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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胎妊娠的管理（第一部分）

ＳＯＧＣ

主要作者：

ＪｏｎＢａｒｒｅｔｔ（ＥｄｉｔｏｒａｎｄＣｈａｉｒ），ＡｌａｎＢｏｃｋｉｎｇ（Ｃｏｃｈａｉｒ）

工作团队：

Ａ组：多胎妊娠，孕０～２０周，早孕超声和遗传咨询推荐

Ｂ组：早产预防

Ｃ组：多胎的胎儿生长

Ｄ组：产程处理及第２个胎儿的分娩———证据和共识

Ｅ组：特殊类型双胎———诊疗指南（双胎输血综合征、单羊膜囊双胎）

Ｆ组：多胎妊娠影响———发生率、围产儿死亡率和疾病负担

本刊的中文翻译获得ＳＯＧＣ的许可，特此感谢加拿大妇产科协会的大力协助！原文发表于《ＪＳｏｃＯｂｓｔｅｔＧｙｎａｅｃｏｌＣａｎ》．２０００；２２（７）：５１９５２９

１　引言

从１９９３～１９９７年，加拿大的双胎妊娠发生率上

升了１５％，双胎发生率的增加已经成为早产率增加

的主要原因［１］，而双胎产程处理中的很多方面都不

能按照单胎的标准来进行［２］，例如，与年龄相关的胎

儿染色体疾病的发生风险在单胎与双胎中是不同

的；如果没有超声，也很难对孕期双胎的胎儿生长进

行临床评估；此外，双胎中第２个胎儿的分娩也要特

别当心，因此，１９９３年１２月，由加拿大妇产科协会

（ＳＯＧＣ）和多伦多大学以及西安大略大学合作召开

了全国意见交流会，旨在基于循证医学的基础上，定

义双胎及多胎的处理标准。

２　方法

笔者挑选了５个加拿大较好的地区，并在这些

地区临床实践的基础上提出了相关问题，以便各参

与方能集中讨论出重要的临床指南，这其中也包括

双胎妊娠增加的影响，与会专家被分为若干小组讨

论不同的主题，每个小组都有负责人，他们的主要任

务是查阅文献并提供循证医学证据，在个别情况下

也汇总大家的意见，按照加拿大卫生部公布的医学

文献评估指南对文献进行评估和推荐（表１）
［３］。为

了更好地帮助读者，在每篇推荐文献旁边都标注有

它的循证医学等级和强度分类。尽管关于双胎诊疗

实践的研究不多，但临床实践显示，一些推荐的方法

对专业人员的日常工作有很大帮助。值得注意的

是，这些特别推荐的文章并非是最优观点，而是基于

最优证据的，应当作为今后该研究领域的标杆。每

个小组的评议过程都可以从ＳＯＧＣ的多个网站上

获取，更完整的版本会不断更新。

表１　指南中所用文献的证据质量分级及推荐等级标准

证据质量分级 推荐等级

指南中所报告的证据质量均按照加拿大工作组在定期检查的报告中提出

的证据评估标准进行评价［３］。

　Ⅰ：证据来源于至少１个设计合理的随机对照试验。

　Ⅱ１：证据来源于设计良好的非随机对照试验。

　Ⅱ２：证据来源于设计良好的队列研究或病例对照研究，最好是来源于

多中心的研究或课题组。

　Ⅱ３：证据来源于多个带有或不带有干预时间或地点的序列研究。非

对照试验中得出的差异极为明显的结果有时也可作为这一等级的证据

（比如１９４０’ｓ青霉素疗效的研究结果）。

　Ⅲ：来自临床经验、描述性研究或专家委员会报告的权威意见。

指南中所有的推荐文献都是按照加拿大工作组在定期检查报告

中的推荐等级部分所描述的等级评定法进行评定［３］。

　Ａ：有好的证据支持，推荐做定期的检查。

　Ｂ：有较好的证据支持，推荐做定期的检查。

　Ｃ：推荐做或不做定期检查的证据不足，但在其他中心可能有

这些推荐。

　Ｄ：有较好的证据支持，不推荐做定期的检查。

　Ｅ：有好的证据支持，不推荐做定期的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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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参加会议的医学人员力求广泛，包括了卫生保

健的各个方面，如助产士、护士、咨询人员、社会工作

者以及社区团队。

２．１　双胎的发生率及影响

加拿大的多胎妊娠在活产中的比例已经由

１９８１～１９８３年的１．９％上升到１９９２～１９９４年的２．

１％。多胎妊娠对早产率的影响不容忽视，因多胎妊

娠而引起的早产比例上升了２５％
［１］。

２．２　早孕超声及遗传咨询推荐

２．２．１　关于早孕双胎的超声问题　绒毛膜性作为

双胎妊娠结局的重要决定因素，是妊娠早期最需考

虑的检查指标。此外，也可以测量ＮＴ值。

共识声明＃１

当确诊多胎妊娠时：

 诊断时必须要检测绒毛膜性（Ⅱ３Ｃ）。

 测量绒毛膜性的最佳时间是孕１０～１４周

（Ⅱ３Ｃ）。

 尽管关于多胎妊娠的产前诊断和咨询有推

荐处理，但是目前尚没有关于产前绒毛检查和妊娠

结局关系的研究。

２．２．２　何种年龄的怀有单绒毛膜和双绒毛膜双胎的

孕妇需做基因检测？　对于双胎妊娠的高龄孕妇我

们可能需要提供侵入性的诊断方法，当向孕妇解释胎

儿染色体异常的风险时，我们也应该考虑到绒毛膜性

的问题。单绒毛膜双胎中，与年龄相关的染色体疾病

的风险对于２个胎儿而言是相同的（所有都是单卵双

胎）；与单胎妊娠相同，在双绒毛膜双胎中，这种风险

是双倍的（２／３是双卵双胎）。尽管目前可以用超声

对绒毛膜性进行正确测量但却不太灵活。因此，这个

小组认为在这种情况下还是按照Ｒｏｄｉｓ（１９９０年）的

声明比较恰当：１个３２岁的怀有双胎的孕妇至少１个

胎儿患唐氏综合征的概率与１个３５岁的怀有单胎的

孕妇其胎儿患唐氏综合征的概率相同［２］。

双胎羊膜穿刺术的风险尚不确定（似乎很低）。

某些问题，如可能出现的非协调性异常也应当考虑，

这种复杂的咨询应当在专业的遗传中心或者精通多

胎妊娠处理的专业医疗机构进行。

共识声明＃２

考虑到侵入性诊断试验的可能性，我们应当建

议所有３２岁的双胎妊娠的孕妇到遗传中心去咨询。

咨询必须是个性化的，最终的决定也必须由夫妻双

方作出（Ⅱ３Ｃ）。

２．２．３　双胎妊娠中有效的基因筛查方法有哪些？

它们在双胎妊娠胎儿非整倍体畸形检测中的有效性

如何？

共识声明＃３

 不推荐在双胎妊娠中进行非整倍体畸形的

生化筛查。

 母体血清的甲胎蛋白检测用于筛查开放性

神经管缺陷及其他出生缺陷是有价值的（ＩＩ３Ｃ）。

 有证据表明 ＮＴ筛查对于识别双胎的非整

倍体畸形高风险是有效的，这也需要更多的前瞻性

研究（Ⅱ３Ｃ）。

２．２．４　侵入性基因检测在双胎中的利弊和风险有

哪些？

共识声明＃４

 侵入性检测（羊膜穿刺术和绒毛绒膜取样）

在双胎妊娠中的流产率尚不明确（ＩＩ３Ｃ）。

 建立１份有关操作标准的规范（比如专家共

识）是推荐的。

 应当按照常规处理标准为双胎提供侵入性

检测。

共识声明＃５

对于畸形导致的不平衡性双胎，应该提供选择

性减胎的机会，但这一操作必须在３级医院进行，交

通和跨省的费用都应该包含在内。

２．３　双胎妊娠中早产的预防　对于确定早产者如

何使用安胎药和皮质激素不属于指南的讨论范围。

建议读者参考《加拿大关于早产中安胎药使用的

共识》［４］。

２．３．１　是否有证据表明卧床休息、宫颈环扎术、安

胎药或其他任何干预手段能避免双胎妊娠中早产的

发生？

２．３．１．１　住院卧床休息

对住院卧床休息的双胎孕妇进行随机对照实验

和Ｍｅｔａ分析表明卧床休息并不能降低早产发生率及

围产儿死亡率［５～１２］。对于无合并症的双胎妊娠，住院

反而可能增加早产风险和母亲的心理压力。对于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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娩前因宫颈早熟而导致早产高风险的双胎妊娠孕妇，

