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藏族农村育龄妇女自然流产的流行病学
特征及其影响因素分析
范小静王维华刘如如
目的

【摘要】

党少农康轶君

了解藏族农村育龄妇女自然流产状况及其相关影响因素。方法对２００６—

２０１２年藏族农村孕妇采取入户访问获得其生育史，并进行随访直至获得本次妊娠结局。采用广
义Ｐｏｉｓｓｏｎ回归模型探索影响自然流产的因素，估计各研究因素的ＯＲ值及其９５％ＣＩ。结果共随
访ｌ ５５７名孕妇，总妊娠２ ６８７次，总产次２ ３８２次，发生自然流产１７１人２０４次；人工流产９３人１０１
次。自然流产妊娠比为７．６％，自然流产率为７．９％，发生自然流产的育龄妇女比例为１１．Ｏ％。孕次
是发生自然流产的重要原因，随着孕次增加，育龄妇女发生自然流产的风险增加，孕次超过３次时
其风险最大，Ｐｏｉｓｓｏｎ回归分析ＯＲ＝３．９２１（９５％ＣＩ：２．５５３～６．０２１），ａＯＲ＝４．７２２（９５％１７／：２．８３４～
７，８６６）；随着产次的增加，育龄妇女发生自然流产的风险减少。自然流产的发生风险与怀孕年份
有关，２００９年后妇女发生自然流产的风险较低，ＯＲ＝Ｏ．４１９（９５％ｃ，：０．２８５。０．６１６），ａＯＲ＝０．５８０
（９５％ＣＩ：０．３８０～０．８８５）。并未发现社会人口学特征与其自然流产的发生有显著关联。结论藏
族育龄妇女自然流产率并不高于陕西等平原地区，加强孕产期保健、延长生育间隔和减少育龄妇
女的妊娠次数有助于降低西藏地区育龄妇女发生自然流产的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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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流产足一种非人为因素所致的妊娠终止，

