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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疗服务公司 Cloud Therapy
借助 IBM 解决方案加快罕见疾病的诊断
Cloud Therapy 是一家总部位于南美洲厄瓜多尔首都基多的创业公司，

概述
需求
早期诊断能够决定身患罕见疾病病患的
生死，但罕见疾病的诊断可能需要数月时

公司员工遍布全球各地。Cloud Therapy 旨在为世界各地的社区提供
更好的医疗服务，不仅能够为幸运地受益于优质医院和资金充足的医疗
服务的人们提供服务，而且能够为生活在专业治疗水平非常有限的发展
中经济体的人们提供服务。在实现这一目标的过程中，该公司开发了一

间才能完成，所以 Cloud Therapy 公司

项能够帮助医生提高治疗病患成效的解决方案，借助该解决方案，医生

希望通过构建一款解决方案来缩短医生

能够更加快速地诊断罕见疾病。

诊断时间，实现快速正确的治疗，尽可能
挽救病患的生命。

解决方案
利 用 云 认 知 分 析 来 构 建 运 行 于 IBM
Bluemix 平台上的解决方案，集成各种数
据和服务，帮助医生快速查询大量医学研
究数据并进行正确诊断。

优势

诊断速度提高 50%
预计将医生诊断速度提高 50%，将诊断
过程缩短数周甚至数月

提高诊断疗效
提高病患诊断疗效，更快速地进行正确的
治疗

将医生从长久的研究工作中解放
将医生从耗时长久的研究工作中解放出
来，让他们将更多时间花在病患身上

快速诊断为罕见疾病治疗带来希望
当病患开始出现罕见疾病的症状时，诊断流程就变成一场与时间进行的
赛跑。因为在诊断过程中，医生需要花费大量的精力、时间、金钱来进
行测试，包括研读医学文献、搜索类似案例、寻求第二意见、让专家处
理案例等。“通常，医生需要花费长达 6 个月的时间才能诊断出罕见疾
病，而且对于发生几率仅为两千万分之一的极度罕见疾病来说，医生诊
断时间会更长。”Cloud Therapy 的 CEO Andre Sandoval 这样说道。
如果医生不能准确识别病患的身体状况并快速开始正确的治疗，那么病
患的病情就很可能会急剧恶化，甚至还可能给其他人带来风险。
不过，如此漫长的诊断时间也让 Cloud Therapy 看到了发展机遇：如
果公司可以帮助医生们在数分钟内查看数百万页的医学文献并找到相
关病例记录，那么医生们就能够更快速地诊断病情并开展适当的治疗。
于是，Cloud Therapy 开始寻求构建一种能够实现这一目标的解决方
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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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 IBM 的尖端技术，
我们构建了能够使医
疗保健行业和其他领

携手 IBM 轻松、快速构建综合解决方案
为了尽快实现这一愿景，Cloud Therapy 采用了 IBM 部分最高级的技
术。借助 IBM Watson™ 深入理解相关领域及海量医学研究数据，便于
医生查询罕见疾病的解决方案，并且依靠 IBM Cloudant® 存储、搜索
并处理海量数据，在一夜之间就可将用户数量从 1,000 发展至 10,000，

域发生真正变革的解

而且用户在性能或可靠性方面不会受到影响。

决方案。”

更重要的是，Cloud Therapy 开发的解决方案均在 IBM Bluemix® 云

- Andre Sandoval ， Cloud Therapy
CEO

应用开发平台上运行。借助 IBM Bluemix 平台，Cloud Therapy 可以
轻松地将各种服务和数据源集成到一个综合性的解决方案之中，无需花
费时间来开发确保数据流动的自定义整合逻辑。“在原有的软件开发模
式下，我们需要从头开始构建一切所需内容，而利用 IBM Bluemix 可
以为我们提供超乎想象的敏捷性。”Cloud Therapy 的 CEO Andre
Sandoval 说道。IBM Bluemix 让组件移入、移出解决方案都变得非常
容易，让测试所花费的每一分钟都能发挥最大的价值。客户在数小时内
就可进行各种新鲜尝试，即便测试未能成功也不要紧，因为已经避免了
长达数周的时间和资源的投入。此外，作为一个非常开放的平台，
Bluemix 并不限于使用 IBM API，可以轻松插入第三方服务，这一优势
对于前沿项目来说非常重要。“当新的服务投入市场而且您认为它可以
解决您遇到的其中一个问题，那么您就需要能够尝试使用该项服务，无
论其供应商是谁。” Cloud Therapy 的 CEO Andre Sandoval 解释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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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决方案组件
软件

高效治疗，以尖端技术带来行业变革
利用该款解决方案，Cloud Therapy 与 Alexion Pharmaceuticals（发
生几率为 2000 万分之一的罕见病治疗方面的世界领导者）通力合作，

●

IBM® Bluemix®

自动快速读取并理解所有疾病数据，然后将相关调查结果提供给

●

IBM Cloudant®

Alexion 合作医院的医师，实现罕见疾病的快速诊断。预计，Cloud

●

IBM Watson™ Natural

Therapy 可帮助博士将罕见疾病的诊断时间减少一半，从而病患就能

Language Classifier
●

IBM Watson Retrieve and
Rank

●

●

更快速地得到正确的治疗，降低疾病对生活质量的影响，大大提升病患
完全康复的机会。

IBM Watson Speech to

在构建针对罕见病诊断解决方案时，Cloud Therapy 也利用其新的认

Text

知计算知识来开展系列其他用例。比如，Cloud Therapy 现在还与名为

IBM Watson Text to

Leo Pharma 的丹麦的一家制药公司开展了合作，获取了营养对于银屑

Speech

病的影响方面的洞察力。并且，公司计划发布 B2C 应用，造福大众，
“在南美地区，给人们带来威胁的主要疾病是基孔肯雅热、登革热、Zika
病毒和疟疾。我们正在开发一种应用，借助该应用，人们只需输入其症
状，便可了解自己是否感染某种疾病，然后找出在哪里可以进行治疗。”
Sandoval 说道。
目前，Cloud Therapy 除医疗保健行业以外，正致力于更广泛的领域。
“我们所依赖的技术不仅仅可应用于医疗用例；我们可通过技术来理解
任何数据。”Sandoval 补充说。“利用 IBM 的尖端技术，我们构建了能
够使医疗保健行业和其他领域发生真正变革的解决方案。我们对未来充
满了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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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何选择 IBM 云？
采用云计算，为竞争优势加上智胜砝码。IBM 云可确保无缝地集成到
公共和私有云环境。基础架构安全、可扩展而且灵活，可提供定制的
企业解决方案，这些都使 IBM 云成为混合云市场的领导者。
立刻拨打 400-0656-183，预约 IBM 云计算专家！有关更多信息，敬
请访问：ibm.com/cloud-computing/cn/zh

关注 IBM 云公众号

访问 IBM 云官网

了解 IBM Bluemi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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