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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TITLE : ITALY CHINA EXPERIMENTAL PROJECT OF 

TELEMEDICINE AND HOME CARE FOR ELDERLY AND CHRONIC 

PATIENTS, BILATERALLY SUPPORTED 

CONDUCTED BY ITALIAN AND CHINESE PHYSICIANS 

AND BOTH COUNTRIES ICT EXPERTS 

IN A DISTRICT HOSPITAL OF BEIJING 2014-2016 

 

标题标题标题标题：：：：意大利中国工程试点远程医疗和照顾家里老人和长期病患者意大利中国工程试点远程医疗和照顾家里老人和长期病患者意大利中国工程试点远程医疗和照顾家里老人和长期病患者意大利中国工程试点远程医疗和照顾家里老人和长期病患者，，，，双边支持的双边支持的双边支持的双边支持的  

传导意大利和中国医生传导意大利和中国医生传导意大利和中国医生传导意大利和中国医生  

与这两个国家的与这两个国家的与这两个国家的与这两个国家的 ICT 专家专家专家专家  

在一个地区医院北京市在一个地区医院北京市在一个地区医院北京市在一个地区医院北京市 2014 至至至至 2016 年的年的年的年的 

 

2) BY  AI CARE HOME CARE 2020 

(EUROPEAN CONSORTIUM OF FACTORIES AND ICT PROFESSIONALS) 

Partnership Proposal for Projects in Telemedicine and eHealth Area inEurope and in China 

 
Maggioli S.p.a., Aditech S.r.l., Euro-China Health Research Center S.r.l. 

 

工厂及信息和通信技术专业人员欧洲财团工厂及信息和通信技术专业人员欧洲财团工厂及信息和通信技术专业人员欧洲财团工厂及信息和通信技术专业人员欧洲财团））））  

伙伴关系的建议项目在远程医疗和电子伙伴关系的建议项目在远程医疗和电子伙伴关系的建议项目在远程医疗和电子伙伴关系的建议项目在远程医疗和电子区分布于世界各地区分布于世界各地区分布于世界各地区分布于世界各地，，，，并在中国并在中国并在中国并在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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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ggioli S.P.A., Aditech S.r.l.购得购得购得购得, 欧洲欧洲欧洲欧洲中国健康研究中心中国健康研究中心中国健康研究中心中国健康研究中心 S.r.l.购得购得购得购得 

 

3) To be proposed to:  

European and Italian Health Care Institutions  

Private and Public Hospitals and social-sanitary services providers institutions  

European, Italian, Chinese ICT technologies private/public providers for ICT research 

facilities technologies research further development, and marketing  

European, Italian and ChineseUniversities  

 

拟建议：拟建议：拟建议：拟建议：  

欧洲和意大利卫生机构欧洲和意大利卫生机构欧洲和意大利卫生机构欧洲和意大利卫生机构  

公立和私立医院和社会卫生服务提供机构公立和私立医院和社会卫生服务提供机构公立和私立医院和社会卫生服务提供机构公立和私立医院和社会卫生服务提供机构  

欧洲，意大利，中国欧洲，意大利，中国欧洲，意大利，中国欧洲，意大利，中国 ICT 技术私人技术私人技术私人技术私人/公共机构的公共机构的公共机构的公共机构的 ICT 研究机构技术研究的进一步发研究机构技术研究的进一步发研究机构技术研究的进一步发研究机构技术研究的进一步发展，市场营销展，市场营销展，市场营销展，市场营销  

欧洲，意大利和欧洲，意大利和欧洲，意大利和欧洲，意大利和 ChineseUniversities 

 

A) INTRODUCTION 引言引言引言引言 

 

1.1) The project AI CARE HOME CARE 2020 has the main aim to offer technologically 

advanced solutions in the out of hospital and home care context, in the prospective of a 

comprehensive system using telemedicine devices and a network of assistance and medical 

services provided by a 3rd level private or public hospital. 

 

The main feature of the proposal regards 

 

1. the high modularity, for which it is possible to adapt the solution to any request in 

different countries; 

2. to realize a strong connection between the territorial units and the hospital services; 

3. to provide a technologically advanced system; 

4. to create an integrate health information system able to manage complex clinical data 

from monitoring devices and 

5. to create a commonly accepted Electronic Health Record (EHR) of the patient. 

The proposal is presented by some Italian firms, operating in the field of technological 

solutions in health context, which are strategically joined in a consortium called AI CARE 

HOME CARE 2020 ®. 

