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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

质量与结果框架：我们学到了什么?

Quality and Outcomes Framework: what have we learnt?
来源：BMJ 2016;354:i4060 doi: 10.1136/bmj.i4060

Martin Roland 和 Bruce Guthrie 评价绩效薪酬方案的得与失及其未来。

2004 年 ，英 国 国 家 健 康 体 系

（National Health Service, NHS）引 入 了 世
界上最大、健康相关、按绩效付费的绩效
薪酬方案——质量与结果框架（QOF）1。
然而，目前苏格兰正在放弃该方案，英格
兰对此渐渐醒悟，很可能会导致一些重大
改变。我们从中学到了什么，未来 QOF
会发生些什么？

关键点
•质量与结果框架（QOF）加速了先前的广

泛使用电子病历和多学科团队管理慢性
疾病的趋势

•QOF 结果导致了相对有限的额外质量改
进，但减少了医疗照护中的社会经济不
平等
•由于缺乏专业的支持或实施过程存在问
题，
一些指标被废除

前景良好的开端
在上世纪 90 年代末，在英国，全科医
师的工资已经大大落后于专科医师，全科
医学的士气和招聘情况堪忧。政府和英
国 医 学 会（British Medical Association,
BMA）私 下 一 致 认 为 有 必 要 大 幅 加 薪 。

资 金 的 来 源 也 没 有 问 题 ，因 为 政 府 在
2000 年承诺过将 NHS 开支占国内生产总
值的百分比提高到欧洲中部国家的水
平。当然，全科医生们亦需要给予政府相
应的回报。BMA 放下了她长期以来对
“按质量支付”方案的反对,开始协商可能
大幅提高全科诊疗收入的“按绩效付费”
的支付方案。
接下来 BMA 和 NHS 雇 主 与 少 数 临
床顾问之间进行了为期 18 个月的谈判,

•需要实施新策略以持续改进医疗照护
质量

以开发出能够形成该方案基础的结果
测量指标（框图 1）。重要的前提是，这

些临床指标的构建应以循证指南为基
础，以便这些指标能够博得广泛的专业

支持（框图 2）。该框架还包括与诊所机
构和患者参与有关的指标。该一揽子
计划是有争议的，BMA 允许其成员在草
案阶段和具体细节公开之后对方案进
行投票。
实施过程耗时 1 年余。这些指标在
引入财政奖励之前已经很好地用于指导
计划的完善、电子病历系统中慢性病管理
工具的投入、诊所详细的临床路径的产
生，以及对在英国部分地区实施该方案的
支持。临床电子数据是获得报酬所必需，
因此在已经取得很好进展的社区诊所，临
床电子病历系统得以广泛应用，尽管全科
医生必须雇用更多的行政人员来收集所
需的数据。QOF 加速了原有的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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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慢性病的医疗照护转移给以护士为主
导的诊所，尤其是糖尿病、心血管疾病和
呼吸系统疾病。诊所使用依据 QOF 支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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框图 1

质量与结果框架如何运行

•原方案包括 76 个临床指征、
覆盖 10 种病症
•临床质量数据自动从电子病历提取

•医生可以根据单个临床指标排除患者（例外报告），
指定的原因包括临床不适用、药物不耐受和患者不

同意
•机构指标：包括医疗记录、患者信息、教育培训、实
践管理和药品管理

•患者体验指标与引导和进行患者体验调查结果，以
及提供至少 10 分钟预约谈话有关

框图 2

得到广泛专业支持的相关指标

•前 5 年内有血压测量记录的 45 岁及以上患者所占
的百分比

•在冠心病患者中，最近一次（前 1 年内）血压值≤
150/ 90 mm Hg 者所占的百分比

•糖尿病患者注射最新流感疫苗的百分比
尽管现有的证据大多是基于排除了老年人的试
验，但是政府认为对指标设定年龄限制是有歧视性
的。随着时间的推移，目标在很大程度上得到实现，
单病种指标与患者需求的相关性下降,尤其是合并多
种复杂病症的老年人

