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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 系统评价我国健康城市指标的内容、特点和问题，为我国的其他城市制定健康城市指标和
评价体系提供基线数据和借鉴。方法

计算机检索 CNKI、WanFang Data 和 VIP 数据库，手工检索 WHO 网站、

我国各省市政府网、国家及各省市卫生计生委网站及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网站，检索时限均从建库截至 2016 年 3
月，纳入与健康城市指标相关的文献和政府文件等，采用定性分析方法对其进行资料提取及信息分类、归纳和整
理。结果 纳入 26 篇涉及我国 24 个城市健康城市指标体系的文献，健康城市指标体系共涉及 14 个维度、5 个行
动和 8 个专项行动共 1 531 个指标。健康、健康服务、健康环境、健康社会、民意指标、政策指标、健康促进 7 个维
度受关注最多，各维度下使用频率≥5 次的指标共 38 个，441 个指标仅使用 1 次。结论 我国健康城市指标体系
内容与国际体系内容基本一致，但也存在指标数量过多、指标诠释不一、类别划分不当、缺少心理健康指标和儿
童、孕产妇、老年等重点人群指标的问题。未来需要制定中国健康城市指标设置的原则、方法、流程和规范。
【关键词】 健康城市；指标；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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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In order to provide baseline data for the establishment of urban health indicator system in
China and other cities, we researched the indicators, characteristics and problems of 26 urban health indicator systems in
China. Methods

We searched CNKI, Wan Fang Data, VIP, as well as Chinese all provinces’ and cities’ websites of

government and family planning commission and patriotic health campaign commission to collect literatures and
government documents about “Healthy city” and its index system. Then we extracted, classified and summarized them.
Results

Finally search 26 healthy city indicators system in China, involved 1 531 indicators and 14 dimensions, 5

operations and 8 special operations. Seven dimensions (health, health services, environmental health, social indicators,
indicators of policy, indicator of health promoting) were widely used. 38 indicators were used more than five times, while
441 indicators were used only once. Conclusion The structure of urban health indicator systems in China are almost
consistent with WHO’s. They all have the characteristics of diversity, characteristic, national policy, civilian etc. But
there were still problems with indicators of quantity, definition, classification and lack of indicators about mental
health, children health, pregnant woman health as well as elderly health. It is urgent to develop the principles, methods,
processes and standards for urban health indicato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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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城市是世界卫生组织（WHO）为应对快速

容主要包括：健康城市指标体系建立原则、方法、

的城市化进程带来的负面影响而提出的一项全球
性战略计划[1, 2]，也是推进“健康中国”目标的重要

具体指标。
1.5 纳入研究的偏倚风险评价

抓手和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重要内容。健康城市
建设的核心内容之一是确定健康城市指标体系，其

参考研究证据的分级方法进行评价[5]。
1.6 统计分析

不仅可用来监督检测健康城市的建设和评估建设
过程，也是体现建设目标和建设原则的主要内容之

采用定性分析方法，对纳入研究进行分类归纳
和描述。

一[3]。2016 年，全国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印发的《关
于开展健康城市健康村镇建设的指导意见》[4]要求

2 结果

到 2017 年建立健全健康城市和健康村镇建设管理
机制，形成一套科学、有效、可行的健康城市指标
和评价体系。目前，我国各城市已陆续开展健康城
市的建设与探索，也出台了各自的指标体系，但具
体指标的选用、设置、诠释因缺乏规范而差异较
大，科学性、合理性和侧重点不一。本研究旨在全
面收集与我国健康城市指标体系相关的文献，进行
定性分析并与 WHO 标准比较，为国家健康城市指
标和评价体系制定提供基线数据，同时也为其他城
市健康城市指标选用提供借鉴。

