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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础理论与方法·
Ｍｏｎｔｅ Ｃａｒｌｏ随机模拟在合作医疗补偿方案

设计中的应用
叶真何寒青吴建军

吴茵茵

童峰陈坤

【导读】通过对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新农合）补偿方案进行设计与测评，明确Ｍｏｎｔｅ Ｃａｒｌｏ技
术应用于人群仿真的可行性。在人群抽样调查基础卜，以ＭｏｎｔｅＣａｒｌｏ随机模拟构建人群仿真系统，
对新农合补偿方案的“保大病”和“保小病”策略进行模拟测评。在住院报销主导策略下，“保大病”方
案的总补偿率为Ｏ．３７８２，致贫人数减少率为０．６５４０，资金结余率为一０．０７９４；在门诊报销主导策略下，
“保小病”方案的总补偿率为０．４８４０，致贫人数减少率为Ｏ．４０９１，资金结余率为一０．３７８９。研究结果表
明，新农合的补偿原则应以“保大病”为主，同时兼顾“保小病”。
【关键词】Ｍｏｎｔｅ Ｃａｒｌｏ；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补偿方案；人群仿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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Ｍｏｎｔｅ Ｃａｒｌｏ随机模拟是基于大数定律和中心

卫生｜’口Ｊ题进行研究，充分说明了Ｍｏｎｔｅ Ｃａｒｌｏ随机模

极限定理等理论，并运用计算机软件产生服从一定

拟技术具有广泛的应用价值［１。１。本研究以大样本

分布的伪随机数来虚拟现实过程的技术。其核心是

人群调查为基础，利用Ｍｏｎｔｅ Ｃａｒｌｏ随机模拟技术构

建立一个固定参数基础上的概率模型或随机过程，

建人群仿真系统，对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新农

凶此常被应用于构建流行病学数学模型，对传染病、

合）进行“保大病”和“保小病”策略的模拟分析，为设

寄生虫病及慢性非传染性疾病等进行疾病流行规律

计新农合补偿方案提供人群测算依据的同时，明确

的研究。同时，Ｍｏｎｔｅ Ｃａｒｌｏ技术还被广泛应用于预

Ｍｏｎｔｅ

测与估计除疾病发生外的其他随机性事件。近年

的可行性和应用前景。

来，很多研究利用Ｍｏｎｔｅ Ｃａｒｌｏ技术对疾病控制方案
的成本效益、城市化进程对疾病传播的影响等公共
ＤＯＩ：１０．３７６０／ｃｍａ．ｊ．ｉｓｓｎ．０２５４—６４５０．２００９．０３．０２３

Ｃａｒｌｏ随机模拟技术用于大型人群仿真模拟

基本原理
Ｍｏｎｔｅ Ｃａｒｌｏ技术的基本原理是建立一个固定

基金项目：浙江省政府重大委托资助项目（２００５Ｃ１０００５）

参数基础上的概率模型或随机过程，通过对模型或

作者单位：３１００５８杭州，浙江大学医学院公共卫生学院流行病学与

过程的抽样试验来计算所求参数的统计特征及其近

卫生统计学系（吴茵茵、何寒青、童峰、陈坤）；浙江省卫生厅（叶真）；

似值一１。Ｍｏｎｔｅ Ｃａｒｌｏ随机模拟的一般步骤如下：

浙江大学理学院（吴建军）
通信作者：陈坤，Ｅｍａｉｌ：ＣＫ＠ｚｊｕ．ｅｄｕ．ｃｎ

１．假没系统模型为：％苏謦ｎ，第ｚ，），式中勃已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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函数，第一，：Ｉｘ，㈣，算：∽，…，％ｍ｝为随机不可控部分，第ｚ，：

