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妇女健康指标的构建与思考
郑真真

( 中国社会科学院，北京 100732)

摘 要:在中国当前的发展阶段，有必要考虑构建与现阶段相适应、能够有效反映社会变化的性别平等和妇

女健康指标。国际发展目标中与妇女健康相关的指标和国内外性别平等指数或发展规划中与健康相关的指标，

各有其适用性和局限性。在以发展和赋权为框架分析女性健康问题的基础上，考虑到女性全生命周期不同时期

的健康风险和性别不平等问题，根据中国当前社会经济发展阶段，推荐以结果测量为主的三套供评估和监测的妇

女健康指标。除了应用国家和省市级统计数据构建宏观指标外，充分利用抽样调查资料在个体层面对妇女健康

进行评价和分析，并与宏观指标相结合，分析内部差异和变化及其影响因素和影响机制也很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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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在人类发展中占有重要位置。而女性

健康往往不仅与发展密切相关，也反映了一个社

会的性别平等状况，不少国际发展议题中都包括

与女性健康有关的内容，如联合国提出的千年发

展目标和 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中的孕产健康

和生殖健康等内容。在有关性别平等的各种国

际指标体系中，大多也包括了健康指标，如健康

预期寿命的男女差距等。中国一向将健康作为

妇女发展监测和评估的内容之一。女性的健康

不仅与社会经济发展和健康事业发展有关，也受

到诸多社会文化或制度因素的影响，在具有明显

性别偏见的社会中或性别不平等的情况下，女性

往往在健康状况改善和健康服务利用方面处于不

利地位;在快速发展阶段，健康促进的成果也会因

男女两性受益不平等而存在性别差距。可以说，经

济、社会、文化和公共政策会影响女性，同时女性的

健康也是反映发展和性别平等的重要方面。

中国在社会经济快速发展之后，已经进入了

一个新的发展阶段，2020 年中国将消除绝对贫

困，全面进入小康社会，在健康方面，一些在发展

阶段初期的重要问题已经基本解决，但也同时存

在发展进程中的问题和社会经济发展带来的新

挑战，而一些新出现的问题尚未引起足够重视。

在这样一个过渡阶段，有必要回顾和思考现有妇

女健康指标在中国目前发展阶段的适用性，分析

这些指标的局限和问题，探讨能够有效评价中国

发展和变化的指标。

本文首先回顾国内外较为常见的性别与健

康相关指标，然后提出构建妇女健康指标的思路

与框架，在此基础上提出既与国际接轨也能满足

现阶段国内需求的妇女健康宏观指标建议，以及

与之相应的个体层面的妇女健康评价，并讨论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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妇女健康评价方面宏观指标与微观分析结合的重

要性，希望在这方面引起更为广泛和深入的讨论。

一、现有相关指标回顾
( 一) 国际发展目标中与性别平等和妇女健

康相关的指标

联合国开发计划署( UNDP ) 提出的人类发展

指数中与健康相关的指标是出生预期寿命。虽

然在构建人类发展指数时没有分性别，但 UNDP

进一步提出了性别发展指数( GDI) ，对人类发展

指数的健康、教育、经济三个指标分性别统计后

合成该指数①。联合国儿童基金会的全球儿童状

况基本指标中，对新生儿、婴儿和 5 岁以下儿童

死亡率以及出生预期寿命都是分性别统计的②。

在国际组织提出的不少发展目标中，都纳入

了与女性健康相关的指标。联合国千年发展目

标将增进孕产健康列为八大目标之一，具体目标
5A为 1990年至 2015 年间将孕产妇死亡率降低

四分之三③，目标 5B 为到 2015 年实现普遍享有

生殖保健，避孕率、未满足的避孕需求和未成年

人生育率都是该目标之下的重要监测指标。

联合国于 2015 年通过的《2030 年可持续发

展议程》中，有关健康的目标 3 和有关性别平等

的目标 5，包括多项与女性健康有关的具体目标，

涉及到孕产保健、性健康和生殖健康、满足计划

生育服务需求、消除基于性别的暴力以及针对妇

女的有害做法等内容④。具体目标如:

