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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院了解盐城市盐都区农村居民当前主要慢性病及其主要危险因素流行状况袁为制定慢性病防治政策提供科学

依据遥 方法院问卷调查结合现场测量身高尧体重尧血压等指标遥 结果院盐城市盐都区 员愿 岁及以上农村居民中 远 种慢性病患病率分

别为院高血压 员远援怨苑豫尧脑卒中 圆援圆园豫尧糖尿病 员援怨园豫尧冠心病 员援源苑豫尧慢性阻塞性肺疾病 员援猿猿豫尧恶性肿瘤 员援园怨豫袁其中高血压尧脑

卒中尧糖尿病尧冠心病患病率性别差异有统计学意义渊孕 值分别为约园援园园员尧园援园猿愿尧约园援园园员尧园援园员苑冤遥 调查人群每日人均食盐量为 怨援圆缘 早袁

嗜盐率 猿圆援缘怨豫曰吸烟者占 圆远援员猿豫袁其中男性 源远援愿苑豫袁女性 苑援远苑豫袁性别间差异有统计学意义渊孕 约 园援园园员冤曰饮酒率 苑援缘远豫袁其中男

性 员源援苑缘豫袁女性 员援员远豫袁性别间差异有统计学意义渊孕 约 园援园园员冤曰日行 远 园园园 步标准达到率 猿远援猿员豫袁其中男性 猿远援愿圆豫尧女性

猿缘援愿缘豫袁两者差异无统计学意义渊孕越园援源苑缘冤曰经常锻炼的比例为 源援远怨豫袁其中男性 缘援园怨豫袁女性 源援猿源豫袁两者差异无统计学意义渊孕越

园援圆员员冤曰月酝陨 指数分布情况为消瘦人群占 猿援员猿豫尧正常人群占 缘苑援圆员豫尧超重人群占 猿猿援苑缘豫和肥胖人群占 远援远怨豫曰肥胖人群中高

血压尧脑卒中尧糖尿病患病率高于其他人群渊孕 值分别为约园援园园员尧园援园圆怨尧约园援园园员冤袁消瘦人群中恶性肿瘤和慢性阻塞性肺病患病率
高于其他人群渊孕 值分别为约园援园园员尧园援园圆猿冤遥 结论院盐都区农村居民高血压尧糖尿病等慢性病患病形势不容乐观袁吸烟尧饮酒尧嗜盐尧
缺乏运动等危险因素有较高的流行强度袁应从戒烟限酒尧减盐尧控制体重等方面做起袁开展社区慢性病综合防控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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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袁以心脑血管疾病尧肿瘤尧
糖尿病等疾病为主的慢性非传染性疾病渊简称慢性
病冤已成为我国越来越严重的公共卫生问题遥 许多
流行病学调查显示袁慢性病的发生多与吸烟尧饮酒尧
不合理膳食尧缺乏体力活动等不健康的生活方式密
切相关咱员原圆暂遥 盐城市盐都区位于江苏中部偏东地区袁
地处江淮之间遥 圆园员员 年统计年鉴显示袁全区 员愿 岁以
上户籍人口 远园援远园 万袁远园 岁以上老年人口占总人口的
员苑援源苑豫袁人均 郧阅孕 猿源 苑苑缘 元袁较上年增长 员远援员豫咱猿暂遥居
民收入水平不断提高袁 人口老年化程度进一步加
大遥 为进一步掌握盐城市盐都区农村社区居民主要
慢性病及其危险因素流行状况袁为制定适合本地的
慢性病防治政策提供科学依据袁我们开展了慢性病
及其危险因素的专项调查遥
员

