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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我国有 8500 万残疾人，逾 1/3 对辅助器具

有迫切需求。获得辅助器具成为我国《残疾人保

障法》保障的主要权利之一，为提升残疾人辅助

器具适配率，中国残联、国家卫生计生委、民政

部、教育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国家质检总

局联合印发了《辅助器具推广和服务“十三五”

实施方案》，制定了到 2020 年使有需求的持证残

疾人、残疾儿童基本辅助器具适配率达到 80% 以

上的目标。为完成这一目标，从政府到残联采取

了多种措施，加大了辅助器具工作力度，健全辅

助器具服务体系，促进辅助器具产业发展。但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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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各种条件的制约，残疾人辅助器具适配率与

“十三五”目标还存在一定差距。

目前，国内学者对辅助器具的研究兴趣日趋

增加，研究文献快速增长，研究主要集中于辅助

器具技术、辅助器具政策、辅助器具供需、辅助

器具产业发展等主题 [1-6]，而对辅助器具适配服务

的研究文献较少 [7-9]，尤其对辅助器具服务网络

（Assistive Technology Service Delivery Network） 建

设的研究文献极为缺乏。在发表的少数文献中，

英文文献以欧洲研究为主 [10-11]，中文文献则集中

于对境外辅助器具服务体系的介绍 [12-15]。本文回

顾了中国辅助器具服务网络的发展历史，分析了

现行辅助器具网络建设现状和存在的问题，提出

了中国辅助器具服务网络建设的对策建议。本文

辅助器具服务网络是指由提供辅助器具服务的机

构或企业组成的互相联结的网络，在国内由分属

于不同管理部门的服务机构（含机构内设的辅助

器具服务部门）组成，包括隶属于残联系统、民

政部门、卫健部门、工伤部门和社会办（包括非

营利性和营利性）的辅助器具服务机构。

1. 主体多元的辅助器具服务网络发展现状

新中国成立以后，民政系统开始建立假肢厂

和矫形器厂，形成了以省级假肢厂为中心的服务

网点。1988 年，中国残联成立，辅助器具服务网

络体系建设列入中国残疾人事业发展纲要，经过

30 多年的发展，残联系统辅助器具服务管理体系

趋于完善，服务网点快速增加，服务能力得到大

幅度提升。

1.1  民政系统辅助器具服务网络发展缓慢

民政系统辅助器具网络源于假肢厂。20 世纪

50 年代开始，民政部门开始在全国建立假肢厂，

形成以服务革命荣残军人为主，同时服务社会的

假肢、矫形器、轮椅车等用具的假肢行业 [16]。到

70 年代中期，假肢厂数量达到 30 多家 [17]。改革

开放后，民政部门加强了假肢人才培养，在中国

福利企业总公司下设假肢公司，成立北京假肢科

学研究所和武汉假肢技工学校，辅助器具服务网

络开始扩张。到 20 世纪 80 年代中后期，全国直

属民政部门的假肢生产装配单位共有 64 个，从

业人数约 500 人 [18]，除西藏自治区外，其他省、

市、区均建立了至少一所假肢工厂。但是，直属

于民政系统的假肢厂和矫形器厂多源于福利企业，

规模小、技术落后、竞争力弱。从 20 世纪 90 年

代开始，事业单位转企改制，民政系统的假肢厂

和矫形器厂呈现萎缩态势。《中国民政统计年鉴

2013》显示，到 2013 年，全国假肢厂仅有 27 家，

职工数 1639 人。目前，在中央层面，民政部建立

了国家康复辅具研究中心，设有国家康复辅具质

量监督检验中心和附属康复医院两个二级法人单

位，成立了中国康复辅助器具协会（原中国假肢

矫形器协会）；在省级层面，近 20 个省市建立了

假肢厂和矫形器厂，但近三分之一的地区处于空

缺状态；省级以下，则普遍没有建立假肢厂和矫

形器厂。随着老龄化进程的加快，民政系统开始

实施针对失能老年人开展辅助器具适配帮扶 ( 如

“福康工程”，主要为福利机构中的残障者以及为

社会做出贡献而无力解决辅具问题的残障者及民

政救助对象中的残障者等残障群体免费装配假肢、

矫形器等辅具 )，通过民政管理的社区服务组织

（如养老机构）提供适配服务，并支持社区开展辅

助器具租赁工作，打造康复辅助器具社区租赁服

务信息平台。《国务院关于加快发展康复辅助器具

产业的若干意见》印发后，民政系统的辅助器具

服务网络建设得到一定程度的重视，但总体而言，

民政系统的辅具服务网络比较薄弱，业务也多是

围绕假肢及矫形器开展。

1.2  残联系统辅助器具服务网络快速扩张

自中国残联成立以来，残联系统就承担了辅

助器具服务网络建设的任务。《中国残疾人事业

五年工作纲要（1988—1992）》就提出要“逐步

在大中城市设立假肢装配及维修服务站”；《中

国残疾人事业“八五”计划纲要（1991 年—1995

年）》提出，依托同级残疾人联合会建立残疾人用

品用具供应服务站。随着各级残联组织体系的建

立，残疾人用品用具供应服务站快速增加，残疾

人辅助器具服务网络得到了初步发展。中国残疾

人联合会的数据显示，到“九五”期末，用品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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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供应站（部）合计达到 1957 个，其中省级供

