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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将社会、人类、行为和临床护理等各种服务进行整合所能带来的好

处，在诸多学术文献中早有描述。时下，医疗机构应运用这些知识管

理高危患者。只有采取整体的护理方法，医疗机构才能取得明显进

展，从而改善临床效果、节约护理成本。实现这一切的关键在于数据

——即我们需要获得干净的患者纵向数据。 

医疗学术文献及业内人士普遍认为，临床护理对个人健康的影响很

小。对高危患者进行管理的需求，以及阿片类药物成瘾、居住条件恶

劣、食品不安全及其他环境因素给医疗系统所带来的成本，都对整体

健康管理提出了需求。 

此次 IDC 技术聚焦，探讨了如何创建包含患者财务、临床、行为、社

会和人类服务等数据在内的全面纵向护理记录。为了创建干净、可操

作的数据，医疗机构必须解决互相分割、缺乏协调的医疗生态系统所

带来的麻烦，并应对面临同样问题的外部环境。 

尽管纷繁复杂，但对其社会决定因素的 

需求与日俱增  

向以价值为基础的医疗体系转型，一个关键要素，就是通过整合与患者护理相关的各种服务，实现对患者的整

体管理。孤立的情景性临床护理，无法有效改善患者的健康、也不能控制不断增长的费用，对患者临床、行

为、社会和人力资源不足的整合非常必要。尽管许多业内人士认同整合医疗的好处，但几乎没人能够通过数据

集成来推动相关的方案设计。 

  

在医疗行业，各医疗机构之间由于缺乏协调，导致数据孤立、分散。各医疗机构都需要干净、 

可操作的数据。为了对高危患者进行管理，医疗机构需要获得某个患者的纵向记录， 

这种记录整合了与患者相关的财务、临床、行为、社会、以及人类等各种服务信息。 

主要问题 

在谈及改善护理质量、降低管理成本

时，各医疗机构的普遍观点是，这样做

最大的障碍是缺乏干净、可操作的数

据。实现数据集成化管理，可改变数据

孤立、分散的状态，从而消除阻碍医疗

质量改善和成本效益提高的障碍。  

关键要素 
为了有效地对高危人群进行管理，医疗

机构必须意识到，行为、社会和人类因

素对患者所产生的影响，以清楚地了解

患者的需求，并确定最为恰当的护理方

案。医疗机构只有获得了影响患者健康

的不同社会决定因素的可操作数据，才

有可能做到上述这一点。 

概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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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疗学术文献的大量研究1表明，适当的社会服务和人类服务与临床护理相结合，可对患者的治疗结果产生积

