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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卫健委办公厅发布关于开展“互联网+护理服务”试点工作方案的
通知，明确要健全“互联网+医疗健康”服务体系，满足群众日益增长的
医疗卫生健康需求，同时强化行业监管和安全保障。SystmOne以“人
民群众健康”为中心，将“互联网+护理服务”与家庭医生签约、家庭病
床、延续性护理服务结合，研究制定符合地区实际的护理服务形式。

TPP的SystmOne以“互联网+护理服务”为底基，致力提高改革医疗卫
生体系，为社区护理服务提供数字化解决方案：

核心目标

7000+
24 年行业耕耘

100% 系统可用性

医疗机构使用SystmO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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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高医护人员效率

通过SystmOne医疗系统平台，以电子健康档案为中心，将各乡
镇卫生院、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护理站等医疗机构无缝对接。通
过电子病历共享，联动二级及以上医院，以医联体、医共体为依
托，扶持带动提升基层医疗，扩展延伸社区服务以提高诊疗效
率。

规范化服务服务流程

通过SystmOne学习资源库进行护士培训学习，利用Syst-
mOne治疗计划、SystmOne转诊管理、SystmOne智能规程等
模块达到从业人员的流程规范化，以提升其延续护理、康复促
进、慢病护理、健康管理等服务能力。

满足群众多样化健康需求

通过SystmOne智能出诊规划，护理人员可以高效规划每日随
访行程、查看共享病历、记录家访信息等，在一个平台上完成所
有日常临床及行政工作。系统自动将医护人员匹配患者护理需
求，以提高扩大医疗容量。

   居家健康管理

SystmOne患者端APP爱阅历与微信预约挂号界面，帮助患者
进行线上挂号与远程诊疗，利用互联网+医疗健康优势实现居家
护理。患者更可查看完整健康档案，添加健康信息、与医生随时
沟通，助力自我健康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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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ystmOne
临床医疗信息系统 
一方采集，多方共享

One patient, one record

医疗大数据结合AI技术,最大化实施
信息处理，辅助医生以更高效、更准
确的临床决策照护患者。利用人工
智能算法做到癌症早筛、慢病预防、
风险分层等提高临床医疗质量

AI人工智能

无缝应用到各种医疗场景，从基层
医疗到大型医院，从养老机构到健
康管理中心，全面支持各类终端设
备，用最新的科技力量变革新世纪
医疗

多种应用场景

高扩展性平台

支持海量数据，轻松将不同临床医
疗模块软件系统添加到安全工作空
间中使用，进行EHR托管，实现服务
器资源利用的最大化

云端安全应用

逾二十年云端技术经验，用户在安
全环境中使用各类业务应用，采用
最高标准的安全协议及完备的防灾
备份系统，以确保患者信息安全

SystmOne是一个以电子病历为中心，全面覆盖支撑医疗机构
各类业务及日常管理的全方位云HIS系统。通过“SaaS”软件即
服务的技术，自动周期性更新, 依托云段部署实现互联网化医联
体、医共体，提高医护人员效率，降低研发维护成本，满足群众日
益增加的多样化、多层次医疗卫生健康需求。SystmOne支持多
种语言，具有高度可配置性，医疗机构可以通过SystmOne内置
的临床开发工具包，为自身所需医疗场景设计个性化解决方案。

SystmOne的社区护理模块可以帮助医护人员提供“互联网+护
理服务”。护理及管理人员可以通过系统工具查看共享病历、管
理工作流程、规划家访工作、远程咨询问诊等，在一个平台上完
成所有日常临床及行政工作。

自主开发平台
（临床开发工具包 CDK）

高度可配置性作为SystmOne的最大特点之一，
能够满足不同业务及场景的需要。通过Syst-
mOne的临床开发工具包（CDK），医护人员无需
向TPP提出开发需求，便可在该平台中自行创建
或修改模板、问卷、智能规程和可视化模板等内
容，节约大量行政与开发时间。

病历可视化
病历可视化是临床自定义工具包的常用工具，用
户可以根据自己需求创建病历可视化模板，提高
问诊效率。

• 自定义创建患者病历模板，不仅可以查看患
者信息，还可以点击输入新数据。

• 使用灵活方便，可以根据需求添加数据输入
模板、工作流程等功能性按键。

• 可进行标准化数据采集，在模板中设置对应
的编码，问诊时输入数据自动编码。

自主创建

实时分享

资源集合

用户可以自主创建标准
化数据输入模板、治疗路
径、患者警示、自定义数
据视图等项目

用户通过自主开发平台创
建的模板信息都可以实时
上传资源库、机构组，无时
差推送给所有用户

在全系统范围内分享医
疗 配 置 资 源，所 有 使 用
SystmOne的医疗机构
可以按照提示，在资源库
发布、下载资源，进行评
论与评分等。

标准编码

所有数据输入模板背后
都有相应的标准化编码，
可以轻松运行报表，进行
信息统计。

51,4848 个临床表格

1699,2731个报告

11,2346
20,5947

个智能规程

个协定诊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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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训学习
学习资源库

