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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卫生信息化舆情监测月报 

（第十四期） 
 

北京市卫生计生委信息中心          2019 年 5 月 31 日 

    

  本期导语： 

  本期周报共收集 3 篇卫生信息化相关信息，时间从 2019 年 5 月

1 日到 2019年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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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S 管理引爆医疗行业（航空总医院） 

2、北京大学第三医院线上医疗服务入选 2019“互联网+医疗健

康”便民惠民十大案例（北京大学第三医院） 

3、多家三甲医院引入机器人进行外科手术（北京青年报） 

二、具体内容 

1.标题： 6S管理引爆医疗行业 

媒体：航空总医院 

链接：http://wjw.beijing.gov.cn/xwzx/jcdt/201905/t20190529_269869.htm 

主要内容: 

5 月 20 日至 24 日，为期 5 天的第四届中国现代医院 6S 管理内

审员特训班在航空总医院成功举办。此次内训班由中国医院 6S 管理

http://wjw.beijing.gov.cn/xwzx/jcdt/201905/t20190529_269869.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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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盟主办，来自全国 10 个省市 31 家医院的 6S 管理负责人共聚航空

总医院，深入学习航空总医院系统总结持续 9 年推行的 6S管理精髓，

深度体验航空总医院 6S管理成效，实地见证持之以恒推行 6S管理带

来的显著变化，共探 6S管理助推现代医院精益管理之路。 

20 日开班仪式上，中国医院 6S 管理联盟主席/航空总医院党委

书记、院长王文标对远道而来的各位学员表示热烈欢迎，他表示，航

空总医院通过 9 年的实践与探索，深刻体会到医院推行 6S 管理是创

造舒适温馨就医环境，提升医疗质量，改善优质服务的一个好抓手。

他希望在公立医院新一轮医改背景下，医院借助 6S 管理工具，融合

内涵建设和精细化管理，在 6S 先进管理理念指导下，融合品管圈、

PDCA 等先进管理工具，推进医院管理升级，改善医疗品质服务，助

推医院品牌塑造，促使医疗环境彻底改观，就医流程更加规范，医疗

质量显著提升，职工面貌焕然一新，打造出安全高效的医疗品质和良

好的患者就医体验。他希望通过此次内训班，帮助大家全面系统地掌

握医院 6S 管理的精髓和实施方法，并分享医院取得的成果和经验。 

随后，王文标作题为《航空总医院 6S管理新成效》的主题讲座。

王文标从“是什么？为什么？怎么做？有效吗？”四个方面，全面介

绍了航空总医院自 2010 年以来推行 6S管理的原因、目的、具体做法

与实践成果，强调 6S 管理重在规范化、常态化、人性化。讲座通过

详实的数据、生动形象的图片、丰硕的成果展示，6S 管理前后的强

烈对比，让学员们系统了解了 6S 管理在航空总医院落地、生根、开

花、结果的全过程。从科室部门到职工家庭、生活，6S 管理已成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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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植于航空总医院员工内心的管理“基因”。王文标希望特训班精英

