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144· http://www.chinagp.net E-mail:zgqkyx@chinagp.net.cn

·调查研究·

专科医生对家庭医生制度的认知与转诊行为调查
方帅 1，黄蛟灵 1，梁鸿 1，2，赵德余 1，刘姗姗 2，何蓉蓉 3，芦炜 4，张宜民 2*
【摘要】

目的

了解专科医生对于家庭医生制度的认知情况及接诊行为，分析家庭医生制度下分级诊疗平台和

协同转诊机制建设的成效与问题。方法

选取上海市某区作为典型样本地区，以该区某二级甲等医院全部专科医生为

调查对象，共计 500 例。于 2016 年 7—8 月，采用自行设计的《社区家庭医生和分级诊疗制度评估——专科医生调查

问卷》进行调查。问卷的主要内容有：专科医生的基本情况、对家庭医生制度的认知、转诊意愿及行为等。共发放问
卷 500 份，回收有效问卷 386 份，问卷的有效回收率为 77.2%。结果

41.9%（161/384）的专科医生很了解 / 基本了

解家庭医生制度和家庭医生职能，认为其利于开展个性化、连续性、综合性服务和防治一体化者分别占 48.4%（78/161）

和 40.4%（65/161）；77.7%（150/193）的专科医生认为家庭医生转诊很有 / 较有必要，96.4%（186/193）的专科医生
也非常乐意 / 比较 / 一般乐意接收基层转诊患者；接收过通过签约家庭医生转诊患者的专科医生为 44.1%（86/195），
66.2%（127/192）的专科医生对待转诊患者与普通患者一致；64.6%（248/384）和 63.0%（243/386）的专科医生不清

楚所在医院是否有专门转诊部门和信息化平台。结论

目前专科医生对家庭医生制度和家庭医生职能的认知仍较局限。

愿意接收转诊患者的专科医生比例较高。全科 - 专科的转诊平台已初步搭建，但转诊机制功能尚未完全发挥。应提高
专科医生对家庭医生制度的认知水平，完善“全科 - 专科”协同转诊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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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investigate the perception of family doctor system and referral behaviors in specialists，

and based on this，to analyze the effectiveness and challenges during the implementation of network-based platform of
hierarchical diagnosis and treatment and collaborative referral mechanism concurring with the family doctor system construction.
Methods

We enrolled all the clinical specialists（n=500） of a secondary grade A hospital located in a district of Shanghai

selected representatively and surveyed them between July and August 2016 with a self-developed questionnaire of Specialist
Assessment of the Implementation of Community Family Doctor System and Hierarchical Medical System consisting of demographic
characteristics，perception of family doctor system，attitude toward the referrals from family doctors，and referral behaviors.

The survey achieved a response rate of 77.2%（386/500）．Results

41.9% of the respondents（161/384） had a fair

/good understanding of family doctor system and the responsibilities of family doctors，78 of whom（48.4%） thought the

（40.4%）
implementation of the system was conducive to the delivery of personalized，
continued and comprehensive services，
and 65

thought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system was beneficial to both the prevention and treatment of diseases.77.7%（150/193） of the
respondents considered referrals made by family doctors were very/relatively necessary；96.4%（186/193） were quite/relat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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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air willing to receive patients transferred from the primary care settings；44.1%（86/195） had received patients transferred by
the contracted family doctor；66.2%（127/192） treated transferred and non-transferred patients the same；64.6%（248/384）

and 63.0%（243/386）did not know whether the hospital that they worked had a referral department，network-based referral
platform，respectively.Conclusion

The clinical specialists demonstrate a limited perception of the family doctor system and

the responsibilities of family doctors，but most of them are willing to receive the transferred patients；The construction of the
network-based general-special referral platform is still in the initial stage，and the referral mechanism has not fully played
its due role.In view of this，specialists' level of perception of family doctor system should be improved and the general-special
collaborative referral mechanism should be perfected.
【Key words】 Specialist；Family doctor system；General-special referring；Collaboration mechanism；Willingness；
Cognition
历经家庭医生签约服务模式创新后，社区卫生和家庭医
生的服务优势得以显现，但社区卫生服务主要针对多发病和
常见病，家庭医生难以满足居民所有的医疗需求［1］。此外，