极的影响。许多机构也将提供这类服务作为自己的目标，但鲜有大规模已交付实施的项目取得持续改进。获得

可靠的患者数据以了解哪些服务将为患者带来最好的结果，是实现长期可持续护理的关键。  

定义 

根据世界卫生组织的定义，健康社会决定因素（SDOH）“是指人们出生、成长、生活、工作和衰老的环境”，

这些环境对人们的健康产生影响。社会经济数据是对这些环境进行深入了解后所提供的信息，这些信息，可帮

助各医疗机构更好地理解不同的社会决定因素是如何相互作用、并对人类健康产生影响的。 

助推社会决定因素数据需求的趋势 

尽管很多患者个体可以通过整合医疗计划获益，但实施这一计划的高额费用却令人望而却步。凯撒基金会进行

的“美国社会需求调查”发现，在过去一年中，每四个美国人中就有一人因其社会需求未得到满足而对健康产

生影响。如何识别和锁定“适合的”个体，并对他们实施“适合的”护理方案，都需要根据数据来进行。 

提高医疗服务质量并控制管理费用，需要医疗行业进行革命性变革。人口结构的变化以及在政府资助下扩大的

医疗服务范围，推动了这种变革。 

具体而言： 

» 美国有 2500 多万 60 岁以上的老年人缺乏经济保障——他们生活在联邦贫困线（每人每年 29,425 美

元）250% 或以下水平。这些老年人面临着住房和医疗费用上涨、营养不良、交通不便、存款减少和失

业等问题。即使对生活在贫困线以上的老年人，当下生活中的任何一件重大不利事件，都足以影响其

明天的生活。2 

» 大约 80% 的老年人至少患有一种慢性疾病，68% 的老年人至少患有两种慢性疾病。慢性疾病给患者个

人和医疗系统都带来了沉重的负担。3  

» 根据 2013 年 7-9 月和 2019 年 4 月公布的数据，在美国的 49 个州中，参加医疗补助计划和儿童健康保

险计划（CHIP）的人数增加了 1470 万，增幅达 26.1%。目前参加上述计划的总人数为 7240 万。4 

  

 
1 https://www.commonwealthfund.org/sites/default/files/2019-07/COMBINED_ROI_EVIDENCE_REVIEW_7.15.19.pdf 
2 https://www.ncoa.org/news/resources-for-reporters/get-the-facts/economic-security-facts/ 
3 https://www.ncoa.org/healthy-aging/chronic-disease/ 
4 https://www.macpac.gov/subtopic/medicaid-enrollment-changes-following-the-aca/ 

https://www.commonwealthfund.org/sites/default/files/2019-07/COMBINED_ROI_EVIDENCE_REVIEW_7.15.19.pdf
https://www.ncoa.org/news/resources-for-reporters/get-the-facts/economic-security-facts/
https://www.ncoa.org/healthy-aging/chronic-disease/
https://www.macpac.gov/subtopic/medicaid-enrollment-changes-following-the-ac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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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在取得的进展 

美国一些州推出了“医疗补助豁免计划”，为患者提供医疗豁免服务。这些创新性的计划尽管还处于早期阶段，

但都已显现出了成功的迹象。美国已有 30 多个州可以享受第 1115 条政策所规定的豁免权。与“医疗补助计划”

