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面向数字化医疗行业

互联网医院建设的思考

医 疗 综 合 线 N e i l  F e e



自然环境

经济水平

科学技术

医疗水准

政局稳定

国民素养







人民日益增长的寿命预期

与医疗资源的矛盾



按人均，我国为83位 5年增长变化

國家 醫生數量
每萬人
醫生數量

每萬人
醫生數量

中國 1862630 14 14.9 

美國 793648 27 24.5 

印度 643520 6 7 

俄羅斯 614183 43 43

巴西 320013 17 18.9 

墨西哥 303519 29 21 

德國 288182 35 38.9 

日本 270371 21 23 

法國 227683 37 31.9 

義大利 215000 37 37.6 

埃及 179900 24 28.3 

西班牙 163800 38 49.5 

烏克蘭 143728 31 35.4 

巴基斯坦 127859 8 8.3 

英國 126126 21 28.1 

100万 级别的医生

地区不平衡
级别差异大

药械的效用

保障的资金

20%

30%

50% -

-

80%
集中在
东部

药物：A $50亿 VS C $-30亿
创新：A 48.7%  VS C  4.1%
强生：$107 VS $4.1

器械：A $32亿 VS C $0

10 : 1 

医保资金的不平衡；商保与医保的平衡
医疗行业利益链打破与医疗质量的监管





&

举些”栗子”

数据多跑腿，病患少跑腿；分级、区域、医联体诊疗（区块链、云化）

DRGs(Diagnosis Related Groups)进行医疗费用区间的管控（合理控费）

运用算力，提升AI在流程中替代基础、细节类工作，提升诊疗效率

海量数据分析，将“人体拆解”进行保险，将保险覆盖到更多人群

将海量人群的全生命周期病理/健康状况数据汇集、分析，提升诊疗水平

通过基因筛查，获知风险；通过算力与海量数据分析，加快医药研究

运用大数据手段，提前预知疫情；有效分析病症的关联因素和预防机制

通过IOT等类型设备，将慢性病、特殊人群的健康日常关怀进行覆盖

构建跨语言，跨时间轴的医疗相关知识库，有效促进医疗知识的发展

技能的培训与标准化，案例实操，远程诊疗与会诊（数据、AR、RTC）

药物依从性，个性化药物，以家庭/家族为单位考虑医疗健康

脑机接口与数字化医药手段（比如，情绪干预）的发展



其他

要素

如：出生前的环境因素

如：健康活动的参与

如：后天的环境与心理建设

如：有效且良好的医疗环境如：国家与个人层面的保障全面性







3%-5%

医疗信息化和数字化医疗不是一回事（医疗数字化：是面向业务的）



回到今天的重点-互联网医院

挂号（1） 缴费（3） 诊疗（2） 检查（1）
取报告
（1）

取药（1）

显性现象：

深层困扰： 以新冠重症为例：

重症抢救设备ECMO：我国400台，德国4000台；购买设备？
我国每万人医生 1.5-1.7；德国每万人医生12人； 增加医生？
我国每10万人ICU床位3.6；德国每万人ICU床位30个；增加医院和床位？

抽象对算力：降低设备的研发、制造、使用成本；
通过数据与AI的能力，提供辅助诊疗能力，提升救治能力，减少设备依赖….
通过标准化知识体系，分级诊疗。覆盖更多地区，提升诊疗效率…



More Service & Doing Less

如何增加医生的经验（降低误诊）
分级处理问题（发挥末梢神经作用）

提高医生的待遇（却不增加病人和国家的负担）
提升整体流程效率（加快流程和简化流程）

……



互联网医院 ≠ 互联网+医院

承载
通过云计算（灵活的算力、5G等连接能力、海量的存储能力）

承载 更久更大量的数据，进行大数据，从而实现更有效的管理和业务能力
并且运用人工智能等相关技术，对各流程进行协同、优化、增效、创新等

协同
将一些标准化、重复性劳动，提交给算力来解决（如：验血指标筛查）

通过数据闭环，实现大数据与人工智能在诊疗过程中的辅助作用
对医疗过程进行保障，规模一些事件发生（如，减少医疗事故与纠纷）

承接
结合5G/RTC/边缘计算等能力，为个人与医疗机构之间，构建沟通能力
为医疗机构跨地域、跨层级 构建信息、数据、医疗能力的安全共享能力

运用与端的连接能力，实现多个环节的效率提升（比如，自动分诊环节）



互联网医院特征：政策与发展趋势

医保+商保的打通 + 数据整合与监管能力+海量数据分析能力

处方 与 药物（购买&配送）的分离、AI与BD构建创新力

关注分级诊疗能力与跨区域接入能力+互联网接入能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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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联网+医院/医疗机构：闭环

