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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防控策略与互联网数字化医疗 
战“疫”关联的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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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的暴发，没有人能置身事外，全国上下齐心协力共同抗击疫情肆虐，各行
各业都在贡献力量。作为防疫工作最前沿的一线阵地，公共卫生和医疗健康服务体系在疫情紧迫的强压下正
积极努力寻求和实施科学有效的应对策略。相较 2003 年严重急性呼吸综合征（SARS）时的情况，现在的医疗
资源和处置水平已大有进步，但面对我国庞大的人口基数和存在地区差异的线下医疗资源分布情况，传统线下
公共卫生和医疗健康服务体系依然存在着短板和不足之处。互联网数字化医疗借助其高效、便捷、普惠等方面
的优势，紧密结合国家防控工作，运用互联网 +、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技术，快速投入到战“疫”中，以互联网医
院、互联网诊疗等形式构建出线上线下一体化的公共卫生和医疗健康服务模式，降低了医疗机构线下（门诊直
接接触服务）交叉感染的风险和医务工作者的劳动强度，减少了医务工作者的工作压力，为患者提供及时有效
的诊疗咨询服务，并能保障医疗信息的安全和准确，为疫情防控提供了有效的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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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No one is immune from the outbreak of corona virus disease 2019, the whole country worked together 
to fight against  the epidemic, and all walks of life are contributing. As the forefront of epidemic prevention,  the public 
health and medical health care service systems are urgently seeking and implementing scientific and effective response 
strategies under the urgent pressure of this epidemic. Compared with the situation of severe acute respiratory syndrome 
(SARS) in 2003, nowadays the level of medical resources and disposal methods have been greatly improved. However, 
considering  about  the  huge  population  and  the medical  entities  distribution  with  regional  differences  in  our  country, 
traditional public health and medical health care service systems still have some aspects to be improved. The effective, 
convenient and  inclusive online digital health care has been practised  to play a vital  role  in epidemic prevention and 
control. In internet plus model, by using big data, artificial intelligent and other technologies, online digital health care 
treatments are counted  to establish  the online and offline  integration of public health and medical health care  service 
model. This might obviously reduce the risk of cross-infection in medical institutions (direct contact), reduce the labor 
intensity  and  working  pressure  of  medical  workers,  provide  timely  and  effective  diagnosis  and  treatment  consulting 
services for patients, ensure the safety and accuracy of medical information, and provide effective support for epidemic 
prevention and contro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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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 2019 年 12 月底出现的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简称新冠

肺炎）疫情已经成为继 2003 年严重急性呼吸综合征（SARS）

之后我国出现的又一次大规模公共卫生事件。

1 新冠肺炎疫情对公共卫生和医疗健康服务是一次重大  

考验 

  2020 年 1 月 30 日，世界卫生组织（WHO）宣布新型冠

状病毒（2019-nCoV）的出现为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

件（PHEIC），这是继 2009 年甲型 H1N1 流感疫情、2014 年

脊髓灰质炎病毒和埃博拉病毒疫情、2016 年寨卡病毒疫情

和 2019 年 7 月埃博拉病毒疫情之后宣布的第 6 次 PHEIC。

WHO 总干事 Tedros Adhanom Ghebreyesus 强调了新冠肺炎

疫情防控任务的艰巨性和紧迫性，以及采用科学有效的疫情

防控策略应对和防止病毒传播的重要性［1］。

1.1  突发疫情暴露地区医疗资源的短缺：根据 2020 年 2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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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日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卫健委）发布的信息［２］，湖北省