应站 31 个、市级供应站 414 个，区县供应服务部

1512 个 [19]。“十二五”期间，“构建辅助器具适

配体系”写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

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2011—2015 年）规划纲

要》。政府加强了辅助器具服务机构的规范化建

设，国家发展改革委等发布《残疾人康复机构

建设标准建标 165-2013》。中国残联制定了《辅

助器具服务中心建设基本标准》，发布了《关于

加强残疾人辅助器具服务机构规范化建设的意

见》（残联〔2011〕199 号），要求实现省级残联

建成一所三级、市级残联至少建成一所二级、县

级残联至少建成一所一级残疾人辅助器具服务机

构。此外，中国残联还和地方政府共建培育六个

功能完善、业务能力强、具有专业特色和辐射作

用的国家辅助器具区域中心。在政策引导、顶层

设计、各级政府投入、项目推动等因素的作用

下，残联系统的“国家中心领头、区域中心示范

和辐射、省级中心工作统筹、市县级中心发挥服

务主体作用”的服务格局逐渐形成并完善，结合

辅助器具补贴制度的推动、服务项目的实施，辅

助器具服务的公益性得到凸显。在国家层面，中

国残联成立了公益事业单位——中国残疾人辅助

器具中心；在区域层面，中国残联培育建设了东

北区域中心（辽宁）、华东区域中心（江苏）、华

中区域中心（湖北）、华南区域中心（广东）、西

南区域中心（四川）和西北区域中心（甘肃），六

个区域中心分别辐射周边省份；在省级层面，各

省均成立了残疾人辅助器具服务机构；在省级以

下，大多数地市级成立了残疾人辅助器具服务中

心，三分之二的区县在残疾人综合服务设施内开

展辅助器具服务，或独立设置服务机构。少数省

份在较短时间内在所有区县建立了辅助器具服务

机构。以辽宁省为例，“十一五”期末，辽宁省省

本级以及下设 14 个市的市本级残疾人辅助器具中

心均已到位，9 个区县成立了残疾人辅助器具中

心。“十二五”期间，辽宁省加强了县级辅助器具

中心的建设力度，101 个县（区）全部成立了由

编办批准的残疾人辅助器具服务机构，搭建起省、

市、县（市、区）、乡镇（街道）四级辅助器具组

织网络和服务网络。北京市在市级层面建立了北

京市残疾人辅助器具资源中心，建立了 17 个区级

残疾人辅助器具服务中心（16 个区 + 燕山地区）。

上海市将辅助器具供应服务相关指标融入了残疾

人“人人享有康复服务指标体系”，《上海市基本

公共服务体系“十三五”规划》将“为残疾儿童、

少年提供康复救助，为有需求的残疾人提供辅助

器具服务”列入其中，并要求“建设 100 家标准

化的街镇残疾人辅助器具服务社，培养 800 名初

级辅助器具适配工程师，实现辅助器具服务持证

上岗”，形成了市、区、街道三级辅助器具服务网

络，服务机构超过 260 家。深圳市则建立了“一

级评估、二级管理、三级准入、四级服务”的辅

具服务体系，其中“四级服务”是指市—区—街

道—社区四级辅助器具服务，其中：市级负责辅

助器具适配评估，区级负责辅助器具配送，街道

负责辅助器具配送受理，社区负责辅助器具服务

宣传与回访。除此之外，各级残联的康复中心和

聋儿康复机构也承担了辅助器具服务，形成多渠

道、分层化的辅助器具服务网络。

1.3  医疗系统辅助器具服务网络得到初步发展

发达国家建立了较为完善的医疗服务体系，

部分国家将辅助器具置于医疗器械管理范围。我

国虽然将辅助器具与医疗器械分离，但是两者仍

然有交叉部分，如辅助器具中的 04 类个人医疗辅

助器具、06 类中的矫形器、09 类中的部分生活自

理和防护辅助器具、12 类的轮椅车等，均作为医

疗器械管理。2014 年 6 月 1 日实施的《医疗器械

监督管理条例》（国务院令第 650 号）再次重申了

卫健委和民政部的管理职责。目前，我国医疗机

构主要集中于医疗类辅助器具的适配服务，辅助

器具适配业务发展较慢，适配主体以大医院为主，

服务网络有待向中小医院甚至社区医院延伸。除

此之外，医疗机构还承担了部分工伤人员的辅助

器具适配服务。近年来，医疗保险报销目录进一

步扩展。2011 年，9 项医疗康复项目被纳入医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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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险报销范围；2016 年，又新增 20 项医疗康复

