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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

分析目前中医养生保健的现状及服务需求状况，发现问题，提出相应的行为规范和管

理办法，以期为政府主管部门制定切实可行的政策措施提供数据支撑和事实依据。方法

选取北京、湖

南、贵州三省市，通过随机抽样调查，分析群众对中医养生保健的关注度及患者就医行为，对养生保健
机构的人员组成、服务项目、满意度等进行问卷调查。结果

⑴56.0%的人关注养生节目，30.0%的人做

养生保健。养生保健的关注度仍然有很大的提高空间。⑵调查的 100 家养生保健机构，均开展了中医药
相关服务。养生保健机构从业人员均为大专及以下学历。⑶患者在基层对中医药服务有较大的需求，接
受中医服务以中药、针刺、拔罐等项目为主。结论

要加快相关政策、法律、法规的建设，建立中医药

养生保健行业标准，以促进中医药养生保健行业的健康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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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urrent Status and Development Countermeasures of Health Care Service of TCM - Based on the
Investigation and Analysis of Beijing, Hu’nan and Guizhou
LI Zhe1, XIAO Meng-xiong1, LI Li2, YANG Le3*
(1. Chinese Academy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Beijing 100700, China; 2. Guang’anmen Hospital,
Chinese Academy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Beijing 100053, China; 3. Institute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Information, Chinese Academy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Beijing 100700, China)
Abstract: Objective To analyze the current status and demand of health care service of TCM, to find
problems, to propose corresponding behavior standards and management methods, to provide data support and
factual basis for the government authorities to formulate practical policies and measures. Methods Beijing,
Hu’nan Province and Guizhou Province were chosen. Random sampling survey was used to analyze the
public’s attention to TCM health care and patients’ medical treatment behavior. Questionnaire was used for
the investigation of personnel composition, service items, satisfaction, etc. of health care institutions.
Results (1) Only 56.0% of people paid attention to health care programs and 30.0% did health care. There was
still a lot of room for improvement in health care. (2) The 100 health care institutions surveyed all carried out
TCM-related services. The employees of health care institutions were with junior college degree and belo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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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Patients had a greater demand for TCM services at the grassroots level, and mainly accepted TCM services,
such as Chinese material medica, acupuncture, cupping and other projects. Conclusion The construction of
relevant policies, laws and regulations should be sped up, and standards for the health care industry of TCM
should be established, in order to promote the healthy development of health care industry of TCM.
Key words: TCM; health care; development status; countermeasures
中医养生保健历史文化悠久，是中华民族传统

务的技术种类，是否选择在基层就医及就医后的满

医学的精髓，在长期的历史实践中总结积累了一些

意度。

独具特色的方法和手段，为保障人民群众的身心健

2 结果

康发挥了重要作用。近年来，随着人们生活质量的

2.1 养生保健问卷调查表
发放《养生 保健问卷调 查表》800 份，回收

不断提升，养生保健素养逐步增强，中医“治未
病”理念和养生保健实践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关注，

