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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省农村妇女人工流产和生殖道感染的
相关性研究
章仁杰张秀军
【摘要】

吕香君朱亚萍葛晓娇黄伟

余国斌赵东

目的探讨农村已婚妇女人工流产和生殖道感染的关系。方法在保证市级代表

性基础上，分层、整群抽取安徽省１５—４９岁５３ ６５２名农村已婚妇女，采用先集中和后入户的调查
方式进行现场调查和妇科检查。结果调查的农村已婚妇女中１６ ８００人（３２．Ｏ％）曾有过人工流
产史；其中流产１次的有ｌｌ ０９０人（２１．１％）。２次的有３９７６人（７．６％），３次及以上的有１７３４人
（４．１％）。农村已婚妇女有３０ ９５９人（５９．０％）至少患１种生殖道感染；其中仅患１种的妇女有１６
２１５人（３０．９％），同时患有２种感染的有１０ ４９４人（２０．Ｏ％），患有３种及以上感染的有４２５０入
（８．１％）。ｆ检验及累积比数ｌｏｇｉｓｔｉｃ分析显示。随着人Ｔ流产次数的增加，罹患生殖道感染的可能
性就越大，特别是宫颈炎和盆腔炎。结论农村已婚妇女生殖道感染患病率和人工流产率都很
高。尤其是曾有过人工流产史的妇女其生殖道感染的患病率更高。

【关键词】农村已婚妇女；人工流产；生殖道感染；相关性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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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工流产作为一种侵袭性操作，会破坏妇女生
殖道环境，增加生殖道易感性，而由此导致生殖道感

Ｊ Ｅｐｉｄｅｍｉｏｌ。Ｊａｎｕａｒｙ ２０１ｌ，Ｖ０１．３２，Ｎｏ．１

纠错，分析时，采用多因素统计分析模型等方法控制
偏倚。

染患病率的上升，大大增加了妇女不孕不育、自然流

５．统计学分析：应用ＥｐｉＤａｔａ ３．１软件录入数据

产、宫外孕等发生率，对妇女的生殖健康和心理健康

和校验，影响因素分析采用）Ｃ２检验及趋势检验，并采

产生严重危害。１。３｜。本研究于２００７年６—１２月对安

用累积比数ｌｏｇｉｓｔｉｃ分析方法，检验水准为０．０５，采用
ＳＰＳＳ １３．０统计软件分析处理。

徽省农村育龄妇女进行了访谈式问卷调查和妇科检
查，现将调查结果报道如下。

结

对象与方法

果

１．一般Ｊ隋况：本次总调查已婚妇女５３ ６５２人，应

１．调查对象和抽样方法：在保证市级代表性的

答人数为５２ ８７４人，应答率９８．５５％。经过再一次排

基础上考虑抽样的町行性，分层、整群抽取安徽省

查，有３９３人因为年龄和婚姻状况不符被排除，最终

１５—４９岁农村育龄妇女。容许误差取Ｏ．２ｐ，ａ取Ｏ．０５

有效调查对象为５２ ４８１人。平均年龄（３６．２５±６．７７）

水平，设计效力ｄｅｆｔ估计为２，若允许２０％无应答，则

岁；汉族５２ ２８８人（９９．６％），回族５７人（０．１％），其他

每个市大约需样本量约为３５９７．８１人，全省１７个地

民族１３６人（ｏ．３％）；家庭平均年收入（９９６９．３７±

（市）。共需样本５３ ６５２人。

８５５４．２５）元。初（结）婚年龄平均为（２２．４ｌ±２．３３）

２．调查内容：问卷内容包括农村已婚妇女的一

岁；初产年龄（２３．０９±３．８６）岁；５１ ８２７人（９８．８％）有

般社会人口学特征、生殖道感染的相关症状、人工

过怀孕，怀孕次数平均为（２．１９±１．１７）次；５Ｉ ５３２人

流产史、婚育史等，以临床妇科检查和实验搴检查

（９８．２％）有过生育，生育次数平均为（１．６５±０．７８）次；

的结果。

现有子女数（１．６ｌ±０．７６）个（表１）。

３．调查方法：在安徽省人口与计划生育委员会

表１安徽省农村已婚妇女文化程度、职Ⅱｐ情况

科技处统一领导和安徽医科大学公共口生学院协助
下，组织一级（县级）人员对抽取的调查对象进行登
记造册，采用先集中和后入户的调查方式进行问卷
调查和妇科检查。现场调查人员由县计划生育服务

站妇产科主治医生和乡服务所执业助理医师（从事
计划生育技术服务ｔ作２年以上）人员组成。用统
一问卷面试，并进行妇科和实验搴检查。生殖道感
染诊断和分类标准依照ＩＣＤ一９及《妇产科学》４。具
体包括外阴炎、细菌性阴道炎、滴虫性阴道炎、霉菌性
阴道炎、老年性阴道炎、急性宫颈炎、慢性宫颈炎（义

