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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中医理论下的健康管理模式符合国人的健康需求，拥有广泛的群众基础，将中医健康管理模
式移植到手机新媒体平台上，更符合当今社会人群的生活习惯，也可以提高用户的健康水平。在多项研
究成果的基础上，以《你会管理自己的健康吗》一书为蓝本，开发中医移动健康管理平台，探索中医移
动健康管理模式，希冀提高国民健康意识及健康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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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ploration in TCM Mobile Health Management Platform Based on Intelligent Mobile Pho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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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Basic Medicine College, Shanghai University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Shanghai 201203, China;
2. Acupuncture and Massage College, Shanghai University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shanghai 201203, China)
Abstract: Health management mode under TCM theories can meet public health requirement, with
extensive mass base. Transplanting TCM health management mode to new media platform of mobile phones is
more in accordance with public living habit, which can also improve users’ healthy level. Based on multiple
research achievements, we developed TCM mobile health management platform, and explored TCM mobile
health management mode by setting the book Are you Able to Manage Your Own Health as the blueprint, with a
purpose to improve public health consciousness and healthy level.
Key words: TCM basic theories; health management; mobile new media; preventive treatment of disease
中医移动健康管理平台是针对智能手机用户开

在以智能手机新媒体为媒介，向用户介绍健康管理

发的特色服务平台。随着手持终端和移动互联网的

相关知识，使人们能及时在平台上进行学习并且获

发展，应用程序（application, APP）以其便捷、迅

取相关知识，随时随地把握好健康，保持身心

速、可个性化定制推送等特点在信息服务和知识传

愉悦。

播领域得到广泛的应用。中医移动健康管理平台旨

1 健康管理概述
1.1 健康管理在我国的发展现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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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注重着眼于整体，从整体角度认识人体健康状况

第 一 作 者 ： 蔡 靓 ， 2012 级 七 年 制 本 科 生 。 E-mail:

和疾病的发生与发展，中医能通过调整人体的根本

caaibao@163.com

状态来调理和治疗。据此，将中医治未病思想与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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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中医理论指导下的健康管理模式
中医健康管理模式是以亚健康状态为切入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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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地向用户介绍从睡眠、饮食及生活习惯中的各方
面改善健康情况。目前平台现正处于研发过程当

从理论基础、测量方法、干预措施、健康管理模

中，预计 2016 年 5 月可以完成研发，投入试用。

式、技术平台等方面展开研究，提出了中医特色的

2.3 模式概要

测量和辨识方法。形成了针对亚健康疲劳、失眠、

健康管理是一种对个人或人群的健康危险因素

疼痛、心理失调等常见问题的中医特色干预方案，

进行全面管理的过程。其宗旨是调动个人及集体的

初步提出了亚健康人群监测机制，探索了中医健康

积极性，有效利用有限的资源来达到最大的健康效

管理模式，在健康管理的内容中体现了中医内涵。

果 [1] 。中医治未病的未病先防和既病防变理念与健

2 中医移动健康管理平台的开发

康管理这一概念不谋而合，治未病的思想及方法在

2.1 开发背景

健康管理当中具有很大的应用价值。所以我们将中

我国医疗资源有限，人口基数庞大，医疗卫生
费用不堪重负。有数据显示，人群中最不健康的 1%
和患慢性病的 19%的患者共用了 70%的医疗卫生费
[2]

医治未病理论与健康管理有机结合，形成了具有中
国传统特色的健康管理新模式。
中医移动健康管理模式从中医与现代医学相结

用 。换言之，人们只有在得病之后，才想到了保

合的角度出发，分别从生活方式（寿命、健康新趋

健与医疗。由此可以预见，未来的健康、养老以及

势、智慧生活）、饮食调节（肥胖的危害、饮食过度

社会问题会随着时间的推移日趋明显，威胁每一个

的危害、居民膳食原则、四季饮食助养生等）、心理

中国家庭。所以，前瞻性的自我保健、疾病预防和

（心灵感冒、好观念也养生等）、慢性病（慢性病的

健康管理，不仅可以节约大量医疗资源，减少治疗

防范、福相非福等）及合理膳食等 5 个方面对健康

费用，更可以避免很多病痛的发生，以达到个人和

管理问题进行探讨，并且能够针对相应的问题进行

社会双向的“可持续发展”。

有规律的改进。图 1 以生活习惯为例，展示了 APP

现今市场上健康管理产品层出不穷，质量良莠

栏目的分级。

不齐，大多缺乏权威性。中医移动健康管理平台参
考了多项国家级、部级及市级科研项目的研究成
果，以及上海市科普图书专项资助的《你会管理你
的健康吗》 [3] 一书。该书作者何裕民与倪红梅多年
从事健康管理研究，充分将多项国家及部市级课题
研究结果科普化，具有学术权威性和影响力。藉
此，我们结合中医理论、生态健康探索及疾病管理
等方面的内容，探索出一系列健康管理方法；并以
手机新媒体为媒介开发了中医移动健康管理平台，
使用户学习到“健康管理”方面的知识。
2.2 开发现状
中医移动健康管理平台以智能手机新媒体为媒
介，随时随地从生活方式的角度给予用户科学指

