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异常胎心监护解读 

王妍  赵扬玉 

北京大学第三医院妇产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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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子胎心外监护（External Electronic 

Fetal Heart Rate Monitoring）  

• 目前全世界广泛应用  无创伤监测手段 

• 优点：方便、安全及结果可快速读取，被

临床医生广泛接受 

• 缺点：胎心率图形变化多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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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时电子胎心监护 

        ---动态了解胎心率的变化、实时发现

异常胎心率 

        ---胎儿安全性评估 

        ---指导临床处理、改善妊娠结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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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FM与妊娠结局 RR（95%CI） 

围产儿死亡   0.85（0.59–1.23）  

剖宫产率 1.66（1.30–2.13） 

阴道助产率 1.16（1.01–1.32） 

Apgar<7分/5min 0.83（0.37–1.88） 

NICU入住率 1.04（0.84 –1.39） 

新生儿抽搐 0.55（0.31–0.80） 

新生儿脑瘫 1.74（ 0.97–3.11） 

产时电子胎心监护---胎儿安全性评估 

Alfirevic Z, Devane D, Gyte GM. Continuous cardiotocography (CTG) as a form of electronic fetal monitoring (EFM) 

for fetal assessment during labour. Cochrane Database Syst Rev. 2006 Jul 19;(3):CD0060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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判读胎儿电子监护图形的基本要点   
 

基线 变异 

加速 减速 

宫缩 无宫缩---NST 

有规律宫缩 
            ---CST 

            ---O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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胎心监护相关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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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EFW分类及结果判读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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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拿大EFW分类及结果判读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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胎心基线变异 

13 

胎心基线变异异常 

---变异消失/轻度变异 

有可能是生理性吗？ 

一定是病理性吗？一定是产时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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胎心率变异 

• 妊娠早期胎心基变异不明显 随孕周增长逐渐增加 

• 30周内胎儿活动和静止时胎心基线变异无区别 
15 

影响胎心率的因素-胎动 

 1、Low variability baseline  

  no eye movements 

  occasional ‘startle’ body movement 

with brief rise  

 

~30%  <40 min  

2、High variability baseline  

 eye movements 

 many fetal movements with FHR 

accelerations 

~60%  >90 min 

3、Sustained accelerations with 

occasional return to baseline  

 eye movements 

 continuous fetal movements 

~10%  >120 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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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拿大EFW分类及结果判读标准 

17 

英国EFW分类及结果判读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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胎儿心率的控制与调节 

• 心率由窦房结决定，交感神经和副交感神经调节 

• 受控于丘脑下部和大脑皮质 

– 胎儿大脑不断的发育和变化 

– 延髓及以上的脑组织调节基线变异和基线范围 

– 间脑及以上脑组织调节加速 

– 大脑皮质则决定醒睡周期  大脑皮质成熟相对较晚 

• 胎儿受母体因素的影响 

Terao, Kawashima,et al.Neurological control of fetal heart rate in 20 cases of anencephalic fetuses,Am 
J Obstet Gynecol.1984,149(2):201-8  19 

胎儿心率的控制与调节 

• 心率由窦房结决定，交感神经和副交感神经调节 

• 受控于丘脑下部和大脑皮质 

– 胎儿大脑不断的发育和变化 

– 延髓及以上的脑组织调节基线变异和基线范围 

– 间脑及以上脑组织调节加速 

– 大脑皮质则决定醒睡周期  大脑皮质成熟相对较晚 

• 胎儿受母体因素的影响 

Terao, Kawashima,et al.Neurological control of fetal heart rate in 20 cases of anencephalic fetuses,Am 
J Obstet Gynecol.1984,149(2):201-8  20 

慢性缺氧胎儿至胎儿窘迫的胎心监护变化趋势 

• 首先是大脑皮质受损，表现为醒睡周期的模糊 

• 继续恶化，间脑受损则出现加速减少 

• 再进一步恶化，则出现变异减轻甚至消失 

• 最后胎心监护表现为一条平滑的曲线，仅有窦性节律，则

此时胎儿已出现严重的脑损伤  

 

