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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借助可信分析平台等开

源和云端解决方案，我们

有望为临床医生和数据科

学家提供一种支持快速构

建、探索和部署分析应用

的开发和测试平台。”

— Mike Draugelis 

Penn Medicine  

首席数据科学家

概述

相比其他行业，医疗行业采用大数据进行预测分析整体上较晚，部分原因可能是该行

业存在一些顾虑，比如担心患者信息泄露、开源 Hadoop 系统存在安全漏洞等。此

外，如何向医院和医疗服务提供商证明大数据解决方案的投资回报（ROI）预期也是

一种挑战。

然而，多数医疗机构拥有大量患者数据，只要实施大数据解决方案，他们就可使用这

些数据帮助改善患者护理和医疗研究，同时降低成本。

本文介绍了医疗机构 Penn Medicine 正如何使用大数据解决方案获取新洞察和改善

患者护理。

Penn Medicine 的大数据愿景 – Penn Signals

Penn Medicine 是一家市值达 43 亿美元的机构，拥有超过 2,000 名医生服务于其庞

大的客户群，包括宾夕法尼亚大学医院，Penn Presbyterian 医疗中心，宾夕法尼亚医

院，Chester County Hospital，Lancaster General Health 以及涵盖费城、周围五郡

和新泽西州南部部分区域的卫生服务网络。

Penn Medicine 数据科学团队被视为医疗预测分析领域的领导者，致力于通过分析改

善治疗效果。具体而言，他们希望通过充分利用临床数据，帮助临床医生发现有可能患

上当前诊断技术尚无法确诊的危重症患者。同时，他们还努力开发可消除分析模型开发

障碍的解决方案，加速基于这些模型的分析应用部署。而且，他们计划通过开源方式与

其他医疗机构分享所有这些模型。

为此，Penn Medicine 需要一个能帮助快速开发和部署预测分析应用的平台，以检

测患者罹患危重症的风险。于是，他们开发了 Penn Signals 平台。Penn Signals 是 

Penn Medicine 数据科学团队开发的协作式数据科学平台，可大规模整合临床数据和

大数据，帮助研究人员探索解决方案，帮助开发人员开发预测应用，并提供部署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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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挑战

