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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医生服务签约居民的续签意愿及影响因素研究
刘彩茵，江冬冬，王全 *
【摘要】

目的

了解家庭医生服务签约居民的续签意愿并探讨其影响因素，为推动家庭医生签约服务提供参

采用随机抽样法，在宜昌市开展家庭医生签约服务工作的 21 家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乡镇卫生院），抽取

考。方法

于 2017 年 9—12 月在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就诊且已签约家庭医生服务的 750 例居民为研究对象。采用自行设计的调查

问卷进行调查，主要内容有：居民的一般情况，对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开展签约服务的知晓、认知、利用及满意度情况，
居民的续签意愿。共发放问卷 750 份，回收有效问卷 735 份，问卷的有效回收率为 98.0%。结果

735 例居民中，有

续签意愿者占 85.9%（631/735）。年龄、健康状况、从家步行至最近基层医疗卫生机构需要花费的时间、对基层首诊

的看法（是否赞成基层首诊）不同的居民续签意愿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对家庭医生签约服务的知晓
情况（是否知道自己的家庭医生），认知情况（是否信任家庭医生，认为家庭医生签约服务是否必要，认为家庭医生
签约服务是否能降低发病率、医疗费用及提高就医便捷性），利用情况（是否享受到上门服务、电话随访、免费体检
及建立健康档案），满意度情况（对家庭医生医疗水平、家庭医生服务态度及总体情况是否满意）不同的居民续签意
愿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多因素逐步 Logistic 回归结果显示，居民年龄、是否赞成基层首诊、是否信
任家庭医生、认为家庭医生签约服务是否必要、对家庭医生医疗水平的满意度、对总体情况的满意度是居民续签意愿
的影响因素，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结论

宜昌市家庭医生服务签约居民的续签意愿较高，居民年龄、是否

赞成基层首诊、是否信任家庭医生、认为家庭医生签约服务是否必要、对家庭医生医疗水平的满意度、对总体情况的
满意度是居民续签意愿的影响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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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investigate the intention and associated factors of renewing the contract with family doctors，

providing a reference for promoting the development of contracted family doctor services（CFDS）．Methods

By random

sampling，from 21 community health centers（township hospitals）offering CFDS in Yichang，we enrolled 750 residents who

received the medical services including the CFDS during September to December 2017.A self-designed questionnaire survey was

conducted with them for collecting the demographic data，awareness，perception and utilization of CFDS，level of satisfaction
with CFDS and the intention of renewing the contact with family doctors.Totaled 735 returned responsive questionnaires，with a
response rate of 98.0%（735/750）．Results

Among the 735 residents，85.9% （631/735）intended to renew the contract

with family doctors.The intention of renewing the contract with family doctors differed significantly by age，health status，level of

supporting initial treatment in primary care settings，the time needed to walk to the grassroots medical institution nearest to home
（P<0.05）．Moreover，it varied obviously by the level of awareness of CFDS（including knowing one's own contracted family
doctor or not），level of perception of CFDS（including level of trust in family doctors，level of perceived necessity of CFDS，
whether the CFDS can reduce the incidence of diseases，medical costs and improve the convenience in seeking healthcare 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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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t），level of utilization of CFDS（including home-based care，telephone-based follow-up，free physical examinations，
and building health records），level of satisfaction with CFDS（including satisfaction with the professional capabilities，
service attitude and overall quality of family doctors）（P<0.05）．Multivariate stepwise Logistic regression analysis showed
that residents' intention of renewing the contract with family doctors was associated with age，level of supporting initial treatment
in primary care settings，level of trust in family doctors，level of perceived necessity of CFDS，levels of satisfaction with the
professional capabilities and overall quality of family doctors （P<0.05）．Conclusion

On the whole，the level of intention

of renewing the contract with family doctors was high in Yichang's residents，which was associated with age，level of supporting
initial treatment in primary care settings，level of trust in family doctors，level of perceived necessity of CFDS，and levels of
professional capabilities and overall qualities of family doctors.
【Key words】

