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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lphi法构建食品生产企业食品安全管理能力评价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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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构建适用于食品生产企业的食品安全管理能力评价指标体系，为食品生产企业的食品安全管理能
力建设提供科学的理论框架。方法：在查阅文献的基础上初步建立食品安全管理能力评价体系框架，邀请相关领域
的专家对该框架进行2轮专家咨询，根据专家意见和统计分析结果筛选和确定指标，并用层次分析法构建层次模型，
确定各项指标权重系数。结果：2轮专家咨询的积极系数分别为84%和100%；专家权威系数为0.826；第1轮咨询各级
指标协调系数分别为0.439，0.323，0.324；第2轮咨询各级指标协调系数分别为0.607，0.351，0.368，差异均有统计
学意义(P<0.001)；经过2轮专家咨询后建立了食品生产企业食品安全管理能力评价指标体系，该指标体系由5个一级
指标、18个二级指标和32个三级指标构成，并具有相应的权重。结论：本研究咨询的专家具有较高的积极性、权威
性，较好的协调性，筛选出的指标比较全面且合理，可为食品生产企业食品安全管理能力的评价提供依据。
[关键词] Delphi法；食品生产企业；管理能力评价；指标体系

Establishment of evaluation system on food safety
management capacity for food production enterprises by
Delphi method
WANG Yashi1, HOU Zhen2, REN Guofeng1
(1. Xiangya School of Public Health, Central South University, Changsha 410078;
2. Health and Family Planning Supervision Bureau of Hunan Province, Changsha 410008, China)

ABSTRACT

Objective: To construct an evaluation indicator system on food safety management capacity for
food production enterprises by Delphi method, and to provide a scientific theoretical framework
for food safety management capacity for food enterprises.
Methods: A framework for the evaluation system on food safety management capabilities was
established and experts in relevant fields were invited to conduct 2 rounds of expert consultation.
Indicators were selected and determined based on expert opinions and statistical analysis resul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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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hierarchical model was constructed by the analytic hierarchy process to determine the weight
coefficients of each indicator.
Results: The positive coefficients of the two rounds of expert consultation were 84% and 100%,
and the coefficient of experts’ authority was 0.826. The coordination coefficients of the indicators in
the first round of consultation were 0.439, 0.323 and 0.324, and they were 0.607, 0.351, and 0.368
in the second round, respectively, with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P<0.001). The evaluation
index system of food safety management capacity for food production enterprises was established
after the two rounds of expert consultation, and the system consisted of 5 indicators for the first
level, 18 indicators for the second level and 32 indicators for the third level, with corresponding
weights.
Conclusion: The enthusiasm, authority and concordance of experts during this consultation are
good, and the selected indicators are reasonable and comprehensive, which can provide a basis for
the evaluation of food safety management capabilities for food enterpris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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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品是维系个体生存和发展的物质基础，关
系到人民群众的身体健康和国家经济发展与社会稳
定，也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要组成部分[1]。食品
生产企业作为食品的直接生产和经营者，与人们的
生活质量、健康水平密切相关，对我国国计民生和
经济发展都有重大影响。近年来食品安全恶性事件
频发，使得食品安全问题成为了社会热点问题 [2-3]。
《食品安全法》规定企业是食品安全第一责任人。
食品生产企业是否具有社会责任意识对于确保食品
安全十分重要[4]。目前我国食品生产企业经营者和从
业人员的食品安全和质量意识参差不齐；部分企业
质量控制及食品安全管理制度落实不到位；特别是
中小型企业的食品安全管理体系不健全[5]。如何提高
食品生产企业的食品安全管理水平，完善各级政府
的食品监管体系，对于保证消费者获得安全可靠的
食品至关重要。本研究在文献研究的基础上，从食
品生产企业入手，通过系统分析其在食品安全管理
上存在的问题，运用Delphi法构建一套食品安全管理
能力评价体系，以期为我国的食品生产企业，特别
是大中型食品生产企业的食品安全管理体系建设提供
一定的参考依据。

1 资料与方法
1.1 确定指标体系框架
在全面查阅食品安全管理相关文献的基础上，
参考《食品安全法》的相关内容，以及阅览中国食
品安全网等网站相关内容，初步提出食品生产企业
食品安全管理能力评价指标体系，一级指标包括资

