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远程医疗类信息产品设计的研究现状及发展趋势综述
邹仁耀，任熹培
（北京理工大学，北京 102488）
摘要：目的 分析远程医疗类信息产品设计的研究现状与发展趋势，以及其在疫情防控常态化背景下发
挥的重要作用。探索影响远程医疗类信息产品设计发展的相关因素，为我国远程医疗的后续研究发展提
供参考方向。方法 采用中外文文献综述、对比的数据分析方法，选取 CNKI 数据库及 Elsevier 数据库
作为分析数据来源，对相关文献进行梳理、分类与分析，探讨互联网技术的发展、用户体验设计、交互
设计、大数据和智能科技、虚拟现实技术、协调利益相关者、完善相关法律法规等因素对远程医疗类信
息产品设计的发展起到的作用。结论 对影响远程医疗类信息产品设计发展的相关因素进行了深入分析，
探索了其在疫情防控常态化背景下发挥的作用，深入了解了远程医疗在各个方面的研究现状和主要学者
的文献，在此基础上提出了目前远程医疗类信息产品设计发展存在的不足以及未来发展趋势，为我国远
程医疗类信息产品设计的发展指出了研究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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远程医疗是一种以异地、可交互为特征，综合运
用各类通讯技术、计算机技术与医疗技术，涵盖指导、
检查、诊断、治疗等行为的医疗活动 [1]。在当前全球
各国各地疫情反复的大背景下，远程医疗受到了社会
各方越来越多的关注，其无接触及突破空间限制的诊
疗特点，使其成为疫情防控常态化情境下获取医疗服
务的有效途径之一。远程医疗不仅极大地缓解了不同
地区医疗资源分配不均、局部地区医疗压力过大的情
况，更减轻了各地医院管控疫情传播的压力 [1]，也为
未来医疗系统体验升级提供了重要的参考。
相关研究表明，远程医疗成功地减少了传统方式
问诊中存在的时间和空间障碍，并取得了相同或更好
的效果 [2]。远程医疗服务不仅能帮助医疗机构提高知
名度，还能带来良好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美国、
德国、英国等欧美发达国家在远程咨询、远程会诊、
远程会议和远程军事医学等方面已经取得了重要进
展，一些远程医疗系统合作项目已经在欧洲建立，同
时大学、医院相继建立了实验性的网络，为远程医疗
的普及奠定了基础，欧美发达国家远程医疗服务发展
水平已经成为世界远程医疗技术发展的风向标 [3]。然
而，要普及远程医疗技术，还需要解决一些障碍。其

中，远程医疗类信息产品设计的发展对于普及远程医
疗服务起到了关键作用。
近年来，随着多媒体交互、物联网、人工智能、
区块链等技术的发展，远程医疗技术得到了飞速提
升。在疫情防控常态化的大背景下，远程医疗服务的
开展减轻了各级医疗机构的压力，也让不同地区的用
户都能享受到一流的医疗服务与资源。远程医疗类信
息产品作为医患双方之间诊疗等服务开展的纽带，为
医患双方带来了更加便捷、更加高效、更加人性化的
远程诊疗体验。目前远程医疗相关利益主体还没有明
确的责任关系，相关法律法规还有待进一步完善，远
程医疗类信息产品的设计及落地也受到了一定阻碍，
但随着人工智能、区块链等技术的加入，相关障碍正
被一步步消除，相信在不久的未来，远程医疗服务一
定会为人类带来更多福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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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文献分析
文献来源

本文采用了 CNKI 数据库作为中文文献来源，以
“远程医疗”作为关键词和主题搜索全文，相关词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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括互联网医院、网络医院、云医院、互联网医疗、智
慧医疗和云医疗等，数据取自 1997 年 1 月 1 日至 2021
年 12 月 31 日，分别得到相关文章 1966 篇和 5757 篇，
可见目前远程医疗相关研究已形成规模。本文选用了
全球最大的科学、技术和医学（STM）出版商 Elsevier
数据库的全文数据库作为英文文献来源，以“telemedicine”作为主题/关键词/摘要搜索全文，从 1997
年 1 月 1 日至 2021 年 12 月 31 日，得到相关文章 10378
篇，其中，和远程医疗共同出现频率较高的相关词包
括“health care”
“medical computing”
“diagnosis”等。
1.2

