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5年,移动互联网已经不是一个行业,而成为了一个时代。站在“互联网+”的风口上，医

疗行业如何顺势而为？“互联网+医疗”如何最大限度惠及患者？本报特别邀请了国内外医疗卫

生领域的专家共同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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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联网+”热风劲吹，传
统医疗行业也站到了风口上，
不论是政府主管部门，还是医
院管理者，都在积极推动卫生
信息化建设，着力于医疗效率
的提升。

雷强：随着人们生活水平日益提高，医疗
健康问题越来越受关注，如何将信息产业和
医疗结合，用“互联网+”模式来满足人们日益
增长的医疗健康需求已经成为政府十分关注
的民生问题。近年来，南昌在信息化建设方
面也取得了一些成绩，如各大医院都基本完
成了信息化改造升级，基本都拥有院内的
HIS、LIS、PASS 等业务系统，以健康档案为核
心的基层卫生信息系统也有了长足的发展，
为高血压、糖尿病人等重点人群累计建立起
了近400万份健康档案。

南昌市卫生计生委于2013年着手智慧健
康的调查、研究，目前设计规划、具体目标、实
施步骤均已完成，正在红谷滩新区域实行试
点。南昌智慧健康系统将充分利用最新信息
产业的前沿技术，充分考虑全体市民体验，有
效整合和共享全员人口信息、电子健康档案
和电子病历三大数据库资源，实现公共卫生、
计划生育、医疗服务、医疗保障、药品管理、综
合管理等六大业务应用，同时以居民健康卡
为介质，形成覆盖各级卫生计生机构高效统
一的网络，实现业务应用互联互通、信息共
享、有效协同。

按照上述目标，南昌智慧健康平台建设
将实行“三步走”战略：即打造以居民身份证
为唯一识别码的有“云”概念的信息服务平
台，让这个平台的数据服务于广大市民、企业
和医疗工作者。在此基础上，进行大数据的
深度挖掘，充分发挥数据的作用，进行有针对
性的、个性化的增值服务。最后，把数据和系
统开放化，与外部企业或其他社会力量进行
对接，鼓励、引导各类资金共建智慧健康平
台。

随着“健康中国”上升为
国家战略，发展远程医疗、实
行分级诊疗、推进电子健康档
案等创新性医疗服务模式蓬
勃兴起。

汤姆·米勒：远程医疗在美国兴起有十多
年，以前是为了解决民众看病的方便性问题，
十多年来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就是从过去简
单的方便性向精准医疗转变，在精准医疗方
面又特别注重精确诊断。因为远程医疗可获
得大量数据，通过大数据加工，提高诊断的精
准性。

相比于传统的经验医学诊疗，精准医疗
以个人基因组信息为基础，可以为患者量身
设计出最佳治疗方案，让治疗效果最大化。
实践证明，通过远程可以获得大量一手的数
据，比如影像、血液、病理等各方面数据，通过
大数据的加工，提高诊断的精确性。精准医
疗将传统医疗过程中所需的生命信息采集、
监测诊断、诊断治疗和咨询等过程，通过智能
医疗设备、大数据分析与移动互联网相连，所
有与疾病相关的信息不再被限定在医院里和
纸面上，而是可以自由流动、上传、分享，使跨

国家跨城市之间的医生会诊轻松实现，患者
就诊不再要求必须与医生面对面。

医学诊断要求有大量不同的状况来验证
治疗方案的准确。中国有庞大的人口基数，
这庞大的数据量意味着治疗方案需要越来越
精确的诊断,而且“精准医疗”会通过前期大量
数据积累以及精准手段确诊病症，所以治疗
效果会更佳。基于此，我们将全球最先进的
精确的科技放到“九峰医疗”平台上来，通过
远程服务更多患者，同时这些大数据又可以
提升精确诊断、精确治疗的质量。如果这一
项目在江西合作成功并逐步推广的话，对中
国的患者乃至全球的患者都是件好事。

