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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随着互联网技术的快速发展和医疗信息化的不断推进，健康医疗大数据已逐渐成为创
新健康管理、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健康需求的重要资源，成为国家全面实施大数据战略的重要
组成部分。宁波市鄞州区通过构建健康大数据平台及大数据技术的应用，积极探索健康医疗大数据
在传染病、预防接种、慢性病等疾病防控领域的防控模式创新，期望通过“互联网+健康医疗”提高区
域疾病防控和健康管理水平，培育发展新业态，成为健康中国的有力支撑。本文对鄞州区的这一防
控新模式的实践探索进行介绍，并对模式的初步成效进行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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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Internet technology and the continuous
advancement of medical informatization, big data in healthcare has gradually become an important
resource to innovate health management and meet the growing health needs of people and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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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plication of big data in healthcare has been one of the indispensable parts of national big data
strategy in China. Based on the established healthcare big data platform and the application of big
data technology, Yinzhou district has made innovative efforts to explore a new model driven by big
data for the prevention and control of communicable and non-communicable diseases and the
management of vaccination programs. It is expected that the "Internet plus healthcare" model will
strengthen the disease prevention and control and public health management in local area, create a
new business form and provide strong support for Healthy China 2030. This article introduces this
new model driven by big data in Yinzhou and discusses the preliminary efficiency of this model in
public health pract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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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数据在电商、金融、安全、航空、生物技术等
［1-2］

领域的应用成效有目共睹

。近年来，随着互联

网技术的快速发展和医疗信息化的不断推进，卫生
健康服务体系信息化建设日臻完善，健康医疗大数
据也逐渐成为创新健康管理、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
长的健康需求的重要资源。2016 年国务院办公厅
印发的《关于促进和规范健康医疗大数据应用发展
的指导意见》中提到，要建设统一权威、互联互通的
人口健康信息平台，推动健康医疗大数据资源共享
开放，推进健康医疗行业治理、临床和科研以及公
［3］

共卫生的大数据应用 。在疾病防控领域，如何充
分利用电子病历、医保记录、疾病监测等常规收集
的海量数据，创新疾病防控与健康管理模式，为卫
生决策提供科学依据，为优化民生健康服务提供
支持，是大数据时代下的重要命题。2015 年开始，
由浙江省宁波市鄞州区区委区政府推动、鄞州区大
数据局支持、鄞州区卫生健康局主导建设、并授权

鄞 州 区 CDC 应 用 的 区 域 健 康 大 数 据 平 台 启 动 建

容包括：①由区域卫生信息平台自动传输的辖区居

民在宁波市各医疗机构就诊时的人口学、住院与门
诊电子病历、实验室检验、影像学检查、用药等临床

诊疗数据和居民健康档案数据［4］；②与公共卫生信
息系统对接导入的法定传染病报告数据、预防接种

数据、死亡登记数据、肿瘤登记数据等公共卫生数

据［5］；③基于鄞州区健康大数据平台构建的高血
压［4］、心血管代谢性疾病［6］、肾病［7］等专题研究数

据；④与鄞州区大数据局数据共享平台对接获得的

教育部门的学籍数据、公安部门的户籍数据、医保
部门的医保数据、交通部门的交通出行数据（疫情

防控需要时）、环保部门的气象数据等［8-9］；⑤通过
互联网、可穿戴设备监测等第三方渠道获得的数
据。健康大数据平台整合的数据资源见图 1。

为构建标准化体系、搭建健康医疗数据分析利

用的一体化安全保障环境，针对鄞州区健康大数据
平台开发了多项技术，包括：①基于统一元模型的

数据资源管理技术，以保障数据资源的统一管理；

设。该平台以卫生信息系统为基础，实现了辖区内

②可配置的数据质量修复融合技术，以保障数据质

院、专科医院、妇幼保健院、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社

的数据管控技术，以解决数据源的追溯和数据目录

532 家区、街道两级医疗机构（包括综合性公立医
区卫生服务站等）和部分民营健康管理服务机构医

疗信息的互联融合、开放共享。鄞州区 CDC 及有

量的管控与数据修复；③基于数据目录和血缘追溯
问题；④基于敏感信息规避和触发技术的数据隐私

保护技术和区域健康医疗大数据分层分级分域数

关机构和学者在信息化建设和实践中不断积累经

据管理技术，以保障敏感信息的规避和隐私信息的

验，完善发展平台，积极探索健康医疗大数据在传

保护。

染病、预防接种、慢性病等疾病防控领域的应用，

鄞州区健康大数据平台的建立及大数据技术

期望通过“互联网+健康医疗”提高区域疾病防控和

的应用，打破了过去不同系统、机构间的数据孤岛，

健康管理水平，探索服务新模式，培育发展新业

实现数据融合和统一管理［9］。庞大的数据资源以

态，成为健康中国的有力支撑。

及数据良好的实时性、可用性、复用性、唯一性、安

一、鄞州区健康大数据平台简介

全性、标准化、真实性、覆盖面等优势，为全面、高效

鄞州区健康大数据平台整合的数据来源和内

率地开展居民健康状况评价、人群死亡和疾病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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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 、传 染 病 预 警 和 慢 性 病
预 测 、社 区 健 康 管 理 等 公
共卫生实践以及科学研究
创 造 了 条 件 ，使 大 数 据 为
民所聚、为民所用。
二 、疾 病 防 控 领 域 的
实践应用探索

