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涉猎各行各业，过去七年一直从事制药行业的工作。
身为 UCB 的技术业务 iPVU 和 nPVU 的全球高级总
监，负责制定数据和技术战略以及实施非药物解决方
案，包括生物传感器、电子设备、诊断工具和配套应用。

外科医生，也是一位孜孜不倦的创新者。他的职业履
历主要涉足制药企业和生物技术企业的学术医学职位
和领导职位。Matthias 负责领导诺华的跨职能战略
团队，专注于开发移动数字技术和创新解决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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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疗法是新出现的有效行为疗
法，是对药物疗法的有益补充。

谈话要点
综合运用人工智能和传感器技术可以增强
现有疗法，造福患者和医疗保险支付方
不断积累的患者数据有助于打造个性化解
决方案。与此同时，医疗服务提供机构也
能借此优化治疗方案，切实改善疗效，降
低成本。
生命科学企业正在积极培养 IT 企业中常见
的各种能力，IT 企业也在努力向生命科学
领域进军
数字疗法是对目前标准疗法的一种有效补
充。生命科学行业正在形成新型的“非传
统医疗型”业务模式，其核心是针对患者
量身定制的支持服务和治疗建议。
成熟可靠的临床疗效和法规监督为医疗领
域的“数字革命”保驾护航
数字疗法必须经过数轮临床研究，证明疗
效可靠并获得批准，成为医疗服务提供机
构和医疗保险支付方公认的医疗方案。

数字化是疾病管理的未来发展趋势
数字产品在医疗行业发挥的作用日益显著，例如，人工智
能 (AI) 支持的应用可以帮助管理患者健康，数字传感器和
可穿戴设备所产生 TB 级的细颗粒度数据。为此，我们希
望研究未来几年数字疗法可能对医疗行业产生的影响，个
性化对于加强健康行为和提高患者参与度的帮助。1 虽然
挑战依然存在，但医疗行业仍乐观地认为数字干预将改善
患者疗效。2

通过人工智能和数字传感器增强
疗法
为了更深入地了解数字疗法的巨大潜力，可以考虑一些最
具价值的临床应用，如糖尿病和慢性肺病的治疗护理，这
些应用为真正缓解病症创造了良机。
全球糖尿病患者超过 4 亿人，而且预计患者人数仍将持续
增加。3 糖尿病患者需要通过改变生活方式、口服药物或
注射胰岛素来控制血糖水平。然而，每天的最佳胰岛素剂
量可能会持续变化，剂量使用不当会对生活质量造成严重
影响。人工智能支持的功能（也就是通过机器来模拟自然
智能）以及数字传感器可以测量、监控、预测日常血糖水平，
并且采取应对措施。另外还可以执行个性化分析，发现患
者血糖超出上下限的时刻，实时决定是否以及何时需要调
整胰岛素剂量。4 通过基于人工智能的软件和个性化算法
指导胰岛素的注射剂量，患者不仅可以更轻松地控制血糖，
还能持续个性化调整剂量，长期成功保持最佳血糖水平，
降低并发症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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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是数字疗法？
数字治疗（也称为 Dtx 或数字疗法）直接对患者实施软
件生成的干预措施，旨在预防、管理或治疗生理失调或
疾病。5 与其他干预治疗一样，数字疗法必须证明可衡量、
有说服力的临床疗效、纳入医保体系并获得监管方批准。
对于生命科学企业而言，通过确定需要救助的患者、划
分患者群体，进而运用这些信息进行预测性建模，可以
更有针对性地进行临床试验。对于医保支付方而言，在
家庭环境中实施有针对性的治疗有助于防止病情恶化。
数字疗法有望带来的优势包括：为患者提供更准确的治
疗方案，通过预防、早期干预及更出色的基于价值的医
疗模式，降低疾病总体发生率。

