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识别高风险临床群体可帮助服务提供方和支付方改善患者安全，提高运营效率，提升
患者满意度。

预测性临床分析改善医疗资源分配和
护理服务模式 

执行概要

随着全球的医疗保健系统由纸质化向数字化转型，如今这类系统可以访问各类数据，用以

提高患者护理服务水平，同时实现更好的成本和资源效益。预测性临床分析领域近期取得

的创新成果为临床手术提供了独特的方法，从而可以实时动态了解不断变化的风险因素。

这类自主学习式的预测技术可以让组织更好地将重要的临床资源分配至最为需要的地方。

这一创新的预测性临床分析解决方案基于英特尔® 架构和行业领先企业所提供的软件，使得

服务提供方可以整合不同来源的信息，包括结构化和非结构化数据，从而更全面地了解患

者健康状况和风险因素。下面列举预测性临床分析的一些创新应用： 

资源分配（临床效益）：

• 无论患者接受住院治疗还是门诊治疗，为有特殊需求或风险的患者准备并分配快速响应

团队。

• 避免重复或不必要的检测。

• 推荐临床护理服务组合，简化支付方付款流程。

患者人群健康风险和趋势：

• 尽早发现有可能增加住院时长和对治疗效果造成不良影响的院内感染情况。

• 主动成立健康项目，管理服务提供方人员的健康状况。

• 根据患者病例识别并改进可预防住院和再入院的指标。

患者安全与满意度（精准医疗）：

• 针对疾病发展状况，制定预测性症状治疗程序。

• 根据分门别类的建议设计专门计划，以获得更好的护理效果和效益。

• 推荐慢性护理治疗和管理程序。

此类预测性临床分析能够帮助组织提高运营成本效益，主动开展护理服务管理。某医院集

团1 使用以英特尔® 至强® 处理器和英特尔® 固态硬盘（英特尔® SSD）为基础的扩展型数据

平台，结合数据分析平台，用于识别再入院风险高的患者。精准的数学模型借助英特尔® 出

色的硬件与软件性能，分析存储在不同系统中的不同数据类型，快速提供可行的患者健康

情况见解，预测医疗保健服务效果。这一商业智能可帮助医院降低成本，提高护理服务质

量，改善患者体验。

医疗保健与生命科学部 
健康分析

该解决方案简介描述了如何通过
投资创新技术应对业务挑战并实
现数字转型。

如果您负责以下领域：

• 业务战略： 
您将更好地了解预测性临床分析
解决方案如何帮助您成功实现业
务目标。

• 技术决策： 
您将了解预测性临床分析解决方
案如何提供 IT 和商业价值。

• 临床决策： 
您将了解预测性临床分析解决方
案如何帮助您针对目标患者人群
优化护理服务资源分配。

解决方案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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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务挑战：根据患者需求分配资源

