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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景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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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 年，世界卫生大会批准《孕产妇和婴幼儿营养全面实施计划》，确定了与到2025年要实现的

重要营养结果有关的六个全球目标(1)。这六个全球目标是：

全球发育迟缓五岁以下儿

童数量减少40%

育龄妇女贫血率降低50%

低出生体重比率降低30%

儿童期超重流行率不增加

儿童期消瘦比率减少到5%
以下

生命最初六个月的纯母乳喂

养率提高到至少50%

2014年11月，秘书处为全球营养监测框架提出14
个补充核心指标（表1）(2, 3)。全球营养监测框架包

括用于监测全球营养目标实现过程的四类指标：

2014年，会员国批准有关孕产妇和婴幼儿营养的

《全球营养监测框架》和用于跟踪实现六个全球营养

目标进展情况的六个核心成果指标（表1）。

(1) 主要成果指标测量实现六个全球营养目标的进展情况：

(2) 中间成果指标监测因果路径上的具体疾病和状况如何影响与六个目标有关的国家趋势；

(3) 过程指标监测具体规划和形势的进展情况：

(4) 政策环境和能力指标测量一国内部的政治经济形势和能力。

这些补充核心指标的目的是监测国家和全球层面实现六个目标成果的进展情况。整套核心指标包

括六个全球目标、五个中间成果指标、六个过程指标和三个政策环境和能力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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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结了这十四个指标，之后与43个会员国和若干联

合国机构代表举行非正式磋商会（日内瓦，2015年4
月16–17日）审议该文件。各方支持立刻启用16个指

标，但建议将4个指标的报告工作推迟到2018年，以

便为会员国提供更多业务指导信息(5)。其中包括三

个过程指标和一个政策环境和能力指标：

2015年1月，执行委员会批准14个补充核心目

标，但要求就其具体使用作出澄清和提供进一步信

息。提出的问题包括对指标进行统一定义、推荐的数

据收集频率、数据可用性、数据收集的具体操作以及

支持选定指标有效性的证据等。

执委会审议了相关建议，并要求就建议的核心

指标提供进一步信息。2015年3月的一份背景文件(4)

i. 接受最低可接受饮食的6–23个月儿童所占比例；

ii. 接受铁和叶酸补充剂的孕妇所占比例；

iii. 在之前12个月曾接受至少一次最佳母乳喂养咨询、支持或信息的0–23个月儿童之母所占比例；

iv. 每十万人中经过培训的营养专业人员所占比例。

世卫组织和联合国儿童基金会成立了独立的营

养监测问题技术专家咨询小组（TEAM），就加强对

全球营养监测框架指标的全球监测工作提出建议。预

期咨询小组还将帮助确认与营养监测有关的新研究需

求并就拟定和调整全球营养监测框架指标和方法提出

建议。咨询小组受命就四个推迟实施指标的进一步研

究和验证工作提出技术意见并完成相关监测和报告指

南。表2是初始指标清单，以及营养监测问题技术专

家咨询小组关于四个被推迟指标和腹泻指标的建议。

1.1 全球营养监测框架的目标

全球营养监测框架(6)的目标是：(1)监测实现六

个全球目标的进展情况（供全球和国家级使用的）；(2) 
跟踪为实现全球目标所需的部分规划的实施情况（供

全球和国家级使用）；(3)  跟踪实现国家目标所需各项规

划的实施情况（供国家和次国家级使用）。

 

表1：全球营养监测框架整套核心指标

指标 指标类型 缩略名

六个全球营养目标的主要成果指标

1 五岁以下儿童年龄别身高低流行率 卫生大会目标 目标1

2 孕妇血红蛋白低于11 g/dl流行率

非孕妇血红蛋白低于12 g/dl流行率

卫生大会目标 目标2

3 婴儿出生体重低于2500克流行率 卫生大会目标 目标3

4 五岁以下儿童身高别体重大于加2个标准差流行率 卫生大会目标 目标4

5 六个月及以下婴儿接受纯母乳喂养流行率 卫生大会目标 目标5

6 五岁以下儿童身高别体重低流行率 卫生大会目标 目标6

中间成果指标

7 五岁以下儿童腹泻流行率 中间成果 IO1

8 身体质量指数低（<18.5 kg/m2）的15–49岁妇女所占比例 中间成果 IO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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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标 指标类型 缩略名

9 每千名15–19岁女性在给定所涉期限内的生育数量 中间成果 IO3

10 超重和肥胖（身体质量指数≥25 kg/m2）的18岁以上妇女所占比例 中间成果 IO4

11 超重（年龄别身体质量指数大于加1个标准差）的5–19岁学龄儿童和青

少年所占比例
中间成果 IO5

过程指标

12 接受最低可接受饮食的6–23个月儿童所占比例 过程 PR1

13 使用安全管理的饮用水服务的人群所占比例 过程 PR2

14 使用安全管理的卫生设施服务的人群所占比例 过程 PR3

15 补充铁和叶酸的孕妇所占比例 过程 PR4

16 在爱婴医院出生婴儿所占比例 过程 PR5

17 在之前12个月至少接受过一次有关最佳母乳喂养的咨询、支持或信息的

0–23个月婴儿之母所占比例
过程 PR6

政策环境和能力指标

18 每十万人拥有的经过培训的营养专业人员数量 政策和能力 PE1

19 立法全面实施《国际母乳代用品销售守则》（WHA34.22号决议）及其

后相关世界卫生大会决议的国家数量 
政策和能力 PE2

20 有生育保护法律法规的国家数量 政策和能力 PE3

表2：全球营养监测框架整套核心指标和营养监测问题技术专家咨询小组建议的指标

指标 
缩略名 初始指标 建议的指标

IO1 五岁以下儿童腹泻流行率 接受口服补液溶液的五岁以下腹泻儿童

PR1 接受最低可接受饮食的6–23个月儿童所占比例 6–23个月儿童的最低饮食多样性

PR4 补充铁和叶酸的孕妇所占比例 孕期补铁

PR6 在之前12个月至少接受过一次有关最佳母乳喂养的

咨询、支持或信息的0–23个月婴儿之母所占比例

国家一级在公共卫生和/或营养规划中提供母乳喂养

咨询服务

PE1 每十万人拥有的经过培训的营养专业人员数量 营养专业人员密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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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建立国家卫生数据系统的愿景

世界卫生大会敦促会员国落实《孕产妇和婴幼儿

营养全面实施计划》，将相关循证营养干预措施纳入

孕产妇、儿童和青少年卫生服务(7)。会员国根据具

体流行病学模式和规划决定并设计本国的营养干预措

施。国家营养干预措施应确保让其它部门也参与进来

制定改善营养的政策。会员国应建立国家监测系统，

对规划实施情况和改善营养状况的进展进行监测。

全球营养监测框架旨在支持会员国实施上述计

划。它提供一个国际商定的统一方法，对实现全球营

养目标的进展情况进行监测。预计从2016年起所有会

©
 U

N
IC

E
F 

员国都将开始报告20个核心指标相关情况。为此，所

有会员国都需要持续获得相关高质量数据。许多会员

国并没有这种数据，或是没有可供各国之间进行比较

的数据。健全的国家营养监测系统对于跟踪实现全球

营养目标进展情况必不可少。

本业务指导文件第一章内容是有关《孕产妇和婴

幼儿营养全面实施计划》和全球营养监测框架指标的

背景信息。第二章描述将这些指标纳入全球营养监测

框架的理由。第三章是测量六个全球营养目标各项指

标的技术相关方面。第四章对实施中间成果、过程以

及政策环境和能力指标提供指导。



确定全球营养
监测框架指标
的理由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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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营养挑战是多方面的、复杂的。联合国儿童基金会的儿童成长概念框架指出，营养不良的两个最

重要直接原因是饮食摄入不足和疾病(8)。饮食摄入不足和疾病的深层次原因是获得食物不足、孕

产妇和儿童护理及卫生服务不足以及饮用水、卫生设施和个人卫生差。要实现良好健康，就要确保

获得可负担的高质量治疗和预防服务。儿童营养不良的根本原因在于经济发展水平和政治承诺不足以制定有

效政策确保有利于实现良好营养的环境。

全球营养监测框架考虑到营养问题的多部门性

质，将与营养不良的深层次原因及更广泛政策和行动

有关的指标包括在内，其中包括卫生服务及卫生部门

以外的政策。选择全球营养监测框架指标时，已经将

有共同决定因素的其它跨部门行动考虑在内，并包括

营养成果、营养规划实施情况和政策环境等方面特

征。全球营养监测框架包括六个全球目标，也就是主

要成果指标。框架还包括中间成果、过程以及政策环

境和能力指标，都是可以在实现一个或更多主要成果

指标过程中可以发挥直接或间接影响的因素。

对于大部分全球营养监测框架指标而言，已经

存在现成数据库，全球营养监测框架可以从中搜集资

料。同时，这些数据库也可以发挥标准化和质量检验

机制的作用。它们有赖于各国通过调查或监测系统高

质量地采集数据。

选择补充核心指标的标准

按照如下标准选择的补充核心指标： 

a. 指标与实现一个或多个全球目标的路径有关；

b. 指标已经过验证；

c. 存在监测系统或其它数据收集工具，可以确定基线
并监测变化情况；

d. 目前大部分国家均收集指标信息，或是可以最小成
本将其添加到当前的基础架构中；并且 

e. 国家有能力对其进行监测（包括产生、汇编和分享
数据；质量评估；分析和综合；沟通结果）。

2.1 选择世界卫生大会全球目标的理由

自2012年批准《孕产妇和婴幼儿营养全面实施计

划》以来，世界卫生大会六个营养指标的全球目标得

到越来越多关注。世界卫生大会在WHA65.6号决议中

批准的全球营养目标已经被诸多全球倡议所采纳，包

括扩大营养行动和若干捐助方制定的战略。本节介绍

六个全球营养目标的现状及将这些指标列入全球营养

监测框架的理由。

儿童期发育迟缓流行率仍然很高。和健康、营养

良好的同龄儿童相比，发育迟缓可能是由于宫内和

产后生长缓慢导致未能达到预期身长。发育迟缓提

示过去发育不好，与若干长期因素有关，包括慢性

营养素摄入不足、频繁感染、长期不恰当喂养和贫

困。对于两岁以上儿童而言，这些长期因素的影响

可能是不可逆的。

儿童期发育迟缓的全球流行率和五岁以下发育迟

缓儿童数量均在下降。从2000年到2016年，发育迟缓

流行率从32.7%下降到22.9%，数量从1.984亿下降到

1.548亿(9)。各区域之间发育迟缓减少程度有差别。

亚洲仍有8650名发育迟缓儿童，其中6120万在南亚。

非洲发育迟缓儿童数量已经从2000年的5040万下降为

2016年的5900万。

育龄妇女贫血是一个影响大部分低收入和中等

收入国家以及许多高收入国家的全球性公共卫生问

题。贫血会产生重大不良健康后果，对社会经济发

展也有不利影响。虽然贫血有多种原因，其中最常

见、最重要的原因就是缺铁，占全部病例约半数。

妊娠期缺铁性贫血可能与低出生体重(10)及孕产妇

和围产儿死亡(11)风险增加有关。2011年，育龄妇

女贫血流行率为29%，影响3200万孕妇和4.96亿育龄

（15–49岁）非孕妇(12)。中部和西部非洲及南亚育

龄妇女贫血流行率最高。这些数字是相关目标的新

基线。之前曾经计算过1993–2005年期间的数字：孕

妇为41.8%，非孕妇为30%。

据估计，总体上全世界15%至20%出生者的出生体

重低，即每年2000多万人(13)。区域情况显示，南亚的

低出生体重发生率为28%，撒哈拉以南非洲是13%，拉

丁美洲是9%。

孟加拉的低出生体重流行率从30.0%降到了21.6%
（1998年至2006年），印度从30.4%降到28.0%（1999
年至2005年）。以下各国的低出生体重流行率均出现

下降：萨尔瓦多（1998年至2003年从13%降到7%）、

南非（1998年至2003年从15.1%降到9.9%）和坦桑尼

亚联合共和国（1999年到2005年从13.0%降到9.5%）。

较高比例低出生体重由宫内发育迟缓造成的国家下降

幅度较大，因为宫内发育迟缓问题比早产问题相对更

容易处理(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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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2000年到2016年，全球五岁以下儿童超重

流行率从5%增加到6%(9)，超重儿童总数从3040
万增加到4060万。所有区域超重儿童数量都在上

升。2016年，约半数五岁以下超重儿童住在亚洲，

四分之一住在非洲。

2016年，全世界只有43%六个月以下儿童接受

纯母乳喂养(14)。东南亚区域（59%）和东部非洲

（57%）纯母乳喂养率较高，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

区（33%）、西部非洲（25%）和西亚（21%）则低

得多。现有数据不足，无法计算欧洲、北美和大洋

洲的平均数字。母乳喂养做法和实践的改善也会影

响消瘦和腹泻导致的死亡(15)。
2016年，5170万五岁以下儿童消瘦，流行率为

7.7%(9)。几乎所有消瘦儿童均生活在亚洲（3590万）

和非洲（1400万），其中生活在亚洲的五岁以下消瘦儿

童比例最高（69%）。半数以上五岁以下消瘦儿童生活

在南亚。

我们估计了2025年要实现的六个全球营养目标

之中五个的进展情况（目前没有低出生体重数据。

与2012年基线相比，这些目标的进展情况不尽如人

意。目前减少发育迟缓的速度不足以实现到2025年
减少1亿的目标(16)。同样，目前消瘦流行率下降的

速度不足以到2025年降到5%以下的目标。对于超重问

题，2017年进行的营养不良问题共同估测（JME）显

示，2012年基线为6%，目前的比率显示，非洲和亚

洲的超重现象在增加。在贫血问题上，育龄妇女贫

血流行率全球平均数从30.3%（2012年基线）上升为

2016年的32.8%（14）。正在修改低出生体重的估计方

法。对于纯母乳喂养，很难比较采用不同方法做出的

纯母乳喂养率估计，因为大部分高收入国家都是通过

母亲/照护者回顾性回忆测量纯母乳喂养率，而不是

采用标准的24小时回忆法。现正开展工作，以便根据

不同方法产生统一的估计结果。MMENDATION 3 

2.2 选择中间成果指标的理由

如上文所述，全球营养监测目标还包括中间成果

指标，也就是可以在实现一个或更多主要成果指标过

程中发挥直接或间接影响的因素。六个全球目标受到

各种疾病和状况的影响，而这些影响因素可以通过中

间成果指标加以监测。

腹泻对消瘦和发育迟缓有直接影响(17)，也是导

致营养不足和感染之间恶性循环的重要原因。另一方

面，可以通过母乳喂养大大减少儿童期腹泻发病和死

亡(15)。因此，改善母乳喂养实践和预防腹泻可以对

减少儿童期发育迟缓和消瘦产生巨大影响。

孕妇营养不足是造成胎儿发育不良、低出生体

重以及短期和长期婴儿死亡和发病的重要因素(18)。
体重过轻（身体质量指数低于18.5 kg/m2）妇女更可

能生出因宫内发育迟缓造成出生体重低的婴儿，进而

增加新生儿死亡和未来发育迟缓的风险(19)。在大部

分国家，身体质量指数低于18.5 kg/m2的孕产妇比例

在10%到19%之间(18)。在撒哈拉以南非洲大部分国

家、亚洲中南部和东南部以及也门，这个比例更高

（超过20%）。孟加拉、厄立特里亚和印度40%的孕

妇身体质量指数低，形势极为严峻。预防孕产妇营养

不足可以在预防不良分娩结局和儿童期发育迟缓方面

发挥重要作用。

青少年生育率，又称年龄别生育率，是衡量少

女这个弱势群体的生殖健康状况的基本指标。早孕的

后果包括难以获得技能熟练的产前、分娩和产后护理

及不安全流产导致的发病和死亡。和成年妇女相比，

少女妈妈更可能经历妊娠和分娩并发症，面临的死亡

风险更高。少女妈妈所产婴儿面临的发病和死亡风险

也更高。对非洲、亚洲和拉丁美洲多国进行的研究

显示，低龄孕产对0至11个月龄婴儿的身长有负面影

响，少女妈妈所生儿童在24个月之后的发育仍然相对

较差(20)。因此，防止妇女过早生育对于改善孕产妇

健康和减少婴儿死亡十分重要。

孕产妇超重和肥胖导致孕产妇发病和婴儿死亡

增加(21)。孕产妇超重也与儿童超重和代谢综合征有

关(22-24)。在一些发达国家，孕产妇肥胖症也与延

迟泌乳和母乳喂养时间短有关(25)。妇女肥胖也会增

加母亲和儿童妊娠期间和之后的健康风险。有证据显

示，超重、肥胖和严重肥胖妇女面临的各种妊娠、分

娩和新生儿并发症风险显著增加(25, 26)。鉴于许多

国家正在经历营养转型，预防孕产妇超重可以预防儿

童超重和其它慢性病。

儿童期肥胖症对健康福祉既有直接影响也有长期

影响。肥胖症会直接影响一个儿童的健康、学业成就

自从2012年批准《孕产妇和

婴幼儿营养全面实施计划》

以来, 世界卫生大会针对六项

营养指标的全球目标受到越

来越多的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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咨询可以发挥重大作用，促进改善婴幼儿喂养。

