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肝素与阿司匹林在复发性流产中抗磷脂
抗体综合征应用的 Meta分析

韦懿芸,庞丽红△,程晓冰

(广西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产前诊断与遗传病诊断科,南宁 530021)

摘要 目的:系统评价复发性流产(RSA)中抗磷脂综合征(APS)的治疗方案中肝素和阿司匹林联合治疗方案与阿司匹林单一
用药方案对妊娠结局改善的影响。方法:在Pubmed、Medline、中国知网、万方数据库等电子数据库中,使用“阿司匹林”、“肝
素”、“抗磷脂抗体”、“复发性流产”、“免疫性流产”等关键词搜集相关文献。使用Stata12.0进行数据分析,用比值比(OR),
95%可信区间(95%CI)来描述分析结果,并对纳入文章的异质性、发表偏倚及敏感性进行分析。结果:最终纳入6篇文献(共
433例患者)。肝素联合阿司匹林联合治疗组和阿司匹林单一用药组的活产率分别为173/216(80.0%)、138/217(63.59%),
联合治疗组的活产率明显高于单一用药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OR=2.75,95%CI:1.18~2.73,P<0.05),两组早产率、剖宫
产率、少量出血发生率、胎儿宫内生长受限发生率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均P>0.05)。结论:联合使用肝素和阿司匹林对
复发性流产中抗磷脂抗体综合征患者成功妊娠的治疗效果较单纯使用阿司匹林的效果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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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eparinandaspirininthetreatmentofrecurrentspontaneousabortionassociatedwithantiphos-
pholipidantibodysyndrome:ameta-analysis
YiyunWei,LihongPang,XiaobingCheng.(PrenatalDiagnosisandGeneticDiseaseDiagnosticsDepart-
ment,TheFirstAffiliatedHospitalofGuangxiMedicalUniversity,Nanning530021,China)
Abstract Objective:Toexploretheclinicaleffectofcombinationofheparinandaspirinandaspirinalonein
thetreatmentofrecurrentspontaneousabortionassociatedwithantiphospholipidantibodysynthesis.Meth-
ods:ElectronicEnglishandChinesedatabasesincludingPubmed,Medline,ChinaNationalKnowledgeIn-
frastructure(CNKI),WanfangMedDatabaseetc.wereusedforkeywordssearchinginahighlysensitive
searchstrategy.TheextracteddatawereanalyzedbytheStata12.0software.Results:6randomizedcon-
trolledtrials(RCT)involving433participantswereincludedinthemeta-analysis.Meta-analysisshowed
thatthelivebirthrateofthecombinationtherapyofheparinandlowdoseaspirin(80.0%)werehigher
thanaspirin(63.59%)alone(OR=2.75,95%CI:1.18-2.73,P<0.05).Therewasnostatisticalsignifi-
canceinthepretermbirthrate,cesareansection,minorbleedingandfetalgrowthrestrictionbetweenthe
combogroupandthesingle-usegroup(P>0.05).Conclusion:Thecombinationtherapyofheparinandlow
doseaspirinwasbetterthanaspirinaloneinpatientswithrecurrentspontaneousabortionassociatedwith
antiphospholipidantibodysynthesis.
Keywords heparin;aspirin;antiphospholipidantibodysynthesis;recurrentspontaneousabortion;meta-
analysis

  目前国际上将复发性流产(recurrentspontane-
ousabortion,RSA)定义为出现在妊娠20周前,与
同一性伴侣连续两次或者两次以上出现妊娠丢
失[1]。RSA的病因较复杂,不明原因的RSA中有

50%与免疫性疾病相关,称为免疫性 RSA,其中

15%~20%的RSA与自身免疫性疾病相关,影响着

5%育龄期妇女[2]。临床上诊断为妊娠丢失的大部
分患者需接受清宫术治疗,此操作存在子宫内膜受
损、宫腔黏连、感染、继发不孕等 风 险。因 此,对
RSA中抗磷脂综合征(antiphospholipidsyndrome,
APS)患者进行治疗,改善其妊娠结局在临床上越来