规则而创建的软件工具，来监测医生对患者的照
护。与更多的诊所内部管理手段一起，确保诊所能
达到 QOF 的目标 2。

高额支付
因为低估了医疗照护的基线质量水平，政府在

实施 QOF 的第一年总共支付了 10 亿英镑（相当于

12 亿欧元；13 亿美元），比政府预期多出 3 亿英镑。
这就意味着许多诊所在第一年中几乎都达到了最
高表现分（因此也得到了最高支付）。随着 QOF 能
提供额外的 25%收入，诊所收入迅速增加。这当然

也减少了对该方案的专业反对。然而，随着支付上
涨幅度为零或接近于零，初始阶段上升的收入在接
下 来 的 10 年 内 被 逐 步 收 回 ，以 致 诊 所 在 2013—

QOF 是否改善了医疗照护质量？

下 3。

QOF 的确使医疗照护质量有所改善，但这是在

2014 年的实际收入回落到 2003—2004 年的收入以
QOF 所有数据都是公开可查的，因此同步产生

了三大创新：更好的数据采集、对医疗质量情况的

公开发布、按照绩效支付的模式。目前还不清楚三
大创新中的前两个对自身会产生什么效果，以及按
绩效支付的方式能在多大程度上成为质量驱动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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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广泛的 NHS 质量改进项目的背景下实现的，
该项目包括主要慢性疾病的国家标准、对在 NHS

工作的所有医生年度考核、广泛使用临床审核对诊
所进行比较、有时公开发布数据。以哮喘和糖尿病
为例，QOF 引入之后出现了医疗照护改善速度的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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幅上升 4。随着社会经济贫困地区诊所的绩效指标

迅速赶上了较富裕地区的诊所，QOF 关注的主要慢
性疾病的医疗照护不平等程度有所下降 5。该方案

可能限制了所纳入疾病的急诊住院的增加，但并未
降低相关的病死率 6-8。

未纳入 QOF 管理的疾患，其医疗照护质量也

持续得以改善，但是改善的速度低于 QOF 引入之

前 9。当然也存在一定的负面的结果——例如，患

者找自己选择的全科医生就诊的可能性持续下降，
部分原因可能在于政府总是不懈关注激励医疗照
护的快速可及性。

医生会作弊吗？
操弄数据很难被发现，计划中的“柔性监管”实
际上也不严谨。政府的关注主要在该方案的一个
方面——医生可以因各种原因将单个患者排除在
数据之外的能力（例外报告），包括医生们的临床判

Institute for Health and Care Excellence, NICE）接管
指标开发工作之后开始实施。

断。这种能力对于该方案获取专业支持很重要，但

尽管最初的指标主要是全科医生看重的健康

是政府认为其很容易让人钻制度的空子。事实证

照护的有关方面，
但随着时间的推移，
指标与专业价

明 并 非 如 此 ，仅 有 大 约 5% 的 患 者 被 报 告 为“ 例

值的一致性下降。造成这种情况的部分原因在于已

外”。不过，正如预期，简单操作如测量血压的例外

经实现了容易的目标，并提出了基于偱证医学的新

报 告 率 较 低 ，而 复 杂 操 作 如 诊 断 和 中 间 结 局

指标，但这些新指标工作量很大，却只有微薄的收

(intermediate outcomes )的例外报告率较高

10-11

。

QOF 到底出了什么差错？
QOF 仍然是世界上最大的医疗绩效支付实施

方案之一，
任何同等规模的项目都会遇到困难。 在
过去的数年里出现过几次技术问题，其中一个是最
初的支付公式无意间系统性地导致大的、更富裕的
诊所比同等质量的小诊所收入更高 12。第二个主要
技术缺陷是我们给予诊所的支付金额是基于患者对
全国调查问卷的应答情况确定的，而这个应答水平
是随机变化的，以致于有些诊所的医疗照护虽然在
改善，其实际收入却下降了 13。另外，方案实施后，
某些指标也出现了问题，
例如，
常用于确定糖尿病登
记情况的编码被改成了只登记那些能够完整描述糖
尿病类型的档案。尽管这样做的本意是改进登记质

