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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监测普遍获取生殖健康的实现情况：1 监测普遍获取生殖健康的实现情况：
背景及原则背景及原则

1.1 专家协商会的背景及目标1.1 专家协商会的背景及目标

1994年国际人口与发展大会 (ICPD) 明确地将“普遍获取生殖

健康”（universal access to reproductive health）做为一项发展

目标，并由此成为众多国家卫生系统的一大重要目标1。2004年

世界卫生大会通过了一项全球生殖健康战略（WHA57.12 号决

议），重申了国际社会对于性与生殖健康的承诺，意在加快达成

国际发展目标（包括实现“普遍获取生殖健康”的国际人口与发展

大会目标）的进程2。

决议敦促各会员国作为一项紧急事务，“使生殖健康和性健康成

为国家计划和预算制定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并且“在社区和非

政府团体参与下加强卫生系统能力以便实现普遍获取性和生殖卫

生保健，并在所有国家中特别重视孕产妇和新生儿健康”。2005

年世界卫生大会沿袭同一思路，通过了 WHA58.31 号决议，敦促

会员国“加快国家行动，通过生殖卫生保健，实现孕产妇、新生

儿和儿童卫生干预的普遍享有和普遍覆盖”，并“制定监测机制

衡量实现商定目标，特别是关于到2015 年普遍享有生殖卫生方

面具体目标的进展情况”。

尽管国际人口与发展大会的生殖健康概念并没有明确地包含于千

年发展目标（MDG）的框架中，但2005年世界首脑会议突出地

强调了性与生殖健康在实现那些与性别及健康关联的千年发展目

标中的作用，并建议将“普遍获取生殖健康”的目标纳入千年发展

目标监测体系。随后，2006年联大表决通过的秘书长报告就建议

把“实现普遍获取生殖保健”的目标纳入致力于改善孕产妇健康的

千年发展目标5之下3。

为了在千年发展目标监测框架内对获取性与生殖健康方面的进展

进行全球性监控，业已开展了确定监测指标的程序。世界卫生组

National-level_C.indd   1National-level_C.indd   1 27.3.2009   10:07:1327.3.2009   10:07: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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织通过其生殖健康与研究司（RHR）与联合国人

口基金（UNFPA）共同参与了相关的机构间讨

论，该项程序对符合特定标准的一些监测指标进

行甄选。a

然而，该程序在普遍获取性与生殖健康上成就

的监测，不足以用于国家层面及国家以下层面的

决策。对于国家项目而言，衡量和监测普遍性获

取生殖健康方面所取得的成就，需要有一套能

够应对性与生殖健康多元内容的更全面性的

指标。

要建立这样一套指标，就要求廓清“普遍获取生

殖健康”这一概念及其决定因素- 而不仅仅是去测

量 “普遍性获取”（universal access）的实现程

度，还要为实现“普遍性获取”而制定出计划并实

施必要的干预措施。因而，得出“普遍获取生殖健

康”在实际操作上的定义并依据这一定义来确定出

一套监测其进展的指标就显得至关重要。

2007年3月13-15日，在瑞士日内瓦召集了一个技

术协商会议。会议由世卫组织生殖健康与研究司

和联合国人口基金会联合主办，目的是评价在实

现普遍获取生殖健康方面所获进展的国家级

监测。

基于早先的工作以及对于性与生殖健康多元内容

和“普遍性获取”概念的深入认识，协商会寻求

在一个明确的细化框架中推荐一套监测指标，用

于在国家水平对“普遍获取性与生殖健康”的目

标上所取得进展的监测。本章重点突出了技术

协商会所讨论的关键事宜以及所做出的推荐

意见。

本文的下面几章中将报告协商会所达成的推荐意

见以及会议成果，其中包括：

一个用于监测性与生殖健康五大优先内容的推 ●

荐指标框架

一些用于监测性与生殖健康和艾滋病毒防治之 ●

间项目联系的可能性指标

目标目标

技术协商会寻求：

详细阐述性与生殖健康与卫生保健的概念； ●

详细阐述“获取”、“普遍获取”及“公平获 ●

取”的概念；

详细阐述性与生殖健康的社会及环境影响 ●

因素；

在一个概念框架内推荐一套测量国家层面“普 ●

遍获取”的指标；

探讨一些用于监测性与生殖健康和艾滋病毒防 ●

治之间项目联系的可能性指标；

探索建立一个性与生殖健康指标技术参照 ●

组（reference group）的可行性。

预期成果预期成果

技术协商会的预期成果包括有：

一套指标基本框架，用于监测“普遍获取性与 ●

生殖健康”成果；

就国家项目中实施该框架的推荐意见； ●

通过性与生殖健康同艾滋病毒防治项目间的联 ●

系而监测“获取”状况的可能性指标的推荐

意见。

a 成为一项千年发展目标指标的条件：必须切合千年发展目标 成为一项千年发展目标指标的条件：必须切合千年发展目标

的具体目标；必须具备某项明确的测量方法；必须有众多国的具体目标；必须具备某项明确的测量方法；必须有众多国

家提供数据以便计算区域总量和时间趋势；并由某个联合国家提供数据以便计算区域总量和时间趋势；并由某个联合国

机构承担起汇编、估测和公布数据的责任。机构承担起汇编、估测和公布数据的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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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测量“普遍获取性与生殖健康”1.2 测量“普遍获取性与生殖健康”

出于各种各样的原因，要测量“普遍获取性与生

殖健康”及其所实现的程度，在操作和解读上困

难重重（见框文1）。首当其冲的就是“生殖健

康”是一个宽泛且综合性的概念，国际人口与发

展大会为其定义如下：

生殖健康是指在生殖系统及其功能和过程所

涉一切事宜上身体、精神和社会等方面的完好状

态，而不仅仅是没有疾病或不虚弱

这一定义承载了方方面面的内容（包括计划生

育、孕产妇健康、包括艾滋病毒/艾滋病在内的性

传播疾病/生殖道感染、不安全流产以及性健康

等）以及它们之间的联系。国际人口与发展大会

重点强调了个体及弱势群体的需求和权利，并且

重视大环境因素对于实现普遍获取性与生殖健康

的影响。

第二大挑战则涉及到这样一个事实，即“健

康”（这里指的是性与生殖健康）受到多种因

素的影响，其中包括有健康相关行为、产前因

素、早幼体验、社会地位、支持、生活条件、教

育、卫生服务、营养及紧张情绪等4。要测量实现

健康的程度必须要测量健康结局，但同时还必

须调查在有关项目的通告过程中的那些影响

因素。

基于国际人口与发展大会的定义，早先的一个世

卫组织工作文件出于实际操作的目的将生殖健康

分成三大方面：

人体状况（包括健康水平以及健康状态的各相 ●

关领域）；

方案（政策、立法和态度）； ●

卫生保健服务（服务的提供、服务的获取以及 ●

在初级卫生保健条件下的利用）5。

这样的划分有利于规划“普遍获取性与生殖健

康”的测量。不过，第二方面的内容应当加以拓

展，将一系列能够影响到健康结局7的社会因素纳

入其中b,6，这些因素中有一些已经反映在国际人

口与发展大会的生殖健康背景中，如权利、弱势

群体、教育和不公正等。第三方面的内容则涉及

到改善性与生殖健康所必须的保健措施。

鉴于有效卫生保健在改善健康上的直接效果以

及用卫生保健指标作为项目成果的测量值，卫生

保健指标被广泛用于监测国际人口与发展大会

的“普遍获取”目标——这种“普遍获取”有

时候被解读为反映了对“卫生保健”而非“健

康”的获取8。在发展中国家，对于性与生殖健康

结局（如孕产妇死亡程度等）的测量一直存在着

问题，因而常用卫生保健测量值（如对卫生保健

服务的获取或利用）作为健康状况的代理指标。

第三大挑战是“获取”卫生保健这个概念在描述

及测量上的复杂性。“获取”不仅仅是指卫生保

健消费者在身体上的可接近程度或费用上的可承

受性9，而是通常涉及到包括卫生保健服务的可利

用性、相关的信息资料以及费用和质量等在内的

综合性概念10。

在美国进行的一些分析中，“获取”通常指的

是个人的保险状况11，而在其它情况下，“获

取”通常归于“在拥有指定水平的信息的同

时，以不高于规定水平的个人不便和费用享有规

定质量的一系列指定服务的能力”10。

对于“获取”的测量，最好是要照顾到全方面的

内容。尽管每项内容都可以分开测量，但包含全

b 综合有关文献，采用如下测量值作为影响健康的社会 综合有关文献，采用如下测量值作为影响健康的社会

因素：社会梯度（因素：社会梯度（social gradientssocial gradients）、紧张、早幼体验、社）、紧张、早幼体验、社

会排斥（会排斥（social exclusionsocial exclusion）、工作、失业、社会支持、成）、工作、失业、社会支持、成

瘾、食品以及交通运输等。瘾、食品以及交通运输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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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元件的复杂概念极少能够得到直接评测。因

而，多采用测量对卫生保健服务的利用来提

示“获取”程度。而对于服务的利用除了受到上

述供应方面因素的影响外，还受到需求方面因

素的影响（如对正式卫生保健服务的需求、认知

和信念等）。如果要将对卫生保健服务的“利

用”作为“获取”这种卫生保健的代理指标，那

么区分需求和供应两方面的因素就非常重要。

最后，尽管“普遍获取”是众多国家卫生系统所

追求的目标，但其定义依然有些难以捉摸。在广

义上，“普遍获取”暗示着“凡需求者均能得到

保健服务”这样的能力，具体的理解可以如：确

诊为某种性传播感染（STI）的所有个体都有能

力得到某种有效治疗、想要延迟妊娠的人都有能

力获得有效的避孕措施等等。因此，在实际应用

中，“普遍获取”就意味着“公平获取”，也就

是说，同等需求者享受到同等获取9。这样的定义

就要求增加服务的提供，以增加需求者对服务的

利用。

1.3 有关性与生殖健康指标的早1.3 有关性与生殖健康指标的早

期工作期工作

世界卫生组织及其包括联合国人口基金在内的合

作伙伴，在确定性与生殖健康指标上作了相当多

的工作。联合国人口基金于1998年发布了用于人

口和生殖健康项目的监测指标12。在1999年和

2001年，有两次机构间会议根据国际人口与发展

大会五周年回顾会议（ ICPD+5）上提出的建

议，确定了一个17项的推荐指标名单，用于全球

监测。世界卫生组织最近也发布了一个文件，就

这些指标的数据采集、分析及解读提供了指导

原则13。

这17指标针对的是性与生殖健康的主要环节，是

一份供选择的指标名单。但它们并不是专门

用于测量“获取”，也未能提供一个能系统

性照顾到性与生殖健康方方面面的框架。因

此，现在所做的工作以这项工作为基础并有所

扩展。

框文1. 测量上的挑战：普遍获取性与生殖健康框文1. 测量上的挑战：普遍获取性与生殖健康

一些重大的全球发展事件（如1994年的国际人口与发展大会）将人口与发展政策从人口控制转 ●

向满足个体生殖健康各方面的需求。这样的方式被明确地表述为“实现普遍获取生殖健康”的

目标。“普遍获取”目标虽然起初被排除在千年发展目标（MDG）之外，但在2006年被纳入

到千年发展目标的目标内容之中，并因此产生了开发相关的进展监测指标的需求。

要测量在实现普遍获取性与生殖健康上所取得的进展，就必须认识到生殖健康的多面性概 ●

念。监测指标应当包括结局以及重要的决定因素，以指导部署有效的干预措施并为卫生保健所

起的作用提供文献证明。

测量“获取性与生殖健康”需要体现并实施“对卫生保健服务的获取”，测量应包括体力上的 ●

可及性、财政资源、制约因素，并记录下影响到服务利用程度的服务质量。因而，“普遍获

取”是需求的一种职能，内容包括需求的临床面和社会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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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有两个会议则讨论了在全球层面对“普遍获