 

该项目的该项目的该项目的该项目的 AI 护理家庭护理护理家庭护理护理家庭护理护理家庭护理 2020 的主要目的是在出医院和家庭护理方面的技的主要目的是在出医院和家庭护理方面的技的主要目的是在出医院和家庭护理方面的技的主要目的是在出医院和家庭护理方面的技术提供了先进的解术提供了先进的解术提供了先进的解术提供了先进的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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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方案决方案决方案决方案，，，，在未来的使用远程医疗设备和一个由在未来的使用远程医疗设备和一个由在未来的使用远程医疗设备和一个由在未来的使用远程医疗设备和一个由 3 级私人提供的援助和医疗服务网络的全面系统级私人提供的援助和医疗服务网络的全面系统级私人提供的援助和医疗服务网络的全面系统级私人提供的援助和医疗服务网络的全面系统

的或公立医院。的或公立医院。的或公立医院。的或公立医院。 

该提案的主要特点就该提案的主要特点就该提案的主要特点就该提案的主要特点就 

1 。的高度模块化，为此，也能够适应的解决方案，以在不同的国家的任何请求。的高度模块化，为此，也能够适应的解决方案，以在不同的国家的任何请求。的高度模块化，为此，也能够适应的解决方案，以在不同的国家的任何请求。的高度模块化，为此，也能够适应的解决方案，以在不同的国家的任何请求; 

2 。实现领土单位和医院服务之间有很强的联系。实现领土单位和医院服务之间有很强的联系。实现领土单位和医院服务之间有很强的联系。实现领土单位和医院服务之间有很强的联系; 

3 。提供一个技术先进的系统。提供一个技术先进的系统。提供一个技术先进的系统。提供一个技术先进的系统; 

4 。创建一个整合卫生信息系统能够从监控设备管理复杂的临床数据和。创建一个整合卫生信息系统能够从监控设备管理复杂的临床数据和。创建一个整合卫生信息系统能够从监控设备管理复杂的临床数据和。创建一个整合卫生信息系统能够从监控设备管理复杂的临床数据和 

5 。创建患者的普遍接受的电子健康记录（。创建患者的普遍接受的电子健康记录（。创建患者的普遍接受的电子健康记录（。创建患者的普遍接受的电子健康记录（ EHR）））） 。。。。 

该提案是由一些意大利公司，在健康方面，它在战略上加入了一个叫艾护理家庭护理该提案是由一些意大利公司，在健康方面，它在战略上加入了一个叫艾护理家庭护理该提案是由一些意大利公司，在健康方面，它在战略上加入了一个叫艾护理家庭护理该提案是由一些意大利公司，在健康方面，它在战略上加入了一个叫艾护理家庭护理 2020 ®财财财财

团的技术解决团的技术解决团的技术解决团的技术解决方案领域的经营。方案领域的经营。方案领域的经营。方案领域的经营。 

1.2) The organizations participating to the consortium have the skill for following all the 

different phases of the project: telemedicine devices implementation, comprehensive EHR 

provision, medical services and clinical organization of the services: Maggioli Spa, leader 

for the provision of Information Systems and system integrator (http://www.maggioli.it ); 

Aditech Srl (http://www.aditechsrl.com/ ), leader in the provision of telemedicine devices; 

Euro-China Health Care Research Center of Prof. Franco Naccarella and Dr.ssa Sun Lei 

(http://eurochinahealth.com/ ), which provide medical consultancy and a global 

consultancy for the organization of health services. 

 

参与的财团组织和灵巧的下列项目的所有不同阶段：远程医疗设备的实施，全面提供电子病历，参与的财团组织和灵巧的下列项目的所有不同阶段：远程医疗设备的实施，全面提供电子病历，参与的财团组织和灵巧的下列项目的所有不同阶段：远程医疗设备的实施，全面提供电子病历，参与的财团组织和灵巧的下列项目的所有不同阶段：远程医疗设备的实施，全面提供电子病历，

医疗服务和服务的临床机构：医疗服务和服务的临床机构：医疗服务和服务的临床机构：医疗服务和服务的临床机构：Maggioli 水疗中心，为领导者提供信息系统和系统集成商水疗中心，为领导者提供信息系统和系统集成商水疗中心，为领导者提供信息系统和系统集成商水疗中心，为领导者提供信息系统和系统集成商

（（（（http://www.maggioli.it））））; Aditech Srl 公司公司公司公司（（（（http://www.aditechsrl.com/），领导者在提供），领导者在提供），领导者在提供），领导者在提供

远 程 医 疗 设 备远 程 医 疗 设 备远 程 医 疗 设 备远 程 医 疗 设 备 ; 教 授 佛 朗 哥教 授 佛 朗 哥教 授 佛 朗 哥教 授 佛 朗 哥 Naccarella 和和和和 Dr.ssa 欧 洲欧 洲欧 洲欧 洲  - 中 国 保 健 研 究 中 心 孙 雷中 国 保 健 研 究 中 心 孙 雷中 国 保 健 研 究 中 心 孙 雷中 国 保 健 研 究 中 心 孙 雷

（（（（http://eurochinahealth.com/），提供医疗咨询和健康服务的组织一个全球性的咨询公司。），提供医疗咨询和健康服务的组织一个全球性的咨询公司。），提供医疗咨询和健康服务的组织一个全球性的咨询公司。），提供医疗咨询和健康服务的组织一个全球性的咨询公司。 

 

1.3) The organizations of the consortium strongly believe that an operating over time 

collaboration with different country local companies or institutions is mandatory to 

improve the offer in telemedicine devices, for knowing each specific market requests and 

the different health organization and to provide health services connected to the hospit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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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 obtain an added value of the project. For these reasons, the consortium is open and 

requires collaborations from local companies. 