大量文献显示，朋辈辅导员(38)和训练有素卫生工作

者提供的咨询可以产生积极影响，包括改进喂养实

践和改善婴幼儿营养状况(39, 40)。在孟加拉和越南，

一线卫生工作者提供密集咨询，显著改进了喂养实践

(39)，在孟加拉还显著改善了补充喂养实践(40)。

2.4 选择政策环境和能力指标的理由

一项系统审查显示，为卫生工作者提供营养培训

可以改善儿童在关键机会窗口期（6–24个月）的每日

能量摄入、喂养频率和膳食多样性(41)。在孟加拉农

村，为一线卫生工作者提供有关婴幼儿喂养的密集培

训，显著增加了卫生工作者掌握的婴幼儿喂养知识，

提高了咨询质量，并改善了孕产妇的婴幼儿喂养知识

和实践(42)。经过培训的社区卫生工作者也提高了自

己提供营养咨询和管理儿童营养不足的技能。岗前培

训和在职培训都很有可能增加卫生/营养工作者掌握

的营养知识并提高他们的服务质量。

在没有法规落实《国际母乳代用品销售守则》

的情况下，提高母乳喂养率的工作进展不大(43)。不

过，立法虽然必要，但还不足以确保母乳喂养；立法

应以适当实施和监测机制为补充(44)。所有利益攸关

方都可以发挥作用，通过宣传对话以及制定和实施政

策为改善婴幼儿喂养实践创造有利环境。

研究发现，产假结束后重返工作是许多母亲不开

始母乳喂养或是过早断奶的重要原因(45-47)。在大

多数低收入和中等收入国家，产假仅限于正式部门，

而且在实践中也不是总能享受(48-49)。加拿大进行

了将产假由6个月延长为一年的改革，使新增加的不

用上班这六个月每个月的平均母乳喂养时间延长了10
天(50)。重要的是确保所有国家都有得到适当实施的

生育保护法，以保护和促进母乳喂养。

和生活质量。肥胖儿童可能成长为肥胖成年人，并更

可能发展出心血管疾病，例如高胆固醇、高血压和糖

尿病(27, 28)。肥胖儿童和青少年面临出现骨骼和关节

问题、睡眠呼吸暂停以及被歧视和缺乏自尊心等社会

心理问题的更高风险(27, 29)。因此，预防儿童期肥胖

症对于促进儿童期及之后的健康福祉十分重要。

2.3 选择过程指标的理由

六个全球目标也受到一些可以通过过程指标监测

的规划的影响。

有研究显示，除疾病预防策略外，针对“关键窗

口期”的补充喂养干预措施在减少营养不良和促进充

足生长发育方面效率最高(30)。补充喂养应当及时、

充足和恰当(31)。也就是说，除继续母乳外，6月龄

以上婴儿还应开始得到食物。这些食物应满足快速生

长儿童的营养需求，并且应充分给予多样食物。对低

收入和中等收入国家补充喂养干预措施功效和有效性

的一项全面系统评价显示，与一般教育信息相比，强

调提供营养丰富的动物源食品的教育措施在促进儿童

生长方面更为有效(32)。在存在重大粮食安全问题的

地方，教育的同时提供食物的补充喂养干预措施对改

善儿童生长结果更为有效(33)。
改善饮用水源以及改善卫生设施和个人卫生状况

也会影响腹泻病形势(34)。安全饮水服务（包括家庭

连接自来水或建设有盖水井）有助于预防腹泻，进而

对发育迟缓和消瘦现象产生影响。改善卫生设施和卫

生状况也有助于预防腹泻并进而减少发育迟缓。一项

系统分析也显示，改善饮用水和卫生设施与减少儿童

期发育迟缓之间存在联系(35)。
补充铁和叶酸可以降低孕产妇贫血和子代神经管

缺陷风险。在低收入、中等收入和高收入国家，孕妇

补充铁和叶酸都可以提高血红蛋白水平(36)。如果启

动有针对性的大规模规划行动，就可能经过十年努力

将全球孕产妇贫血流行率降低三分之一乃至一半。

最近一项系统评价研究了爱婴医院倡议对母乳喂

养和儿童健康结局的全球影响(37)。研究发现，遵循

爱婴医院十条标准对母乳喂养结局有积极影响；分娩

医院遵循爱婴医院标准的数量与更好地及早开始母乳

喂养、进行纯母乳喂养和各种母乳喂养的可能性之间

存在剂量反应关系。在大多数低收入环境下，大比例

分娩活动发生在家里或是设施不健全的医疗机构。因

此，确保分娩发生在爱婴医院可以显著改善母乳喂养

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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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保在爱婴医院分娩可

显著改善母乳喂养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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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在国家层面监测全球营养目标需要有关于目标人群的具有全国代表性的指标。重要的是，各国要有

基线估计数据，要收集/产生具有全国代表性的中间估计数字，还要为2025年最终评估做出计划。

应采用标准化数据收集方法，以便在一国内部进行纵向比较，并在各国之间进行横向比较。

目前，是否有相关信息主要取决于相关国家机构反复开展的全国性调查。这种调查经常与人口与健康调

查（DHS）或联合国儿童基金会的多指标类集调查（MICS）可能还有其它数据收集系统共同开展。调查通常

是有代表性的，一般每四年或五年开展一次。

3.1 五岁以下儿童发育迟缓

全球目标1:
到2025年，将全球五岁以下
发育迟缓儿童数量减少40%

发育迟缓是曾经或慢性营养不足的一个迹象，不能用于测量营养不足的短期变化。两岁以下儿童的相关

指标是年龄别身长，两岁及以上儿童的相关指标是年龄别身高。年龄别身长或身高不足即为发育迟缓。

全球营养目标1是指，与2012年基线相比，到2025年发育迟缓儿童数量减少40%。这也就意味着从2012
年到2025年应实现每年3.9%的相对减少，即，将发育迟缓儿童数量从2012年的1.65亿儿童降到约1亿(1)。从

2005年到2014年，全球发育迟缓流行率从29.5%降到了22.9% (14)。不过，即使目前的趋势继续下去，到2025
年，全球发育迟缓儿童数量仍会比世界卫生大会确定的全球目标高3000万。

WHO/Antonio Suarez Wei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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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标名称 五岁以下（中度和重度）发育迟缓儿童数量。

定义
0–59个月（中度和重度）发育迟缓儿童（中度发育迟缓=年龄别身长/身高低于世卫组织

儿童生长标准中位数减2个标准差但高于减3个标准差；严重发育迟缓=年龄别身高低于

世卫组织儿童生长标准中位数减3个标准差）比例x调查时五岁以下人口数量。

估计方法

分子 0–59个月1发育迟缓儿童数量。

分母 接受调查的0–59个月儿童总数。

相对自身年龄发育迟缓的0–59个月儿童数量

接受调查的0–59个月儿童总数

数据可用性 自1989年以来，世卫组织维护着全球儿童生长与营养不良数据库（可由http://www.who.int/
nutgrowthdb/en/获取）。该全球数据库汇总有代表性五岁以下儿童样本人体测量数据的基于

人群的调查。

数据来源 主要数据来源是内容包括人体测量和营养监测的基于人群的住户调查。

数据质量 满足一整套标准的基于人群的调查。需对数据有效性和一致性进行核验并根据标准程

序分析原始数据集，以获得可比结果。纳入数据库的调查需具备以下特征：(1)明确的

基于人群的抽样框；(2)涉及至少400名儿童的概率抽样程序；(3)采用标准人体测量方

法；(4)采用相对世卫组织儿童生长标准的z计分法呈现调查结果。

为促进重复运行营养调查数据，世卫组织建议采用世卫组织儿童成长测评软件WHO 

Anthro或是统计宏。这两个工具及其使用手册和自述文件均可下载（可由http://www.
who.int/childgrowth/software/en/获取）。WHO Anthro“营养调查”软件模块允许使用者

对现有数据集进行分析。宏可用于SPSS、SAS、STATA和S-Plus等统计软件；特别推荐

用于分析大调查数据集。使用者可以用软件和宏产生采用标准数据输入格式的结果表

格，可以直接提交给全球数据库。

数据收集频率 每三至五年一次。

人体测量数据收集指导 明确儿童年龄是进行人体测量学评估的第一步和最重要一步。需要知道儿童的准确年

龄，方能确定是否将该童纳入调查，并确定是测量其平躺身长还是站立身高。要得出年

龄相关指标的z计分，也需要使用儿童年龄（世卫组织儿童成长标准体现为天数单位）。

身长/身高 24个月以下儿童应测量平躺身长，24个月及以上儿童应测量站立身高。附件2详细说明

身长/身高量板、人体测量培训和标准化程序以及测量基本步骤。如需有关人体测量的

进一步信息，请查阅世卫组织儿童生长评估培训课程(51, 52)和Cogill 2003 (53)。

报告指导 应报告总样本中的五岁以下儿童发育迟缓流行率和按年龄、性别、居住地、地区、社会经

济状况以及母亲教育程度分解的流行率。按严重程度报告发育迟缓数据也有用，例如中重

度（z计分低于减2个标准差但高于减3个标准差）和重度（z计分低于减3个标准差）。

 1  年龄范围取整月，即，0–5个月就是 0–5.999个月，0–59就是0–59.999个月，以此类推。

发育迟缓儿童百分比  =     *100

http://www.who.int/nutgrowthdb/en/
http://www.who.int/nutgrowthdb/en/
http://www.who.int/childgrowth/software/en/
http://www.who.int/childgrowth/software/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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贫血的定义是血液中血红蛋白浓度低，孕妇低于110 g/L、15–49岁非孕妇低于120 g/L为贫血(54, 55)。
根据全球营养目标2，与2012年的基线（30.3%）相比，到2025年贫血的育龄（15–49岁）妇女数量相对减

少50%(1)。也就是说，从2012年到2025年，每年应相对减少5.3%，将贫血育龄妇女数量减少到约2.3亿。联合

国营养问题常设委员会有关世界营养形势的第6份报告包括一些国家的反复调查数据，显示有些国家已经成功

降低了育龄妇女贫血流行率(56)。相关估计数字显示年相对下降速度为4%到8%。

指标名称 育龄妇女贫血流行率。

15–49岁孕妇血液中血红蛋白浓度低于110 g/L 即为贫血。对非孕妇和哺乳妇女而言，界

定贫血的标准是低于120 g/L。该指标涵盖育龄（15–49岁）孕妇和非孕妇。

·15–49岁孕妇血红蛋白浓度低于110 g/L的流行率

·15–49岁非孕妇血红蛋白浓度低于120 g/L的流行率

定义 根据所在地海拔高度和本人吸烟状况调整的15–49岁血红蛋白水平低于120 g/L的非孕妇

和哺乳妇女及血红蛋白水平低于110 g/L的孕妇所占比例

估计方法

分子 根据所在地海拔高度和本人吸烟状况调整的血红蛋白水平低于前述界值的15–49岁妇女

数量。

分母

孕妇

血红蛋白水平已经测定的15–49岁妇女总数。 

血红蛋白水平低于110 g/L的15–49岁孕妇数量 

血红蛋白水平已经测定的15–49岁孕妇总数

非孕妇
 血红蛋白水平低于120 g/L的15–49岁非孕妇数量 

血红蛋白水平已经测定的15–49岁非孕妇总数

3.2 育龄妇女贫血 

全球目标2
到2025年，育龄妇女贫血
减少50%

O
M

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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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a

 B
ag

la

贫血流行率 =     *100

    *100贫血流行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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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红蛋白调整程序 应针对吸烟者和高海拔地区调整血红蛋白标准(57)。吸烟者的血红蛋白浓度会上升，因

而应对其进行调整，以避免低估吸烟者贫血现象。同样，生活在海平面1千米以上的人的

血红蛋白浓度应予以向下调整，以避免低估贫血流行率。附件3详细介绍吸烟者和生活在

高海拔地区者的血红蛋白水平调整程序。

数据可用性 世卫组织维生素和矿物质营养信息系统（VMNIS）包括国别贫血流行率和平均血红蛋白

浓度数据（可由http://www.who.int/vmnis/en/获取）。该系统还包括贫血数据来源信息以

及纳入贫血数据库的标准。通过定期搜索美国联机医学文献分析和检索系统及一个发现

非常规报告数据来源的国际协作网络发现相关数据。如果相关研究或调查具备明确的基

于人群的抽样框、采用概率抽样程序而且样本量达到至少100个人，就可以纳入世卫组织

数据库(58) 。

数据来源 内容涵盖15–49岁育龄妇女血红蛋白水平估计的基于人群的住户调查。附件3描述相关数

据来源和纳入贫血数据库的标准。

数据质量 世卫组织维生素和矿物质营养信息系统有一套针对贫血数据的录入标准。发现有可能相

关的研究并获得报告全文后，作为常规质量控制措施的一部分，需要检查数据一致性。

如有必要，可联系数据持有人进行澄清或获得进一步结果。然后从中提取可用信息并输

入标准数据表格。

数据收集频率 每三至五年一次。

数据收集指导 血红蛋白估计

近几十年来，大部分基于人群的调查都采用便携式血红蛋白分析仪（例如HemoCue）
检测血红蛋白值(59)。可以在住户调查过程中采用这种方式测量育龄（15–49岁）妇女

的血红蛋白值。和用于实地调查的血球容积计相比，血红蛋白分析仪有若干优势，而

且比临床检查要准确得多，特别是在仪器敏感度方面2。如果现场工作人员在使用血红

蛋白分析仪方面接受的培训不够，那么系统性误差有可能导致调查得出的贫血流行率

发生显著偏倚。因此，为现场工作人员提供有关使用血红蛋白分析仪的充分、统一培

训至关重要。

鉴于许多国家并没有开展过测量血红蛋白浓度的具有全国代表性的调查，而是使用贫血

流行率模型估计来监测全球贫血目标实现情况。有关血红蛋白分布的建模趋势发展已有

另文描述(58)。建模时，如果相关调查满足以下条件就会被包括在内：测量血液中血红

蛋白浓度；记录育龄妇女的贫血情况或平均血红蛋白值；采用明确样本框和概率抽样程

序；样本量至少达到一百人。模型采用15–49岁育龄妇女数据，并排除血红蛋白值<25 g/L
或>200 g/L的数据。所有数据均按附件3描述的程序针对居住地海拔高度进行调整。

