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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terSystems 推动医疗行业发展

四十多年来，InterSystems一直植根于医疗信息系统生态圈的核心。如今，InterSystems提

供的技术管理着全世界超过十亿的健康记录。我们致力于医疗信息化建设，让您和您所关心的

人得到更好的服务，这也是我们的使命。

我们的产品包括：

InterSystems IRIS数据平台医疗版，专注于挖掘医疗数据价值

InterSystems TrakCare® 统一的医疗信息系统

InterSystems HealthShare® 统一的健康档案和整套互联互通解决方案



4

成就健康新未来

在人工智能、智能终端设备等新技术驱动下，在新型医疗服务模式与融资

模式冲击下，医疗健康行业正面临着快速变革。世界各地都在为同一目标

努力：为未来创建一个更智能、更可持续发展的医疗保健体系。

我们相信成就这样的未来取决于正确的基石，即联接所有医疗卫生和健康

服务机构，基于有意义的综合健康数据做出决策。

赋能未来

InterSystems医疗行业解决方案为成就未来提供核心技术。您或许正在

创建打通医疗机构、医保方与患者三方无缝协同的医疗解决方案，或许是

开发预测模型以评估新疗法的数据科学家，亦或许是致力于将新医学技术

推向市场的企业家，无论怎样，我们的产品都可以帮您实现这些愿景。我

们可以：

加速开发——我们的数据平台和产品专为从海量的医疗健康大数据中

挖掘价值而设计，开发者将体验前所未有的开发速度。

助力医疗机构与患者——助力医疗机构和医保支付方及时准确地获取

信息、使用工具和服务，从而高效管理工作负荷、改善工作流程，优

化医疗服务和业务决策。帮助患者全面了解自身医疗信息，更方便地

使用医护服务，从而深度参与自身的医护工作。

实现医疗机构间互联互通——打破不同医疗机构、不同科室之间的界

限，提供知识驱动、基于实证的医疗服务。

打造实时响应的医联体/医疗团队——借助强大、可靠的软件，通过

在瞬息万变的临床应用场景中实现信息同步，专业医护人员既能“单

兵作战”，也能随时在团队中高效协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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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TrakCare不在美国地区销售。

与 InterSystems 一起，实现数字化转型

在创建未来的医疗信息系统时，数字化转型至关重要——重新设计流程、

利用大数据集进行分析、协调整个医疗健康集团，从而提高产出降低成

本。没有哪个行业像医疗行业这样，面对着如此广泛的互操作性、可扩展

性、可靠性和处理速度等方面的挑战。这也是为什么我们所有的解决方案

都建立在我们自己开发的成熟、高性能的医疗数据平台——InterSystems 

IRIS医疗版上。

IRIS医疗版

InterSystems IRIS医疗版是唯一一款专为快速发展医疗应用而设计的数

据平台。它具有高性能、高可靠性、大规模可扩展的数据管理、事务处理

和分析的能力，以及“开箱即用”的医疗互操作性（包括FHIR）。基于

InterSystems IRIS医疗版构建的互联互通解决方案能够利用大数据进行

预测和群体分析，或在必要时从非结构化文本中提取正确的信息以精准交

付。统一的InterSystems IRIS医疗版能够将当下系统与未来健康服务连

接起来，提高了更新和维护的可靠性，并确保系统在任何规模下都能实现

无缝协同工作。

核心互联

InterSystems医疗行业解决方案是InterSystems数据管理技术产品生态

的一部分。包括：

统一的医疗信息系统TrakCare¹——将协助您所在医疗机构为患者提

供世界一流的服务；

统一的健康档案和互联互通解决方案HealthShare——将助您跨机

构实现医疗协同、医疗数据分析和互操作性；

InterSystems IRIS医疗版和HealthShare产品——针对现有系统与

数据，将其转化为未来创新所需的解决方案，成就健康未来；

由我们在世界各地的合作伙伴开发的软件、智能设备以及服务。

InterSystems医疗健康解决方案所有产品均提供对HL7® FHIR®和全球主

流医疗信息标准的原生支持，其相应的程序编程接口（APIs）可释放数

据以及扩展现有的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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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rakCare 以丰富信息赋能医疗机构

