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全球数字健康
生态系统

本白皮书由几个部分构成并应与稍后发布的发行备忘录（在此称为“备忘录”）一起阅读，包括但不限于备忘

录中包含的重要信息，标题为“风险因素”和“买家须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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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octor Smart 白皮书

前瞻性陈述注意事项

Doctor Smart是数字医疗平台，远程医疗和人工智能解决方案使
用就可以随时随地为患者提供世界一流医疗服务。 Doctor Smart
生态系统采用区块链技术和智能合约结合创新技术与传统医疗系统
基础设施（如：线下医疗设施和保险公司）。Doctor Smart为世
界各地的人们提供高质量，价格合理的端到端医疗保健服务。

我们发布的信息，包括本白皮书，含有“前瞻性陈述“，即与未来事件而不是历史事件有关的陈述。在本文

中,前瞻性陈述通常用于描述我们预期的未来业务和财务业绩,而且往往包含“预计”、“预期”、“打算”、“计

划”、“认为”、“力求”、“应” 和“将”等词语。

上述前瞻性陈述可以包括战略，计划或意图时间和成功预测和估计。 我们根据对未来事件的当前预期和假

设，制定了前瞻性声明。 虽然我们认为上述预期和假设是合理的，但可以受到重大商业，经济，竞争，监

管和其他风险，意外事件和不确定性的影响，大多数风险难以预测并我们无法控制，可能会导致实际未来

业绩与前瞻性陈述内容发生重大差异。

读者不应过分依赖前瞻性陈述。 除非适用法律另有要求，我们均无义务更新任何前瞻性声明以结果完全符

合实际或预期。

2018年05月08日， 版本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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执行摘要
创始人愿景：“Doctor Smart可以采用医疗保健行业激动人心的新技术，包括人工智能，
远程医疗和区块链等。 这样可以保证成本效益，服务可用性和质量。 我们相信，上述技
术采用可以提高世界各地生活质量和提升寿命。“

我们正在创建一个全球区块链生态系统，为每个人提供有效医疗服务。 我们生态系统整
合现有基础设施，包括医院和医疗诊所，同时连接世界各地护理提供者和客户。

Doctor Smart平台与传统医疗系统相比有许多优势。 三个主要优势如下：

创始人意见：“我们相信自动人工智能服务在不久的将来可以占互联网保健服务的 
35％”。

Doctor Smart代币确保全天候提供医疗服务，解决全球医疗保健系统面临的最重要问
题，某些问题在以下章节中详细描述。 此外，Doctor Smart利用人工智能解决方案更好
地连接全球护理提供者和患者。 我们目标是世界各地的生活质量提高和寿命提升。

2022年，全球门诊医疗服务市场价值估计达到约3300亿美元（根据Grand View 
Research公司数据），其中互联网服务 — 超过2亿美元。Doctor Smart计划占远程医
疗服务全球市场的至少2％。

Doctor Smart结合不同国家现有医疗保健基础设施，如：医院，医疗中心，诊所，健康
中心，保险公司，健身应用程序和可穿戴设备等，以提升Doctor Smart实用型代币需求
和价值。 Doctor Smart生态系统支持医疗有关产品和服务全新经济，传统医疗服务提供
商，保险公司采用分散式平台和自主人工智能服务。

— 在当今世界，不同地区医疗费用存在巨大差异，导致无法获得高质量的医疗服
务。Doctor Smart可以消除上述差异；

— 我们临床决策支持系统和人工智能解决方案可以帮助低成本医疗服务提供商改善
服务质量；

— 采用人工智能服务取代某些医生职责（如：管理）可以大幅度降低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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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医疗市场规模
大多数国家的医疗保健服务最具有社会意义，成为最敏感的领域之一。作为重要的公共
和社会服务机构，也是一个巨大的商业市场。 根据德勤估计，未来两年，全球医疗保健
成本将达8.7万亿美元，全球国内生产总值在医疗保健上的份额上升至10.5％。 美国专家
预计医疗保健市场增长率达到4.3％； 西欧— 4％；转型经济体 — 高达7.5％ 1 。

医疗保健市场增长主要因素是人口老龄化，预期寿命延长以及医院治疗费用上涨。上述
因素导致优质，最新门诊服务需求增长。医疗保健服务发展改善治疗可用性和质量，并
减少公共预算支出。 目前，门诊部占全球医疗保健市场的三分之一左右，2016年规模
为2.2万亿美元 2。 Grand View Research公司分析师预测，2022年，全球门诊服务市
场价值超过3.4万亿美元 3。根据其他估计，按当前复合年均增长率（CAGR）5.7％计
算，2024年市场规模将达3.7万亿美元 4。根据保守估计，从2018年到2024年全球市场
增长至少1.5万亿美元。

随着医疗保健费用不断增加， 医疗服务消费者，公共机构（最大客户）和慈善基金一直
积极寻求更好的成本效益管理方案。 如果无法明显提高医疗服务质量和可用性，客户不
愿意赞助成本增加。上述问题最有潜力的解决方案之一是医疗保健机构数字化。

根据IBIS World估计，在美国65岁以上的人数已达4600万。 这些人属于 “婴儿潮”一
代，他们医疗偏好已推动数字医疗服务需求增长 — 他们更喜欢家庭（或远程）治疗和健
康监测，并且有钱支付相关费用。 婴儿潮一代的收入明显高于前几代，未来15年可以看
到这一代医疗保健服务需求增加 5 。

麦肯锡公司估计，数字和移动医疗保健技术将帮助美国纳税人每年节省175至3790亿美
元 6。 根据麦肯锡公司分析师，远程医疗采用消费者互联网解决方案后，每年可以节省
34亿美元至1380亿美元。

https://www2.deloitte.com/content/dam/Deloitte/global/Documents/Life-Sciences-Health-Care/gx-lshc-2017-health-care-outlook-infographic.pdf
https://www.marketresearchfuture.com/reports/ambulatory-services-market-2491
https://www.grandviewresearch.com/press-release/global-ambulatory-services-market
https://www.ameriresearch.com/product/ambulatory-services-market-ambulatory-services-market-analytics-ambulatory-services-market-share-ambulatory-services-market-research-ambulatory-services-market-forecast-ambulatory-services-market/
https://www.ibisworld.com/industry-trends/market-research-reports/healthcare-social-assistance/ambulatory-health-care-services/home-care-providers.html
https://healthcare.mckinsey.com/digital-healthcare-how-disruptive-will-it-b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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麦肯锡公司专家预测，在未来5 - 10年内，拥有智能手机的人中约有65％将使用它们获
取医疗服务，包括远程医疗 7。 目前， 68％美国居民使用智能手机。 

Grand View Research专家估计，在未来10年里，远程医疗服务市场增长1500％：从72
亿美元（2015年）增至1131亿美元（2025年) 8。

远程医疗可以取代部分传统服务。 如：瑞典赫尔利诊所进行了六个月的试点项目，在
日常实践中实施互联网服务。 大约有13.3万名患者参加了这项实验，表明医生门诊就诊
60％可以远程执行 9 。医疗保健设备市场预测使得互联网医疗保健服务未来更有希望。 
Grand View Research分析师预计，2025年，这个市场增至5170亿美元 10.  设备技术改
进成为不久将来远程医疗服务开发主要驱动力之一。

采用人工智能（AI）解决医疗问题，通过人体健康智能监测提高生活质量 — 医疗保健领
域最有替力的领域之一。 麦肯锡公司估计，全球市场潜力为5-10万亿美元 11.

https://www.mckinsey.com/~/media/mckinsey/industries/healthcare%20systems%20and%20services/our%20insights/how%20tech%20enabled%20consumers%20are%20reordering%20the%20healthcare%20landscape/how-tech-enabled-consumers-are-reordering-healthcare-landscape-full-report.ashx
https://www.grandviewresearch.com/press-release/global-telemedicine-industry
http://healthpolicy.se/wp-content/uploads/2016/11/McKinsey.pdf
https://www.grandviewresearch.com/press-release/global-home-healthcare-market
https://www.mckinsey.com/industries/advanced-electronics/our-insights/artificial-intelligence-the-time-to-act-is-no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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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octor Smart 正在开发综合平台，提供远程
医疗，健康和健身服务，同时实施医疗保健人
工智能解决方案。 基于上述研究，我们分析
师预测，2022年，市场累计潜力达到2万亿美
元。Doctor Smart目标—占至市场至少2％，平
台每年营业额可以达到400亿美元。

1 https://www2.deloitte.com/content/dam/Deloitte/global/
Documents/Life-Sciences-Health-Care/gx-lshc-2017-
health-care-outlook-infographic.pdf

2 https://www.marketresearchfuture.com/reports/
ambulatory-services-market-2491

3 https://www.grandviewresearch.com/press-release/
global-ambulatory-services-market

4 https://www.ameriresearch.com/product/
ambulatory-services-market-ambulatory-services-
market-analytics-ambulatory-services-market-share-
ambulatory-services-market-research-ambulatory-s-
ervices-market-forecast-ambulatory-services-market/

5 https://www.ibisworld.com/industry-trends/market-
research-reports/healthcare-social-assistance/ambulatory-
health-care-services/home-care-providers.html

