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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　文章采用的数据来自国家人口和计划生育委员会分别在 1988 年进

行的全国生育节育抽样调查、1997 年进行的全国人口与生殖健康调查和 2001 年进

行的全国计划生育生殖健康调查数据 ,以不良出生结局活产比为指标 ,分析中国不良

出生结局的变动趋势和不良出生结局的地区与年龄差异。结果发现 ,不良出生结局

比重近些年有上升的趋势 ;低年龄组和高年龄组不良出生结局活产比高于中年龄组 ,

并且这几个年龄组的不良出生结局活产比都有升高的趋势 ;按 GDP 的水平进行地区

分类分析发现 ,不同地区体现了不同的水平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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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研究背景

生命早期阶段是人类健康对各种风险因素最敏感的时期 ,人口生命早期的健康状况一直

为人们所关注 ,因此死胎死产率、新生儿死亡率、婴儿死亡率、5 岁以下儿童死亡率常常作为代

表一个国家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和医疗保健水平的重要指标。随着各种死亡率的下降和感染性

疾病得到控制 ,出生缺陷成为导致婴儿死亡和人口残疾的重要原因而突现出来。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 ,在中国婴儿死亡率的死因构成中 ,出生缺陷占相当的比例 ,并逐步成为影响人口出

生质量的重要因素。1987 年出生缺陷监测工作的结果表明 ,出生缺陷的总发生率为 130. 1/ 万

(中国出生缺陷监测协作组 ,1992) ,处于较高的水平 ,反映了各种风险因子对人类健康影响的

综合结果。随着监测工作的开展 ,所得到的一些高发的出生缺陷 (如神经管畸形、唇腭裂) 开始

有下降的趋势。出生缺陷在出生时才能够被发现 ,它还不能真正反映出母亲妊娠期间的各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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危险因素和胚胎发育风险的实际水平。随着医疗技术的进步和产前终止妊娠手段的发展 ,无

论是婴儿死亡率还是出生缺陷发生率的下降是否真正意味着影响健康的风险因素的减少呢 ?

目前中国正处于社会经济快速发展的特殊时期 ,人口健康面临的危险因素较为复杂。而

健康中的重要角色“妊娠母亲”对各种危险因素的敏感性更强 ,这就提示我们应该在评估怀孕

后各种出生结局的变化时 ,特别需要研究一个时间区间的出生结局的信息 ,从而发现影响出生

人口质量的健康风险因素的强弱 ,进而有助于我们把握评价人类健康风险因素的变动趋势。

从某种意义上来讲 ,目前中国对出生缺陷的监测目的也是要通过出生时观察到的非健康状态

来间接地反映生殖健康、人口健康及健康的风险因素。

我们认为 ,仅从婴儿死亡率和出生缺陷的发生率来衡量人口的健康状况还是不够的 ,对多

种出生结局的评价也应该成为人口健康评价的重要内容 ,它可能会给我们提供更多的启示。

因此 ,本文定义出生结局为母亲怀孕后胚胎发生的各种结局 ,包括自然流产、人工流产、死胎死

产、活产等 ,而将除活产的结局外定义为不良出生结局。本文欲通过有关生殖健康调查的数

据 ,分析近 30 年来的已婚育龄妇女的出生结局 ,剖析中国不良出生结局的变动趋势和不良出

生结局的地区和年龄差异 ,从而使我们能够了解在中国改革开放和实施计划生育政策以来人

口健康方面所面临的挑战。

二、数据来源和研究方法

(一) 数据和信息

本研究采用的数据来自国家人口和计划生育委员会分别在 1988 年进行的全国生育节育

抽样调查、1997 年进行的全国人口与生殖健康调查和 2001 年进行的全国计划生育生殖健康

调查。这三项调查在不同时期开展 ,但都是为了了解全国妇女的生育水平 ,掌握中国育龄人口

的避孕情况和生殖健康的现状及需求。1988 年全国生育节育抽样调查采取分层、系统、整群、

不等比例的抽样方法 ,调查对象为 15～57 岁的已婚妇女 ,共调查了 2 152 044 人 ,其中已婚妇

女 467 162 人 ,全国抽样比 1. 98 ‰。1997 和 2001 年是两次连续性的调查 ,采取分层、系统、整

群、概率比例的抽样方法 ,调查范围为全国 31 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 337 个县 (市、区) 、1 041

