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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著·二次研究·

针灸治疗多囊卵巢综合征的系统评价再评价
席瑾1，陈昊1，程洁1，孟庆宇1，夏有兵1, 2
1. 南京中医药大学第二临床学院（南京 210029）
2. 徐州医科大学（江苏徐州 221004）

【摘要】
方法

目的

评 价 针 灸 治 疗 多 囊 卵 巢 综 合 征 （ PCOS） 系 统 评 价 的 方 法 学 质 量 和 证 据 质 量 分 级 。

计算机检索 PubMed、EMbase、The Cochrane Library、CBM、CNKI 和 WanFang Data 数据库，搜集针灸治疗

PCOS 的系统评价，检索时限均从建库至 2018 年 1 月 5 日，采用 AMSTAR 工具评价纳入系统评价的方法学质量，
使用 GRADE 系统对纳入系统评价的结局指标进行证据质量分级。 结果

共纳入 11 个系统评价。AMSTAR 工

具评价结果显示，11 个条目中，条目 5“是否提供了纳入和排除的研究文献清单”风险最高，其次是条目 1“是
否提供了前期设计方案”和条目 11“是否说明相关利益冲突”。GRADE 分级结果显示，所有结局指标的证据质
量均为低或极低。 结论

当前针灸治疗多囊卵巢综合征患者的系统评价方法学质量不高，所有结局指标的

GRADE 证据质量级别较低。因此，今后在设计临床试验时应严格规范试验设计，做更多高质量、大样本的随机对
照试验来评估针灸治疗 PCOS 的疗效及安全性，并应规范针灸临床研究的方法学质量和报告质量，以期提高临床
证据的证据质量和推荐意见强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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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evaluate the methodological bias and the reliability of the conclusions of systematic

reviews about acupuncture for polycystic ovary syndrome. Methods

We comprehensively searched PubMed, EMbase,

The Cochrane Library, CBM, CNKI and WanFang Data to collect systematic reviews of acupuncture for polycystic ovary
syndrome from the establishment time of databases to January 5 th , 2018. The AMSTAR tool was applied for
methodological quality assessment of included studies and the GRADE system was applied for evidence quality assessment
of included outcomes of systematic reviews. Results

A total of 11 systematic reviews were included. The results of

assessment using AMSTAR showed that, among 11 items, there were the most problems concerning Item 5“Were there
any lists of research articles included and excluded”, followed by Item 1“Was an‘a prior’design provided?”and Item
11“Were potential conflict of interest included?”. GRADE grading results showed that quality of evidence for the
outcome measure were“low”or“very low”. Conclusion

Current acupuncture treatment of polycystic ovary syndrome

has a certain effect, but the quality of evidence is low. Thus, physicians should apply the evidence to make decision
about acupuncture for polycystic ovary syndrome with cautious in clinical practice and consider the actual situation,
combined with the patient’s value preferences and economic factors.
【Key words】 Acupuncture; Polycystic ovary syndrome; Overview of systematic review; AMSTAR; GRADE system

多囊卵巢综合征（polycystic ovary syndrome，
PCOS）是一种常见的妇科内分泌疾病，是无排卵性

不孕的最常见原因 [2]，其在全球育龄期妇女中的发
病率已达 4%～21%[1]，已成为严重影响妇女身心健
康的妇科疾病之一。PCOS 患者除了闭经、不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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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毛症等临床表现外 [3] ，还常出现抑郁、缺乏自信
等情绪障碍 [4]；同时它还易引起 2 型糖尿病、心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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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疾病、脂肪肝、代谢综合征等严重的远期并发症[5, 6]；

PCOS、系统评价、Meta 分析、荟萃分析、系统综

患有 PCOS 的患者在怀孕后出现先兆子痫、巨大儿
及其早产儿的风险也比普通孕妇更高[7]。目前 PCOS

述；英文检索词包括：polycystic ovary syndrome、
stein-leventhal syndrome、PCOS、PCOD、acupuncture