解调查项目内容及意义，统一询问、测量和填写方

属不良妊娠结局，通常发生在孕２８周前ｎ］，可对育

法；问卷采用藏汉双语，统一藏语翻译的标准。现场

龄妇女生理和心理产生一定负面影响。我国西藏
地区医疗卫生水平和健康保健意识均低于其他地

调查中及时审核问卷，先由调查员本人审核再由小

区，特别是农村藏族育龄妇女早期自然流产（＜１２

签订知情同意书。

组交换审核，发现问题及时更正；调查前与调查对象

孕周【２１）和晚期自然流产（１２≤孕周＜２８旺１）发生率

４．统计学分析：对调查问卷进行统一的逻辑审

较高。以往调查表明藏族农村育龄妇女自然流产

核后，采用ＡＣＣＥＳＳ ２００７软件建立数据库，采用二

发生率为３．９％…，高于我国其他地区自然流产的发

次录入方法以控制录入错误。用ＳＰＳＳ １３．０软件进

生率（２．２％）ｔ３］ｏ由于近年来尚缺少藏族农村育龄妇

行统计分析，所有假设检验的显著性水平均定为

女自然流产分布及原因的研究数据，为此本研究通
过１ ５５７名藏族农村育龄妇女生育史回顾调查，进

０．０５。计数资料采用百分比描述，计量资料采用

一步对其自然流产状况及其影响因素进行分析。

ｘ＋ｓ描述。构建财富指数以衡量研究对象的经济状
况，以居民的通讯工具、职业、饮水来源、交通类型、

对象与方法

家庭月收入和家庭月支出等变量进行主成分分析哺］，
以解释变异超过７０％的主成分构建财富指数，得分

１．研究对象：来自“改善西藏妇女妊娠结局新
模式研究项目”，本研究主要以其巾生育史为基础

越高经济状况越好，本研究将其三等分，分别定义为
贫困、中等和富裕。妇女自然流产的发生率比较低，

估计藏族农村育龄妇女的自然流产状况。该项目

因此采用广义Ｐｏｉｓｓｏｎ回归模型探索影响自然流产

是２００６—２０１２年对拉萨市２个县所有农村１５．４９
岁育龄妇女进行怀孕后（＜２４周）随访研究。最终

的因素，以是否发生自然流产为应变量，选择的变量
包括孕次、妇女年龄、初潮年龄、月经持续时间、受教

有１ ５５７名怀孕妇女（约占期间全部怀孕妇女的

育程度、配偶年龄及一些社会人口学特征等作为自

７０％）完成本次怀孕随访，并获得其包括本次怀孕的
完整生育史资料（每名育龄妇女包括本次随访怀孕

变量，自变量均为分类资料，初潮年龄以１３～１８岁
组作为参照，其他因素均以低水平组作为参照。单

在内的所有生育结局）。

因素分析采用估计各变量单独存在时的调整前ＯＲ

２．研究方法：生育史的获得是通过调查员人户
调查，令妇女回忆既往生育史，包括子女生存和死亡

值及其９５％ＣＩ，多因素分析时估计各自变量全部在
模型中的调整后ＯＲ值（ａＯＲ）及其９５％ＣＩ。

结局、自然流产、人工流产、死胎和死产等，最近一次

结

的生育结局则是通过项目随访获得；同时调查妇女

果

１．样本基本特征：１ ５５７名藏族农村妇女平均年

及其配偶的年龄、文化程度、家庭人口数和经济状况
等社会人口学信息。

龄２７．０４岁，平均受教育程度４．６３年（最长为１９年），

本研究采用３个指标衡量自然流产状况。①自

平均孕次１．７３（１。６）次，平均产次１．５３（１～６）次，月

然流产率［自然流产数与总妊娠数（扣除人工流产

经初潮年龄平均１５．４１（１１～２２）岁，月经周期平均

数）之比］；②自然流产妊娠比（自然流产数与总妊娠

２８．６４（１５～８０）ｄ，月经平均持续时间３．８５（１～ｌＯ）ｄ；

数之比）；③发生自然流产的育龄妇女比例（发生自
然流产的妇女与调查的妇女总数之比Ｈ＇５｜，可在一定

妇女所在家庭平均人口数为４．９４人，其配偶平均年

程度上反映育龄妇女自然流产水平）。

年）。见表１。

龄２８．６０岁，平均受教育程度为５．３４年（最长为１９

３．质量控制：调查前由拉萨市妇幼保健院专家

严格培训所有调查员（藏族乡级妇幼卫生专干），理

２

２．自然流产特征：调查妇女的总妊娠次数为
６８７次，总生产次数是２ ３８２次，发生自然流产的人

中华流行病学杂志２叭４年４月第３５卷第４期Ｃｈｉ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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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藏族农村育龄妇女基本特征

‘４０３·

个指标分别为１０．７％、１１．２％和１０．２％；在２００７年之
前发生怀孕结局的妇女其３个指标分别为１０．７％、
１１．３％和１１．５％，而２００９年后３个指标均有所减少；
初潮年龄＞１８岁组上述３个指标均达到最高值，

１３～１８岁组３个指标分别为７．１％、７．４％和１０．０％，略
低于初潮年龄＜１３岁和＞１８岁组，但差异无统计学
意义；妇女年龄＞３０岁时反映自然流产的３个指标

均达到最高值，＜２０岁其３个指标较低分别为８．１％、
８．２％和８．２％；配偶年龄在２５～３０岁的妇女发生自然
流产的育龄妇女比例、自然流产妊娠比和自然流产
注：括号内数据为最小值和最大值

数是１７１人，共２０４次；人工流产的人数是９３人，共

率均达最高，分别为１２．７％、８．３％和８．６％；受教育程

１０１次。自然流产妊娠比是７．６％，自然流产率是

度＜３年的妇女发生自然流产的育龄妇女比例、自
然流产妊娠比和自然流产率分别为１２．３％、８．１％和

７．９％，发生自然流产的育龄妇女比例是１１．０％。

８．５％；其配偶受教育程度＞６年的妇女其自然流产

孕次≥３次的育龄妇女其自然流产妊娠比、自

妊娠比、自然流产率和育龄妇女比例分别是９．０％、

然流产率和发生自然流产的育龄妇女比例分别为

９．４％和１３．３％。随家庭经济状况的好转妇女发生自

１４．０％、１５．２％和３２．８％；产次为１次的育龄妇女其３

然流产的风险逐渐降低（表２）。

表２藏族育龄妇女的自然流产妊娠比、自然流产率和发生自然流产的育龄妇女比（％）

·４０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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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自然流产影响因素：本研究利用

表３藏族农村育龄妇女自然流产影响因素的Ｐｏｉｓｓｏｎ同归分析

Ｐｏｉｓｓｏｎ回归分析了２ ６８７次妊娠中自然流
产发生的影响因素。结果显示，调整前藏
族农村育龄妇女发生自然流产的风险随孕
次的增加而增加，孕次≥３次时发生自然

