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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向卫生综合管理信息平台应用的基层卫生服务
评价指标体系的构建
郑摇 艳,马敬东
[摘要] 目的:构建一套适用于卫生综合管理信息平台的基层卫生服务评价指标体系。 方法:采用 Delphi 专家咨询法和界值法
筛选并确定最终纳入的指标,结合百分权重法和乘积法计算各指标权重。 结果:两轮函询的专家积极系数均超过 80% ,第一

轮和第二轮函询的专家权威系数分别为 0. 95 和 0. 91,第二轮函询中指标的重要性和可操作性的 Kendall 协调系数分别为 0. 333、

0. 249,均具有统计学意义。 构建的指标体系包括一级指标 3 个、二级指标 9 个、三级指标 100 个。 结论:专家的权威程度较
高,专家对本课题的研究较重视而且意见趋于一致,所构建的指标体系能够指导我国卫生综合管理信息平台的研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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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stablishment of primary health service assessment indicators system for the application of
information platform in health general manage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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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bstract] Objective To establish the primary health service assessment indicators system for the application of in鄄
formation platform in health general management. Methods The inclusion criteria of primary health service assess鄄

ment system for the application of information platform in health general management were determined using Delphi

expert consultation method and boundary value method respectively. The weight of each criterion was calculated using
percentage weight method combined with product method. Results The positive coefficient of experts was >80% in
the two-round consultation. The authoritative coefficient of expert was 0. 95 and 0. 091 respectively in the first round con鄄

sultation and second-round consultation. The Kendall coordination coefficient was 0. 333 and 0. 249 respectively for the

importance and operability of criteria in the second round consultation ( P<0. 05) . The established primary health
service assessment indicators system for the application of information platform in health general management in鄄

cludes 3 class A indicators, 9 class B indicators and 100 class C indicators. Conclusion The authority of experts is
rather high. The experts are interested in this topic with a consensus on this topic. The established primary health
service assessment indicators system can help the R & D of information platform for health general management 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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摇 摇 近年来,我国各级政府密切关注基层医疗卫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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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的发展内容和发展动力,在不断增加基层医疗

并确定最终纳入的指标,结合百分权重法 [3] 和乘积

卫生服务内容的同时,大力支持基层医疗卫生机构

法 [4] 计算指标权重。

部署信息化设备,但目前所积累的大量基础业务数

2摇 指标体系的构建

据无法 为 卫 生 决 策 提 供 有 效 的 信 息。 因 此,2018
年,我国开始筹备建立对全国范围内的基层医疗卫

2. 1摇 指标体系的初步构建

由于需要构建的指标体系是应用于国家和省级

生机构进行监督和评价的卫生综合管理信息平台。

卫生综合管理信息平台的,旨在通过平台获取的基

本文基于基层医疗卫生服务现状及卫生综合管理信

础业务数据对区域内的基层卫生服务进行评价。 因

息平台的建设需求,构建了一套适用于卫生综合管

此,该指标体系一方面要符合卫生综合管理信息平

理信息平台的基层卫生服务评价指标体系,以实现

台的总体设计需求,指标数据可获得、可交换、可追

信息统一采集、多方共享、动态监测和量化考核,优

踪到个案;另一方面,又要能反映基层卫生主要业务

化基层卫生资源配置,从根本上提高基层卫生服务

领域的服务内容,包括基本医疗服务、公共卫生服务

的质量。

和家庭医生签约服务等。 通过大量阅读相关文献以

1摇 研究对象与方法

及对政策文件的梳理,筛选指标时根据全面性、代表

我国的基层卫生服务体系是以城市的社区卫生

性、科学性、指引性和可操作性等原则,初步构建的

服务中心( 站) 和农村的乡镇卫生院、村卫生室等为

指标体系包括一级指标 5 个、二级指标 24 个、三级

主的基层医疗卫生机构所建立的卫生服务网络。 本
文结合卫生综合管理信息平台的总体设计需求,评
价我国基层卫生服务的支持条件、服务提供以及结
果等方面的整体情况。
经文献调研,对构建医疗卫生领域指标体系的

