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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 观察逐瘀生化汤对依沙吖啶中期引产的疗效遥 方法 选择 2018 年 2 月至 2019 年 2 月在我院接受依

沙吖啶中期引产的患者 112 例袁随机分为观察组和对照组袁每组各 56 例袁对照组口服产后逐瘀胶囊袁观察组口服
逐瘀生化汤袁比较两组引产成功率尧清宫率尧胎盘粘连率尧产后出血量尧产后出血时间及不良反应遥 结果 观察组

引产成功率为 92.86%袁高于对照组的 89.29%袁但差异无统计学意义渊字2=0.439袁P跃0.05冤曰观察组清宫率和胎盘粘
连率分别为 8.92%和 3.57%袁低于对照组的 28.57%和 16.07%袁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渊字2=7.092袁4.939袁P约0.05冤曰观
察组产后出血量和产后出血时间分别为渊198.41依19.24冤mL尧渊6.45依2.08冤d袁低于对照组的渊302.23依25.38冤mL 和

渊8.61依2.56冤d袁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渊P约0.05冤曰两组不良反应总发生率均为 12.50%袁未见严重不良反应遥 结论 逐
瘀生化汤可减少依沙吖啶中期引产的清宫率和胎盘粘连率袁减少产后出血量和出血时间袁无明显不良反应袁值得
临床推广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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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observe the curative effect of Zhuyu Shenghua Decoction for induction of labour in second

trimester by ethacridine. Methods A total of 112 patients receiving induction of labour in second trimester by ethacri鄄
dine in our hospital from February 2018 to February 2019 were randomly divided into the observation group(n=56) and
the control group(n=56). The control group was administrated Postpartum Zhuyu Capsule orally, while the observation

group was administrated Zhuyu Shenghua Decoction orally. The success rate of labour induction, curettage rate, placental
adhesion rate, postpartum hemorrhage volume, postpartum hemorrhage time and incidence of adverse reactions were
compared between the two groups. Results The success rate of labour induction was 92.86% in the observation group,

higher than 89.29% in the control group, but the difference was not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字2=0.439, P>0.05). Curettage

rate and placental adhesion rate in the observation group were 8.92% and 3.57%, respectively, lower than those in the

control group(28.57% and 16.07%, respectively), and the differences were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字2=7.092, 4.939, P<0.05).
The postpartum hemorrhage volume, postpartum hemorrhage time in the observation group were (198.41依19.24) mL and

(6.45依2.08) days, respectively, which were lower than those in the control group(302.23依25.38) mL and(8.61依2.56) days,
and the differences were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P<0.05). The total incidence of adverse reactions was 12.50% in both

groups, and no serious adverse reactions were observed. Conclusion Zhuyu Shenghua Decoction for induction of labour
in second trimester by ethacridine can reduce the curettage rate and placental adhesion rate, the amount and time of
postpartum hemorrhage, without obvious adverse reactions, and is worthy of clinical promo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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孕中期引产指妊娠 14耀27 周因母体疾病尧防止先

安全性好尧成功率高尧费用低袁是目前临床上应用最广

续妊娠袁需采用人工方法终止妊娠遥 随着产前诊断技

便尧成功率高袁但其产程长袁容易发生胎盘粘连和残

天性畸形儿及遗传病儿的出生尧非意愿妊娠等不宜继

泛的中期妊娠引产方法[1]遥 尽管依沙吖啶引产操作简

术不断提高和社会因素影响袁孕中期引产率呈上升趋

留袁需行清宫术袁产后出血量多尧持续时间长袁增加了

势遥 依沙吖啶羊膜腔内注射引产手术因其操作简便尧

受术者的痛苦遥 本研究在临床中不断总结经验袁尝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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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依沙吖啶引产时配合口服中药逐瘀生化汤袁在减少
中期引产并发症方面取得满意的效果袁现报道如下遥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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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草尧天花粉尧生山楂各 15 g袁三棱尧莪术尧炮姜尧川芎尧
炒蒲黄各 10 g袁甘草 6 g遥 每日 1 剂袁水煎取 300 mL袁
分早晚 2 次服用袁连服 10 d遥
1.3 观察指标及评价标准

