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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言
过去十年中，人们对营养在促进人类健康和福祉方面的重要性的认识日益增强。各国对 2012 年第 65 届世界

卫生大会通过的六大全球营养目标和 “ 在 2030 年以前消除所有形式的饥饿和营养不良 ” 这一雄心勃勃的可持续发

展目标（SDGs）的承诺正体现了这一点。“ 联合国营养问题行动十年 ” 也强调了这些承诺对于动员全球力量消除

各种形式的营养不良的重要性。只有在营养监测和营养计划方面进行充分的投入，才能实现这些全球目标。

某一人群的重要营养状况指标是以体格测量数据为基础的。准确的体格测量数据可以为政策制定者、项目管

理者、科研人员和相关倡导者提供可靠的信息，在营养学领域尤为重要。体格测量数据的质量对于评估健康与营

养干预措施的实施情况和指导后续计划也是非常重要的。

在代表人群调查中，收集体格测量数据可以清楚的了解国内营养不良问题的严重性及其分布，从而制定相应

的干预措施并进行监测，以提高相关人群的营养状况。所采用的调查类型依具体情况而定，但所有的调查均应遵

循标准的体格测量数据质量准则和标准的数据收集、分析和报告方法。各国政府及其他利益相关方若要监测营养

专门项目或营养敏感项目的实施情况，并根据项目进展做出决策，那么获得准确且可比的体格测量数据则是非常

必要的。

2015 年美国国际发展署（USAID）在华盛顿特区举办了一个技术会议，其目的是就体格测量调查方法学的目的、

作用和挑战达成共识，为加强体格测量数据的可比性和人群评估的准确性提供建议。2017 年，联合国儿童基金会

和世界卫生组织在日内瓦联合主办了 “ 实施和加强营养监测：来自现场的经验 ” 会议，重点关注各区域的经验教训，

讨论了现有的营养指标和监测体系。本次会议明确指出了现有营养数据在监测国家、区域和全球进展方面的不足。

专家组还确认需建立相关准则以评估体格测量数据的质量和协调各种数据的收集、分析和报告方法。为此，世界

卫生组织 - 联合国儿童基金会营养评估专家技术咨询小组（TEAM）于 2016 年正式成立工作组（WG），对体格测

量数据的收集提出了一系列建议，以提高数据质量，使数据分析和报告的方法标准化 1 。

目的

营养评估专家技术咨询小组（TEAM）体格测量数据质量工作组（WG）的任务是为抽样、体格测量师的培训

和标准化、数据收集、项目监督以及包括体格测量数据的质量评估、分析、解释和报告在内的数据管理工作制定

基本的标准和准则。本材料即其审慎工作的核心成果，致力于在包括体格测量内容的调查中为工作人员提供指导。

本材料是在审阅了现有的国家级住户调查工具（人口与健康调查、多指标聚类调查、制定目标的 SMART 原则等）

的基础上制定的，为加强全球营养目标（儿童发育迟缓、消瘦和超重）和 SDG2.2 目标的相关报告质量提出了整

套建议。

本材料的部分建议是有循证基础的，而其他建议则更多来自于实际经验和专家建议。在制定本技术指南的过

程中，我们清楚的认识到需要开展进一步的研究，以在更大范围内提出有循证基础的建议，明确是否使用技术上

更先进的测量仪器则必然会收集到更准确的数据。本材料旨在指导调查实施者如何提高全球监测工作中体格测量

数据的质量，使各国更有效地追踪其在实现 2025 年全球营养目标和 2030 年可持续发展目标方面取得的进展。

范围

本材料旨在为具有国家代表性的调查中体格测量数据的收集、分析和生成营养不良评估报告提供参考

建议。其目的是制定标准化的方法，根据 5 岁以下（或 0-59 个月）儿童的体重、身长 / 身高、年龄等相关

体格测量数据，获得具有代表性的营养不良状况评估结果。

本材料不适用于各种紧急情况。材料中的某些建议和工具也许可以在紧急情况下使用，但由于此时通常资源

有限，且迫切需要快速评估，一些措施将不再具有可行性。这时则有必要采取更适宜的方法。

1 WHO-UNICEF Technical Expert Advisory Group on Nutrition Monitoring (TEAM), (https://www.who.int/nutrition/team/en/, accessed 26 
February 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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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材料围绕基于体重、身长 / 身高和年龄的体格测量指标提出建议，其中，核心的体格测量指标如下 ：

• 年龄别体重

• 年龄别身长或年龄别身高

• 身长别体重或身高别体重

在 0-59 个月的儿童中，消瘦（身长 / 身高别体重低于世卫组织儿童生长发育标准中位数 2 个标准差）、发育

迟缓（年龄别身长 / 身高低于世卫组织儿童生长发育标准中位数 2 个标准差）和超重（身长 / 身高别体重高于世

卫组织儿童生长发育标准中位数 2 个标准差）等指标不仅是全球营养监测框架下孕产妇和婴幼儿营养全面实施计

划的重要内容，同时也是六大全球营养目标和可持续发展目标 2.2 中的 3 个主要指标。本材料不涉及上臂中部臂

围（MUAC），因为在跟踪世界卫生大会制定的全球营养目标的进展时，该指标未用于定义消瘦。

受众

本材料的目标受众是收集体格测量数据的调查中有经验的技术人员，尤其适用于 ：

• 调查管理者

• 国家级调查的技术支持者 

• 国家级调查机构（向政府汇报可持续发展目标和世界卫生大会的内容。包括儿童体格测量的代表人群调查的实施

者等）

• 关注数据质量的国际组织和国内机构

• 研究人员

• 公共卫生领域的营养学家

内容提纲

本材料分为三个重要章节（图 1）。第一章描述了调查的组织和设计，包括对计划阶段、抽样过程、问卷设计、

现场团队培训和所需体格测量设备的建议。第 2 章为现场工作中收集优质数据提供了指导，主要包括数据收集、

进行访谈并开展测量、数据采集 / 录入、以及推荐的全过程质量保证检查。第 3 章介绍了在中心办公室进行的数

据质量评估与检查，以及推荐的营养不良评估的标准分析、解释和报告方法。材料中还提供了形成透明报告的标

准方法。材料的每个章节都阐述了相关的基本原理，并推荐了许多提高数据质量的措施。本材料尽可能地为调查

流程每个步骤的建议都附上了相应的有效工具。第 1、2 章的部分小节还列举了可能影响数据质量的错误实践并提

出了规避方法。

三个章节中所包含的资料和系列建议各有侧重。第 1 章和第 2 章与调查步骤相关，由调查的设计和实施者主

导项目进程，其对所收集的数据负有全部责任。因此，这两个章节提出了在调查设计和数据收集的各个阶段可能

出现的错误实践及规避措施。而第 3 章解释了如何按照标准方法进行数据质量评估和数据分析，以形成具有高透

明度的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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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提高体格测量调查过程的数据质量

现场工作调查的组织和设计 数据处理

·设计

·抽样

·问卷设计

·培训

·设备

·数据收集

·访谈和测量

·数据采集/数据录入

·质量保证（包括盲法重测）

·数据质量评估

·数据分析

·数据解释

·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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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提高体格测量数据的质量，组织一项体格测量调查的包含以下几项重要内容 ：

1.1. 计划

1.2. 抽样

1.3. 问卷设计

1.4. 培训和标准化操作

1.5. 设备

1.1. 制定计划
一项致力于收集体格测量数据收集的调查的计划包含多个步骤，以实施测量措施，从而产生高质量的数据。

本节阐述了调查计划的关键步骤，确定关键控制点，避免可能影响数据质量的常见操作错误，并提出一些建议，

避免陷入这些误区。

调查计划过程的关键步骤

a) 调查的初步设计（调查指导委员会 / 技术工作组）。

b) 制定调查方案（调查项目主管，抽样统计人员）。

c) 选择数据收集方法（调查项目主管）。

d) 制定调查手册，包括访谈员操作指南（调查项目主管，现场工作协调员）。

e) 与政府签订一项数据公开发布协议（调查项目主管）。

f) 确定日程安排（调查项目主管，抽样统计人员）。

g) 必要时要通过伦理审查（调查项目主管）。

h) 选择现场人员队伍（调查项目主管）。

i) 准备现场工作计划（调查项目主管）。

计划步骤概述 

a) 调查的初步设计

建议在调查指导委员会中纳入 1 名体格测量方面的专家（见附录 1 调查组织结构图）。如果不能实现的话，必

须在外部利益相关群体中明确 1 名体格测量专家，并制定一项正式规程，同意该专家在指导委员会决策中发挥作用。

在开始调查设计前，要明确在同一时期是否有研究主题相同的其他调查项目计划实施。此建议的目的是联合

开展工作，提高效率并减少重复工作。如果需要开展一项体格测量指标调查，第一步要规定调查的范围（见注 1），
明确调查目标人群，制定调查主要目标，同时考虑调查实施的内容。第二步，要保障调查全过程所需资源，包括

采购必需设备和后勤保障，并确保具有充足人员和其他财务费用。第三，要制定调查日程。明确一名合适的调查

项目主管 1 和机构来指导调查的开展，调查项目主管和机构必需有开展体格测量数据收集调查的相关经验。

1 见附录 2 中阐述的标准工作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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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1：调查范围制定建议（与体格测量指标相关方面）
世界卫生大会 2025 年全球营养目标和 2030 年可持续发展目标（发育迟缓、消瘦和超重）中所提出的

体格测量基础指标针对的是 0 到 5 岁以下儿童（即 0 到满 59 个月龄）。在开展体格测量调查是，获得 6 月

龄以下儿童的信息至关重要，必须将其纳入调查范围。我们建议在全国性调查中包含以下内容 ：

 – 0 到满 59 月龄的所有儿童 ；

 – 2025 年营养目标中所涉及的指标 ：发育迟缓，消瘦和超重。

全国性调查中的双侧水肿评估：并发水肿的营养不良在许多国家并不常见，更重要的是其很容易误诊，

因此不建议将此项评估作为所有调查的标准方案。

如果在调查中纳入了双侧凹陷性水肿评估，现场调查人员需要获得相应地培训，接触真实病例。数据

收集过程中观察到的所有水肿病例都必须得到现场监督员核实。

如果把双侧凹陷性水肿评估作为调查的一部分内容，那么调查报告中必须把并发水肿和未并发水肿的

急性营养不良患者结果分别描述。

提示

• 确定最佳时机开展调查，以便调查数据可以与之前的调查进行比较（季节因素可能会影响体格测量

指标）。

• 鉴于对全球营养目标和可持续发展目标的重要意义，在制定计划时要慎重考虑纳入评估发育迟缓、

消瘦和超重流行状况的所有指标和问题。

工具

• 在以下网址可以获得计算调查预算的电子表格 MICS toolkit (Appendix A, Budget Calculation 
Template)

b) 制定调查方案

调查项目主管应与其他利益相关者对调查指导委员会所认可的调查方案制定过程进行监督。调查项目主管应

在调查统计人员的支持下确定分析方案 ：包括确定指标，计算指标所需数据，目标人群，所需细化分类以及实现

调查目的其他必需项目。调查项目主管任务包括 ：

 – 对调查表的设计过程进行审核，审核地方事件日历，从而可以估算儿童的出生日期（只在不能获得出生证明等

书面证明的情况才使用此方法估算）；

 – 开展问卷的预调查，起草访谈手册，详细解释如何完成体格测量调查表以及调查的正确步骤（详见见 1.3 节，

问卷设计部分）；

 – 确定调查所需人力资源（调查组数量，定期轮换所需监督人员，同时确定抽样阶段的制图和花名册制定团队）；

 – 计划所需特殊物资和设备 ：如果使用计算机辅助数据收集，电子称重设备必须可以直接将数据传输到平板电脑，

以避免数据录入错误（见 1.5 节，设备的必需规格）；

 – 技术设备的标准化。

c) 选择数据收集方法

为提高数据质量，促进数据共享，多个机构推荐使用计算机辅助现场数据收集。证据表明，采用这种方法代

替纸质版问卷，可以提高营养调查数据的质量 ( )。与传统的纸质问卷相比，使用计算机或者智能手机辅助现场收

集数据，具有以下优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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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对用户更加友好 ；

 – 能够更方便、更及时地对团队绩效进行监督 ；

 – 从源头对数据进行收集和数字化，使得数据录入效率更高、更准确，从而获得更可靠的数据 ；

 – 在数据收集时不需要移动网络连接 ；

 – 计算机辅助数据收集系统可事先设计标准化问卷调查程序，可以在任何场合重复使用 ；

 – 根据调查需要，可以制定范围和限制条件来控制误差，同时数据可以很方便地传输到其他软件 ；

 – 可以在几天内获得结果，而纸质问卷则需要数周。

工具

• 在MICS工具包可以获得调查方案模板（MICS survey plan template, 2017），同时还可以获得多种

物资需求估计工具（MICS Listing and Fieldwork Duration, Staff and Supply Estimates Template, 26 
May 2017）。

• 计算机辅助访谈数据收集的更多利弊信息详见DHS Survey Organization Manual 2012, p. 19.

d) 制定调查手册及访谈员手册

在调查手册中应阐明现场数据收集程序，便于调查小组使用。在手册中应特别说明，调查员如何依据当地习

俗向初级抽样单位（PSU）代表介绍调查小组，确定被抽样住户，根据调查方案回收完成的调查表，正确开展体

格测量措施等。同时，手册中还应纳入一章，阐述如何开展质控任务和实施标准化程序，以确保数据收集过程中

的质量。

e) 与政府签订数据公开协议

实施调查的团队应和政府部门达成一项集体协议，在调查完成后，原始数据可以公开共享及发布。建议公布

全部原始数据。

f) 制定调查日程

要留有足够的时间用于人员招募。预测组织一项专项调查所需的准确日程需要考虑多个因素 ：包括调查设计、

必要时的伦理审查、为现场小组制定合适的行程安排、抽样阶段（包括制定住户分布图和花名册）、培训（包括规

范测试）、设备及其他后期物资采购，更重要的是还要考虑现场工作时间、数据处理以及报告撰写时间。调查项目

主管负责保证调查过程按照日程实施，各项调查工作能够顺利实施。

工具

• 以下链接可获得调查日程模板 DHS Survey Organization Manual 2012, page 8.

g) 必要时获得伦理批准

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和世界卫生组织建议，即使一个国家不要求涉及营养不良发生率报告的入户调查方案必须

通过伦理审查，调查组织者也应申请伦理审查。如果当地无伦理审查委员会或者此类方案不需要获得伦理批准，

可向一个国际伦理审查委员会获取伦理批准。国家伦理委员会（或国际伦理委员会）必须指明，调查组应根据国

内可获取服务情况，确定严重消瘦的儿童是否需要进行转介治疗。如果调查方案中包含严重消瘦儿童治疗转介内容，

不能由调查员 / 测量人员在入户调查 / 测量时告知护理人员，因为他们在入户调查／测量时不清楚每个儿童的Ｚ

评分。应该由现场监督员或者其他调查组成员在调查组离开初级抽样单位时告知受影响儿童的监护人 有关转介治

疗内容 2 。

2 母亲／监护人在本报告中可交换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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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具

• 以下链接可获得数据收集的伦理标准示例 UNICEF procedural document3

h) 选择调查小组

现场小组的作用和工作介绍需要详细说明，包括数据管理人员和数据处理人员（见附录 1 和 2 组织机构图和

工作描述）。确定组成一个完善的调查团队需要招募多少人员，同时在人员招募阶段要留有足够的时间，通常需要

在调查培训开始前几周完成。要明确告知调查组成员有关调查的要求：现场工作所需时间和保障承诺，当地条件（住

宿、交通、按日计酬、薪酬），安全问题以及每天或每周的工作时长，目的是为了减少人员退出。同时还要考虑可

能影响人体量数据收集的特殊背景因素（文化信仰、性别问题）。根据具体情况，调查组成员的性别平衡也是需要

考虑的一项重要因素。

在人员招募环节，需要开展一项测试，确定团队成员能够准确处理数字，理解测量措施，同时根据体格测量

所用设备的特定类型，调查组人员在身体方面需要胜任工作任务（例如，可以蹲下或者弯腰，可以携带设备）。如

果招募候选人不能准确完成体格测量，就需要对他 / 她进行更换。

建立一个数据库，记录每个体格测量人员的特征（年龄、性别、教育程度、专业培训、职业状况、既往调查

经验等），这是很好的做法。这些信息可以与体格测量人员的身份证号（或者小组识别号）进行链接，在问卷调查

完成后进行绩效分析。

要根据环境因素设定合理的调查团队成员数量（天气、距离、交通方式、工作条件、问卷长度等）。通过这种

方式认真地组织调查团队，每天对体格测量人员数量进行评估，避免工作量过大而出现工作疲劳。调查组成员的

疲劳会对测量数据的质量产生负面影响。在调查开始的前几周要对不同体格测量人员的工作量进行评估。

提示

• 建议每个现场小组至少有两名训练有素的体格测量人员对每个儿童进行测量。要明确两名体格测量

人员各自的角色，一个作为“主要测量员”，一个作为“助理测量员”。

• 切记调查组不能超负担工作，因为疲劳的工作团队更可能会在数据准确性产生疏忽或者录入错误的

数据。

工具

• 附录2中提供了工作说明的模板。

• 人口与健康调查采用了现场人员数据收集表(data collection form for fieldworkers)，有助于体格测

量人员的绩效评估。

i) 制定现场工作计划

调查项目主管要确保现场所有必须物资和设备按时就位，技术设备需要及时采购并校准调试，准备好相关材料。

后勤和人力资源需要准备完毕，保证可以按照日程安排开展计划任务。建议另外准备一套应急计划 ：这样在必要

时可以迅速更换小组成员或者某项设备。

准备开展调查时，及时告知各级官方机构。这对于初级抽样单位尤为重要，当地机构可以及时通知被抽样住

户的成员在调查当天留在家里。此部分在第 2 章（现场工作）中进一步进行了介绍。

提示

• 准备一份应急计划，这样可以在短时间内对小组成员或者设备进行更换。

3 联合国儿童基金会研究、评估、数据收集和分析伦理标准程序，2015 年 ：该文件为模板，可根据情况进行修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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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体格测量调查设计中常见错误操作及规避方法

 错误操作  规避方法

目标、目的和范围不清楚

• 明确最近是否有相关调查开展，已经报告全球目标

数据（有关体格测量指标每 3 年开展一次估计，以

便各国定期更新各自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的进展情

况）。

• 与当地同行讨论此项调查，询问他们希望从此项调

查中获取何种信息，调查结果怎样能够解决政策和

规划方面的首要问题。

• 保证调查目的符合 SMART 原则（明确性、可衡量性、

可实现性、相关性以及时限性）。

• 制定一份谅解备忘录（MoU），所有相关部门（例

如政府、数据所有方等）共同签署，保证数据文件

可以公开共享。

缺乏资源 ：包括财力与人力

• 制定预算时参照已建立的方案以及应考虑的约束条

件。 

• 如果不能获得政治承诺或者财务资源，则需要考虑

暂停实施调查项目

低估语言因素的重要性

• 使用精通当地语言的人翻译问卷

• 对问卷进行回译，保证问卷的提问准确符合设计者

预期。

• 保证数据收集小组中包含能够说并理解当地语言的

成员。

获得伦理批准及其他授权时间过长

• 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和世界卫生组织建议，即使一个

国家不要求涉及营养不良发生率报告的入户调查方

案必须通过伦理审查，调查机构也仍要申请伦理审

查。如果当地没有伦理审查委员会或者不需要对调

查方案进行伦理审查，可向国际伦理审查委员会申

请批准。

• 确定国内或国际伦理审查委员会，对调查过程中的

知情同意进行伦理审查。

• 为这些问题留有足够的时间，同时留有弹性资源来

处理这些问题。

人员招募过程过于匆忙或者时间很少
• 在调查培训启动前，制定几周的日程来准备面试，

完成合同签订或行政程序。

当地社区不接受调查小组

• 在调查前联系中央和地方行政机构以及当地社区领

导，解释调查的目的和意义，以及所采用的体格测

量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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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错误操作  规避方法

体格测量人员数量不足（调查组成员退出）

• 考虑到语言需要和可能有人员退出，招募用于培训

的体格测量人员的数量应该至少超出现场工作需要

的 15%。

设备就位延误

• 一旦确定需求后马上开始订购设备和物资，选择可

靠的供应方，同时与当地同行确认申请海关放行的

条件。

1. 2. 抽样
如本章概述部分所述，所有横断面的入户调查，如果目的是获得一定地理范围内的全国性和 / 或地方性人群

代表性，则需要采用标准的方法和工具进行抽样。数据具有统计学合理性以及具有国际可比性，是制定循证策略

和计划的必备条件，同时也是监督各国实现国内目标和全球承诺进展情况的需要。合理的抽样方案是获得准确估

计的关键环节。有代表性的横断面入户调查通常采取两阶段分层抽样设计。这种设计中，第一阶段是确定初级抽

样单位，通常依据最近的人口和住户普查而定。第二阶段是制定抽样框架，通过绘制地图和编制住户花名册方式

产生，需要对每一个选中的初级抽样单位进行访问，绘制一份当地地图和初级抽样单位的结构示意图 ：这是编制

结构表的基础，同时要注明相关户主姓名及其他特征。结构表编制的质量是影响目标人群覆盖情况的关键因素。

住户分布地图和花名册的制定应作为一项独立的步骤开展，尽管这个过程需要耗费大量的现场投入，但这是一项

基础步骤，是实现抽样框架覆盖率和样本人群代表性的保证。幸运的是，现有工具可以帮助指导完成抽样工作。

在需要对代表性进行估计的调查项目中，如对可持续发展目标评估，推荐使用以下步骤。值得说明的是，该

步骤不一定适用于其他研究或者评估设计。

推荐在要求具有代表性的横断面入户调查中，采用此抽样步骤，概述如下：

a) 任命一名抽样统计人员，制定和实施抽样计划（调查项目主管）。

b) 制定抽样计划（抽样统计人员）。

c) 根据需要分析的关键指标和地理区域，确定调查目标（在部门专家和调查项目主管支持下由抽样统计人员完成）。

d) 计算样本量（抽样统计人员）。

e) 确定并审核抽样框架（抽样统计人员）。

f) 选择初级抽样单位（PSUs）（抽样统计人员）。

g) 组织建立第二阶段抽样框架，也就是计划并培训地图绘制和住户花名册制定人员（调查项目主管）。

h) 住户地图和花名册制作，在调查前建立完成第二阶段抽样框架（抽样统计人员）。

i) 选择需要访谈调查的住户（抽样统计人员）。

j) 确定需要调查的住户和住户成员，制定问卷中住户登记部分内容以及相关访谈说明（抽样统计人员和调查项目

主管）。

k) 对调查员和其他现场人员进行抽样计划和调查方法的培训（调查项目主管）。

l) 对抽样设计和抽样实施编写一份详细的附录（抽样统计人员）。

m) 计算住户和个人的权重（抽样统计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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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有代表性的横断面入户调查的抽样步骤和抽样工具概述

a) 任命一名抽样统计人员，制定和实施抽样计划

抽样统计人员要对抽样计划的所有内容进行审核，从计划的制定到实施、样本权重和误差的计算以及报告。

他或她最好来自于当地的相关部门，例如国家统计办公室，最好这个部门也是调查组织机构之一。如果国家统计

办公室或者相应部门不是调查组织机构之一，则可以从当地相关部门聘用一名抽样统计人员，或者雇用一名抽样

统计顾问，由他 / 她负责对抽样计划的各个部分进行审核，并对实施和报告各步骤进行监督和技术指导。本指南

中提供了此类专家的职权范围（附录 2），可帮助制定此类专家的聘用合同。

提示

• 确定国家统计办公室是否有能力委派一名抽样统计人员支持该调查，如果不能的话，可以考虑雇佣

一名有经验的国际顾问。

工具

• 附录2中提供了抽样统计人员的职权范围（如果国家不能提供此类人员）。

b) 制定抽样计划，抽样计划应该包含以下方面的内容

需要注意，以下几项内容代表了最基础的方面，一项全国范围的调查必须覆盖这些内容，同时根据调查的范

围可能还需要考虑其他一些参数。一名有经验的抽样统计人员知道一项调查有哪些特殊的抽样要求，并能够满足

这些特殊要求，例如由于低生育率而对 5 岁以下儿童住户过密抽样（oversampling），二次抽样和分层等。

 – 抽样框架 ：包含对抽样框架的审查与评估，并列出分层所需地理信息。

 – 调查目的和目标人群 ：包括根据关键指标确定的调查目的，目标人群和分析的地理区域（例如地区，国家水平

的城市 / 农村）。

 – 样本量 ：根据调查目的、目标人群和不同维度关键指标所需的精确水平来计算样本量。

 – 第一阶段抽样 ：建立包括初级抽样单位详细信息的数据库，例如被选中的初级抽样单位相关的住户数量（标准

方法通常是在每层中采用概率比例规模抽样法（PPS）系统选择初级抽样单位）。

 – 准备第二阶段抽样 ：包括手册制作及其他物资准备（例如表格，或者应用计算机辅助个人访谈（CAPI）），培训、

组织并开展住户分布图和名册制作。

 – 住户选择 ：包括中心办公室对样本住户选择的相关细节。

 – 对现场小组成员开展抽样计划培训。

 – 对抽样实施情况记录档案并形成报告。

 – 住户和个人的抽样权重计算规程。

提示

• 抽样统计人员负责制定抽样计划。

• 如果近期曾开展多指标聚类调查，人口与健康调查或者其他全国性入户调查项目开展，可从近期开

展的研究中审查抽样设计和关键指标的结果；如果和本报告中第1.2节相一致，可以使用同样的方

法，以便于比较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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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具

• 多指标聚类调查和人口与健康调查报告附录中的抽样设计可以作为抽样计划的模板，但需要根据新

调查的目的和预期结果进行调整。明确本国是否可以在线获得多指标聚类调查和人口与健康调查报

告；如果不能获得则可查询具有类似抽样需求的其他调查（例如使用类似设计参数的全国性、地方

性调查，即省级或地区级，城市/农村等），这些工具可供制定一项新调查抽样计划时参考。

• 人口与健康调查的抽样与住户花名册制定手册 DHS Sampling and Household Listing Manual 可以用

作抽样计划的模板（见5.2.1节）。

• 从NHANES sampling design 网站可以获得其他有帮助的信息。

c) 根据关键指标和需要分析的地理区域确定最终调查目的

根据报告需求特定信息和诸如预算和时间等可得资源，来确定调查的范围 ：例如，本调查结果是否具有国家

代表性，是否可用于估算地区或区域水平的数据？每一个地理区域都需要确定一个最小样本量，需要在调查表格

中分别进行估计。较大的地区范围以及较多的变量分类（如财富、母亲教育水平等）都会显著增加样本量。相应

会需要更多的经费和更长的现场调查时间。因此，需要慎重考虑对不同水平变量信息的需求和使用。

d) 计算样本量

对最近开展的所有入户调查的产出进行分析，如患病率估计、抽样误差和设计效应等，可以使用这些指标来

计算样本量。所评估的调查和即将开展的调查所调查的总体人群应该一致，抽样统计人员可以帮助确定最适合应

用的指标参数。如果最近有多指标聚类调查或人口与健康调查项目开展，那么可以在最终调查报告的附录中找到

关键指标的精确测量值和设计效应。对于一项既往已经开展的独立体格测量调查，5 岁以下儿童发育迟缓发生率

是一项可以检验的有效指标。借助于 “ 工具 ” 部分（见下表）列出的样本量计算模板，也可计算出一项调查所需的

最适宜样本量。如果在一项既往调查中不能找到 5 岁以下发育迟缓发生率的估计值，那么按照 50% 进行估计可计

算出最大需求样本量。如果调查有多项指标，或者需要根据不同背景特征进行分层、对营养不良发生率进行估计，

则需要一并考虑其他因素和指标。抽样统计人员可以帮助提供建议，做出最佳选择。

不建议为满足仅在两个时间点之间具有统计学显著差异的需求来确定样本量，除非患病率的期望差异足够大，

否则将导致所需样本量的大幅度增加。粮食与营养技术援助项目抽样指南中提供了一个电子表格计算法，可以对

现场调查以及不同时间点间比较的调查样本量进行估计。许多情况下，可以使用多个时间点的数据（超过两个）

对实现一项目标的进展情况进行最佳评估 ：这可以通过使用世界卫生组织全球目标跟踪工具或者附录 11 中的儿童

体格测量指标趋势及目标追踪电子数据表来实现。

提示

• 多指标聚类调查和人口与健康调查的最终报告中对关键指标的抽样误差、可信区间和设计效应进行

了估计，根据这些参数可以计算出最佳样本量。

• 确定地理范围和其他需要分析的区域，这些都会影响样本量需求。

工具

• 多指标聚类调查样本量计算模板（见抽样工具）。

• 人口与健康调查项目的两阶段整群抽样工作文件。

• 用做权重计算模板的测量评估电子数据表。

e) 确定并审核抽样框架

当使用人口普查区域作为初级抽样单位的时候，通常建议使用官方最近一次人口和住户普查结果作为抽样框

架的来源。许多大型住户调查项目如多指标聚类调查和人口与健康调查，会对全国抽样框架及相应报告进行周期

性评估，包括对抽样框架质量进行说明 ：这些评估结果可作为调查报告的一部分内容，以阐明本调查存在的问题

和局限性，也可为解决调查抽样框架问题提供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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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项人口普查的抽样框架在 10 周年内开展入户调查时通常还能沿用。虽然由于随着时间变化，抽样地区住户

数量会有所变化，从而导致第一阶段抽样效果稍微欠佳，但每项调查的第二阶段抽样框架通常是根据住户分布图

和花名册来制定的，因此可以提供一份调查选中地区住户的新名单。如果本国的一些地区，如大城市的边缘地带，

人口增长率很高，则需对抽样框架进行更新以及减少偏倚。如果最近的人口普查超过 10 年，或者由于武装冲突或

自然灾害，国家人口分布经历了大的变化，那么如果抽样统计人员认为合适的话，可以考虑使用其他抽样框架，

如选民登记或者人口登记的花名册。

关键是要保证初级抽样单位框架能够覆盖国家所有住户人口，初级抽样单位要根据有明确边界的地图来确定。

初级抽样单位要使用分层地理坐标码进行编码，同时要制定一份框架数据库（或电子数据表），对每一个初级抽样

单位中住户和人口数量信息进行统计。如果存在流动人口，则需要考虑流动人口的相关性。如果国内一些地区在

调查期间难以到达（因为安全或其他问题），则需要在样本选择前将其排除在外 ；为保证透明性，需要在调查报告

中记录所排除的住户和人口数量及比例。

提示

• 多数国家每10年开展一次人口和住户普查，在许多全国性住户调查中作为抽样框架，在调查地区作

为初级抽样单位。

• 如果国家的部分地区（如大城市的边缘）自抽样框架制定后有较大的增长，则需要对这些地区的抽

样框架进行更新。

• 如果最近的普查已经超过10年，或者国家的人口分布由于武装冲突或自然灾害出现较大变化，如果

抽样统计人员认为合适的话，可以考虑使用其他抽样框架，如选民登记、人口登记等。

• 一些国家使用标准抽样法( )选择入户调查的样本。这种标准抽样通常也是依据最近一次人口普查的

抽样框架。

工具

• 近期开展的多指标聚类调查和人口与健康调查报告可能包含样本框架评估，可以整合到样本抽样计

划中。

f) 选择初级抽样单位（PSU）

初级抽样单位的选择需要使用科学随机抽样方法，根据其规模比例确定每层中所有初级抽样单位被选中的概

率（概率比例规模抽样方法，PPS）。通常应用系统性概率比例规模抽样方法对每层中的初级抽样单位样本进行选择，

但也要保证初级抽样单位的分布具有区域代表性。也有其他方法可以代替 PPS 抽样，但通常效率较低。抽样统计

人员要依据调查的特定内容来制定最佳的抽样方案。理想的情况下，由国家统计局的抽样统计人员来选择初级抽

样单位 ；即使国家统计局不参与此项调查，我们仍建议由国家统计局来实施该步骤。如果不能由国家统计局实施，

其相关人员要与调查组的抽样统计人员分享抽样框架，调查组抽样统计人员完成抽样工作后也要将最终样本提交

国家统计局审核。在许多国家，国家统计局均能根据最近的人口普查结果，参与官方抽样框架的制定，同时对框

架内的初级抽样单位地图进行维护。在制作住户花名册时，需对每个抽中的初级抽样单位都需要制定一份地图。

所有初级抽样单位和住户都应纳入抽样框架 ：如果研究目的是报告可持续发展目标和世界卫生大会营养目标

实现进展情况报告，则不能选择特殊群体（如只选择公民，但排除非公民），因为可持续发展目标的目标是不让任

何人掉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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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示

• 初级抽样单位的选择必须依据概率抽样程序进行，根据这种方法，框架内的所有初级抽样单位的抽

中概率是确定的。

• 最有效的抽样方法是按照初级抽样单位的规模比例来确定其被选择的概率（即概率比例规模抽样方

法）。

• 有多种方法可以取代概率比例规模抽样方法，但通常更复杂，也没有必要。抽样统计人员可以建议

最适合本调查的抽样方法。

• 可使用SPSS综合抽样包或Excel应用程序等软件按照概率比例规模抽样方法对每层内初级抽样单位

进行选择。

工具

• 人口与健康调查的抽样与住户花名册制定手册 DHS Sampling and Household Listing Manual

g) 组织制定第二阶段抽样框架

对每一个抽中的初级抽样单位，使用标准流程对其中的机构和住户绘制分布图并编制名册，是制作第二阶段

抽样框架的关键步骤，也是在当前住户人群中选择有代表性样本的必需步骤。

根据标准方案编制住户分布图和花名册制定计划时，下面 “ 工具包 ” 中手册之一阐述的规程可以提供有效支持；

其中包括工具、培训方案、管理和监督规程。在制作花名册的时候，需要聘用一名协调人员对计划和操作过程进

行监督。如果应用计算机辅助个人访谈设备（CAPI）制定花名册，则需在培训开始前安装系统并进行测试。如果

没有使用计算机辅助个人访谈设备，则需提前准备适合现场使用的纸质版表格，例如 “ 工具 ” 手册所附的参考表格。

制作分布图和分布表需要一定的专业技能，因此要雇佣具有专业背景的工作人员来实施该步骤。若强迫一个团队

负责过多任务，则会降低一些任务的完成质量。因此，我们的建议是建立一个独立的团队，来负责制定调查所需

的分布图和花名册（尽管这样做的话，在不同的团队和调查步骤中可能会有人员的重复）。要选择具备制图技术的

人员来负责花名册制定和制图工作。制图和花名册制定团队的现场监督员也可参与其他任务，包括规划和组织现

场后勤工作，审核已完成的住户分布表和分布图，确保资料安全存放于中心办公室，以确保每一个初级抽样单位

均得以全面覆盖，做好记录，并查验工作质量是否合格。需要根据初级抽样单位的样本数量，来确定花名册制定

过程所需雇用的小组成员和现场监督员的数量。这些人员需要一直雇用，直到完成核查和监督任务，具体在步骤

中进行了概述（计算制作分布图及住户花名册所需住户数时，可参考 “ 工具 ” 部分的多指标聚类调查模板）。

理想情况下，国家统计局的制图人员应参与制图和花名册制定团队的培训，包括对普查地图信息进行解读。

在调查花名册制定活动开展前，培训内容中应包含现场的花名册制定实践练习。

在一些国家，多指标聚类调查和人口与健康调查每一个初级抽样单位的花名册制定过程均由一个小组完成，

该小组由一名制图员和一名花名册制定员组成，同时还有一名现场监督员负责协调多个小组（例如，每 3 个小组

任命一名现场监督员）。要制定一项计划，对制图和名册制定过程进行现场质量核查，此过程由花名册制定小组现

场监督员、花名册制定协调员和调查项目主管负责实施。同时还要制定中心办公室的质量核查计划。

注 ：不建议仅对有 5 岁以下儿童的住户建立第二阶段抽样框架 ：所有住户都应纳入名册制定过程，无需考虑

住户成员构成情况。样本应该从初级抽样单位中的所有住户和备测量的儿童中选择，初级抽样单位和儿童均在调

查访谈时确定（见第 2 章）

提示

• 最佳实践包括：在开展调查访谈现场工作开始前，由经过专门培训的小组对住户分布情况分别制作

分布图和分布表，同时有现场监督员和中心办公室对现场工作质量进行核查。

• 制图员和花名册制定员要得到全面培训，包括现场实践练习。

• 国家统计局专业人员要帮助对花名册制定员和制图员进行培训，包括对普查地图进行解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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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具

• 多指标聚类调查花名册制定时间及人员需求计算模板（MICS templates for calculating listing 
duration and listing staff requirements）。

• 人口与健康调查抽样与住户花名册制定手册（DHS Sampling and Household Listing Manual）。

• 多指标聚类调查分布图与住户花名册制定手册（MICS Manual for Mapping and Household Listing
见抽样工具部分）。

• 其他信息可见全国健康与营养调查抽样设计网站（NHANES sampling design）。

h) 绘制地图并制定花名册，建立第二阶段抽样框架

经过培训后的小组负责实施住户分布图和花名册制定，从而产生第二阶段抽样框架。该过程要遵循手册中制

定的调查专用住户分布图和花名册制定规程（与人口与健康调查和 / 或者多指标聚类调查手册中 “ 工具 ” 部分的步

骤一致）。在花名册制定过程中会遇到一些调整，例如有些时候社区有门禁，楼门上锁等，这时可以根据邮箱完成

花名册制定，从而解决这些问题 ；即使仅通过这些方法可能也无以完成完整的花名册。理想情况下，花名册制定

过程需要在调查访谈开始前一到三个月开展，从而允许足够的时间对完成的表格进行审核，同时对不符合要求的

初级抽样单位进行重新抽样，以避免出现显著的差异。根据人群特征，在某些情况下需在调查开始前 6 个多月就

着手制定花名册，而在另一些情况下（例如初级抽样单位受不安全、武装冲突影响和 / 或者移民率高等因素影响），

则在调查开始前一个月内开始制定花名册比较合适。启动花名册编制的最佳时间需由抽样统计人员来确定。

核查工作主要有三个阶段 ：

i. 现场监督员核查 ：核查所有初级抽样单位的全部分布表和分布图（核查纸质版）；

ii. 现场监督员、花名册制定协调员和调查项目主管核查 ：抽查所有初级抽样单位的全部分布表和分布图的 10%，

采用实地查验方式进行随机核查（实地核查 / 现场访问）；

iii. 中心办公室核查 ：一旦表格送回中心办公室，中心办则立即对所有初级抽样单位的全部分布表和分布图进行核

查（对纸质版的核查）。

i) 现场监督员核查（纸质版核查）

在制图和名册制定过程中，需每天对制图和名册制定小组进行现场督导。所有初级抽样单位的分布图和分布

表一旦完成后，现场监督员需要全部进行核查。现场监督员从花名册制定小组收到单个初级抽样单位最终示意图

和表格（或计算机辅助个人调查文件）时，他或她要将示意图和人口普查底图进行比较，确定所有初级抽样单位

边界地带的住户均被覆盖，没有住户被遗漏。现场监督员还要检查制图员是否在示意图上标记了每个初级抽样单

位内的花名册路线。如果花名册制定过程是依据全球定位系统，现场监督员则要检查制图和花名册制定小组的全

球定位跟踪系统，追溯其路线，保证小组覆盖了初级抽样单位边界地带的所有住户。现场监督员在监督制图和花

名册制定过程的质量时，要定期和花名册制定协调员联系，同样，花名册制定协调员要定期和中心办公室的抽样

和制图人员保持联络。早期人口普查所获得的抽样框架是监控花名册制定完整性的重要信息来源，其包括每个普

查区域的住户数量信息。现场监督员要核查花名册中的住户数量和普查框架中相应住户数之间的绝对差异是否超

过了预先确定的阈值（例如 20%）。如果超过了阈值，现场监督员首先要确定是否可以找到导致这种差异的原因，

例如部分住户迁移出某区域，或者迁入了新住户。如果现场监督员认定花名册制定没有遵循正确边界或者有多个

住户漏失，则需针对这一初级抽样单位重新制作花名册。

ii) 现场监督员、花名册制定协调员和调查项目主管共同核查（实地核查/现场访问）

如果初级抽样单位的分布图和花名册制定完成后，现场监督员、名册制定协调员和调查项目主管要随机选择

10% 的样本进行现场访问，完成质量核查。这项工作包括对所有初级抽样单位的边界地带住户进行现场查验，明

确这些住户已纳入分布表，同时标记出所有新住户。在对初级抽样单位样本进行现场访问时，现场监督员要查验

制图员标记出的路线，保证覆盖了初级抽样单位的所有不同分区，包括边界地带。如果制图和名册制定小组采用

贴纸或者粉笔在门框做标记的方法分辨住户，现场监督员也可实地核查这些标记，确定所抽查的初级抽样单位的

10% 样本内是否存在这些标记。如果发现存在重大问题或系统性问题，则需要对初级抽样单位另外抽取 10% 的样

本进行现场访问和现场核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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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i)中心办公室核查（纸质版核查）