系统内置学习资源库，方便用户随时查看并参考权
威机构发布的临床指南

即时消息传送

与机构中的其他工作人员保持高效联系，随时随地
获取专业意见

临床决策支持工具

智能规程、治疗计划等标准化工作流程支持护理人
员决策，一步步按标准程序为患者提供高效高质量
护理

治疗计划
个性化治疗方案

根据患者身体状况量身定制健康管理计划，并且可
以持续追踪患者健康进度。

资源整合，实时共享 

医护人员可以轻松创建符合自己需求的模板，并且
可以随时与机构中的全部用户共享。

标准化工作流程支持

管理人员可以在治疗计划中预设好每个项目需要
进行的医疗照护内容，规范护理人员给病人提供的
照护服务，提高医疗质量。

高效工作保障

护理人员在出诊过程中，仅需按照列表中清晰计划
的项目逐个进行即可，保证工作效率。

智能出诊规划
护理工作人员的主要临床工作通常需要在家庭随
访时完成。在需要家访的人数较多，且地理位置分
散的情况下，SystmOne中的智能出诊规划功能可
以帮助用户自动进行行程规划，选择最佳路线，帮
助护理人员高效完成工作。

一键操作，简单方便

出诊管理省时省心，内置算法工具可以智能匹配职
工擅长领域和患者需求。

高度可配置性

机构可以根据出诊距离、职工数量、职工排班、擅长
领域、患者优先级来进行个性化配置。

高效省时

节约大量管理预约和计划出诊的行政时间，进而增
加临床时间，可以让医护人员更多的把时间用在患
者照护上。

转诊管理
不同专业护士合作

系统内置工具可以让多个不同专业的护士一起为
患者提供全面照护。

精准判断转诊需求，避免资源浪费

评估患者转诊需求，避免重复转诊，减轻医护人员
的行政负担，节省时间。

个性化工作清单

可以把患者转诊至指定专家团队，也可以单独转诊
至指定医护人员。

医生团队共同协作

利用共享病历以及系统内置工具，让护士可以及时
与医生联系沟通，获得专业意见。

共享电子病历
通过SystmOne医疗信息系统平台中电子病历模块，
在患者同意下在医疗机构中安全实现患者医疗数据
共享，将各乡镇卫生院、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护理站等
医疗机构无缝对接。

中央集成的电子健康档案作为TPP最核心的产品，遵
循“一人一生一份电子健康档案”的理念，实时呈现患
者在各个医疗机构的就诊记录。医生不需进行重复的
检查和问询，就能知道患者的病史、过敏史、用药史、
疫苗接种、检验检查等信息。患者在机构间转诊的时
候也可以将健康档案共享到其他机构，机构便可及时
查看患者全面信息。 

更新健康档案的方式多种多样。除了医生在看诊时添
加信息，社区护理人员也可以在照护患者的同时通
过电脑端系统、手机端医生APP向患者的健康档案中
添加信息；医护人员、患者、社区护理人员都可以通过
OCR的方式将体检报告和检验检查信息存入健康档
案。这些信息背后也全部都有编码，便于日后形成报
表、进行个人健康管理和机构管理；用户及家人可以
也通过上传图片和文档，丰富个人信息；此外，对接过
的可穿戴设备也可将信息直接传入档案。 

社区护理不仅是医疗照护，更是生活习惯、心理健康
等全方位的关怀。照护者和患者自身都可以通过系
统设置目标，从饮食、运动、用药等方面进行健康管
理。APP会自动提醒患者进行相应的活动，也起到监
督和辅助的作用。

SystmOne可以为多种社区护理场景提供完备的解
决方案，支持各类健康状况的患者及其家庭，与医疗
机构和社区护理中心紧密合作，共同提高患者的健康
水平和生活质量。 

居家护理：居家护理，没有过多健康风险的患者，可
以使用患者端APP爱阅历来进行个人健康管理，包括
读数记录，与医生线上沟通，预约挂号等。患者本身记
录的信息也可以被医生查看，在看诊的时候供医生参
考。机构也可以通过电子健康档案管理，支持患者生
活，时刻关注健康状况的变化，为患者推荐相应的医
疗、生活和照护服务。 