取性与生殖健康”的测量问题。2003年的联合国

人口基金/世卫组织全球指标界定问题协商会推

荐了四项指标，其中的三项目前已纳入了千年发

展目标框架8。世卫组织在2005年组织了另外一

次技术协商会议，对先前所做建议进行了审查。

2005年技术协商会议推荐了一套生殖健康指

标，用于在千年发展目标背景下生殖健康的全球

监测14。推荐意见上送到千年发展目标各项指标

机构间专家组（IAEG）c，考虑将其纳入千年发

展目标监测框架（参见第1.4节千年发展目标框架

中的生殖健康指标）。

其它一些最近的重要文件（世卫组织全球生殖健

康策略执行框架15及非盟马普托行动计划）16则是

提供了一系列针对政策和项目的监测指标。然

而，有关测量事宜及优先事项的设定还需要有指

导原则。

最后，世卫组织生殖健康与研究司还同联合国人

权委员会特别报告员合作，关注人人享有最高可

及身心健康标准的权利（健康权）17。所形成的

报告建立了一个立足于人权的健康指标方案，并

将其应用到世卫组织全球生殖健康战略。该报告

所制定的框架包括了全球生殖健康战略中所界定

的性与生殖健康各主要方面的指标。

这些工作成果为监测性与生殖健康或卫生保健上

各方面所取得的进展提供了有用的信息和手段。

例如，在发达国家及发展中国家，根据当地实际

情况对备选的17项全球性指标进行了修改（参见

附录1）18,19，而在此过程中所得到的经验又为本

次技术协商会的推荐意见提供了资料。

此外，本次协商会在讨论中对确保文献中术语前

后一致的重要性达成了共识。鉴于性与生殖健康

贯穿于人的一生，协商会也确认了测定老年人性

与生殖健康需求的必要性，并建议对边缘人群的

需求给以特别的重视。

另外还注意到，现有的手段并不能测量出那些替

代卫生系统、非正式保健服务者以及私营服务的

利用程度，而且还需要有战略来应对卫生部门管

辖范围之外的那些社会影响因素，因为这些社会

影响因素对于成功地开展干预措施可能至关重

要。协商会也认同了维持一个立足于权利且性别

敏感性方法的重要性。

1.4 千年发展目标背景下的“普遍1.4 千年发展目标背景下的“普遍

获取生殖健康”以及对国家规划获取生殖健康”以及对国家规划

的影响的影响

千年发展目标和“普遍获取生殖健康”的历史始

于2000年6月，当时联合国秘书长及机构负责人

在有关千年发展目标的报告中，包含了普遍性获

取生殖健康是达成发展目标必备条件之一的内

容。不过，在2000年9月的千年首脑会议宣言中

并未提及生殖健康20。

2001年，一份文件描述了千年首脑会议愿景

的“路线图”，文中包括了大量与生殖健康相关的

目标（如孕产妇健康、儿童生存、艾滋病毒/艾滋

病等），但未明确提及生殖健康的整体概念d。到

了2004年，联合国千年计划便要求把普遍获取生

殖健康作为一项目标内容纳入千年发展目标监测框

架中，并在随后公布了一项有关性与生殖健康在实

现千年发展目标中所起作用的分析报告21,22。

c 千年发展目标各项指标机构间专家组为联合国系统内部的一 千年发展目标各项指标机构间专家组为联合国系统内部的一

个技术团体，负责从宣传散发、技术事宜以及改善数据等多个技术团体，负责从宣传散发、技术事宜以及改善数据等多

方面对千年发展目标指标进行追踪并采取适当的后续行动。方面对千年发展目标指标进行追踪并采取适当的后续行动。

d United Nations. 2001. United Nations. 2001. Road map towards the im-Road map towards the im-
plementation of the United Nations Millennium Declaration: plementation of the United Nations Millennium Declaration: 
Report of the Secretary-GeneralReport of the Secretary-General (A/56/326, 6 September  (A/56/326, 6 September 
2001).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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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以 WHA58.31 号决议敦促“加快国家行动，通

过生殖卫生保健，实现孕产妇、新生儿和儿童卫

生干预的普遍享有和普遍覆盖”之后，对于普遍

获取性与生殖健康的政治支持得到了加强23。后续

的事件（如2005年世界首脑会议、2006非盟大陆

性与生殖健康及权利政策框架等）都高度突出了

千年发展目标及其同性与生殖健康之间的联系。

在2006年向联大提交的秘书长组织工作报告

中，正式推荐了四个新的千年发展目标目标，其

中就包括了“普遍获取生殖健康”的内容，并因

此要求千年发展目标各项指标机构间专家组确定

出相应的指标3。千年发展目标各项指标机构间专

家组为“普遍获取生殖健康”的新目标推举了一

套核心指标，内容包括有避孕率、计划生育方面

未曾满足的需求、青少年生育率以及产前保健服

务就诊率等。

在国家层面，正式的全球性千年发展目标指标框

架不可能穷尽性与生殖健康服务的内容或卫生系

统内外的决定因素。为了确定优先顺序并监测卫

生系统的改善（包括服务整合）以及惠及特殊人

群的程度，需要提供规划性指导。国家级报告系

统以及国家发展计划应当从优先的生殖健康核心

措施群中选择指标并加以适当的调整。

对于国家级别上实现普遍获取性与生殖健康而

言，在卫生部门和联合国改革过程中面临各种各样

的挑战，其中之一就是改变扶持环境（如公共一揽

子资助计划，国家优先项目地位等）。垂直项目和

多元化“路线图”创意行动（如孕产妇健康和儿童

生存方面）要得到持续开展，也需要有对一系列能

纳入到国家应用项目的核心问题如社会环境、卫生

系统以及结局指标等有一个明确的指导。

眼下实施中的路线图程序以及其它与卫生千年发

展目标相关者，是先于生殖健康目标制定的（参

见附录2，刚果案例）。因而，监测和评估体系

就成了确保对生殖健康结局关注的主要机制——

从而也有必要提供实施新目标的各种手段。

所推荐的指标可用于监测在清除妨碍因素、改善

卫生系统以及积极应对性与生殖健康需求和风险

等方面所取得的进步。宣传、检测以及一套核心

指标的使用，可以保证将性与生殖健康纳入国家

政策对话、国家计划和国家战略（包括减贫战

略）之中。

1.5 性与生殖健康结局以及国际1.5 性与生殖健康结局以及国际

人口与发展大会框架下的卫生保健人口与发展大会框架下的卫生保健

国际人口与发展大会认可了生殖健康是所有夫妇/

个人的基本权利。这种基本权利突出了个人享有自

由决定子女数量、生育间隔和生育时机的权利以及

享有达成这种自主决策所需信息和手段的权利；享

有实现最高标准生殖健康的权利；以及享有不受歧

视、强迫、暴力而做出生育决策的权利。

这些权利具体表现为两性间的平等，以及对包括

青少年和弱势人群（贫困人口、乡村人口、离乡

背井者等）在内的个体需求的重视。男女老少的

需求都得到明确的承认。

依据这些基本原则，各国已经承诺按照明确表述

的国际人口与发展大会“普遍获取”大目标（参

见框文2）来提供措施（通过初级卫生保健系

统），以确保国民的生殖幸福。

框文2. 国际人口与发展大会 “普遍获框文2. 国际人口与发展大会 “普遍获

取”目标取”目标

所有国家应尽早但不迟于2015年通过初级卫

生保健制度，为年龄适合的所有人提供生殖

保健。

国际人口与发展会议，行动纲领，第7.6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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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人口与发展大会行动纲领将生殖保健描述

为“通过各种方法、技术和服务，预防并解决生

殖健康问题，促进生殖健康和幸福的实现”。这

一描述中也包括了性健康，目的是提高生命质量

并促进个人关系，而不仅仅是相关于生殖和性传

播感染的咨询与防治。

按照国际人口与发展大会行动纲领的要求，在

初级保健层面应具备如下性与生殖保健服务。这

些服务应以服务女性的需求为宗旨（包括青少

年），但同时面向男性，并有必备的转诊方案。

应满足如下需求：

计划生育计划生育 ● 咨询、信息、教育、交流和服务；

针对产 ● 前保健、安全分娩和产后保健前保健、安全分娩和产后保健的教育和

服务，尤其是母乳喂养和母婴保健婴保健的教育和服

务；

不育症不育症 ● 的预防及恰当治疗； 

不安全 ● 流产流产的预防及其并发症的处理；

生殖道感染、 ● 性传播疾病性传播疾病以及其他生殖健康问殖健康问

题题的治疗；

人类性行为人类性行为 ● 、生殖健康以及做有责任的父母等

方面的信息和教育（视情况而定）；

积极抵制 ● 有害习俗有害习俗，如女性割礼等。

测量性与生殖健康结局测量性与生殖健康结局

通过上述一系列的卫生保健服务，有望达成国际

人口与发展大会所定义的生殖健康状态。在对所

取得的成就进行测量时，传统上是用相对容易度

量的负面结局作为代理指标。比如说，要测量生

育意愿的实现程度育意愿的实现程度，我们就计算非意愿妊娠、不

孕症、流产并发症等。同理，在测量安全分娩安全分娩

时，计量的是孕产妇死亡、发病率（泌尿生殖道

瘘、贫血等）；测量新生儿健康和哺乳时，计量

新生儿死亡、围产死亡、低出生体重；测量安全

性行为时，计量不安全性行为、性传播感染；测

量生殖健康状态殖健康状态时，计量生殖肿瘤；测量性满意性满意

度度时，计量性不满意度、女性割礼等。

在全部17项用于全面监测的生殖健康指标中，有

10项是结局测量13。表1按性与生殖健康的不同

内容而分类给出了这些测量指标，其中可以看

出，有些内容的测量（如计划生育、孕产妇健

康）要比另一些（如性传播感染、性健康）更加

完善。

卫生保健的作用及社会决定因素卫生保健的作用及社会决定因素

要防治如表1所示的各种生殖健康问题，有效的

卫生保健干预必不可少。因此，“普遍获取生殖

保健”——或用更偏实际应用的说法为“平等获

取生殖保健”——就成了致力于国民生殖幸福的

国家项目所追求实现的目标。

正如本节所述，鉴于卫生保健服务获取上的多元

内容（如体格上的可及性、成本、信息和质量

等），难以对其进行度量。出于这一原因，常采

用服务利用度来估测对服务的获取程度。在测定

实现普遍获取（或平等获取）的程度时，一个实

用性方案就是去检查并解释有效干预措施的利用

上所存在的不平等。对于服务利用上所存在的变

异，需要审慎地确定其中的缘由，只有这样，观

察者才有可能：

评估所出现的变异是否确实有理由去关注（如 ●

果是出于临床需求且充分反映了知情选择，那

么有可能并非一种不平等）；

确定必要的应对政策行动（例如，若服务利用 ●

不充分的原因在于临床职员对于特定人群持有

负面态度，再开更多的诊所也是枉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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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对不平等获取的解读上，可以采用某种简单的

