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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 　 目的　 探析生殖健康宣教对青春期患病女学生健康认知的影响ꎬ为保障青春期女学生的身心健康提供参

考ꎮ 方法　 选择 ２０１９ 年 １—１２ 月在浙江省立同德医院妇科住院的 １０２ 例 １０~ １９ 岁青春期女学生ꎬ治疗期间行生殖健康宣

教及问卷调查ꎮ 结果　 意外妊娠 ６５ 例(输卵管妊娠 ４ 例)ꎬ妇科肿瘤 １８ 例(卵巢恶性肿瘤 １ 例)ꎬ妇科炎症 １１ 例(输卵管

脓肿 １ 例)ꎬ异常子宫出血 ８ 例(输血治疗 ２ 例)ꎻ手术治疗 ８６ 例ꎬ切除患侧卵巢和(或)输卵管 ７ 例ꎮ 生殖健康宣教后学生

对月经及排卵知识、生殖器官肿瘤、妇科炎症(诱发因素、临床表现、盆腔炎的危害)、过早性生活的危害、科学避孕、性传播

疾病(疾病种类、传播途径、预防措施)、人工流产危害(延期并发症、远期并发症)、健康体检必要性相关内容的认知均较前

提高(χ２ 值分别为 １４.８ꎬ２５.１ꎬ１５.７ꎬ３０.６ꎬ１８.６ꎬ２５.９ꎬ３１.１ꎬ１７.８ꎬ１９.１ꎬ１５.２ꎬ４０.１ꎬ５８.６ꎬ６９.８ꎬＰ 值均<０.０５)ꎮ 结论　 青春期患病

女学生生殖健康知识匮乏ꎬ可能导致意外妊娠、肿瘤、炎症、异常子宫出血的发生ꎮ 生殖健康宣教可显著提高青春期患病女

学生的健康认知水平ꎬ保障身心健康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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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女性成长的不同阶段面临着不同的生殖、生理方

面的问题ꎬ青春期是女性一生中最重要的阶段之一ꎬ
ＷＨＯ 规定青春期为 １０ ~ １９ 岁[１] ꎬ此阶段中枢神经系

统和下丘脑、垂体、性腺及性激素靶器官逐步成熟ꎬ生
理心理变化大ꎬ可能会出现如异常子宫出血、卵巢肿

瘤ꎬ甚至意外妊娠等问题ꎮ 大部分处于青春期的女学

生和家长把注意力放在学习上ꎬ难以关注发育中的身

心问题ꎬ更没有主动妇科体检的意识ꎬ导致疾病加重

甚至发生无法挽回的损害ꎬ常见月经异常致重度贫

血、附件肿瘤扭转坏死以及异位妊娠破裂致附件或输

卵管切除等[２－４] ꎮ 因此ꎬ医疗机构在治疗疾病同时ꎬ更
应关注生殖健康宣教ꎬ向学生普及青春期生理变化及

常见疾病的知识ꎬ灌输青春期健康体检的观念ꎬ具有

深远的意义ꎮ

１　 对象与方法

１.１　 对象　 以 ２０１９ 年 １—１２ 月在浙江省立同德医院

妇科住院治疗ꎬ年龄为 １０ ~ １９ 岁的 １０２ 例青春期女学

９４８中国学校卫生 ２０２０ 年 ６ 月第 ４１ 卷第 ６ 期　 Ｃｈｉｎ Ｊ Ｓｃｈ ＨｅａｌｔｈꎬＪｕｎｅ　 ２０２０ꎬＶｏｌ.４１ꎬＮｏ.６



生作为研究对象ꎬ问卷有效回收率为 １００％ꎮ 研究对

象平均年龄(１８.１±１.７)岁ꎬ初潮年龄 １１ ~ １６ 岁ꎬ平均

初潮年限(５.２±１.７)年ꎻ在读中学生 ３０ 例(２９.４％)ꎬ在
读本科生 ７２ 例(７０.６％)ꎻ有性生活史 ８２ 例(８０.４％)ꎬ
有流产史 １９ 例(１８.６％)ꎬ既往无症状主动健康体检