建模时，采用基于人群的风险因素方法（相对于仅关注高风险而言）对每个国别和年度

孕妇和非孕妇的血液血红蛋白浓度的完整分布进行估计。这种方法使用贝叶斯分层混合

模型，这样可以就平均血红蛋白值及各种严重程度的贫血流行率做出前后一贯的推论。

采用马尔可夫链蒙特卡罗(MCMC)方法拟合模型。细节见Stevens et al. 2013 (58)。

附件3提供现场使用便携式血红蛋白分析仪评估血红蛋白值的详细信息。

2  敏感度是指在贫血调查对象（真阳性和假阴性）中采用一种方法（真阳性）准确诊断的调查对象所占比例。

http://www.who.int/vmnis/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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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贫血流行率 (%)（所有女性）

  无数据

  5-19.9 

  20-39.9

  >= 40

报告指导 报告贫血数据时应按年龄、教育程度、居住地、区域、生殖状况（怀孕、哺乳）和社会

经济状况（财富五等分阶层）报告分解数据。

为报告育龄妇女贫血的目的，各国应采用世卫组织推荐的确定贫血的血红蛋白值对本国

贫血流行率进行估计，即便当地原本采用不同参考值也是如此。15–49岁孕妇和非孕妇血

红蛋白分别低于110 g/L和120 g/L即判断为贫血。血红蛋白检测结果应采用附件3描述的

标准方法根据居住地海拔高度和吸烟状况进行相应调整。

建议分严重程度报告贫血情况。对非孕妇而言，定义贫血严重程度的血红蛋白值如下：

轻度（110–119 g/L）、中度（80–109 g/L）和重度（<80 g/L）。孕妇轻度、中度和重度贫血的

血红蛋白值见附件3表A4。

一些国家可能对育龄妇女的年龄范围有不同规定，例如15–44岁。为向世卫组织报告贫血

流行率，应提供调查的确切年龄组信息。目标年龄组的贫血流行率应来自具有全国代表

性的住户横断面调查。一般而言，健康的育龄非孕妇不会去诊所，因此在诊所开展的调

查不大可能具有目标年龄组代表性。一些调查可能只包括有一个或多个五岁以下儿童的

非孕妇。这些人不是所有育龄非孕妇的有代表性的样本。

非孕妇和哺乳妇女血红蛋白水平低于80 g/L以及孕妇血红蛋白水平低于70 g/L（严重贫血）

的情况应予报告。



19全球营养监测框架跟踪实现2025年目标进展情况业务指导文件

低出生体重仍是重大全球公共卫生问题，与一系列短期和长期后果有关。各国之间和各国内部的低出生

体重流行率差别很大。低出生体重在低收入和中等收入国家最常见，特别是在最弱势人群中。由于低收入国

家有很大比例分娩发生在家里或是小型医疗机构，并往往不会体现在官方报告中。这可能导致低估低出生体

重流行率。虽然有关低出生体重的数据有限且不够可靠，应强调其流行率很高。

全球营养目标3是，到2025年时将出生体重低于2500克的婴儿数量相对减少30%。也就是说，从2012年到

2025年，需要每年相对减少2.7%(60)。 

指标名称 新生儿低出生体重发生率。

定义 人群中低出生体重发生率是指同一时期内活产总数中体重低于2500克的活产所占比例。

世卫组织将出生体重低于2500克（5.5磅）定义为低出生体重(61)。

估计方法

分子 出生时体重低于2500克的活产新生儿数量。

分母 活产总数。

一年内出生时体重低于2500克的活产婴儿数量

一年内活产总数

调整程序 由于低收入国家大多数婴儿出生在家里而且出生时未称重，有关低出生体重的调查数据

很有限。不过，已经有各种针对这个问题进行调整并产生全国估计数字的方法(62)。有

关低出生体重数据调整程序的详细信息见附件4。

数据可用性 联合国儿童基金会有一个全球数据库（可由http://data.unicef.org/topic/nutrition/low-
birthweight/获取），其中使用调查数据进行了调整，主要包括人口与健康调查和联合

国儿童基金会支持的多指标类集调查。在新生儿称重比例高的地方则采用行政部门估

计数字。

3.3 低出生体重    

全球目标3
到2025年低出生体重减少30%

    *100

Gates/Frederic Coubert

低出生体重发生率 =

http://data.unicef.org/%20topic/nutrition/low-birthweight/
http://data.unicef.org/%20topic/nutrition/low-birthweight/


20 全球营养监测框架跟踪实现2025年目标进展情况业务指导文件

数据来源 分娩登记册（医院管理和信息系统）。该方法提供医疗机构出生新生儿的低出生体重发

生率。基于人群的住户调查收关新生儿出生时体重和相对大小数据，从而可以在大部

分新生儿出生时未称重的情况下获得校正值。其它可能的数据来源还包括常规机构信

息系统。

对高收入国家而言，低出生体重信息的主要来源是基于服务的数据和国家出生登记系

统。低收入和中等收入国家的低出生体重估计数字则主要来源于全国性住户调查和常规

报告系统。

1990年以前，低收入国家大部分低出生体重估计数字均以机构数据为基础。由于大部分

分娩并没有发生在医疗机构内，这些估计数字都存在偏倚。而且，医疗机构内的生育也

是有选择的样本。自1990年以来，系统地向参加具有全国代表性的住户调查（人口与健

康调查和多指标类集调查）的母亲收集有关出生体重的信息，以替代机构数据。

数据收集频率 持续收集。 

数据收集指导 要准确称重，就要有测量精度达到10克或更好的体重称并定期校准，也需要有正确读取

结果的技术。我们经常会在低出生体重数据中观察到数字偏选现象，特别是是500克上

下的值。这些值累积起来就会影响到对人群中低出生体重发生率的估计。只有定期分析

数据并向给婴儿称重者说明数据，才能改善数字偏选情况。使用体重秤时向上或向下凑

整的情况非常常见。这不仅会造成相关婴儿称重不准，也会扭曲报告的人群中低出生体

重发生率。详情见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和世卫组织2004年相关出版物(63)。

应在婴儿出生后24小时内称重（最好是在12小时内称重以避免失水造成的体重损失）

(64)。应按体重秤提供的精确度记录婴儿实际体重。虽然统计表格中可能按体重每隔

500克分组，但应按实际体重准确记录每个婴儿的体重。

报告指导 各国数据应按性别、居住地、区域、胎龄（是否早产）、社会经济状况（财富五等分阶

层）和母亲教育程度分解。

世卫组织建议将500克作为报告下限。鉴于定义仅涉及活产，强烈建议将估计数字体现

为占活产比例。

表格中的数据可以是体重低于2500克的婴儿所占比例，也可以进一步细分为极低出生体

重（低于1500克）和超低出生体重（低于1000克）。这些选项不互斥。如按每500克分

组，则应该是500–999克、1000–1499克、1500–1999克等等。进一步细节见联合国和世

卫组织2004年(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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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五岁以下儿童超重   

全球目标4
到2025年时儿童期超重现象
不增加  

   在许多国家，超重儿童比例已达到惊人程度，其挑战既紧迫又严重。甚至在许多低收入和中等收入国家，

儿童超重流行率也在快速上升。2016年，全世界至少有4060万五岁以下儿童超重或肥胖，其中大部分生活在

低收入和中等收入国家(9)。处理儿童期肥胖问题的进展既缓慢又反复。

2014年成立了终止儿童肥胖委员会（ECHO），目的是审查现有任务授权和策略，在其基础上继续工作，并

处理其工作空白。2016年1月世卫组织执行委员会第138届会议期间，终止儿童肥胖委员会向世卫组织总干事提交

最后报告(65,66)。该报告提请各国注意儿童期肥胖及其对儿童和成年人健康造成的严重威胁正在上升，令人震

惊。经咨询一百多个世卫组织会员国，委员会就处理各种背景下的儿童和青少年肥胖问题提出一整套建议。

根据全球目标4，到2025年儿童超重估计流行率应比2012年没有增加（6%）(9)。但是，全球趋势显示，

该比例正在缓慢、稳步上升，其中食品系统快速扩张的国家上升得更快，例如北部非洲国家。来自高收入国

家的国别和区域数据均显示，社会经济地位更高群体的儿童期肥胖流行率增加更慢。低收入和中等收入国家

处理该问题的规划经验非常有限。旨在抑制儿童期肥胖问题的规划一般主要针对学龄儿童(1)。在努力减少发

育迟缓现象的地方，应特别关注预防儿童超重 。

指标名称 五岁以下超重儿童数量。

定义 0–59个月儿童身高别体重超过世卫组织儿童生长标准中位数加2个标准差的流行率。

估计方法 

分子 0–59个月超重儿童数量。

分母 测量的0–59个月儿童总数。

0–59个月超重儿童数量

测量的0–59个月儿童总数

数据可用性 自1989年以来，世卫组织一直维护着全球儿童生长与营养不良数据库，其中包括满足一

整套标准的基于人群的调查信息。对数据有效性和一致性进行核验，并根据获得可比结

果的标准程序对原始数据进行分析。采用基于世卫组织儿童生长标准的z计分报告学龄

前儿童身高别体重和年龄别身体质量指数高于明确界定值的流行率。有关数据可用性和

数据质量的信息见发育迟缓相关章节，对超重问题而言，这部分内容是一样。

超重流行率=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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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 数据来源包括营养调查、其它包含营养模块的有代表性的基于人群的调查以及监测系

统。有关数据库方法和程序（包括数据来源、入库标准、数据质量控制和数据库工作流

程）的详细信息见另文(67)。

数据收集频率 每三至五年收集一次。

数据收集指导 采用标准程序测量儿童身长/身高和体重(51–53)。附件2提供身长/身高和体重测量方法

以及为测量者提供培训和确保标准化的详细信息。 

身长/身高 24个月以下儿童应测量平躺身长，24个月及以上儿童应测量站立身高。附件2说明身长/

身高测量的程序。

体重 可以使用电子秤测量儿童和母亲的体重。这种称往往耐用且灵活。可以先测量母亲和儿

童的体重之和，然后再单独测量母亲体重。在孩子挣扎或是悬带或称重裤令其不适时，

这种做法很有用。这种方法还有一个好处，就是可以同时记录母亲的体重。有关体重测

量的进一步描述见附件5。有关人体测量的详细信息另见世卫组织儿童生长评估培训课

程(51, 52)和Cogill 2003 (53)。

报告指导 应按年龄、性别、居住地、区域、社会经济状况（财富五等分阶层）和母亲教育程度报

告分解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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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乳为正在生长发育的婴儿提供最佳营养。在生命最初六个月，母乳含有足够矿物质和营养素。母乳还

包含免疫成分、细胞组分和其它宿主防御因子，有助于防止感染。世卫组织建议，应在婴儿出生一小时内即

开始母乳喂养，并在其生命前六个月进行纯母乳喂养，之后继续母乳喂养到两岁或更久(68)。
总体而言，全球纯母乳喂养率很低。在发展中国家，缺乏母乳喂养，特别是在生命最初几个月缺乏纯母

乳喂养，是导致婴儿和儿童死亡和发病的重要风险因素，特别是由腹泻病和急性呼吸道感染造成的发病和死

亡(69)。《柳叶刀》杂志有关母乳喂养的系列文章指出，将母乳喂养扩大到近乎普遍水平有可能每年防止82.3
万例五岁以下儿童死亡，并预防2万人死于乳腺癌(70)。全世界各国，不论穷富，都可以观察到母乳喂养带来

的这些好处。

根据全球目标5，2006–2010年期间全球纯母乳喂养率估计为38%，到2025年时应提高到50%(1)。这也就

意味着每年提高一个百分点，使生命前六个月得到纯母乳喂养的儿童数量增加1千万。

指标名称 六个月以下婴儿纯母乳喂养率。

定义 仅喂母乳的六个月以下婴儿所占比例。

估计方法

分子 仅喂母乳（即不喂任何其它食物或饮料，包括水）的六个月以下婴儿数量。

分母 调查的六个月以下婴儿总数。

之前一天仅得到母乳的六个月以下婴儿数量

调查的六个月以下婴儿总数

测量频率 每三至五年一次。

3.5 六个月及以下婴儿纯母乳喂养

全球目标5

到2025年，至少一半婴儿
在出生后六个月内接受
纯母乳喂养

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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纯母乳喂养比率 =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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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UNICEF/UNI194033/Zavalnyuk

数据可用性 联合国儿童基金会维护一个关于纯母乳喂养的全球数据库（http://data.unicef.org/topic/
nutrition）。世卫组织欧洲区域办事处的营养、身体活动和肥胖症规划独立汇编有关纯母

乳喂养的国别信息。

许多高收入国家的数据涉及儿童六个月时的母乳喂养，其估计结果低于出生后六个月内

平均纯母乳率的标准测量结果。

数据来源 基于人群的住户调查。

数据收集指导 世卫组织2008年《婴幼儿喂养评估指标第一部分：定义》（31）和世卫组织2010年《婴

幼儿喂养评估指标第二部分：测量》（80）提供了纯母乳喂养的指标定义相关指导、标

准问题和操作信息。大多数国家为报告该指标都遵循世卫组织指导进行了人口与健康调

查及多指标类集调查。

报告指导 如样本数量允许，应分性别、居住地、社会经济状况（财富五等分阶层）和母亲教育程

度报告分解数据。还可按年龄进一步分解，例如0–2个月、3–5个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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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消瘦仍威胁着5170万五岁以下儿童的生命(9)。消瘦儿童面临的死亡和发病风险更高。处理消

瘦问题对于预防儿童疾病和死亡风险必不可少。改善儿童生存有赖于预防消瘦并确保消瘦儿童及时获得适当

救命治疗。

儿童体重显著低于身长/身高相同的其他儿童即为消瘦。未能达到预期体重或体重下降的消瘦显示当前存

在营养不足或急性营养不足。消瘦的主要原因是食物摄入不足、喂养不当、感染或是这三种因素的不同组合。

消瘦或身高别体重低帮助我们发现当前营养不足或急性营养不足儿童。即使在难以确定准确年龄的情况

下也可以对其进行测量。（两岁以下儿童）身长别体重或（两岁以上儿童）身高别体重适用于检查短期效果，

例如季节性食物短缺、食物摄入不足以及肠胃炎和急性呼吸道感染等疾病。

由于对短期影响很敏感，消瘦常在突发事件情况下被用于筛查和找准干预目标，有时还用于年度报告。

使用者应意识到消瘦可能具有强烈季节性特征，并考虑在报告中增加背景情况数据。

根据全球目标，到2025年应将2012年估计儿童消瘦全球流行率（8.6%）降至并保持在5%以下(60)。
从2005年到2010年，53个国家至少报告过一次儿童消瘦流行率高于5%。要减少消瘦，就要实施预防性干预

措施，例如：改善高质量食物和卫生保健的获得；增加营养和健康知识和做法；促进生命最初六个月得到

纯母乳喂养和促进改善6–24个月儿童的补充喂养；改善水供应、卫生设施及个人卫生服务，以防儿童罹患

传染病。

 

指标名称 （中度和重度）消瘦的五岁以下儿童。

定义 （中度和重度）消瘦的0–59个月儿童（中度消瘦=身高别体重低于世卫组织儿童生长标

准中位数减2个标准差但高于中位数减3个标准差；重度消瘦=身高别体重低于世卫组织

儿童生长标准中位数减3个标准差）。

估计方法 

分子 0–59个月消瘦儿童数量。

3.6 五岁以下儿童消瘦

全球目标6

到2025年将儿童消瘦率降低
并保持在5%以下 

Gates/Peter DiCamp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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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母 0–59个月儿童总数。