越受关注,然而,在治疗上目前尚无统一治疗方案。
许多诊疗指南及专家共识根据临床经验提出了不同
的治疗方案,如阿司匹林、肝素、免疫球蛋白、糖皮质
激素等药物的使用。临床上以抗凝药物阿司匹林及
低分子肝素使用尤为广泛,既往常以单一抗凝药物
治疗,但单一用药对提高患者成功妊娠概率效果欠
佳[3]。近年来低分子肝素与阿司匹林的联合应用倍
受关注。研究表明,在 APS中RSA患者使用低分
子肝素与阿司匹林联合方案可明显降低RSA的风
险,提高成功妊娠率,然而不同学者的研究中两种用
药方案的治疗效果有差异[4-8],尚缺少大规模高质量
的随机对照试验证明联合使用两种抗凝药物与单一
用药在RSA中APS的治疗的可行性研究[9]。本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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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对RSA中APS患者使用肝素和阿司匹林联合治
疗方案与阿司匹林单一用药方案进行Meta分析,现
报道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检索策略

  用“阿司匹林”、“肝素”、“抗磷脂抗体(antiphos-
pholipinantibodies,APA)”、“抗磷脂综合征”、“复
发性流产”等关键词在Pubmed、Medline、中国知网、
万方数据库等电子数据库搜集发表于2000年1月
至2016年9月间的中英文文献。
1.2 病例纳入及排除标准

1.2.1 纳入标准 (1)调查的RSA孕妇均诊断为

APS;(2)应用低分子肝素和阿司匹林联合治疗方案
或单一阿司匹林治疗方案治疗;(3)妊娠结局分析包
括活产、早产、用药期间不良反应、胎儿生长受限等
指标。
1.2.2 排除标准 (1)用低分子肝素和(或)阿司匹
林以外的药物;(2)非APS相关的RSA。
1.3 文献筛选与数据提取

  由两名研究者根据预定好的纳入与排除标准单
独筛选文献,对最终纳入研究的文献单独提取数据。
如有分歧,由第三方裁决。
1.4 文献质量评价

  使用Jadad等[10]随机分配临床试验评分标准对
所纳入的文章进行评分。评分标准包括以下几点:
(1)随机分组序列的产生方法:通过计算机产生或随
机数表产生的序列,2分;仅提及随机分配,但如何
产生随机序列方法未交待,1分;半随机或准随机试
验,0分。(2)随机化隐藏恰当,2分;只表明使用随
机数字表或其他随机分配方案,1分;任何不能防止

分组的可预测性措施用以分组,或未使用随机化隐
藏进行分许,0分。(3)双盲法:描述了使用双盲的
具体方法,2分;仅提及使用双盲法,1分;试验提及
采用双盲法,但方法不正确,0分。(4)退出与失访:
对退出与失访的病例数和退出理由进行描述,1分;
未提及退出及失访,0分。最后评分1~3分视为低
质量,4~7分视为高质量。
1.5 统计学方法

  采用Stata12.0进行数据分析,用优势比(OR)
来描述统计结果。主要分析统计项目为患者的活产
率、早产率、剖宫产率、出现药物不良反应情况及及
胎儿宫内生长受限。纳入文献之间的各种变异称为
异质性,使用I2检验评估文献中的异质性,使用Gal-
braith图来寻找异质性源头[11]。用Egger回归分析
评估文献的发表偏倚。敏感性分析用以检验结果的
稳健性。

2 结 果

2.1 纳入文献的基本情况

  依据关键词可搜集文献共273篇,泛读文章题
目、摘要后剔除了综述、荟萃分析、重复等文献后筛
选136篇进行细读。第二轮阅读后剔除了同时使用
糖皮质激素、免疫球蛋白等药物或与非APS导致的