Contract with family doctors；Contracted residents；Willingness for contract renewal；Root cause

analysis

家庭医生签约服务是以家庭医生服务团队为核心，
通过签约的方式为全科医生与服务家庭建立起一种长
期、稳定的服务关系，由家庭医生为居民提供全面、有
效、连续的综合医疗服务和健康管理模式［1-2］。家庭医
生签约服务可提高居民健康水平与卫生服务可及性、公
平性，改善医患关系，提升卫生服务的质量，同时有利
于合理利用卫生资源和抑制医保经费快速增长［3］。《关
于推进家庭医生签约服务的指导意见》（国医改办发
〔2016〕1 号），提出到 2020 年，力争将签约服务扩
大到全人群，形成长期稳定的契约服务关系，基本实现
家庭医生签约服务制度全覆盖的目标［4］。为响应国家
政策和号召，湖北省在宜昌市等 5 个地区开展家庭医生
签约服务试点工作，不断推进家庭医生签约服务［5］。
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办公厅印发的《关于做好 2018 年
家庭医生签约服务工作的通知》（国卫办基层函〔2018〕
209 号），指出优先做好重点人群签约服务，鼓励开展
个性化签约服务，做实做细签约服务各项任务［6］。本
研究主要探讨湖北省宜昌市签约居民对服务的认知、满
意度及续签意愿的影响因素，为今后家庭医生签约服务
工作的优化和持续发展提供依据。
1 对象与方法
1.1 研究对象 采用随机抽样法，在宜昌市开展家庭
医生签约服务工作的 21 家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乡镇卫
生院），抽取于 2017 年 9—12 月在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就诊且已签约家庭医生服务的 750 例居民为研究对象。
纳入标准：（1）接受家庭医生服务满半年以上；（2）
居民为辖区内常住人口（常住人口指在当地生活时间
≥ 1 年）；（3）年龄 18~75 岁。排除标准：（1）精神
疾病患者；（2）不愿意参加或无法配合完成本调查的
居民。
1.2 研究方法 在查阅文献的基础上，根据本研究目
的自行设计调查问卷。由经过本研究内容相关培训的工
作人员担任调查员，对居民进行面对面调查，通过问答
形式由调查员代写问卷。问卷内容主要包括：（1）居

