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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 SWOT 法治未病现代化装备发展战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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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采用 SWOT 分析法，对治未病现代化装备进行分析，明确其当前发展存在的优势、劣势、机遇和

威胁，并且为其制定相应的 SO、ST、WO、WT 发展策略，以期为推动治未病现代化装备战略取得积极成效、谋
求治未病现代化长远健康发展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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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 2018 年《中国人健康大数据》报告，目前中国

源和能力建设是城镇化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大批新

（主流城市的白领亚健康比例已达 76%），慢病较以往

备更新换代，加速基层医药装备需求释放。最后，老

人口老龄化越来越严重，亚健康人群数量逐年上升
大幅度增加（如糖尿病、高血压、高脂血症等，且其死
亡率高达 86%），疾病呈年轻化态势（如 22% 的中年人
死于心脑血管疾病，七成人有过劳死的危险）。

要逐步扭转“医生下游尽力打捞，患者上游不断
落水”的局面，需要未雨绸缪，其中一个重要方面在于

城镇人口的医疗需求将促进基层医疗机构的医疗设
龄化及慢病患病率升高刺激家用养生保健、护理、康
复医疗装备需求增长。加之现代诸多不良生活方式
也激发职业人群医疗保健需求。此外，国家二胎政策
也催生了孕期监护、新生儿监护及儿童看护需求，可
穿戴设备为代表的医药装备需求市场将逐渐扩容。

通过“政产学研用”五位一体大力发展和加强治未病

二是经济转型升级需求。目前，中国经济发展已

与健康管理的理论与技术。而中医治未病的先进理

经进入“新常态”，国家明确提出创新驱动发展战略。

念和实践，又亟需治未病现代化服务技术和装备的战

因此，必须实施创新驱动发展，促进经济结构转型升

略性发展而凸显。因此，
“ 治未病现代化装备发展战

级。医药装备行业具有绿色环保、知识密集、资本吸

略”的提出，有着深远的意义。

引力强、附加值高等特点，在国内经济结构转型升级

1

推动中医药关键技术装备产业发展的大背景

1.1

的大背景下，医药装备行业是一个重要增长点。国家
采取有力措施支持医药装备产业发展，以大幅度提升

发展拉动力

产业创新能力，使其成为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重要

一是卫生与健康需求。首先，健康是个人生存和

推动力量，医药装备产业将在国内经济结构转型升级

国家发展的重要保障。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将人口健
康列为评价国家经济发展与社会进步的重要指标。
其次，随着人民生活水平提升促进整个医药装备市场

的进程中发挥重要作用。
1.2

发展推动力
一是政策推动力。国家多部门发文，为医疗器械

扩大。中国 GDP 增速长期保持在世界前列，居民可支

行业创新升级营造良好的政策环境。中国的国际合

次，城镇化进程加速基层医药装备需求释放。医疗资

二是资本推动力。大量资本为医药装备行业发

配收入逐渐增多，对医药装备的需求将持续增加。再

作行动助力医药装备走出国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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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注入鲜活动力。互联网健康医疗投融资市场呈现

