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药物流产对继后妊娠分娩期并发症的影响
徐永君

（三亚市妇幼保健院，海南 三亚 572000）

【摘要】 目的 探讨药物流产对继后妊娠分娩期并发症的影响。方法 选择 455例有一次药物流产史的

首次分娩孕妇为实验组，560例无药物流产史的首次分娩孕妇为对照组；观察各实验对象分娩期的胎盘早剥、胎

盘粘连或植入、第三产程延长、产后出血等并发症情况。结果 实验组的第三产程和产后出血发生率高于对照

组(5.49% vs 2.14%，3.29% vs 0.71%)，胎盘早剥和胎盘粘连或植入与对照组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

结论 药物流产可以增加继后妊娠分娩期的第三产程延长和产后出血的发生率，对胎盘早剥和胎盘粘连或植入

无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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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ffect of medical abortion on the complications of subsequent pregnancy and parturition. XU Yong-jun. Sany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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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investigate the effect of medical abortion on the complications of subsequent preg-

nancy and parturition. Methods Four hundred and fifty-five primiparas with once medical abortion history were en-

rolled as the study group. Five hundred and sixty primiparas without medical abortion history were enrolled as the con-

trol group. Placenta abruption, placenta accretion or implantation, prolonged third stage of labor and postpartum hem-

orrhage of labor were compared between the two groups. Results The incidences of prolonged third stage of labor

and postpartum hemorrhage in the study group were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ose in the control group (5.49% vs

2.14% and 3.29% vs 0.71%). The incidence of placenta abruption, placenta accretion or implantation showed no statis-

tically significant difference between the two groups (P<0.05). Conclusion Medical abortion may enhance the occur-

rence of prolonged third stage of labor and postpartum hemorrhage, but has no effect on placenta abruption, placenta

accretion or implantation of subsequent pregnanc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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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 著·

随着思想的开放和性生活开始年龄的提前，非意

愿妊娠增加，终止早期妊娠的需求也随之增加。米非

司酮和米索前列醇配伍进行药物流产是终止早期妊

娠的一种常见的方式。但是，药物流产对继后妊娠的

影响尚不明确，本研究旨在分析药物流产对继后妊娠

分娩期并发症的影响。

1 资料与方法

1.1 临床资料 选取 2009 年 3 月至 2012 年 3

月间来我院就诊的有一次药物流产史的首次分娩

的 455 例孕妇为实验组；无药物流产史的首次分

娩的 560 例孕妇为对照组；剔除有分娩史、多次药

物流产史、自发流产史、手术流产史和严重疾病的

孕妇。

1.2 研究方法 详细询问年龄、文化程度、职

业、居住地、行药物流产的地点；并记录分娩期并发

症：胎盘早剥、胎盘粘连或植入、第三产程延长、产后

出血情况，分析药物流产对继后妊娠分娩期并发症的

影响。

1.3 统计学方法 采用 SPSS17.0 进行统计分

析，计数资料采用卡方检验，P<0.05视为差异有统计

学意义。

2 结 果

2.1 两组研究对象的一般情况比较 两组研究

对象在年龄、文化程度、药物流产地点、职业、居住地

等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见表1。

2.2 药物流产对继后妊娠分娩期并发症的影

响 实验组分娩期的第三产程延长、产后出血的发生

率与对照组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胎盘早剥、胎盘

粘连或植入发生率与对照组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0.05)，见表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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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讨 论

米非司酮是孕激素受体的拮抗剂，能竞争性的与

孕激素受体结合，使蜕膜充血、水肿、变性，从而使蜕

膜组织与绒毛膜板分离，胎盘游离[1]。米索前列醇是

前列腺素E的类似物，可以软化宫颈，使宫口松弛，有

利于胎盘的排出[2]。早期报道米非司酮配伍米索前

列醇进行药物流产的成功率在90%以上，王玲等[3]重

新评估传统药物流产终止宫内早孕疗效，结果显示，

141例行药物流产患者的完全流产率仅为65%，药物

流产后清宫率为 31%。阴道流血是药物流产常见的

并发症，药物流产后出血为细菌生长提供大量的营养

成份，特别是对于存在生殖道感染的患者，可以导致

子宫内膜炎和宫腔感染，因此，在行药物流产时，常规

给予抗生素预防感染。当阴道流血量过大或时间过

长，保守治疗不能提高药物流产的成功率，多需要清

宫[4-5]。阴道出血、药物流产不全和药物流产失败是药

物流产后行清宫术的主要原因。

药物流产后对继后妊娠的影响鲜有报道。梁敏红

等[6]研究了药物流产后清宫与继后妊娠分娩时并发症

的关系发现，药物流产后清宫比单纯药物流产组分娩

时第三产程延长发生率增加，胎盘早剥、粘连或植入和

产后出血的发生率与单纯药物流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

义；熊文栋等[7]研究发现，药物流产对再次妊娠和新生儿

无明显影响。本研究发现，药物流产影响继发妊娠分娩

期的第三产程和产后出血的发生率增加，对胎盘早剥、

胎盘粘连或植入的发生率无明显影响，与熊文栋等[7]的

结果不一致，这可能与后者的研究样本量小有关。

药物流产对继后妊娠的影响尚无定论。药物流

产常见的并发症如产后出血时间过长或出血量过大

可导致宫内感染，宫内炎症可能是与继后妊娠分娩期

并发症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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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 两组研究对象的继后妊娠分娩期并发症比较[例（%）]

组别

实验组

对照组

χ2值

P 值

胎盘早剥

4（0.88）

3（0.36）

0.43

>0.05

胎盘粘连或植入

12（2.64）

7（1.25）

2.63

>0.05

第三产程延长

25（5.49）

12（2.14）

8.35

<0.05

产后出血

15（3.29）

4（0.71）

9.11

<0.05

表1 两组研究对象的一般情况[例（%）]

项目

年龄（岁）

学历

药物流产

地点

居住地

职业

分类

20~24

25~29

30~35

初中及以下

高中/中专/技校

大专及以上

县市级医疗机构

乡镇级医疗机构

其他

城市

城镇

农村

技术行政人员

工人及服务员

农民及其他

实验组(n=455)

235 (51.64)

168 (36.92)

52 (11.43)

163 (35.82)

253 (55.60)

39 (8.57)

175 (38.46)

204 (44.84)

76 (16.70)

92 (20.22)

258 (56.70)

105 (23.08)

86 (18.90)

265 (58.24)

104 (22.86)

对照组(n=560)

282（50.36）

205（36.61)

73（13.04）

214（38.21）

290（51.79）

56（10.00）

213（38.04）

238（42.50）

109（19.46）

124（22.14）

296（52.86）

140（25.00）

102（18.21）

293（52.32）

165（29.46）

χ2值

0.62

1.62

1.38

1.50

5.80

P值

0.73

0.44

0.50

0.47

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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