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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疗+智能

全联接医疗
推动医疗行业健康发展
医疗体系过时、设备陈旧、医疗资源分配不均、透明度不高、病人满意度低是当今医疗产业

面临的重大挑战。通过移动网络使能远程医疗和物联网这两大关键技术，医疗产业将迎来新

的健康发展。 文/丁江波

当
前的医疗体系主要针对大病

急病设计，忽视了慢性病的

治疗和管理，但是慢性病的

相关医疗费用占比却超过了70%。医疗

资源分布极不均衡，常常集中在少数几

个城市或医院，这种情况在新兴国家尤

为突出。例如，中国的顶级医院主要分

布在一线城市。医疗资源缺乏透明度，

无法迅速找到合适的医生。另外，等待

时间长也导致了病人满意度不高，比如

在西班牙，患者等待手术的平均时间超

过100天。

医疗行业还存在费用居高不下的

困扰。目前，医疗支出占全球G D P的

10%。预计到2023年，美国产生的医疗

费用在GDP中的占比将增至23%。

全天候医疗服务

借助数字化转型解决医疗问题已经

成为行业共识。例如，利用物联网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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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病人提供医疗服务，健康监控设备、

智能手机APP、可穿戴设备、植入感应

器将提供实时监控信息，开启医疗管理

的新时代。

移动医疗是电子医疗的一个分支，

主要通过手机、监控设备、移动设备、

数字助理、直接护理设备及其他无线设

备提供医疗服务和信息。移动医疗可以

从三个方面解决医疗行业面临的挑战：

降低医疗费用：据G S M A估算，

2017年移动医疗可为巴西、墨西哥现有

的医疗系统节省180亿美元，并创造20

万个新增岗位。根据美国联邦通信委员

会（FCC）预计，未来25年，如果美国

以心脏病、糖尿病、肺病和皮肤病为重

点对病人实施远程监控，节省的资金将

达1970亿美元。

提高医疗工作效率：与传统面对面

诊疗方式相比，移动医疗解决方案可以

帮助医护人员诊断、治疗、监控更多病

人，为疑难杂症的诊治腾出宝贵资源。

2011年北欧多个国家试点发现，移动医

疗可以令慢性阻塞性肺疾病（COPD）患

者留夜和再度入院的宗数降低50 - 60%。

提升长期医疗效果：移动医疗可以

进行数据的实时收集和分析，提高信息

获取的便捷度，增强病人的自主性，让

病人掌握自己的健康状况，帮助病人改

变饮食和生活习惯，为病人提供更全面

的医疗服务。

移动医疗还有助于消除城乡差距。

例如，华为与飞利浦合作推出了基于云

计算和物联网的医疗解决方案，以中国

的二线城市为主要服务市场，解决二线

城市医疗设备和合格医生短缺的问题。

重心转向家庭医疗

环境污染和不良生活方式引发了全

球健康问题。世界卫生组织报告显示，

1980年至2014年，全球肥胖人数翻了

一番。2014年，全球近19亿成年人超

重，占全球人口总数的39%，其中肥胖

人数达6亿人，引致糖尿病和高血压病

例急剧增长。据联合国估计，2015年到

2030年间，全球六十岁以上人口将增长

56%，长者人数将达14亿。

从经济角度来看，病人留在医院直

到完全康复并不划算，尤其是需要长期

甚至终身观察和治疗的慢性病患者。健

康监控应当逐步从医院转移到家中。对

于长者和儿童等需要看护的特殊群体，

提供实时数据的联网设备可以发挥重要

作用。对于健康人群来说，持续不断监

控生物医学数据可以防患于未然，应对

突发健康问题。

健康监控的范围既包括血压、脉

搏、血糖、体重等相对简单的生理数

据，还包括心脏起搏器、植入型心脏除

颤器等可以远程操控的复杂植入设备。

各类健康监控服务都依赖于移动联

接，这对移动网络运营商来说是一大福

音。据安永推算，2022年远程监控的潜

在市场容量将达690亿美元。慢性病管

理将成为远程监控服务最大的类别，尤

其是针对长者、儿童和运动员等人群的

慢性病管理。到2022年，这三类人群的

慢性病管理将占远程监控市场的40%。

可穿戴设备驱动创新

可穿戴设备包括嵌入式感应器和

具备无线通信、多媒体和其他技术的眼

镜、手表、手环、衣服、鞋和其他日常

穿戴物品。例如，服装可以监控氧气供

应和体态，鞋可以计算消耗的卡路里和

运动距离，眼镜可以记录周边环境。

根据Ovum估计，到2020年，可穿

戴设备销量将从2015年的9700万增长到

2.77亿。在2017年之前，可穿戴设备大

多只是被人们当成手机的替代品，而非

必需品。而随着电池技术的进步和元部

件设计的改善，可穿戴设备有望迎来突

破性增长。

可穿戴设备即将掀起一场医疗革

命。它不但可以记录血糖、血压、心

率、血氧量、体温、呼吸频率和其他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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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指标，还将具备治疗功能。许多移动

