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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慢性非传染性疾病（NCD）负担的不断增加，是对卫生发展提出的重大挑

战。世界卫生组织在其工作规划中，对慢性非传染性疾病的预防、控制和监

测给予了高度优先的考虑。监测涉及连续的数据收集，目的是为了更好地作

出决策，也是为加强公共卫生行动和健康促进活动提供科学依据。

世界卫生组织的阶梯式监测方法（STEPS）是世界卫生组织推荐的慢性非传

染性疾病监测工具。我们正在构建一种常用的方法，以定义调查、监测和监

督工具中的核心变量，其目的是使不同时间和不同国家的数据资料有可比性

。阶梯式监测方法为低收入和中等收入国家启动慢性非传染性疾病活动提供

了一个切入点。这种监测方法是作为与各国，特别是那些缺乏资源的国家技

术协作的一部分，是提供标准化资料和方法的一种简要途径。

许多国家经常过早地采取阶梯式监测方法中的第二步。第一步是以核心问卷

为基础，收集那些对健康有重要影响的， 易于纠正的和干预的危险因素的

数据资料。第一步一旦到位，如果资源许可，各国可以在此基础上按顺序增

加更为复杂的内容。阶梯式监测方法的实施，在国家级水平上是战略性的、

协调性的、能力建设的和可持续性的工作。

正是这些监测资料将我们所有的项目结合在一起。一些国家需要数据资料以

评价目前的疾病危险性水平，另一些国家则需要数据资料来评价政策和策略

的效力。阶梯式监测方法的工作框架是世界卫生组织对构建可持续性监测系

统做出的贡献，这种监测系统可提高国家的能力，为预防和控制慢性非传染

性疾病提供必要的信息。这种途径将使慢性非传染性疾病的政策开发与项目

发展更好地结合起来。

世界卫生组织

慢性非传染性疾病和精神卫生

处执行主任

Derek Ya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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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要

正在出现的慢性非传染性疾病的流行

慢性非传染性疾病负担的增加

慢性非传染性疾病(NCD)负担的不断增加(1),
特别是在发展中国家，威胁着本已紧张的卫生服务。

主要的慢性非传染性疾病（心脏病、脑卒中、糖尿病、癌症和呼吸疾

病）的影响已很清楚。综合的、以人群为基础的一级预防项目，是控

制正在出现的慢性非传染性疾病流行的 符合成本效益的方法。

                                                                             
慢性非传染性疾病预防的基础是识别那些主要的共同危险因素，并预

防和控制这些危险因素(2)。
世界卫生组织推荐，在资源许可的地方，监测过程应收集疾病（如心

脏病、脑卒中、癌症）资料。这种信息对评价卫生服务计划和确定公

共卫生优先领域是至关重要的。从一级预防的观点来看，对已知能预

测疾病的主要危险因素进行监测，是一个适宜的工作起点。

世界卫生组织反应的提升

2000年，世界卫生大会通过了一项关于预防和控制慢性非传染性疾病

的决议(3)，目的是支持成员国在减少与慢性非传染性疾病有关的发病

率、残疾率和过早死亡率方面所做的努力。慢性非传染性疾病预防与

控制的全球策略有三个主要目的：

•
绘制正在出现的慢性非传染性疾病的流行图，分析其社会、经

济、行为、政治的决定因素，为制定政策、立法和财政支持提供指

导；

• 降低个体和群体对慢性非传染性疾病共同危险因素的暴露水平；

• 强化为慢性非传染性疾病患者提供的卫生保健。

一个功能良好的慢性非传染性疾病监测系统是公共卫生整体的一部分

。作为广泛的卫生信息系统的一部分，监测为各国更好地决策提供信

息。信息的使用取决于己于人

数据的收集和信息在系统内流通所需的速度。世界卫生组织阶梯式监

慢性非传染性疾
病(NCD)负担的
不断增加,
威胁着本已紧张
的卫生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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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文件(4)
认为，慢性非传染性疾病监测是国家公共卫生的一项基本职能。

