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孕产期保健工作管理办法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加强孕产期保健工作，保障母婴安全，根据《中

华人民共和国母婴保健法》及其实施办法、《中国妇女发展

纲要》和《中国儿童发展纲要》，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孕产期保健是指各级各类医疗保健机构为准备

妊娠至产后 42 天的妇女及胎婴儿提供全程系列的医疗保健

服务。 

孕产期保健应当以保障母婴安全为目的，遵循保健与临

床相结合的工作方针。 

第三条 卫生部负责全国孕产期保健工作的监督管理。 

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卫生行政部门负责本辖区孕产

期保健工作的监督管理。 

第四条 提供孕产期保健服务的各级各类医疗保健机构

及其人员应当依据法律法规及本办法的相关规定开展孕产

期保健服务工作。 

第二章  组织与职责 

第五条 卫生部负责制订相关的工作规范和技术指南，

建立孕产期保健工作信息系统，对孕产期保健工作进行监

督管理。 



第六条 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卫生行政部门负责本辖

区的孕产期保健工作管理： 

（一）落实孕产期保健工作的相关法律法规，定期对辖

区的孕产期保健工作进行督导、考核； 

（二）完善妇幼卫生服务网络和孕产妇危重症急救网络，

确定承担孕产妇危重症抢救工作的医疗保健机构，确保辖区

内至少有一所承担抢救任务的医疗保健机构； 

（三）组建孕产期保健技术指导组，负责孕产期保健的

技术管理工作。组织开展孕产妇死亡、围产儿死亡评审工作。 

第七条 各级妇幼保健机构受辖区卫生行政部门委托，

负责孕产期保健技术管理的具体组织和信息处理工作，包括

以下内容： 

（一）定期组织孕产期保健技术指导组对各级各类医

疗保健机构的孕产期保健工作进行技术指导及质量控制评

价； 

（二）组织孕产期保健技术指导组开展专业人员技术

培训； 

（三）具体实施孕产妇死亡、围产儿死亡评审工作，有

条件的可开展孕产妇危重症评审工作； 

（四）负责信息资料的收集、分析和上报。 

第八条 各级各类医疗保健机构应当按照卫生行政部门

登记的诊疗科目范围，按照《孕产期保健工作规范》以及相



关诊疗指南、技术规范，提供孕产期保健技术服务，按要求

配合做好孕产妇死亡、围产儿死亡评审工作。定期收集孕产

期保健信息，并报送辖区妇幼保健机构。 

县级以上医疗保健机构应当根据本机构的服务能力和

范围，开展危重症孕产妇的抢救工作。 

乡镇（街道）及以下医疗卫生机构还应当承担宣传动员

孕产妇接受产前检查和住院分娩，进行产后访视等孕产期保

健服务工作。 

第三章  孕产期保健 

第九条 孕产期保健包括孕前、孕期、分娩期及产褥期各

阶段的系统保健。 

第十条 医疗保健机构为准备妊娠的夫妇提供孕前保健，

包括健康教育与咨询、孕前医学检查、健康状况评估和健康

指导等。孕前保健一般在计划受孕前 6 个月进行。 

第十一条 医疗保健机构为怀孕的妇女提供孕期保健，包

括建立孕产期保健册（卡）、提供产前检查、筛查危险因素、

诊治妊娠合并症和并发症、提供心理、营养和卫生指导等。 

在整个妊娠期间至少提供 5 次产前检查，发现异常者应

当酌情增加检查次数。根据不同妊娠时期确定各期保健重点。 

对高危孕妇进行专案管理，密切观察并及时处理危险

因素。 



第十二条 医疗保健机构为妇女提供分娩期保健，包括对

产妇和胎儿进行全产程监护、安全助产及对新生儿进行评估

及处理。 

医疗保健机构应当提供以下服务： 

（一）对产妇的健康情况及产科情况进行全面了解和

动态评估； 

（二）严密观察产程进展，正确绘制产程图，尽早发

现产程异常，及时诊治或转诊； 

（三）鼓励阴道分娩，在具备医学指征的情况下实施

剖宫产； 

（四）规范应用助产技术，正确使用缩宫素； 

（五）加强分娩室的规范管理，严格无菌操作，预防和

控制医源性感染； 

（六）分娩后产妇需在分娩室内观察 2 小时，预防产后

出血； 

（七）预防新生儿窒息，对窒息新生儿及时进行复苏； 

（八）对新生儿进行全面体检和评估，做好出生缺陷诊

断与报告； 

（九）按照规定对新生儿进行预防接种。 

第十三条 提倡住院分娩。对因地理环境等因素不能住院

分娩的，有条件的地区应当由医疗保健机构派出具有执业资

质的医务人员进行家庭接生；无条件的地区，应当由依法取



得家庭接生员技术合格证书的接生员实施家庭接生；发现异

常情况的应当及时与当地医疗保健机构联系并进行转诊。 

第十四条 医疗保健机构应当对产妇及新生儿提供产褥

期保健。包括为产妇及新生儿进行健康评估，开展母乳喂养、

产后营养、心理、卫生及避孕指导，为新生儿进行预防接种

和新生儿疾病筛查等。 

正常分娩的产妇及新生儿至少住院观察 24 小时，产后

3-7 天及 28 天进行家庭访视，产后 42 天进行母婴健康检

查。高危产妇及新生儿应当酌情增加访视次数。 

第四章  监督管理 

第十五条 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卫生行政部门负责制

订辖区孕产期保健工作质量控制方案、评价指标。 

第十六条 妇幼保健机构受卫生行政部门委托，应当定期

组织专家对辖区孕产期保健工作进行质量检查，提出改进建

议。 

第十七条 各级各类医疗保健机构应当建立保障孕产期

保健服务质量的自查制度，定期接受同级卫生行政部门的质

量检查。 

第十八条 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卫生行政部门应对开

展孕产期保健工作的各级各类医疗保健机构和人员进行监

督。 



第十九条 对医疗保健机构及其人员违反本办法的行为，

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卫生行政部门依据有关的法律法

规进行处罚；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给

予相应的行政处分。 

第五章  附  则 

第二十条 本办法由卫生部负责解释。 

第二十一条 本办法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孕产期保健工作规范 

  

为规范孕产期保健工作，保障母婴安全，根据《中华人

民共和国母婴保健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母婴保健法实施

办法》和《孕产期保健工作管理办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

范性文件，制定本规范。 

孕产期保健是指各级各类医疗保健机构为准备妊娠至

产后 42 天的妇女及胎婴儿提供全程系列的医疗保健服务。 

  