流产发生的风险是１次的３．９２１倍（９５％Ｃ／：
２．５５３～６．０２１），该趋势在调整了年龄、受教
育程度和其他因素后依然存在，ａＯＲ值增
加为４．７２２倍（９５％ＣＩ：２．８３４～７．８６６）。自

然流产的发生风险也号｜不孕年份有关，２００９

Ｊ Ｅｐｉｄｅｍｉｏｌ，Ａｐｒｉｌ ２０１４，Ｖ０１．３５，Ｎｏ．４

指标

ＯＲ值（９５％Ｃｔ）

尸值

ａＯＲ值（９５％Ｃ１）

Ｊｐ值

孕次
ｌ

１．００

１．００

２

１．６８７（１．０７８～２．６４２）

≥３

３

Ｏ．０２２

１．７３５（１．０７２～２．８０７）

０．０２５

９２１（２．５５３～６．０２１）＜０．００１ ４．７２２（２．８３４～７．８６６）＜Ｏ．００１

怀孕结局发生年代
２００７年以前

ｌ ００

１．００

２００７－－２００８正

０．６６７（Ｏ．４９１～０．９０６）

０．８２７（Ｏ．５９５～１．１５０）

Ｏ．２５９

２００９－－２０１２正

０．４１９（０．２８５～０．６１６）＜０．００１ ０．５８０（Ｏ．３８０～０．８８５）

０．０１２

Ｏ．０１０

初潮年龄（岁）
１３～１８

１．００

１．００

＜１３

１．３９０（Ｏ．９７２～１．９８８）０．０７１

１．３４８（Ｏ．９３３～１．９４７）０．１１１

＞１８

１．４９９（Ｏ．７３７～３．０４９）０．２６４

１．４９３（ｏ，７１８～３．１０４）

≤３

１．００

１．００

其他Ｉ天【素后依然存在，ａＯＲ＝Ｏ．５８０（９５％讲：

４

Ｏ．９４７（Ｏ．６８９一１．３０２）Ｏ．７３６ Ｏ．８６８（Ｏ．６２４—１．２０９）

Ｏ．４０３

Ｏ．３８０～０．８８５）。发生自然流产风险随其年

≥５

１．２９０（Ｏ．９１０～１．８２９１

０．１５２

Ｏ．４１５

年以后发生自然流产的风险较２００７年以
前显著减少５８．１％，ＯＲ＝Ｏ．４１９（９５％Ｃ／：

ｏ．２８５～０．６１６），调整了年龄、受教育程度和

龄增加而减少，＞３０岁妇女发生自然流产
的风险在调整了其他因素后Ｅｔ＜２０岁妇女
减少４６．０％（ＯＲ＝Ｏ．５４０，９５％Ｃ／：０．２５４～

１．１４５），但差异无统计学意义。月经初潮
年龄小（＜１３岁）或过大（＞１８岁）其发生
自然流产的风险较大，但调整其他因素后
均无统计学意义。研究中尚未发现月经持
续时问、月经周期、家庭生活方式、家庭经
济状况和夫妇双方文化程度对发生自然流
产有显著影响（表３）。
讨

