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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与方法

远程医疗在居家养老健康服务中的应用研究
杜

超ꎬ张梅奎

[ 摘要] 目的 研究远程医疗在居家养老健康服务中的应用现状及问题建议ꎮ 方法 通过分析 ３ 种传
统养老模式的优缺点ꎬ引出远程医疗居家养老服务模式ꎬ进而分析其在应用中存在的问题ꎬ最后提出相应的对
策及建议ꎮ 结果 远程医疗居家养老健康服务在实际运行中存在推广力度不够、第三方运营标准不一、信息
网络未达到全覆盖等问题ꎮ 结论 克服相关问题ꎬ发挥远程医疗的优势ꎬ将会促进居家养老健康服务的真正
实现ꎬ造福老年人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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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６ 年ꎬ我国 ６５ 岁及以上老人达到 ２ ２２ 亿ꎬ
老龄化形势严峻ꎬ人口红利逐渐消失ꎬ“ 未富先老”
现象突出ꎮ 预计到 ２０５０ 年ꎬ我国老龄人口将达到总
人口数的三分之一ꎬ成为超老年型国家 [１] ꎮ 老年人
作为社会的一个大型群体ꎬ与其相关的医疗卫生、健
康保障、生活照料和社会心理适应等问题日益突出ꎬ
国家、社会和家庭负担与日俱增ꎬ严重制约了社会经
济的可持续发展ꎬ老年人的健康养老问题成为当前
社会迫切需要研究和解决的课题ꎮ 为积极应对人口
老龄化ꎬ国家出台一系列养老相关政策ꎬ力争建立与
人口老龄化进程相适应、与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相协
调的社会养老服务体系ꎬ实现“ 老有所养” 的战略目
标 [２] ꎮ 远程医疗作为“ 互联网 ＋ 医疗” 的重要手段ꎬ
已开始应用于居家养老健康服务ꎬ但在实际工作中
还存在一些问题ꎮ 作者通过对养老服务现状及问题
进行分析ꎬ以期为这些问题提供解决策略ꎮ
１ 我国养老服务模式现状
１ １ ３ 种传统养老模式及优缺点

目前我国主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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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在 ３ 种传统养老模式:家庭养老、社会养老和机构
养老ꎮ 家庭养老的优点是能够给予老人精神归属
感ꎬ降低社会成本ꎬ在全社会形成养老尊老的风气ꎻ
但老龄人口很大一部分是慢性疾病ꎬ慢性疾病的性
质决定了治疗的长期性ꎬ需要购置昂贵的药物或医
疗器械ꎮ 当前“４￣２￣１” 家庭结构使养老功能弱化ꎬ子
女数量减少ꎬ老人孤独寂寞ꎬ家庭养老负担加重ꎮ 社
区养老可以让老人居住在自己家里享受医疗服务ꎬ
但由于观念认识不到位ꎬ政策法规不健全ꎬ基础设施
差ꎬ专业化水平低ꎬ只能解决一部分普通常见疾病ꎮ
机构养老使老年人集中居住ꎬ老有所交ꎬ互帮互助ꎬ
聊天谈心ꎬ消除了孤独感ꎻ但存在供需矛盾、医疗服
务未配套、经营管理困难多、政策落实不到位的问题ꎮ
１ ２ 远程医疗居家养老服务模式的提出 “ 互联
网 ＋” 运用于健康领域ꎬ使得医疗信息化、远程医疗、
移动医疗、云智慧处理中心和医疗物联网等异军突
起ꎬ为居家老年健康管理带来了新机遇ꎮ 基于远程
医疗的居家养老健康服务模式是以家庭为核心ꎬ社
区为依托ꎬ医疗科技为辅助ꎬ专业化服务为依靠ꎬ面
向居家老年人提供健康监测、慢性病管理、老年监
护、健康咨询、健康教育等一系列全方位、个性化医
疗服务的新型养老服务模式ꎮ 相较 ３ 种传统养老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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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而言ꎬ基于远程医疗的居家养老健康服务模式一
是可以满足老年人希望在家中养老的心理需求ꎻ二
是借助医疗信息化技术ꎬ克服地域限制ꎬ使得上级医
院的优质医疗资源真正下沉到社区ꎬ提高社区医院
的吸引力ꎻ三是有助于缓解养老机构设施资源供求
矛盾ꎬ 大大降低养老成本ꎬ 有利于实现 “ 整体医学
观” ꎬ促进医疗资源共享ꎬ提升居家养老健康服务的
质量和水平ꎬ使老年人能够 “ 老有所养” 、 “ 老有所
医” 、“ 老有所乐” [３] ꎮ

