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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论是心脑血管疾病、癌症、慢性呼吸系统疾

学研究（32.0%），国外期刊发表的文献中最多使用的

病、糖尿病等主要慢性病，还是高血压、血脂异常、肥

是 实 验 流 行 病 学 研 究（48.7%）和 病 例 系 列 研 究

胖等中间疾病，或是吸烟、不合理膳食、少体力活动

（27.7%）。可见，我国学者相当一部分研究没有采用

等不健康的生活方式，人群的流行病学研究数据都

最佳研究设计来回答研究问题，导致产生的证据强

说明，慢性病是当前以及今后相当一段时期内对中

度有限。总体而言，由于在一定程度上受到政策和

国人群生命和健康的最大威胁，这已是一个不争的

经费导向的影响，我国已经开展的慢性病相关研究

事实

。笔者将从科学研究和防治实践两个角度

以重复、短周期、低证据强度的研究居多，少有大样

回顾我国慢性病防治的历史与现状，着重介绍近 10

本人群、长期的前瞻性研究。我国政府重视基础研

余年来的防治实践。其中部分结果和概括性结论是

究的资金投入，相比之下，对人群研究的投入明显不

基于“中国慢性病防治工作系统研究”课题组近期开

足，尤其是对疾病预防类研究或对研究证据的转化

展的一项我国慢性病相关研究的文献计量分析，以

应用方面。

［1-3］

及应用特尔菲法对我国 20 名慢性病防治领域的专
家学者进行的咨询研究。

另外，近年来国外学者越来越多的利用国家或
地区范围的医学信息系统（如医疗保险系统、医院病

一、研究现状

案信息系统、药物处方登记系统、疾病监测系统等）、

近 20 年来，我国学者在国内外期刊上发表的以

人口出生死亡登记系统、环境监测系统、城市基础地

中国人群为研究对象、与主要慢性病相关的研究论

理信息系统、道路交通事故处理信息系统及其他各

文，绝对数量稳步增长。20 世纪 90 年代，研究开展

类基础数据信息系统，以及数据库之间个体记录的

相对较多的领域是疾病的治疗措施和诊断方法，以

有效关联，开展科学研究，可以获得比一次性调查更

及疾病和危险因素的流行状况调查；而近 10 年来，

有价值的科学证据。而我国的各类公共数据系统由

对危险因素的干预性研究和相关公共政策研究发展

于缺乏共享或数据库间难以关联，限制了应用。

较快。其中仍然不足的领域是卫生经济学研究、对
疾病的康复措施研究及疾病的病因研究。
分析我国学者已发表的论文，国内文献的病因

二、防治实践
（一）组织机构及网络：我国慢性病防治实践可
追溯至 1958 年。但在 20 世纪 90 年代以前，防治实

研究使用最多的研究设计是病例对照研究（36.5%）

践还以专家取向、大医院的临床治疗为主。直到

和病例系列研究（26.7%），国外文献中最多使用的是

1994 年，卫生部疾病控制司设立慢性非传染性疾病

病例对照研究（52.2%）和横断面研究（13.4%）。而

控制处（现更名为卫生部疾病预防控制局慢性病预

评价治疗措施效果的研究，国内期刊发表的文献中

防控制与营养管理处），标志着慢性病防治被纳入政

最多使用的是病例系列研究（59.8%）和实验流行病

府工作。2002 年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CDC）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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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内设慢性非传染性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并促进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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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地区和县级 CDC 设慢性病防控科（所）的比例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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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为 100.0%、62.8%和 43.7%［4］。尽管 29.8%的地区