民的一般情况，如性别、年龄、婚姻状况、文化程度等。
（2）居民对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开展签约服务的知晓、
认知、利用及满意度情况。（3）居民的续签意愿情况，
共 1 个条目，为“是否愿意继续与家庭医生服务团队保
持签约关系”，以回答“愿意”为有续约意愿。共发放
问卷 750 份，对填写问卷复核与补缺补漏，剔除不合格
的问卷，最终回收有效问卷 735 份，问卷的有效回收率
为 98.0%。
1.3 统计学方法 采用 EpiData 3.1 软件进行数据双录
入并建立数据库，采用 SPSS 21.0 统计软件进行数据分
析。计数资料以相对数表示，居民续约意愿影响因素的
单因素分析采用 χ2 检验，多因素分析采用多因素逐步
Logistic 回归分析。以 P<0.05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居 民 的 一 般 情 况 735 例 居 民 中， 男 362 例
（49.3%）， 女 373 例（50.7%）； 年 龄 23~71 岁， 年
龄 <50 岁 284 例（38.6%），≥ 50 岁 451 例（61.4%）；
已 婚 610 例（ 占 83.0%）， 未 婚 / 离 异 / 丧 偶 125 例
（17.0%）；文化程度为高中及以下 583 例（79.3%），
大 专 及 以 上 152 例（20.7%）； 家 庭 人 均 月 收 入
<3 000 元 514 例（69.9%），≥ 3 000 元 221 例（30.1%）。
居民自评健康状况较好 / 一般 637 例（86.7%），较差
98 例（13.3%）；患有慢性病 240 例（32.7%），无慢
性病 495 例（67.3%）；需长期服药 241 例（32.8%），
无 须 长 期 服 药 494 例（67.2%）； 从 家 步 行 至 最 近 基
层 医 疗 卫 生 机 构 需 要 花 费 的 时 间 <30 min 者 390 例
（53.1%）， ≥ 30 min 者 345 例（46.9%）； 患 病 时 首
选基层医疗卫生机构 521 例（70.9%），首选其他医疗
机构 214 例（29.1%）；赞成基层首诊 581 例（79.0%），
不赞成 154 例（21.0%）；赞成分级诊疗 641 例（87.2%），
不赞成 94 例（12.8%）。
2.2 居民对家庭医生签约服务的知晓、认知、利用与
满意度情况 735 例居民中，居民的家庭医生签约服
务 知 晓 率 为 75.6%（556/735）。625 例（85.0%） 知 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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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己的家庭医生，601 例（81.8%）知道家庭医生的联
系方式，614 例（83.5%）知道签约后可享受的具体优
惠措施。500 例（68.0%）居民认为家庭医生提供安全
可靠的服务，631 例（85.9%）居民认为服务具有必要
性；574 例（78.1%）居民赞成患病（常见病）先由家
庭医生进行诊治。认为签约服务可以降低疾病发病率、
降低医疗费用、提高就医便捷性的居民分别有 533 例
（72.5%）、521 例（70.9%）、555 例（75.5%）。 享
受到了上门服务、电话随访、免费体检及建立健康档
案的居民分别有 524 例（71.3%）、598 例（81.4%）、
625 例（85.0%）、686 例（93.3%）。对医药收费、家
庭医生医疗水平、服务态度、治疗效果及总体情况满
意的居民分别有 514 例（69.9%）、498 例（67.8%）、
496 例（67.5%）、458 例（62.3%）、623 例（84.8%）。
2.3 不同一般情况的居民续签意愿的比较 735 例居民
中，有续签意愿者占 85.9%（631/735）。年龄、自评健
康状况、从家步行至最近基层医疗卫生机构需要花费的
时间、对基层首诊的看法（是否赞成基层首诊）不同的
居民续签意愿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患
病时是否首选基层医疗卫生机构、是否赞同分级诊疗以
及不同性别、婚姻状况、文化程度、家庭人均月收入、
慢性病患病情况、长期服药情况的居民续签意愿比较，
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见表 1）。
2.4 对家庭医生签约服务的知晓、认知、利用与满意
度不同的居民续签意愿的比较 对家庭医生签约服务的
知悉情况（是否知道自己的家庭医生），认知情况（是
否信任家庭医生，认为家庭医生签约服务是否必要，认
为家庭医生签约服务是否能降低发病率、医疗费用及提
高就医便捷性），利用情况（是否享受到上门服务、电
话随访、免费体检及建立健康档案），满意度情况（对
家庭医生医疗水平、家庭医生服务态度及总体情况是否
满意）不同的居民续签意愿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5）；是否知道家庭医生联系方式、对医药收费
及对家庭医生治疗效果满意度不同的居民续签意愿比
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见表 2）。
2.5 居民续签意愿影响因素的多因素逐步 Logistic 回归
分析 以是否有续签意愿为因变量（赋值：是 =1，否
=0），以单因素分析中有统计学意义的变量为自变量，
进行多因素逐步 Logistic 回归。自变量赋值情况见表 3。
结果显示，年龄、是否赞成基层首诊、是否信任家庭医
生、认为家庭医生签约服务是否必要、对家庭医生医疗
水平的满意度、对总体情况的满意度是居民续签意愿的
影响因素，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见表 4）。
3 讨论
3.1 签约居民对家庭医生签约服务的认知水平和续签
意愿较高 本研究结果显示，居民的家庭医生签约服务

表 1 不同一般情况的居民续签意愿的比较〔n（%）〕
Table 1 Intention of renewing the contract with the family doctor among
Yichang's residents by demographic data
一般情况
例数
性别
男
362
女
373
年龄（岁）
<50
284
≥ 50
451
婚姻状况
已婚
610
未婚 / 离异 / 丧偶
125
文化程度
高中及以下
583
大专及以上
152
家庭人均月收入（元）
<3 000
514
≥ 3 000
221
自评健康状况
较好 / 一般
637
较差
98
是否患有慢性病
是
240
否
495
是否需长期服药
是
241
否
494
从家步行至最近基层医疗卫生
机构需要花费的时间（min）
<30
390
≥ 30
345
患病时是否首选基层医疗卫生机构
是
521
否
214
是否赞成基层首诊
是
581
否
154
是否赞同分级诊疗
是
641
否
94

