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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口与健康·

医疗服务可及性对老年人健康的影响
———基于 CLHLS 数据的分析

仇雨临
*

冉晓醒

中国人民大学劳动人事学院 北京 100872

【摘 要】基于中国老年健康影响因素跟踪调查( CLHLS) 2014 年的数据，采用 OLS 回归模型分析医疗服

务可及性对老年人健康产生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 医疗服务可及性对老年人健康具有显著正向影响，并且

该回归结果通过了稳健性检验。借助工具变量法解决内生性问题后，结果仍然显著。在此基础上，探讨影响

医疗服务可及性的因素。从医疗服务需求方角度来看，经济压力是导致医疗服务不可及的主要原因; 从供给

方角度来看，医疗服务机构距离远限制了医疗服务可及。进一步分析发现医疗服务可及性对低收入以及距离

医疗机构远的老年人影响更加显著。通过构建中介效应模型探讨医疗服务可及性对老年人健康的影响机制，
发现体检作为医疗服务利用的一种方式能够发挥部分中介作用。因此，文章提出提升医疗服务经济可及性、
空间可及性并重视体检服务利用的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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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mpact of medical service accessibility on the health of the elderly: Analysis based on CLHLS dat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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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his paper is aimed at analyzing the impacts of medical service accessibility on the health of the eld-
erly based on the 2014 data of CLHLS in China，using OLS regression model． The study results showed that medical
service accessibility has a significant positive impact on the health of the elderly，and the regression results passed the
robustness test． After solving the endogenous problem with instrumental variable method，the results were still robust．
On this basis，the influencing factors of medical service accessibility were discussed．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demand
side，the lack of money or being broke is the main reason for the inaccessibility to medical services． From the supply
side，the household-to-hospital location restricts the access to medical services． Further analysis found that access to
medical services had a more significant impact on the elderly with low income and on those who live far from medical
institutions． Mediating effect model was constructed to explore the influence mechanism of medical service accessibility
on the health of the elderly，and it was found that physical examination can play a part of mediating role in terms of
medical service consumption． Therefore，some suggestions were put forward such as to improve economic and spatial ac-
cessibility of medical services and attach great attention to the utilization of physical examination servi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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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在人口老龄化趋势日益严峻的背景下，人们将

更多关注如何提升生命质量，健康被赋予了更深层

次的价值。早在 1990 年世界卫生组织(WHO) 已经

将健康老龄 化 作 为 应 对 老 龄 社 会 的 战 略 性 目 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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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ushkin 认为健康和教育同为重要的人力资本。［1］