1 资料与方法
1.1 纳入标准
纳入明确提及健康城市及其指标体系的研究。
文献类型包括综述、原始研究和政策文件（即政府
及相关部门发布的通知、意见或决定），如同一个
城市发布了多个不同时段的指标体系则纳入最新
指标体系。
1.2 排除标准
① 重复发表的研究；② 仅提到健康城市指标
但无具体指标内容或仅有部分指标的文献。
1.3 文献检索策略
计算机检索 CNKI、WanFang Data 和 VIP 数据
库，手工检索 WHO 网站、我国各省市政府网、国
家及各省市卫生计生委网站及爱国卫生运动委员
会网站，检索时限从建库截至 2016 年 3 月。中文
检索词包括：健康城市、城市健康、指标；英文检
索词包括：urban health、healthy cities、healthy city、
indicator、indicators、index 等。以 CNKI 为例，其
具体检索策略见框 1。
1.4 文献筛选与资料提取
由 2 位评价员独立筛选文献、提取资料并交叉
核对，如遇分歧，则咨询第三方协助判断，缺乏的
资料尽量与作者联系予以补充。文献筛选时首先
阅读文题和摘要，在排除明显不相关的文献后，进
一步阅读全文，以确定最终是否纳入。资料提取内

2.1 文献筛选流程及结果
通过检索文献数据库获得 560 篇相关文献，检
索网站获得 49 篇相关政策文件，经过阅读标题、摘
要和全文，最终纳入 26 篇文章 [ 6 - 3 1 ] ，包括 4 篇研
究[17, 24, 28, 31]和 22 篇政策文件[6-16, 18-23, 25-27, 29, 30]，涉及 24 个
城市。文献筛选流程及结果见图 1。
2.2 纳入研究的偏倚风险评价结果
24 篇政府及相关机构报告评为 B 级证据，4 篇
有确切研究方法的文献评为 C 级证据。
2.3 健康城市指标体系
我国 24 个城市的健康城市指标汇总结果见表 1。
2.3.1 健康维度 24 个城市均设置了健康维度，包
含 82 个指标。其中人均期望寿命、孕产妇死亡率
和婴儿死亡率 3 个指标使用频率最高，均超过 20
次。其次使用频率≥5 次的指标依次为：经常参加
体育锻炼的人口比例、人群吸烟率、出生缺陷发生
率、5 岁以下儿童死亡率、国民体质监测合格率和
居民健康行为形成率 6 个指标。其余指标选用频
率均<4 次，57 个指标仅被选用 1 次。此外，13 个
指标涉及知识知晓率，10 个指标涉及死亡率，6 个
指标涉及慢性病管理，6 个指标涉及全民健身公共
服务体系，5 个指标涉及传染病发病率，3 个指标涉
及儿童预防接种，3 个指标涉及肥胖率。
2.3.2 健康服务维度 23 个城市设置了健康服务
维度，包含 113 个指标。选用频率均≥5 次的指标
依次为：每千（每万）常住人口执业（助理）医师
数、每千常住人口实有（医院卫生院）床位数、精神
疾病患者（有效）管理（治疗）率、每千名老年人口
社会养老床位数和千人（万人）注册护士数 5 个指
框 1 CNKI 检索策略
#1 健康城市
#2 城市健康
#3 指标
#4（#1 OR #2）AND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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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数据库检索获得相关文献
（n=560）*

通过检索相关网站获得相关文献
（n=49）

剔重后获得文献（n=198）

阅读文题和摘要初筛（n=198）
排除（n=105）
阅读全文复筛（n=93）
排除（n=67）
• 未提及健康城市指标文献（n=65）
• 健康城市指标体系不完整的文献
（n=1）
• 省级健康城市指标体系（n=1）
最终纳入描述性分析的文献（n=26）