部卫生部、武警部队后勤部 2009 年发布的《关于

级和 41.3%的县级 CDC 未设专门机构，但有相应部

2011 年起全国医疗卫生系统全面禁烟的决定》以及

门承担慢性病防控工作，主要分布在健康教育所、地

一些非卫生部门发布的，如 2001 年国务院办公厅发

方病防治所、计划免疫所等，此外有 7.4%的地区级

布的《中国食物与营养发展纲要（2001－2010 年）》，

和 15.0%的县级 CDC 尚无专门机构承担慢性病防控

2007 年中共中央发布的《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强

职能。除 CDC 系统以外，连同 1969 年成立的全国肿

青少年体育增强青少年体质的意见》，教育部、国家

瘤防治研究办公室（1978 年更名为卫生部肿瘤防治

体育总局、共青团中央发布的《关于全面启动全国

研究办公室）、1987 年成立的全国脑血管病防治研

亿万学生阳光体育运动的通知》，国家烟草专卖局、

究办公室、2002 年成立的国家肿瘤登记中心、2003

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发布的《中华人民共和

年成立的卫生部心血管病防治研究中心以及各级医

国境内卷烟包装标识的规定》，2009 年财政部、国家

疗机构，构成了我国重要的慢性病防治网络。另外，

税务总局发布的《关于调整烟产品消费税政策的通

中国高血压联盟、中国控制吸烟协会、中国抗癌协

知》，2010 年教育部、卫生部发布的《关于进一步加

会、中国癌症基金会、中华医学会呼吸病学分会、心

强学校控烟工作的意见》，2011 年国务院发布的《全

血管病学分会等国家级组织、协会或学会在慢性病

民健身计划（2011－2015 年）》，广电总局发布的《广

防治中也发挥了重要作用。

电总局办公厅关于严格控制电影、电视剧中吸烟镜

（二）经费投入：中央和地方政府的常规经费在

头 的 通 知》等 。 目 前《中 国 食 物 与 营 养 发 展 纲 要

慢性病防治的投入中应该发挥主要作用。但是近

（2011－2020 年）》、
《中国慢性非传染性疾病预防与

20 年来，来自各部委的专项经费却发挥了更大的作

控制规划纲要（2011－2020）》也正在编写中。此外，

用。虽然近 10 年来，政府常规投入有所增加，但仍

卫生部门还组织专家制定了各类专业指南，包括恶

显不足，特别是地方政府的投入。以 CDC 系统的慢

性肿瘤、心脏病、脑卒中、糖尿病、慢性阻塞性肺疾病

性病防控资源为例，2008 年省级 CDC 均有慢性病防

等主要慢性病的诊治指南，高血压、血脂异常、超重

控经费，地区和县级 CDC 有专项经费的比例依次为

和肥胖症等慢性病中间危险因素的防治指南，以及

71.7%和 71.0% 。三级 CDC 依次平均为 86.6 万元、

戒烟、膳食（包括零食）等生活方式危险因素指南。

［4］

8.9 万元和 4.5 万元，各级 CDC 经费占同级 CDC 总经
费的比例依次为 2.29%、1.70%和 2.69%。可见慢性
病防治的投入明显不足。在防治经费的分配方面，