专人双遍输人数据，同时设定了逻辑校正程序，有效

埘“，髫：。，，…，戈。。）｝为确定可控部分，且彭”有联合分布

控制数据质量。

／）ｘ。（幻，锄分布中的参数。系统输出％｛ｙ川ｒ２，…，

２．参数设置与模拟测评：

弗｝是随机的，且有相应的联合分布Ｄ，（为），其中为为

（１）影”的设置主要包括：①每户人口数服从多项
分布；②每户人均年收入（元）服从条件对数正态分

分布中的参数。

２．以收集得到的模拟对象的相关数据为依据，

布；③每户人均门诊费和住院费的发生与否服从二

确定謦”的分布类型和估计分布参数结巩，从理论

元联合０～１分布，即在费用不发生时均恒取０值，而

上确定了ｙ的分布类型和参数估计。根据分布参数

在费用发生时均服从条件对数正态分布。其中分布

绍筑，按謦”的分布仇。（绑，利用计算机软件随机产

的类型和参数由现场调查数据来确定，辅以（２００６

生Ⅳ个第”的“样本”：岩。…，岩：…，…，鼠…，并取定人为可
控的謦ｚ数值。

年浙江省统计年鉴》等资料修正偏差ｂ ｏ。
（２）义２Ｊ的设置主要包括：①模拟户数Ｍ＝１０ ０００；

３．将通过以上步骤获得黟”和第：，代人系统模型

②筹资水平＝２％的人均年收入；③门诊报销封顶线

岁：夕（謦”，第ｚ，），可得到相应的Ｎ个岁“样本”：锐，

为３０％的人均年收人；④住院报销封顶线为８倍的

∞

∞

人均年收入；⑤门诊、住院分段报销比例组合。

Ｙ２，…，Ｋ。

４．通过以上步骤即完成了以固定参数为基础的

（３）穸主要包括：总人数、未参保农民的人均门诊

概率模型的构建，通过对这Ⅳ个ｙ的“样本”进行描述

费、未参保农民的人均住院费、未参保农民的人均医

与分析，实现研究目的。

药费、参保农民的人均收入、未参保农民家庭中的致

实例分析

贫户数、参保农民家庭中的致贫户数、致贫户减少
率、门诊补偿率、住院补偿率、资金一总补偿率、资金

本文以浙江省农村公共卫生服务体系建设研究

结余率、分段报销户数、分段发生费、分段报销费等。

现场调金数据为例，通过应用Ｍｏｎｔｅ Ｃａｒｌｏ随机模拟

（４）模拟次数Ⅳ＝１０００，即由计算机软件随机生

构建人群仿真系统，对浙江省新农合的报销策略进

成Ⅳ个警”，结合警”，彬计算得到Ⅳ个影，并采用平均

行模拟测评。

值和标准差等统计指标描述穸的分布特征。

１．现场调杏：以浙江省农村居民为调查对象，采

（５）通过调整岩汜’中部分变量的设置值，考察矿

用多阶段随机抽样的方法。第一阶段，根据地理位

的分布变化情况。本研究以不同的门诊与住院分

置与经济发展水平等因素选择浙江省内有代表性的

段报销比例组合为基础，设置了住院报销主导策略

５个样本县，分别是绍兴县、泰顺县、开化县、桐乡市

与门诊报销主导策略下的“保小病”、“保中小病”、

和淳安县。绍兴县地处浙东；泰顺县位于浙南，温州

“保中大病”和“保大病”报销方案。在住院报销主

