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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床流行病学·
流产与手术流产比较
药可 物接 受性的Ｍｅｔａ分析
邹燕

梁艳吴尚纯李幼平

【摘要】

鄢琳梅玲张炬倩童琳

目的评价米非司酮配伍米索前列醇药物流产与手术流产终止早期妊娠的可接受｜生，

为非意愿妊娠妇女选择流产方法提供参考和为临床医牛的临床决策提供证据。方法

检索

ＭＦＤＩ．ＩＮＥ、ＥＭＢＡｓＥ、Ｃｏｃｈｒａｎｅ Ｉｊｂｎｒｙ、【’ＢＭｄｌｓｃ、ｃＮＫＩ、ｖＩＰ等６个医学数据库，手工检索１２种相关
杂志，并追查参考文献。由２名评价员独立筛选、砰价文献和提取数据。对没有异质性的文献进行
Ｍｅｔａ分析。结果纳入９篇文献（３５６５例病例）。流产前妇女认为药物流产痛苦更少（ｏＲ一４６６
９５％ｃＩ：９１

５１，

３７～２３８Ｉ ８８）；而手术流产更快捷（ｏＲ＝０（）２，９５％ｃｆ：Ｏ ０ｌ～Ｏ ０６）。流产后妇女对两

种流产方法满意度相似，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８９）；药物流产的再选择率更高（（Ⅲ＝２

９５％口：２

１

３～３．４７）；向他人推荐药物流产的比率也更高（ｏＲ＝４

７２．

１６）。结论

９１，９５％（：，：２．１６～ｌｌ

药物流产是一种痛苦小的方法，但不如手术流产快捷，其再次选择率和推荐给他人的比率高于手术
流产。药物流产与手术流产比较各有利弊，二者的满意度相似，不能相互代替。
【关键词】药物流产；手术流产；可接受性；Ｍｅｔａ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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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食项目：卫生部中国循证医学中心基金资助（２０叭３５）
作者单位：１０００８１北京，国家人口计划生育委员会科学技术研究所（邹燕、昊尚纯）；第二军医太学长征医院安验诊断科（梁艳）；网川大学

华西医院临床流行病学与中国循证医学中心（李幼平）；同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药品评价巾心（鄙琳）；四川大学华西临床医学院（梅玲、张炬
情、童琳）
通讯作者：李幼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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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禁欲外，任何其他避孕措施的效果都难达到

