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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２００５年部分地区农村妇女产前
检查状况分析
崔颖杨丽
【摘要】

吕孟涛
目的了解中国部分地区农村妇女产前检查现状并分析其影响因素。方法在１０

个省４６个项目县采用分层随机抽样的方法，对２３０个乡９２０个村的１３ ５３２名３岁以下儿童母亲进
行面对面的问卷调查。采用ＳＰＳＳ ＩＩ．５软件进行统计分析，对产前检查的影响因素进行ｆ检验和

多因素非条件ｌｏｇｉｓｔｉｃ回归分析。结果１３ ５３２名妇女产前检查覆盖率为９５．７％，平均产前检查为
４．９次。／＞５次产前检查比例为５０．８％。孕早期检查比例为２５．９％，不同省的产前检查覆盖率、≥５
次产前检查比例和孕早期检查比例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Ｐ＜Ｏ．０１）。不同年龄、不同文化程度、不同
民族和不同家庭经济情况产前检查利用情况不同。文盲妇女的产前检查覆盖率、≥５次产前检查
和孕早期检查比例最低，分别为９１．４％、２７．９％和１８．３％。汉族和２５—３４岁年龄组的妇女＞／５次产
前检查和孕早期检查比例较少数民族妇女和其他年龄组的妇女高。家庭中有电视机的妇女＞／５
次产前检查和孕早期检查比例分别为５２．８％和２６．７％。家庭中有交通工具的妇女＞／５次产前检查
和孕早期检查比例分别为５６．７％和２８．１％。多因素ｌｏｇｉｓｔｉｃ分析显示，民族、母亲文化程度、年龄、
家庭是否拥有电视机和交通工具、是否接受过孕期保健宣传和住院分娩动员与产前检查有统计
学联系。结论欠发达地区、文盲、自我保健意识差和少数民族等农村妇女产前检查比例低。
【关键词】产前检查；农村妇女；影响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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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前保健作为孕产期保健的重要组成部分，在

的重要保证，同时可降低孕产妇死亡率及婴儿死亡

保护孕产妇健康和促进安全分娩中起着十分重要的

率¨。１。为深入了解项目地区妇女产前检查状况及

作用。接受良好的孕产期保健服务是促进母婴健康

影响因素，在联合国儿童基金会的资助下，于２００５

ＤＯＩ：１０．３７６０／ｃｍａｄ．ｉｓｓｎ．０２５４－６４５０．２００９．０９．００４

年对项目地区的妇女进行孕产期保健状况调查，现

作者单位：１０００１３北京，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妇幼保健中心

将结果报道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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盲、半文盲４８０３人，占３５．５％；丈夫平均受教育年限
对象与方法

