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疗保健

业务挑战
SinfoníaRx 每年会接待数千万会员，如何确保快速准确地分析处方数据，帮
助改善病患治疗效果并为医疗保健提供商节省数百万的资金？

转型
随着客户对医疗保健数据分析服务的需求飙升，SinfoníaRx 需要一个高度可
扩展且不间断运行的数据处理平台。选择 IBM® LinuxONE™ 帮助该公司实
现了业务发展，七分之一的美国公民使用该公司的服务，而且它为美国医疗
保健行业节省了超过十亿美元的成本。

业务效益
超过 10 亿美元
为医疗保健行业累计节省的成本

超过 2000 万
每年接待的会员人数超过 2000 万，而

SinfoníaRx
通过分析交付更好的病患治疗
效果并节省十亿美元

对性能没有任何影响

七分之一
的美国公民使用可能拯救生命的分析
服务

SinfoníaRx 是药物治疗管理 (MTM) 服务领域的行业领导者，可帮助优化
用药方案并改善慢性疾病患者的健康状况。其高度定制化的 MTM 项目可
支持超过 350 个医疗保健计划中的大约 5000 万患者。

“LinuxONE 为我们提供了
信心，让我们相信即使企业
继续快速发展也能够满足客
户的需求。”
— SinfoníaRx 网络基础架构副总
裁 Jeffrey Pochily

解决医疗复杂性问题

易事。SinfoníaRx 是由亚利桑那

“鉴于我们的规模和增长速度，就比

大学药学院于 2006 年创建，致力

如去年，我们服务的患者数量就翻了

治疗药物是现代医疗保健的基础。

于通过开创现代药物治疗管理

一倍，因此几年前我们就意识到，需

根据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

(MTM) 服务满足公民用药需求。

要一种真正卓越的数据处理平台。我

(CDC) 下属的国家卫生统计中心调

们需要持续处理大量数据的能力，而

“LinuxONE 的关键优势在
于虚拟化效率，这意味着我
们可以使用少量的 CPU 来
运行大量的虚拟机。”

查显示，近 50% 的美国公民在过

该公司拥有一支药剂师团队，他们

我们目前的处方数据库已经超过

去 30 天内使用过至少一种处方药

的唯一重点就是提供药物评述和临

600 GB。我们还需要确保业务翻倍

物，23.1% 使用过三种或三种以上

床干预，以便改善患者健康，管理

增长，而无需担心超出基础硬件承受

的处方药物，11.9% 使用过五种或

慢性健康状况的医疗保健和管理水

范围的问题。在高度管制的行业中，

五种以上。

平。每个患者都会收到一份全面的

需要严格确保敏感数据安全，因此在

药物评述，SinfoníaRx 会与患者
首先从患者的角度来看，确保任何

寻找合适的平台方面时就会面临重大

和医生一起持续优化治疗方案。这

在 LinuxONE 上的 Apache 环境中

指定药物组合不会削弱其治疗效果

挑战。”