转线下-临床

医药-配送

更有效的

商业保险

家庭医生

健康管理 衍生服务

社区医疗站？

标准检测器？

个性化治疗

专业化治疗

实现了
更安全有效

的监管



互联网+医疗：组织者

/



互联网+医疗：分层

解决地区问题

 偏远地区
 区域医疗
 异地支援

服务分层问题

 高端人群
 公司福利

时间与数据积累



互联网+医疗：病种/科室

互联网属性适合的治疗方向：慢性病、隐私疾病、精神健康等类型；
有些病症也是适合互联网属性的，如：皮肤病、流感与感染类疾病；
通过互联网医院的数据沉淀，增加“虚拟家庭医生”的角色赋予；

有互联网医院的先例：
 设立了符合互联网医疗属性的从业规范，比如：禁止物理接触原则（互相保护）；
 构建了100多项专有的临床指南，从而实现了知识的标准化、流程的标准化；
 已经开设的医学子专业数量达到和超过了450种；
 提供的服务包括：平台化流程化的服务，引导和支持，专业医疗服务，康复服务、远程看护和虚拟护理等服

务。

标题 标题 标题 标题规范 专业 标准 服务



互联网+医疗：周期

诊前

诊中

诊后



回到：互联网+医疗+闭环



CBA -

5G技术/
连接技术

算力 安全能力 基建能力 ……海量存储

RTC/CDN
等传播能力

AI与大数据
平台能力

基础设施与
业务安全保障

数据中心、托
管、容灾

……
多类型数据

多模融合能力

私有化/一体机交付形式公有云/行业云交付形式

与行业优质生态合作伙伴，共同构建业务和解决方案承载能力



经验丰富 端到端 绿色标准化 信息化

数据库/中间件主机/网络基础环境 弱电消防 安全 应用 容灾 云计算 运维 运营

UCLOUD Can：风火水电



/

/

/

/
采集与挖掘 收集与整理 分析与应用安全的存储

应用级别容灾（数据和应用容灾机制）多活

准实时级别容灾（中心）数据高度安全

多数据拷贝/复制级备份、纠删码等防错机制

容灾级别灾备（中心），非实时数据备份

UCLOUD Can：存储有关



信息系统安全等级保护备案-综合94分

计算机信息系统安全专用产品销售许可

UCLOUD Can：安全有关



玻璃房
沙箱

可追溯
区块链

看不懂
加密

单向道
堡垒机

可认证
强隔离

可监控
审计

分权限
审批制

集中式部署 联邦式部署

UCLOUD Can：安全有关



UCLOUD Can：医疗的数据（大数据）闭环

5.

1.

2.3.

/

4.

2D 3D

IOT

/

/



UCLOUD Can：人工智能有关

数据管理 多引擎支持 快速容器化管理 任务化计费 资源动态调整 AI全流程 独立安全保障

基因组学、 病理分析、 医疗影像分析、 报告解读、 医药研发、 健康关怀服务、 医疗机器人…

动态GPU资源 计算与服务资源 海量数据存储 非结构数据 管理安全防护能力 全球高速网路



UCLOUD Can：连接能力+5G+罗马+IOT+RTC

实施通讯能力 全球高速连接
(RTC)                        （罗马、跨域专线、CDN等）

+

医院药店

社区医院 辅助诊疗 病患

专科医生 全职医生

护士护理

Eric Topol博士转发《柳叶刀》论
文，宣布全球医疗AI领域的第一个
双盲随机对照试验来自消化内镜领
域。这也是第一个经受住了双盲随
机对照考验的AI技术。