和武汉市感染新冠肺炎患者病死率都高于全国水平。究其

原因，是因为前期收治没有充分落实集中患者、集中专家、

集中资源、集中救治的“四集中”原则，患者比较分散，不利

于管理，且整体不是由重症医学科专业医疗团队来进行管

理，所以在一定程度上摊薄了优质医疗资源的力量。

1.2  老年人、有基础疾病 /慢性病的患者在此次疫情中感染

的概率相对较高：因新冠肺炎疫情造成的死亡患者中大多数

是老年人和有基础疾病 / 慢性病的患者［2-3］，男性占 2/3，女

性占 1/3，80% 以上都是＞60 岁的老年人，75% 以上有 1 种 

及以上基础疾病 / 慢性病，以心脑血管疾病、糖尿病、肿瘤等

为主。在新冠肺炎疫情的严峻形势下，我国各地陆续采取了

严格的公共卫生防控措施［4］，其中大规模隔离和对公共交通

的限制措施无法避免地成为老年人及有基础疾病 / 慢性病

患者群体持续获得维护、治疗的主要障碍。同时，新冠肺炎

疫情的暴发给社区民众的心理健康带来了巨大的挑战。本

课题组前期研究显示，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可为老年人健康

管理提供更多可靠的可持续应用策略［5］。互联网、大数据、

人工智能、区块链等新兴智能技术正逐渐开始帮助老年人

改善健康条件、提高公共医疗服务效率、节约开支，为解决

和改善我国老年人健康管理问题提出技术应用方面的可行

建议 , 也为普遍存在于智能化技术和医疗健康产业相关工

作者中的技术与业务怎样有机结合的问题提供了解决方案

和思路［6］。

1.3  民众对疫情及健康问题的防范意识亟待强化：湖北省

作为迅速发展的省会城市和华中地区的交通枢纽，这样的区

位条件有极大可能导致人传人以及超级传播者催生重大疫

情的暴发。而且公众的公共卫生和医疗健康意识显得较为

薄弱，新冠肺炎疫情发生初期在发热门诊区域仍有很多人不

戴口罩，疫情出现后依然没有减少聚会活动的举办和参与，

“多通风、勤洗手”等基础卫生常识常常被人们抛在脑后，导

致民众对于疫情初期病毒在家庭、医院、社区、商区、各个活

动场所，甚至城市之间的传播缺乏足够的警惕［7］。

1.4  人类与病毒的斗争是长期存在的：正如瑞典病理学家

Folke Henschen 说过的那样：“人类的历史即是其疾病的历 

史”［8］。像中国这样的超大规模社会，从过往的经验来看，

有很多疾病在危害人民的生命健康［8-10］，新冠肺炎疫情也对

民众的生命健康造成严重危害，和病毒在战斗中共存将是常

态，对病毒感染的科普、预防、监控、治疗、追踪等一系列公

共卫生和医疗健康服务的系统工作也应该纳入社会医疗健

康体系的常态化管理中。

2 互联网数字化医疗助力新冠肺炎疫情防控 

  新冠肺炎疫情的突袭使以湖北省为主的部分地区医疗

资源陷入了异常紧张状态［10］。从 2020 年 1 月中下旬开始，

新冠肺炎疫情范围逐步扩大，疫情重灾区的医护工作者超负

荷工作，全国各地纷纷集结医疗队奔赴湖北驰援，这也是对

公共卫生和医疗健康服务体系综合管理的极大挑战［11-12］。

对于公共卫生和医疗健康服务产生的需求，短时间内迅速成

为民众最直接、最密集、最迫切的需求，在这个过程中，传统

医疗的生产与使用模式开始凸显出它与加速增长的公共卫

生和医疗健康服务需求以及与人口老龄化、基础疾病 / 慢性

病普遍化等趋势的偏差与矛盾，诸如疫情防控工作的紧迫、

医疗资源的紧缺、传染和交叉感染的担忧，这些都亟需推动

科学技术进步与管理策略的融合。为了缓解线下医疗机构

防控的严峻态势，快速打破各地医患交流的空间限制，兼具

远程、专业、便捷、高效等优势的互联网数字化医疗平台迅

速开展积极的响应和支持，为避免线下交叉感染、非急症患

者就医问药、数字化防疫、大数据及人工智能辅助诊疗、医

疗健康知识科普、疫情心理咨询等普遍存在的民众急切诉

求提供了有力支持。

  由于新冠肺炎疫情快速蔓延，加速造成了短时间内疫区

医疗物资短缺、医务工作者超负荷运转和线下就医引起交

叉感染的风险，为此，各大互联网数字化医疗健康平台纷纷

做出了快速的响应。以互联网医院国家试点平台“微医”为

例，2020 年 1 月 23 日微医互联网总医院“新冠肺炎实时救

助平台”1 d 内建成并上线接诊；针对严峻的疫情随之而来

的民众心理危机［13］，根据国家卫健委的指导原则［14］，2020

年 1 月 27 日凌晨，微医互联网医院总医院上线了“心理援

助专区”，提供自测预判、远程专家咨询等心理服务；2020 年

1 月 29 日，由天津市委网信办、微医互联网总医院联合中国