Grossman 提出了健康资本和健康生产理论。［2］
健康

作为一种特殊的人力资本能够通过增加劳动时间而

提高收入能力
［3］，是人类生产力的具体体现。随着

年龄增长，个人的健康资本发生折旧，此时必须通过

增加投资的方式弥补健康资本存量的不足
［4］，促使

老年人的医疗服务需求大幅增加。换言之，人力资

本投资分为获取及维护成本，维持或提高健康存量

需要对生产健 康 的 相 关 要 素 进 行 投 资，如 医 疗 服

务。［5］
一个国家总体期望寿命上升的主要原因之一

在于医疗技术的进步与使用。［6］
从经济学角度来看，

健康是目标产出，医疗卫生服务是取得这种产出的

投入。［7］
显然，医疗服务与健康之间存在较为密切的

关系。医疗服务可及性意味着医疗服务的可获得

性，是医疗服务需求满足的首要条件。医疗服务可

及性对健康产生了怎样的影响? 目前鲜有文献提

及。因此，本文以老年人群体为研究对象，分析医疗

服务可及性对其健康产生的影响，并提出相关建议。

2 文献回顾

在研究医疗服务可及性对健康的影响时，国外

学者多将死亡率或营养状况作为健康的潜在指标。
一些研究发现医疗服务可及性对降低死亡率、提升

营养状况产生显著影响。Ｒosenzweig 和 Wolpin 的研

究发现，印度计划生育诊所和药房的可及性对儿童

死亡率有显著抑制作用。［8］ AL-Kabir 针对孟加拉国

家的研究表明:居住地与医疗点的距离越远，儿童死

亡率越高。［9］ Sandiford 等认为医疗服务可及性是影

响尼加拉瓜婴儿死亡率的重要原因之一。［10］ Fran-
kenberg 发现印度尼西亚医疗服务和医疗人员可及性

对儿童死亡率具有显著影响。医疗服务的增加明显

降低了婴儿死亡率。［11］ Anderson 和 Ｒomani 认为减

免医疗费用、增加基础医疗诊所数量、更新医疗设备

等措施能够有效促进人们的健康状况，尤其是对女

性和儿童群体作用明显。［12］ Glewwe 等发现与私人药

房的距离对越南的儿童营养状况具有显著影响，距

离越 远，儿 童 的 营 养 状 况 越 差。［13］ Ｒutstein 利 用

OLS 回归方法得出结论:怀孕和生产时的医疗服务

可及性、针对腹泻儿童的医疗服务可及性的提升是

发展中国家五岁以下儿童死亡率迅速下降的主要

原因。［14］

然而，也有一些研究发现医疗服务可及性对健

康不存在显著影响。Ｒosenzweig 和 Schultz 发现哥伦

比亚农村地区的儿童死亡率与诊所、药房、流动医疗

点数量不存在显著相关关系。［15］ Benefo 和 Schultz 发

现与诊所的距离越近，儿童死亡率反而越高。［16］ Fil-
mer、Thornton 认为医疗服务可及性没有显著降低人

口死亡率。［17-18］

国内的相关研究不多，研究结论基本一致。宋

月萍和谭琳认为医疗卫生资源可及性不平等是儿童

健康成长的重要制约因素。［19］
苗艳青研究了卫生资

源可及性对农民健康的影响，结果表明卫生资源可

及性提升对于农民的两周患病率和慢性病患病率具

有明显改善作用。［20］
杨慧康利用 CLHLS 数据分析了

个体医疗资源及其可及性对老年人健康的影响，发

现及时获取医疗资源能够对老年人健康产生显著正

向影响。［21］
黄瑞芹、易晶晶从供需双方的角度探讨了

民族地区医疗服务可及性对农村居民健康的影响，

其中一般性疾病的就医机构对农村居民健康产生显

著影响。［22］

值得注意的是，医疗可及性的定义不同也会导

致研究结果呈现差异化。一些学者认为医疗服务可

获得性是医疗服务可及性的重要组成部分。Pen-
chansky、Thomas 从可得性、可适合性、可接近性、可

承受性和可接近性五个方面定义了医疗服务可及

性。［23］ Shengelia 等赋予可及性两层含义，一是获取

医疗服务的 可 能 性，二 是 能 够 使 用 的 医 疗 服 务 数

量。［24］ Levesque 等认为可及性能够反映出个体识别

需求、寻找资源、获得使用以及满足需求的机会大

小。［25］
朱莉华等认为医疗服务可及性即持续、有组织

地为居民提供可获得的医疗卫生服务。［26］
也有学者

从多维角度定义医疗服务可及性。邢海燕等通过居

民到达距离最近的医疗机构所需的时间反映医疗服

务可及性。［27］
汪涛和刘平、张思锋和杨致忻将医疗服

务可 及 性 分 为 空 间、时 间 和 经 济 三 方 面 的 可 及

性
［28-29］。此外，还有学者从供需层面对医疗服务可

及性进行了定义。苗艳青、黄瑞芹和易晶晶均采用

到达最近医疗服务机构的距离、时间、就医内容等指

标反映供方可及性，利用个人特征反映医疗服务需

方可及性
［20，22］。

本文在借鉴 Penchansky、Shengelia、Levesque、朱

莉华等对医疗服务可及性的定义的基础上，将医疗

服务可及性界定为医疗服务可获得性
［23-26］。医疗服

务的获得是空间、时间和经济等多维医疗服务的可

及或者供需双方共同形成的医疗服务可及的重要体

现。同时，参考白晨和顾昕、李建新和夏翠翠对医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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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可及性衡量指标的选取
［30-31］，利用问卷中“当你