遗憾的是，无论是规划、政策法规，还是专业指
南，普遍存在的问题是推广实施状况还不尽人意。
（五）防治实践内容

疾病治疗管理优先于生活方式危险因素干预、疾病

1. 调查与监测：流行病学调查与监测是慢性病

早期筛查和疾病康复管理。近 10 年来，疾病早期筛

防治实践的重要组成部分，为确定防治策略与措施

查方面的经费投入增加较快。

提供重要的基础数据。我国自 20 世纪 50 年代开始，

（三）人员数量和能力：无论何种机构，其慢性病

先后开展了三次全国性的营养调查（1959 年、1982

防治人员的数量均显不足，尤其是在农村医疗机构

年和 1992 年），三次全国性的高血压调查（1959 年、

中。仍以 CDC 系统为例，2008 年全国共有 7483 名

1979－1980 年和 1991 年），两次糖尿病调查（1984 年

慢性病防控人员，占 CDC 总人数的 4.0%；省、地区和

和 1995 年），一次营养与健康状况调查（2002 年），三

县级 CDC 平均人数依次为 9.5、3.5 和 2.2 。全国平

次 全 国 以 癌 症 为 重 点 的 死 因 回 顾 调 查（1973 年 、

均每 17.5（4.0～34.2）万人拥有 1 名 CDC 慢性病防控

1990 年和 2006 年），四次全国人群烟草调查（1984

人员。而现有人员的慢性病防治能力也显不足，目

年、1996 年、2002 年和 2010 年，2010 年即全球成人

前的能力培训难以满足需要。

烟草调查 GATS 中国部分）。在卫生部领导下，中国

［4］

（四）相关规划、政策法规和专业指南：近 10 余

预防医学科学院（现中国 CDC）于 1990 年建立了有

年来，国家多个部门陆续发布了与防控慢性病及其

代表性的中国疾病监测点系统（disease surveillance

危险因素直接或间接相关的规划和政策法规，对防

point system，DSPs）。2004 年中国 CDC 又建立了全

治行动起到了重要的支持作用。例如，卫生部 2003

国慢性病及其危险因素监测系统，每 3 年开展一次

年发布的《中国癌症预防与控制规划纲要（2004－

全国慢性病监测。

2010）》，2008 年发布的《健康中国 2020》、
《食品营养

2008 年，尽管省级 CDC 均开展了监测工作，但

标签管理规范》，卫生部、国家中医药管理局、总后勤

主要是 DSPs 为基础的死因监测，在各省没有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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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4］。省、地区和县级 CDC 开展危险因素监测的比

月 9 日，
《烟草控制框架公约》
（
《公约》
）在中国生效 5

例依次为 32.3%、10.7%和 4.5%，而且还是以专项的

年。总体而言，我国的控烟履约进程没有得到各界

横断面调查为主，缺乏连续系统的监测。多数省份

期望的显著进展，控烟效果微弱，与《公约》要求差距

未建立省内各级有代表性的监测系统。总体来说，

巨大［5］。尽管如此，政府和社会各界开展的一系列

在我国慢性病相关的监测工作中，对死亡监测相对

控烟活动还是值得肯定的。例如，全国人大代表、政

开展较好，而对发病监测和行为危险因素监测明显

协委员积极进行政策倡导，提案和议案；卫生部等四

不足。

部委及教育部先后发文加强医疗卫生系统和学校的

2. 实践活动：我国早年的慢性病人群防治实践，

控烟工作，并配合有系列的“无烟医院”、
“无烟学校”

例如始于 1969 年的北京首都钢铁公司社区人群心

等创建活动；
“中华慈善奖”、第十一届全运会、上海

脑血管病防治，始于 1984 年的天津市恶性肿瘤、冠

世博会等成功抵制烟草企业的促销和赞助活动；媒

心病、脑卒中、高血压四种主要慢性非传染性疾病的

体参与和配合控烟活动等。以“和谐我生活、健康中

防治，始于 1986 年的大庆糖尿病预防研究，始于

国人”为主题的《全民健康生活方式行动》
（2007－

1995 年的世界银行贷款中国疾病预防项目健康促

2015）旨在提高全民健康意识和健康生活方式的行

进子项目（卫生Ⅶ项目）及始于 1997 年的社区慢性

为能力，创造长期可持续的支持性环境。第一阶段

非传染性疾病综合防治示范点项目，均为探索适合

的活动为“健康一二一”行动，推出了“膳食六部曲”、

我国国情的以社区为基础的慢性病综合防治策略、

“运动四招”、
“千步当量”以及开发了系列健康测量

适宜技术、人才培养和运行机制做出了积极贡献，积

工具。目前全国已有 28 个省（直辖市、自治区）启动

累了经验和教训。

了行动计划。

近 10 余年来，在国家层面上组织开展的慢性病
防治实践进一步加强。
（1）以主要慢性病为主题的防治实践。例如，
《中国糖尿病管理模式探索项目》
（2003－2008）在全
国 7 个城市的 15 个社区开展，共覆盖人口 40 余万，
管理糖尿病患者 5000 多例，探讨以社区糖尿病早发