没有证据表明住院卧床休息能降低早产发生率。

共识声明＃６

双胎常规处理中入院卧床休息是不推荐的

（ⅠＥ）。

２．３．１．２　活动限制／离职休息

活动量的限制和推荐停止工作通常被描述为避

免双胎孕妇早产的策略。仅有少数病例对照或区域

对照的观察组对这种预防性的干预措施进行了研

究，并得出一些反对意见［１３，１４］。

共识声明＃７

没有足够的证据支持双胎妊娠的孕妇需预防性

的限制活动及离职休息（ⅢＣ）。

２．３．１．３　宫颈环扎术

观察实验和对照实验表明，在预防双胎妊娠早

产时，预防性宫颈环扎术没有明显效果［１５］。

共识声明＃８

目前有中等量证据反对常规处理中对多胎孕妇

进行预防性的宫颈环扎术。然而，当宫颈松弛及其

他特殊指征存在时，环扎术可能有效（Ⅰ；Ⅱ２Ｄ）。

２．３．１．４　预防性保胎治疗

许多随机对照实验都表明多胎妊娠中预防性口

服或静脉给予安胎药没有任何益处［１６～２０］。

共识声明＃９

目前有中等量证据反对多胎妊娠处理中预防性

的给予保胎药，但有其他指征存在时可能适用（Ⅰ；

Ⅱ２Ｄ）。

２．３．１．５　专业双胎诊疗机构／预防计划

在一些现况对照和回顾性对照［２０～２６］的观察研

究中，多种干预早产的预防措施被评估。所有研究

表明其能够降低早产发生率及围产儿死亡率，总体

上改善了新生儿的妊娠结局。

共识声明＃１０

没有足够质量的证据将推荐去专业双胎机构作为

常规临床处理的一部分，尚需要更多的随机对照研究

去验证之前的群组研究所得出的良性结局（Ⅱ２；ⅡＣ）。

２．３．２　双胎的常规临床处理中宫颈条件评估是否

有作用

当经阴道超声不可行或被认为太昂贵时［２７］，临

床宫颈条件评估尽管精确度不高，但在双胎监测中

也可能是安全有效的。然而，与阴道超声相比，指检

仍有主观性较大，可重复性小的缺点［２８～３０］。

共识声明＃１１

有较好的证据支持通过指检发现宫颈早熟性改

变来预测双胎妊娠的早产（Ⅱ２Ａ）。因为暂未发现

有良好设计的干预实验，产前通过超声进行临床宫

颈条件评估的作用尚不确定（Ｃ）。

２．３．３　多胎妊娠中通过超声进行临床宫颈条件评

估有无作用？

通过阴道超声对双胎妊娠孕妇进行宫颈评估不

仅能了解其宫颈状态，而且能预测早产的可能性，宫

颈管长度与早产的发生风险有密切的联系［３１～３５］。

共识声明＃１２

有较好的证据支持经阴道超声测量宫颈长度可

预测双胎妊娠早产的发生率（Ⅱ１Ａ）。测量宫颈管

长度可以预测早产这点已被确认，但在早产预防中

尚无评估宫颈长度测量的干预性试验，因此通过产

前超声评估宫颈条件的作用尚未确定（Ｃ）。

２．３．４　家庭子宫活动监测在双胎妊娠的早产预测

中有无作用

尽管在进行性宫口扩张前，家庭子宫活动监测

可能有利于识别早产风险高的妇女，但良好控制的

随机对照试验发现这并没有导致早产发生率的下

降，也未能阻止早产中进行性的宫颈扩张［３６～４０］。

共识声明＃１３

有中等证据反对对多胎妊娠孕妇采取家庭子宫

活动监测（ⅠＤ）。

２．３．５　能否通过测定胎儿纤维连接蛋白预测双胎

妊娠的早产

前瞻性纵向研究资料表明，对于无症状的孕妇，

通过胎儿纤维连接蛋白检测来预测早产存在很高的

阴性预测率。针对３７周前早产分娩和接生的阳性

预测值中，６０％为早产，４５％为无症状的高危患者，

３０％为无症状的低危患者
［４１］。

共识声明＃１４

有很好的证据显示双胎孕妇宫颈阴道部胎儿纤

维连接蛋白的出现预示着早产的发生。然而，如果

没有设计合理的干预性实验，就没有将胎儿纤维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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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蛋白检测用作多胎妊娠产前常规筛查操作的基

础（Ｃ）。

总结

目前仍没有发现任何产前干预方法能预防双胎

妊娠早产的发生。无论选择的干预措施是否适用于

早产高风险的双胎妊娠亚群，测量宫颈长度检测及

宫颈阴道部分泌物中胎儿纤维连接蛋白检测能否用

于预测早产的发生，从而最终降低早产率，这还有待

于进一步的研究。

２．４　双胎妊娠中超声检查的运用
［４２～４４］

２．４．１　何时需要在双胎妊娠中运用超声检查？为

什么？

如果没有超声检查，高达４０％的双胎妊娠平均

到２６周才能被发现，更有高达２０％的患者直到分

娩时才能被发现。在妊娠早中期，超声通常都能确

定绒毛膜性（９５％）。胎儿畸形在双胎妊娠中发生的

风险是普通妊娠的３倍，对胎儿畸形评估的最佳时

间为１６～２０周。在妊娠中晚期，一系列的超声检查

能很好的评估胎儿的生长情况。

共识声明＃１５

有好的证据支持，常规超声检查的运用使双胎

妊娠的诊断有了一定的提高。目前普遍建议每３～

４周进行１次超声检查评估。（ⅠＢ）

２．４．２　胎儿的生长发育在双胎妊娠和单胎妊娠中

是否相同？何种超声生长曲线可以被用于预测胎儿

体重？

在双胎妊娠中胎儿的生长发育在３２～３５周之

前与单胎妊娠大致平行。此后，胎儿的生长有所放

缓，然而此临床意义还未明确。双胎生长的模式在

不同的种族以及不同的性别中有所差别，非洲和美

洲的孕妇有着更低的胎儿体重中位数，在每一孕龄，

男性双胞胎比同一孕龄的女性双胞胎有着更高的体

重中位数。

共识声明＃１６

胎儿生长发育在双胎妊娠及双胎专用图表中的

细微差别可能有助于限定正常生长率，更精确的内

容可以通过性别及种族加以区别。然而在临床实践

中，这些差别很小，通常用单胎生长曲线代替。胎儿

生长模式比单纯的测量结果更加重要。在临床病例

的病史中，上述两者连同所有会影响胎儿生长的遗

传和环境因素都需要被阐述。（ⅢＢ）

２．４．３　双胎发育中两胎儿间多少程度的偏差需要

被关注？

准确、及时地诊断双胎生长发育不一致的重要

性在于它与双胎输血综合征并发症以及较小胎儿发

生宫内生长受限（ＩＵＧＲ）的关联性。胎儿生长发育

不一致中较小胎儿发生ＩＵＧＲ的风险、发病率及死

亡率均升高。其中１个胎儿发生非整倍体胎儿、畸

形、病毒感染的风险，在明确诊断胎儿生长发育不一

致的时候也是必须要考虑的。

共识声明＃１７

诊断胎儿生长发育偏差需要符合以下两点：

 腹围（ＡＣ）相差２０ｍｍ（敏感性８０％，特异性

８５％，阳性预测值６２％）。

 估计胎儿体重（ＥＦＷ）差异＞２０％（敏感性

２５％～５５％），胎儿体重取决于双顶径（ＢＰＤ）和ＡＣ

或者ＡＣ和股骨长（ＦＬ）（Ⅱ２Ｂ）。

２．５　双胎妊娠的分娩准备和接生

２．５．１　双胎妊娠的选择性剖宫产指征是什么（＞

２５００ｇ）？

共识声明＃１８

双胎妊娠的选择性剖宫产指征如下：

 单羊膜囊双胎：因为选择阴道试产发生交锁

的风险太高。

 联体双胎：除孕周远离预产期的分娩以外。

 单胎妊娠手术指征（ⅢＣ）。

２．５．２　处理双胎妊娠需要哪些护理和医师指导？

共识声明＃１９

以下几点强调了成功分娩和接生双胎的医护因

素中最重要的部分：

 双胎分娩时需要１个有资质的医师及时

照料。

 原先存在的附加的危险因素需要在分娩前

重新评估，产时的风险因素需要在１个动态的基础

上评估，以作出适时修改。

 当患者需要被转移时，接替的医师需要有相

似的资质，同时在转移时告知其所需的有关信息。

 双胎妊娠通常都是在产前被诊断出的，因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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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时的护理以及（或）转移需要有合适的安排，必要

