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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言

住户调查是社会经济数据的一个重要来源。借以了解和监测发展政策的各

项重要指标往往是从这些调查中得出的。在发展中国家，住户调查已成为收集

数据的一种主要方式，它是其他数据收集方案和民事登记系统的补充，有时甚

至会取代这些方案和系统。

本出版物介绍了发展中国家和转型期国家开展的住户调查在样本设计、

调查实施、非抽样误差、调查成本和调查数据分析等若干重要方面的“最新水

平”。本手册的主要目的是协助国家调查统计员以有效和可靠的方式设计住户

调查，并使用户更充分地利用调查产生的数据。

本出版物共有25章，由全世界调查研究方法领域的知名专家撰写。他们中

的大多数人都有协助发展中国家和转型期国家的国家统计机构开展工作的实际

经验。本出版物具有以下一些独特特点：

—  特别注重发展中国家和转型期国家的需要；

—  重点讨论可适用于不同国家和不同调查的标准和作业特点；

—  涉及调查成本（包括编制调查预算的经验实例）和对各细分部分调查

成本的分析；

—  广泛涉及非抽样误差；

—  涉及住户调查数据分析的基本技术和高级技术，包括对用于分析复杂

的调查数据的最新计算机软件包进行详细的经验比较；

—  介绍了一些发展中国家和转型期国家开展的住户调查的设计、实施和

数据分析方面的实例；

—  介绍了一些关于发展中国家和转型期国家开展的大规模实际调查的案

例研究，这些案例研究在设计类似的调查时可供借鉴。

本出版物是在联合国经济和社会事务部/统计司（经社部/统计司）先前为

提高调查方法质量和增强国家统计系统的能力而发出的倡议基础上编制的。在

过去二十年所提的倡议中，最为全面的倡议是国家住户调查能力方案（住户调

查能力方案）。该方案的目的是协助发展中国家通过综合住户调查系统获取重

要的人口和社会经济数据，从而支持发展规划、政策拟定和方案实施。该方案

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了许多发展中国家，特别是非洲发展中国家的统计发展，这

些国家在1980年代完成了数量和种类都大为增多的调查并从中受益。此外，住

户调查能力方案还为方法工作提供了支持，促成出版了若干技术性研究报告和

手册。《住户调查手册》（修订本）1概括介绍了设计和实施住户调查的相关

1《方法研究》第31号，

（联合国出版物，出售品编

号：E.83.XVII.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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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继该手册之后，又发行了一系列讨论调查方法特定领域的问题和程序并

涉及许多专题领域的出版物，其中包括：

—  《国家住户调查能力方案：综合住户调查方案的抽样基础和样本设

计：初级版本》（DP/UN/INT-84-014/5E），纽约，1986年

—  《国家住户调查能力方案：住户调查中的抽样误差》（UNFPA/UN/

INT-92-P80-15E），纽约，1993年

—  《国家住户调查能力方案：调查数据处理：对问题和程序的审查》 

（DP/UN/INT-81-041/1），纽约，1982年

—  《国家住户调查能力方案：住户调查中的非抽样误差：来源、评估和

控制：初级版本》（DP/UN/INT-81-041/2），纽约，1982年

—  《国家住户调查能力方案：调查表的拟订和设计》（INT-84-014），

纽约，1985年

—  《国家住户调查能力方案：住户收入和支出调查：技术性研究报告》

（DP/UN/INT-88-X01/6E），纽约，1989年

—  《国家住户调查能力方案：住户健康调查指南》（INT/89/X06），纽

约，1995年

—  《国家住户调查能力方案：稀有人口和易被遗忘人口的抽样调查》 

（INT-92-P80-16E），纽约，1993年

本出版物对上述出版物中详细论述的问题和程序的技术方面作了修订和补

充，并特别着重说明它们如何适用于在发展中国家和转型期国家开展的调查。

联合国经济和社会事务部

统计司

司长

Paul Cheu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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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    述

本出版物的编排方式如下。它由两大部分共25章组成。第一大部分21章，

分成A至E五部分。以下是第一大部分每一部分的内容提要。

A部分：  调查设计和实施。本节包括三章内容。第二章概述发展中国家

和转型期国家的住户调查设计方面的各种相关问题。第三章和第四章分别讨论

发展中国家和转型期国家的调查问卷设计和调查实施方面的相关问题。

B部分：  样本设计。本节由介绍性说明和三章组成，讨论了样本设计的

具体方面。第五章涉及主样本和主架构的设计。第六章讨论设计效果在样本设

计和分析中的应用，第七章则对若干发展中国家开展的调查的设计效果进行了

经验分析。

C部分：  非抽样误差。本节由介绍性说明和四章组成，论述发展中国家

和转型期国家非抽样误差计量、评估和控制的各个方面。第八章讨论了非观察

误差（不答复和未覆盖）。第九章讨论了计量误差。第十章介绍了适用于世界

卫生调查的质量保证准则和程序，世界卫生调查是一项由世界卫生组织（卫生

组织）赞助、在发展中国家开展调查的方案。第十一章描述了关于巴西开展的

住户调查非抽样误差的计量、评估和校正的案例研究。

D部分：  调查成本。本节由介绍性说明和三章组成。第十二章介绍了分

析发展中国家和转型期国家开展调查的调查成本的总体框架。第十三章利用经

验数据，介绍了某个发展中国家开展收入和支出调查的成本模式。第十四章讨

论了住户调查各个阶段和职能的预算编制的相关问题，包括用于比较和说明本

章所讨论的重要预算编制问题的若干实例和案例研究。

E部分：  调查数据分析。本节由介绍性说明和七章内容组成，专门讨论

了调查数据的分析。第十五章介绍了住户调查数据管理的详细准则。第十六章

讨论了调查数据的基本表格分析，包括若干具体实例。第十七章讨论了利用多

主题住户调查作为发展中国家减贫的一种手段。第十八章讨论的是如何采用多

变量统计方法来创建住户调查数据索引。第十九章涉及调查数据的统计分析，

着重于以模型为基础的基本分析技术，即多元线性回归、逻辑回归和多级方

法。第二十章介绍了分析调查数据的高级方法，这些方法考虑了设计复杂性对

分析的影响。最后，第二十一章讨论了评估调查数据的抽样误差所使用的各种

方法，并介绍了一些实用的数据分析技术，对分析复杂的调查数据使用的若干

计算机软件包做了比较。此外还强调了样本设计与数据分析之间的紧密联系。

关于软件包的比较，包括各软件包的计算机输出的进一步详情，见本出版物所

附光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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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出版物的第二部分由介绍性说明和四章内容组成，主要是案例研究，

介绍了一些发展中国家和转型期国家开展调查的具体实例。这些章节详细而系

统地介绍了由国际机构发起、由用户出资的调查和由国家编制预算开展的调

查——作为国家统计制度经常调查方案的一部分。第二十二章介绍了人口与健

康调查方案；第二十三章介绍了生活水平衡量研究调查方案。对这两种调查的

讨论包括如何计算若干主要特征估计数的设计效果。第二十四章以在老挝人民

民主共和国开展的一项调查为例，讨论了住户预算调查的设计和实施。第二十

五章讨论了转型期国家开展的调查在设计和实施方面的一般特点，并包含若干

案例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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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编辑人员之间许多文件的流动、对这些文件的不同格式和写作风格进行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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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一 章

导    言

Ibrahim S. Yansaneh*

国际公务员制度委员会 

联合国，纽约

摘    要

本章简要评述了发展中国家和转型期国家进行的住户调查，并概述了本

出版物的广泛目标及其现实意义。

关键词：住户调查、运作特点、复杂调查设计、调查成本、调查误差。

A.  发展中国家和转型期国家住户调查

1.  以往数十年来，对发展中国家和转型期国家的家庭及个人人口统计和

社会经济调查数据的需求与日俱增。这种数据已在各个层级的经济和社会政策

分析、发展规划、计划管理及决策过程中变得不可或缺。为了满足这方面的需

要，决策者和其他利益共享者经常求助于住户调查。于是，住户调查就成了发

展中国家和转型期国家收集人口情报资料的最重要机制之一。现在这种调查已

成为组织国家统计体系和制定政策的核心战略内容。当前，大多数国家都有了

住户调查数据收集系统，但经验和基础结构的层次不尽相同。各国的国家统计

局进行的调查一般都是为了多重目的，或者在性质和设计上实行一体化，提供

有关各种人口的一系列人口调查和社会经济特征的可靠数据。发展中国家和转

型期国家的住户调查也用于对中小企业和小型农业股份公司进行调查研究。

2.  在发展中国家和转型期国家，除了由国家经常预算拨付资金的全国性

调查之外，还有各种国际机构主办的大量住户调查，其目的在于构建和监测这

些机构所关注的各国特征和指标的估计数据，并对这些指标进行国际比较。大

多数此类调查都是临时性的，但现如今愈来愈关注在联合国和世界银行等国际

组织的技术援助下持续进行的多项目、多轮次综合调查方案的设计、实施、分

析和推广的全过程。有关国际机构在发展中国家进行住户调查的突出实例有：

ORC Macro为美国国际开发署执行的“人口与健康调查”（DHS）；在世界银行

的技术援助下进行的“生活水平衡量研究”（LSMS）调查；以及由联合国儿童

基金会进行的“多指标类集调查”（MICS）。这些调查方案分别在非洲、亚

* 经社部/统计司方法和分

析股前任股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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洲、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以及中东地区的各种发展中国家实施。“人口与

健康调查”和“生活水平衡量研究”两项调查方案分别在第五章和第六章的案

例研究中作了概述。另见世界银行提供的资料（2000年），其中详尽讨论了世

界银行在发展中国家进行的包括“重点调查项目”和“核心福利指标问卷” 

（CWIQ）等在内的其他调查方案。关于“多指标类集调查”，见儿童基金会提

供的资料（2000年）。“人口与健康调查”是早期调查方案“世界生育率调

查”（WFS）的一个分支项目，此方案系由美国国际开发署和联合国人口基金

会联合资助，在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荷兰和日本政府的协助下进行

的。关于“世界生育率调查”方案的详细情况，见Verma等（1980年）。

B.  本出版物的目标

3.  本出版物为在发展中国家进行调查提供了一个方法论框架。由于这些

国家正在进行大量调查，所以，无论是住户调查数据的编制者还是用户，都对

有关调查过程所有阶段的方法论研究及现行最佳方法的推广应用不断提出新的

要求。这种方法论研究工作很多是在各国际组织以及经社部/统计司的赞助下

通过该处的出版物和技术报告进行的。本出版物提供了这方面努力的最新成

果。

4.  现在，发展中国家和转型期国家进行的大多数调查都以世界通用的方

法和程序为基础。可是其中有不少调查是在有关国家的调查基础结构和技术能

力相差十分悬殊、且预算非常短缺的环境中进行的。显而易见，不但需要改进

根本性的调查方法，而且需要把这些方法传授给发展中国家和转型期国家。而

达到这一目的的最佳途径，就是开展技术合作和加强统计能力建设。本出版物

是作为这种能力建设中的一个工具而编写的，它为完善设计和实施住户调查并

有效利用收集到的数据提供了所需要的中央技术资料及其他信息源。

5.  本出版物面向所有参与编制和使用调查数据的人，其中包括：

•  国家统计局的工作人员；

•  向各国提供技术援助的国际顾问；

•  参与住户调查数据分析的研究工作者和分析员；

•  与调查研究方法有关的教师和学生。

6.  本出版物提供了一个有关发展中国家和转型期国家的住户抽样调查设

计、实施和分析等方面的综合数据与参考资料来源。读者在设计这种国家的新

调查的时候可以使用本出版物第一部分中提供的一般方法论的信息及指导原

则，同时参考第二部分的案例研究成果。具体地说，本出版物的目标是：

(a) 提供一个涵盖发展中国家和转型期国家调查设计、实施与分析技术方

面的中央数据和参考资料来源；

(b) 协助调查实践者以较高的效率设计和实施住户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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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提供发展中国家和转型期国家已经或正在进行的各类调查案例研究，

侧重于提供可归纳的一般特征，以帮助调查实践者为同一国家或其他

国家设计和实施新的调查；

(d) 较详细地考察调查工作的三个运作特征——即设计效果、成本和非抽

样误差——的组成要素，并综合探讨这些特征或组成要素对不同调查

和不同国家的可移植性；

(e) 提供对复杂的抽样调查数据进行分析的实际指导原则，并对调查数据

分析所用的计算机软件类型作详细比较。

C.  上述目标的现实意义

7.  在发展中国家和转型期国家进行的住户调查有许多共同特征。此外，

各国、尤其同一地区的国家之间在基本人口关键特征方面也往往有许多相似之

处。既然国与国之间在住户调查的样本设计和基础人口特点方面有相似之处，

我们或许可以期望某些运作特点及其要素也比较相似或者可在国家之间进行移

植。

8.  调查运作特点的可移植性有几方面的实用好处。首先，有关特定国家

某一调查设计方面的信息可以为同一国家重复进行该项调查或者为该国或别的

国家进行类似调查提供高效率的实际指导原则。第二，基本上没有或根本没有

现行调查基础结构的国家，可以直接从具有较好调查基础结构和一般统计能力

的其他国家的有关抽样设计和实施的经验数据中获益。第三，有可能从先前进

行的某项调查中“借用”与样本设计有关的代价高昂的信息，从而大量节约成

本。再者，以往调查所取得的实践经验可以用于最大限度地提高拟议调查的设

计效率。

9.  本出版物除了处理有关调查设计与实施的成本效益问题之外，还有一

项重要的总目标，就是促进在发展中国家和转型期国家中进行高质量的住户调

查工作。它以先前的联合国各项相关倡议为基础，譬如10多年前结束的《国家

住户调查能力建设方案》。这里所载的各项案例研究在如下几方面提供了重要

指导原则：在发展中国家和转型期国家行之有效的调查设计与实施；需要避免

的易犯错误；以及在确保数据可靠性和减少调查总成本方面可以采取的改进措

施。本出版物所述及的所有调查都是在发展中国家和转型期国家进行的，这一

事实使其成为这些国家发展统计事业的一个针对性极强的有效工具。

10.  调查数据的分析与传播是发展中国家和转型期国家在能力建设方面亟

待开发的“领域”之一。对许多调查数据所作的分析很少会超出基本比率和造

册范围。调查数据的恰当分析和这种分析成果的及时传播，可以确保必要的信

息能有效应用于制定政策和有关资源分配的决策。本出版物分别就如何进行较

为精密的微观数据分析、如何阐释对数据分析进行设计的复杂性、如何将分析

目标纳入设计阶段，以及如何使用特制软件包来分析复杂的调查数据等问题，

提供了实际指导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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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总之，本出版物是全面了解发展中国家和转型期国家住户调查情况的

综合参考资料来源。第一部分提供的技术材料配合第二部分提供的具体实例和

个案分析，或许能在新的住户调查设计、实施与分析方面对全世界的调查实践

者有所助益。

参考资料

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儿童基金会）（2000年）。《十年终了多指标类集调查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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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二 章

发展中国家和转型期国家住户调查样本设计问题概述

Ibrahim S. Yansaneh*

国际公务员制度委员会 

联合国，纽约

摘    要

本章主要论述发展中国家住户调查所涉及的国家样本设计问题。论题包

括抽样标架、样本大小、分层次多级抽样、“域”的估算和调查分析。此外，

本章还全面介绍了调查过程的各个阶段，全书对这些阶段作了详尽处理，但本

章着重强调每个阶段与样本设计过程的联系。

关键词：复杂样本设计、抽样标架、目标人口、分层、类集、初级抽样

单位。

A.  导言

1. 发展中国家和转型期国家调查样本设计

1.  本章概述与发展中国家和转型期国家住户调查全国样本设计有关的问

题。跟全书一样，本章的重点放在住户调查方面。没有明确包括商业和农业调

查，但不少材料与这两方面有关。

2.  发展中国家和转型期国家的住户调查在样本设计方面有许多共同特

征。大多数调查系以多级分层次的“域”概率样本设计为基础。为了节省成

本，这些设计主要用于调查范围的开发和类集采访。通常在层次范围内进行样

本选择（见B节）。在第一阶段选中的单位——在调查抽样文献中通常叫作“初

级抽样单位”——往往是从前一次全国人口与住房普查中确定和使用的查点区

中构建起来的。这种查点区或许是城市地区的一些市内行政区或农村地区的一

些村庄。有些国家，候选的初级抽样单位包括普查监管区或行政区或行政分

区。在每个初级抽样单位中选定的单位叫作“第二阶段单位”；在第三阶段选

定的单位叫作“第三阶段单位”……如此类推。对于发展中国家和转型期国家

的住户来说，第二阶段单位一般是居住单位或住户，而在第三阶段选定的单位

通常是个人。一般来说，在一个多级设计中的最后阶段选定的单位叫作“最终

抽样单位”。

* 经社部/统计司方法和分

析股前任股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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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在发展中国家和转型期国家的调查中各国尽管有上述许多相似之处，

但是就样本设计而言，国与国之间不尽相同，譬如讲，可能在目标人口、调查

内容和目标、设计层次数、每一层次的抽样比率、初级抽样单位范围内的样本

规模、以及选定层次的初级抽样单位数量等方面存在差异。此外，基础人口可

能在特定人口特征的优势比率、各层次内部及各层之间的异质程度，以及各层

次内部和各层之间特定分组人口的分布等方面有所变化。

2. 概述

4.  本章由如下几部分构成：A节作概括性介绍。B节探讨分层次多级样

本设计问题。首先描述概率与规模成正比的抽样工作。然后结合整群抽样介

绍“设计效果”概念。接下来讨论初级抽样单位数量和在初级抽样单位范围内

的第二阶段单位（居住单位、住户、个人，等等）数量上的最佳选择。讨论中

考虑的各种因素包括预定的调查估计数的精确度要求和有关实地组织工作的一

些实际考虑。C节讨论抽样标架及相关问题，并就这些问题推荐一些可能的解

决方案。D节讨论“域”的估计数问题，以及为满足相互竞争的需要以产生全

国和分区层级估计数可能考虑的各种分配计划。E节讨论为达到预定的标准误

差和估计数变异系数的精确度水准要求进行的抽样规模测定。F节讨论调查数

据的分析，特别强调调查数据的适当分析必须考虑到产生数据的样本设计的特

征。G节概括了发展中国家和转型期国家住户调查设计中的一些重要问题。附

件中提供了一幅流程图，描绘典型调查过程中所涉及的各个重要步骤以及这些

过程步骤之间的相互关系。

B.  分层多级抽样

5.  发展中国家和转型期国家的大多数调查都以分层次多级分组设计为基

础。这么做有两个理由。首先，由于缺乏住户或住址清单，或者清单质量很

差，所以有必要先选定一个地理单位样本，只在选定的单位内编制住户或住址

清单。然后才可以从这些清单中选择住户样本。第二，采用多级设计可以控制

收集数据的成本。我们在本节讨论一个典型多级设计中的统计和运作方面的问

题。

1. 明晰分层法

6.  每个抽样阶段都要分层。不过，在采集初级抽样单位的时候划分阶段

的好处尤为明显。因此在选择初级抽样单位以前对其进行完善的分层十分重

要。

7.  分层的工作是将人口中的各种单位分割成相互独立而整体上包罗万象

的一些小组或层次。然后再从每个层次选取不同的样本。分层的首要目的是提

高调查估计数的精确度。在这种情况下，各层的构成方式应该是：就调查所关

注的特征而言，同一层次的各单位要尽可能同质；不同层次的各单位要尽可能

异质化。分层的其他好处包括：(一) 管理方便灵活；(二) 重要的“域”和特

殊分组人口的代表性有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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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许多国家以往的样本设计和数据分析经验表明，在每个国家不同行政

区之间和不同城乡地区之间人口特征分布差别悬殊（见第二十二章、二十三章

和二十五章）。这就是为什么这些国家的调查中明晰的层次均以行政区和政区

范围内的城乡地区为基础的原因之一。有些行政区——比如首都城市——可能

没有农村成分，而有些政区则可能没有城市成分。最好在最终选定明晰抽样层

次以前先检查一下住户和个人的抽样率分布情况。

9.  有些地区不但国家一级需要估计数，而且每个行政区或分区（诸如

省、部或区）也需要估计数。可以通过根据上述各种关注“域”分层来控制

样本的分布。例如，在第二十二章讨论的“人口与健康调查”（DHS）中，初

步分层系以需要估计数的行政区为基础。在行政区内，再按照城市成分对农

村成分或其他类的行政区划来进一步分层。在各“域”之间设定不均衡抽样

率，以确保“域”的估计数足够准确。一般来说，如果有许多“域”要求可靠

数据的话，就需要进行大规模的总体抽样。关于“域”的估算问题将在D节讨

论。

2. 隐含分层法

10.  在每个明晰层次中，往往采用一种叫作“隐含分层法”的技巧来选

择初级抽样单位。在选择样本之前，先要参照被认为与所关切的变量高度相

关并可供该层次每个初级抽样单位所用的一、两个变量，对一个明晰层次中

的各种初级抽样单位进行分类。然后选定一个成体系的初级抽样单位样本。

采用隐含分层法可以确保该初级抽样单位的样本能推广运用到各种类别的分

层变量。

11.  对于发展中国家和转型期国家的许多住户调查来说，隐含分层法系以

明晰层次中各种单位的地理排序为基础。有时候使用隐含分层法来选择初级抽

样单位，其变量包括：在城市地区有住宅区（按低收入、中等收入和高收入划

分）、开支类别（通常按五分位数划分）、族群和居民区；在农村地区有耕作

区、家禽或牲畜保有量、非农业工人所占的比例，等等。在社会经济调查中，

隐含分层法的变量包括：属于贫困类住户所占的比例、受过中等以上教育的成

年人所占的比例、距离大城市中心地区的远近，等等。用于隐含分层法的变量

通常是从普查资料中获得的。

3. 初级抽样单位的样本选择

良好初级抽样单位的特征

12.  对于发展中国家和转型期国家的住户调查来说，初级抽样单位往往

是同一层次中的一些小的地理区域。如果有普查资料可用，初级抽样单位可能

是普查中确定和使用的查点区。有时也利用类似地区或地方人口登记造册的资

料。农村地区可能把村庄列为初级抽样单位。在城市地区，初级抽样单位则可

能以市内行政区或街区为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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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鉴于初级抽样单位会影响到此后调查过程所有各阶段的质量，所以一

定要确保所指定的初级抽样单位质量良好并以较为有效的方式为调查所选定，

这点十分重要。一般来说，初级抽样单位达到良好质量的标准是：

(a) 有明晰可辨且长期稳定的界定范围；

(b) 完全覆盖目标人口；

(c) 有服务于抽样目的规模量数；

(d) 有为分层所需的数据可用；

(e) 要有足够的数量。

14.  选择样本之前需要对抽样标架进行质量评价。就查点区的范围而言，

第一步是按照关注“域”逐一检查其普查计数。总的来说，应把相当大的注意

力放在初级抽样单位的性质和住户及个人在整个人口和各个不同关注“域”中

的分布方面。通过对这些分布情况的仔细审查，将为初级抽样单位的选择提供

决策依据，并为达到良好初级抽样单位的质量标准而确定需要加以调整的单

位。一般来说，如果住户和个人数量在不同的初级抽样单位和不同的时期变化

幅度太大，就会给实地组织工作带来不利的影响。如果所选择的初级抽样单位

概率均等，也会对调查估计数的精确度产生负面效应。

15.  自然选择的初级抽样单位往往不可用，因为它们缺乏一种或多种上

述特征，在这个意义上是有缺陷的。这种初级抽样单位在使用前需要加以修改

或调整。譬如讲，如果认为查点区的范围不是界定得很好，那么可以用范围

大一些的或更明确界定的单位——比如行政区、村庄或社区——作初级抽样单

位。另外，有时被认为过大的初级抽样单位可以拆分或者作为一个层次来单独

处理，这种单位往往称之为确定型选择或“自我代表型”初级抽样单位（见

Kalton,1983年）。较小的初级抽样单位通常与相邻单位组合在一起，以达到

预定的每个初级抽样单位最低住户数量的要求。最好在选择样本之前对这些规

模过小或过大的初级抽样单位加以调整。

16.  为了确保初级抽样单位范围内的住户均衡分布，有时候要将非常大的

初级抽样单位分割成若干规模适中的小单位，需要从中随机抽选一个细分单位

做进一步的实地工作，比如住户列表造册。这叫作“程序分块”或“分割”过

程。请注意，对过大初级抽样单位的选择和分割意味着额外增加了一个抽样阶

段，必须在加权过程中将其考虑在内。

17.  非常小的初级抽样单位也可以同初级抽样单位框架中的相邻初级抽

样单位合并，以达到预定的初级抽样单位最低限度的规模要求。在选择初级抽

样单位期间或之后进行这种组合可以大大减少初级抽样单位组合所牵涉的工作

量。但这是一个冗长乏味的过程，需要坚持严格的规则并保存大量纪录。Kish 

（1965年）描述了在样本选择期间或之后合并初级抽样单位的程序。这种程序的

一个不利方面是，它不能保证选定参与组合的初级抽样单位是相互毗邻的。因

此，在规模不足的初级抽样单位数量很大的情况下，不主张采取这种做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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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模量数不准确的问题及可能的解决办法

18.  在把调查用作初级抽样单位（这是在发展中国家和转型期国家常见的

做法）的架构中最普遍的问题之一，就是规模量数可能极不准确。规模量数一

般是基于前次普查的初级抽样单位中的个人或住户数量的计数。这些计数有可

能早已过时，由于多种因素——比如人口迁移、战争和自然灾害等导致城市地

区扩展和其他地区收缩——的缘故，致使有关的数据可能与当前实际情况有明

显的差别。规模量数不准确就会导致第二阶段单位分布和子样本规模失控，而

这有可能给日后的实地运作带来严重问题。解决规模量数不准确的办法之一，

就是在选择住户之前先进行一次彻底的造册工作，以便在选定的初级抽样单位

创建一个住户框架。另一个解决办法就是选择概率与估计规模成正比的初级抽

样单位。下面第4节和第5节阐述了这两种做法。在使用普查查点区作为初级抽

样单位方面还存在另外一些普遍问题，包括缺少质量较好的地图以及目标人口

覆盖面不完整等，这是C节讨论的与抽样标架有关的问题之一。

4. 概率与规模成正比的初级抽样单位采样

19.  在选择样本之前，先使用B.1节和B.2节中列举的变量对初级抽样单位

进行明晰分层和隐含分层。发展中国家和转型期国家的住户调查大多选择概率

与规模量数成正比的初级抽样单位。在选择样本之前给每个初级抽样单位设定

一个规模量数，这种规模量数通常以最近普查中所记录的或最近更新的住户或

个人数量为基础。然后在每个明晰层次中单独选定一个其概率与指定规模量数

成正比的样本。

20.  概率与规模成正比（PPS）的抽样是利用辅助数据大幅提升调查估计

数精确度的一种方法，这种方法特别适合在规模量数比较准确、且所关注的变

量与单位规模相互关联的情况下采用。它是大多数住户调查所选用的初级抽样

单位采样方法。PPS抽样可以产生不均等的初级抽样单位选择概率。初级抽样

单位的规模量数基本上决定了这种单位的选择概率。然而，在选定的初级抽样

单位内部，当这种方法与某个适当的子抽样部分相结合用以选择住户的时候，

它就可以导致产生一个总体上自我加权的住户样本，在这个样本中所有住户都

有同样的选择概率，而不为其所在的初级抽样单位所左右。它的主要吸引力就

在于促成每个初级抽样单位大体均衡的样本规模。

21.  对于住户调查来说，住户数量就是选择初级抽样单位所用的PPS规模

变量的一个良好实例。诚然，一个初级抽样单位内的住户数量会随着时间的推

移而不断变化，并且可能在选取样本的时候已经过时。不过正如第18段所讨论

的，有几种方法可以处理这个问题。在农场调查中，经常采用的PPS规模量数

就是农场的规模。这样选择的部分理由是：在农场调查中，各种典型的重要参

数——诸如收入、作物产量、牲畜保有量和各项开支等——均与农场的规模相

关联。在商业调查中，典型的PPS规模量数包括员工人数、经营场所的数量以

及年销售额。跟住户数量一样，这些PPS规模量数也很可能依时而变，这一事

实必须在样本设计过程中考虑在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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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让我们来考虑从一个两阶段设计中取得一个住户样本：设α为第一阶

段选定的初级抽样单位总数，在第二阶段选定住户样本。假定第 ith 个初级抽样

单位的规模量次（比如最后一次普查时的住户数量）为Mi。如果初级抽样单

位是按概率与规模成正比（PPS）选择的，那么选定第 ith 初级抽样单位的概率

Pi 可由下式给出：

23 .  现在，设 Pj|i 代表在第 ith 初级抽样单位中选定第 jth 住户的有条件

概率——即假定已在第一阶段选定了第 ith 初级抽样单位。那么，根据该设

计，在第 ith 初级抽样单位中选定第 jth 住户的无条件概率的选择方程式 Pij 

即为：

24.  若想在抽样份额为f = Pij的情况下取得一个同等概率的住户样本，那

么必须按照与其所在的初级抽样单位选择概率成反比的适当的比率来选择住

户，亦即：

25.  如果各初级抽样单位均为实际规模，且样本选择与数据收集之间没

有规模量数上的任何变化，同时如果在每个取样的初级抽样单位中选定了b个

住户的话，那么我们即可获得一个自我加权的住户样本，其选择概率由下式给

出：

式中，f 为常数。

26.  这个程序的问题在于，实际当中很少能够知道准确的规模量数。不

过往往有可能从最近的普查或其他一些可靠的来源获得一些不错的估计数，比

如人口和住户计数。这样，我们就可以应用一种叫作“概率与估计规模成正

比”（PPES）的抽样程序。在第二阶段选择住户的两段设计中，PPES抽样可以

有两种选择，即：(a) 在每个初级抽样单位中按固定的比率选择住户；或者

(b) 在每个提取的初级抽样单位中选取固定数量的住户。

27.  按固定比率的PPES住户抽样实施方法如下：设 Ni 代表实际规模量数

实际值，并假定Mi 值是 Ni 的正确估计数。这样，我们对第 ith 初级抽样单位应用

b/Mi 的抽样率，即可得到如下式给出的样本规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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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  请注意，在初级抽样单位范围内按照固定比率（与初级抽样单位规模

量数成反比）进行子抽样，需要确定每个初级抽样单位的取样比率，以便结合

初级抽样单位的选择概率，获得一个同等概率的住户样本，而不管初级抽样单

位的实际规模大小。可是这种程序不能控制第二阶段样本的规模，因此也就无

法控制总体样本规模。在住户数量比预期数量多的情况下从初级抽样单位中抽

样的住户就比较多，而在住户数量比预期数量少的情况下从初级抽样单位中抽

样的住户就比较少。这对实地组织工作是有影响的。此外，如果早已过时的规

模量数造成实际样本的极大差异，就需要改变抽样比率，以扩大样本规模，提

高初级抽样单位间的同质性，而不惜在某种程度上偏离自我加权设计的要求。

29.  第二种程序，即每个初级抽样单位选择固定数量的住户，可以避免每

个初级抽样单位样本规模变化无常的不利情况，但不会产生自我加权的样本。

不过，如果在紧接在选择初级抽样单位样本之前更新规模量数的话，就有可能

产生十分精确的近似值，进而形成大体上自我加权的住户样本。

30.  总之，即便把初级抽样单位范围内按固定比率进行的子抽样设计为产

生自我加权样本，也会出现此种方法导致偏离自我加权住户样本要求的情况。

另一方面，虽然在初级抽样单位范围内选取固定数量住户的做法往往不能产生

自我加权的样本，但是会出现此种方法导致产生大体上自我加权住户样本的情

况。一旦发生偏离自我加权设计的情况，必须运用权数来补偿不同初级抽样单

位中所产生的微分选择概率。

5. 住户样本选择

31.  一俟完成初级抽样单位的样本选择，应立即执行旨在将每个选定的初

级抽样单位中的所有住户或所有居住单位或住所列表造册的程序。有时候登记

表所列的是居住单位。因此，如果是对某个居住单位进行采样的话，在选定居

住单位中的所有住户都要包括在内。这一登记列表的步骤意在创建一个据以选

择住户的最新抽样标架。有效完成这一步骤的重要意义不容低估。造册工作的

质量是影响目标人口覆盖面的最重要因素之一。

32 .  在对每个初级抽样单位进行样本选择之前，可以按照地理分布和

据认为与重要调查变量高度相关的其他变量对列入清单的住户加以分类（见

B.2节）。然后采用同等概率系统化抽样程序从按顺序排列的清单中采集住户样

本。正如B.4节所述，可以按照旨在生成所有住户均等的整体选择概率的抽样比

率，亦可按照旨在使每个初级抽样单位生成固定数量的抽样住户的程序，在初

级抽样单位的取样范围内对住户进行选择。B.4节分别讨论了这些做法的优缺

点。

33.  住户往往是最终抽样单位，并且围绕选定的住户和这些住户的所有成

员收集信息。在有关收入和支出的特别单元方面，住户是分析单位，经常把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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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一位有见识的受访者选定为住户填报人。对于某些据认为对住户成员比较敏

感的话题（比如家庭虐待），就在每个取样住户选定一个代表个人（一般为一

人）的随机样本。

6. 每个初级抽样单位选定的住户数量

34.  初级抽样单位系由地理上群集的成套住户组成。因此跟一般住户相

比，就调查特征而言同一住宅群里的住户都比较相似（比如收入、教育、职

业，等等）。类集的住宅区可以大大节省收集数据的成本，但是与非类集住户

调查设计相比，在同一住宅群各单位之间的相关性会使得调查估计数方差发生

膨胀（或者说降低精确度）。由此可见，就类集住宅区而言，调查设计者面对

着不得不在节省成本和相应的精确度损失之间做出适当权衡的挑战。

35 .  因类集取样导致调查估计数方差膨胀，从而促成了所谓“设计效

果”。“设计效果”是指势必导致依据同样规模的简单随机样本得出的估计数

方差成倍增加的各种因素，就是说，需要考虑到由于分层法、类集和加权而致

使实际样本设计中出现的各种错综复杂的情况。它被界定为依据复杂设计得出

的估计数方差相对于依据同样规模简单随机样本的估计数方差之比。关于设计

效果及其在抽样设计中应用的详细情况，见本出版物第六章和第七章及其中援

引的参考资料。一项估计数[譬如一个估计平均数（ ）]（因类集而产生）

的设计效果可以大致表示如下：

式中， 表示估计平均数 的设计效果； 是组内相关；而b是拟从每

个类集中选出的住户平均数，亦即平均类集样本规模。“组内相关”是衡量一

个类集居住区范围内的各个单位（就重要变量而言）同质程度的一个尺度。由

于在同一类集居住区内的各种单位一般彼此相似，所以组内相关几乎总是正相

关。就人群总体而言，同类正相关也许是因为同一居民区的住户都属于同一收

入阶层这个事实；也许都对日常生活问题抱持同样的态度；并且往往处于同样

的环境状况（比如气候、传染病、自然灾害，等等）。

36.  如果在估算标准误差的时候不把设计效果考虑进去，就可能导致对

调查结果的无效解释。应该指出的是， 值的大小直接关系到整群抽样规

模b值和组内相关系数（ ）。对于一个固定的 值来说，设计效果与b值呈线

性增长。因此，为了达到减小设计效果的目的，最好尽可能压缩整群抽样的规

模。表二.1说明平均类集规模和组内相关如何影响设计效果。譬如讲，设平均

整群抽样规模b为每个初级抽样单位有20个居住单位， = 0.05，那么设计效

果即为1.95。换言之，这个整群抽样设计所产生的估计数的方差相当于大约半

数住户的非类集样本（即简单随机样本）估计数的方差。从表二.1右侧可以看

出，对于较大的 值而言，精确度损失甚至更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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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二.1

选定的整群抽样规模与组内相关组合的设计效果

类集 
抽样规模(b)

组内相关( )

0.005 0.01 0.02 0.03 0.04 0.05 0.10 0.20 0.30

 1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10 1.05 1.09 1.18 1.27 1.36 1.45 1.90 2.80 3.70

15 1.07 1.14 1.28 1.42 1.56 1.70 2.40 3.80 5.20

20 1.10 1.19 1.38 1.57 1.76 1.95 2.90 4.80 6.70

30 1.15 1.29 1.58 1.87 2.16 2.45 3.90 6.80 9.70

50 1.25 1.49 1.98 2.47 2.96 3.45 5.90 10.80 15.70

37.  一般来说，每个初级抽样单位中所选定的最佳住户数量，取决于在

初级抽样单位范围内收集数据的成本结构以及与调查变量相关的同质或类集

程度。假定一个两阶段设计，初级抽样单位在第一阶段选定，住户在第二阶

段选定。同时假定，与初级抽样单位和住户抽样有关的总成本的线性成本模

式为：

式中，C1和C2分别是每增加一个初级抽样单位的成本和每增加一个住户的成

本；而α和b分别表示选定的初级抽样单位数量和每个初级抽样单位选定住户的

数量（Cochran，1977年，第280页）。依照这一成本模式，旨在最大限度减少

样本平均数方差的最佳b值的选择公式（见Kish，1965年，第8.3节b）大致如

下：

38.  表二.2给出了各种成本比率C1 /C2和组内相关的最佳第二阶段样本规模

（b）。请注意，在所有其他方面均等的情况下，最佳样本规模随着组内相关

增加而缩小（就是说，样本可以更广泛地扩散到各个类集），并且随着每增加

一个住户的成本相对于每个初级抽样单位成本的增加而缩小。

39.  在推导最佳类集规模中使用的成本模式虽然过于简单，但对于一般指

导来说这大概就足够了。由于大多数调查都具有多重目的性，涉及到各种不同

的变量，并相应涉及到不同的 值，因而b值的选择也就常常涉及到几种不同

的最佳条件在某种程度上的折衷。

40.  在缺少确切成本信息的情况下，可以使用表二.2，按照各种不同的成

本比率和组内相关，来确定一个类集居住区住户数量的最佳选择。譬如讲，如

果事前已知包含一个初级抽样单位所需的成本相当于包含一个住户所需成本的

四倍，且一个重要变量的组内相关值为0.05，那么，最好在该类集居住区选择

9个住户为宜。请注意，在一个类集内选择的最佳住户数量不取决于现有的调

查预算总额。总预算只能决定所要选定的初级抽样单位的数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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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二.2

成本比率与组内相关选定组合的最佳子样本规模

成本比率
（C1 /C2）

组内相关

0.01 0.02 0.03 0.05 0.08

 4 20 14 11 9 5

 9 30 21 17 13 10

16 40 28 23 17 14

25 50 35 28 22 17

41.  一般来说，在初级抽样单位范围内确定各种初级抽样单位和住户样本

之间的样本分配方面，需要考虑的事项包括（通过设计效果取得的）各项调查

估计数的精确度、数据收集成本和现场组织工作。如果差旅费用很高——比如

在农村地区，最好在每个初级抽样单位中选择少数几个初级抽样单位，而每个

初级抽样单位多选一些住户。另一方面，如果——比如在城市地区——差旅费

用比较低，那就最好多选择一些初级抽样单位，而在每个初级抽样单位中少选

一些住户。在农村地区，则每个初级抽样单位多选一些住户，也许效率会高。

以上这些选择必须以有利于访调员和主管人员之间的有效分工为原则。

C.  抽样标架

1. 发展中国家和转型期国家调查中的抽样标架特征

42.  对大多数住户调查来说，其目标人口系由非固定的平民百姓所组成。

为了从这种目标人口获取所需要的数据，往往在住户一级进行访问调查。一般

来说，只有被认定为一个住户的永久居民的人才有资格列为受访者。一个住户

的永久居民当中暂时离家在外的人——比如在外地度假或临时住院的人，或者

在外地就读的学生，如果他们的住户被选中的话，一般也包括在内。但如果在

外地就读的学生在其就读居住地被取样的话，则不列为其住户受访者，因为这

类学生的相关数据将从他们的常住地获取。通常被排除在发展中国家和转型期

国家的住户调查以外的群体包括：生活在军营或私人家庭中的武装部队成员；

服刑人员和住在医院、养老院或其他机构的人员；无家可归的人；以及游牧

民。这些群体之所以大多被排除在调查以外，是因为通常从这些人收集资料的

时候会遇到许多实际困难。不过，需要根据调查的具体目标来决定是否应该将

某个群体纳入抽样标架。

2. 有关抽样标架的问题及可能的解决办法

43.  跟其他类型的调查一样，出自住户调查的数据质量在很大程度上取决

于据以选取调查样本的抽样标架的质量。遗憾的是，有关抽样标架的问题是住

户调查的一个不可回避的特征。本节讨论的是其中一些问题并推荐可能的解决

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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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Kish（1965年，第2.7节）提出了一个对与抽样标架有关的四个问题

进行分类的有效方法及其可能的解决办法。这四个问题是：未覆盖；要素类

集；项目空白；重复列表。现在，我们结合发展中国家和转型期国家进行的多

级调查设计来讨论这些误差。

45.  “未覆盖”这个词语是指抽样标架没有覆盖所有目标人口，以至于某

些抽样单位没有可能被纳入样本。未覆盖是发展中国家和转型期国家进行住户

调查当中值得关切的一个主要问题。在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和转型期国家，基于

调查人口计数样本的估计数远远低于其他来源的人口估计数，这一事实即可证

明未覆盖问题所产生的影响。

46.  未覆盖分三个层级，即：初级抽样单位层级、住户层级和个人层级。

对于发展中国家和转型期国家来说，初级抽样单位的未覆盖问题不如住户及抽

样住户中合格个人的未覆盖问题那么严重。譬如讲，初级抽样单位未覆盖的问

题多半是在一个国家的某些地区被故意排除在调查之外的情况下发生的，而这

些地区是因为发生战乱、自然灾害、或其他缘故而不宜进入才被排除在外的。

另外，一些住户或人口稀少的边远地区的居民有时也被排除在住户调查之外，

因为他们在整个人口中所占比例很小，故而对人口数据影响甚微。但在住户和

个人层级，未覆盖则是一个比较严重的问题。由于存在涉及住户结构与成分的

复杂定义和概念问题，所以有些住户和个人可能被错误地排除在调查以外。有

这样一种潜在可能性，就是不同的访调员或负责住户及住户成员登记造册的人

可能对上述定义和概念问题做出不一致的解释。因此有必要做出严格的操作指

示，以指导采访员哪些人应算作住户成员，并使其正确把握住户或居住单位的

确切定义。作为处理这方面问题的一个手段，应该把住户及合格住户成员登记

造册的质量问题列为在发展中国家和转型期国家开展有关方法论的工作与培训

的一个关键“领域”。

47.  项目空白的问题是在抽样标架名册没有包含目标人口要素的情况下发

生的。对于居住单位名册范围来说，空白项目可能相当于一个空宅。在对特定

分组人口进行抽样的时候也会出现这种问题，比如上一年生孩子的妇女。有些

被列入名单并抽样的住户不包括任何在上一年生产的妇女。如果可能的话可以

在选择样本之前将空白项目从表册范围中删除。可是在实际执行的情况下这样

做不划算。一种比较切合实际的解决办法是在选择样本之后鉴别和删除空白项

目。不过，删除空白项目意味着最终的样本缩小了，而且规模变化无常。

48.  重复列表的问题是指目标人口单位不止一次地出现在抽样标架。譬

如讲，在对游牧民或一年中有部分时间在某一地点居住的人进行调查抽样时，

可能会发生这种问题。避免重复列表的一个办法，就是预先规定一个惟一的列

表作为实际列表，而其他列表都算作空白表。只有在这个惟一列表被抽样的情

况下，该单位才被纳入样本。譬如讲，游牧民不断迁移放牧牲畜的地点，以寻

找牧场和水源。他们可能在前往水源之地的时候被取样。根据牲畜的饮水周期 

（据报道马的饮水周期长一些），有些牧民可能在调查收集资料期间要去不止

一个水源地。为了避免重复列表，可以在规定的日期以后，以其首次到访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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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源地为准，作为惟一的列表鉴别，尔后的各次到访均作为空白表处理。否

则，抽样单位的权数需作调整，以将重复因素考虑在内。关于这方面的做法实

例，见Yansaneh（2003年）。

49.  要素类集的问题是在一个单一的抽样标架列表实际上包含目标人口的

多个单元的情况下发生的。譬如讲，一个住宅清单中可能包含一些内有不止一

个住户的住所。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将与抽样住所有关联的所有住户都包括在

内的话，就会产生这样一个样本：其中所有住户都有同样的概率被选作住所。

请注意，在类集住所中随机选择单位之一的做法，可以自动导致选择的不均等

概率，这种概率需要通过加权予以补偿。

3. 抽样标架的保持和评价

50.  良好抽样标架的构建和保持是一项既费财力又费时间的工作。发展中

国家和转型期国家具有根据持续十年普查资料来源创建这种抽样标架的潜力。

建议每个国家统计局都把创建和保持一个在前次普查中界定并使用的主要查点

区抽样标架摆在高度优先地位。在完成普查后不久就应确立这样的抽样标架，

因为离普查相隔时间越久，所牵涉的工作量越大。必须根据抽样标架对可能用

作初级抽样单位的其他（可能较大的）地理区域设置相关标签。还应该包括可

能对分层有用的数据，比如族群和种族的构成、中等开支或支出五分位数，等

等。如果保持得当的话，这种主抽样标架可以用于包括反复调查在内的一体化

调查系统。关于构建和保持主抽样标架的详细论述，见第五章。

D.  “域”的估算

1. “域”要素的必要性

51.  近年来大多数国家不但在中央一级而且在国家所属各级行政区或辖区

对可靠数据的需求与日俱增，主要因为大多数发展或干预规划都是在诸如行政

地区或管辖区的地方各级实施的。就地方层级的规划实施或资源分配做出重要

决策，需要有同一层级的准确数据作基础。

52.  为了本章讨论的目的，我们把“域”一词定义为：在调查设计中单

独计划估计数的任何一个人口子集。一个“域”可以是一个层次，或多个层次

的组合，或一个行政区，或者在该行政区范围内的城、镇（乡）或其他区划。

例如，许多国家调查得出的估计数分别按行政区发表。然后这些行政区也可以

按“域”来处理，每个政区“域”划分为两个层次（比如城市分组人口和农村

分组人口）或更多的层次。“域”也可以是按年龄、种族和性别等特征界定的

各种人口调查分组人口。可是，当“域”跨越层次界限的时候问题就复杂了，

譬如一个由享有保健服务的住户组成的“域”。

53.  在一次特定调查中将所关注的“域”的数量控制在适中的水平上，这

一点很重要。如果“域”的数量很多，且每一个“域”都要求提供可靠的估计



  发展中国家和转型期国家住户调查样本设计问题概述  21

数，那么势必需要非常庞大的样本规模。与大规模样本有关的问题将在E节讨

论。

2. 样本分配

54.  为所关注的“域”提供精确的估计数，就需要给各个“域”分配适当

规模的样本。可是，如果对人口规模相差悬殊的不同的“域”要求同等的数据

精确度的话，就会发生冲突。若想要所有“域”的估计数都达到同样水准的精

确度，那么均衡的分配（亦即每个“域”中的样本规模均等）就是最有效的策

略。然而，这种分配办法会严重降低国家级估计数的功效。对国家级的估计数

来说，每个“域”采用均等抽样份额的按比例分配往往是最适当的分配办法。

当“域”的规模相差很大、而且同时需要国家估计数和“域”的估计数的时

候，就需要在均等分配和均等抽样份额之间作些妥协折衷。

55.  Kish（1988年）推荐了一个按比例分配与均等分配之间的妥协办法，

其依据是一种与 公式成比例的分配，式中，n是总样本规模；Wh是

h层中的人口比率；H是层数。对于非常小的层次来说，第二个条件支配着第一

个条件，因而可以避免向规模过小的“域”作分配。

56.  一种可供选择的方法就是将较小“域”的样本规模扩大到能满足精

确度要求的地步。如果一个“域”很小，按比例分配的结果是该“域”的样本

规模可能太小，以至于不可能产生足够精确的估计数。那么补救办法就是对

小“域”过度取样，或者按较高的比率取样。

57.  总之，发展中国家和转型期国家的调查设计者往往不得不在国家级的

精确估计数与“域”级的精确估计数之间做出抉择。当所关注的各个“域”的

规模相差悬殊的时候，这个问题就变得更加严重。规避这种两难境地的一个办

法是把各个“域”界定成大致均等的规模，大概可以通过合并现有的“域”来

实施。或者，可以保持各个“域”明显不同，并适当降低小“域”的估计数精

确度水准，或者也许根本就不发表这些“域”的估计数。

E.  样本规模

1. 影响样本规模决策的诸多因素

58.  调查数据的编制者和用户都希望有较大的样本规模，因为据认为这是

为了使样本更具“代表性”并最大限度地减少取样误差、从而增加调查估计数

的可信度所必要的。这个论点的提出几乎全然不顾大规模的样本可能会增加非

取样方面的误差这一事实。本节讨论在确定某项调查的适当样本规模时必须予

以考虑的各种因素。

59.  在一项调查的适当样本规模方面驱动决策的有三个主要问题，就是：

•  调查估计数的精确度（或可信度）；

•  调查所收集数据的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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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收集、处理和散发数据的时间成本和金钱成本。

现在让我们来逐一讨论这些要素。

2. 调查估计数的精确度

60.  在发展中国家和转型期国家，大多数调查的目标包括估计某个时间点

上某一特征（比如贫困类住户比率）的水平，以及该水平在一定时期内的变化

（比如在两个时间点之间的贫困率变化）。我们结合某个特征在某个时间点的

估计水平来讨论调查估计数的精确度问题。在其余的讨论中，我们将使用贫困

住户的百分比——我们称之为贫困率——作为所关注的特征。

61.  一项估计数的精确度系以其标准误差来衡量。估计某个特定“域”的

某项估计贫困率 p（用se（p）来表示）的标准误差的公式由下式给出：

式中，n代表所关注“域”的住户总数；N代表有关“域”的住户总数；而d2 

（p）则代表与复杂调查设计有关的估计设计效果。2 该样本中的人口比率，n/
N，叫作抽样分式，而因子[1-(n/N)]（样本中所不包括的人口比率）叫作有限

总体矫正因素（fpc）。fpc代表对估计数的标准误差所作的调整，用以说明这

样一个事实，即：该样本未加置换地取自一个限定人口。

62.  让我们以越南的数据为例来加以说明。根据1999年普查，该国住户

总数，N，为16 661 366户。欲知基于1999年普查的住户分布的详细情况，见

Glewwe和Yansaneh（2000年）。请注意，面对如此之大的人口总量，有限总

体矫正因素fpc无论在何种情况下都是可以忽略不计的。表二.3提供了在假定

设计效果值为2.0的情况下，各种贫困率估计数的标准误差和95%的置信区间。

一个95%的置信区间就是载有95%实值的概率。该表说明，对于一个特定的同

等规模来说，标准误差随着贫困率的增长而增长，最高可达p = 50%。与之相关

的95%的置信区间也随着贫困率的增长而加宽，当贫困率达到50%的时候置信

区间最宽。因此，一般而论，对于特定同等规模和设计效果来说，与贫困率

接近50%的“域”相对而言，贫困率大大低于或高于50%的“域”可能获得较

为精确的调查估计数。3  这就是说，贫困率极低或极高的“域”将需要较小的

样本规模才能达到与贫困率接近50%的“域”相同的标准误差。比如，让我们

来考虑一个“域”中有50个住户的样本规模。如果这个“域”的估计贫困率

只有5%，那么置信区间即为5 ± 2.7%；如果这个“域”的估计贫困率为10%，

其置信区间即为10 ± 3.7%；如果这个“域”的估计贫困率为25%，置信区间即

为25 ± 5.4%；而如果这个“域”的估计贫困率为50%的话，那么置信区间即为

50 ± 6.2%。

63.  当然，将样品规模扩大到500个住户以上即可缩小置信区间的宽度 

（换言之，样本估计数变得更精确）。然而置信宽度的缩小并不与样本规模的

扩大成比例，而是与样本规模平方根的增加成比例，这里用 来表示，

2 虽然 n 在上述 se(p) 的公

式中实际上应为 n-1，但在大

多数实际应用中，n 往往大到

可以忽略n 与 n-1 之间差别的

地步。

3 如果贫困率高于5 0 % 

（即p > 50%），标准误差就相

当于 100 – p贫困率的标准误

差，因此可以根据表三 .3来
推断。譬如讲，估计贫困率

75%的标准误差相当于估计贫

困率25%的标准误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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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二.3

根据各种样本规模在设计效果值为2.0的情况下贫困率估计数的标准误差和置信区间

贫困率（%）

5 10 25 40 50

样本

规模

标准

误差

置信

区间

标准

误差

置信

区间

标准

误差

置信

区间

标准

误差

置信

区间

标准

误差

置信

区间

250 1.95 (1.2,8.8) 2.68 (4.7,15.3) 3.87 (17.4,32.6) 4.38 (31.4,48.6) 4.47 (41.2,58.8)

500 1.38 (2.3,7.7) 1.90 (6.3,13.7) 2.74 (19.6,30.4) 3.10 (33.9,46.1) 3.16 (43.8,56.2)

750 1.13 (2.8,7.2) 1.55 (7.0,13.0) 2.24 (20.6,29.4) 2.53 (35.0,45.0) 2.58 (44.9,55.1)

1 000 0.97 (3.1,6.9) 1.34 (7.4,12.6) 1.94 (21.2,28.8) 2.19 (35.7,44.3) 2.24 (45.6,54.4)

1 500 0.80 (3.4,6.6) 1.10 (7.9,12.1) 1.58 (21.9,28.1) 1.79 (36.5,43.5) 1.83 (46.4,53.6)

2 000 0.44 (4.1,5.9) 0.95 (8.1,11.9) 1.37 (22.3,27.7) 1.55 (37.0,43.0) 1.58 (46.9,53.1)

其中，n是新样本的规模。譬如讲，在一个贫困率为25%的“域”中，将样本规

模从500翻番到1 000，即可将置信区间的宽度减小一个 商数，也就是说，

从± 5.4%减小到± 3.8%。应根据由此而造成的调查业务管理的复杂程度、成本

和非取样误差的增加情况，对置信区间宽度的减小予以仔细加权。

64.  调查估计数的精确度往往依据所关注估计数的变异系数来表示。跟以

往一样，我们把注意力仅限于一个国家中被划为贫困类的住户百分比方面。一

个贫困率估计数的变异系数用 cv（p）来表示，可由下式给出：

65 .  表二 .4提供了假定设计效果为2 .0，一个估计的贫困率对各种不同

样本规模的变异系数，其中cv以百分比来表示。该表说明，对于一个特定

样本规模来说，估计贫困率的估计变异系数随着实际百分比的增加而稳步

下降。对一个特定贫困率来说，变异系数也随着样本规模的缩小而减小。

设样本规模为500：当p = 5%的时候，其变异系数为28%；当p = 10%的时候，

变异系数为19%；当p = 25%的时候，变异系数为11%；当p = 40%的时候，变异

系数为8%；当p = 50%的时候，变异系数为6%；当p = 60%的时候，变异系数为

5%；当p = 75%的时候，变异系数为4%；当p = 90%的时候，变异系数为2%；当

p = 95%的时候，变异系数为1%。当样品规模扩大的时候，估计的变异系数便相 

应减小。请注意，与表二.3不同的是，表二.4中所展示的变异系数不是贫困率

的对称函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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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二.4.

根据不同的样本规模在设计效果值为2.0的情况下贫困率估计数的变异系数

贫困率（%）
样本规模   5 10 25 40 50 60 75 90 95

250 39 27 15 11 9 7 5 3 2

500 28 19 11 8 6 5 4 2 1

750 23 15 9 6 5 4 3 2 1

1 000 19 13 8 5 4 4 3 1 1

1 500 16 11 6 4 4 3 2 1 1

2 000 14 9 5 4 3 3 2 1 1

3. 数据质量

66.  在确定一次调查的样本规模时，一个重要考虑方面就是即将收集的

资料的质量问题。应尽可能保持数据的最高质量，以使人们对从中产生的估计

数有信心，这一点十分重要。在调查的每个实施阶段检查数据质量是必不可少

的。因此，重要的是要在合理的限度内保持样本规模，以便在保证时间效益和

资金效益的双重意义上进行适当的检查和编辑工作。

67.  一个与样本规模有关、影响数据质量的因素就是从事这方面研究的人

员数量。譬如讲，样本规模较小，所需调查采访人员就比较少，因而会对这些

采访员进行更仔细的挑选。尤其在样本规模较小的情况下，所有采访员都应该

从受过良好训练和有工作经验的阶层中挑选。此外，由于采访员人数少，使培

训工作可以比较集中，并且可以把更多的调查资源配额投入到这方面来，因而

采访员也就能够受到更好的培训。所需培训材料会少些，而采访员能在培训和

实地工作期间得到更多的个别关注。所有这一切都会导致在收集资料阶段和后

期数据编辑加工阶段少出问题。最终，可供分析的数据会有较高的质量，从而

会让决策者对依据这些资料所作的决策有较大的信心。

68.  除了有关所收集数据质量的关注事项之外，大规模的样本也会使得最

大限度减少拒绝响应调查的努力更加困难，而且成本会更高（见第八章）。尽

可能把拒绝响应调查的现象限制在最低的水平上，以减少在调查估计数中出现

重大偏差的可能性，此事至关重要（见F.1节）。如果我们不能确保相当一部

分可能明显有别于业已纳入调查者的人口响应调查，就有可能出现重大偏差。

譬如讲，农村地区有些相对高收入的人往往不大可能参加住户调查。如果不能

把这类人口当中的很大一部分纳入调查的话，就会导致对诸如全国平均家庭收

入、教育程度和识字率等人口特征估计不足。如果样本较小，对起初不愿参加

调查的住户进行回访以说服他们参加就容易多了，而且成本效益较佳。由于说

服起初不愿参加者、使其转变为参加者的工作可能既费金钱又费时间，所以给

最优秀的采访员配备足够的资金和可用的时间以便促成不容推辞的有效交谈，

这对确保调查数据的质量十分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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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成本和及时性

69.  调查样本的规模显然对调查成本有影响。一般来说，一项调查的总成

本是固定间接成本和与选择及处理每个选样阶段的各个抽样单位有关的各项成

本的一个函数。因此，样本越大，实施调查的间接成本越高。第十二章对住户

调查成本的相关组成部分进行了讨论。第十三章和第十四章提供了各项具体调

查成本核算的经验实例。

70.  样本规模也对提供可供分析的数据所花费的时间有影响。及时提供

可用的数据和估计数以便在适当更新的数据基础上做出政策抉择，这一点很重

要。样本越大，为分析的目的而清理、编辑和权衡数据所花费的时间越多。

F.  调查分析

1. 抽样权数的拟定和调整

71.  为了弥补不够均衡的选择概率、因拒绝响应而造成的资料欠缺，以及

样本与参考人口之间已知的差异，各种抽样权数是必不可少的。应该在估计所

关注的人口特征的时候以及在估计所产生的调查估计数的标准误差的时候应用

这些权数。

72.  可以认为，一个抽样单位的基权数就是为了估计的目的抽样单位所代

表人口中的单位数。譬如讲，如果某一特定层次的抽样率是十分之一，那么从

该层提取的任何抽样单位的基权数即为10；也就是说，被抽样的单位代表有关

人口中的10个单位，其中包括该单位本身。

73.  抽样权数的展开通常从构建抽样单位的基权数入手，目的是纠正这

些单位的不均衡选择概率。一般来说，一个抽样单位的基权数是其被选中纳入

样本的概率之倒数。在多级设计的情况下，基权数必须体现每个阶段的选择概

率。然后对抽样单位的基权数加以调整，以补偿未响应和未覆盖的情况，并使

得经过加权的样本估计数与已知的人口总数相符。

74.  当最终调整的所有抽样单位的权数都一样的时候，该样本即可称之

为“自我加权”的样本。而实际当中，由于如下几个方面的原因，样本并不

是自我加权的。首先，抽样单位是按照不够均衡的选择概率选定的。的确，

即便初级抽样单位经常是在概率与规模成正比的情况下选定的，而且住户是

按某个适当比率从初级抽样单位中选出以达成自我加权设计，这种设计也会

因为在每个住户选出一人接受采访而告无效。其次，选定的样本往往因为抽

样标架有问题而出现一些纰漏（见C节），比如未响应或未覆盖。第三，由

于各个“域”和特定分组人口都需要精确的估计数，所以往往不得不对这

些“域”过度取样（见D节）。

75  如前所述，从所有抽样单位获得所有想要的信息这种情况十分罕见。

譬如讲，有些住户也许一点儿数据都没有提供，有些住户也许只提供了部分数

据——就是说，调查中有些问题获得了数据，但不是所有问题都获得了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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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一种不响应叫作单位不响应或根本不响应；后一种不响应叫作项目不响应。

如果在答复者和不答复者之间有系统化差别的话，那么仅仅依据答复者得出的

朴素估计数就会出偏差。为了减少这种偏差的潜在可能性，作为分析的一部分

往往做一些调整，以补偿不响应的缺失。对项目不响应的标准补偿方法就是推

算，这个问题不在本章讨论范围。关于推算方法及其在大型复杂调查中的应用

的一般讨论，见Yansaneh, Wallace和Marker（1998年）及其中援引的参考资

料。

76.  在单位不响应方面，有如下三种基本补偿做法：

•  对不响应的基权数调整；

•  选择超需要量的初级样本，以应对因不响应导致样本缩减的问题；

•  替换——即用没有被取样而具备类似于不响应住户关注特征的另外一个

住户来取代不响应的住户。

77.  建议在住户调查中对不响应现象采取某种形式的补偿办法——要么

调整响应住户的基权数，要么替换。替换的好处是它有助于将参与住户数量置

于控制之下。但替换的办法也使得采访员摆脱了从原本抽样住户获取数据的压

力。另外，试图替换不响应住户的做法需要花时间，而在替换过程中可能发生

误差。譬如讲，可能用一个方便住户来替换不响应住户，而不是用专门指定的

替补住户来替换。针对不响应问题调整样本权数的做法在世界各地的较大型调

查中比较常用。基本上，这种调整把所有不响应的合格抽样单位都转换成相应

单位。第八章较为详细地讨论了住户调查中的不响应和未覆盖的问题以及对这

方面的缺失给予补偿的切实可行的办法（并见该章援引的各相关参考资料）。

第十一章和第二部分的案例研究（第二十二章、二十三章和二十五章）还提供

了具体调查的详情。

78.  可以在适当的时候对权数作进一步调整。譬如讲，如果有可靠的总人

口资料，也可以采用分层后的调整办法，以便使某些变量的加权抽样分布符合

已知的人口分布情况。关于如何分析采用分层后调整方法的调查数据，见Le-

htonen和Pahkinen（1995年）提供的一些实际例证。

2. 住户调查数据分析

79.  为了对住户调查数据做出恰当的分析，必须具备如下几个条件：首

先，有关的数据库必须载有反映样本选择过程的信息。特别是数据库要包含样

本设计层次、初级抽样单位、二级抽样单位……等方面的适当标签。其次，要

给数据文卷中的每个单位提供能反映每个抽样单位选择概率并对调查不响应及

其他缺陷予以补偿的样本权数。第三，必须有足够的技术性文件资料对产生数

据的调查进行样本设计。第四，数据文卷必须有适当的格式和结构以及有关在

不同选样阶段各个抽样单位之间相互关联的必要信息。最后，必须有适当的计

算机软件以及恰当使用这些软件的专门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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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0.  需要有一个能体现实用样本设计复杂因素的、用以计算调查估计数标

准误差估计值的专用软件程序。这些复杂因素包括分层法、类集和非均等概率

抽样（加权）等。标准统计软件包一般不能用于标准误差估计，因为这种软件

几乎总是假定数据是通过简单随机抽样获取的。一般来说，使用标准统计软件

包会导致低估调查估计数的标准误差。现有几种可供复杂样本设计所获调查数

据分析用的软件包。第二十一章对其中一些软件包进行了广泛评议和比较。

G.  结论

81.  我们重点围绕与发展中国家和转型期国家的住户调查设计有关的几个

原则问题，提出如下结论：

(a) 大多数住户调查的多重目的性：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和转型期国家越来

越重视建立与一次性特别调查相对应的多目的、多课题、多回合的、

持续进行的一体化调查。调查的设计者从一开始就必须承认调查的多

重目的性以及这种性质将对从中产生的数据提出的各种竞争要求。这

些竞争要求通常对样本施加了往往难以满足的制约条件。因此，调查

设计者的工作应包括与各方赞助者、决策者、国家统计局的数据处理

者，以及国家各行政部门的用户进行广泛的讨论；这些初步讨论的目

的是，在最终完成样本设计以前协调对调查设计提出的各种竞争要求

并使之合理化；

(b) 确定适当的样本规模：从一开始就应处理的主要问题之一，就是调查

样本的适当规模问题。现在，不但在国家和地区级、而且在省一级甚

至更低层次都对各项重要特征的精确估计数提出了日益增多的要求。

这不同程度地导致要求扩大样本规模。花在通过大规模抽样减少取样

误差以确保调查估计数可靠性方面的费用，远远超过了花在同样重要

的、通过减少非取样误差确保数据质量问题方面的费用。建议调查设

计者要对各种样本规模的选择和分配计划进行成本效益分析。部分成

本效益分析应当包括讨论调查中的非取样误差问题及其对调查数据总

体质量的影响。只能依据相关的成本效益来考虑对大规模样本的需

求。正如D节所述，在样本分配当中应将考虑的重点放在所关注的各

种“域”的方面，记住这一点很重要；

(c) 调查设计与实施的文件编制工作：对许多调查来说，调查设计和实施

过程都缺乏文件编制工作，或者这方面做得很不充分。要想使一个数

据集对分析者和使用者有用，就绝对有必要在生成数据的设计全过程

进行文件编制工作，其中包括样本选择、数据收集、数据文卷的编

拟、抽样权数的构建（包括旨在弥补样本欠缺的任何调整），以及在

可能的条件下详细规定标准误差的估计方法。假如没有这些文件编制

工作，就不可能对数据做出恰当的分析。调查的文件编制工作对于与

其他资料来源的沟通以及对于进行各种校验和补充分析也是必不可少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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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调查设计评价：设计完成后的分析评价工作是调查设计过程的一个重

要方面。需要在规划阶段将这一重要实践列为整个预算编制过程的一

个组成部分，为其指定划拨各种资源。对一项调查的现行设计进行评

价，有助于改进未来调查的样本设计。这种评价可以揭示一些有益的

信息，比如不均衡分配是否带来任何利得；以及现有规模量数与选择

样本时的规模量数之间差距有多大（如果有的话）。然后可将此种信

息用于为将来的调查制定更有成效的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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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调查流程图





第 三 章

发展中国家住户调查问卷设计概述

Paul Glewwe

明尼苏达州立大学应用经济学系 

美利坚合众国明尼苏达州圣保罗

摘    要

本章评述有关适用于发展中国家住户调查问卷设计的若干基本问题。文

章从问卷设计的第一步即拟订调查目标入手，然后结合基本制约因素的考虑对

这些目标加以修订。讨论了上述广泛问题之后，就设计住户调查问卷的诸多方

面提出了较为详细的忠告。本章还就问卷的实地检验和定稿提出建议。

关键词：问卷设计、调查目标、制约因素、试点检验、实地检验。

A.  导言

1.  住户调查可以提供有关各方面生活的大量信息。然而就问卷设计和现

场实施而言，住户调查数据是否有用，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调查质量。设计调

查问卷和实施住户调查的任务看似简单，可实际上住户调查的成功需要做艰苦

的工作，付出大量的时间。

2.  本章对发展中国家住户调查问卷的设计过程作了基本概述。这里只是

介绍性的陈述，因为问卷设计过程非常复杂，不可能在这样一个篇幅的章节作

详尽描述。本章意在提出一些最重要的问题并逐一给予有益的忠告。凡是有

意从事实地调查的读者都需要参考其他材料，以获得更详细的忠告。Grosh和

Glewwe（2000年）开了一个很好的先河，他们就发展中国家的住户调查设计

提供了极为详尽的信息。虽然在撰写此文章时作者心里想的是一个具体类型

的调查——即世界银行主办的“生活水平衡量研究”(LSMS)项下的各次调查，

但其中不乏几乎跟任何一类住户调查都有关的忠告。读者还可以从Casley和

Lury(1987年)、联合国(1985年)、Sudman和Bradburn(1982年)以及Converse和

Presser(1986年)的文章中发现有关问卷设计的更加广泛——发表稍早——的

论述。Hussmanns、Merhan和Verma(1990年)详细讨论了如何设计一项劳动力调

查。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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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本章自始至终假定调查问卷将由对受访者进行家访的访调员实施，抽

样单位是住户。4 由于大多数住户调查收集的是住户每个成员的信息，所以调

查不但以住户样本为基础，而且还以个人样本为基础。

4.  本章其余部分的编排如下：B节讨论“大致结构”，即调查的目标及其

所面临的制约因素。C节就调查问卷的结构、格式和问卷设计的其他细节的组

织提出意见。D节围绕从成立一个调查团队到问卷的实地检验和定稿的全过程

提出建议。E节简要提出一些结论性意见。

B.  大致结构

5.  各种住户调查问卷在内涵和篇幅上差别很大。任何问卷的最后定稿都

是上百、甚至上千决策过程的结果。必须要有个总体框架或“大致结构”才能

确保拟订问卷的过程有序进行，并确保实现为调查规定的各项目标。为此，调

查设计者必须就调查目标和开展调查所面临的诸多制约因素达成共识。本节解

释如何确立总体框架，先从基本原则入手，然后提出一些实际意见。

1. 调查目标

6.  政府机构和其他组织实施住户调查的目的是为了回答它们有关人口的

一些问题。5 因此，既然调查的目的是获取对这些问题的答案，那么调查问卷

就应包含可以提供这些答案的数据。鉴于资源有限而且调查受访者的时间也有

限，所以凡是无助于实现调查目标的数据就不应该收集。可见，住户调查设计

的第一步就是要在调查目标上达成共识并将其写成文字。

7.  为了确立调查目标，调查设计者应从主办调查的组织希望得到答案的

一套问题入手。有四类问题可以考虑。最简单的是关于当前人口基本特征的那

一类问题。此类问题的实例有：

•  贫困人口的比率有多大？

•  失业率有多高？

•  营养不良的少年儿童占多大比例？

•  本国不同地区的农村住户分别种植哪些作物？

8.  第二类问题把住户特征与政府的政策和方案联系起来，以考察这些方

案的覆盖面。此类问题的一个实例是：

•  参加某项特定方案的住户比率有多大？这些住户的特征与那些没有参加
该方案的住户特征相比有何不同？

9.  第三类问题是关于住户特征在一定时期内的变化。政府机构和组织往

往想要了解住户的生活状况是改善了还是恶化了。回答这类问题需要有相隔时

间相当长的两次以上调查提供的数据，而每次调查都用相同的方式收集所关注

的数据。正如Deaton和Grosh（2000年）所解释的那样，收集数据的方式即便

略有不同,也会导致数据不可比，从而造成误导。

4 在一些调查中，抽样单

位是住所而不是住户，但在这

种情况下，可能被抽样住所的

某些、亦可能所有住户成为调

查的“报告单位”。另外，在

所关注的人口中有些人不能被

纳入住户调查。这方面的实例

有流浪儿童和游牧民。尽管如

此，本章的大多数材料也适用

于这些类别的人口。关于如何

提取这些人口的样本，见联合

国 (1993年)。

5 实施调查的组织希望得

到答案的这些一般性问题，未

必和调查问卷上请求住户成员

回答的那些比较具体的问题一

样。本节集中讨论前一类问

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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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第四类、也是最后一类问题涉及到造成住户境况和特征的决定因素

（或原因）。此类问题难以回答，因为它们不仅问正在发生什么事情，而且问

为什么会发生这种事情。但这些问题往往是最重要的，因为提问者想要了解现

行政策或方案、抑或假设的未来政策或方案对住户境况和特征有什么影响。如

何来回答这些问题不一定能得到经济学家和其他社会科学家的认同，他们甚至

有时会认为某个问题不可能得到答案。如果调查设计者认为此类问题很重要，

那就需要进行周密的策划。但此种策划所涉及的问题超出了本章的讨论范围 

（关于对回答此类问题的要求，见Grosh和Glewwe（2000年）相关章节的详细

讨论）。

11.  一旦就一套问题达成了共识，即可将问题表述为调查目标。譬如讲，

关于当前失业率问题的存在就意味着，调查的目标之一是计量在经济活跃人口

中的失业率。下一步是将这些问题按各自的重要程度依次排列起来。如果目标

数量很多，就不大可能在一次调查中收集到为实现所有目标所需要的全部信

息，这是预算水平低、调查能力有限和其他制约因素所决定的。如果发生了这

种情况，就应该裁减一些（相对于实现目标所需要的收集信息的工作量而言）

优先地位较低的目标。6 在这个确定哪些调查目标可以达到的取舍过程中，有

必要查看是否可以利用现有的其他一些资料来回答与某项目标有关的问题。任

何可以利用其他来源的现有数据实现的目标都应该在新调查的目标清单中删

除。这种成套合理目标的选择过程与其说是一门科学不如说是一门艺术，同时

调查设计还必须考虑到以往收集与目标有关数据的经验和机构实施调查的整体

能力等方面的因素。而一旦克服了上述种种挑战，这种方法就能帮助调查设计

者们就一份住户调查所要实现的目标清单达成共识。

12.  最后值得一提的是，有些调查设计者喜欢用一套表格来表现准备用

调查数据来填写的成套问题或目标。这种方法通常叫作“列表计划”，对前三

类问题最有用。较普遍的做法是利用在住户调查中收集的数据来回答问题（达

到目标），这种方法可以称之为“数据分析计划”。这两种计划都可以非常详

尽，随着住户调查的细节逐步搞定，方案也就成型了（这个问题在C节进一步

讨论）。

2. 制约因素

13.  上述选择目标的过程必然要在“一整套”可行的制约条件下操作。

调查设计者主要面临三大制约因素。首先最明显的是从事调查应拥有的财务资

源。这个制约因素既限制了住户调查数量，也限制了采访特定住户的时间（反

过来又限制了可以对每个住户提多少问题）。一般来说，样本规模（所调查的

住户数量）和可从每个住户获取的信息量之间有各种不同的组合方式，而在既

定的预算条件下，这两个调查特征之间存在某种权衡关系。尤其是，对于既定

数额的财务资源来说，我们只能通过减少从每个住户收集的信息量来增加样本

规模；反之亦然。7 这对调查目标的数量和这些目标的精确度（亦即对基本问

题回答的精确度）显然是有影响的：样本规模小，就可以从每户收集较多的数

据，从而也就可以回答较多的关注问题，但由于样本规模缩小了，这些答案的

6 裁减次要目标的一个替

代方法，就是只从二级住户样

本收集为实现目标所需的数

据。这种做法牵涉的资源量会

少一些，但也会降低估计数的

精确度，并有可能增加实地调

查的复杂程度。

7 通常，对于既定的预算

来说，每户收集的信息量与采

访户数之间的确切关系并不那

么简单。譬如讲，事实上在既

定的采访时间内，把问卷减掉

一半并不能使样本规模翻一

番，而且也不能通过缩短问卷

来减少采访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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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确度也随之降低了。与此相关的一个问题是，就信息的准确性而言，数据的

质量也受可用资源量的影响。比如说，如果可用的经费允许每户采访有更多的

时间完成既定篇幅的问卷的话，所增加的时间即可用来回访住户，以纠正完成

采访之后发现的误差或数据不一致的地方。

14.  调查设计者面临的第二个制约因素就是负责实施调查的组织的能力

大小。庞大的样本规模和非常相近的住户问卷可能会超出执行组织在预期的质

量水平上开展调查的能力。规模越大，需要雇用和培训的采访员及数据录入员

就越多（假定要求完成调查的时限不能延长），这就是说，为了能雇用到必要

数量的工作人员，该组织可能不得不降低对采访员和录入员的最低资格要求。

同样地，住户问卷内容越广泛，就需要更多的培训工作和更多能胜任的工作人

员，但在发展中国家，训练有素、工作能力较强的采访员和录入员往往供不应

求。人们往往对这方面的制约因素认识不足，结果，在发展中国家进行的许多

调查所产生的大量数据集质量有问题，因而其使用价值如何很难说。

15.  最后一个制约因素就是被采访住户提供所需信息的意愿和能力问题。

首先，住户回答问题的意愿是有限的，因此，极为冗长的调查问卷所造成的响

应负担很可能导致拒绝回答和/或数据不完整或不准确的比率很高。其次，即

便受访者很愿意合作，但对于十分复杂的问题或者需要回想数月前甚至多少年

前往事的问题，他们或许也很难回答。这与问卷的设计有直接的关系。譬如

讲，如果提问少量的问题也许不能对住户的收入情况作出较为准确的估计，因

此需要提出一长串问题，尤其对农村地区的务农住户情况更是如此：他们种了

许多种作物，其中有部分收成留作自家消费，另一部分卖掉。

3. 一些实际忠告

16.  调查设计者需要在调查目标和面临的制约因素之间反复权衡和取舍，

才能最终“涵盖”不但在上述制约条件下可行、而且在选定对调查单位最重要

的目标这个意义上最理想的一套目标上。一旦弄清哪些事情是可行的，就有可

能获得追加财务资源和为未来的采访员提供更多的培训，从而缓解这些制约因

素。最近在同一国家完成的其他调查所取得的经验，应该可以在哪些事情可

行、哪些事情不切实际的问题上提供有益的指导。如前所述，取得恰当的平衡

与其说是一门科学不如说是一门艺术，不论本国经验还是外国经验都可以在取

得这种平衡方面起到良好的指导作用。

C.  问卷设计的细节问题

17.  调查目标的“大致结构”一经确定，调查者就需要着手进行详尽而

不可回避的、冗长乏味的问卷设计工作了。从一开始就应强调的总的要点是需

要有个数据分析计划。此计划应详细解释需要哪些数据来实现既定的调查目标 

（或回答提出的问题）。调查设计者在编制调查问卷细节的时候必须经常参照

这个计划。有的情况下，当问卷的详细设计工作对如何分析数据进行新的阐述

的时候，必须对数据分析计划加以修改。凡在总体数据分析计划中没有用上的

问题都要从问卷中删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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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本章过于简单，从中难以详细了解如何将问卷设计工作与具体的目标

及其相关的数据分析计划挂钩。若想了解有关不同类别调查的更加综合性的忠

告，请参阅Grosh和Glewwe(2000年)。本节的其余部分将就如何完成制定住户

调查细节的任务问题提供一些一般性的但是非常有用的忠告。

1. 模块方法

19 .  住户调查问卷通常由几个部分组成，这些组成部分一般叫作“模

块”。每个模块由一页或多页问题组成，分别就特定话题——比如住房、就业

或保健等——收集相关信息。例如，第二十二章讨论的“人口与健康调查”系

列就有关于避孕、生育取向和儿童防疫的模块。比较一般的做法是，几乎在任

何一份就某个特定话题提几个问题的住户调查问卷中，都可以很方便地把这些

问题集中到问卷的一页或多页，并把这一页或多页定名为该话题的模块；比

如，上述教育问题就成了“教育模块”。这样一来，就可以把整个问卷看作

一个模块集，少则3个模块，多则15或20个模块，依问卷所涉及的话题数量而

定。每个模块包含若干问题，有时只有5-6个，但有时则多达50个甚至100多

个。8 非常大的模块（譬如含有50多个问题的模块）可以进一步细分为特定话

题的子模块。譬如讲，一个关于就业问题的大型模块可以细分为如下子模块：

第一职业；第二职业；就业史。无论如何，一份问卷的问题总量应保持在导致

获取预期信息的最低限度。

20.  采用模块方法很方便，因为它可以让问卷的设计分两步走：第一步先

决定需要哪些模块，也就是说，问卷将包括哪些话题以及模块的排列顺序。第

二步是按问题逐一选择每个模块的设计。在实施两个步骤期间要不断参照调查

目标和数据分析计划。

21.  依调查目标及其所面临的制约因素的不同，模块的选择和每个模块

的细节会有很大的差异。不过，可以提出一些几乎适用于任何调查的一般性忠

告。譬如讲，几乎所有调查都要收集有关家庭人口的信息以及有关这些人口的

基本信息，比如年龄、性别和与户主的关系等。这些问题可以归纳成短短一页

的“住户花名册”模块。该模块应该是问卷的首批模块之一，而且多数情况下

应该是第一个模块。接下来许多住户调查问卷会问住户成员个人有关教育、就

业、保健和迁移等话题的一些问题。任何这种提5个以上问题的话题大概都可

以放入一个关于有关话题的专项模块。如果只问一个、两个或三个问题，也许

把它们纳入住户花名册模块、抑或纳入另外一个提问家庭成员的模块会更方便

些。

22.  一项住户调查的几乎所有模块都可以分为两大类：一类是上面所讲的

提问住户成员个人的；另一类是提问住户的一般问题。关于前一类模块应该指

出的是，向住户成员个人提出的问题不需要每个成员都一样。许多住户调查所

提的问题只适用于某些类的家庭成员，比如五岁以下的儿童或育龄妇女。后一

类问题的实例有，比如关于住户生活住所特征的问题，以及关于整个家庭在食

品和非食品方面开支情况的问题。当然，任何这些模块的篇幅及其中问题的种

类都取决于调查目标。

8 超过100个问题的模块可

能会导致采访超时。关于问卷

总体长度的问题，见D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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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最后，关于住户调查问卷中的模块顺序可以提几个一般性要点。首

先，模块的次序应当与采访的运作次序相吻合，这样，采访员就可以从问卷第一

页开始，接着一页一页地继续下去，直到问卷结尾，完成整个问卷的调查内容。

有的情况下可能需要做例外处理，但一般来说按此顺序编排模块比较“自然”。

24.  第二个要点是：问卷中的第一批模式所包含的问题相对来说比较容易

回答，其所属话题不太敏感。前面关于把住户花名册作为第一模块的建议与此

处的建议是一致的，因为通常有关住户成员的基本信息都不是敏感话题。从不

敏感话题的简单问题入手进行采访有助于采访员使受访的住户成员感到轻松自

然，从而与之建立一种和谐亲善的沟通氛围。这就意味着，最敏感的模块应该

放在问卷的末尾。这将使得采访员有尽可能多的时间取得住户成员的信任，从

而增加他们充分、如实地回答敏感问题的可能性。此外，倘若因为敏感问题终

止了采访，起码已经取得了所有不敏感的信息。

25.  第三条原则就是将同一住户有可能回答的所有模块归拢到一起。比

如说，有关食品和非食品开支的问题要放在一起，因为很可能一位家庭成员最

能够回答这两类问题。这可以使这个家庭成员回答完他或她所能回答的这些模

块中的所有问题，然后结束他或她的参与，而由其他家庭成员来回答剩余的模

块。此处的一般要点是有效利用住户成员的时间，这会得到赞赏，从而增加他

们的合作。这也有可能节省采访员的时间，因为每位受访者只需被召唤一次即

可完成他或她对采访的贡献。

2. 问卷格式化和前后一致性

26.  选定了模块并排好了模块次序之后，接下来就开始了无可否认地冗长

乏味的遴选具体问题并将其逐字逐句写成文字的工作。每当在特定国家进行这

项工作的时候，最好先查看一下以往在该国——或许在邻近国家——就同样的

话题进行的住户调查的成果。虽然最好的问题和措词取决于新调查的性质和目

的，但还是可以提几点几乎对所有住户调查都适用的一般性建议。

27.  第一项建议就是几乎不论在任何情况下都要把问题写在问卷上，以

便采访员通过读出问卷上的问题进行采访，这样就能保证对所有住户都提出同

样的问题。另一种做法就是把调查问卷设计成措词尽量精简的形式，要求每个

采访员用自己的话来提问题。这种做法不可取，因为它会导致许多差错。比如

说，关于就业的模块有一个“问题”简单到只有“主要职业”几个字。这个问

题就很不明确：它是指受访的当天或那一周从事的职业，还是以往12个月来的

主要职业？对于一个从事两种职业的人来说，其“主要职业”是收入最高的工

作，还是付出工时或工作日最多的工作？如果把问题详细写出来，就可以避免

这种含混不清的提问，比如说：“过去七天来您做什么工作？如果您有不止

一份工作，请告诉我在过去七天内您工作时间最长的工作。”图三.1提供了一

页问卷的实例，是收集有关住房信息的（注意：所有问题都写成了完整的句

子）。把所有问题都写出来的好处，在Scott等（1988年）的实验性研究成果

中是显而易见的：没有写出来的问题所产生的差错比详细写出来的问题产生的

差错多7到20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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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  第二项建议与第一项建议密切相关：问卷应载有对调查问卷中所使用

的所有关键概念的精确定义，其基本目的是便于采访员在采访过程中遇到不寻

常的情况时参考定义。此外，问卷还应包含一些对采访员的指导性备注，例如

图三.1中的第10个问题就有这种备注。应在采访员手册中提供有关各种专用术

语的更详尽阐述和解释。第四章讨论这种手册。

29.  第三项建议是尽可能坚持问题简明扼要，并使用普通的日常词语。另

外，要仔细检查所有问题，以确保所提的问题不会“导致”或者有可能诱使受

访者做出有倾向性的反应。如果问题很复杂，就把它拆分成两个或更多个独立

的问题。让我们举例说明这个要点。假定需要了解一个人在过去七天内是雇佣

劳动者还是自营职业者（或两者都是）。如果试图通过一个问题并使用多少令

人难懂的技术术语来诱出答案的话，就会这样来提问：

•  过去七天来，您是挣工资或获取其他报酬的雇佣劳动者，还是一个家庭
企业的自营职业者？您是同时参加这两类活动呢，还是两种活动都不
参加？

这个问题可以用下面两个分开的问题来取代，同时少用技术术语：

1.  过去七天来您是否为某个不是这个家庭成员的人做有报酬的工作？

2.  过去七天来，您是否为自己而工作，比如作为一个农场主、或者一个
货物或服务销售商？

图三.1中的问题8、9、10提供了这个要点的另外一个说明。调查设计者也许为

了“缩短”问卷会试图把这几个问题合并成一个长长的问题，比如：

•  您是否拥有这个住所的法定权利或文书？（如果有的话）这个住户中谁
实际拥有这个法定权利？

但这个较长的问题会把许多受访者搞糊涂；果真如此的话，解释问题所花费的

时间也许比三个问题分开来提问所花的时间还要长。

30 .  第四，要把问卷设计成几乎所有问题的答案都可以用预先编

码来表示。此类问题一般叫作“封闭式问题”。比如，受访者对答案为 

“是”或“否”的问题的回答，可在问卷中记录为“1”（代表“是”）和 

“2”（代表“否”）。这对采访者比较方便，因为他们只需写一个数字而不

必写出完整的单词或短语。9 更重要的是，这种方法越过了将带有采访员手写

的（往往不合格）用一个或多个字作答的问卷交由办公室“编码员”对答案逐

一写出数字编码的步骤。这一多余的步骤可能产生更多的差错，但是几乎在所

有情况下均可避免。（不过，对于比较复杂的分类——比如职业和行业——编

码来说，就需要有实地工作人员所不大可能有的技能和时间，因此建议这些类

别应该根据采访员的手写答案由具有专门技能的办公室编码员来编码。）在图

三.1中，对各种问题的所有可能答案都进行了预先编码，并且所有编码都在问

题的同一页上给出（通常紧接在问题后面）。

9 另一种可供选择的做

法，就是允许采访员在预先

编码答案旁边的方框中标记

一个“X”或者一个钩形符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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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  第五项建议与第三项建议有关。不同问题之间的编码设计应该

一致。譬如讲，几乎在所有住户调查中都有许多答案为“是”或“否”的

问题。问卷中所有这类问题的数字编码应该总是一样的，比如“1”代表 

“是”，“2”代表“否”。这个（以及其他）编码一经确立，就应该把它用

在问卷上的所有“是”或“否”的问题上。这样，采访员就知道了对于所有 

“是”或“否”的问题来说，他或她应该用编码“1”代表“是”，用编

码“2”代表“否”。也可以把这个办法推广到其他类别的答案。不少问卷都

有用时间单位或距离来回答的问题。比如，“您上一次看病是什么时候？”或

者“最近的公路离您家有多远？”时间单位可以按如下方式编码：1指分钟，

2指小时，3指天数，4指周数，等等。于是，回答“10天”就可以用两个数字

来记录：“10”和“3”，其中3是时间单位编码。同样，在距离的表述上，编

码1可以指米数，编码2可以指公里数。确切的编码设计可以在各种调查之间有

所不同；但要点在于，所有需要此种类型编码的问题都要尽可能使用相同的编

码设计。10 这项建议在图三.1中也有说明。请注意，在该页脚给出的时间单位

编码，用于该页的两个问题，即问题5和13。

32.  这里关于编码设计的讨论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就是采访员是应该告

诉受访者有关问题的可能的答案呢，还是只读出问题而不读答案编码？一般来

说，后一种方法比较好。受访者可能指定第一批答案之一，往往只是因为他们

先听到了这些答案——即便后面的某个答案比较准确。另外，如果读出一大堆

答案的话，受访者就可能在多种不同的可能答案当中选错了答案。

33.  第六项建议是，调查问卷应该包含一些“跳跃编码”，即指明，根据

对前面问题的答案，哪些问题无需再向住户提问。譬如讲，调查中可能包括这

样的问题：“过去七天来您找过工作吗？”如果回答说“是”，问卷可能接着

问用什么方法找工作；但如果回答是“否”，这样的问题就不相干了。紧接在

第一个问题之后应给出简要指示，比如“若回答否定，直接问第六个问题”，

这样采访员就不会提问不相干的问题了。此类指示可以采用一些常规表示法，

比如，上面的指示可以写成：“若否定，→问题6”。在图三.1中，可采取常

规表示法的指示非常简单明了：即在相关答案编码之后用双引号中的数码来表

示。比如说，在第一个问题中回答“否”的编码后面用符号“（»12）”来表

示：如果对这个问题回答“否”，采访员应直接跳到问题12。

34.  关于格式化问题的最后一个要点是，提问题的方式应该允许受访者

用自己的话来回答。这一要点最好通过实例来解释。在关于住房的调查中，可

能会有一个关于住户的房租问题。依据不同的租房合同，有些受访者是按每周

付一定数额的租金，其他一些受访者则可能按月交房租，甚至有些人按年交房

租。这里的要点在于让受访者选择付租金的时间单位，因此提出的问题应该

是“您为住所付多少租金？”，而不是“您每月为住所付多少租金？”，后面

这种提问的问题在于强迫受访者按照月租回答问题。一位受访者可能清楚地知

道他每周付$50租金，但是如果要求用50美元乘以4.3他就可能算错，因而报告

的答案可能就不是正确的租金数（每月217美元）。问卷的设计最好有助于采

10 虽然对于时间和距离这

样一些简单概念来说，同一国

家各次调查的编码有所不同关

系不大，但对于比较复杂的概

念——比如职业类别或疾病种

类——来说，就有充分的理由

采用相同的编码设计，以确保

不同时期不同调查的可比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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访员用数字编码记下不同的时间单位，就像图三.1中的第5个问题所说明的那

样，譬如讲，每周50美元即可在一个空格内记下50，然后在相邻的空格加上

4（周的数字编码）。接下来进行数据分析，研究人员算错的可能性要比受访

者小多了，他们可以很容易地将租金数额换算成普通的租金单位，譬如年付租

金。

3. 关于问卷设计细节的其他忠告

35.  最后，还可以就问卷的设计提几点较为一般性的忠告。首先，对于某

些非常重要的问题，比如住户人口或住户的各种收入来源，提一些“探询”性

的问题，或许有助于受访者想起其可能忘记的什么事情。比如说，在取得一份

住户成员名单之后，采访员可以提出下面的问题：

•  根据您提供的情况，这一户共有六口人。这个数对不对？家里是否还有
别人，比如会不会有人在外面逗留几天或几星期？

36.  第二，问卷应该给每个住户及该住户的每个成员设计一个独特的编

码，以便在问卷的所有部分识别这个人。这有助于数据分析员使同一住户和同

一个人的信息相一致。几乎在所有情况下都应该是每户一份问卷；在个别情况

下，如果一个住户使用两份以上的问卷就必须格外小心，一定要把同一住户的

编码写在该户已填完的每份问卷（封面）上。

D.  问卷准备过程

37.  前面的讨论就如何设计住户调查问卷提供了忠告，但几乎只字未提那

些亲身参与调查的人以及他们如何检查草拟出来的问卷。本节就问卷的起草、

检验和定稿的过程提供一些建议。

1. 组建团队

38.  住户调查几乎总会导致产生大量的、一般来说比原本预想更加复杂

的决策和行动。这就意味着，只靠一个人甚至一小组人简直不可能有足够的时

间和技能来成功地设计一份住户调查。因此必须从过程一开始就组成一个“专

家”团队，以确保调查工作的方方面面无一遗漏。这个团队应该有来自几个关

键小组的代表组成。

39.  也许最重要的是团队要有一名或多名决策集团的成员，亦即代表计

划利用调查所得信息进行决策的一个或多个集团利益的一位或多位个人。虽然

这些人不是技术专家，但是需要由他们来告知（和提醒）团队其他成员调查的

最终目标。有了这样一个小组，就能大大加强数据用户与数据生产者之间的沟

通。

40.  另一个关键小组由研究人员和数据分析员组成，他们将利用数据中的

信息来回答决策者感兴趣的问题。他们的作用是制定数据分析计划，以确保所

收集的信息足以回答上述问题。有些情况下，回答决策者问题的工作很简单，

但有些情况下又可能相当复杂。



  发展中国家住户调查问卷设计概述  41

41.  最后但并非最不重要的是数据收集员小组，其中包括采访员、监理员

和录入员（含电脑技术员）。这些人通常是正式负责收集数据的组织的工作人

员。他们以往收集住户调查数据的经验不可或缺。他们最清楚哪类问题住户能

回答，哪类问题不能回答。这个小组里应该有一个在收集数据过程的数据录入

阶段有经验的人。这个人提出的一些简单建议可能会大幅度提高所收集数据的

精确度并缩短为分析工作准备数据所需要的时间。

2. 草拟问卷第一稿

42.  几乎任何住户调查问卷的第一稿都是在调查团队成员的一系列会议中

产生的。跟任何类的初稿一样，设计的产品会不可避免地存在许多误差。本章

提倡的模块法就意味着，第一草稿将由各种不同的模块汇总而成。当把不同的

模块放入第一草稿的时候，有几个方面必须经过核查。

43.  首先，调查团队应当核查，这些模块作为一个组合体是否能够收集

到所需要的全部信息。有可能某个模块的一个关键问题原本以为已被纳入另一

模块了，而实际上并未纳入。有必要召开一次所有模块参与制订者的联席会

议，以确保不要在问卷中遗漏一些重要信息。防止重复始终是一个要点。当把

所有模块组合起来的时候可能会发现，有的问题在两个模块中问过两次。为了

节省受访者和采访者的时间起见，通常这种重复现象应当清除。不应排除重复

问题的惟一一种情况，就是当这种问题对某个极为重要的信息起到确认作用的

时候，比如某人是否真的是某住户成员的问题。住户成员的年龄可以通过既提

问现时年龄又提问出生日期的办法来核对；关于某人是否真的是住户成员的问

题，核实的方法是提问：此人过去12个月内是否在别处住过；如果在别处住

过，住了几个月（在如此提问之前，先问他或她在接受采访的这个住处住过几

个月）。

44.  第二，要核查问卷的整体长度。在任何国家，受访者在回答住户调查

的问题上愿意花多少时间都有一定的限度。同时，调查设计者一般都倾向于问

大量的问题，因此使得最终的产品比预想的大多了。可以通过实地检验（随后

论及）来回答采访一个典型住户需要花多长时间（以及受访者愿意花多少时间

接受采访）的问题，但是有经验的采访员和监理员在检查了问卷之后可以告诉

团队完成采访过程大约需要多长时间。取消收集“次等”信息的问题是令人遗

憾的，但却是拟定任何住户调查问卷初稿的必要步骤。

45.  最后，应该检查问卷初稿在所有追溯期中的一致性。譬如讲，一次调

查的一项目标可能是收集住户在过去数月或去年内各种来源的收入信息。需要

检查问卷以确保所有收集收入数据的调查组成部分都用同样的追溯期。11 这一

规则的主要例外情况是，偶尔会有前面讲的那种情况，即需要允许受访者在选

择对其最容易回想的追溯期方面有一定的灵活性。

11 有些调查规定了时间参

照点，比如在问到5年或10年

前境况的时候。这些参照点有

时涉及到具体日期、月份或年

份，这方面也要检查以确保整

个问卷的一致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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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问卷的实地检验和定稿

46.  任何住户调查问卷——不论涉及范围多小、内容多么简单——定稿以

前都必须先在少量住户中做试验，以检查问卷设计中存在的问题。几乎不论在

任何情况下，一份新的住户问卷经过在有关人口的某些典型住户进行试验后，

都会明显暴露出许多误差和欠缺。下面就此提出几点一般性规则；更详尽的处

理意见见Grosh和Glewwe（2000年）以及Converse和Presser（1986年）。

47.  问卷草案的实地检验可以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一般叫作预先检测

阶段，主要是在少数住户（譬如10-15户）对问卷的选定部分（模块）进行试

验，以便对问卷草案的实际效果有个大概的认识。这种检测可以从问卷设计的

早期阶段开始多次进行。第二阶段是对问卷草案进行综合性实地检验，一般称

之为试点阶段。这是涉及到100-200户的较大型操作。试点住户应该不仅限于

一个小地区，而应包括代表有关人口的好几个地区。对于针对城乡地区的调查

来说，试点范围必须包括城乡两种地区。还应该在行将使用最终问卷的全国或

地区的不同部分进行试点。最后，在住户的选择方面应该做到所有模块都要至

少经过50个住户——但最好有50户以上——的检验。这就意味着，譬如讲，如

果问卷中有一个收集有关小型家庭企业数据的模块的话，在试点阶段采访的住

户中至少要有50户经营这种企业。

48.  大多数试点工作都需要有一两个星期对100-200个住户进行采访的阶

段。调查团队的所有成员都要参加试点并尽量多地观摩采访。的确，对于任何

在设计住户调查问卷方面经验不多的人来说，试点检测提供了极好的培训机

会。试点检测所能提供信息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对完成一户问卷填报所需时

间的估计数。12 不过应该意识到，试点中所取得的估计数会过高估计（最高可

达两成）实际调查中采访一个住户所需花费的时间，这一方面是试点访调员对

问卷草案不熟悉，另一方面是因为问卷草案中存在的瑕疵和不完备之处也会影

响他们的工作进度，而这方面的问题将在实际调查问卷中得到纠正。

49.  另一关键点是，在使用多种语言的国家，要把问卷翻译成所有主要

语言，并且用这些语言进行试点检测。这一点极为重要。特别是因为问卷所用

的语言跟受访者用的语言不同，采访员不得不在采访过程中将一种语言翻译成

另一种语言，要尽可能避免这种做法。研究表明（如Scott等，1988年），与

事先将问卷翻译成受访者语言的做法相比，这种现场翻译的做法会使误差增加

二至四成。为了检查一种翻译的准确性，一个人或除原译者之外的一组人应

将业经翻译的问卷“反译”成原来的语言。然后拿这种反译文同原来语言的

内容作比较，以确定该译文是否确切地传达了原问卷的内容；任何差异都说

明可能有什么东西“在翻译中丢掉了”。Harkness、Van de Vijver和Mohler 

（2003年）是有关问卷翻译的一份有用的参考资料。

50.  关于试点检测的最后一个重要方面，就是它不但要检验问卷而且要检

验整个实地工作计划，其中包括监理方法、数据录入以及采访手册之类的文字

材料（这些都将在第四章中进一步讨论）。只有通过检验全过程，团队才可以

12 在进行预先检测和试点

检测的过程中，问卷草案应留

有空档用以填写完成每个问卷

模块的开始和结束的时间，每

户采访中都要把这些时间段逐

一记录下来。这样即可显示完

成每个模块所需要的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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肯定调查实施工作已经准备就绪。一个有益的最后步骤是“快速分析”试点中

收集的数据，以检查有可能被忽视的问题。

51.  完成试点检验之后，调查团队应立即召开几天会议，讨论试点成果并

根据总结的经验教训修改问卷。前段所讲的试点检验数据的快速分析通常用一

些简明扼要的表格来表述，应在会前准备好。有的情况下因为问题太多，可能

需要进行第二次试点检验（规模未必同第一次试点一样大），以核实对问卷的

较大修改在现场调查中效果如何。所有团队成员都要参加这些会议，并且还要

吸收大部分或所有参加了试点检验工作的人参加。

52.  近年来围绕问卷设计问题开展了大量的研究工作，并为编制有效的

问卷提供了各种新的重要方法。虽然这些方法尚未在发展中国家和转型期国

家推广应用，但将来会明显扩大使用范围。本文对这些方法的介绍有限，但

鼓励读者去查阅相关的参考资料。这些方法包括“焦点分组法”、“认知采

访法”和“行为编码法”。Esposito和Rothgeb（1997年）及Biemer和Lyberg 

（2003年）对这些方法提供了很好的总体概述。另外，关于焦点分组，

见Krueger和Casey（2000年）；关于认知采访，见Forsyth和Lessler 

（1991年）；关于行为编码，见Fowler和Cannell（1996年）。本出版物第九

章还分别在C.2节和C.6节提供了关于焦点分组和行为编码的详细说明。

E.  结论

53.  本章就发展中国家住户问卷的设计问题提出了若干一般性建议。重点

放在由访调员执行的问卷方面。有些住户调查还单独采用“社区问卷”来收集

有关当地社区的数据。由于篇幅所限，这种问卷没有纳入本章的讨论。有关社

区问卷设计的详细建议，见Frankenberg（2000年）。

54.  本章所涉及的话题确实不少，但每个话题只能作简要处理。凡正在策

划此种调查者，务请参阅其他材料以获得更详尽的忠告。本章末提供的参考资

料是个良好起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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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四 章

发展中国家住户调查的实施概述

Paul Glewwe

明尼苏达州立大学应用经济学系 

美利坚合众国明尼苏达州圣保罗

摘    要

本章评述有关发展中国家实施住户调查的基本问题，首先从现场调查前

必须开展的各种活动入手，即：编制预算和工作计划；提取样本；训练调查工

作人员和编写培训手册；以及拟定实地工作计划。此外还包括开展现场调查期

间进行的各项活动：建立并保持完备的通讯和交通手段；订立监理议定书和旨

在提高数据质量的其他活动；以及发展一个数据管理系统。本章末尾有一小节

关于实地工作完成后的一些活动。最后是简要结论。

关键词：调查的实施、预算、工作计划、样本、培训、实地工作计划、

通讯、交通、监理、数据管理。

A.  导言

1.  住户调查提供的信息价值高低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调查所收集数据的

用途和精确度，而后者又反过来取决于调查是如何在现场实际执行的。本章就

调查的实施问题提供一般性建议，其中除问卷设计外还包括执行住户调查全过

程的几乎所有方面。

2.  人们可以把设计完好的住户调查问卷（及相关的数据分析计划）视为

通往调查成功之路的中途点。必须通过有效实施调查才能抵达终点。有效实施

调查的过程并非始于采访员着手访问指定给他们的住户，而是始于数月——且

往往是在一两年——以前。本章B节讨论采访任何住户以前必须进行的一些活

动；C节描述在现场调查的同时进行的一些活动；D节围绕实地工作结束后必须

完成的工作提供了简短讨论；最后一节提出几点简要结论。虽然本章对此话题

作了有益的介绍，但是过于简要，远不能详细提供所有必要的忠告。为了确

保调查实现既定的目标，调查负责人应当参阅比本文详尽得多的各种相关论

述。Grosh和Muñoz的文章（1996年）是个良好的起点：虽然它集中于世界银行

主办的“生活水平衡量研究”（LSMS）相关调查，但其中大部分忠告适用于

    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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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乎所有类别的住户调查。另外两份有用的参考资料是Casley和Lury的文章 

（1987年）和联合国资料（1984年）。

3.  本章从头至尾假定调查系由为此目的专门任命的一个组织健全的“核

心”团队负责策划和实施。同时假定，调查问卷由走访住户家庭的采访员执

行；抽样单位是住户。13 最后请读者注意，本章的关注重点是发展中国家以及

像中国和越南等低收入的转型经济体。尽管如此，大多数建议也适用于东欧和

前苏联的较发达转型经济体。

B.  进入现场调查前的活动

4.  任何住户调查的第一项任务，都是组建一个全面管理调查工作的核心

团队。第三章详细解释了该团队都包括哪些人。核心团队建成后，必须首先完

成如下八项任务，才能着手住户采访工作：

(a) 草拟临时预算，确保资金到位；

(b) 制定所有其余活动的工作计划；

(c) 提取拟采访住户的样本；

(d) 编写培训手册；

(e) 培训外勤和数据录入工作入员；

(f) 编制实地工作和数据录入计划；

(g) 进行试点检测；

(h) 开展宣传运动。

以上任务清单大体上是按时间顺序排列的。现将各项任务分述如下。

1. 预算筹资

5.  对于几乎任何一项住户调查来说，财务资源都是哪些事情能办到的一

个严重制约因素。这一制约因素所隐含的限制条件倒未必是显而易见的。几乎

所有调查的首要任务都是编制一份预算草案，这项任务依据的假设是待抽样住

户的数量是多少，以及工作人员调查一个典型住户需要多少时间。这个预算将

是约略的，因为直到编制出详细问卷以前不可能知道某些成本细节。但在大多

数情况下，预算草案应该与最终预算有一定的近似性（除非调查目标发生重大

改变）。

6.  编制了预算草案之后，必须筹集到所需的资金。如果资金来源没有着

落，恐怕调查的详细规划工作就得推迟进行，直到资金来源有了保障。这样可

以避免一旦找不到资金来源的情况下浪费工时。

7.  尽管在没有掌握有关调查性质和类型的进一步信息的情况下很难在确

定预算方面讲更多的话，但可以提几点一般性建议。首先应该对负责实施调查

的组织能力进行评估。如果该组织缺乏某些技术能力——譬如讲，如果它基本

上没有提取样本的技术专长，或者它的特点是缺乏利用新型信息技术的技术专

13 在有些调查中，抽样

单位是住所而不是住户；但在

此种情况下，被抽样住所中的

某些或全部住户各自成为调查

的“报告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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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那么也许就有必要外聘一些顾问。这会大幅增加调查成本，但无论如何这

方面的额外费用还是值得的。第二，一个起步的好办法就是看一看该国或类似

国家已经进行过的一些类似调查的预算资料。第三，为了避免意外费用带来的

压力，应该明确补充一个大约相当于总预算额10%的“缓冲”预算，列为预算

内的一个追加项目。这个项目通常叫作意外开支准备金。在成本极不确定的情

况下，可能需要设定15%-20%的应急额度。

8 .  为了使上述讨论更具体些，表四 .1 [ G r o s h和Mu ñ o z所供资料 

（1996年）中的表8.2修改版本]提供了一个虚拟调查预算草案。在这个实例

中，假定调查拟采访3 000个住户，数据收集为期一年。除了核心团队（见第

三章）以外，还有四个外勤团队，每个团队有三名采访员、一名监理人和一名

数据录入操作员。项目专用车辆的两名司机负责把这些团队送到工作地点。假

定每位采访员在一年期内工作250天，（平均）每天采访一个住户。表四.1列出

了所有人员的假定工资以及假设发给每位实地工作队员的每日“差旅津贴”。

每个外勤团队配一台数据录入计算机，核心调查团队有三台数据分析计算机。

另外还给出了（国内外）聘请顾问方面的假定成本。当然，该表仅为解说目的

而提供；任何特定调查的成本都取决于样本大小、雇员数量、雇员薪酬、监理

人与采访员的比率、每位采访员每天所能采访的户数、数据是在现场录入还是

集中在一个地点录入，以及其他诸多因素。该表在这里权当一份“核对表”使

用，以确保调查预算草案包含所有基本费用。

表四.1

3 000住户虚拟调查预算草案（货币单位：美元）

项    目 数    量 工作期限 单位成本 总  成  本

基本工资

项目管理人 1 30个月 800/月 24 000

数据管理人 1 30个月 600/月 18 000

实地工作管理人 1 30个月 600/月 18 000

助理/会计 3 24个月 450/月 32 400

监理人 4 14个月 400/月 22 400

采访员 12 13个月 350/月 54 600

数据录入操作员 4 13个月 300/月 15 600

司机 2 13个月 300/月 7 800

小  计 192 800

差旅津贴

项目管理人 1 90天 30/日 2 700

数据管理人 1 60天 30/日 1 800

实地工作管理人 1 90天 30/日 2 700

助理 2 60天 30/日 3 600

登记人员 10 60天 15/日 9 000

监理人 4 290天 15/日 17 400

采访员 12 270天 15/日 48 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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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    目 数    量 工作期限 单位成本 总  成  本

司机 2 270天 15/日 8 100

小  计 93 900

器材成本

购车 2 - 20 000 40 000

燃料和维修 2 13个月 300/月 7 800

数据录入计算机 4 - 1 000 4 000

打印机、稳定剂，等等 5 - 1 000 5 000

数据分析计算机 3 - 1 500 4 500

计算器/办公用品 - 30个月 350/月 10 500

复印机/传真 1 - 2 500 2 500

小  计 74 300

印刷成本

问卷 3 500 - 2 7 000

培训手册 40 - 5 200

报告 500 - 5 2 500

小  计 9 700

顾问成本

外国顾问 5 人-月 10 000/月 50 000

国际每日津贴 150 天数 150/日 22 500

国际差旅津贴 8 出差次数 2 000/次 16 000

本地顾问 5 人-月 3 000/月 15 000

小  计 103 500

应急准备金（10%） 47 400

共  计 521 600

注：连字符（-）表示该项目不适用。

2. 工作计划

9.  资金来源落实后，下一项工作就是拟定一项切实可行的工作计划，这

基本上就是一个从调查规划初期直到实地工作结束后的活动时间表。14 工作计

划包括如下每一种活动：全盘管理（包括设备采购）；编拟问卷；提取样本；

工作人员的指定、聘用和培训；数据录入和数据管理；现场调查活动；以及数

据分析、处理、编制文件和编写报告。上述每个具体领域都要有一个需要完成

的任务清单和完成的日期（或曰期限）。要突出重要里程碑事件，比如试点检

测、实地工作启动日等。一般可用图表展示的这份任务清单。

10.  不用说，上述诸多活动都是相互关联的，因此必须加以协调。譬如

讲，在完成采购必要的设备、且指定（或聘用）并培训了执行任务的工作人员

以前，许多数据管理和数据分析活动就没办法开展。还必须牢记在心的是，当

发生了意外事件的时候，就连最好的计划也不得不改变。回想起来，多数计划

14 这是一项总的工作计

划，包括实地工作开始以前 

（即采访任何住户以前）必须

执行的许多工作任务。下文

讲到，还需要一份比较具体

的“实地工作和数据录入计

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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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过于理想化，以至于期限延后的情况屡见不鲜。各种活动时间表都要尽可能

实事求是，并应包括某些“停工时间”，以便参与者能在发生不可避免的延误

事件之后赶上进度。

11.  图四.1[根据Grosh和Muñoz（1996年）所供资料中的图8.1改编]是一

个工作计划实例。该计划涵盖30个月的工作。标注星花（*）的地方表示有不

同的活动在进行。从该图可以看出，在开始实地调查一年前就开始了准备工

作。第八个月开始进行试点检测意味着，到这个月份以前问卷草案、人员培训

和数据录入方案草稿均已准备就绪。实际实地工作定于第12个月份启动，预计

任    务

调查月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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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管理和后勤

任命核心调查团队 *
采购计算机 * * * * *
采购调查器材 * * *
宣传工作 * * * * *
采购/租赁车辆 * * * * *

问卷研拟

确定调查目标 * *
筹备问卷草案 * * *
问卷起草会议 * *
试点检测问卷草案定稿 *
试点检测 *
试点检测后的会议 *
印制问卷定稿 *

抽样

确定样本设计和范围 * *
提取样本（初级抽样单位） *
确定实地工作计划 *
初级抽样单位列表和地图标示 * * * *

人员配置和培训

选择和培训试点检测工作人员 * *
编写培训手册 * *
采访员培训 *

数据管理

设计数据录入方案初稿 * * *
数据录入方案定稿 * *
编写数据录入手册 * *
培训数据录入员 *

实地工作 * * * * * * * * * * * *
分析和文件编制

分析计划草案 * *
分析前一半数据 * *
编写初步报告 *
创建首批完整数据集 * *
初步数据分析 * *
最终报告和文件编制 * * *

图四.1

制定和实施住户调查的工作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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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期一年。该工作计划还设想，当数据收集到一半的时候将着手起草报告。当

然，任何特定调查的工作计划都会跟这份计划有所不同。这份计划草稿只是起

到“核对表”的作用，用以说明各项不同的活动应在时间安排上相互协调。

3. 提取住户样本

12.  几乎在所有住户调查中都有一个关注人口，比如在调查中代表整个

国家人口的住户。选择一套代表较大人口的住户的过程叫作抽样，而进行抽样

的程序叫作抽样设计。在提取样本的时候需要考虑的问题很多——甚至多到像

本章这样简短的概述所不可能尽数列举的地步。关于抽样的详细建议，见本书

第二章、第五章和第六章。Kalton（1983年）介绍了抽样工作；另外可从Kish 

（1965年）、Cochran（1977年）和Lohr（1999年）的文章中找到更加全面的

相关论述。

13.  本章有关抽样的讨论仅限于为调查团队提两点值得谨记在心的意见。

首先，有时候将样本设计成适合进行为期12个月的住户采访是有益的。这种设

计取调查现象的季节变异平均数，同时也使得数据可用于研究季节格局。第

二，也许更重要的是，调查的策划者应当避免试图获取住户数量过大的样本。

他们想要扩大样本规模——尤其是特别关注群体的样本规模——的愿望是很自

然的，因为这样做可以减少调查中的取样误差。但是在许多情况下，随着样本

规模的扩大，“漏查”（即“取样遗漏”）失误增多，这是由雇用的工作人员

不太合格以及监理人与采访员的比率下降造成的。一种很有可能出现的情况

是，因扩大样本规模所减少的抽样误差会被漏查失误所抵消。

4. 编写培训手册

14.  为所有参加培训的人——采访员、监理人和数据录入员——编写培训

手册，大概是培训工作的一个最重要环节。分别为每一种人员准备手册是必要

的，就是说，要有采访员手册、监理人手册和数据录入员手册。这些手册是培

训的关键组成部分，必须在培训开始前准备好。更重要的是，在调查实施过程

中，这些手册可以当作参考材料使用，故应包含各种不同类型的外勤和数据录

入工作人员所需要的全部信息。15 实际上，数据分析员也经常使用培训手册，

以便更好地理解他们所分析的数据；这就意味着，所有手册都要额外增加一些

印数，以满足这些分析员的需要。作为一条通用规则，每当发生疑问的时候，

最好把相关的材料加入手册，而不要把它忽略掉。

15.  培训手册要解释调查的目的和手册适用人员须执行的基本任务。还

应提供处理异常情况所须遵循的程序，其中包括适用于处理意外问题的一般原

则。手册还应解释如何填写作为份内工作必须填报的任何一种表格（这对监理

人手册尤为重要）。鉴于即使准备最完备的手册也可能会有差错或遗漏，故应

视需要准备一套或数套“补充教材”，以便在将手册发给外勤和数据录入工作

人员之后对这些手册加以补充。

15 团队“外勤工作人员” 

系指采访员、监理人和其他工

作人员，他们为了完成本职工

作经常游走于采访住户的社

区。如下文所讨论的，让数据

录入员尽量在接近这些社区的

地方工作有好处。在数据录入

员跟随外勤工作人员旅行的调

查中，也可以把他们叫作外勤

工作人员，但在其他调查中

他们不是外勤人员。本章使

用“外勤和数据录入工作人

员”这个短语是为了两种可能

性都照顾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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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外勤和数据录入工作人员的培训

16.  有些情况下，进行调查的组织会有为数众多的有经验的采访员、监理

人和数据录入员。当新调查非常类似于该组织曾经做过的历次调查的时候，基

本上不需要花多少时间进行新的培训，只需一两周的时间对新的问卷细节以及

可能伴随新调查而发生的程序上的一些变化进行解释。可是有些情况下，新调

查可能与该组织近期内所做过的任何调查都有相当大的差异，而且多数情况下

各组织都需要至少雇用一些新的外勤和数据录入工作人员。在这些情况下，为

了确保高质量的调查，必须进行通盘培训。譬如讲，新聘用的采访员和监理人

必须经过一般培训才能接受有关调查的有针对性培训。一般来说，这些情况需

要有两周以上的培训：通常需要三到四周才能保证采访员和监理人做好有效开

展工作的准备。

17.  虽然培训的性质是由调查性质决定的，但是仍然可以就此提几点一般

性意见。首先，培训要利用问卷包括大量采访实际住户的演练。第二，培训要

强调理解调查的目标以及如何收集数据才有助于实现这些目标。集中掌握这方

面的知识，而不是训练外勤和数据录入工作人员不容置疑地循规蹈矩，会有利

于采访员和监理人恰当地应付没有预料到的问题和麻烦事。第三，最好比实际

需要量多培训一些人并对受训者进行某种考核（包括笔试和实际采访部分）。

可根据考核结果选拔那些考试成绩较高的人担任采访员和监理人。第四，要集

中在一个地点进行培训，以保证所有外勤工作人员都能接受同样的培训，并且

使培训本身达到最高质量。最后要认识到，培训质量可以对调查质量并最终对

数据收集质量产生关键性的影响，这种认识很重要。整个调查团队必须充分重

视培训工作，而不只是把它简单地委托一两位成员去做。

6. 实地工作和数据录入计划

18.  外出到抽样地区对抽样住户进行采访的实际工作，一般称之为实地

工作。鉴于实地工作和数据录入工作是密切配合的，所以本章将两者一并来讨

论。实地工作应在培训完成后尽快启动（甚至在一周之内），以便最大限度地

避免忘记培训中所学到的知识。在开始实地工作以前，务必（根据抽样计划）

制定出选定的住户与行将从事这项工作的采访员、监理人和数据录入员相互匹

配的非常详尽的工作计划。通常把调查工作人员组成几个团队，由一位监理人

领导。每个团队被指定负责整个样本的一部分，并负责确保其指定部分的所有

住户都采访到。

19.  在拟订实地工作计划的时候，有几条基本原则应谨记在心。首先，必

须提供适当的交通运输手段，不仅为工作人员，也为物资供应。许多国家的住

户调查经验表明，最常见的后勤问题是要保障外勤人员所用车辆的燃料、油料

供应及完善的维修保养。第二，实地工作计划需要讲求实际，意思就是说，它

应该以该国以往的住户调查经验为基础。如果要尝试某种新路子的话，所采用

的方法应该作为试点检测的一部分先行验证（关于试点检测，见第三章）。第

三，实地工作计划应有一个数据录入计划相配套，后者解释如何将填写完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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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卷所产生的信息录入计算机并最终纳入中央办公室的主文档。第四，对于为

期数月的现场调查，应在最初运转几个星期之后暂停一下，以评估实地工作和

数据录入工作进展顺利与否。16 很有可能根据头几个星期的经验，建议对实地

工作和数据录入的程序作一些修改；这些改变应写成文字并提供给实地工作人

员，像前面所讲的那样将其作为“增补内容”纳入他们的手册。第五，实地工

作计划定稿之前应交给经验丰富的监理人和采访员查看，以征求他们的意见和

建议。最后，要让采访员在每个初级抽样单位有足够的时间反复拜访被抽样的

住户，以便从最有见识的受访者收集数据；假如不这么做，而由住户的另一位

不太了解情况的成员“代答”，则如此收集的数据很可能会减损数据收集的准

确性。

7. 进行试点检测

20.  所有住户调查都要进行一次对问卷设计、实地工作和数据录入计划以

及所有其他相关方面的“检测”。这叫作试点检测。其中涉及到对调查所涵盖

的全国各地区100-200个住户进行采访。因为试点检测的主要目标之一是评价

问卷的设计，所以这个问题在第三章进行了详细讨论。试点检测结束后开几天

会，由核心调查团队和参加试点检测的人讨论试点期间发现的任何问题。然后

与会者必须就问卷的最终定稿、最终工作计划和数据录入计划定稿、调查的任

何其他方面达成一致。

8. 发起宣传运动

21.  住户调查应通过大众传媒公开宣布启动新一轮的住户调查，以提高公

众对调查的认识，并有望鼓励被选中受访的住户积极合作。宣传运动的另一个

好处是提高调查人员的士气。一般来说，不宜在一般宣传方面投入大量资金，

因为得到相关信息的绝大多数住户并不是调查的受访者。不过，在不少情况

下，通过与电视台和无线电广播电台、报纸和其他大众传媒组织联系，几乎无

须任何费用即可达到宣传目的。报纸上的报道特别有用，因为采访员和监理人

可将有关报道的复印件保留下来，给心存疑虑的住户看报纸上访调员是怎么说

的。

22.  较有针对性的宣传也很有用，其中包括在选中为初级抽样单位的社区

张贴传单，给选定受访的各住户发送公开信，等等。张贴的传单要色彩纷呈、

引人注目，而不论传单还是公开信都要突出调查数据对改进政府政策的好处。

信中还要强调数据是严格保密的；在许多国家可以援引特定法律条文作为机密

保障。最后，要同地方社区领导接触，以解释调查的重要意义和利好。在说服

地方领导人确信调查利好之后，他们就可以说服不情愿的住户参加调查。

C.  现场调查过程中开展的各项活动

23.  在所有这些准备活动完成以后，实际住户调查就开始了。每个国家实

施住户调查的路子多少有所不同，但可以提出一些适用于所有国家的一般性忠

告（直接参见下文）。本文假定实地工作是由巡回团队执行的。

16 这种短暂的停顿应选在

一个“普通”时段，以免在调

查遇到重要事件的时候中断数

据收集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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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通讯和交通手段

24.  每个现场调查团队都需要有可靠的通讯线路通达中央调查管理机构，

以便报告工作进展和问题，并尽快向中央办公室提供调查数据。发展中国家往

往通讯能力薄弱，尤其是农村地区。但在大多数国家，电话业务已经改进到每

个现场调查团队可在数小时、或最多一两天的路程内用上可靠的电话。实际

上，移动电话现已成为许多发展中国家非常普通的通讯工具，尽管在农村地区

还不是很普及。一个可供选择的简单办法，就是给那些在这种通讯技术覆盖地

区工作的团队配置移动电话。对于在边远地区工作的团队，配置卫星电话设备

或许是一项划得来的投资。

25.  对现场调查工作团队来说，运输问题也至关重要。各国在这方面的做

法不尽相同，但至少每个团队都应该有可靠的运输保障，以便从一个工作地区

转移到另一个地区。现场调查队员一旦得了重病需要立即救治，对于这种情况

也必须有应急运输计划。不论正常运输还是紧急运输都要有某种后援系统的计

划，以便在基本系统失灵的情况下派上用场。可靠的运输手段可在所有其他通

讯手段都无效的情况下当作一种后备通讯方法来使用。

2. 监督和质量保障

26.  采访员的工作质量对任何住户调查来说都具有关键性的重要意义。有

些采访员简直就没有工作能力，其他人在缺乏或根本没有奖励措施的情况也不

可能全力以赴地投入工作。建立一个行之有效的实地工作监督制度是保证工作

质量的关键所在。

27.  下面的建议会有助于监理人有效地监督和保证采访工作质量。首先，

每位监理人应负责管理少数几位采访员：最多不超过五人，少到两三人即可。

第二，每位监理人至少要拿出一半的时间用来检查采访员的工作质量。第三，

要编制一份比较简短的检查对照表，监理人可用此表来检查填写完的问卷，以

保证按照一些基本规则完成对每个受访住户的采访。每份调查问卷都要按照对

照表上列出的条目逐项进行检查，并保留这些检查的文字记录。第四，监理人

应在不预先通知的情况下巡视采访员的实地工作情况。这能确保采访员在预期

的地方工作。此外，监理人要观察采访员如何进行住户采访，以查明采访员是

否依照培训中教给他们的程序办事。第五，监理人要随机选择一些采访过的住

户进行回访。需要另外准备一份较为详细的对照表，用来进行一种仅涉及一些

关键要点的“微型采访”（比如某住户实际有几个常住人口），以确保采访员

正确记录问卷上的最基本信息。第六，考虑到调查团队的流动性，实地工作计

划在组织上应该使监理人能够伴随采访员从一个地方到另一个地方去完成他们

的采访任务；如果监理人远离采访员，就很难开展监督工作。

28.  另外可就监督和数据保障提两点建议。首先应认真考虑使用笔记本电

脑进行现场数据录入，并采用软件检查录入数据内部不一致的情况。这样，就

可以在发现任何不一致的时候，让采访员返回有关住户那里收集正确信息。17 

17 现场使用笔记本电脑未

必是件轻而易举的事。所涉及

的问题包括缺少电源；计算机

因灰尘、炎热和湿度大发生故

障；当然，还有大量购置这种

计算机的高成本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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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核心调查团队成员应在不事先通知的情况下巡视各现场调查工作队。这

种巡视基本上是对监理人实施监督的手段，监理人的工作也需要督促检查。

3. 数据管理

29.  录入数据并将其处理成适合数据分析的形式，是任何调查的一项至关

重要的工作。现在大多使用个人计算机和数据录入软件进行数据录入的工作。

需要把软件设计成可用来检查数据的逻辑一致性。如果发现有不一致的地方，

起码可以核查数据录入员的工作，以确定这是否只是单纯的数据录入差错问

题。如果是在现场进行数据录入的话，就可能引进一种更好的制度——即采访

员可以返回有关住户去纠正不一致的地方；但如果是在调查组织的中央总部进

行数据录入的话，这几乎是不可能的事。

30.  数据管理系统的运行必须确保数据能尽快到达一个集中地点。这项原

则的重要性有两个突出理由。首先，应该及时对第一周或第一个月的工作进行

检查，以确保发送到中央办公室的数据没有严重问题。其次，几乎在任何情况

下，信息送达分析员和决策人手中越快，信息价值就越高。

31.  在数据管理问题上还可以提几点具体建议。首先，要保有对所有抽样

住户的完整调查结果报告，包括：受访者人数；不答复者人数；或不合格的单

位。这种信息是为分析的目的对受访者数据记录加权所需要的。第二，数据录

入软件程序在使用前必须经过彻底验证，而问卷试点检测期间就是验证这种软

件的极好时机。第三，在向研究人员和数据分析员提供数据之前，要对数据集

的各个部分逐一进行检查，以确保没有任何住户被错误地排除在外或被重复取

样。第四，要向数据分析员提供一份“基本信息”文件，以保证他们了解如何

使用相关数据。下面D节对此有进一步解释。

D.  实地工作、数据录入和数据处理之后需要开展的活动

32.  采访工作全部结束后还需要进一步开展几项活动才能圆满完成住户调

查。这些活动通常都在收集数据的组织所在的中央总部进行。最突出的任务是

数据分析，这方面的工作在本出版物的其他章节专门讨论，但是还需要进行其

他一些后期工作。

1. 听取汇报

33.  所有监理人以及（可能的话）所有采访员和数据录入员要参加一次与

核心调查团队一起召开的会议，来共同讨论调查期间遇到的问题，关于在未来

的调查中避免类似问题的意见，并且——较普遍的做法是——就改进调查提供

各种建议。这种会议应在完成调查后立即举行，以免现场和数据录入工作人员

忘记有关的经验细节。要详细记录提出的各项建议，以便将其纳入下一次同类

调查的计划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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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最终数据集的制备和文件编制工作

34.  几乎任何住户调查所收集的数据都可能管用好多年，不论收集数据的

机构还是其他研究机构（或研究人员）都可能在日后的岁月就此提出各种报告

和分析。为了避免混淆，应该编制一套最终的“正式”数据版本，并把它作为

一切组织和个人进行一切分析的依据。最好能在收集完数据之后的一至三个月

内拿出最终数据版本。因此，现场收集的数据必须经过严格核查和分析，以便

找出任何差错或异常并加以定位和做出标记。当然，有些差错得经过数月乃至

多年才会被发现，针对这种情况可以编制一个“修订版本”的数据集，供日后

分析使用。

35.  任何数据分析都会有许多与数据相关的问题。这些问题可能包括从数

据文档是如何建立的这种普通问题，具体到有关数据是如何收集的这样一些重

要得多的问题。为了避免应接不暇的澄清要求占用工作人员的大量时间，收集

数据的机构应该编制一份文件来解释数据是如何收集的以及数据文档是如何安

排和格式化的。这种文件将载有对调查问卷中所未见的任何编码所作的说明，

以及对任何偏离原定计划收集数据的情况的解释。该文件最好能说明最终样本

和计划样本有何不同；换言之，有多少住户没有找到或拒绝参加调查，以及 

（如果适用的话）如何选定了新的住户来取代未接受采访的住户。除了这份文

件外，供数据分析员使用的任何信息“包”还应包括一份问卷影印本和全套培

训手册。

36.  在许多国家有关文件编制工作的最后一个问题，是将相关文件资料

翻译成其他语言的问题。当前有不少研究人员所研究的国家，其语言他们看不

懂，只能依靠翻译的问卷和其他文件。通常，与其让诸多不同的研究人员去做

自己的、或许不够准确的翻译工作，不如把所有数据分析所需的材料翻译成

某种通用的国际语言，最通用的就是英语（其他可能的语种是法语和西班牙

语），这不失为一个好办法。虽然这或多或少是一项负担，但或许可以将这种

翻译成本纳入初始调查预算，吁请捐款人特别为此目的提供资金。

3. 数据分析

37.  所有数据都是为分析目的而收集的，因此不言而喻，数据分析是数据

收集之后的最终活动。这里需要指出的惟一要点，就是整体调查计划应对数据

分析所需要的时间量进行实际估算，并将这方面的估计数纳入整个调查活动时

间表。数据分析所花费的时间几乎总要比计划的时间长，但是，调查团队与数

据分析人员协商越密切，依据这些数据进行分析所取得的结果可能就越精确，

也就越有用。

E.  结论

38.  本章就发展中国家的住户调查提供了一般性建议。讨论涉及到许多

议题，但每个议题只能作简要处理——从住户调查工作的复杂性来说，这是不

可避免的。鉴于本章所提供的信息不能完全满足住户调查的需要，所以任何住

户调查策划者都需要参考其他材料以获取更详尽的忠告。他们应该阅读本章导



56  发展中国家和转型期国家住户调查

言中列举的那些参考资料；另外，与进行过住户调查的有关个人和组织商讨本

国以往相关调查的经验，无疑是个好做法。开展调查可能是一项单调乏味的工

作，但如果精心工作，注意细微末节，并遵从本章忠告，就可以明显提高数据

收集的质量和效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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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    言

Vijay Verma

锡耶纳大学 

意大利锡耶纳市

1.  本出版物第一部分综合介绍了有关住户调查设计与实施的主要技术问

题。除了问卷设计之外，还概述了实际调查和样本设计的问题。本部分以较为

具体的方式有选择地探讨了发展中国家和转型期国家的住户调查样本设计问

题。其中包括三章：一章关于住户调查的主抽样标架和主样本的设计问题；另

外两章关于设计效果的估量及其在样本设计中的应用问题。

2.  样本调查的目的，是根据对某个调查人口的有限数量单位（即一个样

本）的观测结果，对该人口的总体适用性做出估量和推断。在这一过程中可能

会出现各种原因造成的误差。通常对抽样误差和非抽样误差加以区分。可是从

整个调查过程的观点来看，一种更基本的分类是区分“计量误差”和“估计误

差”。计量误差是在对调查所包含的单位进行计量的结果偏离这些单位的实际

（或真实）数值的情况下产生的，这种误差关系到调查所计数的个体单位层级

的计量精确度，是围绕调查的实质内容发生的误差。此类误差有别于估计误

差，后者是在从特定计数单位到需要估计数或推断的整个调研人口的外推过程

中发生的。估计误差关系到从观测单位到目标人口的普遍化，是围绕样本设计

与实施发生的误差。此类误差除了抽样的变异性之外还包括与样本选择和调查

实施有关的各种偏差，比如覆盖面的误差和受访者不响应造成的误差。所有这

些误差都是抽样统计人员所关切的基本问题。往往几次调查或几轮调查共用同

样的抽样标架、主样本、样本设计、有时甚至同样的单位样本。在这种情况

下，与抽样过程有关的误差在这些调查中带有共性，而较少取决于调查标的

物。

3.  正是基于对计量与估计之分的了解才选择了本部分所讨论的问题。本

出版物第二部分的各章讨论了关于估计的两个重要方面：一个方面是抽样标

架，这个问题关系到所关注的人口的覆盖状况是否良好，并影响到所可能构建

的抽样设计的成本效益；另一个方面是设计效果，这种效应提供了调查效率的

定量计量，并有助于将设计结构与调查成本挂钩。当然，关于调查设计还有其

他方面需要讨论，因此在探讨本部分章节的同时参考前一部分建立的框架是有

益的，特别是第二章有关样本设计原则和方法的讨论。

    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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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第五章非常务实而详尽地讨论了主样本和主抽样标架的概念。关于样

本结果普遍化所及的人口定义，是调查规划与设计的一个基本方面。因此，行

将调查的人口必须按照实际形态来表述，并据此选择所需要的样本类型。抽样

标架就是这样一种表述方式。在最简单的情况下，抽样标架只不过是该人口中

所有抽样单位的一个明晰清单；在比较复杂的设计中，抽样标架的表述也许是

部分隐含的，但仍能说明所有抽样单位。实际上，所需的抽样标架是结合所需

的样本结构及样本选择程序确定的。在多级抽样标架中（住户调查的抽样标架

多以地区为基础），抽样标架的耐久性随着调查单位层次的降低而下滑。一端

是初级抽样标架，它代表着有长远利用价值的重大投资；另一端是最终抽样单

位清单（包括诸如地址、住户、特别是个人等），这种抽样单位则需要经常更

新。

5 .  初级抽样标架（叫作“初级抽样标架”）必须涵盖初级抽样单位 

（PSU）的整个人口。继第一阶段选择之后，任何较低层次的单位清单只须在

前一阶段较高层次的选定单位范围之内即可。为了经济、方便起见，这项任务

的一个或多个阶段可以合并或在许多调查之间共用。这些共用阶段所产生的样

本叫作“主样本”。目标是提供最低到某一阶段的共用单位样本；从这一阶段

开始，可以为个别调查进行进一步的抽样。主样本的利用包括如下目标：

(a) 通过不同调查之间共享样本，节省开发并保持抽样标架和材料的成

本；

(b) 减少样本设计和选择成本；

(c) 简化提取个体样本的技术过程；

(d) 便利不同调查、特别是持续调查的连续轮次之间的实际运作上的联

系；

(e) 便利并在必要时限制和控制各种调查在同一抽样标架内提取多种样

本。

6.  另外还必须认识到，就是在实际当中主样本也有其局限性：

(a) 如果主样本的概念不能扩展到较低层次抽样阶段的话，节省的成本会

很少，因为较低层次的单位比较少，而相应的抽样标架或清单需要经

常更新；

(b) 只有在主样本不止用于一项调查、最好是用于许多调查的情况下，才

能适当节省成本；

(c) 一个主样本的有效利用需要做长期规划，而在发展中国家的境况下这

是难以做到的；

(d) 如果在设计个别调查的时候缺乏适应共用主样本的灵活性，就可能成

问题；

(e) 可能在提取个别样本方面会增加技术上的复杂性；无论如何都需要详

尽而准确地保有主样本的文件编制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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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将主样本的概念扩展到不包括初级抽样单位的样本而是包括初级抽样

单位的整个人口，这也是有可能的。这就是第五章讨论的主抽样标架的概念。

当现有的抽样标架不能充分涵盖关注人口而且/或者不包含有关高效而便捷地

选择样本的信息时，在主抽样标架方面投资是值得的。使用主抽样标架也可以

减少从限制性较大的主样本在选择样本的类型和规模上所受到的制约。

8.  第六章和第七章处理设计效果的重要概念。设计效果（或其平方根，

有时叫作设计因子）是有关设计中的各种复杂因素对一个估计数方差影响的一

种综合性概括度量法。对于某个特定统计量来说，设计效果是作为该统计量在

实际设计条件下的方差与同样规模的简单随机样本（SRS）条件下的方差之比

率来计算的。这样，它就提供了一种设计效率的度量方法。通过取实际方差与

SRS方差之比作度量值，设计效果还排除了两者共同因素的影响，比如估计数

大小和计量比例，人口变异和总体样本规模。这就使得此种度量法更具有从一

种情况（调查、设计）转移到另一种情况的“便携性”。设计效果的这两个特

点——即作为对设计效率的概括度量和便携式度量——使得这种度量法极具实

用价值并在实际调查工作中广为采用。对许多统计量和多种多样的分组人口的

估计数来说，设计效果的计算与分析对于评价当前的设计和新样本的设计是非

常宝贵的。

9.  虽然这种度量法确实排除了前述抽样误差量值中的某些重要变异来

源，但是设计效果量值依然取决于其他设计特征，比如在样本地区选择住户或

个人的数量和方式。最重要的是务必牢记，设计效果是依变量和相关统计量而

异的。绝不能仅靠一种设计效果来描述“该特定”设计的抽样效率。对于同一

个设计来说，不同类别的变量和统计数据可能（而且往往）有极不相同的设计

效果值；对不同分组人口来说，同一变量的不同估计数也有极不相同的设计效

果值。第七章提供了涵盖6个国家10次调查的各种不同类别的变量，其一系列

经验成果说明了各种调查之间和调查范围内的设计效果值的多样性。





第 五 章

发展中国家住户调查主抽样标架和主样本的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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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章探讨有关主抽样标架和主样本的设计问题。导言后面分为如下几

节：B节简要说明了展开和利用主抽样标架和主样本的理由；C节讨论了有关主

抽样标架设计的主要问题；D节是关于主样本的，讨论了需要在设计阶段做出

的若干重要决策（初级抽样单位的选择、抽样阶段的数量、分层、各层次间的

样本分配，等等）。

关键词：主抽样标架、主样本、样本设计、多级样本。

A.  导言

1.  发展中国家的国家统计局通常是国家级“官方”统计数据的主要提供

者。国家统计局在履行这一职能的时候必须考虑到人口统计、社会和经济统计

领域范围十分广大的信息需求。国家统计局使用各种不同的数据来源和方法收

集数据。行政管理数据和注册资料在一定程度上是现成可用的，但样本调查将

永远是收集数据的一个重要方法。发展中国家的大多数国家统计局每年进行几

次调查。其中有些调查（比如生活水准计量调研、人口与健康调查、多指标

类集调查等）在设计上相当规范，而其他一些调查则是为适应国家专项需要

而“量身定制”的。基于对规划和协调不同调查工作的需要，正在加强住户调

查方案项下各种调查活动的整合。现在，许多国家统计局都用长期调查计划取

代了临时性的调查进程安排，根据长期计划持续进行或按照定期间隔开展涵盖

各种不同议题的调查。联合国国家住户调查能力方案（NHSCP）在这一进程中

发挥了重要作用。

2.  在住户调查方案中可以通过多种途径实现调查设计与运作一体化。可

以在几项调查中采用相同的变量概念和定义。各项调查共用调查人员和设施，

可以保障人员、设备的有效利用。一体化还可以包括在整个调查方案中所有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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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采用共同的抽样标架和样本。为各种调查制定一个主抽样标架（MSF）和一

个主样本（MS），往往是一体化住户调查方案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3.  在第一抽样阶段采用地区单位的通用主抽样标架，可以提高住户调查

方案中各项调查工作的成本效益。通常，扩展合理的抽样标架需要很高的成

本。国家统计局通过确立一项持续进行的调查方案，就可以在多项调查中共同

分担构建抽样标架的成本。

4.  如果各项调查从主抽样标架选定的一个通用主样本中选择各自的样本

作为子样本的话，就可以将成本分担更推进一步。所有或大多数调查都采用一

个主样本，即可降低每项调查在第二阶段及此后阶段中选择样本和准备抽样标

架的成本。采用主抽样标架和主样本的上述成本优势也适用于在调查方案期间

进行的一些预料外的临时调查；而且，在国家统计局没有正式调查方案的情况

下的确也适用。

5.  本章将讨论有关主抽样标架和主样本的设计问题。联合国手册—— 

《国家住户调查能力方案：一体化住户调查方案抽样标架和样本的设计》 

（联合国,1986年）详尽描述了设计、准备和保有抽样标架和样本过程的各个

步骤。该手册载有一个关于若干个案研究的附件。建议对此课题感兴趣的读者

参阅该出版物中的详细论述。

B.  主抽样标架和主样本：概述

1. 主抽样标架

6.  正如第二章所述，发展中国家的住户样本通常是在几个抽样阶段中选

取的。在第一阶段使用的抽样单位叫作“初级抽样单位”（PSUs）。这些单位

是区域单位。它们可能是行政分区，比如辖区和地方选区，或者可能是为特别

目的划定的地区，比如普查“查点区”（EAs）。第二阶段包括一个从选定的

初级抽样单位中选出的“第二阶段抽样单位”（SSUs）样本。多级样本中的最

后阶段抽样单位叫作“最终抽样单位”（USUs）。在一个多级样本中，每个选

择阶段都需要有一个抽样标架——即从中选取样本的单位清单。第一阶段单位

的抽样标架必须无遗漏、不重叠地涵盖整个调查人口，但是第二阶段抽样标架

则只需保持在前一阶段选定的初级抽样单位范围内即可。

7.  如果初级抽样单位是行政单位，那么这些单位的清单可能是现成的，

或者这样的清单可以轻而易举地根据行政案卷整理出来用作抽样标架。这样一

个临时初级抽样单位清单可以在每次需要样本的时候搞出来。可是如果需要在

某个时期开展一系列调查，最好准备并保有一个主抽样标架，以便随时用于各

次调查。与每次调查临时准备一个专门抽样标架相比，节省的成本额是相当可

观的。另外，这个抽样标架可为诸多调查所共用的事实，更容易证明扩展和保

持主抽样标架在费用上的正当性，并促使主管机构在改进抽样标架的质量方面

投入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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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主抽样标架基本上是一个涵盖全国的地区单位清单。每个单位可能

有城/乡分类、较高层级单位识别（譬如该单位所属的政区和省份）、人口

计数以及可能的其他方面的信息。每个地区单位必须保有关于单位界限的信

息。以老挝人民民主共和国的住户调查为例，它的主抽样标架包括一份大约有

11 000个村庄的清单。每个村都有关于住户数量、男性和女性人数、该村是城

市还是农村（城市地区的行政分区也叫村）等方面的信息以及该村所属的政区

和省份的信息。还有关于该村是否通公路的信息。

9.  主抽样标架的最普通类型是用普查查点区作基本抽样标架单位。通

常，每个单位都有将该单位与较高层单位（行政分区）联系起来的信息。可以

直接从这种类型的主抽样标架选择查点区的样本。还可以选择行政分区的样本

并在选定的分区范围内选择查点区样本。

10.  一个有内在灵活性的最新主抽样标架，除了前面讨论的成本和质量方

面的优势之外还有其他方面的好处。它便于为不同种类的调查迅速而简便地选

择样本。另一个好处是，一个保持良好的主抽样标架会对下一次普查有使用价

值。普查本身所需要的抽样标架类似于行将用于住户调查的抽样标架。如果在

普查间歇期间有一个保持良好的主抽样标架在使用，那么开发普查所用的抽样

标架的工作就容易多了。理想的情况是：在普查期内计划并构建一个新的主抽

样标架，然后在下一次普查期间将其充分更新。

2. 主样本

11.  有可能在主抽样标架内为完全独立的不同调查选取样本。不过，在许

多情况下，如果选择一个大样本（即主样本），然后为不同的（但有联系的）

调查选择主样本下面的子样本，会得到实实在在的效益。不少国家调查局已决

定开发一个主样本，以满足其住户调查的需要。

12.  所谓“主样本”就是一个可以从中选择子样本以满足不止一个调查或

调查轮次需要的样本（联合国,1986年）。它可以有多种形式。一种设计简便

且相当普通的主样本就是由初级抽样单位组成的主样本，这里的初级抽样单位

是指普查查点区。该样本用于两阶段样本选择，其中第二阶段抽样单位是居住

单位或住户。

13.  可以采取多种方式进行子抽样。在（初级抽样单位的）初级层次上

的子抽样将为每次调查给出一个独一无二的主样本初级抽样单位的子样本，也

就是说，每次调查都有一个不同的查点区EAs样本。在二级层次上的子抽样将

从每个主样本初级抽样单位当中给出居住单位的子样本；也就是说，每次调查

都有同样的查点区样本，但在查点区内有不同的居住单位样本。子抽样可以独

立进行，也可以采取某种受控选择过程，以确保样本间的重叠现象保持在预期

的水平上。从主样本选择样本的另一种方法，就是从样本中选择独立的复制样

本。可以选择一个或多个复制样本作为每次调查的子样本。这种构成要求主样

本从一开始就是从一套完全独立的复制样本中建立起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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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各国的国家调查局可以通过使用主样本节省大量成本。选择主样本所

付出的成本将由使用主样本的所有调查分担，这样就会降低每项调查选择样本

的成本。由于主样本单位的选择基本上是办公室的操作（尤其在有完好主抽样

标架的情况下），所以这一阶段节省的成本可能不是很多。当准备地图和主样

本单位内居住单位子抽样标架的成本由各项调查共同分担的时候，节省下来的

成本额就大多了。通常，建立子抽样标架所需要的实地工作量很大；而每次调

查的这种实地工作成本的降低幅度几乎与使用同样子抽样标架的调查数量成正

比。

15.  对于某些国家来说，由于实地巡回调查的难度之大、相关成本之高，

一个经济实惠的做法就是在主样本初级抽样单位所在的地区或该地区附近招募

采访员，并让他们在整个调查期内都驻扎在那里。在这种情况下可以使用相对

较大的初级抽样单位。然后，通过使用这种初级抽样单位的一个固定主样本，

即可获得明显效益，因为这就不用为每项调查选择一个新样本，也不必重新寻

找或招募新的采访员了。

16.  使用共同的主样本可以缩短在本地区启动调查的时间。在许多发展中

国家，采访员必须得到地区或地方当局的准许方可在该地区进行采访。例如，

在老挝人民民主共和国和越南等国家，采访必须得到村长以上好几个行政层级

的批准。当多项调查在同一地区进行的时候，就可以大大减少“开业”过程所

需要的时间。

17.  多项调查共用主样本的初级抽样单位也可以减少采访员寻找住户所

花费的时间。当具备了质量上乘的地图和子抽样标架的时候，采访员可以在该

地区快速走访；有的情况下他们甚至可能在前次调查的时候在该地区工作过。

可以实行永久性居住单位编号，以便利熟悉有关地区。有些主样本就是这么做

的：Torene和Torene（1987年）就介绍了孟加拉国的主样本案例。

18.  使用主样本有可能在两个以上的调查中有重复取样的现象，这样可以

通过将各次调查的住户数据联系起来，在低层次上进行数据整合。但是存在这

样一种风险，即在多次使用样本单位的情况下可能会对调查成果的质量产生负

面影响。参加了多项或几个轮次调查的住户，也许在后来的调查中就不愿意参

与或者不太情愿给予准确的回答了。

19.  可见主样本对一个调查方案中的多次定期调查是有好处的（成本、

统一和协调）。已经存在的主样本也可以让国家调查局有较好的准备来处理特

别调查的抽样事宜：当特别调查需要的时候，可以从主样本中很快选取子样

本。

20.  主样本的有利之处是显而易见的，但是也有一些不利之处或局限性。

主样本的设计总要在方案的各项调查所产生的各种不同的设计要求中间作些妥

协折衷。主样本比较适合那些在有关地区的“域”估计数和目标人口分布方面

设计要求适度兼容的调查。为主样本选定的设计量通常都能在相当程度上适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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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查方案中的大多数调查，但是没有任何一项调查完全适合。主样本的设计对

