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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alysis & comment

儿童健康优先和干预措施

Children's health priorities and interventions
来源：BMJ 2015; 351: h4300 doi: 10.1136/bmj.h4300

Wilson Were 和他的同事解释了为什么全球社会应该继续投资于儿童健康，完成尚

未完成的儿童生存议程，解决新出现的影响儿童健康的优先问题。
纵观全球，2013 年 5 岁以下儿童的死

亡人数为 630 万，较 1990 年的 1 270 万降

关键点

低了近 50%，但是距离实现千年发展目标

为促进人们投入，切身落实行动到儿童生

死亡减少 2/3 这个远大目标 1，这个进步略

下儿童病死率降低了近 50%

第 4 条中提及的在 2015 年将 5 岁以下儿童

显不足。令人欣喜的是：在过去的 20 年，
许多国家有能力加速降低 5 岁以下儿童的

病死率，
2010 年联合国秘书长开展的全球

妇女与儿童健康全球总体战略更是如

存问题中，千年发展目标起到了很重要的
作用。因此可见，在过去的 20 年里，5 岁以
虽 然 已 经 有 很 大 的 进 步 ，但 是 每 天 仍 有
17 000 名 5 岁以下儿童离我们远去，而这些
儿童大多生活在被战争和自然灾害困扰的
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和亚洲南部

此 。然而，
每天仍有 17 000 名 5 岁以下儿

未来的关注点不仅仅在于尚未完成的儿童

童离我们远去，这些儿童的逝去大多是可

生存议程，还在于针对新兴问题提出的更

以避免的,如传染病及营养不良。在幸存

为全面的儿童健康议程

2

的儿童中，大约有 2 亿儿童不能全面发展

将“一切如常”转变为创新的、多元的、适应

他们的潜能 。与此同时，在童年的发病

现状且可推行的方法，以增加干预措施的

和死亡原因中，先天畸形、非传染性疾病、

普及和提高儿童健康服务质量

3-4

5

外伤这些原因变得越来越重要 。因此，
未
来几十年，将面临这些儿童疾病的双重负
担，
并且大多数国家将受到影响。

在此文，我们将儿童定义为 0~10 岁，

呈现了以证据为基础的必要干预，这些干

预是为了终止可避免的儿童死亡以及促
进儿童的健康成长和发展 6。另外，我们
提供了策略指南，用以支持妇女、儿童和
青少年健康和可持续发展目标的新全球
战略。

方法
本文以不同国家 5 岁以下儿童死亡

原因分布的预测改变为基础，这些国家的
190

未来目标是“到 2030 年，每 1 000 名活产
婴儿中，死亡人数在 25 名以下”。我们通

过调查现有不同国家、不同水平的 5 岁以
下儿童病死率及其死亡原因分布情况，评

估了死亡原因的变化（表 1）。不同水平、
不同国家的死亡原因分布数据来自世界
卫生组织（WHO）全球健康调查 5。这个
预测以流行病学档案作为基础，以确定新
出现的影响儿童健康的优先问题。结合

之前由 WHO 和其合作伙伴所提供的证
据，我们提出优先干预措施 6-7。确定优先

干预措施是针对新生儿和儿童死亡的主
要原因，以及促进儿童的发展，这些措施
已证实有效，并且有利于解决新出现的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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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2013 年不同水平病死率的国家数目以及

死亡人数的统计

降较缓慢。因此，满月前儿童死亡人数占

5

5 岁以下儿童病死率 国家数目（%） 死亡人数（%）
(每 1 000 名活产儿)

（n=194）

<5

33(17)

15~25

29(15)

5~15

25~35
35~45
45~55
>55

（n=6 282 286）
26 273(0.4)

5 岁 以 下 死 亡 人 数 的 比 例 由 1990 年 的
37%增长到 2013 年的 44% 1。5 岁以下的

儿童死亡越来越集中于撒哈拉以南的非

51(26)

425 262(6.8)

洲和亚洲南部，50%以上的死亡儿童生活

13(7)

329 956(5.3)

撒哈拉以南的非洲 5 岁以下儿童病死率

1 580 486(25.2)

由此可见，不同国家、地区间 5 岁以下儿

11(6)
12(6)

45(23)

在战乱、流离失所、自然灾害的环境中。

199 529(3.2)
251 570(4.0)