项目。在 29 项（部分地区已突破了 29 项）医疗

康复中包括了少量辅助器具适配服务，越来越多的

医疗机构开始开展辅助器具适配服务，服务范围不

断扩大，部分医疗卫生机构开设了专门的辅助器具

适配科室，医疗机构辅助器具服务网络逐步完善。

1.4  市场化辅助器具服务网络稳步成长

自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我国市场化辅助器

具服务发展较快，尤其是国外品牌在国内扩展较

为迅速，奥托博克、斯泰芬艾德、奥索、宝泰欧、

奥迪康、索诺瓦、斯达克等著名公司纷纷进入中

国，这些公司在全球形成了较为健全的销售服务

网络，借助雄厚的资本、先进的技术和成熟的服

务，在国内迅速扩张业务。市场化辅助器具服务

通常定价较高，服务群体较窄，服务网络建设具

有不均衡、网点少等特点，虽然部分公司开始逐

步建立起辐射全国的服务网络，但是多数公司定

位于产品销售，或者采取通过与残联或民政共同

经营（例如公办民营，由残联或民政提供场地）

的方式获得发展空间。这也进一步凸显了辅具服

务的公益性，要求政府承担起建立公益性适配服

务网络的主要责任。

经过 30 年的发展，我国初步建立了主体多元、

具有科层制特征的辅助器具服务网络（见表 1）。

表 1  残疾人辅助器具服务网络发展现状

主体 中央 省市 地市 区县 社区

民政

国家康复辅具

研究中心

24 家省级假肢厂和

矫形器厂

少数建立了假肢厂

或矫形器厂
普遍未建立 无

中国康复辅助器

具协会

部分省市成立康复辅

助器具协会
部分 少数 无

残联

中国残疾人辅助

器具中心

全部建立残疾人辅助

器具中心

大多数建立残疾人

辅助器具中心

超过三分之二的区县建立

残疾人辅助器具服务机构

少数地区建立社

区服务站

中国康复研究

中心
省级康复服务中心

绝大多数地市建立

康复服务机构
多数建立康复服务机构

部分地区开展了

社区康复

中国聋儿康复

研究中心

部分省市成立聋儿

康复中心

少数地市成立聋儿

康复服务机构

医疗 部分医院 部分医院 部分医院 少数医院

人社 省级职业康复机构
少数地市职业康复

机构

社会 总部 省级分部 少数地市服务网点

2. 建立具有中心化的辅助器具服务网络

《国务院关于加快发展康复辅助器具产业的若

干意见》提出了“健全主体多元、覆盖城乡、方便

可及的配置服务网络”的目标。目前，我国已建立

了主体多元的辅助器具服务网络，但是，受制于现

有的管理体制，分属于不同部门的服务网络未能得

到有效整合，“覆盖城乡、方便可及的配置服务网

络”这一目标远未达到。从部分国家和地区的发展

经验看，多数国家和地区建立了主体多元的辅助

器具服务网络，并形成了以辅助器具服务机构为

中心的、资源整合的辅助器具服务网络。借鉴上

述经验，应加强服务网络的整合，建立公益性的、

中心化的辅助器具服务网络。那么，在上述四个

主体中，哪一个主体可以发挥中心化的作用？

2.1  民政系统辅助器具服务网络难以延伸至

基层

经过多年的发展，民政系统辅助器具企业培

养了一批专业技术人才（以假肢矫形器技术人员

为主），具有较高的辅助器具产品研发能力和个性

化辅助器具适配能力。但是，民政系统辅助器具

生产和装配机构多出身于福利企业，除少数机构

逐步做大做强外，多数机构陷入生存危机。《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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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民政统计年鉴 2013》数据显示，2012 年，全