在过去的几十年里，全球的医疗保健系统逐步由纸质化转向数字

化。尽管这一转型仍未完成，但采用数字工作流程的组织发现，

使用电子健康记录 (EHR)2 等主要临床应用程序采集的数据可用

于构建强大的预测性模型，帮助他们提高患者护理服务水平和业

务效率。预测性模型的一大最新用例是使用一系列因素确认患者

群体的特点，从而识别高风险患者群体（又称患者分段）。患者

分段一经识别，服务提供方即可将重要的昂贵资源分配至最需要

的患者，比如那些在出院之后 30 天内有再入院风险的患者。值

得注意的一点是，传统的 EHR 数据系统和跟踪无法用于预测总

体健康风险和患者独有的特点。全新技术改变了数据源和数据流

的速度和互联程度，如今基于英特尔® 技术的解决方案为预测运

营效率低下现象提供了见解，包括患者提前或延期出院、检测项

目过多或因历史原因导致患者安全风险。  

一般而言，作为现有医疗保健系统的一部分进行分析的临床数据

仅包括 EHR 中的结构化数据字段，而非结构化数据被大多数商

业智能工具所忽略。

• 患者体验与满意度。除了帮助提高患者护理服务质量之外，4 

预测性分析还可以确保向支付方收取合适的服务费用。账单错

误的减少和总体临床体验的改善有助于提高患者的满意度。

解决方案价值：改善护理服务和指标

开展预测性临床分析项目的首要步骤之一是获取来自多个不同数

据源的信息，如 EHR、支付方系统、临床试验、实验室、放射

科和影像科以及患者健康状况或社会经济状况的相关信息。图 1 

展示了部分常见的数据来源，可应用于预测性分析。全新数学模

型、硬件和软件可用于分析存储在不同系统和格式中的数据，与

之前未经使用的数据相结合，可以更好地提供患者健康情况的相

关信息，并预测医疗保健服务的结果。 

使用预测性临床分析解决方案可以带来巨大的价值。例如，某

医院集团1 使用以英特尔® 至强® 处理器和英特尔® 固态硬盘（英

特尔® SSD）为基础的扩展型数据平台，结合数据分析平台和工

具，用于主动识别再入院风险高的患者。这一商业智能可帮助

医疗护理服务供应方降低成本，提高护理服务质量，改善患者体

验。此外，数据和预测性临床分析平台可用于识别在住院期间有

院内感染 (HAC) 风险的患者，如败血症或肺炎，或哪些患者的

住院时间可能会大于平均时长。这些类型的解决方案可以帮助医

疗护理服务组织坚持以价值为基础的全新报销模式，优化服务提

供方资源的分配情况，从而提高运营和成本效益以及护理服务 

效果。

预测性临床分析的实际运用

为了适应医疗保健行业所面临的市场压力，医院和服务提供方正

在不断寻求方法来优化流程、降低预算以及提高护理服务质量。

预测性临床分析可为以下三大领域提供帮助： 

• 患者安全。预测性临床分析可以帮助开展主动的护理服务管

理。例如，这一解决方案可识别可能出现败血性感染进而需要

特殊护理的患者。这类信息可帮助医疗团队积极开展特殊监控

或分配快速响应团队成员。 

• 运营和成本效益。预测性分析可帮助确认哪些患者有住院时间

延长的风险或可能在出院后 30 天内再入院。医院可为风险患

者安排远程监控或特殊护理人员以维持已经非常低的利润率，

并按照美国联邦医疗保险和联邦医疗辅助计划服务中心 (CMS) 

的指南来提高效率，获得最高的支付金额。 

医院遭受损失
美国 60.2% 的医院由于再入院和
可预防的恶性事件损失 0.9% 的赔
付款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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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越来越多的医疗保健服务提供方开始整合不同来源的 
数据，为获得预测性临床分析见解提供了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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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决方案架构：预测性临床分析的基础

预测性临床分析解决方案架构堆栈由多层构成，包括不同供应商

提供的信息。如图 2 所示，数据存储层包括多个涵盖结构化和

非结构化数据的客户数据来源，所存储的数据来自企业内部和外

部。示例涵盖人口统计数据、治疗和诊断代码、理赔数据、临床

记录（非结构化）和呼叫中心日志等  EHR  数据，以及环境或社

交媒体数据等外部数据。

预测性临床分析参考架构包含以下组件：

• 强大的基于英特尔® 架构的服务器

• 进行数据获取、提取、转换和加载 (ETL)、清理和存储的数据

处理层 

• 扩展型分析平台

• 数据可视化

通过使用精准的数学模型、强大的服务器和先进的软件应用程

序，服务提供方可分析大量以不同格式存储的数据，以此了解患

者风险和资源分配，用于提高成本效益和患者安全，提供更好的

患者体验和高品质护理服务。

图 2 中展示的解决方案架构共有四大主要优势：

• 可容纳多种不同数据类型和格式（包括结构化和非结构化数

据），可以直接处理不同数据的存储问题。

• 灵活性高，可以支持全新应用程序和分析工具，整合已有的和

可能出现的多种数据集，用于获取全新见解，改进预测模型。

• 易于扩展，使用全新数据处理软件，如 Apache Hadoop* 和英

特尔® Lustre* 软件企业版。

• 基于开源技术可以避免受限于特定供应商，使得该解决方案可

以实现更高的长期成本效益。

基础的扩展式数据平台层有多个已优化的服务器、网络和存储空

间，可快速获取、连接和存储数据，用于直接分析。

预测性临床分析的实际应用： 
降低医院再入院率

对 15 个以上的国家/地区进行分析后发现，美国的心脏病

患者的再入院率最高。5 有多种血管疾病的患者的再入院率

是未患该疾病的其他患者的两倍，美国的心脏病患者与其

他国家患者相比，再入院率高 68%。尽管美国患者的再入

院率较高，但是美国患者住院时间的中位数值最低，仅为

三天。德国患者的住院时间中位数值最高，其心脏病患者

的住院时间中位数值为八天。 

英特尔与 Cerner*、ProKarma*、CDW*、Big Cloud 

Analytics*、Cloudera*、Oracle* 和 SAP* 等业界领

导者合作，开发全新数据源互联和数学模型，用于准确

识别导致近期已出院患者再次入院的高风险因素。其

中，Cloudera 开发了全新的数据存储技术，用于存储

患者生活方式数据和传统电子健康记录系统以外的非结

构化数据，并且发现了导致患者再次入院的风险影响因

素。Cloudera Enterprise6 与英特尔合作进行开发，提高

了分析解决方案从新数据源获得见解的速度。

 
 

分析平台 
分析、数据流框架和机器学习资料库

图 2. 预测性临床分析参考架构为分析不同来源的数据提供了 
方法，从而可以从临床数据中获得见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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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用 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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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想情况下，这一架构使用英特尔® 至强® 处理器和英特尔® 固态