指标 143 个,对每个指标的定义、计算方式、统计口
径、采集频率等都进行了详细阐释。
2. 2摇 德尔菲法筛选和确定指标
2. 2. 1摇 专家遴选

本文采用德尔菲( Delphi) 专家咨询法筛选和确

理论方法 的 优 劣 和 使 用 条 件 进 行 比 较 分 析, 选 择

定最终纳入的指标,选择来自卫生信息管理领域、卫

Donabedian 提 出 的 结 构 - 过 程 - 结 果 ( Structure -

生行政管理部门、公共卫生领域、基层业务领域以及

理论框架在医药卫生领域得到了广泛的应用。 美国

年限最少的为 11 年,最多的为 37 年,具有 15 年以

Process-Outcome,SPO) 模型为本文的理论框架。 该

高校的专家 12 人,他们在医药卫生领域从事的工作

的医疗卫生研究与质量局和国家卫生质量指标数据

上工作经验的专家有 11 位,中级及以上职称的有

库使用 Donabedian 的框架建立了医疗卫生服务质

11 位,说明本文所邀请的专家具备了较高的专业知

( PHAMeu) 开发的初级卫生保健监测系统( PC 监测

的建议和评价。

量评价 指 标; 欧 洲 初 级 卫 生 保 健 活 动 监 测 项 目

识和丰富的实践经验,能为本课题的研究提供可靠

系统) ,从结构、过程和结果 3 个维度考虑,旨在了

2. 2. 2摇 专家积极系数

Donabedian 的 理 论 框 架 适 用 于 初 级 卫 生 保 健 系

家对研究项目的积极程度,称为“ 专家积极系数冶 。

施、人力配置、经费收支 3 方面考虑;“ 过程冶 指医患

80% ,说明专家对基层卫生服务评价指标体系的建

列交互活动,包括基本医疗服务、公共卫生服务和家

要根据要求对每个指标进行了判定和打分,还要提

庭医生签约服务 3 个主要的业务领域;“ 结果冶 是医

出很多有价值的意见。

解初级卫生保健发展变化的全面信息。 研究表明,
统

[1]

,其中“ 结构冶 指标是资源环境,主要从卫生设

在医疗卫生服务提供与接受的过程中所产生的一系

疗卫生服务有效性和质量的最终确认者,指居民接
受基层医疗卫生服务后的健康状况和满意度

[2]

。

本文采用 Excel 2016 和 SPSS for Mac 对数据进

行统计分析,运用 Delphi 专家咨询法和界值法筛选

通常用所发出的专家咨询问卷的回收率衡量专

本文中 第 一 轮 和 第 二 轮 专 家 的 积 极 系 数 均 超 过

立非常重视。 专家在对指标进行判定的过程中不仅

2. 2. 3摇 专家权威系数

专家权威程度可以间接支持专家意见的可靠程

度,一般由专家对指标项的判定依据和对研究项目
的熟悉程度两部分共同决定,其数值大小为专家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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断依据系数与专家熟悉程度系数的算术平均值,计

致,得到的结果可信。

算公式为:

2. 2. 5摇 指标的筛选和确定

Cr =

Ca+Cs
2

本文所构建的指标体系是用于指导卫生综合管

通过两轮专家对指标项的判定依据 (0. 95、0.

88) 和对研究项目的熟悉程度(0. 95、0. 93) ,得出两
轮专家的权威系数分别为 0. 95 和 0. 91,说明参与

专家咨询的专家对基层卫生服务和卫生综合信息平
台非常了解,专家的权威程度很高。

理信息平台研发的,因此指标内容不仅应充分反映
基层卫生服务的内涵和特点,而且应考虑计算该指
标的数据应该是可获得且易获得的。 因此,专家主
要从指标的重要性和可操作性两方面对指标进行判
断和打分。 在第一轮专家咨询中,专家提出了很多
有建设性的意见,对指标体系做了一些修改和增减,

2. 2. 4摇 专家协调系数

本文采用 Kendall 协调系数检验专家意见的一

致性,该系数也是衡量咨询结果可信度的指标。 在
第一轮专家咨询中,专家对各项指标的重要性和可
操作 性 判 定 的 Kendall 协 调 系 数 分 别 为 0. 169、

