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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医疗保险支付方式
的国际比较与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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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随着世界范围内医疗费用的快速上涨，医疗保险支付方式改革成为各国医疗费用控制的重要手段。我国社会医

疗保险支付方式的改革尚处于起步阶段，亟待完善。在对国际主流医疗保险支付方式进行理论分析的基础上，借鉴德国法定

医疗保险、美国老残人社会医疗保险和英国国家医疗保险在支付方式改革方面的实践经验，我国应当确立预付制作为社会医

疗保险支付方式改革的主流方向，针对不同类型的医疗服务建立混合式的支付体系，在基础医疗服务中采用总额预付制与其

他支付方式相结合的支付方式，在专科和住院医疗服务中制定符合自身国情的按病种支付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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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医疗保险支付方式是指当医疗服务提供方向医疗保险

参保人提供医疗服务后，医疗保险机构作为第三方代替医疗

保险参保人向医疗服务提供方支付医疗服务费用的途径和

方法［1］。我国城镇职工社会医疗保险支付方式改革始于 20
世纪 90 年代。1994 年，根据国务院统一部署，江苏镇江、江
西九江作为“两江试点”最先开展城镇职工医疗保险支付方

式改革。截至目前，上海、天津、辽宁、北京、安徽等多个省市

已实施社会医疗保险支付方式改革，并取得了初步成效。但

是从全国范围来看，仍有部分省市尚未开始社会医疗保险支

付方式改革，并且已实施改革的省份在改革过程中也遇到种

种问题和困境。总体而言，我国社会医疗保险支付方式改革

尚有不足，导致当前过度医疗行为屡见不鲜，医疗费用增长

速度过快，医疗卫生资源浪费严重。与此同时，我国社会医

疗保险基金净收入的增幅不断下降。2005 － 2015 年，城镇职

工基本医疗保险基金收入的年平均增幅为 23. 06%，而支出

的年平均增幅为 24. 06% ①。在此背景下，建立既能保证医

疗服务质量，又能控制医疗费用增长的科学合理的社会医

疗保险支付方式体系，是我国医疗卫生体制改革成功的关键

因素之一。
2017 年 2 月，财政部、人社部、国家卫计委联合发布的

《关于加强基本医疗保险基金预算管理发挥医疗保险基金控

费作用的意见》指出，各统筹地区要结合本地实际，全面实施

以总额预算为基础，门诊按人头支付，住院按病种、按疾病诊

断相关分组( DＲGs)、按床日付费等多种方式相结合，适应不

同人群、不同疾病及医疗服务特点的复合支付方式，逐步减

少按项目付费，将支付方式改革覆盖所有医疗服务机构和医

疗服务。本文在对国际主流的医疗保险支付方式进行理论

分析的基础上，选取了德国法定医疗保险、美国老残人社会

医疗保险和英国国家医疗保险作为我国社会医疗保险支付

方式改革的借鉴对象。德国的法定医疗保险是世界上的第

一个社会医疗保险。美国医疗保险体系中的老残人社会医

疗保险属于美国政府开办的社会医疗保险。英国的国家医

疗保险属于政府举办的全民免费医疗保险，具有类似社会医

疗保险的属性。以上三种医疗保险历史悠久且体系完善，并

且与我国目前实施的社会医疗保险有诸多相通之处。因此，

对三种医疗保险的支付方式的研究对于我国社会医疗保险

支付方式的改革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二、医疗保险支付方式的理论分析

目前国际上主流的医疗保险支付方式总体可以分为后

付制和预付制，前者主要包括按服务项目付费制，后者主要

包括总额预付制、按人头付费制、按病种付费制、按服务单元

付费制、基于价值的补偿制等方式。

①根据国家统计局编订的《2016 年中国统计年鉴》中公布的数据计

算得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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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按服务项目付费制

按服务项目付费制是典型的后付制，即按照实际发生

的医疗服务项目的内容和数量报销医疗费用。具体流程为:

