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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工流产后关爱服务对在校未婚女大学生生殖健康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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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 　 目的　 了解人工流产后关爱(ｐｏｓｔ￣ａｂｏｒｔｉｏｎ ｃａｒｅꎬ ＰＡＣ)对在校未婚女大学生生殖健康的影响ꎬ为高校开展生

殖健康教育提供科学根据ꎮ 方法　 选择 ２０１７ 年 ７ 月—２０１８ 年 ６ 月就诊于浙江省立同德医院接受人工流产手术的 ４８６ 例

在校未婚女大学生ꎬ于术前及术后 ６ 个月分别进行问卷调查ꎮ 结果　 既往有人工流产史 ２４８ 例ꎬ其中流产次数≥３ 次的 １５
例ꎻ高危人工流产 ７２ 例ꎬ高危因素主要为半年内再次人工流产以及人工流产次数≥３ 次ꎮ 问卷调查显示ꎬＰＡＣ 干预后女大

学生对月经及排卵知识、科学避孕的认知、性传播疾病的认知(疾病种类、传播途径、预防措施)、人工流产危害的认知(近

期并发症、远期并发症) 等知晓率较干预前提高( χ２ 值分别为 ２１.４２ꎬ６９.６５ꎬ７１.０９ꎬ５２.８０ꎬ６３.２５ꎬ１８７.５９ꎬ３５６.０２ꎬＰ 值均<
０.０５)ꎮ 干预前仅 ５３.７％(２６１ / ４８６)女大学生采取中、低效避孕措施ꎬ高效避孕措施仅占 ０.４％(２ / ４８６)ꎻ干预后全部采取避

孕措施ꎬ其中术后即刻和术后 ６ 个月高效避孕措施落实率分别为 ８５.４％(４１５ / ４８６)和 ６８.３％(３３２ / ４８６)ꎬ较干预前提高(χ２ ＝
７８６.１０ꎬＰ<０.０５)ꎮ 结论　 对在校女大学生进行 ＰＡＣ 教育可提高性与生殖健康相关知识知晓率ꎬ提高术后高效避孕措施落

实率ꎬ减少重复流产发生率ꎮ
【关键词】 　 流产ꎬ人工ꎻ生殖ꎻ健康教育ꎻ女(雌)性ꎻ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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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女大学生的生理和心理趋于成熟ꎬ伴随着社会性

观念的开放ꎬ不可避免地要面对婚恋关系、两性关系ꎬ
由此带来的婚前性行为及非意愿妊娠等问题ꎬ导致生

殖道感染、宫腔粘连、继发性不孕症、慢性盆腔炎等疾

病的发生ꎬ严重危害女性的生殖健康[１] ꎮ 因此ꎬ提高

在校女大学生的性保护意识ꎬ意义深远ꎮ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ꎬ中国妇女发展基金等 ４ 家单位联合发起了 “关爱

１２５中国学校卫生 ２０２０ 年 ４ 月第 ４１ 卷第 ４ 期　 Ｃｈｉｎ Ｊ Ｓｃｈ ＨｅａｌｔｈꎬＡｐｒｉｌ　 ２０２０ꎬＶｏｌ.４１ꎬＮｏ.４



至伊ꎬ流产后关爱 (ｐｏｓｔ￣ａｂｏｒｔｉｏｎ ｃａｒｅꎬ ＰＡＣ)”项目ꎬ通
过规范化的一对一咨询和集体宣教ꎬ向行人工流产的

育龄期女性及其配偶或男伴宣传避孕知识ꎬ帮助其选

择适合自己并能及时落实的高效避孕措施ꎬ避免重复

人工流产的危害[２] ꎮ 浙江省立同德医院自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开展 ＰＡＣ 服务ꎬ２０１８ 年成为浙江省首家“全国 ＰＡＣ
区域示范医院”ꎬ为广大育龄期女性提供了优质的人

工流产后关爱服务ꎮ 本研究调查了 ２０１７ 年 ７ 月—
２０１８ 年 ６ 月在该院接受人工流产术的在校未婚女大

学生的人工流产现状ꎬ旨在评价 ＰＡＣ 服务对在校未婚

女大学生生殖健康的影响ꎬ为高校开展生殖健康教育

提供科学根据ꎮ

１　 对象与方法

１.１　 对象　 以 ２０１７ 年 ７ 月—２０１８ 年 ６ 月在浙江省立

同德医院妇科因非意愿妊娠自愿接受人工流产且随

访资料完整的 ４８６ 例未婚在校女大学生为研究对象ꎬ
共发放 ４８６ 份问卷ꎬ问卷有效回收率为 １００％ꎮ 其中

在读本科生 ３７８ 例ꎬ在读硕 / 博士生 １０８ 例ꎮ 年龄 １８ ~
３３ 岁ꎬ平均(２０.０５±１.４２)岁ꎮ 本研究项目经浙江省立

同德医院伦理委员会讨论后批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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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４]自行设计人工流产后女