胎儿心率中枢神经系统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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醒睡周期 

22 

醒睡周期 

23 

 

醒睡周期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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醒睡周期 

25 

Austin Ugwumadu 。Understanding cardiotocographic patterns associated with intrapartum fetal hypoxia and 

neurologic injury。 Best Practice & Research Clinical Obstetrics and Gynaecology 27 (2013) 509–536 

缺乏变异   缺乏醒睡周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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缺乏变异   缺乏醒睡周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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宫缩时出现胎心减速 

减速通常是浅的  缓的减速 

28 

此时， CTG不表现出明显减速 

虽然未发生酸中毒 

依然可能已经存在脑损伤 

29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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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伴随宫缩出现，胎心基线水平迅速下降 

宫内储备能力差，胎儿酸碱平衡迅速失调 

32 

伴随宫缩出现，胎心基线水平迅速下降 

宫内储备能力差，胎儿酸碱平衡迅速失调 

胎儿可能已经存在脑损伤，一旦出现宫缩应激，迅速酸中毒 
33 

1. 胎心基线持续缺乏变异 

2. 胎心监护图形缺乏醒睡周期 

3. 宫缩时伴胎心减速，晚期减速（通常是浅而缓） 
 

• （出现胎心减速前）CTG独立的胎心基线变异
消失/轻度变异和/或胎儿心动过速，通常不是由
产时缺氧造成的 

• 严重的FGR的胎儿，宫内储备能力很差 

     应对产时缺氧的能力很差，无应激时虽然无减速
，但可能已经存在脑损伤，产前一定要充分评估 

34 

30岁，初产、足月、头位、无合并症 

主诉：胎动减少4小时     0AM入院 

1:20AM-2:10AM  50分钟 

35 

5:30AM-6:30AM  60分钟 

30岁，初产、足月、头位、无合并症 

一天前8PM胎动减少         0AM入院 

4AM起胎动消失  6:30胎心减速一次 

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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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岁，初产、足月、头位、无合并症 

一天前8PM胎动减少         0AM入院 

4AM起胎动消失  6:30胎心减速一次 

7:30AM-8:30AM  60分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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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前胎心基线变异异常 

常规20分钟—胎心基线轻度变异 

↓ 

继续行胎心监护 延长至40分钟 

↓                          ↓ 

胎心基线变异恢复正常     仍为轻度变异持续80-90分钟 

↓               ↓ 

至胎心监护符合正常标准  观察有无胎心减速 

                 ↓   

无减速但持续超过80-90分钟或者30分钟内出现反复变异或晚减 

判断：异常  警惕：胎儿宫内已经发生脑损伤  

较一般储备能力正常的胎儿不耐受宫缩 出现酸中毒速度快 

NST：足月妊娠/接近足月妊娠 

39 

如何理解产前/产时 

各类胎心减速的出现 

所有减速都可以分类吗？ 

减速形态？频率？到底什么影响结果？ 

40 

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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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 46 

延长减速 

• 迅速判断有无严重产科事件发生 

– 脐带脱垂、胎盘早剥、子宫破裂、缩宫素过量
、羊水栓塞…… 

• 给予观察与处理 

– 持续胎心监护、吸氧、左侧卧位、停用缩宫素 

• 观察胎心监护变化   

– 胎心基线变异持续轻度或消失 

– 再次出现延长减速 

考虑终止妊娠  是否已经存在胎儿损伤  交代风险 

47 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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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类型含义 