为７．６１年，文盲、半文盲２８７７人，占２１．３％。

１．调查对象：卫生部一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农村初

２．不同省份农村妇女产前检查情况：１３ ５３２名

级卫生保健项目（２００ｌ－－２００５年），于２００５年对甘肃、

农村妇女中，有１２ ９５２名在怀孕期间至少进行了１

青海、江西、四川、贵州、内蒙古、广西、新疆、宁夏和重

次产前检查，产前检查覆盖率（指妇女在妊娠期间至

庆ｌＯ省（自治区、直辖市）４６个项目县农村３岁以下

少接受过１次产前检查）为９５．７％，平均４．９次。有

儿童的母亲进行了调查。共调查１３ ５３２名妇女。

６８７７人接受了≥５次的产前检查，占５０．８％。其中，

２．调查方法和内容：采用分层随机抽样方法，在

广西≥５次产前检查比例最高，达到８２．６％；其次为

４６个项目县内，每县随机抽取５个乡，每乡随机抽取

江西和内蒙古。孕早期检查比例为２５．９％，新疆的

４个村，每村随机抽取１６户有３岁以下儿童的妇

比例最低，为１４．８％；宁夏最高，为４５．３％。经）Ｃ２检

女。自行设计调查问卷，由统一培训的调查员入户

验，不同省的产前检查覆盖率、≥５次产前检查比例

调查，调查内容包括：妇女及家庭基本情况、孕产史、

和孕早期检查比例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１）。

产前检查和产后访视利用情况、孕产期保健知识

见表２。

等。影响因素的数量化分级见表ｌ。

表２

ｌＯ省（自治区、直辖市）农村妇女产前检查情况

表１影响因素的数量化分级
数量化分级

影响因素

是否进行ｒ产前检查

是＝１。否＝Ｏ

民族

汉族＝ｌ，少数民族＝０

年龄（岁）

１５～＝Ｉ，２５～＝２，≥３５＝３

母亲文化程度

文盲、半文盲＝ｌ，其他＝Ｏ

丈夫文化程度

文盲、半文盲＝ｌ，其他＝Ｏ

孩子在家庭中的排行

排行第一＝１，其他＝Ｏ

是否接受过孕期保健宣传

是＝１。否＝０

是否接受过住院分娩宣传

是＝１，否－－－－０

产前检查次数

≥５＝１。其他＝Ｏ

是否接受过孕早期检查

是＝ｌ，否一０

家庭中是否拥有电视机

是＝１。否－－０

家庭巾是否拥有交通工具

是＝１，否＝０

注：括号外数据为参加产前检查人数，括号内数据为率（％）

３．质量控制：调查设计（包括调查方案及问卷的

３．产前检查保健服务利用情况：不同年龄、不同

设计）系在国内专家的全程指导下完成；正式调查前

文化程度和民族产前检查利用情况不同。文盲妇女

进行２次预实验，并根据结果适当修改了调查方案

产前检查情况均低于小学、初中和高中文化程度妇

和问卷；调查前对调查员进行问卷调查内容的培

女。其中高中文化程度妇女孕早期检查比例和≥５

训。调查过程中采用统一调查问卷、调查方法、测量

次产前检查比例最高，分别为２８．４％和６１．９％；汉族

工具和测量标准，并由项目主要工作人员全程进行

妇女接受≥５次产前检查和孕早期检查也较少数民

监督指导；资料由专人进行双录人，并进行严格的逻

族妇女比例高。不同年龄组中，２５～３４岁的妇女接

辑检查。

受≥５次产前检查和孕早期检查比例最高。不同年

４．统计学分析：资料录入使用ＥｐｉＤａｔａ ３．０软件，

龄、不同文化程度和民族产前检查利用情况差异均

进行双录入，并进行严格的逻辑检查。采用ＳＰＳＳ

有统计学意义（尸＜Ｏ．０５）。家庭经济条件较好（有电

１．５软件进行统计分析。对影响妇女孕产期保健利

视机。有摩托车、拖拉机或汽车等交通工具）的妇女

用的影响因素采用￡检验和多因素非条件ｌｏｇｉｓｔｉｃ回

产前检查利用程度较高。第一个孩子的母亲接受≥

归分析。

５次产前检查的比例较高（表３）。

１

结

４．产前检查地点：各省的农村妇女进行产前检

果

１．基本特征：共调查３岁以下儿童母亲１３

查地点不同，有２．４％的妇女在家中，５．８％的妇女在
５３２

名，平均年龄为２７．２岁（１５．７～５３．８岁）；少数民族占
３７．５％，其余为汉族。平均受教育年限为６．４７年，文

村卫生室，６１．１％的妇女在乡镇卫生院，１６．９％的妇
女在县级或县以上医疗机构。
５．影响农村妇女产前检查的多因素分析：以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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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８８９·

