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 8 卷第 2 期 中国城市研究（电子期刊） Vol. 8No.2 

2013 年 12 月                 E-JOURNAL OF CHINA URBAN STUDIES                   Dec ,2013 

 

上海市医疗资源分布特征和影响因素分析
1
 

 

林娟 

（华东师范大学中国现代城市研究中心，上海 200062） 

 

摘要：为了实现公共医疗服务均等化，缓解居民公共医疗需求和政府供给间的矛盾，需要展开关于城市医

疗机构空间布局方面的理论和实证研究。文章回顾了上海市医疗资源的发展进程，将其划分为三个阶段。

采用罗伦兹曲线和集中化指数，总结出 2012年上海市医疗卫生机构分布存在三点特征：区际差异大，集中

程度高；总体上呈现出“核心—边缘”格局；等级越高的医院集中化分布特征越显著。文章最后从政策因

素、资源供给因素、市场因素、创新集聚因素四方面分析了上海市医疗资源分布特征形成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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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医疗卫生服务均等化成为目前倍受关注的问题。

国外学者在的医疗卫生服务均等化研究中成果颇丰，研究内容主要包括以下几点。首先，将

卫生财政支出作为衡量医疗卫生发展的重要的研究指标之一：美国研究发现当地公共卫生经

费与联邦政府提供资金成正比，导致了严重的马太效应，使非均等化现象加剧[1]。其次，也

有学者尝试衡量地区的医疗能力水平：通过建立多准则评价模型计算得出密西西比州公共医

疗能力水平存在较大差异[2]。第三，测算公共医疗卫生服务设施的使用率，以便对其进行优

化和调整[3,4]。第四，针对不同种族、不同社会经济特征、难民和移民等特殊人群，研究其

获得公共医疗卫生服务的水平[5,6]。最后，国外学者注意到传统医学与地理空间分析相结合，

为公共服务决策提供了坚实的基础[7,8]。尤其是地理信息的可视化和测绘等方法，为探索基础

公共医疗卫生机构的分布及进一步研究提供了有效的技术手段[9,10]，并有实证研究得出医疗

设施的时空可达性分析存在一定差异[11]。 

目前国内学者对公共医疗卫生服务均等化水平的研究集中在地区差别和城乡差别两个

层面上。一些学者对我国医疗卫生地区差异进行了量化分析，得出省际差距较大的结论[12]；

而另外一些学者则更关注城乡差别问题[13~15]。现在越来越多地理学者开始关注较小区域，

包括城市[16]和农村[17]，分析其医疗卫生服务机构的空间结构特征，并其布局优化提供参考。

也有学者可达性的角度对地区医疗卫生服务机构的空间结构进行分析，所采用的方法一般有

两步移动搜索法[18]、潜能模型[19,20] 、和复合指标模型[21]，通过计算时间和空间的可达性，

描绘医疗卫生机构分布不均衡的现状。 

医疗卫生机构的空间分布结构影响公共医疗的服务质量、服务范围及公共卫生事业的发

展。为了实现公共医疗服务均等化，缓解居民公共医疗需求和政府供给间的矛盾，展开关于

城市医疗机构空间布局方面的理论和实证研究势在必行。上海市的公共医疗卫生服务处于我

国领先水平，不少学者对上海卫生资源的总体配置和资源整合效率等进行了分析[22,23]。但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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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文献综述及数据统计的方法，只能对上海卫生资源的配置进行陈述，未能对均等化程度和

空间格局进行深入研究。本文尝试用罗伦兹曲线计算上海市医疗卫生机构的均等化程度，结

合 GIS 的方法探索其空间格局，以期为上海医疗卫生服务均衡协调发展和合理布局提供参

考。 

1 研究对象与研究方法 

1.1研究对象与数据 

本文研究上海市医疗卫生机构的空间分布，医疗卫生机构数据来自《上海市统计年鉴》，

其中的卫生机构包括：医院、基层医疗卫生机构、专业公共卫生机构和其他卫生机构。 

为了从质与量两个方面深入研究上海市医疗卫生资源的空间分布格局，研究以医院为

例，选择三级医院、二级医院和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不含分中心）为三个等级的医院代表，

