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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地区２５～５４岁已婚妇女下生殖道
感染现状调查
徐彩炎张为远武明辉张淞文
【摘要】

目的描述北京地区已婚妇女下生殖道感染现状，分析其危险因素，并探讨其与官

颈Ｉ：皮内瘤变（ＣＩＮ）的关系。方法用分层抽样的方法，随机选取北京市部分礼区作为研究现
场，对６３３９名２５～５４岁已婚妇女进行问卷调查、妇科检查和实验室检测。结果北京地区２５～
５４岁已婚妇女下生殖道感染检ｍ率为１１．４％，细菌性阴道病枪出率为８．７％，滴虫性阴道炎和外阴
阴道假丝酵母菌病的检出率分别为１．０％和１．７％。妇女下生殖道感染的危险因素主要有年龄、文
化程度、职业、经济条件、性伴侣数、怀孕次数以及避孕方式。多因素ｌｏｇｉｓｔｉｃ同归分析危险因素为
不使用避孕套避孕、性伴侣＞／２个和年龄在３０—４９岁间。细菌性阴道病与ＣＩＮ以及合并人乳头状
瘤病毒（ＨＰＶ）感染相关。结论北京地区２５～５４岁已婚妇女下生殖道感染率较低，但仍存在一
些危险因素；细菌性阴道病与ＣＩＮ以及合并ＨＰＶ感染相关。
【关键词】

下生殖道感染；宫颈上皮内瘤变；危险因素

Ｐｒｅｖｕｌｅｎｃｅ ａｎｄ ｄｅｔｅｒｍｉｎａｎｔｓ ｏｆ ｌｏｗｅｒ ｒｅ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ｖｅ ｔｒａｃｔ ｉｎｆｅｃｔｉｏｎｓ ａｍｏｎｇ ｗｏｍｅｎ ａｇｅｄ ２５－５４
ｙｅａｒｓ ｉｎ

ｘ Ｕ Ｃａｉ－ｙａｎ，ＺＨＡＮＧ Ｗｅｉ－ｙｕａｎ，ＷＵ Ｍｉｎｇ—ｈｕｉ，ＺＨＡＮＧ Ｓｏｎｇ－ｗｅｎ Ｂｅ每试ｇ Ｏｂｓｔｅｔｒｉｃｓ
Ｈｏｓｐｉｔａｌ，Ｃａｐｉｔａ２ Ｍｅｄｉｃａｌ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Ｂｅｉｊｉｎｇ １ ０００２６，Ｃｈｉｎａ