的治疗主要是口服药物、生活调控及手术治疗 [ 8 ] ，
但因不良反应或并发症而均存在应用局限[9, 10]。

therapy、electroacupuncture、acupuncture-moxibustion、
acupoint 等。以 PubMed 为例，具体检索策略见框 1。

针灸作为一种替代疗法越来越广泛地应用于
PCOS 患者 [ 1 1 ] 。针刺在治疗 PCOS 取得了一定疗

1.3 文献筛选与资料提取
由 2 位研究者（席瑾、陈昊）在隐去研究作者姓
名的前提下，按照纳入和排除标准独立筛选文献，
纳入符合要求的文献，在文献筛选和资料提取过程
中若遇分歧，则讨论解决或交由第三名研究者（夏
有兵）裁决。根据预先设计好的 Excel 资料提取表
提取资料，主要提取内容包括作者、发表年份、纳
入 RCT 数、纳入患者总数、RCT 的方法学质量评估
工具、干预及对照措施、结局指标等。若无法提取
相关数据，则电子邮件联系原文献作者获取。
1.4 纳入系统评价的方法学质量评价和证据质量
分级评价
由 2 位评价者在隐去研究作者姓名的前提下，
采用 AMSTAR 量表 [13]对纳入的系统评价进行方法
学质量评价；并采用 GRADE 系统 [ 1 4 ] 对针灸治疗
PCOS 的不同结局指标的证据质量分级进行评估。
如遇分歧，由第三名研究者裁决。
1.5 统计分析
采用描述性分析方法对相关结局指标进行评价。

效，尤其是能够通过改善交感神经系统、内分泌系
统的激素分泌而帮助患者诱导排卵，调整月经周期
并改善糖代谢异常[12]。近年来，已发表了多个系统
评价探讨了针灸治疗 PCOS 的疗效，但这些系统评
价的方法学质量如何尚不清楚，其提供的证据质量
高低也不明确。因此本文运用 AMSTAR 声明和
GRADE 系统对针灸治疗 PCOS 的系统评价进行方
法学质量和证据质量分级的评估，旨在全面收集、
分析当前该临床问题证据现状，为针刺治疗 PCOS
的未来研究方向提供参考。

1 资料与方法
1.1 纳入和排除标准
1.1.1 研究类型 国内外发表的针灸治疗 PCOS 的
系统评价或 Meta 分析。文种限定为中、英文。
1.1.2 研究对象 明确诊断为 PCOS 的患者，其种
族、国籍、病程不限。
1.1.3 干预措施 治疗组采用的干预措施为单独针
灸治疗包括体针、艾灸、电针（频率不限）、耳针、
腹针、穴位埋线等疗法，或针刺为主辅助其他针灸
疗法，或针刺结合药物治疗；对照组可采用安慰针
灸、空白对照（无治疗）、标准治疗及常规治疗（包
括生活调控，药物治疗等）。
1.1.4 结局指标 主要结局指标为妊娠率、活产
率；次要结局指标包括有效率、排卵率、睾酮水平
（T）、月经周期的恢复、LH（黄体生成素）/FSH（卵
泡刺激素）比例。
1.1.5 排除标准 ① 对重复发表的文献，选择数据
最全者；② 同 1 项研究的不同指标发表 2 项以上
的文献，将其合并为 1 项；③ 与作者联系后无法获
取全文者；④ 已撤销的系统评价。
1.2 文献检索策略
计算机检索 The Cochrane Library、PubMed、
EMbase、CNKI、CBM 和 WanFang Data，搜集针灸
治疗 PCOS 的系统评价，检索时间均为建库至 2018
年 1 月 5 日。检索方式为自由词加主题词检索。中
文检索词包括：针刺、针灸、毫针、体针、电针、温
针、耳针、腹针、埋线、埋针、灸、多囊卵巢综合征、

