胎膜早破 (PROM)

如果在分娩前破水
胎膜早破是什么？
胎膜早破是指在分娩开始之前你的羊水破了。分娩是指当你的子宫开始有规律的宫缩, 或是阵痛。
虽然胎膜早破的原因并不完全为人所知, 胎膜早破可能会发生在健康的孕期。孕期健康的情况下发生
胎膜早破的比例大约是十分之一。
如果在孕期37周之前发生胎膜早破, 我们称之为早产胎膜早破, 或PPROM。本文件所提供
的信息只是针对发生在37周或之后的胎膜早破。如果你觉得你可能发生了胎膜早破, 而且
又没到37孕周, 请联系你的助产士。

我怎么知道是不是
破水了？
很多孕期的人想知道如何才能
判断自己是否破水。例如, 有时
候很难区别羊水、尿、或是阴
道正常分泌物的不同。

“羊膜” 或者羊膜囊是什么？
你的宝宝在羊膜囊内生长。
•

这种膜内充满了被称为羊水的液体。

•

羊膜囊的作用很像垫子, 保护你的宝宝不
受外界伤害。

•

让你的宝宝能够自由地活动。

破水可能出现的一些症状包括：
感觉
你可能会发生：
•

听到或感觉到子宫或阴道
有嘭的一声。

•

内裤湿了。

•

感觉到突然涌出大量的水,
使你无法控制。

•

感觉阴道缓慢, 匀速地有液
体嘀嗒嘀嗒流出。

外观

味道

羊水通常是清澈或类似稻草的颜色。
也可能：
• 看上去发绿或发黄（如果婴儿刚
刚第一次排便就可能会出现这
种现象, 称为胎便, 出现在羊水
中) 。

有人觉得羊水闻起来甜甜的, 或是
像漂白剂的味道, 或是根本没有味
道。

•

带有血丝或黏液。

•

有一些少量的白色物质（这是胎
脂, 膏状的白色物质覆盖并保护
婴儿的皮肤）。

羊水闻起来不像尿液也不应该有难
闻的味道。有难闻的味道可能是感
染的一个标志。

通过我们对性包容和人权问题的声明, AOM致力于在我们所有的工作中体现并包含跨性别、同性恋和中间性别的群体。本文件中的“阴道”指产
道。这是为了在不同英语读写水平的情况下, 提高对胎膜早破相关重要概念的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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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我认为自己已经破水, 应该怎么做？
你的助产士会告诉你如果你感觉破水应该什么时候联系他们以及怎么联系他们。他们会解释什么
情况下你需要马上联系他们, 什么情况下如果你半夜破水, 可以等到早上再联系他们。

如果破水, 并且

请马上联系
你的助产士

•

你的孕期不到37周, 或者

•

你的助产士告诉你胎儿的头位比
较高, 或者

•

你正在发烧（38度或更高), 或者

•

羊水是绿色或黄色的, 或者

•

羊水味道很大或味道很难闻,
或者

•

你有严重出血, 或者

•

胎动比平时减少*

*你可以随时检查宝宝的胎
动情况。
1. 躺下或坐下。
2. 数一下所有的胎动（踢、扑、
滚动）。
3. 每两小时或不到两小时期间你
至少应当能感觉到六次胎动。
4. 如果你感觉两小时内的胎动
不到六次, 给你的助产士打电
话。

如果你感觉破水, 这是一些有帮助的建议：
•

请记住胎膜早破是常见情况, 在多数情况下, 都不是紧急情况。

•

为了帮助降低小概率的感染问题：
»
»

不要将任何东西放入阴道（不能放入手指或卫生棉条, 不能有性行为）。
在正式分娩开始前不可盆浴（淋浴可以）。

正式分娩指的是你的宫缩：
规律并且有力

间隔不到五分钟

•

使用护垫。如果破水, 会一直有羊水滴出来。你需要使用护垫保持干燥。

•

请记录：

•

» 破水的时间, 或者如果你不确定, 记录你感觉破水的时间。
» 流了多少水。
» 羊水的颜色。
正常吃喝。

•

宫颈发生变化

休息一下。你可以继续平常做的事, 但是记住休息很重要, 可以帮助你做好分娩的准备。躺下来小睡一下是
个很不错的主意。

询问你的助产士如果破水怎么办以及什么时候联系他们。请把具体的说
明在这里记录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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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人在一开始的时候没有宫缩的时候, 会有一段安静的时间。
大部分人（75%）会在破水后24小时内生下宝宝。
几乎全有人（95%）是在破水后72小时内生下宝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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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染是怎么回事？
如果你胎膜破裂, 你和宝宝感染的风险很低。

胎膜破裂时可能会发生的感染有以下三种：
1. 绒毛膜羊膜炎—分娩中子宫内发生的感染；
2. 子宫内膜炎—宝宝出生后子宫内发生的感染；
3. 新生儿感染—在婴儿血液循环中发生的感染。

由于胎膜破裂发生感染的可能性：
•

破水后24小时之内的机率最低（即使没有药物催产, 75%的人都是在这个时间内生产）。即使你的宝宝是在胎
膜破裂24小时之后出生, 你和宝宝发生感染的机率也非常低。

