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执行概要

在提供方便获取、经济高效和高品质的医疗保健服务方面，信息和通信技术（ICT）具有

很大的潜力，可解决一些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所面临的挑战。远程医疗利用ICT克服

地理障碍，增强医疗保健服务的可及性。这对于发展中国家的农村和服务水平低下的社

区尤其有益——这些社区正是传统上饱受就医难问题困扰的群体。

鉴于这种潜力，世界卫生组织（WHO）建立了全球电子卫生保健观测站（GOe）以审查ICT

能够为医疗和病人的福祉带来的好处。观测站负责确定包括远程医疗在内的电子卫生

保健解决方案在国家、地区和全球层面的现状，在电子卫生保健的最佳实践、政策和标

准方面为世界卫生组织的成员国提供可靠的信息和指导。

2005 年，在世卫组织电子卫生保健战略成形之后，观测站进行了一次全球电子卫生保健

调查，以获取各成员国的国家电子卫生保健状况的一般信息。根据这次调查的数据，GOe

在2009 年进行了第二次全球调查，经过设计，这次调查进行了八个专题领域的详细探

索，每个领域的结果在单独出版物（《全球电子卫生保健观测站系列》）上报告和分析。

“电子卫生保健系列”主要面向政府卫生部门、信息技术、电信以及其他电子卫生保健

工作者——学者、研究人员、电子卫生保健专业人员、非政府组织和捐助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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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 年调查的远程医疗模块检查了远程医疗目前在四个领域（远程放射学、远程皮

肤病学、远程病理学、远程心理学）的发展水平以及促进远程医疗解决方案短期和长

期的推广和发展的四种机制：对国家机关、国家政策或战略、科学发展与评估的利用。

《远程医疗—成员国中的机遇和发展》讨论远程医疗模块的结果，由114 个国家（59%

的成员国）完成。

调查结果显示，目前在全球范围内远程放射学提供成熟服务的比例最高（33%）。大约

有30%的响应国家拥有一个促进和发展远程医疗的国家机构，而且发展中国家和发达

国家一样，也有这样的机构。在许多国家，科研机构在国家的远程医疗机构或政策缺

位的情况下参与远程医疗解决方案的开发；50%的国家报告其科研机构目前正在参与

开发远程医疗解决方案，20%的国家报告自2006 年以来公开过一次对本国远程医疗使

用情况的评估或审查。

远程医疗领域内评估的重要性不容小视：这个领域正处于襁褓期，前景广阔，评估可

以确保实现最大的福祉。一方面是项目可利用ICT来改善卫生保健效果，另一方面则是

ICT成本可能较高。确实，全球最经常提到的远程医疗解决方案实施障碍是人们认为

远程医疗费用过高。

与成本紧密关联的是成本效益。几乎70%的国家表示，需要有关远程医疗解决方案的成

本和成本效益的更多信息，超过50%的国家希望获得有关实施远程医疗解决方案所必需

基础设施的更多信息。近60%的国家称需要有关远程医疗临床应用的其他信息；这是各

成员国最想了解的三方面信息之一。

一方面，发展中国家更可能认为高成本、基础设施建设滞后和缺乏专业技术知识等资源

问题是实施远程医疗的障碍；另一方面，发达国家更倾向于认为实施远程医疗的障碍

在于围绕患者隐私和保密性的法律问题、竞争卫生系统的优先权和明显的需求不足。

世卫组织在对调查结果进行分析后，就成员国利用ICT潜力可以采取的步骤提出了建

议。其中一个步骤就是创建国家机构来协调远程医疗和电子卫生保健行动，确保这些计

划能够因地制宜、经济高效、得到持续评估，并作为综合卫生服务事业的组成部分而得

到足够的资金支持。远程医疗计划最终应能加强其他卫生保健服务，而不是与之竞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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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远程医疗概述

1

可用、公平、质量和成本效益是发达和经济欠发达国家都会面对的主要卫生保健问题。

计算机、互联网和手机等现代信息和通信技术（ICT）正在让个人相互沟通、寻求和交换

信息以及让生活更充实的方式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这些技术在帮助解决当代全球性

的健康问题方面有很大的潜力。

本报告以2009 年开展的第二次全球电子卫生保健调查为根基，关注重点就是远程医

疗——利用ICT进行卫生服务的交付。报告首先概述了远程医疗，综合了说明目前在发

展中国家远程医疗使用情况的文献，并强调了从文献主体中获得的五个关键的经验教

训。然后，讨论了第二次全球电子卫生保健调查的远程医疗组的结果，并强调了其中的

主要结论。报告最后对世界卫生组织及其成员国可以采取的行动提出了建议，指导其

将远程医疗建立起来，作为一个可持续解决方案的组成部分，解决发展中国家所面临

的健康保健问题。这次考查非常独特，当前的ICT和调查结果都被考虑在内，将带来创

新的方法，有助于为当代全球性的卫生问题的解决方案提供基本概念。

1.1 什么是远程医疗？

远程医疗是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提出的术语，它的字面意思是“远距离治病”（1），表

示使用ICT通过增加就医途径和医疗信息来改善患者的治愈效果。鉴于远程医疗没有

明确的定义（一项2007 年的研究发现了该词104 个经过同行评议的定义（2）），世界

卫生组织已采纳以下的广义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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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使用信息和通信技术交换有效信息进行疾病和损伤的诊断、治疗和预

防、研究和评估以及卫生保健服务提供者继续教育的卫生保健专业人员所提

供的卫生保健服务，其中距离是一个重要因素，所有一切以推动个人及其社区

的健康为目标。”（3）。

许多定义突出远程医疗是开放且不断发展的科学，因为它集成了新的技术进展并响应

和适应不断变化的卫生需求和社会环境。

远程医疗和远程卫生保健的一些区别在于，前者只限于由医生提供的服务，而后者则意

味着由一般卫生专业人员提供的服务，包括护士、药剂师等等。但是，就本报告而言，远

程医疗和远程卫生保健是互换使用的同义词。

远程医疗有四个关系密切的要素：

1. 目的在于提供临床支持。

2. 旨在克服地理上的障碍，将不在同一个物理位置的用户连接起来。

3. 涉及使用各种类型的ICT。

4. 以改善医疗效果为目标。

1.2 起源和历史

从历史上看，远程医疗可以追溯到十九世纪中后期（4），最早的报告之一发表于二十

世纪初，当时通过电话线传输心电图数据（5）。现代形式的远程医疗始于二十世纪

六十年代，很大程度上受到军事和空间技术部门以及少数使用现成商用设备的个人

推动（4，6）。远程医疗早期技术里程碑的例子包括利用电视为在精神病学研究所的

专家和在州精神病院的全科医生之间进行会诊提供便利（7），还有为机场医疗中心

提供来自主要的教学医院的专家医疗指导（8）。

ICT的最新进展，以及一般人群越来越容易接触和使用到ICT，成为过去十年中远程医

疗发展的最大驱动力，迅速为医疗保健服务和提供创造出新的可能性。发展中国家和

工业化国家医疗水平较低的地区状况正是如此（9）。数字化方法取代模拟的通信方

式，加之信息和通信技术的成本迅速下降，在卫生保健提供者当中大大激发了应用远

程医疗的广泛兴趣，并使卫生保健机构可以设想和实施新的以及更有效的方法来提供

医疗服务（4，6）。互联网的引入和普及进一步加快ICT的前进步伐，扩大了远程医疗的

范围，将基于Web的应用（例如，电子邮件、远程会诊和互联网会议）和多媒体方式（如

数字图像和视频）囊括其中。这些进展创造出丰富多彩的远程医疗应用领域，全世界必

将会加以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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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不同环境下的应用和服务

根据所传送信息的时间安排和所涉及个人之间（卫生保健专业人员对卫生保健专业人员

或卫生保健专业人员对病人）的互动，远程医疗应用可分为两种基本类型（4）。存储-转

发或异步方式的远程医疗涉及在不同的时间在两个或两个以上个人之间交换预先记录

的数据。例如，病人或转诊健康专业人员向专家发送描述医案的电子邮件，专家之后就

诊断和优化方案回复相关意见（10）。与此相反的是实时或同步方式，远程医疗需要所

涉及的个人同时在场，即时交换信息，就和视频会议的情况一样（10）。同步和异步远

程医疗中，相关的信息都可能以文字、音频、视频或静态图像等各种介质传送。远程医

疗的这两种基本方法适用于各种环境的广泛服务，包括远程皮肤病学、远程病理学和

远程放射学（6，11）。

大部分的远程医疗服务（大多数侧重于诊断和临床管理）通常在工业化地区提供，包

括但不限于英国、斯堪的纳维亚、北美和澳大利亚（4，12）。此外，心率、血压和血糖水

平监测设备等生物测量器械越来越多地用于远程监视和管理有急性和慢性疾病的患

者。有人预测，远程医疗通过将卫生保健服务从医院和诊所迁移到家庭，将深刻地改

变工业化世界医疗卫生服务的提供方式（13）。

在低收入国家和基础设施有限的地区，远程医疗应用主要用来连接卫生保健提供者与

专家、转诊医院和三级医疗中心（13）。即使已经证明低成本的远程医疗应用在这样的

环境和服务水平低下的社区中可行、在临床上有助益、可持续并且可扩展，但由于各种

障碍这些应用并没有在很大规模上得到采纳（14）。

针对临床和学习目的，低成本视频会议是强有力的工具。

照片由乌克兰远程医疗和电子卫生保健发展协会的A. Vladzymyrskyy教授提供，www.telemed.org.u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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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远程医疗推广的潜在障碍

远程医疗因其更高的可及性、质量、效率和成本效益而在减少诊断差异、改进临床管
理以及在全球范围提供医疗保健服务方面具有巨大的潜力（4，13）。特别是远程医疗
因为克服了卫生保健提供者和患者之间的距离和时间的限制，可以帮助传统上服务水
平不足的社区（医疗服务和人员很少的偏远或农村地区）（4）。此外，有证据指出，这
对病人、家属、卫生工作者和卫生系统具有重要的社会经济利益，其中包括更好的医
患沟通效果和教育机会（15）。

尽管远程医疗应用大有前途，但是取得成功的程度各不相同。在工业化国家和发展中国
家，远程医疗都还没有在医疗保健系统中得到一贯采用，用来提供日常服务，绝大部分
试点项目在最初的种子资金结束之后马上就难以为继（14）。人们经常提及的几种挑战
是许多远程医疗事业短命的原因。

这样的挑战有一种是复杂的人和文化因素。有些患者和医务工作者不愿意采用有别于
传统的方法或本土做法的服务模式，另一些人则缺乏ICT知识能力，无法有效使用远程
医疗方法。最大的挑战在于患者（特别是那些缺医少药的患者）和服务提供者之间的语
言和文化差异（4，6，13）。

缺乏记录远程医疗应用的经济利益和成本效益的研究也是一个挑战。示范可靠的业务
案例来说服决策者接受并在远程医疗方面投资，有利于改善基础设施不足和计划的资
金短缺的问题（4）。

法律顾虑是采用远程医疗的一大障碍。这些包括缺乏使卫生专业人员可以在不同的管
辖区和国家提供服务的国际法律框架；缺乏针对数据传输、存储以及卫生专业人员和司
法管辖区之间共享方面管理病人的隐私和保密性的政策（16–18）；健康专业人员身份
认证（电子邮件应用程序方面尤其如此）（17，19）；另外还有提供远程医疗服务的卫生
专业人员的医疗责任风险（20）。

与法律考虑相关的是技术挑战。使用的系统复杂，有可能发生故障，可能触发软件或
硬件故障。这些挑战可能会增加患者的发病率或死亡率，也增加卫生保健提供者的法
律责任（20）。

为了克服这些挑战，远程医疗必须由广泛采用（最好是全球采用）的、明确的、全面的指
导方针来监管（21）。同时，需要制定规管保密性、隐私、使用和责任的立法（22）。由于
公共部门和私人部门进行密切合作，电子卫生保健应用的相互依存性日益增加，必须注
意确保远程医疗能够得到智能部署，使医疗服务效果最大化，获得最优品质，并保证以
营利为目的的事业不会剥夺公民获得基本公共卫生服务的权利（22）。

在所有国家中，就远程医疗中使用ICT方面，有关保密性、尊严和隐私的问题关乎伦理
的忧虑。远程医疗的实施一定要公平和最高的伦理标准，维护所有个人的尊严，并确
保在教育、语言、地理位置、身体和心理能力、年龄、性别上的差异不会导致护理的边
缘化（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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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中国家的远程医疗：  

文献综述

2

对文献进行了系统的综述，阐释发展中国家远程医疗目前的状况。确定综述的对象是

患者的治疗效果、研究和评估的过程、教育的成果和经济评估的研究报告。

2.1 文献综述方法

2.1.1 研究纳入标准

根据如下概述的标准考虑纳入的临床研究、可行性研究和综述文章。

 � 参与者：综述包括在发展中国家使用远程医疗治疗患者的任何医疗学科的卫生保健从业人员，

以及发展中国家通过远程医疗接受治疗的病人，而不论服务起源在哪里。

 � 干预：综述包括研讨任何形式为发展中国家开发或涉及发展中国家的远程医疗应用的研究。

 � 成果：如果研究研讨了病人的医疗效果（包括获得卫生保健服务和卫生保健的质量）、 

研究和评估过程或卫生保健提供者的教育，则被纳入。

 � 发表日期：具有纳入和评读资格的文献限于自1999 年1 月起发表的研究。

 � 语言：仅限于纳入以英语发表的研究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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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2 研究排除标准 

审查排除研讨用于远程医疗的信息和通信技术的技术规范（例如宽带要求）的研究，

如果使用电信技术主要目的是出于管理，或与教育和病人的医疗效果没有关联，研究

也被排除在外。综述还排除了专注于手机、个人数字助理、远程病人监护设备和其他

无线设备的研究，以避免GOe有关移动健康的报告作为本电子卫生保健系列的组成部

分被重复发表。

2.1.3 文献研究策略

使用以下搜索术语，对Cochrane系统综述数据库、医学文献分析和联机检索系统（MEDLINE）

、医学文摘数据库（EMBASE）和护理和联合卫生文献累积索引（CINAHL）数据库进行检索，时

间范围为1999 年1 月至2010 年1 月：“telemedicine（远程医疗）”、“developing coun-

tries（发展中国家）”，医学主题词）；和“telemedicine（远程医疗）”、“tele*medicine（远

程*医疗）”、“telehealth（远程卫生保健）”、“tele*health（远程*卫生）”、“developing 

country*（发展中国家）”、“developing world（发展中世界）”（全文检索词）。

文献检索进一步包括使用上面列出的术语搜索世界卫生组织的地区索引，包括非洲医

学索引（AIM）、东地中海地区图书馆网络（EMLIBNET）、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卫生科

学（LILACS）（由泛美卫生组织（PAHO）机构内存数据库产生）、世卫组织图书馆数据库

（WHOLIS）和西太平洋地区医学索引（WPRIM）（使用世卫组织全球卫生图书馆平台（www.

