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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降低孕产妇死亡率，消除新生儿破伤风”
项目县降低孕产妇死亡主要因素分析
梁娟

朱军

【摘要】

王艳萍

目的

李明蓉

了解影响孕产妇死亡的主要因素。方法

利用２００３年全国２２个省份和新疆生

产建设兵团共１０００个“降低孕产妇死亡率，消除新生儿破伤风”项目（降消项目）县相关部门的统计数
据与孕产妇死亡人群监测数据进行相关性分析。结果

２００３年全国“降消项目”县孕产妇死亡率为

７６．９／１０万，住院分娩率为６４．９％；人均年收入＜１０００元的项目县孕产妇死亡率为１００．９／１０万，人均
年收入≥２０００元的项目县孕产妇死亡率为６１．８／１０万，人均年收入与孕产妇死亡率存在负相关关系；
住院分娩率＜５０％的项目县孕产妇死亡率达１０７．２／１０万，住院分娩率≥７５％的项目县孕产妇死亡率
为５４．１／１０万，住院分娩率与孕产妇死亡率存在负相关关系；人均年收入＜１０００元住院分娩率≥７５％
的项目县为１９．１％，人均年收人≥２０００元住院分娩率≥７５％的项目县为６６．７％，两者存在正相关关
系。结论人均年收入水平和住院分娩率对孕产妇死亡率均有影响。

【关键词】孕产妇死亡率；住院分娩率；人均年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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孕产妇死亡率是评价一个国家经济和社会发展

政部、卫生部等在全国中、西部农村３７８个县开展了

水平的指标之一，它与经济、文化、健康意识、医疗保

“降低孕产妇死亡率，消除新生儿破伤风”项目（降消

健等发展水平密切相关ｕ’２｜。我国不同地区孕产妇

项目）。本研究通过分析项目县孕产妇死亡率与经

死亡率差异较大旧。。为实现《中国妇女发展纲要

济发展水平，了解影响孕产妇死亡的主要因素。

（２０００—２０１０年）》提出到２０１０年将全国孕产妇死
亡率在２０００年的基础上降低１／４的目标，２０００年财

资料与方法

１．项目县标准：１０００个项目县在２２个中西部
作者单位：６１００４ｌ成都，四川大学华西第二医院全国妇幼卫生
监测办公室
通讯作者：王艳萍

省份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中选择，西部省（自治区）
有：广西、四川、贵州、云南、西藏、重庆、陕西、甘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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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海、宁夏、新疆；中部省（自治区）有：河北、山西、内

表１

１０００个“降消项目”县孕产妇死亡率（／１０万）
及住院分娩率（％）

蒙古、吉林、黑龙江、安徽、江西、河南、湖北、湖南、海
南中的国家级贫困县或省级贫困县为候选项目县。
２．资料收集：２２个省以县为单位，相关数据由

行政管理部门提供，人均年收人数据来自统计局，住
院分娩率数据来自卫生局。各县建立以妇幼保健机
构为中心的３级孕产妇死亡数和活产数报告网，各
级均有专人负责监测资料的收集整理、审核和运转，

最后由全国妇幼卫生监测办公室汇总和分析。
３．孕产妇死亡定义：孕产妇死亡监测对象为在

本县有正式户口的，从妊娠开始至产后４２ ｄ内，与
妊娠有关或因治疗上的原因造成的死亡者。不包括
意外事件死亡者（如车祸、自杀、他杀等死亡者）。

４．质量控制：建立逐级质量检查制度，卫生部每
年组织专家对２２个省份的项目县进行督导。数据
质量要求：孕产妇死亡漏报率≤１５％，活产漏报率≤
１０％。数据漏报大于质量要求，全县重新查漏补漏。
５．统计学分析：采用ＳＡＳ Ｖ８．２统计软件。以
Ｙ２趋势检验分析农民人均年收入、住院分娩率与孕
产妇死亡率的相关性，采用Ｙ２检验分析农民人均年
收入与住院分娩率的相关性。
表２

结

果

１０００个“降消项目”县人均年收入
与孕产妇死亡率（／１０万）

１．“降消项目”县孕产妇死亡率：２００３年全国
１０００个“降消项目”县平均孕产妇死亡率为
７６，９／１０万。项目县中平均孕产妇死亡率＜
３０／１０万的省份有黑龙江，＞１００／１０万的省份有贵

