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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场调查·
三城市未婚青少年重复人工流产
影响因素研究
程怡民

王潇滟

【摘要】

蔡雅梅李颖

吕岩红

目的

郭欣黄娜

徐晓许俊才

Ｆｒａｎｃｏｉｃｅ

了解青少年人工流产者中重复人工流产发生的比例及影响因素。方法

从

２００５年７—９月，采用以医院为基础的描述性流行病学研究方法，在北京、上海和郑州市的２７所医院，
共调查了２２９５名＜２５岁未婚人工流产妇女。在分析时，把其中有重复人工流产的７３６入作为病例
组，把以前无流产史的１５５９人作为对照组。结果

应答者平均年龄为２１．９２岁，最小为１５，２５岁。２０

岁以下占１７．２％。重复人工流产发生比例为３２．１％。在７３６名重复人工流产者中，以前有１次流产
者占７５．３％，２次者占１８．１％，３次者占４．２％，４次者有１３人，５次者有４人，最高是８次（１人）。与对
照组相比，在重复人工流产组中，初次同房＜１８岁的比例较高（１６．２％：９．４％，Ｐ＜０．０１），暴露于性生
活已３年及以上的比例较高（３３．６％：６．６％，Ｐ＜０．０１），已同居１年以上的比例较高（６４．６％：２３．９％，
Ｐ＜０．０１），有规律性生活的比例较高（４８．５％：３７．１％，Ｐ＜Ｏ．０５），多性伴的比例较高（３６．０％：
１５．０％，Ｐ＜０．０１），被迫发生性行为的比例较高（６．０％：３．９％，Ｐ＜０．０５），本次怀孕是避孕失败所致
的比例较高（３９．３％：３１．６％，Ｐ＜Ｏ．０１）和有高危流产史的比例较高（３０．８％：３．１％，Ｐ＜０．０１）。与对
照组比，重复人工流产组在男性不支持流产，男性不参与决定及男性没有陪伴来做流产方面都有较高
的比例，分别为（１０．３％：５．９％，Ｐ＜０．０１；３０．３％：２４．０％及２７．５％：２３．５％，Ｐ＜０．０１）。结论

未婚

重复人工流产比例较高，影响重复人工流产的因素主要有：初次同房年龄小、暴露于性生活的期限长、
同居、规律性生活以及多性伴、被迫性行为、避孕失败和高危流产。重复流产与男性因素有关。
【关键词】人工流产；影响因素；未婚妇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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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卫生组织指出…，每年全世界约有８千万

