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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慧健康管理系统开发与应用前景 

郑 月 李小溪 方洁旋 戴 萌 

(南方医科大学南方医院健康管理科 广州 5 105 15) 

[摘要] 介绍智慧健康管理的含义、必要性和面临的主要问题，详细阐述其系统开发，包括物联网、云计 

算等技术的开发应用，数字健康与移动健康等，最后对智慧健康管理系统的应用前景进行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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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paper introduces the concept，necessity and problems of intelligent health management，elaborates its system develop— 

ment，including the application of internet of things and cloud computing，electronic health and mobile health，etc．At last it prospects 

the future application of intelligent health management syst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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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智慧健康管理是整合医疗与信息技术相关部 

门、企事业单位资源，进行全面合作，通过信息化 

技术，研究健康管理信息的获取、传输、处理和反 

馈，实现区域一体化协同医疗健康服务，建立高品 

质与高效率的健康监测、疾病防治服务体系、健康 

生活方式与健康风险评价体系，进行健康评价、制 

定健康计划、实施健康干预等过程，达到改善健康 

状况、防治常见和慢性疾病的发生和发展、提高生 

命质量、降低医疗费用的目的，最终实现全人、全 

程、全方位的健康管理_1 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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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智慧健康管理的必要性和面临的主要问题 

2．1 必要性 

社会的发展和疾病谱的改变都促使人们越来越 

多地关注健康，开发区域一体化协同医疗健康服 

务，建立智慧健康管理系统的必要性越来越凸显。 

我国慢病形式严峻，为了适应社会发展、更新健康 

理念、满足民众健康需求、提高大众健康水平，需 

要大力发展健康管理学科。进行全面、系统、深入 

的智慧健康管理系统开发迫在眉睫。 

2．2 主要问题 

健康管理作为一门新兴学科，有着非常先进的 

理念，但在我国却难 以实施，主要面临着如下困 

难：健康管理是对个体全生命周期健康的管理，需 

要通过定期的健康监测收集大量的个人健康信息， 

在此基础上进行健康或疾病风险评估，制定相关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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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计划、健康干预。健康管理服务中需要收集、统 

计、分析海量数据，手工操作基本无法完成；而卫 

生部门信息系统分割、衔接断层，服务效率低、质 

量控制难；大城市常开设健康体检服务，但难以开 

展健康管理服务，基层社区更是无法开展；加之我 

国大众健康观念落后，重治疗轻预防，慢病危险因 

素不能早发现早预防，发现时已经到了慢病晚期。 

且我国民众健康水平监测基础数据库尚未建立，有 

关健康评估、健康需求、健康管理模式和系统的理 

论框架等研究也相对较少 J。 

智慧健康管理系统的开发及产业化面临着巨大 

的挑战：我国的健康卫生管理工作缺乏疾病连续动 

态管理，且绝大多数医疗系统均局限于本医院或本 

系统使用，导致信息孤岛的形成，不能实现卫生信 

息共享，而开展智慧健康管理的一些技术条件尚不 

成熟，面临着基础设施不足、技术创新困难等问 

题。因此针对健康管理中面临的困难、存在的问 

题，开发一种适合我国国情的智慧健康管理系统是 

非常必要的。 

3 智慧健康管理的内容与系统开发 

3．1 物联网、云计算等技术在智慧健康管理系统 

中的开发应用 

3．1．1 物联网 (The I nte rnet of Th{ngs) 

