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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五城市流动育龄妇女孕产期保健
影响因素研究
朱琳刘鸿雁武继磊裴丽君
【摘要】

目的

了解流动育龄妇女孕产期保健现状及影响因素，为改善其孕产期保健质量提

供依据。方法利用２００５年北京、南京、厦门、深圳和重庆５个城市流动人口生殖健康抽样调查数
据，描述分析流动育龄妇女孕产期保健分布情况，用ｌｏｇｉｓｔｉｃ回归分析流动育龄妇女孕产期保健影
响因素。结果５ ３９９份有效调查问卷中有４ ０３７份来自经历妊娠的流动育龄妇女，其中参加过和
未参加孕产期保健者分别占７５．３％（３

０４１／４ ０３７）和２４．７％（９９６／４

０３７）。初次产前检查时间与其受

教育程度有关（Ｐ＜０．０５）。孕产期保健多因素ｌｏｇｉｓｔｉｃ回归分析显示，孕产期保健在调查地区间
存在差异（Ｐ＜０．０５），＜３０岁和３０～３９岁组参加孕产期保健的比例分别是≥４０岁组的４．０９倍
（９５％ＣＩ：３．１１～５．３９）和１．９８倍（９５％ｃ，：１．６１～２．４３）；高中及以上、初中文化程度的流动育龄妇女参
加孕产期保健的比例分别是小学及以下者的５．４７倍（９５％ＣＩ：３．８５～７．７７）和２．８６倍（９５％ＣＩ：２．４２～
３．３９）；已婚流动育龄妇女参加孕产期保健比例是未婚流动妇女的２．３６倍（９５％Ｃ１：１．０７～５．２２）；生
育１胎和２胎者均比生育≥３胎的流动育龄妇女更可能参加孕产期保健，其ＯＲ值分别是３．３６
（９５％ＣＩ：２．３３～４．８４）和１．６１（９５％ＣＩ：１．１２～２．３０）；有婚育证明者参加孕产期保健比例是无婚育证
明者的１．４４倍（９５％ＣＩ：１．２１～１．７１）。结论教育程度高、已婚、生育胎数少及有婚育证明对流动
育龄妇女的孕产期保健具有保护作用。通过改善孕产期保健影响因素，提高外来流动人口孕产期
保健服务的利用水平，有助于预防和降低不良生殖健康结局的发生风险。

【关键词】孕产期保健；流动育龄妇女；影响因素
Ｓｔｕｄｙ ｏｎ ｔｈｅ ｒｅｌａｔｅｄ ｆａｃｔｏｒｓ ｏｆ ｐｒｅｎａｔａｌ ｈｅａｌｔｈ ｃａｒｅ ａｍｏｎｇ ｆｌｏａｔｉｎｇ ｗｏｍｅｎ ｉｎ ｆｉｖｅ ｃｉｔｉｅｓ ｏｆ Ｃｈｉｎａ
Ｚｈｕ Ｌｉｎｌ，Ｌｉｕ Ｈｏｎｇｙａｎ２，Ｗｕ Ｊｉｌｅｉｌ，ｎｉ Ｌｉｊｕｎｌ．１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 ｏｆ Ｐｏｐｕｌａｔｉｏｎ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彤日０ Ｃｏｌｌａｂｏｒａｔｉｎｇ
Ｃｅｎｔｅｒ ｏｎ Ｒｅ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ｖｅ Ｈｅａｈｈ ａｎｄ Ｐｏｐｕｌａｔｉｏｎ Ｓｃｉｅｎｃｅ，Ｐｅｋｉｎｇ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曰ｅｉ面，ｗ １ ００８７ ｌ，Ｃｈｉｎａ；
２Ⅳｎｔｉｏｎａｌ Ｐｏｐｕｌ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Ｆａｍｉｌｙ Ｐｌａｎｎｉｎｇ Ｃｏｍｍｉｓｓｉｏｎ ｏｆ Ｃｈｉｎａ．Ｃｈｉｎａ Ｐｏｐｕｌ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Ｃｅｎｔｅｒ