查无误后，用ＳＰＳＳ １０．０软件进行统计分析。

非意愿妊娠，全世界不安全人工流产中，有４０％发

结

生在１５～２４岁的青少年中。影响青少年生殖健康

果

最主要因素有两大类：一个是青少年非意愿妊娠与

在北京、上海和郑州市的２７所医院，共调查了

人工流产，另一个是生殖道感染。据卫生部统计全

２２９５名＜２５岁未婚人工流产妇女。应答者平均年

国每年人工流产例数在逐年上升心Ｊ。有研究表

龄为２１．９２岁，最小为１５．２５岁。２０岁以下占

明∞１，在全部人工流产妇女中，未婚者占３０％以上。

１７．２％。重复人工流产发生比例为３２．１％。在７３６

要降低重复人工流产率，首先要研究重复人工流产

名重复人工流产者中，以前有１次流产者占７５．３％，

的决定因素。本研究对重复人工流产发生的比例以

２次者占１８．，１％，３次者占４．２％，４次者有１３人，５

及女方主要影响因素同男性因素对重复人工流产危

次者有４人，最高是８次（１人）。

险性的影响进行了调查。

表１中前３个因素提示：与对照组相比，在重复
人工流产组，暴露于妊娠风险的时间更长的比例较

对象与方法

高（高２～３倍）。第４个因素表明：就有规律性生

１．研究方法：采用以医院为基础的描述性流行病

活，即暴露于妊娠风险密度较大而言，重复人工流产

学研究方法，用匿名自填式调查表进行问卷的调查。

组也有较高比例。第５、６和７个因素为高危行为因

在分析时把其中有重复人工流产的７３６人作为病例

素，关于第８个因素，高危流产比例高于对照组近

组，以其他以前无人工流产史的１５５９人作为对照组。

１０倍，这是因为，在重复人工流产中，有２个成分

２．研究对象：研究对象是到医院来寻求人工流

（即半年内有２次人工流产和有过３次或以上人工

产服务的未婚青少年。对象选择标准：①２００５年７

流产）是高危流产前２位的重要构成。

月至９月期间，到选择医院的人工流产门诊，寻求人

表２显示，前３个因素为男女性双方在年龄、文

工流产服务的妇女；②年龄在２５岁以下；③未婚。

化程度和户籍方面的差异，即在这些基本人口学特

选择方法是，在研究期间到医院就诊，符合上述标准

征方面，男性都优于女性，在重复人工流产组，这样

的人工流产妇女，在填写知情同意书后，对所有的合

的比例都明显地高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格对象都进行调查。

表２中后３个因素提示：在重复人工流产组，男性不

３．统计学分析：在现场调查全部完成后，对调查

支持人工流产，不参与决定人工流产及不陪伴女性

表进行全面审查，以保证调查表的完整性、一致性、

来做人工流产的比例都高于对照组。提示男性对人

可靠性。资料全部通过计算机进行处理。经逻辑检

工流产关注程度也是影响重复人工流产的因素。

表１

未婚重复人工流产的影响因素

重复流产组＋

非重复流产组＋

ｘ２值

Ｐ值

初次同房年龄＜１８岁
距今初次同房已３年及以上

１１９（１６．２）
２４７（３３．６）

１４６（９．４）

５２．６５

＜０．０００

０．４７（０．３７～Ｏ．６０）

１０３（６．６）

５７７．３４

＜０．０００

已同居１年及以上
有规律性生活

３０１（６４．６）
３５７（４８．５）

１８４（２３．９）
５７７（３７．１）

２０１．６６

＜０．０００

７．１４（５．５１～９．２５）
５．８１（４．４８～７．５４）

２７．１２

＜０．０００

多性伴

２６４（３６．Ｏ）

１２８．６７

＜０．０００

１．６０（１．３３～１．９２）
０．３１（Ｏ．２５～０．３９）

经历被迫性行为
本次怀孕是避孕失败所致

４４（６．Ｏ）
２８９（３９．３）

２３３（１５．０）
６１（３．９）

４．８７

＜０．０２７

１．５６（１．０３～２．３６）

４９３（３１．６）

１２．９２

＜０．０００

有高危人工流产

２２７（３０．８）

３６２．３１

＜０．０００

Ｏ．７２（０．５９～０．８６）
１３．７３（９．８１～１９．２６）

因

素

＊括号外数据为人数，括号内数据为百分比（％）

４９（３．１）

ＯＲ值（９５％ｃ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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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２
因

素

·６７１

男性因素对未婚重复人工流产的影响

重复流产组＋

非重复流产组’