TrakCare电子病历系统提供了一个包括行政、临床和财务信息在内的统

一患者记录。每次患者的诊疗都会记录在案，并共享给每一位医护团队成

员。作为一个统一系统，TrakCare提供单一数据来源，为更智能、更值得

信赖的医疗决策提供最佳支持。借助InterSystems长期服务全球/本地临

床医生获得的最佳实践，TrakCare可以帮助医疗机构变革提升医疗服务流

程。利用HealthShare，TrakCare用户能够在更多的医疗机构间获得更

广泛的互操作能力，在数字化转型的道路上为更多人提供健康管理服务。

赋能最佳决策，提升医疗服务水平

TrakCare能够在不同医疗机构间建立起简洁、共享的工作流程，跨越医

院科室、实验室、基层和社区医疗机构之间的界限，为每一位患者提供统

一的医疗记录。它能够支持医疗机构及管理团队基于详实信息作出最优决

策。采用TrakCare可以减少信息检索时间，将更多的时间留给患者。

有效平衡医疗成本和质量

TrakCare能够为患者和人群提供更安全、有效的服务。内置仪表盘和单一

数据模型，能够使临床医生和医院管理者更简便地追踪医疗成本，把握医

疗质量——这是实现可持续发展的重要一步。

更快速、更具前瞻性的系统部署

TrakCare经过预配置后，能够满足中国市场的需求。我们在与全球医生、

医疗机构的合作过程中积累了丰富经验，中国的医护团队可以共享这些经

验，以降低医疗信息系统更新或首次部署时的复杂度和风险性。

更佳的适用性

成功适用是发挥高级电子病历（EMR）优势的关键。EMR系统适用的首

要标准是简单易学、易用，并且在任何地方提供你所需的信息。例如，通

过问题导向的界面，TrakCare可以在一块屏幕上一目了然地展示信息，

以便临床医生可以在需要快速决策和行动的场景下管理、记录临床就诊情

况。

TrakCare具有天然的移动自适用性，确保用户随时随地获取信息。我们利

用响应式设计优化系统呈现在不同设备上的界面，用户不必再安装、维护

其他单独的软件或者APP。

TrakCare赢得了五大洲
26个国家、450多家医
院的信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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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于私立医疗机构

借助TrakCare，成就健康新未来

泰国Bumrungrad国际医院是世界领先、技术一流的医院之一，年服务患

者110万人次，拥有医师1,300人，床位580张。全院安装使用TrakCare

后，Bumrungrad国际医院几个科室的患者满意度达到了95%以上（历

史最高水平）。TrakCare临床决策支持功能可以监控各种风险并提供安

全警报，包括药物相互作用、重复治疗和重复订单。TrakCare集成了患

者监视器，并提供闭环药物管理，保障患者就医安全。

借助TrakCare，提升医疗品质，实现快速扩张

和睦家医疗集团（UFH）是中国私立医疗机构的典范。TrakCare的快速

部署实施，帮助其实现了从一家医院到七家医院的高速扩张，并开设了

13个门诊部和1个家庭医疗服务中心，目前，和睦家医疗集团已获得JCI

认证，成为世界顶级医疗机构之一。

服务于公共卫生

TrakCare扩展了健康档案管理，并改善了整个苏格兰的医疗服务

从2009年起，苏格兰地区的急救和社区医院一直在通过TrakCare提升

效率，以为患者提供更好、更安全的护理。如今，TrakCare管理着整个

苏格兰超过95%的健康档案。                       

提升医疗质量，TrakCare获得用户支持

部署TrakCare仅仅两年后，哈立德国王眼科医院（King Khaled Eye 

Specialist Hospital）成为中东地区首家通过HIMSS EMRAM七级认证

的医院，这意味着医院能够通过临床信息技术和先进的安全保障来提升

患者就医品质。对比该院在TrakCare部署前后的40项关键指标发现，

有39项关键指标得到了显著提升。

TrakCare不在美国地区销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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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大纽约地区，借
助HealthShare， 
HEALTHIX基于来自医
疗机构的多达8500万份
医疗记录为1700万患者
创建了互联互通的健康档
案。HEALTHIX平均每月
会向这些医疗机构推送近
170万个临床事件提醒。