Ｃｏｒｒｅｓｐｏｎｄｉｎｇ ａｕｔｈｏｒ：Ｐｅｉ Ｌｉｊｕｎ，Ｅｍａｉｌ：ｐｅｉｌｊ＠ｐｋｕ．ｅｄｕ．ｃａ
Ｔｈｉｓ ｗｏｒｋ ｗａｓ

ｓｕｐｐｏｒｔｅｄ

ｂｙ

ｇｒａｎｔｓ＃ｏｍ ｔｈｅ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Ｎａｔｕｒ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Ｆｏｕｎｄ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Ｃｈｉｎａ

（Ｎｏ．４１２７１４３９），ｔｈｅ Ｈｕｍａｎｉｔｉｅｓ ａｎｄ Ｓｏｃｉ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Ｐ２Ⅱｎｎｉｎｇ Ｐｒｏｊｅｃｔ凡以知ｍ Ｍｉｎｉｓｔｒｙ ｏｆ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２０１０（Ｎｏ．１ ０ＹＪＡ８４００３０）ａｎｄ ｔｈｅ Ｒｅ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ｖｅ Ｈｅａｌｔｈ Ｓｕｒｖｅｙ ｉｎ Ｆｌｏａｔｉｎｇ Ｐｏｐｕｌ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Ｃｈｉｎａ
（ＮａｔｉｏｎａＺ Ｐｏｐｕｌａｔｉｏｎ Ｓｕｒｖｅｙ ２００５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０ｂｊｅｃｔｉｖｅ
ｒｅｌａｔｅｄ ｆａｃｔｏｒｓ

Ｔｏ

Ｎｏ．４）．
ｕｎｄｅｒｓｔａｎｄ ｔｈｅ ｃｕｒｒｅｎｔ ｓｔａｔｕｓ ｏｆｐｒｅｎａｔａｌ ｈｅａｌｔｈ ｃａｒｅ（ＰＨＣ）ａｎｄ ｉｔｓ

ｆｏｒ ｆｌｏａｔｉｎｇ ｗｏｍｅｎ ｏｆ ｃｈｉｌｄｂｅａｒｉｎｇ ａｇｅ，ａｎｄ ｔｏ ｐｒｏｖｉｄｅ ｅｖｉｄｅｎｃｅ ｆｏｒ ｉｍｐｒｏｖｉｎｇ ｔｈｅ
Ｗｉｔｈ ｄａｔａ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ｒｅ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ｖｅ ｈｅａｌｔｈ ｓｕｒｖｅｙ ｏｎ
ｃｈｉｌｄｂｅａｒｉｎｇ ａｇｅ．Ｍｅｔｈｏｄｓ

ｑｕａｌｉｔｙ ｏｆ ＰＨＣ ａｔ

ｆｌｏａｔｉｎｇ ｐｏｐｕｌ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ｆｉｖｅ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ｓ

ｃｉｔｉｅｓ，Ｂｅｉｊｉｎｇ，Ｎａｎｊｉｎｇ，Ｘｉａｍｅｎ，Ｓｈｅｎｚｈｅｎ

ｏｆ ＰＨＣ ａｍｏｎｇ ｆｌｏａｔｉｎｇ

ａｎｄ Ｃｈｏｎｇｑｉｎｇ，ｉｎ ２００５，ｔｈｅ

ｗｏｍｅｎ ｗｅｒｅ ｄｅｓｃｒｉｂｅｄ．Ｍｕｌｔｉｖａｒｉａｔｅ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 ｒｅｇｒｅｓｓｉｏｎ ｗａｓ

ｐｅｒｆｏｒｍｅｄ ｔｏ ｉｎｖｅｓｔｉｇａｔｅ ｔｈｅ ｆａｃｔｏｒｓ ｒｅｌａｔｅｄ ｔｏ ｔｈｅ ｕｔｉ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ＰＨＣ．Ｒｅｓｕｌｔｓ

Ｉｎ ５

３９９

ｑｕｅｓｔｉｏｎｎａｉｒｅｓ，４ ０３７ ｆｌｏａｔｉｎｇ ｗｏｍｅｎ ｗｈｏ ｈａｄ ｔｈｅ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ｏｆ ｐｒｅｇｎａｎｔ，ｃａｓｅｓ ｗｈｏ ｈａｄ