·3．1:到 2030 年，全球孕产妇每 10 万例活

产的死亡率降至 70人以下。

·3．2:到 2030 年，消除新生儿和 5 岁以下儿

童可预防的死亡，各国争取将新生儿死亡率至少

降至 12‰，5岁以下儿童死亡率至少降至 25‰。

·3．7:到 2030 年，确保性健康和生殖健康保

健服务的普及，包括计划生育、信息获取和教育，

将生殖健康纳入国家战略和方案。

·5．6: 根据《国际人口与发展会议行动纲

领》《北京行动纲领》及其历次审查会议的成果文

件，确保普遍享有性和生殖健康以及生殖权利。

在以上与妇女和健康有关的指标中，千年发

展目标的重点显然是在发展和生存阶段。虽然

与发达国家相比，中国孕产健康水平还有较大的

提升空间，但主要优先问题与发展初期不同。中

国的青少年生育率一直处于较低水平，从未超过

10‰。中国的避孕率长期居全球之首，未满足的

计划生育服务需求总体来说也一向在极低水平。

总的来说，国际发展目标中与性别平等和妇女健

康相关的不少指标，对当前中国的变化和需要改

善的问题缺乏敏感性和针对性。

( 二) 国际性别平等评价指数中与健康相关

的指标

联合国开发计划署于 2010 年提出一套性别

不公平指数 ( Gender Inequality Index) ，其中与健

康相关的指标有孕产妇死亡率和未成年人生育

率⑤;在相关统计指标的收集中还包括了避孕率、

至少一次产前检查比例、医护人员接生比例。世

界经济论坛提出的性别差距指数( Gender Gap In-

dex) ，与健康相关的指标为分性别健康预期寿命

和出生性别比⑥。欧盟提出的性别平等指数

( Gender Equality Index) 中的健康部分，包括了健

康状况和服务获得两类内容，分别由分性别的自

评健康、出生预期寿命、健康预期寿命和未满足

的医疗需求以及未满足的牙医需求组成⑦。

·2·

山东女子学院学报·2019年第 6期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UNDP 在相关技术文件中对指标估计和指数合成方法有详细的介绍，详见: United Nations Development Programme，Technical notes: cal-
culating the human development indices，2018。
参见 https: / /www．unicef．org /chinese /sowc2017 /。
中国的全国孕产妇死亡率从 1990年的 88．8 /10万下降至 2013年的 23．2 /10万，降低了 73．9%，提前实现了千年发展目标。参见 UN-
DP 中国网:改善孕产妇保健目标进展情况，http: / /www．cn．undp．org /content /china /zh /home /mdgoverview /overview /mdg5 /。
参见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2015年通过，https: / /www．un．org / sustainabledevelopment / zh /。
参见 United Nations Development Programme，Technical notes: calculating the human development indices，2018年。
参见 World Economic Forum，The global gender gap report 2018，2018年。
参见 Anne Laure Humbert， ，Nicole Oetke 和 Merle Paats 的 Gender Equality Index 2015: measuring gender e-

quality in the European Union 2005—2012，European Institute for Gender Equality，2015年。



联合国开发计划署提出的孕产妇死亡率和

未成年人生育率与发展目标中的健康目标相同，

而欧盟提出的健康指标显然更适合发达国家。

性别差距指数每年发布，影响较大，且根据这套

指数计算，中国在世界的排名相当靠后，在此值

得专门分析一下。

全球性别差距评价指数由经济参与、教育、

健康与生存、政治权能四个方面的综合指数组

成。世界经济论坛发布的 2018 年全球性别差距

报告中，中国在 149 个国家中排名 103。导致中

国排名靠后的是教育 ( 排名 111) 和健康与生存
( 排名 149) 。健康与生存的性别差距指数应用了

两个指标，即出生性别比和健康预期寿命的女男

比值。这个综合指数的构建与两个指标选择的

理论依据和现实有效性均值得商榷。

首先，从经济参与、教育、健康与生存、政治

权能四个综合指数的年度变化来看，健康指数是

分布最为集中、变化幅度最小的。各指数在 2006

至 2018 年间的变化范围分别是: 经济参与从
26%上升到 92%;教育从 57%上升到 100%; 政治

权能的综合指数在 2006 年数值最低，为 14%，但

也是各综合指数中改善最为显著的，至 2018年上

升到 67%;而健康与生存指数在 2006 年已经高

达 91%，多年来一直是小幅度波动，至 2018 年达

到 98%①。前三项指数随着年代的推进在不断提

升，健康指数的变化范围最小，且多年来相当稳

定，没有明显变化。这一方面意味着该指数本身

在统计意义上来说已经缺乏敏感性，难以衡量可

能存在的差异和变化;另一方面也意味着指数的

任何微小变动都会对一个国家的排名产生影响。

其次，再分别看健康与生存方面的两个指

标。由于几乎所有国家的女性健康预期寿命都

高于男性( 除科威特、不丹和巴林外) ，且出生性

别比在计算指数时权重占 0．693，因而各国之间

健康与生存指数的差别主要取决于出生性别比。

这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出生性别比偏高的国家

都在健康与生存指数上排名靠后 ( 如亚美尼亚、

阿塞拜疆、印度、越南等) 。出生性别比失衡是中

国多年存在且未能有效解决的问题。其长期高

居世界首位，尽管近年来有回落的趋势，但离正

常范围还有很大差距。根据这种计算方法，中国

的健康指数在全球排名必然垫底。

世界经济论坛选择的指标和指数的综合方

法不过是一家之言，角度不同、理由不同、选择指

标和综合算法不同，就可能算出不同的指数，得

到不同的结果。我们需要对这种指标选取和指

数综合方法进行具体分析，考察这种评价在多大

程度上能科学地反映性别平等差距。例如，在发

展目标中常用的孕产妇死亡率这个健康指标，具

有明确的方向，即孕产妇死亡率越低越好，而且

针对女性特有的健康问题。而健康预期寿命的

方向性差，并不是男女差距越大越好，在全球女

性健康预期寿命普遍高于男性的情况下，这个指

标缺乏对男女平等的评价意义。出生性别比失

衡都是出现在生育率较低的地区，即生育数量的

挤压是出生性别比失衡的前提之一，而在生育率

高于更替水平的地区，即使存在性别偏好和生男

需求，出生性别比也并不一定会升高，因为可以

通过多生孩子满足需求。尽管与 1990年相比，全

球平均总和生育率已经从 3．2降到 2．5，但撒哈拉

以南非洲的平均水平仍在 4． 6，北非和西亚为
2．9②，中国的总和生育率则已经长期处在不到1．7

的低水平。在生育率存在较大差距的情况下，这

个指标并不能有效地反映性别平等状况，更不适

宜对处于不同生育水平的地区直接进行比较。

( 三) 中国的性别平等与健康相关指标

妇女健康一向是中国妇女发展纲要中的重

要监测和评估内容，这部分所涉及的内容包括:

出生预期寿命，孕产妇死亡率，常见病筛查，HIV /

STDs控制，降低孕产贫血，提高心理健康知识，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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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 World Economic Forum，The global gender gap report 2018，2018年。
参见 United Nations，Department of Economic and Social Affairs，Population Division，World population prospects 2019: highlights，United Na-
tions，2019年，https: / /population．un．org /wpp。