借助 HealthShare，推动区域医疗/医联体转型

不论您所使用的医疗信息系统是哪种类型，HealthShare都可将分散的各

种系统联接在一起。HealthShare可以打破医疗机构和其他卫生服务机构

之间的信息壁垒，也消除了导致医疗差距的盲点。

HealthShare能够连接临床数据、财务数据、患者健康数据以及各类外部

数据，生成规范、统一的医疗记录，帮助用户分析、共享、有效利用这些

全景数据，以期实现：

支持新型价值导向的商业模式

推动人口健康计划

支持临床科研

推动不同机构、区域、国家间的协同医疗

转型之路

HealthShare系列产品可使医疗机构在实现高价值、可持续转型时更简便

易行。这些产品包括：

HealthShare Unified Care Record 统一健康档案：以统一的健康

档案核心创建协同医疗、创新和转型的基础。

HealthShare Personal Community 患者参与解决方案：为患者

及家庭提供健康信息，以帮助其做出更好的决策，获取更佳收益。

HealthShare Health Insight 医疗分析解决方案：随时随地对系统

中所有数据（包括非结构化数据）进行分析，并输出可执行的洞察结

果。

HealthShare Patient Index 患者主索引：在医院集团或者医联体

内部为患者建立并管理唯一ID。

HealthShare Provider Directory 供应商字典:  自动收集、合并、

共享供应商精准信息。

HealthShare Health Connect 互联互通平台：支持基于HL7® 

HIR®或其他全球医疗信息协议和消息传递格式的医疗信息系统和数

据之间的集成与互操作。

转型收益

借助HealthShare，医疗机构能够不断提升医疗记录的共享性、准确性和

安全性，减少重复录入工作，通过全面分析所有数据，把握契机提升和优

化医疗流程和收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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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持集成服务网络

利用10亿数据点进行医疗创新和协同

位于纽约长岛的美国犹太保健集团（Northwell Health）是美国最大

的私立医疗机构之一，拥有18,500多位医生。通过从集团各个系统中

提取数据，HealthShare创建了一个包含10亿多个数据点的统一医疗

记录，Northwell Health将这一记录作为诸多应用的基础：填补传统

临床流程中EMRs难以覆盖的空白、简化风险合约的风险管理、为人

口健康管理和队列分析自动建立患者群组。Northwell Health还通过

HealthShare为外部解决方案供应商提供应用程序编程接口，使其可以

与Northwell系统集成，以测试和优化为其互补产品。

支持国家级医疗服务

心理健康项目（Mental health project）能够为危重患者提供更好

的互联互通医疗服务

英格兰国民健康服务体系（NHS）中被称为MERIT（the Mental Health 

Alliance for Excellence, Resilience, Innovation, and Training）联盟的

四个精神健康信托机构，都在使用HealthShare以实现机构间信息共享。

如今，除了患者的身体健康记录外，专业机构也开始关注危重患者一些关

键而特定的精神健康记录。这样当患者被送到医院时，医院可以结合这些

信息采取更有利的护理方式。

支持医疗保险计划

将理赔额度和临床数据结合起来，提高医疗品质和商业水平

Premera是蓝十字蓝盾协会（Blue Cross Blue Shield Association）

的非营利性授权机构，该协会在阿拉斯加和华盛顿州开展业务。Premera

采用HealthShare®将来自HIE平台和各EMR的临床数据汇聚在一起，

为每一位成员建立完整健康画像。通过对临床数据和理赔数据的整

合，Premara现在可以更深入、准确地把握会员情况，以推动医疗机构

提升医疗品质，促使商业保险机构能更好地管理风险，达成其“用更好

的医疗提升客户生活品质”的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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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认为HealthShare
及其整体解决方案能为我们
提供坚实的创新空间。”

Jim Heiman

Northwell Health

医疗信息交换项目总监

谁在使用 InterSystems 医疗行业解决方案？

借助我们的产品，客户可以不断追求创新，获得更高的性能、更好的可扩

展性、更可靠的用户体验和更多的洞察力。他们知道，无论医疗机构如何

发展，基于InterSystems产品和解决方案的系统将一如既往地维持高可靠

性、适用性和快速响应。InterSystems医疗行业解决方案使用者包括：

医疗机构，实现互联互通、协同医疗

公共及商业保险机构，基于实时临床数据，及时干预并提升居民健康

管理水平

政府主管机构，跨区域、国家提供无缝医疗健康服务，提升公共卫

生，进一步控制医疗成本

医学技术创新机构，加速医疗器械研发及治疗方案的完善，以展示客

户价值，优化信息利用，让患者受益

软件开发商，将创新的、信息丰富的、可互操作的、安全的医疗健康

应用更快地推向市场

临床实验室，统一来自多个数据源的诊断数据，跨机构结果互认，创

建具备高价值的应用程序，实现医疗分析与洞察

生命科学机构，利用患者纵向数据实现创新，挖掘端到端证据

医疗信息网络、e-health创新型企业、患者管理机构，通过信息交

换，推动创新协同，促进临床品质和安全，服务居民

服务于政府

降低患者失约率，提高医疗服务效率和患者满意度

智利政府已在60多家医院和200个基层医疗机构部署了TrakCare，旨在

实现其公共医疗卫生系统的转型，以控制不断上升的医疗成本，增加预防

保健措施，提供更加个性化的医疗服务。例如，在一些地区，患者失约率

高达30%。TrakCare具备患者预约、确认的管理功能，并可提供患者信

息门户服务，这些措施有效地将患者失约率降低到5%，患者可以更早地

预约时间，医生可以更好地利用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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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于医疗信息机构