续签意愿
308（85.1）
323（86.6）
224（78.9）
407（90.2）
527（86.4）
104（83.2）
494（84.7）
137（90.1）
437（85.0）
194（87.8）
557（87.4）
74（75.5）
198（82.5）
433（87.5）
201（83.4）
430（87.0）
347（89.0）
284（82.3）
453（86.9）
178（83.2）
509（87.6）
122（79.2）
554（86.4）
77（81.9）

χ2 值 P 值
0.346 0.661
18.548 <0.001
0.871

0.351

2.891

0.089

0.974

0.324

9.953

0.002

3.294

0.070

1.769

0.184

6.675

0.010

1.775

0.183

7.049

0.008

1.374

0.241

知晓率为 75.6%，85.9% 的签约居民认为服务具有必要
性，享受到了上门服务、电话随访、免费体检及建立健
康档案的居民比例均超过 70.0%，对服务的医药收费、
医疗水平、服务态度及治疗效果的满意 / 基本满意的居
民比例均超过 80.0%。这在一定程度上说明居民对家庭
医生签约服务的认知水平及满意度较高，绝大多数签约
居民真正享受到了上门服务、建立健康档案等服务项目。
本研究结果显示，有续签意愿者占 85.9%，居民续
签意愿较高，反映了签约居民内心深处认可了家庭医生
签约服务，原因可能是体验到家庭医生服务的好处，居
民更加信任家庭医生服务，更愿意继续签约［7］。签约
居民的认知情况是保障居民续签意愿的基础，进一步调
查发现居民不愿续签的原因之一是对家庭医生服务政策
了解不够深入，签约服务的宣传力度不够，居民的预期
与服务认知存在差距。因此加大对家庭医生服务的宣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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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对家庭医生签约服务的知晓、认知、利用与满意度不同的居民
续签意愿的比较〔n（%）〕
Table 2 Intention of renewing the contract with the family doctor among
Yichang's residents by level of awareness，perception and unitization of and
level of satisfaction with contracted family doctor services
条目
是否知道自己的家庭医生
是
否
是否知道家庭医生的联系方式
是
否
是否信任家庭医生
是
否
认为家庭医生签约服务是否必要
是
否

例数

续签意愿

625 544（87.0）
110

87（79.1）

601 522（86.9）
134 109（81.3）
500 413（82.6）
235 218（92.8）
631 555（88.0）
104

76（73.1）

认为家庭医生签约服务是否能降低发病率
是
否

533 472（88.6）
202 159（78.7）

认为家庭医生签约服务是否能降低医疗费用
是
否

521 462（88.7）
214 169（79.0）

认为家庭医生签约服务是否能提高就医便捷性
是
否
是否享受到上门服务
是
否
是否享受到电话随访
是
否
是否享受到免费体检
是
否
是否享受到建立健康档案
是
否
对医药收费是否满意
是
否
对家庭医生医疗水平是否满意
是
否
对家庭医生服务态度是否满意
是
否

555 494（89.0）
180 137（76.1）
524 464（88.5）
211 167（79.1）
598 528（88.3）
137 103（75.2）
625 549（87.8）
110

82（74.5）

686 598（87.2）
49

33（67.3）

514 435（84.6）
221 196（88.7）
498 470（94.4）
237 161（67.9）
496 444（89.5）
239 187（78.2）

