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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比较米索前列醇和期待疗法对不全流产的临床疗效。方法：将99例B超确诊为不全流产的
患者随机分为试验组50例和对照组49例，试验组患者给予米索前列醇片400μg舌下含服，对照组只进行临
床观察。结果：试验组和对照组完全流产率分别为87.50%和84.78%，出血时间、腹痛时间和妊娠囊排出
时间两组均无明显差异；两组满意度组间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但完全流产患者的满意度高于非完全流

产患者；所有患者入组时的心理创伤程度相当，至研究结束两组GHQ评分组间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结论：米索前列醇和期待疗法治疗不全流产效果相当，临床上可根据需要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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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compare the clinical efficacy of misoprostol and expectant treatment for incomplete 
abortion. Methods 99 incomplete abortion patients diagnosed by ultrasound were divided into test group (n=50) 
and control group (n=49) randomly. The test group adminstered sublingual 400μg misoprostol tablets and control 
group adminstered clinical observations only. Results Complete abortion rates of test group and control group 
were 87.50% and 84.78% respectively . There was no significantly difference in duration of vaginal bleeding, 
duration of abdominal pain, time to pass tissue mass and satisfaction between two groups . But satisfaction of 
complete abortion patients were higher than non-complete abortion patients .  All patients got psychological 
impact at baseline, but there was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 between two groups in GHQ scores at last . Conclusions 
Quite misoprostol and expectant treatment for incomplete abortion effect, clinical on can choose according to ne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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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全流产大多实施清宫术或钳刮术治疗，近年来研究发现，米索前列醇对不全流产同样有良好的治疗

效果 ［1、2］，部分患者甚至依靠单纯期待治疗能完全治愈［3］。为进一步比较米索前列醇与期待疗法对不

全流产的治疗效果，本研究纳入我院不全流产患者99例进行对比分析。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99例不全流产患者，纳入标准： ①年龄18-40 周岁，健康状况良好； ②停经20 周以内，
经B超证实胚胎已死亡，妊娠组织滞留宫腔内尚未完全排出者；③凝血功能、肝肾功能及血尿常规等检查
正常；④无心血管、内分泌、呼吸、消化等系统疾病； ⑤无前列腺素衍生物使用禁忌症；⑥无子宫畸形，
无宫颈微波、激光等治疗史；⑦了解研究内容并愿意配合，签署知情同意书。患者以随机数字表法分为试

验组和对照组，两组各项一般资料组间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

1.2　治疗方法　试验组舌下含服米索前列醇片400μg，持续30min后将残留药品吞下，服药前、后2小时禁
食，情况稳定6h后出院；对照组不给予任何干预出院观察。所有患者出院时携带日记卡，密切观察并记录
阴道流血及胚胎组织排出情况，于研究开始后第7、14天返院复诊，无胚胎组织排出或排出不完整、阴道
流血不止的患者行清宫术。

1.3　评价方法　①满意度调查。包括医疗服务满意程度、治疗方式满意程度、是否会推荐给朋友、是否
会再次选择等四个项目，分数越高表示越满意；② 一般健康问卷（General health questionnaire, GHQ）。
包括12个条目，得分值越高，表示精神健康状况越差［4］；③完全流产判定标准。研究开始后14天内，经
阴道超声检查胚胎组织完全排出体外，宫内无异常回声，阴道出血量少或已经停止。

1.4　统计学分析　采用SPSS 19.0软件进行数据分析，计量资料使用“单样本K-S检验”作正态性适配度的
检验，正态分布数据使用以均数±标准差表示，组间比较采用独立样本t检验，非正态性分布以中位数
（四分位间距）表示，采用mann-whitney U检验；定性数据用百分率描述，组间比较行χ2检验； P<0.05为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一般情况　试验组和对照组各有2例和3例患者失访或拒绝复诊，试验组有1例患者因出血量较多
（>100mL），入组后第3天予改行清宫术，两组患者治疗过程中均未出现子宫破裂、大出血等严重不良反
应。

2.2　流产效果　两组完全流产率分别为87.50%和84.78%，组间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完全
流产患者的出血时间、腹痛时间和妊娠囊排出时间组间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0.05），见表1。

表1　两组流产效果比较
比较项目 试验组 对照组 χ2/Z值 P

完全流产率（%） 87.50%（42/48） 84.78%（39/46） 0.15 0.70
出血时间（d）★ 15（5～20） 13.5（6～17） 1.75 0.18
腹痛时间（d）★ 4.5（3～9） 5（3～11） 2.02 0.09

妊娠囊排出时间（d）★ 2.5（1～4） 4（2～7） 0.91 0.24
★指完全流产患者

2.3　患者满意度比较　两组治疗满意度各维度及总分无明显差异（P>0.05），而完全流产组满意度均优于
非完全流产组（P<0.05），其中“是否会推荐给朋友”、“ 是否会再次选择”差异度较大。

2.4　心理伤害评估　得知流产发生时，所有患者都出现了一定程度的心理创伤， 随着时间的推移及医疗
手段的介入心理影响明显恢复，研究结束时两组GHQ评分及治疗前后差值组间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0.05），见表2。

表2　两组GHQ评估
时点 试验组 对照组 Z值 P值

治疗开始时 18（4～28） 16（6～25） 1.08 0.21
研究结束时 7（2～12） 5（1～10） 0.85 0.37
治疗前后差值 10.5（2～14） 12（2.5～16） 2.03 0.11

3　讨论
　　为避免残留的胚胎组织影响子宫收缩而导致大出血，我国妇产科教材及多数学者都支持不全流产确诊

后立即手术清宫，但近年来很多研究认为保守治疗同样能达到满意疗效。国际Cochrane组织一项研究表明，
米索前列醇可替代手术清宫治疗不全流产［5］；Shochet ［2］也认为，米索前列醇与手术清宫都能有效治疗

不全流产，同时米索前列醇对设备和操作技巧要求低，更适合在医疗条件较缺乏的地区推广；还有学者认

为期待疗法与米索前列醇、手术清宫治疗效果相当，是一种更合适的保守治疗措施［6］。本研究结果表明，

期待疗法和药物治疗两种方法疗效令人满意，完全流产率都超过80%，治疗过程中均未出现子宫大出血等
不良反应，而且腹痛、阴道出血和妊娠囊排出时间等指标两组无明显差异。陈洁［7］通过米非司酮配伍米

索前列醇终止妊娠，失败率仅为3.24％，成功率极高，效果值得肯定。另外，流产会对患者心理造成一定
程度的影响，因此选择治疗方式时需要考虑对患者心理的影响。Wieringa［8］比较手术流产和期待疗法之

后，认为期待疗法患者心理创伤恢复更早，lee［9］则认为手术清宫和药物流产对心理创伤的影响无差异。

本研究中两组患者在获知流产结局时心理健康都受到明显影响，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心理创伤均逐渐恢复，

两种措施对缓解心理创伤无明显差异。虽然试验组患者更多地向研究者咨询药物是否会对身体产生危害，

但两组满意度均处于较高水平，组间无明显差异，且患者的满意与否取决于治疗结果而非治疗方法。另外，

邓雪冰认为阴道放置米索400 - 600 μg可以有效治疗早孕流产，预先使用米非司酮600 mg不能增加完全流
产率［10］。但米索前列醇舌下含化给药药物起效速度更快，可以更快获得理想效果，具有一定的应用优势。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米索前列醇与期待治疗对不全流产治疗效果相当，对妇女心理创伤及满意度无明

显差异，临床上可酌情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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