对象与方法

员援员 对象
本次调查对象为盐城市盐都区乡镇社区居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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满 缘 年及以上尧年龄 员愿 周岁及以上的常住人口袁根
据 圆园园园 年盐城市慢性病及其危险因素基线调查结
果袁以病死率较高尧对健康危害较大的恶性肿瘤患
病率来确定本次调查的样本量遥 按照 晕越贼圆孕匝 辕 凿圆袁其
中 贼 为 琢 对应的 哉 值袁 本次取值 琢越园援园缘袁哉越员援怨远袁孕
为患病率袁匝越员原孕袁凿 为容许误差袁本次取值为 园援员 孕袁
估算本次调查样本量为 缘 园园园 例遥 按照与人口规模
成比例的概率抽样法渊孕孕杂冤袁从全区 员愿 个乡级单位
中选择 缘 个单位袁在每个选中的乡级单位中随机选
择 员 个行政村袁对该行政村符合调查对象要求的所
有居民进行调查遥 如被抽取的村渊居冤少于 员 园园园 例
适龄对象袁 则将临近的村合并作为一个调查单位袁
对所有适龄对象进行调查遥
员援圆 方法
按照叶圆园园苑 中国慢性病及其危险因素监测指导
手册曳咱源暂袁制订统一的问卷调查表袁由经专门培训的
调查员采取入户面对面调查的方式进行调查遥 调查
内容主要包括院基本情况尧主要慢性病史尧吸烟情
况尧饮酒情况尧饮食情况尧生活起居及体育锻炼情况
等袁同时现场测量身高尧体重尧血压等指标遥 调查的
主要慢性病包括高血压尧糖尿病尧冠心病尧脑卒中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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恶性肿瘤尧 慢性阻塞性肺疾病 渊糟澡则燥灶蚤糟 燥遭泽贼则怎糟贼蚤增藻
责怎造皂燥灶葬则赠 凿蚤泽藻葬泽藻袁悦韵孕阅冤等遥

诊断标准与定义院所有调查疾病均以居民自报
并提供乡镇及以上医疗机构的病历诊断为依据遥 本

次调查按照叶中国高血压防治指南渊圆园员园 年版冤曳的
标准方法袁现场对调查对象进行测量血压 猿 次取其

平均数作为血压值袁被调查对象在调查时已经被乡
及以上医疗机构确诊为高血压的袁不管调查时血压
是否正常袁均作为高血压患者纳入统计遥 吸烟院采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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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 果
调查人群的基本特征

本次实际调查 缘 园远愿 例袁 收到有效样表 缘 园缘员

份袁 有效应答率为 怨怨援远豫遥 有效样本中男性 圆 猿苑怨
例袁占 源苑援员豫袁女性 圆 远苑圆 例尧占 缘圆援怨豫袁男女性别比
员颐员援员圆遥 年龄分布院员愿耀约圆园 岁 缘远 例尧圆园耀约猿园 岁 苑苑圆
例尧猿园耀约源园 岁 远缘猿 例尧源园耀约缘园 岁 员 园园缘 例尧缘园耀约远园

岁 怨愿苑 例尧远园耀约苑园 岁 愿猿源 例尧苑园耀约愿园 岁 远员猿 例尧逸

宰匀韵 目前吸烟标准定义院到目前为止袁累计吸至少
员园园 支烟袁且目前仍然吸烟曰偶尔吸烟院有吸食烟草

愿园 岁 员猿员 例遥 文化程度分布院文盲占 圆苑援源豫尧小学占
圆缘援园豫尧初中占 猿远援源豫尧高中和中专占 愿援怨豫尧大专及

吸烟袁调查时已经不存在吸烟行为的人在曾经吸烟
及现在吸烟者中所占的比例遥 饮酒院最近 员 年内喝
过含有乙醇成分的饮料袁每月至少喝 员 次曰偶尔饮
酒院有饮用含乙醇饮料行为但未达上述标准者遥 日
行 远 园园园 步标准达标院按照叶中国公民健康素养曳提
供的标准将每日运动量折算为行走距离袁日行走距
离累计达 猿 园园园 米渊相当于 远 园园园 步行走距离冤为达
标咱缘暂遥嗜盐院指调查对象自报嗜盐者遥经常锻炼院指每
周锻炼逸猿 次袁每次逸员园 皂蚤灶遥
员援猿 统计学方法
所有调查数据均采用 耘责蚤阅葬贼葬猿援员 软件进行录
入袁并使用 杂孕杂杂员怨援园 软件进行统计分析遥 率的比较
使用 字圆 检验袁检验水准 琢越园援园缘遥