为何要立即行动？
计算成本呈指数级下降、用于开发基于分子的药物的资
本不断增加、医疗数据的获取日益便捷、传感器技术成
本也大幅降低，因而能够以前所未有的规模提供经临床
验证的高质量治疗干预措施。技术进步和全新政策环境
很可能导致数字医疗干预措施激增，解决更广泛的医疗
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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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搭配使用数字传感器和呼吸系统药物，对慢性阻塞性
肺病 (COPD) 患者也很有帮助。当患者使用吸入器时，吸
入器顶部连接的小型传感器会自动记录数据。收集到的数据
会发送至一个移动应用，用于跟踪用药情况（如果患者选择
与医生共享数据），并且可以就如何防止长期并发症提出个
性化的反馈和洞察。传感器和吸入器的结合使用得到了美国
食品及药物管理局 (FDA) 的批准，效果也十分显著：药物
依从性提高了 58%，无症状时间增加了 48%，急诊率降
低了 53%。6

治疗人类行为和人体生物学
数字疗法无法与医学相提并论。数字疗法无法直接取代药物
干预，也不具有安慰剂的效果，只是传统疗法的一种有益补
充。对于情绪异常患者，行为改变可能不及抗抑郁药的效果
来得显著。对于尝试戒烟的烟民也是如此；接受尼古丁替代
疗法可能效果更好。但是，除开具药物处方外，医生还可能
会添加一个处方，比方说移动应用。
用药依从性是一种行为，通常根据认知行为疗法 (CBT) 采
取治疗策略，或者旨在改变患者的思维和行为模式。CBT
是治疗一系列行为的有效方式，提供了一系列患者疗法（包
括药物依从性），但实施起来较为麻烦，在实际操作中往往
无法实现循证治疗。

数字疗法为医生提供个性化的
诊断数据，帮助他们更有效地
治疗患者，从而支持医疗行业
实现主要目标。

包括移动应用在内的数字化平台使患者能够更方便地获得
治疗，有效提高患者的参与度，并且能够加强疗法的质量
控制，从而鼓励并推动患者的行为变化。例如：
— 山德士（诺华公司的一个部门）与 Pear Therapeutics
合作推出了一款治疗物质使用障碍的纯软件疗法。物
质使用障碍是由于经常吸食可卡因、大麻或兴奋剂所
引发的一种疾病。7 他们通过移动应用和桌面应用提供
CBT，实时监控患者，检测日常行为变化，不断改善治
疗效果。倘若与门诊治疗和应急管理结合使用，毒品戒
断率较单纯接受门诊治疗都有大幅提高。8
— 数字化睡眠改善程序 Sleepio 利用基于 Web 的应用提
供的数字疗法取代睡眠药物。Sleepio 采用 CBT 通过
指导患者克服与失眠症相关的种种因素，如消极思想、
情绪或行为，帮助他们安心入眠。另外，这种疗法还会
对睡眠环镜和促进睡眠规律的积极因素进行训练。在首
次与使用安慰剂的患者对比的随机临床试验中，75%
存在持续睡眠障碍的患者的睡眠状况有所改善。9

医疗与科技之间的界线日渐模糊
经常应用数字支持的疗法并开具相关处方的医疗专业人员
表示，实现治疗个性化、提高患者参与度以及改善患者疗
效是数字疗法带来的主要好处（见图 1）。
虽然一些数字技术用例要么归入行为矫正类别，要么归入
疗效增强类别，但有些用例则二者兼而有之。例如，对于
老年人口和术后康复群体而言，行动不便问题越来越突出。

图1
数字疗法可以带来哪些主要好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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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IBM 在欧洲和美国针对医疗保健和生命科学专业人士进
行的小型意向调研。