益。此外，QOF 越来越多地采取了符合管理或政策
流程，而不是临床流程的指标（表 1）。同样引起关

注的是，
由于这些指标侧重于单一疾病，
随着多重复
杂病症的老年人口逐渐增加，这些老年人对健康照
护的需求很难得到满足。2013 年，
诊所收入中与质
量指标挂钩的最大百分比从 25%下降到 15%，因为
全科医生认为较高的百分比代表的是管理，扭曲了
临床实践。更极端的是，一个英语区（Somerset）的
全科医生们在 2015 年达成了一项完全不同的方案

来替代 QOF，苏格兰在 2016 年放弃了 QOF，选择了

基于当地
“质量圈”
的质量改进方案。

全科医生的工作量已经在增加、全科诊所从

NHS 预算得到的份额已经在下降、工作压力比过去
15年间空前增加，
在这种的情况下，QOF产生的管理
负担无疑使专业人士不欢迎QOF的程度增加了 15。

量，一些患者因为糖尿病类型的编码不够具体而从

如今该怎么做？

差的医疗照护 14。如果在方案实施前更好地验证这

人们一致认为，保持和提高医疗照护质量是一

些指标，这些问题本可避免。但是，该方案最终在

项职业责任，但对应该如何做到这一点缺乏一致意

QOF 登记里实际消失了，这些患者随后可能得到较

2009 年英国国家健康与临床优化研究所（Nation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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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虽然公认 QOF 需要实质性的改变，
但是去除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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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出错的指标示例
指标

问题

患者是否能成功预约的调 调查人员不足、联系调查评分和薪
查报告
酬的公式结构不合理，导致薪酬的
巨大随机差异（2008 年引入, 2011
年废止）
新诊断抑郁症病例在 28 天
内 使 用 经 过 验 证 的 PHQ-9
抑郁症筛查量表来评估严
重程度，诊断后 2~12 周重复
进行评估

诊所应当登记肥胖患者

与专业看法不一致，招致“缺乏支持
证据”的大量批评（但是有些同样证
据水平的病症，全科医生确信未受
到同样的批评），易被全科医生通过
自 由 文 本 描 述 患 者 的 问 题 来“ 操
作”，而不是使用电子记录（2006 年
引入，2013 年放弃）编码“抑郁症”
诊所只需登记一名肥胖患者就可以
有效申请支付。该指标不鼓励规律
称体重以创造一个综合的肥胖登记
或应对肥胖问题的策略（2006 年引
入，仍在运行）

对老年人和痴呆高风险患 专业支持极少，对假阳性结果导致
者的机会性筛查（严格地说 危害的担心，缺乏专家诊断和处理
是 一 种“ 加 强 服 务 ”，并 非 （2014 年引入，2015 年放弃）
QOF 的一部分）

绩效付费的激励措施后，是否会导致质量下降的证
据是相互矛盾的 16-17。因此应当谨慎地进行有限而
持续的数据收集，以避免财政激励撤销带来的严重
不良后果。哪种方案最好？还缺乏证据，不过，在

QOF 引入之前 10 年内医疗质量的持续改进，
显示了

由当地临床审核支持的指南和标准制定与实施是有
效的。苏格兰 NHS 选择了这种方法，用通过 10~15

个诊所协同工作来确定和制定相关改进工作并实施

“质量圈”
取代了 QOF。他们有可以把全科医生从诊

所解放出来的经费，但没有集中创造的目标或财务
激励措施。威尔士正在进行类似的工作。

QOF 的成功之处包括使先前的多学科团队系

统管理慢性疾病和广泛使用电子病历的趋势加
速。然而，质量和安全改进需要多种策略，并能经
受时间的考验。通过说服、协作和密切协调专业与
管理而赢得人心及认同，是非常重要的，至少与任
何单个质量改进倡议的技术要素一样重要。QOF
（和更广义的绩效工资）并不是提高质量和减少差
异的万能神药，其替代方案也同理。究竟英格兰、