文献发表年度分布

从上世纪 90 年代开始，得益于互联网技术的普
及，我国远程医疗领域的相关研究逐渐增多。虽然我
国有关远程医疗的研究较欧美等发达国家起步较晚，
但整体研究发展迅速，相关发文量从 1997 年开始至
2011 年保持快速增长趋势，2011 年开始至 2021 年增
长速度加快并保持高速增长（数据取自 1997 年 1 月
1 日至 2021 年 12 月 31 日）。同样从上世纪 90 年代
开始，得益于相关技术的发展与普及，国外远程医疗
领域的相关研究也开始逐渐增多，相关发文量从 1997
年至今始终保持高速增长（数据取自 1997 年 1 月 1
日至 2021 年 12 月 31 日），见图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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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中文文献研究层次分布
Fig.2 Hierarchical distribution of Chinese literature research

在 Elsevier 数据库中，将所有相关论文进行整理
归纳之后总结出文献数量最多的三个领域，其中
“Health Care”1740 篇、“Medical Computing”1419
篇、“Diagnosis”1311 篇。可见，远程医疗的发展需
要健康护理技术的支持、计算机医疗技术的发展、远
程诊断效率及准确率提升作为保障，如此才能有效提
升远程医疗的用户体验。其他排名靠前的研究领域见
图 3。

图3

外文文献研究层次分布

2 远程医疗类信息产品设计的研究现状分析
图1

1.3

中文、英文研究文献年度分布

文献研究领域分布

文章的研究层次分布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反映远
程医疗与不同学科的开展情况与相关程度，将 CNKI
所有相关论文进行整理归纳之后总结出文献数量最
多的三个领域，其中医药卫生与政策相关方面论文有
1832 篇，计算机相关方面论文有 802 篇，生物医学
相关方面论文有 354 篇。可见，远程医疗的发展离不
开相关医疗卫生政策的完善制定和国家的大力支持，
在技术方面离不开互联网、物联网等计算机相关技
术的支持，此外，相关计算机技术与设计还要依托于
生物医学相关技术的支撑与配合，如此才能有效提升
远程医疗的用户体验。其他排名靠前的研究领域见
图 2。