网络运营商都在积极开拓可穿戴设备市

场，例如，日本运营商NTT DOCOMO

就和电子设备制造商欧姆龙合作推出了

Moveband手环。该手环可以把数据自

动传输到DOCOMO的APP中，实现全面

健康管理。

目前，消费者医疗市场还没有出现

领先的企业，这就为欧姆龙这类传统医

疗巨头提供了广阔的发展空间。

远程医疗的未来

远程医疗是指通过ICT技术，异地

为患者提供伤病研究、诊断、治疗和预

防服务。据GSMA预计，2017年远程医

疗市场价值将达57亿美元。

虽然远程医疗可以消除医疗服务提

供商和病人之间的时空距离，但要实现

规模商用还需要克服多个障碍。首先，

目前的远程医疗方案通常是针对贫困地

区的公益项目，后续投资无法保证。第

二，没有相应的国际法律框架保护隐私

或规定相应法律责任，因此医疗服务提

供商和病人都需要承担风险。第三，语

言和文化差异往往会阻碍医疗服务提供

商和病人有效沟通，尤其是在非洲等医

疗服务欠缺的地区。此外，远程医疗的

先进设备必须进行维护，但农村医院往

往缺乏必要的维护支持。

2016年，STAR机器人医生的外科手

术能力已经超过人类，而在未来远程医

疗也将进一步发展。

据估计，到2020年，全球医疗机

可穿戴设备即将掀起一

场医疗革命。它不但可

以记录血糖、血压、心

率、血氧量、体温、呼

吸 频 率 和 其 他 健 康 指

标 ， 还 将 具 备 治 疗 功

能。许多移动网络运营

商都在积极开拓可穿戴

设备市场。

短期 中期 长期

特殊人群远程监控 健康人群远程监控 慢性病人群远程监控 全民远程医疗

客户需求 安全，如紧急医疗服务
提升生活质量，日常
健康数据远程监控

提高健康意识、控制健康状况、
节省时间和成本

加大医疗服务覆盖力度，如在欠发达地
区提供医疗服务或远程手术

政府 / 保险
公司需求

提升紧急医疗服务，如
救护车远程诊断

提升医疗体系效率，降低成本 在资源有限的情况下提供更多医疗服务

产品 / 服务
紧急医疗服务的语音和
数据套餐

远程医疗服务 全民远程医疗服务 远程医疗服务数据套餐

企业角色
服务提供商、
优质网络提供商

服务提供商、
远程医疗服务提供商

服务提供商、
远程医疗服务提供商

网络提供商、服务提供商、远程医疗服
务提供商

网络需求 2G-4G 3G-4G 4G-5G 4G-5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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器人市场价值将达114亿美元，而2015

年这一数字只有42亿美元。以具有开

创性意义的达芬奇手术机器人为例，

医生可以借助三维高清内窥镜，利用

微型手术器具在患者体内进行精准操

作。目前，医生通过手术台旁边的控

制平台操作机器人，而在未来，随着

下一代移动网络和实时数据传输的发

展，医生不在同一所医院内也可以操

作机器人进行手术。

2020年之后，5G将改变医疗行业的

面貌。移动网络运营商可以凭借自身的独

特优势在移动医疗领域大展拳脚，提供安

全、稳定、覆盖范围广的移动网络，还可

以运营传统的呼叫中心业务。凭借这两大

优势，运营商可以提供端到端的紧急医疗

增值服务，加大医疗服务在欠发达地区的

覆盖。除了技术方面的考虑，客户群庞

大、政府关系紧密的优势也能帮助运营商

吸引其他利益相关人的支持。

例如，运营商可以实施开放策略，

对设备制造商开放其开发平台。客户可

以在特制的SIM卡上启用健康数据管理

和紧急医疗服务。运营商可以建立稳健

的网络，并与政府和医院合作，共同推

广远程诊断。

运营商可利用其大数据分析能力改

善健康风险控制和疾病预防，还可以与关

键利益相关人合作，游说政府把移动医疗

定位成慢性病管理的常规治疗方案。

从中期来看，高可靠、高性能的下

一代网络可以给医疗行业带来激动人心

的发展；而长期的目标则是让远程医疗

惠及所有人群。

到2025年，医疗行业面临的大多数

制约因素可能将不复存在，宽带网络、

移动设备和APP的普及会使全民都获取

初级医疗服务，包括全球各地的大量农

村居民。

届时生物制造等领域也将取得重

大进展。生物制造是培育活体组织的技

术，目前特殊设计的3D打印机已经取代

了原来成本高昂的传统仪器。位于费城

的一家生物科技初创企业BioBots开发出

了一款3D打印机，利用混合生物材料和

活体细胞的特殊墨水来打印活体组织。

未来甚至可能制造小型人体器官，替代

实验动物进行药物试验，以及应用于罕

见疾病的治疗研究。

3D打印机器人和人工生物学可以进

一步改善外骨骼和意念控制的假肢等技

术。人工智能将从海量数据集中识别出不

同群体和区域的细微趋势，推动罕见病症

的研究。感应器的应用也不再局限于穿戴

设备，而是可以实现全天候健康状况监

控：例如浴缸可以进行肿瘤筛查、汽车方

向盘会发出体重超标警示、家用药品分发

器可以提醒按时服用药物。

不过与医学技术发展相比，更令人

振奋的进步还在于打破既有障碍，让医

疗服务惠及全民。这将是全联接医疗的

终极目标。

180亿美元
2017年移动医疗可为巴西、
墨西哥现有的医疗系统节省

690亿美元
2022年远程监控
的潜在市场容量将达

114亿美元
2020年，全球医疗 
机器人市场价值将达

10%
医疗支出占全球
GDP的比例高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