员援源豫尧商业服务业 猿援愿豫尧饮食行业 园援远豫尧离退休人
员 园援缘豫尧家务尧待业 员远援圆豫尧其他人员 员援猿豫遥 婚姻状
况分布院未婚 远援苑豫尧已婚 愿源援远豫尧再婚 园援远豫尧离 婚
园援缘豫尧丧偶 苑援远豫遥
圆援圆 主要慢性病患病情况
调查的 远 种主要慢性病中袁患病率最高的为高
血压袁达 员远援怨苑豫遥 其余依次为脑卒中渊圆援圆园豫冤渊其中
远园 岁以上人群患病率为 远援园圆豫冤尧糖尿病渊员援怨园豫冤尧
冠心病渊员援源苑豫冤尧悦韵孕阅渊员援猿猿豫冤尧恶性肿瘤渊员援园怨豫冤遥
其中高血压尧脑卒中尧糖尿病尧冠心病患病率性别差
异有统计学意义渊孕 约 园援园缘冤袁悦韵孕阅尧恶性肿瘤患病
率性别差异无统计学意义渊表 员冤遥

产品行为但未达到上述标准者曰戒烟率为既往曾经

表员

病名
高血压
脑卒中
糖尿病
冠心病
悦韵孕阅
恶性肿瘤

盐城市盐都区农村居民 圆园员员 年主要慢性病患病率

男
患病数渊例冤
源愿园
园远源
园远愿
园源缘
园猿园
园圆缘

以上占 圆援猿豫遥 职业分布院工人 圆愿援猿豫尧农民 源远援源豫尧
渔民尧船民 园援苑豫尧干部职员 园援愿豫尧科技尧医务尧教师

患病率渊豫冤
圆园援员愿
园圆援远怨
园圆援愿远
园员援愿怨
园员援圆远
园员援园缘

圆援猿 调查人群危险因素情况
圆援猿援员 食盐摄入情况
调查人群每日人均消耗食盐 怨援圆缘 早袁高于叶中国膳
食指南曳中推荐的人均 远 早 辕 凿 的食盐摄入量渊表 圆冤遥 饮
食嗜盐者占 猿圆援缘怨豫袁其中男性 猿源援圆圆豫袁女性 猿员援员源豫袁
两者差异有统计学意义渊字圆越缘援源圆怨袁孕越园援园圆园冤遥
圆援猿援圆 油脂摄入习惯情况
调查人群日常完全食用植物油脂占 猿远援猿源豫袁主
要食用植物油脂占 远猿援缘源豫袁 完全食用动物油脂占
园援员圆豫遥 反映盐城市盐都区居民绝大多数人食用植
物油脂遥

女
患病数渊例冤
猿苑苑
园源苑
园圆愿
园圆怨
园猿苑
园猿园
表圆

患病率渊豫冤
员源援员员
园员援苑远
园员援园缘
园员援园怨
园员援猿愿
园员援员圆

患病率性别差异比较
孕值
字圆 值
约园援园园员
猿圆援愿愿源
园源援圆怨远
园援园猿愿
圆圆援员圆源
约园援园园员
园援园员苑
园缘援远愿源
园援苑园员
园园援员源苑
园园援园远
园援愿园远

盐城市盐都区农村居民 晕葬悦造 消耗分布

种类
食盐
酱油
酱类
咸菜
味精
每日人均消耗 晕葬悦造

每月人均消耗量渊早冤
员远猿援员远
园缘苑援圆愿
园圆远援员圆
园怨远援园猿
园源圆援猿源
园园怨援圆缘

酱油和酱类按照含 晕葬悦造 员缘豫计算袁咸菜按照含 晕葬悦造 员园豫计

算袁味精按照含 晕葬悦造 员缘豫计算 咱远暂遥

圆援猿援猿

其他食品食用习惯情况
调查人群日常饮食菜品习惯构成见表 猿袁 显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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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永法等院盐城市盐都区农村居民慢性病及其危险因素流行情况调查

盐城市盐都区居民饮食习惯以经常食用豆制品尧
猪肉尧蛋类尧腌咸菜尧淡水鱼虾等为主袁多数人没有
经常食用牛羊肉尧海产品尧腌鱼尧腌肉和酱菜的习
惯遥
圆援猿援源 吸烟状况调查
调查人群吸烟尧偶尔吸烟尧已戒烟和从不吸烟