障避孕节育知情选择权，减少非意愿妊娠，降低

人工流产率①。中国性别平等与妇女发展指标研

究与应用课题组［1］于 2008 年提出一套中国性别

平等与妇女发展综合指数，其中有关生命安全和

健康服务的指标包括: 孕产妇死亡率、出生性别

比、婴儿及 5岁以下儿童死亡率、住院分娩率、妇

科病检查率。从这些指标内容可以看出，国内提

出的性别平等与妇女健康指标既包括国际常用

指标，如孕产妇死亡率、出生预期寿命，也包括对

中国发展阶段极为重要的服务提供方面的内容，

如有关生殖健康和计划生育的内容以及妇科病

筛查。

回顾现有与妇女健康相关的指标，有些指标

在不同体系中出现并长期使用，如孕产妇死亡

率;有些指标具有特定发展阶段的特点，如以死

亡结果为主的测量反映了发展初期和发展中阶

段的问题，与服务获得相关的测量则更适用于社

会经济较为发达的社会。但是在目前应用的指

标中还是存在一定局限，例如孕产健康占了较大

比重，对女性生命周期其他阶段的关注不足。更

值得注意的是，现有相关指标对中国社会中与性

别平等和妇女健康相关的重要内容和变化缺乏

敏感性，难以有效反映这个领域的进展或问题。

因此，有必要在这方面加强分析和研究，引起更

多关注和讨论，探讨适合中国发展阶段的性别平

等和妇女健康评价指标。

二、研究思路与框架

本文提出以发展和赋权为框架分析女性健

康问题，考虑女性全生命周期不同时期的健康风

险和性别不平等，选择和构建适合中国目前发展

阶段的妇女健康评价指标。

联合国人口基金前执行主任萨迪克博士曾

在回顾国际人口与发展大会 20 周年的讲话中，

呼吁将妇女的生殖健康视为人权的一部分，从赋

权和性别平等出发将其列入优先考虑的公共政

策领域，并建议性与生殖健康工作应当超越妇幼

保健模式，阻止这方面的公共政策和投入进一步

倒退和下滑，确保所有儿童都接受关于性与生殖

健康的教育，并建议男性参与共同承担责任［2］。

她的观点和建议对构建妇女健康指标具有启示

意义。

将妇女健康视为一种人权，可以从赋权的角

度将健康促进视为赋权过程［3］，即通过政府和相

关部门提供资源和服务，同时增强个人意识和能

动性，使个体能够具有足够的自主决策与选择能

力来利用这些资源和服务，采取有利于健康的行

动，进而产生积极的结果或影响。赋权过程的每

个环节都是可测量的。中国的性别平等与健康

相关指标中即含有服务资源和决策过程的内容，

如常见病筛查、提高心理健康知识水平、保障避

孕节育知情选择权等。

从发展的视角看健康问题，健康是人力资本

的主要内容之一，其既与宏观的经济增长相关，

亦影响个人发展能力和家庭功能，并与脱贫密切

相关。从发展和赋权的视角看妇女与健康，有助

于超越孕产保健或医疗卫生的局限，促进政府各

部门、公民社会组织、私营部门的通力合作和全

社会的参与，有效提供资源或服务，增强妇女健

康意识和知识，促进妇女的决策和选择能力，目

的是使妇女能够自主、自愿地采取有利于健康的

行动，最终目标是增进全体妇女的健康。

在发展和变革的进程中，各群体往往会受益

不均，能力较强和占有更多资源的群体最可能先

受益。在赋权和发展的框架下看健康问题，有助

于更多地关注处于弱势、边缘和在发展进程中滞

后的群体，注重解决发展进程中的不平等问题。

将健康作为一种权利体现在服务提供、服务过程

和结果测量中，能够更有力地推动从需求出发提

供足够的服务，使服务对象有能力获得服务，提

升服务的可接受性，消除伦理、经济、社会、文化

等方面的障碍和偏见，从而有助于所有人在各方

面以及生命全程保持良好的健康状态。

在社会经济发展的不同阶段，妇女健康的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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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参见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的《中国妇女发展纲要( 2011—2020年) 》，2011年。