 

财团的组织坚信，与不同国家的当地公司或机构的操作在一段时间的合作是强制性的，以提高财团的组织坚信，与不同国家的当地公司或机构的操作在一段时间的合作是强制性的，以提高财团的组织坚信，与不同国家的当地公司或机构的操作在一段时间的合作是强制性的，以提高财团的组织坚信，与不同国家的当地公司或机构的操作在一段时间的合作是强制性的，以提高

报价的远程医疗设备，为了解每个特定市场的要求和不同的健康组织，并提供连接到医院的医报价的远程医疗设备，为了解每个特定市场的要求和不同的健康组织，并提供连接到医院的医报价的远程医疗设备，为了解每个特定市场的要求和不同的健康组织，并提供连接到医院的医报价的远程医疗设备，为了解每个特定市场的要求和不同的健康组织，并提供连接到医院的医

疗服务，取得该项目的一个增加值。由于这些原因，财团是开放的，需要来自本地公司的合作。疗服务，取得该项目的一个增加值。由于这些原因，财团是开放的，需要来自本地公司的合作。疗服务，取得该项目的一个增加值。由于这些原因，财团是开放的，需要来自本地公司的合作。疗服务，取得该项目的一个增加值。由于这些原因，财团是开放的，需要来自本地公司的合作。 

 

1.4) In particular the Research Institute of Information Technology Operating System and 

Middleware Technology R& D Center Engineering Research Center on E-Health Ting Hua 

University Beijing is an organization which could improve, adapt and promote the system 

locally, and widespread its technological achievements in China and in Europe. 

 

特别是信息技术研究院操作系统与中间件技术研发中心工程技术研究中心的电子保健廷华大学特别是信息技术研究院操作系统与中间件技术研发中心工程技术研究中心的电子保健廷华大学特别是信息技术研究院操作系统与中间件技术研发中心工程技术研究中心的电子保健廷华大学特别是信息技术研究院操作系统与中间件技术研发中心工程技术研究中心的电子保健廷华大学

北京是一个组织，可以改善，适应并促进本地系统，并在中国和广泛的技术成果欧洲。北京是一个组织，可以改善，适应并促进本地系统，并在中国和广泛的技术成果欧洲。北京是一个组织，可以改善，适应并促进本地系统，并在中国和广泛的技术成果欧洲。北京是一个组织，可以改善，适应并促进本地系统，并在中国和广泛的技术成果欧洲。 

 

1.5) We are sure that a similar comprehensive solution is missing on the health and 
telemedicine services area today and can be offered through a strong connection by 
organizations with a proved skill and through an operational collaboration with local 
companies, both in Europe and China.  

 
 The telemedicine devices described in this proposal are produced in USA and 
EU, but we are looking for instruments produced by Chinese Telemedicine Industries 
with quality, reliability and at a the lower cost, and possibly with CE certification for 
future joined business activities in European countries. 
 

我们相信，类似的全面的解决方案，今天缺少的保健和远程医疗服务领域，可以通过组织提供我们相信，类似的全面的解决方案，今天缺少的保健和远程医疗服务领域，可以通过组织提供我们相信，类似的全面的解决方案，今天缺少的保健和远程医疗服务领域，可以通过组织提供我们相信，类似的全面的解决方案，今天缺少的保健和远程医疗服务领域，可以通过组织提供

已验证的技能紧密的已验证的技能紧密的已验证的技能紧密的已验证的技能紧密的联系，并通过与当地公司的业务合作提供，在欧洲和中国。联系，并通过与当地公司的业务合作提供，在欧洲和中国。联系，并通过与当地公司的业务合作提供，在欧洲和中国。联系，并通过与当地公司的业务合作提供，在欧洲和中国。  

 

在这个建议中所述的远程医疗设备都产自美国和欧盟，但我们正在寻找由中国远程医疗产业提在这个建议中所述的远程医疗设备都产自美国和欧盟，但我们正在寻找由中国远程医疗产业提在这个建议中所述的远程医疗设备都产自美国和欧盟，但我们正在寻找由中国远程医疗产业提在这个建议中所述的远程医疗设备都产自美国和欧盟，但我们正在寻找由中国远程医疗产业提

供优质，可靠，在欧洲国家中较低的成本，并可能与供优质，可靠，在欧洲国家中较低的成本，并可能与供优质，可靠，在欧洲国家中较低的成本，并可能与供优质，可靠，在欧洲国家中较低的成本，并可能与 CE 认证，为未来的加盟经营活动产生的文认证，为未来的加盟经营活动产生的文认证，为未来的加盟经营活动产生的文认证，为未来的加盟经营活动产生的文

书。书。书。书。 

1.6)  Starting from these considerations, the offer of the System New Home Care 

2020 wanted to bring together the key elem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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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to monitor in the most appropriate manner, using medical device, different 

diseases;  

2. an information system that allows to activate different functions in the 

management of clinical data,  

3. Patient data sharing among the clinical professionals, and patients themselves,  

4. and a communication system among the most advanced and efficient ones.  