２．人工流产史：农村已婚妇女中有１６ ８００人

分宫颈糜烂、宫颈肥大、宫颈息肉、宫颈腺囊肿、宫颈

（３２．０％）曾有过人工流产史；其中流产１次的有

黏膜炎）、盆腔炎、生殖道结核、性传播疾病（包括淋

ｌｌ

病、尖锐湿疣、衣原体感染、梅毒）等。根据临床诊断

上的有１７３４人（４．１％）。

习惯和生殖道感染发生的解剖部位，又将生殖道感染
归类为４大类：外阴炎、阴道炎、宫颈炎、盆腔炎。

０９０人（２１．１％），２次的有３９７６人（７．６％），３次及以

３．生殖道感染患病状况：农村已婚妇女有
３０

９５９人（５９．ｏ％）至少患１种生殖道感染；其中仅患

４．质量控制：整个研究过程中均进行质量控制，

１种感染的有１６ ２１５人（３０．９％），同时患有２种感染

包括设计阶段、实施阶段、评价阶段。每一阶段均有
专人负责。①调查方案的设计经过流行病学和妇产

的有１０４９４人（２０．Ｏ％），患有３种及以上的有４２５０人

（８．１％）。在患病妇女中出现生殖道感染疾病平均

科专家论证，并进行了预试验；②现场调查前对调查

（１．６４±０．８１）种（中位数１．００）。在曾经有人工流产

员进行三级培训，明确目的意义，培训过程中，调查

史的妇女中，有ｌｌ ６５３人（６４．２％）至少患１种生殖道

员互相演练、模拟调查．达到熟练掌握调查内容和技

感染，平均为（１．０７±１．０３）种（中位数１．００）（表２）。

术，并能解决遇到的各种问题；③建立质量核查制度

４。人工流产次数：将患有生殖道感染的妇女作

并规定调查人员的职责；④评价阶段。资料收集后，

为病例组。未患生殖道感染的妇女作为对照组，经比

进行整理、归类、编码，双重录入计算机，并设置逻辑

较，两组在年龄、文化程度、家庭平均年收入等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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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Ｉ。Ｖ０１．３２，Ｎｏ．Ｉ

对于大部分女性来说羞于启齿，对因此造成的怀孕

衰２安徽省农村已婚妇女牛殖道感染情况

及人工流产情况也会选择隐瞒。为避免ｉ｜舂Ｉ查内容
缺失和伪造，影响调查的真实性，本次调查以农村
已婚妇女为渊查对象，排除了未婚和离婚。那些处
于孕期和月经期的妇女也不在调查范围内。有调
查表明，处于孕期和月经期的妇女对霉菌的易感性
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病例组３０ ９５９人中，有人工

