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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省贫困地区妇幼卫生服务效果
与影响因素初探
陈文贤李宁秀何丹任晓辉
【摘要】

目的探讨“秦巴卫牛项目”在四川省贫困地区实施８年来妇幼卫生服务的干预效果及其影

响因素。方法采用分层多级抽样选取项目地区１５个乡镇作为实验组，选择具有可比性的非项目地区９
个乡镇作为对照组，比较主要妇幼卫生指标的逐年变化趋势。采用回归分析影响村民妇幼卫生服务利用
的因素。结果实验组与对照组在实验前后具有相似的基本特征；实验组新法接生率、住院分娩率、孕产
妇／ＪＬ童系统管理率、孕产妇ｌｉｄ童死亡率６项指标的年均增长率分别为１．９５％、９。３４％、４。８２％、
３．０４％、一２．６７％和一１３．８４％，＃趋势检验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２）；实验组６项指标的年均增长趋势优
于对照组（Ｐ＜０．０５）。多因素同归分析表明，影响服务利片ｊ的因素包括年龄、年人均纯收入、是否项目地
区、健康保障制度、产前检查次数、是否救助对象和妇幼知识得分。结论扶贫项目促进了四川省贫困地
区主要妇幼卫生服务利用指标的逐年改善；增进居民的健康服务利用要使扶贫项目与发展经济、提供健
康保障措施相结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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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两部贫困农村地区卫生保健资源配置、

在世界银行贷款、英国政府赠款和中国政府配套资

服务可及性越来越落后于城市和沿海发达地区，成

金的资助下，旨在改善和促进秦岭和大巴山（秦巴）

为西部农村“健康贫闲”的重要诱因，卫生扶贫是消

地区农村基本卫生资源配置和服务利用阳］。本研究

除这种不公平性的重要手段¨剖。“秦巴卫生项目”是

利用该项目在四川地区的样本数据，评价该地区妇
幼领域卫生扶贫效果，分析影响妇幼卫生服务利用

ＤＯＩ：１０．３７６０／ｃｍａ．ｊ．ｉｓｓｎ．０２５４—６４５０．２００９．０３．０１０

基金项目：世界银行、英国政府赠款和中国卫生部国外贷款办专项经
费资助项目（０６ｗｓｔ．０３）

改善的有关冈素，为消除健康贫困提供参考。
对象与方法

作者单位：６１００４１成都，四川大学华西第二医院（陈文贤），华西公
共卫生学院（李宁秀、任晓辉）；ＩＩ！【ｔＪ，Ｉ省妇幼保健院项目办（何丹）

１．研究对象与抽样方法：在秦巴卫生项目资助

·２４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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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区抽取５个贫闲县进行调查（实验组），另选取与