容和优先问题有所不同。在发展初期，孕产妇死

亡和围产期的健康问题是最受到关注的内容，母

婴健康被作为健康水平和卫生服务能力甚至是

社会经济发展的标志。在这个问题已经被高度

重视并得到较好解决之后，虽然孕产和生殖健康

对女性而言仍是特有的健康风险，但不应将妇女

健康议题仍局限在孕产健康和生育年龄段。

1995年第四次世界妇女大会通过的《北京宣言》

和《行动纲领》中提出，应当保证妇女在生命全程

与男性同等享有最高标准健康的权利;《“健康中

国 2030”规划纲要》明确提出了全人群全生命周

期的健康服务。处于生命周期不同阶段的女性，

其健康风险或主要健康问题不同。在青少年阶

段、青壮年阶段、围更年期阶段和老年阶段，女性

健康具有不同的特点、影响因素和需要特别关注

的优先问题。在构建与妇女健康相关的指标时，

既需要考虑经济社会发展阶段的大背景，也要考

虑女性生命周期不同阶段的健康风险。

从生命全程关注健康，还有利于在生命周期

不同阶段的健康之间建立关联，对生命早期阶段

的健康问题给予应有的重视。例如生命早期的

营养和健康会影响到成年后和老年的健康; 青少

年时期的生殖道疾患和不安全人工流产会影响

妇女生育;妊娠期糖尿病不仅影响孕妇和胎儿的

健康，还将使妇女进入老年后有更高患糖尿病的

风险，因而预防孕期非传染性疾病对预防未来老

年患病也有重要意义。从生命全程看健康问题，

还会更全面地涵盖处于生命周期不同阶段的女

性群体。特别是在低生育水平下，妇女一生大多

只生育 1至 2个孩子，与孕产保健相关服务仅涵

盖了妇女近 80年生命中的 3 至 5 年。所以在讨

论女性与健康时，需要有生命全程的视角，而不

是仅仅关注生命周期的某个阶段，尤其应避免从

狭义的生育视角看待妇女健康问题。

综合以上讨论，在选择妇女健康相关指标

时，需要兼顾性别平等和妇女特点，需要考虑妇

女的全生命周期，需要适用于中国目前的发展阶

段，并对现阶段最关注的变化具有敏感性。指标

选择思路以赋权为基本框架，宏观指标以结果测

量为主，个体层面的指标则可分析赋权的全过

程，对妇女健康的评价可采取宏观指标考察监测

与个体层面分析相结合的方式。

三、性别平等和妇女健康的评价和监测宏观

指标

本文提出 3 组宏观指标评价性别平等和妇

女健康，即: ( 1) 婴儿和 5 岁以下儿童死亡率( 分

性别) ; ( 2) 未满足的避孕节育 /性与生殖健康服

务需求( 分年龄组) ; ( 3) 孕产妇死亡率。此外，还

有 2个长期监测指标: 分性别预期寿命 /健康预

期寿命和出生性别比; 以及 2 个过程监测指标:

常见病筛查率和社会保障的覆盖( 医疗保险和生

育保险) 。以下分别对这些指标的选择作进一步

的解释和讨论。

( 一) 分性别婴儿和 5岁以下儿童死亡率

婴幼儿阶段的健康主要依赖父母或其他监

护人的养育和照料。在没有性别偏好的情况下，

由于女婴在生存上比男婴更具有生物学方面的

优势，女婴死亡率低于男婴①。但 20 世纪 80 年

代末以后，中国女婴死亡水平异常偏高并呈逐渐

上升的趋势，农村女婴死亡率异常偏高的问题更

为严重。研究发现，婴幼儿死亡与父母对子女的

性别偏好密切相关［4］，这突出表现在对疾病控制

的决策上，尤其是贫困地区女童患病后未能及时

得到应有的卫生保健服务［5］，是女性婴幼儿死亡

率偏高的主要原因。近年来随着外部环境的改

善，如社会经济发展、医疗保障普及和相关医疗

卫生服务的加强，这个问题逐渐有所缓解。根据
2008年卫生部在监测地区对儿童死亡的分性别

统计，新生儿、婴儿和 5 岁以下儿童死亡率均是

女低于男②; 不过对普查结果修正后发现，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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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根据常用的 Hill－Upchurch标准，女婴死亡率与男婴死亡率之比应当介于 0．767 ～ 0．846 之间。详见: 石玲、王燕的《运用 Hill－Up-
church标准分析中国九十年代婴幼儿死亡率的性别差异》，人口研究，2002( 2) : 29－34。
参见: 国家统计局社会和科技统计司，《中国妇女儿童状况统计资料—2011》，2011年。