由装置在各类物体上的射频识别电子标签、二维 

码、红外感应器、全球定位系统、激光扫描器等组 

成的智慧传感器，经过接口与无线通信网络、因特 

网互联，以实现人与物、物与物间智慧化地获取、 

传输与处理信息的网络 J。 

3．1．2 云计算 (C]0ud Comput1 ng) 是一种 

计算模式，通常是指：分布式处理、并行处理和网 

络计算的发展，是计算机科学的商业实现，是虚拟 

化、效用计算、IaaS、PaaS、SaaS等概念混合演进 

并跃升的结果，也就是说云计算以公开的标准和服 

务为基础，以互联网为中心，提供安全、快速、便 

捷的数据存储和网络计算服务 j。云计算作为一种 

新兴的共享基础架构，把巨大的资源系统池连接在 
一 起，为网络中的用户提供个性化、泛在的信息工 

具和信息服务 。 

3．1．3 系统开发 为了适应社会发展、满足人民 

健康需求，以世界先进的健康管理理念为指导，以更 

新健康观念、提高大众健康水平为目的，南方医科大 

学南方医院开发建立了多功能信息化智慧健康管理系 

统。该系统将哲学范畴的方法论引入健康管理体系构 

建，运用系统方法论与过程方法论，精益六西格玛理 

论和信息集成、物联网、云技术等建立健康管理云交 

互平台，与众多系统进行集成和数据交互；基于HL7 

卫生信息交换标准，通过医疗数据整合前置引擎系 

统，整合医疗卫生行政部门、疾控中心与各级医疗卫 

生机构的信息。包括6大类医疗服务系统，12个包 

括健康、亚健康和疾病的数据库和3大管理系统。该 

系统将院前、院中、院后多个分散、独立的信息系统 

进行集成，建立了集疾病预防、健康管理、疾病治 

疗、社区医疗服务于一体的健康管理云交互平台，是 

一 个经济高效、可复制、易推广并能将大医院优质医 

疗资源辐射至基层社区、家庭、个人，从互联网上预 

约到查阅个人相关资料全程信息化，集健康管理、医 

疗、预防与社区医疗服务于一体的健康管理医疗服务 

体系，见图1。 

3．2 数字健康与移动健康 

3．2．1 概述 数字健康 (eHeahh)最早出现于 

2000年，在医疗与健康管理行业主要涉及全民健康 

信息网络、电子健康记录、远程医疗服务、移动医 

疗设备和通讯以及基于 IT和通讯技术的疾病预防、 

健康监测和生活方式管理的系统和设备 J。移动健 

康 (mHealth)是随着移动通信技术和医疗技术设 

备的发展而出现的，也是 eHeahh的一部分，最早 

应用于紧急医疗支持，是把计算机技术、移动通信 

以及信息技术应用于整个医疗过程的一种新型医疗 

方式 。 

3．2．2 信息化健康管理运营模式 本院用世界先 

进的健康管理理念，从服务模式、质量、流程、技 

术等方面进行探索，全面、深入、系统地进行智慧 

健康管理系统开发与研究。全程信息化健康管理运 

营模式的构建与实施可以有效提高健康管理的质 

量、效率、效益与整体运营水平。各系统高度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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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实现从采集信息、健康风险评估，到健康干预 

全过程的信息化。能与医院现有信息系统，各诊 

室、各检查仪器，健康风险评估、健康干预等软件 

之间信息高度集成。从网上预约到网上查阅体检报 

告进行全程信息化服务。可分为检前信息化、检中 

信息化和检后信息化 。见图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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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系统结构 

网上预约 

自制系统 

批量导人 

结论自动生成 

远程信息管理 

阳性体征标识 

电子健康档案 

信息分析统计 

网络信息平台 

选择体检套餐 

填写个人信息 

发送信息 

中诊匠× ： 程诊 ( 程总 

图2 健康管理全程信息化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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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3 检前信息化 (1)网上预约——简化体 