500 份，问卷回收率 62.5%。

社会养生热持续升温，并显示出广阔的发展前景。

回收的 500 份《养生保健问卷调查表》中，经

但是，中医养生保健发展参差不齐，在市场、人才

常关注养生节目的有 280 人，占到 56.0%。经常做

及技术方面都存在一系列问题。为此，掌握中医养

养生保健的有 150 人，占到 30.0%；其中，经常做

生保健的发展现状，分析其存在的问题，对于中医

养生保健的女性有 80 人，男性有 70 人，性别差异

养生保健的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调查人民群

不明显。从所做的中医养生保健项目来看，足疗项

众对中医药养生保健的关注度，分析中医药养生保

目最多。

健的服务与需求状况，了解相关政策落实情况和存

2.2 养生保健机构问卷调查表
发放《养生保健机构问卷调查表》120 份，回

在的瓶颈问题，为政府主管部门制定切实可行的政
策措施提供数据支撑和事实依据。

收 100 份，问卷回收率 83.3%。

1 中医药养生保健服务问卷调查

2.2.1

1.1 调查方法

开展了中医药养生相关服务，达 100%。

2018 年 6 月，选取北京、湖南、贵州三省市，

养生保健机构情况

100 家养生保健机构均

2.2.2 养生保健机构人员情况

在回收的 100 份调

调研人员采用单纯随机抽样方法，抽取入户区域、

查表中，养生保健机构人员共有 229 名，全部为大

街道，发放调查问卷。根据调查问卷结果录入数

专及以下学历。初级职称占 89.1%，中级职称占

据，并进行相关指标分析。9 月份回收调查问卷。

8.7%，也存在高级职称，仅占 2.2%。执业类别来

养生保健机构调查以各省市《工商行政管理局

看，大体均衡，中医略低于西医（见表 1）。

数据库》为数据源，在预检索与专家咨询的基础

表 1 北京、湖南、贵州的 100 家养生保健机构人员情况

上，选取养生、理疗、中医养生、艾灸、保健、按

人员资质

摩、刮痧、康体、拔罐、健康、健康管理、美容美

学历

人数

百分比（%）

大专

18

7.9

发美体、足浴等 13 个关键词构建检索策略，统计分

中专

105

45.9

析机构的数量、区域分布、规模、成立注册及服务

中专及以下

106

46.2

初级

204

89.1

中级

20

8.7

问卷内容分 3 个部分。⑴《养生保健问卷调查

高级

5

2.2

表》，主要指宏观层面的养生保健分析，包括是否

执业类别 西医

19

8.3

17

7.4

193

84.3

项目提供等情况。

职称

1.2 问卷内容

分类

关注养生保健，是否有做养生保健，做养生保健的

中医（含中西医结合、民族医）

性别差异，经常做的保健项目等。⑵《养生保健机

其他（技师、护理人员）

构问卷调查表》，调查社会养生保健机构是否开展

2.2.3

中医药相关服务，社会养生保健机构从业人员情

健机构中，100%的养生保健机构开展推拿按摩和拔

况，分析他们的学历、职称及执业类别。⑶《患者

罐服务。开展足疗、灸法、刮痧、中药熏洗、药浴服

问卷调查表》，分析患者的就医行为，接受中医服

务的分别有 95、40、98、62、55 家。开展中医药健

开展的中医药服务项目情况

100 家养生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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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管理服务的只有 8 家，92.0%的社会养生保健机构

3 分析与讨论

未开展中医药健康管理服务。

3.1

2.3 患者问卷调查表

家战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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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医养生保健服务体系初步形成，并上升为国
2008 年，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启动了中医“治未