如今，互联网巨头们正忙
着抢占医疗市场高地，传统医
疗产业链也忙着投身大数据。

“互联网+”可有效缓解信息不
对称问题，提高效率，减少资源
浪费，优化用户体验，同时增强
优质医疗资源的可及性。

吴文辉：远程医疗在中国的发展同样有
10 余年，国内一些知名大医院很早就与基层
医院进行了远程诊断、远程会诊。远程医疗
最重要的难题就是数据传输，尤其是影像数
据特别大，更一度成为制约远程医疗发展的
瓶颈。不过，随着通信基础设施的全面完善
和影像标准格式的推行，数据传输问题得到
了解决，推行远程医疗没有任何障碍。

在中国，很多人觉得远程医疗离自己很
遥远。因为很少有人能够享受到远程医疗、
远程会诊带来的实惠，只有得了很重的病或
者说遇到疑难杂症时才会通过远程医疗邀请
专家会诊。传统远程医疗需要请专家，然而
中国能治好病的专家有限，患者又那么多，专
家们又要上班，没有那么多时间参与远程会
诊。尽管，远程医疗可以帮助专家节省大量
差旅时间，提高效率，但远远满足不了患者就
医看病需求。

如何让远程医疗走向老百姓，关键就是
人工智能，智慧远程医疗。在互联网时代，只
有让大数据转变为人工智能、计算机辅助诊
断，再加上专家在一起，才能让远程医疗真正
走进百姓。就“九峰医疗”来说，采用的是获

得国家科技进步奖、全球领先技术的人工智
能，在请专家之前，已经用计算机的知识来辅
助筛查，真的需要专家时再邀请。借助云计
算低成本和弹性扩展的优势，以及计算的力
量，医疗行业加入了一味精准的药——大数
据。“远程医疗 2.0 版本”是含有智慧医疗、人
工智能，和移动互联网、大数据结合更加紧
密，让用药更精准，让医院变得更高效。

远程医疗成为 2015 年度
最火关键词之一。医院从观
望 者 到 实 践 者 ，背 后 是 对 提
升看病效率、解决看病难、看
病 贵 、医 生 资 源 充 分 利 用 的
渴望。

闻金生：2015年8月，我们医院借助“九峰
医疗”启动了移动远程影像会诊，截至目前已
经会诊 200 例，给百姓带来了很大的实惠，深
受患者的欢迎和好评。远程影像会诊帮助广
大患者实现了足不出县就能享受名医的服
务，与国内知名专家“零距离”对接，不仅节省
了大量的时间和精力，还满足了患者对高水
平专家诊断的需求。

这里有两个病例令我印象深刻，深有感
触。一位 59 岁的患者因腹痛入院，经过医院
检查和各方面的诊疗，认为患者得的是胰头
癌。不过将数据传给北京的知名医院后，经
过专家会诊，被诊断为慢性胰腺炎。手术取
出了肿块，经过病理切片发现患者的确患有
慢性胰腺炎。还有一位 19 岁的男孩，在南京
旅游时因腹痛进入医院治疗，诊断为肠梗
阻，治疗后并没有明显好转。回到江西后，
先后在多家大医院治疗，效果也不明显。患
者后来在我们医院治疗，经过国内知名专家
会诊，最后诊断为腹腔结核,对症治疗后明显
好转。

从目前运行情况来看，远程影像会诊带
来的方便和快捷得到了显现，减少了患者外
地求医的奔波以及各种无奈，大大减轻了患
者到大医院就医的经济负担。同时，提高了
医院医生的医疗水平，尤其是对疑难杂症的
诊疗水平提高较大。远程影像会诊对推进分
级诊疗、实现90%的病人留在本县治疗大有裨
益。此外，通过远程影像会诊还提高了医院
信誉度，提升了医院的品牌影响力。

