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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WS/T XXXXX《卫生统计指标》分为以下十部分: 

—第1部分：总则； 

—第2部分：居民健康状况； 

—第3部分: 健康影响因素； 

—第4部分：疾病控制； 

—第5部分：妇幼保健； 

—第6部分：卫生监督； 

—第7部分：医疗服务； 

—第8部分：药品与材料供应保障； 

—第9部分：医疗保障（新型农村合作医疗）； 

—第10部分：卫生资源。 

本部分为WS/T XXXXX的第5部分。 

本部分由国家卫生和计划委员会信息标准专业委员会提出。 

本部分主要起草单位：北京市妇幼保健院、国家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统计信息中心、北京大学公

共卫生学院、武汉大学公共卫生学院。 

本部分主要起草人：武明辉、汤学军、贾朝霞、张娣、安琳、宇传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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卫生统计指标 第 5 部分：妇幼保健 

1 范围 

WS/T XXXXX的本部分规定了卫生统计指标中的妇幼保健相关统计指标，主要包括婚前检查、孕产妇

保健、儿童保健、妇女保健、计划生育技术服务等相关指标。 

本部分适用于各级卫生行政部门、医疗卫生机构的统计数据分析、发布及共享等。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对于本文件的应用是必不可少的。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仅注日期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

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文件。 

WS／T 303 卫生信息数据元标准化规则 

WS／T 306 卫生信息数据集分类与编码规则 

WS XXXXX.1 卫生统计指标 第1部分：总则 

全国妇幼卫生调查制度 卫办发[2012]83号  

3 术语和缩略语 

WS XXXXX.1(卫生统计指标 第1部分：总则)中界定的术语和缩略语适用于本文件。 

3.1  

妇幼保健指标  indicators of maternal and child health care 

反映一定时期、一定地区内婚前保健、孕产期保健、计划生育技术服务、妇女常见病筛查、儿童保

健等工作中常用的统计指标。 

4 妇幼保健统计指标目录 

4.1 妇幼保健统计指标公用属性 

表 1  妇幼保健统计指标公用属性 

属性种类 数据元属性名称 属性值 

标识类 
版    本 V1.0 

注册机构 卫生部卫生信息标准专业委员会 

关系类 分类模式 分类法 

管理类 

主管机构 卫生部统计信息中心 

注册状态 标准状态 

提交机构 卫生部统计信息中心 

4.2 妇幼保健统计指标专用属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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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1 妇女保健 

  

标识符 IHS02.02.001  

中文名称 婚前医学检查率 

英文名称 coverage of premarital medical examination 

计量单位 % 

定义 指报告期内某地区婚前医学检查人数与结婚登记人数之比 

计算方法 报告期内某地区婚前医学检查人数/同期该地区结婚登记人数×100% 

指标说明 婚前医学检查人数：指报告期内本地区对准备结婚的男女双方进行结婚和生育相关疾病的医学检

查人数（即按照《婚前保健工作规范》要求进行婚前医学检查的人数） 

结婚登记人数：指报告期内本地区结婚登记人数（含初婚、再婚） 

调查方法 全面调查 

数据来源 妇幼卫生年报系统 

发布频率 年度 

  

标识符 HSI02.02.002 

中文名称 婚前医学检查检出疾病率 

英文名称 detection coverage of premarital medical examination 

计量单位 % 

定义 指报告期内某地区婚检检出疾病人数与婚前医学检查人数之比 

计算方法 报告期内某地区检出疾病人数/同期该地区婚前医学检查人数×100% 

指标说明 检出疾病人数：是指检出对婚育有影响、医学上已明确诊断的疾病（包括指定传染病、严重遗传

性疾病、有关精神病、生殖系统疾病、内科系统疾病等）的人数；如果一人同时检出两种或以上

疾病，按一人计算 

调查方法 全面调查 

数据来源 妇幼卫生年报系统 

发布频率 年度 

  

