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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摘要］
］ 目的

对广西壮族自治区和云南省输入性疟疾病例住院费用及其影响因素进行分析，为评价输入性疟疾导致

的经济负担、进而指导疟疾防控并合理配置医疗资源提供参考。方法
方法

分别收集 2019 年 1 月 1 日—12 月 31 日在广西壮

族自治区上林县人民医院、2015 年 1 月 1 日—2019 年 12 月 31 日在云南省腾冲市人民医院就诊的输入性疟疾患者住院费

用信息，并从中国寄生虫病防治信息管理系统提取上述病例流行病学个案资料。采用描述性方法对住院费用构成进行
分析，应用单因素分析及递归系统模型对患者住院费用的相关影响因素进行分析。结果
结果

共纳入输入性疟疾患者 206

例，其中男性 194 例（94.17%），女性 12 例（5.83%）；人均住院时长 5.00 d；次均中位住院费用 2 813.07 元，其中化验费占比

最高（45.31%，1 274.62 元/2 813.07 元）。单因素分析显示，医院（z = 5.43, P < 0. 01）、疟疾种类（χ 2 = 34.86, P < 0.01）和付
费方式（χ 2 = 7.72, P < 0.05）是输入性疟疾患者住院费用的影响因素。递归系统模型分析显示，输入性疟疾患者住院费用

影响因素按总效应值由大到小排序依次为：住院时长（0.78）、选择医院（0.34）、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0.19）、新型农村
合作医疗保险（0.17）、恶性疟（0.15）、性别（0.11）和间日疟（0.09）。结论
结论

广西壮族自治区和云南省输入性疟疾患者住院

费用受多种因素影响，其中住院时长是最主要的影响因素。通过适当缩短住院治疗时长，可有效控制输入性疟疾患者住
院费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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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analyze the hospitalization cost and its influencing factors of imported malaria patients in Guangxi

Zhuang Autonomous Region and Yunnan Province, so as to provide insights into the evaluation of the economic burden due to im⁃
ported malaria, and the guiding of malaria control and the rational allocation of medical resources. Methods

The data pertain⁃

ing to the hospitalization costs of imported malaria patients admitted to Shanglin County People’s Hospital in Guangxi Zhuang

Autonomous Region during the period from January 1 through December 31, 2019, and Tengchong Municipal People’s Hospital

in Yunnan Province from January 1, 2015 to December 31, 2019, were collected, and the epidemiological data of these imported
malaria patients were extracted from the Information Management System for Parasitic Diseases Control and Prevention,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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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composition of the hospitalization expenses was analyzed using a descriptive method. In addition, the factors affecting the
hospitalization expenses of imported malaria patients were identified using a univariate analysis and a recursive system model.
Results

A total of 206 imported malaria patients were included in this study, including 194 men (94.17%) and 12 women

(5.83%). The mean length of hospital stay was 5.00 days per patient and the median hospitalization expenses were 2 813.07 Yuan
per time, in which the expenses for laboratory examinations were the highest (45.31%, 1 274.62/2 813.07). Univariate analysis

showed that hospital (z = 5.43, P < 0.01), type of malaria ( χ 2 = 34.86, P < 0.01) and type of payment ( χ 2 = 7.72, P < 0.05) were

factors affecting the hospitalization expenses of imported malaria patients. Recursion system modeling revealed that the total ef⁃
fects on hospitalization expenses of imported malaria patients included length of hospital stay (0.78), selection of hospital (0.34),

basic medical insurance for urban and rural residents (0.19), new rural cooperative medical care (0.17), Plasmodium falciparum

malaria (0.15), gender (0.11) and P. vivax malaria (0.09). Conclusions

The hospitalization expenses of imported malaria pa⁃

tients are affected by multiple factors in Guangxi Zhuang Autonomous Region and Yunnan Province, in which the length of hospi⁃
tal stay is the most predominant influencing factor. A reduction in the length of hospital stay is effective to decrease the hospital⁃
ization expenses of imported malaria patients.
[Keywords]