不断吸收现有科技及设计研究成果是远程医疗
类信息产品的发展必不可少的过程。在互联网技术飞
速发展的今天，相关技术的应用极大促进了远程医疗
信息产品的性能提升及设计迭代。交互设计的广泛运
用极大提升了相关信息产品使用的互动性与高效性。
体验设计的兴起也催生了一大批注重用户体验的远
程医疗类信息产品的出现。各种技术及设计手段的应
用使远程医疗类信息产品的研发及落地进入了一个
新的纪元。
2.1 远程医疗类信息产品在互联网背景下的研究分析
互联网的兴起催生了远程医疗类信息产品设计
的蓬勃发展，从远程医疗的诞生之日起至今总体可分
为三个阶段 [3]。第一阶段，医患双方依托于文字、语
音、视频进行诊疗；第二阶段，利用人工智能技术对
病患前期诊疗数据及相关情况自动分析生成参考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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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以提高医生诊疗效率；第三阶段，医生运用相关
诊断及治疗装置设备，通过物联网技术远程实施诊疗
措施 [4]。自远程医疗的概念提出以来，国家及各地政
府都出台了大量支持政策及相关鼓励，如国务院在近
些年先后印发的各类规划纲要及指导意见 [5]，均强调
应积极推进互联网+、云计算、物联网、智能穿戴等
技术的应用，逐步改善全国各地区医疗资源不平等、
残障人士就医困难、医疗系统内疫情传播等现象。在
这一问题上，已有发达国家的相关经验可资借鉴。
Rashid L[6]研究了冠状病毒（COVID-19）大流行时美
国医疗保健系统中所遇到的问题，以及从这场灾难中
走出来的重要性，并表明了远程医疗改革的重要性。
但国内外有关远程医疗法规的制定还很模糊，没有明
确规定远程医疗利益相关者的各项责任、权利等 [7]，
各地区医疗政策的差异、收费标准的不同也导致了远
程医疗跨地区开展不能顺利进行。一些发展中国家的
远程医疗服务虽然起步较晚，但也开始逐渐加快普及
速率 [8-9] 。Rocket Health 由乌干达的医疗礼宾集团
（TMCG）运营，他们利用远程医疗技术为私人提供
最后一英里医疗服务。对电子病历和关键用户访谈的
分析显示，远程医疗技术几乎用于他们所有的门诊护
理服务中，包括急性疾病治疗和慢性疾病护理等。与
传统的医疗保健模式相比，远程医疗模式节省了
30-40%的成本，从而极大地提升了用户满意度，并为
患者节省了大量时间 [10]。虽然各个国家对远程医疗的
政策及各自的研究进展各有不同，但各个国家相关政
策的推出都呈快速增长态势，在互联网相关技术快速
发展的背景下，远程医疗的推广普及指日可待。
信息技术的快速发展造就了远程医疗类信息产
品设计的长足进步 [11]，1G 网络的普及让人们摆脱了
电话线的束缚，医患间可以进行文字、语音的交流，
但其高昂的资费让普通群众难以充分享受远程医疗
的便利。2G 网络的普及大幅降低了医患间信息交流
的成本，让大部分群众可以参与到远程医疗中。3G
网络的普及让医患间增加了图像的交流，可以让医生
更好地对患者的情况作出诊断。4G 网络的普及实现
了医患双方实时视频交流，极大提升了诊疗效率与质
量。5G 网络的推广普及让对信息传输速率要求更高
的虚拟现实、物联网等技术应用到远程医疗中成为可
能，为远程医疗的又一次效率提升奠定了坚实基础。
5G 通信技术作为我国战略性新兴产业，对推动医疗
发展具有划时代的意义。为了让患者在家中便能高效
获取健康建议，钟毅 [11]提出了一种基于互联网的远程
医疗系统，并针对数据传输的可靠性，改进了传统的
选择算法，所提出的改进算法的性能优于传统算法，
大大提高了系统的吞吐量，避免了同一节点的重复使
用，提高了系统的稳定性，并且在功能层面设计了一
个更全面的远程医疗系统，可以满足远程医疗的各种
功能需求，使患者和医生能够实时沟通，有效提高医
生的工作效率。目前我国北上广及沿海经济发达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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占据了丰富的医疗资源，而西部及边远地区医疗资源
相对薄弱。5G 技术的大规模推广将会深刻改变我国
现有的医疗资源分配格局 [12]，让边远地区患者足不出
户就能享受到一线城市与国际接轨的诊疗资源。
远程医疗是利用计算机科学技术、计算机通信网
络技术、高科技医疗技术和先进医疗设备，充分发挥
本地区医院、医疗中心、先进医疗技术和医疗设备的
优势 [13]。对于远程医疗诊断和会诊的患者，可以建立
新的医患关系，使患者能够随时随地就医，大大节省
医生和患者的时间和金钱。远程医疗系统不仅是一个
医疗问题，还包括计算机通信网络、数据库技术、存
储和备份技术等，需要将其进行集成，以充分发挥其
作用。远程医疗在一定程度上和范围上缓解了目前医
疗设备资源分布的不平衡状况，通过远程医疗教育和
培训，提高了基层医院医务人员的医疗水平。其次，
远程医疗学科缓解了边远地区患者转诊率高、医疗费
用高的问题，降低了就诊和转诊成本，具有较高的实
用性。
在互联网和通信技术飞速发展的现代，物联网的
概念应运而生，为远程医疗类信息产品设计提供了新
的思路。例如，Abderrahmen[14]为了预防或延缓严重
的心脏病疾病及并发症，提出了一种无线便携式物联
网 ECG（心电图）装置，该设计可以立即快速检测
心脏缺陷，然后发出警报消息。随着物联网技术的成
熟，必将对推动整个医疗系统的发展起到巨大作用。
物联网技术可以实时收集所有需要监控和连接的对
象，收集声音、光、热和电以及所在位置等各种所需
信息，并通过各种可能的通信方式访问网络以实现其
功能。实现了人与人之间、物与物之间、人与物之间
的无所不在的联系，还实现了物品的智能识别、组织
与管理。充分发挥无线网络和信息化的优势，实现了
健康全过程的跟踪和服务。物联网技术的使用可以大
大解决地区差异造成的医疗资源分配不平衡的问题。
2.2

