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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五城市流动育龄妇女人工流产
风险因素研究
郭超刘鸿雁裴晓东裴丽君
【摘要】

目的了解流动育龄妇女人工流产现状段危险周素，为有针对性的改善流动育龄妇

女人工流产服务及利用提供借鉴。方法利用２００５年中同５城市流动人口生殖健康调查数据，
对４６８７例流动育龄妇女的人口学特征、外出工作生活特征和避孕情况进行描述分析，采用多因
素ｌｏｇｉｓｔｉｃ回归模型分析人１２１学特征、外ｍ１－＿作生活特征和避孕情况与流动育龄妇女人工流产风
险暴露的关联。结果＜３０岁和３０～３９岁年龄组人工流产发生风险分别是４０，４９岁组的２．２Ｉ
倍（９５昵口：Ｉ．４７—３ Ｊ３４）和２．３８倍（９５％ｃ，：１．５３—３．７０）；受教育程度越高，其发生人工流产的风险越
高，小学、初中、高中／中专及以上的流动育龄妇女发生人工流产的风险分别是未上学者的２．１５倍

（９５％Ｃ１：１．１５—４．０３）、２．４７倍（９５％Ｃ１：１．３３—４．５７）、２．６Ｉ倍（９５％口：１．３４—５．１１）。流入地打工年数
在２—４年及＞／５年组人工流产发生风险分别是＜２年组的２．６２倍（９５％Ｃ！：１，８３．３．７６）和７．７８倍

（９５％ＣＩ：５．６３，１０．７５）：流动育龄妇女与配偶共同居住的人工流产风险是不与配偶共同居住者的
１．４９倍（９５ｑｏＣｌ：１．０５～２．１１）；从事家政保洁业．餐饮娱乐业和批发零售业者人工流产风险分别是从
事办公室文员的５．８２倍（９５％Ｃ，：１．７３一ｔ９ ５９）、５．０７倍（９５％Ｃｈ

ｌ

５９—１６．ｔｓ）和４．３７倍（９５％ｄ：

１．３７。限９２）。结论流动育龄妇女的人Ｖ－Ｉ学特征、外出上作生活特征等均町增加人工流产风险，
血有针对性开展对流动育龄妇女健康教育。
【关键词】人工流产；流动育龄妇女；风险田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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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城市中流动人口数量增