者分别占 圆园援愿猿豫尧缘援猿员豫尧圆援园圆豫和 苑员援愿源豫袁 男性和
女性吸烟情况差异有统计学意义渊字圆 越员 员员源援员怨源袁孕约
园援园园员袁 表 源冤遥 调查人群戒烟率 苑援员苑豫袁 其中男性

孕 约 园援园园员袁表 缘冤遥
圆援猿援远

居民体育锻炼情况

调查人群日行 远 园园园 步标准达标率 猿远援猿员豫袁其
中男性 猿远援愿圆豫尧女性 猿缘援愿缘豫袁两者差异无统计学意

义渊字圆越园援缘员员袁孕越园援源苑缘冤遥调查人群体育锻炼的比例为
源援远怨豫袁其中男性 缘援园怨豫袁女性 源援猿源豫袁两者差异无统
计学意义渊字圆越员援缘远员袁孕越园援圆员员冤遥
圆援源 体质指数分布及不同体质指数居民常见慢性
病患病率比较

苑援圆源豫袁 女性 远援愿圆豫袁 两者差异无统计学意义渊字圆 越
园援园源怨袁孕越园援愿圆源冤遥

调查人群体质指数渊月酝陨冤分布情况及不同体质
指数居民常见慢性病患病率情况见表 远遥 由表可见

调查人群中经常饮酒者尧偶尔饮酒尧已戒酒和
不喝酒者分别占 苑援缘远豫尧员圆援怨员豫尧园援猿远豫和 苑怨援员苑豫袁
男性和女性饮酒情况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渊字圆越怨员愿援圆苑猿袁

他人群 渊孕 约 园援园缘冤袁 消瘦人群中恶性肿瘤与 悦韵孕阅
患病率高于其他人群渊孕 约 园援园缘冤遥 冠心病患病率在
不同 月酝陨 人群中差异无统计学意义遥

圆援猿援缘 居民饮酒情况

表猿

盐城市盐都区农村居民饮食菜品习惯构成 咱灶渊豫冤暂

食用对象
猪肉
鸡肉
牛羊肉
淡水鱼虾
海产品
蛋类
奶或奶制品
水果
豆制品
腌鱼尧肉
酱菜
腌咸菜

每周跃圆 次
猿 圆远苑渊远源援苑员冤
园 远愿园渊员猿援缘愿冤
园园 怨怨渊员援怨愿冤
员 远源园渊猿圆援缘猿冤
园 猿苑苑渊苑援缘猿冤
圆 远远怨渊缘猿援园园冤
园 苑远圆渊员缘援员缘冤
员 源缘缘渊圆愿援愿苑冤
猿 源苑怨渊远愿援怨圆冤
园 圆远怨渊缘援猿苑冤
园 源源愿渊愿援怨缘冤
员 怨苑远渊猿怨援员苑冤

每周约圆 次
员 远怨缘渊猿猿援缘苑冤
猿 苑远缘渊苑缘援员远冤
圆 愿愿愿渊缘苑援苑员冤
猿 园愿苑渊远员援圆源冤
圆 愿远苑渊缘苑援圆苑冤
圆 圆愿苑渊源缘援源员冤
猿 圆园园渊远猿援远员冤
猿 员员员渊远员援苑源冤
员 缘员猿渊圆怨援怨苑冤
猿 园园园渊缘怨援怨源冤
圆 愿猿园渊缘远援缘缘冤
圆 猿源怨渊源远援缘远冤

不吃
园园 愿苑渊员援苑圆冤
园缘远源渊员员援圆远冤
圆 园员苑渊源园援猿员冤
园 猿员源渊远援圆猿冤
员 苑远圆渊猿缘援圆园冤
园园 愿园渊员援缘怨冤
员 园远怨渊圆员援圆缘冤
园 源苑猿渊怨援猿怨冤
园园 缘远渊员援员员冤
员 苑猿远渊猿源援远怨冤
员 苑圆远渊猿源援源怨冤
园 苑圆园渊员源援圆苑冤