ｃａｓｅｓ

ｏｒ

ｏｆ ｖａｌｉｄ

ｄｉｄ ｎｏｔ ｈａｖｅ

ＰＨＣ ｓｅｒｖｉｃｅｓ ｗｏｕｌｄ ａｃｃｏｕｎｔ ｆｏｒ ７５．３％（３ ０４１／４ ０３７）ａｎｄ ２４．７％（９９６／４ ０３７），ｒｅ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ｌｙ．Ｔｈｅ
ｉｎｉｔｉａｌ ｔｉｍｅ ｏｆ ｕｓｉｎｇ ｔｈｅ ＰＨＣ ｓｅｒｖｉｃｅ ｗａｓ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ｌｙ

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ｅｄ ｗｉｔｈ ｔｈｅ ｌｅｖｅｌ ｏｆ ｔｈｅｉｒ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Ｐ＜

Ｏ．０５）ｒｅｃｅｉｖｅｄ．Ｄａｔａ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ｍｕｌｔｉｖａｒｉａｔｅ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 ｒｅｇｒｅｓｓｉｏｎ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ｉｎ ＰＨＣ ｓｈｏｗｅｄ ｔｈａｔ ｔｈｅｒｅ ｗｅｒｅ

ＤＯＩ：１０．３７６０／ｃｍａ．ｊ

ｉｓｓｎ．０２５４—６４５０．２０１４．０４．０１４

基金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４１２７１４３９）；２０１０年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规划项目（１０ＹＪＡ８４００３０）；中国流动人口生殖健康服务状况调查（国
人口调［２００５］４号）
作者单位：１００８７１北京大学人口研究所世界卫生组织人ｕ健康合作中心（朱琳、武继磊、裴丽君）；中国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刘鸿雁）
通信作者：裴丽君，Ｅｍａｉｌ：ｐｅｉｌｊ＠ｐｋｕ．ｅｄｕ．ｃｎ

中华流行病学杂志２０１４年４月第３５卷第ａｍ

Ｃｈｉｎ

Ｊ

Ｅｐｉｄｅｍｉｏｌ，Ａｐｒｉｌ ２０１４，Ｖ０１．３５，Ｎｏ．４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ｓ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ｒｅｇｉｏｎｓ（Ｐ＜０．０５）．Ｐｒｏｐｏｒ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ｗｏｍｅｎ ｒｅｃｅｉｖｉｎｇ

ＰＨＣ

ａｍｏｎｇ ｔｈｏｓｅ ｕｎｄｅｒ

３０ ｙｅａｒｓ ａｎｄ ３０—３９ ｗｅｒｅ ４．０９一ｆｏｌｄｓ（９５％ＣＩ：３．１１—５．３９）ａｎｄ １．９８一ｆｏｌｄｓ（９５％Ｃ／：１．６１—２．４３），
ｒｅ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ｌｙ，ｗｈｅｎ ｃｏｍｐａｒｅｄ ｗｉｔｈ ｔｈａｔ ｏｆ ｗｏｍｅｎ

ｏｖｅｒ

４０一ｙｅａｒ－ｏｌｄ．Ｔｈｅ ｐｒｏｐｏｒｔｉｏｎ ｏｆ ｗｏｍｅｎ ｈａｖｉｎｇ

ｒｅｃｅｉｖｅｄ ＰＨＣ ｗｉｔｈ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１ｅｖｅｌｓ ｏｆ ｓｅｎｉｏｒ ｈｉｇｈ ｓｃｈｏｏｌ ａｎｄ

ａｂｏｖｅ

ｏｒ

ｉｕｎｉｏｒ ｈｉｇｈ ｓｃｈｏｏｌ，ｗｅｒｅ

５．４７一ｆｏｌｄｓ（９５％ＣＩ：３．８５—７．７７）ａｎｄ ２．８６一ｆｏｌｄｓ（９５％Ｃ，：２．４２—３－３９）ｒｅ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ｌｙ，ｃｏｍｐａｒｅｄ
ｗｏｍｅｎ ｗｉｔｈ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ｌｅｖｅｌ ｏｆ ｐｒｉｍａｒｙ ｓｃｈｏｏｌ

