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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公共卫生系统

联邦政府 卫生部和社会服务部
卫生研究院
美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食品和药物管理局
其他其他

州政府 州卫生厅

市县政府 市县卫生局

各级医院/
医疗机构/市县政府 市县卫生局
医疗机构/
社区组织等

老百姓老百姓



美国联邦卫生和人类服务部



美国联邦国立卫生研究院
20 Institutes, 7 Centers, 18,627 Staff, Funding:27.9 bi USD

Institutes: National Cancer Institute (NCI) , National Eye Institute (NEI) ,National Heart, 
Lung, and Blood Institute (NHLBI) ,National Human Genome Research Institute 

(NHGRI) N ti l I tit t A i (NIA) N ti l I tit t Al h l Ab d(NHGRI) ,National Institute on Aging (NIA) , National Institute on Alcohol Abuse and 
Alcoholism (NIAAA) , National Institute of Allergy and Infectious Diseases (NIAID) , 

National Institute of Arthritis and Musculoskeletal and Skin Diseases (NIAMS) , National 
Institute of Biomedical Imaging and Bioengineering (NIBIB) , National Institute of ChildInstitute of Biomedical Imaging and Bioengineering (NIBIB) , National Institute of Child 
Health and Human Development (NICHD) , National Institute on Deafness and Other 

Communication Disorders (NIDCD) , National Institute of Dental and Craniofacial 
Research (NIDCR) , National Institute of Diabetes and Digestive and Kidney Diseases 
(NIDDK) N ti l I tit t D Ab (NIDA) N ti l I tit t f E i t l(NIDDK) , National Institute on Drug Abuse (NIDA) , National Institute of Environmental 

Health Sciences (NIEHS) , National Institute of General Medical Sciences (NIGMS), 
National Institute of Mental Health (NIMH) , National Institute of Neurological Disorders 

and Stroke (NINDS) , National Institute of Nursing Research (NINR) , National Library ofand Stroke (NINDS) , National Institute of Nursing Research (NINR) , National Library of 
Medicine (NLM)

Centers: Center for Information Technology (CIT) , Center for Scientific Review 
(CSR) J h E F t I t ti l C t (FIC) N ti l C t f C l t(CSR) ,John E. Fogarty International Center (FIC) , National Center for Complementary 

and Alternative Medicine (NCCAM) , National Center on Minority Health and Health 
Disparities (NCMHD) , National Center for Research, Resources (NCRR) NIH Clinical 

Center (CC)Center (CC)



美国联邦食品和药品管理局

BUDGET; 2.1 bi



美国联邦疾病预防和控制中心 8.8 BI.
8467 STAF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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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应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系统美国应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系统

• 全国公共卫生应急信息系统,包括国家应急行动中心
电子网络疾病监测报告预警系统, 大都市症状监测电子网络疾病监测报告预警系统, 大都市症状监测
系统, 临床-公共卫生沟通系统

• 全国公共卫生实验室快速诊断应急网络系统,
• 现场流行病学调查控制机动队伍和网络系统,
• 全国大都市医学应急网络系统,

全国医药器械应急物品救援快速反应系统• 全国医药器械应急物品救援快速反应系统,
• 全国健康教育系统.



电子网络疾病监测报告预警系统电子网络疾病监测报告预警系统

• 以疾病来设立不同的报告系统,一竿子
到底 比如 普通传染病 爱滋病 结核到底.比如,普通传染病,爱滋病,结核
病等,
近年来越来越多地通过网络来上传下• 近年来越来越多地通过网络来上传下
达,
可以灵活机动地针对新病设立新的疾• 可以灵活机动地针对新病设立新的疾
病监测报告预警系统,
近年来开发出可以包纳所有法定传染• 近年来开发出可以包纳所有法定传染
病的新系统以及迅速通知临床人员的
预警系统预警系统.



大都市症状监测系统

• 911呼救症状监测

大都市症状监测系统

911呼救症状监测,
• 医院急诊室病人监测(即时和非即时),
• 市面药房药物销售监测(感冒药)• 市面药房药物销售监测(感冒药),
• 学校学生缺课监测,
法医死亡解剖记录监测• 法医死亡解剖记录监测,

• 猫狗死亡监测,
• 手纸和桔子汁销售监测,
• 街上商场打喷嚏症状监测(商场监测电视),
• 双重作用：国防应急-因特网; 反生物恐怖监
测系统-疾病监测系统.



纳城911呼救症状监测系统纳城911呼救症状监测系统

腹痛 神志不清 呼吸困难 一般病状腹痛，神志不清，呼吸困难， 般病状





全国公共卫生实验室快速诊断应急网络系统全国公共卫生实验室快速诊断应急网络系统

• 美国公共卫生系统实验室自成体系,分三级:
联邦 州 基层联邦, 州, 基层,

• 专长于实用检验，在人员设备资金方面与大
学临床实验室各有所长学临床实验室各有所长,

• 全国上下，互通有无，为现场调查服务，不
会各自为政.



现场流行病学调查控制机动队伍和网络系统现场流行病学调查控制机动队伍和网络系统

• CDC的EIS 50多年建立了一支精良的机动
队伍和全国网络,

• 911后全国上下专款建立了一支流行病学
专职队伍专职队伍.