RSA的研究,余下6篇文献纳入分析(包含433位
患者,其中216位患者接受低分子肝素与阿司匹林
联合用药方案,217位患者接受阿司匹林单一用药
方案)[4,5,12-15]。所纳入文献有4篇评分等于5分(高
质量)。所纳入研究的文献的基本情况(包括患者年
龄、流产次数、各组研究的病例数、用药方案、用药量
及疗程)见表1。

表1 纳入研究的文献基本特征

主要作者
(年份)

年龄均值(标准差)

A组 B组
既往流产
次数/次

病例数

A组 B组
药物及其用量 用药终止时间 Jadad评

分/分

askin
(2009) 33.8(4.1)34.6(3.9) ≥2 45 43

低分子肝素5000IU Qd+
阿司匹林81mgQd;
阿司匹林81mgQd

孕35周 或 分 娩 前;
发生自然流产时 5

Frankin
(2002) 33.2(3.9)33.0(4.4) ≥2 28 26

低分子肝素5000~6000IU
Bid+阿司匹林81mgQd;
阿司匹林81mgQd

阿 司 匹 林 在 孕 38
周、低分子肝素在孕
37周停药;发生自然
流产时

4

Kutteh
(2002) 33.2(4.2)33.5(5.8) ≥3 25 25

肝素10000~20000IUBod
+阿司匹林81mgQd;
阿司匹林81mgQd

孕37周 或 分 娩 前;
发生自然流产时 4

Goel
(2009) 23.8(1.28)24.9(3.1) ≥2 33 29

肝素5000IUBid+阿司匹
林80mgQd;
阿司匹林80mgQd

孕36周 或 分 娩 前;
发生自然流产时 5

Farquharson
(2002) 33.0(4.8)33.0(4.9) ≥3 51 47

低分子肝素5000IUBid+
阿司匹林75mgQd;
阿司匹林75mgQd

分娩 前 或 发 生 自 然
流产时 5

赵永琴
(2016) 28.2(2.6)27.4(2.8) ≥2 37 37

低分子肝素5000IUBid+
阿司匹林25mgQd;
阿司匹林25mgQd

阿司匹林共用药30
天,低分子肝素共用
药10d

5

    A组为肝素与阿司匹林联合治疗组,B组为阿司匹林单一用药组;Qd表示每日一次;Bid表示每日两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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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Meta分析结果

2.2.1 活产率 共433例患者纳入活产妊娠结局
分析,联合治疗组活产率为173/216(80.09%),单
一用药组活产率为138/217(63.59%)。经统计分
析,联合治疗组的活产率明显高于单一阿司匹林治
疗组(OR=2.75,95%CI:1.18~2.73,P<0.05),
见图1。
2.2.2 早产率 纳入本研究的433例患者均纳入
了早产率分析,联合治疗组的早产率为31/173(1
792%),单一用药组为26/138(18.84%)。两种用
药方案在治疗RSA的同时,对患者合并早产不良妊
娠结局影响差异无统计学意义(OR=0.17,95%
CI:0.59~1.89,P>0.05),见图2。

图1 活产妊娠结局的 Meta分析

图2 两组患者早产妊娠结局的 Meta分析

2.2.3 剖宫产率 本研究中对204例患者的分娩

方式进行分析,联合治疗组的剖宫产率为26/113
(23.%),单一用药组为22/91(24.12%),两种治疗
方案的患者剖宫产率差异无统计学意义(OR=
0.13,95%CI:0.18~4.22,P>0.05),见图3。
2.2.4 少量出血 对113例患者进行分析,联合治
疗组患者出现少量出血发生率为9/66(13.64%),
单一用药组为4/47(8.51%),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OR=0.69,95%CI:0.19~2.24,P>0.05),见图