中医药出版社共同编写的《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防治

知识问答》发行，手册从对病原的认识、传播途径、临床表现

和相关治疗、防控常识、认识误区等几个方面以问答形式对

疫情的焦点话题进行了专业、通俗的阐释，并配上了多幅插

画，非常有利于传播，手册附录里还汇集了国家卫健委发布

的新冠肺炎诊疗方案以及防控文件［15］。截至 2020 年 2 月

26 日，微医互联网总医院共集结了呼吸科、感染科、内科等

41 677 名医师在线接诊，累计提供疫情医疗咨询服务超过

1 445 219 次，“新冠肺炎实时救助平台”围绕免费医疗咨询、

新型肺炎防治知识、专家科普、案例解读、患者随诊等方面，

为疫情防控提供支持。

  互联网数字化医疗对于新冠肺炎疫情防控产生了积

极的作用，其中，在天津市卫健委、市医保局、市委网信

办等部门的统一部署下，天津微医互联网医院于 2020 年 

1 月 24 日上线“新冠肺炎实时救助平台”，迅速投入到服务

天津、驰援全国的抗击疫情医疗救援工作当中，并取得了

显著效果［15］，这不仅获得了主管部门的肯定，而且作为行

业经验被国家卫健委推广。2020 年 2 月 3 日和 2 月 6 日，

国家卫健委办公厅先后发布《关于加强信息化支撑新型冠

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防控工作的通知》《关于在疫情防

控中做好互联网诊疗咨询服务工作的通知》，要求充分利用

“互联网 + 医疗”的优势作用，为人民群众提供优质便捷的

诊疗咨询服务，并就做好互联网诊疗咨询服务工作作出部 

署［16-17］。我们看到，在疫情防控工作中，互联网数字化医疗

至少发挥了以下几个方面的积极作用：① 远程诊疗模式可

以减少群众就医时存在的交叉感染风险。针对老年人、非

新冠肺炎患者、有基础疾病 / 慢性病患者等群体的咨询、保

健、复诊就医和用药需求，通过线上复诊、开方、药品配送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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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方便患者进行有序诊疗、便捷用药。同时，针对各省

市的新冠肺炎疑难重症，远程门诊和远程会诊功能可以实现

多学科远程会诊、远程 CT 影像智能辅助诊断等，有助于在

较短时间内提升各地区疑难重症病例的救治能力和水平。

② 互联网数字化医疗平台发挥了大数据和人工智能等技术

的优势，实现了及时获取疫情防控、诊疗咨询服务和地区发

热门诊候诊情况等重要信息，引导民众进行合理就医。通过

信息化、智能化手段，采用大数据自动抓取的方式实现了医

疗机构发热门诊候诊情况的实时采集、自动汇总、信息采集

分析和监测预警功能，为实现更加科学、及时、有效的决策

研判提供依据。③ 公共卫生和医疗健康知识的科普及远程

心理援助［18-19］，通过远程自测预判、线上咨询专家等服务，

普及公共卫生和医疗健康知识，抚慰民众在疫情危机环境影

响下容易产生的焦虑情绪，并及时阻断谣言，引导民众正确

认识疫情、科学防治。④ 在线中医咨询服务提供了远程中

医体质辨识、中医药防治处方等服务，咨询医师前，网友可

通过自测辨明体质，以便更好地进行个性化防治。同时，也

可针对疫情及个人情况，选择合适的中医药处方。⑤ 优化

物资调配，互联网数字化医疗平台利用互联网及大数据优

势，可在较短时间内面向全国医药物资供应商进行口罩、防

护服、病毒检测试剂等医药物资的调集，从而向物资紧缺地

区，尤其是农村、边远地区的政府机构和民众提供防护用品

支持。

 基于互联网、大数据和人工智能等技术手段，互联网数

字化医疗平台因其远程、专业、便捷、高效等特点，在新冠肺

炎疫情暴发后快速投入到防控工作中，缓解了线下医疗机构

的压力，减少了民众和患者交叉感染的风险，为医患人员提

供有效精准的心理帮扶，在抗击新冠肺炎疫情工作中发挥了

积极的助力作用。与此同时，互联网数字化医疗服务模式在

此次新冠肺炎战“疫”中的实践，也将积极地影响着中国乃

至世界公共卫生和医疗健康供给和服务模式的发展和演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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