国 27 家假肢厂纳税总额不到 800 万元（797.7 万

元），减税后盈利总额为 1322.3 万元，平均每家

不到 50 万元。北京和内蒙古假肢厂当年分别亏损

130.1 万元和 25 万元，其他省市虽然盈利，但是

盈利不高，如果将免税政策计算在外，则大多数

假肢厂处于亏损状态。《中国民政统计年鉴 2013》

的数据还显示，2012 年年末，全国假肢厂职工数

只有 1639 人，平均每个假肢厂职工数只有 60 人，

多数属于小微企业。假肢厂的工作人员中，大

学专科人数 410 人，占比四分之一左右；大学本

科及以上人数 272 人，占比六分之一左右。2007

年，获得认证的假肢师仅为 21 人，到 2017 年也

只有 547 人取得证书。如果考虑到技术人员分流

到其他机构的情况，民政系统的技术力量更显薄

弱。国内假肢厂的研发能力低，产品以假肢、矫

形器为主，业务范围较窄，技术含量不高，附加

值低，生产能力十分有限。为改变这种状况，传

统的假肢厂和矫形器厂开始转变“前店后厂”的

工作模式，从简单的生产模式向定制模式再到工

作室转向，产品从假肢和矫形器的生产和装配逐

步向移动工具和设备、视听辅助器具等扩展，服

务模式从独立生产和装配转向与医疗机构、康复

中心等机构合作或开设假肢门诊，还有地方在医

院和骨外专科医院内部专设假肢科，由假肢厂派

出专业技术人员直接为患者进行假肢装配与康复

训练，解决假肢与医疗的脱节问题，整合产业链。

但是上述做法效果并不明显，省级假肢厂的数量

和从业人员规模仍然处于下降的态势之中。

2.2  医疗机构资源整合能力有限

福利国家具有较为完善的医疗卫生服务体系，

多数国家的辅助器具服务网络体系嵌入医疗卫生

服务体系之中，有辅助器具需求的残疾人通过医

疗和康复机构完成辅助器具适配。这种体制的适

配服务具有较高的专业性，服务网络能够做到无

缝覆盖。但是，通过医疗卫生体系进行适配的辅

助器具通常为康复或医疗类辅助器具，而生活类

辅助器具难以进入资助目录之中。除通过医疗卫

生系统适配辅助器具之外，多数国家仍然建立了

覆盖全国的辅助器具中心，并由此形成了区别于

医疗卫生体系的服务网络体系 [20]。目前，我国部

分医院的康复科建有假肢室，提供假肢、矫形器

的装配服务，还有一些医院引进假肢矫形器装配

机构，由厂家提供适配服务。医疗机构主要承担

工伤保险辅助器具服务和纳入医疗保险范围的辅

助器具服务，范围有限，在整个辅助器具服务网

络中起到的作用有限。2016 年，《国务院关于加

快发展康复辅助器具产业的若干意见》在三个方

面加强了医疗机构与辅助器具服务的结合。2017

年，相关部门相继发布《关于开展国家康复辅助

器具产业综合创新试点的通知》和《关于印发支

持国家康复辅助器具产业综合创新试点工作政策

措施清单的通知》，支持试点地区有关医疗机构加

强医疗服务与康复辅助器具配置服务的紧密衔接。

这些措施提升了医疗机构在辅助器具服务中的作

用，强化了医疗机构在辅助器具服务网络中的作

用。但是从总体上看，医疗机构辅助器具服务人

才待遇相对较低，人才流失严重，许多医疗机构

没有能力开展辅助器具服务。此外，医疗机构辅

助器具服务注重于辅助器具的装配（配置）环节，

而对于其他环节的服务，则因受制于医疗机构的

职能而难以开展起来。

2.3  市场化主体近期内难以担当中心的作用

很明显，国家负有组织提供辅助器具服务的

责任，在辅助器具研发、制造、贸易及服务网络

体系建设方面提供了政策支持。但在辅助器具产

业链条中政府和市场发挥的作用是不同的。在辅

助器具的研发、制造、贸易等过程中，应发挥市

场的主导作用，通过税收优惠、财政资金引导等

措施支持辅助器具产业发展。在辅助器具适配

服务阶段，由于残疾人的购买能力有限，市场

主导下建立起来的辅助器具服务体系只能覆盖

少数残疾人；即使残疾人通过政府购买市场化

服务机构的服务，市场化的适配服务机构也难

以在短时间内提高适配服务能力，这与当前我国

经济社会发展相适应，但从长远看，市场化一

定是主力。为此 WHO[21] 和欧洲辅助器具发展协

会 [22]（Association for  the Advancement of Assist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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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chnology in Europe，AAATE） 均提出建立公益性