消瘦的0–59个月儿童数量 

调查的0–59个月儿童总数

测量频率 每三至五年一次。

数据可用性 自1989年以来， 世卫组织维护着全球儿童生长与营养不良数据库，入库的基于人群调查

包括对具有全国代表性的五岁以下儿童样本进行人体测量。

数据来源 主要数据来源是有人体测量数据的基于人群的住户调查和国家营养监测系统。

数据质量 世卫组织维护着全球儿童生长与营养不良数据库，其中包括满足一整套标准的基于人群

的调查信息。对数据有效性和一致性进行核验，并根据获得可比结果的标准程序对原始

数据进行分析。

数据收集指导 采用标准方法测量儿童体重和身长/身高。24个月以下儿童应测量平躺身长，24个月及

以上儿童应测量站立身高。附件2和附件5提供身长/身高和体重测量方法以及为测量者

提供培训和确保标准化的详细信息。有关人体测量的详细信息另见世卫组织儿童生长评

估培训课程(51, 52)和Cogill 2003 (53)。 

报告指导 根据世卫组织儿童生长标准身高别体重相关信息，世界卫生组织将儿童消瘦分为中度和

重度消瘦(71)。

应以分解数据形式报告五岁以下儿童消瘦流行率。应尽可能按年龄、性别、居住地、区

域、社会经济状况和母亲教育程度报告分解数据。并应按严重程度报告消瘦流行率，即

中度消瘦（身高别体重z计分低于减2个标准差但高于减3个标准差）和重度消瘦（身高

别体重z计分低于减3个标准差）。

    *100五岁以下消瘦儿童所占比例 =



中间成果、过程
及政策环境和能
力指标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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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中间成果指标

4.1.1 腹泻治疗覆盖率

最初，全球营养监测框架有关腹泻的指标是“五岁以下儿童腹泻流行率”。过去，世卫组织孕产妇、新生

儿、儿童和青少年卫生司（MCAH）有基于各国住户调查的腹泻流行率数据。但该司已不再维护此数据，因

为腹泻具有季节性，全国平均时点患病率意义不大。不过，世卫组织全球数据库将包括有关口服补液溶液治

疗腹泻的覆盖率指标。此外，百大核心卫生指标中的腹泻指标是“接受口服补液溶液的儿童数量”。

腹泻是指每天排泄三次或以上不成形大便或稀水便（或是排便次数明显超过平日习惯）。频繁排出成形

便不是腹泻，母乳喂养婴儿排出不成形稠粥样便也不是腹泻。

腹泻是导致儿童死亡的主要原因之一，2015年占全世界五岁以下儿童死亡总数的9%(72)。由于缺乏安全的

饮用水、卫生设施以及个人卫生条件差以及整体健康和营养状况较差，腹泻在低收入和中等收入国家更为流行

(34, 35)。大部分五岁以下儿童腹泻死亡发生在撒哈拉以南非洲和南亚。虽然负担沉重，但在减少每年腹泻造成

的五岁以下儿童死亡数量方面已经取得一些进展。过去15年间，腹泻死亡数量下降了一半多，从2000年的120
万例到2015年的50万例。大部分腹泻造成的儿童死亡都可能通过在腹泻发生期间使用口服补液盐和补锌以及

改善饮用水、卫生设施以及个人卫生等简单预防措施得以避免(73, 74)。据估计，仅口服补液盐就可以预防93%
腹泻导致死亡的，补锌也可以将腹泻死亡减少23%。

指标名称 得到口服补液溶液的五岁以下腹泻儿童。

定义 过去两周得到口服补液溶液（用口服补液盐包制作的液体或是预包装口服补液盐溶

液）的五岁以下腹泻儿童百分比。

估计方法
分子 调查发生之前两周得到口服液盐包制作的液体或是预包装口服补液盐溶液的五岁以下腹

泻儿童数量。

分母 调查发生之前两周腹泻儿童数量。

调查发生之前两周得到口服液盐包制作的液体的五岁以下腹泻儿童数量

调查发生之前两周腹泻儿童数量

注: 该指标也可报告根据本国现有指南得到口服补液溶液和锌或是口服补液治疗和锌的

五岁以下腹泻儿童情况。 

数据收集频率 每三至五年一次 。

数据可用性 数据来自对人口与健康调查和多指标类集调查微观数据的再分析，这两种调查的数据均

可公开获得，并且采用了人口与健康调查或联合国儿童基金会文件中发布的标准指标定

义（可由https://data.unicef.org/topic/child-health/diarrhoeal-disease/获取）。

数据来源 数据的主要来源应当是住户调查。其它来源可包括常规的机构信息系统。

报告指导
在样本量允许的情况下， 应以分解形式报告本指标。分解类别包括年龄、性别、居住地

和社会经济状况。

    *100
得到口服补液溶液

的腹泻儿童百分比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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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去的十五年里, 腹泻导致

的死亡人数下降了50%以

上— —从2000年超过120万人

下降到2015年的50万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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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2 15–49岁妇女身体质量指数低 

身体质量指数是一个人的公斤体重除以其身高米数的平方。身体质量指数是发现体重过轻、正常体重、

超重和肥胖的简便、廉价筛查方法。身体质量指数低于18.5 kg/m2即被认为是体重过轻或是身体质量指数低。 

指标名称 体重过轻的育龄妇女所占比例。

定义 身体质量指数低（<18.5 kg/m2）的15–49岁妇女所占比例。不包括孕妇。

估计方法

分子 身体质量指数低（<18.5 kg/m2）的15–49岁非孕妇数量。

分母 样本中15–49岁非孕妇总数。

样本中身体质量指数低（<18.5 kg/m2）的15–49岁非孕妇数量

样本中15–49岁非孕妇总数

数据收集频率 每三至五年一次。

数据可用性 非传染性疾病危险因素协作组（NCD-RisC）对各国18岁以上年龄组的情况进行估计，

并将继续定期更新相关数据。详细方法见另文(75)。 

选定的年龄范围为育龄妇女，是国家住户调查中通常会评估的目标人群。一些国家还单

独评估青少年生长状况，并采用世卫组织2007年生长参考标准。它们可以进行单独估

计，采用15–18（最大19.0）岁年龄组年龄别身体质量指数低于减2个标准差，而50岁及

以下女性（非怀孕）成年人群的固定标准为身体质量指数低于18.5 kg/m2。

数据来源 基于人群的住户调查、国家监测系统。

报告指导 报告身体质量指数低（<18.5 kg/m2）15–49岁非孕妇所占比例时，应按孕产年龄和教育程

度、居住地及社会经济状况报告分解数据。

    *100

®UNICEF/Gabe Bienczycki

低体重指数妇女的百分比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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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3 青少年生育率

2015年，全球青少年生育率为每千名15–19岁妇女44.1，其中非洲区域最高（100.3/1000），西太平洋区

域最低15.3/1000 (76)。青少年怀孕的重要决定因素包括早婚、性胁迫以及无法获得和使用避孕措施(77, 78)。

指标名称 青少年生育率（每千名15–19岁少女）。

定义 每年每千名15–19岁少女生育数量。又称15–19岁妇女年龄别生育率。

估计方法

分子 特定年度15–19岁妇女活产数量 。

分母 当年15–19岁妇女总数 。

青少年生育率一般计算出一个比例。分子是15–19岁妇女活产数量，分母是15–19岁妇女

总数。在民事登记及调查和普查数据中，分子和分母分别计算。

一年中15–19岁女性活产数量

当年15–19岁女性总数

如有相关数字，也可进一步计算15岁以下青少年生育率。 

民事登记 在民事登记中，分子是特定年度登记为15–19岁女性的活产数量，分母是当年列举或估计

的15–19岁妇女总数。

调查数据 在调查数据中，青少年生育率一般是以回顾性生育史为基础计算出来的。分子是调查访

谈前所涉期限内15–19岁女性的活产数量，分母是同一期限内15–19岁女性总数。

应尽可能将所涉期限确定为调查前五年。报告的观察年度应为所涉期限的中间点。一些

调查并不涉及回顾性生育史，相关估计以调查前12个月内最后一次生育日期或生育数量

为准。

普查数据 在普查数据中，青少年生育率一般以调查前12个月内最后一次生育日期或生育数量为基

础计算。普查提供计算生育率的分子和分母。在一些情况下，以普查为基础的青少年生

育率应以简洁估计方法为基础对漏登记情况进行调整。

数据收集频率 每年一次。

数据可用性 联合国人口司汇编并更新有关青少年生育率的数据。如一国报告本国民事登记系统覆

盖至少90%人口并且民事登记系统的估计与调查产生的估计结果之间存在一定程度的一

致性，则根据民事登记做出估计。只有在没有可靠民事登记的情况下才提供调查估计

数字。可由http://www.un.org/en/development/desa/population/publications/dataset/fertility/
adolescent-rate.shtml获取。

数据来源 实现全民覆盖的民事登记系统是首选数据来源。其它数据来源包括人口普查和住户调查。

数据收集指导 在没有民事登记或人口普查数据或是这些数据已经过时的国家，应通过具有全国代表性的

住户调查采集本指标信息。

报告指导 应按婚姻状况、教育程度、居住地及社会经济状况（财富五等分阶层）报告分解数据。

    *1000青少年生育率 =

http://www.un.org/en/development/desa/popul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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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4 18岁以上妇女超重和肥胖

世卫组织估计，妇女超重流行率从2010年的36.8%上升到了2016年的39.2%。美洲区域妇女超重流行率最

高（60.9%），欧洲区域（54.3%）和东地中海区域（52.6%）紧随其后(79)。 

指标名称 18岁以上妇女中超重和肥胖的年龄标化流行率

定义 超重（身体质量指数大于25 kg/m2）和肥胖（身体质量指数大于30 kg/m2）的未怀孕妇女

（18岁以上）所占比例

身体质量指数的计算方法是，计算对象的体重（公斤）除以身高（米）的平方。超重的

定义是身体质量指数大于等于25 kg/m2，肥胖的定义是身体质量指数大于等于30 kg/m2。

估计方法

分子 超重的18岁以上未怀孕妇女数量和肥胖的18岁以上未怀孕妇女数量。

分母 调查中18岁以上未怀孕妇女总数。

样本中身体质量指数大于等于25 kg/m²的18岁以上未怀孕妇女数量

样本中18岁以上未怀孕妇女总数

样本中身体质量指数大于等于30 kg/m²的18岁以上未怀孕妇女数量

样本中18岁以上未怀孕妇女总数

数据收集频率 每三到五年一次。

数据可用性 世卫组织全球卫生观察站数据存储库有关于妇女肥胖和超重的数据（可由http://apps.
who.int/gho/data/node.main.A896?lang=en获取）。非传染性疾病危险因素协作组为各国导

出这些估计数字，并将继续定期更新（可由http://www.ncdrisc.org/ about-us.html获取）。

数据来源 测量了成年妇女身高体重的具有全国代表性的（最好是）基于人群的调查。

数据收集指导 采用标准程序测量成年妇女身高和体重。

报告指导 应按年龄、性别、教育程度、居住地和社会经济状况报告分解数据。

    *100

    *100肥胖率 =

超重率 =

http://apps.who.int/gho/data/node.main.A896?lang=en
http://apps.who.int/gho/data/node.main.A896?lang=en
http://www.ncdrisc.org/%20about-u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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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5 学龄前儿童和青少年超重和肥胖

超重是指来自脂肪、肌肉、骨骼、水或若干因素结合的相对特定身高的多余体重。肥胖则专指有多余脂

肪。在许多国家，儿童期肥胖问题正以令人吃惊的速度增加，造成紧急而严重的挑战(65)。非传染性疾病危险

因素协作组有5–19岁儿童和青少年数据。它发现，从1975年到2016年，女童全球年龄标化肥胖流行率从0.7%增

加到5.6%，男童则从0.9%增加到7.8%。据估计，2016年，全世界有5000万女童和7400万男童肥胖（75）。

指标名称 学龄儿童和青少年（5–19岁）超重和肥胖。

定义 学龄儿童和青少年超重流行率的定义是，根据自身性别身体质量指数高于世卫组织2007
年生长参考标准中位数加1个标准差的5–19岁儿童所占比例。学龄儿童和青少年肥胖流

行率的定义是，根据自身性别身体质量指数高于世卫组织2007年生长参考标准中位数加

2个标准差的5–19岁儿童所占比例。

估计方法

分子 样本中超重（大于加1个标准差）和肥胖（大于加2个标准差）学龄儿童和青少年

（5–19岁）。

分母  测量的学龄儿童和青少年（5–19岁）总数。

样本中与世卫组织2007年生长参考标准中位数相比

高加1个标准差或加2个标准差的学龄儿童和青少年数量

样本中的学龄儿童和青少年总数 

数据收集频率 每三到五年一次。

数据可用性 世卫组织维护着全球儿童生长与营养不良数据库，其中包括满足一整套标准的基于人群

的调查。对数据有效性和一致性进行核验并根据标准程序分析原始数据集，以获得可比

结果。采用基于世卫组织儿童生长标准的z计分报告学龄前儿童中年龄别体重、年龄别

身高、身高别体重和年龄别身体质量指数低于或高于界定值的流行率。

非传染性疾病危险因素协作组为各国导出这些估计数字并将继续定期更新。详细方法见

另文(75)。

数据来源 对学龄儿童和青少年（5–19岁）进行身高和体重测量的具有全国代表性的基于人群的住

户调查。其它数据来源包括国家营养监测系统。

数据收集指导 采用标准程序测量儿童体重和身高。有关身高测量的详细描述见第3.1节，有关体重测量

的详细描述见第3.6节。建议根据附件2和附件5描述的程序进行身高和体重测量。

报告指导 应按年龄、性别、教育程度、居住地、社会经济状况和母亲教育程度等报告分解数据。

    *100超重和肥胖流行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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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过程指标

4.2.1 最低饮食多样性

婴幼儿喂养实践直接影响两岁以下儿童的营养状况。改进婴幼儿喂养实践对于改善儿童营养、健康和

发展至关重要。补充喂养应及时、充足和适当。这也就意味着，满六个月后，所有婴儿除继续接受母乳喂养

外，还应开始接受多样的补充食品。

婴幼儿喂养实践指标可用来监测各种母乳喂养和

补充喂养干预措施的有效覆盖情况。

本节所述婴幼儿喂养指标及其它三个指标的报告

工作已经推迟到2018年，以便为会员国编写更多业务

指导文件。全球营养监测框架相关指标最初是“最低

可接受饮食”,其定义见世卫组织2008年《婴幼儿喂养

评估指标第一部分：定义》(31)。
世卫组织和联合国儿童基金会营养监测问题技术

专家咨询小组受命进一步发展并验证该指标。小组讨

论了指标的方方面面：整体指标是否适合其用途、指

标定义是否恰当、是否有相关数据。小组暂时推荐

采用一个更简单的指标，即世卫组织2008年(31)定
义的“最低饮食多样性”，但同时也建议审查指标定

义。2017年6月，向一次磋商会提交了对人口与健康

调查、多指标类集调查及三个有全国代表性的定量饮

食摄入数据集的分析。磋商会随即建议修改最低饮食

多样性指标的定义。经修改的指标被认为是可行的，

对于会员国报告也是有意义的。

3   6–23个月年龄组既包括婴儿（12个月以下），也包括幼儿。在指标定义中及本节其余内容中，我们将该年龄组统称“儿童”。

4 可以进一步将年龄范围扩大到刚出生婴儿，即可用于报告与世界卫生大会纯母乳喂养目标有关的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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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标名称 最低饮食多样性 。

指标定义 得到的食物来自五个或更多个食物组的6–23个月儿童3所占比例 。

年龄范围和抽样 本指标的年龄范围是6–23个月。为报告本指标目的，各国可能需要扩大现有调查的年龄

范围。一些国家开展的具有全国代表性的饮食调查不包括两岁以下儿童，但可以扩大该

年龄范围，以便就最低饮食多样性做出报告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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估计方法

分子 昨天白天或晚上得到的食物来自五个或更多个食物组的6–23个月儿童数量。

分母 收集了与之有关的母乳喂养和饮食数据的6–23个月儿童数量。

昨天白天或晚上得到的食物来自五个或更多个食物组的6–23个月儿童数量

收集了与之有关的母乳喂养和饮食数据的6–23个月儿童数量

可以像人口与健康调查、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多指标类集调查及其它一些简单的饮食调查

