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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民营养与健康状况·
中国居民营养与健康状况调查的总体方案
杨晓光孔灵芝

翟风英

马冠生

金水高

中国居民营养与健康状况调查技术执行组

国民营养与健康状况是反映一个国家或地区经

异；④了解我国妇女特别是孕妇、乳母营养与健康状

济与社会发展、卫生保健水平和人口素质的重要指

况及其影响因素；⑤了解我国老年人营养与健康状

标。良好的营养和健康状况既是社会经济发展的基

况及其影响因素；⑥分析影响我国居民营养及健康

础，也是社会经济发展的重要目标。世界上许多国

状况的主要因素，并提出可行的改善及控制措施；⑦

家，尤其是发达国家均定期开展国民营养与健康状

了解膳食营养、生活方式及经济状况等对慢性病的

况调查，及时颁布调查结果，并据此制定和评价相应

影响；⑧及时了解和掌握我国城乡居民膳食营养与

的社会发展政策，以改善国民营养和健康，促进社会

健康状况的现状、变化趋势及其影响因素，为国家制

经济的协调发展。我国曾于１９５９年、１９８２年和

订和评价相关政策及发展规划提供及时、准确、可靠

１９９２年分别进行过三次全国营养调查；１９５９年、

的信息，不断提高我国居民体质及健康水平。

１９７９年和１９９１年分别开展过三次全国高血压流行

２．调查对象和抽样方法：

病学调查；１９８４年和１９９６年分别开展过两次糖尿

（１）抽样设计概况：２００２年中国居民营养与健

病抽样调查。上述调查对于了解我国城乡居民膳食

康状况调查采取多阶段分层整群随机抽样的方法。

结构和营养水平及其相关慢性疾病的流行病学特点

根据以往国家级调查的研究结果和经验，本次调查

及变化规律，评价城乡居民营养与健康水平，制定相

将我国分成６个不同经济类型地区（大城市、中小城

关政策和疾病防治措施发挥了积极的作用。由于近

市、一类农村、二类农村、三类农村、四类农村），其中

１０年来，我国社会经济得到了快速发展，一方面为

大城市包括北京、上海、天津、重庆、哈尔滨、沈阳、大

消除营养缺乏和改善居民健康提供了经济、物质基

连、济南、青岛、宁波、南京、广州、深圳、郑州、成都、

础，另一方面也导致了膳食结构、生活方式和疾病谱

西安、武汉、厦门；其余的城市为中小城市（不含县级

的变化。为及时了解居民膳食结构、营养和健康状
况及其变化规律，揭示社会经济发展对居民营养和
健康状况的影响，为国家制定相关政策、引导农业及
食品产业发展、指导居民采纳健康生活方式提供科
学依据，２００２年８—１２月，在卫生部、科技部和国家
统计局的共同领导下，由卫生部具体组织各省、自治

区、直辖市相关部门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了“中国居民
营养与健康状况调查”。
１．目的：①掌握我国城乡及不同地区居民营养
状况及其差异；②掌握我国城乡及不同地区居民高

血压、糖尿病、肥胖及血脂异常患病状况及其差异；
③了解我国城乡儿童青少年营养与健康状况及其差

基金项目：卫生部专项基金资助项目；科技部重大专项基金资助
项目（２００１ＤＥＡ３００３５，２００３ＤＩＡ６Ｎ００８）
作者单位：１０００５０北京，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营养与食品安

市）；农村四类地区的划分以国家统计局《中国农村
分区域综合经济实力研究报告》为依据。一类农村
地区主要分布在长江三角洲、环渤海以及南部沿海
农村经济区；二类农村地区主要分布在华北平原、四
川盆地、东南丘陵以及豫皖鄂赣长江中游农村经济
区；三类农村地区主要集中在汾渭谷地、太行山、大
别山农村经济区；四类农村地区主要集中在湘鄂川
黔及秦岭、大巴山、黔桂川滇高原、黄土高原农村经
济区（图１）。需要强调的是，本次抽样调查样本以

满足对全国以及６类经济地区的代表性为原则，而
对各省、直辖市、自治区无代表性。
２００２年中国居民营养与健康状况调查对象是
全国３１个省、自治区和直辖市（不含台湾、香港和澳
门）抽中样本住户的常住人口，包括居住并生活在一
起半年以上的家庭成员和非家庭成员（如亲戚、保姆
等其他人）。单身居住也作为一个住户调查。同时，

全所（杨晓光、翟凤英、马冠生）；卫生部疾病控制司非传染病预防控

为保证孕妇、乳母、婴幼儿和１２岁及以下儿童的调

制管理处（孔灵芝）；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金水高）

查人数，以满足各组样本量的要求，在样本地区适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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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２１×２÷０．６２÷０．９≈４４ ５１９人，其中城市中２０