装备即在体现中医治未病特色与优势的基础上，与计

蓬勃发展态势。

算机、统计、健康管理、管理等学科相结合，把当代科

三是技术推动力。信息技术、人工智能、高端装

技、手段、方法和设备等融入治未病相关的“政、产、

备、新材料等高新技术交叉融合为医药装备行业发展

学、研、用”之中，不断发展、完善治未病。
“ 治未病现代

提供了新的契机。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从蓄

化装备发展战略”是中医药“十三五”
“ 十四五”规划及

势待发到群体迸发的关键时期。创新驱动的新兴产
业逐渐成为推动全球经济复苏和增长的主要动力，引
发国际分工和国际贸易格局重构，全球创新经济发展
进入新时代。
2

未来很长一段时间的研究重点和方向，对其作 SWOT
分析，以便全面清晰把握其脉络。
2.1

优势（Strengths）

WHO 在《迎接 21 世纪的挑战》报告中提到：
“21 世

纪的医学，不应继续以疾病为主要研究对象，而应以

治未病现代化装备发展 SWOT 分析

人类健康作为医学研究的主要方向。”即将医学的重

“现代化”一词，按照现代化研究的先锋人物之一

心从“治已病”向“治未病”转移。
“ 治未病”思想最早来

C.E.Black 在《现代化的动力：一个比较史的研究》一书

源于《黄帝内经》
“上工不治已病治未病”[1]，核心要点

中的认识，
“ 现代化是在可能对自然和社会现象寻求

包括“未病先防、欲病救萌、既病防变、瘥后防复”四个

合理解释的创新意识中显示出来的”。胡鞍钢在《中

层次[2]，对应“未病”状态的未生、未发、未盛、未传过

国道路与中国梦想》一书中也论及：
“ 现代化是全社会

程，特点是早预测、早发现、早预警和早干预。
“ 治未

范围一系列现代要素及其组合方式连续发生的由低

病”涵盖了健康、亚健康、疾病三种不同生命状态下的

级到高级的突破性的变化或改革的过程。”装备指的

全过程，包含着“天人相应”
“ 形神统一”
“ 藏象合一”

是配备的东西，包括硬件和软件，如器材、技术力量

“七情制胜”
“ 药食同功”
“ 体质分型”等学术特色，且干

等。现代化装备不仅包括与现代科技结合的产品和

预手段亦十分丰富，如个性化的方药调治、针灸、按

仪器，也包括现代化的一些技术和方法。因此，
“ 治未

摩、传统功法、运动保健、食疗药膳、起居情志等，开创

病现代化装备”亦不难理解。简言之，治未病现代化
表1
治未病
未病先防

了具有原创优势的中医预防学理论与方法。
（见表 1）

治未病不同阶段的目标人群及关键技术特点

目标人群
高危/体质偏颇
人群

干预方式

关键诊断技术

关键干预技术

预防保健/健康管理

筛选预测

防控致病因素

分类检测

欲病救萌

亚健康/病前状态人群

亚健康调理

既病防变

慢性疾病人群

慢病管理

动态监测

医护养结合

瘥后防复

病后康复人群

慢病管理

动态监测

医护养结合

从科研项目情况看，有许多优势方向值得研究，
如“中医诊疗与康复设备示范研究”
（
“十二五”国家科
技支撑计划），
“ 中医诊疗设备研制及技术标准研究”

（国家 863 科技专项、中医药行业科研专项），
“ 中医智

干预前期症状/不适症

医药行业科研专项）等。
从具体实践推广来看，已经有诸多相关研发技术
与产品落地。例如，北京好来医学科技有限公司研发
了具有国际化先进水平并在行业内最具领先性并以

能舌诊系统研发”
“ 中医药大数据中心与健康云平台

网路数据中心为支持的 TMI 人体代谢热层像系统及

目），
“ 中医诊断与数据采集设备研发关键技术研究”

于研发生产、市场推广、医学服务为一体的医用红外

构建”
（
“中 医 药 现 代 化 研 究 ”重 点 专 项 2017 年 度 项
“中医治疗、康复与保健设备研发关键技术研究”
（
“中

医药现代化研究”重点专项 2018 年度项目），
“ 热成像

HMS 健康管理系统；上海瀚锐医学科技有限公司致力

热成像领域；天津和德脑象图科技发展有限公司以脑
象图技术为基础，打造出“脑智能”测评系统，从医疗

技术图像采集规范研究——医用摄像环境标准化研

临床应用发展成为社会测评服务，为学生、企业的人

究”
（国家中医药管理局中医药科学技术专项项目），

才选拔与培养提供了更加精准有效的大脑潜能分析

“基于红外热成像技术的正常人体中医热图研究”
（中
2

与能力指导；博奥生物有限公司推出眼象健康成像

〔 Modernization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and Materia Materia-World Science and Technology 〕

