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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卫生信息化舆情监测月报

（第十二期）

北京市卫生计生委信息中心 2019 年 3 月 29 日

本期导语：

本期周报共收集到 3篇卫生信息化相关信息，时间从 2019 年 03

年 01 日到 2019 年 03 月 31 日，监测范围包括北京市主流媒体及政府

网站等。

一、信息目录

1. 你所不知道的医院“黑科技”从智能导诊机到智慧病房床旁

交互系统（央广网）

2.北京将建儿童视力健康电子档案 遴选市级危重新生儿救治中

心（新京报）

3.委员呼吁：互联网+医疗需要医保政策配套（北京晚报）

二、具体内容

1. 标题：你所不知道的医院“黑科技”从智能导诊机到智慧病

房床旁交互系统

媒体: 央广网

链接：http://health.cnr.cn/jkgdxw/20190321/t20190321_524550994.shtml

主要内容：

央广网北京 3 月 21 日消息（记者 杨祎） 专家难挂号、缴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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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长队、候诊时间长……这些长期困扰患者的看病难问题如今有了新

的解决办法。“天坛医院搭建了基于云技术的数据分析平台、医联体

信息平台。利用覆盖全院的无线网络，把物联网技术与医疗流程紧密

结合，并可以根据实际需求随时扩展。医院服务器采用存储虚拟化技

术，确保信息的安全和稳定。天坛医院引入人工智能、大数据、云计

算、物联网等先进技术，以患者为中心，建设一家智慧医院的理念和

方向。”北京天坛医院副院长周建新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

对于患者来说，从走进天坛医院的大门，遇见的就是各种“黑科

技”。比如门诊全流程自助服务，从购买病例本到挂号、取号、就诊、

检查、打印报告、取药、打印发票，患者全程只需要在各种机具上扫

码，系统就会自动为患者预约时间，只需在规定时间内到相应的地点

等机器叫号就可以，基本上告别了过去长时间排队的的情况。再比如

患者只需要手机“摇一摇”，覆盖全院的智能导航系统就能够自动规

划出合适的路线，精确度以米来计算。

在北京天坛医院的病房里，每个患者床头都有一个 pad，这套智

慧病房床旁交互系统不但能为住院患者提供数字电视等娱乐功能，患

者还可以实时查询本人的病历、预约检查、营养膳食订餐等。应用物

联网技术也能够实现对患者生命体征的实时监测，患者的医嘱、输液

的进展、服药提醒等信息实时显示在护士站的大屏上，家属和患者不

用再时不时抬头盯着输液器看输没输完。患者一旦离开床的时间过

长，护士站也会马上报警，防止出现摔倒、晕倒等事故。

我国已进入老龄化社会，智慧型医院能给老年人带来哪些便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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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对这个问题，北京天坛医院副院长周建新说，在医院运行中，对门

诊区域自助机的志愿者人数配备也进行过测算，随着就诊峰值的不同

有不同的配备。为了照顾各种使用电子设备不太熟悉的老年人，在医

院的自助服务区、门诊大厅安排了大量的志愿者，基本上每一个自助

服务区域都会有 1至 2 名志愿者帮助老年人，同时也为患者提供人工

服务。

目前北京天坛医院整体搬迁已经将近半年，医院运行平稳顺畅，

智慧系统在患者服务、医院运行等方面均发挥了良好的作用，初步实

现了我们建设智慧医院的初衷，为患者提供了更为便捷、优质的服务。

依托智慧技术，在智慧医院建设整个的平台上也能为精细化的成本控

制提供监测和控制的手段，最终的发展目标是把天坛医院建设成为一

个绿色医院。

2.标题：北京将建儿童视力健康电子档案 遴选市级危重新生儿

救治中心

媒体：新京报

链接：http://bj.people.com.cn/n2/2019/0319/c233081-32751378.html

主要内容：

原标题：0-6 岁儿童将有视力健康电子档案

昨日，北京市卫健委召开今年的北京市妇幼健康工作会议。去年，

北京分娩量约 22 万。今年，北京市危重孕产妇及新生儿转会诊网络

将进一步完善，针对先心病等儿童主要死因，也将增加助产机构以实

现筛查前移。针对“小眼镜”增多，今年，北京还将建立儿童视力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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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电子档案，以助力近视防控。

