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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场调查·

中国九省农村育龄妇女宫内节育器
下移取器现状流行病学调查
周洁邓睿张开宁吴尚纯雷贞武
【摘要】

目的探索育龄妇女宫内节育器（ＩｕＤ）下移取器的发生现状和影响ＩＵＤ使用效果的严

重程度。方法运用描述性研究方法，采用分层整群抽样的纵向性研究，对我国农村地区１８ ９２２名放
置ＩＵＤ的妇女进行横断面调查和历史前瞻性随访。结果育龄妇女ＩＵＤ除完全脱落外，下移取器是
造成ＩＵＤ使用失败的主要原因。与其他ＩＵＤ使用失败的原因相比，其构成百分比随使用时间延长而

升高，由不足１／６上升至１／５。ＩＵＤ使用失败原因别累计失败率居于前三位的是完全脱落、下移取器和
带器妊娠，其累计失败率（每百名妇女）分别为完全脱落：使用１个月为０．３３％，３个月为１．１３％，６个月
为２．２１％，１２个月为４．３０％；下移取器：使用１个月为０．１０％，３个月为０．３７％，６个月为０．８０％，１２个月为
２．３４％；带器妊娠：使用１个月为０．０３％，３个月为０．１４％，６个月为０．４１％，１２个月为１．１４％。结论育龄
妇女下移取器严重影响着ＩＵＤ的使用效果，其发生情况不容忽视。

【关键词】宫内节育器；下移取器；流行病学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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宫内节育器（ｉｎｔｒａｕｔｅｒｉｎｅ ｄｅｖｉｃｅ，ＩＩｊＤ）即节育

也是ＩＵＤ使用效果研究的重点。ＩＵＤ位置异常以下

环，是一种相对安全、有效、经济的节育方法，在我国

移最为多见ｎ］，并普遍认为下移是自然脱落和带器

育龄妇女中普遍使用ｎ。】。衡量ＩＵＤ的使用效果，主

妊娠的原因和先兆¨１；因此ＩＵＤ出现下移后，一般处

要通过观察ＩＵＤ在放置后一定时间内是否因某问题

理原则为立即取出或采取其他避孕措施【５】。ＩＵＤ下

导致“避孕失效”而终止使用的发生晴况。这些引起

移还会引发盆腔积液、阴道大出血和宫颈穿孔等不

ＩＵＤ使用失败的问题应当与ＩＵＤ使用密切相关，这
ＤＯＩ：１０．３７６０／ｃｍａ．ｊ．ｉｓｓｎ．０２５４—６４５０．２００９．０４．００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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良后果。以往针对ＩＵＤ移位或下移问题的研究多局
限于临床观察、Ｂ超检测分析等，尚缺乏大规模的流
行病学调查资料，用以描述ＩＵＤ下移发生的实际情
况，以及与其他引起ＩＵＤ使用失败原因的比较分
析。因此，本研究运用描述性研究方法，对我国９省
ＩＵＤ使用者开展了流行病学调查和随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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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次随访日为历史性随访；第一次随访日至２００６
对象与方法
１．研究内容：ＩＵＤ放置在体内并发挥避孕效果