学员们集思广益，为 6S 管理进一步科学化、系统化、精细化建言献

策，促进 6S管理在医疗行业的运用推广。 

培训期间，中国医院 6S管理联盟副主席/航空总医院院长助理江

龙来先后作题为《6S 概述及在医院管理中的应用》、《6S 管理“规范、

素养、安全”推进重点与方法》、《6S 助推运营绩效管理科学化》的

主题讲座，从多方面系统介绍了航空总医院坚持以 6S 管理为抓手，

关注患者体验，改善医疗服务，着力精益管理，注重员工幸福，结合

实际运营，形成的符合医疗行业特点的 6S 管理体系。讲座既有理论

高度，又有丰富的实践案例，为学员们开拓了管理思路，提供了具体

操作指南。 

中国医院 6S 管理联盟秘书长/航空总医院管理创新办主任李彩

红为学员们带来《医院 6S 推行策略及常见问题解决之道》、《医院 6S

管理标准解读——办公室、工作区、文化氛围和素养》、《整理、整顿、

清洁推进重点》主题讲座，从实践角度，解读、剖析现代医院 6S 管

理，使学员们能联系自身医院实际，做到有的放矢，对医院 6S 管理

内审员的实操细则，有了深入了解。李彩红还带领学员们深入医院，

就 6S 管理如何督导，如何发现问题，如何解决问题，进行实地教学

演示。 

此外，航空总医院行政后勤、医疗、护理、药学等相关负责人赵

荣斌、周庆明、张洁、张晶、申晓红、王艳春、田雪艳、苏泊慧、吴

慧伶、齐晓芃先后就 6S 管理在各个部门、科室中的具体应用，分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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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6S 安全管理审核标准解读》、《地标线、线路集束 6S标准解读》、

《6S 在医疗管理中的应用》、《6S 理念在脑血管病绿色通道管理中的

实践》、《6S 在优质护理中的应用》、《6S 在病区药品管理中的应用》、

《6S在药学管理中的应用》、《6S助推行政办公管理标准化》、《6S助

推医院后勤管理精细化》、《6S 助推医院安全保卫工作规范化》、《6S

助推医学装备管理规范化》、《Visio 软件制作定制图》讲座。培训内

容丰富全面，将航空总医院 9 年多来各部门、科室、病区，在 6S 管

理上持续探索实践积累的理论和实战经验与学员们分享，激发了大家

深入学习研究 6S 管理的浓厚兴趣。 

本次特训班还邀请了航空总医院副院长沈吉云，航空工业 6S 管

理专家、中国航空工业集团有限公司宋向阳，中国航空发动机集团公

司张西彩分别作《医疗管理持续改进及工具优化》、《关于做好内审员

工作的若干思考》、《6S 助推医院文化体系建设》专题讲座。沈吉云

就品管工具在医疗质量中的具体应用进行解析；宋向阳对如何做好一

名医院 6S 管理内审员提出建议，强调应强化责任意识，抓重点工作

环节，做好检查统筹，讲究工作方法；张西彩通过生动案例，详细讲

解了利用 6S 管理工具，推进医院人性化文化体系建设与人员持之以

恒工作的具体方法，并强调了文化体系建设在 6S 管理中的重要地位

和引领作用。  

本次特训班采取理论学习、教学讨论、实际操作、实地参观学习、

实地参与 6S 评价督导相结合的方式，让学员们从全方位、多角度深

度体验航空总医院 6S 管理内涵。将学员分为办公室及公共区组、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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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区组、文化素养组、安全组 4 个组进行实地参与 6S 督导和评价环

节，学员们所到之处，航空总医院整洁卫生的环境、规范的管理、配

置合理的设施、齐全的安全装置、员工良好的素养以及人性化的服务

等 6S管理实践成果，得到了大家一致认可与称赞。 

特训还利用半天时间安排学员进行“整理、整顿、清洁”实际操

作竞赛，各个小组成员分工明确，运用所学知识，共同协作，完成对

抢救车的 6S 管理。指导老师还为每组成员设计了“陷阱”，迷惑大

家，但都被大家发现并顺利完成实操，最后，每组代表及指导老师进

行总结并宣布比赛结果。现场气氛活跃，寓教于乐的教学方式，进一

步帮助学员们掌握了 6S管理的精髓。 

经过 5 天的全面系统学习，特训班全体学员均顺利结业。24日，

特训班举行了简短而隆重的结业典礼，党委书记、院长王文标，护理

部副主任张晶等出席典礼，并为特训班学员颁发结业证书。王文标表

示，6S 管理在医疗行业中应用还处在起步阶段，航空总医院将继续

发挥标杆作用，为所有有志于推行 6S 管理的医院提供帮助，共同提

高 6S管理能力。学员们在结业典礼上还进行了精彩演出。 

据悉，航空总医院于 2010 年率先在医疗行业引进现代企业 6S管

理方法，并持续 9 年坚持将 6S 管理与“三甲”评审、品管圈等创新

管理工具相结合，医院先后通过了 6S 达标、6S 铜牌验收、 6S 银牌

验收。这一创新管理模式，不仅受到业界一致肯定，也成为医疗行业

6S 管理的标杆。2018 年医院牵头成立中国医院 6S 管理联盟，现有联

盟会员单位 43 家。截止目前，医院已吸引 300余家医院 3000 余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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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参观学习。 