淤引产成功率院依沙吖啶羊膜腔内注射 48 h 内

选择 2018 年 2 月至 2019 年 2 月在我院接受依

胎儿娩出为引产成功袁计算引产成功率遥 于清宫率院胎

算机简单随机化分组原则将其分为对照组渊n=56冤和

残留袁需清宫者遥 计算清宫率遥 盂胎盘粘连率院清宫时

沙吖啶羊膜腔内注射中期引产的患者 112 例袁根据计
观察组渊n=56冤遥 对照组年龄 21耀36 岁袁平均渊29.92依

儿娩出后检查胎盘不完整袁或产后 5 d 超声提示宫内

发现残留的胎盘组织与宫壁粘连袁难以剥离者遥 计算

4.15冤岁曰孕龄 16耀27 周袁平均渊21.18依3.75冤周曰孕次

胎盘粘连率遥 榆产后出血量院引产后 24 h 内阴道出血

0.23冤次遥 观察组年龄 21耀37 岁袁平均渊30.11依4.24冤岁曰

血前敷料干重渊g冤]/1.05渊血液比重袁g/mL冤遥 虞产后出

均渊1.51依0.42冤次曰产次 0耀2 次袁平均渊0.91依0.25冤次遥两

现发热尧呕吐尧过敏尧皮疹等不良反应遥

1 耀4 次袁平均渊1.81依0.49冤次曰产次 0耀2 次袁平均渊0.95依
孕龄 16耀27 周袁平均渊21.26依3.94冤周曰孕次 1耀3 次袁平

组一般资料比较袁差异无统计学意义渊P跃0.05冤袁具有
可比性遥

纳入标准[2]院超声提示妊娠 16耀27 周者曰患有某种

疾病不能继续妊娠者曰产前诊断胎儿畸形或死胎者曰本
人要求终止妊娠者曰所有患者均自愿接受本次治疗和

研究袁且自愿签署知情同意书遥 排除标准[2]院全身情况
不良袁不能耐受手术者曰中央型前置胎盘者曰瘢痕子宫

者曰软产道梗阻者曰骨盆严重狭窄或畸形者曰各种疾病
的急性期者曰 急性生殖道炎症或穿刺部位感染者曰依
沙吖啶过敏者曰米非司酮禁忌证者曰精神病或认知障

量遥 失血量渊mL冤=咱胎儿娩出后接血敷料湿重渊g冤-接
血时间院引产后出血持续时间遥 愚不良反应院用药后出
1.4 统计学方法

采用 SPSS 19.0 统计学软件进行数据分析袁计量

资料用渊x依s冤表示袁采用 t 检验袁计数资料用[n渊%冤]表
示袁采用 字2 检验袁P约0.05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遥
2 结果
2.1 两组引产成功率尧清宫率和胎盘粘连率比较
观察组引产成功率高于对照组袁但差异无统计学
意义渊P跃0.05冤曰观察组清宫率和胎盘粘连率显著低于
对照组渊P约0.05冤遥 见表 1遥

碍者遥 本研究经医院医学伦理委员会批准遥
1.2 方法

表 1 两组引产成功率尧清宫率和胎盘粘连率比较[n渊%冤]

1.2.1 引产方法 两组患者均采用依沙吖啶羊膜腔内

组别

份有限公司曰批准文号院国药准字 H20000649曰规格院

字2 值

注射引产遥 术前 1 d 晚上口服米非司酮渊浙江仙琚股
25 mg伊1 片冤75 mg袁次日上午再次口服米非司酮 75 mg袁

服药前后 2 h 均禁食遥 2 h 后按照叶临床诊疗指南与技
术操作规范院计划生育分册曳[2]的规范操作袁于羊膜腔

内注射乳酸依沙吖啶渊江西迪赛诺制药有限公司曰批准
文号院国药准字 H32024696曰规格院2 mL颐50 mg伊10支冤
100 mg遥 若注射依沙吖啶 48 h 后仍未发动宫缩袁记

录为引产失败袁于阴道后穹隆追加放置米索前列醇

渊湖北葛店人福药业有限公司曰批准文号院国药准字

H20073696曰规格院0.2 mg/片冤0.1 mg袁若仍无宫缩袁间
隔 4耀6 h 重复追加袁直到分娩发动遥

1.2.2 对照组 注射依沙吖啶当日开始口服产后逐瘀

n

56

观察组

56

对照组

引产成功

清宫

52渊92.86冤

5渊8.92冤

2渊3.57冤

50渊89.29冤

16渊28.57冤

9渊16.07冤

0.508

0.008

0.026

0.439

P值

胎盘粘连

7.092

4.939

2.2 两组产后出血量和产后出血时间比较
观察组产后出血量显著少于对照组渊P约0.05冤袁观

察组产后出血时间显著短于对照组渊P约0.05冤遥见表 2遥
表 2 两组产后出血量和产后出血时间比较渊x依s冤
组别
观察组
对照组
t值

n

产后出血量渊mL冤

产后出血时间渊d冤

56

302.23依25.38

8.61依2.56

56

198.41依19.24
7.204
0.000

P值

6.45依2.08
4.139
0.000

胶囊渊瑞阳制药有限公司曰批准文号院国药准字

2.3 两组不良反应比较

连服 10 d遥

1 例曰对照组轻度发热 7 例袁两组不良反应总发生率

生化汤袁组成院黄芪尧党参尧当归各 20 g袁桃仁尧牛膝尧益

不良反应遥 见表 3遥

Z20083018曰规格院0.45 g伊24 粒冤袁每次 3 粒袁每日 3 次袁

1.2.3 观察组 注射依沙吖啶当日开始口服中药逐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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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射依沙吖啶后袁观察组轻度发热 6 例袁皮疹