医疗服务提供方按照患者所需的医疗服务项目的价格和数

量计算出费用，由医疗服务提供方或患者先垫付，随后将费

用上报给医疗保险机构，由医疗保险机构向医疗服务提供方

或患者提供报销。
按服务项目付费制具有操作简便、应用范围广泛等优

势，成为世界各国医疗保险支付方式改革前采用的主要支付

方式。但是，这种支付方式也是导致各国医疗费用持续攀升

的重要原因之一。首先，由于医疗服务提供方获得的收入取

决于其所提供的医疗服务项目及数量，因此医疗服务提供

方常常通过提供过度医疗获得更多报酬，医疗资源滥用现象

普遍。其次，按服务项目付费制缺乏有效的费用控制机制，

医疗服务提供方常常通过分解服务、增加诊次等行为套取医

疗保险费用，医疗费用的上涨难以控制。
( 二) 总额预付制

总额预付制是指医疗保险机构在综合考量了当地的历

年医疗费用、人口增长率及人口年龄分布、医院规模及医疗

设备、医疗服务数量及质量等因素后，与医疗服务提供方协

商确定年度医疗费用预算总额的支付方式。医疗服务提供

方为患者提供合同规定的服务以获得固定的医疗费用总额。
医疗服务提供方自负盈亏，如果实际发生的医疗费用超出预

算总额，超支部分将由其承担。
总额预付制在实施全民医疗保险或社会医疗保险的国

家中普遍采用，如英国、德国、澳大利亚、加拿大等。这种支

付方式程序简便、实施成本低，并且对于控制医疗费用上涨

成效显著。由于医疗服务提供方的收入不随医疗服务提供

量的增加而增加，因此降低了医疗服务提供方过度医疗的动

机，能够有效控制费用。但这种支付方式也存在着降低医疗

服务质量的弊端。由于总额收入预先确定，医疗服务提供方

会刻意减少服务总量来降低支出成本以获得盈余，因此医疗

服务质量难以保证。
( 三) 按人头付费制

按人头付费制是指医疗保险机构在合同期内根据参保

人数和每人固定收费标准，预先向医疗服务提供方支付医

疗服务费用的支付方式。医疗服务提供方的利润来源于预

定的人头费用总额与实际发生的医疗费用总额的差额，同样

属于自负盈亏的支付方式。
按人头付费制在世界上运用广泛，美国、丹麦、荷兰、英

国、意大利、印度尼西亚等都不同程度地采用了这种支付方

式。该支付方式的优点在于，由于医疗服务提供方的收入与

参保人数成正比，与提供的服务量成反比，因此形成了内在

的成本控制机制: 医疗服务提供方具有降低医疗成本的强烈

动机，会通过开展预防、体检和健康教育等活动，降低疾病发

生率; 同时合理利用医疗资源，提高医疗服务效率。但是这

种支付方式也会刺激医疗服务提供方通过提高人头费或降

低服务质量获得收益: 一方面，如果医疗服务提供方具有垄

断地位，医疗保险机构的谈判能力有限，医疗服务提供方可

能不合理地提高人头费用; 另一方面，患者在信息不对称的

情况下处于被动地位，医疗服务提供方可能减少医疗服务数

量和质量以增加利润。
( 四) 按病种付费制

按病种付费制是指医疗保险机构先将疾病按照诊断、年
龄、性别、轻重程度等分组，然后在对各组的大量同类病例进

行费用数据统计的基础上确立费用标准。费用标准确立后，

医疗保险机构针对病例分组结果对医疗服务提供方预付所

在组别的标准费用作为该病例的固定医疗费用，不再受到实

际发生费用的影响。
按病种付费制最早实施于美国老 年 医 疗 保 险 ( Medi-

care) 中，随后在世界各发达国家中得到广泛运用，澳大利亚、
德国等国都建立了符合自身国情的按病种付费制。这种支

付方式的优点在于，高于费用标准的部分将由医疗保险服务

提供方承担，从而激励其主动降低成本。同时，医疗保险机

构对各组病例的诊疗都有准确的预算，能够一定程度上避免

医疗质量的下降，因此对于住院和大病医疗费用的支付具有

良好效果。但是按病种付费制可能促使医疗服务提供方将