Imported malaria; Hospitalization expense; Influencing factor; Recursive system model; Guangxi Zhuang Autono⁃

mous Region; Yunnan Province

疟疾是一种由疟原虫引起、以按蚊为媒介传播的
寄生虫病，其不仅严重危害人群健康，影响社会经济
发展，且给患者个人及其家庭以及社会带来了巨大经

济负担［1⁃2］。2019 年，全球估计有疟疾患者 2.29 亿例，
其中死亡病例 40.9 万例；大部分疟疾病例分布在非洲

年，该省累计报告输入性疟疾病例 2 214 例；其中间日
疟 1 863 例，占 84.1%（2 863/2 214）；恶性疟 320 例，占
［11］
。
14.5%（320/2 214）

目前国内有关疟疾所致社会和家庭经济负担的

研究较少［12⁃13］，本文旨在研究输入性疟疾患者住院产

［3］
（2.15 亿，94.0%），其次是东南亚（0.06 亿，3.0%）
。

生的医疗负担，分析和评估产生住院费用的主要原因

至少有 3 000 万疟疾患者，病死率约 1% 。经过 70 年

担、进而为疟疾防控及合理配置医疗资源提供基础

中国作为曾经的疟疾流行大国，20 世纪 40 年代每年
［4］

的不懈努力，我国已经于 2017 年首次实现全国范围

及其影响因素，从而为评价输入性疟疾导致的疾病负
资料。

内无本地原发感染病例报告［4］。但随着全球一体化

内容与方法

进程加快和“一带一路”倡议得到广泛响应，我国外出
务工、旅游、经商人数日益增加，输入性疟疾病例数居
高不下。2010—2018 年，我国累计报告输入性疟疾

1 调查点选择
选取广西壮族自治区南宁市上林县人民医院和

病例 27 719 例，平均每年 3 000 例以上，给疟疾消除工

云南省保山市腾冲市人民医院作为调查点，两家医院

疟疾传播媒介分布，故输入性疟疾有引起本地疟疾再

均为二级甲等县级综合医院。

作带来了严峻挑战［5］。鉴于我国原疟疾流行区仍有

传播的风险［6］。此外，我国每年均有输入性疟疾死亡

2 资料收集

性疟［7］。

院全部疟疾患者的住院费用信息。由于 2019 年腾冲

病例发生，2019 年共报告 19 例疟疾死亡病例，均为恶

广西壮族自治区历史上疟疾流行严重，与云南
［8］
省 、海 南 省 及 广 东 省 并 称“ 南 方 四 大 高 疟 区 ”
。

2010—2019 年广西壮族自治区累计报告疟疾病例
3 195 例，其中 3 193 例（99.9%）为输入性病例；输 入

收集 2019 年 1 月 1 日—12 月 31 日上林县人民医

市人民医院疟疾住院患者较少，考虑到样本量，故收

集该医院 2015 年 1 月 1 日—2019 年 12 月 31 日就诊的

全部疟疾患者住院费用信息。剔除住院时间、年龄等

存在逻辑错误以及信息不全、不准确的病例。

性 疟 疾 病 例 中 ，恶 性 疟 病 例 最 多 ，占 72.3%（2 310/

3 调查内容

南省与缅甸、老挝和越南等疟疾高发国家接壤，边境

查阅疟疾住院患者个案病历，摘录相关信息。调查内

3 193）；卵形疟病例次之，占 13.9%（444/3 193) 。云
［9］

自行设计信息收集表，由经过统一培训的调查员

线长达 4 060 km，且无天然屏障，是我国历史上的疟

容主要包括患者基本信息、住院时间、住院时长、疟疾

。 该 省 于 2017—2019 年 连 续 3 年无本

种类、住院费用等。住院费用包括药物费、诊察费、护

地原发病例，但由于地理环境、气候条件等适于疟疾

理费、治疗费、检查费、床位费、化验费、材料费、其他

。2014—2019

等，其中药物费包括中药费和西药费，材料费包括一

疾高发区

［10］

传播，输入性疟疾防控面临巨大挑战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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验，分析性别、医院、住院时长等对住院费用的影响；

般材料费和特殊材料费。
4

4.1

费用计算
费用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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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云南省统计局发布的《国民经

