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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述

随着机能老化ꎬ常涉及身、心、精神健康和社会等多
方面问题ꎮ 患有慢性病的老年人自然病程长ꎬ需持

研究背景

续的、综合的医疗康复护理服务ꎮ 庞大的慢性病老

中共中央提出“ 健康中国” 的新理念、新思想、

年群体ꎬ对医疗卫生保健体系和养老服务体系都带

新目标ꎬ国务院« 关于积极推进“ 互联网 ＋ ” 行动的指
导意见» 要求ꎬ促进智慧健康与养老产业发展ꎮ 支
持智能健康产品创新和应用ꎬ推广全面量化健康生
活新方式ꎮ 鼓励健康服务机构利用云计算、大数据

等技术搭建公共信息平台ꎬ提供长期跟踪、预测预警

来巨大挑战ꎬ对长期护理服务模式提出了新的需求ꎮ
１.１.１

健康管理与养老医养结合特点

健康管理是将居民身体状况、实施数字化信息

采集的管理模式ꎮ “ 医养结合” 是一种有病治病ꎬ无

病疗养ꎬ医疗和养老相结合的新型养老模式ꎬ其优势

的个性化健康管理服务ꎮ 发展第三方在线健康市场

在于整合养老和医疗两方面的资源ꎬ提供持续性的

调查、咨询评价、预防管理等应用服务ꎬ提升规范化

老人照顾服务ꎮ 它通常由专业护理人员照顾老人的

和专业化运营水平ꎮ 依托现有互联网资源和社会力

健康生活起居ꎬ同时提供生活照料和临终关怀服务ꎮ

量ꎬ以社区为基础ꎬ搭建健康与养老信息服务网络平

这种养老模式可以让老年人既不长期占用医院病

台ꎬ提供护理看护、健康管理、康复照料等居家健康

床ꎬ又能满足老人对老年病漫长护理的需求ꎮ

与养老服务ꎮ 鼓励养老服务机构应用基于移动互联
网的便携式体检、紧急呼叫监控等设备ꎬ提高健康与
养老服务水平ꎮ

１.１.２

信息技术是保障现代健康管理、养老与医养

结合的有效途径
健康管理与“ 医养结合养老云服务平台” 的顶

据有关部门调查显示ꎬ中国 ６０ 岁及以上老年人

层设计思想是采用远程医疗视频云和物联网技术ꎬ

４.２ 倍ꎬ人均患有 ２ 至 ３ 种疾病ꎮ 老年慢性病患者伴

等网络技术、结合个人健康管理的智能数据采集终

中ꎬ慢性病发病率为 ５３.９％ꎬ是调查人群平均水平的

通过研究老年人健康管理档案ꎬ利用 ３Ｇ、４Ｇ、ＷＩＦＩ

端和智能家居看护机器人ꎬ构建基于视频数据、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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档案的养老大数据云服务平台ꎬ力求为老年人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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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优质的专业养老和医疗服务ꎬ实现“ 健康管理、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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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医疗ꎬ医养结合” 的健康与养老医疗服务新理念ꎮ
１.２

国内外相关研究现状及发展趋势
近年来ꎬ国内外许多研究机构和厂商进行大量

相关问题的研究ꎮ 比较先进的监护产品来自于美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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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９

