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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分析南京市孕产妇剖宫产升高的原因及其影响因素遥

要院

采用整群调查的方式收

集南京市妇幼保健院产科 圆园员员 年 员耀员圆 月选择剖宫产的 源 苑怨猿 名产妇及其家庭成员进行问卷调查遥
剖宫产指征中社会心理因素占 远怨援圆苑豫尧经济因素渊家庭收入和医疗保险等冤占 员苑援圆源豫尧医学指征
因素占 员猿援源怨豫遥 高学历尧 高收入和高龄产妇选择剖宫产术显著高于普通产妇 渊孕 约 园援园员冤遥 多因素
蕴燥早蚤泽贼蚤糟 回归分析显示袁与选择剖宫产术相关的危险因素有年龄尧受教育程度尧家庭收入尧医疗保险尧婚
姻状况尧产妇及家庭心理干预遥

加强孕产妇围产期保健及分娩知识宣教袁强化高危人群的筛查和

规范化管理袁广泛开展无痛分娩和住院服务袁正确把握剖宫产指征与时机袁将有利于降低剖宫产率遥
关键词院孕产妇曰剖宫产曰影响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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剖宫产作为产科常用手术袁在解决高危妊娠方

高尧文化程度尧职业尧家庭收入尧婚姻状况尧结婚年限尧

面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遥 严格来说袁剖宫产仅用于

生育情况尧健康状况尧产妇的孕次和流产史尧生活方

不可经阴道分娩袁 或阴道分娩会危及母婴的病例遥

式尧婚姻家庭状况尧个性特征等曰于配偶的一般情况院

近年来随着社会经济文化的发展袁剖宫产率逐年升

年龄尧籍贯尧居住地尧文化程度尧职业尧工作属性尧婚姻

高袁其原因是多样的袁其中社会因素已成为我国现阶

状况尧健康状况尧是否有家族史等曰盂选择剖宫产原

段剖宫产手术的首要指征袁这与孕产妇及家属的心

因院家属意见尧避免产痛尧信心缺失尧高危孕妇尧有剖

理因素尧相关知识尧态度尧环境影响及医务人员规避

宫产指征等曰榆选择剖宫产术后感受院术后母子平安

风险有关遥 研究者为了解南京市孕妇剖宫产率升高

心情舒畅尧术后刀口疼痛等遥

的原因及其影响因素袁对南京市妇幼保健院孕产妇

渊二冤统计分析

选择剖宫产原因进行问卷调查袁结果报告如下遥

所有数据采用 杂孕杂杂 员猿援园 软件进行统计分析袁计

一尧对象和方法
渊一冤资料收集
采用整群调查的方式袁对 圆园员员 年 员耀员圆 月南京

市妇幼保健院产科所有选择剖宫产的 源 苑怨猿 名产妇
及其家庭成员进行问卷调查遥 采用自行设计的叶对

量资料以均数 依 标准差渊曾 依 泽冤表示袁组间比较采用 贼
检验曰计数资料组间比较采用 字圆 检验曰剖宫产的相关

因素采用多因素非条件 蕴燥早蚤泽贼蚤糟 回归分析遥 孕 约 园援园缘
表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遥

二尧 结

果

剖宫产的意向尧态度和社会影响因素问卷曳袁对孕产

渊一冤剖宫产妇的基本情况

妇选择剖宫产的行为意向尧态度和意愿及影响的社

本次共调查 源 苑怨猿 名孕产妇袁 年龄最小为 员愿

会因素等问题进行调查分析遥问卷调查的内容包括院
淤产妇一般情况院年龄尧籍贯尧居住地尧民族尧体重尧身

岁袁最大为 源苑 岁袁平均年龄渊圆苑援员源 依 缘援怨猿冤岁遥 文化
程度院 小学毕业 源 人袁 占调查住院分娩产妇总人数

收稿日期院圆园员圆原园远原圆愿
作者简介院汤

倩渊员怨愿园原 冤袁女袁江苏南京人袁主管药师袁南京医科大学公共卫生学院 酝孕匀 学员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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园援园愿豫曰初中学历 猿苑怨 人袁占 苑援怨员豫曰高中渊中专冤学历