那样，采用简单定性回忆法收集有关饮食多样性的信息，也可以采用定量的24小时饮食

回忆法收集信息。关键是将食物按标准分为八组，请调查对象回忆昨天白天或晚上吃还

是没吃各组食物。这八个组是：

1. 母乳

2. 谷物和根茎

3. 豆类和坚果

4. 乳制品

5. 肉类

6. 蛋类

7. 富含维生素A的肉类和水果

8. 其它水果和蔬菜

世卫组织有关于简单定性回忆中对食物进行分组的详细指导，即世卫组织2010年
《婴幼儿喂养评估指标第二部分：测量》(80)（可由http://apps.who.int/iris/bitstream/ 
10665/44306/1/9789241599290_eng.pdf?ua=1获取）。世卫组织2010年文件描述了七组食物。

根据2017年6月的专家磋商，母乳也作为一组食物添加进来，而最低饮食多样性标准也相

应从七组中的四组扩大为八组中的五组。有关食物分组以及在定量24小时回忆调查中收集

最低饮食多样性信息的指导见附件6。

数据收集频率 至少每三至五年一次。

数据可用性 联合国儿童基金会维护最低饮食多样性全球数据库，其主要数据来源（例如调查报告）

和相关材料的有效性和一致性均经过核验（可由https://data.unicef.org/topic/nutrition/
infant-and-young-child-feeding/获取）。如有必要，根据标准程序分析原始数据集，以获

得可比结果。从历史上看，并未通过定量24小时饮食回忆法产生该指标数据。未来如有

国家采用附件6所述24小时回忆法产生的数据报告该指标，可考虑将结果纳入联合国儿

童基金会全球数据库。

数据来源 内容包括对6–23个月儿童饮食情况进行定性或定量回忆的具有全国代表性的基于人群的

住户调查。

数据收集指导 有关采用简单定性回忆法收集数据和实际运用本指标的指导见世卫组织2010年(80)。该

指导文件描述数据收集方法并提供一份问卷范本。但请注意，需更新指标制表说明，以

便在计算最低饮食多样性时体现将母乳归为第八组食物这一变化。

可以从多个来源获得收集定量饮食回忆的指导，本文件不再赘述。采用定量24小时回忆

数据实施本指标的指导见本文件

报告指导 在样本量允许的情况下，应报告按性别、年龄和母乳喂养情况分解的数据。建议的报告

年龄组是6–11个月、12-17个月及18-23个月。按居住地、社会经济状况（例如财富五等

分阶层）和母亲教育程度报告可能也有用处。

    *100最低饮食多样性 =

http://apps.who.int/iris/bitstream/%2010665/44306/1/9789241599290_eng.pdf?ua=1
http://apps.who.int/iris/bitstream/%2010665/44306/1/9789241599290_eng.pdf?ua=1
https://data.unice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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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2 使用安全管理的饮用水服务的人口 

水和卫生设施对人类发展和福祉具有根本意义。2010年，联合国大会确认获得安全的水和卫生设施为

一项人权(81)。它们对于实现与营养、性别平等、教育和消除贫困有关的其它发展目标至关重要。获得水

和卫生设施也是一个核心社会经济和卫生指标，是儿童健康和生存、孕产妇健康、家庭福祉和经济生产率

的重要决定因素。

现有若干全球行动正在监测与水有关的不同方

面。自1990年以来，世卫组织和联合国儿童基金会水

供应和卫生设施联合监测规划（JMP）一直在监测饮

用水和卫生设施领域的进展情况(82)。该联合监测规

划正与联合国水机制及全球扩大监测倡议（GEMI）
一道拟定在可持续发展目标6下对水和卫生设施进行

综合监测的框架(83)。联合国水机制正在集合并扩大

现有努力，以确保对整个水循环进行统一监测。

联合监测规划已建立一套水和卫生设施类别标

准，以用于监测(82)。“经过改善”的饮用水源是

指通过正确施工在恰当使用情况下可以充分保护水

源免遭外部污染（特别是粪便污染）。“改良”的

卫生设施可以卫生地防止人接触人类排泄物。联合

监测规划将采用新指标“使用安全管理的饮用水服

务的人口所占比例”监测可持续发展目标6.1。联合

监测规划使用的定义和方法往往与各国政府所用不

同。因此，联合监测规划报告中的估计数字可能与

各国的估计不一样。

©2016 World Vis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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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标名称 使用安全管理的饮用水服务的人口所占比例。

定义 使用经过改善的饮用水源（自来水接入住宅、庭院或小区；公共水龙头或竖管；钻井或

管井；有保护水井；有保护的泉水、雨水、包装水和配送水）且水源在房屋建筑范围

内、需要时可以获得且不会被粪便和重点化学品5污染的人口。

估计方法

分子 使用安全管理的饮用水服务的人口。

分母 总人口。

该指标算的是城乡使用安全管理的饮用水服务的人口所占比例（百分比）。 

使用安全管理的饮用水服务的住户（或人口）数量 

住户（或人口）总数

数据收集频率 每两年一次。

数据可用性 水供应和卫生设施联合监测规划搜集、审查并评估各国统计局和其它相关机构通过具有

全国代表性的住户调查和全国性普查收集的数据。可由现有数据库直接提取数据（可由

https://washdata.org/data获取）。最新的国别统计数据是2015年估计，可由https://washdata.
org/data和http://apps.who. int/gho/data/node.main.46?lang=en获取；预计将在2017年中报告

可持续发展目标进展情况时更新估计数字。

来自住户调查和普查的数据提供有关人们所用各种类型饮用水源的信息。这些数据和来

自住户调查水质、有无和便利性数据以及来自行政记录和监管机构有关安全管理各方面

信息的数据结合起来。

大多数具有全国代表性的住户调查包括经改善水源信息。在人口与健康调查和多指标类

集调查之间，已经完全统一了与获得基本饮用水源有关的调查问题和回答选项分类。这

些问答系由相关机构正推动纳入世卫组织和联合国儿童基金会水供应和卫生设施联合监

测规划调查文书的标准问卷调整改编而来。

联合监测规划将通过与各国政府负责饮用水供应和监管的机构磋商，收集预估粪便和化

学品污染的行政数据。

对每个国家而言，来自调查和普查的有关使用经改善饮用水源的数据按照从2000年至今

的时间框架排列。使用这些数据按照最小平方法绘制的线性趋势线可以提供从2000年到

当前年度之间各年的基本饮用水源使用情况估计。将向各国收集有关是否有饮用水源、

其便利性和符合水质标准情况的估计数字，并将其与有关使用经改善饮用水源的数据相

结合。

数据来源 住户调查、人口普查以及来自行政部门或监管框架的数据。

数据收集指导 与获得基本饮用水源的人口有关的调查问题和回答选项分类应与人口与健康调查和多指

标类集调查完全统一，并改编采用相关机构正推动纳入世卫组织和联合国儿童基金会

水供应和卫生设施联合监测规划调查文书的标准问卷。可由如下链接访问：http://www.
who.int/water_sanitation_health/monitoring/oms_brochure_core_questionsfinal24608.pdf。

报告指导 应按居住地（城市/农村）和社会经济状况（财富、负担能力等）报告分解数据。

  

5  各国确定的重点化学品不尽相同，但在全球层面，重点是砷和氟。

    *100使用安全管理的饮用水服务的人口所占比例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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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3 使用安全管理的卫生设施服务的人口

联合监测规划将采用新指标“使用安全管理的卫生设施服务（包括有肥皂和水的洗手设施）的人口所

占比例”监测可持续发展目标具体目标6.2的进展情况。该指标包括两个分别报告的子项指标：使用安全管

理的卫生设施服务的人口(6.2.1a)和使用有肥皂和水的洗手设施的人口（6.2.1b）。安全管理的卫生设施服

务指标以千年发展目标指标“使用改良卫生设施的人口所占比例”为基础，并增加了有关便利性（在住户

家里）、可接受性和安全性（不与其他家庭共用）的考察维度，进一步丰富了卫生设施这项人权的规范标

准。为确保家庭以外的公共卫生，该指标还包括整个卫生设施链条上从控制到最终处理和处置粪便废物的

整个安全管理过程。 

© AEA Cambodia / 2015 / Ch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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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标名称 使用安全管理的卫生设施服务的人口所占比例。

定义 使用不与其他家庭共享且排泄物可以在原地安全处置或在其它地方安全处理的改良卫生

设施的人口。

改良卫生设施包括连接污水系统的抽水或倒水冲厕所、化粪池或坑厕、改良坑厕（有盖

板蹲坑或通风改良坑厕）和堆肥厕所。

估计方法

分子 使用安全管理的卫生设施服务的人口。

分母 总人口。

该指标算的是城乡使用安全管理的卫生设施服务的人口所占比例（百分比）。

使用安全管理的卫生设施服务的住户（或人口）数量 

住户（或人口）总数 

数据收集频率 每两年一次。

数据可用性 水供应和卫生设施联合监测规划搜集、审查并评估各国统计局和其它相关机构通过具有

全国代表性的住户调查和全国性普查收集的数据。

来自住户调查和普查的数据提供有关上述各种类型基本卫生设施的信息。这些数据和来

自行政记录和监管机构有关安全管理各方面信息的数据结合起来。使用改良卫生设施的

人口所占比例是前两个数字的加权平均数。大部分具有全国代表性的住户调查包括有关

经改善的供水和卫生设施的信息。与使用改良卫生设施有关的调查问题和回答选项分类

与人口与健康调查和多指标类集调查完全一致，并改编采用相关机构正推动纳入世卫组

织和联合国儿童基金会水供应和卫生设施联合监测规划调查文书的标准问卷(82)。可由

如下链接访问：https://washdata.org/data。使用不同类型改良卫生设施的人口所占比例将

根据不共有设施所占比例及粪便废物在现场安全处置或运离处理的设施所占比例估计数

字进行调整。

可由现有数据库直接提取数据（可由https://washdata.org/data获取）。最新的国别统计

数据是2015年估计，可由https://washdata.org/data和http://apps.who.int/gho/data/node.
main.46?lang=en获取；目前已具备用于报告可持续发展目标的2017年更新估计数字。

对每个国家而言，调查和普查数据按照从2000年至今的时间框架排列。使用这些数据按

照最小平方法绘制的线性趋势线可以提供从2000年到当前年度之间各年的估计数字。将

向各国收集排泄物管理数据，并将其与有关改良卫生设施使用情况的数据相结合。

数据来源 住户调查、人口普查以及来自行政部门或监管框架的数据。

数据收集指导 与使用基本卫生设施的人口有关的调查问题和回答选项分类应与人口与健康调查和多指

标类集调查完全统一，并改编采用相关机构正推动纳入世卫组织和联合国儿童基金会

水供应和卫生设施联合监测规划调查文书的标准问卷。可由如下链接访问：http://www.
who.int/water_sanitation_health/monitoring/oms_brochure_core_questionsfinal24608.pdf。

报告指导 应按居住地（城市/农村）和社会经济状况（财富、负担能力等）报告分解数据。

    *100使用安全管理的卫生设施服务的人口比例 =

http://apps.who.int/gho/data/node.main.46?lang=en
http://apps.who.int/gho/data/node.main.46?lang=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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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4 孕期补铁

贫血是育龄妇女的一种持续障碍，会导致疲惫、劳动效率低甚至死亡。由于妊娠期血量增加，这一人群

更容易贫血。大约三分之一孕妇贫血。半数妊娠期贫血问题可以通过补铁解决，因为缺铁是造成贫血的一个

因素。因此，建议孕妇每天口服补充铁和叶酸，以预防孕产妇贫血、产后脓毒病、低出生体重和早产。过去

二十年间，大部分国家均已制定某种形式的产前补充政策。

这也是推迟到2018年报告以便为会员国拟定更

多业务指导的四个指标之一。全球营养监测框架包

括的最初指标定义是“妊娠期间有至少六个月时间

得到推荐数量的铁和叶酸补充剂的过去两年生育过

的妇女所占比例”。

2015年，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和世卫组织召集营养

监测问题技术专家咨询小组就该指标的进一步发展提

6 为监测全球营养健康框架指标进展情况发展并验证一个有关铁和叶酸补充情况的指标。最终报告，2017年5月。

© UNICEF/UN0155430/Thame

出建议。小组讨论了该指标的方方面面，包括指标整

体上是否适合其目的、指标定义是否恰当以及是否有

相关数据。进行了一项研究，以评估会员国报告该指

标的可行性6。根据可行性研究结果，咨询小组建议采

用更简单的指标，即“孕期任何补铁措施”，认为这个

指标可能恰好能够为本指标目的服务并且大部分国家

都可以报告相关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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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标名称 孕期任何补铁措施。

指标定义 之前两年间当前或之前妊娠期服用任何含铁补充剂的妇女所占比例。

注: 可以根据各国具体政策报告有关任何含铁补充剂的数据，包括铁和叶酸片、多种微
量营养素片或粉或是仅含铁的片剂。

年龄范围和抽样 本指标并未规定年龄范围，不过所有纳入调查妇女应在过去两年内怀过孕或正处于妊娠

期，因而一般应为育龄（15–49岁）。由于基于人群的调查往往涉及的孕妇数量有限，

各国可能需要过抽样现在或之前不久（过去两年内）怀孕的妇女，以便产生本指标要求

的可靠估计。

估计方法

分子 过去两年间当前或之前妊娠期服用任何含铁补充剂的妇女数量。

分母 样本中过去两年间怀过孕或正处于妊娠期的妇女总数。

样本中过去两年间当前或之前妊娠期服用任何含铁补充剂的妇女数量 

样本中过去两年间怀过孕或正处于妊娠期的妇女总数

数据收集频率 持续，或每三到五年一次。

数据可用性 人口与健康调查收集过去五年间妊娠期补铁的数据。有可能重新分析人口与健康调查数

据，寻找过去两年间的妊娠数据，不过样本量会更小一些，因而估计数字可靠程度会有

所下降。联合国儿童基金会支持的多指标类集调查可能收集过去两年间妊娠期补充铁和

叶酸的一些数据。许多国家定期开展国家健康与营养调查（NHNS），不过多是在有关

整体人群补充情况的通用问卷中收集含铁补充剂使用情况数据。一般而言，这些调查中

抽到的孕妇数量很小。如不对这一人群进行过抽样，就无法产生有关孕妇的可靠估计。

最后，一些卫生管理信息系统（HMIS）也收集提供产前补充剂的情况，但它们一般不

核实实际服用情况。

数据来源 人口与健康调查、多指标类集调查、国家健康与营养调查和卫生管理信息系统。

数据收集指导 为提高有关本指标的回忆可靠性，在开展任何基于人群的调查期间，应准备常用补充剂

样品供被调查者参考。调查员必须了解收到或购买补充剂与服用之间的差别。国家健康

与营养调查中并不总是列出补充剂成分，除收集数据外，对于补铁的报告还需要依赖在

良好指导下分析数据。对于卫生管理信息系统数据，在监测进程的某个阶段核实含铁补

充剂实际使用情况可能会很有用（根据系统具体设计，具体方案可包括在补充剂发放点

观察孕妇服用第一剂或是口头或通过交回空药瓶/包装确认确已服用）。

报告指导 样本量许可的情况下，可按孕产妇教育程度、居住地及社会经济状况（例如财富五等分

阶层）报告分解数据。

    *100孕期补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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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5 在爱婴医院分娩

