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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领域合作多措并举，
进一步降低剖宫产率
张
渊员援 东南大学公共卫生学院袁江苏
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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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院为倡导世界卫生组织
“爱母分娩”
行动的实质——
—
“减少干预，回归自然”
，文章根据世界

银行贷款卫欲项目的活动支持时间，探索了卫欲项目的跨领域合作，多措并举来降低剖宫产的具
体做法与措施，
结果表明剖宫产率由 圆园园怨 年项目实施前的 远园援怨员豫下降为 圆园员猿 年的 猿苑援源远豫，
效果

明显且具有统计学意义。此外，
一些与之有关的医疗资源要素、
社会因素和知识普及宣传等也是剖
宫产率下降的原因。
关键词院多措并举曰 剖宫产率曰 支付方式
中图分类号院 砸员怨苑援员

文献标志码院 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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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尧项目背景
随着围产医学的进展及麻醉技术尧输血条件尧剖
宫产技术及术后镇痛技术的提高袁剖宫产作为解决
难产及母婴并发症的一种手段袁其安全性已获得社
会的广泛认同遥 实践证明袁应用恰当的剖宫产是挽
救母婴危难的重要措施袁许多难度较大的阴道助产
术已被较安全的剖宫产所代替袁确实为降低孕产妇
死亡率发挥了重要作用遥 但自 员怨怨园 年以来剖宫产
率出现迅猛上升势头袁已经引起国内外围产医学工
作者的广泛重视遥 圆园员员 年世界卫生组织的调查报告
指出袁中国总剖宫产率高达 源远援缘豫袁为世界第一遥 据

文章编号院 1671原0479渊20员缘冤0员原园圆园原园园猿

市冤对 圆园园愿耀圆园员园 年剖宫产 情况进行了调查袁结果
显示剖宫产率为 源远援园猿豫袁接近全国总剖宫产率遥 因

此袁合理掌握剖宫产指征降低剖宫产率袁已成为亟需
解决的一个重要问题遥 圆园员员 年在姜堰区卫生局尧财
政局尧物价局尧新农合管理委员会办公室联合下发了
叶姜堰市新型农村合作医疗控制剖宫产暂行办法曳

渊姜卫发 咱圆园员员暂愿园 号冤袁 文件提出了工作目标院野到

圆园员远 年袁使我市新农合孕产妇住院分娩剖宫产率下
降到省市规定的标准袁 二级医疗机构剖宫产率控制
在 圆缘豫以内袁一级医疗机构剖宫产率控制在 员缘豫以
内遥 冶

三年来三个领域以卫 欲项目为平台通力合作袁

圆园园远 年全国剖宫产学术研讨会资料报道袁缘园 年代剖

旨在通过努力对影响剖宫产率的不利因素作一探讨

圆圆豫 袁员怨愿怨 耀员怨怨员 年 剖 宫 产 率 上 升 到 猿缘豫 耀源园豫 袁

高人们的生育意识袁真正体现世界卫生组织倡导的

宫 产 率 仅 为 员豫 耀圆豫 袁 到 员怨愿愿 年 上 半 年 上 升 到

并针对性地提出预防措施袁进一步降低剖宫产率袁提

员怨怨员耀圆园园远 年剖宫产率上升到 源缘豫耀源怨豫遥 国外剖宫

野爱母分娩冶行动的实质要要
要野减少干预袁回归自然冶遥

已趋于稳定袁而 怨园 年代则逐步下降袁这种上升的趋

二尧主要措施与做法

产率迅速上升的阶段在 圆园 世纪 苑园 年代袁到 愿园 年代
势持续了大约 圆园 年 咱员暂遥 我国剖宫产率在 圆园 世纪 愿园
年代中期到 怨园 年代迅速上升袁目前已达稳定水平袁

