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妊娠中期胎盘完全性前置状态孕妇妊娠晚期
胎盘迁移情况及其影响因素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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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 ] 目的 探讨妊娠中期胎盘完全性前置状态孕妇妊娠晚期胎盘迁移情况及其影响因素。 方法 回顾性
分析 2017 年 1 月至 2020 年 1 月于长沙市第四医院妊娠中期检查发现胎盘完全性前置状态并进行常规产
检分娩的 104 例单胎孕妇的临床资料。根据妊娠晚期产检 B 超观察结果分为胎盘迁移组（n=90）与胎盘未
迁移组（n=14），通过 logistic 回归分析影响胎盘迁移的相关因素。 结果 妊娠中期胎盘完全性前置状态孕妇
在妊娠晚期至分娩时胎盘迁移正常位置的发生率为 86.54%。单因素分析显示，胎盘附着宫壁位置、胎盘粘
连情况是妊娠晚期胎盘迁移结局的影响因素，logistic 回归分析显示胎盘附着宫壁位置、胎盘粘连情况是胎
盘迁移结局的独立危险因素（P < 0.05）。 结论 胎盘附着宫壁位置、胎盘粘连情况是妊娠中期胎盘完全性前
置状态孕妇在妊娠晚期未迁移正常位置的独立危险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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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alysis on placental migration in the third trimester of
pregnancy and its influencing factors for pregnant women with
complete placenta previa in the second trimester of pregnancy
HONG Yanqin
LI Xuechun
Department of Obstetrics and Gynecology, the Fourth Hospital of Changsha (Changsha Hospital of Hunan Normal
University), Hunan, Changsha 410006, China
[Abstract] Objective To investigate the placental migration in the third trimester of pregnancy and its
influencing factors for pregnant women with complete placenta previa in the second trimester of pregnancy.
Methods The clinical data of 104 singleton pregnant women who were diagnosed to have complete placenta
previa in the second trimester of pregnancy, and received routine birth examination and delivered babies in
the Fourth Hospital of Changsha from January 2017 to January 2020 were retrospectively analyzed. According
to the observation results with B-mode ultrasound in the third trimester of pregnancy, they were divided into
the placenta migration group (n=90) and the no placenta migration group (n=14). The related factors affecting
placenta migration were analyzed by logistic regression. Results The incidence of placental migration to normal
position from the third trimester of pregnancy to delivery was 86.54% in pregnant women with complete placenta
previa in the second trimester of pregnancy. Univariate analysis showed that placental attachment to the uterine
wall and placental adhesion were influencing factors for the outcome of placental migration in late pregnancy
and delivery. Logistic regression analysis showed that placental attachment to the uterine wall and placental
adhesion were independent risk factors for the outcome of placental migration (P < 0.05). Conclusion Placental
attachment to the uterine wall and placental adhesion are independent risk factors for no placental migration
to normal position in the third trimester of pregnancy in pregnant women with complete placenta previa in the
second trimester of pregnancy.
[Key words] Placenta previa; Placental migration; Third trimester of pregnancy; Influencing factor

胎盘前置状态指妊娠妇女在孕早、
中期（<28 周）

诊断应在孕 28 周后进行。因大部分孕妇在妊娠早、

时，胎盘处于子宫下段近宫颈内口偏低位置，但由

中期 B 超检查显示的胎盘前置状态可随孕周增长

于胎盘位置可随孕周的增长而逐渐上移甚至恢复到

与子宫下段拉长而改善，亦称“胎盘迁移”。胎盘正

胎盘正常位置，
不足以诊断为前置胎盘

。
《前置胎

常位置一般附着于子宫体的前壁、后壁或是侧壁稍

盘的诊断与处理指南（2020）
》 中也提到前置胎盘

高处。临床上可根据胎盘与宫颈内口关系分为完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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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性胎盘前置状态、部分性胎盘前置状态、边缘性