，查询该省 2016—2019

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

［14⁃17］

年消费者物价指数（CPI），以 2019 年住院费用为基

采用 Kruskal Wallis 检验，分析年龄、疟疾种类、付费
方式对住院费用的影响。
4.2.2

递归系统模型分析

因本研究中住院费用和

住院时长不满足正态分布，故对其进行平方根转换，

线，对 2015—2018 年住院费用进行标化，2015 年住院

以住院时长平方根（Y1）、住院费用平方根（Y2）作为内

（1 + 2017 年 CPI）×（1 + 2018 年 CPI）×（1 + 2019 年

龄、医院、疟疾种类、付费方式等作为外生变量（X），ε

。广西壮族自治区仅收集 2019 年住院费用信

变量，引入标准 α 入 = 0.05、剔除水准 α 出 = 0.10，构建住

费用（标化）= 2015 年住院费用 ×（1 + 2016 年 CPI）×

CPI），以消除物价增长等因素对不同年份住院费用的
影响

［18］

息，
故无需进行调整。

4.2

影响因素分析

4.2.1 单因素分析 将医院、
性别、
年龄、
疟疾种类、
住

院时长和付费方式作为分组变量，
其中年龄分为< 30、

30 ～ 49 岁与> 49 岁 3 组；住院时长根据总住院时长
均值分成< 5 、≥ 5 d 两组。采用 Mann⁃Whitney U 检
Table 1
变量类型
Type of variable
内生变量
Endogenous
variable

外生变量
Exogenous
variable

名称
Item

Y1

住院时长平方根
Square root of length of
hospital stay

Y2

住院费用平方根
Square root of
hospitalization expenses

X2
X3

X4～X5

X6～X7

ysis.

代表模型的误差项（表 1）。采用逐步回归法筛选自
院费用影响因素的递归系统模型。通过模型中的标
准化回归系数，进一步分析各影响因素对住院费用的
直接效应、间接效应及总效应。外生变量对内生变量

Y2 的直接效应 = Y2 回归方程中各变量的标准化回归

系数；
外生变量通过内生变量 Y1 间接作用于 Y2 的间接

效应 = Y1 回归方程中各变量的标准化回归系数 × Y1

表 1 递归系统模型变量及赋值
Variables included in the recursive system model and their assignments

代码
Code

X1

生变量，分别代表住院时长和住院费用；以性别、年

哑变量
Dummy variable

赋值
Assignment

性别
Gender

0 =女，
1=男
0 = Female, 1 = Male

医院
Hospital

0 =云南，1 =广西
0 = Yunnan, 1 = Guangxi

年龄（岁）
Age (year)

疟疾种类（1）
Type of malaria

付费方式
Type of payment

实际值 Actual value

卵形疟
Ovale malaria
恶性疟（X4）
Falciparum malaria (X4)
间日疟（X5）
Vivax malaria (X5)

自费
Self⁃payment
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X6）
Basic medical insurance for urban
and rural residents (X6)
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保险（新农
X7）
合，
New rural cooperative medical
care (X7)

0 = 卵形疟
0 = Ovale malaria
0 = 其他，
1=恶性疟
0 = Others, 1 = Falciparum malaria
0 = 其他，
1 = 间日疟
0 = Others, 1 = Vivax malaria
0 = 自费
0 = Self⁃payment
0 = 其他，
1 = 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
0 = Others, 1 = Basic medical
insurance for urban and rural residents
0 = 其他，
1 = 新农合
0 = Others, 1 = New rural
cooperative medical care

注：
（1）因三日疟仅 2 例，
混合感染仅 1 例，
故未纳入分析。
Note: (1) There are only 2 cases with quartan malaria and 1 case with mixed infections; and they are therefore not included in the an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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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用于 Y2 的标准化回归系数；
总效应 = 直接效应 + 间

接效应

。回归方程如下：

［19］

人 民 医 院 97 例（47.09%），腾 冲 市 人 民 医 院 109 例

（52.91%）；男性 194 例（94.17%），女性 12 例（5.83%），
男 女 比 例 为 16.17∶1；年 龄 3～64 岁 ，平 均（39.02 ±

模型中，Y 为被解释变量，X 为解释变量，k 为解释
变量的个数，
β 和 α 为回归系数，
ε 为误差项。
5 统计分析

将全部数据录入 Microsoft Excel 2010 软件，使用

SAS 9.4 软件进行统计分析。采用描述性统计分析疟
疾患者住院费用一般特征；
应用 Mann⁃Whitney U 检验

分析医院、性别、年龄、疾病种类、住院时长和付费方

式对住院费用的影响；应用递归系统模型探寻各因素
对住院费用的直接、间接效应以及总效应，以 P < 0.05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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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0）岁，其中 30～49 岁患者占 64.08%（132/206）。

