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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南北方部分地区１ ９９４—２０００年
孕产妇系统保健状况及其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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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解中国南北方部分地区１９９４—２０００年的孕产妇系统保健状况及其变化。

方法数据来自“中美预防出生缺陷和残疾合作项目”中１３个县（市）的围产保健监测数据库。研究
对象为１９９４—２０００年在上述项目县（市）分娩了孕满２０周单胎活产儿的３６８ ５８９名妇女。结果

从

１９９４—２０００年，南北方地区产前检查率一直高于９９．０％，第一次产前检查时的平均孕周从１９９４年
１３．１周提前至２０００年的１０．７周，早孕检查率从６５．５％升至７９．４％，产前检查次数≥５次的比例从
３４．１％升至７１．８％，住院分娩率从９１．３％升至９８．８％，家庭分娩率从５．６％降至０．６％，产后访视次
数≥３次的比例从８０．５％升至９５．１％。除早孕检查率外，同期比较，北方地区的其他各率均低于南方
地区，且北方地区的城乡差别大于南方地区。结论

中国南北方地区的孕产妇系统保健状况得到了

极大的改善，但南北地区之间、北方城乡之间存在明显的差别。
【关键词】产前保健；卫生保健状况；住院分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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孕产妇系统保健是指从怀孕开始到产后４２

ｄ

为止对孕产妇进行系统的检查、监护和保健指导。
良好的孕产妇系统保健可有效地减少孕产妇和婴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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死亡。目前我国针对孕产妇系统保健的研究多为现

况调查，或局限于某一地斟卜３｜、某一具体保健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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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４‘１ ０｜，或只比较我国东、中、西部地区的差

异。应用ＳＰＳＳ １１．５软件进行数据分析。

掣７，９Ⅲ１。鉴于此，本文利用以人群为基础的大样本

结

的围产保健监测资料，总结分析了我国南北方部分
地区的孕产妇系统保健状况及其变化。
对象与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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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

１．对象的一般特征：３６８ ５８９名妇女中，居住在
北方城市、农村及南方城市、农村的比例分别为
１２．５％（４６ ０８９）、２７．４％（１０１ ０５３）、４．１％（１５ ０９７）

