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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疗大数据建设现状及其应用发展对策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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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医疗大数据产业是全球竞相建立和拓展的产业,它的发展为全民健康素质、疾病防治、药物研发等相

关健康产业的发展提升,提供了非常重要的基础和支持,是大数据产业中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 中国医疗大数据
具有资源丰富、涉及面广等优势,但医疗地区发展不平衡、医疗数据资源无法共享、数据资料质量不统一等缺陷,极
大阻碍了中国医疗大数据产业的发展。 所以建立医疗大数据人才库、尽快共享和整合医院医疗数据库、将医疗数
据结构化并建立质控标准、指导医疗大数据的安全应用等是当前中国医疗大数据产业健康快速发展的当务之急。
关键词:医疗大数据;人工智能;预测医学;大数据产业
中图分类号:R1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2404(2018)86-0080-04

《 自然》 杂志在 2008 年 9 月推出了名为“ 大数

健康策略和政策的制定也有重大意义,所以开发健

据” 的封面专栏后,大数据的概念广泛引起各个专

康及病例资料大数据具有巨大的科研价值和应用价

业领域的高度重视。 而在维克托·迈尔·舍恩伯于

值。

其著作《 大数据时代》 中首次明确定义大数据的 4V

特点:Volume( 数据量大) 、Velocity( 输入和处理速度
快) 、Variety( 数据多样性) 、Value( 价值密度低) ,并
且随着计算机技术发展出现云计算后,大数据逐步
展现其真正价值。
当前大数据和云计算为社会管理、医疗、科研、
教育都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发展契机。 2012 年,美国

1

医疗大数据库建设的紧迫性及其应用价

值举例

1. 1

医疗大数据与临床研究及药品研发
随着大数据开发,计算机技术应用及人工智能

的发展,使得医疗大数据为基础的健康研究和发展

奥巴马政府在白宫网站上发布了《 大数据研究和发

成为可能,各国各地都在抢占该产业的先机。 2016

展倡议》 ,并投入 2 亿美元以上,已形成了包括联邦

世纪治愈法案( 21st Century Cures Act) 》 最终版本,

政府 12 个部门和机构的多项研究计划。 中国国务
院相继印发了《 关于印发促进大数据发展行动纲要

年 12 月 25 日,美国国会在其官方网站上公布了《21

该法案从提出到一次次修改,再到最终版推出,历经

的通知》 和《 关于促进和规范健康医疗大数据应用

两年多时间,终于让这一推动美国未来 10 年或更长

发展的指导意见》 。 近期,第九届全球健康促进大

发展的法案落地生根。 而法案中关于利用“ 真实世

会发布《 上海宣言》 《 健康城市上海共识》 ,为全球推

进健康城市建设、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提供了方向。
随着计算机技术的发展,大数据产业在全球方兴未
艾,中国多地筹集的科创中心,进行的大数据研发也
是新兴企业及创业的重点内容。 比如,在上海科创
中心启动并建设中,大数据研发服务是科创中心的
重点之一。 其中疾病和健康大数据不仅对医学科研
和临床治疗有巨大价值,而且这些数据的研发对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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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内生物医学创新研发、疾病治疗及大健康领域
界证据” ( Real World Evidence,以下简称 RWE) 取
代传统临床试验进行扩大适应证的批准,引起了极
大关注。 “ 真实世界数据” 的最重要的核心内涵就
是基于人群大数据的研究,从而推动药品研发和应
用以及建立治疗方案疗效客观评价的新方法。 通过
人群健康数据及医疗大数据对药品进行评估只是医
疗大数据最简单的应用。 FDA 于 2017 年 9 月进一
步提出《 真实世界证据支持医疗监管决策指南》 ,明
确指出:“ 如 RWD 所包含的临床数据中产生的高质
量 RWE,能够提供或支持对产品全生命周期进行管
理所需要的信息分析,FDA 将考虑采纳 RWE 来支
持医疗器械的审批决策” ,并进一步对大数据的应