Ｂｅｉｊｉｎｇ

ａｎｄ Ｇｙｎｅｃｏｌｏｇｙ

Ｃｏｒｒｅｓｐｏｎｄｉｎｇ ａｕｔｈｏｒ：ｚＨＡＮＧ

Ｗｅｉ－ｙｕａｎ．Ｅｍａｉｌ：ｚｈａｎｇｗｙ９９２、＠ｈｏｔｍａｉｌ．ｔｏｍ

死蠡ｗｏｒｋ埘邪ｓｕｐｐｏｒｔｅｄ ｂｙ ａ ｇｒａｎｔ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Ｍａｊｏｒ Ｐｒｏｊｅｃｔｓ ｏｆ＆彬ｎｇ Ｍｕｎｉｃｉｐ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ａｎｄ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Ｃｏｍｍｉｓｓｉｏｎ ｏｆ Ｃｈｉｎａ（Ｎ０．Ｄ０９０６００８０４０４９ １）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ｏｂｊｅｃｔｉｖｅ Ｔｏ ｄｅｔｅｒｍｉｎｅ ｔｈｅ ｐｒｅｖａｌｅｎｃｅ ａｎｄ ｄｅｔｅｒｍｉｎａｎｔｓ ｏｆ ｔｈｅ ｍｏｓｔ ｃｏｍｍｏｎｌｙ
ｓｅｅｎ ｌｏｗｅｒ ｒｅ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ｖｅ ｔｒａｃｔ ｉｎｆｅｃｆｉｏｎｓ ａｍｏｎｇ ｗｏｍｅｎ ａｇｅｄ ２５－５４ ｙｅａｒｓ ｉｎ Ｂｅｉｊｉｎｇ．Ｍｅｔｈｏｄｓ
Ｔｈｅ
ｓｔｕｄｙ ｐｏｐｕｌａｔｉｏｎ ｃｏｎｓｉｓｔｅｄ ｏｆ６３３９ ｗｏｍｅｎ ａｇｅｄ ２５—５４ ｙｅａｒｓ ｉｎ １３７ 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ｉｅｓ ｏｆ Ｂｅｉｊｉｎｇ．Ｆｏｃｕｓ ｏｆ
ｔｈｉｓ ｓｔｕｄｙ ｗａｓ ｔｏ ｕｎｄｅｒｓｔａｎｄ ｔｈｅ ｐｒｅｖａｌｅｎｃｅ ｏｆ ｔｈｅ ｆｏｌｌｏｗｉｎｇ ｄｉｓｅａｓｅｓ ａｓ：ｂａｃｔｅｒｉａｌ ｖａｇｉｎｏｓｉｓ，
ｔｒｉｃｈｏｍｏｎｉａｓｉｓ ａｎｄ ｖｕｌｖｏｖａｇｉｎａｌ ｃａｎｄｉｄｉａｓｉｓ．Ｉｎ ａｄｄｉｔｉｏｎ ｔｏ ｔｈｅｉｒ ｐｒｅｖａｌｅｎｃｅ ｒａｔｅｓ，ａ ｇｅｎｅｒａｌｉｚｅｄ
ｅｑｕａｔｉｏｎ

ｆｏｒ

ｅｓｔｉｍａｔｉｏｎ ｗａＳ ｕｓｅｄ ｔｏ ａｎａｌｙｚｅ ｔｈｏｓｅ ｉｎｆｅｃｔｉｏｎ．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ｅｄ ｆａｃｔｏｒｓ．Ｒｅｓｕｌｔｓ

Ｔｈｅ ｏｖｅｒａｌｌ

ｉｎｆｅｃｔｉｏｎ ｐｒｅｖａｌｅｎｃｅ ｉｎ ｔｈｅ ｌｏｗｅｒ ｒｅ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ｖｅ ｔｒａｃｔ ＷａＳ １１．４％．ｉｎｃｌｕｄｉｎｇ ｂａｃｔｅｒｉａｌ ｖａｇｉｎｉｆｉｓ ａＳ ８．７％，
ｔｒｉｃｈｏｍｏｎａｄｓ ａｓ １．Ｏ％ａｎｄ ｖｕｌｖｏｖａｇｉｎａｌ ｃａｎｄｉｄｉａｓｉｓ ａｓ １．７％．Ｆａｃｔｏｒｓ ｗｈｉｃｈ ｗｅｒｅ ｆｏｕｎｄ ｔｏ ｂｅ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ｌｙ 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ｅｄ
ｉｎｃｏｍｅ．ｎｕｍｂｅｒ ｏｆ

ｓｅｘ

ｗｉｔｈ ｌｏｗｇｒ ｒｅ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ｖｅ ｔｒａｃｔ
ｐａｒｔｎｅｒｓ

ａｎｄ ｆｒｅｑｕｅｎｃｙ

ｏｆ

ｉｎｆｅｃｔｉｏｎｓ ｉｎ ｗｏｍｅｎ ｗｅｒｅ ａｇｅ。ｐｒｏｆｅｓｓｉｏｎ，ｆａｍｉｌｙ
ｕｓｅ ｄｕｒｉｎｇ ｓｅｘｕａｌ ｃｏｎｔａｃｔｓ．Ｉｎ ｐａｔｉｅｎｔｓ ｗｉｔｈ