２００４）；ｃＮＫＩ（中国学术期刊网专题全文数据库

百分之百，人工流产是避孕失败后迫不得已的补救

１９９４

２００４）；ｖＩＰ（中文科技期刊全文数据库

措施，是全世界应用最广泛的医疗技术之一。近十

１９８９—２００４）等医学数据库。

多年来，除传统的手术流产外，已有十几种药物流产

（３）手工及其他检索：共手工检索１２种相关中文

方法用于临床，为妇女处理非意愿妊娠提供了新的

杂志。用Ｇｏ。ｇｋ，Ｙａｈ（）ｏ，Ｂａｉｄｕ等搜索引擎在互联网上

选择。其中，抗孕激素类的米非司酮配伍米索前列

查找相关的文献；追溯已纳入文献的参考文献。

醇（药物流产）是迄今世界上最常用的药物流产方

５．纳入文献的筛查、质量评价和资料提取：根据

法”。越来越多的国家接受药物流产进入国家卫生

纳入排除标准，至少由２名经培训合格的系统评价

保健系统”：。由于药物和手术流产各有优缺点，很

员分别独立筛选文献，根据摘要和关键词初筛文献，

多妇女在选择时处于两难境地。本文旨在用循证医

查找初筛纳入的文献，阅读全文。当出现分歧时，通

学的方法评价药物与手术流产的可接受性，为妇女

过第三者协商解决。随机对照试验质量评价按

选择流产方法提供参考，为医务工作者临床决策分

Ｓｃｈｕｌｚ标准”ｏ；临床对照试验质量评价按ｓｔｒｏｕｐ标

析提供证据。

准“。每份原始研究由２名评价员分别独立地用已

设计好的资料提取表提取数据，并交叉核对。

对象与方法

６．数据分析和证据合成：用Ｒｅｍ肌软件作Ｍｅｔａ

１．研究对象：本文研究对象是比较药物流产与

分析。文献异质性用Ｙ２检验（ａ＝０．０５），没有异质性

手术流产可接受性的原始研究文献。原始文献纳入

的数据采用固定效应模型；若资料间存在异质性则分

的病例包括停经≤３个月的早孕、Ｂ超证实为宫内

析异质性原因，并用亚组分析和敏感性分析处理。作

孕且无手术和药物流产禁忌证，要求人工流产终止

Ｍｅｔａ分析时，对能获得足够信息的资料采取意向性

妊娠的健康妇女。

处理分析（ｉｍｅｎｔｉｏｎ ｔ。ｔｒｅａｔ，ＩＴＴ）。连续性数据统计结

２．干预措施：试验组采用米非司酮配伍米索前
列醇行药物流产；对照组采用手术流产。

果用加权均数差（ｗｅｉ出ｅｄ㈣ｄｉｆｆ唧ｃｅ，啪）表
示；二分类变量则用比值比（ＯＲ）表示。所有评价指

３原始文献纳入和排除标准：纳入妊娠３个月

标都给出９５％可信区间（ａ）。

内药物流产与手术流产可接受性比较的对照研究。
结

排除非米非司酮配伍米索前列醇药物流产的可接受

果

研究；排除单纯药物流产间的可接受性比较研究；排

１．文献筛查：关于米非司酮配伍米索前列醇进

除高危妊娠药物流产的可接受性研究；排除失访

行药物流产的可接受性研究原始文献初筛结果见表

率≥２０％的研究。

ｌ。对初筛纳入的文献进行剔除，根据纳入、排除标

４．临床试验收集方法：

准严格评价，排除重复文献后，共纳入９篇（含３５６５

（１）检索词：包括ａｂｏｒｔｉｏｎ．ｉｎｄｕｃｅｄ，ｉｎｄｕｃｅ

例病例）关于药物流产和手术流产的可接受性临床

ａｂｏｒｔｉｏｎ，ａｒｔｉ矗ｃｉａｌ ａｂｏｒｔｉｏｎ，ｍｅｄｉｃａｌ ａｂｏｒｔｉｏｎ，ｓｕｒｇｉｃａｌ

研究进行Ｍｅｔａ分析””１。其中ｌ篇为按自愿就诊

ａｂｏｒｔｉｏｎ，

ｆｉｒｓｔ

ｔｒｉｍｅｓｔｅｒ，

ｐｒｅｇｎａｎｃｙ

ｔｒｉｍｅｓｔｅｒ＿ｆｉｒｓｔ；ｍｉｆｅｐｒｉｓｔｏｎｅ
ｃｈ。ｉｃｅ， ｃｈｏｏｓｅ，

ｓａｔｉｓｆａｃｔｉｏｎ，

ａｃｃｅＤｔａｎｃｅ—ｏｆ—ｈｅａｌｔｈ—ｃａｒｅ；

ｐｒｅｇｎａｎｃｙ—

ＲＵ４８６，ｍｉｓｏｐｒｏｓｔｏｌ；

ｏｒ

ａｃｃｅｐｔａｂｉｌｉｔｙ，

ｒａｎｄｏｍｉｚｅｄ

ｐａｔｉｅｎｔ—

时间分组”］，６篇为自愿选择分组”１７。９‘“’…，２篇没

有描述分组方法。７篇试验在国内完成，１篇为国际
合作的多中心试验”１，另一篇是在古巴进行““。

ｃｏｎｔｒｏｌｌｅｄ
表１

ｔ ｒｉａｌｓ，

ｑｕａｓｉ—ｒａｎｄｏｍｉｚｅｄ

∞ｎｔｍｌｌｅｄ

ｃｏｎｔｒｏｌｌｅｄ

ｔｒｉａｌｓ，

药物流产的可接受性研究原始文献初筛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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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９４

