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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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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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码标记，标识所有调查对象，并为每个数据录入点

（１）身高、体重、腰围测量：国家级培训班上考核

统一配备了条形码识别器；统一提供符合计量标准

的结果，身高测量合格７１０人（９６．８％），其中优秀

的体重秤、身高计、血压计、头围尺及腰围尺；统一提

４１８人（５７．１％）；体重测量合格７３３人（１００％），其

供现场所需全部试剂、标准及实验耗材，如采血针、

中优秀６５０人（８８．７％）；腰围测量合格６８２人

注射器、进口的负压抗凝离心管、便携式台式离心

（９３．１％），其中优秀３７３人（５０．９％）。在实际调查

机、血液样品储存管及冻存样品的专用运输箱等；统

中，省级和国家质量控制队到现场对调查员的测量

一提供对直接影响测定精确度的关键器材。

重新进行复查，以省级队和国家质量控制队员测量

（５）强调现场质量控制示范效应：本次调查中每
个省第一个样本调查点开始时，都有２名国家工作

结果为标准，身高、体重、腰围现场测量结果与质量

控制员测量结果符合率较高（表１）。

队人员按照“国家工作队队员赴现场工作准则”进行

表ｌ

中国居民营养与健康状况调查的身高、体重及

质量控制、监督及指导工作，并完成现场工作日志。

腰围质量控制结果

同时，省级工作队人员参与调查，与国家工作队人员

一起发现现场工作中的实际问题，提出可行解决方
法。本省其他调查点派人观摩。
２．抽样的质量控制：本次调查第一阶段抽样的
１３２个县区级调查点由国家工作队抽样组完成，国

注：括号外数据为合格人数，括号内数据为合格率（％）；＊与
符合标准相差≤１ ｃｍ；＃与符合标准相差≤０．２ ｋｇ；△与符合标准
相差≤２ ｃｍ

家级培训中重点对第二、三阶段各调查点乡镇（街

（２）血压测量：血压测量的质量控制首先进行人员

道）和村（居委会）的抽样工作进行培训。在培训期

培训，合格后才能上岗。现场由国家和省（直辖市／自治

间，绝大多数县区样本点在国家工作队抽样组的协

区）质量控制组成员对现场调查员的血压测量进行抽

助下完成第二、三阶段乡镇（街道）和村（居委会）的

查。采用双头听诊器同时测量３名受试者的血压。国

抽样工作。为了保证整个调查的抽样工作能够严格

家级培训班考核结果，笔试合格７３３人（１００％），其中优

按照抽样方案进行，各样本县／市区质量控制组重点

秀４６７人（６３．７％）；听力考试合格７３１人（９９．７％），其

对第四阶段的抽样进行监督。１３２个县区样本点根

中优秀９２人（１２．６％）；双头听诊器考核合格７０６人

据要求写出抽样过程的书面报告，报告给国家项目

（９６．３％）。现场调查员测量的收缩压与省级、国家级质

办公室，经国家工作队认可后方能开始进行调查。

量控制队测量的符合率见表２。

本次调查抽３９６个街道（乡／镇）７９２个居委会

表２

现场调查员血压测量结果与省、国家级质量

（村）。对《抽样用表格》和《县级质控表》进行录入、核

控制队测量结果的符合情况

对。按照原抽样方案进行的居委会（村）占９１．８％，更
改调查居委会（村）的占８．２％，抽样用表记录符合要
求的９７．７％，记录不全的居委会（村），占２．３％。
３．询问调查的质量控制：制定全国统一的填写
说明，对调查员进行统一培训、实习及考核。调查员

注：括号外数据为合格人数，括号内数据为构成比（％）；
＊１

ｍｍＨｇ＝Ｏ．１３３ ｋＰａ

取得合格证后方能上岗。国家级培训班培训各调查

应用数字倾向性检测，查尾数是否为偶数，以及

点负责询问及膳食调查人数为７３３人，模拟实习考

各尾数是否约占２０％，并用ｘ２检验确定与预期分

核的合格率均为１００％。省级质量控制队每天必须

布差异有无统计学意义。省级和国家级队抽查的记

对１０％的询问调查表进行抽查，国家质量控制队按

录中结果为奇数所占比例分别为０．２％和０．３％，不

１％进行抽查。同时将结果记录在调查表的质量控

合格率很低。省级和国家级质量控制队的尾数偏好

制检查结果记录表上。结果显示省级质量控制队对

得分（ｄ珥ｔａｌ

ｐｒｅｆｅｒｅｎｃｅ

ｓｃｏｒｅ，ＤＰＳ）在１０～２０之间，

３６５份问卷质量进行检查，漏项问卷占７．３％、逻

为中等（表３）。同一性检测评价结果：省级和国家

辑错误占４．２％、填写不清占２．９％。国家质量控制

级质量控制队抽查记录的ＰＩＲ分别为２４。８％和

队对１５２６份问卷进行检查，漏项问卷占１４．９％、逻

２９．１％，总体评价均为优（表４）。

１５

辑错误占６．１％、填写不清占３．６％。
４．现场医学体检项目的质量控制：

５．实验室检测质量控制：
（１）人员培训：省级质量控制队和各调查点负责

·４７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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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室工作人员均参加国家级培训班的培训，并要