1990年通过《伊诺森蒂宣言》后，世卫组织和联合国儿童基金会于1991年启动爱婴医院倡议（BFHI）。该

倡议是一项全球性努力，旨在落实保护、促进和支持母乳喂养的做法。实践证明，该倡议已经产生重大影响，

提高了婴儿在出生后六个月内获得纯母乳喂养的可能性(84)。自启动以来，爱婴医院倡议不断扩大，现已有

152个国家实施。

爱婴医院倡议全球战略提出了成功实现母乳喂养的十条措施。世卫组织和联合国儿童基金会的联合声

明总结了产科护理机构指南，该指南已成为获得爱婴医院地位的最低全球标准(84)。如需更多信息，请查阅

http://www.who.int/nutrition/topics/bfhi/en/。该规划还限制医院使用免费婴儿配方奶或有婴儿配方奶公司提供的

其它婴儿护理协助。

指标名称 爱婴医院分娩所占比例。

定义 某日历年在爱婴医院出生的婴儿所占比例。

估计方法

分子 特定日历年爱婴医院出生数量。

分母 该日历年出生总数。

特定日历年爱婴医院出生数量

当年出生总数 

数据收集频率 每三到五年一次。

数据可用性 世卫组织营养促进健康和发展司利用若干来源数据汇编各国信息。

本指标已纳入全球营养政策审查。2016年发出一份在线文件，以收集数据。该新数据库

将由世卫组织营养司维护，有关本指标的数据将从中提取。2016年，世卫组织营养司向

各国所有爱婴医院倡议协调员或母乳喂养协调员询问了爱婴医院倡议的实施情况。

数据来源 会员国向世卫组织报告的情况。

数据收集指导 问卷将包括有关过去五年间爱婴医院出生的婴儿数量信息。2009年爱婴医院倡议指导文

件指出，应至少每五年对获得爱婴医院称号的机构复核一次，通过者为“当前指定”爱

婴医院。分母将来自联合国人口司。

报告指导 应按照机构所在地类型（例如：农村/城市）报告分解数据。一些国家可能能够报告机

构所占比例但不能报告出生数量所占比例。调查中也将要求提供该信息。如出生数量不

详，则用该信息代替。

    

*100爱婴医院分娩所占百分比 =

http://www.who.int/nutrition/topics/bfhi/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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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6 母乳喂养咨询

全球营养监测框架中包含的原始指标是“在之前12个月接受过至少一次有关最佳母乳喂养的咨询、支持

或信息的0–23个月儿童之母所占比例”。这个指标的报告和另外三个一起推迟到2018年，以便为会员国拟定更

多业务指导文件。

指标名称 是否在国家级公共卫生和/或营养规划中提供母乳喂养咨询服务。

定义 该指标的定义是，是否存在内容包括通过卫生系统或其它基于社区的平台向0–23个月婴

儿之母提供母乳喂养咨询服务的国家规划。

估计方法 卫生部报告在公共卫生和/或营养规划中提供母乳喂养咨询服务的情况。可以通过第三

方审查与各国营养咨询服务有关的政策文件也可以由国家政府向世卫组织报告。

数据收集频率 每三到五年一次。

数据可用性和数据来源 可以从全球政策审查中获得有关提高母乳喂养咨询情况的数据，例如世卫组织开展的

全球营养政策审查（可由http://apps.who.int/iris/bitstream/10665/84408/1/9789241505529_
eng.pdf?ua=1获取）和营养行动实施情况全球数据库（可由extranet.who.int/nutrition/
gina/获取），以及联合国儿童基金会维护的Nutri-Dash数据库（可由http://unicefnutridash.
org/?page=country-report获取），或是国际婴儿食品行动联盟（IBFAN）的《世界母乳喂养

趋势》报告（可由http://worldbreastfeedingtrends.org/获取）。对这些报告的建议使用顺序

是：尽可能使用全球营养政策审查；其次是Nutri-Dash信息；再次是世界母乳喂养趋势

倡议（WBTi）的信息。 

数据质量问题 有关国家营养规划或国家卫生系统是否提供咨询服务/干预措施的数据质量面临如下

挑战：

· 没有有关此类规划质量的信息，或是信息有限

· 没有有关此类规划覆盖面的信息，或是信息有限

· 有关提供母乳喂养咨询服务供资充足性的信息有限

· 评估机构对服务提供情况的解读及国家政府自我报告产生的报告偏倚。  

数据收集指导 在无法使用全球营养政策审查、Nutri-DASH和世界母乳喂养趋势报告的国家，我们建议

卫生部向世卫组织报告公共卫生和/或营养规划提供母乳喂养咨询服务的情况。

报告指导 每三到五年报告一次，直到国家数据系统中有了有关获得咨询服务情况的新指标。

7  有关母乳喂养咨询临时指标的建议及发展咨询指标以备纳入报告母乳喂养咨询情况所需的大规模调查。2017年1月。

世卫组织和联合国儿童基金会营养监测问题技术

专家咨询小组受命进一步发展并验证该指标。小组就指

标的方方面面开展了工作，包括围绕年龄范围、指标用

途、指标定义和数据可用性的问题。鉴于计算该初始指

标的数据在大部分国家数据系统（例如全国性住户调查

或卫生管理信息系统）中尚不存在，小组建议采用过渡

方法，其中包括各国报告针对各年龄人群提供母乳喂养

咨询的现有干预措施和政策7。过渡方法的目标是评估

是否已经有支持各年龄段母亲实现最佳母乳喂养的适当

业务规划。在国家卫生系统背景下，这包括是否有指定

的卫生服务提供者负责在产前保健、产后和婴儿出生后

前两年提供母乳喂养咨询和支持。

http://apps.who.int/iris/bitstream/%2010665/84408/1/9789241505529_eng.pdf?ua=1
http://apps.who.int/iris/bitstream/%2010665/84408/1/9789241505529_eng.pdf?ua=1
http://worldbreastfeedingtrends.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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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政策环境和能力指标

4.3.1 营养专业人员密度

各级经过培训的营养专业人员在各种不同环境下开展工作，其中包括国家和社区级医疗机构。因此，他

们可能影响各级营养政策和营养干预规划的设计和实施。他们也可以在培训其它卫生和非卫生干部在各种环

境下规划和实施营养干预措施方面发挥重要作用。要求有“经过培训的营养专业人员”指标是因为各国认识

到，一国内部有接受过适当营养培训的充足人力将会有助于实现更好的营养和卫生结果。验证本指导文件中

所定指标的过程已经证明该指标可以预测若干孕产妇和婴幼儿营养结果8。

8 有关为监测全球营养健康框架指标进展情况发展并验证一个经培训营养专业人员指标的报告。2017年。

全球营养监测框架包括的初始指标是“每十万

人中经过培训的营养专业人员数量”。该指标与其它

三个指标一起推迟到2018年报告，以便为会员国进一

步拟定业务指导文件。世卫组织和联合国儿童基金会

营养监测问题技术专家咨询小组受命进一步发展和验

证该指标。小组就指标的方方面面开展了工作，包括

其是否适合其目的、定义是否恰当以及是否有数据可

用。进行了一项研究，评估了指标的有效性和报告该

指标的可行性8。在小组工作基础上提出如下指标和

定义的建议。

指标名称 营养专业人员密度。

指标定义 该指标定义为特定年度一国内部每十万人中经过培训的营养专业人员数量。

营养专业人员和适当培训 营养专业人员指标的关注点是接受过培训并以营养为职业的个人，大部分国家称为饮食

学家或营养学家（包括营养科学家、营养流行病学家和公共卫生营养学家）。

这些个人得到有关营养实践的充分培训，能够展示出相应能力并且满足各国或全球营养

或饮食专业组织认证或注册要求(85-87)。这种培训发生在大学或其它高等教育机构，提

供学士、硕士和/或博士学位及研究生学历。

在一些国家，饮食学家和营养学家需通过同样培训并履行同样职能。另一些国家则并非

如此。同样，一些国家开展饮食学家和营养学家的联合专业注册或认证，也有一些国家

对其分别注册或认证。鼓励各国实施饮食学家和/或营养学家专业注册或认证制度，以

确保其获得适当培训和专业能力。

估计方法

分子 相关国家选定年度受雇于政府和非政府部门履行营养相关职能的营养学家和饮食学家

总数。

分母 选定年度年中总人口数量。

相关国家选定年度受雇于政府和非政府部门履行

营养相关职能的营养学家和饮食学家数量之和             

选定年度年中总人口数量

数据收集频率 每三到五年一次。

    *100 000营养专业人员的密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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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可用性 世卫组织第二次全球营养政策审查（GNPR2）首次系统收集该指标信息（可由http://
apps.who.int/iris/bitstream/10665/84408/1/9789241505529_eng.pdf?ua=1获取）。来自该审查

的信息被用于评估指标可行性和有效性9。

为第二次全球营养政策审查拟定了问卷并通过世卫组织区域和国际办事处发给会员国，

通过问卷采集了数据。各国信息由国家联系人从本国普查数据和行政记录中提取并汇

编。数据核验和指标计算由相关世卫组织区域办事处及瑞士日内瓦的世卫组织营养促进

健康和发展司营养政策和科学建议处完成。

数据来源 在国家一级，数据来自常规行政记录，例如具有全国代表性的人力调查以及来自专业注

册机构和高等教育培训机构的数据。下面按报告时选择数据的优先顺序列出数据来源。

鉴于相关个人可能同时出现在多个数据集中，建议使用一种数据来源，除非确保能够避

免重复计算。

1.国家人力调查或普查

分别分类和确认饮食学家和营养学家的具有全国代表性的人力调查或普查是收集数据的

首选方法，因为可以完全确认各部门人力的参与。这里的分类应体现本指导文件提出的

定义和规定的培训。

2.专业注册或认证数据

如果执业要求强制注册或认证，那么营养专业人员全国注册或认证登记簿也可以提供合

适的人力数据。不过，这个数据有可能高于实际，因为一些注册或认证人员并未实际执

业。但如果对注册和认证无强制要求，数据则可能低于实际水平。如果存在国家数据库

或登记簿，则应采用普查数据、专业协会登记簿、机构调查和其它适当方式定期评估数

据完整性。 

3.机构调查

在没有常规行政记录时，可以将各国对特定机构营养人力进行的不定期调查的汇总数据

作为替代来源。选择机构需要了解营养专业人员的就业类型。可能的服务领域包括政

府、私营和非政府组织中的卫生、教育、社会服务和农业领域。

4.高等教育培训机构毕业情况 

在营养专业人员队伍正在出现且没有其它收集营养人力数据方式的国家，有关该国内外

大学或其他高等教育培训机构毕业人员数量的全国汇总数据或可用于体现卫生人力能

力。只有能够提供本指南描述之适当培训的课程才算数。毕业生数量汇总应是该国开设

课程或是参与海外培训以来的累积数字。建议该数据来源仅用于临时测量，因为它并未

将毕业生是否就业情况考虑在内。希望一开始报告这种类型数据的国家将会发展出一种

更直接的确定经过培训且在岗的营养专业人力数量的方法。

数据收集指导 实施该指标需要会员国确定并报告本国政府和非政府部门总共有多少营养学家和饮食学

家在营养相关领域开展工作。

上文推荐了一些数据来源，目的是鼓励各国在响应全球营养政策审查时采用标准方法报

告数据。这样，各国内部可以进行纵向比较，各国之间也横向可比。会员国应说明数据

来源，并在未来调查中维持原有来源，以便进行趋势分析，同时各国应努力实现最终统

一测量方法。

报告指导 最低数据要求是要有具有全国代表性的数据。有相关数据时，可按国内省市、城乡、公

共/私营和服务部门报告分解数据。

9    有关为监测全球营养健康框架指标进展情况发展并验证一个经培训营养专业人员指标的报告。2017年。

http://apps.who.int/iris/bitstream/10665/84408/1/9789241505529_eng.pdf?ua=1
http://apps.who.int/iris/bitstream/10665/84408/1/9789241505529_eng.pdf?ua=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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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2《国际母乳代用品销售守则》

《国际母乳代用品销售守则》是1981年世界卫生大会通过的促进母乳喂养的国际卫生政策框架(88)。《守

则》是一份全球公共卫生战略，它限制婴儿配方奶等母乳代用品的销售，以确保母亲进行母乳喂养不受阻碍，

也确保在有必要时安全地使用代用品。《守则》内容还包括有关销售奶瓶和奶嘴的伦理考虑和法规。之后一系

列卫生大会决议进一步澄清或拓展了《守则》的某些规定。 

《守则》及其后的决议形成一套国际建议，而非法规。因此，期望会员国政府通过立法、法规和/或其他

适当措施，使《守则》及气候相关决议在本国领土内生效。

指标名称 母乳代用品销售相关法规。

定义 本指标考察相关国家是否有全面实施《国际母乳代用品销售守则》（WHA34.22号决

议）(88, 89)及其后相关卫生大会决议的立法或法规。

估计方法 本指标计算已通过全面立法（法律、法规、条例等）在本国实施《国际母乳代用品销售

守则》及其后卫生大会通过的相关决议的国家数量。目前将各国分为如下几类：

- “法律中有全面规定”；

- “法律中有许多规定”；

- “法律中的规定不多”；

- “没有法律措施”；

- “没有相关信息”。

正在开发统一记分系统，将用于未来报告。 

数据可用性 营养行动实施情况全球数据库（GINA）提供有关无数营养政策和干预措施实施情况的

宝贵信息。数据库包含多个来源的信息，还邀请用户直接提交数据。用户可以分享有关

规划如何实施的信息，包括本国所做调整和相关经验教训。

数据来源 · 世卫组织《守则》调查2014-2015年

· 世卫组织营养行动实施情况全球数据库

· 世卫组织各国实施《国际母乳代用品销售守则》状况报告 （2013年）

· 相关伙伴数据库（例如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国际《守则》文献中心（ICDC）。

报告指导 各国应向营养行动实施情况全球数据库提交任何与《守则》有关的新立法、法规或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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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3 生育保护法律或法规 

对于工作妇女及其家庭而言，妊娠和产育是特别脆弱的时期。孕妇和哺乳妈妈需要特别保护，以防止其

本人及其婴儿遭到潜在不良影响。她们需要有充足时间生孩子、从分娩中恢复并母乳喂养自己的孩子。她们

还需要保护，以确保不会因为怀孕和产假失去自己的工作。这种保护不仅确保相关妇女平等地享有就业机会

和权利，而且确保对于家庭福祉十分重要的经济可持续性。有研究显示，产假结束后返回工作岗位也是导致

一些妇女从未开始母乳喂养、过早结束母乳喂养及未实现纯母乳喂养的重要原因。在大部分低收入和中等收

入国家，产假仅限于正式部门就业者，且在实践中也并不总能享受到。

国际劳工组织2000年《保护生育公约》（第183号）规定了14周产假补助金（90，91）。休产假不上班的

妇女应有权获得现金补助，确保其能够维持自己和孩子的健康。母乳喂养妈妈应获得每天休息一次或多次或

是每天减少工作时长的权利，以便母乳喂养自己的孩子。哺乳工休或缩短工作时长的持续期限、次数、具体

时间及缩短每日工作时长的程序应由各国法律和实践决定。这些哺乳假或缩短工作的时间应计入工作时间，

并相应给付报酬。

每个会员国应却确保落实2000年《保护生育建议》（第191号）并与雇主和工人代表组织协商定期研究是

否延长《公约》第4条提及的假期或是提高《公约》第6条提及的现金补助数额或比率(90, 91)。

指标名称 生育保护。

定义 本指标考察相关国家是否有与国际劳工组织《保护生育公约》（第183号）和《保护生

育建议》（第191号）一致的生育保护法律或法规。

估计方法 本指标计算已通过立法（法律、法规、条例等）根据国际劳工组织指导在本国实施生育

保护的国家数量。各国相关回答为“是”或“否”。现正在开发一个量表供以后使用。 

数据可用性 国际劳工组织维护着TRAVAIL工作条件和就业立法情况数据库。

生育保护数据库包含会员国通过的保护工作妇女在妊娠、生育和母乳喂养期间健康和福

祉以及确保其就业得到保护且不受歧视的主要立法措施相关信息。

数据来源 向国际劳工组织报告的会员国。

报告指导 各国应向营养行动实施情况全球数据库提交任何与生育保护有关的新立法、法规或条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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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A1: 全球营养监测框架世界卫生大会全球营养目标、中间成果、过程及政策环境和能力指标摘要