经济学方法，用供求关系来确定个体是否得到了

必要的服务。如果将影响服务利用的因素分割成

供应和需求两方面，那么在辨识服务利用度上差

异的缘由时就要容易得多。

在供应方面，如果有某些特定的人群因直接和间

接的成本因素、所提供服务质量上的变化、信息

的缺乏、以及医护人员不同的倾向性等而被排

除在服务之外，就有可能导致服务获取上的变

化。但是，供应方面的影响因素并不能解释获取

在服务获取上的所有变化。

通常还有需求方面的因素，其中包括对于某个特

定服务的需求不同、对于治疗服务的风险和收益

的评价不同、有关服务可利用性及其功效的认

知、对医学建议的解读、服务利用上固有的成本/

价格、以及其他替代选择的可利用性等。就此而

论，需求或许可以采用疾病的程度或获益能力来

界定，并且有可能随测量当时所处病期不同而异。

各群组间的需求也不一定是一成不变的，即便是

一些粗略的测量（如自报发病率）都有可能因不

同文化或不同地域而各异。因此，国家项目应针

对本节前面列出的各种特别服务而详细说明哪些

人群处于需求之中。

对于经验数据的解读需要对造成变化的相干缘由

和不相干缘由有明确的认识。某些情况下，服务

的高利用率有可能传达的是不恰当和不平等的

利用（如剖腹产率），而极低的服务利用率或许

提示有其它公立/私立/家庭替代服务措施的存

在。其他事宜则包括有对需求变异、多重劣势以

及“生态学谬误”规模数据对比解读时必须小心

谨慎，要时刻保持清醒的认识：关联并不总是意

味着因果关系。

表1 性与生殖健康17项世卫组织指标中的结局测量指标表1 性与生殖健康17项世卫组织指标中的结局测量指标

性与生殖健康内容范围性与生殖健康内容范围 结局测量结局测量

生育力/计划生育 总生育率

具妊娠可能性的育龄妇女比例（报告已试图妊娠

两年或两年以上者）

孕产妇健康和围产健康 育龄妇女接受血红蛋白水平筛查的比例

孕产妇死亡比率

围产死亡率

低出生体重活产儿比例

横断面孕产妇健康和围产健康及性传播感染

性传播感染（包括艾滋病毒）

就诊于产前保健的孕妇中梅毒血清阳性率

孕妇中艾滋病毒流行率

男性性传播感染 男性尿道炎的报告发生率

有害性习俗 女性割礼的报告流行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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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研究性与生殖健康领域保健服务的获取程度

时，卫生系统之外的一些因素需要特别加以重

视，如行为、社会文化、政治和经济等因素在相

关健康结局以及获得必要服务的能力两方面都起

到举足轻重的作用。例如，在缺乏社会保险体系

的地区，大家庭的意愿在一定程度上归结于养儿

防老这样的需求。

规章和政策对性与生殖健康能起到限制或促进作

用。限制性的政策体系有可能妨碍到针对年轻人的

性教育、限制到生育调节方面的自由且知情的选

择、削减对于计划生育和孕产妇保健的公立财政支

持，而促进性的政策环境能保证充分的产假、提高

人们对性与生殖健康服务可利用性的知晓、认同妇

女生育决策的自主权利。在分析卫生保健的不同利

用程度，以及在致力于实现生殖保健公正的时候，

都需要将这些影响因素考虑在内。

1.6 总结及建议1.6 总结及建议

国际人口与发展大会的大目标所关注的是实 ●

现“获取健康”，其目标因而不只局限于卫生

保健，但《行动纲领》充分认识到那些能够影

响到健康行为和服务利用的更广泛的环境影响

力，而依然建议通过初级卫生保健来实现这一

目标。如此一来，卫生保健指标构成了衡量国

际人口与发展大会目标实现程度的主要内容。

不过也应当对重要的社会因素加以监测。

“普遍性获取”的概念应当反映出公平性（同 ●

等需求，同等获取），还应当有能力衡量个体

间需求水平的变化以及不同时间每个个体的需

求水平。公平性难以界定和测量，其代理指标

包括测量每一需求的获取及利用之间的相对

差别。

必须致力于解决那些能限制到性与生殖健康服 ●

务成效的经济和地缘差异。健康方面投入的财

政资源和人力资源必须平等分配，性与生殖健

康服务必须是基本卫生服务包的内容。

某些性与生殖健康结局（如孕产妇死亡率、发 ●

病率）更容易通过卫生保健干预而得到扭

转，而另外一些（如女性割礼和性暴力）则不

是那么容易。后者在很大程度上受到社会和文

化因素的影响，如何测量和监控这类结局对于

开发出可靠的指标至关重要。 

指标范围应当包罗社会影响因素；过程指标；服 ●

务获取、利用及质量的测量；以及结局测量。

若实现“普遍获取”需要增加所提供的服 ●

务，还必须致力于服务利用率的提高并持续性

应用。因此，“普遍获取”必须考虑到服务的

可利用性、可负担性、适宜性、质量、可接受

性以及延续性/可持续性。

在对性与生殖健康服务进行评估时，应当有 ●

诸如政策、财政支持、人力资源等方面的投

入、健康信息、服务可利用性及服务质量等方

面的产出和服务利用度（人口统计学利用度及

地缘利用度等）等方面的结局资料，并将它们

同结局指标（如健康状态、发病率、残疾及死

亡率等）结合起来。

衡 量 服 务 绩 效 的 过 程 指 标 再 加 上 “ 因 果 ●

链”（也就是服务利用和实践的中间产出指

标）可以是更好的代理指标，要强于干预过

程中那些较早期的指标（即可利用性、身体可

及性以及服务质量等投入指标和直接产出指

标），后者对于最终结局的影响会受到各种介

入因素的调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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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实现普遍获取性与生殖健康的监测框架2 实现普遍获取性与生殖健康的监测框架

根据前一章的讨论和总结出的建议，技术协商会一致同意按照世

卫组织全球生殖健康战略中所明确表述的性与生殖健康领域五大

优先方面a来构建一个监测框架。该框架将包括有性与生殖健康

结局指标、卫生保健获取和利用指标（过程指标）以及社会和环

境决定因素等。

按照性与生殖健康不同优先方面所成立的相应工作组，精心地阐

述并提出了一系列的关键指标，涵盖如下宽泛的领域：

计划生育； ●

孕产妇健康、围产健康和新生儿健康（其中包括消除不安全流 ●

产）；

包括艾滋病毒在内的性传播感染和生殖道感染以及包括癌症在 ●

内的其它生殖疾患；

性健康（包括青少年性行为和有害习俗等内容）。 ●

工作组对现有的指标框架尤其是世卫组织17项生殖健康指标进行

了仔细的研究，然后寻求去完善性与生殖健康特定领域的结局指

标以及关键的干预措施（保健水平及社会/政策水平两方面）并

填补有关空白，以期实现结局的改善。

a 世卫组织全球生殖健康战略中所描述的性与生殖健康五大优先方面是：改善产 世卫组织全球生殖健康战略中所描述的性与生殖健康五大优先方面是：改善产

前、分娩、产后及新生儿保健；提供高质量的计划生育服务（包括不育症服前、分娩、产后及新生儿保健；提供高质量的计划生育服务（包括不育症服

务）；消除不安全流产；抗击性传播感染（包括艾滋病毒）、生殖道感染、宫务）；消除不安全流产；抗击性传播感染（包括艾滋病毒）、生殖道感染、宫

颈癌以及其他妇科疾病；以及促进性健康。颈癌以及其他妇科疾病；以及促进性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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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个工作组所确定的指标范围都在全体会议上进

行陈述和讨论。工作组的成果、陈述及讨论情况

已经归纳在第2.1节的表2a至表2d中。对于世卫

组织全球生殖健康战略所构建的性与生殖健康五

大关键方面，表中都从如下四类内容提出了推荐

指标：

决定因素：政策因素和社会因素； ●

服务获取方面的指标：可利用性、信息/需 ●

求、质量；

服务利用方面的指标； ●

产出/效果指标。 ●

这些指标依据其相对重要性、数据采集的可信性

以及具体国情相关性，可分为核心核心指标、附加附加指

标和扩展扩展指标。核心核心指标指的是所有国家都应当

报告的那些指标，而附加附加指标则是一些国家根据

其特殊需求、国情特征和能力（例如在核心数据

覆盖率高的情况下）所要报告的指标，扩展扩展指标

则与某些国家中突出存在的特殊问题（如女性割

礼）相关联。

这种指标分类有可能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发生改

变，而且在具体国家中所属级别有所不同。对于

绝大部分国家而言，都应当能随时提供核心指

标，而附加指标和扩展指标则可能需要进行特殊

的调查来记录所发生的改变。

技术协商会还提请人们留意那些在指标开发上存

在缺口的领域。最后，技术协商会建议进一步努

力去填补这些缺口（见表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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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推荐指标2.1 推荐指标

表 2a. 政策和社会决定因素的指标表 2a. 政策和社会决定因素的指标

决定因素：政策和社会因素决定因素：政策和社会因素

性与生殖性与生殖

健康领域健康领域

指标指标 测量类型测量类型 指标类型 指标类型 

(核心、附(核心、附

加a、扩展)、扩展)

数据来源数据来源

普通 性与生殖健康国家政

策（或战略）

有/无 核心 政策回顾

国家预算或国家其它控制资源

中划拨给性与生殖健康物资的

专款预算

有/无 核心 管理记录

计划生育 计划生育成就评分(多重指标)b 计分 附加 (专家)调查

每样计划生育用品的多年度采

购计划

有/无 附加 政策回顾

利益相关者在采购计划上的承诺 有/无 附加 专家评估

捐赠者对计划生育的资助 有/无 (数量US$) 附加 管理记录

国家对计划生育的资助 有/无 (数量 US$) 附加 管理记录

孕产妇健康

和围产健康

有能鉴别出那些能在一小时内

抵达服务设施的人群的信息系

统（地理信息系统-GIS）

有/无 附加 HISd

确定了最起码的产前保健服务

套餐

有/无 核心 管理记录

基本产前保健套餐中含有贫血

检验

有/无 核心 管理记录

在分娩时记录女性割礼的发生率 有/无/NAc 扩展 HIS

法定出生登记（包括体重信

息）

两者都有/只有出生

登记/两者都无

核心 人口动态登记

a 若需要特殊的数据采集工作（如调查）和/或相对发达的卫生信息系统，这类指标就归于“附加”指标而非“核心”指 若需要特殊的数据采集工作（如调查）和/或相对发达的卫生信息系统，这类指标就归于“附加”指标而非“核心”指

标，但关键的测量值除外。标，但关键的测量值除外。

b 该指标是一种评分（分值0-120），通过专家应答者对于某一指定国家四大方面（政策及分阶段行动设定、服务及服务相关 该指标是一种评分（分值0-120），通过专家应答者对于某一指定国家四大方面（政策及分阶段行动设定、服务及服务相关

活动、评估和记录、以及生育控制用品和服务的可利用性及可及性）的评估报告，来测量该国计划生育项目的能力。活动、评估和记录、以及生育控制用品和服务的可利用性及可及性）的评估报告，来测量该国计划生育项目的能力。 

(Compendium of Indicators for Evaluating Reproductive Health ProgramsCompendium of Indicators for Evaluating Reproductive Health Programs. MEASURE Evaluation Manual Series, No. 6, 2002).. MEASURE Evaluation Manual Series, No. 6, 2002).

c NANA= 不适用= 不适用

d 卫生信息系统 卫生信息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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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定因素：政策和社会因素决定因素：政策和社会因素

性与生殖性与生殖

健康领域健康领域

指标指标 测量类型测量类型 指标类型 指标类型 

(核心、附(核心、附

加1、扩展)加1、扩展)

数据来源数据来源

性传播感

染/生殖道

感染/生殖

疾患

宫颈癌筛查政策 有/无 核心 政策回顾

性传播感染控制政策 有/无 核心 政策回顾

性健康 禁止性别歧视、性取向歧视或

身体及智力残疾歧视的法律

有/无 核心 政策回顾

法律禁止男女18岁之前结婚 有/无 扩展 政策回顾

法律规定婚姻双方对婚姻的充

分自由同意

有/无 核心 政策回顾

性暴力 法律禁止性暴力 有/无 核心 政策回顾

法律禁止婚内强奸 有/无 核心 政策回顾

防止和应对性暴力（包括婚内

强奸）的策略和计划

有/无 核心 政策回顾

有害习俗 法律禁止一切任何形式的女性

割礼

有/无/NA 扩展 政策回顾

废止女性割礼的策略和计

划（根据当地需求，由当地的

文化习俗研究提供依据）

有/无 扩展 政策回顾

有反对女性割礼习俗的医疗管

理条例

有/无/NA 扩展 政策回顾

青少年e 性

健康

强制性学校性教育 有/无 核心 政策回顾

e 采用世卫组织的青少年定义（10-19岁）。然而，对于青少年性与生殖健康的某些指标，通常的数据资源只能涵盖15-19岁年 采用世卫组织的青少年定义（10-19岁）。然而，对于青少年性与生殖健康的某些指标，通常的数据资源只能涵盖15-19岁年

