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国康复理论与实践 2017年 8月第 23卷第 8期 Chin J Rehabil Theory Pract, Aug., 2017, Vol. 23, No.8

http://www.cjrtponline.com

DOI: 10.3969/j.issn.1006-9771.2017.08.000 ·专题·

上海市残疾人机构养护服务实施现状分析①

裴曌 1，吕军 1，虞慧炯 2，刘佩 1，吴静华 2，孙梅 1，薛恋鼎 2，励晓红 1

[摘要] 目的 分析上海市残疾人机构养护服务实施现状。方法 收集2004-2015年上海市残疾人养护机构发展状况及2015年

上海市养护机构和养护残疾人状况相关二手数据。结果 2004-2015年上海市残疾人养护机构及养护残疾人数逐渐增多。2015年，

上海市共368家养护机构，养护5,821位残疾人；养护残疾人以智力、精神残疾为主，年龄主要集中在35~59岁。结论 上海市残

疾人机构养护服务实施整体情况良好，基本实现有养护需求残疾人的全覆盖，今后应在进一步提高养护机构服务质量、挖掘残疾

人机构养护需要上着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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残疾人特别是重残人员生活不能自理，主要依靠

他人的照料才能得以生存。在我国，残疾人的照护工

作主要由家人及亲属承担，这种家庭养护模式给残疾

人家庭带来沉重的精神压力和经济负担[1-2]。

残疾人机构托养服务指在各级、各类寄宿制集中

托养机构和日间照料机构中，为符合条件的智力、精

神和重度肢体残疾人提供基本生活照料和护理、生活

自理能力训练、社会适应能力辅导、职业康复和劳动

技能训练、运动功能训练等内容的托养服务[3]。由于

目前残疾人托养服务体系建设尚不成熟，日间照料机

构服务能力有限，所以本研究的托养服务机构实际指

寄宿制集中托养服务机构。同时，因在上海市的政策

和实践中普遍将“托养”称为“养护”，故本文统一

使用“养护”一词。

上海在残疾人机构养护方面探索较早，在2004年

就开始试点实施残疾人机构养护工作，2006年纳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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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市政府为民办实事项目之一，近年来不断拓展服务