病例诊断为高费用组别以获得更高的收入。另外，依据不同

的医院类别、服务项目、服务质量等建立精确合理的分组系

统难度较大，管理成本较高。
( 五) 按服务单元付费制

按服务单元付费制是指医疗保险机构按照一定的标准

将医疗服务过程划分为多个服务单元，如一个门诊人次、一
个住院床位或一个住院床日等，再按照预定的服务单元的结

算标准向医疗服务提供方支付医疗费用。对于同一家医疗

机构，所有患者的服务都按服务单元预定的结算标准付费，

与实际治疗费用无关。

按服务单元付费制在德国、日本等国的医疗保险支付方

式改革过程中都曾实施。该支付方式具有约束医疗服务机

构降低医疗成本的优点，能够控制医药费用支出。但是这种

支付方式下，医院有通过欺诈行为获得自身利益的动机，最

常见的方式为过度分解门诊和住院的方式，虚增挂号费、诊
疗费等医疗费用，导致医疗保险费用不合理增长。

( 六) 基于价值的补偿制

基于价值的补偿制的核心理念是医疗服务提供方应依

据其提供给患者的实际诊疗效果收费，而杜绝滥用高成本、

低效的服务项目。如果诊疗方案的服务成本低于一般标准

但能够获得同等甚至更佳的治疗效果，医疗服务提供方将获

得额外的收入奖励，例如将节约的成本适当返还给该医疗服

务提供方。

这种支付方式最初实施于美国，并随着其在美国各类医

疗保险制度中的快速发展而得到了世界各国的广泛关注。

与其他预付制不同的是，基于价值的补偿制不仅能够控制医

疗费用，更强调医疗服务效率和效果，通过奖励的方式鼓励

医疗服务提供方提供高质量、低成本的治疗方案。但是这种

支付方式的实施难点在于需要建立精确的医疗服务质量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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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用评价标准，并设立医疗服务提供方的质量报告系统，因

此对于医疗数据处理、医疗标准建立等都提出了更高的要

求。
三、德国法定医疗保险支付方式

1883 年，德国通过了《医疗保险法》，标志着世界上第一

个医疗保险制度的产生。德国的医疗保险制度是以强制性

的法定医疗保险为主、自愿性的私人医疗保险为辅的医疗保

险体系。德国法律规定，所有就业人员必须投保法定医疗保

险或私人医疗保险，参保人有权在二者之间作出选择。目

前，法定医疗保险覆盖约 90% 的德国人口，私人医疗保险覆

盖约 10%的德国人口［2］。法定医疗保险服务体系包括初级

医疗服务与次级医疗服务，初级医疗服务主要包括门诊，由

当地的家庭医生提供基础的医疗服务; 次级医疗服务主要包

括专科医疗、住院医疗和其他特殊的医疗保健服务。

德国法定医疗保险的支付由德国疾病基金会负责。疾

病基金会是德国法定医疗保险的运营管理机构，负责筹集医

疗保险基金，并作为第三方购买者对法定医疗保险的医疗服

务提供方进行支付。自 20 世纪 90 年代起，德国法定医疗保

险的参保人数大幅上升，医疗保险基金入不敷出的矛盾凸

显。为了控制医疗保险费用的持续上涨趋势，德国实施了多

轮法定医疗保险制度改革。其中，医疗保险支付方式的改革

是法定医疗保险制度改革的重要举措之一。目前，德国法定

医疗保险针对初级医疗服务与次级医疗服务实施两种截然

不同的支付方式。针对初级医疗服务实施按人头的总额预

付制和按服务计点制相结合的支付方式。
( 一) 初级医疗服务支付方式

疾病基金会对初级服务医疗的支付与地区医师协会合

作完成。地区医师协会是代表一个地区全体医师利益的协

会组织。初级医疗支付分两步进行:

第一步，疾病基金会与地区医师协会进行谈判并签订合

同，在合同中对地区内所有家庭医生提供的总体医疗服务规

定了一个预算总额，该预算总额按照参保人数确定，即按人

头的总额预付制。

第二步，地区医师协会定期对地区内所有家庭医生提供

的实际医疗服务进行审核结算，通过按服务计点方式将第一

步中确定的预算总额分配给每名医师。具体而言，每名医生

获得的支付额 = 累计获得的点数 × 每点代表的固定货币价

值。提供每项服务所获得的点数由“统一价值目录”确定。
“统一价值目录”包括每项门诊医疗服务所对应的点数及医

师获得支付的前提条件等，由德国法定医疗保险方面的最高

决策机构联邦联合委员会中的“定价委员会”制定并不断修

订。每点代表的固定货币价值同样随医疗费用实际情况逐

年调整。
( 二) 次级医疗服务支付方式

次级医疗服务支付方式的改革经历了按住院日的支付

方式、按住院日与按病例相结合的混合支付方式等阶段，效

果不甚理想。最终，2000 年颁布的《法定医疗保险改革法

案》中首次提出建立德国按病种支付制 ( G － DＲGs) ，并于

2004 年正式实施。为将其与德国医疗服务情况相结合，联邦

基金协会、私人医疗保险协会和联邦医院协会三方共同设立

了医院支付研究机构”，由该机构建立了一套适用于德国的

疾病分组规则和编码规则，并通过统计以往住院病人费用数

据，确定 G － DＲG 支付标准。G － DＲGs 包括约 1200 个不同

的疾病诊断组，每个疾病诊断组设定五级严重程度［3］。G －
DＲGs 支付方式的流程为: 医疗服务提供机构向疾病基金会

提供次级医疗服务病例的所有诊断相关数据后，由疾病基金

会对数据进行审核。如数据真实，疾病基金会将一次性向医

疗服务提供机构支付确定的医疗费用用于该病例的全部治

疗，支付金额 = 病例所在地区的基准费用 × 由病例所在的疾

病诊断组及严重程度所确定的相对权重。医院支付研究机

构每年对疾病诊断组和相对权重进行修订，并与医师协会谈

判确定基准费用，确保其随着医疗技术的发展和医疗费用的

变化进行及时合理的调整。
四、美国老残人社会医疗保险支付方式

美国医疗保险经过多年的发展，形成了以商业医疗保险

为主、社会医疗保险为辅的混合式医疗保险体系。老残人社

会医疗保险是美国针对 65 岁以上老年人、残疾人及晚期肾

病患者的社会医疗保险。老残人社会医疗保险包括三部分:

第一部分为住院医疗保险，主要包括住院医疗服务、临终关

怀及部分家庭医疗服务。参保人不需为该项目付费，因为费

用已经涵盖在其工作期间的缴税里。第二部分为门诊医疗

保险，主要包括门诊医生服务、门诊手术及部分家庭医疗服

务。参保人每月支付保费。第三部分为药品方案。从 2006

年 1 月 1 日起，所有老残人社会医疗保险的参保人可通过参

加该部分来降低处方药品开销。该部分由私人保险公司提

供，参保人可以选择药品方案并支付每月保费。

自 20 世纪 70 年代起，美国医疗费用不断攀升。为了应

对该局面，1982 年，美国国会通过了《税收公平与财政责任

法案》。这项法案在老残人社会医疗保险中引入了预付制系

统，拉开了美国医疗保险支付方式改革的序幕［4］。老残人社

会医疗保险的主要管理部门为美国卫生与社会服务部下属

的老残人社会医疗保险与社会医助服务中心。该中心对老

残人社会医疗保险中的不同医疗服务采用不同的预付制系

统———急诊住院医疗、家庭医疗、门诊医疗、临终关怀、住院

医疗设施、住院康复设施、长期护理医疗服务机构及专业护

理机构均采用独立的预付制系统。实践数据表明，预付制系

统在控制医疗费用上涨方面成效显著［5］。
( 一) 急诊住院医疗预付制

美国《社会保障法》规定的老残人社会医疗保险中急诊

住院医疗的支付方式为按病种预付制。每个病例的预付金

额 = 基础费用 × 诊断相关组确定的权重。基础费用分为人

工费用和非人工费用。人工费用通过医院所在地的工资指

数进行调整。如果医院所在地位于阿拉斯加或夏威夷州等，

非人工费用通过当地的生活成本进行调整。所有病例被分

入不同的诊断相关组，每个诊断相关组有一个固定的支付权

重，该权重依据在该诊断组中的以往老残人社会医疗保险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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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的平均医疗费用确定。
如果一个医疗服务机构接收了大量的低收入病人，将会

