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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管理类应用软件国内外现状与前景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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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伴随着移动浪潮的来临，国内移动医疗第三方应用软件（APP）如雨后春笋迅猛增长，医疗
健康领域正在发生一场跨界革命。通过分析国内外健康管理类 APP 的应用现状和发展趋势，为未来该类
APP 的设计提供参考，并对 APP 的方便性、实用性和安全性等改进提供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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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urrent Situation and Prospect Analysis of Health Management APP at Home and Aboar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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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Capital Medical University, Beijing 100069, China)
Abstract: As the emergence of mobile tide, the third party application (APP) of mobile health care has
sprung up and achieved rapid growth in China. As a result, a cross-border revolution is going on in health-care
field. By analyzing the current situation and development tendency of health management APP at home and
abroad, the author proposed corresponding suggestions for the improvement of convenience, practicality and
safety of the APP, so as to provide references for the design of health management APP in the fu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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伴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和生活质量的提升，民

据预计，到 2017 年中国互联网医疗市场整体规模将

众的健康意识得到了普遍提高，传统的以治疗为主

达到 365.3 亿元，移动医疗将突破 200 亿元，超越

的卫生服务模式已不能满足需求，人们需要可以对

了在线医疗市场规模 。移动医疗作为一种新型医

健康进行实时监测、分析、评估，提供健康咨询和

疗模式和工具，方便灵活的特点使其在健康管理领

[1]

[2]

干预的新型医疗服务模式，即健康管理 。如何将

域中展现了极大潜力，正在改变人们传统的医疗方

健康管理的需求融入到当前的卫生工作中，成为目

式，并逐步形成一条新的健康管理产业链。为能更

前医疗卫生行业亟待解决的重点。

清晰地审时度势，把握机会，迎接挑战，有必要梳

由于科技的发展和移动互联网在医药行业的应
用，医疗健康领域正在发生一场跨界革命，大有改

理移动医疗的现状与问题。
1 国内外健康管理类应用软件发展现状

变医学服务模式之态势。自 2010 年移动医疗

目前，健康管理类 APP 的主要服务模式是通过

（mobile health，mHealth）市场兴起开始，我国

APP 或外置装备实时收集用户的血压、血糖、心率

移动医疗第三方应用软件（application, APP）发

等基本数据后，传送到后台数据库，完成数据存储

展迅速，现阶段已达 2000 多款。2011 年国内移动

及分析。将数据制作成电子健康档案是健康管理的

医疗市场规模 15.8 亿元，2014 年达到 30.1 亿元。

基础。APP 应用端可以读取数据，经授权后，用户
所联系的医生可根据这些数据监控其身体状况，制

基金项目：北京市属高校特色教育资源库建设项目（3500-

定或修订个性化的保健处方。用户甚至可以通过移

115212）；北京市社会科学基金（15JGB137）；首都医科大

动终端设备实时与医生沟通，获得远程医疗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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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有效的医学服务是尚需研发的重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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录、过敏记录、手术记录、感染记录、疾病记录以

1.1 国外健康管理类应用软件现状
由于医疗体系不同，发达国家的电子病历系统

及不同时期、不同医院检查（CT、X 光片、心电图

已接近完成，目前正在实施建设全国医疗信息化系

等）和疾病诊断结果等。个人可以通过网络随时随

统。1998 年，英国国家医疗服务体系（NHS）提出

地查看云端保存的医疗信息。医院不再保存患者的

为每位居民建立覆盖终生的电子病历并实现所有医

医疗数据。但可以经患者同意，查看云端保存的医

生能访问这些电子病历，目前已基本完成。2010

疗信息，并且可以添加新的内容。个人也可以通过

年，美国政府建立了国家健康信息网络（NHIN），

移动设备随时查看自己的医疗健康数据。

即建立跨医疗机构的全国范围的电子病历，以此来

与日本政府主导的移动医疗体系不同，欧美国

实现医疗机构之间的信息共享。由此可见，国外健

家将 APP 应用市场化，供用户自行选用，其中的典

[4]