对象，实现各类型残疾人的全覆盖。政府依托社会养

老、福利等专门机构，通过购买服务的方式，让残疾

人生活得更有质量、更有尊严，同时切实减轻了残疾

人家庭长期赡养、长期照顾残疾人的极大压力和负

担[4 -5]。

因此，对于残疾人机构养护服务实施至今的现状

进行分析，可以发现目前残疾人机构养护服务存在的

问题和面临的困境，为进一步完善残疾人机构养护服

务，保障残疾人获得长期优质的照护提供现实依据，

同时也为全国范围内残疾人机构养护服务的推广提供

决策依据。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本研究数据以二次资料为主，主要来源于上海市

残疾人联合会管理信息系统数据库。其中，养护机构

相关信息，包括区县、性质、机构属性、机构床位数

及各机构养护残疾人数等数据，来源于2015年《重残

无业养护机构查询报表》相关字段；养护残疾人相关

信息，包括养护残疾人性别、年龄、残疾类别等数

据，来源于 2015年《重残无业人员查询报表》、2015

《上海市各机构重残无业养护人员残疾类别分布情况

汇总表》以及2015年《上海市各机构重残无业养护人

员年龄分布情况汇总表》。此外，2004-2015年每年养

护 机 构 数 量 及 接 受 残 疾 人 数 量 等 数 据 来 源 于

《2004-2015年康复工作总结和残疾人数据手册》。

1.2 统计学分析

使用Microsoft excel 2013建立数据库，完成数据

整理工作。使用SPSS 21.0进行统计学分析。

2结果

2.1 上海市残疾人机构养护服务概况

2.1.1 机构养护服务发展概况

自 2004年上海市开始探索残疾人养护服务以来，

养护机构数及养护人数整体呈现上升趋势，并在近年

来保持相对稳定数量。2004年上海市残疾人养护机构

数仅为72家，经过不断发展，在2012年达到最多407

家，2012-2015 年稳定在 350~400 家，其中 2015 年上

海市养护机构数为368家。2004年上海市机构养护残

疾人数为366人，养护人数不断增加，至2010年机构

养护残疾人数达到最多 7,510人，2015年养护残疾人

数为5,821人。见图1。

2.1.2 机构养护服务现状

2015年，上海市368家养护机构中，养护残疾人

数为 5,821 人。其中，残联约定的养护基地共 17 家

(4.62%)，共养护残疾人 1,694 人(29.10%)；一般养护

机构为351家，占全部机构数的95.38%，共养护残疾

人4,127人，占全部机构养护残疾人的70.90%。

2.1.3 养护机构性质

2015年，上海市368家养护机构中，社会办养护

机构数量为 197家(53.53%)；其次为市级公办养护机

构 90 家(24.46%)；街镇级公办养护机构数量为 53 家

(14.40% )；区级公办养护机构数量最少，为 28 家

(7.61%)。

2.1.4 养护机构床位数

2015年，上海市368家养护机构中，残疾人养护

床位 1~10 张的机构最多，为 266 家(72.28%)；床位

11~30张的机构数51家(13.86%)；床位31~60张、61~

100张的机构数分别为29家(7.88%)、7家(1.90%)；提

供养护床位数在100张以上的机构共计14家(3.80%)。

2.1.5 养护机构区县分布情况

2015 年，上海市的 17 个区县均设有残疾人养护

机构。其中，浦东新区的养护机构数最多，为 68 家

(18.48%)；其次为宝山区34家(9.24%)；静安区养护机

构数最少，仅2家(0.54%)。见表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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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2015年上海市残疾人养护机构区县分布情况

区县

黄浦区

徐汇区

静安区

长宁区

普陀区

闸北区

虹口区

杨浦区

浦东新区

宝山区

闵行区

嘉定区

金山区

松江区

奉贤区

青浦区

崇明县

合计

机构数量

17

15

2

10

13

19

11

28

68

34

32

20

18

21

19

16

25

368

百分比(%)

4.62

4.08

0.54

2.72

3.53

5.16

2.99

7.61

18.48

9.24

8.70

5.43

4.89

5.71

5.16

4.35

6.79

100.00

2.2 机构养护残疾人基本情况

2.2.1 残疾类别分布

2015年上海市入住养护机构的残疾人中，智力、

精神及肢体三类残疾人数占入住养护机构残疾人总数

的 90.86% 。 智 力 残 疾 人 数 最 多 ， 为 2,163 人

(37.16%)；精神残疾 2,024 人 (34.77%)；肢体残疾 1,

102 人(18.93%)；视力、听力、言语残疾人数分别为

216人(3.71%)、126人(2.16%)、12人(0.21%)；多重残

疾者178人(3.06%)。

2.2.2 性别分布

2015 年入住养护机构残疾人中，男性 3,348 人

(57.52%)；女性2,473(42.48%)。

2.2.3 年龄分布

机构养护残疾人年龄主要集中在“35~49岁”及

“50~59岁”(47.47%)。“16岁及以下”的未成年人仅

66 人(1.13%)，“17~34 岁”1,026 人(17.63%)；“35~49

岁 ” 1,494 人 (25.67% )；“50~59 岁 ” 1,269 人

(21.80%)；“60~69 岁”、“70~79 岁”、“80 岁及以上”

分别849人(15.36%)、405人(6.96%)、667人(11.46%)。

2.2.4 残疾人区县分布

浦东新区、嘉定、松江和崇明四个区分别养护残

疾人973人(16.72%)、850人(14.60%)、676人(11.61%)

和 874人(15.01%)，合计养护残疾人数达 57.94%。见

表2。

表2 2015年上海市机构养护残疾人的区县分布

区县

黄浦区

徐汇区

静安区

长宁区

普陀区

闸北区

虹口区

杨浦区

浦东新区

宝山区

闵行区

嘉定区

金山区

松江区

奉贤区

青浦区

崇明县

合计

残疾人数

76

71

28

64

69

425

116

125

973

437

432

850

179

676

308

118

874

5,821

百分比(%)