取较有代表性的新法接生率、住院分娩率、孕产妇系

项目县基本特征相同的３个非项目县作为平行对照

统管理率、儿童系统管理率、孕产妇死亡率、婴儿死

组。采用分层随机抽样方法分别在每个县根据乡镇

亡率６项指标；因县级的指标数据为各乡镇用于管

经济水平的高、中、低各随机抽取１个乡镇卫生院进

理目标的报表数据，准确性有限，本研究直接采用从

行调查，共计２４个。在抽中的每个乡镇中，再按各

样本乡镇的调查数据和经核实的历史数据作为分析

个村经济水平的高、中、低随机抽取１个村，共计７２

依据，分析项目乡镇各项指标的逐年变化及其趋势，

个村。对于选中的调查村，采用整群抽样方法从户

并与非项目乡镇进行对比；采用单因素和多因素方

籍人口中选取项目开展以来分娩过或目前怀孕的妇

法对影响妇幼卫生服务利用的各种冈素进行分析。

女，总人数为６３５人，其中失访１７３人，失访率

４．统计学分析：用ＥｐｉＤａｔａ软件建立数据库，用

２７．２４％，失访的主要原因是受访对象外出务工，其

ＳＡＳ

余实际接受访谈人数共计４６２人。调查时间是２００６

检验和ｘ２检验，对影响妇幼卫生服务利用的因素采

年１０—１１月。

用ｌｏｇｉｓｔｉｃ回归分析，因素检验采用阢腽检验，以

２．资料收集与质量控制：收集所有县级１９９８—
２００５年的妇幼卫生年报资料；采用自行设计的“四

８．１软件进行数据统计分析。对率的比较采用ｔ

Ｐ＜０．０５为有统计学意义；模型拟合优度采用
Ｈｏｓｍｅｒ—Ｌｅｍｅｓｈｏｗ方法检验，以Ｐ＞Ｏ．０５为优ｂ】。

川省县级妇幼卫生工作调查表”、“乡镇卫生院调查

结

表”、“孕产妇及其子女卫生保健服务利用调查表”对

果

所有样本县的卫生局／妇幼保健院进行调查；收集并

１．项目县与非项目县妇幼卫生资源和孕产妇基

核对乡镇卫生院的相关资料，访谈其管理者；对孕产

本情况：１９９８年基线调查表明，实验组和对照组的

妇采取面对面访谈调查，并注意考虑受访者隐私等

县均人口、性别比接近；农业人口比重、人均年家庭

伦理需求。

收入、育龄妇女比例、７岁以下儿章比例指标在两组

调查问卷在广泛查阅文献及征求专家意见基础

之间差别均较小（Ｐ＞０．１０）；人均妇幼卫生人员数和

上形成并经预调查修汀；另经专家评议，问卷具有较

当地政府投入的人均妇幼卫生经费两组之间均差异

好的表面效度和内容效度，其中妇幼卫生服务利用

均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表明实验组和对照组具

领域Ｃｒｏｎｂａｃｈ’ｓ ０【系数＝Ｏ．７７５，表明该渊查表具有

有基线可比性。２００５年两组上述指标之间的差异

良好的信度ｂ，引。调查全部由经过培训的调查员进

也无统计学意义（Ｐ＞Ｏ．１０）；表１显示两组人群的基

行，调查资料经核实完整和逻辑纠错后录入计算机。

本特征和当地政府妇幼资源投入量方面具有可比

３．干预措施与研究内容：８年间秦巴卫生项目

性。在项目前、后，两组人均年家庭收入、人均妇幼

提供的主要卫生扶贫措施包括：①定期轮流对试点

卫生人员数和人均妇幼卫生经费投入上具有明湿增

县妇幼卫生人员进行培训或选派进修；②对占试点

长；其中５个干预样本县人均妇幼卫生经费由０．１６

县２０％的最贫困人口实行医疗救助，以促进重度贫

元增加至ｏ．３４元，明显高于对照组的增跃幅度（ｆ＝

困人群的医疗服务利用；③为每个试点县投入资金

３．０８２，Ｐ＜Ｏ．０５），表明项目县在扶贫项目影响下加

改善卫生设施和设备，增强服务能力。非项目地区

大了卫生投入力度。
２．项目干预实施前后各主要妇幼卫生服务指标

无前述项目和经费支持。
反映妇幼卫生服务利用和健康状况：本研究选

的变化：对样本乡镇的调查结果显示，６项主要妇幼

表Ｉ项目县与＿ｆＦ项目县干预前后的基本情况（ｉ±ｓ）

中华流行病学杂志２００９年３月第３０卷第３期Ｃｈｉｎ ＪＥｐｉｄｅｍｉｏｌ，Ｍａｒｃｈ

２００９，Ｖ０１．３０，Ｎｏ．３

·２４５·

卫生指标均数在两组都有所提高（表２）。实验组新

无健康保险（是＝１，否＝Ｏ）、产前是否建卡（是＝１，

法接生率等６项指标的年均增长率分别为１．９５％、

否＝０）和检查次数（数值变量）、是否医疗救助对象

９．３４％、４．８２％、３．０４％、－２．６７％和一１３．８４％，连续８年

（是＝ｌ，否＝０）、次均住院费用（数值变量）、妇幼保

的逐年增长趋势明显（Ｐ＜０．０２）；对照组６项指标年

健知识测评得分（数值变量）以及妊娠次数（数值变

均增长率分别为０．６１％、５．５２％、３．３６％、

量）。将这些因素引入建立多元回归方程，经ｌｏｇｉｓｔｉｃ

２．１４％、一２．０３％和一２．６８％（图１）。实验组和对照组

逐步回归Ｂａｃｋｗａｒｄ法分析，在多因素作用下，影响

各项指标的组问比较表明，除儿童系统管理率和孕

住院分娩服务利用的主要因素为：孕产妇年龄、家庭

产妇死亡率外，实验组其他各指标年均增长率均优

年人均收入、是否项目地区、有无健康保险、产前检

于对照组（Ｐ＜０．０５）。对于孕产妇死亡率指标，项目

查次数、是否医疗救助对象和妇幼保健知识测评得