1.3

质量控制

由课题组负责人收回问卷。质控小组制定医

院医生问卷质量评估细则，制定“优 / 良 / 差”测量方法。组
织质控员对回收问卷进行问卷质量评定，“差”评问卷被计

在“高健康需求”与“高服务技术”之间的“两高”发展错

入废卷。一期质控对第一批取回样本问卷进行第一批质量评

位格局下，患者难以准确找到与病情相契合的医疗服务技术，

估，根据质量评估存在问题及时与医院负责人进行反馈。根

反而出现诸多病急乱投医的现象，需要社区首诊制帮助患者

据存在问题进行修正后，回收剩余问卷，进行二期质控。质

精准就医［2］。因此，为满足居民享受优质医疗资源的需求，

控员进行“优”“良”“差”的评分，“差”评问卷为废卷。

增加签约服务的吸引力，促进有序就医习惯的形成，搭建“全
科 - 专科”转诊协作平台，提供便捷、优质的双向转诊服务

1.4

统计学方法

采用 EpiData 3.1 软件，遵循双重平行录入

原则整理数据。采用 Stata 13.0 统计软件进行数据的描述性统

被纳入签约服务内容中。专科医生作为分级诊疗中专科组成

计分析。计数资料以相对数表示。

部分的主体，承担着精准救治的职能。其对家庭医生制度及

2

转诊的认知、接诊意愿及行为均影响着以家庭医生签约服务
为基础的“全科 - 专科”转诊协同模式效果的发挥。本研究
试图以专科医生的视角，调查上海市某区专科医生对家庭医
生制度的认知与转诊行为，旨在分析家庭医生制度下分级诊
疗平台和协同转诊机制建设的成效与问题，从而为通过开展
家庭医生制度实现分级诊疗的功能目标提供理论支持。
1

