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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 探讨盆底康复治疗与盆底肌训练对产妇盆底功能的影响遥 方法 回顾性选取 2018 年 6 月至 2020年

6 月本院产妇 40 例袁依据治疗方法分为单独盆底康复治疗组渊单独治疗组袁n=20冤尧盆底康复治疗与盆底肌训练联

合治疗组渊联合治疗组袁n=20冤两组袁统计分析两组产妇的恶露持续时间尧泌乳始动时间尧盆底肌纤维持续收缩压尧
持续收缩时间尧肌电压尧盆底肌张力尧尿失禁评分遥 结果 联合治疗组产妇的恶露持续时间尧泌乳始动时间均显著
短于单独治疗组渊P约0.05冤遥 联合治疗组产妇的盆底玉类尧域A 类尧域B 类肌纤维持续收缩压均显著高于单独治疗
组渊P约0.05冤袁持续收缩时间均显著长于单独治疗组渊P约0.05冤遥 联合治疗组产妇治疗后较治疗前的肌电压尧盆底肌
张力评分升高幅度尧尿失禁评分降低幅度均显著高于单独治疗组渊P约0.05冤遥 结论 盆底康复治疗与盆底肌训练
联合治疗较单独盆底康复治疗更能有效改善产妇盆底功能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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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explore the effects of pelvic floor rehabilitation(PFR) and pelvic floor muscle exercise (PFME)

on pelvic floor function of parturients. Methods A total of 40 parturients in our hospital from June 2018 to June 2020
were selected retrospectively. According to the treatment methods, they were divided into two groups: the PFR group

(single treatment group, n=20) and the PFR and PFME group (combined treatment group, n=20). The duration of lochia,
starting time of lactation, persistent systolic pressure of pelvic floor muscle fiber, duration of sustained contraction,

muscle voltage, pelvic floor muscle tension, and urinary incontinence score of the two groups were statistically analyzed.
Results The duration of lochia and the starting time of lactation were significantly shorter in the combined treatment
group than those in the single treatment group (P约0.05). The persistent systolic pressure of type 玉, type 域 A and type
域 B pelvic floor muscle fiber was significantly higher in the combined treatment group than that in the single treat鄄

ment group (P约0.05). The duration of sustained contraction was significantly longer in the combined treatment group than

that in the single treatment group(P约0.05). After treatment, the increase of muscle voltage, the score of pelvic floor mus鄄
cle tension and the decrease of urinary incontinence score were significantly higher in the combined treatment group
than those in the single treatment group (P约0.05). Conclusion PFR combined with PFME can more effectively improve
the pelvic floor function of parturients than PFR alone.

[Key words] Parturient; Pelvic floor function; Pelvic floor rehabilitation; Pelvic floor muscle exercise; Muscle voltage;
Pelvic floor muscle tension; Urinary incontinence

盆底功能障碍性疾病在妇科临床极为常见袁发病

治疗无法获得理想的效果袁同时需要较长的疗程袁建

机制为盆底脏器脱垂及压力性尿失禁在盆底结构受

议联合治疗袁但仍然需要相关医学学者进一步研究证

损尧有功能障碍发生等情况下出现遥 产后女性是高发

实产妇盆底功能受到盆底肌训练及盆底康复治疗对

人群袁严重干扰了产妇的生活质量 遥 随着年龄的增
[1]

长袁盆底功能障碍性疾病发病率逐渐提升袁一方面对

产妇盆底功能的影响[3]遥 本研究探讨了产妇盆底功能
受到盆底康复治疗与盆底肌训练的影响袁现报道如下遥

产妇的身心健康尧生活质量造成不良影响袁另一方面
还会引发炎症等并发症袁因此近年来受到了妇产科医

师的日益广泛关注 遥 现阶段袁临床采用了很多方法治
[2]

疗盆底功能障碍性疾病袁其中最为常见的两种方法为

盆底肌训练尧盆底康复治疗袁二者各具优势袁但是单独
66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回顾性选取 2018 年 6 月至 2020 年 6 月本院产

