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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朝阳区社区精神卫生特色服务项目的开展有效提高了社区精神卫生服务能力，促进了社
区精神卫生服务队伍建设，拓宽了社区精神卫生服务对象与服务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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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implementation of community mental health special service project in Chaoyang District
has effectively improved the capacity of community mental health services，promoted the construction of
community mental health service team，and broadened the object and service mode of community mental health
serv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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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中国的精神卫生服务与过去 50 年相
比，已经取得了巨大的进步，但比起日益增长的需
求来说，依然差距巨大［1］。朝阳区自 2004 年参与
“686”项目（中央转移支付地方重性精神疾病管理
治疗项目），在各级政府的高度重视和基层医疗机构
的不懈努力下，朝阳区社区精神卫生工作快速发展，
取得一定成绩。随着社会对精神卫生服务需求的不
断增加，朝阳区各基层医疗机构纷纷要求，根据各
自辖区特点和社区需求情况，自主创新开展一些有
针对性、有特色的社区精神卫生工作，从而使本地
区的精神卫生服务更贴近于社区，满足百姓需求。
一、对象与方法
1. 研究对象：朝阳区精神卫生特色服务项目（简
称特色项目），是指以社区精神卫生服务为主要研究
内容，面向社区的小型应用性项目。特色项目由朝
阳区卫生计生委、朝阳区精神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简
称区精防中心）负责组织朝阳区内各精神卫生相关
医疗机构进行申报。区精防中心对上报的项目组织
相关领域专家进行评审，对评审通过的项目给予相
应的技术指导和经费支持。在项目实施过程中，区
精防中心定期到立项单位对特色项目开展情况进