的适配服务网络，要求政府发挥主导作用，市场

发挥辅助作用，建立起服务中低收入残疾人的辅

助器具适配机构。这些机构不仅要提供适配服务，

还应承担起辅助器具知识普及、贫困残疾人辅助

器具服务、产业整合、资源对接等职能。所以，

即使在医疗卫生服务体系相当完善、市场化辅助

器具服务网络高度发达的福利国家，政府仍然建

立了独立的辅助器具服务中心。我国现阶段残疾

人及其家庭收入水平低，还有几百万建档立卡残

疾贫困户、残疾低保户和特困人员，他们无法通

过市场购买并获得基本的辅助器具服务，在市场

化辅助器具服务网络极不健全尤其是广大农村基

本处于空白的情况下，政府购买服务也难以满足

如此众多的残疾人的辅助器具需求。

综上所述，民政部门辅助器具服务网络只延

伸到省级层面；卫健系统利用现有的医疗机构可

以快速推进至社区，但是受医疗保险报销目录的

限制，扩展速度较为缓慢；市场化辅助器具服务

发展较为迅速，但是受消费能力的限制，业务以中

高端为主。残联系统辅助器具服务网络较为健全，

服务网络已延伸至社区，具备承担中心化作用的

能力，并且残联精准地掌握了残疾人的基本情况，

了解残疾人的辅助器具需求，具有信息优势；残

联系统组织实施的彩票公益金辅助器具服务、长

江新里程假肢服务等项目，形成了较为完善的辅助

器具服务递送系统和较为丰富的辅助器具服务经

验，建立了较为成熟的工作体系和工作模式；残联

有“代表、服务、管理”的职能优势，服务机构和

服务人员的数量远超过其他机构。因此，残联系统

的辅助器具服务机构可以胜任中心化的角色。

3. 残联系统辅助器具服务网络有待改进的方面

3.1  服务网络层级定位有待进一步梳理

残联系统构建了“中央—省—市—县—乡镇

（街道）”五级辅助器具适配服务网络体系，各级机

构基本明确了其职能，并组织培育了区域中心。但

是从实践来看，各级职能边界并未清晰界定。尤其

是省会城市，省—市—区县级辅助器具适配机构集

中于同一个地区，业务同质性高，服务对象也没有

区别，造成同行业竞争，或者各自利用政策优势各

管一块的局面。这种情况下，省级机构由于人员

较为充足、业务能力强，通常会挤占基层辅助器

具适配机构的业务，使基层机构的发展受限。

3.2  基层辅助器具服务机构建设有待进一步

加强

适配服务网络的重心在基层，尤其是区县级

辅助器具服务站直接面向残疾人群，需要满足不

同类型残疾人的辅助器具需求，业务量大。目前，

残联系统已搭建起中央—省—地市—区县的残疾

人辅助器具服务网络框架，各省市均建立了残疾

人辅助器具中心，大多数地市也建立起残疾人辅

助器具服务机构，但是区县级辅助器具服务机构

建设亟待完善。2015 年的数据显示，全国县级服

务机构数量排在前五位的是：辽宁（92 个）、湖

南（84 个）、山东（63 个）、广东（60 个）和甘

肃（58 个）；排在后五位的是：宁夏（3 个）、黑

龙江垦区（3 个）、海南（1 个）、西藏和新疆建

设兵团未建立区县级服务机构（见表 2）。从区县

辅助器具覆盖率看，上海已达到 100%，辽宁超

过 90%，但是中西部地区的覆盖率过低，其中西

藏为 0，海南不到 5%，黑龙江不到 8%，安徽不

到 10%。广西、贵州、宁夏、四川、江西、新疆

和青海的覆盖率均低于 20%。除了数量上有待

进一步提升，业务内涵的拓展和机构的可持续发

展，也是各级机构建立起来后需要思考和应对的

问题。

表 2  2015 年全国各省市区辅助器具服务机构发展状况

地区

地市级

机构

（个）

地市

覆盖率

（%）

县级

机构

（个）

区县

覆盖率

（%）

北京 - - 8 50.00

天津 - - 12 75.00

河北 12 109.09 53 31.18

山西 7 63.64 36 30.25

内蒙古 7 58.33 24 23.76

辽宁 14 100.00 92 9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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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区

地市级

机构

（个）

地市

覆盖率

（%）

县级

机构

（个）

区县

覆盖率

（%）

吉林 8 88.89 30 50.00

黑龙江 6 46.15 10 7.81

上海 - - 17 100.00

江苏 12 92.31 47 47.96

浙江 6 54.55 40 44.44

安徽 7 43.75 10 9.52

福建 10 111.11 33 38.82

江西 5 45.45 17 17.00

山东 13 76.47 63 45.99

河南 15 83.33 38 24.05

湖北 9 52.94 28 27.18

湖南 16 114.29 84 68.85

广东 19 90.48 60 50.42

广西 10 71.43 11 10.00

海南 0 0 1 4.35

重庆 - - 29 76.32

四川 8 38.10 27 14.75

贵州 3 33.33 10 11.36

云南 12 75.00 50 38.76

西藏 1 14.29 0 0

陕西 9 81.82 25 23.36

甘肃 6 42.86 58 67.44

青海 3 37.50 8 18.60

宁夏 2 40.00 3 13.64

新疆 7 50.00 18 17.31

新疆建

设兵团
2 - - -

黑龙江

垦区
1 - 3 -

注：地市覆盖率 = 地市辅助器具服务机构数 / 地市数量 × 100%；

区县覆盖率 = 区县辅助器具服务机构数 / 区县数量 × 100%。

数据来源：中国残疾人联合会年度数据 - 康复 - 辅助器具供应服

务机构 . http://www.cdpf.org.cn/tjsj/ndsj/2015/indexch.htm。

3.3  基层服务能力有待进一步提升

考察服务机构平均在岗人员数，2017 年全国

机构平均在岗人员为 4.5 人，其中业务人员仅有

1.9 人。从地区来看，平均在岗人员排在前五位的

分别是：广东（8.8 人 / 个）、北京（8.3 人 / 个）、

江苏（7.6 人 / 个）、吉林（6.9 人 / 个）和海南

（6.8 人 / 个）；而上海（2.8 人 / 个）、宁夏（2.7

人 / 个）、天津（2.6 人 / 个）、云南（2.4 人 / 个）、

新疆建设兵团（2 人 / 个）和黑龙江垦区（1.8 人 /

个）的平均在岗人员均低于 3 人，排在全国后六

位。再从机构平均业务人员数量来看，陕西、广

东、吉林、江苏、海南和北京的数量超过 3 人，

排在全国的前列，而天津、云南、新疆建设兵团、

黑龙江垦区、广西和甘肃的平均业务人员不到 1

人，处于全国靠后的位置。从地区发展看，适配

服务能力呈现明显的地区差距。2017 年，辅助器

具服务在岗人员 8316 人，其中：广东 759 人、上

海 738 人、江苏 539 人、山东 505 人、辽宁 486

人，上述五省市均处于东部地区，五省市在岗人

员达到 3207 人，占全国在岗人员的比例超过三分

之一。而北京、黑龙江、青海、天津、新疆兵团、

海南、西藏、黑龙江垦区、宁夏等九个地区的在

岗人员仅只有 384 人，占全国在岗人员的比例不

到 5%。考察各省市区业务人员分布，排在前五位

的是：广东 313 人、上海 310 人、江苏 283 人、辽

宁 246 人和四川 191 人，上述五省共有业务人员

1343 人，占全国总业务人员的比例超过三分之一。

上述五个地区中，除四川为西部地区外，其余均处

于东部地区。天津、黑龙江垦区、新疆建设兵团、

宁夏、西藏、海南、黑龙江、青海、江西、新疆和

贵州的业务人员均低于 50 人，上述地区共有业务

人员 236 人，占全国总业务人员的比例不到 7%。

3.4  社区服务网络资源有待进一步开拓

从发达国家的经验看，不同系统的辅助器具

服务网络延伸至社区，形成主体多元、互相竞争

且又合作的辅助器具服务网络末梢。而在我国，

民政系统的辅助器具服务网络末端停留于省级层

面，多数医疗机构的辅助器具服务网络末端也只

到达部分县级医院，残疾人辅助器具服务网络的

末端也只到达县级层面，市场化辅助器具服务网

络在地市级尚未普及，如何从社区获得辅助器具

服务成为当前要解决的关键问题之一。为解决辅

续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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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器具“最后一公里”的问题，残疾人辅助器具

