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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场调查－
江苏和浙江省六个县级市１９９３—２００３年
婚前医学检查妇女贫血状况研究
徐上知靳蕾

叶荣伟郑俊池杨瑞兰

汤建芳蔡丽娟

胡秀华陈浩孙霞美李竹

【摘要】

目的

了解江苏和浙汀省婚前医学检查妇女贫ｍ患病市及其分布特征。方法

资料来

源于“叶１美预防出生缺陷与残疾合作项目”的围产保健临测系统的婚前榆查报告。采用世界卫生组纵
推荐的末孕妇女贫血诊断标准。研究对象为江苏省的太仓、昆山、吴江市和浙江省的海宁、桐乡、慈溪
『Ⅱ１９９３—２００３牛１９３ ４３４名未孕婚｜ｉｆ『医学检沓妇女。结果１９９３

２００３印６个出级市婿前医学检查

妇女贫ｍ患病牢为４２ ９％（８２叫５／１９３ ４３４），其中“轻中度贫血为丰（占９９ ７％）。乡镇企业工人和农
民贫Ｉ舡患病率较高，汉族低ｆ少数民族；妇女文化程度越低、体重指数越小、年龄较大者贫血患病率越
高。季节分布特点足９月份贫血患病率最高（４８ ２％），３月份最低（３９ ５％），１１年问婿前医学检查妇
女贫｜『｜Ｌ患病串卫逐年下降趋势（１９９３年为６５ ５％，２００３年ｒ降为２５ ８％）。结论

虽然儿年来江苏

和浙江省６个业级市婿前医学检查妇女贫血患病率已经大幅度ｒ降，但少数民族、年龄较大、低义化
程度和农民、乡镇企业上人Ｌ｝Ｔ患病率仍较高。
【关键词】贫血；妇女；患病率；医学检奁，婚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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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孕产妇贫ＪＩ】１患病率一直处于较高水

