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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省公立医院
基于数据包络法的效率评价
杜晶琳袁王中华

渊南京医科大学医政学院袁江苏
摘

南京

圆员员员远远冤

对江苏省不同级别公立医院的效率分别进行数据包络法（阅耘粤）评价，
为医疗资源合

要院

理配置提出科学建议。

运用 阅耘粤 计算技术效率、
单纯技术效率、
规模效率以及规模收益情况，
着

重比较不同层级公立医院的效率差异。利用 栽燥遭蚤贼 回归分析技术效率的影响因素。

立医院 阅耘粤 效率偏低且地区分布不均衡，
三级公立医院运营效率相对较高。

一级、二级公

应合理调整医院

的资源配置、
优化规模，
从而提高各级公立医院运营效率。
关键词院公立医院；
数据包络法；栽燥遭蚤贼 回归
效率；
中图分类号院 砸员怨苑援猿

文献标志码院 粤

凿燥蚤院员园援苑远缘缘 辕 晕再阅载月杂杂圆园员远园远园圆

我国医疗卫生支出占 郧阅孕 的比重在不断递增袁

但是各级政府所能投入的卫生资源极为有限袁因
此袁如何合理配置有限的卫生资源袁促进医疗资源
的合理利用成为医疗卫生领域共同关注的难题

咱员暂

遥

医院作为医疗卫生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袁 在卫生
资源稀缺尧政府投入不足的背景下袁医院的投入能
否转变成合理有效的产出袁 即医院的产出效率问
题值得思考

咱圆暂

遥 本文采用数据包络分析法渊阅耘粤冤对

江苏省不同级别医院的投入产出效率进行测算和

比较袁结合不同医院实际运营情况和服务特点袁为
调整医院医疗结构和规模尧 优化医院医疗资源配
置提供科学依据遥

一尧资料与方法
渊一冤资料来源

文章编号院 1671原0479渊20员远冤0远原源圆愿原园园源

心冤共 猿猿 家袁编号为 粤员耀粤猿猿曰二级公立医院渊县区
级医院冤共 圆远 家袁编号为 月员耀月圆远曰三级公立医院
共 员猿 家袁编号为 悦员耀悦员猿遥
渊二冤研究方法

本研究首先运用 阅耘粤 方法对公立医院的效率

进行分析袁 考察医院的运营绩效遥 其次袁 采用

运则怎泽噪葬造鄄宰葬造造蚤泽 检验对不同级别医院的技术效率尧单
纯技术效率和规模效率进行估计袁 考察不同级别公
立医院效率值的差异性遥 最后袁运用 栽燥遭蚤贼 模型估计
影响医院技术效率的相关因素袁 基本 栽燥遭蚤贼 回归模
型设定如下院

赠蚤越琢垣茁曾蚤垣淄蚤曰园臆赠蚤臆员

其中袁赠蚤 表示 阅耘粤 效率值袁曾蚤 表示相关影响因

素袁如投入指标等遥

遵循医院效率评价指标筛选的一般原则袁 检索

资料来源于江苏省卫计委 圆园员源 年江苏医院经

相关文献袁对研究指标进行归类统计咱猿暂袁筛选出使用

体袁按 源园豫的比例对资料进行分层随机抽样袁选出

最终的投入指标为职工总数尧固定资产总值尧实有床

营与财务情况统计袁删除数据不全和存在问题的个
的研究对象为 苑圆 家不同级别的公立医院遥 其中一
级公立医院 渊乡镇卫生院及城市社区卫生服务中

频次较多的投入产出指标咱源暂遥 结合本研究目标袁确定
位尧年业务支出曰产出指标为总诊疗人次尧出院人数尧
年业务收入遥

基金项目院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野基于产出效率与公益规制融合视角的公立医院补偿机制转化研究冶渊苑员猿园猿员圆源冤
收稿日期院圆园员远原园愿原圆源
作者简介院杜晶琳渊员怨怨源原 冤袁女袁江苏海门人袁硕士研究生袁研究方向为卫生经济曰王中华渊员怨苑愿原 冤袁男袁河北行唐县人袁副教