globalhealthlibrary.net）），以及使用上文中对应检索词手工检索远程医疗期刊《远

程医疗和远程护理（Journal of Telemedicine and Telecare）》和《远程医疗期刊和

电子卫生保健（Telemedicine Journal and e-Health）》。还包括对检索文章参考文献

的有限检索。但是不包括互联网网站和会议摘要以及联系作者获得未发表的数据的延

伸检索。排除重复的论文。

2.1.4 研究选择

对检索到的全文研究进行评价，以确定纳入综述的研究。如果随后发现整个文章不符

合纳入标准，则将其排除。

综述结果包括108 篇论文。基于以上详述的标准，发现其中27 个研究不相关，因此将

其从此综述中排除。最后纳入的论文数量为81 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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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发展中国家的远程医疗：构造调查结果

2.2.1 发展中国家的机会

文献报告，远程医疗总体上提供了巨大的机会，对服务水平不足和发展中国家甚至可能

有更大的好处，这些地方首要关注的是基本就医问题。远程医疗带来的最大机会之一是

移动远程放射学博茨瓦纳农村得到应用，与首都哈博罗内的放射科医师沟通。 
（拍摄：Ryan Littman-Quinn，Carrie Kovarik：博茨瓦纳UPenn Partnersh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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拓宽了获得医疗保健服务的渠道。为这些在缺医少药国家的人群提供获得医疗保健的

渠道，有潜力帮助满足以前未满足的需求（23）并对卫生保健服务产生积极影响（24）。

远程医疗应用让远程的医疗服务提供者可以评估、诊断、治疗和后续护理经济欠发达

国家的病人，成功地提高了医疗服务的质量和可及性（17，25，26）。它们可以提供在缺

医少药的地区使用三级医疗咨询的有效手段（27）。通过增加医疗服务远程医疗的覆

盖范围，患者可以尽早寻求治疗，并更好地遵循其指示的治疗方法（28），提高慢性病

患者的生活质量（29）。

远程医疗在当值卫生保健专业人员很少得到或得不到专家帮助的环境中，得到大力倡

导（30），它能够为远程医生提供其他方式无法获得的专家意见（31），让医生和患者都

放心。远程医疗规划已显示出直接及间接减少了转诊到到异地医院的次数，降低了病

人转诊的需要（32，33）。在经济欠发达的国家，远程医疗的远程保健和诊断可以减少

长途跋涉寻求专家诊疗的次数，并降低相关费用、时间和压力，从而对患者和卫生保

健系统都有利（17，29，34，35）。此外，远程医疗规划有潜力通过增加专业支持和持续

职业发展机会来鼓励乡村医生留在农村（36）。

发展中国家的远程医疗网络还可以带来一些从属的益处。用于远程医疗行动的一些电

信技术业已表明是连接远程站点的有效工具（37）。通过开辟新的通信渠道，远程医疗

将农村和偏远站点与世界各地的卫生保健专业人员连接起来，克服地理障碍，并尝试

扭转“人才外流”或人力资本流失的状况（25，28，34）。这可能会加强卫生服务单位之

间的沟通，促进跨站点和国家间的合作和联网（17，38）。这种合作可以通过远程学习

和培训为偏远地区的卫生保健提供者提供支持（17，31，34，39，40）。

远程医疗还可通过提供和传播一般信息和卫生保健专业人员的远程培训，提供学习和

职业发展的机会（41）。正如Zbar及其同事（40）断言，“远程医疗创造了一所没有国界

的大学，因为本地参与的医生可以直接向发达国家的专家请教，促进学术成长和独立

性。”例如，提及的专科医师报告了通过提供会诊方式的远程医疗在医学教育方面的价

值（19）。重要的是要指出这种合作伙伴关系互惠互利。例如，发达国家的医疗保健提供

者就得到了学习治疗被忽视疾病的机会，这些疾病他们很少能亲眼看到（38，42，43）。

站点间合作所形成的知识共享的可能正式，也可能非正式，这种共享已显示出有助于卫

生保健专业人员克服他们在偏远地区经常面临的专业上孤立无援的情况，并提高其技

能以及所提供的服务水平（44）。蒙古的一个支持孕产妇和新生儿健康的远程医疗规划

（见专栏1）例证了这其中的许多要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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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古促进偏远省份孕产妇和新生儿健康的远程医疗支持项目旨在降低婴儿和产妇死亡

率，同时弥合城市和农村医疗卫生服务之间的差距。该项目在2007 年9 月开始，将持

续至2010 年12 月。该项目的远程医疗服务为各省提供高危妊娠会诊、产前超声诊断、

胎儿监护以及使用阴道镜筛查宫颈异常等支持。此项目所提供的服务对于在偏远的农

村地区中没有足够资金出行以寻求专家意见的妇女特别重要。 

“[参与项目]的八家医院只有两例产妇死亡。[现在]农村医院可以早期诊断胎儿

畸形。”

— Tsedmaa Bataar博士

2009 年3 月至12 月间，此计划对共297 名医生、护士和助产士进行了培训。在2009 

年，共有598 件转诊病例。其中，64%为产科，21%为妇科病理，15%为新生儿病理。这些

病例中只有36 件在诊断之后转至乌兰巴托进行治疗，显著节省了农村居民的资源，否

则病人将需要掏钱出行就医。

“远程医疗支持有助于保护农村地区的人们，让他们不用远赴乌兰巴托接受三级

孕产妇和新生儿护理，避免了相关的财务风险。”

—中期综述报告摘要，2009 年6 月

蒙古孕产妇和新

生儿健康远程医

疗支持

蒙
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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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项规划的成功归功于实际操作培训的服务模式、尊重当地的做法和当地医生的知识

基础。该项目促进了卫生保健工作者之间的协作，改善相互学习的环境，弱化农村卫生

保健工作人员和城市专家之间通常会感觉到的层级隔离，减少了在农村地区工作的医

生通常会体会到的孤独感。

规划并非没有挑战。障碍包括设备故障（早期使用价格便宜但低质量的产品可能加剧

了这一问题）；乡镇卫生院缺乏维护支持、IT专家和医疗工程师；互联网带宽迟缓（有

时过于缓慢，无法实现同步连接）；还有一些工作人员报告说，他们不愿意改变医疗模

式和吸收新技术。

项目通过三个机构的联合体获得资金：蒙古政府在乌兰巴托的母婴健康研究中心

（MCHRC）、卢森堡政府（卢森堡开发局）和联合国人口基金（UNFPA）。借助此项目，在

21 个省的八所地区医院可以连接MCHRC，每所地区医院有两名OBGYN项目协调员。

由于该计划的成功，UNFPA已将项目资助延长至2010 年12 月，在此期间，将纳入四所

位于非常偏远省份的地区医院。为了扩大项目，将蒙古21 个省当中的12 个包括在内，

蒙古政府向卢森堡政府提交了一份建议书，寻求延长资金支持。

致谢

蒙古母婴健康医院Tsedmaa Bataar

蒙
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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远程医疗也可以支持医生和病人长期的会面，为卫生保健专业人员提供基于病例进行

学习的机会，并可应用到未来病人的治疗中（45，46）。在发展中世界引入其他渠道无法

引入的技术资源，为卫生保健专业人员提供了更多其他的机会，发展出可以移植到其他

环境中的技术技能（31）。

此外，对这些社区来说，通过远程医疗连接多个远程站点被证明可能比建设医疗设施

和雇用医生更具有成本效益（47）。而且，这种系统在出现灾害时有很大的潜力和适用

性，这时电信技术可以在专家创伤中心和现场的同事之间提供连线。

远程医疗向发展中国家提供的另一种附带机会是组织和收集病人数据的能力。远程医

疗工具和技术通过协助识别和跟踪公众健康问题和阐述发展趋势，有助于流行病学监

测（39）。拥有跟踪此信息的手段，可监测疾病的演变，支持通信以规划和调动接种疫

苗队伍（24）。此外，一些系统通过网络数据库和电子记录保存可以改善数据管理。这

可以帮助提供更多的协调服务，同时促进更多的患者随访和评估的潜力。

随着技术的进步，在发展中国家推广远程医疗的前景光明，一个例子就是信息和通信

技术成本的下降（34，41，48–50）。其他包括越来越高的计算速度、高速带宽的选项以

及数字存储成本的下降（51）。如果网络连接可用，基本的存储和转发、基于电子邮件

的远程医疗在硬件和软件上需要的投资已经很小，并且支持以附件形式传输图像，实

现详细的交流，使其成为资源不足环境中的有效解决方案（11，17，20，52）。基于互联

网的会议（特别是通过无成本的软件）的日益发展，提高了会议技术的可访问性和可

移植性，不再需要实用性方面可能会受到限制的昂贵视频会议设备（53）。经证明，低

带宽、基于互联网的远程医疗（例如，存储和转发、基于电子邮件的会诊）是经济高效

的技术，可以高效地预筛查居住在偏远地区的患者（54）。通过加强信息通信技术基础

设施和开发更好的通信设施，远程医疗还可以更好地管理发展中世界的稀缺的医疗资

源和日常活动（17，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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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2 在发展中国家实现远程医疗前景的障碍

在很大程度上，发展中国家利用最新的互联网技术的基础设施不足。这种缺乏以及无法

获得足够的计算是许多发展中国家采用远程医疗的障碍（24，39，51）。在最基本的层面上，

电力供应不稳定（18，38，55）、大城市之外的广大地区无法使用互联网连接（38）以及信

息和通信设备不适合热带气候（56）都会对远程医疗的实施造成限制。连接不可靠、计算

机病毒以及有限的带宽对随时随地上网提出了挑战（19，38，53，57，58）：互联网拥塞会导

致延迟显像（59）；图像分辨率不良可能会限制远程诊断的功效（60）；带宽缓慢可能限制

实时视频会议的使用（61）。即使基本的基础设施到位，软件也缺乏广泛的互操作性标准

（57），设备或电脑系统发生故障仍然是经常存在的问题（17，19）。专栏2 中突出介绍墨

西哥的一项规划，该规划成功处理了低带宽的挑战，为农村居民提供乳腺癌筛查服务。

在发展中国家，财务成本还成为应用远程医疗现实和感知的障碍（55，62，63）。在收入

很少或远程医疗行动的实施和维护资金有限的国家中，设备、交通运输、维护和当地工

作人员的培训费用令人望而却步（16，35，39，51，59）。此外，支持整体成本效益的特殊

远程医疗战略的有说服力的证据可能也很薄弱（64），而这种战略在不同环境中对经济

的影响可能尚未明了（18）。

当地的技能、知识和资源也可能限制发展中国家的远程医疗的应用。缺乏具有计算机

知识并以管理计算机服务为专业的工作者，加上掌握基于计算机的外围医疗器械需要

漫长的过程，都可能阻碍远程医疗的应用（63，65）。由于诊断和治疗的可用资源的差

异，以及跨多个站点的知识和语言技能的差异，虽然可能有远程学习的需求，但满足当

地的教育需要也可能困难重重（51，53，55）。此外，虽然远程医疗可以提高专家的诊断

水平，但治疗方案的提供受到后勤方面挑战的限制，也包括培训当地医务人员、医疗设

备和用品的供应以及患者获得药品的限制（28，66）。

站点之间社会文化的差异是遭遇的另一个障碍，这可能会限制在发展中世界的远程医

疗合作的针对性并挑战卫生和健康相关的文化观点（38，51）。远程医疗失败的一个主

要因素是对不相容的文化子系统的失察，阻碍了知识从一个文化背景转移到另一个文化

背景（2）。工业化世界的医疗专业人员可能不熟悉偏远现有的设施和替代性管理策略，

反之亦然（60）。因此，远程医疗面临医疗信息交流不恰当或不充分的风险（38）。如果

没有很好地了解当地的情况，可能难以通过有用的方法整合远程医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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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 年，乳腺癌成为50 至69 岁之间的墨西哥妇女的主要死亡原因。适宜乳腺癌筛

查和诊断计划（OBCSDP）旨在通过ICT的创新部署跨过经济和人员障碍。该计划旨在降

低在50 至69 岁之间的妇女的乳腺癌的死亡率，到2012 年将全国筛查率从2007 年的

7.2%提高至21.6 %。

远程医疗网络的目标是在2010 年5 月和2012 年12 月之间的30 个月中筛查130 万妇

女。超过3400 万墨西哥比索（约合280 万美元）的种子资金来自联邦政府、州政府和

非营利组织，11 个州的30 个筛查点通过互联网连接到两个解析中心，在那里由放射

科医师审查筛查结果。（在2012 年，又增加八个解析点，计划可自行维持运行成本）。

由于墨西哥农村地区互联网连接的挑战，许多墨西哥社区缺乏执行基于互联网协议的

图像传输（传输乳房X线影像所必需）的必要带宽。为了克服这一挑战，使用光盘进行

病人的数据传输和长期存储（备份）。每张光盘载有四张病人的影像（完整的乳房X线

图像）和最多四个病人乳房的X线照片。光盘通过私人或商业快递送达最近的解析中心

（第1 阶段）。然而，使用此方法，其结论需要三个星期才会反馈至个人。

为墨西哥农村居

民提供乳腺癌筛

查服务

墨
西
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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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第1 阶段开始一个日历年后，具有互联网接入条件的社区将评估与Telmex（私营电信

公司）的单独合伙协议。如果可行，筛查点和解析点之间则可以执行即时数据传输，原来

使用CD时从采集图片到获得结论的过程需要7-21 天，现在只需一半时间。

硬件的质量控制及其互操作性也是一个挑战，如放射科技术人员的技术水平的规范

化。在整个墨西哥推广这项计划最初也是一个问题。合作伙伴机构比较分散，这一点

不太理想，这是由于组织结构、分辖区的物流和资助方案都相互独立——所有这些问

题都需要大量的协调和时间才能成功克服。

由两个卫生分管机构的秘书处协调OBCSDP规划和协调：健康卓越技术国家中心

（CENETEC）和性别平等国家局。这两个分管机构与其他几个小组一起推进此项目的

财政和其他服务工作。

这种合作使计划可以克服放射科医师的短缺，改善墨西哥超过五个州的农村和偏远地

区居民接受预防乳腺癌的筛查和诊断的平等性状况。

致谢

Adrian Pacheco

CENETEC 总监

墨
西
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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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用远程医疗系统需要参与的医患双方都接受；双方都可能更加熟悉面对面的交流，

不愿意利用远程医疗服务，或不知道其潜在的好处（16，51，63，67，68）。特别是卫生

保健专业人员报告存在操作电脑的“未知恐惧”，担心远程医疗会导致丢工作，忧虑最

初所需的高投资不可行，或者担心当地医院的门诊数将下降（51，57）。由于担心新的

通信技术整合到远程医疗系统中可能会改变现有的工作实践，挑战医生转诊的方法或

中断工作流程，也可能会影响医师接受远程医疗（17）。要使系统的设计增强而不是偏

离当前的工作实践，并有效地传达给医务工作者，确保在低收入环境中合宜且有意义

地采用远程医疗系统，这既是一种挑战，也是一种机遇（65）。

和许多其他类型的卫生保健干预一样，缺乏远程医疗临床使用法律政策、指导方针或

最低标准的相关可用信息，也可能阻碍了这种技术的应用。

2.2.3 发展中国家远程医疗的法律和伦理方面的考虑

如果引入更好的法律框架，制定国家电子卫生保健政策，培训更多的人力资源，提供定

期的资金并制定长期计划，远程医疗的发展就可以得到更好的衡量（16）。但是，必须

注意要以不阻碍其进步或发展前景的方式制定和执行远程医疗（67）。一般而言，远程

医疗必须应对许多法律和伦理方面的考虑，特别是病人的隐私和保密性方面。然而，

在发展中世界其他问题更加突出。

跨国界合法性是发展中国家使用远程医疗服务连接多个国家的健康专业人员时关心的

问题。在这种情况下，需要解决的一个关键问题是：哪一个国家的法律对服务适用，或

者有管辖权?（21）参与国的健康法律冲突时可能会出现一系列的问题。如果出错会怎

样？谁对提供的服务和医疗承担最后的责任？遗憾的是，目前国家卫生法律法规还没

有充分解决这些类型的法律问题（69）。在工业化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中，这种不确定性