2010年的女婴死亡水平仍略高于男婴［6－7］。尽管

数据来源不同，但至少反映出这个问题可能依然

存在。

分性别的婴儿死亡率和 5 岁以下儿童死亡

率这两个指标是国际常用的衡量健康、发展和性

别平等的指标，也是中国儿童发展纲要和中国性

别平等与妇女发展综合指数中提出的指标，这组

指标既反映了女婴和女童的生存状况，也间接体

现了女性婴幼儿是否受到与男性同样的重视。

中国的婴儿和儿童死亡率仍有进一步降低的空

间，且性别差距尚未稳定在正常的范围内，也存

在较大的地区差距，因此有必要继续密切观察，

给予其足够的关注。

这套指标定义清楚，数据来源为政府部门的

常规统计，如年度卫生统计和人口普查。

( 二) 未满足的避孕节育 /性与生殖健康服务

需求

未满足的避孕节育服务需求反映了在避孕

方面的服务差距。中国的避孕措施使用率相当

高，根据调查获得的未满足的避孕节育服务需求

比例则很低。但是这些调查绝大多数都是在已

婚育龄妇女当中收集信息，而忽视了未婚人群，

事实上她们当中也存在避孕节育服务需求。因

此，对这个指标应当分年龄组分别评估，即分为
20岁以下、20至 49岁、50岁及以上三组。

在联合国制定的《妇女、儿童和青少年健康

全球战略 ( 2016—2030) 》中，特别将青少年与妇

女、儿童并列为全球战略核心，意味着这个群体

面对独特的健康挑战①。该战略提出，针对青少

年健康的干预应当包括健康教育，支持性养育，

营养，免疫，社会心理支持，预防伤害、暴力、有害

做法和物质滥用，性和生殖保健信息和服务，管

理传染病和非传染性疾病。青少年时期女性的

主要健康风险之一是性与生殖健康方面，根据世

界卫生组织统计，全球 15～19 岁女性的主要两个

死因是自杀和妊娠 /分娩并发症。千年发展目标

将青少年生育率列为孕产健康中的指标之一，联

合国人口基金将青少年生育率作为落实人口发

展行动纲领的评价指标②。不过，中国 20 岁以下

的生育率一直低于 8‰，属于相当低的水平，且多

年保持稳定，在测量青少年健康方面缺乏现实意

义。而未婚青少年的人工流产问题则是多年未

能有效解决的问题。女性青少年的生殖健康问

题并不仅是医学和生理问题，更是健康知识、行

为、社会和生活环境、相应健康服务的可及、可获

得和可接受性等问题;女性青少年的特定健康风

险取决于其风险暴露的可能性( 如是否与男性有

亲密关系) ，而这种风险暴露又与在校和婚姻 /同

居状况密切关联。诸多研究揭示，最近 20 年来

城乡女性的婚育年龄在持续推迟，未婚同居也正

逐渐被社会所接受。青少年的性观念向更为开

放转变，并多少具备相应的知识，但他们在行动

方面则远远滞后，未采取保护措施的性生活并不

少见。虽然这种行为对男女两性都带来健康风

险，但非意愿妊娠绝大多数导致人工流产，其健

康后果主要是由女性承担。尽管国际经验表明，

在中小学开展全面性与生殖健康教育，可以有效

降低青春期健康风险，但是中国在这方面仍存在

较大障碍;而预防青少年这方面的健康风险的措

施和服务一向缺乏，现有的服务方式和服务内容

难以满足青少年的需求和可接受性。从当前状

况看，离实现 2030年可持续发展目标的“普遍享

有生殖健康服务”还有相当大的差距。因此，考

察 20岁以下女青少年的避孕节育 /性与生殖健

康服务需求是否得到满足，无论对教育部门还是

健康部门而言，都是一个具有指导意义的重要健

康指标。

《妇女、儿童和青少年全球健康战略( 2016—

2030) 》中，将性和生殖保健信息及服务列为促进

妇女健康循证干预措施的第一条。基本的生殖

保健与妇女终生相伴，无论是否结婚、是否生育，

生殖保健服务应当覆盖所有妇女的生命全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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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生育率低于更替水平的社会中，女性在跨度 35

年的育龄期平均生育不到两个子女。若以两次

生育估算，妊娠期和产后不孕期不超过四年，也

就是说除了这几年被孕产保健覆盖，其余时间为

了避免不想要的怀孕，都存在持续的避孕需求。

而由于避孕方法的局限，主要是女性采取避孕措

施;女性也是避孕失败后果的主要承担者。安

全、有效、可负担的避孕节育服务，对育龄女性的

健康至关重要。中国 2014—2016 年出生人数在
1600万至 1700 万之间［8］，原国家卫生计生委统

计的人工流产人数在 962 万至 985 万之间①，如

果这些人工流产均为不想要的妊娠，则与当前中

国的低生育意愿情况相当吻合。有学者对 53 个

发展中国家 2000年以来的数据分析后发现，尽管

生育率下降的同时避孕使用率升高，但因为生育

意愿低，避孕失败或未避孕所导致的不想要的怀

孕也会增加，生育意愿越低的社会有更高比例的

非意愿妊娠，约 1 /3 的妊娠是不想要的，从而带

来人工流产率的上升。由此可见，在人口增长已

经得到控制、人口转变已经完成的低生育率社会

中，对避孕服务的需求不仅没有降低，还会有更

高要求。在人口增长相对较快时期，避孕节育曾

被作为推动生育率下降或控制人口增长的有效

手段受到高度重视，得到丰富的人力和物质投

入。但在生育率降低后，无论从国家政策、健康

投资还是服务提供方面，都容易出现重视孕产保

健、轻视避孕节育的问题［2］。中国也存在类似的

问题，虽然近年来妇幼保健部门在流产后和分娩

后的避孕服务方面有所改善，但常规性的计划生

育服务( 包括避孕节育的相关知识、信息和技术

服务) 在不少地区已经明显削弱甚至名存实亡。

当前我国妇女高效避孕率低，高效避孕方法知晓

度不高，人工流产率居高不下。而无论何种人工

流产方式，都会破坏妇女自身的防护屏障，对生

殖系统及其功能造成潜在的危害［10］。重视避孕，

是保护女性生殖健康的第一步。如果不采取有

效措施加强这方面的服务，将会对育龄期女性健

康产生长远的负面影响。所以，育龄期女性的生

殖健康工作需要超越妇幼保健模式，针对各种类

型的需求提供全方位的服务，确保有需求的人都

能获得服务，而不仅局限于生育本身。

围更年期一般指 45～54岁阶段，在此期间女

性从生殖期过渡到非生殖期，由于卵巢功能下

降、激素水平波动会带来一系列生理和心理症

状，并会增加某些疾病的发生率。围更年期的女

性保健往往需关注激素水平变化导致的生理或

心理症状，而对这个时期的生殖保健需求重视不

够。特别是 50 岁以上女性的服务需求，她们的

许多生殖健康问题与早期避孕节育有关，比如使

用避孕环( 宫内节育器) 的需要取环、节育手术后

遗症治疗以及生殖道感染防治问题等。中国使

用最为普遍的避孕方法是避孕环，在所有避孕措

施中占比一直超过 50%。20 世纪 70 ～ 80 年代的

育龄妇女退出育龄期后需要取环，因这个年龄段

的女性人口数量大，近年来该服务的需求量快速

上升。但有调查发现，1 /4 已绝经妇女没有将避

孕环适时取出，一方面围更年期妇女缺乏对绝经

后取环必要性的正确认识，另一方面与之相适应

的服务能力不足，尤其是农村地区还存在经费问

题，基本的服务需求都不能得到满足，更不用提

优质的服务了［11］。

未满足的避孕节育需求是通过不想怀孕但

未采取避孕措施的女性比例测量的，全球水平大

约在 12%。联合国人口基金会提出“至 2030 年

消除未满足的避孕节育需求”这一愿景②，实现这

个愿景对中国来说具有挑战，这方面的调查和数

据也都极为有限。设置这个指标有助于引起相

关部门的关注和服务机构的重视，从而减少可以

避免的人工流产。此外，虽然国际上常用的“性

与生殖健康”不只包括避孕节育，这方面的具体

内容可以逐步充实，在具备条件后进一步扩展为

性与生殖健康服务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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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 UNFPA，Annual Ｒeport 2018: one vision，three zeros，2019年。