生病时是否能得到充分的医疗服务”的问题对医疗

服务可及性进行衡量。鉴于国外文献多集中于研究

医疗服务可及性对儿童死亡率和营养健康的影响，

我国为数不多的研究中多分析了医疗服务可及性对

儿童、农村人群健康的影响，尚未有针对老年人健康

的研究。因此，本文在明确医疗服务可及性定义的

基础上研究其对老年人健康产生的影响，以期提升

老年人的健康水平，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

3 数据描述和模型设定

3. 1 数据来源及变量描述

本文数据来自中国老年人健康影响因素跟踪

调查(CLHLS) ，该项目由北京大学健康老龄与发展

研究中心组织。调查对象为 65 岁以上老年人和 35
～ 64 岁成年子女。针对 65 岁以上老年人的问卷调

查内容包括老人及家庭基本状况、社会经济背景及

家庭结构、经济来源和经济状况、健康和生活质量

自评 等 内 容。文 章 选 取 CLHLS2014 数 据 进 行 研

究。该数据于 2016 年发布，覆盖了全国 22 个省、
市、自治区。

本文的被解释变量为老年人的健康状况，借助

CLHLS 中有关老年人日常活动能力的 14 项指标进

行分析。包括洗澡、穿衣、上厕所是否需要他人帮助

等问题。加总受访者关于这 14 个问题的选择项序

数得到本文的身体功能障碍得分(ADL)，通过反向

编码后，最终得分越高，表明受访者身体状况越好。
核心解释变量将“生病时是否能得到充分的医疗服

务”二元虚拟变量作为医疗服务可及性的衡量指标。
控制变量选取了性别、年龄、婚姻、收入等社会人口

基本特征变量，考虑到生活习惯和参保行为也可能

对老年人的健康产生影响，将是否吸烟、是否喝酒、
是否参加社会医疗保险也纳入到了控制变量中。此

外，控制变量中还包括省份虚拟变量(表 1)。

表 1 变量的描述性统计

变量类型 变量名称 赋值 平均值 标准差

被解释变量 健康得分
1 = 不需要帮助;2 = 部分需要帮助;3 = 完全需要帮助。
加总 14 道题得 ADL 得分。健康得分为 42-ADL 得分。

22. 36 7. 26

核心解释变量 医疗服务可及性 0 = 不可及;1 = 可及 0. 96 0. 19

个体特征变量 性别 0 = 女;1 = 男 0. 47 0. 50

年龄对数 年龄数值取对数 4. 43 0. 12

婚姻 0 = 其他;1 = 已婚 0. 42 0. 51

居住模式 0 = 非独居;1 = 独居; 0. 19 0. 39

自评经济状况 0 = 不富裕;1 = 富裕 0. 17 0. 37

收入是否满足日常开支 0 = 否;1 = 是 0. 82 0. 38

生活习惯变量 是否喝酒 0 = 否;1 = 是 0. 16 0. 36

是否吸烟 0 = 否;1 = 是 0. 17 0. 38

参保行为变量 是否参加社会医疗保险 0 = 否;1 = 是 0. 88 0. 33

中介变量 是否每年体检 0 = 否;1 = 是 0. 59 0. 49

稳健性检验模型一之自变量 与医院的距离 0 = 大于或等于 1 公里;1 = 小于 1 公里 0. 34 0. 47

稳健性检验模型二之因变量 自评健康状况 1 = 很好;2 = 好;3 = 一般;4 = 不好;5 = 很不好 2. 64 0. 88

工具变量 看电视听广播频率
0 = 低于几乎每天

1 = 几乎每天;
0. 57 0. 49

3. 2 模型设定

由于被解释变量属于连续型变量，因此采用普

通最小二乘法进行估计，模型设定如下:

Health =  +β1accessibility + β2X + ε
其中，Health 是被解释变量老年人的健康得分，

accessibility 为核心解释变量，即医疗服务是否可及，

X 是一系列控制变量，主要为人口特征、生活习惯以

及参保行为。包括性别、婚姻、年龄、地区等多个变

量。为截距项，待估系数 β1表示医疗服务可及性与

老年人身体健康的相关系数。

4 结果

基本回归结果显示，医疗服务可及性对老年人健康

产生显著正向影响。通过替换自变量、因变量的方式进

行稳健性检验，并采用工具变量法解决内生性问题之

后，医疗服务可及性对老年人的健康影响仍然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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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1 基本回归结果

表 2 展示了医疗服务可及性对健康影响的基本

回归结果，为检验模型的稳健性，采取分步回归的方

法，表 2 中模型(1)为在没有加入控制变量时的回归

结果。医疗服务可及性对健康存在显著的影响，影

响系数为 3. 750。模型(2)加入了人口特征作为控制

变量;模型(3)在此基础上加入了生活习惯控制变量;