个村 (居) 民小组。1997 年调查了 186 089 人 ,其中育龄妇女 15 213 人 ;2001 年调查访问了城乡

居民 177 610 人 ,其中育龄妇女 39 586 人。三次调查的抽样方法科学 ,样本量适宜 ,组织管理

严密 ,数据质量较高。

(二) 概念界定和计算公式

本研究中用到的概念①为 : (1) 活产 :指胎儿分娩出母体后 ,只要有过呼吸、心跳、脐带搏动

或随意肌收缩等生命现象中任意一种 ,即为活产。(2) 自然流产 :指妇女怀孕后 6 个月以内因

病理等因素发生自然流产的过程。(3) 人工流产 (含药流及引产) :怀孕期间 ,用人工方法终止

妊娠。(4)死产 :指怀孕 7 个月以上 ,自然分娩产出的胎儿无任何生命现象。(5) 死胎 :指胎儿

在生产前就已在腹中死亡。

三、结果和讨论

本研究利用上述三次调查的原始数据库 ,推算 1971～2001 年每年的出生结局分布。病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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妊娠是在 2001 年的调查中才开始作为单独一项列出 ,包括葡萄胎和宫外孕。为了与 1988、

1997 年的内容一致 ,在分析中我们将 2001 年的病理妊娠与自然流产放在一起。

(一) 中国出生结局变动总体趋势

　　根据上面的定义 ,我们计算了不良出生结局风险、死胎死产风险和自然流产风险 (见表 1) 。

从表 1 可见 ,死胎死产风险在0. 88 %～1. 56 %之间波动 ,从 2000 年开始略有上升趋势 ;而自然

流产风险从 20 世纪 70 年代初至 90 年代初呈现缓慢下降趋势 ,但从 1993 年后开始出现上升

趋势 ,其总体在 2. 8～4. 22 之间波动。从这些较为平静的波动中 ,似乎看到的是中国 30 年来

不良出生结局处在小幅度波动并略为上升的状况。

　　接着我们可以进一步计算不良出生结局活产比。图 1 显示 ,不良出生结局活产比呈现总

体上升的趋势。这个趋势主要来源于自然流产活产比的升高。从数字分析可以得出 ,每出生 1 000

表 1 　各种出生结局发生情况

年份
活产率

( %)
死胎死产
风险 ( %)

自然流产
风险 ( %)

人工流产
风险 ( %)