• Ⅰ类为正常EFM 图形，对于胎儿正常血氧状态的预测价值

极高，不需特殊干预 

• Ⅲ类为异常EFM 图形，对于预测胎儿正在或即将出现窒息

、神经系统损伤、胎死宫内有很高的预测价值，因此一旦出

现，需要立即分娩 

• 而在这上述两种情况之间的图形被定义为Ⅱ类，是可疑的

EFM 图形。对于这一类图形需要后期进一步的评估、监测

、必要的临床干预以及再评估，直至转为Ⅰ类EFM 图形 

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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异常胎监与新生儿预后  

• II型：30min？III级：10min？ 

• 决定终止妊娠---胎儿娩出的时间：与脐血的PH值呈直线相关 

（ r = 0.22, P = 0.02）  

• 阴道助产（第二产程异常的胎监）：20-30min 

   （钳产：23.3min，吸引产：29.2min） 

• 剖宫产（产程中异常胎监）：30-40min 

 29488 CS（胎儿窘迫、脐带脱垂、胎盘早剥）：17-42.9min 

 

* Okunwobi-Smith Y, Decision to delivery intervals for assisted vaginal vertex delivery. BJOG: an 

internationaljournal of obstetrics & gynaecology 2000;107:467 

•Eldridge A, Johnson N. How long does it take to perform an operative vaginal delivery? Journal of 

Obstetrics and Gynaecology 2004;24(3):230–2. Holcroft CJ, 

• *Graham EM, ina-Mumuney A, et al. Cord gas analysis, decision-to-delivery interval, and the 30-

minute rule for emergency cesareans. Journal of Perinatology 2005;25(4):229–35. 

59 

Ⅱ级和Ⅲ级胎心监护的宫内复苏方法  

• 停用催产素 宫缩过频或过强 

• 阴道检查 脐带、胎头受压 

• 改变体位 脐带受压 

• 血压监测、血氧 母亲因素 

• 常用、但安全性及有效性待证实 吸氧 

• 宫缩抑制剂的应用 宫缩频密 

• 羊膜腔灌注 脐带受压 

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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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I型胎监处理的关键 

• 异常胎监---胎儿娩出的时间段： 

   决定胎儿酸中毒的程度 

   决定了Apgar 评分 

   与HIE、脑瘫等的关系密切 

   10？20？30分钟？内娩出胎儿（越快越好） 

61 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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混合图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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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5 

CTG三级分类系统（NICHD，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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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确定型”胎心监护 

American College of Obstetricians and Gynecologists. ACOG Practice Bullet in No.106: Intrapartum fetal heart rate 
monitoring: Nomenclature, interpretation, and general management principles. Obstet Gynecol, 2009, 114(1): 192-202.  

基
线
存
在
变
异  

伴
有
可
变
减
速 

资料来自北京大学第三医院 

67 6

8 

指南对临床中新生儿酸中毒的预测价值非常有限 

确定电子胎
心监护的新特征 

69 

从病理生理视角判断 

产时胎心监护变化 

胎心减速的其他特征是什么？ 

产时还有其他特征可以参考吗？ 

70 

         胎儿血压与新生儿脑损伤发生的关系 

71 

胎心减速病理生理 

• 缺氧时的胎心减速是胎儿的重要适应条件机制 

    1、减少心肌工作    2、减少耗氧需要量 

• 产程中对胎心减速 胎儿对缺氧刺激的应答 

     

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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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足月胎羊完全脐带阻断8分钟导致严重缺氧 
探讨副交感神经系统对于心动过缓的贡献 

Westgate JA, Wibbens B, Bennet L, Wassink G, Parer JT, Gunn AJ. The intrapartum deceleration in center stage: a physiologic approach to the 
interpretation of fetal heart rate changes in labor. Am J Obstet Gynecol 2007;197:236.e1-236.e11. 