妇 40 例袁依据治疗方法分为单独盆底康复治疗组渊单

CHINA MODERN DOCTOR Vol. 59 No. 27 September 2021

窑妇幼医学窑

中国现代医生 2021 年 9 月第 59 卷第 27 期

独治疗组袁n=20冤尧盆底康复治疗与盆底肌训练联合治

底肌肉的快慢肌袁其是爆发力和持久性的指标袁用于

疗组渊联合治疗组袁n=20冤两组遥 联合治疗组产妇年龄

评估密封性冤肌纤维持续收缩压尧持续收缩时间遥 运用

22 耀34 岁 袁平 均 渊29.6 依1.6冤岁 曰孕龄 38 耀41 周 袁 平 均

观察计算法曰盂肌电压遥 运用观察计算法曰榆盆底肌张

渊39.6依0.4冤周曰新生儿体重 2.4耀4.6 kg袁平均渊3.1依1.0冤kg遥

力遥 采用盆底康复治疗仪袁分为 0耀5 级袁无收缩尧有微

单独治疗组产妇年龄 23耀35 岁袁平均渊30.2依1.5冤岁曰

为 0 分尧1 分尧2 分尧3 分尧4 分尧5 分 [4]曰虞尿失禁评分遥

4.6 kg袁平均渊3.3依1.0冤kg遥 分娩方式院剖宫产 16 例

一直漏尿分别评定为 0 分尧1 分尧2 分尧3 分尧4 分尧5 分[5]遥

分娩方式院剖宫产 15 例渊75.0%冤袁自然分娩 5 例渊25.0%冤遥
孕龄 37耀41 周袁平均渊39.2依0.2冤周曰新生儿体重 2.5耀
渊80.0%冤袁自然分娩 4 例渊20.0%冤遥 两组产妇的一般资
料比较袁差异无统计学意义渊P跃0.05冤袁具有可比性遥

弱收缩尧普通完全收缩尧正常收缩尧强力收缩分别评定

依据每周漏尿次数袁无漏尿尧1 次尧2耀3 次尧4耀6 次尧7 次尧
1.5 统计学方法

采用 SPSS 19.0 统计学软件进行数据分析袁 计量

资料以均数依标准差渊x依s冤表示袁组间比较采用 t 检

1.2 纳入及排除标准
纳入标准院淤均为初产妇曰于均具有正常的认知尧
交流能力曰盂均具有完整的临床数据遥 排除标准院淤合
并咽喉抑郁症者曰于有盆底功能原发性疾病者曰盂研
究中失访遥

验袁计数资料以[n渊%冤]表示袁组间比较采用 字2 检验袁
P约0.05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遥
2 结果
2.1 两组产妇的恶露持续时间尧泌乳始动时间比较

1.3 方法

1.3.1 单独治疗组 从产妇分娩后第 1 天开始给予产
妇盆底康复治疗袁采用北京海龙马科技有限公司生产

联合治疗组产妇的恶露持续时间尧泌乳始动时间

均显著短于单独治疗组渊P约0.05冤遥 见表 1遥

的盆底康复治疗仪渊SRL800冤袁操作前为使产妇有效

表 1 两组产妇的恶露持续时间尧泌乳始动时间比较渊x依s袁h冤

配合袁将盆底康复治疗仪的原理尧效果尧配合要点等详

组别

细讲解给产妇遥 然后对产妇进行指导袁使其事先将膀

联合治疗组

胱排空袁取仰卧位袁对局部皮肤进行清洁袁消毒后将工

单独治疗组

作程序设计出来袁在此过程中严格依据产妇的实际情
况袁将适量耦合剂涂抹在皮肤电极部位袁在传输体穴
能量中应用袁同时在产妇乳房贴 2 个乳房专用贴片进
行催乳袁在产妇骶尾部贴 2 个腹部专用贴片进行子宫
复旧保健遥 之后将刺激强度逐渐提高袁在对刺激强度

进行变换前与产妇沟通袁明确耐受程度下袁而有效避

t值

n

恶露持续时间

泌乳始动时间

20

19.8依2.5
32.2依4.2

20.7依2.0

20

4.303

约0.05

P值

41.7依3.3
4.541

约0.05

2.2 两组产妇的盆底肌纤维持续收缩压尧持续收缩时间
比较
联合治疗组产妇的盆底玉类尧域A 类尧域B 类肌
纤维持续收缩压均显著高于单独治疗组渊P约0.05冤袁持

仪引发的刺激尧麻木等感觉是正常现象遥 治疗期间对

续收缩时间均显著长于单独治疗组渊P约0.05冤遥见表 2遥

产妇进行指导袁降低其呼吸幅度袁保持安静状态遥 每天

评分比较

免其他不良反应的发生遥 提前告知产妇盆底康复治疗

2 次袁每次 20 min遥

2.3 两组产妇治疗前后的肌电压尧盆底肌张力尧尿失禁

组内比较袁两组患者治疗后较治疗前的肌电压尧

1.3.2 联合治疗组 同时让产妇进行盆底肌训练袁为了

盆底肌张力评分均显著高于治疗前渊P约0.05冤袁尿失禁

促进其认同感的增强袁首先告知产妇相关注意事项袁将

评分均显著低于治疗前渊P约0.05冤曰组内比较袁治疗前

盆底肌训练的目的尧意义等介绍给产妇袁进而在训练

两组患者的肌电压尧盆底肌张力评分尧尿失禁评分之

过程中对错误动作进行自觉规避袁从而获取良好的盆

间比较袁差异无统计学意义渊P跃0.05冤袁治疗后联合治

底肌训练效果遥 对产妇进行指导袁使其将下肢分开袁对

疗组患者的肌电压尧盆底肌张力评分均显著高于单

平卧位尧屈曲位进行保持袁对肛门尧尿道进行收缩 8耀

10 s袁将盆底肌上提后放松袁每组 30 次袁每天 5 组袁每
两组之间间隔 30 min遥

独治疗组渊P约0.05冤袁尿失禁评分显著低于单独治疗组遥
即联合治疗组产妇治疗后较治疗前的肌电压尧盆底肌
张力评分升高幅度尧尿失禁评分降低幅度均显著高于
单独治疗组渊P约0.05冤遥 见表 3遥

