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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疾病预防控制系统慢性非传染性疾病
预防控制能力评估
尹香君施小明

【摘要】

高欣翟屹

司向

目的了解全国疾病预防控制系统慢性病预防控制（防控）能力。方法问卷调查全

国省、地（市）和县（区）级所有疾病预防控制中心（ＣＤＣ）慢性非传染性疾病（慢病）防控的资源、能
力及开展的项目。

结果（１）资源：全国有７４８３人从事慢病防控，占ＣＤＣ总人数的４．０％；有

２３．６％的人在２００８年投入慢病防控不足６个月。省、地和县级防控经费占同级ＣＤＣ总经费的比例
依次为２．２９％、１．７０％和２．６９％。（２）能力：省、地和县级ＣＤＣ慢病科所设置比例依次为１００．０％、
６２．８％和４３．７％；人员中本科以上学历占３４．７％、高级职称占１２．１％，其中６１．７％从事慢病防控工作
不足５年；平均继续教育人次数省级为２１．９０，地级为４．６０，县级为１．６８；有８．７％的ＣＤＣ派人外出进
修。省级ＣＤＣ均开展了慢病监测，仅４．２％的ＣＤＣ出版过慢病报告；在慢病防控工作中，主要与卫
生部门内部机构合作。（３）开展的项目：分别有４３．５％和３０．８％的县级ＣＤＣ开展过监测和十预项
目。

结论

中国疾控系统慢病防控资源匮乏，经费和人员与慢病疾病负担不相称；慢病防控能力

有待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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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围疾病预防控制系统（ＣＤＣ系统）在慢性非

续执行该领域中适当任务的能力泣·引。②疾病预防

传染性疾病（慢病）防控中负有重要职责，其中监测

控制系统：包括省、地、县级ＣＤＣ。③慢病防控人

和十预是两大核心职能。１｜。ＣＤＣ系统在慢病防控领

员：ＣＤＣ系统中在岗并承担慢病防控工作的人员，

域起步晚，需不断开展机构的能力建设。能力评估

包括专业慢病防控科（所）和其他科（所）中承担慢病

是开展能力建设的前提，目前，中国ＣＤＣ系统的慢

防控工作的人员。

病防控能力如何，尚缺乏相关研究。因此，本研究于

６．统计学分析：用ＥｐｉＤａｔａ ３．１软件双录人数据，

２００９年２—５月开展了全国ＣＤＣ系统慢病基本情况

核对不一致值并更正，按数据清理计划和标准程序

调奁，旨在了解２００８年ＣＤＣ系统慢病防控能力和应

进行数据库清理，最后产生清洗后用于分析的数据

对情况，掌握慢病防控的制约因素和需求。

库。用ＳＰＳＳ １６．０软件进行统计分析。

资料与方法

１．对象：全国３１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省、地
（市）和县（区）级的所有ＣＤＣ。
２．资料收集：由中国ｃＤＣ统一设计调查问卷。
省级ＣＤＣ负责组织各级ＣＤＣ的调查。调查内容涉

结

果

１．一般情况和数据质量：全国共３１７３个ＣＤＣ，
省、地和县级分别为３１、３３９和２８０３个。总应答率为
９８．２％（３１１６），三级应答率分别为１００．０％（３１）、
９９．１％（３３６）和９８．１％（２７４９）。