源管理、计划管理、生产管理、质量管理、监管与
控制5项，初步设计17个二级指标及28个三级指标，
对食品生产企业的食品安全管理能力进行评价。
1.2 Delphi专家咨询
本研究于2017年12月至2018年3月共进行2轮专
家咨询，采用目的抽样和方便抽样相结合的原则，
从湖南省食品安全专家委员会专家库成员中选择25
位专家作为咨询对象，入选的条件包括：1)卫生监
督机构或高等院校研究人员；2)中级以上职称；3)具
有10年以上从事食品安全相关工作或相关研究的经
验。专家咨询表以电子邮件的方式进行发放，第1轮
问卷咨询是为了对初步指标体系进行修改和完善，
对回收的咨询结果进行总结和分析，修改描述表达
不准确的指标，删掉专家们集中认为重要性低或者
实际操作中不可行的指标，以及添加未考虑到的指
标。指标的筛选标准：要求同时满足重要性赋值均
数>3.50，变异系数<0.25[6]，第1轮咨询中删除30%以
上的专家认为不可行的指标，第2轮咨询中删除50%
以上的专家认为不可行的指标 [7]。根据第1轮咨询结
果设计出第2轮专家咨询问卷，请专家们对新的指标
进行重要性和可行性评价，将第2轮的专家评分作为
最终结果[8]，筛选出最终的食品安全管理能力综合评
价体系。
1.3 统计学处理
采用Excel和SPSS 23.0软件对专家咨询的结果
进行数据分析，包括专家的基本情况统计、专家的
积极系数、权威系数、协调系数及专家意见集中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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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1)专家的基本情况：描述各专家的年龄、学历、
职称等基本情况。2)专家积极系数：以问卷回收率反
映专家的积极性[9]，问卷回收率=收回的问卷数/发出
的问卷数。3)专家权威系数：指专家的自我评价，
取决于专家对研究问题的判断依据和对问题的熟悉
程度。权威系数等于判断系数和熟悉程度系数的算
术平均值[10]，一般认为专家权威系数≥0.70即可以接
受 [11]。专家对问卷内容的熟悉程度分为很熟悉、较
熟悉、一般熟悉、稍微了解和不熟悉，并分别赋值
1.0，0.8，0.6，0.4，0.2；专家的判断依据分为理论分
析、工作经验、参考文献、同行了解、直觉感受5个
部分，并分别赋值1.0，0.8，0.6，0.4，0.2。4)专家协
调系数：肯德尔协调系数(w)表示专家对一组指标或
全部指标的协调程度 [12]，取值在0~1之间， w 越大，
表示专家协调程度越好，采用χ2检验，P<0.05为差异
有统计学意义。5)专家意见集中程度：反映专家对
各个指标的意见集中程度，用各指标得分的算术平
均值及变异系数表示 [13]。各评估指标得分的平均值
Mj越大，则对应的指标的重要性越高；变异系数Vj越
小，专家的意见集中程度越高。6)评价指标体系权重
的计算：权重系数是权衡被评价事物中各指标相对
重要程度的量值，利用Saaty层次分析法 [14]计算指标
的权重系数，根据专家对维度的相对重要性对比打
分、建立判断优选矩阵计算来确定 [15]。基本步骤：
①建立递阶层次结构，构建维度层、目标层和指标
层等层次结构模型；②构造各层次的判断矩阵，通
过专家打分对同层次指标因素进行两两比较，建立
判断矩阵 [16]；③计算权重值，对同一层次指标进行
两两对比评分，最终得到中间层和指标层各指标的
权重。

2结 果
2.1 专家基本情况
两次专家咨询所选择的专家都符合入选标准，
专家组由21位来自卫生行政部门(省卫监局等)、卫生
监督机构(省食药局等)及科研院校等相关领域的专家
组成，具体信息详见表1。
2.2 专家积极性
共进行了2轮咨询，第1轮发出咨询问卷25份，
收回21份，有效回收率为84%；第2轮发出问卷21
份，回收21份，有效回收率为100%。2轮咨询的专家
积极系数分别为84%和100%，其中第1轮提出意见的
专家为5人，第2轮没有专家提出修改意见，表明第2
轮专家咨询中，专家的意见趋于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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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专家基本信息
Table 1 Basic information of experts
项目