各项调查规定了一些有时难以达到的约束和要求（比如在样本规模、类集、分

层法等方面）。结果会使个别调查在效率上蒙受一定的损失。

21.  还有一些调查有主样本所不可能达到的设计要求，比如：

· 针对某些“小地区需要大样本”的行政区或地方辖区的调查（比如旨

在评估某个地方辖区开发项目影响的调查）。

· 针对某些非均衡分布分组人口（比如族群）的调查。

22.  上面第一类调查的一个实例是在老挝人民民主共和国北部四省份定期

进行的鸦片种植调查。其目的是评价老挝政府旨在减少鸦片种植的项目进展情

况。在这个案例中，由于老挝的主样本不能满足对样本设计的要求，所以又为

调查另外选择了一个样本。（本来有一种替代办法，就是在这四省份使用主样

本的初级抽样单位，同时从主抽样标架中选取附加的初级抽样单位。）

23.  有的情况下也许不能完全达到利用主样本节省成本的目的。从一个主

样本提取适合特定调查所具体需要的子样本，然后正确计算出选择概率，这得

需要具备一定的技术能力。这种操作可能比单独选择一个样本还要复杂。在许

多发展中国家的国家统计局，抽样统计员奇缺，这一事实可能会妨碍采用主样

本，或者说实际上阻碍了主样本的开发。由于国家统计局缺乏抽样工作能力，

对主样本利用不足的事例屡见不鲜。

3. 归纳和结论

24.  以上讨论的有利条件、不利条件和局限性可以归纳如下：

主抽样标架

· 具有成本效益；国家统计局可藉此将构建抽样标架的成本分摊到多项

调查。

· 通常质量会比特设抽样标架好，因为它比较容易调动投资用于改进抽

样标架的质量，从而延长范围使用期。

· 简化提取个别样本的技术程序；便于简易快捷地选择不同调查样本。

· 如果保持得好，它的使用价值可以延续到下一次普查。

主  样  本

·  节省成本：

·  选择主样本单位的费用将由使用主样本的所有调查分担。

·  准备住宅单位地图和子抽样标架的费用将由使用主样本的各项调

查共同分担；但是子抽样标架需要定期更新，以补充新建住所和

删除已拆毁的住宅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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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因为现场交通不便、成本高而采访员需要驻扎在或接近初级抽

样单位地区的情况下，采用主样本有明显的效益。

·  提高工作效率：

·  多项调查使用同一样本的初级抽样单位，可以缩短有关地区的调

查启动时间和采访员寻找受访者的时间。

·  主样本便于简易快捷地选择样本；在专项调查需要的时候可以很

快地从主样本选取子样本。

·  数据整合：

·  由于使用主样本有可能在两个以上调查中重复使用某些样本，所

以可对这些调查所得的数据进行整合。

·  局限性和不利条件：

·  主样本未必对所有调查都适用；有的时候，国家统计局可能会在

调查方案期内面临主样本所满足不了的意外调查需要（其实这属

于局限性而非不利条件）。

·  在重复使用样本的情况下，尤其在住户一级，由于受到制约条件

的影响和住户因累积受访的负担而不响应调查的现象增多，因而

有产生种种偏差之虞。

·  主样本的连续使用需要有必要的抽样技能，而这种技能国家统计

局未必具备。

结    论

25.  主抽样标架和主样本显然有许多颇具吸引力的特征。对于国家统计局

来说，可取的是保有一个维持完好的主抽样标架，以满足其住户调查的需要，

而不论是在调查规划中进行的调查还是临时性的专项调查。许多国家统计局会

发现，采取进一步措施为所有或大多数住户调查设计和使用一个主样本是有益

的。

C.  主抽样标架的设计

26.  国家住户调查方案在诸如预计样本数量、人口覆盖面、分层法和样本

规模等方面界定了对主抽样标架和主样本的要求。如何在设计工作中达到这些

要求，取决于各国构建抽样标架的条件。最重要的因素是可用于构建抽样标架

的现有数据和其他材料的状况。我们将在下面第1小节简要讨论所需数据和材

料的种类以及数据中可能存在的质量问题。

27.  国家统计局在评估了现有数据和材料之后，必须对与主抽样标架的如

下几方面有关的关键特征做出决策：

·  主抽样标架的覆盖面（见第2小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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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哪些地区单位应充当主抽样标架中的标架单位（见第3小节）；

·  主抽样标架中应包括有关标架单位的哪些信息（见第4小节）。

28.  有关抽样标架的完备的、经过妥善处理的文件编制和明晰的更新程

序，对于主抽样标架的有效使用至关重要（见第5小节）。

1. 数据和材料：质量评估

29.  通常，最近的普查资料是最重要的数据和材料来源。在国家统计局打

算用查点区作标架单位的情况下，这种资料来源的重要性是显而易见的；但即

便使用其他（行政）单位，一般也需要有这些单位普查的人口和住户数据。带

有人口和住户计数的查点区清单和查点区示意图是出自普查的基本材料。另外

还有较大地区（辖区、地区）标有查点区的地图。通常，查点区使用表示城/

乡分类及其所属行政区和分区的编码来识别。有时候编码还表示出查点区内是

否有集体户人口（比如军事驻地的人口、学生宿舍的人口，等等）。

30.  各国之间在普查数据和材料的质量上差异悬殊，尤其是地图质量。有

些国家（譬如南非）拥有储存在数据库中的数字化查点区地图，而其他一些国

家（譬如老挝人民民主共和国）则根本没有像样的地图。有些国家，查点区地

图往往非常粗糙，很难用于现场调查。由于查点区或许实际上由地点清单组成

而不是由地区单位组成，所以分散在清单地点以外的人口就可能没有包括在抽

样标架之内。一个与质量有关的、让抽样标架开发者感到有点儿头痛的特殊问

题，就是检索普查材料、特别是检索地图非常困难。也许地图质量还不错，但

如果难以检索，再好的地图也帮不了忙。普查过后查点区地图被“埋”在档案

馆里，有时还杂乱无序，找起来很困难，这种情况至今仍然普遍存在。有些计

数地图在档案馆遗失的事例也屡见不鲜。

31.  一般来说，普查资料的质量随着时间的推移而降低。在各查点区受

到人口增长和迁移的不均衡影响的情况下，查点区的人口计数质量就肯定会降

低。另外，行政单位的变化——比如边界变化或抽样单位的拆分或合并——也

会导致普查信息过时。假如最近的一次普查是在七、八年前搞的话，普查信息

肯定已经过时。

32.  主抽样标架设计的第一步必须是对可用于构建抽样标架的现有各种不

同的资料进行鉴定和评估，其中不仅包括普查资料，而且还包括其他数据/材

料；即便将普查当作主要资料来源，也可能还需要其他来源，以便更新或补充

普查数据。可以提出如下问题：现有哪些数据/材料，其精确度如何？数据的

现时性如何，多长时间更新一次？关于地图，应就其详尽程度和行政分区的边

界标示到何种程度来评价。要努力估计出达到所要求的质量标准的查点区地图

占多大比例。

33.  在现阶段的工作中，获得或编写一份对国家行政架构的确切而透彻的

描述及其经过更新的行政区和分区的清单也很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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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关于主抽样标架覆盖面的决策

34.  需要尽早对主抽样标架的覆盖面做出决定。该不该把边缘地区某些人

烟稀少的部分排除在抽样标架以外？大多数国家决定主抽样标架要充分覆盖全

国，一般来说这是明智的决策，因为即使将某些人烟稀少的边缘地区排除在住

户调查方案的定期调查以外，到时候可能还会出现需要对这些地区进行专项调

查的情况。游牧民群体和高山部落属于特殊情况，对他们很难取样和进行实地

采访。有些国家将这些群体排除在住户调查的目标群体之外。

35.  还必须对集体户人口的覆盖面问题做出决策。在有些国家，较大的集

体户被界定为特殊计数领域（比如寄宿学校、大医院、军营、以及矿工集体宿

舍等）。在这种情况下将这些领域排除在抽样标架以外是可能的。不过一般来

说，最好还是把这些单位纳入抽样标架，以便为将来调查有关覆盖面的决策留

有余地。

3. 关于基本标架单位的决策

36.  “标架单位”，就是纳入主抽样标架的抽样单位。“基本标架单

位”是主抽样标架内的最低层单位。一般来说，基本标架单位最好是小地区，

以便在某项调查经费有限的情况下可以考虑将这些小区并入较大的抽样单位。

37.  普查查点区往往是基本标架单位的最好选择。查点区用作基本标架单

位有几个好处。划分查点区的目的是产生人口规模大体相当的地区，这在某些

抽样状况下是有利的。查点区标示在地图上；通常这种地图附有边界描述。一

般可以得到在行政区划内标明各查点区位置的基本地图。普查中产生计算机化

的查点区清单，这些清单可作为主抽样标架的起点。权衡利弊，将查点区用作

标架单位有不少好处，但是前面第1小节中讨论的那几种质量问题也许会在某

些情况下导致考虑别的解决办法。

38.  有些国家的行政分区小到可以充作基本标架单位；有的情况下把这

些单位当作基本标架单位使用比查点区更好，譬如老挝人民民主共和国国家统

计中心保有的行政分区就介入了主抽样标架。该国曾经把查点区当作基本标架

单位，但后来发现查点区的文件编制很难检索，而且普遍质量较差，以至于在

现场调查中难以跟踪查点区的边界。在这种情况下决定利用“村”作为基本标

架单位。老挝人民民主共和国的村是界定明确的行政单位。可是，在严格意义

上“村”并不是地区单位。村与村之间的界线是模糊的，没有适当的地图可资

使用，但是至于哪些住户属于某个特定的村，却一点儿也不含糊。

39.  把小于查点区的单位当作基本标架单位来使用的情况并不普遍，但是

这种情况的确存在。泰国便是一例，在该国的市政辖区，查点区进一步划分成

街区，按每个街区进行人口和住户普查计数。在主抽样标架MSF的市政部分，

这些街区被当作基本标架单位使用。

40.  各种基本标架单位，不论是查点区还是其他类型的单位，就各该区

的住户和人口而言在规模上不尽相同。即便意在创建人口规模变异不太大的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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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区，也会因为种种原因而发生偏离这种规则的情况（比如在人烟稀少、交通

困难的地区可能建立人口较少的查点区）。其结果，在一些高低两级相差悬殊

的极端情况下，通常查点区的大小会有相当大的差异。以越南为例：每个查点

区平均有100个住户。在总共166 000个查点区当中，每个区的住户少到只有

2户，最多的达到304户（Glewwe和Yansaneh,2001年）。住户数在50户以下的

查点区占1%。在老挝人民民主共和国，小查点区所占的比例甚至更大：6%的查

点区户数都在25户以下。一般来说，这种作为基本标架单位的地区在人口规模

上的差异不算个问题，但是太小的单位不宜用作抽样单位。极小的查点区在主

抽样标架内是可以接受的；但是对于基于主抽样标架的样本来说，这些查点区

需要跟邻近的查点区合并成适当的抽样单位。

4. 拟纳入抽样标架的标架单位信息

41.  可以使用基本标架单位的简单清单构建一个初期抽样标架，但是从这

样一个范围提取有效样本的可能性是有限的。如果抽样标架包含一些可用于开

发有效样本设计的标架单位的补充数据的话，这个范围的使用价值即可大幅提

高。补充数据可分为三种类型：

(a) 可将基本标架单位并入较大单位的信息。为了增加从该范围有效抽样

的潜力，有一种方法就是设法从这个范围抽取各种不同类型的样本。

因此，该范围最好包含有可能形成较大单位的信息，从而实现从该范

围选择抽样单位的灵活性；

(b) 有关单位规模的信息。如果每个标架单位包含规模量数的话，也可以

提升该范围样本的效能。在单位规模差异很大的情况下，这一点特别

重要；

(c) 其他补充信息。可用于单位分层或作为估算阶段的辅助变量的信息，

可以提高主抽样标架的样本效能。

将基本标架单位并入较大单位所需要的信息

42.  对于某些调查来说，初级抽样单位的最好替代物就是像查点区之类的

小区。对其他一些调查来说，出于成本和抽样误差方面的考虑，可能会倾向于

比查点区大得多的初级抽样单位。这些较大的初级抽样单位可由相邻查点区的

群体来构建。另一种可能就是用地方选区或辖区之类的行政单位作初级抽样单

位。在所有这些情况下，主抽样标架都有必要提供构建较大初级抽样单位的可

能性。因此，主抽样标架中的标架单位记录要包含有关该标架单位所属较高层

单位的信息，这一点很重要。

43.  一个已被许多国家采用的主抽样标架模型设计，是使用普查查点区作

基本标架单位，其中的单位按地理排序编入一个等级式结构的较大（行政）单

位。可以通过几种不同的方式从主抽样标架提取样本：(a) 通过查点区抽样；

(b) 通过合并查点区以形成适当规模的初级抽样单位，并对这些初级抽样单位

进行取样；(c) 在第一阶段对行政分区进行抽样，并在接下来的各阶段进行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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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抽样，直至查点区层级。在越南，主抽样标架的等级式结构包括如下几个层

次：

·  省级

·  地区级

·  乡镇（农村），市内行政区（城市）

·  村（农村），街区（城市）

·  查点区

44.  如果所有标架单位（含基本标架单位和上级单位）都根据地域毗邻性

所指定的标识符的话，就可以进一步增加选择抽样单位的灵活性。这样就可以

用标架单位作“积木块”来构建毗邻标架单位所需规模的初级抽样单位。在前

面小节所讲的越南和老挝人民民主共和国的情况下就需要这种运作。带有基于

地域毗邻性的标识符的另一个好处是，可以利用按照地理排序抽样单位的系统

抽样，从主抽样标架中选取地域分散的样本。

标架单位的规模量数

45.  如果标架单位的规模差异很大的话，包含规模量数特别重要。通常，

规模量数是指标架单位内的人口、住户或住所的单位计数。有必要指出的是，

规模量数不需要十分确切。实际上，它们差不多总是在一定程度上不够精确，

因为规模量数所依据的是前一个时间点的数据，而事实上人口在不断变化，因

而使得这种量数逐渐过时。规模量数的误差不会导致调查估计数出现偏差，但

是的确会减损规模量数的使用效能，尤其在估算阶段使用规模量数的情况下。

因此，应努力确保规模量数尽可能准确。

46.  在概率与规模成正比（PPS）的标架单位样本选择中，规模量数使用

最普遍。规模量数的其他用途有：

·  确定各个层次样本的初级抽样单位分配；

·  形成按规模分类的单位层次；

·  作为比率或回归估计数的辅助变量；

·  形成可取规模的抽样单位。

标架单位所需的其他补充数据

47.  应该考虑在抽样标架中包含可用适度成本获取的有关标架单位的补充

信息。有关标架单位中的人口密度、主流族群、主要经济活动和平均收入水平

的信息往往是对分层有用的变量。

48.  在纳米比亚的主抽样标架中，首都温得和克的城市基本标架单位中包

含了一个高、中、低收入水平概略分类法，从而得以在温得和克的城市子域形

成两个收入水平层次。另一个实例是老挝的主抽样标架，其中农村标架单位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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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于该单位距离公路远近的信息。采用主抽样标架的住户调查样本按照通不

通公路分层。

5. 主抽样标架的文件编制和保管

文件编制

49.  拥有一套保存完好、准确而便于查阅的主抽样标架文件资料是利用该

抽样标架所必不可少的条件。如果这套文件资料的质量很糟糕，就必然不能充

分发挥该抽样标架的效益。文件资料的核心是载有全部标架单位的数据库。标

架单位的案卷内容应该包括：

· 初级数字标识符。它应该有一个能够识别所有行政区和标架单位所在

分区的独一无二的编码。如果标架单位是按地域排序编号，那是一个

优点。通常，查点区编码就有这些特征。完全数字标识比按名称和字

母顺序编码好。在许多情况下，行政来源的和普查来源的现有地域编

码系统适合用初级标识符。

· 二级标识符，标示标架单位所在的村名（或其他行政分区名称）。二

级标识符用于在地图上和现场查找标架单位。

· 若干单位特征，比如（人口、住户的）规模量数、城市或农村、人口

密度，等等。凡是可以用适度成本获取且质量尚可的所有数据都要包

括进去。这些特征可用于分层、指定选择概率，以及作为估算用的辅

助变量。

· 运作数据、单位变化的信息，以及样本用途标识等。

50.  抽样标架要易于查阅并可供分类、过滤和制作统计汇总表等各种操

纵处理。如果将抽样标架存入计算机数据库的话，上述使用效果最佳。要避免

采用只有专家才会用的格式。使用简单的Excel电子数据表往往就很管用。Ex-

cel使用起来很方便，不少人都会用，它并且具有在利用抽样标架制备样本时

所需要的分类、过滤和聚合等功能。可以很容易地把电子数据表引入大多数其

他软件包。

保持主抽样标架

51.  与主抽样标架的文件编制密切相关的是有关保持抽样标架的例行规

定。在使用抽样标架期间，可能会发生一些对标架单位数量和界定都有影响

的变化。保持一个主抽样标架所需要的工作量主要取决于标架单位的稳定性。

标架单位可能发生两种变化，即：标架单位的界线变化和标架单位的特征变

化。

52.  范围界线的改变首先影响到行政分区。由于政治和决策的缘故，改变

行政分区界线的情况时有发生，尤其在较低层级。这些改变往往是伴随有关地

区人口的实质性变化而发生的。由于原有单位的拆分或组合、或者对原单位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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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比较复杂的重新安排，产生了一些新单位。现有单位的界线改变也有可能不

产生任何新单位。如果行政分区变动频繁，就需要动用大量资源才能保持抽样

标架不断更新的精确状态。

53.  影响标架单位边界的变化必须记录在主抽样标架。需要建立一个收集

有关行政变动信息的制度，以便跟踪这些变化。

54.  标架单位特征的改变不仅包括更名之类的变化，而且还包括较为实质

性的改变，譬如规模量数（人口或住户/住所单位数量）的变化，或者城/乡分

类变化。这些变化不一定非得反映在主抽样标架。但如前所述，有关规模量数

的过时的信息会减损从该范围选取的样本效能。整个范围更新规模量数可能需

要付出高昂的成本，一般来说不划算；但是特别对于迅速成长的城市周边地区

来说，定期更新规模量数则不失为一个好主意。

55.  当人口发生大规模突变的时候——譬如在非法占用公地搭建住所的

地区，当地方当局决定在这种地区拆除违章建筑的时候，就可能发生此种情 

况——规模量数的变化就成问题了。这种突变需要反映在抽样标架中。老挝人

民民主共和国政府发起的边远山区农村移民计划提供了一个变化不太显著但仍

然（对抽样标架）构成问题的实例。该国政府正在鼓励这些村子的老百姓转移

到基本服务条件较好的村庄。这一进程的结果是，两年之内那里的村民大约减

少了10%。显然，这些变化必须包括在抽样标架之中。

56.  当国家统计局的业务经费奇缺而又不得不竭力满足对统计成果需求

的时候，主抽样标架的维持就有被忽视的危险。因此重要的是，国家统计局需

要在早期阶段制定旨在更新抽样标架的计划和程序，并为此目的分配足够的资

源。

D.  主样本的设计

57.  “主样本”就是可以从中选取子样本以满足多项或多轮次调查需要的

样本（联合国,1986年）。主要目标应该是为在分析“域”及其目标人口在本

地区分布方面的设计要求有适当兼容性的住户调查提供样本。主样本是按照抽

样阶段数量和作为最终抽样单位（USU）使用的单位类别界定的。在两个阶段

中选中的以查点区为第二阶段单位的主样本，叫作两段查点区主样本。如果在

第一阶段直接选出查点区，则叫作一段查点区主样本。这两种设计都是发展中

国家常见的主样本设计。

58.  下面D.1节至D.4节讨论了开发主样本的几个重要步骤。D.5节和D.6节讨

论有关主样本文件编制和保持的问题。最后，D.7节讨论在基本不是针对住户的

调查中使用主样本的问题。

1. 主样本初级抽样单位的选择

59.  主抽样标架提供主样本的选择范围。主抽样标架中的基本标架单位

有时候可以用作主样本的初级抽样单位。在别的情况下，我们可以决定构建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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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抽样标架中的基本标架单位大的初级抽样单位。在后一种情况下，通常把某

种明确划定的行政单位（比如县、区等）当作初级抽样单位使用。但是也有用

标架单位作“积木块”来构建初级抽样单位的情况；在这种情况下相邻的单位

被并入适当规模的初级抽样单位。莱索托的主样本便是一例：其中的初级抽样

单位是通过将相邻的普查查点区组合成包含300-400个住户的组别构建的。全

国3 055个查点区被编入1 038个用作初级抽样单位的查点区组（Pettersson，

2001年）。

60.  在决定如何构建初级抽样单位的时候，要考虑关系到统计效率、成本

和运作程序的若干因素。假定主抽样标架内的基本标架单位是查点区，那么，

我们在哪些情况下宁愿使用比查点区大的单位作初级抽样单位呢？

· 如果已知很大一部分查点区的划界质量很糟糕，我们就可能使用较大

的单位作初级抽样单位，因为较大区域的划界一般都比较稳定而明

确。

· 在地区之间交通困难且/或差旅费很高的情况下，在提取初级抽样单

位的地区或接近这种地区的地方招募采访员并且让他们在整个调查期

内驻扎在那里，就交通困难及相关费用而言这是一个经济节俭的办

法。

· 在广泛使用初级抽样单位作样本，以至于像查点区这样小的初级抽样

单位会很快枯竭的情况下，解决这个问题的办法要么是采用较大的单

位作初级抽样单位，要么坚持用查点区做初级抽样单位并轮换查点区

的样本。当进入并在该地区开展调查的费用很高的时候，第一种选择

比较可取。

· 从成本控制和抽样效率来考虑，当实行一段或多段抽样而涉及的单位

大于基本标架单位已成为惯常做法的时候，如果——譬如讲——基本

范围是查点区的话，我们就可能决定先采用较大单位（比如市内行政

区）作初级抽样单位，然后在下一阶段选择初级抽样单位内的查点区

或其他区域单位。

· 像有些调查采用的那种做法，把住户和个人的变量同社区变量联系起

来。这种做法的一个实例是在保健调查中将个人保健变量同村里或社

区的保健设施变量联系起来。另一个实例是在生活水准调查中将住户

的变量同社区有关学校、道路、水源、公共卫生设施、当地物价等方

面的变量联系起来。如果主样本要为多项同类调查所用的话，把社区

（比如村、镇、市内政区等）作为初级抽样单位会有多方面的好处。

如果将社区用作初级抽样单位，我们就可以肯定第二阶段抽样单位的

子样本将会很好地遍布全社区。

61.  大区域单位不适合用作初级抽样单位，因为这种区域太少了。从50-

100个单位的人口中取样没有意义。特定人口的初级抽样单位最好在1 000个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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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以便10%的样本可以为该样本产生100多个初级抽样单位。如果分数大大超

过10%，就会降低抽样的成本效益。如果该样本中的初级抽样单位数量远低于

100，就会增加差异。还应指出的是，在人口的不同部分采用不同类型的初级

抽样单位可能效果较好，比如在城市地区采用查点区，在农村地区采用较大的

单位。

2. 旨在减少初级抽样单位规模差异的地区合并与拆分

62.  在采取哪种类型的单位作初级抽样单位（在两区段情况下，用哪种单

位作第二阶段抽样单位）的问题上作决定的时候，我们也许会发现存在一些较

之可取规模过大或者过小的“非正常值”的抽样单位。

极小的抽样单位

63.  主样本中的初级抽样单位过小是个问题。多大的规模应视为可取的规

模，这要取决于所期望的主样本工作负荷。南非国家统计局采用查点区作为主

样本的初级抽样单位，它决定初级抽样单位的最小规模为100个住户。在准备

主抽样单位期间，少于100个住户的查点区与相邻查点区合并。纳米比亚国家

中央统计局的主样本采用的规则是初级抽样单位的规模须不少于80个住户。在

普查中形成了2 162个查点区。在把相邻的小查点区合并以后，剩下了1 696个

初级抽样单位。在这1 696个初级抽样单位中，405个是通过合并几个查点区组

成的；其余的1 291个初级抽样单位个个都是只有一个查点区。

64.  如果小查点区数量很大，就非常有必要在选样前合并小查点区。可

以用越南的案例来说明。为了调查的目的，越南中央统计局想要的区域样本规

模是不少于70-75个住户。大约有5%的查点区（约计8 000个查点区）规模不足

70个住户（Pettersson,2001年）。将大约8 000个查点区并入相邻的查点区是

个既乏味又耗费时间的工作。

65.  有一个办法可以减少将小区单位合并成适当规模所需的工作量，就

是只有当一个小区（初级抽样单位）碰巧被选入样本时，才将其并入别的区。

Kish（1965年）设计了一个在选样期间或之后将小区并入相邻初级抽样单位的

程序。

66.  减少合并小单位工作量的另一个办法，就是在拟定的第一阶段之前施

加一个抽样阶段。有时我们可以不用拟定区域单位作初级抽样单位，而是用较

大的区域作初级抽样单位。我们在选取的初级抽样单位中将小区单位（即我们

原本拟定的初级抽样单位）并入相当规模的区域单位。合并小区单位的工作只

在选定的第一阶段单位中进行，这与使用较小的区域作第一阶段单位的情况形

成对比。上述替代办法在拟定的第一阶段之前增加了一个取样阶段，这也许会

对设计效率有影响。可是，如果我们为每个选定的初级抽样单位只选取一个第

二阶段抽样单位的话，该样本实际上相当于区域单位的第一阶段样本。在越南

的案例中就采用了这个解决办法。该国决定使用较大的行政单位——即镇而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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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查点区——作为初级抽样单位。在选定的镇中规模不足的查点区与相邻的查

点区合并，形成规模适当的单位。这样一来，合并相邻查点区的工作量就减少

了。结果是没有合并8 000个查点区，而是将1 400个查点区并入了1 800个选

定的镇。在选定的镇当中第二阶段选取了三个查点区（或者，在小查点区的情

况下叫作“查点区组”）。

特大区域单位

67.  另一个极端是，可能有的情况下区域单位过大（不论就人口而言还

是就地理区域而言），不适合作初级抽样单位。不论哪种情况下，其造册成本

都会大大高于普通区域单位（查点区或其他一些区域单位）。如果选取了某些

特大初级抽样单位作主样本的话，这两种情况都会出问题。为了减少编制这些

大单位中的住户范围清单的工作量，我们可以将这些大单位分别放进单独的层

次，而按照降低的抽样率来选取初级抽样单位；我们可以通过增加初级抽样单

位内的抽样率来维持总体抽样率。

68.  处理这种特大初级抽样单位问题的另一个办法，就是把初级抽样单

位分成若干部分，并随机选取其中一部分。这个问题要比初级抽样单位过小的

问题简单一些，主要是因为我们无须在选择主样本之前采取任何行动。只有当

我们碰巧选取了一个特大初级抽样单位作主样本的时候，才有必要采取上述行

动。

69.  另外一个问题是自上一次普查以来有些初级抽样单位显著增长或下滑

的问题。经过一个时期之后人口总要发生变化，因而使得初级抽样单位的规模

量数的精确度降低。一般的后果是增加了变异；但是尚未发生偏差。由于种种

原因，譬如讲开拓市郊或者某些地区的大规模工程建设等，某些初级抽样单位

发生显著变化，问题就变得严重了。必须设计处理这些变化的程序并将其列为

维持主样本工作的一部分。联合国国家住户调查能力方案手册中讨论了两种策

略，即：样本置换和样本修改（联合国,1986年）。

3. 初级抽样单位的分层和各层次的主样本分配

分    层

70.  主样本的初级抽样单位通常划分为国家主要行政区（省、地区等）层

次；在这些行政区内又划分为城市部分和农村部分。其他通用分层因子是：城

市化水平（大都会、城市、乡镇、村）以及社会经济和生态特征。在莱索托的

主样本中，初级抽样单位分成10个行政区和4个农业经济区（低地、丘陵、山

区和Senqu河流域），总共有23个层次，反映了农村地区的不同生活方式。

71.  在接近大城市的农村地区划定“城市边缘”层次是可能的。这样就可

以照顾到在一定程度上依靠现代部门的农村住户。在大城市中，可以根据住房

标准、收入水平或某些其他社会经济特征进行二级分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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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  在主层次范围内实现更深度分层的一个通用方法，就是根据分层标

准对层次内部的初级抽样单位加以整理并系统化地选取样本（即所谓“隐含分

层”）。隐含分层的一个好处就是无须划定层次的界限。

样本分配

73.  可以采取如下不同的形式来分配各层次的主样本初级抽样单位：

·  按照各层的人口比率进行分配；

·  各层次平均分配；

·  按照各层人口的平方根比率进行分配。

74.  许多主样本都是按照各层中的人口（人数或户数）比率分配给各层

次。可是，按比率分配就意味着小层次的样本份额就小。当主要层次是需要单

独调查估计数的国家行政区（比如省），而这些行政区的大小又相差悬殊的时

候（实际情况往往就是如此），这种分配方法就可能成问题。各省的最高政府

官员们（至少是小省份的官员们）会强烈要求在各省之间平均分配样本。在省

与省的规模大小相差悬殊的情况下，平均分配就会导致各省之间在抽样比率上

的实质性差异。在老挝1997年构建的主样本中，决定在19个省级层次中采取平

均分配的办法，以实现省级估计数的精确度均等。结果是，最小的省份抽样比

率竟比人口最多的省份高10倍之多。

75.  就城/乡不同的“域”而言，如果严格按比率分配，就会在一些城市

人口少的国家出现城市样本小的现象。柬埔寨统计研究所编制的主样本是按

比率分配给各省和城/乡地区的。这个由600个初级抽样单位组成的样本包括

512个农村单位和88个城市单位。对某些调查来说，据认为城市样本太小了，

因此要求追加城市初级抽样单位的取样。要是当初在主样本中或多或少额外增

加一些城市域的取样的话，则较为明智。

76.  平方根分配法是“按比率分配”与“平均分配”的折衷产物，就是按

照层次规模的平方根成比例地分配样本。越南和南非就采用了平方根分配法。

Kish（1988年）推荐的代性折衷方案系依据与 成比例的分配，式

中，n是样本总体规模；Wh是h层的相对规模；而H是层次数量。对于非常小的层

次来说，第二项支配第一项；因此可以保证，对小层次的分配份额不会太小。

77.  另一种折衷办法就是搞一个适合于省级估计数的大型主样本，适用于

作全国估计，并有一个从大型主样本选取的子样本。例如，菲律宾1996年的主

样本是一个适用于省级估计数的扩大的样本，由3 416个初级抽样单位组成；

同时带有一个包含2 247个初级抽样单位的子样本，在只需要地区级估计数的

情况下充当核心主样本。

4. 初级抽样单位的抽样

78.  最普通的方法就是按照与规模成正比的概率（PPS）选取主样本的初

级抽样单位。在这种情况下，选定一个初级抽样单位的概率与该初级抽样单位

的人口成正比，因此初级抽样单位越大，其被纳入样本的几率越高。



  发展中国家住户调查主抽样标架和主样本的设计  79

79.  在初级抽样单位在规模上差异很大的情况下，这种方法有一些实际的

好处。首先，它可以导致产生自动加权的样本。其次，它可以在初级抽样单位

内部产生大体均等的样本，而这样的规模又反过来意味着大体均等的采访工作

量，从现场调查的观点来看这种情况是可取的。前面第二章详细讨论了与规模

成正比的概率PPS及其优点和局限性。

80.  选择PPS样本的方法有好多种。一种常用的方法是在层次内部进行系

统化选择。如果初级抽样单位是按照层次内的某种地理排序列表的话，这将导

致样本在主要层次中的良好地理分布（详见第二章）。莱索托、老挝人民民主

共和国和越南的主样本都是采用系统化的与规模成正比的概率选择的，每个层

次内部有一个随机选定的起点。

交叉子样本

81.  另一种选择样本的任择方法是选择一套交叉子样本。一个交叉子样

本是这样一套子样本之一：其中的每个子样本自身构成目标人口的一个概率样

本。

82.  在对主样本进行子抽样的时候使用交叉子样本有一些好处。子样本可

以使样本规模比较灵活。供特定调查用的样本可以由一个或多个子样本构成。

子样本还可以在多轮次的调查中用于样本置换。

83.  在主样本设计中，交叉子样本的使用不如对简单系统化选择方法的使

用那么普遍。尼日利亚国家统计局提供了一个使用交叉子样本作主样本的实例

（Ajayi,2000年）。

5. 主样本的耐久性

84.  主样本的质量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退化。但如果在主抽样标架内所

有单位的人口变化或多或少是均匀的，那么，随着人口变化而导致用以指定选

样概率的规模量数过时的事实就不会成为问题。可是，通常情况并非如此。不

同地区的人口增长率和迁移率是有差异的：有些农村地区往往人口增长率比较

低，甚至呈下降趋势，而一些城市的郊区则人口增长率较高。当发生这种增长

不平衡现象的时候，用于选择主样本的规模量数就不再反映调查人口的相对分

布。这会导致增加主样本抽样估计数的误差。另外，政区边界的变更和分类 

（比如城/乡地区分类）标准的改变也会导致分层过时。

85.  正常情况下，每次普查（一般每10年一次）之后都要彻底修改主抽样

标架。在普查间歇期内要定期更新抽样标架。如果有一个保存完好、定期更新

的主抽样标架，就能从主抽样标架定期选择全新的主样本。于是问题就来了：

一个主样本可以在不发生重大变化的情况下保持多长时间？主样本的耐久性在

一定程度上取决于当地的诸多条件，比如国内迁移和行政单位的变化率。因此

不可能提出一个适合所有情况的一般建议。一般情况下，一个主样本的效能经

过三、四年之后会大幅度退化。在不加调整的情况下有关延长主样本使用期限

的决策需要慎重考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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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6.  关于处理主样本效能退化的问题，基本上有两种策略。一是定期选

择全新的主样本，譬如在莱索托，主样本每三年更换一次。另一种策略是在较

长时期内保留主样本，但定期加以调整，以补偿抽样标架和样本单位的变化效

应。这些调整可以单独创建高增长率层次和制定处理影响到抽样单位或层次的

行政区变更的规则。这种修正策略虽然在澳大利亚的主样本中应用过，但在发

展中国家很少用。一个原因大概是从抽样观点来看这种策略太复杂，需要在设

计和执行过程中多加小心并且要有较高的机能。

6. 文件编制

87.  如果主样本是从一个文件资料完备的主抽样标架选取的，到这个时候

许多文件编制工作都已经完成。然而在发展中国家，文件编制工作往往是主样

本的一个薄弱环节。有关信息是分散的，有的时候也很稀少，所以很难对样本

选择实施跟踪和计算抽样概率。每个阶段的所有主样本选择程序和选择概率都

必须充分编入文件。还必须保有关于哪个主样本已在特定调查样本中使用的记

载。抽样单位必须采用标准的识别编码。

88.  主样本的文件编制还必须包括就重要估计数的抽样误差和设计效果而

言主样本的性能量度。这些性能量度对根据主样本规划新调查的样本规模和样

本分配十分有用。现在已有许多统计分析软件包程序可用来计算确切的变量和

设计效果值（详见第二十一章）。

89.  文件编制工作还应包括主样本的辅助材料。如果为主样本的最终抽样

单位准备了二级抽样标架，那么，这些抽样标架应当成为文件资料的一部分。

二级抽样标架将包括街区或区段之类的区域单位或者像主样本最终抽样单位范

围内住所之类的列表单位。

7. 使用主样本调查公司企业

90.  主样本的主要目的是为连续调查方案中的住户调查（以及适合主样本

设计的任何特别调查）提供样本。因此，样本设计基本上是为一套基本住户调

查服务。一般来说，它对其他类型单位的抽样是无效的。不过有些情况下，有

可能将主样本用于与研究经济单位——比如家庭企业、自营企业和小型农业股

份公司——特征有关的调查。

91.  在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在服务业、贸易和农业部门有很大一部分经

济实体与私人住户有关。一般来说这些企业为数众多，规模很小，并广泛分布

于整个人口当中。在这种企业和住户之间往往可能存在某种一对一的对应关

系，并且可能是住户而不是这些小企业本身充当最终抽样单位。一个住户主样

本可以用来对这些公司企业进行调查。这往往需要同自动加权设计分隔开来。

Verma（2001年）讨论了提高经济单位调查样本设计效率的各种方法。

92.  不过，通常也有一些与住户没有联系的较大企业。这些企业一般数量

很少，但是它们在许多估计总量（总产值、雇员总人数，等等）中占有很大比

重。许多情况下它们在总人口中的分布也不平衡。由于区域主样本不能对这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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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单位进行有效的抽样，所以有必要单独为它们建立抽样标架。在许多情况下

可以根据政府机构（譬如税务或特许机构）的案卷来构建这种抽样标架。除了

根据主样本初级抽样单位选定的样本之外，还应该从上述清单中为调查选定所

有特大单位和其余单位的一个样本。

93.  当住户调查与“社区调查”联系起来的时候，企业调查就会出现一种

特殊情况。譬如在保健调查中，可以通过一项对覆盖每个原样本区（比如查点

区）周围拓展地区卫生保健设施的调查来补充对个人/住户的调查。补充调查

所获取的数据可用于两个目的：（a）可以跟住户数据联系起来，用以分析当

地保健设施的质量和可利用的机会；（b）可用于产生有关保健设施数量与种

类的全国估计数。关于第一个目的，住户和个人依然是分析单位：不牵涉任何

新的抽样问题。第二个目的可能产生一些复杂因素。如果将原样本区周围的较

大拓展区视为由与取样区并列的若干区域组成的较大区域（辖区、镇、普查监

督区，等等），那么情况就简单了。由此产生的样本就相当于较大地区的一个

样本，而较大区的选择概率相当于该较大区所包含的若干较小区选择概率的总

合。可是，如果较大区域是根据“在距原样本区×公里范围内”的规则构建的

话，选择概率的确定就比较复杂了。

E.  结论

94.  住户调查的设计和执行是所有国家统计局的一项重要任务。不少发

展中国家的国家统计局每年进行好几项调查。出于对调查进行规划和协调的需

要，促使各国正在努力整合住户调查方案中的各项调查。现在，许多国家统计

局正在将一体化住户调查方案的理念变成现实。

95.  各种不同调查的样本设计是有关调查方案工作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本章探讨了与主抽样标架和主样本的设计与发展有关的各种关键问题，阐释了

完好保存主抽样标架的几点好处，并主张每个执行住户调查的国家统计局都应

有一个保存完好的主抽样标架，以满足住户调查方案中的多项调查需要，同时

也能满足在调查方案期间可能意外进行的某些专项调查的需要。此外，各国家

统计局还可以更进一步为调查方案中的所有或大多数调查、或许也为预料之外

的专项调查设计和使用一个主样本。

96.  本章综述了在开发主抽样标架和主样本的时候需要采取的重要步骤，

并解说了一些发展中国家的主抽样标架和主样本。本章的格局不允许详尽处理

所有与开发主抽样标架和主样本有关的重要问题。读者如欲了解更透彻的相关

阐述，敬请参阅相关的联合国手册（联合国,1986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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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样本设计使用的设计效果要素估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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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设计效果——即一个采用复杂样本设计的统计量方差与采用同等规模的

简单随机样本或无约束样本的该统计量方差的比率——是抽样设计的一个极为

有用的工具。可是，不应自动地采纳某项调查中发现的设计效果并将其用于另

一项调查。一种设计效果代表着诸如分层、类集、不均等选择概率、以及对不

响应和覆盖面遗漏的加权调整等多种要素的综合效应。不应当简单地从前一次

调查引进某种总体设计效果，而应当仔细考虑其中所涉及的各项要素。本章逐

一评述每种要素产生的设计效果，然后描述可将这些要素设计效果综合成为某

种总体设计效果的各种模型。样本设计者可以根据这些要素为可供选择的样本

设计方案构建总体设计效果估计数，然后用这些估计数来指导选择眼下正在策

划的一项有效样本设计。

关键词：分层、类集、加权、组内相关系数。

A.  导言

1.  从本出版物的其他章节可以看出，发展中国家和转型期国家的住户调

查运用了复杂的样本设计，其中包括多级抽样、分层和往往不均等的选择概

率。采用复杂样本设计的一个后果是不能用标准统计教科书中提供的公式来计

算调查估计数的抽样误差。那些公式都是以这样一种假设为依据，即：所观察

的各种变量均为独立、恒等分布（iid）的随机变量。但这种假设对采用复杂样

本设计获取的观测值不成立，因此需要一种不同寻常的估量调查估计数抽样误

差的方法。

2.  基于复杂样本设计的调查估计数方差，可以通过某种形式的复制方法

来估算，比如“刀切重复抽样法”或“平衡重复交叉抽样法”；亦可采用一

种“泰勒级数线性化”方法估算[譬如见Wolter（1985年）；Rust（1985年）； 

    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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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erma（1993年）；Lehtonen和Pahkinen（1994年）；Rust和Rao（1996年）]。

现有许多专用计算机程序可用来进行这种计算[其中不少已在Lepkowski和Bow-

les（1996年）的文章中做了评述；另外还可以上网查阅：http://www.fas.har-

vard.edu/-stats/survey-soft/iass.html；以及由美国统计协会调查研究方法处编

写的“调查分析软件概要”，该文件可以上网查阅：http://www.fas.harvard.

edu/-stats/survey-soft/survey-soft html]。如果方差是在考虑到复杂样本设计的

情况下计算的，那么所得到的方差估计数必然不同于采用“独立、恒等分布” 

（iid）变量的标准公式所得的结果。在许多情况下，与复杂设计有关的方差要

比用标准公式所得的方差为大——而且往往大得有确认价值。

3.  标准统计学教科书中所提供的方差公式适用于一种形式的样本设计，

那就是无约束抽样（又称简单随机带重置抽样）。采用这种设计，调查人口中

的单位是独立选择的，且概率均等。这些单位用重置法进行取样，就是说，一

个单位可能在该样本中多次重复出现。假定一个n规模的无约束样本，其变量

y 产生 y1 , y2 , ..., yn个值。那么，该样本平均数的方差 即为：

（1）

式中， 是在人口(Y1 ,Y2 ,...,YN)中N个y-值的要素方差，而

，可用下式从样本中估算该方差：

（2）

式中， 。在标准的统计学教科书中可以找到同样一些公

式。

4.  按照规则，调查样本的选择是不带重置（而不是带重置）的，因为，

如果只允许将有关单位纳入样本一次的话，调查估计数就会比较精确（就是

说，他们的方差较低）。采用不带重置的简单随机抽样法——通常叫作“简单

随机抽样”，或称SRS，系按照均等概率选择单位，而所有可能从N个单位的人

口中提取的n个成套不同单位都有同样的可能性构成该样本。若采用一个n规模

的SRS，则样本平均数 的方差或方差估计数可由下面两式给出：

（3）

和

（4）

式中, f = n/N 是抽样部分， 而 。

如果N值很大（一般调研情况均如此）， 和S2 便大致相等。因此，方程式 

（1）中的无约束抽样平均数的方差和方程式（3）中的平均数方差之间的差异

就是因子（1 – f）,称之为“有限总体校正”（fpc）。在大多数实际情况中，

抽样因子 n/N 很小，可按0处理。若如此处理，方程式（3）和（4）中的fpc项

约为1，而带与不带重置的抽样差别可以忽略不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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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上面给出的方差公式对复杂样本设计不适用，但它们确实可以充当基

于复杂设计的估计数方差的比较基准。Kish（1965年）杜撰了“设计效果”一

词，用以代表从复杂设计所得的任何估计数，譬如z的方差与采用同样规模的

SRS或无约束样本的估计数z之间的比率。18 请注意，设计效果与一特定调查估

计数z有关，而对于特定调查中的不同估计数来说则各不相同。另外请注意，

z可以是所关注的任何估计数，比如平均数、比率、总数或回归系数。

6.  设计效果既取决于所采用的复杂样本设计的形式也取决于所考虑的调

查估计数。为了同时包含这两种特征，我们用D2(z) 这个计数法来表示估计数

的设计效果，式中，

（5）

在这个计数法中使用了平方根，以便把D(z)当作设计效果的平方根使用。这个

的简单计数法很有用，因为它代表了行将应用于无约束样本设计中的标准误差

的倍数，以给出它在复杂设计中（比如置信区间的计算）的标准误差。

7.  一个直接与设计效果有关的有用neff 概念是“有效样本规模”，用来表

示。所谓有效样本规模，就是一个无约束样本能够产生同复杂设计一样的那种

调查估计数精确水准所应具有的规模。因此，有效样本规模可由下式给出：

（6）

8 .  上面给出的 D2(z) 的定义是为理论工作提供的，其中的真实方

差 Vc(z) 和V0(z) 都是已知的。在实际应用当中，这些方差是根据样本估算的，

然后，根据 d 2(z)来估算D2(z)。于是，

（7）

式中，vc(z) 是用一种适合复杂设计的程序估算的；而 vu(z) 是用一个适合无

约束抽样的公式估算的，其中未知的参数根据样本来估算。因此，比如说在样

本平均数的情况中，

（8）

而在较大的样本中，s2 可以用下式来估算：

式中，yi 和wi 分别是被抽样单位i的y-值和权数；而 则是人口平

均数的加权估计数。在样本比率为p的情况中，对于较大的n值，

或者

18 更确切地说，K i s h 

(1982年)将Deff 定义为与一个

以SRS方差为分母的比率，而

将Deft2 定义为以无约束样本

方差为分母的比率。Deff 和
Deft2 之间的差异取决于是否

包括 fpc 项的(1-f)。鉴于该项

在大多数国家住户调查中可以

忽略不计，故Deff 和Deft2 之

间的差异几乎没有实际意义，

因此在本章的其余篇幅中一律

予以忽略。我们通篇假定 fpc 

项可以忽略不计。另见Kish 

(199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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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p是人口比率的加权估计数。

9.  在界定设计效果和估计设计效果的时候，还有一个问题需要探讨。许

多调查使用不均等选择概率的样本设计，在这种情况下，样本中的子群体的代

表性可能就不成比例。譬如讲，在一个国家住户调查中，一个2 000住户的样

本可能有50%选自城市地区，另外50%选自农村地区，而总人口当中只有30%的

住户在城市地区。现在来考虑譬如讲城市住户估计平均数的设计效果。根据方

程式（8），分母是 s2/n。问题是如何计算n值。一种方法是使用实际的城市

样本规模，这里是1 000。另一种可供选择的方法是使用n = 2 000的简单随机

抽样（SRS）的预期城市样本规模，这里就是0.3×2 000 = 600。以实际规模

1 000为条件的第一种方法是最常用的方法，也是本章将采用的方法。不过，

以第二种方法为基础计算设计效果的那种选择也可以用在某些估量方差的方案

中。鉴于这两种方法所产生的数值可能差别很大，所以有必要了解二者的区别

并做出适当的选择。

10.  现已证明设计效果概念是设计复杂样本的一个极为有用的工具。复杂

的设计牵涉到多种设计要素的组合，比如分层、多级抽样、按不均等概率选择

样本，等等。逐一分析每种要素的设计效果，最好要强调它们对调查估计数精

确度的影响如何，这样才有利于指导有效样本设计的发展。我们将在B节评述

各个要素的设计效果。在设计复杂样本的时候，一个有益的做法是构建多种要

素的组合，以形成整个设计效果所需要的预测模型。我们将在C节简要评述这

些模型。关于如何在样本设计中运用设计效果，我们将在D节通过一个虚拟的

实例来加以说明。最后，E节总结了几点概括性的意见。

B.  设计效果诸要素

11.  本节考虑复杂样本设计的如下各种要素所产生的设计效果，即：按比

例和非比例的分层；类集；不均等选择概率；对不响应的样本加权调整、对未

覆盖的人口加权调整、以及为提高精确度的加权调整。本节分别对这些不同的

要素进行考察；它们的合成效应在C节讨论。所考虑的主要统计量是人口平均

数 的一个估计数（比如平均收入）。鉴于人口比率P（比如贫困人口比率）

实际上是算术平均数的一个特例，所以在处理上也包括一项比率。比率问题大

概是在调查报告中使用最广泛的统计项，所以将在适当时单独讨论。许多调

查成果与总人口的子群有关，比如年龄在15-44岁的妇女，或者农村地区的人

口。因此将讨论到加权和类集对子群设计效果的影响问题。

1. 分层

12.  我们首先来考虑在分层的单级样本平均数与层次范围内进行简单随机

抽样的样本平均数有关的设计效果。分层样本平均数由下式给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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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nh是从h层的Nh个单位中选取样本的规模；N=∑Nh 是人口规模；Wh=Nh /
N 是h层的人口比率；yhi 是h层中被抽样单位 i 的数值；而 是h层的

样本平均数。在实践中， 是作为加权估计数计算的，其中，给每个抽样单

位指定一个基权数，即其选择概率的倒数（暂时忽略样本和人口加权调整）。

这里，h 层的每个单位都有一个选择概率nh /Nh，因此基权数whi=wh=Nh /nh。这

样， 即可表示为：

（9）

假定人口项可以忽略不计，则分层平均数方差可由下式给出：

（10）

式中， 是h层范围内的人口单位方差。

13.  数值的大小取决于样本在各层的分配方式。通常采取按比率分

配方式，因此，一个层次中的样本规模与该层的人口规模成正比，所有抽样单

位的权数都一样。分层平均数降至简单未加权平均数 ,式中，

n=∑nh 是整个样本规模，其方差降至

（11）

式中， 表示层内单位平均方差。然后，使用根据方程式（3）计算的一个简

单随机样本的平均数方差，得出按比例分层样本 的设计效果，其中忽略了

fpc项，并对方程式（5）表示的设计效果定义如下：

（12）

由于层内单位平均方差并不比整个样本方差大（条件是Nh的值要大），所以按

比例样本平均数的设计效果不会大于1。可见，按比例分层不可能导致精确度

降低，一般来说反倒会在某种程度上提高精确度。如果各层的平均数 有差

异，就能提高精确度：各层平均数差异越大，提高精确度的幅度就越大。

14.  在许多调查中需要非比例分层的样本，以便能够通过调查提供特

定“域”的估计数。譬如讲，调查的目标之一可能是生产一个国家各个地区的

可靠估计数，而各地区的人口可能不尽相同。为了实现这一目标，可能就有必

要给较小地区分配相对于按比例分层抽样来说规模上要大得多的样本。各不同

层次之间在收集数据方面的成本相差悬殊，这或许是不搞按比例分配的另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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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因。在这种情况下，对数据收集成本较低的层次分配大于按比例的样本规

模，应该是一种比较理想的设计。

15.  按比例分层在数据精确度方面的所得未必适用于非比例的样本分配。

为了简化在这个问题上的讨论，我们假定层内人口方差是固定不变的，换言

之，所有层次一律按 处理。在国家住户调查中，当基于上述理由采取非

比例分层的做法时，这一假定往往是合理的。按照这一假定，方程式（10）就

简化成为

（13）

在这种情况下设计效果为：

（14）

16.  除了在推导方程式（14）中所使用的层内方差不变的假定之外，假

定层内各种平均数大体均等也是有道理的，就是说，所有层次一律按 处

理。按照这进一步的假定， 和设计效果便降至：

（15）

Kish（1992年）19将非比例分配所产生的设计效果表示为：

（16）

这个公式对样本设计很有用。但是不应该不加区分地应用这个公式，而无视其

基本假定的合理性（见下文）。

17.  现在举一个简单例子来说明方程式（16）。设某国有两个地区：第一

个地区人口占总人口的80%，第二个地区占总人口的20%（即W
1
=4W

2
）。假定在

进行调查中这两个地区的样本规模平均分配（n1 = n2 = 1 000）。上面提供的任

何一种表述公式均可用于计算非比例分配的全国平均数估计数的设计效果（假

定两地区的平均数和单位方差是一样的）。譬如讲，采用方程式（16）并注意

到w
1
=4w

2
，设计效果即为：

这是因为W
2 
= 0.2。为了达到两个地区大体相等的估计数精确度，采用了非比

例分配，结果是：在有效样本规模为neff = 2 000/1.36 = 1 471的情况下得出了

全国估计平均数。

18.  表六.1展示了在只有两个层次的情况下，按照某些常见的过高抽样率

进行非比例分配所产生的设计效果。每一栏开头的数字表示两个层次的权数

比率，即相当于两个层次中抽样率之比的倒数。左边存根项是第一层内的各

种人口比率。由于设计效果对称，约为0.50，故通过使用对应于（1-W
1
）的那

19 这份参考资料以非常

有用的方式总结了大量相关成

果。其中有许多关系已经众所

周知，并且在几十年前就发表

了。譬如，见Kish(1965年) 

和Kish(1976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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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行可以获得W
1 
>0.5的数值。为了说明该表的用法，请考虑上面举的例子。在

W
1 
= 0.20的那一行、过度抽样率为4的那一栏，给出的数值是 。

从该表可以看出，设计效果伴随抽样率的增长而增长，层次内的人口比率接近

50%。当各层的抽样率相差悬殊的时候，整个平均数的设计效果可能会很大，

因而有效样本规模很小。在此案例中，非比例分配导致形成一个对于估计整个

人口统计数非常无效的样本。

19.  许多国家的调查意在产生全国估计数以及国内各地区的估计数。通

常，各地区的规模差别很大。在这种情况下，正如上述结果所显示的，在确定

各地区的适当样本分配的时候就会发生冲突。按照各地区内部平均数均等和单

位方差均等的假定，全国估计数的最佳分配是按比例分配；而对于地区估计数

来说，最佳分配就是每个地区内的样本规模均等。为一种目的采用的最佳分配

可能为别的目的产生很糟糕的样本。不过，有一种折衷的分配或许对两种目的

都比较适合（见D节）。

表六.1
在两层示例中非比例抽样所产生的设计效果

W1

W1 对W2 的比率
1 2 3 4 5 8 10 20

0.05 1.00 1.02 1.06 1.11 1.15 1.29 1.38 1.86
0.10 1.00 1.05 1.12 1.20 1.29 1.55 1.73 2.62
0.15 1.00 1.06 1.17 1.29 1.41 1.78 2.03 3.30
0.20 1.00 1.08 1.21 1.36 1.51 1.98 2.30 3.89
0.25 1.00 1.09 1.25 1.42 1.60 2.15 2.52 4.38
0.35 1.00 1.11 1.30 1.51 1.73 2.39 2.84 5.11
0.50 1.00 1.13 1.33 1.56 1.80 2.53 3.03 5.51

20.  方程式（16）在样本设计中广泛用于评估对全国估计数采用非比例

分配的效应。不过，用户在使用这个方程式的时候应注意如下假定条件，即：

层内平均数均等和该层所依据的方差均等。首先考虑这样一种情况：平均数各

异但方差均等。在这种情况下，非比例分层的设计效果可用方程式（14）来计

算，并附加因子 。该因子小于1，因此设计效果不如用方程式（16）计

算的那么大。但是这个设计效果代表了这种分层及这种非比例分配的整体效

应。若想仅计量非比例分配的效应，则应在同等规模的非比例分层样本与按比

例分层样本之间做适当的比较。根据方程式（11）和（13），且 ，非比

例设计的方差 与按比例设计的方差 之间的比率是：

因此，在这种情况下，可将方程式（16）解释为只是非比例分配的效应。

21.  关于层内单位方差均等的假定比较关键。上面的结果表明，在层

内单位方差均等的情况下，非比例分配会导致总体估计数精确度的损失，但

是在层内单位方差不均等的情况下却未必如此。的确，在层内方差不均等的



90  发展中国家和转型期国家住户调查

情况下，所采用的最佳抽样比率与层次标准方差成正比[譬如，见Cochran 

（1977年）]。这种类型的非比例分配广泛用于工商企业调查。在层内标准偏

差明显不同的情况下，它可以导致按比例分配调查估计数的精确度明显提高。

22.  在住户调查中，假定层内方差均等或大致均等往往是合理的。一种

层内方差可能不均等的估计数就是一个比率。一个比率是一种数值只取1和

0、相当于有或没有特定特征的变量的平均数。这样一个变量的单位方差是

,式中，P是有这种特征的人口比率。于是，在h层中有这种特征

的比率Ph便是 。如果Ph在各层之间有差异， 也有差异。但是对

0.2和0.8的比率来说， 只是略有差异：高者对Ph = 0.5来说差异为0.25；低者

对Ph = 0.2或0.8来说差异为0.16。

23.  为了说明层次比率差异性及层次方差的效果，让我们回到前面举出的

双层范例，其中W1  =  0,8,W
2 
=  0.2，而n1 =  n2，并考虑P

1
和P

2
的两套不同数值。

在案例1中，设P
1 
=  0.5，P

2 
=  0.8。那么，通过用方程式（10）和（1）计算，

总体设计效果即为 ，而非比例和按比例两种设计方差的比率为 

R - 1.43。在案例2中，设P
1 
=  0.8，P

2 
=  0.5。则结果是 =  1.16，R  =  1.26。

在这两个示例中所获得的 和R的值可以同按照层内方差均等的假定获

得的设计效果值1.36做比较。在这两个案例中，由于从分层取得精确度效益，

各自的总体设计效果都小于1.36。在案例1中，R值大于1.36，因为在抽样率较

低的第一层，层内方差比较大。在案例2中情况恰好相反：因为第二层过度抽

样，所以层内方差比较大。因此，这种过度抽样是符合提高精确度的要求的。

实际上，在后一个案例中最佳分配应该是在第二层按照相当于第一层1.25倍的

抽样率进行抽样。在这些例证中，即便层次比率相差很大，因而层内方差也有

不小的出入，但是所得的R值——分别为1.26和1.43——却合理地接近1.36。这

些计算结果说明了一个事实，即：根据方程式（16）计算得出的加权设计效果

的近似值测定数对于大多数规划目的是恰当的——即使层内方差在一定程度上

有出入。

24.  最后让我们考虑一个比较极端的例子：设P
1 
=    0.05，P

2  
=    0.5；仍然设，

W
1
=    0.8，W

2 
=  0.2，n

1 
=  n

2
。在此例中， ，R   =  0.92。这个例证说明，

非比例分层可以产生精确度效益。可是，鉴于其所依据的假定条件，方程式 

（16）不能产生小于1的数值。由此可见，方程式（16）不应当在无视其基本

假定条件的情况下不加区分地任意应用。

2. 类集

25.  现在我们来考虑大多数人口调查中总体设计效果的另外一个重要要

素，亦即多级样本中的类集产生的设计效果。类集样本的目的是减少收集数据

的成本，因为对稀疏散布在全国的或整个地区的住户进行列表和抽样是划不来

的。一般的做法是采取两级或多级抽样方法，第一阶段初级抽样单位，即初级

抽样单位明显界定了总体抽样的地理区域，抽样率与各区域所包含的估计住户

或人口数量成正比。在选定的初级抽样单位范围内，可以进行一个或多个追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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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域抽样阶段，然后列出最终选取的次区域居住单位清单，并对清单中的住户

进行抽样。对住户的调查，所收集的是被抽样住户的数据。对个人的调查，先

编制一份选定住户的个人名单，从中选取符合调查条件的所有个人或个人样

本。为了本节讨论的目的，我们假定住户调查只有两级抽样（即初级抽样单位

抽样和住户抽样）。但是可以直接向多级拓展。

26.  在实际情况中初级抽样单位在规模上（即所包含的单位数量）是

在不断变化的，因此，初级抽样单位是按照“与估计规模成比例的概率” 

（PPES）进行抽样的。一般来说，从选定的初级抽样单位选取的样本彼此之间

在规模上也是不尽相同的。但为了简便起见，我们先假定有关人口由初级抽样

单位（A）（譬如普查查点区）组成，其中每个单位包含若干住户（B）。在每

个选定的初级抽样单位中分别选取初级抽样单位a的一个简单随机样本和住户

b≤B 的一个简单随机样本（b=B的特例代表单级类集样本）。我们假定一级

有限总体校正因子可以忽略不计。针对选择住户的样本设计使用“等概率抽选

法”（epsem），以便用简单不加权样本平均数 来估算人口平

均数，式中，n = ab，而下标cl 表示类集。方差 可以写作

（17）

式中，S2是人口中的单位方差，而 ρ 是计量初级抽样单位中y-变量同质性的组

内相关系数。在实际当中，几乎对所有变量来说初级抽样单位范围内的各单位

都或多或少彼此近似，尽管其近似程度通常很低。因此， ρ 值几乎总是正数，

而且很小。

27.  在这种简单状况中，设计效果是：

（18）

这一基本结果表明，在初级抽样单位中类集样本所产生的设计效果取决于

两个因素：一是选定的初级抽样单位中子样本的规模（b）；二是组内相关 

（ρ）。因为 ρ 值一般为正数，所以类集所产生的设计效果值大于1。

28.  方程式（18）以及下面提供的其他方程式——的一个重要特征，就

是该方程式取决于作为初级抽样单位中特定变量同质性测定值的 ρ。20 对许多

变量来说（比如年龄和性别），ρ 值接近于零，量值虽小（譬如，ρ  =  0.03至
0.05），但对其他变量来说却不容忽略；同时，对于某些变量来说它又可能

很高（比如，在所有村民要么有机会、要么没有机会看病的情况下，到村里 

——作为一个初级抽样单位——的诊所看病的机会）。理论上 ρ 值为负数是可

能的，但实际当中不大可能遇到（尽管 ρ 值的样本估计数往往是负的）。 ρ 值
往往与初级抽样单位逆相关，因为一般情况下，类集量越大，就越趋多样化，

尤其当初级抽样单位是地理区域的时候。在选择使用大而多样化的初级抽样单

位的情况下，最佳调查设计就利用上述这些关系。在策划样本设计的时候，一

些关键性的变量需要 ρ 值的估计数。通常，这些估计数系以从前历次调查的相

20 本节的讨论采用规模均

等和非均等类集的层内同质性

量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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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或类似变量及初级抽样单位为基础，同时也基于对 ρ 值在各种类似变量和初

级抽样单位之间可移植性的依赖。

29.  实际上，初级抽样单位并非规模均等，而且也不是采取简单随机抽

样方法。在大多数国家住户调查的样本设计中，都采用PPES（与估计规模成比

例的概率）抽样法来选择初级抽样单位的分层样本，因此不能直接应用方程式 

（18）。不过，只要在值的解释上稍做适当修改，对于多种多样的epsem（等

概率抽选法）的样本设计来说，该方程式依然是计算类集设计效果的一个有用

的模型。

30.  首先让我们考虑在已知确切规模量数的情况下，初级抽样单位中

的PPS（概率与规模成正比）样本。在这种情况下，a个初级抽样单位的一个

PPS样本和b个住户的一个epsem（等概率抽选法）样本相结合，即可产生一个

epsem总体设计。采用这种设计，方程式（18）依然成立，但现在 ρ 被解释为

由这种子样本设计生成的最终类集范围内同质性的一个合成量数（Kalton，

1979年）。例如，对于一个通过系统抽样选择b个住户的子样本设计，和对于

一个把每个抽样的初级抽样单位分成若干各包含b个住户的次区域并从中选

取一个次区域的子样本设计来说，两者的 ρ 值是不同的（后者的 ρ 值可能比较

大）。因此，这一拓展既涉及到PPS抽样，又涉及到子样本设计的各种可供选

择的形式。

31.  现在来考虑初级抽样的分层问题。Kalton（1979年）说明，在一个总

体epsem设计中——其中，选定a个初级抽样单位的一个分层样本，并在每个选

定的初级抽样单位内按照均等概率对b个基本单位进行抽样——可以通过下式计

算出由类集产生的设计效果的近似值：

（19）

式中， 是层内同质性的平均量数，其假定条件是每个层次内的同质性量数大

体差不多。在b值相当大的情况下，初级抽样单位的有效分层可以产生实质性

的效益，因为方程式（18）中的总体同质性量数已被方程式（19）中较小的层

内同质性量数所取代。换句话说，如果b值相当大的话，就可以大大减少因为

初级抽样单位分层抽样所产生的 设计效果。

32.  以上，我们一直假定这么一个总体epsem的样本：在每个选定的初

级抽样单位中样本规模均等，即b。这些条件只有在下面两种情况下才能得到

满足，即：按照均等的概率选取规模均等的初级抽样单位样本；严格按照PPS 

（概率与规模成正比）的抽样方法选取同等规模的初级抽样单位样本。但在实

际当中，这两种情况一个都不适用。实际情况是按照PPES（与估计规模成比例

的概率）选取规模不均等的初级抽样单位样本，其中的估计规模量数在一定程

度上是不准确的。在这种情况下，在抽取的初级抽样单位中应用子样本抽样率

来做总体epsem设计，就会导致子样本规模的某些差异。只要子样本规模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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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是太大，仍然可以用方程式（19）来算出近似值，而用子样本规模的平均数

来取代b，亦即：

（20）

式中， =∑bα /a，而ba是初级抽样单位a的基本单位数。方程式（20）业经证

明对每个初级抽样单位中的抽样单位数相对稳定的情况极具实用价值。

33.  不过，如果每个初级抽样单位中的子样本规模差异很大的话，方程式

（20）中的约计法就不适用了。Holt（1980年）将上述约计法加以拓展，通过

用一个经过加权的平均子样本规模取代方程式（20）中的 来处理不均等的子

样本规模。不均等类集规模的类集所产生的设计效果可以写为：

（21）

式中， （b’的量值可视为加权平均数， ，其中

ka=ba）。如上所述，约计法适用于总体epsem（等概率抽选法）样本设计。

34.  举例来讲，假设有五个被抽样的初级抽样单位，其各自的规模分别为

10、10、20、20和40个住户，同时假定 。平均子样本规模为  = 20，

而b’ = 26。这样，此例中采用约计法方程式（20）的类集所产生的设计效果即

为1.95；相比之下，采用约计法方程式（21）所得的设计效果值为2.25。

35 .  Verma，Scott和O ’ Muircheartaigh（1980年）和Verma和Lê 

（1996年）提供了另外一种写出这种调整的方法，该法适用于不同“域”（比

如城市域和农村域）的子样本规模相差悬殊的情况。假设两个域：设其中一个

域在每个选定的初级抽样单位a
1
中抽取b

1
个住户样本，其中n

1 
= a

1
b
1
；在另一个

域中，从其余的a
2
选定的初级抽样单位中抽取b

2
个住户样本，n

2 
= a

2
b
2
。然后得

出下式：

36.  前面的讨论考虑了总人口平均数（和比率）的估计数类集所产生的设

计效果。其中大多数处理方法同样适用于子样本估计数，但条件是必须仔细留

意相关的假设条件。根据子样本在初级抽样单位间的分配情况，将其分成三种

类型是有益的。一端是在初级抽样单位间平均分布的子群，叫作“交叉类”，

比如年龄/性别子群一般属于交叉类。另一端是这样一些子群，其中每个子群

集中于一个初级抽样单位子集，叫作“分割类”，城市子群和农村子群一般属

于这一类。介于这两类之间的是基本上按初级抽样单位集中的，叫作“混合

类”。

37.  “交叉类”是按总样本在初级抽样单位间的分布。如果总样本在初级

抽样单位间的分布相当均匀，那么方程式（20）可用于计算类集产生的设计效

果的近似值，同时该方程式亦可用于交叉类。可是当它用于交叉类的时候有一

个重要变化：现在 代表每个初级抽样单位交叉类子样本的平均规模。由于这

种变化，交叉类估计数的设计效果要比总样本估计数的设计效果小。

b’=(n
1
b
1
 + n

2
b
2
)/(n

1
 + n

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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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  “分割类”构成整个样本中初级抽样单位的一个子集中的所有单位。

因为一个分割类的子集样本规模跟初级抽样单位该子集总样本的规模一样，所

以一般来说没有理由期望一个分割类估计数的设计效果会比总样本估计数的

设计效果低。只有在该分割类中的每个初级抽样单位的平均子样本规模不同

于总样本中平均子样本规模的情况下，或者，只有在同质性有差异的情况下 

（比如，其中包括由于在分割类中子样本设计不同致使合成 ρ 值有差异等），

分割类的一个估计数的设计效果才会与总样本估计数的设计效果有所不同。如

果总样本均匀分布在初级抽样单位中，仍然可以应用方程式（20），这时的

和 ρ 均为分割类中全套初级抽样单位的数值。

39.  “混合类”在初级抽样单位间的不均衡分布意味着方程式（20）在这

种情况下不适用。为了估计混合类的一个估计数类集所产生的设计效果，可以

使用方程式（21），其中ba是初级抽样单位 a 中混合类抽样成员数。

3. 加权调整

40.  正如题为“分层”的B.1节所讨论的，采用非比例分层法的各层间不

均衡选择概率需要在分析调查数据的时候使用权数。方程式（15）和（16）在

假定各层的平均数和单位方差都均等的条件下，可以给出非比例分层及由此决

定的不均等权数所产生的设计效果。现在我们来讨论这些比较适合在分析阶段

确定权数效应的可供选择的公式形式。不过，我们首先提请注意在调查分析中

使用各种不同权数的必要性[另见Kish（1992年）]。首先，正如我们在前面所

特别指出的，之所以在分析中需要各种权数，是因为要补偿与非比例分层有关

的不均衡选择概率。从更广泛的角度来说，它们是为了补偿因任何缘故导致的

不均衡选择概率。补偿不均衡选择概率的权数是选择概率的倒数，通常叫作基

权数。然后基权数往往经过调整后用于补偿不响应的情况，并使得加权的样本

总数与已知的人口总数相一致。因此，最终的分析权数几乎总是在一定程度上

有差异。

41.  即便对某些域过度抽样，通常样本设计也会偏离epsem，因为存在着

各种范围问题。譬如讲，如果按均等的概率从一个住户范围选出了若干住户，

然后在每个选定的住户中随机选择一位家庭成员，那么，家庭成员就是按照不

均等的概率抽样的，因此就需要在分析时使用权数予以补偿。于是这些权数就

产生了下面讨论的设计效果要素。顺便提一下，通过将所有选定住户成员纳入

样本，这种加权效应是可以避免的。然而这种做法会开启另外一个类集阶段，

从而增加了因住户成员的多种特征雷同而产生的类集效应。[关于在抽样住户中

选择个人的这些备选方法所产生的设计效果，见Clark和Steel（2002年）。]

42.  因为范围问题而产生的另外一种常见的非epsem设计情况，就是采取

两级样本设计，而按照与估计规模成比例的概率（PPES）对初级抽样单位进行

抽样。如果规模量数比较准确，那么，在总体epsem设计中每个选定的初级抽

样单位的样本规模对所有初级抽样单位都是大致相同的。可是，如果对某个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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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的初级抽样单位的规模严重估计不足的话，epsem设计就需要从该初级抽样

单位抽取比平均单位数多得多的单位。鉴于收集如此大量的调查数据通常是不

切实际的，因此可能抽取小一些的样本，这就导致了不均等的选择概率并需要

带有补偿性的权数。

43.  几乎所有调查都会在一定程度上遇到不响应的情况。减少可能出现的

不响应偏差的通常做法，就是可微分地调整受访者的基权数。具体做法包括鉴

别样本中有不同响应率的各个子群，并且用相关子群的响应率倒数使每个子群

的受访者权数膨胀（Brick和Kalton,1996年）。这些加权调整的结果会使得权

数偏离基权数，其效果往往是增强某个估计数的设计效果。

44.  如果有其他来源的有关人口的信息可用，即可对经过不响应调整的

权数进一步加以调整，以便使加权样本估计数与人口信息相一致。譬如讲，如

果有外部来源的较准确的区域人口估计数可用，可以使这些区域人口的样本估

计数与外部估计数相吻合。这种人口加权调整往往通过一种分层后的调整来进

行。它可以帮助补偿覆盖面遗漏并可以提高某些调查估计数的精确度。可是它

也进一步增加了权数的多样性，这会对调整中所使用的与人口无关的调查估计

数的精确度产生负面影响。

45.  在上述背景下，我们现在来考虑非比例分层设计效果的一般化，以评

估各种权数的一般效应。Kish（1992年）提出了另外一种表示分层平均数的设

计效果的方法，这对于在分析阶段计算非比例分层效应非常有用。下面的方程

式只是对方程式（15）和（16）的一种不同的表述，因此基于“层次平均数均

等”和“单位方差均等”的同样假定条件。因为它是根据样本计算的，所以设

计效果指定为 ，并且

（22）

式中，cv( whi )是权数变异系数； ；而

是权数的平均数。

46.  上面方程式的一个更一般的形式是：

（23）

式中，样本的n个单位个个都有自己的权数wj(j=1,2,…,n）。方程式（23）给

出的不均等加权所产生的设计效果取决于“这些权数与调查变量无关”的假定

条件。如果该方程式的基本假定条件至少大体上成立的话，那么它就可以对不

均等选择概率提供一个不均等加权效应的合理量数[关于在选择概率与调查变

量相关的情况下一种约计法设计的效应，见Spencer（2000年）]。

47.  不响应调整一般是在响应受访者和不响应受访者两方面都已知的辅助

变量所界定的类别中进行的。为了有效减少不响应偏差，在调查中测得的各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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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量的确需要在这些加权类别之间有所差异。但一般来说差异不是很大——尤

其在单位方差方面。因此，方程式（23）广泛用于检查不响应加权调整对调查

估计数精确度的影响。这种检查可以通过只用基权数或者用不响应调整权数计

算方程式（23）来进行。如果后者的计算得出的数值远远大于前者的计算结

果，这就意味着不响应加权调整给调查估计数的精确度带来了实质性的损失。

在这种情况下，最好通过推翻加权类别或者削减极大的权数来修改加权调整

数，从而以减少精确度损失。

48.  虽然方程式（23）对于大多数不响应样本加权调整来说是合理的，但

是它往往不能产生一个较好的有关人口加权调整效应的近似值。特别是，如果

将权数后分层或校正到从外部来源已知的控制总数的话，那么，当y值的平均

数设计效果与于一个或多个控制总数高度相关的时候，应用方程式（23）计算

的y平均数设计效果近似值就很不可靠。譬如讲，假定将权数后分层到一个国

家按性别划分的人口控制总数。现考虑将调查数据用于估计妇女在总人口中所

占的比率的极端情况。在这个y变量与控制变量完全相关的情况中，估计的比

率不受抽样误差的影响，因此方差为零。实际当中，不可能是完全相关，但对

某些调查变量来说相关程度可能相当高。如果相关程度相当高的话，后分层或

校正到已知的人口控制数就可以使调查估计数的精确度有相当可观的改进，但

是通过使用方程式（23）是看不到这种改进的。相反，方程式（23）所显示的

将是精确度方面的损失。

49.  以上讨论说明，不应该用方程式（23）去估算对基于与控制变量密切

相关变量的估计数进行人口加权调整所产生的设计效果。不过，在大多数发展

中国家的总人口调查中，很少有（如果有的话）可靠的控制变量可用，而且在

任何可用的控制变量与调查变量之间也很少有紧密的关系。因此，使用方程式

（23）过高估计加权所产生的设计效果的问题不会经常发生。然而，上面的讨

论倒是提醒人们不要盲目地应用方程式（23）。

50.  我们在结束这部分关于加权的设计效果的讨论时，想就加权对子群估

计数的影响问题谈点儿意见。本节和B.1节提出的所有结果都可以直接用于估

算子群估计数方面的设计效果，只要将计算限制在子群成员即可。可是，若试

图从完整样本的结果推导出子群估计数加权所产生的设计效果，则务须小心为

好。要想使这种推导站得住脚，子群当中的权数分布必须跟完整样本的权数分

布差不多才行。有的时候是这样，但并非总是这样。特别是，当使用非比例分

层法估算某些域（即子群）的适当样本规模的时候，总样本估计数的设计效果

值会超过1（在均等平均数和均等方差的假定条件下）。而域的估计数加权所

产生的设计效果值则可能等于1，因为在域的范围内使用了均等的选择概率。

C.  设计效果模型

51.  上节提出了分别与加权和类集有关的设计效果的结果，主要集中在平

均数和比率方面的设计效果上。本节考虑加权与类集相结合的设计效果以及其

他一些类型的估计数的设计效果，以拓展上述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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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为了拓展这些结果，使用了若干模型。这些模型在复杂样本设计的

设计阶段和分析阶段都使用过（Kalton,1977年；Wolter,1985年）。从历史上

来看，这些模型曾经在分析阶段发挥了重要作用。不过，它们在这方面的用

途正在日趋减少。这些模型在未来的规划和新设计中的基本的——也是重要的 

——用途将是本文讨论的聚焦点。

53.  近年来，在计算复杂样本设计误差的计算能力和软件方面取得了重大

进展。在取得这些进展以前，计算复杂样本估计数的有效抽样误差曾经是既费

精力又费时间的工作。因此普遍的做法是仅限于数量相对较少的估计数直接计

算抽样误差，并使用设计效果模型或其他模型来推导其他估计数的抽样误差。

而今计算状况已有长足的进步，因此直接计算诸多估计数的抽样误差已经不再

是个老大难问题。而且可以预料，今后还将在计算能力和软件方面取得进一步

的进展。这样一来，为此目的使用设计效果模型的情况有望在很大程度上逐渐

消失。

54.  在分析阶段使用抽样误差模型的另一个原因，是为调查报告简要汇

总抽样误差提供一个手段，从而去除每个估计数都要附加抽样误差的必要性。

有些情况下也可能有人争辩说，根据模型得出的抽样误差估计数或许要比直接

抽样误差估计数更可取，因为这种比较准确。在某些情况下（譬如估算一个选

定初级抽样单位数量很小的地区抽样误差），后面这个论据确实有一定的说服

力。可是一般来说，不论出于哪种原因，使用模型报告抽样误差都是不可靠

的。模型估计数的有效性取决于模型本身的有效性，而如果对直接抽样误差和

基于模型的抽样误差进行比较的话，比较的结果往往会使人对模型的有效性产

生严重疑问[譬如见Bye和Gallicchio（1989年）]。另外，虽然抽样误差模型

可以为调查报告提供一个准确汇总抽样误差的手段，但是也给报告的使用者

增加了不必要的负担——他们不得不根据模型去计算抽样误差。我们总的结论

是，设计效果模型和其他抽样误差模型将在未来的调查分析中发挥有限的作

用。

55.  相反，设计效果模型将继续在样本设计阶段发挥极其重要的作用。

了解非比例样本分配的后果和类集做法对各类调查估计数精确度的影响，是有

效进行样本设计的关键之所在。最明显不过的是，为关键估计数提供足够的精

确度所需要的样本规模的确定，显然需要考虑到特定设计所产生的设计效果。

另外，也可以通过考察不同设计模型所产生的效果来构建一个高效样本设计结

构。请注意，为了在设计阶段应用模型，一些未知参数（比如ρ）的估计数是

必不可少的。这就需要从以往的调查中产生这些参数的估计数（见下节的阐

释）。

56.  我们先从描述用于推导“等概率抽选法”（epsem）样本中超出B.3节
（题为“加权调整”）所考虑的平均数和比率范围的一系列统计数据的类集效

应模型入手。为了引进这些模型，让我们回到前面讨论过的子群平均数，其中

对“交叉类”、“分割类”和“混合类”加以区分。交叉类，用d来表示，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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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级抽样单位中均衡分布，方程式（20）大致给出了交叉类平均数的设计效

果，这里写为：

（24）

式中， 表示每个初级抽样单位的平均交叉类样本规模，而 是初级抽样单

位中同质性y的综合量数。一个广泛采用的模型假定交叉类的同质性量数跟总

人口的同质性一样，即： 。那么，交叉类平均数的设计效果可以用下式

来估算：

（25）

式中， 是由下式给出的全样本 的一个估计数：

（26）

57.  这种方法的一种普通拓展是计算涉及到各种相关变量的一套可比估计

数的 值；如果 值相当雷同的话，就利用它们的某种形式的平均数来估算

值以及所有变量的子群估计数的 值。这种方法经常被用来为调查报告中汇总

抽样误差提供设计效果模型。它也是为此目的而使用的一种形式的广义方差函

数（GVF）的基础（Wolter，1985年，第204页）。

58.  在某种类型变量中属于不同类别的各个子群比率——比如达到不同

教育水平的子群比率或者属于不同行业类别的子群比率——的调查估计数，就

是上述方法的一个特例。通常假定不同类别的 值是近似的，这样，只需估

计其中一种类型的 值就行了；而一旦估算出 值，它就可以应用于所有其

他类别。在只有两个类别的情况下（比如有电力供应的住户和无电力供应的住

户），在数学上假设一个通用的 值是正确的，但在有两个以上类别的情况下

它就未必适用了。比如，让我们考虑农业工人和矿业工人的比率估计数。在采

矿业比较集中某些地区，几乎可以肯定农业工人的 值会远远低于矿工的

值。因此，笼而统之地为所有类别假设一个通用的 值就不妥当。

59.  当我们把根据方程式（25）推算出来的交叉类平均数方差与直接计算

的平均数方差做比较的时候，就会发现前者一般估计偏低。这种比较的结果可

能是这样一个事实决定的，即：有些子群虽然被划入交叉类，但是它们在初级

抽样单位中的分布并不完全均衡。针对这个问题采用了一种补救办法，就是用

下式计算的结果来修改方程式（25）：

（27）

式中，kd>1。Kish（1995年）根据大量经验分析推荐了数值 kd = 1.2 或1.3；
Verma和Lê（1996年）则让kd值随交叉类的规模而变（但kd值永远大于1）。另

一个可供选择的补救办法，就是根据方程式（21）用 取代方程

式（25）中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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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  现在让我们来简要考虑分析式统计的设计效果。最简单、也最广为采

用的分析式统计形式，就是两个子群平均数或比例之间的差异。普遍发现，两

个平均数间差异的设计效果值大于1，但是小于单独处理两个子群平均数所得

的设计效果值（Kish和Frankel,1974年；Kish,1995年）。按方差表示如下：

（28）

式中，d和d’分别代表两个子群。当这两个子群都用同一个初级抽样单位表示的

时候，平均数间差异的方差一般都低于上限。这一特征所产生的结果是，两个

平均数间的协方差基本上总是正数，而这个正数协方差会减小差异方差。当子

群分别属于不同组别初级抽样单位的切割类的时候，不会产生上述效应；而这

种情况下适用上限。如果假定这两个子群的单位方差一样(亦即 )，那么

这种不平等就会缩小到：

61.  当两个不同的比率各自依据同一个多类别变量的时候，譬如讲，当请

求两位受访者在几种备选方案当中做出选择，而分析者所感兴趣的是其中哪一

种备选方案比另一种备选方案更受欢迎的时候，这两个比率之间的差异就构成

一个特例。Kish等（1995年）考察了这种差异所产生的设计效果，并且凭经验

发现，在这个特例中 。

62.  上述研究的结论是，一般来说，平均数差异类集的设计效果要比整

体平均数类集的设计效果小，这一发现可以推广到其他分析式统计。关于多

类别回归系数的设计效果，曾提出一些明晰的经验证据和一些模拟建议，请

参见Kish和Frankel（1974年）。回归系数方面的设计效果跟平均数差异的设

计效果差不多。这符合人们的期望，并可以从如下事实得到证明，即：使用

这个公式，可以根据变量x相当有效地估算出简单线性回归

y的斜率，其中，根据变量x分别计算出样本的第三变分上限（u）和第三变分

下限（l）的y的平均数和x的平均数。关于回归和其他分析形式的设计效果，见

Skinner, Holt和Smith（1989年）以及Lehtonen和Pahkinen（1994年）；关于

复杂样本设计对调查数据分析精确度的影响，见Korn和Graubard（1999年）。

63.  在结束本节的时候，我们想围绕把整体设计效果分解成加权产生的

设计效果和类集产生的设计效果两个要素的这一棘手问题谈几点意见。设计效

果的计算公式 包含加权效应和类集效应的组合。可是在使用

当前调查数据来策划未来调查的时候，需要把设计效果的这两个要素分开来。

譬如讲，未来的调查可能是作为一项采用“等概率抽选法”（epsem）的调查

设计的，而现行调查或许对某些“域”采取了过度抽样的做法。另外，即便未

来的调查采用同样的初级抽样单位和分层法，仍有可能改变每个单位的子群规

模。Kish（1995年）论述了这个问题，在这方面不存在单一而简便的解决办

法。在这里，我们推荐一种仅可在权数随机而定或大体如此的情况下使用的方

法。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可以用下述方程式将整体设计效果分解成加权和类集

两种设计效果的一个产品：



100  发展中国家和转型期国家住户调查

（29）

式中， 是按照方程式（23）计算得出的权数进行加权所产生的设计效

果，而 是按照方程式（20）或（21）进行类集所产生的设计效果。在

理论上方程式（29）没有什么正当的依据；但是Gabler, Haeder和Lahiri 

（1999年）以方程式（29）作上限，推导出设计效果。结合方程式（20）使用

方程式（29），于是便通过下式估算出 值：

（30）

从下文可以看出，为了设计的目的，参数 的估算要比类集设计效果的估算更

为重要，因为它更便于在不同设计当中移植。只要每个初级抽样单位的子样本

规模维持不变，一次调查中的类集设计效果即可应用于另一次的调查设计。

D.  在样本设计中应用设计效果

64.  本章前面讨论的各种设计效果模型可以成为策划新样本设计的有用工

具。可是它们需要有经验数据、特别是同质性 的综合量值数据为依托。可以

通过分析以往类似调查的设计效果获得这些数据。因此，有关设计效果的数据

积累是宝贵的。

65.  为“世界生育率调查”（WFS）和“人口与健康调查”（DHS）方案

进行的广泛样本误差分析，产生了大量可供使用的有关生育与保健人口统计调

查设计效果的数据。世界生育率调查方案于1974至1982年总共在41个国家进

行了42次调查。接着，从1984年开始至今，人口与健康调查方案先后在66个

国家完成了120次调查，大多数国家每隔3-5年重复进行一次该项调查。关于

人口与健康调查抽样误差，见Verma和Lê（1996年）；关于世界生育率调查抽

样误差的类似分析，见Kish, Groves和Krotki（1976年）及Verma,Scott和

O’Muircheartaigh（1980年）。对这些方案抽样误差分析的一项重要发现是，

只要样本设计可比，某项特定估计数的 值即可在各国之间有相当大的可移植

性。因此，在为一个国家设计新调查时，可酌情利用邻国类似调查所提供的有

关抽样误差的经验数据，但须适当注意检查样本设计的可比性。

66.  下面提供的范例说明如何应用设计效果为一次虚构的国家调查进

行样本设计。就此说明而言，我们假定这是一个两阶段概率与规模成正比 

（PPS）的分层样本设计，譬如以普查查点区为初级抽样单位，以住户为第二阶

段单位。我们假定所关注的关键统计数据是贫困住户的比率；为了规划目的，

这个比率假定为25%，并且在全国所有各省份差不多都是这个比率。初始设计说

明中规定，这个比率估计数的变异系数全国不得高于5%；全国8个省份，每省不

得高于10%。此外，样本应能有效地产生相当均匀地分布在8个省份的全国各个

子群的精确统计估计数。如果采用样本随机抽样法，那么变异系数即为：



  供样本设计使用的设计效果要素估算  101

式中，P是贫困住户比率（此例中P = 25%）。这个公式也可以用于复杂样本设

计，但必须用有效样本规模 neff = n/D2(p) 来取代式中的n。

67.  需要解决的第一个问题就是如何在全国各省分配样本。表六.2展示了

各省的人口分布状况（wh），并分别列出各省之间样本按比例分配、样本规模

均等分配、以及介于按比例分配和平均分配之间的折衷样本分配三种情况。在

这个时间点上强制规定总样本规模为5 000个住户；必要的话，可以在以后改

变此规模。

表六.2
全国八个省份（用A–H表示）的人口分布和各省样本分配的三种备选方案

A B C D E F G H 总计

Wh 0.33 0.24 0.20 0.10 0.05 0.04 0.02 0.02 1.00

按比例分配 1 650 1 200 1 000 500 250 200 100 100 5 000

均等样本规模分配 625 625 625 625 625 625 625 625 5 000

折衷样本分配 1 147 879 767 520 438 427 411 411 5 000

68.  在其他方面平等的情况下，按比例分配最适合产生全国估计数和子群

估计数（后者的条件是，各省之间的子群分布均衡）。另一方面，均等样本规

模分配最适合产生省级估计数。正如表六.2所示，由于Wh行所给出的各省人口

规模迥异，这两种分配方式有很大的差别。按比例分配在小省份（E、F、G和

H）产生的样本规模太小，以至于不能对其进行可靠的计算。而另一方面，均

等样本规模分配则降低了全国估计数的精确度。这种精确度的损失可以根据方

程式（15）计算出来，该方程式在此例中简化为 ，式中，H系省

份数量。因此，如果仅考虑非比例分配效应（亦即排除类集效应），对于全国

估计数来说，5 000住户的样本规模可以减小到5 000/1.77 = 2 825。

69.  由于采取平均分配方式而导致全国估计数（特别是子群估计数）精确

度明显下降的情况是否可以接受，这要取决于全国估计数和省级估计数的相对

重要性。往往全国估计数的重要性足以使得这种过大的损失不可接受。在这种

情况下，介于按比例分配和平均分配之间的折衷分配方式有可能被认为既能满

足全国估计数的需求又能满足省级估计数的需求。表六.2最末行中的折衷分配

结果是根据Kish（1976年和1988年）针对全国和省级估计数同等重要的情况建

议的一种分配方法计算出来的。由公式 给出的这种分配方法相对

于按比例分配来说大大增加了小省份的样本规模，但是还没有大到像平均分配

那么大的规模。这种分配的非均等加权设计效果值为1.22，而均等样本规模分

配的设计效果值为1.77。我们将假定这次调查采用折衷的分配方式。

70.  需要解决的下一个问题是如何确定初级抽样单位的数量和每个初级抽

样单位选择住户的可取数量。前面第二章讨论过，通过使用一个简单的成本模

型，每个被抽样的初级抽样单位选择住户的最佳数量可以由下式给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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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C*是样本中增加一个初级抽样单位所需的成本与增加一个住户所需成本

的比率。这个成本模型未免过分简化，而且bopt公式也不该盲目地应用；但它毕

竟提供了有益的指导。

71.  让我们假定，从现场调查工作的组织结构来看采用这个成本模型是合

理的，并且通过分析成本结构得出C*值约为16。另外让我们假定，前一次调查

采用同样的初级抽样单位得出一个与贫困高度相关的特征的估计数为。将这些

数字应用于上述公式，得出 ；为简便起见，我们将其四舍五入到17。

实际上，全国各地的成本比率C*往往不是一成不变的；比如，城市地区的成本

比率可能远远低于农村地区的成本比率。若果真如此，就可能在全国不同的地

区采用不同的比值。这种复杂情况也不在本节的考虑范围之内。读者可以在本

出版物中有关样本设计的好几个章节找到此类差异的实例。

72.  设 ，b = 17，类集的设计效果为：

在确定省级估计数的精确度时有必要将这种设计效果考虑进去。比如在H省，

411个住户的有效样本规模是。因此，H省贫困住户比率的变异系数即为0.11。
如果认为这一精确度水准还不够高，就需要增加H省（和G省）的样本规模。

73.  全国估计数的设计效果需要把类集设计效果和省际非比例分配设计

效果结合起来。因此，对于整个国家的贫困住户比率来说，就可以根据方程式 

（29）得出估计的设计效果值为。因此，与实际样本规模5 000住户相对应的

有效样本规模即为2 277户，而全国贫困住户比率估计的变异系数为0.036。往

往有这种情况：总样本规模对于满足总人口估计数的精确度要求绰绰有余。比

较令人关注的倒是人口子群估计数的精确度水准问题。在这种情况下，正如

C节所述，在初级抽样单位当中均衡分布的交叉类的类集设计效果要小于总样

本的设计效果。譬如，让我们来考虑一个占总人口三分之一的交叉类别。在

这种情况下应用公式（27），设，kd = 1.2， 那么类集设计效果值即

为1.23。把类集设计效果和省际非比例分配设计效果结合起来，就得出交叉类

估计数的总体设计效果值为；有效样本规模为5 000/（3×1.50）= 1 111。这

样，交叉类估计数的估计变异系数即为0.05。

74.  可以顺着上述思路进行计算，以评估关键调查估计数所可能达到的精

确度，并可修改样本规模以达到预期的要求。在最终的样本估计数中，需要对

不响应情况给予补偿。譬如讲，全国相当一致的响应率为90%，那么，上面计

算的样本规模就需要增加11%。另外，由于做不响应调整、致使权数变异增加

的缘故，最终可能导致设计效果或多或少有所增强。在计算拟用来生成预期样

本规模的抽样份额的时候，也要对覆盖面遗漏情况给予补偿。90%的覆盖率，

需要将抽样分数增加11%。



E.  结论

75.  了解设计效果及其各项要素，对于抽样设计的开发极为重要。譬如

讲：

· 整个设计对关键调查估计数的影响力大小，可以用来确定所需要的样

本规模。一个无约束样本的每一种关键估计数达到规定精确度标准所

需要的样本规模，是可以计算出来的，然后用这个样本规模乘以特定

估计数的设计效果值，即可得出在复杂样本设计中该估计数所需要的

样本规模。然后通过审定每一种估计数所需的样本规模（大概是选取

最大的样本规模），就可以选定最终样本规模。

· 当采用非比例分层样本设计法来提供既定精确度的域的估计数的时

候，作为结果而发生的整个样本估计数的精确度损失和超越各种域的

子群估计数的精确度损失，可以通过计算不同的可变加权指数所产生

的设计效果值估算出来。如果发现损失过大，可以说明需要改变域的

要求，从而减小可变加权指数。

· 如果对于某些关键估计数来说类集所产生的设计效果非常大，那就应

该考虑是否有必要增加初级抽样单位的取样数量(a)同时缩小子样本规

模(b)。

76.  虽然本章提供的公式对样本设计都很有用，但是不应该盲目应用。本

文曾不止一次地提到，相关的公式是在诸多假定和简化条件下推导出来的。使

用者务必对这些特征保持敏感，并结合他们的具体情况考虑有关公式能否提供

适当的近似值。

77.  估算类集产生的设计效果需要掌握关键调查变量的 ρ 值估计数。这些

估计数有欠完备，在所难免，但只要可用就行。片面地倾向于使用比预测值大

的 ρ 值，就会导致规定需要较大的样本规模；所以说，这是一种保守的策略。

78.  最后应该指出的是，使用这些设计效果模型的目的在于产生行之有

效的样本设计。如果公式不十分准确，就会带来一定的效益损失。然而使用不

适当的模型来开发样本设计并不会影响调查估计数的有效性。若采用概率抽样

法，调查估计数仍然是各项人口参数的有效估计数。

  供样本设计使用的设计效果要素估算  103



104  发展中国家和转型期国家住户调查

参考资料

Brick,J.M.和G.Kalton（1996年）。“处理调查研究中的丢失数据”。《医学

研究的统计方法》，第5期，第215-238页。

Bye,B.和S.Gallicchio（1989年）。“来自收入和方案参与调查的社会保障

方案参与者关于抽样方差估计值的说明”。《美国社会保障通报》，第

5期，第10号，第4-21页。

Clark,R.G.和D.G.Steel（2002年）。“将住户作为抽样单位的影响”。《国

际统计评论》，第70期，第289-314页。

Cochran,W.G.（1977年）。《抽样方法》，第三版。纽约：威利国际出版公

司。

Gabler,S.、S.Haeder和P.Lahiri（1999年）。“以Kish加权和聚类设计效果

公式为基础的模型”。《调查方法》，第25期，第105-106页。

Holt,D.H.（1980年）。“Verma,V.、C.Scott和C.O’Muircheartaigh论文的讨

论：世界生育率调查中的样本设计和抽样误差”。《皇家统计学会志》，

A辑，第143期，第468-469页。

Kalton,G.（1977年）。“估计调查抽样误差的实用方法”。《国际统计学会

通报》，第47期，第3号，第495-514页。

_________（1979年）。“最终聚类抽样”。《皇家统计学会志》，A辑，第

142期，第210-222页。

Kish,L.（1965年）。《抽样调查》。纽约：威利国际出版公司。

_________（1976年）。“线性样本设计的最佳和最接近效果”。《皇家统计学

会志》，A辑，第139期，第80-95页。

_________（1982年）。“设计效果”。《统计科学百科全书》，第2卷，

S.Kotz和N.L.Johnson等，纽约：威利国际出版公司，第347-348页。

_________（1988年）。“多种目的样本设计”。《调查方法》，第14期，第

19-32页。

_________（1992年）。《不等量的权数》。《官方统计杂志》，第8期，第

182-200页。

_________（1995年）。“设计效果的方法”。《官方统计杂志》，第11期，第

55-77页。

__________和M.R.Frankel（1974年）。“复杂样本的推论”。《皇家统计学会

志》，Ｂ辑，第36期，第1-37页。

__________和其他人（1995年）。“相关的设计效果”。《调查方法》，第

21期，第117-124页。

__________和其他人（1976年）。《生育率调查中的抽样误差》。《世界生育

率调查专题文件，第17号》。海牙：国际统计学会。



  供样本设计使用的设计效果要素估算  105

Korn,E.L.和B.I.Graubard（1999年）。《健康调查分析》。纽约：威利国际

出版公司。

Lehtonen,R.和E.J.Pahkinen（1994年）。《复杂调查设计和分析的使用方

法》，修订版。联合王国，奇切斯特：威利国际出版公司。

Lepkowski,J.M.和J.Bowles（1996年）。“个人电脑的抽样误差软件”。《调

查统计员》，第35期，第10-17页。

Rust,K.F.（1985年）。“样本调查中复杂估值的方差估计”。《官方统计杂

志》，第1期，第381-397页。

__________和J.N.K.Rao（1996年）。“复杂调查中使用重复方法的方差估

计”。《医学研究的统计方法》，第5期，第283-310页。

Skinner,C.J.、D.Holt和T.M.F.Smith等（1989年）。《复杂调查分析》。联

合王国，奇切斯特：威利国际出版公司。

Spencer,B.D.（2000年）。“概率抽选法校正测量时不平等权数的近似设计效

果”。《调查方法》，第26期，第137-138页。

联合国（1993年）。《国家住户调查能力方案：住户调查中的抽样误差》。

UNFPA/UN/INT-92-P80-15E。纽约：联合国统计司，将由Vijay Verma出

版。

Verma,V.和T.Lê（1996年）。“人口与健康调查中抽样误差的分析”。《国际

统计评论》，第64期，第265-294页。

Verma,V.、C.Scott和C.O’ Muircheartaigh（1980年）。“世界生育率调查的

样本设计和抽样误差”。《皇家统计学会志》，Ａ辑，第143期，第431-

473页。　

Wolter,K.M.（1985年）。《方差估计简介》。纽约：施普林格出版社。

    105





第 七 章

发展中国家的调查设计效果分析

Hans Pettersson 

瑞典斯德哥尔摩 

瑞典统计局

Pedro Luis do Nascimento Silva

巴西里约热内卢 

国家科学统计局/巴西统计局

摘    要

本章将对来自7个国家11项住户调查的设计效果，以及设计非常类似的

3项调查的设计效果进行比较；并针对住户消费和耐用品拥有情况方面的估

计，就其设计效果和同质性比率（roh）进行比较。结尾部分将对各项调查估

计概率进行讨论。

关键词：设计效果、效率、同质性比率、调查设计、抽样设计、类集。

A.  导言

1.  发展中国家住户调查中，将设计效果作为标准结果进行计算的做法还

不常见。但一些标准化的调查除外，如：生活水平衡量研究（LSMS）调查、

人口与健康调查（DHS）。对于这些调查来说，设计效果是跨国家进行计算

和比较的（见第二十二章和第二十三章）。早些时候已经对世界生育率调查 

（WFS）方案（Verma, Scott和O’Muircheartaigh, 1980年）下的35项调查进行

了深入的比较分析。

2.  本章将介绍来自7个国家11项调查的设计效果。对调查的选择具有主观

性，主要以能否方便地获得相关资料为准。调查来自：巴西 (3)、柬埔寨 (1)、

老挝人民民主共和国 (1)、莱索托 (1)、纳米比亚 (2)、南非 (2)和越南 (1)。

各项调查的性质各不相同，涉及不同的主题。在各种调查中，包括：多用途调

查、劳动力调查、生活水平调查和人口调查。设计效果是针对一系列特征，尤

其是调查计划目的而估算的。本章的主要目的是为了让读者对各种调查中的设

计效果水平有一个大概的了解。

3.  通过对住户消费和耐用品使用方面几个变量的设计效果和同质性比率

进行比较，对三项在设计方面很类似的调查进行了深入的分析。其目的是为了

对不同人口群体大致相同的行为变量进行考察，并对调查结果的类似之处和可

能的模型进行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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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调查

4.  本章对各调查的设计效果进行了介绍，这些调查包括：

·  1997/1998年老挝支出与消费调查（LECS）

·  1999年柬埔寨社会经济调查（CSES）

·  1993/1994年纳米比亚家庭收入与支出调查（NHIES）

·  1995/1996年纳米比亚两次普查之间的人口调查（NIDS）

·  1999年越南多用途住户调查（VMPHS）

·  1997年莱索托劳动力调查（LFS）

·  1999年10月南非共和国住户调查（OHS）

·  2000年2月南非共和国劳动力调查

·  1999年巴西全国住户抽样调查（PNAD）

·  1999年9月巴西PME调查

·  1996/1997年巴西PPV调查

5.  表七.1对11项调查的主要设计特征进行了总结。所有调查都采取了标

准的概率与规模成比例（PPS）两阶段调查法，但越南除外，越南采用的是三

阶段调查法。PNAD对于小的非都会自治区也采用三阶段抽样，但这些只包括调

查所覆盖人口的大约三分之一。大多数调查都将查点区（EA）作为初级抽样

调查单位（PSU）（在有些情况下，对小查点区进行某些修改）。在这些情况

下，初级抽样单位的数量平均为90-150个住户。有三项调查偏离了这一模式。

莱索托两项调查的初级抽样单位数量更多：初级抽样单位为若干组查点区，平

均数量为340-370个住户。另一方面，老挝调查中农村的初级抽样单位数量平

均只有50个住户。

6.  在好几项调查中，初级抽样单位内的抽样规模（类集规模）大约为

20个住户。在纳米比亚两次普查之间的人口调查中，每个初级抽样单位中的抽

样规模高达50个住户。较低的是巴西的PPV调查，城市的每个初级抽样单位选

了8个住户。南非的两项调查和柬埔寨调查则从每个初级抽样单位中选了10个

住户。在大多数调查中，城市和农村的类集规模相同。

7.  大多数调查都是明确根据行政区划（省、地区）内的城市/农村地区进

行分层。莱索托的劳动力调查对农业生态区进行了进一步分层，老挝的支出与

消费调查则根据是否有公路做了进一步分层。巴西的PNAD和PME调查只是不明

确地根据城市和农村进行分层，并在根据位置分类后，通过系统的概率与规模

成正比抽样方法抽取初级抽样调查单位。

8.  所有调查中都采用了系统抽样方法在最终地区单位对住户进行抽样，

但PPV调查除外,该调查通过简单随机抽样的办法对住户进行抽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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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七.1
11项住户调查研究的特点

调    查
地区抽样阶
段的数量

第一阶段样本：
选定样本初级抽
样单位数量

初级抽样单位规模：
每个初级抽样单位的

平均住户数量

类集规模：每个初级抽
样单位抽取的住户数量
（或两个地区抽样阶段
的初级抽样单位）

抽样规模：
调查中住户

数量
各层之间的 
样本分配

1997-1998年老挝支出

与消费调查
1

R:348 

U:102

R:51 

U:87

R:20 

U:20

R:6 960 

U:2 040
不成比例

1999年柬埔寨社会 

经济调查
1

R:360 

U:240

R:154  

U:243

R:10 

U:10

R:3 600 

U:2 400
大约成比例

1993-1994年纳米比亚

家庭收入与支出调查
1

R:123 

U:96

R:152 

U:148

R:20 

U:20

R:2 685 

U:1 712
大约成比例

1995-1996年纳米比亚

两次普查之间的人口

调查

1

R:120 

U:82

R:152 

U:148

R:50 

U:50

R:5 600 

U:3 900 大约成比例

1999年越南多用途住

户调查

2

839个初级抽样

单位,（每个初

级抽样单位抽

取2个第二阶段

抽样单位）

R:1 417 

U:2 579 

第二阶段抽样单位： 

R:99 

U:105

R:15 

U:15
25 170 不成比例

1997年莱索托劳动力

调查
1

R:80 

U:40

R:370 

U:341

R:33（平均） 

U:25（平均）

R:2 600 

U:1 000
大约成比例

2000年南非共和国劳动

力调查
1

R:426 

U:1 148

R:最低100 a 

U:最低100 a
R:10 

U:5

R:4 059 

U:5 646
不成比例

1999年10月南非共和国

住户调查
1

R:1 273 

U:1 711

R:110-120 

U:80-100

R:10 

U:10

R:10 923 

U:15 211
不成比例

1999年巴西PNAD调查 1或2 7 019 250 13 93 959 不成比例

1999年9月巴西PME调查 1 1 557 250 20 30 535 不成比例

1996-1997年巴西PPV 

调查
1 554 250

R:16 

U:8
4 944 极其不成比例

注： R = 农村,U = 城市

a  最低100。

9.  很多简单抽样设计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在各个省之间采用不成比例

的样品分配，目的是为了按省份取得足够精确的估计数。在有些情况下，分析

中各种用以补偿不成比例分配的权数差别很大。如，在巴西的PPV调查中，最

大抽样权数和最小抽样权数之间的比率大约为40。调查抽样设计的详细情况将

在附件中介绍。

C.  设计效果

10 .  表七 .2到表七 .6显示了每项调查若干项估计的设计效果  

（至于设计效果的计算，见第六章）。设计效果是通过相关数据统计分析软件 

（SUDAAN）或StATA计算的。在有些情况下，由国家统计署提供设计效果。21

21 南非共和国劳动力调

查和10月住户调查的设计效果

由南非统计局David  Stoker教

授提供。越南多用途住户调

查的设计效果由越南统计署

社会与环境统计部门负责人

Nguyen  Phong先生提供。纳米

比亚家庭收入与支出调查的设

计效果由纳米比亚国家统计中

心的Alwis Weerasinghe先生

计算。巴西调查的设计效果由

巴西统计局Pedro Silva博士

计算。其他调查的设计效果由

Hans Pettersson博士根据各

国家统计机构提供的数据进行

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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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各设计效果之间存在着很大的差异，但这种差异是难免的，因为样

本设计存在着差异、调查中的变量存在着不同、各国人口状况也有别。有些效

果值很高。表七.2至七.6中的结果显示，对于住户变量来说，设计效果值在6-

10范围之间的情况并不少见。有些设计效果值在10-15之间。注意这些设计效

果反应了复杂的分层类集样本设计以及各省之间不成比例分配（在适用的情况

下）的效果。表七.2至七.6中显示的设计效果有助于说明发展中国家某些社会

经济和人口住户调查的设计效果水平。

表七.2
非洲和东南亚七项调查的设计效果估计

城  市 农  村 国  家

1997-1998年老挝支出

与消费调查

每个住户每月的总消费 3.8 7.8 5.4
每个住户每月的食品消费 4.4 6.8 5.8
拥有机动车的住户所占比率 1.3 3.3 2.1
拥有电视机的住户所占比率 3.1 6.8 5.4
拥有收音机的住户所占比率 2.7 4.8 4.5
拥有录像机的住户所占比率 3.9 6.1 5.5

1999年柬埔寨社会经

济调查

每个住户每月的总消费 2.0 2.0 1.4
每个住户每月的食品消费 3.1 3.2 3.2
拥有电视机的住户所占比率 2.4 2.2 2.6

1993-1994年纳米比亚

家庭收入与支出调查

住户每年总消费 2.9 1.9 2.5
家庭每年总收入 2.9 2.8 2.8
拥有电视机的住户所占比率 6.0 4.6 4.1
拥有收音机的住户所占比率 2.7 2.1 2.4
拥有电话的住户所占比率 6.2 4.6 4.5

纳米比亚两次普查之间

人口调查

拥有电视机的住户所占比率 14.7 4.1 6.6
用电照明的住户所占比率 4.4 3.9 4.2
在过去12个月中遭遇住户成

员死亡的住户所占比率 2.1 4.3 2.3
1999年越南多用途住

户调查 贫困率 .. .. 7.1
1997年莱索托劳动力

调查

就业率 5.6 3.1 6.6
10岁以上尚未入学的人口所

占比率 4.6 5.9 5.5
自给农民所占的比率 6.3 4.4 8.1
单干工人所占的比率 3.0 1.4 2.4

1999年10月南非共和国

住户调查 就业率 4.0 3.6 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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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  市 农  村 国  家

2000年南非共和国劳动

力调查 就业率 2.5 3.4 2.8

注： 两点（..）表明没有资料。

12.  表七.2显示的是，非洲和东南亚七项调查中国家一级、城市和农村分

区的设计效果估计。大多数设计效果和住户社会经济变量有关。三项调查的设

计效果主要与单独的劳动力变量有关。全国总体设计效果值平均为4.2。各种效

果值的差异很大，从1.3到1.8不等，但大多数效果值在2.0-6.0之间。城市和农

村分区的平均设计效果值分别为4.1和4.0。由于样本设计及变量存在着差异，

所以很难初步找出表中各类变量（如，社会经济/劳动力）之间或地区（城市/

农村）之间一般差异所导致的结果。表七.7力求对某些设计效果进行比较。

13.  表七.3介绍了巴西PNAD调查中某些住户估计数的设计效果估计。

表七.3
按照全国和地区类型划分的部分住户估计数的估计设计效果 

（1999年PNAD调查）

变    量 全  国 大城市 大自治区 其他地区

净普通水供应比率 9.80 6.60 6.74 10.73

来自水源的供水比率 9.24 4.04 4.19 9.43

拥有足够排水设施的比率 9.04 6.36 5.87 11.59

净普通自来水的比率 8.48 5.16 4.79 9.40

至少拥有一个浴室的比率 8.34 1.51 7.20 7.76

自有土地比率 8.10 11.53 4.49 7.09

拥有电的比率 7.92 1.03 4.43 7.27

拥有足够墙壁材料的比率 7.43 6.17 5.01 6.84

至少一个房间有自来水的比率 7.09 4.74 5.45 7.04

拥有足够屋顶材料的比率 5.68 2.91 2.41 5.65

每个住户拥有的平均房间数 5.32 6.26 4.50 5.09

拥有电话的比率 4.80 5.59 4.44 5.91

拥有电冰箱的比率 4.59 1.53 2.77 5.02

拥有洗衣机的比率 4.34 3.98 3.49 6.25

拥有彩色电视机的比率 4.31 1.77 2.76 4.88

拥有冷冻柜的比率 3.83 3.55 2.68 4.67

拥有滤水器的比率 3.39 2.50 2.07 4.37

拥有收音机的比率 3.01 1.46 1.62 3.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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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    量 全  国 大城市 大自治区 其他地区

拥有黑白电视机的比率 2.79 1.50 1.30 2.93

平均租金 2.52 3.09 2.01 3.39

自有房屋的比率 2.46 3.18 1.74 2.30

租赁房屋的比率 2.32 2.71 1.78 2.51

房间用作寝室的平均数量 2.14 2.37 1.72 2.09

14.  至于国家一级的估计，其设计效果差异在2-10之间，平均值为5.5。有

些变量的设计效果值要高一些——如，拥有净普通水供应的住户所占比率、来

自水源的供水比例、拥有足够排水系统的比率。这种情况是预料中的，因为这

些变量通常所表现的类集程度很高。有些“经济”变量的设计效果要低一些—

—如，平均租金、自有或租赁房屋的比率、房间用作寝室的平均数量。另外，

正如所预料的那样，大城市和较大自治区的设计效果一般低于其他地区，大城

市和较大自治区采用的是两阶段整群抽样，而其他地区，设计的类集程度更高 

（三阶段整群抽样）。

15.  表七.4显示的是一组个人变数计量的设计效果。

表七.4
在全国范围内选择的个人特征及各分区的估计设计效果（1999年PNAD调查）

变    量 国  家 大城市 大自治区 其他地区

白色人种比率 15.97 11.97 8.14 19.97

黑色或有色人种比率 15.75 12.23 8.44 19.41

带薪工人比率 8.44 4.45 5.81 7.49

自谋职业比率 7.65 3.73 5.51 6.66

社会保障比率 6.59 2.93 3.28 8.45

文盲比率 6.33 3.67 4.37 7.10

主要职业平均收入 5.54 7.16 4.45 6.38

住房津贴比率 5.23 3.80 3.00 5.54

交通补贴比率 4.93 2.94 2.78 9.10

健康补贴比率 4.90 3.76 2.29 8.79

正在工作（10岁以上）的人的比率 4.79 1.97 1.67 7.08

食品津贴比率 3.35 2.60 2.08 4.60

正在工作(5-9岁)的孩子的比率 3.27 1.25 2.04 3.00

雇主比率 2.87 2.80 1.54 2.63

上学比率 1.88 1.75 1.57 1.94

教育津贴比率 1.87 1.85 1.74 2.22



  发展中国家的调查设计效果分析  113

16.  国家一级的估计设计效果值大约相差2至16。种族变量的设计效果值

很高；与工作或收入有关的变量，其设计效果值也很高；诸如上学比率、教育

津贴比率之类的变量，其设计效果值比较低。至于采用三阶段设计的其他地

区，其设计效果值则更高。住户变量的设计效果值一般低于个人变量设计效果

值，这是预料之中的事，因为人员的数量大于按初级抽样单位调查的住户数

量。不同变量的设计效果差异很大，这也是预料之中的事，因为它们的类集程

度不同。这些偏高的设计效果可以通过各层之间不成比例的样本分配得以解

释，各层之间不成比例的分配导致了不同的权数。

17.  巴西PME调查每月公布的若干估计数设计效果见表七.5。该表选用了

1999年9月的数值，因为它们的参考期和1999年PNAD调查相同。

表七.5
1999年9月PME调查中若干估计的估计设计效果

变    量 累西腓
萨尔 
瓦多

贝洛哈
里桑塔

里约热
内卢 圣保罗

Pôrto 
Algre 全  部

主要职业平均收入 3.43 4.47 2.49 4.44 4.89 4.79 6.23

雇主比率 2.00 2.16 3.06 2.53 2.33 2.27 3.34

文盲比率 4.23 4.43 1.86 2.69 2.11 2.13 3.24

失业率 1.64 2.62 1.98 2.06 1.65 1.67 2.43

登记就业比率 1.61 1.87 1.66 1.50 1.40 1.75 2.02

从事经济活动的

比率 1.59 1.99 1.78 1.61 1.31 1.40 1.96

带薪工人比率 1.51 1.67 1.43 1.37 1.34 1.55 1.88

自谋职业比率 1.53 2.26 1.60 1.47 1.19 1.14 1.78

上学比率 1.41 1.57 1.64 1.24 1.26 1.49 1.72

18.  至于该系列中其他月份同一估计的设计效果，尽管在这里没有介绍，

但却做了计算，结果发现月和月之间的差异不大。10年中查点区的样本是固

定的，短期内的样本规模也没有多少差异。主要职业平均收入的设计效果较

大、文盲比率和雇主比率的设计效果为中等。这些和PNAD调查中大城市类似估

计数的观察值一致，这不足为怪，因为除了PME调查中每个初级抽样单位抽取

了更大的样本外，PME调查和PNAD调查基本上采用了相同的样本设计。其他变

量的设计效果值在2.5以下。PME调查所估计的可比变量，其设计效果一般低于

PNAD调查中的设计效果，这是因为相对于PNAD调查而言，PME调查中样本分配

更均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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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七.6
PPV调查中部分估计数的估计设计效果

人口估计参数 估计差数

14岁以上的文盲人数 4.17

14岁以上的文盲比率 3.86

认为其健康状况“不佳”的人数 3.37

租赁房屋的比率 2.97

每个住户的平均人数 2.64

年龄在7-14岁之间的文盲人数 2.64

年龄在7-14岁之间的文盲比率 2.46

年龄在12-49岁之间、其孩子出生时死亡的妇女人数 2.03

年龄在12-49岁之间有孩子的妇女人数 2.02

年龄在12-49岁之间、其孩子出生时存活的妇女人数 2.02

依赖比率（年龄在0-14岁之间的人数加上年龄在65岁以上的人数除以年龄在

15-64岁之间的人数） 1.99

年龄在12-49岁之间的每位妇女生育孩子的平均数 1.26

19.  表七.6显示了巴西PPV调查中一小部分估计数的估计设计效果。

20.  此处估计的设计效果值相差1.3至4.2。这些设计效果值相对较小，说

明PPV调查中的类集程度较低，在PPV调查中，每个初级抽样单位只抽取了8个

住户。这也说明问卷中人口和教育方面的大多数变量，加上住户一级的两个变

量都予以了考虑。

21.  现在从表七.2至七.6中选出一组估计数，这些估计数在一次以上的

调查中出现过。表七.7显示了这些调查的设计效果。设计效果被分为三组：

(1) 住户消费与家庭收入；(2) 住户耐用品；(3) 就业与职业。在每一组内，

我们将定义大致相同的估计数归为一类。

22.  国家一级估计的设计效果差异在1.4-6.6之间，中值为4.3。有些设计

效果值很高。一个最突出的就是纳米比亚NIDS调查中拥有电视的城市住户比

率，其设计效果值为14.7，这是因为其类集规模很大，为50个住户。如果类集

规模和NHIES调查一样为20个住户，那么其设计效果值将为6.7，这和NHIES调查

6.0的设计效果值接近。但该设计效果值仍然很高，在这种情况下，变量权数并

没有起到多大的作用。每月食品消费调查中农村地区大多数估计的设计效果值

也很高。在NHIES调查中，城市地区某些耐用品的设计效果值很高。

23.  除了南非两项调查和柬埔寨调查外，所有调查中城市和农村之间都存

在明显的差异。老挝和巴西的调查中（见表七.2至七.6），城市的设计效果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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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低于农村的设计效果值。纳米比亚和莱索托的调查中，城市的设计效果值

要高于农村的设计效果值。（大多数调查中，城市和农村地区的类集规模相同

的，所以其差异并不是由类集规模不同而引起的。）

24.  设计效果包括分层、不同加权、类集规模和类集同质性等方面的效果 

（有关效果的详细讨论见第六章）。表七.7中各项调查的样本设计可能大致相

同，但在分层、类集规模和样本分配方面有着明显的差异。为了更具可比性，

最好从设计效果中剔除类集规模和加权效果。

表七.7
各项调查设计效果比较

主题/特征 城  市 农  村 国  家 说    明

消费、家庭收入（住户变量）

CSES调查中的类集规模是

LECS调查和NHIES调查中

类集规模的一半。

•  每月总消费（老挝人民民主共和国：LECS） 3.8 7.7 5.4

•  每月总消费（柬埔寨：CSES） 2.0 2.0 1.4

•  国内住户总消费（纳米比亚：NHIES） 2.9 1.9 2.5

•  每月食品消费（老挝人民民主共和国：LECS） 4.4 6.8 5.8

•  每月食品消费（柬埔寨：CSES） 2.5 3.3 3.3

住户耐用品（住户变量）

NIDS调查中类集的规模是

其他调查类集规模的一倍

以上，这是城市地区设计

效果值较大的原因（但不

是农村地区设计效果值较

低的原因）。

•  拥有电视机的住户比率（老挝人民民主共和国：LECS) 3.1 6.8 5.4

•  拥有电视机的住户比率（柬埔寨：CSES） 2.4 2.2 2.6

•  拥有电视机的住户比率（纳米比亚：NHIES） 6.0 4.6 4.1

•  拥有电视机的住户比率（纳米比亚：NIDS） 14.7 4.1 6.6

•  拥有彩色电视机的住户比率（巴西：PNAD） .. .. 4.3

•  拥有收音机的住户比率（老挝人民民主共和国：LECS） 2.7 4.8 4.5

•  拥有收音机的住户比率（柬埔寨：CSES） 2.1 2.8 3.4

•  拥有收音机的住户比率（纳米比亚：NHIES） 2.7 2.1 2.4

•  拥有电话的住户比率（纳米比亚：NHIES） 6.2 4.6 4.5

•  拥有电话的住户比率（巴西：PNAD） - - 4.8

就业、职业（人变量） 南非LFS调查和OHS调查城

市地区设计效果的差异是

因为LFS调查中城市地区

的类集规模更小（LFS调

查的类集规模为5个住

户，OHS调查的类集规模

为10个住户）。

•  就业率（南非：OHS） 4.0 3.6 3.8

•  就业率（南非：LFS） 2.5 3.4 2.8

•  就业率（莱索托：LFS） 5.6 3.1 6.6

•  就业率（巴西：PNAD） - - 4.8

注：两点（..）说明没有资料。

(-) 说明该项目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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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同质性比率的计算

25.  可以采用LECS、CSES和NHIES调查中住户消费和耐用品拥有情况等

估计，继续对更小一组的调查和变量进行分析，LECS、CSES和NHIES调查的

样本设计类似。所有调查都采用了两阶段样本设计，将查点区作为初级抽样

单位。省一级以及省内的城市/农村分区对初级抽样单位的分层方式大致相

同。住户是通过在查点区内进行系统抽样选取的。但各层的样本分配不同。

老挝调查中各省的分配均匀，而其他两项调查中，各省的样本分配接近均

匀。分析的目的是为了考察复杂样本设计对不同人口群大致相同的估计指

标精确度所带来的影响，并探讨各同质性比率的相同之处和可能的模式。

26 .  第一步就是从设计效果值中剔除加权不同所带来的影响。表七 .8 
中，由于加权和类集的原因，设计效果被分为若干部分。这些部分是按第六章

中的第23个和第20个等式进行计算的。LECS调查中各省内的样本规模相同，这

表七.8
总体设计效果被分为加权效果（ ）和类集效果（ ）

主题/特征

城    市 农    村
总  体 加  权 类  集 总  体 加  权 类  集

住户消费、收入

•  每月总消费（LECS） 3.8 1.60 2.4 7.7 1.55 5.0

•  每月总消费（CSES） 2.0 1.11 1.8 2.0 1.16 1.7

•  国内住户总消费（NHIES） 2.9 1.20 2.4 1.9 1.23 1.5

•  每月食品消费（LECS） 4.4 1.60 2.8 6.8 1.55 4.4

•  每月食品消费（CSES） 2.5 1.11 2.3 3.3 1.16 2.8

•  住户总收入（NHIES） 2.9 1.20 2.4 2.8 1.23 2.3

住户耐用品

•  拥有电视机的住户比率（LECS） 3.1 1.60 2.0 6.8 1.55 4.4

•  拥有电视机的住户比率（CSES） 1.9 1.11 1.7 1.8 1.16 1.6

•  拥有电视机的住户比率（NHIES） 6.0 1.20 5.0 4.6 1.23 3.7

•  拥有收音机的住户比率（LECS） 2.7 1.60 1.7 4.8 1.55 3.1

•  拥有收音机的住户比率（CSES） 2.1 1.11 1.9 2.3 1.16 2.9

•  拥有收音机的住户比率（NHIES） 2.7 1.20 2.3 2.1 1.23 1.7

•  拥有录像机的住户比率（LECS） 3.9 1.60 2.4 6.1 1.55 3.9

•  拥有电话的住户比率（NHIES） 6.2 1.20 5.2 4.6 1.23 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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样就使得样本权数的差异很大。因此，LECS调查估计中，归因于加权的设计效

果值很高。NHIES调查中，人口不太多的地区以及城市地区的抽样过多，从而

使归因于加权的设计效果值在1.0以上，但这要比LECS调查的值低得多。CSES调

查中城市地区的抽样也过多。

27.  三项调查所使用的设计都是从每个初级抽样单位中（通过系统抽样）

抽取固定数量的住户。类集规模不变也是权数存在差异的原因之一，因为衡量

初级抽样单位规模的尺度不完善，所以导致了总体抽样权数的差异。

28.  类集设计效果 取决于类集样本规模。老挝和纳米比亚调查的类

集样本规模为20个住户，而柬埔寨调查的每个类集为10个抽样住户。在对各调

查结果进行比较时，为了剔除不同类集规模的影响，我们对表七.8中各项估计

的同质性比率（roh）进行了计算（见第六章的第30个等式）。结果见表七.9。
同质性比率用以衡量调查变量的初级抽样单位（查点区域）所具有的内部同质

性。需要考察的问题就是各国同质性比率的水平和模式是否具有相同之处。

29.  由于类集的同质性可能在城市和农村类集之间存在着差异，所以这两

个地区的同质性比率是分别计算的。结果见表七.9。该表中有些结果很突出：

•  三个国家中城市/农村同质性比率差异的模式不同。老挝调查中城市类

集的同质性比率一直大大低于农村类集的同质性比率。城市/农村的平

均比率为0.4。在纳米比亚的调查中，差异正好相反，城市类集的同质

性比率平均起来大于农村类集的同质性比率——相差的系数为1.9。在

柬埔寨的调查中，城市/农村的同质性比率没有明显的差异。

•  LECS调查中农村类集的同质性比率很高（范围在0.110 - 0.209之间，

中值为0.178）。城市类集的同质性比率要低得多（范围在0 .036 -
0.092之间，中值为0.072）。

•  柬埔寨调查中农村地区每月食品消费的同质性比率很高（0.204）。该

比率要比每月总消费的同质性比率高很多，也比住户耐用品估计指标

的同质性比率高。

30.  老挝人民民主共和国调查中城市和农村同质性比率之间的差异很大，

这主要是因为农村地区的同质性比率很高。这些结果和该国以前的LECS调查结

果一致。由于农村的村庄很小，而且其社会经济条件非常相似，所以农村地

区的同质性比率很高——这不是没有理由的。另外，城市地区收入水平间隔很

小，使得社会经济条件很复杂。每月总消费和每月食品消费的季节性也对这些

变量有影响。每个初级抽样单位的调查时间为1个月，对初级抽样单位的抽样

时间在12个月内进行。因此，在地理区域类集之上有一个“季节类集”。有理

由相信农村地区的这种季节性更强一些。

31.  纳米比亚调查中，商业农业地区中大部分农村初级抽样单位的差异很

大，包括高收入的农场主住户和低收入的农场工人住户。另一方面，城市地区

收入水平间隔很大，在分层中只考虑了其中的一部分。这些情况说明了城市地

区住户消费和家庭收入的同质性比率较高的原因。



118  发展中国家和转型期国家住户调查

表七.9
城市和农村地区的同质性比率

主题/特征 城    市 农    村 城市/农村比率

住户消费、收入

•  每月总消费（LECS） 0.072 0.209 0.3

•  每月总消费（CSES） 0.089 0.080 1.1

•  国内住户总消费（NHIES） 0.071 0.025 2.9

•  每月食品消费（LECS） 0.092 0.178 0.5

•  每月食品消费（CSES） 0.139 0.204 0.7

•  总家庭收入（NHIES） 0.071 0.058 1.2

住户耐用品

•  拥有电视机（LECS） 0.049 0.178 0.3

•  拥有电视机（CSES） 0.079 0.061 1.3

•  拥有电视机（NHIES） 0.200 0.125 1.6

•  拥有收音机（LECS） 0.036 0.110 0.3

•  拥有收音机（CSES） 0.100 0.109 0.9

•  拥有收音机（NHIES） 0.063 0.032 1.9

•  拥有录像机的住户比率（LECS） 0.076 0.154 0.5

•  拥有电话（NHIES） 0.208 0.125 1.7

32.  除了上述两种原因外，还应该加上两点。一个原因是消费变量的设计

效果（以及同质性比率）对高端的值很敏感。在有些情况下，剔除几个最高值

将会大大改变设计效果。另一个原因是同质性比率的值不只是衡量类集同质性

的尺度。当不同采访者，或几组采访者在不同的初级抽样单位进行采访时，同

质性比率的值还反映了采访者差异效果。

E.  讨论

33.  在表七.9中，找出不同国家在同质性比率的水平或模式方面的相似之

处可能性不大。在为一项调查设计样本时，如果抽样统计员希望将类似调查中

的同质性比率用于另一国家，那么表七.9中的结果用处不大。在为此处研究的

社会经济变量确定类集同质性程度时，国别人口条件似乎可以起到很重要的作

用。诚然，本研究非常有限。惟一可以得出的一般结论的就是：在援引另一国

家调查中的同质性比率时，应当谨慎。结果还说明有必要根据最近的调查来计

算和证明设计效果与同质性比率，这样就可以将结果用于下次调查的设计。

34.  然而本研究的结果是不确定的，他们和通常的结果相反。对人口与健

康调查进行的各项研究发现某一特定估计的同质性比率的估计值在各个国家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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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可以调用，但样本设计应该具有可比性（见第二十二章）。同样，对许多项

世界生育率调查进行的研究显示，各国同质性比率的模式存在着类似之处。人

口变量的同质性比率可能比社会经济变量的同质性比率“效用更高”，因而可

能更具有可调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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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件

11项住户调查样本设计的介绍

11项住户调查样本设计的简介如下：

1997/1998年老挝支出与消费调查（LECS）

以普查查点区（EAs）作为初级抽样单位（PSUs）。初级抽样单位根据18个省和城市/农

村地区进行分层。农村查点区则根据“有公路”和“没有公路”进行了进一步分层。每个

省则根据系统的PPS调查法抽出规模相等25个初级抽样单位样本（共450个初级抽样单位） 

（Rosen，1997年）。每个初级抽样单位抽取了20个住户，这样共有9 000个住户样本。各省

之间的样本分配相等，造成住户抽样权数的很大差异。

1999年柬埔寨的社会经济调查（CSES）

以村庄作为初级抽样单位。有几个公社和村庄没有包括进去，由于安全的原因不能前往

这些地方调查。没有包括进去的地区占该国住户总数的3.4%。

根据生态区将村庄归为5层。金边被看作单独的一层，农村和城市地区各被视作单独的

一层。这样四个地理区共有10层（金边、平原、洞里萨湖、沿海和高原/山区）。从每层抽

出四个独立的村庄子样本。样本分配大致和各层成比例。

通过循环系统PPS抽样，抽取了600个村庄。每个村庄内抽取了10个住户（1999年柬埔寨

王国国家统计局）。

1993/1994年纳米比亚的家庭收入与支出调查（NHIES）

初级抽样单位基本上为普查查点区。在抽取前，有些小的查点区和邻近的查点区合并在

一起。初级抽样单位平均规模大约为150个住户。根据城市/农村分区和14个地区进行了第一

阶段分层。第二阶段分层在城市地区进行，城市地区按“城市”和“小城市”（半城市）

分层。样本的分配大致和各层成比例。但城市地区抽样略微偏多。通过系统PPS方法（Pet-

tersson，1994年）抽取了96个城市初级抽样单位样本和123个农村初级抽样单位样本。

1995/1996年纳米比亚两次普查之间的人口调查（NIDS）

设计和NHIES相同。抽取了82个城市初级抽样单位样本和120个农村初级抽样单位样本。

在NIDS调查中，每个初级抽样单位中抽取的样本数量比较多，为50个住户，共有9 500个住

户样本（Pettersson,1997年）。

1999年越南的多用途住户调查（VMPHS）

农村地区以公社作为初级抽样单位。城市地区则以区为初级抽样单位。根据城市/农村

和省（61个省）进行分层。通过PPS方法，抽取了839个公社。每个省的样本规模基本上相

同，但大的省份被分配的样本规模稍微大一些。第二阶段抽样单位（第二阶段抽样单位）

为公社内的村庄和区内的街区。又从被抽取的每个公社内抽取了两个第二阶段抽样单位。

在每个第二阶段抽样单位内，抽取了15个住户。总共抽取了25 000个左右的住户（Phong，

2001年）。

1997年莱索托的劳动力调查

样本为两阶段样本。初级抽样单位是若干组查点区。初级抽样单位平均规模为370个

住户。根据城市/农村分区、地区（10）和农业经济区（4）对初级抽样单位进行了分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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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产生了33层。样本分配和各层成比例，但有两个例外：两个小层的抽样偏多。通过系

统的PPS办法抽取了120个初级抽样单位。在初级抽样单位内，通过系统的随机抽样方法

抽取了15-40个住户，共产生3 600个住户样本。所有合格的住户成员都被纳入调查中 

（Pettersson,2001年）。

1999年10月南非共和国的住户调查（OHS）

以普查查点区（EAs）作为初级抽样单位。在抽样过程中，通过Kish（1965年）提议的

方法将住户数量不足80个的查点区和列表上邻近的查点区合并在一起。城市初级抽样单位的

平均规模为80-100个住户，而农村初级抽样单位的平均规模则为110-120个。根据9个省对初

级抽样单位进行了分层。通过平方根分配将样本分配于各层。在每个省内，又进一步通过区

委会（和大城市委员会）进行了分层。通过系统的PPS抽样方法，抽取了2 984个初级抽样单

位样本，城市地区为1 711个，农村地区为1 273个。在每个初级抽样单位内，系统抽取了

10个“调查点”样本（大致和住户相同）（Stoker,2001年）。

2000年2月南非共和国的劳动力调查

2000年2月劳动力调查第一次采用了一个新的标准样本，该样本是根据1996年普查数据

库于1999年末建立的。该样本包括2 000个初级抽样单位（当年稍后的时候，该样本被扩大

为3 000个初级抽样单位）。以普查查点区作为初级抽样单位，不足100个住户的查点区和邻

近的查点区合并在一起。根据9个省对初级抽样单位进行了分层。通过平方根分配将样本分

配于各层。在每个初级抽样单位内，形成了规模为10个调查点的类集，每个类集分布在整个

初级抽样单位中。抽取了一组类集用于将来的劳动力调查。

由于预算问题，决定将劳动力调查按比例减少为10 000个调查点。其影响如下：在所有

的城市初级抽样单位中，从所确定的类集中只抽取了5个调查点。就农村样本而言，从农村

初级抽样单位集中抽取了PPS系统子样本，该子样本包括了50%的农村初级抽样单位。在抽

取的初级抽样单位中，所确定的包括10个调查点的整个类集成为样本的一部分（Stoker，

2001年）。

1999年巴西全国入户抽样调查（PNAD）

PNAD调查的年度样本大约为115 000个住户，代表了除北部（亚马逊）农村地区以外的

巴西所有地区。根据地理情况进行分层，共分为36层。在36层中，有18个州是以每个州作为

一层，另有9个州是将每个州再细分为两层。位于州首府周围大城市地区的初级抽样单位形

成一层，该州其余的初级抽样单位形成一层。在大城市地区形成的层中，设计为两段整群抽

样，在这类抽样中，初级抽样单位为普查查点区，通过系统PPS抽样方法抽取，规模大小相

当于最近一次普查中所获得的私人经济数量。在抽取初级抽样单位之前，是根据地理代码对

它们进行分类的，从而使根据自治区和城市-农村状况进行的分层不明显。

在不属于大城市地区的层中，初级抽样单位为自治区。这些是根据大小和地理情况进行

分层的，形成了人口规模大致相同的层（采用最新普查数据）。在每一层中，通过系统的

PPS抽样方法抽取了两个自治区（这些层中的初级抽样单位），以总人口作为衡量规模的尺

度。在进行系统抽样之前，有些自治区因为人口很多而被宣布为“确定”的初级抽样单位，

并因此被纳入具有“确定”性的自治区样本中。在抽取的每个自治区内，通过系统的PPS抽

样方法抽取了查点区，其规模大小相当于最近一次普查中私人经济的数量。在抽样的最后一

个阶段，通过从每年更新的名单中进行系统抽样，在查点区内抽取住户。抽取住户的每个成

员都被纳入调查中。原本应该从每个查点区中抽取13个住户的目标样本。但为了减少由于衡

量规模的尺度过时而引起的权数差异，在每个查点区内使用了不变的抽样分数而非不变的抽

样规模，这样就产生了不同的类集。

样本在各层的分配不成比例。最大权数和最小权数的比大致为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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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西1999年9月的PME调查

PME调查为劳动力调查，包括巴西六个最大城市大约40 000个住户的月样本，最新的主

要劳动力指标就是得自这种调查。在大城市地区一层，样本设计和PNAD相同，但目标类集抽

样除外——PME为20，而PNAD为13。

1996/1997年巴西的PPV调查

PPV调查旨在对生活水平进行衡量，采用了住户生活水平衡量研究（LSMS）方法—— 
生活水平衡量研究由世界银行倡议并在各个国家进行（Grosh和Muñoz,1996年）。于1996-

1997年进行的巴西调查对大量的人口、社会和经济特征进行了调查，采用了4 944个住户样

本，这些样本是从巴西东北地区和东南地区的554个查点区中抽取的。样本设计为两阶段分

层类集样本。分层包括两个步骤。首先，形成了10个地理区域层，以确定6个大城市地区 

（福塔雷萨、累西腓、萨尔瓦多、贝洛哈里桑塔、里约热内卢和圣保罗），另外还要加上其

他四个层，这四个层覆盖东北地区和东南地区的其余部分，并进一步细分为城市和农村查点

区。在这10个地理区域层中的每一层内，又根据1991年普查中记录的每人平均家庭收入，将

查点区进一步细分为3层。因此，共形成了30个层。

总样本规模固定在554个查点区，东北地区278个，东南地区276个。各层内查点区的分配

和每层内查点区的数量成比例。通过概率与规模成正比的置换取样法抽取了查点区，将每个

查点区的私人经济数量作为衡量规模的尺度。在抽取的每个城市查点区内，通过不置换简单

随机抽样法抽取了8个固定住户。为了节省成本，每个农村查点区抽取的数量为16个住户。

尽管同PNAD和PME相比，PPV调查的抽样规模较小，但该调查提供了有关设计效果方面的

有用信息，因为它对查点区直接进行了收入分层，而且每个查点区的取样规模也比其他调查

规模小。另一个重要特征就是估计仅使用标准的反向抽样概率权数，没有使用人口预测校准

法。PPV调查中样本权数差异很大，最大权数是最小权数的40多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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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部 分

非抽样误差





导    言

James Lepkowski

密歇根大学 

美国密歇根州安阿伯

1.  本出版物之前的各部分及章节已经较全面介绍了从某个人口群体抽取

代表性概率样本时所出现的抽样误差。本部分将介绍住户调查中出现的其他误

差。和抽样误差一样，这些误差中的某些误差会随着可能抽取的样本发生变化

或随着测量过程的重复而发生变化，另一些误差则是不变的或是系统的，不会

因样本的不同而不同。

2.  在样本设计框架中，变量误差通常又被称作抽样方差。有些属于固定

抽样误差（其中有一些已经介绍过），固定的抽样误差又被称作偏差。如，有

意将人口群体的某个子群排除在外，就会使该人口子群不在调查范围之内，这

样不管抽取哪个样本，都将会出现一个大小相同的误差。

3.  非抽样误差涉及非观察误差或测量误差，非观察误差是在不能从某个

抽样单位或某个变量中获取资料时发生，测量误差是在收集调查变量值时发

生。非观察误差通常是固定不变的，通常需要对调查估计值的偏差进行考虑。

测量误差有时是固定的，但也可以是变动的。

4.  在非观察误差中，有两个重要的误差来源：未覆盖误差和不答复误

差。在概率抽样中，必须对人口因素有一个完善的定义，每个人口因素有一个

非零的选择机会。当人口群体某个因素实际上没有选择机会的时候，就会出现

未覆盖的问题。该因素无法进入抽取的样本中。不答复是指某个要素已经被选

入样本，但却没有收集到有关该要素的反应数据。这是有可能发生的——因为

某个家庭或某个人可能不愿合作，或者因为存在着语言障碍、健康限制或调查

期间家中无人。

5.  计量误差的来源有很多，包括应答者、采访者、监督者甚至数据处理

系统。如果一个应答者忘记了所需要的信息而做出了不正确的回答，或在回答

敏感性问题时扭曲信息，那么就可能出现应答计量误差。这些应答误差很有可

能构成偏差，因为不管什么时候提问题，应答者都常常会忘记或扭曲某些信

息。这些误差也可能是变动的。有些应答者可能在某个时候忘记了某些信息，

又在某些时候想起某个信息。

    127



128  发展中国家和转型期国家住户调查

6.  有关这几种误差，有四个方面需要调查设计者考虑。第一，需要对误

差进行认真界定，并检查调查过程中误差的来源，包括调查过程中可能是哪一

部分出现了这种误差。第二，应该考虑如何计量误差的大小——这是一个很棘

手的问题。第三，应该制定各种办法来降低误差的程度，当然这时常需要补充

调查资源。最后，每项调查都会出现非抽样误差，调查设计者应该在调查结果

中努力弥补这些误差。

7.  本部分第八章和第九章从概念的角度分别考察了非观察误差和计量误

差，对各种不同种类的这些误差进行了说明。第十章和第十一章更详细地介绍

了这些误差的处理办法，第十章分析了这些误差对调查结果的总体影响，第十

一章以一个国家——巴西为例，对这些种类的误差进行了个案研究。



第 八 章

发展中国家住户调查中的非观察误差

James Lepkowski

密歇根大学 

美国密歇根州安阿伯

摘    要

调查中采取非观察做法是因为不能对某些目标人口群体或样本进行计

量。非观察可能是整体的，在这种情况下，不对某个单元（如某个住户或某

个人）进行任何计量；非观察也可能是部分的，在这种情况下，只对某个单元

进行某些（但不是全部）计量。本章将讨论非观察的两个来源：未覆盖和不答

复。未覆盖是指相关人口单元没有机会被调查抽取。不答复是指被调查选中的

住户或个人不参与调查，或虽然参加了但却不提供完整信息。本章将考察非观

察的原因和结果，以及对非观察误差进行补救的措施。当那些没有被考虑的人

口或样本不同于所观察的人口或样本时，未覆盖和不答复可能会使调查估计值

出现偏差。由于这些偏差可能很严重，所以本章将对未覆盖和不答复的若干补

救措施和调整办法进行讨论。

关键词：不答复、未覆盖、偏差、目标人口、抽样标架、反应率。

A.  导言

1.  调查研究中的非观察是由于没有对调查目标人口的某个部分进行计量

所致。非观测可能是整体的，这种情况是指不进行任何计量；非观测也可能是

局部的，在这种情况下，只进行某些（而非全部）计量。

2.  非观察的一个显著来源就是抽样过程。由于普查是一种旨在对人口所

有因素进行计量的调查，所以只有在普查中，才不会因为抽取样本而出现非观

察。源于抽样的非观察会导致抽样误差，这个问题将在本出版物第六章和第七

章进行讨论。本章将不讨论这种来源的非观察。

3.  本章将讨论非观察的其他两个来源，也就是未覆盖和不答复。正如稍

后将要进行详细介绍的那样，未覆盖是指相关人口单元没有机会被调查抽取；

不答复是指某个被抽取的单元完全不或部分不参与调查。本章将对这些非观察

的原因、结果、减少这些情况的措施、降低调查估计值偏差的方法进行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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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覆盖和不答复的结果包括：调查结果可能出现偏差。如果没有被考虑的人口

不同于被观察的人口，那么调查结果和人口实际情况之间就会出现差异。这种

差异就属于非观察偏差，非观察偏差可能会很严重。

4.  当然，即使不对部分人口进行计量，也有可能不会出现非观察偏差。

尽管记录非观察的情况比较简单，但发现无观察偏差却很困难。正因为如此，

才会使得非观察偏差很少成为研究的主题。有时非观察对整个调查或大多数调

查问题一点影响都没有，这方面的例子是有的。有时非观察会导致某个问题的

调查估计出现很大偏差，或导致一组问题的估计出现很大偏差，从而导致调查

的所有结果都不可信，这方面的例子也是有的。

5.  有关非观察的研究有很多。本章只能对住户调查中未覆盖和不答复误

差的性质进行介绍。至于更详细的情况，读者可以参看所提供的参考资料。下

一部分将介绍区分未覆盖和不答复的基本框架，其后各部分将分别对每种误差

的来源进行讨论。

B.  理解未覆盖和不答复误差的基本框架

6.  了解未覆盖和不答复之间的差异就需要了解人口群的性质和抽样的框

架。目标人口是由许多元素组成的，调查设计人员希望就这些元素进行调查估

计。如，可能会要求一个调查设计人员设计一项调查来研究某个国家中年龄在

15岁或15岁以上的劳动力参与情况。人口群显然有界定明晰的地理限制（国家

的边界）以及单位特征方面的限制，如年龄限制。

7.  目标人口的定义还有其他不太明显的方面。如，居住在一个国家中人

的含义。很多调查采用居住的定义，根据该定义，一个人必须在过去的绝大部

分时间居住在某个国家，或者在刚迁移到一个国家的情况下，必须打算在这个

国家永久居住。人口的某些部分可能不在某些调查主题的范畴内。如，根据定

义监狱里的人员或诸如军事之类的机构可能不在某些经济条件调查的范围之

内。这些机构可能被排除在外，因为它们包括了不在计量概念范畴之列的人

员。目标人口定义本身也有时间界限。调查所感兴趣的很可能是当前的劳动力

参与情况而非个人的历史情况。如果这样，那么调查是对某个时间点的人口特

征进行估计。

8.  目标人口是推断出的人口。调查结果将最终被视为特定人口的调查。

调查通常是为了对特定国家的人口特征进行衡量。不管抽样程序是否包括一个

国家的某些人，调查的最终报告都有可能不加限制地做出有关该国整个人口的

陈述。如，尽管调查将某个机构的人员排除在外，但最终报告可能会说调查结

果适用于居住在这个国家的所有人口，不知情的读者可能会由此认为有关结果

也能代表该机构的人员，但抽样过程并不包括这些人员。因此，在对调查进行

介绍时，就有必要在有关调查的出版物中对目标和调查人口进行认真而全面的

描述。

9.  目标人口群通常不同于另一种被称为抽样标架的人口群体，也就是样

本实际上据以抽取样本的一组元素。抽样标架是一组用以抽取样本的材料，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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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不会和目标人口完全一致。如，在有些国家，公共安全部门（如公安部门）

