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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卫生信息化舆情监测月报 

（第二十四期） 
 

北京市卫生健康委信息中心          2020 年 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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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 年 03 月

01 日到 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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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市垂杨柳医院方舱 CT 正式投入使用  （北国网） 

2、北医三院新增多项信息化防疫应用，提升精细化防控水平 

（HIT 专家网） 

3、北大医信：积势蓄能稳突破 灵活运转战疫情 （中国数字医

学） 

二、具体内容 

1.标题：北京市垂杨柳医院方舱 CT 正式投入使用 

  媒体：北国网   2020-03-16   

链 接 ：

http://share.gmw.cn/health/2020-03/16/content_33655076.htm 

主要内容： 

https://mp.weixin.qq.com/javascript:void(0);
https://mp.weixin.qq.com/javascript:void(0);
http://share.gmw.cn/health/2020-03/16/content_33655076.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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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更好地推进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把好发热门诊首道关卡,

近日,由朝阳区红十字会捐赠给北京市垂杨柳医院的 GE 62 方舱 CT

正式开机并投入使用。朝阳区副区长朱晟,区卫生健康委党委书记、

主任李靓,北京市朝阳区红十字会常务副会长赵宁江,区卫生健康委

副主任杨桦以及医院领导出席方舱 CT捐赠暨开机仪式。 

 

  自北京市启动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一级响应机制,全力做好新冠肺

炎疫情防控工作以来,北京市垂杨柳医院作为区属三级综合医院,不

仅承担了朝阳区新冠肺炎定点医院的医疗救治任务,同时也承担着朝

阳区东南部地区发热患者检诊筛查和居民日常诊疗的重任。医院的各

项工作和全院职工的身心健康一直受到区委区政府的高度关注。为进

一步支持医院抗击新冠肺炎疫情,区红十字会向医院捐赠了方舱 CT。

根据国家卫生健康委发布的《新型冠状病毒肺炎防控方案》(最新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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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相关要求,新冠肺炎患者的 CT的影像学特征已被列为新冠肺炎临

床诊断的重要依据。对发热患者实施胸部 CT 检查可以极大程度的提

高新冠肺炎的诊断速度和质量,做到疾病的早发现、早报告、早隔离、

早治疗,为有效防控疫情创造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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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于北京市垂杨柳医院发热门诊患者较多,接诊患者人数一度排

名全市第一,并持续位列朝阳区前三,其中 CT检查患者占到发热门诊

就诊人数的 85%以上。此前,医院原有的 CT 均分布在院区东侧的楼体

内部,而发热门诊在医院西侧,发热患者前往进行 CT检查需要穿行门

诊区域,存在交叉感染风险。为确保 CT检查的强隔离、零接触,保障

医护人员及其他普通患者不被传染,朝阳区红十字会正式向北京市垂

杨柳医院捐赠 GE 62 排方舱 CT,专门用于医院发热门诊的就诊患者进

行医学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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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该方舱 CT 是独立于室外的全身型方舱检查单元,无需进行场地

装修改造,可以设置在紧邻发热门诊的区域,并能快速安装投入临床

使用。方舱内部分为扫描室和操作室,患者从发热门诊出来,可直接步

行到方舱 CT进行检查,与其他区域完全隔离,可有效避免发热患者与

其他患者及医护人员直接接触,降低交叉感染风险,确保隔离安全救

治,有利于疫情防控。 

 

  方舱 CT投入使用后,能在短时间内完成肺部扫描方案,有效缓解

医院疫情救治压力,为新冠肺炎患者检测提速,更为打赢这场疫情防

控阻击战提供强有力的支撑。 

2.标题：北医三院新增多项信息化防疫应用，提升精细化防

控水平 

   媒体：HIT 专家网  2020-03-02 

   链接：https://www.hit180.com/42929.html 

https://www.hit180.com/42929.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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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要内容： 

 

 

  

 

在抗击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简称：新冠肺炎）疫情中，医疗机构

是疫情治疗与防控的前沿阵地。医院信息中心面对众多业务系统，在

新冠肺炎疫情下如何利用信息技术，帮助医院提升整体防控水平？ 

除了信息点增补、新增设备快速入系统、病房腾挪等配合工作以

外，作为技术应用的先行者，北医三院拓展开发了公众服务、临床应

用、管理决策等三维多方位的技术应用。如：患者利用北医三院微信

服务号、线上医疗服务 App挂号时，可在线填报“新冠肺炎流行病学

调查表”（简称：新冠流调表），实现现有纸质流行病学调查表电子

化，贯穿门诊、住院全流程；在住院医生站的辅助决策系统同步更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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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冠肺炎最新诊疗方案（目前为新冠肺炎诊疗第六版），方便临床参