6 https://healthcare.mckinsey.com/digital-healthcare-how-
disruptive-will-it-be

7 https://www.mckinsey.com/~/media/mckinsey/industries/
healthcare%20systems%20and%20services/our%20
insights/how%20tech%20enabled%20consumers%20
are%20reordering%20the%20healthcare%20landscape/
how-tech-enabled-consumers-are-reordering-healthcare-
landscape-full-report.ashx

8 https://www.grandviewresearch.com/press-release/
global-telemedicine-industry

9 http://healthpolicy.se/wp-content/uploads/2016/11/
McKinsey.pdf

10 https://www.grandviewresearch.com/press-release/
global-home-healthcare-market

11 https://www.mckinsey.com/industries/advanced-
electronics/our-insights/artificial-intelligence-the-time-to-
act-is-no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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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现代医疗保健行业全球性问
题和我们解决方案

I. 繁琐医疗系统无法每天高效运行

我们解决方案

很多国家医疗保健系统由许多庞大而繁琐的机构组成，并上述机构为终端用户提供糟糕
的体验。 医疗保健系统元素经常互相影响很差，并追求相反的目标。 因此，官僚主义，
浪费和“为自己制”想法成为全球医疗行业的决定性特征。

医生面临相当大的行政负担，15分钟的基本就诊后也必须填写报告，导致患者帮助能力
限制。病人在医院无意义的排队，救护车等候时间长，医生和医疗机构对患者的关注不
够。

这意味着许多没有足够的可支配收入和/或人际关系的人无法获得高质量的医疗服务。 
即使在发达国家（如：美国 1 和英国 2 ）农村地区难以获得医疗服务，医生人数明显低
于城市 3。患者经常会失去宝贵的时间等待他们预约，以及旅行和住宿时间和金钱。

Doctor Smart是区块链平台，有助于交换结构化医疗和财务信息。 这种高科技解决方案
将有助于创造满足所有参与者需求的环境，并完全由医生和患者控制。

Doctor Smart平台具有综合医疗信息系统，可以加快所有手续办理速度，允许医生减少
行政任务时间。 我们系统位于俄罗斯莫斯科世界级Medicina诊所。使用我们平台时，医
生关注患者及其健康问题，而所有手续自动办理。

麦肯锡公司估计，门诊就诊60％可以在网上进行 4 。由于Doctor Smart 是远程医疗平
台，我们可以确保世界各地的患者可以咨询专业人员。 更重要的是，我们优先任务之一
是专家等候时间缩短（一分钟，甚至更短）。 及时咨询合格医生还可以减少诊所，医疗
中心及救护车需求和工作量，允许在紧急情况下更迅速地工作。

II. 大多数医疗保健提供者注重最低成本和标准，而不管我们健康

医疗保险制度由专业人士创建，但后来退化了。 保险公司使用病人金钱获得最大利润，
发生保险事故时找办法不付钱。为了实现上述目标，保险公司制定保险单，所以普通消
费者无法理解保险条款。保险单包括很多被保险人付款减少规定，而不是提供优质医疗
护理 5 。

https://www.ers.usda.gov/webdocs/publications/44424/9371_eib57_1_.pdf?v=41136
https://www.ncbi.nlm.nih.gov/pmc/articles/PMC1874518/
https://www.ruralhealthinfo.org/pdf/rural-urban-workforce-distribution-nchwa-2014.pdf
http://healthpolicy.se/wp-content/uploads/2016/11/McKinsey.pdf
http://www.allhealthpolicy.org/wp-content/uploads/2017/01/Health-Literacy-Toolkit_163.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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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I. 医疗行业并不采用最新技术，因此极大地限制医疗服务能力

我们解决方案

在区块链平台基础上，Doctor Smart为用户提供基于智能合约，透明和自动执行的保险
单。三个参与者包括：患者，医疗诊所和保险公司。 这种方式也有助于消除人为因素（ 
具有滥用可能性的因素 ）。 基于智能合约的保险条款规定将以透明易懂的方式表达，并
在区块链中记录。

基于智能合约的Doctor Smart保险单作为当前医疗服务和保险政策不透明度解决方案。 
这种不透明度对患者和保险公司产生负面影响，自动结算系统采用时，双方可以获得利
益。

在世界各地，大多数医疗机构不采用决策支持系统。 这种制度缺失，制药行业快速发展
及新的治疗方法显着增加了医疗失误和不当处方的风险。由于大多数国家的医生无法花
费足够的时间提高自己的技能，而且随着科学进步速度加快，最新治疗方法通知和治疗
效率提高任务变得更加困难，导致问题进一步恶化。 尽管最近通讯工具发展，医学专家
信息交流程度仍然很低。患者咨询全科医生后，专科医生咨询无法立即安排。

医疗行业还没有准备好采用人工智能分析医学图像。 视觉诊断质量仍然很低，即使在美
国，视觉肿瘤诊断需要改善 — 20％至50％的诊断测试出现假阴性，这意味着医生错过
了至少五分之一的患有癌症 6 。

现代医疗保险制度另一个缺点是狭隘地关注疾病症状治疗，而不是人们生活质量提高和
预期寿命。 如果患者问题比较复杂，通常分为几个诊断，进行多种医疗，问题仍得不到
解决。 同时，与患者健康有关持续问题，如：肥胖症，在大多数国家仍然不属于医疗求
助的范围。

以营利为目标的医疗服务提供者受益于这种情况，因为患者治疗可以带来更多收入并为
医务人员提供就业机会。主要目标并不是患者问题处理，而是创建常规医疗服务用户。

我们解决方案

Doctor Smart平台是医疗决策支持系统之一（世界上仍然很少见）。 我们医生推荐的药
物自动检查，以确保它们符合患者医疗问题，病历以及与其他药物的兼容性。 这种解决
方案显着降低了医疗错误的风险。Doctor Smart医疗系统监控治疗计划是否符合公认的
质量标准。 因此，我们智能系统可以帮助医生持续提供最高质量医疗服务。

项目团队与医学界战略合作，已制定自己的医生资格测试计划。 基于相关国际医疗标
准，可以保证专业医疗顾问高水平。 所有信息完全透明地存储在区块链中，并可供我们

https://www.ncbi.nlm.nih.gov/pubmed/103540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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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V. 患者无法获取自己的医疗记录，记录存储地方与最终用户没有任何关系

现代世界中的数据和信息价值是显而易见的。 人们渴望收集周围发生的所有事情的信
息，然后声明收集的信息所有权。 到目前为止，世界各地的人们在医疗机构留下的医疗
信息一直是个例外。 直接参与人实际上无法获取，而是由诊所和公共机构拥有和管理。
任何一方无法保证信息管理质量，有利于患者和公民。

信息所有权另一个重要方面是医疗服务质量和医生资质的知识。 医疗系统效率低下导致
信息不透明。医生咨询评估仍然不多，医疗机构很少采用这种管理方式。医生效率，教
育和技能有关信息不透明，患者无法获取。 在大多数情况下，您无法找到指定医疗机构
医疗质量可靠数据。 结果人们需要依靠直觉，朋友反馈和价格，经常出错。上述情况使
患者处于劣势。

系统所有参与者使用。 在Doctor Smart平台上，医生可以寻求建议并实时咨询，导致医
疗服务质量提高。

Doctor Smart团队利用机器学习和人工神经网络解决现代最紧迫的医疗问题之一：以评
估和预测性诊断分析医学图像（CT / MRT报告单，X射线图像，血液，皮肤和超声图
像）。现有人工神经网络可以识别皮肤癌  7, 并预测疾病可能性  8 。Doctor Smart 计划
在移动平台上实施此类解决方案，以便平台用户使用人工智能图像诊断。

我们解决方案

使用我们平台时，用户可以拥有并管理自己的医疗信息。 患者医疗记录将汇总不同来源
的信息：医生和健身顾问建议，医疗检测结果，保健装置，心脏监护仪，葡萄糖有关信
息等。上述数据交给医疗和保健服务提供商，以便他们更好的了解患者健康状况。 如果
患者拥有医疗信息，在不久的将来会更加注重自己的健康监测。

在Doctor Smart平台上，用户可以影响指定诊所和医生的服务质量：咨询后，留下反馈
意见。 咨询质量有关意见存储在区块链中，保证信息安全，并为他人谋取利益无法修
改。 如果病人评分低，Doctor Smart监督人员将彻底检查咨询过程中发生的情况，并找
出低评分的原因。 这将有助于我们创建透明，无偏见医疗服务质量评估系统，我们患者
可以决定是否预约指定医生。

V. 医疗系统还没有准备好采用患者预后护理，并在线监测慢性病

现代医疗保健系统无法汇总每个人健康状况有关信息并在系统中有效分发。 医生无法获
取患者使用移动设备收集的大量健康有关信息。 但是，上述信息可以大大降低慢性病监
测成本，医疗错误率和不合理用药处方。

https://www.nature.com/articles/nature21056.epdf
https://www.nature.com/articles/s41598-018-19907-9.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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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解决方案