世界科学技术-中医药现代化★XXXX

仪，通过拍摄人眼巩膜特征图像，对巩膜上血管和形
态特征的变化连续对比，并采用自主研发的智能专家
系统对人体健康状态进行评估，早期监测，早期预警；
常州金姆健康科技有限公司提出“气血共振”理论，并

点研发计划“固废资源化”等重点专项 2019 年度项目

申报指南的通知》，
“ 中医药现代化研究”重点专项经

费达 5.3 亿元，并明确指出要以中医药防治重大疾病、
中医“治未病”、中药开发及质量控制三大领域为重

在中医十二经络谐波模型的基础上发明了金姆脉诊

点。依据《中医医院“治未病”科建设与管理指南（修

对使用者进行健康指导；奥佳华智能健康科技集团股

用场景包括治未病科、健康管理中心、中医预防保健

仪，已在大陆及台湾地区进行了 5 万余例的健康监测，

订版）》
（国中医药医政发〔2014〕3 号），治未病主要应

份有限公司推出了按摩器具，根据智能体型检测和智

科、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以及非医疗性质中医养生保健

能酸痛检测结果，利用机械的滚动力作用和机械力挤

服务机构。随着《
“治未病”健康工程实施方案（2008-

压模拟人工按摩，结合语音交互等人工智能技术，自

2010 年）》
《中医预防保健（治未病）服务科技创新纲要

动生成因人而异的推拿方案。

（2013-2020 年）》
《
“十三五”中医药科技创新专项规

劣势（Weaknesses）

划》等文件的发布，从中可看出，治未病关键技术主要

劣势：
劣势
：第一，治未病健康管理服务平台建设不完

包括：治未病评估技术、治未病干预技术和治未病人

善，如三甲医院治未病科（中心）建设已经开设，但基

群管理技术，治未病关键装备侧重于医用、家用、便携

层医疗机构治未病建设、中医养生保健机构建设等需

式等方面。

2.2

要相关部门给予支持、完善。第二，中医在治未病中
的服务模式尚不完善，如要支持和鼓励公立医院治未
病科（中心）与基层医疗机构、社会养生保健服务机构
[3]

等合作构建“养联体” 新格局需要相关部门支持；基
[4]

本公共卫生服务中中医治未病服务内涵有待加强 ，
如各类治未病服务机构与公共服务机构协同工作机
制无法运作，治未病服务支付方式如何与医保相结合
有待解决。第三，治未病文化宣传与教育有待加强，
精准有效的科普之路仍需探索。
此外，治未病辨识评估类设备和干预类设备应用
较广泛，但在设备推广应用方面还存在诸多难点，辨
识评估类设备如中医体质辨识系统、舌面脉信息采集
体质辨识系统、中医脉象诊断系统、中医经络检测仪、
医用远红外热成像仪等，存在仪器操作较复杂、准确

前瞻产业研究院数据显示，近年我国卫生总费用

呈快速增长趋势，由 2010 年的 19980 亿元上升至 2016
年的 46345 亿元，复合增长率高达 15%。其中慢病支
出占卫生总费用的 70% 左右，2016 年约为 32441.5 亿

