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引言

自 20世纪 90年代以来，养老问题日益成为全

世界普遍关注的热点和难点问题，各国都在积极探

寻应对策略。而对于在这一阶段人口结构发生剧

烈变化，由“橄榄型”迅速过渡到“倒金字塔型”的中

国而言，问题更为严峻。据统计，我国 2014年底 60
岁以上老年人口数量 2.12亿，占总人口的 15.5%，

2015年底已达 2.21亿，占总人口的 16.5%；与此同

时，高龄化、失能和半失能老年人口也在快速增加，

数据显示，目前我国 80岁以上的高龄人口已接近

2400万，占整个老龄人口的 11%，而失能和半失能

人口有近4000万，占整个老龄人口的18%；此外，城

乡都有一半左右老年家庭是空巢家庭[1]。在这一背

景下我国提出了改革创新传统养老模式，将养老服

务与医疗服务技术以不同形式结合，建立符合我国

国情的医养融合养老模式，以适应和满足我国老龄

化社会老年人群健康养老服务快速发展的需求。

目前，关于医养融合养老模式选择的研究主要

集中在三个方面。一是医养融合养老模式服务形

式选择的研究。王以新提出整合社区卫生服务机

构和社区居家养老资源，形成医养结合居家养老服

务网络[2]。黄佳豪等[3]、邵德兴[4]、孟颖颖等[5]将当前

局部地区医养融合实践归纳为四种形式，即养老机

构中增设医疗机构或部门、医疗机构中设立养老机

构、养老机构与医疗机构合作以及“助医”制度。刘

清发等从结构性嵌入理论视角把医养融合养老创

新模式概括为医养融合科层组织模式、契约模式和

网络模式[6]。王素英等认为可以通过采用“整合照

料”、“联合运行”和“支撑辐射”三种模式，逐步实现

我国老龄化社会医养融合的“三位一体”。二是医养

融合养老模式选择需求与供给影响因素的研究 [7]。

米红从供给侧视角探讨医养融合养老服务筹资模

式影响因素，提出了“城镇基本医疗保险统筹基金

划拨支付与个人缴费相结合”的筹资模式[8]。郝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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磊[9]、章晓懿等[10]、颜秉秋等[11]通过分析调研地区数