1.1

对象与方法
调查对象

2.1

结果
接受调查的专科医生中，女性

间≤ 10 年者占 54.2%；受教育程度为本科者占 58.4%；职称

为主治医师者占 45.6%；平均月收入为 5 000~7 999 元者占

32.4%（见表 1）。
2.2

预判

本研究选取上海市某区作为典型样本地区，

专科医生的基本情况

占 57.1%；年龄为 31~40 岁者占 54.7%；从事临床工作的时

专科医生对家庭医生制度和家庭医生职能的认知和发展
从专科医生对家庭医生制度和家庭医生职能的认知来

看，384 例专科医生中，不了解、一般了解、基本了解、很了

以该区某二级甲等医院全部专科医生为调查对象，共计 500 例。

解者分别为 105 例（27.3%）、118 例（30.8%）、136 例（35.4%）、

行政管理人员、护士、辅助科室医生（检验科、药剂科、影

为家庭医生的职能为解决轻症，方便患者配药，开展公共卫

像科、超声科、核医学科、心电图科等）。

生服务，引导患者有序就医，开展个性化、连续性、综合性

纳入标准：均为临床科室专科医生。排除标准：医技人员、

1.2

调查方法

调查于 2016 年 7—8 月进行，调查员由本研

究课题组成员担任。本研究课题组通过查阅绩效评价模型和

25 例（6.5%）。基本了解和很了解的 161 例专科医生中，认

服务，防治一体化者分别为 120 例（74.5%）、123 例（76.4%）、

95 例（59.0%）、97 例（60.2%）、78 例（48.4%）、65 例（40.4%）。

指标体系相关文献，并经由专家咨询法自行设计《社区家庭

从专科医生对家庭医生制度发展的预判来看，383 例专科医生

医生和分级诊疗制度评估——专科医生调查问卷》。问卷的

中，认为形势大好、困难重重、难以判断、持“无所谓”态

主要内容包括：（1）专科医生的基本情况，包括性别、年龄、
从事临床工作的时间、受教育程度、职称、平均月收入；（2）

度者分别为 47 例（12.3%）、150 例（39.2%）、164 例（42.8%）、

22 例（5.7%）。从专科医生对家庭医生制度发展障碍的认知

对家庭医生制度的认知，包括对家庭医生制度和家庭医生职

来看，386 例专科医生中，认为主要原因是激励不足、患者就

能的认知、从事家庭医生的工作意愿、家庭医生制度开展的

医习惯难以改变、家庭医生制度服务质量不高、转诊平台不

主要障碍以及前景预期；（3）转诊协同服务情况，包括是否
接诊过转诊患者、接诊意愿、转诊平台建设、转诊机制是否
畅通等。本调查采取匿名自填问卷法进行，由课题组调查负
责人将问卷定稿发放至医院对接人，由对接人下发至各个科
室负责人，科室负责人下发至科室专科医生处。由科室负责

人进行回收汇总至医院负责人处。共发放问卷 500 份，回收
有效问卷 386 份，问卷的有效回收率为 77.2%。

畅通、家庭医生数量不足者分别为 134 例（34.7%）、184 例

（47.7%）、292 例（75.6%）、215 例（55.7%）、157 例（40.7%）。
从专科医生对家庭医生制度目标实现的预期来看，接受调查

的专科医生中，认为家庭医生制度可为居民提供个性化、连
续性、基础性服务，对慢性病患者实现规范化管理、实现防
治结合，引导患者定点医疗、社区首诊、形成有序就医格局，
担当居民健康“守门人”，有助于合理控制医疗费用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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肯定可以和或许可以实现者分别为 345 例（92.0%）、357 例

（95.2%）、339 例（90.4%）、337 例（89.8%）、301 例（81.8%，
见表 2）。

2.3

专科医生的职业意愿和接诊意愿

384 例专科医生中，

非常愿意、可以考虑、无所谓、不愿意从事家庭医生工作者

另外，从专科医生是否排斥家庭医生制度方面来看，379

例专科医生中，231 例（60.9%）认为家庭医生制度对于自己
工作开展有利，因为可以“减少不必要来大医院治疗的患者”；

110 例（29.0%）表示“说不清楚”；38 例（10.0%）认为家
Table 1

庭医生对自己工作开展不利，因为“会增加很多负担和要求”。

表 1 专科医生的基本情况（n=386）
Demographic characteristics of the clinical specialists

基本情况

例数

构成比（%）

159
212

42.9
57.1

89
211
64
17
5

23.0
54.7
16.6
4.4
1.3

206
132
38
4

54.2
34.7
10.0
1.1

20
223
131
8

5.2
58.4
34.3
2.1

121
154
46
17

35.8
45.6
13.6
5.0

24
39
122
80
88
24

6.4
10.3
32.4
21.2
23.3
6.4

a

性别
男
女
年龄（岁）
20~30
31~40
41~50
51~60
>60
从事临床工作的时间（年）a
≤ 10
11~20
21~30
>30
受教育程度 a
大专及以下
本科
硕士研究生
博士研究生
职称 a
住院医师及以下
主治医师
副主任医师
主任医师
平均月收入（元）a
<3 000
3 000~4 999
5 000~7 999
8 000~9 999
10 000~15 000
>15 000
注：a 数据有缺失

例数

为居民提供个性化、连
375
续性、基础性服务 a
对慢性病患者实现规范
375
化管理，实现防治结合 a

肯定可以

或许可以

对从事家庭医生工作持非常愿意、可以考虑、无所谓态

度的 193 例（缺失 10 例）专科医生中，非常乐意 / 比较乐意、
一般、不太乐意 / 非常不乐意接收从基层转诊患者的专科医生

表 3 专科医生从事家庭医生工作和接诊患者的意愿
Intention to become a family doctor and to receive the transferred

条目
是否愿意从事家庭医生工作（n=384）
非常愿意
可以考虑
无所谓
不愿意
是否乐意接受基层转诊患者（n=193）
非常乐意
比较乐意
一般乐意
不太乐意
非常不乐意