康管理类 APP 更多地结合了临床应用 ，注重用药

型 是 WellDoc 。 WellDoc 的 创 立 人 之 一 Suzanne

指导、临床指南、临床监测等功能的研发，为用户

Sysko Clough 在创立 WellDoc 之前是内分泌和糖尿

提供专业化、标准化的服务。2014 年，美国执业医

病领域的专家。她在与患者接触时发现，糖尿病患

师 诊 疗 次 数 约 为 6 亿 次 ， 其 中 约 有 7500 万 次

者需要经常根据自身状况调整生活习惯、饮食组成

（12.5%）是通过远程医疗实现的。此外，国外的健

等。因此及时与医生保持沟通显得非常重要。而以

康管理类 APP 可以提供针对单一疾病的深度诊疗与

往的诊疗模式，无法支持医患间频繁的沟通。于是

健康监控，如美国个人健康管理移动医疗公司

2005 年，她与 Ryan Sysko 一起创立了 WellDoc

WellDoc 关注糖尿病、远程心电监护服务商 Cadionet

（www.welldoc.com）。WellDoc 提供手机和云端的

实时监控心电图、OpenPlacement 致力于老年人出

糖尿病管理平台，并与保险公司合作为患者提供糖

院后的日常家庭护理等，这在国内还基本处于空白

尿病管理项目。WellDoc 糖尿病管家系统通过了美

状态。通过健康管理类 APP 的普及应用，目前“在

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FDA）审批，并在 2013 年

线预约＋在线视频诊疗＋体征指数数据存储与调

推出了世界第一款“处方 APP”：BlueStar。医生给

用＋购药指导＋患者长期数据管理”的移动医疗模

患者开具处方后，处方的副本会上传到 WellDoc，

式已初步形成。下面将对国外市场上一些较为成熟

记录到患者的病历档案。与此同时，药店中的药剂

的产品进行具体分析。

师对处方进行核准。药剂师审核之后，WellDoc 则

日本在 2006 年内阁府战略本部发表的“IT 新

派专人上门帮助患者下载药物用法、用量及血糖等

改革策略”中，将医疗界 IT 建设放在了重点项目中

个性化的检测提醒，教会他们熟悉应用 BlueStar，

的首位，提出了包括构建国民健康数据库和应用管

由此患者才能获得使用许可。上门服务虽然提高了

理平台，促进远程医疗，实现医疗结算完全在线化

成本，但也确保 WellDoc 能近距离接触用户，在第

等在内的多项战略。日本在政府的主持下，依托

一时间获得用户体验反馈。BlueStar 并不只是直接

Panasonic 和 Omron 等大型医疗器械公司，将健康

监测糖尿病患者的血糖水平，患者还需要按照提示

管理类 APP 的应用纳入其移动医疗体系中。日本的

输入饮食状况和药物治疗方案。系统对药物剂量、

移动医疗体系建设，首先是实现家用健康医疗器材

血糖波动、每餐碳水化合物摄入情况等数据进行分

数字化。体重计、体温计、血压计、血糖测定仪等

析后，会提醒患者何时测量血糖。再根据血糖的指

健康医疗器材在日本家庭中的持有率很高，但是一

标，指导用药的剂量。例如，收集到患者午后血糖

直以来没有数据的积累，这些医疗器械也只是停留

偏低的信息后，糖尿病管家系统可自动提出建议患

在测量和基本判断（如血压值是否偏高）的层面

者食用的最佳食品，或建议对药物剂量进行调整。

上 。 因 此 Omron 与 日 本 电 信 公 司 合 作 推 出 了

同时，患者的数据和诊断建议会定期发送给医务人

WellnessLink 健康管理平台，从 2011 年运行至今

员，以帮助填补在复诊间歇中缺失的信息，或及时

已有 100 多万用户。借助 WellnessLink 等健康管理

处置特殊情况，因而促进了糖尿病的管理。

平台，医疗器械所采集的数据可通过其内置芯片传

这种处方 APP 的商业模式很适合西方家庭医生

入手机。由此，每次测量的时间和数据都会被保

制度。既然是处方产品，那么 APP 运营方和医生都

存。日本依托云计算模式来建立个人医疗数据库，

必须对患者负责，同时在临床研究中也已表明了其

数据库中记录个人的所有医疗信息，包括用药记

医学效用和经济学价值 。2008 年，经由医疗保险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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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 司 CareFirst BlueCross BlueShield 赞 助 ，

iTunes 商店中已经有 16 275 款医疗与健康相关的

WellDoc 展开了周期长达 1 年的临床试验。163 名患

应用，主要集中在运动保健、自问诊平台和挂号预

者的随机对照试验表明，WellDoc 糖尿病管家系统

约，而在患者的用药提醒、病程记录和信息反馈方

可以使糖尿病控制的主要指标糖化血红蛋白平均下

面基本处于空白状态。根据艾媒咨询发布的《2015

降 1.9%。而使用传统治疗方法的对照组，患者糖化

年中国“互联网＋”医疗研究报告》，挂号预约

[5]

血红蛋白平均仅下降 0.7% 。2011 年美国乔治华盛

类 、 问 诊 咨 询 类 和 医 疗 资 讯 类 APP ， 分 别 占 比

顿大学医学院的 DC Health Connect 研究表明，2

28.5%、24.9%、17.9%，但这些 APP 大多功能有限，

型糖尿病患者在使用 WellDoc 糖尿病管家系统之后

有的甚至只有 1 项主要功能，即提供相关的数据信

的 1 年，急诊和住院的次数减少了 58%。此外，所

息。这些 APP 内容同质化严重，有的应用看上去似

有患者均认同系统提供的即时病情指导有帮助，仅

乎更像是玩具 。只有不到 2500 款应用既能够提供

[6]

