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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粮食安全和营养问题高级别
专家组（高专组）是世界粮
食安全委员会（粮安委）

的科学政策平台，粮安委则是粮食
安全和营养领域最主要的、基于实
证的包容性国际和政府间平台。高
专组应粮安委的要求开展独立全面
的循证分析及提供建议，并通过科
学、透明和包容的程序编写详尽的
研究报告，确保各利益相关方的合
法权益，其中应包括广泛的磋商并
纳入不同形式的知识和专长，以及
严格和科学的同行评审过程。
应粮安委的要求，高专组编写了题
为“粮食安全和营养数据收集和分
析工具：促进有效、包容和基于实证
的决策”的报告，重点关注数据收集
和分析工具在支持有效的循证决策
方面所发挥的作用。
食物权是一项基本人权，但世界上
仍有许多人无法有保障地获得每天
所需的食物。2021年，全球大约每
11人中便有1人（共约8亿人）面临饥
饿，还有更多人 （约23亿人）处于中
度或重度粮食不安全境况。全球在
实现消除饥饿、粮食不安全和营养
不良的可持续发展目标方面进度不

足，需要采取各项更有效的行动来
扭转这一趋势。
在此背景下，本报告的调查结果和
建议可为实现粮食安全和营养做出
重要贡献。高质量数据及准确及时
的数据分析，对于设计、监测和评估
有效的粮食安全和营养政策至关重
要。在确保对政府政策进行问责以
及监测其实施和影响方面，数据也
具有重要作用。
当前由新技术引发的数据革命推动
可用数据的数量和种类成倍增加。
这为掌握粮食体系状况和推动变革
提供了宝贵机遇，但也带来了新的
风险，可能会加深各国及社会内部
或之间的不平等现象。
本报告编写过程中面临的一大挑战
是数据收集、分析和使用方面的内
在复杂性，这来自于其中涵盖的不
同角度和多个维度（包括经济、社
会、制度、政治、法律和技术）；涉及
的用户类型（公共和私营）；以及可
将数据用于多种不同用途。
为确定报告的范围，高专组考虑了
以下要素：1）粮安委明确提出的要
点；2）关于报告范围的在线磋商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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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3）粮安委秘书处就此事召开的
会议结论。
其中，要解决粮安委提出的部分要
点事项尤其有挑战性，这是因为缺
乏关于某些问题的信息并且各国数
据缺口情况各异，无法从全球层面
进行概括。因此，本报告指出了未来
的研究方向，并提出了今后改进这
一情况的政策措施建议。
此外，许多问题并非局限于粮食安
全和营养数据领域，而是存在于所
有类型的数据中。因此，有必要在普
遍性数据问题与具体的粮食安全和
营养数据问题之间寻求最佳平衡，
以避免与其他的国际数据报告重复
重叠。
高专组深知本报告的复杂性及其对
于改善粮食安全和营养状况的意
义，秉承最高标准的精准度、严谨性
和专业性，始终使用实证和学术参
考，并就有争议的问题提出合理、平
衡的论点和结论。
报告最终向粮安委、各国政府、联合
国和其他国际机构以及学术界提出
了一系列切实建议。
必须实现亟需的粮食体系转型，并
为此推动数据革命。即刻采取果断
行动，利用当前政治机会及公众舆
论的敏感性和意识，并开展技术创
新，有助于在实现目标的正轨上稳

步前进。粮安委及其成员可以充分
利用本报告及其提出的可行建议。
我谨代表高专组指导委员会向Carlo 
Cafiero领导的项目小组的各位国际
专家表示赞赏和感谢。他们无偿开
展了杰出的工作。
许多专家和机构也对报告范围和第
一版内容提出了详尽意见，使报告
受益匪浅。此外，我还要向同行评审
专家的辛勤工作致以敬意。最后，我
要感谢高专组秘书处对我们工作的
宝贵支持。
高专组肩负着一项崇高而重要的使
命，即编写科学报告，作为公共产
品，并用作粮安委磋商的基础，供
立场不同并且往往目标各异的各方
展开讨论。本报告可以产生切实的
实地影响并带来重大变化，促进降
低饥饿风险并改善营养状况。我希
望政策制定者、实践者，以及全球粮
食、农业和营养领域乃至相关部门
的所有行为主体能充分利用这份 
报告。

此致

Bernard Lehmann

指导委员会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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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anne Berest女士对英文版本的
仔细编辑，提供了出色和有用的意
见；也感谢联合国其他五种官方语
言（阿拉伯文、中文、法文、俄文、西
班牙文）的翻译。
粮食安全和营养问题高专组进程完
全由自愿捐款提供资金。粮食安全
和营养问题高专组报告是就粮安委
全体会议所要求的主题展开的独
立、集体性科学工作，为全球公共产
品。粮食安全和营养问题高专组感
谢捐助者自2010年以来向高专组信
托基金捐款或提供实物捐助，使得
高专组能够开展工作，同时充分尊
重其独立性。自2010年成立以来，
粮食安全和营养问题高专组获得的
支持（包括实物捐助）来自于澳大利
亚、中国、埃塞俄比亚、欧洲联盟、
芬兰、法国、德国、爱尔兰、摩纳哥、
新西兰、挪威、俄罗斯联邦、斯洛伐
克、西班牙、苏丹、瑞典、瑞士和大不
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

https://www.fao.org/cfs/cfs-hlpe/
https://www.fao.org/cfs/cfs-hlpe/
https://www.fao.org/cfs/events/events-details/en/c/1412339/
https://www.fao.org/cfs/events/events-details/en/c/1412339/
https://www.fao.org/cfs/events/events-details/en/c/14123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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缩写与缩略语

ABDI 农业生物多样性指数
AFI 重度粮食不安全

AgCROS 农业合作研究成果系统
AI 人工智能

AMIS 农产品市场信息系统
ARS 农业研究服务

CATI 计算机辅助电话采访
CFI 长期粮食不安全

CFS 世界粮食安全委员会（粮安委）
CHNRI 儿童健康营养研究计划

CSIS 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
CSO 民间社会组织

CWIQ 核心福利指标调查问卷
DHS 人口和卫生调查

EFSA 欧洲食品安全局
FAIR 可发现、可访问、可互操作和可重用
FAO 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粮农组织）

FCDB 食物成分数据库
FCT 食物成分表

FIES 粮食不安全体验分级表
FPIC 自由事先知情同意
FSN 粮食安全和营养

FSNAU 粮食安全和营养分析机构
GAFSP 全球农业及粮食安全计划

GES DISC 戈达德地球科学数据和信息服务中心  
GFW 全球森林观察

GLDAS 全球陆面数据同化系统
GODAN 全球农业与营养开放数据
GSARS 改进农业和农村统计全球战略

HIES 家庭收支调查
HiHI “手拉手”倡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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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LPE-FSN 粮食安全和营养问题高级别专家组
IFPRI 国际食物政策研究所

IMR 挪威海洋研究所
INFOODS 食物成分数据系统的国际网络

INSO 国际非政府组织安全组织
IPBES 生物多样性和生态系统服务政府间科学政策平台

IoT 物联网
IPC 粮食安全阶段综合分类
IUU 非法、不报告、不管制
IVR 交互式语音应答

LSMS 生活水平测量研究
MDG 千年发展目标
MICS 多指标类集调查

MODIS 中分辨率成像光谱仪
MYPoW 《多年工作计划》

N.A. 不适用
NASA 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
NASS 美国国家农业统计服务
NGO 非政府组织

NIHR 国家健康研究所
NSO 国家统计局

Norad 挪威发展合作署
ODK 开放数据工具包

OECD 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经合组织）
PARIS21 21世纪统计促进发展伙伴关系

RRI 负责任的研究与创新
RuLIS 农村生计信息系统

SATIDA 完善干旱评估的卫星技术
SDG 可持续发展目标

SIS 智能信息系统
SLF 可持续生计框架

SMS 短信服务
SPARS 农业和农村统计战略计划

SSF 小规模渔业
UFISH 全球鱼类与贝类食物成分数据库

UNICEF 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儿基会）
UNSD 联合国统计司
USDA 美国农业部
USSD 非结构化补充服务数据

VAM 脆弱性分析与绘图
WB 世界银行

WEAI 妇女农业自主权指数
WHO 世界卫生组织（世卫组织）
WWF 世界自然基金会



粮食安全和营养数据收集及分析工具

xvi ]

关键信息

• 在世界各地，高质量、及时且切实相关的数据是为促进更好地获取粮食和改
善营养而采取知情行动的关键。

• 尽管粮食安全和营养相关数据和信息日益丰富，但政策制定者往往不了解此
类数据的存在及相关性，或者由于数据周期各个步骤中的重重挑战而未能妥
善利用此类数据。具体步骤包括：确定优先重点和数据需求；审查、整合、收集
和保管数据；采用适当工具分析数据；将数据转化为用于传播和讨论的相关见
解；最后利用数据进行决策。

• 目前，用于妥善指导行动以及为政策制定提供信息的基础数据仍存在缺口，
特别是围绕人们在当地生产和获取粮食的能力、实际的粮食和营养摄入，以及
营养状况，仍缺乏及时和充分细化的数据。需要增加和提供持续的财政投资来
填补这些缺口。

• 其他一些因素限制了基于数据的政策行动发挥成效，尤其是资源匮乏的国
家。其中的关键因素是，各级数据和信息使用者的数据素养及对定性和定量数
据的分析技能水平较低，包括数据收集者和分析师、决策者，以及作为粮食安
全和营养政策最终受益者的民众。

• 粮食安全和营养数据领域公共和私营主体及机构体系的复杂性，加上由于数
字革命和互联网的普及促使如今数据生态系统的特征不断变化，导致亟需加
强全球协调以改善数据治理。尤其需要就粮食安全和营养数据和信息的公共
产品属性达成一致，并在此基础上建立全球法律框架，促进相关信息尽可能广
泛地流通，同时保护作为数据最终归属者的民众的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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肯尼亚，2021 年 3 月 12 日，一位养鸡户在笔记本上纪录有关鸡蛋的数据。
© 粮农组织/Luis Ta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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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合国秘书长安东尼奥•古
特雷斯于2021年9月23日
宣布召开联合国粮食体系

峰会时指出，当前的粮食体系“正
在崩溃”1。早在2019冠状病毒病
（COVID-19）疫情于2019年年底暴
发以及俄罗斯联邦入侵乌克兰之
前，在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2的具体
目标2方面已出现进展不足。这清楚
地表明，全球当前的粮食体系已经
无法确保人人享有粮食安全和充足
营养，必须进行重大变革来扭转这
一情况。很少有人会质疑如今世界
正面临着持续饥饿、粮食不安全和
广泛存在的各种形式的营养不良状
况（粮农组织等，2017；2022）。但仍
然缺乏证据来细致地界定此类问题
的范围，并且缺少解决粮食体系问
题的具体方针。
粮食体系管理和运行环节（包括从
生产到流通和消费）中的公共和私
营机构由于可获取的数据和信息
有限，行动深受制约。尽管如今可
用数据和信息量迅速增长，但本
报告指出在及时性、可靠性、相关
性、分析深度，以及沟通的范围和
明确性方面仍有需改进之处，以便
为农业、粮食安全和营养领域的战
略政策制定提供有效指导。3 

本报告应世界粮食安全委员会（粮
安委）要求编写，重点关注数据收集
和分析工具在支持公共和私营主体
作出有效的循证决策方面的作用。
报告涵盖了粮安委明确提出的要 
点4，并为支持扭转粮食不安全和营
养不良负面趋势的行动提出了具体
解决方案。上述负面趋势与政治和
社会不稳定（粮农组织等，2017）、
气候变化影响（粮农组织等，2018）
以及经济放缓（粮农组织等，2019）
有关，而COVID-19疫情挥之不去的
阴霾和俄罗斯联邦与乌克兰的冲突
则加剧了这一情况。
粮安委阐明了本报告的依据：
	众所周知，合理的决策基于准确的
信息和数据，但在很多国家，特别是
低收入和中等偏下收入国家，普遍缺
少及时、可靠的农村、农业和粮食安
全统计数据。尽管做出了种种努力，
但这些国家中仍有大多数没有进行
定期的家庭和农业调查，没有达到最
低的数据要求，缺少可持续的数据系

1 见 https://www.un.org/en/food-systems-
summit/news/un-secretary-generals-remarks-
food-systems-summit 和 https://www.youtube.
com/watch?v=58tQl6-SaQA。

2 《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的第二项目标（通
常称之为“可持续发展目标2”）内容为：“消除饥
饿，实现粮食安全，改善营养状况和促进可持续农
业”。其中包括五个成果方面的具体目标和三个关
于实施方法的具体目标。具体目标2.1为：“到2030
年，消除饥饿，确保所有人，特别是穷人和弱势群
体，包括婴儿，全年都有安全、营养和充足的食
物”。具体目标2.2为：“到2030年，消除一切形式的
营养不良，包括到2025年实现5岁以下儿童发育迟
缓和消瘦问题相关国际目标，解决青春期少女、孕
妇、哺乳期妇女和老年人的营养需求”。有关可持
续发展目标、具体目标和指标的完整说明，请参见  
https://sdgs.un.org/goals。

3 本报告中，农业指广泛意义上涉及将自然资 
源（土地、水、森林、鱼类）用于粮食生产的各类 
活动。

4 即：
• 突出利用数据的益处和不利用数据进行决策的

机会成本；
• 说明鼓励公共、私营和学术部门在农业和粮食 

安全领域进行循证决策的倡议，以及没有奏效
的方法；

• 确定当前倡议没有涉及的数据生成和分析方面
的具体高优先级差距；

• 确定妨碍高质量数据收集、分析和用于决策的 
障碍；

• 阐述如何确保在数据收集和利用中，让受依据 
此数据制定的政策影响最深的人群（包括农 
民和其他粮食生产者）表达意见（CFS 
2019/46/7，2019，第9页）。

见粮安委《多年工作计划》 https://www.fao.org/ 
3/na703en/na703en.pdf。

https://www.un.org/en/food-systems-summit/news/un-secretary-generals-remarks-food-systems-summit
https://www.un.org/en/food-systems-summit/news/un-secretary-generals-remarks-food-systems-summit
https://www.un.org/en/food-systems-summit/news/un-secretary-generals-remarks-food-systems-summit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58tQl6-SaQA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58tQl6-SaQA
https://sdgs.un.org/goals
https://www.fao.org/3/na703en/na703en.pdf
https://www.fao.org/3/na703en/na703en.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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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没有充足的能力来分析和利用手
头数据。（CFS	2019/46/7，2019，	
第8页）。	 	

因此，尽管在许多地方，数据和信
息流动达到了前所未有的规模和
速度，但很多国家仍然缺乏可持续
的数据系统和相关能力。报告并未
从一开始便建议在粮食安全和营
养数据收集方面增加投入，而是首
先提出对数据收集和分析工具的
深入思考，旨在确保对现有数据进
行充分、适当的使用和再利用。
粮安委还为本报告提供了进一步 
依据： 

	消除高质量数据方面的差距，也对
监测进展并了解全世界实现可持续
发展目标这一共同目标的情况至关
重要。为每项可持续发展目标指标确
定了主管的联合国专门机构，从而确
保提供可靠的全球统计数据，用于衡
量《2030年议程》的实现进展。然而，
可持续发展目标的成功，主要取决于
加强国家层面的数据收集和统计能
力建设，包括加强各国统计局之间	
协调的能力建设。（CFS	2019/46/7，	
2019，第8页）。	 	

截至撰写本报告时，世界上仍有许
多国家需要开展培训，以便有足够
的人力资源恰当地解释、处理和消
化以各种形式不断生成、储存和流
通的新数据。尤其令人担忧的是，
科学界也存在如此情况，传统的研
究工具正面临新兴工具的挑战5，

而这些工具尚未充分纳入学术课程
中。这凸显出有必要投资开展各级
能力建设，甚至从小学开始，并对公
共和私营机构负责处理数据的专业
人员进行专门培训。
本报告旨在响应粮安委的呼吁，
为以下进程提供支持：为知情决
策奠定基础；为完善由数据驱动的
粮食安全和营养政策制定标准；
加强可持续发展目标2实施工作的
有效监测、审查和后续跟进。（CFS 
2019/46/7，2019，第8页）。
在奠定基础方面，本报告的编纂基
于以下认知：全球、国家和地方各级
的粮食安全和营养政策制定涉及通
过分布式过程采用新数据或现有数
据，作出有效的循证决策，其中的责
任由各个层面不同的个体和机构 
承担。
报告围绕六个章节展开： 第1章 界
定了报告全篇提及的数据收集和
分析工具的相关主要概念，包括数
据、分析工具和数据治理的概念
定义，避免对文中概念产生理解歧
义。第1章还探讨了数据的公共产品
属性，这对于加强能力建设、制度安
排和协调具有重要作用，而后者也
会影响数据治理安排。报告提出了
一个概念框架（见第1.2节和 图 1）， 
借鉴了高专组和其他各方此前的工
作（Bronfenbrenner，1979；英国国
际发展部，1999；高专组，2017， 
2020；联合国儿基会，1990），将粮 
食体系政策和行动与个人的粮食 
安全和营养状况及其生活环境相 
联系。 
该概念框架的主要特征之一是，
按照粮食安全和营养相关社会生态
因素（及相应的决策者）与最终受粮

5 报告将在后文详细讨论，举例而言可以考虑行
为科学和社会科学中量化问题方面测量理论的发
展 （Bond, Yan和Heene，2020；Mari等，2017），
或者大数据在认识论上对于研究的影响（Kitchin, 
2014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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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安全和营养政策及行动影响的个
人之间的关系远近来进行分级。
此外，概念框架以“扩大营养转型决
策数据”项目提出的数据周期为启
发并加以调整，确定了粮食安全和
营养数据收集和分析的主题领域
（DataDent, 日期不详），并绘制了
将粮食安全和营养数据用于特定目
标的主要步骤示意图。T数据知情决
策周期中的六个步骤从确定优先问
题开始，到使用结果、见解和结论为
止（见图2）。报告中深入阐述了图
2中心部分所示的有效数据治理和
包容性问题。示意图是对概念框架
的补充，突出了不同的行为主体如
何运用数据来发挥不同的功能，同
时说明了不同角色如何协调促成粮
食安全和营养相关决策。概念框架
和数据周期共同构成了报告中后续
章节的讨论框架。
概念框架可用于有效引导有组织地
进行数据遴选和分析，即完成矩阵
的内容（见图3），其中数据周期的每
一个步骤均与总体系的要素挂钩，
包括从宏观(远端)层面各项成果。
报告通过概念框架和数据知情决策
周期展示了数据和分析工具与高专
组所指出的粮食安全六个维度（高
专组，2020）之间的联系。
值得注意的是，报告中采用的是数
据的广义定义，包括以模拟或数字
形式编码、存储和传输的各类定性
和定量信息，并认识到在决策中 
仅考虑量化变量会带来风险和局 
限性。
第2章盘点了现有的粮食安全和营
养数据和分析工具。尽管目前各个
层面已积累了大量的粮食安全和
营养相关数据，但在国内和地方各

级，细分数据仍缺少可共享的广泛
获取途径，而这些数据是开展知情
行动所必需的。国家和国际层面的
公共和私营主体应能更好地共享
和分析现有数据，提取其中包含的
大量有用信息。这需要重新思考粮
食安全和营养数据的治理方式，
特别是考虑到快速变化的数据生态
系统，报告后文将具体阐述。在对现
有粮食安全和营养数据收集和分析
举措的审查中发现了各种良好做法
示例，可进一步完善并用于制定类
似举措。审查还确定了数据周期各
个步骤中现存的主要数据缺口和挑
战，包括：关于农业生产经营单位特
征的数据，如通过农业普查获取的
数据；关于地方层面农业粮食体系
中农场及其他经营单位不同特征的
数据，通过农场及其他业内调查获
取；家庭食品支出数据；以及最重要
的个体膳食摄入数据。这些数据重
点揭示了当地的粮食体系状况和不
同人群之间的不平等程度，对于指
导有针对性的粮食安全和营养干预
措施至关重要。尽管有各项调查和
其他家庭及个人层面的数据来源，
但生成的数据质量和频率远远不足
以支持有效的决策，尤其是在低收
入和中等收入国家，也不足以用于
在紧急情况和其他困难情况下进行
评估。
第2章第二部分针对改进基于数据
的粮食安全和营养决策，讨论了当
前在数据周期各个步骤中存在的挑
战和机遇。讨论发现，决策者在数
据收集和分析工作的优先排序方面
普遍不够明确且缺乏协调，这会阻
碍填补当前的数据缺口。在确定数
据使用目标方面加强协调，可以创
造有利环境，促进各级机构共同收
集、管理和传播数据。这有助于增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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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现有数据的获取，避免由于各种
不必要的指标、数据收集计划和数
据质量保障而导致产生零散的数据
结果，这些数据难以协调且不足以
为有效行动提供信息。
应特别关注定性信息对于决策的重
要性。个人、社会、文化、宗教和其他
各种考虑因素都可能与改善粮食安
全和营养的决策直接相关。其中有
许多方面可能很难或无法用定量
数据来体现，而定性数据不太适合
通过简单的标准化调查方式进行收
集，因此这类信息最终可能会被排
除在数据汇总和传播范围之外。本
章最后介绍了数据传播，以及通过
能有效促成决策的方式进行数据及
分析结果宣传的重要性。
第3章讨论了造成前几章中所述粮
食安全和营养数据收集和分析工作
各项缺口的主要制约因素和瓶颈，
尤其关注低收入和中等收入国家普
遍存在的情况。这些限制因素主要
分为两类：一是资源不足所致，包括
资金、人力资本和数据/研究/分析基
础设施；二是制度安排有欠缺，导致
出现数据治理问题。以可预测的方
式及时划拨充足的财政资源，对于
在任何国家维持有效运作的粮食安
全和营养数据生态系统而言都至关
重要。然而许多国家却报告称存在
严重的资金不足问题，国家统计部
门均将缺乏供资确定为主要的限制
因素之一，尤其是在农业部门。资源
有限会导致农业数据（合理的决策
需要基于定期的农业普查及对粮食
供应链上各运作主体的调查）以及
粮食安全和营养结果数据（需要最
新的家庭调查和膳食摄入信息）的
收集工作受限。必须承认，这些举措
成本高昂，需要投入充足的人力，但

却是必不可少的，因为由此生成的
数据是任何粮食安全和营养数据系
统的支柱。
第3章还强调了为确保充分生成高
质量数据所需的财力与人力资源之
间的取舍权衡：尽管实地收集、数
据存储和传播的运作成本可通过从
传统操作（即许多低收入国家的国
家统计局和其他政府统计部门目前
仍在采用的方式）转向现代数据生
成技术和数字化方式而得以降低，
但这一过程必然伴随着前期投资
（基础设施、机器设备等），并且需
开展必要的专业能力建设。有效利
用现代技术进行粮食安全和营养数
据生成和分析所需的技能目前仍然
稀缺。对于人力资本的投入不足，
即未能面向粮食安全和营养数据知
情决策周期的所有相关专业人员普
及数据科学和统计方面的教育，是
阻碍大多数低收入国家粮食安全和
营养数据系统发展的最主要限制因
素。因此，在这一领域的投资必定
会产生最高回报。
在制度安排方面，报告注意到涉及
粮食安全和营养相关数据生成和分
析工作的各个主体间缺乏协调，
大多在不同的行政和后勤安排下运
作，例如隶属于不同的部委（农业、
卫生、经济、环境等）。这往往会导致
代价高昂的重复工作，造成冗余，有
时还会出现不同单位生成的信息不
一致的情况。这个问题不仅存在于
国家层面的政府机构中，也存在于
学术界乃至国际组织中，包括联合
国系统内部。审查强烈呼吁加强地
方、国家及国际各级之间的协调，报
告第5章和第6章将展开讨论。
如果未意识到数据革命已席卷了包
括农业及粮食安全和营养在内的各

引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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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领域，便无法对数据和分析工具
进行充分探讨。第4章审视了新兴
的数字化数据技术如何通过多种方
式推进粮食安全和营养数据和分析
工作，尽管这可能会对在此方面的
传统工作思路和监管活动提出挑
战，包括公共和私营主体的作用与
职责。本章通过若干实例展示了这
些技术如何在数据知情决策周期的
各个阶段发挥作用，以及如何提供
有关粮食安全和营养六个维度的信
息。结果证实，这些技术具有发挥
重大作用的潜力，尽管在推广过程
中也伴随着风险，包括：对机械设备
（从拖拉机到私人电话）中内嵌装
置所收集的数字化数据未加管控的
传播，可能会威胁隐私；由于依赖人
工智能、机器学习以及其他自动化
或半自动化决策而产生的问责问
题，这引发了一系列有关现代技术
应用的伦理思考；数据质量以及因
采用特定技术而可能导致的互操作
性问题；最后，考虑到各国之间以及
公共和私营主体/机构之间的能力差
异，还会出现非常重要的公平性、可
扩展性和包容性问题。
前几章中提及和讨论的许多问题自
然地引发了有关数据治理的思考，
第5章将展开专门讨论。本章首先
探讨了数据治理方面两个存在争
议且相互关联的问题。其一是关于
数据性质的讨论：数据应该被视为
公共产品还是私有产品，市场在其
中可以发挥什么作用？基于市场的
机制是否能保证数据的充足供应和
获取？另一个是数据所有权及其社
会价值的问题。尤其是数据中包含
个人信息时，所有权应归属何人？
如果认为数据的所有者是相关信息
所涉及的人群，那他们是否有权出
售这些数据？具体就粮食安全和营

养而言，本章令人信服地指出，需要
更多细分数据来更好地指导粮食安
全和营养干预措施，但此类数据可
能会指向个人或某一群体的身份特
征，在此情况下，该数据会被视为“
个人数据”。随之而来的问题是，当
前的个人数据保护机制（例如基于
知情同意的机制）是否足以保障数
据所有者的权利，同时确保信息的
可获取性，使其能充分发挥潜力，创
造社会效益？报告提出了一项关键
建议，即从伦理道德角度而言，个
人数据（以血液打比方）指个体为获
得个人服务而在必要情况下选择提
供的信息（比如将血液用于医学检
测），但当有明确迹象表明其用途可
能创造更大利益时（如拯救他人生
命），也鼓励人们捐献。但必须明确
的是，任何对此类数据的转售都应
被视为不道德，甚至是违法行为。本
章第一部分的主要结论是，由于以
现代技术通过数字形式记录、存储
和共享的数据甚至可以被多人同时
使用和重复利用，因此应认为其拥
有与生俱来的公共产品属性。只有
在必要时才应限制对此类数据的访
问，以保护相关人员的隐私等基本
人权。因此，创新法律框架是推进数
据治理议程（包括农业及粮食安全
和营养领域数据）的一个富有前景
的途径，例如基于数据信托概念的
法律框架，而数据信托是指“为特定
组织或个人的利益而对某些数据提
供独立管理的法律结构”（开放数据
倡议，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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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值得庆幸的是，这一领域的研究和
讨论非常活跃。本章介绍了一些现
有举措的实例，为更多解决方案提
供示范。
最后，第6章概括了本报告的结
论，并提出了建议，呼吁所有在数
据周期中发挥作用的主体采取行
动。根据以下目标，建议分为五个
方面。（i）推动决策中对于数据的需
求；（ii）优化当前与数据有关的投资
并酌情调整用途，同时加强利益相
关方协作，促进现有粮食安全和营
养数据的协调一致，并实现最大程
度的数据共享；（iii）在关键粮食安

全和营养数据收集方面增加和提供
持续投资;(iv) 投资人力资本和必要
的基础设施，以确保数据处理和分
析能力的可持续性;(v) 改善数据治
理，增进包容性，提高数据使用者及
生成者的能动性。如果落实这些建
议所提出的行动，就可能有助于推
动更有效的、有证据支持的决策，提
高粮食系统的可持续性，保障所有
人的粮食安全和更好的营养，特别
是全世界数十亿罹患各种形式营养
不良的人，包括7亿或更多仍然食不
果腹的人。 （粮农组织等，2017, 
2022）



8 ]

第1章

搭建框架

意大利，2022 年 3 月 30 日，意大利国家海岸警卫队官员在监测渔船捕捞作业。
© 粮农组织/Cristiano Minichiell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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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分析粮食安全和营养的数
据系统所面临的挑战之
前，需要先对指导分析所需

的关键术语和概念框架加以 
定义。

定义关键术语
在本报告的标题和以下章节中，
我们使用了数据、分析工具和数据
治理的概念，这些概念对不同读者
来说可能含义不同。因此，清晰释义
我们对这些术语的定义和使用的方
式方法，对于避免对报告中某些陈
述、隐含或明确的价值判断以及提
出的建议的本意产生混淆至关 
重要。

定义数据
在通俗和科学文献中都可以找到数
据多种多样的定义，其中许多包括事
实、统计或知识等各种相关术语。
有些定义强调了数据的数值特点，
其他定义则承认数据也可能有其他
表现形式。在本报告中，我们采用了
受Kitchin（2021年，第2页）启发的定
义。该定义指出，数据指：

	代表有关世界特定方面的信息单
位的任何一组编码符号，可以以模拟
或数字形式得以采集、生成、记录、存
储和传输。	 	

乍看上去，这一措辞似乎过于复杂，但
这一定义与许多其他现有定义有实质
性区别，原因至少有四点。
首先，编码符号在没有使用事实和知
识的情况下对数据进行了有意义的描
述。的确，知识和事实是在对数据进行
整合、分析和解释之后，结合语境中某
个具体问题而得出的推论（Zins，2007
），但知识和事实本身并不是数据。只
有当这些推论经过编码、记录、存储和
传输后，才会成为新的数据，从而形
成闭环。因此，数据周期的形态可以用
一个上升螺旋来代表：每个周期结束
后，可供使用和重用的数据量、信息量
都会递增。
第二，编码符号清楚地表明，数据
不一定是数值，因此该措辞是恰当的
包容性语言的体现。虽然在很多情况
下，数据代表了测量的数量或比例，
但随着信息数字化程度的提高，我们
经常会处理基本由定性信息组成，以
文本、图像、声音和其他形式存储的数
据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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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将数据称为编码符号还有一个
优点，即明确了编码的重要性：用于
记录和存储数据的符号必须谨慎选
择，其含义必须正确传达。人文和社
会科学领域一个常见问题是将本质
为定性的数据看作度量数量处理。这
个问题出现在与二元（是/否）事件计
数相对应的指数或分数上：由于整数
只包含有关事件的定序信息，因而用
整数来编码指代。在这些情况下，用
数字指代会助长对此类指数或分数
的错误处理，因为分析人员可能会套
用平均值或者其他只对定距变量合
适且有意义的统计计算进行处理。
因此，此类分数或指数应看作定序度
量处理才是正确的。6 更广泛地讲，
定性数据必须按照标准化编码程序
进行编码，而编码的第一步必须是对
数据所反应的概念、构念或属性采用
明确的操作定义——这对于避免解释
数据时产生模棱两可至关重要，但并
不总能轻易做到。与可以直接观察或
度量的、反映物理世界中有明确定义
的属性（如长度、质量等）的定量变量
相反，社会科学中大多数定性数据由
旨在反映概念或构念的变量和指标
组成，而这些概念或构念并不总有明
确定义，而且每个人的理解也不尽相
同。例如，性别或族裔的概念，或贫
困、粮食不安全等构念。这带来了一
些哲学上和实践上的挑战，因为即使
是看似简单的数据纪录过程，也可能
需要对记录值进行自主判断，而这甚
至可能会造成道德上的影响（例如，
仅仅通过观察一个人在街上行走、
看照片、根据其姓名、或通过在调查
中询问受访者意见判断族裔，根据可
支配收入金额识别贫困；或将膳食能

量摄取不足视为粮食不安全）。这些
考量表明，在提供数据的同时，一定
要有明确的元数据来提供足够的信
息，说明数据生成使用的假设，并确
保当数据用作决策参考时，在数据周
期的每个阶段都有足够的能力来正
确解释数据（见 1.3）。

妥善处理非传统数据所需的统计学
和数据科学高级分析方法的持续发
展，加大了对熟练掌握此类方法的人
力资源的需求。 

这点我们将在第3章中详细讨论，并
强调投资培训和教育的重要性，尤其
是在当前的大数据和新兴数据科学
时代（例如，见 Oliver，2021）。

第四，数据定义的一个重要组成部
分是，除非设置人为障碍加以阻止，
已生成、记录、存储和传输的数据可
以重复获取，不同用户可同一时间
访问，而不对或几乎不对数据所有
者造成任何额外成本。这是因为，数
据在使用时依然存在，仍然保持可
获得、可用状态。因此，为确保数据
的高效使用，有充分理由促进对任
何一组现有相关数据尽可能开放的
访问权。由于数据的开放获取问题
可能会引起争议，并且鉴于私人实
体生成和持有的数据量不断增加以
及数据市场的增长，我们将用专门
的章节讨论该话题。

6  Wright, 1999对人文和社会科学中计数、指数
和分数作为衡量标准的错误解读进行了发人深思
的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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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义分析工具
分析工具是本报告中使用的、另一个
可能存在表述模糊问题的概念。在本
报告语境中，分析工具通常解释为：
旨在出于特定目的或为回答特 
定研究问题取得分析结果、用于指 
导现有数据的处理的一套成文规
则。7 

该分析工具的定义中有几个方面
值得探讨。首先，定义强调分析的
对象是现有数据，暗示将数据分析
和数据生成在的数据周期概念中
区分开来（1.3）。我们认识到，一个
分析的结果往往会以新数据的形
式加以存储并保持可用状态，以便
用于进一步分析或新分析。我们也
明确认识到，在某些情况下，现有
数据可能被认为不足以解决当前
问题，因此可能需要生成新数据。
尽管如此，从概念上区分这两个步
骤是有益的，因为（特别是在大数
据时代）数据收集、整理和传播方
面的角色和责任往往与使用数据、
采取循证行动方面的角色和责任
不同。后者需要决定使用哪些数据
来指导解决特定问题的行动，以及
分析数据的方法。这些决定可以由
没有直接参与收集初级数据的代
理人做出。
这就引出了上述定义强调的另一个
方面：有效的分析工具是特定的，
即必须为回答清晰明确的问题而
严谨设计。虽然存在通用的分析方
法和具体的数据处理方法（例如，
计量经济学分析中估算线性回归
参数使用的普通最小二乘法，或者
在人类学研究中收集数据、凸显数

7  规则包括根据数据性质和分析目的酌情选择
来自不同定性或定量探究方法中的程序或技巧。

据关联使用的堆积分类法），而这
两者也是任何分析工具的必要组
成部分，但绝不应将这些与分析工
具本身相混淆。有必要强调分析工
具的特定性，应鼓励分析人员仔细
考虑要处理的问题，选择回答问题
所需的数据类型，挑选最合适的分
析方法，结合分析技术进行数据处
理。此外，非常重要的一点，是提出
并讨论建立分析模型时作出的各
种假设。遗憾的是，尽管数据丰富，
定性、定量分析方法和技术众多，
但具体针对粮食安全和营养问题的
好的分析工具的例子少之甚少。
上述定义强调的最后一个方面是
分析工具的定义必须有成文规则，
即规则应有明确清晰的描述，使分
析工具的应用具有可复制和一致
性，方便检查人员检查。
	严谨的分析工具不应是“黑箱”，也
不应造成此类印象，特别是对需要根
据分析结果采取行动的人来说。	 	

不同分析人员可能需要用同一套
可用证据回答同一个问题；因此，
成文规定数据分析中应遵循的规
则，是可以降低不同分析人员得出
不同结论的风险的一个机制。数据
分析规则成文规定的目的是提高
数据分析结果的客观性和可信度，
特别是在数据稀缺或对所涉构念
缺乏共识的领域。随着由人工智能
（AI）和机器学习（ML）驱动的自
动化、基于算法的数据处理系统的
普及，这一问题愈加突出。在对人类
健康和福祉有直接影响的领域使用
这些新系统，引发了对维持信任和
透明度方式方法的重大关切。正如



12 ]

粮食安全和营养数据收集及分析工具

Burrell（2016）所指出、Oliver（2021
）所讨论，数据分析中使用的算法
决策可能不够透明，其原因有三：
由于工具所有者或创造者有意保
护知识产权所致，由于工具使用者
和必然受决策影响的人缺乏技术
能力和知识，或由于这些系统实际
上可能 “因为具备许多最先进机器
学习方法的特点而从本质上说不
透明”（Oliver，2021，第61页）。

定义数据治理
数据治理的定义有多种。在本报告
中，我们将其定义为各机构
	为收集、管理、共享和使用数据而
制定的一套全球性相关原则、战略、
政策、法规和标准。	 	

通过建立规则和标准，数据治理旨在
实现最广泛的数据共享，让数据得以
有效利用，同时确保数据系统的保
护、完整性和透明度。为确保数据治
理行之有效，负责制定数据治理框架
的机构，包括国际组织、国家政府、学
术界、私营部门和民间社会组织必须
协调行动。上述机构必须加强合作，建
立、维护数据系统，为应对粮食安全和
营养挑战所需的干预措施和政策的设
计提供参考。

指导粮食安全和营
养数据收集和分析
工具的概念框架
本报告的一个主要目标是提供关于
数据使用与分析方面最恰当方式
方法的指导，从而支持更加行之有
效的粮食安全和营养决策。为此，

首先有必要框定决策所需的、与影
响粮食安全和营养的众多因素(并
因此确定哪些数据是决策所需要
的)；其次，要从概念的角度强调数
据指导决策过程。我们的概念框架
借鉴了高专组和其他机构以前的
工作（Bronfenbrenner，1979；高专
组，2017，2020），说明了多层面因
素如何影响个人粮食安全和营养状
况。概念框架旨在协助指导数据收
集和分析，确立研究重点、明确路
径、建立证据、支持决策，从而改善
个人、家庭和社区的粮食安全和营
养状况。
粮食安全和营养问题上的挑战之一
就是粮食安全概念的复杂性。正如
高专组指出；
	粮食安全的概念已演变为认可能

动性和可持续性的中心地位，同时
包括供应、获取、利用和稳定性四
个维度。粮食安全的这六个维度在对
食物权的概念和法律理解中得到强
化。（高专组,	2020,		
第xv页）。	 	

粮食安全和营养的六个维度可以结
合其与粮食体系、卫生体系和环境
体系间的联系进一步理解分析，这
一点在现有粮食体系（高专组， 
2020）、粮食安全（Kanter等，2015）
和营养（Black、Lutter和Trude， 
2020）概念框架中未能充分体现。
例如，应考虑能动性和可持续性，因
为两者牵涉上述三个体系（粮食、卫
生和环境体系），因此有助于理解这
些维度如何影响粮食安全和营养结
果。虽然详尽回顾粮食体系、粮食安
全和营养方面众多现有框架会超出
本报告范围，但本章仍阐明了整合
不同框架、加强对影响粮食安全和
营养的各种体系和层面清晰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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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而给数据收集和分析工具提供参
考、指导政策制定的必要性。
高专组可持续粮食体系框架 
（2020）进一步推动了这一认知，
即各类众多驱动因素（如环境、
技术和创新、社会文化）与粮食体系
和政策/治理相互作用，反过来影响
粮食安全，从而最终对营养和健康
结果产生影响。然而，目前仍不清楚
粮食体系的所有组成部分如何在不
同社会层面上相互作用。为此，我们
对高专组（2020）框架进行了详尽
阐述，将其组成部分（驱动因素、体
系和个人）置于社会生态环境之中
（Bronfenbrenner，1979）。这种框
架思路让我们能够从较为远端的宏
观层面到个人层面清楚看到影响粮
食安全和营养的各种因素是如何在
不同但相互关联的社会层面运行。
我们在概念框架中嵌入社会生态
环境，揭示宏观层面的驱动因素如
何推动塑造中观层面的粮食体系，
以及中观层面体系如何把微观层面
决策背后的决定因素包括在内。例
如，宏观层面的基础设施（如铺砌道
路）和环境（如全球气候变化）影响
国家（中观层面）粮食体系：铺砌道
路的覆盖水平影响粮食从一个地方
到另一个地方的运输方式，全球气
候变化对国家环境变化（如持续干
旱或极端温度）有着巨大影响，涉及
农业生产和相关基础设施（如扩大
冷藏需求）。在对中观层面有影响的
微观层面决定因素中，最明显的例
子是参与粮食体系的众多主体，从
农民、渔民，到负责运输的中间商，
到大型（超市）和小型（当地农贸市
场）供应商。
仅仅将高专组框架和社会生态框架
相结合，显然无法充分体现卫生体
系和当地环境，而后两者与粮食体

系及其对人类健康和营养的影响有
着密不可分的联系。因此，我们在概
念框架中加入了卫生和环境体系，
这在高专组可持续粮食体系框架
的中观层面上并没有明文提到。此
外，宏观层面的驱动因素和中观层
面体系对每个人的粮食安全和营养
结果的影响并非独立，而是协同作
用，相互依存。我们强调，正如联合
国儿童基金会（1990）所述，资源 
（人力、经济、组织资源）和能动性
是营养结果的基本要素，具有根本
性的重要意义。在这方面，在这方
面，中观层面的决定因素影响着微
观层面的无数决定，这些决定造成
了个人粮食安全与营养结果。因
此，在Bronfenbrenner提出的社会
生态环境基础上，我们在框架的中
观层面和个人层面之间增加了微观
层面（决定因素），来反映中观层面
体系如何通过决策影响个人粮食安
全和营养结果。最后，可持续生计框
架（SLF）（英国国际发展部，1999）
中所传达的生计概念，启发我们在
框架的微观层面上在个人和家庭
之外加入了群体。可持续生计框架
的分析单位是一个“可识别的社会
群体”，尽管我们意识到社区和家
庭内部缺乏同质性（英国国际发展
部，1999，第7页）。
结合上述四个对我们有所启发的框
架中的每个要素，本报告采取了系
统性视角，来体现构成可称为粮食
安全和营养社会生态系统的各要素
之间的关联（Bronfenbrenner， 
1979）。
图1通过展示宏观、中观和微观层面
的决定因素之间的界限是如何模糊
的，以及所有这些决定因素如何渗
透到个人层面，从而共同决定粮食
安全和营养结果，如个人膳食充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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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营养状况和整体福祉来说明这
一概念表达。
宏观层面驱动因素，如与气候、环
境和国内教育体系相关的因素，会
渗透到以当地农业和食品、卫生和
环境体系为代表的近端层面，以不
同的方式和强度影响后者。体现宏
观和中观层面之间界限模糊的一个
例子是地缘政治环境，如战争、武装
冲突或内乱作为粮食不安全近端驱
动因素的影响。从根本上说，这些近
端体系由国内外公共和私营经济社
会主体（即公民社会、公共和私营部

