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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前言

1.1. 	背景
2010年，世界卫生组织（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WHO）受委托制定
了人群中季节性流感相关疾病负担评估指南(1)。近期一项系统综述分析了中低收
入国家（low- and middle-income countries，LMICs）流感经济负担，提示现
有研究存在信息稀少和/或不完整，以及LMICs成本估算缺乏标准化方法的问题
[2]。鉴于目前这些国家缺乏对季节性流感的经济负担估计[3]，WHO受委托编写
了《季节性流感经济负担评估指南》，以支持各国采用标准化方法评估季节性流
感经济负担。
各国政府需根据其国家流感疾病经济负担数据，作出有依据的、以证据为
基础的决策，优化分配有限的资源，确定卫生部门的优先干预措施。本指南旨在
支持LMICs疾病和经济负担数据的收集。其目的是使国家官方能够开展研究估计
季节性流感疾病经济负担，以帮助政策制定者制定引进流感疫苗的决策（特别是
如果需要对可获得的有限资源进行分配以确保几项卫生干预措施的最佳优先顺序
时）；并且帮助制定补充免疫接种策略和/或扩大疫苗接种目标群体的决策。

1.2. 	指南的目的
本指南概述了估计季节性流感疾病经济负担的关键性概念框架和最佳实践方
法，也为如何估计季节性流感相关经济负担提供了操作层面的指导。
本指南主要用于估计LMICs的经济负担。指南提供了如何逐步估算季节性流
感相关经济负担的方法，包括直接医疗成本，直接非医疗成本和间接成本。它和
针对该疾病的WHO其他重要文件相辅相成，即 ：《季节性流感相关疾病负担评
估指南》(1) 和 《流感疫苗接种经济学评价指南》. WHO关于确定疾病和伤害经
济学结果的指南》(4) 进一步帮助构建系统的方法，为估计季节性流感经济负担提
供具体建议。现有的WHO关于在疫苗接种程序中引入新疫苗的指南(5)对本指南是
一补充。WHO出版的《国家免疫规划项目中引入疫苗的原则和考虑》(6)中罗列了
这些出版物清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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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指南框架
指南包含四节：

•

第一节总结《季节性流感相关疾病负担评估指南》中细述的疾病负担估计
方法(1)。

•
•
•

第二节描述经济负担估算的总体方法。
第三节提供经济负担估算的全过程（七个步骤），包括数据收集。
第四节包括对经济负担分析和报告的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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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季节性流感的疾病负担评估

2.1. 	流感的严重程度分类
为监测流感活动，WHO建议哨点监测：

•
•

流感样病例（influenza-like illness, ILI）以捕获疾病谱中的轻症病例
严重急性呼吸道感染（Severe acute respiratory infection, SARI）以捕
获重症病例（表1）

对这两种病例进行监测，可利用几个流感监测哨点的数据大致了解流感的发
病率(7)。然而，实际上这两种方法都存在一些操作上的限制。在大多数情况下，ILI
哨点监测点可能没有已知的总观察人口（分母）。采用进行了实验室检测的ILI病例
中的确诊流感病例百分比来估算实际的流感相关ILI病例总数。SARI病例需要通过聚
合酶链式反应（polymerase chain reaction, PCR）检测确认实验室确诊流感。关
于ILI和SARI病例的详细描述可参见《季节性流感相关疾病负担评估指南》(1)。
表1. WHO流感哨点监测的病例定义(7)
病例
流感样病例
(ILI）

定义标准
 急性呼吸系统感染，发热≥38°C
 伴咳嗽
 发病不超过10天
 急性呼吸系统感染，有发热史或发热≥38°C

严重急性呼吸道感染病例

 伴咳嗽

(SARI）

 发病不超过10天
 需要住院治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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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利用SARI哨点监测数据估算疾病负担
WHO《季节性流感相关疾病负担评估指南》建议捕获SARI相关疾病发病率
和死亡率两方面信息。

•

测量实验室确诊流感相关的SARI病例发病情况需要发病率数据，也就是
在一确定时期哨点医院服务地区（哨点医院病人来源地区）内具有流感
发病风险的人群中新发的流感相关SARI病例数。估计疾病发生率所需的
数据可以从已知或可估算哨点医院服务人口的SARI哨点获得，或从合适
的医院获得——没有被指定为哨点监测点，但可以进行流感病毒实验室
检测的医院，即：
–– 拥有良好电子数据编码系统的大型医院；
–– −常规地对符合条件患者进行流感病毒检测；
–– –数据记录具有完整性和一致性。

•

使用住院病例的病死率（case fatality ratio，CFR）来估算SARI死亡
率。由于流感（包括流感相关SARI在内）CFR相对较低，为了提供精确
度合理的CFR，必须随访大量个体。疾病负担指南建议将住院CFR数据
限定在那些实验室确诊的流感相关SARI病例中。如果数据可从多个哨点
获得，只要病例定义相同、哨点分布良好、哨点服务地区可以代表整个
国家的情况，应该汇总分析SARI发病率。

2.3. 	利用流感样病例哨点监测数据估算疾病负担
流感相关ILI发病只能依据患病情况（定义为“发生流感相关疾病或不健康状
态”）来获得。如果可从记录了门诊病人信息的ILI哨点获得合适的数据，则可估
算发病率。由于临床诊断的ILI病例数可能很大，故并非所有的ILI病例都可以通过
有效的实验室检查得到确诊。因此可以通过将临床诊断和实验室检测的ILI病例百
分比进行外推，以估计流感相关的ILI病例总数。将流感相关的ILI病例总数除以估
算的哨点医院服务人口，即得到发病率。关于使用ILI哨点监测数据估算疾病发病
率的方法详见《季节性流感相关疾病负担评估指南》(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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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估算国家疾病负担
可以使用指定服务区域的病例数估计值来描述目标区域（省、州、地区或国
家层面）的疾病严重程度。基于服务区域的发病率（流感相关ILI或SARI），我们
可以将其与全国总人口相乘，来推导一个特定结局事件的全国发病率（这些乘数
应该用于较小的年龄分组，且ILI和SARI要分开计算）。全国发病率估计值是估算
流感经济负担的关键信息。利用多个流感季数据（WHO建议使用至少三年的监测
数据）的平均值可帮助解释发病率和疾病严重程度的年度变化情况(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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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评估季节性流感的经济负担

研究流感经济负担可通过提供某一特定国家的流感经济成本总体估计值帮助
政策制定者制定引入流感疫苗的决策。

3.1. 	经济负担评估原则
经济负担估计值反映了所感兴趣的疾病或不健康的状态在微观和宏观经济
层面对卫生及非卫生部门产生的经济影响。通过疾病成本研究（估计因疾病或伤
害所产生的直接和间接成本）来确定经济负担(1)。
尽管季节性流感对经济的影响更为广泛（例如：长期医疗成本、长期生产力
或国家经济增长），但出于现实原因本指南仅涉及直接和间接成本（图1）(4)。直
接成本是与疾病或不健康状态治疗相关的费用，通常包括直接医疗成本和直接非
医疗成本。直接医疗成本是医疗机构内部和外部发生的与治疗有关的成本，即门
诊成本、住院成本、药品成本和其他消耗品成本（如自我治疗）。直接非医疗成
本是与疾病有关的支出，但与医学治疗无直接关联（如到医院就诊的交通费用、
额外的食宿费用）。间接成本定义为（病人和护理人员）在患病期间或在接受医
疗时（即治疗流感）因工作时间减少而损失的生产力价值。这些成本被称为由疾
病导致的生产力损失/成本。

图1. 经济负担的组成部分

经济负担可以通过两种主要的方法来估计。第一种是基于患病率的方
法，WHO将其定义为从横断面角度评估疾病的经济结果(3)。流感感染通常较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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暂，人群中有症状的病例数每天都在变化。因此，任何时间点的病例数都不是估
计该疾病经济负担的可靠指标。所以，基于患病率的方法通常不适用于确定季节
性流感的总经济负担。第二种方法是基于发病率的方法，只包含在特定时期内的
新发病例。这种方法对于纵向地确定疾病的影响是很有用的，以便能了解疾病在
某特定时间段内的总体影响。

3.2. 	季节性流感的经济负担
前期一项关于季节性流感经济负担和经济学评价的系统文献综述发现，全球
共有140项相关研究，其中39项研究（28%）是疾病成本研究(8)。有两篇文章没有
阐明其范围（即研究现场）或研究视角，而通常好的成本研究报告会包括这两方面
信息(9)。39项研究中有32项（82%）是在高收入国家开展的。社会视角——即分
析一项医疗干预的所有成本和收益，而不考虑是谁为此买单——较为常用（21项
研究，54%）。在24个报道了时间跨度的研究中，15个研究的时间跨度为1年。
九项研究量化了直接医疗成本、直接非医疗成本和间接成本，而八项研究仅包括直
接医疗成本和直接非医疗成本。14项研究量化了间接成本。17项研究根据实验室确
诊的季节性流感病例估算了经济负担，而21项研究仅使用临床诊断病例估算经济负
担。最近的一项关于LMICs流感疫苗经济学评价的系统综述指出，大多数的经济学
数据使用的是由非实验室确诊的SARI或ILI数据。这些分析没有包括间接成本(10)。
最后，没有一项研究考虑到非医疗护理中非正式治疗的成本（即没有在正式医疗机
构中就诊的患者所产生的费用）。

