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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产妇产后出血急救适宜技术有效性的系统评价
刘亚兰

蒋袢

汪洋

刘帅斌余小兰

邱菊

邱景富

尹岭

孕产妇病死率的高低是衡量一个国家或地区医疗保健

及产后出血急救的文献。②研究对象为产妇或孕产妇产后

水平和经济发展的重要标志。产后出血发病急、发病率高

出血。③研究类型为试验性和观察性研究。④文种只限

（约为５％～１０％）、病情重，是孕产妇死亡的主要原因，

中文。

而大多数是因无法获得急救医疗丧失了生命。２０１２年“十
二五”时期卫生事业发展指标提出２０１５年将其降至２２／１０
万…。按照保基本、强基层的要求，应当为产妇产后出血
提供安全、有效、价廉的急救适宜技术。
在医疗领域，适宜技术是指费用较为低廉、群众在经
济上能够承受，医药卫生人员容易掌握和应用的技术，而
有效性是改善患者健康状况的效力和效能‘２１。国内对孕产

排除标准：①排除仅提到适宜技术有效、产妇产后出
血、急救任意一项或两项的文献。②排除系统评价或综述、
新闻报道、文献目录、会议、评论、通知、讲座和重复报
道的文献等。系统评价不直接排除，初筛时提取相关参考
文献并作为查找文献是否遗漏的依据。

１．２文献检索

妇的研究侧重于分析死亡原因及临床技术的实施，随着适

本研究采用主题词、摘要、题名或关键词相结合的方

宜技术推广应用的进展，有哪些产妇产后出血急救适宜技

式检索中国生物医学、中国期刊全文、维普中文科技期刊、

术，其疗效如何，目前未见相关文献研究进行总结分析报

万方四大中文数据库，时限均为建库至２０１３年１２月。检

道，因此有必要全面收集相关文献进行系统的总结，为医

索式为（适宜技术ＯＲ适宜卫生技术）ＡＮＤ（孕产妇ＯＲ

疗工作者提供事实依据。

产妇），检索文献导入Ｅｘｃｅｌ软件进行管理和查重。

１资料与方法

１．３文献筛选
两名研究人员在统一的表格独自根据文题和摘要进行

１．１

纳入与排除标准
纳入标准：①研究主题为明确描述适宜技术有效且涉
ＤＯＩ：１０．３７６０／ｅｍａ．ｊ．ｉｓｓｎ．１６７１－０２８２．２０１５．０５．０２３

基金项目：国家科技支撑计划（２０１２ＢＡＪｌ８８００）
作者单位：４０００１６

重庆，重庆医科大学公共卫生与管理学

院（刘亚兰、蒋袜、汪洋、余小兰、邱菊、邱景富）；重庆医科大
学附属第二医院（刘帅斌）；解放军总医院（尹岭）
通信作者：蒋祚，Ｅｍａｉｌ：ｊｉａｎｇｙｉｌａｏｓｈｉ＠１６３．ｅｏｍ；汪洋，
Ｅｍａｉｌ：ｗａｎｇｙａｎ９８２８９＠１６３．ｔｏｍ

万方数据

筛选，初筛保留的以及无法确定的全文复筛后交叉核对，
如有分歧经讨论或参考第三方意见达成一致。

１．４资料提取
两名研究人员独自提取纳入文献的信息，包括：①基
本信息如文题、作者、发表时间、地区和文献来源；②研
究对象、样本量；③研究设计类型、分析方法；④产后出
血急救适宜技术的具体内容；⑤干预措施、结局指标及结
果。最后核对并讨论达成一致后录入。

主堡急趁匡茎盘查至Ｑ！！生！旦筮丝鲞箜ｉ塑￡ｂ也』垦坐！垡堕鱼：堕塑垫！！：ｙ！！：丝：堕！：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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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分为１分，未详细说明随机分组序列的产生方法，未说