较高㈨。

流产史１０ ７３６人，占３４．７％：对照组２１ ５２２人中，有

本次调查发现，人工流产次数越多，妇女发生生

人工流产史６０６４人，占２８．２％。经ｆ检验，两组差异

殖道感染的可能性也就越大，表明人工流产增加了

有统计学意义（ｆ＝２４７．６９９，Ｐ＜Ｏ．００１）。见表３。

生殖道感染的危险性【６】。这可能是由于手术操作造

５．人工流产次数与生殖道感染的关系：以无人

成外源性的细菌感染，或者上行性细菌感染，如使得

工流产为基线对照，对人工流产次数与生殖道感染

下生殖道（外阴，阴道，宫颈）的细菌进入上生殖道（子

的关系进行）ｃ２ ｔｒｅｎｄ检验。结果表明，人工流产史与

宫，输卵管，盆腔等）。此外，作为一种侵袭性操作，人

生殖道感染有关联，随着人工流产次数的增加，生殖

工流产手术过程中会使得女性生殖系统生理性屏障

道感染的危险性也增加（）ｃ

２

ｔｒｅｎｄ＝２２８．２４，尸＜

保护作用减弱甚至遭到破坏，从而造成病原菌更易侵

０．００１），特别是宫颈炎（ｆ ｔｒｅｎｄ＝２５８．７６７，Ｐ＜Ｏ．００１）

入并导致感染发生。在那些医疗条件和水平较低的

和盆腔炎（ｆ ｔｒｅｎｄ＝３２．８７３，Ｐ＜Ｏ．００１）。见表４。

地区，由于无菌观念的淡薄和缺乏正规抗感染治疗的

６．人工流产和生殖道感染的累积比数ｌｏｇｉｓｔｉｃ
回归分析：以人工流产的次数为因变量（０次＝０、１

方案，发生医源性感染的危险性就更大＂】。但即使在

次＝ｌ、２次＝２、≥３次＝３），由于结果变量为有序的

制感染的措施。仍有５％一１０％的妇女生殖道感染与

等级分类结果，故采用有序结果的累积比数ｌｏｇｉｓｔｉｃ
回归分析，为更易看出自变量与因变量之间的关系，

人工流产有关¨·９。。一项在越南的研究表明那些经

把筛选出变量的回归系数Ｂ及其９５％ＣＩ转换为ＯＲ，＝

高于普通妇女的平均水平【７１。国内的研究也得出相

ｅｘｐ（ｐ．）及ＯＲ，９５％ＣＩ。以ａ＝Ｏ．０５为标准．单因素有

同结论…１。

发达国家，医疗水平相对较高，且有一整套预防和控

历人工流产的妇女，生殖道感染较为普遍，其患病率

在农村妇女生殖道感染的种类上。本次调查发

序结果的累积比数ｌｏｇｉｓｔｉｃ回归分析显示农村已婚
妇女经历人工流产的次数越多，越有可能罹患生殖道

现宫颈炎和盆腔炎与人工流产存在相关性。这可能

感染，郫＝一０．２９５，８３＝０．０１９，Ｗａｌｄ Ｘ２＝２４１．４０１，尸＜

与妇女生殖道的解剖特点以及人工流产的操作流程

０．００１，ＯＲ＝０．７４５，９５％凹：０．７１７～０．７７３。

有关。妇女的外阴对病原菌的抵抗力较强。阴道内

讨

为酸性环境，且有“自净作用”，加之宫颈基本处于闭

论

合状态，宫颈表面和宫颈管内均有黏液分布¨］，这些

由于中国传统道德的约束，婚前和婚外性行为

生理屏障能够起到阻止病原菌通过官颈侵人子宫及

表３安徽省农村已婚妇女人工流产次数分布

人＿Ｔ｜流产
次数

外阴炎
人数

率（％）

阴道炎

人数

率（％）

盆腔炎

官颈炎

人数

率（％）

人数

率（％）

兹等合计
人数

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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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等器官，故盆腔炎患病率较低。而目前常用的

乐杰．妇产科学．６版．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２００４．

人工流产方法如负压吸引术和钳刮术都需通过钳夹
并扩张宫颈管，从而进入宫腔进行清宫操作，这种侵

［５］Ｐｒａｓａｄ

ＪＨ，Ａｂｒａｈａｍ Ｓ，Ｋｕｒｚ

Ｉｎｔ Ｆａｍ Ｐｌａｎ

ｔｒａｃ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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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黏膜，避免了器械的直接损伤，从而起到了一定的

ｗｏｍｅｎ ｉｎ

产的妇女，盆腔炎的患病率是未经历人工流产妇女

Ｔａｍｉｌ

［６］Ｇｏｔｏ Ａ，Ｎｇｎｙｅｎ ＱＶ．Ｐｈａｒｎ ＮＭ．ｅｔ ａ１．Ｐｒｅｖａｌｅｎｃｅ ｏｆ ａｎｄ ｆａｃｔｏｒｓ

了其易感性。而术中所使用的扩阴器由于撑开了阴
保护作用。Ｈｅｌｌｂｅｒｇ等ｏｔ的研究也表明经历人－Ｔ流

ＫＭ。ｅｔ ａ１．Ｒｅ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ｖ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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袭性操作一方面破坏了宫颈的生理性保护屏障，另
一方面造成宫颈和子宫内膜的损伤出血，大大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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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所述，本次调查和其他的调杏都表明生殖
道感染与人工流产有关。一’！。结果反映出当前的计
划生育服务仍无法满足人们的需要，应加强避孕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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识和避孕方法的宣传，使农村妇女能够选择合适的
避孕方法，从而降低意外妊娠的发生率，杜绝人工流
产的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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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讯·
《暴力流行病学》现已出版
王声沔和林汉牛教授主编的《暴力流行病学》已由人民卫生出版社出版发行。这部以暴力为主题的教科书籍．在医药卫生

部门还是首次问世，也是全球第一部论述暴力的流行病学。该著作是继《伤害流行病学》和《伤害流行病学现场研究方法》之
后，由人民卫生｝ｆ｛版社实现王声浸教授“伤害和暴力控制三部曲”的宏愿，为我陶伤害预防控制学科的发展起到导向性作用。
《暴力流行病学》详细介绍常见的暴力行为，大体分为人际间暴力、自我暴力和集团暴力ｉ部分。人际问暴力嗣绕儿童虐
待和校园暴力、虐待老人、妇女暴力和性暴力、医院工作场所暴力四个方面论述；自我暴力针对自杀的流行特征、自杀的危险因

素、自杀的预防与控制和自杀危机的干预进行讨论；在集团暴力巾介绍了集团暴力的定义和类型、近代常见的集团暴力及其应
急管理与紧急救援，同Ｈ寸附加了近年来各地常发生的群体性事件；在暴力的研究方法一章中，著者详细介绍了运用流行病学和
统计学方法在暴力研究｜：的心得和体会。

《：暴力流行病学》中有相关的理论辨析、国内外现况描述、预防干预措施、案例分析和研究方法介绍。内容深入浅Ｉ｝｛｛。医学、
社会学、心理学和哲学知识相映成辉、水乳交融，可供预防医学人员、医务工作者、卫生工作管理者和医学院校师生作为教科
书、参考书，同时也是大众读者值得品味的常识读物。均可在人民卫生出版社网站和各购书网站以及各地书店订购。每本定

价３６元。
（王声苈供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