图1

文献筛选流程及结果

*所检索的数据库及检出文献数具体如下：CNKI（n=132）、VIP（n=88）、WanFang Data（n=340）

标；74 个指标选用频率为 1 次。此外，12 个指标

76 个指标选用频率为 1 次。此外，17 个指标涉及

涉及慢性病管理，11 个指标涉及传染病管理，8 个
指标涉及健康管理率，8 个指标涉及公共设施建

食品安全管理，10 个指标涉及困难人群社会保障，
7 个指标涉及禁烟，7 个指标涉及医疗保险，7 个指

设，6 个指标涉及基本医疗服务覆盖率，5 个指标涉
及基本医疗服务达标率，5 个指标涉及儿童预防接

标涉及经济水平，6 个指标涉及工伤、失业、生育保
险，4 个指标涉及养老保险。

种，5 个指标涉及全民健身，3 个指标涉及公共卫生
服务经费，3 个涉及职业病监测。

2.3.5 民意指标维度 16 个城市设置了民意指标
维度，包含 20 个指标。选用频率≥5 次的指标依次

2.3.3 健康环境维度 21 个城市设置了健康环境
维度，包含 121 指标。选用频率≥5 次的指标依次

为：市民对卫生服务满意度、市民对交通状况满意
度、市民对食品安全满意度、市民对社会治安满意

为：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例、生活垃圾无害化处
理率、人均公园绿地面积、绿化覆盖率、集中式饮

度、市民对社会保障满意度和市民对环境质量满意
度 6 个指标；8 个指标选用频率为 1 次，其中，4 个

用水水源地水质达标率、生活污水集中处理率、森
林覆盖率、区域环境噪音平均值、体育设施面积、

指标涉及市民对环境卫生的满意度。
2.3.6 政策指标维度 8 个城市设置了政府指标维

农村无害化厕所普及率和生活饮用水水质合格率
10 个指标；80 个指标选用频率为 1 次。此外，13 个

度，包含 20 个指标。前 4 位的指标依次为组织健
全、政府重视、部门合作、考核奖励，使用频率均≥

指标涉及城市建设荣誉称号，13 个指标涉及饮用水
达标率，9 个指标涉及大气污染控制，8 个指标涉及

4 次，其余指标选用≤2 次。在 13 个选用频率为 1 次
的指标中，3 个指标涉及组织健全，3 个指标涉及考

食品安全管理，6 个指标涉及公厕管理，5 个指标涉
及生活垃圾处理，5 个指标涉及公共交通出行，4 个

核奖励，2 个指标涉及健康城市经费支持，2 个指标
涉及制定健康城市工作计划，3 个指标为其他。

指标涉及污水处理，4 个指标涉及绿化覆盖率，4 个
指标涉及污染物排放，3 个指标涉及噪声污染控制。

2.3.7 健康促进维度 7 个城市设置了健康促进维
度，包含 42 个指标。涉及控烟、健康膳食、全民健

2.3.4 健康社会维度 18 个城市设置了健康社会
维度，包含 113 个指标。选用频率≥5 次的指标依

身、细胞工程等方面，前 8 位的指标依次为健康社
区、健康医院、健康村、健康家庭、健康学校、健康

次为：城镇失业率、生产安全事故死亡率、城镇居
民最低生活保障标准、基本医疗保险参保率、基本

机关、健康企业，健康步道，使用频率均≥3 次。在
30 个选用频率为 1 次的指标中，18 个指标涉及细

养老保险覆盖率和无烟公共/工作场所 6 个指标；

胞工程，3 个指标涉及全民健身工程，3 个指标涉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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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我国 24 个城市的健康城市指标汇总结果

维度
健康

指标数
82

主要指标

指标使用城市

人均期望寿命

1、2、3、4、5、6、7、8、9、10、11、12、13、14、15、16、17、
18、19、20、21、22、23、24

孕产妇死亡率

1、2、3、4、5、6、7、8、9、10、11、12、13、14、15、16、17、
18、19、20、21、22、23、24

婴儿死亡率

1、2、3、4、5、6、7、8、9、11、12、13、14、15、16、17、18、
19、20、21、22、24

经常参加体育锻炼的人口比例

2、3、5、6、7、11、12、15、16、17、21、23、24

人群吸烟率

1、2、4、5、12、14、17、18、19、21、23、24
2、3、4、6、7、10、12、13、16、18、19

健康服务

113

5 岁以下儿童死亡率

3、7、9、10、11、12、13、20、23

国民体质监测合格率

2、3、5、7、11、16、15、19、23

居民健康行为形成率

3、5、7、12、16、17、21、23、24

全因死亡率、各死因统计、低出生体重

WHO 指标[30, 31]