都可能会影响到这种服务的使用。此外，缺乏临床方面使用远程医疗的法律政策和指

导方针相关的信息，也为采用这种实践带来了障碍。

在发展中国家使用远程医疗服务在伦理上同样遇到问题。显然，在缺医少药的国家通过

远程医疗增加就医途径带来了很大的好处；但是有人质疑这是否是这种稀缺资源的最

有效利用（34）。如果远程医疗服务确实改善整体健康的成果，价值确实很高，但这对于

一个捉襟见肘的卫生系统而言，伴随而来的可能是很大的负担。发展中国家的远程医疗

成本还存在于其他方面，例如，对人员以及如电力等其他资源提出了较高的时间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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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4 远程医疗的发展、实施、评估和可持续发展的意义

在发展中国家总体上缺乏远程医疗行动相关的数据评估、试验和发表的结果，限制了

远程医疗的影响和效益方面证据的数量（41，70）。各地区可能缺乏记录远程医疗的经

验和开展研究的专业知识和资金（16）。因为远程医疗中涉及的样本量往往较小，尤其

很难得到患者的随访数据，所以临床结果难以形成书面记录（23，59）。

虽然总体而言缺乏针对健康结果、经济分析和医患满意度等各方面的严谨研究和评

估，发表在同行评审的文献中的各种研究还是揭示了发展中国家远程医疗的机遇、成

功、挑战和意义。评估对于系统记录来自具体国家的远程医疗网络最佳实践和经验教

训来说至关重要。这种评估将显示哪些网络明确改变医疗效果，被证明具有成本效益

并能持续下去；再将这些网络作为典范提供给其他国家，让他们从中找到自己的路子

（14）。文献中确定的关键成功因素包括：制定明确的计划目标；赢得政府和机构的支

持；调整现有的用户友好界面；确定可及性和连接性的限制；实施标准和公约以及宣

传评估结果（62，71）。

2.2.5 来自文献的主要经验教训

卫生系统的改造需要所有的利益相关者的参与。合作伙伴关系通常会加速变革，远程

医疗部门也是如此。社区领导者、卫生专业人员、学术机构和教育工作者、卫生行政管

理人员以及政策制定者是完成必要改变来反映和响应社会需求的最佳联盟。图1 就

代表了这项原则。

图 1. 社会责任伙伴关系五角星

政策制订者

卫生管
理人员

卫生保健专
业人员

社区 学术机构

基于人们
需要的卫生保

健系统

来源：世界卫生组织，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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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显示了五个部门，即卫生政策、管理、学术机构、健康从业人员和社区。在专题文献

综述期间，对应这些部门对发展中国家的远程医疗的发展、实施、评估和可持续性进行

了综述。本次综述中得出五个重要的经验教训，这些经验教训揭示了所有这些部门在卫

生保健实践方面的社会责任，说明如下。

经验教训1：合作、参与和能力建设是远程医疗行动成功和可持续发展的根本。

远程医疗是作为工业化国家协助发展中国家卫生保健系统进行能力建设的具有成本

效益的方式出现的。远程医疗的适度投资可减少疾病负担，同时提高转诊专科医生和

转诊站点的能力（46）。新的沟通和协作渠道，实现了通常因为缺乏物理基础设施而

受到阻碍的几个过程的非物质化（如病人数据的存储）。但是为了达到最高效率，将远

程医疗行动整合到现有的卫生系统的战略需要采用合作的方式，确定最佳做法，精心

设计试验，并将影响用户采纳的许多社会因素都纳入其中（32）。协作有赖于当地的专

业知识和能力，这反过来又可以增加远程医疗规划的使用；通过合作相互驱动，提高

规划的可靠性和可持续性。

虽然将国家机关远程医疗工具锁定在国家卫生保健战略中被认为是成功的关键（55，72），

但这必须与组织良好的各方合作才能实现。为了实现可持续发展并保证交换敏感信息的可

靠性、保障性、安全性和及时性，远程医疗服务需要所有用户的积极参与（38，50）。消除阻碍

用户认可和参与远程医疗的负面看法可能需要教育（73）。远程医疗服务的质量在很大程度

上取决于参与的专家；因此，要根据其专业知识以及通过远程医疗为客户提供服务的承诺

来进行专家遴选（74）。最后，专家们需要致力于当地能力建设，例如：通过培训培训师模式

和将优胜者和专家联系的社区实践来指导新手。

经验教训2： 在发展中国家从事远程医疗行动的组织和个人需要知道其工作环境的

本地情况，即可利用的资源、需求、优势和劣势。

旨在帮助发展中国家的国际远程医疗行动面临的主要挑战是缺乏适合这些环境的模

型。在发展中国家和工业化国家之间的需求和条件的差异使远程医疗应用必须因地

制宜势（39，64）。当地资源、基础设施和人员的变化对提供医疗服务产生约束并影响

某些远程医疗应用的技术可行性。为实现技术可行性，远程医疗应用应与ICT、基本的

技术基础设施和本地连接平行发展（34，61，66）。此外，国际合作时，为了做出可行和

适当的诊断和治疗方案建议，咨询熟悉本地规章制度、设施、资源和专业知识的卫生

保健专业人员至关重要（23，34，60）。这种合作还必须能够为远程站点提供支持，使

其能够胜任，并促进形成可持续的方式来提高为卫生保健人员提供咨询能力，而不是

取代当地的卫生保健专业人员的直接医疗（31）。

远程医疗中使用的ICT应用具有很大的潜力，可入乡随俗，解决每个国家基本需求和特

定的卫生保健需求，并以这种方式改善教育、培训、知识共享、卫生保健研究并在全世

界各地的医疗护理。将社会技术的问题和优先事项整合到远程医疗的设计和实施当

24

发
展

中
国

家
的

远
程

医
疗
：

 
文

献
综

述
 



中取得成功的关键因素（2）。发展中国家的许多远程医疗项目代表着国际和国家伙伴

关系，让当地人员知道这种合作中的优先事项和过程非常重要。对新伙伴关系/行动

和成功规划之间的辅导关系的支持， 不仅构建了能力，还为发展中国家和工业化地

区之间的合作伙伴提供相互学习的机会，AMIA全球合作伙伴计划就是一个典范（71）。

经验教训3：使用适当地满足临床环境或社区需求的简单解决方案，以优化成本效益，

最大限度地减少变更管理的复杂性。

提供简单、用户友好的界面和系统，让没有任何专业技术并且英语语言知识有限的人们

也可以操作，这是在发展中国家克服实施障碍并使远程医疗应用在医疗中迅速传播的

重要手段（19，48，65）。这项原则对于技术解决方案同样有效。

简单、低成本、低带宽的解决方案已得到证明在发展中世界成功提供远程医疗（19，44）。

在不受带宽的限制的各种专业领域和国际环境中，存储和转发电子邮件尤其被表明是低

成本、有用的远程医疗应用（17，45，75，76）。这种成功对诊断评估需要实时、高品质视频

会议的概念提出挑战（77）。基于Web的会议技术成本相对较低，例如，可以提供参与式

同步途径，为卫生保健从业者提供教育并促进在工业化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的临床医

生的对话（53）。较之其他解决方案，远程医疗应用从其本质而言在提供医疗服务方面更

具有成本效益（78）。成本效益情况的评估表明，较之如寻求资助的奖学金计划或机构之

间的人员交流，或新的医院和诊所的建设和维护等活动，使用远程医疗规划的联网资源

更有优势（24，78）。

经验教训4：评估对于远程医疗的可扩展性、可转移性和持续的质量改进很重要；它应

该包括文档化、分析和传播。

鉴于许多发展中国家基础设施水平低，财政资源有限，审慎评估及规划远程医疗势在必

行；应该对其加以实施，以优化利用现有的资源（41，61）。为了执行评估，参与的站点需

要确保妥善保存医疗记录，以便形成结果报告（23）。这种评估可用于为改造试点项目

提供信息，实现成本效益和可扩展性（23），以及评定项目对其他医疗专科和地点的可

转移性（79）。为改善远程医疗应用的未来研究和发展，应共享吸取的经验教训（80）。

为政策制定者提供可靠的数据也需要在方法上可靠的调查研究（59）。

需要有研究和评估的参与模式，让当地的利益相关者参与开发、设计和实施的具有环境

意义的研究问题、过程和结果。这在地方一级建立研究和证据能力，支持个人层面上的

实践变更，并在宏观层面上为政策和制度变更提供信息。此外，当地的流程和数据的所

有权、控制、接入和拥有（81，82）原则可促成采用和响应当地的限制和优势的有意义

的评估。需要充分考虑当地需求的跨学科方法，由所有的利益相关者制定蓝图。这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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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床和公共卫生的结果（广义的卫生健康）、患者和医生的满意度，以及能够货币化社

会效益的经济分析（82）。随着研究和评估成果的实施和推广，这种结果可以为发展中

国家各种环境中远程医疗采纳的循证政策和指导方针的制定和调适提供信息（63）。

也可以从其他国家的经验中吸取经验教训。例如，印度的远程医疗经验对发达国家和

发展中国家的贫穷社区都可能有深远的益处（62）。反之亦然：鉴于澳大利亚、加拿大

和英国等工业化国家已经开始实施标准化并纳入ICT的大型卫生信息系统，它们可能

能够为发展中国家提供宝贵的经验教训，从而减少在医疗保健中增加ICT利用所需的

时间和资源（68）。剩下的问题是如何最好地确保知识分享，并转化到真正不同背景的

实践中。学者、卫生管理人员、从业人员、决策者和社区之间的伙伴关系需要相互转

换知识，而这需要通过向开发和评估提供资金来支持。合作投资对确定和满足全球电

子卫生保健的挑战非常重要（83）。

经验教训5：远程医疗的社会效益有利于社区的健康和人类发展，也是其自身的重

要目标。

远程医疗有潜力通过促进跨司法管辖区的可及性、协作和资源共享，在人道主义和发

展方面带来相当大的益处（66）。Wootton及其同事们描述了一个实现这种潜力的有文

件记录的实例（84），这就是由Swinfen慈善信托基金运营的第二意见谘询系统。这个

全球性的电子卫生保健系统基于利他主义而非商业利益运营，也为全球卫生职业教育

和评估提供了环境。可以通过远程医疗维持高标准治疗，提高生活质量，同时免去患

者长途跋涉才能到达医院或获得医师诊断的需要（29）。远程医疗还可以为边远地区

提供额外的服务水平，例如，小学、中学教育和电子商务，提供附生利益，并可能对社

区产生积极的影响（28）。

通过促进合作，远程医疗事业可以支持边远站点增权益能，有助于持续的健康教育，

并扩展发展中世界的实践社区以及对卫生保健专业人员的支持（31，85）。通过互联网

的远程医疗和远程学习可能是目前所知的最有效教学方法之一。这些方法允许卫生工

作者无需脱岗，通过使用电子邮件就能向专家咨询和寻求指导（37）。通过实践社区内

的培训、讨论和对信息资源的访问，为卫生保健专业人员提供持续支持，是迈向启动

和维持远程医疗项目和计划的重要一步（61，86）。

26

发
展

中
国

家
的

远
程

医
疗
：

 
文

献
综

述
 



Swinfen勋爵在加德满都的拉利特普尔护士培训中心介绍远程医疗

（拍摄：Swinfe慈善信托基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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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Oe第二次电子卫生保健
全球调查

3

世卫组织的电子卫生保健决议1在2005 年得到采纳，其重点在于通过使用电子卫生保

健，加强各国卫生系统；建立卫生公共和私营部门ICT开发和部署的伙伴关系；支持成

员国电子卫生保健应用的能力构建；以及标准的制定和采纳。在这些领域取得成功的

前提是第五战略指导：监测、记录和分析电子卫生保健的趋势和发展，并公布结果，以

促进电子卫生保健的采纳。作为对电子卫生保健决议的直接响应，成立GOe以监测和分

析各个国家的电子卫生保健的演进，并通过提供战略信息支持国家规划。

GOe的首个目标是开展全球性的电子卫生保健调查，在国家、地区和全球层次上确定出

一系列为支持电子卫生保健发展而需采取必要的基础行动的基准。其目的是为政府提

供可以用来作为其自身发展基准的数据以及将其自身发展与其他成员国相比较的方

法。2005 年，为编制这些数据，GOe开展了一项调查。

在2009 年底进行了第二次全球电子卫生保健调查，此次调查基于第一次调查产生的

知识基础。第一次调查是一般性的调查，主要询问有关国家层面的问题，2009 年的调

查旨在针对电子卫生保健询问更详细的专题领域的问题。这项调查为GOe提供了丰富的

数据源，该数据被用来创建在2010 年和2011 年出版的八个系列出版物（《全球电子卫

生保健观测站系列》）。

1  WHA 58.28: http://apps.who.int/gb/ebwha/pdf_files/WHA58/WHA58_28-en.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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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系列中的每个出版主要针对参与电子卫生保健的卫生部门、信息技术部门、电信部门、

学者、研究人员、电子卫生保健专业人员、非政府组织（NGO）和捐助者。

3.1 调查实施

在创建第二次调查时，GOe从第一次全球性调查的很多经验教训中受益：数字格式传播工

具，与世卫组织区域办事处和各成员国合作促成调查完成，以及数据处理和结果分析。

3.1.1 调查工具

工具侧重于与关键电子卫生保健领域的过程和结果有关的问题。调查的目标是识别和

分析八个专题领域的趋势（表 1）。

表1. 2009 年调查探讨的八个专题领域

主题 行动

移动健康

识别世界各地在健康方面使用移动设备的各种方法及其效果。强调实现

移动健康解决方案最重要的障碍。思考移动健康是否可以克服“数字分

隔”。

远程医疗
评审全球最常用的远程医疗方法以及新兴的创新解决方案。鼓励全球发

展和采纳远程医疗，尤其在发展中国家。

患者信息管理

从三个层次说明患者信息管理相关的问题：地方医疗设施、地方/地区和

国家。分析纸张到数字记录过渡的趋势。识别各国采取的提高采用数字患

者记录的行动。

电子卫生保健

的法律和伦理

框架

评审引入立法保护个人身份数据和健康有关的数字格式数据以及访问和

控制自身记录的趋势。识别和分析成员国在线药房的控制。回顾各国政

府采取的保护儿童免受互联网伤害的行动。

电子卫生保健

政策的系统

评审

确定世界各地的电子卫生保健政策的采用，按照世界卫生组织地区以及

世界银行收入群体进行分析，以建立可能的发展趋势。系统地审查现有战

略的内容和结构，突出强项和弱项。建议制定电子卫生保健政策的模型方

法，包括范围和内容。

电子卫生保健

基础行动

评审国家一级支持采取基础行动支持电子卫生保健的趋势，包括：电子政

务、电子卫生保健、ICT采购、资助办法、电子卫生保健的能力建设以及多

语言沟通。

电子学习 分析学生和卫生专业人员健康科学电子学习的使用程度和有效性。

电子卫生保健

国家政策

展示按国家汇总的所有参与成员国电子卫生保健数据，根据选定的指标

作为电子卫生保健发展的状态的就绪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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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2 调查开发