结束后与国家质量控制队项目办公室联系，确定血

求通过考核。７期培训班共有３２６人接受血红蛋白

样起运时间，派专人运送到国家中心实验室。在按

测定培训，３２１人通过考试（９８．５％），考试结果优秀

规定办理完交接手续后，血样放置于一８０℃低温冰

的为２０５人（６２．９％）。全国１８８个实验室参加了血

箱保存。

糖测定培训，１８７个通过考核（９９．５％），１４９个实验
表３

（４）国家中心实验室的质量控制：血脂、维生素

Ａ由国家中心实验室承担测定。使用仪器及设备均

室的考核结果为优秀。
中国居民营养与健康状况调查抽查记录中的

为计量认证合格。根据项目的要求，测定过程中每

尾数分布情况

批样品都带有质量控制血清测定，并做５％的平行

“。
霍蔷、—ｊ型譬业｝—广鹏＋

样测定。血脂测定实验室定期接到美国疾病预防控

控制

国家级

２

０

１７４

４

１０６

８８

６

８

１０２

１０７

１３．０

注：表内数据为人数；＊ＤＰｓ＝１００（ｘ２／ｄ，·”）１７２；ＤＰｓ＜１０判
为优，ＤＰｓ １０～２０判为中，ＤＰｓ＞２０则为差

表４

中国居民营养与健康状况调查中

制中心实验室发来的质量控制盲样血清，定期测定，
并将结果寄回，接受外部质量评价（表５）。血浆维
生素Ａ的外部质量控制样品亦由美国疾病预防控
制中心营养实验室提供，结果见表６。
６．数据录入质量控制：本次调查编制了专用录

抽查记录同一性评价结果

入程序，对所有变量的合理取值及逻辑跳项进行有
效控制。数据录入以省为单位，数据录入前项目办

垦窒丝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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垡

注：表内数据为人数

公室对各省数据录入人员进行集中培训，内容包括
调查表整理原则、录入方法和数据库管理规则等。

（２）现场实验室工作的质量控制：在省级质量控

数据管理组在数据录入期间设立专线电话负责技术

制队培训结束后，经国家质量控制队统一提供的盲

咨询，并派人到部分省进行技术指导与检查。家庭

样进行考核，考核合格者才可进行本次调查的实验

基本情况登记表及医学体检表采用双录入，项目办

室检测工作。每进入一个新的现场后，实验室人员

公室对其他指标随机抽取部分原始记录，通过二次

对仪器进行调试，现场检测血糖及血红蛋白盲样，并

录入检查录入错误率。各省数据录入完成后，按照

立即向项目办公室报告结果，对不符合要求的结果

统一方法进行清理、核查和纠正，上报国家项目办公

要重新调试测定，直至符合标准。现场血红蛋白盲

室，国家项目办公室在收到所有上报数据后，根据统

样考核中优秀率为４６．７％，良好率为３０．１％，及格率

一清理原则，按调查内容分类组织专人对数据进行

为２３．２％。每个测定日要测定值溶血液，做出质量

清理，将清理发现的可疑记录反馈到各省，与原始表

控制图，进行实验室自我质量控制。每个测定日要

格进行核查，各省将核查结果返回后，由国家项目办

测定国家中心实验室统一配备的质量控制血清（冻

公室负责最终数据库的修改。

干粉），进行实验室自我质量控制。血糖测定为１０％

７．分析过程的质量控制：专家组和技术执行组

平行样测定。血红蛋白含量测定全部为平行样测

召开８～１０次会议制订了数据分析的总体方案。同

定。现场血糖盲样考核，优秀率５９．０％，良好率

时，根据本次调查的内容，分成了６个专业组进行数

３０．５％，及格率为１０．５％。

据分析，平均每个专业组每２周要召开一次数据分

（３）血液样品储运过程的质量控制：所有调查点

析讨论会。每部分分析程序由两组人员独立编写，

均填写血液样品储存和运输记录表，并在全部调查

分析结果也由两组人员分别进行核对。技术执行组

表５

中国居民营养与健康状况调查的血脂外部质量控制样品测定结果（ｍｎｌｏｌ／Ｌ，膏±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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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６

中国居民营养与健康状况调查的血浆维生素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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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

有关专家对各专业组分析程序进行审核。分析结果

李

孔灵芝、杨晓光、向红丁、姚崇华；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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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定期向技术执行组进行汇报，并根据汇总意见进行

