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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场调查·

西藏农牧区妇女孕产期保健现状分析
李强颜虹王全丽康轶君党少农

【摘要】

目的了解西藏自治区农牧区妇女孕产期保健现状。方法采用横断面调查方法，分

层随机抽样，人户访问了１５１２名３岁以下儿童的母亲。结果

妇女产前检查覆盖率为７７ ６％，平均

产前检查次数为３ ８９次，５次以上产前检查率为２６ ３％，住院分娩率为４０ ４％，８３ ９％的妇女接受过
孕期卫生保健宣传教育，产后访视的比例为６６ ２％。家庭有无副业收入、是否牧区、个人卫生状况、产
前保健宣传教育、动员住皖分娩、孕期保健知识等是影响是否进行产前检查的主要因素。结论该地
区妇女孕产期保健状况有显著改善，但目前产前检查次数仍然偏低，住院分娩率偏低，缺乏孕产期保
健常识是影响孕产期保健利用的主要固素之一。建议加强健康教育，普及孕期卫生保健知识，促进产
前保健和住院分娩。
【关键词】孕产期保健；产前检查；住院分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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孕产期保健是妇幼保健工作的重要环节和内
容，是影响孕产妇死亡率和新生儿死亡率重要因素。

妇女的孕产期保健知识是影响到她们主动进行保健
活动的主要因素，特别是在自然条件、交通条件、经

ａｔ

ｈ０印ｉＬａｌ

卷调查，目的在于了解日前现状和存在的问题，以便
升展有针对性的项目改善活动。
对象与方法

济条件等都比较艰苦的西藏自治区（西藏）的农村，

１抽样方法和凋查对象：本次研究的项目县已

为了了解孕产妇保健的现状，我们于２００４年７—８

由卫十部和联台国儿童基金会选定，分别足日喀则

月，在西藏４个地区的１５个项目县进行了人户问

地区的昂ｆ一、拉孜、康马、白朗、仁布、江孜６个县，…
南地区的乃东、曲松、措美、朗Ｒ子４个县，林芝地区

基金项目：卫生部与联合国儿童基金会资助项目（ＹＨ∞０１）

的工布江达和朗县，那曲地区的安多、申扎、那曲３

作者单位：７１００６１阿安交通大学医学院公兆卫生系

个县共计１５个县，调查以县为单位分层，每个县在

通讯作者：颤虹，Ｅｒｎａｌｌ：ｙａｎｈｏｎｇｃ＠…ｌⅫｔ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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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０

交通２天内可到达的乡中随机抽取５个乡镇，如果

或以上孩子的妇女没有采取任何避孕措施的比例达

项目县只有５个或５个以下的乡镇则全部抽取（实

到３８．１％。有８，８％的妇女在月经期间同房，１４．９％

际调查中最少的乡镇数为４个），在每个乡随机抽取

的妇女月经不规律。２７．１％的妇女在调查的２周内

２个村，每村随机抽取１０户有３岁以下儿童的家

存在月经量多、白带异常、腰腹部疼痛、性交疼痛或

庭，如果不足１０户则在邻村补足，若该乡不足２０户

出血、外阴瘙痒、尿频尿急等妇科不适。经常在经期

则在邻近乡补足（只有４个乡镇的县则每乡抽取２５

同房的妇女其２周患妇科病的比例要显著高于不经

个家庭户，每村约１３户），这样共抽到７２个乡镇３

常组（Ｙ２检验，Ｐ＜０．０１）。
３藏族妇女孕产期保健情况：妇女怀孕的产前

岁以下孩子的母亲共１５１２名，每县约调查１００名妇

检查率为７７ ６％，做过检查的妇女的平均检查次数

女。
２．调查内容和方法：现场调查由西安交通大学

为３．８９次，仅有２６ ３％的妇女做过５次及以上的检

的老师带队，队员全部由经过统一培训的西藏大学

查。产前检查的地点主要为乡卫生院（占５３．２％），

医学院的藏族大学生组成，调查采取面对面询问方
式填写调查问卷，本调查均征得调查对象的知情同
意，调查内容包括妇女及其家庭的基本情况、孕产史
情况、上次怀孕及产前保健利用情况、母婴健康保健
相关知识和行为等。
３．统计学分析：采用Ｅｐｉ Ｄａｔａ软件建立数据库，

所有资料均进行２次输入。数据采用ｓＰｓｓ软件进
行分析处理。
４．质量控制：调查前对调查员进行集中培训并
进行预调查实习，采用统一的抽样方法、调查方法、

调查问卷和实物样本；调查中严格按照要求操作。
现场调查中，在每个访问记录之后，调查员都要对填
写的内容进行全面检查，如有疑问则立刻重新询问
落实，如有错误则立即改正。调查员之间对调查表

内容进行交换检查，如发现疑问即返回重访。带队
老师在调查现场或一天调查结束后还要对调查表进
行全面检查，认真核实无误后签字归案“’２１。
结

其次是县医院（占２８ ５％）。有８０．９％的妇女曾经被
动员去医院住院分娩，有９２．３％的妇女见过以动员

住院分娩为内容的母亲安全宣传画，但住院分娩率
仅为４０．４３％（住院分娩是指在乡卫生院及乡级以上

医院分娩）。当问及为什么没有住院分娩时，１３．６％
的妇女回答有经济原因，１３．５％的妇女回答有路途
原因，而有７８．３％的妇女回答有其他原因，其中主要
是来不及上医院（占没有住院人数的３５ ９６％），其次
是认为没必要（占没有住院人数的３２．０２％），然后是
要于活没时间（占没有住院人数的１４ ２３％）；其他原