编制的地址登记簿被用作抽样标架。人口群中的某些家庭有可能不在这些抽样

标架中，这样抽样标架就不同于目标人口群。

10.  在其他情况下，由于结构或故意作为的缘故，抽样标架会不同于目标

人口。由于行政管理或成本方面的考虑，有一部分人口可能不在框架范围内。

如，一个国家的某一个地区、若干个行政区或某一个省目前可能出现内乱，公

安部门可能对该地区的出入进行限制。这样尽管有在该地区进行抽样的材料，

调查设计人员还是有可能故意将该地区排除在框架之外。

11.  将某一部分人口排除在外，也可能是基于成本方面的考虑。在很多国

家，那些居住在边远且人口稀薄地区的人群被排除在抽样标架之外，因为如果

对他们进行抽样，调查成本会很高。另外在一些有很多本土语言的国家，翻译

和招聘能说所有语言的采访者需要很高的费用，调查设计者可能会和主办单位

一道，专门将那些不能说一种该国主要语言的人员排除在外。在这种情况下，

只有在确定一个家庭以及该家庭成员的语言能力之后，才有可能将某个人排除

在外。主要通过家庭中的筛选来决定取舍。

12.  另一方面，调查设计者可能会将这种问题视作不答复，也就是由于

语言被排除在外的缘故被看作未覆盖，由于无法交流的缘故则被看作不答复。

哪些语言应该被排除在外的决定在某种程度上取决于问题的大小。如，某一个

国家的调查可能限于那些能说一种官方认可语言的人群，这种决定可能会将很

多不能说官方认可语言的人群排除在外。相反，在其他国家，几乎所有人都能

说一种官方语言，少数人说的是非官方语言，因而没有这种语言版本的调查问

卷，可能会和这一小部分人进行接触，但不会采访他们。在前一种情况下，最

好进行认真记录，并将其语言被排除在外的人群列为未覆盖。在后一种情况

下，最好将没有采访的人群列为不答复。

13.  当目标人口中有一些因素和抽样标架中的列表不吻合时，会发生未覆

盖问题。在住户调查中，最典型的未覆盖问题是在以下几种情况下发生：现场

准备的列表没有将住宅单位包括在内，使用了过时的或不准确的行政管理住户

清单，或当居民住户清单没有将某个住户内的成员包括进去。

14.  未覆盖是指人口群体某个要素没有机会被选作调查的样本，不答复

是指没有能够从一个被抽样的合格单位——目标人口中的一个单元中收集到信

息。未覆盖问题是在被用作抽取样本的框架存在误差或问题时出现的；而不答

复问题是在框架已被确定、从框架中抽取样本元素之后发生。如，假设在一个

被抽样的住户中，因为一项临时性的工作，该住户男居民需要在本村外呆一

周，所以在采访时他不在家。如果在首次采访期间，提供住户信息的人把他忘

了，因而该居民没有被列入住户花名册，那么就会发生未覆盖问题。另一方

面，如果一个居民被列入花名册，可在采访村子期间，他不在家，那么通过调

查得到的只是该居民自报的数据，因不是从他那里收集到的数据，这种情况就

属于不答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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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未覆盖通常会涉及整个单元，如家庭或个人。不答复可能涉及整个单

元或个别数据项目。如，由于某个住户住在一家零售店的楼上，所以村子的花

名册没有将该住户包括进去，在这种情况下，整个单元不在抽样标架之列，因

而属于未覆盖。在以下情况下可能发生不答复问题：被列入框架的住户不愿参

与调查；家庭的某些成员配合调查并提供了数据，但另一些成员不在家或拒绝

对全部调查做出回答。这两种形式的单元或全部不答复（家庭或个人）和另一

种情况相反，在另一种情况下，家庭的某个成员除了对个别项目没有做出回答

外，对其他所有调查问题都做出了回答。如，一个家庭成员可能担心官方会对

未报告的收入采取行政措施，因而不愿提供其在非正式经济领域的收入数据。

后一种不答复就是所谓的项目不答复。请注意，在这种情况下，不答复的类型

还取决于所分析的单元是个人还是住户：如果分析单元是住户，那么个人不答

复就属于项目不答复，但如果分析单元是个人，那么个人不答复就属于单元不

答复。

16.  权衡未覆盖和不答复之间的关系也很重要。尽管在某个调查中，可以

通过认真研究发现未覆盖或不答复的很多来源，但人们可能希望降低这些问题

所引起的误差——而这又需要支出有限而稀缺的资源。为降低这两个来源所引

起的误差，可能存在着对稀缺资源的竞争。

17.  如，某个国家有40种主要语言或方言，调查工具被翻译成5种语言，

占人口80%的家庭说这5种语言。第六种最常用语言的人群占整个人口的3%。同

时假设调查活动规定：为了确定有关人员是否在家，将在两天内对一个住户走

访两次，而且被走访两次的家庭中，有10%的家庭为不答复，因为在调查采访

的两天期间，没有人在家。在这种情况下，调查设计者需要在资源方面做出选

择：可能会花费更多的资金将调查工具翻译成第六种语言，以便将占人口3%的

这第六种语言的人群包括进去；也可能会花费更多的资金让采访者在每个村庄

走访三天或四天以便提高在家住户成员的比率。

18.  额外调查资源究竟是用于翻译，还是用于延长走访家庭的次数，有关

这方面的决定将取决于预计偏差的大小以及所涉及的成本和资源。偏差既取决

于未覆盖或不答复的程度，又取决于已覆盖人口和未覆盖人口之间或有反应和

不答复抽样人群之间的差异。

19.  在调查设计中，时常需要进行这种成本与误差之间的权衡。至于用以

进行这种权衡所需要的数据以及如何进行权衡，其详细情况不在本章讨论的范

围之列。大多数调查中，进行这种权衡的信息是有限的，所做的权衡也是非正

式的。

C.  未覆盖误差

1. 未覆盖起因

20.  在住户调查中，未覆盖起因在于用以抽取样本的框架材料。由于发展

中国家以及某些转型期国家的很多住户调查都采用区域抽样法，所以在现有讨

论中，框架和未覆盖问题将限于根据区域抽样法进行的住户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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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区域抽样通常要结合进行多阶段抽样。初级抽样以及有些时候的第二

阶段抽样涉及可能被视作住户类集的地理区域。在某些后期的抽样阶段中，必

须为一组相对较小的地理区域获取或编制一张住户清单。在抽样的最后阶段，

为每个被抽样的区域编制了一份住户成员或居民清单。因此，在考察这种调查

的未覆盖问题时，需要考虑三类单元：地理单元、家庭和个人。正如稍后将要

讨论的那样，这些单元也可能成为住户调查中不答复的来源。

22.  抽样标架缺陷引起的地理单元未覆盖问题并不多见，因为作为大多

数区域框架基础的普查材料覆盖了某个人口群的整个地理区域。地理区域未覆

盖的问题确实会发生，但正如以上所述，这种情况并不多见。一项调查可以通

过设计来对一个国家的整个人口或一个国家的地区进行推断，最终报告中所提

到的人口确实可以包括居住在整个地区的人口，但可以不从整个国家中抽取样

本。

23.  如，在调查设计中，调查设计人员可以确定一些区域，这些区域的人

口在整个人口中所占的份额很有限，因此将其纳入调查的成本非常高。他们可

能会有意将这些地理区域排除在框架之外。然而在对调查结果进行报告时，不

会提到或只是简单提到这些被忽略的地区。报告的读者可能会以为，或报告本

身可能会让读者觉得调查结果适用于整个国家或地区——可实际上却有一部分

人群没有被包括进去。实际上，在这种情况下，未覆盖误差一般很小，因而通

常忽略不计。

24.  应该记住的是——预期的目标人口（也就是居住在一个国家整个地

理区域的人口）和居住在所覆盖地理区域内的有限“调查人口”之间存在着区

别。如果记录不完整，那么数据的使用者就有可能会以为调查样本覆盖了整个

人口，可事实上却并非如此。

25.  未覆盖问题的一个更重要的起因就是家庭。大多数调查都将家庭看作

通常居住在一个住宅单位内的一群人。因此有两个因素很重要：常住居民的定

义和住宅单位的定义。

26.  住宅单位的定义很复杂，因为需要考虑某个建筑物是否被用作住处；

居住在该建筑物内的人员是否吃住彼此分开（诸如公寓楼之类的多单元楼房就

属于这种情况）。分开居住意味着居民可以直接从建筑物的外面或从公用的大

厅或走廊进入居住区，“分开吃”通常意味着有一个地方做饭，或者居民完全

可以自由选择所吃的东西。

27.  很难将这种广义的定义用于各国或各国不同地区的众多生活情况。

大多数住宅单位都很容易确定，如单一或独立家庭住宅、有不同入口但却共墙

的联式住宅、多单元建筑内的单元住宅等。但有很多住宅单位却很难分类或发

现。如，在城市贫民区，当人们居住在由回收材料或废旧材料搭建的建筑物内

时，可能很难确定独立的住宅单位。另外还有些住宅单位，如果不从街道、小

巷或小道入口处细心观察，将无法发现这些地方。

28.  在农村地区，可能很容易确定用作住宅的建筑物，但如果一个建筑物

内的社会安排很复杂，那么就很难确定独立的住宅单位。如，在部落人群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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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用作住宅的是一个长条的房屋，其中只有一个入口，房屋有独立的隔间供各

家睡觉用，但集体或个人家庭做饭的地方却是共用的。也就是说独立的隔间本

身并不是居住单元，因为它们没有独立的入口或做饭区域。在这种情况下，住

户的概念——通常居住在一个特定住宅单位内的一组人——就很难适用。因为

根据这一概念，不知道是应该将整个建筑作为一个住宅单位呢，还是应该将每

个隔间作为一个住宅单位。实际上，应该将整个长条的房屋作为一个住宅单位

或居住区，如果对其进行抽样的话，那么在现场列出住户清单时，所确定的所

有住户都被纳入调查中。

29.  也有一些住处不被视作住宅单位。由他人监管而由个人居住的机构住

宅，如孤儿院、监狱或医院不被视作住宅单位。学生宿舍、男修道院、女修道

院、无家可归人员的庇护所属于特殊类型的住处，这一类住处不一定需要提供

与机构住宅有关的监管。过渡性或季节性住处也是一个问题，如农村地区可能

有单独的住宅单位供季节性劳动人员居住，每年只有一个季节或几个季节占用

这些住宅。季节性居民通常有可能居住在其他地方，因此不应将其包括在季节

性单元的住户中。

30.  在发展中国家中，多阶段区域抽样要求在调查过程的某个点为较小的

地理区域（如城市的某个街区或农村地区的某个查点区）编制住宅单位清单。

当兼职调查人员被派往现场编制住宅单位清单时，如果遇到上述有着复杂安排

的住宅，那么常会出现未覆盖问题。大多数住宅单位的确定都很简单，但还是

会时常发生遗漏住宅单位的情况，因为在将有着几个组成部分的定义用于有着

复杂安排的住宅时，兼职调查人员的经验还很有限。

31.  由于列出住宅单位清单的行为属于暂时性的行为，所以未覆盖问题

的解决就变得更加困难。在列出住宅单位清单时，某个住宅单位可能没有被

居住，或者正在兴建当中。如果在未来某个点进行调查，那么可能需要将这类

单元列入清单。如果在多轮单一固定样本调查或若干个不同调查中使用住宅单

位清单，那么通常会努力将那些没有被居住或正在兴建中的建筑单元包括进

去。

32.  转型期国家的调查中，也有可能使用由某个行政管理机构编制的清

单。但在将其用于住户调查中时，需要认真考虑其质量。以上列出的、在编制

调查清单时可能出现的问题也会在行政机构编制的清单中出现。

33.  因此，在列出住宅单位清单的过程中，某些类型的住户可能没有被纳

入进去。如果不额外投入大量的调查资源，可能很难发现这种未覆盖情况。

34.  最后，在一个被抽样的住宅单位内，列出常住居民的清单也是列出

住户清单过程的一部分。需要有操作规则来指导采访者，以便让他们了解应该

将哪些人作为常住居民纳入住宅单位中。正如住宅单位的情况一样，有关这方

面的很多决定都是很简单的。在联络的时候，所遇到的大多数人都在住宅单位

内，因为这是他们惟一的住处。当然，也会有一些人尽管只有一个住处，但在

联系时却不在住宅单位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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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但对于有些人来说，该住宅单位是其数处住宅当中的一处。在这种

情况下，兼职调查人员就应在现场做出决定，以确定被抽样的住宅单位是否属

于此人的常住地。也很难让提供住户信息的人准确报告某些居民的居住安排情

况。代理另一居民所报告的这种信息可能不会完全准确。

36.  被调查的人也有可能出于个人的原因而故意将其知道属于常住居民的

人员排除在外。如，某个住户正在领取政府津贴，但某个人住在其住宅单位内

就有可能使其没有资格接受政府津贴。另外，由于财务问题（如债务）或法律

问题（如犯罪活动）的缘故，被调查的人还有可能隐瞒那些不希望被公共机构

或私人机构发现的居民。

37.  被调查人员也有可能出于文化或认识方面的缘故而隐瞒住户中的某个

成员。被调查人员可能不会报告一个不足一周岁的婴儿，因为其文化认为这些

婴儿还没有达到成为人的年龄。如果他们认为调查机构对儿童数据不感兴趣，

那么也有可能将婴儿排除在外。有些人纯粹是忘了将某人包括进去，不管是婴

儿还是年纪更大一些的人员。

38.  这样，住户调查中的未覆盖问题可能是由各种定义和调查环境引起

的。如果这一问题会导致调查结果出现误差，就应予以重视。

2. 未覆盖误差

39.  假设某人口群人数为N，该人口群的某个特征为Y，该人群中有Nnc人

不在调查抽样标架内，需要估计Y的平均值。假设人数为N的人口群的平均值为

，在抽样标架内的人口平均值为 ，不在抽样标架内的人口平均值为 。

与未覆盖有关的误差又被称作样本平均值的未覆盖偏差 ——这只以包括在样

本中的人口为基础，它实际上是估计数 而非 。

40.  样本平均值的偏差 取决于两个因素：不在抽样标架内的人口所占

的比率，以及已覆盖人口平均值和未覆盖人口平均值之间的差。其公式如下：

41.  这种未覆盖偏差公式有助于了解调查设计人员是如何处理未覆盖问题

的。为了减少未覆盖方面的误差，或减轻未覆盖误差的影响，调查人员要么使

已覆盖人员平均值和未覆盖人员平均值之差变小，要么使不在抽样标架内的人

口所占的比率变小。

42.  该公式的一个问题就是，在大多数调查中都难以知道 之差或

( Nnc / N )之比率。另外，未覆盖率( Nnc / N )还有可能随着子集的不同而各异。差

也会随着变量和人员子集（如，根据某个人口特征——如年龄——定义的地区

或子群）的不同而各异。这样，未覆盖误差不是调查的特性而是个别特征的特

性，它是一种估计的统计值。

43.  在很多政府调查机构中，通常需要估计一个总值。与总值有关的未

覆盖偏差不仅取决于所调查特征的已覆盖单位和未覆盖单位之间的差，还取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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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未覆盖的数量（而非比率)，也就是说，如果回答者的估计总数为 , 

那么偏差为： 。

未覆盖误差的减少、衡量与报告

44.  在家庭调查中，处理未覆盖误差的方法大概有四种：

·  通过改进现场调查办法减少未覆盖的情况。

·  制定计量未覆盖误差大小的办法，并在调查中包括误差的水平。

·  努力通过统计调整来弥补未覆盖误差。

·  在调查报告中，尽可能全面地报告调查的未覆盖特征。

45.  在家庭调查中，通常通过使用多个抽样标架，或改进调查中编制清

单的办法来减少未覆盖误差。多个抽样标架更多地被用于住宅单位而非人员调

查，它们需要有单独的住宅单位清单——这为现场编制清单带来了特殊的问题。

46.  如，假设某个特定国家中，很难在现场正确列出农业工人季节性住宅

单位的清单。同时，还假设在农场或企业聘用了季节工人并为其提供住处的情

况下，负责农业生产、教育或社会福利的某个机构拥有有关这些农场或企业中

季节性住宅单位的数量或类型方面的清单。在这种情况下可以将另一个来源的

季节性住宅单位清单作为一个单独的抽样标架。对于编制住宅单位清单的现场

采访人员来说，如果机构清单中已经包括了他们将要编制清单的领域，那么就

应该为他们提供一张这些机构所拥有的农场或企业清单，并告诉他们不要编制

这方面的季节性住宅单位清单。这样，用于调查的住宅单位样本将从采访者编

制的住宅单位清单中以及政府机构保留的清单中抽取。毫无疑问，两种清单都

有可能存在未覆盖问题，也有可能存在“覆盖过度”的问题。但使用两种抽样

标架可以减少未覆盖的情况，也可以减少由此引起的误差。

47.  还有必要考虑改进编制清单过程的办法。如果某个行政管理机构可以

提供住宅单位清单，那么在抽样前，应该通过现场矫正对这些清单进行检查。

在将采访者派往地理区域时，可以让他们带一张行政管理机构提供的住宅单位

清单，并告诉他们在检查有关地区时如何根据所提供的清单对住宅单位进行核

查、增添或删减。

48.  还可以对采访者进行培训，让他们学会在现场使用“半开区间”的办

法，以便发现行政管理机构清单或现场清单中漏登的住宅单位。根据半开区间

的办法，需要从一个地址清单中选择一个住宅单位，由一位采访者对被抽样单

位进行走访，另外还需要有一张明示或暗示的排序清单。到了被抽样的单位，

应该要求采访者调查在被抽取的住宅单位和清单上的下一个住宅之间是否还有

其他的住宅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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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9.  清单中下一个单位是通过地理区域中事先确定的某种路线来确定的。

如，在城市的街区，要求编制清单的采访者从某个特定的拐角开始，然后围绕

街区按顺时针方向进行。住宅单位清单就是按照这种顺时针方向编制的。

50.  如果采访者发现某个住宅单位不在清单范围内，但在被抽取的住宅单

位和清单中的下一个单位之间，那么应该要求采访者将遗漏的住宅单位加入样

本中，并进行采访。如果有若干个遗漏的单位，那么采访者需要征求调查中心

办公室的意见，以避免引起现场调查活动的混乱。

51.  在住户内，改进编制清单办法可能需要有调查问题方面的顺序表，

以便让采访者向提供住宅单位信息的人了解遗漏的人。如，可以要求调查采访

者调查是否有任何婴儿不在常住居民清单之列。要求采访者选择合适的被调查

人，或要求他们向被调查者重念人员清单上的名字以确保没有人被遗漏，也可

以改进编制住户清单的办法。

52.  评估未覆盖偏差也是应该考虑的一个重要因素，当然这是一个难以解

决的问题。调查机构如何发现那些没有纳入其清单中的单位呢？计量未覆盖通

常是一项费用昂贵的调查工作，所以不经常进行。

53.  评估未覆盖偏差的一个常用办法，是对那些可以进行比较的变量的调

查结果进行比较，调查结果可以从外部或独立机构获得。为了评估未覆盖的大

小情况，调查可以将其抽样人员的年龄和性别分布情况与最近一次普查或行政

记录中的分布情况进行比较，两者之间的差异将能说明未覆盖问题的情况。为

了计量某个变量的未覆盖误差，可以将有关统计值与某个独立机构的统计值进

行比较。如，调查中所报告的有关整个样本和主要子群的总工资收入可以和行

政机构报告的工资收入进行比较。在传统的研究中，Kish和Hess（1950年）将

一项调查的住宅单位分布情况与最近一次普查中有关街区住宅单位分布的数据

进行了比较。这种比较有助于对调查数据收集过程中未覆盖问题的性质做进一

步的了解。

54.  可以通过双系统计量办法或相关个案比较法来对未覆盖误差进行计

量，但这种方法的费用会更高。普查采用双系统方法来对普查活动的覆盖情况

进行计量[如，可以参见Marks（1978年）]。在普查中，将一项独立的调查和

普查结果进行比较以发现未覆盖问题。未覆盖大小的评估需要将调查样本和普

查元素逐一进行比较，以发现哪些样本元素没有在普查中出现。这些办法和动

物群落环境研究中使用的“捕捉-再捕捉抽样”法密切相关。

55.  由于住户调查普遍受未覆盖误差的影响，所以在统计过程中，很多调

查采用事后分层或人口控制调整的统计办法来对调查结果进行调整，以便弥补

未覆盖误差。这些调整办法和以上用以计量未覆盖误差大小的方法非常接近。

如，根据年龄和性别划分的样本分配情况可以和外部机构（如最近的普查或人

口预测）根据年龄和性别划分的样本分配情况进行比较。如果某个年龄-性别

组的样本分配偏低（或偏高），那么应该对年龄-性别组的所有抽样人员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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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加权，以便增加（减少）其在调查结果中所占的份额。在分析中，为正确

处理加权问题，需要有经过加权的估计值。

56.  对于未覆盖问题应该考虑的最后一个因素就是一个良好的报告，这对

于任何一个统计机构都很重要。分析报告应该对目标人口，包括除外项目，做

出明确的定义。抽样标架的描述应该足够详细，以便读者能够看出未覆盖问题

可能会怎样产生，甚至对潜在误差的大小做出非正式的估计。将有关抽样标架

的质量评估情况纳入参考资料或附件中也很有帮助，如住宅单位清单或行政管

理机构清单的质量检查情况、住宅单位人员的原有清单与为进行质量控制评估

而进行的再采访时所编制的清单进行比较的情况。

57.  一个更困难的问题就是对人口或人口子群的覆盖率或未覆盖偏差进行

报告。只有当所开展的调查已在某个时间对非未覆盖问题进行了估计时，才有

可能进行这类估计，对一次性横断面调查进行这种估计十分困难，或根本不可

能。

58.  最后，如果进行了事后分层或人口控制调整，那么调查文件必须对人

口重要子群的调整程序以及调整大小进行描述。

D.  不答复误差

59.  不答复误差的定义、计量、减少、弥补和报告与未覆盖误差有很多相

同之处。因此，现有部分的安排和第三部分的安排很类似。但必须明确的是不

答复和未覆盖是完全不同的两个问题，它们各自的来源不同，各自的解决方案

在某些情况下也有所不同。在未覆盖的情况下，除了未覆盖人口部分的位置和

一般特征外，调查设计者几乎从不知道其他方面的情况，在不答复的情况下，

他们至少知道不答复者的框架信息。一般认为住户调查中不答复问题更普遍，

因此其对调查估计偏差的影响也可能更大。

60.  如上所述，在住户调查中通常会发现两类不答复问题。这两类不答复

问题对调查结果的影响有很大的不同。用以计量、减少、报告和弥补它们的方

法也在某些方面有所不同。尽管每一类不答复问题都可以用一整部分的篇幅进

行分析，但本部分将把这两类问题放在一起讨论。

1. 住户调查中不答复的起因

61.  在住户调查中，若干不同种类的单位都有可能发生单位不答复问题。

正如未覆盖问题一样，初级抽样单位和第二阶段抽样单位都有可能发生不答复

问题。如，初级抽样单位可能包括一个国家的某个区或分区。由于天气条件或

自然灾害的原因，可能无法在第一抽样阶段或第二抽样阶段已经抽取的某个地

区或分区中进行调查活动。因此虽然调查中包括该单位，但在调查期间却无法

从该单位中的任何住户收集资料。

62.  住户调查更有可能发生不答复问题。名单上已经被选作样本的住宅单

位可能有人住，而且也尝试进行过采访。但当采访者走访住宅单位时，可能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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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几个不利的事件会阻止采访者收集资料。住户成员可能不愿以个人的身份或

作为整个单位的代表来参与调查。

63.  尽管住宅单位有人住，但住户可能在整个调查期间都不在家。在有些

发展中国家，这类问题很多：住宅单位显然有人住，但在收集的整个期间却一

直锁着。

64.  在很多国家，尽管在收集数据期间住宅单位有人在家，但语言却成了

一个问题。调查问卷可能没有被翻译成该住户所使用的语言，或采访者可能不

会说当地的语言。为了避免不答复问题，可以就地聘请翻译人员陪同采访者走

访家庭并进行翻译。其他调查拒绝采用这种办法，因为不知道翻译是否正确，

也不知道在各户的翻译是否一致。然而，可以将那些由于语言障碍而不能提供

回答的住户列为不答复单位。作为一种变通的办法，如果住户不能讲一门已经

翻译过的语言，那么有些调查机构将把他们排除在调查之外。这些住户就成为

未覆盖住户而非不答复住户。不管是将这类住户视作未覆盖，还是视作不答

复，调查机构都必须在调查文件中对此进行明确说明。

65.  个人不答复也有可能发生。在调查允许代理回答调查问题的情况下，

如果某个住户有人在采访期间不在家，那么可以从该住户的其他成员那里收集

资料。在调查要求被调查者对某些问题或所有问题都亲自回答的情况下，如果

由于一个人在调查期间不在家、拒绝回答或有其他障碍（如语言）而使调查无

法进行时，那么就会出现不答复问题。健康状况，不管是长期性的，如听力障

碍或失明，还是暂时性的，如一段严重的急性疾病，都有可能让一个人无法做

出回答。

66.  至于有语言问题的住户，有些调查机构将有语言障碍或永久性健康问

题的人员纳入未覆盖范畴，而将那些有临时性健康问题的人员纳入不答复范畴

（Seligson和Jutkowitz，1994年）。至于如何进行这方面的分类，并没有一

个被广泛认可的规则。对于收入或支出调查，有临时性健康问题的人员数量不

多，因此调查机构可以不将他们纳入调查。然而对于健康状况调查，这些人的

回答可能有很大的不同，因而如果将他们排除在调查之外，将可能引起令人担

忧的问题。在这种情况下，可以将他们列为不答复范畴。由于缺乏一个被广泛

认可的做法，所以调查机构应该在调查报告中准确报告某个调查是如何处理这

种问题的。

2. 不答复偏差

67.  在住户调查中，对不答复问题的研究要比未覆盖问题的研究多得多

[如，见Groves和Couper（1998年），以及Lessler和Kalsbeek（1992年）的评

论]。研究的这种侧重点与若干个因素有关。

68.  在某种程度上说，未覆盖问题不如不答复那么明显。可以说根本没有

未覆盖住户或个人方面的资料可用以研究。但不答复单位却是可以观察和计算

的，还有可能说服他们参与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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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9.  发达国家有一种看法认为未覆盖问题不像不答复问题那么重要，因为

未覆盖率要低于不答复率。发展中国家的情况可能正好相反，在发展中国家，

不答复率较低，而未覆盖率远远高于发达国家。请回忆一下：样本平均值的未

覆盖偏差取决于两个因素——未覆盖率的大小，以及已覆盖人员平均值和未覆

盖人员平均值之间的差。同样，对于不答复来说，样本平均值的不答复偏差可

能取决于不答复人口所占的比率，以及已反应人群平均值和没有反应人群平均

值之间的差。

70.  和未覆盖的情况一样，假设人口群的某个特征为Y，人口平均值 包

括做出反应人群的平均值 和没有做出反应人群的平均值 ，需要估计Y的平

均值。假设被抽取但没有做出回答的人数为Nnr。那么回答者的样本平均值偏差

的公式如下： 。至于未覆盖问题，调查设计者要么

必须使不答复率很低，要么使有反应住户、个人和不答复住户、个人之间的差

异很小。这种一般性的框架可以用来理解调查中项目一级的不答复问题。然而

项目不答复偏差的问题更复杂，因为通常会将各个项目结合在一起考虑，所以

项目不答复是若干个项目不答复的结合。

71.  在未覆盖的情况下，未覆盖的差异或比率都不知道；但在不答复的

情况下，如果调查设计周全的话，那么可以对未覆盖率做出比较准确的估计。

设计周密的调查可以保留被选作研究的每个样本单位（不管是住户、人员还是

个别数据项目）的详细部署记录。因此可以直接从调查数据对不答复率进行估

计。如果重要子群之间，尤其是住户地理子群之间的反应率不同，那么也有数

据可供观察。

72.  估计反应人员和不答复人员之间的差异需要收集和衡量更广泛的数

据。在收集调查数据期间通常无法对不答复人员的有关特征进行衡量。但在调

查过程中，可以进行特别的研究以便从不答复单位中推理出有关反应。

73.  相对于一次性或横断面调查中的不答复而言，在随后的波动式固定样

本调查中的不答复提供了更多的数据，可以根据这些数据对潜在的不答复偏差

效应进行研究和调整。固定样本调查是指对同一单位进行追踪，并在一段时间

内重复从追踪单位中收取数据的调查。调查过程中可能有一部分跟踪的单位流

失了，这导致了固定样本不答复或样本损耗不答复。但可以根据以前收集的固

定样本波动数据对固定样本不答复进行调查，以进一步了解反应者和不答复者

之间的差异，并以此作为以下调整的基础。弥补固定样本不答复的办法见Lep-

kowski（1988年）。

74.  由于有关不答复者的信息要略多于未覆盖者的信息，同时由于可以

采用行为模式对不答复问题进行研究和补偿，所以不答复问题方面的研究要多

于未覆盖方面的研究。如果对所有样本单位而不仅仅是反应样本进行了详细记

录，就可以直接根据样本数据对反应者和不答复者进行比较。另外，部分不答

复是由住户或个人的行为引起的，是一种自我选择的行为。调查设计者可以参

照社会学、心理学和社会心理学方面的广泛文献，研究个人和群体是如何对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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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各项活动做出决定的。如果可以提供有关不答复者的某些数据，就可以对行

为模式进行分析，以了解调查中不答复情况的决定性因素。

3. 计算不答复偏差

75.  计量不答复偏差需要计量不答复率以及调查变量的反应者和不答复者

之间的差异。为样本数据的住户或人员计算不答复率又需要对所有抽样的可能

结果做出界定，然后确定如何将这些结果用于不答复率的计算。如，完全采访

和部分采访（那些具有足够数据，能为关键研究概念提供相关信息的采访）通

常归为一类。

76.  符合条件的未采访情况是指那些在人口群内被调查确定为受访者，

但却没有从中收集到数据的人群。如，如果一项调查限于年龄在15岁或15岁

以上的人群，那么合格的未采访人群是指那些年龄在15岁或15岁以上，但又

未从中收集到数据的人群。通常情况下，未采访情况至少有三个来源：拒绝 

（Ref）——已被联系过，但不参与研究的人员或住户；未联系（NC）——在收

集数据期间，没有被联系的人或住户；其他（Oth）——由于其他原因引起的

未采访情况，如语言障碍或健康问题。最后还有一些不合格的情况（Inelig） 

——如年龄在15岁以下的人群，以及是否合格还不清楚的情况（Unk）。

77.  根据以上简化后的结果，反应率可以通过几种方式计算。以下是一种

被普遍认可的反应率计算方法（其中Int表示一项调查中完全采访和部分采访

的数量）：

其中，在是否合格还不清楚的情况中，估计某个比率（ε）是合格的。通常情况

下，估计的这一部分合格情况可以根据现有数据进行计算——可以使用所有已

经被确定为合格的已知合格率（结果为Int、Ref、NC和Oth的情况）来计算，

其公式如下：

78.  至于重复对同一住户进行采访的调查，或重复对从一个住户样本中抽

取的一组人进行采访的住户调查，不答复情况还需要考虑到其他因素，这些因

素对反应率的计算有影响。这种纵向的跟踪调查在首次主要采访中会出现单位

不答复情况，这和横断面调查一样。另外，在后几次主要的采访中可能无法从

某些被追踪样本成员那里获取数据。反应率的计算必须考虑到由于首次及其后

几次主要数据收集过程中的不答复情况所引起的缺失。固定样本调查中反应率

的计算不在本出版物的研究范围之内，有关这方面的更多情况可访问美国公共

舆论研究协会网站（http://www.aapor.org. 路径：Survey Methods）。

79.  已反应人员和不答复人员平均值或其他统计指标之差很难计量。可以

将某些变量的调查结果和外部机构的调查结果进行比较，以便了解调查估计值

和外部机构的数据之间是否存在很大差异。但可能很难使用这种方法，因为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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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所使用的定义和方法可能和外部机构所使用的定义和方法不同，这样在解释

所观察到的差异时，情况会变得更复杂。换句话说，调查估计值和外部机构估

计值之间的差异可能不是由不答复引起的。

80.  衡量已反应人员和不答复人员的差异需要很高的费用。从原则上讲，

在有足够资源的情况下，有时假设反应情况可以根据不答复情况获得。但很少

有足够的资源可用来从每个不答复情况中获取数据。另一种方法就是，可以从

不答复人员中抽取第二阶段样本或双重样本，将其余的所有调查资源都用作从

这种子样品中收集数据。

81.  从统计上讲，有不少文献介绍了若干个设计特征方面不答复情况的两

阶段抽样（如可以参见Cochran,1977年,第13.6部分）。在费用受到限制的情况

下，如果从两阶段不答复样本中获取了完全反应情况，那么在第二阶段中可以

确定一个最优抽样分数——这个抽样分数可以将两阶段估计平均值的抽样方差

最小化。

4. 减少和弥补住户调查中的单位不答复情况

82.  用以降低不答复率的各种特别方法似乎是可行的，在很多情况下，可

以通过这些特别方法来减少单位不答复情况。最近，已提出了各种以社会学和

心理学原则为基础的综合性理论[见Groves和Couper（1998年）]，可以通过更

全面了解住户调查中不答复情况的发生方式，从这些理论中得出减少不答复情

况的方法。这些更加全面的理论框架不属于本章的讨论范围，本章将对试验研

究中已经被证明有效的减少不答复情况的几种方法进行介绍。

83.  在大多数样本调查中，重复走访或“回访”是比较常用的方法。调

查采访者对某个住户或合格人员的联系不仅仅只有一次，他们会对该住户或合

格人员进行“回访”，以便充分获取采访情况。回访的次数、回访日程安排、

用以说服不愿参与者或难以联络者的各种采访技巧都属于现场研究的主题。然

而，这些调查特征却没有一个可行的标准。各个国家在反应率、公众对调查的

接受度以及人口流动方面存在着差异，所以无法在回访方面确立一种统一的理

论。由于存在着公众对不同主题的接受度问题，所以即使在一个国家的不同调

查之间，也难以确定一个回访标准。但建议通过最好的采访者来说服那些拒绝

参与者。

84.  在住户调查中，并没有经验证明某种方法（包括回访）可以带来较高

的反应率。通常情况下，会结合使用几种方法。经验证明，在由采访者进行的

住户调查中，以下方法都有助于提高反应率：通过提前打电话或写信的方式预

先给予通知、使用个人化的信函、提供调查主办单位的信息、向潜在的反应人

员说明数据是如何使用的。在发展中国家和转型期国家的调查中，采用激励性

的措施是有争议的，很多国家都不建议采用这种方法。但在发达国家，这些方

法正变得越来越普遍[有关调查方法的研究文献，见Kulka（199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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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5.  重视采访者的采访技巧也可以提高反应率。对采访者进行培训，以

便让采访者可以针对反应者的不同反应采取不同的技巧，这种办法也能提高一

定的反应率。根据超过调查目标的调查成果和工作质量，对采访者给予奖励措

施，这种办法也对提高调查的反应率有一定的积极作用。

86.  每一项住户调查都肯定会存在单位不答复问题。调查设计通常对单位

不答复的样本规模进行调整，并计算出弥补权数，以对估计和分析进行调整。

87.  对不答复的样本规模进行调整需要估计，这种估计应该在收集预计的

单位不答复率数据之前进行，它通常是一项调查的特别估计，主要根据过去相

关人口、调查主题或其他因素的调查数据进行。在一次性横断面调查中，这种

估计通常需要假设其他调查经验将会在未来调查中重现采用。在重复进行的横

断面调查中，会定期或不定期地对同一人口群进行抽样，因此可以提供有关数

据对预计的反应率进行估计。在固定样本调查中，需要在一定时间内对样本单

位进行跟踪，所以在估计时，不仅需要对初次的单位不答复情况进行预计，还

需要对之后的样本损耗不答复情况进行预计，在样本损耗不答复中，调查后期

无法对那些在初期调查中曾配合进行调查的主体进行采访（主要由于被拒绝、

不能找到该主体或其他原因）。

88.  由于费用或精确度方面的原因，样本规模的调整会使所需要的样本

规模扩大，其目的是为了有足够的样本单位，从而获得满意的结果。如，要求

完整住户采访的最后样本规模为1 000，预计的不答复率为20%。那么为了使完

整住户采访的最后样本为1 000，调查就应该抽取1 000/(1-0.2) = 1 250个样

本。如果预计反应率是准确的，那么最后样本规模将会和所要求的最后规模大

致相同。应该分配一些单位让采访者进行采访，并要求他们尽可能多地从这些

单位获得回应。不得采取替代法。

89.  处理单位不答复的另一个方法就是替代法。这种方法是让采访者自己

决定是否接触某个单位，也就是说通过采访者的主观判断，而非客观的随机抽

样来确定所要接触的抽样单位。采用替代方法处理不答复问题可以准确获得所

要求的样本规模。但大量证据表明替代方法也有可能使样本与已知的人口分配

不一致[如，见Stephan和McCarthy（1958年）,他们介绍了一种与配额抽样法

密切相关的非概率办法]。

90.  可以对最后调查数据进行统计调整，以便在某种程度上对可能发生的

不答复偏差进行弥补。最常见的弥补方法需要确定不答复调整的权数。

91.  不答复调整权数的确定要求所有反应者和所有不答复者可以得到同样

的信息。由于对不答复者的了解不多，所以在大多数住户调查中，可供这类调

整使用的变量很有限。在大多数情况下，已知的有关不答复者的初步信息就是

地理位置，也就是说住户的所在地。

92.  如，假设某个住户调查使用区域抽样法，根据这种方法，在抽样的第

一阶段抽取普查查点区。收集数据的过程中，在某个查点区内，并非所有被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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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抽取的住户都会提供数据。通过简单的不答复权数调整方案，可以将增加的

权数分配到某查点区内所有做出反应的住户中，以便对该地区不答复的住户进

行弥补。如果某个查点区内有90%的住户做出了反应，那么该地区做出反应的

住户权数将按1/0.9 = 1.11的系数增加。如果另一个区域内，有80%的住户做出

了反应，那么系数就是：1/0.8 = 1.25，该查点区内所有做出反应的住户权数

都按这个系数增加。在最后的样本中，所有不答复住户都被剔除出去，实际上

按照零的系数对他们进行了加权。

93.  在有些情况下，将行政机构的数据和调查反应数据进行比较也可用以

确定加权的调整幅度。如，可能已经将行政机构的数据用以抽取样本。那么可

以对样本反应者分配权数——这种权数的分配应该能够使某些重要变量经过加

权后的反应者分配情况和行政机构数据中所报告的分配情况一致。

94.  不答复调整的幅度也可以根据一个模型进行确定。如果某项调查中被

抽样住户的反应情况属于单纯的反应或不答复状况，而且还有关于反应和不答

复住户的数据，那么反应状况可以根据现有变量进行回归。然后可以使用逻辑

回归系数对每个住户反应的概率进行预测。如上所述，预测概率的倒数可用来

计算权数，有时还被称为反应倾向权数。另外，直接按预测概率计算的权数往

往变化很大，所以通常将预计的概率分类，然后使用中点、中值或平均预测概

率的倒数，或将分类的加权反应率作为权数，给每类分配一个权数。

5. 项目不答复与插补

95.  最近活跃的一个研究领域就是项目不答复[如，见由Groves等人所做

的评论（2002年）]。对于项目不答复，每个不答复情况都有大量的资料。这

些资料有助于对项目不答复情况以及根据更复杂的统计模型计量、减少和弥补

项目不答复的可能性进行更全面的了解。

96.  如，假设一项有关健康和保健服务情况的住户调查中，有90%的回答

者回答了所有问题，有10%的回答者除了没有报告其前一个月的工资收入外，

回答了所有其余的问题。那么90%回答者所提供的信息可用以确定一个统计模

型，来了解健康、健康保健和工资收入之间的关系。而这些模型又可以被用以

制定各种方法来减少工资收入方面的不答复情况，以此来弥补或预测缺失的工

资收入值。

97.  替代缺失的项目值又称为插补，调查中使用这种方法已经有几十年

了。住户以及其他调查中所使用的插补办法，见Kalton和Kasprzyk（1986年） 

以及Brick和Kalton（1996年）。几十年以来，插补法一直被各项调查用以弥

补缺失的项目值。其基本思想就是用一个值来替代缺失的项目值，可以采用有

关该受访者（如，住户或人）或调查中其他受访者的信息来预测这个值。

98.  如，可以通过回归模型来确定插补值。假设一项调查的变量为Y，可

以为Y确定一个模型，采用调查的p个其他变量X1 , …, Xp对Y进行预测。该模型

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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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变量Y以及“预测”变量X1 , …, Xp中没有缺失的项目填入该模型，之后，可以

用根据上述模型得出的估计参数来预测缺失情况的Y值。对于单位ith来说，其变

量Y的预测值为：

99 .  插补的这种回归模型可以有几种形式。回归预测可以包括一项预

测“残值”，该残值将被加入预测值。对于需要插补的情况，可以采用一种称

为序列热卡插补的方法，通过回归插补方式，将从另一种情况下“借”来的残

值有效地加入到有着类似值的数据文件中去。

100.  插补方法的最新发展中考虑了这样一个问题：插补会使那些根据插

补值得出的估计数更具不确定性。可以通过诸如“刀切式”方差估计之类的方

差估计法、插补模型、多重插补法来解决不确定性问题。在多重插补法中，多

次重复插补，插补值的不确定性被纳入方差估计中。

101.  在调查中，有几种方法可以减少项目不答复情况，如对调查的采访

者进行培训，使他们能够对调查问卷中那些无法解释或不完整的答复进行探

究。调查设计者确实会为某些特定的项目增加一些跟踪的问题，这样在遇到诸

如“我不知道”或“我不会回答这个问题”之类的反应时，就可以根据这些跟

踪问题做进一步的探究。如，有关收入问题的不答复率往往要高于其他项目。

所以有关收入方面的调查有时会在某些收入项目下增加一系列问题，这些问题

可以“揭示”一个范围，在此基础上报告收入情况。如果回答者不愿意回答或

不知道收入是多少，那么可以通过以下提问来进行探究：收入会超过XXX个单

位吗？是介于YYY和XXX个单位之间吗？等等。通过这些问题就可以确定一个收

入的范围，并据此对收入进行报告。

102.  进行住户调查的机构应该定期对各调查项目的不答复频率进行检

查，以便确定项目不答复问题在调查中的重要性。除几个重要项目外，项目不

答复率很少公布。所以用户通常需要决定项目不答复问题是否会对其分析造成

影响。应该将重要项目的不答复率以及无反映率很高的项目包括在调查文件

内。

鸣    谢

密歇根大学调查方法专业在职研究生Kenneth Coleman，在我考察拉丁美

洲和南美的调查方法时为我提供了极其宝贵的帮助，在此，我向他表示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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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九 章

住户调查测量误差：来源和测量

Daniel Kasprzyk

数学方法研究 

美国哥伦比亚特区华盛顿

摘    要

本章描述了在样本调查中所发现的测量误差的主要来源以及用于量化测

量误差的典型方法，讨论了测量误差的四个来源——调查问卷、数据收集模

式、访调员和受访者，并通过误差的这四个来源描述了测量误差是如何在样本

调查中产生的。此外，本章还描述了用于量化测量误差的方法，例如随机化实

验、认知研究、重复测量研究以及记录检验研究，此外，还提供了例证以证明

这些方法的应用。

关键词：测量误差、测量误差来源、测量误差量化方法。

A.  导言

1.  住户调查数据的收集采用了多种方法。数据收集过程中的一个固有假

设就是被衡量的特性和概念可以精确定义，能够通过一套清晰的程序获得，并

具有独立于调查的真值。测量误差就是受访者提供的特性值与这些特性的真值

（但是未知的值）之间的差异。因此，测量误差与调查数据收集过程中的变量

观测有关，所以，测量误差有时又被称为“观测误差”（Groves, 1989年）。

2.  本章以一份工作文件中有关测量误差的一章为基础，该工作文件由

一个评量并报告美国联邦统计方法委员会调查数据质量的小组委员会提供 

（2001年）。因此，许多参考资料和例子涉及到在美国和其他发达国家的研

究。不过，本章的论述适用于所有的调查，无论这些调查是在何处进行的。因

此，本章也同样适用于在发展中国家和转型期国家开展的调查。

3.  在样本调查测量误差方面有一份重要文献［见Beimer等（1991年）和

Lyberg等（1997年）］，用于回顾重要的测量误差问题。在对调查的重复试验

进行调查估计期间，测量误差可能产生偏倚和可变误差（方差）。在受访者对

问题的答复与真值的差异中，测量偏误或答复偏误是作为一种系统的模式或方

式而发生的。例如，受访者可能容易忘记报告其第二或第三职业的收入，导致

    1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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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些受访者所报告的收入低于其实际收入。如果对单位（住户、人员、访调员

和调查问卷）多次提出的同一问题所获得的报告值不同，则这种差异也是误

差的来源。简单答复方差反映了某一受访者对某一重复调查问题的随机变化 

（也就是说，如果向受访者数次提出相同的问题，受访者可能会提供不同的答

案）。访调员对受访者答案的不同感受也是可变误差的一个来源，被称为访调

员方差。访调员方差是与答复方差相关的一种形式，这种方差的出现是因为对

相同的访调员访问的样本单位而言，答复误差是相互关联的。

4.  在文献中很容易找到用于研究测量误差的若干一般方法。一种方法是

将调查结果与另一来源可能更为准确的数据进行比较。数据可以处于单独的样

本单位层面，像在“记录检验研究”中的一样。举个简单的例子，如果受访者

被问及年龄，其答复可以与其出生记录进行核实。不过，我们应当认识到，即

使在这种简单的情况下，谁也不能肯定出生记录没有错误。尽管如此，在样本

调查中研究测量误差的一个方法就是将调查答复与来自其他独立有效来源的数

据进行对比。利用其他来源的数据对测量误差进行评估的另一种方法是在总体

水平上进行分析，也就是说，将以调查为基础的估计与其他来源的人口估计进

行对比。第二种方法包括对某些样本单位进行重复测量。典型的方法是调查重

访程序，包括将第一次访谈获得的答复与紧随第一次访谈之后进行的第二次访

谈获得的结果进行对比。研究测量误差的第三种方法必须从全部调查样本中选

定随机的子样本并区别对待，例如使用备选调查问卷或问题或不同的数据收集

模式。最后，测量误差也可以进行定性评估。方法包括焦点小组和受控的实验

室环境，例如认知研究实验室。

5.  本章说明在样本调查及其测量过程中发现的测量误差的主要来源。设

定程序对测量误差进行量化的成本昂贵并且往往难以实施。出于这个原因，同

时由于这是一种良好做法，调查管理人员更强调通过良好的规划和良好的调查

实践努力控制测量误差的来源。这种实践包括检验调查材料、调查问卷和程

序，制定并检验定义清晰、操作可行的调查概念，特别着重强调难以接近的子

群体的数据收集问题，招募合格的外地工作人员时执行高标准，制定并实施详

细严格的培训计划，并为实地工作人员提供详细而清晰的书面指示。具体来

说，控制非抽样误差和测量误差本身就需要进行广泛的讨论。例如，联合国 

（1982年）公布的报告中包括一份控制住户调查中非抽样误差的清单。本章并

不涉及这个问题，而是将重点集中在描述样本调查中测量误差的主要来源以及

量化测量误差的典型方法上。

6.  与Biemer等（1991年）一样，本章将讨论误差的四个来源：调查问

卷、数据收集模式、访调员和受访者。本章使用大量篇幅描述在样本调查的过

程中，这些误差来源是如何导致测量误差的。接着讨论了量化测量误差的一些

方法。这些方法包括随机化实验、认知研究、重复测量研究以及记录检验研

究。量化测量误差总是要求在调查前、调查中和调查后采取额外的措施。启动

量化具体的测量误差来源研究经常遇到的困难是进行研究的时间和费用要求。

不过，对测量误差的研究对量化目前调查的误差水平，以及说明在以后的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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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有待做哪些改进这两个方面均具有极为重要的价值。这些研究对重复调查计

划特别有用。

B.  测量误差的来源

7.  Biemer等（1991年）确定了测量误差的四个主要来源：

•  调查问卷：调查问卷的设计、视觉布局、所覆盖的主题以及问题的措

辞等方面的影响。

•  数据收集模式：包括调查问卷如何提供给受访者（例如：邮寄、人员

上门或日记）的影响。受访者当着访调员的面亲口回答或使用日记回

答时，对问题的答复可能不同。

•  访调员：访调员会对问题的答复产生影响。在处理不恰当的答复时，

访调员可能会通过有意不阅读答复中的有些内容或者进行不适当的追

问，或者通过添加可能迷惑或误导受访者的其他信息，从而导致调查

结果出现误差。

•  受访者：因为受访者的经历、知识和态度存在差异，所以受访者对调

查问卷的问题会做出不同的解释，从而对调查结果产生影响。

8.  在进行样本调查时，这四个来源是至关重要的。调查问卷是向受访者

正式提出问题以获取信息的方法。数据收集模式是指调查问卷是以何种方式交

付或提供（自行提供还是人员上门）给受访者的。访调员在人员上门的模式中

是调查问卷的交付者。受访者是问卷的接受者。这四者中每一个都会导致测量

过程中出现误差。大部分调查即使考虑到这些误差来源，也都是孤立看待。但

是，这些误差来源之间相互作用，例如，访调员和受访者的特点可能相互作

用，从而导致误差的出现，却无法明白这种误差是由哪一个单独来源造成的。

测量误差如何在这四个误差来源的范围内产生，这一点将在下文讨论。

1. 调查问卷的影响

9.  调查问卷是数据收集者从调查受访者处获得信息的工具。近20年来，

调查问卷设计的基本原理曾一度被视为艺术化程度大于科学化程度，已经成为

大量文献关注的主题（Sirken等,1999年；Schwarz,1997年；Sudman、Brad-

burn和Schwarz,1996年；Bradburn和Sudman,1991年）。调查问卷或调查问卷

的特点，即问题表述的方式或者调查问卷的格式都可能会影响到个体在调查中

的答复。在本节中，我们描述在数据收集过程中，调查问卷是如何导致误差出

现的。

规范问题

10.  在进行调查规划时，往往因为研究目标不明确、概念定义不清以及

调查问卷中收集的信息不一致而产生问题。调查问卷中的问题可能无法获得满

足研究目标所需要的信息。因为调查问卷调查说明表述不清、定义不清或所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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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概念难以衡量而产生数据规范问题。例如，一项调查可以询问“怀孕期间接

受的孕妇保健”，但是没有界定哪一次怀孕或该问题涉及的时间段。即使是基

本的问题也会产生含糊的答复，例如：你有几份工作？如果没有界定工作的性

质——临时或固定工作和/或全职或兼职工作，答案势必含糊。复合分析概念，

例如一个人的总收入，如果没有对受访者确定和界定收入的各个部分，则可能

得不到完整的报告。

问题的表述

11.  如果想让受访者按照设计者的意图理解调查问卷中的问题，则这些问

题的表述必须准确而清晰。因为调查问卷是数据收集者和受访者之间的一种交

流形式，因此有许多的潜在误差来源。首先，调查问卷的设计者可能没有清晰

地阐明他/她试图衡量的概念。其次，即使概念得到了清晰的阐述，这个概念

也可能没有恰当地在问题或一系列问题中得到表述；即使概念清楚，并且得到

了忠实的表述，受访者的理解也可能与调查问卷设计者的意图不一致。调查问

卷设计者和受访者之间的语言和文化差异或经历和背景差异可能会导致对问题

的误解。这些差异在有数个不同民族的发展中国家和转型期国家中尤为重要。

Vaessen等（1987年）讨论了在使用多种语言的国家进行调查时出现的语言问

题。

12.  对于在样本调查中提出的问题，至少有两个层次的理解。第一个层

次是对问题的字面意思进行简单的理解。受访者熟悉问题中所有单词吗？受

访者能够回忆起与他/她对这些单词的理解相匹配的信息并提供有意义的答复

吗？但是，要答复一个问题，受访者必须推测调查问卷的意图；也就是说，要

答复问题，受访者必须确定问题的实际意义（Schwarz、Groves 和Schuman, 

1995年）。正是这第二个因素使问题的表述成为比仅仅编写需要低级阅读水平

的问题项更困难、更复杂的工作。为了制作设计周密的工具，需要受访者的投

入，即需要他们对问题的解释和理解。认知研究方法为获得这种投入提供了有

用的方法（见第C.2节）。

问题的长度

13.  常识和良好的书写习惯告诉我们，使问题简短能够获得清楚的解释结

果。但是，研究发现，较长的问题可能比较短的问题更能从受访者那里获得更

为准确的细节，至少在涉及症状和看病（Marquis和Cannell, 1971年）以及酒

精和麻醉品使用（Bradburn、Sudman 和Associates, 1979年）方面的报告行

为如此。较长的问题可以提供更多信息或提示来帮助受访者回忆，并且可以使

受访者有更多时间对询问的信息进行思考。

调查问卷的长度

14.  研究人员和分析人员总是想问尽可能多的问题，但是调查方法学家却

认为，如果调查问卷太长，可能会导致误差的出现。受访者会变得不专心或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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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这取决于他/她的特点（例如，年龄或健康状况）、主题的特性、与访调

员的关系、调查问卷的设计和访谈的模式等。

问题的次序

15 .  研究人员发现，问题的次序会影响答复（Schuman和Presser, 

1981年），特别是在对态度和观点的调查中。已经观察到同化现象——后面的

答复被引导到与前面的问题相同的方向，或者相反，后面的答复被引导到与前

面的问题相反的方向。受访者可能还会利用从前面与术语的含义有关的项目中

获得的信息帮助自己答复后面的问题。

答复的类别

16.  问题的答复类别可能会通过向受访者提示调查问卷设计者的哪些想法

很重要从而影响对问题的答复。受访者推测，调查问卷的设计者认为某一项所

包含的类别是最重要的。如果受访者认为答复的类别对受访者不合适，则会导

致问题意图的混乱。各类别的顺序也会对答复产生影响。受访者可能会在访谈

中自鸣得意，并且会在答复范围内有计划地回答同一处的问题，答复的是靠前

的选项而不是靠后的选项，或者选择提供的靠后答复。

17.  答复类别的次序产生的影响也可能会受到访谈模式的影响。如果问题

项是自行完成的，则表上位置靠前的答复类别更容易被想起并得到认可（首因

效应），因为受访者有更多时间处理这些问题。如果问题项是访调员提供的，

则靠后的类别更容易被回想起来（近因效应）。

开放式问题和闭合式问题

18.  为受访者提供了一系列指定答案选项的问题形式（闭合式）所得到

的不同答复比没有为受访者提供这种选项的问题形式（开放式）要多（Bishop 

等，1988年）。一个给定的答案在开放式问题中得到答复的可能性，与它被列

为闭合式选项相比要小（Bradburn,1983年）。闭合的形式可能会帮助受访者

想起一些他们可能忘记的东西。答复的选项还可能会向受访者说明适当的答复

层次或类型［例如，见Schwarz、Groves和Schuman（1995年）以及Schwarz和

Hippler（1991年）］。

调查问卷的格式

19.  自填式调查问卷的实际“外表”，也就是说，调查问卷的格式和版

面，可能会有助于或妨碍受访者做出准确的答复。格式混乱的调查问卷设计可

能会让受访者感到迷惑，并会导致对跳转模式的误解，或者导致对问题和提示

的曲解。Jenkins和Dillman（1997年）为自填式美国人口调查问卷提供了若干

设计原则。如果没有考虑到另一国的文化和语言因素，在将这些原则转用于该

国时应审慎行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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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数据收集模式的影响

20.  确定数据收集的最佳模式需要进行包括各种调查方法问题在内的决

策。财力往往在这种决策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然而，调查问卷的内容、目标

人口、目标答复率、数据收集期的长度以及预期的测量误差都是在决定最恰当

的数据收集模式过程中需要重点考虑的问题。虽然技术的发展使电话在数据收

集中的使用日益增多，数据收集的其他方式在进行调查的过程中也提供了许多

不同的选择。Lyberg和Kasprzyk（1991年）对不同的数据收集方法以及伴随这

些方法的测量误差源进行了概述。下文对这一概述进行了汇总。

面对面访谈

21 .  面对面访谈是在发展中国家和转型期国家收集数据的主要方法。

在大多数情况下，访调员向受访者提供一份有客观标准的调查问卷，并将受

访者的答复填入纸质调查问卷。这种利用纸和笔的个人访谈（PAPI）方法历

史悠久。新出现的便携式电脑使得面对面访谈可以通过计算机辅助个人访谈 

（CAPI）进行。访调员访问受访者的住所，利用便携式电脑而不是纸质调查问

卷进行访谈。参见Couper等（1998年）对计算机辅助个人访谈相关事务的讨

论。计算机辅助个人访谈方法最大的优势体现在质量控制和减少答复误差方

面。访调员将答复输入电脑文件。访谈软件确保正确遵循了调查问卷的跳转模

式，而且在访谈时，答复即被输入并进行了合理编辑；因此，节省了调查数据

处理阶段的时间和资源。

22.  在面对面访谈中可能进行复杂的访谈，视觉辅助手段可能用来帮助受

访者答复问题，训练有素的老练访调员能够与被访者建立密切的关系，并能得

到更完整、更准确的答复。但是，访调员可能会影响受访者对问题的答复，并

由此在调查评估中产生偏误，或者产生C.3节中所讨论的访调员方差影响。访

调员能够通过个性与行为特性的组合来影响答复。特别值得关注的是不合社会

要求的特性或行为。受访者可能很不愿意向访调员报告这些特性或行为。De-

Maio（1984年）指出，社会愿望因素似乎包含两方面的因素——某事物好以及

某事物不好的观念，以及受访者想要表现得“好”并通过答复问题表现出来。

23.  与住户调查面对面访谈有关的测量误差的另一个可能来源是访谈过程

中另一个住户成员有可能会出现。住户成员可能会影响受访者的答复，尤其是

当访谈的问题较为敏感时更是如此。例如，当另一名住户成员在场时，很难让

受访者真实地答复有关非法药物使用的问题。当另一名住户成员在场时，即使

表面上看来无伤大雅的问题也被视为敏感问题（例如，配偶在场的情况下，询

问有关婚姻或生育史的问题）。

自行完成的调查

24.  自行完成的调查问卷中的测量误差来源与面对面访谈中出现的测量误

差来源不同。自助式调查显然不存在访调员的影响，受到“社会愿望”影响的

风险也较小。这种调查还为在不让受访者感到为难的情况下就敏感或有危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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话题提出问题提供了一种方法。这种调查方式的另一个好处是，如果有必要，

可以同时向一个住户中多个受访者展开调查（Dillman，1983年）。可另一方

面，如果目标人口中个体的受教育程度很低或没有受过教育，或者个体在读写

方面存在困难，则自行完成的调查可能会产生系统性偏误。这种偏误可以在

对“开放式”问题的答复中观察到，在自行完成的调查中，对这种问题的答复

不如访调员调查时所得到的答复全面、详细。这种数据收集方法在识字率低的

国家不太理想，不过，即使目标人口的受教育程度相当高，受访者依然可能读

错并曲解问题和提示。通常，在自行完成的调查中，问题项的答复率较低，但

是，一旦对问题做出了答复，数据的质量一般都较高。自行完成的调查，也许

比其他的数据收集方式更受益于良好的调查问卷设计和格式以及表述清晰的调

查问卷项目。自行完成的调查中有一种特别类型的调查，那就是自行完成的邮

件调查，在这种调查中，调查问卷的发放和收回全部通过邮寄完成，要求受访

者自行填写调查问卷（Dillman,1978年；1991年；2000年）。

日记调查

25.  日记调查是一种自助式调查形式，用于需要在一段时间内对某种行

为进行详细报告的主题（例如，支出、时间利用和看电视）。为了尽量减少或

避免回忆错误，鼓励受访者使用日记并在事情发生后立即记录对有关事件或主

题的答复。日记模式的成功之处在于受访者在记录信息以及填写典型的“繁

琐”表格时能够扮演积极的角色。这一模式还要求目标人口能够阅读并理解日

记问题，这一条件在识字率低的国家不用。资料收集程序通常要求访调员联系

受访者以提供日记，得到受访者的合作并解释数据记录的程序。经过预先约定

的一段时间后，访调员收回日记，如果日记尚未完成，访调员帮助受访者完成

日记。

26.  Lyberg和Kasprzyk（1991年）为这一模式确定了许多测量误差来源。

例如，极少注意或根本不注意记录事件的受访者在记忆犹新时，可能没有记

录这些事件。日记本身的版式和格式以及问题项的复杂性，可能让受访者在

实践中感到非常困难。此外，使用日记可能会导致受访者改变他们的行为方

式；例如，必须在支出日记中列明购买行为可能会导致受访者改变他/她的购

买行为。对支出调查中测量误差的讨论，尤其是调查中有关日记问题的讨论见

Neter（1970年）和Kantorowitz（1992年）。对面对面访谈以及日记调查所获

数据的对比见Silberstein和Scott（1991年）。

直接观察

27.  直接观察作为一种数据收集方法，要求访调员利用自己的感觉（视

觉、听觉、触觉、试验）或物理测量设备进行数据收集。多门学科都使用这种

方法，例如，在农业调查中估算农作物产量时（“目测”）以及在住户调查中

评估受访者的住宅质量时。观测者导致测量误差的方式与访调员导致测量误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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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方式相似；例如，观测者可能会误解概念，并误解需要记录的信息，还可能

因为自满或厌倦而在事后改变记录信息的方式。

3. 访调员的影响

28.  在许多样本调查中，访调员都扮演着极为重要的角色。作为数据收集

过程的一个基本部分，他/她的表现能够影响调查数据的质量。不过，访调员

是数据收集过程中调查研究者/调查管理者能够努力控制的因素之一；因此，

使用策略——通过挑选和雇用、培训以及工作表现监督——以尽可能缩小与访

调员角色相伴的误差（Fowler，1991年）。因为存在着个体差异，每一名访调

员都以不同的方式处理调查事务；例如，个别访调员可能不会严格地按照书面

材料提出问题，不会正确地遵循跳转模式或者以恰当的方式寻求答案。他们可

能不会严格地遵循指示，这既可能出于特定的目的，也可能是因为指示不太清

楚。访调员可能会无意识地改变他们的音调，或者在个人的特殊习惯中表现出

其他变化。

29.  每一名访调员都可能犯多报或少报的错误。如果所有访调员的多报和

少报能够近似抵消，结果会出现小的总体访调员偏误。然而，单个访调员的误

差也可能很大，而且处于相同的方向，从而导致这些访调员的偏误较大。单个

访调员的偏误变化被称为访调员方差，这种访调员方差会对调查评估的精确度

产生重要影响。

相互关联的访调员方差

30.  20世纪60年代初，Kish（1962年）使用访调员内部关联系数，他用p 
来表示这个系数，找到了一种评价访调员方差对调查评估影响的方法。p是访

调员方差分量与调查变量总方差的比值，可以通过对方差的简单分析来估算这

个值。

31.  在进展顺利的面对面调查中，对大部分变量来说，p的典型值约为

0.02。尽管很小，但它对评估精确度的影响却可能很大。样本平均方差乘以

1 +  p(n - 1)，式中，n是访调员工作量的平均样本量。如果p的值为0.02，

10名访调员的工作量将使方差增加18%，如果工作量为25，则方差会增大48%。

因此，即使p的值很小，也会显著降低调查统计的精确度。从实践和经济利益

的角度出发，访调员的工作量通常都很大。因此，一名出现系统性偏误的访调

员会影响到从大量受访者那里获得结果，而且对方差的影响可能会很大。

访调员特点

32.  研究文献无助于确定优秀访调员的特点。在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

合王国，Collins（1980年）发现，没有理由建议将访调员的重点招募对象集

中于妇女而不是男子，或者集中于中产阶级，以及中年人而不是青年或老人。

Weiss（1968年）对纽约市领受福利救济的母亲样本进行了研究，对几个问题

项的准确性进行了验证，发现访调员和受访者在年龄、教育、社会经济地位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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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的相似性并没有导致更好的报告结果。Sudman等（1977年）对访调员获得敏

感信息的预期困难进行了研究，发现预期和实际的访谈困难之间的关系产生的

影响不大。Groves（1989年）对许多研究进行了审查，得出的结论是，如果测

量与人口统计学特点有关，则通常会产生人口统计影响，但是其他方面则并非

如此；例如，如果问题与种族有关，则可能会在访调员种族的基础上产生某种

影响。

控制访调员误差的方法

33.  在一定程度上，调查管理者可以通过访调员培训、管理或监督以及工

作量处理来控制访调员误差。一个长度足以覆盖访谈技巧和技术以及提供有关

特别调查的信息培训程序有助于对访谈过程标准化（Fowler，1991年）进行衡

量。许多人相信，标准化的访谈程序能够减少访调员的影响。

34.  监督和绩效监测的目标是通过观察和绩效统计对绩效进行监测，并

确定存在问题的调查问题，并且构成了访调员质量控制系统中的另一个组成部

分。重访程序和实地观察用来评估单个访调员的表现。实地观察使用大量编码

表或详细的观察者指南，以便监督者检查访调员是否正确地遵循了程序。例

如，观察内容可以包括访调员的外表和行为，对他/她自己以及调查的介绍，

提出问题和记录答案的方法，样品卡的使用以及客观的调查，访调员手册的正

确使用。再比如，可以使用磁带（录像或录音），并对访调员的行为进行编码

和分析（Lyberg和Kasprzyk，1991年）。

35.  缩小访调员方差的另一个方法是降低平均工作量；不过，这样做的前

提是可以使用素质相同的额外访调员。Groves和Magilavy（1986年）将访调员

的最佳工作量作为访调员雇用与培训成本、访谈成本、访调员内部相关性的函

数来进行讨论。由于在相同的调查统计中，访调员内部相关性存在变化，因此

很难确定是什么构成了最佳工作量。

36.  可以通过避免调查问卷设计问题，提供清晰而明确的说明和定义，培

训访调员遵循说明，尽可能减少在获得答复时对访调员可变技巧的依赖来减少

访调员的影响。

4. 受访者的影响

37 .  受访者不提供准确的答复可能会促进测量误差的产生。Groves 

（1989年）注意到传统的访谈过程模式（Kahn和Cannell，1957年）以及调查

答复的认知科学方面。Hastie和Carlston（1980年）确定了调查受访者形成并

提供答案的五个连续阶段：

•  信息编码，涉及形成记忆或记住知识的过程。

•  理解调查问题，涉及有关调查问卷单词和短语的知识以及受访者对调

查目的的印象、问题的背景和形式、以及访调员提问时的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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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记忆中检索信息，涉及受访者努力在她/他的记忆中搜索有关信息。

•  对正确答案的判断，涉及受访者根据追忆的信息对问题的备选答复进

行选择。

•  答复的传递，涉及对受访者检索到相关信息后的正确答复的影响以及

受访者清晰表述答复的能力。

38.  调查过程的许多方面都会影响受访者在这五个阶段所做答复的质量。

以下举例说明影响答复效果的因素。

受访者规则

39.  受访者规则确定了用于确定回答调查问卷人员的合格标准，在答复

过程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如果一项调查收集有关住户的信息，住户中不同的合

格受访者对问题的答复也可能不同。收集样本住户中个人信息的调查可以使用

自行报告或代理人报告的方式进行。自行报告与代理人报告之间的差别在于主

题（例如，自行报告更适用于意见调查）。联合国（1982年）描述了在土耳其

人口调查中有关代理人答复影响的小规模试验结果。Blair、Menon和Bickart 

（1991年）对自行报告与代理人报告的研究进行了文献论述。

问    题

40.  问题的表述和复杂性以及调查问卷的设计可能都会影响到受访者如何

以及是否理解了问题（详情见B.1节）。受访者是否愿意积极提供正确的答案受

到所提问题的类型的影响，还受到确定答案这一任务难度的影响以及受访者对

答复的社会愿望的看法。

访  调  员

41.  访调员的视觉信息（例如，年龄、性别、衣着、面部表情）和声音提

示（例如，语调、语速、音调）都可能会影响受访者对问题的理解。

回  忆  期

42.  时间通常会削弱回想事实或事件的能力。记忆力减退，会导致受访

者很难回忆起距离调查时间很久以前的活动。例如，在世界生育率调查中，

有些国家对近期出生情况的日期记录比以前出生情况的日期记录似乎更为准

确（Singh，1987年）。调查设计者可以按照抽样误差和可能的偏误寻找使总

均方误差最小的回忆期；例如，Huang（1993年）发现，通过扩大样本规模提

高精确度并将基准期从四个月增加到六个月并不能补偿因为回想损失而增大

的偏误。Eisenhower、Mathiowetz和Morganstein（1991年）讨论了利用记忆

辅助手段（例如，日历、地图、日记）来减少回想偏误的问题。Mathiowetz 

（2000年）报告了一项元分析的结果，这一结果检验了回溯报告的质量是回忆

期长度的函数这一假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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套    叠

43.  套叠发生在受访者将一个事件作为发生在基准期内的事件进行报告，

而该事件实际上发生在基准期之外的情况下。利用限制技术（例如，为建立一

个基准日而专门进行初次访谈，或者利用一个重要日期或活动作为基准期的起

始日期）能够减少套叠的影响（Neter和Waksberg，1964年）。

固定样本调查/纵向调查

44.  与受访者有关的其他因素促使固定样本调查或纵向调查发生调查误

差。首先，当受访者对出现在两个不同地方的相同或相似问题做出不同答复

时，可能出现虚假的变化度量，做出这种答复的原因是在回答同一问题时出现

的随机变异，而不是真正的变化。Kalton、McMillen和Kasprzyk（1986年）提

供了在连续进行某项纵向调查时出现测量误差的例证。他们将年龄、种族、性

别以及行业和职业作为变量，并在“美国收入和计划参与调查”中发现了测量

误差。“美国收入和计划参与调查质量概述”对这一问题以及在调查中确定的

其他测量误差进行了讨论（美国普查局，1998年）。通过将以前访谈的答复用

于当前的访谈，相关访谈技术能够降低虚假变化的发生率。Hill（1994年）发

现，相关访谈的结果是职业和就业行业方面的变化量度完全改进，但是也会错

过对真实变化的报告，因此在使用时有必要对其进行选择。Mathiowetz和McG-

onagle（2000年）审查了当前在计算机辅助访谈环境中的做法以及相关访谈对

数据质量的影响的经验证据。

45.  在固定样本调查中，固定样本调整或“抽样时间”偏误是误差的另一

个潜在来源。调整是指在受访者已经进行过一次或多次事先访谈后答复发生的

变化。Woltman和Bushery（1977年）调查了“美国国家犯罪受害调查”中的抽

样时间偏误，将个人的受害报告与在同一个月内已经进行过的各等级固定样本

经验（即以前访谈的数量）进行比较。他们发现，在事先访谈数量增加的情况

下，受害报告比率通常会不断下降。Kalton、Kasprzyk和McMillen（1989年）

也对这一误差来源进行了讨论。

C.  量化测量误差的方法

46.  有几种常规方法可以量化测量误差。为了研究测量偏误，不同的处理

方法（例如选择性调查问卷以及问题或不同的数据收集模式）都能有助于在全

部调查样本中随机选择子样本。测量误差能够在定性的情况下进行研究，例如

焦点小组或认知研究实验室。另一种方法涉及对样本单位的重复测量，例如在

调查重访程序中就使用这种方法。最后，还有“记录检验研究”，这一方法将

调查答复与从其他来源得到的更为准确的数据进行对比，从而估计测量误差。

这些方法都将在下文中进行讨论。

1. 随机化实验

47.  随机化实验是评估测量误差时经常使用的方法。调查研究者在提到

这一方法时使用了许多名称，例如，互渗式样本、分样本实验、分固定样本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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验、随机半样实验以及分抽签实验。针对同一设计的随机子样本对正在测量的

有关特定误差采取不同的处理措施。为了研究可变误差，将许多被认为是误差

来源的不同实体包括在内并进行比较（例如，在访调员方差估计中涉及许多不

同的访调员）。为了研究偏误，通常对两到三种处理措施进行比较（例如，两

种不同的数据收集模式），其中的一种方法是首选方法。调查进行前的实地试

验通常包括随机化实验，以评估其他方法、程序和调查问卷。

48.  例如，随机化实验可以用来检测调查问卷长度的影响。样本单位被

随机分配给两组中的一组，这两组人员中，一组使用“简短”问题，另一组使

用“长”问题。假设能够获得一个独立的数据来源，每一组的答复就可以与来

自假定准确可靠的数据源的估计值进行比较。同样，问题顺序的影响也可以通

过改变给随机样本提供的调查问卷中的问题的顺序进行评估。这一方法被用于

在多米尼加共和国进行的一项调查中，该调查是在世界范围内开展的人口与健

康调查方案的一部分；三分之二的样本使用核心调查问卷，三分之一的样本使

用的是实验调查问卷。这样做的目标是确定因使用两套问题而产生的答复差异

（Westoff、Goldman和Moreno，1990年）。

2. 认知研究方法

49.  过去20年来，认知研究方法在减少测量误差方面的应用得到了迅速增

长。这些方法最初被用来洞察受访者的思维过程，现在被越来越多地用于观察

传统的实地试验（Schwarz和Sudman，1996年；Sudman、Bradburn和Schwarz，

1996年）。受访者向调查问卷设计者提供有关他们如何理解调查问卷中问题项

的信息。这一方法是劳动密集型的，而且在每名受访者身上的花费都很高；因

此，认知试验都在小规模样本中进行。认知访谈的一个缺点是只能在小规模的

非随机样本中进行。调查问卷的设计者应当意识到，试验结果揭示了潜在问

题，可是并不一定代表潜在的调查受访者。

50.  应用最为广泛的方法依靠的是口头协议（Willis、Royston和Ber-

cini，1991年）。受访者被要求填写调查问卷草稿并描述他们如何理解调查问

卷中的各个项目。访调员将对他或她想从受访者那里获得有关特定的字词、定

义、跳转模式或调查问卷中的其他要素的特定反馈进行调查。要求受访者确定

他们所有不清楚的事情。还可能要求受访者在填写调查问卷时（“同时边想边

说”）或在事后汇报讨论（“回顾式边想边说”）中这样做。设计者可能会增

加问题以调查后继访谈调查问卷中不同项目或要素的明确性。这项技术的优点

在于不会出现因访调员而引起的偏误。其缺点在于，如果受访者不自在或者不

善于描述自己的思想，这种方法的效果就不好（Willis，1994年）。

51 .  相关技术涉及在受访者完成某一题项之后，访调员立即就这一问

题的某些特点向受访者提出问题（Nolin和Chandler，1996年）。这种方法

对受访者是否自在及其思维表达能力的依赖性较小，可是把研究限制在调查

设计者认为他能够询问的项目上。这一方法还可能产生访调员偏误，因为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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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依赖于访调员。由于追问方法与访谈不同，因此有人认为这种方法不自然 

（Willis，1994年）。

52.  其他方法能够使受访者利用在焦点小组进行的提问填写调查问卷。焦

点小组的优势是组员之间能够互动，这样，就可以探讨一对一访谈所没有涉及

到的领域。

53.  召集专家小组对调查问卷提出批评，是发现问卷是否存在问题的有效

方式（Czaja和Blair，1996年）。调查设计专业人员和/或调查项目专业人员

在与调查问卷设计者举行会议之前的几天获得调查问卷。在小组会上，大家分

别对调查问卷上的问题一一进行评议并提出意见。

54.  认知研究方法现在被广泛用于发达国家调查中的调查问卷设计以及减

少测量误差方面。Sudman、Bradburn和Schwarz（1996年）总结了他们在调查

方法学方面的主要成果。Tucker（1997年）讨论了在调查研究中应用认知心理

学的方法问题。

3. 重访研究

55.  重访——在访谈调查中对同一单位进行重复测量——是指询问以前访

谈问题（或其中的部分问题）的访谈。重访通常利用调查样本单位中的小规模

子样本（通常约为5%）进行。进行重访出于以下一个或多个目的：

•  查明伪造数据的访调员；

•  确定误解程序并需要接受补救性培训的访调员；

•  估计简单的答复方差；

•  估计答复偏误。

56.  前两个目的提供信息，说明因访调员的影响而造成的测量误差。后两

个目的提供信息，说明因所有四个来源（即访调员、调查问卷、受访者和数据

收集模式）共同影响而产生的测量误差。

57.  下文讨论了四种重访类型中每一种的特别设计要求［见Forsman和

Schreiner（1991年）］。此外，还介绍了一些分析重访数据的方法以及结果

的局限性。

访调员造假重访

58.  访调员可能采用若干种方法伪造调查结果：例如，访调员可以为部

分或全部问题拼凑答案，或者访调员可以故意不遵守调查程序。为了发现造假

情况，需要抽取重访样本，并且通常由监督人员进行重访。造假率是指通过造

假重访发现的在访谈中造假的访调员的比例，这一比例可以计算出来。Sch-

reiner、Pennie和Newbrough（1988年）报告说，美国现有人口调查中这一比

率为0.4%，美国国家犯罪受害调查中这一比率为0.4%，纽约市住房及闲置率调

查中这一比率为6.5%，以上这些调查都是由美国普查局完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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访调员评价重访

59.  重访程序中把确定未能以可接受的水平完成工作的访调员的重访定义

为访调员评价重访。这种重访的目的是确定误解调查程序的访调员，并确定需

要进行进一步培训的访调员。这种类型重访的大部分设计特点都与造假重访中

的设计特点相同。以统计质量控制理论为基础的容差表可以用来确定调整后的

访谈差异数量是否超过了可以容许的限度。美国普查局的重访程序中采用的可

接受质量容差标准为6%至10%（Forsman和Schreiner，1991年）。

简单答复方差重访

60.  简单答复方差重访是对原始访谈程序的独立复制。在重访中尽可能重

复原始访谈中所有的准则、程序和过程。重访样本是原始样本设计中的代表性

子样本。重访中使用原始访谈中的访调员、数据收集模式、受访者规则和调查

问卷。在实践中并不总是遵循这些假设；例如，如果原始的调查问卷很长，则

使用精简的原始调查问卷。不对原始访谈和重访之间的差异进行调和。

61.  从简单答复方差重访中得到的统计估计就是总差异率（GDR），就

是原始访谈与重访答复之间的平均平方差。总差异率除以2就是简单答复方差

（SRV）的无偏估计。对特性来说会有两个可能的结果，总差异率与在原始

访谈和重访中存在不同答复情况的百分比相等。Brick、Rizzo和Wernimont 

（1997年）为解释采用总差异率测量的答复方差提供了一般规则。

62.  另一个统计量是不一致性指数（IOI），计量总体方差占简单答复方

差的比例。因此，

式中， 是原始访谈的样本方差， 是重访的样本方差。

63.  对不一致性指数的值一般解释如下：

•  小于20的不一致性指数是低相对答复方差；

•  20至50之间的不一致性指数是中等相对答复方差；

•  50以上的不一致性指数是高相对答复方差。

64.  答复方差的测量标准——总差异率和不一致性指数——向数据用户提

供有关调查问题的可靠性和答复一致性的信息。在联合国（1982年）住户调查

非抽样误差中，可以找到将总差异率和不一致性指数用于秘鲁生育力调查的部

分变量的例证。作为人口与健康调查方案第二阶段的一部分，在巴基斯坦对在

主调查中访谈的妇女子样本使用了重访程序以评估全国范围内答复的一致性 

（Curtis和Arnold，1994年）。Westoff、Goldman和Moreno（1990年）对一项

重访研究进行了描述，该研究是多米尼加共和国人口与健康调查方案的一部

分，之所以引人注意是因为它在若干方面需要进行折衷，例如将访谈限制在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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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地区和目标人口的子集中。印度进行重访调查的目标是搞清答复方差，美国

普查局（1985年）对这项调查进行了说明，并审查了普查评估程序。

65.  一项定期调查利用重访程序不断改进调查问卷，Feindt、Schreiner 

和Bushery（1997年）介绍了该项调查为此做出的努力。如果重访调查发现问

题的差异率较高，则可以开始利用认知研究方法对调查问卷进行改进。这些方

法可以确定问题产生的原因，并提出可能的解决方案。在下一轮调查访谈中，

可以对修改过的问题进行重访，以确定是否对可靠性进行了改进。然后对其余

难题重复这一过程。

答复偏误重访

66.  测量答复偏误的重访旨在获得原始样本设计中代表性子样本的真实或

正确答复。为了获得真实的答案，使用了最有经验的访调员和监督员。此外，

重访中的受访者是最有见识的受访者或者是为他们自己答复问题的住户成员。

在重访中使用原始的访谈问题，并且就两次答复的差别与受访者进行核对以确

定“真实性”。另一种方法使用一系列的探究性问题取代原始问题，以获得准

确的答复，然后与受访者核对两次答复间的差异。关于为获得答复有偏估计数

而进行的重访调查，其讨论见美国普查局（1985年）发布的描述普查评估程序

的报告。

67.  为确定真实答案进行的核对有一定的限制条件。受访者可能故意报告

虚假信息，并在原始访谈和重访中一直报告这一信息，以致核对的重访不会得

出“真实的”估计。在对美国现有人口调查重访数据进行的一项研究中，Bie-

mer和Forsman（1992年）发现，原始访谈错误有多达50%在经核对的重访中没

有被发现。

68.  对答复偏误的估计通过计算净差异率（NDR）来估算，假定原始访谈

答复和经核对的重访答复的平均差额就是“真实的”答案。在这种情况下：

式中，n是重访样本规模；yo是原始访谈的答复；yT是经核对后的重访答复，假

定为真实的答复。

69.  净差异率提供了有关调查问题准确度的信息，并确定导致出现偏误

的问题。在分析数据和解释结果时，这一偏误的存在需要加以考虑。Brick等 

（1996年）利用集中性重访来更好地了解受访者的视角及其回答问题的理由，

最终对答复偏误做出估计。尽管工作中使用的样本规模不大，但是作者得出的

结论是这一方法在观察和测量偏误方面具有潜力。偏误校正估计得到了发展，

这说明了在有办法测量偏误时，对估计的潜在影响。

4. 记录检验研究

70.  记录检验研究将个别样本案例的调查答复与从外部来源（该来源通常

被假定为包含调查变量的真值）获得的值进行比较。这种研究被用来评估因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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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四种测量误差来源（访调员、调查问卷、受访者和数据收集模式）综合影

响所造成的答复偏误。

71.  Groves（1989年）描述了三种记录检验研究的设计：

•  反向记录检验；

•  正向记录检验；

•  全面设计记录检验。

72.  在反向记录检验研究中，选取调查样本的来源拥有关于重要研究特点

的准确数据。答复偏误估算以调查答复与准确数据来源之间的比较为基础。

73.  记录来源通常是具有特定特点的单位清单（住户或人员），例如那些

接受特定形式政府帮助的住户或人员。在这种情况下，反向记录检验研究不测

量多报误差（即报告他们不具备的特点的单位）。这些研究只能测量正确报告

或没有正确报告特点的样本来源记录的比例。例如，美国法律执行援助管理局

（1972年）曾开展过反向记录检验研究以评估受害报告中的误差。在调查访谈

中，受害者报告的犯罪占警察部门记录的已知犯罪的74%。

74.  在正向记录检验研究中，获得调查答复后，需要寻找包括有关调查受

访者准确信息的外部记录系统。答复误差估算以调查答复与记录系统值的比较

为基础。正向记录检验研究提供了测量多报的机会。这种研究的困难之一是要

联系记录保存机构，并在获取这些信息时征得受访者同意。如果调查答复显示

该单位没有特定的特点，可能就难以从记录系统中搜寻该单位。因此，正向记

录检验研究的能力限于测量少报。Chaney（1994年）描述了一项正向记录检验

研究，该研究将教师对自己学术资格的评价与大学记录进行比较。数据显示，

对所获学位的类型和年份以及专业方向的自我评价大部分是正确的；但是，对

课程和学分的报告不太准确。

75 .  全面设计记录检验研究同时综合了反向和正向记录检验设计的特

点。从覆盖全部人口的标架中选抽样本，并找到了与该样本有关的所有来源

的记录。因此，比较调查答复与调查答复人的所有记录（即来自样本标架以

及外部来源的记录），就可以测量与多报和少报相关的误差。尽管这种类型

的记录检验研究避免了反向和正向记录检验研究的缺点，但它确实需要有一

个覆盖人口中所有单位以及这些单位的所有相关事件的数据库。Marquis和

Moore（1990年）详细说明了为了估计美国收入和计划参与调查中的测量误差

而进行的一项全面记录检验研究的设计和分析。在这项研究中，有四个州实

施八个联邦和州福利方案，关于方案福利金领受数额的调查数据与同一方案

的行政记录不符。调查质量概述（美国普查局，1998年）对所述设计和分析

进行了总结。

76.  记录检验研究的三种类型共有的局限性与以下三个假设有关，这三

个假设在实践中不切实际并且永远无法验证：首先，记录系统中不存在覆盖范

围、无答复或丢失数据的误差；第二，这些系统中的单个记录是完整的、准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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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并且没有测量误差；第三，不存在匹配误差（在匹配受访者调查记录过程中

出现的部分误差）或这一误差最小。

77.  具有特定特点的答复偏差能够根据以下公式，通过调查答复与该特点

的记录检验值的平均差异进行估计：

式中：n是记录检验研究样本规模；Yi=i th样本人员的调查答复；Xi = i th样本人

员的记录检验值。

78.  从记录检验研究中得到的答复偏误量度提供了有关调查问题准确性

以及确定产生有偏估计的问题的信息。这些量度也能被用于评估各种备选的调

查设计特点，如调查问卷设计、回忆期、数据收集模式以及限制技术。例如，

Cash和Moss（1972年）提供了在北卡罗来纳州三个县就机动车辆事故报告进行

的一项反向记录检验研究的结果。访谈在包含样本人员的住户中进行，这些样

本人员被确定为在访谈前12个月内曾经卷入机动车事故的人员。研究表明，访

谈之前3个月内发生的事故只有3.4%没有报告，而访谈之前9至12个月内发生的

事故则有27%以上没有报告。

5. 访调员方差研究

79.  为了研究访调员方差，访调员的分配必须是随机的，以便不同的访调

员获得的结果的差异是访调员自身的影响所致。

80.  访调员方差通过把每名访调员分配给不同但是相似的受访者来进行

估算，也就是说，这些受访者在调查变量方面具有相同的属性。在实践中，这

种均等是通过随机化来得到保证的。样本被分成随机的子集，每一个都代表

相同的人口，每一名访调员针对样本的不同子集开展工作。通过这种设计，

每名访调员利用大规模调查中除其规模以外的所有基本属性，进行小规模调

查。O’Muircheartaigh（1982年）介绍了在世界生育力调查中为了测量因访

调员导致的答复方差而采用的方法，并提供了在秘鲁（1984年a）和莱索托 

（1984年b）进行的调查的答复方差估计数。

81.  在面对面访谈设计中，按地理位置相互分派访调员，以避免高额的差

旅费用。所指定区域的规模足以满足一名访调员的工作量。确定成对的指定区

域，并确定成对的访调员。在每个指定的区域中，样本住宅单位中随机选定的

一半被分配给一对访调员中的每名访调员。这样，每名访调员都在两个指定的

区域内完成访谈，而且每个指定的区域内都由两名不同的访调员负责。设计中

包含着一项实验（对两名访调员在两个指定区域内的每个区域所得的结论进行

比较），有多少成对的访调员，这个实验就被重复多少次。Bailey、Moore和

Bailar（1978年）提供了在八个城市中举行的美国国家犯罪受害调查中个人相

互交叉访谈的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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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行为编码

82.  访调员在培训和工作中的表现可以通过行为编码进行评估。经培训

的观察员对一个访谈样本进行观察，并录制有关访谈或访谈样本的代码，然后

根据磁带进行编码。将代码分配以记录各访调员的主要口头活动和行为，如提

问、追问以及答复的整理。例如，代码可以对以下方面进行分类，即访调员如

何阅读问题，提问是否正确和完整，提出的问题是否稍有变化和省略，以及访

调员是否对问题进行了充分的复述或没有完成问题。编码系统包括追问是否引

导受访者做出特定的答复，进一步确定问题或没有指示，对答复是否进行了正

确或不正确的总结以及各种其他的行为是否恰当或不恰当。编码后的结果反映

了访调员在何种程度上采用了他/她受训时学到的方法，即访调员在培训中学

会应该避免的一种行为被定义为“不正确的”或“不恰当的”行为。为了保持

每一次编码访谈高水平的编码可靠性，另外一名编码员应该独立为访谈子样本

进行编码。

83.  行为编码系统能够让新的访调员明白他们的哪些访谈技术是可以令人

接受的，哪些是不能被接受的。访调员和监督者可以以此编码系统为基础对实

地工作进行检查并讨论通过编码发现的问题。此外，该系统提供一种评估访调

员表现的手段，可以将访调员的表现与其他访调员的表现进行比较，或者与其

他编码访谈中的个人表现进行比较（Cannell、Lawson和Hauser，1975年）。

84.  Oksenberg、Cannell和Blixt（1996年）描述了美国卫生保健研究和

质量局于1987年开展的国家医疗开支调查中进行的一项研究，在该研究中，对

访调员的行为进行了录音记录、编码和分析，其目的在于确定访调员和受访者

的问题。该研究试图了解访谈行为是否偏离了访调员培训中所包含的原则和技

术。作者报告说，访调员往往不按照已有措词提问，有时候，他们以能够影响

答复的方式提出问题。访调员没有进行足够多的必要追问；而他们追问时，则

往往带有指示性或不恰当性。

D.  结束语：测量误差

85.  测量误差出现在数据收集过程。在这一过程中确定了四个主要来源：

调查问卷、数据收集方法或模式、访调员和受访者。要想量化特定类型的测量

误差的存在及其数量，就应当预先计划和深思熟虑。除非进行小规模（即有限

样本）的研究，否则都需要进行需要随机子样本、重访和记录检验的特殊研

究。这些研究的费用通常都很高，并需要一名统计员对数据进行分析。不过，

如果对这个问题在调查准备阶段可能无法完全得到解决给予充分的关注，或者

如果调查中的误差来源特别明显，调查管理者应采取措施,设计特殊的研究，

量化误差的主要来源或问题来源。

86.  在一项调查中，不能过于强调为了了解和量化测量误差而进行研究

的重要性。如果被衡量的调查概念是新概念，并且很复杂，则这一点尤为重

要。使用者进行的分析依赖于他们拥有高质量的数据并了解数据的特点和局限

性。测量误差研究要求对调查方案做出明确承诺，因为这些研究费用昂贵并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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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常耗时。但是，这种承诺并不随着研究的实施和进行而结束。必须对这些研

究进行分析，并报告结果，这样分析人员就能对测量误差对结果的影响做出

自己的评价。方法和技术报告中一般会报告侧重于试验和实验分析以及数据

质量评估的特别研究［例如，见人口与健康调查方案编制的方法和技术报告 

（Stanton, Abderrahim和Hill，1997年；Institute for Resource Develop-

ment/Macro Systems Inc., 1990年；Curtis, 1995年）］。最后，测量误差研

究的结论对改进下一次调查的投入非常重要。测量的重大改进在很大程度上依

赖于知识和以前调查的结果。今后改进调查数据的质量要求调查研究专业人员

做出承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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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十 章

调查中的质量保证：标准、准则和程序

T. Bedirhan Üstun、Somnath Chatterji、Abdelhay Mechbal 

和 Christopher J. L.Murray

代表世界卫生调查（WHS）合作者* 

世界卫生组织 

政策依据和信息部门 

瑞士日内瓦

摘    要

调查质量对获得精确、可靠、有效的结果至关重要。调查小组应执行系

统的质量保证程序，以防做出不切实际的调查，并把数据收集的误差降至最

小。制定提高质量的有效策略将有助于及时收集高质量的数据，并使结果有

效。“质量保证”也可被看作是实施预先设定的关于调查结构、过程和结果的

业务标准的组织工具。调查小组应该坚持明确的质量标准，遵循规定的程序达

到上述标准。各种程序应该是透明的，受到系统地监测，并作为调查实施和结

果总文件的一部分审慎地提交报告。在切合实际的范围内，用可计量的参数对

调查进行衡量和总结也非常重要。

本章概要论述获得质量保证量度的方法，不仅仅论述简单的控制机制。

一项大型国际调查（由多个调查机构在71个不同国家开展的世界卫生调查）

用来说明总质量保证方案应用的详细情况。该调查旨在收集可比数据，用于

评估使用国内代表性样本的各参与国卫生制度的不同方面。根据世界卫生调查

结果的重要性，出台了有力的质量保证程序，聘请国际专家组成外部同行审查

小组，支持各国取得有关以下问题的经一致同意的可行质量标准：样本抽选方

法、合格答复率的获取、漏失数据的处理、可靠性量度的计算、人口子群和各

国的数据可比性检查。

关键词：质量保证、质量指标、世界卫生调查、漏失数据、答复率、抽

样、可靠性、人口间可比性、国际比较。

* 世界卫生调查合作者的

详细名单列于世界卫生调查的

网站，网址是：（http://www.
who.int/wh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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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导言

1 .  调查设计和实施的基本特征之一是调查的“质量”（Lyberg等, 

1997年）。在每次数据收集活动中，结果取决于投入；常言道：种瓜得瓜，种

豆得豆。除了调查工具和分析技术的质量外，调查结果的质量主要取决于调查

的实施，包括合理的抽样方法和调查问卷的正确管理。

2.  为获得最好的质量，每个调查小组都应当遵守一套标准的调查实施准

则。这些准则包括：

(a) 调查的每一步需要遵循的质量标准；

(b) 质量保证（QA）程序，确定了在实际情况下监测调查实施的具体措

施；

(c) 对质量保证过程的评估，该过程用于衡量质量保证标准对调查结

果和程序的影响，以提高整个质量保证过程的关联性及有效性 

（Biemer等，1991年）。

3.  准则的整体目标是提供支持，提高质量，而不是审计调查的实施。由

于任何调查都是一项大的投资，涉及到很多参与方，所以其结果极为重要，会

影响到一个国家的政策，因此，质量是严肃的业务工作重点，这一点极为重

要。质量保证被看作是整个调查中的一个持续过程，贯穿通过收集和分析数据

进行准备和抽样一直到编写报告的整个调查过程。准则还旨在保证各使用者更

好地理解调查的设计。制定标准程序的目的是协助保证：

•  数据收集对国家的需要是相关的、有意义的；

•  数据在国家内部和国家之间进行对比，找出不同人口的异同；

•  调查的实际实施应遵守达成的协议；

•  数据收集中的误差降到最小；

•  数据收集的能力随时间不断提高。

B.  质量标准和保证程序

4.  质量保证（加拿大统计局,1998年）被定义为保持和提高调查数据的可

靠性和有效性而对数据进行收集、处理和分析的方法或程序。质量保证可以被

理解为具有类似但不同的意义。在本章，我们使用总体质量管理模式，检查每

一步的调查过程，并试图总结出一种方法，这种方法既能减少抽样和非抽样误

差，又能提高调查的关联性和可行性，还能提高国家实施调查的能力。为实现

这一目标，并能保持切实可行，本章将采用世界卫生调查质量标准和保证程序

（世界卫生组织,2002年），所有步骤包括：

•  选择调查机构；

•  抽样；

    172



  调查中的质量保证：标准、准则和程序  173    172

•  翻译；

•  培训；

•  调查实施；

•  数据输入/数据采集；

•  数据分析；

•  质量指标；

•  国别报告；

•  实地访问。

5.  图十.1描述了整个世界卫生调查的周期，并说明实施调查的各个阶段

的上述步骤。由世界卫生调查大批参与者和国际专家起草的质量保证准则，旨

在确定为了完成和监测高质量调查，可以采取什么样的最佳做法。调查实施的

每一步都涉及到一定的质量检查。例如，重要的一点是，调查工具具有很好的

测量特性，抽样能够代表目标人口，数据清楚而完整。

图十.1

世界卫生调查质量保证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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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此套程序只不过是一个例子，说明针对作为一个过程的调查设计和实

施，以及改善调查在关联性、准确性、一致性和可比性方面的产出的“质量保

证方法”。任何设计和实施调查小组都可使用类似的方法，同时铭记其调查的

具体目标以及本章提出的质量保证标准的可行性。最重要的是，应该重视质

量，并应在业务工作范围内指导和监测质量。质量保证过程的结果应该使用定

量术语进行报告，在可能进行测量的情况下使用适当的指标（例如，抽样比

率、答复率、漏失数据、应用的试验–重新试验可靠性）。同时，应该使用定

性术语，总结调查的结构、过程和结果。

C.  质量保证准则的切实实施：世界卫生调查的实例

7.  上述总体质量保证战略已经在世界卫生调查内实施，以提高调查的质

量，包括亚洲和撒哈拉以南的若干发展中国家。本部分旨在使用质量保证标

准、程序和报告作为具体指南。只要能符合其目的，其他调查小组可以使用

这个例子。据我们所知，这是国际调查质量保证程序的首次系统应用，各实

施机构和合作者已经发现这些程序在组织和各自的工作中非常实用。初始数

据表明，可以尽早发现误差并防止误差，提高结果的完整性、准确性和有效

性。

8 .  世界卫生组织（WHO）已经开始开展世界卫生调查，把该调查作为

现实的数据收集平台，用于不断收集有关不同人口和卫生制度的卫生信息 

（Üstün等,2003年a,2003年b；Valentine、de Silva和Murray,2000年;世界

卫生组织,2000年）。世界卫生调查满足各国对详细和持续的卫生信息系统的

需求，并通过调查收集数据，用来衡量人口卫生的基本参数，同时，还为普

通人口调查提供了程序和工具，为世界卫生组织的成员国提供可比数据。这

些方法和工具在结构上可作为样本，并且通过对文献进行科学审查、与国际

专家广泛协商和在63个以上国家用40种语言进行大规模试点试验后进行修改 

（Üstün等,2003年a,2003年c；2001年）。世界卫生调查可以在实施过程中通

过合作者的不断投入而不断发展，这些合作者包括政策制定者、调查机构、科

学家和其他有关各方。各国和世界卫生组织共同拥有数据，有义务长期收集数

据，提高本地能力，使用调查结果指导卫生政策的制定和实施。

9.  本章系统评述了调查过程的每一步骤，调查问卷调查和测试除外，因

为这两部分另作评述（参见Üstün等,2003年b）。本章还介绍了世界卫生调查

在每一领域的质量保证标准。这些标准都是可取的，通过这些标准可以提高效

率，防止不可取的做法。目前比过去更要注意质量，因为世界卫生调查的数据

对世界卫生组织成员国日益重要，并且对卫生政策起着越来越重要的影响。世

界卫生调查因此制定了实施调查的通用准则，旨在通过减少可预防的误差加强

世界卫生调查的可靠性和有效性。已经采取的质量保证准则将成为世界卫生调

查的主要组织工具，同时，还用于调查工作、准备工作和计划实施的组织过程

中。因此，本章为需要特别注意的关键问题提供总体指导，以保证收集到高质

量的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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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这些准则还将用作调查管理人和质量保证顾问（这是一批具有广泛调

查经验、担任整个过程同行审查人的国际专家）的评价模板。这些人员将对各

国进行实地访问，支持这些国家实施世界卫生调查，并对过程进行有序的详细

评估，这将有助于各国对质量进行系统评估，以及确定调查活动中需要改进的

地方。

1. 选择调查机构

11.  开展国内调查需要广泛的知识、技能、资源和专长。这些要求使得调

查活动的组织根据不同国家和部门的不同风格和传统进行。为保证在既定的国

家内选择能胜任的调查小组进行世界卫生调查，有必要确定优秀的调查机构，

制定约聘条件的标准。世界卫生调查通常的做法是，通过与各国卫生部、区域

办事处和世界卫生组织国家的代表或联络官确定这些机构。鉴于调查的规模和

复杂性，世界卫生组织的章程要求，可行性应该通过合同投标程序进行论证。

该过程开始时，要求胜任的调查机构根据抽样、访谈和数据收集的技术规定向

世界卫生调查投标。［世界卫生调查的技术规定可在世界卫生调查的网站查

询，网址：(www.who.int/whs)。］根据一系列标准对这些投标书进行比较，然

后做出最终决定。

12.  评价潜在机构的绩效标准包括：

•   这些机构的以往业绩记录（即这些机构至少在最近五年进行大型全国

调查的经验，抽样规模应在3 000人或以上）；

•   这些机构开展全面调查的能力（即抽样、培训、数据收集和分析）；

•   这些机构在不同数据收集方式方面的经验，包括面对面访谈（以及其

他方式，如电话、信函、电脑等方式的访谈）；

•   以前所做调查的文献情况（包括样本表示法的调查度量、全国人口

的覆盖面、访谈的质量、费用和培训方式、质量保证及其他调查程

序）；

•   对调查日程的一般时限记录以及这些机构在规定时间内完成调查的能

力的记录；

•   这些机构与卫生部、国家统计机构和其他机构密切合作，开发和利用

良好的卫生系统基础设施的潜力。

13.  合同投标程序对确定质量和成本方面的最佳报价是有用的，有助于对

一个国家内的所有报价者做出比较评估。这样，世界卫生组织和卫生部可以确

定最佳调查机构，以期建设进一步的调查能力，把世界卫生调查的数据纳入卫

生信息系统。约聘的过程还有利于对未能提供结果以及未能保证质量的行为进

行处罚。鼓励联合投标，以保证相关各合伙人（例如卫生部和国家统计局）共

同努力，确保获得最佳抽样标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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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利用上述标准对提交的不同方案概述进行仔细审查。对这种对比性分

析进行记录。

15.  总之，重要的是不仅应确定符合有关国家预期调查技术规范的优秀机

构，还应为该机构提供必要的技术支持，以获得预期结果。对于大规模全国性

调查，往往有必要在该国建立不同小组、机构和人员之间的伙伴关系，这些小

组、机构和人员应具备设计、培训、实施、数据处理、分析和编写报告方面的

必备知识。

2. 抽样

16.  好的抽样等于好的调查。如果抽样设计/或实施或两者都有误，则很

难弥补样本设计中有限的代表性或补充缺失的信息。调查结果会莫名其妙地出

现偏误，而且偏误的数量往往也不可量化。

17.  由于需要在实地进行大量应用，世界卫生组织和一批国际技术专家

确定了一套准则，以确保在世界卫生调查中获得好的样本［为参与国制订的

世界卫生调查抽样准则见世界卫生组织的网站（www.who.int/whs）］。科学

抽样的标准以概率选择方法为基础，该标准广为人知并得到认可（Üstün等，

2001年；Kish，1995年a）。但是，由于操作欠佳，抽样程序在实地的实施缺乏

监督，以及/或在特定情况下实施成本过高，这些标准常常没有得到充分遵守。

18.  世界卫生组织的准则强调，调查抽样的科学原则是明确的标准，同时

还提供妥善的抽样计划范例，并确定各国需遵守的质量保证标准。必要时，世

界卫生组织和技术顾问将向各国提供技术支持。以下是世界卫生调查抽样中的

重要方面：

(a) 世界卫生调查的抽样目标应是实际人口（即住在该国的所有人员，

包括外来工人、移民和难民）而不是法律上的人口（只包括该国公

民）。样本要具有良好的代表性，要成为该国全部人口的“缩影”，

这一点非常重要。为此，样本必须代表居住在该国的所有人并覆盖该

国的所有地域；

(b) 根据调查目的不同，样本规模必须足以提供对国家级或国以下各级利

益数量的良好（可靠）估算；与此同时，调查管理者必须平衡对更大

样本规模的需求，以便根据相应增加的调查成本做出更好的估算。大

的样本规模并不能弥补低劣的质量。出于各种目的，可能要求有足够

的少数民族代表（例如种族或其他小团体），这可能需要多抽样（即

提供更高的选择概率）。如果因为任何科学研究问题而需要对分组人

口多抽样，则必须清晰而详细地对这种行为进行说明。如果要多抽

样，在数据分析阶段需要进行微分加权，以修正因为多抽样而造成的

失真；

(c) 在世界卫生调查中，一个覆盖全部有关关键利益子群体90%的抽样标

架（即一份地理区域、住户或个人的清单，从中选抽样本，例如一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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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算机处理过的人口清单、一次最近的普查、选民名册等）被认为是

可以接受的。参与国应使用能够获得的最近的抽样标架。如果抽样标

架已过时两年或两年以上，通常有必要在样本选择的倒数第二个阶段

查点或列出所有住户以更新该标架。在进行选择之前，可以使用快速

清点方法以更新主要抽样单位大小的衡量方法；这样的方法包括采用

由于绘图过时或其他原因而缺乏最新标架的选定路径进行清点。在选

择出的抽样领域除采用快速清点方法外，还可使用其他来源更新标

架，这些方法如当地邮局提供的邮政地址、水电费用收取公司的名单

等。重要的是，人口要根据最新的人口调查进行科学权衡；

(d) 世界卫生调查的样本目标是一般人口中18岁及以上的一切成年人。22 

在大多数情况下，它以最新的普查资料作为其抽样标架的基础。住户

是根据多级分层整群抽样程序进行选择的。每个住户的单个成员通

过随机选择程序进行选择［例如，Kish表法（Kish,1995年a）或其

他方法，如最后的出生日期法和Trohdahl/Carter/Bryant法（Bry-

ant,1975年）］。只要详细记录下选择的号码，这一阶段就可以使用

随机编好的表格。不论使用何种选择技术，都应尽力在这一领域实际

的实施阶段减少选择偏误。各国应该设法设计能够实现调查的测量目

标的最简单的抽样计划。如果设计过于复杂，则很难实施，并且不能

控制误差的出现。保证质量的关键在于可行性以及拥有监测抽样设计

的数据轨迹；

(e) 世界卫生调查使用了联合国关于住户的定义；23 但是，该定义可能因

各地情况不同而有差异。应该在国别报告中详细说明这些住户定义的

差别机能对抽样造成的影响。如果各国使用了住户抽样标架，建议这

些国家在调查中使用与原来标架中住户定义相同的定义；

(f) 世界卫生调查采用科学的抽样策略，它包括调查中所有人的已知非零

选择概率。在抽样的每一个阶段使用严格的概率方法非常关键，这

样，可以使抽样数据推断整个人口。否则，调查结果将不具代表性和

有效性；

(g) 很难在普通人口调查中纳入专门机构的人口，因为需要制订不同的标

架。在机构（如医院、疗养院、军营和监狱）中进行访谈还存在很多

道德问题。由于不同国家有不同的机构收容方式，所以不可能找到单

一的解决方案。如果在调查期间能访谈这些人，世界卫生调查试图把

因健康状况而被送入专门机构的人纳入到调查范围之内。然后，我们

使用普查所得的机构人口率检查调查中所得比率的一致性。当然，这

只是世界卫生调查的一个特殊考虑，因为和不生活在这些专门机构中

的人相比，生活在特殊机构的人如疗养院中的病人和长期住院的病人

等，其身体状况往往要差的多，所以生活在专门机构的人需要被纳入

抽样标架，以减少低估健康状况的可能性；

22 目前，世界卫生调查的

受访者仅为成年人。以后的工

作旨在开展一项也将儿童纳入

受访者的调查。

23 联合国把住户定义为居

住在同一住所、共同使用炊具

和餐具（即用餐的来源相同）

的一群人。对世界卫生调查，

个人如果因健康问题目前正在

某一机构治疗则通常被看作是

住户的一部分。这种在某个机

构内的人口应包括在住户的成

员名单之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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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 世界卫生调查抽样准则明确解释了单位不答复的含义以及目标样本和

已获得样本的不答复率计算方式。世界卫生调查的抽样策略不允许用

另外一个住户或个人代替不答复；

(i) 抽样调查的结果应该报告重要调查变量的标准误差，以便用户可以明

白统计用语中的测量误差；

(j) 使用地理信息系统（GIS）可以通过核证抽样计划的实地执行而

提高结果的质量；换句话说，访谈实际上已经在某个地点开展，

而不是所谓的街头巷尾或虚构的访谈（De Lepper、Scholten和

Stern,1995年）。在调查中，地理信息系统可以通过链接到保健设

施、水和其他环境资源的距离等信息和测定的卫生参数（如健康状

况、疾病和危险因素），增加数据的价值。还可以在地图上标示任何

参数的分布性质，从而显示健康的不平衡性。为此，世界卫生调查一

直使用全球定位系统（GPS）装置和数字化的地图按一定的准则对数

据进行地理编码（请查询http://www3.who.int/whosis/gis）。由于

地理编码信息可能会违反数据保护标准，因此采取了一定的法律措施

保持个人信息的机密性。

抽样的评价

19.  在调查开始之前应该对抽样策略进行评价，以便评估分层的正确性、

人口的代表性是否充分以及所选群体的规模和分布。报告应该详细记录在实地

采用的确切程序，同时注意到设计的偏差，以便用户可以更好地了解调查结果

的质量。

20.  在数据收集阶段，为准确起见（比如使用Kish表和住户名册的准确

性），实地和/或办事处监督人员应细心监测对住户和个人的选择。

21.  收集数据后，使用数据分析量度（详见下文讨论）评估数据的质量，

评估所采用的手段如下：

•  总体统计，称作“抽样离差指数”(SDI)；

•  试验——重复试验的可靠性，以表示不同访调员所使用工具的“稳定

性”；

•  关于不答复和漏失数据的程度的信息。

22.  这些程序在有关数据分析的部分进行更为详细的描述。表十.1是关于

抽样质量的详细一览表。

3. 翻译

23 .  要对跨文化的数据进行有意义的比较，需要衡量不同国家相同结

构的相关工具。对现有调查工具进行科学的审查，向大量专家广泛咨询，

并在多国调查研究中进行系统的实地试验后，开发出了世界卫生调查工具 

（Üstün等，2003年a）。我们已经介绍过调查工具的特点、相关性以及在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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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的文化适用性（Üstün等，2003年b）。对其他的调查而言，设计者必须努

力获得最佳的工具和措施，并确保他们的工具适合他们的目的，具有良好的测

量性，并已经通过彻底的小规模试验以确保其可行性和稳定性。

表十.1

抽样质量一览表

•  人口组成概览（城市/农村、少数民族、语言、抽样过多的群体）

•  抽样标架和抽样阶段数:

•  抽样标架是否涵盖所有目标人口？

•  抽样标架有多新？

•  抽样标架内分层

•  每个阶段的抽样单位：已知的选择概率

•  每个阶段的抽样单位规模：保证所有抽样单位有一个超过预先设定

的最小规模的量度

•  检查抽样单位的“实地”规模，以及在每个选定的地址有一个还是

多个住户和如何在这些住户中进行选择等问题

•  所选样本的规模

•  住户的概率权数

•  受访者的概率权数

•  有关使用和正确实施Kish表（或其他）的培训

•  检查在住户中选择受访者的程序

•  有关实际实施中的抽样、离差、权数和标准误差的报告

24.  一旦你拥有了良好的调查工具，翻译就是保证不同语言中各种问题对

等性的重要手段之一。由于我们生活在一个多元社会，所以，用以度量调查中

的相同概念的翻译，质量上乘至关重要。

25.  在一个国家，文件通常根据该国的不同语言群体的大小翻译成多种

语言。建议对任何一个超过总人口5%的语言群体，都应用其语言对他们进行

访谈。如果某个受访者受访的语言没有经过正式翻译，重点将放在对主要概

念的理解上。访调员应该利用该国现有的一种译文，采用总体准则，使用没

有翻译的语言提出问题。大型的多国调查面临的另一个挑战是，非洲和亚洲

国家的许多语言都不是书面的，因此没有文字材料。在这种情况下，建议继

续准备与准则一致的标准翻译，并利用该国另一种熟悉语言的文字翻译拟定

书面译文。

26.  世界卫生调查文的翻译准则来自世界卫生组织与众多合作伙伴和语言

专家开展和实施的大量国际研究。世界卫生调查的翻译准则可以在世界卫生调



180  发展中国家和转型期国家住户调查

查的网站（www.who.int/whs）查询。该准则强调保持概念对等的重要性，并保

证制定一个程序，查明可能存在的缺陷，避免曲解含义：

•  翻译的目的应当是编制当地能够理解的调查问卷。

•  翻译问题的原意时，应尽可能使用当地语言中对等的术语。

•  逐个问题说明的目的应该是传递问题以及事先编码的答复选项的原有含

义。

•  调查问卷首先应该由对主题内容关键概念有基本了解的卫生和调查专家

翻译。由语言学专家对一系列经过挑选的关键术语以及在第一次直接

翻译中被证明有问题的术语进行回译，并对这些术语可能的翻译和建

议的翻译提出意见。在该国调查主任监督下的一个编辑小组对翻译和

回译进行审查，并将翻译质量上报给世界卫生组织。

•  应该利用焦点小组和定性语言学方法（例如编制当地表达方式的详细目

录，并与其他语言中的表达方式进行比较）来提高质量。世界卫生组

织已经对特定语言中的翻译和认知访谈进行了系统的研究，并将这些

研究的结果纳入世界卫生调查问卷的现有文本。对于使用翻译的调查

问卷进行的“认知访谈”（即对何种主题被理解为问题的含义这一问

题进行的进一步探索研究），仍建议利用当地的主题进行这种访谈。

应当将世界卫生调查的所有文件（即世界卫生调查问卷、逐个问题的

说明、调查手册和培训手册）翻译成当地语言。数据输入程序仍然使

用英文。但是，如果该国已经根据世界卫生组织的规范利用电子媒介

对世界卫生调查的问卷进行了翻译，则数据输入程序能够自动以其他

语言生成。

•  每一个世界卫生调查参与国都应该在试点阶段接近尾声时提交一份有关

翻译工作质量的报告。如果发现有些术语特别难译，应提交特别语言

评价表，对难译的特性加以说明。

•  该国质量保证顾问应该特别关注翻译过程的实施步骤，并应与该国的调

查主任一起检查关键术语清单。

•  在许多方言和/或语言没有文字形式的国家，应该与世界卫生组织讨论

具体翻译协议。

翻译评价

27.  世界卫生调查试点访谈开始之前，应该向世界卫生组织提交一份完全

翻译的调查问卷。译文应该由特定语言的相关专家进行检查，如有必要，可向

提交国提出意见。

28.  应审查回译的关键术语的清单以及关于翻译过程和相应产生的问题的

报告。语言评价表（Üstün等，2001年）应该先由国别调查管理者进行系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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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查，然后由世界卫生组织进行检查，以便找出问题特别大的项目，并且在可

行时，能够在各种语言之间找到一种共同的解决方案。

29 .  如果对某个术语、短语或问题不理解，则应当和访调员讨论如何

理解在实地采用的程序这一问题。这些讨论应审查访调员在何种程度上“解

释”和“说明”对受访者提出的问题。

表十.2

翻译程序审查一览表

•  该国所讲的语言；主要语言群体的覆盖程度；

•  参与翻译过程的有哪些人？

•  所有所需材料是否都已经翻译？

•  调查问卷

•  附录

•  管理指南（仅适用于访调员不懂英语的情况）

•  调查手册（仅适用于访调员不懂英语的情况）

•  结果编码

•  翻译中出现何种问题？

•  协议内容是什么（比如，是把译件全文还是主要项目清单交给世界

卫生组织）？

•  是否填写完语言评价表？

D.  培训

30.  调查小组的培训是质量的关键。培训是一个持续的过程，应该在数据

收集开始或在数据收集过程中进行，最后，随着实地工作时间的结束，写出详

细的报告。

31.  参与调查的各级调查小组都应该接受培训，从访调员到培训人员到监

督人员，以及在全国监督过程的中心小组等，均应接受培训。这样将保证所有

参与人员在保证数据的高质量方面明确自己的地位和作用。

32.  整个培训的目的如下：

•  保证调查材料的统一应用；

•  说明研究和研究协议的理由；

•  动员访调员；

•  提供切实可行的建议；

•  提高数据的总体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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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为完成部分培训目的，世界卫生组织已经为来自所有参与国的主要调

查人员举办了世界卫生调查区域培训讲习班，并编写了各种培训教材，包括涉

及所有培训问题的培训录像带和教育光盘。

访调员的挑选

34.  使用经验丰富的访谈人员以及熟悉调查主题的其他人员都是非常重要

的。

35.  访调员应该至少在其所在国家接受过完整的教育，并且训练掌握该国

的主要语言。各国应在挑选之前决定需要何种更高教育水平以及采取何种正式

评价方式。

36.  各国自行决定是否要求访调员是卫生工作者。使用单独的数据库记录

访调员的个人特点（包括年龄、性别、受教育水平、职业培训、工作状况、过

去的调查经验等等）。然后，这些信息可以和负责每份调查问卷的访调员的标

识号相连，并对每个访调员的业绩进行分析。

培训时间、方法和内容

37.  培训的时间长短应该以保证访调员既熟悉成功访谈的技巧又熟悉所要

使用的调查问卷内容为准。对于有经验的访调员，培训时间可以比那些无经验

访调员的培训时间短一些。

38.  世界卫生调查建议培训时间为3－5天，有经验的访调员如果只需接受

调查问卷内容方面的培训，则只需要3天。对于其他所有访调员，建议延长培

训时间。

39.  所有培训应该尽可能由同一培训小组承担，以保证同一期的访调员

和不同时间及地点的不同访调员均获得标准的培训。为降低成本、支持地区培

训，培训可以分散、分级进行。但是，这种成本上的利得与分散或变化不定的

培训的弊端相比，得不偿失。

40.  如果在数据收集期间能够进行，则强烈建议开展辅助培训。建议最

好在世界卫生调查中期的某个时候进行。辅助培训可以审查数据收集的各个方

面，重点放在复杂而有难度的工作上或访调员未能充分遵循的准则上。这样的

辅助培训有利于对已经完成的工作量以及积极的方面进行反馈，包括监督人员

和中心调查小组向访调员进行反馈，以及访调员向监督人员和调查小组进行反

馈。

41.  培训方法应该包括尽可能多的访谈角色扮演（每个访调员应该至少

扮演一次）。这种方法有助于更加有效地模仿访谈技巧。为使角色扮演更加有

效，在培训之前要准备好不同的书面材料，这样，就可以说明访谈的不同分支

结构、所允许的解释的特性以及在对难对付的受访者进行访谈期间预计会出现

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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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除角色扮演外，在开始真正收集数据之前，至少应该有一次机会对访

谈小组以外的真正受访者进行访谈。在培训期间，练习性访谈应该尽可能录音

或录像以便进行复习和反馈讨论。如有可能，鼓励世界卫生调查参与国制定与

世界卫生组织的录像类似的标准培训录像。每次角色扮演或练习性访谈之后均

予以反馈。

43.  应该为所有访调员提供培训材料，用作参考资料。提供的所有材料在

培训期间均进行全面温习，并将相关的部分翻译成该国使用的各种语言。

44.  培训的内容应该包括以下方面：

•  管理问题；

•  实地工作计划；

•  温习提供的所有材料；

•  接触程序、同意表和机密性。

访谈应包括：

•  实地访谈程序；

•  实地监督和报告程序；

•  调查小组的组成以及小组成员的职责。

培训的评价

45.  应该在各级进行培训评价。对访调员进行评价以便确定这些访调员是

否具有有效访谈的能力以及他们需要何种支持。反过来，访调员可以对培训以

及培训工作者进行评价。在数据收集开始时和在实地工作结束时，应该进行持

续评价。

46.  中心调查小组必须对监督人员进行类似的评价。值得一提的是，培训

的性质必须保持与监督人员应该完成的任务相一致，例如把拒答转换为愿意回

答、对所选的访谈进行反复核实以及对访谈内容进行编辑。在培训期间应对这

些程序起草详细的协议，并做出清楚的说明。

47.  培训结束时可以对访调员进行正式评价，为合格的访调员颁发某种形

式的证书。该项事宜由各国自行决定并实施。

E.  调查的实施

48.  无论是从后勤管理还是从其他方面来看，计划和管理调查的实施都是

一项复杂的任务。需要做好充分的准备、安排以及在实地的各种力量的调度，

从而获得理想的样本。从策略上看，调查实施是确定调查数据质量优劣的关键

因素。因此，注意实际调查的实施质量以及对此进行监测是非常重要的，这

样，在实施的过程中就可以解决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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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十.3

培训程序综合概述清单

•  培训期数

•  培训天数

•  哪些人提供培训，他们在培训和卫生调查领域拥有哪些专门知识？

•  使用了何种文献？

•  实践部分：实际场景中角色扮演的情况

•  培训中遇到的问题

•  对培训的评价

49.  在整个过程中，在实地展开调查的方式是确定质量的一个步骤。各国

对调查进行周密而有力的统一组织将有助于保证质量。每一步（即印刷调查问

卷、制作样本清单、登记主题、派遣访谈小组、在实地展开日常监督、编辑调

查问卷等等）均应该仔细计划并加以审查，以确保质量。具体的做法是：

(a) 每一个调查小组都应该制定中心调查实施计划以及任务日程表，明确

列出调查后勤工作的细节。该计划应确认对某一特定地区的某一部分

确定样本进行一定数量的电话访谈（包括回复电话）需要多少访调员

及其成功率。同时，应该考虑到预计的非答复率和不完整的访谈以及

调查小组在当地的存在。

(b) 每一个调查小组应该拥有一名监督人，负责监督和协调访调员的工

作，并提供现场培训和支持。世界卫生调查的监督员和访调员间的理

想比率视国家和地点的不同，变化范围在1:5到1:10之间。

(c) 监督人应该在工作日开始时与访调员一道展开日常工作，一天结束的

时候检查工作结果。在检查中，访调员将向监督人介绍其访谈过程和

结果。监督人必须检查完成的访谈，确保访调员对各住户家的受访者

做出正确选择，并确保调查问卷既完整，编码又准确。

(d) 世界卫生调查每个参与国的调查中心都应该记工作日志以监测调查工

作的进展。日志应记录以下内容：

•  能联系上的受访者人数、已完成的访谈和未完成的访谈；

•  答复、拒答和无联系率；

•  回访数和访谈结果。

必须掌握每个访调员的信息，以确保其工作得到监督人的持续监测。可以使用

访调员数据库以便提供个别反馈，同时对未来的雇用人选做出决定。

(e) 各国应在世界卫生调查开始阶段展开试验调查。该试验调查应该持续

一到两周的时间，作为正式调查的排练。试验样本的50%须由另一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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访调员重新访谈，以证明访谈应用的稳定性。试验阶段应该得到批评

性评价，并与世界卫生组织进行讨论。试验所得数据应迅速进行分

析，以发现任何特别的实施问题。由于调查中所使用的工具在试点之

前本已经过广泛的事先试验，试点试验的目的在于找出语言和可行性

方面存在的小问题，使真正的调查阶段得到更好的规划。同时在调查

中还要使用跳跃方式发现明显的特别错误。从试点得到的反馈将纠正

这些错误，并进行微调。与世界卫生组织协商后，应开始正式研究。

(f) 应该意识到印刷和调查问卷实际整理的有用性（例如，旋转装置的彩

色编码和答复卡片的分层）。所有参与国均应向世界卫生组织寄送一

份印制的文件。

(g) 根据世界卫生调查的合约规定，监督人员或其他小组应该对10%的受

访者进行随机检查，这种检查可以通过电话进行，也可以当面进行，

以确保初始访谈恰当正确。复查访谈应涉及基本的人口统计学信息以

及初始访谈中没有收集的信息。

(h) 根据世界卫生调查的合约规定，随机抽查10%的全部受访者样本，由

另一访调员在第一次访谈后的7天内进行第二次访谈，这样即可评估

调查问卷的可靠性（再检验的受访者不应是上述第（8）条所述的复

查的受访者）。

(i) 应对答复率进行持续的监测，每个中心应该采取各种策略提高调查的

参与程度，减少非答复率。例如，可以通过电视、广播、报纸或地方

媒体渠道发布公告，也可以寄信或卡片给参加者，向地方卫生工作者

谋求帮助，实施鼓励参与的机制，与地方传统当局或其他公认的当局

举行谈判等，这些都是可用来最大限度提高答复率的公关手段。个别

中心也可使用特别的方法。

(j) 每项调查均旨在获得最高答复率。世界卫生调查合约规定要求总体答

复率至少是75%，但这并不意味着在调查实施中停留在75%的水平上，

这只是指根据许多国家过去的调查，世界卫生调查合作者一致同意的

最低可接受标准。在许多情况下，世界卫生调查答复率一直很高，答

复率可随国家的不同而不同，可以和该国其他调查的答复率进行比

较。在计算答复率时，所有国家均应使用完整访谈的相同定义。在数

据整理程序中使用了一种算法，以确定根据一组关键变量进行的访谈

是否完整。

(k) 回访：根据世界卫生调查的规定，调查小组应该进行10次回访（包括

打电话，留下便条或卡片说明访调员访问过）。回访的平均数取决于

答复率，每个中心应该检查每次追加回访的收获，与世界卫生组织就

该国的回访数是否充分进行协商。

(l) 调查实施严重依赖手头的资源。每项调查都应当在该国范围内进行评

估。非常有必要比较各项调查同该国的其他可比调查。在评价中应考

虑到地方风俗和传统。在有关对质量的影响方面，用较少的访调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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较长的研究期限内做更多的访谈，还是用较多的访调员在较短的研究

期限内做较少的访谈，应在两者之间进行权衡。

表十.4

调查实施情况审查一览表

试验调查

•  试验在何地展开？

•  为试验提供了何种培训？

•  数据输入中是否存在数据问题？

•  数据分析：查看结果；遇到了何种问题？

•  试验中是否发生了方法上的变化？

•  在翻译方面是否因试验发生了变化？

真正的调查

•  访调员、监督人员和中心协调员的人数：

•  如何进行监督？反馈

•  后勤安排：

•  差旅：到达住户的方便程度如何？乘坐何种交通工具？

•  小组的组织

•  联系程序：

•  联系受访者的方便程度如何？

•  访问过几次？

•  拒答率如何？拒绝接受访谈的主要原因是什么？

•  访调员的报酬

•  同意书的签字和记录（作为调查问卷的一部分或单独一页）

•  监督者的实地检查程序

•  集中检查的程序

•  把调查问卷送回中心办事处和安全性

•  对调查问卷的最终检查和纠错程序

•  检查程序和监督

每周调查情况报告

•  评估访谈过程

•  审查答复、拒答和不联系的比例：保证答复率

•  监测结果并保证收集了数据



  调查中的质量保证：标准、准则和程序  187

核查记录

•  联系（已经取得的联系/试图进行的联系）的次数是否有详细记

录？

•  每个访调员所做的访谈中是否有至少10%得到了核查，以保证部

分答案保持不变（年龄、学历和住户组成），并保证确实进行

过访谈？

•  检查已经做过的访谈数和访谈日程安排的规划

•  核实完成的访谈和拒绝访谈的最终结果编码已经合理分配

•  检查知情同意书是否签署

从调查问卷和数据输入程序分离出的所有标识信息

对待采取的行动提出建议的报告草案

F.  数据输入

50.  调查的持续产出就是数据，重要的是要准确而及时地获取数据。世界

卫生调查数据输入过程是经过规划的，这样，就可以立即输入地方数据并进行

集中协调。在收集到数据以后尽快将它转移到计算机媒体非常必要。任何错误

一经发现，都可以在实地调查过程中予以处理。

51.  下面的图十.2描述了世界卫生调查中的数据流以及与该数据流有关的

质量保证步骤。右方列示的是在国家一级完成的任务，左方列示的是在世界卫

生组织完成的任务。

52.  访谈结束后，采取以下步骤：

•  数据输入开始前，监督人检查调查表。

•  使用世界卫生组织数据输入程序进行数据输入（或者数据采集/登

记）。该程序检查范围（例如允许的答复变量范围），保证相关代码

的逻辑一致性（例如，疾病持续的时间不得超过一个人的年龄，男子

不可能患有妇科疾病等）。

•  进行第二次数据输入，目的在于发现录入错误以及偶尔漏掉的问题。

•  使用email、CD-ROM或磁盘等方式，将数据分批发给世界卫生组织。

•  一旦世界卫生组织收到数据，各种程序便开始检查是否有不一致的地

方、遗漏值、标识号问题或试验/二次试验的情况。这些程序生成的报

告将返还各国。另外，从现场国家获得的纠正信息应当应用于数据。

•  数据分析者检查数据的代表性、基本描述统计量和异常值。代表性通过

比较实际样本的年龄–性别分布与预期人口分布进行检查。基本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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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计量用来确定答复的分布并确定偏态分布、怪异的结果和异常值。

•  世界卫生组织把反馈发给各国，如有必要，各国将根据反馈提交校正的

信息和/或解释。

图十.2

数据输入和质量监测过程

53.  有关数据输入的重要质量问题：

•  数据输入应使用数据输入程序进行，该程序具有质量检查特征。因此，

使用不含这些特征的其他程序可能有不利之处。

•  填好的访谈表应该由监督人检查，然后开始数据输入工作。

•  除负责的小组成员外，其他人员不得使用数据输入程序，这对数据保密

十分必要。　

•  需要两次数据输入，以避免数据的录入或编辑错误。在第二次输入完成

后，数据输入程序确认数据输入了两次。

•  各国在输入标识号（ID）时应该非常仔细。有效的标识清单将送交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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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程序拥有检查和的数字，以确保标识编码的正确输入。使用正确

的标识对再检验情形尤其重要，因为标识用来匹配检验个案与再检验

个案。

•  数据应定期提交世界卫生组织，譬如，可以每天或每周提交一次。

•  一旦世界卫生组织从各国获得数据，随着数据收集的继续进行，对数据

进行检查，并向各国提供反馈。

•  使用一定的规则保持有关数据的完整和准确，例如，对数据进行检查从

而确定同一位受访者是否被利用了两次，并确定漏失数据的数量。

54.  确认信息与调查问卷分开，一旦输入信息，数据输入程序将保密信息

保存在一个单独的文档。各国有责任对信息保密。如果通过互联网传送数据，

要通过加密保证数据的安全。

数据输入的评价

55.  应该对以下各个方面进行认真监测和审查（见表十.5）：

•  数据输入人员的人数及其培训；

•  每人每天输入的表格数，包括错误率；

•  数据输入的检查程序和监督；

•  实地访谈完成和数据输入之间的时间间隔；

•  已完成的访谈提交世界卫生组织的数量和频率以及在发送数据方面遇到

的问题。

56.  在计算机辅助的访谈中，由于在访谈的过程中就可以输入数据，所以

数据输入方面的一些问题就会减到最少，但是，这些计算机程序要求安装检查

工具，以便确保利用跳转和转移规则正确实施访谈，同时保证输入规定范围内

的相应数据。

G.  数据分析

57.  在对世界卫生调查数据进行实质性数据分析前，应对数据质量进行大

量的系统检查。这些检查的汇编被称为“世界卫生调查量度”，提供了数据质

量的综合指数。

58.  调查量度的要素：

•  完整性，包括答复率（考虑到某些住户的合格性可能是未知的，在这种

情况下，须对合格的住户比例做出估算。如果把这样的住户从答复率

的计算中剔除，则需对这些住户没有合格受访者这一假设做出合理清

楚的说明）和不完整的调查问卷或未答题项。计算出全体受访者每一

题的漏失数据频率以及每个受访者在全部题项层面的漏失数据频率，

这有助于发现调查实施的问题，尤其是调查问卷中有问题的题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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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十.5

数据输入过程一览表

•  数据输入人员是哪些人？

•  数据输入人员的完成率和错误率如何？是否有数据输入人员需要接

受再培训？

•  观察数据输入过程。记录分配给每一个访调员的调查问卷数所使用

的是何种系统？

•  讨论数据分析和数据质量矩阵的计算以及对更多支助的需求

•  调查问卷

从每个访调员处选择若干完成的调查问卷并检查：

•  调查问卷删除了姓名

•  调查问卷没有封面

•  住户名册是随机的，而且按要求完成

•  字迹清晰整洁

•  正确地记录了选项（例如，圈出了选项，而不是打勾号，加下

划线或打叉号）

•  应当回答的开放式问题已经回答

•  逐字记录了开放式问题

•  问题正确地跳过

•  应由妇女回答的问题只由妇女回答

• 两次输入数据。

• 使用数据输入程序：

•  核实数据的保密性和安全性

•  数据是否两次输入？

•  根据硬拷贝检查数据库中的编码

•  检查范围、一致性、路径及其他错误

•  检查漏失数据的数量

• 样本离差指数（SDI），用来衡量样本在代表性方面与目标人口的偏差

程度。如果该测量显示偏差很大，那么，需分层进行分析。样本离差

指数可以使用卡方统计进行正式评估。如果对某些关键子群体的抽样

故意高出既定标准，则应该考虑到这一问题，以便按照故意过多抽样

系数调整样本离差指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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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靠性，用来表示对不同时间、不同访调员的同一受访者使用相同测量

工具所得结果的重复性。该分析使用了在50%的试验访谈和10%全体样

本中采用的检验/再检验协议。

• 与外部有效数据进行比较，与其他调查结果比较，比如与普查、调查和

服务数据以及私营部门和公共部门的数据进行比较。

59.  这些量度将在下一部分另作详述。数据处理在国家一级进行，原因是

国家可提供必要的能力，并且在世界卫生组织总部进行。

60.  进一步的国家级数据分析对于保证结果的有效利用十分必要。世界卫

生组织总部和区域办公室将确定在数据的全面分析方面需要支持的国家，并制

定提供这种支持的机制。

数据分析评价

61.  此方面的评价需要讨论该国是否具备进行分析的技能，以及需要多少

支助或该国可以向其他国家提供多少支助。

H.  质量指标

62.  利用指标概括质量保证是有用的。这些指标以后可以用来评价影响

调查质量的其他关联因素，这样就完成了质量循环。据我们了解，在综合措施

中，还没有提出一套系统的指标用来监测和报告调查的质量。世界卫生调查使

用下文所述的一些可计量指标以及在同行审查过程分阶段进行的定性评估（即

质量保证报告）。

63.  总体看来，任何住户调查容易出现两种误差：抽样误差和非抽样误

差。抽样误差的出现是因为调查是在整体样本的基础上进行的，而不是在全部

整体的基础上进行的。抽样误差受到了样本规模、总体中很多方面发生的变异

以及样本设计其他方面如分层和类集效应的影响。另一方面，非抽样误差受到

了诸如调查项目概念的特性、抽样标架的准确性和完整性、实地实际选择程序

与预定样本设计之间的一致程度以及调查实施误差等方面的影响。上述最后一

个因素产生的问题有：调查问卷设计不当，访调员在提问时出错以及答复错误

或回答时报告错误、数据输入错误和其他处理错误、不答复或估算方法不正

确。下文中论述了一些对测量和量化有益的非抽样误差。

64.  在监测调查数据的最终结果时，目前使用了以下标准指标用于监测世

界卫生调查的数据质量。

1. 样本离差指数

65.  样本离差指数（SDI）24 显示了样本中年龄和性别各层在独立来源的

人口数据中的比例，而独立来源的人口被假定为是标准的。世界卫生调查使用

了联合国人口数据库作为独立的来源，但是也可以使用其他更新的可靠人口数

据来源。样本离差指数是样本数据质量在代表性方面的一个指标（即该样本多

24 在SDI = 

中，a = 年龄组，指数是年龄

组中的样本与年龄组中的人口

的比率，其来源是联合国人口

数据库或其他最新的来源，如

该国的普查。该指数说明样本

在年龄或性别分布方面代表的

人口数量，可以用卡方或pi-

star同质性检验进行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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么恰当地代表了整个人口）。比率1显示调查样本符合某一年龄或性别群体的

特征，而大于1或小于1则表示该年龄或性别群体的抽样过多或过少。

66.  由于抽样误差，在调查中很难得到预期值1（最理想的代表性）。图

十.3列示其中一项调查的样本离差指数，说明代表年轻群体的样本少而代表年

长群体的样本过多，特别是代表年长男子的样本过多。

图十.3

样本离差指数

2. 答复率

67.  答复率说明所选样本中的访谈完成率，即在有资格纳入调查的个人或

住户中完成访谈的数量（如果选定的“住户”最后被发现是空房子，则该“住

户”被视为不合格）。该指标显示了调查在获得理想的100%答复率方面的表现

有多好。最低可接受的答复率为60%，而世界卫生调查要求答复率起码为75%。

3. 漏失数据率

68.  漏失数据率被定义为在访谈受访者时漏失题项的比例。世界卫生调

查通过衡量对题项的答复未达到最低规定的人的比例（例如，住户面对面访

谈为10%）来确定访谈的质量，从而也确定有资格的受访者不予答复率居高 

（5%以上）的问题项。

4. 检验–再检验访谈的可靠性系数

69 .  检验–再检验访谈的可靠性系数说明访谈在两种情况下的响应变

异性方面的稳定性。这种系数被计算为随机纠正的一致率（即持续变量的

分类和组内相关系数卡帕统计）。该项指标指的是调查中某个给定的项/问

题在重复访谈时产生相同结果的概率如何。一般说来，大于0 .4的分值被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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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是可接受的；大于0 .6的分值被视为良好，而大于0 .8的分值被视为极佳 

（Cohen,1960年；Fleiss,1981年）。

70.  在抽样过程中产生的数据误差方面，调查质量的主要指标对调查的

每个关键统计量来说都是估算的标准误差。它显示抽样误差围绕某个给定估算

值的估计范围（例如，加减3%）。如有可能，就计算多级类集样本的有关量度

和设计效果系数，该系数是实际样本的方差与相同规模假定简单随机样本方差

的比率。由于大型调查因费用（包括交通费）问题，真正简单随机样本不切实

际，所以，常规的做法是为了与随机样本进行比较，计算抽样方差（标准误差

的平方）（Kish,1995年b）。对于世界卫生调查的有关指标而言，设计效果介

于1–6之间一般被视为可接受的数值。

I.  国别报告

71.  质量保证的一个重要特点与报告数据方面的最终产出有关，原因是调

查在下述方面产生了影响，即它对我们的知识基础和进一步的政策方针的提供

具有附加值。正确的报告显然与世界卫生调查与国家需求的关联性密切相关。

世界卫生调查结果将在许多不同类型的报告中公布，即：

(a) 世界卫生调查每个参与国的国别报告：

(一) 为决策人士和公众提供执行摘要；

(二) 为研究人员或其他科学部门用户提供详细报告；

(b) 有关特定问题的区域和国际报告。

72.  国别报告［上文第71段第（a）项］的初始模板包括：

•  导言，包括（例如，驱动政策制定的信息和有关卫生系统的信息）；

•  调查实施的讨论（例如，包括调查描述、抽样方法、培训、数据收集和

处理、质量保证程序、调查量度描述）；

•  调查结果和政策影响概述（例如，应包括卫生系统的投入、人口和住户

特征、卫生干预的覆盖范围、人口健康、卫生系统的响应力；卫生支

出）；

•  结论：针对卫生政策和监测该国千年发展目标的特别建议。

73.  将与各国、区域办事处和其他相关各方相互合作，进一步完善所述模

板。

74.  应通过媒体、研讨会和其他活动明确制定国别报告的宣传策略。有必

要在政策辩论中让不同的利益相关者使用从调查中所得的信息。

75.  各国应该为编制国别报告负主要责任。世界卫生组织将帮助提供基本

的数据和技术支持及工具，与编制小组一起编写和讨论这些国别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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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6.  世界卫生调查在获得有关人口卫生和卫生系统的信息方面起重要作

用。这些因素包括卫生系统工作评价框架的许多要素。另外，调查提供有关其他

方面的详细信息，如特别的危险因素、卫生系统的功能、特殊疾病流行病学和

卫生服务。因此，从世界卫生调查数据中获取最好的信息价值是非常重要的。

77.  一些国家可能也想使用世界卫生调查数据进行国内分区分析。在大多

数情况下，这可能需要更大的样本规模。换句话说，世界卫生调查数据可以和

其他数据来源，如普查和其他调查一起使用。

78.  从长远来看，世界卫生调查的模块结构预计能将有关卫生和卫生系统

的各种调查合并到某个单项调查中。

国别报告的评价

79.  数据分析和国别报告的起草是调查工作的高潮阶段。报告的质量和讨

论结果的方式将决定以后几轮调查的实施方式，并决定结果对该国政策制定和

监测的影响。

J.  实地访问

80.  世界卫生调查参与国事先清楚他们在实施世界卫生调查和质量保证

程序方面应该做哪些工作。记录这方面的实地工作是非常重要的。为实现这一

目标，世界卫生组织将聘请独立的质量保证顾问，这些顾问将到每个国家进行

实地访问。这些实地访问实际上是调查实施过程中的一项外部同行审查，将单

独记录对质量保证标准的遵行情况。实地访问还将提供机会发现调查过程中问

题，尽早解决问题。国家小组和质量保证顾问将按照世界卫生组织的准则一道

对总体调查质量做出分阶段评估。

81.  质量保证是一个过程，不可能只被视为实地访问的单一活动。质量保

证顾问和国家调查小组之间的关系可以被看作是由三个阶段组成的长期过程：

实地访问之前、之中和之后。

82.  实地访问之前，各国和质量保证顾问应编写访问文件，文件涉及本份

文件概要介绍的世界卫生组织质量保证准则的基本格式，并包括实地访问清单

的所有方面。这份文件还将包含有关实地、调查机构、抽样设计、本地专门知

识、本地使用的工具和培训包以及世界卫生调查国别报告的模板等所有背景信

息。没有提供的资料将在实地访问期间提供。

83.  世界卫生组织总部的国家官员以及质量保证顾问将与国内的主要调查

员或主要调查官员直接联系，使得质量保证过程成为调查实施过程的有机组成

部分。这将有助于在调查中建立质量保证文化。质量保证过程的目的不在于审

计或管制，而在于通过提供帮助和支持保证世界卫生调查的质量。

84.  为使实地访问取得最好的结果，实地访问应安排在培训结束和数据收

集开始时。实地访问将重点放在调查过程的方方面面，也就是说，发现问题，

提出解决办法，熟悉地方情况，提供支持，建立长期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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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5.  质量保证顾问（QAA）在访问各国时，其职责是发现问题并调查实施

中的实力。他们的主要任务是审查该国使用的世界卫生调查实施过程，并发现

同预期质量保证标准有无偏差之处。顾问们对这种偏差是否重要以及如何纠正

这些偏差做出的判断非常重要。质量保证顾问还应该通过与世界卫生组织总部

进行讨论直接提供支持，或安排其他实体提供相关支助。

86.  质量保证顾问将根据结构清楚的清单进行评价，该清单将涵盖按主次

顺序排列的各个步骤。评价应该包括对“调查量度”（只要在实地访问时已经

输入了一些数据）进行的分析，其中包括数据质量指标。

87.  将与各国调查小组和世界卫生组织一起进行质量保证评价。各国事先

应该明确他们在质量保证程序方面应该做的工作。

88.  实地访问报告编写完成之后，应编制世界卫生调查国别报告，该报告

是实地访问和国家支持的最终产物。实地访问时就应该着手起草国别报告，并

探讨特别的编制策略，包括如何使用政策拟定方面的结果。

K.  结论

89.  质量保证是调查实施中的核心问题。在调查的每个阶段都有必要而且

有可能确定质量保证机制。如果这些机制在操作层面上进行了界定，那么，这

些机制就可以得到度量，也就可以监测整个调查的质量。

90.  质量保证要求实施调查的人员转变观念，因为每一阶段的审查和评估

都是硬性规定。

91.  在整个调查过程中持续进行质量指标评估很有必要。这个过程不应

仅被视为后续过程，还应用于通过发现问题和正确解决问题进行必要的中期纠

错。生产过程中的这种重要的持续质量改善或总体质量管理应纳入所有调查。

92.  由于现在可以使用电脑工具，所以就可以开发调查管理和跟踪系统，

对调查过程进行持续跟踪，这有助于提高数据的信度。

93.  在定性报告和定量指标（即样本离差指数、答复率、漏失数据比例

和检验–再检验的可靠性）方面以系统的方式记录关键问题（如关于调查实施

和培训等的问题）是非常重要的，以便为数据用户提供有关调查质量的重要信

息。

94.  质量保证过程的预期结果是产生能够获得优质数据的调查。这样，调

查结果可以记录为有效、可靠和可比。

95.  这些质量保证程序的持续实施将为容许的国际数据采集工作确定标

准，监测这些标准的方法将继续不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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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章

巴西调查非抽样误差的报告和补救：目前的做法和未来的挑战

Pedro Luis do Nascimento Silva

国家统计学学校/巴西地理和统计研究所（统计学校/地理统计所） 

巴西，里约热内卢

摘    要

本章讨论巴西非抽样误差当前一些报告和补救的做法，其中考虑三类误

差：覆盖误差、不答复和测量与处理误差。它还确定致使难以集中精力注意非

抽样误差测量和控制的一些因素。此外，它还确定最近一些可能有助于使情况

改观的倡议。

关键词：调查过程、覆盖、不答复、测量误差、调查报告、数据质量。

A.  导言

1.  适用于某种未知目标数量（或参数）统计或估计的误差概念必须界

定。它指的是估计数（如Ŷ）与所有误差源消除情况下将会得出或报告的理论

上“真实参数值”（如Y）之差。或许正如有人认为的那样，一个更好的术语

将是偏差[见Platek和Särndal著作中的讨论（2001年，第5节）]。不过，术语

误差已经非常根深蒂固，因此我们不应尝试避开它。这里我们关注的是调查

误差，也就是说基于调查数据的估计的误差。根据Lyberg等人（1997年，第

13页），“可将调查误差分解为两大类：抽样和非抽样误差”。使用现代术语

讨论调查误差是数据质量更广泛的讨论的组成部分。

2.  为说明该概念，假设某项调查中报告的某个人口群的平均月收入的估

计数是900美元，而且从全数调查获得而无报告和处理误差的这一人口群成员

的实际月平均收入是850美元。那么在本例中，估计误差将是950美元。一般来

说，调查误差是不被人觉察的，因为真实的参数值是不被人觉察的（或无法觉

察的）。至少统计估计数抽样误差可被观察到的一个例子是计算机记录的抽样

提供的误差，其中估计数与利用完整数据集计算的值之间的差在需要的情况下

可以计算。普查记录的公开使用样本提供实际应用的一个例子。在巴西，自

1970年以来，这种类型的样本是从普查记录选出的。不过，像这样的情况属于

例外而不是通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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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抽样误差指基于样本调查的估计数与普查利用相同测量方法进行时将

会得到的相应人口值之差，并“由通过观察样本而不是整个人口群所造成” 

