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讲课内容 （三部分） 

 

 诊疗：现状与误区 
 

产后腹直肌分离症 
 

 华山：经验与分享 



第一部分 

 

产后腹直肌分离 症 



什么是腹直肌分离：生理性 or 病理性 

•正常腹直肌间宽度 <2cm •腹直肌分离 >3cm 



腹直肌分离的各种分型 
 Nahas 分型 

A型 孕产型  

B型 肌筋膜松弛型  

C型 遗传先天型  

D型 肥胖型  

Beer 分型 

腹壁平面 宽度（cm） 

剑突下 15 

脐周 22 

脐下 16 

• Nahabedian MY. Diastasis Recti Abdominis Muscles. <The Textbook of Hernia>. 2017.  



孕产型腹直肌分离：高危因素 

• 孕产妇因素 

高龄 

肥胖 

多次妊娠 

剖腹产手术史... 

缺乏锻炼 

• 胎儿因素 

体重大 

多胎妊娠 

羊水多 

• 社会因素 

• Patrícia. Prevalence and risk factors of diastasis recti abdominis 
from late pregnancy to 6 months postpartum, and relationship with 
lumbo-pelvic pain. Manual Therapy. 2015.  

• Sperstad. Diastasis recti abdominis during pregnancy and 12 months 
after childbirth: prevalence, risk factors and report of lumbo-pelvic 
pain. Br J Sports Med. 2016.  



 

孕产型腹直肌分离：发生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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轻度分离 中度分离 严重分离 

研究对象：300位初产妈妈 
研究时间：怀孕～产后1年 
研究结果：1）发生率高 
                    （33%～60%～45%～33%）  

                    2）腰背痛多 
                     （31.1%，38.6%：27.5%） 

                        



产后腹直肌分离症：伴随症状 
•腹壁 
外观 

症状
一 

危害
三 

•腰背 
疼痛 

•核心
减退 

症状
二 

症状
四 

•内脏
下垂 

• DR.Benjamin. Relationship between diastasis of the rectus abdominis muscle (DRAM) and musculoskeletal 
dysfunctions, pain and quality of life: a systematic review. Physiotherapy. 2019. 



腹壁躯干部位：正常解剖结构 
 
腹直肌群 
腹直肌 

锥状肌 

腹侧肌群 
腹外斜肌 
腹内斜肌 
腹横肌 



腹壁躯干部位：正常解剖结构 
 

腹直肌: 强健有力 



产后腹直肌分离症：腹壁结构 
 

腹直肌; 松软无力 



 

产后腹直肌分离症：腹壁结构 

• 骨盆：前倾 

• 腹直肌：弱 

• 腰背肌：强 



第二部分 

 

诊疗：现状与误区 



产后腹直肌分离症的指南分型* 

• Wolfgang Reinpold. Classification of Rectus Diastasis—A Proposal by the German Hernia Society (DHG) and 
the International Endohernia Society (IEHS). 2019.  

2019 指南分型 

分区 M 

W 1 <3cm 

W 2 3- ≤5cm 

W 3 ＞5cm 



产后腹直肌分离症：如何诊断 
•  产后：腹直肌分离> 3cm 

 

•  检查方法 
  站立位腹壁膨隆状态 

  平卧位腹壁外观状态 



产后腹直肌分离症：如何诊断 
•  产后：腹直肌分离> 3cm 

 

  超声影像检测（首选） 

•  检查方法 
  游标卡尺检测（常用） 



产后腹直肌分离症：如何诊断 
•  产后：腹直肌分离> 3cm 

 

•  检查方法 

  放射影像检测（CT、MRI） 



• 疼痛评分：静息位、运动位， 

• 疼痛部位：腰背部、其他 … 

（HerQLes，SF36，SAS，SDS） （核心肌肉功能的评估） 

产后腹直肌分离症：如何评估 



 

BIODEX ® System 4 Pro 

产后腹直肌分离症：如何评估 



• Gunnarsson U, Correlation between abdominal rectus diastasis width and abdominal muscle strength.  
     Dig Surg. 2015;32(2):112–6.  

• 腹直肌分离越宽 • 躯干核心肌力越弱 

产后腹直肌分离症：如何评估 



 

产后腹直肌分离症：如何治疗 

康 复 治 疗 手 术 治 疗 



产后腹直肌分离症：康复治疗 



 

产后腹直肌分离症：康复治疗 

•腹壁肌肉的力量训练 

•  Pilates  

•  Tupler’s technique exercises  

•  Noble technique exercises  

•腹壁肌肉的平衡/放松 

• 肌筋膜放松 

• 平衡性练习 

•  Keller technique  

• Benjamin DR. Effects of exercise on diastasis of the rectus abdominis muscle in the antenatal and postnatal 
periods: a systematic review. Physiotherapy. 2014. 

• Acharry N. Abdominal exercise with bracing, a therapeutic efficacy in reducing diastasis-recti among 
postpartal females. Int J Physiother Res. 2015. 

• Khandale SR. Effects of abdominal exercises on reduction of diastasis recti in postnatal women. Int J Health Sci 
Res. 2016. 

• Awad M, Morsy M, Mohamed M, et al. Efficacy of Tupler Technique on Reducing Post Natal Diastasis Recti: A 
Controlled Study. Br J Appl Sci Technol. 2016. 