龄组，是否包括有10-14岁年龄组则取决于具体的做法与决策。龄组，是否包括有10-14岁年龄组则取决于具体的做法与决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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获取：可利用性获取：可利用性

性与生殖性与生殖

健康领域健康领域

指标指标 测量值类型测量值类型 指标类型指标类型 数据来源数据来源

计划生育 每50万人所拥有的计划生育服

务点数量

率 核心 HIS

居住在距计划生育服务点两小

时行程之内的人口数

百分比 附加 HIS 

能提供计划生育服务的初级卫

生保健设施

百分比 核心 HIS

每50万人口所拥有的计划生育

信息、服务及用品供应等方面

其它资源f的数量

率 附加 HIS/(机构)调

查

孕产妇健康

和围产健康

每50万人口拥有五家紧急产科

保健 (EmOC)g，且其中至少有

一家能提供综合性保健服务

有/无 核心 HIS

生活在距 EmOC 设施一小时行

程内的人口数量

百分比 附加 (人口）调查

居住区域内具有社区转诊和转

送系统的人口数

百分比 附加 (人口）调查

消除不安全

流产

每50万人口所拥有的能提供安

全流产服务h的设施数量

率 附加 HIS

经培训能提供完全合法的安全

流产服务h的保健人员

百分比 附加 (机构)调查

生活在距提供安全流产服务h的

设施两小时行程内的人口

百分比 附加 (人口）调查

性传播感

染/生殖道

感染

能为症状性性传播感染提供那

些得到普遍认可的综合性治疗

方案的初级卫生保健设施

百分比 核心 HIS

f f 其他资源包括有（例如）非政府组织或药房所提供者其他资源包括有（例如）非政府组织或药房所提供者

g g 带下划线的指标包含在世卫组织17项全球生殖健康指标中。带下划线的指标包含在世卫组织17项全球生殖健康指标中。

h h 该项指标在国家立法允许流产的情况下适用该项指标在国家立法允许流产的情况下适用

表 2b. 服务获取方面的指标表 2b. 服务获取方面的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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获取：可利用性获取：可利用性

性与生殖性与生殖

健康领域健康领域

指标指标 测量值类型测量值类型 指标类型指标类型 数据来源数据来源

性健康 经过性健康咨询方面培训的保

健人员

百分比 附加 (机构)调查

能提供性健康信息、服务和用

品的其他替代发送机制i

有/无 附加 专家评判

性暴力 能为遭遇强奸或乱伦的男女提

供医疗、心理和法律援助的服

务点

百分比 核心 (机构)调查

经过侦测性虐待或性暴力体征

方面培训的保健人员

百分比 附加1 (机构)调查

经过性健康和性暴力方面内容

培训的警察

百分比 附加 (特殊)调查

有害习俗 能为女性割礼妇女提供医疗、

心理和其它必要服务的服务点

百分比 扩展 (机构)调查

能提供女性割礼并发症防治培

训的医学培训机构

数量 扩展 (机构)调查

青少年性

健康

能提供方便青年人使用j的服务点 百分比 附加 HIS

接受过方便青年人服务培训的

保健人员

百分比 附加 (机构)调查

青少年性与生殖健康替代服务

机制的可利用性（如同龄人教

育、避孕套的社会营销等）

有/无 附加 专家评判

获取：信息获取：信息

孕产妇健康

和围产健康

至少知道妊娠相关并发症的三

个风险因素/先兆表现

百分比 附加 (人口）调查

了解妊娠相关并发症服务的可

利用性

百分比 附加 (人口）调查

消除不安全

流产

能正确了解流产法律地位的人口 百分比 附加 (人口）调查

能正确了解流产法律地位的保

健人员

百分比 附加 (机构）调查

i 替代发送机制包括（例如）由非政府组织或卫生系统之外的国家部门（学校、工厂等）所提供者 替代发送机制包括（例如）由非政府组织或卫生系统之外的国家部门（学校、工厂等）所提供者。

j 按世卫组织标准定义 按世卫组织标准定义。

National-level_C.indd   16National-level_C.indd   16 27.3.2009   10:07:1827.3.2009   10:07:18



实现普遍获取生殖健康的国家级监测实现普遍获取生殖健康的国家级监测 17

获取：可利用性获取：可利用性

性与生殖性与生殖

健康领域健康领域

指标指标 测量值类型测量值类型 指标类型指标类型 数据来源数据来源

性传播感

染/生殖道

感染 和生殖

疾患年轻人

性健康

能正确识别预防艾滋病毒性传

播的方法并抛弃有关艾滋病毒

传播方面重大误解k,l 的青年

男女（15-24岁）或“风险”

人群

百分比(男/女） 核心 (人口）调查

获取：需求获取：需求

计划生育 想推迟或停止生育的15-49岁

妇女

百分比 核心 (人口）调查

计划生育方面未得到满足的需

求m

百分比 核心 (人口）调查

获取：质量获取：质量

计划生育 已配置好（有库存，有训练有

素的人手）且能提供至少三种

计划生育方法的服务点

百分比 核心 HIS

在给定期间内的任何时间点经

历过每种用品缺货的服务点

百分比 附加 (机构）调查

报告过至少一种作为医疗障碍

的地方习俗的保健服务人员n

百分比 附加 (机构）调查

消除不安全

流产

采用手动负压吸引进行人

流（在流产不违法的条件下）

的服务点

有/无 附加 (机构）调查

采用手动负压吸引来处理流产

并发症的服务点

有/无 附加 (机构）调查

性传播感

染/生殖道

感染 

性传播感染/生殖道感染服务标

准以及诊断、治疗和咨询方案

的可利用性

有/无 附加 (机构）调查

性健康 促进性健康的服务标准和服务

方案的可利用性

有/无 附加 (机构）调查

k 预防艾滋病毒性传播的两大途径是：使用避孕套，性生活限于一个忠诚且未感染的伴侣。三大误解则随地域不同有异，并且 预防艾滋病毒性传播的两大途径是：使用避孕套，性生活限于一个忠诚且未感染的伴侣。三大误解则随地域不同有异，并且

包括“一个外表看上去健康的人不会传播艾滋病毒”。包括“一个外表看上去健康的人不会传播艾滋病毒”。

l 目标人群应根据国家的优先项目及流行级别（普遍流行或集中流行）来进行选择。 目标人群应根据国家的优先项目及流行级别（普遍流行或集中流行）来进行选择。

m 未得满足的需求指的是在有妊娠风险但想间隔生育或限制生育的所有妇女中未采用避孕措施者的比例。 未得满足的需求指的是在有妊娠风险但想间隔生育或限制生育的所有妇女中未采用避孕措施者的比例。

n 地区性的医疗障碍可能包括有：（例如）按个人特征（如产次和年龄等）而某些限制特定方法的应用，而这种做法恰恰同循 地区性的医疗障碍可能包括有：（例如）按个人特征（如产次和年龄等）而某些限制特定方法的应用，而这种做法恰恰同循

证推荐意见背道而驰。证推荐意见背道而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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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利用服务利用

性与生殖性与生殖

健康领域健康领域

指标指标 测量值类型测量值类型 指标类型指标类型 数据来源数据来源

计划生育 避孕率 率 核心 调查

孕产妇健康

和围产健康

在孕期至少接受过四次产前保

健o的孕妇比例

百分比 核心 HIS 或(人口)调查

接受过艾滋病毒检测的孕妇 百分比 核心 HIS 或(人口)调查

接受过梅毒检测的孕妇 百分比 核心 HIS 或(人口)调查

接受过贫血检查的孕妇 百分比 核心 HIS 或(人口)调查

孕期破伤风预防接种的覆盖率 百分比 核心 HIS 或(人口)调查

由熟练的卫生保健人员接生

比例

百分比 核心 HIS 或(人口)调查

在卫生服务机构的出生比例 百分比 附加 HIS 或(人口)调查

全部活产中剖宫产比例 百分比 核心 HIS 或(人口)调查

接受过产后/流产后计划生育

咨询的妇女(所调查妇女中的

比例)

百分比 附加 HIS

产后三个月时仍哺乳的妇女 百分比 附加 (人口)调查

性传播感

染/生殖道

感染和生殖

系统疾患

上次高危性生活中使用避孕套 百分比 核心 (人口)调查

初次性交时使用避孕套 百分比 附加 (人口)调查

接受了适宜的规范治疗的梅毒

阳性孕妇

百分比 附加 HIS

艾滋病毒阳性孕妇为预防艾滋

病毒母婴传播（PMTCT）而接

受了全程抗逆转录病毒(ARV)

预防性治疗的比例

百分比 核心 HIS

艾滋病毒阳性孕妇所生婴儿为

预防艾滋病毒母婴传播而在出 

生时接受了抗逆转录病毒治疗

的比例

百分比 核心 HIS

o 在世卫组织17项生殖健康指标中，产前保健就诊次数定义为“至少一次”，而在本框架中修正为“至少四次”。 在世卫组织17项生殖健康指标中，产前保健就诊次数定义为“至少一次”，而在本框架中修正为“至少四次”。

表 2c. 服务利用指标表 2c. 服务利用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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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利用服务利用

性与生殖性与生殖

健康领域健康领域

指标指标 测量值类型测量值类型 指标类型指标类型 数据来源数据来源

根据国家宫颈癌预防政策接受

了宫颈癌筛查的20-50岁妇女

百分比 附加 HIS

患有膀胱阴道瘘并接受过外科

手术（修补术）的妇女

百分比 扩展 (专门)调查

性暴力 过去五年中执法和/或卫生部门

接到的性暴力（包括婚内强

奸）报案数量

数量 附加 (警察)管理记录

上述报案中最终导致起诉的

比例

百分比(全部

报案中)

附加 (警察)管理记录

性健康 在学校接受过综合性性与生殖

健康教育的青少年

百分比 附加 (人口)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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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局/影响结局/影响

性与生殖性与生殖

健康领域健康领域

指标指标 测量值类型测量值类型 指标类型指标类型 数据来源数据来源

普通 划拨给卫生事业的政府预算 百分比 核心 管理记录

划拨给性与生殖健康的政府

预算

百分比 核心 管理记录

计划生育 总生育率 率 核心 人口动态登记/

(人口)调查

青少年生育率(15〜19岁分年

龄生育率)

率 核心 人口动态登记/

(人口)调查

18〜24岁青年男女中在18岁

之前当上父母的比例

百分比(女/男) 附加 (人口)调查

过去3年或5年中，生育间隔不

足24个月的出生婴儿比例

百分比 附加 (人口)调查

尝试妊娠已两年或两年以上的

未妊娠、未避孕、未哺乳的

15-49岁性活跃育龄妇女

率 附加 (人口)调查

孕产妇健康

和围产健康

血色素水平筛查中，贫血的育

龄妇女(15〜49岁)比例

百分比 核心 HIS

孕产妇死亡率(孕产妇死亡数/

10万例活产)

比 核心 HIS/(人口)调查/

人口动态登记

直接产科死亡率p 率 附加 (专门)调查

产科瘘发生率 率 扩展 (专门)调查

围产死亡率(围产死亡数/

1000例活产)

率 核心 HIS/(人口)调查/

人口动态登记

死产率(死产数/1000例活产) 率 核心 HIS/(人口)调查/

人口动态登记

新生儿死亡率(新生儿死亡数/

1000例活产)

率 核心 HIS/(人口)调查/

人口动态登记

活产低出生体重比例

(不足2500克)

率 核心 HIS/(人口)调查/

人口动态登记

新生儿破伤风发病率 率 核心 HIS/管理记录

p 在特定期限内死于直接产科并发症的妇女人数（直接产科并发症包括有大出血、高血压病、流产、脓毒症、难产、宫外孕、 在特定期限内死于直接产科并发症的妇女人数（直接产科并发症包括有大出血、高血压病、流产、脓毒症、难产、宫外孕、

