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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地区产后女性性功能障碍流行病学调查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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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院调查南京地区产后妇女性功能障碍的发生情况并分析其相关危险因素遥 方法院 圆园员圆 年 员 月耀圆园员猿 年 员员 月南

京地区在本院进行健康体检的产后妇女 圆愿圆 例为对象袁采用女性性功能指数问卷进行调查袁统计性功能障碍发病率并分析相
关病因遥 结果院产后女性性功能障碍发生率为 苑圆援苑豫袁主要症状为性欲下降渊愿缘援员豫冤尧性唤起障碍渊苑源援愿豫冤尧性高潮障碍渊缘缘援园豫冤尧

性交痛渊猿圆援远豫冤袁性功能障碍的发生情况与年龄尧产后时间尧经济条件及夫妻感情有关渊孕 约 园援园缘冤袁而与教育程度尧月酝陨尧分娩方
式尧产后性生活开始时间尧喂养方式无显著相关性遥 结论院产后女性性功能障碍发生率较高袁与生理尧心理尧环境因素均有关袁应
加强产后康复训练及性健康知识的宣教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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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 性 性 功 能 障 碍 渊枣藻皂葬造藻 泽藻曾怎葬造 凿赠泽枣怎灶糟贼蚤燥灶袁
云阅杂冤是指女性不能参与其所期望的性行为袁且在性
行为过程中不能得到或难于得到满足袁包括性欲低
下尧性唤起困难尧性高潮障碍及性交疼痛咱员暂遥 女性的
性功能障碍长期未受到重视遥 而产后女性由于缺乏
盆底训练尧分娩时产道及周围神经肌肉损伤尧盆底结
构及功能的改变而引起的性功能障碍则更为严重咱圆暂遥
现对 圆园员圆 年 员 月耀圆园员猿 年 员员 月到本院进行产后健
康体检的女性进行调查袁结果报道如下遥

道肌力约 芋级者袁可诊断为产后性功能障碍遥
员援猿 统计学方法
数据采取 杂孕杂杂员苑援园 软件进行统计分析袁计量资
料用均数 依 标准差渊x 依 s冤表示袁组间比较采用单因
素方差分析袁计数资料用频数渊豫冤表示袁采用卡方检
验袁孕臆园援园缘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袁孕臆园援园员 为差异
有统计学意义遥

员 对象和方法

一般情况
本次调查共发放问卷 猿源苑 份袁 收回有效问卷
圆愿圆 份袁 有效调查问卷回收率为 愿员援猿豫遥 平均年龄
渊圆远援苑 依 源援愿冤岁袁平均体重渊缘怨援远 依 愿援员冤噪早袁产后时间
源圆 凿耀员圆 个月遥
圆援圆 产后女性性功能障碍的发生率
产后 女 性 性 功 能 障碍 发 生 率 为 苑圆援苑豫 渊圆园缘 辕
圆愿圆冤袁其中性欲下降者占 愿缘援员豫渊圆源园 辕 圆愿圆冤袁性唤起
障 碍 苑源援愿豫 渊圆员员 辕 圆愿圆冤袁 性 高 潮 障 碍 缘缘援园豫 渊员缘缘 辕
圆愿圆冤袁性交痛 猿圆援远豫渊怨圆 辕 圆愿圆冤遥
圆援猿 产后女性性功能障碍的相关因素分析
本组调查中女性年龄在 圆员耀圆苑 岁 员远愿 例袁圆愿耀
猿远 岁 员员源 例曰员愿约 月酝陨约 圆缘 有 员愿怨 例袁月酝陨跃 圆缘 有
怨猿 例曰初中及以下文化 员缘 例袁高中文化 源圆 例袁大专
及本科 员猿远 例袁硕士及以上 愿怨 例曰家庭年收入 猿 万
元 以下 缘员 例袁猿耀员园 万元 员猿苑 例袁员园 万元 以上 怨源
例曰 顺产 员愿苑 例袁 剖宫产 怨缘 例曰 产后 源圆 凿耀远 个月

员援员 对象
本组调查对象为 圆园员圆 年 员 月耀圆园员猿 年 员员 月在
本院进行产后健康体检的女性袁纳入标准院淤圆园耀源园
岁女性曰于产后 源圆 凿耀员 年者曰盂产前性功能正常曰榆
排除内外科合并症曰虞能理解问卷内容并配合调查遥
员援圆 方法
采用匿名问卷调查袁由专人负责发放问卷袁获得
知情同意后自愿填写一般情况调查表及叶产后女性
性功能障碍诊断量化标准评分表曳咱猿暂遥 调查内容包
括院淤一般情况院年龄尧身高尧体重尧文化程度尧经济条
件尧分娩方式尧产后时间尧喂养方式尧夫妻感情尧产后
性生活开始时间尧产科并发症情况曰于性功能院通过
叶产后性功能障碍诊断量化及评分表曳袁 评估包括性
欲尧性唤起尧性高潮尧性交疼痛共 员园 个问题选项袁评
分越高表示性功能越好袁评分约 远园 分尧妇科检查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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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苑缘 例袁产后 远耀员圆 个月 员园苑 例曰产后初次性生活时间约