第一部分 工作职责 

一、各级卫生行政部门 

（一）制订辖区内孕产期保健工作规范实施细则，并负

责组织实施。 



（二）建立健全辖区内孕产期保健工作管理体系和高危

孕产妇转诊、会诊网络，明确各级职责，实行统一管理。 

（三）组织建立由妇幼保健、妇产科、儿科等相关学科

专家组成的孕产期保健技术指导组。负责对孕产期保健专业

人员的培训。 

（四）建立健全辖区孕产期保健信息系统，监督管理孕

产期保健信息的收集、上报工作。 

（五）组织管理孕产妇死亡、围产儿死亡评审工作。 

（六）组织制订孕产期保健工作质量评价标准及相关制

度，定期进行质量检查与评价。 

（七）协调同级卫生监督机构，依法对医疗保健机构提

供的孕产期保健服务进行监督，处罚违法行为。 

二、各级妇幼保健机构 

（一）受卫生行政部门委托组织孕产期保健技术指导组

对辖区各级医疗保健机构的孕产期保健工作进行技术指导

与评价。同时，接受卫生行政部门的监督和上级妇幼保健机

构的指导。 

（二）协助卫生行政部门制订本辖区孕产期保健工作相

关规章制度。 

（三）负责对本辖区孕产妇死亡、围产儿死亡及出生缺

陷进行监测、报告、分析，对监测数据进行质量控制；开展



孕产妇死亡、围产儿死亡评审；有条件的可开展孕产妇危重

症评审工作。 

（四）组织开展辖区内孕产期保健业务培训，推广适宜

技术，组织对专业人员的考核。 

（五）负责指导和开展本辖区孕产期健康教育工作，制

订健康教育计划，开发适宜健康教育材料。 

（六）做好辖区内孕产期保健相关信息的收集、核实、

质控、统计、分析、上报等工作。定期总结本辖区孕产期保

健工作情况，上报同级卫生行政部门及上级妇幼保健机构，

并向辖区内医疗保健机构进行反馈。 

（七）提供与本级职责和能力相适应的孕产期保健服务。 

三、各级各类医疗保健机构 

（一）遵照孕产期保健相关的法律法规、规章、诊疗指

南、技术规范，为辖区内的孕产妇提供系统保健服务。包括：

建立孕产期保健手册，提供孕前保健、产前检查、助产服务、

产后访视、产后 42 天健康检查和相关健康教育，进行高危

孕产妇的专案管理。 

（二）按照规定向辖区妇幼保健机构报告孕产期保健服

务、孕产妇死亡和围产儿死亡、出生缺陷等情况，按照要求

填报有关报表。 

（三）严格执行孕产妇死亡和围产儿死亡评审制度，按

照规定提供死亡孕产妇和围产儿的相关资料。 



（四）接受卫生行政部门管理、指导和监督。 

（五）县级以上医疗保健机构成立由妇产科、儿科、内

科、外科、辅助科室等相关科室业务骨干组成的产科急救小

组，承担辖区危重孕产妇的抢救工作。 

（六）乡镇卫生院、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定期召开辖区村、

社区卫生服务站妇幼保健工作例会和举行专业培训，并指导

工作。负责对依法取得家庭接生员技术合格证书进行接生员

的接生技术指导。 

（七）村卫生室（所）、社区卫生服务站。 

1.负责辖区内孕产妇的健康教育，动员督促怀孕妇女于

孕 12 周前到医疗保健机构建立孕产期保健册（卡）、定期

接受产前检查、住院分娩及产后 42 天健康检查。协助上级

医疗保健机构进行高危孕产妇管理，做好产后访视。 

2.负责收集辖区内妇女妊娠、婴儿出生、孕产妇死亡、

围产儿死亡、新生儿死亡及出生缺陷的有关数据，定期向乡

(镇)卫生院、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报告。 

3.按时参加妇幼保健工作例会和专业培训，汇报孕产妇

管理工作情况，学习业务知识，提高专业技术水平。 

  