（Särndal、Swensson和Wretman，1992年，第16页）。“非抽样误差包括影响

调查的所有其他误差”（同上）。在包括普查在内的所有种类的调查中，非抽

样误差都能发生而且确实发生。在普查和采用大型样本的调查中，非抽样误差

是人们必须关注的主要误差源。

4.  调查估计可能出现两类误差：偏倚误差和变量误差。偏倚指影响调查

估计数预期值并且使它偏离目标参数实际值的误差。变量误差影响调查估计数

在调查过程潜在重复中分布的分散程度。关于抽样误差，利用适当的抽样程

序、样本容量和估计方法，通常可避免偏倚或者可使偏倚忽略不计。因此，散

布是抽样误差分布的主要方面，应加以考虑。说明这种散布的一个关键参数是

标准误差，即抽样误差分布的标准偏差。

5 .  非抽样误差包括两大类误差（Särndal、Swensson和Wretman，

1992年，第16页）：“不观察引起的误差”和“观察中的误差”。之所以产生

不观察引起的误差，原因是不能从目标人口各组成部分获得所需的数据（覆

盖误差）或不能从所选样本各部分获取所需的数据（不答复误差）。覆盖或

框架误差指调查框架中调查单位的错误包含、遗漏和重复，导致目标人口的

覆盖过度或不足。发生不答复误差的原因是没有从为调查选定的单位获取数

据。观察误差可分为三类：设定误差、测量误差和处理误差。Biemer和Fecso 

（1995年，第15章）将设定误差界定为下述三种情况下发生的误差：“(1) 调

查概念不可计量或界定不明确；(2) 调查目标未适当具体规定；或(3) 收集的

数据与规定的概念或目标变量不相对应”。测量误差涉及在数据收集后所观察

到的调查问题和变量的值不同于利用理想或金本位测量方法将会获得的对应的

实际值。处理误差是在处理所收集的数据的过程中发生的误差，即在调查数据

的编码、键入、编辑、加权和制表过程中发生的误差。所有这些类型的误差在

B节的各分节中论述，但设定误差除外。我们不讨论设定误差并不是说它们不

重要，只是因为这些误差的讨论和处理在巴西还没有完全确立。

6.  对非抽样误差分类的其他办法在联合国手册（见联合国，1982年）中

讨论。在有些情况下，不答复、覆盖面与测量误差之间没有明确的分界线，就

如在一次多阶段住户样本调查中在一个接受调查的住户中遗漏一个住户成员时

那样：这是测量误差、不答复误差还是覆盖问题？

7.  非抽样误差还能划分为非抽样方差和非抽样偏倚。如果使同一样本在

相同的基本条件下经受调查过程的假设性重复（联合国，1982年，第20页），

非抽样方差计量调查估计数中的差异。非抽样偏倚指产生于调查过程和调查条

件的误差，而且，这种偏倚产生的调查估计数的预期值不同于实际参数值。

作为非抽样偏倚的一个例子，假定人口群中的个人倾向于将其收入平均低报

30%。然后，不管抽样设计和估计程序，在无任何外部信息的情况下，平均收

入的调查估计数将比人口群成员平均收入实际值平均小30%。本章的多数讨论

论述非抽样偏倚的避免或抵消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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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近年来，样本调查中的数据质量问题日益受到注意，若干倡议和出版

物论述该专题，包括若干次国际会议（见D节）。遗憾的是，讨论仍主要限于

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和转型国家很少参与和做贡献。这是在审查在这些不同

会议和倡议后发表的议事录和出版物后得出的主要结论。不过，在杂志《转型

中的统计学》上对于转型国家的调查最近也就这一专题发表了几篇论文（Kor-

dos，2002年），但是这份杂志在发展中世界的图书馆订阅范围似乎并不广。

9.  关于抽样误差，存在着一种统一的测量和估计理论[例如见Särndal、

Swensson和Wretman（1992年）]，它得到作为调查实践方面抽样标准的概率抽

样方法和技术的广泛传播的支持（Kalton，2002年），而且还得到使得这一理

论能实际应用于实际调查的标准通用软件的支持。如果恰当地抽取和收集样

本，调查估计的抽样可变性的估计数就相对易于计算。发展中国家和转型国家

的许多调查已经在这样做了，尽管这种做法仍远未成为一种强制性的标准。

10.  不过，此种变异度量的传播和分析仍远远落在后面。在许多调查中，

抽样误差估计数既不计算也不公布，或只针对少量选定的变量/估计数做出计

算/公布。一般来说，它们不能用于大多数的调查估计，因为它涉及大量计算

业务。虽然这可能使得外部用户难以评估所关心的某种特定变量的抽样变异程

度，但有可能通过将它与估计了标准误差的一个类似变量作比较而估定它的数

量级。关于调查估计的评注往往忽略估计的可变程度。例如，1980年开始的巴

西月劳动力调查（巴西地理和统计研究所，2002年b）计算和公布根据调查估

计的主要指标的变异系数的月估计数。不过，不为连续月份或隔年月份间此类

指标之差计算标准误差的估计数。然而，每月连同估计数公布的多数调查评注

是关于变动情况（月指标的变动）。只是到了最近，才为内部分析计算变化估

计数标准误差的估计数[见Correa、Silva和Freitas（2002年）]，而且这些估

计数尚未经常提供给调查结果的外部用户使用。在估计数“复杂”时也是这种

情况，按季调整的一系列劳动力市场指标就属于这种情况。

11.  如果有关抽样误差的情况远不理想，其中理论和软件都能广泛利用，

而且抽样文化已广泛传播，发展中国家住户调查和其他调查的非抽样误差的处

理则更加不发达。缺乏广泛接受的统一理论[见Lyberg等人（1997年，第十三

页）；Platek和Särndal（2001年）；以及随后的讨论]，缺乏用来汇编关于非

抽样误差部分的信息和估计它们参数的标准方法，以及缺乏承认测量、评估和

报告这些误差重要性的文化，都意味着非抽样误差及其测量和评估在发展中国

家或转型国家进行的调查中受到的关注较少。这不是说发展中国家或转型国家

进行的调查多数质量低下，而是强调我们对于它们的质量水平知之很少。

12 .  借助于关于发展中国家和转型国家进行的调查的非抽样误差测量

和控制状况的这种背景信息，我们进而讨论关于巴西经验的当前做法的状况 

（B节）。虽然局限于在一国（巴西）发现的情况，我们相信，鉴于关于这一

主题的文献稀缺，本次讨论对其他发展中国家的统计人员是相关的。然后，我

们再次从巴西调查实践的角度出发，表明发展中国家和转型国家今后改进调查

做法面临的挑战（C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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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巴西住户调查非抽样误差报告和抵消的现行做法

13.  在巴西，覆盖面广的主要定期住户抽样调查由巴西地理和统计研究所

（地理统计所）这一巴西中央统计研究所进行。为帮助读者了解这些调查的参

考资料，我们在表十一.1中列示它们的主要特点、覆盖面和时期。

表十一.1

巴西主要住户抽样调查的部分特点

调查名称 时    期                  人口覆盖面                       专题/主题

普查 每10年（最近一次

在2000年）

我国私人和集体住户的居民 住户项目、婚姻状况、生育率、死亡

率、宗教、种族、教育、劳动力，收 

入

全国住户抽样调查

（住户抽样调查）

年度，普查年除外 我国私人和集体住户中的居民，

北部区域农村地区除外

住户项目、宗教、种族、教育、劳动

力、收入和各种专题的特殊补充项目

月劳动力调查

（月劳力调查）

每月 6大都市区私人住户中的居民 教育、劳动力、收入

住户支出调查

（支出调查）

1974-1975、

1986-1987、

1995-1996、

2002-2003

2002-2003年度版全国；前两版

11个大都市区；1974-1975年度

版全国

住户项目、家庭收支

生活水平衡量调查

（水平调查）

1996-1997 东北部和东南部区域私人住户中

的居民

广泛覆盖有关生活水平衡量的专题

城市非正规经济调查

（非规经调）

1997 城市地区私人住户中介入非正规

经济的居民

非正规经济领域的劳动力、收入和经

营特点

1. 覆盖误差

14.  覆盖误差指调查人口单位覆盖不足或过度。目标人口中的单位从框架

遗漏并因而不能接受调查时，发生覆盖不足。不属于目标人口的单位列入框架

而且在抽样前无法将它们与合格单位分开以及在框架包括合格单位的重复时，

发生覆盖过度。覆盖误差也可能指不准确或过时的框架信息引起的调查单位在

阶层中的错误分类（例如，在一个住户因未占住而被排除在抽样过程外时，当

时在进行调查时住户实际上已被占住）。有关调查估计数的覆盖不足的损害性

通常比覆盖过度的大。我们没有办法重新找出遗漏的单位，但全域以外的单位

经常能在实地工作或数据处理期间认定并适当加以更正或调整；不过，全域以

外的单位造成每合格单位的调查成本增加。

15.  进行普查与进行抽样调查相比，覆盖问题经常被认为更加重要，因

为在普查中，不用担心出现抽样误差。不过，这是一种错误观念。在有些抽样

调查中，覆盖问题有时和抽样误差一样可能是个大问题，如果不是更大的话。

例如，抽样调查有时可能将某些难以到达地区或难以检查类别的单位排除在抽

样过程之外（从而给它们以零包括概率）。发生的原因可能有访问者安全（例

如，调查工作将涉及冲突或暴力高发地区）或调查成本（例如，前往部分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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访问费用高昂得难以负担或花时间太长）。如果目标人口群的定义不精确说明

此类排除情况，造成的调查将导致覆盖不足问题。此类问题可能使估计数发生

偏倚，因为被排除在调查人口以外的单位将往往有别于被包括在内的单位。在

调查打算覆盖此类难以覆盖的人口时，需要做出特殊规划来确保扩大覆盖范

围，以便将这些群体包括在目标人口中，或打算做出推测的人口中。

16.  在电话覆盖率低和文盲率可能高的国家进行的某些重复调查，出现

一个相关的问题，其中数据收集必须依赖于面对面的访问。当这些调查的访问

期短时，它们的覆盖面往往可能限于易于到达的地区。例如在巴西，月劳动力

调查（月劳力调查）只在6个都市地区进行（巴西地理和统计研究所，2002年

b）。它的目标人口的限制性定义是这种调查的相关性的主要批评源之一：由

于目标人口对于许多使用而言限制性太大，它并不提供关于该国其他地方就

业和失业演变的信息。虽然调查正确地报告它同生活在6个都市区的“调查人

口”相关的数字，但许多用户错误地解释这6个区之和的数字，好像它们同巴

西的整个人口相关。计划重新设计调查，以便在2003-2004年度处理这个问

题。类似的问题也出现在其他调查中，例如像1987-1988年度和1995-1996年度

巴西收支调查（覆盖面限于11个都市区）和1996-1997年度巴西生活水平衡量

研究调查（覆盖面仅限于东北和东南区域）。在巴西进行的主要的“国家”年

度住户抽样调查在较小的程度上也属于此种情况（巴西地理和统计研究所，

2002年a）。由于进入费用高得负担不起，这项调查不覆盖巴西北部区域的农

村地区。Bianchini和Albieri（1998年）更详细地讨论了在巴西进行的各种住

户调查的方法和覆盖面。

17.  其他发展中国家和转型国家的许多调查遇到了类似的问题，其中，国

家一部分难以到达地区的覆盖费用通常太昂贵。关于这个问题遵循的一个重要

规则是，基于调查的任何出版物应当清楚说明该项调查有效覆盖的人口情况，

并视情况说明排除在外的潜在相关分组。

18.  覆盖误差的度量不经常与调查估计数一起公布，以便允许外部用户在

它们的分析中独立评估覆盖问题的影响。这些度量可能只在每隔10年左右公布

普查数字时才提供，而且即使在这种情况下，也不将它们与前十年中进行的住

户调查的覆盖问题直接联系。

19.  在巴西，进行较全面覆盖面分析的惟一“调查”是普查。这通常通过

将查点后抽样调查与人口分析结合起来完成。查点后抽样调查（PES）的主要

目的是评估普查或类似调查的覆盖情况，尽管在许多国家应用中，查点后抽样

调查也经常用来评价调查内容。在巴西，2000年普查后的查点后抽样调查抽取

了大约1 000个查点区的样本，并且由独立的查点员小组检查抽取的样本，这

些查点员须与正规普查员遵循相同的程序。在收集查点后抽样调查数据后，进

行匹配以对正规普查数据中的对应单位定位。然后利用这种匹配活动的结果适

用双重制度估计法[例如见Marks（1973年）]，它产生覆盖不足的估计数见下

文表十一.2报告的数字。还可利用基于出生和死亡的行政记录的人口存量和流

量的人口分析来检查普查的人口计数并评估其覆盖程度。在巴西，这种做法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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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南部和东南部区域的某些州富有成效，这里的出生和死亡记录非常准确，足

以为此目的提供有用的信息。

20.  将查点后抽样调查普遍适用于普查覆盖面估计和分析的一个严重障碍

是它们的高成本。要使这些调查的结果变得可靠，必须仔细规划和执行调查。

此外，重要的是它们还提供在某种程度上进行分列的结果，不然，它们的有用

性非常有限。在有些情况下，不能获取进行此种调查所需的资源，而在另一些

情况下，普查规划者可能认为，这些资源用于改进普查作业本身将更合适。不

过，如不测量和检测关键问题在什么地方，进行改进如果不是不可能的话也是

困难的。查点后抽样调查帮助确定覆盖问题的关键源头，并能提供关于在今后

的普查中数据收集需要加以改进的方面的信息，以及可用来抵消损失的覆盖面

的覆盖面不足的估计数。因此，我们强烈建议在编制普查预算和规划期间，为

普查数据收集作业后立即进行的合理规模的查点后抽样调查留出所需的资源。

覆盖面的人口分析评估一般比查点后抽样调查的费用低廉，但它要求能同时利

用外部数据源和人口组成方法的知识。还有，在可能的情况下，还应为进行这

种分析编制预算和为其留出时间，作为主要普查评价作业的组成部分。

21.  在不论发达还是不发达的大多数国家，不为覆盖不足调整普查数字。

其原因可能是没有广泛接受的理论或方法可用来更正覆盖误差，或者来自查点

后抽样调查的覆盖不足估计数的可靠性不够，抑或政治因素阻止变更普查估计

数，抑或原因可能是这些因素和其他因素兼而有之。因此，来自普查数据公布

的人口估计的覆盖不足基本上未得到弥补。在有些情况下，关于普查覆盖不足

的信息（如有）可视为“机密信息”，而且可能不提供给一般用户查阅，其原

因是这样一种认识，即如果解释不当，此类信息可能损害普查结果的可信性。

我们建议不应采取这种做法，而是应公布查点后抽样调查的结果，或者提供给

相关的普查用户。

22.  以上讨论与调查人口的广泛覆盖有关。适当的覆盖评价这一问题对

于特别关注的分组人口而言甚至更为严重，例如少数民族或其他少数派，因为

查点后抽样调查所需的样本规模一般超出可加利用的预算资源。对于发展中国

家普查和其他住户调查中此类分组人口的覆盖率知之甚少。在巴西，自1970年

以来进行的每次普查的查点后调查都未能提供民族群体或可能令人关心的其他

分组人口的估计数。它们的估计数按大的地域（州）细分，限于住户和个人的

总体少计。2000年普查的覆盖不足估计的结果最近才出现（Oliveira等人，

2003年）。这里我们只介绍国家一级的结果，包括1991年和2000年普查的住户

和个人的遗漏率估计。覆盖不足率1991和2000年相似，2000年的总体比率略

低。对于改进巴西普查范围内进行的查点后抽样调查的建议一向是扩大覆盖不

足估计的范围，以包括相关的分组人口，如按民族或年龄组界定的那些分组人

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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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十一.2

从1991和2000年查点后调查获得的巴西普查遗漏率的估计（%）

覆盖类别 1991年普查 2000年普查

私人占住的住户 4.5 4.4

生活在私人占住未遗漏住户中的人 4.0 2.6

私人占住住户遗漏的总人数 8.3 7.9

资料来源：Oliveira等人（2003年）。

23.  表十一.2中的数字高于某些发达国家类似普查所报告的数字。遗漏率

显示了一个不能忽略的覆盖不足量。到目前为止，如绝大多数国家一样，巴西

公布的普查结果未对估计的覆盖不足做出任何调整。不过，后来对普查后公布

的人口预测作了此种调整。需要结合有关要使查点后抽样调查的估计数可用于

这一目的时所需的可靠性的讨论、规划和决定进行研究，以评估调整普查覆盖

不足估计数的潜在影响。

2. 不答复

24.  术语“不答复”指某些调查单位遗漏（单位不答复）、某些调查单

位在一轮或多轮集体或重复调查中遗漏（被动不答复）或甚至就调查单位内某

些变量遗漏（项目不答复）的数据。不答复影响每次调查，不论是普查还是抽

样。它还可能影响行政来源的用于统计生产的数据。多数调查采用某些作业程

序避免或减少不答复的发生。在调查的答复不是“随机答复”（重要的分组人

口组中的差别不答复）和答复率低时，不答复就更成问题。如果不答复是随机

答复，它的主要影响是样本规模减少引起的调查估计数的方差增大。然而，如

果调查参与（答复）取决于答复者和（或）访问者的某些特性和特点，那么偏

倚就是需要担心的主要问题，特别是对于不答复率较高的情况而言。

25.  Särndal、Swensson和Wretman（1992年，第575页）说：“处理不答

复的主要技术是加权调整和估算。加权调整意指增加在估计中适用于答复者

y值的权数以补偿由于不答复而损失的值……。估算意指用‘好的’人为值取

代遗漏值。”

26.  在三类不答复中，单位不答复是最难补救的类别，因为在调查框架和

记录中可用于该目的的信息通常极少。用来抵消单位不答复负面影响最常用的

补救方法是加权调整，其中答复单位将它们的权数增加以说明不答复引起的抽

样单位的损失；但是甚至这种非常简单类型的补救也不始终适用。波动和项目

不答复的补救经常通过估算进行，因为在此类情况下不答复的单位提供的一些

信息可用来指导估算并因此减少偏倚（见Kalton，1983年；1986年）。

27.  不答复有各种原因。一种原因可能是未联系上选定的调查单位，联系

不上的因素是需要及时进行调查，住户难以查点和答复者不在家。一种原因也

可能是拒绝合作以及没有能力答复或参加调查。在发展中国家进行的住户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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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因拒绝而造成的不答复率往往低下，这就像通过教育赋予公民权力的工作

开展不够一样，主要是因为潜在的答复者不太愿意和能够拒绝与调查合作；而

且较高的文盲率意味着多数数据收集仍利用面对面的访问进行，而不是采用电

话访问或邮寄调查问卷。这两个因素都有助于降低拒绝或不合作的比率，而且

这两个因素还都可能导致调查内部的差别不答复，受教育较多和较富的人更倾

向于变成不答复者。与此同时，答复或参与调查并不一定导致报告的准确性提

高；在许多情况下，较高的答复率实际上可能掩盖某些种类数据的故意误报，

特别是与月收入或财富相关的变量，原因是对政府官员不信任。

28.  发展中国家的普查受不答复影响。在巴西，普查使用两类调查问卷：

一种是短表，关于人口项目只有几个问题（性别、年龄、同户主关系和识字情

况），另一种是较大和较详尽的表，列有社会经济项目（种族、宗教、教育、

劳动力、收入、生育率、死亡率等），并且还包括短表上的所有问题。长表用

于通过每个查点区的住户概率抽样选择的住户。小城市抽样率较高（五分之

一）而普查年估计人口达到或超过1.5万的城市较低（十分之一）。普查中总的

单位不答复率非常低（巴西2000年普查约为0.8%）。不过，对于短表上的变量

（要求所有参加住户答复的那些变量，叫作全域组），未为不答复做出补救。

这有三个原因：首先，不答复率被认为相当低；其次，关于不答复住户的信息

非常少因而不能使补救方法变得有效；第三，在普查背景下没有天然的框架可

用于进行加权调整。由于头两个原因，以及还由于对在像这样的情况下进行的

估算所增大的偏见，通过某种类型的供体法估算遗漏的普查表的替代办法也不

非常受人欢迎，对于从普查内的样本得到的估计数，进行基于校准法的加权调

整，以便部分补救单位不答复。

29.  在有些抽样调查中采用了一种类似的办法。巴西的主要住户调查中

的两个——年度全国住户抽样调查（住户抽样调查）和月劳动力调查（月劳力

调查）——使用不具体的不答复补救法（见Bianchini和Albieri，1998年）。

对答复单位权数的惟一调整通过与大都市地区或国家级总人口的校准来进行，

因此它们不能补救例如按性别和年龄界定的人口组内的差别不答复。其原因大

都同作业考虑相关，例如很早以前开发的用于估计的专用软件的维护和所感受

的忽略不答复的简单性。两项调查都记录它们的不答复水平，但在载有主要调

查结果的出版物中未发布关于这个问题的信息。不过，提供了可以导出不答复

估计数的微数据文件，因为来自不答复单位的记录也包括在此类文件中，并有

适当的代码确认不答复的原因。月劳力调查最近作了重新设计（巴西地理和统

计研究所，2002年b），并开始至少利用一种简单的再加权法以补救发现的单

位不答复。进一步的发展可能包括引入校准估计量，它们将尝试更正关于年龄

和性别的差别不答复。不过，相关的研究尚处于早期阶段，其动机是这样的

观察，即不答复或许是失业率月估计数中轮流组偏倚的原因之一（Pfeffer-

mann、Silva和Freitas，2000年）。

30.  利用较先进的不答复调整法的一项巴西调查是住户支出调查（支出

调查）（1995-1996年度最后一轮，2002-2003年度一轮目前正在进行）。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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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调查利用再加权法和估算法的组合来补救不答复（Bianchini和Albieri，

1998年）。进行了权数调整以补救单位不答复，而供体估算法被用来填补在数

据收集和编辑处理后答案仍遗漏的变量或变量块。更加注意处理不答复问题的

动机是本项调查中发现的不答复率，较之一般住房调查的为大。鉴于调查类型

造成的答复负担大得多（访问住户至少两次，而且它们被要求在两周期间对费

用做出详细的记录），预期不答复率较大。调查方法的报告包括对不答复的分

析，但介绍主要结果的出版物未这样做。

31 .  然而在巴西进行的另一项调查即生活水平衡量调查（水平调查） 

——是世界银行生活水平衡量调查方案的组成部分——利用住户的替代以补救

单位不答复。在巴西，这种做法很少使用，其他主要住户调查都没有采用这种

做法。

32.  在对同一国内进行的各种调查进行审查后，出现的格局是没有一种标

准办法补救和报告单位不答复。不答复的方法和处理在各次调查间互不相同，

它成为所经历的不答复程度、调查坚持国际建议的情况和实施补救方法和程序

的所感受的需要和能力的一个函数。可用来改进这种情况的一个做法是定期编

写住户调查的“质量概况”报告。与试图将有关使用的方法和数据局限性的所

有可加利用的信息都包括在基本普查或调查出版物中相比，这种做法通常可能

更为切实可行和有用。

33.  关于项目不答复，情况并无很大的不同。在从1980年开始的巴西普

查中，估算法被用来填补空白，并且还被用来取代利用主题专家规定的编辑规

则检测到的不一致的值。在1991和2000年，在像DIA（数据自动检测和估算） 

（Garcia Rubio和Criado，1990年）和NIM（新估算法）（Poirier、Bank-

ier和Lachance，2001年）等软件中执行的供体法与Fellegi-Holt法的组合，

被用来执行普查长短表的综合编辑和估算。2000年，除了分类变量的估算外，

还借助于回归树法执行收入变量的估算，该方法用来发现供体记录，然后再利

用从中发现的收入值填补不完整记录中遗漏的收入项。巴西普查中，在处理结

束时微数据文件中所有普查记录都没有遗漏的值，这是第一次。尽管关于编辑

和估算量的大部分信息只在专门报告中提供，但普查的编辑和估算战略有详尽

记录。一项建议提出，使这些报告更易于查阅的办法是利用互联网传播它们。

34.  其他住户调查中遗漏和可疑数据的处理进展得不够好。在住户抽样

调查和月劳力调查中，都利用了计算机程序检测误差，但仍有大量的“人工编

辑”，而且极少利用计算机辅助估算法补救项目不答复。如果在编辑阶段结束

时项目遗漏，则将它们编码为“不明”。近年来取得的进步专注于整合编辑步

骤与数据输入，以便减少处理费用和时间。由于更便宜和更便携的计算机的出

现，使得地理统计所能够继续进行进一步的整合。2000年这个十年的修订的月

劳力调查于2001年10月开始收集一个平行的样本，其含量与经常调查中使用的

相同，其中数据利用计算机辅助（掌上）的面对面访问获取。关于掌上电脑的

成效尚无最后报告，但在头几个月后，据报告数据收集工作进展顺利。这种技

术使得调查管理者能够专注于源头的质量改进，其途径是将所有的转移指令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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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效性检验嵌入数据收集仪器，从而在源头避免键入错误和其他错误。如在普

查中那样，收入的不答复将利用回归树法找到供体来补救。不过，这种新调查

的结果只是到最近才提供，而且数据收集与老系列并行了一整年，然后它们才

被发布而且新系列取代老系列。目前正在对新的数据收集和处理办法进行更广

泛和更详细的评估。

35.  在月劳力调查中，将每个住户在样本中保持两个时期，每期待个月，

中间相隔8个月。因此，在原则上，每当一个住户或住户成员在第一回合后的

任何调查回合中遗漏，都可利用来自先前完整访问的数据补救波动不答复。数

据的这种利用在老系列中未出现，也不打算用于新系列，尽管它代表着可由调

查管理者加以考虑的一种改进。

36.  从项目不答复和不一致或可疑数据编辑和估算做法的跨调查分析出现

的格局是一种非标准化格局，不同的调查沿着不同的方法路径进行。在普查中

显然大规模地应用自动编辑和估算法，而较小的调查并不如此经常地采用类似

的方法。从下述意义上说，也许存在着一种调查规模效应，即投资于开发和应

用可接受的方法和程序进行自动估算对于普查来说是有正当理由的，但对于较

小的调查就不是这样，后者出结果的时间也较短。对于像巴西月劳力调查这样

的重复调查，虽然出结果的时间短，但对数据编辑和估算的方法作较大的投资

也许可以获得收益，因为有可能在许多连续的调查回合中可以利用这种投资。

3. 测量和处理误差

37.  测量和处理误差需要调查问题和变量在数据收集和处理后的观察值，

它们不同于如果使用理想或金本位的测量和处理方法将会得到的对应真值。

38.  从发展中国家和转型国家进行的住户调查和测量、补救和报告的角

度看，这个专题或许是受注意最少的专题。若干现代发展可被视为朝着改进调

查做法迈进以减少测量误差。首先，数据收集的计算机和辅助方法的使用有助

于减少转录误差，因为答复者的答案被直接输入计算机并可立即可来编辑和分

析。还有，问题的流动受计算机控制并可使之依赖于答案，防止访问者引入错

误。答复可根据预计的范围检查和甚至根据同一答复者先前的回答进行检查。

可以标出可疑或令人意外的数据并要求访问者探查答复者。因此，原则上，可

以获得质量较高和少出测量误差的数据。不过，除了减少项目遗漏值率和超范

围值率外，没有多少证据表明计算机辅助访问比纸笔访问有任何质量优势。

39.  另一类进步涉及开发和应用通用软件进行数据编辑和估算（Criado 

和Cabria，1990年）。如B节中已经提及的那样，普查采用了自动编辑和估

算软件来检测和补救测量误差和某些类型的处理误差（例如，编码和键入错

误），同时还有项目不答复。某些抽样调查也这样做了。不过，在这种办法范

围内适用的补救类型只能处理所谓的随机误差。利用标准编辑软件很少检测到

系统误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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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  可能导致调查中减少处理误差的另一类发展是开发了计算机辅助编辑

软件，以及数据捕获设备和软件。

41.  虽然测量和处理误差的预防可能取得了一些进步，但测量、最终补救

和报告测量误差的方法的应用却并不如此。关于测量误差的实践大多专注于预

防，而且在这方面做了被认为重要的事情后，并不很多地注意评估调查规划和

执行工作取得了多大的成功。由于缺乏标准的测量指导理论，使得制定质量目

标和评估此类目标实现成为一项艰巨的任务。例如，虽然我们确实看到调查抽

样计划中界定了样本规模，其目标是使某些关键估计数的变动系数（相对标准

误差）低于事先提出的规定值，但我们很少见到调查收集和处理计划的目标是

使项目估算水平低于规定的水平，或者旨在使观察到的度量保持在高概率的对

应“真值”的订定容差（即最大偏差）范围之内。期望所有类型非抽样误差的

现实的定量目标都能事先制定也许是不切实际的；不过，我们主张调查组织至

少应当做出努力，以测量非抽样误差并利用此种度量确定今后改进的目标和监

测这些目标的实现情况。

C.  挑战和展望

42.  （抽样）调查作为社会科学的一个关键观察工具经过50多年的广泛传

播后，抽样误差及其控制、测量和解释的概念已达到了某种成熟程度，尽管我

们已经指出，世界各地许多调查的结果在公布时未包括任何抽样误差估计数。

非抽样误差方面取得的进展少得多，至少就在发展中国家进行的调查而言是这

样。这种情况并非偶然。调查中非抽样误差是一个难题。一方面，它们来自调

查中的许多源头。抵消一类误差的努力经常造成另一种误差的增大。预防方法

不仅取决于技术，而且依赖于文化和环境，使得成功的经验难以普及和推广。

补救方法通常很复杂，而且恰当执行的费用很昂贵。在预算非常有限时进行调

查的背景下，测量和评估难以进行，而且公布结果的限期定得越来越紧，以满

足信息饥渴社会日益增长的需求。在与此相似的背景下，正确的做法始终应当

是优先预防而不是测量和补救，但是这给评估预防努力取得多大成功没有留下

多少空间，因而使未来改进的前景变得暗淡。

43.  对统计事务缺乏了解的有些用户可能误解关于调查中非抽样误差的报

告。因此，在有些调查环境下，此类报告的公布有时候被视为是不可取，主要

原因是统计知识和文化不发达，在识字和识数较普遍缺乏的人口中，它们的发

展可能特别艰巨，许多发展中国家的情况就是这样。同样经常出现的情况是在

制作机构中也缺乏统计专长，导致难以认识问题和采取主动行动抵消它们，以

及测量此种行动取得多大成功。无论如何，我们鼓励编写和公布此类报告，统

计机构应力争使报告尽量清楚明了，供识字成人查阅。

44.  即使情况不是很好，但有些新的发展令人鼓舞。最近，若干主要统

计机构、统计和调查学术协会以及多边政府组织给予数据质量课题以关注，这

是一个令人高兴的发展。我们在这里应当提及的主要倡议是国际货币基金组

织（货币基金组织）的通用数据传播系统（GDDS系统）和专用数据传播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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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DDS标准），它们正试图借助于各国自愿坚持其中任一倡议以促进关于统计

数据质量的报告的标准化。据货币基金组织（2001年）说：“GDDS系统是一个

结构化过程，基金组织成员国通过它长期自愿致力于改进它们的统计系统生

产和传播的数据的质量，以满足宏观经济分析的需要。”另据货币基金组织

说：“GDDS系统提供经济、财政和社会人口统计资料汇编和传播两方面的合理

统计做法。它确定对社会及人口发展的经济分析和监测特别相关的数据集，并

制定有关它们发展、生产和传播的目标和建议。特别注意用户的需要，通过有

关数据的质量和完整性准则，以及公众对数据的利用来满足这种需要”（同

上）。

45.  这些倡议的主要贡献是向各国提供：(a) 数据质量框架（见http://

dsbb.imf.org/dqrsindex.htm），可协助确定关键问题领域和改进数据质量的

目标；(b) 在广泛的调查和统计产出的范围内考虑改进数据质量的经济奖励 

（采用的形式是延长或获得准入国际资本市场的机会）；(c) 具有共同兴趣的

社区，社区由此能够推进数据质量问题的讨论而不必担心受到误解；和(d) 在

需要时对评价和改进方案的技术支持。这不是一个普遍的倡议，因为不是每个

国家都是货币基金组织的成员国。不过，就此事同131个国家进行了接触，而

且截至目前已有46个国家决定坚持使用GDDS系统，而且另有50个国家已取得

SDDS标准的较高认购地位，并符合关于其统计产出质量评估的一套较为严格的

控制手段和标准。

46.  对货币基金组织或其他组织倡导的数据质量标准进行的详细讨论不属

于本章的范围，但鼓励读者使用这里列示的参考资料探究这个问题。发展中国

家应当参加讨论目前出台的标准，决定是否尝试坚持上述任一倡议，并在相关

的情况下为标准的界定和修订做出贡献。最重要的是，发展中国家的统计机构

可将这些标准作为出发点（如果本地没有可供利用的类似规定），以促进它们

的成员和工作人员以及在它们的用户界提高质量意识。

47.  我们应在这里提到的另一项倡议，特别是因为它对巴西和其他拉丁美

洲国家产生了影响，是欧洲联盟（欧盟）和南方共同市场的统计合作项目。25 

根据项目目标：“欧洲联盟和南方共同市场国家签署了一项关于‘与南方共同

市场国家开展统计合作’的协定，其主要目的是统计方法的修好，26 以便能够

使用基于共同接受的条件的各种统计数据，特别是有关贸易货物和服务以及一

般须进行统计测量的任何领域的那些数据。”该项目“预期同时实现南方共同

市场国家内部及它们与欧洲联盟之间统计方法的标准化”。（要了解更多的详

情，访问网址：http://www.ibge.gov.br/mercosur/english/index.html。）这

一项目已经促进了若干课程和培训研讨会，并在这样做的过程中，为改进调查

做法和提高对调查误差及其测量的认识做出贡献。

48.  这些倡议对于支持发展中国家的统计机构改善它们的状况十分必要：

它们的统计资料可能质量很好，但它们往往不了解好到何种程度。发达国家提

供给发展中国家以及发展中国家相互之间的国际合作，对于逐步更好地测量和

报告非抽样调查误差和调查数据质量的其他方面至关重要。

25 南方共同市场是南部共

同市场，即共同签订了一项自

由贸易协定的一组国家，包括

巴西、阿根廷、巴拉圭和乌拉

圭。

26 该术语在这里的意思是

协调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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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有关进一步阅读的建议

49.  建议作为进一步阅读的主题的会议包括：

•  调查测量误差国际会议，1990年在亚利桑那州塔克森举行（见Biemer等

人，1991年）；

•  调查测量和过程质量国际会议，1995年在联合王国布里斯托尔举行 

（见Lyberg等人，1997年）；

•  调查不答复问题国际会议，1999年在俄勒冈州波特兰举行（见Groves等

人，2001年）；

•  官方统计质量问题国际会议，2001年在瑞典斯德哥尔摩举行（访问

http://www.q2001.scb.se/）；

•  加拿大统计局2001年专题讨论会，在加拿大渥太华举行，重点是从方法

角度实现统计机构的数据质量（访问http://www.statcan.ca/english/

conferences/symposium2001/session21/s21c.pdf）；

•  国际统计学会（统计学会）第五十三届会议，2001年在大韩民国汉城

举行，本届会议举行了一次关于“统计机构质量方案”的应邀论文会

议，论述国家和国际统计局处理数据质量的方法（访问：http://www.

nso.go.kr/isi2001）；

•  2000年统计质量研讨会，由货币基金组织赞助，2000年在大韩民国济州

举行（访问http://www.nso.go.kr/sqs2000/sqs12.htm）；

•  改进调查国际会议，2002年在丹麦哥本哈根举行（访问：http://www.

icis.d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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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    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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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密歇根州安阿伯

1.  前面几节中审议了住户调查中产生的抽样和非抽样误差，以便更好地

了解调查估计数的质量。在几乎所有类型的此类误差中，都能利用各种方法缩

小误差的规模。不过，这些方法的执行经常需要增加成本。由于调查确定了支

付费用的预算，投放追加的资源减少一种误差源意味着将资源从一个领域转到

另一个程序。调查设计牵涉不断地权衡成本和调查误差。

2.  例如，假定在一次特定的住户调查中，有一个分组人口说调查问卷没

有译本的语言。调查设计人员起初可能决定将此群体排除在调查范围之外，从

而产生覆盖问题。或者，他们可能决定缩小样本规模以减少调查费用，然后利

用节约的成本将调查问卷译成一种新的语言，雇用讲这种语言的访问者，将这

些住户重新纳入调查范围。

3.  鉴于调查设计经常是一系列的此种权衡，为了做出稳妥的决定，应提

供好的信息，说明产生于不同来源的误差的性质和规模（例如前例中的抽样方

差和未覆盖偏倚）以及与不同调查程序有关的成本。前几节审议了误差源和误

差的大小。本节将审议调查成本的性质。

4.  调查中的成本因素产生于三个层面。第一个在调查的规划阶段，此时

必须事先估计成本。规划或“预算”阶段的成本概算是难以获得的，除非有事

先的经验可资利用。持续进行调查作业能够为规划新一轮调查提供相关的成

本数据，尽管下一层面的成本考虑因素——调查成本的监测——经常起干扰作

用。

5.  调查组织或甚至偶而进行调查的其他组织，很少拥有完善的系统，以

便采取能够使成本数据可用于规划的方式跟踪成本。成本集合在一个核算系统

中，但是这些系统并不将成本分为调查设计者需要用于规则目的的那种类别。

在尝试进行此种成本监测的情况下，如果必须将新的系统加到作业上，可能增

加调查本身的成本。

6.  如果在进行着的作业中监测成本，就有可能在数据收集期间更系统地

考虑调查设计的变化。可将成本信息用于预测一次作业中节约的量以及将资源

再分配到另一领域的影响可能有多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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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调查规划中资源的再分配通过对成本水平与分布在多个误差源中的误

差之间的权衡进行考虑来加以确定。样本设计发展是一个能够和正式做出这些

权衡以便为解决资源分配问题找到最佳方案的领域。

8.  例如，如在第二章中所讨论的那样，基于在一个来自广泛分布的人口

的地区概率样本中提取的群集的调查，必须考虑限制群集的数量，以降低数据

收集成本。不过，限制群集数目意味着在每个样本群集中所作观察的数目必须

增加，以便保持总的样本规模。然而，每个群集中子样本规模的增大提高样本

估计数的可变性。换句话说，由于通过提取较少的群集而成本下降，抽样方差

增大。所需的是指导选择多少群集，以便在实现规定的精确水平的前提下能够

将成本降到最低限度，或在成本给定前提下尽量缩小抽样方差。在样本设计

中，这个问题有一种数学解法。

9.  成本误差间的权衡还产生于调查设计的其他方面。例如，在住户调查

中减少住户不答复的一个方法是对靠单次访问未得到答复的住户访问一次以

上。可指示访问者在调查数据收集期间对住户访问多至四五次以获取答案。对

某些样本住户反复访问减少可包括在样本中的样本住户的数目。反复访问以减

少住户不答复的成本可限制样本规模。因此，为减少不答复偏倚，加大了在减

少不答复方面所做的努力，这方面的成本可增大抽样方差。在一个领域为降低

成本所做的努力再次要求重新分配资源，并且引起调查设计另一领域误差增大

的潜在可能性。

10.  本节各章审议围绕调查设计中成本的规划、监测和再分配出现的若干

问题。它们使用发展中国家和转型国家住户调查的数据来说明调查数据收集中

发生的成本类型和在某种程度上成本的大小。由于各国之间的调查工作差异甚

大，而且各洲之间差异甚至更大，所提供的具体的成本信息对某一特定国家的

调查规划不一定有用。不过，希望下列各章介绍的成本源和成本水平有助于不

同背景下的调查设计人员在各自的调查当中更加充分地理解调查成本和成本误

差权衡。



第十二章

发展中国家和转型国家调查成本问题的分析

lbrahim S. Yansaneh*

国际公务员制度委员会 

联合国，纽约

摘    要

本章概括讨论同发展中国家和转型国家设计和实施住户调查的成本相关

的关键问题。将一次调查的总成本分解为同它的设计和实施的各方面相联系的

较为详尽的各个组成部分。对于拥有广泛的调查基础设施的国家和很少拥有或

没有调查基础设施的国家，将分别考虑成本因素。另外还审议各国之间的成本

可比性问题。

关键词：调查基础设施、每次访问的增量成本、效率、成本可比性、成

本因素。

A.  导言

1. 有效抽样设计的标准

1.  一般来说，有效的抽样设计必须满足两项标准之一：它必须在固定预

算的制约下提供合理精确的估计数，或尽量减少规定精确水平的执行成本。本

章重点放在第一项标准，涉及的任务是制订最有效的设计方案，并且能够以与

可获预算相一致的成本实施该方案以及对资源进行合理有效的利用。在发展中

国家和转型国家，拟订关于设计和实施的重要决定时，最大的一个制约因素是

调查成本。与在发达国家一样，发展中国家和转型国家设计一项调查时涉及调

查估计数精确性与实施成本间通常的权衡。所选人口数量估算量的方差是关心

的主要方面，精确性一般从这个方面加以度量。精确性的其他相关度量包括均

方误差或总调查误差，它还纳入误差的偏倚组成部分。

2.  在典型的情况下，精确性与成本间权衡的形式数学展开涉及优化受

到相对简单制约因素制约的良性方差或成本函数。不过，由于提供的成本和

方差信息有限，通常应当将这种优化做法视为只对优先设计方案或只为在实

施中真正实现的精确性和成本值提供粗略近似值。针对在发达国家开展的调

* 联合国统计司方法和分

析股前任股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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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现已对这些问题进行了深入审议。例如见Andersen、Kasper和Frankel 

（1979年）、Cochran（1977年）、Groves（1989年）、Kish（1965年；

1976年）以及Linacre和Trewin（1993年）的著作和其中引用的参考资料。此

外，关于成本和精确性作为评价国家统计系统许多标准中的两项标准，更广泛

的讨论见de Vries的著作（1999年，第70页）及其中引证的参考资料。关于发

展中国家和转型国家所选调查成本的经验分析，以及发展中国家和转型国家调

查设计中成本/误差权衡的更为详尽的讨论，见第十三和十四章及D节导言（调

查成本）。

3.  发展中国家和转型国家调查设计的一个主要制约因素是缺乏关于同调

查实施各方面相联系的成本的信息或此种信息不充分。尽管存在上述制约因

素，人们经常发现不同调查的成本中有一定数量的共同结构可用于新调查的设

计。在有些情况下，这种共同结构限于若干成本组成或来源的相对规模的定性

指标。在另一些情况下，提供的实际成本可被视为在一组国家，特别是人口分

布和调查基础设施水平类似的国家具有相当的同质性。

4.  本章在发展中国家和转型国家的调查范围内分析成本问题，并调查一

个国家的调查成本或相关组成部分可用来改进另一国类似调查设计的程度。换

句话说，本章试图论述调查成本在各国间可否移植的问题。此种分析的用途有

两个：首先，它有潜力提供部分解决办法，用来解决发展中国家和转型国家调

查成本信息稀缺这一问题。其次，在各国之间就样本设计、调查基础设施和人

口分布具有类似性的程度上，可以预料这些国家至少有部分调查成本具有类似

性。此种成本信息社会可从一国的某项调查析取，并用来在不同的国家设计新

的调查，或提高同一国同一项调查的设计效率。在这样做的过程中，调查设计

人员必须认识到各国间调查成本结构广泛的可变性。一般情况下，可变成本组

成部分是特定国家特有的，而有些固定成本在各国之间可加比较。

2. 发展中国家和转型国家调查的成本结构组成部分

5.  在本章，我们的侧重点放在有效调查设计的第一项标准上，也即就给

定预算拨款产生合理精确的调查估计数的设计。发展中国家和转型国家进行的

许多调查由国际金融和发展机构委托进行，这些机构需要数据用于关于发展援

助项目的决策或者为决策者或受益国的决策者提供支助。发展中国家的调查的

3个突出例子是人口与健康调查（DSH），由ORC Macro代为美国国际开发署进

行；生活水平衡量研究（生活水平衡量研究）调查，由世界银行进行；以及多

指标类集调查（MICS），由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儿童基金会）进行。此外，许

多其他的调查由国家统计局和国家统计系统内的其他机构定期进行。还有大量

的较小规模的调查由捐助方委托并由当地小型组织（例如非政府组织）进行。

不用说，在这些调查的设计工作方面，成本问题至关重要。

6.  在处理成本问题时，重要的是应当认识到，发展中国家的调查设计具

有许多共同特点。例如，多数调查基于多阶段分层区域概率设计。初级抽样单

位（PSUs）经常根据前述国家普查中确定和使用的查点区域构建。次级抽样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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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一般是居住单位或住户，而且最终的抽样单位通常是住户或个人。分层域和

分析域一般由行政区域和这些区域的城市/农村子域的交集形成。由于这些类

似点以及按照上文第2段提及的文献，重要的是应研究在发展中国家调查组内

人们能够在多大程度上确定共同的成本结构。关于在发展中国家和转型国家进

行的调查，其设计和实施的某些一般背景见本出版物第一部分A节（设计节）

和第2部分的案例研究。关于发展中国家某项具体调查成本组成部分更详尽的

处理，见第十三章。所选发展中国家和转型国家进行的调查的成本组成部分的

经验比较见第十四章。

7.  在本章中，我们应将注意力限于国家统计局或国家统计系统内其他政

府机构进行的主要国家住户调查。这些包括住户预算调查、收支调查以及人口

与健康调查。即使市场调查和各种组织临时进行的其他较小规模的调查提供有

用的信息源并用于国家政策决定和发展计划，也不将它们列入本次讨论的范

围。不过，讨论中提出的关键问题也适用于这些类型的调查。大多数例子基于

人口与健康调查以及生活水平衡量研究调查，但关键问题可广泛适用于所有的

住户调查。

3. 本章概述

8.  本章的结构如下：B节讨论一项调查的总成本典型地分解为较详细的组

成部分的问题。后面的3节定性地说明影响发展中国家和转型国家进行的调查

的总成本的某些因素。C节审查对大量调查基础设施已到位的情况可能具有重

要性的成本因素。D节考虑事先的调查基础设施有限或没有此类设施的情况。

E节讨论成本结构可能因调查目标修改而发生的变化。F节提供关于报告的调查

成本的解释的某些相关告诫评论。G节提供一些结论性评论和讨论中未充分展

开的某些要点。如Ajayi提供（2002年）的那样，附件给出的例子是一个框架

用于在发展中国家和转型国家进行的儿童基金会多指标类集调查（MICS）的预

算编制。

B.  调查成本的组成部分

9.  调查成本的数学基础一般假定总成本C为所选初级抽样单位和选定要素

数目的一个线性函数。此种函数的一个例子是

（1）

其中，c
0
代表发起调查的固定成本；ch等于从在分层h内的一个追加初级抽样

单位（PSU）收集信息的增量成本；nh是抽取的初级抽样单位数；chi等于访问

分层h内初级抽样单位i内部一个追加住户的增量成本；以及nhi是初级抽样单位

i中被抽中住户的数量。例如见Cochran（1977年，第5.5和11.13-11.14节）和

Groves（1989年，第2章）。一般来说，成本系数c0、cn和chi将取决于在各国间

和在国家内部不同调查间可能互不相同的大量因素。这些因素将在下文各节进

行详细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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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请注意表达式(1)是可加考虑的许多可能的成本函数之一。例如Co-

chran（1977年，第313页）讨论将一个同列举次级抽样单位（作为子抽样住户

访问前的一个中间阶段）相联系的单列成本组成部分包括在选定初级单位内，

其中，该组成部分取决于每个初级单位内的次级单位数。还有，对于一个三阶

段设计，即个人从住户内随机被选为访问对象的设计而言，上文（1）中将有

一个额外的项，表示与访问选定住户内追加人数相联系的增量成本。

11.  此外，一个更为现实的成本函数常常是一个逐步函数而不是线性函

数。例如，如果10次访问能在一天内进行，那么额外的第十一次访问就要求额

外工作一天并因此需要大量的成本，而增加的第十二次访问可能只使总成本增

加少许。另外，重要的是应指出，关于诸如样本初级抽样单位等问题的决定有

时受实际考虑因素而不是成本和精确性考虑因素影响。例如，可能的情况是有

人想花一整周在一个初级抽样单位内访问调查。在这种情况下，工作量不到一

周将不可行，尽管相当于两周工作的双倍工作量也许是可能的。因此，在此种

情况下，样本初级抽样单位将不由成本和设计效果的考虑因素直接决定，而是

由实施方面的实际制约因素决定。

12.  我们在下节讨论取决于有关国家调查基础设施水平的调查成本。该节

的核心信息是，在拥有大量调查基础设施的国家与基础设施很少或者没有基础

设施的国家之间，调查的总成本差幅很大。不过，必须记住，在发展中国家和

转型国家，人们将不得不在调查的规划阶段评估基础设施的程度，而不是依赖

于历史记录。在某个时间拥有一流调查基础设施的国家，随着时间的推移，它

的基础设施逐步减少到使该国从第一组国家（在C节中考虑）转到第二组国家

（在D节中考虑）的程度并非不常见。

C.  拥有广泛基础设施可加利用的调查的成本

1. 同筹备活动相关的因素

13.  一次性调查的大量成本是为筹备活动供资发生的成本[例如见Grosh 

和Muñoz（1996年，第199页）]，因此，此类活动的资金在调查过程的初期支

出。成本相对固定的筹备活动包括多个政府机构对调查规划的协调、框架发

展、样本设计、调查问卷设计、调查问卷和其他调查材料的印刷以及针对潜在

答复者的宣传。取决于样本规模（初级单位或住户一级）的筹备活动成本包括

征聘和培训实地工作人员（例如，制表人、访问调查者、监管员和译员）。

14.  筹备活动的成本取决于各种当地因素，如调查人员的多少和报酬率、

设备的类型和数量、各种项目如文具和其他用品的价格以及交通和通信方式

等。此外，成本还受下述因素的严重影响，即调查是首次进行的断面研究（单

位成本相对较高），还是一项连续调查的组成部分（单位成本较低）。

2. 同数据收集和处理相关的因素

15.  数据收集和处理的成本也涉及固定和可变的两个组成部分；但就多数

而言，数据收集的成本是可变的，也就是说，取决于选定的初级抽样单位和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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户数。这些成本包括列出选定初级单位内的住户或列出选定住户内的个人、访

问和实地监督等的费用。数据收集成本还包括初级抽样单位之间及其内部的差

旅费。这些数据收集成本取决于访问作业的组织安排、调查问卷的长度、是否

使用口译人员和接受访问的单位数。

16.  减少差旅费的一个选项是建立由监督员和访问员组成的国家调查组，

并在各区域间调用该小组，而不是建立区域小组。重要的是应指出这个选项还

提高了数据的质量。这种做法也能用于这样的情况：数据收集滚动进行，或调

查作业牵涉使用昂贵的设备。多个调查工作组的模型已被用于发展中国家和转

型国家的许多调查中，例如生活水平衡量研究系列（Grosh和Muñoz，1996年，

第5章）。在区域间语言有变化的发展中国家和转型国家，更有效的做法可能

是根据对每个区域所讲语言的熟练程度建立调查组。

17.  数据收集和处理费用的很大部分同实地活动的协调和调查材料的费

用相关。在集中的数据收集和处理系统中，与检索填好的调查问卷并将它们发

往总部联系在一起的费用可能是巨大的。此外，预算还必须考虑到与监测调查

活动和结果，例如在实地开展的列表和子抽样程序、参照预定水平而言对关键

关心领域的答复率等有关的潜在高昂费用。此类活动的有效监测使得调查执行

人员能在数据收集期间视需要采取纠正措施，而不是等到数据收集后再发现不

足，到那时再作补救所需的费用高得可能承担不起。

18.  作为数据处理的组成部分，数据录入、编辑和估算工作可能涉及固定

和可变成本混在一起，这取决于用于这一过程的自动化程度。经证明，数据处

理的其他主要成本是固定的，而且包括计算设备和软件的成本，以及发展权数

和方差估算量及其他数据分析工作。例如，权数的计算与抽样的初级抽样单位

或住户数无关；而且在加权程序开发和编程后，计算一个追加住户的权数的增

量成本可忽略不计。

19.  数据处理的成本取决于预算包括多少层面的分析。对于某些调查而

言，仅以表的形式对收集的数据进行初步分析。对于像人口与健康调查以及生

活水平衡量研究调查这样的其他调查，进行了更详尽的统计分析，作为对受益

国政府和捐助机构的政策建议的基础。例如，人口与健康调查和生活水平衡量

研究调查对它们的调查微观数据进行各种类型的详尽分析，并在一系列分析和

方法报告（在人口与健康调查情况下）以及工作文件（在生活水平衡量研究调

查情况下）中公布各自的调查结论。有些例子包括在下述部分参考资料中。在

编制报告和传播结果，以及向其他分析人员提供各种服务方面，发生的费用也

很高，向其他分析人员提供的各种服务可能包括编制元数据和组织培训讲习

班。

D.  事先调查基础设施有限或没有此种设施的调查的成本

20.  在事先调查基础设施相对极少的国家，赞助机构可能需要投放大量

的资源，进行拥有大量调查基础设施的国家不需要进行的能力建设（Grosh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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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uñoz，1996年，第8章）。由于缺乏基础设施，筹备活动、实地作业和数据处

理的成本可能都将大幅增加。

21.  能力建设一般牵涉对人员进行广泛的初始培训。在事先调查基础设

施有限或没有此等设施的国家，与基础设施十分发达的国家相比，发展调查需

要对外部专门知识加以利用所涉的成本通常很大。此外，随着调查组织取得经

验，实地工作人员对时间的利用效率往往随之提高。另外，在拥有大量先前调

查经验的国家，差旅的必要性大大降低，因为此类国家的统计机构可能拥有有

经验的区域数据收集小组，或为调查实地工作人员提供交通工具。这些优势可

节省交通、培训成本和其他人事费用，无先前调查史的国家通常在调查预算

中列入车辆，而且这个项目可能占调查总成本的一大部分（Grosn和Muñoz，

1996年，第8章）。某些调查基础设施或先前调查史的存在具有重大影响的预

算项目的其他例子是计算机设备和用于确定住户的地图。

E.  同调查目标修改相关的因素

22.  上文指出，许多成本因素同调查设计的特点挂钩，包括样本规模，调

查问卷的长度；单元数；用于样本选择和列表的具体方法、试点检验及调查问

卷的设计和翻译。就特定的设计而言，其中所产生的某些成本在各国间大致是

不变的。

23.  不过，发展中国家和转型国家的调查设计经常不得不加以修改，以便

适应受益国政府或其他利益相关方特定的规格。例如，一国政府可能决定扩大

调查的目标，以便包括其他的国家优先事项。这反过来可能导致：(a) 在调查

问卷中列入追加的单元；或(b) 如果国家以下组别的关键变量的估计数希望达

到国家级估计数的相同精确度，增加报告域的数目。

24.  这些修改会以若干方式影响成本与数据质量间的权衡。首先，它们

可能直接导致访问者收集数据所需时间总量大幅增加，原因是由于列入追加的

调查问卷单元平均访问时间增加[第23(a)段]，或者由于报告域数目增加访问

次数以数量级增加[第23(b)段]。其次，如果调查组织拥有的训练有素的访问

者和实地监督员数目相对固定，那么修改可能导致成本增加，因为需要培训增

加的访问者以及每分钟访问时间所需的监督时间要增加。或者，可将训练有素

的实地工作人员的人数保持不变，但带来数据收集期延长并因而增加成本的双

重后果。第三，上述增加可能导致非抽样误差相对于抽样误差的规模增大。例

如，将额外单元列入调查问卷可能由于问题检验不够或答复者厌倦而扩大非抽

样误差。访问次数或平均访问时间长度增加需要使用更多相对缺乏经验的访问

者，这也可能增加非抽样误差。

F.  关于调查成本报告的某些告诫

25.  应对若干因素加以考虑，以确保在合理的共同基础上进行调查间和

国家间的成本比较。首先，发展中国家和转型国家的调查由若干不同的组织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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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这些组织的政策和核算程序通常不同。例如，对于某些赞助机构，重要的

可能是区分赞助机构的成本与实施调查的总成本。

26.  其次，可能重要的是采用比较方式说明以实物提供的调查支助，例如

实地人员的运输工具。在有些情况下，实物支助可由国家统计局提供，例如将

它的长期实地工作人员分配给国际赞助的调查。虽然此种成本可作为实物考虑

而且不计入分项列出的预算，但它们代表一种机会成本，因为调查举措是一项

追加的活动，它占去可由国家统计局从事的其他潜在工作的时间。

27.  类似的评论适用于外部技术援助的提供。在没有调查基础设施或者没

有进行调查的历史的国家，这一项可能尤其重要。就许多调查而言，此类技术

援助由进行或赞助调查的国际机构以实物方式提供，因此不直接包括在调查预

算中。不过，有时此种技术援助分包出去，并因而列入预算中。例如，1998年

土库曼斯坦的生活水平衡量研究调查即按照与世界银行签署的合同依靠三角研

究所的技术援助进行。

28.  第三，由于B节中给出的分级成本结构（表达式1），重要的是应区分

一项调查的总成本与每次完成的访问的成本。例如，由于可以获得较多的资源

和在较大程度关心国家以下级报告的可靠的估计数，较大的发展中国家和转型

国家往往在它们的调查中使用较大的样本规模（联合国儿童基金会，2000年，

第4章）。由于调查人员为数众多发生的交通运输和薪金成本高，大国的调查

与小国的调查相比，总成本往往较高。不过，总成本较高的大国每次完成访问

的成本有时可能较低，原因是规模经济和固定成本分布在较大的样本中。

29.  第四，由于样本设计的特殊性，可能使总成本和每次访问成本的评价

变得复杂化。例如，由于使用过度抽样或使用筛选样本确保为小量或难以从框

架信息确定的某些分组人口（例如，有5岁以下子女的住户）实现精确目标，

成本可能增大。最后，对于住户规模变化大的人口的调查而言，可能也很重要

的是应区分每个联系的住户的成本与每次完成的访问的成本。

G.  摘要和结束语

30.  发展中国家和转型国家的大多数调查，在预算限制严格和甚至批准的

预算的兑换都不确定的环境下进行。因此，影响调查成本的因素的分析是发展

中国家和转型国家调查设计和规划过程最重要的方面之一。本章介绍一个进行

此种分析的框架，而且还审议调查成本及相关组成部分在多大程度上可在调查

设计和住户人口分布及其他因素相似的国家间移植。

31.  大规模的国家调查被用来说明关键的问题，但讨论也可适用于发展中

国家和转型国家的国家统计系统内部进行的许多其他类型的较小规模的调查。

在人们能够确定这些调查中共同成本结构的限度内，人们可以利用关于一个国

家一次调查的成本组成部分的信息，为另一国类似的调查的设计提供有益的指

导原则，或提高同一国某项新调查的设计效率。已经指出过，在审议调查时拥

有大量调查基础设施的国家与没有或极少拥有基础设施的国家之间，调查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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差异很大。另外还强调了一些告诫，在比较各国间调查总成本时应当加以考

虑。

32.  我们最后重申同关系到发展中国家和转型国家调查成本的一些重要问

题相关联的要点，即：

(a) 即使对成本组成部分进行仔细的分析可以揭示各国家组间或调查组间

共同的成本结构，也应当认识到调查预算通常不只是分国别，而且还

有明确的时间性。因此，重要的是汇编成本数据和编写一份行政报

告，以文件形式记录每次住户调查的调查过程每个阶段的成本的各个

组成部分。应为方差及其组成部分将同类信息记录成文件。关于成本

和方差的此类信息可以两种方式加以利用：首先，用于做出重要的预

算和管理决定，其次，用于证明各种样本设计决定如何受不同的成本

和方差组成部分影响。一般来说，对于调查过程的每个阶段，成本和

方差及其组成部分的文件编写应是发展中国家和转型国家国家统计局

标准作业程序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

(b) 即使调查总成本纳入固定和可变两种成本，正是调查预算中的可变成

本，在设计调查的过程中应审慎地加以控制和操纵。有些固定成本，

例如用于多个政府机构的调查规划的协调，以及用于针对潜在答复者

的宣传的那些固定成本，往往超出调查设计者控制的范围，而且无论

如何对于审议中的国家、时间和调查过于具体；

(c) 如在第十四章中所讨论的那样，在用户付费的调查与国家预算的调查

之间，编制预算的考虑因素是不同的。前者的设计精心而且实施起来

较为顺利，所有的紧要组成部分都事先支付，而后者通常受预算和国

家拨款的限制。对于这类调查，规划的预算与实际的预算间往往存在

着巨大的差异，它不由精确性考虑因素所决定，而是由相对于国家其

他预算优先事项的调查资金的可获性决定；

(d) 由于发展中国家和转型国家开展多数调查的预算环境非常严格，对于

调查设计者来说，重要的是探索调查预算编制或在无预算情况下调查

的执行方面的非货币方法。例如，也许可以与现有的调查合用基础设

施；利用已为另一项调查选定的单位的子样本；或安排一名访问者收

集多项调查的数据。还应从所需的时间量的角度考虑一项调查的某些

方面的预算编制；

(e) 我们在前面论证过，如果一个国家缺乏调查基础设施和一般的统计能

力，调查成本就会大幅增加。因此，建设和加强调查基础设施是一项

值得的投资，它能导致发展中国家和转型国家从长远降低调查预算。

建设此类调查基础设施和促进一般统计发展的最有效的办法之一是通

过发展中国家和转型国家的国家统计局与较发达统计系统之间的技术

合作，并与国际统计和供资机构及其他利益相关方协作。不过，为

了给受益国带来积极的成果，此类技术合作努力必须精心设计和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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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实施。统计方面技术合作良好做法的实践指导原则由联合国概述 

（1998年，附件），并得到联合国统计委员会1999年3月4日第十三届

会议核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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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件

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儿童基金会）多指标类集调查（MICS）预算框架

成本类别 总  成  本

活动类别

筹备/ 
敏感化

试点
调查

调查设计和
样本准备 培  训

主要调查
实施 数据输入

数据处理 
和分析 报告撰写

传播和进一
步分析

人事

每日津贴

交通

消耗品

设备

其他成本

总成本

执行机构（名称）

补充细节

1.  样本规模：住户数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类集数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2.  查点持续时间：天数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3.  查点员培训期限：天数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4.  实地查点员/监督员人数：查点员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监督员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5.  数据录入：每份调查问卷的击键数：数目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6.  儿童基金会捐款：美元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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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本计算框架

列入成本和活动类别的项目

成本类别

人事（薪金）

顾问费

实地监督员

访问者/查点员

司机

译员

当地向导

数据录入员

计算机编程员

加班费

奖金

协调委员会

每日津贴（膳宿）

实地监督员

访问员/查点员

司机

译员

当地向导（伙食补贴）

顾问/监测员

交通费

租车费

公交补贴

燃料

保养费

顾问视察

消耗品

文具（纸、笔等）

身份证

文档封袋

计算；用品（纸张、软盘、色带、盒式磁带）

设备

人体测量设备（磅秤、长度计等）

其他成本

印刷（调查问卷等）

地图、列表和说明手册复印件

设备维护

通信（电话、传真、邮件等）

合同（数据处理、报告编写）

活动类别

筹备/敏感化

调查问卷编制

虚表的制作

翻译和倒译

调查问卷的预测试

查点前后的宣传

试点调查

培训

数据收集

数据分析

试点调查报告

调查设计和样本编制

规划

样本编制

培训

培训材料的编制

译成培训语言

培训的执行

主要调查的执行

执行

监测和监督

数据检索

数据输入

数据录入

错误检查

数据处理和分析

数据处理

数据清除

指标制作

分析表

报告编写

传播和进一步分析

报告印刷

分发

反馈会议

进一步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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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支调查的成本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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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章说明在老挝人民民主共和国建立支出和消费调查成本模型的工作。

它首先简要讨论成本模型和估计模型中各组成部分的问题，然后描述2002年老

挝支出和消费调查的设计。基于调查概算发展而成的成本模型，被用于计算关

于类集中同质率的不同假设下的最优类集规模。本章最后分析相对于最优条件

下的效率的所选样本设计的效率。

关键词：调查设计、调查成本、效率、成本模型、最优样本规模。

A.  导言

1.  多阶段类集样本的设计涉及若干项决定。要做出的一个重要的决定是

如何以尽量最好的方法在各样本阶段中分配样本。类集样本一般对成本和方差

具有相反的影响：它减少成本并增大方差。多阶段样本的经济设计要求抽样统

计人员估计和平衡这些影响。对于这项任务，他（或她）需要关于可归属于不

同抽样阶段的方差的信息，以及关于依赖于每个阶段样本规模的可变成本的信

息。

2.  为许多共同的多阶段设计开发了方差模型，但在统计人员中成本模型

的开发受到较少的注意。当今，至少为发展中国家许多调查的最重要的估计汇

编了方差和设计效果。成本模型用来设计样本不太常见。部分问题是许多国家

统计研究所缺乏关于调查成本的详细信息，这使得难以编制调查的准确预算和

建立现实的成本模型。

3.  在本章中，我们简要地讨论成本模型并说明如何将成本模型与方差模

型合起来用于在两阶段设计中如何找到初级抽样单位（PSU）内的最佳样本规

模。我们为老挝人民民主共和国的一项支出和消费调查制作一个成本模型，并

用该模型在初级抽样单位内计算最佳样本规模。

    2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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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成本模型和成本概算

成本模型

4.  两阶段样本的简单成本模型可表示如下：

（1）

其中n = 样本中初级抽样单位（PSU）的数目；m = 每个初级抽样单位的样本

中次级抽样单位（SSU）（例如住户）的数目；C0  =   进行调查的固定成本，它

独立于样本初级抽样单位的数目和每个初级抽样单位的次级抽样单位的数目，

包括调查规划成本、发展调查设计的成本、筹备工作成本、调查管理成本及数

据处理、结果分析和表示的成本（其中数据处理的部分成本取决于样本规模并

因此不是固定的成本，但这里将它忽略不计）；C1 = 给样本增加一个初级抽

样单位的平均成本，由访问员和监督员往返于初级抽样单位与居住地之间或初

级抽样单位之间的差旅费（燃料成本、司机薪金）和访问者的薪金组成，包括

获取初级抽样单位地图和其他材料的成本，在当地确立调查的成本，例如需要

与地方当局会晤和获得其许可的成本，以及初级抽样单位内部居住单位/住户

列示和抽样的成本；C2 = 将一个额外住户包括在样本中的平均成本，包括住户

定位、与它联系和对它访问的成本，其中成本由访问员和监督员的薪金和每日

津贴组成，以及访问员和监督员在初级抽样单位中的差旅费。

5.  与已经开发的较为复杂的成本模型相比，这一成本模型是简单的，

Hansen、Hurwitz和Madow（1953年）发展了将初级抽样单位之间的差旅费孤立

起来的一个模型，其中

（2）

增加一个初级抽样单位的成本（C1）包括就位差旅费（数据收集旅途中从访

问者家中到第一个访问的初级抽样单位再从最后受访的初级抽样单位回到家

中的差旅费），但不包括由数据项 覆盖的初级抽样单位之间的差旅

费。将初级抽样单位间差旅费和就位差旅费孤立出来的模型也被提了出来 

（Kalsbeek、Mendoza和Budescu，1983年）。Groves（1989年）较为广泛地讨

论了成本模型，包括各种复杂的形式，例如非线性、不连续的阶跃函数成本表

达式。不过，成本模型数学形式的复杂性经常使最优性的检索变得更难。此

外，准确数据的缺乏也经常妨碍复杂模型的使用。在本章中，将使用简单模型

（1）而且假定第二阶段的单位是住户。

成本概算

6.  调查管理者根据先前类似性质调查的信息对于具体调查作业所需的时

间往往有很好的主意。经常可将以前调查（或试点调查）的经验用于合理估

计确定和访问住户时每户所需的时间。在这些情况下，可以汇编C2的合理估计

数。通常更成问题的是Co的估计，它涉及间接费用和若干项目/活动中工作的

工作人员的费用的分配。往往难以对行政、专业和监督人员所需的时间做出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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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通常，先前的调查没有可靠的成本记录显示此类工作人员的费用。另外，

许多调查利用外国捐助方提供的技术援助（技援）。在许多情况下，可能难以

分出技援顾问在一项具体调查上所花的时间。

7.  计划C1的合理估计数通常很困难，因为在样本增加一个初级抽样单位

时，这样的计算涉及确定访问者增加差旅费的影响。差旅费取决于所覆盖地区

的大小，分配给每个访问者的初级抽样单位数目以及访问者的旅行方式。差旅

包括数据收集出行期间初级抽样单位之间的差旅和进驻差旅。

8.  设有捷径可以克服做出可靠成本估计固有的困难。先前调查或试点调

查准确而颇为详尽的成本计算非常宝贵。除了以前的经验和试点外，人们还可

以通过在进行中的调查中建立特殊的成本监测能力获取所需的成本数据。例

如，美利坚合众国的全国卫生访问调查就采取了这种做法（Kalsbeek、Bot-

man和Massey，1994年）。

C.  有效样本设计的成本模型

9.  成本建模可用于两个目的：

•  为了预算目的，根据成本模型中的单位成本和不同阶段规划的样本规模

编制一项调查预算；

•  通过合并成本模型与抽样误差模型找到有效的样本设计方案。

10.  在本章中，我们关心的主要是利用成本模型找到一种有效的设计方

案。我们假定一个两阶段的设计，而且住户在第2阶段从初级抽样单位中选

出。问题可以这样一种方法说明：鉴于成本模型中表示的成本结构，应如何在

两个抽样阶段分配样本。通常为城市和农村阶层以及在某些情况下为其他阶层

做单列的成本模型。在这种情况下，问题还包括样本在城市和农村（及其他）

阶层的分配。

11 .  在尝试制定有效的设计方案时，我们不必考虑固定成本（Co）；

重要的部分是实地工作成本：C1 · n + C2 · n · m。用实地总成本除以访问次数 

（n·m），可求出每次访问的估计实地工作成本（C f），已知

    （3）

设计的方差可表示为

（4）

其中V是住户简单随机抽样下的方差；ρ是同质率（Kish，1965年）；另见上文

第六章；而m是初级抽样单位中的样本规模。

从（3）可以看出，通过使m尽量变大可以最大限度地降低每次访问的实地

工作成本（Cf）。从（4）同样可清楚地看出，方差随m增大而增大（而且通过

m = 1尽量缩小方差）。住户的最佳数目mopt是最大限度缩小Var · Cf 的m的值，

其中

Cf = C2 + C1/m

Var = V · (1 + roh (m –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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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现已证明（Kish，1965年），最佳样本规模可用下述公式求出

（6）

12.  等式（6）中的第一个因子C1/C2是第一和第二阶段单位成本之间的成

本比。将一个新的初级抽样单位包括在样本中的成本（C
1
）将始终大于将一个

新的住户包括在选定的初级抽样单位中的成本（C
2
），因此成本比将始终远高

于1.0。成本比越高，选定一个新的初级抽样单位与在选定的初级抽样单位中选

定更多的住户相比更费钱；因此，我们应在已经选定的初级抽样单位中选择更

多的住户。

13.  数量ρ测量初级抽样单位的内部同质性。在内部同质性高时，在初级

抽样单位中取一个大的住户样本是不可取的，因为从样本中每个新住户所获的

信息量将很小（因为住户非常类似）。这反映在（6）中的第二个因子中。当

ρ高时，这个因子以及mopt变小（对于给定的成本比）。

14.  ρ值通常是根据先前调查估计的设计效果求出的。对于多数人口变量

而言，ρ值往往很小——通常小于0.01。对于许多社会经济变量而言，ρ值可能

高于0.1，在有些情况下高至0.2或0.3。

15.  成本比还必须根据先前调查的经验求出。应当指出，不必从成本角

度表示比率。通常将时间（从访问者所需天数的角度）用作单位而不是成本：

数学运算将大致一样（有些差旅费可忽略不计）。成本比的水平取决于实地

工作的设计。对于花在访问上的时间非常短的调查，成本比可能为20–50。

例如，如果独立于住户访问外的每个初级抽样单位所需的时间是3天，而且访

问者能够每天覆盖10户，成本比（计算为时间比T
1
/T

2
）将是30（T

1 
= 3天和

T
2 
= 0.1天）。在访问时间很长的调查中，成本比可能低于10。

16.  计算中采用的数学可能留下这样的印象，即从每个初级抽样单位选出

多少住户的问题可以得出精确和清楚的答案。不过情况几乎都不是这样，这有

几个原因，即：

•  成本模型是现实的极其粗略的近似。需要简化以便使成本模型可加管理

（如B节中讨论）。

•  成本和ρ值的估计具有不确定性。

•  最佳效果适用于许多调查变量中的一个。如果调查中重要的调查变量有

不同水平的ρ，那么将不存在单一的最佳类集规模，而是存在若干不同

的规模。

17.  计算将颇为粗略地显示对于不同的ρ值最佳样本规模是多少。可将这

种信息用来决定初级抽样单位中合理地适合于有重要调查变量的一个样本规

模。关于最后决定，可能还有其他因素需加考虑，这些因素往往同实地工作的

实际制约因素有关。

Var · Cf = V · (1 + roh (m – 1)) · (C2 + C1/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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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案例研究：2002年老挝支出和消费调查

18.  老挝人民民主共和国国家统计中心（国统中心）在过去十年进行了

两次支出和消费调查。老挝第一次支出和消费调查（LECS-1调查）于1992-

1993年度进行；第二次（LECS-2调查）于1997-1998年度进行；而第三次 

（LECS-3调查）于2002-2003年度进行。本节说明LECS-3调查。

19.  调查的数据用于多个目的，最重要的是为国民账户产生住户消费和生

产的国家估计数。这包括估计住户农业活动和商业活动中的生产。

LECS-3的样本设计

20.  样本由通过两阶段样本设计方案选出的8 100户组成。村庄是初级

抽样单位（初级抽样单位）。村庄根据18个省和在省内根据城市/农村部门分

层。农村的村庄再根据“通路”村和“不通路”村进一步分层。第一阶段的总

样本由540个村组成。将样本与普查得到的人口数的平方根成比例地分配到各

省。在每个省用一个与规模成正比的系统概率程序选出初级抽样单位。

21.  所选村庄的住户在调查前先列表。在每个村采用系统抽样选出15户，

提供一个8 100户的样本。每村选出15户的决定主要基于实际考虑。在E节中，

我们比较15户样本的效率与关于同质率的不同假设条件下的最佳样本规模。

LECS-3中的数据收集

22.  数据通过下述手段收集：(a) 住户调查问卷；(b) 村调查问卷；以及

(c) 价格收集表。最后两份调查问卷主要充当用以收集住户调查补充信息的工

具。

23.  住户调查问卷的一大部分与先前调查的一样，只是对先前调查中编写

不当的问题进行了一些修改。根据所有交易的每日记录收集了一整月的支出和

消费数据。在月底，向住户询问前12个月内购买耐用品的情况。在该月期间，

住户的每个成员应记录24小时期间的时间利用情况。为某个“昨天”测量住户

每个成员的大米消费量，以便更为精确地度量每人每顿的摄入量。

24.  村调查问卷发给村长填写，覆盖各种项目如道路和交通、水、电、卫

生设施、当地市场、学校等。价格收集表由访问者用来收集121种商品当地价

格的数据。

实地工作

25.  通过由住户所记的日记测量每天消费情况，不仅给住户也给实地访

问者造成沉重的负担。许多住户，尤其在农村地区，记日记的任务经常需要支

助。为了确保数据的质量能令人接受，必要的做法是让访问员在村里住一个整

月，而不是来回到村里进行反复的访问和随访。这项决定也得到下述情况的支

持：许多村，特别是山村，出入很困难（有些村需要步行数天才能到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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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在先前的调查中，每村由两名访问员组成的工作组开展实地工作。

LECS-3调查考虑了单个访问员设计方案。不过，在最终分析中，同访问员安全

和福利有关的因素倾向于村里设两名访问员。在4周期间，访问员数次访问选

定的住户。访问员还与村里领导人合作填写村调查问卷并更新村登记册。当月

期间，访问员还收集了当地市场的价格数据。

27.  实地工作人员包括180名访问员，他们被安排在90个两人工作组内。

省统计局的36名监督员和总局的10名中央监督员监督各工作组。

E.  老挝2002年支出和消费调查（LECS-3调查）实地工作成本模型

成本概算

28.  LECS-3调查很大程度上类似于前两次的LECS调查。因此，前两次调查

中的实地工作所需的时间方面的经验被用来估计LECS-3调查的实地工作成本。

29.  表十三.1载有LECS-3调查各村实地工作所需时间的估计数。为城市和

农村地区分开做出了估计。

表十三.1

村子实地工作估计时间

实地旅行 
(天数/村)

介绍调查、村里住户列
表和选定、收集村信息 

(天数/村)
住户访问工作 
(天数/村)

城市地区（100个村）

省监督员   1.5   0.5  3

访问员（2人组） 3 7 47

农村地区（440个村）

省监督员 3   0.5  3

访问员（2人组） 6 7 47

30.  表十三.2载有根据表十三.1中的时间估计数计算的实地工作估计成

本。成本包括差旅费（通常乘坐轿车或公共汽车）和实地工作时间的实地补贴

（每日津贴）。从事调查的工作人员无例外地是国统中心在编人员，被分配从

事调查工作，作为其正常职责的组成部分。因此，成本项目不包括正常的薪

金。

成本模型

31.  表十三.2中的纵列A和B列示同调查的村子的选择和准备有关的成本。

这些纵列各项目之和除以村子数，得出将一个村子列入调查范围和美元平均成

本（C1）：城市地区：C1 =（1 540 + 2 490 + 450 + 5 060）/ 100 = 95；

而农村地区：C1 =（15 850 + 25 560 + 1 990 + 22 260）/440 = 149。所有

差旅费差均被视为村子间的差旅；因此所有的差旅费都包括在C1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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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十三.2

LECS-3调查的估计成本（美元每日津贴）

实地旅行差费（旅行期
间的每日津贴和估计的

差旅费）

A

介绍调查，村里住户列
表和选定，收集村信息

B

住户访问工作

C

城市地区（100个村）

省监督员 1 540 450 2 710

访问员（2人组） 2 490 5 060 33 970

农村地区（440个村）

省监督员 15 850 1 990 11 950

访问员（2人组） 25 560 22 260 149 460

合    计 45 440 29 760 198 090

32.  表十三.2中纵列C列示同住户访问有关的调查成本。主要项目是访问

者的时间。本纵列各项之和除以住户数，得出将一住户列入调查范围的美元

平均成本（C2）：城市地区：C2 = (2 710 + 33 970)/(100.15) = 24；而农村地

区：C2 = (11 950 + 149 460)/(440.15) = 24。将C1和C
2
的估计值插入，成本函

数变为

  （7）

  （8）

33.  人事费不包括在编人员薪金，其结果是低估了C1和C2并因而低估了

Cfieldwork。不过，对于优化设计最重要的是成本比C1/C2。我们可以预计成本比仅

略受省略薪金的影响，因为省略对C1和C2的影响非常相似。

3 4 .  第 一 阶 段 与 第 二 阶 段 样 本 间 的 成 本 比 是 ： 城 市 地 区 C 1/
C2 = 95/24 = 3.9，而农村地区为149/24 = 6.1。这些成本比颇低，并反映这样

一种情况，即在使用访问者支助的日记法的当月，每户访问和随访需要相当长

的时间。LELS-3调查在这方面是一项非同寻常的调查。

村子中的最佳样本规模

35.  在先前的LECS调查中，两名访问员的工作量为每村20户。对于LECS-

3调查，样本规模缩小至15户。工作量从20户减至15户的原因是：与先前的调

查相比，LECS-3调查中的住户访问大大延长。另外，LECS-3调查包含未列入先

前调查的价格调查问卷。

36.  一村两名访问员覆盖15户样本的设计方案效率如何？可将成本模型连

同方差模型一起用于评估15户样本的相对效率。

城市：Cfieldwork = 95 · n + 24 · n · m

农村：Cfieldwork = 149 · n + 24 · n · 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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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  在表十三.3中，为不同的ρ值列示m的最优值。我们的设计的相对效

率列示于行3和4。将它计算为Var.Cf（见(5)）的最低值与给定ρ值和样本规模

15的Var.Cf实际值之间的比率。ρ值高至0.10效率较高；ρ值等于0.2和以上，效

率非常低，并且往往越来越低。

表十三.3

村中最佳样本规模(mopt)和不同ρ值的实际设计(m =15)的相对效率

ρ=0.01 ρ=0.05 ρ=0.10 ρ=0.15 ρ=0.2 ρ=0.25

mopt，城市地区 20 9 6 5 4 4

mopt，农村地区 24 11 8 6 5 4

城市相对效率（百分比） 99 94 82 73 66 61

农村相对效率（百分比） 96 98 89 81 75 70

38.  先前LECS调查中ρ的计算表明，对于重要的LECS变量，ρ值存在着明

显的城乡差异。城市地区的ρ值大大低于农村地区的ρ值。对于LECS调查中的许

多城市估计数，我们可以预计ρ值的范围在0.04-0.08之间，在此种情况下，8至

9户的样本将是最佳样本。我们每个初级抽样单位15户样本的设计将达到85-

95%的相对效率。农村地区的ρ值在0.11–0.20的范围内，在这种情况下，5至

7户的样本将最佳。我们的样本将达到75-88%的相对效率。存在着某种不确定

性，特别是关于我们在LECS-3调查中的重要变量方面可以预计的ρ值。我们仍

然能够把握地得出结论认为，我们的15户样本超过了最佳水平。

39.  这些结果对于今后的LECS调查具有哪些实际影响？在城市地区的效率

损失小；因此，我们可以决定坚持15户的替代方案。在农村地区，我们希望缩

小每个初级抽样单位的样本。不过，目前的实地工作安排即访问员在初级抽样

单位中不得不呆一整月，使得难以大幅度缩减工作量。这就是说，访问员在这

个月内的工作量将不充实。也许可以给访问员分配其他任务以充实工作时间的

工作量，例如，当月在该地区进行社区调查。这是否是一种可行的选择方案，

尚有待讨论。

F.  结束语

40.  LECS-3调查中的实地工作的成本模型已作了开发和分析。它表明，

调查的成本比C1/C2相当低。主要原因是LECS-3调查采用了由访问者支助的耗

时日记法，其中，访问员在村里呆一整月，并向住户提供记日记所需的一切协

助。在这方面，与其他住户收支调查相比，LECS-3调查是一项异乎寻常的调

查，在那些调查中，每户的访问时间通常较短。

41.  初级抽样单位内最佳样本规模的计算表明，目前的15户样本规模在最

佳规模之上，尤其是在农村地区。不过，实际的制约因素可能使得难以缩小样

本规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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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应当指出，成本模型只是现实的粗略近似；任何简单的模型都不能完

全把握整个复杂性。可以建立较复杂的模型，例如包括各种阶跃函数成本表达

式。不过，成本模型数学形式的复杂性常常将使最优性的确定工作越发难以进

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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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四章

为发展中国家住户调查制定预算编制框架

Erica Keogh

津巴布韦大学统计系 

津巴布韦哈拉雷

摘    要

本章的目的是为调查工作提出关于编制精细与合理预算的建议。向读者

说明，有两种方式可以审查这种预算，一种是按照会计科目分类，另一种是按

照调查活动，因此，鼓励利用在每一个调查活动内详细列明会计科目分类的做

法来编制预算。最终成品是一个成本汇总表，也可以用于整个调查工作之中，

用以记录实际支出。极其鼓励为实际调查成本提供证明和进行讨论，以便为今

后的调查工作提供投入资料。本章自始至终一直在强调抽样调查的设计和预算

编制之间的关键相互作用。

关键词：调查设计、调查预算、调查实施。

A.  导言

1.  无论是在时间方面，还是在财力方面，调查都是一项成本很高的工

作；因此，务必为调查工作一开始直到结束期间可能发生的支出制定详细计

划。另外，还必须为意外事项、紧急情况和意料不到的经济变化制定计划，并

且必须保证拟议预算会涉及到这些不可预见的事件。为意外事项制定计划的一

种方式是在调查过程中培养调整调查工作范围的能力，包括抽样规模，从而使

人更有能力灵活处理没有预料到而且可能对调查的实施工作产生影响的经济变

化。调查预算应被视为是一种动态的调查过程，随着调查的实施期间实际需求

的变化而变化。监测支出的工具要与预算一起制定，并且要不断更新，以反映

实际预算进度。

2.  由于预算的规模及其在调查工作范围内对各组成部分的预算分配会对

调查结果的质量产生直接影响，因此不能过多强调详细计划和预算编制的重要

性。第七章详细讨论了住户调查设计期间的成本问题。联合国（1984年）强调

了权衡成本和质量的重要性，内容如下：“理想地说，应该在分析利用稀缺资

源各种替代方法的成本和效益的基础上，确定优先事项”（第1.5段）。通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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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查预算是固定的预算，样本设计者的任务是在本预算范围内进行一种误差水

平能够令人接受的设计。

3.  为拟议的调查编制详细预算通常是一件很烦琐的工作，因为它需要做

出极小的规划和准备。另外，调查规划者还会在规划时陷入进退两难的境地，

因为在出台最终调查计划之前，无法对预算做出正确估计，而且预算编制工

作还必须在最终调查规划/设计之前进行。因此，在以前调查中的预算编制和

成本计算方面的经验就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另外还有必要记住，如果不考

虑成本，就无法考虑最佳抽样分配：例如，如果使用分层抽样法，那么就能

在使精确度固定的成本降至最小或固定成本的精确度达到最佳之间做出选择 

（Scheaffer，Mendenhall和Ott，1990年）。但是，成本模型经常与实际不

符，不允许在调查期间有可能出现的情况变化，通常只考虑一种变量的误差。

因此，保留详细的预算编制和最终支出记录是一项重要工作，其目的是支持不

断加强如下宣传，即鼓励调查从业人员采集成本信息以便为今后的调查规划提

供帮助。

4.  传统上，规划和/或决策必须使用调查数据，因此，应尽快获取调查结

果。通常，调查工作必须在严格的时间框架内进行，出资机构对调查各个阶段

的最后截止日期都作了明确规定。但是，必须记住，多用一点时间就可能获得

质量更好的数据；因此，调查从业人员应该在调查工作的预算编制阶段就做好

提倡这种做法的准备。例如，正如通常的情况那样，如果分配给数据管理和分

析的时间和/或预算不够充裕，那么调查结果的质量就可能有危险。因此，必

须在预算编制阶段“巧妙地处理”时间、成本和误差，以便制定能够完成调查

的最适当框架。

5.  本章的目的是重点阐述：

•  如何着手编制预算；

•  预计将在实施调查时出现的缺陷；

•  制定用以管理和报告调查财务的工具；

特别提到发展中国家的个人访调式住户调查。

B.  初步考虑

1. 调查阶段

6.  作为开始，在对住户调查预算的主要组成部分进行相当详细的审查之

前，明智的做法是提醒自己记住调查的主要阶段，因为每个调查阶段的成本都

必须做出规划，并且必须尽量遵守。调查阶段可以总结如下：

•  调查设计和准备；

•  调查的实施；

•  调查汇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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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阶段的组成部分已经在前几章进行了非常详细的论述。

2. 调查的时间表

7.  在编制预算草案时需要考虑的另一个基本项目是整个工作的时间表。

通常，在对调查进行规划时，做出资金承诺的依据是完成日期，而且，还有可

能依据其他各种强加期限。为了能够让调查进程顺利进行，必须制定出切合实

际的时间表和预算编制框架，并且在调查的实施期间予以遵守。

例    1

8.  假定一个人接受委派在某个大城市进行一项调查，以便提供有关非正

规经济部门、其运作情况及成绩的基本信息。各捐助人关心的是调查结果，因

为他们希望以业务培训和小额供资的形式向值得奖励的企业家提供援助。捐助

人尤其希望确保涉及到性别问题，并且希望今后能够对提供援助所产生的影响

进行监督。捐助人愿意为一项小规模调查拨付资金，用于对市内500家小型企

业的住户/业主进行访谈。允许有三个月的时间来完成数据采集工作，另有一

个月的时间来编写基本报告草案。本次调查的拟议预算即将提交。

9.  下文是这此调查的可能时间表的草案初稿（甘特图表）。在考虑具体

任务的可用时间时，必须估计在分配时间内执行和完成这些任务所需的工作人

员，例如，如果为进行500次访调分配的时间是四个星期，包括回访，那么就

表十四.1

拟议的非正规经济部门调查时间表初稿

任    务

星  期  数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与捐助人协商/宣传 • • • • • • • • •

调查问卷设计和检验 • • •

抽样设计和样本选择 • • • • •

数据录入设计 • •

数据分析规划 • • •

实地工作人员招聘 • • •

调查员培训和试点 • • •

调查问卷的印制 • • •

实地调查和核对 • • • •

数据录入和验证 • • • • • •

数据整理和分析 • • • • • • •

制作图表 • • •

编写报告 • • • • • • • • • •

归档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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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每天分配大约24次访调。目前，调查问卷的长度、每天的访调数量以及被

访人之间的距离都决定着所需实地工作人员的数量。

10.  上图说明：

•  有多少个调查阶段重叠，例如，数据录入设计将与调查问卷定稿同时进

行，数据录入本身会在收到第一批调查问卷之后马上开始，数量整理

工作可以在所有数据完成录入之前就能够进行。

•  有多少项任务会在整个调查期内继续进行，例如，编写报告是调查协调

人的持续任务，因为每一调查阶段都必须报告。

•  在有些情况下，各个阶段只能逐个完成，例如，调查问卷的最终印制工

作不能在试点完成之前进行，而且印制期限很短，与主要培训工作同

时进行（请记住，始终建议你们在培训之后尽快开始访调）。

3. 调查类型

11.  预算编制可能取决于所要开展的调查的类型。就预算编制而言，在此

要考虑的主要类型的调查有两种，即编入国家预算的调查和用户付费的调查。

编入国家预算的调查

12.  每个国家都有具体的（政府）部门负责执行定期调查，例如，健康和

营养状况调查、住房人口调查、收入调查、消费调查、支出调查以及农业和牲

畜调查。在这些调查中，大部分都可能：

•  拥有某种已经到位并且在此种性质的调查中再三使用的共同基础设施，

换句话说，它是“综合”方案的一部分；

•  已被编入中央政府的预算范围之内，尽管也可能会要求捐助人提供补充

资金；

•  有永久编制人员参加调查；

•  拥有信息技术设备和交通设施等等。

换句话说，这些调查是与公共部门某些单位的日常生活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同

样，将在很大程度上依重于先前对本次研究的预算编制工作投入的研究。这些

调查通常利用全国有代表性的样本进行，并且通常具有一定灵活度的时间表，

截止期限是用月来表示，而不会具体到天。本章其余部分介绍的一些预算编制

项目可能不适用于这种调查。

用户付费调查

13.  用户付费调查与任何中央政府方案都没有关系，而是在各种国内和

国际非政府组织和捐助人的资助下由私人组织进行。这些调查可能是“一次

性”的，用户可能马上需要高质量的调查结果。另一方面，这种调查可能用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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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案监测，有的时候，为了给今后活动的规划建立模型，可能需要扩展数据分

析。进行这种调查的机构可能拥有：

•  调查进程可依赖的有限基础设施；

•  一批可供这类研究选用的工作人员；

•  有限的信息技术设备和交通设施；

•  有限的固定资源。

或者它们拥有完善的组织机构，在最近期间执行多次这种调查。固定资源和间

接费用必须编入预算，而且，如果该组织是一个私人组织，那么利润因素也必

须加以考虑。这种调查的抽样规模通常不会太大，通常这种调查只会集中在国

家内部的少数地理区域。严格的时间表和截止期限通常是这些调查的特征之

一，但遗憾的是，由于实际规划不充分，故数据的质量常常受到损失。

4. 预算与支出

14.  早在开始实施调查之前，就应为调查编制预算，而且，在开始实际

规划之前，必须拟定预算编制框架并提交给供资组织。因此，关于调查设计的

某些基本假设必须在编制预算的时候做出。另外，实际调查支出反映研究期间

发生的真实情况。调查实施人员需要了解这种特性，并且认识到预算必须顾及

最终成本。支出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同通货膨胀、汇率等变化有关的时间，当

然，各国的情况不同，有时候差别相当大。建议按照人工作日、旅行距离等，

以及按照预计成本（使用国际货币）执行预算编制，以便更好地应对国内急剧

增长的通货膨胀和宏观经济状况发生的类似意外变化。如前所述，调查预算是

一种动态预算，实施期间一旦发生实际支出，调查预算就会不断变化。

5. 以前的调查

15.  “学习以往的经验”是我们大家都熟悉的格言。但是，就调查预算编

制而言，这比人们预料的要困难得多。从全世界范围来看，存在一种相当恶劣

地/不完全地报告调查成本的趋势，这就意味着要为下一次调查规划找到有用

的信息是一件很难的事。作者在向最近进行过调查的一些组织索要成本信息时

发现，在大多数情况下，只能提供原始预算信息，可是据报告说，由于许多如

通货膨胀等外部因素的影响，致使实际成本分配与预算分配存在差异。所有地

方似乎都没有报告实际成本，所有各方似乎都已经承认这是一种正常和可以接

受的现象，只要调查工作在预算范围完成就行。对过去调查预算进行审查的另

一个问题是缺少有关隐性成本的报告，例如，免费使用车辆、主管人员的工资

等。事实上，这些费用经常被作为间接费用而未编入调查预算，这一现象会在

今后对研究人员产生误导。

16.  希望通过阅读本章内容，鼓励调查实施人员记录日常费用，并且为这

些费用提供充分的支出凭证，以便今后的研究人员能够从过去的经验中学到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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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为每次访调的成本提供充分的支出凭证对于那些希望在今后为类似调查编

制预算的人来说极其宝贵。每次访调成本涉及到所有方面的实际调查成本，包

括设计、实地调查、数据处理和报告，并且提供极其全面的实际成本汇总。

C.  预算框架内的主要会计科目分类

17.  有两种方式可以用来审查调查预算和调查支出，即根据调查活动或共

同会计程序审查。有人建议，在制定预算框架时，最好在每一个调查活动范围

内单独考虑会计科目分类。然后可以利用从每一个活动采集到的信息，对全部

会计科目分类进行总结，并且将它们汇总以便提交给供资机构。同时，向供资

机构说明每一个调查活动的详细预算编制，以便强调每一个活动的特殊需要也

会有帮助。下文的表十四.2介绍了这种做法的一个例子，利用汇总表从两个角

度来说明编制预算的需求。

表十四.2

会计科目分类与调查活动的汇总表

咨    询 设    计 抽    样 实地调查 数据处理 报    告 总    计

人员

交通

设备

消耗品

其他

总    计

18.  通过将它与表十四.1中的甘特图提供的时间表进行对比，可以看出表

十四.2的目的在于突出表十四.1列示的相同调查活动。尽管由于空间的原因，

已在上文表十四.2的各单元格内进行了分组，但还是有必要对这些成本计算的

具体计算方式作进一步详细说明。

19.  本节将集中说明与调查预算编制有关的会计科目分类，而D节将集

中介绍调查活动的预算编制问题，E节将进行“归总”。下文所述种类并不详

尽，其他具体调查的种类可能需要（重新）定义。

1. 人员

20.  所有工作人员的工资和薪酬都必须精心计算，并列入预算。这里需

要考虑的额外成本包括在调查工作长期延续时可能产生的费用：例如，通货膨

胀不断加剧势必要求工资上涨。还必须对健康状况不佳和工作人员调动做出规

划。

21.  付给工作人员的薪酬应该符合当地的实际情况，但应该记住，由于

调查人员长时间工作，包括晚上和周末，并且经常是属于合同工作，因此，在

给予报酬时应该考虑到这一点。可能需要附加福利，并且必须列入预算编制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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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记住，如果工人认为他们没有得到应有的报酬，那么他们的工作往往会出

错，从而增加非抽样误差。根据调查的时间长短，建议按天、按周或按月支付

工作人员的费用。资金必须从调查工作的一开始就要到位，从而能够及时和足

额支付工作人员的薪酬和工资。如果调查员和组长远离家庭到外地工作，那么

就需要支付外地补贴。有些调查实施人员习惯在“每次完成访调”的基础上支

付实地调查人员的薪酬。但是，这种做法可能导致很多偏见，建议不要采取这

种做法。

22.  所有类别的工作人员，从最低级到最高级，都应该予以说明，包括那

些只在项目中做兼职的工作人员在内。调查时间表将指导人们对每个潜在工作

人员的工作时间进行评估。

23.  绘制工作人员的工作量图是编制薪酬和工作预算的一种方式。它再次

利用汇总表做法，总体介绍每个调查小组的每个成员可能使用的时间。下表十

四.3列示了一个例子。同上，在规划过程期间将会需要每一个单元格内的其他

详细资料。

表十四.3

已规划的工作人员时间（天数）与调查活动的汇总表

人员 
数量

每项活动中的人工作日天数

咨询 设计 抽样
实地 
调查

资料 
处理 报告 总天数

管理人员

主管

组长

调查员

资料员

分析员

秘书人员

司机

其他

总天数

24.  应该向实地调查员提供每日补贴（每日津贴），用以支付他们在工作

时的餐饮和其他基本需要。这种补贴的数额多少应该在当地的限制范围之内，

但也许比平常稍多一点，这样才能应付缺少食物的局势和保证这种资金可以用

于紧急情况。

25.  离开家庭到外地工作的所有工作人员的住宿费用也必须编入预算，并

且必须及时发放。在许多情况下，当工作人员从一个地方来到另一地方时，他

们往往更喜欢自己找住处；但在另外一些情况下，集中安排住处可能会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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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交通

26.  如果一个人知道被访人的住址，那么交通成本很好估算，也就是说，

在基本抽样设计已经确定之后。根据不同情况，可以建议调查员自己找交通工

具，做好交通费用的记录，以便事后报销，或者可以选择向每一组实地调查员

提供交通工具。最好使用后一项选择，因为调查小组将要作为一个“团队”工

作，并且这样更加便于组长随时了解访调进度。不能预见的额外成本包括燃料

价格的上涨、意料不到的天气状况致使某些道路无法通行等等，这些不测事件

应该包含在应急费用之中。

27.  组长与调查管理人员之间定期举行会议的交通费用也应该编入预算，

再次以坚持一贯数据采集方法为目的。

28.  可能需要为实地调查人员购买或租用车辆/摩托车/自行车，而且在通

货膨胀不断加剧的情况下，要将这些项目编入预算可能会有困难。

3. 设备

29.  通常，在调查工作进行之前提前对可能发生的设备支出做出比较准确

的估计不是一件难事。这些方面的预算可能会出现的问题通常集中在不断上涨

的价格和能否搞到所需物品。如果情况可能是这样，建议提前采购所需物品，

并且采购足够多的物品以满足整个调查工作之需。信息技术、通信、复印和印

刷设备也必须在此予以考虑。

4. 消耗品

30.  在这一部分预算中需要考虑的项目包括各类文具、软件及实地调查需

求如袋子、地图、识别文件和书写板、其他办公设施等等。印刷和复印消耗品

将会成为这一部分调查预算的重要组成部分，因为在整个调查期间，全天24小

时都应当能够用到复印设备。

5. 其他成本

31.  在调查工作进行期间，总是会发生少量宣传和信息费用。这些活动的

多少完全取决调查的性质和规模，并且可能在整个调查期间的各种时候进行。

这种活动的例子包括：与包括社区领导人和最终用户在内的所有有关当事人的

会谈或研讨会、提前与被访人联系、作广告等。宣传活动应该在整个调查期间

一直持续进行，因为要向有关当事人反馈信息，以便为最终公布结果做准备。

32.  在有些调查阶段，需要雇用大量的工作人员。必须要有足够的空间用

以组织长时间的会议（例如，在培训期间）、存放调查问卷和供数据录入人员

及主管在舒适的环境中工作等。有时候，需要租用备用场所，例如，与实地调

查区更近的场所，而在另外一些时候，这些场所应随时可以利用。

33.  除非做好充分准备，否则培训费用可能会大幅度增加。培训费用包

括培训设施的接待费和培训性访调的交通费，以及所有参与人员的每日津贴费

用。所有这些费用都需要予以考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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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在进行调查时必需的通信方式容易被忘掉。这些将包括使用电话、电

子邮件、传真和邮政。通常难以对这些项目进行预算，因为人们无法知道所需

的数量。一般来讲，只设定一个总数字，通常将总体预算中的一定比例用作通

信经费，希望能够支付实际费用。必须与实地调查工作队保持持续通信，从而

保证迅速处理无法预料的事件，保证坚持一贯的数据采集方法。在移动电话网

络比较可靠的国家，这些工具提供了极其有用的即时通信手段。

35.  “隐性”成本涉及到已经“到位”的项目/基础设施的预算编制，如

计算机或办公场所等。其他可能不太明显的隐性预算包括被雇用执行不止一个

项目的任务的人员的业务费用、交通费用以及许多不同项目都要使用的消耗品

的费用，每一种费用都有自己的预算。通常，最好尽量在调查规划期间对将要

花费/使用的实际时间/数量做出估计，尽管有的时候只能将这些额外间接成本

粗略估计为占总体预算中的一定百分比。重要的是要查明所有这些隐性成本，

并且说明其用途，从而在今后调查的规划中，能够了解它们并做出相应的规

划，尽管届时的情形可能已经发生变化。

6. 按会计科目分类编制预算的例子

36.  如前所述，极难获得有关实际调查成本的信息。下面的第一个例子由

Ajayi（2002年）提供，并且提到从许多非洲国家收集的关于在联合国要求提

供儿童、产妇保健和福利指标之前进行的十年目标（EDG）调查的成本计算信

息。

表十四.4

按会计科目分类的成本占总预算的比例：十年目标调查(1999-2000年)， 

部分非洲国家（百分比）

国    家 人  员a 交  通 设  备 消耗品 其  他 抽样规模

安哥拉 62.7 22.2 9.6 1.3 4.2 6 000

博茨瓦纳 79.2 0 b 10.1 3.5 7.2 7 000

厄立特里亚 64.0 0 b 28.0 4.8 3.2 4 000

肯尼亚 62.3 22.8 3.3 4.7 6.9 7 000

莱索托 75.1 5.2 5.8 2.3 11.6 7 500

马达加斯加 31.2 6.5 33.3 12.8 16.1 6 500

马拉维 32.0 17.3 23.9 21.6 5.2 6 000

索马里 43.8 17.7 5.0 1.0 32.5 2 200

南非 69.3 24.0 1.5 3.7 1.5 30 000

斯威士兰 29.8 4.3 1.9 1.0 63.0 4 500

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 77.9 12.8 1.6 1.2 6,5 3 000

赞比亚 81.8 5.2 2.0 5.6 5.4 8 000

总    计 62.9 14.9 7.4 6.3 8.5 7 054

资料来源：Ajayi（2002年)。
a 包括每日津贴。
b 表明不可能单独抽取此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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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    2

37.  12个国家提供了按会计科目分类的调查成本信息。下文表十四.4介绍

了在编入国家预算的调查中所使用的会计科目分类例子，说明用于每项成本的

预算占总预算的比例。

38.  从表十四.4中明确看出，在按会计科目分类编制预算时，不同国家的

类似调查存在相当大的差异。我们希望在样本规模不断扩大的同时，分配给人

事成本的预算也会有一定比例的增加；但实际情况并非如此，例如，拿南非和

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进行比较，情况就并非如此。然而，预计大部分调查的人

事成本可能真的会占到人事成本总预算的三分之二，包括实地调查期间的每日

津贴。对于任何国家调查而言，下一个成本最高的项目可能就是交通，当然，

交通成本会随着需要覆盖的区域的不同而各不相同，并且可能会占到总体预算

的百分之十五到二十。这些调查的经费是由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儿童基金会)和

有关政府提供，儿童基金会提供的资金因国家不同数额差距很大。

例    3

39 .  本例提到了在1999年进行的一次住户调查的预算编制问题，这

次调查是作为调查津巴布韦小额供资业务情况的“微型企业服务影响评估 

（AIMS）”研究（Barnes和Keogh，1999年；Barnes，2001年）的一部分，

并因此提到了一次用户付费调查[由国际管理系统通过美国国际开发署(美援

署)出资]。

40.  表十四.5说明，大部分（75%）预算被分配给人事成本，包括每日津

贴。出现这种情况的部分原因在于调查设计，而调查设计是在1997年进行的一

项基线调查后进行的，需要确定相同被访人的住址和/或身份，这是一项极为

费时的工作。

表十四.5

分配给各会计科目分类的预算比例：微型企业服务影响评估（AIMS）， 

津巴布韦（1999年）（百分比）

人    事 交    通 消  耗  品 其  他 样本规模a

75 8 912 5 691

D.  预算框架内的主要调查活动

41.  只有知道了需要编制预算的调查的所有方面，才能对将要使用的会计

科目分类进行定义和做出安排。下一步就是考虑调查阶段，并且利用已经定义

的会计科目分类，为每一个阶段单独拟定完整的预算。这将导致利用C节所述

的汇总表表示法拟订预算框架。

* 由于各种原因，1 997 

名被访人中有92人的地址没有

确定，因此，最终样本规模为

599人。



  为发展中国家住户调查制定预算编制框架  249

42.  如果把未来的成本资料编制工作放在心上，那么随着实际调查工作逐

步深入，实际成本就会一目了然，按同样方式编制预算将使比较更加容易，并

且使人一眼就能看出预算和成本之间的显著差异。

43.  另外，这种办法还有助于了解数据质量、调查时间表和预算之间的密

切联系。

1. 为调查准备工作编制预算

44.  在调查的这一阶段，人们会遇到为实施调查所需的一切准备工作编制

预算这一问题。应该依次考虑所有会计科目分类，并且确切估计每个种类都将

需要什么。如果工作所在环境的通货膨胀率很高，那么最好提前为消耗品、文

具、设备、车辆使用等下订单。与准备和最终确定抽样设计、调查问卷及其随

附手册以及早期准备数据录入和管理一样，人员招聘和宣传都是重要活动。

45.  调查设计过程的主要部分是准备抽样标架。调查类型将决定抽样标

架的性质，但有时候更新现有标架或形成新的标架会需要相当长时间或大量旅

行，有的时候是两方面兼而有之。这包括需要确定清单，无论是家庭、村庄，

还是一些更高级别抽样单位的清单，并且这种清单需要单独的预算拨款。

46.  其他可能花费大量时间的活动是编制调查问卷以及培训和实地调查手

册。

2. 为实施调查编制预算

47.  因为实施调查可能是调查中成本最高的一个方面，所以在每一个会计

科目分类范围内，对每一种可能的情况进行精心的预算编制是一件极其重要的

工作。分配给最终印制调查问卷的时间和预算必须仔细考虑透彻，并且提前做

出可靠的资源规划。重要的是要记住，在实地调查工作开始进行的同时，中心

办公活动应该促进数据录入工作的开展。

48.  正如在前面所强调的那样，不得为了不超预算而对分配给实地调查工

作的时间进行调整，因为这样做的结果可能是由于增加非抽样误差而损害数据

质量。

3. 为调查数据处理编制预算

49.  编制数据录入、验证、整理和分析的预算计划时，应考虑到一切可能

的情况，以便保证这些活动不会因仓促完成而导致报告质量不好和不完整。本

阶段的印刷量很大，在文具方面敷衍了事也会有损于结果的总体质量。还将需

要有充分的信息技术设施，包括已录入数据的备份设施（光盘、磁盘）。

4. 为调查报告编制预算

50.  一旦完成实地调查工作并且全面展开数据录入工作，调查工作将进入

下一个预算编制阶段，即报告和定稿阶段。调查设计在此会再次起到作用，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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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它将决定数据分析的范围和所需报告的级别。最好持续保留整个调查活动期

间的所有资料，因为有关各种活动、决定、问题和成本的每日记录将会成为报

告的说明部分的好材料。应该对各种会计科目分类予以仔细考虑，并且为最后

调查阶段的每一个会计科目分类拨足经费。

5. 为调查活动编制预算的例子

51.  在此从调查活动角度说明上文第C.6节所举例子中的信息。

例    4

52.  回过头再来谈谈例2（十年目标调查），在本例中，提供了关于10个

国家特定调查活动成本计算的资料。下文表十四.6是一个汇总表。

表十四.6

调查活动的成本占总体预算的比例：十年目标调查（1999-2000年）， 

部分非洲国家（百分比）

国    家 准  备 实  施a 数据处理b 报  告c 样本规模

安哥拉 0d 83.6 6.1 10.3 6 000

博茨瓦纳 10.4d 59.1 21.7 8.8 7 000

肯尼亚 0d 93.9 2.6 3.5 7 000

莱索托 0d 73.2 18.6 8.8 7 500

马达加斯加 0.3 78.6 3.0 18.1 6 500

马拉维 5.0 62.7 16.4 15.9 6 000

南非 1.3 93.1 2.9 2.7 30 000

斯威士兰 63.0 23.4 7.5 6.1 4 500

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 22.7 72.4 3.6 1.3 3 000

赞比亚 0.4 92.0 6.4 1.2 8 000

总    计 7.0 81.0 6.0 6.0 7 054

53.  除斯威士兰外，所有国家都表明，必须分配给调查实施的成本所占的

比例很大：可能比较合理的估计是，这一调查阶段的预算占总体预算中的70-

90%。由于马拉维的数字（正如表十四.4所显示的那样）表明它的设备成本非

常高，因此，这可以用来解释为什么表十四.6中的数据处理和报告成本在总体

预算中所占比例较高的原因。但是，博茨瓦纳和莱索托的数据处理成本相对较

高却无法解释。在这种情况下，已经要求各国提供一个关于成本问题的“汇总

表”，说明各调查活动范围内的会计科目分类；遗憾的是，只有坦桑尼亚联合

共和国和厄立特里亚提供了这种汇总表。

资料来源：Ajayi（2002 

年）。
a 包括培训、设计、试点

和数据采集。
b 包括数据录入，管理和

分析。
c 包括报告编写和分发。
d 表明不能单独抽取此种

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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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    5

54.  再来看例3，下文表十四.7介绍了有关津巴布韦1999年微型企业服务

影响评估调查（AIMS）按调查活动分列的成本信息。

表十四.7

调查活动的成本占总体预算的比例：津巴布韦微型企业服务影响评估调查 

（1999年）（百分比）

准  备 实  施a 数据处理b 报  告c 样本规模

4 85 8 3 599

55 .  本用户付费例子在上文说明，调查实施成本之所以在总预算中占

有相当高的比例，可能是因为这次微型企业服务影响评估调查的样本由上次 

（1997年）调查随访的691名被访人组成，确定他们的处所耗费的成本相当高

（占总预算的22%）。

E.  汇总

56.  一旦各种会计科目分类准备好每一类调查活动的成本，就可以按调

查活动来列示各种会计科目分类的汇总表，以期为调查预算的最终审议提供方

便。制作这种汇总表有助于调查规划人员对全球级别上的调查工作进行审查，

消除不一致和重叠之处，突出预期的主要成本；并且有助于出资机构比较各种

调查的成本，从而有利于更好地评估拟议预算的有效性。

57.  如在上文例4中所述，在21个参与十年目标调查的国家中，实际上只

有两个国家按照要求提供了按调查活动的会计科目分类列示的成本汇总表。因

此，对于本例而言，我们无法按调查活动编辑会计科目分类汇总表。

58.  但是，下文表十四.8提供了有关微型企业服务影响评估调查以及表十

四.5和表十四.7中的交叉分类的信息。

59.  上文表十四.8所示的这种汇总表明确地表达了调查工作的预算要求，

将会有利于鼓励出资机构考虑出资申请。另外，如果提供这些详细资料，就可

以更加容易调整预算，以满足在通货膨胀加剧时出现的意外需要。最后，对在

整个调查过程期间必须发生的支出进行持续记录也很容易适应类似的实际成本

汇总表。显然，还需要有与上文汇总表类似但也包含实际美元金额的汇总表。

60.  出资机构在提交拟议预算时希望看到的最终汇总表是按照住房或其他

抽样单元进行的成本估计。通过与类似调查进行比较，这种数字还可以作为实

际审议预算的界限数值。

a 包括被访人的位置、设

计、培训、试点和数据采集。
b 包括录入、管理和整

理。
c 仅指截止制作纯净数据

集的本地化报告。详细的数据

分析和最终报告的编制将根据

单独的合同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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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十四.8

按调查活动分列的会计科目分类成本计划占预算的比例：津巴布韦微型企业服

务影响评估调查（1999年）（百分比）

准  备 实  施 数  据 报  告 总  计

人员 3 65 5 2 75

交通 0 8 0 0 8

消耗品 0.9 9 2 0.1 12

其他 0.1 3 1 0.9 5

总    计 4.0 85 8 3 100

61.  这种汇总表有助于顺应调查实施期间的动态变化，因为它提供了一种

全局观点，从而能够让人看到如何在一个领域减少支出，而在另一个更加急需

经费的领域增加支出。调查设计、筹到的资金和实际执行情况中的变化都可以

用这种方式进行调节。在实际实施微型企业服务影响评估调查（1999年）时，

必须对拟议预算进行修改，主要是在人事成本领域，原因是通货膨胀出人意料

地不断加剧。调查实施人员能够从实地调查（执行）活动的消耗品、交通和其

他类别资金中转拨资金，以补充有正当理由的额外人事成本。下文表十四.9是

这次调查的实际支出汇总表。

表十四.9

按调查活动分列的会计科目分类成本在实施调查期间占预算的比例：津巴布韦

微型企业服务影响评估调查（1999年）（百分比）

准  备 实  施 数  据 报  告 总  计

人员 3.3 69.3 5.6 2.5 80.7

交通 0 6.6 0 0 6.6

消耗品 0.6 7.1 2.1 0.1 9.9

其他 0.1 2.5 0 0.2 2.8

总    计 4.0 85.5 7.7 2.8 100

F.  潜在预算限制和缺陷

62.  无论对调查工作做出多么精心的规划，实地调查的具体情况绝不会与

预期相符。事先了解这一点非常重要，这样就可以在最终预算申请中列入所谓

的应急成本。这一类成本通常与前几节中所建议的方面合在一起在总成本中占

一定比例：通常可以接受的应急成本为5-10%。

63.  除了列入一定比例的应急成本外，在对调查进行规划时还应充分了

解当地状况，特别是在国内政治和/或经济局势不稳定的时候。应该在提交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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算建议时让出资机构了解这种可能性，并且通过在调查进行期间与出资机构保

持不断联系，以便能够在发生预算超支的事件时，迅速向出资机构发出警告。

这种事件既包括人为问题，也包括环境问题；并且地方政治、经济、天气状

况、移民活动等问题也必须成为与出资和/或委托调查的机构保持持续联系的

内容。

64.  例如，在津巴布韦1999年微型企业服务影响评估调查中，通货膨胀在

数月内稳步上升，而且调查协调人员认为他们在编制调查预算时已经考虑到这

一问题。但是，就在实地调查工作就要开始时，当局将美元汇率冻结在与实际

不符的低水平上，因而与不断提高的通货膨胀率不相符；计划的成本变得完全

不现实。幸运的是，国际管理系统对此表示体谅，并且允许增加成本以完成调

查工作。

65.  如果出现上文所说的情况，调查实施人员可能有必要裁减人员，只

保留效率最高的人员，或者以其他方式削减成本，例如，通过使用较低成本的

文具、使用公共交通代替租用交通、合并业务以降低间接成本等方式。换句话

说，如果调查的出资机构允许，最好在调查进程报告书中列入一项关于调查范

围可能会因为意料不到的情况而发生变动的说明，例如，允许改变样本规模以

便考虑到成本的不断增加。

G.  保存记录和摘要

66.  前文提过，如果想要了解已经做出的所有决定和在做出这些决定时所

考虑过的备选方案，那么就很有必要对调查工作进行期间发生的事件做持续的

日常记录，其中包括记录支出。

67.  调查协调人员应该在调查的准备阶段设计出一系列的表格供所有职员

详尽记录日常活动和支出。这种表格应该包括工作的时间、完成的任务、访调

细节、交通细节等，这些详细资料可以每周进行一次汇总。用这种方式，既能

够保持密切注意预算，又能够在早期阶段查明可能出现的问题。另外，应该尽

量建立只凭有效收据付款的支付制度。

68.  监测和报告实际的日常调查活动及其相应成本是一项重要的调查管理

职责。不同的记录表格适合于不同的调查阶段。

调查设计

69.  在本阶段期间，调查管理人员将会与各种活动保持密切联系，从而

使监测成为一项非常直接的任务。每日日记是记录谁做了什么的一种有用的方

式，并且这项工作可以在周报中进行总结。有关交通、消耗品、住宿等实际成

本的平行记录可以保留，并辅以每周汇总表，从而提供每周成本报告。本章附

件提供了有关保存日记录和周记录的样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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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查的实施

70.  在调查实施期间，调查管理人员在很大程度上需要依赖其实地调查组

的组长向其提供有关他们的日常记日记活动以及记录的实际成本和收据方面的

情况。管理人员还应每周进行一次汇总，详细说明所有成本及调查组成员的工

作天数，以便于核对已经使用的预算比例。

调查报告

71.  调查管理人员还将与本阶段的各种活动保持更加密切的联系，对日常

活动及成本记日记的制度将有助于保持每周汇总。附件中提供了将要使用的表

格。

按预算跟踪支出

72.  对于负有根据预算对支出进行持续跟踪职责的人来说，最好应该每周

提供一次最新支出概况及预算分配情况（例子见附件）。如果从调查期一开始

时就出台这种机制，预测将会发生的问题是一件非常简单的事，而且如果有必

要，可以申请对预算进行重新分配。调查从业人员应该认识到，一旦调查工作

开始，增加预算就是一件不同寻常的事，因此，在拿出最终产品过程中，调整

是取得成功的关键。

H.  结论

73.  本章的目的是通过详细考虑调查的各个组成部分，提供对调查预算

规划有用的线索和建议。本章建议的一种动态方法包括从两个角度出发编制预

算，并且举例进行了说明。

74.  仍要强调的是，要想成功实施一项透明、可靠和高质量的调查工作，

这种详细规划至关重要。同样重要的是必须保留一切活动和行动的日常记录，

因为这些记录可以顺利输入会计过程，并将作为一种可靠的记录予以保留，供

今后调查规划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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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件

保留日记录和周记录的样表

人员日常活动记录

姓    名

日    期 活    动 地    点 所用时间

总天数

每日访调记录

调查员姓名

日    期 地    点 访调代号 所用时间 访调结果/评论

人员活动记录每周汇总

组长姓名 报告日期

人员姓名 活动总结 地    点 总  天  数

总天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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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员日常支出记录

姓    名

日    期 地    点 活    动 支出细目 金额(美元) 收据编号

总金额(美元)

每周支出记录

组长姓名 报告日期

人员姓名 地    点 活    动 支出细目 金额(美元) 收据编号

总金额(美元)

每周支出汇总

姓    名

项    目 第  1  周 第  2  周 第  3  周 第  4  周 第  5  周 第  6  周

人员

工资/薪酬

住所

餐饮

其他

交通

消耗品

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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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周支出汇总*

项    目 预    算 累积支出 第  1  周 第  2  周 第  3  周 第  4  周 第  5  周 第  6  周

人员

工资/薪酬

住所

餐饮

其他

交通

燃料

车辆

公交

其他

设备

消耗品

其他

迄今总额

* 可另建一电子数据表（例如，用EXC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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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部 分

调查数据分析





导    言

Graham Kalton

Westat 

美国马里兰州罗克维尔

1.  在收集调查数据后，需要对调查数据进行准备以进行分析。数据准备

包括三个重要的组成部分。首先，正如第十五章将要讨论的那样，在考虑到现

有的计算工具和分析软件的情况下，需要确定如何安排数据才能最有效地进行

分析。调查分析通常涉及两个或两个以上不同单位的分析：尤其是，在很多住

户调查中，住户和人员属于各自独立的分析单位。因此数据文件应该能够有效

处理分层结构。如，需要考虑到这样一个事实：人员归属于住户，而各住户的

人数存在着差异。

2.  数据准备的第二个组成部分是数据整理或编辑。当然，调查反应肯定

会存在着各种可以发现的误差。如，反应和其他反应不一致，或没有可能性。

在进行分析前需要解决这些误差问题（数据整理的详细情况见第十五章）

3.  数据整理的一项重要工作是最后确定每个被抽样单位的分析状况。被

选作样本的所有单位应纳入以下类别之一：受访者、合格的不答复者、不合格

单位或是否合格还不清楚的不答复单位（见第八章）。一般来说，对诸如受访

者方面所进行的分类，只有用于被抽样单位的调查问卷是不够的。通常情况

下，需要为进行此种分类的单位收集最低数量的可接受数据。这样，确定反应

状况就有必要对调查问卷进行分析。但应该注意的是，即使在分析中将某个单

位纳入受访者的范畴，也很有可能存在着一些没有获得满意答复的项目。为了

解决这一问题，可以采用某种形式的估算方法来为缺失的反应指定值。

4.  数据准备的最后一步要求确定所有被抽样单位的分析状况：计算调查

的权数。需要计算出每个分析单位的调查权数。由于确定权数首先需要确定所

有被抽样单位的抽选概率，所以很重要的一点就是需要在抽样过程中，认真记

录抽选概率。被抽样单位的初始权数或基权数被计算为单位抽选概率的倒数。

然后对受访者的基权数进行调整以补偿合格的不答复者以及一部分还不清楚是

否合格的不答复者。通常情况下，还需要做进一步的调整，以便使某些重要变

量在经过加权调整后的样本分布情况和来自外部来源的这些变量的已知分布情

况一致。第十五章和第十九章对权数的形成进行了介绍。

5.  数据准备的一项重要工作就是要将分析所需要的抽样信息记录在每个

受访者数据记录中。在分析期间，每个做出答复的单位都需要调查权数，以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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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调查人口的参数做出有效的估计。还需要有关每个做出答复的单位的初级抽

样单位和层的信息，以便为调查估计准确计算抽样误差（见第二十一章）。

6.  有两个因素需要考虑，这两个因素使调查数据分析不同于标准统计文

献所介绍的分析。一个就是需要在调查分析中使用调查权数以便补偿不均衡抽

样概率、不答复和未覆盖情况。如果在分析中不使用权数，那么很可能使总体

值的估计数失真。

7.  调查分析的第二个区别因素是需要计算调查估计的抽样误差，采用的

方式是考虑调查的复杂样本设计。现行标准统计文献中所介绍的理论假设抽样

为非限制性抽样，而大多数住户调查则采用分层的多级抽样。一般来说，根据

分层多级样本进行估计的抽样误差要大于根据同等规模无限制样本进行估计的

抽样误差，因此采用标准统计文献中的公式将会夸大估计的精确度（见第六

章、第七章和第二十一章）。这就是说，根据标准统计软件包对调查估计所得

出的标准误差估计是无效的。值得庆幸的是，如今有很多调查分析软件包可用

来根据复杂样本设计中获得的调查数据做出合理的抽样误差估计。第二十一章

对这些软件包进行了介绍。

8.  与政府调查一起进行的很多分析都属于描述性分析。通常情况下都以

表格形式对结果进行报告，表格单元中包括平均值、百分数和总数。有时，这

些数值采用图示法显示。从狭义的统计术语来说，有关估计通常都很简单，惟

一的问题就是需要确保已经使用了调查权数。但还应该考虑定义和说明方面

的重要问题。需要对将要度量的概念进行周密的界定（如，贫穷：见第十七

章），并且根据现有统计目的以合适的方式对需要度量的一组单位进行详细说

明。另外，对结果的说明应该能够明确说明度量的对象是什么，并说明是为哪

一组单位进行度量的。至于对简单描述性估计进行说明的指南，见第十六章。

9.  就调查反应而言，对所要度量的概念进行合理界定通常都比较简单。

但有时概念会更复杂一些，因而可能需要采用多元统计方法确定一个指数来对

有关概念进行度量，如:类集分析和主成分分析。第十八章介绍了几个例子，

如其中一个例子是根据一些变量的有关信息——如，住户是否有电、每个卧室

的人数以及饮用水主要类型——来决定“财富”指数。

10.  最后，应该指出的是，尽管进行描述性估计仍然是调查分析的主要形

式，但已越来越多地使用各种分析技巧来对调查数据进行分析。这些技巧通常

用来研究各变量之间的关系，探讨可能存在的因果关系。这类分析的最常见形

式就是：建立一个统计模型以便根据一组自变量（或预测变量）对某个因变量

进行最佳的预测。如果属于连续性因变量（如，家庭收入），那么可以采用多

元线性回归法。如果属于二元反应的分类变量（如，住户有自来水或没有自来

水），那么可以使用逻辑回归方法。第十九章和第二十章对这些方法以及复杂

样本设计对这些方法的影响进行了介绍。第十九章还介绍了多层次建模在调查

中的使用，第二十章讨论了复杂样本设计对各分类变量之间关联性的标准卡方

检验产生的影响。



第十五章

住户调查数据管理指南

Juan Muñoz

Sistemas Integrales 

智利圣地亚哥

摘    要

本章对数据管理在设计和实施全国住户调查中的作用进行了介绍。首

先，对数据管理和调查问卷设计之间的关系进行了讨论。其次，对过去、现

在和未来录入和编辑调查数据的各种选择及其对调查管理的总体影响进行了探

讨。后面的部分为质量控制标准的定义、复杂全国住户调查数据录入程序的编

制以及调查数据集的散发提供了准则。最后部分讨论了数据管理在支持调查样

本设计方面所起的作用。

关键词：一致性检验、数据整理、数据编辑、数据管理、住户调查、质

量控制标准。

A.  导言

1.  尽管一再强调数据管理在住户调查中的重要作用，但通常情况下还是

会将数据管理视作与调查制表阶段有关的一组任务，换句话说，数据管理是调

查项目接近尾声时所进行的活动，这些活动使用调查总部数据整理办公室的计

算机，一般由数据分析员和计算机程序设计人员进行控制。

2.  对调查数据管理的这种局限性看法正在改变。过去二十多年的经验显

示数据管理能够而且应该在调查工作的最初阶段起到关键作用。另外显而易见

的是，数据管理并不随着初次统计报告的公布而结束。

3.  世界银行进行的生活水平衡量研究以及成功地将基于计算机的质量控

制和调查实地工作结合起来的其他调查，显然证明了分析阶段前进行数据管理

的成效。即使数据录入不是实地工作的一部分，数据管理员也应该参与调查问

卷的设计，以确保调查所观测的统计单位能够被正确识别；访调员所使用的跳

过指令既明确又正确；特意做出的备份最终被纳入可在以后用来有效控制一致

性的调查问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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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有人认为在调查项目结束时，调查产生的最终产品是印刷出版物和一

系列统计表，如今，这种观念已经被数据库观念取代，不仅统计机构可以采用

这种数据库来编制初始统计表，而且研究人员、决策人员和普通公众也可以使

用这种数据库。有关调查结果的描述性简要报告不再被视为最后一个步骤，而

是各种分析工作的入手点，这种工作在项目正式结束和调查小组解散后还有可

能持续多年。

5.  本章将首先讨论调查数据管理和调查问卷设计之间的关系，然后对过

去、现在和未来录入和编辑调查数据的各种选择以及各种选择对调查管理的总

体影响进行探讨。以后各部分将为质量控制标准的定义、复杂全国住户调查数

据录入程序的编制以及调查数据集的散发提供指导。最后部分将讨论数据管理

在支持调查样本设计方面所起的作用。

B.  数据管理和调查问卷设计

6.  调查数据管理与调查问卷设计同时开始，并对后者有着很大的影响。

在起草每份重要调查问卷草案时，都应征求数据管理员的意见，因为数据管理

员尤其能够敏锐地发现观测单位的定义、跳过模式等方面存在的缺陷。在这方

面，调查问卷一些格式应予以注意，本节将对此进行探讨。

7 .  被观测统计单位的性质与标识。每个住户调查不仅要收集主要统计

单位——住户——的信息，而且要收集住户内各种从属单位——人员、预算项

目、土地、农作物等——的信息。调查问卷应该明确清晰地说明这些单位具体

是什么，并应确保被观测的每个单位都正确地标有一个独特的标识。

8.  有关住户的信息一般放在调查问卷的封面。住户信息有时包括一系列

冗长的数字和字母，这些数字和字母代表地理位置和用来选取住户的抽样程

序。虽然这似乎是显而易见的，但将这些代码作为住户标识时，应该进行认真

评估，因为这会很烦琐、容易产生错误并且费用很高（仅仅对几百家住户样本

进行标识通常就需要20或20位以上的数字）；有时，这种做法甚至不能保证每

个单元的独特标识，如当封面上的地理代码识别出某一住所，但未能将某一住

所内多家住户的情况考虑在内。另一种简单安全的方法就是通过手写或印在调

查问卷封面上的、甚至由印刷所事先印制的简单序号来识别住户。这样，封面

上的地理位置、城市/农村状况、抽样代码以及其余数据就成为住户的重要属

性，这些属性必须包括在调查数据集内，但不一定是为了识别之目的。处于这

两个极端（列出所有详细的抽样代码和简单的住户序号）之间的一个不错的折

中办法是：调查中的初级抽样单位（PSUs）采用三位或四位序号，每个初级抽

样单位内的住户采用两位数序号。

9.  从属统计单位的性质通常是显而易见的（如，住户成员为个人），但

如果统计单位看似属于一个单一的单位，但事实上却是另一种具有多重属性的

单位，那么其性质就不明确。如，在要求一个人对其工作的主要活动进行报告

时，如果他同时从事着多种同等重要的活动，或者在某个特定的基准期拥有一

份以上的工作，那么就可能出现这种情况。同样，在要求一位妇女报告其最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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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孩子的性别或体重时，如果她最后生育的孩子是体重不同的一男一女双胞

胎，那么也有可能出现含糊不清的情况。当然，可以通过周密的调查问卷设计

和试用来防止这种情况的出现，但这种情况的出现通常不明显，正是在这一方

面，有经验的数据管理员的重要远见可为调查项目的专家提供宝贵协助，协助

他们发现这些情况。

10.  不管性质如何，都应该对住户内的从属单位进行独特的标识。可以通

过访调员分配数字代码的方式来实现这一目的，但一般来说，如果可能，最好

事先将这些识别码印在调查问卷上。

11.  固有的重复。设计调查问卷时可考虑列入有意重复的内容，旨在检查

访调员的错误或数据录入错误。最常见的例子有：

•  在包含货币金额的栏下，为“总计”加一条底线。通常由访调员来进

行这一类的加总工作，但即使并非由访调员负责加总工作，列入这

些“总数”也是方便的，因为它是发现数据录入错误或遗漏的有效方

法（通常也是惟一的方法）。事实上，可以在任何一个数据栏的底端

加一栏“总计”以进行质量控制，即使数据的加总不能对某个量进行

有意义的度量也是如此（如，对于所购买的各种食品，可以在其数量

栏（而不是货币金额栏）的底端加一栏“总计”，即使所加总的是不

同类别的数据也是如此，如，若干公斤的面包，若干公斤的土豆，甚

至若干升的牛奶）。以下讨论印刷检查时将对这一点作进一步的阐

述。

•  对某些重要变量（如某个人的职业或活动，或消费项目的性质）的代

码加一个校验码。校验码是可以根据代码其余数位计算出来的数字或

字母，可以在数据录入时通过算术的方法计算。常见的校验码运算方

法如下：将代码最后一个数位乘以2，倒数第二个数位乘以3，依此类

推（如果代码为六位数以上，那么可以按顺序重复以2、3、4、5、6、

7作为乘数进行计算），然后将结果相加。校验码就是这一总数与11的

第二小倍数之差（10通常由字母K表示）。确定校验码运算方法的目的

是为了让较常见的编码错误（如，数位颠倒或数位遗漏）将会得出错

误的校验码。

C.  数据录入和编辑的操作策略

12.  很多住户调查仍然将数据录入和编辑视为继实地调查之后由中心机构

进行的活动，而其他调查则已经将数据录入工作纳入实地活动中。在不久的将

来，可能会朝着计算机辅助访谈的方向发展。本部分将讨论各种策略所具有的

组织意义，以及每种选择下数据录入和编辑软件的共同特征和独特属性。

13.  集中式数据录入。在微型计算机出现之前，集中式数据录入是惟一为

大家所熟知的方法，如今很多调查仍然使用这种方法。这种方法将数据录入视

作一个工业生产过程，数据录入将在访谈结束之后在数据录入部门集中进行。

其目的是为了将原材料（纸质调查问卷上的信息）转化为中间产品（可由机器



266  发展中国家和转型期国家住户调查

阅读的文件），应（使用编辑程序和文书工作）进一步改进中间产品，从而获

得最终产品，也就是所谓的纯净数据库。

14.  在首次数据录入阶段，首要的问题就是要确保速度，确保文件上的信

息能够完全反应调查问卷中所收集的信息。数据录入人员不应“思考”其工作

内容，而只需如实录入提供给他们的数据。有时，调查问卷采用双盲数据录入

方式，以确保正确录入。

15.  截止1970年代中期，数据录入由性能非常有限的特殊机器进行。目前

这一过程几乎都是由微型计算机进行，尽管可以在计算机上安装质量控制检验

程序，但实际上却很少这么做。目前最普遍的观点就是：很少在数据录入过程

中进行质量控制检验，因为操作人员并没有接受过这方面的培训，因而无法在

发现错误时，做出决定来采取相应的措施。另外，发现错误并找出解决方案会

使数据录入过程放慢。持有这种观点的学派认为应该将质量控制检验单独纳入

编辑过程。

16.  实地数据录入。从1980年代开始，将基于计算机的质量控制纳入实地

工作已经被看作改善住户调查质量和及时性的关键之一。这种思路最初由世界

银行生活水平衡量研究（LSMS）调查提出，之后在其他各种复杂的住户调查中

得以运用。根据这一策略，数据录入和一致性控制是逐户进行的，并以此作为

实地工作的一部分，这样就可以通过最后回访住户来解决各种误差和不一致问

题。

17.  将基于计算机的质量控制纳入实地工作，其最重要和最直接的好处

就是可以大大提高信息的质量。因为各种错误和不一致问题可以在访调员仍然

在实地的时候加以解决，而不是等到数据整理办公室“整理”数据时才得以解

决。另外，由于办公室进行数据整理不仅费时而且程序冗长，所以其整理的数

据库至多只是保证数据内在的一致性，但不一定能够反应实地所观测到的事

实。这种不确定性是由种种决定造成的（一般情况下，这些决定是没有记录

的），因为这些决定是在远离数据收集所在地的情况下做出的，而且是在收集

数据很长一段时间后才做出的。

18.  将基于计算机的质量控制纳入实地工作所产生的数据库可以及时用作

制表和分析，一般情况下，实地工作结束后的几个星期内就可以使用有关数据

库。事实上，甚至可以在进行调查的时候准备数据库，这样调查管理人员就可

以对实地工作进行有效的监管。

19.  将基于计算机的质量控制纳入实地工作的另一个间接好处是：它可

以促进所有访调员在收集资料的整个过程中采用统一的标准，在采用这种方法

前，实际上很难做到这一点。计算机确实是调查监督人员的好助手，它不仅廉

洁而且不知疲倦。

20.  将基于计算机的质量控制纳入实地工作还对调查的组织工作有着各种

意义，其中最重要的是：它要求实地工作人员组成各种小组。实地工作小组通

常由一位监督人员负责，除了2–4名访调员外，还包括一位数据录入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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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实地工作的组织取决于现有的技术。两个最常用的配置包括台式计算

机和笔记本电脑，并需要采取以下步骤：

•  让数据录入人员在固定的地方（一般是统计机构的区域办公室）用台式

计算机工作，对实地工作进行组织，以便让小组的其余人员对每个调

查地点（一般为初级抽样单位）至少访问两次，从而使数据录入人员

能够有时间在两次访问期间录入数据并对数据的一致性进行检验。在

第二次及以后的访问期间，访调员将针对数据录入程序发现的错误、

缺漏或不一致问题，重新提出问题。

•  让数据录入人员用笔记本电脑工作，并让该人员和小组其余人员一道访

问调查地。整个小组人员将一直呆在调查场所，直到所有数据都被录

入并且所有数据都经过数据录入程序证实为完整和正确时为止。

22.  上述两种选择都需要具备各种外围条件，调查策划人员和管理人员应

认真考虑这些条件。其中一个条件就是需要确保计算机拥有不间断的电源，在

供电状况差的国家，这可能是一个问题。如果在固定地点使用台式电脑，那么

可能需要安装发电机，这样就需要一直备有发电机燃料。如果使用可以移动的

笔记本电脑，那么可能需要使用便携式太阳能电池板。

23.  两种策略一个显著的重要差别就是：如果将基于计算机的质量控制纳

入实地工作，那么需要在调查开始前编制和调试数据录入和编辑程序。至于集

中式数据录入，这么做也可以带来方便（其目的是为了让数据录入能够与实地

工作同步进行），但却不是绝对必要的。

24.  无纸访谈。使用手提式电脑而非纸调查问卷非常具有吸引力，因为

它的优点是：访谈的某些部分可以自动进行，如跳过指令。尽管这种技术已经

使用了近20年，但发展中国家却很少采取措施来将这种策略用于复杂的住户调

查。事实上，到目前为止，即使在最先进的国家统计机构中，无纸调查也只是

限于一些相对简单的工作，如就业调查、收集用于消费价格指数的价格资料。

25.  其中一个可能的原因是，尽管无纸提问有助于遵循有始有终的线性流

程的访谈，但发展中国家和转型国家进行的很多住户调查却有可能要求对每个

住户进行多次访问，对住户的每个成员单独进行访谈，或需要一些结构不太严

格的其他程序。

26.  尽管缺乏真正的经验，但可以通过一些观测来了解无纸调查问卷的设

计和实施应该考虑哪些问题：

•  在有些情况下，数据录入程序界面可以包括一系列逐一出现在计算机屏

幕上的问题，但在其他情况下，可能需要复制纸调查问卷的结构和直

观格式，以便在同一时间显示出很多数据录入领域。在有关支出和消

费的模块中，这一点似乎尤其重要，因为访调员需要同时“看到”很

多消费项目。在有疑问的情况下，界面还必须能够使有关人员得以标

出有关问题，并且也应当使返回住户进行第二次访谈而无需重复所有

问题成为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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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调查问卷的设计一般需要数月的时间，并需要不同领域众多人员的参加

（调查项目专家、从事调查的人员等）。对于纸质调查问卷来说，需

要对各“代”调查问卷进行准备、分类、讨论和试验，直至确定最后

版本的调查问卷为止。对于某些实际上永远不会出现在纸质调查问卷

上的内容，也应确定对其采取的相应步骤。

•  必须围绕新技术，对访调员的培训进行重新设计。我们知道如何对访调

员培训（通过理论研讨会、情景模拟、模拟访谈和培训手册等），从

而让他们能够根据纸质调查问卷进行调查。但我们却很少花精力开发

无纸调查技术。

•  最后，必须开发各种有效的监管方法。经过半个多世纪的演变，已经有

很多方法（对调查问卷进行目视检查，对访谈进行核查等）可以对实

地访调员的工作进行核实。但所有这些方法都是围绕纸质调查问卷的

概念进行的，因此需要对其进行重新设计，以便将其用于无纸访谈。

新技术将能为有效的监管提供各种截然不同的，甚至更为有力的选择

方案，这是极有可能的。如，除了记录数据文件外，很多手提式电脑

还具备语音录制功能，这种功能可自动记录访谈的随机部分。通过添

加全球定位系统（GPS）性能，还可以自动记录访谈的时间和方位。同

样，需要对各种细节进行说明并对其进行实地检查，并将有关细节纳

入调查实地工作的一般计划中。

D.  质量控制标准

27.  不管是选择哪种策略进行质量控制，调查问卷上的数据需要接受五种

检验：范围检验、根据参照数据检验、跳过检验、一致性检验和印刷检验。本

部分将回顾这些检验的性质，以及在各种操作配置下实施这些检验的方式。

28.  范围检验旨在确保调查的每个变量所包括的数据处于有效值的有限范

围内。在调查问卷事先为分类变量确定的各种值中，分类变量只能拥有其中的

一个值（如，性别代码只能是“1”代表男性，或“2”代表女性）；按年代顺

序排列的变量应该包括有效日期；数值变量应该在所规定的最小值和最大值范

围内（如年龄在0-95之间）。

29.  范围检验的一个特殊情况是：根据外部参考表对来自两个或两个以上

密切相关领域的数据进行检验。以下为一些共同的情况：

•  人体测量数据的一致性。在这种情况下，将根据世界卫生组织的标准

参考表对记录的身高、体重和年龄值进行检验。如果标准指标的值 

（年龄标准身高、年龄标准体重及身高标准体重）偏离常态三个以上

的标准差，那么就有可能存在着误差，应该对该值做出标记，以便重

新进行测量。

•  食品消费数据的一致性。在这种情况下，将根据具体项目的单价表对所

记录的食品代码值、购买的数量以及支出的金额进行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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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  一般来说，即使在中心机构录入数据，也最好在数据录入的初始阶段

对范围错误进行检验和纠正，而不是将这种质量控制一直推迟到编辑阶段，因

为范围错误通常是由于数据录入本身造成的而不是访调员的错误。在录入超出

范围的值时，可能会启动错误标记（如，发出“嘟嘟”声或屏幕上出现闪光区

域）。如果仅是打印错误，那么数据录入人员可以立刻进行纠正。但如果录入

的值与调查问卷上的值一致，那么就可以不考虑该错误标记。在这种情况下，

应该对错误进行报告，以便事后由文书人员对调查问卷进行检验，并纠正有关

错误（如果是在实地录入数据，那么可以由访调员在第二次访谈期间纠正有关

错误）。同时，有疑问的数据项目可以用一种可以记录疑问状况的特殊格式进

行存储。

31.  跳过检验。这种检验是为了核实跳过模式是否被正确执行。如，可以

通过简单的检验来核实：如果一名儿童对第一个问题——“是否入学”的回答

是“没有”，那么针对这名儿童，一些只向学童提问的问题是否没有被记录下

来。还可以通过更复杂的检验来核实是否为每个受访者填写了调查问卷的适当

单元。根据受访者的年龄和性别不同，住户的每个成员应该就调查问卷中的具

体部分进行回答（或跳过不回答）。如，年龄在5岁以下的儿童所回答的问题

应属于人体测量部分，不应向他们询问职业方面的问题。年龄在15-49岁之间

的女性可以纳入生育问题部分，但却不能将男人包括在这一部分。

32 .  未来的某个时候，发展中国家将会在调查中普遍采用计算机辅助 

（无纸）访谈，到那个时候，至少在某些情况下，可以通过数据录入程序本

身来控制跳过方案。但按照其他操作配置（数据录入中心机构，实地数据录

入），数据录入程序实际上不应该自动进行跳过。如，如果对于“你入学了

吗？”这个问题所录入的答案是“没有入学”，但一些需要就所在学校类别和

年级等录入数据的部分仍然应提供给数据录入人员。在这种情况下，如果答案

实际上已记录在调查问卷上，就可以录入答案，程序将标出“跳过不正确”的

记号。监管人员或访调员（或集中编辑的文书人员）可以在稍后的时间确定错

误的性质是什么。但，答案“没有入学”也很有可能是“已经入学”。如果数

据录入程序自动跳过以后的字段，就无法发现和纠正错误。

33.  一致性检验。这些检验的目的是为了核实一个问题的值和另一个问题

的值是否保持一致。如果各种值都来自同一统计单位，那么只需要进行简单的

检验，如某个人的出生日期和年龄。更复杂一些的一致性检验涉及对来自两个

或两个以上不同观测单位的信息进行比较。

34.  一致性检验的数量是多少，并没有自然限度。在复杂的住户调查中，

一个好的数据录入程序可能会有几百个检验项目。一般来说，检验的项目越

多，最终数据集的质量也就越高。但由于编写数据录入和编辑程序的时间总是

很有限（通常情况下在两个月左右），所以需要有专业的知识和良好的判断来

决定应该对哪些项目进行检验。某些一致性检验项目适用于几乎所有住户调

查，经验证明，这些一致性检验特别有效，因而差不多成了实际的标准。这些

项目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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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住户的人口一致性。对所有住户成员年龄和性别方面的一致性进行检验

以明确亲属关系。如，父母应比孩子至少年长（假定）15岁，配偶的

性别应该不一样等。

•  职业一致性。某些内容的有无应该和住户成员自报的职业一致。如，如

果某些成员在劳动力一栏所报告的职业为农民，那么就应该有耕作部

分的内容，而且也只有在这种情况下才应该有耕作部分的内容。

•  年龄和其他个人特征之间的一致性。可以就每个人年龄和个人特征之间

是否一致进行检验，个人特征如：婚姻状况、与户主的关系、目前上

学的孩子所在的年级（用于目前在校的孩子）或最后一次上学时所在

的年级（用于已经辍学的成员）等。如，8岁的孩子所在的年级不应在

三年级以上。

•  支出。在这种情况下，可以进行若干不同项目的一致性检验。在一个住

户中，只有当一个或一个以上的个别记录显示出某个孩子在上学的情

况时，才能在诸如教科书和学费方面的住户消费记录中出现正数。同

样，只有当住户拥有与电有关的服务设施时，才能报告与电有关的支

出。

•  控制合计数。如前文所述，在可以添加一系列数值的情况下，添加控制

合计数是进行调查问卷设计的一个有益原则。数据录入程序应该校验

控制合计数是否等于个别数值的总和。

35.  印刷检验。在早些年的调查数据处理中，打印错误检查几乎是数据录

入时所进行的惟一质量控制手段。为此，一般由两位不同的操作人员对每份调

查问卷录入两次。如今则很少使用这些所谓的双盲数据录入办法，因为如今可

以采用其他一致性控制措施，这些措施的采用使得印刷检验没有必要。但在某

些情况下，这可能是一种美好的愿望，而非可靠的假设。

36 .  典型的印刷错误是在数字录入时出现数位颠倒的问题（如录

入“14”而非“41”）。在对婚姻状况或家庭关系进行一致性检验时可以发现

类似这样的年龄错误。如，如果某个已婚或寡居人士的真实年龄为41岁，但由

于录入错误，出现在调查问卷中的年龄却为14岁，那么在根据婚姻状况检验年

龄时就会出现一个显示该错误的标记。但如果在每月的肉类支出方面出现同样

的错误，那么很可能不容易发现，因为14美元和41美元都是有效的金额。

37.  这说明将数据管理观念纳入调查问卷设计阶段是很重要的。如，控

制合计数可以大大减少印刷错误，因为要求访调员用计算器对数据加总的方法

和双盲数据录入办法类似。对于某些重要的变量，可以采用校验码来实现这一

目的。调查问卷某些部分的数据录入也可以采取真正的双盲数据录入法，但整

个调查问卷都采取这种办法是没有必要的，也是不切实际的——除了其他原因

外，这是因为现代数据录入一般是由一个数据录入员进行，而非两个不同的数

据录入员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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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数据录入程序的开发

