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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澳Ⅱ·

四川省２００１－－２００９年婴儿死亡率变化趋势
及死因分析
吴方银蒋迎佳曹静刘敬涛熊庆
【摘要】

目的了解２００１—２００９年四川省婴儿年龄别和主要死因别死亡率的变化趋势。

方法采用四川省５岁以下儿童死亡监测收集的２００１—２００９年监测点儿童死亡资料，计算城乡新
生儿、婴儿死亡率及婴儿死因别死亡率。结果２００９年四川省新生儿、婴儿死亡率分别为７．６‰和
１２．１％ｏ，较２００１年（１８．６‰和２５．５‰）分别下降了５９．１％和３５．Ｏ％；２００９年城市新生儿、婴儿死亡率
分别为３．７‰和６．５％ｏ，较２００１年（４．７‰和７．５‰）分别下降了２２．３％和１３．１％；２００９年农村新生儿、
婴儿死亡率分别为９．６％ｏ和１４．３‰，较２００１年（２５．２％。和３４．Ｏ‰）分别下降了６２．Ｏ％和５７．９％；２００１—
２００９年四川省婴儿的早产或低出生体重、出生窒息、肺炎、意外窒息、败血症死亡率有明显下降趋
势。结论２００１－－２００９年四川省城市和农村新生儿、婴儿死亡率出现明显下降趋势，其中以肺
炎、意外窒息等可避免死因下降尤为显著。
【关键词】婴ＪＤ；死亡率；死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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婴儿死亡率是衡量一个国家、地区社会发展、医

测点按照活产比例抽取若干乡镇或社区。２００６年

疗卫生及妇幼保健技术水平的重要指标。本研究对

监测范围进一步扩大，截止２００９年，全省２１个市

２００１－－２００９年Ｉ！！ｔ Ｊｌｌ省婴儿死亡监测资料进行回顾

（州）共计４５个监测点，其中城市１２个、农村２３个。

性分析，掌握婴儿死亡状况、死亡原因，探索降低婴
儿死亡率的有效途径。

资料与方法

２．监测对象：为监测地区家庭户中全部孕满２８
周，娩出有心跳、呼吸、脐带搏动和随意肌缩动４项
生命体征之一者后又发生死亡的５岁以下儿童，包
括居住１年以上的流动人口。

１．监测范围：四川省２００１年启动省级儿童死亡

３．资料收集：城市建立街道一区一市，农村建立

监测工作，全省２１个市（州）采用分层抽样方法抽取

村一乡一县，以妇幼保健机构为中心的三级死亡报

监测点２８个，其中城市监测点７个、农村２１个，各监

告网及相应的监测系统，各级均有专人负责监测资

ＤＯＩ：１０．３７６０／ｃｍａｄ．ｉｓｓｎ．０２５４－６４５０．２０１１．０３．０１６

作者单位：６１００４１成都。ｌｔＪｌｌ省妇幼保健院
通信作者：熊庆。Ｅｍａｉｌ：ｘｉｏｎｇｑｉｎ９１００１＠１６３．ｃｏｍ

料的收集整理、审核和运转，最后由四川省妇幼保健
院汇总分析。
４．统计学分析：城市、农村婴儿死亡率利用相应

中华流行病学杂志２０１１年３月第３２卷第３期Ｃｈｉｌｌ Ｊ Ｅｐｉｄｅｍｉｏｌ，Ｍａｒｃｈ ２０１１，Ｖ０１．３２，Ｎｏ．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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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份的监测数据，采用质量调查平均漏报率进行校