3 469 210(55.2)

响儿童健康的主要问题。
我们确定战略方向是基于全球健康
覆盖的概念，即：无论在哪里，所有的人都
能公平地获得全方位的、基本的、高质量
的医疗保健服务，包括健康促进、预防、治
8

疗和康复，以及经济允许的姑息疗法 。
本文同样借鉴了专家和公众咨询的反馈
意见，这些意见是以儿童健康优先问题为
背景，为新的全球战略即妇女、儿童和青
少年的健康而做准备 9。

高达 92‰——是发达地区的 15 倍以上。
童死亡人数有显著差别。

5 岁以下儿童病死率在流行病
学的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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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 5 岁以下儿童病死率的降低，国

家将面临着流行病学的转变：儿童发病率
和病死率的主要原因由传染性疾病转变
为非传染性疾病 11。在接下来的 20 年，这

些转变很有可能发生在 5 岁以下儿童病
死 率 大 于 35/1 000 名 活 产 儿 的 68 个 国

家。因此，大多数国家将看到因先天畸
形、非传染性疾病、外伤而死亡的相对重

为了儿童健康还需要做的事情
在 2013 年大约有 630 万 5 岁以下儿

童死亡，其中 70%以上死亡儿童不满 1 周
岁 5。最主要的死亡原因是可避免的，如

新生儿疾病和传染病，包括：围生期并发
症（15%）、分娩相关并发症（11%）、肺炎

要性稳步上升。图 2 说明了当 5 岁以下儿

童病死率从 1 000 名活产儿 55 名到 50、
20、不足 5 名时死亡原因的流行病学变
化 5。先天畸形、非传染性疾病和外伤的

总和占所有 5 岁以下死亡人数的比例很

有可能由 12%增长到 14%、32%和 52%，

（15%）、腹泻（9%）和疟疾（7%）。另外，

与此同时，传染性疾病的比例很有可能从

关，80%以上的新生儿死亡与低出生体重

加拉，5 岁以下儿童病死率在 1990 年为

45%的 5 岁以下儿童死亡与营养不良有

53%降低至 40%、24%和 8%。例如，在孟

有关（图 1）10。

144/1 000 名 活 产 儿 ，至 2000 年 降 低 至

相比大一点的儿童，新生儿病死率下

88/1 000 名 活 产 儿 ，至 2013 年 降 低 至

41/1 000 名 活 产
儿，以每年 5.4%

的概率下降。在

2000—2013 年 ，
因腹泻而死亡的
概率从 13%降低

到 6%，因麻疹而

死亡的概率从
图1

全球新生儿和 5 岁以下儿童死亡原因统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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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IV：
艾滋病病毒；
AIDS：
艾滋病

5，
10

4% 降 低 到 1% ，
因肺炎死亡的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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框图 1 必要的新生儿和儿童健康干预简述
青春期和孕前
l 计划生育
l 孕前检查*
孕期
l 普通和高危孕产妇合适的医疗保健
分娩期
l 促进和提供所有新生儿保暖措施
l 促进和提供脐带卫生和皮肤养护
l 提倡产后 1 小时尽早开始纯母乳喂养
l 新生儿复苏
出生后期
l 高危儿童或细菌感染的新生儿合理应用抗生素
l 适当的产后检查
图2