流动育龄人工流产风险的关联。运用多因素ｌｏｇｉｓｔｉｃ

长迅速。在女性流动人口中，育龄妇女约占全部女

回归模型检验环境暴露因素与流动育龄妇女中的人

性流动人口总数的７９．２％，已成为女性流动人口的

工流产风险的关联，其关联强度以ＯＲ值及其９５％ＣＩ

主体…。人工流产是处理非意愿妊娠的消极补救措

表示。

施陋１，是评估妇女生殖健康的一个重要指标。而流

结

果

入城市的育龄妇女人工流产不仅是一个生殖健康问
１．基本特征：本研究中流动育龄妇女所在地区

题，而且逐渐成为一个重要的公共卫生问题。目前
对我国流动育龄妇女人工流产状况的研究很少关注

的构成比分别为深圳２１．１％、北京２０．２％、厦门

流动育龄妇女的外出工作生活特征ｂ。］。因此，本研

２０．２％、南京２０．１％和重庆１８．４％。流动育龄妇女平

究利用２００５年我国５城市流动育龄妇女生殖健康状

均年龄（２９．３５±７．４１）岁，其中２０～３４岁组占样本总

况和服务需求专题调查数据，分析流动育龄妇女人

量的７４％。受教育程度以初中文化程度所占比例最

工流产状况及其危险因素，为减少和预防流动育龄

高（５３．２％），其次为小学文化程度（２４．３％），高中及

妇女人工流产风险，及对流人地有针对性的改善流

以上文化程度占１７．５％，未上学者的比例最低

动育龄妇女人工流产服务提供可靠依据。

（５．０％）。婚姻状况依次为未婚（２２．８％）、初婚

对象与方法

１．样本选择：资料来源于２００５年国家人口计生

（７５．９％）、再婚（０．７％）、离婚（０．５％）和丧偶（０．１％）。
户口类型以农业户占比例较高（８８．２％），非农户仅占
１１．８％。

委和中国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开展的全国５城市流

２．外出工作生活特征：流动育龄妇女首次外出

动人口生殖健康调查。为保证样本具有代表性，采

年龄９。４８（平均２２．４７）岁，流人城市打工的平均时

用分阶段配额抽样方法，根据流动人口的婚姻状况、
职业和工作场所状况等指标进行配额抽样，选择北

间为３．８６年。６７．２％的流动育龄妇女未签订过“流动
人口计划生育管理协议”。有６４．２％的流动育龄妇

京、南京、厦门、深圳和重庆市作为研究现场，每个城

女与配偶居住，３２．９％与孩子一起生活，表明有

市各选３个区（县），每个区（县）各选取３个街道办事

３２．９％的流动育龄人口以家庭流动为主。分析其谋

处，共选取４５个街道办事处作为研究现场。每个街

生方式，打工者占５７．４％，个体经营者占３３．３％，无业

道采用方便抽样的方法调查１２０人，总样本量为

人员仅为８．９％。职业类型中以从事餐饮娱乐和批

５４００人，有效问卷５３９９份，有效率为９９％。选择研

发零售行业为主，分别占３７．０％和２８．６％。

究对象的条件为１５～４９周岁跨县（市、区）流入调查

３．避孕及人工流产情况：在４６８７例流动育龄妇

城市并居住３个月以上的流动育龄妇女。
２．研究方法：采用病例对照方法对现况调查数

女中，已婚或有伴侣者采取长效避孕占７６．３％，短效

据再分析。本研究中，流人调查城市前发生的任何

有流产经历者６８８例（１４．７％），其中接受过１。３次及

人工流产均不作为本研究的病例，故剔除流动前人

以上人工流产者分别占９．２％、４．Ｏ％和１．５％。有

工流产的样本后，参与分析的样本量为４６８７人。其
中在流人调查城市后有过１次及以上人工流产经历

７０．６％的流动育龄妇女最近一次人工流产是在流人

的流动育龄妇女为６８８人（病例组），另３９９９人作对
照组。

避孕者占１５．２％，未避孕者为８．５％；进入调查城市后

地进行，在户籍地及他地者占２９．４％。人工流产方
式以手术为主（７３．４％），采用药物流产者占２６．６％。
４．人工流产暴露风险因素分析：

３．统计学分析：采用ＳＰＳＳ １１．０软件，用描述性
分析方法对流动育龄妇女的人口学特征、外出工作

（１）单因素分析：在４６８７名流动育龄妇女中，病
例组（流产）６８８人，对照组（非流产）３９９９人。将流

生活特征和避孕情况进行描述。采用病例对照研究

动育龄妇女人口学特征、外出工作生活特征、避孕情
况作为自变量，流人调查地后是否有过人工流产作

分析人口学特征、外出工作生活特征和避孕情况与

－１２４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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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因变量，其中对年龄组、受教育程度、所在地区、流

（２）多因素分析：将单因素分析结果有统计学意

人地打工年数、职业进行哑变量处理，比较不同特征

义的变量采用逐步回归方法纳入ｌｏｇｉｓｔｉｃ回归模型，
其中对受教育程度、所在地区、流人地打工年数、职

流动育龄妇女人工流产之间的差异，结果见表ｌ。
表１

４６８７名流动育龄妇女不同特征与人工流产的关系

业进行哑变量处理。进入模型的变量包括年龄、受
教育程度、所在地区、流人地打工年数、职业（表
２）。流动育龄妇女人工流产风险的影响因素主要为
人口学特征、外出工作生活特征和避孕情况。控制
其他因素影响后，年龄、受教育程度、职业、流入地打
工年数、流动育龄妇女是否与配偶共同居住、避孕方
法的选择、是否需要收费才能获得避孕工具与流动
育龄妇女的人工流产风险存在统计学关联。年龄＜
３０岁组和３０。３９岁组人工流产发生风险分别是
４０—４９岁组的２＿２Ｉ倍（９５％ｃ，：１．４７～３３４）和２．３８
倍（９５％ｃ，：１．５３～３．７０）；受教育程度越高，其发生人
工流产的风险越高，小学、初中、高中／中专及以上的
流动育龄妇女发生人工流产的风险分别是未上学者

的２．１５倍（９５％ｃ，：１．１５—４．０３）、２．４７倍（９５％ｃ，：
１．３３～４．５７）、２．６１倍（９５％ｃ，：１．３４—５．１１）。流人地
打工年数在２～４年及＞１５年组的人工流产发生风险
分别是＜２年组的２．６２倍（９５％ＣＩ：１．８３～３．７６）和
７．７８倍（９５％Ｃ１：５．６３～１０．７５）；流动育龄妇女与配偶
共同居住的人工流产风险是不与配偶共同居住者的
Ｉ．４９倍（９５％ＣＩ：１．０５～２．１１）；从事家政保洁业、餐饮
娱乐业和批发零售业的人工流产风险分别是从事办
公室文员工作人工流产风险的５．８２倍（９５％ＣＩ：
１．７３一１９．５９）、５．０７倍（９５％ｃ，：１．５９～１６．１８）和４．３７
倍（９５％甜：１．３７～１３．９２）。采取短效避孕方法者的
人工流产风险是采取长效避孕方法者的４．０８倍
（９５％Ｃ１：３．１４。５．２９）；需要收费才能获得避孕工具
的人工流产风险是不需要收费者的２．２６倍（９５％ａ：
１．８２～２．８２）．