去年转诊危重新生儿 7800 余例

记者从会上获悉，2018 年，北京分娩量约 22万，相比高峰期 2016

年的 28 万，已经回归到平衡水平。去年，北京常住人口孕产妇死亡

率 11.69/10 万。婴儿死亡率 2.01‰、5 岁以下儿童死亡率 2.69‰，

达到发达国家水平，其中，北京儿童死亡率得到有效控制。

去年，北京加强了危重新生儿转诊网络建设，同时开展危重新生

儿转会诊工作双向绩效考核，以提高基层医疗机构危重新生儿转诊救

治能力。得益于畅通的转会诊通道，共转诊危重新生儿 7800 余例。

今年，北京将进一步完善危重孕产妇及新生儿转会诊网络。目前，

北京共有 7家新生儿救治指定医院，今年将遴选出市级危重新生儿救

治中心，并发挥 11 家市级危重孕产妇救治中心作用，这些救治中心

都将与 16个区实现无缝管理。

先天性心脏病是儿童死亡主要因素之一，以往，先心病筛查主要

在社区卫生服务中心进行，今年助产机构也将参与其中，这意味着新

生儿在出生后 2-3 天就能开展筛查，时间更加前移，且助产机构一般

是二、三级医院，医疗水平更高，与社区结合，能取得更好的筛查效

果。

此外，儿童残疾筛查和诊断服务也将得到强化。目前，有 350 余

家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启动了 0-6 岁儿童听力、视力、肢体、智力和孤

独症五类残疾筛查，今年，这五类残疾筛查和诊断服务网络将进一步

完善，促进与残联信息对接，提高早诊早治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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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西城等提前实现规范化妇幼门诊全覆盖

记者了解到，北京妇幼健康服务体系建设今年将进一步完善。目

前，北京共有 281 家机构通过基层妇女保健和儿童保健规范化门诊评

估，覆盖率达到 86%，东城、西城、门头沟、大兴提前实现了全覆盖。

老年与妇幼健康服务处处长郗淑艳介绍，社区卫生服务中心这样

的基层网点是提供妇幼保健的主要场所，可以提供儿童健康体检、叶

酸发放、两癌筛查组织、产后访视等服务，近年来，针对妇女和儿童

保健门诊提出了规范化的标准，涵盖房屋、设备、人员配备、服务指

标等九大项，今年，将推动各区实现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妇女保健和儿

童保健门诊规范化建设全覆盖，让这些机构能提供更为完善的服务。

孩子出生后就建立视力健康电子档案

近年来，儿童肥胖、近视、心理等问题日益受到社会关注，尤其

是“小眼镜”越来越多，让不少家长忧心。据介绍，今年，北京将建

立儿童视力健康电子档案，以助力近视防控。

“近年来我们在推进妇幼信息化建设，社区、相关医院、托幼机

构等等都在一个网络中，电子健康档案也是其中一部分。”负责该工

作的老幼处工作人员告诉记者，具体来说，孩子出生之后就将拥有电

子档案，视力等体检数据将纳入其中，如果发现了问题，体检机构将

给家长提供建议，甚至帮助转诊。该电子档案覆盖 0-6 岁的所有常住

人口。这些电子健康档案也将与教委对接，以便相关机构能提供更有

效的干预。

此外，今年北京将试点开展儿童早期发展中心营养厨房和儿童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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养门诊建设。所谓营养厨房，其实是科学喂养儿童的“样板间”，目