及同一个单位的多个部门，由相应单位的办公室统

督导过程中发现，有４０个ＣＤＣ对经费未作应

一协调。各级ＣＤＣ设调查协调员，负责组织涮查。

答，另有３个逻辑错误；人员情况中有１４条记录发生

同时分设质控员、调查员和审核员。要求调查员熟

逻辑错误。经过督导员电话督导、进一步解释和核

悉该单位的工作。问卷完成后经单位盖章，省级

实，进行了补充和更正。最后中国ＣＤＣ抽查１６０份

ＣＤＣ审核后统一寄送和发送Ｅｍａｉｌ至中国ＣＤＣ。

调查表进行二次复核，问卷合格率为９９．８％。数据

３．调查内容：围绕ＣＤＣ系统在慢病防控领域
中的核心职责，参考围内外慢病防控能力评估的经

清洗表明各份调查表数据质量良好。
２．资源：

验。一０。，调查３个领域：①慢病防控资源：资金和人

（１）人员：全国共有７４８３名慢病防控人员，占

力。②执行慢病防控能力：机构设置Ｊ晴况，人员教育

ＣＤＣ总人数的４．０％。省、地和县级ＣＤＣ分别为２９５

背景、技能和经验，能力培训，监测和评估能力，合作

人、１１６７人和６０２１人；ｉ级ＣＤＣ平均依次为９．５人、

情况。③核心职责履行情况：针对慢病危险因素和

３．５人和２．２人。全国每１７．５万人拥有１个ＣＤＣ的慢

主要慢病开展的监测和干预项目；危险凶素如烟草

病防控人员，最高达３４．２万，最低为４．０万。防控人

使用、不合理膳食、身体活动减少、酒精使用、超重或

员中有２３．６％在２００８年投入慢病工作的时间不到６

肥胖、血压增高、血糖增高、血脂异常；主要慢病如高

个月，平均每人年度投入时问为７７．０％，省、地和县

血压、心脏病、脑卒中、糖尿病、恶性肿瘤、慢性呼吸

级分别为９０．０％、７７．０％和７６．０％。

系统疾病。干预项目：如危险凶素的控制、高危人群
干预、慢病综合防治等。

（２）经费：省级ＣＤＣ均有慢病防控经费。地和
县级ＣＤＣ有专项经费的比例依次为７１．７％和

４．质量控制：调查表的制定经过多轮专家论证

７１．０％。三级ＣＤＣ平均依次为８６．６万元、８．９万元和

和预试验；制定统一的培训教材，逐级培训调查的组

４．５万元；各级ＣＤＣ经费占同级ＣＤＣ总经费的比例

织者、质控员、调查员和审核员，由国家级培训省级

依次为２．２９％、１．７０％和２．６９％。

师资、省级负责各级培训；制定统一的质控方案，调

３．执行慢病防控能力：

查过程进行逐级电话督导或中国ＣＤＣ直接对各级

（１）基础设施：有４６．３％的ＣＤＣ设慢病防控科

进行督导，发现问题及时纠正；中国ＣＤＣ和省级

所，省（３１个）、地（２０４个）和县（１１７２个）级比例分别

ＣＤＣ分别设专人负责电话咨询，随时解决调查中遇

为１００．０％、６２．８％和４３．７％。其中２９．８％的地级（９７

到的问题；省级ＣＤＣ统一对调查表进行审核后寄送

个）和４１．３％县级（１ １０９个）ＣＤＣ尽管未设专门科所，

给中国ＣＤＣ。中国ＣＤＣ随机抽取５％的调查表复

但有相应部门承担慢病防控，主要分布在健康教育

核；调查数据由中国ＣＤＣ制定录入程序，进行平行

所、地方病防治所、计划免疫所等。尚有７．４％的地

双录入，核对不一致值并与原始调查表核实。

级（２４个）和１５．ｏ％的县级（４０１个）ＣＤＣ没有任何科

５．定义：①慢病预防控制能力：有效、高效、可持

所承担慢性病防控职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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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人员教育背景、经验和技能：全国ＣＤＣ中