据得出个体特征、家庭特征、社会支持程度是影响

养老服务模式选择的主要影响因素。赵海林从性

别作用因子角度发现养老模式中的机构养老于男

性老人的接受程度普遍高于女性老人[12]。张文娟等

发现影响城市失能老人机构养老意愿的主要因素有

倾向因素、使能因素、需求因素和社区因素[13]。李玉

娇通过Logit回归分析关注医疗保障制度供给实际

水平及制度差异对老年人养老模式选择的影响[14]。

三是医养融合养老模式服务内容的研究。田北海

等指出医养融合养老服务模式不仅要为老年人提供

日常生活照料，疾病预防、康复护理和临终关怀等医

疗服务项目，还应注重精神慰藉和社会参与层面的

支持，努力实现老有所养、老有所医、老有所为、老有

所乐的目标[15]。丁露露等认为可以通过ADL量表考

察入住老人自理能力，按照身体状况及病种的不同

设置不同的护理等级，提供个性化护理服务[16]。综

上所述，医养融合养老模式已然成为我国应对老龄

化、服务老年群体养老模式选择的重要发展方向，

具有重要理论和现实意义。本文在已有研究成果

基础上，以城乡老年人在这一新型养老模式发展中

的选择意愿和体验为基点，运用层次分析法对医养

融合养老模式选择意愿影响因子进行定量分析，明

确各因素之间的关联性及对总目标的影响权重，以

期为相关机构及政府部门政策制定和实践探索提

供理论支持。

二、数据来源、指标选取与分析方法

（一）数据来源

本研究问卷调查范围及对象涉及安徽省的合

肥、芜湖、铜陵、安庆、池州 5市的城乡老年人，发放

1500余份问卷，回收 1389份，有效问卷 1256份，有

效率为 90.4%。调查问卷采用李克特量表进行设

计，根据相关专家意见，经过在芜湖、池州两市的预

调查后对调查问卷进行信度、效度检验，修改完善

调查问卷，得到最终正式调查问卷。该问卷能够较

准确反映调查对象对于医养融合养老模式的态度、

意向或评价。调查问卷内容涉及城乡老年人个体

状况、家庭特征、社会环境三个维度，共24项指标的

50个相关问题，按照李克特 5分制量表填答方案表

示个体的赞同程度，以1分为单位逐级递增，从非常

不同意到非常同意，根据测量累加总分得出调查对

象对医养融合养老模式的综合评价，总分越高，则

表示其赞同程度越高。

从对本次抽样调查对象样本基本统计信息来

看，在性别构成方面，男性老人 718人，占57.2%，女

性老人 538人，占 43.8%，男性样本比例略高于女

性；从户籍来看，农业人口数587人，占46.7%，非农

业人口数669人，占53.3%，农村老年人口样本略低

于城市人口；从年龄构成来看，70岁以下低龄老人

465人，占37%，70~79岁中龄老人512人，占40.8%，

80岁以上高龄老人279人，占22.2%，符合本研究需

要的样本年龄构成。总体而言，样本结构特征合

理，城乡分布比较均匀，具有较好的代表性，因此基

于本次调查问卷的分析具有实际意义。

（二）指标选取

本文在对调查问卷进行统计分析的基础上，结

合目前学界关于医养融合养老模式影响因素的相

关文献研究最终整合出 16个普遍关注度比较高的

影响因子，包括老年人个体身体状况、心理健康度、

配偶情况、居住方式、子女照料度、个体收入水平、

家庭收入水平、医疗支付能力、个体和家庭对医养

融合模式认知度、政府层面支持度及宣传情况、社

会评价、医养融合养老模式的医疗、养老服务水平

及机构养老的地理位置。本研究希望能通过以上

指标的定量化权重分析，阐释这些指标之间是否独

立，这些因素之间的关联性如何，以及它们最终如

何影响医养融合养老模式选择。

（三）分析方法

基于本研究需从系统论角度考察选取指标之

间的相互关系及对目标问题的最终影响度，并且考

察指标较多，故采用系统分析的重要数学工具之一

层次分析法开展。层次分析法是根据研究问题的

性质和要达到的总目标，将问题分解成不同的组成

因素，并将这些因素归并为不同的层次，形成多层

次分析结构模型，通过逐层比较各种关联因素的重

要性，确定优先权重，最终归结为最底层相对于最

高层相对重要程度的权重或相对优劣次序的排列，

从而为研究问题的最终决策提供定量依据。其实

质是利用 1~9的整数及其倒数作为标度定量化判

断，构造成对比较判断矩阵，矩阵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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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Xij表示第 i个指标与第 j个指标的重要程

度比较（见表1）。根据比较判断矩阵最大特征值及

对应的正交化特征向量的计算，得出该层要素对于该

指标层的权重，最终得出对于总目标的组合权重[17]。

三、基于层次分析法的城乡老年人医养融合养

老模式选择意愿指标体系构建

（一）建立多级递阶层次结构模型

通常层次结构模型分为三层，最上层为目标

层，最下层为方案或对象层，中间为准则或指标

层。当准则过多，一般多于 9个时需进一步分解出

子准则层。根据本研究对影响医养融合养老模式

选择因素的维度关系和指标数分析，经过相关专家

及课题组成员讨论，将 16个指标分解为个体特征、

家庭特征、社会环境三个维度即指标层的对象层，

建立完全独立性结构的多级递阶层次结构模型。

目标层为城乡老年人医养融合养老模式选择意愿

影响因素，第二层指标层因素隶属于目标层并对目

标层发挥影响，同时又各自独立支配第三层的指标

因素，如图1所示。

（二）构造成对比较判断矩阵

判断矩阵是对于隶属于上一层因素的同一层

诸因素，根据 1~9比较尺度用两两比较法构造成对

比较阵，从而判断本层次内各因素对于上一层次因

素的权重。由此，我们分别构造第二层指标层对目

标层的判断矩阵和第三层子指标层对第二层指标

的判断矩阵，（这里子指标层对第二层指标的判断

矩阵构造以“个体特征”为例）判断矩阵构造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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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层次单排序及一致性检验