菲利浦、太空实验室ꎬ德国的西门子公司ꎻ而国内有

数据资源联系ꎬ使得各服务层面可以利用数据库提

很多厂商都有自己的一系列监护仪产品ꎬ以满足不

升服务水平ꎬ并将最新的技术和方法传输至数据库ꎬ

同医疗水平的需求ꎮ

推动云服务平台整体技术进步ꎮ 建立合理的激励机

国外现状及发展趋势:美国哈佛医学院是最早

制ꎬ激发各服务环节企业的服务热情ꎬ保证服务质

部署和使用云计算平台的医疗机构之一ꎬ它所建立

量ꎮ

的私有医疗云巳经成为其在日常医疗和研究工作中

２.２

不可或缺的一部分ꎻＨｈｅａｌｔｈＴｒｕｓｔ 在亚利桑那州建立

资源数据库构建
研究构建本云服务平台需要的资源数据库ꎬ包

了全球首家大型健康档案银行( ＨＲＢ) ꎬ用户可以存

括数据分类的研究ꎬ根据健康养生与医养行业的信

储控制自己的健康档案信息ꎮ 医疗机构等客户可以

息资源分为标准规范数据、技术数据、计算数据、用

一次付清系统升级等费用 ９９ 美元建立账户ꎬ那样就

户数据、产品信息数据等ꎻ数据表达形式的研究ꎬ根

可以访问病人的健康数据及其他电子记录ꎮ 当病人

据资源类型将资源数据表达为文字、图、数据、模型

就诊时ꎬ病人可以授权医生访问健康银行里自己的

等形式ꎻ数据存储和读取形式的研究ꎬ根据数据表达

健康信息ꎬ同时医生的诊断信息也将增加到记录里

的类型ꎬ以关系型数据库或者数据文件的形式进行

面ꎮ

存储和读取ꎮ 通过研究构建数据库ꎬ为服务提供数
国内现状及发展趋势:国内许多软件公司也积

极参与探索基于云计算建设医疗卫生信息化的发展
之路ꎮ 作为东软 Ｂ２Ｃ 市场的业务发展方向ꎬ熙康产

据与技术支持ꎮ
２.３

云服务平台安全管理技术
安全问题一直是云服务乃至整个网络良好运行

品与服务通过整合互联网、物联网和云计算技术及

的重要保障ꎬ相应的安全管理技术倍受关注ꎮ 特别

医疗资源ꎬ创建一个开放的健康服务管理平台ꎬ用于

是云计算服务平台的复杂性、用户的动态性和不确

健康管理与医疗服务ꎬ动态收集、跟踪和管理个人健

定性ꎬ给安全管理带来了新挑战ꎮ 对于云计算的安

康信息ꎮ

全管理ꎬ需要有一个完备的体系ꎬ涉及多个层面ꎬ为

１.３

此本项目将从物理级、网络级、系统级及应用级 ４ 个

研究目标
医院已成功开发出了基于移动 ３Ｇ 的五合一体

级别进行分析研究ꎬ利用漏洞扫描技术、ＩＰ 访问控

征测量仪、３Ｇ 无线血压计ꎬ内置 ３Ｇ 模块ꎬ通过安装

制技术、数据加密技术、统一认证ꎬ单点登录技术、

急救、生活辅助服务等ꎬ通过外接打印机可实现自助

和容错技术等ꎬ解决云服务平台的安全管理问题ꎮ

３Ｇ 网卡ꎬ可以自动上传医疗数据ꎮ 也可以实现医疗

ＳＳＬ ＶＰＮ 技术、基于角色访问控制技术、多租户技术

打印健康分析报告ꎬ或者通过网络上传数据到养老

３

云服务平台ꎬ享受医疗专家的咨询和健康指导ꎮ
养老云服务平台按照“ 信息采集 → 风险评估 →