除前面介绍的各项活动外，从 2005 年起推出了
《中国健康知识传播激励计划》每年选定一个威胁大
众 健 康 的 主 要 疾 病 为 主 题 ，传 播 疾 病 防 治 知 识 。
2005－2009 年，每年的主题分别是高血压、癌症、血
脂异常、糖尿病和健康体重。
另外，卫生部从 2011 年开始鼓励全国各县（市、

现和规范化管理为目的的社区-医院一体化糖尿病

区）创建并申报国家级和省级慢性非传染性疾病综

管理模式。
《中央补助地方公共卫生专项资金癌症早

合防控示范区。考评细则中，在传统防治实践的基

诊早治项目》
（2006－）至 2008 年覆盖全国 31 个省的

础上，融入了现代先进的慢性病防治元素。例如，鼓

118 个项目点，涉及子宫颈癌、乳腺癌、食管癌、胃癌、

励由政府主要领导担任组长的领导小组负责示范区

肝癌、结直肠癌及鼻咽癌 7 种癌症，探索适合我国实

工作，建立多部门工作协调制度，地方政府按中央投

际情况的癌症筛查方案和工作模式，以实现癌症早

入提供配套项目经费，区/县疾病预防控制机构慢性

发现、早诊断、早治疗的目的。

病防控工作经费达到业务总经费的 10%及以上，政

（2）以主要慢性病中间危险因素为主题的防治
实践。例如，
《全国高血压社区规范化管理项目》

府发布慢性病防控规划和相关政策，增加当地社区
内健身场所和健康教育活动室的覆盖率，中小学校、

（2005－）在全国 20 个地区的 1800 家社区卫生服务

幼儿园开设慢性病健康教育课或健康讲座，机关、企

中心开展，为我国由点及面推广高血压防治指南、开

事业单位落实工作场所工间操健身制度，出台推广

展高血压社区规范化管理做了有益探索。
《中央补助

食品营养标签的相关政策，鼓励加工食品销售企业

地方慢病综合干预控制项目》
（2006－）至 2009 年扩

执行食品营养标签，在卫生系统外加强无烟单位的

大至全国 31 个省（直辖市、自治区）的 50 个社区，约

创建等。

覆盖 125 万人口，以“维持健康体重”和“控制高血

自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我国慢性病防治实践多

压”为核心内容，以社区卫生服务机构为运转平台，

以“病”为出发点，重点放在恶性肿瘤和心脑血管疾

采用健康管理和疾病管理相结合的策略，对高危人

病上，近 10 年来对 2 型糖尿病的关注有所增加。相

群和患者实施干预。

比之下，从疾病的远端因素入手，对烟草、膳食和体

（3）以主要慢性病行为危险因素为主题的防治

力活动等明确危险因素开展干预相对不足。开展健

实践。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控烟活动。截至 2011 年 1

康教育的场所还是以医疗机构为主，近年来在社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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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各类学校虽略有加强，但是与各类工作场所一起

