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提供有效的卫生服务
提高贫困人口卫生服务的可及性、可负担性和质量

乌干达东部的一名孕妇正乘坐摩托车前往诊所，这是未来卫生体系联盟
(FHS)开展交通代金券计划试点研究的一项目内容。

Future Health Systems (未来卫生体系 - FHS）
是顶尖科研机构协力开展的一个伙伴项目，项
目地点包括低收入（孟加拉国、乌干达）、中
等收入（中国、印度）和脆弱国家（阿富汗）
，旨在加强卫生体系的适应力。

一期项目已于2005年到2010年成功结束，
我们现在处于一个新的项目阶段（2010年到
2016年）。英国国际发展部 (UK Department 
for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DFID) 为本项
目提供核心支持，研究联盟本身也汇集了多个
由其他伙伴出资的各种相关项目。

核心研究主题
 · 加强社区能力：如何系统性地识别和利用社区
层面的各类资源，以提高卫生服务的质量和影
响，特别是面向弱势群体的多样化医疗服务？ 

 · 促进创新：如何引入新技术和组织创新，以持
续改进资源匮乏地区卫生服务的质量、覆盖面
和可负担性？

 · 干预复杂适应系统：复杂适应系统的视角怎样
帮助我们改进对卫生服务提供的干预？我们怎
样建立快递的学习周期，让我们的项目根据变
化的环境与时俱进？

在中国 ，FHS的合作伙伴是：

卫生部卫生发展研究中心



我们开展工作的地区
在当前的FHS项目中，各个国家团队都针
对本地环境制定了适当的行动-研究干预
方案。国家项目包括：

 · 阿富汗：在长达10年的时间里，阿富汗
采用全国性的“平衡计分卡”来评估各地
的卫生服务提供。这些结果能为政府制定
政策提供一些参考，但往往无法涵盖地方
诊所的服务。我们正在实施和评价一个基
于社区的平衡记分卡项目，旨在改进卫生
服务，加强地方层面的信任和问责。

 · 孟加拉：一期项目实施后，非正规服务 
提供方的服务质量有所改观；二期项目是
评价远程医疗项目在加强村医与正规医疗
部门之间的联系和改进服务质量方面发挥
的作用。

 · 中国：支付制度改革是中国医改的一项 
重要内容。中国团队通过开展案例研究，
剖析在复杂的改革背景下，农村基层卫生
系统如何应对支付改革，及其对医疗卫生
服务产生的预期和非预期影响，归纳支付
制度改革和医疗服务提供自身的内在规
律，促使卫生政策制定者和执行者对复杂
背景下出现的改革问题进行深层次思考，
提高政策制定的质量。

 · 印度：松达班地区卫生服务提供零散，涉
及众多主体：非政府组织、政府部门和私
营部门。关于偏远地区的主要健康关切所
知甚少。FHS印度团队采用了行动研究方
法。项目将通过一个共享的学习平台推广
研究发现，把这些松散的主体组织起来，
鼓励他们加强协调。研究发现也将写入定
期发布的“健康观察”报告，让其了解当
前的卫生需求，特别是儿童的卫生需求。

 · 乌干达：一期项目中，每张代金券的发放
成本约为10美元，但在乌干达继续推广
这些服务还是挑战重重。二期工作也会使
用行动研究方法，探索更好地调动社区资
源，持续推广干预措施的途径。

我们开展工作的方式
 · 干中学：我们的研究项目都是在复杂体系
中开展的，因此项目建立了有效的监督机
制，确保这些干预措施能够跟上不断变化
的环境。这就要求不仅在每项干预措施中
明确地突出学习重点，同时也要评价环境
的变化并将这些变化纳入研究过程。

 · 研究转化为政策：为实现上述目标，FHS
认识到在研究过程中要引入各类利益相关
者，并要就研究结果与政策制定者和决
策者保持持续对话。因此，我们建立了
一个实力强大的研究转化为政策团队，
在国际上与各个国家团队开展工作。该
团队在项目启动阶段发挥了重要作用，
帮助利益相关者开展分析，并为各个国
家团队制定了变革理论和参与战略。最
近，该团队还建立了网上平台（见www.
futurehealthsystems.org），管理重要事
件，发布出版物，并与媒体合作扩大项目
的受众群体。

 · 能力建设：加强地方卫生系统的研究能力
是FHS项目的重点内容。这一点在非洲枢
纽的工作中表现得非常突出（见“学习平
台”的相关内容），但同时我们也与核心
伙伴合作，确保在研究中纳入各种技能，
并且卫生系统能够采纳研究结果。项目就
研究方法（例如复杂适应体系、社会网络
分析等）和研究采纳（例如撰写有效的政
策简报）开展了培训。



新的跨领域主题
 · 管理医疗市场：市场的扩大让很多贫困人
口获得了此前无法获得的药物和医疗服
务。但是，可以影响医疗市场绩效的有效
监管制度却没有同步发展起来。我们正在
研究相关策略，希望通过加强地方制度来
改进卫生市场的绩效，满足贫困人口的需
求。