大学生生殖健康知识调查问卷ꎬ内容包括月经及排卵

知识、避孕相关知识、性传播疾病的预防、人工流产危

害知晓情况、意外妊娠后处理方式 ５ 个方面ꎮ 调查问

卷 Ｃｒｏｎｂａｃｈ α 系数为 ０.７１ꎬＫＭＯ 值为 ０.７３(Ｐ<０.０５)ꎬ
问卷信效度较好ꎮ 分别在人工流产手术前及术后 ６ 个

月进行问卷调查ꎬ调查员为资深 ＰＡＣ 咨询员ꎬ调查前

对其进行统一培训ꎮ
人工流产手术前由 ＰＡＣ 咨询员通过“一对一”的

咨询方式ꎬ向患者及其性伴介绍 ＰＡＣ 服务的目的、不
同的避孕方式、作用机制和优缺点ꎬ流产后的注意事

项、流产后并发症、６ 个月内重复流产的危害和获取流

产后关爱服务的方式等ꎬ同时帮助其选择合适的避孕

方式ꎬ告知其正确的应用方法及相应可能出现的各种

不适症状和紧急就诊指征ꎬ均制定了严格的随访时间

和具体的随访内容ꎮ
１.３　 统计学方法　 采用 ＳＰＳＳ ２３.０ 统计软件进行数据

分析处理ꎬ干预前后率的比较采用 χ２ 检验或 Ｆｉｓｈｅｒ 精

确概率法ꎬ检验水准 α ＝ ０.０５ꎮ

２　 结果

２.１　 人工流产情况　 首次人工流产 ２３８ 例ꎻ既往有人

工流产史者 ２４８ 例ꎬ其中流产次数 １ ~ ２ꎬ≥３ 次的分别

为 ２３３ꎬ１５ 例ꎻ高危人工流产 ７２ 例ꎬ分别为半年内再次

人工流产(３９ 例)、流产次数≥３ 次(１５ 例)、胚胎因素

(１０ 例)和其他(８ 例)ꎮ
２.２　 非意愿妊娠原因　 所有调查对象全部为非意愿

妊娠ꎬ未采取避孕措施 ２２５ 例ꎬ其中侥幸心理、不想用、
不懂避孕和担心副作用分别为 １１３ꎬ６１ꎬ２９ꎬ２２ 例ꎻ避孕

失败 ２６１ 例ꎬ其中安全期 / 体外排精、避孕套使用不当、
紧急避孕药、复方短效口服避孕药( ＣＯＣ)漏服分别为

１２４ꎬ９９ꎬ３６ꎬ２ 例ꎮ
２.３　 生殖健康知识的知晓情况　 ＰＡＣ 干预后ꎬ女大学

生对生殖健康知识的知晓率较干预前均提高(Ｐ 值均

<０.０５)ꎮ 见表 １ꎮ

表 １　 ＰＡＣ 前后女大学生生殖健康知识知晓率比较

ＰＡＣ　

前后　
人数

月经及

排卵知识

科学避

孕的认知

性传播疾病的认知

疾病种类 传播途径 预防措施

人流危害的认知

近期并发症 远期并发症

终止妊娠方式的选择

正规医院 小医院
ＰＡＣ 前 ４８６ ４４９(９２.４) ４２１(８６.６) ３４８(７１.６) ３５２(７２.４) ３８２(７８.６) ３０３(６２.３) １８９(３８.９) ４８０(９８.８) ６(１.２)
ＰＡＣ 后 ４８６ ４７９(９８.６) ４８６(１００.０) ４４９(９２.４) ４４０(９０.５) ４６５(９５.７) ４７４(９７.５) ４６５(９５.７) ４８６(１００.０) ０
χ２ 值　 ２１.４２ ６９.６５ ７１.０９ ５２.８０ ６３.２５ １８７.５９ ３５６.０２
Ｐ 值　 <０.０１ <０.０１ <０.０１ <０.０１ <０.０１ <０.０１ <０.０１ <０.０５∗ <０.０５∗

　 注:()内数字为知晓率 / ％ꎮ ∗为 Ｆｉｓｈｅｒ 精确概率法ꎮ

２.４　 ＰＡＣ 后避孕方法　 术后即刻高效避孕措施落实

率为 ８５.４％(４１５ / ４８８)ꎬ术后 ６ 个月高效避孕措施落实

率为 ６８.３％(３３２ / ４８８)ꎬ均高于术前(０.４％ꎬ２ / ４８８)(χ２

＝ ７８６.１０ꎬＰ<０.０５)ꎮ

３　 讨论

我国是人工流产大国ꎬ据卫生统计年鉴官方数据

显示ꎬ近年来每年人工流产高达 １ ０００ 万左右人次ꎬ２０

~ ２４ 岁女性占青少年人工流产人数的 ８８.７％[５] ꎬ其中

很大一部分是学生ꎮ 近年来ꎬ随着传媒、网络各种相

关信息的影响ꎬ大学生思想活跃观念开放ꎬ婚前性行

为在大学校园中越来越普遍ꎬ女大学生性行为发生率

为 ２０.３％ ~ ２７.５％[６－７] ꎬ但在健康知识上却没有跟上时

代发展的步伐ꎮ 我国学校教育中也缺少性和避孕的

相关课程ꎬ导致很多学生对流产以及性传播疾病的危

害缺少了解[８] ꎬ不具备科学避孕及自我保护的意识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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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致意外妊娠、成为性传播疾病的受害者甚至传播