讨

论

人工流产手术是指妊娠１４周以内，因疾病、预
防出生缺陷儿出生、遗传病及非法妊娠等原因而采
用人工终止妊娠的手术¨１。作为一种避孕失败后的
补救方法，人工流产对妇女有着多方面严重的危害．

如人工流产综合反应、子宫穿孑Ｌ、漏吸、术中出血、术
后感染等近期并发症；不孕症、宫腔粘连、慢性盆腔
炎等远期并发症；还可能造成再次妊娠时流产、围产
期死亡、宫外孕等再次妊娠时并发症ｎ１；此外还会给
人工流产者带来心理上的危害。因此，了解流动育
龄妇女人工流产的危险因素、减少和预防流动育龄
注：括号外数据为人数，括号内数据为构成比（％）

妇女人工流产风险，有助于改善育龄妇女身体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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Ｊ Ｅｐｉｄｅｍｉｏｌ，Ｄｅｃｅｍｂｅｒ ２０１２，Ｖ０１．３３，Ｎｏ．１２

表２流动育龄妇女人工流产风险多因素ｌｏｇｉｓｔｉｃ回归分析
变量

卢

ｓ＿

ｇ／ａ／ｄ＃值Ｐ值

ＯＲ值（９５％ｃ，）

·１２４１·

倍，故相较于已婚育龄妇女的数据偏低。此
外为避免研究病例不一致导致的偏倚，将流
入调查地前发生的人工流产病例剔除，也是
本研究结果相较于其他研究得出流动育龄妇
女人工流产率低的原因。
人口学因素是流动育龄妇女的人工流产
的暴露危险因素。研究结果显示，流动育龄
妇女年龄越低，人工流产风险呈上升趋势。
与４０～４９岁年龄组流动育龄妇女比较，＜３０
岁组和３０～３９岁组的流动育龄妇女人工流
产发生风险更高，可能由于＜３０岁组处于生
育旺盛期，同样也是外出流动打工意愿较强
的人群。在控制其他外部变量后，与未上学
组比较，小学、初中和高中及以上文化程度者
人工流产风险更高。说明教育程度高的妇女
可能自主选择生育的意识强，但也反映出我
国无论哪个层次的学校教育对生殖健康知识
的教育均不足凹。１“。而欠发达地区高中及以
上教育程度者明显低于发达地区ｎ“，这也符
合不同教育可及性的差异。本研究初中文化
程度的流动育龄妇女所占比例最高
（５３．２％），是一个值得关注的群体。因此，在
初中生中普及生殖健康教育对于预防和减少
人工流产发生风险非常必要“…。
流动育龄妇女的外出工作生活情况可能
增加其人工流产风险。本研究结果表明，流
动育龄妇女人工流产风险随妇女在流入地打
工年数的增加而增高。随着妇女流入本地年
数的增加，其生活模式及其心理和态度均发
生改变”“，可能导致流动育龄妇女人工流产
风险的增加。与配偶共同居住也是流动育龄
妇女人工流产风险因素之一［１“。职业与人工
流产风险有关，从事家政保洁业、餐饮娱乐
业和批发零售业的流动育龄妇女人工流产
风险较从事办公室文员更高。人工流产的

和生殖健康状况。

职业风险可能与不同职业工作者的社会角色、工作

本研究显示，我国流动育龄妇女人工流产率较
高，至少有过一次人工流产经历的流动育龄妇女的

性质和生活习惯等有关ｎ“。此外，采取短效避孕方

比例为１４．７％，低于２００２年武汉市流动人口已婚妇
女人工流产率（３１．４％）口］。１９８８、１９９７和２００１年全
部调查已婚育龄妇女累积人工流产率分别为

法者的人工流产风险是采取长效避孕方法者的４．０８
倍，可能由于短效避孕方法在效果上不如长效避孕
方法，避孕失败率更高；此外，长效避孕方法由于相
对简便，作用周期长，而短效避孕方法则与其相反，

２４．５ｌ％、３２．３％和２７．３％哺。。究其原因，本文研究对

因此流动育龄妇女更容易忘记规律服用，导致偶然

象为全部流动育龄妇女（已婚妇女和未婚妇女），而

避孕失败的增加，从而增加其人工流产风险。

已婚流动妇女人工流产风险是未婚流动妇女的１７

综上所述，流动育龄妇女的人口学特征、外出工

生望煎量塞堂堑查丝！！兰！！旦堡！！堂塑ｌ！塑！！鱼！曼Ｐ型！型！！：里！竺生！！！！！：兰！：！！！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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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生活特征和避孕情况ｉ个方面均可能增加其人工
流产风险。为了有效的减少流动育龄妇女的人工流
产．更好地保障其生殖健康，需针对上述危险因素对
流动育龄妇女开展生殖健康教育、增加对其的关注
并提供更多的服务和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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