授袁博士袁研究方向为卫生经济尧卫生政策评估袁通信作者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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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用 悦砸杂鄄悦悦砸 模型对每个决策单元渊阅酝哉冤进

行有效性分析袁 考虑的是在理想状态即 阅酝哉 都在
最优规模下运营袁单纯技术效率和规模效率是否同

时有效袁即总体有效性遥 对于研究对象综合性公立医
院个体来说袁野技术有效冶是指在现有资源投入前提下
医院实现了最大产出曰野规模有效冶指医院处于规模收
益不变的阶段袁假设各项资源投入同时增加 运 倍袁那
么产出也会随之增加 运 倍咱缘暂遥 采用 灾砸杂鄄月月悦 模型袁

阅酝哉 处于当前规模下运营袁判断投入的各项资源是

否充分利用袁阅酝哉 若处于有效生产前沿而且各项投
入资源获得了充分利用袁则被称为野单纯技术有效冶遥
通过 灾砸杂鄄月月悦 模型袁 可以得到各个医院个体的技术
效率尧单纯技术效率尧规模效率和规模收益变化情况

遥 阅耘粤 效率值的取值在 园耀员 之间袁当 阅耘粤 效率值

咱远暂

等于 员 时袁 则该 阅酝哉 有效曰 当 阅耘粤 效率值小于 员

窑源圆怨窑

圆援 二级公立医院 阅耘粤 评价结果

圆远 家医院平均技术效率为 园援怨园怨袁 其中技术效

率有效的医院共有 员圆 家袁占比为 源远援圆豫曰员源 家医院

阅耘粤 技术效率评分低于 员袁 其中技术效率值最低的
仅为 园援源源员遥单纯技术效率均值为 园援怨猿远袁其中单纯技

术效率有效的医院有 员源 家袁占比为 缘猿援愿豫袁表明所
投入的各项资源得到充分利用遥 圆 家医院技术效率

低于 员 而单纯技术效率有效表明可通过调整规模达
到技术有效遥 规模效率均值为 园援怨远怨袁其中规模效率
有效的医院有 员圆 家袁占比为 源远援圆豫 遥 员源 家规模效率

小于 员 的二级公立医院中有 源 家处于规模效率递减
阶段袁 应缩小医院规模曰员园 家处于规模效率递增阶
段袁需扩大医院规模袁提高效率值遥
猿援 三级公立医院 阅耘粤 评价结果

三级公立医院共有 员猿 家袁其中技术效率有效的

时袁则该 阅酝哉 为非有效遥 而对于 阅耘粤 非有效医院

医院共有 员园 家袁 占比为 苑远援怨豫袁 平均技术效率为

的目标值渊投影值冤尧径向改进值渊决策单元每项投入

在投入冗余或者产出不足的情况遥 员猿 家三级公立医

个体袁 通过 悦砸杂鄄悦悦砸 模型袁 可以得出非有效 阅酝哉

等比例减少或者产出等比例增加的数值冤尧松弛变量
改进值等袁因此可参考相关数值袁对 阅耘粤 非有效的

医院个体在投入尧产出方面进行调整袁使 阅耘粤 非有
效转化为 阅耘粤 有效遥

数据利用 耘曾糟藻造 软件进行整理袁 采用 阅耘粤孕圆援员

软件进行 阅耘粤 数据包络分析袁 应用 杂贼葬贼葬员园援园 软件

进 行 运则怎泽噪葬造鄄宰葬造造蚤泽 检 验 和 栽燥遭蚤贼 回 归 分 析 袁孕 臆
园援园缘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遥

二尧结

果

渊一冤江苏省公立医院 阅耘粤 效率评价结果
员援 一级公立医院 阅耘粤 评价结果

一级公立医院共有 猿猿 家 袁 平 均技术 效率 为

园援怨怨缘曰阅耘粤 技术效率评分低于 员 的有 猿 家袁说明了存
院的单纯技术效率均值为 员袁表明所投入的各项资源
得到充分利用遥规模效率有效的医院有 员园 家袁占比为
苑远援怨豫曰猿 家规模效率小于 员 的三级公立医院中有 圆
家处于规模效率递减阶段袁应缩小医院规模遥
渊二冤不同级别医院运营绩效比较
采用 运则怎泽噪葬造鄄宰葬造造蚤泽 检验方法对 苑圆 家不同级别