不良出生结局
活产比

1970 89. 64 1. 25 3. 28 5. 83 0. 051

1971 89. 46 1. 25 3. 21 6. 07 0. 050

1972 88. 01 1. 22 3. 21 7. 56 0. 050

1973 86. 66 1. 24 3. 36 8. 73 0. 053

1974 86. 28 1. 23 3. 21 9. 28 0. 051

1975 84. 86 1. 36 3. 29 10. 47 0. 055

1976 84. 26 1. 35 3. 22 11. 18 0. 054

1977 83. 98 1. 26 3. 41 11. 35 0. 056

1978 82. 88 1. 21 3. 07 12. 84 0. 052

1979 81. 07 1. 06 3. 05 14. 81 0. 051

1980 77. 19 1. 22 3. 31 18. 27 0. 059

1981 78. 98 1. 18 3. 13 16. 71 0. 055

1982 76. 67 1. 11 2. 94 19. 28 0. 053

1983 72. 30 1. 17 3. 25 23. 27 0. 061

1984 74. 24 1. 08 3. 18 21. 5 0. 057

1985 74. 20 1. 13 3. 24 21. 43 0. 059

1986 74. 22 1. 09 3. 44 21. 24 0. 061

1987 74. 49 1. 11 3. 3 21. 09 0. 059

1988 70. 48 1. 16 3. 91 24. 45 0. 072

1989 74. 84 1. 55 2. 8 20. 81 0. 058

1990 74. 73 1. 01 2. 84 21. 42 0. 052

1991 71. 51 1. 06 2. 51 24. 92 0. 050

1992 69. 03 1. 47 2. 69 26. 81 0. 060

1993 67. 13 0. 82 3. 29 28. 75 0. 061

1994 65. 71 0. 93 4. 66 28. 70 0. 085

1995 64. 07 1. 56 3. 02 31. 35 0. 071

1996 71. 37 1. 00 3. 67 23. 96 0. 065

1997 71. 66 1. 02 3. 63 23. 69 0. 065

1998 70. 38 0. 91 4. 06 24. 65 0. 071

1999 68. 08 0. 88 3. 65 27. 39 0. 067

2000 73. 70 1. 08 4. 18 21. 05 0. 071

2001 70. 97 1. 50 3. 84 23. 69 0. 075

个活产儿 ,相应有 40～60 个自然流

产和 10～20 个死胎、死产发生 ,而

且这种不良的出生结局比重还有上

升的趋势。

　　很明显 ,我们可以从结果中发

现 ,不良出生结局发生的风险在增

高。因为 ,不良出生结局活产比呈现

出比较明显的上升趋势 ,这种趋势

的出现并不只是因为在总出生结局

中人工流产风险在增加 ,使得不良

出生结局活产比增加 ,而自然流产

和死胎死产风险率也略呈现出增加

趋势 ,这就表明了妊娠过程中肯定

还存在着其他的风险因素。

与国际上可以查阅到的资料相

比 (见表 2、表3) ,我们采用了不同

分母所得指标来进行比较。因为目

前国际上不同国家监测指标的计算

略有出入 ,如死胎死产率有以围产

儿数为分母 ,也有以怀孕数为分母 ,

其内涵略有不同。因为怀孕数是所

有出生结局的总和 ,以怀孕数为分

母则表达了在整个妊娠过程中某种

结局的风险 ;以围产儿数或活产数

为分母 ,则是某种出生结局发生的

风险和其他出生结局发生风险竞争

的综合结果。实际应用中 ,因为活

产是更易观察并得到的数据 ,因此

得到了较广泛的应用。在下面的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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析中都用活产数作为分母 ,即用活产比来作为