岁以上人口占８０％，农村中２０岁以上人口占６２％，
应答率为９０％。本次调查以６类地区为主要分层
因素进行抽样，每层均分配２２个样本点。因此每个
样本点的人数均值，城市约为１５６８人（３４ ５０３／２２），
农村约为２０２４人（４４ ５１９／２２）。根据城市户均２．９２

人、农村户均３．８２人计，则每个样本点拟调查户数平
均为：城市每点抽５３７户（１５６８／２．９２），农村每点抽
５３３户（２０２４／３．８２）。均调整为５４０户。重新调整
各层的样本量（表１）。
表１

图ｌ

中国居民营养与健康状况调查样本量分配

２００２年中国居民营养与健康状况调查
１３２个县区样本点的分布

（２）样本量的确定：医学体检、实验室检测、膳食
调查所需“子样本”按整群抽样原则在总样本中产生。
①询问调查和医学体检所需最小样本量：本次
调查样本以满足对６类地区和男女性别的代表性为

从表１可见，本次调查的样本量分配方案可以
保证各层最低样本量及总样本量的实现。

原则，在保证调查设计科学性的基础上尽量使用较

④抽样步骤：第一阶段利用系统随机抽样的方

少投入，获得最大效益，按照９５％的准确度和９０％

法，分别从每一类地区随机抽取２２个县（市区），最

的精确度进行计算，则需要约２２５ ０００人，考虑到

终共确定１３２个调查县／区；第二阶段利用系统随机

１０％的失访率，则最终的样本量确定为２５万人。

抽样的方法，从抽到的样本县／区中抽取３个乡／街

②实验室检测和膳食调查所需样本量：实验室

道；第三阶段采用随机整群抽样的方法，从样本乡

检测和膳食调查人群为总样本的一个子样本。样本

镇／街道中抽取２个村／居委会；第四阶段是从抽中

量以每日热量摄人量、每日蛋白质摄入量为计算标

的村／居委会中采用整群抽样法，随机抽取９０户家

识。经过对１９９２年全国营养调查的样本资料进行

庭为调查样本户，对抽中的住户全体成员均进行询

抽样实验后，估计６６０ ０００例样本就可以满足９５％

问调查及医学体检。实验室检测和膳食调查所需样

以上精确度和准确度的要求。应答率按９０％计，则

本是从进行询问调查的９０户中按整群抽样原则抽

本次调查实验室检测和膳食调查所需样本量约为

取３０户组成（表２）。

７４

０００人。
③样本量分配：我国第二次卫生服务调查研究

表２

２００２年中国居民营养与健康状况调查
多阶段抽样概率

结果表明，在保证调查结果精确度达到９５％以上的
条件下，样本市（区）／县数目最少为６５个。为了扩
大调查的覆盖面，减少抽样误差，并结合预调查实际
情况（如果只设６６个样本点，样本集中，调查时间需
要３个月），最终确定样本点为１３２个，每类地区设
置２２个样本点。
为了保证样本对每个经济类型地区及其不同性

３．调查内容及方法：调查由询问调查、医学体
检、实验室检测和膳食调查４个部分组成。

别人群的代表性，则每个经济类型地区最小样本量，

（１）询问调查：包括县／区级调查单位基本信息

城市为１２ ４２１×２÷０．８０÷０．９≈３４ ５０３人，农村为

收集和家庭询问调查两方面内容。①县／区级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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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基本信息收集内容包括调查样本地区人口、经