标识符 IHS02.02.003 

中文名称 妇女常见病筛查率 

英文名称 screening coverage of gynecological diseases and breast diseases 

计量单位 % 

定义 指报告期内某地区妇女常见病实查人数与应查人数之比 

计算方法 报告期内某地区实查人数/同期该地区应查人数×100% 

指标说明 实查人数：指该地区统计年度内实际进行妇女常见病筛查的 20～64 岁户籍妇女人数（不包括因

疾病到妇科门诊就诊的人数） 

应查人数：指该地区统计年度内按照计划应进行筛查的 20～64 岁户籍妇女人数，即该地区统计

年度内 20～64 岁户籍妇女人数除以该地区要求的妇女常见病筛查周期（例如：本地区的 20～64

岁户籍妇女每三年接受一次筛查，则周期为 3） 

调查方法 全面调查 

数据来源 妇幼卫生年报系统 

发布频率 年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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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识符 IHS02.02.004 

中文名称 某项计划生育手术并发症发生率 

英文名称 complication rate of family planning surgery 

计量单位 10000/万 

定义 指报告期内某地区某项计划生育手术并发症发生例数与该项计划生育手术例数之比 

计算方法 报告期内某地区某项计划生育手术并发症发生例数／同期该地区该项计划生育手术例数×10000/

万 

指标说明 计划生育手术并发症：在计划生育手术中因各种原因造成的术中或术后生殖器官或邻近器官和组

织的损伤、感染等病症。如同一病例存在两种以上情况时，只填一种主要的，如子宫穿孔后感染，

只填子宫穿孔； 

某项计划生育手术例数：指报告期内本地区（本机构）施行的该项计划生育手术例数；例数要求

按手术的次数计算，如一人在同一报告期内接受两次人工流产术，统计例数应为 2 

调查方法 全面调查 

数据来源 妇幼卫生年报系统 

发布频率 年度 

4.2.2 孕产妇保健 

  

标识符 IHS02.02.005 

中文名称 孕产妇艾滋病病毒检测率 

英文名称 HIV-testing coverage among pregnant women 

计量单位 % 

定义 指报告期内某地区产妇艾滋病病毒检测人数与产妇数之比 

计算方法 报告期内某地区产妇接受艾滋病病毒检测人数/同期该地区产妇数×100% 

指标说明 产妇艾滋病病毒检测人数：指该地区报告期内孕期至产时接受过一次及以上艾滋病病毒抗体检测的产

妇人数，接受过多次检测的按一人统计 

调查方法 全面调查 

数据来源 妇幼卫生年报系统 

发布频率 年度 

  

标识符 IHS02.02.006 

中文名称 孕产妇梅毒检测率 

英文名称 percentage of pregnant women who tested for syphilis 

计量单位 % 

定义 指报告期内某地区产妇梅毒检测人数与产妇数之比 

计算方法 报告期内某地区产妇梅毒检测人数/同期该地区产妇数×100% 

指标说明 产妇梅毒检测人数：指该地区报告期内孕期至产时接受过一次及以上梅毒检测的产妇人数，接受过多

次检测的按一人统计 

调查方法 全面调查 

数据来源 妇幼卫生年报系统 

发布频率 年度 

  

标识符 IHS02.02.007 

中文名称 孕产妇乙肝表面抗原检测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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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文名称 percentage of pregnant women tested for HBV   

计量单位 % 

定义 指报告期内某地区产妇乙肝表面抗原检测人数与产妇数之比 

计算方法 报告期内某地区产妇乙肝表面抗原检测人数/同期该地区产妇数×100％ 

指标说明 产妇乙肝表面抗原检测人数：指该地区报告期内孕期至产时接受过一次及以上乙肝表面抗原检测的产

妇人数，接受过多次检测的按一人统计 

调查方法 全面调查 

数据来源 妇幼卫生年报系统 

发布频率 年度 

  

标识符 IHS02.02.008 

中文名称 产妇孕期建卡率 

英文名称 recording coverage for pregnant women 

计量单位 % 

定义 指报告期内某地区产妇建卡人数与产妇数之比 

计算方法 报告期内某地区产妇建卡人数/同期该地区产妇数×100% 

指标说明 产妇建卡人数：指报告期内该地区的产妇中，在医疗保健机构建立了保健卡、册的人数 

产妇数：指该地区报告期内妊娠满 28 周及以上(如孕周不清楚，可参考出生体重达 1000 克及以上)的分

娩产妇人数 

调查方法 全面调查 

数据来源 妇幼卫生年报系统 

发布频率 年度 

  