考；在微信企业号增加面向院内管理者和职工的疫情防控专题等新功

能应用。 

电子化新冠流调表，减少纸质流转 

1．患者在门诊预约挂号时线上完成新冠流调表的填写。对于门诊

患者，可选择微信服务号或线上医疗服务 App，支持在预约挂号、当

日挂号前线上填报和到院线上填报。 

 

图 1 居家预约挂号时在线填写流调问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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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患者到院当日，可通过服务号首页“导诊——微首页”菜单，

点击进入“流调承诺书”，提示患者按要求如实填答各项问题。 

 

图 2 到院当日线上填写流调问卷 

3．为方便医生查看、减少纸张流转，在门诊医生站新增“流行病

学调查表”查询功能。患者填写电子流调表后，医生可在门诊工作站

查看患者最新提交的“流行病学调查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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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门诊医生工作站查看流调表 

4.住院处查看入院患者流调信息。 

在办理患者入院信息登记时，住院处工作人员可点击查看患者在

微信入院登记时填写的新冠流调表。流调表具体内容中答案选择为

“是”的问题，将以红色突出显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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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住院处入院时查看流调表 

对于未填写流调表或非到院当日填写的患者，系统给予提示，住

院处工作人员可告知患者在微信服务号完成流调表后，再继续办理住

院手续。当流行病学史和临床表现存在异常时，系统给予提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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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重点关注病人提示 

5.护士工作站查看流调信息 

在患者达到护士站办理入科时，护士可通过临床护理信息系统逐

级进入：病人管理入科处理勾选具体病人，点击“病人流调信息”查

看流调表具体内容。对于已入科的患者，可以在“护嘱录入”界面，

使用“病人流调表”查看（如图 6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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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 在患者入科时查看流调信息 

6.住院医生工作站 

医生可以在电子病历系统中通过住院总医师工作站查看流调表具

体内容。根据患者具体情况决定是否可收入院。对于未确认、已确认

入院和已入院患者，通过选择患者，点击上方“流调表”按钮，可查

看流调表具体内容。流调表中选择为“是”的选项将以红色重点显

示。 

查看最新诊疗方案 

在住院医生站的临床辅助决策支持系统中可提供疫情最新诊疗方

案，包括《新型冠状病毒肺炎诊疗方案（试行第六版）》及来自国家

卫健委、BMJ、WHO等最新的诊疗方案。 

使用临床辅助决策支持系统治疗栏目下的“疫情防治”模块，查

看最新诊疗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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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 在临床辅助决策支持系统中查看最新诊疗方案 

在微信企业号增设疫情防控专题 

信息中心在微信企业号内面向全院职工增设疫情防控专题，职工

可关注北医三院微信企业号，访问周边防疫地图、智能自查和疫情实

时动态三项新功能。 

1.周边防疫地图：实时展示 1 公里、3公里内疫情动态，帮助职

工开展针对性防护。 

2.发热智能自查：通过回答问卷，对身体状况做出科学的初步判

断，了解自身情况，减少心理恐慌，科学应对疫情。 

3.疫情实时动态：汇集疫情最新数据、权威信息和报告，资讯及

时准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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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8 微信企业号疫情防控专题 

危急值电子化流程警示 

针对疑似新冠肺炎患者的 CT 检查结果作为危急值管理要求，建立

信息系统警示，将门诊医生站、住院护士站和住院电子病历系统等多

个业务系统进行功能改造，实现把疑似患者 CT 检查“可符合新冠肺

炎 CT表现” 结果作为危急值发出，可在门诊医生站、住院护士站

和住院电子病历工作站实时弹框，自动生成病程记录，业务数据归集

存储，满足临床危急值及时处治及管理需要，有效提升新冠疑似患者

处置效率。 

医院管理决策数据掌上实时获得 

在原有医院决策支持（企业号）上增加疫情相关指标展示。新增

内容包括：呼吸科、发热、儿科、急诊特殊科室的门急诊每日数据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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况；新增“实时热点”，涵盖新冠肺炎专家组会诊情况，通过获取多

系统集成的实时数据，利用数据中心提供不同时间维度的数据情况；

展示同环比为管理决策提供精准的决策支持。 

 