糖后２ ｈ的血糖）。采用氰化高铁法测定血红蛋白，

济、社会及医疗卫生保健等方面的基本信息，由调查

葡萄糖氧化酶法测定血糖，高压液相色谱法测定血

员按县／区级调查单位基本信息收集表的要求，通过

浆维生素Ａ，胆固醇氧化酶氨基安替吡啉酚法测定

查阅资料、走访当地统计、卫生等部门，进行询问和

（全自动生化仪）血清胆固醇，磷酸甘油氧化酶４一氯

记录。②家庭询问调查问卷包括家庭基本情况登记

酸法测定（全自动生化仪）血清甘油三酯，直接法测

表、个人健康状况调查表和体力活动调查表。家庭

定（全自动生化仪）血清高密度脂蛋白胆固醇。

基本情况调查内容包括家庭成员基本情况、经济收

（４）膳食调查：由经过培训的调查员人户调查。

入、调查对象一般情况（年龄、民族、婚姻状况、教育、

采用２４ ｈ回顾法、食物频率法和称重法三种方法进

职业等）；个人健康状况调查内容包括主要慢性疾病

行调查。①采用２４ ｈ回顾法对全部膳食调查户≥２

的现患状况及家族史；吸烟、饮酒、体力活动等情况；

岁家庭成员进行连续３天个人食物摄入量调查；②

营养及慢性病的有关知识、饮食习惯；婴幼儿喂养方

用食物频率法收集≥１５岁调查对象过去１年内各

式及辅食添加情况、孕妇及乳母营养与健康状况等。

种食物消费频率及消费量；③对所有农村膳食调查

体力活动调查表包括职业性体力活动、交通、锻炼、

户及４个城市调查点（上海市黄浦区、福建省龙岩

业余活动及家务活动等。另外，医学体检表中的睡

市、北京市海淀区、辽宁省丹东市）的膳食调查户采

眠时间和乙型肝炎疫苗接种史也通过询问进行调

用称重法，收集住户３天内详细的食物及调味品消

查。采用问卷调查的方法，由培训合格的调查员入

费数据。其他城市调查点膳食调查户采用称重法收

户开展面对面询问调查。

集３天内住户的调味品消费量数据。

（２）医学体检：医学体检包括身高、体重、头围、

４．组织实施：本调查由卫生部、科技部和国家统

腰围和血压。①身高（身长）：＜３岁儿童身长采用

计局共同领导，并成立领导小组，日常工作由卫生部

婴儿身长量床测定，精确度为０．１ ｃｍ，≥３岁儿童及

主持。技术指导工作由“中国居民营养与健康状况

成人身高使用金属立柱式身高计测定，精确度为

调查技术执行组”承担；项目工作办公室设在中国疾

ｃｍ。②体重：＜３岁儿童体重采用杠杆称测定，

病预防控制中心营养与食品安全所，负责组建国家

精确度为０．１ ｋｇ，≥３岁儿童及成人体重使用双标

项目工作队，对各省调查工作队及调查点骨干进行

尺杠杆体重秤测定，精确度为０．１ ｋｇ。③头围：≤３

培训，对现场调查进行技术指导并负责调查全过程

岁儿童采用软尺测量头围，精确到０．１ ｃｍ。④腰

的质量控制，负责调查资料汇总、血液样品集中保存

围：≥１５岁调查对象利用软尺测量腰围，精确到

及检测、项目总结等工作。各地的调查工作由各省

０．１

ｃｍ。⑤血压：采用标准汞柱式血压计（刻度范

（自治区／直辖市）卫生厅（局）组织实施。为保证调

围０～３００ ｍｍ Ｈｇ，１ ｍｍ Ｈｇ＝０．１３３ ｋＰａ）测量≥１５

查工作质量，设立“中国居民营养与健康状况调查专

岁调查对象血压，精确度２ ｍｍ Ｈｇ，收缩压和舒张压

家委员会”，负责技术咨询工作。各省（自治区／直辖

０．１

根据Ｋｏｒｏｔｋｏｆｆ音来确定。以上由经过培训的调查

市）卫生厅（局）负责组织实施本省的调查，成立省级

员采用标准方法统一进行。以调查村／居委会为单

工作队，负责本省县（区／市）级调查点的组织及管

位集中进行，测量所有调查对象的身高、体重及≤３

理、现场调查质量控制、数据录入及上报。

岁调查对象的头围、≥１５岁调查对象的腰围和
血压。

现场调查的时间，北方为２００２年８—１０月，南
方为２００２年９—１２月；实验室检验和数据录入时间

（３）实验室检测：①样品采集：采集所有参加体

为２００３年１—８月；数据清理和数据库建立时间为

检对象的血液样品，测定血红蛋白。同时采集所有

２００３年５—１２月；数据分析与结果报告的时间为

参加膳食调查对象及３～１２岁儿童补充人群的血液

２００４年１—１２月。

样品，分别测定空腹血糖（≥３岁）、血脂（≥３岁）、血

５．统计学分析：

浆维生素Ａ。②样品测定：按统一方法于调查当日

（１）年龄构成的调整：由于农村年轻人口外出就

在现场实验室检测血红蛋白及空腹血糖，血脂、血浆

学和打工、城市居民搬迁等原因，样本县／市区人口

维生素Ａ由国家中心实验室统一进行检测。对于

年龄结构与全国相比，≥４５岁各年龄组人群的比例

空腹血糖检测结果在５．５ ｍｍ０１／Ｌ及以上的调查对

较大，用样本估计总体时，需要进行年龄校正。

象，再进行糖耐量检测（测量早晨空腹口服７５ ｇ葡萄

（２）６类地区人口构成的调整：由于本次调查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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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多阶段分层整群随机抽样的方法，且６类地区间