用户体验设计在远程医疗类信息产品设计研究
中的应用

互联网技术刚刚兴起时，远程医疗服务也应运而
生，但初期的远程医疗类信息产品体验还停留在功能
性上，并没有发挥出远程医疗应有的优势 [15]。信息传
输速率慢、诊断方式单一仍然限制了远程医疗的多样
发展，无论是对于医生端还是用户端，其体验都远远
不如线下诊疗。但随着互联网相关技术的发展，用户
体验设计在远程医疗中的应用逐渐受到利益相关者
们的重视 [16]。其中，远程医疗类信息产品相关服务的
响应性、远程医疗设施、医务人员态度、远程医疗收
费、安全性、异议处理、医务人员水平等都是影响整
个诊疗过程中用户体验的重要因素 [17]。为了达到更好
的用户体验目标，有越来越多的数字信息化技术应用
于远程医疗事业，如电子健康档案、电子病历、远程
会诊、双向转诊、家庭健康信息监测及医疗服务视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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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话等。针对特定人群的全天候健康检查、预警正在
慢慢运用于远程医疗的服务过程中 [18]，并不断拓展远
程医疗的服务范围与服务深度，远程医疗服务正逐渐
开始涵盖健康护理等领域，通过实时监测用户各项生
理指标与数据，如心率、血压、肌电、脑电等生理指
标 [19]，实时向护理中心传输数据并形成健康报告，为
医生的诊疗过程提供重要的参考依据 [20]。
用户体验设计可以优化操作步骤，提高远程医疗
类信息产品操作的人性化水平，让用户获得更愉快的
体验，从而留下深刻的印象，产生高度的信任感。例
如，患者可以在当地医院实现远程会诊注册，在注册
医院列表中申请预约，上传个人信息，导入病例信息，
显示预约注册成功，通过移动终端监控注册信息。整
个流程以用户体验为中心，发掘用户潜在需求，精准
定位系统功能服务。同时，目前远程医疗类信息产品
相关体验设计还加强了互动方式的多样化，通过远程
诊断和治疗系统，将患者的电子病历和 CT 片提前或
实时传输给会诊方，医生和患者通过远程网络的实时
视频、音频等交互方式，引导患者进行多样化的沟通
和互动，增强医生和患者之间的多方位沟通，不仅能
让医生更清晰地了解患者的身体状态和精神面貌，还
能使患者在整个互动过程中获得更好的医疗服务体
验。Seon Mi[21]等人提出，可以应用机器人系统来帮
表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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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远程医疗的发展，开发一种反映实际用户需求的机
器人来提升用户体验。同时，还要不断改进操作系统
的情感化水平，根据马斯洛的需求理论，在用户需求
得到充分满足后，用户的情感需求将达到高峰，因此，
使用户可以通过操作系统表达自己的内心情感和真
实需求可以加强用户体验的效果，形成一种情感的高
度认同。
2.3

交互设计在远程医疗类信息产品设计研究中的
应用

交互过程贯穿于整个远程医疗服务中，医生与患
者通过软硬件交互系统的配合进而达到有效的诊疗
结果 [22]。近些年来，出现了一大批远程医疗类信息产
品 APP，并拥有各自不同的专业医疗领域。根据华为、
小米、苹果等各大应用商店 APP 分类进行了归纳汇
总见表 1。此外，不同类型的 APP 有着不同的交互逻
辑、交互风格，如丁香医生、新氧等 APP 相对而言
有着更简洁更符合日常使用逻辑、阅读习惯的交互体
验，随之而来的也是排名更加靠前的应用下载量，由
此可见交互设计在远程医疗类信息产品设计中发挥
着重要作用。本文分析了丁香医生 APP 的主要功能
界面，见图 4，其他主流医疗 APP 也基本与其功能类
型及功能分布类似，对于大部分用户来说，其可以较