      鉴于对照组胎羊立

即出现心动过缓，迷走

神经切断术后胎羊的胎

心减速延迟至脐带阻断

后的3分钟才出现 

      这些数据证明，典

型的胎心变异减速，持

续大约1分钟，主要由

化学感受器介导，而延

长的减速中心肌缺氧抑

制心肌导致胎心下降的

比例明显增加 

73 

胎心减速病理生理 

• 缺氧时的胎心减速是胎儿的重要适应条件机制 

    1、减少心肌工作    2、减少耗氧需要量 

• 产程中对胎心减速 胎儿对缺氧刺激的应答 

       由胎儿化学感受器介导的副交感神经系统反射 

– 化学感受器：感受血液中CO2分压、氧分压和氢离子浓度变化 

主要表现为迷走神经介导的心动过缓 

– 人为的维持呼吸频率和深度不变，则化学感受器传入冲动对心血管活动直接
效应是心率减慢，心输出量减少 

– 化学感受器受到刺激后——（感觉信号）——颈动脉窦神经和迷走神经——
延髓孤束核——（ 支配心脏的副交感神经节前神经元的细胞体位于延髓的迷
走神经背核和疑核）——心迷走神经—— 支配窦房结、心房肌、房室交界、
房室速及其分支（心迷走主要作用于窦房结） 心迷走神经的节前和节后神经
元都是胆碱能神经元，心迷走神经节后纤维末梢释放的乙酰胆碱作用于心肌
细胞膜的M型胆碱能受体，可导致心率减慢，心房肌收缩能力减弱，心房肌不
应期缩短，房室传导速度减慢，即产生负性变时、变力和变传导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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胎心减速病理生理 

• 缺氧时的胎心减速是胎儿的重要适应条件机制 

    1、减少心肌工作    2、减少耗氧需要量 

• 产程中对胎心减速 胎儿对缺氧刺激的应答 

    由胎儿化学感受器介导的副交感神经系统反射 

    主要表现为迷走神经介导的心动过缓 

• 第二产程中胎头受压导致胎心减慢 

    过去---硬脑膜刺激是主要原因 

    现在---颅内压增高和胎儿脑血流下降 

    头盆关系紧张：颅骨重叠明显、胎头下降延缓与停滞 

75 

胎心减速病理生理 

• 缺氧时的胎心减速是胎儿的重要适应条件机制 

    1、减少心肌工作    2、减少耗氧需要量 

• 产程中对胎心减速 胎儿对缺氧刺激的应答 

    胎儿化学感受器介导副交感神经系统反射 主要表现为心动过缓 

• 第二产程胎头受压致胎心减慢  颅内压增高和胎儿脑血流下降 

• 如果缺氧的程度严重且较长（通常以3分钟为界） 
– 胎心下降的深度和缺氧的严重程度相关，减速的阴影区域提示子宫胎

盘血流灌注的减少，深的减速提示的是接近全部或者全部的血供减少 

     胎心减慢将持续存在，主要是由于心肌缺氧导致的 

      持续时间较长的延长减速 

      胎心再无法恢复至原有的基线水平 

 76 

胎心减速病理生理 

• 缺氧时的胎心减速是胎儿的重要适应条件机制 

    1、减少心肌工作    2、减少耗氧需要量 

• 产程中对胎心减速 胎儿对缺氧刺激的应答 

    胎儿化学感受器介导副交感神经系统反射 主要表现为心动过缓 

• 第二产程胎头受压致胎心减慢  颅内压增高和胎儿脑血流下降 

• 如果缺氧的程度严重且较长（通常以3分钟为界） 

     胎心减慢将持续存在，主要是由于心肌缺氧导致的 

     持续时间较长的延长减速     胎心再无法恢复至原有的基线水平 

 
77 

1、缺氧频率变化与胎心减速
和酸碱平衡的关系 

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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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时胎心减速的动物模型研究 

• 胎羊动物模型特点 

– 早熟  心率快于人类20BPM 

• 通过胎羊脐带完全阻断，以监测胎心、胎
儿血气，还可以监测血压和脑血流灌注 

– 1:5 group  早期减速 

– 1:2.5 第一产程后期和第二产程减速 

 