健康干预 → 改善跟踪” 的健康管理理念为基本框架
进行实施的ꎮ 在这个全过程的管理服务流程中ꎬ通

３.１

技术路线
研究方案

３.１.１

数据搜索自动化与智能化技术研究

为了能够对分布式信息资源进行云搜索ꎬ获取

过专业的健康专家系统ꎬ对社区或者居家采集的老

各种信息资源特征及其内容ꎬ信息资源服务将利用

年人健康信息进行评估、分析ꎬ形成持续更新的老年

网络爬虫ꎬ结合数据挖掘、人工智能、自然语言处理

人健康档案ꎻ为老年人提供健康指导意见、健康计

等相关技术实现信息资源自动化搜索和智能化搜

划ꎬ满足其个人的健康需求ꎮ 养老云服务平台的核

索ꎬ即实现信息资源服务的自动化和智能化ꎮ

心是医疗智慧专家系统和健康专业知识库体系ꎬ通

(１) 服务智能化ꎮ 利用云计算技术进行信息资

过它们实现对老年人健康风险的评估、干预方案的

源的自动搜索、清洗、转换、分类、存储、匹配和发送

制定和健康知识的主动推送ꎮ

等系列操作ꎬ能够适时根据信息资源云服务用户的

２

需求自动化完成ꎮ

２.１

研究内容

(２) 服务自动化ꎮ 开发平台自学习能力ꎬ实现

云服务平台应用框架体系构建

服务自动化ꎮ 一方面信息资源云服务能够根据约定

云平台将应用服务层面与行业数据库建立双向

用户的信息资源服务需求设定相关服务参数ꎬ对接

７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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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采用分布式文件系统存储所有计算节点的

入网络信息资源进行云搜索ꎬ利用数据挖掘、自然语
言处理等技术进行信息挖掘和信息分析ꎬ并通过智

数据ꎬ可以提高数据读写的吞吐率ꎬ从而提高提高整

能化特征处理、智能化匹配、智能化评估等相关技术

个集群的带宽ꎮ
(３) 通过采用 ＭａｐＲｅｄｕｃｅ 和分布式文件系统的

为用户提供所需要的信息资源云服务内容ꎮ 另一方
面ꎬ信息资源云服务模式根据云用户的云服务需求ꎬ

设计ꎬ使得平台能够自动处理节点故障ꎬ容错性好ꎮ

云服务内容和云服务效果对信息资源云服务相关参

同时通过为数据在不同的节点上备份多个副本ꎬ最

数不断进行调整、优化ꎬ整个过程是一个自学习、自

大限度的避免发生数据丢失ꎮ

训练、自优化的循序渐进并不断改进的过程ꎬ该过程

４

逐步使信息资源云服务参数趋于最优ꎬ提供的信息
资源服务内容更加丰富且准确( 如图 １ 所示) ꎮ

４.１

需要注意的几个问题及成果与结论
需要注意的问题
要做好数据与信息采集的顶层设计ꎬ基础健康

内容ꎬ慢病与基础病信息采集ꎬ遗传病追踪ꎬ肿瘤病
理分型与诊治方法统计ꎮ
做好流行病学调查的设计与预防ꎬ做好个体从
出生到临终的全生命周期的个人健康指导设计ꎮ
４.２