栓塞以及麻醉相关问题等）。栓塞以及麻醉相关问题等）。

表 2c. 服务利用指标表 2c. 服务利用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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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局/影响结局/影响

性与生殖性与生殖

健康领域健康领域

指标指标 测量值类型测量值类型 指标类型指标类型 数据来源数据来源

消除不安全

流产

流产所致妇产科住院比例 百分比 核心 HIS

每1000名妇女中的不安全流产

住院率

率 附加 HIS

相对于每1000活产的流产数 比 附加 HIS/(人口)调查

归因于流产的孕产妇死亡 百分比 核心 HIS/(专门)调查/

人口动态登记

性传播感

染/生殖道

感染 

产前检查中15〜24岁孕妇的梅

毒试验阳性比例q

百分比 核心 HIS

产前检查中15〜24岁孕妇的艾

滋病毒阳性比例q

百分比 核心 HIS/(人口)调查

报告在过去12个月中有过至少

一次尿道炎的15〜49岁男性

百分比 附加 HIS/(人口)调查

性健康 报告做过女性割礼的妇女 百分比 扩展 调查/HIS

青少年生育率r 率 核心 人口动态登记/

(人口)调查

有过性经历的青少年比例s 百分比 附加 (人口)调查

在开始性生活的青少年中，初

次/上次性行为时使用避孕措

施的比例

百分比 附加 (人口)调查

坚持使用安全套的性活跃未婚

青少年s

百分比 附加 (人口)调查

15岁以前有过性经历的年轻男

女(15〜24岁)

百分比 附加 (人口)调查

q 与孕产期/围产期保健指标互为参照。 与孕产期/围产期保健指标互为参照。

r 与计划生育指标互为参照。 与计划生育指标互为参照。

s 按性别分类。 按性别分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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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需要进一步开发监测指标的一些领域表 3. 需要进一步开发监测指标的一些领域

领域领域 建议/差距建议/差距

计划生育 服务成本

需要确定一个用于测量“可接受性”的指标

孕产妇健康/围产健康 将剖腹产作为一项政策事宜加以规范（避免过度使用）

高危妊娠的住院分娩

熟练的接生员助产相对于住院分娩 – 根据国情

住院分娩的花费

孕产妇的感染控制(质量)

性传播感染/生殖道感

染和生殖系统疾患

尿道炎指标 – 检查其它结局如生殖器溃疡病等

不孕症 – 原发与继发 – 可能需要按照世卫组织指导原则加以规范

可能导致性传播感染的行为的指标

保健质量

易感群体的指标（男男性接触者、商业性性工作者）

性传播感染治疗上替代资源（如药房）的利用 – 需加以规范

性健康/健康性行为 健康性行为/性满意度指标

（作为决定因素）与妇女赋权（MDG3）的联系

性功能障碍

易感群体（尤其是那些男男性接触者和商业性性工作者）对服务的可及性

和利用度

青少年性与生殖健康 （青少年）对预防服务必要性的信念

服务提供过程中的隐私、保密和知情选择

服务对象的满意度

性暴力 性暴力结局的测量(待定) – 关注点：不同文化在性暴力认识上的差别

女孩被迫卖淫

女性生殖器切割 非医疗性服务点、社会支持服务、警察培训等

针对女性生殖器切割的服务的必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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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讨论和建议2.2 讨论和建议

本次技术协商会所推荐的指标意在对早先的世卫

组织17项生殖健康指标加以完善和扩充24，其中

包括了原来未被列入的一些生殖健康领域以及一

些能够影响到性与生殖健康的更宽泛的因素。在

这些推荐意见中，有些涉及到在国家规划中推动

该框架实施所需考量的事宜，具体如下：

原则原则

由本次技术协商会所制定的框架将有益于在国 ●

家水平对性与生殖健康事宜的调查分析。针对

某些指标的人口普查，如果有的话会是一个良

好的机会，但调查数据有可能不适用于国家以

下水平或服务提供层面。服务提供者应当加以

数据采集和利用方面的培训。鉴于有可能做不

到对所有的卫生服务场所进行普查，采用抽样

调查也能获得高质量的数据资料，用来为项目

开发或干预措施提供依据。

并非所有的指标（附加指标或扩展指标）都普 ●

遍适用，各国都有必要根据自己的性与生殖健

康事宜和需求，从这里所推荐的指标中选取符

合自己国情的附加指标和扩展指标。

国家级指标有助于各国评估自己在实现“普遍 ●

获取性与生殖健康”的最终目标和过渡性目标

上所取得的进步。然而，在为实现这种“普遍

获取”所做干预措施的决策上，必须认识到各

群体间指标的差异。因而，在当地水平以及针

对不同群体来解读数据就显得至关紧要。数据

采集最起码要做到能够给出按年龄、性别、地

域和种族等的分类信息。

从政策角度来看，重要的是要考虑不公平程度 ●

及其相对重要性。所考虑的内容包括服务利用

程度上的差别、受影响群体的规模、群体内部

是否存在多重不平等、以及这些不平等待遇对

健康状况的影响等。

局限性局限性

在国家层面，监测和评估有可能受制于卫生信 ●

息系统开发上的投资水平。生成数据和分析数

据的能力常常有限。

在国家内，广泛开展的垂直项目有可能导致割 ●

裂式的监测和评估操作，原因在于卫生信息系

统的能力有限，往往倾向于对捐赠者的问责性

需求优先应答。

卫生信息系统一方面要服务于社区、医疗保健 ●

单位、地区/区域的健康需求，另一方面还要

满足于全球数据需求。这两种需求间的矛盾有

可能限制到本地决策上对卫生信息的利用。

大量的数据资料正在从各医疗保健单位源源不 ●

断地采集中，但对其完整性和质量通常未加

评估。这一缺点导致了一些数据用户的不信

任态度，并由此导致在各级水平上（包括为制

订政策提供资料依据时）都未对数据加以充分

利用。

许多国家都没有采集私立服务机构方面的资 ●

料，因而低估了相当一部分人群中获取卫生保

健/利用信息的程度。

有关性与生殖健康的社会影响因素（如贫 ●

穷、流动性以及性别不平等）这方面的资料常

常欠奉。

对于那些具有人口动态登记及其他卫生信息 ●

系统的国家而言，可以例行提供一些健康指

标，但对于监测“普遍获取性与生殖健康”的

绝大多数指标还需要进行人口普查。然而，多

数国家没有能力定期来进行这种调查。在那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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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展人口统计和健康调查（DHS）的国家

中，必须将新指标（或现有指标的修订定

义）整合到其中，以确保 DHS 能提供必要的信

息资料。不同调查项目（如 DHS、儿基会的多

指标整群抽样调查、各种国家调查等）测量值

的对整（Alignment）必须加以改善。更长期的

解决方案应包括在发展中国家强化卫生信息系

统。就此而论，也可以配合一些创意行动如卫

生计量网络来实现。

前景展望前景展望

各 国 在 发 展 自 己 对 多 重 信 息 流 三 角 剖 分 ●

（triangulate multiple streams of information）

的技术能力上需要得到扶持，以确定并开发出相

应的项目来应对信息资料所指示的服务缺口。

为了监测在实现“普遍获取（性与生殖健 ●

康）”方面所取得的进展，各国应当为关键性

的干预措施制定出目标，并通过例行的监测和

评估来跟踪其实施情况。

各国应签约奉行那些生殖健康相关的国际发 ●

展目标，由此来明确自己的承诺。内容包括有

千年发展目标、支持这类目标的地区创意行

动 （ 如 世 卫 组 织 非 洲 地 区 办 事 处 、 欧 盟

REPEROSTAT 项目生殖健康指标以及泛美卫生

组织等所开展的行动）、讨论“普遍获取”概

念并制定目标的磋商会、以及很多利益相关者

一些指标方面的大量国际经验等。这样的做法

将会促进本文所展示的监测系统框架的实施。

必须采取措施使得各国在数据采集、分析和报 ●

告系统时遵循明确的指导原则，以保证各国间

的数据质量及其可比性。这样的措施是必要

的，若所用系统存在着差异，那么国与国之间

数据的可比性就难以达成。这样的需求对于发

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都适用。

应当在两三个国家开展可行性研究，来评测那 ●

些拟定指标的可行性。还需要有研究证据来评

估过程指标和结局指标之间的关系。研究成果

必须得以传播并转化为项目设计和管理。

本次技术协商会建议，就性与生殖健康指标以 ●

及那些有关性与生殖健康服务同其他健康服务

之间的政策和规划联系的指标，设立一个正式

的参照组（reference group），目的是监测在

指标的开发和利用上所取得的进展，并为国

家、地区及全球各级层面上的应用提供不断发

展中的技术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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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衡量性与生殖健康同艾滋病毒/艾滋3 衡量性与生殖健康同艾滋病毒/艾滋
病联接的潜在指标病联接的潜在指标

3.1 背景和基本原则3.1 背景和基本原则

近来的情况发展为探索性与生殖健康同艾滋病毒/艾滋病规划之

间的协同作用创造了一个促进性的氛围。其中，格里昂行动呼

吁（Glion call to action）及纽约承诺呼吁（New York call to 

commitment）呼吁加强性与生殖健康同艾滋病毒/艾滋病之间的

联系（2004）25,26，而联合国大会艾滋病毒/艾滋病特别会议政治

宣言（2006）27强调“必须加强艾滋病毒/艾滋病同性与生殖健

康两者之间在政策和规划上的联系与协调”。预期相结合后的性

与生殖健康服务会比单一的服务取得更大的成效。

性与生殖健康和艾滋病毒/艾滋病项目均服务于相同的目标人

群（性活跃的男女及年轻人），由此构成了彼此相结合或整合的

基础。另外，这两类项目均促进安全和负责的性行为，并且有可

能增加双重保护和避孕套的使用以及对性与生殖健康的协调

应答。

联合途径会减少艾滋病毒的母婴传播（MTCT）以及艾滋病毒/

艾滋病所带来的污名，并且最大程度降低贻误改善服务可及性

及覆盖率的机会。联合方案可能带来更高的效率，包括节省成

本、避免重复和促进协作等。协同作用很可能会提升预防的效

果。因此，总目标将会是通过鼓励联接或整合，来促进对艾滋病

毒的预防、治疗和护理以及对于性与生殖健康的获取并加速其

进展。

本章对潜在联接指标的开发进行讨论，而这些指标可能用于对全

球性加强联系的呼吁以及各国为实现它们所做努力的监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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框文 3. 具体操作定义框文 3. 具体操作定义