ｏｒ

ＰＨＣ ｗａｓ ２．３６一ｆｏｌｄｓ（９５％Ｃ１：１．０７－５．２２）ｏｆｔｈｏｓｅ ｕｎｍａｒｒｉｅｄ
ｏｆ ｗｏｍｅｎ ｗｉｔｈ

ＯＤｅ

ｐａｒｉｔｙ ａｎｄ ｔｗｏ ｐａｒｉｔｉｅｓ

ｏｒ

ｔｏ

ｔｈａｔ ｏｆ

ｂｅｌｏｗ．Ｔｈｅ ｐｒｏｐｏｒｔｉｏｎ ｏｆ ｍａｒｒｉｅｄ ｗｏｍｅｎ ｈａｖｉｎｇ

ｗｏｍｅｎ．Ｔｈｅ

ｐｒｏｐｏｒｔｉｏｎｓ ｏｆｈａｖｉｎｇ ＰＨＣ

ｗｉｔｈ ｆａｍｉｌｙ ｐｌａｎｎｉｎｇ ｃｅｒｔｉｆｉｃａｔｅ ｗｅｒｅ ３．３６一ｆｏｌｄ（９５％Ｃ／：

２．３３—４．８４）ａｎｄ １．６ｌ—ｆｏｌｄ（９５％ＣＩ：１．１２—２．３０），１．４４一ｆｏｌｄｓ（９５％ｃ，：１．２ｌ一１．７１）ｒｅ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ｌｙ，ｗｈｅｎ
ｃｏｍｐａｒｅｄ ｗｉｍ ｔｈｏｓｅ ｗｏｍｅｎ ｗｉｔｈ ｔｈｒｅｅ Ｄａｒｉｔｉｅｓ
ｈａｖｉｎｇ

ｒｅｃｅｉｖｅｄ

ｈｉｇｈｅｒ

ｏｒ

ｗｉ也ｏｕｔ ｔｈｅ ｃｅｒｔｉｆｉｃａｔｅ．Ｃｏｎｃｌｕｓｉｏｎ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ｂｅｉｎｇ ｍａｒｒｉｅｄ，ｗｉｔｈ

ｃｅｒｔｉｆｉｃａｔｅ ｅｔｃ．ｓｈｏｗｅｄ 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ｖｅ ｅｆｆｅｃｔｓ

ｏｎ

ｌｅｓｓ

ｐａｒｉｔｉｅｓ

ｏｒ

ｈａｖｉｎｇ

Ｆａｃｔｏｒｓ

ａｓ

ｆａｍｉｌｙ ｐｌａｎｎｉｎｇ

ＰＨＣ ｆｏｒ ｆｌｏａｔｉｎｇ ｗｏｍｅｎ ｏｆ ｃｈｉｌｄｂｅａｒｉｎｇ ａｇｅ．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ＰＨＣ，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ｓｈｏｕｌｄ ｂｅ ｐｒｏｍｏｔｅｄ ａｍｏｎｇ ｔｈｅ ｆｌｏａｔｉｎｇ ｗｏｍｅｎ ｏｆ ｃｈｉｌｄｂｅａｒｉｎｇ ａｇｅ，ｗｈｉｃｈ ｗｏｕｌｄ
ｃｏｎｔｒｉｂｕｔｅ ｔｏ ｔｈｅ ｐｒｅｖｅｎ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ｒｅｄｕ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ａｄｖｅｒｓｅ ｏｕｔｃｏｍｅｓ ｒｅｌａｔｅｄ ｔｏ ｒｅ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ｖｅ ｈｅａｌｔｈ．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Ｐｒｅｎａｔａｌ