年人超重和肥胖界限“：①ＢＭＩ＜１８．５为体蓖过低；

平”“。孕产妇贫血不仅导致孕期合并症的发病增

②１８．５≤ＢＭＩ＜２４．０为体重正常；③２４ ０≤ＢＭＩ＜

加，而且使早产、低体重、死胎的发生风险上升”。

２８，Ｏ为超重；④ＢＭＩ≥２８ ０为肥胖。

预防贫血始终是我国妇幼保健工作的重点之一。目
前国内有关婚前医学检查妇女贫血状况的研究报遭

（３）贫血患病率计算：贫血患病率，即检出贫Ｊｆ『【
人数与被检人数的比值，以百分数表示。

以及贫血患病率分布特征的研究均较少。本文以

３统计学分析：用ｓＰＳＳ儿５软件进行资料的

“中美预防出生缺陷和残疾合作项日”（巾美项目）的

整理、分析。不同年份、文化程度、ＢＭＩ贫血患病率

围产保健监测系统的婚前医学检查资料为基础，分

的比较用趋势Ｙ２榆验；不同年龄、职业、民族、省份、

析ｒ江苏、浙江省婚前医学检查妇女的贫血患病率

月份贫血患病率的比较用Ｙ２检验。

及其分布特征，以期为婚榆妇女的贫血预防工作提

结

供参考依据。
对象与方法
１资料来源：北京大学医学部和美刚疾病预防

果

Ｉ一般情况：１９３ ４３４名婚前医学检查妇女中，
江苏和浙江省婚前医学检查妇女所＾比例分别为
４５

８％（８８ ５１４／１９３ ４３４）和５４ ２％（１０４ ９２０／

控制中心为实施“中美项目”，从１９９１年开始在我国

１９３ ４３４）；汉族＾９９

３％（１９２ ００８／１９３ ４３４）；年龄

的４省３０个县（市）原有的三级卫生保健网的基础

１８～４５岁，平均年龄２２ ６岁（ｓ＝２．Ｏ）。

上，先后建立、健全、完善了当地的围产保健监测系

２．贫血患病李：娇前医学检查划殳贫血总患病

统与出生缺陷监测系统“。各项日县（市）１９９３年１

率为４２ ９％（８２ ９９５／１９３ ４３４）；在贫血患者中，轻、中

月１日开始统一按围产保健监测方案进行围产保健

度贫血所占的比例分别是６６ ７％（５５ ３１９／８２ ９９５）和

监测。监测的对象为项目地区准备结婚和生育的所

３３．０％（２７ ３９１／８２ ９９５）。

有妇女及她们的胎（婴）儿，包括本地户口并在本地

３贫血患病率的分布：

展住的妇女，以及没有本地户口而长期（－年以上）

（１）人群分布：３０～３４，９岁组贫血患病率最高

在本地居住并准备生育的妇女。新婚夫妇在婚前检

（４６，３％）．１８～２４ ９岁组贫』｜ｊ：【患病率最低ｆ４２ ９％）；

查时建市《围产保健册》，随后开始月经监测。确定

文化程度越高，贫血患病率越低（趋势Ｙ２＝２１８９

早孕后定期进行产前、产时和产后健康检查，直到产

Ｐ＝０

后第４２天为止。监测全程均有质量控制措施，所有

（２９．８％），没上过学的妇女贫血患病率最高

的监测结果当时记录在《围产保健册》上，随后录入

（５５．Ｏ％）；乡镇企、世ｒ人、临时工等贫血患病率最高

计算机。２０００年后，逐步实现电子化监测，所有检

（４７．８％），职业为商业的妇女贫血患病率最低

查结果均实时录入计算机，通过互联网传输到北京

（３５．０％）；汉族妇女的贫血患病率（４２ ８％）低于少

大学生育健康研究所统－管理。本研究选用了该监

数民族妇女（５１．３％）；ＢＭＩ越大，贫血患病率越低

测系统中从１９９３年１月１日至２００３年１２月３ｌ

（趋势Ｙ２＝４３．８，Ｐ＝０ ０００），其中ＢＭＩ≥２８组最低

口，持续进行监测，并且监测人群覆盖率高（９５％以

（３８ ６％），见表１。

７，

０００），大学或大专毕业贫血患病率最低

１）、婚前检查血红蛋白（Ｈｂ）浓度记录完整的江苏

（２）地区分布：江苏和浙江省６个县级市贫血患

和浙江省的６个县级市（太仓、昆山、吴、江、海宁、桐

病率分别是４２．７％（３７ ７９３／８８ ５１４）、４３．１％

乡和慈溪市）１９９３—２００３年１９３ ４３４名未孕妇女的

（４５ ２０２／１０４ ９２０），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ｒ＝２

婚前医学检查资料。

Ｐ＝０

０８８）。６个市中，浙江省桐乡市的贫血患病率

２方法：

最高（４７ ３％），江苏省太仓市最低（３３ ３％）（Ｙ２＝

（１）贫血渗断标准：采用ｗＨｏ推荐的未孕妇女

２１４６．４，Ｐ＝Ｏ

贫血诊断标准进行贫血渗断”１：Ｈｂ＜１２０ ｇ／Ｌ为贫
血，１１０ ｇ／Ｉ。≤Ｈｂ＜１２０ ｇ／Ｌ为轻度，８０∥Ｌ≤Ｈｂ＜