使用我们平台时，用户可以拥有并管理自己的医疗信息。 患者医疗记录将汇总不同来源
的信息：医生和健身顾问建议，医疗检测结果，保健装置，心脏监护仪，葡萄糖有关信
息等。上述数据交给医疗和保健服务提供商，以便他们更好的了解患者健康状况。 如果
患者拥有医疗信息，在不久的将来会更加注重自己的健康监测。

在Doctor Smart平台上，用户可以影响指定诊所和医生的服务质量：咨询后，留下反馈
意见。 咨询质量有关意见存储在区块链中，保证信息安全，并为他人谋取利益无法修
改。 如果病人评分低，Doctor Smart监督人员将彻底检查咨询过程中发生的情况，并找
出低评分的原因。 这将有助于我们创建透明，无偏见医疗服务质量评估系统，我们患者
可以决定是否预约指定医生。

1 https://www.ers.usda.gov/webdocs/
publications/44424/9371_eib57_1_.pdf?v=41136 

2 https://www.ncbi.nlm.nih.gov/pmc/articles/PMC1874518/

3 https://www.ruralhealthinfo.org/pdf/rural-urban-
workforce-distribution-nchwa-2014.pdf

4 http://healthpolicy.se/wp-content/uploads/2016/11/
McKinsey.pdf

5 http://www.allhealthpolicy.org/wp-content/
uploads/2017/01/Health-Literacy-Toolkit_163.pdf

6 https://www.ncbi.nlm.nih.gov/pubmed/10354030

7 https://www.nature.com/articles/nature21056.epdf

8 https://www.nature.com/articles/s41598-018-19907-9.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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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Doctor Smart 生态系统
我们正在开发综合医疗保健服务系统，帮助许多国家客户在窗口模
式下进行咨询，并在线和离线处理健康问题。Doctor Smart提供
多种远程医疗解决方案，包括医生和其他医疗保健专家进行在线视
频咨询，与可穿戴医疗设备集成，医疗决策支持系统，基于区块链
的医学专家评估系统，人工智能 医疗解决方案以及与存储医疗信
息用的不同生态系统和数据库集成。 在本节中，我们说明Doctor 
Smart计划到2020年实施的生态系统全部功能。

技术平台
Doctor Smart平台是生态系统核心。 它处理客户请求，记录交易，帮助医
生做出及时，准确决定，并汇总用户和就诊信息以计算专家评分。 FSHT（
未来智能健康技术）商业公司确保平台安全平稳运行。客户支付合作伙伴诊
所，实验室和健康中心远程医疗服务费用。 Doctor Smart平台包含几个关
键要素，有助于生态系统中提供的所有服务质量持续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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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银行是结构化数据库，包括医疗信息，生态系统中的所有咨询结果以及从外部来源
（包括第三方系统）集成的数据（如：电子医疗，电子医疗记录（EMR / EHR ）；来自
诊所，实验室，保险公司，健康和健身应用程序，国家授权服务提供商等信息）。数据
银行允许专家即时访问患者信息，有助于他们做出更快更准确的决定。 数据库将有开放
API，允许学术协会，权威机构，私人机构和独立开发者使用集成数据进行医学研究或训
练人工智能算法等。

决策支持系统是一项智能自动化服务，支持医疗决策并对系统内提供的所有咨询进行全
面质量控制，包括处方药相关性控制，与患者医疗记录符合性和药物相互作用，以及治
疗与医疗标准符合性控制模块。另外，系统考虑禁忌症，过敏，当前诊断和常规药物。

医生评分模块允许客户评估咨询，专家建议和提供的护理质量。 专家整体评级影响生态
系统许多方面，从监督员质量控制检查次数到排队患者分布。

智能排队模块是病人排队和医患匹配系统，可以帮助根据咨询主题有关人工智能数据，
评分和认证自动选择医生。 系统还考虑参与者在Doctor Smart忠诚度系统中的水平。

数据银行

决策支持系统

医生评分模块

智能排队模块

DS Cloud EMR是Doctor Smart生态系统内的顾问和诊所云解决方案。 DS Cloud EMR
为诊所提供现成解决方案，提供离线和在线咨询服务。 为了方便在线咨询，可以整合
现有实验室网络，并向医生提供病历相关部分的访问权限。 医生有机会使用集成到DS 
Cloud EMR中的技术服务，包括建议的分步咨询模式，医疗决策支持系统，处方药正确
性监测以及指定区域官方标准符合性。

Doctor Smart启用区块链平台确保所有操作透明度并保证所有项目参与者权利。 区块链
平台确保金融交易有关信息，专家认证数据，咨询评分和评级数据保持安全和不变。 另
外，保证透明推荐计划和健康生活方式鼓励自动化系统，以及对Doctor Smart社区积极
参与者交易分布式控制。 区块链技术还允许提供基于智能合约的透明保险产品。 保险公
司可以使用上述产品实现自动化操作，并提供值得信赖的保证，保险单中指出的不利事
件发生后，客户可以收到付款。

云医疗信息系统

区块链平台采用以太坊公共区块链和Quorum私人区块链的组合；DSTT代币有助于生态
系统进一步发展，并所有参与者激励体系建立。 区块链平台运作原理以及代币在生态系
统中的作用在后面章节有详细说明。

Doctor Smart 区块链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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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户如何使用远程医疗服务

注册完成后，客户可以进入用户账户。用户可以选择需要咨询的专家，包括医生（如：
全科医生，妇科医生，儿科医生），健康专家（如：营养师，健身教练，心理学家），
兽医。与专家联系时（视频聊天，语音聊天或咨询聊天）可以使用电脑，平板电脑或智
能手机。智能排队系统使用人工智能数据，当前评分，咨询主题相关证书以及Doctor 
Smart忠诚计划中的参与者水平自动选择医生。专家选择目标等待时间不到一分钟。

合适专家找到后，以方便咨询客户和专家之间建立安全连接。 咨询期间中，客户可以收
到合格专家意见以及进一步治疗建议。 每次咨询后，用户可以评估服务质量。专家整体
评级影响生态系统许多方面，从监督员质量控制检查次数到排队患者分布。

咨询后，患者可能需要完成医学检查或离线咨询专家。Doctor Smart客户可以在用户账
户中的在线咨询后立即进行后续预约（合作诊所和实验室更多信息，请参阅下文）。 在
线咨询后，患者可能需要购买药物，在某些情况下，也可以在用户账户中使用电子处方
完成。用户不用去见医生就可以购买必要的药物，包括在系统中的在线药店（需要提供
ID）。不同国家的法律规定，网上商店规则和可用药物列表可能有所不同。

远程医疗
远程医疗是Doctor Smart生态系统中的服务，允许全球客户获得任何医疗保
健问题快速专业咨询。 向医生和健康专家提供在线咨询增加收入的机会。 
远程咨询时可以收集病历，回答病人的问题，开出药物和许多其他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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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远程会诊以外，其他服务可以使用用户账户提供。 上述服务包括“第二意见”（根据
患者提供的资料，如：医学报告，医学图像和检测报告单，获得相关专家意见），检测
报告解释，基于人工智能的医学图像解释和其他服务，包括基于DS Open API创建的服
务。

客户可以随时查看自己的电子病历，远程会诊和预约记录，检测报告和治疗流程，处方
药物及其在客户账户中的操作和付款记录。 使用基于快速医疗保健互操作性资源标准
（HL7 / FHIR）的现有EMR / EHR直接整合。 这种集成允许访问实验室，处方，视频
笔记，放射学文件，开发笔记等。

用户账户还包含健康部分，从客户使用的任何健身设备或应用程序获取的数据汇总在健
康部分，并提供游戏化视觉评估整体健康状况改善情况，包括用户对自己的健康护理质
量水平显示。 此系统提供基于人工智能处理数据的生活质量提高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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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家如何使用远程医疗服务

在平台开始使用之前，专家必须完成特殊行动。 首先，必须通过基于决策支持系统
（DSS）AI核心的自动化考试。医生考试是按特殊条件随机生成的，目标是选择拥有足
够的相关标准知识并可以比较处方药物和治疗程序适应症和禁忌症的医生。 除了考试
外，医生还需要提供教育有关信息，资质证明和其他资料（资料列表取决于医生专业和
地区）。

在医生或健康专家完成所有必要的操作后，可以进入专家账户。 “服务”模式激活后，可
以向排队中的患者提供咨询服务。咨询之前，需要阅读预约有关原因。 在咨询过程中，
医生可以本次会议扩大到医生委员会，并实时连接另一位相关专家或必要时患者家属，
告知他们治疗，规定的医疗程序和其他情况。

咨询后，专家可以查看取得的收入。 Doctor Smart专家提供的咨询质量由主管监督检
查，他们会检查由指定专家提供的十分之一的咨询。 他们还需要检查所有客户评价低的
咨询。主管监督从系统中的最有经验的专家选出。 如果服务质量低于Doctor Smart标
准，专家可能会被罚款或失去平台进入许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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诊所：现有线下诊所（未来，虚拟网上诊所也可以成为参与者）可以为病人提供服务并
利用医疗信息系统。系统使用允许聚集医生，与Doctor Smart合作为患者提供在线服务 
，并同意与Doctor Smart患者进行离线预约。