标识符 IHS02.02.009 

中文名称 孕产妇系统管理率 

英文名称 systematic management coverage for pregnant women 

计量单位 % 

定义 指报告期内某地区产妇系统管理人数与活产数之比 

计算方法 报告期内某地区产妇系统管理人数/同期该地区活产数×100% 

指标说明 产妇系统管理人数：指该地区报告期内按系统管理程序要求，从妊娠至产后 28 天内有过孕早期产前检

查、至少 5 次产前检查、新法接生和产后访视的产妇人数 

调查方法 全面调查 

数据来源 妇幼卫生年报系统 

发布频率 年度 

  

标识符 IHS02.02.010 

中文名称 高危产妇占总产妇数的百分比 

英文名称 proportion of high-risk pregnant women 

计量单位 % 

定义 指报告期内某地区高危产妇人数与产妇数之比 

计算方法 报告期内某地区高危产妇人数/同期该地区产妇数×100% 

指标说明 高危产妇人数：在妊娠期有某种病理因素或致病因素可能危害孕妇、胎儿与新生儿或导致难产的产妇

人数；孕期只要出现高危因素，无论临产前是否纠正均按一例高危统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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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查方法 全面调查 

数据来源 妇幼卫生年报系统 

发布频率 年度 

  

标识符 IHS02.02.011 

中文名称 产前检查率 

英文名称 prenatal care coverage 

计量单位 % 

定义 指报告期内某地区接受过一次及以上产前检查的产妇人数与活产数之比 

计算方法 报告期内某地区产妇产前检查人数/同期该地区活产数×100% 

指标说明 产妇产前检查人数：指该地区报告期内接受过一次及以上产前检查的产妇人数(仅做妊娠试验的初次检

查、因临产入院进行的产前检查不计算在内) 

调查方法 全面调查 

数据来源 妇幼卫生年报系统 

发布频率 年度 

  

标识符 IHS02.02.012 

中文名称 孕产妇产前筛查率 

英文名称 prenatal screening coverage 

计量单位 % 

定义 指报告期内某地区孕产妇产前筛查人数与产妇数之比 

计算方法 报告期内某地区孕产妇产前筛查人数/同期该地区产妇数×100% 

指标说明 孕产妇产前筛查人数：指该地区报告期内，在孕早期和孕中期（7～20 周）用血清学方法对胎儿进行唐

氏综合征（21 三体）、18 三体和神经管畸形这三种先天性缺陷和遗传性疾病筛查的孕产妇人数（进行

过多次筛查者按一人统计）；暂不包括超声学筛查 

调查方法 全面调查 

数据来源 妇幼卫生年报系统 

发布频率 年度 

  

标识符 IHS02.02.013 

中文名称 孕产妇产前筛查高危百分比 

英文名称 proportion of high-risk pregnant women received prenatal screening 

计量单位 % 

定义 指报告期内某地区孕产妇产前筛查高危人数与孕产妇产前筛查人数之比 

计算方法 报告期内某地区孕产妇产前筛查高危人数/同期该地区孕产妇产前筛查人数×100％ 

指标说明 孕产妇产前筛查高危人数：指该地区报告期内接受产前血清学筛查的孕产妇中筛出高危的人数，暂不

包括超声学筛查出可疑胎儿畸形的孕产妇人数 

调查方法 全面调查 

数据来源 妇幼卫生年报系统 

发布频率 年度 

  

标识符 IHS02.02.014 

中文名称 孕产妇产前诊断确诊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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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文名称 diagnosed positive rate of prenatal birth defects 

计量单位 % 

定义 指报告期内某地区孕产妇产前诊断确诊人数与孕产妇产前诊断人数之比 

计算方法 报告期内某地区孕产妇产前诊断确诊人数/同期该地区孕产妇产前诊断人数×100％ 

指标说明 孕产妇产前诊断确诊人数：指该地区报告期内接受产前诊断的孕产妇中确诊的先天性缺陷和/或遗传性

疾病的人数； 

孕产妇产前诊断人数：指该地区报告期内由所属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卫生行政部门审查批准

的具有产前诊断资质的医疗保健机构对胎儿进行先天性缺陷和/或遗传性疾病诊断的孕产妇人数，包括

超声诊断、细胞遗传学诊断和分子遗传学诊断（不包括只做遗传咨询者） 

调查方法 全面调查 

数据来源 妇幼卫生年报系统 

发布频率 年度 

  