模型(4)为所有控制变量被纳入模型后的回归结果。
由四个模型的回归结果可以发现医疗服务可及性对健

康的影响始终显著，影响系数随着控制变量的增加稍

有降低，最终影响系数为 2. 393。表明医疗服务可及

性能够对老年人的身体健康产生积极影响。由于医疗

服务的可获得性是医疗服务利用的前提条件，医疗服

务可及有利于疾病预防以及患病时接受及时的治疗，

从而能够对老年人的健康产生促进作用。
就控制变量的回归结果而言，年龄对数与健康

得分呈显著负相关关系。表明年龄越大，健康状况

越差;性别、婚姻、居住模式、自评收入、收入是否满

足日常生活开支、是否喝酒、是否抽烟、是否参加社

会医疗保险与老年人的健康状况呈显著正相关关

系。在人口特征层面，男性健康状况优于女性;已婚

的老年人的身体健康水平优于其他婚姻状态的老年

人;独居的老年人身体健康水平高于非独居的老年

人，可能由于独居老年人生活作息较为规律，促进了

其自身健康，同时，也可能存在自选择的问题，身体

状况较差的老年人往往需要其他人的照料而不选择

独居;自评收入高的老年人的健康状况显著优于低

收入群体。因为收入越高可能对健康的投资更高，

从而有益于健康;当老年人的收入能满足日常生活

开支时，其身体状况更好。在生活习惯层面，喝酒、
吸烟的老年人身体健康状况优于不喝酒、不吸烟的

老年人，这可能是由于吸烟、喝酒能够帮助排解不良

情绪、缓解压力，从而促进了老年人的健康;在参保

行为层面，参加社会医疗保险的老年人身体健康优

于不参加社会医疗保险的老年人，表明社会保险对

增进老年人的健康发挥了一定作用。

表 2 基本回归结果

变量
模型(1)

健康得分

模型(2)

健康得分

模型(3)

健康得分

模型(4)

健康得分

可及性 3. 750＊＊＊ 2. 454＊＊＊ 2. 437＊＊＊ 2. 393＊＊＊

(0. 569) (0. 606) (0. 599) (0. 600)

性别 1. 302＊＊＊ 0. 667＊＊＊ 0. 684＊＊＊

(0. 201) (0. 228) (0. 227)

年龄对数 － 31. 311＊＊＊ － 30. 783＊＊＊ － 30. 596＊＊＊

(0. 994) (1. 000) (0. 997)

婚姻 0. 844＊＊＊ 0. 833＊＊＊ 0. 843＊＊＊

(0. 234) (0. 241) (0. 237)

居住模式 2. 603＊＊＊ 2. 551＊＊＊ 2. 570＊＊＊

(0. 242) (0. 243) (0. 242)

自评经济状况 0. 456* 0. 443* 0. 502*

(0. 255) (0. 255) (0. 256)

收入是否满足日常开支 1. 163＊＊＊ 1. 126＊＊＊ 1. 114＊＊＊

(0. 270) (0. 268) (0. 268)

是否喝酒 1. 563＊＊＊ 1. 530＊＊＊

(0. 231) (0. 232)

是否抽烟 1. 164＊＊＊ 1. 160＊＊＊

(0. 238) (0. 237)

是否参加社会医疗保险
0. 952＊＊＊

(0. 303)

省份虚拟变量 否 是 是 是

常数项 18. 742＊＊＊ 155. 390＊＊＊ 152. 940＊＊＊ 151. 453＊＊＊

(0. 562) (4. 561) (4. 593) (4. 591)

观测值 6 265 3 890 3 856 3 856
Ｒ2 0. 009 0. 317 0. 328 0. 330

注: ＊＊＊P ＜ 0. 01，＊＊P ＜ 0. 05，* P ＜ 0. 1;括号内为稳健标准差，下表同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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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2 稳健性检验一: 自变量替换

由于学界对医疗服务可及性的定义存在一定

分歧，为检验研究结果的稳健性，文章对解释变量

进行替换，借鉴世界卫生组织对医疗服务可及性的

定义“居民为实现最基本的医疗卫生服务需求，到

达初级医疗卫生服务机构的空间难易程度”，以空

间可及作为医疗服务可及性的替代指标，选取问卷

中“从您家到最近的医疗机构有多远?”作为衡量指

标。根据距离的中位数进行划分，与医疗机构的距

离小于 1 公里，赋值为 1，距离大于或等于 1 公里，

赋值为 0。从回归结果来看，与医疗机构的距离对

老年人健康影响显著，且影响系数为正( 表 3) ，即

医疗服务可及性越强，健康得分越高。该结果与基

本回归结果一致。

表 3 与医疗机构的距离对健康的影响

变量
模型(1)

健康得分

模型(2)

健康得分

模型(3)

健康得分

模型(4)

健康得分

与医疗机构的距离 0. 627＊＊＊ 0. 591＊＊＊ 0. 552＊＊＊ 0. 563＊＊＊

(0. 189) (0. 198) (0. 198) (0. 198)

性别 1. 299＊＊＊ 0. 661＊＊＊ 0. 684＊＊＊

(0. 202) (0. 229) (0. 228)

年龄对数 － 31. 467＊＊＊ － 30. 937＊＊＊ － 30. 754＊＊＊

(0. 993) (0. 997) (0. 996)

婚姻 0. 849＊＊＊ 0. 838＊＊＊ 0. 849＊＊＊

(0. 234) (0. 240) (0. 237)

居住模式 2. 502＊＊＊ 2. 449＊＊＊ 2. 454＊＊＊

(0. 242) (0. 243) (0. 243)

自评经济状况 0. 472* 0. 460* 0. 549＊＊

(0. 255) (0. 254) (0. 257)