远程医疗类信息产品 App 及分类

分类

App 名称

医疗

丁香医生、医鹿、好大夫在线、微医、春雨医生、丁香园、小荷健康、京东健康等

美容

新氧、美丽修行、更美、你今天真好看、悦美医美、美呗医美等

孕育

宝宝树孕育、妈妈网孕育、亲宝宝、小豆苗、育学园、妈妈帮、宝宝记、妈妈社区等

养生

小睡眠、蜗牛睡眠、潮汐、心潮、养森、正气、护眼宝等

经期

美柚、大姨妈、大姨妈日记、女生日记、有记大姨妈等

减肥

薄荷健康、薄荷营养师、好轻、OKOK、闪电减肥饮食记录等

图4

丁香医生主要界面分析

第 43 卷

S1 期

邹仁耀，等：远程医疗类信息产品设计的研究现状及发展趋势综述

好地满足使用需求，但对于一些老年人及特殊状况病
人来说，其交互过程略显复杂，增加了前述特殊人群
的学习成本及使用难度，而且相关 APP 大都缺少紧
急状况医疗问诊选项或快捷方式设置，如快捷键报警
求救、语音求救等，不能很好地满足一些突发疾病状
况的问诊及求救需求。
但应用端的远程医疗类信息产品更多的还是局
限在手机、平板等终端，交互过程还停留在文字、语
音、视觉等方式上，不能与医生进行全方位的有效沟
通 [23-]24]，对最后的诊疗效果也造成了一定影响。Maria
等人使用基于深度学习的分类模型研究了远程医疗
服务中基于患者与医生语音对话质量评估过程的自
动化效果 [25]。刘恩承提出的 QoS 基准系统可以对两
种远程医疗场景进行基准测试，包括用于医疗保健的
大规模远程医疗设备和用于远程手术的多个实时在
线交互，都取得了良好的效果，验证了 5G 技术对于
提升交互体验的优越性 [24]。物联网（IoT）和嵌入式
系统在远程医疗市场有着广泛的应用 [26]，随着物联网
技术的不断发展，一大批诊疗设备可以高效的参与进
远程医疗的诊疗过程中，为医生的判断提供了更多参
考依据 [27]，有效提升诊疗的效率、效果。软件与硬件
的交互效果也极大影响了远程医疗类信息产品的用
户体验，软件系统的 UI 设计，各项生理数据的可视
化及易用性都对医患双方接收与传达信息产生重要
影响，硬件系统的可操作性、舒适性等因素也是双方
高效沟通的基础 [28]。随着眼动技术、动作捕捉技术、
脑电技术的运用，医患双方操作的过程可以进一步数
据化 [13]，为设计师提供了重要的参考依据。
5G 技术拥有低时延、高速、增强的高分辨率带
宽、卓越的可靠性和更低的能耗等特点，已经开始深
刻改变远程医疗和整个医疗行业，并将为更新颖更可
靠的远程医疗类信息产品交互方式的诞生提供土壤
错误。这种下一代无线网络技术在患者的预防和治疗
护理方面具有许多深远的影响 [29]，借助与 5G 网络耦
合的各种高科技传感器，例如实现可穿戴设备对患者
进行远程监控；虚拟病人咨询、以增强现实（AR）
和虚拟现实（VR）为基础的模拟手术、人工智能（AI）
驱动的机器人手术 [30]、救护车和其他医疗设备的实时
维护和庞大的数据存储传输等都是 5G 技术在远程医
疗相关信息产品设计交互设计的应用。

3

远程医疗类信息产品设计在我国的发展
趋势及讨论

基于上述综述，不难发现远程医疗类信息产品设
计在我国的发展目前方兴未艾，未来设计发展趋势可
从底层技术、人机交互、系统构建、社会政策这 4 个
维度切入，归纳总结为四个方面，见图 5。下面将对
这四大发展趋势详细展开讨论。

图5

5

医疗类信息产品系统构建

首先，底层技术是整个系统构建的关键所在，相
关产品的设计都要基于底层技术的发展去进行迭代，
其中，网络及运算技术、区块链技术、人工智能技术
保障了远程医疗类信息产品设计的高效进行及相关
使用者的高效使用。其次。对于使用者来说，更新颖
的人机交互技术的使用提供了更加个性化的服务，物
联网技术、传感技术等人机交互技术的加入使整体用
户体验有了显著提高 [31]。再次，对于利益相关者而言，
政府发挥主导作用，需要进一步协调相互关系。最后，
从社会角度来说，完善法律法规是重中之重，目前相
关立法还有待加强，社会相关方如研发主体、医疗主
体、患者等要进一步厘清相关法律责任，这将有助于
行业整体更加健康发展。
3.1