在许多情况下，在线咨询时，专家可以决定患者应咨询线下诊所进行诊断，检查和治
疗。

Doctor Smart与符合全球质量标准的诊所签订合同，并整合到平台中。专家可以在病人
方便的时间和地点预约，同时考虑服务接受者地理定位，相关专家可用性以及最近医疗
机构空闲时间。 所有个人咨询有关信息提前发送到离线诊所； 病人只要过来接受服务。 
由于Doctor Smart平台自动执行所有必要的操作，因此在线下诊所不需要填写资料或付
款。

离线咨询结果立即添加到患者电子病历中，并在患者下次咨询Doctor Smart专家时，还
能再次使用。

Doctor Smart客户每次在合作伙伴诊所预约时，我们需要收取部分患者离线提供的服务
费用。

实验室进行治疗需要的医疗检测。 收到Doctor Smart客户检测申请后，检测报告单发送
给Doctor Smart生态系统。检测可以包括在线检查（如：检测报告解释）和离线检查（
血液检查，MRT，X射线检查等）。

如果咨询时专家决定患者需要进行一些检查，他们可以将患者送到最近Doctor Smart合
作伙伴实验室进行所需的检测。 在大城市里，某些合作实验室可以派护士在患者家里进
行必要的检查。

Doctor Smart自动提供实验室所需的信息。检测报告发回给Doctor Smart，并添加到病
人电子病历中。 Doctor Smart申请中的通知系统会通知患者检测报告已收到，以及重新
预约在线咨询，以便与医疗专业人员沟通。 所有付款在Doctor Smart平台上完成， 患
者只要提供实验室服务凭证：不用浪费时间解释，填写资料和进行付款。

生态系统参与者

诊所

实验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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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合作伙伴实验室确认提供的服务符合国际质量标准后，与Doctor Smart生态系统连
接。

Doctor Smart向合作伙伴实验室提供检测申请，并在向客户提供服务时收取费用。

在过去的十年里，健康生活方式和帮助人们实现上述目标的产品和服务需求不断增长。 
保健产品和服务不再是运动员和高收入群体的特权。健康生活方式是当前最重要消费趋
势之一。 根据EuropeActive分析师，欧洲健身服务市场已达到320亿美元，并成为全球
最大 1 。

在过去几年里，移动设备和软件已成为市场增长主要推动力。 对于许多人来说，上述设
备和应用程序允许多注意生活健康，确保记录保存，提供健身和营养建议和知识。 2017
年，Future Market Insights分析师估计全球市场规模为210亿美元，2027年预计增长至
937亿美元，复合年均增长率为15.8％ 2 。2017年，生产厂家在市场上出售了1.255亿台
移动设备（同比增长20％）。根据IDC估计，2021年，2.4亿台设备进入市场，并复合年
均增长率为18.2％ 3。

虽然移动技术是保健市场增长主要动力之一，但仍然占小部分。Global Wellness 
Institute估计，2015年健康市场规模为3.7万亿美元 4 。除了健身和移动技术以外，健康
市场包括美容行业，健康旅游，健康食品市场等。

Doctor Smart生态系统包括不同健康市场参与者。参与仅限于在线服务提供和客户需求
产生能力。 在刚开始的阶段，Doctor Smart生态系统只要整合健康行业两个部分：

健康中心

健身中心（他们专家将连接到生态系统）和健身专家。

营养师和健康饮食专家。

他们可以在线咨询我们用户，在健身房或家中观看培训课程，制定个人培训计划，考
虑健康状况数据，监测客户进展情况，并在必要时作出调整。很多人无法使用私人健
身教练服务由于成本高以及需要提前安排培训课程。Doctor Smart解决此问题，在
客户要求时快速联系专业健身教练。

他们可以咨询我们用户膳食计划，日常卡路里或摄入量等问题。 食物组成强烈依赖
于人的目标和体力活动。 这是Doctor Smart生态系统最大优势之一：如果需要并经
用户同意，营养师可以获取有关系统内部信息，并制定更合适的膳食计划。

http://www.europeactive.eu/blog/new-research-physical-activity-levels-released
https://www.futuremarketinsights.com/press-release/wearable-fitness-trackers-market
https://www.idc.com/getdoc.jsp?containerId=prUS42818517
https://www.globalwellnessinstitute.org/press-room/statistics-and-fac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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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行业之间的协同作用是Doctor Smart生态系统关键特征之一。 通过各种来源数据结
合和医疗保健专家，我们可以为用户提供复杂解决方案。 如果健康顾问发现客户有一些
健康问题，他们可以建议客户咨询系统可以立即找到的医生。 如果医生发现上述问题由
于运动缺乏或不健康的饮食引起，患者可以立即咨询相关专家。 沟通在同一个生态系统
内进行 — 不需要改变应用程序。 付款使用一个账户进行，并所有费用标准，透明。

Doctor Smart为健康行业合作伙伴提供客户，营销和技术支持以及收取服务费。

我们预计，由于技术发展，健康市场不同行业的在线服务机会质量和数量将逐年提高，
我们可以扩大健康服务范围。 我们对美容医学和皮肤健康，保健旅游和其他事情特别感
兴趣。

1 http://www.europeactive.eu/blog/new-research-physical-
activity-levels-released

2 https://www.futuremarketinsights.com/press-release/
wearable-fitness-trackers-market

3 https://www.idc.com/getdoc.
jsp?containerId=prUS42818517

4 https://www.globalwellnessinstitute.org/press-room/
statistics-and-fac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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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险公司是全球众多医疗保健机构之一。 不同国家的医疗保险是强制或自愿，保险公司
是私人或国有。 除了保险支持的医疗服务之外，许多国家还为国家出资的医疗服务预算
庞大。 如：美国为低收入人群（Medicaid）和老年人（Medicare）开展了大规模联邦
和州联合计划。 同时在英国，联邦预算为大多数医疗服务提供资金。

另外，普通用户通常不了解保险单内容或细则，包括他们支付哪些服务费用以及哪些服
务不在医疗保险报销范围内。 很多人不了解基本条款 1 。另外，普通用户通常不了解保
险单内容或细则，包括他们支付哪些服务费用以及哪些服务不在医疗保险报销范围内。 
很多人不了解基本条款 2 。基于智能合约的Doctor Smart保险单解决此问题。

Doctor Smart区块链平台向用户提供透明，按照智能合约自动执行的保险单。 这种保险
需要三方参与 — 病人，诊所和保险公司，并可以实现一定程度的，人类早期无法达到的
自由。 保险单条款和条件用易懂语言写成，并存储在区块链中。

Doctor Smart生态系统中专为保险公司提供特殊界面，以简化保险单填写过程。 保险公
司采用上述界面展示并出售自己的产品。 所有可用保险单用易懂语言写成，帮助用户更
容易做出明智的选择。 用户可以创建自己的保险单，包括他们所需的医疗服务。

Doctor Smart只能 与准备提供透明服务并支持我们自动保险原则的保险公司合作。保险
货币化通过保险单销售和延期时收取费用实现。Doctor Smart向保险公司提供所有需要
的营销工具，以及法律服务和技术支持 。

保险公司

1 https://www.theguardian.com/society/2016/feb/09/which-
country-has-worlds-best-healthcare-system-this-is-the-nhs 

2 http://www.allhealthpolicy.org/wp-content/
uploads/2017/01/Health-Literacy-Toolkit_163.pdf

https://www.theguardian.com/society/2016/feb/09/which-country-has-worlds-best-healthcare-system-this-is-the-nhs
http://www.allhealthpolicy.org/wp-content/uploads/2017/01/Health-Literacy-Toolkit_163.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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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工智能技术在现代医学中最具有前途的领域之一，为投资人提供巨大机会。 麦肯锡公
司估计，全球市场潜力为750亿美元  1 。此行业正处于技术崩溃的边缘； 在未来10年里
发生的事件将大大改变医生和其他医疗专业人员治疗方式。

医学图像解释是当今最紧迫的医疗问题之一。 2017年02月，斯坦福大学研究人员宣布 2 
他们神经网络已识别癌症（最常见的皮肤癌类型）和黑色素瘤（所有图像的5％，但是最
危险皮肤癌）图像。 2018年01月，耶鲁大学 3 学者教导神经网络以高度准确的预测黑色
素瘤发展风险。 上述技术预测潜力令人印象深刻 — 提高早期诊断的机会，对成功治疗
非常重要。

根据最新研究和经验数据，第一代医疗AI技术将在未来3 - 5年内出现在医疗实践中。上
述技术可以决定是否应向医生显示某人的X射线图像或CT扫描。 在7-10年内，第二代医
疗人工智能可以进行图像初步解读，从而诊断人员可以更快地工作，并告诉他们注意事
项。 根据患者医学检查结果，人工智能可以给出预后建议并评估不同疾病（包括癌症）
发展风险。 这种评估可以考虑未来检查次数。

Doctor Smart计划在移动平台中实施市场合作伙伴最先进的技术解决方案，作为高科技
医学市场。 在全世界范围内，数十个团队正在开发令人印象深刻，基于人工智能的产
品，上述产品具有巨大潜力。Doctor Smart可以确保必要的客户流量和发明货币化，而
用户可以在一个可访问的平台上接收来自全球各地的最先进的解决方案。