服务网络已开始向乡镇街道甚至村和社区延伸，

但是大多数地区的适配服务未能延伸到社区。在

广大农村地区，残联系统的辅助器具服务网络难

以建立起来，市场化辅助器具服务机构也因无利

可图而不愿开拓农村市场，农村辅助器具服务局

限于辅助器具的发放，辅助器具个性化服务以及

知识普及等则处于空白状态。

3.5  专业服务水平亟待提升

辅助器具网络建设是残疾人康复事业的重点

工作，自“十一五”开始已实施了三个残疾人辅

助器具服务“五年实施方案”，分别提出了“进一

步完善辅助器具供应服务网络”“完善省、市、县

辅助器具服务网络建设”“初步建立覆盖城乡的较

完善的辅助器具服务网络”的目标。经过多年的

建设，已初步建成国家—区域—省级—地市—区

县的服务网络体系。但是，在硬件建设快速提升

的同时，软件环境成为制约辅助器具服务的短板，

尤其是专业人才的缺乏制约了辅助器具服务能力

的提升。随着生活水平的提升，残疾人辅助器具

呈现个性化、多样化、高端化的发展趋势，而我

国高等学校设置的辅助器具专业少，每年培养的

人才难以满足社会对专业人才的需求。由于待遇

低、职能晋升难等问题，基层辅助器具服务机构

难以吸引并留住专业才人，而这又降低了高校开

设辅助器具专业的积极性，导致辅助器具服务的

供需缺口长期存在。另外，近年来，各地进行机构

改革，残疾人辅助器具中心的管理岗位和技术岗位

列入压缩之列，有经验的管理人员和专业技术人员

流失较为严重，导致基层服务能力问题更加突出。

4. 建立中心化辅助器具服务网络的建议

4.1  加强中国残疾人辅助器具中心的资源整

合作用

强化中国残疾人辅助器具中心的资源整合

地位，首要工作是建立资源整合的辅助器具信

息网。随着科技的进步，辅助器具的种类越来

越多，功能也越来越强大，因此信息传送和

知识普及成为辅助器具适配服务的重要内容之

一，  一些发达国家建立了综合性的辅助器具信息

网，如欧洲辅助器具信息网（European Assistive 

Technology  Information Network，EASTIN）、美国 

AbleData（www.abledata.com）、澳大利亚 ILC Australia 

（www.ilcaustralia.org.au  和 www.ilcnsw.asn.au）、意大

利 Portale SIVA（www.portale.siva.it）、德国 Rehadat

（www.rehadat.de）、比利时 Vlibank（www.vlibank.

be）、丹麦辅助器具数据库（Assistive Technology 

Data: www.hmi-basen.dk）、英国 DLF-data（www.dlf. 

org.uk）、西班牙 Catàlogo de Ayudas Técnicas（www.  

catalogo-ceapat.org）、法国 Handicat（www.handicat.  

com）、荷兰 Hulpmiddelenwijzer（www.hulpmiddelen
wijzer.nl）、 爱 尔 兰 AssistIreland（www.assistireland.

ie）。以意大利的 Portale SIVA 为例，这一信息系

统主要服务于五类人群，即辅助器具的终端用户、

专业护理人员、产业界人士、政策制定者和研究

开发者，开发的数据库包括产品、公司、服务中

心、理念、经历和图书馆。数据库包括了 8500 种

产品、1400 家公司、250 家评估和研究中心、650

家日常照护机构和 300 种图书资料 [23]，较好地将

各方资源整合于该网站。目前，中国已建立了残

疾人辅助器具网（http://www.cadtc.org.cn），展示

了近 1000 种辅助器具，提供了超过 700 家辅助器

具服务机构和生产装配厂家的基本信息，并提供

标准、政策、专业文献的查询，普及辅助器具知

识。但是网站更新慢，信息提供较为简单，未将

生产端、服务递送、专家团队、消费端等整合起

来。为此建议建立国家辅助器具资源信息库，打

造专业化且资源整合的服务网站，包括建立辅助

器具产品数据库和辅助器具生产装配厂家数据，

并及时更新信息；建立辅助器具服务机构数据库，

方便有需求的残疾人查询；建立全国辅助器具情

报信息中心，跟踪和分析辅助器具研究前沿，收集

辅助器具图书资料和技术标准，方便业界查询和使

用，提供咨询服务；成立辅助器具智库，研究残

疾人辅助器具供需发展趋势，发布产业发展报告，

提出政策建议；收集和整理案例，分享残疾人辅

助器具服务经历，吸引更多的残疾人使用网站。

4.2  做实国家辅助器具区域中心职能

在服务下沉和互联网时代去中心化的背景下，

辅助器具服务不宜建立跨区域的服务中心，而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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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国家辅助器具区域中心打造成以下三个中心。