ｃｏｃｂｒａｎｅ图书馆

２００３

手工榆索
追查参考文献

１９８２

临床对照试验、半随机对照试验等中文检索词。
（２）计算机检索：通过主题词和关键词结合的检
索策略，检索ＭＥＤＬＩＮＥ、ＥＭＢＡｓＥ、Ｃｏｃｈｒａｎｅ

ｌｉｂｒａｒｙ、ｃＢＭｄｉｓｃ（中国生物医学文献数据库１９７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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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试验都制定了明确的纳入排除标准；随访２周

例手术流产妇女有４４例愿意向他人推荐，ＯＲ＝

以上，其中１篇报告了失访情况，并进行了ＩＴＴ…１。

４

所有原始研究均未提及是否采用盲法评价，未说明

文献报道１７９５例药物流产妇女中１５４９例愿意再次

分配隐藏。

选择药物流产…“；１５７０例手术流产妇女中１１３２例

２．药物流产与手术流产比较可接受性的Ｍｅｔａ

９１，９５％ａ：２

１６。②再次选择率：有７篇

１６～１１

愿意再次选择手术流产，经检验有异质性（Ｐ＝０．０１），

分析：
（１）流产前的可接受性比较：有２篇文献
表明流产前”’“，２００例药物流产妇女中，１６９
例认为痛苦少；１６８例手术流产妇女中，ｌ例
认为痛苦少，研究文献间无异质性（Ｐ＞
０．０５），Ｍｅｔａ分析合并（）Ｒ＝４６６

５１，９５％

雷１：！；美爹术流’“较”接２性”价
ｏｌ认为痛苦少的比率
研究药物漉产‘
孙红玮，等

手术流产’胛值曲矾∞‘权重（％）

７“１０。

州１００
总数０５％∞２００
杜明昆，等

ｌｍ８

—日’

“１００

——＋

总耕麓生数１∞（药物扪，ｌ（手术０ｔ一
异质ｆ蚓盘瞪：ｃｌ｜Ｆ诅ｌ瑚‘ｌＣ脚ｌｍ肛鲺挑
总检验燥ｚ＿７３ｑＰ∞舢ｎ
ｏｍｉ

ａ：９１．３７～２３８１．８８）（图１）。仅有１篇文献
的１００例药物流产妇女有１例认为有效而选

０

００～０．儿。有２篇文献比较了流产前认为

某种流产方法更快捷的比率“。…。２００例药

物流产妇女中有６例认为使用药物流产更快

ｎ１

流产前认为痛苦少的Ｍｅｔａ分析

图１

２蓑篙；痞意爹比较可接禹性评价
结果０１认为更快捷的比率
孙红珠，等
枉明邑，等

§＃（９５％∞

３ｎ００

３％８

３，ｌ呻

５５ｎ００

２００

１６８

巾
一

总事件靛生数：６ｆ药物漉产）．¨（手术流产）

快捷。文献间无异质性（Ｐ＞０．０５），Ｍｅｔａ分

总检验结果：ｚ＝８ ３５ｒ肚ｎ００００ｎ

异Ｊ贞性检验：ｏ卸ｍｌ瑚叫㈣９¨』？卸％

析合并Ｏ尺＝０．０２，９５％口：０．０１～０ ０６（图

产的妇女中有８例认为该法无创安全，而６８
例选择手术流产的妇女无一例认为手术是无

圈２

（２）流产后的呵接受性比较：９篇文献均
报道流产后妇女对所选流产方法的满意度、

０１～ＯＯＢｌ

００３ｍ

０１～０坤ｌ

１００００

０ ０２ｍ

０ｌ～００６１

试验组

琶鏊孽麦暴ｌ未卷“比较町接受性评价
结果叮流产后的满意率

２１１ｎ５０——斗 一

李丹．等２０２ｎ５０

３９Ｈ６——

４Ｉｍ６
１３“１５０

陈建ｊ事，等
廖爱华，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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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数（９５％∞

７５ｌ

１２ｗ１５０

一

１７ｌｎ∞

一
●

９“１１０——曲
７５６

７８ｒ０４９～Ｉ ２ｍ
４７ｍ４３～５ Ｏ＂
３６ｆ０６Ｂ～２ ７”
ｎ８８ｍ４０～ｌ ９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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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 ９９ｍ ７５～１ ３２１