 

 We want to highlight that in this model the hospital remains the center of the 

medical activities and the territorial health is completely connected to the 

referral hospital of various levels. This in our minds guarantees high quality of 

care. 

从这些考虑出发从这些考虑出发从这些考虑出发从这些考虑出发，，，，系统的新家庭护理系统的新家庭护理系统的新家庭护理系统的新家庭护理 2020 报价要汇集的关键要素报价要汇集的关键要素报价要汇集的关键要素报价要汇集的关键要素  

1。监测最恰当的方式。监测最恰当的方式。监测最恰当的方式。监测最恰当的方式，，，，使用的医疗设备使用的医疗设备使用的医疗设备使用的医疗设备，，，，不同的疾病不同的疾病不同的疾病不同的疾病;  

2。一种信息系统，它允许以激活在临床数据的管理功能不同，。一种信息系统，它允许以激活在临床数据的管理功能不同，。一种信息系统，它允许以激活在临床数据的管理功能不同，。一种信息系统，它允许以激活在临床数据的管理功能不同，  

3。临床专家和患者本身患者之间的数据共享，。临床专家和患者本身患者之间的数据共享，。临床专家和患者本身患者之间的数据共享，。临床专家和患者本身患者之间的数据共享，  

4。并跻身最先进，最高效的那些通信系统。。并跻身最先进，最高效的那些通信系统。。并跻身最先进，最高效的那些通信系统。。并跻身最先进，最高效的那些通信系统。  

 

我们想强调的是在这个模型中，医院仍然是医疗活动的中心和领土健康完全连接到各种级别的我们想强调的是在这个模型中，医院仍然是医疗活动的中心和领土健康完全连接到各种级别的我们想强调的是在这个模型中，医院仍然是医疗活动的中心和领土健康完全连接到各种级别的我们想强调的是在这个模型中，医院仍然是医疗活动的中心和领土健康完全连接到各种级别的

转诊医院。这转诊医院。这转诊医院。这转诊医院。这在我们的头脑，保证护理质量高。在我们的头脑，保证护理质量高。在我们的头脑，保证护理质量高。在我们的头脑，保证护理质量高。 

 

B)  The proposed solution. 建议的解决方案建议的解决方案建议的解决方案建议的解决方案 

 

2.1 Use of technologically advanced telemonitoring tools, already successfully tested in 

several projects in different parts of the world and by the Italian regions and designed to 

meet the diverse pathological needs and specific disease conditions to be monitored. These 

devices could be redesigned and rebuilt or re-engineerized by Chinese companies 

according the local requests and the local necessities.  

• Using a video call center to allow an organization of medical activities in the area that 

takes into account all the actors needed for video consultations.  

• An integrated information system that collects information on monitoring, medical 

records and pathology workflow activities for a better organization of local activities; this 

task could be  

 

使用技术先进的远程监控工具，已经成功地在几个项目在世界的不同地区，由意大利地区和设使用技术先进的远程监控工具，已经成功地在几个项目在世界的不同地区，由意大利地区和设使用技术先进的远程监控工具，已经成功地在几个项目在世界的不同地区，由意大利地区和设使用技术先进的远程监控工具，已经成功地在几个项目在世界的不同地区，由意大利地区和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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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以满足多样化的病理需求和具体病情进行监控测试。这些设备可以被重新设计和重建或重计，以满足多样化的病理需求和具体病情进行监控测试。这些设备可以被重新设计和重建或重计，以满足多样化的病理需求和具体病情进行监控测试。这些设备可以被重新设计和重建或重计，以满足多样化的病理需求和具体病情进行监控测试。这些设备可以被重新设计和重建或重

新新新新 engineerized 通过根据当地的要求和当地生活必通过根据当地的要求和当地生活必通过根据当地的要求和当地生活必通过根据当地的要求和当地生活必需品的中国公司。需品的中国公司。需品的中国公司。需品的中国公司。  

•使用视频呼叫中心，使医疗活动中，考虑到所有需要进行视频磋商演员的区域组织。使用视频呼叫中心，使医疗活动中，考虑到所有需要进行视频磋商演员的区域组织。使用视频呼叫中心，使医疗活动中，考虑到所有需要进行视频磋商演员的区域组织。使用视频呼叫中心，使医疗活动中，考虑到所有需要进行视频磋商演员的区域组织。  

•收集监测，医疗记录和病理工作流程活动为更好地组织当地活动信息的综合信息系统，这个任收集监测，医疗记录和病理工作流程活动为更好地组织当地活动信息的综合信息系统，这个任收集监测，医疗记录和病理工作流程活动为更好地组织当地活动信息的综合信息系统，这个任收集监测，医疗记录和病理工作流程活动为更好地组织当地活动信息的综合信息系统，这个任

务可能是务可能是务可能是务可能是 

 

2.2 ) performed with Chinese software companies skilled in the fields of EHR and medical 

data management.  