第二部分  孕产期保健服务 

孕产期保健服务包括孕前、孕期、分娩期、产褥期的全

程系列保健服务。 



一、孕前保健 

孕前保健是指为准备妊娠的夫妇提供以健康教育与咨

询、孕前医学检查、健康状况评估和健康指导为主要内容的

系列保健服务。 

二、孕期保健 

孕期保健是指从确定妊娠之日开始至临产前，为孕妇及

胎儿提供的系列保健服务。对妊娠应当作到早诊断、早检查、

早保健。尽早发现妊娠合并症及并发症，及早干预。开展出

生缺陷产前筛查和产前诊断。 

（一）孕期保健内容。孕期保健内容包括：健康教育

与咨询指导、全身体格检查、产科检查及辅助检查。其中

辅助检查包括基本检查项目和建议检查项目。基本检查项

目为保证母婴安全基本的、必要的检查项目，建议检查项

目根据当地疾病流行状况及医疗保健服务水平等实际情况

确定。根据各孕期保健要点提供其他特殊辅助检查项目。 

（二）孕期检查次数。孕期应当至少检查 5 次。其中

孕早期至少进行 1 次，孕中期至少 2 次（建议分别在孕

16-20 周、孕 21-24 周各进行 1 次），孕晚期至少 2 次

（其中至少在孕 36 周后进行 1 次），发现异常者应当酌情

增加检查次数。 

（三）初诊和复诊内容。依据孕妇到医疗保健机构接

受孕期检查的时机，孕期保健分为初诊和复诊。 



1.初诊。 

（1）确定妊娠和孕周，为每位孕妇建立孕产期保健卡

（册），将孕妇纳入孕产期保健系统管理。 

（2）详细询问孕妇基本情况、现病史、既往史、月经史、

生育史、避孕史、个人史、夫妇双方家族史和遗传病史等。 

（3）测量身高、体重及血压，进行全身体格检查。 

（4）孕早期进行盆腔检查。孕中期或孕晚期初诊者，应

当进行阴道检查，同时进行产科检查。 

（5）辅助检查。 

基本检查项目：血常规、血型、尿常规、阴道分泌物、

肝功能、肾功能、乙肝表面抗原、梅毒血清学检测、艾滋病

病毒抗体检测。 

建议检查项目：血糖测定、宫颈脱落细胞学检查、沙眼

衣原体及淋球菌检测、心电图等。根据病情需要适当增加辅

助检查项目。 

2.复诊。 

（1）询问孕期健康状况，查阅孕期检查记录及辅助检查

结果。 

（2）进行体格检查、产科检查（体重、血压、宫高、胎

心、胎位等）。 

（3）每次复诊要进行血常规、尿常规检查，根据病情需

要适当增加辅助检查项目。 



（4）进行相应时期的孕期保健。 

（四）确定保健重点。 

根据妊娠不同时期可能发生的危险因素、合并症、并发

症及胎儿发育等情况，确定孕期各阶段保健重点。 

【孕早期】（妊娠 12+6周前） 

1.按照初诊要求进行问诊和检查。 

2.进行保健指导，包括讲解孕期检查的内容和意义，给

予营养、心理、卫生（包括口腔卫生等）和避免致畸因素的

指导，提供疾病预防知识，告知出生缺陷产前筛查及产前诊

断的意义和最佳时间等。 

3.筛查孕期危险因素，发现高危孕妇，并进行专案管理。

对有合并症、并发症的孕妇及时诊治或转诊，必要时请专科

医生会诊，评估是否适于继续妊娠。 

【孕中期】（妊娠 13-27+6周） 

1.按照初诊或复诊要求进行相应检查。 

2.了解胎动出现时间，绘制妊娠图。 

3.筛查胎儿畸形，对需要做产前诊断的孕妇应当及时转

到具有产前诊断资质的医疗保健机构进行检查。 

4.特殊辅助检查。 

（1）基本检查项目：妊娠 16-24 周超声筛查胎儿畸形。 

（2）建议检查项目：妊娠 16-20 周知情选择进行唐氏

综合症筛查；妊娠 24-28 周进行妊娠期糖尿病筛查。 



5.进行保健指导，包括提供营养、心理及卫生指导，告