社区护理：有一些健康风险，接受定期随访的患者
可以和他们家人建立家庭账户，在获得本人允许的
情况下，与家人共享健康信息。面对需要随访的患
者，SystmOne中的智能出诊规划也能帮助到进行随
访的社区护理人员，帮助他们详尽规划路线，高效完
成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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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阅医生 移动办公On the Go

出诊人员可使用爱阅医生移动APP实时查看工作
列表，并记录患者信息。患者信息会直接上传至中
央数据库，无需在现场纸质记录，再重新输入进系
统。随访人员也可以通过APP直接调阅患者病历， 
查看患者共享病史，提供精准医疗照护服务。

移动办公好帮手，是您掌上的SystmOne 

查看患者病历并进行更新患者数据、视频诊疗、与
患者、其他工作人员发消息、查看待办任务列表、
整体查看机构运营状况等等。

爱阅医生支持线上线下办公双模式

在没有网络连接的情况下也可以正常记录数据，
数据会在连接到网络后直接上传到中央数据库，
同步保存在系统云端。

数据可视化

丰富报表内容，满足多种需求

内置和自定义报表工具可以报告多种详细数据，比
如，转诊原因、护士照护活动时间、患者等待时间等
等。

精细化团队支持，提早发现健康趋势

不同团队的医护人员可以运行并查看不同的报表，
通过报表数据发现健康趋势，帮助后续决策制定。

多种呈现方式

报表可以通过仪表板、表格、或地图可视化形式等
方式呈现，更加直观的方便用户查看特定类型的关
键数据。

数据分析

高度结构化数据

SystmOne收集的数据具有高度结构化特点，助力
人工智能开发、科研研究等等。

全面操作记录保留

管理人员可以查看数据提取人和数据提取地点，做
到有迹可循，保证安全。

图中不同颜色分别代表健康（绿色）、轻度衰弱（黄
色）、中度衰弱（橙色）和重度衰弱（红色）。可以看出，
身体健康的老年人群体，五年后有90%健在，而身体
处于重度衰弱的老年人健在比例可能不足30%。在
实际的应用中，养老机构可以根据老年人的健康状
况为止提供不同内容的医疗服务。比如针对任何老
年人，机构可以进行早期干预和预防治疗，尽量避免
老年人的身体状况向下一个阶段过渡，甚至针对重
度衰弱的老年人，也可以进行姑息治疗的相关计划。
保险机构和银行机构也可以根据不同的健康状况划
分设定不同的保险产品和理财产品，为老年人及其
家人提供完备的医疗、养老、金融、保险等多面向服
务，实现服养结合。 

老年电子衰弱指数已经被应用在英国和加拿大的医
疗体系中，并被英国 NHS 列入其十年长期计划中，成
为老年护理中不可或缺的重要一环。如在英国伯明
翰地区，就由于伯明翰公共卫生牵头，选取5个该地
区使用SystmOne的全科诊所，作为老年电子衰弱指
数的试点进行了应用。希望能通过这种方式，对地区
老龄化状况进行再调查，并根据老年人口的状况进
行风险分层，以便合理分配资源。 

评分结果显示，该地区65岁以上老年人占比30%左
右，其中16.8%的老年人为中度或重度衰弱。而通常
一个人从健康转化到轻度衰弱，需要20年时间，轻度
到中度需要11年，中度到重度则只需要6年时间。 

根据这些结果，伯明翰公共卫生委制定了一系列的
相应政策，重新设计了地区的老年护理流程，在早期
就对老年人身体健康进行干预，尽量延长他们向下
一阶段转化的时间，保持在相对健康的状况，借此缓
解医疗机构的压力，并获得了显著成效。

电子衰弱指数eFI

老年人的衰弱综合症是一个常常被忽略的问题。它
是一种全身性的改变，通常表现出多系统功能的减
退，尤其是在神经肌肉、代谢及免疫系统方面的生理
储备能力大大衰退。患有衰弱综合症的老人往往看
起来状态如常，但面对应激性事件的能力较弱，容易
产生严重的不良后果。尽管人们可以对衰弱老年人
进行适当的医疗干预，但早期识别的难度较大。 

电子衰弱指数（Electronic Frailty Index，简称eFI）是
TPP与NHS、利兹大学等机构合作研发的计量指数，
曾获伦敦皇家医学院杰出创新奖和EHI健康科技创
新产品大奖的医疗 IT 产品创新奖。 