ｈｅａｌｔｈ ｃａｒｅ；Ｆｌｏａｔｉｎｇ ｗｏｍｅｎ ｏｆｃｈｉｌｄｂｅａｒｉｎｇ ａｇｅ；Ｒｅｌａｔｅｄ ｆａｃｔｏｒｓ

流动人口已成为我国社会经济发展的特征。

特征、生育史、孕产期保健、是否具备流动人口婚育

女性流动人口中育龄妇女约占全部女性流动人群
的７９．２％，成为该人群的主体ｎ１。我国流动育龄妇

证明、是否签订流动人口计划生育管理协议的分布
情况及孕产期保健相关因素。其中孕产期保健是指

女自身存在着文化程度偏低、卫生保健意识差、经

孕妇定期产前检查；流动人口婚育证明是指证明流
动人员的身份、婚姻状况、生育状况、落实节育措施

济收入低等问题，共同构成了流动育龄妇女孕产期
保健服务利用不足。以往对流动育龄妇女孕产期
保健状况研究，多数基于以医院为基础、小样本、非

状况、计划生育奖罚情况等便于有关部门对其进行

随机抽样研究，因此本研究利用２００５年国家人口计

管理和服务的资料；签订流动人口计划生育管理协
议主要是为加强流动人口的管理，以及保障流动育

划生育委员会和中国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开展的

龄妇女在获取相关服务方面的权益。

全国五城市（ＪＬ京、南京、厦门、深圳和重庆）流动人
口生殖健康抽样调查（五城市调查）数据，探讨流动

３．质量控制：制定统一的填写说明，对调查员进
行统一培训，调查中使用统一指导语。问卷回收阶

育龄妇女孕产期保健存在的问题，提出有针对性的

段由专人整理，对不合格问卷按要求补足。数据录

建议，为提高流动育龄妇女孕产期保健服务及利用
水平提供依据。

入前对录人人员进行统一培训，采用双录入方法，确

对象与方法

１．研究对象：来自五城市调查数据。为保证样
本有足够代表性，采用分阶段配额抽样方法，根据流
动人口婚姻状况、职业和工作场所状况等指标进行
配额抽样，在５个城市中各选３个区（县），每个区
（县）再各选取３个街道办事处，共抽取４５个街道办
事处作为研究现场。最后采用方便抽样方法，每个
街道调查１２０人，总样本量为５ ４００人，收回有效问
卷５ ３９９份，问卷有效率为９９％。入组条件为１５～４９
周岁跨县（市、区）流动且在流入地居住≥３个月的
育龄妇女。调查内容包括流动育龄妇女的人口学特
征、家庭基本情况、个人外出生活情况、婚姻和生殖
生育情况、避孕节育状况、性与生殖健康知识和态

保数据录入的准确性。
４．统计学分析：对流动育龄妇女人口学特征和
孕产期保健相关因素构成情况，以及单因素分析采
用Ｚ检验，并计算）（２值、暴露ＯＲ值及其９５％ＣＩ。采用
多因素ｌｏｇｉｓｔｉｃ回归方法分析孕产期保健的相关危
险因素。利用ＳＰＳＳ ２０．０软件进行统计分析，以Ｐ＜
０．０５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结

果

１．基本特征：５ ３９９名有效样本各城市所占比例
分别为北京、南京和厦门各占２０％，深圳占１９．９％，
重庆占２０．１％；平均年龄为３０岁，＜３０岁者占
４７．１％；８７．７％为农业户口；受教育程度初中占比例
较高，为５２．７％，其次是小学和高中及以上，分别为
３０．２％和１７．１％；已婚和未婚者分别占７９．４％和

度、性与生殖健康行为以及相关需求等７个方面。

１ ９．９％；从事批发零售业、饭店餐饮业、轻纺制造业、

孕产期保健信息中要求妇女填写在流人地发生的最

家政保洁、美容美发、其他职业和无业者依次为

近一次怀孕时孕产期的检查情况。

２６．９％、２３．６％、１４．１％、６．５％、６．０％、１４．４％和８．６％；未

２．研究内容：包括流动育龄妇女的社会人口学

生育者占２５．２％，生育ｌ胎者比例较高，为４７．９％，生

‘４０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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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２胎者占２６．９％；４ ０３７例有妊娠史的流动育龄
妇女中，２４．７％无孕产期保健，而有孕产期保健史者
２３．０％曾在流入地、５０．３％在户籍地、２．０％在其他地
点做过孕产期保健；有无婚育证明者分别占６５．３％
和３４．７％；是否签订计划生育管理协议者分别占
３４．２％和６２．３％（表１）。
表１五城市调查中流动育龄妇女人口学特征
及孕产期保健状况