3.3. 	季节性流感经济负担的评估方法
不同研究的经济负担分析方法存在差异。为了有助于标化流感经济负担评
估方法，表2展示了针对估算方法所建议的关键规则。相应地，应使用基于《季
节性流感相关疾病负担评估指南》(1)所得到的普通人群中的季节性流感病例（严
重和非严重）估计值来计算流感经济负担。疾病负担也可以用来估计诸如孕妇或
慢性病患者等有特殊风险群体的经济负担。采用社会视角来进行估计(4,11)。所
以，成本估算应包括家庭和卫生系统的直接医疗成本、直接非医疗成本和间接成
本。WHO疾病负担指南建议通过实验室确诊来获得流感相关的SARI和ILI病例。
这样的话，可使用这些病例的发病率估计目标人群中的病例总数。先前的腹泻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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疾病经济负担评估指南推荐估计非医疗提供者的护理成本（non-medical provider
care costs），即自我护理或购买非处方药的费用(12)。本指南估算方法的基线分
析中不包括这些内容，因为收集相关数据的成本很高，并且识别不寻求医疗服务
个体的挑战很大，所以对于季节性流感而言估算此内容可能并不总是可行的。但
是，如果数据收集是可行的，那么与季节性流感有关的非医疗中的非正式护理成
本（Informal care costs）应纳入敏感性分析。由于季节性流感是一种病程相对
较短（以天、星期而不是年来计算）的急性病，没有明显的长期后遗症，所以该
病的经济负担估计值不需贴现。
表2. 经济负担评估的详细说明
方法学问题

说明

季节性流感负担

实验室确诊

基于WHO疾病负担估计(1)

反事实分析1

基于发病率的方法

基于WHO经济负担量化指南(4)

视角

社会

基于WHO经济负担量化指南(4)

时间跨度2

1年(最大值)4

贴现3

不需要贴现

非医疗中非正式护理
成本
过早死亡成本

细则

疾病症状持续数天至数周，捕获一
年内的流感结局足矣
时间跨度不超过一年；不需对估计
值进行贴现
根据数据收集难易选择性纳入非医

基线分析中不包括

疗护理中的非正式医疗成本，或纳
入敏感性分析

不需要估算

对季节性流感经济负担贡献很少

1 可以计算当前疾病负担的情境。
2 时间跨度是成本研究中需要涵盖所有相关资源消耗的时间段。
3 贴现是计算未来产生的成本和结果的现值(13)。
4 为了反映季节性，根据疾病负担指南推荐至少使用3年的监测数据。然后利用这些信息（考虑到年度变异）

来估计经济负担。

图2描述了总经济负担的估算，等于直接医疗成本、直接非医疗成本和间接
成本的总和。估计季节性流感的经济负担是基于两类实验室确诊病例（即SARI和
ILI）。流感相关SARI更为严重，根据定义需要住院治疗，而流感相关ILI不太严
重，通常只需要在门诊就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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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季节性流感经济负担估算范围示意图

3.4. 	估计季节性流感经济负担全过程
本节描述了如何根据上文所述的规范评估季节性流感经济负担的全过程。流
程中的7个步骤可分为3个主要环节：识别、数据收集和测量、评价（表3）(14)。
第一步：确定治疗季节性流感（一个病程）所需的所有资源。第二步：制定适合
每个国家的抽样框架和数据收集计划。第三步和第四步：测量实验室确诊的SARI
住院治疗和ILI门诊治疗的资源利用情况(13)。第五步：描述如何对成本进行估值，
指导如何确定单位成本。第六步：估计就医患者的自付费用（包括直接医疗成本
和直接非医疗成本）和间接成本。第七步：估计未就医患者的非正式护理成本。

非正式护理成本定义为未到正式医疗机构就诊的患者所发生在正式医疗机构之外
的自付成本（out-of-pocket，OOP）。
（如购买非处方药物或咨询传统治疗师）。

一般采用“成分方法”来估算经济负担微观成本，即消耗资源数量（quantity,
Q）和单位成本或价格（price, P）的乘积。虽然还有其他估算成本的方法，但本
文采用微观成本法。然而，如果未采用成分方法，宏观成本估算方法如诊断相关
分组（diagnosis-related group, DRG）和成本费用比也可以用于成本分析。例
如，住院和/或门诊的直接医疗成本是通过确定消耗资源数量（如床位数量、门
诊次数等），并乘以常规服务费用（如每床日费用、每门诊费用）得到。因此，
消耗资源总成本由每个患者平均资源消耗量乘以患者人数和每个患者的单位成本
计算得出。直接医疗成本、直接非医疗成本和间接成本是该指南旨在测量和估值
的资源变化。下面描述了对这些类别中的所用资源进行测量和估值的7个步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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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 估计流感经济负担的过程
步骤

过程

细节

1

确定所需的资源

在流感病程中所用全部资源

2

制定抽样框架和数据收集计划

收集数据的整体规划

3

测量住院资源利用

4

测量门诊资源利用

5

确定单位成本

直接医疗成本

估计自付成本（就医患者的非
6

正式护理成本）和间接成本

直接医疗成本、非医疗成本和间接成本

( 共同支付/自付/社区护理）
7

未就医患者的非正式护理成本

直接医疗成本与非医成本、间 接成本

图3显示了疾病负担与经济负担指南之间的联系。如图所示，以SARI为基础
的经济负担是洋葱图的核心，而以ILI为基础的负担位于其外。非正式护理成本和
过早死亡的损失在最外层。由于本指南与疾病负担指南相一致，所捕获的最重要
的经济负担部分是实验室确诊的SARI。包括非SARI估计值在内的其他内容，可根
据当地利益相关方的理由和决策而采用各种方法进行估计。

图3. 疾病负担与经济负担关联洋葱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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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1 : 确定利用的资源
第一步是确定在一个季节性流感病程内使用的所有资源。应该涵盖以下各项
的数量或频率：药物、医疗用品、诊断测试、住院床日、门诊 、交通、病人和照护
人员的工作缺勤天数（或小时数）或生产力损失，以及非正式护理。理想情况下，
完整的分析（full analysis）应包含所有的成本，但基于数据可获得性，特别是在缺
少非医疗提供者护理成本的相关信息时，可以开展部分分析（partial analysis）。
步骤2 : 制定抽样框架和数据收集计划
制定抽样框架
由于研究目的是从社会角度估计与季节性流感相关的国家经济负担，因此
确定研究现场是很重要的，以保证所收集数据是省、州、区域或国家的无偏代
表。WHO《季节性流感相关疾病负担评估指南》建议应该识别出已捕获到SARI
和ILI实验室确诊数据的特定哨点监测点。采用这些机构来收集住院以及门诊数据
应该能代表目标评估区域（省、州、区域或国家）。更好地，这些现场应该是地
理位置的随机样本，或者是能代表目标地区水平的一组挑选出的地点（表4）。
表4. 成本估计时机构和调查对象的选择
项目1

注释
 如果可能的话，用于数据收集的现场机构应尽可能采用系统

选择机构

或随机抽样方法，选择能代表目标区域（省、州、地区或国
家）的。进行保守估计时建议仅选取公立医院，但根据当地
相关利益者的理由和决策也可包括私立医院。
 样本大小取决于所要求的估计值精确度和数据收集时可用的

选择调查对象

资源。
 调查对象必须随机抽样获得。

1 关于确定研究机构和每个机构样本量的全部细节，参考《腹泻性疾病经济负担评估指南》，该指南重点评

估轮状病毒腹泻的成本(12)。

除了选择机构外，还需要根据该负担估计所需的精确程度和数据收集时的
可用资源决定研究现场数量和每个现场的样本大小。如既往的住院病人研究所示
(15)，随机选择调查对象也至关重要（除非纳入整个人群）（见方框1）。更多关
于如何收集样本来估算疾病负担的信息可以参考《季节性流感相关疾病负担评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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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南》(1)。如果为收集治疗相关的资源利用数量所抽取的样本与估计疾病负担的
抽样方式相似的话，这将更有利，因为可从特定的哨点监测点识别实验室确诊的
SARI和ILI病例。
方框1. 选择研究对象
由于实际原因，应抽取一组病例作为研究对象以收集病例特异性医疗服务
利用数据并进行病例访谈。建议确定样本量应参考以下因素：
1. 总体结果期望的精确度（一般来说，样本量越大，精确度越高）；
2. 在该机构接受季节性流感治疗的患者总数；
3. 患者治疗成本的差异。
确定样本大小(12)应遵循以下两个步骤。
 需从医疗机构的病案室收集所有出院诊断为季节性流感的病例名
单。如果该机构没有对出院诊断进行国际疾病分类（International
Classification of Diseases，ICD）编码，可以参考国际疾病分类第10
版( ICD-10）或出院志对流感进行编码。按月计数整个自然年的所有季
节性流感病人。
 下示表格可用于确定合适的样本量。所建议的样本量是根据估计总体
均值的标准样本量公式计算得到。每个患者治疗成本的变异系数定义
为标准差与平均值的比值。可假设前期研究提示季节性流感治疗成本
的变异系数为0.5，表格中突出显示了变异系数为0.5的一栏。或者可
以通过开展治疗成本预实验来计算变异系数。推荐的精确度为10%或
15%。例如，如果该机构在过去一年里有200个病例，精确度为10%，则
样本量为65例。
精确度
去年病例总数

