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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注互联网+医疗(下篇)

82岁的刘铁臣老人患有慢性病，以前去医院看病开药，从挂号、问诊到取药，

环节众多，劳心费力。后来，在子女的帮助下，刘大爷不仅学会了在天津微医互

联网医院挂号、与医生线上交流，还学会在平台上通过打电话、拍照片、视频连线

等方式问诊。他说，互联网医疗平台让他和家人、周围的邻居们都感受到便捷，

无论是看慢性病还是日常买药都十分方便，还能享受医保，足不出户就可以解决

大部分的医疗问题。

据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今年发布的第49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

报告》统计，截至2021年12月，我国在线医疗用户规模达2.98亿，同比增长

38.7%。记者从我市卫生健康委获悉，截至2021年底，全市已经审批设立的互联

网医院共80家，其中三级医疗机构设立的互联网医院共16家。全市三级医疗机

构互联网医院日均诊疗量达3600余人次。

迅速发展的线上诊疗在方便市民看病的同时，也因不同原因而出现问题，对

此，市卫生健康委将互联网诊疗纳入全市医疗质量控制体系，组织各专业市级质

量控制中心，开展线上线下一体化监管，确保互联网诊疗的质量和医疗安全。

■本版撰文 本报记者 韩爱青 本版摄影 本报记者 王倩

65岁的张丽珠大娘患有高血压，老伴儿
有多年的糖尿病病史，两人要长期看病吃
药。家住南开区的她，以前只能乘坐公交
车，几经辗转到河西区的一家三甲医院看
病，很不方便。从2020年开始，他们在天津
微医互联网医院看病开药。“病情稳定的时
候3个月去线下医院检查一次就行，剩下看
病、开药都不用出门，在手机上和医生交流，
大夫给开完药，第二天药就送上门了，手机
上买药还能使用医保，太方便了。”张丽珠大
娘说，给他们线上诊疗的医生还建立了患者
群，有问题医生随时解答。不久前一天半
夜，老伴儿突然低血糖，可把她吓坏了，赶紧
在微信群里求助医生，医生问清状况后，有
针对性地教她应急的方法，很快，她老伴儿
的血糖就恢复了正常。

张丽珠说的这位医生名叫宋淑萍，2年
前，她还是天津医院内分泌科主任医师。这
位有着30多年临床经验的三甲医院的医生，
如今成了一名即能线下坐诊，又能线上为患
者服务的全能医生。提起“转型经历”，宋淑
萍说，刚接触互联网医疗服务时，她也曾经
打过问号，但当了解到天津微医互联网医院
这一平台的服务能力、保障能力，特别是疫
情期间，她亲身体会到互联网医疗服务对患
者发挥的不可替代作用后，她成为了这里的
一名全职医生。“在我看来，在线诊疗适合很
多种类的问诊服务，尤其适合需要长期服药
的慢性病患者。”

有过到医院看病经历的患者想必都不会
陌生：每次去看病都得带着病历本、各种检查
证明等，但在线上问诊就不用这么麻烦。正
如本报此前的报道所说，天津微医互联网医
院“四朵云”服务中，“云管理”平台通过打通患
者各种公卫健康相关数据等手段，实现“个人
电子健康档案”信息全联全通，在这个平台上
问诊，医生能看到系统内患者各项检查检验
数据。更重要的是，这些患者档案、信息等，

都由专门的机构监管，不会存在患者隐私泄露
等风险。

宋淑萍举例说，比如慢病患者通常都在
线下医院进行过详细检查，获得明确诊断，
且治疗方案明确。微医互联网医院会在系
统中储存线上问诊患者的就诊信息等，所以
患者在平台进行线上问诊时，她能够看到患
者之前的问诊记录、诊断报告等详细信息，
这时再根据患者问诊时的状况，就可以有针
对性的适当调整治疗方案、用药方案，更好
地为患者服务，这是互联网医疗服务的一项
巨大优势。

宋淑萍告诉记者，我市对线上诊疗的质
控管理非常严格。比如，以前她在线下医院
给患者看病开药，药方只要药师审核即可。
但现在她给患者开具处方后，要经过药师审
方合格后，处方才会流转到药房，药房工作人
员才能给患者拿药。此外，天津微医互联网
医院还有用药指导服务团队，会通过电话回
访患者进行用药指导服务，这会让患者的就
医体验感和信任感大大提升，而这项服务，在
传统医院是难以实现的。“对于患者来说，看
起来只是得到了一盒药，一个处方，但很多患
者不知道的是，这是我们审核、质控等几个团
队在后台默默地服务。”

