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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性不孕症影响因素的病例对照研究
何晓侯倩姜红英黄河浪
【摘要】

目的探讨已婚育龄妇女不孕症的影响因素及其变化情况。方法采用以省级医院为

基础的配对病例对照研究，按年龄（±２岁）配对，共收集３８３对病例和对照，进行统一的问卷调查。用
ＥｐｉＤａｔａ

３．０软件建立数据库，应用ＳＰＳＳ“．５软件进行单因素和多因素条件ｌｏｇｉｓｔｉｃ回归分析。结果

多因素条件ｌｏｇｉｓｔｉｃ回归分析表明，盆腔感染性疾病史（ＯＲ＝７．０７８，９５％ＣＩ：３．４６２～１４．４６７）、末次妊娠
产后或流产后并发症史（ＯＲ＝３．６７４，９５％Ｃ／：１．６９０—７．９８６）、药物治疗史（０Ｒ＝２３．５７６，９５％ｃ，：
１２．３２４～４５．１０２）、痛经（ＯＲ＝１．６２２，９５％Ｃ／：１．１６ｌ一２．２６６）、性交痛（ＯＲ＝２．４４７，９５％Ｃ／：１．２０１—
４．９８６）、每月性生活次数（Ｄ尺＝１．４１６，９５％ｃ，：１．０４８～１．９１３）及精神压力（ＯＲ＝２．１４６，９５％ＣＩ：１．６６２—

２．７７１）可能是女性不孕症的危险因素，而文化程度（ＯＲ＝Ｏ．５２２，９５％ｃ，：Ｏ．３９１—０．６９６）可能为其保护
因素。结论预防和治疗盆腔感染，严格掌握治疗药物的适应证，重视生殖健康的宣传教育，提倡晚
婚晚育，避免婚前性生活等可能减少女性不孕症的发生。
【关键词】不孕症；已婚育龄妇女；影响因素；病例对照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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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随着生活节奏加快、工作压力增加、环境

着不孕症发病率的不断上升，提示与不孕症相关的

污染恶化、饮食结构改变以及人们生育观念转变等，

危险因素，以及危险因素的暴露水平亦呈不断变化

不孕（育）症发病率逐渐升高，据不完全统计，我国育

的趋势。本课题拟研究影响女性不孕的危险因素及

龄妇女中，大约有１０％一１５％的人患不孕症…。随

其变化，为不孕症病因的有效预防和治疗提供客观
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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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象与方法

１．研究对象：选择２００４年７月至２００８年４Ｂ江
西省妇幼保健院不孕症门诊患者和生殖健康科及妇
科病区的不孕住院患者３８３例，不孕症诊断标准陵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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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ｗＨＯ（１９９５）编印的《不育夫妇标准检查与诊断
手册》中规定：凡婚后有正常性生活未避孕，同居１
年以上未受孕，称不孕症；其中原发不孕指婚后未避