ｃｏｎｄｏｍ

ｂａｃｔｅｒｉａＩ ｖａｇｉｎｉｔｉｓ．ｂｏｔｈ ｐｒｅｖａｌｅｎｃｅ ｒａｔｅｓ ｏｆ ｃｅｒｖｉｃａｌ ｉｎｔｒａｅｐｉｔｈｅｌｉａｌ ｎｅｏｐｌａｓｉａ ａｎｄ ｉｎｆｅ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ｈｕｍａｎ
Ｔｈｅ ｐｒｅｖａｌｅｎｃｅ ｏｆ ｔｈｅ ｍｏｓｔ ｃｏｍｍｏｎｌｙ ｓｅｅｌｌ ｌｏｗｅｒ ｒｅ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ｖｅ
ｐａｐｉｌｌｏｍａｖｉｍｓ ｗｅｒｅ ｈｉｇｈ．Ｃｏｎｃｌｕｓｉｏｎ
ｔｒａｃｔ ｉｎｆｅｃｔｉｏｎｓ ａｍｏｎｇ ｗｏｍｅｎ ａｇｅｄ ２５－５４ ｙｅａｒｓ ｉｎ Ｂｅｉｊｉｎｇ ｗａｓ ｌｏｗｅｒ ｔｈａｎ ｏｔｈｅｒ ａｒｅａｓ ｉｎ Ｃｈｉｎａ．Ｌｏｗｅｒ

ｒｅ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ｖｅ

ｔｒａｃｔ

ｉｎｆｅｃｔｉｏｎｓ ｓｅｅｍｅｄ ｔｏ ｂｅ ｒｅｌａｔｅｄ

ｐｏｖｅｒｔｙ，ｈｉｇｈｅｒ ｎｕｍｂｅｒ ｏｆｓｅｘ ｐａｒｔｎｅｒｓ

ａｎｄ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Ｌｏｗｅｒ ｒｅ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ｖｅ

ｎｏｔ

ｔｏ

ｕｓｉｎｇ

３０—４９ ｙｅａｒｓ ｏｆ ａｇｅ。ｎｏｎ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ａｌ ｅｍｐｌｏｙｅｅ，
ｃｏｎｄｏｍｓ ｄｕｒｉｎｇ ｓｅｘｕａｌ ｃｏｎｔａｃｔｓ．

ｔｒａｃｔ ｉｎｆｅｃｔｉｏｎｓ；Ｃｅｒｖｉｃａｌ

ｉｎｔｒａｅｐｉｔｈｅｌｉａｌ ｎｅｏｐｌａｓｉａ；Ｒｉｓｋ ｆａｃｔｏｒｓ

生殖道感染（ＲＴＩ）是妇产科临床最常见疾病，

的微生物种类有细菌、病毒、支原体、衣原体、真菌、

尤其在东南亚等发展中国家发生率较高ｎ】。ＷＨＯ

原虫等多种病原体。生殖道感染对妇女的身心健康

将其定义为由正常存在于生殖道的微生物或在医疗

产生较大不良影响，可导致不孕症、宫外孕、流产、早

操作或性接触中进入生殖道的外界微生物引起的感

产及宫颈癌等疾病的发生妇Ｊ。为了解北京地区已婚

染。依感染部位不同，ＲＴｌ分为下生殖道感染（外阴

妇女下生殖道感染的患病现状及其危险因素，探讨

阴道炎及宫颈炎）及上生殖道感染（盆腔炎性病）。

下生殖道感染与官颈上皮内瘤变（ＣＩＮ）和人乳头状

其中以下生殖道感染的外阴阴道炎多见。引起ＲＴＩ

瘤病毒（ＨＰＶ）感染的关系，于２００７年３月至２００８年

ＤＯＩ：１０．３７６０／ｃｍａｄ．ｉｓｓｎ．０２５４－６４５０．２０１０．０２．００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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９月对北京市１２个区县１３７个社区内随机抽取的
２５～５４岁６３３９名已婚妇女进行流行病学调查，结果
报告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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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３３９），丧偶占１．０％（６３／６３３９）。初次性生活的年龄
对象与方法