元。若能将其中 10% 转化为慢病管理费用，则市场规

模将达到 3244 亿元。此外，国内以按摩器具为代表的

治未病相关器械，其市场规模也在逐年上升，至 2016
年就已超过百亿元，且每年保持 10% 以上的增长速

度。根据中国海关数据统计，全球按摩器具市场规模

从 2008 年的 56 亿美元增长至 2018 年的 138 亿美元，
年均复合增速约为 10%，而我国是世界上最大的按摩

器 具 出 口 国 ，2018 年 我 国 按 摩 器 具 出 口 同 比 增 长
15%，出口额达 26.3 亿美元（见图 1）。

信息技术的迅猛发展也给了治未病现代化创新

度不高、指导性不强等问题；药物干预类设备（如中医

发展的空间。利用这些技术，治未病现代化创新的主

超声药透电疗仪、中药离子导入仪、智能熏蒸仪、多功

要方向在于优化治未病服务流程、完善治未病服务模

能艾灸仪等）、非药物干预类设备（如脊椎牵引床、多

式、开创治未病远程服务，包括智能硬件、数据监测、

功能按摩床、智能罐疗仪、远红外按摩理疗床、高中低

健康云、大数据分析、挂号导诊、在线问诊、治未病干

频调制脉冲治疗仪、激光针灸治疗仪、微波针灸治疗

预服务包、健康宣教方式、疾病预警系统、支付方式、

仪、中医磁热疗治疗仪、经络通治疗仪、恒温蜡疗机

患者社群、远程医疗、医药电商等诸多形式。

等）均在不同程度上存在应用范围局限、接受度不高、
操作时间较长、收费标准不统一、设备质量良莠不齐、
损坏后维修难等问题
2.3

[5-7]

2.4

威胁（Threats）
威胁：
威胁
：其一，对治未病的重视程度不够，如治未病

。

学科建设投入小，科研支持力度不强，学术理论研究

机遇（Opportunities）

落后，没有建立一套完整的学科体系；治未病相关专

国家自 2007 年起不断鼓励、规范治未病相关领域

的发展。如 2019 年 7 月科技部发布《关于发布国家重

业在全国中医药高校开设数量少，课时不多；治未病
科（中心）人员专业能力不强，来源复杂，晋升机制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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乏。其二，治未病专业各层次人才培养欠缺或不规

发数字成像系统、人工智能图像处理系统等，检测人

范，导致供不应求、市场紊乱。其三，治未病相关技术

体局部（如舌、眼、耳、面、腹、背、四肢等）生理病理信

标准和规范缺乏，而标准规范建立之后的落地、转化、

息；体外快速诊断，基于中医体质，对人体样品（如血

更新亦需要相关部门大力支持和有效监管。此外，治

液、体液、组织等）进行检测，筛选出生物标志物，为不

未病相关应用性研究有待加强，科研成果转化能力薄

同体质的临床表型及与疾病相关性提供分子层面的

弱，尚缺乏一批效果明确、经济实用的治未病产品和

解释，可开发基于中医体质的生物标志物检测装备。

应用技术，以及相关专利和产权。
3
3.1

所以，通过信号检测和处理、信号特征提取及数
据传输等功能非介入地对人体状态进行监测，具有低

发展战略

生理负荷、低心理负荷、可移动操作、使用简便、异常
生理状况报警、支持长时间连续工作和无线数据传输

发挥优势，抓住机遇（SO 策略）
首先，打造治未病核心技术。精准的个性化医疗
[8]