２ 远程医疗居家养老服务存在的问题
２ １ 推广应用力度不够 城乡社区老年医疗业务
水平低ꎬ面对老年人的健康需求常常感到能力不足ꎬ
向上转诊在所难免ꎬ向下转诊却非常困难ꎻ老年人信
赖大医院、大专家ꎬ而综合性医院医疗资源紧张ꎬ就
诊流程繁琐ꎬ给老年人带来不便ꎻ综合性医院临床科
室常遇到患病老年人即使过了急性治疗期ꎬ也因担
心得不到高水平的康复护理ꎬ“ 长期占床” 而不愿转
诊回到社区ꎬ加重大医院床位的紧张ꎬ造成医疗资源
浪费 [４] ꎮ 但由于各地经济水平、养老观念、政策导
向等均有差异ꎬ远程医疗居家养老健康服务模式在
推广应用的过程中效果不一ꎮ 社区医院、居家老年
人、综合性医院这 ３ 种重要角色的远程医疗居家养
老需求没有被充分挖掘和实现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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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系统集成能力较弱、互联网医疗资源通讯能力亟
待提高、缺乏有效的互联网医疗测试平台等问题ꎮ
３ 对策及建议
３ １ 大力推广远程医疗居家养老“ 两段式” 服务模
式 应坚持政府主导ꎬ优先保障低收入、高龄、独居、
失能等养老困难老年人的居家养老医疗健康服务的
基本需求ꎬ加大相应服务项目的补贴力度ꎬ鼓励动员
全社会力量参与ꎬ逐步建立起多层次远程医疗居家
养老健康服务业的政策保障体系和筹资体系ꎮ 医
院、社区要引导居家老年人认识和接受远程医疗ꎮ
鼓励第三方运营商介入ꎬ共同构建以大医院为主导ꎬ
社区医院为依托ꎬ针对老年人提供远程门诊、远程监
护、远程康复、远程随访、远程医学培训等服务接入
的基于远程医疗的居家养老健康服务体系架构ꎮ 在
“ 以人为本” 和“ 以健康为中心” 的新健康理念定位
上ꎬ以老年人全面健康服务需求为导向ꎬ全面推广基
于远程医疗的“ 医院￣社区￣家庭” 一体化、两段式( 图
１) 和“ 协助诊断” 居家养老健康服务模式( 图 ２) ꎮ

２ ２ 第三方运营标准化问题 开展远程医疗居家
养老健康服务ꎬ不仅需要以现有各级医疗机构的医

疗服务为基础和保障ꎬ更需要整合与推动社会资源
参与的第三方健康运营服务ꎬ打造一站式远程居家
养老健康服务体系ꎬ这涉及到通讯网络运营、专业设
备制造、多元化健康服务提供等诸多方面ꎮ 目前众
多企业已纷纷进入并抢占互联网医疗市场ꎬ如何根

图１

基于远程医疗的居家养老健康服务两段式服务模式

据第三方健康服务内容、运营模式和目的构建相应
的业务流程ꎬ实现服务的标准化运营ꎬ探索适合第三
方健康服务的可持续发展机制ꎬ以保证互联网医疗
市场健康有序运行ꎬ更好促进远程医疗居家养老服
务ꎬ是当下亟待解决的问题之一ꎮ