世界卫生组织慢性非传染性疾病全球监测策略的目的是提供标准化的

监测方法和监测工具，使各国能够建立和强化其监测能力。监测的基

本工作框架是建立一体化的、系统的、旨在可持续的国家慢性非传染

性疾病及其危险因素数据系统收集的方法，使各国能够利用所收集的

数据进行决策。

世界卫生组织慢性非传染性疾病的全球监测策略包括：

•
按照世界卫生组织的定义，确定和描述慢性非传染性疾病的主

要危险因素；

•
建立危险因素监测的协调方法，既坚持科学原理，又有充分的

灵活性以适应当地的和地区性的需要；

• 提供技术材料和工具，包括培训，支持监测的实施；

•
实施有效的通讯策略，为制定政策、干预项目、决策者、潜在

的资金来源和公众提供数据资料；

• 利用新技术在国内和国家之间实现信息分享，以进行相互比较。

监测的工作框架：阶梯式监测方法

阶梯式监测方法为慢性非传染性疾病（NCD）的危险因素、发病率和

死亡率的监测提供了工作框架(表 1)。

表 1  世界卫生组织慢性非传染性疾病阶梯式监测方法

NCD 第1步 第2步 第 3步

死亡 年龄别和性别死亡率     年龄别、性别和死因      年龄别、性别及死因别死

(既往) 别死亡率 亡率

（死因推断） (死亡证明书)

疾病 年龄别和性别入院率 三组主要疾病的率和主 病因别发病率或患病率

(目前) 或就诊率 要状况：传染病、慢性

非传染性疾病和伤害 

危险因素 主要危险因素问            问卷调查加体格              问卷调查加体检测量

(未来) 卷调查的报告                测量                                加生物化学评价

阶梯式监测方法是根据这样的概念建立的，即监测系统要求收集标准

化的数据，以确保不同时间和不同地区的可比性，还要求要有足够的

一个功能良好的慢
性非传染性疾病监
测系统是公共卫生
整体的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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灵活性以适应不同国家和机构的情况。因此，阶梯式监测方法，允许

根据当地的需求和资源，建立越来越全面的监测系统。同时，阶梯式

监测方法同样可应用于病因别死亡率和发病率的监测，阶梯式监测文

件的第一个要点 (4)
是实施对主要的慢性非传染性疾病危险因素的监测。这是因为认识到

目前对主要的疾病，如心脏病发作和脑卒中的监测，是复杂的、化费

大的和按现有的基础难以做到的。同样，虽然全国性的死亡登记在许

多国家是常规工作，但在许多发展中国家情况并非如此。

选择有限的一组核心危险因素的依据

某种“危险因素”是指某个个体的任何特征、特性、或暴露，其可使

该个体发生慢性非传染性疾病的可能性增加。从公共卫生意义上讲，

测量群体中的这些危险因素可用于描述人群中未来疾病的分布，而不

是预测某个个体的健康状况。然后，有关危险因素的知识可用于改变

人群中这些因素的分布。

由于与疾病有关的许多因素无法改变，任何监测系统强调应该监测的

是易于纠正的和干预的危险因素(5, 6)。监测所选择的 8
种危险因素(见表

2)，能够反映未来大部分慢性非传染性疾病的负担，并可为干预的成

功与否提供测量和评价。例如，

能够导致体质指数增加、血压升高和血脂异常的不合理膳食和体力活

动不足，加上吸烟，至少可以解释心血管疾病成因的75% (7)。

因此，选择核心危险因素的依据是：

• 它们对慢性非传染疾病的死亡率和发病率影响 大；

• 实施有效的一级预防是可能得到改善的；

• 已经证明对这些危险因素的测量是有效的；

• 按适宜的伦理学标准是可以进行测量的。

表 2:  主要慢性非传染性疾病的共同危险因素

危险因素 疾病

 心血管病*        糖尿病 癌症 呼吸疾病**

吸烟 √ √ √ √

酒精 √ √ √

体力活动不足 √ √ √ √

肥胖 √ √ √ √

血压升高 √ √

血糖 √ √ √

血脂 √ √ √

*   包括心脏病、脑卒中、高血压。
** 包括慢性阻塞性肺部疾患和哮喘。

今天的危险因
素孕育着明天
的疾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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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HO 阶梯式监测方法中的慢性非传染性疾病危险因素的监测