  

• Management of services in support of telemedicine system in a context of high modularity 

of the offer in order to meet the different needs of the commitment; this task will be 

performed in strictly contact with the referral hospitals for the territorial units.  

 

与中国软件企业在技术和电子病历医与中国软件企业在技术和电子病历医与中国软件企业在技术和电子病历医与中国软件企业在技术和电子病历医疗数据管理领域进行的。疗数据管理领域进行的。疗数据管理领域进行的。疗数据管理领域进行的。  

•服务的要约高度模块化的，以满足承诺的不同需求的背景下，支持远程医疗系统的管理，这项服务的要约高度模块化的，以满足承诺的不同需求的背景下，支持远程医疗系统的管理，这项服务的要约高度模块化的，以满足承诺的不同需求的背景下，支持远程医疗系统的管理，这项服务的要约高度模块化的，以满足承诺的不同需求的背景下，支持远程医疗系统的管理，这项

工作将与转诊医院的领土单位严格与执行。工作将与转诊医院的领土单位严格与执行。工作将与转诊医院的领土单位严格与执行。工作将与转诊医院的领土单位严格与执行。 

 

 

C)   HOME CARE OF ELDERLY PATIENTS. 老年病人家庭护理老年病人家庭护理老年病人家庭护理老年病人家庭护理 

 

 A pilot project on groups of patients affected by major chronic disease is describ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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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The system proposed is founded on a centralized system based on a reference hospital 

which will provide health services to people at the territorial level, out of hospital, affected 

by chronic disease and monitored by telemedicine devices at district, local hospitals and at 

home.  

 

 

3.2) Monitoring is realized by a unit placed at patient home and connected to a video call 

center with the aim to pay attention to the patient health needs and to connect physicians 

of different medical specialities in hospital to the patient. The home unit is connected to 

telemedicine devices and the comprehensive organism that governs the whole system 

should and is supposed to be a complete Health Information System based on specialized 

EHR.  

 

3.3) Periodically hospital doctors examine the physical signs and the EHR and evaluate the 

health state of the patient providing new and more appropriate medications at home. In 

this model hospital doctors extend own clinical influence on out of hospital facilities, in 

collaboration with local medical or no medical stakeholder. 

 

对受重大慢性疾病的患者群体的试点项目进行描述。对受重大慢性疾病的患者群体的试点项目进行描述。对受重大慢性疾病的患者群体的试点项目进行描述。对受重大慢性疾病的患者群体的试点项目进行描述。 

提出该系统提出该系统提出该系统提出该系统是建立在基于参考的医院，将人们在地区一级，走出医院，受到慢性病和远程医疗是建立在基于参考的医院，将人们在地区一级，走出医院，受到慢性病和远程医疗是建立在基于参考的医院，将人们在地区一级，走出医院，受到慢性病和远程医疗是建立在基于参考的医院，将人们在地区一级，走出医院，受到慢性病和远程医疗

设备在地区，当地医院和在家监测提供健康服务的集中式系统。监测是通过一个单元放置在病设备在地区，当地医院和在家监测提供健康服务的集中式系统。监测是通过一个单元放置在病设备在地区，当地医院和在家监测提供健康服务的集中式系统。监测是通过一个单元放置在病设备在地区，当地医院和在家监测提供健康服务的集中式系统。监测是通过一个单元放置在病

人家里，并连接到，目的是要注意病人的健康需求，并连接不同医疗专科的医生在医院给患者人家里，并连接到，目的是要注意病人的健康需求，并连接不同医疗专科的医生在医院给患者人家里，并连接到，目的是要注意病人的健康需求，并连接不同医疗专科的医生在医院给患者人家里，并连接到，目的是要注意病人的健康需求，并连接不同医疗专科的医生在医院给患者

一个视频呼叫中心的实现。家用机连接到远程医疗设备和全面的有机体，支配着整个系统应该一个视频呼叫中心的实现。家用机连接到远程医疗设备和全面的有机体，支配着整个系统应该一个视频呼叫中心的实现。家用机连接到远程医疗设备和全面的有机体，支配着整个系统应该一个视频呼叫中心的实现。家用机连接到远程医疗设备和全面的有机体，支配着整个系统应该