在原支付金额的基础上获得附加费用。这个附加费用被称

为特殊医院调整。判定一家医疗服务机构是否属于接待大

量低收入病人的机构由统计公式计算得出，并且此计算结果

作为不同医疗服务机构获得不同额度的附加费用的依据。

此外，医学院附属医院的急诊住院病例将获得附加费用。此

项附加费用被称为间接医学教育调整。该附加费用以急诊

住院病人的床日费用及日均费用决定。另外，价格高昂的特

殊病例也将获得附加费用。这项附加费用的设计是为了防

止医院因接受费用高昂的病例而产生巨大的经济损失。费

用高昂的特殊病例的附加费用累加在诊断相关组权重调整

的基础费率、特殊医院调整和间接医学教育调整之上。
( 二) 家庭医疗预付制

美国在 1997 年颁布的《平衡预算法案》和 1999 年颁布

的《综合性补充拨款法案》中提出了对老残人社会医疗保险

的家庭医疗实施预付制。在预付制下，老残人社会医疗保险

向家庭医疗服务机构支付一个固定的预付费用，向家庭医疗

服务机构购买参保人为期 60 天的家庭医疗服务。如果参保

人在一个 60 天周期结束后仍符合参保资格，可延续下一周

期，并且没有周期总数限制。

家庭医疗预付制有六个主要特征: ( 1) 以周期 60 天的医

疗服务作为支付单元。医疗服务机构在获得保单时立即获

得 60 天医疗服务的预估费用的一半，并在 60 天后获得另一

半费用( 除非有特殊的调整)。这种比例分割支付法为医疗

服务机构带来平衡合理的现金流。( 2) 根据参保人的健康状

况和医疗需求调整费用。在每个 60 天周期开始前，家庭医

疗服务机构将使用“结果与评价信息库”作为评估工具，评价

参保人的健康状况和可能需要的护理、诊疗和家庭医疗协助

等服务需求。评价结果将作为调整标准费率的依据。在下

一个续费期开始之前仍需进行该评价过程。( 3) 对医疗费用

高昂的参保人的医疗服务进行额外支付。对于每个参保人，

如果其预估医疗费用超过一定阈值，医疗服务机构将获得附

加费用。附加费用为预估医疗费用超过阈值的部分的一定

比例。家庭医疗服务机构每年的总附加费用将不超过家庭

医疗预付制总费用的 2. 5%。( 4) 对 60 天周期内医疗服务需

求较少的参保人进行调整。家庭医疗预付制对 60 天周期内

医疗服务次数少于或等于四次的参保人进行费用调整。在

此情况下，费用支付额 = 标准化服务费用 × 实际发生的医疗

服务次数，结余部分转让给其他参保人。( 5) 对变更家庭医

疗服务机构或者在 60 天周期内退出或重新加入同一个家庭

医疗服务机构的参保人进行费用调整。家庭医疗预付制包

括部分周期费用调整。当参保人选择变更自己的医疗服务

机构、在 60 天周期内退出或重新加入同一个家庭医疗服务

机构时，将开始一个新的周期。新周期的开始需要新的医疗

服务计划和新的评价过程。原有的 60 天周期的费用按照参

保人变更前参保时间长度的比例进行支付。( 6) 统一支付。
家庭医疗预付制涵盖的家庭医疗服务包括护理及治疗服务、

常规及非常规的医疗服务、家庭医疗协助及医疗社会保障

等。
( 三) 门诊医疗预付制

老残人社会医疗保险的门诊医疗预付制实施按病种支