包括精准检测、精准调理、精准诊断和精准治疗 。因

等特点，可广泛用于生理信息监测、医疗救护和康复
治疗等相关领域。

此，治未病在检测、诊断、调理上也更应该凸显个性

针对干预调理技术，包括基于经络的人工物理因

化、精准化，围绕这些方面进行创新，打造治未病与现

素疗法和经皮穴位给药技术，以中医治未病机器人为

代科技结合的核心产品、技术。例如，针对健康信息

重点装备。基于经络的人工物理因素疗法，利用温度

采集、评估、预测技术，有经络诊断、全息诊断、体外快

的治疗有热疗（艾灸）、冷疗和冷冻疗法；利用机械力

速诊断等技术，以可穿戴医疗设备为重点装备。经络

的疗法有按摩、推拿、手法治疗、牵引和运动等；电疗

诊断（经络-整体辨识），包含有皮肤电阻检测、放射性

分直流电、低频电、中频电、高频电和静电等（经皮穴

核素示踪、低频声信号检测、红外辐射成像、体表超微

位电刺激）；光疗分红外线、可见光线、紫外线和激光

弱发光检测和钙测定等，可开发检测人体生物场物理

（特定波长激光灸疗）等；声疗又分超声波和超低声疗

因子（如声、光、电、磁、热等）智能传感器技术、人机交

法。经皮穴位给药技术，物理促透方法可以通过控制

互 技 术 、柔 性 电 子 技 术 等 ；全 息 诊 断（局 部 -整 体 辨

外部能量，达到精密控制经皮吸收的目的，能够及时

识），人体某一局部常具有全身“缩影”的特征，通过诊

有效地扩大可用于经皮给药的药物范围，特别是蛋白

察这些“缩影”的病理信息，就可了解整体病变，可开

质类和肽类药物，由此诞生出许多新型促透技术，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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括离子导入、电致孔、超声导入、微针等。
因此，将机器人学、机器视觉、自然语言处理、机
器学习和机构学等前沿领域的先进方法与中医针灸、
推拿、康复有机结合，以慢性病临床案例与专家手法
进行训练，研发具有评估能力和专家手法的智能针
灸、按摩机器人以及可穿戴式软体康复导引机器人。
针对慢病人群管理，也可提供健康信息技术及设

地、世界艾产品购物天堂。预计到 2020 年，临湘市艾
草种植面积将达到 2 万亩，引进龙头企业 3 至 5 家，相
关企业 20 家，年产值达到 50 亿，税收达到 1 亿元。力