省胸科医院
胸腔镜技术国内领先

本报讯 日前，江西省胸科医院为一例左
肺中央型肺癌患者成功施行了全胸腔镜下袖式
肺叶切除术+淋巴结清扫术，此举标志着该院
胸腔镜技术已经达到了国内的先进水平。据介
绍，全胸腔镜下袖式支气管肺叶切除术较传统
开胸术式，能够让肺肿瘤的外科治疗达到最大
限度的微创化,但术中必须保证吻合的严密精
确，以避免吻合口漏、气胸等发生。这对医生的
支气管外科操作技术和临床经验都提出了极高
的要求,尤其是左肺，因其位置深、邻近心脏大
血管，操作角度刁钻，一直以来都是胸外科医生
最渴望挑战的技术难关之一，目前在全国也只
有极少数医疗单位有能力开展此类术式。

(方育霞 赵 龙)

省皮肤病专科医院
新技术惠及皮肤病患者

本报讯 日前，江西省皮肤病专科医院对该
院近年开展的新技术新项目进行现场评审验
收，10个参评项目全部通过现场评审。此次参
评的新技术新项目包括铒激光治疗面部痤疮凹
陷性瘢痕、皮肤镜在日光性角化病诊断中的应
用、果酸活肤技术治疗痤疮、810nm半导体激光
脱毛、308nm 准分子光联合卤米松乳膏治疗成
人面颈部白癜风、羟基乙酸（果酸）治疗黄褐斑、
科马嘉念珠菌显色培养基快速鉴定临床念珠
菌 、真 菌 体 外 药 敏 实 验（微 量 稀 释 法）、API
20C AXUE系统鉴定酵母菌技术、原位杂交检
测EB病毒核酸等 10项，这些技术的推广应用，
将进一步促进皮肤病诊疗水平的提升，让更多
皮肤病患者受益。 （叶 杰 李 娟）

赣州市人民医院
举行临床技能大比武

日前，赣州市人民医院举行了临床（医疗）实
践技能大比武，旨在激励全院医务人员持续加
强临床操作技能训练，培养临床思维和人文关
怀精神，以一流的医疗服务能力和水平改善群
众就医体验。 （段德正 焦 青）

............................................................
健康资资讯

随着“健康中国”战略落地，“十三五”期间围
绕大健康、大卫生和大医学的医疗健康产业也将
引领新一轮经济发展浪潮。医疗服务、健康保险、
创新药、精准医疗及互联网医疗等细分领域将突
飞猛进。

这不，好消息就来了。21日，“互联网+医疗”
行业传出重磅消息：全国近400家大中型医院纷
纷加入马云的“未来医院”，覆盖全国 90%省份。
马云的“未来医院”通过支付宝，就能让患者享受
挂号、缴费、查报告、B超取号、手机问医等全流程
服务。用马云的话说，就是让医院只管看病，其他
服务都交给第三方来做。

然而，随着“互联网+”思维在社会各个领域
的深入和渗透，医疗服务如何适应这个大数据时
代，充分运用各种有用的数据，创新高效的快捷服
务平台，是眼前“互联网+医疗”最亟待推进的事
情。

据不完全统计，目前国内至少有2000家移动
互联企业涉足医疗，但事实上现有的互联网医疗
创业者们干的事情主要是，研发APP系统平台，利
用这个 APP 平台争抢病员、号源、导医、预诊等
等。问题是，目前国内的好医生资源仍集中在省
会等大中城市的三甲医院，不少患者按照程序预
约了专家后，得到的结果是一周后“预约”，而到了
一周后，专家系统显示：“加号需求已满”。如此看
来，如果各级医院在拥抱“互联网+”之后，仍然做
一些无关痛痒的APP平台，看病难、看病贵仍然不
能有效解决，这就值得互联企业“大咖们”的深思。

在此，我们不妨来看一下发达国家如何运用
“互联网+”为患者提供优质医疗服务。比如，美
国疾控中心公布了医疗大数据，企业就可以通过
人工智能抓取，可告诉病人多种不同的医疗方案，
让他们可以自己选择性价比更高的治疗方案。因
为有精准医疗与大数据的完美结合，让个性化的
治疗应用实现新的飞跃。

因此，笔者以为，“互联网+医疗”的核心是创新。

“互联网+医疗”的核心是创新

健康锐锐评............................................................新新
“互联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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