付制，与急诊住院预付制的按病种支付制类似。目前门诊医

疗预付制的费率由三个因素决定: 标准支付额( 代表一个典

型的老残人社会医疗保险门诊病例的平均花费)、地区工资

指数( 代表每个地区工资水平相对于国家平均工资水平的指

数)、每个诊断组的加权因子( 代表该诊断组相对于标准支付

额的相对成本)。通常来讲，一个门诊病例的预付费率 = 标

准支付额 × 地区工资指数 × 病人所在诊断组的加权因子。

五、英国国家医疗保险支付方式

1948 年，英国工党政府颁布了《国家卫生服务法》，建立

了国家医疗保险体系。该体系下，本国民众均可免费享受国

家公立医疗服务机构的服务。英国国家医疗服务体系分为

初级医疗信托和次级医疗信托。初级医疗信托是以地区为

单位的医疗服务组织，主要提供社区诊所、牙科诊所、眼科诊

所、药房等服务。一个地区的所有居民将在当地的社区诊所

注册并拥有一名指定的全科医生。居民患病时，将首先通过

自己的全科医生接受初级医疗服务。次级医疗信托提供特

需医疗、专科医疗、精神健康医疗、紧急救护系统等服务。如

果初级医疗信托服务无法满足居民的诊疗需求，全科医生将

其转诊至次级医疗信托接受更高级的医疗服务。
英国政府以税收形式筹集医疗保险基金，通过财政预算

向国家公立医疗服务机构支付费用［6］。由于国家承担全体

国民的基本医疗费用，控制医疗费用上涨对于英国医疗保险

体系的可持续性显得尤为重要。为此，英国将医疗保险支付

方式作为国家医疗保险体系历次改革的重点，建立了一个从

国家到初级医疗信托、再到次级医疗信托的支付体系。初级

医疗信托采取总额预付制和按人头支付制结合的方式，次级

医疗信托采取按病种支付制和薪酬制结合的方式。
( 一) 初级医疗信托支付方式

初级医疗服务实行总额预付制和按人头支付制结合的

方式。国家按年度财政预算数额拨付医疗基金到地区卫生

部门，地区卫生部门根据每个区域的地区财政、人口、健康水

平等实际情况将资金以总额预付制方式拨付给初级医疗信

托。初级医疗信托通过签订年度批量合同的方式向当地的

全科医生购买确定数量的医疗服务。全科医生是以独立合

约人身份为国家医疗保险体系提供服务，通过提供合同要求

的医疗服务获得相应报酬［7］。初级医疗信托向全科医生支

付的方式为按人头支付制。首先根据当地患病率、死亡率、
新签约人数、解约人数、年龄性别比例等因素确定人均费用，

然后按照签约总人数支付给全科医生［8］。
( 二) 次级医疗信托支付方式

次级医疗服务从 2003 年开始实施按病种支付制，每个

病例按照其所在的疾病诊断组预定的支付标准向医疗服务

提供方进行支付，不考虑实际发生的医疗费用。与德国和美

国的按病种支付制有所不同的是，英国国家医疗保险实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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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种支付制属于弹性按病种支付制，根据不同医院的具体情