从上海卫生网站和各区政府网站上收集的相关信息，汇总整理得到共 376 个样本数据。 

1.2研究方法 

本研究利用罗伦兹线和集中化指数的概念，研究医疗卫生机构在空间配置公平与效率的

问题。罗伦兹线是利用频率累计数绘制成的曲线来刻画不平等（集中或分散）程度，是经济

学上研究地区之间收入差距或财富不平等的一种分析手段。罗伦兹线是一条弯曲的曲线，其

弯曲程度越大，表示研究对象之间的不平等现象越显著。集中化指数（I）与罗伦兹线相对

应，I 越大，说明数据分布的集中化程度越高；反之，I 越小，就说明数据分布的集中化程

度越低，即越均衡。其计算公式如下： 

I=(A－R)/(M－R) 

A 是上海市 17 个区县的累计百分比总和； R 是均匀分布时的累计百分比总和； M 是

集中分布时的累计百分比总和。 

2 上海市医疗资源时间分布特征 

    自改革开放以来，上海市卫生事业迅速发展，服务能力明显增强。在12年间，卫生机构

数量由1978年的4823个迅速扩张7690个，但由于经历了一系列的医疗卫生改革，通过卫生机

构整合以及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产生与普及，卫生机构数量波动很大。因此，我们采用每万

人口医生数和每万人口床位这两个相对稳定的指标，来衡量改革开放至今上海市医疗资源的

发展情况。另外，由于90年代以后，大量外来人口涌入上海寻找就业机会，医疗需求大规模

增加，对上海市医疗资源提出巨大的挑战。因此，我们同样计算了每万户籍人口医生数和每

万户籍人口床位数，用来表示在自然增长情况下医疗资源的变化情况。统计结果如图1所示，

根据其变化特点，我们将上海市医疗资源发展分成三个阶段： 

 

图 1 上海市医疗资源时序变化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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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阶段1978—1989 