目前，Doctor Smart团队致力于结合多种人工智能医疗诊断应用程序到其生态系统中，
包括可以解释CT / MRT报告，X射线图像，血液和皮肤图像以及超声波扫描的神经网
络。 合作伙伴诊所医生可以使用上述技术在较短的时间内做出更好的诊断，同时减少医
疗错误数量。如：在美国，每五名乳腺癌患者中就有一名获得假阴性结果，当一个人患
有癌症，但医生无法正确解释检测报告  4 。神经网络有助于精确诊断偏远地区居民。

我们未来计划允许客户访问神经网络。 他们可以使用DICOM格式上传自己的医学图像，
并神经网络报告作为第二意见。

智能医疗是我们目前开展的人工智能实施另一个有前途的机会。 我们向用户提供个人建
议，帮助他们改善健康状况和整体生活质量。我们目标可以实现使用机器学习和深度学
习解读以下信息：采用开放API连接我们生态系统可穿戴健身和医疗设备的信息；基于 
Doctor Smart服务使用记录的用户健康结构化信息。

我们顾问也可以使用上述信息提高健康咨询质量，工作效率，并提供个人化服务。 与客
户保持联系时，Doctor Smart可以了解建议效率和治疗进展。

人工智能(AI)

https://www.mckinsey.com/industries/advanced-electronics/our-insights/artificial-intelligence-the-time-to-act-is-now
https://www.nature.com/articles/nature21056.epd
https://www.nature.com/articles/s41598-018-19907-9.pdf
https://www.cancer.org/cancer/breast-cancer/screening-tests-and-early-detection/mammograms/limitations-of-mammogram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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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octor Smart准备在产品解决方案和内部技术流程中使用AI技术。 如：我们正在实施机
器学习在Doctor Smart医疗决策支持系统中。决策支持系统可以独立学习，并根据新数
据调整运行。 我们系统可以验证连接到Doctor Smart医生的资格。 

1 https://www.mckinsey.com/industries/advanced-
electronics/our-insights/artificial-intelligence-the-time-to-
act-is-now%20

2 https://www.nature.com/articles/nature21056.epd

3 https://www.nature.com/articles/s41598-018-19907-9.pdf

4 https://www.cancer.org/cancer/breast-cancer/screening-
tests-and-early-detection/mammograms/limitations-of-
mammogram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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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IPAA要求符合性
医疗保健提供者必须遵守1996年医疗保险可携性和责任法案（HIPAA）1 所有要求。 
HIPAA包括患者个人医疗信息处理规则。

集中式数据库容易受到黑客攻击。 尽管符合HIPAA要求，传统医疗信息系统也不安全。
美国Equifax信用报告机构1.43亿客户数据库破解作为被视为安全的集中式数据库大规模
攻击的例子 2 。

Doctor Smart采用区块链技术与其他技术确保医疗数据动态安全保护，正在创建基于区
块链，符合所有HIPAA安全要求的平台。Doctor Smart动态识别协议根据用户类型，访
问时间和原因，地理位置和业务需求将数据分为三组，具有不同级别访问权限。 使用非
数学匿名动态标识符可以帮助Doctor Smart区块链克服马赛克效应，并保证数据库的细
粒度访问控制。

为了确保医疗数据安全，所有信息存储在公共区块链外。

采用区块链技术与基于分布式P2P网络动态识别协议结合比采用集中式信息存储方法的
传统数据库数据保护水平高。通过设计保护隐私。 

1 https://www.gpo.gov/fdsys/pkg/PLAW-104publ191/html/
PLAW-104publ191.htm

2 https://www.theverge.com/2017/9/22/16345580/equifax-
data-breach-credit-identity-theft-updates

https://www.gpo.gov/fdsys/pkg/PLAW-104publ191/html/PLAW-104publ191.htm
https://www.theverge.com/2017/9/22/16345580/equifax-data-breach-credit-identity-theft-updat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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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关键参与者利益
Doctor Smart生态系统创建提高医疗服务质量。 我们生态系统参
与者之间的关系变得更透明，以市场为导向和自动构建。 我们在
下面文章中介绍Doctor Smart生态系统参与者主要优势。

Doctor Smart为患者提供的最大优势：专业咨询速度快，价格合理，全球可用性保证，
医疗服务很多以及可以使用独特技术平台。Doctor Smart生态系可以提供所有现代医疗
服务。

对推出后首次使用我们服务的人来说，服务速度成为最主要特点。 我们计划不断缩短患
者等候时间（应不到一分钟）。确保医疗问题及时处理是我们优先事项之一，用户可以
确信，Doctor Smart帮助不需要等待。

合理价格是我们服务另一个关键特点。 Doctor Smart团队致力于为数百万不同收入水平
的人提供合格医疗专家服务。 平均而言，在所有国家我们专家咨询费用约7美元。 毫无
疑问，价格可能会高或低，具体视地区而定。但依然会低于医生，营养师，心理学家和
健身教练离线咨询价格。

全球可用性是我们第三个关键优势。我们用户可以随时随地用自己的母语咨询医疗专
家。Doctor Smart平台可以根据患者需求而不是根据地理位置选择医疗专家。

医疗专家人数是我们另一个优势。 除了各种专业的医生，营养师，健康专家，美容专
家，兽医还可以在我们平台上提供咨询服务。 无论地理位置，Doctor Smart可以提供医
疗专家高质量咨询服务，并传统离线医疗服务无法确保这种质量。 

独特的技术平台是我们第五个优势。区块链技术确保我们个人化服务质量高，可以自动
提供，还可以制定基于智能合约的易懂保险单。

我们生态系统帮助用户不仅保持身体健康，而且活出生命全部的潜能。这就是Doctor 
Smart。

患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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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octor Smart为医疗顾问提供的最大优势：在国际高科技生态系统中工作，提高收入和
专业水平。 除了经济收益外，医生可以为客户提供更高水平医疗服务。

收入提高是我们生态系统医生可以指望的第一件事。工作量和客户流量优化帮助利用医
生空闲时间，获得更多的患者。Doctor Smart为其医生提供市场营销，技术和法律支
持，使他们可以更专注于患者。

灵活高效时间安排和更好的控制是我们医生第二个优势。 他们可以随时连接系统并获得
患者，而无需事先通知。 他们所要做的就是进入系统并准备好帮助患者。

我们医生第三个优势是在全球任何地方可以进行咨询。 如果所有设置符合质量标准和要
求，如：音量不用调到最大声音，医生就可以在任何可以访问可靠互联网连接的地方进
行咨询。
 
第四个优势是医疗决策支持系统，在咨询 — 诊断 — 推荐 — 重新制定过程中的每个阶
段为医生提供支持，并降低医疗错误风险。所有处方药物与患者问题，医疗记录符合性
以及与其他药物的相互作用自动检查。

我们合作伙伴基于人工智能的专业产品可以与我们平台结合，这就是我们第五个优势。
我们平台可以访问基于神经网络和其他产品的医学图像分析解决方案，允许医生更快地
诊断简单病例，同时帮助处理更复杂的病例。

为医疗专业人员创建的创新，易用，帮助控制经济利益和工作量的生态系统。这就是
Doctor Smart。

医生

为离线合作伙伴：
诊所，健康中心和实验室

我们离线合作伙伴主要优势：加快业务发展确保客户数量增加，员工非生产时间降低，
专业知识扩大，支付自动化实现以及基于医生丰富经验和专业产品云平台访问。

Doctor Smart为其合作伙伴推荐客户，确保营业额提高，在线客户数量增加和服务速度
加快，帮助收入增加并业务发展加快。Doctor Smart为合作伙伴提供市场营销，技术和
法律支持。

客户数量增加帮助我们合作伙伴增加收入并提高员工专业技能。为客户提供服务和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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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险公司主要优势：医疗机构财务结算简单透明，为客户生成个人化建议并获取大量非
个人化数据以调整建议的可能性。

基于区块链的财务结算系统允许Doctor Smart生态系统内部结算变得更简单更透明。消
费者欺诈保险公司行为保护帮助降低保险销售风险。 风险越小，价格越低，条件对消费
者更有吸引力。

保险公司可以在Doctor Smart平台上发布自己生成的智能合约。他们可以快速制定
有意思的建议并推向市场。 这是非常紧迫的事情，因为商业建议寿命越来越短。目
前，Doctor Smart医疗保险建议最令人兴奋。
Doctor Smart生态系统存储来自世界各地的大量医疗服务有关数据。 这种非个人化信息
允许保险公司调整自己的模型，创造更好，更有针对性的建议，从而更好地满足客户需
求和期望。

Doctor Smart为保险公司提供基于智能合约的保险单销售所有必要的营销工具，为长期
和互利合作提供法律和技术支持，以更了解新保险方法利用。

创造新市场，同时改善现有保险市场的商业合作伙伴。这就是Doctor Smart。

保险公司

时间比例提高，促进专业发展。

Doctor Smart可以执行所有金融交易：实现支付自动化并在区块链上存储。我们合作伙
伴交易变得更加透明，方便。

Doctor Smart云生态系统提供机会获取不同国家医生经验和知识，以及加快医疗服务速
度，基于人工智能的专业产品。

了解企业需求，促进专业发展，提供独特客户互动技术解决方案可以的生态系统。这就
是Doctor Sma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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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人工智能的产品开发商主要优势：发明货币化，国际市场进入并在专业环境中发展
自己品牌的可能性。