包括监控他们所服用的药物，确保

运行。

或产生有害的副作用非常重要。其

药物安全有效，而且服用得当。

前所未有的性能和规模

Sinfon í aRx 基 础 架 构 总 监 David

至关重要的是确保患者在正确的时

SinfoníaRx 网络基础架构副总裁

为解决规模、增长、安全和性能方面

间通过恰当方式服用为他们开出的

Jeffrey Pochily 说 ： “ 我 们 的

的挑战，SinfoníaRx 依靠运行 IBM

药物。最后对于医疗保健计划和保

MTM 项目支持大约 5000 万名患

Db2 数据库的 IBM LinuxONE 作为

险提供商来说，需要考虑经济因

者，主要来自于通过 350 多个医

其业务的核心平台。最近，该公司采

素：通过取消不必要或不使用的处

疗计划建立的客户关系。该业务的

购了第二台 IBM Linux 专用企业服

方，该行业可以节省更多的资金来

核心就是我们定制的分析软件，它

务器，准备将原来的机器作为备用站

造福所有患者。

可以处理我们每天收到的海量处方

点中的灾备选项，并利用 Db2 本地

更新数据。我们运行数百条复杂的
美国食品药品管理局 (FDA) 批准使

数据复制来映射生产数据。应用服务

业务规则，用于标记药物之间可能

用的处方药物有成千上万种，因此

器（包括生产和集成/测试）与

的冲突，我们还会根据深层趋势分

医生和药剂师为每位患者确定合适

LinuxONE 上的数据库服务器一起运

析向医生和患者提供详细的个人报

的药物组合或者跟踪了解这些患者

行，全部在 SUSE Linux Enterprise

告和警报。

Server 上实现了虚拟化。

次对于医生和其他医务人员而言，

对复合用药说明的遵从程度都并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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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infon í aRx 基 础 架 构 总 监
David Armenta
开发工作在 x86 服务器上进行，
得 出 的 PHP 代 码 无 需 修 改 即 可

Armenta 回忆道：“我们第一次选
择企业级平台时面临一个制约因素
就是，IT 运营团队规模很小。我们
需要一种可以轻松采用然后自由扩
展的解决方案，不必应对构建分布
式 应 用 程 序 的 挑 战 。 LinuxONE
意味着，我们可以不必随业务发展
更改应用架构，因为我们可以一直
按比例添加处理器和内存，而分布
式或云基础架构根本无法提供
这些。”

Pochily 补充道：“可扩展性是我

端到端支持

IBM

们一直使用 LinuxONE 的关键因素

除 IBM LinuxONE 硬件和 Db2 软件

Security QRadar® SIEM 和

之一。我们的服务群体已经占据美

之外，Pochily 还强调了 IBM 和其业

Security Guardium®。

国公民的大约七分之一，我们希望

务合作伙伴 Sirius 提供的支持服务的

明年能够再增长大约 30%。有了

重要作用。“IBM 和 Sirius 提供的支

SinfoníaRx 最近完成了 HITRUST 认

美国公民的大约七分之一，我

IBM 的帮助，我们相信自己可以应

持非常出色。IBM 为其产品提供有力

证的审计流程，Pochily 评价 IBM 是

们希望明年能够再增长大约

支持，并且真正投入资源来让我们时

这个流程方面实力最强的供应商。他

30%。有了 IBM 的帮助，我

的仅是他们工具包中相对较小的一

刻了解最新情况。IBM 为我们提供的

表示：“我们需要能够在数据库层面

个系统。”

人员是我在这个领域见过的最为优秀

跟踪数据所发生的一切，包括谁查看

的人才，我认为通过商用硬件或云服

了哪条记录，谁做了更改。Guardium

务提供商我们不会获得这种支持。”

赋予了我们这种能力，而 Qradar 为我

— SinfoníaRx 网络基础架构副总裁

们提供了至关重要的可视性，让我们

Jeffrey Pochily

对面临的任何挑战，而且我们使用

在 LinuxONE 上运行为 SinfoníaRx
提供了 Linux 的灵活性和低成本优

Security

AppScan® 、 IBM
IBM

“可扩展性是我们一直使用
LinuxONE 的 关 键 因 素 之
一。我们的服务群体已经占据

们相信自己可以应对面临的任
何挑战。”

势，以及企业服务器平台刀枪不入

Armenta 补充道：“Sirius 顾问在填

能够查看网络层面的活动。我们每次

的可靠性，该平台是全球许多大型

补我们缺乏专业知识这个缺口方面做

创建某个版本时还会使用 AppScan，

企业共同的选择。对于客户来说，

得非常出色，这对我们这个小团队来

用于查找编码中的漏洞，因此 IBM 产

Pochily 补充道：“我们听云托管的

这 能 够 让 他 们 相 信 Sinfon í aRx

说非常重要。他们能够全程为我们提

品的确解决了我们在安全方面的很多

企业说‘不必担心硬件’，但这也正

将持续提供可能拯救生命的分析和

供支持，而且具备丰富经验，能够帮

难题。”