方式、经产妇前次妊娠后的产褥期恢复情况（良好、

胎盘前置状态三种类型，其中完全性胎盘前置状态

一般），观察妊娠晚期超声检查结果中胎盘形态（球

是宫颈内口完全被胎盘组织覆盖 。本研究分析

拍胎盘、帆状胎盘、正常形态胎盘），胎盘附着宫壁

妊娠中期胎盘完全性前置状态的孕妇在妊娠晚期

位置（前壁、后壁、侧壁），胎盘粘连情况（有或无，面

胎盘迁移情况和相关影响因素，以期为临床提供参

积深浅及程度轻重）。

考，现报道如下。

1.4

1

一般资料

采用 SPSS 22.0 统计学软件对数据进行处理。
计量资料用均数 ± 标准差（x ± s）表示，采用 t 检验；

回 顾 性 分 析 2017 年 1 月 至 2020 年 1 月 于 长

计数资料以 [n（%）] 表示，采用 χ2 检验。对单因素

沙市第四医院（我院）常规产检分娩，且妊娠中期超

分析中 P < 0.05 的指标行多因素 logistic 回归分析

声检查为胎盘完全性前置状态的 104 例单胎孕妇

筛选出胎盘迁移结局的独立影响因素。P < 0.05 为

的临床资料。根据妊娠晚期产检超声检查结果分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为胎盘迁移组（n=90）与胎盘未迁移组（n=14）。纳

2

入标准：①妊娠中期（孕 14 ～ 27 周）超声检查为胎

2.1 胎盘迁移与未迁移的发生率

[4]