收入是否满足日常开支 1. 401＊＊＊ 1. 363＊＊＊ 1. 374＊＊＊

(0. 264) (0. 263) (0. 264)

是否喝酒 1. 575＊＊＊ 1. 514＊＊＊

(0. 230) (0. 231)

是否抽烟 1. 155＊＊＊ 1. 135＊＊＊

(0. 237) (0. 237)

是否参加社会医疗保险 0. 944＊＊＊

(0. 302)

省份虚拟变量 否 是 是 是

常数项 22. 144＊＊＊ 157. 977＊＊＊ 155. 523＊＊＊ 153. 713＊＊＊

(0. 116) (4. 485) (4. 510) (4. 511)

观测值 6 265 3 890 3 856 3 856

Ｒ2 0. 002 0. 314 0. 325 0. 328

4. 3 稳健性检验二: 因变量替换

文章还采用替换因变量的方法进行稳健性检

验，将问卷中自评健康作为因变量的衡量指标，运

用 Ordered Logit 回归并计算边际效应得到结果如

表 4 所示，医疗服务可及性对老年人的自评健康影

响显著，当医疗服务从不可及变化为可及时，自评

健康为“很好”的概率增加 10. 0% ，自评健康“好”
的概率增加 15. 3% ，自评健康“一般”的概率下降

9. 8% ，自评健康“不好”的概率下降 13. 1% ，自评

健康“很不好”的概率下降 2. 4%。由此可知，医疗

服务可及性对老年人积极的健康评价具有正向影

响，对消极的健康评价具有负向影响。因此，从整

体来看，医疗服务可及性对老年人的健康状况呈现

积极 的 作 用，这 也 证 明 了 基 本 回 归 结 果 具 有 稳

健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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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医疗服务可及性对自评健康的影响

变量
自评健康情况

很好 好 一般 不好 很不好

可及性 0. 100＊＊＊ 0. 153＊＊＊ － 0. 098＊＊＊ － 0. 131＊＊＊ － 0. 024＊＊＊

(0. 015) (0. 022) (0. 015) (0. 018) (0. 004)

性别 0. 000 0. 000 － 0. 000 － 0. 000 － 0. 000

(0. 006) (0. 009) (0. 006) (0. 008) (0. 001)

年龄对数 0. 043 0. 066 － 0. 043 － 0. 057 － 0. 010

(0. 027) (0. 042) (0. 027) (0. 036) (0. 007)

婚姻 － 0. 002 － 0. 003 0. 002 0. 003 0. 001

(0. 007) (0. 010) (0. 006) (0. 009) (0. 002)

居住模式 － 0. 006 － 0. 010 0. 006 0. 008 0. 001

(0. 007) (0. 011) (0. 007) (0. 010) (0. 002)

自评经济状况 0. 063＊＊＊ 0. 097＊＊＊ － 0. 062＊＊＊ － 0. 083＊＊＊ － 0. 015＊＊＊

(0. 008) (0. 011) (0. 007) (0. 010) (0. 002)

收入是否满足日常开支 0. 051＊＊＊ 0. 078＊＊＊ － 0. 050＊＊＊ － 0. 066＊＊＊ － 0. 012＊＊＊

是否喝酒 (0. 007) (0. 011) (0. 007) (0. 009) (0. 002)

0. 039＊＊＊ 0. 060＊＊＊ － 0. 038＊＊＊ － 0. 051＊＊＊ － 0. 009＊＊＊

是否抽烟 (0. 008) (0. 012) (0. 008) (0. 010) (0. 002)

0. 019＊＊ 0. 029＊＊ － 0. 019＊＊ － 0. 025＊＊ － 0. 005＊＊

是否参加社会医疗保险 (0. 008) (0. 011) (0. 007) (0. 010) (0. 002)