38.  编写一个好的调查数据录入和编辑程序既是一门技术，又是一种技

能。本部分讨论目前可用来促进这一进程的技术层面的某些开发平台，并探讨

一些较微妙的问题，这些问题与数据录入人员以及调查数据集未来用户的界面

设计有关。

39.  开发平台。市场上有很多数据录入和编辑程序开发平台，但适合复杂

住户调查中数据管理要求的开发平台却很少。世界银行于1990年代中期进行的

一次审查发现当时适用两种基于DOS的平台：世界银行内部开发的生活水平衡

量研究（LSMS）软件包及美国普查局微型计算机集成处理系统（IMPS）程序。

自此次审查以来，为了适应不断变化的硬件和操作系统环境，两种平台都进

行了改进。微型计算机集成处理系统已经由普查与调查处理系统（CSPro）取

代。普查与调查处理系统是一种基于Windows的应用程序，这种应用程序除了

充当数据录入和编辑程序的开发环境这一基本角色外，还具备某些制表功能。

生活水平衡量研究软件包已经朝着LSD-2000演变，这是一种基于Excel的应用

程序，其目的是为了同时开发调查问卷和数据录入程序。

40.  经验证明，在很多国家中，CSPro和LSD-2000（或其前身）能够为许

多国家的复杂全国住户调查的有效数据录入和编辑程序的开发提供支持。这些

平台不仅容易获得而且容易使用。几乎任何一个程序设计人员——事实上，几

乎任何基本了解计算机的人——都可以在几个星期内掌握初步开发工作数据录

入程序所需要的技能。

41.  设计原则。遗憾的是，对于需要开发什么样的数据录入程序，开发

平台不能在这方面为程序设计人员提供建议。甚至可以说，平台的用户友好性

面临的风险是极易开发出不适用的数据录入程序。将工具的掌握和善于利用工

具的技巧混淆起来是错误的，调查管理人员应该避免这种错误。为避免这种错

误，调查管理人员应让有经验的程序设计人员和调查项目专家共同参与调查数

据录入和编辑程序的开发。在这一方面，提供一些切实可行的准则是有益的：

•  数据录入屏的设计。数据录入屏应该尽可能和调查问卷中相应的页

面相同。譬如，如果调查问卷以矩阵的方式提出个人问题（矩阵的 

“行”为问题，“列”为住户成员，或“行”为住户成员，“列”为

问题），那么最好为每个人准备一个单独的数据录入屏，而不是将纸

格子复制在计算机屏幕上。不将整个格子复制在计算机屏幕上的一个

原因之一是受访者的数量是可变的，另一个更重要的原因就是所观测

的统计单位是人而非住户。

•  区分不可能和未必可能的情况。如果从逻辑上讲或在自然情况下，某种

情况是不可能的（如，女儿比其母亲年长），那么数据录入程序应该

将其标记为错误。如果某种情况在自然情况下不是不可能的，但可能

性却非常小（如女儿比其母亲小15岁以下），那么数据录入程序也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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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对这种情况做出反应。数据录入程序最好能够像监管人员一样，能

够通过对调查问卷的目视检验，对错误的严重程度做出评估，然后根

据错误的严重程度做出不同反应。在将数据录入纳入实地工作时，这

种“智能”程序尤其重要。遗憾的是，有些程序设计人员在这方面没

有投入足够的精力。一个明显的迹象就是总是将定量变量的上限定义

为“999……”（数据录入区有多长，就应该有多少个9）。这种做法

的反作用是显而易见的：数据录入区当然应该足够长，以便能够录入

尽可能大的值，但上限应该足够小，以便将未必可能的值标记为异常

值。

•  报告错误所使用的语言。数据录入程序中的某些质量控制标准可以报

告较简单方法所发现的错误，这些简单方法要么是不言自明的，要么

是稍加培训就能够理解的。如，生活水平衡量研究数据录入程序通

过在有疑问的值旁边显示向上“↑↑↑”或向下“↓↓↓”的闪光箭头来

报告范围检验错误，箭头向上还是向下取决于问题值是偏高还是偏

低。如，在对住户人口的一致性进行检验后，可能会出现这样一句

话：“警告：露西（身份代码05，女，9岁）不太可能是玛丽的女儿 

（身份代码02，女，21岁）”，这些文字最好能够打印出来，而不仅

仅是在计算机屏幕上出现。相对于一些看似较简单的办法（如采用错

误代码）而言，这种“具有写作能力的智能”程序可能花费更长的时

间编写，但这种程序可以节省很多实地工作时间和实地人员培训时

间，还可以免去程序设计人员编写错误代码本的麻烦。

•  变量代码。一项复杂的住户调查通常包括数以百计的变量。负责数据

录入程序的程序设计人员需要根据所用开发平台的具体习惯，通过代

码来查阅这些变量。为此目的，应该在数据录入程序开发之初选择一

个简单合理的编码系统，因为这将有助于开发小组成员之间进行交

流，还有助于在编制和散发调查数据集的稍后阶段节省时间。但寻找

一个好的编码系统可能要比想象的更难。这一过程的开始阶段可能较

容易，比如，可以为头几个变量确定诸如“AGE”、“GENDER”之类

的代码，但这一过程很快就会变得难以管理，因为寻找足够的助忆码

越来越难了。一种不错的选择是干脆参照调查问卷上的有关部分和问

题编号来进行编码，而不管代码是否一目了然。（例如，如果“年

龄”和“性别”这两个变量分别是第1部分第4个问题和第5个问题的变

量，那么其编码可分别为“S1Q4”和“S1Q5”。）

•  数据录入工作量。在将数据录入纳入实地工作时，数据录入最自然简单

的工作单位就是住户。这是因为在这些条件下，数据录入人员所处理

的总是一份或几份调查问卷，此外还因为一致性控制措施以及错误的

报告是逐户进行的。在数据录入中心，工作量可以为若干区组，每个

区组为10-20个住户（如调查地或初级抽样单位）。这么做的原因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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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每一区组应该由一个数据录入人员单独在一个计算机上录入，录

入至多需要几天时间；(2) 随时都应当轻松地存储和检索调查问卷的

相应内容。

F.  调查数据集的整理和散发

42.  调查数据集的结构必须能够反应调查中被观测统计单位的性质。换句

话说，来自复杂住户调查的数据不能按照下表十五.1所显示的形式进行存储，

也就是说，不能存储为简单的矩形文件，在其中调查问卷上，每个住户占一

行，每个变量占一列。

表十五.1

住户调查的数据被存储为简单的矩形文件

变  量  1 变  量  2 … 变  量  j … 变  量  m

住户1 … …

住户2 … …

… … … … … … …

住户i … 数据i,j …

… … … … … … …

住户n … …

43.  如果有关住户的所有问题都属于一个统计单位，那么这种结构（又

称为“平面文件”）是可行的。但正如以前所讨论的那样，情况并非如此。有

些问题涉及从属统计单位，每个住户内的这些从属统计单位数量是可变的，如

人员、农作物和消费项目等。将每个住户成员的年龄和性别存储为不同住户级

别的变量不仅浪费（因为所要求的变量数目将取决于最大住户的规模，而非平

均住户规模），而且在分析阶段也非常麻烦（因为即使简单的工作，如获得年

龄-性别分布情况，也需要费力地对每个住户内数量可变的年龄-性别组进行查

找）。

44.  处理众多不同的统计单位很复杂，CSPro和LSD-2000两个平台所使用

的文件结构都能很好地处理这种复杂的问题，此外还能尽量减少存储要求，在

分析阶段也能和统计软件很好地结合。

45.  数据结构应该使所观测的每个统计单位和计算机文件记录之间保持

一对一的关系，为此，每种统计单位需要采用不同的记录类型。如，为了对住

户花名册上的数据进行管理，应该为花名册上的变量确定一个记录类型，和个

别项目相应的数据应该单独存储在该类别下的记录中。同样，在食品消费单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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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应该有一个记录类型和食品项目相对应，与个别项目相应的数据应该存储

在该类型下的单独记录中。

46.  每个记录类型下的记录数量可以不同。这样，由于无需将每个记录保

存成最大文件，从而可以节省所需的存储空间。

47.  从原则上讲，每个统计单位只需要一个记录类型，但有时由于实际情

况的需要，可能会为同一单位确定一个以上的记录类型。如，有关教育和健康

的问题可能需要存储在两个不同的记录类型下，尽管这两种情况下的统计单位

都是个人。

48.  每个记录都标有一个独特的代码，代码分三个或三个以上部分。第一

部分是“记录类型”，记录类型出现在每个记录的开始，其作用是为了说明信

息的来源，如说明信息是来自封面、健康单元还是食品支出。在所有记录中，

记录类型的后面为住户号码。在大多数的记录类型中，还需要有第三部分识别

符，第三部分的识别符用作区分住户内同一类别的各统计单位。如，人员识别

码或支出项目代码。在某些情况下，所观测的单位只有一个，在这种情况下，

第三部分的识别符就没有必要。如，住房特征通常只按照一家只有一个住处的

情况进行收集。在有些情况下，可能还需要增加第四部分代码。如，第三个识

别码可能代表住户企业，第四个代码可能代表每个企业所拥有的每种设备。

49.  紧跟识别码之后的是调查中为每个具体单位所记录的实际数据，实际

数据按调查问卷中有关问题的顺序记录在长度固定的区段中。所有数据都按美

国信息交换标准代码（ASCII）的标准格式存储。

50.  调查数据集只能按照独立的平面文件进行组织（每个记录类型一个文

件）以方便散发，因为原有结构中长度固定的字段格式足以将数据导入标准的

数据库管理系统（DBMSs）做进一步的处理，或导入标准的统计软件进行制表

和分析。将数据导入DBMS很容易，因为原有结构几乎可以直接将被其接受为个

别表格的录入信息转换为标准的数据库格式（DBF）（在这种情况下，记录识

别符将充当各表之间的自然关系联系纽带）。

51.  数据集的散发还要求每个记录类型的结构被正确记录在所谓的调查代

码本中,代码本应提供给任何对数据集感兴趣的用户，它应该明确说明记录中

每个变量的位置和长度。对于分类变量来说，也应该对编码作具体说明。下图

十五.1所显示的是尼泊尔生活水平调查代码本（某些变量的编码被省略）。

52.  CSPro和LSD-2000这两个平台都可以编制调查代码本，作为数据录

入程序开发过程的副产品。LSD-2000还可以提供界面将数据录入文件转换为

DBF文件，并将数据导入最常用的统计软件中（Ariel、CSPro、SAS、SPSS和

Stata）。这说明有必要在数据录入程序开发阶段认真确定一个变量编码系

统：如果做好了这项工作，那么只要有数据集，调查分析员就能够立即使用调

查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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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十五.1

尼泊尔生活水平调查II

记录类型002 第1节，第A1部分：住户花名册

变    量 代  码 RT 来  自 长  度 类  别

住户 2 4 5 QNT

身份代码 IDC 2 9 2 QNT

1 姓名 Q01 2 11 24 TYP

D 种族 Q01A 2 35 3 QLN Chhatri 001

Brahmin Hill 002

… …

其他 102

2 性别 Q02 2 38 1 男 1

女 2

3 关系 Q03 2 39 2 户主 1

配偶 2

子女 3

… …

其他关系 11

仆人/仆人亲属 12

租户/租户亲属 13

它非亲属人员 14

4A 出生地区 Q04A 2 41 2 QLN Taplejung 01

Panchthar 02

… …

其他国家 93

4B 城市/农村出生地 Q04B 2 43 1 QLN 城市 1

农村 2

5 年龄 Q05 2 44 2 QNI

6 婚姻状况 Q06 2 46 1 QLN 已婚 1

离婚 2

分居 3

丧偶 4

未婚 5

7 配偶是否在清单中？ Q07 2 47 1 QLN 是 1

否 2

8 配偶身份代码 Q08 2 48 2 QNT

9 在家月数 Q09 2 50 2 QNT

10 是否为家庭成员 Q10 2 52 1 QLN 是 1

否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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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  抽样过程中的数据管理

53.  本节将讨论数据管理在住户调查样本的设计和实施中所起的作用，并

为抽样标架的计算机化以及初级抽样的进行提供了建议，包括适用于隐含分层

以及初级抽样单位的概率与规模成比例（PPS）抽样的实用方法。至于开发一

个将倒数第二个抽样单位作为其前一个抽样阶段副产品的数据库，本章对其进

行了讨论，并强调它在实地调查中作为管理工具的作用，以及其内容如何可以

通过实地生成的信息（如，列出的住户清单以及不答复数据等）进行更新，以

便得出用于分析阶段的抽样权数。

54.  初级抽样标架的组织。很多住户调查的初级抽样单位是大多数全国

普查确定的查点区（CEA）。为确定初级抽样标架，一个简单而有效的方法是

创建一个包括全国所有查点区清单的计算机文件。除非一个国家有大量查点区 

（如孟加拉国家有80 000个以上的查点区），否则实现上述目的的最好方法就

是采用诸如Excel之类的电子表格程序，每个查点区占一行，需要的所有信息

放在“列”中。电子表格程序应该包括有关查点区的全部地理识别信息以及度

量查点区大小的指标（如，人口、住户数量或住所数量）。一般来说，如果能

为每个样本层创建一个不同的工作表，那么会更方便一些。下图十五.2显示初

级抽样标架在某个假设国家“森林”层中的样子（Excel屏被分为两个窗口以

同时显示第一个和最后一个查点区）。

55.  在本例中,“森林”这一层中的1 326个查点区是通过地理代码和国家

行政区划（省和行政区）的名称以及每个行政区内的序号识别的。抽样标架还

包括普查时每个查点区的住户数量和人口，并显出查点区是城市还是农村。

56.  在进行抽样以后步骤之前，很关键的一点是要核实抽样标架是否完整

和准确，采用的办法是根据统计机构公布的普查总数核对人口数字。另外，重

要的是核实查点区的规模是否大得足以用作初级抽样单位。如，如果样本设计

要求倒数第二阶段的每个类集为25家住户，那么如果查点区的住户不足25家，

就无法满足该要求。在这种情况下，小的查点区应该和邻近地区的查点区结合

在一起以构成初级抽样单位。如果必须通过人工、通过不断参阅普查图来搜寻

邻近的查点区，那么这一过程会冗长而缓慢。但由于统计机构通常根据某种地

理标准来为查点区分配序号（所谓蛇形或“螺旋”形排序），所以电子数据表

上属于邻近的查点区也就是该地区邻近的查点区，一般可以在电子数据表上自

动对查点区进行组合。在我们的例子中，每个查点区有30多家住户，所以没有

必要对查点区进行组合。但应该注意的是，根据上图对查点区进行组合是不切

实际的，因为在数字清单中城市和农村查点区是混在一起的，在实际的国家

中，这种情况是不太可能遇到的。换句话说，如果清单中城市和农村查点区是

分散的而不是归在一起的，那么就无法通过计算机将邻近的查点区归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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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  第一个抽样阶段前的另一个步骤是确定是否需要根据某种设计标准

来对抽样标架进行分类，以便在每个明确的层内对样本进行隐含分层，行政区

划几乎总是被用作这一目的。但在某些情况下，另一种标准，也就是城市/农

村分层，可能会更重要一些。假设在我们的例子中，城市/农村分类就属于这

种情况，那么首先需要根据城市/农村这一标准来对抽样标架进行分类，然后

依次根据省份、行政区进行分类，最后根据查点区的序号进行分类。根据图十

五.3中电子制表程序所提供的“分类”指令很容易做到这一点。

58.  抽选概率与规模成比例的初级抽样单位。绝大多数住户调查都是采用

概率与规模成比例（PPS）的方法抽选初级抽样单位。如果抽样标架中有现成

的数据，那么查点区的住户数量一般可用作度量其规模的尺度，但在某些情况

下，可以使用人口或住处数量作为度量其规模的尺度。以下将说明概率与规模

成比例的程序，假定设计要求在“森林”层（见图十五.4）抽选概率与住户数

量（工作表的G列）成比例的88个查点区。

图十五.2

将电子表格作为初级抽样标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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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9.  首先，在电子数据表中创建新的一列，这一列为查点区的累积规模。

在I2单元格里录入公式= I1 + G2，然后将该公式沿着I列一直复制到最后一

行。请注意，I列中的最后一行将为“森林”层住户的总数（110 388）。

60.  其次，创建另一列，该列为查点区按比例缩放后的累积规模,用I列

中的值乘以缩放比例系数88/110 388（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让一个从零增长到

查点区数目的列被选取，并且与查点区的规模成比例，见图十五.5）。在单元

格J2中录入公式= I2 * 88/110 388，然后将该公式沿着J列一直复制到最后一

行：

61.  第三，在新一列的最顶端，录入一个值在0-1之间均匀分布的随机

数，然后将该数和J列中所有行的数相加，从而创建一个新列，新列是通过随

机数转换后按比例缩放的累积规模（见图十五.6）。可以在电子数据表内自

动选择随机数，但最好在外部选择这个随机转换数（如，使用一张随机数表

格），以防止系统在重新计算工作簿时所选样本与原来选取的样本不同。如，

在单元格K1中录入随机数0.73，然后在单元格K2中录入公式= J2 + K$1，然后

将该公式沿着K列一直复制到最后一行。

图十五.3

进行隐含分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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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  至于通过随机数转换后按比例缩放的累积规模，如果其整数部分发

生变化，那么样本将由整数部分发生变化的那一列决定。本例中，在1号省份

（West Tazenda）207号行政区（Macondo）17号查点区这一列，通过随机数转

换后按比例缩放的累积规模从0.97变化为1.02，说明这是样本中选取的第一个

查点区。同一省份的226号行政区（Balayan）1号查点区这一列，通过随机数

转换后按比例缩放的累积规模从1.99变化为2.09，整数部分再一次发生变化，

说明这是样本中选取的第二个查点区。在单元格L2中录入公式= INT（K2）-

INT（K1），然后沿着L列一直复制到最后一行就可以自动标出被选中的样本。

L列中非零值所在的那一行就是要选取的样本（见图十五.7）。

63.  第一阶段抽选的所有抽样单位清单应该转到另一张工作表上，该工作

表将成为调查管理的重要工具。如，调查管理人员可以增加一列来记录每个初

级抽样单位所有重要活动的详细情况（实地工作和数据录入的预期日期和实际

日期，有关主管小组的信息等）。

图十五.4

抽选概率与规模成比例样本（第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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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  工作表将特别用以计算从样本中获取无偏估计值所需的抽选概率和相

关的增大因子（或权数）。无需根据层对这种汇总工作表进行划分。最好将所

有被抽选的初级抽样单位列入一张独特的工作表，在其中一列列明层。在本

例中，被抽选的88个查点区中，头19个查点区的“样本”工作表见图十五.8。

65 .  抽选概率和抽样权数。第一阶段抽选概率P(1)可很简单地在“样

本”工作表中进行计算：将样本初级抽样单位中的住户数量乘以每层中所抽选

的初级抽样单位数量（下图十五.9中的G列和K列），然后用结果除以该层的住

户总数（J列）。在单元格L2中录入公式= K2 * G2/J2，然后沿着L列一直往下

复制。

66.  其后各阶段的抽选概率当然取决于抽样设计的具体情况。我们将对

这样一个两阶段抽样设计的抽选概率计算进行说明：两阶段抽样设计的第二阶

段，每个初级抽样单位根据相同的概率来选择固定数量的住户。实际上，这种

样本设计是实践中最常用的样本设计之一。第二阶段每个初级抽样单位抽选的

图十五.5

抽选概率与规模成比例样本（第二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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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户数量因层的不同而不同。但在本例假设的国家中，我们假设所有层中每个

查点区的住户数量为12家。

图十五.6

抽选概率与规模成比例样本（第三步）

67.  在这种抽样阶段中，一般要求对于每个被抽选的初级抽样单位都应

编制住户清单。住户清单不需要通过计算机处理，因为可以根据纸清单通过手

工选取调查所要访问的住户。但将清单录入计算机文件有很多优点（如，如果

第一阶段抽选的初级抽样单位是所谓的标准样本，而这种标准的样本将用于各

种调查，或用于多轮的固定样本调查，那么计算机文件就能显示出其优势）。

68.  编制清单时在每个被抽选为样本的初级抽样单位中实际发现的住户

数量一般不同于初级抽样标架中通过普查所记录的原始“住户数量”。应该

在“样本”工作表中添加一列以记录所列出的住户数量。如果清单是用计算机

进行处理的，那么可以通过程序填写这一列（如，采用Excel macros）。否

则，在编制住户清单时填写该列应成为调查管理人员的高度优先工作。在图

十五.10中，“住户数量”和“列入清单的住户数量”框架分别显示在G列和

M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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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9.  至于其有用信息被实际记录在调查数据集中的住户，以及由于各种

原因没有相关信息的住户，应该在实地工作和数据管理工作完成之后，在“样

本”工作表中添加几列，然后按照每个初级抽样单位记录所述住户数量。添加

一个“无效问卷”列的标准不响应理由在本出版物其他部分详细讨论（如，

见第八章和第二十二章第F部分有关拒绝回答、住房闲置等方面的内容）。另

外，当调查不能将基于计算机的质量控制纳入实地工作时，可能需要添加一

个“无效问卷”列。遗憾的是，集中数据录入技术的常见结果就是不能将基于

计算机的质量控制纳入实地工作。

70.  我们将继续以下图十五.11中的例子为例，并对有关情况进行简化，

假设在“样本”工作表中添加了两列，一列为“数据集内的住户数量”，另一

列为“不答复”总数。

图十五.7

抽选概率与规模成比例样本（第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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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十五.9

计算第一阶段抽选概率

图十五.8

被抽中的初级抽样单位的电子数据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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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  尽管没有普遍接受的模型可用于不答复情况，但一种最常见的假设

是：最终数据集内“有用的”住户实际上是住户各自的初级抽样单位内所列全

图十五.10

编制住户清单的结果记录

图十五.11

记录不答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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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住户的等概率样本（详细讨论见第二章和第八章）。根据这种假设，只需要

将有用住户的数量除以所列住户数量就可以计算出第二阶段抽选每个有用住户

的概率P(2)。初级抽样单位中每个住户的总抽选概率为P(1)*P(2)，抽样权数为

该概率的倒数。

72 .  在电子数据表中可以很容易根据这些公式进行计算（见图十

五.12）。在单元格P2中录入公式= N2/M2，单元格Q2中录入公式= L2*P2，单元

格R2中录入公式= 1/Q2，然后沿着P、Q和R列一直往下复制。

73.  这种根据概率计算的权数适用于各初级抽样单位的所有住户。有些调

查从业人员可能采用“事后分层”的方法来对这些权数做进一步的调整，以此

确保调查估计和某些已知的人口分布（如，从样本调查外部来源获得的年龄和

性别分布，或总消费数据）相称。这些调整是通过特殊的软件直接在调查数据

集中进行的，而不是在抽样电子数据表中进行，一般是在每个住户或每个人的

基础上而非每个初级抽样单位的基础上进行。

图十五.12

计算第二阶段概率和抽样权数

H.  建议摘要

74.  本章旨在阐明在调查的各个阶段采用数据管理标准的重要性，而不

是将数据管理视作仅属于最后分析阶段的部分工作。在这方面的一个最明显的

例子是有关生活水平衡量研究的调查，在该项调查中，调查问卷的设计、实地

工作的计划和实施、数据的录入和处理都采取了有助于对数据进行正确管理的

方式，甚至在收集任何数据前也是如此。指导这项工作的各项原则是本章的核

心内容。尽管这些原则会因特定国家的具体应用而有不同的特征，但仍然可以

将这些原则进行如下的归纳和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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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调查数据管理的入手点是调查问卷设计，在这一阶段需要：

(一) 对统计单位进行正确的标识。建议调查的初级抽样单位采用简

单的或改进的三位或四位数序号，而每个初级抽样单位内的住

户采用两位数序号，另外还应对住户内的每个从属单位进行合

理的序列标识；

(二) 固有的重复。在设计调查问卷时应列入有意重复的内容，这是

为了发现访调员的错误或数据录入错误。这方面的例子是为总

计数加一行底线，或者对重要变量的代码加一个校验位数。

(b) 在实地工作中，应该考虑以下方面：

(一) 数据录入和编辑的操作策略。建议有关国家对实地录入所有数

据的选择方案进行认真考虑。可以由一位在固定场所工作的

数据录入人员而不是被调查住户的数据录入人员来进行有关工

作；由一位操作人员和调查小组其余人员一道在访谈每个住户

时直接将数据录入便携式计算机；或使用掌上电脑通过至今尚

未加以适当研究的无纸访谈进行（但还需要对无纸访谈做进一

步的研究）。在实地录入所有数据以及集中录入数据将大大有

助于保证质量和一致性；

(二) 质量控制标准。调查问卷上的数据需要由五种不同的质量控制

机制加以控制：范围检验、根据参照表检验、跳过检验、一致

性检验和印刷检验；

(三) 数据录入技术。根据世界银行于1995年进行的审查，有两个可

靠的数据录入和编辑平台适用于复杂的住户调查，这两个平台

是：世界银行内部开发的生活水平衡量研究软件包和美国普查

局的微型计算机集成处理系统程序。其各自的更新版本分别为

LSD-2000和CSPro。在设计数据录入和编辑工具时，除了需要考

虑那些对各国自身条件有影响作用的现有专业经验以及其他因

素以外，还应该考虑一些基本准则：除了一些例外情况外，计

算机屏幕应该和其相应的调查问卷页面相同；数据录入程序应

该能够辨别不可能的情况和未必可能的情况，并为每种情况做

特别的标记；对错误进行报告的语言和表述应该通俗易懂；

(四) 组织和散发调查数据集。在这一方面，不适合采用平面数据文

件，因为平面数据文件不能正确处理住户内的从属统计单位 

（人员、农作物和消费品等）。所采用的文件结构最好是每种

统计单位采用不同的记录类型。

(c) 最后，数据管理在执行抽样协议的主要阶段提供指导，对协议的执行

起到了一定的帮助作用，所述阶段有：初级抽样标架的组织（通常根

据现有的最新查点区创建）；抽选概率与规模成比例的初级抽样单位

（规模由住户、住所数量或人口数量计量）；抽选概率及相关抽样权

数的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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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六章

根据住户调查数据编制简单描述性统计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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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章提供计算和列示住户调查数据基本描述性统计资料的一般准则。本

章进行的分析是基本分析，包括编制易于被广大读者理解的相对简单的图表。

此外，本章还就如何在广泛散发的综合报告中使用图表提出了建议。

关键词：描述性统计资料、表、图、统计摘要、散发。

A.  导言

1.  只有对数据进行分析才能实现住户调查数据的真正价值。数据分析的

类别很多：从包含非常简单的主要统计指标的分析到极其复杂的多变量分析不

等。本章是以后四章的导论，正因为如此，本章重点介绍的都是一些基本问题

和相对简单的方法。其后各章将对更复杂的内容进行介绍。

2.  可以通过各种方式运用大多数住户调查数据来说明属于调查主要焦点

的现象。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数据分析的入手点是基本的描述性统计，如有关

主要变量的均值和频数表。然而，数据分析的最根本入手点在于需要通过收集

数据来回答的问题。因此，几乎在任何一项住户调查中，首要任务就是要确定

调查目标和设计调查问卷，以便所收集的数据能够实现这些目标。这说明应该

在收集数据前，同时进行调查设计和数据分析规划。第三章对此进行了详细的

解释。本章将重点介绍数据分析的实际问题，假设已经根据第三章的建议为数

据分析制定了合理的策略。

3.  本章的安排如下：B节介绍变量和简单描述性统计资料的类型；C节提

出一般性建议，说明如何根据住户调查数据编制和提供基本描述性统计资料；

D节提出建议，说明如何编制一般性报告（通常称为统计摘要），将住户调查

的基本成果传播给广大读者。最后一节简要提出了一些结论性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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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变量与描述性统计资料

4.  大多数住户调查都是就一个主题收集数据，而其他住户调查则就各种

主题收集数据。在两种情况下，所收集的数据都可以被视作各种变量的集合，

其中有些变量具有独立的意义，而另有一些变量是在和其他变量进行比较时才

具有一定的意义。很多变量将在住户一级发生变化，如住处类型，而其他变量

将在个人一级发生变化，如年龄和婚姻状况。有些调查可能收集只在社区一级

发生变化的数据，如当地市场出售的各种商品的价格。27

5.  任何数据分析的第一步都是为了产生一个包括所有相关变量的数据

集。数据分析员可以对基本的描述性统计资料进行计算，让变量“自己说

话”。这方面的方法相对少一些。本节将就如何使用这些方法进行介绍。首

先，将对不同变量和描述性统计资料进行简要讨论，然后就单个变量、两个变

量、三个或更多变量的数据编制方法进行讨论。

1. 变量类型

6.  住户调查就两类别型的变量收集数据，“分类”变量和“数值”变

量。分类变量的特征是本身不是数字，而是类别或类型，如，住处特征（地

面材料、墙面材料、洗手间类型等）和个体特征（种族、婚姻状况和职业）

等。实际上，可以为这些特征分配代码，某个种族为“代码1”，另一个种族

为“代码2”等，但这是一种任意的做法。相反，数值变量本身就是数字，如

一个住处的房间数量，拥有土地的数量，或某个家庭成员的收入。在本章中，

分类变量可能产生的各种不同结果将称之为“类别”，数值变量可能产生的各

种不同结果将称之为“值”。

7.  在编制任何一类变量数据时，有必要就变量类别或值的数量进行区

分。如果类别/值的数量很少（如，不足10），那么编制有关变量分布的全部

信息不仅方便而且资料丰富。但是，如果值/类别的数量很多，如10个以上，

那么一般最好编制有关变量分布的总体或主要统计指标。举例即可明确说明这

一点。如，在某个国家，人口所包括的种族团体数量可能很少，也许只有四

个，对于这样一个国家，可以较容易地通过一个简单的表或图显示每个族群中

被抽样住户的百分比。然而，在另一个国家，可能有数以百计的族群。显示如

400个不同族群的每个族群中被抽样住户的百分比将是一件非常乏味的工作。

在大多数情况下，如果将许多不同的族群汇总成少数大类，然后显示每个大类

中住户的百分比,那么不仅会简单一些，而且也能提供足够的信息。

8.  以上所举的例子采用了族群这个分类变量，这个例子也适用于数值变

量。有些数值变量（如在过去一周中，一个人生病的天数）只有为数不多的

值，那么可以通过简单的表或图显示全部分布情况。然而对于另一个数值变量

来说（如农场拥有动物的数量），则可能有很多的值，这样最好只编制分布的

某些主要统计指标。处理分类变量和数值变量的主要区别在于：在值/类别的

数量有很多时，如何进行归类。对于分类变量来说，一旦决定不显示全部的分

布情况，那么就必须将分类变量分为若干个大类。对于数值变量来说，可以将

2 7  在 大 多 数 住 户 调 查

中，住户被定义为一群人，

这群人：(a) 居住在同一住

处；(b) 每天至少在一起吃

一顿饭；(c) 共享用以购买

商品和其他服务的收入和其

他资源。有些住户调查根据

当地情况对这一定义进行了

修改，但这一问题不在本章

的讨论范围之内。“社区” 

则更难界定，但为本章之目

的，可以将其定义为居住在同

一村庄、城镇或城市某个地区

的一群住户。至于“社区”定

义的详细介绍讨论，请参见

Frankenberg（200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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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变量分为几个大类，但可以显示主要统计指标，如平均值、标准差、或者

最小值和最大值。以下分节将对最常见的描述性统计资料进行简单介绍。

2. 简单描述性统计资料

9.  通过简单描述性统计资料，图和表可以提供有关变量的基本信息。这

些统计资料包括，但不限于百分比分布、中位数、平均值和标准差。本分节研

究这些简单的统计资料，并采用北马里亚纳群岛联邦赛班岛和美属萨摩亚的住

户调查数据举例说明。

10.  百分比分布。住户调查很少收集100、1 000或10 000个人或住户的数

据。假设拥有某个分类变量类别方面的数据，如某个人口群中男性的数量和女

性的数量，或拥有某个数值变量方面的数据，如，同一人口群中各成员按年计

算的年龄。通常情况下，显示每个类别中被观测对象的数量不如显示每个类别

中被观测对象的百分比。可以从表十六.1中的头三列数字看出这一点。如果没

有给出百分数分布情况，那么大多数用户都难以理解这些结果，但一个人可以

根据表十六.1中最后三列的数据较容易地了解不同年龄组男性的比率和女性的

比率。当然，一个人可能对列中的百分比感兴趣，也就是不同年龄组男性的百

分比和女性的百分比，有关这方面的情况见表十六.2。（第三种可能性是在表

中显示所有年龄按性别加起来为100%的比率，但这种做法较少引人关注。）两

个表都说明，可以列示分类变量和数值变量的百分比分布情况。

表十六.1

2002年4月北马里亚纳群岛联邦赛班岛按年龄和性别划分的人口分布情况： 

行百分比

大组距年龄组,按年计算

数    量 行百分比

总  计 男 女 总  计 男 女

总人数 67 011 29 668 37 343 100.0 44.3 55.7

15岁以下 16 915 8 703 8 212 100.0 51.5 48.5

15 - 29岁 18 950 5 765 13 184 100.0 30.4 69.6

30 - 44岁 20 803 9 654 11 149 100.0 46.4 53.6

45 - 59岁 8 105 4 458 3 648 100.0 55.0 45.0

60岁或以上 2 239 1 088 1 150 100.0 48.6 51.4

11.  表十六.1显示各年龄组的性别分布情况不同。这也反应出了一些在

表十六.1和十六.2中无法看到的信息，也就是赛班移民工人——赛班服装厂内

有很多移民工，尤其是女工。尽管赛班最年轻一组的人群中，男性人数略多于

女性；但下一个年龄组，也就是15-29岁之间的年龄组中，每70个女性中只有

30个男性；在30-44岁之间的年龄组中，女性也多于男性，由于赛班服装厂的

工人大多数为年龄在20-40之间的女性，所以以上情况和这一情况相吻合；再

下一组，也就是45-59岁之间的年龄组中，男性多于女性。表十六.2中的列百分

比说明男性的最大年龄组为30-44岁，女性的最大年龄组为15-29岁，这一年龄

组的女性在服装厂工作的可能性最大。

资料来源：北马里亚纳

群岛联邦当前劳动力调查第

10轮。

说明：数据来源是从住户

和所有集体居住人员中抽选的

10%的随机样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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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十六.2

2002年4月北马里亚纳群岛联邦赛班岛按年龄和性别划分的人口分布情况： 

列百分比

大组距年龄组,按年计算

数    量 列百分比

总  计 男 女 总  计 男 女

总人数 67 011 29 668 37 343 100.0 100.0 100.0

15岁以下 16 915 8 703 8 212 25.2 29.3 22.0

15 - 29岁 18 950 5 765 13 184 28.3 19.4 35.3

30 - 44岁 20 803 9 654 11 149 31.0 32.5 29.9

45 - 59岁 8 105 4 458 3 648 12.1 15.0 9.8

60岁或以上 2 239 1 088 1 150 3.3 3.7 3.1

12.  中位数。度量数值变量最常用的统计量度是均值和中位数。（根据

定义，分类变量不是数字，因此无法计算此类变量的均值和中位数。）中位数

是分布的中点，均值是值的算术平均数。中位数常用于诸如年龄和收入之类的

变量，因为它对异常值不太敏感。举一个极端的例子：假设一项调查中有99个

人，每年收入在8 000美元到12 000美元之间，围绕10 000美元呈对称性的分

布。这样均值和中位数都为10 000美元。现假设该年期间增加一个年收入为

500 000美元的人，这样平均数将为15 000美元左右，而中位数仍然为10 000美

元左右。至于很多收入类的变量，公布的报告通常显示均值和中位数。

13.  再次回到赛班的调查数据，2002年4月，赛班人口年龄的中位数为

28.5岁，也就是说，有半数人口的年龄在28.5岁以上，半数人口的年龄在28.5岁

以下。女性的年龄中位数低于男性（分别为27.6和30.5），这是因为有很多年

轻女移民工在服装厂工作。

14.  均值和标准差。如上所述，均值是数值变量的算术平均数。通常计算

（妇女）生育孩子的数量、收入以及其他数值变量的均值。标准差度量数值变

量和该变量平均值之间的平均距离，用以度量数值变量分布的离散程度。

15.  表十六.3显示1995年美属萨摩亚住户调查中年收入的中位数和均值。

该调查从该地区所有住户中抽选20%的随机样本。住户收入的均值高于中位数

并不令人吃惊，因为有些住户的工资非常高，并且从其他来源获得了较高的收

入。来自汤加的移民比较贫穷，其收入的均值和中位数都偏低即可以看出这一

点；“其他族群”收入的均值和中位数都很高，这说明他们相当富裕。

表十六.3

1994年美属萨摩亚根据族群划分的住户收入主要统计指标

年  收  入 总    计 萨  摩  亚 汤    加 其他族裔群体

被调查住户的数量 8 367 7 332 244 790

中位数（美元） 15 715 15 786 7 215 23 072

平均值（美元） 20 670 20 582 8 547 25 260

资料来源：北马里亚纳

群岛联邦当前劳动力调查第

10轮。

说明：数据来源是从住

户和所有集体居住人员中抽

选的10%的随机样本。

资料来源：1995年美属

萨摩亚住户调查。

说明：数据是从所有住

户中抽选的20%的未加权随机

样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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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编制一个变量的描述性统计资料

16.  在只有一个变量的情况下，编制住户调查的描述性统计资料最简单。

本分节说明如何编制分类变量和数值变量的描述性统计资料。

17.  显示整个分布情况。对于分类变量或数值变量来说，如果其类别或值

的数量很少，如10个或10个以下，那么可以极其容易地显示其分布情况。可以

用一个表通过显示变量每个类别或数值的频数来显示变量的整个（百分比）分

布情况。这方面的例子见表十六.4，该表为越南住户照明主要来源的样本频数

（未加权）以及百分比分布情况。很多住户调查需要采用权数对人口某个变量

的分布情况进行估计，在这种情况下，显示原始样本频数可能会产生混乱，因

此是不可取的。C节将对权数的运用进行讨论。（越南调查是以自行加权的样

本为基础的，所以无需权数。）最后，报告估计的百分比频数的标准误差也很

有用（这一问题的详细讨论见第二十一章，调查样本设计的其他特征以及权数

的使用都会使这一问题复杂化）。

18.  在有些情况下，某个变量类别或值的数量可能很多，但只需要几个类

别或值就可以说明分布的主要情况。在这种情况下，可能没有必要显示每个类

别或值的频数。为了防止表格读者不至于被信息量搞得焦头烂额，一个办法就

是将罕见的情况归入“其他”类中。如，对于任何一个类别或值，如果其频数

不足1%，那么就可以将其归入“其他”类中。表十六.4也正是这么做的，“其

他”类中包括的是一些罕见的情况，如火把和手电筒。在有些情况下，可能还

存在其他自然组。譬如，在很多国家中，族群和宗教团体可以划分为众多界限

分明的类别，但可以将这些精确分类的团体分为数量不多的几个大类。在很多

情况下，显示更具有普遍性团体的数据就足够了。这项原则的主要例外情况是

那些尽管很罕见，但却可能具有特定意义的类别。一般来说，可以单独报告这

些“罕见但却具有特别的意义”的类别，但在这种情况下应该显示出标准误

差，这一点很重要，因为稀少类别估计值的精确度较低。

19.  在很多情况下，如果用图而不是表来编制数据，那么会更直观，也更

能引起人们的兴趣。对于一个只有少数几个类别或值的变量，用图显示数据的

一个常见方法就是采用柱状图或直方图，在图中，柱的高度代表每个类别或值

的相对频数。有关这方面的例子见图十六.1，该图采用了表十六.4中的数据。

显示某个变量类别或值的相对频数还有一种常见的方法——采用饼图，饼图是

一个圆圈，可以通过饼“块”的大小来显示相对频数。这方面的例子见图十

六.2，该图也显示了表十六.4中的信息。至于如何设计有效的图表，详细建议

见Tufte（1983年）以及Wild和Seber（2000年）。

表十六.4

1992-1993年越南住户照明的来源

照明方法 住户数量 住户百分比（标准误差）

电 2 333 48.6 (0.7)

煤油/其他油灯 2 386 49.7 (0.7)

其他 81 1.7 (0.2)

样本的总住户数量 4 800 100.0

资料来源：1992-1993年

越南生活水平调查。

说明：数据未加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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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十六.1

1992-1993年越南住户的照明来源（柱状图）

资料来源：1992-1993年

越南生活水平调查。

说明：样本规模：4 800 

个住户。

图十六.2

1992-1993年越南住户的照明来源（饼图）（百分比）

资料来源：1992-1993年

越南生活水平调查。

说明：样本规模：4 800 

个住户。

20.  显示有很多类别或值的变量。分类变量和数值变量可能经常有很多

的类别或值。对于分类变量来说，为避免编制过于详细的表或图，惟一的方

法就是如上所述，将众多类别归为若干个大类和/或将所有罕见的值归入“其

他”类中。对于数值变量来说，则有两个截然不同的选择。

21.  首先，如果一个数值变量有很多值，那么可以将该变量的域分为数

量不多的几个区间，然后根据以上针对变量只有少数类别或值的情况而采取的

任何一种方式来显示信息。譬如，对于表十六.1和十六.2中的年龄变量，就采

取了这种做法。这种方法还可以用在图中：如果一个数值变量有很多值，那么

有关该变量分布的信息可以采用显示频数的图来显示，根据频数，变量被分为

数量不多的类别。这种图的一个例子就是直方图，直方图显示的是有关变量的

大致密度函数。直方图将数值变量的域划分为数量相对少的“子域”，“子

域”通常被称作“箱”。每个箱由一个圆柱代表，圆柱的面积和相应子域内样

本的百分比成比例。图十六.3就是按照这种方法来显示表十六.2中的年龄数据

的。第一个箱代表0-14之间的子域，第二个箱代表15-29之间的子域……。28请

28 该直方图将年龄在60-

99之间的人口分为三组（60-

74、75-89、90-104），其中

每组的年龄跨度都相同，都为

15年，这和与60岁以下各组的

年龄跨度相同。这么做是为了

确保直方图中每个柱的面积和

每个年龄组中人口的百分比成

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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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和图十七.1中柱状图不同的是，直方图中各“柱”之间没有间隔。因为

直方图水平轴所显示的是变量的域，变量的域之间通常没有“间隔”。

图十六.3

2002年4月赛班人口的年龄分布情况（直方图）

资料来源：北马里亚纳群

岛联邦当前劳动力调查第10 

轮。

22.  如果一个数值变量有很多值，那么显示这种数值变量的也许是最常见

的第二种方法是编制其分布情况的某些主要统计指标，如均值、中位数和标准

差。只能通过在表中显示这些统计指标来编制指标，无法在一个图中显示单一

数值变量的主要统计指标。除了均值、中位数和标准差外，编制最低值和最高

值、上四分位数和下四分位数29 以及偏态量度也很有用。这方面的例子见表十

六.5。

4. 编制两个变量的描述性统计资料

23.  相对于独立考察单一的变量而言，考察两个或更多变量之间的关系通

常能够更深入地了解有关主题。然而，显示数据的可能性也同时增加了一个数

量级。本分节将介绍各种常见的方法，区分拥有少数类别或值的变量和拥有很

多值的变量。

24.  拥有少数类别或值的两个变量。显示两个变量相互关系的最简单情况

就是两个变量都只有少数的类别或值。在简单的双向表中，可以将一个变量的

类别或值作为“列”，将另一个变量的类别或值作为“行”。这方面的例子见

表十六.6，该表说明越南城乡地区所使用的不同类型的健康服务供应商。在本

例中，“列”总计为100%。如上所述，另一种选择就是让“行”总计为100%。

在根据越南调查所举的例子中，各行百分比数字（总计为100%）将说明每类

保健设施在越南城乡地区的分布情况。第三种选择就是：该表的每个“单元

29 某一分布的下四分位

值四分位数比被观察观测对

象的第一四分位值四分位数 

（25%）大，比第三四分位值

四分位数（75%）小，而上

四分位值四分位数比观察观

测的第三四分位值四分位数 

（75%）大，比第一四分位值

四分位数（25%）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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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给出某个特定地理区域（城市或农村）某个人访问保健设施的（联合）概

率的频数（以百分比表示），在这种情况下，所有“行”和“列”百分比的总

计将为100%。但是，这种方法很少使用，因为条件分布通常更令人感兴趣。无

论如何，好的做法是报告充分的数据，以便读者都可以根据表中提供的数据推

导出所有三种类型的的频数。

表十六.5

1992-1993年住户总支出简况：越南（千盾/年）

均值 6 531

标准差 5 375

中位数 5 088

下四分位数 3 364

上四分位数 7 900

最小值 235

最大值 100 478

表十六.6

1992-1993年越南城乡地区过去四周访问过某个保健设施的（所有年龄组） 

人口使用各种保健设施的情况

看病地点

城市地区 农村地区

频  数 百分比（标准误差） 频  数 百分比（标准误差）

医院或诊所 251 45.0(2.1) 430 25.0(1.0)

乡镇保健中心 30 5.4(1.0) 318 18.5(0.9)

健康服务提供者家中 213 38.2(2.1) 595 34.6(1.1)

病人家中 50 9.0(1.2) 376 20.1(1.0)

其他 14 2.5(0.7) 29 1.7(0.3)

总    计 558 100.0 1 718 100.0

25.  如果两个变量只有少数的值，那么可以采取几种方法用图来显示这两

个变量关系的信息。在显示列百分比或行百分比的时候，一个简单的方法就是

让若干个纵向列的百分比总计为100%。每一列代表一个变量具体的值，其他变

量分布的频数在每个列中以阴影部分显示。图十六.4就是采取了这种方法来显

示越南的保健设施数据。电子数据表软件包可以列示许多其他方法，供人们使

用。

26.  拥有少数的类别/值的单变量和拥有很多值的数值变量。另一种常见

的情况就是有两个变量。一个是有少数类别或值的变量（也许是经过归类数量

变少了），另一个是有很多值的数值变量。在这方面，一个最常见方法就是以

拥有少数类别和值的每个变量的值为条件，按照数值变量的均值来显示数据。

另外，还可以增加其他方面的信息，如中位数和标准差。这方面的例子见表十

六.7，该表显示的是1992-1993年越南平均住户总支出水平，其住户是根据该

资料来源：1992-1993年

越南生活水平调查。

说明：样本规模：4 799 

个住户。

资料来源：1992-1993年

越南生活水平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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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的七个地区分类的。这可以用一个“截面图”柱状图来显示，在该图中，每

个柱（X轴）代表一个地区，柱的长度（Y轴）和每个地区的平均收入成比例。

27.  另一个办法就是将变量的域分为少数类别，从而将连续变量转为离

散变量。譬如，有时可以根据住户收入或支出将住户分为20%的最贫穷住户，

20%的次贫穷住户。在进行这种划分后，可以采用同样的方法按照上述方法显

示两个离散变量的数据。一个具体的例子就是通过修改图十六.4来显示5个柱，

每个柱代表每项收入的五分位数。

28.  两个拥有很多值的数值变量。统计员通常根据两个数值变量的相关系

数（两个变量的协方差除以方差积的平方根）来提供这两个变量的摘要信息。

但一般读者通常不熟悉这种统计方法。另一种办法就是用图的形式在一个散点

图中显示数据，在散点图中，每个点代表一个观测值。譬如，这种图可以采用

两种不同调查中同一住户的观测值（每个调查期间一个）来显示住户收入在两

个调查期间的相关程度。

29.  使用散点图的一个问题是：当样本规模很大时，图将会变得过于“拥

挤”以至于无法对其进行解释。为避免这一问题，可以从观测对象中抽选随机

子样本（如，从观测对象中抽选十分之一的样本）。散点图的另一个问题就是

如何对其进行调整以便考虑将抽样的权数考虑进去。一个简单的方法就是创建

重复观测，每个观测的重复数为抽样权数。这无疑会使散点图变得过于拥挤，

因此在创建重复观测后，只能将观测对象的随机子样本包括在散点图中。

图十六.4

1992-1993年越南城乡地区过去四周访问过某个保健设施的（所有年龄组） 

人口使用各种保健设施的情况（百分比）

资料来源：1992-1993年

越南生活水平调查。

说明：样本规模:2 2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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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十六.7

1992-1993年越南按地区划分的住户总支出（千盾/年）

地    区
平均总支出 

（圆括号内为标准误差)

北部高原 4 792(95.5)

红河三角洲 5 306(110.4)

中北部 4 708(107.7)

中部海岸 7 280(234.8)

中部山地 6 173(373.7)

东南部 10 786(398.5)

湄公河三角洲 7 801(167.4)

越南全国 6 531(77.6)

5. 编制三个或更多变量的描述性统计资料

30.  从原则上讲，可以通过表和图的形式来显示三个或三个以上变量之间

的关系。然而实际上却很少这么做，因为变量的增加不仅使变量之间的关系更

加复杂和难以理解，而且通过简单表或图显示其关系的方法也变得更加复杂。

在实践中，有时可以显示三个变量之间的描述性关系，但却几乎无法显示四个

或四个以上变量之间的描述性关系。

31.  对于三个变量来说，最简单的办法就是将某个变量确定为“条件”变

量。这个变量要么有少数离散的值，或者如果属于连续的值，那么应该通过计

算其在域内少数几个区间中的分布情况，来对其进行“离散”。之后，就可以

为该条件变量的每个类别或值建立单独的表或图。譬如，假设某人希望显示三

个变量之间的关系：户主的教育情况、住户的收入水平和儿童营养不良的发生

率。可以通过一个单独的表或图显示每种教育水平下收入和某个儿童营养状况

指标（如发育迟缓发生率）之间的关系。譬如，这可以显示出，对于户主文化

程度较高的住户，其收入和儿童营养之间的关系较弱。

C.  编制描述性统计资料的一般建议

1. 数据准备

32.  在生成有关数据，以便将这些数据纳入表中或图中之前，必须准备

用以分析的数据。数据准备涉及三项不同的工作：对数据进行检验，以便删除

那些很不准确的观测值；生成复杂的（衍生）变量；全面记录用于所有分析

的“正式”数据集。在所有三项工作中，如果能在开始阶段格外努力并注意到

细节情况，那么可以在将来的工作中节省很多时间和资源。本分节将对这些工

作进行简单的介绍。更详尽的情况，请查阅第十五章。

33.  实际上，不管如何精心策划和实施每项住户调查，都会有一些变量

存在着一些不太可信的观测值。这方面的问题涉及很多方面，从项目不答复 

资料来源：1992-1993年

越南生活水平调查。

说明：样本规模：4 799 

个住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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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第十一章）或其他明显的误差（如，将三岁的孩子确定为户主）一直到不

太明显的错误（如，某个住户收入很高，但支出却属中等）。在很多情况下，

误差是由于纸调查问卷中数据录入不准确造成的，所以首先应该检验纸调查问

卷。这种数据录入错误可以很容易解决。如果调查问卷上出现了异常的数据，

那么可以有几种选择。首先，可以将有关变量的值视作“缺失”的值。如果这

种情况不多，那么在根据该变量计算任何一个图或表的数据时，可以不考虑这

些观测值。30 如果这种情况很多，那么可以将“缺失”值作为某个分类变量的

一个独特类别进行计算，可以将其标为“未报告”或“未声明”。其次，如果

大多数异常情况集中发生在少数几个住户，那么可以放弃这几个住户。第三，

如果很多住户的某些变量有很多观测值存在着问题，那么需要决定是否应该报

告有关变量的结果。

34.  解决缺失数据的方法有很多，其中之一就是“估算”缺失的值。估

算法为未知情况、“未报告”情况以及值不真实的情况分配各种值，包括热卡

估算法和最近邻法，根据这种方法，可以为不答复情况做“最准确的猜测”。

采用这种方法的原因很简单：在某些特征上具有类似之处的住户或人员很可能

在其他特征上也具有类似之处。如，某个村庄房子的墙壁和屋顶可能和其他农

村地区房子的墙壁和屋顶类似，而与城市地区的房子可能不同。同样，某个住

户内的大多数成员所信仰的宗教和所归属的种族将会相同。调查小组必须根

据有关国家的人口、社会、经济和住房条件确定一个可以遵照执行的具体规

则。

35.  尽管估算法非常有用，但可能存在着一些严重的问题。负责数据分

析的小组成员必须决定：是根据情况逐一更换缺失的值还是采用某种估算法更

换缺失的值。应该考虑到有关做法对最终表格的影响。估算1%或2%的情况对最

终结果的影响可能很小，或没有影响。如果大约有5%的情况缺失或与其他项目

不一致，那么还有可能采用估算法。但如果需要估算更大比例的值，如10%或

10%以上的值，那么有关变量很可能不宜用于数据显示和分析，在这种情况不

应该显示该变量的结果。关于估算法和缺失值处理的详细建议，读者可查阅第

八章、第十一章以及这些章节的参考资料。

36.  数据准备的另一方面就是对复杂的（衍生）变量进行计算。在很多

住户调查中，总住户收入和/或总住户支出是根据很多变量的值计算的。如，

总支出的计算通常需要将100个或100个以上的食品和非食品项目支出加总。从

理论上说，这些变量的计算很简单，但在实践当中，可能会出现很多问题。譬

如，在计算农村住户的农业收入和支出时，有时农业利润会出现负值。如果某

个住户的数据出现异常情况，那么可以查看总计中的各个分项，这样可能会发

现导致问题的一两项原因。继续以农业利润为例，购买的某些农用品，其价格

可能非常高。在这种情况下，可以运用平均价格来重新计算利润。

37.  遗憾的是，在出现问题时准备数据集与其说是一门科学还不如说是

一门艺术。在无法明确哪种选择更好时，需要对此做出决定。最后，应该对所

做出的选择进行记录，一般的情况下，应该对“原始数据”被转化为表和图的

30 这种方法的缺点是：

每个表的样本规模可能略有不

同。尽管这会引起混乱，但在

每个表的底端加一个注释，说

明—“有些观察观测值被略去

了”，这种做法就足以能够说

明情况明确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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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个过程进行记录，这一点很重要。在进行记录时，应该对有关过程和用以操

作、转化数据的所有计算机程序作简短的叙述。

2. 编制结果

38.  编制基本统计结果的最佳方法因调查类型和读者的不同而不同。但有

些一般性的建议几乎可以适用于所有的情况。

39.  最重要的一般性建议就是编制的结果要明确，这又包括几个更加具

体的建议。首先，所有变量的定义都必须准确清楚。譬如，在以图表显示住

户“收入”时，收入变量要么为“人均收入”，要么为“总住户收入”，但绝

对不应只是“收入”。一些诸如收入和支出之类的复杂变量可以在文本中和图

表的注脚中予以明确的定义。收入是税前收入呢还是税后收入呢？它包括业主

占住的房子的价值吗？收入是指每周收入、每月收入还是每年收入呢？所有这

些都必须非常明确。对于很多变量来说，在文中列出住户调查问卷中用以推导

变量的字句很有用。如，对于有关成人文化水平的数据来说，应该非常明确地

说明这一变量是如何定义的。可以根据有关人员上学的年数、签名的能力、受

访者阅读报纸的能力对该变量进行定义，或者可以根据对受访者进行的某种测

试进行定义。不同的定义可能会得出截然不同的结果。

40.  第二个具体的建议是：离散变量的百分比分布应该非常明确：是有关

住户的百分比呢还是有关人员的百分比（也就是人口的百分比）。在很多情况

下，这会导致不同的结果。在很多国家，文化水平较高的人员，其家庭规模也

较小。这意味着：户主文化水平较高的住户人口比率小于户主文化水平较高的

住户比率。第三个建议是：图应该显示出用以绘制图形的数据，如图十六.1中

的柱状图显示出越南住户三个照明来源各自的百分比，图十六.2中的饼图也是

如此。

41.  最后是其他方面的几个建议。首先，报告中不应该有太多的表格，

每个表格中不应有太多的数据。有时统计机构提供了包括各种细枝末节的数百

个表格，大多数读者都不太可能对这些细枝末节感兴趣。每个表格中的细节也

常常如此。编制报告的人员应该对编制各种表格的目的进行讨论，如果某个表

格或某个表格中的详细信息用处不大，那么应该将一些无关紧要的信息排除在

外。第二，对于调查中某些最重要的变量，应该就其抽样误差估计编制报告。

另外，显示重要变量或指标的置信区间也非常有用。这一点是不言而喻的，但

却常常被疏忽。这说明有必要向读者传达住户调查信息的精确度。第三，每个

表格应该列明样本的规模。

3. 构成一张好表格的元素

42.  本分节将就编制各种显示住户调查信息的表格提出一些具体的建议。

在编制各种表和图时，可以遵循下述一般原则：表中的信息应足以让用户无需

参照报告的正文就能够对它们进行准确的解释。这一点非常重要，因为很多用

户不会参考报告的有关内容，他们只是拷贝报告中的表格以备将来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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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以下只是一些一般性的建议。对于任何一项调查来说，调查小组必须

决定哪些做法最合适。一旦选定了有关做法，那么就应该严格遵照执行。但在

某些情况下，为了说明某一点或显示统计分析的具体类型，可能有必要偏离某

种做法。最后，有关表格的所有准则几乎都适用于各种图。

44.  构成一张好表格的各元素见表十六.6。每个表应该包括：一个明确的

标题、地理标志（如有必要）、列标题、行标题、数据来源以及有关的注释。

45.  标题。标题应该对表格进行简要的描述。描述内容包括：(a) 表的编

号；(b) 被考虑的人口或其他全域（包括分析单位，如住户或个人）；(c) 说

明行中的内容；(d) 说明列中的内容；(e) 调查所涉国家或地区；(f) 调查的

年限。

46 .  至于表格编号，大多数报告的表格都采用连续的编号，如从表十

六.1开始一直到最后。有时，有些国家采用字母和数字对不同组别的表进行编

号，如住房表采用H01、H02……等编号，人口表格采用P01、P02……等编号。

这种办法的优点是简单明了，但缺点是报告受编号的限制，增、减编号非常麻

烦。

47.  全域是表涉及的人口或住房基数。如果所有人口都包括在表中，那么

标题中可以省略全域：所假设的是总人口。相反，如果表格包括子总体，如劳

动力人口，而且潜在的劳动力被定义为10岁或10岁以上的人员，那么标题就应

该包括如下的措辞：“年龄在10岁或10岁以上的人口”。

48.  表十六.6的标题还显示了表格的行和列所包括的内容。尤其是，该

标题显示：该表显示了各类保健设施类型的使用信息（行），而且有关信息是

按城乡地区分别列出的（列）。将国家或地区包括在标题中将使地理全域一目

了然。如果研究人员希望对不同国家的调查结果进行比较，这种做法就非常重

要。显然，收集数据的国家统计局当然知道自己国家的名称，但不同国家的人

员在使用有关表时可能需要这方面的信息来对各国进行区分。

49.  最后，标题还应该包括调查的年份，以明示调查期间。有时，一个

国家的统计机构可能希望在同一表中显示两个或两个以上不同调查的数据。

那么标题中可能会出现两个日期，如，“1990年和2000年”或“1980年至

2000年”。调查小组应该决定是否要写出一系列的日期（如“1980年、1990年

和2000年”，而不是简单但不够全面的日期，如“1980年至2000年”）；一旦

做出决定，国家就应始终执行。

50.  地理标志。如果对较低一级的地理区域重复使用相同的表格，那么每

个表格的标题中应该包括一个地理标志以明确哪一种表格适用于哪一个地理区

域。如，如果对越南的七个地区重复使用表十六.6，那么应该在紧挨着表格标

题的下一行用括号标明地区的名字。也可以使用“非地理标志”。譬如，可以

对主要族群或民族重复使用相同的表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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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 .  列标题。表格的每一列都应有一个“标题”。列标题可以有一个

以上的“级别”。如表十六.6中，头两列的标题为“城市地区”，最后两列

的标题为“农村地区”，在“城市地区”和“农村地区”标题下又分别列有

观测值“频数”和“百分比”分布的标题。列标题的另一个内容就是“总

计”或“总数”，如表十六.3的第一列。至于这些列应该放在什么位置，调查

小组应该做出决定。传统的做法是将总计放在最后，所有特征首先在各列显

示。但，如果表格有很多页，而且有很多列的信息，那么调查小组可能倾向于

将总计放在各列中的前面（左方）。如果将总计放在前面，那么读者无需翻阅

表格的全部内容就可以立即知道各列的总计。

52.  在确定列标题及其相应数据列的间隔时，应尽可能减少页面的空白

处。应该考虑到列中最大数的位数、属性名称的字母数量以及所用字体允许的

总“间隔”数。使用的字体很重要，因而应该在制表的早期选好字体。

53.  行标题。调查小组必须就行标题的具体做法做出决定。行标题应该

在左边，每行只能列一个变量。行标题应该包括行所显示的变量名称，可以包

括子类别（嵌套变量）。如，一个行的“组”标题下可以分设两行，一行为男

性，一行为女性。需要确定一些习惯的做法，以便区分不同的组标题。通常的

做法是：对于不同“级别”的变量，采用不同的缩进方式。

54.  数字的精确度。很多表格提供的重要数字过多。在显示百分比时，

基本上在小数点以后保留一位就足够了。在小数点以后保留两个或两个以上的

位数很少能提供有用的信息，而且还有三个缺点：分散读者的注意力、浪费空

间、使人对精确度产生错误的感觉。四到五位数的数字很少需要小数点。在显

示大的数字时，应该以“千”或“百万”表示，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使所显示

的数字不超过四位数或五位数。

55.  资料来源。数据来源应该为调查的全名，通常在表格的底端（见表十

六.6）。但有时表格显示的是一个国家中一项以上的调查，或一个以上国家的

调查。在这种情况下，资料来源中的信息就更加重要。调查名称中还应包括日

期。如果资料来源属于公布的报告，那么有必要区分报告的公布日期和收集资

料的日期。譬如，一个国家收集资料的时间可能为1990年，但数据公布的日期

为1992年。因此资料来源应该为“1990年生育调查，1992年”，1992年为公布

日期。

56.  说明。说明提供的是直接的信息，该信息对表中的结果进行合理的解

释。譬如，表十六.1和十六.2中的说明表明被抽样人口包括独居或集体居住的

所有人员。除了表格底端的说明外，和表格一起的正文中还应该包括一系列的

定义和解释。正文应该包括各种特征的定义，如正文可用来说明出生地是指母

亲去医院生产前的居住地，而不是医院所在地。正文还可能就如何获得和使用

数据做出解释。譬如，如果收集的是出生日和年龄方面的数据，若出生日和年

龄不一致，应该以出生日为准，这一信息有助于某些用户，如人口统计学家，

对解释数据的最佳方法进行评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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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权数的使用

57.  本分节简述在根据住户调查数据编制图表时如何使用权数。更详细的

内容，见第二、六、十九、二十和二十一章及其相应的参考资料。

58.  至于调查加权，最简单的住户调查样本设计就是“自行加权”的样本

设计。在这种情况下，分析中实际不需要使用权数，因为人口中每个住户在样

本中被抽选的概率是相同的。本章在几个例子中所使用的1992年-1993年越南

生活水平调查就是这一类的调查。然而不同住户的回答率存在着差异，这说明

应该计算权数来纠正这种差异。更重要的是，大多数住户调查并不是自行加权

的调查，因为这些调查为特别关心的某些总体抽选的样本非常大。对于这些调

查来说，必须使用权数来反应抽选概率的不同，以便正确计算调查中有关特征

的无偏估计值。

59.  准确的权数必须包括三个部分。第一个部分包括“基权数”或“设

计权数”。这些权数解释调查的初始样本设计规定的不同住户群之间的抽选概

率的变差（也就是在样本不是自行加权样本的情况下）。第二部分是对不答复

率的变差进行调整。譬如，在许多发展中国家，相对于中低收入住户而言，较

富有的住户更不太愿意接受访谈。基权数需要根据所有住户群答复率的倒数

来“增大”。最后，在某些情况下，可能会进行“事后分层调整”。事后分层

的基本原理是：某个独立的数据来源，如普查，可能会按年龄、性别和族裔群

体提供较为精确的人口分布估计值。这样，如果有关这些分布的调查估计值和

这些独立来源的估计值不一致，那么可能需要对调查数据重新加权，以便使两

种分布估计值保持一致。第二部分和第三部分的详细情况见Lundström和Särn-

dal（1999年）。

D.  为住户调查编制综合报告（摘要）

60.  大多数住户调查首先通过出版一份综合报告的形式来公布其调查结

果，综合报告较为详尽地提供了调查所收集的全部信息。相对于充分利用某些

数据的专门报告而言，这种报告的散发范围更广。这些综合报告有时又被称

作“统计摘要”。本节根据Grosh和Muñoz（1996年），就这些报告的编制提供

一些具体的建议。

1. 内容

61.  综合报告的主要材料是大量的图表。这些图表应该能够反映调查收

集的所有重要信息。范围较窄的主题，应由侧重点更强的专题报告进行深入分

析。有关表格应该附有少量文本，文本内容应该足以说明有关表格中的信息类

型。尽管可以做出的解释对未来的研究有作用，但没有必要得出特定的政策性

结论。

62.  可以根据地理区域、性别或年龄对最重要的基本信息进行细分。如果

调查包括收入或支出数据，可以根据收入或支出群体进行细分。在有些国家，

这些不同群体之间存在着很大的差异，可以在另外的表中对这些差异的性质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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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一步的探讨。在其他国家，这些差异可能不会很大，这样就没有必要对其进

行更为详尽的探讨。

63.  除了包括住户调查数据的结果外，综合报告还应用数页的篇幅对调查

本身进行介绍，包括样本规模、样本设计、调查的起始日期和中止日期以及收

集数据的方式。所用的调查问卷应该包括在主要报告的附件中。

2. 程序

64.  一份好的综合统计报告是由一组人员编制的，其中最好包括一些以前

有过编制报告经历的人。一些小组成员应该集中负责编制图表的技术性工作，

另一些人员则负责表格的内容和表格所附的文本。技术型小组成员可以选择其

最为熟悉的统计软件，因为大多数统计软件都能够生成图表所需要的数据。但

标准误的估计可能需要专用于此目的的软件，因为住户调查样本设计实际上总

是非常复杂，标准统计软件包无法对其进行适当处理（有关这些问题的讨论，

见第二十一章）。

65.  负责图表内容的小组成员应该就报告所载主题咨询政府机构相关专

家的意见，这将能够确保有关图表能够以最适合这些机构使用的方式来编制数

据。向国际援助机构征求意见也可能很有用，因为这些机构在进行项目策划时

也有可能用到这些数据（至于如何组建有效的调查小组，详细的讨论见第三

章）。

E.  结论意见

66.  本章简单介绍了如何根据住户调查数据编制简单描述性统计资料，

所涉及的只是最基本的一般性做法。由于所介绍的大多数内容只不过是一些常

识，所以数据分析员如果在进行调查分析时遇到特殊问题，就应该运用自己的

常识。还可以运用更为复杂的方法对住户调查数据进行分析，其中一些方法将

在以后的章节中进行讨论。总之，任何一个住户调查的数据分析应该适合调查

的主要主题和目标，研究人员应该查看专业书籍和杂志，以便获得指导性意见

来处理与这些主题有关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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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七章

利用多主题住户调查改善发展中国家减贫政策

Paul Glewwe

明尼苏达大学 

应用经济学系 

美国明尼苏达州圣保罗

摘    要

本章阐述发展中国家研究人员和政府官员如何利用住户调查来制订减贫

政策。本章从相对简单的描述性分析入手，突出强调住户调查数据发挥的关键

作用：它们所提供的信息显示哪些人是贫穷人口，以及这些贫穷人口所具有的

特征。然后，本章利用多元回归技术，讨论更加复杂的多变量分析。对于每种

分析，都有例子说明是如何利用住户调查数据来制订减贫政策的。

关键词：贫穷、政策制订、描述性分析、多变量分析。

A.  导言

1.  几乎所有的发展中国家都接受这样的事实：经济与社会发展的首要目

标之一就是减少并最终消除贫穷。虽然所有的政府都可能抱有同样的目标，但

他们所实施的减贫政策却不尽相同。贫穷的性质以及贫穷人口的特征因国家而

异，因此，减贫政策也应当因地制宜。

2.  本章内容过于概括，无法对发展中国家政府政策如何能够影响贫穷的

诸多方法进行详细探讨。关于最新处理方法的详细情况，见Lipton与Raval-

lion（1995年）及世界银行（2001年）。尽管如此，本章还是可以对此进行概

述，为方便起见，本章将政府政策分为4大类。第一类包括宏观经济政策，即

影响经济增长与稳定的全面经济政策。最重要的宏观经济政策包括税收与政府

支出的总体水平、（影响利率和通货膨胀率的）货币政策、（影响汇率、外贸

以及外国资本流动的）国际经济政策、以及有关银行和其他金融机构的政策。

第二类包括那些对价格产生影响的政策，如对具体货物与服务的税收与补贴。

第三类政府政策是政府如何提供公共服务和基础设施，如保健中心、学校以及

交通和通讯网络。最后一类包括旨在向贫穷人员提供直接援助的政府计划。这

些政策的例子是墨西哥的教育、卫生和粮食方案（教卫粮方案）,该方案为子

    3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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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正常上学的贫穷家庭提供现金资助。此外还有牙买加的食品券计划，政府向

贫穷家庭提供一种食品券，贫穷家庭可以凭票在当地商店购买食品。所有这四

类政策对贫穷都会起到重要作用。

3.  这几类政策的任何一种对于贫穷产生的影响都取决于贫穷人口的特点

及其行为，有时，还取决于非贫穷人口的特点和行为。例如，政府对特定食品

的补贴会降低这些食品的价格，这种政府补贴对贫穷的影响取决于贫穷人口购

买这些食品的程度。这就是说为选择最有效的减贫政策，各国政府需要有关其

国内贫穷人口的特点和行为的信息。住户调查提供这方面的重要信息。

4.  几乎所有发展中国家，甚至最贫穷国家，都会进行某些形式的住户调

查，如收入和支出调查、劳动力调查、人口与健康调查。这些调查提供大量信

息，可用来更好地了解贫穷性质，分析政府政策可能对贫穷人口发挥的作用。

本章阐述如何将发展中国家住户调查用于制订减贫政策。B节首先说明在根据

调查数据计算出的简单描述性统计指标中，我们可以了解到什么。C节讨论基

于多变量分析的更复杂方法，其后是简短的结论部分。

B.  描述性分析

5.  为确保政府减贫政策和计划行之有效，政府需要了解政策是否能够真

正落实到贫穷人口以及这些政策的效果。遗憾的是，发展中国家通常缺少这方

面的信息。如，加快经济发展速度的某些政策措施可能会使某些职业的收入增

幅大于其他职业。这就产生了一个问题，哪些职业中的贫穷人口比例最高。在

价格政策中也存在同样的问题。如果政府计划对诸如石油之类的产品提高税

收，这种措施对贫穷人口的影响将取决于贫穷家庭是否大量使用这些产品。对

于是否应在某些地区开办新的学校和诊所存在着同样的问题：即这些地区的贫

穷家庭是否相对集中。最后，至于向贫穷人口提供直接福利的任何计划，无论

以服务、实物还是以现金形式提供，计划管理人员都想了解该计划的受益人有

多少人是贫穷人口，又有多少贫穷人口能够从该计划中受益。

6.  遗憾的是，许多发展中国家对于贫穷人口的分布情况及其特征知之甚

少，因而他们对于贫穷人口从政府政策和计划中受益的情况，或受害程度了解

不多。住户调查可以弥补这方面的许多信息差距。本节通过许多发展中国家的

实例，讨论如何可以做到这一点。虽然利用住户调查数据来了解贫穷状况都非

常简单，只是生成一些简单的图表，但此类信息通常比通过更复杂分析得到的

信息更具价值。

1. 贫穷的定义

7.  在调查政府政策对贫穷人口产生的影响之前，人们必须清楚哪些人属

于贫穷人口，这就要求对贫穷进行定义。人们对于贫穷总是看法不一。但是，

如果个人和家庭有机会过上丰衣足食的生活，对于它们原则上应当达到的最

低“体面”生活水准，人们的看法大体一致。大多数有关贫穷的讨论都将重点

放在物质需求上，而不是放在政治自由、人权以及心理健康上面，本章也是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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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意见最为一致的最明显物质需求包括：(a) 足够的饮食；(b) 基本的住

所/住房；和(c) 饮用水以及卫生的废物处置方式。大多数观察家还将基本的

受教育机会和简单的预防性保健列入其中。有些人则主张将更多的实物和服

务，如文化或娱乐活动，包括在内。但对于应包括哪些实物和服务，人们意见

不一，甚至是否应该将这些东西或服务包括在内也没有统一的意见。

8.  哲学家、经济学家以及社会科学家可能会花大量的时间，而且通常已

经花费了大量的时间讨论个人和家庭为了不被视为贫穷而对一揽子货物和服务

的最低需求。一旦将最低限度的一揽子货物和服务需求确定下来，那么只要

消费中缺少该一揽子需求中的项目，就可以将所缺少的项目视作贫穷的“指

标”。被许多经济学家广为采纳的另一种更为实用的方法认为：几乎所有的一

揽子货物和服务项目都需要花钱，所以真正的问题并不在于一揽子货物和服

务的具体内容，而在于其货币成本。这种方法以一定数量的货币作为“贫穷

线”，那些收入或支出低于此金额的个人和家庭将被列为贫穷人口或家庭。事

实上，发展中国家中，很多货币形式的贫穷线都必须首先确定满足人们基本需

求的一揽子货物和服务。例如，在一揽子需求中，有一项就是能够满足最低营

养需求的一系列食品品种，而这也反映了国家的食品消费结构。其次就是要计

算一揽子需求的价格。本章的其余部分假定采取这种方法；至于如何划分贫穷

线，详情见Ravallion（1998年）。

2. 描述贫穷概况

9.  一旦根据住户收入或住户支出对贫穷做出了可行的定义，便可利用住

户调查数据对贫穷进行描述。该描述通常被称为“贫穷概况”。为了确定贫穷

概况，需要利用住户调查中的收入和/或家庭支出数据，来计算每个家庭的总

购买力（总收入或总支出）。那些购买力低于贫穷线的家庭将被确定为贫穷家

庭。

10.  上一段包含一个隐含教训和一个隐含问题。教训是贫穷分析要求住户

调查数据中包括家庭总收入和/或家庭总支出方面的准确信息。没有这方面的

数据，贫穷分析将十分困难，否则就必须寻找其他方法来确定家庭是否贫穷。

虽然在没有这类数据的情况下也可以从一项调查中获得某些有用的信息，但如

果调查收集了收入和/或支出方面的数据，那么可以从中了解到更多东西。问

题是：如果一项调查包括收入和支出方面的数据，那么应该使用哪种数据呢？

一般来说，使用支出数据比较合适，因为支出数据通常比收入数据更准确，并

且从理论上讲，消费支出和家庭福利的关系更为密切，原因是收入有时被用以

偿还债务或被存起来用于未来消费，所以不一定能够反映当前的福利状况。

11.  确定贫穷概况的首要工作就是要说明谁是贫穷者。如果没有住户调查

数据，决策者和其他观测人员通常很难了解贫穷的是哪些人，贫穷人口的特征

又是什么。更糟糕的是，他们所持有的某些看法可能不准确。如很多政府官员

和其他观测人员的大部分时间都是在大城市度过的，所以会根据他们在这些城

市地区所看到的情况来看待贫穷问题。但实际情况是，几乎所有的国家中，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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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的贫穷比率要比城市高出很多。因此，使用住户调查数据的首要工作是估计

贫穷的比率；根据城市、农村以及国家的地区来描述贫穷的区域，并计算贫穷

的某些基本特征。应该根据种族或宗教团体、教育水平和职业对贫穷率进行检

验，这一点很重要。考察贫穷人口的住房条件以及生产性资产的所有权情况也

很有用。有了这些信息和其他方面的信息，就可以为决策者提供有用的建议。

12.  譬如，世界银行（1999年）最近就越南贫穷情况所做的报告中就包括

了贫穷的某些基本特征。根据估计，1998年越南有37%的贫穷人口。在越南，

有79%的穷人从事农业方面的工作，这些人员当中，几乎所有人都是自营职业

者。另一个基本事实是，少数民族的贫穷率要高出很多：尽管少数民族只占总

人口的14%，但却占越南贫穷人口的29%。

13.  贫穷最重要的特征之一就是其居住地。从理想的角度来说，决策者

希望了解每个城镇和农村地区的贫穷比率。遗憾的是，一般住户调查的样本规

模通常为3 000-15 000个住户，这种规模太小，因而无法在这样的分类水平上

对贫穷做出精确估计。然而如果有最新的普查数据，那么可以将这些数据和住

户调查数据结合起来，这样就可以对更小地理区域的贫穷情况进行估计。基本

思路是根据住户调查数据对各种“预测性”变量和住户收入或支出之间的关系

进行估计。所使用的预测性变量应该是普查中也存在的变量。在对预测性关

系进行估计后，可采用普查数据来模拟较小地理区域的支出分布情况，这样

就可以对这些地区的贫穷率进行估计。采用厄瓜多尔提供的数据在这方面举

出的例子见Hentschel等（1998年）。至于所采用的方法，其详细讨论见Rao 

（2002年）和Kalton（2002年）。

14.  确定贫穷定义和贫穷概况的最后一个要点就是，人们通常希望对同一

国家中不同时间的贫穷情况进行比较，或对不同国家在同一时间的贫穷情况进

行比较。在进行这种比较的时候，不同时间或不同国家用以定义支出或收入的

住户调查数据应该是按同样方式收集的，这一点很重要。调查问卷设计的微小

差异或数据收集方法的其他变化通常会导致估计值发生完全可以乱真的显著变

化，而且这种变化通常是无法预料的。坦率地说，如果被比较的各项调查所收

集的数据和/或数据分析方式不同，那么将无法进行这种比较。因此，如果为

用以界定贫穷的变量收集数据，那么收集数据方式的任何变化都必须予以谨慎

考虑，此举的目的是为了防止观测的变化由于统计程序的缘故而与实际变化不

符。因此，通常最好不要大幅度改变收集数据的方式。

3. 利用贫穷概况进行基本政策分析

15.  为了给决策者提供建议，首先应了解贫穷人口的所在地及其某些基本

特征。当然，应该在贫穷人口最为集中的地方实施为贫穷人口提供援助的特别

项目，但如果能够对有关贫穷人口的简单统计进行正确分析，那么项目的实施

将会更有成效。本分节将对贫穷方面的四种基本信息进行介绍，这些信息可用

来在各种政策对贫穷人口的影响方面汲取教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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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贫穷人口如何获得收入。如上所述，政府政策对贫穷人口产生影响的

一种方式就是对贫穷人口的收入施加影响。因此一个重要的问题就是贫穷人口

应该靠什么谋生。也许应该询问的第一个问题就是贫穷人口是否靠自营职业而

不是受雇于某个雇主来获取收入。在很多国家，绝大多数贫穷人口都是自营职

业的农民、手工艺者或商人。有些政策可对工薪人员产生影响，如最低工资法

律的变动或只适用于工薪人员的“社会保障”或健康保险计划的实施，根据定

义，这些自营职业的贫穷人口不会直接受到这些政策的影响。

17.  由于大多数贫穷人口都属于自营职业的农民，所以一个重要的问题就

是：他们生产的农作物是什么？其生产的农作物中有多少被出售？在这方面科

特迪瓦提供了一个具体例子。Glewwe与de Tray（1990年）发现，象牙海岸的

很多贫穷农民种植棉花，而非贫穷农民却很少种植棉花。这样，如果政府通过

政策对棉花价格施加影响，将主要会对该国的贫穷人口产生影响。

18.  贫穷人口的消费结构。贫穷人口的经济福利取决于其消费的商品和服

务价格。如，加纳占总人口20%的最贫穷人口中，拥有摩托车或汽车的人口不

到1%（Glewwe和Twum-Baah,1991年）。这意味着提高汽油价格对加纳贫穷人口

所产生的直接影响不大，当然公交成本的上升可能会对他们产生间接的影响。

19.  从更一般的角度来看，有关食品和非食品项目消费方面的数据，以及

有关供电和自来水使用情况的数据能够为决策者提供大量的信息。如果考虑对

某种商品征税或实施补贴，那么应该对数据进行检查，以确定有关政策对贫穷

人口的影响程度。还应该注意，汇率政策对价格也会产生影响，因此也需要了

解贫穷人口消费进口产品的数量。以上有关加纳的情况就是一个恰当的例子：

加纳所有的石油产品都是进口的。

20.  贫穷人口使用的服务。对健康和教育采取补贴政策是合理的，至少在

某种程度上来说如此，理由是这种补贴为贫穷人口带来了惠益。但健康服务的

类别有很多，教育的类型和水平也各异。如果通过数据显示这些服务的使用者

是谁，就可以对具体政策受益者的贫穷状况进行考察。

21.  这方面的一个最新例子来自越南。Gertler与Litvack（1998年）发

现，在占总人口20%的最贫穷人口中，普通人每年去政府医院门诊看病一次，

去乡镇卫生所门诊看病大约两次。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在占总人口20%的

最富裕人口中，普通人每年去政府医院门诊看病四五次，去乡镇卫生所门诊看

病大约只有一次。这种差异的主要原因是政府医院主要在城市地区，而该国大

约90%的贫穷人口生活在农村地区。这一简单数据显然说明，对乡镇卫生所实

施补贴为穷人所带来的好处多于为非穷人所带来的好处，而对医院实施补贴为

非穷人带来的好处多于为穷人带来的好处。

22.  方案参与。直接使用住户调查数据的最后一种情况就是考察谁参与政

府的各种减贫方案。这要求住户调查列有一个或一个以上有关住户参与方案情

况的具体问题，同时还应该有收入或支出方面的数据，以便将住户分为贫穷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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户或非贫穷住户。尽管过去有关这方面的数据很少，但随着调查设计者对其价

值的认识，这些数据正日益变得普遍。

23.  在利用住户调查对方案目标的选择进行评估方面，牙买加提供了一个

例子（Grosh,1991年）。住户调查数据显示：更有可能使用食品券的是贫穷家

庭而不是非贫穷家庭，也许这一点并不令人吃惊。但荒谬的是，从普通食品补

贴中获得好处的往往是富裕家庭。这一信息于1980年代转达给了政府，1990年

代初，政府中止了食品补贴，同时将食品券方案的津贴增加了一倍。

24.  基本描述性分析的最后一点就是：几乎所有住户调查都是以复杂的样

本设计而非随机样本为基础。因此，将会从特别关注的分组人口群，如贫穷人

口中抽选过多的样本,这说明必须使用抽样权数来获取无偏误的基本描述性统

计估计值。另外，在计算标准误差时必须将样本设计考虑进去。第十六章和本

书其他章节对这方面的内容进行了详细讨论，因此，读者在进行描述性分析之

前，应当先查阅这些章节的讨论内容。

C.  住户调查数据的多元回归分析

25.  有关住户调查使用的上述例子以非常简单的统计为基础，能够使用简

单统计软件包的任何人都可以对这种简单的统计进行计算。然而，在政策方面

从中获得的教训可能过于简单，因为它们忽视了人们对这些政策做出的行为反

应。譬如，如果由于某种农产品通常是由贫穷人口生产的，而决定取消该产品

的税，那么当这种产品价格上升时，非贫穷家庭也有可能开始生产这种产品，

这样，有关政策的一部分惠益就会转移到非贫穷家庭。31 同样，如果贫穷人口

对某种食品的消费量很大，那么对这种食品征税似乎会对他们产生很大的负面

影响。但如果不对另外一种类似的食品征税，贫穷人口可能会转而消费这种食

品，这样，他们的福利仅有少许减少。另一个例子与教育有关。如果一个国家

的贫穷孩子很少上高级中学，那么这种情况说明，降低这些学校的学费不能给

贫穷人口带来多少好处，但这种措施却有可能大大增加贫穷孩子在这些学校上

学的人数。这种可能性又说明，单纯从现有入学结构来看问题，将会低估这种

政策对贫穷人口所带来的好处。

26.  可采用住户调查来估计政策变化所引起的住户行为变化。这项工作

并不容易，因为它需要进行更复杂的分析。进行这种估计的最常用方法就是多

元回归分析。最复杂的方法通常采用专门设计的住户调查所提供的数据，专门

设计的调查收集进行所述分析所需的精确数据。这是有必要的，因为这些方

法所需要的数据通常是普通住户调查无法提供的。本节将介绍三种常见的方

法，以便利用住户调查数据，估计各种政策如何影响住户行为。详情见Deaton 

（1997年）。

1. 需求分析

27.  经济学家通常就价格和住户收入对商品和服务购买情况所产生的影响

进行估计。这种研究被称作需求分析。这种分析的一般概念是：对于任何商品

31 在有税收的时候，生产

者出售产品所收到的价格将低

于消费者支付的价格，其差额

即为税额。当税收被废取消除

时后，生产价格将等于消费价

格。几乎在所有的情况下，这

都将意味着生产者出售产品收

到的价格将提高，消费者支付

的价格将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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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来说，某个住户购买该商品的数量(q
i
)取决于该住户的收入(y)以及该商品

的价格(p
i
)和所有其他商品的价格。其公式如下：

qi = f(y, p1, p2, …pi, …pn) + ε ≈ β0 + β1p1 + β2p2 + ... + βipi + …βnpn + βn + 1y + ε

函数f(y, p1, p2, …pi, …pn)非常概括地说明了收入和价格是如何影响住户需求的，该

公式中的ε反应了其他原因的影响作用（也可能是与其他原因无关的qi中的随机

变化）。一个简化的常见需求分析是假设一个线性表达式，在此，用“≈”符号

右方的数项表示，“≈”说明这种简化是一种近似。如果ε与y和价格变量没有关

系，那么在这个线性关系式中可以使用简单的普通最小平方（OLS）获取收入

(y)和价格(p1)系数(β’s)的无偏估计值。在实际运用中，这种假设可能站不住

脚，有很多其他方面的估计问题会使分析更加复杂。关于需求系统估计的其他

信息，经典的参考资料有Deaton与Muellbauer（1980年）。更新处理方法，见

Pollack和Wales（1992年）及Lewbel（1997年）。

28.  除了采用简单的描述性统计获取信息以外，为了了解需求分析如何

提供其他信息，可以考虑税收对某种进口粮食（如小麦）的影响。（发展中经

济体通常对进口物品征税，因为这种税收较容易征收。在很多发展中国家，由

于热带气候的原因，进口是小麦的惟一来源。）假设一公斤面粉的现有价格为

10，普通贫穷家庭每年消费60公斤的面粉。再假设进口价格是按国际价格确定

的，这样，如果对小麦进口征收50%的税，那么面粉的价格将会增加到15，这

就意味着普通贫穷家庭将需要额外支付300（5x60）的税金。当然，根据简单

描述性统计所进行的这种分析假设贫穷家庭将在征税后继续购买同等数量的面

粉。事实上，如果面粉价格上升，那么各家庭将很有可能减少面粉的消费而增

加其他主食的消费（如，大米、玉米或木薯）。可以通过需求分析估计来计算

这种行为反应的大小。假设前段中的等式描述的是小麦需求，那么q
i
代表住户

每年购买面粉的公斤数，p
i
代表每公斤面粉的价格。如果β1 = -3，那么面粉价

格上升5将会使面粉消费量减少15，这样一个普通贫穷家庭的年消费将为45公

斤。这反过来又意味着普通贫穷家庭将需要额外支付225（5x45）的税金，而

不是300的税金。尽管这一例子非常简单，但它说明在考察具体政策的影响

时，应考虑住户行为。

29.  至于使用需求分析来分析政府政策对贫穷人口的影响，这方面的例子

见Deaton、Parikh和Subramanian（1994年）。作者根据一系列的需求等式为

十多种不同食品进行了估计。他们计算了食品价格上升对国家社会福利的总体

影响以及价格变化对贫穷人口福利的影响程度。一个特别有趣的结果是：大米

价格的上升对贫穷人口福利的负面影响要比粗粮价格上升对贫穷人口福利的负

面影响小，这是因为贫穷人口对粗粮的依赖程度更大。这样大米征税对贫穷人

口的影响不如粗粮征税对贫穷人口的影响大。

2. 社会服务的使用

30.  健康和教育方案可以为贫穷家庭提供很多惠益，但对方案的参与并不

一定意味着得到了大量惠益。在这些方案中，有些方案可能无效。就健康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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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言，决策者可能希望了解对方案的参与是否真正改善了个人的健康状况。至

于教育，决策者可能希望了解孩子们通过上学实际学到了多少东西。已经根据

发展中国家的住户调查数据进行了很多研究，这些研究试图调查健康和教育方

案在实现其目标时到底有多成功。

31.  说明多元回归运用的一个最新例子就是分析具体学校特征对学生学习

以及未来工资的影响。Glewwe（1999年）对这一问题进行了考察，他根据加纳

的住户调查数据就学校和住户特征对孩子学业成绩的影响（通过考分度量）进

行了估计。所采用的等式如下：

Ti = β0 + β1MEDi + β2FEDi + β3yi + β4IQi + β5SC1i + β6SC2i + … + ε

式中，Ti是孩子i的考分，MEDi和FEDi分别是孩子i的父母亲的教育水平。y
i
是

孩子i的家庭收入，SC变量代表大量的学校和老师特征。根据这种等式进行估

计非常复杂（参见Glewwe,2002年）；但一旦估计出β，就可以提供信息说明不

同学校和老师特征是如何影响学生的成绩。将这些影响结果与各种学校和老师

特征的成本进行比较，将有助于了解什么类型的教育支出最有成效。

32.  通过对加纳数据进行分析，Glewwe发现维修教室的破漏屋顶、为没有

黑板的教室提供黑板能大大提高学生的成绩和学习期限（在校年限）。针对提

高学校质量进行的这种“投资”，Glewwe简单计算了其经济回报率，结果显示

这些回报率很高，有时达25%或25%以上。

3. 政府具体方案所产生的影响

33.  尽管可以很容易地运用住户调查数据考察某个住户个人是否参与了

某种旨在为贫穷者提供帮助的方案，但却较难确定参与有关方案实际使福利得

到提高的程度。此处的问题是参与有关方案可能会带来其他影响，这些影响可

能会降低福利。如，“工作换食品”的方案可以为贫穷人口提供就业，但必须

根据工作成本（包括工作对其健康的影响）来度量收入增加所带来的好处。同

样，如果向住户提供食品券以便增加他们对食品的消费，那么使用这些食品券

购买食品不一定会增加食品的消费量，因为他们很可能会将原本用以购买该食

品的一部分或全部现金挪做它用。在估计各种方案对住户行为所产生的影响

时，需要认真进行深入的计量经济学分析，以便了解方案参与所带来的全部影

响，从而最终了解方案参与对住户福利的总体影响。

34.  这方面的最新例子见Jacoby（2002年）的论文，文章对菲律宾学校供

餐方案产生的影响进行了研究。该论文就校方为学生供应午餐是否会减少家长

在家中为他们提供食物的数量进行了研究。尽管大多数经济学家预计学生在家

中所吃食物会出现再分配现象，但Jacoby没有发现有任何迹象表明存在着这种

膳食转移情况。相反，他发现参与学校供餐方案对孩子在家中的食品消费没有

任何影响，也就是说，对于参与学校供餐方案的孩子来说，学校提供的食品使

他们的食品消费总量增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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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小结

35.  住户调查可以提供大量的信息，决策者和方案设计者可以运用这些

信息就各种政策和方案是否能够给贫穷家庭带来好处进行评估。为了使所提

供的信息更有用，调查必须包括收入和支出数据，以便将住户划分为贫穷住

户和非贫穷住户，另外调查还应该包括住户如何受某项政策或方案影响的数

据。直到最近，所使用的住户调查通常都是为其他目的而设计的。但在1980年

代和1990年代，出现了各种新的住户调查，其用意显然是提供此类信息。其

中最突出的是世界银行有关生活水平衡量研究（LSMS）的住户调查。Grosh与

Glewwe（1998年）对这些调查进行了简要介绍，而Grosh与Glewwe（2000年）

则对这些调查进行了极其详细的介绍。然而，即使是用于其他目的的常规调

查，也可以通过增加几个问题来使其对贫穷状况分析起到更重要的作用。譬

如，在常规的住户收入和支出调查中，增加有关国家减贫方案（如农村就业方

案或食品券方案）参与情况的问题将非常有用。

36.  本章向读者概要介绍如何利用住户调查设计可减少发展中国家贫穷现

象的政策。由于本出版物的篇幅有限，所以只能做一些简要的讨论。读者若想

了解更详细的情况，可查阅本章所列的参考书籍和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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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建指数的多变量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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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按照调查的性质划分，调查的结果是形成多变量数据结构。虽然本章承

认简单做法对调查数据分析具有价值，但还是举例说明了运用多变量技术进行

深入分析对选定人口亚群的益处。现有软件包使调查研究人员能够运用这些较

为先进的方法。

本章对在进一步分析数据以达到具体调查目标之前，多变量法在指数构

建过程中和在利用调查数据特有子集进行数据探索的初期阶段所起作用的多种

情况进行了举例说明。重点主要放在同时研究若干关键变量的方法上。关于这

一点，多变量法允许对数据中可能存在的类型进行比较深入的调查，使许多变

量之间复杂的相互关系能够用图表表示，并且为汇总和进一步分析提供减少数

据维数的方法。在有关指数构建的讨论中，使用了较为宽泛的多变量法解释，

以便将回归类方法包括在内。

本章的重点自始自终是对多变量法进行概述，从而使我们能够从非常务

实的角度对指数构建价值进行评价。它所针对的目标既包括参与大规模住户调

查的人员，也包括参与研发项目而很少有运用本章所述分析方法经验的调查研

究人员。为了说明这些方法的用法，本章列举了一些适当的例子，并且对如何

解释分析结果进行讨论。

关键词：指数构建、多变量法、主成分、类集分析。

A.  导言

1.  在对调查数据进行分析时，大多数调查分析师一般都会使用直截了当

的统计方法。最常用的做法是利用单向、双向或多向图表和利用柱状图、线形

图等图表来显示。Wilson和Stern（2001年）和本出版物的第十五和十六章对

这些方法进行了全面阐述，并且对数据分析过程期间需要注意的方面进行了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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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讨论。但在某些情况下，超出简单汇总的分析程序才是合乎需要的程序。本

章对这样一类的程序进行了讨论。

2 .  多变量法涉及到若干变量的同时处理（Krzanowski和Marriott，

1994年a和1994年b；Sharma，1996年）。从严格的统计意义上来说，它们关系

到对一组结果变量的集体研究，因此考虑到该组内各种变量的关联结构。但许

多研究人员在运用多元回归法时也使用“多变量”术语，因为它涉及到与若干

解释（预测）变量和主要结果变量（例如，Ruel，1999年）。另外，合在一起

探讨几种变量的好处是因为它考虑到自变量间相关问题。第十九章对回归方法

进行了比较充分的讨论，这些方法主要涉及主要响应变量的建模。在这里，我

们主要把重点放在讨论对几种计量变量的共同研究，以作为我们在指数构建的

讨论中对多变量法做出比较宽泛解释的一个初步步骤。

3. 多变量技术常被视为一种需要具备高级统计知识的“先进”技术。尽

管许多多变量程序的理论及其应用甚至让统计人员产生畏难感，但它们确实对

分析发展中国家的调查数据具有有益的作用。我们首先讨论对这些方法的有效

使用：(a) 作为调查数据类型的解释工具；(b) 查明人口中的自然分组，以便

作进一步分析；和(c) 减少所涉变量数的维数。我们将这些使用视为从住户

级变量中构建指数的初步措施，例如，生成贫穷指数[例如，见Sahn和Stifel 

（2000年）]。

4.  B节全面介绍了作为对一组结果变量进行集体研究的多变量法。接下来

的四节谈到了多变量法的应用领域，举了许多例子进行说明。最后一节介绍了

有关这些方法的价值和局限性方面的一些结论。本章将尽最大可能减少技术细

节，重点强调对所涉概念的理解和解释。想要深入了解这些方法的读者应参考

Everitt和Dunn（2001年）以及Chatfield和Collins（1980年）。

B.  关于使用多变量法的一些限制

5.  在本章，我们的讨论重点是将多变量做法作为有价值的描述程序用于

数据探索初期阶段和指数构建过程的问题。但在这些方法的运用过程中，重要

的是要在一开始就要强调，用于国家住户调查的完整数据集的分析不可能得出

有用的结论，因为任何国家的住户都不可避免地具有多样性。如果将城市和农

村人口以及不同农业生态区的人口合并起来分析，可能会损失有价值的信息，

因为这些不同社会阶层中的住户的生活差别可能会很大。因此，只有对数据结

构进行仔细研究，在查明可以适用这些方法的不同部门和分层人口之后，才能

使用本章所描述的方法，并且还要牢记主要调查目标。

6.  即使是在这些分层内部，或者是在需要整体样本分析的情况下，注

意与被抽中单位有关的样本权数将是一件重要事情。如果被分析数据在这些

方面差别相当大，那么利用不含样本权数计算功能的软件包可能会导致做出

错误的结论。在这种情况下，按照样本权数来权衡样本单位，例如使用SAS 

（2001年）中的WEIGHT（权数）语句或STATA（2003年）中的aweight命令，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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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解决这种与C、D、E和F节中所述方法有关的难题。许多软件包将会考虑到与

G节所述方法有关的抽样权数问题。

C.  多变量法概述

7.  在调查工作中使用多变量法所暗含的基本主题就是简化，例如，将数

量巨大而且可能复杂的数据减化成具有实际意义的少数汇总量度，或者查明数

据中的关键特征和一切令人感兴趣的模式。目的常是探索性质的：这种方法可

能在形成研究人员所关心的假设方面有用，但在检验这些假设方面没有用。在

这些方法中，有许多方法是利用无分布法，不为任何变量假定某种基础统计分

布。但是，由于在所使用的数据类型（例如，间隔大小、计数、二进制）方面

需要一定注意，所以我们将会在本章相关段落谈到这一问题。

8.  入手点是一个数据矩阵，行代表各种情况（样本单位），列代表各种

变量。有时候，行是我们比较关心的问题，例如，如果它们代表农户，那么可

能关心的问题是：依据数据矩阵中某些列所代表的若干社会经济标准将这些住

户分成不同的财富类型组。在其他情况下，列可能是主要关心的问题，例如，

如果与某一特定主题相对应的变量集需要合并成用于进一步分析的某种形式的

复杂指数。

9.  在下文各节中，我们将集中论述处理发展中国家调查多变量数据的四

种主要做法。前三种可以视为最终实现指数构建的探索性技术。首先，我们来

了解一下有助于理解数据的图示法和汇总量度。然后，我们再看看两种流行的

多变量程序，类集分析和主成分分析（PCA），因为这是两种在指数构建过程

中具有有效初步作用的关键程序。后一个程序将在G节进行比较充分的讨论，

该节采用的方法是许多研究人员常用的广义“多变量”解释法，一起讨论的还

有其他可以用来构建指数的方法。我们始终假定，需要进行分析的调查数据的

适当子集已经选定，并且假定使用多变量程序处理这些数据的目的是将一种探

索性措施与一种分析结合起来，以期实现某种广义的调查目标。

10.  当然还有可能在具体情况下考虑的许多其他多变量法。表十八.1介

绍了多种此类方法，并且为每种方法附了简要说明。本章只限于讨论前三种方

法，因为目的是强调数据探索，它是构建指数必需的第一步。这三种方法也可

能最适用于调查数据分析。加之在我们关于指数构建的讨论中比较广泛地使

用“多变量”术语，使它们成为调查数据分析中宝贵的补充工具。在与调查目

标有关时，表十八.1中的其余方法在具体场合可能有用。但它们并不在本章讨

论的范围之内，本章打算只对一些简单的方法作一般性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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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十八.1

一些多变量技术及其目的

多变量技术 技术的目的

1. 描述性多变量法 数据探索；查明数据类型和关系。

2. 主成分分析 随着多变量集中变量的线性组合，形成新的变量（主成

分），减少数据维数。

3. 类集分析 查明各种情况或变量之间的自然分组。

4. 因素分析 为多变量响应集内的各种变量建立相关结构模型，方法是

使这些变量与一组公因子相关。

5. 多元方差分析（MANOVA） 将单变量方差分析扩展到对几个变量同时进行研究。目的

是根据实验设计结构，划分变量集中间的总平方和及叉积

矩阵。

6. 判别分析 确定一种能够让两个或多个个体组分开的函数。

7. 典型相关分析 研究两个组之间的关系。它涉及到在多变量集中形成若干

对线性变量组合，从而使每一对线性组合依次产生两个组

的两个个体之间的最大关联。

8. 多维比例 画一个表示若干对象之间空间关系的“图”，入手点是两

个对象之间的距离表。

D.  图和汇总法

11 .  如果要进行数据分析，对数据的初步了解是一个必不可少的开始

阶段。仔细弄清数据将会给你一种关于数据含义和分布类型的感觉，查明可

能存在的离群值（与其余数据类型不一致的观察结果），说明数据类型，并

让用户了解某些变量变异是否大于其他变量[例如，见Tufte（1983年）以及

Everitt和Dunn（2001年）]。

12.  就像在单变量分析集一样，计量数据的平均值和标准差以及二进制

和分类数据的频率表等汇总法就是理想的分析方法。要想查明变量之间的联

系，可以考虑变量对。在这一初步阶段，合理的做法是“成捆”考虑数据，可

能分为两捆，一捆包括定量数据（连续或离散数据），另一捆包括质量数据 

（分类和二进制数据）。对于定量数据，散布图（成对）是一种有意义的做

法，而对于质量数据而言，成对的双向表也是适用的，可能要与一些关系措施

结合使用，并且可能用到卡方检验统计量。如有必要，也可以利用不同的符号

来显示散布图，以说明由分类变量所确定的数据子集。

13.  大部分统计软件包都有矩阵图功能，例如SAS（2001年）中的PLOT程

序、SPSS for Windows（SPSS，2001年）和GenStat for Windows（GenStat，

2002年）中的Graph/Graphics菜单。这些都是图形显示，显示所有变量对之间

能够在一起显示的散布图，因此，能够提供一种迅速判断，区分每个变量与考

虑之中的多变量数据集中所有其他变量之间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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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例如，图十八.1显示了一个用SPSS（2001年）生成的矩阵图。根据

印度古吉拉特邦50个村中是否建有乳品合作社，该图说明了这些村在四种变量

之间的关系。这四种变量是：村中人口数量、面积、黄牛数量和水牛数量，这

四种变量只是较大一批变量中的少数几种。这些数据来自在引入一项方案之前

所进行的基线调查，调查的目的是为了促进动物保健培训。每个图的横轴和纵

轴都由与对角线方格平行的轴来确定。例如，在第一行中的三个图全都用村中

人口作为它们的纵轴，而村的面积、黄牛数量和水牛数量则作为它们的横轴。

同样的三个图也出现在第一列中，但它们的轴倒过来了，即用村中人口作为横

轴，用村的面积、黄牛数量和水牛数量作为纵轴。在该数据集中可能有一个离

群值，可以从第一行与人口数量很多的村子对应的方格中明显看出。从图中可

以观察到所有变量对之间的某种关联。并且还可以看到，在上述所有变量中，

有乳品合作社的村比没有乳品合作社的村更有可能出现较大的数值。

图十八.1

六种变量之间矩阵图示例

15.  如果矩阵图查明某些变量对显示令人感兴趣的类型或离群值，最好

就像简单双向散布图那样重复这些数据类型或离群值，但要注意与每个数据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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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的抽样权数问题。在气泡图中，每个点都由一个气泡来代表，而每个气泡

则表示一个与样本权数成一定比例的面积（Korn和Graubard，1998年），这种

图特别有用，能够提供比较有意义的解释。例如，抽样权数较大的离群值显然

比抽样权数小的离群值有更大的影响。说明散布图中样本设计的其他方法还有

很多，例如，对概率与样本权数成比例的数据进行二次抽样，然后在忽略样本

权数的同时绘出图表，或利用核修匀法。读者欲知进一步详情，请参阅Korn和

Graubard（1998年）。

16.  显示多变量数据的其他图示法还有很多。例如，Manly（1994年）表

明，怎样才能以三种不同方式画出由若干变量描述的若干对象，以便说明各种

变量值的特点。在Everitt和Dunn（2001年）中，有一章谈到许多图示问题，

其中包括二变量盒状图、协同图和格状图表，而且Jongman、Ter Braak和Van-

Tongeren（1995年）也介绍了双维图的使用范例。本章无法继续介绍更加详细

的情况，但鼓励读者参阅上文引用的参考资料，以便作进一步了解。但重要的

是要指出，在用于具体的人口分组时，这种图示法最有价值。

E.  类集分析

17.  类集分析（Everitt、Landau和Leese，2001年）是一种数据驱动法，

主要目标是查明抽样单位之间的自然分组（例如，受访者、农场、住户），从

而使每一个组（类集）内部的单位彼此相似，而不同组中的单位则不一样。也

有变量类集相关的情形，例如，在只从每个组选择一两个变量以便在较少数变

量的基础上进行进一步分析的时候。因此，它在进行数据探索和/或数据减化

时是一个有用的工具。它还可能用于帮助生成假设和其他特殊情况。

例    1

18.  作为一个例子，考虑进行一项调查，目的是对某一地区资源贫乏的农

户所采用的各种低成本虫害治理策略的效果进行调查。假定对那些可能参加今

后农场试验的农民进行一项基准调查，其目的是：(a) 了解农业家庭的社会经

济状况；(b) 了解农民当前治理虫害的做法；和(c) 了解农民关于虫害对其所

种农作物影响的认知情况。在这里，我们将集中讨论这三个目标中的第一个目

标，并且考虑怎样才能用类集分析来帮助确定有效选择参与农场试验主要研究

的不同农民组别。

19.  在基线调查期间，对大量的社会经济变量进行了比较。目的在于根据

这些变量将农户分成不同的层。例如，一种做法是选择两种主要变量，并且形

成与这两种变量有关联的分类组合所定义的层。例如，如果所选择的变量是户

主的性别（男/女）和住户的食品安全级别（低、中、高），则将会产生六个

不同的层。

20.  这种方法的缺点是，它忽略了住户的其他社会经济特征。多变量分析

法则使多种变量同时得到考虑成为可能。在所有相关的社会经济变量基础上，

将类集分析用于农业住户是一种比较有效的方法，能够将住户分成若干个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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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这样每个组就代表农业人口中与其他组不同的社会经济组。这是一种重要

方法，因为与虫害治理策略有关的各种建议不一定适合所有农业住户。将农民

分为不同类集的初步分类法有助于为选择不同类型的农民参加探讨各种虫害治

理策略提供依据。它还有助于以不同类集的具体特征为中心，以便能够调查这

些特征与所建议策略之间的相互作用。Orr和Jere（1999年）对此进行了举例

说明。

21.  要想进行类集分析，必须做出两个决定。第一，必须确定类集单位之

间的相似性（距离）度量法。相似性度量法就是利用源于若干变量的信息来提

供一个数值，以反应每一对类集单位之间的“密切”程度。而距离度量法则相

反，表示任何一对单位之间的距离相隔多远。如果所有变量都是定量变量，或

者至多包括少数有规则的分类变量，除此之外，利用欧几里德32 距离矩阵可能

也是比较恰当的做法。但是，调查数据经常包括二进制和无序分类变量。我们

已经建议对这种数据采取各种相似性量度。例如，如果要在两个二进制变量之

间产生一种相似性量度，则可以首先按照这两种变量将数据进行交叉列表，列

出下文所示的2×2表。

0 1

0 a b

1 c d

2 2 .  则一种可能的相似性量度就是被称为简单匹配系数的 (a  +  d)/
(a  +  b  +  c  +  d)。另一种相似性量度是Jaccard系数d/(b  +  c  +  d)。Krzanowski和

Marriott（1994年b）还介绍了各种其他量度。如果涉及到混合数据类型，见

Gower（1971年），了解适当的相似性量度。在实际情况中，如果在类集分析中

使用了大量的不同类型的变量，最好进行若干个不同的类集分析，每一次考虑

同一类型的变量，然后确定所出现的不同类集组是否相似。这种方法对类集成

员资格进行交叉验证。

23.  一旦确定了距离量度或相似性量度，那么就必须做出关于类集分析

方法的决定。统计软件同样提供了多种选择。例如，SPSS（2001年）提供了七

种选择（例如，组联系、组内联系、最近邻居等方法）。在这些选择中，有些

选择是凝聚式程序，其中，最初对n个单位进行类集分析，形成n个类集，每

个类集一个成员，然后根据它们与其他类集中成员的相似性将它们进行连续

合并。替代办法是一种分裂式过程，其中，所有n个单位起初都是一个单一类

集，然后进行连续分类，直到找到满意的解决办法为止。另一方面，在就形成

类集的方式问题做出正确决定过程中，应小心从事。Everitt、Landau和Leese 

（2001年）对这些问题进行了详尽的讨论。

32 欧几里德距离可被看作

与适用于多维空间一样只反应

的“距离”的正常含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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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    2

24.  如果所有变量都是二进制变量，那么就会出现一种特殊情况。如果利

用分级类集法，这一程序就可能变得比较简单。为了举例说明，我们只利用少

数观测数据，这些数据来自对一个农场研究方案中涉及74位农民的一次小型调

查。表十八.2中所示在农场调查期间记录的若干变量数据只是八位农民的变量

数据。这些变量与是(+)和否(-)答案相对应。目的之一在于调查是否可以根据

这些特征将农场分成少数类集。

表十八.2

表明有无各种农场特征的农场数据

特    征

农场（农民）

1 2 3 4 5 6 7 8

住在高地(+)或低地(-)？ – + + + + + – +

降水量是否大？ – + + + + – – +

收入是否高？ – + + – – + – –

家庭是否大（>10人）？ – + + + – + – +

能否在2公里内弄到柴火？ + – – + + – + +

10公里内有无卫生设施？ + – – – – – – –

户主是否女性？ + – – – – – – –

有无自来水？ – – – – – – + –

农场中有无厕所？ + – – – – + – –

种不种玉米？ + – – + + – + +

种不种木豆？ – + + + – + – –

种不种豆类？ – – – + + – – +

种不种花生？ – – – – – – – +

种不种高粱？ + – – – – – – –

有无牲畜？ + + – – + – + –

25.  另外，为了举例说明和让构建细节简单化，考虑利用任何两种变量共

同拥有的+数量，形成相似性矩阵。结果见表十八.3所示。然后，首先将八个农

场视为组成部分的八个类集，再依次将最接近的类集合并，直到最后所有农场

都在一个单一类集之中，这样就能形成一组类集。

26.  图十八.2以图表方式说明了上例中的相似性矩阵。这种图表叫作树

枝形结构关系图。它说明怎样通过在任何一点利用水平线切割“树”，才能选

择特定类集数。例如，如果将水平线放在树的顶部附近，那么就会产生三个类

集，这些类集是由⑴、⑺和（2、3、4、5、6、8）三个组形成的。在大多数实

际情况下，在确定分层分类形成的类集数时，需要做出主观判断。Everitt、

Landau和Leese（2001年）描述了解决这一问题的正式方法。

27.  利用适当软件，可以十分容易地进行类集分析，但在类集分析之前

应该密切注意所使用的数据类型、相似性或距离量度，以及用来产生类集的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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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如果所使用的软件只允许对一种类型的数据进行聚类，那么就需要特别小

心。例如，SPSS（2001年）要求在类集中使用的所有变量都必须是连续数据、

分类数据或二进制数据。如果数据属于混合类型，那么利用这种软件的比较好

的做法可能是将所有变量都转化成二进制分数，并使用适合于二进制变量的相

似性量度，但同时承认这种方法会导致损失一些信息。

表十八.3

八个农场之间的相似性矩阵

农    场

农
 
 
场

1 2 3 4 5 6 7 8

1 - 1 0 2 3 1 3 2

2 - 5 4 3 4 1 3

3 - 4 2 4 0 3

4 - 5 3 2 6

5 - 1 3 5

6 - 0 2

7 - 2

8 -

图十八.2

由农场间相似性矩阵形成的树枝形结构关系图

5 4 8 2 3 6 1 7

28.  还有另外两个问题要记住。第一个问题关系到需要明白（就作者所

知），复杂样本设计对类集分析的影响尚不得而知。如果调查设计涉及到整群

抽样程序，且被抽样类集之间存在相当大的差异，不注意抽样权数就将类集分

析用于整个样本数据很可能会自行产生调查设计类集。因此，最好考虑对每一

个调查设计类集进行类集分析，并且研究这些类集中交叉结果的一致性。另

外，如果软件不能考虑权数，则应该区别调查类集内的抽样权数，而且在解释

结果时应该谨慎。

29.  第二个问题涉及到由于计算内存的限制而可能导致多大的计算难度。

如果利用充分调查样本进行类集分析，就会出现这种情况。如果分析与执行类

集分析的目标一致，就可能仅限于较小组别被调查样本，以帮助缓解这一问

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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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  主成分分析（PCA）

30.  假定在一次调查中有几种变量从多个方面对一个主要问题进行衡量，

比方说12种变量。例如，在营养调查中，可以从几个人体测量值方面以及利用

描述其家庭的社会经济特征的各种变量来衡量儿童的营养状况。这些变量可能

存在相互关联，那么就会出现的问题是，这些变量能否以某种形式减化成数量

更少的变量，并且尽可能地反映原始数据集中变异。主成分分析的目的就是要

做到这一点。这种分析技术严格适用于定量测量集或具有序数尺度的测量集。

但是，由于这种分析技术在很大程度上属于一种描述性技术，将二进制变量

和/或少量名义分类变量包括进去不可能是一种切合实际的结果。

31.  在主成分分析中，新的变量集形成后，是一个原始数据集的线性组

合。33 说明最大变异量的线性组合被称为第一主成分。然后产生独立于第一主

成分之外的另一主成分，该成分尽可能地说明其余变异性。然后，其他成分按

顺序形成，每一种新的成分都独立于前一种成分。如果前面一些成分，比如说

前3种成分，说明12种变量的原始集合之中存在相当大数量的变异性，比如说

90%，要分析的变量种数基本上从12种减少到3种。

32.  重要的是要指出，当主成分分析进行非自行加权时，如果将它适用

于整个调查样本，那么主成分估计量就可能存在严重偏差（Skinner、Holmes 

和Smith，1986年）。正如在B节所强调的那样，一般建议只将主成分分析用于

具有相同抽样权数（至少接近）的较小样本子集的调查数据分析。如果有关数

据子集的抽样权数差异相当大，那么在解释结果的时候应该小心从事。

表十八.4

主成分分析的结果

成    分

变    量 第一主成分 第二主成分 第三主成分

 1. 家庭的整体福利 0.24 0.11 0.90

 2. 渔业资源的整体福利 0.39 0.63 0.02

 3. 当地收入 0.34 0.51 0.55

 4. 渔业资源利用情况 -0.25 0.72 0.17

 5. 资源控制 0.57 0.40 0.12

 6. 参与社区事务的能力 0.77 0.13 0.29

 7. 影响社区事务的能力 0.75 0.22 0.34

 8. 社区冲突 0.78 0.03 0.18

 9. 社区遵纪守法和资源管理 0.82 0.12 0.07

10. 传统上从水中获得资源的数量 0.38 0.66 0.12

说明的方差比例 33 19 14

33 如果X
1
, X

2
, …., X

p
是

p种变量的原始集合，则由

这些变量的线性组合形成

的Y变量所采取的形式就是

Y = a
1
X
1
 + a

2
X
2
 + ….+ a

p
X
p
，其中

式中，a
i
的(i=1,2,…,p)是数

字，也就是说，主成分系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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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    3

33.  Pomeroy等（1997年）将主成分分析法用于分析从200户调查所得的数

据，在这次调查中，要求受访者对10种指数进行打分，分为1-15等，分别代表他

们的等级地位，从而说明他们对由于其所在地区基于社区的沿海资源管理项目

而发生的变化的认识。这些指数列于下表，而主成分分析结果则列入表十八.4。

因此，本表给出的第一主成分即为：

第一主成分 = 0.24（住户）+ 0.39（资源）…… + 0.82（遵纪守法）+ 0.38 

（收成）。

34.  在Pomeroy等人的著作（1997年）中，这种第一主成分被描述为关于

社区成员行为的一个指数，而第二主成分被描述为与渔业资源有关的一个指

数，第三主成分则被描述为家庭福利的一个指数。然后，他们将这些成分作为

独立的变量用于多变量回归分析，用以调查若干说明因数在解释每一种指数的

变异性方面的效果。

35.  尽管这里的变量解释是合理的，但有人可能会对为了进一步分析而

采用上述计算方式利用（比如）第一主成分的价值提出质疑。只有变量5、6、

7、8和9描述了社区成员的行为，并且这些变量在第一主成分中是得分较高的

变量。与其在第一主成分的计算中包括全部10种变量，倒不如将原始数据集中

行为变量的简单汇总重新计算一种新的变量，例如，取变量5、6、7、8和9的

简单算术平均值，或这些变量的加权平均值，其中资源控制（变量5）同其他

变量相比被赋予的权数稍低。同样，可以将资源变量（变量2、3、4和10）进

行合并，得出一个简单汇总，而变量1仍然不变。利用这种方式，主成分分析

将会查明怎样用一种简单的方式将这10种指数汇总起来，以便提供一种新的具

有实际意义的量度集，以便作进一步分析，例如，Pomeroy等（1997年）通过

回归分析探讨了对前三种主成分中每一种成分具有影响的因素。

例    4

36.  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政府国际开发部采用的可持续生计框

架提供了另一种实例。这一框架考虑五种生计资产，即社会资本、人力资本、

自然资本、有形资本和金融资本。若要进行一项研究家庭生计情况的调查，那

就需要在许多辅助变量方面对所有这些资产进行调查。例如，可以从对支助网

络的依赖程度、家庭汇款收入所占比例、在本组内的信誉度、参与决策的程

度等方面对社会资本进行调查；可以从教育程度、健康状况等方面对人力资

本进行调查；从拥有自行车或收音机、有自来水、电等方面对有形资本进行调

查。

37.  在这里的目标是为五种生计资产确定单一变量，每种资产一种单一

变量。对于有形资产而言，可以用直截了当的方式做到这一点，例如，通过将

物品价格作为权数，得到与某个家庭是否拥有特定清单中的物品相对应的二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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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反应的简单加权平均值。另一方面，社会资本不能用这种简单的方式进行合

并，因为向描述社会资产的变量分配权数是一件比较困难的事。在这里，我们

可能不得不接受通过适用于社会变量集的主成分分析用数据导出的权数。结果

可被用于产生一种适当的社会资本总体量度，在已知前一个或两个主成分中每

个变量的相对权数之后，再求简单加权平均值。

G.  多变量指数构建法

38．指数构建可能拥有几种不同的含义。例如，在健康调查中，儿童的营

养状况一般利用从人体测量值所产生的指数进行测量，例如，年龄标准体重、

年龄标准身高和身高标准体重，这些分别代表体重低于标准、发育缓慢和消

瘦。

39.  在比较复杂的例子中，对母乳喂养、使用奶瓶、饮食多样化、儿童

在过去七日内接受选定食物组的天数、喂养频率等项目的反应数据可以汇总起

来，形成儿童喂养指数（Ruel和Menon，2002年）。这是另一类型的指数，其

中，研究人员就将要分配的具体得分做出决定，保证每个变量的序数尺度始终

保持高数量值，代表“好”与“不好”。如果涉及到二进制变量，例如在拥有

资产的数量方面，资产的价格可被用于每一个项目赋予不同的权数，就像上文

例4（F节）所说明的那样。

40.  如果调查涉及到确定态度或意见问题，比方说，对利用保健服务质

量的态度或意见，则可能出现另一类型的指数。这里有几个问题可能会被问

到，这就需要提供有关1-5分的记分量表的答案，1表示“很差”，5表示“很

好”。另外，可以对所有相关问题的结果得分进行汇总，从而得出一个指数，

以反映住户对保健服务质量的看法。

41.  在这里，我们的讨论将继续深入，包括由数据决定多变量程序所用指

数的形式问题。这里仍然保留指数的共同解释，即作为一种单一价值来描述一

种复合量度中若干变量所反映出来的信息，一般采用以下形式：

指数 = a1X1 + a2X2 + a3X3 + ……… + apXp

式中，a
i
表示将由数据确定的权数，而X

i
则表示在调查中所测量的一个适当子

集中的p种变量。我们对可以由数据来确定权数a
i
的两种方式（见下文）进行了

举例说明。哪一种方式更适合通常取决于指数构建所要达到的目标。

42.  第一种方式基于一种回归建模方法；而第二种方法则基于应用主成

分分析。这两种方法在谈到用于衡量发展中国家住户财富或社会经济状况代用

指标的指数问题时进行了讨论。关于这一专题的文献资料非常之多，并且在

Davis（2002年）中也有全面的阐述。另见本出版物的第十七章，该章就住户

调查数据用于了解贫穷状况的问题进行了有益的讨论。



  构建指数的多变量法  329

1. 建立消费支出模型，构建收入代用指数

43．  Henstchel等人（2000年）以及Elbers、Lanjouw和Lanjouw 

（2001年）介绍了一种将建立的消费支出模型作为收入代用指数的方法。它涉

及到利用来源于详细住户预算调查的数据，查明代表贫穷的各种变量。这是通

过把消费支出作为多线性回归模型中的因变量和一系列住户级变量（例如，住

户拥有的资产、居住条件、公用设施利用情况等）作为模型中的潜在说明（预

测）变量来实现的。说明反应（因）变量中最大变异的解释变量的最小子集被

用于预测消费支出。如果已在普查中采集到解释变量，则可由此而得到的模型

方程可用于普查数据，以预测每个普查住户的消费支出。然后，这些消费支出

数据可以用于绘制全国范围内的贫穷状况分布图。如果在预计普查日期之前早

就进行了住户预算调查，则可以从预算调查数据中查明适当的预测变量集，并

且列入普查调查问卷。为了举例说明这种方法，我们在下文直接举了一个例

子。

例    5

44.  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国家统计局在2000-2001年进行了一次全国住户

预算调查（HBS），调查大约涉及到22 000个住户。根据在为期28天内采集到

的住户支出详细资料，将为每个住户计算每个相当于成人的人在28天内的全部

消费支出。利用从住户预算调查所采集的初步数据进行的回归建模查明了一系

列的潜在住户级变量（城市和农村地区单独设集），说明消费支出差异很大。

这些变量被列入一个调查表，被总部设在达累斯萨拉姆的成人发病率和死亡率

项目（AMMP）组用于它正在研究的三个哨点监测地的一项住户普查。目的在于

利用每个成人发病率和死亡率项目哨点监测地的住户预算调查数据，确定一种

反映消费支出情况的指数，并且将该指数用于成人发病率和死亡率项目在每个

哨点监测地所覆盖的住户。

45.  关于建模方法的全部详情和对模型效果的评价，见Abeyasekera和

Ward（2002年）。在这里，我们介绍一下某个农村地区的各种结果的汇总情况

（见表十八.5），说明已被输入模型方程的变量以及用于计算消费支出指数的

权数（回归系数）。

46.  从表十八.5的结果中，预测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乞力马扎罗地区住户

消费支出的指数如下：

消费支出指数 =

9.79388+(0.11043* 灯)+(0.19950* 沙发)+(0.12870* 自行车)+(0.11858* 种子)

+（0.16254* 化肥)+(0.025824* 土地面积)+(0.088769* 肉)+(0.076132* 收入4)

+（0.13451* 收入3)+(0.098303* 收入2)+(0.27985* 教育4)+(0.15878* 教育3)

-（0.0091977* 教育2)-(0.0022552* 年龄)+(0.010456* 住户人数2)-(0.23902* 住户人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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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7.  模型解释了消费支出中65%的变异率。考虑到农村住户谋生手段复杂

多样，这是一个相当高的数字。在其发展阶段，判断这种指数质量的依据是：

(a) 将它与消费支出真值进行比较；和(b) 考虑其查明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基

本需求贫困线以下住户的真正比例的能力。方法(a)用于绘制与真值相对应的

指数图表，显示出很好的对应关系。如果总体真值和总体预测值都被分到五种

财富五分位数类别中，并且彼此对应列表，那么这种方法就不太好用了。只有

46%的住户被分到正确的五分位数类别中。按贫困线分类比较好一些，87%的住

户在贫困线以上或以下的分类正确。

48.  第十九章最后几节将介绍建模方法的其他例子。

表十八.5

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乞力马扎罗地区消费支出预测指数构建中所使用的变量 

及其相应的权数

预测变量 显著性概率 权数（模型系数） 
（STATA估计）

住户人数 0.000 –0.239

住户人数平方值 0.000 0.0104

户主年龄（岁） 0.038 –0.00226

户主学历a 0.000 0,-0.00920,  0.159,  0.280

主要收入来源b 0.017 0,  .0983,  0.1345,  0.0761

过去一周吃肉的天数 0.000 0.0888

住户拥有的土地面积 0.000 0.0258

化肥c 0.000 0.1625

种子c 0.004 0.1186

拥有自行车 0.000 0.1287

拥有沙发 0.000 0.1995

拥有灯 0.001 0.1104

模型方程中的常数 0.000 9.794

2. 用于构建“财富”指数的主成分分析（PCA）

49.  只有能够从前一次调查中获得可靠的消费支出数据（因变量），才能

使用上文G.1节所讨论的方法。由于采集可靠的消费支出信息有一定难度，加上

采集数据的成本很高，促使一些研究人员建议使用由主成分分析推导出来的、

以资产为基础的贫困指数。在前一次研究结果表明资产与消费之间的关系非

常密切之后，第一主成分就被用作一种社会经济地位指数（Filmer和Pritch-

ett，1998年）。但是，在把资产指数视为一种贫困量度时必须小心，因为它

的效果取决于对所使用资产的选择以及适用主成分分析的具体数据集。作为这

种方法的一个例子，Gwatkin等（2000年）对主成分分析法进行了举例说明，

用这一方法来确定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财富五分位数，并且利用了以下以混合

资产为基础的变量以及与卫生有关的集合：

样本规模 = 1 026

R2 = 0.651

调整后的R2 = 0.646
a 无；初等；中等；高等

及以上。
b 出售农作物；出售牲

畜；商业/工资/薪酬；其他

来源。
c 如果在过去12个月内购

买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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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住户是否有电、收音机、电视机、冰箱、自行车、摩托车、汽车（每一

种变量的代号编码为1=有、0=无）；

•  每个卧室住的人数（一种定量反应）；

•  住户饮用水的主要来源（七个类别）；

•  住户成员使用的盥洗室的主要类型（五种类型）；

•  住户地板材料的主要类型（六种类型）。

50.  它们所使用的数据来自通过人口与健康调查（DHS）调查问卷收集到

的信息。本分析使用了适当的抽样权数。

51.  作者强调，他们的工作只是适用于全国样本的一种初步尝试，但未

来通过社会经济等级调查人口差异的尝试将会产生不同的结果。他们建议，

这种情况可能会由于利用一些除定义社会经济地位的资产以外的依据或由于抽

样误差等而出现。一种更显而易见的理由是各地财富差异。实际上，在将他

们的方法用于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三个分组人口（即上文G.2节中所提到的三

个地区），利用全国住户预算调查所采集到的数据（表十八.6）时，发现在财

富五分位数的划分过程中存在着差异。因此，即使只是在单个国家的不同时

间，或者在用于不同分层人口时，最好不要将主成分分析结果视为可移植的结

果。

52.  研究人员还将主成分分析中的第一主成分作为汇总指数，以便对数

据进行进一步分析。例如，为了在所进行的多变量回归分析中控制社会经济地

位，确定影响儿童营养状况的因素，Ruel和Menon（2002年）从人口与健康调

查数据集中构建了一个社会经济指数，以便将住户按百分位点进行分类。他们

利用来自拉丁美洲五个国家的七种数据集，对城市和农村人口进行了单独分

析。所使用的变量有水资源、卫生条件、住房材料（地板、墙壁、屋顶）以及

拥有各种资产的情况。在进行主成分分析之前，这些变量的数值都是按照升序

方式进行排列（从最差到最好）。只有主成分系数大于0.5的变量被保留到最终

的指数中。这里的做法是合理的，主要目标一直是构建一种指数，以便校正在

以后的分析中出现的社会经济差量。

表十八.6

将人口分成五种财富五分位数的划分点

财富五分位数
达累斯萨拉姆a 

(住户预算调查)
乞力马扎罗a 

(住户预算调查)
莫洛戈罗a 

(住户预算调查)

全坦桑尼亚联
合共和国a 

(住户预算调查)

全坦桑尼亚联
合共和国b 

(住户预算调查)

20百分位数 -1.2993 -0.8452 -0.9190 -1.0317 -0.5854

40百分位数 -0.7709 -0.6289 -0.6180 -0.5704 -0.5043

60百分位数 -0.1054 -0.2459 -0.3645 -0.3051 -0.3329

80百分位数 1.1603 0.3239 0.4586 0.4609 0.3761

a 2000-2001年住户预算调

查。
b 1 9 9 6年人口与健康调

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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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  结论

53.  我们在本章的目的一直是要论证利用多变量法构建指数，重点强调在

此种分析过程中需要将多变量探索工作作为第一阶段。但是，这些方法的应用

需要缜密的思考，适当注意它们的含义及其局限性。例如，主成分分析对减少

变量的成功取决于能够仅仅通过少数成分指数就能对数据中相当大部分的变异

进行汇总，并且能够为这些成分中的每一个成分提供有实际意义的解释。最好

还要仔细考虑主成分分析程序的效果，在整个变量集中是否只有一小部分变异

在第一主成分中得到考虑。还应该充分注意在与本分析目标有关的指数计算中

所包含的各种变量的适当性。

54.  类集分析遇到的困难不仅与查明适当相似性或距离量度有关系，而且

还与关于类集分析所用方法的决定有关系。在这里，各种因素都必须考虑，包

括所用数据的类型、计算方法和程序对数据小变化的稳健性。

55.  还有必要再次强调的是，在具有可以划分人口的明晰结构时，本章所

述的各种方法最适合用于适当的人口子集。如果需要分析的数据来自一项全国

性调查，情况尤其如此。然后，必须做出有关选择所用子集的决定，但要有适

当理由。所得到的一种结果就是不同的子集可能会产生不同的指数。但这本身

将会是一种有用的发现，表明在所考虑的人口子集内部作进一步分析将会更有

实际意义。

56.  本章对多变量技术的价值进行评估，不仅作为一种探索工具，而且

（更为具体地讲）为了将它们用于指数构建。在通用统计软件[例如，SPSS 

（2001年）、STATA（2003年）]中现有的一些功能程序使这种分析可以以比较

简单的方式进行。因此，建议研究人员考虑在调查数据分析期间利用这些软

件，以便尽可能从数据中提取可能多的信息，有效地促进调查目标的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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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查数据的统计分析

James R. Chromy

研究三角研究所 

研究三角园 

美利坚合众国北卡罗来纳州

Savitri Abeyasekera

雷丁大学统计服务中心 

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雷丁

摘    要

在进行调查分析的时候需要考虑到这样一个事实：调查数据是利用复杂

样本设计从选定的单位中获取的。这就需要使用权数来分析调查数据，并以

能够体现复杂样本设计的方式来计算调查估计数方差。本章概述权数的开发

及其在计算调查估计数方面的应用，并一般性地讨论调查数据的方差估计。

首先讨论何谓“描述性”估计数，比如调查报告中广泛使用的“总数”、“平

均数”和“比率”之类。然后讨论用于考查各种调查变量关系的调查数据“分

析”方法的三种形式，即：多重线性回归模型、逻辑回归模型和多层次模型。

这些模型形成一套变量工具，用以分析主要答复变量与诸多其他因子之间的关

系。我们在本章用一些范例说明这些建模方法的应用，并提供解释所得结果的

指南。

关键词：复杂调查设计、分析统计、回归、逻辑回归、等级式结构、多

层次建模。

A.  导言

1.  住户调查利用复杂样本设计控制调查成本。通常没有列出所有个人和

住户的完整抽样标架可供使用；而即便有这样的人口登记册可用，根据简单随

机样本设计实施住户访问调查的成本也会高得令人望而却步。第二十三章讨论

的“生活水平衡量研究”（LSMS）调查提供了一个很好的范例来说明住户调查

设计的许多复杂特征。

2.  表十九.1列示住户调查设计的一种典型结构。如上文所述，住户调查

采用的大多数样本设计都比较复杂，涉及到分层、多级抽样和不均等抽样率。

在分析的时候需要用权数来补偿不均等抽样率，而对不答复的调整会导致更加

不均等的加权。在估计调查估计数的精确度时应考虑复杂样本设计。

    3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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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本章B节概述调查分析中所用权数的开发以及在编制广泛用于调查报

告的简单“描述性”估计数（诸如总数、平均数和比率/百分比）时权数的应

用。该节还概述了基于复杂样本设计的此类估计数的方差估计。

4.  其余各节重点讨论调查数据的三种“分析”应用形式，意在探讨一个

关键答复变量或应变量——比如上学儿童的学习成绩、一个住户的贫困程度

等——如何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这些因素通常叫作解释性变量，或回归量变

量。如果关键答复变量是一种定量计量变量，就适合采用多重线性回归模型；

而如果关键答复变量是二进制变量，就是说，当答复只有两种可能的值的时候

（比如是/否、有/无），则可以应用逻辑回归模型。这些回归方法可用于非成

套的调查数据，或用于多级设计层次的某个单层抽样单位。或者，可能需要在

分析中考虑不同等级层次发生变异的各种不同起因，然后开始进行多层次建

模。这种方法顾及同一层次各抽样单位之间的相关结构，因为它们发生在不同

层次的单位当中。

B.  描述统计学：权数与方差估计

5.  住户调查一般旨在产生人口总数、人口平均数、或者总数或平均数的

简单比率。比如，总数可能是人口总数、劳动力中的男子人数、劳动力中的妇

表十九.1

住户调查设计的典型结构

特    征 可能的定义 含    义

层次 地区

社区类型（城市/农村）

可以减少估计数的标准误差。

控制样本分布可能导致非比例抽样。

初级抽样单位 查点区或类似地理区域

农村层次的村一级

便于样本类集以控制成本。

便于开发仅在抽样地区内的完整居住单位住址框架。

使用与规模成比例的概率进行选择。

二级抽样单位 居住单位地址 可以包含零个、一个、或一个以上住户或无关的人。

用等概率在初级抽样单位中间选择。

第三阶段抽样单位

(如果不是所有家庭成

员都自动纳入样本）

住户成员 从负责任的成年住户成员所提供的住户成员花名册中

选择。可导致不均等加权以说明住户大小。

观测单位 住户

住户成员

住户成员经营的农业或工商企业

子群特别文档，比如成年劳动力

与住户成员有关的事件或一段经历

一段时期的反复度量（固定样本调查）

可能需要不止一个分析文档，以便进行专项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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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人数、或五岁及以下儿童人数。平均数的实例可能有劳动力中的个人平均收

入、劳动力中妇女的平均收入、以及劳动力中男子的平均收入。为了估计总收

入低于贫困线以下水平的住户的比例或主要靠女性挣钱的住户的平均家庭收

入，可能需要比率估计数。

6.  住户调查可以得出全国估计数，但是也可以是为了产生地缘政治地区

或其他跨部门领域的估计数。再者，可以通过重复进行住户调查获取周期估计

数（比如年度或五年期估计数），可以把这种估计数看做“时间域”。只要所

产生的估计数仅包含即便是针对人口域的（不论是跨部门的“域”还是时间上

的“域”）“总数”、“平均数”或“比率”之类的估计数，我们都可以将产

生这些估计数所需的分析定性为“描述性分析”。描述统计学不但包括估计数

本身，而且也包括有关这些估计数精确度的某种度量。描述性报告可以包括各

种估计数的标准误差，或者基于这些标准误差的区间估计数。在对标准误差的

估计进行分析的时候，需要考虑到住户调查的样本设计问题。对于区间估计数

来说，不仅需要基于设计的适当标准误差估计数，而且需要了解在计算标准误

差估计数方面的自由度。在官方发表的描述住户调查成果的统计报告中，这些

相当简单的描述统计类型的数据占了大多数。

7.  调查的权数34 和基于这些权数的统计估计提供了从住户的概率样本得

出的观测值与住户人口的概括性度量或总体参数之间的联系。图十九.1说明这

种联系。所有住户的人口有时叫作目标人口或称“全域”。若不应用概率抽样

和加权，就没有支持样本观测值与目标总体参数之间的联系的统计学理论。

图十九.1

权数的应用与统计估计数

34 基于设计的权数一般是

作为选定观测单位的选择概率

倒数开发的。通常，关于住户

调查分析文档的调查权数是已

经对不答复做过调整的基于设

计的权数。为了实现与已知的

或精确得多的边际总数相吻合

的后分层或校准，往往需要做

更多的调整。此外，还可能对

权数做某种形式的调整，以便

在因为发生意外抽样事件或实

地数据收集事件而导致权数大

的时候限制不均等加权效应。

使用“调查权数”这个术语是

为了将其与严格的“基于设计

的权数”加以区分。

8.  任何忽略样本设计和权数的分析都势必以各种假设条件为依据。如果

样本设计的目的是产生一个等概率样本，那么用于估计平均数、比率或变量间

的关系的权数即可安全无虞地予以忽略。Kish（1965年，第20-21页）把这些

设计叫作“等概率抽选法”（epsem）设计，并且指出，即使复杂的多级样本

也可以在设计的最后阶段或接近最后阶段把它设计成“等概率抽选法”的抽样

单位。下文将提到，即便设计起初采用的是“等概率抽选法”，对不答复的调

整可能会产生不均等的权数。如果通过权数的调整对数据加以后分层或多维校

准的话，这些过程几乎总会导致不均等权数调整，从而产生不均等权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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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然而，有些分析者愿意假定可以不用权数或者使用均等权数来分析住

户调查数据。当在数据中应用模型来研究一个应变量与诸多独立的解释变量之

间的关系的时候，这些假定大多是站得住脚的。

10.  从理论上来讲，在能够从所有样本成员得到完整答复的调查中，使

用作为每个观测单位选择概率的倒数计算出来的基于设计的权数，可以提供无

偏差的人口总数和其他线性统计估计数（Horvitz和Thompson,1952年）。可是

在实际当中，住户调查总会遇到一些不答复的情况；如果在不采取任何其他

措施的情况下从分析得出观测值，这些不答复的情况就会导致出现估计偏差 

（见第八章）。现已开发出一些方法，试图减少不答复造成的偏差。最简单

的方法就是把样本划分成不同的加权类别。据认为，在这些类别范围内，答

复者和不答复者总体参数之间的差异就会小得多，乃至达到可以忽略的地步 

（Rubin, 1987年）。然后在加权类别中按权数对比率加以调整。这样，每一

种类别在经过调整的估计数中都有代表；其比率跟选定样本中的代表比率相

同。

11.  概率抽样的过程未必能保证所选定的样本在已知特征方面的分布将

与总人口的那些特征分布是一致的。在选择样本前进行分层可以确保某些特征

的这种分布状况，但如果没有关于样本选择所用的标架的分类变量可用的话，

其他变量也许就不可能有这种分布状况了。并不是对住户调查数据所产生的每

一个估计数都进行复杂比率调整，而往往是把后分层作为一次性权数调整；之

后，这一调整便自动适用于使用经调整的权数所产生的所有估计数。后分层调

整的最简单方法就是使用类似于加权类别不答复调整的那种划分样本的方法。

12.  在几个方面同步控制加权样本分布的校准方法，有时候用于不答复

权数调整和后分层，或两者都用这些校准方法（Deville和Särndal,1992年；

Folsom和Singh,2000年）。

13.  如果权数极大，就有可能通过设计效果导致住户调查估计数方差增大

（见第六章和第七章）。有时候可以任意缩减或调整这些权数，尤其是在此种

大权数并非有计划的样本设计所致的情况下。

14.  根据住户调查制作的分析文档所附的最终权数可以包含如下诸因素：

•  作为总体选择概率的倒数计算的基于设计的权数；

•  不答复调整因素；

•  后分层调整因素；

•  权数调整因素。

15.  这些因素应做成文件，以便任何分析工作者都能审查它们。在基本初

步设计的权数中应用的这些调整因素，在加权类别的定义、在用于后分层调整

的控制总数的选择以及在用于控制设计效果的权数调整的范围方面，会涉及到

一些主观的、有时是武断的判断。当调查估计数中出现意外结果或明显异常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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况的时候，对加权过程以及总的调查设计与实施的其他方面进行彻底检查是常

有的事。

16.  总的来说，由于复杂调查设计中包括使用权数和某种设计结构，所以

在使用住户调查数据进行分析的时候就遇到一些特殊的挑战。本手册的好几个

章节都讨论了复杂调查设计所产生的设计效果问题。特别是第二十章探讨了复

杂调查设计对分析结果的影响。欲了解有关复杂设计分析的更透彻讨论和某些

专题的详情，读者不妨查阅Skinner、Holt和Smith（1989年）；Korn和Grau-

bard（1999年）；以及Chambers和Skinner（2003年）的文献。本出版物第二

十章还围绕复杂调查分析提供了较为技术性的讨论；第二十一章讨论了软件问

题，并提供了有关使用真实数据范例分析调查数据的一些方法实例。

17.  非线性统计。在复杂调查中，即便像平均数这样的简单统计量也会变

为非线性值。为了从一次复杂调查中估计某项总体均值，有必要估计有关变量

（比如家庭收入）的总体总量，并估计总体的规模（比如家庭总数）。于是便

可根据这两个估计数的比率估计出平均数。平均家庭收入可以估计为：

平均家庭收入估计数 =
家庭总收入的估计数

家庭总数的估计数

这个估计的平均数证明是两个线性统计量的非线性函数（比率）。在复杂调查

中，样本规模（某一特定类型观测值的数量）本身是一个随机变量。对于小样

本来说，这类非线性估计值并不是没有偏差，但从微不足道的意义上来说，它

们是一致的，也就是说，如果将样本规模扩展到有限总体规模的话，这种非

线性估计就会恰好等于可比的有限总体值（Cochran，1977年，第21、153和

190页）。如果我们能够把有限的总体看作是产生于一个假设性的无限总体的

话，那么我们就可以考虑让这个样本规模无限地扩大。在这种情况下，当这个

非线性估计数随着样本规模的扩大在概率方面收敛为超总体参数的时候，我们

就可以断言模型具有一致性（譬如，见Skinner、Holt和Smith，1989年，第

17-18页）。

18.  非线性统计的标准误差，只能使用一级泰勒级数近似值来表述。可以

通过使用一级泰勒级数近似值或者采用譬如均衡重复复制法或刀切复制法之类

的复制方法来获得非线性统计量的标准误差估计数。

19.  当首先在全人口层级估计所需要的应变量及自变量线性函数的时候，

同样类型的论据就转而用于采用“线性”模型的分析领域。

20.  总之，使用权数可以产生无偏差的线性估计数和一致的非线性估计

数。据认为，实际当中使用一致的估计数来控制估计偏差是令人满意的。其他

类型的偏差和非抽样误差，比如因为不答复、采访员失误或回答有误等造成的

误差，通常都具有更多实际意义，尤其是在样本规模变大的情况下。

21.  住户调查中的样本设计结构。一般来讲，人口和样本设计都会有某

种结构。正如上节所讨论以及在表十九.1中所说明的那样，在住户调查样本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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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中，一般在抽样标架中采用一种嵌套结构。虽然这种结构对构建诸如总数、

平均数或模型函数等一级统计估计数没有什么影响，但它确实对二级统计量 

（访查估计数）有影响，这样，分析人员就可以对一级统计量的误差做出估

计，并可对特定假设进行具有统计显著性的检验。

22.  根据分层的多极样本充分表述的估计数方差在每个样本设计阶段都

有其组成部分。譬如，如果仅在第一阶段采用分层法，那么，根据包括区段、

住户和住户成员的三段设计得出的总体总量T的估计数就可能有如下形式的方

差：

式中，h层的各项分别界定如下：fpchi项分别是在区段选择阶段（i = 1）、居

住单位选择阶段（i = 2）和个人选择阶段（i = 3）的有限总体校正系数。

项分别是以这三个抽样阶段的加权数据为基础的方差成分。nhi项分别是h层内

的区段样本规模（i = 1）、住户（i = 2）和个人（i = 3）。在实际当中，这

些方差成分有的难以估计或不可估计并非罕见；由于规模1的子样本或其他缘

故，发生这种情况是可能的。Cochran（1977年，第279页）注意到，如果第一

阶段的有限总体校正系数（设定为1）可以忽略，那么方差估计数即可依据该

公式的一个简单得多的模拟，这种模拟仅涉及初级抽样。关于第一阶段有限

总体因子1的假设，往往被描述为近似“不带置换”的样本设计方差的“带置

换”的样本设计方差估计数。

23.  如果观测值是个人，为了在前面讨论的三段设计的人口总数估计数方

面应用这一假设，我们可以设定一个新变量：

式中，whijk和Yhijk分别是h层内i区段的住户j中个人k的权数和观测值。于是便可

获得这样一个合理的方差估计数：

该公式之所以能够成立，是因为总体总量估计数可以列式如下：

若Zhi选择适当，则使用一级泰勒级数近似值35 即可估计线性及非线性统计方

差。这种方法亦可扩展到回归或逻辑回归中的参数估计数。请注意，采用这种

方法不需要能够估计后续阶段方差的差益。

24.  如果第一阶段有限总体校正系数明显小于1，这个公式就会过高估计

方差并导致过高估计调查估计数的标准误差。一个不大的过高估计就会在一定

程度上导致很大的置信区间差异，或者可能导致在进行假设检验方面减少统计

35 Woodruff（1971年）说

明了如何开发线性化的变量以

利于计算复杂泰勒级数方差近

似值。



  调查数据的统计分析  341

显著性的说明。在这个意义上，假设第一阶段有限总体校正系数为1在统计学

上据说是偏于保守的，因为这样会有助于防止虚假的统计显著性说明。应当指

出的是，通过假定第一抽样阶段的有限总体校正系数为1，可以简化基于泰勒

级数的软件和基于重复的软件（见第二十一章）。

C.  分析统计

25 .  在本节，我们从简单描述性估计数方面的考虑转到所谓“分析统

计”，即旨在研究各种变量间关系的统计。实际上，从数据用户希望在各种域

之间进行估计数比较的那一刻开始，所需要的统计在性质上就变成了“分析统

计”。简单分析统计可以基于各种域之间的差异，比如通过比较两个地缘政治

子区域总收入低于贫困线的家庭比率或比较过去两年的农作物产量情况所产生

的差异。有时候，一个简单比较中的各项估计数是相互独立的，因而差异的标

准误差可以根据单个估计数的标准误差严格确定。在这些情况下，可以从两个

域平均数之间的估计差异推导出标准误差：

关于差异的上述标准误差公式假定两个估计数是相互独立的，因此，其估计数

不是相互关联的。这种形式的差异标准误差对数据用户比较方便，因为据此可

以从公布的单个估计数的标准误差推导出某项差异的标准误差。然而对复杂样

本设计来说，各个域的估计数之间往往是相互关联的。这样，两个域的估计数

差异的方差便包含一个协方差项：

26.  这个协方差项一般是正项，因此，与上面讨论的独立估计数的情况

相比，会导致差异估计数的标准误差较低。在设计住户调查的时候，可以利用

差异估计数标准误差中的协方差项；通过利用一个共同而连续的个人或住户样

本，纵向固定样本调查可以在年度估计数之间实现高度正协方差。因为不能从

公布的个别估计数标准误差推导出差异的标准误差，所以就需要预计哪些比较

值最值得关注，并公布这些比较值的标准误差。

27.  在关于有限总体的严格描述统计方面，通过使用一个有限总体校正

系数，可以适当减少描述性估计数的标准误差。在简单随机抽样的最简单情况

下，有限总体校正系数是：

式中，n是样本规模；N是总体规模。如果分析的目的具有分析性，那么，即

便在两个域平均数之间的观测差异的统计显著性这种最简单的情况下，也不宜

使用有限总体校正系数（Cochran，1977年，第34-35页）。这是因为，统计

显著性检验形式需要假设这两个域总体是否产生于一个共同的无限假设总体 

（一个单一的超总体）。36 将有限总体校正系数用于结构复杂设计这一问题将

在下文讨论。

36 Cochran（1977年，第

39页）指出，有限总体校正系

数不适合在统计工作中用来检

验域平均数的差异。当把这条

指导原则运用于既包含分层又

包含类集的复杂设计的时候，

它的解释就变得更为含糊不清

了。Chromy（1998年）讨论的

问题是以较高的比率对学校

进行分层和抽样时，在学校

对学生进行抽样这一问题。

Graubard和Korn（2002年）就

此问题提供了最新评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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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关于回归建模的一般性评论