1.1

资料与方法

盘完全性前置状态；②定期产检并有超声检查监测

统计学方法

结果
胎盘迁移发生率为 86.54%（90/104），胎盘未

胎盘位置情况；③在我院进行分娩，病历资料完整。

迁移发生率为 13.46%（14/104）。

排除标准：①双胎及多胎妊娠；②因母体因素或胎

2.2

妊娠晚期胎盘迁移情况的单因素分析

儿结构畸形在妊娠中期进行医源性引产；③子宫发

两组的年龄、孕前 BMI、产次、流产史、妊娠方

育异常或妊娠期合并其他疾病。本研究经医院医

式、经产妇前次妊娠后的产褥期恢复情况、胎盘形

学伦理委员会审批。

态等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 > 0.05）；胎盘附

1.2

着宫壁位置、胎盘粘连情况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方法

1.2.1

检查方法

采用彩色多普勒超声诊断仪

（南京贝登医疗股份有限公司，批号：DC-41），超声
探头频率为 3.5 ～ 5.0 MHz。受检孕妇取平卧位，充

（P < 0.05），是影响妊娠晚期胎盘迁移结局的影响
因素，见表 1。
2.3

分暴露腹部至耻骨联合受检部位。相应标准切面：

影响胎盘迁移结局的多因素分析
以表 1 中胎盘附着宫壁位置、胎盘粘连情况两

以肝左叶和腹主动脉为内部标志，在矢状面上获得

个因素作为自变量，胎盘未迁移至正常位置作为因

图像后，测量胎儿以及胎盘相关指标，观察各器官

变量行多因素非条件 logistic 回归分析，结果证实胎

形态与结构有无异常，进行各切面的超声图像存图。

盘附着宫壁位置、胎盘粘连情况是胎盘迁移结局的

适当充盈膀胱，将膀胱容量控制为 50 ～ 150 ml，探

独立危险因素（P < 0.05），见表 2 ～ 3。

头置于耻骨联合上方进行扫描，观察及测量宫颈

3

讨论

内口与胎盘下缘的距离和胎盘覆盖区域。对胎盘

前置胎盘是产科常见的妊娠期并发症，可引发

位置较低或位置显示不明确的病例行经阴道超声

妊娠晚期或分娩期大出血、早产，并导致新生儿预后

检查，嘱受检孕妇排空膀胱后取截石位，超声探头

不佳等，
严重威胁孕妇及胎儿健康 [5]。因为胎盘面积

涂抹耦合剂套上避孕套后置入阴道，多角度进行探

随孕龄增长而逐渐增大，当妊娠中期胎盘面积约占

查，充分显示宫颈内口，观察胎盘下缘与宫颈内口

子宫壁一半时，便会发生胎盘覆盖宫颈内口的情况。

的关系并测量两者距离。

前置胎盘中最严重的一种类型是完全性前置，其发

1.2.2

生产后出血、胎盘粘连及胎盘植入的风险极高 [6-7]。

分组

根据妊娠晚期（孕 28 周至分娩）超

声检查结果，将分娩前超声提示宫颈内口与胎盘边

但由于妊娠晚期子宫下段慢慢形成与伸拉以及宫颈

缘距离 >20 mm，胎盘已移行至正常位置的纳入胎

内口和胎盘下缘的距离不断增大，胎盘和宫壁之间

盘迁移组，妊娠终止前超声提示胎盘前置的纳入胎

的面积比可缩减至 1/3 或 1/4。因此，妊娠中期附着

盘未迁移组。

于子宫下段的胎盘可随孕周增长在妊娠晚期超声检

1.3

查发现胎盘逐渐随宫体上移至正常位置 [8]。

观察指标
收集纳入研究对象的一般资料，包括年龄、孕

本研究结果显示，妊娠中期完全性前置胎盘状

前体重指数（BMI）、产次（初产或经产，包括经产妇

态的孕妇在妊娠晚期胎盘迁移至正常位置的发生

前次妊娠情况：顺产、助产或剖宫产）、流产史、妊娠

率为 86.54%，提示临床上有必要对该状态孕妇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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妊娠晚期胎盘迁移情况的单因素分析
n

观察指标

胎盘迁移组 胎盘未迁移组 2
χ /t 值 P 值
（n=90）
（n=14）

年龄（岁，x ± s） 104 28.24±2.11

29.12±2.14

1.449 0.150

孕前 BMI
（kg/m2，x ± s）

26.84±3.42

0.385 0.701

产次 [n（%）]

104 26.49±3.13
104
60 54（60.00）

6（42.86）

经产妇

44 36（40.00）

8（57.14）

44
22 20（22.22）

2（2.22）

助产

12 9（10.00）

3（3.33）

剖宫产

10

3（3.33）

7（7.78）

44

赋值

胎盘未迁移至正常位置

是 =1，否 =0

自变量

胎盘附着宫壁位置

前壁 =2，后壁 =1，侧壁 =0

胎盘粘连情况

有 =1，无 =0

胎盘粘连面积

浅 =1，深 =0

胎盘粘连程度

轻 =1，重 =0

表3

35 27（30.00）

8（57.14）

一般

9

2（14.29）

7（7.78）

104
11

7（7.78）

无

93 83（92.22） 10（71.43）

4（28.57）

妊娠方式 [n（%）] 104
94 82（91.11） 12（85.71）

辅助妊娠

10

8（8.89）

12.667

0.000 3.758 1.813 ～ 7.791

胎盘粘连情况

0.794 0.349

5.176

0.023 2.212 1.116 ～ 4.384

胎盘粘连面积

0.635 0.256

6.153

0.013 1.887 1.143 ～ 3.117

胎盘粘连程度

0.701 0.316

4.921

0.027 2.016 1.085 ～ 3.745

的独立影响因素（P < 0.05）。原因可能为胎盘附着
后壁的迁移速度较慢，猜测为子宫下段前壁相对中
后壁厚度及血供情况和子宫中上段后壁无明显差
异。基于“向营养性”假说，胎盘会往血供更丰富的
区域移行，因此前壁胎盘的迁移速度会更快，后壁

2（14.29）

胎盘附着宫壁位置 104
[n（%）]

95%CI

胎盘附着宫壁位置 1.324 0.372

上段前壁更为薄弱，血供亦相对较少，但子宫下段
0.023 0.881

自然妊娠

β 值 SE 值 Wald χ 2 值 P 值 OR 值

胎盘附着宫壁位置、胎盘粘连情况是胎盘迁移结局
3.558 0.059

有

影响妊娠晚期胎盘迁移结局的logistic回归分析

指标

0.164 0.685

良好
流产史 [n（%）]