1.31

1.22

0.48

1.10

1.19

7.30

1.99

2.15

16.72

7.51

7.42

14.60

3.08

11.61

5.29

2.03

15.01

100.00

3 讨论

3.1 政策支持是残疾人机构养护服务推进的有力保证

从本调查数据可以看出，经过十余年的发展与努

力，上海市残疾人养护机构数量稳步增长，已实现各

县区养护机构的全覆盖。同时，机构养护对象已涵盖

各残疾类型、各年龄段的残疾人，机构养护残疾人数

量稳定维持在 5,000人以上。这样的成果与上海市的

相关保障政策密不可分。

政策支持是养护机构维系运营和不断发展的基

石[6-7]。崔炜等[8]提出，政策规划与引导是促进养护机

构发展的关键助力。范莉莉[9]在江苏省养护机构的调

研中发现，江苏省内不同地区养护机构发展存在较大

差异，其中不同地区政府对机构的支持力度的差异是

重要原因之一。自2004年以来，上海市残疾人联合会

先后颁布实施了14项主要的政策措施，从养护机构建

设、养护服务提供、机构人员培训、财政支持补贴等

多个方面提出要求与指导，为养护机构的稳定发展提

供了可持续环境。

3.2 完善资金保障机制，积极推进养护机构发展

根据本次调查情况可知，2015年上海市入住养护

机构的残疾人数为 5,821人，而当前上海市各养护机

构可为残疾人提供的总床位数已达到 7,000张，由此

可以认为当前不存在因床位紧张导致的残疾人入住困

难的情况，有需求的残疾人均可顺利入住，残疾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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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构养护需求得到基本满足。资金保障是养护机构持