源圆 凿 者 源 例袁源圆 凿耀猿 个月 员猿员 例袁猿耀远 个月 员员圆 例袁
产后 远耀员圆 个月 猿缘 例曰纯母乳喂养 员猿猿 例袁混合喂
养 源员 例袁 配方奶喂养 员园愿 例曰 夫妻感情良好 员苑员
例袁感情一般 苑苑 例袁感情较差 猿源 例遥 本研究结果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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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健康是身心健康的一个重要方面遥 世界卫生组织

提出袁到 圆园员缘 年人人应享有生殖健康袁并强调了人
们应享受负责尧满意和安全的性生活遥性是一个复杂
的概念袁它包括生理尧内分泌尧情绪尧社会和文化背景
等遥 女性从怀孕前至产后期的性功能演变是一个复

示产后女性性功能障碍与年龄尧经济状况尧产后时

杂过程遥 女性性功能障碍是指女性个体在性反应周

间及夫妻感情有相关性袁与教育程度尧月酝陨 指数尧分
娩方式尧产后性生活开始时间及喂养方式无显著相

期中的一个或几个阶段发生障碍或出现与性交有关
的疼痛袁而不能参与或不能达到其所预期的性关系袁

关渊表 员冤遥

表员

产后妇女性功能障碍的相关因素分析

因素
裕

年龄
圆员耀圆苑 岁
圆愿耀猿远 岁
月酝陨
员愿耀圆缘
跃 圆缘
教育程度
初中及以下
高中
大专及本科
硕士及以上
经济状况 裕
约 猿 万 辕 渊年窑户冤
猿耀员园 万 辕 渊年窑户冤
跃 员园 万 辕 渊年窑户冤
分娩方式
顺产
剖宫产
产后时间 裕裕
源圆 凿耀远 个月
远耀员圆 个月
产后性生活时间
约 源圆 凿
源圆 凿耀猿 个月
猿耀远 个月
远耀员圆 个月
喂养方式
母乳喂养
配方奶喂养
混合喂养
夫妻关系 裕
良好
一般
较差
孕 约 园援园缘袁裕裕孕 约 园援园员遥

裕

猿 讨

造成心理痛苦袁包括性欲障碍尧性唤起障碍尧性交疼
痛障碍和性高潮障碍遥 女性分娩后盆底及阴道组织

灶
渊豫冤

性功能障碍渊灶冤
有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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猿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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缘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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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

论

目前国内外对于性研究亦越来越重视袁认识到

会变得松弛袁进而引起性生活不适或缺乏性快感袁使
夫妻性生活质量下降遥 有报道指出妊娠期间缺乏盆
底训炼尧 分娩时胎儿损伤阴道及其周围的神经肌肉
组织结构尧 盆底结构及功能的改变是产后女性性功
能障的主要原因咱源暂遥 而在我国袁由于封建传统观念的
束缚袁这一问题尤为突出遥许多专家认为袁妊娠尧分娩
是导致产后女性性功能障碍的主要原因之一咱缘暂遥 目
前袁文献报道的产后性问题变化趋向一致袁即产后 猿
个月内性问题较妊娠前明显袁 产后 远 个月时性功能
障碍的问题发生率虽有所下降袁 但未降至妊娠前水
平咱远暂遥 据记载妇女妊娠前性问题的发生率仅为 造豫耀
猿愿豫曰 产后性问题的发生率明显增加至 源怨豫 耀愿猿豫曰
初产妇产后性问题的发生率高达 苑园援远豫咱苑暂遥
本研究显示性功能障碍的发生情况与年龄尧产
后时间尧经济条件及夫妻感情因素有关遥经济条件较
好的产妇袁发生性功能障碍的几率明显降低袁可能是
对于抚养孩子的生活压力较小袁更注重性健康遥母乳
喂养尧夫妻感情等家庭尧心理因素对女性产后性功能
障碍具有很重要的作用袁 在女性性功能障碍的影响
因素中袁 家庭尧 心理因素方面是极为重要的因素之
一遥产后由于产妇把精力放在孩子身上袁经济压力大
以及家务增加尧休息不足而导致疲劳使性欲下降曰没
有采取可靠的避孕措施担心怀孕曰 丈夫性生活粗暴
导致性交疼痛曰外阴尧阴道炎症袁阴道黏膜变薄尧充
血袁 会阴损伤袁 阴道外口过紧等均可引起性功能障
碍遥 有报道表明袁剖宫产与阴道分娩于产后 猿 个月袁
恢复性生活与性交疼痛的发生率有明显差异咱愿暂袁本
研究则未提示有显著性差异袁 可能与调查例数少可
能有关遥
目前袁对产后性功能障碍的认识还不够深刻袁治
疗主要是功能锻炼尧药物治疗及心理辅导袁随着医疗
界对于产后康复尧 提高围产保健质量与女性生殖健
康日益重视袁 如何提高诊疗水平与规范诊疗措施亟
待深入研究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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