Doctor Smart为基于人工智能的产品开发商提供机会在医疗商业环境中发布发明有关信
息，并寻找客户。 我们希望合作伙伴产品帮助医疗过程优化，自动管理简单病例，帮助
简单处理复杂病例。

我们合作伙伴第二个优势： 不需要很大的投资，就可以进入全球市场。Doctor Smart是
国际平台，不同国家诊所和实验室都可以连接。 基于人工智能的创新技术解决方案对于
我们合作伙伴都很有意思。 开发商可以创建适用于不同地区出售的多语言产品。

最后，Doctor Smart平台不仅可以提供医疗产品访问，而且帮助产品改善。 我们生态系
统收集的数据将可供我们合作伙伴使用神经网络培训和测试。我们生态系统为合作伙伴
带来最强大的竞争优势。

促进创新公司开发新产品的国际高科技医疗市场。这就是Doctor Smart。

为基于人工智能的产品开发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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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Doctor Smart区块链平台

区块链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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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需要使用两种区块链？

公共区块链：以太坊

私有区块链：Quorum

使用区块链技术主要原因 — 确保我们所有业务的透明度及所有参与者权
利。 区块链将有助于确保通过Doctor Smart传递的所有信息，如：金融交
易，服务价格，专家评级和证书，保险担保支付等安全和不可改变性。

Doctor Smart将同时使用两种区块链。 基于Quorum私有区块链将使用记
录生态系统内部交易，评级，专家证书和其他信息。因为公共区块链当前技
术限制无法支持必要数量的交易，用户体验或单位经济，所以需要使用私有
区块链。 除了上述私有区块链以外，还可以使用基于以太坊网络的公共区
块链，以确保DSTT代币初始分布和随后的流动性，同时保证私有区块链中
的数据不变。

我们选择使用摩根大通久经考验的Quorum平台作为私有区块链基础。 它有
与以太同一的基础，并智能合约以类似的方式开发。 为了实现网络和区块
形成的必要速度，我们项目必须实施区块形成改进方法。 这就是我们要实
施集中式共识算法PoA（权威证明）主要原因。 在项目框架内，将开发特殊
工具，通过以太坊公共区块链上的Block Proof智能合约来保证我们私有区
块链的不可改变性。

我们使用以太坊区块链执行以下任务：
 — 公开出售代币，以吸引更多的生态系统参与者
 — 在二级市场上项目代币流动性保证，以促进新用户加入生态系统
 — 用于确保我们私有区块链不可改变的Block Proof机制

私有区块链主要功能包括：
 — 系统参与者钱包的智能合约
 — 账单和交易系统（系统中所有交易历史记录公开访问
 — 保险制度可靠自动支付机制
 — 评价和反馈系统，指定医生和患者评分计算用公开机制
 — 医生资质证明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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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普通节点相比，投票节点可以在Quorum区块链PoA机制内生成并投票区块。 拥有投
票节点的生态系统参与者数量有限：

 — 为了确保平台容错性和可用性投票节点将设置在世界各地的数据中心
 — 实节点应预先批准并满足某些技术要求

投票节点数量增长有助于提高网络分散性和容错能力。 为此，Doctor Smart生态系统
包含创建新节点的激励措施。具有两种用户参与方式：

所有用户都可以建立普通节点并访问存储在区块链中的所有信息。 普通节点不能生成
区块

在私有区块链中，有两种节点 ：

实节点参与区块生成和投票过程中，并以平台中的支付交易金额的百分比获得工作奖
励。 实节点应满足一定的技术要求，以确保平台中的所有操作可以顺利进行。实节点创
建需要存款DSTT代币并获得其他投票节点批准。

如果技术能力不构创建自己的节点，但用户希望为区块链平台开发做出贡献，则可以建
立虚拟节点。 在这种情况下，用户只要存款DSTT代币，而Doctor Smart负责节点安装
和其他技术支持。
 
在这种情况下，用户也可以获得平台中的支付交易金额的百分比奖励，但比实节点小，
因为奖励部分作为Doctor Smart技术支持服务费。

普通节点

实节点创建

虚节点创建

投票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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私有区块链特点

区块链平台技术开发，更新和功能扩展以及基本技术参数设置（如：平台和投票节点收
取的费用大小）由Doctor Smart实施。

私有和公共区块链中使用相同的代币。出售期间中发行数量有限的代币，并以后不会继
续发行。为了在区块链之间转移代币并确保相应信任程度，我们已开发特殊区块链之间
的代币转移机制。上述机制实施时，在以太坊公共链上创建智能合约PrivPub Transfer。
智能合约任务是在制定账户上存储相当于转移到私有区块链代币数量。私有区块链上
的银行智能合约将以类似的方式运作。代币所有者可以转移代币到智能合约PrivPub 
Transfer，并将来自特殊银行账户的相同代币数牌转移到私有区块链指定账户。反向操
作以相同的方式进行。转移操作时不会生成或烧毁代币。公共和私有区块链中的代币总
量将等于代币出售期间中发行的总额。

只有客户财务和声誉信息存储在区块链中。 在系统中，可以创建无限数量的直接相关钱
包。 用户可以使用不同钱包支付服务费用，按条件或其他逻辑选择。 用户还可以将某些
咨询有关信息存储在单独的财务历史记录中，可以匿名进行一些医疗咨询并与上述咨询
有关信息不会存储在主要医疗记录中。

为了遵守当地法规，Doctor Smart博士允许用户以国家法定货币支付服务费用。 当服务
在新地区开始提供时，本地货币兑换代币的汇率将引入Exchange智能合约（此信息会定
期更新）。 从那时起，该地区的用户可以使用任何支付方式（信用卡和其他方式），并
以当地货币支付服务费用。该地区服务提供商允许以当地货币获取收入。 付款完成后，
付款人国家货币将被兑换：首先换成代币，然后换成收款人国家货币。 系统不收取汇率
差价费用，以相同货币获取收入时收入金额不会降低。 如果服务提供商所在国家的法律
允许他们以代币获得收入，则用户可以选择：以国家货币或代币获得收入。 除了代币和
国家货币外，系统还允许使用其他加密货币进行支付。

技术参数与开发

区块链之间的代币转移

多地址与匿名

使用国家货币付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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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块链平台发展

为确保容错能力和加快运营速度，我们计划在未来采用多链机制。在某些条件下，一个
区块链内可以同时存在几个有效区块。上述区块可以稍后接受。 这种机制允许两个区块
链的并行存在，具有部分和时间的隔离。 同步时，如果主区块链和隔离区块链的历史不
相互抵触，就可以接受。 为了防止在平台级拒绝隔离区块链，用户钱包将按地理位置划
分。 这种方法帮在无法上网的地区（中国和其他地区）运作顺利。 上述地区钱包将在允
许范围内进行交易。

迁移到多链区块链

区块链平台发展路线图

2018年年第⼀一季

区块链要求和技术⽂文件
形式化

2018年年第三季

公共和私有区块链
智能合约主要因素开发

2018年年第⼆二季
ICO智能合约开发
智能合约使⽤用开始 

2018年年第四季
区块链测试和推出

2019年年第⼀一季

保险智能合约开发和
连接

2019年年第四季
多链并⾏行行执⾏行行的
区块链开发和实现
地区相互独⽴立及许多褶皱

加快Doctor Smart区块链运⾏行行速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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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DSTT 代币
DSTT代币 (Doctor Smart Time Token)授予Doctor Smart社区参
与者部分数字权利，包括财务和非财务特权，为患者提供更好的服
务价格，为医生提供更多的功能。 拥有代币的患者可以获得额外
折扣，医生可以赚取更多的收入，并平台服务费用占收入的一小部
分。 获取上述特权时，DSTT代币所有者不需要花费它们，但它们
可以作为支付工具— 用户可以使用代币支付Doctor Smart服务费
用。

DSTT代币根据以太坊ERC-20代币标准发行，并兼容Doctor 
Smart生态系统中使用的Quorum私有区块链。 两种区块链之间的
代币转移不受任何限制或批准。 由于这种转移，代币总数保持不
变。

Doctor Smart生态系统中的所有交易均使用DSTT代币执行，并记录在Quorum私有区块
链上。私有区块链状态记录在以太坊公共区块链上以保证数据不能改变。 客户可以选择
购买代币支付Doctor Smart平台服务费用或使用其他付款方式（法定货币或流行加密货
币，如：比特币或以太币）。

客户选择用法定货币支付服务费用时，需要使用信用卡或本地支付系统将必要的金额转
给Doctor Smart。 我们收到付款后，必要的代币数量自动转入客户账户，然后可以支付
服务费用。确保系统平稳连续运行，Doctor Smart保留足够数量的DSTT代币，并在ICO
和收取收入时进行储备。