４３ ０４

Ｏ

—Ｂ—一４∞
口一１４
一
§一２３

１

６２

ｌ

１４ ２３
６】

。“日００

总事件发生数：““药物流产），６４６ｃ手术流产）

５７删Ｐ卸６３Ｖ？＝蝴

异质性检验：凸Ｈ
总检验结果：ｚ卸０纠Ｐ吼９曲

“１褊嚣５…矗岔

再次选择率等的评价””】。①满意度比较：
流产后的满意度是衡量流产可接受性的重要

０ ０２ｍ

５４ｉ３

流产前认为更快捷的Ｍｅｔａ分析

韩丽萍，等吣，１０５

无统计意义。

４５ ７７

＊、＃：同圈１

王春玉，等

创的，ｏＲ＝１２．５９．９５％ＣＩ：０．７ｌ～２２１．８６，

一

对照蛆

虑的因素之一，只有一篇文献报道了流产前
认为无刨安全的比例”Ｊ，１００例选择药物流

试验组

＊发病例数／总人数；＃为同定效应模型

捷；１６８例手术流产妇女中９４例认为手术更

２）。安全无创也是妇女选择流产方法需要考

ｌ∞ｌ∽

１０

对照组

择药物流产”ｌ；６８例手术流产妇女中２８例

认为手术更有效，（）Ｒ＝０．０１，９５％ａ：

００１

２９２２２Ｙ１６∞９～靶船㈣
４６６ｊｌｏｌ＂ｑ８ｌ∞

９ ７６

·一１００ ００

１６８

甜值妇鲋删

２０ｌ删拼ｒ—ｌ咒３删

９ｎ２４

＊、＃：同图ｌ
图３

指标，７篇文献报道１８００例药物流产妇女有

流产后流产满意度的Ｍｅｔａ分析

１５４１例对药物流产满意”。８”１；１５８０例手术
流产妇女有１３２８例对手术流产满意。文献
间有异质性（Ｐ＝０．００２），分析异质性原因，

杜明昆．等
李丹．等

发现有２篇原始文献的米非司酮用量为

王春玉，等竭“６
陈建萍，辞
１０＇，１５０

６００

ｍ∥’”１，其余为１５０

ｍｇ，排除这２篇文献

后作敏感性分析，文献间异质性消除（Ｐ＝
０．６３），合并０Ｒ＝Ｏ．９９，９５％Ｃｆ：０ ７５～

廖爱华．等
总数但５％（ｎ

９０，Ｉ呻

８“１００

２１９ｎ５０

１６０ｎ如

１６４ｍ００

药物流产妇女有９０例愿意向他人推荐，６８

１０ ７７

：‘日一２４

２撕

８６

３

２７ ０５

３

——罐—一６
—＊

８ｗ１５０

—。各一

◆１００

７４６

总事件发生数：６１日（药物流产），４８ｌ（手术流产）

７３．删Ｐ卸Ｉｏ）』Ｈ８

异质性检验：凸口１７
总检验拮果：尽７ ９９ｆ，啪０００Ｄ¨

ｎｌ

ｎ２

２％

０ ５

对照组

ｌ

２

５

１０

试验组

＊、＃：同图Ｉ
图４

Ｉ ４７ｍ

６２～３＂、

９７犯５２～６ ２７）
Ｉｏ，∞ｉ １６～８ ０２１
３１”ｌ ８“１１２～２ ９ｌ、

ｌ ２０ｎ００

７４６

１．３２，无统计学意义（图３）。只有ｌ篇文献
报道向他人推荐流产方法的比例”１，１００例

—ｑ—

一

流产后再选择率的Ｍｅｔａ分析

００

０４试９２～４

８０、

２ ７２ｎｂ～３ ４７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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７１