行指导，并为项目实施单位搭建专家指导桥梁。区
精防中心每年召开特色项目总结验收会，组织专家
对项目完成情况进行验收。2013 年，区精防中心制
定并下发了《朝阳区精神卫生特色服务项目管理办
法》和《朝阳区精神卫生特色服务项目经费管理办
法》，进一步规范特色项目实施与经费使用。
为了解特色项目开展对朝阳区社区精神卫生工
作的影响，2016 年 3 月针对朝阳区 45 家承担社区精
神卫生工作的基层医疗机构，进行特色项目实施效
果问卷调查。
2. 研究方法：采用自编调查问卷，对朝阳区内
承担社区精神卫生工作的 45 家基层医疗机构进行
问卷调查；同时查阅历年特色项目工作资料，进行
数据整理和分析。
二、结果
1. 特色项目历年开展情况：自 2009 年启动特色
项目以来，共开展各类项目 180 项，其中精神疾病患
者康复类项目 72 项，心理健康服务类项目 85 项，社
区精神卫生服务模式类项目 23 项。共投入项目扶
持经费 303.7 万元，平均每个项目获得扶持经费 1～
2 万元，主要用于各立项单位开展特色项目；此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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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服务中心工作创新能力建设（65.8%，25/38），提高
自 2012 年起每年投入项目管理经费 20 万元，主要
了申报人的科研工作能力（63.2%，24/38），促进了社
用于特色项目相关培训、管理、经验交流等。在开展
区卫生服务中心科研工作开展（60.5%，23/38）。
特色项目的医疗机构中，39.5%（15/38）在特色项目
通过调查发现，基层医疗机构认为开展特色项
实施过程中投入配套经费，共投入经费 37.78 万元。
目工作对社区精神卫生工作已带来或可能带来的
申报并获得特色项目立项单位共涉及全区 45 家
积极影响中，前 3 位的按顺序为：提高精防人员科
医疗机构，其中承担社区精神卫生工作的基层医疗
研能力（86.7%，39/45）、开阔精防工作思路（82.2%，
机构 38 家，占朝阳区全部承担社区精神卫生工作医
37/45）、提高精防人员服务意识（75.6%，34/45）。
疗机构的 84.4%；其他区内二、三级医疗机构 7 家。
在调查中也发现，基层医疗机构也认为开展特
2. 基层医疗机构实施特色项目所取得的成果：
色项目工作会对社区精神卫生工作带来额外增加
特色项目开展几年来取得了的主要成果包括：促
进社区精神卫生适宜干预技术应用和推广（84.2%， 精防人员工作量（84.4%，38/45）和牵扯申报人精力
32/38），建 立 了 社 区 精 神 卫 生 服 务 体 系（60.5%， （75.6%，34/45）的负面影响。未开展特色项目的医
23/38），促进了社区精神卫生服务团队建设（60.5%， 疗机构认为在申报特色服务项目工作中所遇到的主
要困难在于：人员配备不足，无力申报（6/7）；日常工
23/38），培养了社区科研人才（57.9%，22/38）。开展
作量过饱和，没有时间和精力（5/7）；科研管理能力
特色项目的单位共发表精神卫生相关论文 34 篇，而
不足（4/7）。如果考虑申报特色项目他们最需要的支
未开展特色项目单位未发表精神卫生相关论文。开
持是：科研立项相关知识培训（6/7）、科研思路培养
展特色项目的医疗机构所采取的社区精神卫生服务
工作方法种类平均增加 2.8 种，而未开展特色项目 （6/7）和干预技术操作培训（6/7）。
讨论 特色项目对社区精神卫生服务的促进作
的医疗机构平均仅增加 1 种。
用。Thornicroft 等［2］将社区精神卫生服务定义为能
特色项目服务人群涵盖精神障碍患者及其家
属、慢性病人群、孕产妇、更年期妇女、青少年、老
够促进当地居民精神卫生状况的一系列原则与实
年人、公安民警、企事业单位工作人员等人群。在
践，包括：通过方便可及、可接受的方式满足居民的
开展特色项目的 38 家基屋医疗机构中，21.1%（8/38） 精神卫生需求；以需求为导向；促进支持、服务和资
认为被服务人群接受程度非常好，47.4%（18/38）认
源网络建设；强化以循证为依据和以复原为导向的
为 接 受 程 度 较 好，28.9%（11/38）认 为 接 受 程 度 一
精神卫生服务方法。我国近年来为了将精神卫生整
般，2.6%（1/38）认为接受程度较差；认为特色项目
合入初级保健，主要开展了“686”项目和国家公共
服务效果非常好的占 21.1%（8/38），较好的占 52.6%
卫生服务均等化项目，主要目的一方面是将以医院
（20/38），一般的占 26.3%（10/38）。
为基础的精神卫生服务延伸至社区，另一方面是保
3. 队伍建设与能力提升：在开展特色项目的38 家
障人人享有基本的精神卫生服务。
基层医疗机构中，有 11 家增加了专职精防医生的配
朝阳区自 2004 年参与“686”项目以来，逐步建
备，有 23 家从事精神卫生工作医务人员总人数有所
设并不断完善社区精神卫生工作体系与服务质量。
增加；在从事精神卫生工作的医务人员中本科学历
随着社区居民对精神卫生服务需求的增加，各基层
的人员从 2009 年的 22 人增加到 2015 年的 55 人，研
医疗机构在完成“686”项目与“国家基本公共卫生
究生学历的从 1 人增加到 4 人；取得国家心理咨询
服务”相应工作流程和规定指标的基础上，希望可
师资格证书人数增加了 53 人。
以创新工作模式，拓展社区精神卫生服务的对象和
开展特色项目工作以来对社区精神卫生工作能
方法。2009 年，特色项目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应运
力的促进作用主要体现在：增进了社区卫生服务中
而生。特色项目以面向社区、小型应用性项目为主，
心精神卫生服务意识（78.9%，30/38），申报人对精神
紧密围绕基本公共卫生服务、基本医疗服务，既体
卫生干预的前沿思想有所了解（71.1%，27/38），申报
现政府人文关怀，又展现朝阳区精神卫生工作的先
人掌握了新的干预技术（65.8%，25/38）
，促进了社区
进性和前瞻性，达到整合区内有限的精神卫生资源，
精神卫生服务队伍建设（57.9%，22/38）。
吸引区外优质资源，锻炼精神卫生人员队伍，推进
开展特色项目工作开展几年来对申报人及社区
严重精神障碍管理治疗和大众心理健康促进工作，
服务中心科研能力提高的作用主要体现在：提高了
创建新型服务模式和工作机制的目的。
申报人的科研意识（86.8%，33/38），申报人能够把科
通过调查发现，基层医疗机构认为开展特色项
研思维应用于日常工作中（65.8%，25/38）
，增进了社
目工作可以提高精防人员科研能力、开阔精防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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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路、提高精防人员服务意识。通过开展特色项目，
各基层医疗机构探索了全科医疗团队对社区重性精

［1］

神疾病患者的服务模式与效果［3］，了解了更年轻妇
女［4］、高血压患者［5］、空巢老人［6］等社区人群的心

［2］

理健康状况，并提供多种形式的精神卫生服务。
开展特色项目对社区精神卫生工作能力的影
响。目前我国尚缺乏对初级卫生保健提供者的精神

［3］

卫生知识和技能培训［7］，WHO 报告也指出［8］，精神
卫生服务体系中的初级卫生保健人员应该承担的工

［4］

作包括：识别精神障碍、提供基础治疗以及转诊、心
理健康教育、危机干预、精神卫生促进。根据调查

［5］

结果显示，特色项目的实施对基层医疗机构中从事
精神卫生工作的医务人员能力有很大提升。然而，
基层医疗机构也认为开展特色项目工作会对社区
精神卫生工作带来一些负面影响，如额外增加精防
人员工作量和牵扯申报人精力等。未开展特色项目
的医疗机构认为在申报特色服务项目工作中所遇到

［6］

的主要困难在于：人员配备不足，无力申报；日常工
作量过饱和，没有时间和精力等。相关机构可以对

［7］

进行科研立项相关知识培训 , 提供科研思路培养和
干预技术操作培训支持 , 帮助基层工作者申报特色
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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