知产前筛查及产前诊断的重要性等。提倡适量运动，预防及

纠正贫血。有口腔疾病的孕妇，建议到口腔科治疗。 

6.筛查危险因素，对发现的高危孕妇及高危胎儿应当专

案管理，进行监测、治疗妊娠合并症及并发症，必要时转诊。 

【孕晚期】（妊娠 28 周及以后） 

1.按照初诊或复诊要求进行相应检查。 

2.继续绘制妊娠图。妊娠 36 周前后估计胎儿体重，进

行骨盆测量，预测分娩方式，指导其选择分娩医疗保健机构。 

3.特殊辅助检查。 

（1）基本检查项目：进行一次肝功能、肾功能复查。 

（2）建议检查项目：妊娠 36 周后进行胎心电子监护及

超声检查等。 

4.进行保健指导，包括孕妇自我监测胎动，纠正贫血，

提供营养、分娩前心理准备、临产先兆症状、提倡住院分娩

和自然分娩、婴儿喂养及新生儿护理等方面的指导。 

5.筛查危险因素，发现高危孕妇应当专案管理，进行监

测、治疗妊娠合并症及并发症，必要时转诊。 

三、分娩期保健 

分娩期应当对孕产妇的健康情况进行全面了解和动态

评估，加强对孕产妇与胎儿的全产程监护，积极预防和处理

分娩期并发症，及时诊治妊娠合并症。 



（一）全面了解孕产妇情况。 

1.接诊时详细询问孕期情况、既往史和生育史，进行全

面体格检查。 

2.进行胎位、胎先露、胎心率、骨盆检查，了解宫缩、

宫口开大及胎先露下降情况。 

3.辅助检查。 

（1）全面了解孕期各项辅助检查结果。 

（2）基本检查项目：血常规、尿常规、凝血功能。孕期

未进行血型、肝肾功能、乙肝表面抗原、梅毒血清学检测者，

应进行相应检查。 

（3）建议检查项目：孕期未进行艾滋病病毒检测者，入

院后应进行检测，并根据病情需要适当增加其他检查项目。 

4.快速评估孕妇健康、胎儿生长发育及宫内安危情况；

筛查有无妊娠合并症与并发症，以及胎儿有无宫内窘迫；综

合判断是否存在影响阴道分娩的因素；接诊的医疗保健机构

根据职责及服务能力，判断能否承担相应处理与抢救，及时

决定是否转诊。 

5.及早识别和诊治妊娠合并症及并发症，加强对高危产

妇的监护，密切监护产妇生命体征，及时诊治妊娠合并症，

必要时转诊或会诊。 

（二）进行保健指导。 



1.产程中应当以产妇及胎儿为中心，提供全程生理及心

理支持、陪伴分娩等人性化服务。 

2.鼓励阴道分娩，减少不必要的人为干预。 

（三）对孕产妇和胎婴儿进行全产程监护。 

1.及时识别和处理难产。 

（1）严密观察产程进展，正确绘制和应用产程图，尽早

发现产程异常并及时处理。无处理难产条件的医疗保健机构

应当及时予以转诊。 

（2）在胎儿娩出前严格掌握缩宫素应用指征，并正确使

用。 

（3）正确掌握剖宫产医学指征，严格限制非医学指征的

剖宫产术。 

2.积极预防产后出血。 

（1）对有产后出血危险因素的孕产妇，应当做好防治产

后出血的准备，必要时及早转诊。 

（2）胎儿娩出后应当立即使用缩宫素，并准确测量出血

量。 

（3）正确、积极处理胎盘娩出，仔细检查胎盘、胎膜、

产道，严密观察子宫收缩情况。 

（4）产妇需在分娩室内观察 2 小时，由专人监测生命

体征、宫缩及阴道出血情况。 



（5）发生产后出血时，应当及时查找原因并进行处理，

严格执行产后出血的抢救常规及流程。若无处理能力，应当

及时会诊或转诊。 

3.积极预防产褥感染。 

（1）助产过程中须严格无菌操作。进行产包、产妇外阴、

接生者手和手臂、新生儿脐带的消毒。 

（2）对有可能发生产褥感染的产妇要合理应用抗生素，

做好产褥期卫生指导。 

4.积极预防新生儿窒息。 