Ｐ值ｏＲ值（９５％ｃｊ）

ｘ２值

男性比女性大２岁及以上

３８０（６２．９）

６３７（４９．６）

２９．２５

＜Ｏ．０００

１．７２（１．４１～２．１１）

男性文化程度高于女性

２７４（３７．３）

４３１（２７．７）

２１．６ｌ

＜Ｏ．０００

０．６４（Ｏ．５３～Ｏ．７８）

男性本市户口，女外地户口

２０９（２８．５）

３８１（２４．５）

６．１４

＜Ｏ．０４６

０．８１（Ｏ．６６～Ｏ．９９）

９２（５．９）

１４．２９

＜０．０００

Ｏ．５５（０．３９～０．７６）

男性不支持做人工流产

·

７６（１０．３）

男性没有参与流产的决定

２２３（３０．３）

３７３（２４．０）

１０．７４

＜０．００５

１．０６（０．６０～１．８５）

女性做人工流产时男性没陪伴

２０２（２７．５）

３６５（２３．５）

４．３０

＜０．０３８

０．８１（Ｏ．６６～０．９９）

＊注同表１

图１表明，同居时间越长，重复人工流产发生风
险越高，特别是在同居１年以上者中，５０％以上有重

§
、－，

复人工流产史。
图２表明，初次同房年龄越小，重复人工流产风
险越高，特别是，如在１８岁以下有初次同房，重复人

料
｛Ｌ
煺
划
１Ｉ旺｝｜

工流产风险约４０％。
初次性生活年龄（岁）
拿 ６０
一
懈
钆 ４０
避
划
删 ２０

图２

未婚初次性生活年龄与重复人工流产

由表４可知，多元ｌｏｇｉｓｔｉｃ回归分析结果表明，
在男性因素中，对重复人工流产影响较大的主要是
男女性年龄方面的差异（暴露后的０Ｒ值为１．５９）。

Ｏ

６～＜１２

＜６

１２～２４

＞２４

讨

同居时间（月）
图１

未婚同居年限与重复人工流产

论

２００４年的研究结果表吲３｜，在北京、长沙和大

由表３可知，通过多元ｌｏｇｉｓｔｉｃ回归分析，在调

连市未婚人工流产妇女中，重复人工流产占３３％。

整混杂因素后，可见对重复人工流产影响较大的因

在北京市１１家医院的未婚人工流产者中，重复人工

素主要为：高危人工流产［暴露后的比值比（ｏＲ）为

流产占３０．０％‘４Ｉ。在产前保健妇女中，有２次及以

４２，９］和初次同房较早（ｏＲ值为５．０８）。

上人工流产史者占１０％‘５｜。此外，还有许多研究表

表３

未婚重复人工流产的多元１０９ｉｓｔｉｃ回归分析

初次同房年龄＜１８岁

０．４８４０

Ｏ．２７６

３．０６７

０．０８０

１．６２２（０．９４４～２．７８７）

距今初次同房已３年及以上

１．６２５０

Ｏ．２２９

５０．１５１

Ｏ．０００

５．０７８（３．２３９～７．９６１）

一２．００００

０．１６１

１５４．６６２

０．０００

０．１３５（Ｏ．０９９～Ｏ．１８５）

Ｏ．０７２０

Ｏ．１５６

Ｏ．２１２

０．６４５

１．０７５（０．７９１～１．４６０）

多性伴

一Ｏ．７２２０

０．１９２

１４．１５６

Ｏ．０００

０．４８６（Ｏ．３３３～０．７０８）

经历被迫性行为

一０．４０９０

０．５３４

Ｏ．５８７

Ｏ．４４４

０．６６４（Ｏ．２３３～１＿８９２）

本次怀孕是避孕失败所致

一Ｏ．２２８０

０．１６０

２．０２５

０．１５５

０．７９６（Ｏ．５８２～１．０９０）

３．７５９０

０．３０１

１５５．９１８

０．０００

４２．９０１（２３．７８～７７．３９４）

已同居１年及以上
有规律性生活

有高危人工流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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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在人工流产妇女中，不同城市重复人工流产比例

是对于未婚女青少年更是如此。因此，不但要研究

也不同№·０Ｉ。对北京市１０家大医院研究表明，在所

重复人工流产的个人影响因素，对其社会背景因素

有人工流产中，高危人工流产占１４．５４％。在９个高

有待更深入研究，以便标本兼治。

危流产构成成分中，半年内有人工流产史的比例最

本研究提示，未婚重复人工流产人群年龄较小、

高，为３５．９７％，其次为有２次以上人工流产史，占

初次同房年龄明显偏小、同居和有规律性生活比例

１７．７０％Ｈ１。。可见，重复人工流产是高危流产最主

较高、多性伴及非意愿性行为发生比例较高、避孕失

要的组成部分。虽然重复人工流产发生比例因选择

败发生率高、重复人工流产与高危流产并存的情况

不同的研究对象而有所不同，但普遍偏高，特别是在

较普遍。归结起来，重复人工流产女性因素主要是：

人工流产妇女中，重复人工流产比例一般在

暴露于妊娠风险期间长，性生活频率高且有规律等

３０％～５０％。

风险因素共存。同时，未婚重复人工流产与社会性

重复人工流产可带来各种术中及术后并发症。
在妊娠８周内，术中并发症的发生率为１．２％，１５周

别方面男女差异较大，及男性对人工流产的关注程
度有关。

内为３．６％¨２Ｉ。其中，人工流产大出血最为多见。

（对海军医院、北医三院、人民医院、海淀医院、中日医

在脏器损伤中，子宫穿孔较为常见ｎ ３｜，人工流产综

院、宣武医院和安贞医院等妇产科在现场调查时给予的大力

合征发生率约为１０％。在术后并发症中，近期发生

支持和协作，深表感谢）

率为１．９８％，远期为４．３９％。其中，继发不孕率为

参

１．３８％，子宫内膜异位症为０．１４％ｕ１｜。在手术近

１

期，有０．１％～４％的妇女发生生殖道感染，这占所有

考

ＷＨ０．Ｒｅ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ｖｅ ｈｅａｌｔ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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ｓｔｒａｔｅｇｙ：ｔｏ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ａｃｃｅｌｅｒａｔｅ