38 例（18.45%）住院患者付费方式为城乡居民基本医

疗保险，146 例（70.87%）为 新 农 合 ，22 例（10.68%，
22/206）自费。上述住院患者人均住院时长 5.00 d。

2 输入性疟疾患者住院费用构成

206 例输入性疟疾患者中位住院费用为 2 813.07

元。各类费用中，从高到低居前 5 位依次为化验费

（1 274.62 元）、
药物费（590.94 元）、
床位费（206.78 元）、
检查费（168.00 元）、
护理费（156.04 元），
分别占总费用

的 45.31%、
22.72%、
7.95%、
6.46%、
6.00%（表 2）。

3 输入性疟疾患者住院费用单因素分析

单因素分析显示，所选医院、疟疾种类和付费方

式有统计学意义（P 均< 0.05）；广西壮族自治区上林

果

县人民医院疟疾患者住院费用高于云南省腾冲市人

1 基本情况

共纳入输入性疟疾住院患者 206 例，其中上林县

民医院；恶性疟患者住院费用高于间日疟患者，付费

方式为新农合者住院费用较自费患者高（表 3）。

表 2 输入性疟疾患者住院费用构成（元）
Table 2 Composition of hospitalization expenses of imported malaria patients (Yuan)
项目
Item

均值
Mean

中位数
Median

化验费
Expenses of laboratory tests

1 284.27

1 274.62

963.80

1 632.00

药物费
Expenses of medications

622.93

590.94

368.62

794.61

床位费
Expenses of bed

220.80

206.78

132.00

301.35

检查费
Examination expenses

219.72

168.00

46.00

340.00

护理费
Nursing expenses

187.09

156.04

74.40

275.71

治疗费
Treatment expenses

106.07

75.90

64.10

109.85

诊察费
Expenses of diagnosis and
inspection

79.07

75.00

51.70

103.39

材料费
Expenses of materials

55.96

54.25

28.88

76.94

其他
Others

3.57

0.00

0.00

0.00

2 886.31

2 813.07

2 328.37

3 355.00

总费用
Total expenses

四分位数下限
Lower quartile

四分位数上限
Upper quarti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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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单因素分析输入性疟疾患者住院费用影响因素
Table 3 Univariate analysis of factors affecting hospitalization expenses of imported malaria patients
变量
Variable

医院
Hospital

性别
Gender
年龄（岁）
Age (years)
疟疾种类
Type of
malaria (1)

分组
Group

ysis.

均值（元）
Mean (Yuan)

中位数（元）
Median (Yuan)

97

47.09

3 205.09

3 056.00

腾冲市人民医院
Tengchong Municipal People’
s
Hospital

109

52.91

2 602.61

2 515.94

男 Male

194

94.17

2 908.13

17.96

2 801.00

女 Female
< 30

12
37

30～49

132

恶性疟 Falciparum malaria

65

> 49

37

5.83

64.08

17.96

31.55

2 533.52
2 833.11
3 161.40
3 282.69

< 0.01

2 863.39

−1.54

0.12

2 748.19

5.22

0.07

34.86

< 0.01

−1.90

0.06

7.72

0.02

2 463.20

2 761.20

3 056.00

3 179.00

106
32

15.53

3 013.72

2 840.50

<5

96

46.60

2 702.34

2 788.50

≥5

110

53.40

3 046.85

2 863.41

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
Basic medical insurance for
urban and rural residents

38

18.45

2 635.81

2 608.12

新农合
New rural cooperative medical care

146

70.87

3 023.75

2 965.50

自费
Self⁃payment

22

10.68

2 406.86

2 374.83

卵型疟 Ovale malaria

51.46

2592.03

Z/ χ 2 值
P值
Z/ χ 2 value P value
5.43

间日疟 Vivax malaria

2 524.75

注：
（1）因三日疟仅 2 例，
混合感染仅 1 例，故未纳入分析。
Note: (1) There are only 2 cases with quartan malaria and 1 case with mixed infections; and they are therefore not included in the anal⁃

4 输入性疟疾患者住院费用递归系统模型分析
4.1

百分比
Percentage
(%)