况确定支付价格。某一病种的基准价格根据国家医疗保险

指定的医疗服务机构的大量同种病例确定。如果医院可以

证明其对该病种的治疗需要较高的费用，经过核实后将执行

较高的价格标准。对提供次级医疗服务的专科医生实行薪

酬制的支付方式。专科医生是受雇于国家医疗保险体系的

雇员，按照雇佣合同中确定的工资水平获得报酬。每年医生

评价机构都会对医生的工资水平进行评估并向卫生部门提

出调整建议，卫生部在此基础上确定专科医生的工资水平。
六、德国、美国和英国三种医疗保险的支付方式对我国

的借鉴

( 一) 确立预付制作为社会医疗保险支付方式改革的主

流方向

德国、美国和英国的三种医疗保险制度在建立之初普遍

采用按服务项目支付的后付制。但由于后付制在医疗服务

行为发生后按实际费用进行补偿，缺乏有效的费用约束机

制，成为导致医疗费用上涨过快的一个重要因素。纵观三种

医疗保险支付方式的改革历程，后付制已经逐步被预付制所

替代。预付制包括总额预付制、按人头预付制和按病种预付

制等支付方式，通过预先指定的标准或总量对医疗服务进行

支付。由于医疗费用预先确定，医疗服务提供方承担了部分

医疗成本风险，从而形成一种自我约束机制，能有效抑制医

疗服务提供方诱导需求的行为，对医疗费用起到了较好的控

制作用。我国在社会医疗保险支付方式的改革进程中，应当

加速淘汰传统的按服务项目支付方式，将预付制作为改革的

主导方向。
( 二) 针对不同类型的医疗服务建立混合式的支付体系

一个国家的医疗服务体系中，不同类型的医疗服务组织

在服务内容、服务水平等方面存在较大差别，因此在支付方

式上应当予以区分。另外，不同的支付方式在控制医疗费用

和确保医疗服务质量方面各有利弊，混合式的支付体系能博

采众长、扬长避短。德国、美国和英国的三种医疗保险制度

根据本国的医疗保险体系的建立情况，普遍采用多种支付方

式相结合的混合式支付体系。因此，我国可以根据自身医疗

保险服务体系的建立情况，对不同类型的医疗服务组织采取

不同的支付方式，形成混合式的社会医疗保险支付体系。
( 三) 在基础医疗服务中采用总额预付制与其他支付方

式相结合的支付方式

总额预付制是计划性较强的支付方式，比较适用于社会

医疗保险制度; 同时操作简单，在基础医疗服务的支付中可

以简化流程、提高效率。总额预付制在德国法定医疗保险和

英国国家医疗保险的初级医疗服务中均有所应用。采取总

额预付制有利于从宏观层面控制医疗费用的增长，而单纯的

总额预付制难以从微观层面控制医疗服务质量: 医疗服务提

供方可以通过减少服务量来降低自身成本以获得更大的收

益。总额预付制如果与其他一些支付方式结合，则可以取

得更好的效果。例如德国法定社会医疗保险的初级医疗服

务采用了按人头的总额预付制和按服务计点制相结合的支

付方式; 英国国家医疗保险的初级医疗信托采取总额预付制

和按人头支付制结合的方式。总额预付制与我国社会医疗

保险制度的性质相适应，因此可以在我国的社区诊所、乡镇

医院等基础医疗服务中实施总额预付制与其他支付方式相

结合的方式。
( 四) 在专科和住院医疗服务中制定符合自身国情的按

病种支付制度

按病种支付制度在住院医疗和专科医疗方面具有独有

的优势，能够在为每个病例提供准确的费用预算的同时有效

控制不合理的医疗费用支出。德国法定医疗保险的次级医

疗、美国老残人社会医疗保险的急诊住院医疗和英国国家医

疗保险的次级医疗中都采取了按病种支付制，并且三国都根

据自身国情和医疗卫生体系设立了独有的支付标准和制度。
例如德国的医院支付研究机构建立了一套适用于德国法定

医疗保险次级医疗服务的疾病分组规则和支付标准; 美国老

残人社会医疗保险的急诊住院医疗的按病种预付制在经过

诊断相关组权重调整的基础费率的基础上增加了特殊医院

调整、间接医学教育调整、价格高昂的特殊病例调整; 英国国

家医疗保险的次级医疗实施弹性的按病种支付制，获批医院

可以获得高于标准水平的支付额。因此，我国应当加快制定

适应我国国情的按病种支付制度的具体实施标准，加强其在

住院医疗和专科医疗等方面的运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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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ased on Panel Data from 25 Countr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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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Based on the definition and function of physics coupling mechanism，coupling structure and content
of the science and technology innovation and Entrepreneurship of the coupling system are analyzed，on the basis of
constructing the evaluation index system of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and entrepreneurship，put forward the coupling
model of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and entrepreneurship system. From 25 countries in the world，and it is divided
into four states，respectively，Asia，South America，North America and Europe，the coupling degree of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and entrepreneurship system makes empirical analysis during 2007 － 2015. The empir-
ical results show that: the science and technology innovation and entrepreneurship in four states have a strong corre-
lation，in other words，Coupling interaction development relationship; the four continents of the science and tech-
nology innovation and entrepreneurship system coupling degree and coupling coordination degree has undergone rap-
id changes in 2007 － 2008 years and 2009 － 2015 years of slow change stage. Analysis on the coupling degree ，sci-
ence and technology innovation and entrepreneurship，the interaction between the two systems of the first degree is
rapid change tends to be stable tends，from the aspect of coupling coordination degree analysis，synergistic effect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innovation and entrepreneurship is continuously enhanced，realized from the imbalance to
coordinate transform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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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parison and Ｒeference of International Social Medical Insurance Payment Methods
LI Shi － qing，CHU Fu － ling

( Central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Beijing 100081，China)

Abstract: With the rapid rise of medical costs worldwide，the reform of medical insurance payment methods
has become an important way of medical cost control for all countries. The reform of medical insurance payment
methods in China is in its infancy and needs to improve. On the basis of the theoretical analysis of international ma-
instream medical insurance payment methods and referring to the practical experience of Statutory Health Insurance
in German，Medicare in the United States and National Health Service in the United Kingdom，our country should
choose prospective payment method as the mainstream development direction，set up a mixed payment system ac-
cording to different medical services，and use global budget combined with other payment methods in basic medical
care，and establish a DＲG payment system which accords with the national conditions in inpatient and specialized
medical care.

Key words: medical insurance; payment method; comparison and refer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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