西南部；开化县位于浙西；桐乡市位于浙北杭嘉湖平

导策略下，设定门诊分段报销最高比例为Ｏ．５（乘以

原腹地；淳安县位于浙江省中西部。其中，桐乡和绍

门诊分段报销相对比例即得门诊分段报销比例）并

兴市为浙江省的经济强县，淳安、泰顺、开化县为浙

保持不变，令住院分段报销最高比例（乘以住院分

江省的经济欠发达地区。第二阶段，在每个样本县

段报销相对比例即得住院分段报销比例）南０．０到

内按东西南北中各随机选择一个乡镇。第三阶段，

１．０变化，并以０．１为单位递增，重复步骤（１）～（４）；

在每个样本乡镇内随机抽取３个村。第四阶段，在

在门诊报销主导策略下，设定住院分段报销最高比

每个样本村内随机选择６０户家庭，以每户农民家庭

例因子为０．７并保持不变，令门诊分段报销最高比

内的全部常住人口（一起居住与生活半年以上的家

例南０．０到１．０变化，并以ｏ．１为单位递增，重复步骤

庭成员和非家庭成员，如亲戚、保姆等）作为本次研

（１）～（４）；通过观察不同报销方案的门诊补偿率、

究的调查对象。共调查农村家庭４４５ｌ户，农村居民

住院补偿率、总补偿率和资金结余率等指标，比较

０４９人。由经过统一培训的调查员，采用自编的

各报销方案的优劣，完成对“保大病”和“保小病”策

１４

“家庭健康询问调查表”开展人户调查。在调查对

略的模拟测评。

象知情同意的情况下，对其家庭成员的一般特征、家

３．测评方法：采用计算机编程的方式实现以上

庭社会经济状况、农民的患病情况、农民患病就诊和

Ｍｏｎｔｅ Ｃａｒｌｏ随机模拟的全部步骤，实现对新农合补

治疗情况、农民患病住院情况及参加新农合的情况

偿方案的设计与测评。

进行调仓。采用ＥｐｉＤａｔａ ３．０软件建立数据库，安排

４．模拟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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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住院与门诊报销主导策略下的补偿率、致贫

１ ７７．０３％。

人数减少率与资金结余率的变化：如表１所示，随

讨

着住院分段报销最高比例从０．０逐渐递增至１．０，各

论

报销方案下的住院补偿率、总补偿率与致贫人数

卫生服务及医疗保障制度的不公平性作为影

减少率均呈线性增长，资金结余率呈线性减少。

响人群健康水平的重要因素，受到越来越多的关

随着门诊分段报销最高比例从０．０逐渐递增至１．０，

注陆８。。有研究指出，作为我国广大农村地区推行的

各报销方案下的门诊补偿率、总补偿率、致贫人数

一种主要医疗保障制度，新农合试点地区的农村居

减少率及资金结余率也呈相似变化。其中，门诊

民卫生服务利用趋于公平，但在补偿方面“保小病”