@ 提供科学研究发动机

@ 解放专业知识劳动者

@ 解放密集体力工作者

@ 解决部分患者的关切

通过 云计算 帮助 @梦想者推动 人类进步



愿我们能见证长生不老



THANKS





公司简介

成长历程：2012年；科创板上市独角兽企业；资质与资源完备

团队构成：1200(基础技术550+；行业技术100+；运维150+）

公司分布：上海、北京、深圳、广州、成都、重庆、西安…

公司属性：全国最大中立云厂商 （80000+客户，公有+私有）

• 使命：通过云计算帮助梦想者推动人类进步

• 价值观：客户为先 用于担当 自省独立 拥抱挑战

专业
独立 灵活



3月
正式加入中国电子工业标准化技
术协会安全可靠工作委员会

4月
正式提交科创板上市申请并获受
理

5月
与厦门市人民政府达成战略合作

3月
确认“CBA”战略
AI基础服务平台上线

6月
获元禾重元、中金甲子D轮投资
大数据流通平台“安全屋”上线

4月
获君联资本领投的C轮融资

5月
国内率先推出全球节点CDN加速服务

9月
完成海外15个地区的数据中心布局，
全面推进出海战略

5月
获中国移动投资公司E轮战略投资

3月
与乌兰察布市政府达成战略合作，筹
备自建数据中心

11月
获工信部IDC/ISP业务牌照

6月
获君联资本、贝塔斯曼领投的B轮投资

1月
首批通过工信部可信云认证

5月
华北数据中心开放运营

11月
获DCM、贝塔斯曼A轮投资

7月
UCloud云平台上线

3月
UCloud正式成立

2012 2013 2014 2015 2016 2017 2018 2019

6月
解除红筹架构成为纯内资云计算公司

公司发展



Cloud

产品：深入行业，从客户需求出发不断提升产品功能、性能和质量。

服务：持续追求更优质的服务，做到快速预警、快速响应、快速解决。

行业：在夯实互联网行业的同时，积极拓展传统企业和政府客户。

Big Data

大数据：提供批量计算、流式计算、数据仓库、数据可视化、全文搜索等大数据

产品，帮助企业快速构建大数据处理体系。

安全屋：立足于数据流通领域，使客户安全、便捷、灵活的使用数据，从数据中

挖掘更大的价值。

AI

计算平台：UAI-Train, UAI-Inference。

解决方案：目标检测、活体检测、图像分类、基因三组等。

战略目标



愿景：成为一家受人尊敬的云计算公司

立足：中立的云计算服务商

基石：核心技术+研发实力+服务能力

使命：通过云计算帮助梦想者推动人类进步

*近百款产品，多种先发、独立核心技术（如：内核热补丁、数据方舟、安全屋、迅捷主机等）；研发人员

超500人，技术团队超800人；“客户为先”，“服务贴身”多行业、多场景、定制化能力 + 全球化布局



2014年度互联网最佳技术创新奖· UCloud混合云

可信云2013-2014年度游戏云服务奖
可信云2014-2015年度内核技术创新奖 · O2O云服务奖

可信云2015-2016年度网络类混合云技术创新奖 · 视频

云服务奖

可信云2016-2017年度AI行业云服务奖

可信云2016-2017年度网络类VPC技术创新奖

2017年度中国云计算行业领军企业

上海市科技进步一等奖

2018年上海市科技小巨人企业

可信云2017-2018年度存储类技术创新奖 · 互联网金融云奖

人民网 · 中国独角兽企业价值榜

2018福布斯中国最具创新力企业

可信云2018-2019年度云服务数据保护能力 · 增强级

可信云2018-2019年度行业服务奖

可信云2018-2019年度技术创新奖 · UCloudStack

2019年中国互联网百强企业

荣誉和资质



• “ UCloud

• UCloud CPU

• UCloud IaaS PaaS UCloud
PaaS

UCloud IT



UCLOUD若干能力

热补丁
免重启

数据方舟
主机的月光宝盒

机房迁移
用户无感

快杰主机
高性能

罗马
全球一张网



因行业而变

海量、丰富、高留存率的用户资源

医疗

金融

教育

智能制造

政企单位

物流能源

人工智能

电商零售

视频

企业服务

游戏

社交

资讯

工具



CBA.C-云计算



CBA.C-行业云（适合较大规模&对外服务）

USTACK 专有云 MCP

全量私有化部署（客户可自运维 或 双方协
同运维）

规模庞大，需要切分运营与运维管理界面 基于开源OpenStack、Ceph、ES、heka、
Ubuntu 基础框架构建的行业标准平台

UCLOUD公有云主要IAAS层产品,PAAS层
分步迭代提供

全量UCLOUD产品（CDN等产品特殊处理） 可使用功能与组件集合全面，市场人力资
源供给相对丰富

落实、升级、迭代的周期较短&可控 市场全面验证&支撑团队资源极为丰富 实现CI/CD、容器原生支持等特性