阶梯式监测方法是一个连续的过程，始以通过问卷调查收集主要危险

因素的信息(第1步)， 然后，进行简单的体格测量

(第2步)，再后，建议收集血液标本进行生物化学评价 (第3步)
(见图1)。

图 1: 世界卫生组织阶梯式监测 – 慢性非传染疾病病危险因素: 概念

选择模块3

选择模块2
                                    问卷调查              体格测量              生化评价
选择模块1

扩展的核心模块

核心模块
                               第一步                  第二步                 第三步

通过使用相同的标准化问卷和方案，各个国家不仅可以利用信息监测

疾病在本国的发展趋势

，而且可以进行国家间的比较。因此，推荐的问卷和方法应该相对简

单。阶梯式监测评价方法的选择依据是综合测量人群健康趋势的能力

。因此，这些方法不是一定要能够全面地反映每个危险因素。每个国

家需要确定的是,
哪些补充模块（module）是适宜的，是现行的监测系统能够做到的。

少量高质量的
资料比大量低
质量的资料更
有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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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卫生组织阶梯式监测方法的构成

为了使监测具有可持续性，阶梯式监测方法认为，小量

的优质数据比大量的劣质数据、或没有任何数据，更有价值。

阶梯式监测基本的工作概念框架列于表3。危险因素评价不同水平之

间区别的主要特征是：

• 通过问卷调查获得信息 (第 1步)，
• 体格测量 (第2步)，或

• 采集血标本进行生物化学评价 (第3步)；

涉及描述每个危险因素的三个模块包括 ：

• 核心模块、扩展的核心模块和可供选择的模块。

表 3: 阶梯式监测方法中危险因素的评价

水平

第1步： 第2步： 第3步：

模块 问卷调查 体格测量 生物化学评价

核心 社会经济和人口统计 体重、身高、腰围、 空腹血糖、总胆固醇

学变量、烟草、酒精、 血压测量

体力活动不足、营养  

扩展核心 饮食方式、教育、家 臀围 高密度脂蛋白-胆固醇、

庭指标 甘油三脂

可选择的 与健康有关的其它行     计时步行、步程器 口服葡萄糖耐量试验、

(例子) 为、精神卫生、残疾、 检查、皮褶厚度、 尿液检验

伤害                               脉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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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 步 – 问卷为基础的评价

研究的第1步是根据监测对象自报的信息。第1步的核心模块包括目前

和未来的健康状况、社会经济数据、吸烟和饮酒数据、营养状况及体

力活动不足等一些指标。建议采用世界卫生组织关于吸烟率

(8)、酒精消耗(9)的标准定义和国际通用的体力活动

(10,11)测量标准。

所有国家应该都能够承担第1步的核心项目。

第 2 步 – 问卷调查和体格测量

研究的第2步包括第1步核心模块中的 低要求、加上简单的体格测量

，如血压、身高、体重及腰围测量。

第1步和第2步对大多数国家是合乎需要的和适宜的。

第 3 步 – 问卷调查、体格测量和生物化学评价

研究的第3步是将第1步和第2步核心模块中的 低要求合在一起，再

加上血液标本的检验。

第  3
步额外要求的信息属于生物化学的范畴，因此，世界卫生组织建议资

源缺乏的地方不要开展，除非能使用低成本技术。

使阶梯式监测方法适应当地需求

发展阶梯式监测 大的挑战之一是,
在保证工具和方法的标准化与能适用于各个不同国家或地方的灵活性

之间找到平衡点。阶梯式监测方法可使所有国家能够为改善全球健康

主要指标趋势的信息做出贡献。

在当地资源和监测需求允许更全面地评价这些主要危险因素时,
扩展基本的核心问题是可能做到的。阶梯式监测方法为核心模块和扩

展的核心模块提供了评价指南及标准问卷。第1步中也可加入供选择

的模块，以获得更多关于危险性及保护性行为的信息，例如，关于安

全带的使用，有关性行为、态度、信念、实践和卫生服务利用的信息

。核心模块、扩展的核心模块和供选择的模块不同水平信息获取的总

体信息见表4。

然而，世界卫生组织在阶梯式监测方法的文件(4)中,
关于慢性非传染性疾病监测仅推荐了有限的一组主要危险因素。在核

心模块中变量的选择时，必须对监测目的与研究目的之间的区别做出

选择。

监测系统包括连
续地收集、分析
和利用健康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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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计划实施阶梯式监测方法时，与资料的分析、解释和利用一样，必