者[８] ꎮ 流产后关爱能够在流产前向患者普及一些必

要的避孕知识ꎬ帮助患者选择合适的流产方式ꎬ能够

降低术中和术后出现不良反应ꎻ术后患者掌握了一定

的健康知识ꎬ能够自觉地约束自身性行为ꎬ如避孕套

的科学使用、高效避孕方式的选择等ꎬ不仅能够避免

再次流产ꎬ还能帮助女性建立卫生意识ꎬ避免性传播

疾病ꎬ促进身心的健康发展[９] ꎮ
本研究中ꎬ在校未婚女大学生重复流产比例高ꎬ

其中既往有 １ ~ ２ 次人工流产史的占 ４７.９％ꎬ３.１％的患

者既往人工流产史≥３ 次ꎮ 重复流产的原因多为自我

保护意识不强ꎬ或采用非高效的避孕措施ꎬ而在发生

非意愿妊娠后ꎬ因恐慌和害羞ꎬ轻信一些非正规渠道

来源的信息ꎬ认为人工流产不会对身体造成损害ꎬ甚
至到非正规医院进行人工流产ꎬ人工流产后仍未能及

时采取有效避孕措施ꎮ 本研究显示ꎬ在校未婚女大学

生流产的高危因素主要是半年内再次人工流产以及

流产≥３ 次ꎮ 高危人工流产手术难度增大ꎬ易出现术

中、术后大出血、子宫穿孔等并发症ꎬ严重损害女性的

身心健康及生育力[１０] ꎮ 国内对 １ ０３３ 名女大学生的

调查研究显示ꎬ接受 ＰＡＣ 的女大学生重复流产率及人

工流产后高效避孕情况均优于未接受 ＰＡＣ 的女大学

生[６] ꎮ
本研究中未采取避孕措施导致非意愿妊娠者占

４６.３％ꎬ略低于郭沛沛等[９] 报道的 ５１.１５％ꎮ 受我国传

统观念的影响ꎬ婚前性行为是不被提倡的ꎬ家长、学校

对在校学生传播的性知识少ꎬ作为未婚学生亦羞于向

周围人请教ꎬ导致部分大学生避孕知识及性健康知识

缺乏ꎬ易发生无保护性行为ꎮ ＰＡＣ 可通过有效的一对

一咨询服务告知患者各种避孕措施的利弊ꎬ提高流产

女性对反复流产危害的认识ꎬ让患者通过专业途径获

得最可靠的避孕知识ꎬ在知情自愿的情况下选择适合

自己的有效避孕方法ꎬ在人工流产后立即落实ꎮ ＰＡＣ
的推广在女大学生中起到了加强自我保护意识和避

孕观念的作用ꎮ 国内研究表明ꎬ接受 ＰＡＣ 服务的未婚

女大学生ꎬ人工流产术后 ６ 月仍坚持使用高效避孕措

施者达 ５８.０％ꎬ未接受 ＰＡＣ 服务的仅为 １３.６７％ꎻ再次

意外妊娠前者仅 １.５９％ꎬ而后者高达 ６.６７％[１１] ꎮ 本研

究中ꎬ术后即刻高效避孕措施落实率为 ８５.４％ꎬ随访至

术后 ６ 个月ꎬ高效避孕措施使用者仍达 ６８.３％ꎬ成果

显著ꎮ
ＰＡＣ 干预后ꎬ女大学生对性传播疾病有了更全面

科学的认识ꎬ通过避孕套的规范使用ꎬ对性传播疾病

特别是艾滋病的预防ꎬ意义重大ꎮ 本研究发现ꎬ女大

学生对科学避孕及人工流产危害的意识不强ꎬ甚至一

部分人把人工流产当成了“避孕措施”ꎮ 有研究显示ꎬ
约有 ６９.３％女性在人工流产手术后 １ 月就恢复了性生

活ꎬ无保护性性行为的达 ４０％ꎬ导致短期重复人工流

产的发生ꎬ危害极大[１２] ꎮ ＰＡＣ 服务通过对排卵及月经

生理的讲解ꎬ让大学生在术后 １ 个月内尽量避免性行

为ꎬ避免了术后感染及再次意外妊娠的发生ꎮ 同时通

过 ＰＡＣ 宣教ꎬ让更多的男性了解避孕和人工流产危

害ꎬ能够更科学的照顾女性ꎬ提高男性的责任心ꎬ使其

进一步规范性行为ꎬ起着相互监督的目的从而更好的

避孕[１３] ꎮ
综上所述ꎬ实施 ＰＡＣ 服务可在一定程度上减少人

工流产术的并发症ꎬ同时能让未婚女大学生充分了解

人工流产术后即时避孕的重要性ꎬ术后可主动、坚持

落实高效避孕措施ꎬ减少了自身重复流产的风险以及

性传播疾病的发生ꎬ在 ＰＡＣ 服务中受益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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