剖腹产后尝试自然分娩
您需要了解的事项
如果您曾做过剖腹产，那么在下一次怀孕时通常有两种分娩选择：
•

剖腹产后尝试自然分娩 (Trial of Labour after Caesarean Section - TOLAC)：尝试阴道分娩。大多数
妇女能够成功完成剖腹产后阴道分娩（vaginal birth after caesarean - VBAC）。

•

选择重复剖腹产（Elective Repeat Caesarean Section - ERCS）：有计划的重复剖腹产（CS）。

您适合进行 TOLAC 吗？
大多数曾经做过一次剖腹产的人在下次怀孕时都可以尝试阴道分娩。但如果您有以下情形，那么您或许不适合
TOLAC：
• 多次剖腹产
• 曾经历过传统剖腹产（纵向中线切口）或子宫破裂
• 患有需剖腹产的妊娠并发症（如胎盘前置），或需要紧急分娩
•

距离上次剖腹产手术不足 12 至 18 个月

增加 VBAC 成功机率的情况：
•
•
•

曾有过阴道分娩史
上次剖腹产的原因（如臀位、胎盘前置）在此
次怀孕时并未并未出现
产程自发开始（自然）

•

不到 40 岁，且无妊娠并发症

降低 VBAC 成功机率的情况：
•

已超过预产期

•
•

体重严重超重（体质指数>40）
需要进行引产

•

胎儿体重预计超过 4 千克（8 磅 13 盎司）

选择 TOLAC 的原因：
•
•

住院时间较短，一般恢复较快，没有活动限制（如搬抬重物）
渴望体验阴道分娩

•

避免进行腹部大手术以及 ERCS 的相关风险（即失血、感染、未来手术
并发症的风险增加）
以后怀孕无并发症分娩的机率更大，因为每次手术都会增加剖腹产的风
险
尽早开始母乳喂养，以及更成功地在三到六个月内母乳喂养
降低婴儿出生后呼吸困难的风险

•
•
•

不选择 ERCS 的原因：
•

能够计划出生日期和时间，并根据过去的经验知道预期会发生什么

•

避免自然分娩以及 TOLAC 的相关风险，包括子宫破裂的风险（TOLAC 为 0.5％，ERCS 为 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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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考虑的风险因素：
TOLAC 的相关风险：

ERCS 的相关风险：

•

最常见的风险是在阴道分娩过程中需要进行剖

•

•

腹产。与 ERCS 相比，这种情况下发生出血、
手术并发症和感染的风险都会增加。
最严重的风险是阴道分娩过程中子宫上的疤痕

•
•

裂开（子宫破裂）。尝试 TOLAC 的人中平均
每 200 人会发生 1 例这种情况（不会发生的可

•

能性是 99.5％），如果以前有过阴道分娩史，
则机率更低。
子宫破裂可能会造成严重但极为罕见的后果，
包括导致婴儿死亡或脑损伤（每 10,000 个婴儿

•

感染、出血、输血，以及肠、膀胱、输尿管的
手术损伤。
增加分娩前后肺部或腿部出现血栓的风险。
未来所有怀孕可能都需要剖腹产。
o 未来每次剖腹产的手术和怀孕风险都会增
加。最大的风险是未来怀孕时胎盘异常，
这可能会导致大出血，并需要在分娩时切
除子宫（子宫切除术）。
进行 ERCS 的孕妇的死亡率高于 TOLAC，但总
体而言都非常低（ERCS 为 0.013％，TOLAC 为
0.004％）。

中有 2-3 个），对于产妇而言，则可能增加出
血或切除子宫（子宫切除术）的可能性。

如果您计划要进行 TOLAC：
如果您已临产或认为羊水已破，请前往产科的评估室（2SE）。当产程进入活跃期，将需要持续监测胎儿的心率
并定期进行子宫颈检查，以确保分娩进程的安全。如果需要紧急剖腹产，建议使用硬膜外麻醉。可以安全使用催
产素（一种有助于宫缩的药物）。

如果曾经做过剖腹产，是否可以进行引产？
是，但引产的过程中子宫上的疤痕裂开（子宫破裂）的风险会有所增加。增加的风险取决于使用的引产类型，范
围从无风险到两倍风险（破裂风险为 1.1％）。如果曾经做过剖腹产手术，也有几种安全引产的方法。包括在产
程早期使用弗利氏导管（气囊）打开子宫颈，破羊水并/或使用催产素促进宫缩。有些人如果无法自发临产就会
选择引产，但也有人如果需要进行引产就会选择重复剖腹产。

如果您计划要进行 ERCS：
如果在预定的 ERCS 之前临产，则应与医护人员讨论您希望怎么做。自发临产会提高阴道分娩的成功率，许多计
划进行剖腹产的人如果自发临产也会尝试进行 TOLAC。

选择 TOLAC 还是 ERCS 的关键点：
•

对于一次剖腹产后再次分娩，选择 TOLAC 或者 ERCS 都很安全，因为无论哪种选择，对产妇和胎儿造成
严重伤害的风险都非常低。

•

对于产妇和胎儿来说，成功的 TOLAC（VBAC）引起并发症的风险最低，但不成功的 TOLAC 引起并发症
的风险则最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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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于一次剖腹产后再次分娩，选择 TOLAC 或者 ERCS 都很安全，因为无论哪种选择，对产妇和胎儿造成
严重伤害的风险都非常低。

做出决定：
•

当您决定是选择 TOLAC 还是 ERCS 时，使用下面的表格可能会对您有所帮助。权衡各项好处和风险对您
的重要程度，勾选您选择此种分娩方式的原因。您还可以添加对您而言比较重要的其他原因。

❒❒❒不重要

❒❒✓有点重要

❒✓✓比较重要

✓✓✓非常重要

剖腹产后尝试自然分娩（阴道分
娩）的原因

对您有多重要？

选择重复剖腹产的原因

对您有多重要？

有很大机率进行阴道分娩

❒❒❒

能知道宝宝出生的日期

❒❒❒

有更大机率会轻松恢复身体，且
没有搬抬重物的限制

❒❒❒

知道手术会发生什么

❒❒❒

出现外科并发症的机率更小

❒❒❒

子宫上的疤痕撕裂（子宫破裂）
的机率更小

❒❒❒

将来无并发症怀孕/分娩的机率
更大（胎盘问题更少）

❒❒❒

避免紧急剖腹产的风险

❒❒❒

分娩后与宝宝在一起的机率更大
（进入新生儿室或新生儿重症监
护病房的机率更小）

❒❒❒

可以预约您的产科医生进行剖腹
产手术

❒❒❒

❒❒❒

计划不再生育，决定结扎输卵
管。

❒❒❒

❒❒❒

❒❒❒

有用资源：
在 YouTube 上观看我们的参考视频，标题为“Southern Ontario Obstetrical Network”。
您也可以使用手机扫描二维码。
*iPhone 用户可以打开相机并悬停在二维码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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