这些指标的数据来源是计划生育和生殖健

康抽样调查，没有常规政府部门统计，因而不会

每年更新。中国在未满足的避孕节育需求方面

缺乏可靠数据，对未婚青少年和 50 岁及以上群

体中存在的问题更缺乏足够的信息，需要通过专

项调查补充。

( 三) 孕产妇死亡率

在育龄期妇女健康方面，中国最为突出的成

就应当是孕产妇死亡率的降低。改革开放以后，

国家一方面从政策上对妇幼卫生加大了重视程

度，使妇幼保健成为国家优先领域之一; 另一方

面，逐步引入国际上先进的妇幼保健理念和围生

医学技术，积极利用国际机构的援助项目提升妇

幼保健服务能力，尤其是近年来在提升妇幼保健

服务质量的同时普遍推动住院分娩，极大改善了

偏远农村地区的母婴保健水平，近年来农村地区

的住院分娩率已经在 99%以上，城市地区接近
100%②。中国将孕产妇死亡率从 2000年的53 /10

万降至 2014 年的 21．7 /10 万①②，并在 2016 年将

孕产妇死亡率进一步降至 19．9 /10 万，提前实现

了 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中的孕产妇死亡率目

标③。

不过，与发展水平相似的国家和地区相比，

中国的孕产妇死亡率还有进一步降低的空间。

国内不同地区之间的差异也相当大，中西部欠发

达地区的孕产保健工作仍有待进一步加强。例

如医疗服务欠缺的偏远农村地区的孕产妇死亡

问题④，孕产期患病、剖宫产比例过高等问题。中

国存在的社会经济地区差距，也体现在孕产方

面，即在一些地区已经具有接近发达国家的保健

水平，还有一些地区正处于发展进程中，也有一

些西部欠发达地区仍存在相对较高的孕产死亡

风险，还需要持续的重视和投入。对中国目前的

发展阶段来说，无论从全国总体考察还是分地区

评价，这项指标都很必要。

这项指标的数据来源为政府部门的常规统

计，如年度卫生统计。

( 四) 分性别平均预期寿命和健康预期寿命

平均预期寿命是根据调查当年的分年龄死

亡水平所得到的综合指标，国际上常用于反映人

口总体的健康和死亡水平。平均预期寿命的男

女差距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女性健康状况。

正常情况下女性预期寿命高于男性，但在一些发

展中国家尤其是欠发达国家，由于女性在社会中

的不利地位、较差的健康状况，尤其是较高的孕

产妇死亡水平影响了女性预期寿命，因而这些地

区的女性预期寿命与男性差距很小。经验数据

证明，两性预期寿命的差距随着死亡水平的下降

呈扩大趋势，20 世纪 80 年代发展中国家的预期

寿命性别差距在 4 岁以下，发达国家的性别差距

则多数在 5 岁以上。中国人口平均预期寿命和

性别差距自 20世纪 80 年代以来不断改善，随着

人口平均预期寿命的上升，男女预期寿命的差别

也越来越大，2015年的平均预期寿命为 76．3 岁，

女性则高于男性 5．8岁。尽管男女差距并不是越

大越好，但与类似预期寿命的人口相比，2005—

2010年发达地区平均预期寿命为 76．9 岁，女性

预期寿命与男性之间的差距为 7．0岁⑤，意味着中

国妇女健康水平还有很大的提升空间。

健康预期寿命是重点衡量健康的指标，反映

了人口处在健康状态下的平均预期寿命。除极

少数国家外，全球总的趋势是女性的健康预期寿

命高于男性。中国的健康预期寿命近年来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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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 国家统计局社会科技和文化产业统计司，《中国妇女儿童状况统计资料—2017》，2018年。
参见: 国家统计局社会科技和文化产业统计司，《中国妇女儿童状况统计资料—2011》，2011年。
参见: 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中国落实 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进展报告》，2017年 8月。
梁娟等对中国孕产妇死亡的地区差距有详细的分析。参见: Liang J，Li X ，Kang C，et al． Maternal mortality ratios in 2852 Chinese coun-
ties，1996－2015，and achievement of Millennium Development Goal 5 in China: a subnational analysis of the Global Burden of Disease study
2016，Lancet，2019; 393: 241－52。
参见: United Nations，Department of Economic and Social Affairs，Population Division，World population prospects: the 2017 revision，DVD Edi-
tion．