平均为（２３．９５±２．３３１）岁，性伴数为１者占９６．９％

１．研究对象：２００７年３月至２００８年９月在北京

（６１４４／６３３９），为２者占２．９％（１８２／６３３９），为＞２者占

市１２个区县１３７个社区内随机抽取２５～５４岁６３４７

０．２％（１４／６３３９）。有妊娠史６１８３人（９７．５％），平均初

名已婚妇女。入组人群标准和内容同文献［３］。

孕年龄（２４．８６±２．５５９）岁，妊娠次数平均（２．２５±

２．研究方法：样本量估计、抽样方法和研究内容

１．０９０）次。孕次≤２者占６４．１％（３９６６／６１８３），＞２者占

同文献［３］。在１２个区县１３７个社区实际调查６３４７名

３５．９％（２２１７／６１８３）。有分娩史６０３８人，初产年龄平

已婚妇女，其中城区（东城、西城、崇文、宣武）９４４人，

均（２５．６５±２．７１４）岁，分娩次数为１者占８４．１％

失访２Ａ（０．２％）；近郊区（朝阳、海淀、丰台、石景山）

（５０８０／６０３８），＞ｌ占１３．９％（９５８／６０３８）。目前避孕

３００４人，失访４人（０．１％）；远郊区县（大兴、通州、怀柔、

５０６７人，占７９．９％（５０６７／６３３９），其中宫内节育器避

延庆）２３９９人，失访２人（０．１％）。，共实际入组６３３９人。

孕占４６．５％（２３５４／５０６７），工具避孕占４３．５％（２２０７／

３．妇科常规检查、电子阴道镜和组织病理检查

５０６７）。口服药物避孕占３．９％（２００／５０６７），实行女性

及高危型人乳头状瘤病毒（ＨＲ．ＨＰＶ）检测方法、诊

绝育术占５．６％（２８２／５０６７），实行男性绝育术占０．２％

断标准见参考文献［３］。

（１０／５０６７），采用其他方法者占０．３％（１４／５０６７）。

４．下生殖道感染的诊断标准：诊断和分类标准

（３）妇科疾病情况：无自觉症状１３８９人

依照ＩＣＤ一９及《妇产科学》Ｈ３。采用ＷＨＯ推荐同时

（２１．９％）：自觉有妇科症状４９５０人，其中阴道排液占

进行外阴阴道假丝酵母菌病（念珠菌病，ＷＣ）、细

１５．３％（９７２／６３３９），阴道分泌物增多占３２．２％（２０３９／

菌性阴道病（ＢＶ）、滴虫（ＴＶ）、白细胞检测。

６３３９），阴道不规则出血占４．８％（３０４／６３３９），接触性

５．统计学分析：数据录入对问卷及检查结果进

出血占５．３％（３３５／６３３９），下腹痛占２０．５％（１３００／

行审核后，应用ＥｐｉＤａｔａ ３．０软件建立数据库、双人双

６３３９）。既往曾患尖锐湿疣２７人（０．４％），患滴虫性

次录入核对后，应用ＳＰＳＳ １１．５１软件进行统计分

阴道炎者５４７人（８．６％），ＨＰＶ感染者１４人（Ｏ．２％）。

析。统计分析采用均值、频数表描述已婚妇女的基

７２．８％（４６１３／６３３９）的妇女既往接受过妇女病普查，

本人口学特征、婚育情况、生活习惯、病史、性生活状

其中２年内接受过检查的占８４．６％（３９０４／４６１３），仅

况、妇科检查结果等相关指标。应用ｆ检验比较下
牛殖道感染在相关因素中分布的差异。应用多因素

有０．４％（１６／６３３９）的妇女既往做过ＨＰＶ检测，１９．２％

非条件ｌｏｇｉｓｔｉｃ回归方法分析与下生殖道感染发生
有关的影响因素。
结

果

１．人口学特征：

（１２１９／６３３９）的妇女曾做过宫颈细胞学检查。
２．下生殖道感染率及相关因素的单因素分析：
６３３９名调查对象中，下生殖道感染率为ｌ １．４％（７２０／
６３３９），其中ＢＶ、ＴＶ和ＶＶＣ分别为８．７％（５５３人）、
１．０％（６２人）和１．７％（１０５人），混合性感染率为０．３％
（２０人）。见表ｌ。