[7]

有 6%的患者担忧数据隐私问题 。由于其优秀的疗

数据信息，又能够追踪用户的数据，至于拥有提示

效和前景，2014 年 1 月，WellDoc 被福布斯评为

或预警等功能的应用数量就更少了。在这其中，预

“美国最有潜力的公司”之一，并获得来自默克公

约挂号类 APP 受国内医疗资源分布的影响，过于集

司全球健康创新基金（Merck GHI）和风险投资公司

中在三甲医院，仅仅是提供资源的平台，而缺乏资

温德姆（WindhamVenture Partners）2000 万美元

源分流的能力。问诊类和咨询类 APP 由于线上咨询

的投资，至此，WellDoc 总计投资已经超过 5000 万

和线下医疗的分离，大多只停留在初步问诊阶段，

美元。

难以提供有效的医疗服务。而人们真正期待的革命

Epocrates 是 全 球 第 一 家 上 市 的 移 动 医 疗 公

性移动医疗应用应是能将常用功能成功整合到一个

司，它的主打产品是药品和临床治疗数据库。

平台之上 ，而此整合后的平台又能够改善人们传

Epocrates 拥有美国排名第一的移动药物字典，提

统的保健与医疗方式。以下以 2 款 APP 进行说明。

供了大量处方药和非处方药信息，包括药效、不良

1.2.1

反应、剂量、药物相互作用、价格、医疗保险情况

www.chunyuyisheng.com）APP 是目前国内较好的移

等，付费项目则包括循证医学的处方集、治疗指

动医疗应用。截至到 2015 年 9 月 6 日，它作为一类

南、实验室诊断项目参考值、实验室诊断项目费

综合型健康类 APP 累计下载量已经超过了 3524 万

用、国际疾病与相关健康问题统计分类（ICD）编码

次，在移动医疗健康类 APP 中位居榜首 。春雨医

等多项功能，可供医生们自由选择。此外，

生搭建了自诊和问诊系统，定位于用户的诊前咨

Epocrates 还与苹果公司合作，可以让医护人员通

询，主要解决用户在“身体不适”到“去医院”之

过 iPhone 和 iPad 上的 APP 进行药品信息查找，借

间的需求，这被春雨医生定义为“轻问诊”

助 iPhone 和 iPad 优异的显示界面和超强的数据处

雨医生 2011 年率先上线后抢占了大量市场份额，通

理系统，使药物字典的操作界面更为友好，并可存

过大量的用户数据支持其轻问诊模式。当用户输入

储上千次的查询结果，通过对这些数据进行分析，

身体不适的症状，可以通过春雨医生的大数据分析

可快速生成医疗方案供医疗工作者参考，提高医疗

技术找到类似的病情案例，同时精确匹配医生，患

效率。2012 年 Epocrates 覆盖了超过 100 万医务工

者可以直接与医生进行线上沟通。对病情严重者，

作者，其中有大约 33 万名美国医生，占美国医生总

会建议患者去医院就医，并对就医医院和诊室提供

数的 50%以上。除此之外，利用其庞大的医生用户

意见；对病情较轻者，医生可以给出用药及调养的

群，Epocrates 还为药企提供广告服务和市场调研

建议，并通过与好药师网上药店的合作，直接向用

服务。

户提供购药服务。而用户在咨询过程中的数据将被

1.2 国内健康管理类应用软件现状

保留，完成数据的积累。2014 年春雨医生接入了各

[8]

春雨医生 APP 现况

春雨医生（http://

[9]

[10]

。春

国内的移动医疗目前缺乏类似日本的国家健康

种数据采集设备，包括可穿戴设备和家用医疗器

体系支持，商业化模式亦不完善，尚处于早期快速

械，将采集到的数据与医患咨询数据整合，建立了

发展、快速“烧钱”与摸索阶段，准入门槛不高，

健康档案，并根据健康档案进行个性化定制。

产品良莠不齐，临床专业性 APP 匮乏。根据中国

EnfoDesk 易观智库中展示的春雨医生“分级诊疗”

APP 客户端注册中心的数据显示，截至 2014 年，

服务模式见图 1。

2015 年 12 月第 39 卷第 6 期

中国中医药图书情报杂志

• 11 •

利用 mPower 的专业评测指标进行早期自我检测和实

健康咨询

时监测

[11]