和应该是基于专门的电子病历完整的健康信息系统。定期医院医生检查的体征和电子病历和评和应该是基于专门的电子病历完整的健康信息系统。定期医院医生检查的体征和电子病历和评和应该是基于专门的电子病历完整的健康信息系统。定期医院医生检查的体征和电子病历和评和应该是基于专门的电子病历完整的健康信息系统。定期医院医生检查的体征和电子病历和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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估病人提供新的和更适当的药物在家中的健康状态。在这个模型中院医生延长了医院设施的临估病人提供新的和更适当的药物在家中的健康状态。在这个模型中院医生延长了医院设施的临估病人提供新的和更适当的药物在家中的健康状态。在这个模型中院医生延长了医院设施的临估病人提供新的和更适当的药物在家中的健康状态。在这个模型中院医生延长了医院设施的临

床影响，与当地医疗或没有医疗利床影响，与当地医疗或没有医疗利床影响，与当地医疗或没有医疗利床影响，与当地医疗或没有医疗利益相关者的合作。益相关者的合作。益相关者的合作。益相关者的合作。  

 

 

D CHINESE CONTEXT OF OUT OF HOPSITAL CARE OF CHRONIC PATIENTS 

ALREADY DIAGNOSED AT HOSPITAL LEVEL AND IN WHOM CHRONIC 

THERAPY WAS ESTABLISHED BY THEIR HOSPITAL PHYSICIANS 

  

作者作者作者作者 HOSPITAL 护理慢性患者已经确诊的护理慢性患者已经确诊的护理慢性患者已经确诊的护理慢性患者已经确诊的 AT 医院等级和在其中长期治疗成立由他们医院医师人医院等级和在其中长期治疗成立由他们医院医师人医院等级和在其中长期治疗成立由他们医院医师人医院等级和在其中长期治疗成立由他们医院医师人

力出中国语境力出中国语境力出中国语境力出中国语境 

 

4.1) Commonly Accepted Analysis of Chinese Context and identification of the needs of the 

client.  

 

4.2) This step is critical to dimension the system according to requirements. The skills that 

come into play are both medical and organizational issues and technological support. The 

stage is very tricky because it depends on the size of the overall system and the interactions 

between the various subjects. In particular, for what concerns the realization of the 

community operators, it must be analyzed in detail in order to identify all operators and 

define their role.  

 

4.3) In this phase is required a strict collaboration with Chinese Organizations and the 

collaboration with Local Companies and local Government Institutions.  

At this stage, must be defined the conditions to be monitored, doctors paths to be 

reorganized according the real needs of Chinese Hospitals, and the workflow for managing 

chronic disea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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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ccording to the characteristics described should be defined the roles of medical 

practitioners, healthcare and call center operators  

 

4.4) The monitoring tools will be chosen according to the business collaboration with 

Chinese Telemedicine industries  

 

4.5) The goals of the information system will be defined and analyzed the possible 

integrations with other sources of infor  

of information; in this task also the collaboration with Chinese Organizations is mandatory  

  

 

中国语境和识别客户的需求普遍中国语境和识别客户的需求普遍中国语境和识别客户的需求普遍中国语境和识别客户的需求普遍接受的分析。接受的分析。接受的分析。接受的分析。 

这个步骤是重要的这个步骤是重要的这个步骤是重要的这个步骤是重要的，，，，根据要求根据要求根据要求根据要求，，，，以标注该系统。即开始发挥作用的技能是医疗和组织问题和技以标注该系统。即开始发挥作用的技能是医疗和组织问题和技以标注该系统。即开始发挥作用的技能是医疗和组织问题和技以标注该系统。即开始发挥作用的技能是医疗和组织问题和技

术支持。该阶段是非常棘手的，因为它取决于整个系统的尺寸和各对象之间的相互作用。特别术支持。该阶段是非常棘手的，因为它取决于整个系统的尺寸和各对象之间的相互作用。特别术支持。该阶段是非常棘手的，因为它取决于整个系统的尺寸和各对象之间的相互作用。特别术支持。该阶段是非常棘手的，因为它取决于整个系统的尺寸和各对象之间的相互作用。特别

是，对于所关注实现社会的经营者，必须详细，以确定所有的运营商，并定义自己的角色分析。是，对于所关注实现社会的经营者，必须详细，以确定所有的运营商，并定义自己的角色分析。是，对于所关注实现社会的经营者，必须详细，以确定所有的运营商，并定义自己的角色分析。是，对于所关注实现社会的经营者，必须详细，以确定所有的运营商，并定义自己的角色分析。

在这个阶段需要有中国组织严格的协作和与当地企业和当地政府机构的合作。在这个阶段，必在这个阶段需要有中国组织严格的协作和与当地企业和当地政府机构的合作。在这个阶段，必在这个阶段需要有中国组织严格的协作和与当地企业和当地政府机构的合作。在这个阶段，必在这个阶段需要有中国组织严格的协作和与当地企业和当地政府机构的合作。在这个阶段，必

须定义要监控的条件下，医生路径，根据中国医院的实际需求进行重组，并在工作流管理慢性须定义要监控的条件下，医生路径，根据中国医院的实际需求进行重组，并在工作流管理慢性须定义要监控的条件下，医生路径，根据中国医院的实际需求进行重组，并在工作流管理慢性须定义要监控的条件下，医生路径，根据中国医院的实际需求进行重组，并在工作流管理慢性