Ｊ Ｅｐｉｄｅｍｉｏｌ，Ａｐｒｉｌ ２０１４．ＶｏＩ．３５，Ｎｏ．４

２．未做孕产期保健的原因构成：５ ３９９名流动育
龄妇女中，按城市（北京、南京、厦门、深圳和重庆）分
层分析未做孕产期保健的流动育龄妇女占各调查城
市总数的比例分别为１９．７％（１５６／７９３）、２３．６％（１９４／
８２１）、１９．６％（１５７／８０３）、２５．４％（２５４／７８７）和３４．７％
（２８９／８３３），以重庆市流动育龄妇女未做孕产期保健

比例较高，各城市是否做过孕产期保健的差异有统
计学意义（ｆ＝１３１．９，Ｐ＜Ｏ．０１）。
４

０３７名有妊娠史的流动育龄妇女中，９９６名未

做孕产期保健，占妊娠总人数的２４．７％（９９６／４ ０３７）。
其原因为５６．３％（５６１／９９６）认为没有必要做，２３．０％
（２２９／９９６）称不知道要做，９．２％（９２／９９６）是由于费用

高未做，其他原因占１１．５％（１４／９９６）。进一步分析未
做孕产期保健的原因，除厦门市其他四城市流动育
龄妇女均以“认为没有必要做”的比例较高，特别是

重庆市高达７１．３％（２０６／２８９），而厦门市则以“不知
道要做孕产期保健”占比例最高，为３８．９％（６１／
１５７），见图ｌ。
口没必要做

口４；知道做萄小知Ｉ道去哪做ｕ没时Ｍ做

日费刚高

圆变通不便蓟其他

霉

深圳

｝渊
垦㈥

蠢

厦门

Ｉ测

萤㈧

重庆

南京

｝阑

北京
０

２Ｕ

４０

６０

８０

１００

构成比（饼）

图１五城市流动育龄妇女中未做孕产期保健的原凶构成

３．首次产前检查时间与受教育程度的关系：
４

０３７名有妊娠史的流动育龄妇女中３ ０４１名参加过

孕产期保健，其中首次产前检查时间集中在妊娠
２～５个月之间者占８１．９％（２

４９２／３

０４１）。而受教育

程度为小学及以下的流动妇女首次产前检查时间滞

后，妊娠第１个月产前检查者仅占２．ｏ％（１８／９１５），妊
娠前３个月首次产前检查者占４８．３％（４４２／９１５）；高
中及以上者妊娠前３个月首次产前检查比例高达
７４．７％（３２４／４３４）。不同受教育程度的流动育龄妇女
首次产前检查时间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１）
（表２）。

４．孕产期保健影响因素：
（１）单因素分析：４ ０３７名有妊娠史的流动育龄
妇女按照是否做过孕产期保健进行分组，分析孕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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Ｊ

Ｅｐｉｄｅｍｉｏｌ，Ａｐｒｉｌ ２０１４，Ｖ０１．３５，Ｎｏ．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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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３五城市流动育龄妇女孕产期保健单因素分析

表２流动育龄妇女首次产前检查时间与受教育程度的关系

变

ｏ尺值（９５％

注：３ ０４１名参加过孕产期保健的流动育龄妇女参与分析；括号
外数据为人数，括号内数据为构成比（％）；＃一１１５．８４３，Ｐ＜０．０１

期保健的可能相关因素。单因素分析结果显示，流
动育龄妇女参与孕产期保健的可能性与流人调查
地、妇女年龄、受教育程度、婚姻状况、生育胎次及有

无婚育证明相关，结果见表３。
（２）多因素分析：根据单因素分析结果，以孕产
期保健作为因变量，将单因素分析中差异有统计学
意义的变量（调查地区、妇女年龄、受教育程度、职