1. 传 染 病 防 控 ：鄞 州

区在建设健康大数据平台
时 ，对 医 院 管 理 信 息 系 统

（hospital information system）
进 行 了 改 造 ，使 其 自 动 识

图1

别法定报告传染病的相关

鄞州区健康大数据平台数据资源示意图

诊 断 ，并 提 示 医 生 即 时 报
告。同时，借助区域卫生信息平台，将传染病数据

现的第二道防线；通过跨部门、跨行业的数据共享

自动上传至传染病报告专病网络，实现了医院→区

融合，部分地解决了流行病学史的谎报瞒报；也将

级→市级→省级→国家级的平台化逐级上报路径，

社区工作人员从繁重的排查工作中解放出来，提

替代了传统的预防保健科医生人工二次录入病例

高了时效性。

，减少了人

除监测特定传染病外，通过分析临床诊疗数

员工作量，又避免了人工操作可能造成的遗漏和错

据，也可以帮助发现区内居民一段时期内存在的重

误，显著提高了传染病报告与监测的即时性、完整

要的卫生与健康问题，以便及时采取有针对性的公

［10］

信息的报告方式，将其上报时间缩短

［11］

性和准确性

。

在法定报告传染病的监测预警方面，根据疾病
诊断、症状、实验室检验、用药等信息定义流感样病

例的临床症候群，利用疾病 ICD 编码、关键词等在
［8］

健康大数据平台的相关数据源中检索 。发现临

床符合病例后将信息推送给属地化医疗机构的公

共卫生措施。例如，2013 年“菲特”台风来袭后，鄞

州区通过分析区域卫生信息平台中区内所有居民
的门诊就诊信息，发现腹泻、胃肠功能紊乱、皮肤感
染和失眠病例分别较台风前增加 1.24、1.11、1.28 和

2.48 倍，提示可能存在蔬菜水果污染、居民心理紧

张等问题［13］。为此，当地疾控部门快速反应，通过

共卫生人员，经电话或入户核实后，将相关信息录

分发消毒物品、灾后防病宣传、健康心理疏导等措

入专病监测预警系统；如果进一步发现疑似流感聚

施减缓并控制相关疾病的发生发展。

集性疫情，则采取相应的响应处置措施。2019 年

10-12 月经健康大数据平台探测发现流感疑似事

2. 预防接种管理：鄞州区健康大数据平台整合

产科预防接种信息系统、成人预防接种信息系统、

件预警信号 5 次，现场调查 3 次，核实为地区聚集性

学校查验接种信息系统和社区排摸催种信息系统

系统也发现了同一起聚集性疫情，但前者比后者早

的疫苗接种史监测，既可持续、动态地掌握不同年

两周时间发出预警信号。

龄段人群的疫苗接种率水平［14-15］，也可评价“疫苗

疫情 1 起。尽管经传统的传染病网络信息化报告

等底层信息化建设，实现了覆盖全人群全生命周期

在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期间，鄞州区在健康

事件”
“疫苗政策”
“重大传染病疫情”等特殊因素对

大数据平台中已有医疗机构和疾控机构数据的基

区域人群疫苗接种的影响［16］，发现疫苗接种的薄弱

础上，进一步通过联防联控机制实现跨部门的数据
信息共享，在制定临床筛选标准的基础上，根据来
自公安、交通管理、教育等部门的信息确定个体可
［12］

能存在的高风险流行病学史

。大数据平台每日

0 点运行可疑病例的筛选模型，对符合的可疑病例

环节。例如，2017 年鄞州区评估健康大数据平台

中区内所有 1~3 岁儿童的免疫规划疫苗接种率水
平，发现均达到 95% 以上；但农村地区儿童和流动

儿童的复种或加强免疫接种率、首针乙肝疫苗及时
接种率和首针麻疹疫苗及时接种率相对较低［15］。

进行线下核实处置。这种基于临床诊疗数据进行

为此，卫生部门有针对性地开展了重点地区和人群

事后可疑病例筛选，构建了落实医疗机构病例早发

免疫规划疫苗的查漏补种活动，并在各个社区开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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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时接种疫苗重要性的健康宣教，以提高儿童的疫

