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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床研究·
中国９省（区）２０００－－２００９年糖尿病
与非糖尿病居民医疗费用比较研究
王海鹏侯志远孟庆跃
【摘要】

目的

比较分析中国糖尿病患者和非糖尿病居民年医疗费用及其变化趋势，评估糖

尿病个人和家庭额外医疗费用及经济负担。方法利用“中国健康与营养调查（ＣＨＮＳ）”数据，采
用特征分数配比法根据特征变量，对糖尿病患者和非糖尿病居民匹配出的６７９对研究对象进行数
据分析。结果２０００－－２００９年糖尿病患者与非糖尿病居民年人均医疗费用的差值从３３６１．９３元增
长至６６０８．４８元；两组研究对象的费用比值约为４倍、个人经济负担和家庭经济负担的比值约为
４—５倍。结论与非糖尿病居民相比，中国糖尿病患者年人均医疗费用明显较高，绝对费用增长

幅度显著，个人经济负担和家庭经济负担较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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糖尿病及其并发症不仅影响患者的生命和生活

的比较研究。本研究利用中国９省（区）开展的“中

质量，其治疗费用的过快增长也给患者和家庭带来

国健康与营养调查（ＣＨＮＳ）”２０００－－２００９年人群数

巨大的经济负担，所以糖尿病的经济负担研究受到

据，从个人和家庭角度，对糖尿病患者和非糖尿病居

高度重视…。研究显示陋］，糖尿病患者在住院率以及

民的医疗费用及其趋势进行比较分析，评价糖尿病

心脑血管病和失明等方面均明显高于非糖尿病患

的额外直接经济负担，以期为制定和完善糖尿病防

者。据此可以假设，糖尿病患者的医疗费用和经济

治有关的卫生经济政策提供数据支持。

负担要高于非糖尿病者，然而糖尿病患者的疾病经
济负担承受能力要比非糖尿病者更低ｂ１。目前国内

对象与方法

相关研究主要集中在糖尿病的经济负担及其影响因

１．样本数据：来源于ＣＨＮＳ，选取２０００、２００４、

素，而缺乏对糖尿病患者和非糖尿病居民医疗费用

２００６和２００９年４轮调查资料。调查样本来自黑龙
江、辽宁、山东、江苏、河南、湖南、湖北、广西和贵州

ＤＯＩ：１０．３７６０／ｅｍａ．ｊ．ｉｓｓｎ．０２５４—６４５０．２０１３．０９．０１２
作者单位：２５００１２济南，山东大学卫生管理与政策研究中心（王海

省（区），采用分层多阶段整群随机抽样方法抽取样

鹏）；北京大学中国卫生发展研究中心（侯志远、孟庆跃）

本，为同一人群纵向追踪调查，资料具有良好的可比

通信作者：孟庆跃，Ｅｍａｉｌ：ｑｍｅｎｇ＠ｂｊｍｕ．ｅｄｕ．ｃａ

性。本文选择≥１８岁城乡居民为研究对象，实际样

·９１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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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量为３８ ３９８人，其中糖尿病患者（糖尿病组）７１３