改革开放以后，上海市经济蓬勃发展，医疗卫生事业也随之快速发展。1978-1990年间，

上海市新建卫生机构74家，医生数量增加2.47万人，平均增长率为14.48%，同时床位数也从

5.47万增长到6.96万。上海市人均医疗资源得到快速发展，每万人口医生数从30.34上升到

43.72，为研究期间最高值；每万人口床位数从45.55增长到52.40。此期间上海市外来人口增

加44.93万，远小于户籍人口的增长。按户籍人口和按总人口计算的万人医生数和万人床位

数都基本吻合。 

第二阶段1990—2001 

1990年，外来人口的增长数首次大于户籍人口的增长数，并以惊人的数字扩张。每万人

口医生数开始回落，从43.63 人迅速下降到29.07人。但每万人口医生与与每万户籍人口医生

数开始出现分歧，虽然每万户籍人口医生数同样表现出下降趋势，但下降速度明显低于每万

人口医生数。与此同时，每万人口床位也出现降趋势，速度也低于每万人口医生数。但是每

万户籍人口床位数却表现平稳，甚至有小幅度的增加。由些可见，在医疗需求快速增长的情

况下，医疗的基础设施能够得到较快的补充，但医疗人才方面并不能得到快速调整。总体上

看，在外来人口的冲击下，医疗服务能力下降。 

第三阶段2002—2012 

2002年以后，上海市外来人口数量以25%的速度持续增长，但每万人口医生数比较稳定，

在23左右浮动，每万人床位数也有小范围的波动，大致在46左右。在此期间，每万户籍人口

医生数出现上升趋势，增长率为11.57%。每万户籍人口床位数也有较大幅度增长，增长率达

到12.57%。相比第二阶段，第三阶段的外来人口数量更多，但上海市近几年医疗资源增长

较快，医疗服务能力能够顺应需求变化保持稳定。床位数的快速增长说明上海由于经济基础

雄厚，在基础医疗设施方面能够进行改善和提高，而医疗人才方面相对落后。 

3 上海市医疗卫生机构分布特征   

3.1 区际差异大，集中程度高 

上海市卫生机构在各区、县的空间分布状况如图 2 所示。从数量上看，卫生机构在 17

个市区的空间分布并不均衡，集中程度较高。浦东新区的卫生机构数量遥遥领先，达 606

个，是全市总数的 17.49%，是数量最少的奉贤区的 7.48 倍；徐汇区以 293 个位列第二，还

不到浦东新区的一半。中心城区卫生机构数量 1488 个，占全部的 42.94%。近郊区卫生

机构总数为 1379 个，平均值达到 344.75，甚至已经超过大部分中心城区。这主要是由

于近年来近郊新城的建设，中心城区人口大量导入，医疗需求大规模增加，近郊区的卫

生机构应运而生。从医院面积占总面积的比重上看，上海的区际差异更大。中心城区的

医院面积比重较大，平均值为 1.55%，而近交郊区的医院面积比重则只有 0.08%，远郊

区甚至只占 0.02%。医院面积比重最大的地区是静安区达到 3.41%，其次是黄浦区 3.18%，

徐汇区的医院面积以 83 万平方米列各区县之首，但比重也仅有 1.52%。浦东新区虽然

在总量上有优势，但医院面积比重也只有 0.07%左右。总体来看，上海市医疗机构多数分

布在经济较发达的市区，区际建设水平差异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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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2012年上海市卫生机构统计图 

3.2 总体上呈现出“核心—边缘”格局 

上海市医院总体空间分布不均衡，空间布局表现出明显的“核心—边缘”格局。核心区

医院集聚显著，表现出圈层结构。以人民广场为中心， 5km/10km为半径，画11个同心圆，

并统计各圈层中医院的数据如图3所示。上海市中心10 km半径范围内有189家医院，约占上

海5%的面积却集中了样本医院数量的50%以上；20km半径范围内医院数为252，大致相当上

海20%的面积，集中样本医院数量的67%；30 km半径范围内医院数为291，集中了样本医院

数量的82%。上海的中心城区发展历史悠久，人口密度高，经济发达，是医院分布的大核心；

近郊区在近年来成为上海市发展的新重点，经济水平不断提高，新城建设卓有成效，首先接

受中收城区的溢出效应，从而形成从中心向外围过渡带；远郊区人口密度较低，经济相对落

后，是医院分布的边缘地区。因此，医疗机构的分布也体现出由中心向外围逐级递减的结构。 

 

图 3 上海市医疗卫生机构空间罗伦兹曲线 

3.3等级越高的医院集中化分布特征越显著 

采用罗伦兹曲线和集中化指数来测度上海市三种等级的医院在地域上的集中化程度。以

到人民广场的距离为横轴，以医疗机构累计百分比为纵轴，拟合上海市不同级别医疗机构空

间分布的罗伦兹曲线（图3）。从图中可看出，三级医院的罗伦兹曲线的弯曲程度远远高于

二级医院和社区服务中心；二级医院的罗伦兹曲线比上海整体水平线略高；社区卫生服务中

心则低于上海整体水平线。进一步计算得出，上海医院整体集中化指数为0.48，三线医院集

中化指数达0.84，高出整体水平0.36；二级医院的集中化指数为0.58；社区卫生服务中心集

中化指数为0.37。由此可见，上海市医疗机构高度集中的空间分布态势在高级别的医院中越

为明显。三级医院的空间集聚体现了优秀医疗卫生资源在中心城区集中，功能全面，并形成

集聚效应，而二级医院的集聚相对薄弱。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以社区居民需求为导向，主要提

供公共卫生服务和基本医疗服务，因此分布相对均匀广泛，是实现公共服务均等化的手段之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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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医疗资源分布的影响因素分析 

4.1政策因素 

医疗卫生机构受宏观政策变化的影响较为深刻。上海市中心城区的发展历史悠久，在19

世纪后期已经形成一批成立时间早、规模大的医院，奠定了在上海乃至中国的领先地位。随

着医疗服务均等化理念的提出，上海制定全市医疗机构设置规划，调整布局、优化结构：三

级医院的设置不受区域限制，但严格控制中心城区的三级医院建设和扩建，推进三级医院从

中心向外围地区迁移。二级医院布局相对均衡，近郊区根据人口规模调整医疗资源，鼓励医

疗机构从人口导出区或医疗资源过密区向人口导入区或医疗资源缺乏区适量迁移。社区卫生

服务中心发展力度逐渐加大，从“十五”期间逐渐实现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标准化建设，到“十

一五”期间优先发展，并在将“十二五”期间得到进一步完善。在政策引导下，上海形成了三

级医院仍在中心高度集聚、二级医院集聚力度减弱但集聚范围扩大、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全面