要责任，开展的防治实践只限于自己的能力范围，与

仍相对不足；形式上以各类宣传日主题活动、讲座和

其他部门的合作很少［4］，其效果可想而知。

医务人员对就诊患者进行宣教咨询为主，而对大众

我国爱国卫生运动其实是“政府主导、多部门协

媒体的利用不尽人意；讲解内容上仍是“病”多于“生

作、全社会参与”解决卫生问题的独具中国特色的公

活方式”。受场所、形式和内容的限制，健康教育的

共卫生实践创举，曾发挥了积极的作用，取得了明显

受众一直以患者、老年人为主，对尚未罹患慢性病

成效。在组织领导与机构设置上，爱国卫生运动委

者、儿童青少年和劳动力人口覆盖面不够。

员会（爱卫会）是国务院及各级人民政府的议事协调

在地方层面上，仍有很多地区的卫生系统尚未

机构，负责统一领导、统筹协调全国和各地的爱国卫

或较少开展慢性病干预工作。例如，2008 年开展慢

生和疾病防治工作［6，7］。全国及省、市、县（区）、乡

性病干预工作的省、地区和县级 CDC 所占比例依次

（镇）的爱卫会主任分别由副总理、副省长、副市长、

［4］

为 93.5%、51.5%和 30.8% 。其中开展危险因素干

副县（区）长、副乡（镇）长担任，委员部门由同级多部

预活动的形式单一，多以慢性病宣传日开展的临时

门组成。这种组织机构正是当前慢性病防治、健康

性活动为主。开展慢性病干预的地区也多以专项任

促进急需借鉴的，甚至可以利用这个工作网络，继承

务而非常规工作的形式开展。

并发展爱国卫生运动的优势，以满足新时期防治工

但值得一提的是，北京、上海、广州、杭州等一些

作的需要。例如，上海市和苏州市先后在爱卫会的

城市近几年为配合奥运会、世博会、亚运会等国际或

基础上增加设置了平行的“健康促进委员会”。然而

国内重大事件或健康城市建设，政府加大城市环境

遗憾的是，爱卫会的组织机构职能正在逐渐弱化。

改造力度，加强城市景观体系、绿地系统、健身路径、

全国爱卫会办公室设立在卫生部疾病预防控制局

健身场所和体育设施的建设，发展公共交通网络，修

下，省、市、县（区）级的爱卫会办公室也多数下设在

订有关公共场所控烟的地方法规，这些政府举措从

卫生部门，这样的机构设置和统筹层次与其职能极

长远来看为市民营造了一个健康生活的支持性环

不协调，难以发挥议事协调作用，而乡（镇）级爱卫会

境，可能比卫生系统内部开展的实践活动会有更深

机构更是建设不全，大多数地区形同虚设［8-12］。结果

远的影响。

是爱国卫生运动最终缩减成了卫生部门一家的工

（六）存在的问题

作，爱卫会只能发挥卫生专业部门的作用，忽视了部

最关键的一点，慢性病防治仍然没有得到应有

门间的协作配合，且工作无法可依。如果要解决慢

的重视。政府对慢性病防治的战略意义的理解和

性病防治中多部门协作的问题，前面提到的这些问

重视程度远不及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和一些传染病，

题都是需要面对和深思的。

没有将慢性病防治工作转变为长效机制，缺乏经费

第三，已有的慢性病防治实践多局限为试点或

保障和支撑性的政策法规，对防治体系基础结构

示范项目。一方面，这些项目常常缺乏严谨的科学

（如组织结构、人才队伍、信息系统等）的建设严重

评估，包括卫生经济学方面的评估；另一方面，难以

不足，只靠一个个独立的项目很难让慢性病防治实

由点及面向外推广或转化为日常性工作。其中一个

践有效持久。

关键的问题就是政府支持、经费保障、队伍素质、技

第二，单纯依靠教育个体改变自己生活方式的

术投入等方面难以复制。但是，这些不应成为一直

预防策略，效果非常有限。培养健康生活方式、预防

选择条件好、有基础的地区开展试点的借口，而是需

慢性病，一方面需要通过告知信息、传授技能，使个

要建立长效机制攻克的难题。

体有能力做出健康的选择和改变，另一方面政府必

第四，慢性病防治中涉及很多非医学类措施，如

须同时建立支持性的环境，为个体创造健康生活的

政策、法律法规、经济手段以及建成环境的改造。很

公平机会。而支持性环境的建设远不是卫生部门一

多情况下，这类措施要比医学类措施更经济有效，可

家能够解决的问题。因此，慢性病的防治需要“政府

以实现更根本的预防。但是，相当一部分的这类措

主导、多部门协作、全社会参与”。虽然政府文件中

施至少要在地区（市）一级政府才有权利或能力实

也多次显现这样的指导思想，但是因为各个非卫生

现。例如，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立法法》，省、自治

部门在慢性病防治中的职责尚无统一明确的认识和

区、直辖市及较大市的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

阐述，且缺乏切实有效的多部门协作机制，所以仍然

会才有权制定地方性法规。然而，目前很多慢性病

停留在纸面上。现状依然是卫生部门一家承担了主

防治实践项目都是以县（区）级行政区划为单位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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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受行政管理权限的限制，上述很多措施难以实
现，只能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开展干预活动，以医
学类措施为主。由于大的政策环境、城市环境、风俗
文化没有改变，局部地区的干预效果非常有限。
第五，随着大众对膳食营养和运动与健康关系