续发展的关键助力[10-11]。

陈运雄[12]指出政府财税支持机制对公共服务提供

的重要意义，运转资金的缺乏严重制约公共服务的提

供能力，完善且持续的财政资金支持才能使公共服务

达到理想效果。石岩[13]在养护机构的研究中发现，当

前养护机构仍存在支出高于收入的情况，资金来源渠

道不通畅导致机构的可持续发展存在困难。上海市政

府2006年提出建立具有示范作用的养护机构，给予每

张床位 5,000元补贴；2010年对为重度残疾少年儿童

提供养护服务的机构，由市残联按每年每床 500元的

标准给予补贴，将机构养护服务补贴及床位费补贴纳

入残保金预算，2012年将残疾人养护服务补贴纳入政

府财政预算；2014年对利用空余床位为残疾人提供养

护服务的社区养老机构，由市残联给予1,000元/每年/

每床的标准进行补贴，对于建设残疾人养护床位数在

100张以上，具有示范作用的养护基地，按照每张床

位10,000元的标准给予一次性建设经费补贴等。上海

市通过降低机构养护准入门槛、对养护机构进行补贴

等政策措施有力保证了上海市残疾人养护机构的持续

发展。

3.3 关注各种类型残疾人需求，逐步提升养护服务质

量

本次调查结果显示，为残疾人提供养护服务的机

构中，有266家机构的残疾人养护床位数在1~10张之

间，占到了全部机构数的72.28%，而提供养护床位数

在 100张以上的机构共计 14家，仅占比 3.80%，提示

残疾人在养护机构中的聚集性相对较差。

当前大部分养护机构依托于敬老院、福利院，机

构内被养护的人员组成复杂，养护人员配置、养护环

境和设施等往往无法满足残疾人需求[14]，因此导致残

疾人服务的基本功能存在缺失[15-16]。在当前养护机构

及养护床位的数量满足残疾人需求的基础上，需进一

步加强残疾人机构养护服务的质量建设。考虑到残疾

人群的特殊性，残疾人机构养护服务应具备较强的专

业性，场地、设施、养护人员等也应具有较高标

准[17-18]。在今后养护机构的发展建设方面，应积极孵

育和建设示范性养护基地。

本次调查显示，上海市已建立起的17家具有示范

作用的残疾人养护基地虽仅占全部养护机构总数的

4.6%，但其养护残疾人数占到全部机构养护人数的

29.10%。建议通过示范性养护基地的建设，增强养护

残疾人的聚集性，提高残疾人在全部养护人群中的占

比，形成一定规模化，尤其是可以通过示范性的养护

基地将一定范围内相同残疾类型的残疾人进行聚集，

有利于机构根据残疾人的需求、甚至是不同类型残疾

人的需求改造基础设施，构建养护机构的无障碍环

境。同时可针对养护对象的需求，对照护人员进行专

业性培训，以提高机构养护服务水平，增强养护残疾

人及其家人的信任度和满意度[19]。

3.4 满足残疾人机构养护需求，促进需要向需求转化

本次调查显示，2015年上海市有 5,821名残疾人

入住养护机构，其中智力、精神及肢体三类残疾人数

占养护机构残疾人总数的90.86%。残疾人机构养护需

要向需求的转化受到多种因素影响。总体上可分为成

本约束和信息约束[20]。

一是成本约束，相较于家庭养护而言，机构养护

需要支付相对高额的费用。残疾人家庭收入水平相对

偏低[21-22]，而智力、精神和重度肢体残疾人是残疾人

中最困难、最弱势的群体，其家庭经济支付能力往往

更为有限 [23]，难以负担养护机构的费用 [24- 25]。因此，

对于有机构养护需求的残疾人，特别是经济困难的残

疾人，政府的财政补贴对其顺利入住养护机构尤为重

要。上海市政府自2004年起对符合补助条件的入住残

疾人给予每人每月400元补贴，2011年补贴标准上调

至700元；2008年起，为符合标准的残疾人购买残疾

人意外伤害保险；2010年，将养护服务的对象扩展到

重度残疾少年儿童，并给予每人每月 1,000 元补贴。

通过一系列政策措施，促进和保障了有需求残疾人入

住养护机构。

二是信息约束，残疾人家庭存在对相关政策不了

解或不理解的情况[26]，造成自身存在的机构养护需要

未能转化为需求。根据北京市的一项养护机构调查显

示，仅33.33%的入住残疾人是因为社区宣传而选择养

护机构，且残疾人对养护机构的了解程度不高，有

69.52%的入住残疾人表示入住前对养护机构情况并不

了解[27]，提示政策宣传工作仍有待加强。因此，上海

市在当前已基本满足残疾人入住需求的情况下，对于

出行不便、信息渠道较窄的残疾人家庭要加强政策的

宣传，对于政策理解不到位的残疾人家庭加强政策的

分析与讲解。同时，下一步还需对上海市残疾人入住

养护机构的影响因素进行研究分析，特别是通过对未

入住的残疾人的调查，明确该类残疾人是否存在机构

养护需要，以及阻碍其接受机构养护服务的现实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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碍，有助于政府有关部门制定政策、部署工作，通过

清除障碍确保“人人享有康复服务”。

综上所述，就上海市而言，残疾人机构养护服务

实施整体情况良好，基本实现有养护需求残疾人的全

覆盖，今后应在进一步提高养护机构服务质量、挖掘

残疾人机构养护需要上着力。就全国而言，我国特殊

的人口政策对残疾人机构养护提出更高要求。过往，

残疾人以家庭养护为主，多由残疾人父母进行照料，

父母离世后由兄弟姐妹继续照料；然而，独生子女政

策导致兄弟姐妹缺失，残疾人父母年迈无力照料或离

世后，残疾人将面临无人照料的困境[28]，因此家庭照

料模式面临挑战，残疾人机构照料的需求日益显露。

上海市作为全国首个开展残疾人机构照料服务的地

区，目前残疾人照料机构建设、照料服务提供相对成

熟，同时上海市政府及上海市残联也在实践过程中不

断总结经验教训，可为国家及其他省市的照料机构建

设提供经验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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