所有分布图和名册制定完成并返回后，中心办公室需要对所有初级抽样单位的书面材料进行核查（即纸质版

核查）。该核查阶段（例如比较示意图和普查底图）与第一阶段现场监督员核查一样，不需要进行现场访问。中心

办工作人员要确定是否需要对某个初级抽样单位重新制作分布表，或者第 i 步中选择的样本住户的花名册登记是

否清晰可用。

提示

• 使用“工具”中的标准规程对选中的初级抽样单位中所有住户编制分布图和登记表是一项关键步骤，

否则无法保证获得有代表性的样本。

• 花名册制定的最佳时机应由抽样统计人确定：通常是在调查访谈开始前的一到三个月，这样可以避

免住户发生明显的变动。

• 开展现场核查并最后由中心办公室进行纸质版核查，对于保证选中初级抽样单位的分布图和名册登

记表的质量至关重要，这些信息将成为第二阶段的抽样框架。

• 在制图员和花名册制定员完成分布图和花名册制定后，现场监督员、花名册制定协调员和调查项目

主管需要对所有选中初级抽样单位中的至少10%的样本进行实地核实。

工具

• 人口与健康调查抽样与住户花名册制定手册（DHS Sampling and Household Listing Manual）

• 多指标聚类调查分布图及住户花名册制定手册（MICS Manual for Mapping and Household Listing）
（见抽样工具）。

• 其他有效信息可见全国健康与营养调查抽样设计网站（NHANES sampling design）。

i) 选择需要访谈的住户

住户的选择必须使用一种随机化的科学方法，保证选中的初级抽样单位内所有住户被选择的概率至少不是零

（理想情况是所有住户具有相等的被选择概率）。一旦中心办公室明确了住户花名册和分布图，抽样统计人员要利

用住户花名册选择一个住户的随机样本，选择过程可使用一种抽样工具，例如多指标聚类调查的 “ 工具 ” 中所列出

的住户选择模板。系统随机抽样方法是从花名册中选择住户的标准抽样程序。我们建议在中心办公室实施住户抽

样过程，只有在极端情况下才在现场实施抽样过程（见注 2）。

提示

• 为控制质量，住户的抽样要在中心办公室实施（不在现场）。

工具

• 人口与健康调查的抽样与住户花名册制定手册（DHS Sampling and Household Listing Manual）。

• 多指标聚类调查的住户系统随机抽样模板（MICS Systematic Random Selection of Households 
Template）（见抽样工具）。

• 其他有用信息可见全国健康和营养调查抽样设计网站（NHANES sampling design）。

注2：特殊情况下的住户选择
如果初级抽样单位的实际情况不允许由花名册制定员和制图员组成的独立小组开展分布图和花名册编

制，或者一些初级抽样单位内尽管存在安全问题、但仍可以进入（因此并没有从抽样框架内排除），在此类

情况下，考虑到调查小组在调查即将开始前即需建立第二阶段抽样框架，应竭尽全力尽快将初级抽样单位

的第二阶段抽样框架发送到中心办公室，由中心办对分布图和花名册进行快速审核，并选择需要调查的住户。

通过合理的计划和沟通，中心办公室可以在同一天将选择好的住户名单反馈给在现场工作的调查小组。

11

调查的组织和设计 I 13页

http://www.dhsprogram.com/pubs/pdf/DHSM4/DHS6_Sampling_Manual_Sept2012_DHSM4.pdf
https://www.cdc.gov/nchs/tutorials/NHANES/SurveyDesign/SampleDesign/intro.htm


但是，如果由于联络不畅，导致中心办公室不能对住户选择进行确认，则可以在现场根据手册规定的

程序对住户进行选择。这种情况下，调查项目主管可以使用一项住户选择表，依据全部登记住户的编号，

采用系统随机抽样方法选择出一个的住户样本。由现场监督员从初级抽样单位列表中筛选住户的方式只是

例外情况，不属于常规程序，仅适用于非常受限制的地区，同样也不适用于所有的初级抽样单位（例如，

具有特殊安全问题的初级抽样单位，在花名册制定阶段不能顺利完成，但在调查时仍能够到达）。在这种情

况下，调查访谈小组管理员可以选择住户样本 ；调查员和 / 或者体格测量员不能参与此过程。

j) 确定调查住户和住户成员，制定调查表中的“住户成员登记表”及相关的调查说明

在一项调查中，要明确所调查的住户和住户成员，同时，要将 “ 住户成员登记表 ” 作为调查表的一部分（见附

录 3，住户调查表模板）。针对确定的住户和成员，制定相关的调查说明。通常住户的定义是，由一个人或一群人

构成，彼此存在亲属关系或不存在亲属关系，居住在同一个住宅单元，认可一名成年男性或女性作为户主，共同

分享生活设施，并被认定为一个群体 4。在入户调查中，关于住户成员的两个主要定义如下 ：

 – 一个法律层面的住户成员是指住户的常住居民，不论调查前夕这个人是否在家中。不包括访客。一个实际住户

成员是指调查前夕在家中的成员。这个定义包括调查前夕住在家中的访客，但是不包括调查前夕未居住在家中

的常住居民，即使他们是常居民，而且调查当天在家中。

 – 一些调查（例如多指标聚类调查）只收集法律层面的住户成员的名单。有些调查（例如人口与健康调查）同时

收集法律层面的住户成员和实际住户成员，但是。

在调查结果报告时根据所感兴趣的指标，分别呈现法律层面的住户成员或者实际住户成员的相关结果（但不

是将两者混合一起统计分析数据）。例如，分析体格测量指标时通常使用实际住户样本。其他一些调查仅收集实际

住户的信息。建议对于计划开展调查的国家，在国家统计局支持的入户调查项目中，使用由国家统计局确定的 “ 住
户 ” 的定义。抽样统计人员和其他调查相关专家可以帮助确定住户成员的最佳定义，同时对问卷相关表格和调查

说明进行审核，保证结果计算清晰准确。

在抽样计划和调查报告中要明确说明对住户和住户成员的定义。对住户的定义需要遵照诸如国家统计局等相

关部门发布的标准，以及依据国家标准容许的合理偏差。对于计算准确的样本权重，校正加权总人口以及提交透

明的数据质量报告而言，所选择的定义是非常关健的信息。调查表的住户登记部分和相关调查说明需要依照选定

的住户成员定义，将住户内所有符合条件的成员登记在内（见附录 3 中住户调查表模板与登记表以及下述 “ 工具 ”
中关于法律层面和实际层面住户样本的调查说明）。如果住户成员定义不明确或者住户问卷中填表说明不准确、不

清晰，或者更糟糕的是，完全缺失，访谈员则不能对所有符合条件的住户成员进行登记 ：那么将会影响调查结果

的准确性以及数据质量报告的透明性。

实际层面和法律层面定义的儿童之间差别可能会非常微小：在大多数调查中，法律层面和实际层面定义的人群

有 90% 以上的重复（也就是说，>90% 被抽样的儿童在两种定义情况下都是相同的）。关键在于，住户成员的定义

需要在抽样计划和调查表中明确表述，制定调查说明的目的是保证能够准确登记所有符合条件的住户成员（注 3）。

4 引自人口与健康调查访谈员手测。下载地址 :https://www.dhsprogram.com/pubs/pdf/DHSM1/DHS7-Interviewer's-Manual-EN-12Jun2017-
DHSM1.pdf#page=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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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3：如果住户成员未明确定义，那么会发生什么情况？
一项旨在产生 5 岁以下儿童营养不良的具有全国代表性的估计结果的入户调查，由于没有在调查报告

中对住户成员进行明确定义，未能产生有用的结果。从调查报告中可以看出，无论从法律层面还是实际层面，

很明确很多符合条件的儿童流失了，因此，这项调查不具有全国代表性。该调查报告表明，虽然被抽中的

住户有大约 20 000 个，但只有大约 10 000 名 5 岁以下儿童纳入了数据库，更多的是依据其他来源获得的

基于 “ 平均每住户拥有的 5 岁以下儿童的平均数 ” 进行的估测。报告还表明，一些儿童在调查员入户调查

时并不在家。这表明调查没有完整登记全部符合条件的儿童，同时收集的是实际层面和法律层面定义儿童

的复合数据，但是没有清楚辨别一个儿童在调查前夕是一个常住居民、访客还是只是停留在住户家中。如

果对住户有一个清楚的定义，并相应制定住户成员登记表和调查说明，调查员严格遵循调查说明开展工作，

则可以根据住户登记数据获得符合条件儿童的总数，相应也会获得关于流失对象的透明性报告。根据抽样

住户数和其他来源基于 “ 平均每住户拥有的 5 岁以下儿童的平均数 ” 获得的 “ 期望 ” 数据，是不适合使用的，

因为不能使用其他来源获得的 “ 期望 ” 儿童数来进行比较，而是要使用依据明确定义并完成住户登记的实际

调查数据获得的 “ 符合条件 ” 儿童进行比较。

注4：如果预期的无应答率过高
住户和儿童个体无应答问题通常可以使用标准化样本加权法进行调整。这种方法应用的前提是，假设

无应答住户和儿童个体的特征与那些被调查的住户及儿童个体是相似的。如果预期的无应答率过高（例如，

如果在前期类似调查中无应答率过高），则可建立一个结构性的分析方案，对无应答情况进行研究分析。这

需要在调查实施前制定一些具有前瞻性的计划，保证在研究现场，在收集应答住户数据信息的同时，也收

集了无应答住户的数据信息。这样就可以对无应答偏倚进行估计，但仍需要有关调查尝试次数方面的信息。

如果一项调查，无论住户层面还是个体层面的预期无应答率均较高，则很有必要收集有关无应答人群特征

的信息。对于无应答的住户，只有那些不需要进入住宅内或者不需要应答人员回答的部分问题（住宅的屋

顶或墙体材料，住宅的类型，例如分户公寓、独立住房、贫民窟等）的相关信息能全部获得。一些环境信

息可以通过对住宅外部进行观察后获得，这些信息应该能够反映出住户财富状况。如果想获得无应答住户

这些方面的信息，则需要在常规调查表中设置一些跳转模式，这样可以让调查员根据观察完成项目填写。

如果调查所在国家允许，那么可使用全球定位系统（GPS）收集无应答（和应答）住户的坐标，对于调查

完成非常有益，通过分析这些数据可以获得一些决定因素，如无应答住户（对比应答住户）到主要机构的

平均距离（例如，到最接近的学校，最接近的卫生机构等机构的平均距离）。对于应答住户，如果符合条件

儿童的一些体格测量数据不能获得，那么可通过调查表中的其他方面的调查内容获得有用信息，用于分析

偏倚程度，这些信息仍需要收集（例如母亲教育信息，儿童出生日期等）。无应答问题对于营养不良估计的

影响还有待进一步研究评估。

提示

• 在调查抽样方案中明确定义住户和住户成员。

• 为保证数据的透明度和准确性，需要咨询抽样统计人员和其他专家，评估问卷中有关住户成员登记

表和相关说明的内容。

• 如果在调查中没有明确“住户成员”的定义，并按此定义对所有符合条件住户成员进行登记，则无法

准确计算样本权重，校正加权总人口，也无法提供包含抽样过程实施情况和其他数据质量参数的透

明报告。

• 如果对每个住户只随机选择一名5岁以下儿童，则需确保已将此原则写入了调查员说明，并对调查

员进行了培训，同时抽样统计人员要根据设计方案制定样本权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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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具

• 一份包含住户成员登记表的住户调查表模板（附录3）。

• 人口与健康调查说明（DHS interviewer instructions）（第27-32页）（实际层面和法律层面的数据

收集）。

• 多指标聚类调查监督员说明（MICS supervisor instructions）（第6-15页）（法律层面）。

• 多重聚类调查调查员说明（MICS interviewer instructions）（第16-21页）（法律层面）。

k) 培训调查员及其他现场人员遵照抽样方案和调查方法开展调查工作

要确保现场小组成员知晓并能够遵照抽样方案（不能因任何原因在现场更换住户），执行回访要求（即如果首

次访问未获得完整的调查信息，建议当天不同时间至少实施两次回访），并完成住户调查表。重要的是要强调，对

每个被抽中住户均需完成一份住户调查表，无论调查表是否得以填写完整 ；调查表的封面页也要填写完整，因为

封面页包含了调查数据库所需的一些重要数据信息。附录 3 中的调查表模板和表 2 中的一些实例可有助于相关工

具开发，并在调查员培训期间应用。

如果仅测量一名被随机抽中的儿童

多项入户调查会对所有在年龄范围内（即所有 5 岁以下）的儿童进行抽样，住户登记名册中的所有儿童（依

据共同认可的成员定义，选择法律层面或者实际层面之一作为本次调查的定义），6 岁以下者进行问卷调查，5 岁

以下者测量体重和其他人体参数。但是一些调查可能仅随机选择住户中一名 5 岁以下儿童进行体格测量。这种情

况下，抽样统计人员要制定相关方案，保证调查员能够在住户层面进行随机选择 ；并提供合理的样本权重，用于

步骤 m 中的结果分析。即使采取这种类型的二次抽样，所有符合条件儿童（依照选定的住户成员定义）都需要在

住户成员登记表中记录 ：在制定样本权重时需要用到此花名册，同时也作为随机选择儿童的抽样框架。

提示

• 保证地理和样本识别编码质量是关健环节。

• 地理信息系统（GIS）数据有助于准确识别样本住户。

• 不允许对无应答住户进行更换。

• 培训现场小组成员，要求对每个样本住户均完成问卷调查，从而获得透明的无应答偏倚的调查报

告。至少需要完成每个样本住户调查表的封面表格填写（包含回回访时间和次数的相关信息）。同

样，对入户调查所获得的所有住户成员登记表中的每一个符合条件的儿童，都需要完成一份儿童个

体问卷调查。

工具

• 样本住户调查表，含住户成员登记表（附录3）。

• 多指标聚类调查项目调查说明（MICS interviewer instructions）（5-7页，16-21页）。

• 人口与健康调查项目调查说明（DHS interview instructions）（8-25页）。

• 全国健康和营养调查项目调查说明（NHANES interviewer instructions）（1-7页至1-9页，3-1页至

3-21页)。

l) 对抽样设计和抽样实施编写一份详细的附录 

调查报告应该详述有关抽样和调查的特征，目的是阐明抽样和质控的实施过程。每一个样本住户的调查状况

都需明确说明，对任一未调查的住户也要说明具体原因（见第 3 章数据质量及调整报告部分，附录 10 报告包含内

容清单）。对于住户成员登记表中所有符合条件儿童的调查情况及体格测量情况，也需要进行报告并审核。与其他

一些调查的要求一致，针对 5 岁以下儿童进行体格测量的调查报告中也要设置一个章节，来详细说明抽样和调查

的特征，例如多指标聚类调查中的抽样计划附录和花名册制定方案，或者人口与健康调查的第 5 章，抽样和住户

登记手册。如果无应答率特别高，则需要制定一个结构性的分析方案，对无应答情况进行详细分析（见注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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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示

• 除了对体格测量过程无应答情况进行报告外，还要将住户的无应答情况作为一个整体一并报告：个

体应答率乘以住户应答率。

• 如果无应答率特别高，则需要建立一个结构性的分析方案，对无应答情况进行分析。

• 第3章提供了调整报告建议；附录10中也提供了报告内容清单，用于核实抽样过程的报告是否与标

准一致。

工具

• 多指标聚类调查抽样计划的附录（见individual country survey reports）和抽样与调查特征的制表方

案（tabulation plan for sample and survey characteristics）。

• 人口与健康调查第5章抽样与住户花名册制定手册（Chapter 5 of DHS Sampling and Household 
Listing Manual）。

m)  计算住户及个体样本权重

计算样本权重是抽样统计人员的任务。样本权重可以对不同的变量选择进行弥补，对抽样概率的差异、甚至

针对无应答情况进行调整，从而获得一个可代表调查总体的估计值。

工具

• 多指标聚类调查样本权重计算模板（MICS Sample Weight Calculation Template）（见抽样工具）。

• 用做权重计算模板的测量评估电子数据表（Measure Evaluation Spreadsheet for weight calculation 
example）。

• 联合国统计部：样本权重的构建与使用（United Nations Statistics Division: construction and use 
of sample weights）（第6章）。

表 2. 抽样与体格测量调查中的错误操作与规避方法

 错误操作  如何规避

调查项目主管制定抽样方案
• 雇用一名有经验的抽样统计人员负责制定、实施和

报告抽样方案

使用至少 1 年以前的住户花名册
• 使用步骤 g 到步骤 i 中提出的标准方案，来制定第

二阶段抽样框架。

利用关键信息提供者更新住户花名册和分布图

• 依据步骤 g 到步骤 i 中提出的住户花名册和分布图制

定标准方案，在每次调查前制定抽中初级抽样单位

的第二阶段抽样方案。

住户分布图及花名册制定和 / 或住户抽样过程与调查

同步进行，而不是单独开展

• 在现场调查工作开始前，将住户分布及花名册的计

划和实施作为一项独立过程实施。

• 如步骤 g、h 和 i 中提出的，住户选择过程需要由中

心办公室开展，要注意到并督促那些没有独立开展

此项工作的地区

问卷和 / 或调查说明未对住户成员进行明确定义

• 在计划阶段早期，对住户和住户成员以清晰的措辞

阐明定义。保证抽样统计人员对住户花名册和相关

调查说明进行审核，核实其准确性和明确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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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错误操作  如何规避

选定的住户在现场进行了更换

• 依据中心办公室提供的抽样方案实施，不允许在现

场更换已选定的住户。

• 使用空白调查表，完成每个选定住户的身份信息填

写。

• 制定文件记录开展回访的时间，如果能够证明尽管

依照回访方案，仍无可能完成调查，则选择结果编

码说明为什么住户无法调查，必要时提供附加解释

说明。

1. 3. 编制调查表
根据要实现调查目的所需的关键项目信息，来制定调查表。制定一份标准的纸质版问卷或计算机辅助问卷，

有助于确保所有被抽样住户均按照同样流程获得调查及回访，对所有被抽样住户（无论调查是否完成）均保存有

一份记录，所有应答者均回答同样的问题，使用同样的一套调查说明。这样便于简单快速地制作调查应答表格。

调查表可能需要被翻译成调查地区所使用的语言 ：问卷翻译为当地语言后，由另外一名翻译人员将其重新翻译回

原始语言，并与原始问卷进行对比，这是非常重要的。同时要对现场小组进行相关培训，正确使用问卷翻译版。

有助于调查计划制定的关键步骤

a) 设计或定制住户及儿童调查表。

b) 制定当地大事志。

c) 进行问卷预调查。

d) 制定调查员手册。

e) 培训调查小组。

体格测量调查表制定步骤简述

a) 设计或定制住户及儿童调查表

如果仅仅将儿童测量相关数据收集作为调查目的，建议制定两份调查表， 一份住户问卷和一份儿童问卷。制

定住户问卷的目的是记录每一个抽样住户的调查结局信息（例如完成、拒绝、被破坏等），完成住户调查后，可以

产生满足住户成员定义的所有 6 岁以下儿童的花名册登记表。儿童问卷用来收集 6 岁以下儿童的人口统计学信息，

以及 5 岁以下儿童的体格测量数据。收集所有 6 岁以下儿童人口统计学信息的目的是促使所有 5 岁以下儿童都能

纳入体格测量，同时对外迁的接近 5 岁的儿童进行评估。还可以通过其他一些方式来处理这个问题（例如，如果

一项调查有多个目标人群，可以对 5 岁 -17 岁青少年单独制定一份问卷），每项住户调查处理此问题的方式也可能

会有所差别。对于儿童问卷要合理设计，或者使用一项标准模板进行改编，确保其能够收集到所有相关信息，从

而计算营养不良发生率，并对数据质量进行评价。

定制（或改编）指的是，根据人群和调查开展的环境，依据已经制定好的标准和方法，对一份标准问卷进行

修订，同时保证从所收集的数据中分析出来的指标在全球范围内具有可比性。定制一份问卷时，要正确应用以前

数据收集活动中得到的经验教训，在做出最终决定之前的任何可行时机，对应用工具进行测试，这个过程同样非

常重要。

针对问卷设计或定制的一些建议如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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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认真考虑调查所需时长，包括知情同意环节，问卷填写过程，以及体格测量评估需要的时间。问卷越长，受访

者越容易疲劳，错误录入的风险越高（见注 5）。

2. 鼓励将问卷翻译成调查当地国家语言，并重新回译至原文。

附录 3 和附录 4 中提供了推荐的住户调查表和儿童体格测量调查表标准模板。这些问卷是依据多指标聚类调

查的标准问卷而制定。这些问卷已经进行了修改，纳入了一些具体建议，目的是在现场收集数据时提高数据质量。

工具

• 问卷定制见 MICS guidelines on customization of MICS questionnaires。

• 关于文件翻译及回译的更多信息见 DHS Survey Organization Manual 2012, p. 18。

• 附录3和附录4提供了一份住户调查表和儿童体格测量调查表的标准模板。

注5：问卷长度与调查时长
研究人员对一些医学研究进行了一项系统综述和 meta 分析，分析应答率及数据质量与问卷长度的相

关关系（Rolstad 等 2011），结果显示，考虑到比较不同长度的问卷本身就有问题，因此最好根据问卷内

容而不是调查长度本身来决定使用何种调查工具。

国际调查抽样组织开展的综述研究结果显示，应答率并不取决于调查的时间，但如果参与者感到疲倦时，

他们的注意力会下降，回答的会更快，这可能会对数据的质量产生影响。在收集体格测量数据的调查中，

如果监护人在回答儿童出生日期时，是通过当地事件日历来估算的，则者这可能会成为一项影响数据质量

的重要因素。

b) 制定当地事件日历

正确判断儿童的出生年龄，对于获得精准的年龄相关体格测量指标（年龄别身长 / 身高，年龄别体重）而言

至关重要。在许多国家，出生登记并不普遍，住户可能无法提供有关出生日期的书面证明 ；住户可能不知道准确

的出生日期。在这些情况下，必须使用当地事件日历，这样至少可以获得出生年份和月份。

本文件欲阐明的观点是 ：使用当地事件日历来估算儿童的出生年份和月份，而不是用月龄为单位来估计儿童

的年龄。

在建立当地事件日历时需要考虑以下几项关键点 ：

 – 明确日历的时间轴 ：如果数据收集过程持续超过一个月，制定事件日历时，应预先考虑并讨论新增加一个月份，

并删除最后一个符合条件的月份。

 – 当地事件日历不能用月龄为单位来记录年龄 ：事件日历仅涉及日历的年和月，并记录于问卷中。

 – 在调查数据收集之前，需要对当地事件日历进行测试，并根据测试的结果进行调整。在测试时，事件日历中应

含有已知出生日期的儿童，从而可以核实事件日历的准确性。

 – 为了能够准确估计每名儿童的出生日期，在理论培训和实地测试期间，现场团队必须接受适当的培训，了解如

何使用当地事件日历。

c) 测试调查表

在调查表定稿之前，需要对调查表的内容和长度进行测试，保证各项问题能够收集到所需信息，而且易于调

查员和受访者理解。测试期间要开展调查，并根据调查小组在调查期间的应答情况和意见对问卷进行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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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制定调查员手册

调查手册中必须提供一份指南，为开展调查的小组成员提供指导，明确各自的角色和责任，并提供一些相关

信息，例如如何确定被抽样住户、如何启动回访方案、如何识别符合条件儿童、组织实施调查并完成问卷等。.

工具

• 有关如何制定当地事件日历方面的更多信息，参见国际农业开发基金会/联合国粮农组织出版物

（2008）“幼儿出生年月估计指南”（IFAD/FAO publication (2008) “Guidelines for estimating month 
and year of birth in young children”）。

• 调查员说明（多指标聚类调查）（Instructions for interviewers (MICS)）

• 人口与健康调查项目调查员手册（DHS Interviewer’s manual）

e) 培训调查团队

培训现场人员是调查过程中至关重要的一步 ：只有调查员全面熟悉现场操作说明及调查流程后，才能收集到

准确及有意义的信息。所有现场材料准备完善并定稿，同时完成现场人员招募后，调查员和管理员要在中心位置

汇合，同时接受调查流程培训，例如如何识别被抽样住户、如何实施回访方案、识别符合条件儿童、收集数据及

完成问卷填写。准确测量儿童体重身高的方法是培训的一项重要部分。如果培训后延误了三周以上才开展现场调查，

需要对培训内容进行复习。下面章节（培训）中提供了更详细的内容。

1.4. 培训与规范测试
本节重点强调培训和规范测试的重要性。为体格测量人员提供培训，使其操作达到规范要求，从而保证收集

到高质量的体格测量数据。组织培训时，要由具有从事调查体格测量数据经验的专家担任培训师。这类培训师不

仅是体格测量专家，而且需具备丰富的培训经验。

体格测量数据调查培训内容包括 ：

1. 正确的调查技巧 ：培训要对调查人员提供以下方面的指导，包括如何向监护人解释其在测量过程应发挥的作

用 5 ；如何对待一名儿童，让孩子减少不愉快的经历，更加配合测量，从而获得更准确的测量数据。

2. 体格测量具体操作实践。

3. 规范测试 ：将他们自己的测量值与专家基准值（准确度）和他们自己的重复读数（精确度）进行比较。

4. 现场测试 ：将培训期间所学到的技巧和现场操作流程进行实地操作应用。

培训和规范测试中保证数据质量的几个关键步骤

a) 培训的组织。

b) 确定培训的时间及日程表。

c) 确定培训的内容。

d) 培训的实施。

e) 组织规范测试。

f) 到现场进行实操

5 监护人的角色要明确界定，避免错误地解读和认为 “ 监护人要充当辅助测试人员的角色 ”，其实这是不推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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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训与规范测试步骤简述

a) 培训的组织

为了有助于收集高质量的体格测量数据，应聘请知名的体格测量专家培训师来指导培训。

为鼓励收集儿童出生日期的准确数据，要预留出足够的时间对调查表和调查说明进行认真审核，如果使用了

当地事件日历，还要额外留出一段时间来练习如何使用当地事件日历。由熟练的体格测量人员组织实践操作演示，

有助于阐明何为准确的体格测量技术，帮助受训人员熟悉设备。

一些材料需要在培训前准备好，包括用户测量实践使用的人体模型和道具以及数据收集表格等。同时还要安

排足够多的不同年龄儿童用于培训练习 ：其中，3 月龄以下、3-5 月龄以及 6-11 月龄的婴儿的数量要足够。

培训内容包括 ：如何开展体格测量，如何填写住户调查表和儿童调查表，如何启动回访方案以及调查项目的

其他方面内容。现场工作协调员和现场管理员也要参加培训，调查内容包括如何明确被抽样住户，同时还要单独

参加一些培训，包括体格测量核查表的应用，群体质量控制表以及他们负责实施和监督的其他一些的工作方案。

工具

• 额外增加15%6的体格测量人员要作为一个小型的备用人员库，同时接受培训，以防止小组成员在标

准化操作练习或现场工作期间退出后人员不够用 

建议选择担任体格测量培训师的体格测量专家时，要依据最近的工作经历证明其专业技能。

b) 确定培训的时间和日程表

理想情况下，培训开展的时间要尽可能接近数据收集过程。培训时长取决于培训人员的数量、问卷的长度、

每天工作时长等。如果训练人员认为现场小组人员还没有为启动数据收集过程做好充分准备、需要重复标准化操

作练习，则日程安排应足够灵活，以便多留出几天的时间。经验表明，每 10 名学员中应至少配有一名培训师。附

录 5 列出体格测量学培训的内容和日程安排建议。

提示

• 如果调查中使用了平板电脑或移动设备，要留有足够的时间开展相关培训，确保现场小组人员能够

正确收集数据、保存数据以及向服务器发送数据，同时内置质量检查程序（即对特定问题设置可接

受范围）。

c) 确定培训日程内容

使用培训手册对体格测量调查人员进行规范培训，是保证收集到高质量体格测量数据的另一项重要因素。对

现有标准培训手册进行修订后，可作为测量前、测量中和测量后不同重要步骤的标准操作流程。

培训内容中应考虑的一项关键问题 ：在住户中选择一个地点进行测量、准备及放置体格测量设备，在调查过

程中正确处理和放置婴儿，使用和阅读仪器以及记录测量数据。

对于现场监督员 / 现场工作协调员 ：培训的重点应放在如何按照抽样方案在现场实施抽样、后勤安排、备标

定方法和数据核查方法。培训要包含对抽样方案的核查及体格测量数据质量核查（使用现场核查表等）。

对于现场工作协调员、现场监督员和体格测量人员 ：培训要包括 ：指导工作人员向监护人解释他们在测量过

程中的角色，以及如何对待一个婴儿，从而可以降低婴儿在测量过程中的不愉快经历，获得更准确的数据。培训

还要包括对规范体格测量操作技术方面的指导，包括如何实施校准规程，设备维护以及质量保证规程。

6 见人口与健康调查项目的调查组织手册，2012 年，21 页 ：https://dhsprogram.com/pubs/pdf/DHSM10/DHS6_Survey_Org_
Manual_7Dec2012_DHSM10.pdf/%22#page=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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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开展培训

建议对体格测量人员的培训要达到 7 天，对现场协调员和现场监督员的培训达到 8 天。培训计划和培训的确

切时间可能会有所差别，这主要取决于目标受众和背景情况 ：培训人员要依据建议的日程进行调整，满足参与人

员的需求。根据受训者的人数，培训可能需要更多的时间。

第一天培训的目的是提供一份调查概览，列出调查目标和组织，调查小组的角色以及如何与社区接触。向受

训人员解释现场工作流程，包括如何识别被抽样住户和研究对象，以及如何在住户家中开展访谈。介绍如何记录

调查表（住户问卷和儿童体格测量问卷）。此外要专门留出时间，介绍在没有官方文件证明时，如何使用当地事件

日历判断儿童的准确出生日期。

第二天培训要从一些理论性的注意事项开始，例如找到一个可以安全放置设备的地点，熟悉可能遇到的不同

场景和情况，校准及维护设备。首先要介绍体格测量的理论和背景，然后转向课堂实践，使用模型及其他已知尺

寸的道具如木棍进行体格测量实践操作。对于受训者而言，本节的目的是能够正确摆放儿童的身体位置，准确读

出测量值并正确记录。培训中对好的实践操作进行示范展示，并让受训者重复练习，对于提升培训效果非常重要。

这种方法同样可以应用于数据记录（纸质和电子记录）。

培训还要提供一些建议，对如何避免体格测量常见的现场错误以及正确的数据录入提供指导。

在这些理论性的介绍之后，接下来的几天重点要放在儿童体格测量实践练习。要招募足够多的不同年龄儿童

用于体格测量实践练习，不能招募任何一个生病儿童。这阶段所需的练习时间取决于体格测量人员的经验。由于

重点关注的是 2 岁以下儿童身长测量，所以要招募一些 3 月龄以下、3-5 月龄以及 6-11 月龄的婴儿来进行体格测

量练习。不同月龄组的婴儿对体格测量员呈现的挑战 “ 各不相同 ”，处理方法应与大月龄组儿童不同，因此体格测

量人员要接受相应的技术指导，将儿童摆放在正确的位置。要留出充足的时间，向体格测量人员解释在测量时如

何轻柔地对待儿童，并向监护人解释测量措施，这样测量员在必要时可以寻求他们的帮助，让孩子平静下来。

如果体格测量人员已经准备就绪，可以组织第一系列标准化操作测试。如果体格测量人员没有通过测试，需

要组织再次培训，随后在现场实践测试前进行第二系列规范测试。

对于现场监督员和现场工作协调员，建议额外增加一天培训。此额外一天的培训内容要包括 ：明确介绍如何

在现场组织监督，开展核查，保证遵照流程开展工作。此外还要对中心办公室和调查小组之间的交流沟通进行指导。

更多信息可见 2.4 节以及第 2 章中数据收集过程的质量保证。

提示

• 小月龄婴儿身长测量操作培训:对2岁以下儿童身长测量培训需要特别注意：理想情况下，在操作环

节要招募3月龄以下、3-5月龄、6-11月龄的婴儿，因为对这些小月龄婴儿进行体格测量时各有独特

的挑战，因此要练习对不同月龄组婴儿进行体格测量。

• 在对儿童进行体格测量操作练习之前，以及在进行标准练习之前，测量人员都需要先在模型上进行

练习。他们也可以在其他已知长度的道具如木棍上进行基础实践练习。

e) 组织规范测试（附录5的第4天和第5天）

所有在现场工作期间担任 “ 主测量员 ” 的测量团队成员都必须通过规范测试。如果没有通过规范测试，那么即

使在现场工作期间被证明很有必要，一名 “ 助理测量员 ” 也不能担任 “ 主测量员 7”。在规范测试期间，主测量员需

要与助理测量员（理想情况是，此人也即将在调查现场工作中作为 “ 助理测量员 ”）一起工作。建议参加每次规范

测试的主测量员不超过 10 个 (10)。完成每次规范测试至少需要半天的时间。因此，在培训日程安排中要留出两个

半天时间进行规范测试。这样就可以有足够的时间实施第一次规范测试，对第一次测试中表现较差的人要进行再

次培训，并组织第二次规范测试，为那些重新接受培训的人员再次提供通过规范测试的机会。根据现场工作所需

要的体格测量人员数量，可能会需要同时或依次开展多项规范测试，因此需要在培训日程上多增加几天。

7 指附录 2 中工作描述部分的 “ 主测量员 ” 和 “ 助理测量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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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规范测试中，可使用定量方法来评估现场小组是否能够在理想情况下完成精准测量。规范测试也提供了向

体格测量员阐明此原则的机会，即在面临更加困难的情况时，在现场测量中仍要保持重视和严谨的态度。这也使

培训师能系统地观察每个学员的表现，并评估其测量技术。

鉴于准确测量身长 / 身高所面临的挑战不少，特别是针对 5 岁以下儿童进行测量时，测量人员需要克服的困

难更多，因此规范测试必不可少。调查人员通常认为 “ 测量体重的方法简单直接 ”，因此如果条件允许，也可要将

体重测量纳入规范测试的内容，从而纠正这种误解。培训的目标之一，应是让现场小组清楚地认识到，相比于身

高测量产生的误差，体重测量的误差对数据质量的影响更大。然而，考虑到儿童体重在规范测试期间可能会出现

变化，同时评价耗时较多，因此，无需通过体重测量来考核体格测量员的表现。

理想状态下，规范测试应在安静的地方进行，最好是在培训地，从附近社区招募受试者。在组织规范测试时，

应向参与者提供当地交通费和奖励（钱或实物），同时为现场做好准备如准备好健康的零食、尿布、儿童及其监护

人需要的饮用水。根据具体情况而确定提供何种形式的奖励。

一项体格测量规范测试至少需要 10 名 5 岁以下儿童，每个测试员需要对其进行两次测量 ；这些儿童中 2 岁以

下者要占半数 8。建议每次规范测试额外招募一些儿童，直到整个规范测试结束，以防期间有儿童退出。如果一名

儿童被另一名所替代，那么所有体格测量员及专家测量员（作为标准）需要对这名新的儿童测量两遍，并放弃上

一名儿童的所有数据记录。在此期间，每个儿童都需要由一名监护人陪同。

建议让儿童及其监护人固定在一个地点，每人一套自己的测量设备，让受训人员从一个培训地点到另一个培

训地点轮转。受训者可以顺时针轮转也可以逆时针轮转。或者，受训者确定他们已经在表格中正确记录了儿童的

测量值后，可以移到一个开放培训地点。图 2 为一个示例图，展示了如何布置一次规范测试。进行规范测试的体

格测量员需要至少测量 10 名儿童（由一名 “ 助理测量员 ” 辅助测试），然后对同一批儿童进行二次测量，而且不

能查阅第一次测量的结果。一名专家测量员（通常为培训师）同样要完成测量流程，从而作为标准值或参考值。

建议根据判断或在儿童及其监护人需要时提供休息时间。

为避免儿童负荷过重，应准备不同组的儿童（每组至少 10 名儿童）供每组 10 名测量员测量（即使计划安排

其他组的测量员在另外一天开展规范测试）。 

8 规范测试所招募的儿童应该与实际场景中测量儿童的年龄相似，因此，招募儿童中半数要 2 岁以下，半数为 2 岁及以上，以识别测量的技术误差，
从而决定通过规范测试的指标（如下所述）。指标制定从以下来源的身长和身高测量的平均技术误差 ：Reliability of anthropometric 
measurements in the WHO Multicentre Growth Reference Study. WHO Multicentre Growth Reference Study Group. Acta Pædiatrica Suppl 
450: 2006. p. 43 (http://www.who.int/childgrowth/standards/Reliability_anthro.pdf?ua=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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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规范测试组织结构图（摘自《人口与健康调查培训手册》）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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茶歇

对于每一位接受规范测试 的体格测量员，其测量精确度是通过比较第一次读数和第二次读数之间的差异来计

算的。相比之下，准确度是通过计算体格测量员的第一次和第二次读数的平均值，并比较与专家体格测量师的基

准值之间的绝对差异来计算的。由于在规范测试中，专家体格测量师的读数作为准确性的参考值或 “ 金标准 ” 值，

因此，专家体格测量师必须证明有能力获得精确和准确的测量数据，才能承担这一角色。

测量技术误差（TEM）定义为测量误差方差的平方根，是一项用于评价体格测量精确度和和准确度的指标。

𝑇𝑇𝐸𝐸𝑀𝑀 = � Σ�2
²N

表示对同一个体的不同测量值之间的绝对差值，N 等于被测量对象的总数。D 可以同一名受训人员是第一次

和第二次测量值之间的绝对差（精确度），也可以是受训者与专家体格测量师读数之间的差异（准确度）。

建议将身长 / 身高测量的可容许测量技术误差界限分别设定为 TEM<0.6cm（精确度）和 <0.8cm（准确度）。

根据精确度和准确度制定的这些标准，可以作为身长 / 身高测量的规范测试的标准（见注 6）。如果在规范测试时

专家体格测量师的精确度 ≥0.4cm，他或她的测量值不能作为参考值。这种情况下，受训测量员通过规范测试的标

准只能依据精确度一项指标。每名测量员测量的准确度不能用参与规范测试的所有测量员的平均值来评估，因为

与世界卫生组织生长发育参考范围多中心研究基准值 (10) 相比，测量员的身长 / 身高测量值通常偏低。在采用这

种方法之前，需要对体格测量员测量均值使用进行进一步的研究。

9 图 2 注 ：a) 专家测量员测量每名儿童两次 ；b) “ 主测量员 ” 测量每名儿童两次 ；c) 尽管可能测量儿童的小组不到 10 组，但规范测试中要确保有
10 名儿童，同时还要有额外的一些儿童，以防有儿童需要替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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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6：如何制定规范测试测量技术误差界限值

建议将身长 / 身高测量的可容许测量技术误差界限设定为 ：精确度＜ 0.6cm，准确度＜ 0.8cm。此数

据来源是世界卫生组织生长发育范围多中心研究（MGRS）中，所有现场人员规范测试（首次练习和两月

一次的练习）所获得的内部测量平均测量技术误差（即精确度）。每个研究现场分别报告身长和身高测量技

术误差，然后计算其平均值，作为测量技术误差值。结果显示，全部MGRS研究现场的测量技术误差为0.3cm，

与专家测量技术误差一致。根据 MGRS 规程，计算容许测量技术误差界限时，利用测量人员内部测量技术

误差乘以 2 作为精确度的 95% 误差界限，乘以 2.8 作为准确度的 95% 误差界限 (10)。

为验证上述精确度和准确度容许误差界限在现场是否可行，研究人员利用 5 项大规模调查的数据进行

了综述，5 项调查共开展了 11 项规范测试。结果显示，分别应用 0.6cm 的精确度容许误差界限和 0.8cm
的准确度容许误差界限，平均失败率为 25%。五项调查的失败率差异较大 ：成绩最差的小组报告称在测试