争在 2025 年把临湘艾灸小镇打造成融合产业、文化、
旅游、社区功能的艾草产业创新发展平台，成为全国

第一个集艾草种植、加工、康养和休闲旅游于一体的
艾灸小镇。

备，以互联网+智慧康养设备为重点装备。推动移动

第二，上下联动，政府、科研机构、学会团体、院

互联网、云计算、大数据、物联网与健康相关产业的深

校、企业、医院医馆相互合作。充分依靠三甲医院、大

度融合，充分利用信息技术丰富慢性病防治手段和工

企业、老字号国医馆的口碑和影响力，避免技术标准

作内容，推进预约诊疗、在线随访、慢病管理等网络服

和行业规范不健全及政府监管缺位的威胁。各级政

务应用，提供优质、便捷的医疗卫生服务、智慧康养

府部门提高对治未病的重视程度，发挥政策扶持和监

服务。

管作用，与学会团体、院校、科研机构合作承担相关课

其次，应充分凸显治未病自身的优势，推进多学

题与项目等，企业、医院医馆充分利用治未病相关产

科、多专业、多团队融合。将最新科学技术、理论知识

品与服务发展业务，以全国中医治未病试点单位为中

与实践经验相互融合，为治未病探索新思路、新方法，

心积极探索“养联体”
“ 健联体”等新模式，早日推进行

从而逐步实现现代化。此外，还应积极开展并参与治

业规范和技术标准的建立。

未病学术交流，提升团队专业水平。引导其将自己专
业知识同治未病相结合，并根据其所侧重的业务加强

3.3

抓住机遇，克服劣势（WO 策略）
医院加大治未病中心投入与宣传，加强治未病健

相关学习与培训。努力打造专业化治未病技术装备

康管理信息化建设，转变服务理念，提供全程优质服

研发、服务团队，如开发机器人集成应用系统、智能机

务。充分利用国家政策支持、科学技术迅速发展、人

体检测预警装备、智能医疗保健器械、智能慢病管理

民健康需求不断增加的机遇，克服治未病中心重视不

装备、可穿戴中医设备、智能人机交互装备等，探索医

够、治未病健康管理信息化平台建设投入不足、治未

养结合、治未病与文化、治未病与旅游、治未病与食

病服务模式与内涵不完善不规范的劣势。如通过互

品、治未病与家居等新模式，从而发挥治未病特色与

联网、大众传播媒介等多种平台，宣传普及中医药预

优势。

防保健知识，为民众输送规范、科学的治未病理念与

3.2

利用优势，避免威胁（ST 策略）
第一，国家、各地方政府因地制宜鼓励和扶持中

医智慧健康小镇和中医艾灸特色小镇的建设及投入。
一是在东南沿海城市打造以“IT+BT”产业模式的中医

方法，提高中国公民中医养生保健素养；治未病健康

管理信息系统应根据实际需求 ，与医院 HIS、PACS、
LIS 等系统对接，同时引入远程医疗平台、云计算等应

用，为客户提供院内外持续健康监测、全程医疗跟踪

智慧健康小镇，重点培育康养制造业。例如，辽宁抚

的治未病健康管理服务，更好体现服务手段人性化、

顺依托科创小镇产业研发基地、中医智慧健康小镇成

工作效率高效化、医疗质量高质化的要求[9]；提供便捷

果转化基地、中药原材料基地，形成“IT+BT”产业规模

智能化的支付方式，争取早日将治未病服务纳入医保

经济，建设“IT+BT”企业孵化基地、产业研发基地、学

范畴；培养治未病工作人员具有良好服务意识与管理

术研究基地和科技成果转化基地。占领“IT+BT”领域

意识，保证服务更加专业化、个性化、礼仪化[10]，提升服

产业和学术制高点，孵化出一批科技含量高、成长性

务品质；充分发掘被遗落的中医特色治未病方法，如

好的高新技术企业，实现一批高科技成果转化。二是

五禽戏、易筋经等；将用于治未病领域的中药按照现

在中西部乡镇打造以“中医农业+治未病”服务模式的

代化的工艺，打造一批如足浴包、茶包、药膳、中药美

中医艾灸特色小镇，重点发展生态和康养农业。例

容养颜面膜等产品，使之商品化、产业化。

如，湖南临湘聚焦艾草、突出艾灸，计划高标准打造国

着力塑造企业品牌，提高产品软硬件品质，坚持

际艾灸康养基地、现代艾草庄园精品休闲旅游度假

国内外市场并进。企业要有大局意识和先进管理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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念，坚持高要求、严标准，提高产品软硬件品质以及售

研发能力的公司寥寥无几，急需科研机构及院校的人

后等一系列服务的质量，争取全国领先甚至是世界先

才支持。因此，企业应主动寻求与科研机构合作，把

进水平，使企业产品朝品牌化方向发展，引领治未病

“研-产-用”做好。而在装备研发、注册、生产、应用等

行业规范、健康、有序的发展。提高治未病现代化水

方面，物价、医保、医政、标委、国家食品药品监督总局

平和核心竞争力，把握市场主导权，牢牢占据国内市

等部门联合制定适宜治未病装备的政策制度，统筹利

场份额，继续拓展国外市场，避免国外企业抢夺市场。

用相关科技计划（如设立科技重大专项、基金等），支

3.4

减少劣势，降低威胁（WT 策略）

持治未病相关科技创新工作，促进治未病科技创新能

学会团体与院校重视治未病学科建设和科研投

力提升，加快形成自主知识产权，促进创新成果知识

入，加强人才培养，确立治未病相关规范。积极响应
和贯彻国家“治未病”的卫生方针，争取国家和省教
育、卫生与健康、中医药主管部门的政策支持和财政

产权化、商品化和产业化[13]。
4

结语与展望

资金，在中医治未病人才培养、科学研究、经费投入等

治未病现代化装备发展战略无疑是中医药事业

方面给予政策倾斜。重视治未病学科建设，全面提升

未来发展的一个重大布局，也是“发挥中医药在治未

学科科研、教学、应用水平，大力发展治未病学科体
系，使治未病学科朝专业化、规范化、系统化方向发
展。设立中医治未病、中医养生、中医预防医学、中医
康复理疗、治未病与健康管理

[11-12]

