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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外移动互联网医疗应用现状及未来发展趋势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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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动互联网的快速发展催生了新的医疗健康信息化服务模式。对国内外移动互联网医疗应用现状进行了介绍和分

析，探讨了应用过程中面临的主要问题，并提出了对未来发展趋势的见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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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伴随3G技术的广泛应用、智能终端的普及和网民使用习惯的改变，移动互联网行业正迎来一个全新时代。据美国知名
网站通讯流量监测机构StatCounter的研究报告，从2009年以来，移动互联网用户数量每年呈双倍增长，2012年全球移动
互联网使用率上升到了8.5%。根据工业和信息化部的统计，截至2013年5月底，我国移动互联网用户总数已经达到了8.17
[1]

亿 。当前，如何通过方便、快捷、丰富的应用在移动互联网浪潮中运营，已经成为各行各业关注的焦点。医疗行业也不
例外，世界各国针对移动用户的医疗健康服务业务也在不断扩展，一些应用正从初期的摸索尝试阶段发展为成熟的业务模
式。移动互联网正在改变着人们的生活，并给医疗健康信息化服务带来了新的变革。

2 移动互联网医疗应用现状
移动互联网医疗应用的主要模式可以分为两种：一种是面向医院医生的，也有称之为B2B模式，这种模式主要用于医
生之间的交流、医学知识库的应用和常用医学工具等；另一种是直接面向用户或患者的，可以称之为B2C模式，主要用于
寻医问药、远程医疗、预约挂号、信息查询和随访服务等。据不完全统计，目前关于移动医疗的App已达到数千个。
2.1 国外主要应用形式 国外移动互联网医疗应用开展较为活跃，有许多应用已经逐渐普及。在一些发达国家，远程医疗的
应用非常成熟，而近年来利用手机等移动智能终端进行远程医疗的研究和应用也越来越多。2009年，美国研究人员曾建
基金项目：国家863计划项目（编号：2012AA02A616）；重庆市科技攻关计划项目（编号：cstc2012gg-yyjsB10006）
＊通讯作者：第三军医大学西南医院医教部，400038，重庆市沙坪坝区高滩岩正街29号
①第三军医大学西南医院信息科，400038，重庆市沙坪坝区高滩岩正街29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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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了一个telestroke（远程中风治疗与