之前很少在儿童中做实践练习。随着越来越多的调查规范测试结果出现，可以获得更多的可靠结果，用来

预测需要重新进行规范测试的测量员人数。目前，失败率可能因环境的不同而有所差别。

规范测试期间，作为 “ 基准值 ” 或 “ 参考值 ” 的专家测量员身长 / 身高测量容许误差也是依据世界卫生

组织生长发育多中心研究现场获得 (10)，用于计算受训体格测量员的准确度。精确度测量技术误差的值是

专家 TEM 和受训体格测量员 TEM 的中间值，定为＜ 0.4cm。

完成规范测试后，培训员要公布规范测试的结果，并和受训人员讨论观测结果。精确度和准确度结果最高的

受训人员可选作调查数据收集的 “ 主测量员 ”。如果在规范测试中成绩较好的受训人员数量不足，则需要进一步开

展体格测量技术培训，并在体格测量员现场开展体格测量数据收集前再次进行规范测试。调查报告中要包含规范

测试的结果，可以帮助数据使用者更好地掌握体格测量数据的质量。

提示

• 安排充足的时间招募规范测试所需的儿童及其监护人。

• 在组织和计划规范测试时，重要的是考虑儿童的福利，因为这是一项需要重复多次且劳累的活动。

在孩子们进入规范测试场地前等待时，可提供小玩具，组织游戏或者留出空地让孩子玩耍。

工具

• 人口与健康调查项目身高测量标准工具（附录13）(DHS Height Standardization tool)

f) 现场开展实践测试

每个小组都必须在现场进行一天的实践测试。体格测量员培训后，如果通过规范测试的主测量人数足够多，

即可立即安排现场实践测试。现场实践测试可以让被选定的现场体格测量主测量员将培训中学习到的技能和规程

应用到实践中，并在现场环境中测试他们的能力。这是调查项目主管在正式数据收集前最后一次纠正任何错误理

解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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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体格测量数据收集调查培训或规范测试中的错误操作及规避方法

 错误操作  如何规避

培训过于匆忙或时间不足

• 制定明确的日程，留出充足的时间开展培训，并完

成规范测试结果审核（例如体格测量员需 7 天，现

场工作协调员及现场管理员需要 8 天 ：见附录 5）。

培训不足

• 不要认为调查小组成员培训一次就可以记住所有东

西。

• 如果因任何不可预见的原因导致测量与要求有差

距，在将现场小组派去现场收集数据前再培训 1-2
天。

未对体格测量 “ 主测量员 ” 开展规范测试。

• 组织开展一次规范测试，招募至少 10 名儿童，由

受训主测量员测量两次，评估测量员获得高质量测

量结果的能力。

• 如果受训体格测量员没有通过测试，组织再次培训

并再次开展规范测试。

规范测试过于匆忙或时间太短。

• 制定明确的日程安排，为每次规范测试留出半天时

间 ；如果成绩过差，需要再次规范测试，再次留出

半天时间。

• 在培训没有通过第一次规范测试的主测量员时，为

再次培训和第二次规范测试留出足够的时间。

用于规范测试的 5 岁以下儿童不健康或生病，或者

招募的 0-2 岁和 2-5 岁儿童数量不足。

• 告知邻村社区领导选择儿童参加规范测试的重要性

信息。

规范测试场所过于嘈杂或繁忙
• 选择一个有充足树荫和空间的场所，让儿童及其监

护人感到轻松。

参加规范测试的受训人员过多。

• 如果受训体格测量员数量过多，应认真制定规范测

试方案（每 10 名体格测量员一组平行测试或者依

次测试），保证每名体格测量员可以测量 10 名儿童

两次。

无法找到一名 “ 首席体格测量培训师 ” 进行培训和规

范测试。

• 确认调查之后，马上开始寻找一名当地有经验的体

格测量人员作为 “ 首席体格测量培训师 ”。

用于体格测量实习的时间不足。

• 至少留出一天的时间让受训的体格测量员利用模型

和其他物体（例如木棍）进行实践练习，并留出至

少一天的时间亲自动手在儿童身上练习。

用于培训和规范测试的低龄儿童月龄分布缺乏多样

化。

• 尽量保证参加实践训练的儿童中包含一定数量（至

少 2-3 名）3 月龄以下，3-5 月龄以及 6-11 月龄儿童：

每个月龄组儿童都有独特的挑战性及实践必要性，

保证测量结果可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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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错误操作  如何规避

体格测量员未接受培训，因为觉得他们 “ 经验 ” 丰富

• 如果你正计划开展一项调查，所招募的体格测量员

无论是否有经验，所有体格测量员都要参加组织的

培训。包括如何温和的对待一名儿童，向监护人解

释测量结果，从而可以在必要时获得监护人的帮助，

让儿童平静下来。

1.5. 设备
本节描述了推荐应用于体格测量（体重，身长 / 身高）的设备，这些设备需要足够的精确度和准确度。对于

不需要携带或不会遇到极端运输条件的调查，建议使用全国健康和营养调查项目体格测量流程手册中（ NHANES 
Anthropometry Procedures Manual）简要描述的设备。

如果现场条件需要坚固有弹性的设备，可参阅下面提供的最低设备需求。不建议重复使用体格测量设备（见

注 7）。如果确定设备有故障，则要迅速更换。

建议设备最低需求为 10 ：

0-4岁儿童便携式体重秤
以下规格适用于需要在崎岖地形及天气多变的环境下运输称重与测量设备的调查，这类调查同时需要个人携

带设备挨家挨户调查，通常需要步行数个小时。

建议最低产品规格

 – 电子体重秤（手提弹簧秤或浴室体重秤不建议使用，因为这两者的准确度不够）。

 – 专门用于体格测量的高质量体重秤。

 – 成人 / 儿童秤，最高可测重 150 千克，最小递增刻度为 100 克。这种体重秤可以使用去皮重功能称量婴儿的体

重（即让大人抱着婴儿，然后去掉大人体重）。

 – 电池体重秤。要同时携带备用电池。在光强度充足的场所，可以使用太阳能体重秤，作为电池体重秤的备用。

 – 称量范围 ：0 到小于 150 千克。

 – 递增刻度 ：最小 100 克。

 – 准确度 ：优于 ±0.15%/100g。

 – 便携性 ：定义为最大重量 4.0kg（包含电池），最大尺寸为 360mm 长，400mm 宽，70mm 高。

 – 去皮重功能 ：设备不需要弯腰即可实现去皮重功能（例如，可以用脚踢按钮启动去皮重功能 ）。

 – 主开 / 关按钮不应用于任何其他用途，并具有防意外开关功能，置于体重秤顶部或旁边，易于操作使用。

 – 体重秤的基座装有可调节支架，可以稳定安放在不平整的地板上。

 – 操作条件：体重秤必需具有耐磨损性，以满足不同操作条件，包括各种气候条件（热、冷，高湿度、干旱、光照、

灰尘多及潮湿），以及各种运输模式和地形条件（例如在颠簸或非常崎岖的地形下车载或人力运输）。

 – 测试 ：

i) 体重秤在以下条件下最少 72 小时内能按照所需准确度正常使用 ：

• 操作温度 ：最小范围为 0℃到 45℃

• 存放温度 ：最小范围为 -20℃到 65℃

10 UNICEF Product specifications sheet, mother-child scale, https://www.unicef.org/supply/files/UNICEF_S0141021_Mother_Child_Scale_
Specification_v2.pdf, accessed on 26 February 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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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湿度 ：40℃条件下 80%

• 光照 ：40℃下 100% 照度

• 腐蚀 ：40℃下 80%

• 粉尘 ：防尘试验等级 IP5x

 – 体重秤必需符合以下国际防护等级（IP）和抗外界机械碰撞的防护等级（IK）代码 ：

• 符合国际电工委员会标准（IEC） 60529，防尘试验等级 IP5x

• 符合 IEC 60529 标准防水雾试验等级 IPx3

• 符合 IEC62262 标准抗外界机械碰撞试验等级 IK09

• 符合 EN60601-1-2 标准和 OIML R76-1 标准关于抗静电放电（EN61000-4-2），射频电磁场辐射

（EN61000-4-3），电快速瞬变脉冲群（EN61000-4-4），电压突波（EN61000-4-5），射频电磁场干扰

（EN61000-4-6）以及电压骤降、短时中断和电压变化的抗干扰要求

 – 保修 ：购买体重秤时，应提供至少两年保修期，保修期从购买之日起算，保修手册中显示维修和校准所需的联

系信息和当地服务点（如果有的话）。

 – 可取性 ：数字化结果（如读数仪）呈现，并具有自动下载功能。如果使用数字化设备，体重仪参数中注明的测

量和抗干扰等级必须包含在内。

0-4岁儿童便携式身长/身高测量板
便携式婴儿 / 儿童测量板应可获得测量对象（婴儿及 5 岁以下儿童）准确可靠的身长 / 身高测量结果，保证

被测量对象的安全，可由单人长距离运输携带，在地形条件较差及天气多变的现场条件下坚固耐用。

建议最低产品规格

 – 一张带有刻度尺的平板，刻度尺需固定，易于准确读数。

 – 尺子测量单位 ：厘米（cm），数字显示每厘米增加量。

 – 最小刻度级别 ：0.1cm（即能显示出每毫米增加量）：用单条短线指示每毫米增量，用一条长一点的线指示 5 毫

米中间点。

 – 测量范围 ：0-135cm（最小）。

 – 准确度 ：±0.2cm（2mm）。

 – 精确度 ：±0.2cm（2mm）。

 – 可移动测量楔块 ：一种容易移动的测量滑块或楔块，它能在仪器的长度上平稳滑动，可锁定或具有摩擦特性，

以避免阅读视差，确保测量的准确度度和精确。测量板整条长度时，读数波动应不超过 0.2cm，从而可以重复

准确读数。

 – 能够测量身长（水平体位）和身高（直立体位）。测量身长时（水平体位），测量尺要带有不可移动的顶部楔块，

与尺子成直角，另外有一个可移动的底部滑块垂直于尺子。测量身高（直立体位）时，底部有一个不可移动的

楔块，与尺子成直角，一个可移动的顶部滑块垂直于尺子。

 – 板的宽度：大约 25cm。底部楔块要足够宽，作为基座供被测量者站立测量身高，但不能太宽，要便于携带运输。

这一点很重要，因为便携式测量板常见的一项缺点就是基座过小 ：导致设备不稳定，或者不能完全垂直于地面。

 – 板的基座要安装有可调整支架，这样就可以在不平整的地面上保持稳定。

 – 材料 ：接触面要光滑，便于使用湿布和无毒消毒剂清洁。设备表面粗糙或有未密封的接头和裂缝难以被清洁，

因而不适于应用。

 – 操作条件 ：测量板要结实耐磨，从而满足不同的操作条件，包括各种气候条件（热、冷、高湿度、干旱、灰尘

和潮湿），各种运输工具和地形（例如车载或人力运输，间有颠簸和崎岖地形）。

 – 便携性 ：单人可长距离携带测量板和体重计（步行近 1 小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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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准与维护

设备购买后要立刻校准，在现场工作是要重复校准步骤（见 2.2 节，调查与测量，更多细节见附录 6，体格测

量设备校准日志模板）。

注7：关于避免重复使用体格测量设备的建议
不建议重复使用体格测量设备，特别在之前大规模调查中（例如人口与健康调查或者多指标聚类调查）

广泛使用过的测量设备。如果不能采购新的体重仪，那么使用过的设备需要在重新使用前由制造厂家进行

重新校准。在这种情况下，使用过的设备应在返回有关国家之前送到制造商那里重新校准，并保证设备已

正确地重新校准到其初始标准。至于身长 / 身高测量板，通常由于磨损很难发现一些小的缺陷，导致其不

稳定 ；同时要考虑到，木材根据气候情况会出现膨胀和缩小，这种现象会导致测量结果变化的不一致。遇

到这种情况，对设备要进行定期的校准（例如测量不同的已知长度木棍来检验仪器整体长度是否可靠）。核

实身高测量板上的尺子状况同样很重要 ：尺子要完整，整体长度要贴在测量板上，显示清晰可见的级别刻

度等。这些差别通常会被忽视，特别是新的和旧的设备一前一后的使用。因此，不建议重复使用任何体格

测量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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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荐规范与最佳实践摘要信息

1.1节—计划制定

建议（必须）

 – 体格测量专家作为调查指导委员会成员之一。

 – 不建议将双侧凹陷性水肿评估作为标准方案。

 – 判断同一时间段是否有其他调查计划进行，从而避免重复。

 – 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和世界卫生组织建议，所有全国性调查都要经过伦理批复，可以由国家伦理委员会审核，或

者在没有国家伦理委员的情况下由一个国际伦理委员会进行审核批复。

 – 每个现场小组至少有两名经过培训的体格测量员（包括一名通过规范测试的主测量员）。

最佳实践（可选）

 – 使用计算机辅助数据收集技术，提高数据质量，促进数据共享。

 – 准备一份调查手册，包含明确的数据收集规程。

 – 调查实施小组要与政府签署一份协议，要求公布原始数据。

 – 留出充足的时间用于工作人员招募。

 – 住户调查表和儿童调查表中要纳入 0-71 个月龄的所有儿童（避免漏失接近 59 个月龄的儿童），然后仅对 0-59
月龄儿童进行测量 ；或者要建立方法来评估接近 5 岁儿童的外迁情况。

1.2节—抽样

建议（必须）

依据 1.2 节阐述的 13 个步骤，关键点如下 ：

 – 雇用一名抽样统计人员，制定并监督抽样计划及其报告的实施。

 – 所有初级抽样单位和住户都要纳入框架 ：如果目的是报告可持续发展目标和世界卫生大会目标的进展情况，则

不要选择特殊群体（例如公民，但排除非公民），因为这些目标的核心是不落下任一个人。

 – 要使用一种随机化科学抽样方法选择初级抽样单位，保证所有初级抽样单位被选择的概率与每层初级抽样单位

的规模成比例（概率比例规模抽样，PPS）。

 – 聘用国家统计办公室来选择初级抽样单位，其应用第一阶段确定的全国框架（如普查框架），采用系统性概率比

例规模抽样法来实现。

 – 由一个经过专门培训小组实施花名册和分布图制定过程。该小组负责使用标准方案来制定花名册和分布图的计

划，组织人员培训、实施以及现场和中心核查。这些工作应该在调查开始前完成。

 – 在中心办公室选出需要调查的住户样本（只有在极端情况下，才在调查现场选择初级抽样单位）。

 – 绝对不能在调查现场对初级抽样单位或住户样本进行更换，因为这样会影响样本的代表性。

 – 使用国家统计局对 “ 住户 ” 的定义，明确定义住户成员，并在调查报告中介绍相关细节。

 – 在调查报告中介绍抽样和调查特征的详细信息，使用多指标聚类调查和人口与健康调查的抽样部分附录作为参

考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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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佳实践（可选）

 – 如果国家统计局不能实施，在可由抽样统计人员使用系统性概率比例规模抽样方法从第一阶段确定的全国性框

架（如普查框架）中选择初级抽样单位。

 – 不建议为满足仅在两个时间点之间具有统计学显著差异的需求来确定样本量，除非患病率的期望差异足够大，

否则将导致所需样本量大幅增加。

1.3节—调查表

建议（必须）

 – 每个住户样本（住户调查表）和符合条件的儿童样本（儿童调查表）使用一份单独的调查表。

 – 对每一个样本住户都要填写一份住户调查表，并按照确定好的 “ 住户成员 ” 定义，填写全部住户成员花名册登记

表。

 – 在需要 2 次回访的住户调查表中记录时间和日期或所有回访情况。

 – 对每名 6 岁以下儿童填写一份体格测量调查表，但只对 5 岁以下儿童进行体重和身长 / 身高测量。

 – 儿童的出生日期要使用官方证明判定。只有在不能获得官方证明时，使用当地事件日历判定出生日期，至少要

确定出生年份和月份。

 – 调查表上不要用月份来记录年龄。

最佳实践（可选）

 – 附录 4 中提供了体格测量调查表模板，提供了详细的信息介绍，包括正确测量部位，记录变更测量部位的原因。

如果儿童没有将衣服去除到最低限度，在调查表上相应位置进行记录。

1.4节—培训与规范测试

建议（必须）

 – 体格测量培训师必须经验丰富，能够进行示范练习。

 – 2 岁以下儿童身长测量培训时需特别注意 ：实践练习现场必须招募到 3 月龄以下、3-5 月龄以及 6-11 月龄婴儿，

因为测量不同年龄段的儿童需要不同的测量技术。

 – 建议只针对身高 / 身长测量进行规范测试。

 – 每 10 名主测量员一组进行规范测试，需要 10 名儿童（一般 2 岁以下，一般 2-5 岁）；每一次规范测试都需要重

新招募一组儿童。

 – 评估体格测量员的成绩时，分别使用 <0.6cm 和 <0.8cm 作为通过规范测试的精确度和准确度测量技术误差界限。

 – 如果专家体格测量师的精确度 TEM ≥ 0.4 cm，则他 / 她不能作为参考标准，只能使用精确度对主测量员进行评价。

 – 如果通过规范测试的主测量员数量不足，则需要进一步提供体格测量技术培训，并组织第二次规范测试。

 – 每个小组都必须开展 1 天的现场实践测试，通常在规范测试后立刻进行。

 – 留出半天的时间对每组 10 名主测量员进行规范测试，必要时需多留出半天进行第二次规范测试（两次测试之间

还有留出时间来再次培训）。

 – 调查报告中要提供规范测试的结果。

最佳实践（可选）

 – 培训时间最好尽可能接近数据收集的启动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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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每 10 名受训体格测量员需要至少 1 名培训师。

 – 在实际测量儿童前，体格测量员必须在模型上进行实践练习。他们也可以使用其他道具进行基本的练习，例如

已知长度的木棍。

 – 对于现场管理员和现场协调员，建议额外多培训 1 天。除了为现场管理员和现场协调员提供其他科目培训之外，

还要提供体格测量核查表使用方面的培训。

对于规范测试

 – 多招募一些儿童，避免有人退出测试会导致受测儿童数量不足。

 – 让儿童和监护人保持在同一个位置，由测量员变换不同地点、进行轮转测量。

1.5节—设备

建议（必须）

体重测量 ：

 – 便于携带且带有去皮重功能。

 – “ 结实耐磨损 ” 并具有防尘和透湿相关规格。

 – 精确度要求在整个 0-150kg 负荷范围内优于 ± 0.15 %/±100g，底部装有可调节支架。

 – 体重秤必须符合国际防护等级（IP）和抗外部机械碰撞等级（IK）编码要求。

 – 身高 / 身长测量 ：

 – 准确度 ：2mm ；精确度 ：2mm ；每 1mm 和 5mm 有刻度线，每 1cm 有数字显示。

最佳实践（可选）

 – 最佳配置 ：数据下自动载功能。

 – 保修 ：购买的每一套体重秤都要有至少两年的保修期，保修手册上要显示联系方式，提供当地修理和重新校准

服务点（如果有的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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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场工作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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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场工作中对提高体格测量数据质量十分关键的部分包括 ：

2.1. 数据收集

2.2. 访谈和测量 

2.3. 数据采集 / 录入

2.4. 质量保证方法和现场监督

2.1. 数据收集
调查管理者应在现场协调员和监督员的协助下，确保全体人员都能够充分了解并正确实施数据收集的全部

程序。

这些程序包括 ：

 – 确定抽样住户，执行回访方案，确定合格的受访者和儿童以便入户进行体格测量调查 ；

 – 在现场遇到特殊情况时，如何执行标准化方案 ( 如调查对象不在、家中无人、残障人士、一夫多妻的家庭等 )。

在数据收集过程中加强体格测量数据质量的重要步骤：

a) 确保调查团队收到调查资料包（调查管理者、现场协调员和现场监督员）。

b) 做好后勤安排 （调查管理者、现场协调员）。

c) 协调地方权威机构以访问选中的初级抽样单位（现场监督员）

d) 确定抽样住户及合格的受访者 ( 现场监督员 )。

e) 准备收集数据 ( 访谈员或体格测量师 )。

f) 收集数据 ( 体格测量师及访谈员 )。

g) 数据收集后的回访 ( 体格测量师、现场监督员 )。

数据收集步骤概述

a) 确保调查团队收到调查资料包 

调查团队应获得包含全部信息的资料包，包括一份抽样住户名单 ：资料中应包含相关设备和一本调查手册，

指导调查人员确定受访者，具体说明进行测量和填写调查表的合适方法。应在调查设计期间就确定调查手册的主题，

并在培训中深入讲解。体格测量师和现场监督员在数据收集过程中如有任何疑问，均应参考该手册。

进入现场前，每个调查团队都应收到一份清单，上面列出当天分配给该团队的抽样住户。现场工作协调员在

制定日常工作安排表时，应考虑评估的地点，以及到达要测量的初级抽样单位所需的时间。应认真组织团队，使

其每天都能够访问合理数量的住户，同时又可以避免工作超负荷和现场团队的疲劳。

b) 做好后勤安排

在完成后勤安排后，应监督各团队，确定他们为每天的工作做好了充分的准备。组织现场工作时，应确保一

天之中，各团队始终在住户之间移动，应保证有充足的物资可以随时取用（如足够的调查表、体重秤等）。

在访问初级抽样单位（PSUs）的过程中遇到任何问题，现场协调员均应向调查管理者汇报。任何情况下都不

能在现场级决定更换初级抽样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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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协调地方权威机构以访问选中的初级抽样单位

与地区代表会面，说明调查目标及对每个参与家庭的要求。向地方权威机构提供根据抽样方案选定的住户名单，

并提出建议，以便其向户主解释为何收集体格测量数据。需准确的说明要收集的数据性质及如何开展调查。

d) 确定抽样住户及合格的受访者

各调查团队会在现场工作开始之前收到所分配的初级抽样单位清单，清单由中心办公室提供，由现场监督员

负责在每个数据收集日把其中的具体住户分配给访谈员。无论是否可以完成访谈，调查团队都要为清单中计划访

问的每个住户填写一份 “ 住户调查表 ”。调查表模板见附录 3。

在每张住户调查表上，应首先填写户主姓名，再填写其他家庭成员。根据调查中统一的 “ 家庭成员 ” 定义，还

可能需要记录目前不在家但通常在家中居住，或前一晚的所有居住者的姓名。调查表应列出所有 6 岁以下儿童的

名单，并标明其是否合格，即需要填写儿童调查表。

在家庭成员名单上勾出 6 岁以下儿童的姓名。为符合调查要求的 6 岁以下儿童发放单独的儿童调查表（见附

录 4“ 儿童体格测量调查表 ” 模板）。

虽然不建议以此为标准方案，但如果某一调查规定每户只需测量一名儿童，那么应首先在住户调查表的家庭

成员列表中填写该住户所有 6 岁以下儿童的姓名，再为每名 6 岁以下儿童填写调查表。只需测量 5 岁以下儿童。

在填写了儿童调查表的 5 岁以下儿童中（根据出生日期信息确定），选择一人进行测量。将所有 6 岁以下儿童纳入

家庭调查表的重要性在于可以确保进行适当的随机选择：这对于计算样本权重是至关重要的，也有助于日后估计 “ 缺
失数据百分比 ” 和评估调查质量。

如果抽样住户中没有 6 岁以下儿童，即无法完成该住户的儿童调查表，则应感谢受访者并转到现场监督员分

配的下一住户。

如果住户为空房、被毁、位置找不到或看护人拒绝参与调查，应将此信息填入调查表的相应位置（儿童调查

表模板问题 UF10），再转到由现场监督员分配的下一个住户。

这些住户和儿童的调查表将作为无应答记录保存，即需要保留并提交不完整的调查表。这些调查表是样本不

可分割的组成部分，其记录应保存在公共数据集中。无应答率将用于计算样本权重，并在最终的数据分析中使用。

应按照调查方案的规定进行回访。初次访问后，如有必要，建议至少回访两次。

e) 准备收集数据

调查团队应向户主说明要进行的各种调查程序，所有程序均应符合地方和国际的伦理规范。应清晰和全面的

讲解调查目的、性质以及要收集的各种数据。应给予看护人或户主提问的机会，使其能够视情况决定是否参加。

调查团队应能够正确识别可参与调查的合格受访者。填写调查表或进行任何形式的测量之前，必须获得看护

人或户主的口头同意，这是非常必要的。同时还应向受访者或看护人说明将由谁、或如何使用该信息。必须保证

为所有收集到的信息保密。

f) 收集数据

进行个体测量会令人反感且非常耗时。调查团队有责任在进行体格测量时，尽量减少所造成的不适和不便。

体格测量师的态度和信心对安抚母亲和孩子都起着重要的作用，如指导母亲 / 看护人待在旁边、用平静和安抚的

语气对孩子说话并保持与孩子的眼神接触。在测量时，母亲或看护人应始终在场。

建议避免在阳光直射下进行测量，因为这样会妨碍读取体重秤和其他设备上显示的读数 ；对体格测量师和儿

童来说，这样也更舒适。然而，所选择的测量场所也应该足够明亮，以便能够轻松读取测量板和体重秤的读数（更

多信息见第 2.2 节测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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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 数据收集后的回访

应按照调查方案进行住户回访。如果儿童不在，应询问看护人其何时可能在家，以便体格测量师能够在合适

的时间返回进行测量。

建议进行两次回访 ：即完成初次访问和两次回访，才能结束在基初级抽样单位的工作。对项目回访方案的建

议是，在一天中的不同时间安排回访（如上午访问结束后的 30 分钟内不应回访，应将回访分散安排在上午、下午

和晚上）。

在结束初级抽样单位的工作前，现场监督员应审核所有调查表，检查填写是否正确。如果使用了电子化的数

据采集方法，监督员还应检查设备是否运行正常，并按步骤将数据上传到服务器。

工作结束后，调查团队应确保将所有设备安全的放置在车辆内，在离开前感谢初级抽样单位代表的协助。

2. 2. 访谈和测量 
本节介绍了体格测量数据收集过程中的最佳实践，不包括对测量技术或培训的具体介绍，但提供了相关材料

链接，如调查开始时如何校准设备和正确的定期维护设备的说明。

公认的可用于评估 5 岁以下儿童营养状况的体格测量变量有很多，而本材料只关注下列变量的测量和解释 ：

 – 年龄别体重（WFA）

 – 年龄别身长（<24 个月婴幼儿）或年龄别身高（≥24 个月婴幼儿）（HFA）

 – 身长别体重（<24 个月婴幼儿）或身高别体重（≥24 个月婴幼儿）（WFH）

为了计算这些指标，需要使用合适的体格测量设备测量体重和身长 / 身高。目前对高质量和 “ 用户友好 ” 设备

的需求仍然十分迫切。体格测量设备的推荐说明书见第 1 章设备一节。

进行测量时应考虑的关键步骤

a) 记录出生日期和访谈日期。

b) 进行体格测量时遵守基本建议

c) 为测量儿童做准备。

d) 测量体重。

e) 测量身长（2 岁以下儿童）。

f) 测量身高（2 岁及以上儿童）。

g) 记录测量值。

h) 校准设备。

现场收集体格测量数据的步骤概述

a) 记录出生日期和访谈日期

确保将所有与访谈日期和出生日期有关的问题都正确填写在调查表中（见附录 4 儿童体格测量调查表模板）。

在未普遍实施户籍登记的地方，应在调查设计阶段制定当地的重要事件日历。

首先请受访者提供儿童的出生日期证明文件（如出生证明、洗礼证明、医疗信息卡等）。记录证明文件上的出

生年、月、日（如有），并在调查表上标注数据来源于哪种文件。理想的数据源是书面文件，即使孩子的母亲说她

记得出生日期，也要礼貌地要求看一看证明文件，并直接从中记录信息。

36页 I 现场工作程序



如果没有可用文件，应询问母亲或看护人记忆的出生日期，并在调查表上注明来源为 “ 母亲 / 看护人报告 ”（按

附录 4 儿童调查表模板的要求填写）。如果母亲 / 看护人不知道出生日期，则应根据当地重要事件日历至少推知出

生的年份和月份。应在调查表定稿和培训完成之前编制并测试地方重要事件日历，所有的体格测量师均应接受培训，

了解如何在数据收集过程中使用该日历。如果使用了证明文件或母亲 / 看护人的报告数据，体格测量团队应记录

具体出生在哪一天（如已注明或说明）。如果使用地方重要事件日历，则很可能无法确定准确的出生日。在这种情

况下，体格测量师必须填写数字 98（未知）作为出生日，并填写根据地方重要事件日历确定的出生年份和月份。

调查表中应始终记录信息源。关于在填写调查表时如何使用地方重要事件日历，请参阅更详细的说明（见第 1 章 1.3
节调查表设计）。

提示

• 始终在调查表上记录出生日期和访问日期。调查表上应有两个明确的空格填写具体是哪一天，两格

用于月份，四格用于年份（如xxxx-xx-xx），其顺序应遵循本国习惯。

• 填写调查表时，请勿在日期处留白（即2018年6月14日应为2018-06-14，如不知道具体日期，则为

2018-06-98）。

• 如果看护者不知道您所需要的信息，则应使用标准代码填写未知项，如98或DD，不要编造数据。

• 避免在调查表中以月龄为单位记录年龄（见附录4的调查表模板）。

工具

• 更多信息见附录4（体格测量调查表模板）。

• 关于如何编制和使用重要事件日历，详见第1章1.3节调查表设计。

b) 进行体格测量时遵守基本建议 

体格测量师准备 ：体格测量师不应留长指甲，需用清洁的双手接触被测量的儿童。体格测量师应取下手指和

手腕上的所有异物，如粗笨的手表或手镯，避免其妨碍测量、甚至伤害儿童。现场工作人员在工作中不得吸烟。

设备放置 ：应认真选择测量板和体重称秤的位置。确保将测量板和数字体重秤放在一个坚固、平整的表面，

并且有充足的光线保证精确读数。如果地板不平整，可以考虑带一块木板以稳定体重秤。如果天平是太阳能的，

则必须有足够的光线保证其正常工作。

残障人士 ：建议对残疾人进行测量。但是，对于那些残障影响站立，不能伸直手臂、腿或背部，或难以保持

自身稳定的儿童，进行准确和安全的测量将会是个挑战。在这种情况下，可能需要调整测量方案或为被测者提供

额外的帮助。儿童安全始终优先。

c) 准备测量儿童

在儿童接触任何测量设备（身长 / 身高测量板或体重秤）时，必须小心扶住他们，避免其绊倒或摔落。绝不

能让儿童独自接触设备 ；除了在称重的几秒钟以外，应始终保持与孩子的肢体接触。请记住，看护人不应参与测

量操作，而要在进行测量时与孩子交谈并抚慰他们。

小心翼翼的对待孩子。测量体重和身长 / 身高时，需要儿童尽可能平静。如果在他们兴奋或害怕时测量，将

很难得到准确的结果。婴幼儿应由母亲抱着以营造安全感，直到测量具体读数前都可以，但在测量身长时不行。

如果一个孩子表现得很悲伤，就会对其他待测儿童的情绪产生很大的影响。最好让这个伤心的孩子平静一会，

稍后再重新测量。某些情况下，在看到其他孩子，特别是兄弟姐妹测完后，之前伤心的孩子很可能会开始配合称

重与测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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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测量体重

有很多指导手册具体说明了如何称量 5 岁以下儿童的体重。例如，可参阅《2018 年粮食与营养技术援助项目

体格测量指南》，了解如何使用立式电子秤称量 5 岁以下儿童及婴幼儿的体重（第 174-177 页）。

去皮重称量 ：2 岁以下或不能安静站立的儿童最好由母亲抱着称体重（“ 去皮重称量 ”）。在这种情况下，应首

先称母亲的体重，然后切换到去皮模式，让母亲和幼儿一起称重，此时秤上将显示幼儿的体重。如果孩子不能或

不愿站在秤上，则应使用去皮重称量法。只要母亲抱的姿势正确，该方法可用于任何年龄的儿童。

两岁或两岁以上的儿童可以单独称重，前提是其在秤上不动不跳。如果孩子无法安静，则最好改用去皮重称

量法。

建议儿童在称重时尽量少穿衣服。但由于文化偏好或气候原因，一些父母或看护人可能不允许孩子不穿衣服

称重。为了适应这种偏好，同时又保持称量准确，可以用毯子包裹儿童。

使用毯子和有去皮重功能的秤 ：首先让成人拿着毯子站在秤上，使用去皮重称量法，这样在测量儿童体重时，

包裹孩子的毯子重量就不包括在内了。而后成人应将孩子裹在毯子中，站在称上，抱着孩子进行测量。

如果儿童不能穿极少的衣服称重，则应在调查表中注明其穿的衣服较多 1。

如果儿童有可能干扰身长 / 身高测量的辫子或发饰，应在测量前将其取下，避免在测量过程中造成延误。如

果孩子没有脱掉衣服或取下发饰，则必须将这些情况记录在调查表中。

e) 测量身长（2岁以下婴幼儿）

有关 2 岁以下婴幼儿身长测量的说明，请参阅《2018 年粮食与营养技术援助项目体格测量指南》（第 181-
183 页）。

当孩子穿的很少且脱掉鞋子之后，应做好准备在称重后立即测量身长。应确保测量板的位置正确且放于水平

地面上。如果体格测量师不能让孩子把双腿伸直放在正确位置，则至少应确保一条腿是直的，足部正常弯曲踏在

挡板上。只有在极度困难的情况下，才能破例允许幼儿以只伸直一条腿的姿势测量。快速测量身长是非常必要的，

这样可以避免锁定孩子的双腿。

应在调查表中（见附录 4 儿童体格测量调查表模板）系统地记录每一个体在测量时所采用的实际体位（平卧

/ 卧位身长）。

最好能够使用电子读数器，但如果使用的是带标尺的测量板，体格测量师则必须确保其视线与脚部挡板平行，

以便在正确的平面上读取挡板的位置，获取准确的测量结果。

提示

• 在测量2岁以下婴幼儿的卧位身长时要特别注意，由于该年龄组儿童以该体位测量通常比较困难，

测量误差往往成为重要的问题。

工具

• 《2018年粮食与营养技术援助项目体格测量指南》:

• 用立式电子秤测量5岁以下儿童及婴幼儿的体重（第174-177页）；

• 测量2岁以下婴幼儿的身长（第181-183页）；

• 测量2岁及以上儿童的身高（第184-187页）。

1 以防有儿童需要替换。衣服的孩子进行体重测量的最佳实践。对此需要开展更多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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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 测量身高（2岁及以上）

有关测量 2 岁及 2 岁以上儿童身高的说明，请参阅《2018 年粮食与营养技术援助项目体格测量指南》（第

184-187 页）。

测量儿童时请家长 / 看护人让孩子靠住测量板，并跪在孩子面前。测量者应跪在儿童左侧，经过培训的助手

跪在儿童右侧（或请父母 / 看护人移动到该位置）。

在调查表中系统地记录每一个体在测量时的实际体位（站立）。

最好使用电子读数器，但如果使用的是带标尺的测量板，体格测量师则必须确保其视线与挡板平行，以便在

正确的平面上读取板的位置，获得准确的测量结果。

提示

• 在测量2岁以下婴幼儿的卧位身长时要特别注意，由于该年龄组儿童以该体位测量通常比较困难，

测量误差往往成为重要的问题2。

工具

• 《2018年粮食与营养技术援助项目体格测量指南》: 
用立式电子秤测量5岁以下儿童及婴幼儿的体重（第174-177页）； 
测量2岁以下婴幼儿的身长（第181-183页）； 
测量2岁及以上儿童的身高（第184-187页）。

g) 记录测量值

每次只填写一个孩子的相关问题和测量结果。这样可以避免同时有多个待测儿童时可能产生的混淆。如果在

调查表上填写测量结果时出现错误，应划掉原数字，并将更正后的测量结果写在旁边，以便清楚地看到修改的痕迹。

关于以计算机为基础的调查，请参见第 2 章中有关数据采集 / 录入的章节。

务必认真记录测量的是卧位身长还是立位身高。如果一个 2 岁或 2 岁以上的儿童不能站立，则应测量该儿童

的卧位身长，并在调查表上（在关于测量体位的问题处）注明 ；同样，如果一个 2 岁以下的幼儿采用了立位测量，

也应在表中注明。出现这两种情况时，应解释为何不用适合其年龄的体位进行测量。而且，在根据 “ 世卫组织儿

童生长标准 ” 计算 Z 得分之前，需要在分析阶段调整数据（立位身高转化为 2 岁以下幼儿的卧位身长时应增加

0.7cm，卧位身长转化为 2 岁及以上儿童的立位身高时，应减去 0.7cm）。该调整在标准化分析过程中可由程序软

件自动完成（见第 3 章数据分析）。 

如果使用与年龄不符的非标准体位测量儿童，则必须在调查表中记录该情况及其原因。

h)	校准设备

本材料中，“ 校准 ” 一词是指确认体格测量设备在测量未知对象的体重或身长时能够精准工作。

每次购买新设备时均应进行校准，而后要常规定期校准。每次校准时应记录测量值并核查其准确性，以确保

快速识别和更换故障设备。

定期校准体格测量设备可以确保其持续提供准确的测量结果。在需进行体格测量的调查中，应定期校准电子

体重秤和测量板。

设备检验应始于现场工作开展之前，调查期间虽无需每日进行，但仍要定期检查。在调查过程中，根据体格

测量团队的可用设备情况（如已知重量和长度的砝码和校准杆），也可以开展每日例行检查。

应开展下列定期检查。

2 与年长儿童相比，年幼儿童的身长测量值更不准确。参考文献 ：Reliability of anthropometric measurements in the WHO Multicentre Growth 
Reference Study. WHO Multicentre Growth Reference Study Group. Acta Pædiatrica Suppl 450: 2006. Page 43（http://www.who.int/
childgrowth/standards/Reliability_anthro.pdf?ua=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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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使用重量至少为 5kg 的标准砝码测试每台体重秤 ：强烈建议每天进行一次检查，以确保精确度。

 – 可以使用已知长度的管子（如 110 cm）校准测量板。如使用同一根管子或校准杆检查不同的测量板，各仪器之

间的差异将很容易显现出来。建议每天检查一次。

体格测量设备的校准日志模板见附录 6。

调查办公室应准备多个备用设备，便于在现场随时取用。如果发现设备有缺陷，应立即通知现场协调员，并

要求更换。在获得替换设备之前，不得进行身长 / 身高和体重测量。

提示

• 不要使用有故障的设备。

• 如果在现场数据收集过程中证实设备读数有误，且无法校准，应立即更换设备。调查团队应等待新

设备到位，并在其经过精确度测试后重新访问初级抽样单位。

• 在整个调查过程中，需保护设备免受极端天气影响，如寒冷、酷热和雨水等。

工具

• 关于校准程序和设备维护的详细信息，见《世卫组织儿童生长评估培训课程》第5.0节“测量设备维

护”（第25页）。

表 4. 进行体格测量时的错误操作和避免方法

 错误操作  避免方法

使用未经校准的设备（如不能正常工作的电子秤、带

劣质米尺的木质身高板）

• 如近期未校准设备，应推迟称重。

• 每日检查设备是否已在调查开始时经过校准，并在

调查期间进行了定期校准（使用标准砝码）。

• 在调查过程中，如设备出现故障或损坏需要更换，

应确保有备用设备可用。

体重秤或测量板的位置不正确

• 在进行测量之前，应确保体重秤平放在地面上，秤

上的儿童处于正确的位置（如有必要，可用体重秤

的可调节脚调整到水平）

测量者的位置不正确
• 体格测量师作为主要测量者应面向刻度尺读取测量

值，不能倒着读数。

测量者在测量时手中握笔
• 测量儿童时应避免手中握笔或拿其他物品。体格测

量师在测量时应避免戴戒指或粗笨的手表。

让应平卧测量的儿童站立测量（年龄小于 24 个月的

幼儿）

• 开始测量前，应确定儿童的年龄（以岁为单位），

以确保测量体位符合其年龄组的推荐体位。

儿童测量时穿鞋、扎辫子或戴了头饰、（未脱鞋或摘

头饰）或没有尽可能少穿衣服

• 请母亲脱掉孩子的鞋，去除他们头上所有的装饰物

或其他物体（发夹、假发和辫子等）。如果无法去除，

则应在调查表上注明。

• 只要孩子没有做到尽可能少穿衣服，就要在调查表

上注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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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错误操作  避免方法