·３５３·

件ｌｏｇｉｓｔｉｃ回归分析；Ｐ＜Ｏ．０５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结

果

孕１年以上且从未妊娠者；继发不孕是指过去曾有

１．基本情况：共调查７６６例女性，病例组平均年

过妊娠（包括足月妊娠、早产、流产、异位妊娠及葡萄

龄（２８．８１±３．９２）岁，不孕持续时间为ｌ—１５年，其中

胎等）而后同居未避孕１年以上不孕者。排除标准：

原发不孕有１６８例（４３．８６％），继发不孕有２１５例

女性有先天性或后天性解剖上或功能上的缺陷，无

（５６．１４％）。女方因素主要包括输卵管性病变（输卵

法校正而不能受孕者称为绝对不孕。病例人选标

管阻塞、输卵管切除、通而不畅、通而欠畅、输卵管积

准：经过病史询问，临床检查确定主要为女方因素或

水等）、卵巢因素（多囊卵巢综合症、卵巢子宫内膜异

男、女性双方均有因素所致相对不孕。育龄妇女年龄

位症、卵泡黄素化不破裂综合症等）和子宫因素（子

规定为２０～４０岁。按ｌ：ｌ的比例选取对照；对照的入

宫畸形、官腔粘连等）。对照组平均年龄为（２８．６５±

选标准为同居未避孕１年内自然妊娠者，与病例的年

３．８８）岁；按年龄配对，进行病例与对照组比较，差异

龄差异≤２岁，若同时有多名符合条件者，则选取年

无统计学意义（ｔ＝０．５６７７，Ｐ＞Ｏ．５０），两组在年龄因

龄与病例年龄最接近者为对照。３８３例对照来自同

素上均衡可比。两组对象的初潮年龄和婚育情况见

一医院产科门诊的未避孕１年内自然妊娠的孕妇或

表ｌ，病例组的第一次性交年龄和结婚年龄均明显

产科病房未避孕１年内自然妊娠并已分娩的产妇。

小于对照组（Ｐ＜Ｏ．００１）。

２．调查方法和内容：采用经预调查反复修改后
制定的统一调查问卷，分别对病例和对照进行逐项

表１病例组与对照组初潮年龄及婚育史情况（孑±ｓ）
组别例数初潮年龄（岁）第一次性交年龄（岁）结婚年龄（岁）

面对面询问调查，同一对病例和对照由同一位调查
员使用统一的调查表在相距不超过７天内完成；调
查员均由具有一定流行病学调查知识并经过统一培

注：与对照组比较。ｔ＝６．５３７６，Ｐ＜Ｏ．００１；‘ｔ－－－－６．２４３８，Ｐ＜Ｏ．００１

训的妇产科医生担任。病例组和对照组调查时均经

２．单因素分析：共选择了３７个因素，变量具体

过口头知情同意；调查内容主要包括一般人口学特

赋值见表２。利用条件ｌｏｇｉｓｔｉｃ回归模型，在ａ＝０．０５

征、临床资料、Ｂ超检查、生育史、疾病史、婚姻性生

水平对３７个因素逐一进行单因素分析，共筛选出２３

活史、月经史和个人生活史等。调查内容中的全身

个因素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见表３。

疾病史包括糖尿病、结核病、肝病、胃肠道疾病、风湿

３．多因素分析：为了排除相关因素间的交互作

病、甲状腺疾病等慢性疾病；药物治疗主要是指用于

用和混杂因素的影响，将上述单因素分析有意义的

治疗炎症的药物（如各种抗菌药物）及促排卵药物

２３个因素引入多因素条件ｌｏｇｉｓｔｉｃ回归模型，运用逐
步回归法进行筛选，在ａ－－－－０．０５水平最终能进入多因

（如克岁米酚、卵泡刺激素及人绒毛膜促性腺激素
等）。肝病史包括ＨＢｓＡｇ携带者、慢性乙肝、甲肝、
药物性肝炎、肝硬化、脂肪肝等；结核病史包括肺结
核、肠结核、骨结核及淋巴结核等；盆腔感染性疾病

素条件回归模型的因素有８个（表４）。
讨

论

包括子宫体炎、子宫内膜炎、急性盆腔炎及盆腔炎性

病例对照研究中较易产生偏倚，为减少和控制

疾病后遗症等；其他疾病史包括子宫畸形、遗传病、

偏倚对结果的影响，本研究在设计阶段采用配对的

心血管疾病及肾脏疾病等；外科病史包括胆囊炎、胆

方法，使病例和对照除了研究因素外其他因素均衡

结石等；妇科手术史包括清官术、剖宫产术、附件切

可比；在资料收集中，采用统一的调查表、调查方法，

除术及妇科腹腔镜下手术等；衣原体和支原体感染史

同等对待病例和对照；在分析阶段，不仅进行单因素

是指调查对象曾采取宫颈分泌物进行衣原体和支原

分析，而且还运用条件回归模型进行多因素分析，考

体培养报告结果为阳性。精神压力包括工作压力及

虑几个因素的联合作用对不孕发生的影响，以控制

不孕症带来的自身压力、社会压力、家庭压力及经济

混杂因素的作用。本次调查并非多中心的调查，难

压力等。所有调查内容主要以调查对象自述为准。

免存在选择偏倚；调查采用的是面对面问卷调查，对

３．统计学分析：所有数据采用ＥｐｉＤａｔａ ３．０软件

过去数年的情况进行询问，可能会存在回忆偏倚；由

双重录入计算机，建立数据库并进行逻辑检错，数据

于本研究是一个病例对照研究，所以无法确定不孕

分析使用ＳＰＳＳ １１．５软件，进行ｔ检验和ｌ：ｌ配对的条

与某些影响因素的时间先后顺序，因而也无法确定

·３５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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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２女性不孕症变量赋值
变量