发放《患者问卷调查表》80 份，回收 80 份，

病”健康工程 [1] ，探索构建中医特色预防保健服务

问卷回收率 100%。
接受过中医药治疗的患

体系，力争用 30 年时间构建起较完善的中医预防保

者有 78 人，占比 97.5%。而在选择中医药治疗的疾

健服务体系。2011 年，《中医养生保健技术规范膏

病中，治疗常见病 40 人，占比 51.3%；治疗慢性病

方》《中医养生保健技术规范药酒》《中医养生保健

56 人 ， 占 比 71.8% ； 治 疗 急 性 病 8 人 ， 占 比

技术规范穴位贴敷》《中医养生保健技术规范砭术》

10.3%；治疗传染性疾病 0 人；其他（皮肤科、眼科

《中医养生保健技术规范艾灸》《中医养生保健技术

等）4 人，占比 5.1%。患者选择基层医疗卫生机构

规范少儿推拿》《中医养生保健技术规范脊柱推拿》

主要是治疗慢性病、常见病。这与村卫生室、个体

《中医养生保健技术规范全身推拿》8 种技术规范

诊所医生的调查结果基本一致。

发布，提升了中医养生保健的科学化、规范化 [2] 。

2.3.1

患者就医行为分析

在接受过中医服务的患者中，接受中药服务

2013 年，国务院发布《关于促进健康服务业发展的

71 人，占比 91.0%；接受针刺 47 人，占比 60.3%；

若干意见》，明确提出“多措并举发展健康服务

接受灸法 22 人，占比 28.2%；接受推拿 17 人，占

业”，并把满足人们多层次、多样化的健康服务需

比 21.8%；接受刮痧 9 人，占比 11.5%；接受拔罐

求作为经济社会转型发展的新动力 [3] 。国家中医药

37 人，占比 47.4%；接受针刀 1 人，占比 1.3%；接

管理局还先后发布了《中医养生保健服务机构基本

受外治法 2 人，占比 2.6%，接受其他疗法（如物理

标准（试用稿）》 [4] 、《关于促进中医养生保健服务

治疗）8 人，占比 10.3%。从调查结果可以看出，患

发展的指导意见》 [5] 和《中医师在养生保健机构提

者接受中医服务以中药、针刺、拔罐等项目为主。

供保健咨询和调理等服务的暂行规定》 [6] 等文件，

选择基层医疗卫生机构作为中医药服务首诊的

指导中医养生保健服务工作的有序开展。2015 年，

患者有 70 人，占比 87.5%。究其原因，卫生机构离

国务院颁布《中医药健康服务发展规划（2015－

患者家近 51 人，占比 72.9%；服务项目全 28 人，

2020 年）》 [7] ，指出支持中医养生保健机构发展；

占比 40.0%；认为疗效好 27 人，占比 38.6%；有名

2018 年，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发布《中医养生保健服

医出诊 4 人，占比 5.7%。选择中医药服务不在基层

务规范（试行）》（征求意见稿） [8] ，进一步促进和

首诊的原因当中，认为没有中医师出诊的有 3 人，

规范中医养生保健服务的发展。中医养生保健日渐

认为疗效差的有 3 人，认为其他原因（中药苦、见

受到国家重视，初步形成规模。随着相关政策的出

效慢）的有 4 人。

台，中医养生保健已上升为国家战略，并成为国家

2.3.2

患者对医疗供给满意度分析

认为本区中医

“十三五”发展的重要内容之一。

药服务满足本人需求的患者有 42 人，占比 52.5%；

3.2

认为基本满足的有 35 人，占比 43.8%；认为不能满

断涌现

足需求的有 3 人，占比 3.7%。

中医药养生保健机构迅猛增加，产品和设备不
中医将“治未病”作为奠定医学理论的基础，

对中医治疗效果满意有 47 人，占比 58.8%；基

倡导惜生命、重养生，防患于未然，延长生命时

本满意 31 人，占比 38.7%；不满意 2 人，占比

限，提高生活质量。2008 年，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启

2.5%。

动了“治未病”健康工程，先后确定了 173 个“治

患者对中医治疗收费的评价：认为收费合适的

未病”预防保健服务试点单位、65 个“治未病”预

59 人，占比 73.8%；认为收费太高的 16 人，占比

防保健服务试点地区、23 个中医养生保健机构准入

20.0%；认为费用很便宜的 5 人，占比 6.2%。

试点地区 [9] ，探索建立以区域为单位开展中医预防

偶尔选择中医的 16 人，占比 20.0%；选择中医

保健服务工作的机制和模式。据国家中医药管理局

次数较多的 62 人，占比 77.5%；没看过中医的

“ 十 三 五 ” 中 期 评 估 数 据 统 计 ， 2017 年 ， 全 国

2 人，占比 2.5%。结果表明，在基层对中医药服务

54.7%的中医类医院建立“治未病”科室，为群众提

有较大的需求。

供服务 1983 万人次/年，引导中医医院逐步由“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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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疗”向“防治并重”转变。中医药在养生保健方

规范服务项目，提高服务水平，评估结果。对于不

面的优势不断扩大，治未病学术水平不断提升，服

合格的养生保健机构坚决予以取缔，保证服务质

务方式和内容不断拓展丰富。目前，仅重庆市的中

量。推广科学规范的中医药养生保健教育，加大科

医养生保健机构就达到 4326 家，开展中医养生保健

普策划和社区组织的力度，揭露和打击虚假宣传和

服务的酒店、宾馆达到 481 家。江苏常州、泰州有

欺诈行为；建立中医药养生保健示范基地，树立行

近 3000 家中医养生保健机构，敷贴、香熏、热熨、

业新形象。最后，加强从业人员培训与管理，强化

药膳等成为时尚特色。通过“治未病”高峰论坛、

行业自律，规范中医养生保健服务机构执业行为，

“中医中药中国行”、中医药健康文化推进行动等

制定行业从业人员执业标准；建立人员培训、考

各种活动的高效推动，群众的健康理念逐步转变，

核、考试体系，加强执业资格的审查、认证和执业

对中医“治未病”的认知度和认同度不断提高，中

情况的监督检查，建立准入制度，提高服务水平。

国公民中医养生保健素养达到 8.55%。据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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