3.23.2 潜在指标潜在指标

政策水政策水平的指标可能包括：

具备一个包括艾滋病毒预防、关爱和支持在内 ●

的国家级性与生殖健康战略（或具备该战略的

国家数量）a；

在性与生殖健康政策和规划内部具备一个针 ●

对艾滋病毒预防和关爱的国家级行为改变战略

（或具备该战略的国家的数量）；

每50万人口所拥有的将性与生殖健康服务（包 ●

括艾滋病毒预防、关爱和支持）作为基础卫生

保健必备内容来提供的服务点数量；

在最近的初级和中等教育课程中将性与生殖健 ●

康同艾滋病毒预防相合并的国家（的数量）a；

在艾滋病毒服务内部用于基本的性与生殖服务 ●

的卫生保健预算比例，以及在性与生殖服务内

部用于艾滋病毒预防和关爱的预算比例；

在规划和服务提供层面上具备有关性与生殖健 ●

康/艾滋病毒联系的培训教材和课程，并将其

作为服务前及服务中培训的内容之一。

确定 ● 行为行为指标可能也是很有用的，例如：

在艾滋病毒感染状况不一致的夫妇中使用避孕 ●

套来预防伴侣感染的比例；

报告使用避孕套预防艾滋病毒的配偶（非正式 ●

关系及正式关系）所占比例。

在 ● 服务提供层面服务提供层面上可能用于评估联接情况的可能

性指标见附录3。表4显示了根据第2章所描述的

框架内容筛选出的指标，按服务的不同分类。

3.33.3 讨论和建议讨论和建议

将性与生殖健康同艾滋病毒预防、治疗和保健 ●

服务相联接或整合，可能有机会获得更好的结

局（因为有相同的目标人群、可能增加双重保

护和避孕套的使用、避免重复、提高效率、以

及其他种种因素）。

需要有利益相关方的评估来确定提供了哪些服 ●

务及提供服务的瓶颈在哪儿，以便吸取教训指

导综合保健的政策。在某些情况下，需要加强

现有的服务以提供补充服务。在其他情况下，

需要组织系统性转诊。

应当包括一些强调服务联接的行为方面的其他 ●

指标。

一些指标是新的，需要接受实地检验。 ●

在应用水平，当提供资金的捐赠人鼓励垂直项 ●

目时，联合服务公认为一项挑战。

整合整合 ● （integration）：服务的整合。根据需求对国际人口与发展大会中的服务加以合并，整合后

的服务能同时满足几个需求。

联接联接 ● （linkages）：联接反映了合并服务的替代方案，包括创造机会来实现规划内部的系统转诊。

协同协同 ● （synergies）：意指整合服务或联接服务的成果大于单一服务的成果。

a 会上并没有讨论这类指标，但还是将它们作为量度改善健康 会上并没有讨论这类指标，但还是将它们作为量度改善健康

状况的潜在指标的例子。状况的潜在指标的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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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表 4. 衡量性与生殖健康同艾滋病毒/艾滋病规划之间联接的指标量性与生殖健康同艾滋病毒/艾滋病规划之间联接的指标

指标类型指标类型 提议的联接指标提议的联接指标

政策 在性与生殖健康政策和规划之内为艾滋病毒预防和关爱而开发并实施国家

级行为改变战略的国家数量

具备包括艾滋病毒预防、关爱和支持在内的国家级性与生殖健康战略的国

家数量

社会因素 在艾滋病毒感染状况不一致的配偶中为预防伴侣感染而使用避孕套及进行

治疗的比例

初级卫生保健（PHC）服务点中（a）提供方便青少年的服务和（b）提倡

男性参与性与生殖健康的服务点比例

获取：服务可利用性 每50万人口所拥有的将性与生殖健康服务——包括艾滋病毒预防、关爱和

支持——作为基础保健必备内容加以提供的服务点的数量；

在如下性与生殖健康和艾滋病毒/艾滋病服务中：计划生育、产前保健、产

后保健、性传播感染服务、艾滋病毒自愿咨询和检测、服务人员主动提供

的检测和咨询、预防艾滋病毒母婴传播、抗逆转录病毒、宫颈癌筛查和前

列腺癌筛查，能提供其中(a)3种（含）以上，或(b)6种（含）以上的初级

卫生保健服务点的比例

获取：信息 在最近的初级和中等教育课程中将性与生殖健康同艾滋病毒预防内容相合

并的国家数量

在初级卫生保健服务点中能提供(a)艾滋病毒自愿咨询和检测（包括对伴侣

就治疗和咨询进行的随访）和(b)行为改变交流的比例

服务的利用 艾滋病毒阳性的产前妇女接受  (a) 恰当抗逆转录病毒, (b)分娩时预防艾滋

病毒母婴传播治疗的比例

结局/影响b 产前门诊就诊者中艾滋病毒感染率

艾滋病毒阳性或梅毒阳性产前妇女的伴侣中接受恰当治疗和咨询的比例

艾滋病毒阳性妇女对其婴儿的艾滋病毒传播率

b 会上并没有讨论这类指标，但还是将它们作为量度改善健康状况的潜在指标的例子。 会上并没有讨论这类指标，但还是将它们作为量度改善健康状况的潜在指标的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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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1附录 1 全球性指标的地方性应用一案例研究全球性指标的地方性应用一案例研究

A.A. 来自中国农村的经验 来自中国农村的经验a

据中国卫生部1997年的报告，中国农村地区的

孕产妇死亡率为80.4/10万活产，婴儿死亡率为

37.7/1000活产 – 两者均明显高于城市。在农村

卫生工作者为消除这种城乡差别而努力的过程

中，他们常常受制于缺乏实用性且可测量性的生

殖健康指标，而正是这些指标可能构成了相关死

亡率和发病率数据的基础。

世卫组织17项生殖健康指标或可填补这一空

白，但是具体执行起来有很大的难度。农村卫生

工作者需要的是那些更实用、可行及可测量的

指标，而设计这些指标的目的就是用来指导当地水

平（以便让干预和服务最大程度切合实际）和国家

水平（以便制定国家目标和政策）的规划发展。为

此，已经着手进行了一项研究来开发并现场测试适

合于农村社区的生殖健康指标。

研究采用两项参与式技术手段，即选题小组讨

论（nominal group process）和专家咨询（Delphi

法）。首先，由基层生殖健康工作者通过选题小组

讨论提出大量的潜在性社区指标，然后将这些指标

提交给国内外专家咨询，通过 Delphi 法形成专家

对这些指标轻重程度的共识意见。主要的选择标

准是在中国农村地区中的实用性、可行性以及可测

量性。

选题小组选题小组

生殖健康研究人员、从业者和行政管理人员、以

及妇幼健康项目管理者等参与了指标的开发，小

组讨论重点着眼于那些影响生殖健康的生物医

学、经济学和社会政治因素。

参加者包括32名女性和20名男性，分成8个工作

组。他们一共提出了180个独立指标，指标覆盖

以下7个领域：

生育与生育调节（26项）； ●

妊娠与分娩（27项）； ●

儿童健康（7项）； ●

性健康（25项）； ●

政府行为/政策（15项）； ●

妇女地位  ● – 发展和赋权（37项）；

农村社区发展（43项）。 ●

在所提出的180项指标中，有18项因为不实用或

不可行而被剔除（例如卫生工作者的态度、少数

民族的文化状况等），还有一些是因为选题小组

成员将它们排列的位次太低而被剔出，余下得到

高度共识的126个项在重新组织后用于 Delphi 调

查。

DelphiDelphi 调查 调查

Delphi 调查通过邮寄自填式问卷进行，从而能够

使散布各地的国内外专家（公共卫生、卫生保

健、社会科学和妇女研究领域）参与调查。参与

的专家都或多或少有过在发展中国家农村的

体验。

调查询问专家这些指标对于发展中国家农村地

区的实用性、可行性以及可测量性，并要求将

它们按照“重要”.、“较重要”、“根本不重

a 详细信息可以查询： 详细信息可以查询：Wang CC, Wang Y, Zhang K, Fang J, Wang CC, Wang Y, Zhang K, Fang J, 
Liu W, Luo S, et  al. Reproductive health indicators for Liu W, Luo S, et  al. Reproductive health indicators for 
China's rural areas. China's rural areas. Social Science and MedicineSocial Science and Medicine 2003;  2003; 
57:217-2557:217-25

National-level_C.indd   31National-level_C.indd   31 27.3.2009   10:07:2527.3.2009   10:07:25



实现普遍获取生殖健康的国家级监测实现普遍获取生殖健康的国家级监测32

要”、“不确定”或“不熟悉”排序。第一轮调

查邮寄给63名中国专家和60名国外专家，其中分

别有60名中国专家和43名国外专家完成了第一轮

调查。只有这些第一轮回复的专家才能收到第二

轮调查的邮件（Delphi II），其中有57名中国专

家和43名国外专家完成了第二轮调查。

将在 Delphi I中被绝大多数专家认为是“重要

的”所有项目（n=50/126）纳入 Delphi II中，在

Delphi I中因未被选题小组选中而略去的世卫组织 

17项指标中的6项也包括在 Delphi II调查表中。此

外，调查表还增添了17个由被调查专家提出的新

指标。第二阶段总共发布73个潜在指标。

在 Delphi I I  中，被列入“重要”的项目得2

分，“有些重要”的得1分，“根本不重要”的

得0分。选取获得最高平均分的潜在指标作为社

区生殖健康指标。框文A1.1突出了8个变量，这

些变量被认为是量度在改善生殖健康方面所获成

就的决定因素。最终21个指标见框文A1.2，其中

有6个与世卫组织17项指标中的完全一致，另有

两个大体相当。

中国案例展示了让社区参与开发适宜指标的有效

策略，还突出地表现了当地具体情况如何影响到

本地社区中优先事项的确定。在具体操作过程中

有本地和国际专家的参与，这对于保证指标选择

过程的权威性以及最终入选指标的资格认证都是

至关重要的。

框文 A1.1 用于量度在改善生殖健康方面成就的决定性因素框文 A1.1 用于量度在改善生殖健康方面成就的决定性因素

具备基本必备的卫生保健的村庄比例 ●

当地政府用于生殖健康问题的预算比例 ●

具备安全饮用水的村庄比例 ●

具有通往城镇/城市的交通工具的村庄比例 ●

供电村庄比例 ●

存在负责妇女危机干预的组织 ●

参与家庭支出决策的妇女比例 ●

接种过破伤风疫苗的育龄妇女比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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框文 A1.2 针对中国农村社区的生殖健康指标及其与世卫组织17项生殖健康指标的对比框文 A1.2 针对中国农村社区的生殖健康指标及其与世卫组织17项生殖健康指标的对比

类同于世卫组织指标的生殖健康指标类同于世卫组织指标的生殖健康指标

（世卫组织 17项指标中的序号）（世卫组织 17项指标中的序号）

针对中国农村地区的新的生殖健康指标针对中国农村地区的新的生殖健康指标

总生育率(1) ●

避孕现用率(2) ●

孕产妇死亡率(3) ●

在妊娠期间至少获得一次专业卫生人员 ●

保健的妇女的百分比(4)

能够获取经过正规培训的助产士助产服 ●

务的村庄比例（与5类似）

接受常规产前保健的孕妇比例 ●

（与6类似）

围产期死亡率(8) ●

艾滋病毒在育龄妇女中的感染率(16) ●

具有合法生育决策权的妇女所占比例 ●

自由选择使用何种避孕方法的妇女所占比例 ●

人工流产率 ●

患有生殖道感染的妇女所占比例 ●

具有产前自我保健知识的妇女所占比例 ●

在无菌条件下进行的分娩所占比例 ●

分娩并发症的发生率 ●

高危妊娠妇女在医院分娩的比例 ●

新生儿死亡率 ●

0-5岁儿童免疫接种比例 ●

5岁以下儿童死亡率（按年龄、性别） ●

有急诊产科保健的村庄所占比例 ●

每10万人群所拥有的能诊断和治疗常见生殖道感 ●

染性疾病的卫生保健人员数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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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B. 来自欧盟的经验（ 来自欧盟的经验（REPROSTAT REPROSTAT 