时需要到高危风险中心进行产前咨询。

 每个胎儿状态的评估以及是否可以进行自

然分娩，最好通过超声检查来评估。

 静脉通路必须是可靠的，以便抽血送去化验

以及做抗体筛选。

１个计划中的双胎妊娠需要尽快通知麻醉

人员，最好选用硬膜外麻醉。

 宫缩增强剂可以在第１个双胞胎胎儿分娩

前使用，以及（或者）为了防止宫缩乏力在２个双胎

生产之间的间隙使用。

 对于任何１个孩子使用干预措施的指征应

该是具有说服力的、强制性的，在执行的同时做好记

录。然而对于头位的第２个胎儿，阴道试产可能会

加速胎儿窘迫的出现。很少有证据提示在分娩时仍

处于头位的第２个胎儿的最佳处理方法，这个需求

应该被重视。胎头吸引术或者产钳操作最好在手术

条件都已经准备充分的情况下才可以被考虑，而且

胎头吸引术的使用指征可能比单胎接产稍高一点。

其他选择还有，如果胎头未衔接可以转为臀位，通过

臀位助产法分娩；或者在操作者觉得已经没有其他

更安全的方法时选择剖宫产分娩。

 所有参与操作的人员都需要清楚、同步、连

续性地记录有关分娩及接产的各个方面。

 产程进展应该在记录中清楚地体现出来。

 双胞胎Ａ和Ｂ的连续电子胎心监护应该保

证两者都有独立的监护，产房中备有超声机器可能

更加有利。

 对于尝试中位产钳、臀位阴道分娩以及多胎

妊娠的情况下，剖宫产应该保证可以立即开展。立

即开展意味着医院中要配备有经过剖宫产训练的麻

醉、产科、新生儿以及护理的相关人员。需要１份描

述手术操作以及复杂的分娩过程的口述记录，每１

个孩子不同的分娩时间也应该被记录。

 接产时应该采集脐带血样本。

 第３产程应该积极处理，第２个孩子接产之

后立即使用缩宫素。

 胎盘需要进行肉眼检查及显微镜下的病理

检查。

 我们建议双胎接产在二、三级医院中开展

（ⅡＣ）。

２．５．３　双胎中非头位的第２个孩子的最佳接产方

式是什么？

共识声明＃２０

 双胞胎Ａ为头位／双胞胎Ｂ为非头位的接

生：估计胎儿体重为１５００～４０００ｇ，只要产科医生

拥有娴熟的臀位接生技术并且觉得可行，就可进行

引导试产［７０～８３］。

 双胞胎Ａ为头位／双胞胎Ｂ为非头位的接

生：估计胎儿体重为５００～１５００ｇ，在这个体重范围

内没有有力的证据支持剖宫产或经阴道分娩［７０～７８］。

２．５．４　非头位双胞胎Ｂ：臀位助产是否需要采用内

回转术或外部头位倒转术？

共识声明＃２１

臀位助产是否需要采用内回转术关系到低剖宫

产率，其与在估计体重均大于１５００ｇ的双胎中采取

外部头位倒转术有着相似的母儿结局［７９～８４］。

２．５．５　在双胎的阴道试产中，两个双胞胎分娩间隔

的最佳时间是什么？

共识声明＃２２

以下两者均是合理的：

 使用催产素，稳定的羊膜囊穿刺术，必要时

使用阴道助产手术均可加速分娩；

 或者在有连续电子胎心监护的情况下，使用

催产素允许较长的分娩间隔，对于双胞胎中非头位

的第２个孩子，无论是否考虑使用胎足倒转术，臀位

助产术都必须没有耽搁地立即进行［８５～８８］（Ⅱ２Ｂ）。

２．６　特殊双胎情况诊断和处理的指导方针：双胎输

血综合征（ＴＴＴＳ），单羊膜囊妊娠

２．６．１　双胎输血综合征的诊断征象是什么？

共识声明＃２３

 诊断证据
［８９～１１１］：

１）单绒毛膜胎盘；

２）羊水过多／羊水过少的一系列表现；

３）相同性别的胎儿

这并不意味着所有拥有这些特征的妊娠都会发

生ＴＴＴＳ，我们仍然需要更进一步的研究，但是这些

特征的出现提示孕妇需要被安排到１家三级医疗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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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Ⅱ２Ｂ）

 双胎中１胎失代偿的证据包括：

１）受血儿的慢性膀胱膨胀；

２）生长不一致（＞２５％）；

３）心功能不全的证据，例如：非免疫性水肿。

这些症状的出现提示需要立刻被安排到１家三

级围产护理中心处理（Ⅱ２Ｂ）。

２．６．２　ＴＴＴＳ产前需要怎样护理，何时应该分娩？

共识声明＃２４

考虑到伴随ＴＴＴＳ发生的高围产期死亡率，所

有单绒毛膜双胎的妊娠需要由１位母胎医学的专家

会诊咨询，并且监测胎儿环境。出现上述共同声明

＃２３（第２点）所列举的标准时，需要紧急会诊

（Ⅱ３Ｂ）。

 监测（非复杂性单绒毛膜双胎妊娠）

诊断为非复杂性单绒毛膜双胎者，妊娠中期需

进行仔细的筛查，每两周进行１次胎儿健康状况的

超声检查，以发现胎儿生长发育不良的证据和／或者

可能出现的ＴＴＴＳ的症状（ⅢＣ）。

 诊断明确的ＴＴＴＳ

严重ＴＴＴＳ案例中超声检测胎儿健康状况的

频率取决于疾病的严重性以及干预策略（ⅢＣ）。

治疗选择，包括：

１）无干预（存活率０％～３０％）；

２）减羊水术（总存活率６４％，至少一个孩子存

活的概率为７４％）；

３）激光凝固术（总存活率５５％，至少一个孩子

存活的概率为７３％）；

４）羊膜间隔造口术，存活率８３％（只有１２个案

例），选 择 性 减 胎 或 终 止 妊 娠 都 是 可 以 考 虑

的［１１２～１３７］；

２．６．３　单羊膜囊双胎妊娠的诊断方法及风险是

什么？

共识声明＃２５

单绒毛膜单羊膜囊的胎盘大约占所有双胎妊娠

中的１％，高死亡率（高达５０％）归咎于脐带缠绕、脐

带结节、脐带扭曲、先天异常以及早产。事实上，单

羊膜囊双胎妊娠１００％先天都会发生脐带缠绕，它

是超声检查中诊断单羊膜囊妊娠的１个主要特征，

其他超声检查诊断单羊膜囊双胎妊娠的特征还

包括：

１）缺少分开的羊膜；

２）出现单个的胎盘；

３）２个胎儿有相同的性别；

４）每个胎儿均有足够的羊水环绕；

５）每个胎儿在宫腔里都能自由活动
［１３８～１５６］；

２．６．４　他们在出生前应该怎样处理？他们何时应

该分娩？

共识声明＃２６

这些病例的处理都应当有当地围产医学中心的

参与，１个合理的处理计划包括：

出生前：

１）２４周开始频繁的（每周１次或更加频繁）无

应激试验（Ⅱ３）；

２）产前适当使用皮质醇类药物（ⅢＣ）。

分娩：

１）至３２～３３周，尽管有证据显示更晚些分娩

也许更合适（Ⅱ３，Ⅱ２Ｃ）；

２）剖宫产终止妊娠
［１４５，１５０，１５３，１５６］（Ⅱ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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ｇｅｓｔａｔｉｏｎｓａｎｄ ｐｒｏｐｈｙｌａｃｔｉｃ ｈｏｓｐｉｔ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Ｊ］．ＩｎｔＪ