基于电子健康档案的大数据，该算法可以考量体征、
疾病、症状、身体残疾情况以及社会环境等多维健康
因素，对老年人的衰弱状况进行有效的预测和等级
评估。将老年人的身体健康状况分为健康、轻度衰
弱、中度衰弱和重度衰弱几个类别。医护人员可以在
老年人病情恶化之前，提前预测出病情的发展趋势，
并及时提供干预措施，最大程度地维持老年人生命
健康。

系统也可以根据36项指标数据快速进行分数计算。
其中包括高血压、关节炎、哮喘、糖尿病、心脏病、骨
质疏松、睡眠障碍、需照护等级等临床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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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阅历，
您的随身健康管家
协同微信挂号界面，让您阅健康，越健康

见微知著，细节之处感受爱阅历科技与人文的双重关怀，想您
所想，一个App凝聚您所有的健康管理需求

病历管理

用药提醒

医患沟通

读数记录

问卷填写

家庭账户

线上问诊

预约挂号

一手掌握，分秒跟进

爱阅历基于TPP独家云技术开发，可以让用户随时随地更
新健康档案、接收医生消息，浏览电子健康档案，添加健
康数据，与医生同步进行自我健康管理。

一方采集，多方共享

通过爱阅历输入的健康数据，用户能够与指定的医疗机
构实现互联共享。医护人员在为用户诊疗时，可以轻松调
取既往病史以及用药史等关键信息，在不需要重复叙述
自己病情和用药的情况下为患者做出全面且详尽的诊
疗。 用户也可以允许自己的亲友访问自己的健康档案，让
亲友对自己的健康状态进行实时关注。

一键管理，效率满分

足不出户即可轻松与医生交流，填写家庭医生发来的健
康问卷。另外爱阅历还可以设置病历访问权限等，方便照
护者或家人了解及查看用户的实时健康信息。

微信预约挂号界面——快捷挂号付费

可以内嵌于微信公众号的预约挂号界面，患者可以通过
该网页搜索医生、科室、可选时间，方便挂号，快捷付费。

主动 Acitve

让 患 者 参 与 到 自 身 的
健康管理中来，掌握健
康管理主动性，有助于
患 者 尽 快 恢 复 并 长 期

保障患者身体健康

透明 Transparent

患者、家庭成员和护理人
员对电子病历的访问权
限可以让信息更加公开

透明，提升信息准确性

高效Efficient

患者的自主参与对慢病
患者作用显著，患者可以
提供自己的日常身体数
据，帮助医生进行更加高
效、准确的诊断。

APP支持IOS 和安卓系统，可以与苹果健康对接，自动导入相关运动健康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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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家护理
场景应用

患者信息
患者姓名：吴正勇

年龄：60 岁

女儿居住在较远的地方，平时和邻居有沟通交
流；有在社区护士处看诊的经历；需要心力衰
竭和糖尿病方面的护理；需要当地志愿组织社
工的照护。

健康状况
行动不便的家庭居住患者

患有2型糖尿病与心力衰竭

有心肌梗塞和心房纤颤病史

患者日常用药：二甲双胍，依那普利，华法林，
美托洛尔和呋塞米等

12

在当地社区服务中心，SystmOne系统接收到了
吴正勇的家访申请。系统将吴正勇的预约申请自
动分配到了符合患者需求的社区护理人员小王
的工作清单。

利用智能出诊规划工具，小王以及其他社区护理
人员可以查看到相互的健康随访计划等信息。系
统工具会自动总结社区护理人员当日的随访数
量、地理位置，并为其规划出最有效的出诊路线。

吴正勇也接收到了APP发来的通知，他现在可以
查看到新的随访信息记录。吴正勇还可以随时添
加更新自己的健康档案，以便医护人员跟进。

家庭随访过后，护理人员小王通过SystmOne为吴
正勇记录了家访信息，吴正勇女儿通过爱阅历和医
护人员直接沟通，询问此次家庭随访情况。

在小王进行家庭健康随访前，他调阅了吴正勇的
共享电子病历，了解到吴正勇的健康检查结果、
医疗史、日常用药以及本次随访需要包含的治疗
内容等，以便此次出行更高效地针对吴正勇进行
居家护理。

本次随访时，小王为吴正勇佩戴了可穿戴设备。
设备记录的血糖值实时同步到爱阅历。吴正勇个
人、家属以及其医护人员都可随时监测。

您好，您本次的随访信息记录已更新，
请查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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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近年来居家护理的数量和需求越来越多，怎
样做到高效出诊、合理分配资源便成了重中之
重。了解对自己机构中的每日工作量、医护人员
工作量、出诊距离、医护人员擅长领域等情况，是
为患者提供高质量出诊服务的关键。