- 利用临床数据改进患者风险

分级

- 向临床医生提供有用的预警

- 加速开发和交付预测应用

解决方案

- Penn Signals 是一种协作式

数据科学平台，可大规模整

合临床数据与高级分析，以

帮助开发和部署预测应用。

- 可信分析平台是一种可扩展

的开源平台，旨在帮助数据

科学家和应用开发人员快速

部署解决方案，无需担心基

础设施采购或平台设置方面

的问题。

优势

- 发现有可能患上当前诊断技

术尚无法确诊的危重症患者

- 通过早期风险分级和干预减

少患者再次住院的情况

- 改善患者护理和健康状况

- 加速开发预测应用

Penn Signals 的首次应用围绕败血症和

心力衰竭展开。

败血症和心力衰竭

为评估 Penn Signals 的可行性，Penn 

Medicine 决定开展临床试点案例研

究。该研究涉及两种全然不同的严重病

症：败血症和心力衰竭。他们希望这些

试点工作有助于切实改善患者护理，并

说服其他医疗机构相信这类大数据解决

方案的可行性。

疾病控制中心（CDC）的数据显示，败

血症（血液感染）每年波及超过 100 万

美国人，是第九大致死病因，同时，它还

是重症监护室第一大致死病因。1  每年，

全球的败血症事故超过 2000 万例，而败

血性休克引起的死亡率可能接近 50%，

即使在工业化国家也一样。2 在这些事

故中，成人的死亡率约为 40%，儿童为 

25%。3

治疗指南要求，在确认败血性休克后的一

小时内，患者应服用广谱抗菌素。及时的

抗菌疗法极其重要 — 服用抗生素每延迟

一小时，死亡风险就增加约 10%。4

传统的败血症识别方法通常只可检测约

一半的病例，而且一般在患者发生败血

性休克前两小时才能检测出。如若有能

帮助医护人员更早发现败血症的诊断流

程出现，治疗成功率和降低死亡率将得

到全面提高。

心力衰竭（指心脏无法输送足够的血液

以满足身体和肺部的需求）的发生率高

得令人愕然：美国有 580 万人患有此

症，5  全球约 2% 的成年人都在饱受该

病症的困扰。6

在发达国家，该病症是人们—尤其是 65 

岁以上的老人 — 入院治疗的头号病因。7

即使治疗本身相对来说并不昂贵而且通常

只是生活方式的改变（减少抽烟、加强锻

炼、改变饮食习惯等）行药物治疗，但总

体的治疗成本却很高，这主要是由住院所

致。据估计，美国每年的治疗成本超过了 

350 亿美元。8  更糟的是，美国有四分之

一的住院患者需要在 30 天内再次住院，

而且一半的患者需在治疗后 6 个月内再

次住院。9  Penn Medicine 推断，可正确

识别患者病状并尽早为其确定疗程的改进

算法能够显著降低治疗成本，减少再次住

院情况并改善患者护理。

解决方案

与许多医疗机构一样，Penn Medicine 

也拥有海量患者数据。他们的临床数据仓

库目前存储了 300 万患者的病例，最早

的数据可追溯到 10 多年前。2013 年，

Penn Medicine 数据科学团队就开始设

想建立一种大数据环境，它可使用所有数

据改进临床路径和预测。他们将数千个变

量—生命体征、实验结果、药物治疗等—

集合到一个实时矩阵中，以便利用算法进

行准确预测。

在涉及到 150 位患者（总患者数为 

1200-1500）的败血症试点研究中，

Penn Medicine 准确识别了约 85% 的

败血症病例（相比 50% 进步显著），

而且是早在败血性休克发生前 30 个小

时便成功识别（使用传统识别方法的这

一时间为 2 小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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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力衰竭试点的第一个问题是患者识