28.  本章其余各节讨论的方法讲到一种建模技术，即为一个关键答复变量

或应变量中的变量建模，并确定一套潜在解释性变量中的哪一个变量子集对促

成变异起到最重要的作用。可以通过应用适当的变量选择程序，或者通过采用

某种敏感的排序程序来选定“最佳”子集，以探讨若干种不同的模型；同时从

实际出发，密切注意在分析过程的每一步录入或消除变量是否恰当。

29.  我们想要强调的是，应当把本章讨论的各种方法看作对简单分析方法

的补充，而不是取代它们。使用简单描述性概要（平均数、标准偏差等）、图

解法（散点图、条形图、框图等）和相关的数据列表对数据进行初步探索是极

有价值的，应该成为数据分析的第一阶段。有时候，也许只要有这第一阶段的

分析即可达到目的。然而，调查目标可能还需要对数据作进一步分析，在后面

这种情况下，建模方法可能就变得重要了。

30.  这里所讨论的建模方法在需要采取整体做法的情况下具有特别重要的

意义，譬如，把分析的目标定位于认识现行农业制度的合理性，或者定位于住

户如何管理其有限的资源以满足生产与消费两方面的需要。本章自始至终强调

适当建模方法的实际运用，同时重视发展中国家在实地调查中可能遇到的各种

困难。特别强调了分析工作的各种制约因素，以确保只有在仔细考虑所采用的

方法是否适合拟进行的研究之后，才将本文所讨论的方法付诸应用。

31.  回归模型的应用，目的在于更好地认识某个应变量与一套自变量或解

释性变量之间的关系。可是一定要当心，往往不可能根据观察到的应变量与解

释性变量之间的联系确定其因果关系，但在设计周密、有控制和随机化的实验

情形下例外。37 记住这一点，就可以通过在住户调查所获观测数据的分析中运

用回归方法学到不少东西。

32.  住户调查数据不同于利用随机化和辅助变量控制进行受控实验所产生

的数据，它通常是在很少或根本不控制可能影响变量之间关系的其他因素的情

况下取得的观测结果。有的时候，回归方法可以消除这些未加控制的混杂变量

所产生的影响，从而获得偏差较少的真实关系估计数。

33.  回归建模往往带有探索性。可以开发多种模型来解释有关应变量的变

化。模型中所使用的解释性变量限于调查数据文档中的现有变量；因此，选定

用以解释某个应变量差异的变量只能是与实际产生结果的因素明显相互关联的

变量。可能有多种作为成因相互关联的竞争变量，但是逻辑上似乎其中没有一

个与该应变量有关联。应该用实质性理论（比如社会理论或经济理论）来指导

住户调查的分析者选择解释性变量和确定关系（比如线性关系和非线性关系）

的形式。

34.  如果不能根据实质性理论提出确凿的理论关系，或者，如果根据实

质性理论提出了好几种相互竞争的解释性变量，那就可以应用标准（非调查）

软件包中提供的变量选择方法来确定潜在的解释性变量。许多非调查软件包中

都有前向及后向变量选择方法，可以帮助确定与应变量有线性关系的解释性变

37 调查中也可以搞随机化

的实验。这些实验往往是在先

期检验样本中或在某项现行调

查的补充样本中进行的方法论

实验。也可以利用住户调查样

本补充社会实验课题，来进行

一些社会实验。



  调查数据的统计分析  343

量。如果非调查软件包允许的话，我们甚至极力建议使用调查权数来进行这种

探索性分析。可以通过调查权数标准化来概括整个样本，以便提供较好的误差

估计数和更接近正确的统计显著性检验（关于这种方法的实例，见第二十一

章）。在使用非调查统计软件包或程序进行变量选择之后，一个好的做法是使

用软件包对利用调查权数并认可住户调查设计的模型进行评价。

35.  模型变量可以是分类变量、计数变量或连续测量数据。当应变量是

计数或连续测量数据的时候就使用线性模型；建议在计数数据方面使用对数变

换。如果相关计数变量包含零值，对数变换就用不上，但是像PROC LOGLINK 

（SUDAAN 2001）之类的程序可以用来拟合一个计数变量的预期对数值。当应

变量是在两个层次确定的分类变量的时候，使用逻辑回归；多项式回归模型也

可以用于两个层次以上的分类应变量。为了讨论的目的，我们把解释性变量划

分为分类变量和连续变量，因为在模拟背景下基本上用同样的方式处理计数变

量和连续（测量）变量。也可以用本章没有讨论的生存模型和其他多元方法来

分析调查数据。

36.  使用界定研究范畴的分类解释性变量类似于不用模型构建简单域的比

较。模型的应用可以使分析者能够同步调整其他可能的解释性变量。这一般叫

作协变量调整。在没有协变量调整的情况下，回归模型系数就再生成简单域比

较并估计存在于总量中的域差异。如果模型中包含其他变量作为协变量，就用

回归模型系数来估计假设在所有域的同一层都有协变量存在的域差异。

37.  通过调整或不用调整其他协变量，也可以获得适用于连续性解释变量

的回归模型系数。应根据分析的目的决定调整或不调整协变量。未经过调整的

协变量用于描述存在于总体中的应变量与解释性变量之间的经验关系。如果假

设其他变量保持恒定的话，调整的估计数也用于描述上述关系。如果模型中包

含的其他变量也是良好的应变量预测工具的话，这些变量就能提高正在研究中

的主要预测工具在特定层次预测值的精确度。分析方法的选择取决于分析的目

的。

38.  下面的实例中只讨论连续解释性变量的简单模型。如果解释性变量是

连续的，分析者就应调查应变量与潜在解释性变量之间的关系。简单的标图表

明，为了使变量恰当相关，光有线性关系是不够的。可以视观测标图的需要，

补充一些项（二次项或三次项），以便更好地捕捉这些关系。这样，应变量即

可与一个解释性变量、与它的二次项、三次项或更高的项有线性关系。在包含

了某些潜在解释性变量之后，就可以使用剩余的标图来确定是否其他变量或纳

入的变量的更高的项（二次项或三次项）可能影响模型的拟合。对于有着广泛

值和对这个范围的应变量有不同影响的解释性变量来说，可以让这种关系在该

范围的各子集发生变化的样条模型往往很有用。当调查样本包括青年、中年和

老年人的时候，往往可以使用回归样条模型来展示年龄效应。

39.  其他诊断方法包括检查拟议模型的拟合效果好坏和检查补充变量回

归参数的统计显著性。根据标准（非调查）程序编写的程序可以改写成适用于

加权调查数据的程序。经过解释的变异的概念可以结合加权调查数据和线性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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归一起使用。可以用列联表方法来评价逻辑回归模型的拟合。Korn和Graubard 

（1999年，第3章）在将改写的诊断程序应用于一般调查数据分析方面进行了

有益讨论。

40 .  根据观测数据开发回归模型显然涉及到解释性数据分析的概念 

（Tukey,1977年）。此类分析可以使我们对数据和观测到的变量间的关系有深

刻洞察力，但是这种“无计划的”分析结论的统计显著性尚有待日后确认或由

其他调查数据来验证。

E.  线性回归模型

41.  为了讨论线性回归模型（本节）和逻辑回归模型（见F节）的目的，

方便的做法是假设第一阶段的抽样“带重置”。我们进一步假定观测数据的分

析文档载有层次下标变量，用h来表示；初级抽样单位用i来表示。如果我们打

算在样本选择的第一阶段使用上面B节所讨论的带重置的设计假设，就不需要

确定更多的结构变量了。只要我们使用一个统计软件包，其中说明了包括分析

权数和设计结构（层次和初级抽样单位）在内的住户调查设计，模型系数及其

标准误差就包含了复杂住户样本设计的全部含义。当我们讨论多层次模型的时

候，重点就转为将设计结构纳入模型，以及通过分析就可以获得与结构变量有

关的效应估计数。

42.  包含一个连续解释性变量和一个分类解释性变量的线性回归模型可以

表示如下：

模  型  1

43.  在模型1中，观测到的应变量yhij代表观测值；截距变量xo始终定为1；

观测的连续解释性变量用x1hij来表示；一套指标变量x2dhij界定了分类变量的D个

层次。回归模型系数α,β1和γd（d=1,2,…,D）叫作回归系数，拟通过分析来估

计。该模型的最后一项是误差项，它计量与第h层、第i个初级抽样单位、第j项
观测值有关的模型所产生的偏差。这是一个主效应模型，因为它不包含任何交

互作用效应。

44.  视软件应用的具体情况，可在模型语句中将这套指标变量规定为单

一变量；可能有必要用程序语句或指令规定该变量为分类变量并确定层数。

然后程序给指标变量规定一个向量。如果观测值hij属于d类，那么一个指标变

量——比如x2dhij——就定为“1”；否则就定为“0”。为了避免解释性变量之间

的线性依存关系，分析程序就将分类变量的指标重新参数化。一般做法是去掉

最后一类分类变量，这样，该类别就变成了参照类。38 表十九.2列示了一些可

以为模型1估计的效应，其中，应变量是住户的工薪收入；连续解释性变量是

住户中的工薪者人数；分类变量划定了全国四个地区“域”（北部、南部、东

部和西部）。

38 还有可能通过添加一个

线性约束，比如要求效果值的

总和等于“0”或加权效果值

等于“0”，来估计分类变量

的系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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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十九.2

模型1的线性回归参数估计数的解释——设应变量为住户的工薪收入

效应（通常为程序输出
中所规定的效应） 系    数 估  计  数 解    释

截距 x0=1 α 参照组或“0”层级的有薪住房收

入：西区工薪者人数为0

住户中工薪者人数 x1hij β1 每增加一位工薪者住户收入的变化

（按地区调整）

地区 住户工薪收入的差别（按住户中的

工薪者调整）

北部(d = 1) x21hij – x24hij β2 = γ1 – γ4 北部对西部

南部(d = 2) x22hij – x24hij β3 = γ2 – γ4 南部对西部

东部(d = 3) x23hij – x24hij β4 = γ3 – γ4 东部对西部

西部（参照域d=4） x24hij – x24hij =0 γ4 – γ4 = 0 没有估计数

45.  估计的域变量回归系数是按照该域和参照域之间的差别确定的。关

于北部域估计系数的统计显著性检验实际上是检验北部和西部是否是出自同一

个超总体的随机样本。如果北部地区的系数与0差别很大（基于用0.05的显著

性水平进行的假设检验），那么分析员即可断定，在调整了住户工薪者人数之

后，北部和西部地区的住户工薪数据出自同一超总体样本的可能性很小（5%或

更低）。调查程序软件使用户能够要么通过类别排序（以便使期望的参照类排

在最后），要么通过明确指明来规定不同的参照集。这可能是获取有价值的回

归参数估计数的一个有用工具。通过估计系数的函数还可以对其他比较做出估

计。

46.  表十九.3根据表十九.2列示的参数估计数列出了模型1的一些可以估计

的函数。表十九.3按地区和住户中的工薪人数列示了住户工薪收入估计数。可

以很容易地将此表扩展到每户有三位或三位以上工薪者。

表十九.3

可估计的住户工薪收入（模型1）

地  区

每户有：

一位工薪者 两位工薪者

北部

南部

东部

西部

47.  让我们来考察分析员在使用模型1研究住户工薪收入的时候所必须做

出的几种假设。或许最重要的假设就是住户的收入几乎都与每户的工薪者人数

相关联。线性假设是：工薪者从0增至1人、从1人增至2人、从2人增至3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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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等，住户工薪收入都是按照同样的增长额变化。这种假设看起来令人生疑。

由于分类变量要求尽量少做有关解释性变量与应变量之间关系形式的假设，所

以分析者就可能决定把工薪者人数转换成分类变量，于是就采用只有分类变量

的模型。39 模型1的一个变体可以写为：

模  型  2

48.  对于模型2来说，分析员可以根据住户中的工薪者分布情况把工薪类

别划分成少到2人，或者比这大得多的人数。为了限制所要估计的参数数量，

分析者可以选定如下四种工薪者住户类别：

•  1类：没有工薪者；

•  2类：一位工薪者；

•  3类：两位工薪者；

•  4类：三位以上工薪者。

49.  这个模型依然是主效应模型，但回归参数的数量已从5个增加到7个。

表十九.4解释了根据模型2估计的回归系数。该模型不再要求分析者假设住户工

薪收入对每户工薪者人数的线性关系。但由于模型中缺少交互作用项，所以这

个模型的确假设了如下条件：

•  在所有这四种类别中，“每户工薪者人数”效应都相同；

•  在“每户工薪者人数”的所有级别“地区效应”都是一样的。

表十九.4

根据模型2得出的线性回归参数估计数的解释——设应变量为住户的工薪收入

效应（通常为程序输出
中所确定的效应） 系    数 估  计  数 解    释

截距 x0=1 α 在参照级别（无工薪者和西部地

区）的住户工薪收入

每户工薪者人数 每增加一位工薪者住户收入的变化

（按地区调整）

1人(d = 1) x11hij – x14hij β1 = γ11 – γ14 1对无

2人(d = 2) x12hij – x14hij β2 = γ12 – γ14 2对无

3人以上(d = 3) x13hij – x14hij β3 = γ13 – γ14 3对无

无（参照域d = 4） x14hij – x14hij =0 γ14 – γ14 = 0 没有估计数

地区 住户工薪收入的地区差别（按住户

中的工薪者调整）

北部(d = 1) x21hij – x24hij β4 = γ21 – γ24 北部对西部

南部(d = 2) x22hij – x24hij β5 = γ22 – γ24 南部对西部

东部(d = 3) x23hij – x24hij β6 = γ23 – γ24 东部对西部

西部（参照域d = 4） x24hij – x24hij =0 γ24 – γ24 = 0 没有估计数

39 关于评价线性回归模型

拟合优度以及适用于非线性关

系的其他备选模型的方法，读

者若想了解更多的讨论，可参

考Korn和Graubard（1999年，

第95-10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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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  大多数回归软件包都可以用来检验分类变量间的交互作用。在这种

情况下有九个等级的交互作用自由度。虽然解释有两种分类主效应和一种交互

作用的回归模型是可能的，但我们不妨推荐一种不同的方法。首先检验交互作

用：在这种情况下，模型2可以扩大到包括“住户工薪者”与“地区”之间的

交互作用。如果交互作用的统计检验表明存在交互作用，那就通过应用一个只

有在第16层级确定的单一分类变量的简单模型将16种可估计的参数纳入整个模

型。我们把这个模型叫作模型3并写为：

模  型  3

51.  这16个新分类变量层级及其估计数（括号内）分别是：

•  北部，一个工薪者( )

•  北部，两个工薪者( )

•  北部，三个工薪者( )

•  北部，没有工薪者( )

•  南部，一个工薪者( )

•  南部，两个工薪者( )

•  南部，三个工薪者( )

•  南部，没有工薪者( )

•  东部，一个工薪者( )

•  东部，两个工薪者( )

•  东部，三个工薪者( )

•  东部，没有工薪者( )

•  西部，一个工薪者( )

•  西部，两个工薪者( )

•  西部，三个工薪者( )

•  西部，没有工薪者( )

52.  将第十六个类别确定为参照组，模型3的截距估计数 便与该组的住

户工薪收入估计数（西部，无工薪者）相对应。其余15组各组住户工薪收入估

计数分别为第十六组估计数加上各该组的回归系数估计数。这16个估计数也可

以通过直接估计获取。如果在适当的调查软件中应用调查权数和设计结构，分

别用这两种方法（模型3或直接估计）获取的估计数及其估计的标准误差应该

是相同的。使用模型3开发16个直接估计数一无所获。

53.  如果这16组当中有些组的样本规模很小，这些“小样本”组的估计数

精确度就会很差。通过从边际估计数“借用”样本规模，同时围绕如何从假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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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超总体中产生有限总体再做几种假设（像前文讨论的那样），就可以使用一

个主效应模型（模型1或模型2）为小规模样本组获得比较精确的估计数。

54.  分析人员一般使用模型来调整若干解释性变量。假定分析者想要调

整城市或社区的特征，比如城市化程度（即城市的百分比）。分析的结果可能

表明，在考虑到城市百分比并使之标准化之后，地区效应减小了。在一个主效

应线性模型中，对（作为一个连续变量或分类解释性变量的）城市百分比进行

调整可以提供假定每个地区内的城市百分比都一样（或者都是标准的）地区效

应估计数。若不调整协变量，公式（或直接估计数）就会如实地反映地区参

数；如果调整公式的协变量，公式就会反映去掉协变量效应之后的地区参数。

Korn和Graubard（1999年，第126-140页）讨论了作为一种标准化方法使用预

测幅度的问题。

F.  逻辑回归模型

55.  如果应变量是分类变量的话，就不适用线性回归方法。虽然多项式

建模法可用，但我们将只讨论可以用逻辑回归模型分析的二元（二级）分类变

量。在这个意义上，逻辑回归是多项式回归的一种特殊的简单情况。

56.  对于一个编码为0或1的两类或二元应变量来说，线性回归方法可以奏

效，但是可能产生0-1范围以外的预测值。尤其是如果分析者可用的软件包将

变量选择程序内置于线性回归软件而不是内置于逻辑回归软件的话，或许可以

把线性回归当作一个有二元应变量的初始步骤，用以鉴别作为应变量的良好预

测工具的解释性变量。

57.  数值法用于拟合逻辑回归方法的参数；因此，在这种方法集中于某种

解决办法的时候可能会遇到困难。在集中使用这种方法遇到问题的时候，用户

应留心软件发出的任何警告。一般来说，这些问题可以通过简化模型来解决。

58.  涉及一个连续解释性变量和一个分类解释性变量的逻辑回归模型可以

表示如下：

模  型  4

59.  除应变量之外，模型4中各项的定义与模型1相同。为了了解逻辑变

换，请考虑如下范例： 设为解释性变量的一个函数；为方便起见，

指定它为p。进一步假定p是一个有一套既定解释性变量数值的住户收入水平

低于贫困线以下的概率。那么，p/(1-p)就叫作贫困概率，而log(p/1-p)就是

p的对数概率，有时叫作logit(p)。模型4试图使p的对数概率与x的对数概率相

关。观测值是单一的住户，在这里我们不是观测贫困概率，而是观测实际状

况：即是否处于贫困。另外，由于应变量是p的对数概率，所以参数[α,β
1
和γ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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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 1, 2,…,D）]也是关于p规模的对数概率；而且假定p的对数概率与x的对

数概率之间的关系是线性关系（与上文的模型3相比）。

60.  分类解释性变量的再参数化和参照类别的定义也跟上面所讨论的线性

回归一样。逻辑回归程序输出中的回归模型参数貌似线性回归的模型参数，但

是它们的解释各不相同。表十九.5归纳了模型4的通常参数估计数的解释。请注

意，有五个估计参数（一个截距a和四个β）。

表十九.5

根据模型4得出的逻辑回归参数估计数的解释——设应变量为贫困线以下的 

住户指标

效应（通常为程序输出中
所确定的效应） 系    数 估  计  数 解    释

截距 x0=1 α 在参照组或0级别的贫困对数概

率：西部地区无工薪者

每户工薪者人数 x1hij β1 每增加一位工薪者，贫困对数概率

的变化（按地区调整）

地区 贫困对数概率的地区差别（按每户

工薪人数调整）

北部(d = 1) x21hij – x24hij β2 = γ1 – γ4 北部对西部

南部(d = 2) x22hij – x24hij β3 = γ2 – γ4 南部对西部

东部(d = 3) x23hij – x24hij β4 = γ3 – γ4 东部对西部

西部（参照域，d  =  4） x24hij – x24hij =0 γ4 – γ4 = 0 没有估计数

61.  还请注意，逻辑模型参数可以预测贫困的对数概率，但不直接预测贫

困概率。让我们考虑表十九.5中的β2。它的表示式如下，是对数概率的差别：

根据对数的特点，它也可以表示为一个机会比率对数：

通常，逻辑回归程序的标准输出也提供机会比率，因为这种比率可以很方便地

计算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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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可以根据该模型确定个别住户的贫困概率：

62.  作者们在援引逻辑模型拟合结果的时候，有时把机会比率2解释成表

示某个域（如北部）发生某种情况（如贫困）的概率相当于另一个域（如西

部）发生这种情况（贫困）的概率的两倍。虽然对罕见事件（p接近0）来说，

这种语句大体符合实际，但是对一般事件来说却远远脱离实际。

G.  多层次模型的应用

63.  现在我们转而讨论多层次建模，并强调首先需要确认调查数据结构。

这里有重要意义的是按多阶段设计的调查结构。譬如讲，一个国家的农业生态

地区可能形成多个层次，可以从每个层次选择若干行政单位。这些行政单位将

形成初级抽样单位。然后从每个初级抽样单位选择第二阶段单位；接着再从第

二分阶段单位选择更次级的单位……等等。于是便形成一个等级数据结构。这

可能涉及到使用一个或多个层次的分层变量。

64.  例如，一项关于某地区农业住户的调查可能需要使用该地区的行政区

划作第一阶段单位，然后从每个政区选择村，再从每个村选择住户，也许在选

择住户的时候需要确保包括不同的富有类别。这里必须注意在住户层级收集的

数据多样性的不同来源。总体差异包括政区间的差异、村与村之间的差异、以

及村内户与户之间的差异。也往往在每个层级收集数据：这里有住户级、村一

级和政区级。接下来，重要的是确认并记下哪些变量是在村一级计量的（比如

有无推广官员；政府给予化肥的补贴），哪些变量是在住户一级计量的（比如

住户的社会和经济特征）。

65.  为了数据分析的目的，可以编制独立的“平面”电子表格文件，以分

别储存村一级的信息和住户一级的信息，并且用关键标识符将这些文件联系起

来。如果分析的目的需要把村一级的数据和住户一级的数据分开来分析的话，

这种做法是恰当的。但如果分析需要把村一级的信息与住户一级的信息结合在

一起的话，这种做法就不适合了。比这要理想得多的做法是建立一个关联数据

库，就是说，可以把各个不同层级的数据储存在同一个文档里的数据库，同时

设有各种链接，以便使一个层级的数据可以跟另一层级的数据相关联。分析工

作必须把来自诸多层级的信息聚拢到一起，才能探索不同层级之间的相互关

系，这样（譬如讲）才能做出全面的解释。

66 .  就此而言，多层次建模是相关性的关键统计技术。之所以需要这

种建模技术（见Goldstein，2003年；Snijders和Bosker，1999年；Kreft和

de Leeuw，1998年），是因为这样可以在一项多层次设计的各层级内部和层级

之间探索各种关系，同时兼顾不同层级的可变性。通过应用适当的软件，比如

MLwiN（Rashbash等人，2001年）和SAS（2001年），它还可以（譬如讲）对

产生于复杂调查设计的估计数给出基于模型的标准误差。这种标准误差可以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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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兼顾分层和类集的更精确标准误差的合理近似值。应该指出的是，MLwiN还
可以兼顾抽样权数。这很重要，因为在多层次抽样设计中不均等选择概率可能

使关键参数的估计值产生偏差。Pfeffermann等人（1998年）以及Korn和Grau-

bard（2003年）更透彻地讨论了这些问题。

67.  有一个问题值得简要地突出强调一下，就是在这一点上忽略等级式结

构——不论数据累积到较高层级还是分解到较低层级——可能产生的结果。如

果仅在一个层级需要相关的分析，不会有问题。可是要当心，任何推断都只能

在该层级做出。若想根据等级式结构的某一特定层级所分析的数据在另一层级

进行推导，那是不可能的。因此，忽略等级式结构的分析不允许探索跨等级的

效应。如果把较高层级的单位当作一个分析因子而在较低层级分析数据，那也

会遇到困难。这样做是徒劳无益的，因为不能把相关的结论推而广之，运用到

总体中的所有较高层级的单位：这些结论只适用于抽样单位。

68.  下面我们以一种情况为例，说明如何运用多层次建模方法来探索关

系才能有所收益。还可以从Congdon（1998年）、Langford、Bentham和McDon-

ald（1998年）以及Goldstein等人（1993年）的著作中找到更多的范例。

范  例  1

69.  在一项关于促成太平洋岛国在社区的基础上成功地共同管理沿海资

源的因素的调查研究中，从五个国家选择了31个场地，对133个小组进行重点

采访，每个组有来自不同住户的受访者二至六人（世界银行，2000年）。选择

了斐济、帕劳、萨摩亚、所罗门群岛和汤加五国，代表一系列沿海管理条件。

据信，选择的这31个场地所涵盖的各种条件均对管理成败有影响。此项研究按

照“单位努力量渔获量”（CPUE）的趋势来收集“对成功与否的评估”、生境

状况、场地面临的威胁以及对遵行情况的评估。按5分制的级别计量了前三项

指标（5 = 大幅度改善；1 = 大幅度退化）；按4分制的级别计量遵行情况。

70.  还从各国的渔业和环境部门收集全国范围的数据以及现场数据。此

外，请每个由若干住户组成的重点受访组对多至三种资源保护（单位努力量渔

获量）、三种生境、三种威胁和遵行方面的管理细则进行评估。于是，将此次

调研期间收集的信息分为四个层级：国家、场地、重点受访组和特定资源、生

境、威胁或规则。

71.  但值得注意的是，该项调查采用了非概率抽样；因此，在能否将任

何分析结论推广到任何明确界定的目标人口的问题上可能引起争议。不过，为

了本节讨论的目的，假定抽样是在概率基础上进行的，并且用多层次模型对

重点受访组一级的数据进行分析——所关注的特定变量是对“单位努力量渔获

量”的评估，这种评估通过对有关三种资源的评估打分的平均数获得。（在等

级式结构最高层级的）国家级的效应可以作为一个因子（固定效应）纳入模

型，因为它本质上是一个分层法变量。但是为了能够在跨越所有共同管理场地

的范围内对分析结果加以概括，有必要将各场地作为随机变量而不是作为固定

效应纳入模型。各场地范围内的重点受访组也作为一种随机效应纳入模型。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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层次模拟的本质在于包含一个由固定效应变量和随机效应变量组成的矩阵。这

种模型也可以对场地一级的变量和重点受访组一级的变量之间的相互作用进行

解释。

72.  为了说明如何拟定多层次模型以回答特定调查问题，我们以2000-

2001年马拉维进行的《粮食生产与安全调查》为例（Levy和Barahona，

2001年）。该调查旨在对一项方案进行评价，这项方案的目标是通过分发内含

化肥、玉米和豆类种子的启动包增强农村小生产者的粮食安全。

范  例  2

73.  《粮食生产与安全调查》是一项以政区为层次采用两阶段分层抽样法

的全国调查。马拉维全国有27个政区，每个政区选定四个村子，每个村选出大

约30个住户。选择村子在住户数量方面的限定范围是：最少40户（以便每个村

有足够的户数确保能够采访启动包的受领者），最多250户（以便使调查团队

能够在可用资源所允许的限期内完成调查工作）。40 在此限度内，每个阶段进

行随机抽样。整个调查期间总共采访了108个村的3 030户。

74.  我们为进行多层次建模所考虑的数据来自一份在调查期间填写好的

住户问卷。我们在说明中行将考虑的变量子集包括：区、村、住户的鉴定数

量；户主的性别和年龄；家庭人口；该户是否领到启动包；以及反映家庭资产41 

和收入42 的两项指数。

75.  有几种模型可能适用于此类数据。编拟模型的第一步就是确定哪些变

量是随机效应，那些变量是固定效应。

76.  在范例2中，政区是分层法变量，被视为固定效应。一般来说，如果

抽样过程多次重复的结果都产生同样一套选择的话，任何效应均可视为固定

的。另一方面，如果村子和住户是随机选择的，它们便构成模型中的固定效

应。

77.  譬如讲，分析资产指数(AI)的基本模型为：

模  型  5

yijk = µ + dk + Ujk + εijk

式中，dk是政区效应，(k = 1,2,…,27)；指数i和j分别对应于第i户和第j村。有

时为了方便起见，将政区参数视为体现了政区k的平均值AI对所有政区整体平

均值AIs的偏差。可是模拟软件采用了一种不同的参数化方法，将其中一个政

区效应确定为零(0)。于是，其余的效应便提供了每个区的AIs与效果值为零的

那个区的AI之间的比较。

78.  在这个模型中，Ujk和εijk表示随机变量，分别代表政区k内所有村子之

间的差异（假定所有政区都一样）和政区k、村j中所有住户间的差异（假定所

有村和区的组合都一样）。Ujk和εijk是随机变量，假定在该模型中它们分别代表

40 对目标人口的此项约束

条件将分析推断限定在这一户

数范围内的村民。
41 资产指数是根据不同的

牲畜数量和诸如收音机、自行

车、牛车……等家庭财产确定

的一个加权平均数。
42 收入指数是根据一系列

不同来源收入确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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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均值为零的正常分布变量和固定变量，即σu
2和σe

2。进一步假定它们是相互独

立的。因此，我们可以分别将其写成Ujk～N(0,σu
2)和 εijk～N(0,σe

2)。

79.  拟合该模型，遂得σu
2和σe

2的估计数及dk,的估计数，以及相关的标准

误差。根据dk(k = 1,  2,…,  27)的参数估计数可对27个政区的AI平均数进行比

较。

80.  现在，假定想要调查住户大小（一个定量变量）如何影响AI平均数的

差异以及该住户是否得到启动包（一个二元变量）。按照跟标准的一般线性建

模一样的做法，将上述变量纳入模型。该模型表示如下：

模  型  6

yijk = µ + dk + Ujk + tp(ijk) + β xijk + εijk

式中， tp(ijk)代表与得到启动包相符的效应；xijk代表住户大小；而β代表描述

xijk和yijk关系——亦即住户大小（HHSIZE）和资产指数（AI）的关系——的斜

率。

81.  这里，tp(ijk)和β均被视为固定效应，而Ujk和 εijk（跟以往一样）都是随

机效应。形成该模型的假定条件是：在所有政区和村子HHSIZE和AI的关系都一

样。

82.  将差异的两个组成成分（村和住户）纳入上面的公式就意味着，该公

式考虑到等级式结构的两个层级的可变性。这就是说，与tp(ijk)和β相关联的标准

误差计算正确，与这些参数有关联的（调查）显著性检验结果也会如此。假如

一个一般线性模型把村一级当作固定效应进行拟合的话，情况就不是这样了。

即便使用（包含抽样权数的）调查软件，标准回归程序也会忽略任何村中住户

之间的相互关联结构。

83.  把村当作随机效应还有另一个重要好处。要是把村当作固定效应的

话，那么分析结论就会仅仅适用于调查期间采访过的那一组村子。把村子当作

随机效应就意味着，与住户大小和AI的关系有关的结论、领到和没有领到启动

包的住户之间AI值的比较，以及各区之间的比较等都可以推而广之，适用于所

有村子的更广泛人口。通过将相关的交互作用项纳入公式，还可以探索区一级

的固定效应dk与启动包受领者效应tp(ijk)之间的相互作用。

84.  如果将模型6中的斜率项β当作村与村之间各不相同的一个随机变量，

还可以有另一个模型——通常叫作随机系数回归模型。于是，模型6就变成了：

模  型  7

yijk = µ + dk + Ujk + tp(ijk) + βj xijk + εijk

式中，设βj为N(β,σβ
2)。另外，既然βj在村与村之间是随机的，也可以把它当作

一个带有Ujk的协方差，比如 σβ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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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5.  由此可见，在本节所讨论的分析中，通过检验σβ
2为0的假设，我们即

可有效地得知各村之间在AI对HHSIZE关系的斜率上是否存在差异。如果这一假

设不可否认，则可以推断所有村子的这种关系形式都是一样的。

86.  有可能将此模型进一步扩大到包括村一级的各种变量，比如享用清洁

水供应的机会或者得到农业技术推广官员提供咨询服务的机会。这里就显出了

多层次建模带来的实际好处，因为接下来就可能探索村一级的变量与住户一级

的变量之间的关系了。可见，通过多层次建模来研究一个等级抽样计划的不同

层级各种变量之间的关系是可能的。好处在于，当把不同层级的变量合在一起

进行分析的时候，能够考虑到较低层单位间相关的关系。在上述范例中，可以

考虑进一步的模型（比如包含户主性别和年龄的模型）以及这些项与前面包含

在模型中的那些项之间的交互作用。

87.  当然，在多层次模型的拟合方面是有限度的。跟所有其他建模程序

一样，假设的多层次模型是在合理的程度上并符合样本设计的情况下被认为

是“正确”的。这些假设是否符合实际，当然可以辩论。

H.  旨在支持调查过程的建模

88.  即使在住户调查被严格用于提供描述性统计数据的情况下，也需要

进行旨在支持其他调查过程的建模。对不答复的调整往往直接或间接地依据

统计模型：Groves等人（2002年，第197-443页）讨论了说明不答复情况的

各种方法。可以用逻辑回归模型来开发预测的响应倾向（指数），以便对不

答复情况做调整，或者根据类似的响应倾向确定加权等级[譬如，见Folsom 

（1991年）；Folsom和Witt（1994年）；或Folsom和Singh（2000年）]。也

可以把预测统计模型当作估算遗漏数据的部分程序来使用[譬如，见Singh、

Grau和Folsom（2002年）]。最后，可以用统计方法来评价嵌入调查中的方法

论实验成果[譬如，见Hughes等人（2002年）]。

I.  结论

89.  我们在本章的目的是讨论有关调查数据分析的问题。这些问题结合

采取描述性的和分析性的两种调查数据处理做法，涉及到运用调查权数和适当

的方差估计方法。本章还概述了建模技术在调查数据分析中发挥作用的实际情

况。建模技术是有用的工具，但是在应用这种技术的时候需要慎重思考，并且

注意它们所依据的假设条件。

90.  我们讨论了在根据调查数据开发描述性和分析性统计中调查权数和样

本结构认知所发挥的作用。利用调查权数并兼顾样本结构的调查数据软件，可

以用来估计基于调查数据的线性和逻辑回归模型的参数。以样本为基础的估计

数是通过使模型适合整个有限总体所可能获得的估计数。另外，还可以获得这

些估计数的标准误差。回归模型中适用于调查数据的解释性变量几乎总能观测

到，因为它们存在于总体当中，而不是根据某种实验设计随机指定的。分析者

应当明白，基于调查数据的回归系数只不过体现了存在于总体中的应变量和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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释性变量之间的关系，而未必暗含因果关系。我们讨论了回归和逻辑回归模型

的参数如何与简单描述统计发生关系，以及如何就某些相对简单的模型来解释

这些参数。

91.  尤其是，一般认为多层次建模是一种相当“先进”的技术，最好向熟

悉该技术应用和制约条件的统计学专家征求意见。目前看来，多层次模型还很

少用于分析发展中国家的调查。可是它们在这些国家的应用极为可取，因为通

过这些模型可以洞察不同层级各种变量之间的相互关系，并能在多层次设计中

计量不同层级抽样单位的可变性。

92.  我们说明了，对于熟悉一般线性回归模型（GLMs）的人来说，多层次

模型的编拟并不太困难；但是这方面也存在各种与模型有关的假设条件，需要

通过残值分析来检查这些假设，就像对待一般线性回归模型那样。如果所关注

的主要答复是二元性质的话，也可以采用多层次建模法，不过我们没有就此举

例说明。在确定哪些是随机效应、哪些是固定效应以及如何通过模型说明来帮

助回答具体调查问题的时候，也需要谨慎行事。

93.  然而，本章所讨论的建模方法跟所有统计技术一样，也需要在应用

这些技术的时候承认各种制约条件。我们鼓励使用调查权数和承认样本设计

结构的分析软件。必须承认，获得可供使用的顾及抽样设计的适当软件还是

有困难的。第二十一章描述了几种涉及到多重回归和逻辑回归程序、把注意

力放在抽样设计问题上的软件包。但遗憾的是，这些软件包没有为多层次模

型的拟合提供方便。为此目的，用户需要借助比较通用的统计软件，诸如SAS 

（2001年）、GenStat（2002年）和SPSS（2001年），或者像MLwiN（Rah-

bash等人，2001年）那样的专用软件包。

94.  本章提供的一些模拟方法可以充当调查数据分析的工具。我们建议调

查分析人员和研究人员在适合调查目标的情况下在调查数据分析过程中认真考

虑这些方法，以便从代价高昂的调查数据中获取尽可能多的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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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章

较先进的调查数据分析方法

Gad Nathan

希伯来大学 

以色列耶路撒冷

摘    要

我们在本章审议大多数样本调查在实际当中采用的复杂样本设计对调查

数据分析的影响。详细说明了设计可能影响或不影响分析的各种情况，并定

义了有关的基本概念。在确立了分析模型的情况下，我们考虑模型与样本设计

之间可能存在的关系。如果设计可能对分析有影响而与设计有关的附加解释性

变量却不能添加到分析模型的话，可以采用两个基本方法：要么采用结合设计

加以修改的经典分析方法；要么专门为每项设计开发一个新的分析工具。说明

了对线性回归、线性模型和分类数据分析有实际数据应用价值的各种不同的方

法。

关键词：复杂样本设计、调查数据分析、线性回归、线性模型、分类数

据分析、基于模型的分析。

A.  导言

1. 样本设计与数据分析

1.  不论在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绝大多数样本调查的首要目的都是

描述性的，亦即提供一个有限总体描述量度的点估计数和区间估计数，比如平

均数、中位数、频率分布和各种定性变量的交叉表，等等。可是，正如第十五

章至第十九章所说明的和第二十一章将要说明的那样，现在越来越关注有关各

种调查变量之间关系的推断，而不仅仅是对现象的描述。

2.  在本章，我们将试图评估通用复杂样本设计对调查数据分析的影响。

我们将努力确定设计可能在哪些情况下影响分析。通常，如果样本设计所依据

的变量包含在分析模型中的话，样本设计对分析没有影响。可是，往往有些设

计变量未被纳入模型，其原因要么是因为设定有误，要么是因为对作为解释性

变量的设计变量缺乏兴趣。这就可能造成严重偏倚。

    3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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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我们将讨论两种基本方法，以便在没有将与设计有关的附加变量补充

到分析之中的情况下，用以处理复杂样本所产生的数据。一种方法就是修改一

种用于处理简单随机样本数据的已开发的经典分析工具。第二种方法就是为特

定的复杂设计开发一种新的分析工具。

4.  下面，我们提供一些样本设计可能影响分析的实例，界定几个基本概

念，并讨论设计效果在分析复杂样本数据中所起的作用。B节描述用于分析复

杂样本数据的两种基本方法。在C节和D节，我们分别讨论与连续数据分析和分

类数据分析有关的实例。最后一节是总结和几点结论。本章附件提供了若干正

式定义和技术成果。

2. 样本设计对分析有影响（和无影响）的实例

5.  为了说明样本设计对分析的潜在影响，让我们考虑下面这个简单却

能说明问题的实例（详见Nathan和Smith，1989年）。设Y为关注变量；X为
一个辅助变量。假定线性回归模型 ，其中 ，

对总体是成立的。该模型对从这个总体中选定的任何简单随机样本也是成立

的。有时候，对简单随机样本来说，假定 εi |Xi 之间的独立性要比对从中提取

样本的总体更适合。譬如讲，在一个总体当中，εi 值可能与同一住户的不同成

员相关；而在个人简单随机样本中，如果每户选择不止一个成员的概率很小的

话，这种相关就可以忽略不计。

6 .  按照简单随机抽样法，回归系数的标准估计数是无偏倚的。图二

十.1的显示勾绘了Y对应于X的总人口斜线；对于一个简单随机样本来说，显示

应该是一样的。在图二十.2至图二十.6的显示中，分别采用了与简单随机抽样

法截然不同的方法从总体中抽取样本。让我们考虑完全依据X值的样本选择，

比如通过斜截图二十.2和图二十.3中固定极限以外（或以内）的X值数据点。从

这些图可以清楚地看出，样本的选择对回归截距(a)和斜率(β)的参数估计数没

有任何影响（尽管它可能影响到估计量的方差）。

7.  现在来考虑基于目标变量Y值的样本选择，比如通过斜截图二十.4至图

二十.6中固定极限以外（或以内）的Y值数据点。

在这些情况下很明显，回归斜率的估计数出现了偏差。在最后（图二

十.6）的情况下，斜截不对称，截距也有偏差。这些例证是极端的，因为在样

本调查中极少发生依据这种应变量的样本选择。不过在实验或观测研究中，比

如在流行病学案例控制研究或基于选择的经济学研究中，这种情况却很普通

[譬如，见Scott和Wild（1986年）以及Manski和Lerman（1977年）]。但是在

许多情况下，样本是根据设计变量选择的，而这些变量可能与应变量密切相

关。因此，在公司企业或农场调查中广泛应用的某种通用抽样程序是按照与规

模成比例的概率来选择单位。规模量度——比如说上一年的产量，很明显就会

联系到作为今年生产变量的关注变量。如果忽略样本设计的话，像回归系数之

类的模型参数的标准估计就可能出偏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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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以上例证说明了依据误以为来自简单随机抽样而实为来自复杂样本的

数据进行分析的危险性。这些例证揭示了鉴别在什么情况下设计有可能影响分

析，以及当设计的确影响分析的时候将设计考虑在内的必要性。

3. 基本概念

9.  大多数样本调查都主要是为描述性（或计数的）目的而设计的。它们

意在估计有限总体参数值，比如中位数住户收入或所有成年人中的艾滋病患

率。原则上，如果调查涵盖总人口，亦即如果是普查计数而不是总人口的某个

随机样本计数的话，这些统计是可以精确计量的。调查抽样的标准理论确保随

机样本数据可以用来提供有限总体参数及其抽样误差的无偏估计数，而不论样

本设计多么复杂。它能保证样本设计是概率样本设计，就是说，人口中的每个

单位都有一个已知的被抽样的正概率。这些经典的有限总体参数估计方法叫作

基于设计的（或基于随机化的）方法，因为所有推断都以样本设计特征为依

据，而通过样本概率分布来进行。不过应该指出的是，通常只有在拥有大量人

图二十.1
无选择

图二十.2
依据X值的选择：XL<X<XU

图二十.3
依据X值的选择：X<XL；X>XU

图二十.4
依据Y值的选择：YL<Y<YU

图二十.5
依据Y值的选择：Y<YL；Y>YU

图二十.6
依据Y值的选择：Y>Y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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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信息可用的情况下才能够评价各种不同估计策略（辅以估计公式的样本设

计）的效率。而实际情形通常并非这样。因此，就连经典的抽样文献（比如，

Cochran,1977年）也往往要依靠模型来论证特定抽样或估计方法的合理性。如

果人口数值是基于简单回归模型推导出来的，那么在某些假定条件下，比率估

计量要比简单扩展估计量效果好。由此可见，基于设计的方法往往是借助于模

型的，但并非基于模型（或依靠模型）：对于借助模型的样本设计方法或描述

式统计估计方法来说，几乎无偏倚的有限总体参数的估计不需要模型假设条

件。

10.  基于模型（或预测理论）的样本设计和估计方法假定，有限总体数值

实际上是基于一个带有超总体（模型）参数的假设模型的超总体分布实现值。

关于进一步的细节和讨论，见Brewer和Mellor（1973年）；Hansen, Madow和

Tepping（1983年）；Särndal, Swensson和Wretman（1992年）；以及Valli-

ant、Dorfman和Royall（2000年）的参考资料。与借助于模型的估计方法所不

同的是，基于模型的估计方法的效率提高取决于假定模型的有效性。因此，如

果对模型假设的有效性有任何疑问的话，均方就会明显降低，以致可能不宜使

用纯粹基于模型的分析方法。Hansen, Madow和Tepping（1983年）在这方面提

供了一个很好的实例，其中假定回归模型中没有截距，即使有截距实际上也几

近于0，以致基于模型的推论无效。

11.  现在，越来越多的调查成果不但用于描述目的，而且用于分析目的。

往往在设计调查的时候就想着调查成果的分析用途。这是因为决策者和研究人

员对原始数据所隐含的过程以及为所调查的各种变量之间关系建模感兴趣。此

类分析显然需要对模型做出种种假设。分析的目的在于确认一个假设模型的有

效性，并估计模型参数的有效性，而不是有限总体参数的有效性。可见，分析

本来就是基于模型的。按照定义，关于模型参数的推断实际上必须以相关的模

型为依据。

12.  不过应该指出，如果人口规模非常之大，而假设的模型确实成立的

话，实际上在模型参数和与之对应的有限总量参数之间就没有什么差别了。

譬如，如果标准线性回归模型 ，其中 成立，

而人口规模很大，那么，根据中心极限定理，标准人口回归系数值B（见附

件）就会非常接近模型参数值β。因此，虽然我们应该集中估计由此产生的模

型参数，但这些参数有时候会被与之对应的有限总体参数所取代。为了使陈述

简明扼要，接下来的各种实例大多可以按一元分布（亦即一个单一应变量和一

个单一解释性变量）列出公式。通常可以直接将其结果扩展成为多元分布。

13.  总之，假定模型是统计分析的组成部分。为了分析样本调查数据，选

一个好的模型来拟合数据是分析工作的关键部分。研究者和分析者必须在应用

分析方法之前透彻理解他们要研究的过程所依据的模型。我们将从下面各节得

知，根据复杂样本设计所得数据的应用，不但需要了解所依据的模型，而且需

要了解复杂设计如何影响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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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设计效果及其在复杂样本数据分析中的作用

14.  前面第六章和第七章围绕设计效果及其估计的话题，主要结合它们

在计数调查的设计和估计中发挥的作用进行了全面讨论。我们从本章可以看

出，它们在复杂样本调查所得数据的分析方面也发挥着重要作用。基本概念基

于这样的事实：假定各项模型假设均成立，根据简单随机抽样，模型参数无偏

估计数和这些估计数的方差估计数易于获取。这些估计数和方差估计数为检

验与模型参数有关的各项假设奠定了基础。譬如，按照简单随机抽样，设简

单回归模型 ，其中 ，其普通最小平方样本估

计量b是β的一个无偏估计量，其方差v(b)的一个无偏估计量是现成的（见附

件）。于是，借助于中心极限定理，零假设β  = 0的标准检验便以检验统计量

为基础。在复杂样本设计（比如分层类集样本）的情况下，如果回归模

型成立，且样本设计不取决于Yi值（譬如与图二十.4-二十.6中的情况相反），

那么，估计量b就使模型保持无偏差。这就是说，在特定的回归模型中预期的

b值是β，其中的预期是就Yi值的超总量分布而言。从C.1节可知，如果模型不成

立的话，情况就不是这样了。然而，即使模型设定成立，v(b)也不再是模型

方差b的一个有效估计量，必须予以修改。一个正确模型方差的直接估计量往

往是可以计算的，比如通过使用第二十一章描述的软件包，并可以用来取代

v(b)。如果没有直接的估计量可用，也时常可以获得一个好的设计效果估计

量，用d2(b)来表示。可以用它来修改检验统计量，即用d2(b)×v(b)取代v(b)。
下面，我们将进一步介绍设计效果的特定用途，用来修改针对其他应用的标准

检验统计量。

B.  复杂样本数据分析的基本方法

1. 模型设定是分析的基础

15.  基础模型的正确设定是任何分析的一个基本步骤。错误设定模型——不

论是排除了相关的解释性变量（或者包含了不相干的变量）还是使用了错误的

函数形式（比如采用线性而不是二次形式）——所带来的后果是众所周知的，

在标准教科书中已有明示。它们可能表现为模型参数的估计偏差（主要是排除

了相关的变量）、效率的损失（大多与包含了错误的解释性变量有关）、以及

假设检验的规模和能力的改变等方面。如果错误的模型设定直接关系到样本设

计变量或关系到与设计变量相关联的变量的话，这些影响可能会更大。不过，

调查设计变量也许与研究的目标无关，认识到这一点很重要。另外，就调查项

目而言，也没有正当理由将它们纳入分析模型。

16.  将调查设计变量纳入模型有两种基本方法。一种是总量法，它把有

关模型看作总体一级的模型，在概念上独立于用以获取数据的样本设计。按照

这种方法，只将与调查项目有关的设计变量纳入模型。譬如讲，我们打算不分

地域地解释关于“受教育的年限”这个解释性变量使用/不使用的二元变量。

比如，样本是按地理区域分层的，与此有关的模型不尽相同。在这种情况下甚



364  发展中国家和转型期国家住户调查

至连简单随机抽样法都用了。结果，模型中就可能包含分层（见下面讨论的分

类法）以反映模型变量间的关系在地区上的差异。对比之下，如果只是为了运

作的理由（方便或成本）而进行分层和按层次分配样本的话，样本的权数就不

大可能与总体模型相关。否则，若在不受分层影响的分析中包含抽样权数，就

可能导致在一定程度上降低效率。可是，一个不受层次影响的模型比较容易解

释；而如果某些被忽略的层效应确实存在的话，关于模型失败的原因解释起来

就比较费劲。

17.  第二种方法是分类法，这种方法将分析者的模型扩展到不仅包括有关

调查变量，而且包括调查设计中所使用的变量以及那些与设计中所体现的人口

结构有关的变量。模型中包含与分层和类集有关的设计变量，是为了体现人口

的复杂结构。譬如，在前面的例证中，每个地域层次的模型可能包含一套不同

的系数（既有截距也有斜率）。按照分类法进行的推论充分考虑到样本设计，

并假定所有设计变量都恰当地纳入了模型。需要用这种方法估计的大量参数可

能会造成困难，并且与较为简约的总体模型参数相对而言可能会导致估计数不

太准确。只有在分析者相信所设定的模型确实与其目的相关的情况下，才适合

采取分类法。

18.  所要采取的方法——是总体法还是分类法——适当与否，取决于分析

者的目的。总体法比较适合研究对总体有影响的因素，因此对评价国家政策行

动较为有用。分类法则比较适合研究微观影响和局部影响，以及针对部门的决

策。关于进一步的例证和讨论，见Skinner, Holt和Smith(1989年)以及Cham-

bers和Skinner（2003年）。

2. 模型与样本设计之间可能存在的关系：告知性设计和非告知性设计

19.  在分析复杂调查数据的时候，区分告知性与非告知性调查设计十分重

要。模型一经设定，分析者必须考虑，在确定了模型协变量的条件之后样本选

择概率是否与响应变量的值有关联。在模型中的协变量值既定的情况下，如果

样本观测值的联合有条件模型分布与其在总体中的有条件分布有差异，抽样过

程就是告知性的。只有当这两种分布相一致的时候，样本设计才是非告知性的

（或者说是可以忽略不计的）；在这种情况下可以使用标准分析方法，就好像

观测值是出自简单随机样本似的。如果样本设计是告知性的，那么，适用于样

本数据的模型就有别于总体模型。在这种情况下忽略抽样过程就可能产生有偏

差的点估计量，并且使分析失真，就像在常规分析中将变量排除于模型之外那

样。请注意，将与设计有关的变量正确地纳入模型，即可确保设计为非告知性

的。

20.  在一个模型中包含所有与设计有关的变量，主要存在两个问题。首

先，也许不能确切知道设计中到底使用了哪些变量，如果知道，可能也无法掌

握它们的值。即便设计变量业经确定和测量，分析者也可能不知道这些设计变

量与有关变量之间关系的确切形式（比如，是线性的还是指数的）。譬如，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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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是分层设计，那就需要检查某种回归关系对不同的层次有不同的斜率和截距

的可能性。

21.  其次，当把设计变量正确地纳入模型的时候，由此产生的估计数也许

对分析没有什么价值，因为附加的变量不具固有的项目调查重要性（请回顾前

面关于总体分析和分类分析的讨论）。这就意味着，不能总是仅仅通过修改基

础模型来处理复杂样本设计对分析的影响这一问题。下面，我们将考虑如何修

改标准分析方法以便考虑到复杂设计，以及如何构建针对设计的专用估计和分

析方法。

3. 使用适合复杂样本分析的标准分析软件包所涉及的问题

22.  几乎普遍使用的标准统计分析软件已经导致可靠的统计实践被广泛滥

用。在分析复杂样本调查数据方面，这种滥用情况尤为严重。

23.  统计软件在便利分析方面所具备的优点，也令人遗憾地带来了在对

有关基本原则缺乏最起码认识的情况下进行分析的可能性。这已成为定量研

究工作、尤其是社会科学领域的一个严重问题。最通用的软件对待数据的方

式就好像它们源自简单随机抽样似的，这一事实的存在使得问题更加复杂化

了。如前所述，如果设计是告知性的，这个问题就可能导致推论产生严重偏

差。可是只要适当地小心从事，往往可以通过调整标准软件，使其大体上捕

捉到或说明复杂设计的效应。尤其是最新SAS®版本的SURVEYREG程序（版本

8和9）以回归分析为特色，按照下述类似方式顾及到样本设计的因素[见An和

Watts(2001年)]。

24.  例如，让我们考虑由 ，其中 界定的

线性（异方差）回归模型。通常，标准计算机程序计算b，即普通最小二乘方

（OLS）估计量β，或广义最小二乘方（GLS）估计量bG，其中用 的倒数分别

对总数和积数加权，并假定已知其数值（或相对植）（见附件）。如果模型

成立，二者均为参数β的无偏估计量；不过在异方差情况下bG是一个更有效的

估计量。标准程序还提供普通最小二乘方估计量v(b)和广义最小二乘方估计量

v(bG)的方差估计数，按照适当的模型（在v(b)情况下为异方差模型）这两种方

差估计数均不存在模型偏差。

25.  许多情况下，可能对模型的有效性存有疑问。这样的话，或许不估

计β而估计β的有限总体对应值更为恰当；我们用B来代表这个对应值（见附

件）。虽然b（普通最小二乘方估计量）在β ≈ B的情况下是一个模型无偏估计

量，但并非在各种情况下都是模型无偏的。在适当条件下，模型加权（Hor-

vitz-Thompson）估计量bW——它的叉积和二乘方都用列入概率的倒数加权——

既是模型一致的也是模型无偏的。另外，可以通过使用wi值作权数，从许多标

准程序的加权回归选项中获得bW值。或者，可以通过 ,变换变量

的未加权回归，其中用 取代截距，来获得bW。可是必须强调一点：在这两

种选择中不论选定哪一种，大多数标准程序所报告的方差-协方差矩阵估计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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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不正确——不论作为设计平均数二乘方误差的估计量还是作为模型方差的估

计量——除非是在异常情况下。

26.  总之，除非可以确定复杂设计对估计没有严重影响，否则就应避免使

用不考虑复杂调查设计的标准软件程序。一般情况下，通过恰当使用标准软件

可以达到上述要求。见C.2节中的例子。推荐使用专门适用于复杂样本设计的软

件包（见第二十一章）。

C.  回归分析和线性模型

1. 未纳入模型的设计变量效应和加权回归估计数

27.  在按照例行程序将为简单随机样本开发的标准模型应用于复杂样本

调查所得的数据时，已经普遍应用了回归分析和线性建模。如前所述，这种做

法往往会导致错误的分析和结论。防止出错的一个关键性保护措施就是确定那

些可能决定或影响样本设计的变量，以便将其纳入模型。但是，我们已经知

道，即便确定了这些变量，从调查项目的观点来看也不宜将其列入模型。在本

小节，我们将研究不把设计变量列入模型的传统估计量的影响，并调查修改这

些估计量以将复杂设计考虑进去的可能性。为了便于讲解，让我们来考虑单

一应变量Y（出于计数理由在本节用X1表示）的情况，其中有关的模型有一个

单一的解释性变量(X
2
)，还有一个单一的设计变量(X

3
)。因此可得相关的模型

E(X
1
)=μ1+β12(X2 - μ2)，式中，β12是相关的参数而不是整个模型，其中包括设计

变量X
3
。本小节使用的公式见附件。

28.  按照Nathan和Holt（1980年）所规定的很普通的条件，β12的标准普

通最小二乘方估计量 无论对X
3
还是对样本S均可依（模型）有偏的条

件而定，而且是无条件的偏差。有条件模型期望值及其无条件（联合模型和设

计）期望值的表达式说明，一般来说，b
12
有渐近偏差，除非X 

2
与X

3
之间的相关

值ρ
23
为0，或者X

3
的简单样本方差是其真方差的一个无偏估计量。由此可见，

上述第二个条件对于大量等概率样本（等概率抽选法）设计来说的确是渐近成

立的，但是对非均等概率设计（比如非比例分层样本设计）却极少成立。

29 .  可以根据正常情况下的最大似然估计量 ，使用一个经过校正

的有渐近偏差的估计量，而不用普通最小二乘方估计量。在Nathan和Holt 

（1980年）中给出了b
12
的方差表达式和 的方差表达式。应该指出的是，

b
12
方差的常用估计量v(b

12
)不会接近于无偏差，即便在b

12
是 的一个一致估

计量的情况下也不可能。当εi值为非独立的、且在样本观测值当中恒等分布的

时候，就可能发生这种情况。

30.  不论估计量b
12
还是 都不取决于样本设计，不过它们的属性取决于

样本设计。在没有关于整个人口的设计变量X
3
的现成资料可用（以致不能用

进行估计）的情况下，或者在分析者想要确保偏离模型的稳健性时，有关样本

设计的信息可能对改进这些估计量有用。可以根据对每一种未加权估计量成分

的Horvitz-Thompson估计，使用样本加权估计量来改进这些估计量。我们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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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b
12
和 的表达式中用加权的样本矩取代未加权的样本矩，以获取加权估计

量 和 。

31.  请注意，在X
3
, 的总体方差未知的情况下，可以使用 ，但在这种

情况下不能使用 。不难看出，在相当普通的条件下，这两种估计量都是有

限总体参数B
12
的设计一致估计量。

32.  Nathan和Holt（1980年）对N = 3 850农场的总体的这四种估计量的

性能进行了经验比较，同时提供了如下相关数据：农田(X
1
)；总面积（英亩） 

(X
2
)；和上一年总值(X

3
)。依据总值X

3
对这些农场进行了分层，结果产生六个

规模层次：563；584；854；998；696和155。采用了如下六种样本设计来选择

规模n = 400的样本（见表二十.1）：

表二十.1

采用各种调查设计，规模为3 850个农场的总体的普通最小二乘方估计量的偏

差和平均数二乘方以及无偏估计量方差

调查设计 E(b12)-β12 MSE(b12) V( ) V( ) V( )

A 0-000 0-000214 0-000197 0-000226 0-000197

B 0-000 0-000200 0-000198 0-000222 0-000196

C 0-031 0-001102 0-000160 0-000222 0-000196

D 0-027 0-000879 0-000163 0-000220 0-000195

E 0-042 0-001877 0-000152 0-000225 0-000196

(A) 简单随机抽样；

(B) 按比例分层简单随机抽样；

(C) 固定规模分层简单随机抽样；

(D) 按比例层次分配高于X3高值（25,30,60,80,130,75）的分层简单随机

抽样；

(E) 按U-形层次分配（100,80,20,20,80,100）的分层简单随机抽样。

33.  上述结果表明了非等概率抽选法设计（C,D,E）的b
12
偏差；而其他估

计量要么在设计上是一致的，要么在模型上是一致的（或二者兼而有之）。它

们还表明了 相对于考虑中的所有设计加权估计量的优点。即使整个模型似

乎对总体不成立，这一结论也成立。在 未知的情况下，效率较低，但仍然是

一致的， 是一个合理的估计量。

34.  总之，如果数据基于不均等概率设计，就应考虑加权及未加权的最大

似然估计量，而不是简单的普通最小二乘方估计量。未加权估计量似乎效率较

高。可是在许多情况下，分析人员可能会得不到计算最大似然估计量所需的信

息；而效率较低但是相容的样本加权估计量则是相宜的，而且的确在例行使用

[见Korn和Graubard（1999年）]。

资料来源：Nathan和Holt 

(1980年)；表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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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检验设计对回归分析的影响

35.  许多分析人员宁愿使用能够从标准软件包获得的简单加权或未加权

回归系数估计量，而不用C.1节所建议的经修改的估计数。我们发现，当设计

为非告知性或设计效果可以忽略不计的时候，简单的普通最小二乘方估计量

是一致的，但是如果情况不是如此，则与之对应的加权估计量是可取的。Du-

Mouchel和Duncan(1983年)根据标准软件包建议了一种简便的检验方法，用以

确定是否应当在以非类集样本数据为基础的时候使用权数。让我们来考虑一种

有单一解释变量的一元情形。可以将其直接扩展到多元情形。设， 其

目标是检验假设： 。DuMouchel和Duncan的论著说明，按照模型，

Yi = α + βXi + γZi + εi,其中Zi = wiXi而 ，Δ  = 0的检验跟y = 0的检

验是一样的。这两位作者提供了一个数值范例来说明一种涉及到密歇根大学

调研中心收入动态研究课题组提供的数据子集的多元情形。这个包括658个人

的样本是按各种不同的概率选择的，由此确定的权数范围从1到83不等。用

以解释教育程度的最终模型包含一个常数和17项解释性变量，诸如父母的教

育程度、收入情况、年龄、种族、就业状况和相互影响等。归纳成如下方差 

（ANOVA）分析表：

表二十.2

ANOVA加权及未加权回归比较表

来  源 df 平  方  和 均  方 F 显著性水平

回归 17 730.6 43.0 17.35 <.0001

权数 18 43.3 2.5 .97 .494

误差 622 1542.2 2.5

总计 657 2315.9

36.  从总体来看，与Zi相对应的这18个变量（17个解释性变量和一个常数

乘以wi）的F值为.97，显著性水平仅为.494。由此可见，一个未加权的回归证明

是合理的，尽管会导致功效有所减弱。

37.  一般来说，分析人员对零假设 的接受和拒绝给予了同样

的关注：当它是虚的时候就接受它，当它实施的时候就拒绝它。因此，当显著

性水平明显高于标准值.05的时候，他们可能决定进行加权分析（使用适当的

软件）或者开发一个不太简约的模型。在上面的例证中，显著性水平非常接近

0.5，就是说，权数可以忽略不计。可是在这个模型的较早期版本中，Zi的显著

性水平是.056，DuMouchel和Duncan在这个点上追加了一些相互作用项。最终结

果就是表中所列的那些数据。

38.  上面讲的DuMouchel-Duncan检验假定εi值既独立又恒等分布。调查数

据往往出自多级样本设计。如果同一个样本类集的εi观测值彼此相关，或者如

果观测值具有某种未知的异方差性而不论何种设计，这个检验就不恰当。可是

分析者也许觉得使用样本权数可能会给由此产生的估计数增加不必要的方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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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按照Fuller（1984年）建议的方法进行沃尔德（拟合直线法）检验。实际

当中，这种检验需要使用像SAS/SURVEYREG这样的软件并且两次输入每个数据

点：一次是将样本权数定为1，另一次是将样本权数定为实际权数。

39.  如果线性模型是正确的，而且误差既独立又恒等分布，但样本设计

为告知性的话，Pfeffermann和Sverchkov（1999年）针对这种情况推荐了一套

可供选用的权数。上述检验可以用来评估其相对于样本权数的权数。关于抽样

权数在建模调查数据中的作用，详见Pfeffermann（1993年）以及Korn和Grau-

bard（1999年）。

3. 采用告知性样本设计的多层次模型

40.  近来，使用多层次模型分析具有复杂等级结构的总体数据的情况增多

了。比如，在大多数住户调查中，作为住户成员的个人成了调查单位，并对住

户个人之间的关系和住户之间的关系予以关注。对学校的学生和工商企业的雇

员的调查也存在类似的等级结构。

41.  通过使用带有反映等级配置的误差结构的混合（随机效应和固定效

应）模型，可以很容易地将普通的单一层次线性模型加以扩展，以便将等级结

构考虑进去。例如，通称为随机截距的模型（在单一解释性变量情况下）可以

列式如下：

式中，yij是在二级单位i（比如住户）中的一级单位j（比如个人）的结果变量；

xij是一个已知变量；β是一个未知参数。这里的截距βoi是一个随机变量，进一步

建模为：

式中，zi是一个已知的二级单位解释性变量；a和γ是未知参数。

42.  按照简单随机抽样法，这种类型的模型可以采用单层线性模型直接扩

展理论来分析。遗憾的是，没有提供模型参数估计数的封闭形式（上面公式中

的 。而是采用了迭代广义最小二乘方法（IGLS）。它所产生

的估计数都集中于最大似然解决方案。可见，在这种情况下不能使用将加权最

小二乘方法调整成顾及样本设计的封闭式方法。为了获得相容的参数估计数，

开发了IGLS(PWIGLS)的样本加权版本，它根据选择概率对一级和二级估计方程

式进行加权[见Pfeffermann等人(1998年)]。

43.  最近，Pfeffermann,Moura和Silva(2001年)提出一种依赖模型（完

全基于模型）的方法，用于说明告知性抽样的多层次分析。推荐的这种方法所

依据的理念是：推导出适合样本数据的等级模型作为总体模型和一阶样本列入

概率的一个函数，然后使用经典估计方法拟合样本模型。选择概率成为待建模

并且由此强化估计量性能的附加结果变量。更详细的陈述就超出本章范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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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可参阅Pfeffermann,Moura和Silva(2001年)。严格效法1996年里约热内卢基

本教育评价研究的一次模拟实验表明，应用上述建议的方法获得的成果前景看

好。

D.  分类数据分析

1. 修改卡方检验法以检验拟合优度和独立性

44.  旨在评估复杂样本设计对分类数据（即每个点都属于一定数量的类别

或单元的数据）影响的初期尝试都涉及到对卡方检验的修改，这些检验法通用

于评估单一类变量与假设分布之间的拟合优度，或者用以检验两类变量之间的

独立性。虽然文献中推荐了若干经过修改适用于按比例分层样本随机抽样数据

的卡方检验法，但一般来说此种设计的实际效果还很小。因此，在表二十.3[资

料来源：Kish和Frankel(1974年)]中提供的一项关于出自以色列按比例分层样

本的八个数据集的修正卡方统计量中，没有一种最终迭代统计量与按照简单随

机抽样（SRS）假设所得迭代统计量相差超过4%，大多只相差不到1%。

表二十.3

三种迭代卡方检验与简单随机抽样检验的比率a

Nathan的三次检验

第一 
迭代

最后 
迭代

数据集 层次数 行×列
样本 
规模 X2 G X2 G

1 4 3×3 845 1∙028 0∙992 1∙017 1∙004 1∙004 1∙005
2 4 3×3 821 1∙088 0∙963 1∙043 0∙999 1∙003 1∙001
3 4 3×3 491 1∙740 0∙707 1∙406 1∙011 1∙001 1∙009
4 4 3×3 2 528 1∙095 0∙959 1∙049 1∙003 1∙005 1∙003
5 6 2×4 500 1∙079 0∙967 1∙040 1∙004 1∙003 1∙003
6 3 2×2 120 1∙013 0∙967 1∙009 1∙008 0∙969 1∙007
7 5 2×2 269 1∙076 0∙989 1∙043 1∙011 1∙015 1∙011
8 2 2×4 81 1∙368 0∙889 1∙186 1∙029 1∙037 1∙029

45.  虽然一般情况下按比例分层简单随机抽样设计对分类数据分析的影

响很小，但在整群抽样中情况往往不是这样，Rao和Scott(1981年)的开创性文

献就是例证。他们在检验拟合优度方面表明，按照零假设，通常的卡方统计量

X2作为k-1独立 加权和的随机变量呈渐近分布（亦即平方正常）。这些权数

是矩阵D的特征值（见附件）。可以把这个矩阵视为对一元统计设计效果的一

种自然多元扩展（见第六章和第七章）。它的特征值 叫作一般化的设计效

果，对于 的设计效果 （i类总体估计比率）的某些线性组合来说，可以表

现为设计效果。用标准X2统计量除以这些广义设计效果的平均估计数（用 表

示），可以获得一个修正卡方统计量 。这种修改只需知道单元估计数的设

计效果即可。虽然按照零假设 没有一个渐近的 分布，但它有同一个渐

资料来源：节选自Nathan 

(1972年)的数据。
a 根据以色列按比例分层

样本编制的八个列联表分别

是：表1-4，储蓄；表5，态

度；表6，医院数据；表7，家

禽药物；表8，观念实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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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预期值 （亦即k-1），不过其方差比较大。实践证明，凭经验可以通过

拿这个统计值与 的临界值作比较，用 来检验拟合优度。这可以从表二

十.4[资料来源：Rao和Scott(1981年)]得到印证，该表列示了分别根据X2和

对出自1971年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总住户调查的六项数据进行检验的

真正规模。该调查采取了分层三段设计。

表二十.4

根据X2和 对选自1971年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总住户调查的项目进

行检验的估计渐近规模（名义规模为.05）

变    量 k m
规模 
(X2)

规模 
( )

G1：房舍建筑年龄 3 33.1 3.42 .41 .05

G2：所有权类别 3 33.4 2.54 .37 .06

G3：住宿类别 4 27.7 2.17 .30 .06

G4：房间数 10 34.6 1.19 .14 .06

G5：住户每周总收入 6 26.6 1.14 .10 .06

G6：户主年龄 3 34.6 1.26 .10 .05

结果说明，采用标准卡方统计量X2可能造成误导，而修正统计量 的效

果却很好。

46.  在检验双向列联表中的独立性的时候，类似的结果也成立。对一个有

r列c行的列联表来说，相关的零假设是H0 : hij = pij – pi+ p+j =0 (i = 1, ..., r; j = 1,
 ..., c)，式中，pij是第(i,j)单元中的人口比率；pi+， 

p+j 是边际总数。对于出自简

单随机样本的数据来说，通常的卡方统计量 跟零假设条件下自由度b = (r -
1)(c - 1)的卡方统计量一样呈渐近分布。在样本设计复杂的情况下就不需要

如此。实际上， 的渐近分布是b独立 随机变量的一个加权和，就跟检验拟

合优度时的情况一样。

47.  根据对 [详见Rao和Scott(1981年)]估计量的完整方

差-协方差矩阵的估计，可以构建一个广义的沃尔德统计量。幸运的是，一个

只需要 ， 的方差估计数的一阶校正似乎是适当的近似值。修正统计量被

定义为 ，式中， 是估计的设计效果 的一个加权平均数。在没

有这些设计效果估计数可用的情况下（在对发表的数据进行二次分析的时候往

往有这种情况），通过用 取代 可以获得一个替代的修正统计量。 是估计

的单位比率设计效果 的一个加权平均数。这些近似值是否适当，在很大程度

上取决于设计效果的相对方差。在这种相对方差很大的情况下，可使用一个二

阶校正。

48.  表二十.5[资料来源：Rao和Scott(1981年)]根据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

联合王国总住户调查的数据提供了15个双向列联表的经验结果。这些结果再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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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a) 未校正的卡方统计量 在许多情况下表现效果很差；(b) 根据 校

正的统计量 达到了近乎精确的名义规模；(3) 根据 校正的统计量过于保

守。

表二十.5

根据,和对选自1971年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总住户调查的变量交叉分

组进行检验的估计渐近规模（名义规模为.05）

交叉分组 r+c

规    模

( )

规    模

( )

规    模

( )

G1XG2 2X2 1.99 3.18 .16 .05 .01

G1XG3 2X3 1.97 2.36 .22 .05 .03

G1XG4 2X3 1.24 1.98 .09 .05 .01

G1XG5 2X6 .91 1.23 .04 .05 .02

G1XG6 2X3 .97 1.75 .05 .05 .01

G2XG3 2X3 1.94 2.49 .21 .05 .03

G2XG4 2X3 1.41 1.86 .12 .05 .02

G2XG5 2X6 1.02 1.18 .06 .05 .03

G2XG6 2X3 1.13 1.61 .08 .05 .02

G3XG4 3X3 1.26 1.72 .11 .05 .01

G3XG5 3X6 .93 1.14 .03 .05 .02

G3XG6 3X3 .96 1.51 .05 .05 .01

G4XG5 3X6 .94 1.05 .05 .05 .03

G4XG6 3X3 .93 1.21 .04 .05 .02

G5XG6 6X3 .85 .94 .03 .05 .04

2. 对数线性模型的归纳

49.  Rao和Scott(1984年)已将上述双向表的结果归纳为对数线性模型，

用于分析多向表。在 （比如对2×2的表来说，T = 4）的多向表中，用

π 表示总体单位比率πi 的T-向量。用M
1
来表示饱和对数线性模型（包括所有可

能的相互作用）。让我们来考虑对一个缩减的嵌套子模型M
2
是适当的这一假

设进行的检验。设 为M
1
之下π的虚假最大似然估计量。它被定义为（根据人

口数据已经获得的）普查似然方程组样本估计数的解，并且按照调查设计系以

π的设计一致估计量为依据（见附件）。同样，设 为M
2
之下π的虚假最大似然

估计量。一般来说，分别依据 和 ，用于检验H
0
的标准个人卡方统计量在零

假设情况下没有渐近卡方分布。这种情况跟双向表的情况很相似，因为标准个

人卡方统计量的渐近分布是权数为 的u独立 随机变量的一个加权和，而这

些权数又是广义设计效果矩阵的特征值（详见附件）。



  较先进的调查数据分析方法  373

50.  为了将复杂设计考虑进去，拟采用修正卡方统计量 ， 和

。这里， 是各特征值的平均估计数；λ2是设计效果 的平均估计数；

而 是单元设计效果的平均估计数（详见附件）。应当特别指出的是，λ2和
不取决于零假设H

0
，但 取决于H

0
。再者，当M

1
是饱和模型的时候， 只需要

知道单元设计效果即可；λ2也是如此。

51.  在承认 和 显解的模型这一重要例证中，Rao和Scott(1984年)表

明，在只知道单元设计效果及其边缘函数的设计效果的情况下，可以计

算 。比如，对于在一个三向 I×J×K表—— ，其中

是三向边缘函数——中具有完全独立性的假设来说， 值可以

作为这三向边缘函数设计效果估计数和单元设计效果估计数的一个函数明确计

算出来。

52.  表二十.6[资料来源：Rao和Scott(1984年)]根据加拿大1978-1979年

保健调查的一个2×5×4表给出了修正的和未修正的这些统计量的相对性能。

涉及的变量有性别(I = 2)；吸毒状况(J = 5)；和年龄组(K = 4)。所检验的

假设分别是：(a) 完全独立性（用 表示）；(b) 部分独立性（比如，

）以及 和 ；(c) 有条件独立性（比如，

)以及 和 。采用了复杂设计，涉及

到分层和多级抽样。另外还采用了后分层以改进估计数。

表二十.6

X2和修正统计量 , , ：2×5×4表的估计渐近显著性水平（SL）及

名义显著性水平α  = 0.05

                                 假    设

(a) (b) (c)

SL(X2) 0.72 0.33 0.76 0.72 0.43 0.30 0.78

SL( ) 0.16 0.11 0.14 0.13 0.095 0.11 0.12

SL( ) 0.34 0.056 0.39 0.32 0.098 0.06 0.39

SL( ) 0.34 0.054 0.39 0.32 0.097 0.06 0.39

2.09 1.40 2.25 2.09 1.63 1.39 2.31

C.V.( )
1.54 1.02 1.37 1.27 0.86 1.05 1.11

53.  上述比较显示了实际显著性水平（SL）与期望的名义水平a = 0.05之

间的关系。结果再次表明，未经修正的统计量的SL水平高得不可接受。经过

修正的统计量 和 不取决于假设条件，表现类似于SL值，范围介于

0.06到0.39，太高了。修改基于边际设计效果和单位设计效果 ，其性能比

较稳定，SL值介于0.095到0.16，都高于名义水平，大概是因为 ’s值的变异系

数（CV）很大的缘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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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  总之，对于分类数据分析中的标准卡方检验统计量来说，现在已有现

成的校正方法。在特定的类集样本中，这些校正对确保有效的分析往往是必要

的，并可以较为容易地使用估计的边际和单元设计效果加以应用。关于处理复

杂样本设计对卡方检验和逻辑回归的影响所可用的软件，详见第二十一章。

E.  总结与结论

55.  我们在本章说明了通用复杂样本设计对调查数据分析的影响的评估

方法。这份材料的本意主要是对有关问题作介绍性解释，而非规范性的阐述。

评估和处理样本设计对分析的影响可能难以进行，并不是规定一些简便“用

法”规则就能奏效的。如前所述，不同的问题可能有不同的（或好几种不同

的）解决办法。这些事情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设定的模型及其基本假设的有效

性，取决于样本设计的方方面面（比如不均等选择概率、类集，等等），还取

决于所设想的分析类型。对有关模型与样本设计变量之间关系的了解是必要

的。遗憾的是，这方面的资料并不总是随手可得。这就是说，可能需要代之以

使用假定条件和近似值。

56.  任何分析的第一步也是根本的一步就是要正确地设定基础模型。这是

主题调查项目分析员的责任，但模型的最终确定可以而且应该以适当的统计方

法为基础。可以使用标准的图示和描述方法进行为确定适当的模型所需要的初

步探索性分析，而无需将样本设计效果考虑进去。

57.  初步工作模型一经设定，就需要确定设计是否对分析有困惑性的影

响。譬如，可以通过比较线性回归系数的加权估计数和未加权估计数来检验设

计影响（见C.2节）。如果需要把复杂设计的因素纳入分析，那就必须选择适当

的纳入方法。分类法只是对与样本设计有关的模型添加变量。

58.  然而在许多情况下，并不能通过修正模型有效而充分地反映样本设计

的影响。在这种情况下若采用分类模型法，可以使用本章推荐的两种基本方法

来处理潜在的样本设计影响。一种方法就是修改经典分析工具以便将设计考虑

进去。这种方法最适合处理可以依据广义设计效果修改标准卡方统计量的分类

数据分析。第二种方法就是开发适当定义的设计专用分析工具。这里推荐了样

本加权估计数和大型样本沃尔德统计量。在使用沃尔德统计量之前需要一个可

靠的协方差矩阵估计量。实际当中并不总是能够获得这种估计量。

59.  在处理复杂样本设计对分析的影响方面，就此问题开展的大量研究工

作产生了各种实用方法，其中一些方法已在本章作了介绍。目前正在开展进一

步的研究，现有的许多方法已经纳入了新的在用软件。遗憾的是，由于问题复

杂，不大可能在将来开发出任何统一的全面方法。在应用现有的各种方法和软

件时，应当慎之又慎。有关的应用不但需要掌握基本理论知识，而且需要具有

实际模型构建方面的透彻认识和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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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件

正式定义和技术成果

回归方法(见B.2和B.3节）

•  标准线性回归模型： ，其中

•  标准总体回归系数：

•  β的普通最小二乘方（OLS）估计量：

•  b的无偏方差估计量：

式中，s2是根据估计的回归剩余方差计算的σ2的无偏估计量。

•  一般线性（异方差性的）回归模型： ,

式中，

•  加权总体回归系数：

式中，

•  β的广义最小二乘方（GLS）估计量：

式中，

•  广义最小二乘方估计量方差：

•  设计加权（Horvitz-Thompson）估计量：

式中， πi是列入概率，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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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除设计变量的影响（见C.1节）

•  相关的模型： E(X1) = μ1 + β12 (X2 – μ2)，式中，β12 是相关的参数。

•  带有设计变量X
3
的全模型： E(X1) = μ1 + β12·3 (X2 – μ2) + β13·2 (X3 – μ3)

•  符号表示法：

•  多变量分析的常用符号表示法，比如β12·3 表示设定X
3
，关于X

2
的有条件回归系数X

1
；

•  Xi的第一和第二总体矩： ；

•  ；

•  样本矩：   ； ,

式中，我们假定采用取决于X
3
的任何设计所选定的一个固定规模为n的样本S。

•  β12的标准普通最小二乘方估计量：

•  b
12
的渐近模型有条件期望值：

•  无条件（联合模型和设计）期望值：

，式中，

•  普通最小二乘方估计量b
12
有渐近偏差，甚至是无条件的偏差，除非ρ

23 
= 0或者

          ，亦即Q = 1

•  校正的渐近无偏估计量（正常情况下的最大似然估计量(MLE)）：

•  加权估计量： ,

式中， ； ； ；和

是样本列入概率。请注意，在分层简单随机抽样中 ,

这是此处假定的设计。对于较一般的设计，可以用1/wj来取代Nπ
j
，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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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结果： ，式中，E
P
代表设计预期值（亦即对重复样本

选择的预期值）。

分类数据分析（见D节）

•  检验拟合优度：

•  假定已知多项式分布，概率为p0 = (p0,1, …, p0,k–1)，式中，k是类别数，而

。

•  按照H
0
，卡方统计量 (式中 是p

oi的样本估计数)呈渐近分布: 

,式中， 是 的特征值；P
0
是SRS零假

设条件下样本估计数的方差矩阵；而V
0
是其在H

0
项下的真方差矩阵。

•  修正卡方统计量： ,式中， 是 的设计

效果 的估计数。

•  双向列联表中的独立性检验：

•  相关的假设：H0 : hij = pij – pi+p+j = 0 (i = 1, …, r;j = 1, ..., c),式中，pij是第(i,j)单

元中的总体比率，而 是边际总数。

•  通常的卡方统计量： ,式中， 代表pij的样本估计量。

•  是b独立 随机变量加权和的渐近分布。

•  一阶校正： ,式中： ，而

是 的估计设计效果。

•  通过用 取代 所得的备选修改。

•  对数线性模型的归纳

•  对数线性模型： ,式中，π是总体单元比率πi的T-向量；μ是对数概率

μt=1nπt 的T-向量；X是一个已知的满秩T×r矩阵，；X’1= 0;θ是参数的一个r-向量，而

是一个正常化因子。

•  相关的假设：H0: θ2=0,式中，X = (X1, X2) 而θ = (θ1, θ2) X1
是T×s，而X

2
是T×u；θ1是

s×1，而θ2是u×1。

•  设 是按照M
1
设计，π的虚假最大似然估计量，这是虚假似然方程式

的解，式中， 是按调查设计π的（设计）一致估计量。同样，设 是按照M
2
设计，

π的虚假最大似然估计量。

•  用于检验H0的标准个人卡方统计量： 。

•  X2的渐近分布： ,式中， 是一个广义设计效果

矩阵的特征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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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修正的卡方统计量： , 和 ，式中：

  是特征值 的平均估计数。

  是设计效果 的平均估计数。

  ，式中， 是单位t的估计设计效果。

•  范例：对于一个三向I×J×K表中的完全独立性假设，H0 : πijk = πi++π+j+π++k，式中，

πi++π+j+π++k 是三向边缘函数； 值由下式给出：

式中， ， 和 是三向边缘函数设计效果的估计数，而 是单位设计效

果的估计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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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一章

调查数据的抽样误差估计*

Donna Brogan

埃默里大学 

美国佐治亚州亚特兰大

摘    要

复杂样本调查设计与简单随机抽样不同，包括不等概率抽样、多阶段抽

样和分层等方面。对总体参数的无偏误（或近乎无偏误）估计需要进行加权分

析。估计量的方差估计取决于抽样计划细节，需要近似法，一般来说，这些方

法是泰勒级数线性化方法或重复方法。

一般情况下，标准统计软件包不能用于分析样本调查数据，因为这些软

件包主要进行元素的简单随机抽样。这些软件包使总体参数的点估计（在无加

权分析中）产生偏误和/或低估了点估计的标准误差。利用标准软件包使用抽

样加权变量产生总体参数的适当点估计。但是，估计的标准误差通常仍然不正

确，因为方差估计程序一般不考虑抽样计划的类集和/或分层。

本章概述能对样本调查数据进行分析的八个软件包，包括大约的费用、

方差估计方法、分析选项、用户界面以及优缺点。其中四个软件包是免费的，

因此，软件购置预算有限的发展中国家可能会关注这四个软件。

布隆迪的一个复杂样本调查数据集显示，用标准统计软件进行的分析是

不正确的。经评价的软件包有八个，根据布隆迪调查对其中的五个（STATA、

SAS、SUDAAN、WesVar和Epi-Info）进行的注解描述性分析显示了如何使用这

些软件包。最后，为了实现共同的分析目标，将五个软件包的数值结果与布

隆迪调查数据进行比较。不论采用的是泰勒级数线性化方法还是平衡多次重复 

（BRR）方法，所有五个软件包得出的方差估计结果均相同。

关键词：泰勒级数线性化、重复、最终类集、方差估计、复杂样本调

查、软件包。

* 本章包括一个附件（只

有英文），里面包含利用五个

统计软件包对布隆迪免疫调

查数据进行的说明分析和比

较分析。CD-ROM的内容包括

每个软件包的程序编码和输

出，该内容可以直接从联合国

统计司网站(http://unstats.
un.org/unsd/hhsurveys/)下
载，也可以向联合国统计司 

(statistics@un.org）索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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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调查样本设计

1.  正如本出版物的许多章所论述的那样，住户调查样本设计是复杂的，

一般都涉及到分层多阶段抽样。使用复杂样本设计的结果是，在分析住户调查

数据时，不能不加选择地应用标准统计方法和软件。尤其是，调查中答复单位

被赋予权数，这些权数补偿不等抽选概率、单位不答复和不覆盖，还可以使某

些变量的加权调查分布符合这些变量的已知分布。应当在调查分析中使用这些

权数，而且，调查估计的抽样误差计算应考虑这样一个事实，即调查样本是采

用复杂样本设计抽选的。幸运的是，现在有许多针对调查分析的专业软件包，

可以正确计算出复杂样本设计中加权调查估计的抽样误差。本章对一些这样的

软件包进行了说明和评价。

2.  作为对调查分析程序包进行讨论的准备阶段，下面的两节利用复杂样

本设计评价加权分析问题和方差估计方法。接下来的各节对用于复杂样本调查

数据导出的估计量的八个方差估计软件包进行比较，并利用布隆迪样本调查的

数据举例说明如何使用其中的五个软件包。本章的结尾给出了一些结论和建

议。CD-ROM包含与本出版物有关的附件，该附件为利用选出的五个软件包进行

的三项分析提供了注解数据分析。

B.  复杂样本调查数据的数据分析问题

1. 加权分析

3.  在许多住户调查中，分析单位（住户或个人）都是使用不等概率选择

的，在分析中，应通过加权补偿这些不等抽选概率。另外，即使使用等概率选

择这些单位，往往也需要加权，用来弥补单位不答复和基准的确定，如事后分

层（见第十九章）。这些加权应该用于估计总体参数的分析。未加权的估计量

（不建议）对总体参数来说可能严重偏误，这当然取决于具体的调查。数据

集中给定答复样本元素R的样本加权变量值用WTVAR表示，可以解释为用R表示

的总体中的元素数。数据集中所有元素R的WTVAR值总和估计总体中的元素数

量。

4.  有时候，通过用WTVAR乘以（R总数）/（所有R的WTVAR值的和），

就可以给抽样加权变量WTVAR“加以范数”。所有R的“范数加权变量” 

WTNORM值的总和就是分析的样本规模（R的数量）。无论是使用样本加权变

量WTVAR还是加上范数的加权变量WTNORM得到平均总体参数（比如均值或比

例）的点估计，这一点并不重要：两种方法都会得到相同的计算值。但是，加

上范数的加权变量WTNORM不能直接用于估计总体参数总数，比如，不能用于

估计总体中营养不良儿童的总人数。

2. 方差估计概述

5.  方差估计是重要的，因为它显示估计量的精确度，其结果是得到关于

总体参数的置信区间和检验假设。基于复杂样本调查数据的估计量方差估计一

定要确认以下因素：(a) 大多数估计量是非线性的（线性估计量的比率是常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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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b) 估计量是加权的；(c) 在初级抽样之前，抽样计划将基本上已经使

用了分层（而且，在接下来的抽样阶段也是如此）；(d) 由于多阶段整群抽

样，样本中的元素在统计上一般都是独立的。在几乎所有的情况下，不可能获

得估计方差的封闭式代数式。因此，复杂样本调查数据的方差估计的研究文献

包括了若干种相似的方法，样本调查数据分析人员可以从中选择。

6 .  接近估计方差最常采用的两种方法是泰勒级数线性化（TSL） 

（Wolter, 1985年； Shah, 1998年）和重复方法（Wolter, 1985年； Rust和

Rao, 1996年）。这些方法将在c节进行更详细的讨论。用来分析样本调查数据

的大多数软件包只使用其中的一种方法。对于是样本数据光滑函数的估计量 

（例如，总数、均值、比例、均值和比例之间的差等），以上两种方法给出

可比方差估计值，但并不明显主张使用其中的一种方法。对于样本数据的非

光滑函数的估计量（例如中位数），似乎主张使用特别的重复程序，即平衡

的多次重复，而不主张使用泰勒级数线性化方法或另一种重复方法——刀切法 

（Korn和Graubard, 1999年）。关于方差技术的比较有一个重要文献，里面包

括偏向两种方法中其中一种方法的特殊例子（[见Korn和Graubard（1999年）

以及他们的许多参考资料，又见Kish和Frankel（1974年）]。

3. 没有替代抽样的有限总体修正（FPC）系数

7.  为简便起见，开始就考虑根据等概率从人口规模N中选出样本规模n的
人口均值的估计，然后比较两种样本设计。在一种设计中，各元素根据简单随

机抽样选出，也就是说，在没有替代的情况下选出这些元素。在另一种设计

中，这些元素根据无限制抽样选出，也就是说，有替代抽样（也称有替代的

简单随机抽样）。这两种设计的样本均值方差的不同之处是，有限总体修正 

（fpc）项包括在简单随机样本的方差中，而不包含在无限制样本的方差中 

（见第六章）。fpc项就是(1 - f)，其中f = n/N，就是抽样比。fpc项一定能

够大于1.0，反映了没有替代抽样导致的方差减少。如果抽样比f小，fpc就接近

1.0，对方差的影响最小，在方差估计中可以安全地忽略不计。换句话说，没

有替代的样本可以和有替代的样本受到一样的对待。小的抽样比一般被看作是

5%或10%。另一方面，如果f大，在无替代选择样本时忽略fpc项就会导致过高的

估计方差。在具有不同分层的不同抽样比的分层随机样本设计中，fpc项可以小

到某些分层中忽略不计的程度，但其他分层中不能忽略。

8.  大多数住户调查的基础是适用于很大总体的复杂样本设计。初级抽

样单位一般采用概率与规模成比例（PPS）方法抽选，没有替代抽样，这就

使“抽样比”的概念更加复杂。但是，初级抽样单位的数量往往很大，每个分

层中的初级抽样单位抽样比都比较小，对第一阶段的所有fpc项来说，其值都接

近1.0。这样，复杂样本调查数据分析的常见近似值就是每个分层中有替代的初

级抽样单位抽样。如果该近似值是在带有大的初级抽样比的某些分层中计算出

的，那么在某种程度上就会过高估计。鉴于没有近似值的方差估计的复杂性，

这样的过高估计往往是可以接受的。请注意，如果任何分层的抽样第一阶段在

有替代的情况下进行抽样，该分层中就没有近似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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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假层和假初级抽样单位

9.  为了进行方差估计，有时候由于在抽样计划中确实使用了层和初级抽

样单位，便不能确认层和初级抽样单位。为估计方差，可能会对层和初级抽样

单位的定义进行修正，使得实际使用的抽样计划适合某一个软件包中某个抽样

计划选择。在进行这样的修正时，为方差估计而新定义的层和初级抽样单位变

量有时候被称作假层和假初级抽样单位。

10.  在初级抽样之前，定义了很大数量的层，这时就出现了一个常见的例

子，每个分层中只有一个抽选的（抽样的）初级抽样单位。如果每个分层只有

一个初级抽样单位，那么方差估计是不可能的，因为在初级抽样单位之间，层

内的变异性是不可能估计的。在这种情况下，两个层就折迭或合成一个假层，

在该假层中给出两个样本初级抽样单位。折迭层是有策略地进行的，而不是任

意进行的，是在了解初级抽样单位分层变量和初级抽样单位抽样方法的基础上

进行的（Kish, 1965年）。

11.  隐含分层又产生了另一个例子。比如，一个国家可以根据南北分层，

根据村庄定义初级抽样单位。在每个层中，初级抽样单位按照地理邻近度排

列，接下来使用系统的PPES（概率与估计规模成比例）在每个层中选择许多 

（比如30个）初级抽样单位概率样本（Kish, 1965年）。层内总体初级抽样单

位的地理顺序加上系统抽样，就导致在每一个南北层中出现隐含的村庄（初级

抽样单位）地理分层。为了认识方差估计方面的隐含分层，抽样计划一般都将

被描述为包括15个北方假层和15个南方假层，每个分层有两个抽中的初级抽样

单位或假初级抽样单位。从北方抽样标架中抽取的前两个初级抽样单位将进入

第一个假层，接下来的两个初级抽样单位进入第二个假层，等等。

12.  Korn和Graubard（1999年）给出了另外几个例子，这些例子中，为方

差估计之目的，形成了假层和假初级抽样单位，旨在减少重复的数量和减轻计

算负担。另外，WesVar用户指南（2002年）附件D在描述基于重复法的方差估

计软件的各种抽样计划方面，提供了指南和范例。

5. 描述许多复杂抽样计划的一种常见近似（WR）

13.  复杂样本调查一般使用多阶段整群抽样。另外，在初级抽样之前常常

对总体初级抽样单位进行分层。而且，第二阶段和以后各阶段单位（样本初级

抽样单位之内）的分层可能出现在这些阶段的抽样之前。但是，这些复杂设计

常使用的方差估计近似方法不需要考虑抽样和分层的所有阶段。后来各个阶段

的复杂抽样自动而适当地包含在上述讨论的抽样第一阶段“有替代”的近似之

下。实际上，在没有替代近似的第一阶段这种情况下，没有几个抽样调查软件

包能把方差估计中抽样的各个阶段单独包括在内。

14.  使用最终类集方差估计（UCVE）进行复杂设计是很常见的事，这种

做法首先由Hansen、Hurwitz和Madow（1953年）提出，Wolter（1985年）也就

此进行过讨论。最终类集方差估计可以使用泰勒级数线性化或重复法实施。最

终类集方差估计方法处理初级抽样单位时，如同这些初级抽样单位在第一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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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层中进行过有替代品抽样，然后，每个R（数据集中样本答复元素）只需经

过其选择来源的第一阶段分层和初级抽样单位（分层内）进行确认。为方差估

计之目的，不需要初级抽样单位水平以下但在元素阶段之前抽样阶段的信息。

这样，实际抽样计划描述就简单化了，看上去像分层的一阶段整群抽样，也就

是说，像一个完全计数的最终类集的分层样本。只要有替代假设的第一阶段是

合理的，那么该最终类集方法为估计方差提供了可行的近似值。该常见近似值 

（UCVE）在样本调查文献中有时用WR（有替代）表示，下文中的WR就是以此

意义使用的。

15.  这样，当抽样计划被描述为WR，方差估计只需要三个调查设计变

量：

(a) 样本加权变量WTVAR（点估计也需要）；

(b) 初级抽样之前使用的分层变量（或假层变量）STRATVAR；

(c) 初级抽样单位（或假初级抽样单位）变量，用PSUVAR表示。

16.  每个样本受访者R在基本数据文档一定要有以上三个变量中任何一

个变量的值。例如，一个特别的R可以代表总体中8 714个元素（WTVAR的
值为8 714），而且可能是从分层或假层＃6（STRATVAR值为6）和从分层

6内的初级抽样单位或#3假初级抽样单位中选出的（PSUVAR的值为3，在

STRATAVR = 6内）。

17.  WR是大多数样本调查软件包或程序的默认值或惟一的样本计划描

述。例如，WR是默认值，在SUDAAN、SAS、STATA、Epi-Info、PC-CARP和CEN-

VAR中使用泰勒级数线性化方法。WR是默认值，在WesVar和SUDAAN中使用平衡

多次重复和刀切法。要注意，元素的单一阶段抽样（如简单随机抽样或分层随

机抽样）是多阶段抽样的特殊情况，在这些特殊情况中，抽样标架中的总体初

级抽样单位是总体元素，每个样本的初级抽样单位只包括一个元素（换句话

说，就是没有样本元素的类集）。如果使用没有元素替代抽样的单一阶段（例

如SAS、STATA和WesVar），那么，只有WR抽样计划描述的软件包可以使方差估

计中纳入fpc项。

18.  使用WR计算实际复杂抽样计划的近似值可能会使方差估计偏高。但

是，调查数据分析人员一般都愿意接受一定程度的偏高估计，以便使WR近似值

相对简单化。但是要注意，如果有几个分层中初级抽样没有替代而且有大的抽

样比，那么偏高估计是显著的，在这种情况下，最好使用可以把第一阶段fpc因
素纳入在内的软件。

6. 方差估计技术和调查设计变量

19.  公开发布的样本调查数据集一般采用泰勒级数线性化方法和重复方法

这两种主要方法中的一种为方差估计而设定。有时候，设定分开发布的数据集

以使用两种方差估计方法。变量估计的相关样本设计变量应该包括在公开发布

的数据集当中，对于这些变量如何定义和如何使用有相对应的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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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如果数据集使用了泰勒级数线性化方法，在文件中查找三个调查设计

变量：样本加权变量WTVAR，第一阶段分层变量STRATVAR和初级抽样单位变

量PSUVAR。（当然，这些变量不会使用此处所用的名称。）如果数据集使用

了重复方法，在文件中查找样本加权变量WTVAR和几个重复加权变量，这些变

量经常被称作REPL01—REPL52（52个重复加权变量）。如果在数据集中有重复

加权变量，则没有必要知道STRATVAR或PSUVAR变量。

21.  那些实施调查并为分析准备数据集的调查者需要把相关调查设计变量

包括在内，并给数据集中每一个样本受访者元素（R）分配一个值。所需要的最

小变量集是：样本加权变量WTVAR、第一阶段分层（或假层）变量STRATVAR 
和分层内初级抽样单位（或假初级抽样单位）变量PSUVAR。这三个调查设计

变量近似于实际抽样计划WR，允许在方差估计时直接使用泰勒级数线性化方

法或允许对重复加权进行个人或软件计算。如果希望在方差估计中纳入fpc项
和/或抽样或分层的其他阶段，则需要在数据集中加入其他调查设计变量以及

具有这些能力的样本调查软件（如SUDAAN）。

22.  遗憾的是，一种常见情况是不包括任何调查设计变量或重复加权变量

的样本调查数据集的获得。假设使用了概率抽样，就有必要在估计中建立调查

设计变量WTVAR，在方差估计中建立调查设计变量STRATVAR和PSUVAR。让

人乐观的是，抽样计划的详细情况可以从书面文件中获得，也可以通过和抽样

人员直接联系获得，这样就可以建立调查设计变量。如果信息有限，可能会得

到一些粗略的近似值。例如，如果没有抽选概率可以重建，那么，假定元素的

等概率抽样并且仅使用事后分层调节获得WTVAR的值也是合理的。如果初级抽

样单位不能被确切地确认，如果知道某些地理标识符，也可以计算出近似的初

级抽样单位。在这种情况下，如果设计变量不精确，则要清楚数据分析的局限

性。

7. 复杂样本调查数据的分析

23.  除建立加权分析和正确估计估计量的方差外，在复杂样本调查数据分

析中还有许多理论和实践问题。这些问题在Korn和Graubard（1999年）最近的

综合性著作中都得到重视和论述，包括诸如样本调查数据的拟合模型（如逻辑

回归）、模型的拟合度、子总体的方差估计、综合多个调查和形成假层和假初

级抽样单位等。另见本出版物本部分的其他章节。

C.  方差估计方法

1. 采用泰勒级数线性化方法估计方差

24.  假设一个带初级抽样单位分层、多阶段抽样和元素不等概率抽样的复

杂抽样计划。线性估计量Σwiyi是加权总和，估计出y变量的总体总数，其中wi是

样本元素i的样本加权变量WTVAR的值，yi是样本元素i的y变量的值，Σ是样本

i = 1,2,…，m的样本元素的总和。如果y是男性糖尿病患者编码为1的对生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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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其他编码为0，那么，正在估计的总体总数是男性糖尿病患者的总数。估

计的方差Σwiyi可以根据以上所讨论的WR假设直接获得。

25.  不妨设xi为男性编码为1、女性编码为0的对生变量，那么，估计的

男性糖尿病患病率用[Σwiyi]/[Σwixi]表示，这是两个线性估计量（或两个加权

和）的比率。根据WR假设，该比率估计量的估计方差不能直接获得。即使不

使用复杂抽样方法，而使用简单随机抽样，该非线性函数即比率的方差估计也

不是直接的，而是需要某种近似方法。

26.  上述非线性估计量的代数表达式可以用一种无限的泰勒级数进行扩

展，以（估计的）预期分子值和（估计的）预期分母值为中心。非线性估计量

通过只保留无限泰勒级数主要条件而用代数的方法求出近似值，其结果是样本

数据线性（或不再是线性）函数的代数表达式；就是说，非线性比率估计量

被“线性化”。现在，线性化函数的估计方差（包括有关协方差条件）可以根

据WR假设直接获得，正如获得Σwiyi估计方差一样。在此过程中，线性化的函

数方差在每个分层中单独计算（因为分层的抽样是独立的），然后，各层的估

计方差相加得出估计量的方差。

27.  如果使用泰勒级数线性化方法，不仅需要为每个不同的非线性估计，

而且还要为可能使用估计量的每一个可能的抽样计划（WR就是这样一个抽样

计划）推导并编制出独特的近似方差估计公式。这种特征被视为方差估计泰勒

级数线性化方法的一个弱点。实际上，使用泰勒级数线性化方法分析样本调查

数据的一个软件包可以不包含希望使用的具体估计量和已经使用的实际或近似

抽样计划之间的综合。

28.  使用泰勒级数线性化方法的所有软件程序需要对设计变量WTVAR、
STRATVAR和PSUVAR进行说明，就像WR抽样计划近似值所需要的一样。使用

泰勒级数线性化方法可以获得额外的抽样计划，这取决于软件包；这些抽样计

划的使用可能需要额外的设计变量。

2. 方差估计的重复方法

29.  样本调查估计量方差估计的重复方法在理论上已经早已为人所知，但

随着快速计算能力的到来，才越来越广泛地得到利用。重复方法需要计算机才

能进行，但在估计方差可以计算的不同估计量的数量方面，这种方法要比泰勒

级数线性化方法灵活。

30.  重复方法的总体设想如下：首先，和泰勒级数方法一样，使用完整的

或详细的样本来获得所涉总体参数的点估计；就是说，整个样本中都要使用总

体参数估计量公式。该计算中只需要抽样加权变量WTVAR。

31.  第二，为估计该估计量的方差，详细样本中形成许多不同的子样本

或“重复品”，形成的方式是，每个重复品反映出整个样本的抽样计划和加权

程序及调整。每个重复品根据重复加权变量的值进行定义。例如，REPWTj是
重复品#j的重复加权变量，其中j = 1,2,3,…,G（重复品的总数）。如果整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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样本中的某一观测值没有包含在重复品#j中，则该观测值对REPWTj来说为零，

如果该观测值包含在重复品#j中，则该观测值为正值。整个样本中所有观测值

的REPWTj值的总和是总体中元素数的一个估计值。

32.  第三，每个重复品都使用估计量公式以获得所涉及总体参数的点估计

值（重复估计值），产生了同一总体参数的G重复估计值。

33.  第四，基于G重复估计值的变异性，计算出全部样本估计量的估计方

差。

34.  通过不同的方式可以形成重复品，就产生了各种重复的方法。形成重

复品的两种主要方法每一个都有自己的变体，这两种主要方法是平衡多次重复

（BRR）和刀切法（下文将讨论这两种方法）。采用特殊重复方法为方差估计

设定的公开发布的样本调查数据集通常包括有数据集的重复加权变量。在这种

情况下，次要的数据分析人员必须使用方差估计软件，该软件包括在数据集内

形成重复权数的特别重复方法。

35.  但是，当数据集中不存在重复加权时，可能希望在方差估计中使用重

复方法。实施重复方差估计方法的某些软件包也计算重复加权，软件包形成重

复加权所需要的最少调查设计变量是：样本加权变量WTVAR、分层变量STRAT-
VAR和分层内的初级抽样单位变量PSUVAR。如果整个样本由于未答复而调节

和/或进行事后分层，那么软件包可以在计算重复加权（如WesVar）内将该信

息接受为输入。一个人总是可以独自一人计算重复加权（无需软件包），但只

建议那些了解重复方法细节的人使用这种策略。

3. 平衡多次重复（BRR）

36.  平衡多次重复（BRR）是一种特别的重复方法，可以用于一般设计，

即分层多阶段抽样。但是，此种方法是为每个分层确实选择有（抽选的）两个

初级抽样单位的特别情况而开发，一般使用不等概率抽样，可以有替代，也可

以无替代。此种方法的使用一般带有复杂抽样计划的WR近似值（最终类集方

差估计方法）。

37.  对于平衡多次重复，每个重复品均含有整整一半的样本初级抽样单

位，每个分层有一个初级抽样单位；每个重复品往往被称作“半样本”。可能

的不同重复品总数是2L，其中，L是分层的数量。但是，没有必要使用所有的

2L重复品，这些重复品可能需要不定的计算时间。相反，一个更小的平衡重复

集会产生相同的方差估计，该方差估计可以从所有可能的重复品中获得。使用

Hadamard矩阵（Wolter, 1985年）形成G“平衡”重复品，这样，每个样本初

级抽样单位都以相同数量的重复品出现，两个不同分层的每对样本初级抽样单

位都以相同数量的重复品出现。所需的重复品最小数目G是大于或等于L但能被

4整除的最小整数。例如，49个分层需要52个平衡多次重复品，每一分层有两

个抽样的初级抽样单位。没有包含在重复品j中的样本初级抽样单位的观察值

对重复加权变量REPWTj来说，其值是0，包含在重复品j中的样本初级抽样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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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内的观察值对重复加权变量REPWTj来说，其值是整个样本中抽样加权的两

倍，但该值可能因为未答复和/或事后分层而调整。

38 .  上述定义的平衡多次重复一个常见的变异是由Fay研究出来的 

（Judkins, 1990年），因为当整个样本中分母没有几种选择时，如果小范围

或人口比率需要估计，标准的平衡多次重复可能就会出现问题。在Fay的方法

中，没有为重复品j选择的样本初级抽样单位中，观察值没有被消除，就像在

标准平衡多次重复中没有被消除一样。相反，它们的抽样加权因一乘法因数 

K(0≤K<1）而减少，而在为重复品选择的样本初级抽样单位中，观察值的抽

样加权因乘法因数（2–K）而增加。设K = 0，即产生标准的平衡多次重复方

法。Fay方法中，一般建议值是K = 0.3。

4. 刀切重复方法（JK）

39.  刀切重复方法的一般设想是在某个时候删去一个样本初级抽样单位从

而形成重复品，然后在必要时对每个重复品重新加权，这样对整个样本所代表

的总体进行推理。在样本随机抽样或分层随机抽样中，一个样本初级抽样单位

可以成为一个单一元素，或者，在近似抽样计划WR中，一个样本初级抽样单位

可以包含若干元素。

40 .  首先考虑这样一种情况，即在初级抽样单位抽样之前没有使用分

层，而且G样本初级抽样单位（具有大致相同的元素数）与整个样本相似。通

过在某个时间删去一个样本初级抽样单位形成总的G重复品数。对具有重复

加权变量REPWTj的重复品j，删去的样本PSU#j中的观察值对REPWTj来说是

0。剩下的（没有删去的）样本初级抽样单位对REPWTj来说，值等于与因数 

[G/(G–1)]相乘的观测值的抽样加权。

41.  第二个例子是每个分层中确实有两个抽选的初级抽样单位的L分层；

即上述针对平衡多次重复讨论的设计。一次删去一个样本初级抽样单位会导致

2L重复。对每一个2L重复来说，带删去样本初级抽样单位的分层中剩下的样本

初级抽样单位将使每个观测值的抽样加权乘以2（删去的样本初级抽样单位将

使每个观测值的抽样加权乘以0）。但是，此种方法通常在只有L重复的情况下

实施，而不是在2L重复的情况下实施，这种情况下，每一个L分层中，仅一个

随机挑选的样本初级抽样单位被删去。对于线性估计量，仅使用L重复的方差

估计量与使用2L重复的方差估计量在代数上等值。

42.  最一般的抽样计划是分层多阶段抽样，共有L个分层（在初级抽样单

位抽样之前），每个分层中有两个或两个以上抽样的初级抽样单位。每个样本

初级抽样单位被删去，以形成重复；重复品数G等于整个样本（n）中抽样初级

抽样单位的总数。在分层h中，删去的样本初级抽样单位中每个观测值的重复

加权REPWTj的值是样本加权变量WTVAR乘以零。删去样本初级抽样单位的分

层h中，剩下的每个观测值变量REPWTj的值是样本加权变量WTVAR乘以因数

[nh/(nh–1)]，其中，nh是整个样本中分层h内样本初级抽样单位的数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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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方差估计软件用户常犯的一些错误

43.  有几个软件包要求用户使用调查设计变量对输入数据集进行分类，例

如，可以通过STRATVAR和STRATVAR内的PSUVAR（如第35段所述）进行。忘

记分类可能会产生错误的估计方差，如果数据集没有正确分类，大多数程序将

显示错误信息。

44.  由于对样本调查文件审查不充分，公开发布的数据集的用户可以说明

错误的调查设计变量。错误说明的样本加权变量将导致误差估计量和错误估计

的方差；也就是说，所有分析将是错误的。如果样本加权变量是正确的，但分

层和/或初级抽样单位变量是不正确的，那么，点估计将是正确的，但估计的

方差将是不正确的。

45.  一些公开发布的数据集有多个数据文档，这些不同的文档有不同的调

查设计变量。不同的数据文档可能有不同的分析单位，这个单位可以是个人、

住户或家庭，所以需要特别注意对输出的解释。一些调查变量可以仅按整个样

本的概率子样本进行测量，需要不同的样本加权变量，而不需要按整个样本测

量的变量。认真通读文件对所有的样本调查都很重要，不管抽样计划简单还是

极为复杂。

D.  方差估计的软件包比较

46.  关于样本调查数据包的各种软件包，包括本文评价的八个软件包，其

链接网址是：www.fas.harvard.edu/
~
stats/survey-soft/survey-soft.html，

这个网站的信息量非常丰富。欲了解对复杂样本调查数据软件包的评议，另见

Carlson（1998年）。注意，评价的软件包不包含SPSS。自2003年初，SPSS还

不能进行复杂样本调查方差估计，但在印制本章的2003年底，它确实发布了一

种附加模块。

47.  本章的后半部分对复杂样本调查数据的8个方差估计软件包进行了

评价和比较：SAS、SUDAAN、STATA、Epi-Info、WesVar、PC-CARP、CENVAR及

IVEware。8个软件包中的前5个通过描述分析得到了论述，使用了1989年在布

隆迪开展的一项样本调查中的数据；总体比例、均值和总数得到估计，根据这

些参数对值域进行了比较。布隆迪分析得出的结果在本章的表二十一.1中进行

了汇总，CD-ROM上的附件给出了每个软件包的详细表格、加注范本程序和输

出。附件中加注的范例可以帮助用户学习如何使用方差估计软件包的前5个软

件包。

48.  使用布隆迪调查数据论述的5个软件包中，有3个（STATA、SAS和Epi-

Info）包括了普通统计软件包内的样本调查程序。这三个软件包使用方差估计

的泰勒级数线性化方法。论述的其余两个软件包（WesVar和SUDAAN）专为样本

调查方差估计而开发，WesVar使用重复方法，而SUDAAN使用了泰勒级数线性化

方法和重复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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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二十一.1

5个软件包中PROCS的比较：血清反应为阳性的妇女估计百分比和人数，标准估

计误差，刚刚生育过的妇女，布隆迪，1988–1989年

软件包和PROC
%血清反应
为阳性

s.e.%血
清反应为
阳性

95%CI
%血清反应
为阳性

血清反应为
阳性人数

s.e.
#血清反应
为阳性

95%CI
#血清反应
为阳性

SAS 8.2 MEANSa

无加权

74.88%
错误

2.12%
错误

N-APP N-APP N-APP N-APP

SAS 8.2 MEANSb

加权

67.20% 2.30%
错误

N-APP N-APP N-APP N-APP

SAS 8.2
SURVEYMEANS

67.20% 3.83% 59.38%,
75.02%

142 485 8 848.10 124 415,

160 556

SUDAAN 8.0
CROSSTAB和

DESCRIPT和BRR

67.20% 3.83% N-AV 142 485 8 848.10 N-AV

STATA 7.0
Svymean

67.20% 3.83% 58.38%,
75.02%

N-AV N-AV N-AV

STATA 7.0
Svytotal

N-AV N-AV N-AV 142 485 8 848.10 124 415,

160 556

Epi-Info 6.04d
CSAMPLEc

67.20% 3.83% 59.70%,
74.71%c

N-AV N-AV N-AV

WesVar 4.2 67.20% 3.83% 59.38%,
75.02%

142 485 8 848.10 124 415,

160 556

49.  还评价了另外3个软件包（PC-CARP、CENVAR和IVEware），但没有使

用布隆迪调查数据进行论述。PC-CARP和CENVAR都使用了方差估计的泰勒级数

线性化方法，而IVEware使用了泰勒级数线性化方法和重复方法。

50.  这里评价的8个软件包包括样本调查方差估计的许多（但不是所有

的）可能的选择。选择3个软件包（Epi-Info、CENVAR和WesVar 2）是因为这

三个软件包提供基本的描述分析，可以免费从网站上下载，这对购买软件的

预算有限或没有这种预算的分析人员有吸引力。选择2个软件包（PC-CARP和

WesVar 4）是因为尽管这两个软件不是免费的，但和其他软件包相比费用低

廉，提供描述分析和基于设计的线性和对数回归。选择两个价格适中的软件包

（SUDAAN和STATA）是因为这两个软件包除提供描述分析之外，还为基于设计

的回归模式提供综合选择。尽管价格昂贵，但还是选择了SAS软件包，是因为

这一软件包在数据管理和分析领域占居主导地位，而且对样本调查数据分析具

有相对较新的PROCS。最后，选择最近发布的IVEware（Beta版），是因为这一

软件除提供多种推算程序外，还提供综合的描述分析和基于设计的回归模式。

IVEware是免费的（可以从网上下载），可随时作为SAS软件使用（所以需要

SAS）。

51.  表二十一.2概述了8种软件包，介绍了这些软件包的各种特点，包括

涵盖的抽样计划、方差估计方法和分析类型。

说明：使用的缩略词：

CI=置信区间，N-APP=不适

用，N-AV=没有数据，s.e.=标
准误差。

a 错误指定的分析；忽略

抽样加权、类集和分层。
b 错误指定的分析；纳入

了抽样加权，但没有类集和分

层。
c Epi-Info 6.04d给出的

置信区间比其他软件包的置

信区间窄。Epi-Info 6.04d使
用z=t=1 .96以建立95%的置信

区间，而其他软件包使用了

t=2.042，从30 ddf的学生t–

分布中获得（样本调查的分母

自由度，计算为初级抽样单位

数减去假层的数量）。最好使

用实际的调查d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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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二十一.2

具有复杂样本调查数据方差估计能力的8种软件包的属性

属    性 SAS  8.2 SUDAAN  8.0 STATA 8.0 Epi-Info  6.04d WesVar  4.2 PC-CARP CENVAR IVEware

泰勒级数 有 有 有 有 无 有 有 有

Desc

重复方法BRR和JK 无 BRR

JK

无 无 BRR

JK

无 无 JK

模式

形成的重复权数 无 无-BRR

有-JK

无 无 有

BRR/JK

无 无 有

JK

输入数据集 SAS SAS, SPSS,

ASCII

STATA Epi-Info SAS, SPSS, STATA,

ASCII, ODBC

ASCII ASCII SAS

估计总值 有 有 有 无 有 有 有 无

总值CI 有 无 有 无 有 有 有 无

总值LC 无 有 有 无 有 有 有 无

估计均值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均值CI 有 无 有 有-窄 有 有 有 有

均值LC 无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估计比例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比例CI 有 No 有 有-窄 有 有 有 有

比例LC 无 有 有 有-误差 有 有 有 有

估计比率 有 有 有 无 有 有 有 无

比率CI 有 无 有 无 有 有 有 无

比率LC 无 有 有 无 有 有 有 无

域分析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比较域 无-8.2
有-9.0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子总体分析 无 有 有 无 有 有 有 有

标准率/均值 无-8.2
有-9.0

有 有 无 有 无 无 无

卡方检验 无-8.2
有-9.0

有 有 无 有 有 无 无

对数回归 无 有 有 无 有 有 无 有

机会比率 无 有 有 有 有 有 无 有

风险比率 无 有 有 有 有 无 无 无

线性回归 有 有 有 无 有 有 无 有

其他回归模式 无 有 有 无 无 无 无 有

描述许多样本阶段 无 有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设计效果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免费试用软件 无 无 无 NA

免费

有 无 NA

免费

NA

免费

通用统计软件包 有 无 有 有 无 无 无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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属    性 SAS  8.2 SUDAAN  8.0 STATA 8.0 Epi-Info  6.04d WesVar  4.2 PC-CARP CENVAR IVEware

管理数据能力 有 无 有 有 有 无 无 无

通过输入程序操作 有 有 有 无-6.04d
有-2002

无 无 无 有

通过简短命令操作 无 无 有 无 无 无 无 无

通过菜单选择操作 无 无 无 有 有 有 有 无

根据分层和初级抽样

单位挑选数据集

无 有 无 有 无 有 有 无

开发者提供的培训 有 有 有 无 有 无 无 无

书面/在线手册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调查程序指南 无 无 无 无 有 无 有 无

费用 高 中 中 免费 低 V4

免费 V2

低 免费 免费

年度更新费 高 中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推算数据 无 无 无 无 无 有 无 有

使用的缩略词：ASCII = 美国信息交换标准代码，BRR = 平衡多次重复，CI = 置信区间，JK = 刀切，LC = 线性对比，

NA = 无数据，ODBC = 开放数据库连接性，V = 版本。

E.  布隆迪样本调查数据集

52 .  本章数值例子均使用了来自1989年在布隆迪开展的破伤风类毒素 

（TT）免疫覆盖范围样本调查的数据集。接下来是布隆迪样本调查设计的简单

概述；更多细节见CD-ROM附件中第1部分。关于该调查方法及其公布结果的更

多信息，见世界卫生组织（WHO）扩大免疫方案（EPI)(1996年）的报告。

1. 推断总体和总体参数

53.  该调查中推断总体是布隆迪在1988年复活节到1989年2/3月生育的妇

女。涉及总体参数是对破伤风抗毒素血清反应为阳性、从而保护其新生儿免于

新生儿破伤风的妇女之百分比（或比例）。

2. 抽样计划和数据收集

54.  抽样计划是根据Brogan等人（1994年）的建议而修订的为扩大免疫方

案而在世界卫生组织开发的类集样本调查方法。该修订方法产生了住所或住房

单位概率样本以及由此产生的妇女概率样本，而标准的世界卫生组织扩大免疫

方案整群抽样方法可能不会产生这样的概率样本（同上）。

55.  布隆迪被分为两个地理区域层，即首都布琼布拉（城市分层）和该国

其他地区（农村分层）。初级抽样单位（PSUs）是地理区域，农村分层内是区

（collines），城市分层内是quartiers或街道（avenues）。每个分层的初级抽样

单位抽样标架按地理距离排列，使用了系统的ppes（概率与估计规模成比例）

选择每个分层的30个样本初级抽样单位。由于布隆迪农村地区居住着96%的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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断总体，而且由于每个分层分配到的样本初级抽样单位数相同，城市妇女实

际上抽样过多。抽样标架的初级抽样单位特别排序以及初级抽样单位的系统

ppes抽样使得每个分层内部出现了隐含的地理分层。

56.  进行了更多阶段的样本初级抽样单位内概率抽样，以便获得有人占住

的住所的样本。每个抽样的住所内所有有接受调查资格的妇女都被选作样本。

根据刺破手指获得的血液样本，确定破伤风抗毒素滴定率的血清反应是否为阳

性。调查答复率基本上是100%，这是罕见的高答复率。访谈了206位城市妇女

和212位农村妇女。

3. 方差估计的加权程序和设置

57.  布隆迪数据集提供的样本加权变量W被修改为W2，这样，样本受访

者R的W2值是R所代表的推断总体中妇女人数的估计值。W2的值是近似的，

仅用于论述用各种软件包进行总体总数估计。从本章的分析中不能得出有关

1989年布隆迪符合调查资格妇女总体总数的实质性结论。重要的是要注意，因

为修改后的W2是以前分析中使用的W的纯量倍数，本章所报告的估计比例和均

值与该数据集以前公布的结果（扩大免疫方案，1996年）一致。农村样本妇女

的W2值是959.3，城市样本妇女的W2值是42.0，反映了城市妇女实质上抽样过

高。布隆迪抽样计划由用于方差估计目的的一般描述WR近似，即由第一阶段

低抽样比的最终类集方差估计方法近似。

58.  由于初级抽样单位被隐含分层，每个城市和农村分层中的抽样计划都

被看作是从15个假层之一中抽取的两个初级抽样单位。偏向于把抽样计划描述

为30个假层，每一个假层有两个样本初级抽样单位，而不是描述为2个分层，

每一个有30个样本初级抽样单位，因为前一种描述产生偏误方差估计较小，该

种描述考虑到了隐含分层。假层变量PSTRA被编码为1-30，每个假层内假初级

抽样单位变量PPSU被编码为1或2。

59 .  当泰勒级数线性化方法用来进行方差估计时，只需要变量W2、
PSTRA和PPSU。但是，如果采用的是重复方法，则需要重复加权。WesVar被用

于根据变量W2、PSTRA和PPSU计算平衡多次重复方法的重复权数。由WesVar 

计算的这些重复权数同时用于WesVar和SUDAAN中，用来采用平衡多次重复法估

计方差。

4. 调查数据分析的三个例子

60.  附件含有以下三个例子的注解数据分析，并使用了样本调查数据软件

包（第2－4节）。下面的这些例子论述了就样本调查数据所做的一般描述分析

和解析分析，即(a) 整个总体以及域或层的比例、总数和均值估计；及(b) 有

关均值或比例的域或层比较。推断总体为1989年初布隆迪符合调查资格的妇

女。

•  例1：妇女的估计人数（总人口）和血清反应为阳性的妇女百分比（总

体比例/百分比）（IMMUNE变量，1 = 血清反应为阳性，2 = 血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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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应为阴性）。变量BLOOD（1 = 血清反应为阳性，0 = 血清反应为

阴性）是IMMUNE的重新编码。

•  例2：在城市和农村妇女中估计例1的总体参数（RUR_URB变量，编码

1 = 农村，2 = 城市）。确定农村/城市居民是否在统计上独立于血清

反应为阳性（IMMUNE）。

•  例3：针对妇女推断总体，按农村/城市住所，估计每毫升（ml）抗毒素

平均国际单位（IUML）。确定农村/城市住所是否与平均国际单位有

关（IUML）。

注：每毫升（ml）抗毒素平均国际单位（IUML）的估计可能会由于此变量的偏斜分布而

产生误导结果。最好使用均值，或在分析之前转换IUML，比如，转换为IUML的自然对数。本

章中，估计均值IUML（没有转换）来显示5个软件包的能力，而不是举例说明有关IUML的实

质结果。

F.  使用非样本调查程序分析样本调查数据

61.  本节论述分析重复样本调查数据时错误地使用简单随机样本公式会产

生偏误点估计值和有偏误（一般很小）估计标准误差。欲了解另外的论述，见

Brogan（1998年及正在印制）。任何统计软件包都可能被用于这种论述，可以

获得与使用（本节使用的）SAS获得的答案相似的答案。

62.  要估计的总体参数是推断总体中血清反应为阳性的妇女人口的比例。

指示变量BLOOD得到计算，编码为1 = 血清反应为阳性和0 = 血清反应为阴

性。这样，BLOOD均值是血清反应为阳性妇女的比例。SAS中PROCMEANS估计出

BLOOD均值为0.74880，估计的标准误差是0.02124（见表二十一.1第1行）。这

两种计算都有偏误，因为错误使用的PROC MEANS忽略了估计总体比例的抽样加

权变量，而且还忽略了计算点估计的估计标准误差的抽样加权、初级抽样单位

和分层变量。

63.  然后，SAS中的PROC MEANS和抽样加权变量W2一起用于WEIGHT语句

中。BLOOD均值估计为0.67203，估计的标准误差，（加权）是0.02299（见表

二十一.1第2行）。在这个分析中，PROC MEANS获得了总体比例的近似点估计

值。但是，错误使用的PROC MEANS产生了有偏误的估计标准误差，因为它忽略

了初级抽样单位变量和分层变量。

64.  最后，使用SAS中的PROC SURVEYMEANS对复杂样本调查数据进行适

当分析。（有关如何使用SURVEYMEANS的详情见下一节。）总体比例的点估计

值是0.67203，估计的标准误差是0.03830（见表二十一.1第3行）。PROC SUR-

VEYMEANS考虑到了计算点估计值的抽样加权变量以及计算估计标准误差的抽样

加权、初级抽样单位和分层变量。

65.  表二十一.1中的这三项分析比较表明，未加权（不正确）点估计值

0.7488（74.88%）与加权（正确）估计值0.6720（67.20%）之间有一点偏误。未

加权的点估计值太高，因为与农村妇女相比，更多城市妇女的血清反应为阳性

（本章下面会有论述），而且由于过高抽样，样本中城市妇女的人数过多：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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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占样本中大约一半的人数，但只占推断总体的4%。这样，在对该国进行推理

的未加权分析中，给城市妇女以更多的影响和高于估计总体比例的偏误。

66 .  对产生正确加权点估计值的两种分析进行比较，结果说明，即使

使用了WEIGHT语句，SAS中错误使用的PROC MEANS严重低估了标准误差，错

误的计算是0.02299（2.30%），而正确的PROC SURVEYMEANS计算是0.03830 

（3 .83%）。之所以如此，主要是因为不论使用还是未使用WEIGHT语句，

PROC MEANS均忽略了样本初级抽样单位中的妇女类集，而SURVEYMEANS注意到

了方差估计的类集。由于组内相关系数对复杂样本调查中大多数实测变量来说

是正值，把类集纳入考虑范围的正确方差估计程序通常会产生较大的估计标准

误差。

67.  总而言之，如果样本调查数据没有利用合适的样本加权变量进行分

析，就获得了有偏误的总体参数点估计值。另外，即使在分析中纳入了样本加

权变量，产生了适宜的总体参数点估计值，当样本元素归入调查数据类集，而

且该类集在方差估计中没有得到确认，则标准误差往往被低估。低估标准误差

产生很窄的置信区间和很小的P-值显著性统计检验，换言之，统计显著性水平

被夸大。

68 .  通过忽略样本调查数据类集的低估方差量值，用公式[1 + p(b–
1)]求出近似值。该公式中，p是总体元素之间的组内相关系数，b是每个样本

类集（初级抽样单位）样本元素的均值（见第六章）。例如，如果公式的值为

2，把类集考虑在内大约会使忽略类集获得的估计方差扩大一倍。请注意，名

为PPSU的布隆迪初级抽样单位变量为软件确认（某一分层的）相同样本初级

抽样单位内何种样本元素是类集在一起的。

69.  除类集对估计的方差产生影响外，答复者中间抽样加权变量值的实际

变异提高了估计的方差。这样，如果分析中忽略抽样加权变量，估计的标准误

差就被低估（总体参数的估计值就产生偏误）。

G.  SAS 8.2中的样本调查程序

1. SURVEYMEANS和SURVEYREG概述

70.  SAS中8.2版包括两种最近开发的样本调查数据分析程序（这两种程序

首先出现在8.0版）：SURVEYMEANS和SURVEYREG。SAS包括普通的抽样计划描述

WR，这两个程序需要三个基本的调查设计变量。单一阶段抽样设计（如分层随

机抽样和简单随机抽样）可以使用有限总体修正项。泰勒级数线性化方法用于

方差估计。SAS V9包括用于复杂样本调查数据的两个新PROCS，SURVEYFREQ用

于分类变量的分析，SURVEYLOGISTIC用于对数回归。目前还在开发用于样本调

查数据的其他SAS程序。

71.  说明WR相关调查设计变量的语法对SURVEYMEANS和SURVEYREG都是

相同的。关键词STRATA用于指称分层变量，关键词CLUSTER用于指称初级抽样

单位变量，关键词WEIGHT用于说明抽样加权变量（如MEANS等其他SAS程序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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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一样）。这些语句适合某一种调查，一定存在于每一个SAS样本调查程序，

只要相同的样本调查数据集正处于分析之中，这些语句一般就不会发生改

变。对于布隆迪数据集，下面的SAS语句描述了SAS PROC SURVEYMEANS或PROC  

SURVEYREG的样本调查设计：

    STRATA   PSTRA

    CLUSTER  PPSU

    WEIGHT   W2

72.  如果STRATA语句缺失，SAS假定抽样计划在初级抽样之前没有初级抽

样单位分层。如果CLUSTER语句缺失，SAS假定样本元素没有进行类集，就是

说，每一样本类集只包括一个元素；在抽样的第一个阶段（或惟一的阶段），

所有的元素都被抽样；使用了简单随机或分层随机抽样。如果WEIGHT语句缺

失，SAS假定每个R有相同的加权变量值，SAS分配给加权变量的值是1.0。如果

三个调查设计语句（STRATA、 CLUSTER、WEIGHT）缺失，就相当于从无限的总

体中规定简单随机抽样，这是对SAS中大多数非调查PROC做出的假设。

2. SURVEYMEANS

73.  本程序使用样本调查数据，估计连续变量和总体比例的人口均值和

总数，以及分类变量的总数。对所有的点估计值都提供估计的标准误差和变化

系数，为总体参数提供置信区间。可以在PROC语句中要求提供特别统计量，也

可以把缺省打印输出当作统计量，或者使用PROC语句中的ALL获得所有的统计

量，用SURVEYMEANS计算这些统计量。

74.  VAR语句上出现需要分析的变量（连续和分类变量）。CLASS语句列出

了VAR语句上的分类变量；SAS假定有关VAR语句的其他所有变量都是连续变量。

75.  带有一个或更多分类变量的DOMAIN语句用来说明VAR语句的所有变量

的分析域，除域分析外，SAS自动对剩余整体（即整个整体）进行分析。不带

DOMAIN语句的程序只为整个人口提供估计值。虽然SURVEYMEANS中BY语句可以

用来获得域的估计值，但不建议在样本调查中使用该语句，因为如果使用BY语

句，就不能使用方差估计的适当公式。使用DOMAIN语句分析域。

76.  SAS V8.2没有能够分析子总体的语句，比如仅分析年长妇女的语句。

但是，可以通过首先确定指示变量进行子总体分析，譬如确定OLDERFEM， 

该变量说明样本元素是否属于子总体。然后，语句DOMAIN OLDERFEM可

以用来获得预期的分析，忽略不是年长妇女的样本元素的SAS输出。在使用

PROC SURVEYMEANS之前，不要使用SAS IF语句为年长妇女的数据集建立子集，

原因是，由于SURVEYMEANS可能不知道样本调查中分层和样本初级抽样单位的

全部数量，从而可能无法正确地计算标准误差。

3. SURVEYREG

77.  根据基于设计的方法，本程序对样本调查数据实施线性回归（Korn 

和Graubard, 1999年），就是说，分析考虑到了调查设计变量。对于非调查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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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的线性回归，因变量是连续变量（或假定是连续变量），自变量可以是连

续变量和分类变量的混合。MODEL语句包括因变量和所有的自变量，MODEL语

句的任何分类变量必须也出现在CLASS语句内，在SAS程序中，CLASS语句一定

在MODEL语句之前。对分类自变量，SURVEYREG形成虚拟指示变量（编码为1或

0），定义为参照组的变量，其编码值最高。SURVEYREG中其他的选择及其输出

与SAS中（非调查）线性回归相似。

78.  SAS V8.2没有样本调查程序用以比较均值或比例的域，这些功能还

在开发之中。在这种情况下，比如可以有这样一个问题，布隆迪推断总体中农

村妇女和城市妇女在血清反应为阳性的中间IUML单位或在比例上有区别吗？

V9.0中的SURVEYFREQ可以用来对两个变量居住区（农村/城市）和血清反应为阳

性（是/否）两个问题进行卡方检验。在用于样本调查数据的SAS中全面开发出

域比较程序之前，可以如以下所述使用SURVEYREG比较域。

79.  如果需要在均值IUML方面对推断总体中农村妇女和城市妇女进行比

较，使用SURVEYREG中的MODEL语句，把连续变量IUML作为因变量，把指称农

村/城市的域变量作为自变量。SURVEYREG中标准输出部分是对零假设的检验，

这种零假设是，农村/城市（自由度为1）的人口回归系数等于0，这种关于回

归系数的零假设相当于推断总体中农村和城市妇女具有相同均值IUML的零假

设。

80.  如果需要就血清反应为阳性的比例对推断总体中的城市和农村妇女 

（对生变量）进行比较，则使用指示变量BLOOD（1 = 血清反应为阳性，

0 = 血清反应为阴性）作为因变量。（注意BLOOD只是IMMUNE变量的再编

码，其中1 = 血清反应为阳性，2 = 血清反应为阴性。）在SURVEYREG中的

MODEL语句内，把BLOOD定义为因变量，把指称农村/城市的域变量定义为独立

分类变量。回归系数等于0的零假设相当于推断总体中血清反应为阳性的农村

和城市妇女比例相等的零假设。

4. 数值例子

81.  CD-ROM的附件第2部分说明使用SURVEYMEANS和SURVEYREG处理第60段

所列的三个例子。对加注解的SAS程序（用户写程序）和加注解的SAS输出进行

评价，有助于读者为写出自己的SURVEYMEANS和SURVEYREG SAS程序以及解释其

输出做好准备。

82.  表二十一.1第3行概述了附件第2部分的SURVEYMEANS输出，该输出

用来估计布隆迪推断总体中血清反应为阳性的妇女人数和百分比，并且有估

计标准误差和置信区间；这些结果中的大多数在本章F节得以讨论。表二十

一.3第1行（见CD-ROM中附件的第7部分）概述了SURVEYMEANS输出，该输出用

来估计农村和城市妇女这两个域中血清反应为阳性的百分比，分别为66.51%和

83.50%。表二十一.4第1行（见CD-ROM中附件的第7部分）概述了SURVEYREG输

出，该输出对农村和城市妇女进行了比较，得出的t值为-3.52，p值为0.0014，

用来检测农村和城市妇女中血清反应为阳性者的比例没有区别这一零假设。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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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推断人口中，农村和城市妇女中血清反应为阳性者的比例不同：城市妇女

中血清反应为阳性的比例较高。

5. 优点/缺点/费用

83.  如果已经是SAS/STAT的用户，使用SAS中样本调查程序不再需要额外

费用，而且这些程序使用了人们熟悉的语法。另外，还可使用SAS的全部功能

进行数据管理和形成新变量。样本调查程序的技术支持和文献包含在SAS常规

支持系统中。与前面所评价的其他样本调查软件包相比，SAS的费用较高。

84.  SAS 8.2没有能力对范围进行比较，而SURVEYREG可以用作这种分析的

临时解决办法。V9.0中的SURVEYFREQ增补版提供有关分类变量的比较。

85.  SAS只使用泰勒级数线性化方法进行方差估计。对于分层多阶段整群

抽样，SAS仅处理普通抽样计划描述WR。但是，它可以把fpc项纳入单阶段分层

随机抽样或简单随机抽样。

86.  SAS 8.2进行样本调查数据分析的能力是基本的、描述性的，可以满

足许多用户的分析需求。V9.0中SURVEYFREQ增补版对分类变量具有描述和分析

能力。还在开发之中的样本调查程序，比如对数回归，使得SAS将来可以和其

他提供综合样本调查分析的软件包相媲美。

H.  SUDAAN 8.0

1. SUDAAN概述

87.  SUDAAN（研究三角研究所，2001年）是一种专业软件包，起初开发

用来对复杂样本调查数据进行分析，但现在得以综合，利用诸如纵向数据分析

和综合估计等式（GEE）等技术对相关数据进行分析。SUDAAN是SUrvey DAta 

ANalysis的缩略形式，用于描述和分析统计量的程序是DESCRIPT、CROSSTAB和

RATIO。基于设计的建模程序包括线性回归、对数回归（包括多项式）、对

数–线性回归和生存分析。

88.  SUDAAN 8.0是用C语言编程的，其中用户提供的命令语句与SAS的命

令语句相似。输入数据集可以是SAS、SPSS或ASCII文档。SUDAAN可以自行运行 

（独立SUDAAN），也可以与SAS一起运行（可随时调用SAS的SUDAAN）。SAS用

户一般更倾向使用可随时调用SAS的SUDAAN。

89.  SUDAAN是惟一包含用于方差估计的两个最常见方法的样本调查软件

包：这两种方法就是泰勒级数线性化方法和重复方法。SUDAAN中后一种方法包

括具有或者没有Fay调节因数的平衡多次重复（BRR）和刀切法。SUDAAN中所

有重复方法假定普通抽样计划描述以前为WR。如果平衡多次重复用于方差估

计，对采用平衡多次重复方法的重复加权一定要提供输入数据集；SUDAAN不产

生采用平衡多次重复法的重复加权。SUDAAN将为刀切删除一（初级抽样单位）

方法产生重复加权，或者接受因刀切删除一方法和该方法变化而提供了输入数

据集的刀切重复加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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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0 .  使用三种语句把样本调查设计描述到SUDAAN上，采用的方式是：

(a) 为PROC语句的DESIGN关键词选择一个选项；(b) 指定NEST语句的分层和类

集变量；以及(c) 指定WEIGHT语句的样本加权变量。输入到SUDAAN的输入数据

集一定通过NEST语句出现的所有变量进行分类，这些变量一般是第一阶段分层

变量以及每个分层内的初级抽样单位变量。

91.  不像拥有样本调查能力的多数其他软件包，多阶段抽样中抽样和分

层的第二和更高阶段可以描述到SUDAAN进行方差估计，减少了一贯使用一般抽

样计划描述WR的必要性。另外，SUDAAN具有广泛的能力，可以把没有替代抽样

的多阶段有限总体修正（fpc）项纳入方差估计。SUDAAN手册有印刷版本，也有

pdf文件，该手册举了一些例子，说明如何把抽样计划描述到SUDAAN的几个例

子（见第三章）。

92 .  SUDAAN的默认抽样计划是上述定义的WR，不论是对泰勒级数线

性化方法、平衡多次重复，还是刀切法，都是如此。在PROC语句上使用

SUDAAN语法DESIGN＝WR不仅要求最终类集方差估计方法和初级抽样，该抽样

有替代或没有替代，但有初级抽样的很小小数，还要求使用泰勒级数线性化

方法。DESIGN = WR，NEST语句包括一个或多个调整变量（通常只有一个）

以及一个初级抽样单位变量。如果PROC语句缺失选项DESIGN=，则SUDAAN假定

DESIGN = WR。

93.  SUDAAN语法DESIGN=BRR需要带有用于方差估计的平衡多次重复的一般

抽样计划描述WR（前面已经讨论过）。采用平衡多次重复法的重复加权变量

一定要在输入数据集之内，SUDAAN程序中REPWGT语句给出了变量名称，用于重

复加权变量。

94 .  在没有JACKWGTS和JACKMULT语句的情况下，SUDAAN语法DE-

SIGN = JACKKNIFE调用使用删除一刀切法进行方差估计的一般抽样计划描

述WR，其中，SUDAAN产生刀切法重复加权。在有JACKWGTS语句的情况下，

SUDAAN语法DESIGN = JACKKNIFE调用一般抽样计划描述WR，并把刀切法权数

提供给SUDAAN，作为输入数据集中的变量。

95.  用于布隆迪调查的样本调查设计和方差估计泰勒级数线性化方法的说

明按如下方式描述到SUDAAN：

PROC………   DESIGN = WR……

NEST  PSTRA PPSU

WEIGHT  W2

96.  用于布隆迪调查的样本调查设计和方差估计平衡多次重复方法（平衡

多次重复）的说明按如下方式描述到SUDAAN：

PROC………   DESIGN = BRR……

WEIGHT  W2

REPWGT  REPLWT01 - REPLWT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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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要注意，REPWGT语句确认包括在输入数据集中的重复加权。这32个重复加

权变量基于30个假层之上，每个假层有两个初级抽样单位，通过使用WesVar获

得32个重复加权。还要注意，使用平衡多次重复时，NEST语句缺失，SUDAAN不

需要知道分层和初级抽样单位变量，因为它仅使用用于方差估计的重复加权变

量。

2. DESCRIPT

97.  DESCRIPT程序估计连续变量的总体总数和均值以及分类变量的总体

总数和百分比。VAR语句列出了需要分析的（相关）变量。对于一个既定的DE-

SCRIPT程序，VAR语句上的所有变量一定是连续变量，或者所有变量一定是分

类变量。如果VAR语句上有分类变量，那么，CATLEVEL语句也一定用来说明，

每一分类变量中哪些等级需要估计。例如，下面两个语句估计布隆迪血清反应

为阳性和血清反应为非阳性的推断总体百分比［假设IMMUNE编码为1，2或者

(……)代表缺失］。

VAR   IMMUNE   IMMUNE

CATLEVEL  1    2

98.  使用包含一个或多个分类变量的TABLES语句，为范围提供估计值。利

用CONTRAST、PAIRWISE或DIFFVAR语句，通过线性对比将对域进行相互比较。

通过使用STDVAR和STDWGT语句，可以估计标准率和均值，例如按年龄调整后的

疾病流行情况。关于平均值或百分比的线性和高水平（二次方程等）的趋势

可以通过使用POLY（POLYNOMIAL）语句在一些分类变量的各阶层进行评估；

SUDAAN使用正交多项式线性对比进行这些分析。

99.  TABLES、CONTRAST、PAIRWISE、DIFFVAR、 STDVAR或POLY语句上的

所有变量也必须出现在SUBGROUP语句上，要求有LEVELS语句，该语句显示SUB-

GROUP语句上的每个分类变量分析中的最高编码值。

100.  SUDAAN中SUBPOPN语句可以用在所有的PROCS中，把分析限制在子总

体，比如限制在年长妇女这一群体。使用SUDAAN之前，使用把整个样本调查数

据集输入到SUDAAN而不是把输入数据集变成有关子总体子集的SUBPOPN语句，

这是因为，由于子数据集中一些样本初级抽样单位有可能缺失，SUDAAN可能会

导致不正确的估计标准误差。

3. CROSSTAB

101.  CROSSTAB程序仅用于分类变量。CROSSTAB中的TABLES语句表示估计

人口百分比和总数的单向、双向或多向表格，用于TABLES语句的所有变量需要

相应的SUBGROUP和LEVELS语句。

102.  CROSSTAB中TEST语句要求卡方检验，用于检验两个分类变量在统计

上是独立的这一零假设。一项卡方检验基于皮尔逊型检验（CHISQ），并采用

有关估计总体总数的“观察值减去预期值”计算方法。另一卡方检验基于估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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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总体比率（LLCHISQ）。有置信区间的机会比率和相对风险（实际上是流行

率）是通过使用PRINT语句上的RISK = ALL为2x2表估计的。最后，Cochran-Man-

tel-Haenszel检验（使用TEST语句上的CMH）评估两个变量的统计独立性，同

时控制另一个变量的（“分层”）。

4. 数值例子

103 .  CD-ROM中附件的第3部分论述了使用CROSSTAB和DESCRIPT来

操作第60段所举的三个例子，利用SAS-CALLABLE SUDAAN（SAS V8 .2和

SUDAAN V8.0）。方差估计使用泰勒级数线性化方法和BRR（平衡多次重复）两

种方法。对有解释的SUDAAN程序（用户写程序）和有解释的SUDAAN输出进行评

价，能够为读者在写自己的SUDAAN程序和解释输出时提供帮助。附件第3部分

只包含在TABLES1、3、4、5和6的讨论中选出的SUDAAN分析。

104.  表二十一.1第4行概述了（附件）第3部分的CROSSTAB和DESCRIPT，

用于估计布隆迪推断总体中血清反应为阳性的妇女百分比和妇女人数，并且有

估计的标准误差。从SUDAAN得到的CROSSTAB和DESCRIPT对方差估计的某一给定

方法来说是一致的（和预期的一样），泰勒级数线性和平衡多次重复结果也是

一致的（但并非总是如此）。SUDAAN结果和SAS SURVEYMEANS的结果一致。要

注意，CROSSTAB和DESCRIPT不为估计的人口百分比或总数计算置信区间。

105.  （CD-ROM）附件第7部分的表二十一.3中第2行显示了从用于估计血

清反应为阳性百分比的CROSSTAB和DESCRIPT所得的一致输出（不论使用了泰勒

级数或平衡多次重复），但用于农村和城市妇女两个域。SUDAAN CROSSTAB和

DESCRIPT结果与SAS SURVEYMEANS一致。

106.  （CD-ROM）附件第7部分表二十一.4第2行概述了DESCRIPT输出（使

用泰勒级数和平衡多次重复），该输出使用线性对比，比较了血清反应为阳性

的农村和城市妇女百分比。使用泰勒级数和平衡多次重复的估计标准误差有些

不同，但可以忽略。结论是布隆迪推断总体中城市和农村妇女在血清反应为阳

性的流行率方面是不同的。要注意，比较这两个域时，DESCRIPT线性对比结果

与使用SAS SURVEYREG时是一致的。

107.  （CD-ROM）附件第7部分表二十一.5第1、2行显示CROSSTAB中两

种不同卡方检验的结果，这两种卡方检验是Pearson（CHISQ）和log-linear 

（LLCHISQ）。使用泰勒级数和平衡多次重复的结果是一致的。城市妇女中估

计的血清反应为阳性流行程度比农村妇女高出许多（使用CHISQ），城市妇女

血清反应为阳性的估计率比农村妇女高出许多（使用LLCHISQ）。

108.  （CD-ROM）附件第7部分表二十一.6第1行显示了血清反应为阳性

的估计机会比率（0.393）和流行率（0.797）（农村妇女与城市妇女之间的

比），各有95%的置信区间。在机会比率95%置信区间的上限中，其差距可以忽

略不计。估计的机会比率和流行率在量值上是不同的，因为血清反应为阳性的

流行率不低。



  调查数据的抽样误差估计  403

5. 优点/缺点/费用

109.  SUDAAN是一种综合样本调查（和相关数据）软件包，具有描述分析

和建模分析的分析能力。它具有估计和检验用户规定的总体参数对比矩阵（包

括回归系数）的能力，SUDAAN可以在主机和PC环境中运行。SAS用户往往在学

习SUDAAN方面具有优势，因为其语法与SAS相似。但是，SUDAAN的一些语法是

深奥的，或许比其他软件包需要更多的学习时间。

110.  与本章评价的其他软件包的费用相比，SUDAAN的费用很高，特别是

用作与SAS连接的SUDAAN时，因为此时也需要SAS。为经过许可的用户提供技术

支持。SUDAAN V8.0用户指南基本上可以用作参考书，而不是学习SUDAAN的材

料，里面有一些详细的NHANES–III（国家卫生和营养调查–III）数据注解分

析范例，而这些数据有助于学习如何使用SUDAAN。

111.  此处论述的软件包中，只有SUDAAN包括两种主要的方差估计方法，

即泰勒级数线性化方法和重复方法。但是，SUDAAN对平衡多次重复（BRR）并

不构成重复加权，需要用户提供这些加权。SUDAAN对刀切删除一程序构造重复

权数，如果数据集中包括这些刀切重复权数，SUDAAN将接受这些权数。

112.  此处评价的软件包中，也只有SUDAAN具有为综合方差估计描述抽样

阶段、分层和fpc项的广泛功能。另外，此软件包还为设计效果计算提供几个不

同的定义，可以让人把过多抽样和/或不等加权的效果排除在设计效果之外。

113.  在SUDAAN中输入ASCII数据很麻烦，这就使人们更倾向于另外两种

数据输入选择，即SAS或SPSS数据集。输入独立的SUDAAN的SAS数据集一定是

SAS V6.04或SAS传送文档。可连接SAS的SUDAAN可以读出SAS能读的任何数据

集。SUDAAN输出可以使用电子方式保存到SAS数据文档格式中，以备在SAS或

在像EXCEL这样的电子表格软件中使用。SUDAAN对变量重新编码的功能非常有

限，没有数据管理功能。这样，使用SUDAAN之前，在SAS或SPSS（取决于输入

数据集的类型）进行必要的重新编码或形成新的变量时要非常谨慎。

I.  STATA 7.0中抽样调查程序

1. STATA概述

114.  STATA是一种普通的统计软件包，于1995年开始为样本调查数据分

析增添了更广泛的功能。此处论述了STATA 7.0；V8.0是2003年发布的。只有泰

勒级数线性化方法可以用于方差估计。普通的抽样计划描述WR是默认值。对于

没有替代抽样计划（简单随机抽样和分层随机抽样）单阶段方差估计和没有替

代整群抽样（分层或不分层）但每个分层中的类集（初级抽样单位）使用等概

率抽样且每个抽样的初级抽样单位中所有元素都包含在样本中的单阶段方差估

计，STATA可以把fpc项纳入方差估计。

115.  STATA样本调查分析的范围比SUDAAN更广，具有用户规定的总体参

数对比矩阵数学统计功能，上述参数包括回归系数。STATA与简短命令互动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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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这样，此软件包就相对容易学习。但是，如有必要，用户写程序可以以批