业、婚姻状况、生育胎次、生育证明和签订计划生育
管理协议）作为自变量纳入多因素ｌｏｇｉｓｔｉｃ回归模
型。结果显示（表４），北京、南京、厦门市流动育龄

妇女参与孕产期保健的比例高于重庆市；＜３０岁和
３０～岁组流动育龄妇女比≥４０岁组更有可能参与
孕产期保健（该结果与生殖年龄有关，＜３９岁流动
育龄妇女处于妊娠高峰年龄段，比≥４０岁者有更多
机会参与孕产期保健）；受教育程度为高中及以上、
初中的流动育龄妇女做孕产期保健的比例分别是小
学及以下者的５．４７倍和２．８６倍；已婚流动育龄妇女
参与孕产期保健比例是未婚者的２．３６倍，即已婚状
态是妇女主动参与孕产期保健的保护因素；生育１
胎和２胎者均比生育≥３胎的流动育龄妇女更可能
参与孕产期保健；有婚育证明的流动育龄妇女参与
孕产期保健的比例是无婚育证明者的１．４４倍。
注：４ ０３７名有妊娠经历的流动育龄妇女参与孕严期保健单因素

讨

论

我国流动育龄妇女中具有低年龄人群比例高，
以农业户口为主，受教育程度低者居多，所从事职业
以服务行业为主，流动性大、不好管理，缺乏生殖健

分析

龄妇女主动做首次产前检查的时间较早，妊娠的前
３个月做首次产前检查的比例高于受教育程度低
者，小学及以下文化程度的流动育龄妇女首次产前

康知识等特点。由于上述诸多因素的综合作用，直
接或间接导致流动育龄妇女生殖健康服务利用率
低，难以享受到常住人口的基本生殖健康服务。因

检查时间较为滞后，第一个月做产前检查者仅占
２％。大量研究证实，神经管的发育和闭合是在孕后

此，流动育龄妇女是流入城市的一个特殊群体，提高

过了此时期。妊娠后３周至８周末是胎儿对于环境

针对该人群孕产期保健的服务质量和管理水平，对

有害因素暴露最为敏感时期ｂ＇“，围孕期保健开始时

改善流动育龄人口的生殖健康水平具有重要意义。
流动育龄妇女初次产前检查时间与其受教育程

间越早，对于预防胎儿发育畸形、发育迟缓、胚胎停

度密切相关。本研究显示，受教育程度高的流动育

好ｂ。７ ３。因此孕早期保健是从一级预防出发，从根本

２８

ｄ内完成乜］，而多数孕妇女知道自己怀孕时均已

育、流产、死胎死产等不良妊娠结局发生的效果越

·４１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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Ｊ Ｅｐｉｄｅｍｉｏｌ，Ａｐｒｉｌ ２０１４，ｖ０１．３５．Ｎｏ ４

表４五城市流动育龄妇女产前检查

别于暂住地户籍人口，常常处于“流入地”和“流出

垒垦塞！竺墨堡垒！旦塑坌堑

地”两者间旧］，无法享受应有的保健服务。签订计划

卢

岛

Ｗｆａｌ值ｄ

Ｐ值ＯＲ值（９５％叨

生育管理协议是流动育龄妇女孕产期保健服务的重
要内容之一，通过签订协议，可以指导和提高其孕产
期保健知识水平。同时要强调以在流人地开展孕产
期保健服务为主的模式，将流动育龄妇女孕产期保
健服务纳入社区、街道的日常工作中，建立适合于流
动育龄妇女的医疗保健工作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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密切相关。本研究显示，有婚育证明和签订过流动
人口管理协议的流动育龄妇女更有可能参与孕产期
保健，此两项对流动育龄妇女的孕产期保健服务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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邱红，李晶华，刘红军，等．流动人口生殖健康现状分析及对策研
究［Ｊ］．医学与社会，２０１１，２４：２９—３１．

用具有积极的保护作用。流动育龄妇女在身份上有

（收稿日期：２０１３—０８—２３）

（本文编辑：张林东）

·更正·
本刊２０１４年第２期“中国７个地 区诺如病毒Ｇ
变异株分析＂一文添加基金项目 的声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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