例数

构成比（%）

14
103
86
181

3.7
26.8
22.4
47.1

35
70
81
5
2

18.1
36.3
42.0
2.6
1.0

另外，193 例专科医生中，认为家庭医生转诊很有 / 较有

必要、一般、不太 / 没有必要者分别为 150 例（77.7%）、36

例（18.7）、7 例（3.6%）。进一步调查原因显示，认为有必

要进行转诊的 150 例专科医生中，认为原因为引导患者有序
就医、有效甄别疾病、改善大医院人满为患的情况、为患者

节约医疗费用者分别为 122 例（81.3%）、101 例（67.3%）、

90 例（60.0%）、53 例（35.3%）。认为一般 / 不太 / 没有必
要进行转诊的 43 例专科医生中，认为原因为增加了患者的

不能

119（31.7） 226（60.3） 30（8.0）
128（34.1） 229（61.1） 18（4.8）

担当居民健康“守门人” 375

113（30.1） 224（59.7） 38（10.2）

注：a 数据有缺失

例（49.2%）、160 例（88.4%）。

Table 3
patients

126（33.6） 213（56.8） 36（9.6）

有助于合理控制医疗费
368
用a

较低、社会地位不高的专科医生分别为 106 例（58.6%）、89

表 3）。

引导患者定点医疗、社
区首诊，形成有序就医 375
格局 a
a

庭医生工作的原因进行调查，认为发展空间有限、薪资待遇

分 别 为 105 例（54.4%）、81 例（42.0%）、7 例（3.6%， 见

表 2 专科医生对于家庭医生制度目标实现的预期〔n（%）〕
Table 2 Specialists' perspective on the possibility of achieving the
expected goals by the implementation of family doctor system
家庭医生制度目标

分别为 14 例（3.7%）、103 例（26.8%）、86 例（22.4%）、

181 例（47.1%，见表 3）。对 181 例专科医生不愿意从事家

81（22.0） 220（59.8） 67（18.2）

就医环节、耽误患者病情、增加医院接收环节者分别为 28 例
（65.1%）、22 例（51.2%）、19 例（44.2%）。
2.4

专科医生的接诊行为

从专科医生接诊转诊患者的实际

状况来看，386 例专科医生中，经常接诊、偶尔接诊、记不清

楚、从未接诊过转诊患者的专科医生分别为 35 例（9.1%）、

159 例（41.2%）、102 例（26.4%）、90 例（23.3%）。 从 专

科医生对转诊和非转诊患者的管理情况来看，192 例专科医生
中，选择同等对待、根据患者病情决定、优先对待转诊患者

的专科医生分别为 127 例（66.2%）、44 例（22.9%）、15 例

（7.8%），另有 6 例（3.1%）表示“不好说”。从是否会将

转诊患者下转至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情况来看，190 例专科医
生中，115 例（60.5%）会将转诊患者下转接受康复治疗或跟
踪随访。从转诊渠道来看，195 例专科医生中，明确接收过经

签约家庭医生转诊的患者的专科医生为 86 例（4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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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从转诊配套机制来看，384 例专科医生中，认为