全国大都市医学应急网络系统全国大都市医学应急网络系统



全国医药器械应急物品救援快速反应系统全国医药器械应急物品救援快速反应系统

• 美国的国家医药和用品应急系统以大集装箱的形式在
美国几个保密的战略地点储备应急医药和急救用品,
包括抗菌素 抗体 疫苗 解毒剂输液设施等包括抗菌素,抗体，疫苗,解毒剂输液设施等,

• 可在12小时内为美国任何受灾区一次提供50顿以上的
医药和急救用品,医药和急救用品,

• 保证了重大公共卫生和灾难事件处理无后顾之忧.



健康教育网络

• 反生物恐怖的健康教育为美国老百姓打反生物恐怖的健康教育为美国老百姓打
了心理预防针,打好了全民警惕的基础,
避免了社会恐慌避免了社会恐慌

• CDC和各级政府以及媒体连手及时提供CDC和各级政府以及媒体连手及时提供
需要的信息使医护人员手中有信息,心
中不慌 沉着应战中不慌,沉着应战

• 医院,诊所社区健康教育医院,诊所社区健康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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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中央集权制系 中国的中央集权制
美国的联邦分权制

系
统统
构构
成成



Health Care System中央政府

中国医学科学院
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卫生部

中国公共卫生系统

Health Care System中央政府 中医科学院
医学院校

卫生部

综合医院 专科医院
省、自治区、

直辖市级 省卫生厅

综合医院 专科医院
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和卫生监督所
妇幼保健院

地市卫生局地市级
综合医院 专科医院
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和卫生监督所
妇幼保健院

区县政府
区县医院
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和卫生监督所
妇幼保健所

区卫生局

妇幼保健所

镇 乡政府 三级预防 镇、乡卫生院，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镇、乡政府

村 街道

三级预防
保健网

村、街道
村卫生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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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公共卫生的理解对公共卫生的理解
•狭义VS广义



什么是公共卫生?什么是公共卫生?

























什么是公共卫生?什么是公共卫生?

上管天

下管地

中间管空气



医疗卫生服务对我们所有人医疗卫生服务对我们所有人
来说只是在某些时候是非常重要来说只是在某些时候是非常重要
的，而公共卫生对我们所有人来
说任何时候都是非常重要的说任何时候都是非常重要的。

CE 库普博士



通过保证人人健康通过保证人人健康
的环境来满足社会的共的环境来满足社会的共
同兴趣(利益)同兴趣(利益)。

美国医学研究所定义(1988年)美国医学研究所定义(1988年)



大众生态健康大众生态健康生物圈大气层 大众生态健康大众生态健康
模式模式

家庭

生活方式

文化

人 心
理

躯
体

家庭
个人行为

心理-社会-
经济环境

工作个人
时间

精神

人类生物学 物质环境

城市体系

健康 亚临床 疾病 残疾 死亡健康 亚临床 疾病 残疾 死亡

疾病发展规律

国际公认的公共卫生概念



宏观公共卫生管理模式

社会经济状况政府对公共卫生实

政府公共卫生 医疗卫生

社会经济状况政府对公共卫生实
行有限责任目标

政府公共卫生
服务机构

医疗卫生
服务机构

公众 健康 企业(单位)社区 人

教学科研 大众传媒教学科研
机构

大众传媒
机构

生态环境

政府在公共卫生的主导作用



公共卫生是公共卫生是

组织社会 共同努力组织社会，共同努力，
预防疾病 促进健康预防疾病，促进健康。
无时不在 无处不有无时不在，无处不有，
人人参与 人人享有人人参与，人人享有。



对公共卫生的理解 狭义VS广义•对公共卫生的理解：狭义VS广义

• 疾病预防控制管理疾病预防控制管理
• 公共卫生技术服务
• 健康教育促进• 健康教育促进
• 卫生监督执法
突发性公共卫生问题处理• 突发性公共卫生问题处理



对两国公共卫生系统的观察和思考

–公卫信息系统公卫信息系统
•观念和基础的差异



观念和做法观念和做法

中国: 所有地方传染病统计数字均是中国: 所有地方传染病统计数字均是
“疫情”;严格保密,只有中央一级有
权发布消息权发布消息

美国:只有超出基数的传染病数字才
是疫情 也不需保密 地方卫生局流是疫情,也不需保密, 地方卫生局流
行病专家就有权发布.



观念和做法观念和做法

中国:人群传染病监测数字只对上,不对
下下.
美国:人群传染病监测数字对所有应该
知道的人公开知道的人公开
中国:传染病病人的姓名职业等个人资中国:传染病病人的姓名职业等个人资
料基本不保密
美国 传染病病人的姓名职业等个人资美国:传染病病人的姓名职业等个人资
料严格保密料严格保密



公共卫生系统的基础公共卫生系统的基础

中国第一个五年计划就开始调查水矿等
资源，但今天我们还搞不清中国的人口资源，但今天我们还搞不清中国的人口
与健康资源！
中国今天居然没有全国的 系统的 经中国今天居然没有全国的，系统的，经
得起推敲的，人人可以共享的生命统计
数据库 中国没有系统的省级肿瘤发病数据库，中国没有系统的省级肿瘤发病
报告系统，中国的慢病和传染病数据好
象公路只准修路的人用，老百姓不能用
一样可笑。样可笑。



小结小结

• 美国经过１００多年的努力和得天独厚的
条件，建成了世界上目前最先进的公共卫
生系统生系统

• 中国公共卫生的理念很早，波折多，解放
前伍连德和红军的实践 解放初受苏联影前伍连德和红军的实践，解放初受苏联影
响，改革开放后受美国影响

• 中国应借鉴美国的经验走自己的路，不能
照搬美国照搬美国



•谢谢•谢谢
•问题和讨论•问题和讨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