处理的形式提交。STATA对区分大小写，应用小写字母将使命令键入STATA。

STATA分配内存的默认值，在内存中装载输入数据集的拷贝。如果该内存对大

数据集来说显得不够，可以通过集贮存命令扩大内存。

116 .  STATA中样本调查命令以名称svy（代表“调查”）开始。描述

性命令用来估计人口均值（svymean）、总体总数（svytotal）、总体比例 

（svyprop）以及双向表格中的百分比和总数（svytab)。Svytab中的总体比例

置信区间使用了分对数转换，这样，估计的下限和上限被限制在（0,1）内。

Svytab内有双向表格中为样本调查数据而做的8个不同卡方检验。模拟程序包

括线性回归、对数回归（包括带有一个额定或有序变量的多项式)、泊松回归

和概率单位模型。

117.  Svyset命令用来把抽样计划指定到STATA上。为描述一般抽样计划

WR（默认值），命令svyset的三个关键词交互输入STATA，在输入分层变量名

称之前，输入关键词strata，在输入初级抽样单位变量名称之前，输入关键词

psu，在输入抽样加权变量名称之前输入关键词pweight。这样，布隆迪调查的

抽样计划以下方式描述到STATA V7：

svyset    strata    pstra

svyset    psu    ppsu

svyset    pweight    w2

118.  如前面针对SAS中样本调查程序所示，STATA中省略strata关键词表

示，在初级抽样之前没有对PSU进行分层。省略psu关键词表示包括一个阶段的

元素抽样，而且没有抽样的元素类集。省略pweight关键词表示加权相等的抽

样元素，加权变量的默认值为1.0。svyset语句在STATA V8中得以修改。

119.  命令svydes指导STATA输出它已经附到数据集（经svyset命令获得）

中的调查设计变量，并汇总分层数、每个分层的PSU数、每个分层内部每个初

级抽样单位的观测值均值。这是对样本调查设计特点的极有用的总结。

2. SVYMEAN、SVYPROP、SVYTOTAL、SVYLC

120.  svymean命令估计连续变量或编码为1或0的指示变量的总体均值 

（就是说，估计的总体比例）。输出选择包括估计的标准误差、变异的估计系

数和总体参数的设计效果和置信区间。

121.  svyprop命令用于分类数据：它估计处于每级分类变量的总体比例，

并有估计的标准误差。与svymean相比，svyprop的输出选择较少。

122.  svytotal命令估计连续或指示（0，1）变量的总体总数，有估计的

标准误差、变异的估计系数、设计效果和置信区间。

123.  上述三种命令中每一种都可以用来估计范围的总体参数，采用的方

法是使用命令行上的by选择，如使用by（stra）或使用by（urb_rur）分析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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隆迪农村和城市妇女的两个范围。STATA根据其svy命令中的by语句，使用正确

的范围方差估计公式。

124.  另外，上述三个命令中每一个都可以和命令行上的subpop选项一起

用于子总体的总体参数估计，比如年长妇女的总体参数估计。在分析子总体时

不要使用STATA中的“if”语句，因为这样做，估计的方差可能会不正确；应

该使用subpop选项。

125.  svylc命令估计用户规定的范围均值线性组合、比例或总数，以及估

计的标准误差、t-检验、p-值及置信区间。该命令可以用来对范围进行相互比

较。在V8.0中，svylc命令由lincom替代。在V8.0中，命令svylc继续起作用，

但不再记入文档。

3. SVYTAB

126.  STATA中的svytab命令用于双向表格，估计带有估计标准误差的人口

百分比（行、列或总数）、带有估计标准误差的表格单元格的总体总数以及置

信区间。使用分对数获得总体比例的置信区间，这样，估计的下限和上限就限

制在区间（0,1）。有8个不同的卡方检验用来检验表格中两个分类变量的统计

独立性的零假设。使用svytab时可使用命令subpop。

4. 数值例子

127.  （CD-ROM）附件第4部分论述使用STATA命令对第60段列出的三个

例子进行操作。每个操作的例子是与STATA交互使用的日志文件。对加以注释

说明的STATA日志的评价（用户命令和STATA输出）可以帮助读者更好地使用

STATA中样本调查命令，更好地对输出进行解释。

128.  svymean和svytotal两种命令与指示变量BLOOD（1 = 血清反应为阳

性，0 = 血清反应为阴性）一起使用。表二十一.1（第5、6行）显示了血清

反应为阳性的妇女估计人数和百分比，具有置信区间。STATA计算与SAS SUR-

VEYMEANS、SUDAAN DESCRIPT及CROSSTAB一致。

129.  （CD-ROM）附件第7部分表二十一.3（第3行）显示了农村/城市地

区血清反应为阳性的妇女百分比。STATA svytab点估计值和估计的标准误差与

SAS SURVEYMEANS及SUDAAN DESCRIPT和CROSSTAB一致。但是，STATA svytab和

SAS SURVEYMEANS之间的范围置信区间有细微的差别，因为STATA svytab使用

了分对数转换以获得置信区间。

130.  （CD-ROM）附件第7部分表二十一.4（第3行）显示了血清反应为阳

性的农村妇女和城市妇女在百分比方面的线性对比的STATA svylc结果，说明

两个范围之间存在很大差别。STATA结果与SUDAAN DESCRIPT一致，在两个范围

比较方面，与使用SAS SURVEYREG的结果一致。

131.  （CD-ROM）附件第7部分表二十一.5（第3-5行）显示了关于血清

反应为阳性在统计上独立于农村/城市地区的零假说三次卡方检验的STAT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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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vytab结果。三次svytab卡方检验拥有相似的（而且很小的）p-值。STA-

TA svytab（第3行）默认值卡方检验是Rao和Scott（1981年；1984年）提出的

皮尔逊型卡方检验，进行了二阶校正。Svytab（第4和5行）中另外两次卡方检

验与SUDAAN CROSSTAB中的卡方检验相同，STATA和SUDAAN对这两次检验的计算

结果相同。

132.  因为STATA中svytab命令不产生机会比率或流行率比率，命令svy-

logit曾被用来估计血清反应为阳性的机会比率（城市比农村）。带有置信区

间的STATA机会比率，见（CD-ROM）附件第7部分表二十一.6（第2行）所示。

STATA svylogit命令计算结果与使用SUDAAN CROSSTAB进行点估计和置信区间

估计的结果相同。

5. 优点/缺点/费用

133.  STATA是一种综合的一般统计分析软件包，对样本调查数据具有广

泛的分析能力，包括描述和基于设计的建模程序。该统计分析包作为统计软件

包，已经受到好评，相对容易学习，拥有活跃的用户群。与本章评价的其他软

件包相比，其费用适中。

134.  STATA接受估计总体参数的用户定义的对比矩阵，包括回归系数，适

合希望检验自己的特定假设或总体参数估计组合的人。一般说来，该软件使得

那些拥有必要数学统计背景的人在进行统计分析时有很大的灵活性。

135.  STATA仅使用泰勒级数线性化方法，局限于普通抽样计划描述WR。
但是，在没有替代抽样的方差估计中，STATA包括元素单一阶段抽样和单一阶

段整群抽样fpc项。抽取STATA分析结果（例如，未加权的样本大小、点估计值

和标准误差）输入到其他数据格式上具有一定的难度，但却是可能的。

J.  Epi-Info 6.04d和Epi-Info 2002样本调查程序

1. Epi-Info概述

136.  Epi-Info已由疾病防治中心（CDC）和世界卫生组织（WHO）开发

多年，该软件可以免费从疾病防治中心（CDC）网站http://www.cdc.gov/epi-

info/上下载。

137.  Epi-Info有两个版本：上一个DOS驱动Epi-Info V6.04d和最新Win-

dows驱动Epi-Info 2002。

138.  Epi-Info功能包括编写调查问卷或研究数据收集表格、专用数据输

入、数据分析和文字处理。其分析和统计功能针对的是全世界的流行病学家。

Epi-Info分析的输出（分析结果）可以发送到屏幕、打印机或电子文档。

139.  Epi-Info的两个版本（DOS或Windows）具有对复杂样本调查数据进

行基本描述分析的功能。只有普通抽样计划描述WR。输入数据集必须通过两到

三个调查设计变量进行分类：分层变量STRATVAR和分层内部的初级抽样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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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量PSUVAR。Epi-Info不会把任何fpc项纳入方差估计。而且，该软件包不估

计总体总数，泰勒级数线性化方法用于方差估计。

140.  Epi-Info具备用于复杂样本调查数据的分析功能，起初开发这种

功能的目的一是用于行为风险因素监视系统（BRFSS），这是由疾病防治中心 

（CDC）发起的美国各州年度卫生样本调查计划（Brogan, 1998年及印刷中），

二是用于世界卫生组织（WHO）类集样本方法，这是扩大免疫方案（EPI）在全

球使用的方法，用来估计儿童免疫覆盖率（Brogan等，1994年）。但是，Epi-

Info中的样本调查程序可以用于任何复杂样本调查，只要该调查可以用普通抽

样计划描述WR进行描述。

2. Epi-Info V6.04d（DOS）、CSAMPLE模块

141.  DOS Epi-Info是疾病防治中心（CDC）和世界卫生组织（WHO）共同

开发的。Epi-Info 6.04d的数据输入是dBase文档或ASCII文档，Epi-Info把这

种文档转换成Epi-Info数据文档*.rec。软件包就是把SAS或SPSS或其他类型的

数据文档转换成Epi-Info*.rec文档，例如DBMS-COPY（http://www.dataflux.

com/conceptual/）。Epi-Info 6.04d作为一种交互式程序运行，不能以批的

模式运行。使用旧电脑、旧操作系统和/或硬盘存储空间有限的人更喜欢使用

DOS版，而不是Windows版。

142.  Epi-Info V6.04d中的CSAMPLE模块对复杂样本调查数据进行分析。

CSAMPLE估计人口均值（针对连续变量或编码为1/0的指示变量）总体百分比 

（针对分类变量），以及估计的标准误差、置信区间和设计效果，还为通过

各级分类变量形成的范围提供估计值。另外，CSAMPLE估计范围均值或范围百

分比之间的差，具有相应的估计差的估计标准误差以及人口差的置信区间。

CSAMPLE为2 x 2表估计机会比率和风险比率。注意，CSAMPLE不估计总体总

数。

143.  如果Epi-Info 6.04d的CSAMPLE模块打开，在由用户指定分析所使

用的变量的地方出现数据输入屏幕。用户为三个调查设计工具箱中的每一个工

具箱选择一个变量：STRATA（分层变量）、初级抽样单位（初级抽样单位或类

集变量）和WEIGHT（抽样加权变量）。对于布隆迪的调查，Epi-Info的规格如

下：

STRATA  PSTRA

PSU   PPSU

WEIGHT  W2

144.  用户在叫作MAIN的工具箱中规定分析变量（或因变量），该变量可

以是连续变量，如IUML，或分类变量，如IMMUNE。如果MAIN中规定的连续

变量（或假定连续的变量）需要估计人口均值，那么，用户点击MEANS选项。

如果MAIN中规定的分类变量需要估计人口百分比，那么，用户点击变量TA-

BLE选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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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5.  如果各个范围需要估计均值或百分比，那么，定义这些范围的变量

在叫作CROSSTAB的工具箱中进行规定，分析变量则在MAIN工具箱中规定。

146.  另外，CSAMPLE可以就分析变量的均值估计两个范围之间的差。用户

可以规定定义两个可比范围的两个CROSSTAB变量级别。

3. Epi-Info 2002（Windows）

147.  Epi-Info 2002是Windows应用软件，由疾病防治中心（CDC）开

发。Epi-Info 2002数据分析的数据输入通过MicroSoft Access 1997文档

（*.mdb）或dBase文档进行。Epi-Info 2002还可以读出为Epi-Info的DOS版编

制的*.rec文档。软件交互运行，但有以批模式运行的选项。

148.  Epi-Info 2002有三个复杂样本程序，位于Advanced Statistics 

（高级统计学）下的Analyze Data（分析数据）部分。Complex Sample Fre-

quencies（复杂样本频率）为分类变量估计单向百分数分布，有估计的标准误

差和置信区间。Complex Sample Tables（复杂样本表）为双向分类变量表计

算行和列百分比［标有陈述（行）和结果（列）］，行的百分比有估计的标准

误差和置信区间。如果该表是2 x 2，该程序还估计机会比率和风险比率，有

置信区间。Complex Sample Means（复杂样本均值）估计连续变量的均值，有

估计的标准误差和置信区间，包括分类变量形成的范围均值估计。如果域变量

分两级，还可估计范围均值的差，有估计的标准误差和置信区间。

149.  在所有三个复杂样本程序中，调查设计变量在三个工具箱内确认，

这三个工具箱分别标有Weight、初级抽样单位和Stratify By（样本调查分层

变量）。为获得估计的标准误差和置信区间作为输出，双击OPTIONS:SET，然

后选择Statistics = Advanced。

4. 数值例子

150.  （CD-ROM）附件第5部分论述了使用Epi-Info 6.04d中的CSAMPLE操

作第60段所举的例子。每个操作的例子包括从Epi-Info获得的输出，用说明进

行解释。对加以注释的输出进行评价有利于读者解释CSAMPLE输出。

151.  表二十一.1（第7行）给出了血清反应为阳性的妇女百分比的Epi- 

Info 6.04d估计值。Epi-Info点估计值和估计的标准误差与SAS SURVEYMEANS、

STATA svymean和SUDAAN DESCRIPT及CROSSTAB一致。血清阳性反应率的95%置

信区间比SAS SURVEYMEANS和STATA svymean得出的置信区间窄。这是因为，

Epi-Info在其95%置信区间计算中使用z = 1.96，而不是30 df的Student-t值

2.042，后者是布隆迪调查分母自由度［初级抽样单位数（60）减去假层数t 

（30）］。

152.  （CD-ROM）附件第7部分表二十一.3（第4行）给出了农村/城市地

区血清阳性反应率的Epi-Info估计值。Epi-Info点估计值和估计的标准误差

与SAS SURVEYMEANS、STATA svytab和SUDAAN DESCRIPT及CROSSTAB一致。与



  调查数据的抽样误差估计  409

SAS SURVEYMEANS和STATA svytab的结果相比，Epi-Info范围置信区间要窄，

因为Epi-Info使用了z = 1.96。

153.  （CD-ROM）附件第7部分表二十一.4（第4行）给出了比较农村和

城市妇女血清阳性反应率的Epi-Info线性对比。估计的对比值（-16.99%）与

SAS SURVEYREG、SUDAAN DESCRIPT和TATA svylc一致。Epi-Info没有给出估计

差的估计标准误差，Epi-Info给出的关于对比值的95%置信区间是错误的。

154.  （CD-ROM）附件第7部分表二十一.6（第3行）给出了Epi-Info估

计机会比率（城市比农村）以及血清阳性反应率的估计值，置信区间为95%。

Epi-Info点估计值与SUDAAN CROSSTAB和STATA svylogit完全一致，Epi-

Info置信区间与SUDAAN和STATA非常接近。

5. 优点/缺点/费用

155.  Epi-Info一个主要优点就是费用：可以从疾病防治中心（CDC）的网

站免费下载。另外，DOS和WINDOWS操作系统均可使用，需要运行Epi-Info的硬

件和软件有很大的灵活性。Epi-Info样本调查功能当然会吸引那些进行其他类

型流行病学或统计分析的Epi-Info用户。

156.  Epi-Info仅使用泰勒级数线性化方法，仅处理普通抽样计划描述

WR。DOS版本的CSAMPLE模块和Windows版本中的CSAMPLE模块（Advanced Sta-

tistics下的三个程序）足以进行复杂样本调查数据的基本描述统计。这包括

整个人口和范围的人口均值或百分比的估计。Epi-Info没有估计总体总数、进

行卡方检验、把fpc（有限总体修正）项纳入方差估计之内或进行基于设计的建

模分析（如对数回归或线性回归）的样本调查能力。

K.  WesVar 4.2

1. WesVar概述

157.  WesVar是专门用于样本调查数据分析的软件包，方差估计使用重复

方法（Rust和Rao, 1996年）：平衡多次重复（包括可选择的Fay因素）以及三

种刀切变异。WesVar没有泰勒级数线性化方法的功能。使用平衡多次重复的样

本调查设计有几个分层，每个分层确实有两个样本初级抽样单位。刀切法如

泰勒级数线性化方法一样，可以用于每个分层样本初级抽样单位的任何数字 

（> = 2）的设计。

158.  WesVar默认抽样计划是前面提到的普通抽样计划WR。WesVar具有把

fpc项纳入方差估计的功能，但仅用于刀切法和元素的单一阶段抽样。

159.  WesVar 4.2可以读以下类型的输入数据集：DOS的PC-SAS、SAS传

送、SAS（V6-8）、SPSS、STATA、ASCII和使用ODBC的文档，如Microsoft Ex-

cel或Access。根据假定的普通抽样计划WR，如果需要建立重复加权，

WesVar需要每个观测值的分层、初级抽样单位和加权变量。但是，一旦文档上

有重复加权，就不需要初级抽样单位和分层标识符：这是重复方法针对公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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档所具有保密优点。在评价的所有软件包中，只有WesVar能为不答复、事后分

层和多变量重复加权调节基本的调查权数。在完成输入数据集的准备工作之

后，被保存为WesVar（*.var）文档，用于数据分析和以后的数据管理。

160.  可以进行一系列描述性统计：估计人口均值、百分比、百分等级和

总数，这些均有估计标准误差，还可以估计变化系数、置信区间和设计效果。

WesVar的特别优势和总的重复方法是能够获得用户规定的总体参数功能的点估

计值（有估计标准误差），比如普及比率。WesVar中有基于设计的回归分析：

线性、对数和多项式对数。

161.  从WESTAT网页可以下载WesVar V4版，试用期为30天，WesVar V2版

可以从网页上下载，免费无限期使用（见http://www.westat.com/wesvar）。

与V2版相比，WesVar V4版能接受更多的输入数据集，具有更佳的文档处理和

数据管理功能，能调节不答复重复权数，包括更多分析选择项。用户开始可以

先使用WesVar V2版，然后在必要时升级至V4版。

2. 使用WesVar V4.2版

162.  在Windows环境中，用户通过弹出菜单使用WesVar。WesVar软件打开

后，第一个菜单包括4个选择项。第一个选择项是新WesVar数据文档，(1) 读

入非WesVar数据集的数据集；(2) 创建重复权数或接受输入数据集中已经存

在的重复权数；(3) 对变量进行重新编码、转换、加上标识和格式；(4) 进

行事后分层、多变量重复加权和不答复调整；(5) 定义用于分析的子总体；

及(6) 按请求修改默认值ddf，然后将数据集保存为WesVar文档。第二个选项

是开放式WesVar数据文档，该选项读入WesVar数据文档，完成上述6个操作程

序。

163.  第三个选项是New WesVar Notebook，接受WesVar数据文档分析请

求，运行该请求，显示输出，在WesVar系统中一个“笔记本”内保存上述要求

和输出，用于组织所请求的分析和所得输出。需要两类分析中的一类：表格或

回归（线性、对数或多项式）。在完成表格或回归选择后，有许多选项可以

用来对分析进行规定。浏览菜单屏幕进行分析以及读出输出并不是直接的，

WesVar指南提供了若干有用的例子，说明如何进行菜单浏览和组织输出。

164.  如果以前的WesVar的请求和输出被保存在笔记本中，那么，就可以

选择第一个菜单上的第4个选项：开放式WesVar Notebook。可以在现成的笔记

本上加入新的分析要求并保存。与特别WesVar数据文档有关或与特别项目有关

的所有分析都可以组织到一个或多个笔记本中。

165.  WesVar中5种重复法之一一定要进行特别规定，以便建立重复加权或

确认输入数据文档中已经存在的重复权数。这些重复方法有：

⑴  平衡多次重复（BRR）——每个分层确有两个样本初级抽样单位；

⑵  Fay氏与平衡多次重复扰动方法（FAY）；

⑶  刀切删除一，无明显分层（JK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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⑷  刀切，每个分层确有两个样本初级抽样单位（JK2）；

⑸  刀切，每个分层有两个或多个样本初级抽样单位（JKn）。

166.  WesVar用户指南中的附件A和D详细概述了这五种重复法，通过例子

说明如何把不同的抽样计划转变成五种方法之一。

3. 数值例子

167.  由于布隆迪输入数据集没有包含重复加权，所以，当时有必要选择

五种重复方法之一，然后要求WesVar计算出重复加权。WesVar需要的布隆迪调

查设计变量为：PSTRA、PPSU和W2。由于布隆迪抽样计划是WR，共有30个假

层，每个分层确有两个样本初级抽样单位，所以，平衡多次重复或JK2是最佳

选择。选择平衡多次重复，没有Fay扰动因素。另外，不用进行不答复调整或

事后分层或多变量重复加权，因为使用泰勒级数线性化方法时，整个数据集中

没有进行这些调整。

168.  （CD-ROM）第6部分说明了使用WesVar操作第60段中列出的三个例

子。每个操作的例子包括从WesVar 4.1或4.2的输出，但没有说明请求的分析所

使用的输入菜单屏幕。对加注解的WESVAR输出进行评价有助于读者对WesVar输

出做出解释。

169.  表二十一.1第8行显示，WesVar在估计百分比和血清反应为阳性的妇

女人数方面与其他所有样本调查软件包一致（有标准误差）。WesVar置信区间

与SAS和STATA一致，但与Epi-Info不一致，因为后者置信区间太窄。

170 .（CD-ROM）附件中表二十一 .3第5行说明，在范围点估计值和估

计标准误差方面，WesVar与其他所有软件包一致。WesVar置信区间与SAS  

SURVEYMEAS置信区间非常接近，但与STATA svytab（使用分对数转换）和 

Epi-Info（使用z = 1.96，而非Student t-值）有细微差距。

171.（CD-ROM）附件第7部分表二十一.4第5行显示WesVar线性对比结果，

以比较农村和城市妇女血清阳性反应率。在线性对比和Student t-统计的估计

标准误差方面，WesVar与SAS SURVEYREG、SUDAAN DESCRIPT和STATA svylc一

致。关于线性对比的置信区间，SAS、STATA和WesVar之间存在差距，但可以忽

略不计。

172.（CD-ROM）附件第7部分表二十一.5第6和7行显示了WesVar中实施的复

杂样本调查数据两个Rao/Scott卡方检验。这些计算结果与其他软件包的其他

卡方检验不完全一致。

173.（CD-ROM）附件第7部分表二十一.6第4行显示，WesVar对数回归程序

产生的估计机会比率和置信区间与SUDAAN CROSSTAB和STATA svylogit产生的

估计机会比率和置信区间一致或基本一致。表二十一.6第5行显示，WesVar估

计的普及性（使用了TABLES中的单元格功能）与SUDAAN CROSSTAB和Epi-Info 

一致，SUDAAN和WesVar之间的置信区间差可以忽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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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优点/缺点/费用

174.  WesVar仅使用重复方法进行方差估计。带有重复加权的公开发布的

数据集二级分析人员不必了解样本设计的细节（如调查设计变量STRATVAR和
PSUVAR），但他们确实需要对WesVar指定用于获取重复权数（从调查文件中

获得信息）的方法。如果用户需要使用WesVar建立样本调查数据集的重复加

权，就需要对重复方法有一定的了解，另外，要有与普通抽样计划WR相关的

三个调查设计变量（分层变量STRATVAR、分层内部初级抽样单位变量PSUVAR 
和样本加权变量WTVAR）。

175.  WesVar具有建立样本调查数据集重复加权的广泛功能。共有五种不

同的重复方法，包括不答复调整、进行事后分层或多变量重复加权的机会。另

外，WesVar可以选择把有限总体修正项用于单一阶段抽样，使用刀切法进行方

差计算。

176.  对于不熟悉方差估计重复方法的用户来说，WesVar用户指南附件A对

重复方法的理论和实践给出了清楚细致的概述，当然，阅读该材料需要一些数

学统计背景。另外，用户指南的附件D也给出了有用的指导和若干范例，说明

如何针对给定的抽样计划选择重复方法。

177.  WesVar能够估计用户定义的总体参数函数，而如果使用泰勒级数线

性方差估计方法，会更加困难。这样，在能够估计的总体参数方面，WesVar与

本章评价的其他软件包相比，在本质上更为灵活。尽管SUDAAN具有平衡多次重

复和刀切重复方法，能够用于方差估计，但SUDAAN不像WesVar那样允许用户规

定需要进行估计的总体参数的函数。

178.  与其他大多数样本调查软件相比，从WesVar直接输出，操作上有些

困难。对所要求表格的每一个单元，WesVar输出都会给出其中的一行（如附

件第6部分所示）。但是，可以从WesVar网站上免费下载Table Viewer实用程

序。该实用程序把WesVar 4输出转换成网格或列表形式，以在屏幕上显示或进

行打印，还可制作这种形式的电子文档，粘贴到Microsoft Word或Excel等应

用软件中。

179.  与本章评价的其他所有软件包相比，WESVAR的费用低廉。V4版可以

免费下载，试用期为30天，V2版也可以免费下载，无限制使用。

L.  PC-CARP

180.  PC-CARP是一个独立的MS-DOS程序，由衣阿华州立大学（统计系）开

发和提供。该程序处理上文讨论的普通抽样计划WR，对于更为简单的设计，

可以将fpc项纳入两个抽样阶段。采用泰勒级数线性化方法估计方差。

181.  点估计值、估计标准误差和置信区间是为以下方面构造的：总体和

子总体总数、均值、比例、分位数、经验分布函数、比率和比率差（以及由此

导致的均值、比例和总数的差）。其中还包括基于设计的线性回归和双向列联

表分析，包括一项卡方检验。此外还有三个附加模块：PC-CARPL用于以基于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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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的对数回归，POSTCARP用于样本调查数据的事后分层，EV CARP用于利用解

释性变量的量度误差进行回归分析。

182.  用户界面是通过键盘操纵的文本菜单屏幕；不支持鼠标。只有AS-

CII码文件才能被作为输入接受，输入记录的空间有限或长度固定，FORTRAN语

法中有支持性的格式语句。数据集对观测数据的数量没有限制，大部分分析可

以接受多达50个的变量。PC-CARP能够在安装有DOS 5.0及以上版本的老式计算

机系统上运行，也可以在Windows 3.1x或Windows 95及更高版本的操作系统上

运行。该程序仅占用3 Mb的硬盘空间和450 Kb的随机存取存储器空间。所有的

新系统必须能够支持DOS程序以运行PC-CARP。

183.  与评价的其他软件包相比，PC-CARP的一次性购买价格很低。无需每

年的升级费用。购买三个附加模块的每一个，所需的费用都很少。

184.  本章没有提供对使用PC-CARP的布隆迪调查进行的示例分析。

M.  CENVAR

185.  CENVAR是一个名为微型计算机综合处理系统（IMPS）的综合统计

软件系统的一部分。IMPS由美国普查局设计，用于处理、管理和分析综合样

本调查数据。包括CENVAR在内的IMPS可以免费从以下地址下载：http://www. 

census.gov/ipc/www/imps/download.htm。截至2003年初，部分IMPS基于 

Windows，部分仍然基于DOS。本章不包括对IMPS的讨论。

186 .  CENVAR根据PC-CARP改写而成，因此具有PC-CARP的许多特点。 

CENVAR支持的样本设计与PC-CARP相同，即普通抽样计划WR，以及在没有替代

抽样的更为简单的一阶段和两阶段设计应用中将fpc项纳入方差估计。在方差估

计中使用泰勒级数线性化方法。软件为菜单驱动，没有鼠标支持。

187.  点估计值、估计标准误差、置信区间、变异系数以及设计效果是为

以下方面构造的：总体和子总体总数、均值、比率和比率差（以及由此导致的

均值、比例和总数的差）。不包括PC-CARP中的其他选项，即以基于设计的线性

回归、双向列联表分析和分位数估计。CENVAR中没有PC-CARP的三个附加模块。

188.  《CENVAR用户指南》（1995年版）的篇幅长约100页，可以从网上

下载。该指南包含的有用例子和培训练习来自普查局进行的三项样本调查。数

据字典必须在运行CENVAR之前创建。因此，为了使用CENVAR，必须熟悉IMPS。

CENVAR在安装有DOS 3.2或更高版本的个人电脑上运行。该程序要求10 Mb的硬

盘存储空间和640 Kb可用内存。本章没有给出布隆迪调查中使用CENVAR的例证

分析。

N.  IVEware（Beta版）

189.  IVEware（估算和方差估计软件）是密歇根大学调查方法项目最近开

发的一个可调用SAS的样本调查数据应用软件。该程序处理普通抽样计划WR，
并根据程序使用泰勒级数线性化方法或重复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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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  IMPUTE模块利用多变量序贯回归法来估计项目遗漏值，包括多重估

计数据集。DESCRIBE模块估计总体和子总体的均值和比例、子群差异以及均值

和比例的线性对比；使用了泰勒级数线性化方法。REGRESS模块适用于若干个

基于设计的回归模型（线性、对数等）；使用了刀切重复技术。SASMOD模块允

许用户在使用CATMOD、GENMOD和MIXED等SAS PROCS进行数据分析时考虑复杂样

本设计的特点。对三个数据分析模块（DESCRIBE、REGRESS和SASMOD）可以进

行多重分配分析。

191.  IVEware可以在SAS V6.12或更高版本的机器上运行，也可以在安

装了微软Windows操作系统或Linux操作系统的个人电脑上运行；此外，还可

以在其他平台上运行。尽管用户无需熟悉IVEware的SAS宏语言、C语言和FOR-

TRAN语言程序块，但是他们需要具有中等程度的SAS以及SAS软件使用经验。

IVEware软件和文件可以从以下地址免费下载：http://www.isr.umich.edu/src/

smp/ive/。本章没有给出布隆迪调查中使用IVEware的例证分析。

O.  结论和建议

192.  有些数据分析人员可能会对在复杂样本调查数据方差估计中要使用

专用软件感到吃惊。尽管有些数据分析人员想利用为简单随机样本开发的软件

进行复杂样本调查数据的方差估计，但是我们并不建议这样做。现在有几种软

件可用于方差估计，其中有些还是免费的。在这些软件中进行选择的理由主要

是对软件的熟悉程度、成本、易用性以及是否仅仅对基本的描述性分析或更加

综合的分析感兴趣。

193.  如果你已经使用了一个具有样本调查方差估计功能的普通统计软件

包，则该软件包当然是首选，因为已经支付了购置成本而且熟悉该软件的语

法。STATA用户在使用该软件包过程中已经具有了综合样本调查方差估计的能

力，因此其用户无需寻找别的软件，除非要分析的数据集必须使用重复方法。

与SAS 8.2版相比，使用最近发布的SAS 9.0版的用户加强了样本调查方差估计

的能力，预计这方面的能力将来还能得到进一步加强。但是，如果SAS V9.0不

足以满足样本调查方差估计的目的，那么同时使用免费的IVEware软件包和

SAS可以满足你的需要。Epi-Info用户在使用该软件包时只具有基本的样本调

查数据方差估计能力，不过，如果这可以满足你的需要，该软件就足够了。

SPSS是一种广泛使用的统计分析软件包，2003年底发布了一个复杂样本调查附

加模块，因此，该软件现在也是一个可行的选择。

194.  如果普通统计软件包不具备必要的样本调查方差估计能力，就需要

考虑专门的样本调查软件包（例如，WesVar、SUDAAN、PC-CARP或CENVAR）或

者其他普通统计软件包（例如带有/不带IVEware或SPSS或Epi-Info的STATA或

SAS）。SUDAAN往往对SAS用户具有吸引力，因为其语法与SAS相似，还可以作

为与SAS相联的SUDAAN运行，虽然使用独立的环境，但是它也接受SPSS输入的

数据集。WesVar、PC-CARP和CENVAR都是独立的程序，具有各自独立的组织，

因此熟悉其他统计软件包并不会影响对这三者的选用。PC-CARP和CENVAR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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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那些必须或喜欢在DOS环境中操作的用户具有吸引力，对那些喜欢使用Win-

dows环境的用户可能缺乏吸引力。

195.  如果费用是影响选择软件的主要因素，有些软件包显然具有这方面

的优势。Epi-Info虽然免费，但是在样本调查方差估计的分析性项目方面受到

限制，不过在基本分析方面还是很不错的。CENVAR也是免费的，而且具有比

Epi-Info更丰富的分析选项，可是没有基于设计的回归程序。WesVar V2也是

免费的。IVEware是免费的，可是必须与SAS一起运行。低成本的综合样本调查

软件包括WesVar V4和PC-CARP。STATA和独立的SUDAAN费用低廉，而SAS则很

贵。

196.  影响软件选择的另一个因素可能是使用的方差估计方法。例如，

如果你正在分析一个包括平衡多次重复或刀切重复加权但没有层/初级抽样单

位标识变量的公开数据集，那么仅仅使用泰勒级数线性化方法的软件包对你

来说没有用处。在这里所评价的软件包中，SUDAAN和IVEware同时提供泰勒级

数线性化方法和重复法，WesVar仅提供重复程序，而STATA、SAS、PC-CARP、 

Epi-Info和CENVAR则仅仅具有泰勒级数线性化功能。

197.  最后，软件的选择还取决于所要进行的分析。这里评价的所有8个

软件包都可以进行基本分析和描述性分析。其中超出基本分析的包括STATA、

SUDAAN、WesVar、PC-CARP和SAS（带有或不带IVEware）。表二十一.2对这8个

软件包的许多特性进行了总结和比较。

198 .  在本章中，根据经验对5个软件包进行了对比（SAS、SUDAAN、

STATA、Epi-Info和WesVar），对所有的描述性和分析性例证都提供相同的点

估计以及一个预期的发现。5个软件包基本上都产生相同的估计标准误差，无

论使用的是平衡多次重复方法还是泰勒级数线性化方法。5个软件包对部分置

信区间的计算存在细微的差异；原因在前面已经讨论过了。因此，根据本章报

告的基准测试分析，对在这5个软件包中做出选择并没有令人信服的理由。

199.  专门的样本调查软件包（专门用于方差估计）市场将来可能会消

失。这一趋势似乎使得标准统计软件包（例如STATA、SAS和SPSS）包含上述功

能。因此，未来的数据分析人员可能更容易获得和使用利用复杂调查数据进行

方差估计的适当软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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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件

本章包括一个附件（只有英文），里面包含利用五个统计软件包对布隆迪免疫调查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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载，也可以向联合国统计司（statistics@un.org）索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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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本出版物的第一部分试图介绍发展中国家和转型国家住户调查设计与

分析中最重要层面的“前端发展水平”。重点将介绍适用于发展中国家和转型

国家住户调查的有关调查设计、实施与分析的一般原则与方法，尤其是操作方

面的一般原则与方法：设计效果、调查成本和非抽样误差。适用于发展中国家

和转型国家住户调查的方法和技巧有许多，因此本出版物的前几章将尽可能多

地对这些方法和技巧进行介绍。各种应用的许多实例都包括在各自相应的章节

内，但用于发展中国家和转型国家各种调查的某些方法和技巧将单列章节进

行介绍。因此，第七章将介绍7个国家中11项调查的样本设计以及设计效果数

据。同样，第十一章将提供个案研究，并详细介绍巴西对非抽样误差进行报

告、控制、估计和补偿的现行做法。

2.  但对于从业者来说，至关重要的是需要了解所选用的各种方法和技巧

在实际应用中是如何结合使用的，并观测各种具体的实例，以了解各种方法是

如何用于一个设计完善和分析周全的完整住户调查中的。各国的具体情况及其

基础设施对一般原则的具体运用有着重要的影响，在一个完整的调查中，如何

结合使用这些原则尤其会受到这方面的影响。一般来说，个案研究是应用科学

研究的一个基本学习工具。通过详细的个案研究来探讨如何将理论上的统计概

念和结果用于统计调查的设计和分析是非常有效的。正因为如此，本出版物的

第二部分将专门进行个案研究。我们希望通过个案研究将第一部分所讨论的方

法运用到实际生活中。这不仅是为了举例说明所研究的技术的各方面的应用情

况，更重要的是为了说明如何在发展中国家和转型国家住户调查的完整设计和

分析方案中结合使用这些技术。

3.  本部分的四章内容包括了世界各地的数百项住户调查，各项住户调查

的主题各异，条件和设计不同，详细程度也各异。在大多数情况下，个案研究

都会介绍调查的目的和范围、人口的定义和样本设计、调查工具、实地设计与

实施、不答复误差与估计、分析、加权和设计效果。在某些情况下，所述调查

是根据国际组织大量调查的设计参数进行标准化的。在另一些情况下，由于近

邻国家（如，转型国家）具有相同的条件，所以调查设计具有相同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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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第二十二章介绍了100多项住户和个人调查中人口与健康调查（DHS）

方案的一般特征和设计情况，范围涉及50多个国家。第二十三章介绍了由世界

银行负责在40多个国家进行的60多项生活水平衡量研究（LSMS）所具有的操作

特征。第二十四章对住户预算调查（HBS）所特有的、与样本设计和衡量有关

的若干个问题进行了讨论，讨论是以若干个发展中国家和转型国家中的此类

调查经验为基础的。在对老挝1997-1998年期间支出与消费调查进行个案研究

时，还对调查工作的一般条件、调查工具、衡量方法、样本设计与实地工作进

行了详细介绍。在对这些方面的经验进行评估后得出了各种有趣的结论。最后

第二十五章对东欧14个转型国家住户调查的主要设计和实施层面进行了回顾，

并通过详细的案例分析对其中6个国家的住户调查进行了介绍。

5.  所介绍的有些特征存在着许多共同之处。如，所有调查都是住户调

查，或本身具有住户的元素。但在许多情况下，分析单位主要为个人——每个

住户中的个体（如，人口与健康调查中的妇女）或住户中的所有个人（如，劳

动力调查），通常通过一个代表来做出回答。在所介绍的调查中，几乎所有调

查的基本样本设计都非常相似——多阶段整群抽样通常将大地理单位作为初级

抽样单位（PSU）。通常会对初级抽样单位进行某种分层。在大多数情况下，

住户一级的设计都是进行自行加权的。但在每户抽取一个人的情况下，个人样

本不再是自行加权。实际上，所有设计都是完全的概率设计，但捷克斯洛伐克

共和国和斯洛伐克的住户预算调查仍然在使用定额抽样。

6.  各项调查的目的和宗旨差别很大。如，人口与健康调查旨在“为各国

提供用以监督和评估人口、健康和营养方案的相关数据。”生活水平衡量研究

方案的重点是对生活条件进行了解、衡量和监督。住户预算调查方案旨在衡量

日常住户预算的重要方面——收入和支出。转型国家的各种住户调查则是为了

对生活条件、消费价格指数的构成以及劳动力统计数据进行分析，当国有经济

向市场经济过渡时，需要进行这种分析。

7.  一般来说，这些调查所使用的调查工具仍然是以实地访谈调查为基

础，通过笔和纸问卷进行的。据报道，爱沙尼亚劳动力调查（第二十五章）首

次尝试使用了计算机辅助的电话访谈（CATI）。所报告的许多调查都对访调员

的培训和管理给予高度重视，并采取各种措施来减少不答复和答复误差。人口

与健康调查所报告的答复率很高：住户为88-99%，妇女为87-99%。生活水平衡

量研究调查所报告的总体答复率也很高（74-99.7%）。根据报告，收入数据缺

失的比率很高，失业人员的收入数据尤其如此。老挝住户预算调查的不答复率

只有3.1%。另一方面，转型国家住户预算调查所报告的不答复率在8-49%之间。

这些国家劳动力调查的答复率稍微高一些，不答复率在4-29%之间，有些国家

的不答复率一直不到10%。

8.  在许多个案研究中，都对数据整理、编辑和插补的工作进行强调。大

多数处理与分析都是通过标准的软件包进行的，通常没有加权。转型国家确实

广泛使用了加权和校准方法。有许多研究则努力通过标准方法对设计效果进行

估计。这些估计可用于分析以及未来设计的改进。对生活水平衡量研究的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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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果进行的审查表明，有必要将这些估计用于分析中，但由于调查的主题各不

相同，不同重要变量在设计效果方面也存在着巨大的差异，所以无法就样本设

计得出有用的结论。

9.  本部分提供了从不同国家的各种调查中获取的大量经验，各份报告除

提供学习这些经验的机会外，还对所涉各类调查得出了各自的重要结论。其中

包括：应当不断更新样本框架；不断重视实地培训和访调员的管理；高质量数

据准备的重要性；数据要求和分析的拟订和更新；设计效果的使用及其他。这

些个案研究连同本出版物第一部分所介绍的各种方法，是可以从本出版物学到

的一部分重要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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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章概要介绍国际人口与健康调查（DHS）方案在进行大规模住户和个人

调查时所遵循的主要程序，以及调查、抽样程序、答复率和设计效果的一般内

容，并对所有重要调查部分——从培训到数据处理以及报告的编写——遵循的

程序和方法进行了描述。本章还介绍了迄今为止从实施本调查方案中吸取的主

要教训。

关键词：住户调查、答复率、调查抽样、抽样误差、设计效果、调查实

地工作。

A.  导言

1.  人口与健康调查（DHS）方案自1984年以来一直在世界各地的发展中国

家进行住户调查。人口与健康调查的主要目的是为各国定期提供用以监督和评

估人口、健康和营养方案所需要的相关数据。捐赠者和各国越来越注重采用客

观指标来对这方面的进展情况进行衡量，这就增加了对定期住户调查数据的需

要，因为行政统计机构以及收集数据的其他系统不能提供合适的信息。在人口

与健康调查中，住户样本是在整个国家抽取的，之后通过住户调查问卷对住户

样本进行访谈以收集住户特征，并确定所有住户成员及其基本特征。还通过妇

女调查问卷对年龄在15-49岁之间的妇女进行访谈，主要是为了就背景特征、

生育行为、避孕知识及其工具的使用、孩子和妇女的健康以及其他方面的问题

收集相关信息。每次访谈的时间平均为35-40分钟左右，各访谈时间一般在10-

90分钟之间，当然，有些访谈时间会更长一些。样本规模的差异也很大，妇女

人数一般在5 000-30 000名之间。在有些国家，还对年龄在15-59岁之间的男

性样本进行了访谈，通常情况下，这是用来抽选妇女样本的子样本。对男性的

访谈平均需要25分钟左右。以下各节将对人口与健康调查方案的历史及其调查

的一般内容进行介绍，并对单位不答复进行分析。另外还对样本设计效果、调

查的不同阶段以及发展中国家人口与健康调查的有关教训进行了介绍。

* Mamadou Thiam和

Thanh Lê以前在ORC Macro都

参与过人口与健康调查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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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历史

2.  人口与健康调查是在两个早期的住户调查方案之后进行的：世界生育

率调查（WFS）和避孕普及调查（CPS）。世界生育率调查是在1973-1984年期

间进行的，避孕普及调查是在1977-1985年期间进行的。世界生育率调查方案

在41个发展中国家进行了调查，并与20个发达国家合作进行了调查。世界生育

率调查主要是为了获得生育、计划生育以及儿童健康方面的信息。该方案由美

国国际开发署（USAID）和联合国人口基金（UNFPA）共同提供经费。此外，大

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荷兰和日本政府也提供了援助。

3.  避孕普及调查方案在33个国家进行了43项调查，调查范围更窄，主要

是计划生育方面的调查。该方案由美国国际开发署提供资金，各项调查限于已

经从美国国际开发署获得发展援助的国家。

4.  人口与健康调查始于1984年。截止2003年，已经在大约70个国家进行

了约150项妇女调查、75项男性调查以及10项健康设施调查。调查通常每5年进

行一次，当然有几个国家调查的时间间隔更短一些。调查大多在那些从美国国

际开发署获得援助的国家中进行，当然参与的某些国家由世界银行或联合国人

口基金提供资金。在许多国家，调查还由美国国际开发署之外的其他捐赠机构

提供支持，如英国国际开发部（DFID）、联合国儿童基金会（UNICEF）、日本

和瑞典政府以及其他机构等。人口与健康调查全面概述参与国的人口与母婴健

康问题，各机构随时可以获取相关数据，用于监测和评估。为适应不断变化的

环境和优先事项，调查内容随着时间的流逝发生了变化。

C.  内容

5.  为最大限度地使有关信息具有兼容性，各国每轮人口与健康调查的核

心内容都具有标准性。除了这些核心内容外，各国还可以做出决定，增加调查

问卷单元，来处理本国特别关心的问题。在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的国家，调查

问卷的核心内容与其他国家有所不同，主要是调查问卷的复杂程度不同。

6.  1997-2002年期间的核心调查问卷如下：

住户调查问卷。该调查问卷旨在获取年龄、性别、父母生存状况以及住户成员

上学方面的基本数据。另外，调查问卷还包括水供应和住户娱乐设施方面的信

息。住户调查问卷还针对年龄在15-49岁之间的妇女以及年龄在5岁以下的儿童

收集了身高、体重及其血色素（用以衡量是否贫血）方面的信息。

妇女调查问卷。本调查问卷适用于育龄妇女，包括以下部分：

•  受访者的背景特征

•  生育史

•  避孕

•  怀孕、产后护理以及母乳喂养

•  免疫接种、卫生与营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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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婚姻与性生活

•  生育偏好

•  丈夫的背景以及妇女的工作

•  艾滋病毒/艾滋病及其他性传播感染

有些调查包括艾滋病毒/艾滋病、梅毒或其他生物标记的检测。

7.  还有男性调查问卷。这种调查问卷中的某些题项和妇女调查问卷相

同，它不适用于所有国家。此外，还有针对计划生育和保健服务提供者的调查

问卷，但这类调查问卷是和住户调查分开的，适用对象是服务提供者。这种调

查问卷称作服务提供评估（SPA）调查问卷，调查问卷通过向服务提供者和顾

客提问以及对服务的提供进行观测，涉及提供服务的所有方面。

8.  人口与健康调查方案开发了许多单元，各国可以将这些单元加在其调

查问卷中。可以提供以下单元：

•  切割女性生殖器官

•  孕产妇死亡率

•  口服避孕药的情况

•  绝育史

•  血亲（有血缘关系的亲属结婚）

•  口头分析（死因方面的详细问题）

•  艾滋病毒/艾滋病

•  子女教育

•  妇女状况

•  家庭暴力

•  疟疾

•  住户健康支出

9.  由于核心文书的篇幅问题，一个国家一般无法增加两个或三个以上的

单元，但这要视所选单元的长度而定（关于调查问卷及其他材料，请访问www.

measuredhs.com）。

D.  抽样标架

10.  显然，在对人口与健康调查进行规划的初期阶段，应该解决是否有适

宜抽样标架这一问题。人口与健康调查需要收集个体住户中个人的数据，但一

般却没有有关该个人或住户方面的最新清单。根据定义，大多数人口与健康调

查所使用的抽样标架是一张覆盖整个国家领土的不重叠地区单位的清单。用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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抽样标架之目的的这些单位，其基本特征是边界的界限明确，地图描绘清晰。

每个地区单位还有一个独特的识别码，还必须有一个衡量（人口和/或住户数

量）规模的现行量度或估计量度。其他特征如，每个区域单位通常会有城市/

农村分类，这些分类可用来进行分层。

11.  在大多数国家，预期的地区单位与普查查点区（EA）一致，这样就可

以为第一抽样阶段提供方便的框架。在有些国家，这些查点区的人口规模可能

很大，而在其他国家则可能很小。不管规模如何，查点区通常是初级抽样单位

（PSU）。在有些国家，如果查点区足够小的话，那么也会将其作为最终的地

区单位。如果将查点区用作初级抽样单位，而结果发现（住户或人口）规模太

大的话，那么在样本设计中会进行分割，作为抽选样本的中间阶段。

12.  如上所述，不管是包括查点区（EA）的抽样标架还是其他单位的抽样

标架，都有可能不是最新的。通常需要采取措施(a) 更新整个框架；或(b) 在

抽样的倒数第二个阶段通过编制一个最新的住户清单来更新部分框架。

13.  在有些调查中，如果认为已有的标准样本在设计方面能够实现人口与

健康调查的测量目标，可以将其用作抽样标架。

E.  抽样阶段

14.  对于任何样本设计来说，抽样阶段的数量取决于抽样标架的特征以

及调查的目标。尽管各国的样本设计并没有标准化，但每项人口与健康调查的

样本设计所遵守的一般原则都是一样的：简单、概率抽样（已知的非零抽样概

率）、类集和分层。在人口与健康调查中，通常需要两个或两个以上的抽样阶

段，这主要取决于抽样标架中的地区单位规模。

15.  基本的设计包括在第一阶段通过概率与规模成比例（PPS）的抽样方

法抽取地区单位，规模是指每个地区单位的人口数或住户数。这个第一抽样阶

段确定了一个界点，越过这个界点之后，抽样工作就应走出办事处，到实地绘

图，或在必要的情况下在选定的区域单位编制住户清单。绘图包括绘制草图，

以显示每个被抽中的初级抽样单位的边界以及每个初级抽样单位内住所的位

置。如果国家有详细准确的初级抽样单位图，绘图工作只涉及住所位置的更

新。如认为框架不是全新的，那么可以针对所有有人占住的住所列出所有住户

清单（包括编制清单的小组在进行访谈时无人在家的住户），并据此来编制每

个被抽中的初级抽样单位的最新住户清单。所编制的清单可以作为抽样标架，

用于在第二阶段进行系统的住户抽样。

16.  任何住户调查的类集规模（每个初级抽样单位或类集将要抽取的住

户/妇女数量）取决于被调查的变量。对于类集程度很高、通常需要进行地区

间比较（避孕普及情况及其决定因素）的变量，理想的类集规模为每个类集

15-20名妇女。其他生育变量的类集程度则要低一些，如果需要进行非地区方

面的比较（如，年龄组之间或教育水平之间的比较），那么理想的类集规模

可以更大一些。人口与健康调查对于农村地区采用大约30-40名妇女的类集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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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在城市地区，大规模类集的成本优势一般弱一些，人口与健康调查采用了

20-25名妇女的类集规模。如果有最新的住户清单，这些数字减少了，原因是

在清单编制方面不存在需要大类集规模的因素（ORC Macro,1996年）。人口与

健康调查还收集儿童健康方面的数据，这些儿童是被抽中妇女的孩子，类集规

模应该足够大，以便有足够数量的孩子可用于分析。

17.  被抽中住户中所有有资格的个人都被纳入最终样本。尽管在大多数的

人口与健康调查样本中，各个初级抽样单位中被抽中的住户数量各不相同，但

在有些调查中则抽取了固定数量的样本。

18.  通常情况下，被抽中初级抽样单位的规模都太大，因而无法直接编制

清单。设计时应该考虑采用分割的方法减少清单的量，并在各初级抽样单位之

间保持均衡的工作量。每个大的初级抽样单位都被分割为若干个分段，其中有

一个分段保留在概率与规模成比例（PPS）样本中。

19.  人口与健康调查的绝大多数样本设计都是类集和分层样本设计。显性

分层通常以地理标准为基础，如城市/农村细分，只有在第一抽样阶段使用。

初级抽样单位是在每层中独立选取的。隐性分层则采用系统抽样的方法。通常

情况下，初级抽样单位的数量较大，对于10 000个住户的样本，初级抽样单位

大约在300-550之间。

20.  为方便设计的准确实施，人口与健康调查努力让其样本设计尽可能

地简单。但为了满足国家具体情况的需要，对基本设计进行了修改。这些修改

包括采用有或没有紧密类集的标准分段设计；紧密类集是指类集中每个被抽样

住户在地理上相互邻近，而非紧密类集是指类集中被抽样住户在地理上是分散

的。这是样本设计的一种变化形式，在这种样本设计中，一个事先确定好的标

准分段规模，也就是说，所列明的最终地区单位应尽可能地小。国家的每个初

级抽样单位或查点区i都被分配了若干个分段si——用普查人口除以标准的分段

规模。然后通过概率与规模成比例（PPS）的抽样方法抽取初级抽样单位，在

这种情况下，规模的大小等于分段si的数量。再在被抽中的每个初级抽样单位

内，随即抽取一个分段。至于紧密类集的标准分段，其情况是分段由平均规模

T组成，而T是预期的类集规模。这样，采用“全取”方法，可以避免编制清单

的工作（ORC Macro, 1996年）。

21.  在人口与健康调查中，既有整个国家的估计也有具体地理域（如城

市、农村和地区）的估计。由于人口规模中的域通常是不定的，所以为了提供

分析所需要的足够样本规模，通常在设计样本时，对小域进行过度抽样。当

然，这样可能会使国家估计值出现偏差，可以通过对样本数据进行适当的加权

来纠正这种偏差。样本权数的主要部分为设计权数，设计权数以抽选概率为基

础。在进行加权时还要考虑到住户和个人一级的不答复情况。可采用最后阶段

的加权，在这种情况下，只要用于抽样的区域抽样框架过时，就应该进行事后

分层调整，并且使用用来源可靠的人口预测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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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  不答复情况的报告

22.  在人口与健康调查中，不允许置换不答复单位（住户或个人），这和

许多其他调查不同。为了获得目标样本单位数量，需要在进行样本设计时根据

过去或类似的调查，对样本单位的不答复率进行估计，然后将不答复率用来确

定所需要抽取的单位数量。此外，为确保高水平的答复率，在实地工作中采取

了各种措施。之后将对人口与健康调查的答复率进行介绍，包括对这些答复率

在不同时间和不同地区的情况进行比较。

23.  如前所述，人口与健康调查的数据是在两级进行收集的：住户与个

人。合格的个人大多数为育龄妇女，但某些国家还对年龄在15-59岁之间的男

性进行了访谈。在人口与健康调查中，不答复是指：没有对被抽作样本的住户

或个人进行访谈。住户或个人的答复率是通过准确记录所有住户和合格个人的

方式来测量的。答复率通过输入调查问卷中的答复代码计算。住户调查问卷用

以确定每个住户内的所有合格个人，只有合格的个人才会领到一张个人问卷。

24.  住户一级的答复代码为:

1H  完全访谈

2H  住户成员不在家，或没有合格的受访者在家

3H  在延展的期限内整个住户成员都不在家

4H  推迟

5H  拒绝

6H  住所无人居住或地址所在地不是住所

7H  住所被毁

8H  住所没有找到

9H  其他

那么住户答复率为：

25.  在人口与健康调查中，其代码为3H、6H、7H和9H的住户为不合格的住

户，因此不包括在分母中。43代码9H通常由监督员重新编码，将其列为某个明

确的编码，但这一编码几乎都是不存在的。代码为9H的住户中，有少数的情况

可以归入不合格之列。应该指出的是，由于许多国家都缺乏完善的地址体系，

所以人口与健康调查中编制清单的工作首先是要根据有人占住住户的名称来确

定住所，然后用名称来代替地址。如果在编制清单和访谈期间，有一家新的住

户搬入某个住所，这并不意味着发生了抽样单位置换这一情况，因为住所是抽

样的真实基础。另外，如果在编制清单后，某个住户搬出去了，而没有另一个

住户搬进来，这并不构成不答复情况。

26.  个人一级的答复代码为:

43 由于在人口与健康调查

中，代码为3H的住户（在延展

期间整个住户成员都不在家）

为不合格的住户，所以这种计

算住户答复率的情况和美国民

意研究协会2000年标准所确定

的RR5方法类似，这一方法夸

大了真实的答复率，因为有少

数代码为3H的住户是合格的但

却没有纳入计算中。



  人口与健康调查  431

1I  完全访谈

2I  不在家

3I  推迟

4I  拒绝

5I  部分访谈

6I  无能力

7I  其他

个人答复率为：

27.  为每层或每个报告区域分别计算了未经加权的住户和个人答复率，这

些答复率和总体答复率一起被编入人口与健康调查的国家报告中。总体答复率

是根据住户和个人一级的答复率确定的。在人口与健康调查中，各区域的答复

率是类似的。由于样本通常是在每个区域内大致经过自行加权的，所以从整体

上讲，一个国家的加权答复率和未加权答复率是非常接近的。应该指出的是，

大多数人口与健康调查中都使用了上述答复代码，但考虑到特定国家的具体情

况，有些调查对这些代码进行了修改。

G.  不答复率比较

28.  通过上述公式为1990-2000年期间44个国家进行的66项调查计算了住

户答复率和妇女答复率。其结果见以下地区的附件：亚洲、欧亚大陆、拉丁美

洲、近东和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

29.  数据显示，这些调查的住户答复率在87.9%和99.5%之间，平均答复率

为97.5%。这说明对人口与健康调查样本中所确定的绝大多数住户进行了成功的

访谈。同样的调查中，妇女答复率在86.5%-99.3%之间，平均答复率为95%。这

说明对大多数合格妇女进行了完全访谈。

30.  拉美的总体住户答复率为95%，除该地区以外，其他所有地区的平均

住户答复率为98%左右。至于住户，拉美的平均妇女答复率低于人口与健康调

查方案所覆盖的其他地区：分别为92%和97%。在每个地区内，各国的住户和妇

女答复率差异不大，变异系数在0.4%-3.7%之间。

31.  在人口与健康调查方案的最后三个阶段（DH II、DHS III和MEASURE-

DHS+），44 平均住户答复率一直高达97%，而同一期间，平均妇女答复率则略

有上升，从94%上升到96%。

32.  在人口与健康调查中，住户和个人一级高水平的答复率得益于对实地

人员的严格培训以及实地工作的严密监督。此外，在每项调查中，都认真确保

了编制清单工作的时间和访谈的时间不会相隔太长。另外，与发达国家调查不

44 MEASURE是美国国

际开发署的重要项目，

MEASURE DHS+是其中的一

部分。“MEASURE”的全称

是“对获取和使用结果进行监

督和评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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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的是，发展中国家的住户调查通常能够得到潜在受访者的通力合作。随着时

间的推移，各地区的平均住户答复率和个人答复率已非常接近。

H.  人口与健康调查的样本设计效果

33 .  本节将简单介绍人口与健康调查中的某些设计效果以及组内相关

系数值（ ）[详情见Lê和Verma（1997年）：对世界生育率调查抽样误差

进行的类似分析见Kish、Groves和Krotki（1976年）以及Verma、Scott和

O’Muircheartaigh（1980年）]。

34.  设计效果等于通过复杂样本设计获得的任何估计的抽样方差与通过

简单随机样本或同等样本规模的非限制性样本获得的同一估计的抽样方差之比 

（Kish，1965年）。即：

35.  设计效果是分层、不等抽样概率、样本加权调整（用于不答复）、人

口加权调整（用于未覆盖情况和提高精确度）以及对复杂样本设计所有元素进

行类集的结果。

36.  由于加权产生的估计设计效果可以从样本中计算，公式为：

式中，cv2为抽样权数wj的变异系数平方。

37.  因类集效果产生的设计效果可按以下公式计算：

式中，b为平均类集规模，ρ为组内相关性。

38.  本出版物第六章对设计效果、组内相关系数——定义、设计效果的组

成部分、抽样调查设计中对设计效果和组内相关系数的使用等问题进行了全面

的讨论。为了了解复杂样本设计对标准误差的影响，通常使用设计效果的平方

根 。

39.  如前所述，人口与健康调查以全国范围内的代表性住户样本为基础，

采用了标准的多阶段分层概率样本设计，设计包括相当数量的初级抽样单位。

对于许多国家的城市和农村地区，以及通常与行政区相当的较小地区，其估计

值一般在国家一级获得。

40.  Lê与Verma（1997年）对1985-1993年期间48项人口与健康调查的抽

样误差进行了研究。就全国的总估计而言，平均根设计效果 （其中 通

常是按37个变量和48项调查进行平均的一个比率）大约为1.50，平均值在1.13 

（特立尼达岛和多巴哥）和2.07（尼日利亚）之间。这是说，相对于同样规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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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非限制性样本系数而言，类集、加权和设计的其他方面使估计的标准误差平

均增加了1.5个系数（或估计方差的2.25个系数）。

41.  大多数国家的城市和农村地区中都使用了类似的类集规模（城市地

区的平均类集规模为24，农村地区为30）。因此，城市和农村地区的 平均

值差异很小，城市地区为1.4，而农村地区则为1.5。地理区域的 值也是如

此，在每个国家内，不同地区的 值非常接近，只是比整个国家相应的

值略小一点，这一点再次说明国家所有地区使用了相同的设计。与之相反的

是，根据个别受访者的人口和社会经济特征所界定的子群，其 值则要比整

个国家相应的值明显小得多。因为这些子群涉及整个初级抽样单位，有关的类

集规模（bd）小于整个样本（b）的类集规模，因此子群设计效果通常要小一

些。如，在突尼斯的人口与健康调查中，对于工作女性和非工作女性这两个子

群而言，变量“理想家庭规模”的 值分别为1.56和1.70，而总样本的

值则为1.79。

42.  由于在人口与健康调查中，城市和农村地区或地理区域的抽样率不

同，所以需要对样本数据进行加权。为补偿不答复方面的差异以及样本实施过

程中的其他缺陷，也有必要进行加权。这种加权往往会加大抽样误差。针对人

口与健康调查中基于总样本的估计，对其归因于变量权数的设计效果进行了计

算。在1985-1990年进行的早期调查中，归因于加权的平均 值为1.08（相当

于方差增加了17%）；在1990-1993年进行的近期人口与健康调查中，这一数值

增加到1.15%（相当于方差增加了32%），这与为考虑区域估计值在城市和农村

地区采用epsem（等概率）样本的惯例相差许多。

43.  正如表二十二.1所示，各个国家总样本的平均 值在各个变量之间

的差异很大， 值的范围从婴儿死亡率这一变量约为1.1或1.2的低值到儿童

是否在医院出生这一估计量的2.5这一高值不等。这说明现有医疗的地区类集

内具有较高的相关性。在对这些 值的差异进行考察时，应该注意表中不同

部分样本基础的差异。如，最上一组估计值是以年龄在15-49岁之间的所有妇

女为基础的，第二组只以这一年龄组中目前已婚的妇女为基础，下一组则以在

过去五年中的所有分娩为基础。样本基础的变化导致了类集设计效果的b值不

同，而这一因素又导致表二十二.1中 值发生变异。

44.  计算同质性ρ要比计算归因于类集的设计效果对未来调查计划更有

用，因为设计效果取决于ρ和类集规模b。只有当这些参数相同时，过去调查的

设计效果才能适用于新的调查。但应该考虑到改变b的可能性，因为类集规模

可以由抽样人员进行控制，但组内相关性却不能。如果已经有ρ的估计值，那

么可以通过计算不同b值的类集设计效果，来考察改变b的效果。这样，ρ就成

为我们关注的关键因素。根据人口与健康调查计算了平均 的估计值，其结果

也显示在表二十二.1中。如表中所示， 的值差异很大，从0.01的低值到0.22的

高值不等。正如所预期的那样，各种取决于地方卫生设施提供情况的估计，其

值往往较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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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二十二.1.

48项人口与健康调查的平均 值和 值，1984-1993年

比例/均值

15-49a 岁的所有妇女

目前已婚 1.43 0.03

已生育子女数量 1.35 0.02

最近5年中的出生数量 1.44 0.03

5岁以下存活的孩子数量 1.41 0.02

40-49岁妇女生育子女的数量 1.26 0.02

15-49岁目前已婚的妇女

不想再要孩子 1.32 0.02

希望将下次生育时间推迟两年或两年以上 1.24 0.01

了解一种避孕方法 2.01 0.14

了解一种现代避孕方法 2.08 0.15

了解一种避孕药供应来源 1.94 0.12

目前使用任何一种避孕方法 1.50 0.05

目前使用一种现代避孕方法 1.43 0.04

目前使用宫内避孕器（IUD） 1.42 0.04

目前服用避孕药 1.41 0.04

目前使用避孕套 1.38 0.03

目前使用公共来源的避孕药 1.36 0.03

绝育 1.36 0.03

过去五年中的所有生育

母亲生产时是否接受医疗保健 2.54 0.22

母亲是否注射破伤风类毒素 2.02 0.12

5岁以下儿童

过去两周是否有过腹泻 1.34 0.03

上述儿童是否接受过ORS b 治疗 1.25 0.12

6-35个月的儿童

年龄标准身高比规定标准低两个标准差 1.33 0.05

年龄标准体重比规定标准低两个标准差 1.29 0.04

身高标准体重比规定标准低两个标准差 1.19 0.02

12-23个月的儿童

是否有健康卡 1.33 0.15

上述儿童是否接受了全部的免疫接种 1.31 0.21

1-4年或5-9年前出生的儿童

进行调查前的1-4年内婴儿死亡率 1.23 0.02

进行调查前5-9年内婴儿死亡率 1.14 0.01

a 在大约四分之一的调查

中，样本都限于曾经结婚的妇

女，因此该组的所有变量也都

限于曾经结婚的妇女。
b 口服体液补充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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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  从人口与健康调查方案的抽样误差分析中获得的一个重要发现是，

如果样本设计具有可比性，那么某一特定估计对象的 估计值在各国之间具有

很强的通用性。这样，一个国家在设计一项新的调查时，如果有必要，并且能

够认真检查可比性的话，就可以采用邻国的类似调查在抽样误差方面的经验数

据。

I.  调查实施45

46.  在着力注重科学抽样和抽样误差计算的同时，不应忘记调查中误差的

来源有许多。与抽样变异性有关的误差通常可以量化，而其他误差一般不能轻

易地量化。不过，通常情况下，非抽样误差很可能要比抽样误差大。如果在培

训和征聘实地工作人员和数据处理人员时不予以足够的重视，尤其会出现这种

情况。这样，每一项人口与健康调查中，非抽样误差的控制都是一项主要的目

标。

47.  至于实施问题，许多人口与健康调查都是在难以征聘到高素质实地工

作人员的国家中进行。在这些国家中，实地工作面临着交通、住宿、卫生和食

品供应等方面的众多问题。实地工作人员需要前往全国各地，而这又会带来安

全和监督方面的问题。这些问题以及其他方面的问题正是人口与健康调查方案

高度重视实地人员培训、实地和办事处监督的重要原因。然而，尽管对监督给

予了高度重视，但还是会出现一些诸如系统得不到正确实施、数据质量出现问

题之类的情况。以下将对人口与健康调查的主要实施步骤进行介绍，并强调了

细致准备、全面培训和监督的必要性。

48.  调查的另一个重要方面是提供调查数据的及时程度，以及调查数据可

供决策者、方案管理人员以及分析人员使用的程度。有许多调查从来就没有被

深入分析过或适当发布过，发展中国家尤其如此。人口与健康调查方案旨在确

保所有调查都能及时得到分析，调查结果能够被妥当发布，数据可供人们进行

进一步的研究。为实现这一目的所需要采取的办法描述如下。

J.  编制与翻译调查文件

49.  每个参与国的调查文件通常都包括一份住户调查问卷、若干份用于女

性和/或男性的个人调查问卷以及相应的手册。调查问卷包括：人口与健康调

查的核心问题、针对具体国家所进行的修改内容以及可选择的单元。人口与健

康调查人员应和地方人员一道进行调查问卷的修改，一定要记住国家的具体需

要。人口与健康调查的示范调查问卷很长，所以要根据调查问卷的总体长度对

增加的内容进行认真考虑。如果调查问卷变得难以使用或需要很长的时间才能

填好，数据质量很可能会受到影响。每个国家都应对核心的访调员和监督员手

册进行改编，以体现调查问卷的内容是针对具体国家编制的。

50.  人口与健康调查的政策是将调查问卷翻译并印刷成所有主要的地方语

言，以便使用受访者的语言进行访谈。任何一个语言群体，只要其在样本中占

了10%或10%以上的比率，就应该有其自己语言的调查问卷。通常情况下，由访

调员或其他人进行现场翻译的情况是无法完全避免的，因为对于样本内的某些

45 在有关调查组织、人口

与健康调查的特征的章节中，

许多材料摘自人口与健康调查

组织手册草案，该手册由本章

的一位作者起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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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访者来说，可能无法提供足够语言版本的调查问卷供他们使用。但还是应该

尽量减少现场翻译的需求量。

51.  翻译不是一件容易的工作，不仅需要很强的语言能力，而且需要了

解人口与健康调查中常见的术语和表达方法。很少有一个人能掌握所有这些技

能，当一个国家使用多种语言时尤其如此。

52.  在翻译方面，人口与健康调查需要有一人将人口与健康调查问卷翻译

成所需要的当地语言，可采用英语、法语或西班牙语版本的核心调查问卷。如

果以前有翻译过的人口与健康调查或类似的调查，那么肯定应该考虑到这种翻

译过的调查。通常情况下，如果所问的问题相同，需要翻译的内容也会相同，

如果先前的翻译有缺陷，则属于例外情形。

53.  然后由一名独立的翻译人员将已经翻译过的调查问卷回译原来的语

言。为保证两个版本具有完全的独立性，在回译时不要参考原有调查问卷，这

一点很重要。下一步是让两位翻译人员以及高级调查人员一起研究原始版本的

调查问卷和回译后的调查问卷，以便解决这两个版本所存在的不符问题。这是

一个重要的步骤，当一种语言不是通常书写的语言时，这一步尤其重要，因为

这种情况下的翻译不是一件简单的工作。

54.  这一过程所产生的调查问卷应该很容易被那些将要用自己的语言接

受访谈的受访者理解。但确定调查问卷的最后译文之前，没有必要进行大量的

实地访谈，但应当使用每种语言至少进行三到五次访谈。很重要的一点是要记

住，翻译的目的是为了确保向所有受访者提出的问题都相同。但这并不是意味

着翻译应该是逐字逐句的翻译。一个好的翻译尽管不是逐字逐句进行翻译，但

所传达的意思却是相同的。人口与健康调查通常在国家中重复进行，当然各轮

调查问卷的内容可能有些不同。因此，可以采用大多数问题以前的译文，并借

鉴从先前的事先检验和实地工作中获得的经验。

55.  如果不能使用英语、法语或西班牙语版本的文件，访调员和监督员手

册等调查文件应该翻译为可以被所有实地工作人员理解的语言。

K.  事先检验

56.  事先检验是检验译文、调查问卷跳过模式、访调员手册、监督员手册

以及其他调查程序的重要手段。通过这种方式还可以让高级调查人员在进行主

要培训课程前获取培训实地工作人员的经验。人口与健康调查的国家管理人员

通常参与事先检验中的访谈。

57.  为了进行事先检验，需要对少量的实地工作人员进行培训，培训通常

为期两周。培训由地方人员进行，并由人口与健康调查的国家管理人员提供协

助。人口与健康调查的惯常做法是培训未来的监督员作为事先检验的访调员，

这些人将作为监督员参与以后的访调员培训。这样就可以确保他们能够得到全

面的培训，他们的角色在访调员培训期间就已经得到确定，并有足够的人员对

访调员培训期间的实践活动和测试提供指导和纠正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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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8.  事先检验通常包括100-200个住户，访谈大约需要一周的时间。事先

检验的访谈是在那些没有被主要调查抽取的城市和农村地区进行的，其目的是

为了防止调查结果受到影响。目前人口与健康调查方案在这类调查方面积累了

非常全面的经验，因此事先检验规模可以小一些，没有必要覆盖国家的许多不

同地区。

59.  事先检验的实地工作所采取的步骤与主要实地工作中所采取的步骤一

样。因此，需要列出住户清单，以便小组人员熟悉跟踪程序和使用控制表格。

高级调查人员应积极监督事先检验的所有阶段，以便了解所遇到的各种问题，

并提出各种解决方案。

60.  事先检验所获得的经验是修订调查问卷和相关手册的基础。需要根据

事先检验期间所观测的工作情况对错误进行纠正和改进。这一活动的关键是记

录培训期间发现的所有问题、各种实践和实际访谈。在随后期间发现的问题应

通过对事先检验访谈进行观测的调查人员所做的报告来进行记录，或通过事先

检验访调员的日常工作报告来进行记录。参与事先检验的所有人员都应该对其

所做的观测进行记录，这一点很重要。

61.  还应该注意确保事先检验后所做的任何修订不应引发新的错误。事

实上，如果需要对调查问卷进行全面修订，需要采用新的工具进行一些实地访

谈，以确保所进行的修订是正确的，不会引发新的问题。

L.  实地工作人员的征聘

62.  住户调查的质量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实地工作人员的素质。因此，应

该尽可能征聘最出色的人员来从事这一工作。在发展中国家，很少有机构拥有

常设的访调员和监督员实地工作队，即使有，访调员的绝大多数也通常都是男

性。除非属于男性方面的调查，否则人口与健康调查将需要女性的访调员。因

此，人口与健康调查的实地人员一般是该项工作特别征聘的人员。由于收集数

据或实地工作阶段通常需要三到六个月，因此所征聘的人员通常是那些目前没

有工作、愿意而且能够离家几个月的人员。在有些国家，由于调查涉及到更广

泛的健康内容，因此借调了为卫生部工作的医务人员，让他们充任访调员和监

督员。

63.  征聘工作应考虑需要征聘多少能够讲调查所用每种语言的工作人员。

由于可能会出现自然减员和不合格候选人员被解聘的情况，因此，征聘的见习

员人数应该比实地工作所需要的人数至少高出10-15%。需要根据候选人能力的

客观测试而非其他特点来进行征聘。候选人应该体面、能够长途跋涉并且能够

和访谈对象建立友善关系。另外一项必备条件是具有良好的团队精神。绝对不

能按照候选人和调查人员的关系、个人偏好或其他不能接受的征聘做法来进行

征聘。

64.  监督员和实地编辑人员的职位需要那些可以成为小组领导的人员。他

们应该自信、有较强的上进心和良好的团队精神。所有这些特征也都是访调员

候选人所需要的特征。但一个好的访调员所具有的主要特征是能够自然而然地

流利提问，让受访者放松并能正确记录受访者做出的回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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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  访调员培训

65.  访调员培训和事先检验培训很类似，只是它一般需要三到四周的时

间，这主要是因为学员人数更多的缘故。在培训期间，访调员候选人应在实地

进行至少5-10次的实践访谈。培训由地方人员进行，并由为事先检验培训的工

作人员以及人口与健康调查国家管理人员提供协助。

66.  访调员的最终甄选取决于他们在一系列书面测试中的成绩、在办事处

进行实际访谈期间的表现以及进行事先检验访谈的质量。甄选标准应该客观，

这一点尤其重要。在许多地方，调查人员面临着来自其他人的巨大压力，他们

需要根据这些人的特定选择来填补现有的工作职位。但甄选人员的惟一方法是

对人员胜任相关工作的资格进行审查，并对这些人员在培训期间的表现做出客

观的评价。事实上，在培训期间进行客观的书面测试有助于调查人员记录某些

候选人不能入选的原因。

N.  实地工作

67.  人口与健康调查的政策要求实地工作采取分组办法。分组工作的原因

有许多，但其中一个主要原因是能够对工作进行更加严密的监督。另一个理由

是因为需要为大多数访调员提供专用运输工具。在许多国家还需要维护实地工

作人员的安康，这是另外一个重要的理由。

68.  小组一般包括一名监督员（组长）、一名女性实地编辑人员、一名卫

生技术员以及三到四名女性访调员。如果还包括对男性的调查，那么小组还应

包括一名男性访调员。许多国家都为每个小组派一辆专车，并配备一名司机。

小组人员的多少有时受所用车辆的乘载量限制。

69.  监督员对小组、小组工作的日常组织和监管进行全面负责。实地编辑

人员主要负责检查访谈的质量。在实际工作中，为了建立和维护一个良好的访

谈小组，需要由监督员和实地编辑人员分担责任。

70.  确定小组人数需要考虑的主要因素为：初级抽样单位的数量、类集的

规模以及预期的实地工作时间。需要考虑的其他重要因素包括：现有车辆的数

量、可以征聘到的合格访调员和监督员的人数以及该国所用语言的数量。实地

工作应持续三到六个月。有时，时间还可以更短一些。但为了取得高质量的数

据，访调员的数量保持在较低的水平，因为人员数量受培训、合格候选人数等

方面的限制。而这反过来又限制了可用来决定实地工作期限的小组数量。

71.  如果可能，所有小组都在常规的同一地理区域（如同一省份）开始实

地工作，以便使高级调查人员能够在最需要监督的期间对所有小组进行监督。

如果从一开始小组就分散在全国各地，将很难立即走访所有小组。

72.  在对调查小组分配抽样地区时，应该考虑到所使用的语言和其他要

求，并应尽量减少每个小组的旅行次数。一般来说，小组每周工作六天，每次

离家工作几个星期或几个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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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3.  如果第一次访问时未完成访谈，在将此种情况列为不答复情况之前，

应做进一步努力，对被抽中的住户或受访者进行访谈，最多三次，并分三天进

行。之后的联络应该安排在受访者最有可能在家的时候。如果大多数小组成员

已经完成工作，但还需要一天进行一两次回访，那么小组通常会转向一个新的

类集，而留一位访调员做最后的“清理”工作。如果新的类集距离不远，而且

小组车辆可以接送负责“清理”工作的访调员，那么这是有可能的。在其他情

况下，整个小组则需要一直留在实地，直到有关类集的所有工作都完成为止。

正如前面所述，不允许置换那些拒绝访谈或被列为不答复的住户或个人。

74.  应该为小组提供足够的调查问卷和材料以保证工作能够在所有时间全

速进行。应将已完成的调查问卷打包，保证它们的安全并防止它们受到天气的

影响，直至将它们送到总部办事处为止，这通常由定期访问每个小组的实地巡

视监督员负责。

75.  高度重视监督是人口与健康调查的特点。经验显示，如果没有不断监

督，数据质量将会受到很大的影响。因此，调查采取了数级的监督。小组监督

员和实地编辑人员需要不时地对访调员进行观测，并对每份调查问卷的完整性

和准确性进行彻底检查。如发现重大问题，访调员应回访受访者以获得正确的

信息。另外，监督员通常还需要负责对子样本（大约为被抽中住户的10%）进

行再次访谈，以确保首次访谈已经进行过，所有合格妇女的确定都是正确的。

76.  调查主管以及人口与健康调查工作人员将在实地工作中提供进一步

的监督。应定期到实地小组进行访问，以检查访调员、编辑和监督员的工作。

在这种检查期间，应该在实地编辑对调查问卷进行检查之后，至少对每位访调

员的一两份调查问卷进行认真检查。这样就可以同时发现访调员和编辑的错

误。进行监督性的实地访谈尤其重要，有些监督员和编辑所做的工作是不理想

的，这种情况并非少见。这将会影响访调员的工作质量，因此应尽快予以纠

正。实地访问是进行这种纠正的主要手段。在这些实地访问期间，一个有用的

工具是“数据质量表”。实地工作期间，定期采用这种“数据质量表”来查明

具体问题以及与具体调查小组和访调员有关的问题。数据质量表含有受访者年

龄以及小孩年龄方面的信息，这些信息可用来检查访调员所选择的受访者是否

正确。另外，数据质量表还包括婴儿和儿童死亡方面的情况，因而可以检查死

亡儿童被遗漏的情况。此外，为了衡量每个小组和访调员的工作效率，以及检

查是否存在有意忽略住户和/或受访者的情况，数据质量表还包括了住户和个

人答复率方面的信息。在这些数据质量表的检查期间所发现的问题将传达给实

地，以便未来的工作可以避免这些问题（另见下文0节）。

77.  编制住户清单是住户抽样阶段的一部分，有关实地工作的本节没有对

此进行介绍。如E节所介绍的那样，这是一项单独的工作，是在实地工作之前

由编制住户清单的专业人员进行的，一般需要两到三个月的时间。将编制清单

的工作和主要的实地工作分开是为了确保对编制清单的工作进行严格监督，并

在主要实地工作开展之前由办事处的合格人员对住户进行抽样。将抽样作为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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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处的一项工作有助于避免由实地人员抽取住户时可能产生的偏差，当“编制

清单的人员”和“抽样人员”属于同一人时，尤其会产生这种偏差。

O.  数据处理

78.  在人口与健康调查中，数据处理一般在实地工作开始后的一两周开

始，通常在实地工作完成之后的一个月内完成。需要对数据录入人员进行调查

问卷方面的培训，让他们参与部分访调员培训课程，或接受两三天的专门培

训。数据处理协调人员通常参加访调员的全部培训课程。

79.  数据录入是在一个单独的房间内进行的，这样可以保证调查问卷的安

全以及数据录入人员不被打扰。该房间应该靠近已完成的调查问卷的储存地。

在数据录入和编辑期间，所有调查问卷都要处理好几次，因此如果储存地靠近

数据录入设施，将能大大减少工作量和压力。数据录入人员每天的工作不超过

6小时，因为数据录入是一种机械性的紧张工作。根据用于数据录入工作的计

算机的数量，数据录入人员的值班数可能在一个以上，以便在实地工作结束后

尽快完成数据录入和编辑工作。如果可能，应避免采取两班制，因为多个监督

员和办事处编辑人员可能会导致不一致问题的出现。

80.  人口与健康调查政策是：对所有调查问卷的数据进行两次录入（“双

录入”），对录入结果进行比较，解决任何不一致的问题。这种100%的检查大

大减少了为解决不一致问题而进行二次编辑的工作量，能够获得更纯净、更准

确的数据集。双数据录入由两位不同的数据录入人员进行，目的是为了获得最

佳的录入效果。在数据录入期间，需要对每份调查问卷进行范围、跳过及一致

性检查。

81.  数据录入和编辑的一个方面与数据质量控制直接有关。人口与健康

调查的程序是要在数据录入和编辑期间定期获得一组选定的表格，以检查手册

编辑和个别调查问卷数据录入期间不容易发现的问题。如，这些“实地检查

表”是为了发现访调员是否为了减少工作量而在受访者或其孩子的年龄方面弄

虚作假，是否少报了婴儿和儿童的死亡率，是否准确记录了死亡的年龄等。

一旦录入了足够数量（如300份）的调查问卷，那么就可以启用这些实地检查

表，之后则两周启用一次，其目的是为了让访调员或访谈小组能够发现不正常

回答或受访者的不正常特征。由来自实施机构以及人口与健康调查方案的人员

对这些表进行检查。问题应该传达给有关的小组，以便能够采取纠正措施。

82.  为每个国家所编制的基本表格是根据核心调查问卷中所收集的数据设

计的。如果数据来自核心调查问卷中添加的问题，那么有关这种数据的表格应

该和那些需要这些特别表格的人员/机构一起进行设计。这种工作应该在早些

时候进行，以确保制表过程得以顺利进行。应该由人口与健康调查人员和国家

相关人员对所有表格进行全面检查。

83.  由于数据录入、编辑、插补和制表程序很复杂，所以这些程序由人

口与健康调查的数据处理人员开发，并由这些人员前往有关的国家安装有关程

序。通常情况下，数据处理专家将于数据处理结束后返回，以协助检查最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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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集，对某些变量重新编码，插补缺失的日期，为样本配上加权系数，启用

以前为初步报告和最后报告制定的表格。尽管所做的计算总是采用最后的样本

权数，但在为数据编制表格时，各种情况的加权和未经加权数据都应该显示在

报告中。

P.  分析及报告的编写

84.  分析以人口与健康调查的一组示范表格为基础，示范表格由人口与健

康调查国家管理人员以及东道国人员进行修改以适合所采用的调查问卷。除这

些表格外，还可以增补适合国家具体需要的表格，以显示每个国家所收集的额

外数据。分析后可编制有关调查数据的综合报告。

85.  另外还可就重要发现编制一份小型的报告，以尽可能广泛散发数据。

有关重要发现的报告是在主要调查报告之后或者与该报告同时编制的，国家研

讨会上可以获得这种报告（有关散发的内容，见下文Q节）。

86.  除了编制这些调查报告外，人口与健康调查还协助各国对调查数据进

行更深入的分析。这些分析通常会得出30-60页的研究论文，主要是解决国家

或供资机构特别关注的问题。但这些论文也可以包括特别的表格和简短的分析

性说明，以便使国家可以对政策性问题和/或其他问题做出反应。

Q.  传播

87.  向所有相关的受众传播调查结果是调查方案的主要目标。调查报告在

地方进行了广泛的分发，各自国家的合作机构和其他机构可以获取调查报告，

人口与健康调查网站上也可以查阅和下载调查报告。为了更广泛地传播调查结

果，除国家研讨会外，还以挂图、图集、日历、海报和其他材料的形式来进行

传播。

88.  另外，还举行了国家研讨会向决策人员、方案管理人员、研究人员和

捐赠组织代表介绍调查的主要发现。研讨会一般由媒体进行报道，这样就有助

于将这些数据用于政策和方案之目的。有些国家还组织地区研讨会，以确保调

查结果除用于国家政策和方案外，还能被人们了解并用于其他方面。

89.  人口与健康调查的所有数据都被输入人口与健康调查的数据档案。几

乎所有参与该方案的国家都已经授权世界各地的责任研究员使用他们的数据。

由人口与健康调查的数据档案小组对数据要求进行跟踪，并为那些有权使用这

些数据的人们提供数据和文件。如今经过适当的电子注册和对每个用户授权

后，可以通过互联网免费获得相关的数据。截止2002年底，ORC Macro为人口

与健康调查数据文件和子文件提供了80 000多次的访问量。网址为:www.meas-

uredhs.com。有关人口与健康调查方案的其他信息也可从该网站获得。

R.  人口与健康调查数据的使用

90.  人口与健康调查数据通常用于监督和评估参与国母婴健康和人口方案

的进展。重复调查信息的存在为国家提供了用以衡量进展所需要的趋势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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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时数据被用于近期的行动计划，如在贫血严重的地区提供补铁物质。更多的

时候，这些数据被用于制定政策、修改干预方案的目标和制定长期的健康和人

口计划。人口与健康调查数据有助于促进人们为撒哈拉以南非洲以及其他地方

的计划生育方案提供支持，因为调查数据显示甚至连某些最贫穷的国家也可以

发生变化，而且正在发生着变化。

S.  能力建设

91.  人口与健康调查方案的目标之一是通过大规模的全国住户调查来提高

参与国收集和分析数据的能力。实现这一目标的主要手段是编制先进的基本文

件，如调查问卷和手册；开发能够促进发展中国家调查处理的软件程序；以及

在国家调查的所有阶段对有关的地方人员进行在职培训。

92.  有助于能力建设的一个主要方面是新软件的开发。最初，人口与健康

调查为调查处理开发了综合调查分析系统（ISSA）程序。这一软件的出现有助

于早日获得“纯净”数据文件和报告。为了适应新型基本硬件和软件的发展需

求，人口与健康调查和美国普查局以及一家软件开发公司一道推出了新的调查

数据处理软件“普查与调查处理”（CSPro）。该软件有望被广泛使用，并将

代替不同机构处理大规模调查时所使用的各种程序。美国普查局已经为该软件

使用方面的广泛培训方案提供了支持，预计该软件将成为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的

标准软件，这将会大大促进能力建设的举措。

93.  人口与健康调查方案一直通过有关调查实施的详细基本文件、定期技

术支持访问（每个国家10-14次）以及合作编写调查报告等方式，为地方相关

人员提供长期培训和信息反馈。基本文件包括有关所有重要调查实施阶段的手

册。上述三种机制仍然是参与国能力建设的主要手段。

T.  吸取的教训

94.  在实施人口与健康调查及其以前方案的过程中，吸取了发展中国家住

户调查的许多宝贵教训，如：

•  许多国家的抽样标架需要进行成本昂贵的实地更新才能用于收集高质

量数据的调查。住户清单通常是过时或不存在的。为了进行质量控

制，并确保所有住户都按已知的概率抽取，有必要在办事处抽取住

户，不能将这种工作交给实地人员处理。在办事处抽取住户可以避免

访调员只访问那些更方便的住户而不访问那些距离较远的住户。在办

事处从住户清单中抽取住户可以确保对列入清单的住户进行无偏抽

样，还可以方便实地抽样的监督。

•  在倒数第二个抽样阶段进行样本更新时，需要进行密切的监督，以确

保全面地将所有住户列入清单。根据对若干项调查的观测发现，编制

住户清单的人员可能会漏列边远、艰苦或危险地区的住所。如果没有

行之有效的监督，由编制住户清单的人员所编制的清单可能会出现偏

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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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住户和受访者个人一级的答复率普遍不错（见有关答复率的F节）。

•  必须针对每项调查中一组具有代表性的调查项目，进行抽样误差和设

计效果方面的计算，以便对样本设计的有效性以及调查估计的精确性

进行评估。

•  人口与健康调查中，理想的类集规模为15-20人。在这种调查中，需要

在人口与健康的各种项目（有些项目的类集程度比其他项目高，有些

涉及被抽样妇女的孩子）和数据收集成本之间进行平衡。

•  归因于类集的设计效果是类集规模b和组内相关系数p的递增函数。由

于在样本设计具有可比性的情况下，p在各国之间具有很强的通用性，

因此正如第六章所介绍的那样，一项调查中的p、b和设计效果可用于

另一个国家中一项具有可比性的新调查。

•  复杂调查中访调员和监督员的培训需要三到四周的时间。人口与健康

调查培训通常需要三周的时间。但为了让实地工作人员做好充分准

备，将培训时间延长一周或一周以上的情况有许多。调查的大多数问

题源于实地工作人员，而非受访者。进行适当的培训和监督是避免这

些问题的主要手段。

•  访调员和监督员可能会给调查带来严重的问题。因此有必要进行不断

的严格控制，以避免某些访调员和监督员为了减轻工作负担而马虎了

事和/或有意在样本或调查方面弄虚作假。人口与健康调查已经有充分

的证据表明，访调员可能会将妇女和/或儿童列入不合格年龄的范畴，

这样就可以不必对这些人进行访谈。尽管这种问题一般不会发生在所

有实地工作人员身上，但却确实存在，而且通常情况下只限于访谈小

组的少数人。因此，在实地工作的整个过程中都应不断保持警觉。

•  应努力让访谈时间平均不超过一小时。这一结论不是根据不同调查期

限的实际实地试验得出，而是根据实地人员的反馈得出的。各人口与

健康调查的期限差异很大，期限的长短取决于受访者的特征及其回忆

有关日期和时间的容易程度。访谈时间少则10分钟，如对没有孩子和

性活动的单身女性所进行的访谈；多则一个半小时以上，如对孩子很

多且不易想起调查内容的女性进行的访谈。

•  实地后勤方面的一个重要问题是是否有合适的车辆接送调查小组人

员。取得和使用实地工作车辆的费用很高，因为车辆应该是能够走山

路且能容纳全部调查小组的大型车辆。如果没有合适的车辆，将会耗

费更多的时间，并对小组士气产生不良的影响。即使有了合适的车

辆，访调员和监督员也需要走很长的路程才能到达某些住所。因此，

应在尽量减少行路困难的情况下将他们送到调查区。

•  实地后勤最困难的一个方面是：在访谈使用多种语言的国家，如何为

受访者配备合适的访调员和调查问卷。为保证访调员的访谈大多数都

按照受访者自己的语言以及该语言的调查问卷进行，有必要根据语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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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力来确定小组的成员，同时还应制定详细的部署计划以考虑各小组

的语言要求。

•  数据录入人员需要参与访调员的培训课程，以便有能力进行数据录入

和编辑工作。人口与健康调查问卷很复杂，参与访调员的培训能够让

数据录入人员深入了解调查问卷的流程以及调查问卷各部分之间的关

系。为了在交互式数据录入和编辑过程中采取相应的纠正措施，数据

录入人员需要这方面的知识。

•  双数据录入可以节省编辑的时间，当然采取这种方法的费用看起来可

能会很高。在早期的人口与健康调查中，数据只录入一次。稍后的调

查则采用双录入的方法来发现那些无法通过范围和一致性检查程序发

现的错误，并将编辑期间需要进行纠正的调查问卷数量降到最低程

度。人口与健康调查负责数据处理的人员认为双数据录入对数据编辑

所带来的好处远远超出了其所要花费的成本。

•  为获得高质量的数据，有必要在数据录入期间将已完成调查问卷中所

遇到的问题不断反馈给实地。尤其在调查的早期阶段，应该立即告诉

实地人员他们所犯的错误是什么，这样才能避免未来发生有关的错

误。交互式数据录入是早期发现实地问题的很好办法。

•  有必要通过某些表格来显示编辑个人调查问卷时不易发现的回答模

式。如，访调员是否为了避免访谈而有意将潜在的受访者列为更年长

或更年轻的范畴？只有通过研究几百个访谈中受访者的年龄模式才能

清楚发现这一性质的问题。

•  在许多国家，编制调查报告是最具有挑战性的工作之一。调查研究中

的能力建设是人口与健康调查方案的目的之一。为加强能力建设，编

写报告是需要做出重大努力的领域之一，可以通过和地方编写人员一

道共同进行。最近，报告编写讲习班已经被认为是传授能力的一种更

有效的方法，在讲习班期间，所有编写人员以及人口与健康调查人员

一道对报告的各个章节进行研究。然而，报告的编写工作属于一种技

术性的工作，并不是所有人（不管其在人口或健康方面的学识有多

高）都能做好这一工作。

•  在抽样、数据处理和编写报告过程中迫切需要技术援助。在其他领

域，这种协助通常是为了确保不同调查步骤得到及时实施。在许多 

（如果不是绝大多数的话）人口与健康调查中，给地方人员带来最大

困难的是上述领域。相比较而言，许多地方机构的培训和实地工作都

开展得很好。因此，有必要提供所需要的技术援助，以便克服一个或

更多困难领域中所存在的薄弱环节。

•  各国愿意和责任研究员共享其调查数据。在调查实施前应该就这方面

的计划达成协议。人口与健康调查方案已经非常成功地获得了参与国

的同意，允许责任研究人员在未来的研究项目中共享他们的数据。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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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独一无二的多国数据库由此得以产生，这对于各国和捐赠机构来说

极其宝贵。为实现这一目的，需要在达成调查协议之际和参与国的有

关当局达成协议。如果不在这个时候达成这种协议，通常无法在事后

和他们进行磋商，因为政府可能已经发生更迭，开始对调查进行规划

时，现行政府部门的负责人也许已经换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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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件

1990-2000年期间44个国家66项调查的住户答复率和妇女答复率（部分地区）

地    区 国    家
调查 
年份 阶  段

住户 
数量

住户 
答复率
（%）

妇女 
数量

妇女 
答复率
（%）

亚洲 孟加拉国 1994 DHS III 9 255 99.1 9 900 97.4

孟加拉国 1997 DHS III 8 762 99.1 9 335 97.8

印度尼西亚 1991 DHS II 27 106 99.1 23 470 97.6

印度尼西亚 1997 DHS III 34 656 98.8 29 317 98.3

巴基斯坦 1991 DHS II 7 404 97.2 6 910 95.7

菲律宾 1993 DHS III 13 065 99.5 15 332 98.0

菲律宾 1998 DHS III 12 567 98.7 14 390 97.2

欧亚大陆 哈萨克斯坦 1995 DHS III 4 232 98.7 3 899 96.7

哈萨克斯坦 1999 MEASURE 5 960 98.1 4 906 97.8

吉尔吉斯斯坦 1997 DHS III 3 695 99.4 3 954 97.3

土耳其 1993 DHS III 8 900 96.8 6 862 95.0

土耳其 1998 MEASURE 8 596 93.8 9 468 90.6

乌兹别克斯坦 1996 DHS III 3 763 98.4 4 544 97.2

拉美 玻利维亚 1994 DHS III 9 335 97.6 9 316 92.3

玻利维亚 1997 DHS III 12 281 98.6 1 831 94.6

巴西 1991 DHS II 6 416 94.5 6 864 90.7

巴西 1996 DHS III 14 252 93.2 4 579 86.5

哥伦比亚 1990 DHS II 8 106 91.4 9 715 89.0

哥伦比亚 1995 DHS III 11 297 89.5 2 086 92.2

哥伦比亚 2000 MEASURE 11 747 92.8 2 531 92.5

多米尼加共和国 1991 DHS II 8 131 87.9 8 200 89.3

多米尼加共和国 1996 DHS III 9 026 97.8 9 034 93.2

危地马拉 1995 DHS III 11 754 96.1 3 388 92.6

海地 1994 DHS III 4 944 97.5 5 709 93.8

尼加拉瓜 1997 DHS III 11 726 98.3 4 807 92.1

巴拉圭 1990 DHS II 5 888 96.5 6 262 93.1

秘鲁 1992 DHS II 13 711 98.3 17 149 92.6

近东 埃及 1992 DHS II 10 950 98.3 9 978 98.9

埃及 1995 DHS III 15 689 99.2 14 879 99.3

摩洛哥 1992 DHS II 6 635 99.1 9 587 96.5

也门 1991 DHS II 12 934 99.2 6 515 92.2

撒哈拉以南

非洲地区

贝宁 1996 DHS III 4 562 98.6 5 719 9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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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    区 国    家
调查 
年份 阶  段

住户 
数量

住户 
答复率
（%）

妇女 
数量

妇女 
答复率
（%）

布基纳法索 1992 DHS II 5 283 97.3 6 848 92.8

布基纳法索 1999 DHS III 4 871 98.8 6 740 95.6

喀麦隆 1991 DHS II 3 647 97.0 4 147 93.3

喀麦隆 1998 DHS III 4 791 98.0 5 760 95.5

中非共和国 1994 DHS III 5 583 99.4 6 005 98.0

乍得 1997 DHS III 6 930 98.7 7 705 96.7

科摩罗 1996 DHS III 2 277 98.9 3 160 96.5

科特迪瓦 1994 DHS III 5 977 99.3 8 271 97.9

加纳 1993 DHS III 5 919 98.4 4 700 97.1

加纳 1999 MEASURE 6 055 99.1 4 970 97.4

几内亚 1999 MEASURE 5 216 97.6 7 117 94.9

肯尼亚 1993 DHS III 8 185 97.1 7 952 94.8

肯尼亚 1998 DHS III 8 661 96.8 8 233 95.7

马达加斯加 1992 DHS II 6 027 98.6 6 520 96.0

马达加斯加 1997 DHS III 7 349 97.6 7 424 95.1

马拉维 1992 DHS II 5 409 98.4 5 020 96.6

马里 1996 DHS III 8 833 98.7 10 096 96.1

莫桑比克 1997 DHS III 9 681 95.9 9 590 91.5

纳米比亚 1992 DHS II 4 427 92.6 5 847 92.7

尼日尔 1992 DHS II 5 310 98.7 6 750 96.3

尼日尔 1997 DHS III 6 007 98.7 7 863 96.4

尼日利亚 1990 DHS II 9 173 98.1 9 200 95.4

尼日利亚 1999 MEASURE 7 736 98.8 10 529 93.2

卢旺达 1992 DHS II 6 292 99.4 6 947 94.3

塞内加尔 1993 DHS II 3 563 99.0 6 639 95.0

塞内加尔 1997 DHS III 4 855 98.3 9 186 93.5

多哥 1998 DHS III 7 620 98.6 8 964 95.6

乌干达 1995 DHS III 7 671 98.4 7 377 95.8

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 1992 DHS II 8 560 97.3 9 647 95.8

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 1996 DHS III 8 141 97.9 8 501 95.5

赞比亚 1992 DHS II 6 245 99.4 7 247 97.4

赞比亚 1996 DHS III 7 365 98.9 8 298 96.7

津巴布韦 1994 DHS III 6 075 98.5 6 408 95.6

津巴布韦 1999 MEASURE 6 512 97.8 6 208 9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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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为改善发展中国家制定、实施和评估社会经济政策所需要的住户统计数

据，生活水平衡量研究（LSMS）方案应运而生。生活水平衡量研究方案关注的

重点一直是：生活水平的了解、衡量和监测；政府支出和方案与住户行为之间

的相互作用；政策的事先和事后评估；社会部门观测结果的起因。为此而进行

的生活水平衡量研究调查采用了多种调查手段来获取实现这些目的所需要的数

据，并采取大量质量控制措施以确保获取高质量的相关数据。尤其在最近几年

中，生活水平衡量研究方案一直强调由数据用户参与调查的设计，并一直致力

于可持续性问题的研究。本章将对生活水平衡量研究调查的内容、调查中的关

键设计与实施方法以及提高分析能力的举措进行全面介绍。另外，本章还对调

查成本以及所获取的数据质量进行了评估，这是对生活水平衡量研究调查数据

进行政策使用的例子。本章还根据若干项生活水平衡量研究调查，讨论了某些

住户和个人变量的平均样本设计效果和组内相关系数的计算。

关键词：贫穷衡量、生活水平、调查方法、设计效果、组内相关、质量

控制。

A.  导言

1.  无论是绝对数还是相对数，社会服务和基础设施方面的公共部门支出

都占用了相当数量的资源份额。卫生和教育支出各占国内生产总值（GDP）的

3-4%，这并不足为奇。依国家而定，这种支出从数百万美元到数亿美元不等。

有关税收和价格方面的重大经济政策变化将会对福利的相对水平和绝对水平产

生重大影响。然而由于通常缺乏相关的数据，在制定、实施和修改各种政策

时，很少了解这些政策对改善国家人口生活水平的总体效果如何。由于缺乏合

适的住户数据，决策者不得不依靠行政数据。尽管这些行政数据可用于某些目

    4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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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但如果要了解住户行为、政府政策对住户和个人的影响情况以及社会部门

观测结果的决定性因素，了解这些情况的能力就会受到严重的限制。住户调查

的任务是要弥补这方面的差距。

2.  政府可以采用而且也确实采用了生活水平衡量研究（LSMS）调查，作

为更好地了解观测结果起因以及政府政策效果的一个手段。生活水平衡量研究

调查不仅仅是对结果进行衡量，而且还对影响或导致这些结果的各种因素之间

所存在的关系进行了确定。单一主题的住户调查能够提供相关主题方面具有一

定深度的重要信息，但却不足以说明为什么会存在某些结果以及影响这些结果

的因素有哪些。生活水平衡量研究调查一方面是为了探讨各种资源与住户特征

之间的关系，另一方面是为了对政府的行为进行探讨，并以此来了解对每个部

门产生影响的势力因素、各种行为或结果。让政府深入了解影响生活条件的各

种因素有助于各项政策和方案的改善，而这反过来又有助于更有效地利用稀有

的政府和私人资源，改善生活水平。

3.  生活水平衡量研究调查需要负责调查管理的国家政府、国家的主要数

据用户、世界银行以及其他双边和多边捐赠组织的通力合作。46 尽管每项生活

水平衡量研究调查都是以一组核心的概念为基础，但它们实质上都是定制的调

查，以便满足各国政府在某个时期的特殊需要。主要的实施机构通常为国家统

计局（NSO），它利用生活水平衡量研究发现的最有效技术，牵头开展调查问

卷设计、样本设计和实地工作方法方面的工作。

4.  本章将对生活水平衡量研究进行全面的介绍。首先简单介绍方案的历

史，其次介绍生活水平衡量研究调查的关键特征，接下来的章节则解释生活水

平衡量研究的设计特征如何对所收集的数据质量产生影响。最后一节举例说明

了生活水平衡量研究调查数据的使用方法。

B.  为什么进行生活水平衡量研究调查?

5.  生活水平衡量研究是为满足决策者对高质量数据的需要所做出的努

力，于1980年开始进行。在经过五年的工作后，于1985年以科特迪瓦和秘鲁作

为试点首次进行了生活水平衡量研究调查，这五年期间的工作包括：对现有住

户调查进行审查；向研究人员和决策者进行广泛的咨询，确定所需数据的类

型；向调查方法学者进行广泛咨询，了解如何进行实际实地工作程序方面的最

佳设计等。首次进行的这两次调查属于特别进行的研究项目，目的是为了对所

有方法进行检验，以确定所获数据的质量和有用性。47 由于这两项调查获得了

成功，自1985年以来已经在40多个国家进行了60多项生活水平衡量研究调查 

（全部清单见附件一）。

C.  生活水平衡量研究调查的主要特征

6.  以下对生活水平衡量研究的主要特征进行了总结。欲详细了解调查及

实施调查的方法，读者可参考1996年生活水平衡量研究手册。48

46 此外，合作进行生活水

平衡量研究调查的其他机构还

包括：泛美开发银行、联合国

的各种组织（如，联合国开发

计划署、联合国儿童基金会、

联合国人口基金）以及来自加

拿大、丹麦、大不列颠及北爱

尔兰联合王国、日本、挪威、

瑞典和美国的双边捐赠机构。

47 生活水平衡量研究的详

细介绍，见Grosh和Glewwe 

（1995年）。

48 见Grosh和Muñoz 

（1996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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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内容及所采用的工具

7.  生活水平衡量研究调查的独立调查工具有四个之多。这些工具是：

(a) 收集住户、个人以及住户经济活动（农业和家庭企业）信息的住户调查

问卷；(b) 收集有关住户所处环境的数据的社区49 调查问卷，重点收集现有服

务、经济活动以及市场准入方面的信息，最近还包括社会资本方面的信息；

(c) 在住户所在地区发放的价格调查问卷，以便对生活费进行调整；50(d) 发

放给地方服务提供者的设施调查问卷，以获得关于提供给住户的服务类型和服

务质量的信息。图二十三.1显示的是所用工具与生活水平衡量研究调查的政策

目的以及所需变量之间的关系。

图二十三.1

生活水平衡量研究目的与调查工具之间的关系

目    的 指    标 工    具

个人与住户福利的衡量

水平、分布及相关性 消费

收入 住户调查问卷

财富、储蓄 价格调查问卷

人力资本

人体测量

分析政策

谁从方案/公共支出中受益 服务的使用

谁接受服务

转移

公共支出/方案的影响 服务成本 住户调查问卷

政策的影响 社区调查问卷

服务的提供 离最近服务的距离 设施调查问卷

服务质量 所提供服务的类型 价格调查问卷

服务价格 人员、预算以及其他投入

经济政策的效果 部门之间的转移净额

确定决定性因素

所观测的结果为什么会发生 住户构成 住户调查问卷

影响住户行为的是什么 人力资本、福利、现有的服务等。 社区调查问卷

设施调查问卷

价格调查问卷

8.  调查工具的内容反映了在特定时期实施调查的国家所需要的首要数

据。由于关心的重点是为了衡量生活水平的方方面面，所以住户调查工具将重

49 注意这并不是社会学意

义上的“社区”，而是收集在

调查期间被选中的住户所在地

区相关信息的一种手段。
50 国家消费价格指数通常

不足以达到这一目的，因为这

些指数通常是城市的指数，即

使将农村地区包括进去，价格

并不是在适当分类的级别取得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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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收集对这些方面产生影响的各种主题信息。表二十三.1显示的是典型生活水

平衡量研究调查的内容，摘自1997-1998年的越南调查。

表二十三.1

越南住户调查问卷的内容，1997-1998年

首次访问 第二次访问

住户花名册 生育

教育 农业、林业、渔业

健康 非农业自营职业

劳动力 食品费用与生产

移民 非食品与耐用品

住房及公用事业 汇款收入

借款、贷款与储蓄

人体测量

9.  为适应每个国家的具体需求，调查问卷进行了很大程度的改变，因此

在过去几年中调查工具的总体内容发生了变化，而且还纳入了新的单元和主

题。譬如，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2001年的健康单元增加了有关抑郁的问题，

目的是为了衡量这种精神疾病的发病率，并确定该疾病和其他福利以及劳动力

市场参与之间的关系。危地马拉2000年增加了有关社会资本的单元，以便就贫

穷的社会因素收集相关信息，如对社区/政府方案和集体活动的参与、被排除

在社会之外的原因、对福利的认识、对正义的理解以及伸张正义的情况。阿尔

巴尼亚、巴西、尼泊尔、牙买加、南非和塔吉克斯坦则针对贫穷方面的主观措

施增加了有关问题，目的是为了考察这些措施和其他措施之间的关系。51 表二

十三.2举例说明了最近几年增加的单元样本。总之，尽管存在着一整套的标准

单元，但每个国家的生活水平衡量研究调查都反应了调查时该国的重点、数据

需要或所关注的问题。世界银行最近开展了一个研究项目，内容是“改善生活

水平衡量研究调查的政策相关性”，该项目编写的一本新书根据主题列出了可

以通过生活水平衡量研究数据解决的政策问题大纲，并为调查问卷的设计提供

了指导。52

10.  调查问卷设计阶段是一个旨在发现和纳入相关政策问题的过程。大多

数国家都成立了数据用户小组或指导委员会，成员来自不同部委、捐赠机构、

学术机构以及国家统计局（NSO）。该小组负责确定具体政策的数据需求，以

确保收集适宜的数据。调查问卷设计阶段平均需要8个月左右，有尽可能多的

人员参与。这一漫长过程带来的其他益处是产生了对相关数据的需求，并确定

了对相关数据的所有权。其结果是提高了数据在政策领域的运用，而不是以其

他方式获得数据。

2. 样本问题

11.  通常情况下，生活水平衡量研究调查属于国家调查，调查采用的是

多阶段住户概率样本。53 总体样本规模较小（相对于其他几项调查而言），通

51 要详细了解危地马拉

的社会资本工作，见世界银行 

(2002年b）。关于贫穷方面的

主观措施，详情见Pradhan和

Ravallion(2000年)、Ravallion 

和Lokshin(2001年)、Ravallion 

和Lokshin（2002年）。波斯

尼亚和黑塞哥维那数据的分析

正在进行中。
52 见 G r o s h和 G l e w w e 

（2000年）。

53 实际上，和大多数住户

调查一样，所抽取的是住所，

之后对选定住所内的所有住户

进行访谈。请注意，在使用固

定样本设计时，住所或住户是

否被追踪将取决于固定样本的

目的和后勤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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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二十三.2

新增单元示例

主    题 国家及年度

日常生活的活动 科索沃（2000年）、吉尔吉斯斯坦（1993年、1996年、1997年、

1998年）、牙买加（1995年）、尼加拉瓜（1993年）

残疾 尼加拉瓜（1993年）

与艾滋病有关的死亡

率所造成的影响

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卡盖拉（1991-1994年）

识字和/或识数测试 越南（1997-1998年）、牙买加（1990年）、摩洛哥(1990-1991年)

精神卫生 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2001年）

私有化 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2001年）、吉尔吉斯斯坦（1996年、

1997年）

冲击/脆弱性 玻利维亚（1999年、2000年）、危地马拉（2000年）、巴拉圭 

（2000-2001年）、秘鲁（1999年）

社会资本 危地马拉（2000年）、科索沃（2000年）、巴拿马（1997年）、

巴拉圭（2000-2001年）

贫穷方面的主观措施 阿尔巴尼亚（2002年）、巴西（1996年）、牙买加（1997年）、

尼泊尔（1996年）、南非（1993年）、塔吉克斯坦（1999年）

时间利用 危地马拉（2000年）、尼加拉瓜（1998年）、牙买加（1993年）、 

巴基斯坦（1991年）、摩洛哥（1990-1991年）、坦桑尼亚联合共

和国-卡盖拉（1991-1994年）

常为2 000-5 000个住户。限制样本规模的理由主要有两个。首先，为了关注

质量以及权衡抽样误差与非抽样误差之间的关系（有关这一点的详细讨论，见

下文第C.4节）。其次，生活水平衡量研究调查是为了重点分析各种决定性因素

或住户特征之间的关系，而非准确估计具体的比率或均值。鉴于这些原因，生

活水平衡量研究的样本规模相对较小，通常情况下，样本规模还不足以将调查

结果分为若干个小地理区域，如国家、自治市或部门。

12.  尽管实际设计因国家和情况的不同而各异，但所有生活水平衡量研究

调查都采用了概率抽样。54 调查对研究域进行了确定（城市/农村），而在每

个域内采用了分层的两阶段类集设计。55正如大多数住户调查一样，生活水平

衡量研究调查采用了类集设计而非简单的随机样本（SRS）。这是出于成本方

面的考虑，当然类集设计降低了估计的精确度（要详细了解采用多阶段抽样的

样本设计效果，见下文第E.4节和附件三）。初级抽样单位（PSU）属于地理上

定义的区域单位，是根据概率与规模成比例的方法抽取的。样本框架通常采用

国家最新的普查资料，但在没有现成普查资料或普查资料不相关的情况下，则

使用了其他资料。（见尼加拉瓜1993年生活水平衡量研究的基本信息文件，在

该研究中，用投票登记册对过时的普查信息进行了补充；以及波斯尼亚和黑塞

哥维那2001年生活水平衡量研究，在该研究中，由于内战的缘故，需要进行大

量的清单编制工作。）

54 每项调查的基本信息

文件能够提供单项调查样本设

计的详细情况。有关内容可

以访问生活水平衡量研究网

站: http://www .worldbank .
org/lsms/。

55 但在有些国家必须进行

三阶段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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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一旦选定初级抽样单位，就应对这些初级抽样单位进行普查统计，以

准确获得有关所有住所和住户的最新清单。编制清单这项工作在时间上应尽可

能与实际调查的实地工作接近。为避免可能出现的任何偏差，这种工作不是由

访调员进行的，而是由国家统计局的绘图部门进行。在获得有关初级抽样单位

内所有住户的最新清单后，则系统抽取二级抽样单位（住户），通常情况下，

每个初级抽样单位内的住户数量相同，通常在12到18户之间，然后向住户所有

成员收集数据。尽管生活水平衡量研究调查的样本设计旨在覆盖整个国家，但

在某些情况下，由于内部冲突或自然灾害的缘故，可能会将特定的地区排除在

外。

14.  生活水平衡量研究调查估计一般要求使用样本权数。即使原有样本设

计要求进行自行加权，如加纳、尼加拉瓜（1993年）和塔吉克斯坦，但由于不

答复率存在着差异，所以也有必要在对数据进行分析时，采用不同的权数。事

实上，大多数样本设计都是自行加权的。通常情况下，特定国家的样本设计要

受该国分析因素的影响。如，规模小但属于国家关注的人口子群（少数民族、

边远地区、从事特定经济活动的人群或在某个重要政府方案领域的人群）可能

需要进行过采样，以确保有足够的样本来对他们进行单独分析。此外，这种样

本设计需要在数据分析中使用样本权数。鉴于在生活水平衡量研究调查中采用

的样本设计，应该记住的最后一点是，对数据的显著性进行统计检验时，也应

该考虑设计的多阶段性质（有关这一问题的详细情况，见本出版物有关样本设

计效果的各章节）。

3. 实地工作组织

15.  如上所述，生活水平衡量研究调查的目的决定调查的结构与内容：

它们还体现在所使用的实地工作方法中。生活水平衡量研究调查的实地工作设

计应该确保机动访谈小组收集数据时兼顾数据录入活动和严密的监督工作。56 

应该至少对每个住户访谈两次，访谈间隔为两周。图二十三.2显示了实地工作

的方式。实地工作的设计应该确保每个访谈小组每月完成两个选定社区（初级

抽样单位）的访谈。小组于每月的第一周和第三周在第一个社区工作，而第二

周和第四周在第二个社区工作。调查问卷的前半部分在第一次访问期间完成，

第一次访问在第一周或第二周进行，但要视社区而定。在两次访问期间，录入

第一次访问所获得的数据，并对误差进行检查。第二次访问是为了纠正第一次

访问的误差，进行后半部分的调查，并留出一段固定的时间收集食品支出方面

的信息。57 收集数据通常在12个月的期间内进行，以便在必要的时候进行季节

性调整，但许多国家选择了更短的期限。

16.  监督员负责与收集初级抽样单位内住户数据的访谈小组一道对社区调

查问卷和价格调查问卷进行管理。设施调查可能需要额外的人员进行管理。

4. 质量

17.  生活水平衡量研究调查目前最关注的一个问题是确保获得高质量的

数据。调查的复杂性使得质量控制机制尤其重要。如表二十三.3所示，质量控

56 要了解访谈小组的详

情，见附件二。

57 尽管正式计划的访问为

两次，但调查问卷的所有部分

均由答卷人直接回答，这说明

为了对住户所有人进行访谈，

访调员对每个住户的访谈次数

实际上是根据需要确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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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二十三.2

各小组的一个月活动计划

制的形式有许多，从最简单的形式（利用逐字逐句的问题、显性的跳过模式、

被翻译为某个国家语言的调查问卷、尽量减少访调员误差的封闭式问题）到更

加复杂的形式（包括同时进行数据录入、对住户立即进行重访以纠正不一致性

错误或发现缺失数据）。很显然，并不是所有这些质量控制措施都是生活水平

衡量研究调查所特有的。但由于生活水平衡量研究调查所具有的复杂性，所以

一直强调在调查实施中采取一整套的质量控制措施。除了上述控制措施以外，

也许更具有争议的是，生活水平衡量研究方案为了尽量减少非抽样误差而选用

了小规模的样本。这么做的理由是，尽管使用小规模样本时的抽样误差可能会

大一些，但至少这种误差是可以量化的。相反，非抽样误差的来源有许多，也

无法对其量值进行测量。但众所周知，非抽样误差的总量往往随着样本规模的

增大而增加。这样，就决定限制这些非抽样误差，即便在可能利用调查数据进

行地理分类时，这种做法也会限制地理分类的水平。生活水平衡量研究调查着

重探讨生活水平各方面的关系，而不是对具体指标或比例进行非常精确的衡

量，这说明上述决定对本调查的妨碍不如其他调查那么大。58 最后，最新的方

法使生活水平衡量研究调查数据（以及其他数据）和普查数据挂钩，这就能够

在普查数据内估算贫穷值，这些方法有助于至少在贫穷和不等量度方面，在某

种程度上减少小样本规模问题。59

18.  生活水平衡量研究调查所采用的另一个质量控制机制是使用直接答

卷人，又称受访者本人。这种机制主要有两个优点：能减少受访人员的负担，

58 譬如，劳动力调查为了

说明在一段时间内失业率的变化

很小，需要的样本规模与分析失

业决定性因素所需要的样本规模

相比要大得多，这是生活水平衡

量研究调查分析的重点。
59 要了解这一方法的详

情，见下文第F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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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二十三.3

生活水平衡量研究调查中的质量控制

质量控制领域 控制措施

调查问卷 • 逐字逐句的问题

• 显性跳过模式

• 尽量少用开放式问题

• 书面翻译为相关的语言a

• 敏感性问题放在末尾

• 一整套：所有住户和个人数据使用一个格式

试点阶段 • 对调查问卷和实地工作进行正式试点测试

直接答卷人 • 个人以及最知情的人

同时录入数据 • 进行范围检查和一致性误差检查

• 回访住户以进行纠正

两轮模式 • 减少厌倦感

• 设定有限制的回访期间

• 可以对数据录入进行检查并对住户数据采取修正措施

培训 • 对访调员（一个月）、监督员和数据录入人员进行强化培训

分散式实地工作 • 机动小组，成员有监督员、两到三位访调员、携带计算机和

打印机的数据录入人员以及司机和车

监督 • 每两到三个访调员配一名监督员

小样本规模 • 限制非抽样误差

数据存取政策 • 数据对所有研究人员和机构开放

并进而减轻受访者的厌倦感。住户调查问卷实际上是一系列短时间（10-15分

钟）的个人访谈。只有最了解消费、农业和住户的受访者需要接受较长时间的

访谈。60 使用直接答卷人还可以提高数据的质量，因为这样可以保证问题是由

最了解情况的人员回答。61 如果指望住户的任何一个人都能在健康、教育、劳

动力、移民、信贷状况、生育状况方面或有关活动方面替其他所有家庭成员做

出完整准确的回答，那么是不现实的。因为信息量太大。另外，在一个家庭中

某些信息可能不愿意让家庭的其他成员知道（信贷、储蓄、收入、避孕工具的

使用等活动都有可能属于不愿意让其他成员知道的信息）。在这种情况下，使

用直接答卷人是准确获得有关每个家庭成员信息的惟一方式。应尽可能对访调

员进行培训以便他们能够私下进行个别访谈。

19.  对每项生活水平衡量研究调查涉及的所有人员进行培训是进行质量

控制的另一种机制。对于国家统计局的人员应该采取“在职”培训的形式，另

外还需要有更正式的课程。调查方案投入了大量的资源对实地人员、访调员、

监督员和数据录入人员进行正式培训。通常情况下，实地人员的培训时间为四

周，既有理论，又有实践。完成培训后，根据培训课程的考试情况挑选实地工

a 在一个国家中，如果某

些语言没有书面形式（如，巴

拿马的土著语言），那么将使

用双语访调员。但这不是完善

的解决方案，除非绝对必要，

否则应避免使用。

6 0  即 使 对 于 “ 最 知 情

的”受访者而言，实际访谈时

间也被控制在一个小时以内，

一般认为访谈有关人员的时间

最多不能超过这个时限。但对

于某些具体的住户来说，时间

可能会超过这个限度，在这种

情况下，需要谨慎行事，避免

让答卷人感到厌倦，以及由此

引起数据质量的下降。
61 如果儿童年龄在10岁或

12岁以下，或者如果家庭成员

不能进行交流，那么可以使用

代理受访人。如果使用代理受

访人，应当注明实际受访者的

身份编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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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人员。最理想的方法是根据学员在课程期间参与活动的成功情况以及培训结

束时正式考试的情况来挑选人员。

20.  提高数据质量的最后一个方法往往被忽视，这个方法是促进调查微观

数据的公开使用。确保数据集能够被一系列研究人员和决策者广泛使用将有助

于对现有数据进行认真检查。通过创建一个反馈环，以便向数据生产者进行反

馈将有助于提高未来调查的质量。已经就大多数生活水平衡量研究调查数据集

达成了公开使用数据的协议，并且采取了各种措施来帮助政府发布这种数据。

尽管世界银行并不拥有生活水平衡量研究调查的数据集，但已经允许世界银行

直接发布半数以上的调查数据集（事实上，有30%的数据集可以直接从生活水

平衡量研究网站上下载）。62 至于其余的数据集，一旦政府批准了个人请求，

其中绝大多数都是可以分发使用的。根据申请这类许可使用权的人提供的反

馈，大约有90%的申请获得了批准。

5. 数据录入

21.  同时数据录入需要使用复杂的数据录入软件检查范围误差、记录内以

及记录之间数据不一致的情况，如果可能甚至可以根据外部参照表（如，提供

人体测量表、农作物产量数据和价格表）来对数据进行检查。数据是在收集数

据阶段实地录入笔记本电脑的，数据录入人员是机动调查小组不可分割的一部

分。每次访谈后立即对数据进行录入，数据录入过程中将产生一张有关误差、

不一致情况和缺失信息的清单。之后由访调员返回住户向住户成员澄清所有问

题，并填补任何缺失的信息。这种方法有助于防止在调查结束后对一大批数据

进行整理。最好避免进行这种整理：尽管这种方式通常可以获得内部一致的数

据集，但这些数据集却不能最好地反应每个人的情况。此外，这种方法还需要

花费大量的时间，因此会耽误数据的使用，最糟的是，会使某些数据过时。随

着既廉价、功能又强大的计算机的问世，以及新软件的开发，有些生活水平衡

量研究调查将很可能采用计算机辅助个人面谈（CAPI）方式完全以电子的方式

进行。由于这种方式可以缩短实地工作和数据公布之间的时间，并可以获得较

高质量的数据，所以目前正在探讨这一方法。63

6. 可持续性

22.  从最简单的角度来讲，可持续性、生活水平衡量研究调查的长期实施

以及决策中对调查数据的使用所面临的三个最大障碍是预算限制、人员轮换以

及分析能力的缺乏。尽管没有确保可持续性的计划，但生活水平衡量研究的经

验已经为如何提高可持续性的可能性提供了若干项指导。首先，有必要让决策

者和数据用户参与设计和分析阶段。这方面的基本入手点是创造有关生活水平

衡量研究结果的需求以及在决策中使用有关数据。因为从有关数据中受益的正

是这些终端用户（而不是国家统计局本身），而最愿意在政府预算分配过程中

确保未来调查预算需求得以满足的也正是这一群体。通常情况下，在统计系统

外寻找或发现一个或更多调查和数据“支持者”是保持可持续性的关键。64

62 http://www.worldbank.
org/lsms/。

63 采用计算机辅助个人面

谈系统是美国普查局能够在实

地工作的10天内公布其每月劳

动力调查（当前人口调查）结

果的因素之一。计划在2003年

针对阿尔巴尼亚做一项实验，

实验的内容是对计算机辅助个

人面谈的成本和利得与生活水

平衡量研究调查的同时数据录

入进行比较。
64 在这方面的一个例子

是牙买加。需求最初来自总理

办公室，计划部一直和实施调

查的统计局参与调查设计和使

用的每个阶段。在牙买加，

自1980年代末以来，每年都

进行生活水平衡量研究，有

关该例子的详细内容见Grosh 

（1991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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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应该吸取的第二个重要教训是，实现可持续性是一个长期的过程：

一次性调查的投资几乎没有什么长期影响。还需要经过若干年的努力，培训一

批骨干人员，验证各种工具的有效性和使用情况，在生产者和用户之间建立联

系，对有关方法进行修改以适应具体国家的需要和技能。此外，在做好调查工

作的文件编制以及数据和传播活动的存档工作方面进行投资,有助于确保机构

资料不因个别职员的离开而丢失。在已经进行过生活水平衡量研究调查的国家

中，有近40%的国家已经进行过多项调查。

24.  最后，建设分析能力应当是一个明确的目标。65 这将会扩大数据的用

途，从而有助于创建人们对未来数据集的需求。另外，提高国家统计局人员的

技能，以及国家统计局在政府中的形象也有助于留住有关人员。66 最后，外部

力量也有助于提高数据的需求。从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货币基金组

织）以及千年发展目标获得优惠贷款的国家制定了各种消除贫穷战略，所有这

些战略都需要用以衡量和监测贫穷和关键社会指标的数据。在这方面制定长期

的目标有助于建立一个监测和评估系统，而监测和评估系统则在很大程度上依

赖于住户调查，如生活水平衡量研究调查、行政数据和项目数据。67 最近对泛

美开发银行-世界银行-拉丁美洲和加勒比经济委员会（拉加经委会）改善住户

调查的项目进行了一次评估，68 评估强调可持续性具有长期性，并提出必须解

决从捐赠筹资向地方筹资过渡这一问题。69

D.  进行生活水平衡量研究调查的成本

25.  关注质量对实地调查的时间成本和资源成本都有重大影响。生活水平

衡量研究调查成本在40万美元到150万美元之间，具体成本因国家和调查年度

而定。按照每个住户计算，这与其他复杂调查（如，收入与支出调查、人口与

健康调查）相当。当然，成本的变化也取决于国家统计局的能力、现有统计基

础设施的状况、调查目标以及有关国家的交通状况。如果实施机构已经有了很

好的基础设施和经验丰富的工作人员，那么将会大大降低调查的成本。每项调

查的资金通常来自各个方面：政府预算（国家统计局的预算，以及来自其他机

构的预算）、双边捐赠、多边捐赠以及信贷等。在有些情况下，私人部门也为

调查提供部分费用。70

26.  一般来说，生活水平衡量研究调查的成本取决于所采取的方法、样本

规模以及实地工作的复杂性。图二十三.3显示了生活水平衡量研究调查的成本

构成以及各自所占的相对权数。71（帮助读者为生活水平衡量研究调查编制预

算的简单入门练习见附件二。）

27.  在成本中占最大份额的是薪资。而在这一成本当中实地工作人员的薪

资几乎占四分之三，实地工作人员包括：访调员、监督员、数据录入人员、人

体测量人员和司机。生活水平衡量研究调查的实地工作人员许多（相对于样本

规模而言），其原因包括：监督员和访调员之间的比例高（通常为1:3）；调查

问卷内容的多寡以及直接答卷人的使用（这将会限制每天访问的住户数量）；

将数据录入纳入实地工作小组；向每个小组成员提供交通以确保小组的流动性

65 关于生活水平衡量研

究调查在建设分析能力方面所

吸取的各种教训，见Blank和

Grosh（1999年）。
66 将数据收集人员和数据

分析人员分开一直是个令人关

心的问题。在消除障碍后必须

牢记可信度的问题。
67 在这方面，为改进数据

而提出的“21世纪统计促进发

展伙伴关系（PARIS21）”倡

议强调了可持续数据收集、分

析和使用的重要性。
68 泛美开发银行-世界银

行-拉加经委会项目题为“改

进生活条件调查”，但更为

人们所熟知的是西班牙文缩

略语：MECOVI（拉加改进方

案）。
69 见Ryten（2000年）。

70 譬如，在秘鲁，调查问

卷为私营企业或研究人员留有

一定的空格，这些企业和人员

付费用后可以在调查问卷的任

何指定部分增列特定问题。
71 论述成本问题的本节

是以Grosh和Muñoz（1996年）

以及Juan Muñoz 在世界银行

2002年2月26-28日举办的贫穷

和不平等课程上的发言为基

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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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完整性。其他为办事处人员的薪资：通常为国家统计局的工作人员，当然，

如有必要，可以聘请项目协调员。

图二十三.3.

生活水平衡量研究调查的成本构成（各部分在总成本中所占的份额）

资料来源：依据Gro s h 

和Muñoz(1996年)，表8.2。

28.  在成本构成中所占的比例位居第二的是材料和设备费用。其中包括 

（购买或租赁的）计算机和车辆及其维护以及其他办公设备。这一部分的费用差

异很大，主要取决于国家统计局或实施机构的现有基础设施。另外，如果禁止购

置车辆，供资来源就会增加成本，因为租赁所需车辆的成本有时非常高昂。

29.  成本比例位居第三的是技术援助。技术援助成本的差异也很大，主

要取决于实施机构的现有技能和经验。进行第二次或第三次生活水平衡量研究

调查的国家所需要的技术援助和设备显然要少得多。通常情况下，技术援助方

面最需要的技能是：抽样、调查问卷设计、数据录入定制、实地组织和分析技

术。

30.  如果调查结果的数据质量确实很高，可以用来改进政策，那么生活

水平衡量研究调查方面的支出是值得的。尽管从绝对数来说，这方面的费用很

高，但相对于与社会政策支出的数额来说，生活水平衡量研究调查的费用并不

高。下一节将使用最近的生活水平衡量研究调查的数据来说明生活水平衡量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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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调查数据的质量问题。主要从缺失数据、数据对于生活水平衡量研究的效

用、内部一致性和设计效果等方面，举例说明质量。

E.  生活水平衡量研究设计对质量的效用如何?

1. 答复率

31.  衡量质量的首要量度是调查的总体答复率：样本中的住户是否对调

查做出反应？或者，是否有大量的住户没有纳入调查，从而使最终结果可能出

现偏差？72 考察答复率很有用，因为这是衡量培训、调查问卷设计、访调员以

及抽样程序（普查查点、地图的更新以及其他）质量的一个指标。许多国家的

生活水平衡量研究调查都获得了很高的答复率。表二十三.4显示的是最近完成

的生活水平衡量研究调查答复率情况。但生活水平衡量研究并非不受国家具体

情况的影响。在冲突后国家，如果预期的信任度较低，答复率也就相应较低，

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以及科索沃的生活水平衡量研究调查就属于这种情况。

但牙买加较低的答复率也许能更好地说明质量控制机制所起的作用。牙买加较

少采用标准的生活水平衡量研究实地技术和质量控制措施：看来，这种做法确

实使答复率较低。73 危地马拉较低的答复率之所以低，可能是由于编制住户清

单和实地调查之间的间隔时间过长。在后来进行的访谈中，这一间隔为9-10个

月。

表二十三.4.

最近生活水平衡量研究调查的答复率

国    家 年    份
被抽中住所 
的数量

实际样本 
规模 答复率a（%）

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 2001 5 400 5 402 82.6

加纳b 1998-1999 6 000 5 998 97.4

危地马拉 2000 8 940 7 468 83.5

牙买加 1999 2 540 1 879 74.0

科索沃 2000 2 880 2 880 82.0

吉尔吉斯斯坦 1998 2 987 2 979 99.7

尼加拉瓜 1998-1999 4 370 4 209 96.3

塔吉克斯坦 1999 2 000 2 000 ..

越南 1997/1998 5 994 5 999 93.9

2. 项目不答复

32.  计算项目不答复的百分比是质量的另一个指标。根据最早的三项生活

水平衡量研究调查，对这一问题进行的审查显示项目不答复无关紧要（10个主

要变量不答复率不到1%）。74 将生活水平衡量研究调查中的项目不答复率和没

有采用相同质量控制措施的其他调查进行比较也令人关注。通常情况下无法进

行这种比较，但本文将在这方面稍做比较。1998年对拉美各国的劳动力调查进

72 参与率系指整个家庭，

而非该家庭的个别成员。

73 牙买加生活条件调查实

地工作方面的详细情况，见世

界银行（2001年）。

a 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

那、加纳、科索沃、塔吉克斯

坦和越南采用了置换住户。答

复率等于已完成访谈减去置换

住户除以规划的样本规模。波

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的置换住

户为938；加纳为155；科索沃

为519；越南为372。作者无法

确定塔吉克斯坦的置换住户数

量。
b 在加纳调查中，对每个

住户访谈七次。最终样本规模

数量为参与所有七次访问的住

户数量。

说明：两个点（ ..）表示

没有提供资料。

74 见 G r o s h和 G l e w w e 

（199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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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了审查，这次审查就有薪工人、自营职业人员和雇主劳动收入缺失值的频数

编制了资料。75 在被援引的国家中，有三个国家还在劳动力调查的当年进行了

生活水平衡量研究调查。从表二十三.5中可以看出，在这些国家中，生活水平

衡量研究调查的大多数比较指标确实比劳动力调查好（或至少一样好）。尽管

例子有限，但这也似乎说明生活水平衡量研究在质量控制方面的投资起到了的

积极作用。

表二十三.5.

生活水平衡量研究和劳动力调查中收入数据缺失的频率

国    家 调    查

收入数据缺失百分比
直接答复者
的百分比有薪工人 自营职业者 雇  主

厄瓜多尔 劳动力调查，1997年 6.3 6.7 13.2 ..

生活水平衡量研究,1998年 3.6 8.5 6.5 96.5

尼加拉瓜 城市劳动力调查,1997年 1.0 1.4 5.7 ..

生活水平衡量研究,1998年 1.1 1.0 4.7 84.6

巴拿马 劳动力调查，1997年 2.9 36.2 26.0 ..

生活水平衡量研究,1996年 1.0 3.5 8.4 98.7

33.  也许检验数据质量的一个更好方法是数据被使用的程度而不只是对缺

失响应的数目进行加总。对于生活水平衡量研究调查而言，其主要目标是对福

利进行衡量，所以最重要的是要确定所收集数据适用于这种目的的程度。以货

币形式衡量福利的最常用方式是家庭消费总量，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实际当中，

这种方式都有其优势。这是一种复杂的衡量方法，需要从调查问卷的一系列单

元中获取数据：包括个人和住户的数据。通常情况下，消费数据来自住宅单位

（采用住房、设施和其他住房支出的值）、耐用品单元（计算服务流的值）、

教育单元（私人、现金支出）、食品消费单元（购买的、家庭生产的以及赠送

的食品）、农业单元（没有纳入食品消费单元中的、家庭所消费的自产食品）

以及非食品支出单元（从肥皂到家庭室内陈设等项目）。

34.  表二十三.6显示的是可以汇总消费总量指标的住户百分比。对于大

多数调查来说，由于缺乏数据，所以没有包括在分析中的住户很少。其中的一

个例外是加纳，1998年，加纳的主要问题究竟是什么尚不明确：样本规模比其

他国家大一些，但不如危地马拉，危地马拉的规模要比其他国家大许多。有些

食品消费数据可能是通过日记收集的（而不是采用标准的生活水平衡量研究方

法收集），这可能是其中的一个因素：遗憾的是，调查记录并没有涉及这一问

题。76

3. 内部一致性检查

35.  确保数据内部的一致性也是至关重要的。由于调查工具很复杂，所以

访调员难以在访谈过程中对内部的一致性进行监督，这也说明为什么需要采取

75 见Feres（1998年）。

尽管收入不是劳动力调查或生

活水平衡量研究调查的中心，

但这两类调查采用了类似方式

收集收入信息。

资料来源：劳动力调查的

资料来自Feres（1998年）；

生活水平衡量研究调查资料由

作者计算得出。

说明：在尼加拉瓜1998年

生活水平衡量研究调查中，缺

失数据的百分比不包括零，因

为根据访调员说明，如果有关

人员得到的不是现金而是实

物，那么访调员应该将其编码

为零反应。本类别中的农民是

自给农民，他们的收入在农业

生产单元中的其他地方进行了

计算。

两个点（..）表示没有提

供数据。

76 见加纳统计署 

（200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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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此多的质量控制措施来解决一致性问题。表二十三.7列示了内部一致性检查

的三个例子。第一项检查用以确定社区调查问卷和住户数据的关联程度；第二

项检查确定花名册中具有完整的上学/学前信息的学前儿童或学龄儿童的百分

比；第三项检查确定在劳动力单元中被确定为自营职业的人员是否在非农业家

庭企业单元中报告了他们的活动详情。

表二十三.6.

有完整消费总量指标的住户：最新的生活水平衡量研究调查提供的例子

国    家 年    份 最终样本规模
有完整消费总量指标的

住户（%）

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 2001 5 402 99.9

加纳 1998-1999 5 998 87.7

危地马拉 2000 7 468 97.4

牙买加 1999 1 879 99.8

科索沃 2000 2 880 100.0

吉尔吉斯斯坦 1998 2 979 99.4

尼加拉瓜 1998-1999 4 209 96.0

塔吉克斯坦 1999 2 000 100.0

越南 1997-1998 5 999 100.0

表二十三.7

数据的内部一致性：单元之间的成功联系（百分比）a

国    家

单元之间的正确联系:

住户调查与 
社区调查a

花名册与教育单元b

就业单元与非农业
家庭企业单元c学  前 小  学

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 ... 99.5 99.8 90.4

加纳 99.9 .. 96.5 70.2

危地马拉 100 100 100 93.0

牙买加 .. .. 96.4 ..

科索沃 100 .. 100 58.6

吉尔吉斯斯坦 100 86.5 98.4 93.1

尼加拉瓜 .. 97.9 97.5 62.0

塔吉克斯坦 100 .. 99.9 ..

越南 100 .. 99.6 98.1

36.  正如表中所显示的那样，前两项检查显示数据质量很高。但第三项

检查却发现了问题。这说明在对住户进行的两次访问期间缺乏实地控制。只有

说明:表提及正确联系的

百分比。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

那、牙买加和塔吉克斯坦未包

括社区调查问卷。牙买加、科

索沃、塔吉克斯坦和越南未包

括有关学前的特别单元。牙买

加和塔吉克斯坦没有收集有关

非农业家庭企业的信息。

两个点（..）表示没有提

供资料。
a 住户和住户所在社区相

比较。
b 花名册中的年龄变量

与教育单元中的个人情况相比

较。
c 在就业单元中表示自

己为自营职业者的人员与非农

业家庭企业单元中的信息相比

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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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南对问题进行了明确提问，让访调员在第二次访问中确保完成这一单元。显

然，所有调查都需要类似的检查。

4. 样本设计效果

37.  判断生活水平衡量研究调查的最后一个标准是样本规模和设计。如果

所使用的住户调查数据属于多阶段、分层和类集的复杂设计，在计算估计值的

真实方差时，采用的方法是考虑样本设计的这些特征以及加权。设计效果等于

估计值的真实方差（考虑到多阶段样本）与采用同等规模的简单随机样本所获

得的估计值方差之比。77 因此，设计效果为“1”说明并没有因为使用多阶段

设计而影响样本估计值的精确度；设计效果大于“1”说明采用多阶段设计降

低了样本的有效性和估计值的精确度。

38.  作为生活水平衡量研究活动的一部分，还对某些早期生活水平衡量

研究调查中关键变量和指标的设计效果进行了审查。由Temesgen和Morgan-

stein（2000年）进行的该项审查强调，在采用生活水平衡量研究调查数据 

（当然还有采用多阶段样本设计的其他住户调查数据）和设计有关样本时，必

须考虑几个要点。78 其中主要的一点是，由于生活水平衡量研究调查涉及多个

主题，所以设计一个有效样本的过程会更加复杂。个人变量和住户变量的设计

效果差异很大，这一点可以从表二十三.8中看出，该表摘自Temesgen和Morgan-

stein（2000年）。总之，尽量降低一个变量的设计效果将很可能会提高其他

变量的设计效果。其次，非抽样误差与抽样误差之间的折衷很明显。生活水平

衡量研究调查中的设计效果值可能很高。下表显示，如果将生活水平衡量研究

调查用以计算均值、比率和点估计，至关重要的是要对样本设计进行考虑，并

应慎审注意数据的正确使用。

表二十三.8

生活水平衡量研究调查设计效果示例

国    家

人均消费 保健机会 失  业  率

全部 农村 城市 全部 农村 城市 全部 农村 城市

科特迪瓦, 

1988年 6.7 3.6 5.5 6.3 5.7 2.2 7.0 4.4 5.7

加纳,1987年 1.9 3.1 1.8 2.9 3.0 5.0 1.7 1.5 2.0

加纳,1988年 3.2 2.9 2.9 2.2 2.5 3.6 1.3 1.1 1.4

巴基斯坦, 

1991年 1.6 1.1 2.6 5.0 4.0 5.2 4.6 4.7 2.5

39.  值得一提的是，正如其他调查一样，不仅各个变量的设计效果不同，

而且一个国家内，不同地区的同一变量和不同时间的特定变量，其设计效果也

不同。最后，不同国家之间的设计效果可能存在着很大的差异。如果以前曾经

有过相关调查，对这些调查的组内相关性和设计效果进行认真审查将有助于改

77 欲详细了解样本设计问

题，见本出版物本章附件三或

其他章节。

78 摘自Temesgen和Mor- 

ganstein报告的若干个表载于

本章附件三。

资料来源:Temesgen和

Morganstein（200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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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未来生活水平衡量研究调查的设计。在编制和解释生活水平衡量研究调查以

及采用多阶段样本的其他调查所得结果时应该谨慎，因为所采用的样本设计可

能很复杂。

F.  生活水平衡量研究调查数据的使用

40.  在过去几年中，生活水平衡量研究调查数据已经被广泛用于各种政

策和研究之目的。其他一些出版物已经按照年代顺序对其中一些调查进行了记

录，79 有关读者可以在生活水平衡量研究网站上找到各种基于生活水平衡量研

究调查数据的论文和报告的书目，但只有一部分书目。该书目显示了采用生活

水平衡量研究数据进行分析的范围，但数据的使用肯定不只限于书目中所列的

范围。研究的不断进行以及调查问卷的修订说明数据使用的范围正在不断发生

变化。为了说明使用生活水平衡量研究数据的各种使用方法以及将该数据和其

他数据结合使用的方法，也许更有必要集中对其中一种用途（如，政府方案的

目标针对的是贫穷人口）进行说明，而不是试图对这些数据的用途进行全面考

察。

41.  首先，来自牙买加的一个早期例子显示了一项简单的分析如何能够为

政府提供明确信息，说明采用备用方案将目标针对贫穷人口所产生的影响。正

如Grosh（1991年）所概括的那样，在牙买加，有关营养的方案主要有三个：

普遍食品补贴、食品券和学校供餐方案。根据牙买加进行的生活水平衡量研究

调查，可以对贫穷家庭从三个方案中所获得的福利价值进行量化。分析结果显

示：和其他两个方案不同的是，食品补贴为贫穷家庭所带来的福利价值明显下

降。这种分析结果也是政府决定取消补贴而为另外两个方案增加资源的原因之

一。

42.  可以利用生活水平衡量研究调查数据产生的第二个工具用以确定贫穷

地区的地理目标。通过结合使用普查数据，生活水平衡量研究调查数据可用以

绘制贫穷图，从而有助于向贫穷地区分配资源和出台相关的方案。80 采用这种

方法，需要有生活水平衡量研究调查和相隔只有几年的普查数据。81 生活水平

衡量研究调查能够提供有效的福利指标（住户消费总量），但由于样本规模很

小，所以有关贫穷数据的分类只能限于城市和农村地区，以及有关国家中少数

的几个大地理区域。很显然，这不能满足政府向贫穷地区集中分配资源的所有

需要，而在分散管理的体制下，这也无助于向地方政府分配资源。另外，在大

区域内，人口贫穷水平的异质性程度很高，小规模样本的住户调查通常不会发

现这种异质性。

43.  为了能够在较小的归并程度上提供贫穷信息，需要一个数据集，其样

本规模比生活水平衡量研究的样本规模大若干个数量级。对于任何国家而言，

最大的数据集当然是普查。但因为普查涉及整个人口，所以从每个住户收集的

信息很有限，而且普查也通常是每10年才进行一次。因此无法根据普查数据构

建有效的贫穷量度。一项创新性的工作能够使调查数据和普查数据相联系，目

前正在对这项工作进行检验。这种方法利用了生活水平衡量研究所提供的福利

79 譬如，见Grosh 

（1997年）。

80 至于如何利用调查中

的福利指标来绘制贫穷图以

及如何结合使用普查数据，

详细情况见：Hentschel等 

（ 2 0 0 0 年）； E l b e r s 、

L a n j o u w 和 L a n j o u w 

（2002年; 2003年）;Elbers等 

（2001年）;Demombynes等 

（2001年）。正在做出进一步

努力，以便采用这种方法将两

种调查结合起来，但无法根据

这种结合来准确估计标准误

差。
81 可以采用其他住户调

查，但条件是这种调查能够提

供货币形式的可靠福利指标，

如消费总量或总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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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标和普查所提供的覆盖面。该方法利用普查和调查中同时出现的一组变量来

对生活水平衡量研究调查数据中的贫穷进行估计。然后将这种方式所估计的参

数和普查数据结合在一起，来对每个住户贫穷的概率进行预测，并利用普查数

据来计算小地区的贫穷人口比。得出的贫穷图可以作为政府进行资源分配的一

种工具。如，厄瓜多尔、危地马拉、马达加斯加、尼加拉瓜、巴拿马和南非就

有这种贫穷图。

44.  将生活水平衡量研究调查数据用以改进社会方案目标制订的第三个

例子产生于尼加拉瓜对应急社会投资基金（或西班牙首字母缩写词：FISE）进

行的评估。评估涉及目标制订问题以及应急社会投资基金对社区用水、公共厕

所、教育、保健和排水设施的投资所产生的影响。82 在本例中，尼加拉瓜所计

划的是全国性的生活水平衡量研究调查，调查对住户进行过采样，既包括应急

社会投资基金项目区的住户，也包括没有应急社会投资基金方案的类似地区的

住户。其他数据来源是用以评估项目行政支出的项目和行政记录。

45.  在应急社会投资基金社区和类似的非应急社会投资基金社区进行的

采样有助于创建控制组和处理组来对应急社会投资基金投资的影响以及相关目

标的有效性进行衡量。另外，还根据生活水平衡量研究调查中的国家样本，采

用倾向对照法创建了另外一个控制组，这加强了评估范围的深度。在社区一级

（应急社会投资基金投资在实施方案的社区是逐步增加的吗？）和个人一级 

（在实施应急社会投资基金方案的社区内，较贫穷的人口是否会或多或少地从

应急社会投资基金投资中受益呢？）都对确定目标的有效性进行了评估。

46.  评估利用在统计上显著的结果，显示了确定目标的总体有效性，并进

而有助于根据确定目标的标准对主要项目类型进行评估。研究显示，排水项目

的有效性明显下降，而公共厕所和基本教育项目的有效性则在有系统地提高，

最贫穷人口中有17%的人从中受益。评估的直接结果是暂停了排水项目，决定

集中增加最贫穷社区的投资，扩大最贫穷社区的受益范围。对应急社会投资基

金方案进行的这种复杂评估，其花费的成本占评估之日前项目投资的1%。

G. 结论

47.  生活水平衡量研究调查的结果已经显示了该方法所具有的价值。政府

已经利用有关数据来了解现行政策的效果；重新制定各种政策；改进向团体和

地区分配资源的目标。注重质量已有成效，错误的情况减少了，数据的用途也

更广了。但在使用这种方法时，需要进行适当的权衡。其费用相对较高，较小

的样本规模限制了分类的水平，事先需要花许多时间进行计划和设计。但一旦

工作开始，就可以迅速产生有关数据，与决策者的联系增加了数据的用途。

48.  显然，将生活水平衡量研究调查纳入国家住户调查系统有各种优点。

至于多长时间进行一次这样的调查将取决于若干个因素。首先，国家在分析方

面的需求应该足以让政府决定在一定时间内进行一次或多次调查。尽管可以根

据截面数据（目标的确定、发生率、采用倾向对照分数方法的影响）对许多政

82 评估目标、所采用方法

及其结果的详细情况，见世界

银行（200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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府方案进行评估，但在对不同时间的变化以及政策和事件的影响进行其他方面

的分析时，需要有重复的截面数据和固定样本数据集。

49.  有关生活水平衡量研究调查频率的第二个考虑因素与国家的分析能

力有关。为了向决策者提供相关信息，以便未来进行的每一轮调查都可以根据

以前调查的结果进行改进，需要对数据进行分析。如果不能迅速对数据进行分

析，那么对多轮调查进行的投资可能就没有效果。在这种情况下，就有必要在

各轮调查之间留出时间间隔（如，三年）。

50.  最后，在决定具体调查的频率和时间时，预算和后勤问题也和各种实

质性问题一样重要。因此，在决定一项调查的频率时，需要权衡该调查结果和

其他调查结果的重要性。另外，应该记住任何一种来源的数据都无法满足所有

的需要。政府在制定宏观经济政策和微观经济政策时，需要行政记录、项目管

理信息系统（MIS）数据以及住户调查系统。将生活水平衡量研究调查和国家

整个调查系统结合起来将大大促进人们了解政府政策和支出如何影响人们的生

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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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件  一

生活水平衡量研究调查清单

国    家    年    份 住  户  数

阿尔巴尼亚 1996 1 500

阿尔巴尼亚 2002 3 600

亚美尼亚 1996 4 920

阿塞拜疆 1995 2 016

玻利维亚 1999 ..