赋值

文化程度小学以下＝１，小学＝２，初中＝３，高中及职
高＝４，大专以上＝５

结婚年龄（岁）

＜２０＝ｌ，２０一＝２，２５一＝３，３０—３５＝４

不育时间（年）
人Ｔ流产史

＜５＝１，５～１０＝２。≥１０＝３

药物流产史

无＝０，有＝１
无＝Ｏ，有＝Ｉ

自然流产史
中期引产史
宫外孕史
葡萄胎史

无＝Ｏ，有＝１

无＝Ｏ，有＝ｌ

损而引起不孕，盆腔炎症与手术损伤是导致盆腔粘
连的重要因素，而官腔操作史和药物流产史可能增加
盆腔炎、盆腔粘连的风险，增加继发不孕的发生率ｂ］。
本研究显示，有药物治疗史可能是女性不孕的
危险因素；药物治疗主要是指用于治疗炎症的药
物。盆腔炎性疾病后遗症具有难根治、易复发的特

无＝Ｏ，有＝ｌ

点，若长期使用抗炎药物如抗生素，不仅会降低患者

无＝Ｏ。有＝ｌ

的自身抵抗力，造成机体内菌群失调而引发妇科炎

末次妊娠产昏§渤产后并发症史无＝０，有＝ｌ
全身疾病史

无＝Ｏ，有＝１

症，而且可进一步诱发输卵管炎症，甚至输卵管堵

糖尿病史

无＝Ｏ。有＝ｌ

结核病史

无＝Ｏ，有＝１

塞，使不孕发生的危险｜生增加。

甲状腺疾病史

无＝Ｏ，有＝ｌ

肝病史

研究还显示，痛经可能是女性不孕的危险因素

无＝０，有＝ｌ
无＝Ｏ。有＝１

（伽＝１．６２２），与陈晓勤等ｂ１研究结果（Ｄ尺＝１．６４）一

药物治疗史
外科病史
阑尾炎史
阑尾切除并发症
妇科手术史
盆腔感染性疾病史
子宫内膜异位症史
其他疾病史
淋病病史

无＝０，有＝１

衣原体感染史
尖锐湿疣史

无＝０，有＝１
无＝Ｏ，有＝１
无＝０，有＝１
无＝０。有＝ｌ

支原体感染史
末次妊娠后或原发不育有
阴道分泌物增多史

乳房溢乳史

无＝Ｏ，有＝１
无＝Ｏ。有＝１
无＝Ｏ，有＝１

致。痛经分为原发陛痛经和继发性痛经。研究表明
痛经患者子宫内膜、月经血中前列腺素（ＰＧ）含量增

无＝０．有＝１

高是造成痛经的主要因素，它主要受精神和神经因

无＝Ｏ，有＝１

素的影响。无排卵性子宫内膜因无孕酮刺激，所含

无＝Ｏ，有＝ｌ
无＝Ｏ。有＝ｌ

ＰＧ浓度甚低，一般不发生痛经；因此，原发性痛经
一般不影响生育心１。继发性痛经往往与子宫内膜异
位症和盆腔炎性疾病后遗症有关。子宫内膜异位症
可因盆腹腔内膜异位病灶分泌多种抗生育因子，改

婚前性生活史

无＝Ｏ，有＝ｌ
无＝Ｏ，有＝ｌ

变腹腔内环境及激活免疫机制，如产生子宫内膜抗

第一次性乍活年龄（岁）

＜２０＝Ｉ，２０—２５＝２，≥２５＝３

每月性生活次数

体等而引起不孕或流产¨］。盆腔炎时盆腔血管充血

≤ｌ＝ｌ，２～３－－－－２，４—５＝４，６—７＝４。

性交痛

无＝０，有＝１

月经史

不规律＝ｌ，有时规律有时不规律＝２，

≥８＝５

规律＝３

无＝０，轻度＝ｌ，中度＝２，重度＝３
家庭年均收入（元／人）＜２００＝ｌ，２００～＝２，５００，＝３，８００～＝

痛经

４，１０００～＝５，３０００一＝６，５０００～＝７，
１００００～＝８

精神压力

无＝ｌ，轻度＝２，中度＝３，较重度＝４，
重度＝５

不孕症

对照＝Ｏ，病例＝ｌ

使血管壁神经受刺激，子宫痉挛性收缩而产生不规
律的宫缩痛；盆腔炎时子宫纤维组织增厚、充血、组
织液浸润增多等，阻碍子宫有规律的收缩，反过来牵
动周围炎症组织，因而产生痛经【６］。
性交痛可能是女性不孕的危险因素（ＯＲ＝
２．４４７），与国内外研究结果一致ｎ一］。性交痛原因有
心理因素和疾病因素，而且９０％性交痛是由心理因
素引起。传统性观念对女性性欲的压抑，或男女双