TPP与英国莱斯特郡实行了智能出诊规划的合
作。这一合作的推广和使用获得了瞩目的成功。
使用SystmOne智能出诊规划工具之后，仅在
2019年8月到12月之间，莱斯特地区的排队等待
出诊的患者数量下降了24%，面对面诊疗比例从
31%提高到了71%。

智能出诊规划根据患者不同需求分配到不同技
能及医疗领域的医护人员。智能出诊规划根据患
者地理位置为医护人员自动规划出最便捷的随
访路线。智能出诊规划每天平均可以节约每个医
护人员2.5小时的时间，帮助社区护理机构大大
降低了交通方面的成本。更加灵活的分配时间，
空余出来的时间可以参加其他临床培训或实践。

智能出诊规划
成功应用实例

24%

2.5小时

71%
31%

莱斯特郡因智能出诊规划功能的引进，医护效率大
幅提高,该项目在2020年2月入围了卫生服务期刊
合作伙伴奖的“劳动创新”类别。它还获得了《护理
时报》奖项，并在HTN（健康科技报）的“卓越实施”
类别中获得了高度赞扬（亚军）。

莱斯特郡社区卫生服务负责人， Rachel Dewar 在
采访时说到：

排队等待出诊的患者数量

面对面诊疗比例提高从

每天平均节约每个医护人员

        我们一直希望护理人员可以把更
多的时间花在与患者的面对面沟通上，
减少路上花费的时间、避免重复记录数
据，让出诊护理人员的技能集更加匹配
患者的实际需求。

        TPP SystmOne中的智能出诊规划
解决了我们在规划出诊时的所有难题，
使出诊更加便捷高效，让护理人员可以
把精力放在为患者提供更好的照护上。
我们现在有更多时间进行员工培训和监
督。核心社区护理团队甚至在每日规定
时间内能够完成更多的随访照护。

    此次与TPP合作的项目让我们重新
审视了家庭护理。我们现在更有信心能
为患者提供更优质的照护，期待在未来
发掘更多社区护理服务的潜力。

SystmOne智能出诊规划帮助医疗机构平均节省
了34%的出诊时间，在出诊路程方面减少了22%。
医护人员每天可以出诊更多的患者，节约了大量的
行政规划时间。

莱斯特郡社区护理获得2020年智慧工作生活
奖“人员”领域中的“最佳解决方案”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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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安全
保障临床数据安全一直以来都是TPP工作的首
要任务。我们坚信，医疗数据属于患者个人，任
何针对患者数据的操作都应当征得患者同意并
匿名处理。TPP不仅符合ISO27001、ISO20000
、ISO22301、网络基础设施增强认证、NHS标准 
DCB0129等一系列标准，还提供了高于标准要
求的NHS数据安全和保护措施。作为海量医疗数
据的保管方，TPP同样高度重视信息安全技术的
持续更新与完善。 

日常安全监测：技术团队持续检测可能出现的新
威胁，确保不会因任何潜在问题影响数据安全 

定期渗透测试：工作人员定期进行渗透测试，确
保应用程序和基础架构安全 

防灾备份服务器：拥有完善的防灾备份服务器，
保障极端情况下数据不丢失 

客户端安全措施：针对客户端APP爱阅历，设有
限时登出，防止用户信息泄露 

病历操作记录：系统中的任何操作都会有相应记
录，可以查看到操作的时间、操作人等信息，确保
系统可以追根溯源 

2020年，TPP与牛津大学、伦敦热带与卫生医学
院共同建立OpenSafely数据库，编写了创新的
三级分层系统，不仅隐去了患者的个人隐私，也
筛选出了用于科学研究的有效而关键的信息。
平台使用了2400万患者的匿名健康数据，所有
数据分析都在TPP的数据中心进行，全程没有对
电子病历进行任何数据转移和复制，从根本上
杜绝了由于数据的复制和转移带来的不安全隐
患。TPP与各大高校共同进行了新冠死亡风险因
素等多项研究，在《自然》、《柳叶刀》等国际知名
学术期刊上发表论文十余篇。

服务器国家管托

数据不出境

源代码政府保管

容灾备份服务器

定期渗透测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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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系方式
官网地址：www.tpp-asia.com
地址： 浙江省杭州市西湖区双龙街136号
西溪世纪中心6栋507室
邮箱：chinahealth@tpp-uk.com
联系电话：+86 158 1520 0135

联系微信：TPP_china

微信公众号： TPP数字健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