乡镇２００５年达到（７６．１７±９．４９）／１０万，已经接近四

分（模型拟合优度ｆ＝１．９８５，Ｐ＝０．９８１，模型检验ｆ＝

川省同年的平均水平６７．９８／１０万一１。

１２０．２６１，Ｐ＝０．０００），见表３。

多因素分析显示，住院分娩服务是否被利用在
１５

１０

童５
嬖。

２８岁以前随孕产妇年龄而上升（但上升幅度无统计

囹对照组（ｎ２９）

．

学意义），在２８岁以后随孕产妇年龄而下降，这可能

ｒ］

’ｈ．１囱．吻．砌．

幽

的解释为较低生育年龄的妇女更倾向于利用住院服
．

翻

磬一５

务，而较高生育年龄的妇女（多与生育二胎有关）而
选择非住院分娩；随着经济收入的增加，住院分娩的

一ｌＯ

可能性增加，增加幅度达到１５．７％；秦巴卫生项目的

一１５

指标

注：ＰＮＤ：新法接生率，ＰＨＤ：住院分娩率，ＳＣＲＭ：孕产妇系统管

实施增加了住院分娩服务利用，在实施项目的地区
比非项目地区增加的呵能性达到５０．３％；有健康保

理率，ＦＣＲＭ：儿童系统管理率，ＭＭＲ：孕产妇步Ｅ亡率，ＩＭＲ：婴儿死

险者的住院分娩可能性增大１．１７倍以上；随着产前

亡率

检查次数增加，住院分娩的可能性也增加，幅度是
图１实验组和对照组６３＂１ｊｉ指标年均
增长率（％）的比较

３．影响妇幼卫生服务利用的因素：研究表明，
年均住院分娩率在项目期间增长最显著，本研究根
据４６２名妇女的调查资料，以受调查者是否在项目
期问住院分娩过或有否住院分娩意愿作为应变量，

４３．３％；对于贫困家庭的孕产妇接受医疗救助，增加
了住院服务利用的可能性，增加幅度为１３．７％；而对
妇幼保健知识了解较多的妇女，利用住院分娩服务
的可能性也增加１倍以上（Ｐ＜ｏ．０５），见表３。
讨

论

赋值是＝１，否＝０；在理论分析影响妇幼卫生服务利

长期以来，我国卫生资源配置和健康保障制度

用的各种因素基础上幅Ｊ，筛选出理论影响因素，包

建设均偏重于城市，农村贫困居民享受健康服务

括：孕产妇年龄（设是否≤２８岁、是否＞２８岁２个亚

的可及性和公平性很差，这也是造成健康贫困的

变量，是＝１，否＝０）、受教育年数（数值变量）、居住

重要原因［Ｌ钆１引。妇女儿童是弱势群体，他们在经

地（县）（按县名依次设置８个亚变量）、家庭人均纯

济落后地区的卫生服务利用上比其他人群存在不

收入（数值变量）、是否项目地区（是＝ｌ，否＝０）、有

公平性ｎ，“］。秦巴卫生项目在实施期间将妇女儿童

表２项目乡镇与非项目乡镇各项妇幼卫生服务指标均值的干预前后变化情况

注：４实验组的该项增长率与对照组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中华流行病学杂志２００９年３月第３０卷第３期Ｃｈｉｎ Ｊ Ｅｐｉｄｅｍｉｏｌ，Ｍａｒｃｈ ２００９，Ｖ０１．３０，Ｎｏ．３

·２４６·

表３

４６２名妇女住院分娩服务利用多因素分析结果

注：模型拟合优度ｆ＝１．９８５，Ｐ＝０．９８１；模型检验ｆ＝１２０．２６１，Ｐ＝Ｏ．０００

和特困人群作为项目干预的重点，把妇幼保健、计划

访率较高，失访者与受访者在住院分娩利用特征方

免疫和一些重大疾病列为重点加强的卫生保健服务

面可能存在差异，这有待进行更深入的分析研究。

内容Ｈ１。本研究结果表明项目干预起到了促进妇幼
健康的积极效果。

秦巴卫生项目在四川地区的干预措施实施以
来，促进了妇幼卫生服务能力和服务利用能力的提

研究表明，四川省各干预县汇总的妇幼卫生指

高；本研究表明，项目地区新法接生率、住院分娩

标均达到和接近预期目标，项日结束后的各项指标

率、孕产妇／ＪＬ童系统管理率和孕产妇Ｉ）Ｌ童死亡率

均优于项目实施前ｎ引。本研究对样本乡镇的分析得

等指标的增长趋势都优于非项目地区；而影响这些

出了类似的结果，新法接生率、住院分娩率等项指标

效果的凶素中，农村居民的经济收入、健康保障制

均呈现逐年改善趋势（Ｐ＜０．０５），而且这种改善明显

度、健康教育和对困难居民的直接医疗救助影响显

好于对照乡镇，对照乡镇上述指标还处于改善不明

著；提示，政府应该积极在妇幼卫生保健方面与其

显的状态，这充分说明了项目干预的效果。影响住

他反贫困策略相互配合，促进妇幼健康水平的持续

院分娩服务利用的多因素分析也表明，项目地区的

提高，以进一步减轻和消除西部农村广泛存在的健

妇女利用住院分娩的可能性较非项目地区高出

康贫困问题。

５０％，接受医疗救助的特困人群在住院分娩利用可
能性也高出普通人群１３．７％，这也表明项目实施相
对于非项目地区的明显益处。
妇幼服务利用的影响凶素分析也表明，在干预
项目结束后的贫困地区或者对照地区，提高居民经
济收入、健全医疗保障制度和对居民进行健康教育
并对特困居民进行医疗救助将有利于促进卫生服务
利用，这也是国内其他同类研究者的共识ｎ３，１４】。
本研究显示，采用６个具有代表性的反映妇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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