检登记流程。中心开通网上预约服务，体检个体或 

团体通过互联网填写体检预约表后，个人体检信息 

可自动导人体检系统，完成体检登记、录人工作。 

(2) 自制系统——规范制定体检套餐。客户在专家 

的指导下，可在查询机上结合 自身情况，自行制定 

体检套餐。自制系统包括3个过程：选择体检套餐 

(或项 目)，填写问卷，推荐套餐 (或项 目)，介绍 

项目意义、价格，确认套餐 (或项 目)、价格；填 

写个人信息，包括姓名、年龄、性别、身份证号； 

发送信息，将选定的体检套餐 (或项目)及个人信 

息发送前台，同时打印预定单，凭单交费进行体 

检。(3)批量导人。为团体体检单位提供个人电子 

信息表格，受检单位只需将填写好的表格上传互联 

网，工作人员可将其批量导人体检系统，完成体检 

登记录入工作。 

3．2．4 检中信息化 (1)系统集成——采集个 

人信息完整准确。健康体检系统实现与医院各个系 

统无缝连接。客户体检预约——登记——收费 (可 

与HIS同步)——打印导检单——发送电子申请， 

包括LIS检验相关项目、PACS影像相关项目、各检 

查仪器、各诊室等——回收检查检验等相关结果 

— —

总检——审核——终审——报告等全部过程在 

信息系统平台上进行。(2)可视化导检单——提供 

个性化服务。可视化导检单是根据体检场地的具体 

位置和体检项 目具体内容而开发的图文并茂的导检 

单。系统在向各诊室、各部门发送体检项目的同 

时，可出具一份详细标识检查项目和检查具体位置 

的平面导检图。(3)分诊系统——优化规范服务流 

程。系统根据体检人员的检查项目及各诊室的检查 

情况，自动指引客户到相关诊室进行检查。系统具 

体功能包括：每位医务人员都能根据系统信息提示 

未检的项目，同时为体检客户指明下一个检查人数 

最少的诊室；能在各诊室显示屏上显示检查与待检 

状态；电子荧屏同步显示各诊室检查与排队情况。 

3．2．5 检后信息化 (1)结论 自动生成——有 

效提高总检速度。系统能根据检查、检验结果 自 

动生成体检结论，对体检结果进行总结的专家教 

授只需稍做修改，即可撰写完成健康体检的总结 

报告，从而有效提高撰写速度。 (2)远程信息管 

理——实现运营模式复制和输出远程信息管理。 

包括 3方面内容：一是集 中诊断，指有经验的专 

家教授在任何一间诊室只要登录体检信息管理平 

台，即可对不同诊室间进行的心电、放射、超声 

等检查内容进行诊断，撰写诊断报告后，实时上 

传至总检处。二是远程诊断，包括心 电、放射、 

超声等的远程诊断。三是远程总检，即体检 中心 

各分部可将总检报告回传总部，由总部经验丰富 

的专家进行集 中总检，或对其他分部的总检报告 

实行远程质量监控。(3)阳性体征标识——严把 

体检报告质量关。系统能实时识别阳性体征，自 

动标识异常人群。对于健康人群 ，医务人员能迅 

速针对客户健康状况进行健康管理，如提供健康 

随访、健康提醒、健康教育、健康促进等健康管 

理服务；为疾病人群可立即启动诊疗程序，并将 

体检结果发送到住院诊疗系统。(4)电子健康档 

案——健康决策动态高效。根据卫生部 《健康档 

案基本架构与数据标准 (试行)》规定，设立个人 

电子健康档案。基本原则：一是建立全国统一的、 

标准化的居民健康档案；二是按国家电子病历的 

基本架构与数据标准设计。用三维坐标轴 (生命 

阶段、健康和疾病问题、卫生服务活动或干预措 

施)上的某一区间连线所圈定的空间域，表示个 

人在特定的生命 阶段，因某种健康或疾病问题而 

发生相应的卫生服务活动所记录的信息数据集。 

(5)信息分析统计——健康体检服务增值信息查 

询统计。主要针对疾病进行统计分析，能按照不 

同字段名进行数据提取与统计分析。如团体体检 

单位的发病率、异常体检项 目分布、单位高发疾 

病等方面的数据统计，以便为团体单位进行健康 

风险评估、健康干预。此外系统还能针对疾病趋 

势、体检项 目、阳性体征、客户来源、工作量、 

财务等方面进行统计与分析。(6)网络信息平台 

— — 搭建网络互动平台。系统提供网络互动平台， 

实现客户与医务人员的交流与沟通。在网络服务 

平台上，可提供网上体检预约、体检结果查询、 

健康风险评估、健康教育、健康咨询等服务。 

· 1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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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智慧健康管理系统应用 

4．1 应用于远程健康管理医疗服务系统 

可以实现大型综合性医院与基层、社区医疗机 

构之间的信息传输与整合，如居民电子健康档案信 

息的共享、通过网上端口预约体检、查询体检报告 

等，实现标准的数字化体检信息交互。并建立可视 

化远程健康管理医疗服务系统，主要包括：临床实 

时交互式可视会诊；对远程影像、内窥镜图像、病 

理图像 、心电图、动态心电、动态血压等做出专业 

的诊断报告并及时发回到基层医疗单位；危急、疑 

难病例讨论和多专家会诊；双向转诊；远程培训、 

继续教育；学科建设和专科门诊建设顾问。该服务 

将大医院优质健康管理服务辐射，减少医疗开支， 

提高边远地区医疗水平，降低患者医疗费，一定程 

度上缓解了看病难和贵问题。同时农村基层基础设 

施建设不足、信息化专业人才缺乏，培养农村需求 

的卫生人才队伍、加强数据内容建设与宣传力度、 

开展逐级培训方面对远程健康管理医疗服务系统有 

很大的需求 。 

4．2 应用于以肿瘤为主的慢病监测与管理系统 

实现医疗机构、疾控中心和社区服务中心 3级 

联网，使肿瘤患者相关信息在大医院、疾控中心与 

基层社区服务中心得以共享，便于社区服务中心对 

肿瘤患者的随访与管理，降低了医疗费用。通过对 

肿瘤发病与死亡情况的实时监测，较全面地掌握死 

亡率和死因构成情况、医疗机构临床评估癌症病人 

的治疗和生存影响，为卫生行政部门制定相关政策 

提供科学依据。 

药物用量和饮食情况等。 

5 结语 

目前健康管理系统集成方式存在弊端，建立医 

院信息化标准是必然的 。我国正处在向新型医疗 

和健康管理模式的转变过程中，智慧健康管理的重 

要作用也日益凸显出来。智慧健康管理有着广阔的 

发展前景，大力开发智慧健康管理系统是一项很有 

意义的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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