4。患者使用抗凝药物治疗后出现的不良反应有少
量出血情况,包括血尿、鼻衄、牙龈出血及注射部位
出血。

2.2.5 胎儿宫内生长受限 联合治疗组的胎儿宫

内生长受限发生率为10/101(9.90%),单一用药组

为13/81(16.0%)。经统计,两治疗组的胎儿宫内

生长受限发生率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OR=
1.07,95%CI:0.67~3.98,P>0.05),见图5。

图3 两组患者剖宫产终止妊娠的 Meta分析

图4 少量出血情况的 Meta分析

图5 胎儿生长受限的 Meta分析

2.3 异质性、发表偏倚和敏感性的评估

  对纳入到活产率、早产率研究中的文献进行异

质性分析,I2均等于0%(P>0.1),不存在异质性,
故所有研究项目的 Meta分析均使用固定模型算

OR 值。各项研究中发表偏倚使用Egger检验分析,
各项研究中的发表偏倚均为P>0.05,提示参考文

献不存在发表偏倚。对所纳入的文献的分析结果进

行敏感性分析,结果显示OR 值和95%可信区间稳

定,即分析结果不受任何一篇文献影响,提示研究结

果合并性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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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讨 论

  本研究显示,肝素与阿司匹林联合治疗组患者
的活产 率 明 显 高 于 阿 司 匹 林 单 一 用 药 组(P<
0.05)。可见,肝素与阿司匹 林 联 合 使 用 对 改 善

RSA中APS患者早孕期间血液高凝状态、改善胎
盘功能、维持妊娠起重要作用。低分子肝素与阿司
匹林联合使用,作用优于阿司匹林单一用药,能明显
提高患者的成功妊娠率。两组患者出现早产率比较
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提示联合用药较单
一用药并不增加患者早产率。肝素的抗凝及提高妊
娠成功率作用机制有以下几种[18]:抑制凝血因子的
活性,改善血液高凝状态,预防形成血栓;促进血管
内皮细胞修复生长;减少APA对绒毛滋养细胞的影
响;抑制自然杀伤细胞毒性作用,减少滋养细胞细胞
凋亡。近年来,由于低分子肝素引起自发性出血、肝
功能异常、过敏反应、骨质疏松等风险较普通肝素
低,在临床上应用较广泛。阿司匹林在不影响前列
腺素I2合成的前提下有效抑制血栓素A2(TXA2)合
成,使 TXA2/PGI2平衡趋向 PGI2,抑制血小板活
性,减少或预防微血栓的形成;刺激胎盘形成及生长
的必须因子白细胞介素-3分泌,有助于胎盘形成。
  本研究还显示,肝素与阿司匹林联合治疗组与
阿司匹林单一用药组不良反应发生率差异无统计学
意义(P>0.05)。治疗中常出现的不良反应包括自
发性出血、肝功能受损、过敏反应、血小板减少、骨质
疏松等。自发性出血包括少量出血和大量出血,大
出血情况可危及母胎生命,包括胎盘早剥、产程中大
出血致需要输血治疗或者妊娠期出血致需要住院治
疗等情况。纳入研究的文献中均未报道两组患者在
用药期间出现大出血情况。同时,研究中均未报道
患者用药期间出现肝功能受损、骨质疏松、骨折等情
况。赵永琴[14]的研究中联合治疗组出2例阿司匹
林过敏者,单一用药组出现5例,其余学者研究时已
将药物过敏者排除。赵永琴的研究中联合治疗组出
现2例血小板减少,单一用药组为3例;王慧娟等[6]

的研究中两组出现血小板减少例数均为0例,经统
计分析,两种治疗方案中患者发生血小板减少不良
反应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由于患者
出现不良反应的例数偏少,需要更大样本的临床试
验证实本研究的结论,评估患者用药安全性。
  本研究显示,两种治疗方案在改善APS引起的
胎盘功能及防止因胎盘功能不足引起的胎儿宫内生
长受限上作用无明显统计学差异。所纳入文献中均
无新生儿窒息病例报道,Goel[12]的研究中阿司匹林
单一用药组有1例过期妊娠产妇的新生儿胸部出现
血管瘤,但未就病因进行分析。
  本研究表明,肝素联合阿司匹林治疗方案对提
高RSA中APS患者妊娠活产率较阿司匹林单一用