省份虚拟变量 是 是 是 是 是

观测值 3 856 3 856 3 856 3 856 3 856

4. 4 内生性问题的处理: 工具变量法

考虑到老年人的医疗服务可及性也可能受到老

年人自身健康的影响，如行动不便导致医疗服务不

可及，本文使用老年人看电视、听广播的频率作为工

具变量解决由反向因果造成的内生性问题。一方

面，老年人通过看电视和听广播可以增加其获取相

关的医疗保健知识的途径，提升健康意识，降低因为

主观不愿意而不去就医行为发生的概率。因而，看

电视、听广播的频率越高，老年人的医疗服务可及性

可能越强。另一方面，由于老年人看电视和听广播

的频率最高为几乎每天，并且老年人具备一定的自

控力，每天看电视和听广播的时间相对有限，对老年

人参与其他活动的影响较小。因此，看电视和听广

播的频率对老年人的身体健康不产生直接影响。
表 5 展示了使用工具变量后的线性模型两阶段

最小二乘法(2SLS) 的回归结果，在第一阶段回归结

果中，工具变量“老年人看电视、听广播的频率”和医

疗服务可及性这一潜在的内生变量显著相关。F 统

计值为 11. 00，大于 10，基本排除了弱工具变量的可

能性。第二阶段回归结果显示医疗服务可及性对老

年人的健康具有显著正向影响，与基本回归结果一

致。虽然系数与之前相比有明显扩大，但不影响文

章的基本结论。系数的变化可能是老年人健康对医

疗服务可及性存在负向影响导致，即越不健康的人

越重视医疗服务，从而医疗服务可及性越强。在未

解决反向因果问题时，健康对医疗服务可及性的负

向影响抵消了一部分医疗服务可及性对健康的正向

影响，导致系数相对较小。解决了反向因果问题之

后，单纯考虑医疗服务可及性对健康的影响使得系

数有所扩大。

表 5 医疗服务可及性对健康的影响:2SLS

第一阶段

变量
模型(1)

医疗服务可及

模型(2)

医疗服务可及

看电视、听广播频率 0. 037＊＊＊ 0. 032＊＊＊

(0. 005) (0. 007)

控制变量 否 是

观测值 6250 3843

一阶段 F 统计值 54. 32 11. 00

Ｒ2 0. 010 0. 082

第二阶段

变量
模型(1)

健康得分

模型(2)

健康得分

医疗服务可及 132. 516＊＊＊ 94. 844＊＊＊

(18. 335) (20. 930)

控制变量 否 是

观测值 6 250 3 8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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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5 医疗服务可及性的影响因素分析

对问卷中“生病时不能得到治疗的原因”进行分

析，该问题共有六个选项，分别是没钱、路途远、行动

不便、无人陪伴、不愿意以及其他原因。由于生病时

无法得到充分医疗服务的人数总体较少，且在调查

过程中存在一定缺失和遗漏，对数据处理后，最终只

获得 435 个有效样本。该数据虽然不能准确反映医

疗服务不可及的原因，但也能够在一定程度上表明

医疗服务不可及原因的基本构成。由图 1 可以看

出，没钱导致不能就医的人数为 126 人，该因素占比

最高，达 28. 97% ;由于行动不便不能及时治疗的人

数为 112 人;不愿意去的人数为 72 人;还有一部分老

年人因为没有人陪伴不能获得医疗服务，人数为 51
人;距离医疗机构远导致医疗服务不可及的人数为

39 人;还有 35 人由于其他原因导致生病时无法就医

(图 1)。这些数据表明，造成医疗服务不可及的原因

较多。从需方角度即老年人自身来看，自身没钱、行
动不便、不愿意去、没有人陪伴等多种原因导致无法

获得医疗服务。其中，自身没钱是导致医疗服务不

可及最为主要的原因。即经济可及性影响了医疗服

务可及性。从供方角度即医疗机构一方来看，医疗

机构距离较远是导致医疗服务不可及的重要原因。
即空间不可及限制了医疗服务可及性。

图 1 医疗服务可及性影响因素

4. 6 医疗服务可及性影响的群体差异分析

由于“没钱”与“路途远”均是导致医疗服务不可

及的原因，且分别代表了需求方( 老年人) 和供给方

(医疗机构)对医疗服务可及性的限制，文章对两个

变量进行了分组(表 6)。根据自评经济状况将样本

分为两组，自评经济状况为很困难、比较困难、一般

的划分为低收入组，自评经济状况为比较富裕、很富

裕的划分为高收入组。通过对比低收入组和高收入

组的回归结果发现，医疗服务可及性的影响主要作

用于低收入老年人群体。低收入老年群体在医疗服

务可及方面往往存在较强的限制，因而健康受到较

大影响;高收入组的估计结果不显著，且估计系数明

显低于低收入组。表明对于高收入老年群体而言，

医疗服务可及对其健康的影响较小。因为他们的医

疗服务可及性基本可以得到满足，其健康主要受到

其他因素影响。该结果整体上也反映了经济因素对

医疗服务可及性产生的正向影响。此外，按照距离

医疗服务机构的远近将老年人群体分为了近距离

(中位数以下)和远距离(中位数以上)两组。结果显

示，就医疗服务可及性对其健康影响的显著性和系

数大小而言，距离医疗机构远的老年人明显高于距

离医疗机构近的老年人群体。

表 6 医疗服务可及性影响的群体差异

变量

健康得分

收入组 距离组

低收入 高收入 远距离 近距离

医疗服务可及 2. 386＊＊＊ 0. 127 2. 562＊＊＊ 1. 909＊＊

(0. 611) (2. 413) (0. 856) (0. 786)