２００１－－２００９年城市婴儿主要死因中，除先天性

正，以总下降幅度、年平均下降率描述新生儿、儿童死

心脏病外，早产或低出生体重、出生窒息、肺炎、意外

亡率的下降幅度，死亡率的变化趋势采用趋势Ｚ检验。

窒息均有下降趋势，但其他先天异常有随着时间变

总下降率（％）＝（期末死亡率一期初死亡率）／期初死亡

化而增高的趋势。２００９年四川省城市婴儿死因别

率Ｘ１００

死亡率前５位的依次为早产或低出生体重、意外窒

年平均下降率（％）＝

弧两泵死芒事＝丽而露酲郾７］飘丽醉×１００
结

果

息、肺炎、先天性心脏病以及出生窒息。肺炎由
２００１年的首位死因下降为２００９年的第三位（表２）。
２００１－－２００９年农村婴儿主要死因中，除先天性

１．婴儿死亡率：２００１－－２００９年四川省新生儿死

心脏病以及其他先天异常外，其余死因均有下降趋

亡率、婴儿死亡率均呈逐年下降趋势。９年间，新生

势。２００９年四川省农村婴儿死因别死亡率前５位的

儿死亡率由２００１年的１８．６‰下降至２００９年的

依次为早产或低出生体重、出生窒息、肺炎、意外窒

７．６‰，下降了５９．１％，年平均下降率为１０．５８％，趋势

息以及先天性心脏病。出生窒息由２００１年的首位

检验ｆ＝ｌ １９．６，Ｐ＜Ｏ．０１，差异有统计学意义；婴儿死
亡率由２００１年的２５．５‰下降至２００９年的１２．Ｉ％ｏ，下

死因下降为第二位，而早产或低出生体重由２００１年
的第三位死因上升为首位死因（表２）。

降了３５．０％，年平均下降率为８．９０％，趋势检验）ｃ２＝

讨

１２５．７，Ｐ＜Ｏ．０１，差异有统计学意义。新生儿死亡占

论

婴儿死亡的比例维持在７０％左右。农村婴儿死亡率

２００１—２００９年四川省婴儿及新生儿死亡率虽

高于城市，２００９年与２００１年比较，城市婴儿死亡率下

有波动，但总体上呈下降趋势。以２００１年为基数，

降幅度较农村小，经趋势￡检验，婴儿死亡率下降趋
势均有统计学意义。农村新生儿死亡率明显高于城

新生儿和婴儿的死亡率分别下降了５９．１％和３５．Ｏ％，

市，２００９年与２００１年相比，农村新生儿死亡率下降幅

１２．Ｉ％ｏ，均低于２００８年全国水平…。与美国２００６年

度较城市大，经趋势ｆ检验，新生儿死亡率下降趋势

各州数据比较，全国婴儿死亡率最高的哥伦比亚州

均有统计学意义（表Ｉ）。

新生儿和婴儿死亡率分别为７．０４％ｏ和１１．２６％ｏ，两地

２００９年新生儿和婴儿的死亡率分别为７．６％ｏ和

２．死因别死亡率及死因构成：２００１－－２００９年婴

死亡率水平相当，但同时与美国２００６年全国新生儿

儿的主要死亡原因为肺炎、早产或低出生体重、出生

死亡率４．４５‰以及婴儿死亡率６．６９％ｏ比较仍有较大

窒息、意外窒息、先天性心脏病等。其中肺炎、早产

差距【２ｊ。四川省２００３、２００６年婴儿死亡率和新生儿死

或低出生体重、出生窒息、意外窒息、败血症有下降

亡率出现明显上升，主要原因是由于加强了漏报调查

趋势，先天性心脏病、腹泻和其他先天异常变化趋势

和及时上报，使统计数据的完整性大大提高；另外

无统计学意义。２００９年四川省死因别婴儿死亡率

２００６年监测点的进一步扩大，使数据更具代表性。

的前５位疾病依次为早产或低出生体重、出生窒息、

２００１—２００９年四川省城市、农村新生儿死亡

意外窒息、肺炎、先天性心脏病以及其他先天异常。

率、婴儿死亡率均有不同程度的下降，其中农村下降

与２００１年相比，早产或低体重由第３位死因上升至

更明显，这与我国社会经济发展和农村加大卫生改

第ｌ位（表２）。

革的力度密切相关。推行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和农村
表１

２００１－－２００９年四川省婴儿死亡率（‰）变化趋势

学流行病学杂志２０１１年３月第３２卷第３期Ｃｈｉｎ
表２

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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Ｅｐｉｄｅｍｉｏｌ，Ｍａｒｃｈ ２０１１，Ｖ０１．３２，Ｎｏ．３

２００１－－２００９年四川省婴儿主要死因别死亡率（历）

孕产妇住院分娩补助项目后，对提高农村住院分娩

例的综合管理，强调肺炎的住院规范治疗。

率和农民利用卫生服务的能力发挥了重要作用。不

针对早产或低出生体重危重病例的救治将是进

论是在城市还是在农村，新生儿死亡率下降幅度均

一步降低新生儿死亡率的关键。四川省已经持续进

大于婴儿死亡率，这与２００１－－２００９年城市、农村早

行了９年的新生儿窒息复苏技术培训，出生窒息导

产或低出生体重、出生窒息等新生儿疾病死亡率下

致的死亡明显下降，但仍居前５位死因。因此新生

降幅度较大相一致。新生儿死亡占婴儿死亡的比例

儿窒息复苏技术还应继续对各级医疗保健机构的产

近５年也有下降趋势。说明四川省各级医疗保健机

儿科医师、护士巩固和强化，建议将该技术的考核纳

构的新生儿诊治技术明显提高，但对２８日龄以上婴

入相关上岗的技术准入制度中。随着农村孕产妇住

儿的主要疾病防治应重视。

院分娩补助项目的推行，新生儿窒息复苏技术培训

全国儿童死因诊断以医院诊断为准，在家中死

重点要逐步转移到基层各级医疗保健机构。四川省

亡的儿童依据乡卫生院妇幼医生人户核实后进行诊

无论农村或城市，意外窒息死因均位于前５位，因此

断，死因不明比例低于２％，死因诊断基本准确ｂ】。

针对新生儿及婴儿护养、健康安全等教育，需要向公

目前，四川省婴儿主要死因为早产或低出生体重、出

众普及，并对婴儿养护人提供相关培训。

生窒息、肺炎、意外窒息以及先天性心脏病，约占总
死亡的６５％。首位死因由２００１年的出生窒息改变
为早产或低出生体重。其中早产的因素较复杂，可
能与社会发展，高龄产妇的不断增多，辅助生殖技术
的需求增多有关Ｈ】。近１０年来，四川省通过提高孕
期保健质量、加强健康教育、提高孕产妇系统管理率
以及对医护人员开展产（儿）科适宜技术培训等工
作，有效降低了出生窒息、早产或低出生体重的死亡
率，２００９年出生窒息和早产或低出生体重的死亡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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