相比，“医疗补助豁免计划”使各州在提供医疗服务时拥有了更大的灵活度。根据 1115 条政策所设计的项目，正

着手对选定的人群进行综合护理。一些最具创新性的项目也正在从这些实施豁免计划的州中诞生。 

例如，2017 年，当加州医疗保健服务部（DHCS）认识到医疗服务只能解决部分个人健康问题时，推出了“全人

医疗”（Whole Person Care）试点计划。该计划的目的，不仅是为了解决那些因健康问题而申请“医疗补助计

划”（这一计划不仅成本高、占用的医疗资源也大）救助的患者的身体健康问题，也是为了解决其行为健康和社

会服务欠缺的问题。该计划根据加州医疗补助豁免计划 1115 条政策而实施，至 2020 年 12 月 31 日结束。 

利用“全人医疗”计划的资金，加州圣马特奥县组成了一支名为“健康之桥”（Bridges to Wellness）的多学科现场

医疗团队，该团队由社会工作者、护理引导员、护师组成。该团队与该县医疗服务频率最高的医疗机构合作。

据该县报告称，这一团队取得了骄人成绩，2016-2017 年间，该县顶级医疗服务机构急诊量减少了 30%。调查结

果显示，在这些机构接受治疗的受访患者中，80% 的人表示，他们的自我管理技能和生活质量都有所提高。5 

“全人医疗”等计划实施的结果，证明了整合医疗的好处。但要扩大计划、并展示可持续的成果，需要经过集成

的数据。此外，对患者进行区分、确定最合适的护理方案、以及评估方案的执行效果等，也需要这些集成的数

据。而缺乏协调、各自为政的护理和服务，则会导致患者数据孤立、分散。要将这些孤立、分散的数据转换成

统一的、可靠的资源，需要不同的技能和技术。 

数据困境 

数据分析、机器学习和人工智能算法所需的数据复杂多样，难以收集。它们被存储在不同地点、不同媒介中，

可能是结构化的，也可能是非结构化的。因此，要实现同一患者在不同医疗信息系统中数据的互联互通非常困

难。即使是相同的数据元素，也可能以不同的方式被识别并被存储在不同的系统中。特定目标人群数据综合

性、标准化和干净度的不足，阻碍了数据利用进程。 

数据可从公开和非公开的渠道获得，包括人群地理特征数据（例如，人口普查水平），以及通过发放筛查问卷

而获得的特定患者的数据。有些数据可以免费获得，而另一些数据则需要付费。在任何情况下，数据的获取和

管理都很重要。但目前的现状是，数据源分散、缺乏行业标准、大部分数据是患者主诉的——有些甚至还是通

过填表的形式获得的。此外，许多原有的应用不能轻易地接受和附加数据。这些未经清洗的数据使得人口健康

管理计划收效甚微。 

获得干净、可操作的数据，是做出良好业务决策的关键，而创建这种数据需要独特的技能和技术。创建统一的

护理记录需要对数据进行一系列加工，通过数据集成、患者匹配、数据聚合、数据标准化、术语定义、数据扩

充，以及数据去重，最终会形成一个干净的数据集，没有重复记录、格式错误，也不会有错误信息或不匹配的

术语。 

 
5 https://harbageconsulting.com/wp-content/uploads/2019/03/Harbage_WPC_MidPointPaper.pdf 

https://harbageconsulting.com/wp-content/uploads/2019/03/Harbage_WPC_MidPointPaper.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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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医疗机构刚开始集成财务数据和临床医疗数据，要进一步集成 SDOH 数据，困难更大。此外，各医疗机构

往往将各自收集的社会决定因素数据存储在各自的数据仓中（比如，医院社工可能将影响健康的社会决定因素

的数据存储在自己的个人电脑中），因此必须先定位数据，然后才能开始清洗和集成这些数据。 

IDC 最近的一项调查发现，36% 的医疗服务提供方和 39% 的医疗服务付费方表示在自己的分析应用中使用了 

SDOH 数据，但各自收集数据的方式、所收集的数据的内容，以及使用这些数据的方式存在着很大的差异。根

据受访者反馈，几乎没有哪个机构能够解决数据问题，正因为如此，这些数据的价值有限，利用这些数据所制

订的方案也有限。 

图 1: 数据困境 

 

来源：IDC，2020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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干净数据产生的收益 