基于大数据和智能科技的远程医疗类信息产品
设计

除了上述 5G、虚拟现实、区块链、物联网技术
外，心理学、生理学、人工智能、云计算、神经科学
等技术的加入也将使远程医疗服务过程更加人性化、
个性化、标准化。探索软件系统与硬件系统的有机融
合，让不同年龄层次、不同学历背景的用户都能够轻
松使用远程医疗类信息产品的服务，也将进一步促进
我国医疗事业的整体水平与国际接轨。远程医疗类信
息产品的主要底层架构技术及后端建设技术见图 6。
当今飞速发展的网络及运算技术、人工智能技
术、区块链等技术为远程医疗类信息产品的落地及应
用提供了重要的支撑与保障。在后端建设方面，物联
网技术使人与物、物与物之间的沟通联系更加智能
化，使远程医疗类信息产品能够更高效的为医患双方
间的诊疗活动提供保障与支持 [32]。人机交互技术与运
用可以分为传统人机交互方式如基于实体控件或触
控屏虚拟控件的界面交互，以及先进交互方式如依托
于全息影像、随机交互两大类，随着先进交互技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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远程医疗类信息产品相关底层架构及后端建设

运用，远程医疗类信息产品将给人类带来更多福祉[33]。
Wasim[34] 等人探讨了区块链技术在提供必要的信息
安全和隐私保障、运营透明度、健康记录和可追溯性
方面可以发挥的关键作用，并可以监测患者保险索赔
和医生证书相关的欺诈行为与结果 [35]，区块链技术可
以通过分散、防篡改、透明、可追溯、可靠、可信和
安全等方式来改善远程医疗服务流程与规范 [36]。
人工智能技术集合了计算机技术、逻辑学、心理
学等众多学科技术，在图像识别、自然语言处理、语
音识别等领域都取得了很多建设性成果，人工智能技
术在降低生产成本和提升劳动效率等领域都作出了
重大贡献，也为远程医疗技术的发展奠定了坚实基
础 [37]。区块链具有去中心化、不可更改、可追溯源头
等特点，一般在金融领域运用广泛，但随着区块链技
术的不断发展与完善，其在责任追溯等法律问题上的
应用也被各方逐渐重视起来，尤其在医疗类法律问题
上，追溯源责任源头、厘清各方法律责任对远程医疗
健康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38]，因此，引入区块链技术的
支持将极大改善目前远程医疗各方存在各种法律及
表2

监管问题的现状。
3.2

运用虚拟现实技术

2021 年全球多家互联网公司宣布进入“元宇宙”
赛道，Facebook、Google、腾讯、字节跳动等互联网
公司纷纷在“元宇宙”技术领域布局，大量资本涌入
该领域。作为“元宇宙”概念的支撑技术，虚拟现实
技术近些年来得到了长足的发展，一大批民用级
VR/AR 设备开始推向市场，为该技术的运用打下了
坚实的市场基础，例如华为推出了基于 AR 的深度导
览应用“河图”，腾讯、网易等公司推出了基于 VR
的虚拟现实游戏，字节跳动推出了基于抖音 APP 的
Landmark AR 技术，并收购了 VR 软硬件研发厂商
Pico 等，Epic 推出了能极大提升虚幻场景渲染速度的
UE5 等，从前期的 3D 建模、实时渲染、内容制作、
传感交互，再到后期的 VR、AR、全息影像应用开发，
相关技术及研发厂商见表 2[39]-40]。VR/AR 等技术的
快速发展也为远程医疗类信息产品设计的进行提供
了更多可能 [41]。

虚拟现实相关技术及研发厂商

相关技术

研发厂商

3D 建模

SolidWorks、Maya、Zbrush、3dMax、PorE、UG、Rhino、Inventor 等

实时渲染

Unreal Engine、Unity、Twinmotion、V·ray、Corona、Octane 等

内容制作

兰亭数字、网易游戏、完美世界、VR Chat、Steam、Viveport 等

传感交互

Oculus、谷歌、Pico、瑞芯微、韦尔股份、深天马、舜宇光学、科大讯飞等

VR

华为、阿里巴巴、字节跳动、腾讯、联想、商汤、谷歌、索尼、英特尔、三星、微软等

AR

LG、奇跃、三星、微软、国际商业机器、环球展览、谷歌、OPPO、高通、脸谱科技等

全息影像

Holoxica、威创股分、中光学、华工科技、年夜恒科技、启迪数字天下等

当前用于远程医疗会诊的远程医疗系统基于几
十年前的视频会议技术。它们的主要作用是在医疗提
供者之间提供视频和语音通信，并传输患者的生命体
征。然而，这项技术并没有为专家医生提供与亲自检