１．研究对象：数据来自“中美预防出生缺陷和残

和５６．０％（２０６ ３５０）。妇女分娩时的年龄２０～４７．７

疾合作项目”中的围产保健监测系统ｎ ２｜。本研究的

岁，平均２６岁±３．３岁，北方城市、农村与南方城市、

对象为１９９４年１月１日至２０００年１２月３１日期间

农村的平均年龄分别为２６．４岁±２．３岁、２６岁±３．６

在１３个项目县（市）分娩了孕满２０周单胎活产儿的

岁、２６．７岁±２．９岁和２６．４岁±３．４岁。在所有对象

５８９名妇女。北方地区：城市为河北省石家庄

中，文化程度至少为初中者占７７．２％，初产妇占

市，农村为香河县、丰润县、乐亭县、满城县和元氏

７９．４％。北方城市、农村与南方城市、农村初产妇比

县；南方地区：城市为浙江省嘉兴市，农村为嘉兴市

例分别为９６．１％、７９．７％、８７．８％和７５．０％。

３６８

郊区、海宁市、平湖市、桐乡市、嘉善县和海盐县。妇
女特征包括分娩年龄、文化程度（高中及以上、初中、
小学及以下）和产次（初产妇、经产妇）。

２．产前保健情况：
（１）孕早期保健情况（表１、２）：第一次产前检查
的平均孕周从１９９４年的１３．１周提前到２０００年的

２．资料收集：首先由乡级或以上卫生院经过培

１０．７周，以北方城市的改变幅度最大，平均增长速度

训的医务人员对所有符合条件的监测对象都建立围

为一５．５％。总的早孕检查率从１９９４年的６５．５％逐

产保健册，然后将监测对象在不同时期的检查情况

年升至１９９８年的８２．５％，然后略有下降。其中以北

填入围产保健册。在每月召开例会时，各级医疗保

方城市的升幅最大，平均增长速度为７．８％。同期相

健单位将回收的保健册带到县（市）妇幼保健所（院）

比，南方城市的早孕检查率最高。除南方城市的早

进行计算机录入，录入后的资料报给北京大学医学

孕检查率外，其他各地第一次产前检查时的孕周以

部进行核查和清理，以保证资料的完整和一致性。

及早孕检查率的差别都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０１）。

３．测量指标：孕产妇系统保健涵盖产前保健、产

（２）产前检查次数（表３、４）：１９９４—２０００年，各

时保健和产后保健三个方面。本文中，反映产前保

地的产前检查率都超过９９．０％。自１９９７年起，各年

健的指标为第一次产前检查时的孕周、早孕检查率、

的平均产前检查次数基本为８．９次。除北方农村外，

产前检查率、产前检查总次数和产前检查次数≥５

各地的平均产前检查次数均逐年增加，其中南方城

次的孕妇比例；反映产时保健服务的指标为住院分

市的平均增长速度最高，为２．６％。产前检查次数≥

娩率和家庭分娩率；反映产后保健的指标为产后访

５次的孕妇比例从１９９４年的３４．１％逐年升至２０００

视次数≥３次的产妇比例。其中，早孕检查指在孕

年的７１．８％，以北方城市的平均增长速度最快。各

初３个月内进行产前检查；住院分娩指在乡（镇、街

地、各年之间产前检查的总次数以及产前检查次

道）以及以上级别医院进行的分娩。各指标的分母

数≥５次的孕妇比例差别都有统计学意义（Ｐ＜

为各地区各年分娩了单胎活产儿的所有妇女数。另

０．００１）。

外，利用平均增长速度评价１９９４—２０００年期间各指
标的变化情况，其计算公式为：

３．产时保健情况（表５）：总的住院分娩率从
１９９４年的９１．３％逐年升至２０００年的９８．８％，家庭
分娩率从１９９４年５．６％逐年降至２０００年的０．６％。

Ｒ口抬（％）＝（√ｘ２０００ ７ｘ１９９４—１）×ｌｏｏ

同期相比，北方农村的家里分娩率最高，住院分娩率

其中，Ｘ：。。。与ｘ。，，。分别指２０００年和１９９４年的各指

最低。除城市地区外，各地不同年份的住院分娩率

标。

和家庭分娩率的差别都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０１）。
４．统计学分析：应用趋势ｘ２检验比较各地上述