缘员援圆怨豫袁其中袁医源性原因导致家属意见和产妇信

猿愿援源怨豫曰本科学历 愿怨远 人袁占 员愿援远怨豫曰研究生及以上

主要医学指征包括院妊娠并发症占 猿员援圆苑豫尧胎儿因

员 源园圆 人 袁 占 圆怨援圆缘豫 曰 大 专 学 历 员 愿源缘 人 袁 占

学历 圆远苑 人袁占 缘援缘苑豫遥 孕产史院无不良孕产史 圆 怨圆远
人 袁 占 远员援园缘豫 曰 不 良 孕 产 跃员 次 者 员 愿远苑 人 袁 占

猿愿援怨缘豫曰初产妇 员 苑怨圆 人袁占 猿苑援猿怨豫曰经产妇渊包括
曾经有过流产史冤猿 园园员 人袁占 远圆援远员豫遥 孕周院约猿苑 周

缘源员 人袁占 员员援圆怨豫曰猿苑耀源圆 周 源 员愿愿 人袁占 愿苑援猿愿豫曰跃

心不足而选择剖宫产术的占 苑员援园猿豫遥 选择剖宫产术
素 渊胎儿窘迫尧 早产尧 头盆不称尧 脐带因素等冤占
圆缘援猿圆豫 尧 胎 位 异 常 占 圆员援圆苑豫 尧 异 常 分 娩 史 占
员员援源愿豫尧产道异常占 愿援圆愿豫尧其他原因占 圆援猿愿豫遥
渊三冤影响剖宫产的多因素分析