10%
变异系数
0.25

0.5

0.75

1

1.5

2

100

20

49

69

80

90

94

200

22

65

104

132

163

177

500

23

81

151

218

317

378

1000

24

88

178

278

464

606

2000

24

92

196

323

604

8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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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确度
去年病例总数

15%
变异系数
0.25

0.5

0.75

1

1.5

2

100

10

30

49

64

80

88

200

11

36

65

93

132

155

500

11

40

81

128

218

289

1000

11

41

88

146

278

406

2000

11

42

92

158

323

510

一旦样本大小确定，计算期望病例数（N0）与样本大小（n）(12)的比值即可
获得抽样间隔（k）。
k = floor (N0 / n)
例如，采用10%的精度和0.75的变异系数，如果N0 = 1000，那么n = 178（
见上表），k = floor(1000 / 178）= floor（5.61）= 5。因此，每五名患者抽取一个
作为样本。如果计算的比值不是向下取整而采用四舍五入的话，抽取的样本大小
可能小于n。最好稍微高估样本而非低估。
应采用系统抽样法抽取病人。在指定月份中，选择1和k之间的随机数来确
定起始病人。每月从病案收集数据时，随机选择了首例病人后，后续每k名患者
抽取一位纳入。具有其他急性并发症的病人（如肺炎、麻疹）应排除在外。如遇
此情形，抽取名单上下一位病人作为替代。继续上面的示例，选择1到5之间的随
机数，假设随机起点是4，那么应选择以下编号的病案（只能选择流感患者）：
4、9、14、19、19 + 5，……
为了避免季节变异，经济数据应该至少收集一年的病案。可根据研究者的
判断采用回顾性和前瞻性数据结合的形式。在某些地区，病案可能缺乏足够的
细节，需要前瞻性收集数据。而自付成本必须采用前瞻性方法收集（建议使用的
数据收集表见附录）。就自付成本占经济负担的比例而言，自付成本的重要性在
不同地区有所不同，这取决于卫生筹资系统的组织方式。
数据收集计划
没有一种“万全之策”可用以估计各国的经济负担。各国家在很多方面存在
差异，诸如社会经济状况、卫生信息基础设施、卫生系统、卫生筹资和资源等。
数据收集方法取决于电子数据库的可获得性，数据库的可靠性和代表性，以及前
期研究的可获得性。一系列的问题可以指导数据收集方法的选择过程（表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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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5. 指导如何选择数据收集方法的问题示例1
指导如何选择数据收集方法的问题示例

是 否

资源使用
是否可获得记录有流感相关SARI/ILI病例资源利用的电子医院数
Q1

据库（electronic hospital database，EHD）？
( 取决于经济负担估计范围，由指定服务区域而定，可能为省、
州、区域或国家）

Q1.1
Q2

数据库是否可靠且能代表2服务区域？
( 可靠性和代表性评估可参考疾病负担指南）(1)
既往是否有研究估计过流感相关SARI/ILI的资源利用？

Q2.1 该研究结果是否可靠且能代表服务区域？
单位成本
Q3

既往是否有研究估计过流感相关SARI/ILI的资源利用?

Q3.1 该研究结果是否可靠且能代表目标区域？
( 就医患者的）自付成本和间接成本
Q4

既往是否有研究估计过流感相关SARI/ILI的自付成本和间接成本?

Q4.1 该研究结果是否可靠且能代表服务区域？
1 注: 针对流感相关ILI数据，需重复这些问题并进行一些修改 （例如，电子门诊数据库）。
2 必须对数据库的可靠性和代表性进行评估。1）“可靠性”：应收集并准确记录大部分的资源消耗。数据库

的可靠性判断可以基于之前的验证研究。如果可能，也可以开展验证研究。在某些情况下，数据库已出于
某些目的而进行过审核（例如用于索赔申请的数据库在索赔过程中已经被审核）， 这时的可靠性可能存
在主观性。2）具有“代表性”的数据库应包括来自所感兴趣的目标人群的病例。研究者需要确定，在哨点
接受医疗服务的患者的人口学和社会经济学特征在很大程度上与周边地区的普通人群相似。如果不能获得
这些数据，那么研究者就需要基于对数据代表性的定性、主观评价来做出他们的判断。例如，如果数据来
源是三级医院，在该机构接受治疗的病人可能不能代表周围地区一般人群的季节性流感病人，因为这些医
院为自较广泛地区转诊来的复杂病例提供医疗服务，疾病的类型和危险因素的分布可能与周围人群预期情
况差异很大。或许可以通过只纳入该机构周围主要服务区域的患者来弥补这一点。

表6展示了这些问题的不同答案组合情境。因为某些资源受限的国家/地区
可能无法进行前瞻性的数据收集，选择适合国情的经济负担评估方法是非常重要
的。因此，可以使用单位成本的公开数据来源(16)。
此外，用于估计疾病负担的方法也可能对估计资源利用的最佳方法有所影
响。例如，如果疾病负担研究一直持续地在所有哨点开展，并进行电子记录，则
可以从电子数据库获得有关资源利用的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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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5中的系列问题旨在促进该指南的使用者选择合适的数据收集方法。对每
个问题的“是/否”回答将指引向特定的数据收集方法（针对每种情境提出的建议方
法）。表5罗列了流感相关SARI数据收集需要考虑的潜在问题。当收集流感相关
ILI 数据时仍需要考虑这些问题。以下列举了采用“交通灯”概念（绿灯表示是，红
灯表示否）的一些情境示例（表6），并就每种情境给出了数据收集方法的建议。
例如，对于情境“G”，Q1和Q1.1的答案是“是”（绿灯），而剩余问题的答案是“否”
（红灯）。则收集资源利用数据应该首选电子医院数据库。对于单位成本，可以
开展单位成本研究或使用WHO-CHOICE单位成本估计值。对于自付成本和间接
成本，需要通过访谈病人和照护人员来收集。各数据收集方法的细节在步骤3-6
中描述。需要注意的是，交通灯概念仅为制定数据收集方法提供了指导。决策权
属于研究者，应根据自己的判断选择合适的方法。
表6. 特定数据收集方法评估矩阵1
情境

Q1

Q1.1

Q2

Q2.1

Q3

Q3.1

Q4

Q4.1

资源消耗

单位成本

A

自付成本和
间接成本
现有文献

B

现有文献
EHD或既往

C

研究

D

 开展单位成

E
F

使用设计合理

本研究

的问卷访谈患

 WHO-

者及照护人员

CHOICE单
EHD

G

位成本估
计值

H

现有文献

I
J
 病案查阅

K

 医师访谈

L

 前瞻性研
究

M

现有文献

 开展单位成
本研究
 WHOCHOICE单
位成本估
计值

N
O
1 绿色代表是，红色代表否，EHD指电子医院数据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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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3 : 测量住院资源利用
为了评估季节性流感相关SARI患者的住院资源利用情况，理想情况下应该
全面收集整个住院期间使用的资源。需收集的资源利用数据包括住院时间、病房
类型（即重症监护病房或普通病房）、实验室检查的频率和次数、药物、诊断测
试、治疗干预、药物治疗持续时间和用药途径（如抗组胺剂、解热剂），以及医
生或医疗服务提供者的咨询。住院资源利用的估计方法可以分为三种：
1. 电子医院数据库，
2. 现有文献，
3. 原始数据收集。
需要注意的是，方法1和3所纳入的病例必须是实验室确诊的流感相关SARI/
ILI。表7比较了三种方法的优缺点。
表7. 资源利用测量方法的优缺点比较
方法

优点
 快捷便利

电子医院数据库

 低成本

缺点
 电子医院数据库的可靠性可能未经评估
 可能不代表全国, 除非该数据库为国家数
据库
 需要数据分析技术

现有文献1或基
于现有政府统计

 便利

数据的估计值

 可能不能完全代表本研究的情况
 可能不能收集全部的资源利用数据

 可以收集所有
原始数据收集

需要的数据，
尤其适用前瞻

 耗时、成本高

性研究
1 现有文献须进行质量评估

表5和6针对如何选择数据收集方法进行了指导。如果电子医院数据库可靠
且能代表全国成本，使用电子医院数据库将是最优的方法。实际上，在LMICs使
用电子医院数据库较难实现，限制了质量较好数据的收集。分析现有文献是一种
选择，只要其研究结果具有相关性和代表性，且必须提供流感住院病例资源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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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信息。例如，Savy和其同事利用现有文献估计了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国家的资源
使用情况(17)。如果既没有电子医院数据库，也无相关文献，可以进行原始数据
收集。本指南更详细地描述了这一方法，因为LMICs可能主要采用这一方法收集
数据。原始数据收集纳入的病例必须是实验室确诊患者。
前瞻性研究
可以通过前瞻性研究收集住院资源利用数据。数据收集表1（附录B）提供了
病例记录样表。数据收集表2（附录B）可用于总结收集到的住院病人资源利用数
据。需要注意的是，研究者应该分别收集入住重症监护病房（intensive care unit,
ICU）和普通病房的住院病人/SARI患者数据，因为ICU患者和非ICU患者所使用的
资源和成本不同。这种方法的优点在于它能够收集所有消耗的资源，因为所有数
据都是以前瞻性方式收集的。然而，该方法昂贵且耗时。研究的时间跨度应该包
括估计年份中的季节性流感高峰期。
既往病历卡查阅
可通过回顾性地查阅既往病历卡来收集住院资源利用数据。数据收集表1提
供了从病历卡中提取数据的样表。数据收集表2用于总结所收集的住院病人资源
利用数据。采用这种方法可以在较短的时间内（与前瞻性研究相比）完成数据收
集，但在部分国家可能仍会耗费相当时间和成本。
访谈卫生服务提供者
在一些经常出现病历卡不完整或缺失的地方，或者在现有资源难以展开前瞻
性研究或回顾性病案调查的情况下，另一可行的选择（尽管这是最不受欢迎的选
择）是通过访谈卫生服务提供者或对相关专家开展焦点小组访谈以确定常规治疗
方案(18)。然而，资源利用的差异更多是由卫生服务提供者的管理模式造成而非病
人的特征所致。因此所收集到的结果可能和实际资源使用存在明显不同。访谈的
目的是获得以下详细信息，即在卫生服务中心和住院部的卫生服务提供者或医生
通常如何治疗季节性流感病人。在访谈卫生服务提供者时，需要考虑一些要点：