•  Laparoscopy 

•  Endoscopy 

• Plastic Surg 

产后腹直肌分离症：手术治疗 



•  Laparoscopy 

产后腹直肌分离症：手术治疗 



产后腹直肌分离症：手术治疗 



•  Laparoscopy  

 

•  Endoscopy    

产后腹直肌分离症：手术治疗 



产后腹直肌分离症：手术治疗 



•  Laparoscopy  

 

•  Endoscopy     

 

•  Plastic Surg   

产后腹直肌分离症：手术治疗 



• Brauman D. Diastasis Recti: Clinical Anatomy. Plast Reconstr Surg. 2008 

产后腹直肌分离症：手术治疗 



产后腹直肌分离症：手术治疗 



•   待纠正误区 1： 

   产后腹直肌分离症 

                ≠ 

               腹壁疝 

  建议患者手术治疗 

  常规使用补片修补 

  手术本身二次损伤 

 

产后腹直肌分离症：诊治误区( 1 ) 

手 术 治 疗 



 

疝和腹壁外科：补片修补的隐患 ! 



修补层面 

疝和腹壁外科：手术与解剖 ！！！ 



•   待纠正误区 2： 

   康复医学治疗方法 

               ≠ 
            包治百病 

  如何科学的康复理疗 

 能缓解患者部分症状 

 不解决解剖结构问题 

 

产后腹直肌分离症：诊治误区( 2 ) 

康 复 治 疗 



 

产后腹直肌分离症：手术 or 康复  

• 共分三组 

• 手术两组：补片/缝合 

• 康复一组：康复/锻炼 



 

产后腹直肌分离症：手术 or 康复  

V H P Q 
S F 3 6 



缝合组 补片组 康复组 

BIODEX ® System 4 Pro 

 

产后腹直肌分离症：手术 or 康复  

治疗前： 治疗后： 



 

产后腹直肌分离症：手术 or 康复  

手术组 康复组 



• Emanuelsson P, Operative correction of abdominal rectus diastasis (ARD) reduces pain and improves abdo- 
     minal wall muscle strength: A randomized, prospective trial comparing retromuscular mesh repair to double 
     -row, self-retaining sutures. Surgery. 2016.160(11): 1367-75. 

产后腹直肌分离症：手术 or 康复  



第三部分 

 

华山：经验与分享 





华山医院普外科：疝和腹壁外科 



华山医院普外科：疝和腹壁外科 



腹壁 

功能 

华山：疝和腹壁外科 

•腹壁功能
康复 

•流行病学
随访 

•修补材料
研发 
 

•发病机制
研究 

上游 上游 

下游 下游 

临床总结 
腹壁
外科 

手术 

腹壁肌电检测 

腹壁生物力学 

腹壁影像重建 

腹壁超声评估 



华山医院普外科：疝和腹壁外科 

•牢牢扎根于：前腹壁肌群及上游神经调控！ 



华山医院普外科：疝和腹壁外科 

诊 治 



华山医院普外科：疝和腹壁外科 

诊 



华山医院普外科：疝和腹壁外科 

诊 



华山医院普外科：疝和腹壁外科 

诊 



华山医院普外科：疝和腹壁外科 



华山医院普外科：疝和腹壁外科 



华山医院普外科：疝和腹壁外科 



华山医院普外科：疝和腹壁外科 

1、腹壁疝降级（大→中） 2、腹壁肌肉条件改善 



华山医院普外科：疝和腹壁外科 

手术 评估 

腹壁肌电分析 腹壁超声评估 腹壁CT重建 

复评 准备 

腹壁康复理疗方案 化学药物治疗 

准备时程：根据腹壁切口疝情况（1M～3M） 

经济 

安全 

有效 

ERAS 



华山医院普外科：疝和腹壁外科 

1. 术后疼痛更轻！ 



华山医院普外科：疝和腹壁外科 

2. 术后恢复更快！ 



华山医院普外科：疝和腹壁外科 

腹壁切口疝 腹直肌分离 → 



华山经验：产后腹直肌分离症 



华山经验：产后腹直肌分离症（1） 



华山经验：产后腹直肌分离症（2） 



华山诊疗模式：产后腹直肌分离症 

1、产后腹直肌分离症：严重程度降级（大→中→小） 

2、腹壁肌肉功能问题：能改善（顺应性、核心肌力） 

→ → 



→ 

华山诊疗模式：产后腹直肌分离症 



华山诊疗模式：产后腹直肌分离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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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山诊疗模式：产后腹直肌分离症 

       PRe 
Post-Rehabilation 

（          -             ）         ELAP 
 

+ Endoscopic Linea Alba 
Plication 



华山 MDT 诊疗模式:（PRe） 

诊 治 



治 

华山 MDT 诊疗模式:（ELAP） 

 

• 外科团队 

• 康复团队 

 

• 辅助团队 



治 

华山 MDT 诊疗模式:（ELAP） 

 

• 外科团队 

• 康复团队 

 

• 辅助团队 

无须补片修补！ 



治 

华山 MDT 诊疗模式:（ELAP） 

 

• 外科团队 

• 康复团队 

 

• 辅助团队 

无须补片修补！ 



华山 MDT 诊疗模式:（ELAP） 



华山 MDT 诊疗模式:（术后恢复） 



华山 MDT 诊疗模式:（术后恢复） 



华山 MDT 诊疗模式:（PRe-ELAP） 

第1讲：产后腹直肌分离症的概述 

第2讲：产后腹直肌分离症的危害 

第3讲：腹壁核心肌群有哪些功能？ 

第4讲：如何科学地评估腹壁功能？ 

第5讲：DRAM的康复治疗（1） 

第6讲：DRAM的康复治疗（2） 

第7讲：DRAM的手术治疗 

第8讲：华山医院诊治经验分享 



关注女性产后健康， 远离腹直肌分离症 





谢 谢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