查患者时相同的实践经验。虚拟和增强现实（VR 和
AR）另一方面有能力增强不同空间位置的医疗保健
专业人员之间的体验和交流。通过传输患者的 3D 视
频，专家医生可以以一种更新颖的方式与这种实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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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D 影像进行交互。此外，在患者端使用 AR 技术可
以通过向护理人员提供清晰的视觉指示来改善沟通。
目前，相关学者提出了很多结合 VR 和 AR 交互的 3D
实时通信框架，在由深度相机、投影仪和 3D 显示器
等器件组成的原型系统上更好的实现远程医疗相关
优势与功能，也更好的助力了远程医疗的发展与进
步。VR 技术也为太空探索提供了远程医疗保障。长
时间的探索任务对宇航员的行为健康提出了独特的
挑战，孤独、社交单调、极端生活条件、慢性压力和
团队内部的人际差异等因素都会影响宇航员的幸福
感和工作效率，Galunder 等人开发了 VR 环境和 VR
游戏来研究团队动态，团队合作和船员之间的凝聚
力 [42]，研究结果表明，虚拟现实可以成为一个有效的
平台来测试社交孤立和单调性对长期任务期间团队
动态的影响。
VR（虚拟现实）或 AR（增强现实）技术已广泛
应用于各个领域。过去几年，国内外政府出台了各种
政策和建议来推动 VR 和 AR 产业的发展，在完善法
律制度或放松管制方面也取得了一定的成果 [43] 。然
而，在使用 VR/AR 技术的内容领域，即沉浸式内容
领域，由于其复杂性和多样性，放松监管的效果仍然
没有发挥更大效力，不能很好地促进远程医疗的发
展 [44]。此外，尽管新技术本身刺激了新的需求，尤其
是医疗、教育等沉浸式内容的需求完善，需要合理设
置相关法律法规 [45]。对于沉浸式医疗内容，除了方便
市场准入之外，还需要完善新的医疗技术评价体系[46]，
允许一些远程医疗形式与技术的进入。VR/AR 技术
不仅可以在娱乐领域发挥重要作用，还可应用在临床
技能培训与教育、康复治疗及心理治疗等方面的应用
研究，目前健康医疗领域虚拟技术的应用还处于起步

图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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阶段 [47]，在一些军事部队中已有相关的探索与应用，
但随着虚拟现实技术的长足发展 [48]，该技术未来将在
疾病诊疗、手术虚拟、远程医疗、健康管理监测等方
面不断取得突破 [49] ，对提高医护工作人员的服务水
平、改善患者就医体验等方面具有重大的意义。
3.3

协调利益相关者

远程医疗服务中，各方利益相关者的参与共同影
响了服务质量。其中，医疗主体、投资主体、各地政
府、患者、研发机构共同构成了主要的利益相关者体
系 [50]，其关系结构见图 6。其中，各地政府发挥了主
要的协调作用，进一步明确医疗主体的相关法律责
任 [51]，明确医疗机构与医生的责任界限，推动资本方
的加入 [52]，与各地政府明确收费标准、报销比例及医
疗政策、保护患者的隐私权等都将进一步提升远程医
疗服务的规范化、合法化 [53]。Ali 等人的研究发现：
远程医疗的水平可能受到各种特定健康组织因素的
影响，包括组织能力和资源。研究的结果是，各种组
织因素对远程医疗的准备情况产生影响，从而对此类
技术的实施产生影响，包括医疗保健提供者的人力资
源，IT 基础设施，感知的易用性和潜在的医疗保健
服务提供者等 [54]。设置严格的准入制度、明确收费标
准、制定严格统一的远程医疗工作人员操作流程、完
善资料管理制度、对资料进行合理分类 [55]、明确规范
等都利于协调各利益相关者之间关系，推动远程医疗
健康发展。
卫生主管部门对远程医疗服务的支持力度也至
关重要，加强指导与监督、统一诊疗操作流程、技术
信息标准与收费标准等相关规定，真正实现区域间医
疗信息共享。Sadia 等人也建议在引入任何远程医疗