渊一冤加强理论和技能培训
强化全区妇保人员尧接产医师技术培训袁通过培

但在区尧县医院甚至乡镇卫生院仍在热衷于开展剖

训和后续其他领域的共同努力来建设一支思想 先

宫产术遥

进尧医德高尚尧技术过硬的妇产科技术队伍遥 邀请省

圆园员员 年袁江苏省泰州市姜堰区渊原江苏省姜堰

市有关专家对妇保人员尧接产医师进行培训袁专家围

基金项目院世界银行贷款 辕 英国政府赠款中国农村卫生发展项目

收稿日期院圆园员源原员园原员员

作者简介院张 晓渊员怨远猿原 冤袁男袁四川遂宁人袁副教授袁硕士生导师袁研究方向为健康保障制度袁公共卫生政策等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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绕孕期保健尧自然分娩尧剖宫产适应证尧导乐分娩等

产机构月度拨付补偿金时袁 以新农合剖宫产预拨补

相关内容进行授课遥培训班采用专家与学员互动袁理

偿金额进行拨付遥 剖宫产考核指标院剖宫产率越新农

论与实践相结合的学习模式袁 传授了助产技术的新

合剖宫产人次衣新农合住院分娩人次伊员园园豫袁剖宫产

理念新技术曰 探讨了如何降低剖宫产率和提高阴道

指标人次越新农合住院分娩人次伊年度剖宫产率指

分娩率袁如何做好孕期保健曰分析了现有助产模式与

标值遥 年终决算院剖宫产考核实拨金额越剖宫产指标

社会需求之间的矛盾袁医疗干预与自然分娩尧人性化

人次伊新农合剖宫产补偿暂扣标准袁 剖宫产核算盈

服务之间的矛盾遥 把医学尧心理学尧社会学等诸多学

亏越剖宫产考核实拨金额原新农合剖宫产暂扣补偿

科的理论融入助产学科袁观点新颖袁论证科学遥 学员

金额遥

们无论从理论尧 观念还是临床实践操作袁 均受益匪

三尧结果与讨论

浅袁提高了认识遥参训学员普遍反映培训班学习内容

卫欲项目自 圆园园怨 年开始实施时的剖宫产率达

丰富尧实用性强尧针对性强袁对日常临床工作帮助很
大遥为今后更好地开展产科工作袁提高产科质量奠定
扎实的基础遥
渊二冤加强围产期保健和宣教
围产期保健和宣教在控制产妇因素尧 社会因素
剖宫产中有着一定的作用遥 利用产前检查及社区公
共卫生服务等时机进行孕期监测袁及时指导和干预袁
减少高危因素的发生曰充分利用各种媒介袁如孕妇学
校尧宣传展板尧宣传册等形式向育龄妇女尧孕产妇及
其亲属宣讲自然分娩对孕妇尧婴儿的好处袁剖宫产的
危害袁提高社会知晓率袁营造良好的社会氛围曰住院

到 远园援怨员豫袁经过项目的专项目标任务设定和活动计
划设计袁尤其是 圆园员员 年出台相关文件后袁剖宫产率
呈 明 显 下 降 趋 势 袁 到 圆园员猿 年 袁 剖 宫 产 率 下 降 到
猿苑援源远豫 袁 剖 宫 率 的 降 低 具 有 统 计 学 意 义 渊字圆 越

缘圆缘援愿猿怨袁孕 约 园援园缘袁图 员尧圆冤遥 如果以 圆园员员 年出台支
付方式改革相关管理文件为界袁则 圆园园愿耀圆园员园 年与
圆园员员 耀圆园员猿 年 进 行 比 较 袁猿 年 的 平 均 剖 宫 产 率 为
缘怨援远缘豫比 源员援苑苑豫袁 也有明显降低 渊字圆越愿愿缘援园猿缘袁孕 约