因，如没人陪同、请医生到家接生只占很少比例，极
个别因为害羞、本村没习惯等原因没有住院分娩。
７７

２０％的住院分娩妇女收到了项目给予的２０元住

院分娩补助，７６ ００％的妇女收到了项目给予的住院

分娩奖品（印有项目宣传标语的婴儿衣服）。有
８３．９％的妇女接受作过孕期卫生保健的宣传指导
（如要进行产前检查、要住院分娩等），妇女接受到产
后访视的比例为６６．２％。
４．影响孕妇产前检查的多因素１％ｉｓｔｉｃ回归分

果

析：以是否进行产前检查为应变量；以家庭有无副业

１．调查基本情况：本次调查西藏农牧区妇女共

收入，妇女文化程度，生活在农业区或牧业区，个人

计１５１２名，均为藏族，其中３６１名来自牧区，１１５１

卫生状况（是否常洗澡，常换衣服等），是否有生育

名来自农区。平均家庭人口数为６．０３人，中位数为

史，是否接受到产前保健宣传教育，是否接受到动员

５人。５７ ４％的妇女没上过学，２９．６％的妇女小学

住院分娩以及孕期健知识情况（１０道题答对８道及

没有毕业，１３ Ｏ％的妇女达到小学毕业及以上水平

以上定义为好，答对７道及以下定义为差，平均答对

（其中５ １％的妇女达到初中毕业水平）。平均结婚

７

时年龄为２２．４１岁。平均月经初潮的年龄为１６ ５岁。

的方法进行非条件的多因素１。ｇｉｓｔｉｃ回归分析，结果

２藏族妇女～般情况：调查的妇女平均年龄为

显示，影响产前检查的因素为：有无副业收入、是否

７２岁，平均怀孕次数为２．２５次，有５７．６％的妇女

牧区、个人卫生状况、产前保健宣传教育、动员住院

２９

有过分娩史，ｌＯ ９％的被调查妇女有过流产史。所
有调查的有３岁以下孩子的妇女没有采取任何避孕
措施的比例达到４９ ８％，有２个或以上孩子的妇女
没有采取任何避孕措施的比例达到４０．２％，有３个

６道）等为自变量（变量赋值见表１），用逐步回归

分娩、孕期保健知识（表２）。
讨

论

调查结果表明，西藏地区妇女怀孕时的检查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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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

影响藏族孕妇产前检查因索的变量及其赋值
变量

变量赋值

件有限，但住院分娩费用可以从合作医疗报销，有些

产前检查

１－有，Ｏ＝无

有无副业收人

１＝有，０＝无

文化程度

１＝上过学，２＝文盲

分娩交通费补贴，所以经济和交通已经不是主要原

是否牧区

１＝农区。０＝牧区

因。目前造成很多来不及上医院的产妇在家中分娩

个人卫生状况

１＝好，０＝差

有无生育史

１－有．０＝无

产前保健宣传教育

１＝有．０＝无

而造成分娩时来不及上医院，建议加强提前到医院

动员住院分娩

１＝有．０＝无

待产的宣传教育，同时提高医院的服务水平”。。

孕期保健知识

ｌ＝好．０＝差

表２

地方住院分娩还有专车免费接送，有的地方有住院

主要是因为孕产！ｆ｛ｊ没有提前到医院待产的习惯，从

多因素分析显示影响产前检查最主要的因素为

影响藏族孕妇产前检查的多固素１０９ｉｓｔｉｃ回归分析
因素

ｐ

ｂ

有元副业收入

０ ４４９

Ｏ １５５

是否牧区

Ｏ ８５５

Ｏ １６５

个人卫生状况

０ ５４４

０ １８２

ｗ口腱ｆ值ｓｌｇ
８ ３５５
２６

９２ｌ

８ ９００

Ｅ印（ｐ）

产前保健宣传教育，其ｏＲ值达到３．４８６，说明排除
其他因素后，宣传教育可以很好地促进孕产期保健。

０ ００４

１ ５６７

另外经济状况因素、地理因素和孕期保健知识因素

０ ０００

２

３５２

对孕产期保健影响也很显著，在边疆西藏，农牧区妇

Ｏ ００３

１

７２３

２４９

Ｏ １７７

４９

５２８

０ ０００

３ ４８６

动员住院分娩

１ １１７

０ １６８

４４

０２７

０ Ｉ）ｏＯ

３ ０５６

孕期保健知识

０

５３７

０ １４９

１２

９２４

０ ０００

１

一１

７７３

０ １８９

８８

１２２

０ ０００

Ｏ １７０

产前保健宣传教育ｌ

常数

进了群众的卫生行为。西藏地区由于经济和交通条

７１ｌ

为７７．６％，比２００１年西部９省４６县调查的结果

８６．ｏ％要低（ｒ＝３１２．６，Ｐ＝ｏ．０００）”１，比２００２年
报道的全国２８省１０５县调查的９１．４％也要低（Ｙ２＝

２６２．４，Ｐ＝０．０００）”ｏ，这说明西藏地区孕产妇保健
工作近几年来有显著提高，但和全国其他地区相比

女文化程度普遍偏低，文盲的比例还很高，缺乏科学

的卫生常识和意识，所以不知道怀孕时要进行产前
检查，再加上经济落后和地理交通不便，想进行产前
检查也受到限制。要改变产前检查率低和住院分娩

率低这种现状，必须大力开展健康教育，面向社会、
家庭和个人普及孕产妇保健知识，提高群众的卫生
常识和卫生意识，提高农村地区群众对妇女孕产期

保健重要性和必要性的认识，从而提高其对孕产期
保健服务利用的主动性“－。

还有很太差距，做过检查的藏族妇女的平均检查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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