２ ３ 信息网络“ 最后一公里” 现象 远程医疗居家
养老服务离不开信息化基础建设ꎬ包括搭建三级医
疗机构间的远程会诊网络、建立居家养老信息平台、
居民健康档案信息服务平台、与当地服务平台或社
会化服务提供商对接等ꎬ但目前仍面临一些关键的
技术瓶颈 [５] ꎮ 例如ꎬ各地信息建设标准不一ꎬ网络
接口不兼容ꎬ重复建设导致资源浪费ꎮ 不少大医院
由于数据安全隐患和风险不愿接入ꎬ从而为开展远
程医疗、分级诊疗、双向转诊带来困难ꎻ基层、上级医
疗机构与电信运营商之间信息网络沟通衔接不畅ꎬ
不少地方存在“ 信息孤岛” 、“ 最后一公里” 差距、平

图２

３ ２

基于远程医疗的居家养老健康服务协助诊断服务模式

探索第三方健康服务可持续发展机制

政府

及相关部门要引导第三方探索可持续发展机制ꎬ同
时加以监管及规范ꎮ 根据服务内容、运营模式和目
的制定相应的业务流程ꎬ构建“ 公益化为前提、社会
化为基础、市场化为方向” 的信息化、智能化的运营
模式ꎬ采用“ 无偿、低偿、有偿服务” 相结合的方式推
动居家养老服务行业持续、健康、快速的发展ꎬ为居
家老年人提供多元化服务ꎮ 第三方远程医疗居家养
老健康服务平台不仅要提供服务信息的交换ꎬ还要
灵活的对平台的各种交易主体、参与主体以及他们

的行为进行有效管理 [６] ꎮ 这样ꎬ才能形成统一的、

«转化医学杂志»２０１８ 年 ８ 月 第 ７ 卷 第 ４ 期

Ｔｒａｎｓｌａｔｉｏｎａｌ Ｍｅｄｉｃｉｎｅ ＪｏｕｒｎａｌꎬＶｏｌ.７ Ｎｏ.４ꎬ Ａｕｇ ２０１８

 ２３９

规范的、标准化的市场秩序ꎬ保证合法经营者的利益

区去养老的生活习惯和心理特征ꎬ为促进医疗健康

和居家老人的权益ꎮ

服务产业的发展起到了示范作用ꎮ 如能在服务机

３ ３

利用信息化手段实现互联互通、数据共享

构

建健康服务社会网络ꎬ促进信息互联互通ꎬ实现资源
共享ꎻ通过支持 ＩＰｖ６ 的 ４Ｇ 移动通信网、传统互联
网、移动互联网以及广电网等多种方式ꎬ以有线和无
线方式实现居家养老医疗终端与服务平台间的数据
传输ꎻ结合现代网真技术ꎬ超高清晰度视频、音频和
交互式组件ꎬ 在 ＩＰ 网络上创建一种 独 特 的 “ 面 对
面” 体验的新型技术 [７] ꎻ为居家养老健康服务应用
系统建设的开展提供安全、可靠的数据传输与互操

作通道ꎻ建立统一开放的远程医疗服务系统接口ꎬ能
提供信息查询、数据分析、决策支持和业务协同功
能ꎻ打通养老服务信息共享渠道ꎬ推进社区综合服务
信息平台与医疗信息资源对接ꎬ促进养老服务公共
信息资源向各类养老服务机构开放 [８] ꎮ
４

结论
远程医疗居家养老健康服务模式不受地域和时

间限制ꎬ为居家老人提供远距离医学信息和服务ꎬ一
方面符合我国“ 未富先老” 的社会特点ꎬ具有成本较
低、覆盖面广、服务方式灵活等诸多优点ꎬ使一部分
经济困难却有养老服务需求的老年人得到精心照

制、服务内容、信息化技术等问题上加以完善ꎬ一定
能使远程医疗在居家养老服务中发挥更好的作用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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