（1）产程中密切监护胎儿，及时发现胎儿窘迫，并及时

处理。 

（2）胎头娩出后及时清理呼吸道。 

（3）及早发现新生儿窒息，并及时复苏。 

（4）所有助产人员及新生儿科医生，均应当熟练掌握新

生儿窒息复苏技术，每次助产均须有 1 名经过新生儿窒息复

苏培训的人员在场。 

（5）新生儿窒息复苏器械应当完备，并处于功能状态。 

5.积极预防产道裂伤和新生儿产伤。 

（1）正确掌握手术助产的指征，规范实施助产技术。 

（2）认真检查软产道，及早发现损伤，及时修补。 

（3）对新生儿认真查体，及早发现产伤，及时处理。 



6.在不具备住院分娩条件的地区，家庭接生应当由医疗

保健机构派出具有执业资质的医务人员或依法取得家庭接

生员技术合格证书的接生员实施。家庭接生人员应当严格执

行助产技术规范，实施消毒接生，对分娩后的产妇应当观察

2-4 小时，发现异常情况及时与当地医疗保健机构联系并进

行转诊（家庭接生基本要求见附件 1）。 

四、产褥期保健 

（一）住院期间保健。 

1.产妇保健。 

（1）正常分娩的产妇至少住院观察 24 小时，及时发现

产后出血。 

（2）加强对孕产期合并症和并发症的产后病情监测。 

（3）创造良好的休养环境，加强营养、心理及卫生指导，

注意产妇心理健康。 

（4）做好婴儿喂养及营养指导，提供母乳喂养的条件，

进行母乳喂养知识和技能、产褥期保健、新生儿保健及产后

避孕指导。 

（5）产妇出院时，进行全面健康评估，对有合并症及并

发症者，应当转交产妇住地的医疗保健机构继续实施高危管

理。 

2.新生儿保健。 



（1）新生儿出生后 1 小时内，实行早接触、早吸吮、早

开奶。 

（2）对新生儿进行全面体检和胎龄、生长发育评估，及

时发现异常，及时处理。做好出生缺陷的诊断与报告。 

（3）加强对高危新生儿的监护，必要时应当转入有条件

的医疗保健机构进行监护及治疗。 

（4）进行新生儿疾病筛查及预防接种。 

（5）出院时对新生儿进行全面健康评估。对有高危因素

者，应当转交当地医疗保健机构实施高危新生儿管理。 

（二）产后访视。 

产后 3-7 天、28 天分别进行家庭访视 1 次，出现母婴

异常情况应当适当增加访视次数或指导及时就医。 

1.产妇访视。 

（1）了解产妇分娩情况、孕产期有无异常以及诊治过程。 

（2）询问一般情况，观察精神状态、面色和恶露情况。 

（3）监测体温、血压、脉搏，检查子宫复旧、伤口愈合

及乳房有无异常。 

（4）提供喂养、营养、心理、卫生及避孕方法等指导。

关注产后抑郁等心理问题。督促产后 42 天进行母婴健康检

查。 

2.新生儿访视。 

（1）了解新生儿出生、喂养等情况。 



（2）观察精神状态、吸吮、哭声、肤色、脐部、臀部及

四肢活动等。 

（3）听心肺，测量体温、体重和身长。 

（4）提供新生儿喂养、护理及预防接种等保健指导。 

（三）产后 42 天健康检查。 

1.产妇。 

（1）了解产褥期基本情况。 

（2）测量体重、血压，进行盆腔检查，了解子宫复旧及

伤口愈合情况。 

（3）对孕产期有合并症和并发症者，应当进行相关检查，

提出诊疗意见。 

（4）提供喂养、营养、心理、卫生及避孕方法等指导。 

2.婴儿。 

（1）了解婴儿基本情况。 

（2）测量体重和身长，进行全面体格检查，如发现出生

缺陷，应当做好登记、报告与管理。 

（3）对有高危因素的婴儿，进行相应的检查和处理。 

（4）提供婴儿喂养和儿童早期发展及口腔保健等方面

的指导。 

五、高危妊娠管理 