门）塑造。例如，通过产品的供应和
获取，与粮食和农业生产相关的公
共和私人国际贸易和外国投资 
（例如在物流和基础设施上的投
资）对个人的粮食安全和营养产生
直接影响，尽管这超出了个人的直
接控制。
	在当今大多数社会中，个人、家
庭、群体和社区层面的决策和行动（
所有这些都受制于所能获取的数据
和信息）体现了公民与当地粮食、卫
生和环境体系互动的方式，推动决
定个人粮食安全和营养结果。	 	

图	1:
指导数据收集和分析的粮食安全和营养系统性视角框架

来源：图表设计灵感源于高专组可持续粮食体系框架（高专组，2017，2020）、联合国儿童基金会营养不良决定因素概
念框架（儿基会，1990，2021）、社会生态模型（Bronfenbrenner，1979）和可持续生计框架（英国国际发展部，1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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粮食安全和营养状况的驱动因素
包括由许多基本要素组成的宏观
层面构念，可分为以下几类：粮食
安全和营养结果趋势，以及包括生
物物理和环境因素、技术、创新和基
础设施、经济和市场、政治和体制
因素、社会文化和人口等领域在内
的粮食体系变化的驱动因素（高专
组，2020）。环境、社会文化和经济决
定因素，包括其外部效应已明确纳
入宏观层面，因为粮食安全和营养
的可持续性维度仅仅暗含这些驱动
因素。总体来说，宏观层面的驱动因
素有助于塑造近端、中观层面的粮
食、卫生和环境体系，而这些体系共
同决定了有利的环境——包括与粮
食有关的供应、经济可负担性、近距
离、知识和实践，使人们成为其营养
状况的能动因素。(高专组, 2020; 儿
基会, 1990)。
解读粮食安全和营养问题的微观层
面或直接决定因素，则需要进一步
讨论。个人要想从与粮食安全和营
养有关的当地现有商品和服务的流
动中受益，必须与其家庭和社区协
调，个人和集体都要做出决策。在微
观层面上，在国家和区域层面上存
在着不同的特定地域环境（例如，有
畜牧或渔业区的农村地区），呈现出
高度多元化趋势。与个人和集体能
动性共同作用下，地区的多元性影
响了在当地生活或工作的人实现粮
食安全和营养的可能。个人、当地粮
食和卫生体系以及当地环境之间的
直接互动中众多的决策决定了个人
粮食安全和营养状况。在特定社会
中，这些决策仍然嵌套在始终存在
的宏观层面的决定因素中，并受到
宏观决定因素的影响。
最后，粮食安全和营养的六个维
度：能动性、稳定性、可持续性、供

应、获取和利用（高专组，2020）贯穿
于我们的粮食安全和营养概念框架
的四个相互关联的层面。
概念框架设计上的一个显著挑战就
是如何考虑到因为存在不同人生观
而带来的复杂性。例如，许多土著
民族有着以生态为中心的人生观
（DesJardins，2015），与我们概念
框架所体现的以人类为中心的视角
截然不同。在我们的概念框架中，
人类与自然高度分离，人类为了促
进生产的干预（如积极调控能量、
水和/或温度的输入）是合理的。
而在以生态为中心的人生观中，
生态系统及其人类和非人类共同栖
息者之间有着内在联系。生态中心
主义是土著人民传统知识、文化、
语言、价值观、精神世界和宇宙论的
基础，同时也是其粮食体系的载体
（粮农组织，2021），指导着食物生
成、生产和自然资源管理实践。在我
们的概念框架中，将环境作为粮食
安全和营养的近端和系统性决定因
素，即为了反映这种情况，并考虑与
生态中心主义如何支撑土著人民的
食物系统有关的问题。该概念框架
为以系统性方法收集和分析粮食安
全和营养数据所应包含的不同主题
或专题提供了指导。因此，可以使用
该框架构想粮食安全和营养结果在
每个社会层面的指标和潜在影响路
径。概念框架的设计采用同心圆，是
因为受到了上述与社会生态模式有
关的系统性方法的启发，体现该框
架并非自上而下因而忽视包括土著
群体在内的当地居民需求。相反，
框架以人权方法为基础，关注不同
层面的决策领域，考虑例如土著人
民自决权，而自决权包括《联合国土
著人民权利宣言》（A/RES/61/295）
规定的食物权，以及《经济、社会、文
化权利国际公约》8 规定的土著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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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自由决定其政治地位以及经济、
社会和文化发展的权利。该框架与
联大2019年通过的《联合国农民和
其他农村地区劳动者权利宣言》（A/
RES/73/165）相符，要求将农村农
民和其他地方性粮食体系主体作为
重要能动因素纳入与粮食安全和营
养相关政策决定中。

8  1966年12月16日由联合国大会第2200A号决
议通过(XXI)。

数据指导的决策周
期
因为概念框架并没有提供关于如何
对数据进行优先排序的见解，因此
需要定义另外一个关键概念，以识
别确保更有效、更高效的数据驱动
决策所需步骤。
为此，我们改写了《营养数据问责和
行动框架》（Piwoz等，2019）中的数
据价值链，来说明粮食安全和营养
的数据指导的决策过程的六个关键
阶段（见图2）。

图	2:
数据指导的决策周期		

来源：改写自  Piwoz et al., 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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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数据指导的决策周期包括
六个环节。周期的核心是有效数据
治理以及粮食安全和营养相关所有
数据系统的包容性——这是完成周
期中每个环节、改善数据收集和分
析的基本前提。数据治理是核心，
因为所有环节需要多个部门和众多
利益相关方参与，但在每个环节，由
于处理的具体问题性质不同，参与
的部门和利益相关方可能不同。许
多用户倾向于只参与这一数据指导
的决策周期的某些环节。然而，这些
环节是以循环的方式呈现的，以便
清楚简明地阐释从收集初级数据到
最终使用通过数据收集的信息来指
导与粮食安全和营养有关决策的步
骤顺序。我们将证据优先项和问题
的定义和完善区分开来，作为周期
中不可或缺的第一步，不论随后有
几个环节得到执行。准确地说，用来
收集和分析粮食安全和营养数据使
用的这个数据指导的决策周期是一
个循环，而不是一个线性序列，因为
以前发布的证据应用于周期的第一
个环节，即对证据优先项和问题的
定义和完善。因此，作为一个重要的
起点，在进行任何数据收集或分析
之前，必须根据有效的数据治理和
包容性确立一系列明确的证据优先
项，并识别与优先级有明确联系的
重点问题。证据优先项和相关问题
将给数据指导的决策周期的后续步
骤提供明确指导。
周期的其他环节是：确定所需的数
据，审查、整合或收集初级或二级数
据，并对数据进行整理；使用适当的
分析工具对数据进行分析；将数据
转化为结果、洞见和结论；传播数
据，促进数据共享，推动结果的审查
和讨论，完善洞见和结论；以及使用

结果、洞见和结论做出决策。根据所
涉及的不同主体或利益相关方，这
些环节可以按顺序逐个完成，或者
完成其中的一个或几个。 
理想情况下，证据优先项应通过决
策者和受益者共同参与的民主过程
确立。为指导这一过程，应考虑一
些因素，包括概念框架中的概念，
特别是在与土著人民合作的时候。
决策和优先级都会受到研究议程以
外的外部因素影响，如现有数据的
质量。一旦明确了证据优先项和相
关问题，下一步就是审查和整合关
于该主题的所有现有数据。如有必
要，可将使用分析工具将新的初级
数据或二级数据与现有数据进行整
合。许多情况下，可能没有必要收
集新的数据，因为将现有数据整理
成对回答问题有用的方式足矣。
其他情况下，重新定义问题或使用
基于现有数据的合理替代可能更加
合适。如果通过整理现有数据不能
得出令人满意的答案，则可制定收
集新数据的计划。为确保数据能够
有效转化为结果，并且结果能够有
效传播（这是周期中接下来两个环
节），需要根据证据优先项和粮食安
全和营养的概念框架来对新的初级
或二级数据的收集进行规划。因地
制宜的数据和信息可以减少“一刀
切”的风险；“一刀切”式的解决方案
可能会损害土著人民的福祉及其粮
食体系的可持续性，而这一点在新
冠流行期间已经有所观察（粮农组
织，2020年电子磋商会）。
现有数据和新收集的数据，无论是
定量还是定性数据，都可能需要进
行转换（至少是清理），并使用分析
工具加以分析，以达到初始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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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答相关问题。新的和现有的数据
都应输入到数据管理平台存储，随
后以合理方式进行整理和分析。理
想情况下，应对结果和结论的准确
性进行测试，并采取纠正措施；包括
在必要和可行的情况下进行现场测
试，并按需采取纠正措施。现场测试
有助于确立数据和研究方法的准确
性。理想情况下，在结果结论公布之
前，所有利益相关方也应参与结果
和相关结论的现场测试。
数据指导的决策周期的转化环节将
结果转化为有意义的信息，并将信
息已可传播、可使用的方式呈现；
转化环节的设计也考虑到了特定受
众或用户。数据转化对于数据传播
来说是必要的，但转化是一个额外
步骤。因此，数据转化与数据传播是
数据指导的决策周期的两个不同环
节。以结果形式转化的数据应该得
到传播、审查和讨论，以便在研究结
果被自由使用或被误解之前有机会
对洞见和结论进一步完善。这一过
程应包括对分析的优势和局限性的
认识。因此，传播是周期中的重要环
节，应在将结果和结论运用于决策
或开展新的相关工作之前在不同 
利益相关方（包括公民社会和数据
收集过程的参与者）之间先进行 
传播。
理想情况下，原始和转化的数据以
及相关分析工具应开放给本概念框
架所有层面的用户，从宏观层面、国
家层面的政策制定者，到中观、微观
层面参与集体和个人决策的人。反
过来，由此产生的数据和结果可以
给后续新证据优先项和相关问题提
供信息。正因如此，我们将数据指导
决策过程称为一个周期，并在图2中
进行了表述。

数据指导的决策周期设计简单，可
以适用于任何粮食安全和营养目标
和数据类型。需要承认一点，简单的
设计并没有否定该过程内在的复杂
性，如过程中的瓶颈、制约和偏见。
其中的一个复杂性是需要尊重土著
人民的传统和习惯机构：土著人往
往保持着自己的传统治理体系。在
自决权的框架下，负责确立数据选
择优先级的利益相关方必须将传统
治理体系纳入数据收集和随后的政
策制定和实施过程当中。如本报告
所介绍，利用数据指导的决策周期
的实践应考虑到数据的争议性、决
策的经验主义现实，以及决策中的
权力和话语权等关键问题。本报告
后续章节将讨论在整个数据指导的
决策周期中实现各主体间强有 
力协调之重要性，以及瓶颈或约 
束因素。

利用概念框架和数
据指导的决策周期
解决粮食安全和营
养相关问题
为了说明概念框架（图 1）中提出的
理论指导如何与数据指导的决策周
期（图 2），中提出的方法论指导相叠
加，我们构建了一个矩阵（图 3） ，来
展示如何同时使用两者处理应对与
粮食安全和营养相关的证据优先项
和相关问题，重点分析开展此类工
作所需的新数据收集工作。在这个
矩阵中，五个纵列标题对应数据指
导的决策周期在定义和完善证据优
先项和问题之后的五个主要环节，
横向标题对应概念框架的各个 
层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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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如何构建数据指导的决策过程矩阵

填写一个将概念框架各层面与数据
周期各环节相结合的数据指导决策
过程矩阵绝非易事，但很有必要。这
是因为在设计政策、计划及相关目
标（例如，更新以食物为基础的膳食
指南）时，往往无法考虑到概念框架
的所有层面，或者在尚未充分了解
现有数据的情况下启动新的数据收
集。由于粮食安全的六个交叉维度
是近期提出的，相关的粮食安全和
营养政策、计划和目标尚未有意识
地以这六个维度为框架。在考虑粮
食安全和营养政策、计划和相关目
标时，必须考虑数据和分析工具的
不同类型用户如何使用或了解这些
举措。正因如此，我们建议对设计或
更新粮食安全和营养倡议感兴趣的
人员完成填写数据指导的决策过程
矩阵（图 3）这一项富有挑战的 
工作。
首先，通过确定在宏观层面有哪些
数据（及来源）（例如，关于环境、
技术和创新、基础设施、经济、社会
文化、政治和体制环境和教育的国
家层面数据），可以确定粮食安全和

营养的六个交叉的维度中有哪些已
在数据库中有所体现。值得注意的
是，在矩阵中，环境的定义是广义
的。因此，环境数据可以包括与粮食
供应有关的数据（如国家水果和蔬
菜产量），以及人们可能认为与粮食
安全和营养的可持续性维度相关度
更强的国家气候数据。该建议旨在
鼓励从尽可能多的宏观驱动因素中
识别数据，同时确保新定义的现有
数据库中尽可能多地反映出六个交
叉维度，如果有可能的话全部反映
出来。
随后，我们建议对概念框架中后
续层面的现有数据进行审查和识
别，即填写矩阵第一列其余部分。
因此，在中观层面——国家内部（即
在省、区或市一级），应识别某一国
家内粮食体系中与供应和获取相关
的不同数据，特别是因为数据的差
异性将影响该国家内部特定目标的
可持续性。还应确定区域和市级与
卫生和环境体系相关的数据库，这
可能包括识别相关现行粮食或卫生
政策（如基于食品的膳食指南）。在

数据周期阶段

审查、整合、收
集、整理数据

使用合适的分
析工具分析

数据

将数据转化成
结果、洞见和

结论

传播、分享、
审查、讨论结

果，完善洞见和
结论

利用结果、洞
见和结论作出

决策

层面

宏观(远端)

中观(近端)

微观(直接)

个人（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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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观层面上，识别与能动性维度相
关的数据（如支持社区菜园的社区
团体的数据）对数据周期的后续环
节很重要（对应矩阵纵列）。最后一
步，则是判定哪些数据库可用于识
别与当前目标相关的个人结果（如
国家健康和营养调查）。
数据指导决策过程矩阵中靠后的纵
列可能更难填写，但应在执行对预
算或财务造成影响的新政策或计划
目标之前考虑清楚并填写完毕。
填写数据指导决策过程矩阵的第二
步，是确定根据第一列填写的数据
库可以开展哪些最基本或最简单的
分析，并明确适当的分析工具。明确
针对当前目标可以开展哪些分析、
使用哪些分析工具很有必要，这一
环节有两个主要目的：1）明确先前
识别的数据库中的哪些内容应进行
分析（如水果和蔬菜产量数据），以
及可以使用哪些分析工具（如任何
能对数值进行排序的统计软件包）
；2）明确必须开展的分析中哪些因
为缺乏现有数据（第一列）而无法开
展（例如农贸市场和家之间的平均
距离）。根据缺乏的数据对当前目标
的重要性，可能会开展新的数据收
集，也可能不会。
第三步是明确如何将矩阵第一列
指出的数据转化为结果、洞见和结
论。在宏观层面，需要确定第一列中
数据的使用方式。例如，用数据作
为政策简报的信息参考、指导新的
粮食安全和营养干预措施的设计，
还是仅仅用数据识别国家层面重大
差异（例如，农贸市场覆盖范围）。在
中观层面，应明确能在数据中识别
的差异，以及差异与六个交叉维度

的关联。例如，某个国家内部各个区
域之间的水果和蔬菜生产是否有差
异，以及区域差异如何影响目标的
长期可持续性？或者，全球冲突对国
家或区域层面粮食体系稳定性会造
成何种影响、对当地粮食体系会产
生哪些近端影响？在微观层面上，
如何利用现有数据库来推断或预测
城市层面的粮食安全和营养行动
（例如，学校供餐计划应如何采用
更多的本区域或本地新鲜产品）？最
后，如果能够根据计划实现目的，可
以设定哪些个人层面具体目标（例
如，是否能增加个人水果和蔬菜消
费量？）在第一列中，每个维度都对
应特定的颜色；因此，填写完每一列
具体内容后也应按照所对应的维度
进行颜色编码，方便使用者判断当
前目的是否在粮食安全和营养的各
个层面各个主体中体现出了六个交
叉维度。
数据指导决策过程矩阵第四列的任
务，是识别与粮食安全和营养六个
交叉维度和初期确立的目标相关的
主体，即与概念框架中宏观层面决
定因素（即环境、技术和创新、基础
设施、经济、社会文化、政治和制度
环境、教育）相关的具体部门内的利
益相关方，如国家层面粮食体系的
关键利益相关方，以及贸易、工业及
教育部门。在宏观层面，这些关键利
益相关方可能是部长，而在中观层
面，关键利益相关方可能来自区域
层面的相关领域。在微观层面，应识
别市级层面的关键利益相关方。最
后，就个人结果而言，在考虑如何传
播、分享、审查、讨论结果以及完善
结论和洞见时，要考虑如何利用人
口分类数据等来提出改善个人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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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新计划，以及如何将能动性纳入
以用户为中心的设计过程，以改进
与已界定目标相关的个人结果。
完成数据指导决策过程矩阵的最后
一步，是确定第三列（或数据转化步
骤）中的（预期）发现如何用于相关
决策。前一列关注的是相关主体，矩
阵最后一列关注的是根据之前的预
期结果和每一层面的关键利益相关
方判断可能做出的决定类型（即内
容）。因此，在宏观层面做出的决策
可能涉及国家层面的创新机会或修
改国家层面的采购方案。在中观层
面做出的决策可能包括区域性供应
链调整、行业奖惩措施，以及改善卫
生部门的信息传达。微观层面的决
策是地方一级做出的，如通过地方
卫生部门和地方学校。此外，在个人
层面上，决策的目的应当是倡导和
建立联盟。
本节的其余部分将用一个范例说明
如何使用该矩阵指导全面、简便的
数据收集和分析。必须认识到，下面
的内容只是一个用来说明如何使用
概念框架和数据指导的决策周期开
展数据收集和分析工具的例子。补
充材料中还有另外三个关于证据优
先项和问题的例子：
• 利用粮食安全阶段综合分类

（IPC）作为数据分析工具，识别
海地各地区人道主义粮食援助需
求。

• 现有证据是否支持通过政策授
权推动有10%的来自小规模渔业
（SSF）的鱼/海鲜产品的学校供餐
国家计划？

• 如何评估特定地方环境中的可持
续健康膳食？

为了本报告目的，上述例子仅从一
个特定视角提出。这些例子仅是说
明性例子，可以通过许多不同的视
角或国家背景来重新打造。
例1：如何在当地水果和蔬菜供应
链基础上增加人口的水果和蔬菜消
费?
如前所述，理想状况下，在收集数据
之前，首先要做的应是确定证据优
先项和相关问题。这个例子建立在
以下可以适用于任何国家的问题的
基础上：如何在当地水果和蔬菜供
应链基础上增加人口的水果和蔬 
菜消费。我们用矩阵来回答这个 
问题。
一旦框定了问题的范围，第一步就
是审查、整合和分析现有的数据，
确定还有哪些其他数据可以收集。
在表格第一列中，我们列出了能想
到的、可能对回答问题有用的数据
类型，还指出了上述数据的数据系
统、来源和对应的层面（从宏观层面
到个人结果）。第二列标题为“使用
适当的分析工具分析数据”，列出了
关于需要分析的具体数据的基本建
议。下一个问题是如何分析具体数
据，例如，如何分析水果/蔬菜产量
和人均水果/蔬菜供应？一个建议是
使用统计软件包将这些数据按照产
量最大的水果和蔬菜排序，并与最
大的人均供应量进行比较。也许在
一些国家，产量最高的水果和蔬菜
并不是人均供应量最大的产品，因
为高产蔬果可能主要用于出口。为
了更好了解如何在当地水果和蔬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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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应链基础上增加人口的水果和蔬
菜消费，必须进行这种层面之间的
比较分析。第三步（对应第三列），我
们列出了从审查和/或收集的数据
中可能获得的各种结果、洞见和结
论的例子，也指出了例子对应的层
面。在这一事例中，关于水果和蔬菜
的供应、基础设施和获取的数据可
以编入政策简报（例如，粮农组织和
智利社会发展与家庭部，2021）。在
第四列中，我们列出了如何分享或
传播上述结果、洞见和结论的相关
例子，以及数据共享传播的受众。最
后，在第五列中，我们提出如何利用
所传播的信息来促进（或不促进）与
一开始就得到优先考虑的问题有关
的政策制定的建议。在适用的情况
下，输入矩阵的所有信息都应根据
其对应的粮食安全和营养问题维度
进行颜色编码。值得注意的是，每个
利益相关方的目标或优先事项有所
不同，在数据周期每个环节的成败
指标也有所不同；如果没有完成数
据周期所有环节，根据各利益相关
方具体完成的环节，成败指标也有

所不同。在许多国家，从这种类型的
问题中得出的结论对每个利益相关
方来说不尽相同。例如，卫生部的关
注点与农业部的关注点不同：后者
可能更关注农业出口，而教育部的
关注又与财政部不同。
正如第 1.1 节所提到的，数据的形式
多种多样，并且数据收集需要大量的
人力和财力资源以及适当的制度安
排，这一点将在随后章节中探讨。
然而，本报告的目标，尤其是以下章
节的目标是为众多知识或专业技能
水平不尽相同的粮食安全和营养方
面的利益相关方提供指导，以帮助其
了解如何更有效地利用数据收集和
分析工具，包括在某些情况下使用创
新技巧和技术。总而言之，在考虑现
有数据的同时，应结合使用概念框架
和数据指导的决策周期（第 2 章）。结
合新数字技术的缺点（第 3 章探讨局
限性）和优势（第4 章），考虑收集新
数据或将新数据与现有数据进行整
合，评估粮食安全和营养结果；同时
始终铭记有效数据治理的核心作 
用（第 5 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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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使用概念框架（理论指导）和数据指导的决策周期（方法论指导）回答粮食安
全和营养问题的范例

数据周期阶段行动

概念框架的
层面

审查、整合、收集、整理
数据 使用合适工具分析数据 把数据转换成结果、洞见

和结论
传播、分享、审查、讨论结

果，完善洞见和结论 利用结论做出决定

宏观

-蔬菜产量和蔬菜水果
损失
(数据系统：粮食体系图
表；粮农组织数据库；农业
部数据库)

-分类排列蔬菜和水果的
产量与损失

- 把蔬菜和水果的供应、基
础设施、获取相关数据纳
入政策简报（如，粮农组织
关于促进水果和蔬菜消费
的政策简报）
(见: https://www.fao.
org/documents/card/
es/c/cb7956en)

-动员关键利益相关方参
与：粮食体系、贸易、产
业、社会保护、卫生部门，
从而设计政治行动（如，政
策和/或计划），促进水果
蔬菜的消费

-用符合当地文化的可持
续食谱发掘水果蔬菜方面
的创新机会

-调整与学校供餐计划相
关的采购计划工作/新
政策 

-在学校开展的膳食和健
康活动（如鼓励多吃水 
果蔬菜，例如“让我们动 
起来”，或Jamie Oliver 
的“了解水果和蔬菜” 
节目，以及Jamie Oliver 
粮食革命运动)(*) 

-水果蔬菜基础设施数据
库 (如., 运输/运送时间-与
国家层面专家谈话)

-判断水果蔬菜基础设施
是否足以支撑地方供应链

-应开展更多干预措施以
促进水果蔬菜消费，特别
是针对儿童

-从家到农贸市场平均
距离

-判断从家到农贸市场平
均距离 （全国）

-X% 的城市只有一个农
贸市场

中观

-人均水果蔬菜供应（数据
系统：粮食体系图表）

-计算区域人均水果蔬菜
供应

-该国各地区水果蔬菜产
量不同

-动员关键利益相关方参
与：粮食体系、食品工业、
卫生部门，以及了解地方
水果蔬菜获取情况的主
体，以便完善洞见和结论

-改进供应链（如, 冷藏）
-行业激励和处罚
-卫生部门强化宣传
-修订食物成分数据库
-修订、调整食品安全指南

-价格和趋势（数据系统: 
https://ourworldindata.
org/food-prices)

-区域水果蔬菜价格和
趋势

-全球冲突和疫情大流行
影响全球供应链稳定性，
因此需要调动当地蔬菜水
果生产

-以食物为基础的膳食指
南（数据库: Nourishing数
据库）

-分析以食物为基础的膳
食指南的区域传播手段 
 （如适用）

-所有的新鲜水果蔬菜都
可安全食用吗?

-从家到农贸市场平均
距离

-计算从家到农贸市场平
均距离（区域）

微观

-每个城市农贸市场数量 -根据农贸市场数量给城
市排序

-学校供餐计划应当加入
更多本地/本区域或国内
生产的水果蔬菜

-动员区域和地方关键利
益相关方参与：区域和/或
市政府，区域和/或市学
校计划

-地方卫生部门强化宣传
-学校宣传
水果蔬菜激励措施-支持社区菜园和水果蔬

菜销售的社区组织
-分析现存社区组织的
缺口

个人粮食和
营养结果

- 个人水果蔬菜摄入量（国
家营养和健康问卷调查）

-按照人均每日水果蔬菜
占比百分比分析个人水果
蔬菜输入量

-依据新的干预措施和/或
政策计划，个人水果蔬菜
摄入量应人均需增加一份

-分类人口数据对理解问
题和提出解决方案必不
可少，如欧盟学校水果蔬
菜计划

-用于倡导、提高对水果蔬
菜膳食输入量相关问题的
意识的数据

-在社区菜园行动中使用
以用户为中心的设计流程

(*)  https://letsmove.obamawhitehouse.archives.gov/ 
https://www.thegoodfoundation.com.au/courses/jamie-olivers-learn-your-fruit-and-veg-online/ 
https://www.jamieoliver.com/campaigns/

粮食安全颜色六维度颜色含义：
能动性（橙色）  短期稳定性（绿色）  长期可持续性（芦笋绿）
获取（深蓝）  供应（长春花色）  利用 （浅灰）

https://letsmove.obamawhitehouse.archives.gov/
https://www.thegoodfoundation.com.au/courses/jamie-olivers-learn-your-fruit-and-veg-online/
https://www.jamieoliver.com/campaig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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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章

回顾粮食安全和营养数据
收集及分析方面现有倡议

菲律宾，2018 年 7 月 5 日，农业综合决策支持系统 (EPRiMA) 的增强版生产和风险管理板块上线。
© 粮农组织/Veejay Villafranc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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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告的概念框架(图 1) 凸
显了为改善粮食安全和营
养决策、跟踪进展及指导行

动的多个层面与系统。各个层面与
不同决策者可能相关的数据种类繁
多，给粮食安全和营养问题带来了
挑战。如果对现有数据进行全面回
顾，不仅任务艰巨，也超出了本报告
范围。因此，本报告结合几个主要框
架、数据系统和含有与粮食安全和
营养相关数据的数据库（摘要见附
表1）。进行说明性回顾。报告列出的
每一个数据库和倡议都为一个或一
系列具体目的服务。由于概念框架
中涉及多个部门和主题，因此没有
任何一个现有系统包含与粮食安全
和营养问题相关所有类型的数据，
也很难想象会有这样的系统存在。
本章有两大目的：第一，以概念框架
（图 1） 为基础，概述粮食安全和
营养问题相关数据，并结合粮食安
全和营养问题维度进行讨论。以点
带面对数据资源进行概述，一方面
体现粮食安全和营养问题可用的相
关数据量之庞大，另一方面突出数
据生成上现存的缺口。第二，根据概
述，识别数据周期中每个环节存在
的不足和挑战，并突出持续处理这
些问题方面的良好实践。

对粮食安全和营养
现有数据的说明性
回顾
提醒一点，与粮食安全和营养相关
的宏观因素指的是在个人影响和控
制范围以外的因素。这些因素可能
是全球性的（如国际粮食商品市场
的一体化程度和运作状况）、区域性
的（如区域食品贸易安排），也可能
是国内的（如政治结构），甚至可能
是地方的（如与性别和土地拥有权
相关的社会文化习俗）。这些宏观因
素影响了中观因素（如粮食体系），
而中观因素又影响了与个人影响和
控制范围联系更紧密的微观因素 
（如社区市场和家庭行为）。

宏观(远端)层面的粮食安全
和营养数据及信息系统
附表 1 第一行列举了对粮食安全和营
养有远端影响的因素，包括用于农业
和粮食生产的自然资源基础、气候和
全球环境、国际粮食商品市场的一体
化程度和运作状况。如上所述，其中有
些因素受到不止一个国家的影响。
因此，对于这样的数据，强有力的国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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协作对确保数据可比性、透明度以及
其他类似考量至关重要。国际组织在
支持及促成这方面努力上扮演着关键
角色。
与可能影响粮食供应的远端因素相
关的数据和信息包括自然资源的使

插文	1:
粮农组织的统计系统
在首席统计师办公室牵头、多个部门协作下，粮农组织定期汇总成员国汇报的数据（如国
家官方统计数据、农业或人口普查及调查等）以及其它与农业和食品各方面相关的信息来
源（如国际大宗商品市场报告）的数据。作为粮农组织授权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统计活动
旨在提供可开放获取的数据信息。9	粮农组织的统计活动包括数据的汇总、管理和传播；
制定和推动严谨的统计方法和标准；以及成员国统计能力建设（粮农组织，2020a）。	

粮农组织统计司汇总不同来源的数据，并管理粮农组织的粮食和农业统计系统，其明确目
标是覆盖全世界几乎所有国家和地区。数据的用途包括开展全球性工作（包括撰写涵盖粮
食安全和营养、作物和畜牧、社会和环境统计数据的统计年鉴），也包括国内和区域层面工
作。统计数据主要通过两大发布平台传播：粮农组织统计数据库（FAOSTAT）和农村生计信
息系统（RuLIS）。

FAOSTAT粮食和农业数据库是全世界最庞大、历史最悠久的粮食和农业数据信息库。最新
版数据库涵盖8个不同领域：（1）作物、畜牧、食品生产和贸易；（2）农业和农村经济统计数
据；（3）环境统计数据；（4）粮食安全和营养；（5）社会统计数据；（6）农业普查数据和统计；
（7）农业调查数据和统计；（8）统计方法创新。

FAOSTAT旨在提供不同时间、不同空间可对照的统一数据和统计。FAOSTAT的设计初衷是
辅助提取245个国家和地区以及国家组、整个区域及全球层面的时间序列变量。

全球渔业统计系统（FISHSTAT）由粮农组织渔业及水产养殖司管理，提供245个国家和
地区渔业和水产养殖业的开放数据。该统计系统包含9个不同的数据领域，涵盖渔业产品
全价值链的方方面面：从水产养殖生产、渔业捕捞到与全球贸易、鱼和鱼类产品的加工和
分销相关信息。此外，FISHSTAT也发布渔业和水产养殖场就业统计数据以及捕鱼船队的
规模和特征信息。

全球水信息系统（AQUASTAT）是粮农组织的另一个全球性数据库，提供全球农业用水
信息，为粮食供应和可持续性的考量提供了参考基础。本数据库也提供了单个国家、区域
以及全球层面的数据和信息。

用（主要为土地、水资源和渔业）、
投入品的使用，和农业生产和食品贸
易。这些方面都存在大量可用数据，
大部分见于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 
织（粮农组织）的统计系统中（见插 
文1）。

9  粮农组织《章程》第1.1条定义了组织职责，其中包括：“本组织将收集、分析、阐明和传播关于营养、粮食
和农业的情况。”（粮农组织，19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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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fao.org/food-agriculture-statistics/en/
https://www.fao.org/food-agriculture-statistics/en/
https://www.fao.org/fishery/statistics/software/fishstat/en
https://www.fao.org/aquastat/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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插文	2:
农产品市场信息系统(AMIS)
农产品市场信息系统（AMIS）是一个旨在提高粮食市场透明度、改善粮食安全政策响应
的机构间平台。2007/08及2010年，全球粮食价格暴涨；2011年，二十国集团农业部长会议
启动了这一信息系统。农产品市场信息系统集合了主要农业商品贸易大国信息，评估全球
粮食供给情况（主要关注小麦、玉米、水稻和大豆），在市场出现不确定性时为政策协调提
供平台。

通过加强各个国际粮食市场的透明度和政策协调，该系统旨在及时提供国际市场上交易
的主要粮食商品动态信息。这可以帮助预测并预防潜在矛盾，缓解价格不确定性，进而促
进全球粮食安全。

农产品市场信息系统参与方包括二十国集团成员、西班牙以及其它七个主要农业商品进
出口大国。

为了履行职责，农产品市场信息系统由以下部门组成：

•	全球粮食市场信息组，由来自农产品市场信息系统参与方的技术代表组成，提高可靠、
准确、及时、有可比性的市场和政策信息；

•	快速反应论坛，由来自农产品市场信息系统参与方的高级官员组成，负责推动尽早讨论
关键市场状况及应对方法；

•	秘书处，由10个国际组织和实体组成，负责撰写短期市场展望报告、评估和分析，为信息
组和论坛履行职责提供支持。

考虑到国际贸易的重要性以及国际
与国内价格联动，尤其是主粮谷物和
食用油价格的联动，这一层面的数据
或许也对粮食获取方面的考量很重
要。如2007-08年的粮食价格危机就
告诉我们，缺乏数据透明度可能会削
弱国际大宗商品市场的有效运行，导
致不稳定性以及价格冲击。因此，一
系列倡议应运而生，目的是加强各国
际粮食商品市场的协调和透明度，包

括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的成
员承诺披露主要粮食商品（小麦、玉
米、水稻和大豆）的公共储备信息。
此类信息对了解国际粮价波动对粮
食安全的影响至关重要。农产品市
场信息系统（AMIS）（插文 2）因此诞
生，该工具大大缓解了国际粮食市场
的紧张关系，也对提供粮食安全 
的稳定性维度方面信息发挥了巨大
作用。

现有国际数据系统对粮食安全和
营养问题的一大重要贡献是提
供了环境可持续性方面信息。比
如，FAOSTAT里的环境统计板块发
布了国家层面、区域层面以及全球
层面的作物种植和畜牧养殖预计产

生的排放量、土地使用的排放量和
清除量、土地使用变化和化石燃料
能源使用量。

与可持续性紧密相关的是农业生
态系统的生物多样性。为改善粮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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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amis-outlook.org/home/en/
http://www.amis-outlook.org/
http://www.amis-outlook.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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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产体系中的管理实践、实现生态
健康，就需要对农业生态系统的
生物多样性进行监测（Gemmill-
Herren，2020）。农业生物多样性指
数（ABDI）工具可用于数据收集，
为利益相关方、企业和政策制定者
提供关于消费和市场、生产体系和
遗传资源保护的信息。然而，包括消
费、生产以及减少对当地和野生物
种依赖在内的农业生物多样性的
几个重要组成部分缺乏全球一致
的数据。因此，为填补这些重大数
据空缺，需要共享全球数据收集，
以及详尽的分析和报告系统（Jones
等，2021）。
此说明性回顾表明，的确有大量宏
观层面的信息与粮食安全的供应、
获取、稳定性和可持续性维度相
关。这凸显了统一数据的重要性：
统一数据能在不同时间、不同背景
下进行对照，也可以确保数据透明
度。如粮农组织统计数据库和农产
品市场信息系统所示，数据统一和
数据透明度方面已取得显著进步。
但是，目前仍存在重大局限性。粮食
和农业的数据大部分仍以高度总量
化形式呈现（即国家层面的数据）。
这情有可原，毕竟收集分类数据（如
通过农场和人口调查）成本高，程序
繁琐。
粮食安全和营养问题的某些基础性
领域也存在数据不足的问题。这些
领域包括害虫、自然灾害、冲突或其
它会对粮食安全和营养产生冲击因
素的影响方面（见插文 8）。  
数据颗粒度对气象和土壤肥力也至
关重要。此类数据对干旱监测以及
当地粮食供应风险早期预警作用重
大。有了气象数据，地基站点的数据
可以记录降雨、温度和风等变量，但
无法记录更加专业的测量数据，如
湿度和太阳辐射。这可能会导致严
重的数据空白和不准确。基于例如
全球陆面数据同化系统（GLDAS）等

广义水文气象监测工具的地球观 
测（EO）气候数据产品可以替换缺失
数据、生成数据集（Colston等， 
2018），从而填补数据空白。然而，以
生态农业区分类的数据严重缺乏。
总而言之，在这一方面，由不同方
式、使用不同技术（如谷歌地球引
擎）收集的颗粒度更高的地理参照
数据，在未来有望发挥重大作用（见 
第 4章对技术的进一步讨论）。

中观(近端)层面的粮食安全
和营养数据及信息
农业、粮食、卫生和其它相关部门的结
构对粮食安全和营养有很大影响。
国家粮食和农业数据（如粮食供给、价
格和通胀数据）以及国家粮食供应链
结构等因素都影响了人们生活工作的
经济社会环境，给包括供应、获取、稳
定性和可持续性在内的粮食安全中观
层面众多维度提供信息发挥了重要作
用。理想情况下，此类数据应纳入国家
官方统计，在大多数国家根据国家统
计法予以监管，由国家统计局进行协
调。尽管有这些尝试，各国在此方面仍
存在差距和明显区别。在许多低收入
和中等收入国家，包括农业、渔业和其
他与粮食安全和营养相关领域的官方
统计数据的及时性、完整性和质量都
严重不足。例如，粮农组织最新评估显
示，92个国家在过去10年中没有开展
过农业普查；其中，52个国家在过去
20年中都没有开展过农业普查（附表 
3）；其中10个国家（包括古巴、乌克兰
和南苏丹）完全没有农业普查记录在
案。这个问题对更新完善粮食和农业
政策来说影响尤为严重，因为大部分
低收入和中等收入国家的农业部门在
迅速转型。最严重的信息缺口体现在
粮食农业数据及统计信息的缺乏。在
全球，约有60%的国家有年度农业调
查数据（世界粮食安全委员会，2021
）。目前不到4%的国家拥有支持计算
生产力和小农收入、粮食损失和浪

https://earthengine.google.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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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耕地保有权等各项指标的充足的
数据（世界粮食安全委员会，2021）。
此外，能改善传统农业调查的农业预
测和其它技术也有待提高。由于农业
和粮食生产数据对了解粮食安全、生
计和贫困之间的关联很重要（世界粮

食安全委员会，2021），因此发展中国
家面临巨大挑战。此外，在了解渔业和
水产养殖业如何促进粮食安全和营养
以及其运营可持续性方面也同样存在
空白（见 插文 3）。

插文	3:
改善鱼类数据分析
有几项研究（见Hicks等，2019和Vaitla等，2018）强调了鱼作为微量元素来源的潜在重要
性，尤其是对低收入和中等收入国家来说。尽管如此，关于鱼的营养价值的信息很少。

为了弥补这一数据缺口，GitHub（2022）开发了世界鱼类数据库营养分析工具。该工具
是一个贝叶斯层级模型，利用系统发育信息（考虑不同鱼种之间的关系）以及性状信息
（考虑鱼类饮食、热态和热量需求等关键信息）估算海水鱼和淡水鱼钙、铁、欧米伽-3、
蛋白质、硒、维生素A和锌含量。世界鱼类数据库的FishNutrients部分对全球捕捞的各
类水生物种的具体营养成分进行了估算（见https://www.fishbase.in/Nutrients/
NutrientSearch.ph)。

粮农组织认识到了鱼作为关键营养成分来源的潜力，但也意识到了监测捕鱼活动可持续
性的必要性。为应对渔业可持续问题，粮农组织制定了非法、不报告、不管制（IUU）捕鱼定
义，泛指多种不同的捕鱼活动。非法、不报告、不管制捕鱼现象出现在各类渔业活动中，
在公海上、在国家管辖范围内都有对此现象的报告（https://www.fao.org/iuu-fishing/
background/what-is-iuu-fishing/en/）。

有几个倡议旨在加深对全球渔业活动的可持续性、产量和对生计贡献的理解。粮农组织、
世界渔业中心和杜克大学即将发布的《点亮隐藏收获》研究报告将对小规模渔业对全
球渔获量和生计的巨大贡献进行量化和标准化：https://sites.nicholas.duke.edu/
xavierbasurto/our-work/projects/hidden-harvest-2/。

另一项倡议名为全球渔业观察平台，旨在提供多种开源技术和数据来源，支持对渔业的评
估和管理：https://globalfishingwatch.org/news-views/mapping-a-new-world/。

由国际组织或其它机构牵头的工
作在一定程度上填补了一些数据
空缺。这些组织和机构一般在高收
入国家开展工作，收集国家层面信
息，指导业务开展，并将数据用于其
他方面。这里特别值得关注的有粮
农组织管理的粮食和农业全球信息
和预警系统（GIEWS）；由世界粮食

计划署（WFP）脆弱性分析与绘图
（VAM）小组协调的活动；以及美国
农业部（USDA）下属的海外农业局
（FAS）国际生产评估司（IPAD）
组织的活动（见插文4）。通过其数
据传播平台，这些倡议提供了国家
概况、国别概述以及其它与作物生
产、收成预测、粮食价格和粮食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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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fishbase.in/Nutrients/NutrientSearch.ph
https://www.fishbase.in/Nutrients/NutrientSearch.ph
https://www.fao.org/iuu-fishing/background/what-is-iuu-fishing/en/
https://www.fao.org/iuu-fishing/background/what-is-iuu-fishing/en/
https://sites.nicholas.duke.edu/xavierbasurto/our-work/projects/hidden-harvest-2/
https://sites.nicholas.duke.edu/xavierbasurto/our-work/projects/hidden-harvest-2/
https://globalfishingwatch.org/news-views/mapping-a-new-world/
https://www.fao.org/giews/en/
https://www.fao.org/giews/en/
https://resources.vam.wfp.org/
https://ipad.fas.usda.gov/Default.as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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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的定期报告。其中,GIEWS的 
粮食价格监测与分析平台尤为重
要，及时提供了本地粮食价格信