•

访谈的卫生服务人员应能代表各级医疗机构，包括三级、二级和初级保健
医院。与前面估算腹泻性疾病经济负担的指南相同，建议访谈对象最少三
人，来自以下类别人群：住院医师、传染病医师、全科医师、资深医务人
员、传染病护士及其他相关人员。在时间和预算允许的情况下，应该增加
访谈对象，尤其是在通常有20-30名医生的三级医疗机构中(12)。

•

附录B中包含了一封邀请卫生服务提供者参与访谈的邀请信样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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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数据收集表格3（附录B）是访谈卫生服务提供者时的信息记录样表。可
能的话，应该进行面对面访谈。如果难以实现，则需要提供自主填写的
问卷。

•

在数据分析之前，应该对数据进行有效性和完整性的核查（参见附录A的
说明）。访谈卫生服务提供者所收集到的患者资源利用数据应该整理并总
结成数据收集表4的形式。

•

建议参考国家临床实践指南，并将其与访谈卫生服务提供者所得出的资源
使用估计值进行比较。

步骤4 : 测量门诊资源利用
为了评估季节性流感相关ILI患者的资源利用情况，应全面收集整个疾病病
程中所使用的资源数据，包括医疗机构门诊就诊的资源利用情况。门诊诊疗是指
所有不需要住院的护理。需收集的资源利用数据包括就诊人次和类型、诊疗部门
或机构的类型（即内科或全科医学）、实验室检查的频率和次数、药物、诊断测
试、治疗干预和医生咨询。评估门诊资源利用的方法与住院治疗的方法非常相
似，可分为三种:
1. 电子门诊数据库，
2. 现有文献，
3. 原始数据收集。
如前述电子医院数据库所示，来自电子门诊数据库的数据如果可靠且能代表
全国，则是健康负担信息的最佳来源。现有文献和原始数据收集根据时间和预算
作为备选项。实际使用时可以结合这些方法，因为单个方法都不能满足所有的数
据需求。例如，文献综述可与原始数据收集结合使用。因这些方法与住院治疗资
源使用收集方法类似，这里不再赘述。表8显示了不同方法所使用的数据收集表
格（例如，表5为前瞻性数据收集表，表6为回顾性病历卡数据收集表，表3和表4
供访谈卫生服务提供者时使用）。由于没有单一的“万全之策”的数据收集方法，研
究者应根据自身判断对所建议的通用数据收集表进行调整以适用于自身研究情况。
步骤5 : 住院和门诊资源使用的单位成本估计
步骤3和4估计了资源利用的数量：治疗一例实验室确诊流感病例所使用的
药物、检测、住院天数和就诊次数。在本节中，将分别收集各项资源的单位成本
估计值。然后整合单位成本和数量，估计治疗一例季节性流感病例的总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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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成本数据可以用当地货币来表示。为了能在国家之间进行比较，偏好将
当地货币转换为假设货币单位“国际美元”，以校正不同国家的货币购买力差异。
利用购买力平价（purchasing power parity，PPP）汇率将当地货币单位转换为
国际美元。PPP是指在本国市场购买与在美国使用美元购买相等数量的商品和服
务所需的本国货币量。WHO-CHOICE网页列有购买力平价汇率。然而，所有的
单位成本估计值应以一种货币表示。此外，分析时应该选择一个指示年（index
year），因为分析所用成本并不一定都发生在和疾病负担估计相同的指示年。成
本数据应该来自最近的指示年。疾病负担和成本应分别与其指示年一起报告。需
收集以
下各项的单位成本估计值：
1. 药物，
2. 诊断测试，
3. 重症监护病房或普通病房的每床日成本或常规服务成本（管理住院病人
的每日成本），
4. 门诊成本 （不包括药品、医疗耗材和诊断费用的门诊治疗成本）。
根据可获得的数据、所需的精确度和研究可用的资源采用不同的方法估计
单位成本。此外，可能使用公立或私营医疗机构的单位成本估计值。如果没有本
地数据，也可考虑使用有相似卫生系统成本的邻国单位成本数据。但是，当采用
这种方法时，需要非常谨慎，因为这些数据可能不能完全代表本地情况。
表8. 不同方法采用的数据收集表
方法
前瞻性研究
病历卡查阅

数据收集表和文件
 数据收集表5
 数据收集表6
 数据收集表5
 数据收集表6
 数据收集表3

访谈卫生服务提供者

 数据收集表4
 卫生服务提供者访谈的邀请信样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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药品和医疗耗材的单位成本估计值
步骤3和4罗列了所用药物清单，包括不同的剂量和给药途径。需明确清单上
各项目的单位成本。应采用药物和诊断测试的单位成本工作表（附录B中的数据收
集表7）收集单位成本估计值。治疗季节性流感（住院和门诊病人）使用的所有资
源都应列入第二栏。表9提供了药物和医疗耗材单位成本估计值的来源列表，包括
国际参考价格（以防当地信息无法得到）。
表9. 医疗单位成本估计值的可能来源
来源

说明
许多国家保留了公立医院和诊所使用药物的无补贴价格清单。
这些价格近似于实际的经济成本，因为它们是基于政府的大量

国家价格清单

采购而制定 （但是如果这些价格由政府补贴并且补贴金额未
知，就不能作为合适的信息来源）。价格清单可以从医院或诊
所行政人员处获得。
如果没有标化国家价格，可以采用实际的购买价格。应确定该

购买价格

研究的样本医疗机构中各种医疗用品的购买价格。价格应包括
折扣和运费。通常，采购价格可以在卫生部、医院或中央药房
委员会（Central Pharmacy Board）会计部门获得。

标化国际价格
清单

当不能获得国家价格清单和购买价格时，最后的选择可采用标
化国际价格清单。信息可以从卫生管理科学《国际药品价格指
南》（http://mshpriceguide.org/en/home/）获得。

诊断测试的单位成本估计值
基于前述资源利用章节生成了诊断测试列表。该列表应该包括住院和门诊
中使用的不同诊断测试。必须确定清单上每个项目的单位成本。药物和诊断测试
工作表（数据收集表7）可用于收集单位成本估计值。表10提供了诊断测试单位
成本估计值的来源列表。需要注意的是，对于出于研究目的（如经济负担估计）
而正在开展的流感诊断测试，其成本不应包括在内。
每床日成本，不包括药品、医疗耗材和诊断测试
本节的目的是描述评估医院每床日成本的方法。在本指南中， 每床日医院成
本定义为单个病人单日成本（包括医院人员、建筑、设备、维修、管理、洗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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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品、清洁等成本）。分别收集重症监病房和普通病房的该类成本。每次住院的
单位成本（药物、诊断和床日）可以总结为数据收集表8（附录B）。
可以用三种不同的方法来估计每床日成本。特定研究中使用的方法应根据
研究的目的和范围以及卫生决策者的需要仔细进行选择。这些方法在强度上（实
施所需资金和时间）有不同，同时估计值的准确性也不同。表11提供了一份评估
每床日成本的方法清单。
表10. 诊断测试单位成本估计值的可能来源
来源

说明
有些国家可获得普通诊断或实验室检查的国家无补贴价格清
单。这些价格近似于实际的经济成本（与私人实验室收费相
比）。但是如果这些价格由政府补贴并且补贴金额未知，则

国家价格清单

不能作为合适的信息来源。价格清单可以从医院或诊所行政
人员，或国家实验室获得。如果实验室检查在外部或单独的
实验室诊所常规开展，那么该来源可能是最有用的（也应该
收集样本运输成本）。
如果没有标化国家价格，可以采用私人实验室的购买价格作

私人实验室的购买
价格

为替代。每个项目的私人实验室购买价格应根据本研究所选
择的样本实验室确定。这些价格可能高估了真实经济成本。
因此，它们最适合于不能获得国家价格清单时使用，或如下
文所述，作为标化国际价格估计值的补充。
这是一种资源密集型方法，包括评估实验室检查所用的所有

实验室服务的全面

资源，以及所有资源的单位成本。应包括实验室设备、工作

成本研究

人员时间和样本运输等项目。关于如何操作可以参考指南
《初级卫生保健的成本分析：项目经理培训手册》(19)。

单次门诊就诊成本
本节的目的是描述估计门诊就诊成本的方法。应分别对该分析中所考虑到
的每种机构类型（咨询室、医院门诊部、卫生室、急救室等），或者不同地区
（例如城市和农村）的机构进行评估。在估计医院成本时，可以采用几种方法来
估计各类型就诊成本。在特定研究中应根据研究的目的和范围，以及卫生决策者
的需要谨慎选择方法，因为不同方法的强度（所需资金和时间）以及估计的精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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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不同。门诊就诊成本的评估方法与医院每床日成本评估相同，包括标化WHOCHOICE估计值、每床日成本现有估计值，以及全面成本研究（表11）。门诊就
诊单位成本可总结为数据收集表9（附录B）。
表11. 估计医院每床日成本的方法
方法