（一）在妊娠各期均应当对孕产妇进行危险因素筛查，

发现高危孕产妇及时纳入高危孕产妇管理系统。 



（二）对每一例高危孕产妇均要进行专册登记和管理、

随访。 

（三）对本级不能处理的高危孕产妇，应当转至上级医

疗保健机构作进一步检查、确诊。对转回的孕产妇应当按照

上级医疗保健机构的处理意见进行观察、治疗与随访。 

（四）危重孕产妇转诊前，转诊医疗机构应当与接诊医

疗保健机构联系，同时进行转诊前的初步处理，指派具备急

救能力的医师护送孕产妇，并携带相关的病情资料。 

（五）县（市、区）级以上医疗保健机构应当开设高危

门诊，指派具有较丰富临床经验的医生承担会诊、转诊，并

作好记录。及时将转诊评价及治疗结果反馈至转诊单位。成

立多学科专家组成的抢救组，承担危重孕产妇的抢救工作。 

（六）各级妇幼保健机构应当全面掌握辖区内高危孕产

妇诊治及抢救情况，对高危孕产妇的追踪、转诊工作进行监

督管理，按照要求逐级上报。 

  

第三部分 质量控制 

一、卫生部负责全国孕产期保健工作管理和质量控制，

定期组织专家进行检查、督导和评价。 

二、省级卫生行政部门应当按照本规范，结合当地工作

实际，参照《孕产期保健工作评价指标》（附件 2），制订

孕产期保健工作质量控制方案和本地区质量评价标准。 



三、省级卫生行政部门、妇幼保健机构每年至少进行 1

次孕产期保健工作质量抽查；市（地）、县级卫生行政部门、

妇幼保健机构每半年对辖区的孕产期保健工作质量进行 1次

全面检查。 

四、各级妇幼保健机构具体落实孕产期保健质量控制工

作。 

（一）定期深入医疗保健机构进行现场考察、查阅登记、

组织对医务人员进行适宜技术考核，对孕产期保健工作的管

理、技术服务、信息收集等进行全面质量控制。 

（二）协助卫生行政部门制订辖区孕产期保健服务相关

管理制度，保障孕产期保健工作质量。相关制度包括：孕产

期保健工作制度、高危孕产妇管理制度、危重症抢救制度、

孕产妇死亡评审和围产儿死亡评审制度、产后访视制度、信

息统计上报制度等。 

五、各级各类医疗保健机构应当严格执行孕产期保健工

作规范、技术指南以及各项规章制度。建立孕产期保健工作

自查制度，按月、季进行自查。定期接受卫生行政部门以及

妇幼保健机构的质量检查。从事孕产期保健的工作人员应当

定期参加技术培训与考核。 

六、卫生行政部门组织开展孕产妇死亡和围产儿死亡评

审工作；妇幼保健机构负责具体实施；医疗保健机构应当按

要求配合做好评审。 



  

第四部分 信息管理 

一、卫生部负责全国孕产期保健工作的信息管理。 

二、各级卫生行政部门应当不断完善辖区孕产期保健工

作信息系统，改善信息收集方法，提高信息收集质量。充分

利用信息资料进行分析，掌握地区孕产妇的健康情况，确定

孕产期保健工作重点。 

三、各级妇幼保健机构应当根据管辖区域的需求，建立

信息科（室）或指定专人负责辖区内信息的汇总、整理、上

报工作。对收集的信息进行统计分析，向卫生行政部门提出

建议。定期对各级医疗保健机构信息工作进行质量检查。组

织召开信息管理例会，对信息相关人员进行培训。 

四、各级各类医疗保健机构应当建立健全孕产期保健手

册、产前检查登记、高危孕产妇登记、随访登记、分娩登记、

转会诊登记、危重症抢救登记、死亡登记、统计报表等孕产

期保健工作相关的原始登记。各种登记要规范、准确、齐全。

发生孕产妇死亡及围产儿死亡应及时上报。 

 五、各级各类医疗保健机构应当指定专人负责机构内的

信息收集，对信息进行审核，按照要求填报相应表卡，按照

规定及时、准确报送同级妇幼保健机构。 

  