于莹也曾是一家三级医院的医生，目前是
天津微医互联网医院的专职医生。她说线上
诊疗可以不受时间和地点等限制，随时为患者
服务。比如疫情期间，她曾经被封控在家20多
天，但这丝毫不影响她在互联网医院出诊，她
每天都要在医院接诊七八十例患者和咨询者，
最多的一天接诊了120多例。“一般来说，在线
诊疗的患者，大多是复诊购药的慢病患者。通
过线上问诊，以及我们的送药到家服务，患者
足不出户就可以寻医取药，减少了疫情外出风
险，也避免了短时间无法看病、取药的焦虑。”

截至2021年12月，天津微医互联网医院线
上线下一体化日门诊量已超过1万人次。

市卫生健康委工作人员告诉记者，为
了着力解决群众普遍关注的“挂号难”问
题，切实提升患者就医感受，该委持续推进
各相关医疗机构整合线上线下医疗资源，
将互联网医院作为解决群众“挂号难”的有
力手段。“2019年，天津中医药研究院附属
医院和泰达国际心血管病医院根据各自专
科医院特点，率先建设启用了互联网医
院。两家医院不断完善组织保障和管理制
度，进一步规范运行，均实现了平台预约、
挂号、在线问诊、线上处方、智能缴费并可
在线医保结算、药品物流配送（包括冷链药
品）、用药咨询等服务。”

另外，自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开展以
来，市卫生健康委根据疫情防控要求和互联
网诊疗优势，着力推进我市各级各类医疗机
构互联网诊疗工作发展，互联网医院建设工
作进入快车道。2020年，天津医科大学总医
院互联网医院、市肿瘤医院互联网医院等相
继审批设立启用，通过线上诊疗减少患者交
叉感染风险，为解决疫情期间群众正常就医
难题发挥了重要作用。“比如天津医科大学
总医院互联网医院，备案了17项互联网诊疗
科目，组织1127名医生取得互联网诊疗资
质，上线42个科室，日诊疗量达2000多人次，
占该院门诊日均总诊疗量的20%左右。在疫
情期间有力地为群众提供了良好的医疗资

源，让群众在家就能享受优质医疗服务。”工作
人员说，为此该委还组织召开专门会议，将天
津医科大学总医院互联网医院建设管理经验
向我市大型综合医院和重点专科医院推广。
2021年，天津医科大学第二医院、市第五中心
医院等医疗机构相继设立启用了互联网医院，
市人民医院、市第三中心医院、市胸科医院、天
津医科大学眼科医院、武清区人民医院和北辰
医院等医院纷纷启动了互联网医院建设。

不久前，杨女士的父亲脚踝突然肿起来
还伴随着疼痛，因为家距离医院比较远，杨
女士想先线上咨询一下医生。她先在一个
平台上选择了一位线上诊疗量比较高的医
生，上传图文信息后，对方表示可能是深静
脉血栓，要去线下医院在医生指导下服用药
物抗凝。一听这个，可把老爷子吓坏了。杨
女士赶紧安慰父亲，又在其他平台找医生图
文问诊，结果却得出了不同的诊断结果，有
的说是类风湿性关节炎、有的说可能是药物
副作用、有的认为是滑膜炎。最后杨女士带
着父亲去线下医院就诊，最终判定是因为其
活动过量导致的滑膜炎。在医生指导下对
症治疗，症状很快缓解。杨女士说：“线上诊

疗方便，但有时不太靠谱。”
我市一位三甲医院的医生告诉记者，线上

诊疗原本的定位就是常见病、慢性病的复诊。
这种方式虽然方便，但对于患者突然出现的病
症，因为没有办法线上做检查，医生仅能依靠
患者提供的一些图片和文字来判断，很难真实
还原病情，因此无法作出准确的判断。