ＧｙｎａｅｃｏｌＯｂｓｔｅｔ，１９９０，３２：３２５３３０．

［１２］　ＡｌＮａｊａｓｈｉＳＳ，Ｍｕｌｈｉｍ ＡＡ．Ｐｒｏｌｏｎｇａｔｉｏｎｏｆｐｒｅｇｎａｎｃｙｉｎ

ｍｕｌｔｉｐｌｅｐｒｅｇｎａｎｃｙ［Ｊ］．ＩｎｔＪＧｙｎａｅｃｏｌＯｂｓｔｅｔ，１９９６，５４：

１３１１３５．

［１３］　ＰａｐｉｅｒｎｉｋＥ，ＲｉｃｈａｒｄＡ，ＴａｆｆｏｒｅａｕＪ，ｅｔａｌ．Ｓｏｃｉａｌｇｒｏｕｐｓ

ａｎｄｐｒｅｖｅｎｔｉｏｎｏｆｐｒｅｔｅｒｍｂｉｒｔｈｓｉｎａｐｏｐｕｌａｔｉｏｎｏｆｔｗｉｎ

ｍｏｔｈｅｒｓ［Ｊ］．ＪＰｅｒｉｎａｔＭｅｄ，１９９６，２４：６６９６７６．

［１４］　　ＲｙｄｈｓｔｒｍＨ． Ｔｗｉｎ ｐｒｅｇｎａｎｃｙ ａｎｄ ｔｈｅ ｅｆｆｅｃｔｓ ｏｆ

ｐｒｏｐｈｙｌａｃｔｉｃｌｅａｖｅｏｆａｂｓｅｎｃｅｏｎｐｒｅｇｎａｎｃｙｄｕｒａｔｉｏｎｂｉｒｔｈ

ｗｅｉｇｈｔ［Ｊ］．ＡｃｔａＯｂｓｔｅｔＧｙｎｅｃｏｌＳｃａｎｄ，１９８８，６７：８１８４．

［１５］　　ＺａｋｕｔＨ，ＩｎｓｌｅｒＶ，ＳｅｒｒＤＭ．Ｅｌｅｃｔｉｖｅｃｅｒｖｉｃａｌｓｕｔｕｒｅｉｎ

ｐｒｅｖｅｎｔｉｎｇｐｒｅｍａｔｕｒｅｄｅｌｉｖｅｒｙｉｎｍｕｌｔｉｐｌｅｐｒｅｇｎａｎｃｉｅｓ［Ｊ］．

ＩｓｒａｅｌＪＭｅｄＳｃｉ，１９７７，１３：４８８．

［１６］　　ＣｅｔｒｕｌｏＣＬ， Ｆｒｅｅｍａｎ ＲＫ． Ｒｉｔｒｏｄｒｉｎｅ ＨＣＬ ｆｏｒ ｔｈｅ

ｐｒｅｖｅｎｔｉｏｎｏｆｐｒｅｍａｔｕｒｅｌａｂｏｒｉｎｔｗｉｎｐｒｅｇｎａｎｃｉｅｓ［Ｊ］．Ａｃｔａ

ＧｅｎｅｔＭｅｄＧｅｍｅｌｌｏｌＲｏｍａ，１９７６，３２１３２４．

［１７］　　ＭａｒｉｖａｔｅＭ，ＤｅＶｉｌｌｉｅｒｓ ＫＱ，ＦａｉｒｂｒｏｔｈｅｒＰ．Ｅｆｆｅｃｔｏｆ

ｐｒｏｐｈｙｌａｃｔｉｃｏｕｔｐａｔｉｅｎｔａｄｍｉｎｉｓｔｒａｔｉｏｎｏｆｆｅｎｏｔｅｒｏｌｏｎｔｈｅ

ｔｉｍｅｏｆｏｎｓｅｔｏｆｓｐｏｎｔａｎｅｏｕｓｌａｂｏｒａｎｄｆｅｔａｌｇｒｏｗｔｈｒａｔｅｉｎ

ｔｗｉｎｐｒｅｇｎａｎｃｙ［Ｊ］．ＡｍＪＯｂｓｔｅｔＧｙｎｅｃｏｌ，１９７７，１２８：

７０７．

［１８］　　Ｏ’ＣｏｎｎｏｒＭＣ，ＭｕｒｐｈｙＨ，ＤａｌｒｙｍｐｌｅＩＪ．Ｄｏｕｂｌｅｂｌｉｎｄ

ｔｒｉａｌｏｆｒｉｔｏｄｒｉｎｅａｎｄｐｌａｃｅｂｏｉｎｔｗｉｎｐｒｅｇｎａｎｃｙ［Ｊ］．ＢｒＪ

ＯｂｓｔｅｔＧｙｎｅｃｏｌ，１９７９，８６：７０６７０９．

［１９］　　ＧｕｍｍｅｒｕｓＭ，Ｈａｌｏｎｅｎ Ｏ．Ｐｒｏｐｈｙｌａｃｔｉｃｌｏｎｇｔｅｒｍ ｏｒａｌ

ｔｏｃｏｌｙｓｉｓｏｆ ｍｕｌｔｉｐｌｅ ｐｒｅｇｎａｎｃｉｅｓ［Ｊ］． Ｂｒ Ｊ Ｏｂｓｔｅｔ

Ｇｙｎａｅｃｏｌ，１９８７，９４：２４９２５１．

［２０］　　ＡｓｈｗｏｒｔｈＭＦ，ＳｐｏｏｎｅｒＳＦ，ＶｅｒｋｕｙｌＤＡ，ｅｔａｌ．Ｆａｉｌｕｒｅｔｏ

ｐｒｅｖｅｎｔｐｒｅｔｅｒｍｌａｂｏｕｒａｎｄｄｅｌｉｖｅｒｙｉｎｔｗｉｎｐｒｅｇｎａｎｃｙ

ｕｓｉｎｇｐｒｏｐｈｙｌａｃｔｉｃ ｏｒａｌｓａｌｂｕｔａｍｏｌ［Ｊ］．ＢｒＪ Ｏｂｓｔｅｔ

Ｇｙｎａｅｃｏｌ，１９９０，９７：８７８８８２．

［２１］　　ＴａｆｆｏｒｅａｕＪ，ＰａｐｉｅｒｎｉｋＥ，ＲｉｃｈａｒｄＡ，ｅｔａｌ．Ｉｓｐｒｅｖｅｎｔｉｏｎ

ｏｆｐｒｅｔｅｒｍｂｉｒｔｈｓｉｎｔｗｉｎｐｒｅｇｎａｎｃｉｅｓｐｏｓｓｉｂｌｅ？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ｏｆ

ｔｈｅｒｅｓｕｌｔｓｏｆａｐｒｅｖｅｎｔｉｏｎｐｒｏｇｒａｍｉｎＦｒａｎｃｅ（１９８９１９９１）

［Ｊ］．ＥｕｒＪＯｂｓｔｅｔＧｙｎｅｃｏｌＲｅｐｒｏｄＢｉｏｌ，１９９５，５９：１６９

１７４．

［２２］　　ＰａｐｉｅｒｎｉｋＥ，ＭｕｓｓｙＭＡ，ＶｉａｌＭ，ｅｔａｌ．Ａｌｏｗｒａｔｅｏｆ

ｐｅｒｉｎａｔａｌｄｅａｔｈｓｆｏｒｔｗｉｎｂｉｒｔｈｓ［Ｊ］．Ａｃｔａ Ｇｅｎｅｔ ｍｅｄ

Ｇｅｍｅｌｌｏｌ，１９８５，３４：２０１２０６．

［２３］　　Ｄ’ＡｌｔｏｎＭＥ，ＭａｌｏｚｚｉＡ，ＤｕｄｌｅｙＤＫ．Ｔｈｅｐｒｅｖｅｎｔｉｏｎｏｆ

ｐｒｅｔｅｒｍ ｄｅｌｉｖｅｒｙｉｎｔｗｉｎｐｒｅｇｎａｎｃｙ［Ｒ］．Ｐｒｏｃｅｅｄｉｎｇｓ，

ＳｏｃｉｅｔｙｏｆＰｅｒｉｎａｔａｌＯｂｓｔｅｔｒｉｃｉａｎｓ，ＥｉｇｈｔｈＡｎｎｕａｌｍｅｅｔｉｎｇ，

ＬａｓＶｅｇａｓ，Ｆｅｂｒｕａｒｙ，１９８８．

［２４］　　ＶｅｒｇａｎｉＰ， Ｇｈｉｄｉｎｉ Ａ， Ｂｏｚｚｏ Ｇ， ｅｔ ａｌ． Ｐｒｅｎａｔａｌ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ｏｆｔｗｉｎｇｅｓｔａｔｉｏｎ：Ｅｘｐｅｒｉｅｎｃｅｓｗｉｔｈａｎｅｗ