（收稿日期：２００５—０４．０４）

（本文编辑：张林东）

新一轮分析。

·疾病控制·
山东省农村地区２１例狂犬病患者流行病学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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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尽管人用狂犬病疫苗的质量不断提高，但我国
历史疫情高发的多数省份狂犬病疫情持续上升。２００３年１２

张玉军
愿到乡以上医院进行治疗仅占５１．９％，愿到县卫生防疫站处
理的占１４．９％，而不知道如何处理的占１８．９％。
３．专业技术人员情况调查：调查乡级以上预防保健门诊

月以来，山东省狂犬病疫情急剧上升，为了解疫情上升的原
因，我们对新发病例进行了流行病学调查，结果报告如下。
１．狂犬病患者调查：本次共调查狂犬病患者２１例，均在
２００３年１２月至２００４年４月发病死亡。患者分布在３个县２１个

共计１９个，专业技术人员３８名。上述机构自购疫苗的占
３６．８％（７／１９）。调查村卫生室２０个，其中仅有２个销售疫
苗。能规范进行预防性治疗的专业技术人员仅占３８．９％。

村。其中男１１例，女１０例。年龄最小的４岁，最大的７２岁，其

４．讨论：影响狂犬病暴露人群发病的因素很多，包括病

中５０～７２岁的患者占７１％。农民１９例，儿童２例。２１例患者

毒感染量、受伤部位及严重程度、暴露后预防性治疗及时性

均为Ⅲ度暴露。潜伏期最短为１２天，最长为２３０天，中位数（Ｍ）

和规范性等多种因素。印度Ａｇａｒｗａｌ，Ｒｅｄｄａｊａ ｈ【１１对１０个村

为５４．５天。咬伤头面部５例，最短潜伏期为１２天，最长１００天，

调查发现约５０％被犬咬伤者不进行暴露后预防性治疗；

平均潜伏期（Ｍ）２６天。咬伤上肢及手的１２例，最短潜伏期为１３

Ｃｈｈａｂｒａ等晗１的调查也显示，住院狂犬病患者中７８．８％的伤

天，最长１５８天，平均潜伏期（Ｍ）５４天。咬伤下肢３例，最短潜

口为Ⅲ度，其中９３．４％未经处理，９１．７％未接种或未全程接

伏期１２８天，最长２３０天，平均潜伏期（Ｍ）为１６６天。经秩和检

种疫苗；我们的调查结果与以上研究结果基本一致。传染源

验分析，三组之间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Ｈ＝７．９ｌ，Ｐ＜０．０５）。２１

调查表明，伤人疯犬和可疑疯动物占８５．７１％，当地犬和猫的

例患者中，被无主或来历不明犬咬伤１４例，被自家和邻居犬咬

狂犬病呈流行状态。调查显示，潜伏期与咬伤部位密切相

伤５例，被无主猫咬伤１例，剥犬皮受伤１例。非诱发造成致伤

关，头面部暴露者的平均潜伏期明显短于上肢和下肢暴露

１２例，撩逗诱发受伤６例，剥狗皮受伤１例，不详２例。伤人犬

者。非诱发突然主动攻击人的动物危险性较大。对村民调

中，疯狗和可疑狂犬９只，看上去正常的犬和猫６只，其余６只

查发现，狂犬病发病村犬和猫的豢养率高达７３．７９％，从未进

不详。２１例患者，伤口未处理的７例，在家用清水或肥皂水清洗

行动物免疫，致使发生动物狂犬病流行。尤其值得关注的

的１０例，在医院处理的３例。处理不规范者占８５．７１％（１８／２１）。

是，有１８．９％的人被犬咬伤后不知如何得到正确处理；更令

未注射狂犬病疫苗１５例，未全程注射的６例，全程注射的２例。

人担心的是，非冷链运转的疫苗可由商贩或公司直接流入市

所有患者均未注射狂犬病免疫球蛋白。

场，甚至在农贸批发市场也可买到。

２．农民对狂犬病的知识、态度和行为：在２０个村共调查

在国外，对狂犬病暴露者和致伤动物均在追踪调查和监控

农民３７０人（户），年龄１２～７９岁，其中小学文化程度１３４人

之下。我国缺乏对伤人动物、暴露人群和免疫情况的监测系统，

（３６．２２％），初中１０９人（２９．５％），高中以上３４人（９．２％）。

尽快建立狂犬病暴露者规范化门诊、制定规范的处理方案，开展

调查对象中有２７３人（户）养犬，豢养率为７３．７９％。其中

监测，是减少狂犬病发生和了解流行因素的重要环节。
参

８６．２％（３１９人）“知道”狂犬病，有１３．８％调查对象“不知道”
狂犬病。调查对象中有８３．５％的人知道暴露需注射疫苗，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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