１０ 例(９.８％)ꎮ 本研究项目经浙江省立同德医院医学

伦理委员会讨论后批准 (批准号:浙同德快审字第

[２０１９]０６６ 号)ꎬ获得患者知情同意后ꎬ采集患者信息ꎮ
１.２　 方法　 依据文献[３－５]自行设计生殖健康知识

调查问卷ꎬ一般于患者入院后次日行生殖健康宣教ꎬ
若为手术患者ꎬ则在身体条件允许的合适时间内进

行ꎬ邀请患者家属陪同ꎬ由专门的宣教医生借助多媒

体＋纸质资料＋器官模型演示的方式进行面对面宣教

(人工流产患者若术后高效避孕措施落实困难者ꎬ可
“一对一”着重单独宣教)ꎮ 患者于宣教前、后各填写

１ 次调查问卷ꎬ包括月经及排卵知识、生殖器官肿瘤的

可能症状、妇科炎症的认知、过早性生活的危害、科学

避孕相关知识、性传播疾病的认知、人流危害知晓情

况、健康体检必要性 ８ 个方面内容ꎬ本次调查问卷

Ｃｒｏｎｂａｃｈ α 系数为 ０.７０ꎬＫＭＯ 值为 ０.７２(Ｐ<０.０５)ꎮ
１.３　 统计学分析　 采用 ＳＰＳＳ ２３.０ 统计软件进行数据

分析处理ꎬ计量资料以均数±标准差(ｘ±ｓ)表示ꎬ计数

资料以百分率表示ꎬ干预前后百分率的比较采用 χ２ 检

验ꎬＰ<０.０５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ꎮ

２　 结果

２.１　 青春期女生患病情况

２.１. １ 　 意外妊娠 　 共 ６５ 例ꎬ年龄 １４ ~ １９ 岁ꎬ平均

(１８ ６±１ ０)岁ꎬ孕周(７ ３±１ ３)周ꎮ 其中 １５ 例既往

有过 １ 次流产史ꎬ其余均为初次妊娠ꎻ未采取避孕措施

(３６ 例ꎬ５５ ４％)是意外妊娠的首要原因ꎬ其余依次为

安全期 / 体外排精 ( １２ 例ꎬ１８ ５％)、避孕套不当 ( １６
例ꎬ２４ ６％)、药物避孕不当(１ 例ꎬ１ ５％)ꎻ输卵管妊娠

４ 例ꎬ其中 ３ 例输卵管破裂行手术切除ꎻ术后高效避孕

５４ 例(８３ １％)ꎮ
２.１. ２ 　 妇科肿瘤 　 共 １８ 例ꎬ年龄 １２ ~ １９ 岁ꎬ平均

(１７ ７± １ ９) 岁ꎬ肿瘤最大径线 ３ ４ ~ １６ ４ ｃｍꎬ平均

(７ ０ ± ３ ０) ｃｍꎮ 良性肿瘤占 ９４ ４％ꎬ 卵巢肿瘤占

８８ ９％ꎻ并发扭转 ３ 例(１６ ７％)ꎬ破裂 ２ 例(１１ １％)ꎻ
手术治疗 １４ 例ꎬ附件切除 ３ 例ꎮ
２.１. ３ 　 妇科炎症 　 共 １１ 例ꎬ年龄 １２ ~ １９ 岁ꎬ平均

(１６ ９±２ ５)岁ꎮ 有性生活史 ６ 例(５４ ５％)ꎬ有流产史

１ 例(９ １％)ꎻ外阴脓肿 ７ 例ꎬ５ 例行切排术ꎻ盆腔炎 ４
例ꎬ其中 １ 例盆腔脓肿形成ꎬ行双侧输卵管切除术ꎮ
２.１.４　 异常子宫出血　 共 ８ 例ꎬ年龄 １３ ~ １９ 岁ꎬ平均

(１６ ６±２ ４)岁ꎬ月经初潮年龄 １１ ~ １５ 岁ꎬ初潮年限 ２
~ ７ 年ꎮ 异常子宫出血时间 ０ ５ ~ ３ 月ꎬ血红蛋白 ４７ ~

１０６ ｇ / Ｌꎬ平均(７５ ０±２０ ０) ｇ / Ｌꎻ既往异常子宫出血病

史 ５ 例(６２ ５％)ꎬ 月经不规律 ６ 例(７５ ０％)ꎬ激素药

物调经史 ２ 例(２５ ０％)ꎻ重度贫血 ２ 例行输血治疗ꎬ诊
刮手术 １ 例ꎮ
２.２　 生殖健康知识知晓情况　 通过生殖健康知识宣

教干预后ꎬ青春期女学生对生殖健康知识和健康体检

必要性的认知较干预前明显提高(Ｐ 值均<０.０５)ꎮ 见

表 １ꎮ

表 １　 青春期患病女生生殖健康

知识知晓率干预前后比较(ｎ ＝ １０２)