 · 了解气候冲击、健康和福祉之间的关联：
健康受到很多社会决定因素的影响，但地
理隔绝和气候风险却是一个鲜少有人研究
的领域。特别是在松达班，我们将会探索
在气候变化的不利条件下如何建立强健有
效的卫生体系。

 · 卫生体系研究伦理：FHS研究联盟长期与
本地社区接触，这些伙伴关系对于研究人
员和研究机构的伦理责任产生了什么影
响？卫生体系研究是否面临特有的伦理困
境，因而需要采用不同的伦理审查方法？ 

 · 通过服务提供在脆弱环境中建立信任：基
本医疗服务的提供在多大程度上能够促进
脆弱国家人们对政府的总体信任？我们有
没有实际的证据支持这种论点？

 · 性别与卫生服务提供的相互关系：在FHS
的研究国家中，性别关系千差万别。这些
差别对患者的就医行为、卫生服务的决策
与筹资、患者对服务和供方的看法，以及
社区的领导结构有哪些影响？我们如何运
用对这些动态关系的把握为贫困人口提供
适当的医疗卫生服务？

谁参与项目 

核心伙伴
 · 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布隆博格公共
卫生学院，美国，巴尔的摩 (Sara 
Bennett  博士, sbennett@jhsph.
edu） 

 · 孟加拉国际腹泻疾病研究中心，孟
加拉，达卡 (Abbas Bhuyia博士， 
abbas@icddrb.org）

 · 中国卫生部卫生发展研究中
心，中国 ， 北京（张振忠研究
员，zhangzzc@126.com）

 · 印度卫生管理研究所，印度， 
斋蒲尔（Barun Kanjilal博士，                          
barun@iihmr.org）

 · 马凯雷雷大学公共卫生学院，乌干
达，坎帕拉 
(Elizabeth Ekirapa-Kiracho， 
ekky@musph.ac.ug）

 · 萨塞克斯大学发展研究所，英国，
布莱顿 （Gerry Bloom博士，g.
bloom@ids.ac.uk） 

非洲核心伙伴
 · 马凯雷雷大学公共卫生学院，
乌干达，坎帕拉（Aggrey 
Mukose，aggreyj@yahoo.com）

 · 金沙萨大学公共卫生学院，民主刚
果共和国

 · 季马大学公共卫生与医学院，埃塞
俄比亚

 · 莫伊大学公共卫生学院，肯尼亚

 · 内罗毕大学公共卫生学院，肯尼亚

 · 卢旺达国立大学公共卫生学院，卢
旺达

 · 莫西比利卫生与相关科学大学公共
卫生与社会科学学院，坦桑尼亚

一个乡村医生打开他的摊位 在森德班之内,西孟加拉邦，印度



FHS出版物中提出的观点不代表联盟伙伴组织的观点，也不
代表出资组织的观点。

 康哲夫 (Jeff Knezovich)
FHS 研究转化为政策经理
萨塞克斯大学发展研究所 

Library Road, Brighton, BN1 9RE, 英国
电话: +44 (0)1273 915838

电子邮件: j.knezovich@ids.ac.uk
www.futurehealthsystems.org

t: @futurehealthsy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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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平台
FHS建立了多个学习平台，支持感兴趣的个人
和组织交流知识，学习卫生制度改革或创新。
快速转型的卫生体系往往包含各类卫生服务提
供者，相关的知识形成标准并进行交流的空间 
还十分有限。在这样的背景下，这些平台发挥
了重要作用。FHS支持建立的学习平台包括：

 · 非洲枢纽：在健康联盟现有网络的基础之上，
非洲枢纽项目汇聚了东非和中非多个公共卫生
学院的代表，加强这些机构开展卫生体系研究
的能力。这些机构开展自我能力评价，并根据
评价结果制定清晰的行动计划。机构间的合作
既可以通过面对面的会议，也可以借助于网上
的Eldis社区平台。

 · 西孟加拉邦松达班卫生平台:该平台汇集了松达
班地区的政府官员、非正规卫生服务提供方、

非政府组织以及其他的私营部门服务提供方，
与FHS的研究人员一同提供综合全面的服务。
该平台与FHS项目 -- 发布的《松达班健康观
察》配合，共同确保每个参与方都准确理解松
达班地区当前的疾病负担，并提出创新方案解
决覆盖面不足的问题。

 · 华盛顿特区卫生体系理事会 (www.dchsb.net)
：卫生体系理事会是大华盛顿特区政策制定
者、研究人员和咨询专家讨论低收入和中等收
入国家卫生体系研究与政策相关主题的一个论
坛。该论坛由几个位于华盛顿特区的组织联合
召集，大概每月有一次公共活动。

 · 南亚创新平台：该平台汇集印度和孟加拉私
营、政府、科研和医疗领域的各种主体，推动
南亚在医疗卫生服务提供方面进行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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