检验医疗中心等资源共享平台的搭建实现社区相关医疗项目

有、没有、不清楚所在医院是否有专门转诊部门及专人负责

外包，弥补基层短板，营造资源整合和互助共联的医疗环境；

的专科医生分别为 92 例（24.0%）、44 例（11.4%）、248 例

（64.6%）。386 例专科医生中，认为有、没有、不清楚是否

有信息化转诊平台的专科医生分别为 97 例（25.1%）、46 例

（11.9%）、243 例（63.0%）。从专科医生对于转诊机制的
评价来看，386 例专科医生中，认为转诊流程畅通、手续复杂、

最后，家庭医生工作站和 APP 客户端的建立，为集“基本医疗、
基本公共卫生与区域间医疗协同服务”一体化服务及患者自
我管理提供信息化技术支撑。
3.4

“全科 - 专科”的转诊机制功能尚未完全发挥

本研究

结果显示，明确表示接收过通过签约家庭医生转诊患者的专

一般、不清楚的专科医生分别为 43 例（11.1%）、49 例（25.4%）、

科医生不足 50.0%。尽管转诊通道已经建立，转诊行为初步

善转诊机制，386 例专科医生中，表示医院应建立转诊服务部

的初衷并未实现。首先，家庭医生是实现分级诊疗的抓手［3］，

门、明确转诊过程责任、开发转诊信息平台、预留更多转诊

能够帮助筛诊、实现分诊、防治结合，家庭医生与一般全科

98 例（12.7%）、196 例（50.8%）。对于医院如何进一步完

资源者分别为 326 例（84.5%）、300 例（77.7%）、280 例（72.5%）、
248 例（64.2%）。
3

3.1

讨论

专科医生对家庭医生制度形成一定认知，对转诊服务有

清晰的功能定位

本研究结果显示，对家庭医生制度和家庭

医生职能基本了解 / 很了解的专科医生占 41.9%，认为家庭医

生的职能为开展公共卫生服务，引导患者有序就医，开展个

性化、连续性、综合性服务，防治一体化者分别占 59.0%、
60.2%、48.4%、40.4%。这说明专科医生对家庭医生制度和家

庭医生职能有一定认知。认为家庭医生转诊很有 / 较有必要者
占 77.7%，非常乐意 / 比较乐意接收基层转诊患者的专科医生

实现，但通过签约家庭医生转诊没有成为主流，“急慢分治”

医生最大的区别在于其诊治行为具有针对性、个性化、连续
性特点，即为患者提供一对一的健康管理和综合干预。在分
级诊疗格局下，转诊患者应当是经过签约的家庭医生筛选后
存在疑难杂症或者患病严重亟须救治的患者，而非自行就医
或通过其他全科医生转诊的普通患者。但本研究结果显示，
66.2% 的专科医生对待社区转来的患者与普通患者一致。此

外超过 60.0% 的专科医生不清楚专门转诊部门和信息化转诊

平台。上述情况同其他研究得出的“我国目前二、三级医疗

机构与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双向转诊、技术指导、业务培训等
上下联动、资源整合的平台仍旧薄弱”的结论较一致 ［4］。

3.5

建议

首先，应明晰家庭医生、专科医生在协同转诊机

占 54.4%，不太乐意 / 非常不乐意者仅占 3.6%。这说明多数

制中的角色定位，深刻理解“全科 - 专科”协同转诊机制的

专科医生认为转诊是有必要的，有利于有序就诊、分流患者，

内涵，才能实现两者的通力合作。家庭医生通过一对一签约

减轻大医院负担，同时对接收基层转诊患者的态度较积极。

提供针对性、连续的防治一体的基础卫生服务，并帮助缺乏

3.2

专科医生对转诊之外的制度目标及家庭医生功能定位的

认知分散且模糊

本研究结果显示，相对于绝大多数专科医

专业知识的患者提升合理选择医疗机构就医的行为能力［5］。
“下
其与专科医生两者功能互补，而非“低级全科 - 高级专科”

生对于家庭医生“解决轻症”（74.5%）、“方便患者配药”

转上”
“上下级”的错误层级概念。因此协同平台的建设不是二、

（76.4%）的功能认知而言，认为其在“个性化、综合性、连

三级医院对社区简单的对口支援，而是弥补社区短板、提升

续性服务”“防治一体化”方面有作用的专科医生不足一半。

服务能级［2］，从而为患者提供除健康维护、健康管理外的更

从专科医生对家庭医生制度目标实现的预期来看，认为家庭

加便捷、优质的双向转诊服务。通过提高签约服务的内在价值，

医生制度目标是否可以实现的观点分布较为一致，各目标认

建立权益交换通路，来引导就医下沉和有序就医。

为肯定可以和或许可以实现的专科医生均 >80.0%，认为或许

可以实现的为 60.0% 左右。从专科医生对家庭医生制度的发
展预判来看，认为形势大好者仅占 12.3%，认为困难重重、

难以判断者占 82.0%。这表明专科医生没有对其中任何一项

政策目标有过多的信心或者信心明显不足，也没有对家庭医

其次，需进一步落实区域内“3-2-1”“社区—三级医
院”“社区全科 - 三级全科”等多样化的分级诊疗协同平台
建设，为“全科 - 专科”转诊机制提供条件支持。包括建立
对接部门、开通绿色转诊通道、打通信息化平台、协助全科
医生能力培训、开展远程会诊等［6］。这将直接助力打通分级