肥胖人群中高血压尧糖尿病尧脑卒中患病率高于其

表源

盐城市盐都区农村居民吸烟情况分布

分类
吸烟
偶尔吸烟
已戒烟
从不吸烟
表缘

男
园 愿怨苑渊猿苑援苑园冤
园 圆员愿渊怨援员远冤
园园愿苑渊猿援远远冤
员 员苑苑渊源怨援源苑冤

男
园 猿缘员渊员源援苑缘冤
园 缘远猿渊圆猿援远苑冤
园园 员苑渊园援苑员冤
员 源源愿渊远园援愿苑冤

表 远 盐城市盐都区农村居民不同 月酝陨 人群常见慢性病患病率比较
月酝陨渊噪早 辕 皂 冤
约员愿援缘
员愿援缘耀约圆源援园
圆源援园耀约圆愿援园
逸圆愿援园
字圆 值
孕值
圆

猿 讨

人数
员缘苑渊猿援员猿冤
圆 愿远远渊缘苑援圆员冤
员 远怨员渊猿猿援苑缘冤
猿猿缘渊远援远怨冤

高血压
员苑渊员园援愿园冤
圆远苑渊怨援猿园冤
圆缘源渊员缘援园园冤
怨远渊圆愿援苑园冤
员员远援源源
园援园园园

糖尿病
园源渊圆援缘园冤
猿猿渊员援圆园冤
圆苑渊员援远园冤
员园渊猿援园园冤
愿援远猿园
园援园圆怨

论

本次调查发现袁 盐城市盐都区农村居民 员愿 岁
及以上人群高血压的患病率为 员远援怨苑豫袁 与 圆园园圆 年
全国农村地区高血压的调查患病率渊员愿援愿豫冤接近咱苑暂袁
低于 圆园员园 年全国监测水平渊猿猿援缘豫冤咱愿暂遥 脑卒中患病率
为 圆援圆圆豫袁与国内同类地区的报道接近渊圆援圆苑豫冤咱怨暂袁但
远园 岁以上人群患病率渊远援园圆豫冤高于其他地区的报道

女
园 员缘缘渊缘援愿园冤
园园 缘园渊员援愿苑冤
园园 员缘渊园援缘远冤
圆 源缘圆渊怨员援苑苑冤

盐城市盐都区农村居民饮酒情况分布

分类
经常喝
偶尔喝
已戒酒
不喝

冠心病
园圆 渊员援猿园冤
缘苑 渊圆援园园冤
源圆 渊圆援缘园冤
员园 渊猿援园园冤
圆援愿员
园援源圆员

脑卒中
园源 渊圆援缘园冤
猿缘 渊员援圆园冤
猿源 渊圆援园园冤
圆猿 渊远援怨园冤
猿远援源源
园援园园园

肿瘤
园苑 渊源援缘园冤
猿远 渊员援猿园冤
员员 渊园援苑园冤
园员 渊园援猿园冤
员远援圆员
园援园园园

咱灶渊豫冤暂

咱灶渊豫冤暂

女
园园 猿员渊员援员远冤
园园 愿怨渊猿援猿猿冤
园园园 员渊园援园源冤
圆 缘缘员渊怨缘援源苑冤
咱灶渊豫冤暂

悦韵孕阅
园苑渊源援缘园冤
猿缘渊员援圆园冤
圆园渊员援圆园冤
园缘渊员援缘园冤
怨援园远
园援园圆猿

渊源援源豫冤 咱员园暂遥 冠心病患病率为 员援源苑豫袁 低于北京市
渊源援园缘豫冤咱员员暂和辽宁省的调查水平渊圆援远圆豫冤咱员圆暂袁高于张
家港市调查水平渊园援源园豫冤咱员猿暂遥 悦韵孕阅 患病率为 员援猿猿豫袁
低于武汉市洪山区调查水平渊源援缘园豫冤咱员源暂遥 糖尿病患病
率为 员援怨园豫袁低于 圆园员园 年全国监测水平渊愿援源豫冤咱愿暂遥 本
次调查结果显示袁盐都区农村居民几种主要慢性的
患病水平虽略低于全国最新的调查水平袁但冠心病
和 远园 岁以上人群脑卒中较国内其他部分地区的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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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水平高袁而且本次调查主要是以患者自报为患病