2 结果
2.1 文献筛选流程及结果
共检索到 57 篇文献，经查重及阅读全文，最终
纳入 11 篇系统评价[15-25]。文献筛选流程及结果见图 1。
2.2 纳入研究的基本特征
纳入研究中，7 篇[15-21]是中文文献，4 篇[22-25]是英
文文献；7 篇[15, 17, 20, 22-25]为期刊论文，3 篇[18, 19, 21]为硕士
学位论文，1 篇 [16]为博士学位论文。纳入研究的基
本特征见表 1。
2.3 AMSTAR 评价结果
AMSTAR 共 11 个条目，评价结果见表 2。有 3
[19, 22, 23]
个
研究进行了相关注册，提供了前期研究方
案，其中 1 篇[19]注册在中国临床试验注册中心
（www.chictr.org），1 篇 [ 2 2 ] 注册在 The Cochrane
Library，1 篇注册[23]在 The Preferred Reporting Items
for Systematic Reviews and Meta-Analyses statement；
纳入的研究中，除 1 篇[18]硕士学位论文外其余均表
述了由两名研究者分别进行数据提取和分析，保证
研究的选择和数据的提取具有可重复性；7 个研
究[15, 16, 19, 22-25]实施了全面检索；5 个研究[15, 19, 22-24]在纳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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框 1 PubMed 检索策略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31
#32
#33
#34
#35
#36
#37
#38
#39
#40

#41
#42
#43

polycystic ovar*[Title/Abstract]
polycystic ovary syndrome[Title/Abstract]
stein-leventhal syndrome[Title/Abstract]
PCOS[Title/Abstract]
#1 OR #2 OR #3 OR #4
PCOD[Title/Abstract]
oligomenorrh*[Title/Abstract]
amenorrh*[Title/Abstract]
hirsut*[Title/Abstract]
#6 OR #7 OR #8 OR #9
#5 OR #10
acupuncture therapy[Title/Abstract])
acupuncture-moxibustion[Title/Abstract]
meridian*[Title/Abstract]
electroacupuncture[Title/Abstract]
#12 OR #13 OR #14 OR #15
acupoint[Title/Abstract]
acupuncture Points[Title/Abstract]
acupressure[Title/Abstract]
acupressure-acupuncture therapy[Title/Abstract]
#17 OR #18 OR #19 OR #20
warm needling[Title/Abstract]
moxa needle[Title/Abstract]
acupuncture plus moxibustion[Title/Abstract]
moxibustion with warming needle[Title/Abstract]
#22 OR #23 OR #24 OR #25
auricular acupuncture[Title/Abstract]
auricular needle[Title/Abstract]
ear acupuncture[Title/Abstract]
moxibustion[Title/Abstract]
#27 OR #28 OR #29 OR #30
abdom* acupuncture[Title/Abstract]
embedded thread therapy[Title/Abstract]
embedding thread[Title/Abstract]
catgut implantation at acupoint[Title/Abstract]
catgut embedding[Title/Abstract]
#32 OR #33 OR #34 OR #35 OR #36
#16 OR #21 OR #26 OR #31 OR #37
#11 AND #38 Filters: Meta-Analysis; Systematic
Reviews
Polycystic Ovary Syndrome[MeSH Terms] OR
Amenorrhea[MeSH Terms] OR Hirsutism
[MeSH Terms]
Acupuncture Therapy[MeSH Terms]
(#5 OR #40) AND #41 Filters: Meta-Analysis;
Systematic Reviews
#39 OR #42