ｐｒｏｔｏｃｏｌ［Ｊ］．ＪＲｅｐｒｏｄＭｅｄ，１９９１，３６：６６７６７１．

［２５］　　ＰｌａｎｋＫ，ＭｉｋｕｌａｊＶ，ＳｔｅｎｃｌＪ，ｅｔａｌ．Ｐｒｅｖｅｎｔｉｏｎａｎｄ

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ｏｆｐｒｅｍａｔｕｒｉｔｙｉｎｔｗｉｎｇｅｓｔａｔｉｏｎ［Ｊ］．ＪＰｅｒｉｎａｔ

Ｍｅｄ，１９９３，２１：３０９３１３．

［２６］　　ＮｅｗｍａｎＲＢ，ＧｉｌｌＰＪ，Ｋａｔｚ Ｍ．Ｕｔｅｒｉｎｅａｃｔｉｖｉｔｙｄｕｒｉｎｇ

ｐｒｅｇｎａｎｃｙｉｎａｍｂｕｌａｔｏｒｙｐａｔｉｅｎｔｓ：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ｏｆｓｉｎｇｌｅｔｏｎ

ａｎｄｔｗｉｎｇｅｓｔａｔｉｏｎｓ［Ｊ］．ＡｍＪＯｂｓｔｅｔＧｙｎｅｃｏｌ，１９８６，１５４：

５３０．

［２７］　　ＢｉｖｉｎｓＨＡＪｒ，ＮｅｗｍａｎＲＢ，ＥｌｌｉｎｇｓＪＭ，ｅｔａｌ．Ｒｉｓｋｓｏｆ

ａｎｔｅｐａｒｔｕｍｃｅｒｖｉｃａｌｅｘａｍｉｎａｔｉｏｎｉｎ ｍｕｌｔｉｆｅｔａｌｇｅｓｔａｔｉｏｎｓ

［Ｊ］．ＡｍＪＯｂｓｔｅｔＧｙｎｅｃｏｌ，１９９３，１６９：２２２５

［２８］　　ＮｅｗｍａｎＲＢ， Ｇｏｄｓｅｙ ＲＫ， Ｅｌｌｉｎｇｓ ＪＭ， ｅｔ ａｌ．

Ｑｕａｎｔ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ｏｆｃｅｒｖｉｃａｌｃｈａｎｇｅ：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ｔｏｐｒｅｔｅｒｍ

ｄｅｌｉｖｅｒｙｉｎｔｈｅ ｍｕｌｔｉｆｅｔａｌｇｅｓｔａｔｉｏｎ［Ｊ］．Ａｍ Ｊ Ｏｂｓｔｅｔ

Ｇｙｎｅｃｏｌ，１９９１，１６５：２６４２７１．

［２９］　　ＧｏｍｅｚＲ，ＧａｌａｓｓｏＭ，ＲｏｍｅｒｏＲ，ｅｔａｌ．Ｕｌｔｒａｓｏｎｏｇｒａｐｈｉｃ

ｅｘａｍｉｎａｔｉｏｎｏｆｔｈｅｕｔｅｒｉｎｅｃｅｒｖｉｘｉｓｂｅｔｔｅｒｔｈａｎｃｅｒｖｉｃａｌ

ｄｉｇｉｔａｌｅｘａｍｉｎａｔｉｏｎａｓａｐｒｅｄｉｃｔｏｒｏｆｔｈｅｌｉｋｅｌｉｈｏｏｄｏｆ

ｐｒｅｍａｔｕｒｅｄｅｌｉｖｅｒｙｉｎｐａｔｉｅｎｔｓｗｉｔｈｐｒｅｔｅｒｍｌａｂｏｒａｎｄｉｎｔａｃｔ

ｍｅｍｂｒａｎｅｓ［Ｊ］．ＡｍＪＯｂｓｔｅｔＧｙｎｅｃｏｌ，１９９４，１７１：９５６

９６４．

［３０］　　ＮｅｉｌｓｏｎＪＰ，ＶｅｒｋｕｙｌＤＡ，ＣｒｏｗｔｈｅｒＣＡ，ｅｔａｌ．Ｐｒｅｔｅｒｍ

ｌａｂｏｒｉｎｔｗｉｎｐｒｅｇｎａｎｃｉｅｓ：ｐｒｅｄｉｃｔｉｏｎｂｙｃｅｒｖｉｃａｌａｓｓｅｓｓｍｅｎｔ

［Ｊ］．ＯｂｓｔｅｔＧｙｎｅｃｏｌ，１９８８，７２：７１９７２３．

［３１］　　ＫｕｓｈｎｉｒＯ，ＩｚｑｕｉｅｒｄｏＬＡ，ＳｍｉｔｈＪＦ，ｅｔａｌ．Ｔｒａｎｓｖａｇｉｎａｌ

ｓｏｎｏｇｒａｐｈｉｃｍｅａｓｕｒｅｍｅｎｔｏｆｃｅｒｖｉｃａｌｌｅｎｇｔｈ：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ｏｆ

ｔｗｉｎｐｒｅｇｎａｎｃｉｅｓ［Ｊ］．ＪＲｅｐｒｏｄＭｅｄ，１９９５，４０：３８０３８２．

［３２］　　ＩｍｓｅｉｓＨＭ， Ａｌｂｅｒｔ ＴＡ，Ｉａｍｓ ＪＤ．Ｉｄｅｎｔｉｆｙｉｎｇ ｔｗｉｎ

ｇｅｓｔａｔｉｏｎｓａｔｌｏｗｒｉｓｋｆｏｒｐｒｅｔｅｒｍｂｉｒｔｈｗｉｔｈａｔｒａｎｓｖａｇｉｎａ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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ｕｌｔｒａｓｏｎｏｇｒａｐｈｉｃｃｅｒｖｉｃａｌｍｅａｓｕｒｅｍｅｎｔａｔ２４ｔｏ２６ｗｅｅｋｓ’

ｇｅｓｔａｔｉｏｎ［Ｊ］．ＡｍＪＯｂｓｔｅｔＧｙｎｅｃｏｌ，１９９７，１７７：１１４９

１１５５．

［３３］　　ＷｅｎｎｅｒｈｏｌｍＵＢ，ＨｏｌｍＢ，ＭａｔｔｓｂｙＢａｌｔｚｅｒＩ，ｅｔａｌ．Ｆｅｔａｌ

ｆｉｂｒｏｎｅｃｔｉｎ，ｅｎｄｏｔｏｘｉｎ，ｂａｃｔｅｒｉａｌｖａｇｉｎｏｓｉｓａｎｄｃｅｒｖｉｃａｌ

ｌｅｎｇｔｈ ａｓ ｐｒｅｄｉｃｔｏｒｓ ｏｆ ｐｒｅｔｅｒｍ ｂｉｒｔｈ ａｎｄ ｎｅｏｎａｔａｌ

ｍｏｒｂｉｄｉｔｙｉｎｔｗｉｎｐｒｅｇｎａｎｃｉｅｓ［Ｊ］．ＢｒＪＯｂｓｔｅｔＧｙｎａｅｃｏｌ，

１９９７，１０４：１３９８１４０４．

［３４］　　ＣｒａｎｅＪＭＧ，Ｖａｎ ｄｅｎ Ｈｏｆ Ｍ， Ａｒｍｓｏｎ ＢＡ，ｅｔ ａｌ．

Ｔｒａｎｓｖａｇｉｎａｌｕｌｔｒａｓｏｕｎｄｉｎ ｔｈｅ ｐｒｅｄｉ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ｐｒｅｔｅｒｍ