４．产后保健情况（表６）：产后访视率从１９９４年

各率在不同年份的差异，应用两因素方差分析（ｔｗｏ—

的９０．８％升至２０００年的９８．０％；产后访视次数≥３

ｗａｙＡＮＯＶＡ）比较不同年份不同地区之间在第一

次的产妇比例从１９９４年的８０．５％逐年升至２０００年

次产前检查时的平均孕周及产前检查平均次数的差

的９５．１％。同期相比，北方城市产后访视次数≥３

主垡煎亘遁堂苤查！！竖笙！！旦箜！！鲞笙！！塑堡垫！！』垦￡！！！翌ｉ！！！望！！！婴塑！！Ｑ！！：∑！！：；！！堕！：！！
表１

１９９４—２０００年中国南北方不同地区的早孕检查率

次的产妇比例最低，但平均增
长速度最快。各地不同年份产
后访视次数≥３次的产妇比例
差别都有统计学意义（Ｐ＜
０．００５）。

讨

论

研究结果显示，从１９９４—
注：括号外数据为剔除缺失值后的对象数，括号内数据为早孕检查率（％）；北方城市、农村

２０００年，监测地区的产前检查

与南方城市、农村的趋势ｘ２检验值分别为２９２９．５７６（Ｐ＜０．００１）、４１１．５１４（Ｐ＜Ｏ．００１）、

率、住院分娩率和产后访视率

０．８２１（Ｐ＞Ｏ．０５）和２２６８．２８０（Ｐ＜０．００１）

都高于同期全国平均水平，提

表２

１９９４—２０００年中国南北方不同地区孕妇第一次产前检查时的孕周

示当地的孕产妇系统保健近年
来得到很大改善。以２０００年
为例，全国的产前检查率、住院
分娩率和产后访视率分别为
８９．４％、７２．９％和９４．７％‘１

３｜，

本研究中以上各率分别为
９９．９％、９８．８％和９８．０％。这
可能与当地比较好的经济文化
注：括号外数据为剔除缺失值后的接受早孕检查的对象数，括号内数据为平均孕周；不同
年份和地区计算所得的Ｆ值分别为６２８．４９７（Ｐ＜０．００１）和５３３．５７０（Ｐ＜ｏ．００１）

条件及妇幼保健工作有关。
本研究还发现，南方地区
的孕产妇系统保健好于北方地

表３

１９９４—２０００年中国南北方不同地区孕妇的产前硷查总次数

区，城市好于农村，且北方地区
的城乡差别大于南方。比如，
同期比较，北方农村的住院分
娩率明显低于其他地区；北方
城市产后访视次数≥３次的产
妇比例明显低于其他地区；无
论是住院分娩率还是产后访视
次数≥３次的产妇比例，南方

注：括号外数据为剔除缺失值后的对象数，括号内数据为产前检查的平均次数；不同年份和
地区计算所得的Ｆ值分别为７５３．１８３（Ｐ＜０．００１）和２７ ４２２．５８（Ｐ＜０．００１）

表４

１９９４—２０００年中国南北方不同地区产前检查次数≥５次的孕妇比例

地区城乡之间的差别都小于北
方地区。本研究中，南方地区
的经济卫生状况、生活水平明
显好于北方，且南方地区的城
乡差别小于北方地区。这可能
导致了各地区妇女对保健服务
利用的差别。
本研究还揭示了南北方地
区的孕产妇系统保健工作存在
以下不足：

注：括号外数据为剔除缺失值后的对象数，括号内数据为产前检查次数≥５次的孕妇比例

首先，各地的产前检查服

（％）；北方城市、农村与南方城市、农村的趋势ｘ２检验值分别为１２５４．９４９（Ｐ＜０．００１）、

务都有待改善。我国卫生部规

８５４３．５８４（Ｐ＜Ｏ．００１）、５８９．３０９（Ｐ＜Ｏ．００１）和１０ ７２１．０１（Ｐ＜０．００１）

定，农村妇女产前检查总．次数

·

１０３２·

表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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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９４—２０００年中国南北方不同地区的住院分娩率和家庭分娩率

数据，对孕产妇系统保健状况
进行南北地区之间的比较。该
数据样本量大、覆盖面广，能够
反映当地孕产妇保健服务的真
实情况，保证了本研究结果的
真实性，其研究结论可为其他
类似经济水平的地区借鉴。从
本研究可以看出，南北方地区
的孕产妇系统保健服务得到了
极大的改善，但两地区之间仍
存在明显的不平衡（包括南北
方之间、城乡之间以及对保健
服务项目的利用不平衡），需要
采取措施合理分配卫生资源，

注：括号外数据为剔除缺失值后的对象数，括号内数据为住院分娩率和家庭分娩率（％）；住

院分娩率：北方城市、农村与南方城市、农村的趋势ｆ检验值分别为ｏ．１４５（Ｐ＝ｏ．７０３）、３１３０．２３９
（Ｐ＜０．００１）、１．５９９（Ｐ＝Ｏ．２０６）和２５２．０４０（Ｐ＜０．００１）；家庭分娩率：北方城市、农村与南方城市、

农村的趋势ｘ２检验值分别为ｏ．３９９（Ｐ＝ｏ．５２７）、９．４４６（Ｐ＝ｏ．００２）、２．２６５（Ｐ＝ｏ．１３２）和１９６．９３４
（Ｐ＜０．００１）

表６

弥合地区之间的不平衡，并指
导孕产妇合理利用卫生资源。
（对１３个市、县各级领导和妇
幼保健人员的大力支持，深表感谢）

１９９４—２０００中国南北方不同地区产后访视次数≥３次的产妇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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