苏格兰、威尔士、北爱尔兰 NHS 采取的这些不同方
法中哪一种是最成功的，让我们拭目以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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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论

“英国质量与结果框架：
我们学到了什么?”读后感
杨秉辉
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全科医学系教授
对计划经济的诟病，很大的一部分是指向：计
划经济抹杀了人从事生产劳动的积极性，干好干赖
（得到的报酬）一个样，结果使得生产的发展停滞，
社会也就难以进步了。
英国对全科医生的薪酬制实行“质量与结果框
架（QOF）”的计酬办法，自 2004 年实施以来，被认
为是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健康相关的、按工作表现
付费的绩效薪酬方案。不过，实施十多年来，取得
了不少成绩的同时也暴露出相当的缺陷，虽也不断
修正改善，但仍难如人愿，苏格兰地区甚至已在开
始放弃该方案。
英国自然不是计划经济国家，过去他们给全科
医生的报酬是按其服务人群的数量来确定的。英
国医学会曾长期不赞成对全科医生
“按质量支付报
酬”的方案，大约是因为认为医生不是工人，他们的
“产品”很难判定优劣吧。不过，随着时代的进步，
面对有可能大幅提高全科诊疗收入的“按绩效付
费”的支付方案，英国医学会也就从善如流地接受
了。
果然，QOF 实施之后，全科医生诊所对电子病
历系统的全面推行、慢性病管理工具的投入、基于
循证医学的临床路径的产生，甚至对经济不富裕地
区医疗水平的提高，都起到了积极的作用。对指导
计划，包括医疗记录、患者信息、教育培训、实践管
理、药品管理的完善，
都取得了良好的作用。
不过，随着时间的推移，QOF 也暴露出许多不
尽如人意之处，比如这些指标侧重于单一疾病，随
着面临多重、复杂问题的老年人人口逐渐增加，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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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老年人对健康照护的需求很难得到满足等等。
而且比较关键的问题在于，
“QOF 越来越多地采取

了符合管理或政策流程而不是临床流程的指标”
“QOF 产生的行政负担无疑使其在专业人士中不受
欢迎的程度增加了”。这篇文章的作者认为：QOF
并不是提高（医疗）质量的灵丹妙药。
我国改革开放以来，各行各业“干好干赖一个
样”的薪酬模式迅速打破，新的“按劳分配”的模式
被普遍推行。在医疗卫生领域中如何看待这个
“劳”字却有着许多差异：部分医疗机构将医生用
药、开具检查项目的数量视为工作的“量”，与给予
医生的报酬挂钩，促成了过度检查、过度用药的产
生。医务人员的薪酬应该与他的工作质量挂钩，在
这一点上，QOF 对我们应该是有启示的。英国推行
QOF 过程中暴露的缺点和问题对我们应该也是有
启示的：应该关注的是“真实世界”里的医疗卫生服
务的质量，而不是或不仅仅是“符合管理或政策流
程”的指标。
评价“真实世界”里的医疗卫生服务的质量，的
确不像评价一件工业产品那么容易，医疗卫生服务
质量的提高需要多种策略，并且要不断通过实践加
以改进，使其能经受时间的考验。不过，我以为还
须像文中所提到的：医生们需要认识到“保持和提
高医疗质量是一项职业责任”，而医生薪酬的管理
部门也应该关注“通过协作以及协调专业和管理，
赢得人心及认同”
。
（收稿日期：
2017-08-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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