比较袁差异无统计学意义渊P跃0.05冤袁两组均未见严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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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两组不良反应比较[n渊%冤]
组别

轻度发热

皮疹

总发生

56

6渊10.72冤
7渊12.50冤

1渊1.78冤

7渊12.50冤

0.087

1.009

0.000

56

观察组
对照组
字2 值

0.768

P值

定剂量依赖性袁 其作用机制可能是抑制胎盘血管生

n

0

0.315

7渊12.50冤
1.000

成遥 高宇勤等[11]研究发现袁蒲黄水煎剂能兴奋离体子
宫袁使子宫平滑肌收缩持续时间延长遥 李瑞兰等[12]研究
显示袁益母草能兴奋离体尧在体动物与人体子宫袁较缩
宫素作用持久袁对子宫平滑肌远期收缩效果好遥 有研
究[13-14]发现袁牛膝含有对动物子宫平滑肌有活性的三

3 讨论

萜皂苷袁煎剂能使子宫收缩幅度增强尧频率加快曰且牛

依沙吖啶注射到羊膜腔后袁 药物被胎儿吞食袁导

膝还有软化和扩张宫颈的作用遥近期研究[15-16]表明袁天

致胎儿中毒死亡遥 同时依沙吖啶作用于子宫蜕膜和胎

花粉可直接作用于胎盘的滋养层细胞袁 使之变性坏

盘组织袁使之发生变性尧坏死袁绒毛膜促性腺激素尧孕

死袁绒毛间隙毛细血管内血栓形成袁胎盘血窦中纤维

酮和雌激素水平降低袁 内源性前列腺素合成释放增

蛋白凝固沉积袁阻断胎盘血运袁导致胎盘损伤尧胎儿死

加袁诱发子宫收缩袁使胎盘胎膜剥离袁最终导致胎儿胎

亡袁羊水及血浆中前列腺素水平升高袁刺激子宫收缩

盘娩出遥 米非司酮作为孕激素受体拮抗剂袁可竞争性

而终止妊娠遥

地与孕激素受体结合袁使蜕膜和绒毛变性袁提高子宫

逐瘀生化汤的作用机制归纳起来可能有三个方

肌层对前列腺素的敏感性袁同时软化宫颈袁促进宫缩袁

面院淤加速胎盘滋养层细胞坏死袁促进胎盘剥离曰于软

加速产程袁缩短引产时间袁在孕中期引产时两者常联

化和扩张宫颈袁加强宫缩袁增强产力袁促进胎儿胎盘顺

合应用

遥

[3-4]

利娩出曰盂改善局部血液循环袁加快子宫内膜修复袁减

中期妊娠由于胎儿相对较大尧骨骼发育尧胎盘形
成及母体的生理变化袁给引产造成更多的困难和并发
症 遥 据报道袁全球中期引产占全部人工终止妊娠的
[5]

10%耀15%袁但其并发症却占全部人工终止妊娠的 2/3 遥
[6]

少产后出血遥 对照组使用的产后逐瘀胶囊仅由益母
草尧当归尧川芎尧炮姜 4 味中药组成袁只能起到促进宫

缩尧减少产后出血的作用袁而无加速滋养层细胞坏死尧
促进胎盘剥离尧扩张宫颈尧增强产力尧促进胎儿胎盘娩

中期引产并发症主要有产后出血尧软产道损伤尧胎盘

出等作用袁而且药量少尧药力弱遥 本研究结果显示袁依

粘连残留尧感染等遥 产后出血是最常见的并发症袁导致

沙吖啶羊膜腔内注射引产配合口服逐瘀生化汤袁可显

出血因素很多袁其中胎盘粘连占据首位袁由于粘连部

著降低清宫率和胎盘粘连率袁减少产后出血量和出血

分胎盘不能及时从子宫壁剥离袁影响子宫收缩袁而剥

时间袁优于产后逐瘀胶囊袁且无明显不良反应遥 因此袁

离部分血窦开放造成出血袁甚至大出血遥 由于胎盘剥

中期引产口服逐瘀生化汤安全有效袁值得进一步临床

离困难袁导致胎盘粘连和残留袁清宫率明显增高遥 为减

推广应用遥

少中期引产并发症袁 本研究尝试采用中西医结合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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