排除２篇米非司酮用量为６００ ｎ唱的原始文献后…”。，

究纳入的文献不多，样本量偏小，尚不足以说明全世

再作敏感性分析，余下的５篇文献（米非司酮剂量均

界妇女对药物流产的可接受性情况，最重要的是没

为１５０ ｎｌｇ）无异质性（Ｐ＝０．１０），Ｍｅｔａ分析示合并

有一项研究是严格意义的随机对照试验，对流产可

ｏＲ＝２．７２，９５％（Ｙ：２．１３～３

讨

４７（图４）。
论

ｌ纳入文献质量分析：纳入９篇文献的病例均

接受性的评价指标也不够规范和全面，大多数研究

还有很多混杂因素，如年龄、孕龄、孕产次和受教育
程度等对可接受性的影响。本研究将随新的原始资
料的出现不断更新。

未做到随机分配，可能原因是该研究涉及医学伦理

米非司酮配伍米索前列醇终止早期妊娠是一种

学及妇女知情选择权。国内外探讨药物流产可接受

简便、痛苦小、行之有效、可接受的流产方法，与手术

性的原始研究不多，研究设计质量不高，有很大部分

流产相比各有利弊。药物流产再次选择率和推荐给

非对照的系列病例没有纳入本系统评价。为了适应

他人的比率明显高于手术流产，提示药物流产将有

现代医疗模式的转变，笔者认为应该加强患者知情

良好的发展前景。如何提高药物流产的有效率，降

选择权方面的研究。中国十多年来上百万例药物流

低副作用的发生率，使米非司酮配伍米索前列醇行

产临床经验无疑是对世界生殖健康和卫生工作的贡

药物流产可接受性的优越性进一步体现，将是药物

献，值得全世界学习和借鉴”。，在早期非意愿妊娠流

流产研究的新方向。

产合法且人口众多的中国有条件开展药物流产可接
受性的深人研究。

（感谢四川大学华西医院临床流行病学教研室李静和刘
关键副教授给予方法学和统计学指导）

２．判效指标：９篇纳入的原始研究中流产前、后

参考文献

可接受性的判效指标不统一，描述不充分，缺乏规
１

范，笔者呼吁在进一步作相关研究时瘟注意判效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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ｏｆ ａ

标的统一和规范。本文纳入的指标很多根据孕妇的

主诉，可能存在测量偏倚，怎样在原始研究中得出更

ｈｃ｝６ｎ出ｎｇ

ｍｉ㈣Ｃ五ｔｌｃａｌ Ｉ蝴１ｎ

Ｐｏｐｕｌｎｌｏｎ Ｃｏｕｎｃ●ｌ Ｎｅｗ Ｙ０ｒｋ．２００２

客观可靠的指标将是伦理学循证评价的探讨重点

３

之一。

ｃｈ【ｎａ：删１ｔ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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Ｈｅａｌｔｈ，

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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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Ｍｅｔａ分析结论：①流产前的可接受性：流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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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选择药物流产的主要原因是认为药物流产痛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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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１。“；选择手术流产的主要原因是认为手术流产

５王春玉，李蔓波，李学荣，等药物流产与人工流产吸官术终止早
孕的临床观察宁复医学杂志，１９９９，２１：７３９

比药物流产更快捷…’“、更有效”１。②流产后的可接

６孙红珠，曼尚纯，徐惠颖，等Ｒｕ４８６药物流产与于术流产方法的
可接受性比较研究生殖医学杂志，１９９５，４ １３８ １４１

受性：人工流产后，妇女再次妊娠愿意选择药物流产

７杜明昆，应玉娣．郑怀美，等．药流与负压吸宫法的效果和可接受

的比例仍明显高于手术流产组””‘，且药物流产组

性研究生殖与避孕．１９９６，１６ １９４ １９８
８

妇女比手术流产组更愿意向他人推荐所用的流产方

ｍ。ｄｌｃａｌ ａｂｏｒ“０ｎ

要来自发展中国家，尤其是中国（７７＿８％，７，９），因此
结论更适合我国国情。当然，在参考本文结论的同
时，还需要考虑患者对不同医疗措施的耐受程度。

因此，选择何种流产方法应尊重每位孕妇的意见，医
务人员应客观地将药物和手术流产的利弊翔实相

告，结合患者的知情选择做出临床决策。由于本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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