疾病。根据所描述的特性应该被定义医生的角色，医疗保健和呼叫中心运营商的监控工具会根疾病。根据所描述的特性应该被定义医生的角色，医疗保健和呼叫中心运营商的监控工具会根疾病。根据所描述的特性应该被定义医生的角色，医疗保健和呼叫中心运营商的监控工具会根疾病。根据所描述的特性应该被定义医生的角色，医疗保健和呼叫中心运营商的监控工具会根

据与据与据与据与中国远程医疗行业的业务协同选择的信息系统的目标将被定义并分析了其他可能的整合中国远程医疗行业的业务协同选择的信息系统的目标将被定义并分析了其他可能的整合中国远程医疗行业的业务协同选择的信息系统的目标将被定义并分析了其他可能的整合中国远程医疗行业的业务协同选择的信息系统的目标将被定义并分析了其他可能的整合的的的的

来源来源来源来源 

E)  OB JECTIVES AND GOALS IN CHINA 目标和中国进球目标和中国进球目标和中国进球目标和中国进球 

 

 The high level of differentiated competences of the companies associated in the 

international consortium is also able to carry out various activities to support and improve 

the system, in an effective collaboration with Chinese Companies, Hospitals, Research 

Health Organizations through: 

1. Epidemiological analysis on the socio-health and on the most important diseases in 

Chinese towns and districts, identifying new means of care and treatment using 

telemedicine and new technologies in the health sector 

在国际财团相关公司的差异化竞争力的高层次还能够开展各种活动来支持和完善的系统在国际财团相关公司的差异化竞争力的高层次还能够开展各种活动来支持和完善的系统在国际财团相关公司的差异化竞争力的高层次还能够开展各种活动来支持和完善的系统在国际财团相关公司的差异化竞争力的高层次还能够开展各种活动来支持和完善的系统，，，，在与在与在与在与

中国公司中国公司中国公司中国公司，，，，医院医院医院医院，，，，卫生研究卫生研究卫生研究卫生研究，，，，通过组织有效的合作通过组织有效的合作通过组织有效的合作通过组织有效的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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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对社会健康和最重要的疾病中国城镇和地区。对社会健康和最重要的疾病中国城镇和地区。对社会健康和最重要的疾病中国城镇和地区。对社会健康和最重要的疾病中国城镇和地区，，，，确定护理和治疗的新手段利用远程医疗和新技确定护理和治疗的新手段利用远程医疗和新技确定护理和治疗的新手段利用远程医疗和新技确定护理和治疗的新手段利用远程医疗和新技

术在卫术在卫术在卫术在卫生部门的流行病学分析生部门的流行病学分析生部门的流行病学分析生部门的流行病学分析 

 

2. Quantification of costs and cost-benefit analysis of the solutions to be implemented in 

order to make the reasons for a greater efficiency of Chinese health services 

 

3. Analysis of outcomes to describe scientifically the improvements that these solutions can 

lead for assisted patients or local communities 

 

4. Design of medical assistance and health of social factors contributing to the monitoring 

disease 

 

5. Search for new solutions through the activation of research and technological 

cooperation agreements in particular with Research Institute Of Information Technology 

Operating System and Middleware Technology R& D Center Engeniering Research Center on 

E-Health Ting Hua University in Beijing 

 

6. Participation to the world wide research projects for designing and testing new and most 

advanced technical and organizative solutions. 

Regarding research area, we believe that will be possible to jointly working on the 

production of more advanced telemedicine devices. 

The main aim is the design and production of a comprehensive system using wearable, 

wireless, mobile devices and ambient sensors 

1. to improve health and wellness for healthy people 

2. or mainly for people affected by major chronic diseases. 

 

的成本，是为了使的原因，中国保健服务提高效率实现的解决方案的成本效益分析定量的成本，是为了使的原因，中国保健服务提高效率实现的解决方案的成本效益分析定量的成本，是为了使的原因，中国保健服务提高效率实现的解决方案的成本效益分析定量的成本，是为了使的原因，中国保健服务提高效率实现的解决方案的成本效益分析定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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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结果的分析来描述科学的改进，这些解决方案可能会导致对辅助病人或当地社区。结果的分析来描述科学的改进，这些解决方案可能会导致对辅助病人或当地社区。结果的分析来描述科学的改进，这些解决方案可能会导致对辅助病人或当地社区。结果的分析来描述科学的改进，这些解决方案可能会导致对辅助病人或当地社区 

4 。为有助于监测疾病的社会因素，医疗救助和卫生设计。为有助于监测疾病的社会因素，医疗救助和卫生设计。为有助于监测疾病的社会因素，医疗救助和卫生设计。为有助于监测疾病的社会因素，医疗救助和卫生设计 