须同时考虑资料收集的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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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每一步获取信息的模块清单

核心 扩展的 供选择的 (例子)

第1步的危险因素

人口统计学 年龄(25 - 64岁; 以10岁为一组)、 15-24和/或65-74岁、种族、  75-84岁、家庭规模、婚姻状态、

资料 性别、教育(年限)、城市/农村 高教育水平、职业、家庭 家庭环境等

 收入 

烟草 现在每天吸烟者的比例（%） 吸烟量、戒烟持续时间、吸烟 被动吸烟、试图戒烟、信念、

(加吸烟频率、年限)： 类型 知识、态度、行为（KAB）等。

既往每天吸烟者比例（%）、

开始吸烟的平均年龄

酒精 现在及既往饮酒者的比例 (%) 饮酒量：平均量、大量            酗酒、知识和态度等

营养 摄入大量/少量水果/蔬菜者的比     饮食模式 食品频率调查问卷等

例（%）

体力活动 静坐位职业者（%）、业余时间 职业或业余活动中 职业和业余时间的平均能

不足 静坐者（%）、与交通工具有 体力活动非常多者的比例（%）、 量消耗等。

关的体力活动 平均能量消耗

其它 其它危险因素（自报）、残疾、

精神卫生、自我健康感受、口腔

卫生、安全带使用、压力、暴力等

第2步扩展的危险因素

肥胖 [M] 身高、体重、腰围 [M] 臀围 [Q] 体重减轻史、 大体重减轻

 量；[M] 生物阻抗测定，等。

血压 [M] 平均收缩血压和舒张血压 [Q] 高血压者治疗（饮食、 [Q] 血压测量、心脏病、脑卒中

水平 药物）的比例（%） 的知晓率（%）；依从治疗比例。

[M] 心率、心血管病家族史，等。

第3步增加的危险因素

糖尿病 [B]空腹血糖平均水平 [Q] 糖尿病治疗（饮食、药物、 [Q] 糖尿病家族史；

胰岛素） [B] 口服葡萄糖耐量试验，等。

血脂 [B]血胆固醇平均水平 [B] 甘油三脂 [Q] 既往胆固醇知晓情况。

[B] 高密度脂蛋白胆固醇 既往治疗情况(饮食、药物)，等。

烟草 [B] 一氧化碳；

[B] 血清可替宁（cotinine），等。

酒精 [B] 血清 γ-GT,等。

说明： [Q] 问卷为基础的信息，自填或由调查员填写

[M] 体格测量

[B] 生化检验

hx 病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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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慢性非传染性疾病监测系统