标识符 IHS02.02.015 

中文名称 活产数 

英文名称 number of live births 

计量单位 人 

定义 指妊娠满 28 周及以上（如孕周不清楚，可参考出生体重达 1000 克及以上)，娩出后有心跳、呼吸、脐

带搏动、随意肌收缩 4 项生命体征之一的新生儿数 

计算方法   

指标说明 上报时按男婴活产数、女婴活产数和性别不明活产数（包括两性畸形、性别不详等）分别上报 

调查方法 全面调查 

数据来源 妇幼卫生年报系统 

发布频率 年度 

  

标识符 IHS02.02.016 

中文名称 住院分娩率 

英文名称 institutional delivery rate 

计量单位 % 

定义 指报告期内某地区住院分娩活产数与活产数之比 

计算方法 报告期内某地区住院分娩活产数/同期该地区活产数×100% 

指标说明 住院分娩活产数：指该地区报告期内在取得助产技术资质的机构分娩的活产数 

调查方法 全面调查 

数据来源 妇幼卫生年报系统 

发布频率 年度 

  

标识符 IHS02.02.017 

中文名称 剖宫产率 

英文名称 caesarean section rate 

计量单位 % 

定义 指报告期内某地区采用剖宫产手术分娩的活产数与活产数之比 

计算方法 报告期内某地区剖宫产活产数/同期该地区活产数×100％ 

指标说明 剖宫产活产数：指该地区报告期内采用剖宫产手术分娩的活产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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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查方法 全面调查 

数据来源 妇幼卫生年报系统 

发布频率 年度 

  

标识符 IHS02.02.018 

中文名称 产后访视率 

英文名称 coverage of postnatal care visit within 28 days of childbirth 

计量单位 % 

定义 指报告期内某地区接受产后访视的产妇人数与活产数之比 

计算方法 报告期内某地区产妇产后访视人数/同期该地区活产数×100％ 

指标说明 产妇产后访视人数：指该地区报告期内产后 28 天内接受过一次及以上产后访视的产妇人数 

调查方法 全面调查 

数据来源 妇幼卫生年报系统 

发布频率 年度 

4.2.3 儿童保健 

  

标识符 IHS02.02.019 

中文名称 新生儿甲状腺功能减低症筛查率 

英文名称 screening coverage of neonatal congenital hypothyroidism 

计量单位 % 

定义 指报告期内某地区接受过甲状腺功能减低症筛查的新生儿数与活产数之比 

计算方法 报告期内某地区新生儿甲状腺功能减低症筛查人数/同期该地区活产数×100% 

指标说明 新生儿甲状腺功能减低症筛查人数：指按照卫生部《新生儿疾病筛查管理办法》接受过甲状腺功

能减低症筛查的新生儿数。一人筛查多次按一人上报 

调查方法 全面调查 

数据来源 妇幼卫生年报系统 

发布频率 年度 

  

标识符 IHS02.02.020 

中文名称 新生儿苯丙酮尿症筛查率 

英文名称 screening coverage of neonatal phenylketonuria 

计量单位 % 

定义 指报告期内某地区接受过苯丙酮尿症筛查的新生儿数与活产数之比 

计算方法 报告期内某地区新生儿苯丙酮尿症筛查人数/同期该地区活产数×100% 

指标说明 新生儿苯丙酮尿症筛查人数：指按照卫生部《新生儿疾病筛查管理办法》接受过苯丙酮尿症筛查

的新生儿数，一人筛查多次按一人上报 

调查方法 全面调查 

数据来源 妇幼卫生年报系统 

发布频率 年度 

  

标识符 IHS02.02.021 

中文名称 新生儿听力筛查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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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文名称 screening coverage of newborn hearing 

计量单位 % 

定义 指报告期内某地区接受过新生儿听力筛查人数与活产数之比 

计算方法 报告期内某地区新生儿听力筛查人数/同期该地区活产数×100% 

指标说明 新生儿听力筛查人数：指按照卫生部《新生儿疾病筛查管理办法》接受过听力筛查的新生儿数，

一人筛查多次按一人上报 

调查方法 全面调查 

数据来源 妇幼卫生年报系统 

发布频率 年度 

  