每千常住人口执业医师数

1、2、3、5、6、9、12、14、16、22、23

每千常住人口实有床位数

1、2、3、6、9、10、14、16、23

精神疾病患者管理率

1、4、5、6、8、12、13、22

每千名老年人口社会养老床位数

2、4、6、8、12、19、22

千人注册护士数

3、6、12、16、23

现行卫生教育计划数量、儿童完成疫苗接种的比率、每位 WHO 指标[30, 31]
医生服务的人数、每位护理人员服务的人数、居民有健康
保险的比率、基层医疗照顾是否提供少数民族语言的服
务、市议会每年有关健康相关议题的数量
健康环境

121

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例

1、5、7、9、10、11、12、13、16、17、18、20、21、22、23、24

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率

1、5、6、7、8、9、10、11、13、15、16、18、21、22、23

人均公园绿地面积

2、5、6、7、8、12、15、17、18、20、21、22、23、24

绿化覆盖率

5、6、7、9、10、12、13、14、16、17、20、21、24

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地水质达标率

6、8、9、10、11、12、13、15、17、18、21、22、24

生活污水集中处理率

2、6、7、10、13、15、16、17、18、21、22、23、24

森林覆盖率

5、7、15、16、17、18、21、23、24

区域环境噪音平均值

5、6、7、9、13、16

体育设施面积

1、9、10、16、18、23

农村无害化厕所普及率

5、7、9、13、18、20、23

生活饮用水水质合格率

1、2、5、18、20

大气质量、饮用水质量、污水处理率、垃圾收集的质量、垃 WHO 指标[30, 31]
圾处理的质量、城市绿地率、绿地的可及性、废弃的工业
用地、运动与体闲、人行道、自行车道、每千人公共交通可
提供的座位数、公共交通服务的范围、住房条件
健康社会

113

城镇失业率

2、5、7、9、11、12、13、14、22、23

生产安全事故死亡率

2、4、5、6、8、11、12、19、22、23

城镇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标准

3、6、8、10、11、12、13、19、23

基本医疗保险参保率

2、5、6、7、9、11、22

基本养老保险覆盖率

2、5、9、11、12、16、22

无烟公共/工作场所

4、5、8、12、16、19

居于不合格住房中的人口比例、失业率、收入低于平均收 WHO 指标[30, 31]
入的人口、无家可归者、托儿所的可及性、母亲生育时的
年龄、流产率、残疾人受雇比例
民意指标

政策指标

20

20

市民对卫生服务满意度

3、4、5、6、7、10、11、12、13、15、16、18、19

市民对交通状况满意度

3、4、5、6、7、11、12、13、15、16、19

市民对食品安全满意度

4、5、6、7、11、13、15、18、19

市民对社会治安满意度

3、4、6、10、11、12、19

市民对社会保障满意度

3、4、6、10、11、12、19

市民对环境质量满意度

3、6、11、12、13、16、19

组织健全

4、8、11、12、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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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１
维度

指标数

主要指标

指标使用城市
3、9、12、13、14、16

健康促进

42

健康社区

健康文化

17

居民健康素养水平

5、7、20

1. 北京 ；2. 杭州 ；3. 苏州 ；4. 宝鸡 ；5. 济南 ；6. 金昌 ；7. 威海 ；8. 银川[13]；9. 南宁[14]；10. 无锡[15]；11. 厦门[16]；12. 重
庆[17]；13. 珠海[18]；14. 镇江[19]；15. 广州[20]；16. 义乌[21]；17. 张家口[22]；18. 舟山[23]；19. 株洲[24]；20. 南京[25]；21. 沧州[26]；22. 攀枝
花[27]；23. 青岛[28]；24. 邢台[29] 。
[6]

[7]

[8]

[9]

[10]

[11]

[12]