时考虑了纳入文献的语言及发表情况，2 个研究[17, 23]
只考虑了发表语言；仅有 2 个研究[22, 24]提供了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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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清单，包括纳入文献和排除文献；1 个研究 [21]未
描述纳入文献的特征；11 个研究均报告了纳入研
究合成的方法、纳入研究的科学性并将纳入研究的
科学性运用在了结论的推导上；2 个研究 [21, 24]未评
估发表偏倚；4 个研究[20, 22, 24, 25]报告了研究的利益冲突。
2.4 结局指标的证据质量分级评价结果
见表 3。
2.5 结局指标的系统评价结果
2.5.1 妊娠率 2 个研究 [16, 18]比较了针灸疗法和药
物疗法治疗 PCOS 的妊娠率，结果均显示针灸治疗
PCOS 妊娠率优于药物组；2 个研究[20, 21]比较了针灸
联合药物和药物疗法治疗 PCOS 的妊娠率，结果显
示针药并用组妊娠率高于药物组；1 个研究[22]比较
了针灸组和安慰针组治疗 PCOS 妊娠率，结果显示
针灸治疗妊娠率高于安慰针组，但两组妊娠率均较
低。2 个研究[16, 19]比较了治疗组（包括针灸疗法、针
灸联合药物疗法等，下同）和对照组（包括药物对
照、安慰针对照等，下同）治疗 PCOS 的妊娠率，结
果显示治疗组的有效率高于对照组。
2.5.2 活产率 仅 1 个研究[22]将活产率作为结局指
标，但该研究中纳入的 RCTs 中均未报道此数据。
其余文献均未提及此结局指标。
2.5.3 有效率 4 个研究 [15-18]比较了针灸疗法和药
物疗法治疗 PCOS 的有效率，3 个[16-18]显示针灸疗法
治疗 PCOS 的有效率高于药物疗法，1 个 [15]显示单
纯针刺组与西药组疗效相当；5 个研究[15, 17, 18, 20, 21]比
较了针灸联合药物治疗和药物治疗 PCOS 的有效
率，结果显示针灸联合药物治疗高于单纯药物治
疗。1 个 [16]比较了治疗组和对照组的有效率，结果
显示治疗组的有效率高于对照组。
2.5.4 月经周期的恢复情况 2 个研究 [24, 25]比较了
治疗组和对照组月经周期的恢复情况，结果均显示
治疗组月经周期的恢复情况优于对照组，差异有统
计学意义。
2.5.5 排卵率 1 个研究[18]比较了针灸疗法和药物
疗法治疗 PCOS 的排卵率，结果显示针灸疗法排卵
率优于药物组；1 个研究[18]比较了针灸联合药物和
药物疗法，结果显示针灸联合药物治疗 PCOS 周期
排卵率优于药物组。2 个研究 [16, 19]比较了治疗组和
对照组的排卵率，结果显示两组治疗措施之间差异
无统计学意义。
2.5.6 睾酮（T）水平 2 个研究[16, 23]比较了针灸疗法
和药物疗法治疗后睾酮含量下降情况，数据显示两
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提示单纯针刺治疗的效果与西
药组无差别；2 个[16, 23]研究比较了针灸联合药物与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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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数据库检索获得相关文献
（n=57）*

通过其他资源补充获得相关文献
（n=0）

剔重后获得文献（n=42）

阅读文题和摘要初筛（n=42）
排除（n=23）
阅读全文复筛（n=18）
排除（n=7）：
• 非系统评价（n=3）
• 非针灸治疗（n=2）
• 非 PCOS 系统评价（n=2）

纳入分析的系统评价/Meta 分析
（n=11）

图1

文献筛选流程及结果

*所检索的数据库及检出文献数具体如下：PubMed（n=11）、EMbase（n=18）、The Cochrane Library（n=2）、CBM（n=3）、CNKI（n=11）、
WanFang Data（n=12）
表 1 纳入研究的基本特征
纳入
研究

干预措施

纳入
研究数

例数
（例）

C

结局
指标

RCT 的质量
评价工具

T

任丽娜2014

31

2 321

单纯针刺

药物疗法

③

Cochrane 偏倚风险评
价工具

马红2014[16]

6

587

单纯针刺/针刺+药物

药物治疗

①③④⑤

Cochrane 偏倚风险评
价工具

朱怡2014[17]

10

[18]

823

针刺/针灸综合疗法/针灸+药物

药物疗法

③

Jadad 评分量表

林可2013

25

张戈2011[19]

10

926

针刺/针灸综合疗法/针灸+中药或西药 中药或西药治疗

①③④

Jadad 评分量表

针灸/针灸联合药物

药物治疗

①④

李瑞根2016[20]

14

Jadad 评分量表

1 231

针灸+药物

药物疗法

①③

Cochrane 偏倚风险评
价工具

钱丽欢2016[21]