孩子在板上的位置不正确，如头的方向不对或不在正

确的平面，膝盖弯曲，脚跟未贴住测量板，脚底未平

放在板的最下方，滑板未紧贴头顶或者因为孩子在

“ 伸脚趾 ”，滑板未紧贴脚跟。

• 确保孩子的头或脚的位置正确，让靠立在身高板上

的孩子目视前方，眼窝下缘与耳孔上缘的连线垂直

于板面，测量前检查孩子的身体与板接触的位置。

• 如果孩子的位置不正确 , 例如向身体一侧倾斜，脚

跟未贴住板面和 / 或手未放在在体侧（身长），请

勿读取身长 / 身高值。

孩子未沿着板面平卧。
• 孩子的脚跟应紧贴测量板，脚底平放在板的最下方

（身高）或踏板（身长）上。

将身长 / 身高测量值取舍到最近的 0.0 或 0.5 cm，

而不是以 0.1 cm 的增量读取和记录。

• 读取或记录测量值时不要四舍五入。记录身长 / 身
高时应精确到毫米（mm）。

2. 3. 数据采集/录入
准确采集体格测量数据是收集和处理数据的关键步骤。广泛使用的体格测量数据的采集方法有几种，包括 ：

1. 用纸质表格收集数据，而后在项目中心办公室录入数据（调查表模板见附录 3）；

2. 用纸质表格收集数据，而后在现场录入当天数据（有时称为电脑辅助现场编辑 CAFE）；

3. 电脑辅助数据收集（也被称为电脑辅助个人访谈 CAPI）或移动数据收集）。

这三种方法均已得到了成功的应用，但目前最常用的是第二或第三种方法，对现场的体格测量数据进行电子

化采集。在这一过程中，准确的采集体格测量数据是最主要的，因而，在此期间尽量减少对测量结果的转录就成

为了确保质量的关键。如果先使用纸质表格再将数据录入平板电脑或台式机，至少需两次记录数据，一次在纸上，

一次在平板电脑或台式机上，两次均有可能出错。使用电脑辅助数据采集，只需记录一次测量值，前提是直接用

平板电脑或台式机记录，不用先将其写在记事本上的中间步骤。虽然在进行体格测量时操作平板电脑或台式机增

加了工作的复杂性，但这样可以减少数据抄录错误，而使用中间步骤记录测量值则会增加出错的风险，违背用计

算机直接采集数据的初衷。如果由于操作太复杂而需要使用中间步骤，则应采取专门为这一目的设计的形式记录，

而不是简单地写在笔记本上。

在记录体格测量数据时，会产生多种类型的转录错误。包括误读纸质材料上的手写数字、录入错误数字、数

字移位或遗漏。使用所有的数据采集系统时，无论是用纸质表格登记还是在现场测量时直接录入，记录数据时均

应检查两次，及时发现数据采集错误。

在工作现场，无论是先使用纸质表格再用电脑录入当日数据，还是直接用电脑辅助收集数据，采集系统均应

对所收集的测量值进行二次核查、及时核实记录值。

在项目中心办录入纸质表格上的数据时，通常由两个独立的数据操作员完成，而后比较生成的数据集，找到

所有的数据录入差异，根据纸上记录的测量值更正数据。当数据以纸质形式收集而在办公室完成录入时，标准的

做法是对所有数据进行二次录入，及时发现录入错误。

如果采用集中数据录入系统而不是现场录入，则应在初级抽样单位的表格和调查问卷返回中心办后立即开始

工作。应少量分批次录入数据（如一次只录入一个抽样单位的数据）。需进行二次录入以消除数据输入错误。单独

处理完某一批表格和调查问卷的数据后，应向访谈团队反馈所有相关问题。另外，无论是现场采集数据还是在办

公室录入期间，均建议对所收集的数据进行一致性检测。关于在数据收集期间应了解的各类相应核查的信息，见

第 2.4 节质量保证方法。

数据采集或录入系统必须经过精心设计，便于采集体格测量数据，更重要的是确保测量数据的质量。数据采

集或录入人员必须经过良好的培训，意识到准确记录测量值及相关数据的重要性。在主要的现场工作开始之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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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安装数据采集或录入、以及数据核查的软件程序，并用试点调查或预试验的数据进行测试和验证。在调查的数

据收集工作开始之前，必须解决数据采集或录入程序存在的所有问题，必要时需修改程序。

2.4. 数据采集过程中的质量保证方法
在数据收集过程中，充分和持续的现场监督是至关重要的，在项目现场和中心级均应进行。监管不足会导致

项目计划时间的明显延误，更严重的是在收集或记录数据时出现本可以避免的错误。

在数据收集期间，可以进行各种检查以加强质量保证。

1. 现场监督 ：由现场协调员和现场监督员进行的核查，包括直接观察、审核调查表数据、使用体格测量核查表、

检查初级抽样单位控制表和其他表格。

2. 重新测量 ：随机选择儿童进行重测，评估测量的准确性和精确度。重新测量有标记数据的儿童，减少最终数据

集中包含的错误数据量。

3. 中心级的检查 ：由中心办公室审核各种现场核查表，并将结果反馈给各团队。

现场监督员、现场协调员和数据处理人员在核查中都发挥着重要作用（其作用和责任见附录 1、2）。现场监

督员的角色极其重要，因为在数据收集期间，项目主管和现场协调员不可能每天和调查团队在一起，而现场监督

员则应每天跟随团队并进行监督。现场协调员的作用是在团队之间轮转，进行更高级别的监督。建议至少应有一

部分在体格测量方面经验丰富的现场协调员负责监督现场工作。在现场工作开始的最初几个星期加强监督尤为重

要，这样可以尽早发现并解决出现的任何重要问题。对于现场工作周期较长的调查，还建议在数据收集结束前加

强监督，以确保团队合作质量不会随着时间推移而降低。

最基本的要求是，在开始收集数据的最初几周内，体格测量经验丰富的现场协调员应到访并监督每个团队。

而当数据不断汇集到中心时，中心级的数据处理员就可以开始审核数据了。

大多数核查工作都应该在现场进行。中心办公室可以通过比对数据与各种现场核查表来检验数据的一致性。

而某些检查只应在中心级进行（如衡量体格测量师的表现等）。

在现场监督中有助于收集高质量的体格测量数据的主要核查工作

a) 使用初级抽样单位控制表

b) 审核调查表数据

c) 使用体格测量核查表

d) 重新测量

e) 其他表格和检查

a) 使用聚类控制表

聚类控制表 3 应由现场监督员填写，上面列出了每个计划访谈的完成结果。监督员每天都应与调查团队讨论聚

类控制表的内容，向团队反馈工作进展、他们是否严格遵守了回访方案，同时解决目前存在的任何突出问题。现

场协调员到访不同的初级抽样单位、监督调查进展时，也应审核监督员的聚类控制表。

聚类控制表有助于从以下几个方面监督数据收集过程 ：

 – 团队整体进度 ：例如，通过发现高拒访率或无应答率等问题，可以在必要时采取改进措施。这类信息可以显示

接触受访者的方式或数据收集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并促进其改善 ；

3 在某些调查中，也称为 “ 调查员任务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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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按计划完成的访谈和测量的百分比 ：显示访谈是否完成、是否按计划的时间安排进行、未进行测量的原因（如

拒绝、缺席等）；

 – 确认团队在转移前已完成现有初级抽样单位的工作 ：确认所有合格的受访者均已接受访谈，和 / 或根据方案要

求对所有抽样家庭进行了回访。

聚类控制表模板见附录 7。

b) 审核调查表数据 

纸质调查表 ：现场监督员应每天检查所有团队成员完成的纸质调查表，并在下列检查中标出所有异常情况。

1. 检查是否有缺失或重复的数据，确认受访人员和访问日期、性别、出生日期、身长 / 身高、体重、测量身长 /
身高时的站立 / 平卧体位。

2. 核查出生日期的来源，是否由官方文件确认、或父母或看护人报告、还是使用重要事件日历估计。

3. 当信息有多个来源时（如家庭成员名单和体格测量调查表），检查出生日期与年龄的一致性。

4. 检查儿童站立（24 个月及以上的儿童）或平卧（24 个月以下的婴幼儿）的测量方式是否与其出生日期 / 年龄

相符，同时需了解在某些情况下，可能会由于某种原因而采用非标准的测量体位（必须记录在调查表中）。

5. 检查身长 / 身高与体重数据的一致性。例如，以厘米为单位的身长 / 身高值应始终大于以千克为单位的体重值。

如果体重值大于身长 / 身高值，则有可能是身长 / 身高和体重值的位置写反了。

电子调查表 ：在使用电子设备时，应在设备的软件中预先设置跳转模式或限定表格内容的范围。这样可以减

少体格测量师在记录时出现的数据采集错误。

应将下列自动检查功能编写到软件程序中 ：

1. 个人身份识别信息和访问日期、性别、出生日期、身长 / 身高、体重、测量身长 / 身高时的站立 / 平卧体位等

数据不允许有缺失。

2. 应为所有变量设置固定范围，包括出生日期、年龄（0-5 岁，通常从家庭成员名单中收集）、身长 / 身高和体重。

对于身长 / 身高和体重，人口与健康调查项目（DHS）建议 5 岁以下儿童的最大范围应为 ：

i)  身长 / 身高 ：35.0–140.0

ii) 体重 ：0.5–40.0

一旦体格测量师录入了数据，现场监督员就有责任运行相应程序检查数据结构。体格测量师向现场监督员发

送数据文件时，检查程序应设置为自动运行，当然也可以随时手动运行。现场监督员的最佳做法是立即进行反馈，

与体格测量师共同查阅检查报告并确定出现问题的住户。只有对初级抽样单位（PSU）中每个住户的数据都成功

的进行结构检查后，才能将其视为 “ 已完成的 ” 数据，此时团队才可以转移到下一个初级抽样单位开展工作。如果

现场监督员等到初级抽样单位工作安排的最后一天才接收数据，这时他很可能会发现一些数据问题，需要延长团

队在初级抽样单位的停留时间才能解决。例如，结构检查可能会显示有合格的受访者尚未进行测量。

现场监督员应为每个团队成员的调查表进行下列结构检查，并标记所有异常情况。

1. 检查是否有重复条目，确认受访人员和访问日期、性别、出生日期、身长 / 身高、体重、测量身长 / 身高时的

站立 / 平卧体位。

2. 核查出生日期的来源，是否由官方文件确认、或由父母或看护人报告、还是使用重要事件日历估计。

3. 当信息有多个来源时（如家庭成员名单和体格测量调查表），检查出生日期与年龄的一致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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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检查儿童站立（24 个月及以上的儿童）或平卧（24 个月以下的婴幼儿）的测量方式是否与其出生日期 / 年龄

相符，同时要知道在某些情况下，可能会由于某种原因而采用非标准的测量体位（必须记录在调查表中）4。

5. 标出年龄别身高、年龄别体重和身高别体重的 Z 得分异常高或异常低的个体并重新测量，同时随机选取其他个

体进行复测。Z 得分的算法是个体值与参考人群中位数的差值除以参考人群的标准差。Z 得分应按照《世卫组

织儿童生长标准》计算。标记需重新测量的离群值和随机选择其他重测个体的步骤见后述 “体格测量数据的复测 ”
部分。所用程序应能够在团队仍处于现场时发出提示，以重新测量标记的和随机选择的个体。应采用盲法，不

能让访谈员和监督员了解重新测量的原因。

c) 使用体格测量核查表

体格测量核查表有助于衡量现场团队的表现。该检查表包括在进行体格测量时需完成的一组核心的基本任务。

每项任务均很关键，如果忽略或错误操作，则会导致数据质量降低。在监督团队成员时，检查并记录核查表是否

完成可以增加成员的责任感。

核查表可在入户观察时使用，以纸质或电子形式填写。核查表的填写人应告知住户成员，他们职责只是作为

监督者观察数据收集过程。在离开住户后，应将核查结果反馈给调查团队。

现场监督员和现场协调员均可以填写核查表，但填表人必须经过培训才能正确使用该表。培训内容应包括，

如何才能获取正确的体格测量结果，如何填写表格，如何提供反馈并与体格测量师就核查结果进行有建设性的高

效讨论。

除核查表外，还应为体格测量师提供辅助工具和相关指南。所有这些材料均应包含在调查手册中（见第 1.1
节 项目规划）。

体格测量核查表模板见附录 8。

d) 体格测量数据的复测

建议调查团队在现场进行两种类型的复测。一种是盲法复测，即随机抽取调查人群的一个子集（即一个样本），

重复测量和记录随机样本的身高、体重、出生日期和性别。第二种是标记复测，是指对测量值异常（即超出正常

的参考范围）的儿童进行标记，并对其身高、体重、出生日期和性别等值进行重复测量和记录。 

现场监督员应负责使用专门设计的数据采集或录入系统，选择测量值异常的个体或随机抽取样本参加复测。

访谈结束后，用电子数据系统随机选择盲法重测个案是非常容易的。如果不能在现场采集电子数据，则应由监督

员根据预先制定的标准进行随机选择。而标记（需要复测的）异常值是通过电子程序实现的，只有在现场使用了

电子化数据采集方法时才可行。不能让体格测量师知道选择儿童进行复测的原因，即是由于测量值异常还是属于

盲法复测。不能只标记异常个体进行重新测量，而不做随机复测（即盲法复测），以避免对现场数据的过度编辑。

过度编辑会掩盖真实变异而引入偏倚。

随机盲法复测的步骤

随机盲法复测有两种方法。两者均要求对已经作为调查样本进行测量的儿童做再次测量。第一种方法的目的

是评估精确度 ：它要求进行初次测量的体格测量师返回并获取二次测量数据。第二种方法的目的是评估准确度 ：

因此，应由更有经验的体格测量师负责获取二次测量数据（精确度和准确度的定义见第 1.4 节培训和标准化）。最

好同时评估精确度和准确度，如果不行，则至少应对二次随机抽样的样本进行精确度评估。

应使用已校准的与初次测量相同类型的设备和标准的测量方法进行复测。体格测量师在接到进行二次测量的

指示前，不应了解二次随机抽样选取了哪些住户。现场监督员应采取一切预防措施，确保体格测量师无法接触到

第一次测量的数据。如果要求由同一测量师对某调查对象进行两次测量，则两次测量之间应保持足够的时间间隔，

以尽量减少体格测量师回忆起原始测量数据的机会。除了考虑这一点，还要注意两个测量值必须在一定时间段内

4 对于 9 月龄以下的幼儿，若其测量身长的体位被记录为 “ 站立 ”，则应考虑为录入错误，在数据分析过程中应该做出此标记。参考数据质量评价
和分析部分，以了解更详细的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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获取才具有可比性 ：儿童的体重可能会受各种因素的影响而发生变化，因此，在调查团队仍处于初级抽样单位时

就应开始重新测量（即最多在首次测量后 3-4 天）。

盲法重测体格测量数据可以在现场工作期间确定是否有团队需要再次培训，并在调查后用来评估数据质量。

在用于现场监督时，应让体格测量师了解关于出生日期、性别、体重和身长 / 身高数据的偏差的反馈结果 。目前，

标准的身长 / 身高测量的最大可接受差异尚未确立。世界卫生组织生长发育参考范围多中心研究将最大可接受差

异定为 0.7cm 及以下 5，而有其他研究将其定为 1.0 cm 及以下。

由于这种方法仅用于质量保证目的，因而不建议进行第三次测量。在对流行情况等进行评估时，只应使用第

一次测量的数据。但是，为了增加项目的透明度，二次测量的数据应保留在数据集中并认真标记，以便用户能够

了解这一质量保证变量的含义。

标记个案并进行重新测量的程序

重新测量带有标记数据的儿童可以减少最终数据集中包含的错误数据量。标记数据是根据各个体格测量指标

的 Z 得分的范围确定的。该范围至少应与《世界卫生组织儿童生长标准》的标准标记范围 6 一致，更严格的则应符

合《世界卫生组织儿童生长标准》参考人群的标准，即均数为零时在 -3 标准差到 +3 标准差之间。从数据质量的

角度看，使用严格的标记范围也许更可取，但这种方法在某些情况下会导致沉重的工作负担。因此，可以根据来

自相似环境的调查数据（例如该国的既往调查）试着预测使用不同标记范围需要重新测量的次数，根据实际可行

性决定采用哪一特定范围。需要开展进一步的研究，以确定一组可以平衡多种因素的标记范围，在不同环境下促

进重新测量。

如上所述，不得在项目现场手动识别异常值，同时为避免过度编辑，不应向调查团队提供儿童生长参考表（如

身高别体重参考表）。应使用能够生成体格测量学指标 Z 得分的程序软件，自动完成 Z 得分和标记。如果当团队仍

在住户家中时就标记个案，并在现场直接重新测量儿童，可以省去很多后勤上的麻烦，但不建议这样做，因为体

格测量师会由此知道重新测量的原因，不能采用盲法（即盲法 VS 标记）。

与盲法随机重测相反，应使用标记个案的二次测量数据计算流行率和进行其他评估。为了加强项目透明度，

原始测量值应以不同变量名保存在数据集中。所有相关信息（出生日期、性别）和测量值（身长或身高、体重）

均应重新测量。

e) 其他表格和检查

现场监督员应每天检查团队的校准日志（见附录 6 和第 1 章第 1.5 节设备），确定团队每天出发去现场前，测

量身高和体重的设备均已经过测试并能够正常运行。现场协调员在访问不同的初级抽样单位时也应审查校准日志，

并按要求向现场监督员提供反馈，而现场监督员则应将反馈结果告知调查团队。

可以设计纸质表格总结团队表现。

中心级监督过程中促进收集高质量体格测量数据的主要核查工作

a) 住户完成率

b) 年龄的完整性

c) 身高测量的完整性

d) 体重测量的完整性

e) 年龄来源

f) 数据堆积

g) 测量体位

5 针对同一名测量对象在不同天进行体重测量时，测量值的自然变化是多少并未明确。因此需要对体重差异的最大可接受值进行研究。但是，仍
然应该对体重进行测量，对体格测量师应该使用盲法，不让其知晓为何要对特定的儿童进行复测。

6 即排除标准为 ：年龄别身高的 Z 得分 <-6 或者 >6 ；年龄别体重的 Z 得分为 <-6 或者 >5 ；身高别体重的 Z 得分为 <-5 或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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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 超限个案

当汇集到中心的数据不断增加时，应由中心级数据处理员进行累积数据质量检查。检查结果可以持续客观的

衡量体格测量师的表现，也可以反映数据收集中存在的问题。应向现场监督员提供在数据质量检查中获得的信息，

以加强团队表现。

在现场工作的开展过程中，可以使用多种现场核查表监测数据质量。核查表是定期生成的数据表，用于监督

每个调查团队的表现。每张表均从某一方面关注 团队的整体数据质量。在整个现场工作期间，当仍有时间安排团

队成员接受再培训或到出现问题的初级抽样单位进行重新测量时，应用这些核查表是极其重要的。如果来自某个

特定团队的数据出现问题，应让每位体格测量师都查看现场核查表，以确定问题是存在于整个团队，还是仅限于

一两名团队成员。中心办应该能够根据现场和中心级核查的结果，向调查团队提供反馈，指导他们改进工作、避

免重复相同的错误。

现场核查表中包含的中心级核查 ：

a) 住户完成率 ：合格的住户总数中完成调查的住户百分比、住户成员不在家或没有合格受访者的百分比、整户长

期无人的百分比、拒访百分比、空置或地址不是居住地的百分比、居住地被毁百分比、找不到居住地的百分比、

其他情况百分比。

b) 年龄完整性 ：合格的受访儿童总体中，出生日期的年月日信息完整的百分比、仅有出生年份和月份信息的百分

比、仅有出生年份信息的百分比。

c) 身高测量的完整性 ：合格的受访儿童总体中，被测儿童百分比、不在场儿童百分比、拒绝测量的儿童百分比、

其他情况百分比、信息缺失百分比。

d) 体重测量的完整性 ：合格的受访儿童总体中，被测儿童百分比、不在场儿童百分比、拒绝测量的儿童百分比、

信息缺失百分比。

e) 年龄来源 ：合格的受访儿童总体中，生日期信息来自出生证明的百分比、来自免疫接种卡的百分比、由看护人

回忆的百分比、其他来源百分比。

f) 数据堆积 ：身高和体重数值中出现的对任何数字的偏好（见第 3 章数据质量中的数字偏好部分）。

g) 测量体位（站立）：在全部被测儿童中，应站立测量者采用平卧测量的百分比 ；应平卧测量者采用站立测量的

百分比 7。

h) 超限个案 ：根据世界卫生组织的标记标准确定的，无效年龄别身高 Z 得分百分比、无效年龄别体重 Z 得分百

分比、无效身高别体重 Z 得分百分比（见第 3 章数据质量第 3.1 节不合理数值）。

如果可以获得使用标记和盲法进行复测的体格测量数据，也可以将其纳入现场核查表。还可以用体格测量师

的专有识别码制表。

重新培训和规范测试

如果在现场或中心级通过观察或核查结果发现调查团队在数据收集期间表现不佳，则应对他们进行重新培训。

再次培训应由体格测量专家完成，确保能够教授团队正确的测量技术。如果同时有几个团队表现不佳，则建议集

中进行重新培训和规范测试。在数据收集工作持续超过 4 个月的大型调查中，最好在数据收集进行到一半时，对

所有的体格测量师再次进行规范测试。8

工具

• 体格测量设备的校准日志模板如附录6所示。

• 聚类控制表模板如附录7所示。

• 体格测量核查表模板如附录88所示。符合本文件指导原则的标准现场核查表正在拟定中。

7 该百分比的定义为 ：2 岁以下儿童者站立测量身高的比例，2 岁及以上儿童躺着测量身高的比例。或者，补充定义为，9 月龄以下幼儿站立测量
身高的比例，这在生物学上是不可能站立的。

8 体格测量核查表模板如附录 8 所示。该模板由人口与健康调查项目开发，基于 Seca® scale（模板编号 ：SECA 878U）和 Shorr board 的应用
编写的。如果还是用其他的设备，那么该核查表应该相应的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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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议和最佳实践总结

第2.1节—数据收集程序

建议（必须遵守）

 – 应先列出所有 6 岁以下儿童，再选择 5 岁以下儿童进行测量。

 – 每个住户至少回访两次，回访应安排在一天中的不同时间。为符合要求却不在家的儿童确定最佳回访时间。

 – 每天用至少重 5kg 的测试砝码检查体重秤。

良好实践（可选）

 – 按照与初级抽样单位的相关权威机构共同制定的时间表组织现场工作。

第2.2节—访谈和测量

建议（必须遵守）

 – 始终在调查表中记录出生日期和访问日期。

 – 不要在调查表中以月龄为单位记录年龄。

 – 儿童称重时应尽量少穿衣服，如果未能做到，应记录在调查表中。

 – 在测量身长 / 身高前，要求去除发辫或发饰。

 – 根据孩子的年龄组要求指导孩子平卧或站立测量身长 / 身高。

 – 主测量人应大声对填表人重复两次读数。完成记录后，主测量人应检查调查表，确认测量值填写正确。

 – 始终记录测量的是平卧身长还是站立身高。

 – 不要使用有故障的设备。

 – 建议对残疾人进行测量。然而，对于那些残障影响站立，不能伸直手臂、腿或背部，或难以保持自身稳定的儿童，

进行准确和安全的测量将会是个挑战。

第2.3节—数据采集/录入

建议（必须遵守）

 – 如果使用集中数据录入系统，则需进行二次录入以清除输入错误。

良好实践（可选）

 – 如果使用集中数据录入系统而不是现场采集数据，则应少量分批次录入数据。

 – 应安装进行数据采集或录入以及数据核查的软件程序，并用试点调查的数据进行测试与核验。

第2.4节—数据收集期间的质量保证

建议（必须遵守）

 – 建议至少应有一部分在体格测量方面经验丰富的现场协调员负责监督现场工作。

 – 在现场工作开展的最初几个星期加强监督尤为重要，这样可以尽早发现并解决可能出现的任何重要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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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对于现场工作周期较长的调查，还建议在数据收集结束前加强监督，以确保团队合作质量不会随时间推移而降低。

 – 建议调查团队在现场进行两种类型的复测。一种是盲法复测（随机抽取调查人群的一个子集，重新测量身高、

体重、出生日期和性别）。第二种是标记复测。 

 – 不建议在现场立即重新测量儿童，因为这样会使体格测量师了解重新测量的原因或知道初始测量值，而不能采

用盲法（即盲法对应标记）。

 – 不得在项目现场手动识别异常值。同时，为了避免过度编辑，不应向调查团队提供儿童生长参考表。

良好实践（可选）

 – 如果调查团队表现不佳，建议集中进行重新培训、加强标准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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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两章列出了收集高质量体格测量数据的指南和清单。为了全面、透明地报告调查质量，需要对各个阶段采

取的行动（包括计划、设计、现场工作、数据录入和分析）、数据质量和估算都进行全面的报告。

本章为数据处理和报告的最佳实践提供指导，包括四个部分 ：

3.1. 数据质量评估

3.2. 数据分析

3.3. 数据解释

3.4. 数据统一报告和发布建议

可用的软件多种多样，有些可支持从数据输入到分析和报告的各种操作。对于数据分析，世卫组织儿童生长

和营养不良全球数据库 (14) 以及联合国儿童基金会 ― 世卫组织 ― 世界银行针对儿童营养不良的联合估计（Joint 
Child Malnutrition Estimates, JME）(15) 所采用的标准方法可确保各国与各年度之间具有可比性，且可通过使用

现有的 Anthro 软件或宏（SAS、SPSS、STATA 和 R）来实现。世卫组织最近开发了一种用于体格测量数据分析

的在线工具，该工具更新了 Anthro 方法，以对患病率和 Z 得分平均值的标准误和置信区间进行更准确的估计。世

卫组织 Anthro 调查分析软件是一个基于 R 和 R Shiny 软件包的工具，可提供用于数据质量评估的交互式图形和包

含关键输出的摘要报告模板，如各种组别的 Z 得分分布图以及附有患病率和 Z 得分统计值的营养状况表。

3.1. 数据质量评估
建议对数据质量进行评估以确定是否存在可能导致估计偏倚的问题，这些问题可影响结果的解释或限制结果

的潜在使用。一般而言，数据质量评估旨在确定两种主要类型的偏倚 ：选择偏倚和测量偏倚。选择偏倚会影响抽

样家庭和儿童的代表性。测量偏倚通常是由体重、身高和出生日期测量不准确导致的。这些偏倚可能是由于随机

或系统误差造成的。

高质量地测量所有用于生成体格测量指标的所需信息（五岁以下儿童的身长 / 身高、体重和出生日期）、抽样

和现场程序，对于生成儿童营养不良的准确估计值至关重要。以下章节描述了评估体格测量数据质量所推荐的核

查指标。

本节所描述的核查指标包括以下几项 ：

3.1.1. 完整性

3.1.2. 性别比

3.1.3. 年龄堆积

3.1.4. 身高和体重的数字偏好

3.1.5. 不合理的 Z 得分值

3.1.6. Z 得分标准差

3.1.7. Z 得分正态性（偏度和峰度）

对于每项核查指标，粗体标题下的文字解释了该项指标的涵义、为何建议使用该指标、如何使用或计算，以

及如何解释和报告该项指标。

可结合这些核查指标来了解体格测量数据的质量，有助于对营养不良的估计值进行解释。通常建议在评估数

据质量时，不要只以单项核查指标为基础，而应该综合考虑所有核查指标。当前数据质量评估的不足之处在于 ：

通过指标的截断值可帮助确定数据质量，以明确问题所在，然而当前对于截断值尚未达成共识。需要针对适宜的

截断值开展进一步研究，用于评价数据质量，并研究是否可采用其他核查指标。

应对整个样本人群进行数据质量检查，并对每个主要测量者或团队单独进行检查。如果在国家层面检测到潜

在的数据质量问题，假设样本量足够用于测试 / 评估所讨论的特定细分的类别，也可以对样本中的亚群进行数据

质量检查。亚群应按照性别、年龄、地区（如适用）、母亲的受教育程度和财富五分位进行分类。尽管不总是能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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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分辨差异是由于样本的异质性还是质量问题而导致的，细分的类别还是可以为数据质量的解释提供有价值的信

息。

有些数据质量核查指标是在排除不合理值之前就可应用，而有些是在排除不合理值之后才可应用 ：对此已标

明在每项核查指标下方。仅有与描述分布相关的数据质量核查指标是在排除了不合理值之前就可应用。

有些数据质量检查使用的是未加权样本，而有些使用的是加权样本，已标明在每个检查项的下方。在与外部

参考人群进行比较时建议使用加权分析。相反，建议在评估测量误差时采用未加权分析以确保每个单独的测量值

具有相同的样本权重。

建议所有提供儿童体格测量指标估计值的调查报告都包含数据质量评估结果。在本出版物发布时，世卫组织

Anthro 调查分析软件包含了下文所述的大部分数据质量检查项，并遵循本文中的建议（见附件 9 中的报告样本）。

其他几个可用的软件包包含部分但不是所有的推荐核查指标。目前尚不清楚是否所有这些软件包都遵循所推荐的

计算方法 ；有些还包含了本报告中未推荐的正式测试、截断值或评分系统。

测量和选择误差可能会导致患病率估计不准确，所以减少这两类误差尤为重要。洞悉每次调查的数据质量有

助于解释结果，特别是在调查结果具有时间趋势时。测量误差主要包括两种类型，即系统误差和随机误差，两者

有时并不能被区分。在许多其他领域，由于报告的指标基于平均值、中位数或估计范围，随机误差可能对估计的

影响较小，系统误差则是主要的关注点。然而，由于本报告中讨论的营养不良指标与分布在尾端的患病率有关，

因此随机和系统测量误差都值得被关注并需尽量减少。事实上，根据分布在尾端的患病率估计营养不良，三个主

要可能会影响患病率估计值准确性的来源包括 ：a. 选择误差（例如，在这些调查家庭中确定样本家庭或符合条件

的儿童时产生的误差）；b. 系统测量误差 ；c. 随机测量误差。大量不同的变量可能会导致系统和 / 或随机误差，包

括出生日期（用于计算年龄）、身长 / 身高和体重。因此，透明、全面地报告数据质量和调查方法，对于估计营养

不良患病率而言至关重要。

3.1.1 完整性

完整性是指什么？

在收集样本住户调查数据时，有必要确保所收集数据的完整性。在体格测量调查中，这意味着不仅要确保考

虑到所有符合条件的儿童，还要检查各类数据的结构完整性。应检查以下项目的结构完整性 ：

 – 初级抽样单位（PSUs）：访问所有选定的初级抽样单位，尽管这在某些情况下可能难以实现，如内乱、洪水或

其他类似的原因。

 – 住户 ：初级抽样单位中所有选定的住户都应接受访谈，或记录为未接受访谈（说明原因）。

 – 住户成员：所有住户登记表都是完整的，列出所有住户成员并提供其主要特征的信息，例如年龄、性别和居住地。

 – 儿童 ：所有符合条件的儿童都应接受访谈、完成测量，或记录为未接受访谈或测量（说明原因），无重复个案。

 – 出生日期 ：所有符合条件的儿童的出生日期均完整。

为什么要关注完整性？

评估收集数据的完整性是核查数据质量的重要环节。数据收集过程中的误差和调查数据缺乏完整性可能导致

结果无代表性或偏倚。检查数据的完整性可以提高调查及其如何实施的可信度。

如何计算完整性？

对于上面列出的每个项目，均应报告成功调查的样本比例，一般按调查分层或抽样域进行分类。

通常所有初级抽样单位都接受访问，但如果调查中有初级抽样单位未接受访问，应说明每层中未接受访问的

初级抽样单位的数量。如果没有访问选定的初级抽样单位，则通常需要在分析时进行校正，如层内样本量不足时

需校正样本权重。我们建议将此作为最佳做法，而不应该用其他初级抽样单位替换不能访问的初级抽样单位，因

为这可能会导致抽样偏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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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住户，应提供应答率（基于所有可联系的家庭）和完成率（基于所有选定的住户）。

住户完成率 = 完成访谈的住户数

选定的住户总数

住户应答率= 完成访谈的住户数

可联系的住户总数

可联系的住户总数包括完成调查的住户（代码 01），完成部分调查内容的住户（代码 02），家中无住户成员

或在访问时家中无具备能力的应答者（代码 03），拒绝接受访问（代码 05），以及住宅没有找到（代码 08），并

排除所有成员长时间不在家中的家庭（代码 04），住宅空置或地址不是住宅（代码 06），住宅被破坏（代码 07）
和其他情况（代码 96）。

对于住户成员，应报告住户登记表完整性的评估情况，按照分层或抽样域将平均住户规模和五岁以下儿童的

平均数量与其它来源的平均住户规模和儿童数量的估计值进行比较。

平均住户规模= 住户成员数

完成的住户总数

每户的平均儿童数= 五岁以下儿童数

完成调查的住户总数

注意 ：如果调查使用实际上的样本，则每户平均儿童数的计算应指实际上的儿童，即前一晚住在家中的儿童，

而不是法律上的儿童（通常是指常住居民）。

对于符合条件的儿童，除非采用了二次抽样的方法，否则通常应报告所有符合条件的 5 岁以下儿童，注明完

成调查的符合条件的儿童百分比。

儿童完成率 = 完成调查的五岁以下儿童数

五岁以下儿童数

应提供所有符合条件的儿童复测完整性的信息，包括随机复测（指盲法复测）和标记复测（指对有测量异常

值的儿童进行标记，并再次测量）。

随机复测完成率= 完成随机复测的儿童数

选定随机复测的儿童总数

标记复测完成率 = 完成标记复测的儿童数

标记复测的儿童总数

此外，还列出了具有完整出生日期的儿童百分比，包括具体到出生日的，和那些具体到出生年月的（但缺失 “ 日 ”
的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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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生日期完整的儿童百分比(%) = 记录了出生年月日的儿童数

完成调查的儿童总数
×100%

出生日期部分完整的儿童百分比(%) = 记录了出生年月但没有记录出生日的儿童数

完成调查的儿童总数
×100%

出生日期不完整的儿童百分比(%) = 出生年份或月份数据缺失的儿童数

完成调查的儿童总数
×100%

注意 ：与儿童出生日期相关的第二个构成比是指出生日为估算值的儿童百分比（即出生日被估算为 15 日，但

月份和年份可用于计算月龄），第三个构成比指信息不足以计算月龄的儿童百分比（即月份和 / 或年份缺失，不能

用于估算体格测量的 Z 得分。这三个构成比的总和 —— 表示为百分比 —— 等于 100。

对于所有符合条件的儿童，身长 / 身高和体重测量的完整性应通过接受测量者、不在家中者、拒绝测量者和

由于其他原因未接受测量者的构成比来表示。

对于身长 / 身高和体重测量的完整性 ：

接受测量的/不在家中的/拒绝测量的/
其他原因无法测量的儿童的百分比(%) =

接受测量的/不在家中的/拒绝测量的/
其他原因无法测量的儿童的儿童数

完成调查的儿童总数
×100%

此外，还应基于住户调查问卷（无论在体格测量模块中使用卧位还是站立姿势测量），提供年龄、性别、居住

地或其他用于计算体格测量 Z 得分的变量的缺失值比例。

如何呈现完整性？

在呈现这些结果时，应在数据质量调查报告中列出分子、分母以及构成比。

3.1.2 性别比

性别比是什么？

性别比是指特定人群中男性与女性的比例，通常表示为特定年龄组中每 100 名女性所对应的男性人数。应评

估调查数据集的性别比，并与同一年龄组性别比的期望值进行比较。由于大多数国家的男女性别比通常不是 100
比 100，因此将调查的性别比与参考值进行比较非常重要。联合国人口司发布的《世界人口展望报告》（United 
Nations Population Division World Population Prospects）1 可作为参考资料，其性别比是根据各国各年份不同年

龄组出生时的期望性别比和死亡率水平使用平滑分布估算而来 2。根据《世界人口展望报告》，1995 年至 2015 年全

球男女性别比的中位数为 104:100，第 5 和第 95 百分位数分别为 101:100 和 108:100。因此具有全国代表性的调

查所得到的性别比不太可能会超出此范围。1995 年、1996 年和 1997 年卢旺达是唯一一个 0 至 4 岁儿童男女性

别比不超过 95:100 的国家。另一方面，只有少数国家（如亚美尼亚、阿塞拜疆和中国）0 至 4 岁儿童男女性别比

连续几年不低于 115:100。

为什么要计算性别比？

将调查人群的性别比与期望性别比相比可用于确定选择偏倚。这可能是由抽样问题（例如，家庭名单可能将

某种性别成员排除了）或应答率差异（例如，某种性别比另一种性别的失访率更高。）导致的结果。

1 《世界人口展望报告》最新版本 ：https://esa.un.org/unpd/wpp/Dataquery/
2 《世界人口展望报告》最新版本 ：https://esa.un.org/unpd/wpp/Dataque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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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计算性别比？

计算性别比应纳入家庭登记表中所有符合体格测量要求的抽样儿童，无论他们测量与否或信息是否缺失，或

是否被标计为体格测量 Z 得分的异常值。为便与参考人群进行比较，应使用样本权重来计算性别比。计算方法如下：

× 100
调查中符合体格测量要求的5岁以下男童加权数 

调查中符合体格测量要求的5岁以下女童加权数

如何呈现和解读释性别比？

建议将调查的性别比与特定国家的期望性别比进行比较。期望性别比可以从联合国人口司发布的《世界人口

展望报告》3 或其他国家级来源获得，例如最新的人口普查结果或与调查同期的其他具有全国代表性的调查报告。

如果调查的性别比并不近似于该国的期望性别比，则应该分组或细分类别来计算性别比，前提是有足够的样本量

来进行分类（或分层）计算。调查小组应对性别比异常的原因进行分析，并在调查报告中阐明，包括分析各种可

能的原因并引用参考文献进行佐证。

3.1.3 年龄堆积

年龄堆积是什么？

年龄堆积是指特定年龄和 / 或出生月份的观测值的分布情况超出常规。常见的年龄堆积模式有三种，定义如下，

应采用多种核查方式来识别。

 – 单年年龄组之间不均等分布

0-4 岁儿童每个单年年龄组的期望分布约为 20%。联合国人口司发布的《世界人口展望报告》中 1995 年至

2015 年的数据证实，世界上所有国家 0 至 4 岁儿童各单年年龄组的比例中位数为 0.20。换言之，0-59 月龄儿

童每个单年间隔（即 0-11、12-23、24-35、36-47 和 48-59 月龄）的人数均占 20%。例如，如果单年年龄组之

间存在不均等分布，调查小组可能会看到 5 岁儿童多于 4 岁儿童的情况。

 – 单个或多个月龄组出现峰值分布

在这种情况下，所收集的数据中，年龄频数分布在特定的月份出现峰值和谷值。常见模式包括整岁（0、12、
24、36、48 和 60 月龄）出现峰值或半岁及整岁（0、6、12、18、24、30、36、42、48、54 和 60 月龄）出

现峰值。然而在有些调查中峰值也可能出现在其他月龄 ；任何单月龄组出现峰值都是超出常规的，并可能引起

关注。多月龄组间可能也会出现不均等分布，例如 0-3 月龄组与 4-7 月龄组相比频数太少，而通常情况是近似

均等分布。

 – 特定出生月份出现峰值分布

以月为单位进行年龄估计时，一般会使用出生日期和访谈日期，包括收集数据时获得的出生月份。有证据表明，

由于季节和气候的因素 (16)，出生月份在不同国家分布不一致，但预计不会出现较大的峰值和谷值。

为什么要计算年龄堆积？

单年年龄组间的不均等分布或特定年龄组的儿童数太少可能与选择偏倚（如 5 岁以下儿童的超龄问题）和 /
或测量偏倚（如出生日期的误报）有关。在出现不均等分布时，审查调查方法和抽样设计可能会对理解偏倚类型

有所帮助。单月龄或特定出生月份出现峰值可能表明存在测量偏倚。

如果家庭登记表填写不正确可能会导致选择偏倚。调查时出现一些错误（例如访谈员在家庭登记表中将年龄

接近 5 岁的儿童记录为已满 5 岁）或应答率差异（例如低龄儿童的拒绝率较高或大龄儿童因上学而失访率较高）

也可能会造成选择偏倚。

3 《世界人口展望报告》最新版本 ：https://esa.un.org/unpd/wpp/Dataque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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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没有普及人口动态登记且儿童没有确切的出生日期信息，则可能会出现测量偏倚。在这种情况下，调查

员必须根据不完整的记录、母亲的回忆或通过当地事件日历来估算出生年月。导致误报的可能原因 ：被访者确实

不知道孩子的出生日期、出生日期记录错误、现场团队对当地事件日历的错误处理或数据造假。据观察发现年龄

较大的儿童（36-48 月龄）比年龄较小的儿童（12-24 个月）更常见数据堆积，这很可能是因为看护人更难回忆起

大龄儿童的出生日期。在某些情况下，监护人也能提供正式的生命登记的文件，但是监护人在儿童出生时并没有

及时递交申请，而在出生之后数月或数年后在出生证明、疫苗接种卡或其他文件上任意登记一个出生月份 —— 通

常是 “1 月 ”—— 但其实际的出生月份却无从知晓。当未根据本报告的建议使用当地事件日历时，也可能会出现较

多的出生月份数据堆积（参见第 1 章中的问卷制定部分）。

如何计算年龄堆积？

应用直方图描述年龄堆积。直方图应纳入家庭成员登记表中所有符合体格测量要求的抽样儿童，无论他们测

量与否或信息是否缺失，或是否被标记为体格测量 Z 得分的异常值。可纳入 6 岁以下儿童的信息，也许能显示年

龄位移。

应绘制以下三个直方图。

 – 直方图 1

采用样本权重 4 计算并按年龄进行分组，即用 6 个长柱代表 0-5 岁（如果仅收集 5 岁以下儿童的数据，则 5 个长

柱分别代表 0-4 岁）；

 – 直方图 2

不采用样本权重计算并按月龄进行分组，即用 72 个长柱代表 0 到 71 月龄（如果仅收集 0-4 岁儿童的数据，则

60 个长柱分别代表 0-59 月龄）；

 – 直方图 3

不采用样本权重计算并按出生公历月份进行分组，即用 12 个长柱代表 1 月至 12 月。

有几种方法可以用数字来计算年龄堆积 [ 例如差别指数（也称为迈耶斯未混合指数）、迈耶斯混合指数、

MONICA、惠普尔指数）]。需要更多的研究来确定这些指数的不同值是如何影响营养不良患病率的估计，以便

制定出能够表明数据质量高低的截断值。

如何呈现和解读释年龄堆积？

绘制国家及各小组样本所有的三个直方图，并核查是否存在异常分布。

直方图 1—按年龄（以完整年为单位）：检查确定 0 至 4 岁儿童 5 个单年年龄组每组人数是否均约占五岁以下

儿童的总数的 20%（和 / 或当能获取六岁以下儿童数据时，6 个单年年龄组每组人数是否均约占六岁以下儿童的

总数的 17%）。如果 0 至 4 岁儿童任一单年年龄组的比例偏离 20％较多，则应参考联合国人口司发布的《世界人

口展望报告》或其他可靠来源（最新的人口普查或与调查同期的其他具有全国代表性的来源）中该国特定年龄分

布的期望值。如果在国家层面出现异常分布，则还应检查其他细分类别的直方图。在某些情况下，如儿童死亡率

极高或过去五年生育率变化显著时，年龄分布的期望值可能会呈现分布不均匀的情况。然而调查获得的年龄分布

与期望分布之间的差异也可能是由于所用的参考资料存在问题导致的。调查小组应对异常的年龄分布进行解释，

并在调查报告中阐明。以年为单位的年龄分布示例见图 3。

4 在调查误报时，也可以绘制没有样本权重的直方图。可能与加权直方图也无显著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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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不同调查中年龄（以年为单位）分布示例