否进行产前检查为因变量，选择可能的影响因素（其

次产前检查和孕早期检查比例较低，与国家有关条

数量化分级见表１）为白变量，并将其数量化分级

例和妇女保健要求还存在较大差距Ｂ】。调查结果说

（表１）为自变量，进行多因素ｌｏｇｉｓｔｉｃ回归分析，进入

明项目地区孕产妇对孕早期检查不够重视，因此建

水平为０．０５，剔除水平为０．１０。结果显示，母亲年

议在提高产前检查覆盖率的同时，提高产前检查质

龄、文化程度、家庭是否拥有电视机和交通工具、是

量，提高对孕早期检查重要性和必要性的认识，从而

否接受过孕期保健宣传和住院分娩动员与产前检查

提高妇女生殖健康水平。

有统计学联系（表４）。文化程度高、年龄小、家里经

受教育程度被相当多的研究认为是影响产前保

济条件好（有电视机，有摩托车、汽车或拖拉机等交

健质量的重要因素ｎ汪’７１。调查显示，不同省、不同年

通工具）、接受过孕期保健宣传、接受过住院分娩动

龄、不同文化程度和民族产前检查利用情况不同。

员的妇女，产前检查率高。

广西地区的≥５次产前检查比例最高，达到８２．６％，

讨

新疆地区的孕早期检查比例最低，为１４．８％，不同地

论

区产前保健利用不均衡。文盲妇女产前检查情况均

有研究表明，孕产妇死亡及围产儿死亡、低体重

低于小学、初中和高中文化程度妇女。其中高中文

儿、早产等不良妊娠结局与缺乏产前保健有关，产前

化程度妇女孕早期检查比例和≥５次产前检查比例

检查的次数和初查孕周以及检查的内容等都对不良

最高，分别为２８．４％和６１．９％；汉族妇女接受≥５次产

妊娠结局的改善有密切关系ｂ’４１。调查显示，项目地

前检查和孕早期检查也较少数民族妇女比例高。不

区产前保健覆盖率较好，但也存在一定的问题。＞ｆ５

同年龄组中，２５～３４岁的妇女接受≥５次产前检查

表３
因素

１０省（自治区、直辖市）农村妇女产前检查保健服务利用情况
人数

产前检查覆盖率

／＞５次产前检查比例

孕早期检查比例

和孕早期检查比例最高。不同
年龄、不同文化程度和民族产前
检查利用情况差异均有统计学

文化程度
文盲

１ ３２５

１

２１ｌ（９１．４１

小学
初中

３ ４７８

３

３３４（９５．９１

４

４ ５９０（９６．９１

高中

３ ９９４

７３５

３７０（２７．９１
１

８４９（２４．４１

５２１（４３．７）

２

５１２（５３．１１
２ ４７４（６１．９１

８１７（９５．６１

３

２４３０８．３、

ｘ２＝７７．８８３，Ｐ＝Ｏ．０００

ｘ＇＝５５４．９５７，Ｐ＝Ｏ．０００

１

２７６（２６．９１

Ｉ

１３３（２８．４、

ｘ２＝５８．９０１，Ｐ＝Ｏ．０００

意义（Ｐ＜０．０５）。家庭经济水平

与产前检查的利用程度有着密
切的关系；调查显示，家庭中拥
有电视机和摩托车、汽车或拖拉

民族
汉族８ ４５８

少数民族

０７４

５

８

０７３（９５．４）４ ８１４（５６．９）

２

４７９（２９．３）

４

８７９（９６．２）

１

０２２（２０．１）

２

ｘ２＝３．８８４，Ｐ＝Ｏ．０４９

０６３（４０．７）

ｆ＝３３５．４１４，Ｐ＝Ｏ．０００ ｆ＝１３８．９８２。Ｐ＝Ｏ．０００

年龄分组（岁）４
１５—４

９８８

４

２５—

３４４

７ ０５９（９６．１）

７

≥３５

９１９

８２３（９６．７１

２ ４６２（４９．４）

１

３

１

８５０（５２．４）

１９７（２１．４）

８６７（９４．３）４５９（４９．９）

ｆ＝１２．１４７。Ｐ＝Ｏ．００２

ｆ＝１１．６９４，Ｐ＝Ｏ．００３

３１７（２６．４）
９４５（２６．５）

ｆ＝１１．１６２，Ｐ＝Ｏ．００４

机的妇女产前检查覆盖率、≥５
次产前检查和孕早期检查比例
明显高于家庭中没有电视机和
交通工具的妇女。结果提示：欠
发达地区、文盲、卫生知识贫乏、
自我保健意识差、少数民族等人

