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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避孕节育技术对已婚育龄妇女生活质量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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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 比较不同避孕节育技术对已婚育龄妇女生活质量的影响，以期为临床避孕节育方法的选择提

供一定的理论依据。方法 选择2016年1~12月期间在安塞区人口和计划生育服务中心妇科门诊咨询诊治的已婚

已育的育龄妇女200例为研究对象，其中使用曼月乐环者46例(A组)，使用传统宫内节育器(IUD)者82例(B组)，使

用避孕药者72例(C组)，采用健康状况问卷(SF-36量表)评价生活质量，比较三组妇女的生理健康总评分(PCS)和心

理健康总评分(MCS)。结果 A组妇女SF-36量表中MCS、PCS评分分别为(73.3±4.5)分和(74.5±4.3)分，均明显高

于B组的(68.7±3.9)分、(67.9±4.1)分和C组的(67.4±3.8)分、(66.8±3.7)分，差异均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而B组和

C组妇女的 MCS、PCS 评分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结论 使用曼月乐环避孕节育者的生活质量最

高，普通宫内节育器及口服避孕药者的生活质量相当，已婚育龄女性可以根据自身的实际情况对避孕节育措施

进行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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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compare the effects of different contraceptive techniques on the quality of life of mar-

ried women of childbearing age, in order to provide a theoretical basis for the choice of clinical contraceptive methods.

Methods A total of 200 married women of childbearing age were selected, who were consulted in the Gynecology Out-

patient Department at the Population and Family Planning Service Center of Ansai District of Yan'an during January

2016 and December 2016, including 46 cases with Mirena Ring (group A), 82 cases (group B) using traditional intrauter-

ine device (IUD) and 72 cases using contraceptives (group C). The MOS 36-item short-form health survey (SF-36) was

used to evaluate the quality of life. The total physical health score (PCS) and mental health score (MCS) of the three

groups of women were compared. Results The MCS and PCS in group A was (73.3±4.5) and (74.5±4.3), respectively,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68.7±3.9) and (67.9±4.1) in group B and (67.4±3.8) and (66.8±3.7) in group C, with statistical-

ly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P<0.05). There was no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difference between women in group B and

group C for MCS and PCS score (P>0.05). Conclusion The quality of life is the highest in those with Mirena Ring,

and the quality of life of ordinary intrauterine device and oral contraceptive is the same. The married women of child-

bearing age can choose contraceptive measures according to their actual condi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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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我国当代女性需要面对的工作、生活压

力也越来越大，已婚育龄妇女常常需要选择安全、可

靠、有效的避孕节育技术进行避孕，避免非计划妊娠

和流产[1-2]。以免影响妇女的身心健康和生活质量，并

加重其经济负担。生活质量目前已经成为综合测评

人群健康水平的重要指标，国外已经有少数临床研究

对比了口服避孕药和宫内节育器(IUD)对育龄期妇女

生活质量的影响，但是这些研究结论不尽相同[3-4]。国

内对已婚育龄妇女使用不同避孕节育技术对生活质

量影响的研究尚不多见。新型宫内节育系统曼月乐

环(左炔诺孕酮宫内缓释系统)由于可以高效能的释放

孕激素，并且可以长效的发挥避孕效果，因而在临床

上的应用越来越广泛，是目前最重要的避孕节育方法

之一[5-6]。本研究比较了不同避孕节育技术(包括曼月

乐环、传统宫内节育器、避孕药)对已婚育龄妇女生活

质量的影响，以为避孕节育方法的选择提供一定的理

论依据。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选择2016年1月至2016年12月

期间在延安市安塞区人口和计划生育服务中心妇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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门诊咨询诊治的已婚育龄妇女 200例为研究对象，年