（左）近似均等分布 ；（右）2 岁和 5 岁组年龄堆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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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方图 2—按年龄（以完整月为单位）：检查每个长柱的长度是否大致相同（见图 4 中的示例）。寻找上述常

见模式（如 12、24、36、48 和 60 月龄出现峰值或 6、12、18、24、30、36、42、48、50 和 66 月龄出现峰值）。

当分布的尾端出现明显的峰值或谷值时，应对此进行评估，以确定是否可能存在选择偏倚。如果在直方图起点或

终点之外的区域出现明显的峰值和谷值，特别是在以 6- 或 12- 月间隔进行观察时，则可能表明存在出生日期误报

的情况。如果在国家层面出现异常分布，则还应检查其他细分类别的直方图，但前提是有足够的样本量来进行分

类（或分层）计算。应对出现月龄数据堆积的原因进行分析，并在调查报告中阐明。

图 4. 不同调查中年龄（以月为单位）分布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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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ft) approximately equally distributed; (right) heaping in months 12, 24, 36, 48 and 60;

直方图 3—按出生公历月份 ：检查每个长柱的长度是否大致相同。应该记住的是，因为年龄分布取决于每月

的生育模式（图 5），所以任何国家都不存在完美的分布。任何特定的月份都不应该出现高峰，但一些国家的出生

月份分布高峰常见于 1 月份。如果在国家层面出现异常分布，还应检查其他细分类别的直方图，前提是有足够的

样本量来进行分类（或分层）计算。应对出现出生月份数据堆积的原因进行分析，并在调查报告中阐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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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不同调查中年龄（以出生月份为单位）分布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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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近似均等分布 ；（右）3 月、6 月和 9 月堆积

3.1.4 身长/身高和体重的数字偏好

数字偏好是指什么？

数字偏好是指体重和身长 / 身高测量值数字的异常分布。数字偏好可能会影响数值尾数数字或整数部分（较

少见）。如果调查组使用第 1 章中建议的设备，则调查获得的体重和身长 / 身高的测量值应只显示小数点后一位（一

个尾数）：这表示体重显示为千克的十分之一，身长 / 身高显示为毫米 5。尾数有 10 种可能 ：即从 0 到 9。如果一

项调查中每个孩子的身长 / 身高和体重都是通过合适有效的设备正确地进行测量和记录而获得，则每个数字的期

望分布应该约为 10%。完整数偏好是指因为数字整数部分被四舍五入而导致数字堆积，如 10 公斤或 75 厘米。

常见数字偏好的类型包括 ：

 – 尾数偏好 0 和 5

 – 尾数偏好除 0 和 5 外的其他数字

 – 身高或体重完整数偏好（如身高为 5 或 10 厘米的倍数，体重为 2 或 5 公斤的倍数）

为什么要关注数字偏好？

数字偏好可能反映了数据收集和记录过程中存在数据造假或不够谨慎。识别哪些特定的数字过多有利于洞察

错误的类型。例如，如果频数分布显示尾数 0 和 / 或 5 较多，则可能表明测量员进行了四舍五入。如果数字偏好

是 0 和 5 以外的数字，则可能存在数据造假。完整数偏好表明对数字的整数部分进行了四舍五入或数据造假。

如果调查小组使用当前推荐的体格测量设备（电子秤和印有标卷尺的高度板），则身长 / 身高更有可能会出现

数字偏好，这是因为高度板需要通过计数线来进行读数，0 和 5 因为刻度线更突出而更易成为尾数。由于推荐用

于测量体重的设备是电子称，其显示的数值更易读取，因此体重四舍五入的情况较为少见。

如何计算数字偏好？

应采用无样本加权直方图描述整个样本中所有接受测量的儿童的体重和身长 / 身高测量值的数字偏好，不论

其是否被标记为体格测量 Z 得分的异常值。

 – 直方图 1 ：按体重的尾数进行分组（即从 0 到 9，10 个长柱）

 – 直方图 2 ：按身长 / 身高的尾数进行分组（即从 0 到 9，10 个长柱）

5 只有在数据清理阶段没有对身长 / 身高或重量值进行四舍五入时，才能评估数字偏好。例如，在此出版时，一些人口与健康调查调查中，体重
被记录到小数点后的 2 位，小数点最后 1 位表示为 0 或 5 ；重新编码的微数据则记录到小数点后 1 位（基于公开可用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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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直方图 3 ：数据集中体重完整数的全距（即 0 到 25，约 25 个长柱）

 – 直方图 4 ：数据集中身长 / 身高完整数的全距（即 35 到 125，约 90 个长柱）

 – 对于整个样本中所有接受测量的儿童，应以数字的形式采用差别指数无样本加权来计算其尾数偏好，不论其体

格测量 Z 得分是否被标记为异常值。尾数差别指数的计算见附件 12。差别指数由以下公式表示 ：

差别指数= |实际百分比 ― 期望百分比 |𝑖𝑖=1
10∑ is ie

2

其中，

实际百分比 is= 调查获得的尾数百分比（如身高测量值尾数为零的儿童数 / 所有接受身高测量的儿童数），期

望百分比 ie= 期望分布的百分比（即每个尾数占 10%）。

如何呈现和解读数字偏好？

呈现四个直方图并基于总样本和各组收集的子样本检查其异常分布。如果在国家层面出现异常分布，则还应

检查其他细分类别的直方图。

直方图 1 ：检查以确定体重尾端 10 个数字（即 0-9）是否分别约占总样本及各组或主要测量员样本的 10%。

如果任何数字的比例偏离 10% 较多，则提示体重存在尾数偏好。

直方图 2 ：检查以确定身长 / 身高尾端 10 个数字（即 0-9）是否分别约占总样本及各组或主要测量员样本的

10%。如果任何数字的比例偏离 10% 较多，则提示身长 / 身高存在尾数偏好。

直方图 3：检查以确定是否存在任何特定身长 / 身高的明显峰值。不期望身长 / 身高整数能大概呈现均匀分布，

但不应该看到明显的极端峰值。

直方图 4 ：检查以确定是否存在任何特定体重的明显峰值。不期望体重整数能大概呈现均匀分布，但不应该

看到明显的极端峰值。

这些直方图可以为数字偏好产生的原因提供信息。例如，图 6 中显示的尾端数字模式，0 和 5 的数字偏好表

明数字已经四舍五入 ；相邻直方图中 3 和 7 的偏好更可能是数据造假的结果。完整数分布中任何明显的峰值（如

70、80 和 90 厘米处的明显峰值）都表明设备有严重问题或存在数据造假。这些仅仅是说明性的例子，对实际调

查数据进行详细审查可能会发现或多或少的极端情况。由于峰值区间内儿童的身高和 / 或体重值可能大幅度偏离

实际情况，因此完整数的明显峰值会导致患病率估计不准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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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 尾端数字可能的分布类型（直方图 1和 2）

尾端数字 尾端数字 尾端数字

近似均匀分布 四舍五入的证据(0 和 5) 数据造假的证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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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 身高 /身长完整数可能的分布类型（直方图 3）

身高/身长完整数(厘米) 身高/身长完整数(厘米) 身高/身长完整数(厘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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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8. 体重完整数可能的分布类型（直方图 4） 

体重完整数(千克) 体重完整数(千克) 体重完整数(千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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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在国家层面出现异常分布，则还应检查其他细分类别的直方图。身高和体重尾数差异指数的输出值的范

围为 0-90，且提供了为实现均匀分布而需要从过度报告转换为报告不足的观测值所占百分比。指数的理想值为 0
（0% 需要重新分配），最大得分为 90（所有尾数都堆积在一个值上，需要对数据集中 90% 的尾数进行重新分配才

能实现均匀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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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身长 / 身高尾数有数字偏好对年龄别身高 Z 得分（HAZ）和身高别体重 Z 得分（WHZ）的影响相比，在使

用年龄别体重 Z 得分（WAZ）和身高别体重 Z 得分（WHZ）来估计患病率时，如果体重尾数存在数字偏好，将导

致更大的不准确性。尽管如此，每个数字偏好都是数据质量核查指标，应在报告中注明。

3.1.5 不合理的Z得分值

不合理的Z得分值是指什么？

不合理值是指超出指定范围的 Z 得分值。2006 年发布的世卫组织儿童生长标准取代了美国国家统计中心 / 世
卫组织（NCHS/WHO）关于儿童生长的参考意见 6，成为目前推荐用于检测 Z 得分不合理值的标记系统（参见第 3.2
节数据分析标记讨论部分）。系统截断值是根据生物学不合理性（即有悖生命）来确定的。尽管人群中很少出现真

实 Z 得分值超出世卫组织推荐的不合理值截断值的情况，但是针对 Z 得分超出当前定义的不合理值的存活儿童进

行观察，其所得结果对这些标记的截断值的挑战一直存在（17）。这是未来的一个研究议题。

为什么要关注不合理的Z得分值？

根据世卫组织儿童生长标准来确定的 Z 得分不合理值的百分比，这是衡量数据质量的重要指标。数值超出合

理范围通常是由于测量操作不规范、出生日期不准确或数据记录错误等原因所致。世卫组织的标记范围相当广泛，

一些不规范操作所获得的测量值也在此合理范围内，所以难以把所有测量错误值都一一挑出来。

如何计算不合理的Z得分值？

应采用无样本加权计算总样本中所有接受测量的儿童的 Z 得分不合理值的百分比。对于当前推荐的固定排除

法，以下区间之外的 Z 得分值被认为是不合理的：年龄别身高的 Z 得分（HAZ）（-6, +6），身高别体重的 Z 得分（WHZ）
（-5, +5），年龄别体重得 Z 得分（WAZ）（-6, +5）。应该分别单独标记各种类型的体格测量 Z 得分不合理值（年龄

别身高 Z 得分（HAZ）、年龄别体重 Z 得分（WAZ）、身高别体重 Z 得分（WHZ））。因此有些儿童可能有一个体格

测量 Z 得分被标记，而另一个则在合理范围之内。可以用统计学程序包和软件计算体格测量 Z 得分并标记超出各

个体格测量 Z 得分值合理范围的个案 7(18)。

年龄别身高Z得分(HAZ)不合理值的百分比 = HAZ< -6 或 >6的儿童数

记录了身高和出生日期的儿童总数

身高别体重Z得分(WHZ)不合理值的百分比= WHZ< -5 或 >5的儿童数

记录了身高和体重的儿童总数

年龄别体重Z得分(WAZ)不合理值的百分比 = WAZ< -6 或 >5的儿童数

记录了身高和出生日期的儿童总数

注 ：出生日期要求至少具体到出生的年份和月份

如何呈现和解读不合理的Z得分值？

针对国家样本和各组样本，分别提供每个指标（HAZ、WHZ 和 WAZ）的不合理值百分比。不合理值百分比

超过 1% 表示数据质量差（1）。该数据质量阈值定为 1% 的依据是 ：1995 年世卫组织专家委员会的审议结果，以

及当时所使用的美国国家统计中心 / 世卫组织（NCHS/WHO）儿童生长不合理值参考范围。在制定世卫组织儿童

6 世卫组织宏在计算身高别体重 z 得分时，排除掉身长超过 45 至 110cm 范围或身高超过 65-120cm 范围的儿童。在标记身高别体重 z 得分不合
理值之前完成排除。所以当计算身高别体重不合理值时，应该明确超出身长 / 身高范围之外的值（不使用世卫组织宏）并添加至分子和分母中。
世卫组织 Anthro 手册，https://www.who.int/childgrowth/software/anthro_pc_manual_v322.pdf?ua=1

7 世卫组织宏在计算身高别体重 z 得分时，排除掉身长超过 45 至 110cm 范围或身高超过 65-120cm 范围的儿童。在标记身高别体重 z 得分不合
理值之前完成排除。所以当计算身高别体重不合理值时，应该明确超出身长 / 身高范围之外的值（不使用世卫组织宏）并添加至分子和分母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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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长标准不合理值范围时，仍沿用了此依据的相关定义，因此使用世卫组织儿童生长标准不合理值范围作为参考时，

预期仍能保持同样的阈值。如果不合理值的百分比大于 1%，应检查其他细分类别中不合理值的百分比。若标记值

百分比较高，则提示数据质量较差。然而，标记值百分比较低也并未暗示数据质量良好，因为在世卫组织的标记

范围内仍可能会出现错误值。

3.1.6 Z得分的标准差

Z得分的标准差是指什么？

标准差（Standard Deviation，标准差）是量化数据集变异程度的统计量。标准差越小，数据点越接近平均值。

标准差越大，数据点越离散。标准差不能为负 ；标准差最小的可能值为零，这表示所有数据点等于平均值，或整

个数据集中只存在一个值。例如 ：如果每个孩子的身高别体重 Z 得分（WHZ）值完全相等。

根据相关定义，2006 年世卫组织儿童生长标准参考样本的每项体格测量指标（包括年龄别体重 Z 得分（WAZ）、
身高别体重 Z 得分（WHZ）和年龄别身高 Z 得分（HAZ））均符合标准正态分布（即均数为 0，标准差为 1）。世

卫组织儿童生长标准参考样本是来自五大洲 6 个不同国家（巴西、加纳、印度、挪威、阿曼和美国）不同族群的

健康儿童，这些健康儿童均生活于不限制最佳生长的环境。对于可影响最佳生长的因素（例如家庭的经济状况、

母亲的吸烟行为、足月分娩、喂养方式以及无重大疾病），针对性地选择同质样本。

关于弱势群体或生活在不支持最佳生长环境中的群体，人们对其期望标准差还知之甚少。1995 年世卫组织体

格测量技术报告建议使用标准差作为数据质量标准 ：如果某项研究的标准差超出以下范围 ：年龄别身高 Z 得分

（HAZ）在 1.1 至 1.3 之间，年龄别体重 Z 得分（WAZ）在 1.0 至 1.2 之间，身高别体重 Z 得分（WHZ）在 0.85
至 1.1 之间，则需要对与年龄评估和体格测量相关的可能存在的问题进行仔细检查 ：然而由于各种原因，需要修

正用于确定数据质量的截断值 ：

 – 它们是根据一系列调查数据制定的，但并非其中所有调查都具有全国代表性，当中包括一些紧急情况下进行的快

速营养调查，其有关人群在营养状况及其决定因素方面可能更具有同质性；

 – Z 得分分布是采用美国国家统计中心 / 世卫组织（NCHS/WHO）儿童生长参考标准计算的，而该标准已于 2006 年

被现行的世卫组织儿童生长标准所替换；并且

 – 即往用于排除极端值的标记系统比目前推荐的标记系统（见表 5）更保守（即排除的范围更窄），这导致了标准差

范围更窄。

表 5. 既往和目前不同应用中使用的排除标准 8

范围的
用途

以前用于数据质量评估生成标准差范围的排除
过程，但目前不推荐用于任何目的

以前用于计算患病率
估计值前的排除过
程，但目前不推荐用
于任何目的

目前推荐用于计算患
病率估计值和数据质
量评估生成标准差之
前的排除过程

参考来源 技术报告丛书 854, 1995(19)
NCHS/WHO 参考标

准（20, 21）

世界卫生组织儿童生

长标准 (18)

标记类型 固定型 灵活型 * 固定型 固定型

年龄别身

高的 Z 得

分（HAZ）

<-5 或 >3 <-4 或 >4 <-6 或 >6 <-6 或 >6

8 尽管最后两列的截断值不同，但两个国际参考文献（世卫组织儿童生长标准和 NCHS/WHO 参考标准）中，实际 kg 或 cm 的值差异很小。这是
因为世卫组织标记的排除标准延用了 NCHS/WHO 参考标准中标记的涵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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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围的
用途

以前用于数据质量评估生成标准差范围的排除
过程，但目前不推荐用于任何目的

以前用于计算患病率
估计值前的排除过
程，但目前不推荐用
于任何目的

目前推荐用于计算患
病率估计值和数据质
量评估生成标准差之
前的排除过程

身高别体

重的 Z 得

分（WHZ）

<-4 或 >5 <-4 或 >4 <-4 或 >6 <-6 或 >5

年龄别体

重的 Z 得

分（WAZ）

<-5 或 >5 <-4 或 >4 <-6 或 >6 <-5 或 >5

* 近似观测调查的均值

截至 2019 年 1 月，根据来自 112 个国家的 474 个具有全国代表性的家庭调查作了重新分析，并进行了估算，

得出了针对营养不良的联合估计（JME）项目的各国数据集 9 列表。使用下文 “ 如何计算 Z 得分的标准差 ” 章节中

讨论的排除标准对这 474 次调查的年龄别身高 Z得分（HAZ）、身高别体重 Z得分（WHZ）和年龄别体重 Z得分（WAZ）
的标准差进行了估算。其中有些调查的 HAZ、WAZ 和 WHZ 标准差范围较宽。年龄别身高 Z 得分（HAZ）、身高

别体重 Z 得分（WHZ）和年龄别体重 Z 得分（WAZ）的中位数（及第 5 和第 95 百分位数）分别为 1.54（1.21 和

2.03）、1.27（1.04 和 1.72）和 1.22（1.06 和 1.52）。这些调查的标准差范围之所以较宽，可能是数据质量参差

不齐和调查人口（营养状况及其决定因素）存在异质性共同导致的结果。尽管如此，全球数据库重新分析调查得

出的第 95 百分位数显示 ：年龄别身高 Z 得分（HAZ）、身高别体重 Z 得分（WHZ）标准差非常大。如果数据集中

的一些标准差大到无法用人口异质性去合理地解释，则更可能反映数据质量较差。可以明确的是，体格测量指标

的标准差越大，则更可能合理地归因于数据质量差而非人口异质性。因此，根据 Z 得分标准差来评估数据质量是

完全合理的。需要开展更多研究，以制定、推荐可接受的关于年龄别身高 Z 得分（HAZ）、身高别体重 Z 得分（WHZ）
和年龄别体重 Z 得分（WAZ）的标准差范围。

图 9. JME国家数据集 474项具有国家代表性的调查的 Z得分箱线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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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https://data.unicef.org/topic/nutrition/malnutrition/; http://www.who.int/nutgrowthdb/estimates/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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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中间线和数值标签代表 JME 国家数据集中 Z 得分标准差的中位数，方框的边代表第一和第三四分位数，

而长线两端代表标准差的最小和最大值。

为什么要计算Z得分的标准差？

数据质量评估的重要任务是分析标准差，并阐明导致较大标准差的原因。发育迟缓、消瘦和超重是二分类变量，

其患病率估计值可通过计算 Z 得分超过指定截断值（例如，消瘦或发育迟缓 <-2 倍标准差，超重 >+2 倍标准差）的

儿童百分比来获得。如果由于数据质量差导致标准差非常大，则可能导致患病率被高估。相对而言，严重营养不良（例

如 <-3 和 >+3 倍标准差）患病率被高估的程度更大。

Z 得分的标准差越大，范围越广，越有可能是由数据质量不佳所致。Z 得分的离散程度（即变异）可归因于两个

因素，即不利于最佳生长的环境的异质性和测量误差。如何明确量化两者对 Z 得分离散程度的影响，则是一个具有

挑战性的研究问题。可对年龄别身高 Z 得分（HAZ）、身高别体重 Z 得分（WHZ）和年龄别体重 Z 得分（WAZ）的

标准差进行以下陈述：

 – 1995 年世卫组织体格测量技术报告建议了一系列的标准差范围。一旦超出规定的范围，数据的质量可能会受到

关注 ：但需要对这些截断值进行修订，参考的内容包括具有全国代表性的不同程度营养不良的调查结果和当前

使用的世卫组织儿童生长标准。年龄别身高 Z 得分（HAZ）的标准差通常比年龄别体重 Z 得分（WAZ）或身高

别体重 Z 得分（WHZ）的标准差大，这种差异可能部分是由测量误差导致的，因为与体重相比，现有可用的设

备更难测准身高 ；从不合格人口登记系统中获得可靠的出生日期存在困难。此外，线性增长的 Z 得分可能与急

性营养不良的 Z 得分的离散程度不同，特别是在营养不良的人群中。而因为身长或身高的缺陷是累积的，所以

与营养良好者相比，营养不良者的年龄别身长或身高 Z 得分的离散程度更大 ；如果一个国家有不同程度的实质

性营养不良，可能表现为具有缺陷累积效应的数据（如年龄别身高 Z 得分，HAZ）的 Z 得分标准差更宽，而非

无缺陷累积效应的数据（如身高别体重 Z 得分，WHZ）。

 – 如下图 10 所示，针对营养不良联合估计（JME）数据库中 422 项按年龄分层的调查显示，从儿童最小年龄组

到最大年龄组，年龄别身高 Z 得分（HAZ）的标准差呈减少的趋势。由于身长比身高更难测量，更容易出现测

量误差，是导致此变化趋势的部分原因。另一方面，低龄婴儿出生在调查前几个月，其出生日期更好确定，从

而导致该年龄组的标准差更窄。当误差程度相同时，如果年龄存在小误差，则小龄儿童的 Z 得分比大龄儿童的

更易受到影响（例如，对于 1 月龄儿童，年龄相差 15 天会产生不同的年龄别身高 Z 得分（HAZ），而对 4 岁儿

童而言，即便年龄相差 15 天，得到的还是相似的 HAZ）。此外，在世卫组织儿童生长标准中，年龄别身高 Z 得

分（HAZ）标准差随着出生后月龄的增加而稳步增长，说明在特定年龄段横断面观察生长时，足月、营养良好

儿童的生长轨迹各异。在其他包括早产儿的样本中，出生时和刚出生后的标准差可能更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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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0. 针对营养不良联合估计（JME）数据库中 422项调查不同年龄组的 
年龄别身高 Z得分（HAZ）的标准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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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 ：JME 国家数据集各年龄组 HAZ 标准差估计值 ：中间线和数值标签代表中位数，方框的边代表第一和

第三四分位数，而长线两端代表最小和最大值。

男孩的 Z 得分标准差可能会由于早产率较高而比女孩稍微高一些，除此之外，男孩和女孩的标准差的差异并

不如预期那么显著。图 11 所示为不同性别的期望模式，来源于针对营养不良联合估计（JME）数据库中 473 项

按性别分层的调查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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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1. 针对营养不良联合估计（JME）数据库中 473项调查不同性别的年龄别身高 Z
得分（HAZ）、身高别体重 Z得分（WHZ）和年龄别体重 Z得分（WAZ）的标准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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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 ：JME 国家数据集男女 Z 得分标准差估计值 ：中间线和数值标签代表中位数，方框的边代表第一和第

三四分位数，而长线两端代表最小和最大值。

如何计算Z得分的标准差？

在从数据集中删除世卫组织固定标记值（参见第 3.2 节关于世卫组织固定标记值数据分析部分）后，应采用

无样本加权计算总样本中所有测量的儿童的标准差。 公式为 ：

𝑆𝑆𝐷𝐷 =  √ (𝑌𝑌�−𝑌𝑌 )²
𝑛𝑛−1

𝑖𝑖=1
𝑛𝑛∑

SD= 标准差，n= 数据点的总数，Y=Yi 的平均值，Yi= 数据集中各值

如何呈现和解读Z得分的标准差？

建议从国家、各组以及其他细分类别层面单独列出每个指标（年龄别身高 Z 得分（HAZ）、身高别体重 Z 得分

（WHZ）和年龄别体重 Z 得分（WAZ））的标准差。如果各层特定的标准差大于国家估计值或组间标准差相差较大

而超过期望值（例如男女之间或相邻年龄组之间标准差相差较大），应检查并在调查报告中进行解释。

需要进一步调查以提供指导意见 ：如何在任一特定调查中剔除测量误差对预期人群相关分布的影响，并为体

格测量的各指标建立标准差更能确凿地反映数据质量的截断值。

3.1.7 Z得分的正态性（偏度和峰度）

Z得分的正态性是指什么？

年龄别身高 Z 得分（HAZ）、身高别体重 Z 得分（WHZ）和年龄别体重 Z 得分（WAZ）的分布用于描述每个

Z 得分在调查人群中发生的相对次数。标准正态分布是平均值为 0、标准偏差为 1 的钟形对称曲线。偏态分布的

模式包括不对称、尖峰或平坦分布曲线。偏度用来衡量不对称性 ：完全对称的正态分布曲线的偏度值为零，左右

两边分布均等。当偏度系数为正时，分布向右倾斜 ：这表明分布在曲线右侧的数据点多于左侧，通常表示极值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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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在分布曲线的右侧或尾部 ；相反，当偏度系数为负时，分布曲线向左倾斜（见图 12）。与偏度一样，峰度也是

对偏态概率分布的一种描述（参见图 13）。峰度用来衡量曲线尾部形状，也描述了频率分布峰值的陡峭度或平坦度：

峰度系数为 3 表示样本服从正态分布。当峰度值大于 3 时，曲线平坦且峰值降低 ：这表明与预期正态分布相比，

曲线尾部有许多极值。相反，当峰度值小于 3 时，曲线的峰值高，而尾部相对较短。

图 12. 偏度可能的不同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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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3. 峰度可能的不同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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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要关注Z得分的正态性？

频数分布的形状可反映调查人口分布特征和数据质量。世卫组织儿童生长标准的参考样本是生活在不限制生

长环境中的健康儿童，其每项体格测量指标（包括年龄别体重 Z 得分（WAZ）、身高别体重 Z 得分（WHZ）和年

龄别身高 Z 得分（HAZ））都呈正态分布。在某些情况下，预先假设调查人群呈现正态分布，其分布特征随该人群

营养不良的程度而发生变化。营养不良人群的概率分布可能会呈现偏态分布，特别是当普遍存在营养不均衡或严

重营养不良时（例如特定亚群中严重发育迟缓多见或超重普遍），此种偏态分布不一定是由数据质量问题所致。

仅根据偏度或峰度值无以判断数据质量之优劣。另一方面，当存在偏态分布、且同时在数据质量检查过程中

发现其他问题时，应该加以关注。需要进一步研究以了解不同类型营养不良人群的分布模式，以及当偏度和峰度

值提示偏态分布时，如何判断数据质量是否存在问题。

如何计算Z得分的正态性？

可以使用核密度图来显示年龄别身高 Z 得分（HAZ）、身高别体重 Z 得分（WHZ）和年龄别体重 Z 得分（WAZ）
的分布曲线形状。从数据集中删除世卫组织固定标记的 Z 得分（参见第 3.2 节关于世卫组织固定标记值的数据分

析部分）后，应采用无样本加权绘制总样本中所有测量的儿童的核密度图。

 – 核密度图 1 ：年龄别身高 Z 得分（HAZ）

 – 核密度图 2 ：身高别体重 Z 得分（WHZ）

 – 核密度图 3 ：年龄别体重 Z 得分（WA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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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偏度和峰度值来检查 Z 得分分布的正态性，有助于评估其是否为正态分布，以及偏离正态分布的程度。

还应在删除标记的 Z 得分后采用无样本加权计算年龄别身高 Z 得分（HAZ）、身高别体重 Z 得分（WHZ）和年龄

别体重 Z 得分（WAZ）的偏度系数和峰度系数。

用于确定偏度和峰度系数的公式各种各样：尽管还存在其他计算方法，以下公式均基于 Fisher-Pearson 系数。

采用 Fisher-Pearson 系数评估偏度的公式 ：

(𝑌𝑌�−𝑌𝑌 )3/𝑛𝑛
𝑠𝑠3

𝑖𝑖=1
𝑛𝑛∑

采用 Fisher-Pearson 系数评估峰度的公式 ：

(𝑌𝑌�−𝑌𝑌 )4/𝑛𝑛
𝑠𝑠4

𝑖𝑖=1
𝑛𝑛∑

其中

(𝑌𝑌�−𝑌𝑌 )4/𝑛𝑛
𝑠𝑠4

𝑖𝑖=1
𝑛𝑛∑  = 平均值，s= 标准差（计算时分母为 n 而不是 n-1），n= 样本量

如何呈现和解读Z得分的正态性？

绘制全国和各组样本的分布曲线图，并检查是否存在异常分布模式。难以解释为何年龄别身高 Z 得分（HAZ）、
身高别体重 Z 得分（WHZ）或年龄别体重 Z 得分（WAZ）出现偏态分布，因为它可能真实地代表了营养水平极度

不均衡和 / 或存在严重营养不良的人群，也有可能是由于数据质量不佳或上述因素综合作用所致。还需要进一步

研究，为解释任一调查的分布曲线形状提供实际指导。比较组间分布有助于为解释结果提供线索。

核密度图 1、2 和 3：检查年龄别身高 Z 得分（HAZ）、身高别体重 Z 得分（WHZ）和年龄别体重 Z 得分（WAZ）
的分布曲线的尾部是否平滑。如果尾部突然结束，则可能表示数据质量问题。

建议对整个调查样本 HAZ、WHZ 和 WAZ 的偏度和峰度系数进行总结 10。虽然没有明确的截断值，但用偏态系

数 <-0.5 或 > +0.5 表示偏态是公认的经验法则。类似的，虽然没有明确的截断值，但通常认为峰度系数 <2 或 > 4
表示峰态。此外，由于正态分布的峰度系数为 3，一些公式和大多数统计软件会将上述公式计算得到的值减去 3，
以获得标准正态分布的峰度值 0 ：因此通过这些公式获得的峰度值称为 “ 超峰度 ” 值。当使用这些公式时，峰度系

数 <-1 或 > 1 表示峰态。如果偏度或峰度系数超出这些范围，则应检查其他细分类别的系数。

3. 2. 数据分析− 标准分析方法
前面的章节描述了在现场工作期间提高数据质量的步骤以及如何评估数据质量。本节列出了在进行体格测量

分析时要记住的各种考虑因素，包括从早期准备数据集到实际计算患病率估计值的过程。

儿童营养不良患病率的计算包括两个阶段 ：将样本儿童的体格测量值与参考数据进行比较（计算 Z 得分），然

后计算各有关营养学指标 Z 得分低于或高于指定截断值的儿童比例（例如发育迟缓或消瘦的患病率估计）。

对于这些分析，下面推荐的标准方法采用世卫组织儿童生长标准（参见注释 8）作为参考数据，且可使用标

准软件如世卫组织 Anthro 调查分析软件进行操作。主要统计程序的宏（Stata，R，SAS 和 SPSS 中提供完整程序）

10 标准软件包自动对样本量作了小校正以生成无偏倚的估计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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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可基于儿童 Z 得分的参考数据进行数据分析，并为患病率估计设计调查抽样 11。也可使用其他严格遵守标准方法

的工具，如 MICS6 和 DHS7 语法 / 程序 12。如果选择世卫组织标志系统，Epi Info/ENA 软件也适用于标准方法。

3.2.1 为什么要使用“标准分析”方法？ 
数据分析是一个重要的步骤，值得适当关注以确保各国数据结果准确且在各国之间或不同时间之间具有可比

性。在准备数据分析文件时使用不同的方法（例如估算缺失的出生日期、在家庭中选择儿童纳入分析），以及应用

不同的参考数据来计算单个 Z 得分或采用不同的不合理值排除标准，可能会使不同时间点计算的估计值各不相同。

即使实施调查的时间非常接近，甚至有重叠，通常也会观察到存在上述方法学上的差异，因此不同调查结果不具

可比性，难以评价本国该指标的变化趋势。

自 2006 年启动世卫组织儿童生长标准以来（见注释 8），世卫组织、主要合作伙伴和数据收集项目（如国家

营养调查、人口与健康调查、多重指标聚类调查、针对救济和过度的标准化评估等）开展合作，试图尽可能充分

地将从国家调查或其他非紧急情况下获取的体格测量数据的分析进行标准化。

基于这些合作努力，世卫组织和主要合作伙伴已根据标准方法开发了调查分析软件和宏 13, 14，以下称为 “ 标准

分析 ”，其主要步骤如表 6 所示。大多数调查都采用复杂的抽样设计（例如二级抽样），因为使用适当的方法可以

提高对患病率和平均 Z 得分估计的准确性。这是数据报告的重大改进，也是遵守准确和透明报告健康估计值指南

的先决条件，旨在定义并推广报告健康估计值的最佳做法 15。最近世卫组织和联合国儿童基金会更新了 R 和 Stata
宏，纳入了考虑复杂调查抽样设计的方法，而多指标聚类调查（MICS）和人口与健康调查（DHS）等程序中的语

法文件也采用了这种方法。

11 点击可获得宏 http://www.who.int/childgrowth/software or email data@unicef.org（联合国儿童基金会 Stata 宏）。注意，考虑到复杂抽样设计，
SAS 和 SPSS 宏不计算估计值的置信区间 ；发布时开发更新。

12 线上 MICS 通路 SPSS 语句文件 ：http://mics.unicef.org/tools#analysis。可向人口与调查调查组发信，请求提供语句文件。
13 世卫组织 Anthro 调查分析软件 https://whonutrition.shinyapps.io/anthro
14 点击可获得宏 http://www.who.int/childgrowth/software or email data@unicef.org。注意，考虑到复杂抽样设计，SAS 和 SPSS 宏不计算估计

值的置信区间 ；发布时开发更新。
15 Guidelines for Accurate and Transparent Health Estimates Reporting (GATHER), http://gather-statement.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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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8. 世卫组织儿童生长标准（2006年版）
2006 年，世卫组织公布了从出生到 5 岁的儿童生长标准 (22)。该标准是根据世卫组织生长发育参考

范围多中心研究（Multicentre Growth Reference Study，MGRS）的数据制定的，该研究为无显著发病率、

母亲不吸烟、足月母乳喂养的婴儿建立了规范性生长模型 (22)。收集到的海量数据使其取代国际上 NCHS/
WHO 儿童生长参考标准（年龄别体重、年龄别身长 / 身高以及身长 / 身高别体重），并为年龄别体重指数

（BMI）、年龄别头围，年龄别臂围、年龄别三头肌皮褶厚度和年龄别肩胛下皮褶厚度制定新的标准。有关

MGRS 如何进行以及世卫组织儿童生长标准如何制定的详细信息可在他处获得（22,23）。鉴于男女的成长

模式不同，这些标准是都分性别的。

世卫组织儿童生长标准是为从出生至 60 月龄的儿童设计的。对于每个体格测量指标，可用的标准涵

盖以下范围 ：

 – 身长别体重 ：身长从 45 至 110 厘米 ；

 – 身高别体重 ：身高从 65 至 120 厘米 ；

 – 年龄别体重 ：年龄从 0 至 60 月龄整 ；

 – 年龄别身长 / 身高 ：年龄从 0 至 60 月龄整 ；

 – 年龄别 BMI ：年龄从 0 至 60 月龄整 ；

 – 年龄别臂围 ：年龄从 0 至 60 月龄整。

世界卫生大会第 63.23 号决议建议实施世卫组织标准。遵守世卫组织儿童生长标准应确保全球健康达

到最佳水平。此标准在发布时，已被 160 多个国家接受，并提供了一项工具用于确定儿童营养不良负担严

重的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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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关于体格测量数据标准化分析的内容与关键考量

组成部分 关键考虑因素

1. 计算 Z 得分的参考

数据

• 用世卫组织儿童生长标准进行检查。

2. 缺失值 • 任何缺失值的重新编码（取决于分析所用的软件或代码，例如空白单元格重新编

码为 9998、9999、99）或估算应通过创建新变量来实现。应在文件中始终保留

原始变量，以确保数据的可重复性和透明度。

• 重要的是，所有记录（包括缺少测量值或样本权重的记录）都可用于分析，因为

它们对于数据质量评估（例如无应答）而言很重要。

• 出生日缺失值的估算 ：如果仅提供了出生年份和月份，建议估算出生日的信息。

可通过不同方式完成，但在标准分析中建议将所有出生日缺失值算作每月 15 日。

出于数据质量评估的原因，报告中应提及出生日的估算方法及此种情况发生的数

目或比例。

• 如果出生年份或月份缺失，则应将孩子的出生日期和年龄视为缺失。在这种情况

下，将不计算与年龄相关的指标，如发育迟缓或体重不足，而与年龄无关的指标

可以计算，如消瘦。

• 某些调查使用代码编号来表示缺失值，例如 9999、9998、98 等。这些数字应

始终被视为缺失值而不是极值，因为评估数据质量时，区分 Z 得分不合理值和

缺失值很重要。

3. 计算年龄 • 年龄应根据调查日期和出生日期进行计算，并在分析文件中保存这两个变量。

• 如果确切的出生日期未知，则应使用当地事件日历估算出生年份和月份。在这种

情况下，应将该月的 15 日作为出生日计算年龄。

4. 水肿（不建议在所

有调查中都系统地

纳入水肿评估，但

适合收集此信息的

环境除外）

• 水肿测量仅适用于当地专家，特别是临床医生或在当地工作的卫生部人员已经明

确最近发现的营养性水肿病例的调查（更多详情请参见第一章第 1.1 节注释 1）。

• 如果按照上述建议收集水肿的信息，应将其纳入每个儿童的数据集并用于分析。

在这种情况下 ：

 – 应对所有儿童，甚至是水肿患儿进行加权，以减少现场决定产生偏倚的可能性；

 – 计算患病率估计值时，患有水肿的儿童应自动归类为 “ 严重急性营养不良 ”（体

重相关指数 <-3 倍标准差）；

 – 水肿儿童不计算体重相关指数 Z 得分（即设定为缺失）；

 – 调查报告应写明水肿病例数 ；

 – 调查报告中应写明纳入和排除水肿相关数据时分析所得的患病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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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成部分 关键考虑因素

5. 卧位身长转换为站

立身高，反之亦然
卧位身长或站立身高

• 确认测量时在问卷中记录了儿童的测量姿势（站立身高或卧位身长，如仰卧或平

躺），以便根据他们的姿势（平躺或站立）来进行年龄相关的身长 / 身高校正。

• 根据已记录的测量姿势，执行标准分析的软件在计算 Z 得分时需要进行自动校正，

如果测量了 <24 月龄的儿童的站立身高，则增加 0.7 厘米，如果测量了 ≥24 月

龄的儿童的卧位（平躺）身长，则减去 0.7 厘米。

• 如果有关测量姿势的数据缺失，则假定年龄 <731 天（<24 个月）的儿童为卧位

身长，而年龄 731 天（ 24 个月）的儿童为站立身高。

• 对于 9 月龄以下的儿童，如数据显示为 “ 站立 ” 而非 “ 平躺 ”，请忽略，即设置

为缺失，因为这是错误的信息。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避免因错误的自动校正（增

加 0.7 厘米）而出现消瘦被高估、发育迟缓被低估的情况。

6. 处理复测数据 • 应将随机选择或标记的儿童复测数据（身高、体重、出生日期和性别）保留在数

据文件中（参见第 2.4 节对此操作的描述）。在对随机选择的儿童进行复测时，

用第一次测量的身高、体重、出生日期和性别来计算 Z 得分。在对标记的儿童

进行复测时，用第二次测量的身高、体重、出生日期和性别来计算 Z 得分。

7. 排除被标记的 Z 得

分（世卫组织标记

系统）

• Z 得分值的推荐标记遵循世卫组织标志系统 16（请参阅下面第 3.2.1 节有关标记

系统的讨论）：

 – 年龄别身高 Z 得分（HAZ）：<-6 或 >+6

 – 身高别体重 Z 得分（WHZ）：<-5 或 >+5

 – 年龄别体重 Z 得分（WAZ）：<-6 或 >+5

 – 年龄别体重指数 Z 得分 ：<-5 或 >+5。

• 应报告排除值的数目和百分比。

• 应基于指标（而不是孩子）进行排除，例如 ：HAZ 为 -6.5、WHZ 为 -4.5 的儿童

测量值应在分析消瘦（WHZ）时纳入，而在分析发育迟缓（HAZ）时排除。

• 所有测量值都应保留在数据集中以保证透明度。

• 在计算患病率估计值和其他 Z 得分的概括统计量前排除被标记的 Z 得分。

16 世卫组织 Anthro2005 个人计算机手册第 41 页 ：http://www.who.int/childgrowth/software/WHOAnthro2005_PC_Manual.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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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成部分 关键考虑因素

8. 抽样设计 分层和整群 / 初级抽样单位

• 分层的目的是确保样本能够代表目标人群，并在抽样前将人口划分为不同的群体

（通常是地理群体）。抽样设计时在抽样初级阶段进行分层有助于减少抽样误差（当

在第二阶段或后期分层，其对抽样误差的影响较小）。

• 不应混淆分层与调查域，即需要单独调查的人口亚群（例如城市 / 农村地区，见

下文第 9 点 )17。两个类别可能相同，但不一定必须相同。整群 / 初级抽样单位

是一组邻近的家庭，通常作为初级抽样单位（PSU）进行有效的现场工作。

• 每个儿童 / 家庭都应被分配到一个整群 / 初级抽样单位和层级中，并且在分析时

据此提高方差估计的稳定性。

样本权重

• 抽样统计师应创建权重。

• 必须为样本中的每个人分配样本权重，以弥补样本中个体选择概率的不等性，后

者通常是由设计原因导致的。在自加权的样本中每个孩子的权重相同（为简单起

见，通常等于 1）。

• 为了得出体格测量指标的估计值，在各调查中应采用合适的样本权重并考虑样本

分层，以确保样本人群具有充分的代表性。

• 也可对无应答者调整样本权重。

• 在计算营养不良估计值时，应将所有未分配样本权重的个体排除在分析之外，但

仍将其保留在数据集中用于报告。. 