对家庭医生服务治疗效果是否满意
是
否
对总体情况是否满意
是
否

458 392（85.6）
277 239（86.3）
623 569（91.3）
112

62（55.4）

2

χ 值
4.866
2.740
13.601

P值

0.027

表 3 自变量赋值情况
Assignment for independent variables

自变量

赋值
≥ 50=1，<50=0

年龄（岁）
健康状况

较差 =2，较好 / 一般 =1

从家步行至最近基层医疗卫生机
构需要花费的时间（min）

>30=1，<30=0

是否赞成基层首诊

是 =1，否 =0

0.098

是否知道自己的家庭医生

是 =1，否 =0

是否信任家庭医生

是 =1，否 =0

认为家庭医生签约服务是否必要

是 =1，否 =0

<0.001

认为家庭医生签约服务是否能降
低发病率

是 =1，否 =0

认为家庭医生签约服务是否能降
低医疗费用

是 =1，否 =0

认为家庭医生签约服务是否能提
高就医便捷性

是 =1，否 =0

是否享受到上门服务

是 =1，否 =0

16.271

<0.001

11.682

<0.001

11.758

Table 3

<0.001

18.613

<0.001

10.904

<0.001

15.775

<0.001

13.610

<0.001

14.797

<0.001

2.095

0.148

6.671

<0.001

5.603

<0.001

0.068

0.794

101.140 <0.001

是否享受到电话随访

是 =1，否 =0

是否享受到免费体检

是 =1，否 =0

是否享受到建立健康档案

是 =1，否 =0

对家庭医生医疗水平是否满意

是 =1，否 =0

对家庭医生服务态度是否满意

是 =1，否 =0

对总体情况是否满意

是 =1，否 =0

表 4 居民续约意愿影响因素的多元逐步 Logistic 回归分析
Table 4 Multivariate stepwise Logistic regression analysis of the factors
influencing residents' intention of renewing the contract with the family
doctor
自变量
年龄
是否赞成基层首诊
是否信任家庭医生
认为家庭医生签约
服务是否必要
对家庭医生医疗
水平的满意度
对总体情况的满意度

b
SE Wald χ2 值
1.066 0.291
13.407
0.666 0.305
4.776
1.543 0.398
15.032

0.817 0.347

5.546

P值
OR（95%CI）
<0.001 2.902（1.641，5.134）
0.029 1.946（1.071，3.535）
<0.001 4.678（2.144，10.204）

2.113 0.303

48.569

<0.001 8.269（4.565，14.979）

1.998 0.295

45.822

0.019

2.263（1.147，4.466）

<0.001 7.374（4.135，13.150）

力度，让签约居民体会服务的内涵意义，形成长期签约
的契约服务。签约居民与家庭医生团队签订长期服务契
约，转变医疗卫生服务模式，让居民拥有健康“守门人”，
不断提高居民的健康水平［8］。
3.2 培养高素质高水平的家庭医生团队，提高签约人
群对家庭医生的信任感 本研究结果显示，居民年龄、
是否赞成基层首诊、是否信任家庭医生、认为家庭医生
签约服务是否必要、对家庭医生医疗水平的满意度、对
总体情况的满意度是居民续签意愿的影响因素。年龄
≥ 50 岁的居民续签意愿更高，这与年龄大的签约人群
签约后由家庭医生团队进行健康管理，家庭医生可以全
面密切的掌握身体状况、生活方式及对患者的用药进行
监督与指导有关。对家庭医生的信任程度以及对家庭医
生签约服务的满意度情况影响居民续签意愿。本研究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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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显示，认为家庭医生提供安全可靠的服务的居民占
68.0%，也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了居民对家庭医生签约服
务信任度不高，认为家庭医生提供的服务水平不高。家
庭医生签约服务持续推进的关键是要有一支业务水平高
且数量充足的服务团队，基层医疗卫生机构由于环境因
素限制，医疗设备比较落后、医生医疗水平较低，居民
对基层医疗水平信任感不强。由于基层医生待遇普遍不
高，高素质高水平的人才缺乏。因此应在基层医疗卫生
机构培养优秀的医务人员，加强家庭医生服务团队的人
才队伍建设，建立高素质的家庭医生团队，在基层首诊
的要求下满足签约居民的医疗需求。促使居民信任并长
期接受基层卫生服务，增加签约居民对家庭医生的信任
感，维持长期的签约服务。可通过设立全科医生培养专
项资金，对基层医生实施规范化培训、转岗培训、进修
学习及继续教育等，加强二级及以上医院与家庭医生联
系，并定期指导，实现资源共享，提高家庭医生的医学
水平 ［9］。
完善家庭医生团队的工作流程和管理机制，提高服
务工作效率，高效的同时兼顾服务的质量，保障服务工
作的标准化与可持续性，提高签约居民的服务体验感。
另一方面完善家庭医生绩效激励机制，充分调动家庭医
生的工作积极性，提高服务的质量。王荣英等［10］对医
务人员的激励机制研究结果表明适当的激励措施影响医
务人员的工作态度，促使其提供更好的服务，有更好
的服务态度。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办公厅《关于做好
2018 年家庭医生签约服务工作的通知》（国卫办基层
函〔2018〕209 号）指出：应保证签约后的质量，做实
做细家庭医生签约服务，在稳定签约数量、巩固覆盖面
的基础上，把工作重点向提质增效转变，不断提高居民
对签约服务的获得感和满意度［6］。这就需要调动医务
人员的积极性，保证医务人员提供服务的质量，应通过
将奖励与绩效考核、居民满意度等挂钩，给予医务人员
有效的激励作用。
3.3 完善基层首诊与双向转诊的政策，提升签约居民
的获得感与满意度 本研究结果显示，78.1% 的居民赞
成患病（常见病）先由家庭医生进行诊治。是否赞成基
层首诊也是影响居民续签意愿的因素之一。居民选择社
区首诊有利于分级诊疗和有序就医格局的逐步构建，而
分级诊疗对全科医生的能力水平又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也需要相关支持系统及配套政策提供保障。需要加强基
层医疗卫生机构的基本医疗服务。多因素分析显示，是
否赞同基层医疗卫生机构首诊是影响居民续约的因素。
居民赞成首先在基层医疗卫生机构进行就诊，与基层医
疗卫生机构签订家庭医生服务的倾向性更高。首选基层
医疗卫生机构反映居民的就医习惯和对基层医疗卫生机
构的信任情况，因此更愿意进行续约。转诊是开展家庭