变量
因变量

2.536 0.281

顺产

经产妇前次妊娠后
的产褥期恢复情况
[n（%）]

妊娠晚期胎盘迁移结局的相关因素变量赋值情况

1.459 0.227

初产妇
经产妇分娩方式
[n（%）]

表2

7.332 0.026

胎盘则相对迁移较慢，可能为胎盘附着后壁位置相

前壁

33 29（32.22）

4（28.57）

对不容易发生胎盘迁移的原因 [9]。而本研究胎盘未

后壁

65 58（64.44）

7（50.00）

迁移组 14 例研究对象中有流产史的有 4 例，胎盘

6

3（21.43）

侧壁
胎盘粘连情况
[n（%）]

3（3.33）

104

附着后壁的有 7 例。可能在人工流产术后，胎盘主
26.642 0.000

要附着于子宫后壁，进而对子宫后壁进行搔刮操作

有

19 9（10.00）

10（71.43）

的难度更大 [10]，且陈铮等 [11] 研究中提到，胎盘附着

无

85 81（90.00）

4（28.57）

于前壁的孕妇发生前置胎盘的概率小于胎盘附着

胎盘粘连面积
[n（%）]

19

2.358 0.125

浅（可剥离）

11

3（3.33）

8（57.14）

深（不可剥离）

8

5（5.55）

3（21.42）

胎盘粘连程度
[n（%）]

19

于后壁的孕妇。杨秋美等 [12] 通过观察妊娠中期前
置胎盘状态孕妇后期胎盘迁移情况，证实后壁胎盘
相对倾向迁移至正常位置，与本研究结果相符。此

0.425 0.515

外，有研究 [13] 指出胎盘粘连与胎盘迁移的成功率
成反比。分析胎盘粘连可能与宫腔内膜破坏与萎缩

轻（无植入）

12

7（7.77）

5（35.71）

重（有植入）

7

3（3.33）

4（28.57）

胎盘形态 [n（%）] 104

以及纤维组织的增生相关，严重者可引起内膜组织
0.895 0.639

血管闭塞以及内膜缺氧。同时内膜可在妊娠期间转
变成蜕膜细胞，并与胎盘组织直接接触，从而影响胎

球拍胎盘

5

4（4.44）

1（7.14）

帆状胎盘

9

7（7.78）

2（14.29）

盘形成与迁移；或者当发生严重胎盘粘连时，
可使胎

正常

90 79（87.78） 11（78.57）

盘向子宫肌层浸润，降低子宫延展性，因胎盘血供不

注

BMI：体重指数

足，使得胎盘前置状态持续存在 [14]。另有研究 [15] 表
明，宫腔粘连分离史是早孕期完全性胎盘前置状态

追踪，并通过一定的时间观察，以进一步明确影响

继续发展的独立危险因素，
与本研究结果相符。

其迁移结局的高危因素，从而预测孕晚期胎盘的转

综上所述，妊娠中期胎盘完全性前置状态仍

归情况，并指导临床决策。同时，本研究通过单因

有很大概率在妊娠晚期转归正常位置，但也有部

素分析证实胎盘附着宫壁位置、胎盘粘连情况与胎

分胎盘未发生迁移且保持异常状态，胎盘附着宫

盘迁移情况存在一定联系，经 logistic 回归分析可知

壁 位 置、胎 盘 粘 连 情 况 是 影 响 胎 盘 迁 移 的 独 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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危 险 因 素。 因 此，应 对 妊 娠 中 期 胎 盘 完 全 性 前

母儿妊娠结局的影响的分析研究 [J]. 医学研究杂志，

置 状 态 的 孕 妇 密 切 关 注，减 少 胎 盘 迁 移 的 不 良

2020，49（6）：165-170.

影响因素。

[9] 唐晓彤，孙丽洲，许叶涛 . 胎盘前置状态患者妊娠
转归及相关因素分析 [J]. 现代妇产科进展，2021，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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