补偿率、住院补偿率和总补偿率最高的分别为门

不足，仍存在不公平性阳＇１０】。另一方面，由于医药费

诊报销主导策略下的“保小病”方案（０．６６７６±

用的飞速攀升、大病补偿不足，因病致贫、因病返贫

０．００９１）、住院报销主导策略下的“保中大病”方案

也成为了制约农村居民健康的主要因素。目前，大

（０．６２６４±０．０５８４）和门诊报销主导策略下的“保小

部分关于新农合补偿制度“保大病”还是“保小病”的

病”方案（０．４８４０±０．０２５４）。致贫人数减少率最高

研究仅限于理论分析ｎ１‘，或仅依靠历史数据的回顾

的为住院报销主导策略下的“保中大病”方案

分析¨２，１３】，缺乏有力证据的支持。Ｍｏｎｔｅ Ｃａｒｌｏ作为

（Ｏ．６８３５±０．０４４７）。另外，资金结余率最接近零的

一种随机模拟技术，特别适合研究具有大量随机性

是住院报销主导策略下的“保大病”方案，模拟结

复合指标的系统。本研究以Ｍｏｎｔｅ Ｃａｒｌｏ技术实现

果显示当住院分段报销最高比例达到１．０时，资金

人群宏观系统的模拟与仿真，对新农合补偿方案的

结余率由０．０时的０．６９４５±０．００６３线性递减

不同设计进行模拟测评。

为一０．０７９４±０．０７０３。

本研究的模拟结果湿示，随着住院或门诊分段

（２）住院与门诊报销主导策略下的补偿效果：如

报销最高比例的升高，各报销方案的总补偿率与致

表２所示，住院报销主导策略下的“保大病”方案的

贫人数减少率均呈线性增长，说明增加住院或门诊

减贫贡献一资金代价比最高，为０．７３５８，比同一报销

的补偿比例确实能提高农民的受益程度。其中，总

策略下“保小病”方案的减贫贡献一资金代价比高

补偿率最高的为门诊报销主导策略下的“保小病”方

２４．２３％，比门诊报销主导策略下的“保大病”方案高

案，证实了提高门诊补偿比例可以增加新农合的受

表１住院与门诊报销主导策略下的补偿率、致贫人数减少率与资金结余率的比较

项目——：堡型！堕：
０．０

一：堡！型！堑：
１．０

０．０

！！堡尘奎堑：’＿一
１．０

１．０

０．０

“保大病”
Ｏ．Ｏ

１．Ｏ

住院橱张掣寻锕备
０．３３７７±０．００４０ ０．２６１４±０．００２８

０．２６１４±０．００２８ ０．２５８４±０．００２８

０．２５８４±Ｏ．００２８ ０．２１７５±０．００２６

０．２１７５±０．００２６

０．４３３４±０．０３８１ 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

０．６０６７±０．０５６１ 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

０．６２６４±０．０５８４ 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

０．５３７７±０．０４９４

，骱ｐｆ尝率０．１６６８±Ｏ．０１ｌＯ

Ｏ．３８４８±０．０１８０ ０．１２９１±０．００８５

０．４３４５±０．０２１７ ０．１２７６±０．００８５

０．４４２９±０．０２２５ ０．１０７５±０．００７１

０．３７８２±０．０２０２

第碜阱卷磕自少率０．０８８４±０．０２７３

０．４５７３±０．０４７０ Ｏ．０９１５±Ｏ．０３０３

０．６５５５±０．０４６５ ０．０９２１±０．０３０７

０．６８３５±０．０４４７ ０．０８４６±０．０３０５

０．６５４０±０．０４４６

ｆ了诊枣卜ｆ２警靼０．３３７７±０．００４０

蝴懈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

资金爿涂率０．５２５８±０．００４５－０．０９７０±０．０４２８

０．６３２８±０．００６２－０．２３９２±０．０６６４ ０．６３７ｌ±０．００６４－０．２６３３±０．０６９２ ０．６９４５±Ｏ．００６３－０．０７９４±０。０７０３

ｆ礁豺麟§主导身潞

ｆｍ绋懈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
任拶辞懈０．３０６５±０．０２３４
肼懈０．１５４４±０．００６１
ｊ｝皎＾数砣！痒Ｏ．２５５３±０．０４４７
资金结余率