息，其中包括发展中国家基本食物
国内价格最新信息和分析。

插文	4:
全球粮食及农业信息和预警系统(GIEWS)、脆弱性评估与绘图（VAM）以及
其它信息系统
粮农组织的全球粮食及农业信息和预警系统（GIEWS）持续监测粮食供给和需求以及
其它关键指标，评估世界各国粮食安全总体情况。该系统定期发布分析和目标报告，汇
报当前状况，并对即将到来的国家或区域粮食危机发出早期预警。在国家有关部门要求
下，GIEWS通过与粮食署共同组成的作物及粮食安全评估组（CFSAM）协助国家收集政策
决策所需证据，或给发展合作伙伴的规划活动提供支持。GIEWS也利用国家层面的价格监
测和地球观测工具，强化国家在管理粮食安全相关信息方面的能力。

粮食署需要大量数据来指导其工作，部分数据可以在DataViz网页平台上公开获取（见
https://dataviz.vam.wfp.org/）。

美国农业部（USDA）下属的海外农业局国际生产评估司提供了丰富的数据产品，包括报
告、简报、地理空间数据、作物日历和生产地图，可以通过其网页门户轻松获取https://
ipad.fas.usda.gov/Default.aspx。

尽管这些倡议都发挥了作用，但这
些倡议不应取代国家数据系统；
也应努力确保这些数据系统为国家
政府完全所有，从而避免挤兑国家
能力。在此方面，联合国统计司发
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制定统计活
动的标准和规范，支持强化多国国
家统计系统的努力。应指出，数据技
术不断演进，迅速改变着作物生产
状况、收成预测等信息环境（见第 4
章对数据相关技术的进一步讨论）
，数据生成频率更高，内容也更加丰
富。然而，这一趋势使中低收入国家
和高收入国家之间本已存在的差距

再次扩大（Kitchin，2014a；2021）。 
目前已有一些项目在努力填补这些 
差距。粮农组织“手拉手”倡议（插
文 5） 旨在方便获取农业及粮食安
全和营养各维度的相关地理空间数
据和其它现有分类数据，为国家制
定政策提供支持。50 x 2030倡议
旨在填补50个国家的粮食和农业数
据缺口 （插文 6）。另一个倡议是改
进全球农业和农村统计工作战略，
是2015年设立的一个大型技术支持
和能力建设项目，对数据治理意义
重大，将在第5章中讨论。

https://www.fao.org/giews/food-prices/home/en/
https://www.fao.org/giews/en/
https://dataviz.vam.wfp.org/
https://ipad.fas.usda.gov/Default.aspx
https://ipad.fas.usda.gov/Default.aspx
https://unstats.un.org/home/
https://www.fao.org/hand-in-hand/en/
https://www.50x2030.org/
https://www.50x2030.org/
https://www.50x2030.org/
https://www.fao.org/food-agriculture-statistics/capacity-development/global-strategy/en/
https://www.fao.org/food-agriculture-statistics/capacity-development/global-strategy/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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插文	5:
粮农组织“手拉手”倡议
粮农组织总干事于2019年9月启动了粮农组织“手拉手”倡议	（HiHI）。预期面临挑战(*)的
粮农组织成员国受邀参与这一旨在通过参与粮农组织支持的询证、国家主导、国家所有的
进程加速农业转型和可持续农村发展的倡议。迄今已有48个国家加入。

该项目是一个在公共、私营部门与国际发展伙伴间建立伙伴关系、形成联盟、发挥合力的
包容性进程。其目标为识别对粮食和农业体系、农村转型、实现消除贫困饥饿、减少不平等
的可持续发展目标产生最大影响的投资。项目旨在将技术、财政、制度和人力资源引导到
需求最大、在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1、2、10方面潜力最大的领域。

“手拉手”倡议的核心是数据。为识别贫困水平高、营养不良程度高、不平等现象严重地区
的干预机会所需开展的情境分析，可能需要对跨领域数据进行复杂分析，对现有地理空间
和社会经济数据进行汇总和丰富，并从非常规来源收集信息。“手拉手”倡议强调及时信息
和对所有层面的生物物理现象和农业生态及生计状况数据进行高级分析，从高度总量化
的全球数据到最细化的当地数据，而这要求的分析工具和能力并非所有参与的国家都具
备。为了支持情境分析，倡议提供了地理空间信息平台，这是全世界最大、能力最强的地理
空间数据和信息交换分析平台（https://www.fao.org/hand-in-hand/en/）。这一平台
集合了来自粮农组织不同领域的超过20个技术科，涵盖动物健康、贸易和市场，整合粮农
组织各部门的数据，主要关注领域为土壤、土地、水资源、气候、渔业、牲畜、作物、林业、贸
易、社会和经济统计。此外，平台不断加强整合大量专业领域地理参照数据（小岛屿发展中
国家和其它面临风险国家的海上食品贸易、气候风险和其它脆弱性数据）。平台从学界伙
伴和其它公共和私营实体收集数据，向公众免费提供。

另一项倡议为统计创新数据实验室。实验室应对及时性、颗粒度、数据空缺和分析自动化
方面的具体挑战，加快深度分析，为“手拉手”倡议提供支持。为达成目标，数据实验室：

•	在官方数据缺乏的领域和地区使用非官方、非结构化数据以及数据科学方法弥补数据
缺口；

•	核实各国报告的官方数据，识别未来合作和技术支持领域；
•	识别相关数据来源与合适的分析技术，提供证据，获取洞见；
•	在次国家层面，开发地理空间工具和标签系统，提高数据颗粒度，尤其关注大部分脆弱
人口居住的热带和旱地地区；

•	为“手拉手”倡议建立数据系统，帮助明确目标区域，突出具有农业潜能的方面；
•	提供有针对性的文本挖掘工具，对信息进行提取、总结、分类，指导类似情况下可以采取
的有效政策干预的设计。
注：(*)符合条件的国家包括最不发达国家（LDC）、内陆发展中国家（LLDC）、小岛屿发展中
国家（SIDS）以及《粮食危机全球报告》中的粮食危机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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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fao.org/hand-in-hand/en/
https://data.apps.fao.org/
https://www.fao.org/hand-in-hand/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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插文	6:
50	X	2030填补农业数据缺口倡议
2019年，粮农组织、农发基金和世界银行启动了50 x 2030填补农业数据差距倡议，呼吁
建立强有力的、有国家代表性的调查项目，力争到2030年改善非洲、亚洲、中东、拉美50个
国家的国家层面数据。由于各国国情不同，达到目标可能需要一定时间。在生成新数据的
同时，即使证据是分散的，也应通过整合现有数据与其它来源信息或用创新方式分析数
据等方法，以充分发挥农场调查中可用证据的作用，从而展示信息可以发挥的作用。50	x	
2030倡议以改进农业和农村统计全球战略	(GSARS)为基础，通过为当地研究人员提供数
据研究经费推动研究工作。

微观(直接)层面的粮食安全
和营养数据及信息
基本来说，微观层面有两种数据和信
息与粮食安全和营养有关：供给侧
数据和家庭层面的需求侧数据。供给
侧数据和信息应关注粮食供应、稳定
性、可持续性和获取（在考虑到粮食
价格情况下的可获取性）这些维度。在
微观层面，需要多种数据来源，包括：
农场；渔业；生产、加工和分销作业；零
售分销商和餐馆。这些数据来源可能
是本地或区域企业（从微型到大型企
业），或全国、跨国公司的本地分支机
构。粮食安全和营养这些维度上的微
观层面数据体现食物环境某些要素，
之前的高专组报告（高专组，2017； 
2020）将这些要素称为个人与粮食体
系的互动点。但这一比喻并非完美，即
使是对于有些人所说的外部食物环境
（供应、价格、市场和供应商属性、粮

食营销和监管）来说也是如此（Turner
等，2020）。举例说明，在我们的概念
框架中，由于营销和监管可能会影响
供应、价格、市场和供应商属性，因此
属于中观甚至是宏观层面因素。
无论是否使用这一食物环境框架，粮
食安全和营养问题相关数据在微观层
面存在巨大缺口（Turner等，2020），
其中一个重大缺口是当地市场运作数
据。世界粮食安全委员会（粮安委）将
地域粮食体系内高度多元化的本地和
国家粮食市场定义为地域市场（粮安
委，2016）。虽然地域市场在地域层面
连接粮食供需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
地域市场数据很少纳入国家数据收集
系统（粮农组织，2022；国际粮食安
全和营养民间社会机制，2016；粮安
委，2016）。粮农组织正努力通过一项
近期倡议填补空缺（见插文 7）。

https://www.50x2030.org/
https://www.fao.org/food-agriculture-statistics/capacity-development/global-strategy/en/
https://www.fao.org/3/bq853e/bq853e.pdf
https://www.fao.org/3/bq853e/bq853e.pdf
https://www.fao.org/fileadmin/templates/cfs/Docs1516/cfs43/CSM_Connecting_Smallholder_to_Markets_EN.pdf
https://www.fao.org/fileadmin/templates/cfs/Docs1516/cfs43/CSM_Connecting_Smallholder_to_Markets_EN.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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插文	7:
粮农组织描绘地域市场的方法
缺乏证据证明地域市场对粮食供应和对其它可能影响消费者购买消费食物的因素发挥的
作用。为解决这一问题，2017年，粮农组织与几个学界和民间社会组织共同开始制定一套
收集可靠、具有可比性的地域市场数据方法论（粮农组织，2022）。方法论包含一系列准则
以及面向消费者和零售商的调查问卷，使用统一的收集分析方法，确保不同时间、不同背
景下的数据之间存在可比性。设计初衷是指导政策和市场干预，改善市场粮食提供（从营
养、安全和环境视角），鼓励消费者选择更健康的食物。

基于当时的现有证据，制定方法论的专家组编写了调查问卷需要反映的市场、零售商和消
费者数个关键问题，（1）女性零售商的市场参与http://www.fao.org/3/a-i3953e.pdf；
（2）经商环境的有利和不利因素；（3）供应链长度；（4）食物多样化程度；以及（5）市场对健
康、多样化膳食的作用。筛选出这些问题遵循的标准包括：某一问题对提供的食物和对消
费者选择的影响程度，以及对市场包容性和对干预措施敏感程度的影响。这些问题由五个
多维度合成指标所代表，也纳入了方法论的一部分，用来评估上述方面的市场表现。

该方法论已经在两个国家开展了试点，一个在非洲，另一个在拉美，并也在另外6个国家进
行了实施。截至目前，已收集了60个市场的数据，数据可以通过粮农组织“手拉手”地理空
间信息平台获取。在每个国家，描绘过程都包括以下几步：1）利益相关方和政策制定者根
据当地社区对市场的重要程度的判断共同筛选市场；2）根据当地情况调整调查问卷；3）培
训统计员，包括对调查问卷进行实地测试；4）收集数据；5）加工、分析数据；6）报告调查结
果；以及7）召开最终验证会议，审议调查结果，判断结果是否与目前知识相符，并探讨结果
对促进健康食品市场环境、鼓励消费者选择更健康食品的政策和计划干预可能产生的影
响。在收集数据方面，团队开发了一个易用的开源问卷（KoBoToolbox，可在连网或无网
络环境中使用），帮助统一数据收集和分析方法。

供应链中粮食损失程度对粮食安
全和营养政策有重要影响，但这
个方面也存在数据不足（粮农组
织，2019a）。粮食体系相关数据，
如消费者行为和驱动因素、家庭干
预措施对减少粮食或水资源浪费的
影响、粮食利用数据和膳食多样化
数据都存在明显缺口（粮安委，2021
；Deconinck等，2021）。
改善数据可用性方面存在一些重
大挑战，包括在所需的关键数据类
型上缺乏共识，也因此无法统一数

据标准；没有可以定期导入数据的
数据库；缺乏鼓励企业公开分享当
地生产、价格、销售、市场特点和其
它相关方面数据的激励措施。在食
物环境方面，这一概念不断演变；
关于指导粮食安全和营养政策和
计划的哪些核心构念需要数据，仍
不明朗。在粮食损失和浪费方面，
各国也许需要具有成本效益的数据
生成，在方法和元数据上对标国家
标准，提高现有数据的可靠度，改善
政策制定信息可获取性，鼓励国家
间转移创新实践，提高透明度（Fab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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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2021）。遗憾的是，在应对这些挑
战上，没有国家、地区或全球层面的
良好实践来树立典范。
微观层面的另一类数据即需求侧数
据，包括家庭生成的数据。这些数据
若设计得当，或能反映粮食安全和
营养问题的获取、利用，甚至能动性
维度。需求侧数据可以包括食物购
买、赠与和家庭生产的相关数据；
收入；资产和社保福利；也包括水资
源；卫生设施；卫生服务以及许多其
它与粮食安全和营养问题相关的方
面。这些数据大多来自基于人口的
调查。因此，收集这类数据往往需
要大量资源，长期以来面临资源供
给不稳定问题，无法保持数据及时
性。数据更新不勤，造成政策无法根
据人口的变化而调整。数据技术和
大数据发展迅猛，或许能够在某些
情况下解决这一问题（进一步讨论
见 第 4章）。
如前所述，考虑到样本量以及实施
足够大的人口调查所牵涉的资源
问题，次国家一级的颗粒度和分类
在许多情况下也是一个挑战。收集
次国家层面数据方面存在几个标准
化的调查平台，包括收入和预算调
查、家庭消费调查、生活水平测量调
查（LSMS）、人口与健康调查（DHS）
以及多指标类集调查（MICS）等。这
些平台在统一数据、给能力不足的
国家提供技术支持方面发挥了重要
作用。
近期一项提议提出，要在粮食安全
和营养问题中从决策的宏观到微
观层面纳入能动性这一维度。这一
提议这在数据领域已有直接应用
（Clapp等，2021）。在这一语境下，
能动性指的是有能力识别自己的数

据需求，进行分析，通过分享数据与
知识来满足需求，同时指导个人和
集体做出粮食生产消费和粮食体系
其它相关方面的决策。能动性也意
味着可以在本地获取并使用本地 
数据做出知情决策，推动数据双向
流动。
数据的确可以成为战略性赋权工
具，正如缺乏数据和信息是脆弱性
的诱因：这对粮食安全和营养以及
对影响人们福祉的其它政策和决策
领域都是如此。有许多例子都可以
证明数据对能动性的重要意义：准
确的生产者价格（以及价格预测）
信息可以帮助小农决定栽培何种作
物、在何时何地销售；市场和价格数
据可以帮助小农建立信用或销售记
录，帮他们获取银行贷款，或参与
政府或城镇私营批发商的采购；当
地雨量计数据对预测降水或降雨保
险索赔起到关键作用；土壤质量测
量、农业投入品的可溯源性（如经认
证的种子）以及最终农产品信息可
以赋能农民；可以用无人机监测森
林保护情况等。土著人民和基层组
织也在收集、分析、传播数据，并利
用新科技推动粮食体系集体行动。
在印度，加强与协调印度营养行动
的伙伴关系和机会（POSHAN）倡议
利用公民生成数据，动员人们使用
数据改善营养状况（世卫组织和儿
基会，2020）（见插文16）。
虽然取得了进展，但在许多对政策
制定至关重要的考量方面仍存在
严重数据缺口，比如各层面个人和
利益相关方的利益和价值观方面
（Deconinck等， 2021）。此类和其
他数据可能不适合迄今为止大多数
据来源的定量属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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插文	8:
冲突环境中的数据收集
武装冲突和其它暴力局势一直是导致许多国家粮食不安全、营养不良和饥荒的主因之
一。过去10年，在埃塞俄比亚、尼日利亚、索马里、南苏丹总计宣布发生过5次饥荒（其中南
苏丹两次），本质上都是由武装冲突和暴力所致。暴力热点地区常常是信息的盲点，尤其是
问卷调查和家庭数据信息，而我们需要这些数据来确认情况的严重程度，决定是否应该宣
布发生饥荒，判断需要哪些应对手段。在这方面存在多重相互交织的挑战：可能无法收集
数据，可能收集了数据但没有公布，或者收集的数据不完整、质量差、不及时。在无法进入
的地区，远程数据收集发挥着越来越大的作用，但数据的有效性和准确性仍存在局限。

在这些无法收集全面可靠数据的情况下，应尽可能综合使用多种信息来源（粮食安全阶段
综合分类全球伙伴，2021）。比如，有效数据可以包括在救助站点收集的、从抵达难民营的
人那里收集的数据，以及在与无法进入区域状况相似的可进入区域收集的数据。由于这些
数据可靠度有限（因为无法进行充分的样本采集），必须要仔细处理解读。比如，从刚抵达
难民营的人那里收集数据时，需要仔细考虑这些流离失所人口的来源地以及路程时间。在
冲突环境中收集的数据应尽可能有执行任务到访冲突区域时在社区层面收集的定量	
和定性数据的支持。例如，直升机执行任务就在认定2016年南苏丹饥荒上起到了决定性
作用。

在冲突局势中，也有可能出现某一情况下独有的数据收集和分析生态系统。冲突严重程
度的相关数据（参与人数、伤亡人数等）也可能比受影响人口的粮食安全和营养状况数据
要容易获取。联合国各机构都有一系列公开可查阅的报告，记录了许多冲突环境，包括联
合国安理会授权的专家小组、联合国维和行动中的特派团的联合分析中心或人权部门；此
外还有其它专门机构的分析，如国际非政府组织安全组织（INSO）和尼日利亚安全追踪机
制。众多学术和其它研究机构也提供冲突分析和其它与冲突直接相关的分析，例如裂谷研
究所在非洲之角开展的工作。媒体的定期报道也可以对这些数据来源进行补充。

[ 35



36 ]

粮食安全和营养数据收集及分析工具

通过对现有粮食安全和营养数据以
及数据缺口的概述，我们学到了以
下几点：
1) 我们的概念框架各个层面和粮
食安全和营养数据各个维度已有充
足的数据。为了有效使用这些数据
和信息支持粮食安全和营养问题
决策，必须持续努力确保数据标准
和供应的统一（正如FAOSTAT的例
子所示），改善数据获取，将数据转
化为有意义的洞见，并开展数据采
集和使用方面的能力建设（如“手拉
手”倡议和农产品市场信息系统的
例子所示）。多个层面的充分数据让
我们可以思考数据的利用问题，探
讨需要简化、优先数据的领域，以确
保合理高效利用稀缺资源。 
2) 然而，数据的可用性和可获性存
在明显不足。由于各国数据缺口不
同，很难列出一个普遍适用的重大
数据缺口清单，但是大部分低收入
国家尤其缺乏粮食安全和营养相关
数据是不争的事实。在这些国家，即
使数据存在，数据更新的频率和颗
粒度常常无法支撑在一段时间内跟
踪进展，指导必要的政策改革，或调
整项目应对不断变化的当地情况。
如果能在国际组织和捐助方技术及
财政援助支持下对各国粮食安全和
营养数据优先事项进行汇总列表，
将会大有裨益。50 x 2030倡议（见
插文 6）旨在汇总与粮食安全和营
养相关的多个农业数据类型的优先
事项，但仍需要做到更多，尤其是在
家庭和个人层面信息的及时性和完
整性上，应覆盖人们获取食物的能
力以及其实际膳食情况——这些对

引导有效的粮食安全和营养政策至
关重要。

粮食安全和营养数
据指导的决策:挑战
与机遇
上一节凸显了我们的概念框架各个
层面以及粮食安全和营养数据各个
维度现有数据的优缺点。这一节，
我们将通过回顾决策周期所涉数据
的每一个环节，来探讨上述优缺点
和局限性如何影响关于粮食安全和
营养数据指导的决策（图2）。数据的
不足和局限性构成了首要挑战，可
能会给周期的每个环节造成障碍。
我们也找到了良好实践案例以及克
服这些挑战的机遇。随着我们对粮
食体系转型的关注度提高、关于膳
食对许多健康结果的核心意义的认
识加强，有很多可以借鉴的举措及
案例。
在讨论数据周期之前，先探讨一下
具体目标的设定对粮食安全和营养
问题的数据生成和利用起到的作
用。为国际商定一致的目标设定具
体目标并跟踪进展，大大促进了数
据的收集和传播。此类数据提供了
问责工具，也为粮食安全和营养的
科学宣传提供了支持。国际商定的
共同目标能极大鼓励各行各业利益
相关方参与。这的确也是联合国可
持续发展目标指标平台的一个总体
目标（插文 9）。

https://unstats.un.org/sdgs/dataportal
https://unstats.un.org/sdgs/dataport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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插文	9:
粮食安全和营养及可持续发展目标监测框架
当前，粮食安全和营养问题在发展议程中得到重点关注，这得益于：1996年世界粮食首脑
会议的审议工作（粮农组织，1996），2000年联合国在《千年宣言》中（A/RES/55/2）提出的
千年发展目标（MDG）——其中包括到2015年终结饥饿的承诺，以及前不久年联合国大会
于2015年核可的《2030可持续发展议程》（A/RES/70/1）。对于粮食安全和营养问题的高
度关注以及相应的承诺都对全球和大部分国家的粮食安全和营养数据收集工作起到了激
励作用。

17个可持续发展目标（SDG）代表了当今世界的一些最急迫、最普遍的需求；十多年以来，
世界上几乎所有发展倡议都以这些目标为核心。2017年7月6日，联合国大会正式通过包
含169个具体目标和241个指标的框架，作为推动落实《2030议程》的机制，用来监测实现
17个可持续发展目标的进展，为政策提供参考，确保所有利益相关方在实现目标过程中问
责（A/RES/71/313）。

监测框架对提高人们对数据和统计在可持续发展目标覆盖的所有方面发挥的作用的认识
起到了关键作用。农业与粮食安全和营养问题直接体现于可持续发展目标2：“消除饥饿，
实现粮食安全，改善营养状况和促进可持续农业”，也与其它可持续发展目标相关，如目标
1、3、10、12和16。

可持续发展目标各项指标机构间专家组隶属联合国统计委员会，负责支持各成员国协调
工作，统一数据、指标、报告，并创建了一个专门的网页平台（https://unstats.un.org/
sdgs/），根据具体专业领域分派联合国专门机构作为“托管机构”负责可持续发展目标相
关指标。其职责包括制定并维护指标的标准定义，为国家的指标生成工作提供能力建设和
技术支持，并对各国生成的指标进行汇总报告。在241个可持续发展目标指标中，粮农组织
负责托管其中21个指标。粮农组织在履行该职责方面值得关注的是5个联合国机构共同出
版的《粮食安全和营养状况》年度报告（粮农组织等，2017）。尽管通过可持续发展目标监
测框架实现了协调统一，但落实工作在2022年尚未完成，而可持续发展目标的时间表已
经过半。比如，2020年，粮农组织托管的21个可持续发展目标指标报告率仅为51%（粮农
组织，2020a）。此外，在很多情况下，各国并没有依据标准定义，而是使用替代指标进行报
告。这阻碍了国与国之间的比较，也可能导致对进展结果的误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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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越来越多的人意识到不依据
数据做政策决定的代价，但在粮食
安全和营养问题上，数据决策的做
法并没有得到广泛采纳。以商界为
例，根据高德纳商业咨询公司 2018
年的估计，低质量数据平均每年给
企业造成1500万美元的损失。对于
企业来说，盈利是最终目的，这一数
字强有力地佐证了提高数据质量的
必要性。高德纳提出了从商业效益
角度论述提高数据质量必要性的五

步走方式：了解企业优先事项；仔细
甄选正确的指标；设计从一开始整
合、使用数据和基准的方法；制定具
体目标；估算财务信息，包括提高数
据质量带来的成本和使用高质量数
据带来的量化效益10。这里的前四步

10  详见 https://www.gartner.com/
smarterwithgartner/how-to-create-a-business-
case-for-data-quality-improvement。

https://undocs.org/A/RES/55/2
https://undocs.org/A/RES/70/1
https://undocs.org/A/RES/71/313
https://unstats.un.org/sdgs/
https://unstats.un.org/sdgs/
https://www.gartner.com/smarterwithgartner/how-to-create-a-business-case-for-data-quality-improvement
https://www.gartner.com/smarterwithgartner/how-to-create-a-business-case-for-data-quality-improvement
https://www.gartner.com/smarterwithgartner/how-to-create-a-business-case-for-data-quality-improve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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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我们的数据周期有相似之处。粮
食安全和营养数据业界并没有对不
使用数据带来的损失以及使用数据
可能节省的成本进行量化，这是不
应该的。我们从文献中找到了一个
粮食安全和营养方面案例。在喀麦
隆，研究人员用优化建模说明了在
应对人口缺乏维生素A问题上使用
各种替代方法的潜在效果和可以节
省的成本。建模所需的数据收集及
相关支出共计约90万美元。然而，
据作者估计，如果政府在10年期间
推行模型建议的改进方法，实际节
省的成本将是预估节省成本的20倍
（Vosti等，2015）。这样的估算可以
大大缓解对数据收集成本的担忧。
这些例子表明，仅凭数据的存在，明
确不使用数据的代价，甚至将数据
与商定具体目标建立联系，都不足

推动使用数据改变粮食安全和营养
决策。为了解决这一问题，必须研究
数据周期每个环节的挑战和机遇。
讨论详见下文。

为数据制定优先级
• 不清楚如何优先排序： 附表1中列
举的各类数据来源凸显了粮食安全和
营养方面的相关主题的数量之多。
收集汇总数据优先排序的标准往往
不明确。其中一部分原因，是现有数
据的收集出于多种原因，数据系统的
汇总和使用目的不一。清晰阐述使用
数据的目的、明确说明数据指导的决
策的类型和决策主体，有助于对体量
庞大的数据进行清理，识别缺口。例
如，“2030年倒计时行动”（插文11）旨
在优先考虑妇女儿童健康宣传和问责
方面的数据，并提高数据利用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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插文	10:
2030	年倒计时行动
2030年倒计时行动旨在改善对妇女、儿童和青少年健康干预措施的覆盖率、测量和监
测，强化区域和国家在此方面证据生成的能力。这一倡议的前身是2015年倒计时行动计
划，计划旨在加强2015年千年发展目标问责。2030年倒计时行动寻求强化国内证据和分
析能力，在全球、区域和国家公共卫生机构、研究机构以及卫生部们分析人员群体间建立
伙伴关系。

在撰写本报告之际，2030年倒计时行动已在非洲和亚洲的19个国家建立了数据合作项目
（见https://www.countdown2030.org/country-collaborations）。已举办多场技术
讨论会，参会者来自150多个国家，并发表了许多文件、报告、技术说明以及其它出版物，
介绍数据方面良好实践、展示数据结果。后者已纳入全球监测和问责系列报告中，报告包
括《不让任何人掉队》、《联合国“每个妇女每个儿童”进展报告》、联合国人口基金《世
界人口状况》报告，以及《全球营养报告》。数据收集的对象仅限于科学证明可以降低妇
女和儿童死亡率、且在低收入和中等收入国家具有可行性的干预措施。此外，覆盖率数据
的收集的对象还包括为产前护理和计划生育等干预项目提供平台的服务。这里的干预措
施必须有可靠、长时间在多国得到验证的覆盖率指标的支持。倒计时行动并不收集初级数
据，因此数据来源必须是具有全国代表性的调查问卷，也必须可以定期获取。

Fanzo等（2021）呼吁建立一个类似的严谨、科学的监测框架，对变革粮食体系、改善营养
状况的进展进行倒计时。作者提议调整高专组粮食体系框架，指导对数据收录优先排序，
关注五大专题领域：膳食、营养和健康；环境和气候；生计、贫穷和公平；治理；韧性和可持
续性。对政策制定息息相关、同时又能在不同环境下严谨收集的数据优先排序，是建立支
持问责、为决策提供参考的数据系统的重要第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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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收集、管理和传播
• 缺乏数据，获取受限： 正如前面所
强调的，数据的可用性和获取依然对
粮食安全和营养问题的一些相关领域
造成了严重限制。附表1中列举的一些
数据来源是私营部门数据公司所生成
和存储的，也专属于这些公司。即使是
公共数据（如一些国家调查，或食品储
备量信息）也可能有防火墙保护，只有
授权用户才能获取，或者是要拖延很
久才会公开。关于表中的几个主题，
我们找到了已整合相关数据的报告，
但数据本身可能在公共领域不可见或
无法获取。为了改善数据共享，提高数
据可获取性，可以通过制定清晰的目
标和优先层级，调整现有数据系统，
聚焦最重大的数据缺口并探索可行的
解决方案。但是，第 5章中讲到，数据
共享方面的一些问题的根源是数字治
理上的未决问题以及开放数据的相
关法律和伦理问题。这些问题已得到

充分认识，也已经有几个应对问题的
现行倡议，包括之前提到的农产品市
场信息系统（AMIS）（插文 2） 和全球
农业与营养开放数据（GODAN）（插
文 12）。 由粮农组织统计司、世界银
行和农发基金共同发起的农村生计信
息系统是旨在为农村减贫提供支持的
一个倡议。该系统允许公开获取标准
化的家庭调查产生的指标以及国家官
方统计的时间序列数据。此外，粮农组
织营养司、渔业司和统计司近期共同
提出了一个非常有前景的倡议，倡议
目的是在FAOSTAT中建立一个新的食
品和膳食板块，统一不同数据来源的
（食物平衡表、家庭调查和膳食输入
量调查）食品、膳食和营养统计数据，
并进行发布。

数据分析
• 考虑不周或不合适的测量标准、
指标或尺度： 如第1章所述，粮食安
全和营养相关构念的定义和合适的测
量标准、指标或尺度的选择往往没有
得到有足够的关注。这一点尤其需要

注意，因为测量标准、指标和尺度在不
同背景下的有效性情况常常缺乏透明
度。商定一致的标准术语、测量标准和
构念的欠缺，给数据收集、分析和解读
带来了诸多问题。例如，如何在调查中
有效测量家庭粮食安全状况是一个长

插文	11:
全球农业与营养开放数据(GODAN)
改善数据获取的重要性少有人质疑，但对于数据无法获取的原因以及限制或阻碍获取数
据的政策、流程和制度安排，却常常关注度不够。全球农业与营养开放数据倡议为开放数
据提供了高层政策和公共、私营机构的支持，以应对这些挑战。GODAN是一个自愿性创新
型联盟，有超过1000个国家政府、非政府组织、国际组织及私营公司参与。成员对GODAN
的活动有直接贡献，其中包括引导、辅助组织和公司制定开放数据政策，提倡数据获取，帮
伙伴取得所需的专业技术知识。GODAN的网站为关注制定开放数据政策的组织提供了几
个辅助工具，网站资料库中也列出了拥有开放数据政策组织的清单，点击链接就可轻松访
问。网站还提供了其它资源，包括培训课程、线上研讨会和开放数据政策和流程的认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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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未决问题。十年前就有人指出，现有
的粮食安全测量方法无法衡量冲击
事件，也难以反映营养方面问题（见如
Headey和Ecker，2012），而这些问题
有的仍然存在（Cafiero，2020；Cafiero
等， 2014）。通过调查衡量的其他变
量也存在类似问题。这体现了通过制
定标准并在调查中使用标准化方法
论确保可比性的重要性。2014年，粮
农组织通过“饥饿者之声”项目推
出了粮食不安全体验分级表（FIES）
（Cafiero， Viviani和Nord，2018）。这
是一个成本较低，但理论和实际上可
行的调查工具，经适当调整可以在几
乎所有的家庭和个人调查中使用，认
可度也在迅速提升。
• 数据收集工作设计不周：数据的可
用性可能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设计阶段
所作的决定。比如，粮食安全和营养健
康调查的横向设计，可能会限制为评
估粮食安全驱动因素、营养状况或衡
量一段时间内出现的变化而收集的数
据的有效性。农场和人口调查通常因
为设计原因而无法充分体现调查旨在
反映的多元现实。根据居民名单开展
的家庭调查，则会将无家可归的人排
除在粮食安全和营养调查之外，也无

法准确反映流动人口的状况。此外，为
了充分反映生活在偏远地区或没有正
式住房或土地所有权的土著人民的情
况，也许需要对调查进行特殊设计。
同样，大多从农民采访或调查中获取
的农业数据可能无法充分代表小农
（Lowder，Skoet和Raney，2016）。如
果调查只采访一家之主（通常是成年
男性）来收集信息，就无法充分记录女
性收成、收入、需求（包括育儿）和决策
方面的信息。这些数据收集方面的一
系列问题，造成一些粮食安全和营养
数据可能无法反映小农、女性、流动人
口和土著人民的真实情况。此外，由于
有些数据可能颗粒度不足，因此无法
支持制定针对特定群体的决策，即数
据虽然存在但不充分。比如，特定群体
的营养状况数据可能只有大体估计，
但没有足够的长期数据来跟踪趋势。
许多国家的数据颗粒度不足，无法评
估营养状况的性别差异（《中期考核展
望报告》，2020；联合国系统营养问题
常设委员会，2018）。个人层面的数据
不仅是跟踪粮食安全和营养问题方面
进展所必须的，在实现粮食和营养领
域性别平等和妇女赋权也有必要。

https://www.fao.org/in-action/voices-of-the-hung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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插文	12:
可负担的全球数据管理平台范例：REDCAP
REDCap全称研究电子数据采集，由美国范德堡大学创建。REDCap是一个安全网络应用程
序，用户可以快速、安全地创建调查、管理调查以及创建和管理相关数据库，还可以离线收
集数据。REDCap在全世界广泛使用。本报告发表时，已有145个国家的5961个机构在150
万个项目上使用了REDCap，用户人数达210万。REDcap专为研究机构设计，可以免费安
装，唯一的费用是服务器空间和安全证书费用。但是，REDCap仅对有充足的内部IT基础设
施、可实现自我托管的非营利组织开放。根据REDCap网站介绍，企业、公司或其它盈利组
织不得获取REDCap许可证或进行自我托管。但是，第三方公司REDCap云（https://www.
redcapcloud.com/）提供定制版本REDCap的付费托管服务。由于必须使用许可证才能访
问其代码库，因此REDCap并非开源软件。然而，任何非盈利组织都能免费取得许可证、机
构协议，访问代码库并获得联合支持。REDCap是一个嵌在REDcap用户先前创建的数据（
调查）表格中的数据录入程序。与电子表格相比，使用REDcap录入数据有多重优点。最主要
的一点是，使用REDcap可以进行线上或线下同步数据收集以及数据管理。REDcap与电子
表格相比优势众多，以下功能都是电子表格和相关程序中较难实现的：

•	多语言管理：“为项目、调查、数据输入表、警报、调查邀请等创建和设置多种显示语言。
数据收集工具可以设置成任何一种已定义、已翻译的语言。数据录入员可以根据自己喜
好选择语言查看文本，无需创建多个语言版本的工具或项目。将数据输入数据录入表或
调查问卷时，用户和参与者可以从一个下拉列表中选择语言，轻松切换页面文本显示语
言。所有和数据录入过程（包括调查和数据录入表）有关的文本、不同的调查设置以及电
子邮件文本都可以进行翻译。”（见https://www.project-redcap.org/software/）。

•	验证日期和数字区间（如，研究中一位母亲的出生日期不可能和调查日期相同，或食品
包装上的份数一般不会超过250）。

•	变体名称标准化（同一个表格中“问题1-日期”，有的机构可能叫“问题1”，有的机构可能
叫“日期”）。

•	允许双重数据录入（比如，研究中一位母亲的出生日期可能是1976年10月15日，也可能
是1976年12月15日，但是如果纸质调查表上的日期不清楚，在不能重复录入数据的情况
下就无法确切记录）。

•	通过设计高度还原纸质表格形式的电子数据录入表，可以通过加入轻松跳过等快捷进
行操作，提高数据录入的速度和准确率。

•	REDCap允许长期数据存储，通过对选择题答案使用同一代码（如，分类变量：0=无健康
声明，1=健康相关成分声明，2=营养成分声明等）等方式，尽可能降低打字错误和手写笔
误。上述代码在国家内或国与国之间往往没有统一使用，由于没有足够人力对国内与国
际数据进行清理和标准化处理，往往延误或妨碍统一的数据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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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导出数据，直接在统计程序中进行分析（分析前基本不需要对数据集进行清理）。

这些特征都能给多国研究数据汇总分析带来极大便利，尤其是对于在数据收集的时候就
已经实现数据录入和管理标准化的纵向研究以及母婴二人组研究来说。

保密数据可以安全存储在REDCap上。REDCap网页虽基于开源平台，但是网页的托管机
构必须事先取得安全证书，才能与REDCap签订安装协议。因此，所有录入REDCap的数据
都保存在一个安全服务器上，托管机构的REDCap服务器上还有额外的防病毒保护。只有
机构管理员可以访问所有数据，与研究相关的数据只有拥有相关权限和许可的研究或项
目参与者才能访问。

机构安装指南见http://project-redcap.org/。关于REDCap，详见https://
projectredcap.org/about/faq/。

•数据不统一，质量欠佳：不同背景
下、不同时段的数据收集、处理和存
储协议之间往往差异很大，限制了数
据在支持趋势分析、具体风险和脆弱
点识别上能发挥的作用。就连简单常
见的数据类型（如日期）的收集方式也
往往不标准，给数据来源整合或比较
造成困难。在处理多个数据来源时，数
据清理规范（包括数据区间检查、处理
超出区间的数据以及其它许多考量）
不一定得到遵守，或者不同数据来源
的数据清理规范差距较大。这方面一
个例子，就是家庭消费开支调查中采
集的食品消费数据方法缺乏统一。为
着手解决这一问题，粮食安全、农业及
农村统计机构间专家组（现称“粮食安
全、农业及农村统计机构间专家委员
会”UN-CEAG）在2014到2016年间召
开了一系列技术研讨会，召集各国国

家统计局和国际机构专家和决策者讨
论解决方案。会议发布了指导低收入
和中等收入国家在家庭消费开支调查
中收集食品消费数据方面的一系列准
则。2018年，准则在联合国统计委员
会第49届会议上得到核可（粮农组织
和世界银行，2018）。
• 及时性：在需要初级数据的情况
下，数据收集和分析可能耗时较长，造
成数据无法及时用于决策。在需要开
展分析、为立即开展的人道主义行动
提供参考的紧急或危急情况下，缺乏
及时性会造成很大问题。粮食安全阶
段综合分类（IPC）倡议是一个多方伙
伴倡议，旨在提供及时数据，指导紧急
响应，为处在极度严重粮食不安全状
况下的人提供援助（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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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数据保护：数据保护的标准做法和
数据治理过程已有显著改善，确保研
究和数据收集符合伦理标准。然而，
随着移动和电子数据收集与共享的
普及，包括众包和不断增加的云端数
据，给粮食安全和营养问题相关数据

的保护带来了独特挑战（进一步讨论
详见第4章和第5章）。

• 过度依赖定量数据：由于定量数据
方便数据统一，具备系统化和可复制
性（数据跨背景有效性问题得以解决

插文	13:
粮食安全阶段综合分类(IPC)倡议
粮食安全阶段综合分类（IPC）倡议是联合国、非政府组织（NGO）、政府间组织和其它全
球、区域和国际组织建立的正式伙伴关系，用于评估紧急情况下粮食不安全和营养不良
的范围和严重程度，指导人道主义援助的迅速动员。起初，IPC由粮农组织粮食安全和营
养分析机构（FSNAU）于2004年在索马里发起，旨在帮助一个反复经历危机的国家推动询
证、有效、协调的人道主义响应，满足对严谨、中立、客观的可操作信息日益增长的需求。
自那时以来，IPC不断发展壮大，现已有15个组织和政府间机构加入，积极参与IPC所有活
动。IPC已在30多个国家实施，调查结果为粮食分配以及其它形式援助的决策提供参考。

IPC的一个特点是政府机构的高度主导，政府机构代表参与负责开展评估的国家工作队。
从方法论角度来说，IPC以协商一致为前提，提供了一个对现有相关数据和证据（往往稀
缺，而且质量欠佳）进行快速、客观的分析的平台。共同负责人道主义响应的各机构的专家
公开查阅现有数据，依照根据四个功能制定的协议进行分析：	1.建立共识，2.分析，3.沟通
交流，4.质量保证。评估对分析区域（一般是次国家区域，包括难民营和收容难民的当地区
域）中当前和预计的粮食不安全与营养不良情况进行估测。

为了确保有效性，IPC的评估必须非常迅速且可靠。IPC的几项特征促进了评估的及时性
和准确性。首先，分析的依据是一套正式的工具和程序，旨在制定对风险地区分类方面的
简单、可操作的说明，包括对可能受影响的人数进行粗略估计。IPC全球参照表为分析人
员提供了三类不同评估结果的基准，分别是重度粮食不安全、重度营养不良和长期粮食不
安全。每张参考表用定性的语言描述定义了四到五个潜在阶段，或情况严重程度的四到五
个级别，并提供了关于如何使用各种指标体现的证据对各地区风险程度进行分类方面的
指导。比如，某一区域被定义为IPC重度粮食不安全第四阶段（“紧急”），即证据显示该区域
至少20%的家庭很可能有较大食品消费缺口（例如儿童重度营养不良发生率或死亡率过
高），或者只能采取严重影响生活的方式进行缓解。为了确保及时性，即使数据质量欠佳或
不完整，也要考虑到所有现有相关数据。应评估所有可用数据的可靠性，考虑到数据收集
条件、以及时间和空间的影响。只有足够稳健、相关的数据才能用于分析。根据具体地区的
背景、当地典型生计状况以及其他间接证据和以往趋势，IPC评估对结果进行严格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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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情况下），依赖定量数据具有重大优
势。但是，在粮食安全和营养数据的利
用方面，对定量数据的偏好会造成局
限。从我们概念框架的外层到内层 
（从宏观到个人），就必须要了解社
区、家庭和个人在生产、采购、烹饪、分
享和消费食物方面的细微差别和独特
背景。众多个人、社会、文化、宗教和其
它方面因素可能对改善粮食安全和营
养方面决策有直接影响。例如，了解政