刘文韬等:医疗大数据建设现状及其应用发展对策研究

81

用场景及要求进行规范。

病及健康数据库的建设十分滞后,医疗大数据的研

1. 2

发应用产品十分缺乏。

医疗大数据与人工智能
结合人工智能的医疗大数据可以提供更广大的

应用方法。 一个医疗大数据结合人工智能的简单应

2. 1

中国医疗数据库建设
中国人口众多,医疗卫生资源分布不均,大医院

用就是 IBM Watson for Oncology,其通过对大量临床

较多集中在中大型城市,这些医院病种丰富、患者众

研究数据的采集和分析,自动提供肿瘤患者的治疗

多,除当地患者外还吸引从全国各地慕名前来求医

方案。 该机器人已经引进中国近二十余家大型医

的患者。 由于近些年国家交通等基础设施建设的投

院,并开始对患者进行辅助诊治。 这项技术只是医

入,重大疾病患者多可方便自由选择大城市中大型

疗大数据与人工智能的最简单结合。 但是在比较复

医院,而基本上中大型医院也对每位患者就诊及住

杂的系统中,大数据挖掘和人工智能可能会受挫。

院治疗时均建立了完整的检查及病例资料。 许多医

近期,据福布斯的报道指出,IBM 与该世界顶尖癌症

学中心早在 10 年前就建立了患者电子病历资料数

研究机构的合作关系正趋于破裂。 此前安德森癌症

据。 比如作者所在的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瑞金

中心证实:此项目从去年开始就已经暂停。 安德森

医院胃肠外科,近十年已累计胃癌外科治疗患者近

癌症中心也正在积极寻求其他合作方的竞价,未来

万例。 胃癌单病种累计医疗数据就是欧美等多国联

这些合作方有可能取代 IBM。 来自德克萨斯大学审

合中心积累几十年的病例。

计机构的一份报告指出,安德森癌症中心已经花费

虽然中国由于人口众多,患者数据量大,形成医

了 6 200 万美金用于此项目,但尚未实现目标。 审

疗大数据的天然基础。 但是劣势也非常明显。 由于

计记录显示项目重点更换了数次,第一次重点研究

缺乏统一规划,原始病例资料数据庞大,分散在各级

白血病、然后又是肺癌,最后毫无进展。

医院各个不同的业务系统中,虽然已经形成电子病

1. 3

史系统,但各系统间数据整合不易。 加上数据所有

医疗大数据与预测医学
预测医学是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新兴的一门综合

权尚存争议,无相关的政策法律定义及支持,区域、

性学科,是以预知先觉人体身心健康与病症为主,为

地域间数据多无共享,无法形成可利用的大数据共

人类健康服务的医学科学体系。 疾病预测采取病因

享资源供研究分析,更加无法建设产品应用。

预测、超前期预测、症状前预测和临床预测等四级预

2. 2

测措施。 测治于未萌,防病于未然,泯灭在发作之

中国医疗数据库资料质量及结构化状况
中国医疗数据由于早期计算机信息技术的发

前。 上世纪兴起的基因组、蛋白质组学等通过大通

展,大部分医院都已通过信息系统进行管理和应用。

量技术预测疾病发生发展获得了巨大的关注,对其

但是医疗数据资料较为复杂,包括门诊诊疗数据,病

研究推动了对大数据数理模型的技术发展。 越来越

史数据,实验室检查结果,辅助检查结果,手术及治

多的研究发现疾病不仅取决于基因及其表达还与表

疗数据等等,内容众多,形式多样,结构复杂。 虽然

观修饰蛋白功能等多方面协同作用,仅对基因组等

医院内是电子化,但早期病例源文件保存多为 PDF

单一组学进行微观研究较难获得突破。 医疗大数据

等图片格式保存,未形成可分析利用的点位值数据

的发展使得微观基因组基础大数据和宏观临床大数

源。 即使有部分结果如化验报告已经形成可以利用

据结合,联合信息统计分析及人工智能技术,可更加

的点位数据值,但多不全面,无法进行深度发掘和整

准确地预测疾病的发生发展,从而推动预测医学的

合。 医疗数据碎片化及无结构化是医疗电子数据的

进一步提高。 2015 年奥巴马宣布一项名为“ 精准医

特点也是医疗大数据应用的难点。 未结构化的数据

学” 的计划,耗资 2. 15 亿美元打造 100 多万名美国

实际进行挖掘的利用率低,有待引入自然语言处理

志愿者的基因信息库进行分析,更好地了解疾病形

技术完成结构化及进一步设计新的应用挖掘方法解

成机理,进而为开发相应药物、实现“ 精准施药” 铺

决。

平道路。

2. 3

2

中国医疗大数据建设的优势及劣势
中国医疗资源丰富但信息化起步较晚,患者疾

中国医疗大数据资源共享及利用情况
中国各大医院医疗数据结果无法共享,是目前

医疗数据库面临的重大问题。 每个医院有各自的病
史病例系统,彼此不统一,各成系统,无法直接共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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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历史或管理原因,甚至有些医院内部不同部门