上林县人民医院
Shanglin County People’
s Hospital

住院时长
Length of
hospital stay
(days)
付费方式
Type of payment

例数
No. cases

模型拟合

首先以 Y1 为因变量，各外生变量为

自变量进行递归系统模型分析。结果显示，性别、年

由模型 1 可知，医院、恶性疟、间日疟对住院时长

有影响；由模型 2 可知，住院时长对住院费用影响最
大，其次是医院、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付费、新农合

龄、付费方式无统计学意义，排除这些变量后重新拟

付费、性别。由模型方程可以看出，在控制其他变量

合 ，得 到 拟 合 模 型 1：Y1 = 2.31 - 0.45X3 + 0.18X4 +

不变的情况下，医院既通过影响住院时长间接影响住

0.11X（
P < 0.01）。以 Y2 为因变量，Y1 与各
5 F = 24.61，

院费用，又直接影响住院费用，即其对住院费用既有

外生变量为自变量进行多元逐步回归分析，经剔除无

直接效应又有间接效应；疟疾种类仅通过影响住院时

统计学意义的变量，再次拟合得到模型 2：Y2 = 9.85 +

长而间接影响住院费用，即对住院费用仅有间接作

59.20，P < 0.01）。各回归系数经假设检验均有统计

合付费直接影响住院费用，即其对住院费用仅存在直

14.21Y1 + 3.72X1 + 11.78X3 + 3.91X6 + 2.99X7（F =

学意义（P 均 < 0.05）
（表 4）。

用；而住院时长、性别、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和新农
接效应（图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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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递归系统模型分析结果
Table 4 Recursive system model analysis results
非标准化系数
Nonstandardized coefficient

模型
Model

模型 1
Model 1

标准化系数
Standardized
coefficient

t值
t value

P值
P value

B

标准误
Standard error

常数项 Constant

2.31

0.23

0.00

9.91

< 0.01

X3

−0.45

0.22

−0.51

−2.01

0.05

X4

0.18

0.08

0.19

2.15

0.03

X5

0.11

0.24

0.12

0.45

0.65

常数项 Constant

9.85

3.02

0.00

3.26

< 0.01

Y1

14.21

0.96

0.78

14.87

< 0.01

X1

3.72

1.55

0.11

2.40

0.02

X3

11.78

0.95

0.74

12.43

< 0.01

X6

3.91

1.38

0.19

2.83

< 0.01

X7

2.99

1.22

0.17

2.46

0.01

模型 2
Model 2

注：e1、e2 均为潜变量。

Note: e1 and e2 are the latent variable.

图 1 输入性疟疾患者住院费用影响因素路径图
Fig. 1 Path chart of factors affecting the hospitalization expenses of imported malaria patients

4.2

效应

各影响因素对住院费用的直接、间接效应及总

的总效应大小排序，各影响因素依次为：住院时长、医

通过模型计算可得到各影响因素对总费用的

院、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新农合、恶性疟、性别和

直接效应、间接效应和总效应（表 5），按对住院费用

间日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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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 外生变量对输入性疟疾患者住院费用的影响效应
Table 5 Effects of exogenous variables on the
hospitalization expenses of imported malaria patients
外生变量
Exogenous
variable

直接效应
Direct
effect

X1

0.11

Y1

0.78

X3

0.74

X4

X5
X6

间接效应
Indirect
effect

0.19

X7

6

大小，但不能很好地解释各变量间复杂的逻辑关系。

5

之间的直接和间接作用［24］。因此，本研究采用递归系

3

结果发现，医院对疟疾患者住院费用存在直接和间接

0.19
0.17

0.17

由于住院费用的影响因素较多，各因素间存在复

0.11

0.78

0.09

0.09

明医务人员技术服务收费占比较低。

总效应排序
Rank of total
effect

0.15

0.15

患者治疗费、诊察费在住院总费用中占比均＜ 3%，
表

总效应
Total
effect

0.34

−0.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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杂的内在联系，部分变量可能直接或间接影响住院费
用；在进行影响因素分析时，传统的多元线性回归方