不孕与影响因素之间的因果关系。另外，调查只是

方对性知识缺乏，以及精神紧张、焦虑、生活和工作

涉及到女性不孕的某些影响因素，还可能有一些目

压力大均可引起性交痛；疾病如生殖器官各种炎症、

前未知的因素我们没有调查到。

子宫内膜异位症、生殖内分泌疾病均可引起性交痛；

本研究发现，不孕组的第一次性交年龄与结婚

性交痛町使女性回避性交，或不能进行性生活而导

年龄均明显小于对照组，年龄的提前常使男女性双

致不孕归］。长期慢性情感应激可以从多个环节使

方由于缺乏性生活的卫生知识与心理准备，除了人

免疫功能下降，内分泌功能发生紊乱，从而影响受

工流产的概率增加外，潜在的生殖道感染或性传播

孕ｎ０。。因此性交痛可能导致不孕，且心理因素所致

疾病的概率也随之增加，而且很多感染是以亚临床

性交痛不可忽视。

症状或隐匿状况出现，妇女感染后不易觉察或未引

每月性生活次数过频可能是女性不孕的危险因

起足够重视，因而不孕的危险性也增加¨３。在本研

素（ＯＲ＝１．４１６）。研究表明，频繁地接触男性的精

究中盆腔感染性疾病史、末次妊娠产后或流产后并

液，容易激发体内产生抗精子抗体（ＡＳＡ）。ＡＳＡ不

发症史均可能是女性不孕的危险因素，与以往的研

但能抑制精子穿透宫颈黏液，抑制精子获能、顶体反

究结果一致Ｈ’５１。研究表明，盆腔炎性疾病后遗症可

应，减少精子存活率而降低受孕能力；而且还可以活

导致盆腔广泛粘连、输卵管梗阻、扭曲、蠕动功能受

化巨噬细胞，干扰受精卵的植入、着床而导致流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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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３女性不孕影响因素的单因素条件ｌｏｇｉｓｔｉｃ回归分析结果
ｐ
出
阢厶缓值Ｐ值

文化稃度
一Ｏ．８９５
结婚年龄
一０．４７７
自然流产史０．８４９
中期引产史０．９０８
２．６０１
宫外孕史

０．０８４

ｌｌ ３．９７６

０．０００

０．１０６

２０．１７２

０．０００

０．２５８

１ ０．７９６

０．００１

０．３８４

５．６０７

０．０１８

０．６０５

１８．４８３

０．０００

末次妊娠产后或流产后并发症史

２．６２８

０．２２４

１３７．４０４

全身疾病史０．８７３
肝病史０．６０９

０．２６８

１０．６３４

０．００１

０．３０４

４．０１３

０．０４５

ＯＲ值（９５％ｃｔ）
０．４０９Ｉ．０．３４７—０．４８２）
Ｏ．６２０１．０．５０４—０．７６４）
２．３３６（１．４０８—３．８７６）
２．４８０１．１．１６９～５．２６０）
１３．４７１１．４．１１６—４４．０８２）
１３．８５１（８．９２５—２１．４９６）
２．３９３ Ｉ．４１７～４．０４４）
１．８３８ ４ｆ１．０１３～３．３３６）

药物治疗史４．２２２

０．２３３

３２７．７６３

０．０００

６８～９６．４３．１７６。１０７．７１７）

外科痫史０．８６３
列科＇术史
１．４９３
盆腔感染惟疾病史
３．７３７
衣原体感染史
１．６４７
２．８４５
支腺体感染史
１．５０２
阴道分泌物增多史

０．３８６

５．０００

０．０２５

２．３７０ ｑｆｌ．１

０．１８５

６５．０２６

０．０００

４．４５２ｉ．３．０９７—６．４０１）

０．２１６

３００．６５０

０．０００

０．５５３

８．８８４

０．００３

０．６０１

２２．４３４

０．０００

０．１６３

８４．３８４

０．０００

婚日口性生活史０．３０４
－０．８０２
第一次性乍活年龄（岁）

０．１４５

４．３８１

０．０３６

０．】２３

４２．４６５

０．０００

４１．９６１，２７．５０４—６４．０１５）
５．１９２１ｆ１．７５８—１５．３３７）
１７—９３，，５．２９９～５５．７９０）
４．４８９１ ３．２５９—６．１８５）
１．３５５．１．０２０。１．８０１）
０．４４９Ｉ．０．３５３。Ｏ．５７１）