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是

观测值 3 175 681 1 763 2 093

Ｒ2 0. 340 0. 317 0. 347 0. 325

4. 7 医疗服务可及性对老年人健康的影响机制

医疗服务可及性对老年人健康产生显著影响，

但是具体影响机制是什么有待进一步探讨。本文对

医疗服务可及性定义为医疗服务的可获得性，而医

疗服务的利用与医疗服务的获得密切相关。通常情

况下，医疗服务可及是医疗服务利用的前提，医疗服

务利用是连接医疗服务可及与老年人健康的关键要

素。换言之，医疗服务可及可能通过医疗服务利用

对老年人的健康产生影响。医疗服务利用包括预

防、治疗和康复过程，体检是疾病预防的重要组成部

分。因此，构建模型对体检的中介效应进行检验。
选取体检作为医疗服务可及性影响老年人健康

的中介变量进行分析，利用问卷中“您是否每年进行

一次常规体检”的问题进行区分。中介变量需要满

足四个条件:一是自变量和因变量必须显著相关;二

是自变量和中介变量必须显著相关;三是中介变量

和因变量必须显著相关;四是加入中介变量后，自变

量与因变量之间的关系不显著或者变弱。通常而

言，医疗服务可及性越高，老年人每年参加体检的概

率越大，而体检作为医疗服务利用中的一种方式，也

是对健康投资的重要表现，一定程度上能够发挥疾

病预防作用，对健康产生积极影响。回归结果验证

了该观点(表 7)。从模型(2) 可以看出医疗服务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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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性与体检变量显著相关，相关系数为 0. 136。模型

(3)表明体检与老年人健康状况显著相关，相关系数

为 2. 077。模型(4)将体检变量纳入基本回归模型后

的结果显示:医疗服务可及性与老年人的健康仍旧

显著正相关，相关系数为 2. 116，该系数与模型(1)基

本回归结果中医疗服务可及性与老年人健康的相关系

数 2. 393 相比降低了 0. 277，表明体检可以作为医疗服

务可及性影响老年人健康的中介变量。由于显著性没

有发生变化，因此体检变量作为部分中介变量解释了

医疗服务可及性对老年人健康产生的影响。

表 7 体检的中介效应

模型(1) 模型(2) 模型(3) 模型(4)

变量 健康得分 体检 健康得分 健康得分

医疗服务可及性 2. 393＊＊＊ 0. 136＊＊＊ 2. 116＊＊＊

(0. 600) (0. 039) (0. 591)

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是

是否每年体检 2. 077＊＊＊ 2. 030＊＊＊

(0. 208) (0. 207)

常数值 151. 453＊＊＊ 2. 901＊＊＊ 148. 133＊＊＊ 145. 384＊＊＊

(4. 591) (0. 359) (4. 529) (4. 592)