年９月３０日为前瞻性随访。第一次随访与横断面调
查同时开展。

具有一定的时限。从被成功置人妇女体内计算，置

５．统计学分析：以ＥｐｉＤａｔａ软件建立数据库和数

器后１～６个月内属于近期，１２月以后到５～１０年属

据录入，运用ＳＰＳＳ １１．５和ＷＨＯ开发的ＩＵＤ失败率

于中远期（砌Ｄ在放置的第１年最容易出现失败）。

计算专业软件ＬＴＡ进行统计分析。运用定群寿命表

本研究主要针对ＩＵＤ放置后ｌ～１２个月的使用情

原理，通过计算ＩＵＤ在使用ｌ、３、６、１２个月，包括下

况。同时，根据文献回顾和专家意见，将ＩＵＤ使用失

移取器、脱落、带器妊娠、因症取器等的原因别累计

败的原因划分为：完全脱落、部分脱落、下移取器、意

失败率，分析下移取器在时间、地区和人群中的分

外妊娠、带器妊娠、因疼痛取器、因出血取器、因疼痛

布，反映下移取器对ＩＵＤ使用效果的影响。

和出血取器、因盆腔炎取器和其他医疗原因取器。

结

２．研究对象：为２００４年７月１日至２００５年６月

果

３０日期间放置ＩＵＤ的妇女，并且能够配合横断面调

１．基线情况：研究首先对９省纳入调查乡镇的

查和四次随访。调查对象的排除条件：①在研究期

村级台账或乡镇报表数据进行录人，根据课题设计

间因外出（如务工、经商等）不能参加问卷调查和第

的调查对象标准和排出条件共完成调查１９ ００２名，

一次随访；②因各种原因（如配偶长期外出、丧偶或

实际回收有效调查表１８ ９２２名，占总调查人数的

离婚后独身等）在研究期间没有性生活；③因智力问

９９．５８％。调查对象的平均年龄为２７．７１岁。文化程

题、交流障碍、精神疾患等原因不能配合调查；④经

度以初中为主，占５８．６９％。放置ＩＵＤ前的末次妊娠

核实，在研究期间外出不能保证定期随访。

结局以阴道分娩（６２．４８％）、剖宫产（１７．５８％）和人工

３．抽样方法及样本量：采用多阶段分层整群抽

流产（１４．７９％）为主。仅放置过１次ＩＵＤ的调查对象

样的方法，选择全国９省２７个县（市／区）８１个乡镇为

占６１．７６％，放置过２次ＩＵＤ的占２９．５４％，放置２次以

调查点，整群抽取符合条件的育龄妇女作为调查对

上的仅有８．７ｌ％（表１）。

象。具体步骤：①分别从我国东、中、西部地区选取

表１调查对象基本特征

３个调查省，共９个（东部：江苏、浙江和山东省；中
部：河南、湖北和安徽省；西部：四川、云南和甘肃
省）。②每个调杏省根据计划生育丁作和技术服务
水平将所有的县分为“较好”、“中等”、“较困难”３
层，每层随机抽取１个县，每省３个调查县。③从每
个调查县抽取３个乡镇作为调查点，其中县城所在
地的乡镇为必选调查点，再从其他乡镇中用分层
随机抽样的方法选出２个能代表当地计划生育工
作中等水平的乡镇。④根据以往在人群中开展
ＩＵＤ使用情况研究的经验并结合预调查实际情况，
每个调查乡镇抽取２４０例符合上述条件的妇女作为
调查对象。
４．研究方法：
（１）横断面调查：采用问卷调查和记录摘抄相结
合的方法对调查对象进行横断面调查。调查内容主
要包括人口学特征、ＩＵＤ放置情况、ＩＵＤ使用规格和
型号以及ＩＵＤ放置手术情况等。
（２）历史前瞻性随访：采用问卷调查、妇科检查
和Ｂ超检查对纳入研究的调查对象进行历史前瞻性
随访。随访时间自２００４年７月１日开始，至２００６年
９月３０日终止，共随访４次。其中２００４年７月１日至

注：表中数据有删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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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不同使用时间的ＩＵＤ使用失败原因：表２显

换代目标№Ｊ。经过十余年，已基本实现活性ＩＵＤ替

示，从ＩＵＤ使用１个月至１２个月，下移取器一直都是

代惰性ＩＵＤ。本研究结果显示，在ＩＵＤ更新换代以

导致ＩＵＤ使用失败的主要原冈之一，并随使用时间

后下移取器已明显超过带器妊娠的发生，成为第二

推移所占百分比有所升高，由不足１／６上升至１／５。

位的主要失败原因。这与四川省１９９４—１９９８年大
规模ＩＵＤ使用的流行病学调查结果基本一致＂】。

表２

９省育龄女１女不同使用时间的ＩＵＤ失败原因

失败原闲

３

１

完全脱落

６３（４１．４５）２１２（４２．４０）

用相关的失败原因。但本研究认为下移取器应归为

６

１２

ＩＵＤ使用相关的失败原因。首先，下移取器的诊断

４

５（１．００１

２

主要由专业医生进行，与其他失败结局相比，基本可

１８（１１．８４）６７（１３．４０）

ｌ

以排除使用者的个人原因，例如个体对疼痛的耐受

部分脱落０
下移取器

有研究者质疑，认为下移取器应属于非ＩＵＤ使

型里至塑堡堕堕塑塑１

意外妊娠

２（１．３２）

１０（２．ｏｏ）

２

性差异等问题引发的对衡量ＩＵＤ有效性造成的偏差

带器妊娠

６（３．９５）

２７（５．４０）

７

和干扰。其次，ＩＵＤ因下移而取出，也必须在专业医
疗机构进行，具有明确的操作记录和手术时间，信息
确实可靠，得到的数据能真实反映实际发生Ｊ睛况；基

因疼痛取器

１１（７．２４）

３１（６．２０１

４

因出ｍ取器

２５（１６．４５）

６６（１３．２０）

ｌ

肉疼痛和出血取器１８（１１．８４）

５３（１０．６０）

８

因盆腔炎取器

研３．９５）

２２（４．４０）

４

其他医疗原因取器

３（Ｉ．９７）

７（１．４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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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呵以排除使用者囚个人意愿而有意终止使用ＩＵ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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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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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结果显示，下移取器正严重影响ＩＵＤ的