玻利维亚 2000 5 032

玻利维亚 2001 ..

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 2001 5 402

巴西 1996-1997 4 940

保加利亚 1995 2 500

保加利亚 1997 2 317

保加利亚 2001 2 633

柬埔寨 1997 6 010

中国：河北和辽宁 1995和1997 780

科特迪瓦 1985 1 588

科特迪瓦 1986 1 600

科特迪瓦 1987 1 600

科特迪瓦 1988 1 600

厄瓜多尔 1994 4 500

厄瓜多尔 1995 5 500

厄瓜多尔 1998 5 801

厄瓜多尔 1998-1999 5 824

冈比亚 1992 1 400

加纳 1987-1988 3 200

加纳 1988-1989 3 200

加纳 1991-1992 4 565

加纳 1998-1999 5 998

危地马拉 2000 7 276

几内亚 1994 4 705

圭亚那 1992-1993 5 340

印度:北方邦和比哈尔邦 1997-1998 2 250

牙买加 1988-2000（年度） 2 000-7 300

哈萨克斯坦 1996 1 996

科索沃 2000 2 8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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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    家    年    份 住  户  数

吉尔吉斯斯坦 1993 2 000

吉尔吉斯斯坦 1996（春） ..

吉尔吉斯斯坦 1996（秋） 1 951

吉尔吉斯斯坦 1997 2 962

吉尔吉斯斯坦 1998 2 979

马达加斯加 1993 4 504

马拉维 1990 6 000

毛里塔尼亚 1987 1 600

毛里塔尼亚 1989 1 600

毛里塔尼亚 1995 3 540

摩洛哥 1991 3 323

摩洛哥 1998 ..

尼泊尔 1996 3 373

尼加拉瓜 1993 4 200

尼加拉瓜 1998-1999 4 209

尼加拉瓜 2001 4 290

尼日尔 1989 1 872

尼日尔 1992 2 070

尼日尔 1995 4 383

巴基斯坦 1991 4 800

巴拿马 1997 4 945

巴布亚新几内亚 1996 1 396

巴拉圭 1997-1998 4 353

巴拉圭 1999 5 101

巴拉圭 2000-2001 8 131

秘鲁 1985 5 120

秘鲁（仅利马） 1990 1 500

秘鲁 1991 2 200

秘鲁 1994 3 500

俄罗斯联邦a 1992 6 500

南非 1993 9 000

塔吉克斯坦 1999 2 000

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卡盖拉 1991-1994 840

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全国 1993 5 200

突尼斯 1995-1996 3 800

乌干达 1992 9 929

越南 1992-1993 4 800

越南 1997-1998 5 999

注意:两个点（..）表示无

数据。
a 1992年俄罗斯纵向监

测调查由世界银行提供资

金。之后的调查没有世界银

行的参与。更详细的信息，

请访问卡罗莱纳人口中心网

站：http://www.cpc.unc.edu/
projects/rlms/rlms_home .
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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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件  二

生活水平衡量研究调查的预算编制

正如第二十三章所述，任何两项生活水平衡量研究调查都不会完全一样，任何两个国家

统计局不会完全一样，不同国家的薪资、交通和设备等费用也不一样。因此，无法提供相关

的信息来说明特定时间特定地方的生活水平衡量研究调查将需要多少费用。本章将举例说明

不同成本在调查总成本中所占的份额。为帮助读者对预算编制有个初步的了解，下面将进行

一次小练习，该练习将为实地工作中最基本的薪资成本估算提供快速指导。根据该项指导以

及有关国家的实际成本，就可以对生活水平衡量研究调查的大致成本进行估算。

鉴于调查工具和使用直接答复者的复杂性，平均而言，每个访调员每天可以完成两

个“半场访谈”（如何实施调查的内容见图二十三.2）。换句话说，访调员每天可以完成两

个住户的一轮访谈。如果假设工作日为六天（不管是每周“休假”还是其他方式的每月休

假），每个访调员每月可以完成对24个住户的访谈。

假设需要4 000个住户的样本，这样，如果每个访调员每月可以访谈24个住户，总共需

要167个访调员对4 000个住户进行访谈。如果实地工作需要12个月的期限，那么将需要14个

访调员。每对访调员需要有一位监督员、一位数据录入人员、一位司机和一辆车。这样，实

地工作人员的总人数（不包括国家统计局派出的区域监督员）包括：

14名访调员

7名监督员

7名数据录入人员

7名司机

如果规划人员采用以下参数，调查中实地工作的薪资成本将为：

项    目 每人每月成本 月  数 总  成  本

14名访调员 500 13 91 000

7名监督员 575 13.5 54 338

7名数据录入人员 525 14 51 450

7名司机 300 13 27 300

实地薪资成本的粗略估计数 224 088

根据图二十三.3的数据，实地工作人员的费用占调查总薪资成本的四分之三，占总调查

成本的28%。在这种情况下，通过简单的计算，调查成本的大致估计数为1 067 086。

显然，这只是一个大致估计的数字。另外，还需要有关其他成本（如技术援助成本等）

的详细数字。但在着手对实际调查编制预算时，这种简单的入门练习很有用。至于如何为生

活水平衡量研究调查设计切实可行的预算，其详细情况见Grosh和Muñoz（1996年）第8章。

说明:尽管实地工作时间

仅为12个月，但还应加上一个

月的培训费用（培训期间通常

要给予实地工作人员某种报

酬）和/或可能发生的调查工

作延期费用。如有必要，还应

为数据录入人员留出一个月，

以便对数据集进行最后的整

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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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件  三

生活水平衡量研究调查中样本设计对精确度和有效性的影响83

A.  导言

本出版物的其他章节对抽样问题，尤其是复杂样本设计或多阶段抽样设计对估计值方差

的影响进行了详细介绍。这种所谓的设计效果适用于不是采用简单随机样本的所有调查，如

生活水平衡量研究调查。设计效果是总抽样误差的一部分：通过多阶段类集设计获得的估计

值与采用简单随机样本设计获得的估价值之差。在本附件中，我们将对主要问题进行总结，

并说明样本设计对若干项生活水平衡量研究调查的实际影响。

B.  抽样误差、设计效果和相关部分的计算

在简单的随机样本中，所有被抽中单位都有相同的独立抽选概率。但出于后勤和成本方

面的考虑，住户调查几乎从不采用简单随机抽样的方法，而是像生活水平衡量研究调查那

样，采用包括分层和类集在内的较为复杂的多阶段抽样设计。这将会影响估计值方差的计算

以及样本本身的有效性。为了计算一个阶段以上的样本设计的抽样误差，有必要了解设计中

用以确定分层、初级抽样单位（PSU）和加权步骤（如果有的话）的变量。一旦确定这些变

量，就可以采用各种统计软件包来计算所需要的量度。84

在本报告中，生活水平衡量研究调查中被抽中住户和个人变量方面的抽样误差量度

包括：标准误(SE)，在计算标准误时需要考虑样本设计的复杂性；变异系数(CV(%))；样

本规模(n)；设计效果；组内相关系数(ρ)；置信区间(CI)的上下限；以及有效的样本规模 

(EFFn)。第二章、第六章、第七章以及其他各章对这些术语进行了界定。

C.  根据生活水平衡量研究调查计算的标准误、设计效果和组内相关

计算调查变量抽样误差的一个重要方面是要对样本设计的有效性（精确度）进行相互比

较；并将该样本设计的精确度和假设的同等规模简单随机样本设计可能获得的精确度进行比

较。除了显示现有调查数据的可靠性外，这种比较还可以帮助分析人员评估特定设计的实施

情况的好坏，并可以为未来调查的设计提供相关的信息。以下三个表格对若干变量的设计效

果和相关量度进行了比较，以便显示(a) 同一国家不同变量之间的差异；(b) 同一国家不同

时间的差异；以及(c) 不同国家之间的差异。85

正如表A三.1所示，在一个国家内,同一调查的不同变量在设计效果方面存在着很大的

差异。该表的数据以1987年加纳生活水平衡量研究的数据为基础，采用的是住户和个人一

级的变量。如表所示，某些变量（如人均总支出）的组内相关性较低，其设计效果也不好 

（1.9）；但另一些变量（如卫生设施和水的使用情况）的组内相关性很高（基础设施通常

集中在具体的空间内），其设计效果也较好（分别为7.8和8.0），城市或农村子总体群的设

计效果则更好。

表A三.2也以加纳的数据为基础，该表显示设计效果可以随时间和变量的不同而不同。

在本例中，两项调查的时间只相差一年，基本的样本设计没有变化，但设计效果却发生了变

化：在卫生服务使用方面，估计值的精确度大大提高了（设计效果从5.01下降到3.64），失

业的设计效果也下降了，但下降的幅度不大。在调查的第二年，表中的另一项变量——成人

识字率的精确度降低了。

最后，正如所料，不同国家的设计效果差异很大。表A三.3显示科特迪瓦的调查与巴基

斯坦的调查怎样使其相同的变量在设计效果方面产生了巨大差异。这种结果是由于两个国家

采用的样本设计不同及这些国家的特征不同造成的。

8 3  本 附 件 在 很 大 程 度

上利用了Temesgen和Morgan 

stein（2000年）以前的工

作。

84 此处的计算采用了统计 

软件WESVAR。可用以估算复杂

样本设计的抽样方差和各种相

关统计量的其他程序软件有: 

CENVAR、CLUSTERS、Epi-

Info、PC CARP、SUDAAN、

VPLX和STATA。其中一些软件

包可以免费从万维上网下载。

85 完整的报告见 Temesgen 

和Morganstein（200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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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A三.1

按变量划分的设计效果的差异，加纳,1987年

变    量 估  计  值 SE CV(%)

置信区间

n 设计效果 EFFn ρ下  限 上  限

用电情况 总计 0.267 0.019 7.265 0.229 0.305 3 138 6.034 520 0.300

农村 0.078 0.022 28.744 0.034 0.121 2 023 14.063 144 0.787

城市 0.611 0.041 6.714 0.530 0.691 1 115 7.888 141 0.403

住户规模 总计 4.940 0.083 1.682 4.777 5.103 3 136 2.089 1 501 0.065

农村 5.147 0.097 1.877 4.958 5.336 2 022 1.735 1 165 0.044

城市 4.565 0.165 3.615 4.241 4.888 1 114 3.291 339 0.134

土地所有权 总计 0.591 0.024 4.018 0.544 0.637 3 138 7.315 429 0.376

农村 0.747 0.033 4.393 0.683 0.811 2 023 11.520 176 0.634

城市 0.308 0.035 11.413 0.239 0.376 1 115 6.453 173 0.319

人均总支出 总计 82 745.2 1 902.2 2.3 79 017.1 86 473.4 3 104 1.883 1 648 0.053

农村 70 908.1 2 526.4 3.6 65 956.3 75 859.8 2 001 3.100 646 0.127

城市 104 219.5 3 702.1 3.6 96 963.6 111 475.4 1 103 1.759 627 0.044

人均食品

支出

总计 56 779.3 1 309.2 2.3 54 213.2 59 345.3 3 104 1.927 1 611 0.055

农村 52 382.3 1 777.9 3.4 48 897.6 55 867.0 2 001 2.577 776 0.095

城市 64 756.0 2 147.9 3.3 60 546.2 68 965.8 1 103 1.580 698 0.034

安全的垃圾

处理

总计 0.019 0.003 16.647 0.013 0.026 3 135 1.724 1 818 0.043

农村 0.010 0.003 29.044 0.004 0.016 2 020 1.704 1 185 0.042

城市 0.037 0.009 23.481 0.020 0.054 1 115 2.347 475 0.079

安全厕所的

使用情况

总计 0.590 0.025 4.159 0.542 0.638 3 135 7.808 401 0.405

农村 0.659 0.034 5.091 0.593 0.725 2 020 10.114 200 0.549

城市 0.465 0.038 8.092 0.392 0.539 1 115 6.357 175 0.313

安全用水

情况

总计 0.395 0.025 6.251 0.347 0.443 3 135 7.994 392 0.416

农村 0.224 0.031 13.818 0.164 0.285 2 020 11.150 181 0.611

城市 0.704 0.046 6.482 0.615 0.793 1 115 11.144 100 0.593

资料来源:Temesgen和Morganstein（2000年）。

说明:有关变量的说明，见下文的表A三.4和A三.5。

总之，由于生活水平衡量研究调查所采用的是小规模样本和多阶段抽样，因此需要根

据样本估计值的精确度进行权衡。譬如，在1988年科特迪瓦数据中，针对所有个人的“成

人识字率”，其设计效果高达6.7、这一设计效果说明样本规模(n)为1 660时所获得的估计

值精确度和只采用249这个简单随机抽样样本所获得的估计值精确度相等。但如果我们只

考虑“城市”人口，那么设计效果则要低一些（2.7），但仍然高于1，这说明样本规模为

915时所获得的估计值精确度和采用344简单随机样本所获得的估计值精确度相等。由于设计

效果可能会很大，而且这种设计效果会随着变量、时间和国家的不同而发生变化，所以在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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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A三.2

不同时间设计效果的差异,加纳,1987年和1988年

加纳,1987年

变    量 估  计  值 SE CV(%)

置信区间

n 设计效果 EFFn ρ下  限 上  限

成人文化水平 女性 0.402 0.021 5.103 0.362 0.442 1 339 2.342 572 0.080

男性 0.613 0.018 2.953 0.578 0.649 1 381 1.910 723 0.054

总计 0.509 0.016 3.192 0.477 0.541 2 720 2.875 946 0.112

保健服务机会 女性 0.443 0.016 3.625 0.411 0.474 2 756 2.876 958 0.112

男性 0.423 0.017 4.017 0.390 0.457 2 542 3.011 844 0.120

总计 0.433 0.015 3.517 0.403 0.463 5 298 5.013 1 057 0.239

失业 女性 0.039 0.004 10.063 0.031 0.047 4 011 1.655 2 424 0.039

男性 0.047 0.004 9.136 0.038 0.055 3 543 1.454 2 437 0.027

总计 0.043 0.003 7.666 0.036 0.049 7 554 1.983 3 810 0.059

加纳,1988年

变    量 估  计  值 SE CV(%)

置信区间

n 设计效果 EFFn ρ下  限 上  限

成人文化水平 女性 0.390 0.022 5.526 0.348 0.432 1 289 2.519 512 0.090

男性 0.587 0.020 3.397 0.548 0.626 1 226 2.013 609 0.060

总计 0.486 0.018 3.654 0.451 0.521 2 515 3.179 791 0.130

保健服务机会 女性 0.375 0.013 3.558 0.348 0.401 2 921 2.215 1 319 0.072

男性 0.365 0.015 4.118 0.335 0.394 2 606 2.539 1 026 0.092

总计 0.370 0.012 3.346 0.346 0.394 5 527 3.635 1 521 0.157

失业 女性 0.036 0.003 9.593 0.029 0.042 3 852 1.307 2 946 0.018

男性 0.034 0.003 9.885 0.027 0.041 3 260 1.123 2 904 0.007

总计 0.035 0.003 7.306 0.030 0.040 7 112 1.372 5 185 0.022

资料来源：Temesgen和Morganstein（2000年）。

说明：有关变量的说明见下文表A三.4和A三.5。

用数据时，尤其是对显著性进行统计检验时，分析人员亟需认识并考虑到样本设计问题。这

也突出强调了在为多主题住户调查设计有效样本时有难度。努力降低一个变量的设计效果很

可能会使其他变量的设计效果增加。在此，一个可以借鉴的经验是尽可能首先考虑对调查具

有重要性的变量。



  生活水平衡量研究调查  473

表A三.3

不同国家设计效果的差异

科特迪瓦,1988年

变    量 估  计  值 SE CV(%)

置信区间

n 设计效果 EFFn ρ下  限 上  限

成人识字率 总计 0.567 0.031 5.538 0.506 0.629 1 660 6.676 249 0.378

农村 0.411 0.042 10.212 0.329 0.493 745 5.415 138 0.294

城市 0.738 0.024 3.217 0.691 0.784 915 2.661 344 0.111

保健服务机会 总计 0.417 0.029 6.883 0.361 0.473 1 849 6.260 295 0.351

农村 0.303 0.034 11.174 0.236 0.369 1 051 5.693 185 0.313

城市 0.622 0.025 4.078 0.572 0.671 798 2.181 366 0.079

失业 总计 0.038 0.007 18.837 0.024 0.052 4 979 6.991 712 0.399

农村 0.007 0.003 50.457 0.000 0.013 2 529 4.357 580 0.224

城市 0.081 0.013 16.218 0.055 0.107 2 450 5.679 431 0.312

巴基斯坦,1991年

变    量 估计值 SE CV(%)

置信区间

n 设计效果 EFFn ρ下  限 上  限

成人识字率 总计 0.5 0.013 2.5 0.48 0.53 6 834 4.335 1 577 0.222

农村 0.42 0.017 3.95 0.39 0.45 3 249 3.669 885 0.178

城市 0.68 0.018 2.616 0.64 0.71 3 585 5.156 695 0.277

保健服务机会 总计 0.5 0.012 2.329 0.48 0.52 9 238 5.02 1 840 0.268

农村 0.46 0.015 3.177 0.43 0.49 4 752 4.048 1 174 0.203

城市 0.61 0.017 2.74 0.57 0.64 4 486 5.185 865 0.279

失业 总计 0.03 0.003 9.735 0.02 0.03 18 232 4.633 3 935 0.242

农村 0.02 0.003 14.955 0.02 0.03 8 934 4.706 1 898 0.247

城市 0.03 0.003 8.956 0.03 0.04 9 298 2.539 3 662 0.103

资料来源：Temesgen和Morganstein（2000年）。

说明：有关变量的说明，见下文表A三.4和A三.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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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A三.4

分析变量的说明：个人一级

变    量 说    明 人口基数

失业 目前失业但有能力工作而且正在寻找工作的成人 15-64岁之间的人

保健服务机会 在访谈前的当月生病并且前往现代保健设施，如医院、诊所和卫生所（但不是助产

士、信仰疗法术士或其他传统执业医师）看病的人的比率

前一个月生病的

人数

成人识字率 能够识字的成人（定义为可以读报的人）比率 15-24岁之间的人

表A三.5

分析变量的说明：住户一级

变    量 说    明

安全水的使用情况 使用安全饮用水的住户比率。在住户一级，如果住户的饮用水来源为水龙头、管道或装有水泵的水

井等，那么该变量的值为“1”，如果住户的饮用水来源（如，河流、运河、敞开的水井、湖或沼

泽地等）可能会对健康带来危害，那么该变量的值为“0”。

土地所有权 拥有土地的住户比率。对于一个住户来说，如果住户拥有土地，这个变量的值为“1”，否则

为“0”。

用电情况 能够用上电的住户比率。对于一个住户来说，如果住户以电作为照明和/或能源，那么这一变量的

值为“1”，否则为“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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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四章

住户预算调查的调查设计和样本设计

Hans Pettersson

瑞典统计局 

瑞典斯德哥尔摩

摘    要

本章论述住户预算调查中调查设计与样本设计方面的某些问题。重点

为发展中国家的调查。B节就消费和收入计量方面的问题进行了一些详细

讨论，C节将对某些关键的样本设计问题，如分层、空间（地理）和时间 

（整个季节）方面的样本分配等问题进行讨论。D节将对老挝支出与消费调查

1997/1998（LECS-2）进行介绍。E节将对来自LECS-2的某些经验进行讨论。

关键词：住户预算调查、支出与消费调查、支出计量、日记法。

A.  导言

1.  “住户预算调查”是许多调查大类的通称。这些调查可以称之为“家

庭支出调查”、“支出与消费调查”或“收入与支出调查”。但这些调查的一

个共同点是要努力掌握住户每日“预算”中的重要部分。原先打算作为住户预

算调查的有些调查承担起了多目的调查的角色。有关住户消费、支出和收入的

核心问题也增加了其他方面的单元，如，健康、营养和教育。将若干个主题纳

入一个多目的调查中的这种方法正变得越来越常见。本章将重点讨论将住户预

算计量作为重要组成部分的调查，这种调查可以是多目的调查，也可以是更加

专业的预算调查。

2.  有关住户消费、支出和收入的数据有许多用途。可根据调查数据对人

口的社会经济特征及其分布（如贫穷状况）进行各种研究。如果调查是定期进

行的，可以用来对各人口群的福利进行监测。世界银行的生活水平衡量研究 

（LSMS）调查是为衡量人口贫穷状况和生活水平差异而特别设计的。在最近几

年中，人们对如何利用调查来对政府干预的结果，尤其是减贫项目的效果进行

评估表现出了极大的兴趣。这些数据还可用来在福利和财政领域做出决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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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住户预算调查数据能够为国民经济统计系统，尤其是国民账户提供非

常重要的信息。这些调查对住户部门的消费进行了衡量，还可以获得家庭企业

和农业活动方面（在贫穷国家，农业生产在国民生产中占有很大的一部分）的

生产信息。经济统计系统所关注的重点是国民总量。如果一项调查主要为了满

足经济统计系统的需求，则应该提供国家一级的各种总量的估计值。在有些情

况下，如果将这种调查数据用于政策性分析和干预措施的评估，这种调查设计

所起的作用不大，因为在这种情况下，所关注的是各人口群或各地区之间的差

异。

4.  本章将重点讨论发展中国家中为经济统计系统提供数据的预算调查。

本章共分四节。B节将讨论与调查设计有关的某些重要问题，尤其是难度较

大的计量问题（特别是住户消费的计量问题）。C节将讨论住户预算调查的

样本设计问题。D节将以个案研究的形式讨论老挝支出与消费调查1997/1998 

（LECS-2）。E节将讨论从老挝支出与消费调查中所吸取的经验与教训。

B.  调查设计

1. 住户预算调查中收集数据的方法

5.  住户预算调查的主要目标是为了对住户总消费及其构成进行计量。解

决计量问题的传统方法，也是目前许多调查中依然在使用的一个方法是收集详

细的信息。要求住户对大量项目的购买数量和货币金额分别进行报告。另一种

方法是将所收集的消费数据限制在一个不那么详细的项目清单内。世界银行的

生活水平调查通常采取这种方法（Deaton，1997年）。

6.  消费数据基本上可以通过两种方式进行收集：

•  通过住户访谈，包括消费方面的回顾性问题。

•  采用住户日记，住户日记每日记录消费和支出。

7.  日记法通常需要对住户进行至少两次的访谈，一次在日记期开始时，

一次在日记期结束后。通常情况下，还安排一次中期访谈，以确保日记报告的

顺利进行。回顾性访谈可以在一次住户访问中完成，但通常进行两次访问。

2. 计量问题

8.  在使用回顾性问题进行访谈的情况下，如何对住户消费进行计量呢？

是对大量项目进行详细的衡量呢，还是进行不太详细的衡量呢？第一种方法所

获得的信息要比第二种方法更详细，但成本要高许多。如果我们不需要详细的

情况，而主要估计消费总量，那么通过只有少量问题的第二种方法，能否获得

和详细调查问卷一样准确的估计呢？对于准确性，并没有一个定论。Deaton 

援引了最近几年的研究，其中包括一项对印尼8 000名住户进行的试验调查 

（Deaton,1997年），这次调查对两种调查问卷进行了测试。详细调查问卷包

括218个食品项目和102个非食品项目，简略调查问卷中包括15个食品项目和

8个非食品项目。两种调查问卷的总食品支出估计值差异不大。详细调查问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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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非食品支出估计值大约高出15%（世界银行,1992年,附录4.2）。但在其他试

验中没有复制这些结果。萨尔瓦多（Joliffe和Scott,1995年）和牙买加（牙

买加统计研究所和规划研究所，1996年，附录三）进行的类似试验显示这两种

调查问卷之间的估计结果差异更大。在萨尔瓦多进行的试验中，详细调查问卷

的总支出高出40%，食品支出高出27%。在牙买加的试验中，详细调查问卷的总

支出高出26%。Deaton得出结论说:“尽管简略调查问卷有时会大幅度降低调查

成本并缩短调查时间（在印尼，从80分钟缩短至10分钟），但这种节省是以精

确度为代价的”（Deaton，1997年）。

9.  日记法最大限度地减少了对受访者记忆的依赖。但如果一大部分人口

为文盲，就难以采用这种方法。即使人口的识字率很高，日记法也存在着一些

问题。譬如，较贫穷的住户能够记日记的可能性不大，而能够使用日记的许

多住户事实上又不记日记（Deaton和Grosh,2000年）。越南统计局发现，在

城市地区，许多住户不愿意为1995年越南多目的住户调查记日记（Glewwe和

Yansaneh,2001年）。记日记的期限也是应该考虑的一个问题，许多调查为期

两周，但有些调查则为期一个月。研究显示，在为期两周的日记中，第一周和

第二周之间所报告的支出较低，这很可能是由于疲劳所致。

10.  许多住户预算调查还收集住户收入方面的数据。住户收入的计量要比

支出的计量困难更大。对许多受访者来说，收入是个敏感的话题，富裕家庭尤

其如此。有时，受访者中会有一种疑虑，担心有关收入的信息将被用于征税之

目的，在一个住户拥有家庭企业的情况下，尤其如此。

11.  所有家庭成员以及所有类型的收入都应该记录（来自家庭企业或农业

的收入，来自兼职活动、资产回报等方面的非正式收入）。赠金和实物礼品、

汇款和贷款则使收入的计算更加复杂。小农住户的农业收入则带来了特殊的问

题，因为这些住户的部分食品来自生活物质的生产。另外，有些现金收入可能

来自断断续续的农产品销售，而在访谈期间很难掌握这种收入的情况。

12.  无论是从概念上还是实际的角度上来讲，计量住户收入所面临的这些

困难可能会低估住户收入，而且在有些情况下，这一点已经得到证明。收入与

支出调查的经验也证明了这种说法。人们经常会发现，调查收入的估计值往往

大大低于消费估计值，其水平如此之低，以致单凭“住户将储蓄用于消费”这

一理由都难以对整个差异进行解释。另一种理由是高估了消费，但这种解释的

可能性不大。研究显示，消费更有可能被低估而不是高估。因此，有理由相信

许多调查中的收入估计都偏低。

3. 标准期限

13 .  与有关计量工具（“详细”调查问卷或“简略”调查问卷、食品

消费日记法或回顾问题等）的决定密切相关的是有关标准期限的决定。要求

受访者回忆的标准期限不能太长，因为这样会使回忆的错误增加。加纳生活

水平调查所进行的一项试验对延长标准期限所带来的影响进行了研究。研

究显示：回忆期每延长一天，有关13种常买物品所报告的支出平均下降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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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cott和Amenuvegbe,1990年）。研究人员对不同回忆期所带来的影响有不同

的看法。有关印度全国抽样调查的一项早期研究似乎显示，对于某些食品项

目来说，一个月的标准期限所产生的偏差低于一周的标准期限（Mahalanobis 

和Sen,1954年）。最近几年有关生活水平调查的研究证实了Scott的结果，

但之所以出现这样一个结果，是因为在长期数据方面的回忆结果随着时间的

推移而有误，还是由于在短期数据方面的边缘效应（套叠效应）（Deaton, 

1997年），目前尚不明确。

14.  常买物品（如食品）的标准期限通常较短，至多为一个月的回忆期。

不常买的物品则不然，如家用耐用品之类的物品，有关支出的回忆期应该相对

长一些，因为期限太短会使总量的估计值产生较大的差异。因此，不同物品组

的标准期限是不同的。

4. 访谈次数

15.  大多数收入和支出调查都通过对样本住户的反复访问来收集数据。对

每个住户的访问次数取决于计量的方法。回顾性方法的标准程序是进行两次访

问，大约相隔两周。在采用日记法的调查中，建议对住户的追踪访问时间间隔

为一周或两周。

16.  对同一住户进行反复访问可能会使受访者厌倦，从而影响报告的质

量。至于对住户进行长期跟踪以及为控制数据质量而对同一住户进行频繁访问

所带来的好处，应该根据这种做法可能产生的厌倦问题进行权衡。

17.  另一种反复访问的调查是：一年中在两个或两个以上的标准期限内对

住户进行访谈。这方面的一个例子是1995/1996年埃塞俄比亚住户收入、消费

和支出调查，在该调查中，分两个不同的季节对住户进行了两次访问，并向住

户询问上一个月的情况。以下有关抽样的部分将对这种情况做进一步的讨论。

5. 不答复

18.  住户预算调查的一个显著特征是样本住户的回答负担很重。因此预

算调查中拒绝回答的比率一般高于其他调查，在某些人口群中，这种比率可能

会很高。除了从一开始就拒绝回答的情况以外，调查中还会出现中途退出的情

况。在访调员反复进行访问并对收入和支出进行详细追问的情况下，住户会感

到厌倦，这样，在预算调查期间中途退出的比率可能要比其他调查高。

19 .  至于发展中国家预算调查的不答复情况，目前还没有较好的类

似研究。生活水平衡量研究调查的不答复率在20%以下（Deaton和Grosh, 

2000年），这比西欧住户预算调查的不答复率水平低许多，西欧住户预算调查

的不答复率可高达40-50%。发展中国家的不答复率很可能存在着很大的差异。

在对地方社区实施严格行政管理的国家中，不答复率水平很可能会低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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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样本设计

20.  预算调查对样本设计的要求和其他住户调查的要求没有多大的不同。

通常情况下，采用多阶段抽样，初级抽样单位（PSU）为查点区（EA）或行政

单位，如公社、村庄或分区。本节将对预算调查样本设计方面的几个问题进行

讨论。

1. 分层、层的样本分配

21.  通常根据行政地区（省等）对初级抽样单位进行分层，而在区域内则

根据城市/农村分层。对于住户预算调查来说，如果根据收入水平做进一步的

分层，那么将会提高效率。在城市和较大的城镇，通常可以确定两到三个收入

层，并可以将初级抽样单位大致分为这些层（如高收入、中等收入和低收入地

区）。

22.  住户预算调查的用户有许多，各用户对调查结果的要求不同。如果

预算调查是多目的住户调查的一部分，情况更是如此。通常情况下，调查规划

人员必须处理重要用户在需求方面的矛盾。住户预算数据的一个重要用途是用

于国民账户（NA）。国民账户首先需要的是为国民账户提供可靠的国家总量估

计。在这种情况下，就需要通过样本设计使样本在人口中平均分布（自行加权

样本），或对经济活动较频繁的中、高收入住户进行某种程度的过采样。

23.  其他重要的用户是政府规划人员和政策分析人员，这些人员利用有

关数据进行计划、福利监督和政策分析。对于这些用途来说，需要提供国家不

同地区或不同人口群方面的可靠估计值，而不是可靠的国民估计值。调查中，

所有地区和重要人口群中都应有足够数量的住户（如边远地区或贫穷村庄的住

户）。在这种情况下，就需要通过样本设计使区域的样本分布大致相同，如果

可能，应该在重要的人口群获得足够的样本。

24.  必须采取某种折衷措施来解决上述需求矛盾。有时，在这种情况下采

取的折衷办法是平方根分配，根据这种方法，各层（区域）的样本是根据各层

规模（人口或住户数量）的平方根按比例进行分配的。越南住户生活水平调查

以及南非住户调查的样本使用了平方根分配法。

2. 样本规模

25.  预算调查的总样本规模在各国之间有所不同。许多调查的样本规模为

3 000-10 000个住户。但在较大的国家，样本规模可能要比这大许多。地方主

管部门可能强烈需要详细地理区域的调查结果，在有些情况下，这种要求甚至

会影响调查数据的质量。如果样本规模很大，那么就有可能会从将非抽样误差

保持在容许水平的同等重要工作中“窃取”资源。具有挑战性的问题是需要平

衡次国家行政机构的需求以及将样本规模和非抽样误差保持在可控水平上的预

算要求。通常情况下，调查设计者必须面临的一个艰巨任务是向用户解释在抽

样和非抽样误差之间保持平衡的必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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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在不同时间进行抽样

26.  较大人口群的支出和收入模式在不同季节可能存在着很大差异。调查

最好包括各个季节，并获取足够的样本。应对重大假期予以特别注意，因为这

期间的消费模式通常和其他期间的消费模式差异很大。

27.  处理季节性问题的一个方法是采用一年的标准期限。正如我们所看到

的那样，对于大多数物品来说，这并不是一个可行的解决方案，对于食品项目

来说，尤其如此。更好的办法有：

•  在一年中的不同期间（包括所有季节）对同一住户进行反复访问（采

用重复标准期限）。

•  对住户进行一个期间的调查，如一个月（在该期限内可能进行若干次

访问）。根据抽样计划将各住户分布在一年中的不同期间，以便充分

获取所有季节的样本。这种设计假设：将每月的横截面数据加总（乘

以12），就可以重新获得该年的统计数据。

28.  第二种方法很可能是解决季节性问题的最常见方法。这种方法用于支

出调查，如老挝人民民主共和国、纳米比亚和莱索托。

29.  譬如，1995/1996年埃塞俄比亚住户收入、消费和支出调查就采用了

第一种方法，这次调查分两个季节对住户访问两次，并向受访者询问上一个月

的情况。

30.  对于第二种方法，我们需要注意季节性差异，但只注意季节性的总量

差异。各种总量，如均值、住户年度总收入或支出将能得到正确的估计。一般

的离差量度将会有所偏差。按个别住户的每月总量乘以12得出一年的总量中会

存在季节性差异（因为只对一个月进行调查）和随机的非季节性差异（因为住

户在各月的收入和支出不同，而这种不同与季节效应无关）。根据每月总量所

获得的年度总量中所存在的季节性和非季节性差异会使差异增大，相对于按年

度观测的总量来说，这种差异更大。如果将每月总量的离差量度作为估计值，

那么年度总量的离差估计值将会有偏差。可以根据有关数据来估算季节性差

异，并采用所估计的季节性差异来减少偏差。但如果偏差是由于住户在各月之

间的差异造成，那么就无法减少偏差，因为有关每个住户的数据只是一个月的

数据。

31.  对于希望了解不同住户年度支出分布情况的分析人员来说，为期一个

月的调查设计就会带来问题，因为一般性离差量度存在着偏差（如标准差）。

譬如，这些问题会影响贫穷分析，在进行贫穷分析时，将住户分为贫穷线以下

的住户或贫穷线以上的住户，然后对这些群体的特征进行分析。如果不进行修

正的话，那么在贫穷人口不到总人口一半的情况下，就有可能高估贫穷的程

度，而在贫穷人口占总人口一半以上的情况下，则有可能低估贫穷的程度。

Scott通过模型计算发现，在一项只对住户收集一个月数据的调查中，其年度

支出的标准差高估了36%（Scott,1992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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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个案研究：1997/1998年老挝支出与消费调查

32.  老挝人民民主共和国在过去十年中进行了两次支出与消费调查。第

一次老挝支出与消费调查（LECS-1）于1992/1993年进行。第二次调查（LECS-

2）于1997/1998年进行（国家计划委员会，老挝人民民主共和国国家统计中

心，1999年）。第三次调查（LECS-3）正在进行中。

1. 调查工作的一般环境

33 .  在最近一次普查中（1995年），老挝人民民主共和国的人口为

450万。从面积上来说，老挝比英国大。北部和东部为山区。国家许多地方的

交通都不方便：根据1995年的普查，有57%的农村家庭所在的村庄没有公路。

老挝人民民主共和国仍然以农业为主。人口的绝大多数为农村自营职业者。成

人识字率大约为60%。尽管老挝人民民主共和国有许多方言，但人口的大多数

都懂官方语言——老挝语。村庄为界限分明的行政单位，村庄甚至被正式细分

为“住户小组”，每10-15个住户为一组。对实地工作环境进行（主观性的）

大致评估就会发现，和一般发展中国家相比，在老挝人民民主共和国，更难进

入农村地区的住户，但一旦进入，住户进行配合的可能性更大。

2. 调查以及调查问卷的主题

34.  “增值”和“生产中的劳动投入”这两个宏观经济指标的大部分都与

住户的农业生产或非正式家庭活动有关。为了获得住户生产数据，在第二次老

挝支出与消费调查中引进了三个新的单元：(a) “轻松”的时间日记，该日记

用以记录一个家庭成员的时间利用情况，以便对老挝经济中的劳动时间投入进

行计量；(b) 有关农业和住户商业活动的两个单元。这样就可以计算农业和非

正式商业活动中家庭生产的增值情况。

35.  有关住户构成、教育、就业、生育和孩子营养方面的一般单元在第一

次访谈中进行。日记单元用以记录一个月内家庭的所有交易。住房、耐用品的

使用、土地和牛方面的单元在第二次访谈中进行。有关住房方面的问题被用作

插补租金值的基础。月末向住户询问其在前12月期间购买耐用品的情况。还向

村长发放了村庄调查问卷。该调查问卷包括道路、交通、水、电、卫生设施、

地方市场和学校等内容。

3. 计量方法

36.  在第一次老挝支出与消费调查中采用了日记法来计量家庭交易情况，

如果这种方法有效，那么就应该在新一轮的老挝支出与消费调查中采用这种方

法。改变计量方法将会使各调查之间的可比性受到影响。第一次老挝支出与消

费调查中，日记法很有效，但这是因为访调员为住户提供了大量支持。如果不

是访调员频繁地提供密切的支持，那么许多住户不能（或者不愿意）正确地记

日记。在这些情况下，日记法似乎就不太理想。但我们必须考虑到，老挝人民

民主共和国许多村庄的交通都很困难，所以一旦访调员到达村庄，就应该让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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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员就地完成其需要为每个住户进行的三次访谈，而不是让访调员在村庄和总

部之间往返数次。另外，在村庄逗留期间，访调员应该随时和住户保持经常联

系。国家统计中心最后决定在第二次老挝支出与消费调查中采用“访调员支持

的日记法”。由访调员在村庄停留一整月，向住户提供日记记录方面的所有协

助。

37.  对大米日常消费的计量采取了特别的办法。对家庭每个成员一天的大

米消费进行了计量，以获得每个人每顿进餐的准确数量。向受访者出示一张印

有图片的纸，纸上印有六个盘子，每个盘子大米的数量不同（一个“球”，两

个“球”等），并要求受访者指出哪张图片上的数量是准确的。

38.  在这个月期间，选择24小时作为记录家庭时间利用情况的期限。第二

次老挝支出与消费调查中所使用的时间利用日记由瑞典统计局和艾塞克斯大学

经济与社会研究理事会（ESRC）宏观社会变化研究中心联合开发，其主要目标

是为了开发一种“轻松”的日记——这种日记格式可以和其他调查工具一道使

用，并且不会给受访者带来过多的负担。只要求一个年龄在10岁或10岁以上的

住户成员（随机抽取）填写某一指定日期的时间利用日记。访调员随机选择受

访者，一周中每天选择的受访者数量不变。

39 .  时间利用日记包括22项事先确定的活动，重点为经济活动。访调

员在收集日记时还对其中的某些活动收集了补充信息。如果受访者回答其工

作为“雇员”，那么就会要求这些人员回答他们是否为农场工人，是在政府

部门、私人部门还是在其他部门工作。如果受访者的回答是“在自营企业工

作”，则要求这些人员回答其在自营企业中担任了什么角色。然后根据一张大

约有50个类别的清单对有关答案进行分类，该清单上的类别依据的是所有经济

活动的国际标准行业分类（经济活动行业分类）和1993年国民账户体系[欧洲

共同体委员会、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联合国和世界银行

（1993年）]。

4. 样本设计、实地工作

40.  查点区作为初级抽样单位（PSU）。初级抽样单位根据18个省进行分

层，各省内又按照城市/农村分层。农村查点区进一步被分为“有公路”的查

点区和“没有公路”的查点区。25个初级抽样单位样本被分配给每个省，然

后又根据城市/农村进行进一步分配，城市地区被分配的样本要比农村地区多

50%。每个省则根据系统概率与规模成比例（PPS）调查法抽出初级抽样单位，

并抽出450个初级抽样单位样本。

41.  调查前对被抽中初级抽样单位内的住户编制了清单，并通过系统的抽

样在每个初级抽样单位内抽取了20个住户，这样共有9 000个住户样本。为了

在不同时间进行抽样，将省级样本按12个月的期限随机进行分配，每个月为两

个村庄（有一种情况下，为三个村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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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村庄的工作需要包括两位访调员的小组。访调员从省统计局的长期

雇员中抽调。许多人员都曾参加过第一次老挝支出与消费调查。培训期限为两

周。

E.  吸取的经验教训

1. 计量方法、不答复

43.  访调员花费了大量时间帮助受访者记录所有与住户有关的交易、家庭

企业和农业活动。有理由相信这种单调乏味而又耗时的工作提高了受访者回答

的质量。事实证明，在许多情况下，由于访调员对住户进行了频繁的访问，所

以各方建立了一种轻松和信任的关系。而且这也使访调员有足够的时间理清农

业或家庭企业中住户消费和生产之间的复杂关系。

44.  对质量进行了几次检查。将调查中获得的大米消费估计值与外部农

业生产数据进行了核对，并发现核对结果比较一致。另外还对第一个和第二

个“两周”日记期间的消费水平进行了核查。没有迹象表明第二个期间低报了

数据，两个期间日记记录的数量有细微差异。另外，两个期间的总消费估计值

也类似。

45.  第一个“两周”日记期间和第二个“两周日记”期间的消费总量差异

很小，这就提出了一个问题：更短的日记期间是否足以获得消费方面的数据。

46.  报告的不答复率很低，只有3.1%。城市地区的不答复率非常低，只

有0.6%；农村地区的不答复率要高一些，为3.9%，但这一比率仍然较低。不答

复率水平低估了一些。采用了不答复替代，但由于对访谈结果进行报告的程序

不理想，因此难以对正确的不答复水平进行评估，也难以对没有联系的情况和

拒绝回答的情况进行区分。拒绝回答的数量很少。老挝住户调查的所有经验显

示，住户认为有责任参与政府调查。另外，由村书记告诉他们参与调查。

2. 样本设计、抽样误差

47.  对方差和成本结构所进行的分析显示初级抽样单位内的最佳样本规模

（查点区）为8-12个住户。这样，调查中所使用的20个住户这一样本规模大于

最佳水平（Pettersson,2001年）。

48.  计算还显示样本在各省的平均分配使国家估计值产生的抽样误差比

按比率分配所获得的估计值大约高20%。国家估计值的变异系数(CV)一般低于

5%。城市样本规模小于农村样本规模（分别为2 008个住户和6 874个住户）。

但城市估计值的变异系数和农村估计值的变异系数类似，其部分原因是城市地

区的设计效果较低。

49 .  农村地区的设计效果相对较高，要比城市地区高许多（见表二十

四.1）。这说明农村的村庄在社会经济方面具有同质性。由于大多数农村初级

抽样单位包括一个村庄，所以初级抽样单位也具有同质性。在城市和乡镇当

中，较少按收入将人口分为富人区和穷人区：富裕家庭和贫穷家庭比邻而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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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散在城市的各个地区。因此，许多城市初级抽样单位包括非常富裕的住户和

非常贫穷的住户，这样城市初级抽样单位的异质性程度就相对较高。

表二十四.1

住户消费和耐用品拥有情况的设计效果

全  国 城  市 农  村

以老挝基普作为货币单位的每个住户的月消费总量 5.4 3.8 7.7

以老挝基普作为货币单位的每个住户的月食品消费量 5.8 4.4 6.8

住户拥有机动车的比率 2.1 1.3 3.3

住户拥有电视机的比率 5.4 3.1 6.8

住户拥有收音机的比率 4.5 2.7 4.8

住户拥有录像机的比率 5.5 3.9 6.1

50.  对每个样本住户进行了一个月的调查，样本在12个月的期间平均分

布。在根据调查对贫穷率进行估计时，这就带来了问题（见第C.3节）。根据

数据对季节性差异进行了估算，并利用季节性差异来消除估计值中的季节性差

异。但无法估计住户在各月之间的随机非季节性差异。结果是在某种程序上过

高估计了住户消费量的离差，并过高估计了贫穷率。

3. 使用时间利用日记的经验

51.  由本人完成以及访调员完成的日记数量不清楚。但有迹象显示，一般

情况下，访调员会为大多数受访者提供大量的帮助，当然各地区可能存在着差

异。

52.  对一个住户成员进行随机抽样的效果不佳。对填写了时间利用表的

人员所计算的年龄/性别分布情况显示，在随机抽样原则的执行方面，访调员

和监督员不是很成功。在许多情况下，可能出于实际的考虑，访调员似乎没

有坚持采用随机抽取的人员，而是允许采用替代人员。计算结果显示，抽样

中，处于活跃年龄（15-64岁）的男性比率偏高，男女少年（10-14岁）、老年 

（65岁或65岁以上），尤其是老年妇女的比率偏低（Johansson，2000年） 

（见表二十四.2）。需要对程序进行修改，以确保时间利用数据更具备代表

性。如果时间利用的调查单元主要是为了获得经济活动方面的数据，就可以不

包括最年少和最年老的人员。但如果社会方案重点是为了了解童工和老年人状

况，就有必要将这一类人包括进去。

4. 采用第二次老挝支出与消费调查估计国内生产总值

53.  将计量住户生产值、投入成本和时间利用的单元纳入调查获得的各种

经验令人振奋。这种做法大大加强了对国内生产总值(GDP)进行估计的统计基

础。如今调查为国民账户提供了以下方面的重要数据：(a) 住户生产的增值；

(b) 整个经济中的劳动力投入；以及(c) 私人消费的水平和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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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二十四.2

时间利用日记的样本中实际人数和预计人数之间的比率

实际/预计比率

年    龄 男  性 女  性 全  部

10-14 0.41 0.49 0.45

15-64 1.33 1.04 1.18

65+ 0.59 0.29 0.43

所有年龄组 1.11 0.90 1.00

54.  在对1997年的国内生产总值进行新的基本估计方面，农业和非正式经

济活动中的住户生产占国内生产总值的64%，从消费角度来看，其在国内生产

总值中所占的比率更大。整个经济中有大约80%的劳动力投入都来自农业和非

正式经济活动中的住户生产（Johansson,2000年）。

F.  结论

55.  本章解决与旨在计量“住户预算”的调查设计有关的问题。重点讨论

了那些对住户消费总量和生产进行估计、并且其估计可以用于国民账户和一般

国家经济统计的调查。有关设计问题的更全面讨论，感兴趣的读者可以参考其

他出版物[如，见Deaton和Grosh（2000年）以及联合国（1989年）]。

56.  在本章的个案研究中，访调员花在每个住户上的时间多少有些不同寻

常。老挝这种耗费资源的调查设计是出于统计准确性和实地工作环境方面的考

虑。在识字率较低的人口中采用日记法意味着需要或多或少地每天为许多住户

提供帮助。一般认为，在老挝，为准确采集住户消费方面的数据，有必要采用

由访调员提供帮助的日记法。但在其他国家，采用一些费用较低的其他方法也

可能会得出令人满意的质量估计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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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五章

转型国家住户调查

Jan Kordos

华沙经济学院 

中央统计局 

波兰华沙

摘    要

本章对过去十年中，即1991-2000年期间转型国家住户抽样调查（住户抽

样调查）设计和实施的主要方面进行了回顾。此外，本章还将提供14个转型国

家在这些调查操作方面的信息。这些国家的统计局于2001年通过填写特别问卷

提供了这些信息，在某些情况下，他们随后还对提供的信息进行了更新。

本章包括两节：A节对转型国家的住户调查进行了总体评估。B节包括部

分转型国家住户抽样调查的个案研究。

A节综合介绍了转型国家住户调查的主要特点。文章特别对两个主要类型

的住户调查进行了介绍：住户预算调查（HBS）和劳动力调查（LFS）。并对下

列调查特点进行了论述：抽样标架、样本设计、样本规模、估计方法、抽样误

差估计、不答复率、调查成本和设计效果。虽然每个转型国家都需要对其住户

预算调查进行重新设计，但它们已经具有住户预算调查的某些经验。而劳动力

调查则是一种全新的调查形式，只是在过去10年中才引进到各转型国家的。在

某些国家，是利用国外技术援助引进的。A节在结论部分还对改进转型国家住

户抽样调查提出建议，并考虑到2000年人口与住房普查。

B节提供了下列国家的个案研究：爱沙尼亚、匈牙利、拉脱维亚、立陶

宛、波兰和斯洛文尼亚。文章概括了每个国家住户预算调查、劳动力调查及其

他住户调查的主要特点。

关键词：住户预算调查、劳动力调查、调查成本、设计效果、抽样误

差、不答复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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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对转型国家住户调查的综合评估

1. 导言

1.  本节的目的在于介绍过去10年中某些转型国家，尤其是中东欧国家和

俄罗斯联邦住户调查设计和实施方面的某些情况。由于不同住户抽样调查（住

户抽样调查）在调查项目、响应单位、周期、样本设计和收集方法方面存在很

大差异，从而导致调查成本和不答复率也有很大不同。本章重点放在如下两种

住户调查的设计和实施上：住户预算调查（HBS）和劳动力调查（LFS）。但对

转型国家过去10年进行的其他住户调查也有所介绍。

2.  在对转型国家过去10年进行的住户抽样调查进行考虑之前，本章将对

这些国家在转型前的住户调查作一个概述，作为理解这些国家住户调查进一步

发展情况的基础。

3.  在编写本章时，作者制作了一份特殊问卷，分发到下列14个转型国

家：

白俄罗斯、保加利亚、克罗地亚、捷克共和国、爱沙尼亚、匈牙利、

拉脱维亚、立陶宛、波兰、罗马尼亚、俄罗斯联邦、斯洛伐克、斯洛

文尼亚和乌克兰。

4.  8个国家编写了综合文件，并在《转型期统计》[第5卷第4号（2002年

6月）]公布了这些文件。

5.  本章特别介绍了这些国家住户抽样调查的设计和实施，重点放在抽样

标架、样本设计、样本规模、参数和抽样误差的估计方法、不答复率、调查成

本和成本构成、设计效果及它们在统计分析中的应用等问题上。除此之外，本

章还对2000年人口与住房普查之后如何改进调查的未来计划进行了阐述。

2. 转型前（1991-2000年）中东欧国家和苏联住户抽样调查

6.  要对转型前的中东欧国家及苏联住户抽样调查进行客观评估并非易

事。众所周知，这些国家实施的是集中统计制度，完全报告或普查是数据收集

的主要形式。但是，有些出版物对这些国家在此阶段的住户调查进行了报道，

而且据了解还有专门的会议、研讨会和工作组会议对这些国家的调查方法进行

了讨论。

7.  前共产主义国家（即中东欧国家和苏联）的住户抽样调查体系中最重

要的调查为住户预算调查（FBS）。除此之外，它们还定期开展过大规模的生

活条件调查，以及收入调查、微型普查、卫生调查、时间利用调查和不同种类

的社会与人口抽样调查。

8.  从1950年代开始，按照苏联法确定了住户预算调查，苏联法是以所谓

的部门法（Postnikov,1953年）为基础的。根据这种方法，从每个部门中抽取

若干企业，再从企业的职工中抽取住户。由参加调查的被抽中住户连续几年记

收支日记。样本不进行轮换，且只有那些在社会主义企业工作的职工住户才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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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格入选为样本，但离被选企业太远的住户排除在外。在每个部门中，住户按

照二阶段设计进行抽选。在第一阶段的抽选中，按照概率与企业职工总人数成

比例的方法从整个国家中选取一定数量的企业（或工作场所的其他单位）。第

二阶段，在每个被抽选的企业中，从职工清单中系统抽取同等数量的住户，职

工清单根据经济组别进行分层。每个经济组首先根据薪资或薪金的多少进行排

序。在每个抽选阶段，从“抽样间隔”中间开始系统抽取抽样单位。这种抽样

方法被认为能够对每个部门进行自行加权。在样本抽取之后，利用平均薪资和

薪金数据，通过特殊程序对样本的代表性进行检查。在开始阶段，不答复率很

低，但各国之间差别很大。

9.  在1959–1962年期间，各国对住户预算调查（HBS）的改进与统一给

予了特别关注。为此，经济互助委员会（CMEA）统计常设委员会建立了一个特

别工作组，成员来自中东欧国家和苏联。工作组在诸如概念定义、分类和问卷

设计等方法领域取得了一些进展。有些国家对部门法提出了质疑，指出了同

一住户连续几年接受调查的弊端。在某些国家，由于不答复率不断攀升，因

此建议采用轮换抽样方法，缩短同一住户参与调查的时间。1960年代，有些

国家开始尝试一种“地域方法”，这实际上是一种地区概率设计。根据这种

方法，住户从查点区和按区域分层的居住地中抽取。样本住户的轮换缩短了

住户参与调查的期限[Glowny Urzad Statystyczny（GUS）,1971年a; Kordos 

1985年,1996年]。86 在某些中东欧国家（保加利亚、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

波兰、罗马尼亚），住户预算调查方法开始发生变化。

10.  经过某些试验之后，波兰于1971年在其住户预算调查中采用了地域

法，并于1982年开始采用轮换法[Glowny Urzad Statystyczny（GUS）,1971年a; 

Kordos, 1982年, 1985年; Lednicki, 1982年]。

11.  在匈牙利，继1970年代中期制订统一住户调查制度（USHS）后，住户

预算调查在1976–1982年期间成为一种连续调查，随后在1983–1991年期间两

年开展一次，但从1993年起，又成为连续调查。1963年开始的收入调查每10年

进行两次。在统一住户调查制度下还进行了其他许多住户调查，尤其是1980年

代，如进行了时间利用调查、声望调查（各种职业的声望）、生活条件和社会

分层调查等（Mihalyffy,1994年; Éltetö和Mihalyffy,2002年）。

12.  上述国家在转型前还进行了其他一些住户调查。经济互助委员会统

计常务委员会在其1968-1970年工作计划中纳入了“在经济互助委员会成员国

统计调查中扩大使用更多抽样方法的可能性”这一议题。1970年4月，波兰负

责组织了这方面的研讨会，并编制了主要文件（Kordos,1970年）。九个国家

（保加利亚、捷克斯洛伐克、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匈牙利、蒙古、波兰、罗

马尼亚、苏联和南斯拉夫）参与了这次研讨会。每个国家提交了一份俄文文

件，事后以特刊的形式用波兰文出版了这些文件[Glowny Urzad Statystyczny 

（GUS）,1971年a]。另外还提交了方法论方面的文件，并在第二期上予以公

布[Glowny Urzad Statystyczny（GUS）,1971年b]。根据这些文件，可以对

1970年以前这些国家所进行的住户调查类型进行一般性的评估。

86 GUS = 波兰中央统计

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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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还召开了几次有关住户调查尤其是住户预算调查的国际会议。参与

这种国际会议的波兰统计人员编制了综合报告，该报告已通过波兰统计杂志公

布。作者曾参加过1961年在维也纳召开的专门讨论住户调查问题的欧洲统计研

讨会（Kordos,1963年），另外，还曾参加过1981年在日内瓦召开的专门讨论

住户调查方法的第二次国际会议（Kordos,1981年）。

14 .  转型经济体经济统计国际会议：1990年代的东欧，于1991年

2月1 4 - 1 6日在华盛顿召开，这次会议也讨论了上述国家的住户调查 

（Garner等,1993年）。

15.  根据上述出版物，可以确定各种抽样方法还用于：加快人口与住房

普查的数据处理（保加利亚、捷克斯洛伐克、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波兰、南斯

拉夫）；微型普查（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波兰、苏联、南斯拉夫）；生活

条件（保加利亚、匈牙利、波兰、罗马尼亚、苏联）；人口与住房普查之后的

普查后调查（保加利亚、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蒙古、波兰、罗马尼亚、

苏联、南斯拉夫）；以及时间利用调查（保加利亚、匈牙利、波兰、罗马尼

亚）。这些国家的统计发展水平存在着很大的差异，而这对转型期住户调查的

进展会有一定的影响。

3. 转型期间住户调查

16.  本节包括了转型期间，即1991–2000年期间，住户抽样调查所采取的

方法及实施情况。与1990年以前进行的调查相比，这一期间的调查在内容上进

行了很大的扩充和修改。住户预算调查已经并将进一步得到改进，而且首次在

每一个国家已经推行或即将推行一种新的调查，即劳动力调查。另外，其他一

些新的样本住户调查——人口福利与健康调查、人口生活条件调查及其他人口

与社会调查——也正在推出。

17.  首先，我们将讨论住户预算调查和劳动力调查。并概括介绍一下其他

定期或一次性住户调查。然后，我们再特别关注一下所有住户调查都涉及的某

些方法问题，如抽样标架构建、样本设计、评估方法、抽样误差、设计效果、

调查成本、不答复以及住户调查的未来改进计划等。

18.  过去10年在几乎所有转型国家中，都对住户预算调查进行了重新设

计，并引进了新的调查。由于在转型之前没有劳动力调查，所以这些转型国家

设计并实施了新的调查。表二十五.1列出了新的住户预算调查和新劳动力调查

的开始年份、周期以及重新设计的最后年份。

19.  如表二十五.1所示，按照欧洲共同体统计局（欧统局）要求（Euro-

stat，1997年）重新设计和修改后的新型住户预算调查通常为连续调查。在

1992-1999年期间，转型国家引进了劳动力调查。

4. 住户预算调查

20.  转型国家进行的住户预算调查是一项传统调查，有着悠久的历史。

由于它们在人口生活条件分析及消费物价指数计算中所发挥的特殊作用，住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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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算调查一直倍受重视。为改善调查方法和组织形式，转型期的各个国家进

行了多种调查方法试验，做出了各种尝试。在某些国家，如保加利亚、匈牙

利、波兰和罗马尼亚，调查方法的改进从1970-1980年代就开始了。1990年代

初，其他国家也开始改变其住户预算调查方法，按照欧统局要求（Eurostat，

1997年）对其调查进行重新设计和修改。欧统局负责向成员国和其他有关国家

提供帮助，通过提供准则和直接技术支持，帮助这些国家改进其调查方法和调

查程序（Eurostat，1995年、1996年、1998年a、1998年b）。为此，新的概

念、定义和分类被采纳，新的日记簿和调查问卷建立了起来。调查也首次为国

家账户的建立提供了协助，目的是计量住户最终消费的总体水平。

21.  所有住户预算调查仅限于个体住户中的人口调查。集体或机构住户

（医院、老年公寓、寄宿公寓、监狱、兵营等）不包括在内。所有14个转型国

家，除捷克共和国和斯洛伐克外，都对住户预算调查进行了重新设计。

表二十五.1

某些转型国家新的住户预算调查和劳动力调查，1992–2000年： 

开始年份、周期、重新设计的最后年份

国    家

开始年份 周    期 重新设计的最后年份

住户预算
调查

劳动力 
调查

住户预算
调查

劳动力 
调查

住户预算
调查

劳动力 
调查

白俄罗斯 1995 - 季度 - 1995 -

保加利亚 1992 1993 连续 季度 2000 2001

克罗地亚 1998 1996 连续 两次 2000 2000

捷克共和国 1991 1993 连续 连续a 1999 2000

爱沙尼亚 1995 1995 连续 连续 1999 2000

匈牙利 1976 1996 连续 连续 1997 1997

拉脱维亚 1995 1995 连续 两次 1998 1999

立陶宛 1992 1994 连续 两次 1996 1997

波兰 1982 1992 连续 连续b 2000c 1999

罗马尼亚 2001 1994 连续 连续d 2000 2001

俄罗斯联邦 1997 1992 连续e 季度 1996 1998

斯洛伐克 2003 1993 连续f 连续 2002 1999

斯洛文尼亚 1999 1993 连续 连续 1997 每年g

乌克兰 1999 1999 连续 季度 2000 1999

5. 劳动力调查

22.  对于转型国家来说，劳动力调查是一个新的概念，是在1992年之后才

发展起来的。欧统局及各国国家统计局和劳工部代表每年定期参加几次在卢森

堡举行的就业统计工作组会议（Eurostat,1998年a,1998年b），以便对这些调

查的技术问题展开讨论。这样，劳动力调查得以按照国际劳工组织（ILO）的

建议和欧统局（Eurostat,1998年a）规定的方法和定义实施。

资料来源：数据来自部分

国家提交的调查问卷。

说明：“季度”表示每季

度进行一次，“连续”表示连

续进行，“两次”表示每年进

行两次，连字符“－”表示数

据不适用。
a 自2000年开始。
b 自1999年第四季度开

始。
c 自1982年开始，重新设

计过三次。
d 自1996年开始。
e 自1952年开始连续调

查，但1996年进行了重新设

计。新的调查从1997年开始实

施。
f 自1957年开始连续调

查，但2002年进行了重新设

计。新的调查从2003年开始实

施。
g 每年添加临时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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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自1989年起，国际劳工组织统计局便开始积极帮助中东欧国家和前苏

联国家从根本上修改和调整其劳动力调查体制，以满足这些国家向市场经济转

型过程中出现的新要求。技术援助的形式包括一系列培训、研讨会、会议以及

专家视察。

24.  关于劳动力调查，国际劳工组织专家曾前往俄罗斯联邦（1992年为

准备劳动力调查试点前往俄罗斯二次，1993年5月前往俄罗斯进行全面劳动力

调查）、乌克兰（1991年11月和1992年11月为准备试点劳动力调查分别前往乌

克兰，1993年11月进行了一次试验调查）、保加利亚（分别为1991年12月、

1992年7月和10月、1993年4月和1994年2月）、斯洛文尼亚（1993年10月）、

白俄罗斯（1993年11月和1994年9月前往白俄罗斯准备试点调查和跟踪调

查）、哈萨克斯坦（1993年3月和6月前往哈萨克斯坦检查开展试点劳动力调查

的可行性）执行任务。此外，他们还于1991年在挪威、1991年和1992年在德国

为俄罗斯和乌克兰专家举办了三次有关劳动力调查准备与实施的在职培训课

程。

25.  1994年（8月31日至9月2日），国际劳工组织在明斯克召开了经济转

型国家劳动力调查改革国际会议。此次会议的具体目标是要对已取得的成就和

有待努力的方面进行评估，以便为经济转型国家的决策和所需的信息提供可靠

和持续的劳动力市场统计资料。为本次会议所准备的所有文件全部发表在《转

型期统计》杂志特刊（1995年3月第2期第1号）上。

26.  14个转型国家中劳动力调查设计与实施的某些方面值得关注。从表二

十五.1中可以看出，13个转型国家已开始进行劳动力调查，白俄罗斯计划不久

也开始实施该项调查。14个国家中有7个（捷克共和国、爱沙尼亚、匈牙利、

波兰、罗马尼亚、斯洛伐克和斯洛文尼亚）进行了连续调查，也就是说，基准

周在全年中平均分布。另有3个国家（保加利亚、俄罗斯联邦和乌克兰）每季

度开展一次调查，其他国家（克罗地亚、立陶宛和拉脱维亚）每年开展两次 

（每半年进行一次）。爱沙尼亚在1999年之前每年开展一次调查（春季），但

从2000年开始，持续每季度进行一次。所有国家都计划在不久的将来对其劳动

力调查进行重新设计，以人口与住房普查结果为基础，对其抽样标架、样本设

计以及评估方法进行改进。

6. 住户预算调查及劳动力调查中抽样设计及实施的共同特征

27.  住户预算调查和劳动力调查是两种截然不同的住户调查。但由于某些

方法和实施特征（如抽样标架、样本设计、评估方法、抽样误差估计、设计效

果、成本、不答复率以及改进调查的未来计划）为两种调查所共有，因此，将

它们放在一起考虑是有助益的。

28.  在访调员的征聘与培训方面，不同国家所遵循的程序非常相似。通常

情况下，这些访调员不是专为住户预算调查或劳动力调查而征聘和培训的，他

们还要进行该国的其他住户调查。在所有住户预算调查中，数据采集包括两部

分：(a) 住户或个人所记的日记（通常按日进行）和(b) 一次或多次访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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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  对劳动力调查来说，面对面访谈是主要的数据采集方式。由“参照人

员”提供住户信息，每人填写一份个人调查问卷。由代理人进行的访谈非常少

见，但大多数国家认为这是一种有效的数据来源。在无法与受访人员个人取得

联系的情况下，大多数国家允许“自填问卷”，即调查人员将调查问卷留给受

访者自己填写。自填问卷模式优于代理访谈。由于调查问卷内容方面的原因，

电话访谈尚未得到广泛推广，但已有国家开始尝试采用计算机辅助电话访谈 

（CATI）（爱沙尼亚）。目前绝大多数国家仍采用传统的“纸笔”方式进行调

查访谈。

住户预算调查和劳动力调查的抽样标架

30.  人口与住房普查在某些国家（保加利亚、匈牙利、波兰和罗马尼亚）

是构建住户调查抽样标架的基础。以查点区（CEAs）为基础，采用普查数据来

创建初级抽样单位（PSU），通常情况下需要根据调查的具体要求进行调整。

在大多数情况下，都将住所作为二级抽样单位（SSU）。通常情况下，被选为

初级抽样单位中的住所每年更新一次。更新工作包括：由于新建筑物的落成而

导致住所单位数量增加的情况，由于房屋拆除以及国家行政区域变更后地区

边界发生变更而引起住所单位数量减少的情况[见Glowny Urzad Statystyczny 

（GUS）,1999年; Kordos,1982年,1996年; Lednicki,1982年; Martini,Ivano

va和Novosyolva,1996年; Mihalyffy,1994年]。

31.  某些前苏联国家（如白俄罗斯、爱沙尼亚、拉脱维亚、立陶宛）则利

用人口登记（PR）和从人口登记中得到的地址以及其他能够得到的行政文件作

为抽样标架（见Lapins和Vaskis，1996年；Martini、Ivanova和Novosyolova，

1996年；Šniukstiene、Vanagaite和Binkauskiene，1996年；Traat、Kukk和

Sostra，2000年）。

32.  在俄罗斯联邦，1994年的微型调查被有效地用作住户预算调查和劳动

力调查的抽样标架（见Goskomstat,2000年）。

33.  一般来说，覆盖的目标人口包括一个国家领土内的所有个体住户，仅

有很少例外。在某些情况下，有些小规模人口群体便被排除在外，这主要是现

有抽样标架覆盖面有限造成的结果。

34.  有些国家计划将2000年度的普查结果作为住户预算调查和劳动力调查

以及未来其他住户调查的抽样标架（见Éltetö和Mihalyffy，2002年；Kordos、

Lednicki和Zyra，2002年；Lapins等，2002年；Kurvits、Sõstra和Traat，

2002年）。

样本规模和分配

35 .  2000年度的住户预算调查样本规模因国家而异，斯洛文尼亚为

1 028户，斯洛伐克为1 300户，波兰为36 163户，俄罗斯联邦为48 675户。

表二十五.2列出了2000年经济转型国家住户预算调查和劳动力调查的样本规

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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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  一般来说，由于较大的国家对分类结果有更大需求，并且具有较强

的能力，所以它们通常要求较大的样本规模。当然，这并非与国家的大小成比

例。在某些国家，样本在各个地理区域按比例分配，以便在国家一级尽量获得

最准确的估计值。但也有三个国家，它们是匈牙利、波兰和俄罗斯联邦，则选

择不按比例进行分配，它们以更高的比率来对更小的区域进行抽样，从而来保

证国家每个区域都有一个最低限度的样本规模。

37.  2000年：

(a) 住户预算调查：俄罗斯联邦的样本规模最大（48 675户）,其后依次

为波兰（36 163户）、乌克兰（12 534户）和匈牙利（11 862户）。

样本规模最小的国家为斯洛伐克（1  3 0 0户）和斯洛文尼亚 

（1 028户）。

(b) 劳动力调查：俄罗斯联邦的样本规模最大（123 041），其后依次为

乌克兰（38 695）、匈牙利（36 500，季度调查）、波兰（24 400，

季度调查）、捷克共和国（31 800）、保加利亚（24 000）、罗马尼

亚（17 600）和斯洛伐克（10 250）。其他所有国家的样本规模都在

10 000以下。

样本设计和抽样

38.  在过去10年中，转型国家对住户预算调查和劳动力调查进行了不同的

样本设计。抽样前，初级抽样单位分层也采用了不同的标准。最为常用的分层

标准为地理区域和/或城/乡环境。也有许多国家（如匈牙利、波兰、俄罗斯联

邦和乌克兰）则按地区人口规模进行分层。

39.  大部分调查都是分两个阶段进行的：第一阶段选择初级抽样单位，

然后第二阶段在每个选取的初级抽样单位内选择少量的住处或住户。通常情况

下，两个阶段的选择概率要进行平衡，以在区域内获得经过“自行加权”的住

户样本，即初级抽样单位应按照概率与规模成比例（PPS）的方法抽取，通常

与住户的数量成比例；然后在选取的初级抽样单位中选择同等数量的二级抽样

单位（SSU）。在拉脱维亚和立陶宛的大城市采用了对住处、住户或人员的直

接（单阶段）抽样。与此相反的是，在匈牙利对小的地方采取了三阶段抽样方

法：大的地区放在第一阶段、较小聚集区归第二阶段，住址或住户放在最后阶

段。

样本轮换

40.  住户的回答负担可通过定期样本轮换得以缓解。但是由于额外的样

本维护、对调查人员可能进行额外的培训、首次收集基线信息的额外成本、以

及对提供数据的新单位进行培养存在着困难等因素，单位轮换会使调查成本增

加。按照一定的比率对抽样单位进行部分轮换则不失为一种好的折衷方法，也

就是说，100%地完全置换样本单位，其成本太高且对变化的估计不准，而根本

不轮换（即固定样本调查）则会导致无法接受的回答负担。根据轮换计划，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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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一特定期限内将某一单位保留在样本中，在此期限过后的最短期限内，该单

位没有资格被同一调查再次选为抽样单位。

41.  在大多数转型国家的住户预算调查和劳动力调查中，还采取了其他一

些样本轮换方式。譬如，爱沙尼亚、波兰和罗马尼亚采用了2-(2)-2模式，也

就是说，两个季度轮换为样本，两个季度不作为样本，接着又在两个季度轮换

为样本，随后退出调查。

结果的加权

42.  住户预算调查中的不答复率通常很高，这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样本

住户的社会经济结构。为尽量减少这种影响，样本结果应当加权。如果有强有

力的辅助信息，并通过校准方法将这些信息用于再加权之中，抽样误差和不答

复误差都将大大降低。匈牙利是在两种调查中使用校准方法的惟一国家（见

Éltetö和Mihalyffy,2002年；另见Deville和Särndal，1992年）。

43.  框架中有关单位基本特点的信息有助于样本设计和抽样。更重要的

是，这些信息可用来计算用以降低不答复影响的权数。为此，必须提供调查中

有关答复和不答复单位特征的相关信息。

44.  首先，样本中的每个住户根据其被抽中概率的倒数进行加权。对不答

复的加权包括：将样本划分到合适的加权类别中，在每个加权类别中，对受访

者进行加权以便对该类别中的不答复情况进行调整。在某些情况下，可能会采

用来源于外部的有关权数。此外，对于住户预算调查来说，可能也会采用来自

劳动力调查中有关（住户规模及城乡关系）的权数（波兰）。

45.  波罗的海国家还采用了特殊的程序从人口登记中获取自行加权的住

户样本（见Lapins和Vaskis,1996年；Šniukstiene、Vanagaite和Binkausk-

iene，1996年；Traat、Kukk和Sõstra，2000年）。

46.  劳动力调查数据还被同时用作住户级和个人级的分析。因此，在涉及

两类单位的分析中，如有必要的话，可以使用能够确保分析绝对连贯性的加权

程序。在住户一级对原始样本进行全面加权，也就是说，这种程序可以确保住

户中的每个人得到同样的权数。

47.  权数应按顺序得出。第一步之后，任何一步的权数都应按照已加权的

样本值（根据以前所有步骤的结果进行加权）进行计算。一个单位的最终权数

将根据每一步确定的加权因数来确定。每一步计算得出的权数都被标准化，也

就是说，它们的比例应该能够使每个样本单位的平均值都等于1.0，权数总和等

于原始样本规模。

48.  虽然所有调查中都使用一套共同的程序，但每个步骤所包含的具体变

量和使用数据的来源又因调查不同而有所不同。不过，某些变量实际上在所有

情况下往往都很重要，如住户地理位置、住户规模和构成、按年龄、性别及其

他基本特征划分的人口分布等（Verma,199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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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二十五.2

2000年若干个转型国家中住户预算调查和劳动力调查的样本规模、样本设计和

估计方法

国    别

样本规模 样本设计 估计方法

住户预算
调查

劳动力 
调查

住户预算
调查

劳动力 
调查

住户预算
调查

劳动力 
调查

白俄罗斯 6 000 - 2阶段 - 加权 -

保加利亚 6 000 24 000 2阶段 

PPS

2阶段 

PPS

直接 加权

克罗地亚 2 865 12 843 2阶段 

PPS

2阶段 

PPS

加权 直接

捷克共和国 3 250 31 800 配额 2阶段 

PPS

上次

microc.
加权

爱沙尼亚 9 840 9 127 PR 

PPS

PR 

Eq.Pr.
加权 加权

匈牙利 11 862a 36 500b 3阶段 

PPS

3阶段c 

PPS

校准 校准

拉脱维亚 3 847 7 940 2阶段 

PPS

2阶段 

PPS

加权 加权

立陶宛 10 680 6 000 PPS 

人

PPS 

人

加权 加权

波兰 36 163d 24 400e 2阶段 

PPS

2阶段 

PPS

加权LFS 加权人

口统计

罗马尼亚 17 827 17 600 2阶段 

PPS

2阶段 

PPS

加权 加权

俄罗斯联邦 48 675 123 041 2阶段 

PPS

2阶段 

PPS

加权

microc.
加权

microc.

斯洛伐克 1 300 10 250 配额 2阶段 

PPS

- 加权

斯洛文尼亚 1 028 7 000f 2阶段 

PPS

1阶段 

人

加权 加权

乌克兰 12 534 38 695 2阶段 

PPS

2阶段 

PPS

加权 加权

标准误差估计

49.  大多数国家的住户预算调查和劳动力调查都采用复杂的样本设计，这

就需要将这些复杂的特征纳入抽样方差的计算中（Wolter,1985年）。没有哪

种分析方差表达式可用来估计复杂估计值的抽样误差，为此需要采用估计法。

有些国家采用了随机分组法（如波兰，2000年前的住户预算调查和1999年前的

劳动力调查均采用了这种方法），有的采用刀切法（匈牙利），有的采用泰勒

级数法（波兰1999年第四季度后的劳动力调查），还有的则采用了对称半样本

法（波兰2001年后的住户预算调查）和定制分析法（俄罗斯联邦）。另有一些

资料来源：数据来源于部

分国家提交的调查问卷。

说明：“上次microc .” 

系指1995年微型普查；“加

权m i c r o c .”=加权微型普

查;“PR”=人口登记；“加权

LFS”=用于劳动力调查的权

数；“加权人口统计”=人口

预测-事后-分层控制数据所采

用的权数；“校准”=校准方

法；“Eq Pr.”=等概率。连字

符（-）= 数据不适用。
a 配合调查的住户数量为

10 191。为取得此结果，访调

员须拜访多达17 243个地址。
b 按季度抽取。
c 采取二阶段抽样的自我

代表城市除外。
d 该样本规模只在2000年

取得过。在之前的一年中，样

本规模约为32 000个住户。
e 按季度抽取的住户数

量。每个季度抽取同等数量的

住户。
f 季度数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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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爱沙尼亚、拉脱维亚和斯洛文尼亚）则依赖于“相关数据统计分析软

件”（SUDAAN），这是一种用于计算复杂设计标准误差的著名软件包。

住户预算调查和劳动力调查的不答复率

50.  如果看一下某些转型国家在过去4年中住户预算调查的平均不答复率

情况，就能从表二十五.3所给出的数据确定以下三组：

(a) 高不答复率组（超过40%）：爱沙尼亚（43.6%）、波兰（43.4%）、保

加利亚（41.7%）和匈牙利（40.0%）；

(b) 中度不答复率组（20%到30%之间）：俄罗斯联邦（25.6%）、乌克兰 

（25.0%）、拉脱维亚（24.5%）和立陶宛（22.2%）；

(c) 低不答复率组（20%以下）：克罗地亚（19 .0%）、斯洛文尼亚 

（18.5%）和罗马尼亚（11.0%）。

51.  从表二十五.3和二十五.4中可以看出，各国住户预算调查的不答复率

远远高于劳动力调查的不答复率。此外，在某些国家中，随着时间的推移，两

种调查的不答复率明显上升。就劳动力调查而言，不答复率上升的国家有：

(a) 波兰（从1992的4.5%上升到2000年的22.1%）；

(b) 白俄罗斯（从1993年的10.1%上升到2000年的17.2%）；

(c) 捷克共和国（从1993年的16%上升到2000年的24%）；

(d) 克罗地亚（从1996年的6.3%上升到2000年的15.7%）；

(e) 罗马尼亚（从1994年的2.6%上升到2000年的8.9%）；

(f) 斯洛文尼亚（从1992年的9.0%上升到2000年的12.0%）。

52.  表二十五.4中的数据表明各国之间不答复率相差很大，根据不答复的

程度可分为三组：

(a) 高不答复率组（15%以上）：乌克兰（28 .8%）、捷克共和国 

（21 .5%）、保加利亚（16 .1 %）、克罗地亚（15 .7 %）和波兰 

（15.4%）；

(b) 中不答复率组（10%到15%之间）：爱沙尼亚（12.5%）、斯洛文尼亚 

（12.2%）、匈牙利（11.2%）和拉脱维亚（10.4%）；

(c) 低不答复率组（10%以下）：立陶宛（9.1%）、罗马尼亚（7.7%）、斯

洛伐克（5.6%）和俄罗斯联邦（5.4%）。

住户调查的成本

53.  任何抽样调查都应该回答两个重要问题：

(a) 调查总成本是多少？

(b) 主要估计值的准确程度如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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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二十五.3

1992–2000年间某些转型国家住户预算调查的不答复率

国    家

年度不答复率

1992 1993 1994 1995 1996 1997 1998 1999 2000

百  分  比

白俄罗斯 .. 33.0 34.2 35.6 37.9 49.0 41.1 39.7 37.0

克罗地亚 .. .. .. .. .. .. 19.0 21.0 17.0

捷克共和国 无报告

爱沙尼亚 .. .. .. 44.4 50.2 44.9 46.6 47.5 35.2

匈牙利 .. 36.7 40.4 32.6 43.3 40.6 40.9 39.6 39.0

拉脱维亚 .. .. .. .. 26.1 24.1 21.9 23.1 28.7

立陶宛 .. .. .. .. 24.0 20.3 22.7 22.8 22.8

波兰 23.2 27.6 25.3 25.1 31.4 34.3 40.7 49.4 49.2

罗马尼亚 .. .. .. 8.0 10.2 9.6 10.4 11.6 13.4

俄罗斯联邦 10.4 10.5 5.9 11.5 31.4 47.5 25.0 13.9 16.0

斯洛伐克 无报告

斯洛文尼亚 .. 24.6 22.1 28.0 34.6 19.5 18.4 17.6 18.6

乌克兰 .. .. .. .. .. .. .. 24.2 25.7

表二十五.4

1992–2000年某些转型国家中劳动力调查的不答复率

年度不答复率

国    家 1992 1993 1994 1995 1996 1997 1998 1999 2000

百  分  比

白俄罗斯 .. 10.1 8.8 8.5 11.0 14.4 16.7 16.2 17.2

克罗地亚 .. .. .. .. 6.3 14.0 18.1 15.0 15.7

捷克共和国 .. 16 16 18 20 19 21 22 24

爱沙尼亚 .. .. .. 7.4 .. 13.5 13.4 13.2 9.9

匈牙利 .. 10.3 8.1 11.4 13.6 14.3 12.2 8.9 9.2

拉脱维亚 .. .. .. 13.7 13.3 12.4 9.8 9.4 10.1

立陶宛 .. .. .. .. .. 9.6 9.0 8.7 8.9

波兰 4.5 5.3 8.9 9.9 10.0 9.6 11.6 18.2 22.1

罗马尼亚 .. .. 2.6 2.3 6.4 6.7 7.4 7.9 8.9

俄罗斯联邦 4.6 6.8 5.9 4.5 5.5 5.8 5.8 5.3 4.5

斯洛伐克 .. .. 6.2 5.9 5.1 5.0 5.6 5.9 5.7

斯洛文尼亚 9.0 7.9 9.8 9.7 10.0 12.5 12.4 11.7 12.0

乌克兰 .. .. .. .. .. .. .. 29.2 28.3

资料来源：国家特别调查

问卷。

说明：两个点（ ..）表示

无数据。

资料来源：国家特别调查

问卷。

说明：两个点（ ..）表示

无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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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  要对转型国家住户调查的成本进行评估并非易事。有些国家只提供收

集数据的总直接成本，包括访谈成本、差旅费、材料成本以及与数据收集有关

的服务费用，但未包括其他成本部分，如调查准备、方法性插补手段、数据处

理、报告编写和公布等。

55.  尽管预算的编制非常重要，但成本估计却是调查计划中最薄弱的环

节。成本估计存在的问题之一是保持详细的成本记录往往是一件繁重的事情。

此外，要将联合行动中的成本，尤其是将管理费和其他间接费用分开也很困

难。但无论如何，制定并维持一套完整的成本报告制度将对未来的规划有益，

并可以为数据方案争取必要的支持（联合国，1984年）。

56.  在波兰（Kordos、Lednicki和Zyra，2002年），2000年住户预算调查

的直接成本为4 567 000欧元，其中访谈成本为3 571 394欧元（78.2%），差旅

费为146 144欧元（3.2%），奖励成本为429 298欧元（9.4%）。就2000年调查

而言，被调查住户的样本规模为36 163户，也就是说，每户的平均调查成本为

126.3欧元。

57 .  2000年的劳动力调查也进行了类似的计算。劳动力调查的总直接

成本为1 094 200欧元：878 642.6欧元（80.3%）为访谈费，45 956.4欧元 

（4.2%）为差旅费。在劳动力调查中没有奖励成本。就2000年劳动力调查而

言，有近80 000个住户接受了访谈，一次访谈费用平均为13.7欧元。我们发现

住户预算调查成本约为劳动力调查成本的10倍，这主要是由于住户预算调查十

分耗时，包括对同一受访者进行若干次访谈以及需要使用日记和证明资料。而

劳动力调查只包括一次访谈。

58.  匈牙利提供了2000年住户预算调查和劳动力调查成本方面有用的数据

（Éltetö和Mihalyffy,2002年）。表二十五.5和表二十五.6列出了对住户预算

调查和劳动力调查成本结构的详细分析。劳动力调查支出（432 000欧元）超

过了住户预算调查支出（326 000欧元）。但考虑到在劳动力调查中，每个住

户每年要接受4次访谈，而且对配合的住户不提供任何奖励措施，所以对每个

住户的支出费用远低于住户预算调查的相关支出（住户预算调查中每个住户的

调查费用为27.5欧元，而劳动力调查中每个住户的调查费用仅为8.4欧元）。表

二十五.5和表二十五.6显示住户预算调查和劳动力调查的成本结构，包括绝对

数字（欧元）和所占百分比。

设计效果

59.  从某些转型国家的住户调查描述中可以看出，几乎所有的住户样本调

查都是多阶段调查。这就意味着对这些调查数据进行统计分析时需要进行设计

效果计算（Kish和Frankel,1974年）。

60.  以俄罗斯联邦为例（Goskomstat，2000年，第219-220页），在俄罗

斯联邦，每个地区的季度劳动力调查样本规模都是单独确定的。样本规模是根

据不同水平的实际失业率确定的。对俄罗斯联邦、大区域和中等区域以及小

区域而言，预期的估计准确率分别定为1.5%、5%和8%。设计效果按照第六章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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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式(7)，根据1998年就业和失业样本调查数据进行计算。计算出的设计效果

在1.52到2.14之间。为住户预算调查和劳动力调查的若干个特征计算了设计效

果。某些设计效果列于本章的附件。

表二十五.5

匈牙利2000年住户预算调查的成本结构

成    本

成本构成 欧    元 百  分  比

月度日记 148 650 45.6

年底问卷 35 865 11.0

造访不答复住户 4 345 1.3

对配合的住户的鼓励 75 855 23.3

访调员奖金 18 585 5.7

材料费 42 700 13.1

合    计 326 000 100.0

表二十五.6

匈牙利2000年劳动力调查的成本结构

成    本

成本构成 欧    元 百  分  比

造访住户 22 032 5.1

住户调查问卷 65 232 15.1

活动调查问卷 212 110 49.1

补充调查问卷 42 336 9.8

调查员奖金 33 695 7.8

材料费 56 595 13.1

合    计 432 000 100.0

7. 结论

61.  在本章中，我们介绍了样本设计和住户抽样调查实施的不同方面，并

重点介绍了最重要的调查：住户预算调查和劳动力调查。从住户调查的一般回

顾中，我们可以得出某些结论。转型国家的住户抽样调查根据市场经济新的要

求和欧统局建议（1995年；1996年；1997年；1998年a）得到了重新设计和协

调，并根据各国以前的经验和当前情况，保持了一定的差异。虽然住户调查发

展取得了明显的进步，但仍有许多问题值得统计部门给予进一步关注，如标准

误差的计算和提出、成本构成的估算、设计效果的计算和公布以及它们在统计

分析当中的应用。此外，还有一些影响特定国家的具体问题，如低答复率和区

域的样本规模不充分。对于国家间结果的比较来说，这些都是非常重要和严重

资料来源:Éltetö和

Mihalyffy（2002年）。

资料来源:Éltetö和

Mihalyffy（2002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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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问题。由于这些问题影响到各国住户抽样调查的整体性和一致性，解决这些

问题便成为欧统局的任务。转型国家都有自己进一步发展其住户调查的计划。

其中的一项计划是利用2000年人口与住房普查结果。普查数据为改进抽样标

架、样本设计和估计方法，主要是小区域的改进提供了机会。

62.  以下对部分转型国家若个案例进行的研究详细说明了这些国家的住户

调查在抽样设计、实施和分析方面存在的问题。个案研究附有大量参考书目，

这些参考资料可用来对转型国家住户调查的不同方面进行研究。

B.  转型国家的住户抽样调查：个案研究

63.  本节提供的个案研究由下列转型国家的作者编写：爱沙尼亚、拉脱维

亚、立陶宛、波兰和斯洛伐克。8个转型国家的作者撰写的更多的综合文章发

表在《转型期统计》杂志第5期第4号（2002年6月）上。下文提供了有关每个

国家住户预算调查、劳动力调查以及其他住户调查主要特点的信息，作为A节

有关内容的补充。

1. 爱沙尼亚住户抽样调查87

导    言

64.  爱沙尼亚统计局于1995年进行了两次重大住户调查：爱沙尼亚劳动力

调查（LFS）和爱沙尼亚住户预算调查（HBS）。

65.  住户预算调查是一项连续调查；其结果按季度和年度公布。1999年，

根据世界银行的方案对调查进行了重新设计，调查的日记得到修改，抽样和加

权程序更接近最新的可用数据。Traat、Kukk和Sõstra（2000年）对调查进行

了介绍，Traat（1999年）则做了更详细的描述。

66.  劳动力调查是于1995年进行的一次性调查。1997年进行的下一次调查

改变了方法。随后，劳动力调查改为每季度进行一次，直到2000年，劳动力调

查又变成一种连续调查。Kurvits、Sõstra和Traat（2002年）及爱沙尼亚统计

局（1999年）对该调查进行了介绍。

67.  此外，爱沙尼亚统计局还进行了许多其他住户或人口调查。这些调查

与其他欧洲国家进行的类似调查一致，调查取得的信息被用于进行国家和国际比

较。这些调查包括：1997年成人教育调查、1999-2000年时间利用调查、1994年

和1999年生活条件调查以及2000年爱沙尼亚成人卫生行为调查（Kurvits、 

Sõstra和Traat，2002年）。

68.  现将爱沙尼亚住户预算和劳动力调查的情况简单介绍如下。

数据内容

69.  住户预算调查是一种日记式调查。每个被抽样的住户提供其一周的食

品消费和支出信息以及一个月所有其他支出和收入方面的信息。此外还有一次

87 由Tartu大学数学统计

学院的Imbi Traat编写（电子

邮箱: imbi@ut.e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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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住户成员构成和其他背景信息的事先访谈，和一次有关住户成员构成变化

的简短事后访谈。

70.  劳动力调查的数据收集方案要比一般劳动力调查广泛得多，1995-

1999年收集回顾性信息时尤其如此。自上次调查之后，对受访者在一定期间内

的劳动力状况（就业、失业或待业情况）进行了记录。对有关每种状况的起始

日期和其他相关数据也进行了记录。标准单元的劳动力调查将重点放在基准周

上，向就业人员询问有关其职业、通常和实际工作时间以及企业/组织经济活

动等方面的问题。向失业人员询问的问题包括求职措施、求职连续性以及想找

的工作的特点等。

数据收集

71.  爱沙尼亚统计局访调员司（1994年建立）负责为各种调查采集数据。

由15个县协调员负责组织全国各地130名访调员的工作。在农村地区，每个访

调员在一个月内进行调查时平均每次调查进行10-15次访谈，而在城市地区则

为15-20次；但实际上，他们的工作量根据区域样本规模不同也有所不同。对

于大约一半的访调员来说，调查工作是他们的第二职业。他们按完成的访谈量

以及同不答复人员进行联系的次数取得报酬。

72 .  数据录入和编码由统计局利用名为“Blaise”的调查处理系统进

行。数据录入方案包括第一次逻辑检查。在劳动力调查中，利用统计分析系统 

（SAS）软件进行数据处理和更复杂的检查，而在住户预算调查中，则利用

FoxPro进行处理。

73 .  2000年住户预算调查和劳动力调查总成本分别为153 000欧元和

128 000欧元。访调员的薪资、交通和通讯费用大约占总成本的70%，而数据录

入约占总成本的15%。

样本设计

74.  住户预算调查的目标人口包括所有爱沙尼亚住户，组织机构除外。劳

动力调查目标人口包括15–74岁的爱沙尼亚居民。

75.  两种调查的抽样标架为人口登记册。抽样单位是人，根据人口登记

中的记录清单对他们进行系统抽样。采用了抽样率不同的分层（住户预算调查

3层，劳动力调查4层），以便覆盖更多区域。

76.  两种调查都采用了框架中的辅助信息。地址在框架中出现的频率决

定了该地址的入选概率。抽样分为两部分，分别按不同的规则进行：地址样本 

（具有详细地址记录）和人员样本（无地址记录或记录地址不全）。无地址或

地址不全的情况发生在农村地区，在那里地址除了村庄的名字外，没有任何其

他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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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7.  在地址样本中，居住在被抽样地址的所有住户都将被纳入样本之中。

在人员样本中，只有那些有成员被抽中的住户才被纳入样本中。在一个县内对

有关住户进行跟踪。通过被抽中人员，约有15%的住户被抽样。

78.  样本设计采用概率与规模成比例（PPS）的抽样方法，其中，规模要

么是地址在框架中出现的频率，要么是（从住户中得到的）住户规模。对住户

预算调查来说，这是最终样本。其概率与规模成比例入选概率用以推算估计

值。对劳动力调查来说，这是第一阶段住户/地址样本，如果样本中工龄人员

的数量不能从人口登记中获得，可以在当地政府的帮助下进行确定。第二阶段

抽样的目的是要获取住户（及其成员）的等概率样本。拥有一个工作年龄成员

的所有住户，以及根据系统抽样计算，拥有两个工作年龄成员的半数住户、拥

有三个工作年龄成员的三分之一的住户等被纳入最终样本。

79.  目前的住户预算调查每月抽取820个住户样本。

80.  自2000年开始，劳动力调查中的住户按照2-2-2轮换计划进行轮换。

住户接受4次访谈：连续访谈两个季度，隔两个季度后，然后在下一年度对应

的两个季度中再进行访谈。根据这种轮换计划，在任何一个季度，有25%的住

户第一次参与访谈，50%的住户为上季度接受过访谈的住户。这样，相邻季度

中就出现50%的重叠，而且相邻年度中的相同季度也有50%的重叠。

不  答  复

81.  在日记式调查中，由于回答的负担加大，不答复率往往会更高（见本

章A节）。

82 .  一般来说，“拒绝访谈”的情况约占不答复总数的50%，“不在

家”的情况占25%。

83.  劳动力调查中的不答复率总是比住户预算调查中的不答复率低得多。

而且，由于向连续调查方式的转变使得实地调查的时间受到限制，因而拒绝率

不断升高。此外，劳动力调查采纳对住户进行四次访谈这一做法也导致不答复

率提高。

加    权

84.  住户预算调查和劳动力调查都使用了加权。在住户预算调查中，为住

户计算了权数，而在劳动力调查中，为人员计算了权数。

85.  在住户预算调查中，答复率和收入/支出水平确定了6个加权组。初始

抽样权数乘以组答复率的倒数。然后以已知人口统计为基础，根据性别/年龄

分布（5类）对答复权数进行校准。

86.  在劳动力调查中，权数按步骤的顺序确定（Verma,1995年）。一个受

访者的初始权数为目标人口（15–74岁人口）规模除以对四个分层中每层进行

计算得出的受访者人数。然后组成规模基本相同但答复率Rj不同的6个区域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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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组。在每组中，某一个人受访者权数的校正因子为 ，其中 为

总体（平均）答复率。然后采用5次迭代加权比例法，按性别、年龄（5岁年龄

组）和居住地点（15个县和首都）等人口基准对样本分布进行校准。

参数与估计量

87.  在住户预算调查和劳动力调查中，估计出的大多数参数是总数和比

例。其中采用了加权的霍维茨-汤普森估计量或其比率。

88.  利用SUDAAN软件对方差进行估算。由于该软件不能准确处理劳动力调

查和住户预算调查设计，因此，在SUDAAN软件中，使用了最接近的设计，即将

住户作为类集，通过允许置换的不等概率整群抽样法进行分层。由于假定抽样

允许置换，方差估计值要比实际方差略高。

未来发展

89.  2000年普查提供了大量有关爱沙尼亚住户和个人的信息。住户预算调

查和劳动力调查加权法将按照这些可利用的普查数据加以评价，因为这些数据

要比以前使用的数据更准确地反映出爱沙尼亚的人口状况。

90 .  此外，爱沙尼亚还不断努力，对其他调查阶段进行改进。譬如在

2002年，一种新的数据采集方法——使用10台膝上型电脑的计算机辅助电话访

谈（CATI）——在劳动力调查中得以试用。在第一次访谈期间，将试用面对面

访谈法，在随后的三次访谈中则采用电话访谈法。

2. 匈牙利住户预算调查和劳动力调查的设计与实施88

住户预算调查

91.  住户预算调查在匈牙利具有很长的传统。它始于1950年代，最初以

定额样本为基础。到1970年代中期改用概率设计，以此作为住户调查统一系统

（USHS）的一部分。抽样标架一直包括查点区（ED），每十年普查更新一次，

最近一次更新在2002年。在1976年至1982年期间，住户预算调查为连续调查；

1983年至1991年期间，两年开展一次；从1993年之后，再次改为连续调查。

92.  住户预算调查样本分三个阶段抽取，但自我代表的城市例外，也就

是说住所在7 000和7 000以上的城市，其抽样程序只包括两个阶段。在非自我

代表地区，初级抽样单位（PSU）为整个地区；第二阶段抽样单位（SSU）为

查点区；最终抽样单位为住所。在自我代表城市中，查点区即为初级抽样单

位。

93.  地区按规模共分为8层，此外还可按县分层。样本一般不按比例分配

到各层。小地区的抽样率要比大城市，尤其是布达佩斯的抽样率低。年度样本

规模平均分配到各个月份中。

88 由匈牙利布达佩

斯H-1525第51号信箱中央

统计局的Ödön Éltetö和

László Mihalyffy编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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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4.  要求同意接受调查的住户提供一个月的收入和支出日记。在此期间，

访调员采集该住户的其他数据，如住户家人的年龄和职业结构、住所类型、大

小和设备以及耐用消费品数量等。此外，在下一年度开始时，访调员再次拜访

该住户，询问住户成员有关全年中购买次数较少但价值高的支出以及某些类型

的年收入情况。

95.  访调员每两年对其查点区的每个住户进行拜访，收集人口和经济数

据，如住户规模、年龄、教育程度、户主经济活动等，这一事实是住户预算调

查的重要方面。这些数据主要用于替代之目的：由于不答复率太高，使用替代

住户（较大城市中两个，其他地区一个）是允许的。从同一分层中选取替代住

户，作为初始选取的住户，还可从原始访调员的查点区中选取替代住户。

96.  每年有三分之一的住户进行轮换，轮换的结果应使每个查点区的样本

规模保持不变（6个住所）。由于可以替换不答复住户，调查中给予配合的实

际住户数量可能比最初的6个多或少。因此，某一特定查点区的轮换率可能高

于或低于三分之一。连续三年参与调查的住户将被永远轮换出去。

97.  2000年住户预算调查样本涵盖了262个地方的1 980个查点区，最初选

取的住户数量为11 862个。

98.  由于访调员在替代地点常常也会遭到拒绝或其他形式的不答复情况，

因此最终访谈的数量要比计划的样本规模要小。例如，在2000年的调查中，只

有10 191个住户完成了调查，而不是计划的11 862（1 977 x 6）个住户，而

要取得该结果，访调员必须造访多达17 243个住户地址。1993年以后，不答复

率开始上升，到1996年达到43.3%，随后开始略有下降。2000年，总不答复率为

39%，其中拒绝调查的住户占近27%，其余的为空户、不在家、地址错误以及其

他因素。鉴于不答复问题，要在首都和某些大城市取得所计划的样本规模尤其

困难。尽管到2002年年底之前，配合调查的住户均因提供数据而得到了现金奖

励，但该奖励额还不足以调动众多住户来配合调查，因此该奖励计划被取消。

然而，访调员薪酬制度改革为访调员带来了实惠，这就鼓励访调员尽力说服住

户配合调查。从总体上讲，拒绝率从1996年的34.4%下降到2000年26.9%。

99.  住户预算调查的样本设计保证了使用霍维茨-汤普森估计值所需要的

条件。总值为加权观测总数，而设计权数为被抽选概率的倒数。在住户预算调

查样本98个设计层中的每一层，设计权数都是独特的，可将其定义为人口分层

中非空置住所数量与完成访谈数之比。由于单位不答复和可能存在覆盖不足，

设计权数不适合计算住户预算调查数据，因此，应采用校准权数。在校准过程

中，设计权数通过下列辅助变量进行调整：

•  年龄-性别组（2 × 4类）

•  经济活动（9类）

•  教育程度（3类）

•  住户类型（3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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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  对于季度数据，需要对三个主要方面进行校准：首都城市、县级城

市和国内其他地区。对于年度数据，校准地区细分更加详细。全国七个区域 

——按欧统局标准划分的二级查点区（NUTS）——也得到考虑。

101.  住户预算调查校准权数利用广义加权比例加权程序计算。

102.  至于从住户预算调查数据中得出的详细收入和支出项目，应定期计

算和公布其抽样误差估计。采用的计算方法是利用由R.E.费开发的VPLX软件的

分层刀切选项。在未来应用中，尤其对于估计分位数，可采用自助法。

103.  住户预算调查是中央统计局（CSO）成本最高的统计之一。2000年，

调查的直接支出（不包括中央统计局中央和县办事处人员薪资）包括访调

员报酬、对合作住户的奖励和材料成本共计84 769 000匈牙利福林，约合

326 000欧元。

104.  2000年，净收入的设计效果大约为2，食品支出为2.5，个人总支出

为2。

105 .  调查结果连同对数据的简单分析每年用两种语言（匈牙利语和

英语）公布。包含2001年住户预算调查数据的最新出版物于2002年出版，

题为《住户预算调查：2001年匈牙利年度报告》（中央统计局,布达佩斯，

2002年）。该出版物还配有光盘。

劳动力调查

106.  劳动力调查是中央统计局1992年引进的新住户调查种类。其样本是以

1990年普查作为框架于1991年抽取的。自我代表城市被定义为居民在15 000人或

以上的城市。一个季度的初始样本规模包括670个地方的9 960个查点区，每个查

点区3个地址，这样一个季度的样本地址为9 960 × 3 = 29 200个。

107.  在1990年代后半期，需要更加详细可靠的劳动力调查数据，因此样

本规模增加了40%。样本地区，尤其是查点区的数量也有所增加。2000年，样

本包括754个地方的12 829个查点区，每季度有近36 500个住户接受访问。有

关样本扩大的更详细资料见Éltetö（2000年）。

108.  目前，数据采集每月进行，将包含12日的那一周作为标准期限，随

后一周作为数据采集周。虽然有计划增加电话访谈数量，尤其是通过电话进行

重复访谈，但劳动力调查数据采集主要还是利用纸问卷通过面对面的访谈形式

进行。在样本地址，所有年龄在15-74岁的个人都有资格接受劳动力调查，都

应接受访谈。

109.  根据劳动力调查所采用的轮换制度，选取的住户连续6个季度内保持

在样本内，然后退出。也就是说每季度有六分之一的样本轮换退出。

110.  劳动力调查样本的设计权数按照与住户预算调查相同的方法计算。

劳动力调查样本的最终权数也是利用加权比例法确定。在对劳动力调查样本权

数进行校准中，19个县和首都采用了下列辅助变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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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龄-性别（2 × 10类）

•  县级市或其他地区的居所（2类）

111.  利用VPLX软件，按照分层刀切模型计算“主表”中劳动力调查季度

数据抽样误差。月度数据抽样误差也得到计算，但不公布。对于抽样误差， 

劳动力调查符合1998年3月9日第577/98号欧委会法规中欧统局对准确度的要

求。

112.  劳动力调查中的不答复率，尤其是拒绝率，比住户预算调查中的不

答复率低得多。从开始进行劳动力调查到1997年，不答复率略有攀升，最高达

14.3%。1997年之后，总的不答复率开始下降，到2000年回落到9.2%。开始的

时候拒绝率也有所上升，1996年和1997年曾一度达到7%，之后开始下降，到

2000年下降到3.2%。

113.  劳动力调查是一项费用高昂的活动。2000年劳动力调查的直接支出

为109 802 000福林，约合422 000欧元。但是，由于一个住户在一年内接受

4次造访，而且对合作的住户无任何奖励，因此每户调查的费用要比住户预算

调查费用低得多。

114.  主要由于劳动力调查样本比住户预算调查包含更多的初级抽样单

位，所以其设计效果要低得多。2001年，总失业率设计效果为1.4，其中女性参

与率的设计效果为0.8。

115.  劳动力调查通过专题单元进行补充，如工作妇女状况、与休育儿事

假母亲相关的问题等。平均有四分之三的季度中包括这些单元。三个单元中，

通常为全年第二季度单元，其中有一个单元包括欧统局对该年度推荐的主题。

无论基本的劳动力调查问卷还是欧统局单元问卷都包括了欧统局要求的所有信

息。

116.  季度和年度劳动力调查数据将用双语公报公布。

117.  可以这么说，无论住户预算调查还是劳动力调查都是匈牙利中央统

计局（CSO）非常重要的住户调查。住户预算调查数据不仅被用来计算消费物

价指数权数，而且在对季度和年度国内生产总值（GDP）进行的国民账户计算

中还被用来估计住户消费水平。此外，其数据对各研究领域也具有举足轻重的

意义，如：不同社会阶层的生活条件、不同类型住户的支出结构及其变化、消

费者对不同商品的需求等。另外必须指出的是，为了加强对欧统局要求的遵

行，2001年的支出是根据“按目的划分的个人消费分类（COICOP）体系”进行

分类的（联合国，2000年，第三部分）。

118.  虽然注册失业人数的信息可从其他来源得到，但无论在概念还是在

详细情况方面，劳动力调查数据都有别于其他来源的信息。劳动力调查所提供

的劳动力市场的实际状况和变化信息对中央和地方政府以及研究人员都是不可

或缺的。根据劳动力调查数据得出的官方失业率是最重要的经济指标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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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拉脱维亚住户调查的设计与实施89

拉脱维亚住户预算调查

119.  住户预算调查（HBS）自1995年后成为连续调查。该调查于2001年

5月进行了重新设计。

120.  1995年9月，在世界银行的技术援助下，拉脱维亚引进了住户预算调

查。当制定的一项要求规定结果应符合欧统局的要求时，住户预算调查已经处

于筹备阶段。

调查范围

121.  住户预算调查的目标人口为拉脱维亚所有个体住户。生活在机构住

户（敬老院、残疾儿童收养所、学生公寓、饭店、兵营、医院、疗养院以及刑

事机构等）中的人以及无家可归人员不在当前调查之列。

抽    样

122.  样本代表了整个国家的人口和最典型的人群。每个月有342个住户接

受调查。被纳入样本的每个住户只接受一次调查。

123.  调查采用了分层两阶段概率抽样法。住户按照城市化程度及地理位

置进行分层。各层之间的样本分配根据各层的人口规模按比例进行。在城市地

区，调查将人口登记作为抽样标架，而在农村地区，则使用住户清单。

124.  首都里加的6个行政区连同其他6个主要城市构成12个自我代表层。

其他所有城镇则作为其余城市地区的初级抽样单位，分布在通过综合5个区域

和2个规模组而确定的10个层中。在初级抽样中，每个分层中根据概率与居民

总数成比例的方法抽取初级抽样单位。在第二阶段则按照随机抽样法，在15及

15岁以上的居民中抽取。

125.  在农村地区，住户样本在5个分层或地理区域内分配。原则上讲，

社区（民政区；最小的农村行政区）被用作初级抽样单位；某些小社区被加到

邻近的地区。在每一层中，初级抽样单位按照概率与住户数量成比例的方法抽

取、在第二阶段则采用随机抽样法抽取住户。

调查成本

126.  住户预算调查是费用最高的调查之一。在2001年的住户预算调查

中，每个住户的调查费用为24拉脱维亚拉特（LVL）（约合40美元）。主要费

用花在实地工作上。对访调员的补偿占总调查成本的44%，其后依次为对受访

者的奖励（16%）、监督员的薪资（14%）和交通费（8%）。

89 由拉脱维亚银行统计处

的Janis Lapins；拉脱维亚中

央统计局的Edmunds Vaskis和

Zaiga Priede以及里加拉脱维

亚大学的Signe Balina编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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抽样误差

127.  在住户预算调查中，主要查点区（首都和其他6个主要城市、其他

城镇及农村地区）的某些估计值方差利用SUDAAN软件进行估算。根据这些估计

值，就可以估算出农村一级的方差和设计效果。

不  答  复

128.  2000年，总不答复率为26.1%。不答复的主要原因是拒绝回答，包

括那些在调查期间停止参与调查的住户的情况（占总不答复的46.0%），其次

是“不在家（31.8%）”和“因病或过于年迈无法参与（11.6%）”。城市地区

的不答复率（31.9%）远远高于农村地区（12.2%）。

129.  拒绝参与调查的住户，或对调查问题不答复的住户以及在给定地址

找不到人的住户可能会对不应忽视的调查结果准确性产生影响。为了在被选定

的一级保持有效的样本规模，调查采用了序贯抽样法。拒绝或不答复住户由备

用清单的另一住户代替，并接受调查。

2001–2002年住户预算调查的重新设计

130.  最近对住户预算进行的重新设计是2000年春季在普查的基础上完成

的。调查工具有很大变化，对耐用品、偶然采购与付款、从有偿工作取得的季

节性收入、住户在农业生产中的现金收入和支出等方面统一采用了12个月的回

顾性标准期限。上次住户预算调查于2000年年底结束。

131.  从2002年1月开始，对住户预算调查和劳动力调查的样本进行了协

调。年度住户样本按时间（在全年52个星期内，每个星期分配同等数量参与调

查的住户）平均进行分配。初级抽样单位也按季度在各地区内平均分配。

132.  新的住户预算调查和连续劳动力调查使用了相同的访调员网络。而

过去的住户预算调查和劳动力调查却使用不同的访调员网络。而且，农村地区

的访调员从当地人口中征聘。在新的设计中，访调员是机动的，他们可以在不

同的行政区域内进行工作。这就使得样本可以更广泛地分布于农村地区（在新

的住户预算调查中，年度样本分布在208个不同的农村初级抽样单位中）。同

时，访调员工作量的分配也更加均衡了，交通的安排更加经济。中央统计局 

（CSB）重新组织的访调员结构于2002年1月启动。

拉脱维亚劳动力调查

133.  1995-2001年期间，拉脱维亚劳动力调查每半年进行一次，分别在

5月和11月进行。重新设计的连续性劳动力调查从2002年1月开始实施。

134.  拉脱维亚劳动力调查是根据国际公认的国际劳工组织（ILO）劳动

力调查方法制定的，这就确保了其劳动力调查与其他国家调查信息的可比性 

（Eurostat,1998年a；1998年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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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查范围

135.  劳动力调查人口包括15岁和15岁以上住在个体住户中的所有拉脱维

亚居民。居住在机构住户，如敬老院、残疾儿童收养所、饭店、兵营、医院、

疗养院以及刑事机构等的人员，以及无家可归人员不在调查之列。

136.  为遵守欧统局建议、降低调查成本，与被抽中人员住在同一家庭、

符合上述年龄段的所有个人都接受调查。每次调查的全国样本规模为7 940个

住户。

137.  调查中所有问题是有关访谈日之前的日历周（星期一至星期天）所

发生的活动。通常情况下，通过面对面采用纸笔的方法收集数据。如果受访者

不愿开门，就要求他或她接受访调员的电话访谈。

抽    样

138.  城市地区的样本从人口登记中抽取。农村地区的样本则根据完整的

住户清单进行抽取。自1998年起，农村地区的样本便根据在拉脱维亚中央统计

局进行的住户登记进行抽取。

139.  劳动力调查覆盖7个城市、32个城镇及所有社区。在每次调查中，

约有16 000人接受调查。关于样本的建立，一般根据国家行政区域划分进行分

层，通过初级抽样（城市和农村地区）或第二阶段抽样（城镇）的程序进行。

在城市地区，在每个选定的初级抽样单位内对年龄在15岁及15岁以上的人群采

取简单随机抽样。在农村地区，在每个社区内抽选住户的简单随机样本。

140.  根据劳动力调查的样本轮换计划，每个住户中的人员要接受三次调

查。在每次调查中，样本替换率为每个城市、城镇或社区住户的三分之一。

不  答  复

141.  2000年总不答复率达到10.1%。农村地区的不答复率（只有8.5%）比

城市地区（11.4%）低。农村地区的拒绝率尤其低，只约占0.5%。作为提高答复

率的一种方法，调查采用了代理访谈。约有三分之一的访谈是通过代理受访者

完成的。

框架不完善

142.  并非所有被抽样人员都居住在其登记的住处地址。由于对这些人员

进行固定样本调查费力又耗时，而且有时实际上是不可能的事，因此，访调

员不得不对实际居住在抽样地址的住户进行调查。对不参与情况进行的分析

显示，在所有不参与情况中农村占2.3%，仅有2.0%的情况与框架的不完善有关 

（空住所、房屋拆迁、地址不存在等）。

2001-2002年劳动力调查的重新设计

143.  劳动力调查于2001年完全按照欧盟（EU）要求进行了重新设计。劳

动力调查目前作为一种连续调查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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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4.  从2002年1月开始，劳动力调查还对样本设计进行了重大改革。劳动

力调查和住户预算调查采用了相同的访调员网络。结果从2002年1月开始，住

户预算调查和劳动力调查两种调查样本得到协调。预计住户预算调查和劳动力

调查这两种主要住户调查的样本的协调将促进更有效地利用调查资源。

145.  2001年12月，对访调员进行了培训。连续劳动力调查从2002年1月份

开始实施。

其他住户调查

146.  1994年和1999年，拉脱维亚与Fafo研究所（奥斯陆应用社会科学研

究所）密切合作，在挪威政府资助的NORBALT方案框架基础上进行了生活水平

调查（LCS）。

147 .  拉脱维亚从1990年代后半期还相继进行了其他一些住户调查，

其中包括家庭和生育调查（1995年）、时间利用调查（1996年）、消费者

信心调查（1993-1999年）、住户能源消耗调查（1996年）、国内旅游调

查（1998年）、住户个人计算机使用调查（1998年）、特殊贫穷单元调查 

（1998年）以及对待自杀问题态度调查（1999年）等。

148.  从1996年开始，旅行者边界调查每年进行3次或4次。对从国外回来

的拉脱维亚居民和离开拉脱维亚的外国旅行者这两种旅行者的流动状况进行了

调查。

149.  从原则上讲，调查结果用拉脱维亚文和英文公布，并提供印刷和电

子文本两种形式。为了研究的目的，中央统计局保证拉脱维亚的国内外数据用

户能够访问匿名微数据文件。

一些结论意见

150.  预计专业性强、机动性高的新型访调员服务的发展将会使新的抽样

调查和各种特别调查的规划和实施更加灵活。

151.  中央统计局正计划引进现代数据采集方法。在首次采取的各种措施

之中，其中一项措施是在未来几年内采用计算机辅助个人访谈（CAPI）技术。

4. 立陶宛住户抽样调查90

导    言

152 .  住户预算调查（HBS）是立陶宛进行的第一种抽样调查。1936-

1937年进行了第一次调查，为期12个月。住户预算调查是惟一被用来为立陶宛

计划经济获取统计数据的定期抽样调查。在立陶宛1990年获得独立之后，国民

经济转向市场经济。为获取更多的数据，立陶宛采用了新的调查问卷，并有必

要设计新的样本覆盖私人部门，公布的结果也必须进行重新设计以便向用户

提供能与其他国家调查结果相比较的数据。住户预算调查的重大重新设计在

9 0   由 维 尔 纽 斯

LT 2600, Akademijos大街

4号数学与信息学院以及维

尔纽斯2746，Gedimino大

街 2 9 号 立 陶 宛 统 计 局 的

Danute Krapavickaite编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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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银行专家的帮助下于1996年完成，具体情况见Šniukštiene,Vanagaite和

Binkauskiene（1996年）。样本设计和估计方法保持不变。

153.  另一项定期住户调查为1994年开始的劳动力调查（LFS）。人口登记

于1996年实现了现代化。自此开始，人口登记便被用以抽取样本，作为大多数

住户调查，包括劳动力调查的抽样标架。

154.  其他住户调查多为一次性调查，调查主题包括生活条件（1997年）、

时间利用（1998年）、老年人状况（1999年）、住户能源消耗（1997年）、享

受医疗服务（1998年）以及向住户提供计算机（2000年）。

劳动力调查的估计值和误差

样本设计

155.  劳动力调查人口包括年龄在15岁和15岁以上的立陶宛居民。样本构

造程序如下：从人口登记册上抽选约3 000人的简单随机样本，然后将其家庭

成员添加到样本当中，即使这些成员未登记在人口登记册上也是如此。受访者

当中妇女占52.5%。

样本轮换

156.  为避免两次调查之间的调查结果出现重大变化，每次调查中只有三

分之一的样本得到轮换。每个被选取的住户参与两次调查，然后轮空一次，随

后再接受一次调查，最后轮换退出调查。

估计值及其准确性

157.  根据城市/农村地区、年龄及性别进行的受访者分配与根据普查数据

进行的相应分配略有差别。按12个年龄组、2个性别组和10个县（共240个加权

组）对样本进行了事后分层。

158 .  为了对就业和失业人员进行估计，采用了不同的加权法。为提

高失业人员估计数的准确性，事后分层中使用了职业介绍所的指数。Kra-

pavickaitë、Klimavicius和Plikusas（1997年）对固定规模样本设计的方差

估计进行了介绍。

调查成本

159.  一次调查的成本约为70 000立陶宛立特。91 问卷印刷费及将问卷分

发到受访者手中的费用占总成本的14%，其余86%为访调员报酬、访调员交通费

以及将填好的问卷邮寄到维尔纽斯所需的费用。与样本设计和问卷编制、样本

选择、数据录入、编辑和处理等方面工作有关的费用不包括在内。

91 汇率（2000年美元）：

1美元 = 4立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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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户预算调查

样本设计

160.  住户预算调查采用连续调查形式。样本每年抽取一次，分为12份，

平均分摊到每个月中。每个住户参与一个月的调查。立陶宛个体住户人口根据

居住类型分为三层。调查从最大的城市：维尔纽斯、考纳斯、克莱佩达、希奥

利艾和帕聂韦日斯的人口登记中抽出4 476名年龄在16岁及16岁以上的简单随

机样本。在小城镇中，概率与规模成比例的20个类集的随机样本是从140个概

率与规模成比例类集中抽取的，在第一阶段从463个类集的总体中抽取了33个

概率与规模成比例类集的随机样本。从选取的每个类集中抽取一个人员简单随

机样本。所有居住在被选住户中的人都要接受调查。如果同一入选地址有若干

个住户，生日离抽样日期最近人员的住户将被列入样本。

估计值及其准确性

161.  住户预算调查估计中使用设计权数。估计值的设计效果大于1。这就

意味着为取得更准确的估计值，将来应使用辅助信息。

调查成本

162.  住户预算调查年度总成本约为900 000立特，具体组成如下：访调员

报酬占61%、税18%、支付住户14%、交通费5%及其他费用2%。

结果的发布

163.  调查结果由立陶宛统计局公布。主要结果公布在《立陶宛经济与社

会发展》月刊上。所有结果均以特刊形式公布，这些特刊涉及的专题有劳动

力、就业与失业（调查数据）、住户收入与支出等。

结    论

164.  根据2001年进行的人口与住房普查的初步结果，估计立陶宛的常

住总人口为3 491 000。该数字比2001年1月1日公布的人口数据显示的数字少

202 000。等上述普查最终结果出来后，立陶宛统计局将拥有更可靠的人口数

据，可以作为改进未来住户调查的基础。到时，这些调查中的系统错误有望减

少。

5. 波兰在转型期间的住户调查92

导    言

165.  波兰住户调查的历史相对较长[Glowny Urzad Statystyczny（波

兰中央统计局，（GUS），1987年，1998年a，1999年；Kordos，1985年，

1996年；Lednicki，1982年）]。1980年代，所谓的综合住户调查系统 

92  由 华 沙 经 济 学 院 的

Jan Kordos以及中央统计局 

（Al. Niepodleglosci 208号，

华沙，00-925）的Bronislaw 

Lednicki和Malgorzata Zyra编

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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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SHS）逐步得到使用。该系统于1982年启用，1992年停用（GUS，1987年；

Kordos，1985年）。

166.  综合住户调查系统最重要的部分为住户预算调查（HBS）,该调查采

用二阶段抽样，在一年中对住户进行季度轮换，并在随后的三年中对住户实行

三分之一轮换。即三分之二的住户连续四年作为固定样本。子样本调查的周期

也是四年。这种调查方案于1992年停止实施。同时，在1983-1992年期间，为

住户预算调查选取的子样本被用于30多个专题社会调查中。

167.  1980年代进行的综合住户调查尝试极大地促进了住户调查朝着欧洲

标准进行调整（GUS，1997年）。住户调查方法仍然需要进一步的一体化和改

进（Kordos,1998年）。

转型期间的住户调查

168.  1990年之后，对住户调查进行了较大的改进和扩展，而且目前仍在

不断进行改进。1992年，新的劳动力调查首次被引进。此外，其他新的住户调

查也开始了，包括生活条件调查、住户健康状况调查、时间利用调查、人口微

型普查和各种普查后调查。

住户预算调查

169.  住户预算调查始于约45年前（GUS，1999年；Kordos，1996年；

Lednicki，1982年）。其间尝试过各种调查方法，并试图对其实施进行改进。

1990年代初，调查方法发生改变。在1992年引进的住户调查新方法中，收入

和支出的分类方法以及调查中社会经济的分类方法都发生了变化。首次将涵

盖32 000个住户的波兰所有类型的个体住户纳入调查。1997年，波兰政府为

促进住户调查的一体化做出了积极的努力。93 2000年，对住户预算调查进行

了重新设计，并对某些方法的内容进行了修改（Kordos、Lednicki和Zyra，

2002年）。波兰正计划进一步改进住户预算调查，加强该调查与其他住户调查

的一体化。其中大部分工作是在欧统局建议下进行的（Eurostat，1997年）。

劳动力调查

170.  1992年5月波兰首次开展了人口经济活动调查，随后每季度重复一

次，直到1999年第三季度（Szarkowski和Witkowski,1994年）。该调查是按照

国际劳工组织的建议设计的。在每个季度中，约有24 000个住户及这些住户中

年龄在15岁及15岁以上的家庭成员接受了调查。有时，还将选取的社会主题单

元包括在该调查中，从而大大提高了社会及经济分析的机会，扩大了已公布结

果的范围。

171.  调查结果每季度公布一次。1999年，波兰对劳动力调查进行了重新

设计，以便使调查适应新的国家行政区域划分，并根据欧统局要求提高其效率

（Eurostat,1998年b；Verma,1995年）。

93 见1997年10月30日中央

统计局局长关于设立工作组改

进住户调查方法、促进住户调

查一体化的第20号内部章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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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5年人口和住房微型普查

172.  波兰在上世纪最后10年中开展了若干项特别住户调查，其中最大的

一项调查是1995年进行的微型普查。1995年5月，大规模的人口和住房抽样调

查（微型普查）展开（Bracha,1996年；GUS,1998年a）。此次为第三次微型普

查，前两次分别在1974年和1984年进行。需要指出的是，该普查为获取残疾

人、移民以及其他社会科学方面的数据提供了机会。

173.  1995年的微型普查涵盖了人口的5%，也就是说将近600 000个住户。

人口与住房普查于2002年5月和6月进行；上一次普查的时间是1998年。

生活条件调查

174.  除住户预算调查外，从1997年开始，波兰决定对人口生活条件进行

一次多方面调查（Kordos、Lednicki和Zyra，2002年）。在法国国家统计和经

济研究所（统计经研所）的合作下，经过精心准备之后，调查于1997年中期首

次进行了大规模抽样。随后利用固定样本子样本每年进行一次更小规模的调

查，隔几年进行一次较大规模的调查。

175.  总共有12 524个住户参与了调查，其中住户答复率为87%，成人答复

率为86%。在1998年中期又进行了一次更小规模的调查。

176.  1999年的样本包括两种子样本：1998年选取的子样本（固定样本）

和新的子样本，新的子样本规模与1998年的固定样本子样本相同。这样，每年

都有一个固定样本子样本和一个从更新抽样标架中抽取的新子样本。

177.  2001年，波兰进行了一次新的大规模生活条件调查，其样本规模约

为24 000个住户，共有18 052个受访者，不答复率为25%。调查将继续进行下

去，直至2005年实行新的收入和生活条件调查（EU-SILC），这项新的调查按

照欧统局方案（Eurostat，2001年）筹备。

人口健康状况调查

178.  调查于1996年4月进行，共覆盖了192 000个住户。答复率为88.6%。

这是波兰首次进行规模如此之大的健康状况调查。

179.  人口健康调查是在世界卫生组织（WHO）建议的基础上进行的，因

此，调查结果能够与其他欧洲国家的结果，尤其是欧盟成员国和欧洲经济委员

会（欧洲经委会）区域国家的结果进行比较。

时间利用调查

180.  波兰中央统计局于1969年、1976年和1984年进行了三次时间利用调

查（Kordos,1988年b）。1996年，波兰中央统计局开展了一次小规模的时间利

用调查，样本规模为1 000个住户，包括年龄在10岁或10岁以上的人员。调查

目的之一除其他外是检验欧统局建议的方法是否适用（GUS,1998年b）。一次

大规模的时间利用调查将于2004年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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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户调查在方法上的共同之处

抽样标架

181.  普查是波兰住户调查中抽样标架的基础。初级抽样单位（PSU）利用

调查查点区（ESD）或查点区（CEA）进行确定，而调查查点区或查点区则通常

根据调查的具体要求进行调整。住所通常作为二级抽样单位（SSU）。调查查

点区和查点区内的住所每年更新一次，更新涉及：由于新建筑物的落成而导致

住所存量增加，因房屋拆除以及国家行政区域变更后地区边界变更而引起住所

存量减少。在每个地区，抽样标架包括地址信息和对人口成员数量及住所数量

的估计（GUS,1998年a）。

182.  在住户预算调查和劳动力调查中，为了抽取样本，有必要将邻近

的调查查点区（ESD）或查点区（CEA）进行合并，以满足每个初级抽样单位

对规模的最低要求。譬如，从33 023个调查查点区中为住户预算调查构建了

29 172个初级抽样单位（城市地区，初级抽样单位至少有250个住所，农村地

区有150个住所）。

住户调查样本设计

183.  通常情况下，每个住户调查采用第二阶段样本抽取法，初级抽样

单位（PSU）按照概率与规模成比例（PPS）的方法抽取。分层则按照地区 

（省）、城市/农村地区及某些情况下的地方规模进行。在连续调查中，如住

户预算调查和劳动力调查中，采用了不同的轮换方式，对最终结果进行了加权

以最大限度地减小不答复造成的影响。

住户预算调查的样本设计

184 .  在过去的45年中，住户预算调查采用了不同的样本设计（GUS，

1999年；Kordos，1996年；Lednicki，1982年）。再次，我们将讨论2000年开

始采用的住户预算调查的最新样本设计。至于1992-2000年期间的样本设计，

其详细说明见Kordos、Lednicki和Zyra（2002年）。

185.  从2001年开始，从29 172个初级抽样单位中抽取了两个子样本，每

个子样有675个初级抽样单位。初级抽样单位按16个省进行分层，每个省则按

照地方规模类别进行分层。大城镇为单独的一层。每个省的层数从3个到12个

不等。合在一起共有96层。各层的样本分配根据每层住所的总人口按比例进

行。根据哈特利·罗的计划，按照概率与住所数量成比例的方法选取初级抽样

单位。在初级抽样单位中，选取24个住所作为样本接受2年调查（每月2个住

所，两年中对同样住所进行调查）。此外，在每个初级抽样单位中，单独选取

150个住所作为备用子样本，以便在不答复的情况下使用。每年将选取一个包

括675个初级抽样单位的新子样本，并对其进行2年的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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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户预算调查的加权

186.  住户预算调查中的不答复率通常很高，它们对样本中住户的社会经济

结构带来很大的影响。为最大限度地减小这种影响，应对样本结果应进行加权。

187.  首先，样本中的每个住户按照它被抽样时所采用的概率的反比进行

加权。其中还要采用来源于外部的权数。在住户预算调查中，另外采用了从劳

动力调查中获得的相关权数（住户规模及城乡人口比例）。

标准误差的估计方法

188.  2000年前，标准误差的估计一直采用随机分组法。2001年后，一直

采用对称半样本法。

劳动力调查的样本设计及其1999年的重新设计

189.  劳动力调查样本分两个阶段分层选取。初级抽样单位为城镇中的

查点区（CEA）；在农村地区，初级抽样单位为调查查点区（ESD）（在某些

情况下，抽样单位通过合并两个或更多的相邻查点区或调查地区取得，以便

达到预先规定的最低规模要求）。住所作为二级抽样单位（Szarkowski和

Witkowski,1994年）。

1999年对调查的重新设计

190.  从1999年第四季度开始，劳动力调查便作为一项连续性调查进行。

初级抽样单位和二级抽样单位的抽取方法与以前调查的抽取方法相同，但样本

按16个省进行分配的做法发生了改变。为使各省的估计值更加准确，每个省的

样本规模根据该省住所数的平方根按比例进行分配。各省中的分层规模则根据

地方规模按比例进行。

191.  各层中的初级抽样单位按照概率与初级抽样单位中住所数量成比例

的方法抽取。然后，从每个初级抽样单位中选取特定数量的住所（4到9个）。

一个季度中每13个星期，94 访调员对随机抽取的一定数量的住所（1 880-

1 900个）进行访问，收集访问前一周与经济活动有关的数据。调查覆盖被抽

中住所中所有15岁及15岁以上的人员。访问的住所样本每周进行更换。季度样

本按照随机抽样分为13个周样本。季度样本规模从24 440个到24 700个住所不

等（GUS，2000年）。

192.  采用的住户轮换方式如下：二个季度接受调查，轮空二个季度，然

后再接受二个季度调查，最后退出调查[2 -（2）- 2轮换模式]。

劳动力调查结果的加权

193.  加权分三个阶段进行（详细介绍请见Kordos、Lednicki和Zyra，

2002年）。

94 根据欧统区的规定，劳

动力调查有使用的“季度”一

词与日历季度略有不同：劳动

力调查中的每个季度有13个

周，起始时间始终是星期一。

因此，2000年第一季度的期限

为1月3日至4月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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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准误差的估计

194.  1999年之前，估计值的标准误差一直按照随机分组法进行计算。从

1999年第四季度对劳动力调查进行重新设计之后，一直采用泰勒线性化方法。

住户调查成本

195.  波兰中央统计局拥有一套住户调查成本估计系统。在每次抽样调查

中，根据之前在该领域的经验和某些行政建议对调查的直接成本进行估计。该

调查成本估计包括实地访谈成本、差旅费、材料费、与调查有关的服务费、为

增加调查参与率而设置的奖励、税金等（GUS，2001年）。但不包括编码与编

辑、计算机运行以及与方法有关的间接成本和同时负责若干个项目的人员的成

本。

196.  作为例子，本章A节对2000年波兰住户预算调查和劳动力调查的成本

要素进行了介绍。

设计效果

197.  对波兰住户调查，也就是住户预算调查和劳动力调查某些特征的设

计效果进行了计算（Kordos、Lednicki和Zyra，2002年）。作为一项练习，同

时也为了与其他国家进行比较，对2000年和2001年的若干参数的设计效果进行

了计算。

198.  住户预算调查某些特点的设计效果与相关标准误差（括号中为百

分比）如下：总收入：4.24（1.1）；总支出：4.16（1.0）；食品支出：3.53 

（0.4）；服装和鞋：2.72（1.5）；住房维护：4.04（1.3）；人员医疗：3.28 

（1.7）；交通和通讯：2.16（4.5）；教育：2.50（3.9）。

199.  劳动力调查则根据城乡地区、地方规模（城镇类别）和教育水平，

对2000年和2001年交叉类别的不同人群中失业总人数的设计效果进行了计算。

城镇类别的离散度最高，设计效果在1.7到3.55之间。

200.  从上述估计值可以看出，住户预算调查和劳动力调查的设计效果通

常都大于1，某些特征的设计效果甚至大于4。因此，根据简单随机样本假设得

出的标准误差往往低估了应用复杂样本设计推导出的标准误差。

住户调查中的不答复

201.  如A节所述，在过去十年间，无论是住户预算调查还是劳动力调查，

不答复率都有所上升。不答复率上升的主要原因为拒绝和“不在家”。在住

户预算调查中，拒绝率从1992年的10.2%上升到2000年的25.0%，不在家率从

1992年的4.5%上升到2000年的14.5%。

202.  在1992–2000年期间的大部分时间内，劳动力调查的不答复率逐

年稳步上升，从1992年的4.5%上升到2000年的22.1%，其中拒绝率从1992年的

2.0%上升到2000年的10.9%。1992–2000年，不答复率大幅度上升，主要原因是

拒绝回答和不在家的比率上升。



  转型国家住户调查  521

203.  劳动力调查中的不答复率因地方规模的不同而不同，最高的地方为

华沙，最低的地方为农村地区。2000年，根据地方规模加权的年度不答复率如

下：华沙：54.5%；城市（居民在50万到100万之间）：32.6%；城市（居民在

10万到50万之间）：33.3%；城镇（居民在20 000到10万之间）：23.1%；城镇

（居民在20 000以下）：19.0%；农村地区：11.1%。

结    论

204.  本节对波兰中央统计局（GUS）在转型期间进行的住户调查进行了介

绍，并重点介绍了两种连续调查，即住户预算调查和劳动力调查。波兰中央统

计局具有很长的住户调查传统，并在这一领域具有丰富的经验。这有助于在转

型初期对调查进行重新设计和设计新的调查。

205.  吸收和利用2002年人口与住房普查的结果是未来几年中住户调查的

最重要任务。普查结果将不仅为住户调查提供更新的抽样标架，而且为提高估

计精确度的工作和目前正在研究的小地区估计方法提供了辅助信息。

206 .  我们已经开始筹备新的住户调查——EU-SILC，将于2005年推行 

（Eurostat,2001年）——并且将对当前的调查进行改进，以使它们符合欧盟标

准。

6. 斯洛文尼亚的劳动力调查和住户预算调查95

导    言

207.  斯洛文尼亚共和国于1990年代初独立。在此之前，斯洛文尼亚属于

前南斯拉夫，统计活动由联邦统计局集中进行。但是，住户调查在国家统计方

案中并不占重要位置。独立之后，斯洛文尼亚统计局迅速从一个地方统计局变

为一个国家统计机构。过渡过程相对比较顺利，部分原因是因为高层管理人员

保持未变，在整个过渡期间一直在位。

劳动力调查（LFS）

背    景

208 .  首次劳动力调查于1989年由卢布尔雅纳大学社会科学系进行 

（Vehovar,1997年）。1995年斯洛文尼亚共和国统计局接管了劳动力调查的所

有职责。

209.  1989-1995年期间的劳动力调查样本以一种相当特别的方式进行设计

和实施，这主要是因为年度预算不确定。从1992年开始，采用了三阶段类集样

本设计，每年抽取3 000个新住户作为样本。被选单位连续三年作为样本，总

样本规模约为8 500个单位。

95 由卢布尔雅纳大学社

会科学系的Vasja Vehovar以

及 斯 洛 文 尼 亚 共 和 国 统

计局的M e t k a   Z a l e t e l、

Tatjana Novak、Marta Arnež 
和Katja Rutar编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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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新设计

210.  1997年，由于对（区域）结果的要求更频繁和更详细，进行了一

项重大的重新设计。欧统局准则对促进该项重新设计也很重要（Eurostat，

1998年a）。

211.  劳动力调查经修改后成为一种连续性固定样本调查，每季度进行样

本抽选并公布结果。每季度样本分为6个两周区间。访谈标准期限为访谈前的

一周（星期一至星期天）。调查采用3-1-2轮换方式，即被选住户连续接受三

个季度的调查，然后轮空一个季度，接着再接受两个季度的调查。这种模式可

以保证两个连续季度有60%的样本重复，连续两年有40%的样本重复。

212.  劳动力调查抽样标架为中央人口登记和分层信息。层定义的基础是

6个类型的定居点（根据定居点大小和农民人口的比例）和12个地理区域。层

折迭后，共有47个层。

213.  在每层中，开始按照随机的方法，然后利用系统抽样抽取样本。根

据定居点、街道和建筑物牌号对数据进行分类，以此进行隐性分层。对每层中

的抽样率进行调整，以便将预计的不答复率情况考虑进去。抽样中没有采用实

地替换，因为证据显示实地替换弊大于利（Vehovar,1999年）。

214.  每个季度选取2 000个新单位。此外，以前四个季度中的约5 000个

（有反应的）住户被纳入样本。这样，每个季度约有7 000个住户样本 

（2 000个为新抽取样本，5 000个为连续样本）。预计其中约有6 000个住户

为有反应的住户。完成个人访谈的总人数约为20 000人。

实    施

215.  所有新抽取的季度样本住户都会接受（面对面的）计算机辅助个人

访谈（CAPI）。全国约有30名经验丰富的劳动力调查访调员，他们全部配备了

便携式计算机。重复访谈则利用CATI在统计局的电话中心进行，无电话住户和

无法参与电话访谈的住户除外。全国电话普及率约为95%。在访谈之前，每个

住户会收到一份带有调查说明的预先通知和一份包括以前劳动力调查结果的小

册子。电话访谈不提供奖励。

216.  对新选样本进行面对面访谈，其不答复率在17-18%之间，拒绝率在

12-13%之间。在对已经在固定样本中的住户反复进行的电话访谈中，不答复率

略低（10-11%），拒绝率也较低（6-7%）。从1991年开始，劳动力调查的不答

复率大幅度上升，但在最后四年中稳定下来。

抽样误差及公布

217.  在不等抽样概率和单位不答复的情况下，对有关数据进行了加权。

根据已知人口的年龄（8组）、性别和地区（12个地区）分布情况进行事后分

层。由于事后分层是在个人层面上进行的，因此同一住户的成员可能会得到不

同的权数。



  转型国家住户调查  523

218.  按照常规做法，只对重要变量的抽样误差和设计效果进行估计：失

业率和就业/人口比率。设计效果相对较低，譬如，失业率的设计效果为1.3。

219.  根据常规做法，对估计值的变异系数（CV）进行了计算。变异系数

的估计值小于10%，其公布不受任何限制；变异系数在10-20%之间的估计值，

其公布要加单括号；变异系数在20-30%之间的，其公布要加双括号。变异系数

在30%以上的，其结果以点（.）代替，表示“非零，但不可靠”。

220.  调查结果每季度在《统计快报》、《统计年鉴》和其他几家斯洛文

尼亚出版物上公布。《调查结果》特别丛刊则提供详细的调查结果和调查方

法。调查数据还会在其他组织的出版物上公布，如世界银行、联合国儿童基金

会（儿童基金会）和欧统局出版物。统计局以外的研究人员也可以对微数据进

行分析。

住户预算调查（HBS）

背    景

221.  第一次住户消费调查是在1960年代进行的。在1997年之前，调查一

直按照南斯拉夫联邦统计局设计的较先进和具有创新性的方法进行。样本设计

包含了二阶段类集样本，在第一阶段对初级抽样单位进行分层。初级抽样单

位为查点区（EA），按概率与规模成比例（PPS）的方式进行抽样。在第二阶

段，从中央人口登记中选取人员；这些人员还决定被抽中的住户。在每个初级

抽样单位中，对5个住户进行访谈。1993年之前，调查采取替代程序来获得5个

应答单位；但从1994年开始，每个类集中的“抽取率”从每个初级抽样单位的

6人增加到8人，这种设计要求通过权数进行额外修正。定期开展了两种不同的

住户预算调查：一种为季度调查，另一种为5年一次的年度调查。最后一次年

度住户预算调查覆盖了3 270个住户，最后一次季度调查覆盖了1 000个住户。

在年度调查中，访谈是在全年的年末进行的。而在季度调查中，每年对被抽中

的住户进行四次访谈。

住户预算调查样本的重新设计

222 .  失去样本重新设计的主要因素是欧统局的新准则（Eurostat，

1997年）。

223.  人口登记是抽取个人受访者的基础。这些人还决定着被抽中的住

户。通过权数对人员和住户的不等抽选概率进行调整。机构住户不包括在内。

年度样本规模包括1 200个受访住户。由于这一样本规模太小，所以无法采

用“北欧”模式，为此，将连续三年的样本数据合并起来，重新计算后列入中

间一个年度。这样，可以确保3 600个住户样本规模。

224.  按比例将样本分配到47个分层。由于样本规模较小，层数较多，因

此只采取隐性分层。在小定居点（居民不足1 000人），查点区作为初级抽样

单位，并按概率与规模成比例（PPS）方式选取。在每个初级抽样单位中选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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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个受访住户。在较大的城镇和城市，则采用简单随机抽样（SRS）法。其结果

是设计效果相对较低，重要变量的设计效果约为1.2。每个季度的样本单位单独

选取，并分配到相应季度中的12个星期中。第13周用来处理不答复者方面的工

作。

实    施

225.  在对住户进行访谈之前，提前一周向住户寄送预先通知书和一份奖

品：一个袖珍计算器。由于这是一种连续调查，调查可由较少的访调员负责实

施（如，20名）。

226.  访调员在一张特殊表格上对一个住户中所有联系人/试图联系的人进

行登记。这样每个单位的住所、住户和参照人员等情况以及尝试联系的次数、

已填写日记的数量和不答复的潜在原因等都一目了然。

227.  数据通过访调员填写调查问卷和住户成员记日记方式进行收集。几

乎所有访谈都通过计算机辅助个人访谈（CAPI）系统进行。

228.  住户记14天的日记。在此期间，他们定期填写各自的每天支出情

况。如果住户至少能填写基本的调查问卷，就将其视为做出了回答，因为三分

之二的数据来自调查问卷。通过调查问卷能够取得较高和较稳定的答复率（约

81%）。但是，完整答复率，包括日记的完整率则较低，约为70%。

抽样误差及公布

229.  如果某一特定住户单元的所有日记都丢失，可根据类似住户日记利

用热卡插补法对数据进行插补。缺失方案的不答复也通过热卡插补程序进行插

补。每个缺失值由同一插补类别中以前受访者的相应数据替代，插补类别根据

住户规模和社会人口特征确定。尤其是，缺失的个人收入数据由那些在就业状

况和教育程度方面与其接近的个人收入替代。

230.  设计权数和事后分层权数的计算方法与劳动力调查的方法相似。此

外，还确定了具体的膨胀系数，以便对不同标准期限进行补偿。重新计算的系

数基本上为调查标准期限（一年）与个体变量标准期限之比。在结合使用连续

三年的数据时，也需要采用特殊的权数。因此，某一具体日期的计算用到三年

的数据时，其中一半为该日期之前的数据，一半为该日期之后的数据。

231.  住户预算调查方法和结果在上文为劳动力调查援引的出版物中介

绍。

结    论

232.  1991年独立之前，住户抽样调查不是斯洛文尼亚收集数据的一种通

用手段。但与其他转型国家不同的是，斯洛文尼亚自1960年代开始便定期进行

住户预算调查，从1980年代末开展了一系列年度劳动力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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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3.  独立之后，斯洛文尼亚统计局顺利有效地进行了过渡。目前，国家

统计局定期进行标准系列的住户调查。基本的社会经济调查（劳动力调查和住

户预算调查）十分接近欧统局的要求（斯洛文尼亚共和国统计局, 2001年）。

除此之外，斯洛文尼亚还进行了其他许多住户调查：1997年的住户能源消耗

调查（HECS）、2000/2001年的时间利用调查（TUS）、月度消费者态度调

查（CAS）、季度国内人口旅行调查（QSTDP）和年度犯罪与受害情况调查 

（2002年、2001年）。

234.  住户抽样调查系统仍有待于进一步改进。斯洛文尼亚具有一套建立

在丰富和准确登记基础上的统计系统（税收数据、雇员数据库、保险数据库

等），这套系统可快速有效地与地理系统和普查数据联系起来，因而能为最佳

样本的设计和数据的估计提供更多优势。

鸣    谢

以下国家的中央统计局局长同意提交有关其国家住户抽样调查的资料：白

俄罗斯、保加利亚、克罗地亚、捷克共和国、爱沙尼亚、匈牙利、拉脱维亚、

立陶宛、波兰、罗马尼亚、俄罗斯联邦、斯洛伐克、斯洛文尼亚和乌克兰。在

此，作者对这些国家的许多同行提供的数据和有益意见表示感谢，并对那些为

B节提供资料的人员表示感谢，这些材料为A节的内容提供了补充。

作者还对一些匿名审阅人以及2002年10月8-11日在纽约举行的“发展中国

家和转型国家调查实施特点分析”专家组会议的成员表示感谢，感谢他们提供

了有益的意见和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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