5 岁以下儿童病死率及死亡原因分布

率从 18%降低到 14%。

l 对于早产儿和生病宝宝给予更多的关爱（袋鼠式妈
妈护理、积极处理感染、喂养支持，处理呼吸系统并
发症）
婴儿期和儿童期

新出现的影响儿童健康的优先问题

l6 个月纯母乳喂养，6 个月后添加辅食，推荐母乳喂

在全球儿童健康议程中，先天畸形、外伤以及

l 监测儿童生长发育

养至 2 周岁

非传染性疾病（慢性呼吸系统疾病、获得性心脏病、

l 对于儿童常见病，进行规律的免疫接种，对嗜血流感

儿童期肿瘤、糖尿病以及肥胖）是目前应优先考虑

l 补充微量营养素，
包括 6 个月开始补充维生素 A

的问题。在 33 名婴儿中大约有 1 名患有先天畸形，
导致每年大约有 320 万不健全儿童与出生缺陷有

菌、
肺炎球菌、
轮状病毒等新疫苗的介绍
l 预防和处理儿童疟疾
l 预防和处理腹泻

关 10。即使许多危险因素是可以避免的 12，非传染

l 急性严重营养不良的病例管理

性疾病造成的全球疾病负担在迅速增长，而这些非

l 对暴露或感染艾滋病病毒（HIV）的儿童进行综合治疗

传染性疾病影响了儿童的童年及以后的生活。

医疗保健及其他部门

在 5~15 岁儿童中，外伤（公路交通伤害、溺水、

烧伤、坠落）在所有造成死亡以及终身残疾的原因
中位居前三。然而，全球儿童生存运动非常缺乏对
这些问题的关注 13。在 2012 年，暴力和无意的外伤
造成大约 740 000 名 15 岁以下儿童死亡，占 15 岁以
下儿童死亡人数的 90%

5 ，14

。相似的，全球超重儿童

数 量 在 2000 年 为 32 000 000，至 2013 年 增 长 到

42 000 000，包括营养不良高发的国家。如果按此

趋势蔓延，到 2025 年，全球 5 岁以下超重儿童比例
将从 7%增加至 11%。

优先干预
框图 1 简述了为了儿童生存、成长以及发展所

需的必要干预，这些干预被人们熟知，但是仍未完
全普及
192

6，15-16

。表中包括了医疗保健部门和其他部

l 保障家庭食品健康（尤其是母婴食品）
l 对母亲宣教
l 保障饮用水安全，
健全卫生服务设施
l 用肥皂清洗双手
l 减少家内空气污染
l 学校内进行健康宣教
注：*孕前保健包括生育间隔、防止青少年怀孕、避孕药具的使
用推广、理想的体重和微量营养素状况、传染病防治管理、筛
查和管理慢性疾病。

门的干预，为了缩小融资缺口，达到全球覆盖，这些
干预需要广泛地高质量实施。
框图 2 简述了对于儿童期新出现的健康问题

及其有效干预措施。这些措施涵盖了医疗和非医
疗领域，以及法律和政策的支持。例如，为了避免
外伤、超重和肥胖的发生，可以依靠恰当的国家政
策和公共服务的支持 17-18。终止儿童肥胖委员会
英国医学杂志中文版2017年4月第20卷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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框图 2 儿童期新出现的健康问题及应对策略
先天畸形
l 保证孕妇营养，避免低出生体重儿

此，需要必要的干预措施，但覆盖率较低（表 2），为
了推动可持续发展，这是一个必须要克服的挑战。
表2

l 围孕期补充叶酸

最新统计结果：
从 2008 年起，
不同国家进行必要干预

的覆盖率 40

l 尽可能避免暴露于有害环境、
接触有害物质

指标

l 孕前和围孕期筛查
l 新生儿筛查（例如，
甲状腺功能减退和血红蛋白病）
外伤
l 建立政策和规章制度，以降低和避免儿童外伤和
事故

参与统计的国家数 中位覆盖（范围，
%）

计划生育
产前检查≥4 次
技术娴熟的接生人员
出生后新生儿家访
纯母乳喂养

l 为儿童建立安全环境标准，
建立儿童娱乐区

麻疹疫苗接种（第 1 针）

l 完善公路基础设施

肺炎抗生素治疗

l 关于外伤、
烧伤、
溺水危险的健康教育

腹泻口服补液疗法

超重和肥胖

疟疾的一线疗法

l 建立恰当的政策和规章制度，以减少向儿童销售不
健康食物和饮料，确保健康营养的食物可供选择。
l 限制脂肪和糖的能量摄入
l 增加水果、
蔬菜、
豆类、
全谷物类以及坚果的摄入
l 在辅食及加工食物中，减少脂肪、
糖、
盐的含量
l 确保所有顾客可以获得并有能力购买健康、有营养
的食物。