监测持续4小时/胎儿血压下降至20 mm Hg 

79 

近足月胎羊，观察胎心和平均动脉压，观察三个阶段：前30分，中间30分，最后30分 
每一次阻断时胎心和血压的最低值（如减速最低点）和阻断间期胎心基线和血压显示如图 

1:5组 
阻断1分钟，每5分钟重复 

1:2.5组 
2.5分钟重复一次1分钟阻断 

持续4小时，直至胎儿的平均动脉压降至<20mmHg 

Westgate. The intrapartum deceleration in center stage. AJOG 2007. 
80 

1:5组 

• 胎心变异减速、减速模式不一致 

   胎心基线快速恢复、没有显著改变 

•   MAP 

•  平均动脉压略增高 

• 脐血血气 

         最初 30分钟---PH轻微下降 

                                BD和乳酸上升 

         随后的3.5小时这些数值稳定 

健康胎儿具备相当充足的储备能力适应低频率反复出现的严重缺氧 
81 82 

83 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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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5 86 

评估 

• 胎心监护特点 

– 胎心基线  ？ 

– 反复减速  早期减速→变异减速、混合图形 

– 反复出现的频率 5分钟一次   

• 产科情况：产力、产道、胎儿、精神心理 

• 产程进展 

• 下一步预判 

– 已经出现的减速 约2小时  

– 5分钟频率  4小时  胎儿宫内酸碱平衡无明显变化 

87 88 

89 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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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5组 

前和中30分钟： 

•  阻断间隔胎心基线略上升 

•  平均动脉压最低值瞬时上升 

   程度较胎心基线更加明显 

最后30分钟： 

•  胎心基线逐渐下降 

•  胎心减速变得更加严重 

   胎心减速最低点的进一步下降 

   阻断间隔基线上升 

91 

最初30分钟 中间30分钟 最后30分钟 

胎心 

       基线范围 阻断间歇基线上升 阻断间歇没有上升 

       胎心减速 阻断时减速最低值下降 胎心减速最低值持
续下降 

平均动脉压 持续上升，阻断结
束随即恢复至基线
水平 血压的双向应
答，MAP最小值没
有降到基线值以下 

最低值进一步下降，但
是没有低于基线水平
（血压稳定，没有低血
压出现） 

最低值降至基线水
平以下，随着持续
阻断，低血压程度
逐渐加重 

脐带血气 酸中毒出现 所有动物出血严重
代谢谢酸中毒 

        PH 由7.4降至7.25 由7.14降至7.09 6.92 

        BD 由-2.6升至-3.3 由11.8升至13.6 19.2 

        乳酸 由0.9升至3.6 由8.2升至9.9 14.6 

1:2.5组 

92 

1:2.5组 

• 频繁快速阻断仅仅允许一个非

常短的恢复间歇，使得胎儿没有

足够时间进行恢复，导致细胞代

谢和氧储备的恢复是不足的 

 

93 

2、缺氧程度变化与胎心减速
和酸碱平衡的关系 

94 

动物模型，近足月胎羊，间断脐带阻断，每3分钟阻断1分钟
（1:3方案），持续115分钟，随后2:4方案阻断 

图形显示试验中99-135分钟 胎心（上方曲线）和平均动脉压（下方曲线） 95 

动物模型，近足月胎羊，间断脐带阻断，每3分钟阻断1分钟
（1:3方案），持续115分钟，随后2:4方案阻断 

图形显示试验中99-135分钟 胎心（上方曲线）和平均动脉压（下方曲线） 

胎心基线稳定，基线变异减少 

没有出现明显的低血压 

115分钟时血气PH呈缓慢下降趋势 

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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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物模型，近足月胎羊，间断脐带阻断，每3分钟阻断1分钟
（1:3方案），持续115分钟，随后2:4方案阻断 