州、西藏、青海、新疆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其中西藏
项目县平均孕产妇死亡率最高，达４２７．３／１０万
（表１）。

２．人均年收入与孕产妇死亡率：表２结果显示，
孕产妇死亡率随人均年收入的降低而升高（ｘ２趋势

住院分娩率（％）县数

活产人数

孕产妇死亡数孕产妇死亡率

检验，Ｙ２＝８４．５５１７，Ｐ＜０．０００１）。

３．住院分娩率与孕产妇死亡率：对１０００个“降
消项目”县的住院分娩率进行分类，分为＜５０％、＞
５０％、＞６５％、≥７５％４个等级。表３结果显示，孕

产妇死亡率随住院分娩率的降低而升高（ｘ２趋势检

表４

１０００个“降消项目”县人均年收入与住院分娩率

验，Ｙ。＝２５６．４５４６，Ｐ＜０．０００１）。

４．人均年收入与住院分娩率：在经济收入水平
较高的县中，高住院分娩率的比例较高（）（２＝
２４０．３２８６，Ｐ＜０．０００１）。见表４。
讨

论

据ｗＨＯ估计，全世界平均每年死亡孕产妇约

注：括号外数据为县数，括号内数据为住院分娩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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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０万人，其中９０％以上发生在发展中国家。对亚撒

调查显示，１０００个项目县个体人均收入与住院

哈拉沙漠２８个国家的数据分析显示，入均国内生产

分娩率有关，在入均年收入较高的群体中，住院分娩

总值（ＧＮＰ）和人均卫生支出与孕产妇死亡率密切

的比例较高，反之则低。说明个体经济水平是影响

相关Ｈｊ。Ｈｕｓｓａｉｎ¨１对亚洲中部和西欧一些国家进

住院分娩率的重要因素之一。住院分娩是降低孕产

行的“贫穷、收入和健康状况”研究显示，收入两级分

妇死亡风险的最有效措施。有的发展中国家，在不

化越明显，其健康状况越差，也是妇女疾病和死亡的

能保证住院分娩的情况下，大力培训专业助产人员，

主要原因。大多数学者对孕产妇死亡率与贫穷关系

确保在家分娩的孕产妇分娩时有专业人员接生，以

的研究限于死亡率与ＧＮＰ或人均国民生产总值

保障孕产妇在家分娩的安全［１１Ｉ；使孕产妇死亡率随

（ＧＤＰ），缺乏与个体经济水平相关的研究。２００４年

着专业助产人员比例的增加而降低¨２｜。

Ｇｒａｈａｍ等拍１采用家族分析方法在发展中国家中调

［感谢卫生部妇幼保健与社区卫生司、全国２２个省、自治区、直

查了１１个家族，发现妇女的家庭贫穷程度与生存状

辖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各级卫生厅（局）基层卫生与妇幼保健处

况密切相关；随着贫穷程度的增加，妇女中非孕产妇

和妇幼保健院的各级管理及业务人员对“降消项目”工作的支持与
帮助］

死亡和孕产妇死亡的比例均增加。我们试图从个体
参

水平分析收入与孕产妇死亡率的关系，以证实孕产
妇死亡率与经济发展水平的关系。调查结果显示人
均年收入与孕产妇死亡率成反比，人均年收入＜

１０００元的水平群体，孕产妇死亡率最高，高于我国
平均孕产妇死亡率旧１。我国是发展中国家，经济正
处于高速发展时期，但发展的不平衡造成了城乡差
别和贫富悬殊，如果仅用ＧＮＰ或ＧＤＰ来研究孕产
妇死亡率与经济发展水平的关系，会掩饰个体间贫
富差异对健康状况的影响。
Ｒｏｎｓｍａｎｓ等。列对西非８个国家的调查发现，孕
产妇死亡率农村为６０１／１０万，城市为２４１／１０万。在
城市，８３％的孕妇在医疗机构分娩；在农村，８０％的