说明
部分国家的部分医疗机构具有每床日成本估计值，可能来
自行政部门的资源或既往的成本研究。为了可用作本研究

医院每床日成本现

的每床日成本估计值，成本应该包括所有相关的成本内容

有估计值

（设施、设备、维护、管理、人员等）。但是，应注意确
保样本具有代表性，如果所得数据早于所选择的研究指示
年，应调整通货膨胀。
这种方法最详细且资源密集。需使用医院详细的成本数据
和医疗服务利用数据。分别估计医院所有活动的成本，并

全面成本
研究

将所有成本项目分为资本成本(capital cost)和经常性支出
(recurrent cost）。门诊护理和住院服务的成本分开估计，
以确保可得到每床日和每次门诊就诊成本。只有当需要非
常精确的成本估计值，并且认为值得花费额外精力和资源
去获得该估计值时才采用此方法(20)。
WHO在其WHO-CHOICE项目[21]里对不同地区住院每床
日单位成本进行了估计。该项目使用49个国家的医院成本
研究数据，采用回归模型分析预测了无相应数据的国家的

标化

每床日成本。在回归模型中，国家成本估计值是国内生产

WHO-CHOICE

总值、所有权（公立/私人）、机构级别（一级、二级、

估计值

三级）、产能利用水平以及是否包括资本和食品成本的函
数。估计值用国际美元表示，可以兑换为当地货币。WHO
基于80%的产能利用率估计了各WHO流行病学分区的结
果、（http://www.who.int/choice/costs/）。

步骤6 : 估计自付成本和间接成本（包括自我护理/社区照护）
为了更完整地核算成本，应考虑纳入自付成本（支付给病人和/或照护人员
的直接医疗成本，以及直接非医疗成本，如往返医疗机构的交通，照顾治疗期与
恢复期的孩子，以及为了满足病人需求的家庭支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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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接成本指患者和照护人员在疾病期间损失的时间成本。该术语还包括与过
早死亡有关的生产力损失。通常这些也被称为与疾病或死亡有关的生产力损失。对
39个季节性流感经济负担研究的系统综述显示，只有14项研究包含了间接成本，
其中仅两项研究考虑了过早死亡相关的间接成本[22，23]。这两项研究都显示，
损失生命年的间接成本仅占总成本的0.5-0.8%。这是因为，在许多群体中，流感
相关病死率相对较低，损失生命年的间接成本对总体经济负担贡献很小。因此，
间接成本估计只纳入了季节性流感急性期所产生的患者和照护人员的生产力损失。
自付成本（就医人群的非正式护理成本）
自付成本由患者或照护人员填写问卷来获得。问卷样例见数据收集表10（
附录B）。问卷包含与下述情况所产生的自付成本相关的问题：就诊或住院前门
急诊，住院患者及照护人员的日常支出，交通成本和随访就诊咨询费，以及卫生
机构就诊的共同支付成本。对于声称自己未支付交通成本的调查对象，应通过估
计交通距离和当地每公里燃料成本来计算交通成本。
与住院和门诊有关的家庭自付成本是家庭承担的直接医疗成本的一部分。在
估计总治疗成本时，应注意不要将这项成本包含在前述计算的直接医疗成本中，以
避免重复计算。对于选择对接受医疗护理病人的合适访谈时间，应考虑回忆偏倚。
访谈可以在该指示病例在医院就医期间进行，或在患者出院后通过电话进行访谈。
但是，访谈频率和最佳时长应该在开始收集数据之前由当地的分析人员确定。
生产力损失
依据分析应用的角度，患者和照护人员的生产力损失也需要估计。第一步是
测量时间，第二步是时间损失的价值。患者通常在接受医疗护理和往返医疗机构
时需花费时间。由于季节性流感症状的特点，个人无法完全正常地工作，导致缺
勤或者在岗却未充分发挥出能力（即出勤但也造成生产力损失）。除了患者的生
产力损失之外，也需要测量照护人员照顾患病儿童的时间成本。患者和照护者所
花的时间均可用开发的问卷测量，如数据收集表10（附录B）所示的问卷样例。在
测量时间损失后，必须以货币价值来衡量和呈现。“人力资本法”是衡量因疾病、
过早死亡、就医和照顾某人而造成个人、家庭或社会损失的最常见的方式。对时
间损失的估值可以基于：
1. 实际收入
2. 或平均收入（随着年龄而变化），
3. 以及最低工资率[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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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收入通过询问调查对象获得，而平均收入和最低工资率可以从公共资源
获得。例如，人群的平均收入和最低工资率可以从劳动部（Ministry of Labour）
的公共网站或年度报告中获得。患者和照护人员访谈结果可以总结为表11。
衡量损失时间/生产收益的主要替代方法是“摩擦成本”法，它明确地认为，
在许多情况下产出损失只是暂时的（例如，从失业工人里雇佣替代者或推迟工
作）。因此，这种方法得到的生产损失/收益估计值较低。尽管这种方法在概念
上看起来更优，但它并不像人力资本方法那样常用，因为它所需要的数据更不容
易获得。因此，仅当数据可获得时，建议用摩擦成本法估计间接成本。此外，可
以参考《WHO关于免疫项目经济学评价标准化的指南》（附录C期刊文件部分第
2篇参考文献）。然而，如果不考虑死亡率，两种方法之间的估计值差异可能没那
么显著。
步骤7 : 测量未就医时的非正式护理成本
在ILI病例中，到非正式医疗机构治疗或自行用药非常普遍。据一些LMICs开
展的关于LIL病例行为的研究（包含社区调查）显示，大约1/3到1/2的感染病例在
非正式或非医疗机构中寻求医疗服务[15，24]。最近的系统综述(8)表明，目前没
有研究估计过仅在医疗机构之外寻求治疗的病人的经济负担。潜在的原因是在医
疗机构之外寻求医疗服务的患者中收集数据较有挑战性，因为在卫生机构之外收
集这些数据将会耗费很多资源。然而，重要的是考虑如何/是否估计仅通过非正
式医疗渠道寻求医疗服务的人群比例；这应由当地利益相关者或当地政府通过协
商决定。
正如前面所指出的，建议只在敏感性分析中包含非正式护理成本。非正式
护理成本的数据来源包括以社区为基础的家庭调查或现有的全国家庭调查，以及
基于其他国家此类研究的外推结果。
估计非正式护理成本的最有效来源是基于社区的家庭调查。样本人群应该
是最近患过流感的病人或照护人员。调查应该包括的信息有：护理类型（就诊地
点、服务提供者）、交通费用、药物支出、检查（如果有）和咨询，以及损失的
有偿工作时间（收入损失）。然而，开展一项此类调查在可行性方面具有挑战
性。还有其他几种方法可以通过现有的二手数据来获得非正式护理成本。ILI感染
病例中，在非正式医疗部门就诊的患者比例以及每名患者的非正式护理成本可从
从现有的全国家庭调查中获得的，也可以由其他国家的研究外推得到。敏感性分
析中应对一系列可能的估计值进行评估。应汇总和分别报告将非正式护理成本纳
入全国经济负担中可能造成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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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节将介绍如何分析和展示数据。应计算患者特异性成本数据的平均值和标
准差[12]。这些数据可以与疾病负担估计值相结合，以得出在省、州、区域或国家
层面的季节性流感的总体经济负担。结果可以展示为每年具体的经济负担，或多
个季节的总体平均经济负担，以反映多个流感季节疾病负担数据的季节性变化。
年龄别经济负担也可以使用本指南附带的MS Excel工具包进行分析——根据《季
节性流感相关疾病负担估计指南》中的年龄别发病率（含或不含有年龄别的资源
使用和单位成本）。需要注意的是，该工具包提供了一个简化的例子，以帮助分
析人员在收集相关信息后更好地了解如何计算经济负担。该工具包需要由当地分
析师调整以适应各种具体的情况。

4.1. 	分析患者特异性成本
如3.4 节所述，资源使用应乘以单位成本估计值，以估计流感确诊ILI和SARI
病例的患者特异性成本。应计算患者特异性成本并以下列指标的平均值和标准差
进行展示：

•
•
•
•

确诊季节性流感治疗的次均住院成本（直接医疗成本）
确诊季节性流感治疗的次均门诊成本 （直接医疗成本）
每次住院和门诊的自付成本（医院外直接医疗成本和直接非医疗成本）
含或不含间接成本（基于人力资本和/或摩擦成本法计算的生产力损失成
本）的人均总治疗成本