健康促进荣誉称号，3 个指标涉及全民健康生活方

一定差异，但我国健康城市指标总体内容结构与

式荣誉称号，2 个指标涉及禁烟，1 个指标为其他。
2.3.8 健康文化维度 仅 7 个城市设置了健康文化

WHO 较一致，且增加了民意指标、政策指标等特
色内容。

维度，包含 17 个指标。使用频率前 3 位的指标分
别是居民健康素养水平、居民健康知识知晓率、每

与国际惯例不同的是，我国将医疗保险放在健
康社会维度，而 WHO 将其放在健康服务维度下。

万人拥有注册志愿者人数，使用频率≥2 次。在 14 个
选用频率为 1 次的指标中，7 个指标涉及健康知识

我国健康城市指标专门设置政策指标维度，强调健
康城市建设过程中政府角色和多部门协作，这与

的传播，3 个指标涉及知识知晓率，4 个指标为其他。
2.3.9 其他维度 共 4 个城市设置了其他维度，包

2016 年第九届全球健康促进大会上达成的《上海
宣言》[35]对政府和多部门的要求一致。但我国不同

含 18 个指标。仅健康城市特色活动和荣誉称号两
个指标使用频率为 2 次，其余 16 个指标使用频率

城市的健康城市指标体系普遍存在指标的划分与
定义不符，存在不同城市将同一类指标划分至不同

为 1 次。健康食品维度仅苏州设置，含 6 个指标。
健康产业维度仅杭州设置，含 3 个指标。健康行动

维度的现象，如健康服务维度中有体育设施用地面
积、食品安全、自行车拥有量等 20 个与维度定义不

维度仅舟山设置，含 56 个指标，8 个指标涉及基本
卫生服务，4 个指标涉及医疗服务经费保障，2 个指

符的指标，暴露出健康城市对维度和指标的内涵界
定不清的问题，可能需要统一和规范。

标涉及就业率，2 个指标涉及知识知晓率。健康行
为维度，仅青岛设置，共 8 个指标，其中 4 个指标

3.2 我国健康城市指标的特点
① 城市与村镇并重。我国健康城市指标中，
46 个指标涉及农村，涵盖社会保险、健康档案、基
础设施建设等，其中 21 个兼顾城乡，4 个兼顾流动
人口。② 多样性与特色性并存。26 个健康城市指
标涵盖了健康水平、环境问题、医疗卫生服务、社
会保障、居民满意度等不同方面。由于我国地区差
异显著，健康城市进度不一，故指标体系反应了当
地实际和特色。如杭州依托电子产业近年来的高
速发展，率先使用智慧医疗覆盖率的指标，侧重于
健康产业的建立[7]；上海是我国最早开展健康城市
建设的城市之一，突破了健康影响因素的框架，指
标与行动相结合，针对性强，侧重于全民参与 [ 3 2 ] 。
③ 体现民意，全民参与。有 16 个城市设置了民意
指标维度，而青岛[28]、泸州[33]、上海[32]均设置了满意
度指标，可见我国健康城市重视居民的感受和意
见，强调调动市民参与健康城市的行动，体现“以
人为本”的精神。④ 政策保障。我国健康城市普
遍设置烟草管理、食品安全、全民健身、慢性病非
传染病管理等涉及我国公共卫生问题和社会问题
的指标。同时，随着《食品安全法》、《北京市控
制吸烟条例》等政策法规陆续出台，在建设健康城
市的道路上始终有法律法规的保障。

涉及居民满意度，2 个指标涉及健康城市政策。
此外，2 个城市有其独特的健康城市指标。如
上海市健康城市建设的 5 项市民行动包括“清洁
环境”、“科学健身”、“控制烟害”、“食品安
全”和“正确就医”[32]，是上海市建设健康城市的
第五轮行动，包括 32 个指标，其中 6 个指标涉及知
晓率，4 个涉及指标健康行为形成率。泸州市健康
城市指标 由健康环境营造工程、食品安全保障工
程、健康细胞建设工程、健康文化推进工程、全民
预防保健工程、全民健身工程、医疗卫生服务体系
完善工程和创新发展工程 8 个专项工程和群众满
意度指标组成[33]。