生殖健康知识 干预前 干预后 χ２ 值 Ｐ 值
月经及排卵知识 ７６(７４.５) ９６(９４.１) １４.８ <０.０１
生殖器官肿瘤的可能症状 ７１(６９.６) ９８(９６.１) ２５.１ <０.０１
妇科炎症的认知
　 诱发因素 ６６(６４.７) ９０(８８.２) １５.７ <０.０１
　 临床表现 ６０(５８.８) ９４(９２.２) ３０.６ <０.０１
　 盆腔炎的危害 ６２(６０.８) ８９(８７.３) １８.６ <０.０１
过早性生活危害 ７９(７７.５) １０２(１００.０) ２５.９ <０.０１
科学避孕的认知 ７５(７３.５) １０２(１００.０) ３１.１ <０.０１
性传播疾病的认知
　 疾病种类 ６７(６５.７) ９２(９０.２) １７.８ <０.０１
　 传播途径 ６３(６１.８) ９０(８８.２) １９.１ <０.０１
　 预防措施 ７４(７２.５) ９５(９３.１) １５.２ <０.０１
人流危害的认知
　 延期并发症 ５２(５１.０) ９３(９１.２) ４０.１ <０.０１
　 远期并发症 ３７(３６.３) ９０(８８.２) ５８.６ <０.０１
健康体检必要性的认知 ５０(４９.０) １０２(１００.０) ６９.８ <０.０５

　 注:()内数字为知晓率 / ％ꎮ

３　 讨论

青春期是决定女性一生中身心发育的关键时期ꎬ
与青春期密切相关的恋爱低龄化、性生活低龄化、生
殖疾病低龄化问题日益突出[６] ꎮ 由于青春期学生生

殖健康知识匮乏ꎬ对自身疾病缺乏了解ꎬ再加上一些

疾病的隐匿性以及家长对妇科体检的不重视ꎬ没有及

早发现疾病、延误了治疗ꎮ 本研究发现ꎬ青春期女学

生住院的病因分别是意外妊娠( ６３. ７％)、妇科肿瘤

(１７. ６％)、 妇科炎症 ( １０. ８％) 以及异常子宫出血

(７.８％)ꎮ 由于治疗不及时ꎬ７ 例学生切除了患侧卵巢

和(或)输卵管ꎬ２ 例学生重度贫血输血治疗ꎬ严重影响

了生育功能及生活质量ꎮ
青少年意外妊娠问题已引起社会的较多关注ꎬ

２０１６ 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健康中国 ２０３０”规划

纲要»ꎬ明确指出重点关注青少年女性健康ꎬ普及避孕

节育和生殖健康知识ꎬ以减少意外妊娠的发生ꎮ 青春

期女学生对性充满好奇ꎬ但在避孕知识上欠缺ꎬ不能

有效处理两性问题ꎬ不懂得在高危性行为中保护自

己ꎬ增加了意外妊娠、性传播疾病发生率[７－８] ꎮ 季菲

等[５] 对 １ ６３８ 例人工流产青少年分析发现ꎬ１１.４％为青

春期女性ꎮ 本研究中ꎬ８０.４％青春期患病女学生有性

生活史ꎬ其中 １８.６％的患者有流产史ꎬ而此次意外妊娠

的 ６５ 例学生中ꎬ年龄最小仅 １４ 岁ꎬ说明低龄性生活及

意外妊娠问题形势严峻ꎮ ４ 例发生输卵管妊娠ꎬ３ 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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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输卵管破裂腹腔内出血较多而切除患侧输卵管ꎬ对
未来的生殖健康影响极大ꎮ 通过对意外妊娠原因的