糖尿病居民４周总医疗费用的比值为３．８６～４．０７倍，

人，非糖尿病居民（非糖尿病组）为３５ ８８２人。本研究

其中自我治疗和保健服务费用的比值较低，而直接

的糖尿病患者是指被医生诊断患有糖尿病的居民。

非医疗费用的比值较大。虽然糖尿病患者和非糖尿

２．分析方法及评价指标：采用国际糖尿病联盟

病居民医疗费用的比值随年度变化不大，但是糖尿

建议的计算糖尿病直接卫生费用的方法ｈ１，测算糖

病患者医疗费用的基数较大，所以其医疗费用的绝

尿病患者在一定期间内的全部医疗费用（无须区分

对数量增长较非糖尿病居民大得多（表２）。

与糖尿病无关的其他疾病以及相应费用）。首先计

表１两组人群匹配前后协变量差异（％）

算绝对费用，即因防治疾病而实际消耗的经济资源，
然后在绝对费用的基础上，计算两组人群医疗费用
比值。调查两组人群在过去４周内因各种疾病发生

女性（对照：男性１

５３．７０

５２．３０

０．４４３

５３．４６

５２．８７ ０．８２８

的自我治疗费用、门诊和住院费用、保健费用以及直

年龄（岁）

６１．５５

４７．８５

０．００１

６１．５４

６１．９９

０．４９４

接非医疗费用，据此推算年人均医疗费用。上述费

农村（对照：城镇）

４０．４０

６６．５０

０．００１

４１．２４

４２．８５

０．５４６

用是指研究对象的自付费用，除去保险报销的部分，

参加医保（对照：未参加）

６６．６０

４８．００

０．００１

６７．４５

６７．Ｏｌ

０．８６２

已婚（对照：未婚）

８２．３０

８２．２０

０．００１

８２．６２

８１．４４ ０．５７２

其对应直接经济负担口１。评价糖尿病患者的直接经

其他婚姻状况（对照：未婚）

１５．２０

８．８０ ０．００１

１４．８７

１５．７５ Ｏ．６５１

济负担的指标包括①个人经济负担＝人均年医疗费

家庭年人均收入的自然对数８．９４

８．５ １ ０．００１

用÷家庭年人均收入×１００％；②家庭经济负担＝人
均年医疗费用÷家庭年收入×１００％。
３．统计学分析：本研究在分析糖尿病直接经济

８．９３ ０．６８４

２００４年（对照：２０００年）

１９．９０

２５．５０

０．５６０

２０．３２

１９．００ ０．５３９

２００６年（对照：２０００年）

２４．１０

２５．２０

０．０２２

２４．６０

２６．３６ ０．４５５

２００９年（对照：２０００年）

３８．８０

２５．８０

０．００１

３９．３２

３７．２６ ０．４３５

表２两组人群在过去４周内人均直接经济负担

负担前，采用特征分数配比法（ＰＳＭ）根据人口特征
变量对两组进行匹配，然后比较分析两组人群的疾

８．９５

直接医疗费用（元）
年度

自我门诊和保健
治疗

住院

服务

△｛＋
。”

餐南一臀
医疗费用等兰■
【兀Ｊ

病经济负担。ＰＳＭ实施步骤哺］：①选择ｌｏｇｉｓｔｉｃ模型
估计两组人群的特征分数，因变量为是否患有糖尿
病，自变量为性别、年龄、居住地区、医疗保险、婚姻
状况、家庭年人均收入、年度等；②选择一对一的匹
配方法；③观察两组特征分数的概率密度分布，对研
究对象的特征分数进行重叠性检验，将重叠部分确
定为共同区域；④检验ＰＳＭ匹配效果，分类资料采
用Ｚ检验，连续性数据采用￡检验。
结

果

１．两组人群特征比较：糖尿病组的特征分数均
值为０．０４５６，高于非糖尿病组的０．０１８１。两组人群特
征分数的分布较为相近，重叠性较好，满足特征分数

３．两组人群年直接经济负担的变化趋势：糖尿

匹配的要求。匹配后，糖尿病组和非糖尿病组样本量

病组年人均疾病总医疗费用从２０００年的４４７１．６１元

均为６７９人，特征分数分别为０．０４５２和０．０４５ｌ，差异

持续增长到２００９年的８７８８．５２元，而与之相匹配的

无统计学意义。匹配前两组人群间大部分协变量的

非糖尿病组总医疗费用从１１０９．６８元增长到２１７９．８４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采用＃和ｔ检验），而匹配后所有

元，前者的增长幅度明显大于后者。糖尿病组个人

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说明匹配效果较好（表１）。
２．两组人群医疗费用的变化趋势：在调查前４

经济负担平均约为８０％，而非糖尿病组约为１５％，前

周内，糖尿病患者人均总费用从２０００年的３４３．９７元

均约为３０％，而非糖尿病组的家庭经济负担约为

增长到２００９年的６７６．０４元，增长近１倍。从费用构

５％，前者约是后者的６倍（表３）。

成分析，直接医疗费用约占９５％，其中门诊和住院费
用占绝大部分，保健服务费用最低，各类费用的增长
速度相差不大。就相对费用而言，糖尿病患者与非

者约是后者的５．５倍。糖尿病组的家庭经济负担平

讨

论

本研究采用ＰＳＭ，在同一人群样本中根据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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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３两组人群年直接经济负担及其变化趋势