由云端基于这些数据进行计算，为患

未来用户可像在淘宝上购物一样得到

护理指导）系统，通过远程医学手段

者提供个性化反馈，还可以及时提醒

医疗健康咨询服务。还有“5U家庭

给那些急性脑卒中的患者提供及时治

医生和护士。全球第一家上市的移动

医生”是一个私人家庭医生模式的移

疗。该系统的主要作用在急症神经疾

医疗公司Epocrates生产了一款能够让

动医疗服务平台，致力于让个人拥有

病发生时，通过便携式移动通信设备

医生在智能手机和平板电脑上查找药物

私人家庭医生，并通过手机和网络，

和对应支持系统，实时为临床诊断和

资料的应用软件，为医生提供临床信息

便捷获得家庭医生提供的健康管理和

治疗提供高质量的临床信息和影像资

参考，包括数以千计的药品信息和临床

预约就医服务，目前重点在推广专业

料，从而达到辅助远程诊断治疗的效

治疗数据库，目前有数十万名医生使用

手机育儿问答服务。二是知识辅助

果。美国心脏协会建议那些在最初24

这款软件。移动医疗技术与医疗物联网

型。如“全科医生”是面向专业医

小时内无法为患者提供及时治疗的医

技术的紧密结合，促使一些新应用的诞

护人员开发的掌上信息查询及决策

院都应用这一系统，后来在日本也建

生。有一家名为ZEO的公司，主要生产

工具平台，是基于知识库管理的临

立了类似的系统 。德国应用推广了一

辅助人们提升睡眠质量的软件和硬件，

床决策支持系统（Clinical Decision

个远程皮肤病学信息系统，用于皮肤

如可以佩戴在人身上的腕带和头贴，

Support System，简称CDSS）。内

病患者的远程治疗。患者通过智能手

它们通过蓝牙与手机相连，可以动态

容包括医学计算与临床评估、药物、

机上的应用程序，向医疗保健机构传

记录睡眠周期和相关质量参数，帮助

检验、疾病、手术与操作、资源库等

输皮肤图像数据和生物反馈信息，医

人们查找睡眠质量问题，并提供个性

多个功能模块，它可以帮助临床一线

生通过部署在台式机或平板电脑上的

化的睡眠指导。

工作者提高工作效率、降低差错。另

数据分析平台为患者提供诊断 。法国

2.2 国内主要应用形式 国内的移动互

外，还有直接面向患者的“家庭用药

的Eric Page、Serge Cazeau等研究人

联网医疗应用总体处于起步阶段，

助手”，由国内医学专业网站丁香园

员将低功耗嵌入式传感器用于移动医

但发展速度非常迅猛。2013年8月13

组织开发，是一款专门面向大众家庭

疗中，设计了一种新型可移植系统，

日，笔者尝试通过360手机助手找手

用户的药品信息查询工具，应用延续

通过双向传感起搏器对患者的重要生

机软件，搜索“医疗”关键词可以搜

了医生版“用药助手”的权威用药数

理指标变化进行实时监测，实现连续

[2]

[3]

到1500个手机客户端应用程序，搜索

据和便捷交互设计等优势，提供孕妇

[4]

“健康”更高达5400个。这些应用涉

用药安全警示，真假药品、保健食品

移动互联网在医疗中的不断深入

及的范围非常广泛，有医疗咨询、诊

鉴定、附近药店等功能。三是综合服

应用，也催生了新的商业模式。一些

疗知识宝典、预约挂号、健康自测、

务型。如“移动医院”和“掌上浙

专业从事移动互联网医疗应用的公司

药物和疾病手册、急救助手、手机药

一”是一款利用智能手机终端由医院

不断涌现，与此同时，越来越多的医

店、慢病管理等等。需求牵引发展，

为患者提供的综合医疗服务平台，经

生、患者或保险公司愿意为此买单以

由此可见，已经有一个相当大的群体

过身份认证可随时随地得到对应医院

获取所需服务。ZocDoc是一个基于

在关注这一领域。但大多数App都是一

的智能导诊、自助挂号、检查结果实

地理位置的线上预订平台，用户可以

些功能简单的应用程序，实用性和成

时查询、个人健康档案记录共享、就

在网站或者移动客户端通过该平台找

熟度还比较欠缺，下载量并不大，超

诊时间提醒、用药及复诊提醒等网上

到附近医生，并且根据医生的档案点

过100万次的只有少数几个知名度高一

医疗便捷服务。还如“医事通”健康

评、资质认证、空余时间段等选择合

些的应用程序。

平台是一款以预约挂号为主的智能手

监护和异常情况报警 。

适医生，再确认服务时间，完成预订

目前，国内相对有一定知名度的

机终端软件，它整合了重庆市三甲医

服务 。WellDoc是一家致力于利用新

应用主要有以下几类：一是医患交互

院的就诊号源，并与各家医院的HIS

技术辅助慢性病管理的公司，打造了

型，如“春雨掌上医生”是一款专业

对接，患者在这一个平台上就能预约

一个手机+云的糖尿病管理平台，患者

手机医生问答软件，通过建立疾病数

到全市三甲医院的专家号、教授号及

可以通过手机方便的记录、存储和利

据库和整合医生资源，为用户提供移

普通号，通过手机能够实时从话费中

用糖尿病数据，并将数据传到云端，

动的自诊或在线问诊服务，他们希望

扣除挂号费。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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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面临的主要问题与思考

院效率，就会得到保险公司的强力支

System Using a Mobile Device (Smartphone)

移动互联网医疗应用之所以获

持。而在我国移动医疗暂时没有很成

for Diagnostic Image Display and Treatment of

得蓬勃发展，个人认为有三个方面的

熟的商业模式，这与国家在医疗方面

Stroke[J].Stroke,2012(43):236-239.