ｄｅｖｅＩｏｐｍｅｎｔ

ｐｒｏｇｒｅｓｓ

ｇｏａＩｓ

ａｎｄ

ｔｏｗａｒｄｓ
ｔａｒｇｅｔｓ．

ｗＨ０／ＲＨＲ／０４．８，Ｐ．１４ ＷＨ０ Ｇｅｎｅｖａ Ｓｗｉｔｚｅｒｌａｎｄ．

的近期并发症的５０％左右ｕ ４Ｉ。重复人工流产不管

２中国卫生部．中国卫生年鉴，２００２年．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

是对个人、家庭、还是对社会都会造成一定的影响，
必须引起高度重视。
研究结果表明，重复人工流产的决定因素可以
分为两大类：个人因素和社会背景因素。本研究主
要关注的是个人因素。就个人因素来讲，文化程度
低、知识面窄、来自农村的流动人口、较年轻、收入
低、避孕信息缺乏、对提供避孕服务机构不了解、难
以得到避孕药具、缺乏避孕意识、对避孕药具有不正
确认识等，都会导致未采取任何避孕措施，或没能坚
持每次同房都使用避孕措施，没能坚持使用现代的
更有效的避孕措施，以及没能正确使用避孕药具的
比例有所增加；这些是最主要地导致重复人工流产
率增加的直接影响因素。就社会大背景因素而言，
由于中国全面改革开放，性观念的转变、未婚性活动
增加、多性伴比例增加、同时在大城市结婚年龄推
迟，在性与避孕方面，社会性别不平等状况还相当严

２００２．
３

Ｃｈｅｎｇ ＹＩ，Ｇｕｏ
ｃｏｎｔｒａｃｅｐｔｉｖ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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ｉｎ

Ｘ，Ｌｉ

Ｙ，ｅｔ

ｐｒａｃｔｉｃｅｓ砌ｏｎｇ

ａ１．Ｒ印ｅａｔｅｄ ｉｎｄｕｃｅｄ ａｂｏｒｔｉｏｎｓ ａｎｄ
ｕｎｍａｒｒｉｅｄ

ｙｏｕｎｇ

ｗｏｍｅｎ ｓｅｅｋｉｎｇ

ａｎ

Ｃｈｉｎａ．Ｉｎｔｅｒ Ｊ ｏｆ Ｇｙｎｅｃｏｌ ａ１１ｄ ０ｂｓｔｅｔｒｉｃｓ，２００４，８５：

３３２．３３５．

４程怡民，康宝华，王铁燕，等．非意愿性行为影响因素研究．中国
妇幼保健，２０００，１５：３５８．３６０．
５程怡民，张文敏，樊丽君，等．产前检查妇女的人工流产史研究．
中国妇幼保健，１９９７，１２：９７—９８，１０９．
６肖燕军．北京市人工流产妇女婚育与避孕状况调查分析．中国
计划生育杂志，２０００，６：２５２．２５５．
７童传良．上海市户籍育龄妇女人工流产原因动态监测．上海医
学，２０００，２５：４５１．４５４．
８孟蓓．多次人工流产妇女的人口特征分析．中国计划生育杂志，
２０００．１０：４６６—４６８．

９孔凡丹．人工流产生殖健康及健康教育，中国健康教育，２００３，
１９：３０—３２．

１０蔡日方．中国人口问题报告农村人口问题及其治理．北京：社会
科学文献出版社，２０００．
１１史友英，张竞玉．高危人工流产原因分析．中国妇幼保健，１９９６，
１ｌ：５０—５２．

重，婚外性活动增加、非意愿性行为比例增加、流动
人口增加、婚前和婚外同居者增加；以往传统计划经

济下的计划生育避孕药具的发放体系，已经远远不
能适应当前市场经济的新形势，更不能满足日益增
长的避孕需求。不但在避孕服务方面，存在着很多
未能满足的需求，而且在避孕宣传教育方面的差距
更大。以致造成许多流产妇女经历了多次人工流
产，还是对避孕知识知之甚少，或有错误认识，特别

１２陈晓勤．人工流产手术与继发不孕．国外医学计划生育分册，
１９９８．１７：２２１—２２５．

１３楼超华，赵双玲，高尔生，等．人工流产妇女非意愿妊娠的原因
及预测妊娠的比例分析．生殖与避孕．２０００，２０：２４６—２５２．
１４朱明辉，雷贞武．提高认识，防止计划生育手术感染．实用妇产
科杂志，２０００，１６：２８２—２８３．
（收稿日期：２００６．０３．０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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