前正在房山区试点，在样板间中，会通过专家指导、模型展示等方式，

向家长传授科学喂养的知识，主要针对 0-6 岁的孩子。营养门诊未来

预计在儿童患者多的医院开设，今年将建立相关的标准。

新京报记者 戴轩

3.标题：委员呼吁：互联网+医疗需要医保政策配套

媒体：北京晚报

链接：http://bjwb.bjd.com.cn/html/2019-03/11/content_10115876.htm

主要内容：

原标题：互联网+医疗 需要医保政策配套

APP 上挂号、支付，告诉您的就诊时间精确到某天的几点几分，

医生开出处方，在 APP 上点击支付后就可以到窗口直接取药……在全

国政协委员、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邵逸夫医院院长蔡秀军那里，就医

APP 联通了“查询-预约-网上支付-就诊-检查报告提醒-医药费支付-

评价”等各个就诊环节，实现了让患者的就医时长由 4 至 5小时缩短

至平均 1.7 小时。这么贴心的服务，最初却只有 13%的患者选择使用，

而在将医保引入后，这个比例已经提高到 62.9%。蔡秀军说，5G时代

的到来，为实现“让数据多跑路”提供了技术支持，而实现“让病人

少跑腿”更需要政策跟上技术的发展。

精准

APP 联通各就诊环节

就诊时间精确到分钟



7

蔡秀军介绍说，2014 年为改变广为患者诟病的“挂号候诊收费

时间长、医生看病时间短”的问题，邵逸夫医院开发了 APP，联通了

“预约-支付-就诊-检查报告-医药费支付-评价”等各个就诊环节，

打破了“网络预约后必须到医院取号”的传统做法。

与大多数医院“线上预约挂号但需去医院排队取号”不同的是，

他们的 APP 引入了支付功能，实现了让患者不用取号、可直接根据预

约号去就医。而且根据大数据运算，患者就医时间被精确到几点几分。

直到现在开展这项服务的医院在国内仍屈指可数。

引入支付功能的 APP，最大限度免去了患者排队等候的辛苦，医

生开完检查单后，患者用手机完成支付，就能收到哪里去做检查的提

示，还有院内导航功能，直接把患者带到检查室，医生开具处方后可

自主完成支付，然后去取药。

“极大方便了患者就诊。”蔡秀军说，这种模式实现了让患者的

平均就医时长由 4个多小时缩短至平均 1.7 小时。很多原本需要两三

个小时才能完成的就诊过程，只需要半小时就可完成了。

困扰

很长一段时间

APP 使用率只有 13%

就医 APP 上线后，很长一段时间患者的使用率只有 13%左右，影

响患者选择使用的最大问题在哪里？就是不能联通医保。

医保患者不能在缴费环节实现移动支付，导致患者对就医 APP 的

使用黏性降低。为破题医保的移动支付，蔡秀军与浙江省医保部门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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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半年，最终说服医保部门同意产品创新，这也使得邵逸夫医院成为

国内首个移动支付联通医保的试点医院。

为了确保医保支付的安全，初次使用医保卡的患者，需要在门诊

大厅完成指纹和图像信息采集并完成识别，实现医保卡和医院 APP 的

绑定。完成绑定后，患者可以通过微信或者支付宝支付需要自费的医

疗费用。APP 还增加了捆绑家庭成员的就医信息，这样不会使用指纹

识别的老年人来看病时，子女可以通过远程验证完成支付。而且很多

老人在使用过几次 APP 后，已经可以熟练操作 APP 并且对 APP 有了依

赖性。

现在邵逸夫医院已经有 62.9%的患者选择使用就医 APP，而且这

种新模式也已经在浙江省内的医院开始大范围推广，让越来越多的患

者受益。

建议

既要打破技术壁垒

更要打破政策壁垒

除了成为国内首家就医 APP 联通医保的医院，邵逸夫医院还是国

内首家拥有实体医院背景的“云”医院。医生可以通过这个平台对患

者进行系统、连续的诊疗服务和健康管理。对于一些慢病管理，患者

还可以通过平台与主管医生沟通，医生可以直接为患者续药，患者完

成线上支付后，药品可以直接快递到家。

蔡秀军说，随着 5G 技术的发展，其在医疗领域的应用前景，特

别是在远程医疗方面的前景是非常光明的，将有越来越多的新技术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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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新服务模式能够应用于方便患者就诊上。在技术进步的同时，相

关政策的调整也要尽早提上议事日程。比如移动支付联通医保的壁垒

在许多省市依旧没有“破冰”，远程医疗、互联网医疗方面的一系列

配套政策也不明确，应由国家层面统筹谋划与技术进步相适应的配套

政策，既要打破技术壁垒，更要打破政策壁垒，实现“让数据多跑路，

让病人少跑腿”。

本报记者 孙颖 阎彤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