园援园缘冤遥 这提示我们袁单纯用行政手段来控制剖宫产
率是远远不够的袁 应该从这几个方面来开展相关工

待产期间通过电视尧 录像尧 图表以及医务人员的讲

作院提高接产人员的业务水平袁定期进行业务培训和

解袁加强围生期心理护理袁使孕妇及家属了解妊娠分

指导袁有利于促进自然分娩的实施曰加强对孕产妇的

娩的生理过程袁正确选择分娩方式遥

健康教育袁对她们进行膳食指导袁尽量避免胎儿营养

渊三冤加强住院分娩质量和目标控制

过剩曰普及和推广自然分娩相关知识袁让产妇及家属

圆园员猿 年出台了叶泰州市姜堰区控制剖宫产综合

都认识到自然分娩的好处遥

治理工作意见曳渊泰姜卫发也圆园员猿页远圆 号冤袁文件规定
所有住院分娩的产妇均填写 叶泰州市姜堰区医疗机
构住院分娩质量控制表曳袁对患者的入院诊断以及剖
宫产的指征进行质量控制袁 每例剖宫产均需要 圆 名

主治医师以上职称的医务人员签字袁 并由科主任最
终签字批准遥 未进行质量控制不予以结算遥 同时袁进
一步强化监督管理机制袁 明确控制剖宫产率年度工
作目标及开展剖宫产手术的基本标准袁 由区妇幼保
健所组织有关专家对各医疗机构的产科质量和剖宫
产手术管理进行抽查和评审遥
渊四冤实施支付方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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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员 泰州市姜堰区 圆园园愿耀圆园员猿 年度分娩和剖宫产人次统计
调查还发现袁 姜堰区医疗机构的剖宫产率控制

住院分娩纳入单病种定额付费袁 剖宫产补偿金

存在着极大差异袁 少数医疗机构的剖宫产率仍高达

实行独立结算遥剖宫产补偿金计算办法院淤新农合剖

缘园豫以上袁 其主要原因可能在于区内产科医护人员

宫产应补偿金额越接产机构剖宫产实际发生例数伊

普遍欠缺遥按照产科设置规定袁每个机构必须配备执

新农合剖宫产补偿标准渊员 员园园 元 辕 人次冤曰于新农合

业医师 猿 名袁年接产 缘园 人以上遥但是在调查中发现袁

合剖宫产补偿预拨标准渊远园园 元 辕 人次冤曰盂新农合剖

员技术能力良莠不齐遥故提示我们需要院淤按照行政

宫产暂扣补偿金额越剖宫产实际发生例数伊新农合

区域和人口分布等特点袁 将产科的诊疗设备和人力

剖宫产补偿暂扣标准渊缘园园 元 辕 人次冤遥 月度预付院接

资源进行优化组合袁 按片区或人口分布中心点重新

剖宫产预拨补偿金额越剖宫产实际发生例数伊新农

姜堰区部分医疗机构仍达不到上述要求袁 且接产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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剖宫产率控制相配套的自然分娩科普知识宣传开展
不够袁 也是剖宫产率降低未达预期目标任务的原因
之一遥 今后应重点开展这方面工作 咱缘暂袁相信通过扩大
全社会的自然分娩知识宣传教育袁 特别是广播和电
视的媒体宣传袁 再强化孕产妇系统管理中的自然分
娩知识宣传教育袁做到全社会动员袁齐抓共管袁逐步
形成推崇自然分娩的良好风尚袁 会取得剖宫产率控
圆园园愿年 圆园园怨年 圆园员园年 圆园员员年 圆园员圆年 圆园员猿年

图圆

泰州市姜堰区 圆园园愿耀圆园员猿 年度剖宫产率趋势

制更好的效果遥盂最后袁值得担忧的是尽管近年来由
于管理政策的调控干预以及诊疗新技术的不断发展
和利用袁剖宫产率控制取得了较好的效果袁但是对继

员曰于其余医疗机构按规定配备专渊兼冤职妇保医生袁

续完成每年度下降 缘豫耀员园豫的指标任务来说还是有

只承担辖区内孕产妇围产期保健工作袁使有限的医

求的妇女有条件生育二胎袁 可能会使剖宫产率重新

疗资源能够充分发挥价值曰盂集中资金加大投入袁提

上升袁剖宫产率的有效控制还将面临较多的挑战遥

配置接产机构袁严格按照产科设置要求配备医护人

一定困难的袁加上单独二胎政策的放宽袁更多符合要

升产科服务模式袁为产妇提供温馨尧舒适尧安全的待
产和分娩环境袁减少她们的紧张和压力曰榆接产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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