监测系统的关键部分包括连续地收集、分析和利用健康数据(12,13)。
与某些预防和控制项目无关的人口统计学和卫生信息系统（例如，出

生登记、死亡登记、医院记录的常规摘录、人群调查），不是监测

系统的组成部分。然而，从正在运行的卫生信息系统中连续地收集资

料，对系统地分析监测资料和及时地应用资料制定政策可能是有用的

。

一些国家已经开展了慢性非传染性疾病危险因素的监测，而对另外一

些国家来说，适时地迈出开始监测的第一步,
进行足够样本的“基线”调查，以能有充分的检验效能来发现危险因

素随时间变化的趋势。为了实现这一步，阶梯式监测方法推荐一个基

本的监测点，根据调查对象的年龄组

,样本含量至少应该包括大约1600~2000人。例如，一个含有1600名核

心年龄（25~64岁）成人的样本，可以保证有适宜的检验效能来发现

不同性别、不同年龄组人群中主要危险因素的趋势(14)。而诸如种族

、或居住在城市/农村等其他变量，则需要较大的样本量。然后进行重

复调查以发现危险因素的变化趋势。收集资料的时间间隔取决于资料

的性质和可利用于开展监测工作的基层机构情况。

在卫生部门内部设立一个专门的机构常规地开展连续的危险因素监测

是很理想的，但这只有在某些国家才可能做到。

监测是连续（重复）地收集资料、并利用资料于公共卫生政策和规划(
15)，而调查只是一次性的工作。在制定慢性非传染性疾病监测计划时

，应考虑连续地收集资料与定期收集资料是不同的（见表5）。

表5: 连续收集信息与定期收集信息的对比

连续收集 定期收集

资料收集 小型团队 大型团队或多个团队

资料可及性 开始较慢 较快得到横断面情况报告

趋势分析中资料的 连续的结果 经过三轮资料收集后的结果

利用

健康干预的评价 影响的连续监测 资料收集的时间常与干预

不相联系

预算 卫生预算的持续投资 每个循环的一次性投资

然而，与大规模的全国性调查相比，定期调查更为常见，也较容易实

施。

研究与监测共同保
证了较高质量的资

料用于决策



·慢性非传染性疾病危险因素监测·

10

信息的收集与利用相结合，对卫生政策的制定产生影响，是监测系统

的特点。此外，监测还可用于评价卫生政策和预防干预（图2）的效

果。研究与监测交互影响，可以确保所推荐的政策和干预措施是符合

成本效益的，监测的方法是有效的。从这个意义上讲，高质量的数据

可以改善决策。

图 2: 监测系统的特点

组成一个综合监测系统的信息可以来自多种渠道，包括从以人群为基

础的调查到经济活动数据的监测指标（见表6）。

表 6: 监测所需信息的来源

来源 信息

调查 人群为基础的数据

疾病登记 发病率和病死率

医院活动数据 发病率和卫生服务利用指标

管理数据 出生、死亡、保险索赔、用药、卫生保健

系统的运作、医院审计

集团消费数据 人均消费

经济活动数据 经济指标

多数国家都建立了很好的传染病监测系统。传染病监测与慢性非传染

性疾病监测有相似的功能，因此，二者可以利用相同的机构、程序和

人员。经验和资源的共享还可避免重复工作，提出公共卫生规划的需

求。但是，传染病与慢性非传染性疾病监测之间的一个主要区别是，

前者侧重于识别患者个体和病例报告，而后者则强调人群的负担和危

险因素与疾病的分布。因此，将二者结合起来是一种特殊的挑战，可

能会使两种方法的有效性都受到限制。因此，应在整个公共卫生监测

系统内探讨如何在相同原理和同一后勤保障体系基础上,确发挥二者的

协同作用，包括培训。

总的目标是要建
立可持续的监测
基础结构

研究

评价

影响

信息

监测 卫生政策和规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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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卫生组织阶梯式监测方法的发展前景

世界卫生组织阶梯式监测项目的总目标是在各国建立可持续的慢性

非传染性疾病监测的基础结构。经过改进的慢性非传染性疾病监测

将在更有效的卫生政策中得到 大限度的反映。世界卫生组织的阶

梯式监测方法是世界卫生组织推荐监测慢性非传染性疾病的工具。

世界卫生组织阶梯式监测方法文件的内容，包括推荐的核心问卷和

扩展核心问卷，可在国际互联网的下述网址上查到：

http://www.who.int/ncd/surveillance/surveillance_publications.htm

我们期望，阶梯式监测方法作为一种工具，在实施阶段能够继续使用

，并在将来能够随着时间的推延进一步得到发展。除了关注危险因素

外，阶梯式监测方法还将用于慢性非传染性疾病监测和建立描述国家

慢性非传染性疾病监测能力的快速评价方法。同时，世界卫生组织将

促进和鼓励各国参与发展中的世界卫生组织阶梯式监测网络，该网络

包括培训和持续支持数据资料的分析和利用。那些愿意实施世界卫生

组织阶梯式监测方法的国家，将被邀请参加这一正在发展的网络。

为了有效地实施世界卫生组织阶梯式监测策略，建立全球的、地区的

和国家的战略联盟是必要的。通过参加阶梯式监测网络和世界卫生组

织全球慢性非传染性疾病信息库（WHO Global NCD
Infobase），来促进和鼓励这些策略。

世界卫生组织阶梯式监测项目计划是由日内瓦的世界卫生组织慢性非

传染性疾病和精神卫生监测处主任进行协调的。在澳大利亚举办阶梯

式监测方法的第一次培训研讨会后，通过与世界卫生组织地区办事处

、世界卫生组织合作中心和非政府组织的密切合作，已使7个国家实

施了阶梯式监测。2002年将在斐济、南非、黎巴嫩和泰国举办另外四

个地区性的研讨会，这将帮助18个国家准备实施世界卫生组织的阶梯

式监测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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