素开展健康教育袁倡导戒烟限酒尧低盐低脂饮食尧控

标准袁 除血压外其他指标未进行现场检测筛查袁很

制体重尧增加运动的健康生活方式遥 推广控油壶尧限

多居民患病而不知病袁实际患病水平可能要高于本
次调查的结果袁故本地居民慢性病患病形势不容乐

盐勺等适宜工具袁增加居民健身点建设数量并提供
适宜的健身器材袁为健康生活方式的践行提供工具

观袁主要慢性病患病率及各自的危险因素有待开展
进一步专题研究遥

和场所遥 加强各类人群的预防性体检袁及时发现高
危人群和早期患者袁做到早发现尧早诊断尧早治疗袁

本次调查结果表明袁 盐城市盐都区 员愿 岁以上

居民每日人均消耗食盐 怨援圆缘 早袁 高于 叶中国膳食指
南曳中推荐的人均 远 早 辕 凿 的食盐摄入量袁也高于三亚
市的调查水平渊苑援员愿 早 辕 凿冤咱员缘暂曰饮食嗜盐者占 猿圆援缘怨豫袁
高于无锡市南长区的调查水平渊员源援缘豫冤 咱员远暂袁低于兴
泰市的调查水平渊愿苑援缘远豫冤咱员苑暂遥 调查人群日常完全食

用 植 物 油 脂 占 猿远援猿源豫 袁 主 要 食 用 植 物 油 脂 占
远猿援缘源豫袁完全食用动物油脂占 园援员圆豫袁表明盐城市盐
都区居民绝大多数人食用植物油脂遥 本次调查结果
显示袁盐城市盐都区居民饮食习惯以经常食用豆制
品尧猪肉尧蛋类尧腌咸菜尧淡水鱼虾等为主袁多数人没
有经常食用牛羊肉尧海产品尧腌鱼尧腌肉和酱菜的习
惯遥 本次调查人群吸烟和偶尔吸烟者所占的比例为
圆远援员猿豫袁与国内其他报道接近 咱员愿原员怨暂曰戒烟率 苑援员苑豫袁
低于 圆园员园 年全国调查水平渊员源援圆豫冤咱愿暂遥 调查人群中
经常饮酒者占 苑援缘远豫袁 低于无锡市南长区调查水平
渊员怨援远豫冤咱员远暂遥 男性的吸烟率和饮酒率均高于女性袁应
作为健康教育的重点人群遥本地区人群运动标准达到
率仅为 猿远援猿员豫袁远低于其他地区水平渊缘远援苑远豫冤咱员苑暂曰经
常锻炼的比例为 源援远怨豫袁低于 圆园员园 年全国调查水平
渊愿援圆豫冤咱愿暂遥 超重人群占 猿猿援苑缘豫袁高于 圆园员园 年全国调
查水平 渊猿园援远豫冤曰肥胖人群占 远援远怨豫袁低于 圆园员园 年
全国调查水平渊员圆援园豫冤咱愿暂遥
嗜盐饮食尧吸烟尧饮酒尧缺乏运动等行为危险因
素流行强度处于较高水平袁伴随着盐城市盐都区人
口迅速的老龄化袁 预示未来 员园 年盐城市盐都区慢
性病发病可能会大幅度上升遥 美国为降低慢性病的
高病死率袁圆园 世纪 苑园 年代以来开展了戒烟尧 限酒尧
合理膳食和积极锻炼的全民健身活动袁使冠心病病
死率从 员怨苑园要员怨愿园 年的 员园 年间下降了 猿缘豫袁脑血
管病病死率下降了 源愿豫咱圆园暂袁说明控制慢性病行为危
险因素对于控制慢性发病袁改善慢性病预后袁降低
病死率有着明显的效果遥
因此袁开展社区干预和三级预防仍是今后农村
慢性病防治工作的重点遥 当前袁应按照国家慢性病
综合防控的有关要求咱圆员暂袁建立和完善慢性病监测信
息系统袁及时准确地收集慢性病患病与诊疗现况信
息遥 针对吸烟尧饮酒尧嗜盐尧超重尧缺乏运动等危险因

改善患者愈后袁提高慢性患者生活质量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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