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慢性非传染性疾病（慢性病）及其危险因素监测

国家统计局最新数据显示，2011 年中国城镇化

信息可提示人群中慢性病及其危险因素的流行状况

率达到 51.27%，根据发达国家城镇化发展经验，未

和 发 病 趋 势 ，从 而 提 出 预 防 和 干 预 的 重 点 领 域 。

来 20 年中国城镇化率至少还有 15～20 个百分点的

2008 年全球约 5 700 万人死亡，其中慢性病导致的

提升空间［4］。城镇化不断推进带来了城镇人口的增

死亡人数占总死亡人数的 63%［1］。我国疾病监测系

加，人口迁移和流动已成为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

统死因监测结果显示，2012 年全国居民慢性病死亡

2010 年全国第六次人口普查结果显示，2010 年国内

率为 512.31/10 万，占总死亡人数的 86.03% 。大量

31 个省、自治区、直辖市人口中，居住地与户口登记

研究证明，烟草使用、有害酒精使用、不健康饮食、缺

地所在的乡镇街道不一致且离开户口登记地半年以

乏身体活动等行为生活方式是慢性病的共同危险因

上的人口约为 2.63 亿，其中流动人口（不包括市辖区

素。中国慢性病及其危险因素监测结果显示［3］，

内人户分离的人口）2.21 亿，占全国人口的 16.53%，

2010 年我国≥18 岁常住居民中超过半数男性现在

即约每 6 人中就有 1 人是流动人口，其中劳动年龄人

吸烟（53.3%），而吸烟者的戒烟率仅约为 15%，在戒

口占 80%以上［5，6］。如此规模庞大且迅速增长的流

烟者中成功戒烟率也很低（11.1%）；饮酒者中过量饮

动人口，也对慢性病防控提出巨大挑战。目前我国

酒者占 17.4%（其中危险饮酒率为 8.1%，有害饮酒率

尚未建立流动人口慢性病及其危险因素监测系统，

为 9.3%）；超过 52.8%的居民蔬菜水果摄入不足，近

不能系统提供流动人口慢性病及其危险因素的流行

30%的居民红肉摄入过多（27.4%），约 80%的家庭人

状况；流动人口公共服务体系不健全，尤其是流动人

均 食 盐 和 烹 调 油 的 摄 入 量 超 标（分 别 为 72.8% 和

口基本公共健康服务供给不足，慢性病相关信息缺

83.4%）；业余时间从不参加锻炼的比例高达 83.8%，

乏，且服务质量不高，出现了流动人口慢性病防控缺

仅有 11.9%的居民经常锻炼身体。慢性病的患病情

位现象。在我国政府提出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

况更不容忽视，我国成年常住居民中有五分之二为

改革目标的背景下，动态掌握我国流动人口慢性病

超重/肥胖、近三分之一检出高血压、约十分之一检

及其危险因素流行状况和变化趋势，对于制定慢性

出糖尿病，并呈逐年增加趋势。在人群中广泛存在

病防控策略和措施、合理配置卫生资源、遏制慢性病

行为危险因素，成为慢性病迅速发生和发展的隐患，

危险因素流行，实现流动人口慢性病防控的“关口前

也为慢性病防控的“关口前移”敲响了警钟，为慢性

移”和提供均等化公共健康服务具有重要的理论价

病健康管理提出严峻挑战。

值和实践意义。

［2］

2004 年，在原卫生部的领导下，中国疾病预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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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制中心将我国成人常住居民慢性病及其危险因素
监测列为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的重要工作之一，
由慢性非传染性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负责组织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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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全国疾病监测点上每 3 年开展一次现场调查。截

效措施是加强健康教育和健康促进，倡导健康生活

止目前，已分别于 2004、2007、2010 和 2013 年共开展

方式，控制吸烟，减少过量饮酒，减少食盐和食用油

4 次现场调查，监测对象为成年常住居民，监测内容

摄入，增加身体活动，并创建支持性环境，将慢性病

为慢性病危险因素（主要包括吸烟、饮酒、膳食、身体

控制的“关口前移”。

活动等）和主要慢性病患病及其控制情况等。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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