对上面判断矩阵计算可得最大特征根λmax及
其对应的特征向量W。进行判断矩阵的一致性检

验。公式如下：其中 IR为平均随机一致性指标取值

对于1~9阶判断矩阵，见表2[18]。

IC = λ - n
n - 1 　偏离一致性检验指标

RC = IC
IR 　随机一致性比率

经检验，RC<0.1,通过一致性检验，则计算出的

W=(W1,W2,… ,Wn)T为所求的特征向量，分别是它代

表了该层次因素对上层次因素的影响权重值，即单

排序结果。我们在具体处理时，对其进行标准化。

最终得出子指标层因素对于总目标的组合权重，见

表3。
同样方法可以得到农村老年人关于医养融合

养老模式选择意愿的指标综合权重，再分别对城乡

老年人的选择意愿指标体系进行排序，见表4。
四、研究结论与政策启示

（一）研究结论

本文在基于对安徽省5市城乡老年人医养融合

养老模式意愿调研的基础上，利用层次分析法从三

个维度建立养老模式选择影响因素的结构模型，并

对影响医养融合养老模式选择的影响因素进行权

重分析和比较，主要结论有以下两个方面：

1. 从个体特征、家庭特征这两个维度，一并可

视为内部因素来看，身体机能和家庭收入水平是影

响老年人医养融合养老模式选择具有决定性意义

的关键因素，在这一点上城乡并无显著差异，农村

相对重要性更高。调查研究表明，身体状况越差、

对医疗服务和生活照料服务需求越大、给子女照料

可能造成负担越重的老年人对于医养融合养老模

式的选择意愿越强；家庭收入水平越高、子女经济

状况越好的老年人对医养融合养老模式越感兴

趣。个体收入水平、医疗支付能力、子女照料度、居

表1　判断矩阵比较尺度说明表（介于两者中间可取中间值）

甲与乙指标对比

甲指标评价值

同等重要

1
稍重要

3
明显重要

5
强烈重要

7
极端重要

9
稍不重要

1/3
明显不重要

1/5
强烈不重要

1/7
极端不重要

1/9

图1　城乡老年人医养融合养老模式选择意愿影响因素指标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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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　平均随机一致性指标

阶数

IR
1

0.00
2

0.00
3

0.58
4

0.90
5

1.12
6

1.24
7

1.32
8

1.41
9

1.45

表3　城市老年人医养融合养老模式选择评价指标权重

评价指标

S1

S2

S3

S4

S5

S6

S7

S8

B1

0.4286
0.6067
0.1092
0.1055
0.0808
0.0978

B2

0.3375

0.1577
0.3669
0.1255

B3

0.2339
各因素总权重

0.2600
0.0468
0.0452
0.0346
0.0419
0.0532
0.1238
0.424

评价指标

S9

S10

S11

S12

S13

S14

S15

S16

B1

0.428
B2

0.3375
0.2221
0.1278

B3

0.2339

0.0563
0.1358
0.2538
0.0875
0.2778
0.1888

各因素总权重

0.0749
0.0431
0.0132
0.0318
0.0594
0.0205
0.0650
0.0442

表4　城乡老年人医养融合养老模式选择评价指标权重比较

城市

指标因子

　　　身体状况S1

　　　家庭收入水平S7

　　　子女照料度S9

　　　医疗服务水平S15

　　　政府支持度S13

　　　配偶情况S6

　　　个体收入水平S2

　　　医疗支付能力S3

　　　养老服务水平S16

　　　家庭认知度S10

　　　居住方式S8

　　　个体认知度S5

　　　心理健康度S4

　　　社会评价S12

　　　地利位置S10

　　　养老模式宣传S11

权重

0.2600
0.1205
0.0749
0.0650
0.0594
0.0532
0.0468
0.0452
0.0442
0.0431
0.0424
0.0419
0.0346
0.0318
0.0205
0.0132