21

1 451

针刺/针灸综合疗法/针灸联合药物

药物疗法

①③

Cochrane 偏倚风险评
价工具

5

413

针刺治疗

安慰针

①④⑥⑧

Cochrane 偏倚风险评
价工具

27

2 093

针刺/针灸综合疗法/针灸联合药物

药物疗法/安慰针+药物/ ①④⑤⑥⑦
空白

Cochrane 偏倚风险评
价工具

Fan 2016[24]

9

531

针刺/针灸综合疗法/针灸联合药物

药物疗法/安慰针/空白

⑥⑦

Cochrane 偏倚风险评
价工具

Yu 2017[25]

25

1 636

穴位埋线/穴位埋线+药物

药物疗法/针刺疗法

⑤⑥

Cochrane 偏倚风险评
价工具

[15]

Lim 2016[22]
Jo 2017[23]

−

① 妊娠率；② 活产率；③ 有效率；④ 排卵率；⑤ 睾酮水平（T）；⑥ 月经周期的恢复；⑦ LH（黄体生成素）/FSH（卵泡刺激素）比例；
⑧ 不良事件。

物疗法，结果显示针灸联合药物治疗效果优于西药

安慰针、针灸疗法和空白治疗、针灸联合药物和安慰

对照组；2 个研究
比较了治疗组于对照组睾酮
[16]
（T）水平，1 个研究 结果显示治疗组和对照组睾酮

针联合药物，结果仅显示针灸联合药物治疗优于安
慰针联合药物治疗，差异有统计学意义，其他无差异。

水平下降无差别，另 1 个研究[25]结果显示治疗组优
于对照组。1 个研究[23]还分别比较了针灸疗法和药物

2.5.7 LH/FSH2 个研究 [ 2 3 , 2 4 ] 比较了治疗前后
LH/FSH 比值的变化，1 个研究[24]显示两组差异无统

疗法、针灸联合药物治疗和药物疗法、针灸疗法和

计学意义。另 1 个研究[23]分别比较了针灸疗法和药

[16,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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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omain 1
Domain 2
Domain 3
Domain 4
Domain 5
Domain 6
Domain 7
Domain 8
Domain 9
Domain 10
Domain 11

Fan 2016[24]
JJandYJL 2017[23]
Lim 2016[22]
Yu 2017[25]
任丽娜2014[15]
张戈2011[19]
朱怡2014[17]
李瑞根2016[20]
林可2013[18]
钱丽欢2016[21]

0%

25%
Yes

马红2014[16]
图2

50%
75%
Unclear
No

100%

针灸治疗 PCOS 的系统评价/Meta 分析的 AMSTAR 评价结果

Domain 1：是否提供了前期研究方案；Domain 2：纳入研究的选择和数据提取是否具有可重复性；Domain 3：是否实施广泛全面的
文献检索；Domain 4：发表情况是否已考虑在纳入标准中，如灰色文献；Domain 5：是否提供了纳入和排除研究文献清单；Domain
6：是否描述纳入研究的特征；Domain 7：是否评价和报道纳入研究的科学性；Domain 8：纳入研究的科学性是否恰当地运用在结论
的推导上；Domain 9：合成纳入研究结果的方法是否恰当；Domain 10：是否评估了发表偏倚的可能性；Domain 11：是否说明相关利
益冲突。Yes：充足；No：不充足；Unclear：不完全
表 2 针灸治疗 PCOS 的系统评价/Meta 分析的结局指标的证据质量分级
妊娠率

纳入
研究

有效率

排卵率

1

2

3

4

1

2

4

1

2

任丽娜2014

−

−

−

−

低

低

−

−

−

马红2014[16]

低

−

−

低

极低 −

低

−

−

低

极低 极低 −

朱怡2014[17]

−

−

−

−

极低 极低 −

−

−

−

−

−

−

−

林可2013

极低 −

−

−

低

低

−

极低 低

−

−

−

−

张戈2011[19]