（1）辅助器具技术研发中心。辅助器具技术研究

涉及多个学科，不仅需要雄厚的研究力量，还需

要多部门协同参与，而这超出许多省市的能力范

围，因而宜由区域中心承担这项工作。（2）产品应

用推广中心。辅助器具产品的测试、应用和推广

是一项系统工程，对专业性要求极高，因而宜由

区域中心承担此项职能。（3）中高端辅助器具服

务培训中心。与省级培训有所区别，区域中心的

培训应以辅助器具前沿技术和中高端辅助器具服

务为主要培训内容。要建成“三个中心”，需要政

策和资金支持，包括：中央财政对区域中心在培

训、研发方面的专项资金支持；与区域中心进行

协调，解决部分编制；要求区域中心所在省市对

研发给予资金支持；扩大展厅面积，展示最新国

内外辅助器具产品，由企业承担部分费用；向社

会开放展厅，增强残疾人的体验感。

4.3  将省级辅助器具服务机构打造成一站式

中心

省级及以上辅助器具服务机构在提供面向残

疾人的适配服务的同时，更要注重发挥其技术研

发推广、学科建设、标准制定、信息服务、培训、

资源中心等职能；同时，要适当区分省级辅助器

具资源中心、国家辅助器具区域中心和中国残疾

人辅助器具中心的职能，使其形成分工合作的管

理体制。目前各省市均已建立辅助器具中心，但

是各地省级中心的职能各不相同，编制存在较大

差异，服务场所差距较大。如浙江省是在残疾人

康复指导中心下设辅助器具服务部，而广东则成

立了残疾人辅助器具资源中心，其职能包括学科

建设、标准制定、科研开发、资讯推广、学术交

流、科普宣传、人员培养、应用服务等八大方面，

下设办公室、行政后勤部、假肢矫形器部、视障

康复部、无障碍适配部和区域发展部，其中假肢

矫形器部、视障康复部和无障碍适配部直接面向

残疾人提供适配服务。为此，需要进一步完善省

级辅助器具资源中心的职能，包括（1）全省范

围内的辅助器具服务评价中心；（2）全省范围内

的辅助器具展示中心和一站式辅助器具资源中心

（one-stop-center）；（3）全省范围内的辅助器具

资讯推广和人员培训中心。省级及以上辅助器具

服务管理机构的职能分工见表 3。

表 3  省级及以上辅助器具服务管理机构分工

机构层级 职能定位

省级服务

中心

1. 全省范围的知识中心

2. 全省范围的辅助器具资源中心

3. 全省范围的辅助器具政策研究中心

4. 全省范围的辅助器具项目管理和服务评价中心

5. 复杂辅助器具技术的推广和适配

区域中心

1. 区域范围的培训中心

2. 区域范围的技术研发中心

3. 区域范围的产品应用推广中心

国家中心

1. 全国范围的知识中心

2. 全国范围的信息中心

3. 全国辅助器具智库

4. 辅助器具对外交流中心

5. 全国范围的资源整合中心

4.4  成立中国辅助器具服务协会

早在 1986 年，民政部就成立了中国假肢矫形

器协会，后改为中国康复辅助器具协会。中国康

复辅助器具协会受民政部委托，负责管理全国康

复辅助器具行业，其主要职责包括：协助政府制

定、实施有关政策、法规、制度和管理规范，进

行产品质量和标准化管理；对在华开办的国内外

康复辅助器具企事业单位进行执业资格检验、评

估；协调市场秩序、价格和行业内部与行业之间

的关系；组织业务技术培训，开展经验和学术交

流活动。目前，其会员单位超过五百家，形成了

一个覆盖全国、以假肢矫形器生产企业为主要会

员单位的服务网络体系。目前，残联系统的辅助

器具服务机构已超过三千家，加上上游辅助器具

供应企业和服务机构，已超过五千家，但是至今

未有一个统一的行业协会。因此，建议成立全国

性的辅助器具服务协会，在政府、科研机构、专

家学者与服务机构之间搭起一座桥梁，并促进行

业的自律发展。更为重要的是，通过成立辅助器

具服务协会，将行业机构紧密团结起来，做到资

源互补，优势互补。同时，也有利于强化残联系

统的辅助器具服务机构的中心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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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  加强区县残疾人辅助器具服务机构建设

区县辅助器具服务机构在全国辅助器具服务

网络中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它不仅是辅助器具

管理的重要节点，也是辅助器具服务的关键环节，

只有建立健全区县辅助器具服务机构，才能打造

完整且覆盖全体残疾人的辅助器具服务网络。因

此，在辅助器具服务网络建设中，应把区县辅助

器具机构建设作为重中之重。（1）借鉴意大利 [24]