孕妇在家分娩，且得不到任何经过具有专业技能助

［１］ ００ｓｔｅｒｈｕｉｓ Ｊｗ．
ｍｅｔｈｏｄ

考

文

ｍａｔｅｒｎａｌ

Ｅｓｔｉｍａｔｉｎｇ

ｒｕｒａｌ Ｚｉｍｂａｂｗｅ．Ｔｍｐ

ｉｎ

ｌｅｓｓｏｎｓ ｌｅａｒｎｅｄ ａｎｄ ｆｕｔｕｒｅ

ｃｈａｌｌｅｎｇｅｓ．

监督助产士的工作，并在全国开展助产士的培训工
作。到２０世纪初，瑞典采用传统分娩方式的妇女低
于１８％，而孕产妇死亡率下降到２２８／１０万¨。。本次

调查显示，住院分娩率与孕产妇死亡率成反比，住院
分娩率＜５０％项目县的孕产妇死亡率高达
１０７．２／１０万，而当住院分娩率达到７５％以上时，孕

ｍｏｒｔａｌｉｔｙ ｉｎ

ｓｕｂ—Ｓａｈａｍｎ Ａｆｒｉｃａ．

［５］Ｈｕｓｓａｉｎ ＴＫ．Ｐｏｖｅｒｔｙ， ｉｎｃｏｍｅ ａｎｄ ｉ１１ ｈｅａｌｔｈ．

Ｎｏｕｓ

Ｅｎｔｒｅ

ｃｐｈ

Ｄｅｎ，１９９９，４４：１６—１７

［６］Ｇｒａｈａｍ ｗＪ，Ｆｉｔｚｍａｕｒｉｃｅ

ＡＥ，Ｂｅｌｌ

ａ１．Ｔｈｅ ｆａｍｉｌｉａｌ

Ｊｓ，ｅｔ

ｔｅｃｈｎｉｑｕｅ ｆｏｒ ｌｉｎｋｉｎｇ ｍａｔｅｒｎａｌ ｄｅａｔｈ ｗｉｔｈ

ｐｏｖｅｒｔｙ

Ｌａｎｃｅｔ，２００４，

３６３（９４０２）：２３—２７．
［７］Ｒｏｎｓｍａｎｓ ｃ，Ｅｔａｒｄ ＪＦ，ｗａｌｒａｖｅｎ
ａｃｃｅＳｓ

ｔｏ

ｏｂｓｔｅｔｒｉｃ

ｓｅｒｖｉｃｅｓ

ｉｎ

Ｇ，ｅｔ

ａ１．Ｍａｔｅｒｎａｌ ｍｏｒｔａｌｌｔｙ

Ｗｅｓｔ Ａｆｒｉｃａ，

Ｍｅｄ Ｉｎｔ

ＴｒｏＤ

［８］Ｂｒｏｕｗｅｒｅ ＶＤ，Ｔｏｎ９１ｅｔ Ｒ，Ｌｅｒｂｅｒｇｈｅ ｗＶ，ｅｔ ａ１．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ｅｓ ｆｏｒ
ｒｅｄｕｃｉｎｇ ｍａｔｅｒｎａｌ ｍｏｒｔａｌｉｔｙ

ｄｅｖｅｌｏｐｉｎｇ ｃｏｕｎｔｒｉｅｓ：ｗｈａｔ

ｉｎ

ｌｅａｒｎ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ｏｆ ｔｈｅ ｉｎｄｕｓｔｉａｌｉｚｅｄ ｗｅｓｔ？Ｔｒｏｐ

ｗｅ

ｃａｎ

Ｍｅｄ ａｎｄ

Ｉｎｔｅｍ Ｈｅａ，１９９８，３（１０）：７７１—７８２．
［９］梁娟，朱军，王艳萍，等．中国１９９６—２０００年孕产妇死亡监测
的流行病学特征分析．四川大学学报（医学版），２００７，３８（１）：
１３８一１４１，