网上购药也是“互联网+医疗”的一项内
容。但在购药平台上购买处方药，却存在着
一些不规范的情况。市民白女士曾经数次在
网上为母亲购买控制血压的药品，因为是处
方药，需要上传处方，由医师审核后才能购
买，但是她每次只需选择线下确诊疾病是该
药的适应症即可，根本不用上传处方便很快

能通过验证买药，“我买处方药前，上网查询
一下药品的适应症，按照这个填写就能买药，
不需要处方。”

还有的购药平台，声称专业医师审核，但其
实医师每次都是问同样的问题“以前是否用过
该药品”“是否出现过敏情况”等等，回答后同样
不用上传处方，就能开出药品。“问的问题都一
样，固定模式，感觉根本没有所谓的医师坐诊，
就是AI机器自动回复，自动开处方。”

对此，天津微医互联网医院的于莹医生
告诉记者，正规的互联网医院，必须由有执业
资格的医生开具电子处方，不能使用AI等代
替，且处方应该有医生的签名、互联网医院电
子章。”

市卫生健康委医政医管处的工作人员
介绍，我市将互联网诊疗纳入全市医疗质量
控制体系，组织各专业市级质量控制中心，
开展线上线下一体化监管，确保医疗质量和
医疗安全。
“我们要求各互联网医院设立专门部门

管理互联网诊疗的医疗质量、医疗安全、药
学服务、信息技术等。”同时要求各互联网医
院建立健全相应的管理制度，包括但不限于
医疗机构依法执业自查制度、互联网诊疗相
关的医疗质量和安全管理制度、医疗质量
（安全）不良事件报告制度、医务人员培训考
核制度、患者知情同意制度、处方管理制度、
电子病历管理制度、信息系统使用管理制度
等，促进互联网诊疗健康发展，保障医疗质
量和安全。

近年来，我国不断出台多项政策，规范
互联网诊疗。2018年，国务院办公厅印发

《关于促进“互联网+医疗健康”发展的意见》，
旨在提升医疗卫生现代化管理水平。其后，又
陆续出台了《互联网诊疗管理办法（试行）》《互
联网医院管理办法（试行）》《远程医疗服务管
理规范（试行）》等规范性文件。

今年，国家卫健委、国家中医药管理局联
合制定的《互联网诊疗监管细则（试行）》（以下
简称《细则》）发布。针对互联网诊疗中处方审
核、隐私保护、诊疗质控等社会关注点进行了
详细规定。
《细则》明确，上网能看什么病，必须符合复

诊条件。要求患者就诊时应当提供具有明确诊
断的病历资料，如门诊病历、住院病历、出院小结、
诊断证明等，由接诊医师留存相关资料，并判断是
否符合复诊条件。当患者病情出现变化、本次就
诊经医师判断为首诊或存在其他不适宜互联网
诊疗的情况时，接诊医师应当立即终止互联网诊
疗活动，并引导患者到实体医疗机构就诊。

严禁“先药后方”。《细则》规定，处方应由接
诊医师本人开具，严禁使用人工智能等自动生
成处方。处方药应当凭医师处方销售、调剂和
使用。严禁在处方开具前向患者提供药品。医
师接诊前需进行实名认证，确保由本人提供诊
疗服务。其他人员、人工智能软件等不得冒用、
替代医师本人提供诊疗服务。各级卫生健康主
管部门应当负责对在该医疗机构开展互联网诊
疗的人员进行监管。

监管诊疗质量，线上线下一体化。根据《细
则》，互联网诊疗行为的过程及结果都必须进行
完整记录，病历、处方等关键信息的流转应可追
溯，以此确保互联网诊疗全过程都在法规的监
控和保护范围内。