１１０

９，

ｇ／Ｌ为中度，Ｈｂ＜８０ ｇ／Ｌ为重度。

ＯＯＯ），并且随着年代的递进，６个县级

市的贫血患病率都表现为下降的趋势，见表２。
（３）时间分布：从１９９３—２００３年贫血患病率分
别是６５ ５％、５５．３％、４８

３％、４７ ３％、４４ ９％、

（２）体重指数（ＢＭＴ，ｋｇ／ｍ２）分级方法：根据中国

３８．６％、３３．Ｏ％、３５ ６％、２７．８％、２７ ５％、２５．８％，除

肥胖问题工作组数据汇总分析协作组建｝义的我国成

２∞Ｏ年有所上升外，总的来看呈逐年下降趋势（总

！堡些塑瘟堂盘查！螋！芏】旦堕垫鲞墨ｌ盟ｃ“地』垦Ｉ，－ｉ！里，型，』塑！！型！Ｑ！！！∑！！型，堕生【
表３

率的趋势ｘ２＝１１ ６９３．９，Ｐ＝０．０００），见表２。按月

江持、浙江省６个县级市婚前医学检杳妇女
１—１２月贫ｍＬ患病率

份来看，９月份贫血患病率最高（４８ ２％），３月份最
低（３９ ５％）；３

９月份贫血患病率逐月增高，１０

２

月又逐月下降（ｘ２＝４６５．９，Ｐ＝ｏ．ｏｏｏ），见表３。
表１

汀苏、浙江省不同特征婿前医学检查
妇女贫血患病率

注

妒

娟５ ９ Ｐ

０ Ｏ

∞

讨

论

“中美项目”围产保健监测系统的监测时限是
从妇女婚前医学榆查开始到妇女分娩后第４２天，
在浚监测系统中，所有的婚前医学检查均在县（市）

妇幼保健院（所）和指定的县（市）级医院进行。为贯
彻执行卫生部部长令（第１８号）７，ｌ叫家卫牛部于
１９９２年对方法比较落后的３５项临床榆验项日加以
淘汰，因此从１９９３印ｌ Ｈ

ｌ

Ｒ起，开展婚前检查的

医疗机构对Ｈｂ含量的测定都采用的是卫生部推荐
的国际ｆ：公认的氰化高铁法。检测结果及时臀记在

统一格式的《围产保健册》上，化验员上岗前均经“中
注：‘为趋势ｆ榆驻；不『州年龄组妇女贫血患病率比较，ｘ’一
９ ０，Ｐ
ｒ

ｏ

０

０２９；不同文化程度妇女贫血患病率比较，ｘ２

０００；不同职业妇女贫血患病率比较，ｆ＝１６１４

不同民旗童ｊ女贫血患病率比较，ｘ２＝３８ ３，ｒ

女贫血患病率比较，ｆ＝４３
表２

１９９３

８，ｒ

０

９，Ｐ

２１８９
ｏ

７，

０００；

０００；不同ＢＭＩ灿

美项目”统一培训。凶此，数据准确性和可靠性较好
（Ｈｂ浓度检测值的均数为１２１
１２

ｏ ０００

２（）０３年汀苏、浙江省６个县级『“婚前

医学榆查妇女贫血患病率（％）

９

３

ｇ／Ｌ，标准差为

ｇ／Ｌ）。

本研究中婚前检查妇女的总贫Ｊｆ【【患病率为
４２

９％，高于１９９６年以色列社区健康婿检妇女贫血

患病率的２５．８％”，高丁美国２０００年报道的
１２％”，也高于同期刘土芬““报道的１１．２％，这可

能是由于本研究的对象来自县级市，其中乡、村女性
所占的比例较大（占７４ ７％）。本研究显示，婚检妇
女的文化程度越低，贫血患病率越高，可能由于文化
程度低的人经济状况一般较差，故营养状况也较差。
另外文化程度低的妇女对健康知识的了解较少，特

别是对贫血的预防知识缺乏有关，因此贫血患病率
较高。不同职业妇女的贫血患病率不同，可能由于
职业不同，反映了妇女不同的社会地位、经济状况和

自我保健水平，影响着妇女对自我保健知识的了解、
注：总字的趋势ｆ＝１ｌ

６９３ ９，Ｐ＝ｏ ０００

接受医疗保健的态度。ＢＭＩ反映了妇女整体营养

！兰堑堑堑堂坐查！！业生！旦塑型堂塑ｌ塑！：丛－．Ｊ生世生ｗ ｃ，ｌ，』型ｍ！型！【Ⅲ！．兰，１．翌，丛，．Ｉ
状况。“，ＢＭＩ越高，说明营养状况越好，因此贫血患

两省婚检妇女贫血患病率仍较高，应萤视文化程度

病率越低。少数民族妇女的贫血患病率较高，可能

较低的农民、乡镇企业【：人、临时１．、ｌ ３Ｍ Ｊ过低、年

与饮食爿惯有关，如蔬菜、水果摄入较少，饮食品种

龄超过３０岁新婚妇女的贫血预防。
（感谢江苏省太仓、昆山、吴江市和浙汀省悔宁．桐乡、慈溪市的

较单一。
结果显示，不同地Ⅸ的贫血患病率小同，同一地

各级妇幼探健＾员对奉研究现场１＿作的大力支持与帮助）

蛭随着年代的递进，贫血患病率出现了下降的趋势，
这可能与经济水平有关。根据２０００年中国城市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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