根据界值法淘汰了部分指标;在第二轮专家咨询中,
专家的意见基本趋于一致,得到了可靠的结果,形成
了包含 3 个一级指标、9 个二级指标、100 个三级指

标的指标体系。 根据专家打分的结果结合界值法和

0. 116,通过第二轮函询,指标的重要性和可操作性

乘积法计算出每个指标的权重( 表 1) 。 由于三级指

有统计学意义。 据此可以认为专家的意见趋于一

从略。

的 Kendall 协调系数分别增加至 0. 333、0. 249,均具

标较多,所以只在表中列出前 10 项,其他三级指标

表 1摇 各级指标的权重
指标级别
一级指标

指标名称
资源环境
过程服务
综合效益

二级指标

卫生设施
人力配置
经费收支
基本医疗服务
公共卫生服务
家庭医生签约服务
健康改善
费用控制
满意度

三级指标

基层医疗卫生机构数
实行乡村卫生服务一体化管理的村卫生室所占比例
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床位数
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站) 用房租赁面积
乡镇卫生院危房面积
医护比
区域信息化互联互通成熟度
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卫生人员数
乡村医生数
具有执业( 助理) 医师资格的乡村医生数
……

重要性权重

可操作性权重

组合权重

0. 3443

0. 3407

0. 3425

0. 3114

0. 3149

0. 3131

0. 3443
0. 0386
0. 0417
0. 0387
0. 0409
0. 0405
0. 0351
0. 0348
0. 0322
0. 0314
0. 0004
0. 0004
0. 0004
0. 0003
0. 0004
0. 0005
0. 0004
0. 0004
0. 0004
0. 0004
…

0. 3444
0. 0395
0. 0409
0. 0408
0. 0398
0. 0387
0. 0371
0. 0321
0. 0333
0. 0317
0. 0004
0. 0004
0. 0004
0. 0004
0. 0004
0. 0004
0. 0004
0. 0004
0. 0004
0. 0004
…

0. 3444
0. 0391
0. 0413
0. 0397
0. 0404
0. 0396
0. 0361
0. 0335
0. 0328
0. 0316
0. 0004
0. 0004
0. 0004
0. 0004
0. 0004
0. 0005
0. 0004
0. 0004
0. 0004
0. 000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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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摇 讨论和建议

目前建设的卫生综合管理信息平台将有效地解

决“ 信息孤岛冶 和“ 信息烟囱冶 等问题,实现互联互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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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越来越多,以人工为主的信息统计和汇总方式已
经不合时宜 [5] 。