可共享使用。 此外更重要的是建立针对科研或医疗

之间的医疗信息都无法实行共享。 且因包含隐私信

大数据应用的医疗大数据质量评估方法和体系。 建

息,医院及上级管理部门为避免麻烦,也不愿意进行

立质量评估评分体系,一方面可以促进医疗大数据

共享。 由此也进一步限制了第三方企业或机构进行

质量的提高,另一方面根据分数和分级可区分不同

数据采集,限制了医疗数据研发企业的创业和创新

应用层面和应用领域,促进其科学应用。 同时创建

发展,导致这些信息及病史数据无法变为大样本的

中国科学的医疗大数据标准后,可早日规范和指导

大数据网络供研发。

全球医疗大数据平台建设合作和应用,不受欧美等

2. 4

国家垄断及牵制。

中国医疗大数据人才情况
中国由于后发优势,计算机及信息化水平并不

低,而且中国医疗大数据应用的主体医护卫生人员

3. 2

隐私保护及脱敏对医疗大数据库安全保护
中国医疗大数据目前尚未形成统一共享的体

素质和能力整体水平也较高。 由于信息化网络基础

系,最主要的问题是出于医院及相关部门对医疗大

设施建设发展,人们对信息化及数据的应用并不陌

数据隐私内容及保护数据库安全考虑。 尽快制定相

生,且已初步形成大数据研究的专业化人员队伍。

关政策法规,消除医疗数据关于隐私泄露方面限制,

但是医疗大数据建设及其研发有特殊性。 首先医疗

进行脱敏处理,使得绝大部分非隐私的个人健康数

数据专业性强,其采集、整合、解读和应用都需要专

据得到充分利用,推动健康产业的数据研发。 在敏

业化卫生人员甚至医护人员的参与。 然而中国了解

感和隐私信息脱敏的技术层面处理并不复杂,但是

医疗大数据及参与医疗大数据建设的卫生人员极其

相关法律法规和政策的制定是当务之急,以及医疗

稀缺,此类人才不光需要有医学背景,而且需要具有

大数据需根据不同应用需求建立不同权限限制。 研

数理统计和信息分析等知识。 中国已建设的大数据

究出台医疗大数据共享方案是使得埋于地下的数据

人才多是数理统计方面的专家,但由于医学知识的

金矿得以应用的关键。 例如可首先通过各个医院整

缺乏,就无法真正深度应用已整合的医疗数据。 所

合其内部医疗数据,再通过各地卫计委统一领导下

以医数医理交叉人才的短缺及医护卫生人员大数据

收集整合上传各个医院的医疗大数据进行脱敏处理

相关知识的缺乏是目前阻挡中国医疗大数据发展的

后,进行相关研究。 也可以先由各医院进行脱敏处

重大问题。 医疗大数据相关研究基金和课题的缺乏

理后,在卫计委领导下第三方公司进行收集整合工

也是目前卫生人员对医疗大数据不了解和不深入研

作,最后形成医疗大数据库。 此外,经费可适当向医

究的原因之一。

疗大数据建设和研发产业倾斜,促进其健康发展。

中国医疗大数据建设及应用对策

3. 3

由于中国医疗大数据建设存在结构化水平低、

研发企业中心,可以为健康事业提供产品,促进全面

共享性差,专业化管理研究人员少等问题,需出台多

健康的发展。 医疗大数据研发对基础设施建设无需

项政策及相关资金扶持产业快速健康发展。

过大投入,初创企业门槛较低,而且医疗大数据研发

3. 1

结构化水平和数据质量是医疗大数据的生命

项目较多,研究方向较广,从采集、处理到应用,涉及

随着医学进入信息和大数据时代,由于时间地

多方面内容,均可成立不同小微企业专业化经营,生

域及硬件条件的不平衡,可能生成海量的医疗病例

产不同方向的大数据应用产品。 但是医疗大数据相

错误信息。 有误的病历电子化后,将带来更多更大

关企业对人才需求较为迫切,尤其是数学、统计、数

的扭曲删改和误导性的信息。 此外,数据的不完整

据处理等方面人才,中国起步较晚,但并非落后。 由

性也是制约医疗大数据发展的因素,可能对其应用

于中国在企业大数据等领域已积累了一定经验,这

产生错误或偏倚。 所以,尽快统一各级医院病例数

推动了这些年在数据处理方面相关的人才储备。 医

据模块,建立标准化的输出结构或格式,使得数据的

疗大数据其具有自然的特点,就是有一定专业性,所

采集标准化、规范化,让数据能够分析使用是当务之

以国家需重视相关的医理交叉人才的培养。

急。 不同类型的医疗数据资料,采集传输时达到统

3. 4

3

一标准。 收集规范化资料建立患者医疗大数据库,

建立医疗大数据研发企业及人才队伍建设
加快医疗大数据建设可以创建许多医疗大数据

指导和普及医疗大数据库的应用
医疗大数据应用领域较为广泛,其对医疗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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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定、药品研发、科学研究、健康产业发展等方面均
有较大价值。 然而由于其应用具有一定的专业性,
所以需要制定相关政策使临床医师、公共卫生人员
可共享脱敏后大数据资料,进行相关研究,并推动卫

[3]

[4]

生工作者与统计师、IT 工程师及社会研究和管理者

[5]

医疗大数据覆盖面广,数据量大,数据结构复
[6]

工程需要顶层设计,加快相关法规和规范的出台。

医疗大数据这个数据财富,做到弯道超车,创造医疗
大数据全球产业高峰。

[7]
[8]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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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Medical big data industry is one that is fiercely established and expanded globally, whose develop-

ment offers essential basis and support for the health of all people, disease prevention and treatment, and medicine
research, and plays a key part in big data industry. Chinese big data is reputed for its richness and wide range.

However, there are many barriers lying ahead which impede China' s big data industry, such as the imbalanced
medical development between different regions, the inability of medical data sharing and so on. Therefore, it is imperative to build a talent bank for medical big data, share and integrate medical data bank, structuralize the medical data and set quality criteria and guide its safe application, which may help foster the healthy and quick development of China' s big data indust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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