标识符 IHS02.02.022 

中文名称 6 个月内婴儿纯母乳喂养率 

英文名称 infants exclusively breastfed for the first 6 months of life 

计量单位 % 

定义 指报告期内某地区纯母乳喂养人数与母乳喂养调查人数之比 

计算方法 报告期内某地区纯母乳喂养人数/同期该地区母乳喂养调查人数×100% 

指标说明 纯母乳喂养人数：调查的 0～5 个月婴儿中过去 24 小时内纯母乳喂养的人数；纯母乳喂养是指调

查前 24 小时内，除喂母乳外，不添加任何辅助食品和饮料及水，但在有医学指征下可加少量维

生素、矿物质和药物 

母乳喂养调查人数：0～5 个月婴儿进行母乳喂养调查的人数 

调查方法 全面调查 

数据来源 妇幼卫生年报系统 

发布频率 年度 

  

标识符 IHS02.02.023 

中文名称 7 岁以下儿童健康管理率 

英文名称 health management coverage for children under 7 

计量单位 % 

定义 报告期内某地区 7 岁以下儿童健康管理人数与 7 岁以下儿童数之比 

计算方法 报告期内某地区 7 岁以下儿童健康管理人数/同期该地区 7 岁以下儿童数×100% 

指标说明 7 岁以下儿童健康管理人数：指报告期内 7 岁以下儿童接受 1 次及以上体格检查（身高和体重等）

的总人数；一个儿童在报告期内如接受了多次查体，也只按 1 人计算 

7 岁以下儿童数：指至当年 9 月 30 日不满 7 周岁的全部儿童数 

调查方法 全面调查 

数据来源 妇幼卫生年报系统 

发布频率 年度 

  

标识符 IHS02.02.024 

中文名称 3 岁以下儿童系统管理率 

英文名称 systematic management rate for children under 3 

计量单位 % 

定义 指报告期内某地区 3 岁以下儿童系统管理人数与 3 岁以下儿童数之比 

计算方法 报告期内某地区 3 岁以下儿童系统管理人数/同期该地区 3 岁以下儿童数×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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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标说明 3 岁以下儿童系统管理人数：指报告期内 3 岁以下儿童按年龄要求接受生长监测或 4：2：2 体格

检查（身高和体重等）的儿童数；新生儿访视时的体检次数不包括在内 

3 岁以下儿童数：指至当年 9 月 30 日不满 3 周岁的全部儿童数 

调查方法 全面调查 

数据来源 妇幼卫生年报系统 

发布频率 年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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索  引 

小类名称 指标名称 标识符 

妇女保健 婚前医学检查率 IHS02.02.001  

妇女保健 婚前医学检查检出疾病率 IHS02.02.002 

妇女保健 妇女常见病筛查率 IHS02.02.003 

妇女保健 某项计划生育手术并发症发生率 IHS02.02.004 

孕产妇保健 孕产妇艾滋病病毒检测率 IHS02.02.005 

孕产妇保健 孕产妇梅毒检测率 IHS02.02.006 

孕产妇保健 孕产妇乙肝表面抗原检测率 IHS02.02.007 

孕产妇保健 产妇孕期建卡率 IHS02.02.008 

孕产妇保健 孕产妇系统管理率 IHS02.02.009 

孕产妇保健 高危产妇占总产妇数的百分比 IHS02.02.010 

孕产妇保健 产前检查率 IHS02.02.011 

孕产妇保健 孕产妇产前筛查率 IHS02.02.012 

孕产妇保健 孕产妇产前筛查高危百分比 IHS02.02.013 

孕产妇保健 孕产妇产前诊断确诊率 IHS02.02.014 

孕产妇保健 活产数 IHS02.02.015 

孕产妇保健 住院分娩率 IHS02.02.016 

孕产妇保健 剖宫产率 IHS02.02.017 

孕产妇保健 产后访视率 IHS02.02.018 

儿童保健 新生儿甲状腺功能减低症筛查率 IHS02.02.019 

儿童保健 新生儿苯丙酮尿症筛查率 IHS02.02.020 

儿童保健 新生儿听力筛查率 IHS02.02.021 

儿童保健 6 个月内婴儿纯母乳喂养率 IHS02.02.022 

儿童保健 7 岁以下儿童健康管理率 IHS02.02.023 

儿童保健 3 岁以下儿童系统管理率 IHS02.02.024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