服务提供商也可以选择用DSTT代币，法定货币和其他加密货币获取业务收入。 服务提
供商决定以法定货币获取收入，服务提供完成后，客户用DSTT代币支付的服务费用转入
Doctor Smart钱包，然后相应金额转入服务提供商账户（以国家货币和扣除平台服务费
用以后）。

在平台上执行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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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STT代币是Doctor Smart忠诚计划的关键组成部分，帮助平台用户获得额外服务，以
及生态系统中的财务和非财务特权。忠诚计划适用于客户和服务提供商，并有三个级
别：银，金和铂金。 获取每个级别的权限，必须购买一定数量的DSTT代币并在指定的
智能合约中冻结它们。 忠诚计划高级别需要冻结更多的代币并授予更多的特权。 用户可
以随时增加预先存入的代币数量，以便访问更高的忠诚计划等级。 存款期结束后，用户
可以继续参与忠诚计划，也可以收取代币。

为了达到忠诚计划一定的等级，代币应存款一个月至两年。 存款期限越长，必须冻结的
代币数量越少。

用户可以购买DSTT代币参与忠诚计划或用法定货币或其他加密货币转账。 用户选择用
法定货币付款时，该过程类似于服务费用支付：客户或服务提供商将资金存入Doctor 
Smart账户，并以当前汇率相关代币数量作为忠诚计划存款。

参与忠诚计划的客户特权包括：

 — Doctor Smart平台提供的所有或部分服务价格折扣优惠
 — 在Doctor Smart平台上使用服务时现金返还和奖金支付
 — 服务需求旺盛时优先联系专家
 — Doctor Smart团队提供个人全天候支持服务，以解决任何出现问题（白金级别）

参与忠诚计划的医生特权包括:

 — Doctor Smart平台服务费用降低
 — 为客户选择专家时优先考虑
 — Doctor Smart推出新产品和服务时优先访问
 — Doctor Smart团队提供个人全天候支持服务，以解决任何出现问题（白金级别）

忠诚计划具体条件（包括存款规模，客户折扣和医生费用）按客户所在地区确定，随着
平台发展和用户数量增加可以发生变化。 Doctor Smart忠诚计划条款将在每个新地区启
动服务后公布。

忠诚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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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提供商存款是Doctor Smart生态系统另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每项服务的提供商收入
的10％将被冻结一个月。 如果专家提供高质量服务，一个月结束后，冻结金额成为他们
的财产。 然后，专家可以使用DSTT代币，国家货币或选定的加密货币获取这笔资金。

如果咨询质量较差，或专家违反平台规则，部分或全部存款可以扣除以补偿用户不满。 
这种方法应鼓励专家提供高质量服务。

成为Doctor Smart生态系统中的节点所有者需要DSTT代币存款。 平台参与者可以独立
支持节点操作或使用虚节点。在这种情况下，需要存入一定金额，节点由Doctor Smart
安装。 创建实节点时，存款可以作为平稳，高质量运行的保证，虚节点所有者购买
DSTT代币后可以获得额外收入，同时为网络安全做出贡献，随着节点数量增加网络安全
水平提高。

节点确保Doctor Smart区块链平台顺利运行，因此应继续满足随着生态系统发展而提出
的某些技术要求。 保持节点连续运行需要一定程度的努力和花费，并所有者收取生态系
统中的交易费用作为奖励。 最初节点费用为1％，并用Doctor Smart 服务费用支付。 因
此，Doctor Smart刺激整个系统的节点多样化和容错能力，而无需将这些成本转给平台
最终用户。 随着时间的推移，费用金额变化不会太大。

在Doctor Smart生态系统中，医疗保险采用智能合约。 当保险公司出售新保险单时，部
分价值由客户支付，并转入特殊账户。 所有存款和付款使用DSTT代币。 准备金允许保
险公司随时获得需要的资金，并在发生保险事件时快速付款。

保险公司存款金额与保险合同金额成正比。 当合同到期时，有关部分资金换给保险公
司。

服务提供商在平台上的存款

节点在平台上的存款

节点费用

保险公司在平台上的存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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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行自己代币的项目关键问题是否真的有必要。 如果平台功能和参与者激励计划可以
在没有发行代币的情况下实施，或者代币可以用任何现有加密货币（如：以太币）代
替，项目不需要自己的代币，代币唯一必要功能是在ICO期间中筹集资金。 DSTT代币在
Doctor Smart生态系统中的使用两种因素包括技术和经济因素。

代币技术需求仅仅来自平台某些功能要求。 远离以太坊公共区块链，DSTT代币是
Quorum私有区块链中唯一代币，因此对Doctor Smart生态系统正常运行非常重要。

从经济角度来看，为平台参与者需要制定激励制度。 忠诚计划参与者被激励持有一定数
量的DSTT代币，以便在Doctor Smart平台上获得更多的服务和更好的条件。用户激励
通过向他们提供更具吸引力的条件，用户体验改善进行并促进生态系统发展。 用法定货
币和其他加密货币存款将不会帮助我们实现计划。

另外，此模型确保平台用户可以使用DSTT代币获得额外收入。忠诚计划参与者使用
DSTT代币将获得比例经济利益，并使用平台时获得折扣和奖金，而不使用平台的人无法
获得。

项目另一个重要考虑因素是平台开发时内部代币价值提升。 如果代币仅作为平台内部
支付工具，它将不可避免地受到高营业额影响，即使项目发展良好，这也会妨碍价值提
升。 查看更多信息请点击 这里 和 这里.

Doctor Smart通过存款系统解决了高营业额问题，存款对所有服务提供商和保险公司是
强制性的，对其他用户（参与忠诚计划需要存款）是可选的。 当用户数量增加时，系统
中的存款总价值影响DSTT代币最小基本价值。 尽管代币价值可以在短时间内低于基本
价值水平，但新用户需求不可避免地返回价格到公允价值。 

Doctor Smart通证经济

https://multicoin.capital/2017/12/08/understanding-token-velocity/
https://medium.com/newtown-partners/velocity-of-tokens-26b313303b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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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代币出售

简介
代币名称

封闭式预售

公开出售

硬上限 / 软上限 

汇率

购买限制

可接受的货币

DSTT代币 (Doctor Smart Time Token)

2018年05月—06月

2018年06月—07月

$50m / $5m

1 ETH = 1000 DSTT

0.1 ETH 最低金额

BTC, ETH, BCH, LTC, DASH, ZEC

代币出售

团队

储备金

顾问

赏金计划

推荐计划

合计

57%

19%

14%

5%

3%

2%

100%

代币分配方案

代币出售结束后，部分代币将被冻结，并延迟投入使用：

 — 团队拥有的代币将拥有两年线性兑现：每6个月25％的代币将被解冻
 — 顾问代币，兑现期间至少为3个月
 — 早期投资人购买的代币，兑现期间至少为3个月

公开出售期间中购买的并赏金和推荐计划期间中分配的代币数量不受附加限制。

出售期间中创建的代币储备不能在公开市场上销售。储备金用作Doctor Smart节点的存
款，以便为生态系统用户提供激励，并为希望通过Doctor Smart公司购买代币以便向我
们平台用户提供流动性。 

股份兑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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筹集资金分配方案

发展包括Doctor Smart生态系统程序开发费用，其中包括自己的产品工程师团队费用； 
购买或融资可改善平台的第三方技术解决方案；合作伙伴在同一生态系统技术整合等。

营销和销售包括指定地区的项目推广费用（引诱客户，扩大合作伙伴网络和其他营销活
动）。 

对我们来说，确保社区了解ICO时筹集的
资金分配方案非常重要。

下面文章包括我们资金分配方案描述（我
们当前的想法）。 最大费用为发展，营
销和销售。 

市场营销与销售

发展

储备金

法律服务费用

行政费用

50%

30%

10%

5%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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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年第四季    
项⽬目公告

2018年年第⼆二季
代币预售

2018年年第⼆二季
代币出售

2017年年第⼆二季
项⽬目开发开始，团队选择

2018年年第⼆二季
商业咨询测试模式推出

2018年年第⼆二季
俄罗斯，独联体推出（俄⽂文版）   

8. 发展路线图
发展路线图包括行政程序，未来24个月的项目发展详细计划，相
关地区的市场推广等。

未来18个月的项目发展详细计划（描述Doctor Smart生态系统组件开发阶段）

代币出售结束后，Doctor Smart计划推出平台基础版，为客户和专家提供基本远程会诊
必要的界面，需要访问平台的医生预先评分系统和合作伙伴诊所云系统。

远程就诊推出之后，Doctor Smart开始开发线下合作伙伴的网络以及其所需的技术基础
设施，启动区块链平台及其一些关键技术服务，包括决策支持系统。 

远程医疗模块
患者账户 基础版

专家账户 基础版

付款模块 基础版

云端医疗信息系统 (DS Cloud EMR) 基础版 
医生预先评分（基于人工智能）模块 基础版

2018年第二季

2018年第三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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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第二季

