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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 互联网 ＋ ” 推动大健康医药产业优快发展
杨连举

( 华侨大学生活哲学研究中心ꎬ福建厦门 ３６１０２１)
摘

要: 随着中国互联网信息技术的不断发展ꎬ中国医药产业开始了从线下走向线上的转变ꎬ资源的合理配

置、销售的多渠道化使得中国医药产业实现了高效、快速的发展ꎮ 但是与此同时ꎬ随着广大民众对医药产业需求的
不断增多ꎬ医药产业发展模式也面临着巨大的挑战ꎮ 该文立足于对中国医药产品发展现状、特征的详细调研ꎬ结合
未来医药产业发展方向以及广大民众需求ꎬ对于当前中国医药产业发展面临的问题进行了具体的分析ꎬ并且结合
“ 互联网＋” 和“ 大数据” 理念ꎬ针对健康管理、诊疗服务、医药销售三个方面工作的开展ꎬ提出了有利于医药产业发
展的建议举措ꎬ对于中国医药产业的发展具有重要借鉴意义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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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药产业作为中国国民经济支柱产业ꎬ不仅仅
关系着国计民生、广大人民的健康ꎬ而且还关系着社

１

中国医药产业发展现状以及面临问题

会的安定有序与否以及经济、社会的健康发展ꎮ 党

中国是医药产业大国ꎬ经过数十年的发展ꎬ医药

在十八大报告中明确指出“ 要完善国民健康政策ꎬ

产业发展已经具有相对成熟的模式ꎬ是现阶段中国

坚持预防为主ꎬ将发展健康策略提到新高度” ꎬ而要

增长较快的产业之一ꎮ 与此同时ꎬ随着全球医药产

实现这样的目标ꎬ就必须要做到推动医药产业科学、

业发展市场容量和需求空间的进一步扩容ꎬ国家对

高效发展ꎬ才能切实做到为国民健康提供有力的保

于健康产业在政策方面支持力度的不断加大ꎬ以及

障和支撑ꎮ

国民健康意识水平的不断提升ꎬ中国医药产业即将

在当前ꎬ互联网技术得到了如火如荼的发展ꎬ线

迎来难得的发展机遇ꎮ

上产品和服务销售已经开始逐步成为大众青睐的方

与此同时也看到ꎬ传统的医疗产业模式在信息

式ꎮ 而新医改文件中也明确提出了“ 以推进公共卫

全球化的大背景下已经不再适应ꎬ健康管理、诊疗服

生、医疗、医保、药品、财务监管信息化建设为着力

务、医药销售等多个方面都面临着巨大的挑战ꎬ主要

点ꎬ整合资源ꎬ逐步实现统一高效、互联互通” 的要

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求ꎬ由此可见ꎬ将医药产业与互联网技术相融合已经
成为一种趋势ꎬ对于中国医药产业的发展必然带来
广泛、积极的影响ꎮ
本文立足于对于中国医药产业发展现状ꎬ对于
当前中国医药产业发展过程中存在问题以及民众需

一是健康管理未能及时纳入医药产业中ꎮ 健康

管理是 ２０ 世纪 ５０ 年代末最先在美国提出的概念
( Ｍａｎａｇｅｄ Ｃａｒｅ) ꎬ其核心内容为医疗保险机构通过
对其医疗保险客户( 包括疾病患者或高危人群) 开
展系统的健康管理ꎬ达到有效控制疾病的发生或发

求进行了具体调研ꎬ结合“ 互联网 ＋ ” 概念ꎬ对于中国

展的目的ꎮ 随着实际业务内容的不断充实和发展ꎬ

医药产业中健康管理、诊疗服务、医药销售三个方面

健康管理逐步发展成一套专门的系统方案和营运业

面临的挑战进行了明确ꎬ并且有针对性地提出产业

务ꎬ并开始出现区别于医院等传统医疗机构的专业

发展的建议和举措ꎬ为当前医药产业的发展以及中

健康管理公司ꎬ并作为第三方服务机构与医疗保险

国医药产业的转型升级提供了借鉴ꎮ

机构或直接面向个体需求ꎬ提供系统专业的健康管
理服务ꎮ 但是在当前ꎬ这种服务并没有在中国得到
广泛的推广ꎬ一方面是因为人们对于健康管理的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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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程度依然不够ꎬ另外一方面主要是因为健康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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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方法、手段依然比较滞后ꎬ人们还未看到健康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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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全部益处ꎬ依然存在着巨大的可挖掘的市场空间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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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是诊疗服务形式过于单一ꎬ亟待多维化转变ꎮ
当前ꎬ国内的诊疗服务依然是采取患者到医疗机构、
医疗工作者为其进行服务的模式ꎮ 在科技迅速发展