等专业，加大中医药

健康服务专门人才培养。治未病科研要以健康为核

病中的主导作用”的具体体现。运用 SWOT 分析法了

解治未病当前的发展状态，希望能够通过发挥优势抓
住机遇、利用优势避免威胁、抓住机遇克服劣势、减少
劣势降低威胁等策略，谋求治未病现代化更加长远健
康的发展。

争取到 2035 年，达到治未病关键技术装备的智能

心、结合防治全过程进行整体性研究，依据循证证据
探索多样化干预措施，建立客观化的效果评价方式和

工厂、智能生产、智能物流，研发出以脑机交互技术、

指标。定期举办全国性学术会议及论坛，促进交流与

云服务为代表的智能机体检测、智能健康管理、智能

合作，努力探索完善当前已有的治未病规范，如《中医

慢病管理、智能人机交互等装备，精准实现治未病早

特色健康保障——服务模式服务基本规范》
《中医治
未病服务技术规范》等，并根据社会需求制定新的标
准与规范。

预测-早发现-早预警-早干预。到 2050 年，治未病关
键技术装备全面实现智能化、信息化、国际化，保证治

未病早预测-早发现-早预警-早干预的效能，通过智

加强科研转化实力，加快形成自主知识产权。减
少治未病研究落后和应用设备不完善的劣势，降低科

能健康管理与慢病管理全方位、立体化、多视角促进
人类健康。

研转化实力弱、不注重产权的威胁。企业中具有自主

参考文献

2

1

徐经世, 李艳, 赵进东, 等 . 中医治未病理念的理论溯源与实践思

7

彭锦, 熊婕, 杨龙会, 等 . 中医“治未病”设备的现状分析 . 中医药导

2

何清湖, 叶培汉, 孙贵香 . 用中医治未病思想解决亚健康问题 . 中国

8

叶健成 . 利用部分中医思想结合现代科技应用阐释“中医西释治未

3

何清湖, 叶培汉 . 构建“养联体”打造养生保健服务新格局 . 中国中

9

王怡丹, 吴云车, 李景波 . 基于 SWOT 法三级综合医院健康管理中

4

张金玉, 王志伟, 杨曼茹, 等 . 将中医“治未病”纳入国家基本公共卫

5

彭锦, 熊婕, 杨龙会, 等 . 中医“治未病”辨识评估类设备现状分析 .

6

彭锦, 熊婕, 杨龙会, 等 . 中医治未病干预类设备的现状分析 . 重庆

6

〔 Modernization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and Materia Materia-World Science and Technology 〕

考 . 中医杂志, 2016, 57(16): 1351-1354.
中医药报, 2018-05-17(3).
医药报, 2018-07-11(3).

生服务的探讨 . 世界中西医结合杂志, 2016, 11(4): 560-562, 592.
中国公共卫生, 2019, 35(5): 538-541.
医学, 2019, 48(7): 1180-1184.

报, 2019, 25(6): 9-14.

病”理念 . 中华中医药杂志, 2016, 31(4): 1142-1145.

心发展策略研究 . 中国医院管理, 2015, 35(12): 97-99.

10 叶新萍 . 基于 SWOT 法三级综合医院健康管理中心中医治未病发
展研究 . 中医药导报, 2018, 24(24): 46-48.

11 方锐, 杨勇, 任建萍, 等 .“中西医并重”视角下中医“治未病”与健康

管理的对比及融合研究 . 世界科学技术-中医药现代化, 2018, 20(11):
1929-1935.

12 武 留 信 , 曾 强 . 中 华 健 康 管 理 学 . 北 京 : 人 民 卫 生 出 版 社 , 2016:

世界科学技术-中医药现代化★XXXX
2-70.

13 何清湖, 孙贵香, 张冀东, 等 . 以问题为导向开展中医治未病工程 .

中国中医药报, 2017-03-24(3).

A SWOT Analysis of the Development Strategy for Preventive Treatment of Chinese Medicine Modernization Equipment
Ye Peihan1,2 ，He Qinghu2＊＊ ，Yang Lei1＊＊ ，Liu Mi2 ，Xu Liangwen1

(1. School of Medicine, Hangzhou Normal University, Hangzhou 311121, China；2.Hu'nan University of Chinese
Medicine, Changsha 410208, China)
Abstract: SWOT analysis was used to analyze the modern equipment for preventive treatment of Chinese medicine, to
identify the strengths, weaknesses, opportunities, threats of its current development, and to formulate corresponding
development strategies, namely SO, ST, WO and WT strategy, so as to provide the reference for promoting preventive

treatment of Chinese medicine modernization equipment strategy achieve positive results, and seeking preventive
treatment of Chinese medicine modernization have long-term healthy development.

Keywords: Preventive treatment of Chinese medicine, modernization equipment, SWOT analysis, health management,
intelligent robot of T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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