2018年第四季

2019年第二季

2020年第一季

2018年第三季

2019年第一季

2019年第三季

远程医疗模块

患者账户基础版

专家账户基础版

付款模块基础版

云端医疗信息系统 (DS Cloud EMR) 基
础版

医生预先评分（基于人工智能）模块基
础版

专家账户完整版

患者账户完整版 

云端医疗信息系统 (DS Cloud EMR) 完
整版

智能排队模块

原子服务模块

人工智能管理的客户账户健康部分

医生预先评分（基于人工智能）模块完
整版

数据银行

离线预约和医疗检测模块

决策支持系统

医生评分模块

Doctor Smart 区块链平台

客户账户健康部分基础版

付款模块完整版

开放API模块

ESB 集成模块 基础版

会诊模块

基于智能合约的保险单

Doctor Smart电子处方区块链确认

ESB集成模块完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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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线预约和医疗检测模块
决策支持系统
医生评分模块
Doctor Smart 区块链平台
客户账户健康部分 基础版

关键消费者服务推出之后，我们专注于平台完整版所需的技术要素开发。

2019年团队优先考虑在平台上添加基于人工智能的服务，并将其与不同信息来源集成，
以扩大可用服务范围，同时提高其质量。 除此之外，保险产品加入生态系统中。

专家账户 完整版

患者账户 完整版

云端医疗信息系统 (DS Cloud EMR) 完整版

智能排队模块

付款模块 完整版

开放API模块
ESB 集成模块 基础版

会诊模块
基于智能合约的保险单

原子服务模块
人工智能管理的客户账户健康部分
医生预先评分（基于人工智能）模块 完整版

Doctor Smart电子处方区块链确认
ESB 集成模 完整版

2018年第四季

2019年第一季

2019年第二季

2019年第三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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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初，Doctor Smart计划完成平台关键技术元素开发。 最后一个阶段是生态
系统内所有可用信息整合到一个数据库里，以供研究和人工智能算法培训使用，并
为下一代医疗解决方案开发奠定基础。

在每个目标区域推出，首先需要制定具体问题解决方案，包括现有规定和公共监管
遵守，发展当地合作伙伴关系，以及营销战略制定和实施。

我们计划在全球范围内扩大项目范围，包括努力为俄语和英语以外的语言提供支
持，逐渐连接世界各国。

2020年第一季

数据银行

2019年第二季 2019年第二季 2020年第二季

欧洲推出（语言：英语，
德语，法语和西班牙语）

亚洲推出（语言：中文，
韩文，日文，印度文）

美洲推出（葡萄牙语）



43

9. 团队
Doctor Smart团队致力于让不同医疗领域的合格专家访问数百万
患者，无论他们收入水平和地理位置。我们愿意帮助用户更好地控
制自己的健康和生活质量，将联合具有医药和IT经验，为企业用户
开发产品和为消费者提供流行群众服务经验丰富的人员。 Doctor 
Smart团队拥有实施计划的所有必要能力。

帕维尔· 罗伊特别尔格 弗拉基米尔· 尼科利斯基
联合创始人 联合创始人

经济学博士。 俄罗斯远程医疗和健康技术
方面的领先专家之一。 Medicina董事会
成员，莫斯科JCI认可的诊所。 自2016年
起，帕维尔一直是俄罗斯和美国各种区块
链和密码学社区的积极成员。2016年，他
在哈佛大学学习了医疗信息技术领导力战
略。 陈公共卫生学院帕维尔从事医疗保健
软件开发已有20多年，其中包括创建和开
发用于医疗记录的云存储解决方案（Smart 
Medicina，2014），专家临床决策支持系
统（2015）以及自动处方 检查系统（2015
年）。

弗拉基米尔在国际互联网业务方面拥有超
过10年的经验，拥有多项成功的技术产品
发布。 弗拉基米尔成立了几家公司，包
括游戏开发商IT Territory（2004年）和
Astrum Online Entertainment（2007年）
。 从2009年到2013年，弗拉基米尔是东
欧最大的互联网公司Mail.Ru集团在线游戏
部门的副总裁。 目前，他是首席运营官（
俄罗斯），他在2013年接任的职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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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里戈里·罗伊特别尔格

项目团队

维亚切斯拉夫 
· 波捷姆金

Nevil Chimon

非执行主席

产品总监
亚洲地区业务发展总监

Medicina诊所总裁，莫斯科JCI认可的诊所。 医学博士，俄罗斯科学院院士，俄罗斯国
立研究医学院俄罗斯国立研究医学院（RNRMU）治疗和家庭医学部主任

移动和网页设计项目负责人，拥有9年
以上的工作经验。 他通过HeadHunter
加入了Doctor Smart团队，领导移动技
术部门。 在此之前，他领导设计并推出
了数十款游戏项目。 42个国家产品用户
超过7500万人。 认证的敏捷专业人士
（KMP，ICP，ICP-ATF）和经验丰富的
Scrum-Master和协调员

作为过去二十年中药物发现和诊断医疗领
域的领导者，Nevil通过使用分子成像为
Big Pharma节省了数千万美元，帮助改
变了药物的测试方式，并改变了临床试验
设计的方向。 作为首席执行官，他帮助
成长为新加坡最大的私人诊断诊所，拥有
无与伦比的核医学能力，2012年成功完成
了Fortis Healthcare的并购，收购价格为
5600万美元，2014年以8500万美元成功
收购Fullerton Healthcare。 Nevil的技术
专长和创业精神帮助创业公司筹集了超过
700万美元。 支持风险投资公司评估使用
人工智能加速疾病诊断和药物发现的破坏
性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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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里尔· 克克尔

德米特里·汉

伊万· 秋琼吉
系统架构师

系统架构师

公关和市场总监

拥有10年以上大众媒体，电信和银行软件
开发经验的技术专家。 作为一名技术架
构师，基里尔参与过多种项目，其中包括
Otrkitie.Life，由俄罗斯最大的银行之一
Otkritie（2017）运营的数字化人力资源计
划。 基里尔是Tele.Live联合创始人，Tele.
Live为互联网电视和视频内容提供商提供
互动内容解决方案的科技公司。

区块链专家和企业战略顾问。 德米特里在
风险投资行业，直接投资领域拥有20年高
科技和生物医药并购领域的经验。米特里
是达鲁亚航空公司的联合创始人，该公司
是俄罗斯第一家私营航空航天制造商， 莫
斯科基因组学中心，由罗斯托克生物技术
公司资助的一家研究公司。 Longevica顾
问，一家生物技术公司，开发可延长健康
寿命的药物，并证明其有效性。

社会学博士。 获得行业大奖 - 2014年和
2017年度最佳公关总监 - 由俄罗斯经理人
协会和生意人报社出版。伊万拥有多年的
政治咨询和市场研究经验。 在2010-2017
年，他领导俄罗斯领先在线HR解决方案提
供商HeadHunter的PR部门，提升其在独
联体国家人力资源市场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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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ldwin 
Wong

维克多·
萨韦夫斯基

亚历山大· 
鲁米扬采夫

Mario 
Schlener

Eldwin是一个在各行各业都有商业兴
趣的连续企业家。 他于2007年创立
EMVertex，公司及其子公司现在提供咨询
服务，投资，融资，银行经纪和ICO咨询。 
在ICO领域中，Eldwin对各种令牌经济提
出建议，并成功协助筹集资金。 2018年
02月，Eldwin的ICO咨询业务和Advisory 
Token合并组建亚洲Priority Token，专注
于为亚洲客户提供服务。

欧洲最大私营医疗保健团体首席数字官
员。 他是数字健康创新者，并且已经推
出了许多数字健康平台，应用程序和网
站，目前每年有数千万患者使用上述平
台。维克多是Wired Italy专业作家， SDA 
Bocconi客座讲师以及远程医疗和区块链爱
好者和创新者。维克多拥有哈佛大学医学
工程学位，理学硕士和数字战略学位。

儿科医生，迪马·罗加乔夫联邦儿科血液病
学、肿瘤学以及免疫学研究中心总经理。
俄罗斯科学院和俄罗斯医学科学院院士，
医学科学博士，教授，首席自由职业儿科
专家，俄罗斯卫生部血液病专家。 全国儿
科血液学和肿瘤学会主席。650多篇科学
论文作者，其中包括45部专题论文。

马里奥是一位顶尖专家（20年金融行业经
验），专门从事全球企业风险管理和合规
框架（包括市场信用风险管理，ICAAP / 
ILAAP，SREP，RWA优化，NPL建模，合
规转型项目）以及开发风险模型和平台，
如：
- 衍生品定价模式；
- 压力测试框架和模型（包括EBA / ECB
压力测试）；
- IAS39和IFRS 9减值模型
（PD，LGD，CCF）；
- 包括银行尽职调查。

顾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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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尔盖· 
切尔涅夫

IT专家，专门从事支付处理，
设计和实施可扩展的高负载IT解决方案。 
技术科学博士，物理学硕士。 谢尔盖是
经过认证的思科，微软专业人员和
Oracle认证培训师。 他在分布式系统开发
和实施方面拥有超过25年的经验。 
谢尔盖是持有国际专利的发明人，其中包
括
EP1836676A4（用于认证用户的安全移动
电子交易系统和方法）以及
WO2007084246A3
（通信系统中的广告系统和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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