策制定者的动机以及他们如何看待和
平衡每一个决策必然带来的取舍非常
重要。这其中很多问题可能很难或者
无法体现在定量数据中，因此，往往在
决策过程中遭到忽视。由于定性数据
不太适合通过简单、标准化的调查进
行收集，可能会在数据整合和传播过 
程中被排除在外。全球卫生典范计 
划（插文 14） 探讨了将此类数据纳入
数据平台和倡议的方法。

插文	14:
全球卫生典范
全球卫生典范计划在公共卫生领域开展深度案例研究，突出成功案例，探讨成功因素。
计划采用严格的方法确定分析主题的优先次序，识别表现出色的国家，并整合来自公开发
表的文献、网站和国家资源等来源中关于该主题的大量定量数据。此外，研究用定性分析
加以补充，开展了曾参与影响力最大的政策和计划的设计和实施或对这些政策计划有深
度、第一手了解的数十位国内专家访谈。由于全球卫生典范需要收集原始（定性）数据，因
此需要大量资源。然而，这一计划的独特之处和重要性在于对上述信息的利用和整合到公
共数据门户，方便对不同国家和地区的情况进行对比。

数据转化，辅助决策
• 将数据转化为结果、洞见、结论以及
建议：数据往往出现在长篇报告中，
配有复杂的图表和相当多的细节，因
此很难从中提取与决策相关的结果、
洞见、结论以及建议，支持采取有助于
改善粮食安全和营养状况的行动。

政策制定者日理万机，没有时间查阅
多种数据来源，也缺乏整合不同数据
来源的信息、查漏补缺、识别应采取的
具体行动所需的技术能力。这就需要
开展一系列有针对性的辅助活动。粮
食体系图表（插文 15）提供“诊断决
策”功能，旨在解决这一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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插文	15:
粮食体系图表
粮食体系图表于2020年由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和全球营养改善联盟（GAIN）同其他几个伙
伴共同研发。该图表以高专组2017粮食体系框架（高专组，2017）为数据组织的基础，结合
多个来源的数据，给用户提供了关于粮食体系的基本概述。图表配有150多个指标，用户可
以查看某个国家所有领域的现状，或对比一个地区内或全球范围内各国粮食体系的组成
部分，或根据粮食体系类型或国家收入分类等其他变量对国家进行比较。图表开发人员优
先选择了41个关键指标，有助于深入了解各国粮食体系存在的问题和机会。

图表也汇总了42项具有改善粮食供应、可负担性、可接受性或安全性潜力（有明确的影响
途径）的行动。图表根据涉及的领域对上述行动进行了分类：农业、国际贸易、研究加工和
技术、供应链基础设施、金融、公共机构、商业倡议、监管和法律、教育和公众意识，以及国
家指导方针。

图表的最终目的不仅是对粮食体系加以描述，还为对特定背景下的粮食体系进行诊断、为
填补空缺、解决问题采取具体行动作出决定提供基础。因此，开发人员推动将知识转化为
行动的意图非常明确。为此，已在数个国家举办了几场研讨会，在描述和数据诊断基础上
探讨政策和计划的设计。

目前，一些国家正在努力开发次国家层面的粮食体系图表，考虑到次国家层面粮食体系存
在多种多样的问题和机遇，这将是重要的一步。在许多情况下，这些地方或区域性的政策
和行动调整可能对粮食体系的改善至关重要。这可能对确保粮食不安全和营养不良风险
最高的群体的独特需求在国家层面的一般性工作中不被忽视尤为重要。

• 使用数据做决策需要决策负责人
的支持和参与，也需要对即将做出的
决策有清晰的认识：在第1章中以及
在此处的讨论都注意到，粮食安全和
营养问题与多个利益相关方和部门
有关。虽然与这些不同的利益相关方
和部门有关的粮食安全和营养数据
经常出现重叠和互补，但数据缺口仍
然存在，而且数据的预期使用者往往
并没有参与与数据有关的活动。印度
的POSHAN网络（插文 16）的设计初
衷就是为了应对这些挑战，提高粮食

安全和营养数据指导的决策的有效
性。POSHAN利用不同的数据来源，
汇集各利益相关方，合作推动旨在改
善印度儿童营养状况倡议中的数据的
应用。显然，此类计划应得到支持，增
加投入，将其融入地方粮食体系，并且
扩大其影响力。然而，在当前经济形势
下，此类计划面临较大压力，预算拨款
也有缩减。机构和治理（图2数据周期
的核心）在此扮演至关重要的角色，将
在第5章中详尽讨论。

https://foodsystemsdashboard.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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插文	16:
POSHAN	网络
2017年，印度政府妇女与儿童发展部启动了POSHAN	Abhiyaan计划，旨在通过缩小印
度营养方面的证据缺口，支持生成、整合、调动各种类型的营养数据和证据来支持政策决
定，从而大幅降低一切形式的儿童营养不良（特别是发育迟缓、消瘦和出生体重低）发生
率。POSHAN由德里的国际食物政策研究所（IFPRI）牵头，盖茨基金会提供资金支持。

计划汇集了许多在过去几十年中为印度的妇女和儿童提供营养服务方面做出重大贡献的
各个项目。计划初期就明确指出，成功的关键在于确立协调支持国家和邦层面的、基于证
据的对话和决策机制，以便为所需行动提供参考。因此，POSHAN网络（加强与协调印度
营养行动的伙伴关系和机会）的宗旨是“...通过动员各利益相关方参与，生成、整合、调动
营养数据和证据，支持印度的战略营养政策和行动计划。”

POSHAN涉及数据周期的所有六个环节，与对口机构开展合作，识别证据和知识需求，并
进行优先排序；整合、分析数据，包括以成功变革案例体现的定性数据；将数据转化为政策
简报和类似出版物；以及通过研讨会和类似活动发布结果。

https://poshan.ifpri.info/


48 ]

粮食安全和营养数据收集及分析工具

第3章

粮食安全和营养数据有效利用
方面的制约因素和瓶颈(以及一
些解决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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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尔吉斯斯坦，2019 年 5 月 13 日，Gulay Abdymambetova 实验室主任在距离比什凯克约 80 公里处的凯敏市食品物流中心对蔬菜
中硝酸盐含量进行检测。
© 粮农组织/Vyacheslav Oseledk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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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章的讨论指出，粮食安
全和营养方面已有大量相
关数据和信息；但同时也

表明，仍然存在重大数据和信息缺
口，特别是对低收入国家而言。本章
将探讨造成这些差距并阻碍有效收
集、分析和利用粮食安全和营养数
据的主要制约因素和瓶颈，从而提
出建议，推动可行的解决方案。
已识别的制约因素和瓶颈大致分为：
数据收集和分析的资源不足；机构 
能力不足、安排不周以及数据治理 
问题。
本章重点关注的一个领域是在有助于
粮食安全和营养的所有领域（从政策
制定和粮食体系主体的行动，到公民
的食物选择）实现有效利用数据所需
的人力资本。数据对于为粮食体系的
所有这些层面提供信息至关重要；然
而，尽管存在海量数据（但也许在 
某种程度上也正是因为存在海量数
据），全面理解持续不断的数据流的
能力仍然非常有限。世界上只有少数
人拥有从各种形式的、不断生成、储
存和传播的数据（数字、图像、文本、文
字）中正确解释、处理和提炼信息的必

要技能。特别值得关注的是，科学界
亦是如此：传统的思维框架和研究工
具（实验、量化、调查、采访、参与式观
察、民族志等）正受到新兴工具（数据
挖掘、网络抓取、文本挖掘、情感分析
等）的冲击11，而新兴工具尚未充分渗
透到学术课程中。这就凸显了在各个
层面投资于能力建设的必要性，甚至
要从小学开始，一直到对在数据驱动
的公共和私人机构工作的专业人员进
行专门培训。

数据收集和分析的
资源不足
资源不足指的是财政和人力资源不
足。这些问题将在下面的几节中分
别讨论。

11  例如，考虑到解答人类行为和社会科学中量
化问题的测量理论的发展趋势（Bond, Yan 和 
Heene，2020；Mari等， 2017），或者大数据对研究
的认识论影响（Kitchin，2014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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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力制约
分配给农业发展和粮食安全和营养
项目的财政资源不足，是许多国家长
期关切的问题。人们注意到，许多低收
入和中等收入国家无法从公共预算
中拨划粮食安全和营养倡议所需的
财政资源，这与中低国家税基有限有
关（Tinsley，2010），对官方统计数据
的编制也产生了影响。这些国家的政
府研究资助计划也不太可能支持被
认为比其他领域的研究市场价值低
（Neema和Chandrashekar，2021）
的、促进粮食安全、营养和健康方面
的研究，这就进一步加剧了有效的
粮食安全政策所需数据和信息的匮
乏。缺少公共资金对粮食安全和营
养数据有着明显影响。Kalibata和
Mohamedou（2021）估计，由于财力
有限，低收入或中低收入国家中有
90%的国家统计局（NSO）都缺少农
业数据。呼吁外部支持的效果也不及
预期。21世纪统计促进发展伙伴关系
（PARIS21）秘书处对低收入和中
等收入国家融资数据的研究表明，
外部伙伴对支持统计的承诺的确有
所增加，但大多是针对经济和人口统
计，对环境和农业统计的关注较少
（OECD，2019）。根据近期一份题为《
开普敦可持续发展数据全球行动计划
的执行情况》的报告（世界银行、联合
国统计司和PARIS21，2022年），国际
开发协会（IDA）12 成员中有三分之二
的国家统计局在上一财政年度出现预

算拨付的中度或严重延迟，阻碍了工
作计划的开展。近70%的国家统计局
优先考虑在未来三年内解决工商业和
农业普查项目的资金短缺。
人们已经在寻找降低数据生成成本的
解决方案，例如，扩大对二级数据的使
用而不是对初级数据的收集。但这对
分析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要确保
不同来源的数据得到适当的整合，并
避免影响数据系列的质量和不同时间
的数据的可比性。
另一个解决方案是使用私营公司和
专业人士提供的数据收集、分析和传
播服务。这些举措虽然对填补数据缺
口有一定帮助，但可能会引起各种
担忧，例如隐私、数据访问和数据治
理。13 此外，加大对私人数据服务的
依赖可能会进一步削弱国家统计局的
重要性和独立性。
第三种解决方案，即采用新技术进行
数据的生成和收集可能会起到一定作
用（详见第 4章）。然而，新技术通常需
要前期投资和持续支持，以确保技术
得到有效利用。资金上的一大问题，
是难以保障稳定的资金以维持运作，
造成有用的创新无法长期应用于数据
生成。有时，虽然创新得到外部资助项
目的支持推广并取得了积极成果，但
仍由于缺乏持续的资金而无法大规模
落地。
在某些情况下，出于资源有限而降低
成本的尝试可能会对数据质量和可用
性产生严重影响。在以抽样为基础的
推论中，例如农场或人口调查或食物
成分研究，降低成本的一个方法是减
少样本量，但减少后的样本量可能太12  根据国际开发协会制定的标准，人均国民总

收入低于既定标准或信用度低于从国际复兴开
发银行（IBRD）借款要求的国家视为符合获取支
持的条件。目前，有74个国家（非洲39个，东亚14
个，南亚6个，欧洲和中亚4个，拉丁美洲和加勒
比海地区8个，中东和北非3个）符合条件。完整
名单见 https://ida.worldbank.org/en/about/
borrowing-countries。

13  例如，见 https://www.oecd.org/digital/
trusted-government-access-personal-data-
private-sector.htm。

https://unstats.un.org/home/
https://unstats.un.org/home/
https://ida.worldbank.org/en/about/borrowing-countries
https://ida.worldbank.org/en/about/borrowing-countries
https://www.oecd.org/digital/trusted-government-access-personal-data-private-sector.htm
https://www.oecd.org/digital/trusted-government-access-personal-data-private-sector.htm
https://www.oecd.org/digital/trusted-government-access-personal-data-private-sector.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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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无法产生所需精度水平的指标。在
其他情况下，特别是对于具有时 
效性的决策，确保资金到位的过程 

有可能会拖延调查行动，可能会给 
调查提供的信息的有用性造成影响 
（插文 17）。

插文	17:
粮食安全与营养相关调查的高昂成本
反映受访者膳食输入量和营养状况关键信息的人口调查，可能需要统计员对受访者开展
个人营养评估（收集人体测量、生化、临床评估和膳食输入量数据），而培训统计员、开展现
场操作是一个成本高昂、劳动密集型过程。

同样，包括内陆地区小农和渔民在内的粮食生产调查需要动员许多统计员长途跋涉开展
工作，而这一切都增加了总体调查成本。虽然新方法（如使用智能手机）或许可以减少面对
面收集数据的时间，从而有可能减少所需统计员的数量，但应评估包括妇女和小农在内的
弱势群体在拥有数字设备以及获得技术和知识方面存在的差距。

在多民族国家乃至地区，人们能理解并使用多种语言。这增加了数据收集的复杂性（例如
验证不同语言版本的工具，确认统计员语言能力等），而且带来了高昂费用。在存在财力约
束但需要多种语言调查的情况下，通常会优先考虑可行性而不是代表性。

在许多国家，验证膳食评估工具的成本，如食物频率问卷或针对客观生物标志物的筛查工
具，一直是一大主要制约因素，造成验证工作开展受限。这往往使人们对数据的质量产生
怀疑，进而对膳食调查结果的有效性产生质疑。验证自报膳食输入量、估测微量营养素输
入量或毒性水平需要进行生化分析。而生化分析是一个成本高昂、资源密集型的过程，需
要大量后勤安排，在许多项目中无法实现。缺乏对膳食输入量情况的客观验证仍是解读膳
食数据方面的未决挑战。

最后，膳食数据需要针对营养成分分析做进一步处理，并建立全面的食物成分数据库。	
营养成分分析成本高昂，许多低收入国家负担不起。

研究基础设施不足
资金不足、缺乏训练有素的人力资
源，也导致国家层面研究基础设施不
足，无法支持数据周期的每个阶段
（图2）。除了人力和财力不足，研究
基础设施的不足还影响了各机构对
研究工作和行动进行优先排序。相互

竞争的优先事项令资金不足的国家
统计局不堪重负，往往减少对粮食生
产统计的关注，当然（由于资金不足
和缺乏系统思考的能力）也会减少对
与粮食安全与营养相关的各部门（农
业、社会保护、卫生、工业和贸易）或
对涵盖粮食安全和营养的所有六个
方面的统计数据收集的关注。发展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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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尤其如此：由于资金不足，组织
能力更加捉襟见肘，因此只能优先考
虑粮食安全和营养的某一个方面。
在这些国家，研究基础设施的不足体
现在：缺乏研究质量框架和方法论方
面的专业知识，因此无法进行及时、
有针对性、充分的数据收集和验证；
缺乏前期数据；缺乏数据处理和分析
能力；以及数据传播和交流方面不良
做法（Filter等，2022；Jones等，2017
）。最后，基础设施和资源的制约也阻
碍了数据的数字化工作，进一步限制
了数据的可用性和可及性。
缺乏足够的现代数据基础设施，也限
制了有效的数据收集、分析和使用，
尤其是在低收入国家。由于一些发展
中地区如撒哈拉以南非洲和南亚缺
乏宽带基础设施，在这两个地区分别
有49%和64%（Lishan and Minges, 
2018）的人无法使用互联网。社会
梯度也影响了手机和移动服务的布

局，进而影响到偏远地区的服务渗
透率和质量。数字接入和读写能力
方面的社会鸿沟进一步阻碍了对处
于劣势的利益相关方提供帮助，如低
收入和中等收入国家的妇女和小农
（LeFevre等，2021）。因此，虽然技术
进步可以降低成本，扩大调查范围，
并有助于填补数据可用性方面的一
些空白，但数字接入欠缺、和读写能
力较差的群体可能因为社会鸿沟而
代表性不足（LeFevre等，2021）。这可
能会导致使用偏斜抽样产生的数据
设计政策和干预措施，因此可能对未
被充分代表的利益相关方不利，而这
些群体恰恰可能最需要数据驱动的
政策和支持（Bell等，2017；LeFevre
等，2021）。因此，采用新技术但忽视
当地情况和使用新技术对用户和受
益人的影响，会进一步加剧不平等现
象，如插文18至21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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插文	18:
营养评估的复杂性
营养评估是一项资源密集型的工作。因此，评估的完整程度（包括人体测量、生化和临床以
及膳食输入量）受到许多制约因素和瓶颈的限制，本章将予以讨论。如前所述，资源制约会
影响数据的可用性，能力制约会影响可用数据的质量。特别是生化和临床评估需要大量资
源，因此，多种制约因素同时作用导致此类数据严重缺乏。

营养评估的一个重要领域是准确估测人口膳食输入量。由于参与开发数据库的机构得
不到充分的支持，该领域的数据存在不一致、过时的问题，全国食物成分数据库的信息
不完整；所有这些因素都对各国营养成分输入量估测的准确性造成了困难，阻碍了多
个用户对这些估测的使用。由于缺乏充分体现一个国家消费的植物、动物、水产和陆生
食物的全面食物成分数据库，许多国家只能使用邻国数据库或全球数据库估算营养成
分输入量。使用不准确的食物成分数据可能导致错误的研究结果、有缺陷的政策决策（
特别是在营养、农业和健康方面）、误导性的食物标签、虚假健康声明和食物选择不全面
（Charrondière，2017）。

马拉博-蒙彼利埃小组报告（2017）明确指出，“非洲各国政府仍然缺乏有效减少营养不良
的必要数据”，因为“只有极少数国家的政府在收集能给决策者提供关于人民膳食情况的
参考数据，也没有可用的全球膳食数据库”。(马拉博-蒙彼利埃小组,	2017，第11-12页)。近
期一项关于全球膳食监测的研究（Micha等，2018年）证实，缺少国别食物成分表（FCT）
和食物成分数据库（FCDB）或两者信息不完整，是造成全球膳食数据可用性有限的主要挑
战之一；这些数据用途众多，包括建模、设计和实施针对具体情况的膳食政策，来减少国家
和区域层面的疾病和差异。加强区域合作、建立参考实验室可以提供一个经济划算的解决
方案。营养评估中必须解决的另一个问题是土著和森林食物在食物成分数据库中体现不
足。这阻碍了对土著人民膳食输入量进行准确评估（粮农组织，2013a）。食物成分数据系
统的国际网络（INFOODS）也旨在解决食物成分数据匮乏的限制。

插文	19:
食品安全数据
低收入和中等收入国家往往缺乏资源，无法投资改善本国的食品安全监管框架。因此，这
些国家以《食品法典》标准为基础进行食品安全立法。然而，《食品法典》的标准可能忽略了
小规模食品生产及其相关价值链中的一些常见做法（Humphrey，2017）。欧洲食品安全局
（EFSA）和食品法典委员会都有包含食品安全参数的数据库，但这些数据库没有开放。具
体而言，食品安全数据可能被视为国家敏感数据，因为超过上限会导致出口禁令并影响贸
易。另外，食品安全监测项目所需的财力和人力资源是限制及时收集食品安全相关数据的
主要制约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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插文	20:
农业的妇女赋权指数
妇女农业自主权指数（WEAI）旨在跟踪性别平等和性别规范的转变（Malapit等，2019）。指
数的数据颗粒度允许按年龄组、性别、地点、农业生态区、城市/近郊/农村居住地、族裔和
社会经济及职业类别进行分类。这反过来也使深入了解情况并采取有针对性的行动成为
可能。对食品供应链进行基于上述分类的抽样，有利于了解妇女参与正规和非正规部门食
品生产的情况，以及其分类食品消费模式。如果这些信息能有效传播给利益相关方，可以
促进弱势群体参与决策，并帮助其在针对性倡议中发挥主导权。这些努力因地制宜，考虑
到了地方层面的多样性，对于促进公平获取粮食安全和营养数据、支持基层和地方各级政
策和决策非常重要。

插文	21:
完善旱情评估的卫星技术	(SATIDA)
为了提高数据收集的覆盖面、颗粒度和可负担性，一些国家已经开发了可及的、用于监测
粮食安全的数字技术，使用简单、可负担的方法推动消除本节提到的许多制约因素，提高
数据颗粒度。其中一个例子是为支持无国界医生组织开发的SATIDA（完善干旱评估的卫
星技术）项目。区域和国家层面缺乏及时、精细的数据，因此无法对能改善数据利用率的创
新性价值链解决方案和因素的效果进行评估（世界粮食安全委员会，2021年）。

人力资源制约
在许多国家，负责粮食安全和营养数
据生成、整理和传播的公共机构人力
资本不足，这经常被认为是数据收集
和分析的一个主要制约因素。人力资
源和人员配置对提供充足、及时、高质
量数据有巨大影响。

数据收集方面的制约
多项研究指出，使用传统调查
方法进行数据收集需要训练有
素的人员（Krosnick、Presser和
Husbands，2015）。例如，膳食数据
收集要求特定技能，包括正确选择和

使用最合适的膳食评估数据收集工
具，协助受访者估测份量，并确保报
告完整性的能力。
新技术虽然可以促进数据收集，但
并不能解决对大量训练有素的合格
人员的需求（Aweke等，2021）。使用
采访偏远地区居民的技术（如计算机
辅助电话采访（CATI）或基于互联网
的技术）或将例行或耗时的任务自动
化，或许能减少但不能完全取代人力
资源需求。例如，对某些结果的可靠
测量，如人体测量和对当地食物环境
的测量，总是需要统计员到场亲自参
与。此外，利用新技术组织、分析和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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播多维数据所需的技术能力，当前负
责数据收集和分析人员通常尚不具
备。有效使用这些技术对软技能提出
了要求，包括管理能力和领导力。当
前工作人员缺乏这些技能，会影响机
构在数据处理、分析和传播上的能力
和安排。培养这些能力所需的培训可
能很难到位，而且需要时间，可能会
限制或推迟新技术的采纳和使用（国
际劳工组织，2016，2020）。
虽然训练有素的人员在数据收集
和分析方面的重要性已得到公认，
但由于资源限制，必须在实现分工
和培训及能力建设工作的可持续性
之间取得平衡。可持续能力建设方案
的例子包括诸如EAF-Nansen计划包
含的能力建设方案（https://www.
fao.org/in-action/eaf-nansen/
news-events/detail-events/
en/c/1309584/），该方案给学生提
供津贴并在挪威进行培训，回国后有
机会与主办机构合作。许多欧盟资助
计划也考虑到了资助对象能力建设
工作的可持续性。尽管有这些项目，
能力建设的可持续性仍往往受到当
地环境缺陷的制约，如缺乏就业机
会、报酬低或当前环境对自主权的限
制。这就造成了困扰全球南方国家的
人才流失问题。
为解决数据分析能力方面的制约，粮
农组织给成员国提供了统计支持。在
过去的十年里，东南亚地区的国家在
统计能力方面提升幅度最大（经合组
织，2019），体现了此类举措的成功。
然而，由于对国家统计系统能力的评
估范围较窄，支持能力建设的举措的
最终的影响有限。
关于农业新技术推广带来的挑
战，Florey、Hellin和Balié（2020） 
强调:

1. 小农面临的许多硬性制约与基本
能力问题有关。例如：小农“没有集体
组织，市场谈判经验有限，对自己在
参与市场的条款和条件方面的影响
能力认识不足，对市场条件、价格和
商品质量信息知之甚少或一无所知
（Shiferaw等，2011）。
2. 在私营部门主动性和参与没有得
到充分调动、造成增加生产要素的投
入没有市场的地区（Ricker-Gilbert
等，2011；Ghins等，2017），推动高产
技术（如播种现代作物品种）以提高
生产力，只能让生产要素价格更容易
被少数农业中间商控制。因此，生产
要素价格持续高企，造成市场权利集
中在极少数经营者手中，反而压低了
农产品收购价格。
3. 有许多农民不重视提高生产力和
扩大市场参与；相反，他们专注于非
种植或非农业活动，以期暂时或永久
退出农业生产（Mausch等，2018）。”

数据处理、分析和传播能
力欠缺方面的制约因素
由于（i）缺乏数据处理和分析能力、
（ii）缺乏数据解析能力，粮食安全 
和营养数据的可靠性和可用性往往
受限。
例如，分析膳食评估数据需要某些特
定技能，例如根据膳食输入量数据的
清单和细节信息选择适当的食物成
分表的能力，以及在不存在完全匹配
的情况下将食物成分数据库中列出
的食物与所收集的数据中包含的食
品描述进行匹配的能力。分析来自调
查的粮食安全数据方面亦是如此。例
如，在使用粮食不安全体验分级表这
一调查工具的初期，在没有足够数量

https://www.fao.org/in-action/eaf-nansen/news-events/detail-events/en/c/1309584/
https://www.fao.org/in-action/eaf-nansen/news-events/detail-events/en/c/1309584/
https://www.fao.org/in-action/eaf-nansen/news-events/detail-events/en/c/1309584/
https://www.fao.org/in-action/eaf-nansen/news-events/detail-events/en/c/13095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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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经过培训的分析人员学习正确处
理数据的必要的分析技能之前，就已
经在世界各地、特别是低收入和中低
收入国家通过调查收集了大量相关
数据。因此，由于在分析过程中做出
了错误假设，在这种情况下编写的报
告得出结论具有误导性。
在膳食输入量评估、食物成分分析和
针对微量营养素输入量和食物毒性

评估的生物标志物评估中，可以看到
数据处理能力对膳食数据质量产生
影响的具体例子。在促进数据处理 
和分析方面已有各种自动化程 
序，带来了机会，也留下了隐患 
（见 插文 22）。
除了数据处理能力以外，粮食安全和
营养领域还面临着分析能力方面的
限制。分析方面的挑战可能涉及数据

插文	22:
使用软件进行自动化数据分析的机遇和风险
膳食评估方面的最新技术进步使用具有离线和在线功能的膳食分析平台，整合了膳食分
析的各个步骤（https://www.fao.org/infoods/infoods/software-tools/en/）。这减
少了因手工输入数据及其后续转录的出错率。然而，许多支持使用当地食物成分数据库模
块的软件并非开放性的，而且费用较高，限制了在低收入和中等收入国家广泛采用。另一
个限制是，使用这些软件需要具备在膳食输入量分析中正确使用食物编码的能力。作为质
量保证和数据处理的一个环节，数据编码的标准化是另一个重要步骤。但由于缺乏专业技
能，特别是在缺少高质量研究框架的情况下，可能无法做到数据编码标准化。例如，食物编
码的标准化是膳食分析中的一个重要步骤，即将膳食评估中的食物与营养成分数据库中
的食物相匹配。由于膳食的复杂性，消费的食物种类比食物数据库中反映的要多，给匹配
工作造成了挑战；因此需要具备专业知识，包括对当地饮食的了解。此外，同时消费的食物
（如牛奶与咖啡）也有相应的代码，以识别此列常见组合。在数据库中正确使用这些组合
代码，有助于进行全面的膳食模式和质量分析，并揭示可能影响营养安全和健康的更明
确、能加强问责的模式（Mason等，2015）。

欧洲食品安全局（EFSA）曾尝试为不同食品安全领域的数据来源提供一个统一链接，这就
是FoodEx2项目（Nikolic和Ioannidou，2021）。FoodEx2提供了大量单个食品的描述，
单个食品在分层结构中按照食品组别和更广泛的食品类别进行汇总。分类系统中的Food	
Ex2的各方面描述符也与来自14个欧洲国家的国家食物成分数据库汇总工具建立了映射
关系。这就扩大了数据集，囊括了欧洲国家最常见的复合食谱和保健品的统一信息，并提
供了一个包含1750多种食品的最新食物成分数据库（Roe等，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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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量能力不足（人力资源培训不包括
测量技术），或计算软件的限制造成
的数据分析能力不足。体现缺乏分析
能力的一个例子是在评估膳食生物
标志物方面的挑战。虽然使用膳食

生物标志物可以提高膳食输入量估
测的准确性，但操作涉及大量样本收
集、储存、运输、处理和分析能力。食
物微量营养素和毒性分析需要精密
实验室设备和相关方法，而低收入和

https://www.fao.org/infoods/infoods/software-tools/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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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等收入国家无力负担。由于缺乏食
物和生化分析能力，许多国家的食物
成分表中的营养素清单不完整。

一个相关的制约因素是缺乏处理大
量可用数据和信息所需的数据分析
能力（即强大的计算机）。多维大数
据集的收集和使用也增加了问题的
复杂程度，可能需要提高现有工作人
员的技能。

有效传播、解释和交流数据的能力不
足，限制了数据的效用，并阻碍了倡
导持续投资粮食安全和营养相关数
据收集的努力。在数据收集和分析之
后，结果往往只以表格数据的形式进
行交流，解释和分析的内容较少（粮
农组织，2015；经合组织，2019）。越来
越多的人意识到对从原始信息获取
数据的方法加以分析说明、支持数据
使用的重要性（Hicks等，2019；Vaitla
等，2018；Sethi和Prakash，2018），
而缺乏解释数据获取方法的产品会
阻碍数据指导的政策的制定和有针
对性的干预措施来解决问题（粮农组
织，2015）。而且，随着更加复杂的先
进数据产生技术的出现以及新的数
据提供者和用户的参与，仅具备统计
技能可能是不够的。同时，对数据交
流和传播的重视程度也不足。此外，
缺乏当地语言的信息，造成语言障
碍，阻碍了数据利用。鉴于发展中国
家的统计局很少监测其数据的使用
情况（Sethi和Prakash，2018），很难衡
量数据的实际效用。因此，获取这些
数据并分析阻碍数据有效使用的瓶
颈以制定补救措施非常重要。

制度安排和数据治
理欠佳
本节介绍由于缺乏利益相关方参
与、机构间缺乏协调、透明度不足和
缺乏适当监管框架造成的数据治理
相关问题。

制约利益相关方参与的 
因素
如果利益相关方没有参与调查的规划
阶段，并且关于利益相关方可以获取
哪些可用数据以及使用方法的信息不
可获取或传播不充分，数据的可用性
就会受到限制。这些在获取和使用数
据改进决策方面存在的制约因素让我
们很难给粮食安全和营养数据收集和
分析工作争取更多的资金和投入。
当利益相关方没有参与数据收集时，
就会出现对人权和隐私的具体担忧，
尤其是对于弱势群体（包括土著人
民）来说。（这些问题在第5章中有详
细讨论。）多样性的充分代表和对少数
群体的包容，以及对特定人群数据进
行分类的能力，也与利益相关方参与
不足相关，这也限制了此类情况下数
据在决策中发挥的作用。某些群体参
与不足的情况需要在全球范围内进一
步评估。在某些情况下，采用的数字技
术在设计时可能没有征求用户意见。
如果不同利益相关方之间的知识和
技术鸿沟没有通过适当的接触加以
弥合，就会出现问题。例如，农村地区
的一些农业社区可能因为采用技术成
本高、缺乏意识、可及性或连网问题而
在使用技术方面面临障碍。在这种情
况下，推广最新数字技术的工作可能
会因为不了解工作条件、要求和最终
用户期望而开展受限。数字技术的部
署，有时可能在关注点和支出方面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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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主要目标——即改善人口的营养和
健康状况。终端用户有时可能不具备
操作设备所需的连网条件、熟悉操作
的能力或数字素养。另外，评估技术干
预的收益需要持续的努力。更换或更
新软件、应用程序或设备时，应同时考
虑以前版本的优点和好处以及需要改
进的领域，确保新版的可用性和终端
用户接受度（Johari, 2021）。因此，仔
细考虑当地文化和社会背景以及利益
相关方的参与，对于成功采用新技术
进行粮食安全和营养数据收集和分析
非常重要。
最后，与可持续发展目标2中的指标
有关的粮食安全和营养的评价和决策
所面临的挑战之一，是农业统计数据
缺乏透明度、所有权和公开访问权。因
此，必须解决利益相关方对数据收集
和分析所产生的信息的所有权和访问
权方面的限制。

机构间协调的制约因素
收集与可持续发展目标有关的粮食安
全和营养指标数据可能需要一个国家
的多个机构参与。在许多国家，政府机
构内部的数据收集高度分散，农业、
粮食和营养数据并非由国家统计局收
集，而是由多个部委负责。这些机构之
间缺乏协调，有时导致重复劳动，并可
能给资金拮据的项目和倡议带来不必
要的负担。而且，这也阻碍了对全面了
解人口粮食安全和营养情况及其驱动
因素来说必要的、数据集之间的互操
作性和联系。例如，一些所需的数据可
能由学术界收集，而研究员个人开展
的小型调查不一定旨在反映整个国家
的情况；而其他数据有可能由私人机
构收集，因此可能需要付费使用，从而
限制了数据获取。

在全球层面，大部分的粮食安全、
农业和营养数据由粮农组织负责整
理传播。健康和营养领域的数据，
包括与孕产妇和儿童营养指标有关
的数据，如纯母乳喂养，14 由世界卫
生组织（WHO）和联合国儿童基金会
（UNICEF）负责收集传播。然而，在这
两种情况下，原始数据均由各成员国
或地区提供。因此，数据的质量和丰富
程度通常取决于国家自身能力（经合
组织，2019）。国家和国际机构之间
缺乏协调，有时会造成交付成果与目
标之间的差距。例如，50%的非洲国家
的统计局认为，能力建设计划没有经
过国家和国际利益相关方之间充分磋
商；世界各地超过30%的国家统计局
指出，能力建设计划未能满足其需求
（PARIS21，2018b）。这体现国家对统
计能力建设计划缺乏足够的主导权。

此外，各国对收集数据的重要性缺乏
共同愿景和公认共识，对使用统一指
标和数据收集方法论的抵触也阻碍了
国际比较（Veillard等，2010）。不同的
联合国机构提出的方法和标准不同，
导致了无法整合和收集某些数据集
中的数据，造成了一定程度的重复劳
动。众多相关利益相关方之间缺乏协
调，缺乏明确的报告机制和履行承诺
的手段，进一步加剧了一些全球性制
约因素（见插文23）。

14  世卫组织改善孕产妇和婴幼儿营养的跟踪工
具，详见 https://extranet.who.int/nhdtargets。

https://extranet.who.int/nhdtarge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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插文	23:
批判性评价粮农组织给成员国提供的统计支持
2020年，粮农组织在对其统计活动进行了评估，指出了加强协调的必要性。评估的目的
是向成员提供对粮农组织在2012年至2018年期间对农业和农村发展以及粮食和营养安
全的统计作出的贡献的评估。评估小组的结论是，粮农组织目前的内部统计治理并没有
为协调良好、连贯一致或令人满意的统计工作提供坚实基础。这是因为内部治理安排执
行不力，开展统计活动的单元和部门众多（包括在区域一级），导致职责和责任混乱，削弱
了有效性。小组建议，粮农组织应加强利用区域统计专业技能，定期评估分配给统计活动
的项目资源，确保工作计划与目标相匹配。评估还指出，粮农组织在统计能力建设方面依
赖预算外资源，进一步加剧了向各国提供的统计援助的局限性，给能力建设工作的可持
续性带来了不确定性。因此，尽管粮农组织在统计质量方面有所进步，但在统计数据编制
和传播方面仅达到了该组织《统计质量保证框架》（SQAF）的部分要求。此外，小组建议粮
农组织加快提高其数据和IT基础设施支持的质量，并组织、落实一个一体化的统计质量
管理系统，确保其所有活动的开展均符合当前和最新国际公认统计标准和规范（粮农组
织，2020c）。

应对评估，粮农组织采取了一些行动：

a)	粮农组织的统计和用于统计目的的数据受到三个总体框架的约束，并已做到对上述框
架的遵守：(i)	《官方统计基本原则》（尽管主要针对国家统计机构）；(ii)	《国际统计活动指
导原则》，主要关注国际组织，文件第二版（2014）得到了总干事认可；(iii)	国际统计学会
（ISI）《职业道德宣言》，规定了学术界、国家以及国际组织任职的所有专业统计人员的道
德准则。特别指出，《官方统计基本原则》和《国际统计活动指导原则》的原则6以及国际统
计学会《职业道德宣言》的原则12都关注数据保护和保密。

b)	粮农组织的关键数据库只公布汇总的统计信息，遵守知识共享3.0政府间组织（IGO）许
可规定的开放数据政策。随着粮农组织统计数据仓库的开发（PC132/5，第27段），该许可
将适用于粮农组织网站上的所有企业统计数据库。目前，粮农组织正在发起升级成为知识
共享4.0政府间组织（CC-BY-4.0）的讨论，以期遵守源自联合国秘书长数字合作路线图中
提出的开放数据的数字公共产品标准。

c)	2019年，粮农组织建立了一个传播粮食和农业微观数据的企业平台（粮食与农业微观
数据[FAM]目录），平台采用最先进的国际标准和最佳做法处理个人数据（个人数据匿名
化、使用统计披露程序和微观数据使用条款）。

d)	粮农组织制定了企业标准，要求在本组织直接开展的所有调查中获得受访者知情	
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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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成透明度不足、适当监管
框架缺失的制约因素
在促进数据有效收集和使用的制度
安排方面存在第三个问题，即政府应
披露数据，以方便数据的轻松获取和
使用。在某些情况下，缺乏政治意愿、
不愿分享敏感信息，可能会阻碍诸如
中度粮食不安全问题的数据收集和
结果公布，因为担心数据和结果可能
意味着问题严重程度超过国家政府认
知和接受程度（亚洲开发银行，2013
；Banik，2016；Thow等，2018；Wan和
Zhou，2017）。在其他情况下，由于食
品安全数据可能会影响出口机会，因
此可能被视为敏感信息。
数据收集和传播方面还有另外一个重
大问题，即需要建立强有力的法律和
监管框架，保护人权和隐私。随着私营
机构越来越多地参与粮食安全和营养
数据的生成和分析，这点尤为重要。

通过使用先进的传感器技术和数字农
业，包括农业数据在内的粮食生产数
据的收集和即时处理方法都出现了 
改进。
水产食物是人们重要的食物来源，
鱼类生产需要不断监测，以及随时可
使用的数据。获取此类数据可以防止
鱼类资源过度开发或耗竭，并为有效
渔业管理提供有价值的信息（Grilli, 
Curtis and Hynes, 2021）。
此外，智能畜牧业也使用数据分析
技术，以改善生产，减少环境影响。例
如，新的数据分析架构能生成农场和
田间数据，方便农民和利益相关方监
测生产过程，做出决策，实现精准畜牧
（Fote等，2020）。这些先进技术的使
用提供了传统调查所缺乏的颗粒度和
对数据的即时访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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插文	24:
SATIDA	COLLECT
SATIDA	COLLECT是一个安卓应用程序，支持快速、方便地收集营养不良相关数据，以便
从参与提供干旱和粮食安全管理的人道援助组织获取资源。

SATIDA	COLLECT使用“开放数据工具包（ODK）集合”	数据收集开源工具包开发，是一个
免费、灵活、高效的移动应用程序。SATIDA	COLLECT还实现了营养不良、社会经济因素、
资源获取、粮食价格、应对能力和其他相关数据收集的标准化。所有使用SATIDA开展的评
估都包含GPS坐标，并自动上传到数据库进行存储。SATIDA	COLLECT	的应用编程接口
（API）使数据能够立即显示在网页查看器上。SATIDA数据库提供即时数据访问，并具有
共享和导出评估结果的功能，对数据进一步分析。此外，SATIDA	COLLECT可以使用卫星
数据对干旱风险进行可视化。更重要的是，SATIDA	COLLECT使用非常简便。在中非共和
国，SATIDA	Collect用于监测粮食安全，分析干旱风险和影响。

注：详见	https://m.apkpure.com/satida-collect/com.satida.collect.android。

来源：Enenkel等，2015

[ 61

插文	25:
打破食物成分数据可用性和质量方面的制约因素
食物成分数据经常用于评估和规划人的能量和营养素输入量，给众多公共卫生和营养政
策和计划提供参考信息。食物成分数据系统的国际网络（INFOODS）（https://www.fao.
org/infoods/infoods/en/https://www.fao.org/infoods/infoods/en/）创立于1984
年，旨在激励、协调全球各地改善食物成分数据的质量和可用性方面的努力。该网络提供
准则（例如，对来自期刊文章的数据进行质量评估以用于食物成分表、食物匹配、单位转
换）和标准（例如，食物命名、术语、分类系统、标签名称），提供了食物成分数据管理系统的
概述和膳食评估软件工具，并在其网页上提供关于食物成分数据的全面远程学习课程。

水产食物在世界上许多地区的膳食和营养方面扮演重要角色，但水产食物的营养成分信
息往往不易获取。INFOODS另辟蹊径，提供了一个Excel格式的全球数据库，即全球鱼类与
贝类食物成分数据库（uFiSh）。uFish提供了部分鱼类、甲壳类和软体动物的生、熟和加工
形式的营养价值信息，涵盖了蛋白质、矿物质、维生素、氨基酸和脂肪酸数据，主要关注常
见鳍鱼物种。2022年，为更好反映不同种类的水产食物情况，粮农组织、兰卡斯特大学、世
界渔业中心和挪威海洋研究所等多个合作伙伴启动了新的合作项目，旨在促进高质量水
产食物成分数据的可及性和使用，提供最新证据，给公共卫生和营养政策和计划提供更佳
参考。	

https://m.apkpure.com/satida-collect/com.satida.collect.android
https://www.fao.org/infoods/infoods/en/https://www.fao.org/infoods/infoods/en/
https://www.fao.org/infoods/infoods/en/https://www.fao.org/infoods/infoods/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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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于粮食安全和营养数据
的新生和新兴数字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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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去几十年来最引人瞩目的
高速发展莫过于 “数据革
命”（Kitchin，2014a）。“数