龄 24~43 岁，平均(28.9±5.2)岁。纳入标准：①已婚已

育；②避孕方法为 IUD或者避孕药，时间在半年及以

上；③学历在小学及以上者；④平素月经周期规则、月

经量正常；⑤对本研究知情同意，签署知情同意书。

排除标准：①合并乳腺疾病、盆腔感染、子宫脱垂、宫

外孕史者、妇科肿瘤；②合并凝血功能障碍、肝肾功能

不全、糖尿病、高血压、自身免疫性疾病、恶性肿瘤

者；③认知功能障碍、精神疾病患者，以及不能完成

随访者。本研究所有研究对象均知情同意，签署知

情同意书。

1.2 研究方法 首先对参与调查的医护人员进

行集中培训，使其充分掌握健康状况问卷(SF-36 量

表)[7]的内容及正确填写方法；在调查对象避孕半年后

进行调查，询问记录研究对象的年龄、婚育情况、文化

程度、家庭人员构成及收入情况，初中文化程度以上

的妇女由自己填写SF-36量表，如文化程度为小学者

则在医护人员的指导下进行填写。SF-36 量表包括

36 个问题，分别从生理职能(RP，生理健康问题所引起

的职能限制)、生理功能(PF，正常的生理活动被健康状

况妨碍)、一般健康状况(GH，个体评价自身健康状况

情况)、躯体疼痛(BP，调查对象的疼痛程度，及其对日

常活动所造成的的影响)、精力(VI，个体主观评价自身

经历和疲劳程度)、情感职能(RE，情感问题引起的职能

限制)，社会功能(SF，社会活动数量和质量被生理和心

理问题所影响的程度)，精神健康(MH，压抑、激励、行

为或心理主观感受、情感失控)等8个维度。分为生理

健康总评分(PCS)和心理健康总评分(MCS)两个方面，

每个方面换算成百分制，分数越高则表明其生活质量

也越好[8]。

1.3 统计学方法 应用SPSS19.0统计软件进行

数据分析，计量资料以均数±标准差(x-±s)表示，两组均

数比较采用 t检验，多组均数比较采用方差分析，均以

P<0.05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结 果

2.1 三组妇女的一般资料比较 200例妇女中，

使用曼月乐环进行避孕者 46例(A组)，使用传统 IUD

者进行避孕者 82例(B组)，使用避孕药进行避孕者 72

例(C组)，三组妇女的年龄、受教育年限、家庭人均月

收入水平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0.05)，见表1。

2.2 三组妇女的生活质量比较 A 组妇女的

SF-36量表中MCS、PCS 评分均明显高于B组、C组，

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B组和C组MCS、PCS

评分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见表2。

3 讨 论

避孕节育技术是为了满足社会人口发展需要、控

制人口增长过度或者其他医学的理由，进而采用医学

技术让育龄妇女在不影响身体健康的前提下，暂时不

受孕或预防怀孕[9]。目前计生工作中常用的方法主要

包括输卵管结扎术、宫内放置节育器避孕、避孕套及

口服避孕药避孕以及安全期避孕等[10]。由于输卵管结

扎后再通存在较大的难度，且不能保证可以再通的百分

百成功，因而对于有生育需求的育龄期妇女不建议选择

输卵管结扎术进行避孕；安全期避孕的效果普遍不佳，

因而也不做优先选择；避孕套使用正确的话安全有效，

但是因为人们可以自行选择，且无明显副作用，因而不

纳入本研究。临床上较为常用的方法即为宫内放置节

育器及口服避孕药避孕的效果较为确切[11-12]。宫内节

育器是我国已生育的育龄期女性最常应用的避孕节

育方式，节育器放置后可以通过刺激子宫壁，使其产

生无菌性炎症，进而使胚胎在宫内着床受到影响而起

到避孕目的[13]。宫内节育器取出后，妇女可以恢复生

育能力，因而该方法具有效果确切、长效、经济及可逆

的优点。左炔诺孕酮宫内缓释系统即曼月乐环近年

来应用越来越多，作为一种新型宫内节育器，不仅可

以发挥普通宫内节育器的避孕作用；同时，曼月乐环

放置后可以通过持续低剂量的对宫腔释放左炔诺孕

酮，循环中的浓度仅约宫腔局部浓度的千分之一，通

过抑制子宫内膜达到干扰受精卵着床的目的，发挥避

孕时间可以长达5年；此外，可以通过拮抗雌激素的作

用引起子宫颈黏液变稠，从而抑制精子的通过[14-17]。

近年来，随着社会的进步及医学模式向生物-心

理-社会医学模式的转变，越来越多的女性不仅重视

避孕节育的效果，并且越来注重自身的生活质量的维

持和提高。生活质量是指以社会经济、价值取向及文

化背景为基础，人们对个人情况、健康状态、心理状态

和社会综合能力的体验。梁红等[18]分析比较育龄妇女

使用复方甲地孕酮避孕针、元宫铜 300 宫内节育器

(IUD)和皮下埋植剂3个月后生活质量的变化，发现用

表1 三组妇女的一般资料比较(x-±s)

组别

A组

B组

C组

F值

P值

例数

46

82

72

年龄(岁)

28.4±3.2

29.6±4.3

28.7±3.8

0.839

>0.05

受教育年限

12.8±2.5

13.2±2.8

11.9±3.4

1.143

>0.05

家庭人均月收入(元)

2 260±445

2 135±253

2 218±522

0.928

>0.05

表2 三组妇女的生活质量评分比较(分，x-±s)

组别

A组

B组

C组

F值

P值

例数

46

82

72

MCS

73.3±4.5

68.7±3.9a

67.4±3.8a

16.353

<0.05

PCS

74.5±4.3

67.9±4.1a

66.8±3.7a

18.928

<0.05

注：与A组比较，aP<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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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宫铜 300 IUD者生活质量改善情况最佳。SF-36 量

表具有理解方便、操作简便的特点，在评价生活质量方

面具有较好的信度和效度，适用于大范围的人群生活质

量的调查。SF-36量表在我国也已经广泛应用于冠心

病、肿瘤、血液透析等慢性疾病患者生活质量的评估
[19]。牟燕琳等[20]对使用 IUD的妇女采用SF-36量表进

行评分，证实了该量表在 IUD使用者的生活质量评价

中具有较好的信度和效度。因此，本研究以SF-36量

表作为评价不同避孕节育技术已婚育龄妇女生活质

量的研究工具。本研究结果表明，A 组研究对象

SF-36量表中MCS、PCS 评分均明显高于B组、C组，

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B组和C组研究对象的

MCS、PCS评分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说

明普通 IUD与避孕药避孕方法比较，二者对妇女生活

质量的影响相当，而曼月乐环使用者的生活质量最

高。曼月乐环的避孕有效率高达 99.8%，可以提供长

期、高效安全及可逆的避孕效果，其效果可以与女性

绝育术类似 [21]；此外，曼月乐环应用后，妇女的月经时

间平均每月减少为 2 d，且月经量明显减少，这也缓解

了痛经，使其更加自由；一旦将曼月乐环取出，妇女的

月经可以在 1个月内完全恢复正常。因而使用该方法

的妇女其生活质量最高。临床上虽然发现很多女性

发现在放置 IUD后出现腰酸腹痛、白带增多、经期延

长等不适，部分学者认为 IUD可以影响妇女的生活质

量。但是本研究发现其与口服避孕药方法比较，未对

生活质量造成不良影响，可能与 IUD引起不适症状发

生率较低、程度较轻有关。

综上所述，使用曼月乐环避孕节育者的生活质量

最高，普通宫内节育器及口服避孕药者的生活质量相

当，已婚育龄女性可以根据自身的实际情况对避孕节

育措施进行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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