定制化的程度能进一步提高（更加个性化） 在高可用、容灾能力上架构成熟 相对一般OpenStack栈，组件最为丰富

属于公有云体系的分支版本（源略有差异） 版本更新周期有一定限制（3-6个月一次） 可变组合多、技术掌握难度较一般云更高

运作流程和需筹备的资源较多（周期较长）



CBA.C-混合云

1.UCLOUD公有云或专有云
满足：行业、对外服务场景

2.多种私有化云服务
满足：安全可控等场景

3.既有计算池、托管类业务
满足：异构资源统一管理

现有计算池复用、新建计算池、多地多中心容灾架构、数据中心IDC租用

IAAS层整合管理能力

公有云级别运营平台 公有云运维平台 PAAS服务平台能力 异构环境纳管能力

云服务（PAAS、IAAS）服务目录，SAAS服务接入能力

计算类 网络类 存储类 安全类 人工智能
数据库
中间件

边缘计算
与多媒体

大数据与
数据分析

各类型服务发布与集成（SAAS、PAAS、IAAS）

最终用户自主化、统一化门户服务 统一监控、管理（标准API）

无
缝
服
务
集
成

多POP点接入，全球化网络



裸机 虚拟机 其他虚拟化技术

OpenShift
K8S

Docker

开源： UMOS
闭源：USTACK

CMP云管平台（统一纳管）DMOS PAAS平台
UMStor 存储网络

UMShield安全 管控

IAAS层能力

PAAS层提升
PAAS层能力

AI平台&一体机
数据库&

大数据服务
微服务&CI/CD 数据安全屋

智慧化服务
新类型数据
存储与分析

创新服务
互联网类型业务

跨机构合作
安全保障与协作

块存储

对象存储

文件系统

大数据接口
流媒体接口

门户 租户

调度 运维

监控 防护

容灾 定制

物理网络

虚拟网络

互联网连接
公有云连接

各类网络设备

虚拟机
公有云

互通能力

CBA.C-私有云



CBA.B-大数据

•  集群组件灵活，生态完善，可以轻松接入UKafka实时数据

•  集群稳定性优，提供未做虚拟化的独享物理机节点

•  提供HDFS存储集群，支撑存储计算分离场景

•  提供YARN Application详情查看辅助开发能力

•  批量数据处理

•  流式处理

•  海量在线服务

•  即时查询

•  一键部署、弹性伸缩

•  磁盘管理、 Topic管理、Consumer管理

•  丰富的监控

•  服务故障处理

•  实时数据分析

•  日志聚合

•  数据中转

•  流式数据实时分布式处理

•  快速部署，简单易用，弹性扩容

•  高吞吐，低延迟，稳定可靠

•  用户行为实时分析

•  实时风控反欺诈

•  IoT设备实时监控

•  实时精准推荐服务

产品 产品特性 应用场景

托管Hadoop集群 UHadoop

Kafka消息队列 UKafka

Flink实时计算 UFlink

•  MMP架构、海量存储分析

•  丰富的OLAP SQL语法及函数，让数据分析变得简单、高效

•  行存储、列存储、HDFS外部表、UFile外部表让存储多样化

•  通过PostGIS插件支持地理信息数据分析

•  可以充分利用MADlib库的机器学习算法

•  OLAP

•  即时查询

•  数据分析数据仓库 UDW

•  海量数据存储、检索、分析

•  兼容开源API，支持插件扩展

•  集成Kibana，支持可视化管理

•  支持账户身份验证和权限管理

•  全文搜索

•  日志管理分析
Elasticsearch服务 UES



安全屋通过打造可信第三方平台，实现了数据所有权和使用权分离，为各方数据流通提供安全可控的保证，发挥数据的最大价值。

CBA.B-安全屋

构建于Hadoop生态系统的流通平台

结合主流大数据框架实现数据存

储、资源管理和计算

UID技术

UID使得敏感数据无法识别及复原

基于Docker技术安全沙箱

提供基于Docker容器化技术，实现任

务的弹性扩容、按需分配、环境隔离

安全大数据体系

Kerberos安全认证、Knox安全网

关、

HDFS透明数据加密等构建完善的安

全大数据体系

场景三：AI大赛场景二：公共数据共享场景一：公共数据开放



•  UAI平台基于UCloud GPU计算集群构架，

以按需收费的模式，为用户提供超高性价比的

使用体验。后端存储可对接UFile、UFS、

UDisk等多种UCloud存储基础服务。

•  UAI平台使用Docker镜像封装训练算法，

支持用户上传自定义的算法镜像以及AI框架的

基础镜像模版。

•  UAI-Train训练服务实现了训练一站式托管

•  支持分布式AI训练任务，通过自动在多GPU节点上分布式运行任务，

使用户训练效率成倍增长