1

程虽然可解释变量对反应变量是否有作用及其作用

2

而递归系统模型则可克服这一不足，定量分析各变量

7
4

统模型对疟疾患者住院费用的影响因素进行分析。
影响，且与住院费用呈正相关，表明该指标既直接引
起住院费用增加，也可通过影响住院时长而影响住院

讨

论

2010—2019 年广西壮族自治区上报的疟疾病例

中，80.37%（2 539/3 159）首诊于县级医疗卫生机构，

费用；而性别、住院时长、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或新
农合付费直接影响住院费用；恶性疟和间日疟等病种
仅通过影响住院时长来影响住院费用。在所有影响
因素中，住院时长对住院费用影响最大，原因在于住

其中 2 233 例就诊于上林县医疗机构和疾病预防控制

院时长可能与患者所患疟疾种类、选择的医院及其他

历史上是疟疾高流行区［20］；2013—2016 年该市报告

等相关，住院时长延长，床位费、诊疗费、护理费等各

医 疗 机 构 报 告 的 病 例 分 别 占 47.16%（216 / 458）和

上林县人民医院住院费用较腾冲市人民医院高，可能

中心［9］。云南省腾冲市为该省 18 个边境县（市）之一，
的全部输入性疟疾病例中，县级疾病预防控制机构、

29.69%（136/458）［21］。故本研究选取广西壮族自治区

上林县人民医院和云南省腾冲市人民医院作为调查
点。本研究共分析 206 例输入性疟疾患者的住院费

用信息，发现广西壮族自治区上林县人民医院住院治
疗的次均费用为 3 056.00 元，占 2019 年广西壮族自治

更多未纳入的因素（如病人从发病到就诊间隔时长）
项目费用亦会随之增加，导致住院费用增加。另外，
与前者收治的患者多为非洲务工回国人员，以恶性疟

为主有关；尤其是 2013 年上林县发生疟疾聚集性疫

情后［25］，广西全区均加强了对输入性疟疾的诊断与治

疗力度［26］。恶性疟起病凶险，临床表现复杂多变、病
程发展迅速，而部分基层临床医生因缺乏经验易误

区人均可支配收入的 13.10%（3 056.00 元/23 328.21

诊、误治，导致病程延长、住院费用增加［27⁃28］。社会基

2 515.94 元 ，占 2019 年 云 南 省 人 均 可 支 配 收 入 的

加［29⁃30］，故本研究中新农合患者住院费用较自费患者

元）［22］；腾 冲 市 人 民 医 院 住 院 治 疗 的 次 均 费 用 为
［17］
。结果表明，输
11.39%（2 515.94 元/22 082.00 元）

入性疟疾给患者家庭及社会带来了较大的经济负担。
近年来，我国人口流动、外出务工人员及赴境外
旅游和从事商务活动人员日渐增多，输入性疟疾病例

本医疗保障体系的逐步完善可导致卫生总费用的增
高。性别对住院费用的影响最小，男性患者住院费用
高于女性，可能与男性作为家庭主要劳动力，患病后
较女性更受重视有关［31⁃32］；另一方面，本研究中女性
样本量较少，
结论可能存在偏倚。

。为避免因延误发现、诊断和治疗输入

本研究存在一定局限性。首先，本研究未纳入

性疟疾带来的疾病负担，尤其是避免出现继发传播的

省、市级以及乡（镇）级等医疗机构，代表性不足；其

风险，相关机构应对所有从境外疟疾流行区往返的人

次，本研究未能获得输入性疟疾患者外出务工的收入

员加强管理，以积极预防、发现和治疗输入性疟疾。

情况，无法真实反映疟疾患者住院费用占其收入的比

本研究发现，在输入性疟疾患者住院费用中，化验费

例；另外，本研究受病案资料和样本量限制，纳入的相

数居高不下

［23］

占比最高，达 50.67%；其次是药物费用（21.58%）。原

关影响因素不够全面，如患疟疾次数、有无并发症等

因在于疟疾主要临床症状是发热，加之住院患者一般

有可能对住院费用产生影响的指标均未能纳入。今

症状较重，且可能伴有贫血等，因而需多次行血常规、

后将继续扩大样本量，并纳入更多可能与费用相关的

生化、尿常规等检查；此外，部分患者还可能采取血液

因素，
以获得更全面的结果。

系统疾病相关检查。本研究中，两家医院输入性疟疾

综上所述，广西壮族自治区和云南省输入性疟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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患者住院费用受多种因素直接和间接影响，其中以住
院时长影响最大。因此，在保证医疗质量的前提下，
适当缩短住院治疗时长是减少患者住院费用、进而降
低经济负担的重要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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