人数

构成比/%

男

13

61.9

女

8

38.1

1

4.8

11

52.4

9

42.8

10~19

1

4.8

20~29

13

61.9

30~39

7

33.3

正高

12

57.1

副高

9

42.9

博士

10

47.6

硕士

4

19.0

本科

7

33.3

卫生行政部门

4

19.0

监督管理机构

11

52.4

6

28.6

性别

年龄/岁
<45
45~50
>50
从事专业年限/年

职称

学历

工作领域

科研院校

2.3 专家权威系数
专家咨询熟悉程度Cs=0.844，判断依据Ca=
0.808，专家权威系数Cr=(Cs+Ca)/2= 0.826>0.70，表明
专家的权威度较高，结果具有较好的可靠性。
2.4 专家协调程度
第1轮专家咨询，一、二、三级指标的协调系数
分别为0.439，0.323，0.324；第2轮专家咨询，一、
二、三级指标的协调系数分别0.607，0.351，0.368，
各级指标的协调系数均有所提高。经χ2检验，可以认
为结果可信(P<0.001，表2)。
2.5 专家意见集中程度
通过专家咨询结果显示：第1轮指标的重要
性得分为3.857~5.000(4.617 ± 0.665)，变异系数范围
为0~0.221；第2轮指标的重要性得分为3.857~5.000
(4.381±0.562)，变异系数范围为0~0.151，专家对指标
的意见较集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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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表2 两轮专家意见协调系数及χ 检验

Table 2 Harmonious coeﬃcients and Chi-square test in the 2 rounds of consultations
项目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第1轮

第2轮

第1轮

第2轮

第1轮

第2轮

专家数

21

21

21

21

21

21

指标数

5

5

17

18

28

32

0.439

0.607

0.323

0.351

0.324

0.368

χ2

46.857

50.970

108.514

125.202

183.494

239.624

P

<0.001

<0.001

<0.001

<0.001

<0.001

<0.001

协调系数

2.6 评价指标体系的权重确定
根据第1轮专家咨询情况，参考专家意见，增加
了1个二级指标、4个三级指标，修改了1个三级指标
的描述，形成了第2轮咨询中的指标体系，第2轮专家
咨询结果没有修改意见，形成最终的指标体系。通
过专家打分建立判断矩阵(表3)。
0.919 
0.895 


计 算 初 始 权 重 系 数 Wi′ = 1.050  ， 归 一 化 处


1.170 
0.990 

的最大特征根 λ ma x=5，进行一致性检验，判断矩
阵一致性指标(consistency indicator， CI) =( λ max– n )/
(n–1)=(5–5)/4=0<0.1，证明该判断矩阵无逻辑混乱，
计算所得的各项权重可以接受。进一步计算随机一
致性比例CR=CI/RI，其中CI=0，RI为平均随机一致
性指标。查RI值表可知，当n=5时，RI=1.12，CR=CI/
RI=0/1.12=0<0.1，认为各项权重判断无逻辑错误，
可以接受。资源管理权重为0.183，计划管理权重
为0.178，生产管理权重为0.209，质量管理权重为
0.233，监管与控制权重为0.197，同理计算目标层和
指标层权重，得到最终组合权重系数(表4)。