３１８元增至２００９年的８５６元ｎ¨）。但本研究由于未
对样本人群进行年龄标化，其结果不能直接用来与
全国人口比较。
本研究还发现，由于糖尿病患者的医疗费用明
显较高，而年均家庭收入和年人均收入又低于非糖
尿病居民，因此无论是个人经济负担还是家庭经济
负担，糖尿病患者均明显高于非糖尿病居民。从时
间跨度分析，糖尿病患者家庭经济负担呈下降趋势，
非糖尿病居民家庭经济负担则变化不大，说明糖尿
病患者家庭收入增长速度大于自付医疗费用的增长
速度。该结果表明糖尿病预防干预及疾病管理可从
源头上减少糖尿病的医疗费用；扩大医疗保险对糖

学特征对糖尿病患者和非糖尿病居民进行配比，再

尿病医疗费用的报销力度，以减少患者的自付医疗

比较分析两组人群的医疗费用。其优点是采用

费用；提高糖尿病家庭经济收人水平，增强其抵抗疾

ＰＳＭ可使两组人群的基本人口学特征相似，具有可

病经济风险能力。

比性，计算结果则是两组人群医疗费用和经济负担

综上所述，与非糖尿病居民相比，糖尿病患者的

的比值，且与货币单位无关，并在不同国家或地区的

年人均医疗费用明显较高，绝对费用增长幅度更加显

类似研究中具有较强的可比性。

著，家庭经济负担更重。为了有效减少糖尿病医疗费

本研究结果显示，糖尿病患者人均年医疗费用
约是非糖尿病居民的４倍，２０００－－２００９年期间两者

用，切实减轻糖尿病带来的经济负担，必须采取有针
对性的措施，以提高糖尿病患者家庭的生活质量。
参考文献

比值基本保持不变。与国内外同类研究结果比较，
如Ｊｏｎｓｓｏｎ［７ ３发现１９９９年欧洲８个国家２型糖尿病患
者人均年直接医疗费用是非糖尿病居民的２．６３倍；
美国糖尿病协会研究发现２００２年和２０１２年糖尿病

［１］Ｗｉｌｌｉａｍｓ

Ｒ．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 ｏｆ

瓜。Ｋａｎｅｋｏ

Ｔ．Ｏｓａｔｏ

ｄｉａｂｅｔｅｓ

ｈｅａｌｔｈ

ｃａｒｅ

ｄｉｅｌｉｖｅｒｙ／／Ｔｕｒｔｌｅ

Ｓ．Ｄｉａｂｅｔｅｓ ｉｎ ｔｈｅ ｎｅｗ ｍｉｌｌｅｎｎｉｕｍ．Ｓｙｄｎｅｙ：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１９９９：４４５－４５１．
Ｌ，Ｃｈｅｎ ＧＭ，Ｔａｎ ＸＤ．Ｑｕａｌｉｔｙ ｏｆ ｌｉｆｅ ｏｆ ｔｙｐｅ ２ ｄｉａｂｅｔｅｓ
ｍｅｌｌｉｔｕｓ ｐａｔｉｅｎｔｓ ｗｉｔｈ ｃｏｍ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 ａｎｄ ｉｔｓ 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ｉｎｇ ｆａｃｔｏｒｓ．