排序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农村

指标因子

　　　身体状况S1

　　　家庭收入水平S7

　　　政府支持度S13

　　　社会评价S12

　　　医疗服务水平S15

　　　家庭认知度S10

　　　配偶情况S6

　　　个体认知度S5

　　　子女照料度S9

　　　心理健康度S4

　　　个体收入水平S2

　　　养老服务水平S16

　　　医疗支付能力S3

　　　居住方式S8

　　　养老模式宣传S11

　　　地理位置S14

权重

0.3030
0.1931
0.0832
0.0605
0.0473
0.0452
0.0417
0.0414
0.0355
0.0344
0.0256
0.0242
0.0242
0.0220
0.0157
0.0030

排序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住方式这些指标对城市老年人的影响权重显著高

于农村老年人，而个体认知度、家庭认知度、心理健

康度这些指标农村老年人高于城市老年人。分析

其原因可能是城市老年人受教育程度普遍高于农

村老年人，城市老年人大部分有独立经济收入，家

庭结构中子女较少，他们认为个人收入水平高低直

接影响子女养老负担情况，较高的个人收入水平、

较充分的医疗支付能力能够增强老年人自我养老

方式选择的“底气”和医疗、养老服务需求的购买能

力。同时城市老年人较于农村老年人对生活质量

的要求更高，居住方式和子女照料满意度都会严重

影响生活质量水平，如果不满意子女照料或者居住

方式，城市老年人就会有意愿选择不同类型的医养

融合养老模式以满足其更高需求。而农村老年人

由于个体收入较低或没有经济来源，大部分依赖子

女养老，家庭成员对医养融合养老模式的认知度以

及老年人自身对生活的担忧、心理健康度都会较之

城市老年人产生更显著影响。

2. 从社会环境外部因素来看，政府支持度和社

会评价对农村老年人的影响权重较之城市老年人

更大，原因在于“养儿防老”、家庭养老作为中国世

代承袭的传统养老观念在农村具有深厚的历史根

基，在他们看来向社会寻求养老支持是不光彩的事

情，周围邻里社会舆论、村委会干预都会对农村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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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人医养融合养老模式选择具有正向影响；同时由

于农村老年人个体经济收入水平低，为减轻子女经

济负担，政府支持度就成为影响农村老年人医养融

合养老模式选择的重要因素，政府支持度越高、政

策越倾斜，农村老年人选择意愿就越强烈。从医养

融合养老模式中医疗服务和养老服务供给来看，城

乡老年人都更为关注医疗服务水平高低，这是因为

医养融合养老模式服务的主要对象就是对医疗服

务需求较大的残障、慢性病、大病恢复期以及绝症

晚期的老年人群，所以医疗资源的提供和服务水平

是城乡老年人考察的重要指标。在养老服务水平

考察权重上城市老年人高于农村老年人，主要来源

于城市老年人对生活质量的追求普遍高于农村老

年人，他们不仅关注日常生活照料情况，对精神慰

藉、社会参与都提出了更高的需求。

（二）政策启示

医养融合养老模式作为我国一种新型养老模

式，要想能够在城乡协调、可持续发展，国家要大力

发展农村经济，提高农村老年人收入水平，将医养

融合养老模式服务逐渐向农村推广。同时应积极

开展长期照护保险制度试点工作，积累经验，各地

紧密结合本地实际情况，尽快建立长期照护保险制

度，把参加城镇职工医疗保险和居民基本医疗保险

的人员纳入到长期照护保险机制中，以解决参保老

年人选择医养融合型养老模式养老的医疗费、护理

费筹集、支付和管理问题；并实施诸如先补贴新农

合再逐步实现城乡统筹的政策，发挥长期照护保险

对城乡老年人医养融合养老模式选择的支持作

用。政府要全面整合资源，出台相关法律法规规范

医养融合养老模式健康发展，通过财政支持和政策

扶持发挥各类医养供给主体的积极性，不断推进医

养融合养老模式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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