作机构有医院、其他的专病防治办公室（脑血管病、

３４．７％的人员有本科以上学历，省、地和县级ＣＤＣ分

心血管病、糖尿病和独立于ＣＤＣ的健康教育所）和

别为８４．８％、５６．７％和２８．１％。６１．７％的人员从事慢病

媒体，分别有４０．６％、２６．２％和３３．８％的ＣＤＣ同上述

防控工作不足５年；三级比例依次增高（表１）。其中

机构在２００８年有过合作。省级ＣＤＣ与这些单位的

仅１２．１％有高级职称，各级依次为３６．５％、３０．７％和

合作比例高于地级（表３）。

７．３％。从人员的技能来看，省级中只有１个西部的
慢病防控科所没有人员能应用统计软件。地和县级
分别有６０．４％和２４．５％人员能应用统计软件。

表３巾国省和地级ＣＤＣ慢病防控与其他机构

级别勰

合作状况（％）
医院

蕊

其他

协会

媒体

表１中国ＣＤＣ系统慢病防控人员从事专业的

省

１９（６１．３）

上作年限构成（％）

地

７７（２２．９）１２０（３７．０）３９（１１．６）２１（６．５）１８（５．６）１０４（３２．１）

合计

２４（７７．４）１４（４５．２）

５０６．７）似１３．３）１６（５１．６）

９６（２６．２）１４４（４０．６）５３０４．４）２６（７．３）２２（６．２）１２０（３３．８）

注：括号外数据为单位数，括号内数据为盯分比（％）；４指Ｉ！生行
政部门外的其他行政部门

４．围绕核心职责开展的慢病防控项目：
（１）监测：县级ＣＤＣ是监测Ｔ作执行的主体，仅
（３）能力培训：４１．６％的ＣＤＣ派出慢病防控人员

４３．５％的县级ＣＤＣ开展了监测，２９．４％开展了患病／

参加相关继续教育。省、地和县级ＣＤＣ分别为

发病嘛测（包括高血压、心脏病、脑卒中、糖尿病、肿

９０．３％、６６．１％和３８．０％。平均每个ＣＤＣ为２．１９人

瘤、慢性呼吸道系统疾病等）；２５．６％开展了人群死冈

次，三级ＣＤＣ依次减少。慢病防控人员主要参加地

监测；仅４．５％开展了危险冈素监测（如炯草使用、不

级和省级继续教育，分别占４４．６％和４１．４％。省和地

合理膳食、身体活动减少、酒精使用、超重或肥胖、血

级ＣＤＣ以参加本级继续教育为主，县级以参加地级

压增高、血糖增高、血脂异常）。危险因素的监测主

继续教育为主（表２）。８．７％的ＣＤＣ派慢病防控人员

要是炯草监测及超重肥胖的调查，末发现ＣＤＣ开展

外出进修。省、地和县级ＣＤＣ分别为９．７％、６．８％和

过体力活动、酒精使用、血脂异常的监测（表４）。

８．９％；２００８年，全国仅９００人次外出进修，平均每个

表４中国ＣＤＣ系统开展慢病监测和干预丁作的情况（％）

ＣＤＣ才０．２９人次。三级分别为６人次（平均０．１９）、
８４人次（平均０．２５）和８ｌＯ人次（平均０．２９）。
表２全国ＣＤＣ参加慢病继续教育的人次数分布
缀

里堕堡型

型窒堡

塑丝

些丝

鱼笪

菊均数。铃均数。蛩均数繁均数蛩均数。蛩
（２）干预：同监测工作类似，干预工作的执行主
体也是县级ＣＤＣ。３０．８％的县级ＣＤＣ在２００８年开
（４）监测与评估能力：调杏中的监测指常规的疾

展了干预工作，包括慢病综合防治（高血压规范化管

病监测和专项调查。包括慢病患病／发病监测、死因

理、糖尿病规范化管理、社区综合干预等）、高危人群

监测、危险因素监测。省级ＣＤＣ作为监测上作的设

干预（癌症的早诊早治和高危人群管理）和危险凶素

计者和技术指导者，在２００８年均开展过监测或调

的控制。危险因素控制主要为以人群为基础的健康

查，开展三类监测的比例分别为５４．８％、３２．３％和

教育宣传（表４）。

１００．Ｏ％。地级ＣＤＣ在监测工作中同样起到对县级

ＣＤＣ的指导作用，但是，地级ＣＤＣ开展监测的比例

讨

论

远低于省级。慢病报告是慢病评估的主要形式，仅

能力评估中最重要的因素之一是如何定义能

４．２％在２００６－－２００８年间出版过慢病报告，省、地和

力。从２０世纪９０年代起，评估领域的专家开始不断

县级分别为４５．２％、８．６％和３．２％。

对能力进行定义。目前广为应用的概念为：能力是

（５）合作能力：ＣＤＣ在开展慢病控制中主要合

个人、机构或系统有效、高效、可持续地履行适当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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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ＣＤＣ派出人员进修。