3 讨论
3.1 我国健康城市指标分析
健康城市的终极目标是提升在城市中生活及
工作人群的身体、精神、社会和环境福祉，健康指
标本质上是对健康和福祉的数值度量[30]。WHO 公
布的健康城市指标体系涵盖健康、健康服务、健康
环境和社会经济情况四方面[34]。本研究发现，尽管
由于文化和国情的不同，在指标具体的表达上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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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健康城市指标设置的建议
3.3.1 增设心理精神健康指标 中国处于快速城市
化阶段 [36]，“城市病”日益凸显，研究指出“城市
病”在人与人之间的微观层面，主要表现为个体心
理精神疾病，存在人与人关系的异化现象[37]。2015
年相关调查结果显示中国约 1.73 亿人患有精神疾
病[39]。心理与精神健康是健康的重要组成部分，也
应是健康城市建设的重要内容[39]，我国健康城市普
遍缺少测量居民心理精神健康的指标，仅局限于重
性精神患者管理的指标。而仅使用身体健康的指
标不能准确和全面地反映城市人群的健康水平。
故我们建议未来引入心理精神专业针对不同地区
的特点选取指标对人群心理健康进行测量和评价，
增设心理卫生指标（如心理健康水平、抑郁症发病
率等）[40, 41]。
3.3.2 增设儿童、孕产妇、老年等重点人群相关指
标 全国爱卫办在建设健康城市健康村镇的意见
中明确提出强化妇幼健康工作[4]。儿童及孕产妇健
康是评价一个国家和地区健康水平的重要指标[42, 43]，
2016 年我国孕产妇死亡率为 19.9/10 万，婴儿死亡
率、5 岁以下儿童死亡率分别为 7.5‰和 10.2‰，二
孩比例和高龄高危孕产妇比例明显增高[44]。而目前
我国健康城市针对妇幼健康的指标普遍仅以死亡
率和预防接种率为主，鲜有妇、幼身心健康相关指
标。同时，我国老龄化程度快速上升，高龄老人口
持续增长，截至 2016 年底 65 岁以上人口已达到
10.8%[45-47]，而我国健康城市针对老年人群的指标仅
限于养老床位，缺乏老年健康相关指标。建议增设
儿童、孕产妇、老年等重点人群相关指标（如弱势
儿童受照顾率、独居老人受照顾率、高龄高危孕产
妇比例等）[44, 48]。
3.3.3 科学设置指标数量 健康城市评价指标的最
佳数量由许多因素决定，包括收集时间、可获得的
资源和社区的特定需求 [7]。如指标数量过多，则指
标的收集和后续分析存在较大挑战；指标过少，则
不能全面地反映城市健康问题。WHO 最初建立了
12 类 338 项可量化健康城市评估指标，但在实践过
程中逐一删减、修订至 32 项 [31, 49, 50]。我国的苏州 [8]、
重庆[17]、义乌[21]、舟山[23]4 个城市的指标数量超过均
100 个，苏州曾明确指出为了便于数据的获得，在
指标体系中较多选用了各部门工作指标来反映健
康城市的成效，而缺乏真正反映健康城市建设效果
的指标 [8]。健康城市被定义为一个过程，而不是结
果[51]，其建设分为不同的阶段，由连续的周期组成，
识别城市在每个建设周期的特定需求和急需解决

的健康问题，综合考量可获得的资源是确认健康城
市指标最佳数量的依据。
本研究局限性：① 由于部分城市的政府或相
关部门未公布已经确立的健康城市指标体系或未
获得相关文献，以上原因可能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
研究结果的完整性和准确性；② 本文仅限于健康
城市指标的比较，我国健康城市指标体系结构和维
度设置评价见本系列研究的文一。
综上所述，我国健康城市指标体系内容与国际
基本一致，同时具有多样性、特色性、政策性、全民
性等特点，但也存在指标数量过多、指标诠释不
一、类别划分不当、缺少心理健康、儿童、孕产妇、
老人健康指标等问题，急需制定健康城市指标设置
的原则、方法、流程和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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