GOe经过广泛的咨询，听取电子卫生保健专家的意见，开发了调查工具。2009 年的全球

调查的规划从 2008 年开始，其中评审了2005/2006 年的调查结果和参与国的反馈。

第一次调查中查明的制约因素之一是汇编和分析的数据管理及其可用性。为了方便数

据的收集和管理，使用数据采集器（DataCol）2在网上提供调查工具，简化数据的收

集和处理。

在2009 年第一季度编制了一套问题，并通过虚拟远程会议分发给所有地区的一些选

定的合作伙伴。合作伙伴包括政府、世界卫生组织区域和国家办事处、合作中心和专

业协会。此过程涉及全球50 多名专家。协同努力扩展到其他世界卫生组织规划以及国

际组织，如国际电信联盟（ITU）和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位于美国马诺阿的夏

威夷大学的三重螺旋创新学院3开发并主持了讨论调查工具和调查过程的网上论坛。

GOe在网上发布的调查问卷草案，供合作伙伴进行评审，并在2009 年3 月在五个国家

试行：加拿大、黎巴嫩、挪威、菲律宾和泰国。根据试点测试之后收到的意见和观察结

果，对调查工具的最终版本进行改进。为方便国家响应，调查问题、说明和数据输入流

程被翻译成世界卫生组织的所有正式语言以及葡萄牙语。

3.1.3 数据收集器

DataCol是由世卫组织设计、开发和支持的基于网络的工具，可简化数据收集和管理的

在线表单创建过程。收集的数据存储在SQL数据库中，由世卫组织数据库管理员维护，

并可以导出为Microsoft Excel文件供将来使用其他统计软件进一步分析。

在此次调查中，DataCol首次作为超过四十页文本和问题的网络调查的主要实施方法。

为了确保系统足够强健以完成此任务，需要进行大量的准备和测试。

调查工具和支持文档按语言分类，并输入DataCol。为了避免同一个国家的重复输入，

为每个国家分配了单独的登录名和密码。每个参与国提交一份带有电子卫生保健专家

重点小组的输入的国家调查。国家协调员负责在获得专家的协议之后完成表单。

2 由世卫组织开发的用于联机创建表单的基于Web的工具。

3 http://www.triplehelixinstitute.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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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4 启动2009年调查

执行国际调查最重要的任务之一是建立可以直接与各国联系的地区级别的合作伙伴网

络。为确保在各个地区顺利开展2009 电子卫生保健调查，所有区域办事处指定一名工

作人员协助协调调查过程，并与日内瓦的观测站保持联络。分发调查流程说明后召开

了一系列的电话会议。调查实施过程中的一个显著成果是与地区同行建立强大的工作

关系，否则，将无法顺利开展这项工作。图2 显示数据收集过程。

图 2. 2009 年电子卫生保健调查数据收集过程

全球协调（电子卫生保健全球观察站


地区协调（WHO区域办事处）


国家协调（WHO国家办事处或代表）


专家信息识别


国家一致性会议完成调查


每个国家提交一份国家调查


GOe数据处理和分析


发表电子卫生保健系列

2009 调查于2009 年6 月15 日开始，答案收集一直持续至12 月15 日。各地区集中点

参与其中以鼓励成员国参与。在某些情况下这个过程很容易；还有些情况则需要广泛

的讨论，不是所有的国家都能成功地参与。执行全球调查就好比发起一次运动：参与

的目的和回报必须传达至国家协调员，而后传达至接受调查的调查专家。在调查中调

动积极性和保持热情非常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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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国家级别指定协调员来管理任务。其职责包括发现调查涉及的所有领域的专家、组

织和主持全天会议，其中调查将由整个组共同完成。每个国家接受调查的专家数为5 

至15 个不等。大多数国家将其答案输入DataCol，但部分国家更愿意寄送硬拷贝。GOe

工作人员将这些答案输入DataCol，确保数据分析中包含这些内容。

3.1.5 限制

成员国限为一个国家提交一份答案；这样接受调查的专家需要对每个问题达成单个对

国家整体最有代表性的答案。如果国家存在迥异的情形，或者意见明显差异，则很难达

成共识。此调查不试图在地方级别上衡量本地化的电子卫生保健活动。

调查回答基于每个成员国接受调查的专家组的自我报告。尽管调查管理员提供了保持

一致性的详细说明，成员国之间在回答的质量和细致程度上存在明显差别，尤其是描

述性、开放式的问题。另外，调查回答经过了一致性和准确性的检查，但是不可能对每

个问题的回答都做验证。

调查的范围很广泛，调查的问题包括电子卫生保健的各个领域，从政策问题、法律框

架到国内正在进行的特定类型的电子卫生保健行动。虽然已尽一切努力来选择最好的

国家专家完成调查，但是不可能确定焦点小组是否具有回答每个问题的集体电子卫生

保健知识。针对调查还分发了一组详细的说明和术语的定义，但不能保证回答时这些

说明得到使用。

最后，地区调查结果应进行仔细地解析。特别是来自美洲和西太平洋地区的结果，不一

定具有整个地区的代表性；这些地区的回答率和回答总数低于50%。而东南亚地区响应

国家数最少，但是地区的回答率最高——该地区仅有11 个成员国。在解析结果时应考

虑到这一点，因为每个响应国家代表了超过10%的地区响应。

对于所有地区，有一定程度的自我选择的样本——较活动级别更低的国家而言，拥有

对电子卫生保健更高级别兴趣和/或活动的成员国可能更倾向于回答这项调查。然而

这并不会对调查的主要目标产生不利影响，即文档记录电子卫生保健活动和世界各地

的趋势，评估参与的成员国的电子卫生保健发展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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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6 数据处理

在收到完整的问卷调查之后，所有非英语答案都被翻译成英语。对调查回答进行一致

性和其他错误的检查，并后续联系各国确定报告结果的准确性。从DataCol将数据导出

为Microsoft Excel格式，使用R统计编程语言分析数据。 4按专题部分分析数据：对于

封闭式问题，对每个可能的回答计算百分比，以获得整体结果。此外，世卫组织地区和

世界银行收入组汇总和分析了数据以查看这些分组的趋势（表2）。基于ICT发展指标5 

汇总的初步分析，其显示的结果与世界银行收入组的结果相似；其原因在于ICT发展指

标和人均GDP（Spearman ρ=0.96，p<.001）之间的高度相关。因此，这项报告不包含这

些结果。如果认为两个或以上的问题相关，则执行交叉问题分析（例如采用配套政策

的国家）并对结果进行更深入探讨。

在有关比较分析中引入外部状况和技术指标，如手机普及率。尽可能将目前的调查结

果与之前的调查进行比较，但是，因为2009 年调查的主题相当广泛，并且调查问题的

措辞有所不同，这种分析的范围很小。此外，2009 年调查的百分比通常不具有直接可

比性，在地区级别尤其如此，因为回答国家的背景不同，而且专家应答者对调查的每

次重复回答也不同。

表2. 数据汇总采用的分组评审

分组 优点 缺点

世卫组织地

区

世卫组织地区方法融入世卫组织

战略分析、计划和运营活动。

经济、健康医疗或种族视角的国家

共性有限。

对于其他希望解析或遵照GOe数据行

动的代理处或机构的作用更小。

世界银行收

入组

基于人均GNI的清晰经济定义。

各个国家应用标准一致。

简单的四级规模。

没有对收入差异、人群健康或人群

年龄做出解释。

GNI，国民总收入。

4 http://www.r-project.org/.

5 http://www.itu.int/ITU-D/ict/publications/idi/2009/index.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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响应率

并非所有的成员国都完成调查所有的七部分内容：112 个国家全部完成，114（占成员国

的59%；占世界人口的81%）个国家至少完成一个部分（远程医疗部分）。2009 调查响应

率与之前的全球调查大致相同（58%），鉴于2009 年调查工具比2005/2006 年明显更

长，这个结果还是令人鼓舞的。图3 显示回答了调查的远程医疗部分的国家。表4 和5 

分别显示按世卫组织地区和世界银行收入组区分的国家分布。

图3. 响应的世卫组织成员国

响应 未响应

世卫组织地区响应率

从行政区划上讲，世卫组织由六个地理地区组成。这些地区是异质的：成员国在规模、

经济和医疗健康挑战方面各不相同。不过，在地区级别上进行高层次电子卫生保健分析

依然很重要，因为这反映了世界卫生组织的组织结构和运作框架。

表3 显示国家参与的显著差别：例如，响应率在34%（美洲地区）至73%（东南亚地区）的

范围。很多成员国表示因为资源已经投入于准备和响应H1N1 流感或者因为其他武装冲

突引起的紧急公共卫生问题而无法参与2009 年调查；美洲地区很多国家都是如此。西

太平洋地区有很多小岛成员国，其中只有少数国家响应调查，形成此地区48%的响应率。

东地中海、非洲和欧洲地区的响应率超过60%。对于非洲和欧洲这样由大量成员国组成

的地区而言，这尤其令人鼓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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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 世卫组织地区响应率

世卫组织地区

非洲 美洲 东南亚 欧洲 东地中海 西太平
洋

国家总数 46 35 11 53 21 27

响应国家数 31 12 8 36 14 13

响应率 67% 34% 73% 68% 67% 48%

世界银行收入组响应率

世界银行根据人均国民总收入（GNI）将人口大于3 万的所有经济体分成四个收入

组。 6分类如下：低收入（975 美元或更少）；中低收入（976–3855 美元）；中高收入

（3856–11905 美元）和高收入（11906 美元或更多）。 7这些收入组为分析带来方便

实用的基础，有利于观察基于收入水平的调查结果趋势。但是收入分类并不完全精确

反应发展水平，为方便起见，低收入和中等收入国家有时也被称为“发展中”经济体，

高收入国家称为“发达”经济体。

表4 显示世界银行收入组调查响应率。低收入国家的响应率（70%）最高，随后是高收

入国家（63%）。就原始数据而言，响应国家的分布非常均衡，来自高收入、中低收入和

低收入组的响应国家为30 至32 个不等；中高收入组的响应国家稍微少些。

 

表4. 世界银行收入组响应率

世界银行收入组

高收入 中高收入 中低收入 低收入

国家总数 49 44 53 43

响应国家数 31 21 32 30

响应率 63% 48% 60% 70%

6 http://data.worldbank.org/about/country-classifications.

7 基于2008 年国家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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远程医疗效果

2009 年第二次全球电子卫生保健调查远程医疗部分的效果分析分成四个领域：

1. 远程医疗服务的当前状况；

2. 促进远程医疗发展的因素；

3. 远程医疗障碍；

4. 远程医疗信息需求。

4.1 远程医疗服务的当前状况

为了获取远程医疗服务供应当前状况的印象，专门调查了四个最普及和成熟的远程医疗

领域。要求应答者指出其国家是否在各领域提供服务，如果有，指出其发展水平。发展水

平分为“成熟”（通过来自政府或其他来源的资金持续进行服务支持）、“试点”（在特定

条件下测试和评估服务）或者“非正式”（服务不是有组织的计划的组成部分）。调查审

查远程医疗的四个领域：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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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远程放射学—利用ICT从一个位置到另一个位置传输数字放射影像（例如X射线图像），以

便进行解析和/或会诊。

 � 远程病理学—利用ICT传输数字化病理检查结果（例如，细胞的显微图像），以便进行解析

和/或会诊。

 � 远程皮肤病学—利用ICT传输皮肤疾病有关的医疗信息（如皮肤的肿瘤），以便进行解析

和/或会诊。

 � 远程精神病学—利用ICT通过视频和电话进行精神病学评估和/或会诊。

要点 

 �在调查的四个远程医疗领域中，远程放射学提供成熟服务的比例最高。

 �较之高收入国家，中高、中低和低收入国家提供远程医疗的发展程度更低，这是

拥有成熟的服务的国家的情况，以及提供远程医疗服务的国家的整体情况。中高、

中低、低收入群体之间的具有成熟的远程医疗服务的国家比例方面，差别不大。

 �一般而言，非洲和东地中海地区的具有成熟的远程医疗服务的国家比例最低，但

提供非正式的远程医疗服务的国家比例比其他地区高。

4.1.1 全球远程医疗服务

远程放射学是目前全球范围内发展程度最高的远程医疗服务，60%以上的响应国家提供

某种形式的服务，30%以上的国家拥有成熟的服务（表5）。具有任何形式远程皮肤病学

和远程病理学服务的国家比例近40%，远程精神病学的比例约为25%，在这三个领域中拥

有成熟服务的国家比例相当，为15%左右。

表5. 远程医疗服务的全球实施比例

成熟 试点 非正式 未提供阶段 合计

远程放射学 33% 20% 7% 2% 62%

远程病理学 17% 11% 9% 4% 41%

远程皮肤病学 16% 12% 7% 3% 38%

远程精神病学 13% 5% 5% 1%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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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2 世卫组织地区远程医疗服务

图4-7 分别概括了远程放射学、远程病理学、远程皮肤病学和远程精神病学服务的情

况。它们说明了按照世卫组织地区分组具有成熟、试点和非正式服务的国家的比例。为

了进行比较，每个指标的全球比例和地区比例并列显示。

虽然调查的四个远程医疗领域有一些不同，东南亚、欧洲和美洲地区拥有成熟的服务

的响应国家比例最高。成熟的远程放射学计划相对较高的水平似乎由东南亚和欧洲地

区推动（分别为75%和50%）；这两个地区拥有成熟服务国家的比例高于全球的比例。

相反，非洲和东地中海地区拥有成熟远程医疗服务的国家比例一直最低。在非洲地区，

对于调查的所有四个远程医疗领域，不到10%的响应国家报告有成熟的服务。在东地中

海地区，只有超过25%的响应国家拥有成熟的远程放射学服务，只有不到10%的国家建立

了远程皮肤病学和远程精神病学计划；该地区没有国家报告拥有成熟的远程病理学服

务。事实上，这两个地区的服务在本质上更倾向于非正式：在几乎所有情况下，提供非正

式服务的国家比例大于拥有成熟服务的国家比例。

图4. 世卫组织地区远程放射学行动  

成熟   试点 非正式       未提供阶段

非洲 东地中海 欧洲 美洲 东南亚 西太平洋 全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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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 世卫组织地区远程皮肤病学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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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 世卫组织地区远程病理学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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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7. 世卫组织地区远程精神病学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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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3 世界银行收入组远程医疗服务