•

在羊水破裂后和分娩之前间隔的时间较长, 感染的机率会稍有增加。

•

如果在正式分娩开始前, 你没有做内检, 无论是等分娩自然开始还是使用药物催产, 机率都是相似的。内检是指
医护人员手指进入你的阴道检查子宫颈张开的情况。内检可能会使细菌进入阴道, 从而增加感染的可能性。

破水后，我有什么选择？
你的助产士会和你讨论一下两种选择：

药物催产

等候分娩自然开始

（服用药物进行分娩）

（包括使用自然方法开始分娩）

虽然这两种方法通常都是比较安全的选择, 但有时候因为某些原因你的助产士可能会推荐使用药物催产, 例如：
•

你有感染的迹象。你和宝宝在胎膜破裂后感染的可能性很小。感染的表现包括：
» 发烧
» 宝宝的心率很快
» 你的羊水很难闻

•

你的宝宝将胎粪（第一次排便）排在羊水中。

•

你的B型链球菌为阳性。

药物催产

等候分娩
这是什么？

药物促使分娩开始：米索前列醇和/或催产素

等待分娩自然开始
•

这可能包括使用非药物的方式来开始分娩：
» 蓖麻油
» 刺激乳头, 通常是使用泵乳器
» 针灸

多长时间后分娩会开始
大部分人在药物催产开始后的24小时内会进入分
娩期。大部分人会在进入分娩后的6到28小时内
完成分娩。

大部分人会在破水后的24小时内进入分娩期。

在什么地方进行？
药物催产必须在医院进行。

等待自然分娩通常是在家里进行。

我的期望是什么？
一些人需要一种米索前列醇的药物帮助他们的子
宫做好分娩准备。米索前列醇是一种吞服的药
片。

等候时你可以在家里休息。

当你的子宫做好分娩准备, 会通过静脉给你注射
一种称为催产素的药物。

你的助产士会定期对你进行检查, 确定你和宝宝
的健康。

催产素和米索前列醇会导致强烈宫缩, 给胎儿带
来压力。需要监测他们的心率。通过一种被称作
电子胎儿监护的仪器（EFM）来进行监测。
连上电子胎儿监护器后行动会不太方便, 因为你
身体会与仪器相连。这也可能使你觉得分娩更痛
苦。一些医院有无线电子胎儿监护器, 称为遥感
监测, 这样你行动可以方便很多。你可以在你的
医院问问有没有遥感电子胎儿监护器。
在催产时, 医院的工作人员可能会或者不会在旁
边照顾你。一些医院的政策要求助产士将照顾你
的责任转交给医生。如果是这样, 你的助产士需
要继续提供支持性照顾、抚慰和信息。分娩后照
顾你的责任会被转回给你的助产士。

你的助产士可能会和你讨论自然的催产的方法。

药物催产

等待分娩自然开始

每100名生育母亲

每一百名等待分娩自然开始的生育母亲

10%

12%

发生感染的机率是10%

发生感染的机率是12%

每一百个孕期

每一百个等待分娩自然开始的孕期

2.5%

1.7%

婴儿发生感染的机率是1.7%

婴儿发生感染的机率是2.5%

* 感染率的计算是以进行分娩之前没有进行内检的情况为基础的。注意药物催产和等待分娩自然开始感染情
况的区别并“没有显著的数据”差异。这意味着差异也有可能是偶然的。

怎样进行疼痛管理？
你很可能会在药物催产时, 要求使用硬膜外麻
醉。硬膜外麻醉是一种止痛方法, 用针将一根小
管子插入你脊髓的空间部分。通过这个小管子给
止痛药, 为你身体的下半部分止痛。

如果你等候分娩自然发生, 很可能不会要求使用
硬膜外麻醉。

作出决定后会发生什么？
如果你已经决定了要进行药物催产：

如果你决定等候分娩自然开始：

你的助产士会告诉你什么时候去医院开始催产。

你的助产士会告诉你什么时候联系他们, 例如：
•
•
•
•

如果你进入了分娩状态。
如果你有感染的迹象。
如果你想改变计划。
如果你有问题或担心。

我如何决定哪种方式最适合我？
当你在决定是采用药物催产还是等待分娩自然发生的时候有许多因素需要考虑。
例如,你需要考虑以下的这些问题：
•

你对感染的机率是怎么想的？

•

你想在哪里分娩？你想在哪里生下宝宝？

•

对于出生干预措施你感觉如何？
» 你对止痛药和硬膜外麻醉感觉如何？你想用吗？还是希望不用？
»

你对静脉滴注感觉如何？

»

你对电子胎儿监护的感觉如何？

记住：
•

即使破水时间过长后感染的机率会有小幅度增加, 你和你的宝宝很有可能根本不会感染。很多在胎膜早破后
等待分娩自然开始的人会在24小时内产下宝宝, 这种情况下感染的机率最小。

•

如果你选择药物催产而不是等待分娩自然开始, 可能会需要出生干预（药物、静脉注射、电子胎心监护、硬
膜外麻醉）。

•

胎膜早破后降低感染的最佳方法是在活跃分娩开始前避免在阴道内放置任何东西并避免内检。

如果你对启动分娩的非药物方式感兴趣, 例如蓖麻油、乳头刺激（通常是通过吸乳器）、针灸和其他方法, 可以
和你的助产士谈一谈。 无论你如何选择, 你的助产士都会支持你的决定。

询问你的助产士如果破水怎么办以及什么时候联系他们。请把具体的说
明在这里记录下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