１５２（１００．Ｏ）５００（１００．Ｏ）９６６（１００．０）２０２２（１００．０）

注：括号外数据为ＩＵＤ使用失败人数，括号内数据为构成比（％）

使用效果，其发生情况不容忽视。然而在本研究的
现场调查中却发现，各地甚至各服务机构对ＩＵＤ下

３．ＩＵＤ使用失败原因别累计失败率：育龄妇女

移的诊断和处理却大不相同。尽管Ｂ超是检测ＩＵＤ

ＩＵＤ使用失败原因别累计失败率居于前三位的是完

下移最可靠的辅助手段，但各地的判断标准却有所

全脱落、下移取器和带器妊娠，其累计失败率（每百

不同，处理方式也各有主张，有些机构认为应即时发

名妇女）分别为完全脱落：使用１个月为０．３３％，３个

现即时取出，并放置新的ＩＵＤ；另有些机构认为可继

月为１．１３％，６个月为２．２１％，１２个月为４．３０％；下移

续随访观察，不一定要即时取出。以往研究结果对

取器：使用１个月为０．１０％，３个月为０．３６％，６个月为

此也存在争议：有些研究提示绝大部分放置者的节

０．８０％，１２个月为２．３４％；带器妊娠：使用１个月为

育器下缘至宫颈内口问距均在“安全值”范围内，连

０．０３％，３个月为０．１４％，６个月为０．４１％，１２个月为

续监测能达到避孕效果哺１；而有的则认为对于ＩＵＤ

１．１４％（表３）。

下移者，应尽早取出，以免发生继发性宫颈穿孔及

此外，分析不同使用
时间的ＩＵＤ原因别累计失
败率可以发现，除完全脱
落外，下移取器的原因别
累积失败率上升最为明

显，并于使用６个月后迅速
增高（图１）。
讨

论

脱落和带器妊娠是一
直以来影响ＩＵＤ使用效果
的主要原冈。为了解决
ＩＵＤ脱落和带器妊娠的问
题，我国从１９９３年１月起
淘汰了金属单环，提出以
带铜ＩＵＤ取代惰性ＩＵＤ的

图１

９省育龄妇女ＩＵＤ原因别累计失败率趋势

·３３８·

表３

９省育龄妇女ＩＵＤ使用失败原因别累计失败率

带器妊娠等陋】。当前，国家相关部门对下移取器的

［２］乐杰．妇产科学．５版．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２００３：４２１．

诊断和处理没有制定统一的标准，各服务机构均根

［３］周楠．３８６８例宫内节育器Ｂ超定位观察．海军医学杂志，２００３，

据自己的实践经验或上一级部门指导自行制定诊断
标准和处理意见。

２４（３）：９７．

［４］雷琼，武世秀．Ｂ超对官腔内Ｔ型节育器位置异常诊断价值．中国
妇幼保健，１９９８，１３（４）：３２．

众所周知，ＩＵＤ的取出与放置都需进行“官腔操

［５］祁玉兰．１５６例宫内节育器下移者行复位术临床效果观察．中国

作”，均存在一定医源性感染的风险。因此，下移取
器作为当前较为凸现的影响ＩＵＤ使用效果的问题，

计划生育学杂志，２００３，１１（１２）：４３．
［６］吴尚纯．宫内节育器的开发和应用状况．实用妇产科杂志，２００３，
１９（６）：３２３．

相关技术部门和研究人员应对其发生的预防、诊断
及处理给予高度关注，并制定相应的统一标准或有
效措施。

［７］陈晓勤，张川蓉，谢黎，等．四川省１９９４年至１９９８年宫内节育器
使用状况调查．四川医学，２００４，２５（４）：４４９—４５１．
［８］施荷玉，刘艳萍，王中，等．Ｂ超监测ＩＵＤ下移与带器妊娠关系的
研究．生殖与避孕，１９９７，１７（１）：４８—５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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