论

０．２８３

月经持续时间（ｄ）

１．１６０（０．８１１～１．６５９）

月经周期（ｄ）
≤２７

１．００

１．００

２８

１

１．３８１（０．８５７～２．２２４）０．１８４

≥２９

１．４９４（ｏ．９３８～２．３８０）０．０９１

１．４

１．００

１．００

４９９（Ｏ．９４１～２．３８８）０．０８８

１４（Ｏ．８７８～２．２７６）０．１５４

妇女年龄（岁１
＜２０
２０～
２５～
＞３０

０．９１７（０．４７２～１．７７９１

Ｏ．７９７

０．７９９（Ｏ．４０５～１．５７７、

０．５ １ ８

０．９１１

ｒＯ．４７０—１．７６５）

０．７８２

０．５６３（Ｏ．２８０～１．１３４１

０．１０８

０．９８４（Ｏ．５０ １～１．９３２１

Ｏ．９６３

０．５４０（Ｏ．２５４～１．１４５１

０．１０８

Ｏ．８４５（Ｏ．５８７～１．２ １ ７１

配偶年龄（岁）
１．００

＜２５

１．００

２５～

１．１６２（Ｏ．８３６～１．６１７１

０．３７２

３０～

１．０８８（Ｏ．７１５～１．６５５１

Ｏ．６９３

Ｏ．７４３（Ｏ．４６３～１．１

０．９０５（Ｏ．５４９～１．４９１、

０．６９６

０．６０４（Ｏ．３３７～１．０８４１

＞３５

９４１

０．３６７
Ｏ．２２０
０．０９１

妇女受教育程度（年）

本研究藏族农村地区育龄妇女自然流

＜３

１．００

产率为７．９％，即大约１１．Ｏ％的育龄妇女发

３～

Ｏ．８８８（Ｏ．６４４～１．２２３１

Ｏ．４６７

Ｏ．９４０（Ｏ．６７０～１．３１７１

Ｏ．７１８

０．８９７（Ｏ．６３５～１．２６６１

０．５３５

１．０７３（Ｏ．７３３～１．５７０、

Ｏ ７１ ８

＞６

生过自然流产。此结果明显高于该地区以
往的调查结果…，但却低于同期陕西省农
村育龄妇女的自然流产率（１３．６％）¨１。这
种差异可能与收集自然流产资料时的偏倚
有关……。

本研究发现，怀孕次数是藏族妇女发
生自然流产的重要因素，表现为随着怀孕

次数的增加，发生自然流产的风险随之增
高。而产次的增加则降低自然流产发生的

１．００

配偶受教育程度（年）
＜３

１．００

１．００

１～

０．７１６（０．５０５～１．０１６）Ｏ．０６１

Ｏ．７３３（Ｏ．５１２～１．０４９）

０．０９０

＞６

１．０９６（Ｏ．７９２～１．５１７）Ｏ．５７９

１．２１７（Ｏ．８５８～１．７２６）

０ ２７１

１．ｏｏ

１．ＯＯ

家庭生活方式
农业
牧业

Ｏ．８９９（Ｏ．６０７—１．３３２１

Ｏ．５９６

０．９６０（Ｏ．６４２～１．４３５１

Ｏ．８４３

家庭经济状况
贫穷

１．００

中等

０．９７４（Ｏ．６９７—１．３５９１

０．８７５

０．９１ｌ（Ｏ．６４９～１．２７８１

０．５８８

富裕

Ｏ．８８４（Ｏ．６２８—１．２４４）０．４７８

０．８９３（Ｏ．６２７～１．２７３）

０．５３ １

１．００

风险，这与许多在高原地区…或平原地区［３’４１

进行的相关研究结果类似。近年来藏族妇女发生自
然流产的风险有减少趋势，在控制了其他相关因素

改善。因此在藏族妇女中应广泛开展孕期保健的健

后，２００９年后自然流产的发生较２００７年前减少约

度上减少自然流产的发生。

康教育，减少生育次数，延长生育间隔，可在一定程

４０％，此趋势与Ｇｏｌｄｈａｂｅｒ和Ｆｉｒｅｍａｎ随１的研究相似，

尽管本研究尚未发现初潮年龄、父母年龄、受教

提示近年来藏族农村育龄妇女的生殖健康水平有所

育程度等与自然流产之间的联系有统计学意义，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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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１２—２１６．（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仍观察到一定的趋势。如初潮年龄＜１３岁和＞１８

党少农，颜虹，曾令霞．高海拔地区藏族育龄妇女自然流产的流

岁时发生自然流产的风险有增大的趋势，这与国内

外报道不一致阳’１０１，提示藏族农村妇女发生自然流产
的风险与初潮年龄之间的关系可能具有特殊性，有

行病学特点［Ｊ］中华流行病学杂志，２００６，２７（３）：２１２—２１６．
［２］Ｌｉａｎｇ ＲＹ．Ｅｐｉｄｅｍｉ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待进一步研究。年龄与自然流产的关系并不是完全
随年龄的增大使其风险持续增加，自然流产的高发
主要集中在＜２０岁组和＞４０岁组的藏族妇女中，此

ａｂｏｒｔｉｏｎ［Ｊ］．Ｃｈｉｎ

ｏｆ ｓｐｏｎｔａｎｅｏｕｓ

Ｊ

Ｈｅａｌｔｈ，２００９，２０（５）：３１９—３２２．（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Ｒｅｐｒ

梁瑞英．自然流产的流行状况［Ｊ］．中国生育健康杂志，２００９，２０
（５）：３１９—３２２．

［３］Ｌｉｎｇ ＷＬ，Ｚｈａｎｇ

规律与以往研究结论相同口’４］，但在多因素模型中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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