指标名称 指标类型 定义

是否属于
核心卫生
指标 数据来源 测量频率 分解

TR1 发育迟缓的五岁

以下儿童 

目标 0-59个月（中度和重度）发育迟缓儿童所

占比例（中度=年龄别身高低于世卫组织

儿童生长标准中位数减2个标准差 但高于

中位数减3个标准差；重度=年龄别身高低

于世卫组织儿童生长标准中位数减3个标准

差）

是 基于人群的住户

调查

每三到五年 

一次

年龄、性别、母亲教育程度、

居住地、社会经济状况

TR2 育龄妇女贫血流

行率

目标 根据所在地海拔高度和是否吸烟情况调整

后，血红蛋白水平低于120 g/L（非孕妇）

或110 g/L（孕妇）的15-49岁妇女所占比

例。

是 基于人群的住户

调查

每三到五年 

一次

年龄、教育程度、居住地、生

殖状况（怀孕、哺乳）、社会

经济状况。

以及：非孕妇和哺乳妇女血红

蛋白水平低于80 g/L、孕妇低

于  70 g/L（严重贫血）

TR3 新生儿中低出生

体重发生率 

目标 体重低于2500克的活产所占比例 是 基于人群的健康调

查以及来自行政/

信息系统的数据。

常规医疗机构信

息系统

持续 性别、是否早产、母亲教育程

度、居住地、社会经济状况

TR4 超重的五岁以下

儿童

目标 0–59个月儿童中身高别体重高于世卫组织

儿童生长标准中位数加2个标准差的流行率

是 基于人群的住户

调查

每三到五年 

一次

年龄、性别、母亲教育程度、

居住地、社会经济状况

TR5 0–5个月婴儿纯

母乳喂养率

目标 接受纯母乳喂养的0–5个月（未满6个月）

婴儿所占比例

是 住户调查、针对具

体人群的调查

每三到五年 

一次

性别、母亲教育程度、居住

地、社会经济状况

TR6 消瘦的五岁以下

儿童

目标 （中度和重度）消瘦的0–59个月儿童所占

比例（中度消瘦=身高别体重低于世卫组织

儿童生长标准中位数减2个标准 但高于中

位数减3个标准差；重度消瘦=身高别体重

低于世卫组织儿童生长标准中位数减3个标

准差）

是 基于人群的住户

调查

每三到五年 

一次

年龄、性别、母亲教育程度、

居住地、社会经济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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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标名称 指标类型 定义

是否属于
核心卫生
指标 数据来源 测量频率 分解

IO1 得到口服补液溶

液的腹泻儿童10 

中间成果 过去两周内得到口服补液溶液（用口服补

液盐包制作的液体或是预包装口服补液溶

液）的五岁以下腹泻儿童所占比例

是 住户调查 每三到五年 

一次

年龄、性别、母亲教育程度、居

住地、社会经济状况

IO2 身体质量指数低 

（<18.5 kg/m2）的 

15–49岁妇女所占

比例 

中间成果 身体质量指数低（<18.5 kg/m2）的15–49岁
妇女所占百分比

是 住户调查 每三到五年 

一次

年龄、教育程度、居住地、社

会经济状况

IO3 所涉期限内每千

名15–19岁妇女生

育数量 

中间成果 每年每千名15–19岁妇女生育数量。

又被称作15–19岁妇女的年龄别生育率

是 全面覆盖的民事

登记系统、人口 

普查、住户调查

每年一次 婚姻状况（可能时，区分15岁
以下少女）、教育程度、居住

地、社会经济状况

IO4 身体质量指数大

于等于25 kg/m2

的18岁以上超重

或肥胖妇女所占

比例 

中间成果 超重（身体质量指数大于>25 kg/m²）和

肥胖（身体质量指数>30 kg/m²）成年人 

（18岁以上）所占比例

是 住户调查 每三到五年 

一次

年龄、教育程度、居住地、社

会经济状况

IO5 超重的学龄儿童和

青少年（5–19岁）

所占比例

中间成果 学龄儿童和青少年超重流行率的定义是，

根据自身性别身体质量指数高于世卫组织

2007年生长参考标准中位数加1个标准差的

5–19岁儿童所占比例。学龄儿童和青少年

肥胖流行率的定义是，根据自身性别身体

质量指数高于世卫组织2007年生长参考标

准中位数加2个标准差的5–19岁儿童所占比

例。

+/-11 基于人群的调查 

（最好具有全国代

表性）

每三到五年 

一次

年龄、性别、母亲教育程度、居

住地、社会经济状况

10 全球营养健康框架中的初始指标名称是“五岁以下儿童腹泻流行率”。该指标属于百大核心卫生指标之一。 

11  百大核心卫生指标包括“成年人（还有青少年）超重和肥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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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标名称 指标类型 定义

是否属于
核心卫生
指标 数据来源 测量频率 分解

PR1 6–23个月儿童的

最低饮食多样性 

过程 得到的食物来自五个或更多个食物组的

6–23个月儿童所占比例

是 包括饮食摄入相关

内容的基于人群的

住户调查

每三到五年 

一次

年龄、性别、母亲教育程度、居

住地、社会经济状况

PR2 使用安全管理的
饮用水服务的人
口所占比例 

过程 使用基本饮用水源（自来水接入建筑、庭
院或小区；公用水龙头或竖管；钻井或管
井；有盖水井；有保护的泉水或雨水）且
该水源距离临近、需要时能用且不被粪便
（和重点化学品）污染并/获由称职当局监
管的人口

是 住户调查、人口普
查、来自行政部门
或监管框架的数据

每两年一次 居住地、社会经济状况

PR3 使用安全管理的卫
生设施服务的人口
所占比例12

过程 住户层面使用改良卫生设施、该设施不与
其他住户共享且排泄物在现场得到安全处
置或安全运走处理的人口

是 住户调查、人口普
查、来自行政部门
或监管框架的数据

每两年一次 居住地、社会经济状况

PR4 孕期补铁 过程 过去两年间当前或之前妊娠期服用任何铁
补充剂的妇女所占比例

否 人口与健康调查、
多指标类集调查、
健康和营养调查以
及卫生管理信息
系统

每三到五年
一次

母亲教育程度、居住地、社会
经济状况（例如财务五等分阶
层）

PR5 爱婴医院出生所
占比例 

过程 爱婴医院出生婴儿数量 否 全球营养政策审查 每三到五年
一次

居住地

PR6 国家级是否在公
共卫生和/或营养
规划中提供母乳
喂养咨询服务 

过程 是否存在内容包括通过卫生系统或其它以
社区为基础的平台向0–23个月婴儿的母亲
提供母乳喂养咨询服务的国家规划

否 全球营养政策审
查、Nutri-Dash、
世界母乳喂养趋势
倡议

每三到五年
一次

不适用

12  核心卫生指标清单中对这个指标的定义包括“有肥皂和水的洗手设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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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标名称 指标类型 定义

是否属于
核心卫生
指标 数据来源 测量频率 分解

PE1 经过培训的营养
专业人员密度 

政策环境
和能力 

指定年份每十万人中经过培训的营养专业
人员数量

否 国家人力调查或普
查、专业注册或认
证数据、机构调
查、高等教育培训
机构毕业数量

每三到五年 
一次

区域、城乡、公共/私营和服务
部门

PE2 有全面实施
《国际母乳代用
品销售守则》
（WHA34.22号决
议）及其后卫生
大会通过的相关
决议的立法/法规
的国家数量 

政策环境
和能力 

《国际母乳代用品销售守则》 否 营养行动实施情况
全球数据库

每两年一次 不适用

PE3 有生育保护法律
或法规的国家
数量 

政策环境
和能力

生育保护 否 《工作中的生育
保护：世界各国的
法律和实践》。
国际劳工局，日
内瓦：国际劳工组
织，2014年。

每年一次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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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体测量是评估儿童和成年人营养状况的关键组成部分。婴儿和儿童的人体测量数据体现其营养状况

和饮食是否充足，被用于跟踪生长发育情况。常见的人体测量对象包括体重、身长/身高、上臂围

（MUAC）和三头肌皮褶厚度。具体测量方法取决于测量对象年龄和测量目的。人体测量根据标准

方案和程序进行(51-53)。
儿童生长发育评估培训课程是应用世卫组织儿童生长标准的工具。它的主要目标用户是测量和评估儿

童生长发育情况或是监督这些工作的卫生保健提供者。课程设计时长三天半，讲授如何测量体重、身长和身

高，如何解读生长指标、调查造成生长问题的原因并为照护者提供咨询。使用者可以下载或观看人体测量培

训视频（可由http://www.who.int/childgrowth/training/en/获取）。视频描述人体测量程序以及校准测量设备的方

法。视频语言为英语、法语和西班牙语。

有关“儿童生长发育评估培训课程：世卫组织儿童生长标准”的课程材料可由如下链接下载：

A模块：简介

http://www.who.int/childgrowth/training/module_a_introduction.pdf?ua=1  

B模块：测量儿童生长情况

http://www.who.int/childgrowth/training/module_b_measuring_growth.pdf?ua=1 

G模块：课程引导者指南

http://www.who.int/childgrowth/training/module_g_facilitator_guide.pdf?ua=1 

H模块：课程负责人指南

http://www.who.int/childgrowth/training/module_h_directors_guide.pdf?ua=1 

测量儿童身长/身高及体重辅助单

http://www.who.int/childgrowth/training/jobaid_weighing_measuring.pdf?ua=1 

其它课程模块和辅助工具

http://www.who.int/childgrowth/training/en/ 

年龄: 需要了解儿童的确切年龄，以便进行抽样、决定是测量儿童站立身高还是平躺身长以及将身高和体

重转换为标准指数。测量时，需要估测年龄，以便做出是否抽样决定及量板上的位置。建议测量人员采用简

单方法大约算出年龄，数据分析员则使用计算机程序（要求填写出生日期和测量日期）计算年龄。

确定年龄时，测量人员需要检查有关出生日期的文献证据（例如出生证、受洗证、临床保健记录或星座）    

即使母亲知道孩子的出生日期也进行交叉检查，因为记错现象很常见。在普遍存在出生登记和年龄一般为人

所知的地方，记录年龄的程序直截了当，年龄记录到最近的月或年。例如，1996年7月13日出生婴儿的年龄在

1996年12月13日至1997年1月12日之间（含这两个日期）均会被记录为（满）5个月。与此类似，1995年7月13
日出生儿童的年龄在2001年7月13日至2002年7月12日之间（含这两个日期）均会被记录为（满）6岁。如回忆

不起来日期，用当地日历提示协助母亲回忆孩子的出生日期13。应在调查前完成制作和核验本地日历。

用于计算儿童年龄的世卫组织儿童年龄计算器（PVC材料制成的日历上安装一个转盘）是课程材料的一

部分。相关区域举行培训师的培训时，世卫组织区域办事处可以提供。

13  粮农组织。《估测幼儿出生年月指南》。2008年。意大利罗马。

http://www.who.int/childgrowth/training/en/
http://www.who.int/childgrowth/training/module_a_introduction.pdf?ua=1
http://www.who.int/childgrowth/training/module_b_measuring_growth.pdf?ua=1
http://www.who.int/childgrowth/training/module_g_facilitator_guide.pdf?ua=1
http://www.who.int/childgrowth/training/module_h_directors_guide.pdf?ua=1
http://www.who.int/childgrowth/training/jobaid_weighing_measuring.pdf?ua=1
http://www.who.int/childgrowth/training/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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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3个月婴幼儿的平躺身长

应将0–23个月儿童仰卧放置在身长量板上。记录员应扶住儿童的头部并轻施拉力使头部与固定的头板接

触。检查员应扶住儿童的腿部，其中一只手轻柔而坚定地放在儿童膝盖上，确保儿童足尖向上。检查员应向

儿童腿部施加轻柔压力，以防膝关节弯曲，然后推动可移动立板直到其紧紧压住儿童脚底。记录的数据应为

量板上最接近的0.1厘米。如果儿童不配合，可能需要再有一个人参加测量，以便尽快完成准确测量。

24个月及以上儿童的站立身高

被测量儿童的母亲应站在儿童正前方，应告诉该童直视正前方。儿童视线应与地面平行。测量员应将其左

手放到儿童下巴下，并注意不要用手挡住儿童的嘴或耳朵。儿童两肩应在同一水平面上，双手置于身体两侧，

头、肩胛和臀部均接触量板/墙。测量员应用右手将上方水平板降到儿童头部上方。应确保水平板接触到头顶而

不是头发上方。如需有关人体测量的详细信息，请查阅世卫组织培训指南（链接见上文）和Cogill B 2003 (53)。
以下是对身长/身高板、人体测量培训和标准化程序以及儿童体重和身长/身高测量要点的描述：

身长/身高量板

量板最大量程为200厘米（可收缩为85厘米），每0.1厘米一小格。重要的是，应使用耐久的轻型材料。

如果是木制量板，则应使用风干木材，以防变形。量板应便携、防水，且安装一条可调整、可拆卸的尼龙肩

带。这些通常根据美国马里兰州奥尔尼Shorr Productions公司的规格本地生产。

人体测量技巧培训和标准化

准确测量人体是需要具体培训的的一项技能。培训的是测量时需要遵循的分步骤程序。具体测量和记录

技术培训不仅应包括理论说明和演示，还应让接受培训人员有机会练习测量技能，并读取和记录结果。

在所有人员均已充分练习测量和记录技巧并对自己的表现感到满意后，应进行标准化练习，以确保所有

人员均获得收集高质量人体测量数据所需的技能。标准化方法有助于确保测量准确、结果可比。比较可能涉

及一国不同地区收集的数据、不同调查、或是不同测量和参考标准。没有标准化测量方法，就不可能进行这

些比较。有关人体测量培训和标准化的详细信息见世卫组织儿童生长发育评估培训课程(51,  52)和Cogill B 2003 
(53)。以下介绍人体测量的关键步骤：

儿童体重和身长/身高测量要点

· 需要两个经过培训的工作人员：应尽可能确保由两位经过培训的工作人员测量儿童身高或身长。测量员抓住

儿童并进行测量。测量员助理帮助抓住儿童并在问卷上记录测量结果。如只有一位经过培训的工作人员进行

测量，则儿童的母亲可以提供帮助。测量员需要在测量结束后在问卷上记录测量结果。

· 量板和体重秤的放置：通常会有多个放置量板或秤的位置可选，但应谨慎做出选择。确保放置量板处坚固且

表面平坦，有牢固悬吊体重秤的地方，并且测量地点光线充足，能够精确读取测量结果。

· 何时测量：测量不应该是您开始访谈时做的第一件事。最好先问一些需要回答的问题。这有助于在测量开始

前让母亲和儿童放松下来。总是先问儿童年龄，最后再测量体重和身长/身高。

· 一次测量一个儿童：您应该一次完成一个儿童的问题和测量。这样做可以避免同时测量好几个儿童时可能发

生的混淆。

· 控制孩子：在进行体重和身长/身高测量时，儿童需要尽可能保持平静。对于过于兴奋或害怕的儿童，很难

量准。

· 记录测量结果：所有测量结果均应用铅笔记录。记录时如出现错误可以修正。如果采用电子方式收集数据，记

住需要对指标结果进行一致性核验。 



吸烟者和高海拔
地区居民的 
血红蛋白调整 附

件
 3



66 全球营养监测框架跟踪实现2025年目标进展情况业务指导文件

应对吸烟者和高海拔地区居民的血红蛋白状况进行调整。吸烟者的血红蛋白浓度会上升(57,  58)。考虑

到这种情况，美国疾控中心建议调整测量到的吸烟者血红蛋白浓度（表A2）(55)。表A2显示在确

定吸烟者是否贫血时需要在正常血红蛋白界定值基础上增加的数值。或者可以从观察到的血红蛋白

值中减去这些值。例如，不吸烟妇女血红蛋白浓度为120 g/L不贫血，但每天吸两包烟的妇女如果有同样血红蛋白

浓度值，则属于贫血，因为她的调整血红蛋白水平为(120 – 7) = 113 g/L。

表A2: 吸烟者的血红蛋白调整值

吸烟数量 血红蛋白值增加数 (g/L)
每天½ - 1包 +3

每天1 - 2 包 +5

每天>2包 +7

所有吸烟者 +3

来源：美国疾控中心1989年

居住地海拔高于海平面也会提高血红蛋白浓度。可根据如下美国疾控中心公式调整测得的血红蛋白浓度：

血红蛋白值 = - 0.32×（以米为单位的海拔高度× 0.0033）+ 0.22 ×（以米为单位的海拔高度 × 0.0033）2。

表A3显示根据以上公式计算的每隔500米海拔高度的血红蛋白水平调整值。生活在海平面以上1000米以上

地方的人的血红蛋白浓度界定值应向上调整，以避免低估贫血流行率。例如，血红蛋白值为120 g/L的情况，

生活在海平面高度的妇女不属于贫血，而生活在海拔1500米地方的妇女则属于贫血，因为后者调整后的血红

蛋白值为（120-5）= 115 g/L。

表A3: 根据海拔高度的血红蛋白调整值 (g/L)