生政策目标过多关注与深刻认知，故而对整体发展前景的预

诊疗通路，解决专科医生对于转诊不便捷、不到位带来“增

判大多保守或模糊。

加患者就医环节”“耽误患者病情”“增加医院接收环节”

3.3

畅通

“全科 - 专科”的转诊机制已初步成型，转诊渠道较为

等低效就医的担忧。同时加强对专科医生的宣传和培训，提

本研究结果显示，经常接诊、偶尔接诊转诊患者的专

高其对“全科 - 专科”转诊流程的熟悉度和转诊信息平台的

科医生占 50.3%，会将转诊患者下转至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接

受康复治疗或跟踪随访者占 60.5%。这说明双向转诊的通道

利用率。
然后，重视二级专科医院的地位和功能。理论上二级医

已初步建立，主要得益于以下几大措施：首先，
“三级 - 二级 - 社

院是向多个社区提供综合医疗卫生服务、承担一定教学和科

区”“社区 - 三级”“三级全科医学科室 - 社区”三类转诊

研的地区性医院，在分级诊疗中承担着直接指导基层的作用。

平台的建立，使得双向转诊有客观途径可循；其次，家庭医

实践中，相较于三级医院，二级医院资源短缺、人满为患的

生转向老年护理、社区康复、临终关怀的分诊服务机制的探索，

问题较为缓和。因而要充分利用二级医院原有资源，加大人

扩大转诊服务范围，赋予转诊更深层内涵；此外，区域诊断、

才储备和设备投入［7］，在社区和三级医院之间建立医疗缓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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带，医治上转患者的同时减轻大医院的压力。有专家指出二

中 国 全 科 医 学，2011，14（19）：2136-2138.DOI：10.3969/j.

级医院也可转型为康复型医疗机构，为家庭医生转向老年护

issn.1007-9572.2011.19.006.

理、社区康复、临终关怀等多样性分级诊疗服务提供依托［8］。

ZHANG W.Feasibility analysis and countermeasure study of family

最重要的是在制度层面上做出安排、在机制层面上进行
落实，改变医院和社区卫生服务机构以利益为导向的松散式
［9］

doctor system［J］．Chinese General Practice，2011，14（19）：
2136-2138．DOI：10.3969/j.issn.1007-9572.2011.19.006.

。应将建立“全科 - 专科”转诊机制、增强与社

［5］贺小林，梁鸿 . 推进家庭责任医生制度改革的理论探讨与政策

区卫生服务机构的协同纳入为公立医院改革的重点内容；整

建 议［J］． 中 国 卫 生 政 策 研 究，2012，5（6）：3-8．DOI：

合作机制

体布局转诊资源，构建“全科 - 专科”转诊区域网，改变现
有“转诊医疗机构选项不多、转诊仍然是点对点的单一线性

10.3969/j.issn.1674-2982.2012.06.002.

HE X L，LIANG H.Theoretical discussion and policy suggestions

合作方式”的模式；制度上明确规范转诊程序、界定转诊过

on the family doctor policy reform［J］．Chinese Journal of Health

程责任，建立转诊指征和协同服务标准［10］，严格把控转诊质

Policy，2012，5（6）：3-8．DOI：10.3969/j.issn.1674-

量，提高转诊到位率；构建“全科 - 专科”协同系统内部利
益分配机制，充分调动二、三级医院的积极性；形成有序有
效的分级诊疗体系，实施步骤应是首先培养签约居民就医习
惯，在居民下沉社区后强化其对家庭医生的依从性，在此基
础上逐渐引导患者进行转诊和分诊，从而形成急慢分治、全
专联动的分级诊疗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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