图8-11 说明了按照世界银行收入组统计得到的相似结果。这些结果表明，在所有远程

医疗领域中，高收入组拥有成熟服务的国家比例明显更高；具有成熟服务的高收入国

家比例为60%（远程放射学）到20%（远程精神病学）不等。高收入国家也报告处于试点

阶段行动的比例最高，远程放射学除外，该领域在这些国家中已经具有非常成熟的服

务。在中上、中下、低收入国家中，在远程医疗的四个领域中，具有成熟、试点和非正式

行动的国家比例相当。在这三个收入组中大约20%的国家报告有成熟的远程放射学服

务，在远程病理学、远程皮肤病学和远程精神病学领域，具有成熟的服务的国家比例

接近10%。较之高收入和中高收入国家，中低收入和低收入组国家更倾向于依赖非正

式的远程医疗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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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8. 世界银行收入组远程放射学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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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9. 世界银行收入组远程皮肤病学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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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0. 世界银行收入组远程病理学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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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1. 世界银行收入组远程精神病学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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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4 世界各地出现的其他远程医疗行动

除了上述调查的四个领域，在一个开放式问题中，要求受访者列出在自己的国家当前

提供的5 个额外的远程医疗服务。具体来说，要求他们描述在其国家最成熟或最普遍

的服务。回答见表6，说明了当前通过远程医疗提供的医疗服务的多样性。由两个或两

个以上国家报告的任何服务均被列出；相应国家及其服务提供者报告的远程医疗服

务完整列表见附件1。报告的最主要服务是心脏病和心电图（ECG），其中有28 个国家

通过远程医疗提供。其他通过远程医疗提供的较常见的服务包括超声检查、乳房X光

检查和手术（如神经外科）。

需要注意的是，在这一点上，并没有要求各个国家描述任何一个特定的远程医疗服务。

因此，这些数据与以上描述的结果没有直接的可比性。此外，以下所示的服务可能被少

报，因为受访者更倾向于突出正在本国开发和使用的有差异性和创新性的远程医疗实

例。有很多报告的各种远程医疗使用例子只在一个国家使用；其中一些例子包括急诊

医学、免疫学、血液学和语言治疗。

表6. 响应国家提供的各种远程医疗服务

远程医疗服务 报告服务
的国家数 成熟 试点 非正式 未提供阶

段

心内科/心电图 28 17 9 1 1

超声波检查 15 10 5 0 0

乳腺X线摄影 12 8 4 0 0

外科 11 3 6 1 1

咨询 7 5 1 0 1

眼科 6 2 2 2 0

肾脏病 5 4 1 0 0

产科/妇科 5 3 2 0 0

糖尿病 4 2 1 1 0

病人监护仪 4 0 3 0 1

儿科 3 3 0 0 0

家庭护理 3 1 2 0 0

神经内科 3 1 2 0 0

神经外科 3 1 1 0 1

中风治疗 2 2 0 0 0

泌尿科学 2 2 0 0 0

肿瘤 2 1 0 0 1

耳鼻喉科学 2 1 0 0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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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6 中的例子突出了为进行医疗和教育而通过信息通信技术传输的数据和信息范围。

服务可能简单如“存储和转发”相对简单的信息，如ECG数据，或电子邮件发送数字乳

腺X摄影图像或病人医疗信息以获取咨询意见。但是，如果基础设施和带宽允许，也会

利用实时传输详细的病人信息和图像的方法，如超声波和远程手术。

特别关注的一个结果是大量国家报告使用远程医疗提供心脏病和ECG服务。专栏3 是

来自挪威的例子。表12 和13 分别显示按世卫组织地区和世界银行收入组统计的这些

国家的比例。据报告，非洲和东地中海地区再次显示出最低的远程心血管病服务的国

家比例，而这些服务在高收入和中高收入国家更为普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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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生儿重症监护室的远程心电图（心脏病科和心外科医生在早产儿先天性心脏异常情况下的紧急远程会诊）。

照片由乌克兰远程医疗和电子卫生保健发展协会的A. Vladzymyrskyy教授提供，www.telemed.org.u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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挪威的teleECG行动使用远程医疗服务促进非住院病人疑似心肌梗死的早期诊断和治

疗。作为挪威首个主要的远程医疗计划，teleECG行动在初始试点项目之后于1995 年

启动。teleECG开始作为缩短急性心脏疾病到治疗的时间的方式出现，现在超过100 辆

救护车上使用，并在整个国家供应，并计划在未来5-10 年所有地区都提供此方法。

这种TeleECG系统可以在病人家里使用，也可以在前往医院的救护车上使用。救护车上

配有设备，采集ECG影像并传输给医院，医院则配有针对所发送影像的影像接收器和

存储系统。一旦收到，医院的心脏病科医生就可以分析影像，并能够进行诊断，建议紧

急行动方案。此设备最常用于现场的心电图，护理人员有时会将其作为12 点EKG使用。

这项行动促进了根本的改变。teleECG系统有助于缩短呼叫到治疗的时间，更快实施治

疗，产生更好的治疗效果。心脏患者的治疗效果提高15-20%。它可以连接和咨询远程的

心脏病科医生，从而改善救护车和医护人员的服务和护理质量（据估计，目前约有50%的

抗溶血栓药治疗由医护人员管理）。此服务的机动性为患者带来医护保健。

teleECG行动也改善了专业团队内医疗专业人员之间的协作。通过获得经验，战胜挑

战，同时参与teleECG系统，护理人员、一般从业医生和心脏专家学会了更有效地协同

工作，而这是行动开始时所面临的一个挑战。

挪威的teleECG

行动

挪
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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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挑战部分还涉及每次行动中每个健康专业人员（护理员、一般从业医生和心脏病

学家）承担的角色和责任的法律讨论。虽然行动的培训给予医护人员更多的责任，但

最终是一般医师（如果在现场）承担照顾病人的全部责任。医院的咨询心脏病专家对

给出的建议负责。出于法律和安全目的，所有三类专业人员都需要文档记录整个事件

的行动（从诊断到治疗）。

进一步的挑战是培训护理人员使用设备。开始时采用本地课程并辅以光盘来帮助医护

人员熟悉和训练使用teleECGs，现在此课程已经完全融入培训中，大大扩展了他们的

技能。

为了给行动提供资金支持，参与的医院为服务所需的设备投入了长期的初始投资。此后，

行动获得基本的医院资金，用于维护支出。涉及的健康专业人员的报酬各不相同。因为

一般从业医生工作的私人性，根据干预按病人数对其付费。但是，医护人员和心脏病专

家的报酬都由政府出资。在一个事件中，达成的协议是启动治疗的人（医护人员或一般

从业医生）获得报酬。丹麦政府为teleECG行动提供持续的资金支持。

此行动是涉及救护车服务（政府）、一般从业医生（私人）和在医院的急救部门和心脏

病专家（政府）的协同努力；行动目前在全国推广。

致谢

远程医疗顾问 Oddvar Hagen

挪威综合保健和远程医疗中心（NST）

挪
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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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2. 世卫组织地区远程心血管病医疗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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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3. 世界银行收入组远程心血管病医疗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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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5 远程医疗服务的意义

调查结果显示在收入组和远程医疗服务成熟度之间的一致模式。目前，在最高收入国家

发现了大多数成熟的服务。这在远程放射学领域最为明显——这是一般被视为最好地

融入日常临床医疗的远程医疗分支。而且，处于发展试点阶段的服务在高收入国家的高

比例表明，在不久的将来，远程医疗的大部分发展将可能在这些国家出现。

高收入国家之间和世界其它地区在远程医疗机构方面的差距可能反映了在多大程度上

远程医疗解决方案的实施和能力受到当地资源和基础设施的限制。经济最发达的国家

通常有非常先进的信息技术和通信基础设施，在卫生保健系统中资源分配的自由度更

大，医疗保健的实验和新方法研究的支持更多。从而创造了以更正式的、系统的方式发

展和实施远程医疗解决方案的能力。相比之下，高收入群体以外的国家确实有到位的远

程医疗计划，但其实质上更倾向于非正式（即不属于结构化远程医疗计划），比如将当

地卫生保健提供者与专家及咨询卫生保健机构连接。

所建立的远程医疗服务的成熟度常常高度依赖于传播的信息的复杂度。存储转发方

法是最正式的计划；它们实现起来相对简单，只需要基本的基础设施，一般不破坏卫

生专业人员和患者的传统工作流程。四个被调查的远程医疗服务中有三个服务主要使

用存储与转发方法：远程放射学、远程病理学和远程皮肤病学。所调查的最后一项服

务，远程精神病学，一般很少被报告；可能这是因为它需要更多实时、强调带宽的数据

传输，如用于会诊的视频会议。

四个领域之外使用的广泛的远程医疗服务（表6）不仅突出了远程医疗多样化和多样性

的本质，还突出了为医疗、教育和咨询可以进行传输的数据和信息的范围和可扩展性。

对现有的卫生专业工作流程破坏力更少的远程医疗服务（如存储转发电子邮件）较之破

坏力更大的服务（如远程手术）是否更容易得到系统性的采纳，这种情况是因为工作流

程的破坏还是因为高ICT成本，这方面的研究很有价值。它将进一步有益于监控更简单的

远程医疗应用的采纳情况，以确定这是否可能导致下游部门采用更复杂的远程医疗服

务。如果是，这将表明技术采用和接受的舒适度将逐步上升。

真正的问题依然是：远程医疗是否是资源稀缺的地区最符合成本效益的解决方案，而

满足人口基本卫生需求是这些地区的当务之急，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的情况都是如此。

尽管目前高收入和低收入国家之间远程医疗实现水平显著不同，令人鼓舞的是我们注

意到一些发展中国家在非正式层面上实施远程医疗解决方案的愿望（即以特定方式使

用远程医疗服务），在在非洲和东地中海地区尤其如此。这种愿望说明了对远程医疗潜

力的认识，即在提供正确条件的前提下，对发展中国家的卫生保健具有积极的影响。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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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行动仍处于非正式的水平可能反映这样的事实：为了实现技术可行，必须按比例缩

放这些行动，可用的基础设施和ICT能力平行。当电力、通信系统接入或人员等资源稀缺

时，远程医疗计划应该尽可能高效地使用这些资源。

视频会议提供专家的第二意见。

照片由乌克兰远程医疗和电子卫生保健发展协会的A. Vladzymyrskyy教授提供，www.telemed.org.ua。

4.2 促进远程医疗发展的因素

调查检查了各国家在实现和促进远程医疗技术和解决方案实施的一些机制方面取得的

进步。调查中包含的特殊机制有：

 � 管理

 � 政策或战略

 � 科学发展

 � 评估。

4.2.1 管理

要点

 �大约30% 的响应国拥有开发和促进远程医疗及其应用的国家机构。

 �和高收入国家一样，低收入和中等收入国家似乎倾向于拥有远程医疗的国家机

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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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划和实施电子卫生保健服务需要复杂和广泛的跨部门合作，其中利益相关者通常来

自不同的背景，具有一系列的优先事务和议程。建立健全的管理机制非常可取，有助

于促进有效和透明的协作，为成功实现远程医疗服务所必需。管理机构在建立远程医

疗政策、发展所需的法律框架以处理诸如保密性、责任和跨境管辖等问题方面做了大

量的工作。一旦实现远程医疗服务，监管机构必须监控和授权从业者。然而在许多情

况下需要电子卫生保健和远程医疗行动先于管理机制之前发起。

这种管理或监管机构一个很好的例子就是专注于开发和推广远程医疗及其应用的国

家机构。当被问及本国是否有这样的机构时，所有响应国家中大约30%报告说有。从非

常广泛的角度来看，这些机构的范围差异很大，比如国家卫生部和大学医学中心到重

点发展ICT、电子卫生保健解决方案或专门的远程医疗应用的机构。

图14 概述了世卫组织地区响应国的国家远程医疗机构的出现率。结果显示出一些熟

悉的趋势——东南亚和欧洲地区拥有远程医疗机构的国家比例最高（分别约为50%和

40%）——地区之间的差异并不明显，其他地区拥有远程医疗机构的国家比例为20%

到35%不等。

图15 提供了一个另外的视角，按照世界银行收入组层面显示相同的国家。尽管可能预

想到高收入国家比低收入国家更有可能拥有国家远程医疗机构，结果显示一个国家的

收入水平与建立远程医疗国家机构之间没有清晰的关系。

图14. 世卫组织地区国家远程医疗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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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5. 世界银行收入组国家远程医疗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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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的意义 

获得政府和机构的支持是远程医疗成功的一个关键因素，但如第二节的文献综述中所

提到的那样，即便是在发达国家，在国家层面制度化远程医疗所投入的工作还很少。调

查结果支持这点，三分之二的响应国家缺乏发展和促进远程医疗及其应用的国家远程

医疗机构。这可能反映了需要了解远程医疗以及需要有证明其益处的证据，对远程医

疗的好处的认知不够，或这些国家的公民或卫生保健专业人员缺乏需求。建立促进政

策和国家法律框架发展的管理机制需要投入大量的工作，但如前所述，这可能有助于

采用远程医疗并将其融入到卫生保健系统和服务中。

4.2.2 政策和战略

远程医疗政策和战略可以用来概括远程医疗解决方案国家和国际
使用相关的应用、供应、控制、标准和伦理的愿景和目标。这样的政
策可能有助于促进和支持远程医疗的采纳，通过提供服务规划和
发展的框架和协议以及用以更好地评估远程医疗发展和效果的标
准，潜在增加了成功实现的机会。

52

远
程

医
疗

效
果

 



要点

 �在全球范围内，25%的响应国家报告其国家有国家远程医疗政策或战略。

 �只有20%的响应国家报告已经完全实现或开始实施国家远程医疗政策或战略。

 �较之发展中国家，发达国家更有可能拥有或已经开始实施国家远程医疗政策或

战略；然而，据预测，发展中国家在这一领域会有显著的增长。

 �非洲、东地中海和东南亚地区目前显示最低的国家远程医疗政策实施的比率，但

预计增长最快。在不久的将来，这些地区可能需要额外的支持来发展远程医疗

的政策和战略。

受访者被问及他们的国家是否有国家远程医疗政策或战略。就本报告而言，术语“政策”

和“战略”可互换使用。图16 说明了结果。四分之一的响应国家报告说，他们确实有这

样一个政策，但是各国提供的实例在深度和广度方面有很大的差异。大多数国家提供了

概述一般电子卫生保健政策的政策文档，一些文档概述ICT的使用，但没有提供特定应

用的信息。少数国家提供的文档有针对性地探讨远程医疗实施和使用的政策或战略。

图16. 报告有国家远程医疗政策的国家

远程卫生保健政策 响应国家 未响应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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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7 显示世卫组织地区拥有国家远程医疗政策的响应国家的比例。看到的趋势类似

于远程医疗机构的建立所展现的趋势，但是地区差异也更明显。欧洲地区在此领域最

先进，大约有40%的响应国家有一个国家远程医疗政策。相比之下，东地中海、东南亚

和非洲地区只有10%到15%的响应国家报告有这样的政策。

图18 显示按世界银行组划分的国家响应。这些结果反映了一个普遍的趋势，即较之中

低收入和低收入群体的国家，高收入和中高收入国家更可能拥有这样的政策。

图17. 世卫组织地区国家远程医疗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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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8. 世界银行组的国家远程医疗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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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查还要求受访者报告他们的远程医疗政策是否实施，如果没有，预计将何时采取行