医生签约服务的前提和重要保障，开展全科与专科协同
服务和信息共享平台的双向转诊是发挥家庭医生居民健
康“守门人”作用 ［11］。需要逐渐完善分级诊疗、双向
转诊机制，构建基层医疗卫生机构与上级医院或大型综
合医院的诊疗模式，为签约居民提供连续、便捷、高质
量的医疗服务。建立区域医疗卫生信息系统，实现基层
医疗卫生机构与上下级医院的信息流通与共享，实现快
速转诊服务，让签约居民体验到服务转诊的便捷［12］。
居民对家庭医生医疗水平满意度、服务满意度以及周围
人群的签约情况对家庭医生签约具有明显影响，直接决
定了居民签约服务后的体验，也是居民能否持续签约的
关键因素［13］。此外，根据签约服务的针对性不强、以
居民健康需求为导向的个性化签约服务不足导致的居民
获得感不强等问题，可对签约居民制定个性的优惠措施，
从一定程度上调动居民续约积极性［14］。
志谢：感谢湖北省卫生计生委基层处协助项目课题
的调查。
作者贡献：刘彩茵、江冬冬负责资料收集、数据分
析，刘彩茵负责论文撰写，王全负责质量控制与审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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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科医生知识窗
——社区如何对高血压患者实施管理？
在社区高血压患者中进行规范化管理能改善高血压的控制情况，为使高血压患者的血压水平能够得到长期有效控制，必须对其进行规范化
管理。通过管理可监督患者药物和非药物治疗依从情况，从而适时调整治疗方案，并在必要时转诊。
具体管理内容如下：
（1）建立健康档案：发现高血压患者后，即应建立健康档案。档案的内容包括一般情况、家族史、现病史、生活方式等信息，
以及对疾病的评估。（2）确定治疗和健康教育策略：依据评估结果制定相应的治疗策略，并针对患者的危险因素和临床情况确定相应的健康教
育内容。（3）定期随访：随访的目的是了解药物和非药物的落实情况、疗效、可能的不良反应、疾病的转归状况，因此是保证患者治疗安全和
血压长期稳定的主要措施，是管理的主要内容之一。随访的内容要个体化，形式可多样化，如门诊随访、电话随访等。至关重要的是要达到目的。
（4）自我管理：高血压是长期性疾病，患者自我的积极参与非常重要。通过健康教育和管理督导，促使患者自觉按时规律服药，规律监测血压，
留意治疗过程中可能出现的不适，同时养成健康的生活饮食方式，达到自我管理的目的。（5）掌握转诊时机：为保证患者安全，应掌握适宜的
转诊时机。（6）定期评估：根据随访信息进行评估，肯定取得的效果，了解存在的问题，适时调整治疗方案和转换管理层级。
（本刊编辑部整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