2.标题：北京大学第三医院线上医疗服务入选 2019“ 互联网+医

疗健康”便民惠民十大案例 

媒体：北京大学第三医院 

链接：http://wjw.beijing.gov.cn/xwzx/jcdt/201905/t20190517_269202.htm 

主要内容： 

5 月 6 日至 8 日，由中央网信办、国家发展改革委、工业和信息

化部等共同主办的第二届数字中国建设峰会在福建省福州市举行。在

数字健康分论坛上，健康报发布了十大有影响力的“互联网+医疗健

康”示范医院，北京大学第三医院线上医疗服务入选 2019“互联网+

医疗健康”便民惠民十大案例。 

本次峰会以“数字赋能  共建智慧健康新生态”为主题，设立了

数字健康分论坛。分论坛由国家卫生健康委和福建省人民政府联合主

办，立足于践行“健康中国”理念，以贯彻国家健康医疗大数据及

“互联网+医疗健康”战略部署为主线，整合各方资源，全方位、多

角度聚焦和展示“十三五”以来全民健康信息化取得的丰硕成果。这

是数字中国建设峰会上首次开展的医疗卫生健康领域的高端对话。 

2018 年，北京大学第三医院积极推进互联网医疗服务建设，依

托互联网打造线上医疗服务 APP，构建了覆盖诊前、诊中、诊后的线

上线下一体化医疗服务模式，充分发挥互联网在医疗服务中方便、快

捷、高效和普惠的优势，推动医疗健康与互联网的深度融合。 

3.标题： 多家三甲医院引入机器人进行外科手术 

http://wjw.beijing.gov.cn/xwzx/jcdt/201905/t20190517_269202.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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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北京青年报 

链接：http://health.people.com.cn/n1/2019/0521/c14739-31094883.html 

主要内容: 

从 5G 无人驾驶技术到突破生命禁区的手术机器人，从传统文化

再创造到与新技术的结合，北京科技周主场的多个展项用实例生动地

说明：北京，一直在创新！ 

5G 无人驾驶车成“新宠” 

 “这个5G无人车是用 5G控制的吗？”“是纯自动驾驶还是可以

人机共驾的？”一台标着“星骥无人驾驶智行者”的 5G 无人车，成

为了本届科技周的一大亮点，引得男女老少观众纷纷围观和试驾，甚

至一位年仅 4 岁的小女孩都坐上去，想感受一下这去年底才研发出来

的 5G无人车的魅力。 

 “这台无人车是在传统车座的基础上进行改造的，打个比方，

就是给过去的传统车加上了‘眼睛’和‘大脑’：眼睛是车上的三个

雷达，大脑是使它实现智能算法的部位，装在车的底盘。”其研发企

业的负责人亲自为观众解释这台无人车的创新原理。利用点云数据与

深度学习算法，并将最新的 5G 技术应用到无人驾驶上，让无人驾驶

低时延、更可靠、更精准，是这台无人车的最大特点。 

值得一提的是，“星骥”的研发公司智行者是一支清华大学创业

团队，核心人员大多来自清华汽车系。虽然是一家年轻企业，但在无

人驾驶方面已拿到 313 项专利，今年还正式获得 2 张北京最高级别自

动驾驶 T3 牌照，成为国内第一家将无人驾驶技术实现商业化落地的

http://health.people.com.cn/n1/2019/0521/c14739-31094883.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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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去年自建了全世界首条集总装、感知、定位和控制等标定及自

动驾驶下线测试能力的无人驾驶生产线工厂，单班年产 5000 台，与

华为、中国移动、中国联通、中国电信达成深度合作。 

通过体验试驾，观众们不仅对这台 5G 无人驾驶乘用车感兴趣，

有人还当场提出作为驾驶者的建议。“这个车是不是空间小了点呀，

自动驾驶的按键感觉也有点多，不能一键操作吗？感觉还可以做得更

便捷一点。”从“星骥”驾座刚刚下来的一位中年男士笑着说。 

神经外科手术机器人：生命禁区的 GPS 

在“高精尖产业发展成果”展厅，一个专门展示人工智能医疗项

目的角落充分展示了“高精尖”的含义。尤其是一款名为“睿米”的

神经外科手术机器人，让多位观众发出疑问：“机器人已经能在人的

大脑里动手术了吗？” 