医疗卫生信息化是推动基层医疗卫生服务发展

和业务协同,构建一套科学、全面的指标体系是卫生

的重要手段,通过建设基层卫生综合管理信息平台,

综合管理平台建设的基础。 从当前实际使用的指标

根据已制定的各项工作规范及信息标准,结合各省

体系来看,我国现有的基层卫生服务评价指标体系

市内的标准化应用,达到以网络信息化的服务为手

主要存在以下不足。

段,对各省市的基层卫生资源进行整合,实现与各省

一是由于各地经济发展水平以及医疗卫生服务

基层医疗卫生机构的健康信息采集、传送和共享协

的侧重点不同,导致各地的评价内容和方式不统一。

同服务,使我国基层医疗卫生机构所产生的数据流

二是由于信息化手段的应用不充分限制了评价
的范围。

动起来,数据更加准确,获取数据的途径更加便捷。
国家卫生行政部门可以充分利用这些数据分析

三是由于很多指标都是卫生行政部门工作人员

机构的运行等各方面的情况,为卫生政策的制定提

根据实际工作需要设置的,缺乏科学的理论框架,指

供依据。 基层医疗卫生机构通过动态的数据展示和

标间逻辑结构不清,无法持续使用。

综合评价可以了解本身发展的优势及不足,为基层

从该领域的学术研究来看,我国在基层医疗卫

医疗卫生机构的管理和发展提供有效的决策依据。

生服务评价领域的探索主要有 3 类。

3. 2摇 完善基层卫生服务评价机制

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乡镇卫生院等,缺乏从区域或全

数据和现场考核,数据的真实性、完整性以及所建立

国范围的角度进行考虑。

的指标体系的科学性均存在不足。 随着人们健康需

一是倾向于研究某一类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如

现阶段的基层卫生服务评价主要依靠手工填报

二是集中于资源条件或服务产出某一方面的单

求的不断提高,信息化手段日新月异,从海量基础业

一评价,如以基本医疗服务或公共卫生服务为评价

务数据中获取真实、准确的信息为“ 新型冶 的卫生服

对象的研究,缺乏从整体出发的综合考量。

务评价建立了基础。 进一步完善基层卫生服务评价

三是构建了较多的定性指标,需建立评价小组
进行打分,指标的实际操作性较差。
本文所构建的面向卫生综合管理信息平台应用
的指标体系一方面可满足卫生综合管理信息平台的
设计需求,指标数据可获取、可交换、可追踪到个案,
实现了信息统一采集、多方共享,解决了传统的人工

机制可以促进各地区的基层医疗卫生机构缩小卫生
服务差异,机构之间可以相互学习经验并克服自身
不足 [6] 。 用于监测、评估和管理卫生系统的指标有

助于实现医疗卫生服务的有效性、公平性,提高效率
和质量 [7] 。 应充分利用基层卫生综合管理信息平
台所获得信息评价基层卫生服务的开展情况,提高

填报表方式中大量存在的错填、漏填重复等问题,提

卫生服务工作人员的积极性和服务水平。

高了数据的准确性和可靠性;另一方面,也能充分反

3. 3摇 加强对基层卫生人员的培训

映目前基层医疗卫生主要业务领域的服务内容,包
括基本医疗服务、公共卫生服务和家庭医生签约服
务,为卫生行政部门政策的制定提供客观、可查的依

调查显示,我国基层医疗卫生机构中既具备医

学背景又了解信息化知识的工作人员十分匮乏 [8] 。

目前我国很多地区普遍建设了基层医疗卫生信

据,使基层卫生服务可以有的放矢,为进一步改善居

息系统,配备了必要的终端硬件设备,能初步支撑基

民健康水平创造了条件。

本医疗、基本公共卫生、电子健康档案建立与管理等

为该项目的落地和未来基层医疗卫生服务的发

基层日常业务的开展,特别是部分欠发达地区实现

展提出以下建议。

了从无到有的突破,但信息系统的使用率还有待进

3. 1摇 加快信息化建设助推发展

一步提高,尤其是村卫生室 [5] 。

监管的要求越来越高,基层卫生机构所积累的数据

用率不高的原因有一部分是乡村医生习惯于手工,

卫生行政部门及各级政府对基层医疗卫生服务

有些基层医疗卫生机构的卫生信息管理系统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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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重要的原因是他们对于计算机、卫生系统操作的
技能还不够熟练。 因此应重点加强对基层医疗卫生
机构工作人员信息水平的培养,定期对其进行卫生
信息系统的培训。
4摇 结语

基于我国基层医疗卫生服务的特点,借鉴“ 结

构-过程-结果冶 理论框架,本文构建的一套适用于
卫生综合管理信息平台的基层医疗卫生服务评价指
标体系,能很好地解决当前基层医疗卫生“ 信息孤
岛冶 的问题。
该体系的指标兼顾了重要性和可操作性,能够
充分反映我国基层医疗卫生服务的内容,实现了对
我国基层医疗卫生数据的统一采集和量化评价,为
卫生行政部门的有效监管提供了依据。 但由于各地
区医疗卫生条件发展不均衡等客观条件的存在,各
地区应以本指标体系为基础,根据本地区的实际情
况选取具体指标。
由于基层卫生综合管理信息平台还在建设中,
并未正式投入使用,无法对已经建立的指标体系进
行实证分析。 指标应用于卫生综合管理信息平台也
限制了通过采集数据获得如“ 党建行风建设冶 此类
比较主观的指标,对基层医疗卫生服务的整体评价
存在一定影响。 今后可以根据指标体系所获得的数

据动态,形成多种评价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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