内心血管疾病发生风险高的个体或糖尿病并发症

苗接种率水平，降低传染病发病风险。

风险高的患者，并根据个体具体情况（如危险因素

整合预防接种信息和临床诊疗数据，检索可疑

的 疫 苗 接 种 后 不 良 事 件（adverse event following

immunization，AEFI），可实现疫苗上市后安全性的

情况、病程、共患疾病情况等），制定个性化的健康
管理或疾病管理方案［21］（如随访频次和检查内容、
应用可穿戴设备监测的干预方案等）。这种大数据

主动监测。例如，鄞州区依托健康大数据平台开发

驱动的慢性病预防与管理模式，有助于提高效率，

了疫苗安全性主动监测模块，先后探索了儿童百白

对人群进行有效分层，实现分级管理，实现从以疾

破疫苗、13 价肺炎疫苗和成人 2 价 HPV 等疫苗的上

市后安全性监测策略，通过自动检索受试者在接种

后 7 天内的医疗机构就诊数据，对可能由疫苗接种

引发的不良事件实现“准实时”监测，探索建立了基

病为导向的健康管理向以人为导向的健康管理的
转变。
三、成效与展望

鄞州区健康大数据平台投入应用 7 年以来，积

于真实世界数据的疫苗上市后 AEFI 主动监测系

极探索安全有效的方式实现更多数据的共享，建立

AEFI 监测体系提供了实践依据

原则，实现了跨部门、跨机构的数据融合，形成从出

统，与国家 AEFI 被动监测系统实现互补，为完善
［17-18］

。

开放式标准化的数据结构，按互联互通共享共融的

整合预防接种信息、临床诊疗数据和法定传染

生到死亡的全生命周期健康医疗大数据资源，为开

病报告数据，检索疫苗接种后是否发生相关传染

展科研攻关、公共卫生实践与管理模式创新创造了

病，可基于队列研究设计开展疫苗接种的人群效果

条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统一科研攻关的顶层设

［19］

。鄞州区建立了儿童手足口病疫苗和老年

计与信息化系统平台的底层实施，形成医防融合的

人流感疫苗的接种保护效果评价模块，实现了动态

应用转化体系；凭借监测全域多元化、健康评估自

监测评价。当发现疫苗的人群保护效果有异常信

动化、筛查干预精准化、居民服务个性化和科研分

号时，疾控部门可及时开展现场调查，启动强化免

析智能化的特点，在建立大数据平台体系和标准、

疫等措施。

开发多病种智能化评估系统、创新健康和疾病管理

评价

依托健康大数据平台，可将就诊个体的预防接

与卫生服务模式等方面发挥重要作用，实现“产学

种史信息推送给接诊医生，辅助传染病诊断。另

研用”的有效结合。鄞州区通过汇聚、关联和分析

外，各级医院是流动儿童预防接种管理的监测触

健康医疗大数据，建成“采、治、管、用”的数据应用

角，通过对就诊人群与预防接种管理人群的自动匹

体系，使数据产生价值，这种大数据驱动的疾病防

配识别，可发现漏种个体，并推送至各预防接种门

控模式的探索，对我国疾病防控的现代化发展有重

诊，由接种门诊医生实施线下核实随访，确认免疫
空白儿童并及时管理和补种，提高儿童管理率和接

要的示范引领作用（图 2）。

种率。鄞州区自 2018 年实施该模式以来，每年可
发现千名漏管儿童，成本效果和工作效率远优于传
统的人工排查核实方式。

3. 慢性病预防与管理：鄞州区的慢性病报告也

实现了医院→区级→市级→省级→国家级的平台
化逐级上报模式。另外，依托健康大数据平台，以
研促用，推动慢性病预防与管理向精准化发展。例
如，整合居民电子健康档案（特别是慢性病患者的
管理档案）数据、临床诊疗数据、体检数据、死亡登
记和主要慢性病发病报告数据等，分析鄞州区居民

图2

健康医疗大数据驱动下的疾病防控新模式

心血管疾病的流行水平，以及糖尿病患者进一步并

当然，对健康医疗大数据驱动的疾病防控模式

发糖尿病肾病的流行水平，探索发生心血管疾病以

的探索还将继续，仍有持续发展和完善的巨大空

及糖尿病患者并发糖尿病肾病的危险因素，在此基

间。目前的大数据平台仍以卫生部门内部的健康、

［5，20］

。这些疾病风险

疾病相关数据为主，而影响个体健康的衣食住行以

预测模块将被整合到健康大数据平台，用于发现区

及生态环境和社会环境等健康决定因素，即非卫生

础上构建相应的风险预测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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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门的方方面面的数据尚处于“孤立”或“缺位”状
态，尚难以支撑“将健康融入所有政策，把全生命周
期健康管理理念贯穿城市规划、建设、管理全过程

[11]

各环节”目标的实现。此外，海量大数据背景下，如
何运用人工智能技术和大数据挖掘技术，建立智能
化的疾病防控体系也有待进一步的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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