−

−

低

−

−

−

−

−

极低 −

−

−

[15]

[18]

−

4

睾酮水平

月经周
期恢复

LH/FSH

1

2

3

4

5

6

1

2

3

4

5

6

4

−

−

−

−

−

−

−

−

−

−

−

−

−

极低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李瑞根2016[20] −

极低 −

−

−

低

−

−

−

−

−

−

−

−

−

−

−

−

−

−

−

−

钱丽欢2016[21] −

极低 −

—

−

低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极低 极低 极低 −

低

极低 低

极低 极低 −

低

极低 −

−

−

低

Jo 2017[23]

−

−

−

Fan 2016[24]

−

−

−

−

−

−

−

−

−

−

−

−

−

−

−

−

−

−

低

−

−

低

−

−

−

−

−

−

−

−

−

−

−

−

低

−

−

−

−

−

−

−

−

低

Lim 2016

Yu 2017

[22]

[25]

1：针灸疗法 vs. 药物疗法；2：针灸联合药物疗法 vs. 药物疗法；3：针灸疗法 vs. 安慰针；4：治疗组（包括针灸疗法、针灸联合药物疗
法等）vs. 对照组（包括药物对照、安慰针对照等）；5：针灸疗法 vs. 空白治疗；6：针灸联合药物 vs. 安慰针联合药物。

物疗法、针灸联合药物治疗和药物疗法、针灸疗法

现在：目前国际上倡导在进行系统评价前应发表计

和安慰针、针灸疗法和空白治疗、针灸联合药物和
安慰针联合药物，结果显示除了针灸联合药物组优

划书以减少偏倚[26]，但大多数研究（8 篇） 并未提前
公布研究方案，无法评价研究方案是否与实际完成

于安慰针联合药物组外，其余各组的比较差异均无
统计学意义。

的系统评价相符，故该条目评分较低；多数研究未
提供排除文献清单，使用者难以判断文献排除是否

3 讨论

恰当；多数研究未能充分报告利益冲突，读者难以
判断系统评价是否存在潜在的利益关系，而资助者

3.1 针灸治疗PCOS系统评价方法学质量不高
系统评价作为临床决策及进一步研究的重要
证据，只有高质量的系统评价才能真正为临床医
生、患者及决策者提供科学依据和指导。本研究纳
入的 11 篇系统评价总体方法学质量较低，主要体