附件：1.家庭接生基本要求 



        2.孕产期保健工作评价指标 

  

 

 

附件 1 

家庭接生基本要求 

  

住院分娩是保障母婴安全的重要措施，国家鼓励住院

分娩。对交通不便的边远、少数民族地区无住院分娩条件

的，应当按照本要求实施家庭接生。 

一、家庭接生人员要求和职责 

家庭接生应当由医疗保健机构派出的具有执业资质的

医务人员或依法取得家庭接生员技术合格证书的接生员实

施。 

家庭接生人员应当具有正确判断产程进展情况和识别

高危因素的能力，掌握正常助产操作、新生儿初步复苏以及

转诊前处理等知识和技能。接受卫生行政部门的管理和业务

指导，遵守相关规范、要求。 

家庭接生人员应当履行以下职责： 

（一）对无高危因素的孕产妇严格执行助产技术规

程，实施消毒接生。及时识别高危因素，对出现高危因素

的孕产妇及时报告和转运。 



（二）提供孕产期保健和住院分娩等相关知识的健康

教育。 

（三）督促孕产妇住院分娩，动员有特殊情况者提前

住院待产。 

（四）必须做到接生有登记，用药有处方，收费有单

据，准确及时填写《孕产期保健手册》中的孕期保健、分

娩及产后访视信息。 

（五）协助做好辖区内的产后访视。 

（六）协助做好辖区内妇幼保健相关信息的收集及上

报工作。 

二、家庭接生基本条件 

（一）选择通风良好、温度适宜、光线充足、清洁卫

生的房间作为分娩场所。 

（二）应备体温表、血压计、听诊器、胎心听诊器

（听筒）、骨盆测量器、皮尺、氧气袋、注射器、输液

器、导尿管、棉棒、毛刷、消毒产包、必需药品及碘制

剂、酒精等消毒液。 

（三）使用由乡镇卫生院提供的消毒产包，或按照消

毒常规自行消毒的产包，做到一人一包一消毒。保证使用

的产包在消毒有效期内。 

产包应符合规格，包括：大产单１个、大孔巾１个、

裤腿１对、接生巾３～４块、隔离衣１件、外包皮１个、



纱布５～７块、脐带卷２个、脐敷料１块、橡皮手套、口

罩、帽子；器械类：弯盘（碗）２个、集血器、血管钳２

把、剪刀１把、吸痰管１根、导尿管１-２根、持针器、圆

针、皮针、肠线、丝线等。 

（四）应备药品：缩宫素、米索前列醇、可拉明、肾

上腺素、25%硫酸镁、地西泮（安定）、10%葡萄糖酸钙、

庆大霉素、甲硝唑、林格氏液、生理盐水、四环素眼药

膏。 

（五）其他必备的物品：手巾、肥皂、脸盆、防水布

等（可由产妇家自备）。  

三、家庭接生服务要求 

（一）接生前。 

1.询问病史，查看产妇的《孕产期保健手册》，了解

本次妊娠的经过及保健情况，了解既往疾病史及生育史。 

2.体格检查，了解一般状态，观察有无贫血貌，测血

压、脉搏、体温、呼吸，听心肺。 

3.产科检查：测量宫高及腹围，听胎心，检查胎位与

胎先露入盆情况，估计胎儿体重，进行骨盆外测量。进行

阴道检查了解宫口开大、胎先露下降、胎方位及骨盆内径

等情况。 

4.评估危险因素。 



（1）产妇危险因素：有无妊娠合并症及并发症，有无

不良妊娠史（如剖宫产史、产后出血史）、骨盆异常等。 

（2）胎儿危险因素：有无胎心异常、胎儿过大、双

胎、胎位异常等。 

（3）产程进展情况。 

（4）是否有需要转诊的异常情况。 

（二）接生时。 

1.严密观察并记录产妇、胎儿情况，以及产程进展情

况。胎儿娩出前禁用宫缩剂（如缩宫素、米索前列醇

等）。 

2.严格无菌操作防止感染。接生时做到“四消毒”，

包括：接生者的手和手臂、产包、产妇外阴、新生儿脐

带。 

3.应当正确助产，防止软产道损伤、新生儿产伤。 

4.胎儿娩出后应当立即采用集血器开始收集和测量出