据革命”指影响数据生成、管理、
分析、存储和利用方式的一系列创
新，深刻改变了数据和信息的本
质。Kitchin（2014a）明确指出，在过
去，数据的“生成、分析和解读非常
耗时、成本高昂”，以至于“高质量数
据成为了珍贵商品，加以严格保护
或高价交易。” 如今，“数据的生产如
洪水般涌来；及时、多样、确切而相
互关联的数据汇聚成深而广的数据
浪潮。这些数据成本相对低廉，非商
业数据日益开放、易于获取”（Kittin, 
2014a, 第1页）。驾驭这股浪潮难免
要遇到挑战和机遇，但这是无法避
免的；农业、粮食安全和营养领域也
不例外。
为了应对与数据相关的粮食安全和
营养方面的需求和机会，需要完成一
些任务。这些任务大多与粮食安全
和营养数据周期（如 第 1章介绍的）
、粮食安全和营养的六个维度（高专
组，2020；Clapp等，2021）以及第 2章 
与第 3章中提到的一些制约因素有
关。本章首先识别并定义与食品系统
以及粮食安全和营养相关的关键新生
和新兴数字技术，随后详细描述与粮
食安全和营养数据周期、粮食安全和

营养各维度以及数据的制约因素相关
的具体任务，包括如何在这些任务中
利用具体技术。
本章尾声强调与数字技术相关的风
险，这些风险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技
术的成功实施应用，并提出适当的风
险缓解措施。

新生和新兴数字技
术概述及其与粮食
安全和营养的关联
新生和新兴数字技术，如大数据、人
工智能（AI）、传感器和物联网（IoT）
以及区块链技术，在精准农业、智慧
农业和农业4.0（指整合了一系列技
术创新以强化农业价值链的农业
[Santos Valle和Kienzle，2020]）中占
据突出地位。农业4.0也扩展到农业食
品4.0——包括食品供应链（Lezoche
等，2020）。因此，在粮食安全和营
养的背景下，海量数据得以产生、收
集、处理、分析和传播，并对粮食安全
和营养供应链（Wolfert等，2017）产
生了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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插文	26:
新生与新兴数字技术的定义
人工智能：人工智能（AI）指能够执行通常与人类智能相关的任务的计算机系统理论和开
发。人工智能涵盖的具体领域包括机器学习、感知、机器人和自然语言处理。计算机视觉和
深度学习可用于支持视觉感知。

大数据和云计算：大数据指海量、高速、多种类、高度真实的信息资产。这些资产需要具有
成本效益的创新型信息处理方式，以完善洞见、决策和自动化流程。云计算将资源和服务
远程集中，便于多个用户使用，无需用户在个人硬盘上存储资源或安装服务。

区块链技术：区块链技术（又称分布式账本技术）指的是一种去中心化的分布式记录，将
数据单元分解成共享区块，用唯一的标识符串联起来。区块链技术的使用已在扩大，特别
是在加密货币、非同质化代币（NFT）、智能合约等方面应用。加密货币是一种用密码学保
护的虚拟或数字货币，作为一种交换媒介，其交易通过不依赖任何中央发行或监管机构的
计算机网络完成。非同质化代币是一种不可互换的数据单元，以数字账本的形式存储，可
以进行出售和交易。智能合约指无需人工干预便可部分或全部自动执行、强制执行、控制
和记录的合约或协议。

群智感知/众感（或社群传感）指社群利用具有感应和计算能力的设备集体分享数据并提
取信息，测量、描绘社群共同关注的现象的范式（Kraft等，2020）。群智感知与个人感知范
式不同，因为在后者中，作为监测对象的现象属于个人用户，而群智感知关注的现象通常
不易通过单个用户或设备进行监测（Ganti,	Ye	和	Lei,	2011）。

众包：众包通常指通过社交媒体和互联网动员一群人（众人）参与，为实现某个共同目标（
如解决问题、进行创新）协助收集信息、想法、意见或其它信息。

决策支持系统（DSS）：指一套从各种来源收集和分析数据的、基于软件的系统，目的是促
进管理、运营和规划，或提出最佳解决路径建议的决策过程。

数字孪生：数字孪生是一种虚拟呈现，作为实体对象或系统的实时数字对应物来协助	
决策。

地理信息系统（GIS）：GIS是使用软件工具来采集、存储、分析位置数据的系统，支持数据
可视化，通常用于研究和监测土地使用情况、天气事件等影响。

信息可视化：这是一个将数据转化为交互式、可视化形式的过程，从而帮助或调动用户的
思维和视觉能力，对数据进一步理解或形成洞察。

交互式语音应答（IVR）：一种允许人类使用语音和双音多频（DTMF）用户交互界面与计
算机电话系统进行互动、从而提供并获取信息的技术。

在线社交媒体：指的是通过数字网络进行分享和讨论的用户生成的信息、意见、视频、音
频和多媒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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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义网：语义网技术支持创建基于网络的数据存储、构建词汇表和本体论，编写数据处理
规则。语义网的顶层堆栈是推理，即运用规则对数据进行论证。

传感器和物联网（IoT）：传感器是一种测量物理或化学性质的设备。传感器包括但不限
于：标准传感器（如用于检测土壤湿度或跟踪动物）、气象站和遥感（如使用卫星技术）。获
取数字图像或视频的传感器越来越多地用于捕捉现实。传感器包括固定传感器和移动传
感器（安装在拖拉机、机器人或无人机上）。纳米计算机和微控制器的发展，推动并普及了
传感器的使用，让大众可以获取。传感器通常用于物联网应用。物联网指配备传感器、软件
和其他技术的实物网络，通过互联网与其他设备和系统链接并进行数据交换。物联网通常
与机器学习、分析、计算机视觉和机器人技术等其他技术共同使用。

普适计算：普适计算是一个概念，即实现随时随地的计算。普适计算已广泛使用，特别是
移动端计算——终端用户携带设备（如手机）在日常活动和环境中使用。移动计算应用程序
的基础可以是短信服务（SMS）、非结构化补充服务数据（USSD）、聊天机器人、计算机辅助
电话采访（CATI），以及其他形式的应用程序，如基于开放数据工具包（ODK）技术。

虚拟现实和增强现实：虚拟现实（VR）是一个计算机生成的模拟环境，其中的物体和场景
似乎是真实的，给用户一种仿佛身处模拟环境的沉浸式体验。增强现实（AR）是一种与真
实世界环境互动的体验，现实世界中的物体通过计算机生成的信息和特征得到增强。

插文26为已经或即将运用在粮食安
全和营养领域的重要新生和新兴数
字技术提供了定义。

新生和新兴数字技术可以支持粮食
安全和营养决策数据周期的所有阶
段，也可以支持粮食安全和营养问
题的各个维度，并突破第 2章和第 3
章提述的某些与数据有关的制约。下
面几节将举例说明与粮食安全和营
养数据周期每个阶段相关的具体任
务，以及与每个任务相关的新生和新
兴数字技术。下文还将提到与具体任
务相关的粮食安全和营养维度和制
约因素（见引言和 第 3章）。

定义/细化证据优先项和 
问题
与数据周期该阶段相关的任务包
括评估选项以及提出优先事项和问
题。正如Yoshida（2016）所解释，
健康和营养研究使用许多方法确立
研究的优先事项。例如，儿童健康营
养研究计划（CHNRI）和James Lind 
联盟等网络（NIHR--国家健康研究
所，2021）从专家那里收集信息（例如
通过德尔菲技术和焦点小组讨论）
，整合专家意见，确立优先事项。这
种基于专家意见的方法可以使用下
列数字技术支持：短信服务（SMS）
、非结构化补充服务数据（USSD）、
聊天机器人、众包、机器学习、基于开
放数据工具包（ODK）的技术、交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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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语音应答（IVR）和其他移动应用
程序。这类技术还可以帮助粮食安全
和营养主体阐明和推动优先事项，
权衡不同的选择（例如，使用机器学
习），以期进一步细化优先事项。例
如，Wazny等（2019年）使用儿童健
康营养研究计划的方法确立了印度
妇幼保健和营养问题的研究重点，
并使用众包的方法收集了来自印度
各地的儿童健康专家的研究想法。这
些方法和技术可能有助于突破由于
不清楚如何进行优先排序而造成的
制约（见引言）。需要注意的是，虽然
儿童健康营养研究计划使用的方法
包括从各种来源（研究人员、政策制
定者和计划管理者）收集许多研究想
法，但这个过程的执行是为了定义/
细化证据优先项和问题，因此属于
数据周期第一阶段的一部分，而不是
数据周期中随后阶段的一部分，即审
查、整合、收集和整理数据。

审查、合并、收集和整理 
数据
数据周期中与审查、合并、收集和整
理数据有关的阶段包括一些具体任
务，这些任务可由新生和新兴的数字
技术来支持完成。
其中一项任务是支持粮食安全和营
养相关数据的收集和生成，这项任
务可以以多种形式进行，包括从受访
者端收集粮食安全和营养数据，并用
自报数据加以补充。可以支持从受访
者端收集粮食安全和营养数据的数
字技术包括众包、众感、在线社交
媒体、短信、USSD、聊天机器人、基于
ODK的技术、IVR和其他形式的移动
应用程序。使用这些技术从受访者端
收集的信息可以覆盖与粮食安全和
营养六个维度中的任意一个维度相
关的多种数据。
受访者可以上报收入、支出、价格
以及运输和通信硬件基础设施的情

况，这些信息属于粮食安全和营养的
获取维度。例如，Ochieng（2019）记载
了在马拉维开展的一项试点研究，通
过农场广播信托基金平台，以众包的
方法取得木豆和鹰嘴豆的农场交货
价格信息。农民们提供了其产品出售
价格和地点信息。
受访者还可以上报关于喂养方式、
食品烹饪、食品安全、膳食多样性
和求医行为的信息。这些信息属
于粮食安全和营养的利用维度。
例如，De Choudhury、Sharma和
Kiciman（2016）开展了一项研究， 
利用社交媒体上分享的300万条与 
食品相关帖子中的数据，估算不同地
理位置可获取的食品的质量信息。该
研究发现，身处食物沙漠的人们分享
的社交媒体帖子提到的食物大多为
高脂肪、高胆固醇、高糖，而蛋白 
质和纤维含量较低的食物。由Shah
等（2020）完成的另一项研究使用自
然语言处理和机器学习算法来收集
和分析推特数据，评估加拿大人的健
康和营养习惯。该模型区分了食品和
非食品类帖子，并以省为单位提取食
品信息（如热量摄入与能量消耗的对
比），分析各省推特讨论最活跃的食
品和活动。
受访者可以报告与粮食安全和营养
可持续性维度相关的活动和事件， 
如与环境和气候相关的活动和事
件。例如，麻省理工学院的气候实验
室（https://www.climatecolab.org）
旨在利用全球各地人们的集体智慧
解决社会问题，从气候变化做起。气
候实验室提供了一个解决问题的开
放平台，成千上万人使用平台，研究
和评估为实现全球气候变化目标制
定的各类计划。 

15  见 https://start.agritask.com/wp-content/
uploads/2020/10/Agritask-ICIPE-Case-Study-
Final.pdf。

https://start.agritask.com/wp-content/uploads/2020/10/Agritask-ICIPE-Case-Study-Final.pdf
https://start.agritask.com/wp-content/uploads/2020/10/Agritask-ICIPE-Case-Study-Final.pdf
https://start.agritask.com/wp-content/uploads/2020/10/Agritask-ICIPE-Case-Study-Final.pdf


[ 67

4  用于粮食安全和营养数据的新生和新兴数字技术

受访者（包括农民、兽医人员和农业
推广人员）也可以报告并帮助监测会
损害食物来源的病虫害。例如，国际
昆虫生理生态学中心（ICIPE）和特拉
维夫大学（TAU）共同开发了Agritask
农学平台，为田间侦察员和农事队长
提供了从田间报告害虫情况的移动
应用程序。平台运作横跨肯尼亚的四
个郡，覆盖了大约2万个小规模自给
型农场。15 
收集和产生粮食安全和营养相关数
据的任务也可能涉及对自报数据的
补充。机器学习可用于这项任务。
例如，Schmidhuber等（2018年）使
用机器学习算法从《全球疾病负担研
究》中提取膳食摄入量数据，开发预
测模型，根据国家供应情况估算每种
营养成分消费量。此类数据可以为解
决特定食物体系背景下特定人群的
营养需求提供信息参考。
此外，收集和生成粮食安全和营养相
关数据的任务可能涉及自动收集与
粮食安全和营养实体有关的数据，
如：农田、杂草、害虫、疾病、自然现象
（如天气）和自然食物资源（如包括
鱼类在内的野生食物）。无需受访者
直接参与便可以自动收集与粮食
安全和营养实体相关数据的数字技
术包括：遥感技术、地理信息系统、
机器人技术、物联网和数字孪生。
例如，粮食署的DataViz是一个数据
可视化平台，通过其饥饿热点、季节
情况、经济情况、互动式报告和专题
图表等板块提供互动式地理和图形
信息。其中，遥感数据来自美国宇航
局Terra和Aqua卫星上的中分辨率
成像光谱仪（MODIS）。遥感数据定期
进行更新。光栅数据（每个像素对应
一个特定地理位置的像素化数据）
经过处理、汇总和地理配准，以易
于理解的可视化效果呈现（https://
dataviz.vam.wfp.org/）。另一个例子
是印度一家农业领域的社会影响力
企业Flybird Innovations，其开发的

Siri智能灌溉控制器能管理作物和植
物的水和肥料施用。Siri使用传感器
收集土壤水分、温度和湿度数据，防
止灌溉和施肥不足或过量。Flybird还
收集了农民的基本人口统计信息以
及地理和作物数据，以便预测作物的
需水量和最佳施肥量（http://www.
flybirdinnovations.com/）。 
正如本节描述的例子所示，很多数字
技术能促进支持粮食安全和营养相
关数据的收集和生成的任务。这反过
来有助于解决引言中提到的与可用
数据缺乏有关的制约因素。
此外，新生和新兴数字技术可以强化
对图像、视频、音频记录和文本形式
的定性数据进行收集、存储和处理。
例如，在线社交媒体、众包和其他基
于移动计算的应用程序可以实现定
性数据的收集。大数据和云计算可
以支持定性数据的存储。机器学习，
如情感分析，可以对定性数据进行分
析。在线社交媒体和信息可视化可
以实现定性数据的传播（Kanter 和 
Gittelsohn，2020）。这有助于解决引
言中提到的与过度依赖定量数据有
关的制约因素。
与数据周期中数据审查、整合、收集
和整理阶段相关的另一项任务是链
接、整合、聚合、丰富各种来源的数
据。能够支持这项任务的数字技术包
括：语义网、大数据和数字孪生。这
方面开展的工作包括FoodOn、国际
农业研究磋商小组(CGIAR)的作物本
体、粮农组织的AGROVOC叙词表、
瓦赫宁根大学及研究中心的数字孪
生项目、BeeZon虚拟蜜蜂顾问，以及
国际农业研究磋商小组农业大数据
平台，这些都在插文27中有所描述。
这些数字技术（尤其是语义网和大数
据）有助于改善数据获取——这是第
2章提到的一个关键制约因素。事实
上，语义网可以支持数据和系统之间
的协调和互操作性。此外，互操作性
有助于提升开源代码工具和材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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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从而进一步促进数据获取。开
放获取倡议、开源项目和数字技术（

如大数据、众包和移动计算）也有助
于缓解出现在数据周期其他阶段、与

插文	27:
支持数据整合的倡议实例
FoodOn是一个描述世界各地常见食物的本体论。该本体论可用于构建关于食物的说
明，并将说明输入数据库以供查询或做出推论。FoodOn重点关注人类食物和畜牧动物
饲料，覆盖动植物食物来源、食物类别和产品，还包括食品保存过程、食品接触面和包装
（Dooley等，2018）等方面信息。

国际农业研究磋商小组（CGIAR）作物本体提供了对农学、形态学、生理学、质量和应激特
性的描述，提供定义变量的标准命名法则。本体论使作物性状数据的数字化采集、汇总和
整合成为可能，利用公民科学工具开展调查，实现在农民、饲养员、科学家和其他群体之间
的比较。截至2020年11月10日，根据CGIAR网站报告，该本体包含31个植物物种的4235个
性状和6151个变量数据（www.cropontology.org），并支持生成符合FAIR（可查找、可访
问、可互操作和可重用）原则的数据（https://bigdata.cgiar.org/digital-intervention/
crop-ontology-2/）。

粮农组织AGROVOC叙词表	(https://www.fao.org/agrovoc/about)是一个多语种受
控词汇表，旨在涵盖粮食安全和营养相关的概念、术语、定义和关系。这些概念为资源的
明确识别和索引过程标准化提供了基础，提高了检索效率。每个概念对应多语种术语表
达。AGROVOC叙词表共存储了超过41种语言的3.98万个概念和92.9万条术语。

瓦赫宁根大学及研究中心目前正在开发的数字孪生项目包括：虚拟番茄作物；我和我的
膳食（Me,	my	diet	and	I）；以及未来数字农场（https://www.wur.nl/en/newsarticle/
WUR-is-working-on-Digital-Twins-for-tomatoes-food-and-farming.htm）。虚拟
番茄作物项目着手开发温室中真实番茄作物的数字孪生，建立三维模拟模型，并将真实温
室中传感器采集的实时信息输入模型。番茄作物的具体特征、环境因素和作物管理措施之
间的相互作用都在虚拟作物中得到模拟。该模型与温室中的真实番茄作物相关联，因此可
以不断完善预测，为真实作物做出更好的选择。该模型一旦完成，种植者应能使用模型作
为决策支持工具，用于番茄作物的温室种植。例如，模型能帮助种植者预测某项作物管理
措施对作物收成和经济收入的影响，从而依据预测对番茄作物做出决策。

BeeZon虚拟蜜蜂顾问（www.beezon.gr）是一个蜂群数字孪生解决方案，使用实时、
连续的养蜂场监测系统，使养蜂人能够远程监测蜂场，以最少的人工操作做出智能管理
决策。该解决方案的基础是GPS跟踪系统和各类传感器（测量湿度、外部和内部温度、蜂子
温度和体重）采集的实时数据。具体而言，养蜂人可以对以下方面进行远程监控并采取行
动：花蜜流动期；识别疾病、害虫感染、杀虫剂暴露和毒性；观察蜂群状态、动态和卫生状
况；识别无王蜂群和分蜂情况；饲料储备管理；防盗机制和跟踪系统；以及用户定制通知系
统（Verdouw	和	Kruize,	2017）。

国际农业研究磋商小组(CGIAR)农业大数据平台（https://bigdata.cgiar.org/）聚合了
多种来源的数据。通过全球农业研究数据创新与加速网络（GARDIAN，https://gardian.
bigdata.cgiar.org/），可以在所有CGIAR资源库中进行检索，并与战略合作伙伴提供的更
多数据集进行链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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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础设施不足以及资源和能力不足
相关的制约因素（第3章中提及）。 
使受访者能够协助清理数据是与数
据周期中数据审查、整合、收集和整
理阶段的另一项任务。使受访者能
够协助清理数据的数字技术包括众
包、众感、在线社交媒体、其他形式的
移动应用程序和IVR，例如类似Chu等
（2015）提出，众包方法可以应用于
粮食安全和营养领域。
此外，数据验证、核实、认证、可追溯
性和透明度是与数据周期中数据审
查、合并、收集和整理阶段相关的另
一项任务。数字技术可以给这项任
务提供支持。例如，通过在线表格和
其他类型的用户界面采集的用户输
入，可以采用基于ODK的技术进行验
证。此外，数字技术，如区块链技术、
机器学习、众包、众感、在线社交媒
体、移动计算和交互式语音应答，
使用更先进的手段给验证、核实、
认证、可追溯性和透明度提供了越
来越多的支持。此类技术的具体实
例包括关于Barilla食品公司的区块

链系统、供应链的区块链可追溯性
项目、粮食署Building Blocks区块链
项目，以及AgUnity的区块链应用程
序：插文28进行了详述。区块链技术
方面，目前存在一些在粮食安全和
营养工作中采用加密货币的尝试。
这方面的一个例子是谷物行业技术
供应商的AgriDigital技术，实现了实
物库存、供应链数据和财务之间的连
接（www.agridigital.io/）。2016年12
月，AgriDigital在农民和收购方之间
执行了世界上第一笔通过区块链完
成的谷物交易，交易量为23.46吨。
截止目前，已有160多万吨谷物通过
AgriDigital交易（Sylvester，2019）。此
外，哥伦比亚配送应用程序Rappi于
2022年4月在墨西哥启动了一个加密
货币支付试点计划，该应用程序负责
在整个拉丁美洲提供食品和其他商
品的按需配送服务（路透社，2022）。
此外，汉堡王在德国、荷兰和委内 
瑞拉，麦当劳在萨尔瓦多，肯德基在
加拿大分别开展了加密货币交易 
试点计划（Traders of Crypto, 日期 
不详）。



粮食安全和营养数据收集及分析工具

插文	28:
区块链技术在粮食安全和营养数据中的应用实例
Barilla食品公司的区块链系统：2018年，Barilla食品公司与IBM合作开发了一个区
块链系统，为其青酱生产周期提升透明度和可追溯性（https://cryptonews.net/
en/editorial/technology/icons-of-italian-business-opt-for-blockchain/）。
通过区块链系统，客户可以核实产品细节，包括种植、加工、收获、运输、储存和质控
（Sylvester，2019）。数字技术由此促进了粮食安全和营养的利用维度。Barilla食品公司
的区块链系统也展现了使用数字技术认证、促进粮食安全和营养数据透明度的可能性，例
如通过认证和促进措施、指标和尺度的透明度。

供应链区块链可追溯性项目：该项目由世界自然基金会新西兰分会、澳大利亚分会、斐
济分会、ConsenSys、TraSeable和Sea	Quest斐济有限公司于2018年联合发起。项目使用
区块链技术来追踪金枪鱼，以杜绝金枪鱼行业的非法捕捞和侵犯人权行为。使用区块链
技术对金枪鱼包装进行简单扫描（例如用智能手机扫描二维码）就可以了解一条金枪鱼
来历，包括鱼的捕捞地点和时间、使用的船只和捕捞方法）（https://www.wwf.org.nz/
what_we_do/marine/blockchain_tuna_project）。因此，区块链技术可以支持粮食
安全和营养的可持续性维度。

粮食署Building Blocks区块链项目：这是一个用于认证和登记交易的区块链解决方
案。2017年1月，粮食署在巴基斯坦信德省对该方案进行了概念验证测试。四个月后，粮食
署启动了一个试点项目，覆盖了阿兹拉克难民营的1万名叙利亚难民。2018年1月，该试
点扩大到生活在难民营的10万名难民（Sylvester，2019）。Building	Blocks项目使人们能
够同时从多个人道主义组织取得不同类型的援助，让获得人道主义支持变得更简单。同
时，Building	Blocks不储存任何敏感信息。自2017年以来，这一解决方案规模逐步扩大，
总计为孟加拉国和约旦的100万难民提供了价值3.25亿美元的现金转移。Building	Blocks
是全球区块链技术在人道主义援助中最大规模的实施案例（https://innovation.wfp.
org/project/building-blocks）。粮食署	Building	Blocks项目证明，区块链技术可以支
持粮食安全和营养的获取维度。

AgUnity区块链应用：AgUnity开发了一款智能手机应用程序，利用区块链技术解决
偏远地区小农和农村社区的金融和数字排斥问题。这款智能手机应用程序帮助农民开
展规划、销售农产品、购买投入品和跟踪日常交易。在美国国际开发署资助的一个项目
中，AgUnity与弗吉尼亚理工大学（美利坚合众国）和埃格顿大学（肯尼亚）合作，为增加非
洲本土蔬菜向终端消费者流动、帮助提高肯尼亚西部地区的粮食和营养安全水平定制了
智能手机应用程序(https://www.einnews.com/pr_news/541948521/exploring-
the-use-of-blockchain-technology-to-improve-food-security-in-western-
kenyahttps://www.einnews.com/pr_news/541948521/exploring-the-use-of-
blockchain-technology-to-improve-food-security-in-western-kenya)	。

如本节所述，数字技术可以协助数据
验证、核实、认证，提升可追溯性和透
明度，并使受访者能够协助清理数
据。因此，数字技术有助于提高数据
质量。

使用适当的工具分析数据
与数据周期中数据分析阶段相关的
一项关键任务是分析、检测和预测粮
食安全和营养相关方面和实体，如：
粮食生产；粮食供应、粮食援助和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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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cryptonews.net/en/editorial/technology/icons-of-italian-business-opt-for-blockcha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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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库存水平；市场；价格；净贸易动
态情况；不公平因素；不利条件的出
现；喂养方式；贸易；虫害；疾病和营
养问题。根据所考虑的粮食安全和营
养问题的方面，分析、检测和预测与
粮食安全和营养相关方面和实体的
任务与粮食安全和营养的任一维度
均可能有关联。例如，如果考虑的粮
食安全和营养问题的方面与粮食生
产有关，那么分析、检测和预测粮食
安全和营养相关方面和实体的任务
就属于粮食安全和营养的供应 
维度。
机器学习、大数据和分析可以极大
地支持分析、检测和预测粮食安全
和营养相关方面和实体的任务。例
如，Talukder和Ahammed（2020年）
使用机器学习算法，特别是随机森林
（RF）、支持向量机（SVM）和K-近邻
（KNN）算法，来处理饮食模式或营
养成分和食物摄入量数据，以预测孟
加拉国5岁以下儿童的营养不良情
况。另一种机器学习算法，即线性回
归，用于识别孟加拉国5岁以下儿童
发育迟缓、体重不足和消瘦的风险因
素。在一项类似的尝试中（Rahman
等，2021年），随机森林在预测孟加拉
国5岁以下儿童的营养不良方面准确
率较高。
另一个项目是Kwon等（2020年）使
用机器学习算法根据男性和女性的
营养和健康相关因素识别肌肉量偏
低的风险因素。该算法根据年龄、总
能量摄入、碳水化合物占比、蛋白质
占比、脂肪占比、吸烟习惯、饮酒量、
体力活动和患有慢性病总数，将男性
和女性根据特征类似度分为五组。
随后，使用另一种机器学习算法，即
逻辑回归，分析九个变量与肌肉量偏
低的指数之间的关联，从而识别每个
组别的风险因素。Zeevi等（2015）对
一个类似项目进行了描述，即用机器
学习算法整合血液参数、膳食习惯、
人体测量学、体力活动和肠道微生物

群系信息，来预测个体对真实膳食餐
后血糖反应。
另一项支持分析、检测和预测粮食
安全和营养相关方面和实体的项
目是PlantVillage Nuru16 农场病虫
害现场识别系统。作为移动应用程
序，PlantVillage Nuru帮助小农检
测、识别和管理木薯疾病。系统开发
团队对超过20万张木薯植物图片进
行注释，对疾病进行识别和分类，用
于训练机器学习模型。截至2020年6
月，该移动应用程序已在40多个国家
下载和使用，并生成了1.8万多份用户
报告。
与数据周期中数据分析阶段有关的
另一项任务是描绘和监测粮食安全
和营养方面和实体，如农田、基础
设施、牲畜群、自然现象和自然食物
资源（包括野生食物和渔业资源）。
底层数据的收集和链接也可能与前
文关于数据的审查、合并和整理工作
相关。可以支持粮食安全和营养方面
和实体的描绘和监测的数字技术包
括：人工智能、信息可视化、物联网、
地理信息系统、卫星技术和数字孪
生。例如，PeskAAS开源监测和分析应
用程序能对小型渔业捕捞量和捕捞
活动相关数据进行排序、分类、分析
和可视化。通过使用该应用程序，渔
民、管理人员和研究人员可以深入了
解渔民的捕鱼活动经历、渔场状况、
捕捞率、经济效率和地理偏好及限
制，从而指导管理工作和生计投资。
该应用程序主要使用与渔业专家和
政府管理人员共同设计的分类、分析
和信息可视化图表（Tilley, Lopes 和 
Wilkinson, 2020）。PeskAAS与粮食安
全和营养的利用等维度有关。

16  见 https://bigdata.cgiar.org/divi_overlay/
plantvillage-nur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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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个例子是二十国集团农业市 
场信息系统（AMIS）的全球农业监 
测（GEOGLAM）计划的作物监测系统
（见插文2）。AMIS提供关于影响全球
生产的作物生长条件、状况和农业气
候因素的公开、及时、科学的信息，重
点关注小麦、玉米、水稻和大豆四种
主要作物的主要生产国和贸易国。
信息以报告的形式呈现，报告包括
互动式可视化内容（Becker-Reshef
等，2019）。AMIS与粮食安全和营养
的稳定性维度有关。
与粮食安全和营养稳定性维度相关
的一个例子是粮食安全阶段综合分
类（IPC）绘图工具，用交互式和可定
制地图实现数据可视化。各国家根据
重度粮食不安全（AFI）和长期粮食不
安全（CFI）量表分类并进行颜色编码
（https://www.ipcinfo.org/ipc-
country-analysis/ipc-mapping-
tool/）。
另一个与描绘和监测粮食安全和营
养方面和实体的任务有关的例子是
东非旱情观察。作为一个近乎实时的
平台，东非旱情观察利用地球观测和
天气数据来监测东非旱情。该平台借
鉴欧洲旱情观测站设计，根据东非地
区情况量身定制。东非旱情观察是非
洲、加勒比和太平洋内部气候服务项
目的组成部分，与欧盟委员会联合研
究中心的自然灾害风险股的干旱小
组开展合作，对多个指标进行监测，
包括标准化降水指数（SPI）、土壤 
水分异常（SMA）和卫星测量的
FAPAR（吸收的光合有效辐射比例）
的异常（见https://droughtwatch.
icpac.net/）。
还有一个与描绘和监测粮食安全
和营养方面和实体的任务有关的例
子，即全球森林观察（GFW）在线平
台。平台提供了监测森林的数据和

工具，用户可以通过地图和可视化
图表，近乎实时地获取关于世界各
地森林变化的信息（https://www.
globalforestwatch.org）。森林通
过减缓气候变化、促进土壤形成、控
制水土流失和保护生物多样性来维
持可以长期支持粮食生产的生态系
统（Meybeck等，2021年），因此GFW
在线平台与粮食安全和营养的可持
续性分析有关。

将数据转化为结果、洞见和
结论
数字技术可用于支持与将数据转
化为粮食安全和营养相关的结果、
洞见和结论相关的各类任务。这些
任务包括辅助以易于理解的方式向
用户呈现数据。信息可视化是可以提
高粮食安全和营养所有六个维度中
任意一个维度的数据可理解性的主
要技术。一个值得注意的例子是第2
章介绍的粮食体系图表：图表结合
了各种来源的数据，以促进对粮食
体系的理解、比较和决策（https://
foodsystemsdashboard.org）。
另一个使用信息可视化技术的例子
是国际海洋考察理事会(ICES)的海
洋食物种群评估数据库，以图和表
格的形式呈现海洋食物种群评估信
息（https://www.ices.dk/data/
assessment-tools/Pages/stock-
assessment-graphs.aspx）。

传播、分享、审查、讨论结
果，完善洞见和结论
数字技术可用来支持一系列与数据
周期中传播、分享、审查、讨论结果以
及完善洞见和结论阶段有关的具体
任务。

https://www.ipcinfo.org/ipc-country-analysis/ipc-mapping-tool/
https://www.ipcinfo.org/ipc-country-analysis/ipc-mapping-tool/
https://www.ipcinfo.org/ipc-country-analysis/ipc-mapping-tool/
https://droughtwatch.icpac.net/
https://droughtwatch.icpac.net/
https://www.globalforestwatch.org
https://www.globalforestwatch.org
https://foodsystemsdashboard.org
https://foodsystemsdashboard.org
https://www.ices.dk/data/assessment-tools/Pages/stock-assessment-graphs.aspx
https://www.ices.dk/data/assessment-tools/Pages/stock-assessment-graphs.aspx
https://www.ices.dk/data/assessment-tools/Pages/stock-assessment-graphs.as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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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数据周期中这个阶段相关的一项
任务是实现数据可获取。新生和新兴
的数字技术，如大数据、机器学习、
语义网、可视化、众包、在线社交媒
体和移动计算，可以实现这一目的，
从而突破数据可用性和获取欠缺方
面的制约因素。一个相关的数字应
用程序的例子是mKisan（https://
mkisan.gov.in）；mKisan是一个为
印度小农提供农业咨询数据的移动
应用程序，是印度让小农获取农业气
象和市场价格信息以及有关作物和
牲畜相关建议的最早的平台之一。因
此，mKisan与粮食安全和营养的能
动性维度的关系尤为密切。
与数据周期中数据传播、共享、审
查、讨论结果以及完善见解和结论阶
段相关的其他任务还包括支持高效
沟通、广泛传播和讨论。在线社交媒
体可以在支持这些任务中发挥关键
作用。例如，2016年，肯尼亚卫生部和
农业部的项目人员在该国某些郡使
用WhatsApp，以照片、视频和文字的
形式分享有关农场状况、销售、开展
的活动等补充监测数据。这种方式是
精简了报告层级，缓解了信息延迟，
节省了51%的项目监测相关费用。
不同主体对项目指标、报告时间表
和数据收集准则形成了一致理解，提
高了持续监测数据的质量（Chesoli, 
Mutiso 和 Wamalwa, 2020）。因此，
数字技术可以提高数据传播的及时
性（也可以提高数据周期其他阶段的
时效）；机器人技术、机器学习和决策
支持系统等技术可以提高某些粮食
安全和营养方面具体活动的效率，突
破某些人力资源方面的限制(如负责
任的数字自动化和用户、环境自适应
数字系统)。
与数据周期这一阶段相关的另一
项任务是促进透明度、可追溯性和
问责。可以支持这项任务的数字技
术包括众包、众感、在线社交媒体、

信息可视化和区块链技术。(这项
任务也与前文所述的验证、核实、
认证、可追溯性和透明度任务有关。
）举例而言，全球脉动倡议与粮农
组织和粮食署合作开展了一项可
行性研究，通过众包对印度尼西亚
最贫穷省份之一西努沙登加拉省
的粮食价格进行近乎实时的跟踪
（https://www.unglobalpulse.
org/project/feasibility-study-
crowdsourcing-high-frequency-
food-price-data-in-rural-
indonesia/）。该地区几乎只有非正
规的、只收现金的市场和摊位，其他
数据来源可用性有限。这项研究调动
了当地民间报告人使用一个定制手
机应用程序上报食品价格。研究结果
之一说明，采用反映当地趋势的高频
数据的众包技术最适合由于安全欠
佳、食品价格波动和地理位置偏远而
造成传统数据采集方法难以实施、
不实用或成本高的地区。这个例子说
明，数字技术可以促进改善生计，扩
大粮食获取。

使用结果、洞见和结论进行
决策
与数据周期中使用结果、洞见和结论
进行决策的阶段相关的一项任务是
对粮食安全和营养实体进行剖析，并
依据产生的数据获得决策洞见。可以
作为剖析对象的粮食安全和营养实
体包括：设备、动物、作物、食物、相关
人员（例如，农民和消费者等主体）
、自然现象等。支持这项任务的新生
和新兴数字技术包括人工智能、大数
据、信息可视化和数字孪生。例如，
欧盟委员会发起的“目的地地球”
倡议（或称DestinE）（参见https://
digital strategy.ec.europa.eu/
en/library/destination-earth）
正在开发一个地球的数字模型（数字

https://mkisan.gov.in
https://mkisan.gov.in
https://www.unglobalpulse.org/project/feasibility-study-crowdsourcing-high-frequency-food-price-data
https://www.unglobalpulse.org/project/feasibility-study-crowdsourcing-high-frequency-food-price-data
https://www.unglobalpulse.org/project/feasibility-study-crowdsourcing-high-frequency-food-price-data
https://www.unglobalpulse.org/project/feasibility-study-crowdsourcing-high-frequency-food-price-data
https://www.unglobalpulse.org/project/feasibility-study-crowdsourcing-high-frequency-food-price-data
https://digital strategy.ec.europa.eu/en/library/destination-earth
https://digital strategy.ec.europa.eu/en/library/destination-earth
https://digital strategy.ec.europa.eu/en/library/destination-ear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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孪生），监测和预测自然现象和相关
人类活动，支持可持续发展，应对复
杂环境挑战。数字孪生是以地球科学
领域为基础而构建的地球系统的数
字复制。DestinE有望帮助政策制定
者模拟和监测地球系统的发展趋势（
土地、海洋、大气、生物圈）和人类活
动；预测环境灾难和由此产生的社会
经济问题，以保护生命、避免重大经
济衰退；并通过情景开发和测试引导
更可持续的发展。这些努力有助于提
供可持续性相关数据。
如果剖析数据用于跟踪相关的粮食
安全和营养指标，就有助于提供食物
利用方面数据。例如，瓦赫宁根大学
及研究中心开展的一项数字孪生项
目（在4.1.2节中提述）我和我的膳
食(Me, my diet and I)（见https://
www.wur.nl/en/newsarticle/
WUR-is-working-on-Digital-
Twins-for-tomatoes-food-and-
farming.htm），汇集了人类营养、健
康、人工智能和社会科学领域专家，
建立了个体数字孪生，预测餐后血糖
（葡萄糖）和血脂（甘油三酯）升高情
况。该项目还有望根据个人数据，如
体重指数、年龄、身体脂肪分布和血
压提供个性化营养建议。
大数据、机器学习、语义网、可视化、
众包、在线社交媒体和移动计算等
数字技术可以为用户提供信息和资
源，指导用户自行作出决定，从而支
持粮食安全和营养的能动性维度。例
如，移动应用程序FoodSwitch为用户
提供易于理解的营养信息，支持用户
在购买食品时作出更健康的选择。通
过扫描食品和饮料产品的条形码，
用户可以立即查看产品是否为高（红
色）、中（黄色）、低（绿色）脂肪/饱和脂
肪酸/糖/盐产品。该应用程序还能在

数据库中检索类似但更健康的替代
品，鼓励用户选择更健康的食物和饮
料（Dunford等，2014）。FoodSwitch
通过众包获得其他更多食品的营养
信息。到目前为止，FoodSwitch已在
澳大利亚、中国、中国香港特别行政
区、斐济、印度、科威特、新西兰、南
非、大不列颠及爱尔兰联合王国和美
利坚合众国推出（见https://www.
georgeinstitute.org/projects/
foodswitch）。另外一个例子是因
纽特人自主搭建的移动和网络平台
SIKU（https://siku.org/about）
，提供关于与天气状况、海冰安全、
野生动物目击事件等相关的土著知
识的工具和服务，实现关于狩猎活动
的信息共享。SIKU平台支持的某些
工具使用了数字技术，如在线社交媒
体和使用谷歌街景的海冰地理图。另
一项相关工作由数字绿色发展组织
（https://www.digitalgreen.org/
）开展，旨在利用技术和基层伙伴关
系的集体力量，通过使用各种工具，
如社交媒体和移动应用程序助力小
农脱贫。
值得注意的是，移动应用程序可以
在赋能小农和其他粮食安全和营养
方面弱势主体方面发挥关键作用，
比如通过提供移动金融服务。全球移
动通信系统协会指出，移动金融服
务可以通过各种方式为小农服务，
包括提供节省时间和成本、便利高
效的现金管理。此外，移动支付技术
可以降低农企支取、运输现金和现
金安保的成本；促进多地点实时支
付，减少使用现金的相关风险，如盗
窃和欺诈（Arese Lucini、Okeleke和
Tricarico，2016）。此外，近期研究表
明，采用移动支付可以对小农的农 
场投入、产出和农民福祉产生

https://www.wur.nl/en/newsarticle/WUR-is-working-on-Digital-Twins-for-tomatoes-food-and-farming.htm
https://www.wur.nl/en/newsarticle/WUR-is-working-on-Digital-Twins-for-tomatoes-food-and-farming.htm
https://www.wur.nl/en/newsarticle/WUR-is-working-on-Digital-Twins-for-tomatoes-food-and-farming.htm
https://www.wur.nl/en/newsarticle/WUR-is-working-on-Digital-Twins-for-tomatoes-food-and-farming.htm
https://www.wur.nl/en/newsarticle/WUR-is-working-on-Digital-Twins-for-tomatoes-food-and-farming.htm
https://www.georgeinstitute.org/projects/foodswitch
https://www.georgeinstitute.org/projects/foodswitch
https://www.georgeinstitute.org/projects/foodswitch
https://siku.org/about
https://www.digitalgreen.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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积极影响（Abdul-Rahaman和
Abdulai，2022；Peprah、Oteng和
Sebu，2020）。

与粮食安全和营养
采用的数字技术相
关的风险及其应对
第3章指出，数字技术可能会加剧数
据收集和分析中某些固有风险，而且
还有其他一些类型的风险则是数字
技术所独有的。本节讨论支持粮食安
全和营养的新生和新兴数字技术带
来的各种风险，并提出了一些应对 
措施。

伦理、数据保护、信任、正义
和身份
伴随数字技术而来的是各种对于伦
理问题的担忧，因为使用数字技术执
行任务时，可能会削弱甚至推翻个人
的判断。在某些特定情况下（如为了
避免灾难），削弱或推翻个人的自主
选择可能有益；但在有些情况下，这
种能力则可能被恶意使用。例如，人
工智能可以用于操纵用户的行为，
破坏自主和理性的选择。用户与人工
智能系统的频繁互动让后者可以收
集大量关于前者的知识。尽管获取和
使用这些知识可能有好处，但算法也
可能被用于针对用户，影响其行为
（Narayanan等，2020）。这种操纵
行为经常使用隐蔽模式，即通过用
户界面的选项设计来强迫、引导或欺
骗用户做出某种用户在完全知情并
有其他选择的情况下可能不会作出
的决定。例如，通过人工智能，社交
媒体可以向儿童和青少年等弱势群