0.183 
0.178 


理得到权重系数 Wi = 0.209  ，由此推算出该矩阵


0.233 
0.197 

表3 维度层判断矩阵
Table 3 Judgment matrix of dimension layer
维度层指标

资源管理

计划管理

生产管理

质量管理

监管与控制

资源管理

1.000

1.027

0.875

0.786

0.928

计划管理

0.974

1.000

0.852

0.765

0.904

生产管理

1.143

1.173

1.000

0.898

1.060

质量管理

1.273

1.307

1.114

1.000

1.181

监管与控制

1.078

1.107

0.943

0.847

1.000

Delphi法构建食品生产企业食品安全管理能力评价体系 王雅士，等

441

表4 指标体系及其权重
Table 4 Indicator system and weight value
一级指标

权重系数

二级指标

权重系数

三级指标

资源管理

0.183

人员构成

0.337

专业人员比例

0.253

0.016

本科以上学历人员比例

0.218

0.013

管理人员从事工作年限

0.253

0.016

对从业人员的培训和考核

0.277

0.017

厂房建设

0.362

0.024

基础设施

计划管理

生产管理

质量管理

监管与控制

0.178

0.209

0.233

0.197

0.365

权重系数 组合权重系数

化验室的建立

0.339

0.023

现代化自动流水线

0.300

0.020

信息技术管理

0.298

信息技术应用情况

—

0.055

成本管理

0.220

有效降低成本取得最大产出

—

0.039

客户管理

0.235

生产营销模式以客户为导向

—

0.042

供应商管理

0.280

与固定供应商合作

0.305

0.015

供应商的信用管理

0.332

0.017

供应商原料合格性要求

0.363

0.018

组织管理

0.265

食品安全管理体系组织结构

—

0.047

产品计划

0.309

产品形成流程的规划情况

—

0.065

生产技术与方法

0.347

企业的技术水平

0.535

0.039

企业的创新实力

0.465

0.034

现场管理

0.343

现场与关键控制点是否矛盾

—

0.072

原料管理

0.205

食品进货查验记录

0.503

0.024

原材料的管理机制

0.497

0.024

生产过程控制

0.216

生产过程规范流程

0.513

0.026

质量安全控制机制

0.487

0.025

出厂检验

0.205

食品安全的检验工作

0.511

0.024

出厂检验记录制度

0.489

0.023

运输及销售

0.185

运输设备无毒无害处理

0.265

0.011

销售场地检查

0.236

0.010

销售与售后的配套措施

0.230

0.010

食品安全信息可追溯体系

0.270

0.012

产品质量监督抽检及处罚

0.189

是否存在违法行为处罚

—

0.044

产品自查

0.350

食品安全自查制度

—

0.069

产品召回管理

0.335

产品召回制度

—

0.066

产品纠偏

0.316

产品纠偏的管理流程

—

0.062

3讨 论
我国对食品安全问题的相关研究多从整体上研
究食品安全的现状、问题，也有从监管角度构建指
标体系，如食品安全政府监管能力、监管绩效评估
等，还有从供应链、生产环节的角度来构建食品安
全管理体系框架。国丽影 [17]基于全面质量管理(total
quality management，TQM)和危害分析和关键控制
点(hazard analysis and critical control point，HACCP)两
种管理方法建立生产环节食品安全管理体系框架，
侧重于企业加工制造环节的问题。国外针对食品生
产企业、餐饮企业的食品质量管理体系进行的相关

评价研究，主要从宏、微观角度考虑或从监管政策角
度出发构建食品质量安全评价指标体系。Boxstael等[18-19]
考虑食品本身质量问题、食品安全信息、控制措
施、外部环境四个方面的因素构建了食品生产企业
的食品质量安全评价指标体系。Yapp等[20]从企业本身
和监管政策两个角度出发，构建了评价食品生产企
业食品安全的评价指标体系。以整个食品生产企业
的食品安全管理能力作为研究对象制订管理能力评
价指标体系的研究处于空白，本研究针对食品生产
企业的特殊性，建立一套科学、合理、具有普遍适
用价值的管理能力评价方法和工具，对食品生产企
业进行量化评价，这对于评价食品生产企业管理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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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Delphi法的核心是通过匿名方式进行几轮函询征
求专家们的意见，关键是专家的选择和原始指标体
系的拟定。本研究高度重视了Delphi法咨询专家的权
威性、可靠性 [21]，邀请的专家全部为副高及以上职
称，在食品安全领域的平均工作年限大于20年，具
有较好的代表性。两轮咨询专家的积极性较高，结
果真实可信。专家权威程度较高，保证了指标结果
的可靠性和科学合理性。第2轮函询中各级指标的协
调系数均超过了第1轮，专家的意见趋于一致，说明
本研究较好地综合了各专家的意见，指标评价结果
可取。
层次分析法是权重计算的常用方法，是一种
将定性与定量分析方法相结合的多目标决策分析方
法 [22]，可简便解决多目标、多准则、无结构特性的
复杂决策问题 [23]。相比直接赋予比值的方法，该方
法具有良好的可实施性和科学性，评价结果具有切
实性和合理性[24]。从本指标体系中5个一级指标的指
标权重来看，质量管理和生产管理权重系数最高(分
别为0.233和0.209)，体现了两者在评价食品生产企业
管理能力中的核心地位，是影响食品生产企业食品
安全管理能力的重要因素；之后依次为监管与控制
(0.197)、资源管理(0.183)、计划管理(0.178)，说明三
者也是食品生产企业管理建设的基础，对于提高管
理能力具有关键作用。在资源管理、计划管理、生
产管理、质量管理、监管与控制的二级指标中，权
重系数较高的分别是基础设施、供应商管理、生产
技术与方法、生产过程控制、产品自查，提示这些
二级指标在指标体系中较为重要。32个三级指标均可
量化，能全面、科学地评价食品生产企业的食品安
全管理能力水平。
总之，食品生产企业必须从改善质量安全管理
开始，提升自身的食品安全管理意识，借鉴国内外
企业先进的食品安全管理办法。构建一套科学的管
理体系是保障食品安全的重要手段。本研究经过前
期大量的文献回顾和多轮专家咨询，充分考虑了我
国《食品安全法》对食品生产企业的规定，确定形
成了适用于食品生产企业的三级指标体系，对食品
安全管理体系建设提供理论方向和参考价值。虽然
本次研究专家的积极性、权威程度和协调程度均满
足要求，但由于Delphi法是一种主观评价法，筛选出
的指标有可能受到专家自身局限性的影响而产生偏
倚，指标体系建立后，需进一步对该指标体系进行
实例分析，检验指标体系的有效性和可操作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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