67～69岁之间，男女之间的差距不到 2 岁;相比较

而言，日本的相应指标在 72 ～ 77 岁之间，男女差

距约为 4岁①。健康预期寿命可以反映不同群体

之间的健康不平等问题，包括男女两性之间的差

距。

无论是平均预期寿命还是健康预期寿命，都

可综合性地反映所有年龄的人口健康水平。中

国在这方面的变化趋势都是逐步改善的。在改

善过程中需要特别注意的是男女两性的改善速

度是否一致，即男女预期寿命或健康预期寿命的

变化率之差，而不一定追求男女预期寿命绝对值

的更大差距。对这组指标的变化需要长期观察，

所以应当作为一项长期监测指标使用，而不宜应

用于短期评估。

这组指标的数据来源为政府部门估计和人

口普查结果，不一定每年更新。

( 五) 出生性别比

出生性别比失衡的现象是在生育率下降到

更替水平之下后，因生育数量挤压和家庭生男需

求共同导致的胎儿性别选择造成的，其根源是男

女不平等的理念、制度安排和文化习俗。中国政

府虽然在 21世纪重视这个问题并采取了一系列

措施( 如“关爱女孩”项目) ，并收到一些成效，但

完全扭转性别比失衡的局势显然需要更长时期

的努力。人口统计数据显示，2013 年以后总人口

出生性别比有下降的趋势，但仍处于不正常的高

位( 2015年为 114)。不过也有研究发现，2000—2015

年间广东省的出生性别比在有些地区下降了，而

在另一些地区有所回升［12］，说明实现出生性别比

的平衡与稳定仍面临挑战。要从根源上解决这

个问题，仍需要党政领导和全社会对这个问题的

重视和更长时期致力于男女平等的共同不懈努

力。

出生性别比测量的是人口现象，反映的是社

会文化和观念上的性别偏好，因此，虽然出生性

别比是测量性别平等的一个有效指标，但和健康

之间的关系并不紧密。对于中国这样一个人口

大国，局部地区的改善不足以影响总人口趋势，

因而总人口的出生性别比对地区层面的变化并

不敏感。而近 20 年的实践也证明，平衡出生性

别比的努力不可能短期内在全国各地都见成效，

因此这个指标应作为长期监测指标。

中国总人口的出生性别比数据来自人口普

查( 每 10 年一次) 、1%人口抽样调查 ( 两次普查

中间) 和 1‰人口抽样调查( 年度) 。

( 六) 常见病筛查

妇科常见病筛查是卫生系统长期收集的信

息，也是针对中国现阶段的一个有意义的指标。

在城乡基本医疗保险尚不能覆盖妇科常见病定

期检查的情况下，政府提供服务在适龄妇女群体

中开展妇科常见病检查体现了面向广大妇女群

体的健康服务保障。

根据卫生统计，常见病筛查包括妇科常见的

患病以及乳腺癌和宫颈癌筛查，这两种癌症 ( 简

称“两癌”) 容易在更年期发展，是中国女性癌症

死亡原因的首位，如果能够早期检测诊断并及时

治疗，可对其有效控制，降低患者死亡率。尽管

中国在 20世纪 70年代已将妇科病普查普治列为

妇女保健工作的常规内容，但全国妇科病检查率

在 2000—2007年间仍徘徊于 37 ～ 39%之间②，而

且常规检查主要在城镇开展。2009 年起国家启

动了农村妇女“两癌”检查重大公共卫生服务项

目，由原卫生部、财政部、全国妇联共同在农村实

施，在中央财政项目投入的基础上，当地政府出

资实现“两癌”免费检查全覆盖，并逐步建立了筛

查、转诊、追踪随访的工作机制，确保筛查出来的

患者得到及时诊治。2009—2013 年，该项目为
3700多万名农村妇女进行了宫颈癌和乳腺癌检

查，检出 4．7 万余例患有癌症或癌前病变者，约
95%接受了治疗［13］。该项目持续至今，在很多地

区已经纳入当地政府的民生工程，显示了各级政

府对这个问题的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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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 United Nations Development Programme，Technical notes: calculating the human development indices，2018年。
参见: 国家统计局社会科技和文化产业统计司，《中国妇女儿童状况统计资料—2011》，2011年。



常见病筛查不是结果指标，但确实是妇女健

康赋权过程中的一个重要环节。将这个指标作

为一个过程监测指标，可以反映需要这项服务的

妇女群体是否都享受到了应有的服务。由于中

央和地方各级政府近年来在这方面加大了投入，

常见病筛查的覆盖面已经逐渐扩大，但尚未做到

“应查尽查”，还有很大的改善空间。需要注意的

是，这个指标往往是以享受妇科常见病筛查的妇

女数量来统计的，而不是覆盖率，因为一部分城

镇妇女已经享受了单位提供的包括常见妇科病

检查在内的常规体检。

这项指标的数据来源是政府部门统计和全

国范围的抽样调查。

( 七) 社会保障的覆盖

与妇女健康相关的社会保障包括城乡基本

医疗保险和生育保险，这两项保险的覆盖率可以

反映妇女是否享有健康服务资源并具有使用基

本服务的能力。虽然城乡基本医疗保险覆盖情

况较好，但在一些特定群体中还是存在问题，如

迁移流动群体。2010年全国妇女地位调查发现，

青年流动人口享受社会医疗保险的比例最低［14］;