5 。搜索通过特别的研究和技术合作协定的激活与研究院信息技术的操作系统和中间件技术研。搜索通过特别的研究和技术合作协定的激活与研究院信息技术的操作系统和中间件技术研。搜索通过特别的研究和技术合作协定的激活与研究院信息技术的操作系统和中间件技术研。搜索通过特别的研究和技术合作协定的激活与研究院信息技术的操作系统和中间件技术研

发中心发中心发中心发中心 Engeniering 研究中心的电子保健婷清华大学在北京新的解决方案研究中心的电子保健婷清华大学在北京新的解决方案研究中心的电子保健婷清华大学在北京新的解决方案研究中心的电子保健婷清华大学在北京新的解决方案 

6 。参与到世界范围内的研究项目，用于设计和测试新的，最先进的技术和。参与到世界范围内的研究项目，用于设计和测试新的，最先进的技术和。参与到世界范围内的研究项目，用于设计和测试新的，最先进的技术和。参与到世界范围内的研究项目，用于设计和测试新的，最先进的技术和 organizative 解决解决解决解决

方案。方案。方案。方案。 

有关研究领域，我们相信，将有可能共同工作的生产更先进的远程医疗设备。有关研究领域，我们相信，将有可能共同工作的生产更先进的远程医疗设备。有关研究领域，我们相信，将有可能共同工作的生产更先进的远程医疗设备。有关研究领域，我们相信，将有可能共同工作的生产更先进的远程医疗设备。 

其主要目的是用耐磨，无线，移动设备和环境传感器的综合系统的设计和生产其主要目的是用耐磨，无线，移动设备和环境传感器的综合系统的设计和生产其主要目的是用耐磨，无线，移动设备和环境传感器的综合系统的设计和生产其主要目的是用耐磨，无线，移动设备和环境传感器的综合系统的设计和生产 

1 。以改善健康和保健的健康人。以改善健康和保健的健康人。以改善健康和保健的健康人。以改善健康和保健的健康人 

2 。或主要为受主要慢性疾病的人。。或主要为受主要慢性疾病的人。。或主要为受主要慢性疾病的人。。或主要为受主要慢性疾病的人。 

 

 

 

AFTER THE VISIT OF  

 

  

 

MINISTER  FLAVIO ZANONATO 

Italy Ministry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VISIT MISSION TO CHINA 1 18 01 2014 

 

PART OF THE PROPOSALS OF OUR ITALIAN DELEGATION 

TECHNOLOGIES FACTORIES 

AND HEALTH CARE PRIVATE AND PUBBLIC INSTITUTIONS 

 

By invitation of His Excellence Alberto Bradanini 

Ambassador of Italy in Beijing PR CHINA   

 

 nei settori  

A) dell’urbanizzazione sostenibile,  

B) dell’agricoltura, agroalimentare 

C) della sanità/politiche sociali e  

D) dell’energia verde/ambien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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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DITECH ANCONA.  

AI CARE HOME CARE CONSORTIUM 2020  

(EURO CHINA, ADITECH, MAGGIOLI GROUP, FASTWEB,  QUALE MEDICINA 2000 PER LA 

TELEMEDICINA E HOME CARE PER GLI ANZIANI  

http://www.aditechsrl.it/ 

http://eurochinahealth.com/en/newselem/our-italy-europe-china-ict-home-care-proposal

s-to-professor-weikang-yang-for-the-national-convention-beijing-prchina-29-11--4-12/ 

 

POSSIBLE PARTNERS  

 

1) PROF LI MEI 

SCHOOL OF INFORMATION ENGINEERING. BEIJ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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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dragon-star.eu/event/smart-city-expo-china-2014-ningbo-september-12t

h-14th-2014/ 

 

 

 

2) PROF WEIKANG YANG AND PROF LU YONGQIANG  

INFORMATION COMUNICATION TECHNOLOGIES 

TSING HUA UNIVERSITY BEIJING 

   

 

http://eurochinahealth.com/en/newselem/our-italy-europe-china-ict-home-care-pro

posals-to-professor-weikang-yang-for-the-national-convention-beijing-prchina-29-11-

-4-12/ 

 

http://eurochinahealth.com/en/newselem/italy-china-telemedicine-projects-naccarel

la-gulla-maggioli/ 

 

http://eurochinahealth.com/en/newselem/italy-china-telemedicine-naccarella-euro-c

hina-aditech-maggioli-2007-2020/ 

 

http://eurochinahealth.com/en/newselem/materiale-maggioli-tsing-hua-beijing-per-

gulla-naccarella-per-incontro-08-01-2013-beijing/ 

 

3) PROF LUO HONGBO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SMART CITIES, SOCIAL INCLUSION, SOCIAL WELFARE  

CENTER OF EUROPEAN AND ITALIAN STUD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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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eurochinahealth.com/en/newselem/convegno-unicredit-milano-part-1/ 

 

http://eurochinahealth.com/en/newselem/convegno-unicredit-milano-part-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