０．６６７６±０．００９１ 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

０．４８７６±０．００６３ 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

０，４７８６±０．００６３ 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

０．３８６１±０．００４９

０．３０６５±０．０２３４ ０．４４０３±０．０３５１

０．４４０３±０．０３５ｌ ０．４５４８±０．０３６７

０．４５４８±０．０３６７ ０．４０６０±０．０３２６

０．４０６０±０．０３２６

０．４８４０±０．０２５４ ０．２２１９±０．０１１３

０．４６２ｌ±０．０２２０ ０．２２９２±０．０１１９

０．４６５０±０．０２２２ ０．２０４７±０．０１３１

０．３９４７±０．０１８８

０．４０９ｌ±０．０４７９ ０．３９２２±０．０４８８

０．５４３１±０．０４７５ ０．４２００±０．０４９０

Ｏ．５７０８±０．０４７１ ０．３５８３±０．０４９４

Ｏ．５０２０±０．０４７０

Ｏ．５５９３＋０．０３１０－０．３７８９＋０．０３２７ ０．３６６７＋０．０５０３－－０．３１７４＋０．０５２４ Ｏ．３４５９＋０．０５２２－０．３２５６＋０．０５４４ ０．４１５３＋０．０５６０－０．１２５７＋０．０５８３

门诊补偿率上的平均贡献

０．４３３４

０．６０６７

Ｏ．６２６４

０．５３７７

０．６６７６

０．４８７６

０．４７８６

总补偿率上的平均贡献

０．２１８０

０．３０５４

０．３１５３

０．２７０７

０．３２９６

０．２４０２

０．２３５８

０．１９００

致贫人数减少率上的平均贡献

０．３６８９

Ｏ．５６４０

Ｏ．５９１４

０．５６９４

０．１５３８

Ｏ．１５０９

Ｏ．１５０８

０．１４３７

资金结余率上的平均代价

０．６２２８

０．８７２０

０．９００４

０．７７３９

０．９３８２

０．６８４ｌ

Ｏ．６７１５

０．５４ｌＯ

减贫贡献一资金代价比

Ｏ．５９２３

０．６４６８

Ｏ．６５６８

Ｏ．７３５８

Ｏ．１６３９

Ｏ．２２０６

０．２２４６

０．２６５６

０．３８６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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益面，提高其吸引力ｎ“。但其致贫人数减少率却是
全部方案中最小的。这是由于门诊补偿分流了部分

ｍｕｔａｔｉｏｎ．Ａｎｎ

ｃａｓｐｏｆｕｎｇｉｎ ｍ．１ｉｐｏｓｏｍａｌ ａｍｐｈｏｔｅｒｉｃｉｎ Ｂ ｆｏｒ ｅｍｐｉｒｉｃａｌ ｔｈｅｒａｐｙ
ｏｆ ｓｕｓｐｅｃｔｅｄ ｓｙｓｔｅｍｉｃ

难以有效缓解因病致贫的发生。模拟结果还显示，

ｓｅｔｔｉｎｇ．Ａｎｎ

Ｈｅｍａｔｏｌ，２００８，８７（４）：３１ｌ一３１９．
ｏｎ

ｉｎｆｅｃｔｉｏｕｓ ｄｉｓｅａｓｅ．Ｍａｔｈ Ｂｉｏｓｃｉ，２００８，２１１

ｔｈｅ ｔｒａｎｓｍｉｓｓｉｏｎ ｏｆａｎ

（１）：１６６一１８５．

绝对值最大，说明补偿比例尤其是门诊部分的增加，
透支风险。

ｆｕｎｇａｌ ｉｎｆｅｃｔｉｏｎ ｉｎ ｔｈｅ Ｇｅｒｍａｎ ｈｏｓｐｉｔａｌ

［３］Ｚｈａｎｇ Ｐ，Ａｔｋｉｎｓｏｎ ＰＭ．Ｍｏｄｅｌｌｉｎｇ ｔｈｅ ｅｆｆｅｃｔ ｏｆ ｕｒｂ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

门诊报销主导策略下的“保小病”方案的资金结余率
会引发医疗服务的过度消费，增加合作医疗基金的

Ｉｎｔｅｒｎ Ｍｅｄ，２００６。１４４（６）：３９７－４０６，

［２］Ｋａｓｋｅｌ Ｐ，Ｔｕｓｅｈｙ Ｓ，Ｗａｇｎｅｒ Ａ。ｅｔ ａ１．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 ｏｆ