体大肆营销不健康的食品（Freeman
等，2014）。
虽然数字技术可用于支持和促进
粮食安全和营养领域中的人权和正
义，但在有些情况下，考虑不周的数
字自动化（如通过人工智能和机器
人），可能反而会与上述规范产生冲
突。Yeung（2018）指出，人工智能系
统使用算法决策，可能会加剧歧视，
对人权造成多方面的威胁。例如，人
工智能系统的算法决策可能存在固
有偏见。这可能是因为算法的开发者
（有意或无意地）带有偏见，可能因
为系统底层的模型本身带有偏见，可
能是因为训练数据或输入数据中存
在偏见（欧盟基本权利机构，2019）
，亦或是上述系统在真实世界环境下
实施时引入了偏见。这些偏见可能会
造成歧视，或加剧已有的歧视。联合
国消除种族歧视委员会《防止和打击
种族定性的一般性建议（第36号）》
（2020年11月24日）也指出，虽然基
于技术的决策方式确实可以提高执
法的准确性、有效性和效率，但大数
据和人工智能工具也可能重现并加
剧现有的偏见，导致更多的歧视性做
法（https://www.ohchr.org/en/
hrbodies/cerd/pages/cerdindex.
aspx）。如果系统背后的复杂数字技
术缺乏透明度，那么使用基于算法决
策的人工智能系统同样可能助长歧
视，对人权产生威胁（Yeung，2018）。
上述问题限制了用户参与、质疑或挑
战决策（输入、逻辑或结果等方面）
的能力，因此，人工智能系统的开发
者、服务提供者或第三方和人工智能
系统使用者之间很可能存在权力不
对称。此外，人工智能系统可能无法
向受到影响的个体全面解释系统背
后的决策过程。这种不透明和权力不

https://www.ohchr.org/en/hrbodies/cerd/pages/cerdindex.aspx
https://www.ohchr.org/en/hrbodies/cerd/pages/cerdindex.aspx
https://www.ohchr.org/en/hrbodies/cerd/pages/cerdindex.as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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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称不仅增加了潜在的剥削机会，而
且可能侵蚀正义、道德和人权的社会
技术基础（Yeung，2018）。有些研究人
员，如Baú和Calandro（2019），提议
了一种基于人权的方法来对待数字
技术。此外，如果受到数字系统直接
影响的人看不到系统的决策过程，
就可能就不会信任这个系统。鉴于这
个原因，目前已有一些相关研究在开
展，例如可解释人工智能等方向（例
如可参见Rudin，2019）。
当前在粮食安全和营养领域里，
提高人工智能系统的可解释性和可
说明性方面所做的工作少之甚少。
例如，Khan和Hoffmann（2003）提
出了一个使用增量式知识获取系统
的菜单构建方法（MIKAS）。该膳食推
荐系统请专家对他们的每一个行动
提供解释，并将解释纳入系统的知识
库里。算法的可解释性和可说明性应
该比性能和错误率得到更多的关注
（Côté 和Lamarche，2021）。算法开
发人员、建模人员和具体领域专家
可以为应用程序作出的决定提供解
释，并将解释纳入到系统的知识库和
输出结果中。开源倡议也可以促进系
统的可解释性、透明度和可说明性。
例如，一个模型的细节可以在源代码
中进行充分描述。但同样重要的，应
意识到，要充分理解一个模型，可能
还需要源代码以外的信息，包括数据
的性质和文档等（Sampson等，2019
）。透明的、给用户自由选择的数字技
术才是良好的数字技术。
为了降低数字技术相关风险，用户能
力建设也很有价值，例如：向用户提
供全部的信息，包括风险和偏见；教
育用户了解其数字权利和责任；确保
用户在使用相关技术方面得到培训
或支持；为用户获取数字基础设施和

数字资源创造有利环境等等。有必要
让利益相关方参与数字技术的需求
分析、设计、试点和实施。用户参与到
这个过程中，就更有可能为系统开发
过程做出贡献，并信任和接受最终落
地的系统（Maguire，2001）。
与数字技术相关的另一个关切是粮
食安全和营养数字数据为谁所有，
谁有权访问，谁又能控制其使用和
实施。数据的所有权、访问权和控制
权的相关问题可能会导致的风险包
括数据获取不公平、权力不对称、数
据的消极排他性产权制度、（有意或
无意）将某些类型的数据排斥在外、
不符合伦理的跟踪和定位（例如，
通过人工智能实现的不道德的定向
广告投放）以及控制数据的组织和机
构获得市场支配地位（见插文29）
。在这个过程中，数字技术可以影响
粮食安全和营养的利益相关方的文
化结构和身份认同（Klerkx、Jakku
和Labarthe，2019），例如农民这个
身份的含义（Burton、Peoples和
Cooper，2012；Carolan，2017），
以及农业劳作文化的转变，从一切亲
力亲为到数据驱动型管理（Butler和
Holloway，2016；Carolan，2017）。
此外，粮食安全和营养领域的数字技
术还存在网络安全风险（例如Barreto
和Amaral[2018]描述的智慧农业中
的情况）。粮食安全和营养数据的用
户和受访者可能会担心他们数据的
隐私、保护和误用的问题。他们可能
担心自己的数据用于对其剥削，对其
不利，也可能落入坏人之手，或可能
在将来置其于险境。有些研究者（如
Clapp和Ruder，2020）认为，数字技
术有可能强化经济上、社会上和生态
上被认为是不可持续的现有系统，并
偏袒特定的粮食安全和营养领域的
参与方（Rijswijk等，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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插文	29:
服务和访问数字的挑战：印度AADHAAR身份证号案例
印度的Aadhaar（印地语中字面意思是“基础”）计划旨在为13亿印度居民提供一个独特的
12位数字的身份证号码。该计划于2009年启动，是一个自愿参与的生物识别身份系统，
支持顺利提供公共服务，如粮食援助和福利，并减少欺诈。然而，自2014年以来，越来越
多的基本服务和福利的获取必须强制参与Aadhaar的生物识别身份证系统。有时，没有
Aaadhaar号码阻碍了居民获取基本福利，如以补贴价格购买大米或小麦（这是许多印度
人粮食安全的重要来源）、领取养老金、办理子女入学等等；因此，这个系统正常运转至关
重要。这一系统的落地提出了一些列挑战，造成了一些缺陷。其中某些缺陷的原因是包括
电力在内的必要信息技术基础设施可用性有限，无法进行生物识别系统的操作，特别是在
农村地区。此外，如果无法亲自前往进行生物识别，就无法获得福利。虽然理论上也可以通
过委托关系办理，但是实际情况下很难操作。这对老年人、残疾人，以及来自偏远村庄的人
造成了不成比例的影响。此外，关于数据泄露的多次报道引起了人们对个人纪录隐私的担
忧，因为Aadhaar识别号码不仅是取得社会服务所必须的，也越来越多的用于私人交易，
包括纳税。

实施Aadhaar计划过程中出现的问题应作为用来借鉴的经验：在采用新的数字技术时，如
果这些技术与获取粮食或社保等基本问题相关，就应谨慎处理，因为技术、基础设施和能
力上的潜在限制会对最贫困人口食物权的事先造成重大影响，并加剧不平等现象。

来源：Khera,	R	(2019)	

为了应对数据所有权、访问权和控
制权相关的风险，有人提出了一种
负责任的研究与创新（RRI）理念来
指导数字化转型，可应用于农业等
领域（Barrett和Rose，2022）。RRI
方法基于四项基本原则：预测、
包容、响应和反思。类似地，Rose和
Chilvers（2018）提出了一种更加系
统性的方法来详细定位与农业数
字化相关的创新；扩大RRI的包容概
念，以引入多元化的利益相关方；对
实践中的负责任的创新框架进行评
估，确定是否可以让创新过程肩负
起更多社会责任。
同样重要的是制定和颁布伦理、
同意、隐私、数据保护、所有权、

公平竞争和版权等领域的法律法规
和政策。各国政府、区域和国际组织
应让利益相关方参与恰当的数据
标准和政策的制定与实施，从而将
数据访问和共享的潜在负面影响
降至最低。Ge和Bogaardt（2015）
研究了农业食品链中的一系列数
据采集举措，以识别需要解决的关
键治理问题。数据和隐私保护的
法律法规包括欧盟的《通用数据
保护条例》（https://gdpr-info.
eu/）和（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
联合王国的《数据保护法案》
（https://www.legislation.gov.
uk/ukpga/2018/12/contents/
enacted）。这些法律法规通常由独
立机构监管，确保法律得到遵守，

https://gdpr-info.eu/
https://gdpr-info.eu/
https://www.legislation.gov.uk/ukpga/2018/12/contents/enacted
https://www.legislation.gov.uk/ukpga/2018/12/contents/enacted
https://www.legislation.gov.uk/ukpga/2018/12/contents/enac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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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保护个人权利。在更广泛的层
面上，联合国全球脉动计划与各个
领域的专家磋商后制定了《隐私原
则》。联合国秘书长的数据革命促
进可持续发展独立专家咨询小组
建议就有关法律、技术、隐私、地理
空间和统计标准等领域的原则和
标准建立全球共识，推动开放和信
息交流，促进和保护人权（粮农组
织，2017；联合国，2015）。值得注意
的是，联合国方案问题高级别委员
会（HLCP）正在研究一个全球性的
数据治理框架（https://unsceb.
org/session-report-369）。
对于粮食安全和营养问题的参与者
来说，保护社会中潜在的弱势群体
尤为重要。例如，Kraak等（2020）建
议采取多项行动，保护年轻人免受
可能对饮食和生活方式的选择产生
负面的作用的不负责任的数字营销
的影响。建议包括：科技公司应制定
保护年轻人数字隐私权的政策；要
求数字平台执行支持对儿童和青少
年的负责营销的标准；确保企业在
对外网站上公布其数字营销和媒体
策略。Kraak等（2020）还建议，政府
应制定全面的国家立法、法规和政
策来保护数字隐私，限制所有形式
的针对儿童和青少年的数字营销；
与国际和区域组织合作，制定跨境
政策来规范跨国的数字营销和媒体
做法；监测和评估跨国公司使用数
字营销和社交媒体的方式并加强问
责。（关于粮食安全和营养数据治理
的更多细节，请参阅第5章）。
所有利益相关方尽早介入、持续参
与，是粮食安全和营养领域的新技
术取得成功和被接受的关键，这一
点怎么强调都不为过。利益相关方
包括但不限于政府、行业、消费者团
体、非政府组织、农民和其他小农生

产者。虽然上下游部门都会影响农
民对技术的采用，但这些部门反过
来也可以向农民学习，使实施的技
术能够考虑到农民的要求（经合组
织，2001）。为了确保人人都能从新
技术中获益，并确保技术的利用不
会进一步扩大数字鸿沟，数字技术
的实施必须适应所有用户和利益相
关方的需求、要求和背景，特别是弱
势群体，以及发展中国家中存在数
字接入不足（例如由于互联网普及
程度较低）和人力资本不足（例如由
于读写能力差）的人群。当然，应支
持所有利益相关方获取和利用技
术，特别是弱势群体。此外，在这些
工作的构思、设计和实施过程中，
必须考虑到数字技术的间接和长期
影响。此外，有必要给粮食安全和营
养的利益相关方创造空间，以反思
数字化对于现有的粮食安全和营
养创新体系的影响（Bronson，2019
；Klerkx、Jakku和Labarthe，2019）
，并对粮食安全和营养的需求和优
先事项从政策角度做出战略综述
（Regan，2021）。
让用户和利益相关方早期就开始参
与数字应用的设计和实施，并贯穿
整个过程，就有可能预测和解决相
关的风险和需求（Rijswijk等，2021
），他们接受、重视、支持和信任相
应的技术并愿意承担责任的可能
性也会大大增加。Ortiz-Crespo等
（2021）介绍了一种以用户为中心
的设计流程，基于这个流程开发了
一个叫做Ushauri的系统，给坦桑尼
亚的农民提供农作建议。此外，有了
所需的能力（如技能和例如开源工
具的基础设施）后，当地的个人和团
体可以自己打造数字技术平台。事
实上，Carolan（2022）认为，参与性
或包容性远不只是保证呼声能被听

https://unsceb.org/session-report-369
https://unsceb.org/session-report-3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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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包容性还意味着帮助个人建立
起自己的数字平台，这与排他性的
知识产权制度形成了对比。
如果数字技术的设计、开发和实施
没有专家、用户和利益相关方的参
与，数据收集、分析和解释等领域
则可能出现其他风险。例如，如果
分析是自动化进行的，或是缺乏分
析的专业技能，没有专家和/或当
地利益相关方的参与，就有可能出
现曲解问题或以偏概全的风险。
（例如，如果技术里使用的计算模
型/算法没有考虑到目标人群或国
家的社会、经济、文化和自然环境
的复杂性，就会产生这种风险。）
虽然机器学习有助于改善营养相
关研究中的预测（如心血管风险预
测[Rigdon和Basu，2019]），但是
营养研究中的模型验证程序往往
不够健全或没有很好的进行报告
（Christodoulou等，2019），从而阻
碍了在真实世界案例研究中进行客
观的模型对比。因此，应更加仔细地
设计和报告模型开发和验证的方法
论（Christodoulou等，2019），或对
其加以改进（Espel-Huynh等，2021
）。在这方面，专家可以发挥关键作
用，找到具有最佳性能并适合特定
预测问题的算法。因此，在设计、开
发、实施和研究数字技术时，必须有
相关专家的参与，为数据周期的各
个阶段（包括数据收集、底层模型建
立和分析）及相应的工作内容提出
意见。
数字技术应当提供基于可信来源的
粮食安全和营养的服务和内容，并
因地制宜，满足不同用户群体的独
特需求和偏好（粮农组织，2013b）
。为了实现公平性和包容性，国际社
会和国际组织应该积极并不断接触
来自基层和本地的土著知识、创新

和能力，支持这些领域及弱势群体
的可持续发展，为当地社区赋权。
最后，值得指出的是，一些新的数字
技术加以利用之后，可以支持和加
强利益相关方的参与，增进包容，
并支持粮食安全和营养领域的协
调。这些支持性的技术包括众包、众
感、在线社交媒体和移动计算 
等等。

数据质量
数据质量包括准确性、完整性、时效
性、有效性和一致性等要素。数字技
术可以提高数据质量（例如可用以验
证准确性和确保时效性），但也可能
对数据质量产生负面影响。使用在线
社交媒体、众包和其他移动计算应用
程序来收集用户或受访者数据，这个
过程相对较为主观，因此可能受到欺
骗和粗心等因素的影响。另据报道，
公民科学领域中收集的数据往往噪
音较多，分析程序无法读取（Kelling
等，2015）。对此类以用户为中心的技
术来说，如果用其他更加客观的数字
技术或方法形成补充，可能会有较好
的效果。
然而，值得注意的是，过度依赖定量
数据（误认为此类数据更加客观）
可能导致数据或信息很难做到完整
全面。在许多情况下，定性的数据能
够捕捉到在本地环境下，当前或未来
的粮食安全和营养干预活动的关键
信息，而这些信息用数字是无法传达
的。正如4.1.2节所述，一些新兴的数
字技术支持处理图像、视频、录音和
文本等形式的定性数据，此类技术可
用于数据收集（如在线社交媒体、众
包和其他移动计算应用等）、数据存
储（如云计算、大数据等）、数据分析
（如通过情感分析进行机器学习）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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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传播（如信息可视化、在线社交
媒体等）。然而，不少数字技术仍然仅
收集或处理定量数据，因为定性数据
的收集、处理、编码和存储可能涉及
复杂的流程，对时间和资源的要求很
高。尽管如此，还是要认识到，如果过
度依赖于仅收集或处理定量数据的
数字技术，可能会导致忽略了定性数
据中所透露出来的细微差别，所以也
有必要同时运用能有效管理定性数
据的数字技术。
此外，导致数据不准确的另一个潜
在因素是由于受访者的环境不受控
制，一些干扰因素可能会影响所收集
的数据质量。物联网和传感器可能
会给出错误的或误导性的读数（例如
由于环境中的复杂因素），造成农民
和决策者做出不利的农业和营养的
决策和行动。不过，目前已有研究（如
Hariri、Fredericks和Bowers，2019）
在努力克服这些限制，让“劣质”的大
数据比“优质”的小数据能产生更多
价值。因此，应当对真实世界环境下
使用的数字技术持续进行监测、测
试、校准和优化，在某些情况下，应结
合使用多种数字技术或方法来确保
数据质量。

数据互操作性
有了互操作性，不同的系统可以共
享、交换和理解数据。在整合不同系
统时，这一点至关重要，而整合又是
数字技术和系统能广泛使用的关
键。在数据周期的任何一个环节都可
能需要互操作性。例如，用户可能希
望他们各自的数字应用能够从多种
不同的大数据或云计算源中提取和
分析粮食安全和营养数据。
互操作性的举措通常包括：制定标准
和规范（例如使用本体来提供全局术
语标识符和框架，以对粮食安全和
营养相关术语进行界定和分类）；
在多个不同的标准和规范的集合之
间建立起映射；组织协调多个领域

的词汇表；统一现有词汇表，或在其
中创建新术语。需要注意的是，一些
举措，如粮农组织的AGROVOC叙词
表17 、FoodOn（Dooley等，2018）和
国际农业研究磋商小组的“农作物本
体”18 （见前文描述）等，都是有助于
实现互操作性的努力。

能力、公平、可扩展性和可
持续性
数字技术的投资成本较高，对于某
些组织、社会经济地位较低的农民
以及其他粮食安全和营养方面的弱
势利益相关方而言代价相当大。有
些数据收集和分析的组织发现其必
要的技术基础设施的成本难以负担
（Sivarajah等，2017），此外，具备核
心数据能力（例如数据分析、信息可
视化、解释和决策）的人员不足。粮食
安全和营养方面的弱势利益相关方
还可能没有能力使用这些技术或解
释数据结果，或根本就没有互联网接
入和数字设备。在这种情况下，使用
数字技术反而可能使得现有的不平
等（如数字鸿沟）进一步加剧，并且造
成新数字技术的获益分配不均，更加
有利于那些已经负担得起的人群。此
外，如果技术在实施时没有考虑粮食
安全和营养方面的弱势利益相关方
的意见，可能加重这些人群的脱节和
进一步边缘化。
因此，必须投资于必要的技术、基础
设施和研究，以改善数据的互操作
性和质量，提高技术的可获得性和
可负担性。建设与加强人的能力也
同样重要，例如核心数据能力（如数
据收集、分析、信息可视化、解释和决
策等）的培训。有一些机构正在支持

17  详见 https://www.fao.org/agrovoc/about。

18  详见 https://bigdata.cgiar.org/digital-
intervention/crop-ontology-2/。

https://www.fao.org/agrovoc/about
https://bigdata.cgiar.org/digital-intervention/crop-ontology-2/
https://bigdata.cgiar.org/digital-intervention/crop-ontology-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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粮食安全和营养领域的此类培训，
粮农组织网络学院就是一例（《作物
监测和粮食安全中遥感信息的使
用——干旱与半干旱地区的技术与方
法》，https://elearning.fao.org/
course/view.php?id=155）。建设
与加强人的能力的其他手段包括：
教育用户支持数据生命周期的全过
程；提高用户和土著能力以改善数据
质量；教育数据所有者和数据生产者
了解隐私、同意、数据使用、数据所有
权和他们拥有的权利。所有的利益相
关方——数据所有者、生产者和受访
者——均应被告知收集、处理和使用
数据的目的，以及数据是否会与其他
各方共享。协作也能帮助解决一些能
力问题，潜在的好处有：确保技术标
准和架构的互操作性；制定恰当的数
据访问和数据共享的标准和政策；整
合数字资源和基础设施；以协同增效
的方式实施共享服务；分享最佳实践
和互利互惠的信息；开发因地制宜和

因人制宜的技术干预手段；限制技术
对于生产起反作用的可能性。此外，
数据和系统互操作性方面的努力可
以带来开源的工具和材料，这些又能
减少部分能力方面的成本。如前文所
述，负责任的自动化也可以缓解一些
能力方面的挑战。
此外，几乎所有的数字农业倡议都
要应对规模化（让更多的地点、用户
等参与进来）和可持续性（当前资金
周期过后的持续运行计划）的挑战
（Florey、Hellin和Balié，2020；Kos
和Kloppenburg，2019）。相应的一些
建议有：展示使用数字技术和工具支
持决策的益处；采用跨学科的方法，
互联互通；认识到在粮食安全和营
养创新体系的背景下，需要学习、反
馈、伙伴关系和多利益相关方的联合
行动（Florey、Hellin和Balié，2020，
第135页；Schut等，2016；Shepherd
等，2020）。

https://elearning.fao.org/course/view.php?id=155
https://elearning.fao.org/course/view.php?id=1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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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章

促进粮食安全和营养数据收
集、分析和使用的机构和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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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大利，2018 年 10 月 15 日，粮农组织总部召开粮安委年度全体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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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告前几章论证了利用数
据为决策提供信息的重要
性；讨论了在决定粮食安全

和营养的广泛生态系统中各层面所
需的数据类型；评论了当前这些数
据的可用性和最大缺口；举例介绍
了数据周期中能推动每个环节的有
力举措；概述了依然困扰全球粮食
安全和营养数据系统的主要制约因
素和瓶颈；还介绍了新兴数字技术
蕴含的巨大潜力。
本讨论引出了一个主题，即现代数据
系统日趋复杂，参与主体众多。当前
具体实操中——包括全球、国家或地
方层面的粮食安全和营养政策的制
定——收集、处理和使用数据，实现有
效循证决策的过程往往分散且碎片
化，交由不同层面的个人或机构分别
完成。而任何解决方案奏效的根本，
在于确保参与整个数据周期的各主体
之间能顺畅协调协作。这对设计一套
行之有效的数据治理系统提出了重大
挑战，也创造了一个采用系统性方法
描述粮食安全和营养的含义（Clapp 
等，2021 ；高专组，2020）并探讨据数

据收集、传播和分析在确保人人享有
粮食安全和充足营养方面的作用的 
机会。
在数字时代，数据呈现特殊属性，参
与生成、使用数据为公众服务的主体
众多，给数据治理提出了难题。数据
治理方面有很多研究，关于哪些治理
机制最合适，机制应由哪些机构负责
牵头协调，还远未形成共识。事实上，
对数据治理的理解尚未达成一致。
根据《国际数据管理协会数据管理知
识体系指南》，数据治理指“对数据资
产管理行使权限和控制（规划、监控和
执行）”（国际数据管理协会，2009，第
37页）。Abraham、Schneider 和 vom 
Broke 将数据治理定义为“将数据作
为战略性企业资产进行管理的跨职
能框架，” 强调数据治理涵盖范围之
广，包括“组织对其拥有的数据做决策
的决定权和责任”和制定“数据政策、
标准和程序”（Abraham、Schneider 
和 vom Broke，2019，第425-426页）
。上述定义将数据视为某家公司、企业
或组织拥有的资产（暗含在“对其拥有
的数据做决策”表述中），这些主体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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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具有明确、完整的权限和控制。我
们认为此类定义范围过窄，对粮食安
全和营养数据并不适用。粮食安全和
营养数据包含多种数据类型，诸如政
府“拥有”和私人实体“拥有”的数据，
更包括看似不属于任何人、所有能够
使用互联网的人都可访问的数据。
随着数字革命不断推进，数据格局正
发生演变。特别是近期全球性事件（如
2019冠状病毒病大流行）给数据治理
带来了新的挑战，彰显了数据治理应
超越企业、组织甚至国家界限的必要
性。正如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 (CSIS) 
在《全球数字经济的数据治理原则》
中指出：
	全球数据治理的架构由国际、区
域、国家和地方层面一系列相互关联
的法律、公约、协议和标准组成。数据
治理架构不完善导致的不明确，削弱
了对新技术的信心和采用，对可以打
击数据滥用的工具构成了限制	(战略
与国际研究中心，2019	，第1页	)。	 	

因此，为当今粮食安全和营养政策
行动提供信息的数据治理必须从全
球角度出发。考虑到粮食安全和营
养对发展的重要性，以及粮食不安
全和营养不良问题的全球普遍性，
粮食安全和营养数据理应视为全球
公共产品，正如研究中一贯倡导的
那样（Knottnerus，2016），这也符合
当前给卫生部门提出的建议精神 
（世卫组织，2021）。
《2021年世界发展报告》（世界银
行，2021）用整整一章的篇幅讨论了
数据治理的机构。受范围所限，本报
告不再赘述《世界发展报告》中对粮
食安全和营养数据治理问题翔实、
全面的阐释。不过，本章将讨论在设
计粮食安全和营养数据有效治理机
制时应当考虑的一些突出问题。

数据治理方面关键
问题
本节中，我们将论述数据治理议题涉
及的两个关键问题：数据所有权概念
方面的问题，以及在处理个人数据时
如何保护隐私权的问题。无论何种类
型的数据都会牵涉到上述两点，但从
第1章介绍的概念框架角度来讲，上
述问题对粮食安全和营养数据尤为
重要，这是因为框架强调了粮食安全
和营养的能动性维度的重大意义。

关于数据性质和数据市场
作用的辩论
几十年前，诺贝尔奖得主Joseph 
Stiglitz（1999）提出，应把信息视为公
共产品。依照传统经济学定义，公共产
品（Reiss，2021）指非排他性产品和服
务（意味着该产品或服务一经提供，除
非强行制止，任何人均可不受阻碍地
使用），本质上不具有竞争性（意味着
一个使用者的“消费”不会减少该产品
或服务对其他人的可用性或有用性）
。产品或服务的公共属性是造成市场
失灵的原因之一；市场失灵指完全依
靠市场机制进行交易或决策造成次优
结果（Bator，1958；Stiglitz，1989）。事
实上，从效率角度来讲，不受约束、基
于市场的机制会导致公共产品供应不
足。此外，即使私人主体参与某项公共
产品或服务的生产，由于需要设立特
殊机制规定付费使用、避免“搭便车”
问题，私人参与生产会增加提供公共
产品的实际成本。19

19  即使在某些情况下（如公共卫生、教育和交通
方面），政府（或为代表和保护集体利益而设立的
任何其他机构）或许想以产品的私人所有者身份
行事，并通过要求支付费用来管理使用权。然而，
只有过度拥挤的风险切实存在时，这种做法才可
接受。这绝不等同于将这些产品和服务私有化。将
公共属性的产品和服务私有化虽然理论上可行，
但不一定可取（Anderson, 19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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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坚决支持Stiglitz的论点，认为数
据属于公共产品，即使是在可能需要
区分数据和信息的情况下（见第1章）
。支持这一看法的理据在于，在互联网
和数字化的时代，数据已成为非竞争
性的最恰当例子：数百万人可以重复
甚至同时获得同一数据，而不影响该
数据对其他人的可用性。此外，现在几
乎所有数据都以数字形式提供并存储
于可以通过互联网访问的数据库中，
增加一个用户所需的边际成本为零。
这意味着，要想对已经生成并以数字
形式存储的数据的完全开放获取设置
任何限制，必须有除了经济效率以外
的理由（Badiee等，2021）。
早在数字时代之前，企业和研究机构
就可以通过类市场机制获取有用的
数据。此处强调的是，这类市场的本质
是数据收集服务的市场，而非数据本
身的市场。的确，有充分理由支持推动
形成数据收集服务的竞争性、高效市
场，推动能大幅降低信息收集难度的
信息和通信技术的充分利用。数据收
集服务具有排他性特点，因此买方（服
务消费方）和卖方之间需要进行私人
交易。将数据本身视为交易对象则会
带来诸多问题：第一，实现排他并不容
易（除了道德上有问题以外），尤其是
在数据以数字形式生成和存储的情况
下。一般来说，创建对以数字形式储存
的各类数据做出规定（如版权20）的法
律框架（很早以前在与当下迥异的背
景下设立），使将数据视为交易对象成
为了可能。规定执行的途径是通过设
置防火墙或其他技术障碍，限制或阻

20  见 https://en.wikipedia.org/wiki/
Copyright。诚然，关于版权（版权的初衷是保护文
学和艺术作品作者的权利）是否适用于数字资源 
（包括是否适用于我们所定义的数据）仍无定
论。

止访问包含作为交易对象的数据的存
储库，从而有效限制数据再利用的可
能性或利用程度。
此外，人们一向认为，完全依靠私人方
式生成数据是不够的。以往，大多数国
家都建立了国家统计局或类似机构来
生成政府制定政策所需的参考数据。
国家统计局一般是自主公共机构，独
立于在任政府，更不受潜在的私人利
益的影响。国家统计局通常负责全国
核算数据的编纂和维护，以生成其它
对指导政策有用的官方统计数据。国
家统计局运作初期，虽然学术机构和
私营公司也负责生成相关数据，但用
于指导决策的大部分数据仍然是官方
和公开数据。
然而，随着数字革命和大数据的出
现，情况正在发生巨变。当前，大量可
能对决策有价值的新数据和信息并
非来源于官方数据和统计，因此不在
国家统计局的统计范围内。借助促进
开放访问的一些替代安排，可以在网
上21 开放、轻松获取许多农业及粮食
安全和营养方面的有用数据集。这些
安排包括著佐权22、知识共享和23 开源
计划24。相较于版权和收费许可证，这
些开放获取的数据集似乎更适合解决
与数据共享有关的未决伦理问题。此
外，全球开放科学运动在积极推动实
现科学出版物全面开放（Siew，2017
），支持“尽可能开放，必要时封闭”
（欧盟委员会，2016，第4页）的数据
原则，启发了可发现、可访问、可互操
作和可重用（FAIR）原则中的可访问性
（Landi等，2020）维度。尽管如此，许
多数据集仍由私人实体“拥有”。这些
私人数据所有者从活跃的数据市场中
获利，事实上强化了数据可以像任何
其它私人资产一样被私人所拥有的观
点。需要强调的一个事实是，这些数据
集包含的信息可能在发展活动（包括
促进粮食安全和营养）和人道主义干
预措施上起到巨大作用。正是在这种
新背景下，

https://en.wikipedia.org/wiki/Copyright
https://en.wikipedia.org/wiki/Copyrigh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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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于数字数据在填补国家统计
数据空缺、为干预措施提供信息方
面意义重大，越来越多的国际发展
和人道主义组织呼吁将数字数据视
为公共产品	 	

（Taylor，2016，第1页）。当数据集包
含个人信息时，情况尤为微妙，引发
了个人数据拥有权归属的重要问题
（接下来会讨论）。随着智能手机和基
于互联网的个人服务迅速普及，包括
个人数据在内的海量数据目前集中在
信息产业少数大型私人公司手里。
商业数据获取服务应运而生，各种旨
在促进数据更广泛流通的倡议也随之
而来，其中包括数据慈善（Lapucci和
Cattuto，2021）。数据慈善对收集和储

存数据的私人公司是否合法拥有个人
数据的问题不做评判。 

数据所有权问题和数据的
社会价值
上一节中引用的Taylor（2016）题为 
《作为公共产品的大数据伦理：何种
公共？谁的产品？》的文章明确指出，
为了支持将数据视为公共产品的愿
景，必须要回答两个基本问题——何
种公共？谁的产品？上述问题对于个
人数据（即体现个人特征的数据）尤
为重要，因为公开数据看似自然而然
的选择——允许全面公开获取——如
果延伸到个人数据，则有侵犯个人隐
私权之虞。

21  下表展示了在各网络数据存储库中使用特定关键词检索出的结果数量，检索日期为2022年5月25日：

22  详见 https://en.wikipedia.org/wiki/Copyleft。

23  详见 https://en.wikipedia.org/wiki/Creative_Commons_license。

24  详见 https://en.wikipedia.org/wiki/Open_Source_Initiative。

数据存储库 网址 数据集
数量

关键词
农业 粮食 粮食安全 营养

哈佛 Dataverse https://dataverse.
harvard.edu/ 156,062 6,404 8,334 910 1,864

国际家庭调查网
络（IHSN）

http://catalog.ihsn.
org/ 9,188 2,876 2,139 805 706

世界银行微观数
据目录

https://microdata.
worldbank.org/ 3,820 634 891 1,345 408

澳大利亚数据
档案

https://dataverse.ada.
edu.au/ 1,616 14 104 6 70

DataverseNL https://dataverse.nl/ 5,963 46 51 1 6
DataverseNO https://dataverse.no/ 1,228 12 47 0 6

https://en.wikipedia.org/wiki/Copyleft
https://en.wikipedia.org/wiki/Creative_Commons_license
https://en.wikipedia.org/wiki/Open_Source_Initiative
https://dataverse.harvard.edu/
https://dataverse.harvard.edu/
http://catalog.ihsn.org/
http://catalog.ihsn.org/
https://microdata.worldbank.org/
https://microdata.worldbank.org/
https://dataverse.ada.edu.au/
https://dataverse.ada.edu.au/
https://dataverse.nl/
https://dataverse.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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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方面，似乎有充分共识，认为个人
数据应属于作为数据主体的个人，
由个人决定是否允许数据使用，以及
作何用途。另一方面，个人数据可能
在很多领域具有巨大价值，而价值发
挥的前提是允许数据主体之外的人
和机构对个人信息进行获取并大量
使用。例如，出于卫生、安全或行政方
面的原因，或者出于提供个人服务需
要而获取个人数据。在粮食安全和营
养领域，如本报告所述，通过调查收
集的个人数据对粮食安全和营养规

25  然而，个人数据保护立法只是实现有效保护必
要的第一步。有效保护需要独立和活跃的数据保
护机构，以支持个人依法行使权力的能力。近期一
份报告（世界银行、联合国统计司和21世纪统计
促进发展伙伴关系，2022年，第xxx页）指出，低收
入和高收入国家在数据保护机构方面存在很大差
距。截至 2021年，只有24%的低收入国家建立了
数据保护机构，高收入国家则有81%。

划和行动具有重要意义。扩大个人数
据的获取有助于加深了解人们在食
物获取方面的决定因素和识别恰当
应对各种形式的营养不良的最有效
手段。
个人隐私权和大规模利用数据的价
值之间的矛盾，促使世界各地立法 
者采取行动，既保持数据开放（从而
允许将个人数据用于研究、开发和人
道主义干预），又确保个人数据保护
规范的约束，保护个人隐私权 
（见插文30）。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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插文	30:
个人数据保护和隐私权
大多数国家和联合国系统都通过立法确立了对个人数据的保护。

例如，《欧洲联盟基本权利宪章》第8条规定：

1. 人人享有其个人信息保护权。

2. 个人信息的处理必须公平，处理目应明确、特定，并应在征得当事人同意的基础上或	
依据法律规定的其他正当理由开展。人人均有权查看自己被收集的数据，并在有权要求	
更正。

3. 上述原则的切实遵守应由独立主管机关负责监督。(《欧盟官方公报》,	2016,	第7页)

欧盟通过一项具体法规实施数据保护法律框架，即《通用数据保护条例》（GDPR）。

在美国，虽然没有类似于欧盟GDPR的全国性联邦立法来确保个人数据的隐私和保护，但
联邦和州一级的立法、行政法规和特定行业的自律准则共同形成了保护框架。有些作者甚
至认为，美国的个人数据受保护程度高于欧盟（Boyne，2018）。

在中国，《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信息保护法》（PIPL）（主席令第九十一号）于2021年8月20
日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次会议通过，自2021
年11月1日起施行。《个人信息保护法》这一基本法律的作用相当于欧盟GDPR，自2020年
10月草案公布以来便获得了广泛关注。

在个人数据处理上，鼓励联合国系统内各组织遵循一系列原则，旨在：	

(i)	统一联合国系统各组织的个人数据保护标准；

(ii)	促进为履行联合国系统各组织授权而对个人数据进行负责任的处理；以及

(iii)	确保尊重个人的人权和基本自由，特别是隐私权	(联合国首协会,	日期不详)。

(详见	https://unsceb.org/principles-personal-data-protection-and-privacy-
listing)。88 ]

https://unsceb.org/principles-personal-data-protection-and-privacy-listing
https://unsceb.org/principles-personal-data-protection-and-privacy-list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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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类数据保护规范避免将个人数据的
明确产权授予给任何人26，在授予所
收集信息的使用权方面遵循知情同意
原则，包括在是否与他人分享数据方
面（例如为研究目的），作为确保保护
个人隐私权的机制。到目前为止，数据
保护规范被认为是在确保保护和允许
数据充分流通这两个矛盾需求之间取
得平衡的合理妥协。值得注意的是，
知情同意意味着对个人数据的访问仅
限已签署知情同意书中所述的具体目
的。至少在理论上，这不应视为数据本
身的销售（即所有权的转让）；否则，需
要一开始就将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对
数据的私有产权转让给个人。
然而，信息和通信技术持续发展，给
个人数据隐私、管控和传播带来了新
挑战。若个人数据主要通过国家统计
局等机构面对面访谈收集，并受到公
共部门的严格管制，知情同意相对容
易获得，并且通常足够安全，以保护
隐私。然而，随着互联网和基于手机的
服务的普及，收集个人数据变得更容
易、更普遍，但也可能更危险。
首先，可以被视为个人数据的范围已
经扩大。即使在调查中，除了自愿和直
接提供的信息外，新技术的使用也可
能涉及个人信息收集。但对调查参与
者来说，这一点在收集时并不明确，
因为元数据是从所用设备中自动收
集的。例如，进行在线调查或电话采
访时，调查参与者的设备使用的互联
网协议（IP）地址，或移动电话设备的

26  另一方面，根据Purtova（2013，2018）的观点，
将个人数据视为无归属财产只是一厢情愿。在实
践中，个人数据的实际产权（甚至法律意义上的产
权）随时随地被信息产业公司而不是数据本该属
于的个人占有。

27  Purtova（2018）进一步强调， “在物联网、数 
据化、高级数据分析和数据驱动的决策时代， 
任何信息都与欧洲数据保护法语境中个人有关”， 
因此必须遵守知情同意的做法（Purtova, 2018,  
第42页）。

位置可能会自动传递给数据收集服
务提供商。如果这些元数据与其它信
息结合使用可以识别受访者（不论个
人或特定群体的成员），就必须视作
个人数据。27 第二，信息和通信行业
的私营公司在提供诸如手机服务、
社交网络、软件许可等订阅服务的同
时，也在收集越来越多的个人数据。
此外，安装在农业机械（拖拉机、收割
机、挤奶机等）上的设备所产生的数据
通常会自动发送给机器制造商（理由
是需要信息来为农民定制或开发新的
服务），但这些数据可能暴露了农民可
能视为隐私的活动。此类情况下，尤其
是不得不点击全盘“接受”或“拒绝”
才能获得所需的情况下，这种征求同
意的方式不一定能确保人们是否完全
理解其授权“同意”的范围（见Purtova
的讨论，2013）。此外，有人指出，相较
于不征求个人同意，电子设备征求同
意的方式甚至可能导致用户提供更多
个人信息，进一步增加侵犯隐私的风
险，即所谓的控制悖论（Brandimarte, 
Acquisti 和Loewenstein, 2013）。此
外，在充分利用现有数据实现相关公
共目标的过程中，专利许可或技术障
碍实质上阻止了某些群体访问可能对
其产生重大影响的数据，因而可能对
公平产生影响。
其次，应谨慎看待暗示服务提供方有
权将调查收集或以其它方式获取的数
据（如通过录音设备或摄像机）进行出
售（Kitchin，2014a）的商业安排。个人
数据（相对于匿名数据而言）当然不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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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列，但在涉及环境状况或自然开发
程度的数据的情况下也必须厘清个人
数据的所有权问题。在这方面，数据生
成技术的快速发展提出了一整套全新
的伦理问题，而这些问题大部分没有
得到探讨。通过收集、编码和储存信息
产生的数据产权不能被假定自动全部
分配给数据生成方，即使信息是由签
署了知情同意书的个人自由提供的。
上述思考旨在强调设计数据治理机
构所涉及各个方面复杂问题，也为了
说明数据治理领域存在众多科学和
哲学探讨的原因：在数据科学（Blum, 
Hopcroft 和 Kannan, 2017）及其伦理
学（Floridi 和 Taddeo, 2016）28 方面
仍有不少问题趋待解答。我们认为，从
道德上来说，可以以看待血液的方式
看待个人数据，获得个人服务所必须
时个人可以决定捐献（例如，出于医
疗原因需要验血）；但是，当其使用明
显能促进公众利益时（如拯救他人生
命）应鼓励捐献。应当明确，任何转
售此类数据的行为都应视为不道德，
甚至视为非法行为予以起诉。

粮食安全和营养数
据治理措施的优先
事项
在前文基础上，我们讨论有效数据治
理应解决的主要优先事项，特别是粮
食安全和营养数据的治理。

遵守全球标准，实现数据 
统一
本报告第2章的一项主要结论指出，
尽管粮食安全和营养数据存在明显
缺口，但仍有大量此类数据可供使
用。然而，这些数据往往分散在不同
的公共和私人机构中，或者因为数据
收集和管理规范不一，造成数据难 
以使用。因此，有效治理粮食安全和
营养数据的当务之急是加强国际协
调努力，以界定、促进、推行全球数 
据（和相关元数据）标准，包括指标的
统一，这对于比对数据、挖掘数据全
部潜力而言至关重要。
在许多国家的公共部门中，国家统计
局在管理粮食安全和营养数据方面
发挥着关键作用，其中不少目前已遵
循国际标准。长期以来，联合国统计
司（UNSD）引导全球统计工作的发
展。联合国（2014）《官方统计基本原
则》（联合国决议2014 A/RES/68/261
）强调，需要统一概念和方法，使用
专业标准（包括科学方法和伦理）收
集、使用数据，制定透明的规则和治
理机制，加强统计机构间协调。联合
国统计司授权的一个关键工作领域
是协调统计分类工作。29 在2020年
开展的一项调查中，136个国家报告