血量，及时应用宫缩剂防止产后出血。 

5.胎儿娩出后立即评估新生儿有无窒息。 

6.正确助娩胎盘，检查胎盘胎膜是否完整，及时发现

胎盘胎膜残留。 

（三）接生后。 

1.产后观察 2-4小时，如无异常方可离去。 



2.监测产妇血压、脉搏，观察其子宫收缩、阴道出

血、膀胱充盈等情况。 

3.监测新生儿呼吸、心率，观察皮肤颜色及其一般情

况，及时发现异常。 

4.认真记录分娩过程。 

（四）转诊。 

1.需要转诊的情况。 

（1）既往患有心血管、肝脏、肾脏、内分泌等疾病，

以及有异常妊娠或分娩史者。 

（2）此次妊娠发生以下一种或几种情况者：妊娠期高

血压疾病、羊水过多、羊水过少、妊娠过期、胎盘早剥、

前置胎盘、多胎妊娠、胎位不正、骨盆明显狭窄或畸形

等。 

（3）产程中出现产程延长、产程停滞、胎心异常等。 

（4）产后阴道出血大于 200毫升并仍有继续出血倾

向；有胎盘滞留、胎盘残留、软产道严重裂伤等情况。 

（5）生命体征有明显改变（心率≥收缩压）者。 

（6）新生儿窒息初步复苏无效。 

2.转诊前处理。 

（1）利用急诊急救转诊网络，及时和本地医疗保健机

构联系，争取转诊与会诊时间。 



（2）根据不同情况，在转诊前给予必要处理与抢救，

并携带相应物品（血压计、听诊器、产包、氧气袋等）与

药品（缩宫素、硫酸镁、扩容剂等），以备途中使用。 

3.转诊注意事项。 

（1）接生人员应当护送孕产妇转诊。 

（2）在转送途中，应当做好病情评估、监测与记录。

密切监测孕产妇的生命体征、产程及胎婴儿情况、治疗及

用药情况，根据病情给予适当处理和治疗，并作好相关记

录。 

 

 

附件 2 

孕产期保健工作评价指标 

  

一、保健服务指标 

（一）孕期建卡率。 

（二）产前检查率。 

（三）孕早期检查率。 

（四）≥5 次产前检查率（其中孕早期 1 次、孕中期和

孕晚期分别至少 2 次）。 

（五）孕产妇艾滋病病毒检测率。 

（六）艾滋病感染孕产妇获得规范抗病毒治疗的比例。 



（七）艾滋病感染孕产妇所生婴儿获得规范抗病毒治疗

的比例。 

（八）孕产妇梅毒检测率。 

（九）梅毒感染孕产妇获得规范治疗的比例。 

（十）孕产妇乙肝表面抗原检测率。 

（十一）产前筛查率。 

（十二）产前诊断率。 

（十三）产后访视率。 

（十四）孕产妇系统管理率。 

（十五）住院分娩率。 

（十六）剖宫产率。 

 

（十七）非住院分娩中新法接生率。 

（十八）新法接生率。 

（十九）高危产妇比例。 

（二十）高危产妇管理率。 

（二十一）高危产妇住院分娩率。 

（二十二）住院分娩的新生儿乙肝疫苗首针及时接种率。 

（二十三）住院分娩的新生儿卡介苗接种率。 

二、健康指标 

（一）孕产妇中重度贫血患病率。 

（二）孕产妇艾滋病病毒感染率。 



（三）孕产妇梅毒感染率。 

（四）孕产妇乙肝表面抗原阳性率。 

（五）孕产妇死亡率。 

（六）孕产妇死于产科出血的比例。 

（七）孕产妇死于产褥感染的比例。 

（八）产妇死于妊娠高血压的比例。 

（九）低出生体重儿发生率。 

（十）早期新生儿死亡率。 

（十一）围产儿死亡率。 

（十二）新生儿破伤风发病率。 

（十三）新生儿破伤风死亡率。 

（十四）出生窒息死亡率。 

（十五）出生缺陷发生率。 

 


	乡镇（街道）及以下医疗卫生机构还应当承担宣传动员孕产妇接受产前检查和住院分娩，进行产后访视等孕产期保健服务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