54

64（13～95）

60

84（43～94）

48
17
51

53（15～94）
30（5～83）
41（3～85）

75

84（42～99）

45

47（12～76）

40
35

46（7～88）
32（3～97）

医疗保健部门和其他部门联合行动，以改善干
预措施覆盖率低、地区差异大和社会决定因素。在

此，我们提出了 5 条战略指南以改善日前的健康状
况，将“一切如常”转变为创新、多元、适应现状的可

推行方法，以增加干预措施的普及和提高儿童健康
服务质量。

l 实施儿童和学校的食品和饮料政策
l 增加固定的户外活动时间，
减少屏幕时间

提供平台

（Commission on Ending Childhood Obesity）提 出 了
19

通过社区（包括家庭）和设施（医疗中心和医

一个综合性的处理措施 ：
对于保障孕妇健康、婴儿

院）的完美组合，医疗服务应确保综合干预措施的

及幼儿喂养法、销售不健康食物及影响体育活动的

可用和可获得。优化社区医疗中心和医疗基础设

因素，
进行必要的干预。同样的，
孕前和围孕期的健

施融合是一种广泛使用的策略，以确保这些医疗干

康干预变得更为重要，不仅仅是为了避免先天畸形

预能够被需要的人们获得，无论何时何地 24。有证

的发生、
优化胎儿发育，
也为了保障儿童更健康 20。

据表明，社区医疗保健工作者可以让更多人获得预

在保障儿童健康的社会因素中，多部门联合干

防性干预措施，如健康教育、母乳喂养、营养促进和

预是至关重要的。让妇女摆脱贫穷、拥有更好的教

支持、必要的新生儿护理、新生儿抚触和心理社会

育，拥有更多的权利，颁布相关法律、制定相关政策

支持，以及使用杀虫剂处理过的蚊帐 25。同样，经

以规范食品营销，保障饮用水安全、获得基本公共

过适当培训和扶持社区医疗保健工作者，可以为肺

卫生设施以及环境安全，这些对于保障儿童健康，

炎、腹泻、疟疾和严重急性营养不良提供治疗干预

避免常见病如肺炎、腹泻等，
都很有必要

21-22

。

措施 26。然而，社区医疗保健服务的功能优化，需
要成为医疗保健系统的一部分，国家的具体战略需

战略性指南

要到位，以确定在何处以及如何提供这些服务。在

提供综合性的儿童健康服务，需要多功能的健
康系统和适应国家及地区间的流行病学情况的战
略方法。推动全球健康的主要阻碍是：健康服务尚
未普及和健康服务质量低下、程序化处理欠缺、产
业链处理模式尚未提供、医疗保健事业服务人员供
23

应短缺、尚未将国家政策转变为行动指南 。因
英国医学杂志中文版2017年4月第20卷第4期

印度，通过对社区医疗保健工作者的培训，可以实
行产后家访；对医生和护士的培训，可以诊治和转
诊患病儿童；加强药物监管，可以使新生儿和婴儿
生存状况得到实质性改善 27。
提供服务的整合
整合的目的是：从整体出发，以全面的方式满
1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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足儿童的需求，以及提供有效、高质量和高效率的

量 照 护 形 成 障 碍 ，为 了 克 服 这 个 障 碍 ，基 于“ 计

服务 。这种整合不仅跨越了医疗（社区、初诊、转

划-行动-研究-行动”的循环模式提高照护质量 34。

诊）的界限，也贯穿了儿童一生的不同时期（孕前到

儿童疾病的综合管理需要在一级设施实施，同时在

28

29

儿童期）。在与患儿沟通中了解到 ，综合治疗儿

医院层面改善分流、诊断、治疗指南、儿科审计、监

童疾病、整合社区病例管理，这些都是将预防和处

测，以提高儿科照护质量。

理疾病结合的很好的例子。这样做的目的是让儿
童接受更合理的干预措施，以达到“一站式服务”的
理想效果。同样地，常规免疫接种宣传会议已被用
来提供干预措施,如健康促进、驱虫蚊帐、维生素 A

补充剂和儿童常见疾病的治疗 30。最近的证据有
力地支持了连接这些综合案例管理平台、强化需求
创造和社区购买力战略。
预 防 和 控 制 肺 炎 、腹 泻 的 全 球 行 动 计 划
（GAPPD）是另外一种形式的融合 22。提供了一个
一体化的、协调的行动框架：改善婴幼儿的喂养问

促进公平
全民健康普及的概念呼吁在没有过多经济负
担的情况下，所有人都能获得必要的健康服务。
然而，无论是在国家还是在地区间、贫穷和富裕的
儿童之间，仍存在着巨大的不平等 35。解决这些不
平等现象的关键是要采取合适的行动。有证据显
示了多维方法的效果，包括有条件的现金转移、补
助计划、小额信贷、开展外延服务，以及有针对性的
社区医疗保健服务 36。