海拔（米） 血红蛋白浓度提高 (g/L)
<1000 0
1000 +2
1500 +5
2000

2500

+8

+13
3000 +19
3500 +27
4000 +35
4500 +45

来源：世卫组织2001年 (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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贫血数据库数据来源和选择标准

数据来源

报告贫血流行率的调查报告和出版物来自：

· 各国卫生部（通过世卫组织区域和国家办事处）；

· 各国科研和学术机构；

· 非政府组织；

· 联合国系统组织；

· 对在线数据库如PubMed文献服务检索系统、联机医学文献分析和检索系统（Medline）、荷兰医学文摘数据

库（Embase）、奥维德（Ovid）数据库和世界卫生组织区域数据库（非洲医学索引、世界卫生组织东地中海区

医学索引、拉丁美洲和加勒比海健康科学信息中心、泛美卫生组织图书馆机构内存数据库、东南亚区医学索

引数据库）的定期检索。

通过人工检索在非索引医学专业期刊上发表的文章及主要调查员报告，进一步补充这些信息资源。

数据选择标准

数据库仅收录来源于原始调查报告和出版物的数据。如符合下列标准，在各行政级别和针对各类人群的

调查均包含在数据收集范围内：

· 基于人群的调查（例外：在“一般性注释”中严格描述的、以机构为基础的有关孕妇、新生儿、学龄前和学龄

儿童的调查)。

· 横断面调查。干预研究的基线值。

· 清晰定义的调查设计。

· 样本量不少于100位受试者。

· 符合贫血定义界值的人群的血红蛋白浓度（各种测量方法）和/或人群百分比(%)。

当确定某个相关调查并获得其完整报告时,作为例行质量控制措施，要检查数据的一致性。如果需要,还

会与数据持有人核实数据或获取更多的结果数据。选择其中可利用信息录入标准数据表。

血红蛋白估算

应采用有代表性样本评估育龄（15–49岁）妇女贫血流行率，并根据样本结果归纳整个目标人群的贫血流

行率。鉴于贫血流行率对公共卫生规划有重大影响，重要的是确保按照估算血红蛋白的适当方法收集数据。

近几十年来，大部分基于人群的调查均采用血红蛋白分析仪测量血红蛋白浓度(59)。和现场调查所用血

球容积计相比，使用血红蛋白分析仪测量血红蛋白浓度有几个好处，也比临床检查要准确得多。该方法不像

血球容积计那样需要冷藏运送到实验室。血红蛋白分析仪重量轻、便携、使用电池，因而可以运到调查点，

用于现场分析血液样本。此外，可以立刻得出检测结果，并提供对人群贫血流行率的适当估算(93, 94)。
住户调查时可以采用血红蛋白分析仪测量育龄（15–49岁）妇女的血红蛋白浓度。指南提供有关血红蛋

白分析仪的详细、务实信息，包括供应、质保、采集毛细血管血样（一滴血）以及确保调查工作人员和调

查对象安全的方案(95)。它还提供培训方案和标准化练习，以确保血红蛋白分析仪测量的准确性和一致性

（可靠性）。培训方案和标准化练习使培训者能够纠正错误并选择称职的调查人员。在对采血师进行培训

和标准化练习后，经过培训的采血师和调查组对样本妇女采指血。现场人员在使用血红蛋白分析仪方面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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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的培训不足导致的系统误差可能造成基于调查的贫血流行率估计出现显著偏倚。因此，确保现场人员得

到有关血红蛋白分析仪系统使用的充足、统一培训非常重要。血红蛋白浓度测量日期和血红蛋白值应记录

在住户问卷的指定区域。

表A4: 根据海拔高度诊断贫血的血红蛋白浓度(g/L)

人群 非贫血 贫血
轻度 中度 重度

非孕妇（15岁及以上） 120或更高 110–119 80–109 低于80

孕妇 110或更高 100–109 70–99 低于70

来源：世卫组织2011年(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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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确可靠的低出生体重数据很稀缺，目前也没有全球、区域和各国的低出生体重率估计。为填补这一

空白，世卫组织与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及学术机构（伦敦卫生与热带医学院和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结

成伙伴，正努力估算活产中的低出生体重率和趋势14。这些数据对于确定基线至关重要，之后世卫

组织和会员国可以对照基线评估实现世界卫生大会确定的2025年全球目标的进展情况。过去开展的和现在正

在进行的活动包括：

· 审查所有国家的国家级常规数据（例如民事登记、生命统计及卫生管理信息系统数据），并拟定质量标准，以

便归类高质量数据；

· 重新分析人口与健康调查和多指标类集调查的低出生体重数据，包括分析探索调整调查数据的新方法以便累

积具体出生体重数据；

· 建立来自具有全国代表性来源的低出生体重数据的综合数据库，其中包括调整过的住户调查数据和常规国

家数据；

· 根据最终数据库中的所有输入数据为没有高质量数据的国家开发一个模型，包括不确定性范围和趋势；

· 得出提交国家磋商的估计数字。

除出生体重数据外，许多调查请母亲回忆婴儿出生时对其个头大小（例如：很大、大于平均水平、平均

大小、小于平均水平、很小）的主观评估。然后通过加权重程序进行调整，按个头大小所分各类中的低出生

体重乘以相应类别中出生总比例，然后把各类别数字相加得出低体重流行率的总估计数字。这种调整低出生

体重流行率的方法可以显著改进估计结果，因为它采用所有儿童（包括未称重儿童）信息，有助于纠正出生

体重漏报产生的偏倚(62)。但是，直到最近，这种方法才被广泛采用。

该调整中的假设如下：(1)报告了出生体重数字的婴儿和未报告出生体重的婴儿一样可能出现低出生体

重；(2)在同一个国家内部，婴儿出生体重和母亲对婴儿大小的评估之间的关系与婴儿是否称重无关。在评

估来自40多个国家的调查数据时，Blanc和Wardlaw（2005年）研究了这些假设，并记录了如下现象：有出生

体重数字的婴儿特征不能代表所有出生的婴儿(62)。称过体重的婴儿更有可能有受教育程度更高的生活在城

市地区的母亲。他们也更可能出生在医疗机构内，由技能熟练的卫生专业人员接生。这些特征一般与更高的

出生体重有关，因此，根据这些数据产生的估计结果有可能低估低出生体重流行率。此外，Blanc和Wardlaw 

（2005年）还注意到有记录出生体重调查数据集中在500克的倍数上(62)。2500克是低出生体重的定义界值，

大量数据集中在这个水平上，影响着对低出生体重的估计。根据对88个调查中出生体重在2001克至2999克之

间分布的评估，他们建议出生体重恰好记录为2500克的婴儿中应有四分之一重新归类为低出生体重。

应用这两种调整方法（即母亲对婴儿出生个头大小的评估以及2500克水平上的数据堆积）有可能产生对

低出生体重发生率的更高估计数字。来自114个人口与健康调查和多指标类集调查的结果显示，平均而言，与

不做调整的调查数据相比，出生个头大小和数据堆积调整会导致低出生体重发生率上升24%。

14   将根据正在开展的工作作出必要修订。



测量重量

附
件

 5



72 全球营养监测框架跟踪实现2025年目标进展情况业务指导文件

如 有可能，应让每个实地工作人员都带着自己的秤，否则测量和完成调查的时间可能会较长。有若干

种体重秤可用。例如联合国儿童基金会电子秤（物项编号0141015，母亲/儿童用电子体重秤）。该称

由德国赛康公司生产，是一种地秤，可用于称量儿童和成人。对成人而言，称重范围为1公斤至150
公斤，精度为100克。上称成人体重可以存入内存，这样成人怀抱幼儿的体重就可以显示在称的指示器上。

如需更多信息，请联系联合国儿童基金会供应处：UNICEF Plads, Freeport; DK-2100 Copenhagen, Denmark。
电话：(45) 35 27 35 27；传真(45) 35 26 94 21：电子邮件supply@unicef.org：网址：www.supply.unicef.dk。

可以直接称儿童的体重。如果儿童感到害怕，可以先单独称母亲体重，然后由母亲怀抱儿童上称再称，

体重秤会自动用减法计算儿童体重。最近的调查经验显示，该称运行良好，不过高温可能产生不良影响对称

重造成困难。

儿童年龄对于人体测量必不可少，必须与身长/身高和体重数据一并收集，并且应尽可能准确（细节见

第3.1节）。

© UNICEF/UN0146813/Knowles-Cour

mailto:supply@unicef.org
http://www.supply.unicef.d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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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定量24小时回忆中产生最低饮食多样性数据的步骤取决于源数据文档的结构和内容。

下文描述以下主要步骤：

1. 依次确定儿童是否食用了八个食物组中的食物；

2. 对已用食品应用最低数量标准以确定是否“算数”；

3. 构建最低饮食多样性。

1. 食物分组并确定儿童是否选用了各组食物 

大部分具有全国代表性的定量饮食数据集都有食品/原料文档，其中列出所有个人食用的东西，以及

包含营养素摄入数据的个人信息文档。在食品/原料文档中，各种食品/原料通常采用分层编码方式进行编

码，例如，一位数字代表该食品所在的分组，其它位数字代表该组内的属性和具体食物项目。各国编码方

案提供的属性信息详细程度各不相同，但对于构建最低饮食多样性所需的简单分类而言，只需少数描述符

和区别就够用了。

以下描述如何将“简单”食物分为不同的组，以及根据源数据集中可用信息对复合食品（食谱）进行编

码的方案。

1.1 将“简单”食物（一种原料）分组并编码

简单食物通常很容易归类到某一组。在很多情况下，可用对照现成的国家级编码方案将大部分食物分到

八个组中。每个小组所属食物的详细清单可由世卫组织2010年文件中获得。该文件还提供计算最低饮食多样

性时排除的食物和组（例如给菜调味的佐料和小配料、甜品等）。排除这些食物的原因是要避免错误地扩大

健康饮食多样性。

世卫组织的分组与国家级编码方案有一处不同：富含维生素A的水果和蔬菜被与所有其它水果和蔬菜区分

开来。“富含维生素A的水果和蔬菜”组中，每100克食品均能提供至少120视黄醇当量（RE）15。目前，食物成

分表会以视黄醇当量单位或视黄醇活性当量（RAE）的形式报告维生素A含量。对于植物性食物而言，120视黄

醇当量大约相当于60视黄醇活性当量。这个分组不大可能出现在各国国家级编码方案中16。因此，或许需要逐

个对水果和蔬菜进行分类，做法是研究该食物在所食用形式下的维生素A含量。

国家级编码方案中的许多食物分组可能也会与世卫组织分组中对根、茎和芭蕉芋的分类不一样。在世卫

组织方案中，除富含维生素A的黄心或橙心甘薯外，含大量淀粉的根、茎和芭蕉芋都与谷物分为一类，即富含

淀粉的主食。也请注意，在世卫组织方案中，一些其它含淀粉蔬菜（例如鲜玉米和鲜豌豆）分入蔬菜组。

1.2 复合食品, 包括商业加工食品

在各国包含个人消费信息的饮食数据库中，复合食品的编码方式不同。在一些情况下，复合食品被完全

分为各种组成食品的原料，然后记录并报告被调查个人食用的各种原料的数量。在另外一些情况下，则报告

被调查者食用了某个数量的复合食品。在后一种情况下，用于进一步分解数据的相互关联但独立存在的食谱

数据文档可能存在也可能不存在。此外，对于商业食品产品而言，往往没办法拿到完整食谱。因此，一些国

家数据集中有关个人食用食品情况的文档中会包括食品、原料和商业产品等多种信息。

考虑到数据结构和特征的多样性，本文件无法提供详细指导。以下一般性指导应该能够允许负责国家饮

食数据处理的分析员将复合食品归入世卫组织食品分组并相应编码。

15 每100克120视黄醇当量相当于食品法典委员会确定的营养素参考值（NRV: 800视黄醇当量）的15%。确定一种食品是任何营养素“来源”的食品法典标准指出，提供量应达到：每
100克固体食物15%；每100克液体7.5%；每100千卡5%；或是每份食品15%。确定为“高”营养素“来源”的食品则必须提供两倍以上数量（例如每100克固体食物30%或240视黄
醇当量）。确定的营养素参考值水平应能满足需求最高年龄/性别组（不包括孕妇和哺乳妇女）中约97%个人的需求。“来源”的定义见国际食品法典委员会1997年通过、2004年
修订的指南。营养素参考值定义见国际食品法典委员会1985年通过、1993年修订的指南（所有食品法典标准见http://www.codexalimentarius.org/）。

16 一些国家的蔬菜分组与此类似（例如深绿色蔬菜或深绿色叶菜和深橙色果肉蔬菜）。这种分组可以简化工作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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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尽可能根据食谱上的比例将复合食品分解为各种原料，并计算儿童食用的每种原料的数量17。没办法

做到这一点时，应根据其主要原料对食品进行分组编码，食用数量则计入主要原料所在的食物组。如前文所

述，在许多国家的编码方案中，已经存在食物组级别的编码，并且也体现在分层的食物和原料编码中。

2. 针对每种食物组应用最低数量标准

一旦食品/原料文档中的所有项目均已编码分组，即按照最低10克标准确定吃下的哪一项食品18 

“算数”。除母乳外19，食用量少于10克的食品均不计入统计。

3. 构建最低饮食多样性

现在，食品/原料级数据文档中有一个每个孩子吃的至少达到10克的各种食品的清单。其中每一项都有一

个相关的世卫组织食品分组编码。计算吃过几组食品，然后构建最低饮食多样性。吃过的食品组数量可能在

0–8之间。然后计算吃了至少5组食物的儿童（即昨天白天或晚上吃到世卫组织食品分组中5、6、7或8组食品

的儿童）所占比例。

如前文所述，一些数据集的食品/原料文档包括有关母乳喂养的信息（即，每次喂儿童母乳均在食品/原

料文档中计入一行编码为母乳的信息，虽然无法估计数量）。在这种情况下，在对24小时回忆数据进行分析

时，母乳计做一组。这是计算最低饮食多样性的首选方法，因为母乳组的回忆期与其它食物组一样。

不过，在一些数据集中，母乳并未与其它食品和原料记录在一起，而是单独询问被调查儿童是否仍在

吃母乳。如没有之前一天或晚上孩子是否吃了母乳的数据，如果知道该儿童尚未完全断奶，即可为其记上

母乳组。

在以上两种情况下，不论食用数量如何，均应记录已食用母乳20。

17 对于烹饪食谱而言，进行该计算可能需要使用适当的产量因子，以便估计儿童食用的数量。对于使用奶粉的食谱，数量应估计为液体奶当量（即按照复原为液体奶的数量）。

18  一“项”是指特定时间食用的一个食物或原料，通常这会在食品/原料级数据文档中占一行。

19  在一些调查中，母乳出现在摄入文档中，但没有量化。为确保各种不同情况的标准化，为本指标目的，任何母乳摄入数量均“算数”。

20  世卫组织2010年提供的问卷范本包括如下问题：“（姓名）昨天白天或晚上是否吃了母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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