。用户就诊前咨询，病中及病后康复环节

的监测，医患沟通都可通过 mPower 实现。

春雨医生

不同于春雨医生等 APP 优先发展患者用户群的
模式，mPower 为国内健康管理类 APP 线上线下的发
建议去医院

用药＋修养建议

展提供了新思路，即 O2O（online to offline）。
通过与医疗机构的合作，以医生为核心角色，通过
医生来吸引患者用户，建立起基于移动平台和医院

匹配合适医院/科室

好医生

的“医生-患者”关系。移动网络不再局限于健康信
息、挂号和买药等中介作用，而是实现了及时的医

治疗

购药

图 1 春雨医生“分级诊疗”服务模式

患之间的互动，帮助医生对患者和疾病进行管理。
2 健康管理类 APP 的商业模式分析

医生端发展的缓慢是制约春雨医生的难题。根

在我国，目前互联网的使用主体是年轻人和高

据春雨医生 2015 年 11 月公布的数据，其用户量是

学历人群，而现在最需要医疗服务的人群恰恰很少

9200 万，医生数 41 万，且主要是普通医生，而国

使用手机，用智能手机上网的老年人则更少。找到

人普遍追求的名医很难有时间和精力坐诊。同时，

一个使其容易接受和掌握的移动医疗的方式，是移

春雨医生提供的报酬很难引起医生群体的兴趣。但

动医疗成功的关键。

如 果 允 许 医 生 建 立 类 似 好 大 夫 在 线

尽管移动医疗市场份额巨大，但在医疗与 IT 行
[12]

（http://www.haodf.com）那样的自由叫价模式，

业内依然没有形成清晰的商业模式

诊费一旦提高，如果还只是轻问诊的模式，无法提

疗主要有 6 种收费模式，分别是面向患者、医生、

供权威性的诊断，患者端显然觉得不值；如果深度

医疗机构、大公司、药品研发部门和保险公司。

。目前移动医

诊断，手机端的劣势就显现了。目前手机的医学影

WellDoc 主要采用向保险公司收费的模式。由

像显示功能清晰度不够，医生无法仔细观看检查结

于帮助患者控制糖尿病可以减少保险公司的长期开

果，难以保证准确性。处方权与医疗责任也成为了

销，故保险公司愿意购买 WellDoc 的产品，提供给

制约在线医疗的桎梏。另外，由于在线医疗无法记

其保险客户使用。BlueStar 上市后，福特、来爱德

入医疗保险，病患的经济压力较大。这也是现在此

等公司宣布愿意将 BlueStar 纳入他们的员工处方药

类应用仅限于咨询问诊类的原因。

福利计划，以减少公司的医疗福利开支。Epocrates

1.2.2

mPower 是由宣武医院与苹果

则采用向药企收费的模式，2012 年其营业收入约为

公司合作，基于苹果 2015 年推出的 ResearchKit 医

1.2 亿美元，其中 75%来自于药企，主要是为企业提

疗研究平台的一款针对帕金森病研究与管理的

供精准的广告和问卷调查服务。中国的医疗体制模

APP。用户注册后便可以随时随地借助于 iPhone 内

式改革

置传感器来记录数据。iPhone 的触摸屏可以感受到

国内现状是以公立医院为主，商业医疗保险业为非

人们有节奏的敲击，以采集用户手部颤抖信息。当

主体。因此，目前国内移动医疗市场尚处在发展早

用户发出“啊”的声音，麦克风可发现用户声音的

期，商业模式主要集中在面向患者、医生、医疗机

微小变化，统计发音抖动。加速计可以记录研究参

构，但他们出资能力和意愿不强。面向大公司、药

与者走步的姿势和平衡能力，然后与健康人的速度

品研发部门和保险公司也有厂商在摸索和尝试。如

和姿势进行比较，监测研究参与者的动作速度、平

何在中国找到一个长期而稳定的商业模式还需要市

衡性等参数。这些均是判定帕金森病的重要指标。

场的不断研究和探索。

mPower 现状

mPower 的优势在于通过与医疗机构和医生的合

[13]

还不能和美国成熟的商业医疗模式相比。

3 建议与讨论

作，整合了线上与线下的资源，将患者与医生真正

通过以上的分析可以看出，目前国内健康管理

结合在一起，实现了患者在院前、院中、出院后的

类 APP 数量庞大，而用户可以装载 APP 的容量有

连续管理模式。即医生通过门诊、社区检查等线下

限，因此可以预见，单一功能和内容雷同的 APP 将

手段，筛查出帕金森病的高危人群，疑似用户可以

逐渐被淘汰，因此如何将多个功能整合将是 APP 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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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和研发的重点。例如，我国目前的医疗体系注重

放度低、移动医疗用户数量少，活跃度低等重重困

治病环节，在院前的健康管理和院后的康复环节仍

难，要走出一片新的天地仍需时日，如何在这片新

为缺失状态。所以新产品可以以此为切入点，提供

兴领域抢占一席之地，开拓者们将面临巨大挑战。

诸如老年慢性病的预后康复指导、护理、监管提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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