将影响健康的社会因素纳入其中，以更好地改善医疗服务

IHN-CCO组织（InterCommunity Health Network Coordinated 

Care Organization）负责Samaritan健康计划的一部分，在俄勒冈

州有15家医疗协同机构，向该州医疗受助者提供医疗健康管理。借助

HealthShare，IHN-CCO组织将临床数据和那些影响健康的社会因素

纳入共享的结构化电子表格中，可提供闭环搜索，帮助医疗机构识别并

聚焦高风险患者。来自IHN-CCO组织中的医疗机构、行为治疗机构、

精神健康医疗机构都认为，拥有这些历史的、临床的和非临床的信息，

能够使他们更好地为患者提供服务，更高效地实现协同医疗。

服务于软件开发

借助HealthShare，基于实时数据运行医疗预测模型

HBI是一家从事预测分析的公司。通过与InterSystems合作，HBI可以

关注其核心能力（数据科学和预测模型）的建设，因为HealthShare

能够对HBI所需的临床数据、医保理赔数据以及非结构化临床记录进行

聚合、标准化、清洗和准备工作。医疗机构通过HBI的产品Spotlight

为2,000万居民提供医疗服务。Spotlight能够在市场上取得成功的

关键是利用HealthShare获取实时数据、提供临床事件推送和其他服

务。Spotlight能够识别从医疗健康管理中获益的患者，预测再入院和并

发症（如败血症），确定如心脏病发作、中风等事件以及慢性疾病发作的

可能性。HBI的重要用户包括InterSystems的客户Healthix、Manifest 

MedEx以及Bumrungrad 国际医院。

服务于临床实验室 

提升价值与回报

为新墨西哥州服务的TriCore实验室曾面临政府削减服务补偿的困

境，TriCore并不想通过削减成本来维持生存。相反，TriCore采用了

由Rhodes集团基于HealthShare平台及相关软件开发的解决方案，实

现了向临床实验室2.0的商业模式转型。在新墨西哥州一个由支付方和

管理关怀组织的试点项目中，TriCore利用HealthShare从全州所有实

验室中实时集成了每位患者的纵向检测结果，并将其与医保理赔数据

结合起来，将其规范化为统一的护理记录。结果是惊艳的——有效降

低了新生儿重症监护病房使用率、早产率和急诊科出诊率。这一结果

为TriCore的用户每年直接节省成本和潜在罚款4,384,801美元。随着

Rhodes集团将HealthShare和InterSystems IRIS医疗版的更多功能整

合到其解决方案中，TriCore希望可以将更多的价值输送给客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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携手 InterSystems，成就未来

大多客户选择InterSystems是因为他们正面临着严峻的挑战，需要全

新“引擎”驱动其走向成功。客户体验过我们的技术质量、接触过我们的

技术团队、了解到我们完整的业务实践能力后，会与我们建立长期稳固的

合作伙伴关系。

自1978年创建以来，InterSystems始终坚持作为一家私人控股公司运

营。今天，我们的客户遍布全球80多个国家，我们没有任何负债，也不

接受任何投资。我们不会为了达成季度业绩报告而改变我们的决策。因

此，当您成为我们的客户后，我们将专注于助您成功，不会受到任何外界

干扰。

“我们需要一个可靠的合作伙伴，真心关切我们的成功，不会随波逐

流，专注于长期提供优秀技术。我们很高兴选择了InterSystems这样

的合作伙伴。”

——Claudia Williams，加利福尼亚州医疗信息系统提供商Manifest 

MedEx，执行总裁

“利用InterSystems的解决方案，我们可以与医疗机构和医保支付方合

作，解决目前医疗系统中的问题。健康保健计划需要像HealthShare这

样现代化技术的支持。”

——Colt Courtright，Premera Blue Cross，企业数据与分析部总监

“经过十年的合作，InterSystems的技术、产品质量、技术支持服务

和整体的可靠性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邵斌，和睦家医疗集团，医疗信息系统总监 ，PhD

 “InterSystems一直是ZOLL的优秀供应商，其解决方案支撑着多个

信息交换和EMR系统。经过测试验证，我们很自然地与InterSystems

达成合作伙伴关系。”

——Greg Mears，ZOLL，医学顾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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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动起来

您今天所选择的技术和产品将影响到未来的医疗实践和业务的开

展。InterSystems的产品能够帮您实现最佳决策，并将每位患者的

数据置于整个医疗机构的核心位置，以此来保障您的IT投入有所收

益。借此，您可以部署、创建互联互通医疗解决方案，应对今天的挑

战，并为将来做好准备！

请联系我们，我们将向您展示如何加速向高价值、可持续发展的医疗

服务转型。

www.InterSystems.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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