王陇德. 中国居民营养与健康状况调查报告之一——2002 综合
报告. 北京：
人民卫生出版社，
2005.
［4］Yin XJ，Shi XM，Si X，et al. Assessment of capacity for chronic
noncommunicable diseases prevention and control of the Center
for Disease Control and Prevention Organizations in China. Chin
J Epidemiol，2010，
31（10）：
1125-1129.（in Chinese）

认识的加深，对相关知识和技能的需求，尤其是个性

尹香君，施小明，司向，等. 中国疾病预防控制系统慢性非传染

化指导的需求会日益强烈。学校、企事业单位内的

性疾病预防控制能力评估. 中华流行病学杂志，2010，31（10）：

公共食堂及餐饮行业对大众的膳食有着重要影响，

1125-1129.

但是绝大多数厨师和餐饮行业服务员缺乏营养配餐
和指导顾客点餐的知识和技能。针对这部分需求，

［5］Yang GH，Hu AG. Tobacco control and China’future：the joint
evaluation of the tobacco use and tobacco control in China
conducted by international and national experts. Beijing：

既往试点的重点更多的放在加强医务人员，尤其是

Economic Daily Press，
2011.（in Chinese）

社区医生进行膳食和运动咨询指导的能力，但是由

杨功焕，胡鞍钢. 控烟与中国未来——中外专家中国烟草使用

于目前人员数量、时间和能力的限制，很难满足大量
和深度的需求。动员更广大的有资质的营养师、社
会体育指导员、健身教练等专业人员参加到防治行
动中来，
应是可持续发展的道路。
三、结语

与烟草控制联合评估报告. 北京：
经济日报出版社，
2011.
［6］National Patriotic Health Campaign Committee of China.
Regulation on National Patriotic Health Campaign，1999. （in
Chinese）
全国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 全国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工作规
则，
1999.

我国慢性病防治走过了风风雨雨的 60 年，尤其

［7］State Council of China. Resolution on strengthening patriotic

是近 10 年来发展迅速。但是面对沉重的慢性病负

public health movement，
1989.（in Chinese）

担，防治工作仍任重道远。总体来说，我国慢性病防

国务院. 国务院关于加强爱国卫生工作的决定，1989.

治领域的高层管理人员和部分专家学者在慢性病防
治理念方面与国际上的先进理念基本同步。我国早

［8］Wang WG，Ding LQ，Yu ZY. Survey and thinking of rural patriotic
public health movement. Chin Prim Health Care，2007，21（9）：
19-20.（in Chinese）

年的“初级卫生保健体系”和“爱国卫生运动”是受世

王伟光，丁立庆，于治远. 对农村爱国卫生工作的调查与思考.

界瞩目的公共卫生创举，如果继承和发扬这些优良

中国初级卫生保健，
2007，
21（9）：
19-20.

传统，以政府为主导，多部门协作，动员全社会参与，
以学校、企事业单位、医院和居民社区等各类场所为
平台，对个体从出生到死亡的生命全过程进行健康
管理和疾病管理，既有针对个体的干预，也有自然环
境、建成环境、政策环境和信息环境等支持性环境的

［9］Wu X，Lv JH. Thinking about the construction and development
of grass-root patriotic public health movement. Chin Rural
Health Serv Admini，
2003，
23（8）：10-13.（in Chinese）
吴限，吕加宏. 新形势下基层爱国卫生工作建设与发展的思考.
中国农村卫生事业管理，
2003，23（8）：
10-13.
［10］Cai YH，Meng XY，Li YL. The status quo and measures of

创建，势必开创一条有中国特色的健康促进和慢性

grass-root patriotic public health movement. Lit Inf Prev Med，

病社区综合防治实践道路。

2001，7（4）：
457-458.（in Chine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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