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糖尿病是继肿瘤、心脑血管疾病的第三大类慢性非传
染性疾病，其终身用药、不可治愈等特点给患者带来严重的
困扰。患者的生活方式和行为习惯与疾病的转归有着密切

网+模式下院前-院中-院后动态闭环式健康管理，具体架构
见图 1。
院前管理

的关系，有效的健康管理可很好地延缓并发症的发生 [1-3]。
但是，目前的现状仍然是过于偏重糖尿病的诊断和治疗手
段，忽视糖尿病的健康管理[4-5]，尤其是院前预防、院中教育、
院后康复指导的全程、一体化健康管理体系尚未建立。随
着大众健康意识的增强和信息需求的增加，移动互联网技

客户服务端

术在医疗服务中的渗透，互联网+技术可以极好地增强糖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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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的健康管理的便利性和有效性，提高闭环式健康管理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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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联网、移动智能终端，进行临床诊疗、业务运营、健康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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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成，包括客户服务端和服务器端两大端口，通过互联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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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平台是我院信息科基于 Hadoop 及大数据技术构建

服务器端

后台

环式健康管理模式的构成要素做以下阐述。
一、依托互联网构建专门的糖尿病诊疗服务平台

健康咨询、指导

面
面对

率。现对我院目前已开展的互联网+模式下糖尿病人群闭

上传健康参数

糖尿病健康
管理团队

理、患者及公共数据字典等主题索引，实现客户请求和网上
医疗服务支持。客户服务端是患者整合移动终端、自助健
康监护机、家庭电视健康机顶盒及可穿戴健康体征采集设

图 1 互联网+模式下糖尿病患者闭环式健康管理构架图

备提供的数据上传服务平台的端口，通过此端口客户可以
连接医疗管理机构，接受健康咨询指导。服务器端是后台

二、专业化的糖尿病健康管理团队

数据存储、处理传输中心及电子健康档案数据库，有糖尿病

健康管理学是一门集预防医学、临床医学、健康教育学

健康管理团队对其进行后台管理，时时监管，提供针对性的

及循证医学等多学科为一体的综合交叉学科，健康管理团

健康咨询和指导。此外，健康管理工作人员通过统一浏览

队集各科专家，协同为患者提供医疗服务[6]。本方案中，糖

器和患者个人授权，调阅或跨区域共享健康数据，为患者提
供在线视频诊疗、在线预约、用药指导和患者长期健康数据
管理，甚至面对面的健康教育、管理，真正实现全天候互联

万方数据

尿病健康管理团队由 6 位健康专家组成，分别是健康管理
师、糖尿病专科医师、糖尿病专科护师、伤口造口师、营养

师、心理咨询师，他们从生活方式、疾病和心理三个方面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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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拟定有针对性的、个性化的健康管理策略。该团队以糖

工作。具体内容为健康管理师借助网上交流软件如视频、

尿病健康管理师为核心，综合其他专家的建议，结合专业管

QQ、微信等定期对糖尿病患者进行回访、跟踪、记录、收集

理特点，以患者病情为基础，全程指导管理糖尿病患者的生

资料，分析、比对健康档案信息，依据患者现有的膳食、运

活、疾病诊疗和心理健康，跟踪、监测、反馈其病情变化及矫

动、药物、病情等进行网上健康教育，如观看系统教育视频

正其行为，实时调整管理策略，督促患者按科学、专业、个性

或面对面视频宣讲，调整、设计健康方案，定期追踪、监测、

化的方案管理自己的行为和生活方式。同时，专科医师负

反馈干预结果，必要时预约复诊时间。亦或者患者觉察健

责疾病治疗；专科护师负责疾病护理；伤口造口师负责破溃

康异常时上传健康参数按以上循环程序寻求健康服务，实

伤口处置；营养师负责膳食营养调配及运动指导；心理咨询

现患者
“主动-被动-主动”形式管理自己的院外行为。
糖尿病闭环式健康管理模式是在互联网+的技术上构

师负责心理与情绪调整。
三、互联网+闭环式糖尿病健康管理

建而成，互联网方便、省时、快捷等特点使庞大的糖尿病人

1. 院前预防管理：糖尿病的防治和发展与患者自身的

群健康管理科学化、便利化、信息化、全程化，在一定程度上

健康行为（膳食、运动）习惯直接相关。院前健康管理重点

打破了传统糖尿病人群健康管理的局限。互联网时代使医

是糖尿病及其并发症的预防，本方案具体做法是糖尿病高

疗健康领域正发生着重大的变革，逐步使传统的医疗服务

危人群等注册网上医疗服务平台会员，通过互联网将自测

模式向信息化医疗模式转变。移动医疗做为一种全新的服

或到健康体检机构获得的健康系数，如心率、血压、空腹血

务模式，正逐步渗透至健康管理领域，成为解决目前慢病管

糖、体重、体脂、骨密度等上传，系统自动与已有的健康数据

理不足等问题的一条可行途径。

或与正常的健康参考指标比对，生成各种趋势图，让患者持

利益冲突

无

续动态掌握自身健康状况。一旦上传的健康系数达到或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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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管理师通过患者授权调阅患者存储的健康参数评估其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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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息·

2016 全国肥胖与体重管理学术会议暨健康生活方式与
心脏代谢风险研讨会通知
肥胖在全世界呈流行趋势，肥胖症既是一个独立的疾

会议将邀请国内外著名专家就肥胖的流行病学、肥胖

病，又是多种慢性病，如 2 型糖尿病、心血管病、高血压、卒

和体重管理的基础研究、肥胖与慢性病的关系、不同人群肥

中和多种癌症的危险因素，被世界卫生组织列为导致疾病

胖的营养与运动及其他干预等问题讲座。同时，还会从征

负担的十大危险因素之一。预防和控制肥胖症刻不容缓。

文中选取优秀者邀请进行大会交流。

为进一步加强肥胖与体重管理的学术交流，由中华医学会

本次会议授予参会代表国家级Ⅰ类继续教育学分。会

《中华健康管理学杂志》编辑委员会、
《中华内科杂志》编辑

议最新情况会在杂志官网（http://zhjkglxzz.yiigle.com）和官

委员会主办，国际心脏代谢风险学会（ICCR）联合主办，中

方微信（微信名：中华健康管理学杂志）公布和更新，敬请

华医学会健康管理学分会学术支持，中国健康促进基金会

关注。

特别支持的 2016 全国肥胖与体重管理学术会议暨健康生

活方式与心脏代谢风险研讨会将于 2016 年 11 月 5—6 日在
上海市召开。

会务组：
《中 华 健 康 管 理 学 杂 志》编 辑 部 ：袁 庆 ：
010-85158817，Email：yuanqing@cma.org.cn。需纸质会议通
知请联系会务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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