9. 亚组人群的分层分

析（如适用）

• 最常见的人口分类类别是年龄（不同年龄组）、性别（男性或女性）、居住类型（城

市或农村）和地方性地理区域（例如区域、地区）。对于年龄分组，标准分析会

根据确切的年龄天数（如适用）来按月定义年龄组（例如 <6、6 至 <12、12 至

<24、24 至 <36、36 至 <48 和 48 至 <60）。一个月等于 30.4375 天。

• 监测的公平性对于健康和发展的重要性日益增加。在可行的情况下，还建议通过

财富五分位（1= 最低，2，3，4，5 = 最高）和母亲受教育程度（未接受教育、

小学和中学或更高学历）进行分类分析得出估计值。

3.2.2 计算营养不良估计值之前排除极值
建议在估算 Z 得分平均值和营养不良患病率时将极值排除，以更可能准确地代表真实人群的情况。

在制定世卫组织儿童生长标准之前，1995 年世卫组织专家委员会提供了两种排除方法 (19)。

 – 固定排除

固定排除的核心是 Z 得分平均值的参考值。1995 年的固定排除值是基于美国国家统计中心 / 世卫组织（NCHS/
WHO）儿童生长参考标准制定的，但目前参考的是世卫组织儿童生长标准。固定排除旨在消除生物学上的不合

理观测值。

 – 灵活排除

排除值的核心是调查观测到的 Z 得分平均值。灵活的排除基于统计概率，其前提是 >99.99% 的值都落在标准正

态分布平均值 ±4 倍标准差的区间内。

17 人口与健康调查抽样手册，第 4 页 ：https://dhsprogram.com/pubs/pdf/DHSM4/DHS6_Sampling_Manual_Sept2012_DHSM4.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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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7 所示为 1995 年世卫组织专家委员会对固定和灵活排除方法的建议。如果极端值很小，例如人群各种形

式的营养不良患病率很低，则无论使用固定排除法还是灵活排除法，对于患病率估计值的影响均很小、甚至无影响。

然而在极值较多的调查中，采用的排除方法不同，患病率估计值可能会存在显著差异 (25)。

排除极端 Z 得分值需要在两个事件的风险之间平衡 ：排除出现非常极端 Z 得分的儿童和纳入导致不合理极端

Z 得分的错误。由固定排除定义的极端 Z 得分值几乎必定是测量误差所致，但在有大量测量误差的调查中，固定

排除可能无法捕获大部分错误值。此种情况下，若使用固定排除，可能会导致调查中的营养不良患病率被高估。

即使严重消瘦的发病率增加 1-3 个百分点，也会产生深远的系统性的影响。相比之下，中等程度的发育迟缓和消

瘦（例如 Z 得分在 -2 和 -3 之间）的患病率可能受排除标准的影响较小。某些调查采用的灵活排除法使用的是标

准差单位（假设是标准差为 1 的正态分布）和较窄的排除范围。这可能会导致患病率估计值被低估，尽管这可能

会解决测量误差的顾虑，但也可能会丢失表示极度营养不良（在分布曲线的负尾部）或极度肥胖或身高极高（分

布曲线的正尾部）的儿童的真实值。关于如何使用现有的和潜在的新的灵活排除法，特别是在体格测量质量较差

的情况下，还需要开展深入的研究。 

表 7. 固定和灵活排除法的特征 (19)

固定法 灵活法

使用的排除标准（纳

入和排除的 Z 得分范

围）

所有调查使用相同的排除范围（不考虑

特定调查的人群分布）

排除标准随调查人群的分布而变化，例

如人群的正向移动会导致排除范围的正

向移动，反之亦然。

统计分布参考的来源 统计分布与国际生长标准一致 假定是标准差为 1 的标准正态分布，用

单个调查人群的统计分布获得平均值

目前建议使用的固定排除法是基于世卫组织儿童生长标准（表 8）制定的。固定排除法通常用于国家级调查，

被全世界范围认可，可在各类调查和各国之间进行比较。已经根据推荐的固定排除值（年龄别身高 Z 得分 (HAZ)
的合理范围为（-6, +6），身高别体重 Z 得分（WHZ）的合理范围为（-5, +5），年龄别体重 Z 得分的合理范围为（WAZ）
（-6, +5））18 开发了自动标记 Z 得分值的软件包。应基于指标（而非儿童）进行排除，例如 HAZ 为 -6.5、WHZ 为 -4.5
的儿童的测量值可用于分析消瘦（WHZ），但不能用于分析发育迟缓（HAZ）。即使固定排除法所确定的 Z 得分极

端值对估计患病率没有贡献，也应该在数据集中保留所有的测量值以保证透明度。报告中应写明排除值的数目和

百分比。

18 世卫组织 Anthro2005 个人计算机手册第 41 页 ：http://www.who.int/childgrowth/software/WHOAnthro2005_PC_Manual.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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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8.过往和当前使用的排除标准 19

范围的用途
以前用于计算患病率估计值前的排除过程但

目前不推荐用于任何目的
目前推荐用于计算患病率估计值和数据质
量评估生成标准差之前的排除过程

参考来源 美国国家统计中心 / 世卫组织（NCHS /
WHO）参考标准（20, 21）

世界卫生组织儿童生长标准 (18)

标记类型 固定型 固定型

年龄别身高 Z 得

分（HAZ）
<-6 或 >6 <-6 或 >6

身高别体重 Z 得

分（WHZ）
<-4 或 >6 <-6 或 >5

年龄别体重 Z 得

分（WAZ）
<-6 或 >6 <-5 或 >5

3.2.3 报告分析结果
在完成标准分析后建议报告其结果，包括患病率估计值的精确度和 Z 得分平均值。报告至少应包括以下参数。

1. 年龄别身高 ：加权和未加权的样本量，<-3 倍标准差（95%CI）的百分比，<-2 倍标准差（95%CI）的百分比，

Z 得分平均值（95%CI），Z 得分标准差。

2. 年龄别体重 ：加权和未加权的样本量，<-3 倍标准差（95%CI）的百分比，< -2 倍标准差（95%CI）的百分比，

Z 得分平均值（95%CI），Z 得分标准差。

3. 身高别体重 ：加权和未加权的样本量，< -3 倍标准差（95%CI）的百分比，<-2 倍标准差（95%CI）的百分比），

> +2 倍标准差（95%CI）的百分比，> +3 倍标准差（95%CI）的百分比，Z 得分平均值（95%CI），Z 得分标准差。

应注意的是，从患病率估计值的置信区间推导标准差估计值可能并不简单，因为它们通常不是对称的 ；理想

情况下，还应报告标准差。标准差对于建模练习解释数据方差非常有用。

表 9 是应用标准分析的一个例子，列出了在使用世界卫生组织开发的世卫组织 Anthro 调查分析软件工具计算

儿童 Z 得分和患病率估计值时必要的变量和输入步骤。更多关于获取各种体格测量 Z 得分方法的评论详见别处描

述 (26)。

19 尽管最后两列的截断值不同，但两个国际参考文献（世卫组织儿童生长标准和 NCHS/WHO 参考标准）中，实际 kg 或 cm 的值差异很小。这是
因为世卫组织标记的排除标准保留了美国国家统计中心 / 世卫组织（NCHS/WHO）参考标准中标记的涵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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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9.使用世卫组织 ANTHRO调查分析软件工具进行标准分析时变量的接受值和方法

变量 接受值 方法

出生日期和调查

日期
接受的格式 :

DD/MM/YYYY 或 MM/
DD/YYYY

计算年龄时出生日期和调查日期这两个变量都必须具体到

天数（调查日期减去出生日期）

如果出生日期缺少日，则应在导入数据集之前，在分析文

件中将缺失的日输入为 “15”（例如应将 ??/05/2014 设置为

15/05/2014）。反之，如果缺少年份或月份，则应将日期值

设置为缺失 / 空白（请参阅工具世卫组织 Anthro 调查分析

软件（快速指南）中如何准备数据分析文件）。

如果出生日期和调查日期缺失，则可以使用可调年龄（以

天或月为单位）（见下文）。

当出生年份或月份和年龄缺失时，结果将仅计算身高别体

重。

出生日期或调查日期无效或访谈日期减去（-）出生日期为

负值，则年龄记为缺失。

年龄 可调年龄的接受值 :

• 年龄以天为单位（整数）

或

• 年龄以月为单位（有小

数的浮点值）

指标估计值（如发育迟

缓）

建议根据调查日期和出生日期计算年龄。只有当用户无法

根据推荐使用调查日期和出生日期（默认的）进行计算时，

才可以选择使用可调年龄。

月龄应该通过将年龄天数除以 30.4375 得出，而不是将其

四舍五入。月龄至少应精确到小数点后两位，以准确估计

与年龄相关的营养不良。

性别 男（1, M 或 m）和女（2, 
F 或 f）

如果此变量（性别）缺失，将不计算任何指标的 Z 得分，

因为世卫组织儿童生长标准是区分性别的。

体重 数字型、浮点值（单位

为千克，小数点 1 位数）

如果缺失，将不计算重量相关指标的估计值

身长或身高 数字型、浮点值（单位

为厘米，小数点至少 1
位数）

如果缺失，将不计算身长或身高相关指标的估计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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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量 接受值 方法

站立（身高）或

卧位（身长）姿

势

通常 ：

卧位身长（L 或 l）或站

立身高（H 或 h）。

根据所提供的有关测量姿势的信息，标准分析软件在计算 Z
得分时应自动进行校正，如果测量的是 <24 月龄儿童的站

立身高，则增加 0.7 厘米，如果测量的是 ≥24 个月龄儿童

的卧位（平躺）身长，则减去 0.7 厘米。

如果此信息缺失，代码将假定年龄 <731 天（<24 个月）的

儿童所示为卧位身长，年龄 ≥731 天（≥24 个月）的儿童所

示为站立身高。

如果此信息和儿童年龄均缺失，代码将假定身长 / 身高测量

值低于 87 厘米（即生长发育范围多中心研究男女样本 20 的

平均值，用于计算 24 月龄的年龄别身高和年龄别体重）为

卧位身长，否则假定测量值为站立身高。

对于 9 月龄以下的儿童，如果信息显示测量的是站立身高，

则代码将认为这是错误的并将个案记录为缺失。这样做的

目的是为了避免因错误的自动校正（增加 0.7 厘米）而出现

消瘦被高估和发育迟缓被低估的情况。

水肿（虽然不建

议在所有调查中

系统地纳入水肿

评估，但适合收

集此信息的环境

除外）

通常 ：

无（2, N 或 n）

或有（1, Y 或 y）

如果未作为变量提供，则将假定所有值都为缺失。

缺失值被视为无水肿，Z 得分计算不受影响。

当存在水肿时，所有与体重相关的指数的 Z 得分将被设置

为 “ 缺失 ”。报告中应写明患有双侧水肿的儿童人数。

为了计算患病率，患有水肿的儿童被归类为严重营养不良

（即身长 / 身高别体重 <-3 倍标准差、年龄别体重 <-3 倍标

准差、年龄别 BMI <-3 倍标准差）。

建议将两种分析方法（包括或排除水肿信息）得到的患病

率水平都写在报告中。分析应该单独进行，一个包括 “ 水肿 ”
变量，另一个排除（或不绘图）。

样本权重 数字型、浮点值 如果未提供样本权重，则假定样本自加权，即样本权重等

于 1（将不作加权分析）

如果提供了样本权重，所有缺失样本权重的儿童将被排除

在分析之外。

整群 数字型整数 如果未提供，则假定所有儿童来自相同唯一的整群 / 初级抽

样单位。

如果已提供，所有整群 / 初级抽样单位数据缺失的儿童将被

排除在分析之外。

分层 数字型整数 如果未提供，则假定所有儿童来自相同唯一的层别。

如果已提供，所有层别数据缺失的儿童将被排除在分析之

外。

20 87cm 的截断点是 24 月龄儿童年龄别身高 z 得分（HAZ）的标准中位数。按世卫组织的标准，男孩身高中位数为 87.1cm，女孩为 85.7cm ；男
孩身长中位数为 87.8cm，女孩为 86.4 cm。这四个变量的平均值是 86.75 cm，四舍五入为 87cm，当儿童年龄和测量姿势未知时，可用作截断
点将身长转化为身高。(https://www.who.int/childgrowth/mgrs/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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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3. 解释数据

3.3.1 报告营养状况
一般使用截断点来报告 0-59 月龄儿童的营养不良患病率数据，通常为 <-2 倍标准差和 >+2 倍标准差。其依据

是统计学上 95% 的国际参考人群相关指标数值都在此范围内。世卫组织生长发育参考范围多中心研究（MRGS）
人群是全球推荐用于计算患病率的参考人群（23）。

世卫组织儿童生长和营养不良全球数据库使用 <-2 倍标准差的 Z 得分截断点来将低年龄别体重（体重不足）、

低年龄别身长 / 身高（发育迟缓）和低身长 / 身高别体重（消瘦）归类为中度和重度营养不良，而 <-3 倍标准差归

类为严重营养不良。>+2 倍标准差的截断点将儿童高身高别体重归类为中度和重度超重，而 >+3 倍标准差为严重

超重。

从人群水平上针对儿童营养评估结果进行解释时，遵从的前提假设是 ：营养良好的人群通常服从以下所示的

钟形曲线分布（图 14）。

使用 -2 倍标准差和 +2 倍标准差作为截断值，意味着人口曲线尾部或末端 2.3% 的参考人群，即使显然是无生

长发育障碍的 “ 健康 ” 个体，也将被归为营养不良。因此，可将 2.3% 视为营养状况计算值的基线或范围两端的预

期患病率。如果为了追求精准，调查的报告值需要减去此基线值以计算高于正常值的患病率。但重要的是，要注

意通常不会用观测值减去数字 2.3%。

图 14. 范例人群的标准正态分布

19.1%

15%

9.2%

4.4%0.5%

19.1%

15%

9.2%

4.4%
1.7% 1.7%

0.5%

标准正态分布
"钟型曲线"

0-0.5-1-1.5-2-2.5-3 +0.5 +1 +1.5 +2 +2.5 +3Z得分:
50%15.9%2.3%0.1% 84.1% 97.7% 99.9%累计百分比:

标准差:

0.1%0.1%

3.3.2 解释患病率估计值
自 20 世纪 90 年代初以来，惯例上一直使用患病率范围来对全球监测的营养不良水平进行分类。

2018 年世卫组织 - 联合国儿童基金会营养评估专家技术咨询小组（Technical Expert Advisory Group on 
Nutrition Monitoring，TEAM），一个旨在为营养监测提供建议的独立专家技术小组，修订了用于发育迟缓和消瘦

水平分类的患病率范围，并建立了超重水平分类的患病率范围（基于身长 / 身高别体重）(27)。

表 10 列出了消瘦、超重和发育迟缓的新患病率阈值、分类和国家分组。各个指标的分类已标化为 “ 非常低 ”、
“ 低 ”、“ 中 ”、“ 高 ” 和 “ 非常高 ”。世卫组织 - 联合国儿童基金会营养评估专家技术咨询小组（TEAM）将这些分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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描述为 “ 患病率阈值 ”，这一术语更符合其基于人群的预期应用。“ 患病率阈值 ” 与 “ 截断值 ” 不同，后者用于解释

个别儿童的测量值。患病率水平是根据其偏离世卫组织儿童生长标准正常值的程度来设定的。

表 10. “新方法 ”定义的消瘦、超重和发育迟缓在人群水平上的患病率阈值、相应分类和国家数目

消瘦 超重 发育迟缓

患病率阈值

(%)
分类 国家数

患病率阈值

(%)
分类 国家数

患病率阈值

(%)
分类 国家数

< 2.5 非常低 28 < 2.5 非常低 16 < 2.5 非常低 4

2.5 - < 5 低 41 2.5 - < 5 低 35 2.5 - < 10 低 26

5 - < 10 中等 39 5 - < 10 中等 50 10 - < 20 中等 30

10 - < 15 高 14 10 - < 15 高 18 20 - < 30 高 30

≥ 15 非常高 10 ≥ 15 非常高 9 ≥ 30% 非常高 44

a 消瘦 = 身长 / 身高别体重 <-2 倍标准差 ；超重 = 身长 / 身高别体重 > +2 倍标准差 ；发育迟缓 = 年龄别身长 / 身高 <-2 倍标准差

国际营养界可根据不同目的去理解和使用此修订的患病率阈值 ：根据营养不良的严重程度对国家进行分类和

绘图 (28)；捐助者和全球行动者用来确定优先行动的国家 (29)；最重要的是政府可用于监测和启动实现 “ 低 ” 或 “ 非
常低 ” 患病率水平的行动和目标计划。 

3.3.3 解释Z得分平均值
尽管不太常用，Z 得分平均值直观的描述了整个人群的平均营养状态，而无需参考低于给定截断值的个体子集。

Z 得分平均值显著低于零，即参考人群（此处指世卫组织生长发育多中心研究（MGRS）样本人群）的分布值，提

示总体分布向下移动，即暗示大多数个体均受到影响。需要更多的研究来了解在哪些情况下可以最有效地使用 Z
得分平均值。

3.3.4 检查分母
在报告五岁以下儿童发育迟缓、消瘦、体重不足和超重时需要注意使用的分母。虽然不建议用于全球报告，

但一些调查的体格测量通常不包括 0-5 月龄的儿童。当将报告与人群进行比较或检查其趋势甚至是数据质量时，

使用与 5 岁以下儿童全球指标不一致的分母可能会混淆对估计值的解释。在报告儿童的营养状况时，尤其是在观

察趋势时，应始终清晰地记录分母。

3.3.5 跟踪趋势
世卫组织与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和欧洲委员会合作开发了一个跟踪工具，帮助各国制定国家目标并监测世界卫

生大会目标的进展情况，其中三个是发育迟缓、超重和消瘦。该工具考虑到达成目标的不同进展速度和到 2025
年的剩余时间，同时允许用户探索不同的情景。用户可以通过以下世卫组织网站上的链接全球目标跟踪工具访问

该工具和相关信息。

联合国儿童基金会 - 世卫组织 – 世界银行针对儿童营养不良进行联合审查，已通过此追踪工具对该审查所包

含和验证的当前数据趋势进行回顾。该工具用来估计趋势的指标包括发育迟缓和超重。虽然 “ 消瘦 ” 是此跟踪工具

采用的指标之一，但由于其高度短期可变性，在计算趋势时并不将其纳入。建议各国使用本指南文件提供的 Excel
模板（附件 11），该模板遵循的方法与跟踪工具类似，可输入各自的数据以评估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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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统一报告和数据发布建议
如果调查小组希望制定一套全面的指标并确保不同调查之间具有可比性，则必须采用统一的报告方法。此外，

背景因素的定性信息，如冲击和危机，可以帮助调查管理人员和统计人员更好地了解和有效使用各类调查的体格

测量数据。建议提供有关季节和其他相关背景因素系统性的说明并阐明如何使用这些元数据。

本节介绍了各种营养调查中体格测量数据和背景信息的统一报告方案。

必须在国家水平报告调查结果。有地方性的数据的也可以提供。结果应以标准方式呈现，例如按世卫组织标

志和年龄组（<6、6 至 <12、12 至 <24、24 至 <36、36 至 <48 和 48 至 <60 月龄）呈现 Z 得分低于或高于标准截

断值的儿童百分比。

建议在提交体格测量数据时包含以下信息 ：

a) 封面

调查标题、调查日期、作者。

b) 执行摘要

c) 简介

 – 调查标题和详情 ：调查的地理区域（排除的区域和排除原因，如适用）、人口描述 ：总人口、调查人口、调查人

口类型（居民、移民、难民、无家可归者等）。

 – 背景信息 ：粮食安全、营养、健康状况或可能对人口营养状况产生影响的任何其他信息。

 – 对象 ：目标人群，包括接受调查的年龄组。

d) 方法

 – 样本量的确定。

 – 样本框架详情，包括是否已从第一阶段抽样中排除任何行政区、区域、初级抽样单位或其他区域或人口（以及

原因）。

 – 抽样设计和步骤 ：所有抽样阶段的全部详情，特别是初始阶段（如初级抽样单位的选择标准）、第二阶段（如绘

图和列表的步骤）和最后阶段（如家庭和参与者选择等）以及调查中应用的各种附加步骤或阶段（如二次抽样等）。

包括家庭和家庭成员的定义。

 – 调查问卷 ：调查问卷和调查员说明书的制定步骤、当地事件日历的制定和说明、预试验（如适用）、翻译和回译

步骤等。

 – 测量步骤。

 – 个案定义和纳入标准。

 – 现场工作人员的培训 ：内容、天数、受训人数、标准化练习实施的内容和结果、现场试点测试等。

 – 现场工作步骤 ：数据收集步骤、团队数量和组成、数据收集时间、失访儿童或复测儿童的回访步骤等。

 – 使用的设备和校准步骤。

 – 协调和监督过程 ：现场检查步骤。

 – 数据输入步骤。

 – 数据分析计划 ：软件（名称、版本和链接，如适用）、数据清理过程、赋值因素（例如当出生日缺失时，世卫组

织 Anthro 分析软件赋值为 15 日）。

 – 使用的标记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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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结果

 – 初级抽样单位的抽取总数与完成数（以及未完成的原因）。

 – 抽样家庭总数。

 – 所有抽样家庭调查结果的分类 ：完成的、拒绝的，包括随机和标记的复测。

 – 抽样家庭中 5 岁以下儿童的总数（表明是否所有儿童都符合条件）；如果在子样本中收集数据，则写明此子样本

中符合条件的儿童总数。

 – 符合条件的 5 岁以下儿童中测量了体重、身长 / 身高和出生日期（至少具体到年月）者的总数。

 – 符合条件的 5 岁以下儿童中被随机选择复测体重、身长 / 身高和出生日期（至少具体到年月）者的总数。

 – 基于推荐的截断值得出的每个体格测量指标的患病率和置信区间（关于发育迟缓、消瘦、超重和体重不足）。信

息应以表格和 / 或图的形式呈现。

 – 观察到的设计效果。

 – 每个指标的 Z 得分平均值。

 – Z 得分标准差。

 – 患病率和平均 Z 得分估计值的标准误（SE）。

 – 患病率和平均 Z 得分估计值的 95% 置信区间。

 – 频数分布图与参考人口。

 – 细分类别的结果（如适用）：性别、年龄组、城市、农村和地方性地区、财富五分位和母亲的受教育水平。

 – 每个指标的加权和未加权总样本（n）。

f) 报告数据质量指标

第 3.1 节中建议使用世卫组织 Anthro 分析软件输出与附件 9 中模型类似的数据质量报告。由于这对于多主题

家庭调查来说可能过于广泛，因此如果原始数据是公开的，则可能只会根据下面的项目列表进行摘要陈述。

 – 使用体格测量指标固定排除标准（基于世卫组织儿童生长标准）排除的个案数和百分比 ：应包括个案的总数和

百分比以及表现最佳和最差的小组。

 – 按年龄组和其他报告类别分类说明数据缺失值。缺失身高、体重和年龄（至少具体到出生年月）值的儿童数和

百分比。

 – 数字堆积图，包括身长、身高、体重和年龄。

 – 分布问题 ：按年龄组、性别和地理区域显示的 Z 得分分布。

 – 符合条件的儿童中，年龄信息来自于出生证明、疫苗接种卡、看护人回忆或其他来源的百分比。按年龄分组进

行卧位 / 站立测量的儿童 ：小于 9 月龄站立测量的儿童所占百分比、大于 30 月龄平躺测量的儿童所占百分比、

测量姿势与推荐姿势不匹配所占百分比。

 – 随机复测个案的平均值、标准差、中位数、最小值、最大值、第一次和第二次测量之间绝对差值。

 – 最大可接受差异范围内随机复测的百分比。

 – 指出最终数据质量的其他缺陷和调查的限制性。

g) 讨论

对有关儿童的营养状况进行解释，包括可能对结果产生某些影响的背景因素。调查的局限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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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 结论

结论应该总结调查的主要结果，简要提及讨论中提出的说明性的问题，并提出与已有观点逻辑相关的建议（通

常以清单的形式）。它不应包含任何新材料，并可能与执行摘要合并。

i) 附录

 – 样本设计详情 21

 – 调查问卷。

 – 当地事件日历。

 – 调查区域的地图。

 – 标准化练习的结果。

 – 使用的现场检查表。

工具

• 在线应用世卫组织Anthro调查分析工具生成摘要报告模板，其中包含主要图表输出、摘要统计表以

及数据质量报告（附件9）。附件10中提供了完整性检查表。

公开发布体格测量数据调查收集的数据集

如本文开头所述，建议在调查的最初阶段与中央或地方政府签署协议，以便在验证数据后公开发布其报告和

数据集。公开调查数据集可确保透明度，并允许进行二次分析，从而更好地了解数据及其收集背景，为调查人群

创造益处。原始数据集应该对公众公开，包括数据集中为保证随机和标记复测质量而采取的措施。

即使调查结果质量差，报告中明确提到数据质量存在问题，即使报告中没有包含营养状况调查的结果，仍然

应该公开数据集。

在某些情况下，政府负责支持和发布调查结果，必须接受向特定个人发布数据集或公布于互联网的授权咨询。

无论如何，都需要加强保证和宣传以确保公众能获取原始数据，并开发包含调查数据集和方案的数据库（如

登记表或知识库）。应最低程度地清理所发布的数据集，应在使用标记前后清楚地标明，以便往后研究人员能对数

据集使用统一的标记。

即使访谈未完成，数据集应包括所有抽样家庭的记录、所有应该测量的儿童（即使他们没有接受测量）、记录

的实际测量值（即身长 / 身高和体重）、他们的出生日期和测量日期（访谈日期）、样本权重和所有其他变量。这

些数据集应附有明确的记载。

作为以公共健康为目的加强使用体格测量数据的一种方式，世卫组织 - 联合国儿童基金会营养评估专家技

术咨询小组（TEAM）工作组建议发布国家家庭调查（包含体格测量学）原始数据集，以供公众使用。该工作

组由来自不同国际组织（美国疾控中心、人口与健康调查、针对救济和过度的标准化评估、联合国儿童基金会、

世卫组织等）的专家组成。

21 《多重指标聚类调查》报告抽样附件的范例见 ：http://mics.unicef.org/survey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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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具

• 关于数据隐含化，请查阅数据保护和隐含化指南。

• 归档和发布工具

• 美国国际开发署开放数据政策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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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议和最佳实践

第3.1节−数据质量评估

建议（必须）

 – 根据报告中列出的有关如何计算和呈现的规范来报告以下内容 ：

• 完整性

• 性别比

• 年龄分布

• 身高和体重的数字偏好

• Z 得分不合理值

• 标准差

• 正态性

 – 通过综合（而不是孤立地）考虑指标来评估数据质量

 – 不需进行正式试验或评分

良好实践（可选）

 – 使用世卫组织 Anthro 调查分析软件的数据质量报告

第3.2节−数据分析

建议（必须）

 – 使用报告中列出的标准方法进行分析，包括 ：

• 使用世卫组织儿童生长标准和世卫组织标记

• 重要的是，所有记录（包括缺失测量值或样本权重的那些）都可用于分析，因为它们对于数据质量评估

很重要（例如无应答）。

• 水肿测量仅适用于当地专家，特别是临床医生或在当地工作的卫生部人员已经明确最近发现的营养性水

肿病例的调查。

• 使用出生日期和访谈日期计算年龄，如果出生 “ 日 ” 未知，估算为 15 日。

• 出生日缺失值估算 ：如果仅提供出生年份和月份，建议估算出生日。可通过不同方式完成，但在标准分

析中建议使用当月 15 日作为缺失值的估算值。

• 应在问卷中记录儿童的测量姿势（站立身高或卧位身长，即仰卧或平躺身长），以便根据他们的测量姿

势来对身长 / 身高进行年龄相关的校正。

• 对于 <9 月龄的儿童，如其姿势由平躺变为站立，请忽略。

• 应在数据文件中保留随机选择或标记的儿童的复测数据（身高、体重、出生日期和性别）。

• 在对随机选择的儿童进行复测时，用第一次测量的身高、体重、出生日期和性别来计算 Z 得分。在对

标记的儿童进行复测时，用第二次测量的身高、体重、出生日期和性别来计算 Z 得分。

• 应报告排除值的数目和百分比。

• 所有测量值都应保留在数据集中以保证透明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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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必须为样本中的每个人分配样本权重，以弥补样本中个体选择概率的不等性，后者通常是由于设计原因

导致的。

良好实践（可选）

 – 使用世卫组织 Anthro 调查分析软件或针对营养不良的联合评估（JME）标准的 STATA 和 R 语法

 – 公平性的监测对健康和发展的重要性日益增加。在可行的情况下，还建议通过财富五分位（1= 最低，2，3，4，
5= 最高）和母亲受教育程度（未接受教育、小学和中学或更高学历）进行分类分析得出估计值。

第3.3节−数据解释和报告

建议（必须）

 – 报告中包含患病率估计值的精确度和 Z 得分平均值。

 – 报告中包含中度和重度营养不良的患病率以及年龄别身高 Z 得分（HAZ）、身高别体重 Z 得分（WHZ）和年龄

别体重 Z 得分（WAZ）的平均值和标准差。

 – 在所有提供儿童体格测量指标估计值的调查报告中，按照第 3.1 节的规定纳入数据质量评估结果。

 – 向公众发布完整且标记明确的数据集，包括初始测量值和复测值

 – 包含有关抽样的详细附件（根据多重指标聚类调查和人口与健康调查报告中的详细程度）

良好实践（可选）

 – 调查报告的附件中包含 Anthro 分析软件数据质量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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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1.体格测量调查中一些关键因素的规范定义

1. 国家执行机构
通常由一个独立的执行部门整体负责一项入户调查的组织。该部门可以是政府机构、非政府机构或者私人组织、

一个大学或政府研究组、或一个私人研究公司。

2. 调查指导委员会
建议国家执行机构建立一个调查指导委员会或一个技术工作组（TWG），为调查提供建议和支持。通常由调

查指导委员会对调查的目标和目的、政策问题和技术问题如调查表内容等进行审核。委员会可帮助为调查小组提

供全面支持，保证调查结果可被全国研究机构接受和使用，并提倡调查原始数据可以公开透明发布。指导委员会

或技术工作组应由利益相关者和合作伙伴构成，并纳入技术专家，提供调查设计和实施阶段的支持，包括抽样、

调查表设计、现场小组程燕子好木和培训、现场后勤、体格测量设备、采购和培训及相关数据质量核查。

3. 调查项目主管
调查项目主管必须具有营养调查方面的工作经验，负责协调和监督调查小组。他或她要掌握整体调查过程 ：

收集调查环境相关可用信息并制定计划，选择和雇用调查小组成员，组织和实施培训以及监督现场工作，必要时

进行干预，提高数据收集的准确性和精确性。后一项任务包括数据收集过程中的现场访谈，保证调查方法和规程

得到正确执行。调查项目主管还要负责监督管理数据录入，核查数据质量，监督数据分析，协助对初始结果的解读，

保证调查指导委员层面对结果的批准认可。

4. 现场工作协调员
现场工作协调员负责几个小组。他或她负责监督现场工作和现场活动。

5. 现场监督员
现场监督员负责单一的现场小组，他或她负责核查现场小组是否按照指导委员会批复的调查方案和流程开展

工作，包括中央办公室的抽样计划，以及正确使用和校准设备，开展体格测量。

6. 体格测量员
体格测量员是经过培训的调查工作人员，负责只用标准设备收集体格测量数据，用于产生营养不良状况的估

计（身高、体重）。体格测量员负责对设备的正确保养和校准，按照标准方案进行测量和数据记录，标准方案要依

据于全球可接受标准，并得到指导委员会的批准认可。

7. 首席体格测量培训师
首席培训师负责组织和实施体格测量培训，包括培训后的标准化测试，评价每个体格测量员的成绩。

8. 数据管理员
数据管理员负责确保数据收集过程准确采集并输入到数据库。他或她的职责包括支持数据库的质量和实用性，

以及在数据输入及如何使用软件系统方面培训其他工作人员。

9. 数据处理员
数据处理员的任务是开发和维护调查的数据录入、编辑、数据归集及分析软件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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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调查统计员
调查统计员必须在有关体格测量的入户调查数据管理和分析方面有丰富经验，同时对调查中将用到的特定统

计软件非常熟悉。

11. 抽样统计员
抽样统计员负责制定和实施抽样计划，与名册制定及分布图制作小组共同合作，确定分析的样本权重。

12. 分布图制作和花名册制定小组
分布图和花名册制定小组的任务是在抽样阶段核对住户信息并确定其地理位置。该小组由花名册制定协调员

领导，有花名册制定预案、分布图制作员和现场监督员共同组成。

下面提供了一份组织机构图示例，展示了体格测量数据调查所需要的人力资源。

体格测量数据收集调查组织图示例

现场
协调员

调查项目
主管

调查
统计员

首席体格测量
培训师

抽样
统计员

数据
管理员

制图与制册
协调员

制图与制册
小组

制图与制册
小组

制图与制册
小组

Survey 
manager
现场
监督员

体格测量员 体格测量员

Survey 
manager
现场

监督员

体格测量员 体格测量员

体格测量数据收集调查组织图示例

国家执行机构

调查指导委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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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2.体格测量调查小组成员工作任务详述
每个调查小组都由至少两名从事体格测量的人员构成，后面均称为 “ 体格测量员 ”。小组中一名测量员要作为

主测量员，负责带领小组进行正确测量。另外一名（一些）作为助理测量员，为测量过程提供支持。作为主测量员，

测量人员必须通过培训过程中的规范测试。作为助理测量员，测量人员应参与调查的培训，但不是必须通过规范

测试。

应该根据具体的调查环境来组建小组成员，在性别、种族和语言技巧等方面均应满足本次调查目的和调查地

区的特别需求。最好有一部分小组成员对调查地区的情况是比较熟悉。每个小组中最好至少有一名女性，也可根

据实际情况而定。

所有的小组成员必须具备以下资格：

 – 他们必须能够读写调查使用的主要语言，并能够说调查地区的语言 ；

 – 他们要具备一定的教育水平，保证其能够流利的读写，并准确计算 ；

 – 他们要能够长距离跋涉，并能携带测量器材 ；

 – 他们要有好的视力和 / 或佩戴眼镜 ；但是

 – 他们不一定必须是卫生专业人员。

下面对一个调查小组中担任最重要角色的工作岗位进行了详细描述。这些工作描述是原则性的，适用于任一

项调查。

调查项目主管

技能和必备能力

 – 大学或同等学历。有文件可证明其具备组织管理旨在收集体格测量数据的调查的专业技能。

 – 具有开展体格测量调查的丰富经验（设计和方法学，工作人员招募与培训，现场管理和数据分析及报告），以及

营养学领域的知识。

 – 能够流利使用调查地区特定的语言，并具有优秀的写作和表达技能 [ 以及其他任何需要的语言 ]。

 – 如果使用数码设备收集数据 ：

• IT 行业工作能力和轻松适应新技术的能力 ；

• 在数据收集开始前熟悉数码设备（在准备阶段可能需要额外时间来熟悉数码设备）。

任务

调查项目主管要保证调查方法的一致性。他或她负责 ：

1. 尽管在需要的时候有专家提供支持（专家帮助开展调查抽样设计，方案制定，数据分析程序等），但管理员要

负责整个调查过程的协调。

2. 收集调查地区的有效信息，并制定计划 ；

3. 指导制定调查方案，以保证获得调查指导委员会的批准 ；

4. 准备所有调查相关后勤事务，包括 ：材料和设备，伦理审查批复，动员国家和当地合作伙伴等 ；

5. 选择小组成员 ；

6. 协调和管理所有调查小组成员的培训，包括组织标准化测试和现场测试 ；

7. 监督现场工作，在必要时进行干预，提高数据收集的准确性，具体包括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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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场巡视各个小组，在离开现场前确认每个现场监督员审核了所有表格并签字，保证所有项目数据均已

记录，各小组离开该地区前严格执行回访方案（即，在最初调查失败的情况下每个被抽样住户均得到了

至少两次回访）；

• 对现场监督员的工作进行审核，确认由国家级抽样的住户均得以调查，调查小组在调查现场没有随意更

换抽样对象，严格遵循抽样统计人员制定的抽样方案 ；并在现场工作期间每天核实，确保每天检查并校

准所有设备，以保证现场准确地测量和记录数据 ；

• 决定如何处理调查过程中遇到的特殊问题（如果该问题导致既定方案发生变化，则需在最终报告中记录

所遇问题和解决方案）；

• 组织现场核查，对现场监督员提供支持，并在调查小组离开初级抽样单位前核实可疑数据 ；

• 确保各小组劳逸结合，并提供足够的时间让小组成员休息（小组不能过负荷工作，因为调查过程中需要

长距离跋涉，过于疲劳的小组可能会出现错误，或者没有将所选择的距离较远的住户纳入调查）；

8. 与负责数据分析的专人协调分析工作 ；

9. 审核报告草案，并获得调查指导委员会认可 ；

10. 必要时组织终期研讨会，公开调查结果，促进所获取数据使用方面的讨论 ；

11. 确保原始数据公开发布。

现场协调员/现场监督员
现场协调员和和现场监督员的作用非常相似 ：现场协调员监督多个小组工作，而现场监督员负责单个小组。

技巧及必备能力

 – 所需最低教育水平 ：中学毕业，具有较好的读、写和和数学计算能力。

 – 对调查地区非常了解。可靠，友好，有能力协调和和监督一个小组。具有体格测量调查的经验。具有必要的领

导能力。

 – 如果使用数码设备收集数据 ：

• 能够运用数码设备，并能迅速适应新方法和和新技术（在准备阶段可能需要时间来熟悉设备）；

• 开展多项任务的能力，如管理电话，确保其他小组成员开展高质量测量和准确的收集数据。

任务

现场监督员要领导、监督并提供支持和和指导现场小组的所有成员，包括体格测量员。他或她负责保障每个

小组成员按照指导委员会确定的调查方案和规程开展调查，必要时寻求调查项目主管的支持。现场监督员的特定

任务包括 ：

1. 每天调查开始前，核查所有小组成员携带的调查表及其他所需表格数量足够 ；

2. 确保所有小组清洁并校准所用设备，对确定的问题设备进行了检修，必要时更换了了设备 ；

3. 每天调查开始前，保证后勤各项事务有序安排，并保护小组成员的安全 ；

4. 每天启动数据收集工作之前，组织调查小组开一个简短的工作会议 ；

5. 会见当地领导，解释本次调查及其目的 ；

6. 保证所有现场小组成员（体格测量员，访谈员等）拿到中心办公室提供的当地地图和选作样本的住户花名册，

知晓当天的调查任务包含哪些住户，并遵照中心办公室提供的抽样方案开展调查。

7. 监督现场体格测量工作，开展数据收集阶段的质控工作，若发现存在与标准体格测量流程的偏差，则现场对体

格测量人员开展再次培训或转介其到其他地方进行再次培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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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在离开初级抽样单位之前，确认有缺失数据的住户得到再次访问，小组成员严格执行回访方案 ；