项目）项目）b

在欧盟（EU）健康监测规划的资助下，进行了一

个为欧盟成员国开发一套综合性生殖健康指标的

项目。REPROSTAT 寻求创建一套普遍性的核心

指标，使卫生专业人员、政策制定者以及研究人

员可以利用其评估欧盟内部的生殖健康以及相关

保健。预期这样一个监测系统在卫生预防和保健

无效时，能够提供早期预警信号，并为下一步的

行动和研究给予提示。因为一套单独的指标不可

能 涵 盖 所 有 问 题 ， 因 而 与 其 它 小 组 如

PERISTAT（一个开发围产期核心保健指标的类

似项目）和癌症登记等建立了联系。该项目在

2001年至2003年运行。

由 REPROSTAT 产生的一套初始指标涉及对世卫

组织 17项全球生殖健康指标的评估，并补充了其

他的指标，以实现项目的宗旨。筛选出的指标旨

在鉴别出那些在改善欧盟公民性与生殖健康方面

所存在的需求；用于常规监测和评估欧洲内部的

生殖健康规划的质量、效果和发展；并且能够在

欧盟成员国内部或在这些成员国之间比较生殖健

康数据。最终13个核心指标已于2002年完成（见

框文A1.3），另外还推荐了4个附加指标，其中

后3个还有待进一步开发（框文A1.4）。

框文 A1.3 核心指标框文 A1.3 核心指标

在孕妇中进行艾滋病毒检测的可接受性 ●

在接受艾滋病毒检测的孕妇（所有年龄） ●

中艾滋病毒血清阳性率

衣原体感染率 ●

在最近一次高危性接触中避孕套的报告使 ●

用率

初次性交年龄的中位数 ●

初次性交中使用避孕方法的比例 ●

青少年的年龄别生育率 ●

首次分娩时产妇的年龄 ●

总生育率 ●

试图受孕在一年或一年以上的妇女所占比 ●

例

与辅助生殖技术相关的分娩所占比例 ●

人工流产频度 ●

50岁或50岁以上行子宫切除术的妇女所占 ●

比例

框文 A1.4 附加指标框文 A1.4 附加指标

尿失禁妇女所占比例 ●

勃起障碍 ●

性健康 ●

孕期暴力 ●

所建议的这些指标在很多国家所依据的是业已作

为常规信息收集的数据，而在另外一些国家则有

b 详细信息请查询:  详细信息请查询: Temmerman M, Foster LB, Hannaford P, Temmerman M, Foster LB, Hannaford P, 
Cattaneo A, Olsen J, Bloemenkamp KW, et al. Reproductive Cattaneo A, Olsen J, Bloemenkamp KW, et al. Reproductive 
health indicators in the European Union: the REPROSTAT health indicators in the European Union: the REPROSTAT 
project. project. European Journal of Obstetrics Gynaecology and European Journal of Obstetrics Gynaecology and 
Reproductive BiologyReproductive Biology 2006; 126:3-10. 2006; 126:3-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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赖于专门调查所采集的数据。这些指标在德国和

意大利进行了实地检验，评审者的结论是“不同

国家之间在数据采集方法以及信息可利用性方面

的差异仍然是一个难题”。随着一些成员国建立

起综合性健康信息系统（包括全国调查），数据

采集方法各有不同，必须使之相一致，从而保证

数据的可比性。

这个案例突出了同一区域不同国家使用不同的

数据采集系统所带来的难题。当系统不同，对

国家之间的数据进行比较是困难和复杂的。而

且，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甚至发达国家

之间，在性与生殖健康以及相关健康问题上需要

优先考虑的事宜也是十分不同的。

在一些国家，辅助生殖技术和不育被认定为关键

问题，而在其他一些国家（例如日本），人口老

龄化及其相关健康问题则可能是需要优先考虑

的。艾滋病毒/艾滋病在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是

重大危机，但在其他发展中国家却列于较低的优

先位次。重要的是要考虑在国家水平如何采用适

合的工具，以及认识到需要确保在国家和当地水

平具备支持数据采集的能力和资源。对于所有国

家而言，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支持

数据分析及其应用都是非常必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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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2附录 2 在发展中国家提供生殖健康服务：在发展中国家提供生殖健康服务：
促成因素和限制因素 促成因素和限制因素 – 刚果案例 刚果案例

背景背景

刚果是一个高负债、高贫困国家，全国70%的人

口每天生活费不足1美元。其400万人口中有60%

是城镇居民。全国艾滋病毒感染率为6%，男性平

均寿命为49.6岁，女性为53.7岁。自然生育率为

40‰，55%的刚果妇女初孕在20岁之前。

尽管刚果的母婴保健水平不低：有技能接生员

助产比例很高（城市95%，农村72%，总比例为

86%）、82%的婴儿出生在医疗卫生机构中、75%

的妇女至少接受过4次产前检查，但低避孕

率（13%）和高生育率[总生育率（TFR）为4.8]造

成了极高的孕产妇死亡水平（孕产妇死亡率为

781/10万活产婴儿）。剖宫产率仅为3.2%，新生

儿死亡率为33‰。仅允许以拯救妇女生命为目

的的流产，且仅有36%-41%的流产手术是在医疗

卫 生 机 构 中 施 行 的 。 孕 产 妇 死 亡 原 因 有 出

血(40%)、流产后败血症(19%)、产后败血症

(13%)、子痫(11%)、疟疾(10%)和其他原因(7%)。

机遇和障碍机遇和障碍

刚果在经过长达10年的武装冲突后重返和平，为

改善国民的生殖健康提供了机遇。和平的到来减

少了国民在安全方面的担忧，改善了国民尤其是

城镇居民对健康服务的利用机会，而且为卫生设

施的重建铺平了道路。总统萨苏-恩格索在2006

年轮值非洲联盟主席，也促成了非洲联盟投入到

加速朝向千年发展目标的进程，并由此打开了从

各方面资源（包括石油收入在内）的筹资渠道。

2005年，刚果与世界银行、世界卫生组织、联合

国儿童基金及欧盟（卫生主题小组）合作举办了

首个全国母亲安全日，并通过这种合作倡导了一

个最低限度的一揽子保健方案，该方案作为降低

母婴死亡率“路线图”的基本内容之一，定于

2007年6月发布。国家卫生部门以2005年人口统

计和健康调查数据作为基线资料，正在制定一个

部门计划，以指导发展规划、宣传倡导以及衡量

进展。世界银行资助了一个预防艾滋病毒母婴传

播项目，欧盟资助了一个卫生部门支撑项目。此

外，已经可以利用到紧急资金用于2006及2007年

紧急产科保健。

所面临的障碍包括国家在基础社会服务和经济重

建方面的投入不足。农村地区尤其是北部和西部

农村地区在地理上的偏僻难行，限制了国际非政

府组织的介入，再加上当地非政府组织的能力低

下、私立部门规模过小（除了一些慈善机构和药

店）等，都构成了使国民受益于卫生保健所需跨

越的障碍。

卫生部门人力资源能力非常薄弱。现有员工收入

低下且士气涣散，而在新员工的雇佣上没有标

准，导致卫生服务质量和服务提供者的能力低

下，而卫生设施缺乏物品供应更是让形势雪上加

霜。由于需要共同筹资及存在贪污受贿，对于大

多数的贫困人口而言，提供服务的价格是高

昂的。

战略框架战略框架

支撑路线图的战略原则和方案要求统一在同一个

领导（卫生部）旗下，执行同一个国家计划、同

一个针对妇幼生存的监测和评估系统，由此将母

婴健康路线图整合到国家卫生发展计划和地区战

略中。这就要求利益相关各方在最低限度一揽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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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健计划以及循证工具的使用上达成共识。同联

合国以及双边/多边机构的伙伴关系、责任分

配（地理性、技术性以及按资助来源划分），意

在提升社区和私立部门对于服务规划和提供的

参与。

短期目标期间（2007年间），焦点将集中在计

划生育、国家计划免疫战役及开发千年发展目

标4及5路线图上。中期目标期间（2007至2009

年），将直接朝着改善城区卫生保健服务的方向

努力——特别关注改善基本产科保健和新生儿保

健的质量、覆盖率及可及性；推广基础的社区实

践；以及改善必需品的供应和质量。长期目标期

间（2009年-2013年），重点转向通过发展农村

地区最低限度一揽子保健、为散居人口建立外派

分支服务点和流动服务队伍、推广基本的家庭实

践以及改善对必需品的获取等，来重新恢复农村

卫生服务能力。

总结和讨论总结和讨论

刚果是一个70%的人口每天生活费不足1美元的低

收入国家，现正在发展一个改善母婴服务的行动

计划，以应对其居高不下的孕产妇死亡率（每10

万活产婴儿有781名母亲死亡，其中出血原因占

40%）。

在刚果这样一个有技能接生员助产率高达86%的

国家中，却出现这样高的孕产妇死亡率，有关的

讨论重点突出了“有技能接生员助产”这一指标

在正确反映降低孕产妇死亡风险上所取得进展的

敏感性问题。讨论指出，有必要帮助一些国家

根据更宽泛的性与生殖健康问题来发展它们正确

解读这类信息的能力。宽泛的性与生殖健康事

宜包括综合性紧急产科保健的可及性（3%的剖

宫产率），以及风险因素如高产次（总生育率为

4.8）和低避孕率（避孕率13%，其中10%为避孕

套）等，以理解并应对孕产妇死亡风险的根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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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3附录 3 性与生殖健康同艾滋病毒服务之间的联系性与生殖健康同艾滋病毒服务之间的联系
在服务提供层面的潜在指标在服务提供层面的潜在指标

下面这些按服务内容细分的测量值被设计用来监

测特定服务上的联系。服务内容见图A3.1–A3.3

示例。

针对初级卫生保健服务保健服务(图A3.1)，潜在的指标包

括：

在初级卫生保健服务中能提供计划生育服 ●

务（包括避孕套和艾滋病毒咨询及检测、关爱

及转诊）的比例；

在初级卫生保健服务中能提供性传播感染咨 ●

询、诊断、治疗或转诊等服务的比例；

在初级卫生保健服务中能促进/提供行为改变 ●

交流服务的比例；

在初级卫生保健服务使用者中接受性与生殖健 ●

康服务（包括艾滋病毒咨询和检测、关爱及转

诊服务）的比例；

在初级卫生保健服务人员中接受过性与生殖健 ●

康（包括艾滋病毒咨询和保健）方面培训的比

例

计划生育服务

宫颈癌筛查

性传播感染服务

VCTa

初级卫生保健
(PHC)服务

BCCb

HIV预防与关爱服务
的可及性提升

性与生殖健康服务
质量得到改善

现有的服务现有的服务 建议联接建议联接 预期结果预期结果

a 艾滋病毒自愿咨询与检测。艾滋病毒自愿咨询与检测。

b 行为改变交流。行为改变交流。

图 A3.1. 初级卫生保健服务图 A3.1. 初级卫生保健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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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对计划生育划生育服务（图A3.2），指标可能包括：

能提供艾滋病毒咨询和检测、关爱或转诊服务 ●

的计划生育服务点的比例；

在计划生育服务点的用户中接受艾滋病毒咨询 ●

和检测、治疗或转诊服务的比例；

避孕措施使用者中接受使用避孕套（用于 ●

计划生育或防止性传播感染或艾滋病毒）的

比例；

在计划生育服务点的用户中接受行为改变交流 ●

服务的比例；

在计划生育服务点的用户中接受性传播感染咨 ●

询、转诊或治疗服务的比例；

在计划生育服务点的用户中接受不孕症咨询、 ●

转诊、或治疗服务的比例；

艾滋病毒阳性妇女中有某个未被满足的计划生 ●

育需求的比例。

图 A3.2. 计划生育服务图 A3.2. 计划生育服务

a    艾滋病毒自愿咨询检测    艾滋病毒自愿咨询检测    b    行为改变交流    行为改变交流    c    性传播感染性传播感染

VCTa

各种避孕套

BCCb

STIc

计划生育
服务

青少年友好服务

预防和保健服务的可
及性提升

计划生育服务质量
得到改善

现有服务现有服务 建议联接建议联接 预期结果预期结果

针对孕期和分娩时孕产妇保健服务孕产妇保健服务，指标可能包

括：

产前保健和分娩服务中四管齐下 ●
1预防艾滋病毒

母婴传播(PMTCT)的比例；

产前保健和分娩服务的用户中接受性传播感染 ●

咨询和治疗（包括随访男性性伙伴的治疗和咨

询）的比例。

产后保健服务可以包括如下测量指标：

1 PMTCTPMTCT 项目联系包括 (1) 妇女中艾滋病毒感染的初级预防; (2) 艾滋病毒感染妇女中预防非意愿妊娠; (3)预防艾滋病毒母 项目联系包括 (1) 妇女中艾滋病毒感染的初级预防; (2) 艾滋病毒感染妇女中预防非意愿妊娠; (3)预防艾滋病毒母