公立医院的技术效率尧单纯技术效率尧规模效率进行
检验袁结果为不同级别公立医院技术效率渊字圆越怨援缘猿苑袁

孕 约 园援园员冤尧单纯技术效率渊字圆越苑援缘愿圆袁孕 约 园援园缘冤以及规
模效率渊字圆越苑援远猿源袁孕 约 园援园员冤均存在显著性差异遥

对非有效医院个体的投入冗余和产出不足进行

分析渊表 员冤袁医疗资源投入过剩在不同级别医院中

呈现出不同的表现院 一级公立医院投入冗余情况

园援愿源源遥 其中技术效率有效的医院 员猿 家袁 占比为

较为严重袁医疗资源存在比较严重的浪费现象袁医

猿怨援源豫曰其余 圆园 家医院袁阅耘粤 技术效率评分低于 员袁

院之间医疗资源配置和利用水平差距较大曰 二级

说明存在投入冗余或者产出不足的情况袁 其中技

公立医院则需要通过递减床位数和固定资产总值

术效率值最低的医院仅为 园援猿远缘袁表明运营效率低

改善医疗资源运用曰 三级公立医院总体情况较为

其中单纯技术效率有效的医院有 圆园家 袁 占 比 为

较为充分遥 医院产出方面袁一级公立医院和二级公

家技术效率有效的医院相比袁剩余的 苑家医院袁可通

差距较大曰三级公立医院产出调整量方差较低袁表

下遥 猿猿 家一级医院的单纯技术效率均值为 园援怨员缘袁

良好袁除固定资产总值投入冗余外袁医疗资源运用

远园援远豫袁表明投入的各项资源得到充分利用曰与 员猿

立医院调整量离散程度较大袁 说明医院个体之间

过扩大或缩小医院目前规模达到技术有效遥 规模

明个体之间差距较小遥

效率均值为 园援怨圆员袁其中规模效率有效的医院有 员猿

家袁占比为 猿怨援源豫 遥 圆园 家规模效率小于 员 的医院

渊三冤医院效率影响因素 栽燥遭蚤贼 回归分析结果

表 圆 估计了影响医院效率的相关因素遥 总诊疗

中有 怨 家处于规模效率递减阶段袁 应缩小医院规

人次尧年业务收入尧年业务支出对技术效率的影响有

扩大规模遥

入和适当控制年业务支出来提高公立医院产出效率遥

模曰其余的 员员 家处于规模效率递增阶段袁则需要

统计学意义遥 因此袁可通过提高总诊疗人次尧年业务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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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员

项目
研究对象个数
阅耘粤 技术效率均值渊比例冤
阅耘粤 单纯技术效率均值渊比例冤
阅耘粤 规模效率均值渊比例冤
职工总数
过剩数量均值渊方差冤
过剩比例均值渊方差冤
固定资产总值
过剩数量均值渊方差冤
过剩比例均值渊方差冤
实有床位数
过剩数量均值渊方差冤
过剩比例均值渊方差冤
年业务投入
过剩数量均值渊方差冤
过剩比例均值渊方差冤
总诊疗人数
递增量均值渊方差冤
递增比例均值渊方差冤
出院人数
递增量均值渊方差冤
递增比例均值渊方差冤
年业务收入
递增量均值渊方差冤
递增比例均值渊方差冤

因素
总诊疗人次
出院人数
年业务收入
职工总数
固定资产总值
实有床位数
年业务支出
常数项

表圆

回归系数
原园援猿圆猿
原园援园猿圆
原园援缘源源
原园援园苑员
原园援园源怨
原园援怨员愿
原园援远圆源
原园援圆员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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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级别医院运营绩效比较