数字解决方案可在疾病自然发展过程中识别、监控及激
励患者，也可在整个治疗和康复锻炼过程中提供指导。
可通过各种平台观察、衡量及跟踪恢复期。此类解决方
案通过观察行为或身体状况变化，帮助患者、护理人员
和家庭成员了解患者行为，采用创新型数字治疗干预手
段实施新的治疗方法。
为持续监控和治疗患者，必须开发特定的数字终端或数
字生物标记物，使用可穿戴设备收集的传感器数据来衡
量患者的行动能力。制药公司开始试验新型可穿戴技术，
而“健康科技”企业则纷纷开发医用级设备和软件，因
此数据所有权的界线变得日益模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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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有的诊断评估有助于确定病
因，数字疗法还无法取而代之。

为了在不断发展的数字健康领域占据一席之地，像诺华这
样的生命科学企业决心成为数字化先锋，在内部培养科技
企业中常见的数据科学能力。同样，科技企业积极获取传
统上属于生命科学企业的各项能力，如制造医疗设备以及
开展观察性研究。例如：
— Apple Watch 4 系列的两大新功能 — 心脏监测功能（包
括心电图和不规律心律通知）以及摔倒检测并在需要时
寻求紧急帮助的功能，已被美国食品及药物管理局 (FDA)
列为 2 级医疗器械。10
— Verily Life Sciences（前身为 Google Life Sciences）
启动了 Project Baseline 项目，这是一项观察性研究，
旨在长期追踪 10,000 名参与者的健康状况。该项目的
目的在于收集全面的健康数据，制定明确的参照基准，
并将其作为疾病预防指南。11
— 制药行业与科技行业也在不断融合。亚马逊和默克联合
举办了 Alexa 糖尿病挑战赛，参与者通过创建语音指令
技术，帮助糖尿病患者更有效地控制疾病。12

医疗行业的挑战与未来趋势
监管是阻碍数字疗法迅速崛起和发展的一大挑战。技术的
发展速度比必要的临床审批法律的出台速度要快得多。然
而，法规是数字疗法能否成功应用的关键先决条件，必须
推动法规环境实现现代化，跟上数字创新的步伐。数字疗
法的监管方式与药物管制不同，因为数字疗法是动态的，
在不断学习。FDA 正在积极制定和实施战略、政策和流程，
规范人工智能在医疗设备领域的应用。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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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方面，公众对于患者和药物数据的共享问题也必须有充
分的认知。欧盟的《通用数据保护条例》(GDPR) 针对在欧
洲地区收集和处理个人信息制定了严格的指导方针，而中国
和俄罗斯则不允许将数据在境外托管。在美国，《健康保险
流通与责任法案》(HIPAA) 通过规定保密措施，帮助保障消
费者的保险权益。
数字疗法还有待展现出压倒性的商业效益。如果没有明确的
商业化业务案例，制药企业不会也不可能负担投资。
以下几方面对于进一步推进数字疗法至关重要：
— 了解可以改进的领域。医疗企业需要牢牢掌握信息技术。
制药企业需要借助技术、数据和分析专业知识，增强自
身的科学和医学优势。虽然合作关系的重要性日益凸显，
但制药企业必须在内部培养核心能力与通过跨学科联盟
和外部合作提高技能和敏捷性之间找到适当的平衡。
— 尽早发掘数字化方法的潜力。在整个开发过程中，生命科
学企业需要收集数字疗法改善疗效的证据。最终，研发
新的数字终端，生成更全面的数据，并推动更具针对性
的研究。
— 认识到人是推动技术发展的源动力。开展有效协作，将优
秀人才聚集在一起，打造智能解决方案。要通过全球技
术中心分享知识和领先实践，需要有制药公司、科学家、
平台和生态系统参与方、医保支付方、监管机构、数据和
分析专家及人工智能先锋企业的广泛参与。

合作者
需要思考的重要问题
» 种种用例表明，数字疗法会加重慢性病患
者和医疗系统的负担。那么其他哪些医疗
领域可能因此受益？

» 仍然存在多重阻力妨碍加速采用数字疗
法。能否克服这些障碍？

» 贵公司所在行业对于发挥技术、临床需求
和市场化的潜力的准备程度如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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