观测值 3 856 3 824 3 824 3 824

Ｒ2 0. 330 0. 108 0. 342 0. 345

5 结论与建议

5. 1 结论

本文利用 CLHLS2014 的数据分析了医疗服务可

及性对老年人健康的影响。研究发现，医疗服务可

及性对老年人健康产生显著正向影响，并且通过了

稳健性检验。该结果与白晨、顾昕
［30］、Zhang Y ［32］、

杨慧康
［21］

等研究的结果相一致。在此基础上，进一

步探讨影响医疗服务可及性的因素、医疗服务可及

性对不同老年群体健康的影响以及医疗服务可及性

影响老年人健康的机制。结果显示:从需求方来看，

经济压力是影响限制老年人医疗服务可及性的最主

要原因;从供给方来看，医疗机构距离远影响了医疗

服务可及性。在医疗服务可及性的影响效果方面，

医疗服务可及性对低收入以及距离医疗机构远的老

年人的健康影响更大。因此，经济和空间可及性是

影响医疗服务可及性的重要因素。在医疗服务可及

性对老年人健康的影响机制方面，体检发挥了中介

作用。

5. 2 建议

随着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和人均寿命的延

长，老年人对健康的需求更为迫切，而医疗服务可及

为老年人的健康投资创造了条件，医疗服务可及性

是保证老年人身体健康，推动健康老龄化实现的重

要因素。因此，应进一步提升医疗服务可及性，具体

可从提升医疗服务的经济可及性以及空间可及性两

方面着手。此外，还可以通过定期体检以强化对疾

病的预防，进一步提升老年人的健康水平。
5. 2. 1 提升医疗服务的经济可及性

从影响医疗服务可及性因素的分析可知，经济

压力是影响老年人医疗服务可及性的重要的因素。
同时，通过对不同的人群分析可以发现，医疗服务可

及性对于低收入群体产生的影响更大。为提升医疗

服务的经济可及性，不同的主体可以采取差异化的

措施。从医疗服务需求方来看，老年人自身可以通

过参加社会医疗保险和商业保险分担医疗的经济成

本。研究结果也表明参加社会医疗保险的老年人的

健康状况优于未参加的老年人。对于政府而言，健

全医疗保险、医疗救助等保障制度有利于增进医疗

服务可及性，解决国民看病就医难题。通过制度保

障减轻老年人看病的经济负担，提升医疗服务的经

济可及性，是让更多老年人享受充分医疗服务的主

要方式，也是提升老年人健康水平、实现健康老龄化

的重要途径。
5. 2. 2 提升医疗服务的空间可及性

距离医疗机构远是导致医疗服务不可及的原因

之一，且医疗服务可及性对于距离远的老年人群体

的影响更为显著。因此，医疗服务的空间可及性是

满足医疗服务需求的重要条件。提升医疗服务的空

间可及性可从以下几方面着手:一是增加优质的医

疗服务机构。老年人作为具有强烈医疗服务需求的

庞大群体，其健康状况必然会受到医疗资源是否充

裕的影响。拓展社会办医空间，支持公私医疗机构

合办“互联网 + 医疗健康”，开展远程医疗是提升医

疗服务可及性的有效途径。二是均衡医疗机构地区

分布。部分处于偏远地区的老年人由于距离医疗服

务机构较远而难以获得充足的医疗服务，不利于老

年人的健康。政府可适度加大对经济落后地区的财

政转移支付，缩小地区间的差距，保证老年人医疗服

务可及性，提升老年人的健康水平。三是大力推动

家庭医生签约制度。家庭医生上门服务的方式能够

及时满足老年人的医疗服务需求，有效解决行动不

便或无人陪伴导致的老年人医疗服务不可及问题，

降低老年人看病就医成本。此外，家庭医生也能够

8



中国卫生政策研究 2019 年 7 月第 12 卷第 7 期

通过提供健康教育和健康咨询服务的方式提升老年

人的健康观念与意识。
5. 2. 3 提升医疗服务利用率，鼓励老年人定期体检

分析影响机制发现，体检对于促进老年人健康

发挥了积极作用。如果在疾病发生前通过体检关注

到一些信号并对自身的不良行为习惯进行控制或者

对症治疗，能够有效避免大病的形成，从而降低医疗

成本和健康损耗。因此，体检作为“治未病”的主要

途径之一，对老年人健康产生积极影响。虽然原国

家卫 生 计 生 委 2015 年 颁 布 的《中 国 公 民 健 康 素

养———基本知识与技能》提出定期体检的建议，但是

目前社会对于体检的重视程度普遍不高。CLHLS 数

据显示，41. 36% 的老年人没有做到年度定期体检。
因此，政府和社会应进一步加强宣传力度，普及保健

知识，提升老年人的健康观念与意识。借助知识讲

座或新媒体等多种方式积极宣传健康的生活理念，

尤其是提升老年人的预防意识，重视体检。通过老

年人自我健康投资的增加以及医疗服务利用的提升

保证自身的健康。从长远来看，老年人健康水平的

提升有赖于老年人预防意识的增强，定期体检是增

进老年人的健康的重要手段。

作者声明本文无实际或潜在的利益冲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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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动态·

世界卫生组织: 公布新的基本药物和诊断方法清单

2019 年 7 月 9 日，世界卫生组织发布了新的基

本药物清单和基本诊断方法清单，帮助各国优先考

虑在整个卫生系统中应广泛提供并可负担得起的重

要卫生产品。
基本药物清单( 2019 年)

癌症治疗方面，虽然近年来有若干新的癌症治

疗方法上市，但只有少数几种被视为具有足够疗效。
最新药物清单里世界卫生组织加入了针对五种癌症

疗法的 12 种药物。抗生素方面，基本药物委员会通

过更新 AWAＲE 类别强化了对抗生素使用的建议，这

种分类指出了将哪些抗生素用于最常见和最严重的

感染，以获得更好的治疗效果并降低抗微生物药物

耐药风险。委员会建议增加三种治疗多重耐药感染

的重要新型抗生素。此外，对药物清单做出的其他

更新还包括用来预防中风的新型口服抗凝剂等。
基本( 体外) 诊断方法清单

首份基本诊断方法清单于 2018 年发布，主要涉

及数量有限的艾滋病、疟疾、结核病和肝炎。2019 年

的清单得到 扩 大，囊 括 了 更 多 非 传 染 性 疾 病 和 传

染病。
(来源:世界卫生组织网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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