其实，“睿米”就像是神经外科手术的 GPS 系统，可以帮助医生

在不开颅的情况下定位到颅内的细微病变，实现精准的微创手术。整

个系统定位精度达到 1 毫米，创口只有 2 毫米。经过 15 年临床探索

和 6 次产品迭代，这款神经外科手术机器人去年通过国家食药监总局

三类医疗器械审查，成为国内首个获批的神经外科手术机器人，也是

该领域全球第二款在原产地获批的产品，填补了国内空白。目前“睿

米”已成功应用于脑出血、帕金森、癫痫等疾病的治疗当中，可以开

展包含颅内活检、植入、抽吸、核团毁损等 12 类神经外科手术，进

入了天坛医院等全国多家三甲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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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重要的是，未来“睿米”还计划发展远程医疗。借助互联网，

专家在异地制定手术方案，本地医生在机器人的配合下可以准确无误

地实现专家的手术方案，精准完成微创手术，让更多人享受到优质医

疗资源。北京青年报记者注意到，这一点尤其吸引了多位医疗行业内

人士的关注。 

数字技术将民族纹样融进现代服饰 

 “这纹样太特别了，你们卖吗？方块纹、龙纹这些纹样一般在

外面都买不到……”北京青年报记者在“民族服饰文化科技时尚融合

项目”的展位边看到，不足 10 分钟的时间就有 4 位参观者前来询问

价格。 

之所以被频频询价，是因为大家都被摆放在展位上的几件民族风

格浓厚的旗袍所吸引。龙纹、方块纹、八角纹等这些少数民族的纹样

在现代服饰上体现。“我们通过收集汇总传统服饰图片，利用数字化

技术提取传统民族服饰图案文化元素，并利用人工智能提取传统民族

服饰图案文化内涵，搭建民族文化基因库，让传统的民族纹样在现代

服饰上有所体现。”项目组成员、北京邮电大学研二学生银宇堃告诉

北京青年报记者，这个项目是由北京邮电大学和北京民族大学等两所

大学的学生一起完成的。 

据了解，这个项目来自一个北京市重点实验室。“我们团队里共

有二三十名研究生同学分模块工作。民族大学的同学们负责采集、标

注图样，邮电大学的同学主要负责技术支持，去年我们的纹样设计已

经运用到一些羊毛围巾的产品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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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风”机器人乐队现场开音乐会 

身穿传统国风服饰，弹奏着竹笛、箜篌和排鼓……昨天下午，北

京科技周现场的一场民乐音乐会被观众围得里三层外三层，人们纷纷

拿起手机记录下这支“墨甲”乐队的表演。 

之所以说特殊，是因为“墨甲”乐队的演奏者是由三个身穿传统

服饰，外形酷似古代木质人的机器人。整个乐队由排鼓机器人“开阳”、

箜篌机器人“瑶光”和竹笛机器人“玉衡”组成。其中，“开阳”的

四只机械手臂可以跟随节奏灵活地敲击 5 个鼓面；“瑶光”的两只手

可以轻松运用“关节”拨动琴弦；“玉衡”可以优雅地吹出人类很难

完成的连续跳跃长音。 

 “墨甲”机器人乐队是由清华大学美术学院、清华大学未来实

验室以及希格斯木甲文化（北京）有限公司联合打造的，是一个典型

的跨学科创新成果。该项目的联合创始人曾强告诉北青报记者，整个

团队用了半年时间进行研制，融合了先进的人工智能、机器人、3D

打印技术，以及中国雕塑造型和民族音乐。“‘墨甲’的名字取自诸

子百家的墨子，因为墨家是古代崇尚工程技术的重要流派——这是我

们通过技术表现中国传统文化，彰显‘文化自信’的一次探索吧。”

他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