高质量的 SDOH 数据，加上高质量的临床、财务数据，将推动设计和评价综合的医

疗及社会护理服务所需的各项分析。尽管提供集成、干净的数据困难重重，但这

样做却能带来诸多好处。仅节约的劳动力成本就非常可观——数据分析师和护理管理

员们常常花费数个小时，用尽所有的查询方法，试图通过浏览这些碎片化的、不完

整的数据，得到“他们最想要的结果”。数据科学家们花费了他们近 80%~90% 的精

力，为机器学习和 AI 建模准备数据。然而，这样做不仅效率低下，工作结果也不

尽如人意。如果护理管理员们对他们所获得的数据缺乏信心，随之而来的各流程

（比如：确定项目的优先级、与患者或其他合作者沟通）就都有可能出现失误。 

由于缺乏数据支持，人口健康管理无法根据患者个人的特点设计个性化治疗方

案。比如，所有血糖不稳定的糖尿病患者可能使用的是同一个治疗方案。这种泛泛的治疗方案并未考虑患者个

人的特点，而这恰恰是方案是否适合患者、并能否取得成功的关键。获得干净的数据使各医疗机构能够利用更

先进的分析方法、对患者的状况进行更精准的分析，从而更好地理解哪些因素可能给患者带来临床风险。这些

精准的分析，有助于制订更加个性化的治疗方案，也更有可能取得良好的治疗效果。 

各医疗机构之所以对投资整合医疗项目犹豫不决，很大程度上是因为缺少可供参考的投资回报率模型。许多善

意的社会和人类服务项目提供了有价值的社会服务，但并非是为了提供可衡量的回报。各医疗机构要从整合医

疗管理项目中获益，需要明确期待值，并对项目进行持续管理。有鉴于此，各医疗机构需要获得干净的数据以

及专业的计算机知识，并在设计和管理综合护理项目时，更为严谨审慎。 

为什么选择 InterSystems 

InterSystems 的总部位于马萨诸塞州剑桥市，该公司至今已有 40 多年的发展历史，为全球 25 个国家1,900 家医

院提供服务。今天，全球超过 10 亿份健康记录是通过使用 InterSystems 的技术进行管理的。InterSystems 的核

心技术包括数据管理、应用开发、集成，以及医疗应用等。InterSystems 凭借其对医疗数据异质性和复杂性的

理解，向客户提供获取干净的、高质量数据的专业技术，获得了业界认可。 

InterSystems 的医疗客户包括医疗服务提供方、医疗服务支付方、生命科学组织、政府、技术创新者、软件开

发者，以及临床实验室。该公司医疗解决方案的互操作性主要体现为：协调一致的护理管理；快速、可互操作

的医疗解决方案的开发；以及医疗数据的获取与管理。 

  

各医疗机构要从 

整合医疗管理 

项目中获益， 

需要明确期待值，

并对项目进行 

持续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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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nterSystems 医疗解决方案，是基于其自身数据管理技术所开发的产品生态系统中的部分产品，包括： 

» TrakCare 电子病历（EHR）系统：提供了包括行政管理、临床和财务信息在内的统一的患者记录。作为

一个统一系统，TrakCare 提供了单一的数据来源。该系统在美国以外地区部署。 

» HealthShare 统一的健康档案：实现临床、财务、患者生成及社会数据源的连接，以创建标准的、统一

的护理记录。该系统帮助各医疗机构分析、共享和使用连接到系统的整个社区范围内跨越广泛用例的

数据。 

» InterSystems IRIS 数据平台：是用于开发和部署各种应用的数据平台。基于可靠和统一的平台，提供开

发和部署应用所需的各种工具和功能，包括数据管理、互操作性、事务处理及分析等。 

» 干净数据解决方案：是 InterSystems 的交钥匙解决方案，承载着健康数据分析、仪表板、人口健康管

理、人工智能和机器学习等应用。通过这一解决方案可以实现各种数据源的互联互通，实现数据聚

合、去重和标准化，从而提供干净的数据输入。 

所有 InterSystems 的医疗解决方案，均提供 HL7 FHIR 和全球主要医疗消息传输标准的本地支持，同时也提供应用

程序编程接口（API）。 

挑战 

虽然整合医疗的益处毫无争议，但人们所面临的挑战是如何有效地提供这种服务。照搬学术研究和试点项目业

已证明的方法无法奏效；缺乏可供参考的投资回报率，医疗机构对是否投资数据集成也难下决断。这些，都有

可能导致在数据集成项目成熟时、市场对 InterSystems 和其他系统的短期需求受到限制。 

结论 

医疗市场已经认识到整合临床、行为、社会及人类服务所能带来的潜在价值。然而，如何整合这些服务的模式

尚不清楚。虽然已经整合的服务项目已显现出了积极的成果，但由于缺乏集成的数据，许多项目无法扩展。

SDOH 数据的孤立、分散，以及标准的缺乏，使得各医疗机构难以利用这些数据。集成 SDOH 数据，需要专门的

技能和技术。如果缺乏干净、可操作的数据，医疗机构将无法构建长期、可持续的整合医疗项目。 

作者简介 

 

Cynthia Burghard,  IDC Health Insights 研究主管 

Cynthia Burghard，IDC Health Insights 研究主管，主要负责基于价值的医疗实践。她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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赞助方寄语 

健康的数据是指统一、干净、时刻待命的数据。InterSystems 通过多个平台，为医疗生态系统中的不同组织

和个人提供可用、有用、可管理、可执行的健康的数据。InterSystems 全球的 1,700 名员工，致力于为您提供

统一、干净、健康的数据。更多信息，请浏览 www.intersystems.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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