药方案效果好。两种治疗方案对孕妇早产率、剖宫
产率、少量出血发生率、胎儿宫内生长受限发生率等
情况的影响无明显差异。
  本研究的局限性:分析中纳入文献篇数均为中、
英文文献,存在语种偏倚,可能导致非中、英文文献
遗漏;文献中对患者使用两种抗凝药物治疗后出现
的不良反应分报道例数少,不能明确用药后出现的
不良反应是否与用药相关,尚更需要更大样本量、设
计更精细的临床试验加以研究。

参考文献:
[1] 宋 钰,王海燕.复发性流产合并抗磷脂抗体综合征诊

疗进展[J].中国优生与遗传杂志,2016,24(5):9-13.
[2] RAIRS,CLIFFORDK,COHENH,etal.Highprosp-

ectivefetallossrateinuntreatedpregnanciesofwomen
withrecurrentmiscarriageandantiphospholipidanti-
bodies[J].HumReprod,2005,10(12):3301-3304.

[3] EMPSONM,LASSEREM,CRAIGJ,etal.Prevention
ofrecurrentmiscarriageforwomenwithantiphospho-
lipidantibodyorlupusanticoagulant[J].CochraneDa-
tabaseSystRev,2005(2):CD002859.

[4] FRANKLINRD,KUTTEHWH.Antiphospholipidan-
tibodies(APA)andrecurrentpregnancyloss:treating
auniqueAPApositivepopulation[J].Hum Reprod,
2002,17(11):2981-2985.

[5] KUTTEH WH.Antiphospholipidantibody-associated
recurrentpregnancyloss:treatmentwithheparinand
low-doseaspirinissuperiortolow-doseaspirinalone
[J].AmJObstetGynecol,2002,174(5):1584-1589.

[6] 王慧娟,李增彦.肝素联合阿司匹林治疗不明原因复发
性流产的疗效观察[J].国际妇产科学杂志,2014,41
(2):207-208,210.

[7] 唐慧琼.小剂量阿司匹林与低分子肝素联合治疗复发
性流产的疗效与安全性分析[J].湘南学院学报(医学
版),2015,17(3):37-38.

[8] 蔡美云,陈 婉,洪程铭.低分子肝素与小剂量阿司匹
林联合治疗自身免疫型复发性流产的临床分析[J].吉
林医学,2017,38(3):458-460.

[9] DERKSENRH,KHAMASHTA MA,BRANCHDW.
Managementoftheobstetricantiphospholipidsyn-
drome[J].ArthritisRheum,2004,50(4):1028-1039.

[10]JADADAR,MOORERA,CARROLLD,etal.Asses-
singthequalityofreportsofrandomizedclinicaltrials:
isblindingnecessary[J].ControlClinTrials,1996,17
(1):1-12.

[11]张天嵩,钟文昭,李 博.实用循证医学方法学[M].长
沙:中南大学出版社,2014:239-244.

[12]LASKINCA,SPITZERKA,CLARKCA,etal.Low
molecularweightheparinandaspirinforrecurrent
pregnancyloss:resultsfromtherandomized,controlled
HepASAtrial[J].JRheumatol,2009,36(2):279-287.

[13]FARQUHARSON RG,QUENBYS,GREAVES M.
Antiphospholipidsyndromeinpregnancy:arandom-
ized,controlledtrialoftreatment[J].ObstetGynecol,
2002,100(3):408-413.

[14]赵永琴.联用阿司匹林和低分子肝素治疗抗磷脂抗体

·978·韦懿芸,等.肝素与阿司匹林在复发性流产中抗磷脂抗体综合征应用的 Meta分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