别，因此分析团队首先创建了心力衰竭

检测算法。

第一次就诊时未被诊断出相关症状的心

力衰竭患者—可能由完全无关的伤害或

疾病所致，会在心力衰竭方面的症状发

生时再次就诊，而且通常需要在医院诊

治更长时间。在患者出现症状前发现其

患病风险可有效改善护理，并降低医院

的成本。

在部署该算法后不久，临床团队可准确

估测医院内或医院之间心力衰竭患者的

数量和分布情况，这在以前几乎是做不

到的。他们估计，借助 Penn Signals 预

测模型，他们可识别出约 20-30% 由之

前标准诊断工具所无法识别的心力衰竭

患者，并成功指导他们自行调理病状。

由此，再次住院率大幅下降。

数据科学家携手临床团队

Penn Medicine 获得了双向成效，同时

提升了数据科学家和临床医生的工作效

率。数据科学家与医疗专家可以相互促

进，获取新的重要洞察。

临床专家了解哪些变量重要，可为数据

科学家指明正确方向。数据科学家可有

规模的使用机器学习的技术实时分析临

床医生不知道的关系。

试点计划印证了临床医生关注的变量对

于预测严重败血症等病症非常重要；然

而，数据科学团队发现了其他数十个经

事实证明同样重要的变量。这些分析洞

察带来了两个优势：

– 第一，医院获得了更强大、更

准确的预测算法，它可带来更

出色的结果。

– 第二，新发现成果为临床医生

和医疗研究人员进行研究提供

了新路径。

从洞察到行动

在能够进行可靠预测后，数据科学团队

面临的新挑战是如何实时部署，以便医

疗服务提供商可在护理过程中获取有用

的信息。

所选的解决方案包括三个组件：

• 即时预警。安全的移动短信

应用 Cureatr 可根据患者的位

置、值班人员信息等向特定医

疗服务提供商的智能手机发送

安全的短信预警（见图 1）。

预警短信包含患者位置和临床

信息，可帮助医疗服务提供商

确定预警是否相关及患者可能

需要什么服务。

• 自动化任务列表。数据科学家

与医疗服务团队设计的一系列

任务。他们在 EMR 中管理工

作流程，并识别病情严重的患

者。

• 情况仪表盘。临床和数据科学

联合团队创建了一种仪表盘，

可报告医疗服务团队的护理情

况、如何降低再次住院率、如

何改善患者的生命质量等。数

据科学家能够跟踪算法的准确

性，并在发现准确性下降时修

改算法。

借助可信分析平台（Tap） 

加速分析部署

在成功开展一些试点计划后，Penn 

Medicine 数据科学团队接下来面临的

挑战是，如何将解决方案部署到能确保 

300-3,000 个不同应用正常运行的 IT 

系统中。他们希望在基础设施中部署基

于开源技术和大数据技术的最佳解决方

案，并确保基础设施 24/7 全天候可靠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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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以缩短任务处理时间（避免耗费数月

处理任务）。Penn Medicine 数据科学

团队正努力通过下一代 Penn Signals 解

决这些难题。

正因如此，Penn Medicine 对于 TAP 的

应用潜力感到欣喜：它可帮助临床医生

和数据科学家获得集开发、测试和 QA 于

一体的 环境，以便快速构建、探索和部

署全新的预测分析应用。

TAP（见图 2）是一种可扩展的开源平

台，旨在帮助数据科学家和应用开发人员

快速部署解决方案，无需担心基础设施采

购或平台设置方面的问题。TAP 可解除小

型团队处理基础设施和平台的负担，让他

们专注于开发应用，加强与数据科学领域

外的专家和利益相关者的沟通。

TAP 可用于构建解决方案和大规模实施

复杂的交互。更重要的是，TAP 可帮助

数据科学家快速试用各种想法，从中找

出最可行的方案。数据科学具有高度迭

代性，TAP 可提供各种可能性帮助找出

最佳方案，从而加快迭代速度。

Penn Medicine 正研究将 TAP 用于与 

英特尔® 的联合项目中。

该项目的目标是通过将心力衰竭患者的

药物治疗历史用作额外的预测依据，提

升 Penn Medicine 对这类患者可能在出

院后 30-90 天内再次住院的预测能力。

英特尔® 数据科学团队与 Penn Medicine 

密切合作，使用 TAP 分析工具充分利用

他们掌握的有关每位患者在住院前和住

院间进行药物治疗的数据。

通过利用这些信息并应用于文档处理的

机器学习方法，他们可找到疾病的主题

和类别。在药物治疗方面这被称作 “对

患者进行表型分析或对患者的疾病进行

分类”。

图 3 比较了多种预测方法的预测准确

性，表明添加药物治疗历史可将出院患

者的预测准确性提高多达 15%。这些预

测增强了医院确定额外门诊治疗目标的

能力，有望避免患者再次住院。

总结

Gartner Group 最近针对近 300 名受

访者实施的一项调查显示，65% 的受

访者表示他们对大数据系统价值缺少认

识是妨碍他们采用大数据解决方案的主

要阻碍。10

这表示行业需要加强培训和指导，帮助

这些人迈出第一步，或至少证明部署这

类系统的实用价值。

正如 Penn Medicine 计划所证明的这

样，医疗行业可极大地受益于预测分析

带来的大数据洞察。可信分析平台甚至

有望帮助小型数据科学团队更轻松地开

发和成功实施基于云的分析解决方案。

因此，Penn Medicine 非常乐意与其 

他医疗系统分享他们使用 Penn Signals 

所取得的成果。Penn Medicine 发现，

领先技术通常都采用开源模式，这一

点在数据科学领域尤为明显。Penn 

Medicine 借助开源项目提升了工作成

效，现在希望回馈社区。为此，他们的

长期计划是将 Penn Signals 打造为一

个开源解决方案。

更多信息

可信分析平台：
www.trustedanalytics.org

英特尔大数据：
www.intel.cn/bigdata

Penn Medicine：
http://www.pennmedicine.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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