图形显示试验中99-135分钟 胎心（上方曲线）和平均动脉压（下方曲线） 

胎心基线上升且变异先增加 
第四次2分钟阻断后，胎心基线变异变得非常不明显 

平均动脉压显著下降 

4次阻断后，PH迅速降至7.13 

97 

胎心减速病理生理 

• 缺氧时的胎心减速是胎儿的重要适应条件机制 

    1、减少心肌工作    2、减少耗氧需要量 

• 产程中对胎心减速 胎儿对缺氧刺激的应答 

    胎儿化学感受器介导副交感神经系统反射 主要表现为心动过缓 

• 第二产程胎头受压致胎心减慢  颅内压增高和胎儿脑血流下降 

• 如果缺氧的程度严重且较长（通常以3分钟为界） 
– 胎心下降的深度和缺氧的严重程度相关，减速的阴影区域提示子宫胎

盘血流灌注的减少，深的减速提示的是接近全部或者全部的血供减少 

     胎心减慢将持续存在，主要是由于心肌缺氧导致的 

      持续时间较长的延长减速 

      胎心再无法恢复至原有的基线水平 

 98 

动物模型，近足月胎羊，间断脐带阻断，每3分钟阻断1分钟
（1:3方案），持续115分钟，随后2:4方案阻断 

图形显示试验中99-135分钟 胎心（上方曲线）和平均动脉压（下方曲线） 
99 

3、缺氧间隔过短与胎心减速
和酸碱平衡的关系 

100 

• 经历亚急性缺氧过程，胎心进展性变化 

• 深、持续时间长的胎心减速与以下特征密
切相关，胎心基线逐渐进展的、短的、恢
复至基线水平时间逐渐减少至消失 

• 这些特征预示胎儿血气PH迅速下降，胎心
基线范围也许是正常的 

101 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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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 104 

105 

产时胎心监护综合评价 

• 胎心基线正常时 出现减速 

– 缺氧频率对胎心影响 

减速短、恢复快、频率慢   

     可耐受时间较长  1:5阻断 4小时无酸中毒 

减速短、恢复快、频率快   

    可耐受时间缩短  1:2.5阻断 中30分钟出现酸中毒 

106 

产时胎心监护综合评价 

• 胎心基线正常时 出现减速 

– 缺氧频率对胎心影响 

• 减速短、恢复快、频率慢  可耐受时间长 

• 减速短、恢复快、频率快  可耐受时间缩短 

– 缺氧程度对胎心影响 

减速持续时间长、幅度大、即使频率慢 

   1:3阻断2h后 序贯2:4阻断 4次减速后酸中毒 

107 

产时胎心监护综合评价 

• 胎心基线正常时 出现减速 

– 缺氧频率对胎心影响 

• 减速短、恢复快、频率慢  可耐受时间长 

• 减速短、恢复快、频率快  可耐受时间缩短 

– 缺氧程度对胎心影响 

• 减速持续时间长、幅度大、容易出现酸中毒 

– 缺氧间隔对胎心影响 

• 过短伴随程度重  更容易出现酸中毒 

胎心基线范围：先升高后下降  大都正常范围内 

胎心基线变异：先增加后减少 持续时间短易忽略 
1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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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正常胎心监护，通过一个缓慢的缺氧过程，胎心
逐渐变化 

• 最先出现的包括：胎心基线上升和胎心出现减速 

• 然后胎心基线变异消失 

• 这个过程如果可以恢复，也是按照这样的顺序 

• 如果原因没有纠正，胎心基线下降至出现胎儿心动
过缓 

• 如果最初存在胎心加速，则胎心加速消失最早发生 

109 110 

111 112 

113 1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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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5 

• 叶**，33岁，宫内孕39周，妊娠期糖尿病，脐带
绕颈一周入院引产 

• 4-17 23：00临产，9:00宫口开2+cm，S-1.5cm

，人工破膜+安定静推，催产 

• 4-17 15:30宫口开全，S+2cm 

• 第一产程：16.5小时 

• 第二产程：1小时25分 

• 新生儿Apgar评分：9（肌张力-1分）-10分-10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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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胎心基线 轻度变异 变异减速（间歇） 