和我国台湾 [13-14] 的辅助器具中心的职能，规范县

级辅助器具机构的职能，将区县级辅助器具服务

中心定位于“资源衔接”和“服务”。在资源整合

方面，强化区县辅助器具服务机构的中心地位，

将主体多元的辅助器具服务机构通过区县辅助器

具服务中心整合起来；在服务方面，提供辅助器

具租赁、回收与维修服务，辅助器具适配服务，

辅助器具知识普及与政策宣传服务。明确区县辅

助器具中心的公益性质，确定一定数量的财政性

岗位，并逐步提升辅助器具服务能力。（2）按照

辅助器具服务机构标准体系建设的内在要求，结

合我国辅具服务机构特点及发展趋势，建立重点

突出、科学合理的基础标准、方法标准、设施标

准、服务标准、管理标准、安全标准、卫生标准

和环保标准等，形成能支撑辅助器具服务机构发

展的标准体系。尤其是要加快制定辅助器具服务

机构基层设施、服务规范、服务人员资质、服务

对象权益标准，促进基层辅助器具适配机构健康

良性发展 [25]。研究制定每万名残疾人配备的辅助

器具服务人数的标准。（3）大力提升区县级服务

中心能力建设。应从两个方面入手：一是稳定现

有队伍，提升专业水平，包括：明确机构编制，

按失能老年人数、残疾人数的一定比例配置专业

服务职位，人员经费由财政全额拨款；解决专业

技术人员的晋升通道问题，将职业技术资格证书

等级与待遇挂钩。二是加强辅助器具服务机构与

高等院校、中等职业学校、社会组织等的合作，

开设相关专业，定点培养专业技术人才，充实基

层服务队伍；同时，高等院校、中等职业技术学

校加强对现有队伍的职业培训，提升专业化水平。

4.6  加强县级辅助器具服务资源的整合

4.6.1  加强残联与民政部门辅助器具服务网

络的整合。民政系统的假肢厂和矫形器厂是辅助

器具服务网络中发展最早的机构，这些机构储备

了上述两大类技术人才，具有较强的个性化辅助

器具服务能力。但是受服务网络的限制，它们难

以扩大生产规模，难以覆盖大多数残疾人。残联

系统已形成了较为完善的、覆盖全面的辅助器具

服务网络，服务递送的能力较强，但是辅助器具

适配的专业化水平有待提升。如果借助于残联系

统的辅助器具服务网络，通过残联系统辅助器具

服务机构采集残疾人辅助器具信息，并快速反馈

给生产端，则不仅有利于民政系统假肢厂和矫形

器厂的发展，也有利于残联系统辅助器具服务体

系的专业化发展。因此，未来应整合民政和残联

的辅助器具服务网络，残联专注于辅助器具服务网

络体系建设，提升服务的可及性，民政专注于辅助

器具的研发能力，不断创新辅助器具产品，提高适

配服务技术。这些机构资源共享、优势互补，形成

政、产、学、研、用的循环系统且不断进化升级。

4.6.2  加强社区辅助器具服务网络的整合。

目前，越来越多的市场主体进入到辅助器具服务

领域，并逐步将其服务延伸到中等城市。国内一

些辅助器具生产和装配机构甚至开始在中小城市

设立服务点；一些非营利专业康复服务机构将网

点嵌入社区，直接为残疾人提供辅助器具服务；

越来越多的医疗用品商店开始销售轮椅、拐杖、

失禁用品等产品，专门的助听器验配机构已经将

门店开到中小城市，专门销售各类残疾人辅助器

具的专营店也开始在大城市出现并开始向中等城

市延伸；越来越多的养老机构开展了康复服务和

辅助器具服务，少数特殊学校也为学生开展了较

为简单的辅助器具服务；民政部门开始在 13 个地

区试点辅助器具社区租赁，越来越多的社区服务

机构参与到辅助器具服务中。但是，上述机构的

服务资源处于分裂状态，没有一个平台将这些服

务资源有效地整合起来。区县残疾人辅助器具服

务机构应发挥平台优势，积极开拓外部资源，将

养老机构、康复机构、社区医疗机构、残疾人托

养机构、社会办适配服务机构、辅助器具租赁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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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区医院等机构纳入辅助器具适配的服务网点，

纳入政府采购范围，支持这些单位经过认证成为

辅助器具服务机构。

结语

20 世纪 50 年代，民政部门开始建立以假肢

厂和矫形器厂为主的辅助器具服务网络，至今已

搭建包括民政系统的辅助器具适配服务体系、残

联系统的辅助器具适配服务体系、卫生系统的辅

助器具适配服务体系和市场化辅助器具适配服务

体系在内的主体多元辅助器具服务网络，极大地

提升了残疾人辅助器具适配率，促进了残疾人辅

助器具产业的发展。但是现行辅助器具服务网络

还存在一些不足，主要表现在：主体多元的辅助

器具适配服务资源未得到充分整合，尚未形成中

心化的服务网络；基层服务网络不健全，辅助器

具服务能力弱；社区辅助器具资源未得到充分发

掘和整合，残疾人辅助器具的社区可获得性差。

结合我国国情，我国辅助器具网络建设的发展路

径包括：加强顶层设施，强化残疾人辅助器具服

务机构的中心地位；加强区县级辅助器具服务机

构的建设，完善服务网络末端；开拓社区辅助器

具资源，打造社区辅助器具服务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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