一级医院
猿猿
园园 园援愿源源渊猿怨援源豫冤
园园 园援怨员缘渊远园援远豫冤
园园 园援怨圆员渊猿怨援源豫冤

二级医院
圆远
园园园 园援怨园怨渊源圆援猿豫冤
园园园 园援怨猿远渊缘猿援愿豫冤
园园园 园援怨远怨渊源远援圆豫冤

三级医院
员猿
园园园 园援怨怨缘渊苑远援怨豫冤
园园园园园园 员渊员园园援园豫冤
园园园 园援怨怨缘渊苑远援怨豫冤

园园 员员援苑愿渊员园援远员冤
园圆怨援怨远豫渊员愿援缘员豫冤

园园 员圆愿援圆员渊怨远援圆愿冤
园园猿源援源员豫渊员愿援愿苑豫冤

园园 员员怨援愿苑渊员圆源援猿怨冤
园园员员援怨苑豫渊员猿援远缘豫冤

员 员园员援猿员渊员 员缘源援猿缘冤
园源怨援苑苑豫渊圆苑援愿远豫冤

圆苑 缘愿圆援缘缘渊源苑 愿愿怨援猿园冤
园园圆员援苑猿豫渊员苑援远缘豫冤

圆源 员远圆援苑猿渊圆缘 圆苑远援源缘冤
园园源远援苑猿豫渊圆援愿猿豫冤

园园 员苑援远猿渊员园援远园冤
园源怨援苑猿豫渊圆缘援猿缘豫冤

园园 员圆圆援苑怨渊愿远援愿怨冤
园园猿愿援圆猿豫渊圆猿援苑园豫冤

园园园 苑圆援缘猿渊怨缘援源怨冤
园园园园愿援员豫渊员园援缘苑豫冤

员 猿园怨援缘远渊圆 员远员援怨怨冤
园圆苑援愿员豫渊员源援愿苑豫冤

员猿 员怨远援员猿渊员 园怨缘员援远猿冤
园园员缘援苑缘豫渊员猿援苑怨豫冤

员员 远缘员援缘圆渊愿 员源源援员远冤
园园园圆援愿苑豫渊员援怨缘豫冤

愿 怨员员援员源渊猿远 园苑缘援远缘冤
园猿怨援园猿豫渊愿愿援远远豫冤

员员 远猿园员援怨渊员远猿 怨员怨援源园冤
园园苑怨援园园豫渊苑苑援园员豫冤

源源 怨怨员援怨源渊苑苑 怨圆愿援猿猿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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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体偏低袁 医院当前的经营状况不佳仍然表现为投

三尧讨论与建议

入冗余尧产出不足或医院规模不合理遥三级公立医院

阅耘粤 评价生产渊经营冤效率的方法较为成熟袁广

医疗资源配置尧使用尧医院规模规划趋向于成熟袁管

泛应用于国内外卫生体系效率评价的研究中袁适合

理水平也较高曰 而一级医院尧 二级医院总体较为薄

指导卫生服务系统中组分的宏观调整 遥 公立医院

弱袁同时内部情况良莠不齐遥江苏省公立医院单纯技

作为提供医疗护理服务的主要机构袁其有效运行是

术效率较高袁但个体间差异较大遥其中袁一级尧二级公

保证公民身心健康袁享受高质量医疗服务的基本条

立医院单纯技术效率地区分布不均衡袁 个体差异显

件 遥 因此袁对江苏省综合性公立医院的 阅耘粤 分析

著遥 而从规模效率来看袁目前大多数一级尧二级公立

评价袁不仅可以看出各层级医院是否有效袁也对医院

医院仍需适度扩大规模袁 三级公立医院规模相对比

投入尧产出如何进行调整给出了意见袁从而保证医院

较合理遥 影响因素的 栽燥遭蚤贼 回归结果表明袁通过提高

咱缘暂

咱远暂

有效合理运营遥
对江苏省 苑圆 家不同级别的公立医院效率的评

价及影响因素分析表明袁江苏省公立医院技术效率

总诊疗人次尧 年业务收入和适当控制年业务支出可
进一步提高江苏省公立医院的运营效率遥
针对江苏省公立医院的改革与发展袁 提出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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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议院淤正确认识医院效率构成遥 阅耘粤 模型中决策

用袁更好地满足人民群众的卫生服务需求咱怨暂遥

渊栽耘冤和规模效率渊杂耘冤构成遥 在判断医院总体有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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