的利益冲突可能会对临床试验研究的设计、执行和
报告产生消极影响，甚至会有高估研究结果的可能[27]。

3.2 针灸治疗可提高多囊卵巢综合征患者的排卵
率、妊娠率，但证据质量较低
本研究对纳入 11 篇系统评价按照干预措施的

•6•

CHINESE JOURNAL OF EVIDENCE-BASED MEDICINE, Nov. 2018, Vol. 18, No.11

不同分成 6 个亚组对其证据质量进行了评价。由

临床实践有着重要的意义。目前，对于卫生经济学

于系统评价自身方法学质量不高，且每个系统评价
纳入的原始研究方法学质量也存在着一定缺陷，包

已有较为规范的研究方法，可以借鉴相关药物经济
学评价的方法，建立针灸临床实践的经济学评估方

括随机的方法、盲法的实施及隐藏分配等方面，故
纳入研究的偏倚风险高为降级最多的因素，但应该

法体系，这将更有利于针灸临床实践的发展。
3.6 临床的指导意义

认识到的是，针灸操作的特殊性对盲法的实施确实
产生了一定的阻碍，这是由于研究的性质决定的，

PCOS 的发病机制仍不明确，故尚没有统一的
治疗方案，目前治疗多以对症为主，生活方式调整

未来也较难改变；由于部分研究未制定严格的纳
入排除标准及未对灰色文献进行充分检索，在发表

是治疗的基础，在此基础上运用各种药物来调整月
经周期，治疗高雄激素血症，改善胰岛素水平，促

偏倚、异质性、精确性方面也存在着一定的风险，
因此原始研究设计缺乏科学规范的方法学指导最

排卵治疗不孕等[29]，但是长期服用这些药物会产生
胃肠反应、心血管并发症、葡萄糖耐受、卵泡过度

终影响了系统评价的论证强度。此外，不同研究中
针灸疗法操作和腧穴配伍的多样性带来的异质性

刺激征、多胎妊娠等不良反应[30, 31]，从而限制了这些
药物在临床上的应用。而针灸疗法作为补充替代

也影响了再评价的质量，因此，在规范临床研究设
计的同时应规范针灸临床的诊断、选穴与治疗，制

疗法，以其安全性高，成本低而被越来越多的患者
接受。多项研究表明，针灸能改善 PCOS 患者的排

定科学方法指导的临床实践指南十分必要，应进一
步思考思考如何更好地将针灸的个体化治疗与随

卵功能障碍 [11]，本研究也发现，当前针灸辅助治疗
PCOS 有一定的证据支持，但证据质量不高，在临

机对照试验相结合。
3.3 针灸治疗 PCOS 临床研究有效率评价缺乏统一

床可以综合考虑实际情况，结合医师和患者的个人
偏好选择使用。

纳入的系统评价中大多未定义有效率的明确
标准，而其纳入的原始研究中有效率的定义参差不

3.7 优势与局限
本研究首次应用系统评价再评价的方法汇总
了当前的针灸治疗 PCOS 的证据体，对针灸治疗
PCOS 的证据体进行了总体的质量评估，为针灸应
用于 PCOS 领域提供了证据支持。另一方面，本文
纳入的 Meta 分析质量较低且结果模棱两可，而临
床试验的设计缺陷和参差不齐的报告质量导致问
题不得得到确切回答，这也成为了制约针灸发展的
主要障碍；由于语言限制，本研究仅纳入了中英文
发表的系统评价，未对同样有着中医药研究深厚背
景的韩国和日本数据库进行检索，同时仅仅检索了
已发表的系统评价，可能漏掉未发表的灰色文献，
存在一定的选择性偏倚。我们建议，未来设计临床
试验时应严格规范试验设计，需更多高质量、大样
本的随机对照试验来评估针灸治疗 PCOS 的疗效及
安全性，规范针灸临床研究的方法学质量和报告质
量，同时我们更应进一步将循证医学方法与中医研
究结合，努力探寻出一个适合中医临床研究的循证
医学方法。
总之，本研究结果显示，当前针灸治疗多囊卵
巢综合征安全有效，但是其系统评价方法学质量总
体较差，证据质量级别较低。因此，临床在使用该
证据时应当慎重，需充分考虑实际情况，结合患者
价值偏好及经济学因素加以应用。

一，而疗效标准不统一势必会对治疗结果的不同
产生影响。因此，在临床试验研究中对等级资料的
评定应参考国际权威的疗效判定标准，避免用自拟
标准，这对选用多个结局指标综合评判疗效亦尤为
重要。
3.4 针灸治疗 PCOS 临床研究缺少对终点指标的

观察
纳入系统评价的结局指标均为中间指标或替
代指标，如排卵率、妊娠率、睾酮水平、LH/FSH
等，而缺少对终点结局指标如活产率的关注。合理
地选择中间指标和替代指标有助于客观评价中医
药干预措施的疗效，但其也存在着许多不确定性，
许多疾病的进展通道往往有多个，故使用单一的生
物学指标很难完全准确预测疾病的转归 [28] 。因此，
要评价针灸对 PCOS 患者的临床价值尚需对相关终
点指标进行观察，关注反应该疾病转归的直接
指标。
3.5 针灸治疗 PCOS 卫生经济学证据及研究较
少，缺乏相关证据
我们发现，当前有关于针灸治疗 PCOS 的相关
卫生经济学研究较少，缺乏规范的证据体，无法给
针灸循证临床实践提供指导。相对于西医疗法，传
统的针灸疗法安全性高，治疗成本低，因此如何准
确挖掘针灸疗法的卫生经济学优势，对于针灸循证

利益冲突

本文作者声明无任何利益冲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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