深ꎬ利用“ 互联网 ＋云数据” ꎬ可以推动健康管理产业
的发展ꎬ从而提升社会效益、经济效益、民众健康水
平三位一体的水平:

的前提条件下ꎬ这种服务模式已经无法与民众的需

一是建立多维医疗云数据ꎮ 基于当前中国医疗

求进行完全契合ꎬ面临巨大的挑战ꎬ主要体现在以下

产业发展的实际情况ꎬ可以建立多维医疗云数据ꎬ涵

两个方面:一是远程诊疗无法进入到普通家庭当中ꎮ

盖以下三个方面:一是不同类型疾病云数据ꎮ 根据

对于部分普通疾病ꎬ部分具有较高文化程度的患者

已经出现的各类疾病的预防成效和治疗情况ꎬ将全

完全可以在远程诊疗的引导下完成基本诊疗ꎬ然后

国乃至世界上的相关资料进行汇总ꎬ建立不同类型

就近选购药品ꎬ该种方法不仅仅可以缩短求医路途

疾病的云数据库ꎬ使得医疗工作者以及部分普通民

中所使用的时间ꎬ加速患者的诊疗周期ꎬ而且可以改

众可以对于疾病的发病情况和治疗方式有所了解ꎬ

善患者多、医疗床位少、医生工作负荷大的现状ꎬ有

从而达到医疗经验共享的目的ꎻ二是不同年龄段疾

利于医院医疗资源的最大化利用ꎻ二是医疗服务资

病云数据ꎮ 针对国民身体素质实际情况ꎬ对于不同

源无法得到最广泛的应用ꎮ 对于部分患者而言ꎬ医
院是其唯一可以接受医疗诊治服务的地方ꎮ 但是就
实际情况来看ꎬ医院医生应该具有较强的机动性ꎬ完
全可以把医疗服务送到患者家中ꎬ这样的话不仅仅
可以免除患者奔波的痛苦( 尤其是对于部分行动不
便的患者来说) ꎬ而且可以最大化医生资源的利用ꎮ

三是医药销售价格问题和安全监督问题成为痼

疾ꎮ 在当前ꎬ中国医药销售主要具有以下两个方面
的突出问题:一是医药产品价格透明问题有待提升ꎮ
虽然在当前ꎬ国家提出了多项举措对于医药产品和
服务的价格进行管控ꎬ但是依然存在着医药产品、服
务价格不透明的问题ꎬ不同地方、不同时间段的同种
医药产品价格相差数倍甚至数百倍的事情屡见不
鲜ꎻ二是医药产品监管方式过于单一ꎮ 当前还没有
任何方式可以实现对于医药产品流通的动态监管ꎬ
造假、售假的问题依然存在ꎬ追责工作开展相当困

年龄段疾病类型以及诊治数据进行统计ꎬ根据统计
结果定时定期发布不同年龄段疾病防控报告ꎬ使得
广大民众可以结合疾病防控报告以及自身健康实际
情况ꎬ对于身体健康情况进行及时调理ꎮ
二是建立个人健康云数据ꎮ 主要包含两个方
面:一是建立个人健康管理数据ꎮ 基于个人实际情
况ꎬ建立个人终生健康管理档案ꎬ并且将该档案与现
行的医疗电子设备进行关联ꎬ进行动态监测ꎮ 个人
可以结合监测实际情况ꎬ以及医疗部门提供的标准
数据ꎬ对于个人生活、运动情况进行及时调整ꎬ提升
个人健康程度ꎻ二是建立家庭健康管理数据ꎮ 基于
遗传学基本理论ꎬ建立家庭健康数据管理档案ꎬ对于
个人可能出现的遗传疾病进行及时判断ꎬ并且结合
专业医疗机构给出的建议ꎬ进行预防性治疗ꎬ使得个
人健康可以得到改善ꎬ并且可以避免较大疾病的出