       →处理、严密观察 

1 

资料来自北京大学第三医院 

117 

• 胎心基线 无变异  变异减速（反复） 

→处理：III型 考虑尽快分娩 

1 

2 

资料来自北京大学第三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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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分娩，PH7.21 

1 

2 

3 

资料来自北京大学第三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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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胎心基线范围：上升、下降、不易判断 

• 胎心加速：幅度变化、逐渐消失 

• 胎心减速：图形、面积、频率 

• 减速面积、“短间隔”反复减速 

• 胎心基线变异：短基线变异（被忽略） 

 

产时胎儿宫内窘迫预测评估指标 

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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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27岁，宫内孕41入院引产 

• 6-7 14:00临产 

• 6-7 21:50宫口开全 

• 第一产程：7.5小时 

• 第二产程：40分钟 

• 新生儿评分均正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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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胎心基线 胎心加速  胎心变异减速 

• 胎心基线变异增加（短暂） 

1 

资料来自北京大学第三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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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胎心基线上升 变异轻度   

• 胎心减速持续时间增加 

1 

2 

资料来自北京大学第三医院 

123 

• 胎心基线下降至原有水平  减速面积小  

1 

2 

3 

资料来自北京大学第三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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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短间隔”反复减速 

胎心基线  胎心减速  减速区域面积 

反复出现“短间隔”（小于1分钟）减速 超过半小时 

→处理、考虑尽快分娩 

4 

资料来自北京大学第三医院 

125 

减速区域面积大 持续时间长 

无间歇反复减速→自然分娩 PH7.18 

4 
5 

资料来自北京大学第三医院 

1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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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胎心基线范围：上升、下降、不易判断 

• 胎心加速：幅度变化、逐渐消失 

• 胎心减速：图形、面积、频率 

• 胎心基线变异：非常重要 

产时胎儿宫内窘迫预测评估指标 

动态变化 

127 

• 戚*，27岁，宫内孕41周入院引产 

• 5-2 16:00临产 

• 5-3 1:30 宫口开全，S+3cm 

• 第一产程：7.5小时 

• 第二产程：1小时58分，胎儿宫内窘迫？避
免产程延长，产钳助娩 

• 新生儿评分均正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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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复早期减速Recurrent decelerations 

（减速占宫缩50%以上）  

1 

资料来自北京大学第三医院 

129 

 
1 

2 

资料来自北京大学第三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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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复减速 早期减速图形不典型  加速 

1 

2 

3 

资料来自北京大学第三医院 

131 • 胎心减速面积增加 

1 

2 

3 

4 

资料来自北京大学第三医院 

1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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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4 

资料来自北京大学第三医院 

• 胎心基线  间隔时间 

• 胎心减速 

   早期减速→变异减速 

133 

• 胎心基线升高伴变异一过性增加 

5 

资料来自北京大学第三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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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胎心基线变异消失    

5 

6 

资料来自北京大学第三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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胎心基线变异接近消失伴反复变异减速 

• 决定产钳助娩 

 

5 

6 

7 

资料来自北京大学第三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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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6 

7 

8 

PH7.26 产钳助娩 

资料来自北京大学第三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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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胎心基线范围：上升、下降、不易判断 

• 胎心基线变异：基线变异（被忽略） 

• 胎心加速：幅度变化、逐渐消失 

• 胎心减速：图形、面积、频率 

• 减速面积、“短间隔”反复减速 

产时胎儿宫内窘迫预测评估指标 

138 



2015-11-17 

24 

    如何在这样一个特定环境中 
仍然能够成为一名好的临床医生 

139 

感谢批评指导！ 

140 

http://www.bysy.edu.cn/yywh/sytk/30130.shtm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