远程医疗类信息产品利益相关者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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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之前，有必要草拟一个框架和计划，远程医疗服
务应方便用户，并有能力整合所有利益相关者，以追
求一个可持续并且所有人都能接受的系统，一个积极
主动、在各个方面开放且具有灵活性的框架会为各行
各业提供合作机会 [23]。从区域信息系统平台建设、基
础学术资源数据库及共享平台、远程教育以及科研协
同平台搭建入手，形成城市与农村、城市与城市、区
域与区域之间更加紧密的远程医疗服务模式，使区域
医疗资源利用达到合理化、最大化，使公众、患者、
医疗机构、政府、运营商达到全面共赢的局面。
3.4

完善相关法律法规

法律法规是制约远程医疗相关信息产品服务发
展的一大因素，远程医疗平台运营中存在市场准入、
患者权益保护、医疗纠纷处理等方面的法律问题 [27]。
目前我国的相关法律法规制定还处于起步阶段。为促
使其各方面规范化发展和技术统一，需要应用国际通
用卫生信息传输标准规范技术及开展远程医疗实名
认证，让平台更好地承担起审核会员医院的责任；同
时也需明确平台在医疗纠纷中的责任认定，保护各方
合法权益，促进远程医疗进一步发展 [56]。目前我国医
疗资源分布不均，基层或边远地区医疗资源匮乏，具
有开展远程医疗的深刻内在需求，由于相关法律法规
的滞后，远程医疗服务中医师执业资质、医师执业注
册、患者知情同意权和隐私权的保护等提出了诸多法
律与伦理上的挑战 [57]。Kaplan B 将相关问题分类为：
护理质量，同意和自主性，获得护理和技术，法律和
监管，临床医生责任，患者责任，关系变化，商业化，
政策，信息需求和评估 [58]。此外，在远程医疗服务中，
需要区分其是健康咨询行为还是诊治疗行为，以厘
清邀请方医疗机构、邀方医疗机构与患者相互之间的
法律关系 [22]，这将是各方利益相关者法律责任承担的
基础。
目前，虽然远程医疗服务中各主体之间存在利益
分配不协调，法律关系模糊，医疗责任不明确，异地
就医医保管理不成熟 [59]，患者隐私权、健康权得不到
全面保护等问题，但随着相关法律法规的完善，相关
云存储、区块链等技术的运用，让远程医疗的各个过
程在服务之后都能有据可循，并且相比于传统线下医
疗服务过程中，医患双方行为都没有有效记录 [60]，而
远程医疗在此方面有着天然的优势，例如丁香医生、
微医等远程医疗 APP 会在使用者允许的情况下记录
医患双方的诊疗过程，双方的对话以及处方、订单等
相关信息都会被记录在平台，相关过程的存档也将进
一步规范医患双方的行为，从而使远程医疗类信息产
品的用户体验有进一步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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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院，在疫情防控常态化以及移动互联网业务逐渐覆
盖全国的大背景下，远程医疗服务近些年已得到政府
方、投资方、医院方等的大力支持，也给相关研究者
们提供了大量机遇。远程医疗类信息产品作为新技术
出现所催生的一种新型医疗服务形式，呈现出明显的
技术特征，该领域的相关研究也侧重于技术框架的构
建和关键技术的探讨。未来，基础技术研究仍将是推
动该领域实践和理论发展的基本动力。移动通信、人
工智能、虚拟现实、区块链、物联网等现代技术的长
足发展给远程医疗服务提供了更多元的实现手段，但
在运用相关技术的同时，也要充分考虑交互设计、用
户体验在产品设计过程中的重要作用，否则会造成产
品疏离用户实际需求的后果，不利于产品的可持续健
康发展。同时也要考虑相关道德、伦理、法律问题，
让技术与远程医疗类信息产品设计实现真正的有机
结合、健康发展。远程医疗的便利性是其他诊疗方式
不能替代的，在弥补地区医疗资源不平等、解决残障
人士看病难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尤其是对于如中
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来说，远程医疗可以极大提升医
疗资源利用效率，减轻患者负担。在如今全国上下坚
决防控疫情传播的大背景下，远程医疗类信息产品设
计势必得到各方更大的重视与支持，也将成为支撑今
后医疗模式进步的重要举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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