1.3.3 疗程 两组均 3 d 为 1个疗程袁共治疗 4 个疗程遥
1.4 观察指标及评价标准

随访 2 周袁观察淤恶露持续时间尧泌乳始动时间袁

运用观察计算法曰于盆底玉类尧域A 类尧域B 类渊指盆

3 讨论
相关医学研究 [6-7]表明袁产妇发生盆底功能障碍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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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两组产妇的盆底肌纤维持续收缩压尧持续收缩时间比较渊x依s冤
n

组别
联合治疗组
单独治疗组

项目

20

持续收缩压渊kPa冤

20

持续收缩压渊kPa冤

盆底玉类肌纤维

盆底域A 类肌纤维

盆底域B 类肌纤维

6.2依1.1

4.7依0.4

3.7依0.5

3.4依0.6

持续收缩时间渊s冤

3.0依0.5
5.3依0.8

持续收缩时间渊s冤

3.182

t忆值
P忆值
P忆忆值
注院t忆尧P忆:两组持续收缩压比较曰t忆忆尧P忆忆院两组持续收缩时间比较
表 3 两组产妇治疗前后的肌电压尧盆底肌张力尧尿失禁评分比较渊x依s冤
组别

n

联合治疗组

20

时间 肌电压渊V冤
治疗前
治疗后
t值

单独治疗组
t值
P值

20

P值
治疗前
治疗后

6.7依1.5

14.7依2.7
3.365

约0.05

P忆值
P忆忆值

渊分冤

0.7依0.2

4.1依0.3

3.052

2.571

3.8依1.2
约0.05

1.5依0.2
约0.05

0.7依0.2

4.2依0.3

3.306

3.001

2.447

9.9依1.7

2.5依0.8

2.9依0.3

约0.05

约0.05

约0.05

跃0.05

跃0.05

跃0.05

约0.05

约0.05

约0.05

3.300

t忆忆值

分渊分冤

6.8依1.5

1.886

t忆值

盆底肌张力评 尿失禁评分

1.638
3.045

注院t忆尧P忆:治疗前两组比较曰t忆忆尧P忆忆院治疗后两组比较

1.533
2.365

3.3依0.2
4.3依0.4
2.306

4.8依0.4
4.4依0.2
3.1依0.7
2.405

约0.05

约0.05

约0.05

约0.05

约0.05

约0.05

2.776

t忆忆值

3.7依0.5

2.300

2.358

肌纤维持续收缩压均显著高于单独治疗组袁持续收缩
时间均显著长于单独治疗组遥 联合治疗组产妇治疗后
较治疗前的肌电压尧盆底肌张力评分升高幅度尧尿失
禁评分降低幅度均显著高于单独治疗组袁与上述研究
结果一致袁说明盆底肌训练与盆底康复治疗联合能够
在短期内使产妇的尿失禁症状减轻袁途径为对产妇盆
底肌张力恢复效果进行进一步改善袁从而对产妇的生
活质量进行改善遥 发生这一现象的原因为盆底康复治
疗仪的生物反馈功能能够用视觉信号的形式向产妇
反馈压力波形袁直观反映训练效果袁同时对产妇进行
指导袁使其准确尧自主进行盆底肌训练曰电刺激能够有
效收缩阴道尧尿道口尧肛门周围肌肉等袁途径为促进盆
底神经肌肉兴奋性的提升袁进而恢复受损神经细胞及

妊娠尧分娩是独立危险因素袁但是二者对盆底功能造

肌肉功能袁从而对产妇神经肌肉反射进行修复与改

成的是可逆性损伤袁因此临床很有必要对治疗方法与

善遥 联合盆底肌训练能够优势互补袁从而将最佳效果

进行积极有效的治疗遥目前袁临床采用了很多方法治疗

获取过来[15]遥 本研究结果显示袁联合治疗组产妇的恶

产妇盆底功能障碍性疾病袁如盆底康复治疗尧盆底肌

短于单独治疗组袁说明联合治疗还能够为产妇早期泌

治疗时机进行探讨袁从而对产妇盆底功能障碍性疾病

训练尧阴道哑铃等袁其中具有较高应用频率的为盆底
康复治疗袁其采用的盆底康复治疗仪有生物反馈尧电
刺激的功能袁能够将盆底神经唤醒袁将盆底肌激活 [8]遥
但是袁临床实践证实[9-10]袁单独盆底康复治疗并无法在

极大程度上恢复产妇的盆底功能遥 一些相关医学学者

露持续时间显著短于单独治疗组袁泌乳始动时间显著
乳尧将恶露排尽及子宫复旧提供有利条件遥
综上所述袁盆底康复治疗与盆底肌训练联合治疗
较单独盆底康复治疗更能有效改善产妇盆底功能袁值
得推广遥

建议给予患者联合治疗袁从而促进疗程的缩短袁对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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