每月性生活次数０．３３６
性交痛
１．５７２
月经史
－ｏ．７１５
痛经０．２５８

０．０７１

２２．１４０

０．０００

１．４００Ｉ．１．２１７．１．６１０）

０．１９２

６７．３９２

０．０００

Ｏ．１３５

２８．０５７

０．０００

４．８１７（３．３ｌＯ一７．０１２）
０．４８９ ０．３７５—０．６３刀

０．０８６

８．９３３

０．００３

家庭人年均收入

一Ｏ．４６７

０．０９３

２５．１ ５０

Ｏ．Ｏｏｏ

１．０７６

０．０７７

１９２．７９５

０．０００

精神压力

０．０００

１２～５．０５０）

１．２９４（１．０９３一１．５３３）
０．６２７Ｉ．０．５２２—０．７５２）
２．９３２１．２．５１９—３．４１２）

表４女性不孕影响因素的多因素条件ｌｏｇｉｓｔｉｃ回归分析结果
末次妊娠产后或流产后并发症史
药物治疗史

１．３０ｌ

０．３９６

１０．７９３

０．００１

３．１６０

０．３３１

９１．１６５

０．０００

痛经０．４８３
性交痛０．８９５
每月性生活次数０．３２８
精神骶力０．７６４
文化程度
－０．６５１

０．１７ｌ

８．０２６

０．００５

０．３６３

６．０６７

０．０１４

０．１５４

５．１３３

０．０２３

１．４１６（１．０４８一１．９１３）

０．１３０

３４．３４４

０．０００

０．１４７

１９．５００

０．０００

２．１４６（１．６６２—２．７７１）
０．５２２（０．３９１—０．６９６）

不孕；频繁性交可能导致生殖道损伤和感染，增加了

的发生。

精子抗原进人血液及精子与免疫活性细胞接触的机
会，从而刺激女方免疫系统产生循环或生殖道局部
的ＡＳＡ，最终影响女性的生育能力ｎ¨。若性生活卫
生意识不够强，就更易引发生殖道感染，从而增加不
孕的危险性。
研究表明长期的精神压力可能影响多巴胺和去
甲肾上腺素分泌，从而影响下丘脑促性腺激素释放
激素的分泌，导致排卵障碍、输卵管痉挛、宫颈黏液
改变、盆腔瘀血以及性功能障碍，造成不孕或影响不

３．６７４（１．６９０—７．９８６）
２３．５７６（１２．３２４—４５．１０２）
１．６２２（１．１６１～２．２６６）
２．４４７（１．２０１～４．９８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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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的心理承受能力等。因此，不孕可能导致精神压
力的增加，可使女性心理上存在自卑、焦虑和抑郁的
情绪，影响排卵功能而导致不孕睁】。文化程度高可
能是女性不孕的保护因素（ＯＲ＝Ｏ．５２２）。因此，较高

２０００，５４（１）：１－７．

［９］许剑利，徐克惠．女性性功能障碍与不孕．中华妇幼临床医学杂
志，２００５，ｌ（１）：５０一５１．

［１０］从杰．精神神经因素与免疫功能．国外医学军事医学分册，１９８９，
３１：９３－９７．

［１１］潘柏轩，龙峰．不孕不育与多种自身免疫性抗体的相关性研究．
中华男科学杂志，２００６，１２（１１）：１０３９．

［１２］刘西茹，李尚为，李蕾．不育症患者心理因素及干预措施的研究
进展．生殖医学杂志，２００５，１４（２）：１２６．
［１３］李明，汪玉宗，高敏芝，等．不孕症行人工授精女性情感特点的
研究．中国计划生育学杂志，２００５，１３（９）：５４１—５４４．

的受教育水平可以提高女性生殖系统和心理情绪上

（收稿日期：２００８－０８－－０４）

的自我保健意识，减少盆腔感染的机会和女性不孕

（本文编辑：尹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