容，在充分科学论证的基础上，统一组织、设计和实

采用了等容量抽样，这就导致样本中６类地区人口

施。调查覆盖全国３１个省、自治区和直辖市（不含

的构成与全国总体６类地区人口构成有较大差异，

香港、澳门及台湾），对全国和不同类型地区具有良

因此在报告全国性调查结果时需要按照全国实际的

好的代表性。本次调查设计科学，内容丰富，充分体

６类地区人口构成对样本６类地区调查结果进行

现了多部门、多掣科合作的优势，不仅大量节约了人

调整。

力、物力资源，而且避免了调查内容和指标的重复，

（３）调整率的计算方法：采用直接标化法。以

并为深入分析相互之间的关系奠定了基础。

２０００年全国人口年龄构成作为标准人口构成，分别

［感谢各省、自治区、直辖市相关部门的大力支持；感谢

对６类地区进行标化，标化后的患病率按照全国实

全国３１个省级工作队及１３２个调查点项目工作队的调查队

际６类地区的人口比例进行加权，以６类地区实际

员；感谢联合国儿童基金会、世界卫生组织、联合利华食品

人口占全国人口的比例作为加权系数，计算全国调
整率。

（中国）有限公司、达能营养中心（中国）给予的支持］
中国居民营养与健康状况调查技术执行组

组长

李

立明、饶克勤；副组长孔灵芝、杨晓光、向红丁、姚崇华；成

６．本次调查的特点：这是我国首次进行的营养
与健康综合性调查，将以往由不同专业分别进行的

员

王文志、朴建华、李莹、李光伟、金水高、武阳丰、胡永华、

胡建平、赵文华、翟凤英

营养、高血压、糖尿病等专项调查进行有机整合，并

（收稿日期：２００５一０４—０４）

结合社会经济发展状况，增加了新的相关指标和内

（本文编辑：张林东）

中国居民营养与健康状况调查的质量控制
朴建华

张坚赵文华

由悦

杨晓光

中国居民营养与健康状况调查技术执行组

大型流行病学研究项目中质量控制直接关系到

下做好本调查点的质量控制．工作。

数据的代表性和可靠性，进而决定结论的正确性。

（２）统一方法：为了保证调查的顺利进行和调查

以下就２００２年中国居民营养与健康状况调查的质

的质量，技术执行组和专家委员会对调查方案进行

量控制进行描述。

反复论证，在调查方案设计、预调查、抽样、询问调

１．总体原则：

查、医学体检、实验室检测、膳食调查、数据管理等各

（１）设立质量控制领导组织机构：由卫生部、科

环节、各阶段确定了统一的质量控制方法。对现场

技部、国家统计局联合成立了领导小组，在卫生部直

调查工作日程安排、实验室工作程序、医学体检实施

接领导下成立了技术执行组、专家顾问委员会及项

方法、医学体检及实验室结果反馈，各调查点应完成

目办公室，全面负责总体及各项质量控制方案的制

的任务清单都做了统一要求。

订，领导、协调各项具体工作的落实。组成国家调查

（３）成立质量控制的内外监督机制：项目技术执行

质量控制工作队，负责确定调查的质量控制方法，统

组建立内部质量控制监督小组，监督检查国家质量控

一调查方法和调查技能，负责组织各省调查工作队

制工作队及各省质量控制工作组的工作；项目领导小

培训、现场调查技术指导及调查全过程的质量控制。

组邀请有关专家组成外部质量控制监督小组，对项目

各省成立本地质量控制工作组，按项目质量控制工

实施过程进行外部监督及评价。强调项目中心实验室

作规范及方法，负责并配合国家质量控制工作队完

的分析工作接受外部质量控制，即在本次调查的血液

成本省调查全过程的质量控制。调查点设立专人负

样品生化指标测定过程中，除按规程加强内部质量控

责质量控制工作组，并在省质量控制工作组的领导

制以外，血脂、维生素Ａ的测定工作还分别接受了国外
相关权威机构的考核或比对。

基金项目：卫生部专项基金资助项目；科技部重大专项基金资助
项目（２００１ＤＥＡ３００３５，２００３ＤＩＡ６Ｎ００８）

（４）统一配备工作手册和调查物品：本次调查中

作者单位：１０００５０北京，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营养与食品安

统一为调查队员配备了工作手册，统一提供全部及

全所（朴建华、张坚、由悦、杨晓光）；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赵文华）

所有调查表格和测量原始记录表；统一提供专用条

通讯作者：杨晓光，Ｅｍａｉｌ：ｘｇｙａｎｇｃｄｃ＠ｖｉｐ ｓｉｎａ．ｃｏ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