建议分类显示各项平均成本估计值。表12显示了如何展示成本估计值的示例。

4.2. 	季节性流感经济负担估计值
成本数据应与疾病负担数据相结合以估计季节性流感的经济负担，以告知
决策者。将各严重程度的疾病频率与相应严重程度的平均成本信息相结合，以估
计季节性流感的经济负担。典型地，估算的是一给定年度疾病负担总成本。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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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可以分类展示（直接医疗、直接非医疗、间接或合计）或分疾病严重程度展示
（住院、门诊或合计）。最后，可以定量估计季节性流感的全国总经济负担平均
值和标准差。本指南采用社会视角进行经济负担评估；应该单独列出全国总经济
负担，如表13所示。考虑到测量问题，通常生产力损失应该单独展示(11)。经济
负担结果可以从不同的角度展示，即政府、家庭（包括直接非医疗成本和非正式
护理成本），或者对社会造成的间接成本。建议表13中的总负担也应报告为人均
经济负担。万一没有收集到某些成本项目，建议在空白处填写“-”或“N/A”，以明
确表示总成本不包括这些项目。
表12. 每例病例平均成本（标准差）
项目

住院病例

门诊病例

估计病例数1
总成本
总直接医疗成本
––每床日成本
––药物
––诊断
总直接非医疗成本
––交通
––食物
––住宿
总间接成本
––病人
––照护人
1

从《季节性流感相关疾病负担评估指南》中获得(1)。

根据前期的WHO指南(4)，建议不要以国内生产总值（gross domestic
product，GDP）为基准来比较经济负担，因为经济负担提供了医疗开支和生产
力损失的估计值，而GDP是国内的社会生产力函数。经济负担与GDP没有直接关
系。然而，尽管比较缺乏经济学意义，一些研究将经济负担报告为占GDP的百分
比。因此，应由当地分析师决定是否将经济负担与GDP进行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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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3. 季节性流感确诊感染的经济负担
项目

直接医疗成本 直接非医疗成本

间接成本

总成本

住院
门诊
总计
目前还没有报告经济负担研究的标准化方式。但是，表14提供了一个问
题（回答是或否）清单，作为例子说明恰当报告经济负担结果时应该包括哪些
内容(9)。
表14. 如何报告经济负担结果核对表[9]
项目

是

否

不适用

1. 是否有清楚的疾病定义？
2. 是否仔细描述了流行病学资源？
3. 是否充分分解成本？
4. 是否仔细描述了活动（activity）数据的来源？
5. 是否恰当评估了活动（activity）数据的来源？
6. 是否分析描述了所有成本价值的来源？
7. 是否对单位成本进行了适当估值？
8. 是否仔细解释了采用的方法？
9. 是否对成本进行了贴现？
10. 是否在敏感性分析中对主要假设进行了检验？
11. 研究结果展示是否与研究方法保持一致？
12. 是否公布了资金资助和来源？
方框2总结了本指南提出的总体建议。为每个项目给出了作为“基线分析”
（即必须包含的）或“敏感性分析”（即应该考虑纳入敏感性分析）的建议，以
帮助分析人员确定他们的研究范围，并为经济负担研究的使用者（受众）提供
所获重点信息的结构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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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框2. 评估季节性流感经济负担的建议
方面

良好实践的属性

建议

发病率/疾病负担

基于实验室确诊的SARI和ILI

基线分析

视角

社会

基线分析

所获疾病负担

纳入至少三年的监测数据1

敏感性分析

纳入在医疗机构发生的医疗成本

基线分析

所获经济负担

纳入前往医疗机构就医前与医疗相关
––直接医疗成本

的患者自付成本
纳入未在医疗机构就医的患者的医疗
相关自付成本（非正式护理成本）

––直接非医疗成本

纳入患者和/或照护人非医疗相关的
自付成本，例如交通和住宿
纳入病程中患者和照护人的生产力损
失成本

––间接成本

基线分析
敏感性分析
基线分析
基线分析

纳入过早死亡成本（使用人力资本
法，或如果数据允许时使用摩擦成本

敏感性分析

法）
同时以汇总和分解形式展示成本（生
分析和展示

产力损失成本应该始终单独报告）
以GDP为基准比较总经济负担

1 捕获不同年份的季节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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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A. 质量控制、数据管理和分析
质量控制
数据收集的准确性取决于准确的患者信息记录和有效的数据提取。应采取以
下步骤来检验数据：
1. 缺失数据。初步评估要向所调查机构的医师询问资源使用记录的完整性。
可向医生展示目标患者的资源使用率以进行评估。如果判断病历不完整，
则应与医学专家一起补全缺失信息。应将这些决定记录归档，并对其他类
似情况采用一致地处理方式。应报告通过专家意见获得的缺失值，并计算
和评估它们在总成本中所占的比例。
2. 病历提取数据的质量。在研究开始之前，由受过训练的研究助理提取数
据是非常重要的。主要研究者或指定的共同研究者（即高级经济学家、
统计学家或流行病学家）应审查5%的病历以评估正在进行的数据提取的
质量。
数据管理和分析
应建立研究患者的数据库，以记录每位患者治疗中所使用的各种资源的数
量。应该添加人口学、机构类型、住院时间和其他因素。每次诊断测试和用药的
数据也要记录。应根据数据提取表中收集的信息制定所有药物（按剂量、给药途
径和次数）和所有类型诊断的综合清单。对于每个病人，每个项目的数量应记录
在数据库中。数据收集表2展示了数据库样表。

36

附录B. 数据收集样表
以下方框展示了如何使用不同的表格来收集各方面经济负担信息的概况。要
注意，这些数据表格仅仅是样例，在使用于特定环境之前需要对其进行修改。在收
集数据之前应该得到适当的伦理许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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样表——数据收集表1：住院病人医疗服务利用表
样表——数据收集表1：住院病人医疗服务利用表
医院信息
1.

数据收集者编码

2.

医院名称

3.

医院研究ID编码

□□□□□□□□□
□□□□□□□□□

病人信息
4.

病人研究ID

5.

病人病历ID编号

6.

入院日期

□□□□□□□□□
□□□□□□□□□
□□/□□/□□□□
(月)

(月)

(月)

来自地区:

9.

身高

(日)

(年)

□□/□□/□□□□ ， 年龄□□□

出生日期

8.

(年)

□ICU或□非ICU
□□/□□/□□□□

出院日期/死亡
7.

(日)

(日)

(年)

(岁)

□缺失
□ 城区 □ 农村 □ 不知道
□□□.□□ cm
□□□.□□ kg
□男
□女
□ 缺失

体重
10. 病人性别:
病人诊断/治疗史

11. 住院前的生病天数□□□或□缺失/不知道
12. 生病时出现何种症状？（可多选）

□ 发热≥ 38˚C

□ 咳嗽

□ 咽痛

□ 其他，请说明

或□ 缺失/不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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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觉发热（但不知多少˚C）

样表——数据收集表1：住院病人医疗服务利用表
样表——数据收集表1：住院病人医疗服务利用表

病人诊断/治疗史（续）
13. 在此机构就医之前是否接受过治疗？（可多选）

□缺失/不知道
□否
□ 是， 请说明地点：
□ 传统治疗师
□ 非处方药
□ 地区医院
□ 其他，请说明

□ 草药医生
□ 另一家与此类似的机构
□ 卫生服务中心

详述每个选定机构的费用细节和总费用

14. 出院状态

□ 存活，很好
□ 存活，但结局未知/缺失
□违反医嘱出院
□ 死亡

□ 存活，部分恢复
□ 转院
□ 逃离医院
□ 缺失/不知道

15. 入院诊断是？
16. 最终诊断是？

□□

17. 病人有几项合并症？
（这包括除主要诊断外的任何情况）
18. 详述合并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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样表——数据收集表1：住院病人医疗服务利用表
样表——数据收集表1：住院病人医疗服务利用表

病人诊断/治疗史（续）
19. 按地点划分的住院时间（记录在每类病房的住院时间，包括时间为零的）如果
住院时间介于1-11小时之间，记录为½天。如果时间介于12-24小时之间，记录为1
天。
病房类型

住院时间（天）

□门诊诊所
□儿科病房
□重症监护室或特殊护理
□隔离病房
□急诊室
□其他（请说明）
□缺失
20. 此次就医有几位亲戚或照护人陪伴您？

人

（对于住院病人，请详述一天中平均的陪护亲戚或照护人数）
21. 使用了哪些诊断测试？（勾选适当的测试并记录检测次数。如果可能，请备注
每项检测是针对诊断或治疗）

□ 无诊断测试
□ 季节性流感病毒检测
□ 快速检测，详述检测细节
□ PCR，详述检测细节
□ 其他，详述检测细节
□ 血细胞计数（如果“是”，哪一项）
□ 血细胞比容/细胞压积（HCT/PCV）
□ Hb/血红蛋白
□ 全血细胞计数/完整血细胞计数
□ 血培养
□ HIV检测
□ ELISA
□ 快速检测
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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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测次数）

□□次数
□□次数
□□次数
□□次数
□□次数
□□次数

□□次数
□□次数

样表——数据收集表1：住院病人医疗服务利用表
样表——数据收集表1：住院病人医疗服务利用表

病人诊断/治疗史（续）
21. 使用了哪些诊断检测？（勾选适当的检测）（续）

□ 放射检查（如果“是”，哪一项）
□ 计算机断层摄影 （CT扫描）

□□次数

□ 超声

□□次数

□ 其他X线

□□次数

□ 血生化（如果“是”，哪一项）
□ 电解质

□□次数

□ 葡萄糖

□□次数

□ 其他（详述检测名称&检测次数）
□□次数
□□次数
□□次数
□□次数
□□次数
□□次数
□□次数
□□次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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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码
途径*
ml, mg）

（如µg/ml,

剂量单位
（如50, 100）

剂量
每天3次）

（如每天一次，

给药频率
（如3天)