•  支持交互式AI训练任务，通过开箱即用的线上环境，使用户在线调试

训练代码更方便快捷

•  UAI-Inference在线服务实现AI SaaS服务的自动化云端部署

•  提供SDK工具，一键将AI算法转化为在线Web服务，降低AI项目落地研发成本

•  在线Web服务以HTTP接口与客户业务系统对接，普适性强，易于AI服务与业务系统对接

•  基于UCloud海量计算节点，自动扩缩容，满足客户高峰低谷期不同资源需求

•  按需收费，自动根据资源实际使用量调节收费，提高客户资源使用率，降低成本

CBA.A-AI人工智能



特征：安全产品覆盖全、提供全生命周期的安全防护方案、大量为客户提供端到端的 咨询->落地的安全与等保实施案例

UCLOUD云服务经上海市公安局签发的等保三级认证，其售卖的安全产品，也经过等保体系认证

CBA.Security



UCLOUD

案例特征

软件定义存储，有利于容
量与产品特性的持续扩展

热数据、温数据、冷数据
分层（1:6），超高性价比

标准化(X86）设备+高密度
盘柜，通用性和维护性强

高度冗余架构，提升整体
系统的容灾、容错能力

大容量、低能耗方案，更
绿色的整体解决方案

软件自动化运维能力强
硬件运维需求简洁

数据湖（数据的融合管理）
接口集成（应用层无关化）

高可靠表现>99.9999999%
多机制保障数据安全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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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2

面对的挑战
初期的系统规划，跟不上大规模业务增长带来的压力，比如：海量数据的统
计，分析，实时反馈；针对数据的隔离；基础IT的支持能力不足等。

共同的应对
2015年整体搬迁上云，我们共同分析并提供合理的改进意见和技术支持。比
如：数据库访问压力问题，架构上通过缓存存放中间态数据，异步的方式对数
据进行处理后入库等实践，得到明显的改善；对于其应用的网络低延迟要求，
我们配合应用端进行了网络链路进行监测和调优，确保其网络质量和性能；对
于网络隔离的需求，多级账户和使用组级别的隔离机制… 通过“技术结对子、90
秒响应、专项交流”等形式，持续的满足了乐心不断发展的目标。
2016年，将原有的自建K8S平台，迁移到UK8S平台上，缓解了乐心的后顾之忧

最终收益
乐心可以专注于产品和业务，IT基础设施的维护和支持交由UCloud来完成；
弹性伸缩，灵活应对业务发展需求，按需使用减少成本；容器服务带来灵活
度；
具备快速部署和搭建高可用方案的条件，以及数据安全保护；
获得售前和售后技术支持团队的服务，提供解决方案的建议。



2011 + +

2017 230 25

面对的挑战
春雨医生产品上线后，发展迅速，拥有上亿级的用户和医疗数据，并且每天都有数十万个健康问题在春雨医生上
得到解答，成为国内最繁忙的医患信息交流平台和在线健康服务平台。
因此，如何应对好业务的发展，做好与用户的沟通协调与服务，是春雨能否持续发展壮大的最基础挑战。
同时，医疗行业在业务激增的情况下，如何降低和节省运维压力，也需要关心。
在此基础上，数据的安全也是春雨需要面对的最核心诉求。

以北京为例，分为两个Region共计5个可用区，各可用
区与双POP点光纤互联，POP承载了与上联各运营商互
联的工作。每个可用区均支持实现托管混合云，因此单
个可用区被划分为托管区域和公有云区域。上图以北京
二可用区B展开呈现混合云架构，春雨医生将自有服务
器设备托管进公有云可用区，与传统托管一致的是，托
管也直接分配公网地址进行对业务访问。
UCloud定制化混合云解决方案之一的“托管混合云”就是
将用户的托管网络通过冗余光纤链路与公有云PE网关互
联，业务上真正实现了用户物理网络与公有云SDN网络
打通，从而完美实现混合云架构。



AI+

UCLOUD提供的平台级支持

1）高性能的资源支持：通过提供海量
GPU资源极其灵活调度，应对不同科
室和疾病类型的算法训练要求，通过
平台能力的支撑，已实现了常见十余
种病变的智能诊断，诊断检出率95%
以上，阅片效率提升了30%。

2）灵活的云服务管理：为了更好的专
注业务（降低基础平台管理成本），
保障好安全合规的要求，UCLOUD提
供了混合架构（公有云，私有云，物
理机）的混合统一管理和灵活调度。
实现了“无边界统一管理、涉敏数据安
全管理、不同场景定制化、成本灵活
可控”等特征。

混合云管理平台

科室个性
化需求

科室个性
化需求

科室个性
化需求

科室个性
化需求

公有云
物理机
托管

GPU
安全等
服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