隐私保护，明确权责关系。《细则》明确要
求，医疗机构应建立网络安全、数据安全、个人
信息保护、隐私保护等制度，并与相关合作方签
订协议，明确各方权责关系。

天津大学法学院刘海安教授表示，互联网

诊疗依托网络的便捷性能够在一定程度上节

省患者的成本，但是也存在很大的隐患。比如

医生资质、医生诊疗的规范性、获取患者病情

信息的准确性、个人信息安全等方面都存在风

险，这也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患者的网络诊疗

意向。如果不能有效控制诊疗风险就无法发

挥互联网诊疗的积极作用。

新颁布的《互联网诊疗监管细则（试行）》

从医疗机构监管、人员监管、业务监管、质量安

全监管及监管责任等方面明确了监管措施及

监管责任，能在很大程度上增强互联网诊疗的

规范性、安全性。值得关注的一个细节是，该

《细则》明确了诊疗的范围及医生针对不适合

互联网诊疗病患的处理方式，将互联网诊疗限

于复诊的范围内，对医生而言避免了其面对首

次就诊没有检查结果可供判断的“困扰”，对患

者而言降低了因误诊带来的风险。

为保证在互联网医院的就医效果，他提

出如下一些建议：首先，选择权威的、有品牌

保证的医院就诊，比如选择三甲医院开设的

互联网医院；其次，选择权威的、有口碑保证

的医生就诊，有些好医生不一定在三甲医院

工作，或者曾经在三甲医院工作，其能力和

口碑都有保证，可以作为就诊的重要选择；

最后，准备齐所涉病症的材料，以便医生准

确问诊。

优势特别适合需长期服药的慢性病患者

发展我市已审批设立80家互联网医院

问题虽然方便但也存在不规范

监管确保医疗质量和医疗安全

专家新规可有效控制线上诊疗风险

我国在线医疗用户规模达2.98亿

线上诊疗
如何扬长避短？

荧屏遥控器

电视剧

黄金频道

■《小敏家》第32、33
集陈天福向家里宣告，自
己要正式住进养老院，陈卓
对此一头雾水。第二天陈
卓陪佳佳到长城写生，认识
了佳佳朋友的姑姑马女
士。对方也是离异，对陈卓
似乎很感兴趣，留了微信。
在长城上，家骏穿上刺猬的
公仔服装，向佳佳表白……

天津卫视19:30

■《在桃花盛开的地
方》第13、14集山堂追问守
根和佳玲搞破鞋之事，守根
当然不承认，少花相信佳玲
对唐程的感情，也不认为他
们会干这种事。田山堂理
解少花，本不想干预这
事。可乡亲们中有好多人
不理解，尤其是以村里的
长者顺昌爷为首的老人
们，找到山堂家逼迫他干
预这件事。山堂无奈，只
得跟随大家来到桃园。这
时，魏守根已挖好坟坑，准
备将景松安葬。顺昌爷等
带头发难，不管少花怎么解
释、少花娘怎么哀求，老人
们就是不准下葬。魏守根
忍无可忍开始“犯浑”……

天视2套18:15

■《家有一老》第34、
35集钱莎莎与立夏道别，
她要放弃这边的事业，带
着甜甜回老家生活。立秋
投资给梁子开一个酒楼，圆
了梁子多年来的心愿。赵
东方身体养好了，出国去打
理国外的生意。国内的生
意赵学忠想让立秋去打理，
立秋觉得还是交给哥哥打
理比较好。在赵学忠的主
办下，立秋和王建平举行了
一场正式的结婚典礼。所
有的亲友到场见证了这感
动的一刻……

天视4套21:00

■《今日开庭》姐姐
走失40多年没消息，成了
父母心病。男子雇佣保姆
冒充姐姐，却成引狼入室。

天视6套18:00

■《你看谁来了》本
期邀请到青年演员林傲
霏，戏中的他演技精湛实
力非凡，戏外的他也是多
才多艺。作为著名演员闫
学晶的儿子，聚光灯下不
靠任何人，全凭演技征服
观众，然而他与母亲的关
系也有着不小的变化，林
傲霏笑称：走过最深的路，
莫过于母亲的“套路”。

天津卫视21:20

天津卫视（101）

19:30 剧场：小敏家
（32、33）

21:20 你看谁来了
天视2套（103）

18:15 剧场：在桃花
盛开的地方（13、14）

天视3套（104）

17:30 剧场：岁月如
金（29、30）

19:00剧场：猎刃(3—6)
22:00 剧场：计中计

(26、27)
天视4套（105）

21:00 剧场：家有一
老（34、35）

天视5套（106）

20:00 直播：2022年
中超联赛第11轮 天津津
门虎VS山东泰山

天视6套（107）

18:30 新说法
19:20 法眼精编
20:10 大医说
21:00 生活黑科技
天津少儿（108)

19:08 多派玩儿动画
《熊出没之怪兽计划》
（节目如有变动，以当天播出为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