ｄｅｌｉｖｅｒｙ：ｓｉｎｇｌｅｔｏｎ ａｎｄ ｔｗｉｎ ｇｅｓｔａｔｉｏｎｓ［Ｊ］． Ｏｂｓｔｅｔ

Ｇｙｎｅｃｏｌ，１９９７，９０：３５７３６３．

［３５］　　ＧｏｌｄｅｎｂｅｒｇＲＬ，ＩａｍｓＪ，ＭｉｏｄｏｖｎｉｋＭ，ｅｔａｌ．Ｔｈｅｐｒｅｔｅｒｍ

ｐｒｅｄｉｃｔｉｏｎｓｔｕｄｙ：ｒｉｓｋｆａｃｔｏｒｓｉｎｔｗｉｎｇｅｓｔａｔｉｏｎｓ［Ｊ］．ＡｍＪ

ＯｂｓｔｅｔＧｙｎｅｃｏｌ，１９９６，１７５：１０４７１０５３．

［３６］　　ＴｈｅＣｏｌｌａｂｏｒａｔｉｖｅ Ｈｏｍｅ Ｕｔｅｒｉｎｅ Ｍｏｎｉｔｏｒｉｎｇ Ｓｔｕｄｙ

（ＣＨＵＭＳ）Ｇｒｏｕｐ．Ａ ｍｕｌｔｉｃｅｎｔｅｒｒａｎｄｏｍｉｚｅｄｃｏｎｔｒｏｌｌｅｄ

ｔｒｉａｌｏｆｈｏｍｅｕｔｅｒｉｎｅｍｏｎｉｔｏｒｉｎｇ：ａｃｔｉｖｅｖｅｒｓｕｓｓｈａｍｄｅｖｉｃｅ

［Ｊ］．ＡｍＪＯｂｓｔｅｔＧｙｎｅｃｏｌ，１９９５，１７３：１１２０７．

［３７］　　ＤｙｓｏｎＤＣ，ＣｒｉｔｅｓＹＭ，ＲａｙＤＡ，ｅｔａｌ．Ｐｒｅｖｅｎｔｉｏｎｏ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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ＯｂｓｔｅｔＧｙｎｅｃｏｌ，１９９１，７８：１０５８１０６１．

［９３］　　ＳａｕｎｄｅｒｓＮＪ，ＳｎｉｊｄｅｒｓＲＪＭ，ＮｉｃｏｌａｉｄｅｓＫＨ．Ｔｈｅｒａｐｅｕｔｉｃ

ａｍｎｉｏｃｅｎｔｅｓｅｓｉｎｔｗｉｎｔｗｉｎｔｒａｎｓｆｕｓｉｏｎｓｙｎｄｒｏｍｅａｐｐｅａｒｉｎｇ

ｉｎｔｈｅｓｅｃｏｎｄｔｒｉｍｅｓｔｅｒｏｆｐｒｅｇｎａｎｃｙ［Ｊ］．ＡｍＪＯｂｓｔｅｔ

Ｇｙｎｅｃｏｌ，１９９２，１６６：８２０８２４．

［９４］　　ＮａｇｅｏｔｔｅＭＰ，ＨｕｒｗｉｔｚＳＲ，ＫａｕｐｋｅＣＪ，ｅｔａｌ．Ａｔｒｉｏｐｅｐｔｉｎ

ｉｎｔｈｅｔｗｉｎｔｒａｎｓｆｕｓｉｏｎｓｙｎｄｒｏｍｅ［Ｊ］．ＯｂｓｔｅｔＧｙｎｅｃｏｌ，

１９８９，７３：８６７８７０．

［９５］　　ＦｒｉｅｓＭＨ，ＧｏｌｄｓｔｅｉｎＲＢ，ＫｉｌｐａｔｒｉｃｋＳＪ，ｅｔａｌ．Ｔｈｅｒｏｌｅｏｆ

ｖｅｌａｍｅｎｔｏｕｓｃｏｒｄｉｎｓｅｒｔｉｏｎｉｎｔｈｅｅｔｉｏｌｏｇｙｏｆｔｗｉｎｔｗｉｎ

ｔｒａｎｓｆｕｓｉｏｎｓｙｎｄｒｏｍｅ［Ｊ］．ＯｂｓｔｅｔＧｙｎｅｃｏｌ，１９９３，８１：５６９

５７４．

［９６］　　ＺｏｓｍｅｒＮ，Ｂａｊｏｒｉａ Ｒ， Ｗｅｉｎｅｒ Ｅ，ｅｔａｌ．Ｃｌｉｎｉｃａｌａｎｄ

ｅｃｈｏｃａｒｄｉｏｇｒａｐｈｉｃｆｅａｔｕｒｅｓｏｆｉｎｕｔｅｒｏｃａｒｄｉａｃｄｙｓｆｕｎｃｔｉｏｎ

ｉｎｔｈｅｒｅｃｉｐｉｅｎｔｔｗｉｎｉｎｔｗｉｎｔｗｉｎｔｒａｎｓｆｕｓｉｏｎｓｙｎｄｒｏｍｅ［Ｊ］．

ＢｒＨｅａｒｔＪ，１９９４，７２：７４７９．

［９７］　　ＮａｅｙｅＲＬ．Ｏｒｇａｎ Ａｂｎｏｒｍａｌｉｔｉｅｓｉｎａｈｕｍａｎ ｐａｒａｂｉｏｔｉｃ

ｓｙｎｄｒｏｍｅ［Ｊ］．ＡｍＪＰａｔｈｏｌ，１９６５，４６：８２９８４２．

［９８］　　ＲａｕｓｅｎＡＲ，Ｓｅｋｉ Ｍ， Ｓｔｒａｕｓｓ Ｌ． Ｔｗｉｎ ｔｒａｎｓｆｕｓｉｏｎ

ｓｙｎｄｒｏｍｅ：ｒｅｖｉｅｗｏｆ１９ｃａｓｅｓｓｔｕｄｉｅｄａｔｏｎｅ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Ｊ］．

ＪＰｅｄｉａｔｒｉｃｓ，１９９５，６６：６１３６２８．

［９９］　　ＳａｎｄｅｒｓＣＨ． Ｔｈｅ ｓｕｒｇｉｃａｌ ｐａｔｈｏｌｏｇｉｓｔ ｅｘａｍｉｎｅｓ ｔｈｅ

ｐｌａｃｅｎｔａ，２３５２８８．

［１００］　 ＳａｌａＭＡ，Ｍａｔｈｅｕｓ Ｍ．Ｐｌａｃｅｎｔａｌ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ｉｎｔｗｉｎ

ｔｒａｎｓｆｕｓｉｏｎｓｙｎｄｒｏｍｅ［Ｊ］．ＡｒｃｈＧｙｎｅｃｏｌＯｂｓｔｅｔ，１９８９，

２４６：５１５６．

［１０１］　 ＢｌｉｃｋｓｔｅｉｎＩ．Ｔｈｅｔｗｉｎｔｗｉｎｔｒａｎｓｆｕｓｉｏｎｓｙｎｄｒｏｍｅ［Ｊ］．

ＯｂｓｔｅｔＧｙｎｅｃｏｌ，７６：７１４７２２．

［１０２］　 ＣａｇｌａｎＭＫ，ＫｏｌｌｅｅＬＡＡ．Ｄｅｔｅｒｍｉｎａｔｉｏｎｏｆｓｅｒｕｍｆｅｒｒｉｔｉｎ

ｉｎｔｈｅ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ｏｆｉｒｏｎｄｅｐｌｅｔｉｏｎａｎｄｉｒｏｎｏｖｅｒｌｏａｄｉｎ