对影响剖宫产的诸多因素进行对比分析发现袁

源圆 周 远源 人袁 占 员援猿源豫遥 户 籍院 城市 猿 远圆源 人 袁占

高学历尧 高收入和高龄产妇选择剖宫产术的比例显

苑员 人袁占 员援源愿豫曰已婚 源 苑园猿 人袁占 怨愿援员圆豫曰离异 员怨

择是否剖宫产上无显著性差异渊孕 跃 园援园缘冤曰怀孕时间

苑缘援远员豫曰农村 员 员远怨 人袁占 圆源援猿怨豫遥 婚姻状况院未婚

著高于普通产妇渊孕 约 园援园员冤曰城市和农村孕产妇在选

人袁 占 园援源园豫遥 家庭月收入情况院猿 园园园 元以下 源员猿

长短和是否初产在选择剖宫产上也无显著性差异

人袁占 愿援远圆豫曰猿 园园园耀员园 园园园 元 员 苑怨怨 人袁占 猿苑援缘猿豫曰

渊孕 跃 园援园缘冤曰有医疗保险者选择剖宫产术显著高于普

享受公费医疗待遇 猿苑 人袁占 园援苑苑豫曰城镇职工医保

城镇职工医保者选择剖宫产术显著高于新农合适龄

员园 园园园 元以上 圆 缘愿员 人袁占 缘猿援愿缘豫遥 医疗保险情况院

通产妇渊孕 约 园援园缘冤袁其中袁享受公费医疗尧商业保险尧

圆 愿怨缘 人 袁 占 远园援源园豫 曰 城 镇 居 民 医 保 圆源苑 人 袁 占

产妇遥

人袁占 圆源援猿员豫曰无任何保险 员苑 人袁占 园援猿缘豫遥

纳入多因素回归模型袁结果如表 员 所示遥 影响孕产妇

缘援员缘豫 曰 商 业 保 险 源猿圆 人 袁占 怨援园员豫 曰 新 农 合 员 员远缘
渊二冤孕产妇选择剖宫产原因

将影响孕产妇剖宫产的因素中 孕 约 园援员园 的变量

选择剖宫产的相关因素包括院年龄尧受教育程度尧家庭

圆园员员 年 员耀员圆 月袁 共有 远 怨苑猿 名孕产妇住院分

月收入尧医疗保险状况尧产妇及家庭心理干预遥 年龄越

人数的 远愿援苑源豫遥 选择剖宫产的各项指征中袁社会心

遇的产妇选择剖宫产术越多遥其原因是孕产妇普遍呈

等冤占 员苑援圆源豫尧医学指征因素占 员猿援源怨豫遥 其中袁社会

后近远期并发症认识不足或者迷信择期分娩尧产妇不

娩袁其中选择剖宫产术的有 源 苑怨猿 人袁占住院分娩总

大尧学历越高尧家庭月收入越高尧享受较高医疗保险待

理因素占 远怨援圆苑豫尧经济因素渊家庭收入和医疗保险

大龄化趋势袁产妇及家属对分娩生理过程和剖宫产术

心理因素中袁因政策因素渊包括人口计划生育尧住院

能忍受分娩疼痛尧产程有异常变化尧担心影响日后夫

分娩补贴等政策冤导致产妇及其家庭选择剖宫产占

妻性生活质量尧担心分娩安全和体型变化尧受部分媒

圆员援圆愿豫 袁 家 属 意 见 和 产 妇 信 心 分 别 占 圆苑援源猿豫 和

体广告尧医务人员或朋友误导等遥

变

表员

量

剖宫产相关因素多因素非条件 蕴燥早蚤泽贼蚤糟 回归分析结果

赋 值
圆远 周岁及以下越园袁圆远 周岁以上越员
小学越园袁初中越员袁高中越圆袁大专越猿袁本科越源袁研究生及以上越缘
猿 园园园 元以下越园袁 猿园园园耀员园 园园园 元越员袁员园 园园园 元以上越圆
无保险越园袁公费医疗越员袁城镇职工医保越圆袁城镇居民医保越猿袁
商业保险越源袁新农合越缘
产妇及家庭影响力小越园袁影响力大越员

年龄
受教育程度
家庭月收入
医疗保险状况
产妇及家庭心理干预

三尧讨

论

世界卫生组织对剖宫产率设置的警戒线是
员缘豫 咱员暂遥圆园员园 年袁世界卫生组织关于全球妇女健康的

茁
员援源苑猿
圆援园愿愿
圆援员源怨
员援员猿苑

杂援耘援
园援圆远猿
园援员圆苑
园援缘苑远
园援愿圆缘

宰葬造凿 字圆
远援园圆猿
苑援圆怨缘
愿援园园圆
缘援源苑员

孕
园援园园圆
园援园园员
园援园园园
园援园园猿

韵砸
员援愿园圆
员援愿怨源
圆援缘苑猿
员援远怨源

园援怨猿远

园援园苑源

猿援远源愿

园援园园缘

员援猿愿远

因素占 员苑援圆源豫尧医学指征因素仅占 员猿援源怨豫遥 可见袁
社会心理因素已成为影响产妇是否选择剖宫产术的
主要原因遥
剖宫产率的高低是衡量一个国家和地区卫生水

调查报告中指出袁 中国近 缘园豫分娩通过剖宫产完

平和人口素质高低的重要指标遥 本次调查的结果显

成袁剖宫产率为世界第一遥 一般来说袁剖宫产的适应

示袁 南京市妇幼保健院的剖宫产率高于全国平均水

证包括院胎儿窘迫尧产程迟滞尧骨盆狭窄或胎头与骨

平袁也高于国内其他地区的相关报道 咱源原远暂遥 在对影响

盆腔不对称尧胎位不正尧多胞胎尧前胎剖宫生产尧胎盘
因素尧胎儿过大等

遥 而本次调查结果显示袁选择剖

咱圆原猿暂

宫产的各项指征中袁社会心理因素占 远怨援圆苑豫尧经济

孕产妇选择剖宫产的相关危险因素的分析中发现袁
剖宫产率居高不下的原因主要集中在院 淤高龄产妇
比例增多袁 加上一些孕妇营养过剩导致新生儿体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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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标袁孕妇及家属担心产程不顺或者发生生产意外
而主动选择或不得不进行剖宫产曰于选择野良辰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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