9. 如果水肿是调查的一项内容，现场监督员则要实地访问住户，以确认水肿的判断是正确的。

调查员

技巧及必备能力：

 – 读、写和计算能力 ；熟悉调查地区 ；可靠并友好。

 – 如果使用计算机辅助调查表完成数据收集 ：则需要使用数码设备的能力以及快速适应新方法和和新技术的能力。

任务

负责填写住户调查表以及体格测量调查表。

体格测量员

技巧及必备能力

最低教育水平 ：中学毕业并具有良好的读、写和数学计算技能，对调查地区有较好的了解。他或她应可靠、

友好并能使用当地语言。

任务

1. 遵循中心办公室提供的抽样方案，对现场监督员分配的住户进行调查。

2. 清晰解释体格测量流程和即将进行的测量措施、监护人在调查中应该配合哪些工作，以及监护人和儿童所希望

了解的内容。

3. 测量身长 / 身高和体重。

4. 评估双侧凹陷性水肿的情况（如果该内容纳入调查，尽管不作为常规推荐）。

5. 依据调查员说明，完成所需调查表及各种表格的填写，包括如何正确判断儿童出生日期。

6. 遵守调查组制定的测量、休息及用餐时间表。

7. 维护并校准设备，如果出现任何问题立刻向现场监督员报告。

8. 遵循安全措施。

调查统计人员

技巧及必备能力

调查统计员必须在管理和和分析住户调查数据方面有丰富的经验，包括体格测量调查。统计员应为注重细节，

爱好大数据处理的人员。

最低教育水平 ：具备统计或数学专业的硕士学位是必须条件。

统计员需要具有以下技能。

 – 编写统计程序 ：具备应用统计学公式和方法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是该角色的关键条件。

 – 数据分析 ：建立相关数据库、数据表和数据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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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数学能力 ：能够运用高等数学解决实际问题。

 – 项目管理 ：统计员经常是独立工作的，因此必须胜任管理多项任务，准确高效如期完成任务。

 – 人际沟通技能 ：统计员要与调查项目主管保持联系，因此他或她必须具备清晰地解释问题的能力，从而保证两

者相互理解和相互接纳。

 – 判断思维 ：统计员要具有逻辑思维和和判断思维，以克服数据收集和解读过程中遇到的困难和挑战。

任务

1. 设计调查方案和调查表

为收集所需数据，统计员要建立在统计学方面达到精准水平的调查方案和调查表。他们要负责人员培训，编写

说明，解释如何更好的管理和组织调查数据，提供改善调查设计包括抽样步骤的建议。

2. 数据清洗

数据编辑、清洗，并针对整体数据质量进行深入核查是统计人员的关键工作内容。数据管理是文件分割，全面

核查整体数据质量的关键。数据管理是获得准确结果和结论的关键，因此统计人员应能够维护和更新准确的数

据库。

3. 统计分析

统计员需应用专业统计软件对数据进行分析。他们的主要任务是识别趋势变化，发现数据集内在的关系。他们

经常开展测试判断数据的可靠性和合理性。他们需按照本报告提出的建议实施数据分析。

4. 撰写统计分析报告

调查统计人员负责根据调查数据分析结果，来提炼研究发现。他们需要撰写调查报告，制作统计图表，阐明调

查结论并做出相应解释，并按相关要求向其他小组成员提供分析报告。他们需根据本报告提出的建议撰写调查

分析报告。

抽样统计员

获得具备统计学合理性和国际可比性的调查数据，是制定循证策略和规划的关键，也是监督各国实现全国目

标和国际承诺（包括可持续性发展目标）进展情况的关键。因此抽样统计人员是住户调查小组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

技巧及必备能力

 – 在当地入户调查抽样设计方面至少 10 年的经验（在最近没有普查信息的国家获得的经验更有价值）。

 – 必须具有开展全国性调查的经验，熟悉收集体格测量数据调查的抽样方法。

 – 示范培训经验。

 – 在相关地区工作的经历。

 – 优秀的沟通和人际关系技巧。

 – 流利运用当地国家语言尤为重要。

 – 在多文化环境中工作的演示能力。

成功候选者的资格要求

教育

 – 至少是硕士学位或在调查抽样或统计学方面同等学历，具有调查抽样的专业技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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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务/预计产出

1. 设计或审核国家统计局制定的抽样方案。

2. 与制图和花名册制定小组共同开展工作。

3. 在数据收集完成后、开始数据分析之前，审核、建议并计算国家样本权重。

4. 与调查项目主管及国家统计局讨论抽样方案和样本权重。

5. 撰写或审核调查报告相关章节。

产出：

 – 以上提到的模板、指南、方案、简报及手册。

 – 抽样方案审核报告、样本权重计算以及调查报告中抽样相关章节。

抽样统计人员要对调查中收集到的数据进行保密，同样对调查过程中产生的国家性文件也要保密。只有在执

行他或她职权范围内任务时，才能使用相关文件和数据集。

数据管理员和数据分析员1

数据管理员要对数据分析员的任务进行概述。

技巧及必备能力

 – 计算机科学、人口统计学或公共卫生相关领域学士学位。

 – 具备较强得使用诸如 C#、C++，Java 等认证程序语言进行编程的能力。

 – 公共卫生或人口统计学研究的经验。

 – 熟悉 SPSS、SAS、Stata 或其他统计软件包。

 – 流利运用所需的当地语言。

任务

1. 开发及维护纸质版人口调查问卷的数据录入、编辑、归因和分析软件系统。

2. 在发展中国家开发及辅助基于计算机的调查系统。

3. 通过学习班和研讨会，开展数据应用和调查数据处理能力建设。

4. 提交数据分析结果，撰写国家报告。

5. 将数据归档管理，并为数据使用者提供技术支持。

6. 开发计算机数据收集程序。

首席体格测量培训师

技巧及必备能力

首席培训师应具有体格测量调查的专业技能和经验，同时要具有培训体格测量员的一整套技能。

首席培训师的技能可通过同一研究机构或相关研究机构现有首席体格测量师进行确认。

1 如果调查使用的是纸质调查表，调查小组要包含有数据录入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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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务

1. 组织体格测量员的理论培训和实践培训，包括使用模型培训和在儿童中实践培训。

2. 组织标准化测试，评估体格测量员的绩效。

3. 组织现场实操。

花名册编制与制图调查人员

住户花名册编制工作是由一个住户花名册编制和制图小组在主要调查工作开展之前对每一个选中的初级抽样

单位实施的。花名册编制工作的质量是影响目标人群覆盖情况的关键因素之一 ：因此，让每一名小组成员了解他

或她的角色和责任非常关键。制图员和花名册编制员负责对抽中的初级抽样单位编制地图和花名册。他们作为一

个小组共同工作，其中 1 人主要担任绘图员，另外 1 人主要担任花名册编制员。现场监督员负责监督绘图员和名

册编制员的工作情况，而花名册编制协调员负责计划并督导全体住户名册编制工作。

花名册编制协调员的任务

 – 计划并监督制图与名册编制工作。

 – 制定绘图和名册编制手册。

 – 雇用现场小组（绘图员、名册编制员和现场监督员）。

 – 组织现场小组人员培训，必要时安排当地专家提供支持（例如，安排国家统计局绘图人员参加花名册编制和制

图人员的培训，并对人口普查数据或其他作为调查底图的记录进行讲解）。

 – 在制图和花名册编制过程中，与现场监督员和中心办公室定期保持联系。

 – 随机抽取初级抽样单位，参与现场访谈调查，核实绘图与花名册。

抽样阶段现场监督员的任务

 – 获取调查选中所有初级抽样单位的底图。如果不能获得底图，则在编制底图前要收集到当地所有初级抽样单位

的有效档案信息。

 – 向各小组分配初级抽样单位。

 – 各小组下现场前，确认他们获得所有花名册的编制材料（制图与住户花名册编制手册，足够数量的底图和示意

图表格，住户花名册表，分割表）。

 – 计划和组织安排现场后勤工作（例如，安排交通、确认并联系每个初级抽样单位的当地官员和村庄德高望重者，

告知他们名册编制工作内容，获得他们的配合）。

 – 接受并审核编制好的住户花名册和地图，确认安全保存在中心办公室。

 – 核实每个初级抽样单位全部被覆盖并纳入花名册。

 – 监督并验证现场工作质量是否达标，对所有初级抽样单位中的一个样本（例如 10%）进行现场调查，并对调查

对象开展体检。

 – 从花名册编制小组接收到完成的表格和地图后，备份材料，确认原始表格和地图保存在中心办公室，必要时支

持和监督数据收集工作。

花名册制定与制图小组的任务

 – 根据底图确定每一个样本初级抽样单位的边界，确认初级抽样单位的位置在底图上明确进行了标识，必要时更

新相关信息。

 – 对于较大的初级抽样单位，如果需要分割成多个部分，则需要完成一个初级抽样单位的分割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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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如果初级抽样单位过小，住户数少于样本住户花名册要求的目标数量（例如 20），要尽快与现场监督员联系。

需要注意的是，普查计数区域通常是 50 户，如果在普查框架中抽到小于 50 户的计数区域，则通常会将其与相

邻的初级抽样单位合并，再列入花名册中。人们可能因为多种原因迁离原地，包括自然现象如长期洪水或者因

为当地就业机会变少等。现场监督员要与抽样统计人员一起，指定邻近的一个初级抽样单位，这个初级抽样单

位同样需要绘制地图并编制名册。

 – 绘制一个详细的草图，显示初级抽样单位的位置及其包含的所有建筑物。

 – 使用住户登记表系统登记初级抽样单位里所有建筑物和住户。

 – 如果没有住址系统，在样本初级抽样单位每个建筑物的门框上编制一个建筑物号码，或使用贴纸标注建筑物编号。

（由于不同国家和地区的文化和 / 或安全性各异，此方法可能不适用于所有国家。）

 – 完成所有住户花名册登记表并绘制地图。

 – 将完成的住户花名册登记表和地图提交现场监督员。

 – 将遇到的任何问题通知现场监督员，并按照他或她的说明处理同样问题。

方法 ：绘图员和名册编制员首先要共同确定初级抽样单位的边界 ：然后由绘图员制作底图和示意图，花名册

编制员将相应信息填入住户花名册登记表中。住户花名册编制过程中以下资料要随时携带 ：

 – 绘图及住户花名册登记手册。

 – 如果没有住址系统，需要准备一个毡头记号笔或粉笔用于建筑物编号。一些调查可以在门上贴纸编号，一旦选

定住户或建筑物后，编号标志要持续存在，直到调查小组完成调查离开。（在一些地区或国家，文化和 / 或安全

问题可能会导致这种方法很难实施）。

 – 一个笔记本。

 – 铅笔和橡皮。

 – 选定初级抽样单位的底图。

 – 示意图表格。

 – 住户登记表。

 – 初级抽样单位分割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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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3.体格测量调查住户调查表模板

NAME AND YEAR OF SURVEY

HOUSEHOLD INFORMATION PANEL HH

HH1. PSU number: ___ ___ ___ HH2. Household number: ___ ___

HH3. Supervisor’s name and number:

 NAME 
  ___ ___ ___

HH5. Region:

REGION 1 ������������������������������������������������������������������������� 1

REGION 2 ������������������������������������������������������������������������� 2

REGION 3 ������������������������������������������������������������������������� 3

REGION 4 ������������������������������������������������������������������������� 4

REGION 5 ������������������������������������������������������������������������� 5

HH4. Type of place 
of residence:

URBAN������������������� 1

RURAL ������������������� 2

INTERVIEWER VISITS

1 2 3 Final visit 
and Result

HH6. Date of visit

HH7. Interviewer’s 
name and number

HH8. Result*

__ __ / __ __ / __ __ __ __

___ ___ ___

___ ___

__ __ / __ __ / __ __ __ __

___ ___ ___

___ ___

__ __ / __ __ / __ __ __ __

___ ___ ___

___ ___

__ __ / __ __ / __ __ __ __

___ ___ ___

___ ___

HH9. Next visit: 

Date and time

__ __ / __ __ / __ __ __ __

__ __ : __ __

__ __ / __ __ / __ __ __ __

__ __ : __ __

HH10. Total 
number of visits

 
___ ___

*Result of Household 
Questionnaire interview:

Discuss any result 
not completed 
with supervisor.

COMPLETED ������������������������������������������������������������������������������������������������������������� 01

PARTIALLY COMPLETED ����������������������������������������������������������������������������������������� 02

NO HOUSEHOLD MEMBER AT HOME OR NO COMPETENT 

RESPONDENT AT HOME AT TIME OF VISIT ��������������������������������������������������������� 03

ENTIRE HOUSEHOLD ABSENT FOR ExTENDED PERIOD OF TIME ������������������� 04

REFUSED ������������������������������������������������������������������������������������������������������������������� 05

DWELLING VACANT OR ADDRESS NOT A DWELLING ���������������������������������������� 06

DWELLING DESTROYED ����������������������������������������������������������������������������������������� 07

DWELLING NOT FOUND ������������������������������������������������������������������������������������������ 08

OTHER (speciFY) ��������������������������������������������������� 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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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eck that the respondent is a knowledgeable member of the household and at least 
18 years old before proceeding. You may only interview a child age 15-17 if there is no adult 
member of the household or all adult members are incapacitated. You may not interview a 
child under age 15.

HH11. Record the time.

Hours : Minutes

___ ___ : ___ ___

HH12. Hello, my name is (your name). We are from (Implementing organization). We are conducting a survey about 
the nutritional situation of children. I would like to talk to you about the members of your household. This interview 
usually takes about number minutes. Following this, I may ask to conduct additional interviews with you or other 
individual members of your household. All the information we obtain will remain strictly confidential and anonymous. 
If you do not wish to answer a question or stop the interview, please let me know. May I start now?

YES �������������������������������������������������������������������������������������������������������������������������������������� 1

No / NOT ASKED .....................................................................................................................2

1ðList of 
Household Members

2ðHH8

HH17. Name and line number of the respondent to 
Household Questionnaire interview:

NAME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 ___

To be filled in after the 
Household Questionnaire 
is completed

To be filled in after all 
the questionnaires 
are completed

TOTAL NUMBER COMPLETED NUMBER

HOUSEHOLD MEMBERS HH18 ___ ___

CHILDREN AGED 0–5 YEARS HH19 ___ ___ HH20 ___ 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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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H13. Record the time. HoursS and minutes ............................................__ __ : __ __

HH14. Check HL8 in the List of Household 
Members: Are there any children aged 
0–5 years?

Yes, at least one .....................................................................1

No .............................................................................................2 2ðHH16

HH15. Issue a separate QUESTIONNAIRE FOR CHILDREN 0-5 for each child aged 0-5 years.

HH16. Now return to the HOUSEHOLD INFORMATION PANEL and,

• Record ‘01’ in question HH8 (result of the Household Questionnaire interview),

•  Record the name and the line number (from the List of Household Members) of the respondent to the Household 
Questionnaire interview in HH17,

• Fill in questions HH18 and HH19, 

• Thank the respondent for his/her cooperation and then

• Proceed with the administration of the remaining individual questionnaire(s) in this household.

If there is no individual questionnaire to be completed in this household thank the respondent for his/her cooperation 
and move on to the next household assigned by your supervisor.

INTERVIEWER’S OBSERVATIONS

SUPERVISOR’S OBSERVA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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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4.儿童体格测量调查表模板

NAME AND YEAR OF SURVEY

CHILD INFORMATION PANEL UF

UF1. PSU number: ___ ___ ___ UF2. Household number: ___ ___

UF3. Child’s name and line number:

Name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 ___

UF4. Mother’s/caretaker’s name and line number:

Name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 ___

UF5. Interviewer/measurer’s name and number:

Name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 ___

UF6. Supervisor’s name and number:

Name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 ___

UF7. Day/month/year of interview:

___ ___ /___ ___ / 2 0 ___ ___

UF8. Record 
the time:

Hours : Minutes

__ __ : __ __

UF9. Hello, my name is (your name). We are from (Implementing organization). We are conducting a survey about 
the nutritional situation of children. I would like to talk to you about (child’s name from UF3). This interview will 
take about number minutes. All the information we obtain will remain strictly confidential and anonymous. If you 
wish not to answer a question or wish to stop the interview, please let me know. May I start now?

Yes ........................................................................................................ 1

No / NOT ASKED ............................................................................... 2

1ð Under six’s Background Module

2ðUF10

UF10�  Result of interview for children aged 
0–5 years

Codes refer to mother/caretaker.

 Discuss any result not completed with supervisor.

Completed ............................................................................................. 01

Not at home ........................................................................................... 02

Refused .................................................................................................. 03

Partly completed .................................................................................. 04

Incapacitated

....................................................................................................... (specify)

.................................................................................................................. 05

No adult consent .................................................................................. 06

Other (specify) ....................................................................................... 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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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NDER-SIX’S BACKGROUND UB

UB0� Before I begin the interview, could you 
please bring (name)’s birth certificate, national 
child immunization record and any immunization 
record from a private health provider, or any 
other document where the date of birth is 
officially registered? We will need to refer to 
those documents.

If the mother/caretaker says she knows the 
exact date of birth and can give it to you without 
getting the document, ask the respondent to 
bring the document in any case.

UB1. On what day, month and year was 
(name) born?

 Probe:
 What is (his/her) birthday?

If the mother/caretaker knows the exact date 
of birth, also record the day; otherwise, record 
‘98’ for day.

Date of birth
Day.................................................................................__ __

Don’t know day................................................................98

Month............................................................................__ __

Don’t know month ..........................................................98

Year .......................................................................  2 0 __ __

Don’t know YEAR .......................................................9998

UB2. Source of information for date of birth
Several options are possible

BIRTH CERTIFICATE ........................................................A
BIRTH REGISTRATION RECORD ...................................B
NATIONAL CHILD IMMUNIzATION RECORD ..............C
PRIVATE HEALTH PROVIDER IMMUNIzATION RECORD D
MOTHER’S REPORT .........................................................E

ESTIMATE USING CALENDAR OF EVENTS ................F

Other (specify) ...................................................................K

UB3. How old is (name)?

 Probe:

  How old was (name) at (his/her) last birthday?

 Record age in completed years.

 Record ‘0’ if less than 1 year.

  If responses to UB1 and UB3 are inconsistent, 
probe further and correct.

Age (in completed years) .............................................. __

UB4. Check UB3: Child’s age? Age 0–4 ..............................................................................1

Age 5 OR OLDER...............................................................2 2ðAN13

UB5. Tell the respondent that you will need to measure the weight and height of the child before you leave the 
household and a colleague will come to lead the measure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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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THROPOMETRY AN

AN1. Measurer’s name and number: Name ......................................................................  ___ ___ ___

AN2. Record the result of weight 
measurement as read out by the measurer:

Read the record back to the measurer 
and also ensure that he/she verifies 
your record.

Kilograms (kg) ...................................................... ___ ___ . ___

Child not present ..............................................................99.3
Child refused .....................................................................99.4
Respondent refused ........................................................99.5

Other (specify) ...................................................................99.6

99.3ðAN12
99.4ðAN12
99.5ðAN12

99.6ðAN12

AN3. Was the child undressed to 
the minimum?

Yes ............................................................................................ 1
No, the child could not be
undressed to the minimum ..............................................2 2

AN4. Check UB3: Child’s age? Age 0 or 1 ................................................................................ 1
Age 2, 3 or 4 ............................................................................ 2 2ðAN8

CHILDREN UNDER 2 YEARS OF AGE

AN5. The child is less than 2 years old 
and should be measured lying down. 
Record the result of length measurement 
as read out by the measurer:

Read the record back to the measurer 
and also ensure that he/she verifies 
your record.

Length (cm) ................................................... ___ ___ ___ . ___

Child refused .................................................................. 999.4

Respondent refused ..................................................... 999.5

Other (specify) ................................................................ 999.6

999.4ðAN12

999.5ðAN12

999.6ðAN12

AN6. How was the child actually 
measured? Lying down or standing up?

Lying down .............................................................................. 1

Standing up ............................................................................ 2

1ðAN11

AN7. Record the reason that the child 
was measured standing up.

REASON MEASURED STANDING UP ðAN11

CHILDREN 2 YEARS OF AGE OR OLDER

AN8. The child is at least 2 years old 
and should be measured standing up. 
Record the result of height measurement 
as read out by the measurer:

Read the record back to the measurer 
and also ensure that he/she verifies 
your record.

Height (cm) .................................................... ___ ___ ___ . ___

Child refused .................................................................. 999.4
Respondent refused ..................................................... 999.5

Other (specify) ................................................................ 999.6

999.4ðAN12
999.5ðAN12

999.6ðAN12

AN9. How was the child actually 
measured? Lying down or standing up?

Lying down .............................................................................. 1
Standing up ............................................................................ 2 2ðAN11

AN10. Record the reason that the child 
was measured standing up.

REASON MEASURED lying down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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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11. Was the child’s hair braided or 
the child wearing hair ornaments that 
interfered with measurement?

Yes, CHILD’S HAIR BRAIDED OR CHILD WORE HAIR 
ORNAMENTS THAT INTERFERED WITH MEASUREMENT
 1

No ............................................................................................. 2

AN12. Today’s date: Day / Month / Year: Date of measurement: ___ ___ /___ ___ / 2 0 ___ ___

AN13. Record the time: Hours and minutes .............................................. __ __ : __ __

AN14. Thank the respondent for her/his cooperation. Go to UF10 on the CHILD Information Panel and record ‘01’.

AN15. Is there another child under 6 years 
old in the household who has not yet had 
the child questionnaire administered?

Yes ............................................................................................ 1

No ............................................................................................. 2

1ð Next Child

AN16. Inform your supervisor that the measurer and you have completed all the measurements in this household. 

INTERVIEWER’S OBSERVATIONS FOR ANTHROPOMETRY MODULE

MEASURER’S OBSERVATIONS FOR ANTHROPOMETRY MODULE

SUPERVISOR’S OBSERVATIONS FOR ANTHROPOMETRY MODULE

ANTHROPOMETRY AN

AN1. Measurer’s name and number: Name ......................................................................  ___ ___ ___

AN2. Record the result of weight 
measurement as read out by the measurer:

Read the record back to the measurer 
and also ensure that he/she verifies 
your record.

Kilograms (kg) ...................................................... ___ ___ . ___

Child not present ..............................................................99.3
Child refused .....................................................................99.4
Respondent refused ........................................................99.5

Other (specify) ...................................................................99.6

99.3ðAN12
99.4ðAN12
99.5ðAN12

99.6ðAN12

AN3. Was the child undressed to 
the minimum?

Yes ............................................................................................ 1
No, the child could not be
undressed to the minimum ..............................................2 2

AN4. Check UB3: Child’s age? Age 0 or 1 ................................................................................ 1
Age 2, 3 or 4 ............................................................................ 2 2ðAN8

CHILDREN UNDER 2 YEARS OF AGE

AN5. The child is less than 2 years old 
and should be measured lying down. 
Record the result of length measurement 
as read out by the measurer:

Read the record back to the measurer 
and also ensure that he/she verifies 
your record.

Length (cm) ................................................... ___ ___ ___ . ___

Child refused .................................................................. 999.4

Respondent refused ..................................................... 999.5

Other (specify) ................................................................ 999.6

999.4ðAN12

999.5ðAN12

999.6ðAN12

AN6. How was the child actually 
measured? Lying down or standing up?

Lying down .............................................................................. 1

Standing up ............................................................................ 2

1ðAN11

AN7. Record the reason that the child 
was measured standing up.

REASON MEASURED STANDING UP ðAN11

CHILDREN 2 YEARS OF AGE OR OLDER

AN8. The child is at least 2 years old 
and should be measured standing up. 
Record the result of height measurement 
as read out by the measurer:

Read the record back to the measurer 
and also ensure that he/she verifies 
your record.

Height (cm) .................................................... ___ ___ ___ . ___

Child refused .................................................................. 999.4
Respondent refused ..................................................... 999.5

Other (specify) ................................................................ 999.6

999.4ðAN12
999.5ðAN12

999.6ðAN12

AN9. How was the child actually 
measured? Lying down or standing up?

Lying down .............................................................................. 1
Standing up ............................................................................ 2 2ðAN11

AN10. Record the reason that the child 
was measured standing up.

REASON MEASURED lying down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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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5.体格测量培训时间与日程建议

体格测量培训时间

体格测量员 现场监督员

住户与对象确认，调查表填写课堂培训 
（包括确认出生日期） 1 天 1 天

设备使用及维护，使用模型和其他物体进
行体格测量的课堂培训 1 天 1 天

儿童体格测量练习 2天* 2天*

标准化测试、二次培训和二次标准化测试 2天 2天

现场监督员培训 ------ 1天

现场实操 1天 1天

培训总时长 7天** 8天**

*如果是体格测量员都是富有经验的，则培训可能减少到1天。**根据受训人员数量可能会需要更长的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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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荐培训日程

天 上午 下午

第1天
调查概述及调查表填写
培训

开幕式

介绍调查项目

营养不良及其公共卫生重要性概述

调查目标，国家概况简述、知情同意表、
调查说明、一般组织、调查时间、调查
员及管理员职责、面对面调查的重要性。

管理问题，报酬的等级和发放时间；
调查规程

调查手册介绍：现场工作程序（确定
样本住户，入户介绍，确定符合条件儿
童，完成调查问卷，包括正确使用当地
事件日历）

抽样方法与合格标准描述

调查技巧

调查表填写说明

正确确定出生日期

练习

必要时：使用电子设备

第2天
设备与体格测量器材使
用培训（课堂）

介绍何处可以安全放置设备，如何校准
与维护设备

体格测量理论与背景资料

身长/身高及体重测量介绍

使用道具及其他物体（如木棍）进行
实践练习

使用模型进行练习，并点评（30–60分
钟）

同上

第3天
测量实践练习

两人一组（最好是一个经验丰富的和一个经验欠缺的受训人员配对）对不同年龄组
儿童进行实践练习，培训员和管理员现场观察并评估。

下午进行课堂实践练习反馈（30–60分钟）

第4天
第一次标准化测试

标准化测试（每组10名测量员，需半天时间）

第5天
实践操作与第二次标准
化测试

必要时或有测量员未通过标准化测试，则在上午增加一次儿童实操练习，在下午开
展第二次标准化测试。

第6天
现场监督员

如何组织开展现场监督与核查工作，介
绍如何与体格测量员沟通。

练习

第7天
现场测试

现场测试 现场测试讨论

现场实践练习问题、错误及观察结果
的评论

发现调查表填写中的错误 
讨论数据质控的方法：现场编辑、现场
抽查与现场核查表

培训结束 告知受训人员最终入选的团队成员 
后勤服务终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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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6.体格测量设备校准日志模板

CALIBRATION LOG – WEIGHING SCALES

Month and year:

Equipment ID Day of 
Month

PSU 
Number Measurement in kg Condition/Remarks Not in use 

(check) 
Technician 
ID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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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LIBRATION LOG – MEASURING BOARDS

Month and year:

Equipment ID Day of 
Month

PSU 
Number Measurement in cm Condition/Remarks Not in use 

(check) 
Technician 
ID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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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7.初级抽样单位控制表格模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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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8.体格测量核查表模板

[YEAR] [COUNTRY] SURVEY - ANTHROPOMETRY CHECKLIST

CLUSTER NUMBER ........................ ANTHROPOMETRIST ID .....

HOUSEHOLD NUMBER ................. FIELD SUPERVISOR ID .............................

INSTRUCTIONS: FILL IN THIS FORM DURING FIELD OBSERVATIONS FOR ONE CHILD PER HOUSEHOLD. PROVIDE 
FEEDBACK TO THE ANTHROPOMETRIST AFTER HE/SHE LEAVES THE HOUSEHOLD.

PREPARATION

101 Line number, name, DOB, lying/standing filled. CHECK QUESTIONNAIRE. 1 2 3 4

102 Anthropometris and assistant performing measurement. 1 2 3 4

103 Asked to unbraid or remove child’s hair ornaments that will interfere with measurement. 
Refusals noted on questionnaire. 1 2 3 4

104 Asked to remove child’s shoes and outer clothing. Refusals noted on questionnaire. 1 2 3 4

WEIGHT MEASUREMENT

200

OBSERVE IF THE CHILD IS MEASURED STANDING OR WEIGHED BEING HELD BY AN ADULT.

STANDING HELD
301

201 Measurer positioned in front of scale. 1 2 3 4

202 Air bubble in center of circle. 1 2 3 4

203 Scale displays numbers «0.00» before child steps on scale. 1 2 3 4

204 Child looking straight ahead. 1 2 3 4

205 Short press on «hold» key after numbers stabilize. 1 2 3 4

206 Read outloud, reading repeated, checked. 1 2 3 4

207 Correctly recorded weight. CHECK QUESTIONNAIRE. 1 2 3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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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TA QUALITY REPORT

SURVEY TITLE:
ADD SURVEY DETAILS: field work period, context Information, Information on training, limitations on access to 
selected households, etc.

AUTHOR: 

Recommended citation:

Data quality assessment report template with results from WHO Anthro Survey Analyser
Analysis date: 2019-03-14 16:40:14

Link: https://whonutrition.shinyapps.io/anthro/

This report is a template that includes key data quality checks that can help to identify issues with the data and 
considerations when interpreting results. Other outputs that can be relevant to your analyses can be saved directly 
from the tool interactive dashboards and added to the report.

For guidance on how to interpret the results, user should refer to the document “Recommendations for improving the 
quality of anthropometric data and its analysis and reporting” by the Working Group on Anthropometric Data Quality, 

1 The following outputs and data quality checks enclosed are those produced by the WHO Anthro Survey Analyser at the time the report was released. 
Not all recommended tests were included but the aim is to harmonize the outputs with those recommended in this guidance document over ti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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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r the WHO-UNICEF Technical Expert Advisory Group on Nutrition Monitoring (TEAM). The document is available at 
www.who.int/nutrition/team, under “Technical reports and papers”.

1. Missing data

1.1. Percentage (number of cases) of children missing information on variables used in the analysis

Total number of children: 15735.

* The percentage of missing values are based on dates that have either or both month and year of birth missing.

Va
ria

bl
e

Age* (days) 0.1% (15)
Weight (kg) 0.6% (88)

Length or height (cm) 1% (155)
Sex 0% (3)

Geographical region 0% (0)

0.0 0.3 1.20.90.6

Proportion missing (%)

1.2. Missing data by Geographical Region

GEOGRAPHICAL 
REGION N AGE* 

(DAYS)
WEIGHT 

(KG)
LENGTH OR 

HEIGHT (CM) SEX

1 812 4 (0.5%) 5 (0.6%) 5 (0.6%) 3 (0.4%)

2 918 4 (0.4%) 25 (2.7%) 34 (3.7%) 0 (0%)

3 946 1 (0.1%) 8 (0.8%) 16 (1.7%) 0 (0%)

4 950 0 (0%) 3 (0.3%) 5 (0.5%) 0 (0%)

5 974 0 (0%) 0 (0%) 0 (0%) 0 (0%)

6 933 0 (0%) 5 (0.5%) 5 (0.5%) 0 (0%)

* The percentage of missing values are based on dates that have either or both month and year of birth missing.

1.3. Missing data by Team

TEAM N AGE* 
(DAYS)

WEIGHT 
(KG)

LENGTH OR 
HEIGHT (CM) SEX GEOGRAPHICAL 

REGION

1 1059 4 (0.4%) 5 (0.5%) 5 (0.5%) 3 (0.3%) 0 (0%)

2 919 0 (0%) 0 (0%) 1 (0.1%) 0 (0%) 0 (0%)

3 1060 0 (0%) 3 (0.3%) 16 (1.5%) 0 (0%) 0 (0%)

4 887 1 (0.1%) 9 (1%) 20 (2.3%) 0 (0%) 0 (0%)

5 1016 2 (0.2%) 1 (0.1%) 8 (0.8%) 0 (0%) 0 (0%)

6 1052 0 (0%) 8 (0.8%) 15 (1.4%) 0 (0%) 0 (0%)

7 1181 0 (0%) 0 (0%) 0 (0%) 0 (0%) 0 (0%)

8 1075 0 (0%) 0 (0%) 0 (0%) 0 (0%) 0 (0%)

* The percentage of missing values are based on dates that have either or both month and year of birth miss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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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Data Distribution

2.1. Distribution by standard age grouping and sex

Standard age group

Sex

Co
un

t

0

500

1000

1500

2000

2500

3000

3500
Female

Male

NA

NA48-59 mo36-47 mo24-35 mo12-23 mo06-11 mo00-05 mo

1050

1101

901

924

1690

1652

1551

1618

1558

1543

1064

1068

7

2.2. Distribution by age in years and sex

Age in years

Sex

Co
un

t

0

500

1000

1500

2000

2500

3000

3500

4000
Female

Male

NA

NA543210

1051

1101

1810

1853

1696

1710

1597

1577

1307

1303
354

362 6

3. Number of cases and proportions of mismatches between length/height measurement 
position and recommended position, by age group.

AGE GROUP EXPECTED 
POSITION TOTAL OBSERVED 

MISMATCH* % MISMATCH*

00-11 mo lying 3504 515 14.7%

 00-08 mo lying 2780 405 14.6%

12-23 mo lying 2980 515 17.3%

24-35 mo standing 2797 1861 66.5%

36-47 mo standing 2753 1009 36.7%

48-59 mo standing 1871 548 29.3%

Total 13905 4448 32.0%

Number of children with missing information on measurement position: 18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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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ismatch means children under 24 months were measured standing (height) or children 24 months or older were measured laying down (recumbent 
length), as opposed to the recommendation.

4. Digit preference charts

4.1. Decimal digit preference for weight and length/height

Weight (kg)

Di
gi

t

0.0 9.7%
0.1 10.3%
0.2 10.3%
0.3 10.3%
0.4 10.2%
0.5 9.9%
0.6 9.7%
0.7 9.7%
0.8 10%

Length or height (cm)

0 5 1510

Proportion (%) Proportion (%)
0 5 1510

13.2%
9.5%

11.7%
10.9%

10.1%
9.8%

8.6%
9%

7.4%
0.9 10% 9.8%

4.2. Decimal digit preference by Geographical Region

Weight (kg)

Di
gi

t
1

2
3

0.0
0.1
0.2
0.3
0.4
0.5
0.6
0.7
0.8

Length or height (cm)

0 5 1510 0 5 1510

0.9

0.0
0.1
0.2
0.3
0.4
0.5
0.6
0.7
0.8

0 5 1510 0 5 1510

0.9

0.0
0.1
0.2
0.3
0.4
0.5
0.6
0.7
0.8

0 5 1510

Proportion (%) Proportion (%)
0 5 1510

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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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Decimal digit preference by Team

Weight (kg)
Di

gi
t

1
2

3
0.0
0.1
0.2
0.3
0.4
0.5
0.6
0.7
0.8

Length or height (cm)

0 5 1510 0 5 1510

0.9

0.0
0.1
0.2
0.3
0.4
0.5
0.6
0.7
0.8

0 5 1510 0 5 1510

0.9

0.0
0.1
0.2
0.3
0.4
0.5
0.6
0.7
0.8

0 5 1510

Proportion (%) Proportion (%)
0 5 1510

0.9

4.4. Whole number digit preference for weight

Weight (kg) - Digit (integer)

0

500

1000

1500

2000

25242322212019181716151413121110987654321

Fr
eq

ue
nc

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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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 Whole number digit preference for length/height

Length or height (cm) - Digit (integer)

0

100

200

300

400

500

12511510595857565554535

Fr
eq

ue
nc

y

5. Z-score distribution of indicators

5.1. Z-score distribution by index

0-3-6
0.0
0.1
0.2
0.3
0.4

3 6

Length- or height-for-age

De
ns

ity

0-3-6 3 6

Weight-for-length or height

0-3-6
0.0
0.1
0.2
0.3
0.4

3 6

Weight-for-age

0-3-6 3 6
z-scores

Body mass index-for-age

Samples WHO standar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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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Z-score distribution by index and sex

0-3-6
0.0
0.1
0.2
0.3
0.4

3 6

Length- or height-for-age

De
ns

ity

0-3-6 3 6

Weight-for-length or height

The standard normal density distribution curve is overlaid as a dashed-and-dotted line to provide a visuel reference.

0-3-6
0.0
0.1
0.2
0.3
0.4

3 6

Weight-for-age

0-3-6 3 6
z-scores

Body mass index-for-age

Female Male WHO standards

5.3. Z-score distribution by index and age group

0.0
0.1
0.2
0.3
0.4

Length- or height-for-age

De
ns

ity

00-05 m
o

06-11 m
o

12-23 m
o

24-35 m
o

36-47 m
o

48-59 m
o

Weight-for-length or height Weight-for-age Body mass index-for-age

0.0
0.1
0.2
0.3
0.4

0.0
0.1
0.2
0.3
0.4

0.0
0.1
0.2
0.3
0.4

0.0
0.1
0.2
0.3
0.4

0-3-6
0.0
0.1
0.2
0.3
0.4

3 6 0-3-6 3 6 0-3-6 3 6 0-3-6 3 6
z-scores

Samples WHO standar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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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 Percentage of flagged z-scores based on WHO flagging system by index

zbmi_flag 0.2%
zlen_flag 0.5%
zwei_flag 0.1%
zwfl_flag 0.2%

0.0 0.2 0.60.4

Flagged (%)

6. Z-score summary table

6.1. Z-score distribution unweighted summary statistics by index

GROUP

U
N

W
E

IG
H

T
E

D
 N

M
E

A
N

 (Z
L

E
N

)

ST
A

N
D

A
R

D
 

D
E

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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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
IO

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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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

)

SK
E

W
N

E
SS

 
(Z

L
E

N
)

K
U

R
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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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 
(Z

L
E

N
)

M
E

A
N

 (Z
W

E
I)

ST
A

N
D

A
R

D
 

D
E

V
IA

T
IO

N
 

(Z
W

E
I)

SK
E

W
N

E
SS

 
(Z

W
E

I)

K
U

R
T

O
SI

S 
(Z

W
E

I)

All 15735 -1.62 1.50 0.26 3.94 -1.20 1.23 -0.17 3.43

Age group: 00-05 mo 2151 -0.83 1.42 0.15 4.23 -0.60 1.25 -0.40 4.20

Age group: 06-11 mo 1825 -0.99 1.47 0.65 5.36 -1.02 1.29 -0.16 3.54

Age group: 12-23 mo 3342 -1.57 1.46 0.57 4.75 -1.30 1.22 -0.06 3.53

Age group: 24-35 mo 3169 -1.94 1.45 0.22 3.42 -1.34 1.22 -0.26 3.11

Age group: 36-47 mo 3101 -1.96 1.44 0.09 3.24 -1.31 1.14 -0.30 3.23

Age group: 48-59 mo 2132 -2.00 1.38 -0.17 2.85 -1.45 1.09 -0.38 3.29

Sex: Male 7911 -1.72 1.53 0.35 4.14 -1.26 1.26 -0.12 3.39

Sex: Female 7821 -1.52 1.47 0.19 3.77 -1.14 1.20 -0.21 3.50

Team: 1 1059 -1.46 1.43 0.10 3.42 -1.21 1.19 -0.30 3.58

Team: 2 919 -1.33 1.51 0.37 4.27 -1.08 1.17 -0.09 3.41

Team: 3 1060 -1.55 1.63 0.46 3.86 -1.16 1.26 -0.10 3.55

Team: 4 887 -1.61 1.54 0.45 4.38 -1.17 1.23 -0.19 3.36

Team: 5 1016 -1.95 1.53 0.35 3.81 -1.45 1.29 -0.25 3.48

Team: 6 1052 -2.15 1.53 0.13 3.20 -1.48 1.27 -0.10 3.27

Team: 7 1181 -1.85 1.33 0.04 3.38 -1.38 1.16 -0.05 3.38

Team: 8 1075 -2.01 1.49 0.43 4.12 -1.46 1.24 0.05 3.42

Geographical region: 
2

918 -1.12 1.51 0.19 4.06 -1.00 1.23 -0.32 3.78

Geographical region: 
3

946 -1.87 1.59 0.46 4.46 -1.40 1.24 -0.21 3.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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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ROU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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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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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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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eographical region: 
4

950 -1.32 1.49 0.56 4.42 -0.90 1.17 0.01 3.22

Geographical region: 
5

974 -1.20 1.30 0.06 3.99 -0.69 1.08 -0.11 3.51

Geographical region: 
6

933 -1.70 1.30 0.07 3.73 -1.34 1.19 -0.37 3.58

6.2. Z-score distribution unweighted summary statistics by index (continued)

GROUP

U
N

W
E

I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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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D
 

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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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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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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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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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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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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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
T

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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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 
(Z

W
F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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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ll 15735 -0.23 1.13 -0.20 3.84 -0.36 1.15 -0.03 3.82

Age group: 00-05 mo 2151 -0.15 1.23 -0.11 3.72 0.14 1.29 -0.11 3.48

Age group: 06-11 mo 1825 -0.60 1.24 -0.15 3.58 -0.55 1.24 -0.01 3.88

Age group: 12-23 mo 3342 -0.46 1.12 -0.13 3.98 -0.71 1.10 -0.06 3.82

Age group: 24-35 mo 3169 -0.11 1.08 -0.29 3.72 -0.37 1.07 -0.17 3.93

Age group: 36-47 mo 3101 0.01 1.06 -0.17 3.86 -0.21 1.04 -0.05 3.77

Age group: 48-59 mo 2132 -0.16 1.00 -0.03 4.14 -0.32 1.02 -0.06 3.91

Sex: Male 7911 -0.22 1.19 -0.27 3.78 -0.38 1.20 -0.09 3.60

Sex: Female 7821 -0.24 1.08 -0.10 3.86 -0.33 1.10 0.05 4.05

Team: 1 1059 -0.42 1.14 -0.07 4.21 -0.54 1.13 -0.07 3.78

Team: 2 919 -0.32 1.08 -0.01 3.57 -0.44 1.09 0.06 3.48

Team: 3 1060 -0.22 1.18 -0.26 3.92 -0.36 1.18 -0.13 4.15

Team: 4 887 -0.18 1.16 -0.16 3.67 -0.28 1.20 0.20 3.77

Team: 5 1016 -0.27 1.15 -0.33 3.96 -0.43 1.18 -0.10 3.81

Team: 6 1052 -0.07 1.10 -0.24 4.03 -0.26 1.09 -0.21 3.59

Geographical region: 
1

812 -0.43 1.07 0.17 4.65 -0.53 1.07 0.25 4.12

Geographical region: 
2

918 -0.43 1.11 -0.11 3.86 -0.52 1.12 -0.08 3.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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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eographical region: 3 946 -0.24 1.15 -0.28 4.06 -0.40 1.15 -0.12 3.77

Geographical region: 4 950 -0.09 1.13 -0.23 3.88 -0.18 1.17 0.01 4.13

Geographical region: 5 974 0.09 1.10 -0.07 3.37 0.01 1.11 0.03 3.66

Geographical region: 6 933 -0.39 1.21 -0.49 4.08 -0.50 1.21 -0.30 3.80

Annex: Summary of recommended data quality checks
The Working Group (WG) on Anthropometry Data Quality recommendation is that data quality be assessed and 
reported based on assessment on the following 7 parameters: (i) Completeness; (ii) Sex ratio; (iii) Age distribution; 
(iv) Digit preference of heights and weights; (v) Implausible z score values; (vi) Standard deviation of z scores; and (vii) 
Normality of z scores.