出生结局风险分析的指标。

中国的死胎、死产的发生明显高于其他一

些发达国家和地区 ,而和周边的一些国家在

20 世纪 70 年代水平相当 ;自然流产的发生看

起来似乎是低于欧美 ,也低于 20 世纪 70 年代

亚洲和非洲的一些国家 ,但这并不一定反映出

实际的情况。从婴儿死亡率和死胎死产发生

的情况来看 ,中国与发达国家相比还处于较高

的水平 ,而自然流产作为不良出生结局的一
图 1 　1970～2001 年中国不良出生结局活产比变化

种 ,它的发生只是欧美

2000 年发生水平的一半 ,

结果似乎难以令人信服。

中国由于人口众多、流动

性大、产前检查和住院分

娩的比例还不高等原因 ,

可能会使得自然流产的发

现和统计数据偏低。因此

中国不良出生结局发生的

情况可能并不像我们所看

到的那么乐观。

　　这些数据初步表明 ,

在中国生育率快速下降的

过程中 ,不良出生结局活

产比不是随着生育水平的

下降依然保持在一个稳定

的水平。这就提示我们 ,

发生死胎死产和自然流产

的风险在不断加大 ,这种

不降反升的现象不得不引

起我们的思考。

　　第一 ,中国生育率水

平稳定的下降 ,育龄妇女

怀孕和生育次数减少 ,应

该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

不良出生结局的风险。

有数据表明 ,1990～2000

表 2 　死胎死产的指标比较

时 　间 数值 ( ‰) 来 　源

围产儿数

　欧洲 1950～1980 5. 9～20. 5 Kalter H ,1991

　美洲 1950～1980 4. 9～14. 9 Kalter H ,1991

　沙特 1979～1998 7. 7 R. A. M ESL EH ,2001

　英国 1982～2000 0. 69～4. 06 R Bell ,2004

　美国 1990～2000 6. 6～7. 5 MMWR ,2004

　中国 1971～2000 12～20. 7 本研究

怀孕数

　世界 20 世纪 70 年代 5～30 John B. Casterline ,1989

　周边国家 20 世纪 70 年代 9～15 John B. Casterline ,1989

　丹麦 2000 2. 9 Bodil Hammer Bech ,2005

　中国 1971～2000 8. 2～15. 6 本研究

表 3 　自然流产的指标比较

时 　间 数值 ( %) 来 　源

活产数

　国际 1966～2003 7. 5～9. 9 Hemels ME ,2005

　俄罗斯 1998～2000 14. 4 W HO ,2000

　美国实验室 2000 31. 0 CRA IG P. GRIEBEL ,2005

　中国 1971～2000 12～20. 7 本研究

怀孕数

　非洲 20 世纪 70 年代 3. 6～9. 5 John B. Casterline ,1989

　亚太地区 20 世纪 70 年代 3. 5～8. 7 John B. Casterline ,1989

　美洲 20 世纪 70 年代 3. 9～12. 3 John B. Casterline ,1989

　朝鲜 20 世纪 70 年代 3. 9 John B. Casterline ,1989

　马来西亚 20 世纪 70 年代 4. 2 John B. Casterline ,1989

　欧美 2000 8. 0 Hemels M. E. ,2005

　中国 1971～2000 3～4 本研究

年 ,中国育龄妇女的平均结婚年龄由21. 8岁提高到 22. 6 岁 ,初婚与初育的平均间隔由 1. 3 年

扩大到 1. 6 年 ,而初育与第二胎的间隔由 3. 1 年扩大到 5. 7 年(Ding ,2003) ,这说明婚育的间隔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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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大 ,妇女推迟生育并在生育周期中减少了生育胎次。而以往的研究告诉我们 ,母亲生育年龄