题、改善营养状况、获得安全的饮用水和卫生设

创新

施、肥皂洗手、减少室内空气污染、免疫接种、避免

已经有所改进的儿童医疗保健服务需要不断

艾 滋 病 病 毒（HIV）感 染 、合 理 治 疗 肺 炎 和 腹 泻。
GAPPD 计划正在几个国家实施并评估计划进行程

创新，最有发展的创新服务需要得到支持，在各个
国家进行测试、使用和完善。创新，如数字系统

度。例如加纳，在其他国家，介绍肺炎球菌和轮状

（包括移动医疗），有潜力加强医疗保健系统，减少

病毒疫苗作为常规免疫接种和儿童医院护理的

访问障碍，并加强监测和评估。发展可分散的儿

“口袋书”。
虽然整合服务很有效，但是在医疗保健系统不
健全的情况下，需要针对弱势群体快速反应 31，作

童友好型药物、适应现有的疫苗用于资源贫乏的
地域、照护的点试验提高早期诊断和治疗，这些都
包 括 在 优 先 增 加 可 用 、提 高 质 量 和 扩 大 覆 盖 面

为一种临时措施，垂直计划可能是可取的。在处理

之中。

例子。现在正在融入医疗保健系统。垂直计划也

全球倡议和行动计划，实现 2015—2030
目标

HIV 疫情的情况下，需要迅速作出反应，就是一个

可以提供一个平台，逐步建立其他儿童健康的优先
干预措施 32。
高质量服务
在许多低收入和中等收入国家，照护质量差是
儿童使用医疗保健服务和康复的一个重要障碍。

纵观 2015 年，全球社会已设定目标，为解决未

完成的儿童生存议程，以实现到 2030 年 5 岁以下病
死率在每 1 000 个活产婴儿中 25 个及以下 37。这一

势头已被转变成几个全球倡议:“结束可预防孕产

为儿童提供高质量的服务需要称职和积极的医疗

妇病死率”和“新生儿行动计划”，以促进孕产妇和

保健服务人员、基本药物和物质资源的可获得性、

新生儿的高质量照护覆盖率 38-39；
“肺炎和腹泻的预

以证据为基础的照护标准、移动的健康照护信息系

防和治疗全球行动计划”，以预防和治疗肺炎和腹

统和功能性好的转诊系统。质量改进过程应嵌入

泻 22 ；
“ 孕产妇和婴幼儿营养综合计划”，以减少营

在所有层次的服务中，并且需要国家和地区的管理

养不良和肥胖 40 ；
“ 疟疾的全球技术策略”，以减少

以支持响应。已经推出相关策略和方法指导医疗
保健服务质量的改善 33。为了长期可行性和可持

2030 年前全球疟疾发病率和病死率 41；
“ 全球疫苗

行动计划”，通过疫苗避免儿童疾病 42 ；这些全球倡

续发展，项目需要检查方法是否具有较好的成本效

议计划和行动计划必须有效地与国家计划以及妇

益，确定哪些方法与现实情况更相关，具有长期的

女、儿童、青少年健康的新全球策略融为一体，新出

可行性和可持续性。这些方法的初步确认对高质

现的儿童健康问题也应包含在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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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对于全球的社会团体来讲，接下来的 15 年，将

面临一个特别的挑战：克服影响 0~10 岁儿童健康

的问题。在降低可预防的儿童病死率的未完成议
程中，应该保持一个优先级，即重点在于最需要帮
助的国家和人民。同时，新出现的儿童健康问题应
更加以重视。总的来说，各国政府和全球社会都必
须投资于儿童健康。可持续发展的目标，通过部门
间协作的和综合性方法，提供了一个极好的机会：
启动必要的行动，为儿童提供服务和他们所需要的
照顾，不让任何孩子落下。政府、发展伙伴、捐助
者、多边机构、联合国机构以及非政府性组织发挥
重要作用，为儿童健康调整行动、创建激励和框架，
逐步形成整合。2015 年将是一个转折点，振作起
来去完成未完成的议程：儿童不仅仅能生存下去，
而且可以健壮成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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