The WG recommends that (i) data quality checks should not be considered in isolation; (ii) formal tests or scoring 
should not be conducted; (iii) the checks should be used to help users identify issues with the data quality to improve 
interpretation of the malnutrition estimates from the survey. Although not exhaustive, a summary of details on the 
various checks is provided below to help their use. Full details and more comprehensive guidance, including on how 
to calculate, can be found at the full report on the WG’s recommendations2.

(i) Completeness: although not all statistics are included in the WHO Anthro Survey Analyser, report on structural 
integrity of the aspects listed below should be included in the final report:

 – PSUs: % of selected PSUs that were visited;

 – Households: % of selected households in the PSUs interviewed or recorded as not interviewed (specifying why);

 – Household members: % of household rosters that were completed;

 – Children: % of all eligible children are interviewed and measured, or recorded as not interviewed or measured 
(specifying why), with no duplicate cases;

 – Dates of birth: % of dates of birth for all eligible children that were complete.

(ii) Sex ratio:
 – What - ratio of girls to boys in the survey and compare to expected for country. The observed ratios should be 
compared to the expect patterns based on reliable sources;

 – Why – to identify potential selection biases.

(iii) Age distribution:
 – What – age distributions by age in completed years (6 bars weighted), months (72 bars) and calendar month of 
birth (12 bars), as histograms;

 – Why – to identify potential selection biases or misreporting.

(iv) Height and weight digit preference:
 – What –terminal digits as well as whole number integer distributions through histograms;

2 Working Group on Anthropometric Data Quality, for the WHO-UNICEF Technical Expert Advisory Group on Nutrition Monitoring (TEAM). Recommendations 
for improving the quality of anthropometric data and its analysis and reporting. Available at www.who.int/nutrition/team (under “Technical reports 
and pap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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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Why – Digit preference may be a tell-tale sign of data fabrication or inadequate care and attention during data 
collection and recording. When possible, it should be presented by team or other relevant disaggregation categories.

(v) Implausible z score values:

 – What – the % of cases outside of WHO flags3 for each HAZ, WHZ and WAZ;

 – Why – a percent above 1% can be indicative of potential data quality issues in measurements or age determination 
It should be presented by team or other relevant disaggregation categories.

(vi) Standard deviations:
 – What –SD for each HAZ, WHZ and WAZ;

 – Why – large SDs may be a sign of data quality problems and/or population heterogeneity. It is unclear what causes 
SD’s size and more research is needed to determine appropriate interpretation. It should be noted that SDs are 
typically wider for HAZ than WHZ or WAZ, and that HAZ SD is typically widest in youngest (0-5 mo) and increases 
as children age through to 5 years. No substantial difference should be observed between boys and girls. It should 
be presented by team or other relevant disaggregation categories.

(vii) Checks of normality:
 – What – measures of asymmetry (skew) and tailedness (kurtosis) of HAZ, WHZ and WAZ, as well as density plots;

 – Why – general assumption that 3 indices are normally distributed but unclear if applicable to populations with 
varying patterns of malnutrition. One can use the rule of thumb ranges of <-0.5 or >+0.5 for skewness to indicate 
asymmetry and <2 or >4 for kurtosis to indicate heavy or light tails. Further research needed to understand patterns 
in different contexts. Anyhow the comparisons amongst the distribution by disaggregation categories might help 
with the interpretation of results.

SURVEY OUTPUTS REPORT (RESULTS FROM WHO ANTHRO 
SURVEY ANALYSER)

SURVEY TITLE:
ADD SURVEY DETAILS: field work period, context Information, Information on training, limitations on access to 
selected households, etc.

AUTHOR: 
Recommended citation: “Report template with results from WHO Anthro Survey Analyser”. Analysis date: 

Link: https://whonutrition.shinyapps.io/anthro/)

3 WHO Anthro Software for personal computers - Manual (2011). Available at www.who.int/childgrowth/software/anthro_pc_manual_v322.pdf?ua=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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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verall survey results summary

i) Outcome plots

Figure 1: Nutritional status by stratification variable

Age group: 00-05 mo

Age group: 06-11 mo

Age group: 12-23 mo

Age group: 24-35 mo

Age group: 36-47 mo

Age group: 48-59 mo

Sex: f

Sex: m

WastingStunting Overweight Underweight

Proportion (%)

Severe wasting

0 20 40 0 5 10 0 10 20 300 1 2 3 0 2 4 6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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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 Summary on survey description
2.1  Sample size: The original sample was of 15741 children. There were 15735 children retained after filtering for 

[INSERT DETAILS OF ANY FILTERING APPLIED]; height measurements were obtained for 15580 (99%) children 
and weight measurements were obtained for 15647 (99.4%). There were 3 (0%) children with missing information 
on sex and there were 13 (0.1%) children with missing age and 2 (0%) children with negative values for age. There 
were 6 (0%) children aged greater than sixty months who were excluded from the analysis. There were 39 cases 
of oedema reported.

2.2 Sample design:

2.3 Household listing (source or how was it done to update existing information):

2.4 Training of field staff: How many, how many teams, how many measurements per team per day:

2.5 Standardization:

2.6 Equipment and calibration:

2.7 Data collection period:

2.8  Data collection: Start: [enter month and year the survey started MM/YYYY]; End: [enter month and year the 
survey ended MM/YYYY]

2.9 Data entry:

2.10  Supervision:
Other survey context important for the interpretation of results: seasonality (e.g. harvest and malaria), climate 
conditions (e.g. monsoon, drought, natural catastrophes), epidemics, high mortality, security issues, civil unrest, 
population groups not covered (e.g. slums, refugees), etc:

iii) Summary of survey analysis
3.1 Data processing: Software;

3.2 Data cleaning;

3.3 Imputations.

iv) Data quality indicators and assessment: 
4.1  Flags: Flags were calculated as follows: There were 78 (0.5%) flags for length- or height-for-age, 11 (0.1%) flags 

for weight-for-age, 31 (0.2%) flags for body mass index-for-age, 26 (0.2%) flags for weight-for-length or height.

4.2 Missing data

Figure 2: Missing data

Va
ria

bl
e

Age (days) 0.1% (15)
Weight (kg) 0.6% (88)

Length or height (cm) 1% (155)
Sex 0% (3)

Geographical region 0% (0)

0.0 0.3 1.20.90.6

Proportion missing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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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Digit heaping charts (with mapping variable labels)

Figure 3: Digit preference for weight & height measurem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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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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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 10.3%
0.2 10.3%
0.3 10.3%
0.4 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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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7 9.7%
0.8 10%

Length or height (cm)

0 5 1510

Proportion (%) Proportion (%)
0 5 1510

13.2%
9.5%

11.7%
10.9%

10.1%
9.8%

8.6%
9%

7.4%
0.9 10% 9.8%

4.4 Distribution issues:

Figure 4: Z-score distributions by age grou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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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5: Z-score distributions by se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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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6: Z-score distributions by geographical reg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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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7: z-score distribution violin plot by age grou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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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8: z-score distribution violin plot by se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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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 Appendix: Nutritional status tables

5.1 Height-for-age

GROUP WEIGHTED N UNWEIGHTED 
N -3SD (95% CI) -2SD (95% CI) Z-SCORE SD

All 15272.0 15496 17.1 (16.2; 
18.1)

39.7 (38.4; 
41.0)

1.54

Age group: 00-05 mo 1930.4 2058 5.7 (4.6; 7.1) 18.6 (16.6; 
20.8)

1.45

Age group: 06-11 mo 1765.1 1812 5.8 (4.7; 7.1) 20.3 (18.1; 
22.7)

1.46

Age group: 12-23 mo 3196.3 3313 14.7 (13.2; 
16.3)

38.7 (36.5; 
41.0)

1.50

Age group: 24-35 mo 3178.6 3136 22.2 (20.4; 
24.1)

49.6 (47.3; 
51.9)

1.48

Age group: 36-47 mo 3058.9 3068 23.0 (21.2; 
25.0)

47.8 (45.5; 
50.2)

1.48

Age group: 48-59 mo 2142.7 2109 24.2 (22.0; 
26.6)

50.0 (47.2; 
52.8)

1.40

Sex: f 7605.5 7720 14.9 (13.8; 
16.0)

37.6 (36.0; 
39.2)

1.51

Sex: m 7666.4 7776 19.3 (18.1; 
20.5)

41.8 (40.3; 
43.4)

1.56

Age + sex: 00-05 mo.f 963.5 1006 3.8 (2.7; 5.4) 15.2 (12.7; 
18.2)

1.44

Age + sex: 06-11 mo.f 878.7 896 3.3 (2.2; 4.9) 16.5 (13.9; 
19.4)

1.40

Age + sex: 12-23 mo.f 1593.8 1677 12.1 (10.2; 
14.2)

36.3 (33.3; 
39.4)

1.40

Age + sex: 24-35 mo.f 1559.4 1542 19.2 (17.0; 
21.5)

47.0 (43.8; 
50.2)

1.45

Age + sex: 36-47 mo.f 1548.8 1545 21.4 (18.9; 
24.0)

45.6 (42.6; 
48.7)

1.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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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ROUP WEIGHTED N UNWEIGHTED 
N -3SD (95% CI) -2SD (95% CI) Z-SCORE SD

Age + sex: 48-59 mo.f 1061.3 1054 22.9 (20.1; 
26.1)

51.8 (47.9; 
55.6)

1.37

Age + sex: 00-05 
mo.m

966.9 1052 7.7 (5.9; 9.9) 21.9 (19.0; 
25.1)

1.45

Age + sex: 06-11 
mo.m

886.3 916 8.2 (6.4; 10.5) 24.2 (21.0; 
27.7)

1.50

Age + sex: 12-23 
mo.m

1602.5 1636 17.3 (15.1; 
19.7)

41.1 (38.0; 
44.3)

1.59

Age + sex: 24-35 
mo.m

1619.2 1594 25.1 (22.7; 
27.7)

52.2 (49.2; 
55.1)

1.50

Age + sex: 36-47 
mo.m

1510.2 1523 24.8 (22.1; 
27.6)

50.0 (46.7; 
53.4)

1.51

Age + sex: 48-59 
mo.m

1081.4 1055 25.4 (22.3; 
28.8)

48.3 (44.6; 
52.1)

1.42

Geographical region: 
1

171.3 806 10.3 (8.3; 12.7) 27.3 (24.4; 
30.4)

1.53

Geographical region: 
2

2501.9 880 9.3 (6.8; 12.7) 26.1 (21.7; 
31.1)

1.51

Geographical region: 
3

964.8 921 24.0 (20.7; 
27.7)

47.8 (43.2; 
52.4)

1.59

Geographical region: 
4

357.3 945 11.2 (8.9; 14.0) 31.6 (28.2; 
35.3)

1.49

Geographical region: 
5

228.6 972 7.2 (5.7; 9.0) 25.8 (22.1; 
29.9)

1.30

Geographical region: 
6

467.5 926 15.6 (12.6; 
19.1)

40.2 (35.5; 
45.1)

1.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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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Weight-for-age

GROUP WEIGHTED 
N

UNWEIGHTED 
N

-3SD (95% 
CI)

-2SD (95% 
CI)

Z-SCORE 
SD

OEDEMA_
CASES

All 15457.8 15630 8.3 (7.7; 
9.0)

24.6 (23.6; 
25.6)

1.24 39

Age group: 00-05 mo 2023.6 2114 4.0 (3.0; 
5.2)

10.8 (9.2; 
12.6)

1.26 0

Age group: 06-11 mo 1772.5 1818 7.1 (5.8; 8.6) 20.2 (18.1; 
22.4)

1.29 3

Age group: 12-23 mo 3219.0 3330 8.9 (7.7; 
10.2)

26.6 (24.8; 
28.6)

1.25 14

Age group: 24-35 mo 3198.5 3155 10.4 (9.1; 
11.8)

28.3 (26.4; 
30.4)

1.22 15

Age group: 36-47 mo 3083.1 3088 8.7 (7.5; 
10.0)

26.4 (24.6; 
28.4)

1.17 5

Age group: 48-59 mo 2161.1 2125 9.0 (7.7; 
10.6)

29.9 (27.6; 
32.3)

1.09 2

Sex: f 7676.5 7771 7.2 (6.5; 
8.0)

22.9 (21.6; 
24.3)

1.21 18

Sex: m 7781.3 7859 9.4 (8.5; 
10.4)

26.2 (25.0; 
27.5)

1.27 21

Age + sex: 00-05 
mo.f

1006.7 1033 3.6 (2.5; 5.3) 9.0 (6.9; 
11.6)

1.23 0

Age + sex: 06-11 
mo.f

881.8 899 4.6 (3.2; 6.6) 17.7 (14.9; 
20.8)

1.23 1

Age + sex: 12-23 mo.f 1600.3 1682 6.3 (5.0; 
8.0)

24.9 (22.4; 
27.7)

1.19 6

Age + sex: 24-35 mo.f 1562.9 1546 9.4 (7.8; 
11.3)

26.2 (23.6; 
29.0)

1.21 8

Age + sex: 36-47 mo.f 1557.0 1551 8.2 (6.7; 
10.0)

25.1 (22.6; 
27.8)

1.15 2

Age + sex: 48-59 mo.f 1067.8 1060 9.4 (7.5; 
11.7)

29.4 (26.2; 
32.9)

1.07 1

Age + sex: 00-05 
mo.m

1016.9 1081 4.3 (3.0; 
6.1)

12.6 (10.4; 
15.3)

1.28 0

Age + sex: 06-11 
mo.m

890.7 919 9.5 (7.5; 
12.1)

22.7 (19.6; 
26.2)

1.35 2

Age + sex: 12-23 
mo.m

1618.8 1648 11.4 (9.7; 
13.4)

28.3 (25.8; 
30.9)

1.30 8

Age + sex: 24-35 
mo.m

1635.6 1609 11.3 (9.6; 
13.2)

30.3 (27.6; 
33.2)

1.23 7

Age + sex: 36-47 
mo.m

1526.1 1537 9.1 (7.4; 
11.1)

27.8 (25.1; 
30.7)

1.19 3

Age + sex: 48-59 
mo.m

1093.3 1065 8.7 (6.9; 
10.8)

30.4 (27.2; 
33.7)

1.11 1

Geographical region: 
1

171.5 807 5.7 (4.2; 7.7) 20.3 (17.3; 
23.8)

1.20 0

Geographical region: 
2

2536.1 892 7.0 (4.7; 
10.1)

17.8 (14.9; 
21.2)

1.23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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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ROUP WEIGHTED 
N

UNWEIGHTED 
N

-3SD (95% 
CI)

-2SD (95% 
CI)

Z-SCORE 
SD

OEDEMA_
CASES

Geographical region: 
3

981.6 937 10.5 (8.7; 
12.6)

29.5 (25.7; 
33.5)

1.24 4

Geographical region: 
4

358.1 947 4.3 (3.2; 5.8) 15.0 (12.4; 
18.0)

1.17 0

Geographical region: 
5

228.9 973 2.0 (1.2; 
3.1)

9.2 (7.1; 
12.0)

1.08 1

Geographical region: 
6

468.0 927 9.5 (7.4; 
12.1)

26.5 (23.3; 
30.1)

1.19 4

There were 39 cases of bilateral oedema, for which weight-for-age and weight-for-height z-scores were 
considered as below -3 for prevalence calculation purposes. 

4.3 Weight-for-height

GROUP

W
E

IG
H

T
E

D
 N

U
N

W
E

IG
H

T
E

D
 N

-3
SD

 (9
5%

 C
I)

-2
SD

 (9
5%

 C
I)

Z
-S

C
O

R
E

 S
D

O
E

D
E

M
A

_C
A

SE
S

Z
-S

C
O

R
E

 S
D

O
E

D
E

M
A

_C
A

SE
S

All 15324.5 15541 1.8 (1.5; 
2.1)

7.5 (7.0; 
8.1)

2.0 (1.7; 
2.3)

0.4 (0.3; 
0.5)

1.15 39

Age group: 00-05 mo 1917.9 2049 1.5 (0.9; 
2.5)

5.3 (4.1; 
6.7)

6.2 (5.0; 
7.7)

1.5 (0.9; 
2.3)

1.30 0

Age group: 06-11 mo 1769.9 1815 2.7 (2.0; 
3.7)

10.8 
(9.2; 

12.6)

2.4 (1.7; 
3.4)

0.5 (0.2; 
1.1)

1.23 3

Age group: 12-23 mo 3207.9 3321 3.0 (2.3; 
3.7)

11.9 
(10.5; 
13.4)

1.1 (0.7; 
1.7)

0.2 (0.1; 
0.5)

1.12 14

Age group: 24-35 mo 3192.6 3149 1.9 (1.4; 
2.5)

7.2 (6.2; 
8.4)

1.0 (0.7; 
1.5)

0.2 (0.1; 
0.5)

1.08 15

Age group: 36-47 mo 3069.5 3078 0.8 (0.5; 
1.3)

4.6 (3.8; 
5.6)

1.6 (1.1; 
2.3)

0.2 (0.1; 
0.5)

1.04 5

Age group: 48-59 mo 2158.8 2123 0.7 (0.4; 
1.3)

5.1 (4.0; 
6.5)

1.2 (0.7; 
2.0)

0.1 (0.0; 
0.5)

1.02 2

Sex: f 7622.1 7732 1.3 (1.0; 
1.6)

6.3 (5.7; 
7.0)

1.8 (1.5; 
2.2)

0.4 (0.3; 
0.6)

1.11 18

Sex: m 7702.3 7809 2.2 (1.9; 
2.7)

8.8 (8.0; 
9.6)

2.2 (1.8; 
2.7)

0.3 (0.2; 
0.5)

1.19 21

Age + sex: 00-05 
mo.f

956.7 999 1.0 (0.5; 
2.2)

4.5 (3.1; 
6.4)

4.8 (3.4; 
6.7)

1.1 (0.5; 
2.3)

1.23 0

Age + sex: 06-11 
mo.f

880.0 898 2.4 (1.4; 
4.0)

9.4 (7.3; 
12.0)

2.6 (1.6; 
4.3)

0.7 (0.3; 
1.7)

1.20 1

Age + sex: 12-23 mo.f 1596.9 1678 1.7 (1.1; 
2.5)

9.1 (7.4; 
11.1)

1.2 (0.7; 
2.1)

0.2 (0.0; 
0.5)

1.06 6

Age + sex: 24-35 mo.f 1561.6 1544 1.7 (1.1; 
2.7)

6.0 (4.7; 
7.7)

0.9 (0.5; 
1.7)

0.4 (0.2; 
1.0)

1.06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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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ROUP

W
E

IG
H

T
E

D
 N

U
N

W
E

IG
H

T
E

D
 N

-3
SD

 (9
5%

 C
I)

-2
SD

 (9
5%

 C
I)

Z
-S

C
O

R
E

 S
D

O
E

D
E

M
A

_C
A

SE
S

Z
-S

C
O

R
E

 S
D

O
E

D
E

M
A

_C
A

SE
S

Age + sex: 36-47 mo.f 1554.1 1549 0.6 (0.3; 
1.4)

4.1 (3.1; 
5.5)

1.5 (0.9; 
2.4)

0.3 (0.1; 
0.8)

1.02 2

Age + sex: 48-59 mo.f 1067.8 1060 0.5 (0.1; 
1.6)

4.7 (3.4; 
6.6)

1.0 (0.5; 
2.0)

0.2 (0.0; 
1.0)

1.01 1

Age + sex: 00-05 
mo.m

961.2 1050 2.0 (1.1; 
3.7)

6.1 (4.4; 
8.2)

7.6 (5.9; 
9.7)

1.8 (1.0; 
3.2)

1.37 0

Age + sex: 06-11 
mo.m

889.9 917 3.0 (2.0; 
4.4)

12.2 
(10.0; 
14.8)

2.1 (1.3; 
3.6)

0.3 (0.1; 
1.1)

1.27 2

Age + sex: 12-23 
mo.m

1611.0 1643 4.3 (3.2; 
5.6)

14.7 
(12.7; 
16.9)

1.1 (0.6; 
2.0)

0.2 (0.0; 
1.1)

1.17 8

Age + sex: 24-35 
mo.m

1631.0 1605 2.0 (1.3; 
3.1)

8.3 (6.8; 
10.2)

1.1 (0.6; 
2.0)

0.0 (0.0; 
0.1)

1.09 7

Age + sex: 36-47 
mo.m

1515.4 1529 1.0 (0.5; 
1.9)

5.1 (3.9; 
6.6)

1.7 (1.1; 
2.8)

0.1 (0.0; 
0.4)

1.07 3

Age + sex: 48-59 
mo.m

1091.0 1063 1.0 (0.6; 
1.8)

5.5 (4.0; 
7.4)

1.4 (0.8; 
2.7)

0.1 (0.0; 
0.2)

1.04 1

Geographical region: 
1

171.5 807 1.1 (0.6; 
2.1)

8.1 (5.8; 
11.1)

1.1 (0.6; 
1.9)

0.5 (0.2; 
1.3)

1.07 0

Geographical region: 
2

2507.6 882 1.9 (1.2; 
3.2)

8.3 (6.6; 
10.3)

1.4 (0.8; 
2.4)

0.3 (0.1; 
1.0)

1.12 2

Geographical region: 
3

971.1 927 2.4 (1.4; 
3.9)

7.8 (6.1; 
9.9)

1.6 (1.0; 
2.7)

0.4 (0.2; 
1.1)

1.15 4

Geographical region: 
4

357.3 945 1.1 (0.6; 
1.9)

5.7 (4.2; 
7.7)

2.6 (1.9; 
3.8)

0.8 (0.4; 
1.7)

1.17 0

Geographical region: 
5

228.9 973 0.7 (0.4; 
1.4)

3.4 (2.2; 
5.1)

3.5 (2.5; 
4.9)

0.8 (0.4; 
1.7)

1.11 1

Geographical region: 
6

468.0 927 3.3 (2.3; 
4.9)

10.4 
(8.2; 

13.0)

1.2 (0.6; 
2.3)

0.4 (0.2; 
1.1)

1.21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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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10.针对体格测量报告的质量核查清单建议

CRITERION DESCRIPTION YES NO

Cover page Survey title, dates of the survey, author

Executive summary

Introduction Survey title and details: geographic area surveyed (areas excluded 
if any and why), description of the population: total population, 
population surveyed, type of population surveyed (residents, 
immigrants, refugees, displaced, etc.).

Contextual information: food security, nutrition, health situation 
or any other information likely to have an impact on the nutrition 
status of the population.

Objectives: population including age group surveyed.

Survey objectives Are the objectives stated clearly?

Methodology Sample size determination

Sampling frame details including whether any region, district, 
PSU or other area or population has been excluded from the 
first stage sample (and why).

Sampling design and procedure: full details about all sampling 
stages, especially the initial stage (i.e. selection criteria for PSUs), 
second stage (i.e. mapping and listing procedures) and last 
stage (i.e. selection of households and participants, etc.) and any 
additional step or stage applied in the survey (e.g. subsampling, 
etc). Include a definition of household and household member.

Questionnaire: procedures for translation and back translation, 
pre-testing if any, development and instructions for using the 
local events calendar, pre-testing if any, procedures for translation 
and back-translation, etc.

Measurements procedures

Case definitions and inclusion criteria

Training (content, number of days, number of trainees, testing 
in the field, etc.)

Standardization exercises

Field work procedures: data collection, number and composition 
of teams, period of data collection, procedures for call-backs 
when children absent or for re-measuring children, etc.

Equipment used and calibration procedures

Coordination and supervision process: checks for procedures 
in the field.

Data entry procedure

Data analysis plan: software (name, version and link if available), 
data cleaning, imputation factors

Type of flags us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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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RITERION DESCRIPTION YES NO

Results Total number of PSUs sampled versus PSUs areas completed 
(including reasons for non-completion)

Total number of sampled households 

Breakdown of survey outcomes (e.g. completed, refused, including 
random and flagged re-measurements) for all sampled households 

Total number of children under 5 who met the definition of 
household member in sampled households (and indicate if all 
children are eligible); if data are collected in a subsample, present 
the total number of eligible children in this subsample.

Total number of eligible children under 5 years old with weight 
measurement, number with length/height measurement and 
number with date of birth (at least month and year of birth)

Total number of eligible children under 5 years old selected for 
random remeasurements with weight measurement, length/
height measurement and at least month and year of birth

Prevalence of different forms or malnutrition based on 
anthropometric indicators and recommended cut-offs (with 
confidence intervals) 

Design effects observed

Mean z-score for each index

z-score Standard deviations 

Standard errors (SE) for prevalence and mean z-score estimates

95% confidence intervals for prevalence and mean z-score 
estimates

Frequency distribution plots versus the reference distribution

Results presented by disaggregation categories: sex, age groups, 
urban/rural and subnational levels, wealth quintiles and mother’s 
education (when available)

Weighted and unweighted total number of individuals (n) for 
each indicator

Report on indicators for 
data quality

Number and percentage of cases excluded when applying fixed 
exclusion criteria based on WHO Child Growth Standards for 
each anthropometric index (should include the overall number 
and percentage of cases as well as for lowest and highest 
performing teams)

Missing data: number and stratification by age group and type 
of residence, number and percentage of children without height 
or weight measurements and/or at least month and year of birth

Digit heaping charts (mapping variable levels) including for length, 
height, weight and age

Distribution issues: z-score distributions by age group, sex and 
geographical reg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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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RITERION DESCRIPTION YES NO

Report on indicators for 
data quality

Percentage of date of birth information obtained from birth 
certificate, vaccination card, caretaker’s recall or other source 
out of the total number of eligible children. Children lying down/
standing up for measurement by age: % of children below 9 months 
standing, % of children over 30 months lying down, % mismatches 
for position measured versus recommended position

Mean, SD, median, min, max, absolute difference between the 
first and second measurement for the random cases

Percentage of random measurements within the maximum 
acceptable difference

Indicate other eventual data quality pitfalls and other survey 
limitations

Discussion Interpretation of nutritional status of children

Contextual factors of interest when interpreting results

Limitations

Discussion

Conclusions Conclusion present

Annexes Sample design details

Questionnaire

Local events calendar used

Map of area

Result of standardization exercises

Field check tables us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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尾注

工具链接

1.1 制定计划

1. MICS toolkit, Appendix A, Budget calculation template (http://mics.unicef.org/tools, accessed 25 February 2019)
2. MICS toolkit, Survey Plan Template (http://mics.unicef.org/tools, accessed 25 February 2019)
3. MICS toolkit, MICS Listing and Fieldwork Duration, Staff and Supply Estimates Template, 26 May 2017 (http://

mics.unicef.org/tools, accessed 25 February 2019) 
4. DHS Survey Organization Manual 2012, Computer-assisted interviewing, page 19 (https://dhsprogram.com/

publications/publication-dhsm10-dhs-questionnaires-and-manuals.cfm, accessed 25 February 2019)
5. DHS Survey Organization Manual 2012, Illustrative timetable of key activities in a DHS, page 8 (https://dhsprogram.

com/publications/publication-dhsm10-dhs-questionnaires-and-manuals.cfm, accessed 25 February 2019)
6. UNICEF Procedure for ethical standards in research, evaluation, data collection and analysis, 2015: this document 

is a template and likely to require specific adaptation (https://www.unicef.org/supply/files/ATTACHMENT_IV-
UNICEF_Procedure_for_Ethical_Standards.PDF, accessed 25 February 2019)

7. DHS Model fieldworker questionnaire (https://dhsprogram.com/pubs/pdf/DHSQ7/DHS-7-Fieldworker-QRE-EN-
13Feb2019-DHSQ7.pdf, accessed 25 February 2019)

8. National Health and Nutrition Examination Survey (NHANES). Anthropometry Procedures Manual, https://www.
cdc.gov/nchs/data/nhanes/nhanes_11_12/Anthropometry_Procedures_Manual.pdf, accessed 29 March 2019)

1.2 抽样
9. MICS surveys identification (http://mics.unicef.org/surveys, accessed 25 February 2019)
10. DHS surveys identification (https://dhsprogram.com/what-we-do/survey-search.cfm, accessed 25 February 2019)
11. DHS Sampling and household listing manual, section 5.2, (https://dhsprogram.com/publications/publication-

dhsm4-dhs-questionnaires-and-manuals.cfm, accessed 25 February 2019)
12. NHANES sampling design (https://www.cdc.gov/nchs/tutorials/NHANES/SurveyDesign/SampleDesign/intro.

htm, accessed 25 February 2019)
13. WHO Global Targets Tracking Tool (https://www.who.int/nutrition/trackingtool/en/, accessed 4 March 2019)
14. Child anthropometry indicators trends and targets tracking Excel spreadsheet (http://www.who.int/nutrition/

publications/anthropomentry-data-quality-report-annex11.xlsx, accessed on 4 March 2019)
15. FANTA Sampling Guide, Population-Based Survey Sampling Calculator, excel file (https://www.fantaproject.org/

sites/default/files/resources/FTF-PBS-Sample-Size-Calculator-Protected-Apr2018.xlsx, accessed 25 February 2019) 
16. MICS Sample Size calculation template (http://mics.unicef.org/tools?round=mics6, accessed 25 February 2019)
17. Optimal Sample Sizes for Two-stage Cluster Sampling in Demographic and Health Surveys (https://www.dhsprogram.

com/publications/publication-wp30-working-papers.cfm, accessed 25 February 2019)
18.  Measure evaluation spreadsheet for weight calculation example (https://www.measureevaluation.org/resources/

training/capacity-building-resources/hiv-english/session-9-surveys-and-sampling/Weight%20calculation%20
example.xls/view, accessed 25 February 2019)

19. DHS sampling and household listing Manual (https://dhsprogram.com/pubs/pdf/DHSM4/DHS6_Sampling_Manual_
Sept2012_DHSM4.pdf, accessed 25 February 2019)

20. MICS Systematic Random Selection of Households Template (http://mics.unicef.org/tools#survey-design, accessed 
25 February 2019)

21. MICS Manual for Mapping and Household Listing (http://mics.unicef.org/tools?round=mics5#survey-design, 
accessed 25 February 2019)

22. DHS interviewer instructions, de facto and de jure collection, pages 27-32 (https://www.dhsprogram.com/
publications/publication-DHSM1-DHS-Questionnaires-and-Manuals.cfm, accessed 25 February 2019)

23. MICS Instructions for supervisors and editors, de jure, pages 6-15 (http://mics.unicef.org/files?job=W1siZiIsIjI wM
TUvMDEvMTQvMDYvNTYvNTAvOTMxL0VuZ2xpc2hfTUlDU19JbnN0cnVjdGlvbnNfZm9yx1N1cGVydmlzb3Jzx2
FuZF9FZGl0b3JzxzIwMTQwMzIxLmRvY3gixV0&sha=4560dcc53435bfb3, accessed 25 February 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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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MICS Instructions for interviewers, de jure, pages 16-21 (http://mics.unicef.org/files?job=W1siZiIsIjIwMTcvMD cv
MTkvMjAvNDcvMTMvNDY4L01JQ1M2x0luc3RydWN0aW9uc19mb3JfSW50ZxJ2aWV3ZxJzxzIwMTcwNzE5L
mRvY3gixV0&sha=667ed1ad05dfc60d, accessed 25 February 2019)

25. MICS Instructions for interviewers, pages 5-7 and 16-21 (http://mics.unicef.org/files?job=W1siZiIsIjIwMTcvM Dc
vMTkvMjAvNDcvMTMvNDY4L01JQ1M2x0luc3RydWN0aW9uc19mb3JfSW50ZxJ2aWV3ZxJzxzIwMTcwNzE5
LmRvY3gixV0&sha=667ed1ad05dfc60d, accessed 25 February 2019) 

26. DHS interviewer instructions, pages 8-25 (https://www.dhsprogram.com/publications/publication-DHSM1-DHS-
Questionnaires-and-Manuals.cfm, accessed 25 February 2019)

27. NHANES interviewer procedures manual 2013, pages 1-7 to 1-9 and 3-1 to 3-21, (https://wwwn.cdc.gov/nchs/
data/nhanes/2013-2014/manuals/intrvwr_proc_manual.pdf, accessed 25 February 2019)

28. MICS country survey reports (http://mics.unicef.org/surveys, accessed 25 February 2019)
29. MICS tabulation plan for sample and survey characteristics (http://54.92.12.252/files?job=W1siZiIsIjIwMTU vMD

YvMDEvMjAvNTcvMjkvNzQvTUlDUzVfQ29tcGxldGVfVGFidWxhdGlvbl9QbGFuxzIwMTUwNjAxLnppcCJdxQ&sha
=a5566153f57a7297, accessed 25 February 2019)

30. DHS Sampling and Household Listing Manual, Chapter 5 (https://www.dhsprogram.com/pubs/pdf/DHSM4/
DHS6_Sampling_Manual_Sept2012_DHSM4.pdf, accessed 25 February 2019)

31. MICS Template for Sample Weights Calculation (http://mics.unicef.org/files?job=W1siZiIsIjIwMTcvMDkvMjE vMj
EvMDgvMDgvMjkyL01JQ1NfU2FtcGxlx1dlaWdodF9DYWxjdWxhdGlvbl9UZW1wbGF0ZV8yMDE3MDkyMS54bH
N4Il1d&sha=731aae2c9d017044, accessed 25 February 2019)

32. United Nations Statistics Division. Designing household survey samples: Practical guidelines. New York 2005 
(https://unstats.un.org/unsd/demographic/sources/surveys/Handbook23June05.pdf, accessed 4 march 2019)

1.3 编制调查表
33. Guidelines for the customisation of MICS Questionnaires (http://mics.unicef.org/files?job=W1siZiIsIjIwMTgvMD kv

MTkvMTUvMDQvNTUvOS9HdWlkZWxpbmVzx2Zvcl90aGVfQ3VzdG9taxNhdGlvbl9vZl9NSUNTNl9RdWVzdGlv
bm 5haxJlc18yMDE4MDkwNi5kb2N4Il1d&sha=6929bb7c1cb6e4d2, accessed 25 February 2019)

34. DHS Survey Organization Manual 2012, page 18 (https://dhsprogram.com/publications/publication-dhsm10-dhs-
questionnaires-and-manuals.cfm, accessed 25 February 2019)

35. Guidelines for estimating month and year of birth in young children, IFAD/FAO 2008 (https://www.unscn.org/web/
archives_resources/files/Guidelines_for_estimating_the_month_463.pdf, accessed 25 February 2019)

36. MICS Survey Manual, Instructions for interviewers (http://mics.unicef.org/files?job=W1siZiIsIjIwMTcvMDcvM Tkv
MjAvNDcvMTMvNDY4L01JQ1M2x0luc3RydWN0aW9uc19mb3JfSW50ZxJ2aWV3ZxJzxzIwMTcwNzE5LmRvY
3gixV0&sha=667ed1ad05dfc60d, accessed 25 February 2019)

37. DHS Interviewer’s manual (https://dhsprogram.com/publications/publication-dhsm1-dhs-questionnaires-and-
manuals.cfm, accessed 25 February 2019)

1.4 培训与规范测试
38. DHS Height standardization tool (http://www.who.int/nutrition/publications/anthropomentry-data-quality-report-

annex13.xlsx, accessed 4 March 2019)

1.5 设备
39. National Health and Nutrition Examination Survey (NHANES). Anthropometry Procedures Manual, https://www. 

cdc.gov/nchs/data/nhanes/nhanes_11_12/Anthropometry_Procedures_Manual.pdf, accessed 29 March 2019)
40. UNICEF mother and child scale specifications (https://www.unicef.org/supply/files/UNICEF_S0141021_Mother_

Child_Scale_Specification_v2.pdf, accessed 25 February 2019)

2.2  访谈与测量
41. FANTA Anthropometry guide, page 170, pages 174-177 (https://www.fantaproject.org/tools/anthropometry-guide, 

accessed 25 February 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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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fantaproject.org/tools/anthropometry-guide


42. FANTA Anthropometry guide, pages 181-183, (https://www.fantaproject.org/tools/anthropometry-guide, accessed 
25 February 2019)

43. FANTA Anthropometry guide, pages 184-187, (https://www.fantaproject.org/tools/anthropometry-guide, accessed 
25 February 2019)

44. WHO Training Course on Child Growth Assessment, module B, page 25, “Care for measurement equipment” (http://
www.who.int/childgrowth/training/module_b_measuring_growth.pdf?ua=1/”#page=33, accessed 25 February 2019)

3.1 数据质量评价
45. WHO Anthro Survey Analyser (https://whonutrition.shinyapps.io/anthro, accessed 25 February 2019)
46. Index of dissimilarity calculator for terminal digits (http://www.who.int/nutrition/publications/anthropomentry-

data-quality-report-annex12.xlsx, accessed 4 March 2019)

3.2 数据分析
47. Macros available at http://www.who.int/childgrowth/software. UNICEF Stata Macro available upon request via 

email to data@unicef.org. Note SAS and SPSS macros do not calculate confidence intervals for estimates to take 
into account complex sample designs; update under development at time of publication.

48. WHO Anthro 2005 for personal computers manual. page 41 (http://www.who.int/childgrowth/software/
WHOAnthro2005_PC_Manual.pdf, accessed 25 February 2019)

49. DHS Sampling manual, page 4 (https://dhsprogram.com/pubs/pdf/DHSM4/DHS6_Sampling_Manual_Sept2012_
DHSM4.pdf, accessed 25 February 2019)

50. WHO Anthro Survey Analyser – Quick guide. Available at https://www.who.int/nutgrowthdb/about/anthro-survey-
analyser-quickguide.pdf, accessed 15 March 2019)

3.3 数据解释
51. WHA Global Nutrition Targets Tracking Tool (https://www.who.int/nutrition/trackingtool/en/, accessed 25 February 2019)
52. Child anthropometry indicators trends and targets tracking Excel spreadsheet (http://www.who.int/nutrition/

publications/anthropomentry-data-quality-report-annex11.xlsx, accessed 4 March 2019)

3.4 统一报告和数据发布建议
53. See example of DHS report on Sample Design (https://dhsprogram.com/pubs/pdf/AR3/AR3.pdf, accessed 

25 February 2019)
54. Guide to data protection (https://ico.org.uk/for-organisations/guide-to-data-protection/)
55. Archiving and dissemination tool (http://www.ihsn.org/archiving, accessed 25 February 2019)
56. USAID Open data policy 2014 (https://www.fsnnetwork.org/sites/default/files/open_data_policy_compliance_guide.

pdf, accessed 25 February 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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