28  也可参见《自然科学会报A》第374卷
《数据科学的伦理影响》收录的全部文章： 
https://royalsocietypublishing.org/toc/
rsta/2016/374/2083。 29  见  https://unstats.un.org/unsd/

classifications/。

https://royalsocietypublishing.org/toc/rsta/2016/374/2083
https://royalsocietypublishing.org/toc/rsta/2016/374/2083
https://unstats.un.org/unsd/classifications/
https://unstats.un.org/unsd/classifica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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称已完成符合《官方统计基本原则》
的国家统计立法工作（UNSD，2021）
。同样，联合国统计委员会设立的可
持续发展目标指标机构间专家组也
付出了大量努力，推动所有国家采用
同一套统一的官方可持续发展目标
指标来报告可持续发展目标具体目
标上的进展。
然而，这些努力在很大程度上仍显
不足，尤其对于粮食安全和营养数据
来说。例如，粮农组织托管的21个可
持续发展目标指标的全球报告率方
面存在差异显著。在2015-2019年期
间，只有4个指标获得超过70%的国
家报告，而另一些指标，如小规模生
产者平均收入，国家报告率不到10%
（粮农组织，2020b）。缺乏统一的标
准定义，给充分发挥现有数据的潜力
造成了困难。例如，收集家庭调查中
的粮食数据的常规做法，仍是由不同
机构使用相互之间差异巨大的调查
方法、模块和定义，给数据分析、计算
粮食安全指标造成极大困难（粮农组
织和世界银行，2018）。另一个关键
例子是关于粮食安全评估的数据。
通常，粮食安全方面报告涉及众多指
标，不同国家或不同机构的报告使用
的指标可能不同。此外，指标的汇总
方式不一，导致几乎完全不同的度量
值，而概念定义方面也存在问题。有
时，同样的表述在不同的语境中含义
大相径庭，造成混淆，导致对重要指
标出现误解。例如，粮食计划署用于
评估粮食安全状况的报告指标综合
方法（CARI）旨在为其应对行动提供
信息（粮食计划署，2021年）。其中，严
重程度指标中的中度和重度的定义
和可持续发展目标官方指标2.1.2中
基于粮食不安全体验分级表(FIES)
对中度和重度粮食不安全发生率的
定义不同（Cafiero, Viviani 和Nord, 
2018）。治理框架应建立在一套共同
的粮食安全指标基础上，以促进知情
决策。

促进粮食安全和营养政策
与行动所需的数据更广
泛、快速、有效传播
根据我们所提倡的系统视角，粮食
安全和营养数据应视为一种全球公
共产品；除非出于安全原因或为了
保护具体权利，其全球治理体系不
应允许任何一个单独实体拥有将粮
食安全和营养数据从公共领域删除
的权力。另外，数据（尤其是符合上
述全球标准的数据）更及时、广泛的
分享可以让数据中包含的信息得到
更多分析和更充分的利用，而这带
来的潜在惠益毋庸置疑。因此，全球
粮食安全和营养数据治理体系的第
二个优先事项是消除目前阻碍数据
更广泛共享的因素。
通常，对国家统计局等公共机构生
成的数据而言，阻碍因素指共享数
据对数据生产者/所有者造成的客
观或主观上的负面影响。除了害怕
共享包含个人信息的数据可能会违
反个人数据保护协议，阻碍数据更
广泛共享的因素还包括对进一步分
析可能会暴露数据质量问题从而影
响国家统计局声誉的担忧。联合国
统计委员会核可了开放数据工作组
报告制定的“默认开放数据”（联合
国统计司，2022）原则，并于近期表
示，虽然现在公共部门数据开放的
趋势清晰，但是实现数据全面开放
仍有挑战，尤其考虑到欠发达地区
的统计系统能力有限。根据《开普敦
可持续发展数据全球行动计划》（世
界银行、联合国统计司和二十一世
纪统计促进发展伙伴关系，2022）开
展的一项近期调查的结果，分析主
要指出： […] 大多数国家统计局将
加强元数据整理与传播以及制定全
机构开放数据战略作为重中之重，
强调加强使用数据可视化、沟通、传
播平台和工具能力的必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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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 […] 几乎所有低收入和中低
收入国家的统计局都指出，需要通
过合作伙伴支持提升利用新科技、
方法和数据来源有效建立多利益相
关方伙伴关系的能力。此外，上述国
家统计局中逾三分之二认为数据管
理、处理和分析是培训方面的重中
之重。（同上）。
但几乎与此矛盾的是，在有些情况
下，国际组织生成的数据也有可能
无法广泛传播，即便这些组织成立
的初衷就包括提供数据和信息。例
如，粮农组织授权明确指出，组织设
立的目的是“收集、分析、阐明和传
播关于营养、粮食和农业的情况”
（粮农组织，2017，第3页）。但是，
根据《官方统计基本原则》（联合国
大会，2014），粮农组织产生的数据
和统计仍未被承认为等同于官方统
计，比如在可持续发展目标监测框
架等情况下。尽管在国际统计工作
中存在使用非官方数据来源的实例
（统计活动协调委员会，2016），
但是即使在缺乏国家官方数据来源
的情况下，为促进数据交流而设立
的机制（Gennari和Navarro，2019）
仍不足以将非官方数据作为诸如可
持续发展目标2.1.2指标数值加以公
开，或作为及粮农组织收集的匿名
化微数据加以发布。 
私营机构生成并拥有的数据出现共
享受限的原因通常和数据周期各环
节的权力控制相关，这严重制约了
数据使用能带来的惠益共享，而这
也是数据治理旨在解决的另一个重
要问题。正如本章开头部分所讨论
的，将数据作为经济资产进行管理
自然会导致将用户筛选纳入设计，
从而实现利润最大化，但也造数据
共享上的次优结果。此外，因为数

据收集者和处理者拥有数据处理和
分享设施来管理数据并获得对数
据集的控制权，所以数据贡献者、
收集者、处理者和用户间的关系并
非对称。在农业领域也是如此：例
如，Wolfert等（2017，第1页）在探讨
大数据在智慧农耕中扮演的角色时
提出，研究应优先考虑“关于治理问
题的组织问题以及不同供应链场景
下适合数据共享的商业模型”。为了
推动新型数字数据的惠益共享。
粮农组织和国际电联已开发了一套
针对“数字农业战略和政策”的工具
包，适用情境包括领导力和治理；战
略和投资；服务和应用；基础设施；
标准和互可操作性；内容、知识管理
和分享；立法、政策和合规；以及员
工培训和能力建设。（Florey、Hellin
和Balié，2020；引用粮农组织和国际
电联，2016）。
一些跨国数据治理倡议的出现减
少了数据贡献者和用户当下经历
的不公平待遇（Arner、Castellano
和Selga，2021）。这些倡议包括私
营机构行为守则，保护知识产权
的国际协议，以及由粮农组织和
世界银行等国际组织发起、的旨
在促进数据共享的倡议——这些
都体现了一种“负责任数据运动”
（Alemmanno，2021）。但是，正如
Alemanno指出，“数据治理缺少一
个多利益相关方共同平台，因此无
法建立制度，造成这一运动大体上
零敲碎打”（Alemanno，2021，第72
页）；此外，“尽管这些协作项目本
质上有力挽狂澜的潜力，但是项目
完全依赖参与其中的私营主体的善
意。”（同上，第7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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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保落实完善机制，保护个
人和集体权利
数据治理机制，包括制度化机制，
必须承认所有利益相关方（提供、收
集、处理、分享和使用数据的各方）的
贡献，规范其权利，并推动各利益相
关方之间的合作。这些机制必须维护
隐私权，保护个人信息和知识产权，
并确立行为守则。制度化安排以及用
于生成、记录、储存和传输数据的工
具和技术必须得到重视，例如应当建
立妥善的保护措施，对可能从数据中
提取的个人信息脱敏。
在粮食安全和营养方面，为了加强
数据提供者对个人数据使用的保护
和控制，必须定义并维护隐私权。
例如，现在普遍认为需要加大努力生
成关于膳食的营养和健康作用的信
息，并监测营养指标方面的进展，这
就要求更广泛地使用和分析调查收
集的微数据（Mozaffarian等，2018），
但敏感数据（诸如健康数据或商业数
据）需要严格保护，因而造成了一大
挑战。
要营造使用数据推动粮食安全和营
养的安全环境，前提是建立配有能在
数据周期所有阶段保护敏感数据各
项机制的数据治理框架。在使用调研
数据时，匿名化是保护隐私的常用机
制之一。但是，尤其在数字数据的背
景下，因为匿名技术并不能完全保证
匿名，所以隐私规则通常遵循知情同
意原则，即数据收集者在收集数据之
前必须征得数据提供者的同意。虽然
知情同意机制在保护权利和扩大数
据使用方面的有效性仍旧存在争议（
参见5.1.2的讨论），但根据知情同意
约束个人数据的收集和使用的数据
治理规则正在成为一种主流标准，例
如欧盟的《通用数据保护条例》，和《

条例》在其它地区启发的类似法律框
架（亦可参见插文29）。
旨在扩大研究、文章、数据和软件获
取的开放科学倡议固然能带来极大
惠益，但也引发了关于如何在保护特
定群体（包括土著人民、农民和消费
者）的权利和促进全球研究环境的数
据开放获取之间寻求恰当平衡的关
切。
特别是在土著人民的知识和权利方
面，随着全世界开放数据和开放科学
的推进，随着粮食安全和营养数据越
来越多地在决策中使用，人们开始关
注如何既获取土著人民的知识又建
立能确保土著人民掌控其数据的治
理机制。土著数据治理的CARE原则（
即C-集体利益、A-控制权、R-责任和E-
伦理）试图将集体权利定义为开放性
的组成部分。CARE原则是对FAIR原则
的补充，促进了数据提供者公平参与
数据周期（Carroll等，2020）。
缺乏对数据和信息收集、维护和共
享方式的充分信任似乎是在数据收
集和使用中未能充分保护个人和集
体权利的潜在原因。粮安委牵头成
立的粮食安全和营养的数据信托
（Hardinges，2018，2020）提供了一
个值得关注的渠道。
根据开放数据倡议的定义，数据信
托指：
	[…]	为一个组织群体或人群的利
益而提供某些数据独立托管服务的
一种法律结构。此处“利益”可以指成
立新公司，协助研究某种疾病，或赋
权工人、消费者或公民群体。在一个
数据信托中，托管人可能包括持有数
据的个人或组织。托管人将所持有的
某些数据的控制权转让给若干受托
人，由受托人对数据做决策——例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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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能获取数据，用作什么目的。数据
信托的受益人包括获取数据的人（例
如研究者、开发者）以及根据所获数
据进行创造而获益的人。受托人所
承担的责任是从受益人的最佳利益
出发对数据做出决策，这一责任亦称
信托责任，具有法律约束力。数据信
托的倡导者表示，信托责任有助于提
升个人和组织对数据使用方式的信
任。(Hardinges，2018）。 	

在个人数据保护方面开展的一些
类似数据信托的倡议（例如，参见
https://datatrusts.uk/）也许可延
伸到粮食安全和营养数据。此类倡
议也许是一种推动参与生成、储存
和传播粮食安全和营养相关数据的
公共和私营实体间可行的数据协作
有效方式。

关于粮食安全和营
养数据治理的一些
近期倡议
本节将回顾近期一些关于数据治理
和透明度的粮食安全和营养数据国
际倡议。

世界银行开放数据
世界银行的数据网站（https://
data.worldbank.org/）根据其开
放数据政策（http://microdata.

worldbank.org）提供粮食安全和
营养数据集，并对通过样本调研、
普查和行政系统收集的匿名微数据
进行传播。数据集由世界银行或成员
国、国际组织和地区机构等第三方生
成。《2021年世界发展报告》专门探
讨数据问题，包含的诸多洞见与建议
与粮食安全和营养直接相关（世界银
行，2021）。

开放科学倡议以及FAIR和
CARE数据原则
开放科学倡议在包括粮食安全和营养
在内的所有研究领域发展迅速，潜力
巨大。这些倡议以国际协作为基础，
推动云服务和其它促进数据访问、共
享、互可操作性和重复使用的协作性
工具的部署（例如，参见插文 13中的
REDCap一例数据和研究成果的开放
为及时、普遍获取粮食体系趋势相关
信息提供了便利。通过寻求初级数据
（微数据）的可用性和保密性之间的
平衡，开放访问标准能推动官方统计
数据在研究领域的使用。
FAIR（即可发现、可访问、可互操作和
可重用）数据原则（见表 1））为整理
协调研究成果提供了国际准则，方便
在其它应用或不同环境中发现、访
问、理解和整合研究成果（Wilkinson
等，2016）。各大研究资助机构（如欧
盟委员会）目前正在推动FAIR数据 
原则，优化研究成果的诚信度和影 
响力。

https://datatrusts.uk/
https://data.worldbank.org/
https://data.worldbank.org/
http://microdata.worldbank.org
http://microdata.worldbank.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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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FAIR数据原则

FAIR原则 合规指标

可发现（Findable）
元数据和数据应当易于人类和计
算机发现。

F1：为（元）数据赋予全局唯一且恒定的标识符
F2：数据由丰富的元数据（定义见R1）描述
F3：元数据清楚、明确包含所描述数据的标识符
F4：（元）数据在可搜索资源中注册或索引

可访问（Accessible）
数据可访问的具体条件应以确保
人类和机器可以理解这些数据的
方式规定。

A1：用标准化通信协议根据标识符可检索（元）数据
A1.1：协议开放、免费，可普遍实现
A1.2：必要时，协议可通过程序验证授权
A2：即使数据不复存在，也可以访问元数据

可互操作（Interoperable）
（元）数据应基于标准词汇、本体
和词表等，从而与现有应用或工
作流整合。

I1：（元）数据用正式、可访问、共享和可广泛应用的语言进行知识表示
I2：（元）数据使用符合FAIR原则的词汇
I3：（元）数据包含对其它（元）数据的限定引用

可重用（Reusable）
元数据和数据描述应当明确，
确保而在不同环境中可复制或结
合使用。

R1：（元）数据以多个准确、有针对性的属性进行丰富的描述 
R1.1：（元）数据通过清楚、可访问的数据使用许可证发布
R1.2：（元）数据有详细溯源信息
R1.3：（元）数据符合与领域相关的社区标准

来源：报告作者根据WILKINSON等（2016）所做的说明

FAIR原则通常与CARE（集体利益、控
制权、责任和伦理）原则 （见附表4）一
起应用；后者更加以人为本，反映了数
据主权在推进土著创新和自决方面
的重要性（国际研究数据联盟中的国
际土著数据主权利益集团，2019）。
数据开放上的一个范例，是国际粮食
政策研究所（IFPRI）将包括研究数据
集在内的研究结果视为全球公共产
品，并致力于研究成果的广泛传播和
使用。国际粮食政策研究所将其数据
存储在科研数据开放存取平台——哈
佛 Dataverse30 中，遵守该所研究数据

31  数据访问政策见： https://www.ifpri.
org/cdmref/p15738coll2/id/133308/
filename/133517.pdf。

32  详见：https://cgspace.cgiar.org/bitstream/
handle/10947/4488/Open%20Access%20
Data%20Management%20Policy.pdf。

30  Dataverse访问链接： https://dataverse.
harvard.edu/。

管理和开放访问（RDMOA）政策31 和
国际农业研究磋商小组(CGIAR)开放
访问和数据管理政策32 。
另外一个例子是SIAgroBD。SIAgroBD
是一项为墨西哥粮食安全和农业生物
多样性保护政策提供信息参考的合作
型倡议，聚焦整合具有全球重要性的
本地作物的数据、食物成分和营养数
据、定量和定性农业数据，以及本 
地农业生物多样性定性评估数据等。

https://www.ifpri.org/cdmref/p15738coll2/id/133308/filename/133517.pdf
https://www.ifpri.org/cdmref/p15738coll2/id/133308/filename/133517.pdf
https://www.ifpri.org/cdmref/p15738coll2/id/133308/filename/133517.pdf
https://cgspace.cgiar.org/bitstream/handle/10947/4488/Open%20Access%20Data%20Management%20Policy.pdf
https://cgspace.cgiar.org/bitstream/handle/10947/4488/Open%20Access%20Data%20Management%20Policy.pdf
https://cgspace.cgiar.org/bitstream/handle/10947/4488/Open%20Access%20Data%20Management%20Policy.pdf
https://dataverse.harvard.edu/
https://dataverse.harvard.ed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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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数据经常与地方社区共同合作
收集（https://siagro.conabio.gob.
mx/）。
SIAgroBD实施开放FAIR数据的工作
流，包括采用数字化现场数据收集工
具、词汇标准、可复制实践，给参与者
提供开放数据培训，并开发了定制数
据整合平台。因此，SIAgroBD有助于
加强不同主体的数据生成、访问、分析
和使用的能力。

改进农业和农村统计工作
全球战略
粮农组织改进农业和农村统计工作
全球战略33（GSARS）是旨在应对发
展中国家农业统计系统倒退问题的
一项长期协调倡议，有助于推动国家
和国际农业统计体系的统一。
GSARS在第一个执行周期（2012-
2018）就取得了重要成果：i）实现了
农业统计方法全面升级并获得粮农
组织核可；ii）帮助了近40个国家制定
农业和农村统计战略计划（SPARS）
；iii）成功落实了一个技术援助快速通
道模式，并iv）开展了区域培训计划，
切实提升了国家总体统计能力（粮农
组织，2019b）。
GSARS第二个执行周期（2020-2025
）聚焦使用和应用现有方法论和第一
期框架内设计的思路，在国家、地区
和全球一级开展培训和技术援助，
强化各国统计能力（联合国统计委员
会，2019）。GSARS的活动与50 x 2030

倡议密切相关，旨在填补农业数据缺
口，支持后者在2030年前在50个低收
入和中低收入国家收集数据。

利益相关方协作倡议
如本报告前文所述，各机构缺乏集
体努力和共同承诺，阻碍了粮食不
安全和营养不良问题的数据收集
和分析，造成流程成本高昂、冗余、
不完整、效率低。相反，通过协作，数
据链上的利益相关方可以为决策者
生成及时、有针对性、高质量数据，
推动数字化进程，并改善对现有信息
的利用。因此，包容、多利益相关方参
与的做法能加强信任，支持数据治理
和信息共享，推动数据的更好利用，
也能提高为粮食安全和营养数据收
集工作筹资的成功率。在粮食安全和
营养方面，包括农民、政策制定组织
和研究机构在内的可持续粮食供应
链管理方面各利益相关方以数据共
享活动、信任、承诺、协调、稳定和共
同努力为基础开展合作，可以推动取
得粮食安全及商业和环境方面的成
果（Dania，Xing和Amer，2018）。鉴于
其架构和授权，粮农组织可以通过其
联络办公室促进利益相关方参与，并
拓展国家层面的支持。
国际协作方面取得成功的典范通常
关注动员利益相关方，团结利益相 
关方设想共同愿景（如EAF-Nansen
计划，见插文31），并善于在所有参
与组织间进行协调（例如，尼泊尔的
营养导向型家畜引进计划，参见 插 
文32）。

33  http://gsars.org/en/

https://siagro.conabio.gob.mx/
https://siagro.conabio.gob.mx/
http://gsars.org/en/


[ 97

5  促进粮食安全和营养数据收集、分析和使用的机构和治理

插文	31:
EAF-NANSEN计划
EAF-Nansen计划是联合国粮食农业组织（FAO）、挪威发展合作署（Norad）和挪威卑尔根
的海洋研究所（IMR）为促进伙伴国家可持续渔业管理合作设立的（粮农组织，日期不详）
。计划的长期目标是“发展可持续渔业，改善伙伴国家人民的粮食和营养安全”（粮农组
织，日期不详）。自1974年以来，该计划已给海岸沿线低收入和中等收入国家提供了获取
和管理渔业资源的机会，并于2017年开展了“营养和食品安全”主题的科学计划（Moxness	
Reksten等，2020）。项目在挪威科研船RV	Dr	Fridtjof	Nansen上开展了鱼类采样工作，大
多数样本送检IMR认可的实验室进行分析。通过计划的能力建设模块，本地科学家和学生
可以申请资，助攻读研究生或博士学位并参与监测项目。项目成果可以协助负责管理水产
食物当地消费和出口的国家食品监管部门开展综合评估，既看到水产食物的营养成分的
裨益，也关注其可能含有的污染物或生物危害造成的弊端。	

插文	32:
尼泊尔营养导向型家畜引进计划
一项在尼泊尔农村地区开展、为期四年的纵向调查表明，当地儿童的人体测量结果和健
康状况的大幅改善与一项为社区发展和扶贫开展、促进家畜引进和相关培训的干预措施
有关。该引进计划由政府牵头，有多个非政府组织（NGO）参与，后者独立收集了关于项目
落实的效性数据。引进计划是一种可行的“营养导向型”干预措施，但产生效果需要时间，
计划也需要持续开展。计划的集体成果、监测评估工作和知识生产离不开精心设计的方
法论、干预措施的落实，和各个参与组织以及利益相关方有效合作开展数据收集（Miller
等，2017）。

“粮食安全阶段综合分类（IPC）” 
是协作式伙伴关系的另一个成功 
范例。IPC倡议的资金由国际合作伙
伴提供，但当事国仍能发挥主导权
（见插文13）。

其它聚焦可持续粮食体系的倡议包
括支持收集数据促进监测评估的模
块（例如，见插文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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插文	33:
全球农业及粮食安全计划（GAFSP）
GAFSP是统筹协调各机构参与监测评估工作方面的范例，为支持国家牵头的倡议的落实
提供从项目设计到执行全过程的资金和技术支持。GAFSP优先支持能证明利益相关方（包
括生产者组织（PO）和相关民间社会组织（CSO））参与的国家倡议（全球农业及粮食安全
计划，日期不详）。

近期，诸如可持续发展统计
（Stats4SD）等非营利社会项目开
展研究，提供统计支持，推动能力建
设，支持对发展干措施开展监测与
评估（M&E）工作，促进加强统计数
据在决策中的使用。生物多样性和
生态系统服务政府间科学政策平台
（IPBES）是一个独立的政府间机
构，旨在加强政策与科学联动，推动
能造福人类长期福祉和可持续发展
的生物多样性和生态系统服务。联
合国所有会员国均可加入该平台。
平台制定了加强知识、促进数据共
享和催化新知识产生方面的具体目
标，也特别关注土著和本地知识 
体系。

重视数据质量问题
如果能充分沟通和领会收集高质量
数据的益处以及数据质量低下造成
的代价，那么政策制定者就愿意会为
符合“可发现、可访问、可互操作和可
重用”四大根本原则的高质量数据收
集工作提供资金和制度支持。因此，
每个机构内部必须有牵头人，负责动
员支持此类数据收集工作的启动和
持续开展。
可执行的监管框架也能为促进机
构间协作和利益相关方参与提供指
引，并可以激励政府根据FAIR原则生
成、分析和利用及时、相关的数据，并
支持开放数据访问。由于数据收集需

要遵守当地法律法规，而不同国家甚
至地区之间可能会有不同的规定，因
此，建立适当的法律和监管框架会对
国际和跨境协作起到促进作用。如果
没有监管框架将具体数据需求汇编
成规则，就算是EAF-Nansen这样的
成功案例能发挥的作用也会受到限
制。使用诸如机器学习等新方法可能
存在黑箱问题，即内部算法可能不透
明，或不容易理解。合适的监管框架
应规定数据工作的文件记录和透明
度要求，从而确保生成的结果能够得
以充分解释和理解，并考虑过程中的
权力平衡与平等。
为推动标准化、统一化方面努力，可
以考虑设立一个论坛，推动加深有关
粮食安全和营养数据和统计以及治
理问题上的共识，引导利益相关方就
资源分配达成一致的原则和规范。 

数据驱动的技术 
对数据治理提出 
的挑战
技术创新催生了新的数据来源，扩大
了数据量，但也可能因此造成了对数
据收集程序的完善以及对数据治理
能力和缺口识别的忽视。根据最近一
项研究，“这个问题强调，应加强利用
传统和新型数据来源以及方法之间

https://stats4sd.org
https://ipbes.net/
https://ipbes.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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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互补之处：这需要技术方案，也需
要创新性的制度安排，以推动协作、
创造附加值”（Carletto，2021，第 
721页）。
数据驱动的技术对数据和统计的有
效协作起到了促进作用，有利于数
据收集、处理和共享。数字化技术也
有助于提高数据供应的及时性，从
而改善数据质量检测结果（世界银
行，2021）。但是，这些技术可能会加
剧数据获取的不对称性，比如当数据
从提供者传输给控制数据的进一步
访问和使用的数据处理公司的时候（
世界银行，2021）。在某些情况下，一
个国家收集的数据会交给位于其它
国家或由私营公司运行的云设施处
理，造成了依赖关系，带来了数据隐
私和数据访问的风险。
最后，虽然开放数据可以给数据获取
提供便利，但开放数据并不等同于通
用数据访问。只有能够使用数字化基
础设施和技术、并且拥有相应专业技
能的人员才算真正具备访问开放数
据的能力。

强化粮食安全和营
养数据治理的方案
简化跨国和国家粮食安全
和营养数据治理
为了通过完善知识体系为有效的粮
食安全和营养政策行动提供信息支
持，治理问题需要得到特别关注。此
外，在国家和国际层面协作对应对数
据治理挑战至关重要。
粮食安全和营养数据治理和数据共
享方面的国际标准应进一步完善。加
强各国努力之间的协调，能提高粮食

安全和营养数据收集效率，避免数据
倡议之间出现碎片化或重复劳动。有
些国际机构已具备引领这些倡议、提
供国家支持的能力。粮农组织能在促
进数据集整合，支持数据共享、数据
治理方面发挥重要作用。虽然数字化
技术为建立连接数据提供者和用户
的数据平台提供了机会，但为确保数
据生成符合标准并建立数据信托，需
要国际组织发挥关键作用。
目前，有些全球倡议已经在参与完善
国际标准和加强协调的工作，但是国
家一级的执行速度较慢。一些国家正
在推动新的制度安排，以期促进粮食
安全和营养数据的有效整合、共享和
重用。各国政府应在跨国数据标准和
协议框架内制定数据战略，包括数据
保护、共享和使用的战略，并通过完
善机制加强国家和次国家一级在粮
食安全和营养方面的协作。

数据治理的包容性做法
包容性的、多利益相关方参与的做法
对数据治理和共享至关重要。无论是
国家还是非国家利益相关方（数据贡
献者、收集者、处理者、提供者和用
户）之间开展对话、建立治理机制，能
增进互信，为有效协作以及可行治理
方案的落实奠定基础。

改善粮食安全和营养官方
统计的透明度和治理
生成粮食安全和营养数据集的国家
统计机构应特别注意以下几点：
• 概念和指标的统一；
• 同生成数据（例如，国家和国际粮价
和粮市信息）的国际组织和其它国家
机构协调，确保数据可比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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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建立治理机制，加强数据共享和可
用性，同时确保个人数据和敏感数据
保密。
尽管有一些倡议已经在协调数据收
集和治理工作，为避免出现大量相互
孤立的数据倡议造成数据缺口和重
复劳动，国家内部和国际间的协调仍
需进一步加强。改善协调工作可以聚
焦推动粮食安全和营养所需的必要
数据集，整合数据来源，克服单个数
据来源的局限性，减轻收集数据的负
担。因此，识别优先事项、采纳商定的
数据协议有助于进一步完善和维护
粮食安全和营养数据体系。
FAIR和CARE数据原则可能有助于克
服一些治理方面的挑战，应在全球研
究者群体中推广落实。
但是，目前得到关注不足的领域仍需
加大研究力度。供资机构应优先支持
开展对最优膳食目标的研究和对成
本效益高的落实政策的研究，对健康
指标和政策结果的监测评价研究，关
于社区参与和积极开展公共私人合
作的研究，并确保在国家和国际一级
对这些领域的研究进行协调。

数字数据管理与共享伙伴
关系协议
虽然开发和采用数据驱动的技术有
助于提升数据可用性、缩小数据鸿
沟；但是，为了保护数据提供者和数

据用户的权利，数据治理机制必不可
少。

新数据来源（卫星数据、传感器数
据、公民生成数据和社交媒体数据）
的普及极大改善了数据可用性和及
时性，并可能对粮食安全和营养带
来重大影响（Weersink等，2018）。
比如，消费者可以通过获得更多营
养相关数据做出更好的决策。但是，
更多粮食安全和营养数据并不能自
动改善数据体系，而且新数据来源和
技术运行也带来了风险。例如，将消
费者数据转让给提供数字化技术的
私营企业引发了关于数据所有权、
数据保护和消费者能动性的担忧。因
此，数据治理框架必须考虑到数据驱
动的技术所带来的新挑战，从而平衡
其对粮食安全和营养以及所有利益
相关方的利弊（Deichmann，Goyal和
Mishra，2016）。

数字数据和数据技术牵涉复杂的治
理挑战。数字数据可以同时存在于多
个地方，给数据管控提出了难题。数
据提供者可以轻易转移到监管更灵
活的国家，造成某些国家执行的治理
机制收效有限（世界银行，2021）。因
此，全球性的协议对数字数据的有效
治理是必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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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大利，2018 年 10 月 15 日，粮农组织总部召开粮安委年度全体会议。
© 农发基金/Daniele Bianch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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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告所有讨论的一个总体
结论是，在当今世界，数据
和信息正以前所未有的规

模及速度生成和流动。如今，在传
统的官方数据和统计范围之外生成
的粮食安全和营养潜在相关数据正
明显增多。因此，在这方面发挥重
要作用的行为主体数量显著增加。
运用数据和信息来作出有效的循证
决策是一个分布式过程，涵盖公共
主体（例如各国政府和联合国系统
中的国际多边组织）和私营主体（
从大型跨国公司、小农户和粮食价
值链中的其他行为主体，到非政府
组织和世界各地的消费者及公民代
表）。
本报告中的建议呼吁所有这些行为
主体采取行动，这样有助于促成更
有效的循证决策，使粮食系统更具
可持续性并确保人人享有粮食安全
和更好的营养，特别是全世界仍然
遭受饥饿和各种形式营养不良的数
十亿人口。
本报告中的许多信息并不是首次
提出。目前围绕数据和循证决策对
于粮食体系转型的重要性已展开
了广泛的探讨，并发表了许多论述
（世界银行，2021）。《2014年全球营
养报告》呼吁开展“营养数据革命”（

国际粮食政策研究所，2014），随后
采取的行动使人们注意到当前的各
项挑战及为此做出的新尝试（Piwoz
等，2019）。事实上，2021年联合国世
界数据论坛已指明了数据周期中的
若干挑战，并提出了解决方案。34 大
量文献也强调了在数据革命的同时
进行持续的财力和人力投资至关重
要。35

尽管有这一方面的认识并且已为此
付出了努力，但用于改善粮食安全
和营养的数据生成和应用仍然严重
不足。例如，虽然对COVID-19疫情的
影响进行了建模（粮农组织等，2017
；Headey等，2020），但由于缺乏最

34 更多信息参见 https://unstats.un.org/unsd/
undataforum/blog/promoting-data-use-a-key-
challenge-for-statisticians/。

35 例如参见《非洲农业转型战略（2016-2025年）》
中的举措：投资国家层面的系统和数据，用于支持
气候智能型农业实践并增进农业部门的韧性；开
发用于支持韧性决策的大数据获取、应用和管理
工具及服务；投资国家层面的基础设施和培训活
动，以实现气候智能型农业目标、监测温室气体排
放和支持创新；支持农业气候风险工具及产品的
设计和开发。（非洲开发银行，2016，第2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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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数据，无法确定其对于粮食可负
担性或者粮食安全和营养成果的确
切影响。COVID-19疫情以及长期冲
突局势对于粮食安全和营养的持
续影响也无法充分量化和衡量。
这些数据缺口阻碍了制定行之有效
的政策和计划应对措施，以解决日
益严重的饥饿和营养不良问题。事
实上，面对粮食体系崩溃以及距离
2030年还有不到10年时间的现实，
要实现大部分可持续发展目标，
迫切需要进行彻底的粮食体系转型
（高专组，2020）。但由于资源和时
间稀缺，需考虑众多优先事项之间
的竞争以及权衡取舍。有鉴于此，在
为改善粮食安全和营养以及保护地
球而亟需推进的粮食体系转型过程
中，必须以数据为中心来发现问题
并提供信息。
要在加强数据利用以改善粮食安全
和营养方面实现真正进展，需要大
胆采取协调一致的行动，并在数据
和信息使用方式上实现以下五项根
本转变：

推动各国政府、政策
制定者和捐助方在
决策中对于数据的
需求
需要以数据支撑决策，是促成更
多、更明智的投资以及更有效地利
用数据的前提。然而，许多政治、
经济和其他考虑因素都会影响政策
和计划决策，因此数据可能并不总
是被视为高度优先事项。数据透明
度和明确的国家数据战略36 对于确
保决策者能在必要时获得便于利用

的可操作数据至关重要。加强数据
利用的另一种方法是说明不利用数
据的潜在经济影响。但令人惊讶的
是，很少有研究对各国在制定政策
和计划措施时因未充分利用数据所
产生的经济成本进行量化分析。这
一点必须改变。
针对国际组织及捐助方提供的各种
援助建立衔接和协调框架，有助于
推动对数据的需求。
为此，我们建议：
• 联合国系统提供指南，列出在数据
决策框架指导下确定优先事项的良好
做法；为国家层面政策制定者和行政
部门制定粮食安全和营养领域基于数
据的事前和事后政策评估工作实用 
准则；
• 联合国系统各组织以及国家和国际
学术机构为政策制定者开发关于数据
优先排序及利用的电子学习和继续教
育课程，并加以推广应用；
• 捐助方在国际组织和学术界的支持
下，开发并采用成本核算和成本效益
分析工具，帮助政策制定者利用不同
来源的数据，进行决策的成本权衡估
算；

— 世界银行在估算为实现可持续
发展目标2各项具体目标而采取的
针对营养问题和营养敏感型行动
的成本时，同时亦估算各国在制定
决策和行动时未利用最新的粮食
安全和营养状况准确数据所产生
的成本，以及依据更完善的数据来
采取行动可能节省的成本；

• 各国政府（通过其部委和机构，包括
统计局）以及私营部门主体、国际组织
和研究机构在每次根据要求应对粮食
安全和营养领域的具体挑战时，制定
一个数据知情决策过程矩阵；

36  见报告第5.5.3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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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所有与粮食安全和营养相关的立
法及政策提案中，相应政府机构应增
列一个详尽的数据附件，提供可用的
数据来源和处理这些数据的分析工
具；
• 各国政府鼓励行政部门、统计部
门、机构和大学对现有粮食安全和营
养微观数据进行实证分析；促进聘用
统计学家、数据科学家以及粮食安全
和营养领域定性数据分析专家；建立
一个关于国家粮食安全和营养政策数
据知情讨论的年度论坛。

优化当前与数据有关
的投资并酌情调整用
途，同时加强国际组
织、各国政府、民间社
会、学术界与私营部
门的合作，促进现有
粮食安全和营养数据
的协调一致，并实现
最大程度的数据共享
虽然在数据生成方面显然需要增加
投资，但通过更好地利用现有数据
相关资源，以及促进国际组织在生
成作为公共产品的粮食安全和营养
官方数据方面发挥更大作用，也可
助益良多。
提前选定待收集的数据，可以显著
降低开展调查和各种数据收集工作
的成本。因此，从一开始便计划好如
何使用数据非常重要，可以避免收

集用途不明确的数据。优化粮食安
全和营养数据周期是一项关键优先
事项，可降低成本并完善基于数据
的政策举措。制定分析计划可以缩
短从数据收集到利用的时间。数字
技术和遥感技术与简化采样工作一
样，在降低数据收集成本方面具有
巨大潜力。最后，我们必须以开放的
心态来迎接数据收集、分析和传播
方面的技术及流程变化。随着技术
进步，必须对存在已久的数据收集
系统迅速做出有效的调整。在此方
面，确保数据模型及本体的协调一
致至关重要。
尽管已采取了一些举措来协调现有
的数据收集活动及相关数据治理，
但仍需要加强国内和国际协调，
避免因不连贯的数据举措导致开
展代价高昂的重复工作并发出相互
冲突的信号。除官方统计数据外，
应尽可能地采取措施，促进采用私
营部门、民间社会及学术界生成的
数据，包括定性数据，但这些来源绝
不能取代国家数据系统。不应着重
于呼吁生成更多的数据，而是号召
采取行动，确保生成的数据切实相
关、及时并且实用。
为支持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联合
国统计司正在加紧制定指标，并整
合地理空间和统计数据。然而，并非
所有国家都有能力建立起可以长期
持续收集详尽细分数据的粮食数据
系统。因此，要使这些举措取得成
功，在向能力有限的国家提供援助
的同时，必须努力帮助其建立现代
化的国家统计系统。
为此，我们建议：
• 联合国系统各组织为优化其各自职
责范围内现有数据的使用，制定出设
有明确指标的最低标准，并简化在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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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安全和营养决策中应遵循的数据
使用流程；优先关注各类远程数据和
数字化数据，制定妥当的数据管理计
划；

• 各国政府依据此标准，审查与粮食
安全和营养相关的现有国家数据收
集系统，以寻找机会进行精简和现代
化改造，提高其效率和相关性；

• 世界各地的学术机构相互协调，整
合现有的粮食安全和营养数据，并在
数据科学以及针对粮食安全和营养
问题开展基于调查的研究领域，响应
持续创新的需求；

• 推进国家统计系统现代化，建立全
面、协调的粮食安全和营养数据系
统，并长期持续收集必要的详尽细分
数据，同时向能力有限的国家提供
技术和财政援助；

• 联合国系统各组织和捐助方建立全
球粮食安全和营养数据信托基金，符
合条件的各国政府以及其他有意愿
生成数据并从中受益的利益相关方（
例如土著人民社区和组织）可向基金
申请资助，以便获得必要的资金用于
制定粮食安全和营养数据计划；对特
定社区进行粮食安全和营养状况评
估调查；建立和维护数据传播平台；

• 生成关键粮食安全和营养数据的
各国际组织设立一个联合委员会，确
保数据集的发布协调一致，避免在重
要的粮食安全和营养领域（如食品平
衡、粮价和市场前景、粮食安全评估
等）发布相冲突的数据集；

• 所有这些举措优先关注并特别重视
将所用数据和方法的所有权转让给
参与此举措的国家，促进此类数据系
统在国家平台上的制度化。

在关键粮食安全和营
养数据收集方面增加
和提供持续投资
本报告说明了在审视粮食安全和营
养行动成效及为其提供信息方面具
有重要作用的各类数据。大多数国
家在农业、食物环境、家庭层面粮食
获取和膳食摄入以及营养结果方面
的数据均严重匮乏。大部分数据通
常仅以国家层面统计数据和指标的
形式存在，很少反映出地方差距、
不同群体之间的不平等现象，以及
可能与粮食安全和营养相关的其他
差异。因此，亟需为充分分类的数据
收集工作增加和提供持续投资来填
补这些缺口，同时制定明确标准，提
高数据细分度，并确保适当反映最
可能受到不平等现象影响的群体状
况。这必须伴随在能力建设、组织安
排和体制方面的同步投资，以确保
开展行之有效的数据相关活动，包
括优先排序及数据利用。
为此，我们强烈呼吁捐助方和各国
政府为收集并整合关键粮食安全和
营养数据增加和提供持续的财政投
资。同样地，考虑到增加投资方面的
挑战，我们建议：
• 各国政府，尤其是在粮食安全和营
养领域存在重大数据缺口的低收入
和中等收入国家，应制定国家层面计
划，确定粮食安全和营养数据收集和
分析工作的优先重点，并改进和优化
现有的国家相关数据系统。国际组织
和捐助方应为亟需支持的国家提供技
术和财政支持，应在遵循国际标准的
同时，维持各国的自主权；
• 联合国系统各机构在各自职权范围
内为各国政府和国家统计局制定具体
指南，简化数据收集工作，优先收集
可操作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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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捐助方以及信息、通信和工业技术
部门的私营实体、民间社会团体和学
术研究机构为资源节约型数据收集方
法的进一步完善、验证和应用提供投
资，包括遥感技术、无人机自然资源
扫描和数字化数据收集工具；
• 在各级采用和推广可简化数据收集
工作的工具和技术（例如REDCap）；
• 国际组织和学术研究机构改进现有
分析模型，并开发新模型，用于与粮
食安全和营养决策相关的各个领域，
特别是采用基于模型的方法，预测粮
食安全和营养状况决定因素及成果的
未来数值，必须确保这些模型透明并
且具有灵活操作性，可以在各种清晰
的场景下生成预测数值（避免在建模
过程中“黑箱”作业）。

投资人力资本和必
要的基础设施，以确
保数据处理和分析
能力的可持续性
亟需进行专门的人力资本投资，用
于高质量数据收集、管理和分析，并
将数据进行整合，转化为可指导决
策的见解。在其他能力差距方面，
必须解决高收入国家与低收入国家
之间，以及私营部门与公共部门之
间在发掘现有数据的巨大潜力方面
存在的能力差异，这些数据可在互
联网上通过成本不断降低的技术获
取。需要培养足够的数据素养，决策
者尤其如此，因为他们要依赖复杂

的数据分析模型结果来制定政策或
投资决策。
提升普通人群的数据素养，也是提
高粮食安全和营养状况风险群体的
能动性的有效方式。应特别注意在
各个层面培养对于现代统计和数
据科学充分的基本认知，具体做法
包括将这些主题纳入学校和学术课
程。
为此，我们建议：
• 各国政府制定有针对性的奖学金计
划，并由捐助方提供充足资金，确保
低收入国家的青年，尤其是女孩接受
到科学、技术、工程和数学学科教育；
• 各国政府采取行动，在中小学课程
中涵盖统计和数据科学内容，将相关
教育纳入公共教育计划的早期阶段；
• 国家统计局为所有年龄的工作人员
提供培训机会，提高他们使用开源软
件进行数据分析的能力，并表彰其取
得的成就；
• 联合国系统各组织和国际研究机构
增加相关电子学习平台提供的语言选
项，推动消除语言障碍；
• 国际组织与学术机构合作，制定数
据科学电子学习材料的质量标准，并
为针对现有开放式在线学习机会的客
观质量评估和排名建立框架，以确定
最有成效且最新的课程，并关注到质
量有待提高之处；
• 国际组织在需要分析国家和地方层
面的粮食安全和营养数据时，尽一切
努力与国家公共机构的青年专业人员
密切合作，避免地方能力被挤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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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善各级数据治理，
增进包容性，认可和
提高数据使用者及
生成者的能动性 
能动性指有能力发现自己的数据需
求，并能生成和使用数据，通过微观
与宏观之间双向数据流动来指导个
人和集体决策。将能动性作为粮食
安全和营养维度之一，对于粮食安
全和营养数据收集、分析和使用具
有重要影响。例如，报告强调，通过
协同努力，为促进各个层面粮食安
全和营养相关部门之间的数据共享
加强体制和治理安排，可以提高相
关各方的能动性，从而大大有利于
现有数据和新数据的有效使用。
我们强烈赞同并支持《2021年世界
发展报告》发出的呼吁，即努力建
立“新的数据社会契约—以信任为
基础，确保数据产生的价值得到公
平分配”（世界银行，2021，第17页）
。因此，必须加强数据收集、分析和
使用的作用，让最受粮食安全和营
养政策影响的群体能发表意见，包
括农民和其他粮食生产者、土著人
民、妇女、青年和弱势群体。在改善
粮食安全和营养状况以及实现食物
权方面采取基于人权的方针，需要
更多地关注作为权利方的公民及其
要求，即国家应作为责任方，承担起
保障这一权利的责任。数据可作为
一种赋能工具，用于检验政府主体
及相关私营部门是否履行其责任。