１．５质量评价
随机对照试验采用Ｊａｄａｄ量表评分标准评价其方法学

明失访与退出及采用盲法的情况，分配隐藏不清楚。

质量，评价内容包括随机序列的产生方法、盲法、退出和

表１

纳入文献的基本特征

失访共３个方面。回顾性队列研究则采用Ｎｅｗｃａｓｔｌｅ．Ｏｔｔａｗａ
研究对象

萎霎 萎蠢 冀翥于

评价者独立进行，讨论解决分歧之处。

Ｅ

黄越华等２００６ ３］广西南宁

孕产妇

定量队列研究７６．９３万

１．６分析方法

艾仕英等２００７ Ｅ４］广东中山

剖宫产产妇

Ｓｃａｌｅ（ＮＯＳ），具体包括对象选择、可比性、结局。由两位

纳入文献多为描述性研究且结局指标差异较大，故采
用定性方法进行系统地归纳和总结。首先描述和分析纳入
文献的基本特征情况及方法学质量评价；紧接着对不同病

纳入研究

研究地点

定量回顾性分析

７９

管延萍等２００９ Ｅ５］广东珠海前置胎盘剖宫产产妇定性回顾性分析

２０

李小平等２０ｌｏ【６ Ｊ广东广州

随机对照

ｊ。．

表２纳入研究的方法学质量评价

关技术的实施及有效性。

２．１

定量

注：Ｔ为试验组或者病例组；Ｃ为对照组

因的产后出血具体急救技术进行归纳和总结；然后描述相

２

宫缩乏力顺产妇

结果
文献筛选结果
初检共获７３０条记录，其中有１篇从系统评价中筛选

出来。按照纳入排除标准，初筛后获得８７篇，逐篇阅读全
文最终纳入４篇文献：蛐１。文献筛选流程及结果见图１。

注：①暴露组代表性；②非暴露组的选择；③暴露确认；④证
实研究开始时结局没有发生；⑤队列在研究设计或分析中的可比
性；⑥结局测量；⑦足够随访时间；⑧恰当随访

２．４产后出血具体急救适宜技术的描述
纳入文献涉及的疾患有：前置胎盘剖宫术中宫颈段顽
固性出血、宫缩乏力性产后出血及其他产后出血。适宜技
术有：①容积法＋面积法计算产后出血量、适时按摩子宫、
徒手剥离胎盘等。②宫腔填纱、血管结扎等，主要控制剖
宫术中宫缩乏力、胎盘剥离面严重出血。③宫颈段剖开浆
肌层和肌层“十”字交叉重叠缝合止血，采用宫颈下段剖
开，若再次妊娠可出现子宫破裂等，必须避孕３年以上，
应在结扎子宫动脉、纱条填塞无效下实施。④宫颈钳夹术
能在第三产程及时加强宫缩，避免宫腔积血。见表３。
表３纳入文献产妇产后出血具体急救适宜技术

图１

纳入研究

疾病名称

黄越华等２００６［３ｊ

产后出血

艾仕英等２００７１４］

产后出ｍ

文献筛选流程及结果

急救技术
容积法＋面积法计算产后出血量；第三
产程超过３０ ｒａｉｎ必须徒于剥离胎盘
宫腔填纱；血管结扎；子宫切除；动脉
栓塞
宫颈段剖开直视下采用３－０可吸收缝线

２．２纳入文献的描述
纳人的４篇文献显示，２００６年开始有相关报道，研究
地区主要在广东省。涉及到剖宫产及顺产产妇，包括１个
前瞻性队列研究口。和随机对照研究【６ Ｊ、２个回顾性研
究＿４。Ｊ；多采用定量的分析方法；样本量从２０例到７６．９３
万例不等。见表１。

２．３纳入研究的方法学质量评价
３项研究＂刮在对象选择上均具有代表性和暴露的确

管延萍等ｚ００。［ｓ，茎三蔷薏喜需

孙糊㈣㈨篱
２．５

行浆肌层和肌层“十”字交叉重叠缝
合止血
宫颈钳夹术：４把钳在中间和两侧分别
钳夹前后唇

产后出血急救适宜技术的实施和有效性情况
纳入的文献采用出血量、病死率等指标分析报道研究

结果，其中，１项研究¨ｏ采用了前后对照，１项Ｍ ｏ设立了
实验对照。见表４。

认，但均未严格控制混杂因素；其中１项研究Ｈ１未进行足

李小平等、６ Ｊ将顺产妇作为研究对象，比较了钳夹术和

够或者恰当的随访，结果见表２。随机对照试验￣６１的Ｊａｄａｄ

欣母沛对官缩乏力性产后出血的急救效果，结果显示第三

万方数据

·５５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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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程至产后２ ｈ，产后２ ｈ及２４ ｈ出血均数差异无统计学意

ｍＬ宫颈段顽固性出血的剖宫产初产妇实施浆肌层和肌层交

义（Ｐ＞０．０５），说明了钳夹术与欣母沛同样能有效加强

叉重叠缝合后止血并术后恢复良好。此外，艾仕英等㈨的

宫缩治疗难治性产后出血，重要的是该技术更为简单、实

研究显示在其他方法无效的情况下，子宫切除术是挽救产

用、经济。管延萍等。５］发现２０例出血量在３

０００～４ ０００

妇生命及降低孕产妇病死率最为有效的措施。

表４纳入文献产妇产后出血急救适宜技术的实施和有效性

注：Ｔ为试验组或者病例组；Ｃ为对照组

３讨论

的研究有限，存在质量不高且对照试验少、有效性指标单
一等方面的局限。建议应进一步结合定性和定量的方法开

目前，国内研究者对产后出血适宜技术的关注并不高，

展设计严谨、联合疗效指标和生存质量指标及涉及多种病

其他地区开展的研究较为罕见；样本量较小，采用定性的

因的高质量研究。总之，基层医疗工作者掌握和应用安全、

分析方法无法直接评价确切的急救效果。２０１０年李小平

有效、价廉的产后出血急救适宜技术对降低孕产妇病死率

等¨一首次采用随机对照实验并用统计学方法进行论证，这

有重要的医学和社会意义。

给以后开展此领域的研究提供了参考依据。另外，产后出

参考文献

血的病因众多，仅管延萍等怕Ｊ和李小平等拍１分别就宫缩乏
力和前置胎盘这两个确切病因进行了有针对性的研究，而
软产道裂伤、凝血功能异常等尚未涉及。更重要的是，单
一从出血差异、病死率降低及百分率来说明效果，统计学
处理时未给出具体的统计值且很少直接采用有效率指标，
结果的论证强度较低，这不利于全面系统的评价和分析。
适宜技术的有效性评估应采用设计严谨的对照试验并
结合定性的研究方法，在医疗领域使用最广的是疗效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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便、有效、易于推广的产妇产后出血急救适宜技术的高质
量研究有待加强。
本研究严格按照系统评价的方法全面收索及筛选文献，
能够保证研究的质量。但评价结果显示质量普遍不高，研
究设计不严谨，无法保证结果的可靠性和实用性等。
综上，目前国内对产妇产后出血急救适宜技术有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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