在 24～34 岁之间者 ,新生儿体格发育的 6 项指标最好 , 早产与过期产百分率最低 (沈云标等 ,

2004) 。这些证据都说明当前的生育年龄处于最佳生育期 ,可以排除生育年龄变化对不良出生

结局趋势的影响。同时 ,中国生育率下降使得多次生育的风险降低 , Guo (2004) 根据 2000 年

全国人口普查数据估算了不同出生队列的累积生育率 ,1955 年出生队列在 30 岁时平均生育

了近 2 个孩子 ,而 1965 和 1970 年出生队列在 30 岁时平均生育的孩子数则分别是 1. 8 和 1. 4。

在这种情况下 ,妇女一生中面临的生育风险降低 ,不良出生结局风险应该降低。

第二 ,各种数据都表明中国孕妇保健水平有了很大的提高 (见表 4) ,近 10 年产前检查和

住院分娩比例显著增加 ,而这些都应该使不良妊娠发生的风险降低。表 4 中的数字表明 ,中国

孕妇产前检查和住院分娩的比例在近 10 年不断上升 ,尤其是农村 ,上升的幅度还是相当高的。

这些指标的提高 ,应该会使不良出生结局的发生减少。

表 4 　中国三次卫生服务调查孕妇保健指标的变化 　%

年份
产前检查 住院分娩

全国 城市 农村 全国 城市 农村

1993 69. 5 95. 6 60. 3 38. 7 87. 3 21. 7

1998 79. 4 86. 8 77. 6 50. 4 92. 2 41. 4

2003 87. 8 96. 4 85. 6 68. 3 92. 6 62. 0

　　资料来源 :卫生部统计信息中心 ,2004。

图 2 　不良出生结局活产比的年龄差异

　　然而 ,分析数据 (见图 1)却提示我们 ,

中国的不良出生结局并没有随着生育率

下降而呈现明显的下降趋势。因此 ,我们

进一步分析不良出生结局的年龄和地区

分布特征。

(二) 不良出生结局的年龄差异

从不良出生结局发生的年龄来看 ,我

们用不良出生结局活产比作为风险指标 ,

在 15～24 岁、25～34 岁和 35～49 岁 3 个

年龄组进行比较 (见图 2) 。

从图 2 中基本可以看出 ,在低年龄组

(15～24 岁) 和高年龄组 (35～49 岁) 不良

出生结局活产比高于中年龄组 (25～34

岁)的趋势。同时 ,也可从图 2 中看出 ,这

几个年龄组的不良出生结局活产比近些

年有升高的趋势。已有研究证明了不良妊

娠的发生与母亲的人口学特征关系密切 ,如年龄、胎次、失败妊娠史、生育间隔等。这提示我

们 ,不仅目前生育年龄提高导致不良出生结局的风险增大 ,控制年龄因素后 ,不良出生结局的

风险也在增大。

(三) 不良出生结局的地区差异

人均 GDP 是反映一个地区经济水平的重要指标 ,我们按照 1990～2000 年人均 GDP 水平

进行地区分类 : (1)高水平地区(10 000 元以上) :天津、上海、北京 ; (2)中水平地区 (4 000～10 000

元) :广东、浙江、江苏、辽宁、福建、山东、黑龙江、重庆、海南、新疆、河北、吉林、湖北 ; (3) 低水平

地区 (4 000 元以下) :内蒙古、山西、湖南、青海、河南、宁夏、安徽、江西、云南、四川、广西、陕西、

西藏、甘肃、贵州。

　　按 GDP 的水平进行地区分类 ,是控制了一定的经济发展水平的影响因素 ,探究不良出生

结局的变化。从图 3～5 中可以看出 , GDP 高水平和低水平的地区不良出生结局风险大 ,中水

平地区低于这两个地区。而不良出生结局中的死胎死产和自然流产在地区分布中体现了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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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模式 :经济发展水平低的地区死胎死产风

险高 ;反之则低。而经济发展水平低和高的

地区自然流产风险都比较高。

　　这说明 ,经济发展对不良出生结局是有

影响的。而按照推理 ,应该是经济发展水平

越好的地区 ,不良妊娠发生的风险越低。但

在我们的研究结果中 ,经济发展最好的地区

不良出生结局风险发生水平与最差的地区基

本持平 ,这意味着可能存在其他的风险因素影

响不良出生结局的发生。将不良出生结局分

为死胎死产和自然流产来分析 ,则发现死胎死

产发生风险基本体现了经济发展水平与死胎

死产发生的协同趋势 ,而自然流产则再次重复

了不良出生结局发生风险的分布情况。

我们认为 ,在胎儿发育过程中的早期对

遗传、环境、卫生保健和行为因素都比较敏

感 ,自然流产的发生则反映了这几种因素对

健康的影响。而怀孕 7 个月后发生的死胎、

死产及婴儿出生后发生的死亡 , 是反映经过

自然流产选择后存活的胎婴儿的健康风险因

素作用的结果。所以从某种程度上说 ,自然

流产的发生比死胎死产更多地反映了环境和

行为危险因素对健康的作用。因此 ,在 GDP

高水平的地区自然流产风险发生较高可能更

多的是由环境和行为因素造成的。

从每个分类地区的随年代发展的趋势来

看 ,不良出生结局出现了先降低后升高的趋

势 ,尤其是在 1980 年后 ,也就是改革开放后的

图 3 　不良出生结局(死胎死产、自然流产)风险的地区分布

图 4 　死胎死产风险的地区分布

图 5 　自然流产风险的地区分布

20 年里 ( GDP 高水平的地区在 1996～2000 年的点偏离比较严重 ,可能是因为样本量比较少、

数据不稳定所致) 。这再次说明环境和行为因素可能对我们一直希望能通过经济发展和卫生

保健的改善而降低不良出生结局的发生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

影响不良出生结局发生的因素是比较复杂的。目前已有很多研究都证明不良出生结局的

发生与母亲的人口学特征关系密切 ,如年龄、胎次、失败妊娠史、生育间隔等 (刘兴会等 ,2001) 。

越来越多的研究开始重视机会怀孕、产前检查及避孕方法对不良出生结局出现的作用

(Rat hyn ,1998 ;Michael ,2003 ; Yuan ,2005) 。环境危险因素也是影响出生结局的重要因素 ,如

工作环境的杀虫剂 ( W HO ,1994) ,是否服用一些抗抑郁的药物、是否吸烟等 ( Hemels ,2005) 都

已经被证明对出生结局有显著影响。因此有学者提议 ,因为缺少官方数据 ,数以千计的妇女流

产在卫生保健的过程中都被忽略了 ,如果环境危险因素影响妇女流产率 ,我们应该对妇女自然流

产率加以监测(Wilcox , 1988) 。因为影响出生结局的因素可以总结为遗传、环境、人口学和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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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素、卫生服务 4 个方面 ,我们认为 ,不良的出生结局可以作为健康风险评价的一个指标 ,也是反

映人群出生人口质量和生殖健康水平的重要指标。而目前观测到的中国不良出生结局的风险增

加必须引起我们足够的重视 ,因为在妇幼保健得到极大改善的今天 ,这种状况的出现很有可能是

由社会、环境危险因素的增加所导致的 ,而这些因素也正是影响整个人口健康的风险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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