是我要说的事情。LinuxONE 超级可

警报。

助快速我们达成目标。我们很难指出

“我们是美国医疗保健行业知名度
日渐增高的重要合作伙伴，当然我

IBM 和 Sirius 衔接的地方，就像是

据 David Armenta 所 说 ， 拥 有 在

我们的一支扩展支持团队，让整个过

LinuxONE 上运行且相当于私有云的

程没有遇到任何障碍。”

工具，也可以提供安全性方面的好
处，他指出“有许多安全性研究人员

们也是每位患者的治疗计划中值得
信 赖 的 一 份 子 ” ， Pochily 说 。

维持客户的信任

对于大型公共云上的虚拟机管理程序

“由于这些原因，我们按时、不间

在医疗保健行业，安全至为重要，监

的优势持怀疑态度。对我们来说，当

断地交付分析和报告是至关重要

管极其严苛。这使得医疗保健提供商

自己拥有基础架构时，风险似乎会更

的 。 LinuxONE 为 我 们 提 供 了 信

必须选择能够符合所有必要标准的数

低，因为我们可以了解进出基础架构

心，让我们相信即使企业继续快速

据合作伙伴。对于 SinfoníaRx 来

的所有操作。这也意味着我们知道数

发展也能够满足客户的需求。”

说，LinuxONE 上久经考验的企业安

据的确切位置，这在审计情况中相当

全性源自于对敏感数据的保护，所采

重要。”

用的 IBM Security 解决方案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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靠，所有组件都有内置的冗余，而且
我还有 IBM 服务部和 Sirius 时刻监
控它的运作状况。对于我们来说，
做到了两全其美：既像在云平台中
一样，我们不必担心硬件，又能保证
一切都在防火墙内，让我们安心
无忧。”

改善病患治疗效果和节

最大的目标是降低患者重返医院接受

希望实现持续快速增长将成为

省资金

进一步治疗的发生率，这不仅有利

SinfoníaRx 面临的最大挑战。让该

于患者，也可以避免增加医疗保健

公司对其服务现有客户和新客户的能

IBM LinuxONE 和 Db2 支持快速可靠

费用。”

力充满信心的一个因素就是功能强大

地分析数十亿行数据，将其快速转换

且具备出色可扩展性的 LinuxONE

成具有洞察力的报告，然后提供给

做好准备，应对未来

SinfoníaRx 的客户和患者。

Armenta 说：“现在，许多软件都

平台。

解决方案组件
●

IBM® Db2®

●

IBM LinuxONE™

采取后续行动

如欲了解有关 IBM LinuxONE 的更多

是根据处理器数量提供许可，因此

Pochily 最后说：“随着我们继续扩

信息，请联系您的 IBM 代表或 IBM

当系统发现药物之间可能存在有害冲

LinuxONE 的关键优势在于虚拟化效

大业务规模，LinuxONE 将帮助确保

业务合作伙伴，或访问以下网站：

突时，就会向医生和患者发出警报，

率，这意味着我们可以使用少量的

我们最重要的分析应用程序的性能、

https://www.ibm.com/cn-zh/it-

以使他们避免出现可能危及生命的

CPU 来运行大量的虚拟机。我们激

可靠性和安全性不会受到任何影响。

infrastructure/linuxone/

并发症。除了对患者治疗效果的直接

活了六个处理器，而在分布式或云环

我们认为，在无中断可扩展性方面，

capabilities

好处外，SinfoníaRx 交付的智能报告

境中我们认为管理相同的工作负载至

LinuxONE 一 骑 绝 尘 ，无 人 能 及，

还有助于减少不必要的处方以及重复

少需要 30 个 CPU。

我们期待未来将我们解决方案的治
疗和经济效益带给更多的客户及其

的医疗干预，为整个行业节省巨额的
资金。

“随着我们的发展，在现有

患者。”

LinuxONE 计算 机内启动新 的处理
Pochily 说道：“最近，我们已经达到

器或升级内存将是一件轻而易举的

了这一点，根据我们客户自己针对识

事情。”

别抵消药物治疗效果的冲突等事件的
投资回报率的估计，我们已经累计为
医疗保健行业节省了 10 亿美元。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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