硬盘针对 Hadoop 等大数据平台提供的分析性能和查询计算能

力，获取全新数据来源和患者 EHR 信息，并将其互相连接。 

分析平台层包括先进的分析应用程序、可扩展的机器学习资源库

和 Apache MLlib*、SAS*、Apache Spark/Spark Streaming 等

数据流框架。可视化层包括 Tableau* 或 Qlik 等应用程序，可以

轻松整合多个数据窗口，获得更加丰富的见解。最后，业务逻辑/

应用层使用基础的平台功能来实现业务用例。

结论

全球医疗保健系统正在经历数字转型，为使用预测性医疗分析带来

了前所未有的机遇，运营效率和护理服务将因此得到提高。医疗保

健领域的领导者、行业合作伙伴和英特尔正在使用基于扩展型数据

平台的预测性临床分析解决方案，结合来自多个数据源的信息，以

更全面地了解患者健康情况和风险因素。这类信息可以识别需要特

殊护理或有其他风险（如提前入院或 HAC）的患者，从而帮助积

极开展护理服务管理，提高运营成本效益。随着技术障碍不断被打

破，不考虑价值的护理服务模式带来的损失不断增加，医院若想成

功提供高质量的护理服务，获得发展，预测性临床分析的重要性将

不断提高。

寻找适合贵组织的解决方案。 
请联系您的英特尔代表或访问  
intel.cn/healthcare。

  
1   Intel and Cloudera Use Predictive Analytics to Help a Large Hospital Reduce Readmission Rates （英特尔与 Cloudera 使用预测性分析帮助某大型医院降低再入院率），2015 年，intel.com/content/www/us/
en/healthcare-it/solutions/documents/predictive-analytics-reduce-hospital-readmission-rates-white-paper

2   电子健康记录 (EHR) 与电子病例 (EMR) 含义相同。本解决方案简介使用了电子健康记录 (EHR) 这一术语。

3   资料来源：CMS 2015 财年表格 15B

4   Healthcare Informatics 杂志：UCHealth Deploying Predictive Analytics Tool to Improve OR Utilization and Enhance Patient Care （UCHealth 部署预测性分析工具，提高手术室使用率与患者护理服务水平）， 
healthcare-informatics.com/article/uchealth-deploying-predictive-analytics-tool-improve-operating-room-utilization

5   U.S. Readmission Rates Dwarf Foreign Countries（美国再入院率位居各国之首），dorlandhealth.com/dorland-health-articles/u-s-readmission-rates-dwarf-foreign-countries-says-jama

6   如需了解有关 Cloudera Enterprise 的更多信息，请查看 cloudera.com/products

   英特尔技术特性和优势取决于系统配置，并可能需要支持的硬件、软件，或服务得以激活。产品性能因系统配置而有所差异。没有计算机系统能够做到绝对安全。请查询您的原始设备制造商或零售商，或访问  
http://www.intel.cn 了解更多信息。

   性能测试中使用的软件和工作负荷可能仅在英特尔® 微处理器上进行了性能优化。SYSmark* 和 MobileMark* 等性能测试使用特定的计算机系统、组件、软件、操作和功能进行测量。对这些因素的任何更改可能导致
不同的结果。您应该查询其他信息和性能测试以帮助您对正在考虑的购买作出全面的评估，包括该产品在与其他产品结合使用时的性能。

   性能测试和等级评定均使用特定的计算机系统和/或组件进行测量，这些测试反映了英特尔产品的大致性能。系统硬件、软件设计或配置的任何不同都可能影响实际性能。购买者应进行多方咨询，以评估他们考虑购买
的系统或组件的性能。如需了解有关性能测试和英特尔产品性能的更多信息，请访问 www.intel.com/performance/resources/benchmark_limitations.htm 或致电（美国）1-800-628-8686 或 1-916-356-3104。

   此处提供的所有信息可随时改变而毋需通知。如欲获得英特尔最新的产品规格和发展蓝图，请联系您的英特尔代表。

   系统配置、SSD 配置与已执行的性能测试已在本文档中进行了详细介绍。如需了解更多信息，请访问 http://www.intel.cn/content/www/cn/zh/benchmarks/intel-product-performance.html。

   文中所描述的成本削减方案旨在举例说明基于英特尔技术的特定产品在指定的环境和配置下，会如何影响未来的成本并实现成本节约。环境将有所不同。英特尔不保证任何成本或成本下降。

   本文档未（明示、暗示、以禁止反言或以其他方式）授予任何知识产权许可。

   © 2017 年英特尔公司版权所有。Intel、英特尔、英特尔标志和至强是英特尔公司或其子公司在美国和/或其他国家（地区）的商标。 

  * 文中涉及的其它名称及商标属于各自所有者资产。  1216/JBLA/KC/PDF  请回收利用 

了解更多信息

以下是可能会对您了解更多信息有所帮助的资源：

• 《英特尔与 Cloudera 使用预测性分析帮助某大型医院

降低再入院率》白皮书

• 《英特尔与 Cloudera 通过预测患者住院时长，帮助某

大型医院优化资源分配》白皮书

• 案例研究：Penn Signals  大数据分析帮助 Penn 

Medicine 提升患者护理水平

获得您的同行认可的解决方案

英特尔解决方案架构师是技术专家，与世界上最大和最成

功的公司合作，设计能够解决紧迫业务挑战的业务解决方

案。这些解决方案的基础是从客户那里收集的现实世界的

经验，这些客户在特定业务用例中成功测试、试用和/或

部署了这些解决方案。参与该解决方案简介编写的解决方

案架构师和技术专家将在封面上列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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