图 1 APP 栏目分级示意图

2.4 管理框架
中医移动健康管理平台采取多环节切入、状态

导，对用户日常生活中的的衣食住行和心理状态全

调整、线性干预相结合的方式进行建设[4]。

面进行管理，强调预防为主、防治结合。通过专业

2.4.1

方式在手机新媒体平台上对用户进行健康评估、身

法，从饮食、运动、心理、认知、生活方式等多个

心特质诊断，开具健康调理方案，提供针对用户的

环节切入，采取必要的保健措施改善自身状态。中

个性化、全方位的集预防、保健、治疗、康复和健

医移动管理平台能够记录相关数据，并提供合理的

康状况促进为一体的身心维护保障体系。

中医健康管理方案。

平台还将专业的学术报告化为通俗易懂的语

2.4.2

多环节切入

状态调整

使用低消费甚至是无费用的方

借助中医学的思路与经验，积极

言，并向用户介绍“康商”“生命期望值”等生活

调整现代人的身体状态，中医重视的辨证论治，其

中不常接触到的新概念。除此之外，该平台也将系

实就是状态调整 [2] 。中医学很多保健方式在民间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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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就拥有深厚的民众基础，而且费用低廉，容易被

从平台下载具有权威性的相关资料，根据用户个人

民众接受。在移动健康管理平台中，可以随时查

体质健康状态向用户推荐各类健康相关资讯。相关

询、学习相关知识，在保健防病同时也提高了现代

研究人员也可以从平台的资源库中获取所需资料作

人自身的身体素质和生活质量。

为理论支持。

在欧美实行的病因阻断法是很成

平台为数据挖掘方法在健康管理事业方面的应

功的，比如在 20 世纪 90 年代到 21 世纪初，美国的

用提供了基础。目前，数据挖掘、融合技术在医疗

民间和官方对吸烟进行了重点劝阻，使得该时间段

卫生事业中的应用越来越广泛。我们将数据挖掘技

2.4.3

线性干预

[3]

内美国的肺癌发病率下降了 7% 。我们借鉴了该方

术应用于前期健康数据的收集，为健康管理平台提

法，如通过在移动平台中定时提醒用户降低饮食中

供数据支持。一方面，利用数据挖掘技术，用户可

脂肪的摄入来控制血脂，或每日不定时地劝阻用户

依据自身的身体情况及生理数值，在平台中搜索相

吸烟以降低相关疾病的发病率等，由此达到干预生

应的保健方式。另一方面，经用户知情同意后，健

活习惯调整健康状态的效果。

康管理师、社区医疗组织、家庭医生等也可以利用

3 中医移动健康管理平台展望

平台监测数据库中已有的用户信息，以便随时发现

3.1 应用价值

健康状况出现危机的用户。

中医移动健康管理平台的特色在于用最少的医

4 小结

疗费用实现最优的健康管理效果。当人们的健康受

中医移动健康管理平台以传统中医理论为基

到威胁，或需要咨询、学习时，能够及时通过手机

础，以《你会管理自己的健康吗》一书为蓝本，参

新媒体在平台上进行学习，随时随地地把握好自己

考国家“十一五”科技支撑计划“治未病”及亚健

的健康，保持身心愉悦，更好地生活。

康中医干预研究项目、生态健康与疾病管理等方面

中医健康管理模式是将中医学治未病、整体观

的探索项目，以手机新媒体为平台，推广一套相对

念、辨证论治的核心思想，完美结合到现代健康管

简单、有效、易行且普适性强的中医健康管理新方

理学的每一个环节中，通过数据挖掘的方法，对各

法。平台将具有权威性与科普化的中医健康管理模

类有健康管理需求的人群进行全面信息采集、监

式传达给用户，有助于用户管理自我身心，帮助用

测、分析、评估，以维护和改善个体和群体健康为

户守住健康，预防慢性疾病。根据《国务院关于扶

[3]

目的 ，对不同个体给予有针对性的中医健康咨询

持和促进中医药事业发展的若干意见》要求，要

指导、衣食住行之养生建议，同时对健康危险因素

“充分发挥中医预防保健特色优势，将中医药服务

进行中医相关干预，以期达到五脏安、经络通、气

纳入公共卫生服务项目，在疾病预防与控制中积极

血和、百岁康的愿景。这为现代人提供了一个有中

运用中医药方法和技术”。因此，将中医传统理论

国特色、可操作、高效率的管理健康的新模式。

与手机新媒体相结合，开发中医移动健康管理平

3.2 应用前景

台，也响应了中医努力走向数字化、标准化、规范

中医移动健康管理平台可用于亚健康用户的自

化、现代化之路，是不断适应时代潮流的体现，除

我健康管理。用户可以随时随地在智能手机或平板

了具有实用价值，更具有突出的社会价值。

电脑登录后查询自身的健康状态和相关健康资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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