（１）一般情况：已婚妇女中汉族占９４．９％（６０１４／

（１）年龄：不同年龄组妇女下生殖道感染的检出

６３３９），平均年龄（３９．５８ ４－８．０６５）岁。其中北京市户籍

率不同。４０～４４岁组和４５～４９岁组的检出率最

占７６．６％（４８５５／６３３９），外地户籍占２３．４％，外地户籍

高，分别为１３．８％和１２．４％。２５～２９岁组检出率最

中以河北省籍为多（４５．５％）。文化程度高中及以下者

低，为７．８％，５０～５４岁组次之，为８．９％。差异有统

占４１．８％（２６４９／６３３９），大学及以上者占５８．２％（３６９０／

计学意义（Ｚ２＝２５．４０，Ｐ＝０．０００）。

６３３９）。职业相对稳定的工人、农民、军人、机关干部、

（２）文化程度：文化程度越高，下生殖道感染检出

技术人员占５４．８％（３４７６／６３３９），自由职业者、职员、个

率越低。文盲、小学、中学、高中（职高）、大专、本科及以

体及无业者占４５．２％。家庭人均月收入１ ０００元以下

上检出率分别为１５．９％、１２．８％、１１．０％、１２．６％、９．１％、

的占１６．６％（１１９４／６３３９），１０００元以上的占８３．４％。

６．９％。差异有统科学意义（Ｚ＝２２．８０，Ｐ＝０．ｏｏｏ）。

（２）月经和婚育史：初潮年龄平均（１４．５２±

（３）职业：无职业妇女下生殖道感染检出率最高

１．８６７）岁，月经周期规律４６４５人（７３．３％），月经不规

（１３．３％）。其次为机关干部、工人、农民、自由职业者

律８５１人（１３．４％）。绝经８４３人（１３．３％），平均绝经

和职员，分别为１２．１％、１１．５％、１１．Ｏ％、１０．４％和

年龄（４７．９０±３．９００）岁。初婚者占９５．１％（６０３０／

１０．Ｏ％，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１７．００，Ｐ＝０．０３０）。

６３３９），离婚占１．６％（１０３／６３３９），再婚占２．３％（１４３／

（４）经济条件：经济条件越好的妇女下生殖道感染

中华流行病学杂；志２０ｌＯ年２月第３ｌ卷第２期Ｃｈｉｎ ＪＥｐｉｄｅｍｉｏｌ，Ｖｅｌｘｕａｒｙ２０１０，Ｖ０１．３１．Ｎｏ．２

·１４０·

（７）婚娴状况：未婚（同居）、已婚、离婚、再婚、丧偶

表ｌ下生殖道感染单因索分析
肉素

下生殖道感染Ｐ值

ｆ值

１２．６％、１２．６％和４．８％，差异无彦翘十学意ＳＬ（ｚ２＝３．９６．Ｐ：

６４／８２４（７．８、
１３２（１０．５）
１３４／１２０３（１ １．Ｉ）

２５—
３０。
３５．
４０～

１１９／１

４５～

１３５／１０８６（１２．４１
７５／８４４（８．９）

０．４１２）。结婚次数为１和＞／２者检ｍ率分别为１６．４％和

１７３／１２５０（１３．８）

５０～５４

１１．１％，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ｏ．１７，Ｐ＝Ｏ．６７６）。

文化程度０．０００
文盲

本科及以上

妇女下生殖道感染枪出率分别为７．９％和１２．９％，差

４６／３５８ｆ Ｉ ２．８、

２４１／２１８４（１ １．０１

异有统计学意义（ｆ＝３７．８７，Ｐ＝０．０００）。

２６ｌ，２０７２（１２．６、
９６／１０５０（９．１１
３９／５６８（６．９、

职业

３．下生殖道感染相关因素的多因素分析：经单
０．０３０

１７．００

工人８２／７１ｌ（１１．５）
农民