调查发现ꎬ５５.４％的学生不懂如何避孕ꎬ另 ４４.６％采取

了错误的避孕方法ꎬ与文献报道基本相符[９] ꎬ说明青

春期学生对如何正确高效避孕知之甚少ꎮ 因此把过

早性生活危害、科学避孕、预防性传播疾病、人工流产

危害作为重点宣教内容ꎬ帮助学生树立性行为的正确

态度ꎬ宣教后学生对以上知识的认知明显提高ꎬ术后

高效避孕措施落实率为 ８３. １％ꎬ略高于国内报道水

平[１０] ꎬ可有效帮助学生预防术后短期重复人工流产的

发生ꎮ
青春期女性生殖系统肿瘤较生育期少见ꎬ卵巢肿

瘤报道较多[１１－１２] ꎬ以生殖细胞肿瘤为主[１３] ꎮ 卵巢位

于盆腔深部ꎬ早期临床症状不明显ꎬ又因年龄阶段特

殊对体检不重视以及诊断困难等特点ꎬ容易被忽视甚

至误诊误治ꎬ而早发现早治疗对预后意义重大ꎮ 对于

运动较频繁的青春期女生而言ꎬ卵巢肿瘤有发生扭转

及破裂可能ꎬ一旦发生则有附件切除的风险[１４] ꎮ 本次

研究中能够主动妇科体检的学生仅占 ９.８％ꎬ获得及时

治疗预后良好ꎬ其余均因出现不同症状就诊ꎬ１８ 例妇

科肿瘤患者中 ３ 例行附件切除ꎬ其中 １ 例为卵巢肿瘤

恶变ꎬ预后不良ꎮ 鉴于此ꎬ生殖健康宣教中提及了生

殖器官肿瘤的可能症状ꎬ强调了健康体检的重要性ꎮ
青春期女性盆腔炎较少见ꎬ但近年来由于性生活

低龄化、青少年人工流产手术增加以及性传播性疾病

发病率上升ꎬ青春期女性急性输卵管炎、输卵管积脓

也时有发现ꎬ如不及时诊治可能会损害女性的生育功

能[１４] ꎮ 本次研究中妇科炎症患者 １１ 例ꎬ最小年龄 １２
岁ꎬ６ 例有性生活史ꎬ其中 １ 例 １４ 岁的盆腔炎患者因

未及时就诊病情延误导致严重盆腔脓肿ꎬ双侧输卵管

积脓增粗至 ７ ~ ８ ｃｍꎬ与家属沟通病情后行腹腔镜下双

侧输卵管切除术ꎬ丧失自然生育功能ꎮ 通过对妇科炎

症的诱发因素、临床表现、危害的宣教ꎬ使患者能够注

重经期卫生ꎬ杜绝不洁性行为ꎬ身体有炎症表现时及

时就诊ꎬ在一定程度上可降低妇科炎症发生率及严重

程度ꎮ
青春期由于下丘脑－垂体－卵巢轴反馈功能尚不

完善ꎬ易出现经期延长、经量增多、不规则出血等症

状[１５] ꎬ常被认为是短暂的生理过渡或被误认为正常的

月经ꎬ若病情延误可致贫血、感染甚至失血性休克ꎮ
本次研究中 ２ 例重度贫血患者ꎬ血红蛋白仅有 ４７ꎬ５０
ｇ / Ｌꎬ就诊时间分别为出血的第 １５ 天及第 ２９ 天ꎬ明显

拖延了病程ꎬ增加了住院时间和治疗风险ꎮ 而有些异

常子宫出血是生殖系统疾病甚至恶性肿瘤的前驱症

状ꎬ及时检查非常必要ꎮ 通过健康宣教干预后ꎬ学生

对月经生理、排卵问题的认知较前显著提高ꎬ对正常

月经及异常子宫出血有了一定的鉴别能力ꎬ有利于发

现疾病及时就诊ꎮ
由此可见ꎬ医疗机构并不能以单纯的治疗为目

的ꎬ更应重视生殖健康的宣教ꎬ同时拓宽宣教的途径ꎬ
如设立专门的“青春期疾病专科门诊”便于学生就诊ꎬ
建立微信公众号定期推送相关科普文章以确保学生

接收生殖健康知识的长期性及可持续性ꎬ设立学生咨

询热线ꎬ在微信公众平台设置“在线答疑”ꎬ充分利用

校园文化通过校园报刊、橱窗、网站、公开课等宣传手

段提供生殖健康知识等ꎬ通过以上途径向学生普及青

春期女性常见问题及疾病相关知识ꎬ让青春期女学生

正确认识疾病ꎬ发现异常症状及时就诊ꎬ达到预防或

降低疾病创伤的目的ꎬ同时应充分引起患者、家长、学
校及社会对妇科体检的重视ꎬ切实保障青春期女学生

的身心健康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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