发展的格局。 

公共医疗财政支出驱动了集聚与扩散格局的产生。“十一五”期间，上海公共医疗卫生支

出从 61.50 亿增长到 160.07 亿元，增长率达 27.01%。由于经济的增长特别是公共医疗卫生

经费的增加，医疗卫生格局也发生相当大的变化。期间通过整合医疗资源，将医院数从 505

减少到 306，医疗资源调整促进了二级医院的规模扩大。同期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得到大力发

展，数量从 179 迅速增长到 931，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相对扩散的格局由此显现。 

4.2资源供给因素 

目前医院分等的标准和指标包含医院的规模、技术水平、设备、管理水平，医院质量五

个方面，其中优秀人才是医院效率提升的关键因素[1]。医疗人才的就业是双向选择的结果。

一方面不同等级医疗卫生机构对人才要求有所差别，卫生规划中对学历的要求越来越高。《上

海市卫生改革与发展“十二五”规划》中提出三级医院临床医生要求基本达到本科及以上学

历水平，二级医院要求比例降至 85%，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则放宽至大专及以上学历。同时，

郊区的指标又低于中心城区。另一方面，由于中心城区就业环境较好、收入高，吸引了医疗

人才的关注。遵循优胜劣汰的法则，中心城区集聚了大批优秀的卫生技术人员。 

医院医疗设施的采购经费主要来自财政补贴和医院收入，但自 20 世纪 80 年代中期开

始试点医疗机构自主经营以来，财政补贴比例呈下降趋势。三级医院科室全面、问诊率高于

二级医院，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只能提供简单的医疗服务，因此三者的收入水平逐级下降，高

等级医院在设施的添置和更新方面具有显著的优势。 

此外，医院还受土地资源的限制。中心城区土地资源紧张，加上政府严格控制，不利于

医院规模的扩大；而近郊区作为目前开发的重点区域，土地资源较为充足；远郊区则处于地

理区位劣势。总之，中心城区在人才、设施、土地资源兼备的情况下形成三级医院的集聚中

心。一些医院受建筑面积、床位数等限制无法升级为三级医院，因而中心城区也是二级医院

的集聚中心，加上近郊区的医疗配置的完善，共同形成一个范围较大的集聚中心。社区卫生

服务中心除中心城区外均处于资源条件劣势，因此成扩散格局。 

4.3市场因素 

医院建设需要相应规模的生活需求。由于医疗卫生机构的消费人群是社会群体，中心城

区的人口密度大，医疗需求多，医疗机构的规划建设必须与之相一致。随着政府引导中心城

区人口向外疏散,内外环线间大型居住区的建设加快，各区县人口导入导出变化加快。“十一

五”期间上海中心城区的人口增长率仅有 1.5%，静安区和黄浦区甚至已经达到负增长。近郊

区和远郊区的人口增长率分别达到 6.6%和 6.7%，其中增长最快的是浦东新区、松江区和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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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区。按照规划要求，每增加 5-10 万人口应新设一个社区卫生服务中心，郊区人口的快速

增长带动了基层医疗机构的扩散。 

随着人民生活水平提高，居民能够负担较高的就诊费用，并且由于居民的高级医院选择

倾向，加剧了医院的集聚效应。2011 年，上海市急诊服务达 19964.97 万人次，其中三级医

院占 30.54%，二级医院占 24.69%，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占 36.45%，平均每所医院提供急诊服

务分别为 169.37 万人、44.01 万人、7.49 万人。由此可见，居民对高级医院更为青睐。同时，

中心城区的交通条件优越，加强了当地医疗机构的辐射能力，为中心城区的进一步集聚提供

了条件。核心区的高级医院经济效益高，医疗设备和环境升级快，吸引了更多了居民，加剧

核心区的集聚效应。相反，边缘的医院就诊率低，经济效益处于劣势，无法满足居民的要求，

仍然处于扩散的状态。 

4.4创新集聚因素 

上海市十分注重医学学科和人才队伍建设，不断提高自主创新能力和医疗卫生服务水

平，打造亚洲医学中心城市。国际化的医疗区域中心需要有便利的交通、精湛的医疗技术、

优质医疗的国际连锁以及良好服务能力。而为了实现这一目标，必须进行医疗资源的整合，

同时制定配套政策，引进国际、国内高端设备，构建高端医疗服务业基地。上海中心城区在

医疗人才和医疗设备方面已经具有突出的优势，基本勾勒了高端医疗的集聚区的雏形。为了

进一步集聚力量，上海建设一批高层次的研究机构，发挥平台作用，筑巢引凤，集成优势，

提高医学的自主创新能力。而郊区的医疗主要包括居民常见医疗服务的功能，在重大科技攻

关项目贡献落后于中心城区，一般通过接受中心城区的知识溢出，吸收新的科研成果的技术，

不断提高医疗服务能力。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功能定位不高，对科研成果的创造与吸收能力