２２５／２０４７（１１．０）
墨：人０／１ １（０．ｏｏ）
职员
７４／７４１（１０．ｏ）
机关十部
３１／２５７（１２．１）
无、Ｉｐ人员
１７７／１３３５（１３．３）
Ｆｊ｝扫职、Ｉｐ者４４／４２６（１０．４）
科研及文教卫生
３３／４４７（７．３）
其他
３４／３６４（９．３）

经济人均月收入（元）０．０２０
＜１０００
１０００—
≥２０００

０．０５显著性水平，将变量引入多因素非条件ｌｏｇｉｓｔｉｃ
回归方程，最终差异有统计学意义的冈素，按危险性
大小排列依次为不使用避孕套、性伴≥２个和年龄
在３０—４９岁之间（表２）。
５．４４

初次性生活年龄（岁）０．３２８

因素
８．３７

８／１００（８．０１
６９２／６２３９（１１．ｎ
孕次０．０３８
１
１６２／１６５８（９．鼢
≥２
５２７／４５２５（１１．６、

４．３ｌ

流（弓１）产次数０．２２２

０．８９

ｌ

２５９／２４０３（１ ０．８、

≥２

２２５／１８８０（１２．０１

分娩次数０．６３４
婚姻状况０．４１２
未婚（同居）
已婚
ｍ婚
丧偶

＞／２

Ｐ值

０．３８４

Ｏ．２００

１．４７（０．９１１—２．１７３）

Ｏ．０４９

至鉴ｉＱ＝堡！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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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下生殖道感染与ＣＩＮ的关系：检ｆｎ ＢＶ的妇
女其ＣＩＮ的患病率为８．１％（４５／５５３），与未检出者相
比，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Ｚ＝１６．９８，Ｐ＝Ｏ．０２０）。而检
出Ｔｖ、ＶＶＣ的妇女其ＣＩＮ的患病率分别为６．５％（４／
６２）和４．８％（５／１０５）。且全部为ＣＩＮ Ｉ，与未检出的妇
女相比，ＣＩＮ患病率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１．１６，

３．９６

５／３１（１６．１）
６６１／５９９９（１１．０）
１３／１０３（１２．６）

Ｐ＝０．８８５）和（Ｚ＝１．１７，Ｐ＝０．８８３），见表３。
表３下生殖道感染与ＣＩＮ的关系

１８／１４３（１２．６）

组别

３／６３（４．８）

结婚次数０．６７６
ｌ

０．９５

５６７／５０８０（１１．２１
１１２／９５８（１ １．７１

离婚

＆０Ｒ值（９５％ＣＩ）

口

性伴≥２个

０．９６

＜２０
≥２０

≥２

表２下４殖道感染危险风素的ｌｏｇｉｓｔｉｃ回归分析

１５９／１６４１（９．７１

６６６／６１４４（１０．８１
３４／１９５（１７．４、

ｌ

因素分析筛选差异有统计学意义的凶素，按０【＝

３０９／２５７６（１２．Ｏ）
２３２／２１２０（１０．９、

性伴个数０．００４
ｌ
≥２

（８）避孕套的使用：使用和不使用避孕套避孕的

２２．８０

１７／１０７（１５．９、

小学
中学
高中（职高）
人专

妇女的下生殖道感染检出率分别为１６．１％、１１．０％、

０．１７

２７／１６５（１６．４１
１／９（１１．¨

３７．８７
避孕套０．０００
使用
１８７／２３６６（７．９）
丕ｉ直出
§！≥堡２２３【１２：２）
注：括号外数据分母为榆查人数，分子为感染人数；括号内数据为
感染检出率（％）

