01）。
2

2.3

两组产妇分娩新生儿结局比较

实验组发生新生

显高于对照组，
提示家庭产房对分娩方式具有重要意义。
3.3

家庭产房间接降低新生儿异常出生率

孕产妇从

宫口扩张到胎盘完全娩出分为 3 个过程，
分别为第一、
第

m

两组产妇分娩方式比较

二和第三产程，
其中第二产程为胎儿娩出过程，
该过程时
间一般为 1~2h。临床上常由于孕产妇情绪焦躁、
恐惧，
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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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儿窒息、缺氧性脑病等危急重症 3 例，对照组发生 11

交感神经过度兴奋，
导致宫缩节律不平稳，
甚至抑制宫口

统计学意义（字 =4.916，
P＜0.05）。

血缺氧，
脑部受损。同时产道挤压刺激胎儿迷走神经，
降

2

扩张，
引起胎儿头部受到产道压迫，
易出现胎儿脑血管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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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实验组新生儿危急重症发生率低于对照组，差异有

低胎儿心率，
导致外周头部血供应循环减缓，
引起头部缺

3 讨论

血缺氧[11]。当胎儿发生缺血缺氧时，
容易造成胎儿呼吸性
[3]

酸中毒，
继而发生身体机能障碍，
甚至死亡。另外孕产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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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现代医学模式的转变，
产科服务的观念由以病

恐惧等不良情绪延长了产程的时间，使得胎儿受产道挤

供了三位一体的全方位服务，既保证了医疗质量，又融

压时间相应增加，
从而加重胎儿娩出异常率。
本研究结果

汇了全新的人文关怀理念[4]，为产妇提供心理、生理、体

显示实验组新生儿危急重症发生率低于对照组。

力等全面支持护理，充分调动了家属参与分娩过程的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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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为本转变为以人为本 。家庭产房的出现为孕产妇提

综上所述，家属参与分娩过程的家庭产房模式可大

[5]

观能动性，
符合现代医学模式发展需求 。

幅度减轻或消除孕产妇的不良心理反应，缩短第二产

家庭产房缩短产妇的产程时间

孕产妇在分娩过

程，提高阴道分娩成功率，
降低不良妊娠结局发生率，具

3.1

程中出现的紧张、恐惧会使子宫收缩无力，导致产力下
[6]

降、产程延长或停滞 。在家庭产房中，丈夫或母亲等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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阴道分娩的信心，
充分发挥了孕产妇的潜能，
提高了阴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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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娩成功率。本研究结果显示实验组阴道分娩成功率明

（本文编辑：陈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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