１２］Ｄｅｎｇ

Ｈｅａｌｔｈ，２００２，１８（９）：１０６８—１０６９．（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邓玲，陈冠民，谭晓东．２型糖尿病并发症患者的生命质量及其
影响因素．中国公共卫生，２００２，１８（９）：１０６８—１０６９．
［３］Ｌｉｕ ＫＪ，Ｌｉ ＸＨ，Ｗａｎｇ ＫＡ，ｅｔ ａ１．Ｃｏｓｔ ｓｔｕｄｙ ｏｎ ａｄｕｌｔ ｄｉａｂｅｔｉｃ
ｐａｔｉｅｎｔｓ ａｎｄ ＩＧＴ ｉｎｄｉｖｉｄｕｌｓ ｉｎ ｔｈｒｅｅ ｅｎｔｅｒｐｒｉｓｅｓ ｏｆ Ｓｈｏｕｇａｎｇ
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 ｉｎ Ｂｅｉｊｉｎｇ ｂｙ ｃａｓｅ—ｃｏｎｔｒｏｌ ｍｅｔｈｏｄ．Ｃｈｉｎ Ｈｅａｌｔｈ Ｅｃｏ，
２００２，２１（７）：３６—３９．（ｉｎＣｈｉｎｅｓｅ）
刘克军，李新华，王克安，等．成人糖尿病和糖耐量低减经济负
担的病例对照研究．中国卫生经济，２００２，２１（７）：３６—３９．
［４］Ｊｏｎｓｓｏｎ Ｂ．Ｔｈｅ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ｉｍｐａｃｔ ｏｆ ｄｉａｂｅｔｅｓ．Ｄｉａｂｅｔｅｓ Ｃａｒｅ，
１９９８，２１（３）：Ｃ７一Ｃ１０．
［５］Ｌｉ Ｈ，Ｓｕｎ ＸＪ，Ｌｕ ＺＬ，ｅｔ ａ１．Ｓｔｕｄｙ ｏｎ ｍｅｄｉｃａｌ ｅｘｐｅｎｄｉｔｕｒｅ ｏｆ
ｒｕｒａｌ ｄｉａｂｅｔｅｓ ｍｅｌｌｉｔｕｓ ａｎｄ ｒｉｓｋ ｆａｃｔｏｒｓ．Ｃｈｉｎ Ｈｅａｌｔｈ Ｅｃｏ，２００８，２７
（１０）：３６—３８．（ｉｎＣｈｉｎｅｓｅ）
李慧，孙晓筠，鹿子龙，等．农村糖尿病患者治疗费用及其影响
因素分析．中国卫生经济，２００８，２７（１０）：３６—３８．
［６］Ｍａｒｃｏ Ｃ，Ｓａｂｉｎｅ Ｋ．Ｓｏｍｅ ｐｒａｃｔｉｃａｌ ｇｕｉｄａｎｃｅ ｆｏｒ ｔｈｅ ｉｍｐｌｅｍｅｎｔａｔｉｏｎ
ｏｆｐｒｏｐｅｎｓｉｔｙ ｓｃｏｒｅｍａｔｃｈｉｎｇ．ＪＥｃｏ Ｓｕｒｖ，２００８，２２（１）：３１－７２．
［７］Ｊｏｎｓｓｏｎ Ｂ．Ｒｅｖｅａｌｉｎｇ ｔｈｅ ｃｏｓｔ ｏｆ ｔｙｐｅ ＩＩ ｄｉａｂｅｔｅｓ ｉｎ Ｅｕｒｏｐｅ．
Ｃｈｉｎ Ｐｕｂｌｉｃ

患者人均医疗费用分别是非糖尿病居民的２．４倍和
２．３倍ｎ川；张震巍等ｎ叫对２００４年上海市某中心城区
的研究显示，糖尿病患者年直接卫生费用是非糖尿
病居民的２．４７倍。本研究中糖尿病患者与非糖尿病
居民相比，人均年医疗费用明显更高。究其原因：一
些研究未利用ＰＳＭ，只是调查时进行人为配对；有
些研究即使利用了ＰＳＭ，但所选匹配特征与本研究
有差异，如本研究纳入了家庭年人均收入；另外，本
研究计算的是自付医疗费用，根据现在的医疗保险
报销政策（如门诊费用超过一定额度不再报销等），
两组人群在医疗费用一定的情况下，非糖尿病居民
医疗费用的整体报销比例要高于糖尿病居民，这就
使得本研究的比值高于其他研究结果。
本研究发现，虽然糖尿病患者和非糖尿病居民
年人均医疗费用比值随年份变化不大，但两者绝对
费用差距越来越大。这是因为糖尿病患者医疗费用
基数较大，在以相似比例增长的情况下，增长幅度更
显著。两组人群人均年医疗费用均呈较快增长趋
势，１０年间增幅近１倍。这与全国居民医疗费的增
长幅度相似（全国居民平均医疗费用由２０００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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