检出率越低，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ｆ＝５．４４，Ｐ＝Ｏ．０２０）。

例数

ＢＶ

５５３

ＴＶ

６２

ＶＶＣ

１０５

Ｃｎｑ

炎症

Ⅱ

Ⅲ／ＣＡ

Ｐ值

５０８（９１．９）
２８（５．１）
１２（２．２）５（０．９）Ｏ．０２０
０
Ｏ．８８５
５８（９３．５）４（６．５）０
０
Ｏ．８８３
１００（９５．２）
５（４．８）０

塾１２
§！！！ｆ！垒：≥！堑！垡：Ｑ
注：括号内数据为感染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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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下生殖道感染与ＨＰＶ的关系：有６１８５人（剔
除不满意标本１５４份）检查ＨＲ．ＨＰＶ。检出ＢＶ的妇

（５）性生活：性伴侣数为１个和≥２个者下生殖

女合并ＨＰＶ的感染率为１９．３％（１０７／５５３），与未检出

道感染检出率分别为１０．８％和１７．４％，差异有统计学

ＢＶ的妇女相比，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ｆ＝５４．５４，Ｐ＝
０．０００）；而枪出Ｔｖ、ＶＶＣ的妇女合并ＨＰＶ感染率分

意义（ｆ＝８．３７，Ｐ＝０．００４）。初次性生活＜２０岁和≥
２０岁的妇女枪出率分别为８．０％和１１．１％，差异无统
计学意义（ｆ＝ｏ．９６，Ｐ＝０．３２８）。

别为１４．５％（９／６２）、６．７％（７／１０５），与未检出的妇女相
比，其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ｃ２＝２．１８，Ｐ＝０．１４０；Ｘ２＝

（６）妊娠生育：妊娠次数为１和≥２者下生殖道感染

１．３７。Ｐ＝０．２４２），见表４。

检出率分别为９．８％和１１．６％，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ｚ２＝

讨

论

４．３１，Ｐ＝Ｏ．０３８）。流产、引产次数为１和≥２者检出率分
别为１０．８％和１２．０％，差异无统计学意义（矿＝０．８９，Ｐ＝
０．２２２）。分娩次数为１和≥２的检ｍ率分别为１ １．２％和
ｌ

１．７％，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Ｏ．９５，Ｐ＝Ｏ．６３４）。

下生殖道感染是危害我国城乡育龄妇女健康的
常见疾病，它町导致白带增多、外阴瘙痒、下腹部疼
痛等长期不适和苦恼，可导致不孕症、宫外孕、流产、

皇华流行病学杂志２０ｌｏ年２月第３ｌ卷第２期Ｃｈｉｎ ＪＥｐｉｄｅｍｉｏｌ，Ｆｅｂｒｕａｒｙ
表４下牛殖道感染与ＨＰＶ感染的关系
塑型

趔塾旦！ｙ堕丝

ＢＶ

５５３

１０７（１９．３１

Ｔｖ

６２

９（１４．５）
７（６．７）

ＷＣ
盔壁銎

１０５

§堑§

兰２２ｆ！：！）

婴∑塑垡

女有必要进行生殖健康知识教育。使用避孕套避孕
￡堕

４４６（８０．７）０．０００
Ｏ．１４０
５３（８５．５）
９８（９３．３）０．２４２

苎！１２ｆ塑：２２

２０１０，Ｖ０１．３１。Ｎｏ．２

Ｑ：ＱＱＱ

注：同表３

的妇女下生殖道感染率较低，应倡导使用避孕套，不
但可以预防通过性行为传播感染，还可以预防宫颈癌
的发生，促进ＣＩＮ的良性转化ｎ】。
ＣＩＮ和宫颈癌是妇女患病率与死亡率的主要原