动。在所有的响应国家中，仅超过5%的国家报告说他们国家的远程医疗政策已经完全

实施，而仅超过10%的国家报告已经部分实施了他们的政策。还有5%的国家表示，虽然

他们现在有一个远程医疗政策，但在调查当时还没有开展任何实施的行动。

就远程医疗政策的实施而言，世卫组织地区间存在程度显著的变化。美洲、欧洲、西太

平洋的各个地区中，大约30%的响应国家报告全部或部分实施政策（参见图19）。相比之

下，非洲、东地中海（都不到10%）和东南亚（刚超过10%）中很少国家实施政策。尽管如

此，据响应国家提供的预测显示，到2013 年，所有响应国家中有超过50%的国家预期

已经制订并且开始执行全国性的远程医疗政策，且在世卫组织地区中的实施率为45%

到75%。在这段时间中，预期非洲、东地中海和东南亚地区会有显著的发展。

图20 说明，较之发展中国家，经济发达的国家更可能将其国家远程医疗政策付诸实

践。目前，高收入和中高收入群体中有25%至35%的响应国家实施了政策，相比之下，在

中低收入和低收入群体中大约10%的响应国家实施了政策。鉴于此，预测表明发展中

国家远程医疗政策的制订和实施数量可能会显著增加。到2013 年，在所有收入组中，

实施率可能会达到40%至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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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9. 世卫组织地区政策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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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0. 世界银行收入组政策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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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和战略的意义

全面的远程医疗政策和战略可以帮助支持发展和采用远程医疗解决方案，解决相关的

法律和伦理问题并为卫生保健系统带来长期利益。只有一小部分国家已经制定和实施

国家远程医疗政策，当前没有政策的国家中只有半数的国家预计到2013 年将制定一

项政策。这反映了文献中的研究结果，即确定且全面的远程医疗指导方针尚未投入广

泛的实践，如果有人认为电子卫生保健政策一般情况下比更广泛的卫生和信息政策更

加不太常见时并不令人感到惊讶。远程医疗政策的缺乏表明，大多数国家没有足够的

动力来迫使决策者制定这样的政策。这可能反映了需要更多的证据证明远程医疗的好

处，或人们认识到的好处还不充分，够不上形成政策；也可能是由于缺乏来自公民或卫

生保健专业人员的需求。

这个问题在发展中国家尤为明显，而预计到2013 年非洲、东地中海和东南亚地区政策

发展的增加则令人稍感欣慰。这反映了政府和决策者对实现和发展远程医疗中这种政

策带来的好处的潜在认识。此外，这可能意味着在未来这些国家的需求和能力可能增

加，从而有助于决策者预测实现远程医疗的人力资源的未来需求。

尽管数据显示目前有远程医疗政策的国家很少，这可能代表了一个潜在的机会：卫生当

局可以从一开始就将远程医疗纳入国家卫生和电子卫生保健战略中。政策制定者、卫生

专业人员和公民之间的合作将大大改善远程医疗服务的规划、开发和评估。

4.2.3 科学发展

要点

 �一半的响应国家报告，在其国家中，科研机构目前正在参与发展远程医疗解决方

案。

 �低收入国家和高收入国家一样有参与发展远程医疗解决方案的科学机构；似乎

高收入和低收入国家的科研机构之间存在发展和实施低收入国家远程医疗解

决方案的某些合作。

 �非洲地区参与发展远程医疗的科学机构的比例位居第二高，而据报告，东地中海

地区的参与率最低。

 �在许多国家，在缺乏国家远程医疗机构或政策的情况下，科研机构参与发展远

程医疗解决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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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研机构参与发展远程医疗带来了大量的潜在好处。这样的机构可以把资源投入于开发

和测试各种各样的远程医疗计划，并确保远程医疗付诸实践，并以系统的方式进行评

估。教学医院等机构可参与教育下一代的卫生保健专业人员。科研机构的参与也可以增

加远程医疗的创新和实施得到记录并向希望推进其开发和利用的其他人传播的可能性。

受访者被问及其国家的科研机构目前是否参与开发远程医疗解决方案，对此50%的国

家给予肯定的回答。当被要求提供参与发展远程医疗的最活跃的机构时，他们提供了

各种各种的回答。各类机构包括政府卫生保健和技术机构、大学（主要是卫生保健或

医学院）、医院（主要是与大学有着密切联系的医院）、电子卫生保健和远程医疗相关

的专业社团和专注于技术、通信和卫生保健的专门的研究机构。

在六个地区的五个地区中，40%至70%的响应国家科研机构参与发展远程医疗；只有东

地中海地区例外，目前仅有不到20%的国家报告有机构参与（图21）。非洲地区科研机

构参与发展远程医疗的比率略高于全球平均水平；该地区的机构参与率位居第二高，

仅次于欧洲地区。

图22 显示了按照世界银行收入组划分结果时的一个有趣结果；收入群体之间的区别并

不是特别大，高收入和低收入国家参与发展远程医疗的科研机构的比例类似。

图21. 世卫组织地区机构参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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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2. 世界银行收入组机构参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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远程医疗科学发展的意义

发展中国家参与的科研机构的比例相对较高令人鼓舞。机构参与实施远程医疗的潜在

好处在于这表明这些项目最终将被评估和记录。因此，这一趋势促使我们预期未来会

出现记录和分析远程医疗服务的出版物，在发展中国家尤其如此。

图22 中的数据可能反映了高收入和低收入国家之间为协助发展远程医疗而不断增加的

协作。机构参与率位居第二的非洲地区似乎显示出对远程医疗使用的特别兴趣（图21）。

举例而言，高收入和低收入国家之间一个较为完善的合作倡议是RAFT项目8（Réseau en 

Afrique Francophone pour la Télémédicine）。RAFT网络主要由在瑞士的日内瓦大学医

院和在非洲的大学医院协调，活跃在15 个法语非洲国家中，其重点在于远程医疗和工作

在远程站点的卫生保健专业人员的远程教育。

同样存在经济发展水平之外的因素可能会影响科研机构参与发展远程医疗的程度。

 � 各个国家可能认识到需要适当地开发和评估远程医疗应用。

 � 本地或国际的现有资金可能吸引科研机构申请并参与研究和开发。

 � 国家可能吸引科研机构参与远程医疗应用的跨国比较以刺激知识交流。

 � 科研机构的成员（教师或学生）可能希望进行实地调查以进行研究和服务学习。

8 http://raft.hcuge.ch/ and http://www.comminit.com/en/node/126900/3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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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调查结果，进一步探索吸引科研机构参与的各种因素以及监视机构参与和科学出

版物生产之间的关系（无论是在数量还是质量上）都非常有意义。

另一个兴趣点是调查科研机构和国外发生的国际协作的类型，并探索这些项目从外到

内取得资金支持的演进并实现长期可持续性的方式。此外，值得详细研究高收入和低收

入国家之间参与的方向。确定哪些国家主动为了合作发起联系，将进一步了解高收入国

家在何种程度上愿意并能够为发展中国家的远程医疗发展提供协助，以及低收入国家

要求的专业知识的类型和深度。

另外一个值得注意的观察是，拥有参与远程医疗发展的机构的国家，其比例远远大于拥

有国家远程医疗机构或政策的国家，非洲地区尤其如此。这表明很多机构在缺乏到位的

国家级别政策或管理的情况下开发远程医疗解决方案。跟踪这两个因素之间的关系会

特别有意义。这将有助于确定远程医疗政策如何影响远程医疗的发展，以及在科研机构

参与远程医疗和证据发展的国家中，远程医疗政策如何制定和深化。

4.2.4 评估流程

要点

 �仅20%的响应国家报告自2006 年以来其国家评估或评审了远程医疗的使用情

况。

 �低收入国家与高收入国家最近发布其国家远程医疗评估的可能性差不多。

 �较之全球比例，非洲、东地中海和西太平洋地区拥有最近发布的远程医疗评估的

国家的比例都更低。

严格的评估流程在任何医学领域的发展中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远程医疗也是如此。

进行评估并传播结果可能对于缺乏使用方面的实验性证据的远程医疗领域特别重要。

这些评估可以帮助生成制定远程医疗国家政策和战略的可靠数据，简化远程医疗的实

现，并表明远程医疗项目在改善和可转移性方面的潜力。专栏4 重点介绍一个示例项

目，在整个项目过程中对其成功和影响进行了评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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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winfen慈善信托基金的远程医疗网络使用低成本、存储转发远程医疗系统将发展中

国家的卫生保健工作者与国际的咨询专家池连接起来。该网络总部在英国，由完全的

志愿者组织Swinfen慈善信托（SCT）运营。

自从1999 年第一个远程医疗链接起，这个网络一直在发展，目前拥有60 多个国家的

193 所转诊医院和诊所。在启动时，网络基于卫生保健专业人员和咨询医生之间的一

个简单的电子邮件系统。沟通的方法经过增强，发展为基于Web的消息传递系统，只需

要互联网连接，不需要特别的软件。所有参与的各方可以登录到一个私人且安全的中

央系统。详细的临床病例（包括影像，比如临床照片或X射线影像）被张贴在留言板上，

请求一个或多个专业领域的专家的建议。

将转诊病例提交到消息板上时，系统会向SCT发出电子邮件，通知接收人有新的病例发

布。SCT系统操作员审阅转诊病例之后，他们向适合的支援专家发送电子邮件。一旦通过

电子邮件通知了转诊提示，指定的专家登录消息栏，审查临床信息，对转诊做出回应。

除了访问详细的临床病例，专家可以查看转诊生成的医院或诊所的信息，以确定可用

的诊断测试和服务的范围。

Swinfen慈善信

托基金的远程医

疗网络

英
国

62



 
S
WIN

F
E
N
慈

善
信

托
基

金
的

远
程

医
疗

网
络
 

专
栏

Swinfen慈善信托网络每年接收大约250 例转诊，转诊卫生保健工作者初始发布和咨

询医生第一次响应之间的平均间隔时间大约为19 至24 小时。

这项服务对于在偏远地区工作且诊断测试渠道有限的医生尤其有益，如果没有此服务，

他们无法获得具有这样一系列临床领域专业知识和技能的专家的第二意见和建议。网络

也使病人和他们的家属受益，尤其是那些不能长途旅行来获取专业医疗保健服务的人。

对网络服务的各个方面进行文档记录，包括用户满意度、转诊响应速度、临床图像质量

以及医科学生的作用，以便于与此网络链接且在医院工作的医生使用这项服务。1,2,3,4 

整体而言，转诊医师认为专家的建议是有益的，尤其是在建立诊断并为医疗团队、病

人和病人的家人提供保证而言。3报告SCT工作的学术论文可以从信托的网站获取： 

www.swinfencharitabletrust.org.

为了发展现有的服务提供方法，SCT希望进一步将通过手机执行的信息交换与高分辨率

摄像机整合。使用手持设备可以提高提交转诊所在位置的覆盖范围，加快咨询过程。SCT

还想使用多种语言回应不断增加的服务请求。目前，SCT的一个英语和法语版系统正处

于试验阶段，有无国界医生参与。SCT还与希腊医疗慈善机构合作，以建立一个系统，为

服务于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的希腊社区的医院提供支持，还将计划在西班牙为玻利维

亚的医生建立一个系统。

致谢

Swinfen勋爵及其夫人，Swinfen慈善信托创始人兼董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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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访者被问及就远程医疗服务的使用而言已执行的评估和评审的状况，尤其是其国家

中最近关于远程医疗服务使用的评估报告或评审研究的出版情况。就报告而言，术语“

评估”和“评审”可互换使用。只有20%的国家报告说自2006 年以来其国家曾发表有关

远程医疗使用的评估报告或评审研究。响应国家提交的评估和评审的内容在其内容和

方法论上有些区别；这些评估中，不到一半的评估是针对远程医疗的特定、方法可靠的

评估，大多数是有关在其国家中使用远程医疗或者其他电子卫生保健行动的更一般的概

述文件。似乎只有很少的国家执行和散发过详细、高质量的远程医疗评估，并包括详细

的结果，如病人预后或成本效益分析。

图23 描述世卫组织地区结果。虽然欧洲地区拥有最近发表的远程医疗使用的评估的国

家比例最高（接近30%），各个地区之间没有很大的不同；比例最低的在东地中海地区，

为15%。在大多数地区，拥有最近发表的评估的国家的比例大概是拥有参与远程医疗的

科研机构的国家比例的一半。在非洲地区，拥有最近发表的评估的国家的比例（仅超过

15%）不到拥有参与开发远程医疗的科研机构的国家比例（55%）的三分之一。

图24 显示国家收入方面的另一个关注趋势。尽管收入组之间的差别不大，高收入和低

收入群体拥有最近发表的远程医疗评估或审查的国家比例相似。这一趋势与图22 的

趋势相似；鉴于在高收入国家，学术机构和捐助者经常以低收入国家的远程医疗项目

为服务目标，这一趋势也算常见。这些规划经常会经过评估用于学术期刊出版，或者

在捐赠组织内部进行评估。

图23. 世卫组织地区发表的评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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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4. 世界银行收入组发表的评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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远程医疗评估流程的意义

为了生成决策者使用的可靠的数据，需要严格评估远程医疗行动，创建和形成国家远程

医疗政策和战略。最佳实践、经验教训和经济和健康结果应该进行文档记录，并由开发

远程医疗解决方案的机构发表；这可以提供模型，帮助简化实现过程，为修改现有项目

提供信息以实现成本效益和可扩展性，并评估不同位置和医学专业的行动的可转移性。

细致的规划和评估远程医疗计划非常重要，这些过程成为帮助确保以最优的方式利用

有限的资源的关键组成部分。

有趣的是，我们注意到在国家收入和发表评估以及国家收入和参与远程医疗研究的机

构之间类似的趋势，最高和最低收入国家都具有最高的参与率。调查没有询问被调查者

其评估是地方当局发表还是由国际合作者发表；此结果可能会进一步反映高收入和低收

入国家之间的伙伴关系，以及高收入国家希望评估和发布低收入国家远程医疗解决方

案的发展和有效性。然而，在非洲地区发现拥有参与远程医疗的科研机构的国家比例很

高，但发表远程医疗服务评估的国家比例很低，这个差异并没有产生为什么在此地区评

估不是那么普遍之类的疑问。

调查结果表明缺乏发表的远程医疗评估和试验数据的结果，不仅在发展中国家，全球范

围内都是如此。只有五分之一的响应国家拥有最近发表的正式的远程医疗评估，只有不

到一半的国家拥有参与发展远程医疗解决方案的科研机构。机构参与和评估发表之间

的差异可能有多种多样的原因，但可能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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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缺乏研究专业知识或资金以支持评估；