电视机
有

１２ ３８６

１１

９０７（９６．１）

１４６

１

０４５（９１．２）

无

１

ｘ＇＝６２．５４９，Ｐ＝Ｏ．０００

交通‘【具
有
无

６

３

５３４（５２．８）
３４３（２９．９）

ｘ２＝２１８．６１１，Ｐ＝Ｏ．０００

７ ０４２

６ ８６９（９７．５）

３

６ ４９０

６

０８３（９３．７）

２

］９４（１６．９）
ｘ２＝ｓｚ．２１８，Ｐ＝Ｏ．０００

９２２（５６．７）
８８５（４４．５）

ｆ＝１１９．７８８，Ｐ＝Ｏ．０００，ｄ＝２０２．２９９，Ｐ＝Ｏ．０００

３０７（２６．７）

１

９８２（２８．１）

１

５１９（２３．４）

ｘ＇＝３９．５６９，Ｐ＝Ｏ．０００

孩子排行
第一８ １４６
其他

５

３８６

７ ８０６（９５．８１

４

４４１（５４．５）

２ １

１４６（９５．５）

２

４３６（４５．２）

１

５

ｒ＝０．６２９，Ｐ＝０．４２９

ｆ＝１１９．９３９，Ｐ＝０．０００

５３（２６．４）

３４８（２５．Ｏ）

ｆ－－－－３．３２４，Ｐ＝Ｏ．０６８

注：括号外数据为参加检查人数，括号内数据为率（％）；。２８１名调查对象年龄缺失

表４影响农村妇女产前检查多因素ｌｏｇｉｓｔｉｃ回归分析
变

量

１３

矗

ＷａｔｄＺ值Ｐ值

ＤＪＲ值（９５％Ｃ０

母亲受教育程度

一０．２１５

０．１０６

４．１６２

０．０４１

０．８０６（Ｏ．６５５—０．９９２）

年龄分组

－０．０２２

０．００５

１８．６４ｌ

０．０００

０．９７８（Ｏ．９６９～０．９８８）

群妇女产前保健利用不足。家
庭多子女的妇女产前检查和孕
早期检查率降低，是由于经产妇
具有一定的围产保健经验，对再
次妊娠及分娩重视程度不够；有
研究表明膳Ｊ，经产妇普遍存在麻
痹思想，对再次妊娠不够重视，
孕期检查不及时，有时会造成不
良的围产结局。
从产前检查的影响因素分
析中发现，民族、母亲受教育程

家庭是甭拥有电视机０．６２３

０．１４８

１７．６８４

０．０００

１．８６５（１．３９５—２．４９４）

度、年龄、家庭是否有电视机和

家庭足否拥有交通Ｔ具０．７４３

０．１０７

４７．９６４

０．０００

２．１０２０．７０３—２．５９３）

是否接受过孕期保健宣传

２．７９１

０．１３７

交通工具、是否接受过孕期保健

４１２．９０８

０．０００

足否接受过住院分娩动员

１．５６２

０．１２７

１５２．２６９

０．０００

１６．２９３０２．４４８～２１．３２５）
４．７６８（３．７２０～６．１ １０）

宣传和住院分娩动员与产前检

·８９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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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有统计学联系。调查显示，文盲、半文盲及年龄越
大的妇女，产前检查服务的利用程度就越低；因为妇
女受教育程度会影响卫生保健知识的获得，同时影
响着孕产妇产前保健的利用程度。此外，家庭经济
状况、接受孕期保健宣传和住院分娩动员也是妇女
利用产前检查服务的一个主要因素。
综上所述，提高产前检查服务利用，应加大对农

（对卫生部和联合国儿童基金会的大力支持及各项目单位的积
极配合，一并志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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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前检查率和早孕建卡率，促进母婴健康。