ｃｈｒｏｍｉｃｔｗｉｎｔｏｔｗｉｎｔｒａｎｓｆｕｓｉｏｎｓｙｎｄｒｏｍｅ［Ｊ］．ＪＰｅｒｉｎａｔ

Ｍｅｄ，１９８９，１７：３５７３５９．

［１０３］　 ＷｉｔｔｍａｎＢＫ，ＢａｌｄｗｉｎＶＪ，ＮｉｃｈｏｌＢ．Ａｎｔｅｎａｔａｌｄｉａｇｎｏｓｉｓ

ｏｆｔｗｉｎｔｒａｎｓｆｕｓｉｏｎｓｙｎｄｒｏｍｅｂｙｕｌｔｒａｓｏｕｎｄ［Ｊ］．Ｏｂｓｔｅｔ

Ｇｙｎｅｃｏｌ，１９８１，５８：１２３１２６．

［１０４］　 ＤａｎｓｋｉｎＦＨ， Ｎｅｉｌｓｏｎ ＪＰ． Ｔｗｉｎｔｏｔｗｉｎ ｔｒａｎｓｆｕｓｉｏｎ

ｓｙｎｄｒｏｍｅ：ｗｈａｔａｒｅａｐｐｒｏｐｒｉａｔｅｄｉａｇｎｏｓｔｉｃｃｒｉｔｅｒｉａ［Ｊ］？Ａｍ

ＪＯｂｓｔｅｔＧｙｎｅｃｏｌ，１９８９，１６１：３６５３６９．

［１０５］　 ＦｉｓｋＮＭ，Ｂｏｒｒｅｌｌ Ａ， Ｈｕｂｉｎｏｎｔ Ｃ，ｅｔ ａｌ． Ｆｅｔｅｆｅｔａｌ

ｔｒａｎｓｆｕｓｉｏｎｓｙｎｄｒｏｍｅ：ｄｏｔｈｅｎｅｏｎａｔａｌｃｒｉｔｅｒｉａａｐｐｌｙｉｎ

ｕｔｅｒｏ［Ｊ］？ＡｒｃｈＤｉｓｅａｓｅＣｈｉｌｄ，１９９０，６５：６５７６６１．

［１０６］　 ＢｒｅｎｎａｎＪＮ，Ｄｉｗａｎ ＲＶ，Ｒｏｓｅｎ ＭＧ，ｅｔａｌ．Ｆｅｔｏｆｅｔａｌ

ｔｒａｎｓｆｕｓｉｏｎｓｙｎｄｒｏｍｅ：ｐｒｅｎａｔａｌｕｌｔｒａｓｏｎｏｇｒａｐｈｉｃｄｉａｇｎｏｓｉｓ

［Ｊ］．Ｒａｄｉｏｌｏｇｙ，１９８２，１４３：５３５５３６．

［１０７］　 ＢｒｏｗｎＤＬ，ＧｅｎｓｏｎＣＢ，ＤｒｉｓｃｏｌｌＳＧ，ｅｔａｌ．Ｔｗｉｎｔｗｉｎ

ｔｒａｎｓｆｕｓｉｏｎ ｓｙｎｄｒｏｍｅ： ｓｏｎｏｇｒａｐｈｉｃ ｆｉｎｄｉｎｇｓ ［Ｊ］．

Ｒａｄｉｏｌｏｇｙ，１９８９，１７０：６１６３．

［１０８］　 Ｃｈｅｓｃｈｅｉｒ， ＮＣ， Ｓｅｅｄｓ ＪＷ． Ｐｏｌｙｈｙｄｒａｍｎｉｏｓ ａｎｄ

ｏｌｉｇｏｈｙｄｒａｍｎｉｏｓｉｎｔｗｉｎｇｅｓｔａｔｉｏｎ［Ｊ］．ＯｂｓｔｅｔＧｙｎｅｃｏｌ，

１９８８，７１：８８２８８４．

［１０９］　 ＭｃＣｕｌｌｏｃｈＫ．Ｎｅｏｎａｔａｌｐｒｏｂｌｅｍｓｉｎｔｗｉｎｓ［Ｊ］．Ｃｌｉｎｉｃｓ

Ｐｅｒｉｎａｔ，１９８８，１５（１）：１４１１５８．

［１１０］　 ＮｉｃｏｓｉａＲＦ，Ｋｒｏｕｓｅ ＴＢ， ＭｏｂｉｎｉＪ．Ｃｏｎｇｅｎｉｔａｌａｏｒｔｉｃ

ｉｎｔｉｍａｌｔｈｉｃｋｅｎｉｎｇ：ｉｔｓｏｃｃｕｒｒｅｎｃｅｉｎ ａｃａｓｅ ｏｆｔｗｉｎ

ｔｒａｎｓｆｕｓｉｏｎｓｙｎｄｒｏｍｅ［Ｊ］．ＡｒｃｈＰａｔｈｏｌＬａｂ Ｍｅｄ，１９８１，

１０５：２４７２４９．

［１１１］　 ＡｌｔｅｍｉｎｉａＡＭ，Ｖａｓｓａｌｏ Ｊ，Ｂｉｌｌｉｓ Ａ．Ｃｏｎｇｅｎｉｔａｌｆｏｃａｌ

ｇｌｏｍｅｒｕｌａｒｌｅｓｉｏｎｓｉｎｏｎｌｙｏｎｅｍｏｎｏｚｙｇｏｕｓｔｗｉｎｓｒｅｌａｔｅｄｔｏ

ｐｒｏｂａｂｌｅｔｗｉｎｔｒａｎｓｆｕｓｉｏｎｓｙｎｄｒｏｍｅ［Ｊ］．Ｈｉｓｔｏｐａｔｈｏｌｏｇｙ，

１９８６，１０：９９１９９４．

［１１２］　 ＭａｈｏｎｙＢＳ，ＰｅｔｔｙＣＮ，ＮｙｂｅｒｇＤＡ，ｅｔａｌ．Ｔｈｅ“ｓｔｕｃ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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ｔｗｉｎ”ｐｈｅｎｏｍｅｎｏｎ：ｕｌｔｒａｓｏｎｏｇｒａｐｈｉｃｆｉｎｄｉｎｇｓ，ｐｒｅｇｎａｎｃｙ

ｏｕｔｃｏｍｅ，ａｎｄ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ｗｉｔｈｓｅｒｉａｌａｍｎｉｏｃｅｎｔｅｓｅｓ．Ｉｎ

ｐｒｅｎａｔａｌｄｅｔｅｃｔｉｏｎｏｆｃｏｎｇｅｎｉｔａｌｔｏｘｏｐｌａｓｍｏｓｉｓ［Ｊ］．ＡｍＪ

ＯｂｓｔｅｔＧｙｎｅｃｏｌ，１９９０，１６３：１５１３１５２２．

［１１３］　 ＭｉｃｈａｅｌＧ，ＰｉｎｅｔｔｅＭＤ，ＹｕｑｕｎＰａｎ，ｅｔａｌ．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ｏｆ

ＴｗｉｎＴｗｉｎＴｒａｎｓｆｕｓｉｏｎＳｙｎｄｒｏｍｅ［Ｊ］．ＯｂｓｔｅｔＧｙｎｅｃｏｌ，

１９９３，８２：８４１８４６．

［１１４］　 ＥｌｌｉｏｔｔＪＰ，ＵｒｉｇＭＡ，ＣｌｅｗｅｌｌＷＨ．Ａｇｇｒｅｓｓｉｖｅｔｈｅｒａｐｅｕｔｉｃ

ａｍｎｉｏｃｅｎｔｅｓｉｓ ｆｏｒ 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 ｏｆ ｔｗｉｎｔｗｉｎ ｔｒａｎｓｆｕｓｉｏｎ

ｓｙｎｄｒｏｍｅ［Ｊ］．ＯｂｓｔｅｔＧｙｎｅｃｏｌ，１９９１，７７：５３７５４０．

［１１５］　 Ｓａｕｎｄｅｒｓ，Ｓｎｉｊｄｅｒｓ ＲＪＭ， Ｎｉｃｏｌａｉｄｅｓ ＫＨ．Ｔｈｅｒａｐｅｕｔｉｃ

ａｍｎｉｏｃｅｎｔｅｓｅｓｉｎｔｗｉｎｔｗｉｎｔｒａｎｓｆｕｓｉｏｎｓｙｎｄｒｏｍｅａｐｐｅａｒｉｎｇ

ｉｎｔｈｅｓｅｃｏｎｄｔｒｉｍｅｓｔｅｒｏｆｐｒｅｇｎａｎｃｙ［Ｊ］．ＡｍＪＯｂｓｔｅｔ

Ｇｙｎｅｃｏｌ，１９９２，１６６：８２０８２４．

［１１６］　 ＬｏｐｒｉｏｒｅＥ，ＶａｎｄｅｎｂｕｓｓｃｈｅＦＰＨＡ，ＴｉｅｒｓｍａＥＳＭ，ｅｔａｌ．

Ｔｗｉｎｔｏｔｗｉｎｔｒａｎｓｆｕｓｉｏｎｓｙｎｄｒｏｍｅ：ｎｅｗ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ｓ［Ｊ］．