 � 更愿意投资于实施远程医疗解决方案而不是研究和评估的偏见；

 � 获得足够病人样本进行评估有难度；

 � 仅发表成功项目的评估的偏见；

 � 一个计划逐步成熟并成功需要时间；

 � 项目完成、论文撰写和最终发表的期间较长。

可能还有其他原因或者其他明显的障碍影响了低的评估率。进一步探讨和验证相对缺

乏评估的各种原因并解决问题会引人关注，这可能提高评估活动，有助于未来的证据

知情的远程医疗发展。

如果远程医疗服务本质上非正式，则上面列出的许多障碍会加剧。例如，可能无法找到

合适的病人样本或无法获得非正式计划的组成部分或者人口分布广泛、偏远地区的远

程医疗服务的随访数据。大多数远程医疗行动的寿命相对较短，特别是非正式的性质

的行动，这减少了计划逐步发展成熟或者执行和发表正式评估和审查的机会。东地中

海、非洲和西太平洋地区报告的相对较高比例的非正式服务有可能很大程度解释这些

地区拥有最近发表的证据的国家比例相对较低的原因。很明显，这些地区都可能需要

进一步的援助，以执行和发表远程医疗研究和评估。

当前缺乏研究和评估有可能破坏远程医疗服务发展并威胁对其未来实现的支持。令人

担忧的是远程医疗可能在未经正式的评估或审查流程的情况下实现；这些机制在确定

远程医疗行动的效率和有效性以及最适当地使用可用资源的进一步发展方面发挥了关

键作用。如果执行了评估，但其研究结果并未发表或传播，则远程医疗方面有价值的知

识和信息可能会丢失。

4.3 远程医疗障碍

要点

 �全球实现远程医疗计划最普遍的障碍是认为远程医疗的成本太高。

 �发展中国家更有可能考虑资源问题，如成为远程医疗障碍的高成本、不发达的

基础设施和技术专业技术的缺乏。

 �发达国家更有可能考虑关于病人隐私和保密性的法律问题、竞争卫生系统优先

性以及缺乏需求，都会阻碍远程医疗的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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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考查各国实施远程医疗服务面临的潜在障碍，受访者被要求从十个潜在障碍的列

表中选择四个最适用于其国家情况的障碍。虽然这种类型的强迫选择问题可能带来有

偏差的结果，这次大型调查中还是使用它作为标准化回答的方法。图25 显示在全球层

面上目前最普遍报告的障碍是认为涉及的成本高，有60%的响应国家将此视为实现远程

医疗解决方案的障碍。并没其他对远程医疗实施具有负面影响的问题得到广泛报告。

图25. 全球远程医疗障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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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

每个世卫组织地区报告了四个最普遍的障碍以及该障碍的全球普遍率，如图26 至31；

每个地区分别显示以说明其所面临的最重要的障碍。

所有六个世界卫生组织地区中，远程医疗感知成本列于四个最常见报告的障碍之中，

每个地区超过50%的国家报告了这一障碍；六个地区的四个地区中，它是最常报告的障

碍。欧洲和东地中海地区是唯一的例外，仅有两个地区报告成本是障碍的国家，这个比

例低于全球比例。非洲、美洲和东南亚地区的国家多次报告不发达的基础设施是障碍。

这些结果似乎表明这三个地区受成本和基础设施的壁垒的影响最大，较之全球报告水

平，这些地区更多国家将其视为壁垒。虽然不一定表明缺乏物理资源，东地中海和西太

平洋地区相当比例的国家报告其卫生系统的其他问题优先于远程医疗是实施的障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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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四个世卫组织地区中，发现组织文化不适应通过ICT和远程专业人员和病人分享技能

和知识是一个重要的障碍。同样，在四个世卫组织地区中，缺乏将远程医疗作为解决健

康相关问题的潜在方法纳入的国家卫生政策和战略也被发现是一个相当大的障碍，欧

洲和美洲地区例外。虽然在全球层面上缺乏远程医疗中有关病人隐私信息的法律政策

或指导是报告频度第二的障碍，但是只有三个地区将其列为最普遍的问题。这个问题

的全球高普遍率的主要原因是将其视为障碍的欧洲地区国家占比很高（接近60%）。

图26. 非洲地区障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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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7. 东地中海地区障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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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8. 欧洲地区障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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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9. 美洲地区障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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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0. 东南亚地区障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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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1. 西太平洋地区障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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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2 显示按世界银行收入组分类的远程医疗障碍。为了更好地说明障碍和国家收入水

平之间的趋势，调查中的所有10 个障碍都已按全球普及程度降序显示。

结果显示高收入和低收入国家之间趋势的显著差别。就资源问题而言，较之发达国家，

低收入和中低收入国家一般更可能将感知到的远程医疗解决方案的高成本、不发达的

基础设施、缺乏技术专长和远程医疗支持视为实施的障碍。较之中高和高收入国家，他

们也更可能报告缺乏将远程医疗解决方案作为健康问题可行解决方案纳入的国家政策

或战略是实施的一个障碍。低收入国家更倾向确认缺乏用于病人治疗的远程医疗应用

的知识是一个障碍。

相比之下，高收入和中高收入群体的国家更可能发现这样的问题是远程医疗的障碍，如

缺乏远程医疗中病人的隐私和保密性相关的法律政策或指导方针，其卫生系统中的竞

争优先和卫生专业人员明显缺乏对远程医疗解决方案的需求。较之低收入国家，高收

入国家更可能发现缺乏全国采用的远程医疗标准是一个障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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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2. 世界银行收入组障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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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1 远程医疗障碍的意义

到目前为止，实施远程医疗报告最多的障碍是认为涉及的成本太高。每个收入群体中

至少一半的响应国家认为这是障碍，并肯定远程医疗所需的设备、维护、员工培训及

运输费用是各国政府和卫生保健提供者的一个大问题。这其中的一个可能的原因是，

较之传统健康服务提供模型，远程医疗尚未证明其在成本效益或可及性和质量改进

方面的价值。如果有令人信服的证据表明远程医疗计划比传统的方法更能提高病人使

用服务的可及性，更具成本效益，并提供明确的经济分析证明这些情况，则各个国家可

能不会如此广泛地将成本作为重要障碍提及。这说明显然需要进一步评估远程医疗的

成本效益以支持其商业案例。

调查结果凸显了发展中国家面临的障碍——成本、不发达的基础设施、缺乏技术专长

和支持——这一点得到文献研究结果的支持。远程医疗隐含成本的顾虑在发展中国

家被放大，尤其是那些很少或根本没有获得政府或其他健康保健组织资金支持的项

目。基础设施的挑战如不稳定的电力供应、通信网络的不足和不充分或不可靠的网络

连接、有限的带宽以及缺乏人力资源和必要的技术专长，都会限制实施远程医疗行动

的位置和程度。

调查结果发现，发展中国家不太可能有已经实施到位的国家远程医疗政策或战略；这

些国家也更可能报告说缺乏将远程医疗作为健康服务提供方法纳入的国家战略或政

策阻碍了远程医疗的发展和实现。这一发现凸显了详细的政策和战略框架在开发、采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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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持续评估远程医疗服务方面的积极影响。它还表明较之发达国家，在发展中国家将远

程医疗解决方案纳入国家卫生政策和战略的重要性可能更大，发达国家经常开发远程

医疗并根据回顾式引入的有关其使用的政策和立法进行实施。虽然并不总是可行，但却

更为可取（并且可能受益最大）的是在普遍开发和实施远程医疗之前开发这些结构。

低收入国家中，使用卫生保健提供者的服务和满足基本卫生需求是第一要务，相比之

下，发达国家通常有更好的基础设施，其人群获得资源和健康服务的渠道更广。因此，

发达国家通常有更多、范围更广的卫生行动与远程医疗行动竞争并可能优先于远程医

疗行动。此外，在实施远程医疗时，有关患者的信息隐私和保密性的法律问题被认为具

有更大的重要性。在这些国家中，解决这些涉及增加卫生服务访问的伦理和法律问题，

可能会促进远程医疗的采用。

全球报告的第三大普遍障碍是组织文化不适应通过ICT与远方的专业人员和病人共享

和交换知识和技能。在变更管理中的这一挑战独立于国家收入、可用资源或地区对远

程医疗解决方案的需求。由于采用远程医疗需要参与此过程的用户接受，这一发现可

能表明对使用远程医疗系统的认识不足或不习惯。因此，对远程医疗的效益和适当使

用的全球共同倡导将有助于卫生专业人员和患者等人员消除对技术使用的恐惧或阻

力，并加速其采纳。

4.4 远程医疗信息需求

要点

 �资源问题是一个常见的信息需求，几乎70%的国家渴望获得远程医疗解决方案

成本和成本效益的进一步信息，超过50%的国家希望获得更多实现远程医疗解

决方案必要的信息。

 �六个世位组织地区中有五个地区发现有关远程医疗解决方案的成本和成本效益

的信息是他们最需要的远程医疗信息。

 �近60%的响应国家需要有关临床使用远程医疗的额外信息，且是所有六个世位

组织地区中三个最需要的信息领域之一。

 �虽然收入群体之间的差异一般不大，高收入国家最有可能需要有关远程医疗的

成本和成本效益进一步信息，而低收入国家则更可能需要远程医疗所需的基础

设施的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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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解远程医疗信息需求，受访者被要求从七个信息的列表中选择其国家支持远程医

疗发展所需的最重要的四个领域的信息。图33 显示所有响应国家报告的信息需求。同

样，资源问题是主要的关注点，几乎70%的国家渴望获得远程医疗解决方案的成本和成

本效益相关的进一步信息，超过50%的国家希望获得更多实现远程医疗解决方案所需

基础设施的信息。有关远程医疗临床使用的信息是第二常被提及的信息需求——几乎

60%的响应国家提及。

图33. 所有国家的信息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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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4 至39 中显示每个世卫组织地区报告的最需要的四个信息以及全球普遍率；每个

地区分别显示以说明每个地区的独特需求。结果表明，各个地区之间，远程医疗信息需

求似乎大致类似。

六个世卫组织地区的五个地区中，有关远程医疗的成本信息是最紧迫需要的信息。美

洲大概85%的国家需要这一领域的更多信息。东地中海和非洲地区是其需要远程医疗

成本信息的国家比例（分别为40%和60%）低于全球比例的唯一两个地区。另外有趣的

是，调查注意到东地中海地区大约75%的国家需要实施远程医疗所需的基础设施的信

息。这可能表明该地区对金融资源可用性的关注更少，在不久的未来更希望开发和建

立远程医疗基础设施。

调查发现，有关远程医疗临床使用的信息是所有世卫组织地区中三个最需要的信息领

域之一，并显示这是全球层面的重要需求，而不只是在特定的地区。各个国家频繁提

及的其他信息需求包括有关远程医疗法律和伦理方面的信息需求、评估远程医疗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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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量的效果的研究出版物的需求；这两个领域在三个世卫组织地区中都是最常被提及

的领域。在美洲地区还存在对劳工问题的特别关注，只有超过60%的国家称需要更多有

关卫生保健领域中远程医疗对人力资源使用的影响的信息。

图34. 非洲地区信息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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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5. 东地中海地区信息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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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6. 欧洲地区信息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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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7. 美洲地区信息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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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8. 东南亚地区信息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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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9. 西太平洋地区信息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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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0 显示按世界银行收入组分类的远程医疗信息需求。调查的所有七个选项显示在

一起，更好地说明信息需求和国家收入水平之间的趋势。

按收入组统计的结果和按世卫组织地区统计的趋势相似。就成本和资源问题而言，令人

关注的是注意到需要更多有关远程医疗成本和成本效益信息的国家比例介于60%至75%

之间，高收入国家报告的比例最高。自然地，低收入国家中基础设施的问题似乎比高收

入国家基础设施的问题更大，分别为70%和35%。

低收入国家最经常提及成本和基础设施的信息需求，而不到20%的国家报告有关病人对

远程医疗的感知和满意度的信息是重要的信息需求。高收入国家似乎更不可能需要远

程医疗法律和伦理方面的信息，由于人们认为发达国家通常认为有关病人隐私和保密

性的法律问题是实施远程医疗的障碍，这就成为一个值得注意的发现。中高收入国家

群体似乎在很大程度上对使用远程医疗进行临床治疗的可能性的信息表现出相对高

的兴趣；此群体中几乎80%的国家需要此领域更多的信息，比其他收入群体大约高25%。

图40. 世界银行收入组信息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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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1 远程医疗信息需求的意义

一般而言，无论一个国家目前的收入水平或远程医疗实施的水平如何，都存在相似类

型的信息需求。一个国家的信息需求可能依赖于其特定卫生保健系统要求更多，对其

可用的经济资源依赖相对较少。在大多数地区解决经济和资源问题似乎是当务之急，

而在远程医疗解决方案可行时，显然还需要在全球层面提供医学专业广度上的信息

和教育。结果表明，更多远程医疗的文档证据、最佳实践、成本效益分析和卫生政策

来管理和刺激远程医疗的需求将填补在所有的地区、所有的收入水平的国家的需求。

高收入国家对更多有关远程医疗解决方案的成本和成本效益的信息的要求、中高收入

国家对临床使用远程医疗的更多信息的高需求是这些特定需求的例证。这种发现的一

种可能的解释是在发达国家获得卫生保健服务并不是至关重要的问题，消费者有更广

泛的服务选择，在远程医疗的其他方面实施更严格的审查以证明其采用。这些方面可能

包括其潜在的成本效益、临床实用工具及其在生保健人力资源方面的效果。

在发展中国家，可能卫生保健服务稀缺，一般来说卫生和临床服务的人力资源严重短

缺，增加渠道通常是实施远程医疗的强烈诱因。然而，这种对高质量基础医疗服务高

涨的需求弱化了对成本效益等领域信息的相关需要。这一点从低收入国家希望获得病

人对远程医疗感知方面信息非常低的比例得到了进一步说明了。在这些国家，较之服

务接收者如何感知服务，提供和使用服务的优先级明显更高。结果也反映了这样的事

实：实施远程医疗所需的基础设施对发展中国家至关重要，这也是一个所需信息和支

持的领域。为此，必须执行另外的高质量评估和研究，以构建最优利用可用资源的证

据基础，这些资源稀缺时尤其需要这一点。

向所罗门群岛吉佐医院的护理人员讲授电子卫生保健原理

（拍摄： Swinfe慈善信托基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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讨论和建议

5.1 远程医疗服务的当前状况

整体而言，此次调查的结果显示，较之高收入国家，中高、中低和低收入国家的远程医

疗供应的发展程度更低，拥有成熟的服务的国家以及提供远程医疗服务的国家的比例

方面都是如此。此次调查强调的四个远程医疗领域中（远程放射学、远程病理学、远程

皮肤病学和远程精神病学），远程放射学（相对简单的存储转发式远程医疗解决方案）

提供成熟的服务的比例最高。

这项调查检查了许多促进远程医疗发展的因素以及远程医疗发展的障碍的状况。以下

建议涉及这些主要因素的发现结果。

5.1.1 促进远程医疗发展的因素

可以利用高效率机构来帮助定义国家远程医疗政策的愿景和目标，以及各个国家实施

远程医疗的直接工作内容。然而，只有30%的响应国家报告拥有发展和推广远程医疗的

国家机构，20%报告说拥有开发和实施到位的国家远程医疗政策。这些结果说明成员国

需要优先考虑建立国家远程医疗管理机构或机构以指导发展、实施与评估远程医疗解

决方案的战略。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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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的工作最好是通过所有的利益相关者合作完成——决策者、卫生管理员、卫生保