难ꎮ 因此ꎬ如何基于“ 互联网 ＋ ” 的技术手段ꎬ推动医

现ꎬ同时也可以降低某项疾病对于医疗资源过度占

药” ꎬ依然是当前医药产业发展过程中需要解决的

三是建立人群健康云数据ꎮ 不同地区人群的健

药产品监管工作的开展ꎬ使得民众可以买到“ 放心
重点问题之一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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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议举措

基于对健康管理、诊疗服务、医药销售三个方面
具体问题的详细分析ꎬ结合“ 互联网 ＋ ” 概念以及中

国医药产业发展方向ꎬ在后续工作开展中ꎬ可以着力
做好以下三个方面ꎬ以全面、高效推动中国医药产业
的科学、高速发展ꎮ

２.１
展

用情况出现的概率ꎮ
康数据具有显著差异ꎬ基于全国各地区人群分布特
点ꎬ建立不同地区的人群健康云数据ꎬ并且根据疾病
出现概率以及分布情况ꎬ对于该地区外在因素对人
们健康的影响进行分析ꎬ联合多个部门对于外在环
境因素进行改善ꎬ降低可能对于人们健康产生影响
的不利因素出现的概率ꎬ提升国民健康程度ꎮ
２.２

形式

基于“ 互联网 ＋ 诊疗服务” ꎬ丰富服务种类载体

为进一步推动中国医药产业的发展ꎬ创新诊疗

基于“ 互联网 ＋ 云数据” ꎬ强化健康管理产业发

服务的载体并且丰富种类形式已经成为必然要走的

随着当前广大民众对于健康管理认识的不断加

的跨时空配置ꎬ提高医疗的可及性和服务效率ꎮ 在

途径ꎬ通过在线问诊和远程医疗实现优质医疗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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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方面ꎬ主要可以考虑做好以下两个方面:
一是强化远程诊疗服务引导ꎮ 建立“ 远程诊疗

台及时进行反映ꎬ相关部门也可以基于反映对于相
关机构进行检查ꎬ以确保医药产品价格的透明性ꎮ

服务引导” 平台ꎬ开展远程诊疗服务ꎬ主要可以做好

二是对于医药流通途径的跟踪ꎮ 基于加密手段

两个方面:一是引导家庭成员对于患者的及时救治ꎮ

为所有的药品包装进行编号ꎬ并且通过该编号跟踪

对于普通疾病ꎬ具有一定资质的家庭成员可以在医

药品从生产到运输再到销售的各个环节ꎮ 利用该方

生的引导下ꎬ在家庭中对于患者进行救治ꎬ并且通过

式ꎬ一方面可以检验药品的真假ꎬ另一方面可以利用

就近购买相关药品的方式ꎬ降低医疗成本ꎬ提升医疗

该方式明确追踪到药品的所有流通途径ꎬ一旦药品

成效ꎻ对于重大疾病ꎬ医生则可以通过诊疗服务引导

出现任何问题ꎬ均可以查询到药品所经之处ꎬ为案件

平台ꎬ引导家庭成员对于患者进行预处理ꎬ并且及时

查办提供保障支撑ꎮ

送往指定医院进行治疗ꎬ避免因为盲目送医的原因

３

导致患者的病情加剧ꎮ

结论

二是提升医疗人力资源利用效率ꎮ 建立“ 互联

总体来说ꎬ当前中国医药产业发展面临着巨大

网诊疗平台” ꎬ具备一定资质的医生ꎬ可以在该平台

的机遇同时也面临着严峻的挑战ꎬ基于当前已发现

上进行注册ꎬ然后在医院许可的前提下ꎬ组成机动医

的中国医药产业存在的各项问题ꎬ结合当前“ 互联

疗小组ꎮ 患者家属则可以通过登录该平台ꎬ对于诊

网” 理念ꎬ提出助力中国医药产业发展的建议举措ꎬ

疗需求进行明确ꎬ机动医疗小组可以按照患者需求

可以进一步推进医药产业的科学、高效发展ꎬ对于中

约定时间进行上门服务ꎬ利用该方式一方面可以提

国医药产业的发展具有重大的推动意义ꎬ有利于国

升医疗人力资源的利用率ꎬ另一方面也可以为患者

民健康素质水平的提升ꎮ

带来最大限度的方便ꎬ有利于医疗行业社会效益和
经济效益的共同提升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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