［１０］ｓｕｌｅｉｍａｎ ＡＢ，Ｍａｔｈｅｗｓ Ａ，ＪｅｇａＳ０ｔｈｙ
ｒｅｄｕｃｉｎｇ ｍａｔｅｍａｌ ｍｏｒｔａｌｉｔｙ．Ｂｕｌｌ

［１１］Ｂａｓｈｉｒ Ａ．Ｍａｔｅｍａｌ ｒｎｏｒｔａｌｉｔｙ
Ｆａｉｓａｌａｂａｄ ｄｉｓｔ—ｃｔ。ＩＰＰＦ

Ｒ，ｅｔ

Ｐａｋｉｓｔａｎ．Ａ

ｉｎ

ａ１，Ａ

ｆｏｒ

ｓｔｒａｔｅｇｙ

ＷＨＯ，１９９９，７７（２）：１９０一１９３
ｓｕｃｃｅｓｓ

ｓｔｏｒｙ

ｏｆ ｔｈｅ

Ｍｅｄ Ｂｕｌｌ，１９９１，２５（２）：１—３．

［１２］Ｒｏｂｌｎｓｏｎ ＪＪ，ｗｈａｒｒａｄ Ｈ Ｔｈｅ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ａｔｔｅｎｄａｎｃｅ
ｂｉｒｔｈ ａｎｄ

ｍａｔｅｒｎａｌ
ｓｅｔｓ

ｍｏｒｔａｌｉｔｙ

ｉｎｃｌｕｄｉｎｇ ｔｈｅ

ｐｏｐｕｌａｔｉｏｎ，ＧＮＰ

女多由传统接生人员接生，这些接生人员既无行医

２００１，３４（４）：４４５—４５５

业培训的助产人员接生才能降低生育风险¨０『。

Ｗｏｍｅｎｓ Ｈｅａｌｔｈ（Ｌａｒｃｈｍｔ），

Ｊ

２００４，１３（８）：９２６，９３８．

Ｎａｔｉｏｎｓ’ｄａｔａ

束手无策。ＷＨＯ认为每例孕妇分娩必须由经过专

Ｍｅｄ，２００１，２９

变化趋势分析．中华妇产科杂志，２００３，３８（５）：２５７—２６０．

产妇死亡率为５４．１／１０万。我国农村在家分娩的妇
执照，又不具备接生资格［９］，面对产科危急情况常常

ｃｏｕｎｔｒｉｅｓ：

ｄｅｖｅｌｏｐｉｎｇ

Ｐｅｒｉｎａｔ

［４］Ｂｏｕｒ Ｄ，Ｂｒｅａｍ Ｋ．Ａｎ ａｎａ｝ｙｓｉｓ ｏｆ ｔｈｅ ｄｅｔｅｒｍｉｎａｎｔｓ ｏｆ ｍａｔｅｒｎａｌ

产人员接生的比例密切相关。１９世纪７０年代，瑞

妇女均由具有接生资格的助产士接生，上级医生要

ｉｎ

Ｊ

（３）：１７９—１８２．

Ｈｅａｌ，２００３，８（１０）：９４０—９４８．

降低孕产妇死亡率的重要性后，要求凡在家分娩的

ｓｉｓｔｅｒｈｏｏｄ

ｂｙ

［３］梁娟，李维敏，王艳萍，等．１９９６—２０００年全国孕产妇死亡率

ａｎｄ

式生产，孕产妇死亡率高达６００／１０万，政府意识到

ｍｏｒｔａｌｉｔｙ

Ｄｏｃｔ，１９９３，２３（２）：６７—６８．

［２］Ｋｕｒｊａｋ Ａ，Ｂｅｋａｖａｃ Ｉ．Ｐｅｒｉｎａｔａｌ ｐｒｏｂｌｅｍｓ

产人员的护理，孕产妇死亡率与经具有专业技能助

典因人居分散，大多数妇女在家采用传统的分娩方

献

ｐｅｒ

ｃａｐｉｔａ

ｒａｔｅｓ：

ｒａｔｉｏｓ

ａｎ

ｅｘｐｌｏｒ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ｐｈｙｓｉｃｉａｎｓ ａｎｄ

ａｎｄ ｆｅｍａｌｅ

ｌｉｔｅｒａｃｙ．

ｏｆ

ｎｕｒｓｅｓ

Ｊ Ａｄｖ

ａｔ

Ｕｎｉｔｅｄ
ｔｏ

Ｎｕｒｓ，

（收稿日期：２００７．０１．１１）

（本文编辑：尹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