合作医疗基金，导致新农合抗大病风险的能力降低，
全部方案模拟终点的资金结余率均呈负数。其中，

·２９３·

［４］朱本仁．蒙特卡罗方法引论．济南：山东大学出版社，１９８７．
［５］浙江省统计局．２００６年浙江省统计年鉴．北京：中国统计局，
２００５．

住院报销主导策略下的“保大病”方案的减贫贡

［６］Ｇｗａｔｋｉｎ ＤＲ．Ｈｅａｌｔｈ ｉｎｅｑｕａｌｉｔｉｅｓ ａｎｄ ｔｈｅ ｈｅａｌｔｈ ｏｆ ｔｈｅ ｐｏｏｒ：

献一资金代价比最高，说明从农民总体受益与资金管

Ｗｈａｔ ｄｏ ｗｅ ｋｎｏｗ？Ｗｈａｔ

理利用角度来看，大病补偿方案更有利于资金的统

（１）：３—１８．

筹分配，提高抗大病风险的能力。另外，通过比较住

ｗｅ ｄｏ？Ｂｕｌｌ

ＷＨＯ，２０００，７８

［７］Ｆａｒｍｅｒ ＰＥ，Ｆｕｒｉｎ ＪＪ，Ｋａｔｚ ＪＴ．Ｇｌｏｂａｌ ｈｅａｌｔｈ ｅｑｕｉｔｙ．Ｌａｎｃｅｔ，
２００４，３６３（９４２３）：１８３２．

院与门诊主导策略下各补偿方案的减贫贡献一资金
代价比可以发现，门诊报销主导策略的性价比远低

ｃａｎ

［８］Ｌｉｕ Ｍ，Ｚｈａｎｇ Ｑ，Ｌｕ Ｍ，ｅｔ ａ１．Ｒｕｒａｌ ａｎｄ ｕｒｂａｎ ｄｉｓｐａｒｉｔｙ ｉｎ
ｈｅａｌｔｈ ｓｅｒｖｉｃｅｓ ｕｔｉｌｉｚａｔｉＯｉｌ ｉｎ Ｃｈｉｎａ．Ｍｅｄ

于住院报销主导策略。因此，在资金非常有限的情

Ｃａｒｅ，２００７，４５（８）：

７６７－７７４．

况下可以通过普遍降低门诊报销比率，并选择“保大

［９］叶冬青，何义林，马李，等．安徽省岳西县新型合作医疗对健

病”或“保中大病”的补偿方案，来提高总补偿率与致

康及卫生服务公平性影响的研究．中华流行病学杂志，２００６，
２７（１１）：９３４—９３８．

贫人数减少率。
本研究结果表明，新农合补偿方案应以住院补
偿为主，也应适当安排门诊补偿的比重，以达到既

［１０］常文虎，彭迎春，田慧，等．北京市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基本情
况调查．中华医院管理杂志，２００７，２３（１１）：７３０—７３３．

［１１］侯天慧，谭克俭．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筹资与补偿机制的经济学

能扩大受益面，增加新农合吸引力，又能降低基金
透支风险，保证新农合可持续发展的目的。此外，

分析．经济问题，２００６，７：７６—７８．
［１２］胡善联．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的研究方向．卫生经济研究，２００４，

由于Ｍｏｎｔｅ Ｃａｒｌｏ随机模拟的原理与实现较为复杂，

部分参数的设置还需进一步研究，其在人群仿真与
制度设计方面的应用还有待后续研究进一步发展与
完善。

６：９—１１．

［１３］周寿棋，宋伟君，刘广德。等．吴县农村大病统筹合作医疗实
施９年的调查．中国农村卫生事业管理，２００３，２３：１３—１６．
［１４］方黎明。顾听．突破自愿性的斟局：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巾参合
的激励机制与可持续性发展．中国农村观察。２００６。４：２４—３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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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讯·
第一届北京热带医学与寄生虫学论坛的通知
为促进热带医学与寄生虫病防治、科研学术交流，北京热带医学研究所定于２００９年５月２２—２４日在北京举办国家级继续

医学教育项目——“第一届北京热带医学与寄生虫学论坛”，期满后将授予国家级继续教育Ｉ类学分６分。
本届论坛将邀请国内知名专家围绕当前国内外热带医学与寄牛虫学的科研新动态、诊疗新技术，就热点、难点问题开展学
术研讨。这将充分展现我国该学科领域的最新研究成果和学术水平，力求推动我国热带医学及公共卫生事业的健康发展。欢
迎参会人员积极投稿，论文将编人本届论坛论文汇编。
会议报名联系方式：地址：１０００５０北京市宣武区永安路９５号北京热带医学研究所；电话：０１０－６３０２５８４９，传真：
０１０．６３１３９２６５；电子邮箱：ｒｅｙａｎｓｕ０２００８＠ｓｏｈｕ．ｃｏｒｎ联系人：谷俊朝。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友谊医院

北京热带医学研究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