务和职能，还强调应对未来该领域需求和挑战的潜

监测和评估能力是ＣＤＣ系统的核心能力。研

力。因此能力评估不仅需要评价核心职能的履行情

究结果表明，以目前的监测和评估能力难以为决策

况，还要评价有效应对未来该领域中需求和挑战的

和开展慢病防控提供科学依据。尽管省级ＣＤＣ均

潜力ｊ２·３ｊ。

开展了监测工作，但主要是全国疾病监测点（ＤＳＰｓ）

美洲地区的能力建设经验提示，开展慢病防控

为基础的死因监测，在各省并没有代表性。仅

能力评估和能力建设需要考虑７个方面，简称

３２．３％的省级ＣＤＣ开展了危险因素监测，而且还是

“ＳＣＩＥＮＣＥ”。即策略、合作、信息、教育、新颖性、交

以专项的横断面调香为主，缺乏连续系统的监测。

流和评估Ｊ－５｜。ＷＨＯ在成员围开展了两次国家层面

出版评估报告的比例低至４．２％。ＷＨＯ和两方国家

的慢病防控评估，主要包括６个方面①基础设施；②

的经验表明，慢病防控领域最重要的策略之一就是

政策、策略、行动计划以及综合防治；③慢病调杏和

发展监测，为慢病防控提供循证依据、１６’１ ７｜。ＷＨＯ推

监测；④针对慢病开展的健康促进行动和倡导活动；

荐的ＳＴＥＰｗｉｓｅ监测策略被多个国家采用＂Ｊ ８｜。美

⑤卫生系统慢病的预防、早发现、治疗和照料能力；

国ＣＤＣ自１９８４年以来建立了覆盖全国，并且有州代

⑥慢病防治领域中的合作伙伴关系。６一］。本研究参

表性的慢病危险因素监测系统（ＢＲＦＳＳ），每年均出

考国内外慢病能力评估经验’２‘“。，结合我国ＣＤＣ系

版监测和评估报告。９。。中国ＣＤＣ在２００４和２００７年

统在慢病防控中的核心职能，从３个维度进行评

分别开展了两次国家代表性的慢病行为危险因素监

估。包括：①资源：资金和人力。②执行慢性病防控

测．２０，２１］。但本次研究发现，多数省份还没有建立省

下作的能力。③核心职能的履行情况。３个维度的

内各级有代表性的监测系统。这不仅因为经费投

指标涵盖了ＷＨＯ慢病能力评估框架的５个方面。

入和人力资源缺乏，还与监测技术缺乏有关。冈此

由于慢病的早发现、治疗和照料在我国主要依靠基

建立各省甚至县级慢病及危险因素监测系统，是当

层医疗卫生机构和医院，本研究朱作调杏。

务之急。

研究发现，ＣＤＣ系统慢病防控资源不足。近

研究发现，ＣＤＣ系统在开展慢病防控过程中与

３０％的ＣＤＣ无专项经费，各级ＣＤＣ经费占同级

其他部门的合作较少，Ｈ多数局限在卫生部门内

ＣＤＣ经费额的比例均不到３％。慢病防控人员仅占

部。ＷＨＯ推荐的慢病防控策略和各国的经验表明，

ＣＤＣ总人数的４．０％，尚有２３．６％在２００８年投入到慢

慢病控制须依赖多部门合作，单靠卫生部门或者疾

病的工作时间不到５０％。目前我国８２．５％的居民夕Ｅ

控部门难以有效应对。需要推进多部门合作，提高

于慢病，可见防控资源与慢病巨大的疾病负担极不

慢病控制效果２

２｜。

相称１２】。我国慢病的标化死亡率高于美国’”。，但

对核心职责履行情况分析表明，超过一半的

ＣＤＣ系统慢病的经费和人力资源所占比例却低于

ＣＤＣ在２００８年未开展慢病相关监测，地和县级

美国ＣＤＣＪ ４｜。这与我国ＣＤＣ中慢病预防起步晚，在

ＣＤＣ开展的比例很低。仅３３．６％的ＣＤＣ开展过干

慢病的防控过程中重治疗、轻预防相关。

预。危险因素干预是从根本上降低慢病负担的手

研究还发现，执行慢病防控工作的潜在能力尚

段，县级ＣＤＣ作为干预丁作执行的主体，仅１９．２％开

需提高。全国还有近２／５的地和３／５的县级ＣＤＣ未

展过这项工作，而且形式单一，多以慢病宣传开开展

设专门慢病防控科所。从人员的能力来看，分别有

的临时性活动为主。高危人群的干预也是薄弱环

３４．７％和１２．１％的获得本科及以上学历和高级职称，

节，全国只有５．１％开展过高危人群干预，县级只有

其学历水平和职称构成均优于全国ＣＤＣ系统的整

４．２％。可见，监测和干预作为ＣＤＣ最重要的职责，

体情况１５］。但６１．７％的人员从事慢病防控工作不足

开展的范嗣却非常有限。需要开发适宜的干预技术

５年，而全国ＣＤＣ系统仅８．７％¨引。机构的不健全和

及规范和指南，创新干预方式，扩大干预范围。

人员的经验不足主要因为慢病防控在ＣＤＣ系统属

本研究作为我国首次ＣＤＣ系统慢病防控能力

于年轻的学科，在２００２年以后才逐渐开始将慢病防

评估，采用信函和电子邮件相结合的方法，摸清了各

控作为ＣＤＣ的职能之一；地级和县级ＣＤＣ慢病防

级ＣＤＣ慢病防控的资源、潜在能力和针对核心职能

控机构尚需完善。县级和地级ＣＤＣ人员的学历水

开展的慢病防控项目。调查结果为推进该领域的能

平和职称均低于省级，人员培训机会也少于省级；各

力建设提供了依据，同时为今后开展能力评估提供

类培训以地和省级ＣＤＣ继续教育为主。只有８．７％

了基线数据和方法学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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