早产及宫颈癌等疾病的发生，并可以增加感染艾滋

因。现已证实，ＨＰＶ、ＣＩＮ与宫颈癌之问存在着联

病／Ｊ陛病的危险性ｂ】，甚至引起不同程度的宫颈癌前

系。有报告认为ＢＶ在ＣＩＮ的发展过程中是重要

病变。因此，对女性下生殖道感染的防控不容忽视。

的，由于菌群失调有可能产生潜在性致癌物质——

在世界范围内，不同地区妇女生殖道感染率差别

亚硝胺类。本研究发现，５５３例ＢＶ妇女中有４４例

很大，为２０％一７０％。本研究显示，北京地区２５～５４

（７．９６％）患有ＣＩＮ，１例患有宫颈原位癌，与未患ＢＶ

岁已婚妇女下生殖道感染率为１ １．４％（７２０／６３３９），其

组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ｃ２＝５４．５４，Ｐ＝０．ｏｏｏ）。

中ＢＶ为８．７％，Ｔｖ和ＷＣ分别为１．０％和１．７％，混合

患ＢＶ者发生ＣＩＮ或原位癌的相对危险性９５％ＣＩ为

性感染率为０．３％，明显低于王玮等哺１在沈阳地区调查

２．２～１１．２，发生任何一级ＣＩＮ的相对危险性为８．０，

的结果。这可能与北京地区经济、文化、卫生方面较

９５％讲为４．１—１５．６。本研究中ＢＶ组妇女与未感染

发达有关。本研究显示下生殖道感染率与年龄、文化

组相比，其合并ＨＰＶ感染率增高。此外，ＢＶ妇女患

程度、职业、经济条件、性伴侣数、怀孕次数以及避孕

ＣＩＮ率增高。ＨＰＶ感染引起ＣＩＮ已是共识，但ＢＶ合

方式等有关。３０～４９岁妇女感染率高于其他年龄组

并ＨＰｖ感染并不协同增加ＣＩＮ的患病率（岔＝３．６１，

妇女，可能与这一年龄组妇女普遍使用节育环而不采

Ｐ＝０．４６２），该机制值得进一步研究。

用避孕套，以及此年龄组婚外性行为发生率相对增高

总之，本研究揭示北京地区已婚妇女下生殖道

有关。一般认为社会经济因素的作用，表现在家庭经

感染率为１１．４％。不同人群间下生殖道感染发生率

济贫困、文化水平低等可以增加生殖道感染的发病危

的差异与年龄、文化程度、职业、经济条件、性伴数、

险性。本研究分析表明，人均月收入＜１０００元的妇

怀孕次数以及避孕方式有关；ＢＶ与ＣＩＮ率以及合

女下生殖道感染率最高，低收入是生殖道感染的重要

并ＨＰＶ感染相关。应根据不同人群的不同生活习

危险因素。人均月收入水平低意味着个人、家庭都只

惯及卫生行为特点，采取针对性干预措施以降低下

有较少的经济资源用于医疗保健服务。而文化程度

生殖道感染、ＣＩＮ及ＨＰＶ感染的发生率。

越高、经济条件越好的妇女，其对自身健康的关注度
及卫生认知就越高，用于医疗保健服务的经济资源越
多，感染率越低。从侧面反映出，要预防控制妇女生
殖道感染根本还在于加快社会经济的发展，提高居民
的文化、生活水平。职业方面，无业的妇女感染率最
高，而军人和科教文卫人员感染率最低，这与她们对
下生殖道感染的认知度较高和性行为、性卫生较好有
关。≥２个性伴的妇女比只有１个性伴者下生殖道感
染发病率高，因为性伴越多，通过性行为传播的感染
机会越多，感染率越高。怀孕≥２次的妇女下生殖道
感染率增高。怀孕次数增多，说明无防护性生活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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