（本文编辑：尹廉）

·疾病控制·
广西荔浦县２００７－－２００８年动物致伤暴露人群流行病学分析
黎志芬
为掌握荔浦县动物致伤暴露人群的流行病学特征及暴露

疫苗，其中接种５针及以上３１５２例，接种３针８９例。在２７９

后处理情况，对该县２００７－－２００８年预防接种门诊动物致伤暴

例Ⅲ级暴露患者中，联合应用抗狂犬病免疫球蛋白仅为１０３

露人群资料进行分析。资料来源于荔浦县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例（３６．９２０／ｎ）。

２００７－－２００８年预防接种门诊犬伤门诊接种登记本，伤口暴露
分级和处理按ＷＨＯ推荐的狂犬病暴露分类及治疗原则。

６．资料分析：荔浦县狂犬病年暴露率达４００／１０万以上。
暴露人群以２０～５０岁居多，男性多于女性，与国内有关文献

１．就诊人群分布：２００７－－２００８年荔浦县疾病预防控制中

报道基本一致“Ｊ。暴露人群中０。１０岁儿童所占比例较高，

心预防接种门诊共接诊犬伤患者３２４１例，其中２００７年１７２２

达２２．５２％，说明狂犬病正成为威胁该人群健康一个突出公共

例，２００８年１５１９例，狂犬病年暴露率分别为４６１．６６／１０万、

卫生问题陋１。建议儿童应实施暴露前免疫，并考虑纳入扩大

４０５．０７／１０万。男性１７７２例，女性１４６９例，男、女性别比为

免疫规划ｂ１。本研究中暴露人群７１．３１％是被犬所伤，说明犬

１．２１：１。年龄最小为２月龄，最大为８６岁，以２０～５０岁组暴

是荔浦县狂犬病暴露人群的主要致伤动物。加强暴露后的

露多见，占６２．８５％（２０３７例），其次为０～１０岁组占２２．５２％

正确处理是降低狂犬病发生率的重要措施ｂ１。从两年的就

（７３０例）。职业分布以农民为主，占４２．８６％（１３８９例）。

诊者情况分析来看，暴露人员在就诊前自主清洗伤口仅占

２．时间分布：各月份均有就诊者，其中６—９月最多，占
４７．４２％（１５３７例）。

２６．０１％，暴露后当天就诊者占６１．３７％，ｍ级暴露患者联合应

用抗狂犬病免疫球蛋白仅占３６．９２％，说明荔浦县存在狂犬病

３．伤人动物及伤口部位分布：伤人动物以犬为主，共咬

发生的隐患。应加大宣传力度，增强群众的防病意识，提高

（抓）伤２３１１例（７１．３１％）；其次为猫７１８例（２２．１５％），其他动

暴露后伤Ｅｌ及时处理率和规范、全程接种狂犬疫苗，特别应

物２１２例（６．５４０／ｎ）。伤口为下肢１６４４例（５０．７３％），上肢１４４９

加强Ⅲ级暴露患者抗狂犬病免疫球蛋白的联合应用，以降低

例（４４．７１％），头面部９７例（２．９９％），躯干５１例（１．５７％）。

发病危险。

４．暴露程度：均为Ⅱ级以上暴露，其中Ⅱ级２９６２例
（９１．３９％），Ⅲ级２７９例（８．６１％）。

５．伤口处理及预防接种：就诊前未自主清洗伤口２３９８
例（７３．９９％），自主清洗伤口后就诊８４３例（２６．０１％）；受伤后
当天就诊１９８９例（６１．３７％），次日就诊９０７例（２７．９９％），第３
天及以后就诊３４５例（１０．６４％）。所有就诊者均接种了狂犬
ＤＯＩ：１０．３７６０／ｃｍａ．ｊ．ｉｓｓｎ．０２５４—６４５０．２００９．０９．００５

作者单位：５４６６００广西壮族自治区荔浦县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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