而生育保险的覆盖面一直很有限，主要参保者是

正规就业群体。中国妇女虽然有较高的劳动参

与率，但相当大比例从事商业服务业等非正规就

业，往往未能参与生育保险。这种情况显然不利

于她们享受应有的孕产保健服务。社会保障的

覆盖不是结果测量，而是妇女健康赋权的过程监

测，旨在消除健康资源享有方面的不平等问题。

这组指标的数据来自政府部门统计或全国

范围的抽样调查。

四、个体层面对妇女健康的评价

在评价妇女健康状况方面，虽然有众多宏观

指标，但在应用上仍有不少局限。首先，多数与

健康相关的宏观指标主要测量的是以死亡为标

志的结果，这类指标更为适合发展初期，而在社

会经济发展较好、传染性疾病或大范围流行疾病

得到控制的社会，这类指标缺乏敏感性。其次，

宏观指标是对较大规模群体的平均取值，不利于

揭示存在于某些子群体中的问题，尤其是当子群

体规模较小时，即使存在严重问题也会被平均值

掩盖。因而在社会发展较快或较大规模项目实

施过程中，宏观指标难以反映弱势群体或受益滞

后群体中存在的问题。再次，从国家或省级层面

对妇女健康状况的描述，是通过大样本获得的指

标在宏观层面展现特定时间和空间的事实或跨

时期的变化趋势，然而宏观层面的解释功能有

限，例如，若要将统计上的相关指标延伸为因果

关系，往往难以实现令人满意的检验。

个体层面的健康评价和监测可以弥补这些

局限，反映出个体层面健康行为的多样化和影响

因素的复杂性。在微观层面分析个体行动与互

动，能相对有效地解释影响宏观层面变化的个体

行为。由于目前不少社会调查都包括健康内容，

有条件在个体层面构建能够反映妇女健康特点、

对妇女健康风险具有针对性的个体指标。现有

不少与健康相关的个体层面研究，主要以定量方

式分析不同群体的健康状况、风险及影响因素，较

少与宏观层面的指标相结合分析，且多数研究是在

流动人口中开展的，对其他群体的关注相对有限。

从赋权的视角考察，在个体层面更有利于覆

盖健康赋权的全过程，即: 资源 /服务→个人意

识 /能动性→决策与选择能力→行动→结果 /影

响。可以充分利用现有的各类社会或健康调查

结果，构建以个体为单位的健康指标和综合指

数，从身体、心理、社会三个维度全面考察健康结

果，并分析从资源 /服务到行动这个过程中具有

显著影响或存在重要问题的环节，判断高风险群

体，可以与宏观指标相呼应或相互印证。审视赋

权的各个环节，资源和服务方面的信息往往可以

从宏观层面得到，结果和影响也大多可以在宏观

层面测量，而且有些指标通常需要足够大的样本

才可得到稳定的测量。但是对于中间的三个环

节，即个人意识 /能动性、决策与选择能力以及个

人采取的健康相关行动，在个体层面的测量更为

有效，尤其是决策和选择的环节，个性化较强，难

以在宏观层面观察。如果仅从宏观层面的信息

·01·

山东女子学院学报·2019年第 6期



推断，很有可能产生层次谬误( 或称生态谬误) ，

得到错误的结论。

以女性青少年中的未满足避孕需求为例，从

总体上来说，存在未满足避孕需求的并不是多

数，往往会是个很小的一位数比例。但对于某些

特定的子群体而言，这个问题可能相当普遍，从

不少有关青少年人工流产的调查研究结果也可

以反映这个问题在特定人群中的严重性。因而

仅仅 20岁以下女性青少年的总体指标，难以体

现存在的问题并引起社会和相关部门的足够重

视。通过专项调查获得个体层面的信息，不仅可

以了解女性青少年中存在的未满足避孕需求的

整体状况，还可通过统计分析判断高风险人群，

并深入分析导致这个问题的主要原因和影响机

制，以利于相关部门或组织制定干预措施，有针

对性地提供服务，消除女性青少年在采取健康行

动、规避健康风险方面的障碍。

总之，在制定与性别平等和妇女健康的相关

指标时，不可忽视在个体层面分析和评价妇女健

康的重要性。将宏观指标的现状、变化和差距与

微观层面的影响因素和影响机制分析相结合，可

以更为有效地反映性别平等和妇女健康状况及

影响因素，有助于揭示深层次的问题。

五、小结
70年来中国在妇女健康事业发展方面已经

取得了显著成就，为了在现有基础上进一步改善

妇女健康状况，应当把妇女作为健康促进行动的

主体，将妇女健康纳入更为全面的发展目标中。

本文提出从发展和赋权的视角关注全生命周期

的妇女健康，根据中国当前社会经济发展特点和

现阶段的重要问题，构建性别平等和妇女健康指

标。作者建议将相关指标分为 3 组，分别是:

( 1) 以结果测量为主的评估指标，包括: 分性别的

婴儿及 5岁以下儿童死亡率、分三个年龄段的未

满足的避孕节育 /性与生殖健康服务需求、孕产

妇死亡率; ( 2) 基于人口数据的长期监测指标，包

括:分性别的预期寿命和健康预期寿命、出生性

别比; ( 3) 过程监测指标，包括: 妇科常见病筛查

和社会保障覆盖。以上大部分是国内外常用指

标，但在未满足的避孕节育 /性与生殖健康服务

需求方面还有待收集更多信息，目前尤其缺乏 20

岁以下和 50岁及以上女性群体的信息。作者还

提出了在个体层面评价和分析妇女健康的重要

性，并提倡将宏观指标与个体层面的分析相结

合，在了解和把握总体状况和变化趋势的同时，

更深入地分析内部差异和变化及其影响因素和

影响机制，以利于瞄准高健康风险群体，并对其

采取有效干预。

需要说明的是，本研究只是对指标建构的初

步设想和建议，亦属一家之言，尚需要进行更为

细致深入的论证。希望本文能起到抛砖引玉的

作用，推动更多深入的专题研究，从多个视角充

实理论框架，汇集不同方面的意见，并对指标的

有效性和敏感性进行必要的检验。希望通过进

一步深入研究，能够建立更为合理有效且可行的

工作目标和监测指标，为政策制定和干预行动提

供依据，并服务于各级监测和评估，也有助于从

生命全程的视角关注女性健康，并针对处于生命

历程不同阶段的优先问题和需求制定干预措施，

积极适时采取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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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struction and Ｒeflections on Women’s Health Indicators
ZHENG Zhen－zhen

(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Beijing 100732，China)

Abstract: At the present stage of China’s development，it is necessary to construct women’s health indicators
which are compatible with requirement of the time and embody social changes and gender equality． The health
－related indicators in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goals and the gender equality index at home and abroad，both
have their specific applicability and limitation． Three sets of indicators for evaluating and monitoring women’s
health are recommended in a framework of development and empowerment，and in consideration of whole life
course of women as well as specific health risks and gender inequality issues in different stages． The indicators
are selected in the context of current social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China，and are mainly outcome
measurements． While the macro indicators are estimated by national and provincial level statistics，application
of micro data from survey is also important in women’s health evaluation and analysis，and a macro－micro a-
nalysis could be useful when looking at within－group difference and changes as well as determinants．
Key words: women’s health; indicators; development; empower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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