住院期间给药天数

42

40

* 1 = 静脉内；2 =注射；3 = 口服；4 = 鼻/胃管；5 = 直肠；6 = 外用（药膏）；7 =耳、鼻、喉滴液；8 = 吸入

药物名称

给药

未知数据记录为“缺失”（例如，如果用药天数缺失）。

22. 服用药物（包括出院配药）

样表——数据收集表1：住院病人医疗服务利用表

（如3天)

出院后服药天数

样表——数据收集表1：住院病人医疗服务利用表

样表——数据收集表1：住院病人医疗服务利用表
样表——数据收集表1：住院病人医疗服务利用表

23. 请描述该患者任何非寻常的或复杂的情况，或其他地方未提及的问题？

4143

44

病因或类型a

门诊就诊次数

住院天数

c 诊断检测类型（诊断1、诊断2、诊断3）是指病历记录中识别到的不同检测。可扩展列数以反映不同组合种类的总数。

42

诊断3

IV 液体，50 mg环丙沙星）。可扩展列数以反映不同组合种类的总数。

诊断2

诊断1

药物3

药物1

药物2

所用不同诊断的次数c

所用不同药物的量b

b 药物种类（药物1、药物2、药物3）是指病人中不同药物、给药途径和剂量的组合。（如1升

a 病例可根据病因或严重程度进行分类（即“轻症”或“重症”）。

病人ID

医院名称

样表——数据收集表2：住院病人医疗使用数据总结
样表——数据收集表2：住院病人医疗使用数据总结

样表——数据收集表3：访谈医疗服务提供者-住院/门诊病人医疗资源利用

样表——数据收集表3：访谈医疗服务提供者-住院/门诊病人医疗资源利用
机构信息

□□□□□□□□□

1. 问卷ID
2. 机构类型：（机构名称）

□ 保健诊所：
□ 医生访视：
□诊室：
□ 门诊部（医院内）：
□其他，请详述：
3. 被访者姓名
4. 数据收集者姓名

□□/□□/□□□□

5. 数据收集日期：

（月） （日）（年）

问卷：
6. 您所在的机构住院和门诊就诊人数中所有季节性流感病人所占比例大约为多少？
住院病人

%； 门诊病人

%

6.1. 您所在的机构每年总共有多少住院量？
6.2. 您所在的机构每年总共有多少门诊量？
此处详细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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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
例

样表——数据收集表3：访谈医疗服务提供者-住院/门诊病人医疗资源利用
样表——数据收集表3：采访医疗服务机构-住院/门诊病人医疗

问卷：（续）
首先有一些关于您在医疗机构中通常如何治疗疑似季节性流感病人的问题。
7. 您是否通常在此机构为在该机构就诊的疑似季节性流感患者进行诊断测试？

□ 是； 如果“是”，所有检测完全是外部资助者支持的吗？□ 是□ 否□ 部分是
如果是部分支持， 有外部支持的检测占所有检测的百分比是多少？

%

□ 否 （如果“否”，转到问题10）
8. 对于疑似季节性流感患者您在此机构中通常使用哪项诊断测试？（请在下表第二列
中填写答案）
9. 对于疑似季节性流感患者您在此机构中通常一共使用多少项诊断检测？（请在下表
第三列中填写答案）

列出您在此机构

列出您在此机构

通常使用的检测名称

通常使用的检测总数

针对典型季节性流感
病人的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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样表——数据收集表3：访谈医疗服务提供者-住院/门诊病人医疗资源利用
样表——数据收集表3：采访医疗服务机构-住院/门诊病人医疗

问卷：（续）
10. 在此机构中，您是否常给有季节性流感表现的病人开药（如抗病毒药物、抗生素、抗
组胺药、退热剂）？

□是

□ 否（如果“否”，调查到此结束）

11. 请想想在此机构你常给季节性流感病人的配药种类（如抗病毒药物、抗生素、抗组
胺药、退热剂）。回答问题时，请考虑您通常的储备药物并回答下表中的问题。如果通
常给一位病人同时配备多种药物，则列出多种药物。

您在此机构
对于这种情况

哪种给药

通常配哪种/

途径？

每kg剂量
(mg/ml)

哪些药物？

针对典型
季节性流感
病人的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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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会建议
一天用药几次？

您会开
几天的药？

谁会
为此药
买单？

样表——数据收集表4：基于医师访谈的住院/门诊病人医疗资源利用数据汇总
样表——数据收集表4：基于医师访谈的住院/门诊病人医疗资源利用数据汇总
医院名称
季节性流感

药物1a

药物2

药物3

诊断1b

诊断2

诊断3

三级门诊部：
卫生服务中心：
a 药物类型（药物1、药物2、药物3）是指病人中不同药物、给药途径和剂量的组合。可以扩展

列数以反映不同种类组合的总数。
b 诊断检测类型（诊断1、诊断2、诊断3）是指发现的不同检测种类。可以扩展列数以反映不同

种类组合的总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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样表——数据收集表5：门诊病人医疗服务利用表
样表——数据收集表5：门诊病人医疗服务利用表
机构信息

□□□□□□□□□

1. 数据收集者编码
2. 机构类型：（机构名称）

□ 保健门诊：
□ 医生访视：
□ 急诊室：
□ 门诊部（医院内）：
□ 其他，请说明：
□□□□□□□□□

3. 机构研究ID编码
病人信息
4. 病人研究ID
5. 病人门诊记录ID编码
6. 就诊日期

□□□□□□□□□
□□□□□□□□□
□□/□□/□□□□
(月)

(日)

(年)

□□/□□/□□□□,

7. 出生日期

(月)

(日)

年龄□□□
（岁）

(年)

□缺失/不知道
□ 城区 □ 农村 □ 不知道
□□□.□□ cm

8. 来自地区:
9. 身高

□□□.□□ kg
□男
□女

体重
10. 病人性别:

□ 缺失

病人诊断/治疗史

□□□ 或□ 缺失/不知道

11. 就诊前的生病天数
12. 生病时出现何种症状？（可多选）

□ 发热≥ 38˚C

□ 咳嗽

□ 咽痛

□ 其他，请说明
或□ 缺失/不知道
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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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觉发热（但不知多少˚C）

样表——数据收集表5：门诊病人医疗服务利用表
样表——数据收集表 5:门诊病人医疗服务利用表

病人诊断/治疗史（续）
13. 在此就医之前是否接受过治疗？（可多选）

□ 缺失/不知道
□否
□ 是，请说明地点：
□ 传统治疗师
□ 非处方药
□ 地区医院
□ 其他，请说明

□ 草药医生
□ 另一家与此类似的机构
□ 卫生服务中心

详述每个选定机构的服务费用细节和总费用

14. 出院结局

□ 存活，很好
□ 存活，但结局未知/缺失
□ 违反医嘱出院
□ 死亡

□ 存活，部分恢复
□ 转院
□逃离医院
□ 缺失/不知道

15. 此次就诊前诊断是？
16. 此次就诊最终诊断是？
17. 病人有几项合并症？

□□

(这包括除主要诊断外的任何情况)
18. 详述合并症

19. 此次就诊，有几位亲戚或照护人陪护?

人

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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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码
途径*

（如50,
100）

ml, mg）

剂量

（如µg/ml,

剂量单位
每天3次）

（如每天一次，

给药频率
（如3天)

给药天数

51

49

* 1 = 静脉内；2 = 注射；3 = 口服；4 = 鼻/胃管；5 = 直肠；6 = 外用（药膏）；7 =耳、鼻、喉滴液；8 = 吸入

药物名称

给药

未知数据记录为“缺失”（如用药天数缺失）。

20. 服用药物：包括离开医院时的任何配药。

样表——数据收集表 5:门诊病人医疗服务利用表

样表——数据收集表5：门诊病人医疗服务利用表

样表——数据收集表5：门诊病人医疗服务利用表
样表——数据收集表 5:门诊病人医疗服务利用表

21. 是否使用了诊断检测？（如果“是”但次数未知，请在最后一列写“缺失”。
如果可以，请备注每项检测是针对诊断或治疗）
类型

流感检测
血液检测
其他 （请说明）

勾选正确答案

□是
□是
□是

所用检测次数

□否
□否
□否

50
52

53

病因或类型a

药物1b
药物2

药物3

诊断1c
诊断2

51

b 药物种类（药物1，药物2，药物3）是指病人中不同药物、给药途径和剂量的组合。（如1升IV液体，50 mg环丙沙星）。可扩展列数以反映不同组合种类的总数。

a 病例可根据病因或严重程度进行分类（即“轻症”或“重症”）。

病人 ID

医院名称

样表——数据收集表6：门诊病人医疗服务利用数据汇总
样表——数据收集表6：门诊病人医疗服务利用数据汇总

诊断3

样表——数据收集表7：药物和诊断测试单位成本工作表
样表——数据收集表7：药物和诊断测试单位成本工作表
项目编号

*

项目名称*

测量单位

单位成本

所有在季节性流感治疗中（住院和门诊）使用的资源项目应该记入第二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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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