要培养能动性对于数据使用者和生
成者至关重要的意识，并提高能动
性，需要有利的政策环境和能力建
设。加强在数据生成和获取（尤其是
采用数字技术）方面的能动性，有助
于解决数据所有权和控制权失衡所
引发的道义问题，并减少不平等现
象。
为此，我们建议：
• 各国政府、国际组织、民间社会、私
营公司，以及公共和私营研究机构遵
守现有的数据和分析工具开放获取原
则，确保相关研究结果的可获取性和
可重复性，并随着开放获取原则和准
则的变化而不断调整，以提高数据的
可获取性；
• 如联合国统计委员会最近批准，所
有政府来源的农业及粮食安全和营养
相关数据均为“默认开放”；
• 各国政府及联合国系统的多边组织
致力于完善保护敏感数据和隐私的法
律框架，并针对其落实工作确立问责
制度；
• 粮农组织及联合国系统内职责范围
涵盖农业、粮食和营养领域的其他组
织根据FAIR原则（可查找、可访问、可
互操作和可重复使用）和CARE原则
（集体利益、控制权、责任和道德），制
定关于数据生成和使用的行为准则，
涵盖数据生成、整合和利用中的各类
行动，应考虑到粮食安全和营养数据
治理相关问题的多样性，包括权力失
衡、包容性、开放获取的可操作性和透
明度原则；粮农组织应成为农业、粮食
和营养数据集领域FAIR原则和CARE
原则认证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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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粮安委探索设立一项或多项粮食安
全和营养数据信托的可能性，可由粮
安委成员组成的一个分组作为受托
人，拥有可代表数据所有者作出决策
的合法权利，例如允许哪些人访问特
定数据以及用作何种用途；此种数据
信托可作为法律依据来处理全球粮食
安全和营养数据信托基金资助下所收
集数据的共享安排；
• 粮安委召开研讨会，评估农业、粮食
安全和营养领域的私有数据共享状
况，并考虑探索在粮食安全和营养领
域试行上述数据信托的可能性；
• 各国政府、国际组织、民间社会以及
信息通行行业的私营公司应采取适当
的数据协作举措，确保由私营机构生

成及存储的所有相关且非个人性质的
粮食安全和营养数据的可获取性；
• 在正当要求下，私营主体收集及存
储的个人数据有义务向各国政府和政
府间组织提供，用于研究和政策指导
目的，但应防止滥用以及侵犯隐私和
其他个人权利；
• 私营和公共部门与上述各方行为
主体共同参与包含科学政策互动的
分析过程，具体包括前瞻性分析（例
如Foresight4Food倡议）、DELPHI流
程，或者结合多种分析方法并纳入 
多方利益相关方和政策制定者的方 
针（例如研究食物环境的 INFORMAS
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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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级数据 通过研究、实验、自我填写调查问卷、访谈、实地观察等方
式收集的第一手数据。

传感器 传感器是一种测量物理或化学性质的设备。传感器包括但
不限于：标准传感器（如用于检测土壤湿度或跟踪动物）、
气象站和遥感（如使用卫星技术）。获取数字图像或视频的
传感器越来越多地用于捕捉现实。传感器包括固定传感器
和移动传感器（安装在拖拉机、机器人或无人机上）。纳米
计算机（如Raspberry）和微控制器（如Arduino）的发展，
推动并普及了传感器的使用，让大众可以获取。传感器通
常用于物联网应用。

大数据 海量、高速、多种类和/或高度真实的信息资产。这些资产
需要具有成本效益的创新型信息处理方式，以完善洞见、
决策和自动化流程（高德纳，日期不详）。

地理信息系统
（GIS）

使用软件工具来采集、存储、分析与位置相关的数据，并支
持数据可视化的系统。 

公民科学 积极动员公众参与信息收集，以助力推进科学知识、
填补科学与社会之间的差距的科学研究（Sauermann 
等，2020）。

供应（粮食安
全的一个维

度） 

有在数量和质量上足以满足个人膳食需求的食物，且食物
不含有害物质，在特定文化中可接受，通过国内生产或进
口供应（粮农组织，2006）。

获取（粮食安
全的一个维

度） 

有个人或家庭经济手段用于获得充足的食物，足以确保不
会危及或损害其他基本需求的满足；人人都能获得充足的
食物，包括弱势个人和群体（粮农组织，2006）。

机器学习 一种使用计算机自动化制定自动化解决方案来研究复杂
问题的人工智能类型。  

术语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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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互式语音应
答（IVR）

一种允许人类使用语音和双音多频（DTMF）用户交互界
面与计算机电话系统进行互动、从而提供并获取信息的技
术。 

决策支持系统 
（DSS）

指一套从各种来源收集和分析数据的、基于软件的系统，
目的是促进管理、运营和规划，或提出最佳解决路径建议
的决策过程。 

开放数据（开
放获取数据）

任何人都可以以任何目的自由使用、修改和共享的数据。
开放数据应满足以下四个特征（开放定义，日期不详） 
• 开放许可或状态：数据必须在公共领域里或根据开放
许可提供； 
• 获取：提供的数据必须是一个整体，收费不得超过合理
的一次性复制成本，并应可通过互联网免费下载。 
• 机器可读性：数据必须以便于计算机处理的形式提
供，并且数据的各个部分可以很容易地访问和修改。
• 开放格式：数据必须以一种开放的格式提供。开放格式
是指对其使用没有任何限制，无论是金钱上的还是其他方
面限制，并且可以用至少一个免费/自由/开源软件工具来
进行完全处理。 

可持续性（粮
食安全的一个

维度） 

粮食体系的做法有助于自然、社会和经济系统的长期再
生，确保当代人的粮食需求得到满足，同时又不损害子孙
后代的粮食需求（粮农组织，2018）。

利用（粮食安
全的一个维

度） 
有充足的膳食、清洁的水、卫生设施和医疗保健，以达到满
足所有生理需求的营养健康状态（粮农组织，2006）。  

粮食安全  “所有人在任何时候都能通过物质、社会和经济手段获得
充足、安全和富有营养的食物，满足其膳食需要和食物偏
好，过上积极和健康的生活的状况” （粮农组织，2001）。  

粮食不安全
体验分级表

(FIES)

可持续发展目标2项下的指标2.1.2是人口中的中度或重
度粮食不安全发生率，以粮食不安全体验分级表为基础。
该分级表是一种基于体验的创新性方法，用于衡量个人或
家庭层面粮食获取情况。它重点关注人们自主报告的、与
食物相关的行为以及因资源受限导致在食物获取方面遭
遇更大困难的经历（粮农组织，日期不详）。

粮食供应链 是粮食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涵盖从生产到贸易、加工、零
售、消费和废物处理的所有阶段和参与者，包括私营企业(
高专组，2017； 高专组，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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粮食体系 包括与粮食生产、加工、销售、烹饪和消费有关的各种要素
(环境、人、投入品、流程、基础设施、机构等)和活动以及这
些活动的产出，包括社会经济和环境结果（高专组，2014）
。粮食体系的三大构成要素为：粮食供应链、粮食环境以及
消费者行为（高专组，2017）。

能动性（粮食
安全的一个维

度） 

个人或群体有能力独立地就吃什么食物、生产什么粮食、
如何生产、加工和销售粮食以及参与塑造粮食体系的政策
进程做出选择（高专组，2020）。对能动性的保护需要社会
政治制度来维护治理结构，从而实现所有人的粮食安全和
营养（高专组，2020）。

普适计算 指随时随地实现或发生的计算的概念。普适计算已广泛
使用，特别是通过移动端计算——终端用户携带设备（如
手机，包括智能手机）在日常活动和情景中使用。移动计
算应用程序的基础可以是短信服务（SMS）、非结构化补
充服务数据（USSD）、聊天机器人、计算机辅助电话采访
（CATI），以及其他形式的应用程序，如基于开放数据工具
包（ODK）技术，如CommCare、TaroWorks等。

区块链技术（
或称分布式账

本技术）  

一种去中心化的分布式账本，将数据单元分解成共享区
块，用唯一的标识符以加密哈希的形式串联起来（世界银
行，2018）。

群智感知/众
感（或社群传

感）

指社群利用具有感应和计算能力的设备集体分享数据并
提取信息，测量、描绘社群共同关注的现象的范式（Kraft 
等，2020）。群智感知与个人感知范式不同，因为在后者
中，作为监测对象的现象属于个人用户，而群智感知关注
的现象通常不易通过单个用户或设备进行监测（Ganti, Ye 
和 Lei, 2011）。

人工智能
（AI） 

指能够执行通常与人类智能相关的任务的计算机系统理
论和开发。人工智能涵盖的具体领域包括机器学习、感
知、机器人和自然语言处理。计算机视觉和深度学习可用
于支持视觉感知。

社会梯度 一种描述健康与社会经济地位之间联系的现象，即健康
结果随着社会经济地位下降而下降（世卫组织，2013）。
因此，与社会经济地位较高的人相比，社会经济地位较
低的人健康状况较差，而且预期寿命往往较低（世卫组
织，2013）。 

食物权 食物权指每个人，单独或与他人一起，在任何时候都有权
在物质上和经济上获得充足的和文化上可接受的、以可持
续方式生产和消费的食物，并为子孙后代保留获取食物的
手段 (de Schutter，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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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粮食安全
委员会（粮安

委）

世界粮食安全委员会(粮安委)是最具包容性的国家和政
府间平台，使所有利益相关者能够以协调方式共同努力，
确保人人获得粮食安全和营养。粮安委通过联合国经济及
社会理事会(经社理事会)向联合国大会报告并同时向粮
农组织大会报告（粮农组织，日期不详）。

数据 代表有关世界特定方面的信息单位的任何一组编码符
号，可以以模拟或数字形式得以采集、生成、记录、存储和
传输。

数据分析工具 旨在出于特定目的或为回答特定研究问题取得分析成
果、用于指导现有数据的处理的一套成文规则。

数据生态系统 指一个多个参与方和实体相互作用，以提供、生产、交换和
消费数据的环境。数据生态系统提供了促进数据共享倡议
的创建、管理和可持续性等活动的环境。

数据整理 对数据进行积极和持续的管理，以提供更多的数据来源，
促进数据的发现和质量的保持，以便日后重新利用。 

数据治理 将数据作为战略性企业资产进行管理的跨职能框架。数
据治理规定了组织对其拥有的数据做决策的决定权和责
任。数据治理制定数据政策、标准和程序，并对遵守情况进
行监督。  

数据主权 考虑到数据所依据的当地法律、惯例和习俗的数据管理的
概念。 

数字孪生 指一种虚拟呈现，作为实体对象或系统的实时数字对应物
来协助决策。

微数据 通过普查、调查或实验收集的关于人口成员（如个人、家庭
或机构）特征的数据。 

稳定性 （粮食
安全的一个维

度） 

有能力在出现突发性冲击（如经济、健康、冲突或气候危
机）或周期性事件（如季节性粮食不安全）的情况下确保粮
食安全（粮农组织，2006）。  

物联网（IoT） 物联网指配备传感器、软件和其他技术的实物网络，通过
互联网与其他设备和系统链接并进行数据交换。物联网通
常与机器学习、分析、计算机视觉和机器人技术等其他技
术共同使用。

系统整合与聚
合

不同的系统可以聚合在一起，相互连接或链接，进行数据
或信息的共享和交换（例如通过应用编程接口，或API）。因
此，系统有可能从其他系统（即其他数据来源）收集数据，
并对这些来自多个来源的数据进行各种操作，如数据融
合、分析、总结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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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可视化 这是一个将数据转化为交互式、可视化形式的过程，从而
帮助或调动用户的思维和视觉能力，对数据进一步理解或
形成洞察。 

虚拟现实与增
强现实

虚拟现实（VR）是一个计算机生成的模拟环境，其中的物
体和场景似乎是真实的，给用户一种仿佛身处模拟环境的
沉浸式体验。增强现实（AR）是一种与真实世界环境互动
的体验，现实世界中的物体通过计算机生成的信息和特征
得到增强。

语义网 语义网技术支持创建基于网络的数据存储、构建词汇表和
本体论，编写数据处理规则。语义网的顶层堆栈是推理，即
运用规则对数据进行论证。 

元数据 提供关于其他数据的信息的数据，旨在帮助用户找到相关
信息、发现资源。各学科都有元数据标准; 为了确保有效，
元数据应当根据适当的元数据标准进行汇总和公布。 

云计算 云计算将资源和服务远程集中，便于多个用户使用，无需
用户在个人硬盘上存储资源或安装服务。

在线社交媒体 指的是通过数字网络进行分享和讨论的用户生成的信
息、意见、视频、音频和多媒体。

众包 众包通常指通过社交媒体和互联网动员一群人（众人）参
与，为实现某个共同目标（如解决问题、进行创新）协助收
集信息、想法、意见或其它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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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附表	1.
与粮食安全和营养数据相关的现有倡议举例	（包括数据库、资料库、数据
系统和分析工具），并依照粮食安全和营养的维度进行分类
概念框架的
层面 

粮食安全的不同维度

供应 稳定性 可持续性 获取 利用 能动性

宏观 自然资源基础
(粮农组织统计数
据库 – 土地使用
和土地覆盖；
粮农组织统计数
据库 – 土壤；
粮农组织统计数
据库 - 杀虫剂；
粮农组织统计数
据库 - 肥料；  
也请 参考 
此处；
全球水信息系
统；
全球渔业统计系
统)

地球观测
谷歌地球
粮农组织云平台
SEPAL

国际粮食商品库
存与贸易
(粮农组织统计数
据库–	贸易)

全球/区域
性粮食商品
库存和储备  
如：农产品
市场信息系
统(AMIS)

天气及其他
风险趋势和
预测
(全球气候风
险指数；
气温变化
(粮农组织统
计数据库 – 
 气候)
温室气体排放
(粮农组织统
计数据库 – 排
放；
也请 参考此
处 或此处)

国际粮食商品
价格 
（粮农组织粮
食价格指数， 
农产品市场信
息系统 
(AMIS)）；

食品成分
数据
 (食物成分数
据系统的国
际网络)
粮食安全
数据
(《食品法
典》)

中观 国内粮食供应
粮农组织统计
数据库	–	食物
平衡表(FBS)/供
应与利用核算
（SUA）
粮农组织统计
数据库	–	粮食和
饮食
粮农组织统计数
据库	–	贸易

粮农组织统计数
据库	–	生产

国家粮食库
存与储备 
粮农组织统
计数据库 – 
食物平衡表
(FBS)

国家粮食价格
指数]
(国际劳工统
计局数据库， 
数据众包平台 
Premise)

水和卫生
设施
（联合国儿
童基金会 - 
水、环境卫生
与个人卫生
(WASH)项
目）

国家和国际层
面的市场集中
度数据 (针对农
业生产要素、零
售等)

微观 本地粮食系统
农业普查和调研
50 x 2030，
农业调查(AGRI-
Survey50x 
2030)，生活水
平测量与研究 
– 农业综合调查
(LSMS-ISA)

早期预警信
息系统
(联合国粮农
组织 –全球
粮食和农业
信息及预警
系统；
饥荒预警系
统网络)
粮食安全阶
段综合分类
分析(IPC 分
析)

本地粮食价格
联合国粮食
计划署(WFP 
Data Viz)， 粮
农组织粮食价
格监测与分析
(FPMA)
家庭收入与消
费模式
家庭收入与支
出调查(HIES)
， 生活水平测量
与研究(LSMS)
粮食不安全体
验计量表(FIES)

家庭生活
条件
生活水平测
量与研究
(LSMS)， 
联合国儿童
基金会多指
标类集调查
(MICS)，人
口和健康调
查 (DHS) 

家庭用水可
及性

粮食不安全评
估调查
粮食不安全体
验计量表(FIES)
，全面粮食安全
和脆弱性评估
(CFSVA)， 等) 
(国际农业磋
商组织)妇女农
业自主权指数 
(WEAI)， 以及
其它女性赋权
指数；
农村生计信息
系统 (RuLIS)

个人(结果) 膳食摄入量/饮食质量；营养不良发生率及相关的健康结果
多指标类集调查(MICS)；人口和健康调查(DHS)；国家健康和营养调查，等等

缩略语： MICS = 多指标类集调查； DHS = 人口和健康调查； AMIS = 农产品市场信息系统； HIES = 家庭收入与支出调查 
N.A.= 不适用

https://www.fao.org/food-agriculture-statistics/data-release/data-release-detail/en/c/1417427/
https://www.fao.org/food-agriculture-statistics/data-release/data-release-detail/en/c/1417427/
https://www.fao.org/food-agriculture-statistics/data-release/data-release-detail/en/c/1417427/
https://www.fao.org/food-agriculture-statistics/data-release/data-release-detail/en/c/1397745/
https://www.fao.org/food-agriculture-statistics/data-release/data-release-detail/en/c/1397745/
https://www.fao.org/food-agriculture-statistics/data-release/data-release-detail/en/c/1417434/
https://www.fao.org/food-agriculture-statistics/data-release/data-release-detail/en/c/1417434/
https://www.fao.org/food-agriculture-statistics/data-release/data-release-detail/en/c/1417377/
https://www.fao.org/food-agriculture-statistics/data-release/data-release-detail/en/c/1417377/
https://www.fao.org/food-agriculture-statistics/data-release/data-release-detail/en/c/1329440/
https://www.fao.org/food-agriculture-statistics/data-release/data-release-detail/en/c/1329440/
https://www.fao.org/aquastat/en
https://www.fao.org/aquastat/en
https://www.fao.org/fishery/en/statistics
https://www.fao.org/fishery/en/statistics
https://earth.google.com/web/
https://sepal.io/
https://sepal.io/
http://www.amis-outlook.org/
http://www.amis-outlook.org/
http://www.amis-outlook.org/
https://www.fao.org/food-agriculture-statistics/data-release/data-release-detail/en/c/1396579/
https://www.fao.org/food-agriculture-statistics/data-release/data-release-detail/en/c/1396579/
https://www.fao.org/food-agriculture-statistics/data-release/data-release-detail/en/c/1396579/
https://www.fao.org/food-agriculture-statistics/data-release/data-release-detail/en/c/1413420/
https://www.fao.org/food-agriculture-statistics/data-release/data-release-detail/en/c/1413420/
https://www.fao.org/food-agriculture-statistics/data-release/data-release-detail/en/c/1413420/
https://www.fao.org/food-agriculture-statistics/data-release/data-release-detail/en/c/1318087/
https://www.fao.org/food-agriculture-statistics/data-release/data-release-detail/en/c/1318087/
https://www.fao.org/worldfoodsituation/foodpricesindex/en/
https://www.fao.org/worldfoodsituation/foodpricesindex/en/
http://www.amis-outlook.org/
http://www.amis-outlook.org/
http://www.amis-outlook.org/
https://www.fao.org/infoods/infoods/en/
https://www.fao.org/infoods/infoods/en/
https://www.fao.org/infoods/infoods/en/
https://www.fao.org/fao-who-codexalimentarius/home/en/
https://www.fao.org/fao-who-codexalimentarius/home/en/
https://www.fao.org/faostat/en/#home
https://www.fao.org/faostat/en/#home
https://www.fao.org/faostat/en/#home
https://www.fao.org/faostat/en/#home
https://ilostat.ilo.org/topics/inflation/
https://ilostat.ilo.org/topics/inflation/
https://www.unicef.org/wash
https://www.unicef.org/wash
https://www.unicef.org/wash
https://www.unicef.org/wash
https://www.unicef.org/wash
https://www.unicef.org/wash
https://www.fao.org/in-action/agrisurvey/en/
https://www.fao.org/in-action/agrisurvey/en/
https://www.fao.org/in-action/agrisurvey/en/
https://www.fao.org/in-action/agrisurvey/en/
https://www.fao.org/in-action/agrisurvey/en/
https://www.fao.org/in-action/agrisurvey/en/
https://www.fao.org/in-action/agrisurvey/en/
https://www.fao.org/giews/en/
https://www.fao.org/giews/en/
https://www.fao.org/giews/en/
https://www.fao.org/giews/en/
https://www.fao.org/giews/en/
https://www.ipcinfo.org/ipc-country-analysis/en/
https://www.ipcinfo.org/ipc-country-analysis/en/
https://www.ipcinfo.org/ipc-country-analysis/en/
https://www.ipcinfo.org/ipc-country-analysis/en/
https://fpma.apps.fao.org/giews/food-prices/tool/public/#/home
https://fpma.apps.fao.org/giews/food-prices/tool/public/#/home
https://fpma.apps.fao.org/giews/food-prices/tool/public/#/home
https://fpma.apps.fao.org/giews/food-prices/tool/public/#/home
https://fpma.apps.fao.org/giews/food-prices/tool/public/#/home
https://fpma.apps.fao.org/giews/food-prices/tool/public/#/home
https://www.ilo.org/surveyLib/index.php/catalog/HIES
https://www.ilo.org/surveyLib/index.php/catalog/HIES
https://www.ilo.org/surveyLib/index.php/catalog/HIES
https://www.ilo.org/surveyLib/index.php/catalog/HIES
https://www.fao.org/in-action/voices-of-the-hungry
https://www.fao.org/in-action/voices-of-the-hungry
https://mics.unicef.org/surveys
https://mics.unicef.org/surveys
https://mics.unicef.org/surveys
https://mics.unicef.org/surveys
https://www.dhsprogram.com/Data/
https://www.dhsprogram.com/Data/
https://www.dhsprogram.com/Data/
https://microdata.fao.org/index.php/catalog/Food-Security
https://microdata.fao.org/index.php/catalog/Food-Security
https://microdata.fao.org/index.php/catalog/Food-Security
https://microdata.fao.org/index.php/catalog/Food-Security
https://microdata.fao.org/index.php/catalog/Food-Security
https://microdata.fao.org/index.php/catalog/Food-Security
https://microdata.fao.org/index.php/catalog/Food-Security
https://weai.ifpri.info
https://weai.ifpri.info
https://weai.ifpri.info
https://weai.ifpri.info
https://www.fao.org/in-action/rural-livelihoods-dataset-rulis/data-application/data/by-indicator/en
https://www.fao.org/in-action/rural-livelihoods-dataset-rulis/data-application/data/by-indicator/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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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表
	2
.

风
险
、相
关
数
字
技
术
、主
要
利
益
相
关
方
和
风
险
缓
解
措
施
总
结
摘
要

风
险

风
险

描
述

与
风

险
相

关
的

数
字

技
术

主
要

利
益

相
关

方
 （

受
影

响
方

和
行

动
主

体
）

数
据

周
期

阶
段

风
险

缓
解

措
施

伦
理

、数
据

保
护

、信
任

、正
义

和
身

份
盗

窃
，以

及
其

他
侵

犯
隐

私
的

问
题

考
虑

不
周

全
的

数
字

化
，可

能
会

与
粮

食
安

全
和

营
养

概
念

中
的

人
权

与
正

义
方

面
产

生
冲

突
 

人
工

智
能

（
AI

）、
 机

器
人

等
等

粮
食

安
全

和
营

养
的

数
字

自
动

化
解

决
方

案
的

用
户

受
数

字
自

动
化

影
响

的
农

民
、粮

食
安

全
和

营
养

相
关

数
字

技
术

的
客

户
及

消
费

者（
无

论
其

是
否

为
数

字
自

动
化

解
决

方
案

的
用

户
）

（
设

计
、实

施
或

提
供

数
字

自
动

化
方

案
的

）粮
食

安
全

和
营

养
服

务
提

供
商

和
企

业
政

府
和

政
策

制
定

者（
例

如
适

当
监

管
）

民
间

社
会

组
织

特
殊

利
益

团
体

协
会（

如
农

民
协

会
、消

费
者

协
会

）

所
有

阶
段

制
定

并
颁

布
合

适
的

法
律

、法
规

和
政

策（
例

如
伦

理
、同

意
、隐

私
、数

据
保

护
、所

有
权

、公
平

竞
争

和
版

权
）

将
利

益
相

关
方

纳
入

数
字

自
动

化
的

需
求

分
析

、设
计

、试
点

和
实

施
采

用
透

明
、给

用
户

自
由

选
择

权
的

数
字

解
决

方
案

。算
法

开
发

人
员

、建
模

人
员

和
具

体
领

域
专

家
可

以
提

供
关

于
机

器
学

习
应

用
程

序
的

解
释（

对
应

用
程

序
作

出
的

决
策

进
行

解
释

）。
解

释
可

以
纳

入
应

用
程

序
的

知
识

库
和

结
果

输
出

用
户

能
力

建
设

。例
如

：为
用

户
提

供
信

息
；教

育
用

户
了

解
自

己
的

数
字

权
利

和
责

任
；确

保
用

户
在

使
用

相
关

技
术

上
接

受
培

训
或

得
到

支
持

；为
用

户
使

用
所

需
的

数
字

基
础

设
施

和
数

字
资

源
创

造
有

利
环

境
，等

等

权
力

不
对

称
、数

据
获

取
不

公
平

、消
极

的
专

有
知

识
产

权
制

度
、不

符
合

伦
理

的
跟

踪
和

定
位

，以
及

粮
食

安
全

和
营

养
数

据“
所

有
权

”的
市

场
支

配
地

位
、数

据
隐

私
和

控
制

数
据

、人
工

智
能

、云
计

算
，

等
等

使
用

收
集

或
处

理
粮

食
安

全
和

营
养

数
据

的
数

字
化

应
用

程
序

的
用

户
作

为
数

据
来

源
和

收
集

对
象

的
农

民
、粮

食
安

全
和

营
养

相
关

数
字

技
术

的
客

户
及

消
费

者
等

等（
无

论
是

否
为

数
字

化
应

用
程

序
的

用
户

）
（

设
计

、实
施

或
提

供
用

于
数

据
收

集
或

处
理

、大
数

据
、云

计
算

等
的

数
字

化
应

用
程

序
的

）粮
食

安
全

和
营

养
服

务
提

供
商

和
企

业
政

府
和

政
策

制
定

者（
例

如
适

当
监

管
）

民
间

社
会

组
织

特
殊

利
益

团
体

协
会（

如
农

民
协

会
、消

费
者

协
会

）

所
有

阶
段

制
定

并
颁

布
合

适
的

法
律

、法
规

和
政

策（
例

如
伦

理
、同

意
、隐

私
、数

据
保

护
、所

有
权

、公
平

竞
争

和
版

权
）

采
用

负
责

任
的

研
究

和
创

新
方

式
保

护
社

会
中

粮
食

安
全

和
营

养
利

益
相

关
方

中
的

潜
在

弱
势

群
体

将
利

益
相

关
方

纳
入

数
字

技
术

的
需

求
分

析
、设

计
、试

点
和

数
字

技
术

的
实

施
中

针
对

粮
食

安
全

和
营

养
方

面
需

求
和

优
先

事
项

，规
划

以
政

策
为

驱
动

的
战

略
性

综
述

预
测

并
解

决
与

粮
食

安
全

和
营

养
数

据“
所

有
权

”以
及

数
据

隐
私

和
控

制
相

关
的

关
切

和
需

求
考

虑
数

字
技

术
的

间
接

和
长

期
影

响
为

粮
食

安
全

和
营

养
利

益
相

关
方

创
造

空
间

，思
考

数
字

化
将

如
何

影
响

现
有

的
粮

食
安

全
和

营
养

创
新

体
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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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风
险

风
险

描
述

与
风

险
相

关
的

数
字

技
术

主
要

利
益

相
关

方
 （

受
影

响
方

和
行

动
主

体
）

数
据

周
期

阶
段

风
险

缓
解

措
施

数
据

质
量

数
据

收
集

过
程

中
的

主
观

性
在

线
社

交
媒

体
、众

包
、

移
动

计
算

，
等

等

粮
食

安
全

和
营

养
数

据
分

析
师

和
研

究
员

（
设

计
、实

施
或

提
供

基
于

在
线

社
交

媒
体

、众
包

、移
动

计
算

等
方

式
的

粮
食

安
全

和
营

养
应

用
程

序
的

）粮
食

安
全

和
营

养
服

务
提

供
商

和
企

业
使

用
基

于
在

线
社

交
媒

体
、众

包
、移

动
计

算
等

粮
食

安
全

和
营

养
应

用
程

序
的

用
户

作
为

数
据

来
源

和
收

集
对

象
的

农
民

、粮
食

安
全

和
营

养
相

关
数

字
技

术
的

客
户

及
消

费
者

等
等（

无
论

是
否

为
使

用
基

于
在

线
社

交
媒

体
、众

包
、移

动
计

算
等

粮
食

安
全

和
营

养
应

用
程

序
的

用
户

）

数
据

收
集

、检
索

和
管

理
阶

段

用
其

他
更

客
观

的
数

字
技

术
或

方
法

加
以

补
充

现
实

世
界

的
挑

战
（

精
力

分
散

、天
气

等
）

物
联

网
、传

感
器

、机
器

人
、

众
包

、移
动

计
算

，等
等

粮
食

安
全

和
营

养
数

据
分

析
师

和
研

究
员

（
设

计
、实

施
或

提
供

基
于

物
联

网
、传

感
器

、机
器

人
、众

包
、移

动
计

算
等

方
式

的
粮

食
安

全
和

营
养

的
应

用
程

序
的

）粮
食

安
全

和
营

养
服

务
提

供
商

和
企

业
使

用
基

于
物

联
网

、传
感

器
、机

器
人

、众
包

、移
动

计
算

等
方

式
的

粮
食

安
全

和
营

养
应

用
程

序
的

用
户

作
为

数
据

来
源

和
收

集
对

象
的

农
民

、粮
食

安
全

和
营

养
相

关
数

字
技

术
的

客
户

及
消

费
者

等
等（

无
论

是
否

为
使

用
基

于
物

联
网

、传
感

器
、机

器
人

、众
包

、移
动

计
算

等
粮

食
安

全
和

营
养

应
用

程
序

的
用

户
）

 

数
据

收
集

、检
索

和
管

理
阶

段

对
在

现
实

世
界

中
部

署
的

数
字

技
术

进
行

持
续

监
测

、测
试

、校
准

和
完

善
针

对
从

现
实

世
界

中
部

署
的

数
字

技
术

所
获

的
粮

食
安

全
和

营
养

数
据

或
执

行
的

任
务

，使
用

其
他

数
字

技
术

加
以

补
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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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
险

风
险

描
述

与
风

险
相

关
的

数
字

技
术

主
要

利
益

相
关

方
 （

受
影

响
方

和
行

动
主

体
）

数
据

周
期

阶
段

风
险

缓
解

措
施

数
据

质
量

过
度

依
赖

于
仅

收
集

或
仅

处
理

定
量

数
据

的
数

字
技

术
，可

能
会

淡
化

原
本

可
以

从
定

性
数

据
中

捕
捉

到
的

某
些

重
要

的
细

微
差

别

某
些

基
于

手
机

的
数

据
采

集
应

用

粮
食

安
全

和
营

养
数

据
分

析
师

和
研

究
员

（
设

计
、实

施
或

提
供

仅
收

集
或

处
理

定
量

数
据

的
粮

食
安

全
和

营
养

安
全

数
字

技
术

的
）粮

食
安

全
和

营
养

服
务

提
供

商
和

企
业

使
用

仅
收

集
或

仅
处

理
定

量
数

据
的

粮
食

安
全

和
营

养
数

字
技

术
的

用
户

作
为

数
据

来
源

和
收

集
对

象
的

农
民

、粮
食

安
全

和
营

养
相

关
数

字
技

术
的

客
户

及
消

费
者

等
等（

无
论

是
否

为
仅

收
集

/仅
处

理
定

量
数

据
的

粮
食

安
全

和
营

养
数

字
技

术
的

用
户

）

所
有

阶
段

补
充

使
用

可
以

采
集

或
处

理
定

性
数

据
的

补
充

性
数

字
技

术
或

方
法

不
同

的
粮

食
安

全
和

营
养

数
据

集
之

间
的

互
操

作
性

较
差（

甚
至

在
某

些
情

况
下

没
有

互
操

作
性

）

大
数

据
、云

计
算

、物
联

网
粮

食
安

全
和

营
养

数
据

分
析

师
、研

究
员（

以
及

使
用

收
集

、储
存

管
理

或
处

理
数

据
的

粮
食

安
全

和
营

养
应

用
程

序
的

用
户

）
（

设
计

、实
施

或
提

供
收

集
存

储
、管

理
或

处
理

数
据

的
粮

食
安

全
和

营
养

应
用

程
序

的
）

粮
食

安
全

和
营

养
服

务
提

供
商

和
企

业
政

府
和

政
策

制
定

者
同

业
交

流
圈

民
间

社
会

组
织

所
有

阶
段

支
持

标
准

化
和

改
善

互
操

作
性

方
面

的
努

力（
例

如
运

用
知

识
本

体
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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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
险

风
险

描
述

与
风

险
相

关
的

数
字

技
术

主
要

利
益

相
关

方
 （

受
影

响
方

和
行

动
主

体
）

数
据

周
期

阶
段

风
险

缓
解

措
施

能
力

、公
平

、
可

扩
展

性
和

可
持

续
性

问
题

数
字

技
术

涉
及

相
对

较
高

的
基

础
设

施
成

本
和

人
员

能
力

成
本

与
粮

食
安

全
和

营
养

相
关

的
所

有
新

生
和

新
兴

数
字

应
用

程
序

与
粮

食
安

全
和

营
养

相
关

的
新

生
和

新
兴

数
字

应
用

程
序

的
潜

在
及

活
跃

用
户

（
设

计
、实

施
或

提
供

粮
食

安
全

和
营

养
方

面
新

生
和

新
兴

数
字

应
用

程
序

的
）粮

食
安

全
和

营
养

服
务

提
供

商
和

企
业

粮
食

安
全

和
营

养
数

据
分

析
师

和
研

究
员

政
府

和
政

策
制

定
者

出
资

机
构

特
殊

利
益

团
体

协
会（

如
农

民
协

会
、消

费
者

协
会

）和
同

业
交

流
圈

民
间

社
会

组
织

所
有

阶
段

挖
掘

合
作

机
会

支
持

这
些

方
面

的
工

作
：提

高
科

技
的

可
及

性
和

可
负

担
性

，确
保

数
据

和
系

统
的

互
操

作
性

，开
发

并
使

用
开

源
工

具
建

设
、提

升
人

员
能

力
。比

如
：核

心
数

据
能

力
培

训（
如

数
据

分
析

、信
息

可
视

化
、解

释
和

决
策

）；
教

育
用

户
支

持
数

据
周

期
过

程
等

等
教

育
数

据
所

有
者

和
数

据
生

产
者

了
解

隐
私

、授
权

、数
据

使
用

、数
据

所
有

权
及

其
拥

有
的

权
利

以
负

责
任

的
方

式
开

展
数

字
化

可
扩

展
性

和
可

持
续

性
问

题
与

粮
食

安
全

和
营

养
相

关
的

所
有

新
生

和
新

兴
数

字
应

用
程

序

与
粮

食
安

全
和

营
养

相
关

的
新

生
和

新
兴

数
字

应
用

程
序

的
潜

在
及

活
跃

用
户

（
设

计
、实

施
或

提
供

粮
食

安
全

和
营

养
方

面
新

生
和

新
兴

数
字

应
用

程
序

的
）粮

食
安

全
和

营
养

服
务

提
供

商
和

企
业

粮
食

安
全

和
营

养
数

据
分

析
师

和
研

究
员

政
府

和
政

策
制

定
者

出
资

机
构

特
殊

利
益

团
体

协
会（

如
农

民
协

会
、消

费
者

协
会

）和
同

业
交

流
圈

民
间

社
会

组
织

所
有

阶
段

不
断

展
示

使
用

数
字

技
术

的
益

处
和

积
极

成
果

采
用

跨
学

科
、相

互
关

联
的

方
法

认
识

到
多

利
益

相
关

方
环

境
中

对
学

习
、反

馈
、伙

伴
关

系
和

联
合

行
动

的
需

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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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3:
按最新一次农业普查日期分组国家列表
过去10年未开展农业普查 
（2012-2022）

过去20年未开展农业普查 
（2002-2022）

无农业普查纪录

阿尔及利亚 阿尔及利亚 安道尔

阿富汗 安道尔 法罗群岛

阿拉伯联合酋长国 巴巴多斯 古巴

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 巴布亚新几内亚 马尔代夫

埃塞俄比亚 巴哈马 摩纳哥

安道尔 巴林 南苏丹

安提瓜和巴布达 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 圣马力诺

巴巴多斯 布隆迪 土库曼斯坦

巴布亚新几内亚 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 托克劳

巴哈马 多米尼加共和国 乌克兰

巴基斯坦 多米尼克

巴拉圭 厄瓜多尔

巴林 厄立特里亚

巴拿马 法罗群岛

北马其顿 刚果民主共和国

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 古巴

布隆迪 圭亚那

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 洪都拉斯

多米尼加共和国 吉布提

多米尼克 津巴布韦

厄瓜多尔 喀麦隆

厄立特里亚 科威特

法罗群岛 肯尼亚

刚果民主共和国 利比里亚

古巴 利比亚

圭亚那 卢旺达

哈萨克斯坦 马尔代夫

海地 毛里塔尼亚

黑山 摩纳哥

洪都拉斯 南苏丹

吉布提 尼日利亚

吉尔吉斯斯坦 塞拉利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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津巴布韦 圣多美和普林西比

喀麦隆 圣马力诺

科威特 圣文森特和格林纳丁斯

肯尼亚 苏丹

黎巴嫩 所罗门群岛

利比里亚 索马里

利比亚 土耳其

卢旺达 土库曼斯坦

马尔代夫 托克劳

马拉维 文莱达鲁萨兰国

马来西亚 乌克兰

马里 乌兹别克斯坦

毛里塔尼亚 新加坡

蒙古国 伊拉克

缅甸 赞比亚

摩尔多瓦共和国 乍得

摩纳哥 中非共和国

莫桑比克 安哥拉*

南苏丹 贝宁*

尼加拉瓜 几内亚比绍*

尼日尔 卡塔尔*

尼日利亚 马绍尔群岛#

萨尔瓦多 圣基茨和尼维斯*

塞拉利昂

塞舌尔

圣多美和普林西比

圣卢西亚

圣马力诺

圣文森特和格林纳丁斯

苏丹

苏里南

所罗门群岛

索马里

特立尼达和多巴哥

土耳其

土库曼斯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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托克劳

危地马拉

委内瑞拉（玻利瓦尔共和国）

文莱达鲁萨兰国

乌干达

乌克兰

乌拉圭

乌兹别克斯坦

新加坡

牙买加

也门

伊拉克

赞比亚

乍得

中非共和国

安哥拉*

贝宁*

布基纳法索*

几内亚比绍*

卡塔尔*

科摩罗*

马达加斯加*

马绍尔群岛#

圣基茨和尼维斯*

92 55 10

*过去10年或20年中未开展农业普查，但目前参与2020年世界农业普查方案（WCA）的国家
#目前参与人口与住房普查（PHC）中农业模块（AM）的国家
来源：粮农组织统计司农业普查小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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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4:
土著数据治理的CARE原则
集体利益 C1	包容性发展和创新 C2治理和公民参与改善 C3公平的结果

控制权 A1认可权利和利益 A2	用于治理的数据 A3	数据的治理

责任 R1	积极的关系 R2	提升能力 R3土著语言和世界观

伦理 E1伤害最小化、利益最大化 E2正义 E3	未来使用

来源：国际研究数据联盟	
国际土著数据主权利益集团,	2019	
https://static1.squarespace.com/static/5d3799de845604000199cd24/t/5da9f4479ecab221ce848fb2/1571419335217/CARE+Principles_
One+Pagers+FINAL_Oct_17_2019.pdf

https://static1.squarespace.com/static/5d3799de845604000199cd24/t/5da9f4479ecab221ce848fb2/1571419335217/CARE+Principles_One+Pagers+FINAL_Oct_17_2019.pdf
https://static1.squarespace.com/static/5d3799de845604000199cd24/t/5da9f4479ecab221ce848fb2/1571419335217/CARE+Principles_One+Pagers+FINAL_Oct_17_2019.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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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物权是一项基本人权，但全球仍有许多人无法有保障地获得所需食
物。高质量数据及准确的数据分析，对于设计、监测和评估有效的粮食
安全和营养政策至关重要。在确保对政府政策进行问责以及监测其实
施和影响方面，数据也具有重要作用。新技术引发的数据革命推动可用
数据的数量和种类成倍增加。这为掌握粮食体系状况和推动变革提供
了宝贵机遇，但也带来了新的挑战，如果处理不当，可能会加深不平等
现象。本报告介绍了粮食安全和营养数据收集、分析及使用方面的内在
复杂性和涵盖的多个维度（包括经济、社会、制度、政治、法律和技术维
度）；所涉及的用户类型；可将数据用于粮食安全和营养工作的多种不
同用途；以及现有挑战。本报告还提出了可行建议，以加强数据在确保
人人享有粮食安全和营养方面的作用。

CC1865Z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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