健专业人员、学术机构和社区。这将确认远程医疗在当前卫生系统中的状况，识别卫

生保健中远程医疗可以解决的差距。在一个地区或社区中工作的团队将通过最好的定

位来理解特定地区或国家提供健康服务的临床方法、法律框架和文化途径。除了确定

通过远程医疗解决方案解决卫生保健差距中社区的优点和弹性，这些团队也将有助

于为未来发展和演进远程医疗提供信息。纳入国际机构协作，以便引入本土之外的创

新理念和实践并使之与当地的支持相融合。

协作也适用于参与开发远程医疗解决方案的科研机构。一般而言，对于这些群组，尤其

是所有的远程医疗，结果显示，需要严格的评估以便为政策和战略提供信息。应该将评

估确定为任何远程医疗项目设计的必要、重要的组件，评估框架应该对所有的远程医

疗利益相关者有意义，包括远程医疗政策决策者、负责质量改进的卫生保健管理员和

负责提供循证护理的卫生保健专业人员。

但是，如果不发布评估，不按照其结果行事，则评估的作用很小。评估结果的有效传播

以及作为卫生系统组成部分将其融入日常实践中对远程医疗计划的成功至关重要。世

卫组织将这种“知识转化”定义为“利益相关者合成、交换和应用知识，以加快加强卫

生系统和改善人们的健康方面的全球和本地创新带来的好处”（87）。使用权益导向

的框架的有效知识转化以调整针对特定受众的相关干预措施可能是促进采纳远程医

疗的非常明智的战略（87）。

表7 列示世卫组织对促进成员国远程医疗发展的建议。基于2009 年电子卫生保健调查

的结果，在世卫组织发起促进全球电子卫生保健发展的行动的同时提出了这些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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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7. 为促进电子卫生保健发展为成员国提供的建议 

世卫组织行动 对成员国的建议

管理

2005 年5 月第五十八届世

界卫生大会采用了为世卫

组织建立电子卫生保健战

略的决议WHA58.28。

世界卫生组织敦促成员国考虑发展和实施电子卫生保健服务

的长期战略规划，包括远程医疗。世卫组织呼吁各国政府组建

国家电子卫生保健机构，以提供政策和战略、数据安全、法律

和伦理问题、互操作性、文化和语言问题、基础设施、资金支

持以及监测和评估方面的指导。

世卫组织建议成员国建立有卫生部支持的国家级电子卫生保

健机构，作为实现世界卫生大会电子卫生保健决议的工具。该

机构应包括一个负责管理远程医疗和倡导地方层面的服务的

分部，以解决紧迫的健康问题。

政策和战略

世卫组织及其合作伙伴

将开发一套工具和有关全

面电子卫生保健政策的指

南，其中包括远程医疗，供

成员国适应并采用

世卫组织建议成员国适应包含远程医疗使用的当地环境电

子卫生保健政策。鼓励成员国让各级利益相关者参与，为政

策提供信息：社区、卫生专业人员、学术机构、健康管理员和

决策者。

科学发展和评估

为刺激知识转化，世卫组

织与利益相关者合作开发

包括合适的指标的评估框

架，并将建立远程医疗选

择的研究成果的注册信息

表。此注册信息表将激励

科学社团为远程医疗知识

和证据基础做出贡献。

世卫组织建议成员国支持和鼓励包含知识转化的方法论和战

略的远程医疗研究和评估计划。得到资助的项目应该包括一

个对所有的远程医疗利益相关者有意义的评估框架。

5.1.2 远程医疗发展的障碍

实现远程医疗解决方案最常报告的障碍是意识到实施远程医疗项目的成本过于昂贵。

对某些项目确实如此，但是如上面所讨论的，有些项目可以使用现有的基础设施来实

施，因此相对便宜。例如，已经发现在带宽有限的地区，异步存储转发措施如电子邮件

服务对于在各种不同的医学专业和国寄环境中成功地提供远程医疗非常有用。不过，

这项发现强调需要在现有资源和基础设施上构建，并在社区环境中引入其他简单、低

成本的远程医疗解决方案以提供评估和进一步采用的基础。启动成本应尽可能地保

持在低水平，以增加投入资本支持新的创举的可能性。表8 说明为克服这些障碍世卫

组织建议采取的行动。

欠发达的基础设施是发展中国家特别提及的一个发展远程医疗的常见障碍。为了解决

这个问题，应该规划发展基础设施以卫生以外的方式让社会收益，比如电子政务、电子

商务、或电子学习。例如，为远程医疗服务创建的应用可用于政府相关会议或者用于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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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该地区的学校，以加强教育体验。理解电子基础设施如何增加社会适应力以及远程

医疗应用不仅可能是电子基础设施的受益者，也会是社区成员越来越多的电子应用的

积极贡献者，这将是确保远程医疗项目长期可持续性的非常重要的实践。世界卫生组

织敦促成员国支持开发和使用创新的远程医疗解决方案，协助工作在城市和农村地区

的卫生保健专业人员提供社区特定的服务，包括移动远程医疗解决方案。使用移动电

子卫生保健技术的建议在移动健康报告中探讨，此报告是GOe电子卫生保健系列的组成

（即将发布）。

最后，许多发达国家报告关于法律问题的关注，比如确保病人的隐私的问题。为支持

制定法律政策，鼓励成员国参考法律报告（即将发布），此报告是GOe电子卫生保健系

列组成部分。

表8. 为克服远程医疗障碍，成员国可采取的行动

远程医疗发展的障碍
世卫组织行动 对成员国的建议

成本和基础架构

世卫组织将收集和传播经济上可行

的远程医疗解决方案的例子，特别

针对低收入环境的例子，以促进采

用适当的远程医疗解决方案。

世卫组织建议成员国投资于具有成本效益、多用途

的远程医疗解决方案。为保持解决方案可行，应调整

远程医疗应用使其适应当地的ICT和基础设施；应将

其作为集成的卫生服务提供战略的组成部分，为这

些应用提供资金。

为最大化基础设施发展的负担能力和可持续性，世

界卫生组织建议成员国促进全球、国家和地区合作

和伙伴关系。这可能包括私人和非政府部门的伙伴

关系，并受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协议的保护。

信息需求

世卫组织和合作伙伴将通过支持远

程医疗论坛来促进信息的流动，为

决策者和远程医疗计划的用户提供

信息。GOe将继续传播有关远程医疗

应用、最佳实践和评估的战略信息

给成员国。

世卫组织建议成员国召开卫生部、ICT行业、教育和

其他利益相关者参与的论坛，讨论远程医疗如何改

善医疗保健服务的提供。

鼓励成员国将卫生保健专业人员ICT培训融入课程

中，使其熟悉远程医疗解决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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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1

各国报告通过远程医疗提供的服务

国家 机构 / 服务提供者 阶段

生物化学

土耳其 信息技术部门 成熟

心脏病学/心电图

奥地利

格拉茨医科大学 试点

奥地利理工学院GmbH 试点

奥地利研究中心GmbH 试点

白俄罗斯
Республиканский научно-практический 

центр ""Кардиология""
成熟

比利时 圣约翰医院，布鲁塞尔 成熟

不丹 晋美多吉·旺楚克国家转诊医院 成熟

布隆迪 Le Centre Hospitalo – Universitaire de Kamenge 试点

佛得角
Hospital Pediatrico de Coimbra, Servico de Cardiologia 

Pediatrica
成熟

哥伦比亚 Fundación Cardiovascular de Colombia 成熟

克罗地亚 远程医疗机构 成熟

捷克共和国 Institut Klinické a Experimentální Medicíny 试点

爱沙尼亚 塔尔图大学医院 成熟

希腊
雅典科学院生物医学研究基金会，生物技术部，生物信息学和

医学信息学组
试点

冰岛 Landspitali大学医院 试点

印尼 国家血液病中心Harapan Kita 成熟

拉脱维亚 远程医疗 非正式

马来西亚 卫生部，远程医疗事业部 试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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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 机构 / 服务提供者 阶段

马里
Agence National de Telemedicine et Informatique 

Medical
—

墨西哥 Serviciois Estatales de Salud y Universidades 成熟

蒙古 Shastin中心医院 成熟

莫桑比克 Hospital Central de Maputo e Beira 试点

尼泊尔 帕坦医院 成熟

挪威 挪威综合护理和远程医疗中心 成熟

新西兰 Vivid解决方案 成熟

巴基斯坦 Rawalpindi圣婴家庭医院 成熟

巴拉圭
Instituto de Investigaciones en Ciencias de la Salud 

– Universidad Nacional de Asunción
试点

秘鲁
ITMS Perú（Telemedicina de Perú S.A.） 成熟

Instituto Nacional de Investigación y Capacitación de 

Telecomunicaciones – Ministerio de Salud
试点

塞内加尔 范氏医院 成熟

新加坡 新加坡中央医院急症室 试点

土耳其 信息技术部 成熟

咨询

法国
Centre Hospitalier de Versailles / Etablissement 

Pénitentiaire de Bois d’Arcy
成熟

尼泊尔 帕坦医院 成熟

新西兰 Vivid解决方案 成熟

尼日尔 Hopital Régional de Tahoua 试点

Hopital de District de Mainé Soroa 试点

尼日利亚 Herzliya医疗中心VI —

挪威 挪威综合护理和远程医疗中心 成熟

巴拿马 Ministerio de Salud 成熟

细胞学

塞浦路斯 尼科西亚总医院 成熟

牙科

布基纳法索 未报告 成熟

糖尿病

刚果 Diabaction-刚果 试点

德国 PHTS远程医疗 成熟

BKK陶努斯 成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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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 机构 / 服务提供者 阶段

马里
Agence National de Telemedicine et Informatique 

Medical
非正式

希腊 Sismanoglio阿提卡综合医院，远程医疗部门 成熟

急诊医学

克罗地亚 远程医疗机构 试点

血液学

捷克共和国 马萨里克大学医学院 成熟

肝脏病学

希腊 Sismanoglio阿提卡综合医院，远程医疗部门 成熟

组织病理学

塞浦路斯 尼科西亚总医院 成熟

家庭护理

加拿大 安大略省远程医疗网络，安大略省 试点

瑞士 瑞士巴塞尔州 试点

英国

卫生署（肯特，纽汉，康沃尔） 试点

国家健康服务，克罗伊登 成熟

康沃尔成人社会关怀 成熟

免疫学

新西兰 Vivid解决方案 成熟

实验室服务

瑞士 提切诺坎顿 试点

乳房x光检查

阿尔巴尼亚
Poliambulatorio Istituto Dermatologico dell'Immacolata, 

地拉那
试点

奥地利 Tyrolean远程医疗项目 试点

比利时 IRIS医院网络 成熟

博茨瓦纳 博茨瓦纳政府 试点

布隆迪 Le Centre Hospitalo – Universitaire de Kamenge 试点

加拿大 新布伦瑞克省 成熟

爱沙尼亚 Mammograaf有限公司 成熟

德国 Klinikum Aschaffenburg 成熟

印度 Sir Ganga Ram医院 成熟

墨西哥 Servicios Estatales de Salud y Universidades 成熟

新西兰 Vivid解决方案 成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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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 机构 / 服务提供者 阶段

挪威 挪威综合护理和远程医疗中心 成熟

病人监护

加拿大 新布伦瑞克省圣约翰地区医院 试点

哥伦比亚 哥伦比亚国家大学 —

冰岛 Landspitali大学医院 试点

乌兹别克

斯坦

Ташкентский институт 

усовершенствования врачей
试点

肾脏

喀麦隆 Centre Hospitalier Universitaire de Yaoundé 成熟

加拿大 新布伦瑞克省 成熟

克罗地亚 远程医疗机构 试点

法国 Centre Hospitalier Universitaire de Nancy 成熟

挪威 挪威综合护理和远程医疗中心 成熟

神经学

克罗地亚 远程医疗机构 试点

德国 HELIOS医院团体 试点

塞内加尔 范氏医院 成熟

神经外科

捷克共和国 马萨里克大学医学院 成熟

马来西亚 卫生部，远程医疗事业部 试点

巴基斯坦 真纳研究生医学中心 —

产科和妇科

不丹 晋美多吉·旺楚克国家转诊医院 成熟

保加利亚 Sheynovo医院，索非亚 试点

布基纳法索 未报告 成熟

冰岛 Landspitali大学附属医院 试点

尼泊尔 帕坦医院 成熟

肿瘤学

印度 地区癌症中心，Trivandrum 成熟

马里
Agence National de Telemedicine et Informatique 

Medical
—

眼科

不丹 晋美多吉·旺楚克国家转诊医院 成熟

埃塞俄比亚 联邦卫生部 非正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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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 机构 / 服务提供者 阶段

法国 Lariboisière医院 成熟

印度尼西亚 Cicendo眼科医院 试点

马里 L'Institut d'Ophtalmologie Tropicale d'Afrique 非正式

菲律宾 菲律宾大学医学院 试点

耳鼻咽喉科

布基纳法索 未报告 成熟

巴基斯坦 Rawalpindi圣婴家庭医院 —

儿科

亚美尼亚 Arabkir联合医疗中心 成熟

希腊 Venizeleio-Pananio总医院 成熟

蒙古 孕产妇和儿童健康研究中心 成熟

假体

菲律宾
国家远程医疗中心 试点

菲律宾大学医学院 试点

康复

斯洛文尼亚 康复研究所 试点

风湿病学

新西兰 Vivid解决方案 成熟

核素造影

巴拉圭
Instituto de Investigaciones en Ciencias de la Salud 

– Universidad Nacional de Asunción
试点

语言病理学

加拿大 西北地区政府，卫生和社会服务部 试点

中风治疗

芬兰 Helsinki大学中心医院 成熟

加拿大 新布伦瑞克省 成熟

外科

阿尔巴尼亚 特蕾莎修女大学医院，地拉那 试点

保加利亚 军事医学科学院 非正式

UMBAL 非正式

布基纳法索 未报告 成熟

布隆迪 Le Centre Hospitalo – Universitaire de Kamenge 试点

法国 Centre Hospitalier Universitaire de Strasbourg 试点

希腊 Hippokrateion医院，雅典 试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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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
桑贾伊·甘地医学科学研究所，远程医学和生物医学信息学学

院
成熟

马里
Centre Hospitalier Universitaire Point-G, Service de 

Colio-Chirurgie
试点

挪威 挪威综合保健和远程医疗中心 成熟

巴基斯坦 Rawalpindi圣婴家庭医院 —

土库曼斯坦
научно-исследовательский институт 

глазных болезней им.С.Каранова
试点

超声

阿富汗 Locknow医院 成熟

Chandighar医院 成熟

白俄罗斯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ое научное учреждение 
«Объединенный институт проблем информатики» 
Национальной академии наук Беларуси

成熟

博茨瓦纳 博茨瓦纳政府 试点

布基纳法索 未报告 成熟

布隆迪 Le Centre Hospitalo – Kamenge大学 试点

法国 格勒诺布尔的大学医疗中心 成熟

德国 Charité– 柏林医科大学 成熟

冰岛 Landspitali大学医院 成熟

墨西哥 Serviciois Estatales de Salud y Universidades 成熟

尼泊尔 帕坦医院 成熟

巴基斯坦 拉瓦尔品第圣婴家庭医院 成熟

巴拉圭
Instituto de Investigaciones en Ciencias de la Salud 

– Asunción国立大学
试点

塞内加尔 范氏医院 成熟

苏丹 未报告 试点

土耳其 信息技术部 试点

泌尿外科

亚美尼亚 耶列万州医科大学 成熟

希腊 Sismanoglio阿提卡综合医院，远程医疗部门 成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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