ＪＰｅｄｉａｔｒ，１９９５，１２７：６７５６８０．

［１１７］　 ＥｌｌｉｏｔｔＪＰ，ＳａｗｙｅｒＡＴ，ＲａｄｉｎＴＧ，ｅｔａｌ．Ｌａｒｇｅｖｏｌｕｍｅ

ｔｈｅｒａｐｅｕｔｉｃａｍｎｉｏｃｅｎｔｅｓｉｓｉｎｔｈｅ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ｏｆｈｙｄｒａｍｎｉｏｓ

［Ｊ］．ＯｂｓｔｅｔＧｙｎｅｃｏｌ，１９９４，８４：１０２５１０２７．

［１１８］　 ＢｅｂｂｉｎｇｔｏｎＭＷ，ＷｉｌｓｏｎＲＤ，ＭａｃｈａｎＬ，ｅｔａｌ．Ｓｅｌｅｃｔｉｖｅ

ｆｅｔｏｃｉｄｅｉｎｔｗｉｎｔｒａｎｓｆｕｓｉｏｎｓｙｎｄｒｏｍｅｕｓｉｎｇｕｌｔｒａｓｏｕｎｄ

ｇｕｉｄｅｄｉｎｓｅｒｔｉｏｎｏｆｔｈｒｏｍｂｏｇｅｎｉｃｃｏｉｌｓ［Ｊ］．ＦｅｔａｌＤｉａｇｎ

Ｔｈｅｒ，１９９５，１０：３２３６．

［１１９］　 ＤｏｍｍｅｒｇｕｅｓＭ，ＭａｎｄｅｌｂｒｏｔＬ，ＤｅｌｅｚｏｉｄｅＡＩ，ｅｔａｌ．Ｔｗｉｎ

ｔｏｔｗｉｎ ｔｒａｎｓｆｕｓｉｏｎ ｓｙｎｄｒｏｍｅ： ｓｅｌｅｃｔｉｖｅ ｆｅｔｏｃｉｄｅ ｂｙ

ｅｍｂｏｌｉｚａｔｉｏｎｏｆｔｈｅｈｙｄｒｏｐｉｃｆｅｔｕｓ［Ｊ］．ＦｅｔａｌＤｉａｇｎＴｈｅｒ，

１９９５，１０：２６３１．

［１２０］　 ＭａｒｉＧ． Ａｍｎｉｏｒｅｄｕｃｔｉｏｎ ｉｎ ｔｗｉｎｔｗｉｎ ｔｒａｎｓｆｕｓｉｏｎ

ｓｙｎｄｒｏｍｅ：ａ ｍｕｌｔｉｃｅｎｔｅｒ ｒｅｇｉｓｔｒｙ，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 ｏｆ ５７９

ｐｒｏｃｅｄｕｒｅｓ［Ｊ］．ＡｍＪＯｂｓｔｅｔＧｙｎｅｃｏｌ，１９９８，１７８：２８．

［１２１］　 ＣｈａｌｌｉｓＤ，Ｄｏｃｋｒｉｌｌ Ｋ，Ｂａｒｒｅｔｔ Ｊ，ｅｔ ａｌ． Ａｇｇｒｅｓｓｉｖｅ

ｔｈｅｒａｐｅｕｔｉｃａｍｎｉｏｃｅｎｔｅｓｉｓｉｎｔｈｅ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ｏｆｔｗｉｎｔｗｉｎ

ｔｒａｎｓｆｕｓｉｏｎｓｙｎｄｒｏｍｅ［Ｊ］．ＡｍＪＯｂｓｔｅｔＧｙｎｅｃｏｌ，１９９７，

１７６：８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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ｔｗｉｎｓ：ｉｍｐｒｏｖｅｄｐｅｒｉｎａｔａｌｓｕｒｖｉｖａｌｗｉｔｈａｃｃｕｒａｔｅｐｒｅｎａｔａｌ

ｄｉａｇｎｏｓｅｓａｎｄａｎｔｅｎａｔａｌｆｅｔａｌｓｕｉｖｅｉｌｌａｎｃｅ［Ｊ］．ＡｍｅｒＪ

ＯｂｓｔｅｔＧｙｎｅｃｏｌ，１９９７，１７７：１０４６１０４９．

［１５１］　 ＰｅｅｋＭＪ， ＭｃＣａｒｔｈｙ Ａ， Ｋｙｌｅ Ｐ， ｅｔ ａｌ． Ｍｅｄｉｃａｌ

ａｍｎｉｏｒｅｄｕｃｔｉｏｎｗｉｔｈｓｕｌｉｎｄａｃｔｏｒｅｄｕｃｅｃｏｒｄｃｏｍ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

ｉｎｎｏｍｏａｍｎｉｏｔｉｃｔｗｉｎｓ［Ｊ］．ＡｍｅｒＪＯｂｓｔｅｔＧｙｎｅｃｏｌ，１９９７，

１７６：３３４３３６．

［１５２］　 ＲｉｔｏｓｓａＭ，Ｏ’ＬｏｕｇｈｌｉｎＪ．Ｍｏｎｏａｍｎｉｏｔｉｃｔｗｉｎｐｒｅｇｎａｎｃｙ

ａｎｄｃｏｒｄｅｎｔａｎｇｌｅｍｅｎｔ：ａｃｌｉｎｉｃａｌｄｉｌｅｍｎａ［Ｊ］．ＡｕｓｔＪ

ＯｂｓｔｅｔＧｙｎ，１９９６，３６：３０９３１２．

［１５３］　 ＤｕｂｅｃｑＦ，ＤｕｆｏｕｒＰ，ＶｉｎａｔｉｅｒＤ，ｅｔａｌ．Ｍｏｎｏａｍｎｉｏｔｉｃ

ｔｗｉｎｐｒｅｇｎａｎｃｉｅｓ：ｒｅｖｉｅｗｏｆｔｈｅ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ｅａｎｄａｃａｓｅｒｅｐｏｒｔ

ｗｉｔｈｖａｇｉｎａｌｄｅｌｉｖｅｒｙ［Ｊ］．ＥｕｒＪＯｂｓｔｅｔＧｙｎｅｃｏｌＲｅｐｒｏｄ

Ｂｉｏｌ，１９９６，６６：１８３１８６．

［１５４］　 ＢｅｎｉｒｓｃｈｋｅＫ．Ｔｈｅｂｉｏｌｏｇｙｏｆｔｈｅｔｗｉｎｎｉｎｇｐｒｏｃｅｓｓ：ｈｏｗ

ｐｌａｃｅｎｔａｔｉｏｎ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ｓｏｕｔｃｏｍｅ［Ｊ］．ＳｅｍＰｅｒｉｎａｔｏｌ，１９９５，

１９：３４２３５０．

［１５５］　 ＳｔｒｏｈｂｅｈｎＫ，Ｄａｔｔｅｌ ＢＪ．Ｐｉｔｆａｌｌｓｉｎ ｔｈｅ ｄｉａｇｎｏｓｉｓ ｏｆ

ｎｏｎｃｏｎｊｏｉｎｅｄｍｏｎｏａｍｎｉｏｔｉｃｔｗｉｎｓ［Ｊ］．ＪＰｅｒｉｎａｔｏｌ，１９９５，

１５：４８４４９３．

［１５６］　 ＡｉｓｅｎｂｒｅｙＧＡ，Ｃａｔａｎｚａｒｉｔｅ ＶＡ， Ｈｕｒｌｅｙ ＴＪ，ｅｔ ａｌ．

Ｍｏｎｏａｍｎｉｏｔｉｃａｎｄｐｓｅｕｄｏｍｏｎｏａｍｎｉｏｔｉｃｔｗｉｎｓ：ｓｏｎｏｇｒａｐｈｉｃ

ｄｉａｇｎｏｓｉｓ，ｄｅｔｅｃｔｉｏｎｏｆｃｏｒｄｅｎｔａｎｇｌｅｍｅｎｔ，ａｎｄｏｂｓｔｅｔｒｉｃ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Ｊ］．ＯｂｓｔｅｔＧｙｎｅｃｏｌ，１９９５，８６：２１８２２２．

韩欢　何源莹 摘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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