55

数

天

日成本

每床

日

床

总
药量1

药价1

药量2

药物

药价2

备注：对于额外的药物和诊断测试应增加列数（数量和价格）。

7. 住院总成本 = 总床日成本+药物总成本+诊断总成本+ 门诊病人咨询费用。

6. 诊断总成本 = 诊断价格1 x 诊断次数1 +诊断价格2 x诊断次数2。

5. 药物总成本 = 药价1 x 药量1 + 药价2 x药量2。

4. 输入每项的价格（药价、诊断价格）。

3. 输入每项的单位数量（药量、诊断量）。

2. 总床日成本= 住院时间x每床日费用。

1. 输入住院时间和每床日费用。

完成表格的步骤指导：

病人ID

院

住

样表——数据收集表
8: 医院成本汇总工作表
样表——数据收集表
8: 医院成本汇总工作表

53

总成本

药物
诊断
价格1

诊断
次数1
次数2

诊断

诊断

价格2

诊断

总成本

诊断

咨询费用

门诊病人

本

成

总

56

间接成本

药量1

药价1

药量2

药价2

药量3

药价3

总成本

药物
诊断
价格1

诊断
次数1

备注: 对于额外的药物和诊断测试应增加列数（数量和价格）。

5. 门诊病人总成本= 门诊就诊成本 +药物总成本 + 诊断总成本。

54

4. 诊断总成本= 诊断价格1 x 诊断次数1 +诊断价格2 x诊断次数2 + 诊断价格3 x诊断次数3。

3. 药物总成本= 药价1 x 药量1 + 药价2 x药量2 + 药价3 x药量3。

2. 输入每项的价格（药价、诊断价格）。

1. 输入每项的单位数量（药量、诊断次数）。

完成表格的步骤指导：

病人ID

药物

样表——数据收集表9：门诊就诊成本汇总工作表
样表——数据收集表9：门诊就诊成本汇总工作表

次数2

诊断
价格2

诊断

诊断

次数3

诊断
价格3

诊断

总成本

诊断

总成本

门诊病人

样表——数据收集表10:
病人或照护者自付成本问卷
样表——数据收集表10:
病人或照护者自付成本问卷
机构信息
1. 问卷 ID:□□□□□□□□□；该表格由

完成

2. 机构类型：（机构名称）

□ 国立医院：
□ 省级医院：
□ 地区医院：
□ 教会医院：
□ 其他，请说明：
□□□□□□□□□

3. 机构研究 ID 编码：
4. 访问对象：
5. 完成日期：

□ 病人

或

□ 病人的照护人
□□/□□/□□□□
(月)

(日)

(年)

□□/□□/□□□□

6. 入院日期

(月)

(日)

(年)

□□/□□/□□□□

出院/转院日期

(月)

(日)

(年)

病人信息

□□□□□□□□□
□□□□□□□□□
□□/□□/□□□□

7. 病人研究 ID
8. 病人病历 ID
9. 出生日期

(月)

(日)

(年)

□ 缺失/不知道
□男
□女
□□/□□/□□□□

10. 病人性别：
11. 知情同意日期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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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

(年)

□ 缺失

样表——数据收集表10: 病人或照护者自付成本问卷
样表——数据收集表10: 病人或看护者自付成本问卷

照护人信息
12. 与病人关系：

□ 母亲

□ 父亲

□ 姐妹

□ 兄弟

□ 祖父

□ 祖母

□ 朋友

□ 其他亲属：

□ 其他（请说明）
病人的交通信息
13. 从病人家到这里需要花费多长时间（包括路上的时间和等交通的时间）？
分钟

□□

小时

□□

□ 不知道
14. 病人使用哪种交通方式来这家医院或诊所？
如果路途中使用了多种交通方式，请只勾选用于最长距离的交通方式。

□ 汽车

□ 公交车/火车

□ 自行车

□ 摩托车

□ 出租车

□ 步行

□船

□ 救护车

□ 其他，
请说明
15. 如果病人为来医院或诊所支付了交通费，病人支付了多少钱？
有支付请写0）
16. 病人来您的机构就诊了多少次？

□□（往返总次数）（没来就诊过请写0）
示例：3个亲属往返1次[n = 3次]
1个亲属往返3次[n = 3 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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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

样表——数据收集表10: 病人或看护者自付成本问卷
样表——数据收集表10:
病人或照护者自付成本问卷

照护人/护工的交通信息
17. 照护人使用哪种交通方式把病人带来这家医院或诊所？
如果路途中使用了多种交通方式，请只勾选用于最长距离的交通方式。

□ 汽车

□ 公交车/火车

□ 自行车

□ 摩托车

□ 出租车

□ 步行

□船

□ 其他，

请说明：
18. 如果护工为来此医疗机构就诊支付了交通费，支付了多少？
（往返，单人）

（如果没有支付请写0，如果不知道请写999）

如果您使用了多种交通方式，请选择您最常用的一种。
19. 照护人或家庭成员来探视了多少次病人？

□□（往返总次数）（没来过请写0）
示例：3个亲属探视1次[n = 3次]
1个亲属探视3次[n = 3 次往返]
20. 治疗成本；在此机构就诊前，您是否在以下机构寻求帮助？您在该机构支付了多少
药物、检查、咨询以及其他费用？
（照护人应该列出所有去过的机构，然后询问就诊过的每个地方的每项成本，一次一
个项目。）
支出/机构

私人医院 私人诊所

公共诊所

药店

药物
诊断测试
咨询
其他成本
总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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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治疗师

朋友

商店

其他

样表——数据收集表10: 病人或照护者自付成本问卷
样表——数据收集表10: 病人或看护者自付成本问卷

21. 家庭为这次门诊或住院实际支付了多少：药物、检查、咨询和其他费用？
如果家庭支付的少于所需金额，则家庭应该付多少钱？
项目

药物

检查

咨询费

其他费用

合计

实际费用（如果没支付
请写0，如果不知道请
写999）
您应该付多少钱？

22.1. 病人因为今天在这里就医是否损失了一些收入？

□是

□否

如果您今天不在这，您将会做什么呢？（可多选）

□ 无事
□ 照顾我的孩子
□ 其他（请说明）

□ 家务
□ 工作（请说明）
□ 不知道

22.2. 照护人因为今天在这里是否损失了一些收入？

□是

□否

如果您今天不在这，您将会做什么呢？（可多选）

□ 无事
□ 照顾我的孩子
□ 其他（请说明）

□ 家务
□ 工作（请说明）
□ 不知道

23.1. 您因生病旷工了多少天或小时？
（如果没有请写0，如果不知道请写999）
您因生病旷工损失了多少收入？
（如果没有请写0，如果不知道请写999）

23.2. 照护人因照顾您的病人旷工多少天或小时？

（如果没有请写0，如果不知道

请写999）
以及照护人因旷工照顾您的病人而损失了多少收入？
道请写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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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没有请写0，如果不知

样表——数据收集表10: 病人或照护者自付成本问卷
样表——数据收集表10: 病人或看护者自付成本问卷

治疗和交通成本
24. 疾病是否影响了家庭经济？□ 是 □ 否
25. 支付这些花销的钱来自哪里？（可多选）

□ 减少其他支出

□ 使用储蓄

□ 借钱

□ 出售资产

□ 向亲友寻求捐助
□ 其他，请说明
26. 您家中一共有几位成员？（首先给出成人和儿童（即18岁以下）的总数。然后写出
每个年龄组的人数）
成人

儿童

18–28岁

0–5岁

29–38岁

6–10岁

39–48岁

11–17岁

49+岁
27. 病人家庭的总花销是多少？
项目/数量

每个月

食物
教育
租金
家庭用品
医疗/健康
合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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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疗类型

（如适用）

住院时间
病人年龄

交通成本(1)

药物成本

备注：可增加机构类型和病人特征的额外变量以解释差异。

病人ID

医院名称

样表——收集数据表11：自付成本和间接成本汇总
样表——收集数据表11：自付成本和间接成本汇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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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本

诊断测试
使用费
总成本(2)

医疗
(分钟)

时间损失
成本(3)

间接

总成本
(= 1+2+3)

示例：致卫生服务提供者参与季节性流感住院/门诊病人直接医疗费用研究的信
示例：致卫生服务提供者参与季节性流感住院/门诊病人直接医疗费用研究的信

日期：□□/□□/□□□□
尊敬的

医生，

[ 输入研究协调机构的名称 ]正在开展一项研究，以确定季节性流感患者的治疗
成本。最近您一直在治疗这类病人。这些患者治疗成本的组成部分之一是[ 住院或门
诊医疗 ]的成本。请回答所附简短问卷中的问题。如果您的医疗记录完整，希望允许
我们摘录<这里添加数字>位季节性流感患者的医疗记录信息。
感谢您的合作。研究完成时将会把结果汇总发给您。
致敬！
[姓名]

主要研究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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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C. 相关出版物列表
电子文件
•

季节性流感相关疾病负担评估指南
http://apps.who.int/iris/bitstream/10665/178801/1/9789241549301_eng.pdf

•

WHO关于确定疾病和伤害经济结局的指南
http://www.who.int/choice/publications/d_economic_impact_guide.pdf

•

WHO全球流感流行病学监测标准
http://www.who.int/influenza/resources/documents/WHO_Epidemiological_Influenza_Surveillance_
Standards_2014.pdf

•

腹泻性疾病经济负担评估指南，聚焦于轮状病毒所致腹泻
http://apps.who.int/iris/bitstream/10665/69137/1/WHO_IVB_05.10.pdf

•

成本效果和策略规划(WHO-CHOICE)：数量和单位价格（成本输入）
http://www.who.int/choice/cost-effectiveness/inputs/

•

医院成本分析：管理者手册
http://whqlibdoc.who.int/publications/2000/9241545283.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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