有限。总之，在构建高端化、国际化、集约化的医疗服务的战略作用下，中心城区自发形成

创新集聚，并且医学创新和吸收能力从核心到边缘逐级减弱，对医疗卫生机构的分布格局产

生一定的影响。 

5 结论 

改革开放至今，上海市医疗卫生事业快速发展。根据医疗资源发展情况将其分成三个阶

段：1978—1989年，上海市医生和床位发展势态良好；1990—2001年，由于外来人口增加，

人均医疗资源下降；2002—2012年，虽然外来人口持续增加，人均医疗资源保持在稳定的水

平。 

本研究基于医疗卫生资源数据，运用罗伦兹曲线与GIS空间分析技术相结合，探究上海

市公共医疗卫生机构的空间分布格局，总结出以下特征：1、上海市医疗卫生机构数量的区

际差异大，浦东新区遥遥领先；从医疗卫生机构的密度上看，中心城区的密度远大于郊区，

反映了上海市医疗卫生机构分布的不均等特征显著。2、受经济水平、人口密度、历史因素

等影响，上海市医疗卫生机构呈现出“核心—边缘”的圈层结构，以中心城区为核心，近郊

区为过渡带，远郊区为边缘区，逐级递减。3、三级医院的集中化指数高于二级医院和社区

卫生服务中心，反映了越高级的医疗资源的集聚效应越强，而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由于需求导

向单一，功能简单，分布广泛而平均。 

文章分析了上海市医疗机构集聚与扩散的形成机制。首先，政策和规划的调整对医疗

卫生机构布局有直接的影响。其次，只有中心城区小部分区域同时具备了高端的人才、设备、

土地资源的优势，形成三级医院的集聚极核。而在人才、设备、规模无法兼顾或稍有欠缺的

地区形成二级医院的集聚中心，且由于门槛较低，集聚中心范围较大。而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则在人才、设施和地理区位都相对薄弱，只有在地理区位优势的市中心呈现集聚，总体上呈

现相对扩散的状态。第三，医疗卫生机构布局会根据人口规模的变动做出相应的调整。由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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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民的高级医疗选择倾向使高级医疗产生良好的经济效益，有利于形成进一步集聚。最后，

三级医院通过医教研融合产生知识创新，临近区接收其知识溢出，最终形成从中心集聚外围

扩散的分布格局。 

建议医疗机构布局应当做适当调整：优化中心城区医疗卫生资源，医疗建设重心向新

城区转移，以便缓解中心城区病患集中的问题。提高远郊区医疗卫生服务质量，满足社区居

民的医疗需求，同时完善郊区与中心城区的交通体系，提高郊区居民医疗卫生服务可达性。

我国医疗卫生改革的道路还很漫长，政府应该发挥规划引导机制，结合实际情况，探索科学、

合理的医疗卫生资源配置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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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y on the Distribution Characteristics and Determinants of Medical 

Resources in Shanghai 

LIN Juan 

(The Center for Modern Chinese City Studies, East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Shanghai,200062) 

Abstract: It’s essential to expand the theoretical and empirical research on the spatial pattern of urban medical 

institutions, in order to achieve the public health services equalization, ease the contradiction between the residents 

of public health demand and government supply as well. The article reviews the developing process of medical 

resources in Shanghai, and divided it into three stages. Combined Lorenz curve with centralization index, the 

author summarized three distribution characteristics of medical institutions in Shanghai. Firstly, there existed 

significant difference among 17 districts, the high concentration degree has been intensified. Secondly, it’s proved 

to be core-edge pattern. Finally, he higher level of Hospitals, the more obvious of its agglomeration effect. In the 

end, the article discussed the mechanism of agglomeration and diffusion of the medical institutions, which are 

made up of policy, resource supply, market and creation. These conclusions can provide a reference for shanghai to 

optimize the spatial pattern of medical institutions and allocate the health resources efficiently. 

Keywords: medical institutions; spatial distribution ; Lorenz curve; centralization index; determinant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