婴传播; 以及 (4) 对艾滋病毒母亲及其孩子和家庭提供治疗、关爱和支持。婴传播; 以及 (4) 对艾滋病毒母亲及其孩子和家庭提供治疗、关爱和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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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 ● 后保健服务后保健服务点咨询和提供计划生育方法（包

括避孕套）的比例；

产后保健服务用户中接受艾滋病毒咨询以及转 ●

诊进行检测和治疗的比例。

流产后保健和流产产后保健和流产服务可能包括的指标：

接受流产后保健的妇女中得到咨询和提供计划 ●

生育方法及避孕套的比例；

接受流产后保健的妇女中得到性传播感染/艾 ●

滋病毒诊断、检测和治疗方面的咨询与转诊服

务的比例。

预防和控制性传播感染和生殖道感染性传播感染和生殖道感染项目可能包

括的指标：

能提供艾滋病毒咨询和检测服务的性传播感染 ●

服务点的比例；

促进行为改变交流服务的性传播感染服务点的 ●

比例；

性传播感染控制服务的用户中得到计划生育咨 ●

询及避孕套提供的比例。

艾滋病毒/艾滋病预防、关爱和治疗艾滋病毒/艾滋病预防、关爱和治疗服务（图

A3.3）可能监测：

艾滋病毒/艾滋病服务点中能提供避孕套的比 ●

例；

艾滋病毒/艾滋病服务点中摆放有行为改变交 ●

流资料的比例；

艾滋病毒阳性人员中得到包括计划生育在内的 ●

性与生殖健康及其权利咨询的比例；

艾滋病毒/艾滋病服务点中能提供性传播感染 ●

诊断和治疗或转诊服务的比例。

图 A3.3 艾滋病毒/艾滋病预防、关爱和治疗服务图 A3.3 艾滋病毒/艾滋病预防、关爱和治疗服务

计划生育
服务

促进避孕套的
使用

STIe 预防和
控制

BCCd

VCTa + PMTCTb + 
ARVc + BCCd

项目

改善性与生殖健
康服务的可及性

和覆盖率

现有服务现有服务 建议关联建议关联 预期结果预期结果

a 自愿咨询和检测。自愿咨询和检测。
b 预防艾滋病毒母婴传播。预防艾滋病毒母婴传播。
c 抗逆转录病毒治疗。抗逆转录病毒治疗。
d 行为改变交流。行为改变交流。
e 性传播感染。性传播感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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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附录 4 定义定义

性与生殖健康性与生殖健康

国际人口与发展大会将“性与生殖健康”定义

为：

生殖系统及其功能和过程所涉及一切事宜

上，身体、精神和社会等方面的完好状

态，而不仅仅指没有疾病或不虚弱。

普遍获取性与生殖健康普遍获取性与生殖健康

建议将“普遍获取性与生殖健康”定义如下：

所有的人，无论其年龄、性别、社会阶层、居

住地或者种族，在其生殖生命的全过程中，都能

一视同仁地根据自身需求得到及时且恰当的信

息、筛查、治疗和保健，由此确保他们享有如下

能力：

自由地决定子女数目及生育时机，以及延迟或 ●

者避免怀孕；

安全妊娠及安全分娩，抚养健康的孩子，以及 ●

治疗不育问题；

预防、治疗和处理包括艾滋病毒/艾滋病在内 ●

的生殖道感染、性传播感染以及其他生殖道疾

病如癌症等；

享受健康、安全及满意的性关系，并由此促进 ●

生活质量和个人关系。

国际人口与发展大会初级卫生保健背景下的生国际人口与发展大会初级卫生保健背景下的生

殖卫生保健殖卫生保健

在初级保健水平，应当具备以下生殖健康服

务。这些服务旨在满足妇女的需求，并同时兼顾

男性（包括青少年和老年人），并且在必要时提

供转诊服务。这些服务应满足下列需求：

计划生育咨询、信息、教育、交流及服务； ●

产前保健、安全分娩及产后保健的教育和服 ●

务，尤其注重母乳喂养和母婴保健；

不育症的预防及恰当治疗； ●

不安全流产的预防及其并发症的处理； ●

筛查并治疗生殖道感染、性传播感染以及其他 ●

生殖健康疾患如生殖系统肿瘤等；

有关人类性行为、生殖健康以及做有责任的 ●

父母等方面的信息、教育和咨询（视情况而

定）；

积极抵制女性割礼等有害习俗，包括预防和减 ●

轻性暴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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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年3月13日（星期二）2007年3月13日（星期二）

时间 内容 主持人

09: 00 – 09: 30

09: 30 – 10: 00

10: 00 – 10: 30

致欢迎辞/开幕式

背景

目的/预期结果

千年发展目标背景下的“普遍获取生殖健康”

M. Mbizvo

H. Belhadj

M. Mbizvo/

L. Say

S. Bernstein

10: 30 – 11: 00 咖啡小歇

11: 00 – 12: 00 全球目标/指标 – 国家背景下：考虑的问题

讨论与建议

V. Li

M. Temmerman

12: 00 – 14: 00 午餐

14: 00 – 15: 00

15: 00 – 15: 30

性与生殖健康以及卫生保健（如国际人口与发展

大会所述）

讨论与建议

性与生殖健康的社会及环境决定因素

讨论与建议

L. Say

S. Malarcher

15: 30 – 16: 00 咖啡小歇

16: 00 – 17: 30 卫生保健：获取/普遍获取/平等获取

讨论与建议

M. Goddard

18: 00 招待会

附录附录 5 会议日程会议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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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年3月14日（星期三）2007年3月14日（星期三）

时间 内容

09: 00 – 09: 30

09: 30 – 10: 30

10: 30 – 12: 00

前一天的总结—针对测量性与生殖健康服务获取程度所

建议的框架结构

分组安排

分组讨论

健康状况指标

卫生保健指标

背景（结构）指标

分组讨论（继续）

主持人

所有参加者

所有参加者

12: 00 – 14: 00 午餐

14: 00 – 15: 30 分组报告

讨论和建议

所有参加者

15: 30 – 16: 00 茶歇

16: 00 – 17: 30 分组报告

讨论和建议

所有参加者

2007年3月15日（星期四）2007年3月15日（星期四）

时间 内容

09: 00 – 09: 30

09: 30 – 10: 30

前一天总结---性与生殖健康获取程度的测量框架

讨论和建议

在发展中国家提供生殖健康服务（刚果案例）—促成因

素和限制因素

讨论及建议

主持人

R. Dackam-

Ngatchou

10: 30 – 11: 00 咖啡小歇

11: 00 – 11: 30

11: 30 –12: 00

国家规划中的应用 – 需要考虑的事宜

讨论和建议

针对实现普遍获取性与生殖健康的国家监测（以及设计

干预措施加速实现普遍获取）的指导/支持

讨论和建议

Y. Gebre

主持人

12: 30 – 14: 00 午餐

14: 00 – 15: 00

15: 00 – 16: 00

性与生殖健康同艾滋病毒项目的联接 – 潜在指标

讨论和建议

下一步计划

闭幕式

M. Mbizvo

所有参加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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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附录 6 与会人员名单与会人员名单
TEMPORARY ADVISERS

Dr Saifuddin Ahmed

Department of Population, Family and

 Reproductive Health

Bloomberg School of Public Health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615 North Wolfe Street, Room W4030

Baltimore, MD 21205

USA

Dr Cristina Alvarez

Medicus Mundi Catalunya

Ap Correos 419

Rubi 08191

Barcelona

Spain

Dr Hyam Bashour

Department of Family and Community Medicine

Faculty of Medicine

Damascus University

PO Box 9241

Damascus

Syria

Dr Stuart M. Berman

Epidemiology and Surveillance Branch

Division of STD Prevention

Centers for Disease Control and Prevention

Atlanta, GA 30333

USA

Mr John Cleland

Centre for Population Studies

London School of Hygiene and

 Tropical Medicine

49–51 Bedford Square

London, WC1B 3DP

England

Dr Alex Chika Ezeh

African Population and Health Research Center

Shelter Afrique Building, 2nd Floor

PO Box 10787, 00100 GPO

Nairobi

Kenya

Dr Yitades Gebre

PAHO/WHO, Bahamas and Turks & Caicos

Health Surveillance and Disease Management

Nassau

Bahamas

Dr Maria Goddard

Centre for Health Economics

University of York

Heslington

York, YO10 5DD

England

Dr Virginia Li

Community Health Sciences

UCLA School of Public Health

17368 Sunset Blvd

PH2

Pacifi c Palisades

CA 90272

USA

Dr Anthony Mbonye

Reproductive Health Division

Department of Community Health

Ministry of Health

PO Box 7272

Kampala

Uganda

Dr Affette McCaw-Binns

University of the West Indies

Department of Community Health

 and Psychiatry

3 Gibraltar Camp Way

Mona, Kingston 7

Jamaica

Dr Vittal Mogasale

Family Health International, India

501–505, Balarama, Near Sales Tax Offi ce

Bandra Kurla Complex, Bandra (East)

Mumbai, 400051

Ind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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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r Stephen P. Munjanja

Department of Obstetrics and Gynaecology

University of Zimbabwe

152 Baines Avenue

Harare

Zimbabwe

Dr Alberto Palloni

Center for Demography and Ecology

University of Wisconsin-Madison

4437 Social Science Bldg

1180 Observatory Drive

Madison, WI 53706

USA

Dr Mahesh Puri

Center for Research on Environmental Health

 and Population Activities

Kusunti, Lalitpur

PO Box 9626

Kathmandu

Nepal

Dr Marleen Temmerman

Department of Obstetrics

Ghent University Hospital

Faculty of Medicine and Health Sciences

De Pintelaan 185

9000 Ghent

Belgium

DFID

Ms Sandra MacDonagh

Policy Division

Department for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1 Palace Street

London, SW1E 5HE

United Kingdom

FHI

Dr Ward Cates

Family Health International

PO Box 13950

Research Triangle Park, NC 27709

USA

IPAS

Dr Joan Healy

IPAS

Training and Service Delivery Improvement

PO Box 5027

Chapel Hill, NC 27514

USA

IPPF

Dr Nono Simelela

Technical Knowledge and Support

International Planned Parenthood Federation

4 Newhams Row

London, SE1 3UZ

England

MEASURE EVALUATION

Dr Sian Curtis

Measure Evaluation

University of NC at Chapel Hill

Carolina Population Centre

CB#8120, 123 Franklin Street, Suite 304

Chapel Hill, NC 27516-3997

USA

UNPD

Dr Vasantha Kandiah

Fertility and Family Planning Section

Population Division

DC2-1970, United Nations

New York, NY 10017

USA

Dr Jose Antonio Ortega

Fertility and Family Planning Section

Population Division

DC2-1970, United Nations

New York, NY 10017

USA

UNFPA

Dr Hedia Belhadj

United Nations Population Fund

220 East 42nd St

New York, NY 10017

US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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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r Stan Bernstein

Technical Support Division

United Nations Population Fund

220 East 42nd St

New York, NY 10017

USA

Mr Hafedh Chekir

United Nations Population Fund

Old Nablus Road Sheik Jarrah

POB 67149

Jerusalem 91517

Israel

Mr Richard Dackam-Ngatchou

United Nations Population Fund

Avenue Kalemie 20

Boulevard du 30 juin

BP 7248 

Kinshasa 1

Democratic Republic of Congo

World Bank

Dr Samuel Mills

The World Bank

1818 H Street, NW

Washington, DC 20433

USA

WHO SECRETARIAT

Department of Reproductive Health and Research

Dr Mike Mbizvo

Dr Lale Say

Ms Jane Cottingham

Ms Eszter Kismodi

Ms Shawn Malarcher

Dr Iqbal Shah

Dr Kenneth Wind-Andersen

Ms Jennifer Bayley

OTHER WHO DEPARTMENTS

Making Pregnancy Safer

Dr Ana Pilar Betran

Child and Adolescent Health and Development

Dr Krishna Bo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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