主要原因：首先得益于具有良好性能

的投入，人们对医疗上面的观念意识

[3] Rolf-Dietrich Berndt, Mbusa Claude

的智能移动终端的普及和移动网络的

方面都有关系。我国由保险公司或政

Takenga, Sebastian Kuehn, et al. Development

快速发展，人们已经逐渐适应将原来

府来付费的产品相对较少，医疗价格

of a Mobile Teledermatology System[J].

固定互联网的应用转向移动互联网；

也未市场化，商业医疗保险盈利空间

TELEMEDICINE and e-HEALTH,

二是移动互联网随时随地的通信功能

有限，虽然潜在市场很大，但可行的

2012,18(9):668-673.

提供了前所未有的便捷性，人们可以

商业模式还得继续进行摸索。

[4] 任行.国外移动医疗体系发展现状[J].中国

充分利用零碎时间去处理各种事务；
三是不断增长的个性化医疗和保健需

数字医学,2013,8(4):95-97.

4 小结及展望

求，再加上与医疗物联网技术的结

总体来看，移动互联网的发展给

合，使得移动智能终端成为重要的应

医疗信息化建设带来了新的契机与活

用载体和网络中枢。

力。丰富的应用形式拓展了医疗模式

[5] 曹小林.2013移动医疗新浪潮[J].互联网周
刊,2013(5).
[6] 袁小毅.在线医疗革命重启：医疗APP成
开路先锋[J].互联网周刊,2012(19).

然而，移动互联网在医疗上的应

与手段，为人们的医疗保健服务提供

用仍存在许多局限性。首先，医疗活

了更多的选择空间，一些应用从一定

动本身具有严肃性和复杂性的特点，

程度上降低了医疗费用，受到了群众

相关业务的开展必须考虑政策法规层

的欢迎与好评。那么，移动互联网医

面的要求。譬如，目前国家规定医生

疗应用的未来前景究竟如何呢？电子

的执照只在医院内部是合法的，并不

发烧友网的编辑们从移动医疗设备的

允许医生在院外行医，这使得一些进

使用现状、全球各种医疗移动化的需

行远程医疗的应用有违规的嫌疑。同

求情况、医疗移动化的市场价值等方

时，通过移动互联网的医疗数据能否

面做了一些颇有意义的调查研究和

完全保证稳定性、实时性和真实性仍

预测，他们认为医疗移动化的前景

中标软件有限公司是国产操作系

需要综合考虑，要尽量避免因为技术

是非常可观的。据其统计分析，预计

统、办公软件研发的领军企业。公司

因素造成误诊或医疗差错的发生 。二

2015年30%的智能机用户将会使用

推出的“中标普华病历通”电子病历

是移动医疗不是简单的开发一个App

健康应用；2016年集成了手机连接

编辑器中间件，被国内众多HIS厂商所

就行的，若要可持续发展必须有行业

的医疗设备将达到247万；2016年

采用，已在数百家大中小型医院上线

支撑和行业资源的深度合作，使医疗

末，拥有医疗监视兼交流系统的家庭

运行，取得了良好的口碑。

专业知识、IT技术和运营主体有机结

将达到490万；2018年移动健康市场

eChart是中标公司最新推出的新

合起来，形成一个相互补充、相互促

将达118亿美元（2011年为12亿美

一代移动医疗基础平台系统，包括

进的联合体。三是用户的观念还需要

元）。有理由相信，虽然政策法规、

M5、M7两种型号系列的移动终端及

进一步转变，必须有一方愿意为此买

资源整合、商业模式等问题的妥善解

配套的安全办公管理软件。与传统

单，才能持久有效地运营下去。在国

决还需时日，但移动互联网在医疗中

的PDA、消费类平板电脑、查房车相

外，一些移动医疗产品已经有商业模

的应用一定会迅猛发展，移动医疗必

比，该系统集强大的运算能力、扫描

式，主要是向医院、医生、药企、

将成为未来人们生活中不可或缺的重

能力和便携性于一体，在应用于移动

保险公司和消费者进行收费。例如

要组成部分。

查房、移动护理、移动输液、点餐等

[6]

Epocrates公司为医生提供手机上的临
床信息参考，2012年营收约为1.2亿美

【收稿日期：2013-08-20】
（责任编辑：肖婧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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