成果与结论
根据中国地理、气候、人文环境的差异ꎬ应用大

数据分析与云计算的大样本科学论据反应某一地区
的常见病、多发病、地方病的统计学资料ꎬ科学性指
图１

基于高性能数据挖掘的网络海量信息处理平台

导预、防、诊断、治疗、养老、医养结合的总体方案与
措施ꎮ

此外ꎬ为了实现信息资源服务的自动化与智能

大数据、云计算为生命科学ꎬ生物与环境ꎬ材料

化ꎬ云服务平台需要具有海量信息的处理能力ꎬ为此

与应用ꎬ提高科学研究水平ꎮ 大数据、大样本更客

将构建基于高性能数据挖掘的网络海量信息处理子

观、更科学提供研究数据与成果ꎮ

平台ꎬ对互联网海量信息进行深入的分析与挖掘ꎬ提

建立医养结合养老云服务平台ꎬ可带动智能终

高网络信息处理、信息发现、舆论分析和趋势研判等

端采集和智能看护设备的产业化生产ꎬ同时带动社

能力ꎮ 该平台的信息处理架构如上图所示ꎬ包括数

区、家庭、养老院、养老地产公寓、疗养院等机构的人

据获取、数据组织、数据存储、数据整合层ꎮ 其中ꎬ数

性化关怀和急救服务ꎮ 该平台形成为老年人提供生

据挖掘模块是平台的核心部分ꎬ其在开放式挖掘算

活息息相关的辅助配套线上线下服务ꎬ能对智慧城

法库的基础上ꎬ提供一个包括统计、热点、溯源、勾联

市“ 智慧医疗、健康云、医疗居民健康卡、社区网格

分析、行为分析和行为挖掘等多种业务分析手段在

化服务中心” 等项目的创新需求起到良好的支撑作

内的网络信息综合处理、分析与利用平台ꎮ

用ꎬ同时有力促进区域卫生信息平台的建设发展ꎮ

３.１.２

数据处理方法与技术

平台将通过 Ｈａｄｏｏｐ 开源框架ꎬ构建分布式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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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Ｄａｌｉａｎ Ｃｏｍｍｉｔｔｅｅ ｏｆ Ｃｈｉｎａ Ｚｈｉ Ｇｏｎｇ Ｐａｒｔｙꎬ Ｄａｌｉａｎ Ｌｉａｏｎｉｎｇ Ｐｒｏｖｉｎｃｅ１１６００１ꎬ Ｃｈｉｎａ)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Ｔｈｒｏｕｇｈ ｃｌｏｕｄ ｃｏｍｐｕｔｉｎｇꎬ ｎｅｔｗｏｒｋｉｎｇ ａｎｄ ３Ｇꎬ ４Ｇ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ꎬ ｃｏｍｂｉｎｅｄ ｗｉｔｈ ｐｅｒｓｏｎａｌ ｈｅａｌｔｈ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ｉｎｔｅｌｌｉｇｅｎｔ ｄａｔａ ｃｏｌｌｅｃ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ｍｏｎｉｔｏｒｉｎｇꎬ ｉｔ ｉｓ ｔｏ ｂｕｉｌｄ ａ ｌａｒｇｅ ｄａｔａ ｃｌｏｕｄ ｐｌａｔｆｏｒｍ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ｖｉｄｅｏ ｄａ￣
ｔａꎬ ｈｅａｌｔｈ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ｐｅｎｓｉｏｎ. Ｉｔ ｓｔｒｉｖｅｓ ｔｏ ｐｒｏｖｉｄｅ ｈｉｇｈ －ｑｕａｌｉｔｙ ｉｎｄｉｖｉｄｕａｌ ｈｅａｌｔｈ ｄａｔａ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ꎬ ｃｈｒｏｎｉｃ ｄｉｓ￣

ｅａｓｅ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ꎬ ｈｅａｌｔｈ ｃｏｎｓｕｌｔａｔｉｏｎꎬ ｅｍｅｒｇｅｎｃｙ ｒｅｓｃｕｅ ａｎｄ ｏｔｈｅｒ ｌｉｆｅ ｓｅｒｖｉｃｅｓ ｆｏｒ ｔｈｅ ｅｌｄｅｒｌｙꎬ ｍａｋｉｎｇ ｔｈｅｍ ｈａｖｅ
ｃｈｅａｐｅｒ ａｃｃｅｓｓ ｔｏ ｈｉｇｈ ｑｕａｌｉｔｙ ｐｒｏｆｅｓｓｉｏｎａｌ ｎｕｒｓｉｎｇ ｈｏｍｅ ａｎｄ 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 ｍｅｄｉｃａｌ ｓｅｒｖｉｃｅꎬ ｗｈｉｃｈ ｈｅｌｐｓ ｔｏ ｒｅａｌｉｚｅ ｔｈｅ
ｎｅｗ ｃｏｎｃｅｐｔ ｏｆ " ｈｅａｌｔｈ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ꎬ ｈｅａｌｔｈ ｃａｒｅ ａｎｄ ｍｅｄｉｃａｌ ｓｕｐｐｏｒｔ" .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 ｂｉｇ ｈｅａｌｔｈꎻ ｐｅｎｓｉｏｎꎻ ｂｉｇ ｄａｔａ ａｎｄ ｃｌｏｕｄ ｓｅｒｖｉｃｅ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