图 9 微信企业号疫情防控专题 

集团化云影像远程阅片 

为保障疫情期间放射科备班人员在家办公的工作效率，利用集团

化平台云影像功能，与院内 RIS 系统对接，将放射检查设备中的影像

直接上传至集团化云平台，并在 PACS系统中增加云影像调阅功能。

放射科工作人员在家通过 VPN 访问方式调阅云影像进行阅片，目前已

开通云方式的放射人员 25 名。采用云的方式使得图像加载速度有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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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提升，大大提高了工作效率，为疫情期间影像诊断结果的快速出具

提供信息支撑。 

结语 

医院信息化的建设改造“牵一发动全身”。系统改造不同于其他

部门，其他部门的业务往往是独立的，更不会造成医院运行出现问题。

而信息系统改造往往涉及多个业务系统的联动，稍有疏忽就会造成业

务运行故障。需要统筹规划、多系统协同一致、集成设计、反复测试

联调才实现各项新增功能。 

而每一个临时新增功能背后，是所有信息人默默奉献的无数个日

日夜夜。大家深知，如果稍有差池会引发全线崩溃的危险。疫情来临，

信息部门还承担着医院各个院区的正常生产业务系统的运行保障，以

及日益猖獗的网络病毒攻击的威胁。尽管如此，信息人秉承对社会和

医院负责的精神，作为背后默默奉献的无名英雄在努力支持，利用信

息化手段为早日打赢这场战“疫”贡献着自己的一份力量！在此，向

所有战斗在一线的临床医务人员致敬！同时，也为在疫情防控中默默

做出贡献的信息工作者表示感谢！我们一起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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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人员肩负医院系统运行重任，防控很重要。计虹主任（左二）对

信息人员进行手卫生防疫培训。 

3.标题：北大医信：积势蓄能稳突破 灵活运转战疫情 

  媒体：中国数字医学   2020-03-01   

链 接 ：

https://mp.weixin.qq.com/s/iID5JbEO83OPvdbsAd9-Vg 

主要内容： 

2020年，终究会被写入史册，牢牢印在我们心里。一场突如其来

的新型冠状病毒疫情，让我们每个人身涉其中。奋战在一线的医护人

员、默默付出的后勤保障人员、倾心助力医疗信息化发展的 HIT从业

人员、还有广大普通民众，都在对防疫做着自己最大的努力。 

 

https://mp.weixin.qq.com/s/iID5JbEO83OPvdbsAd9-V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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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疫”当前，北大医信第一时间向疫情宣战，通过不断创新的科技

手段，全力驰援防疫第一线。 

“现场+居家”-灵活办公模式自如切换 

 

当前，聚焦疫情防控攻坚时间窗口，北大医信积极响应并坚决贯

彻落实党中央、市政府关于疫情防控期间的决策部署和各项要求，发

挥企业自身优势，履行企业公民的社会责任，主动采取“现场办公”

与“居家办公”相结合的灵活复工方式，逐步恢复企业正常生产经营，

在支撑和保障医疗机构信息化现场运行的同时，重点保障疫情期间企

业员工的自身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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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情期间驻守医院现场 

北大医信驻北京大学第三医院项目组春节期间一直坚持驻守在医院

现场，保障疫情期间临床业务系统、防护物资申领系统、线上医疗系

统的正常运行。在医院应对新冠肺炎疫情的过程中，该团队积极调整

相应的信息系统解决方案，并拓展线上医疗服务 APP的疫情防控功

能，为医院提供了及时可靠的技术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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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式复工后，北大医信驻广东省人民医院项目团队几天内为医

院 HIS、互联网医院等系统进行了三次紧急更新，并用 3 天时间完

成需求分析、方案设计、开发、测试、调试对接、上线等工作，助

力广东省人民医院互联网医院成为该市首家实现医保结算的互联

网医院。 

2 月 18 日，北大医信区域医卫部门新泰项目组，与新泰市卫健

局等单位一起经过一天的方案讨论与紧急项目筹备，于 2 月 19 日

在新泰市全民健康信息平台传染病防控模块基础上，上线了新泰市

新冠筛查社区数据共享功能与服务，也走出了全民健康信息平台数

据跨行业跨部门联合应用的第一步。 

“沟通+汇报”-远程解说与客户隔空零距离 

防疫期间，北大医信与客户的沟通也都从线下搬到了线上，隔空“零

距离”。方案解说，需求沟通、情况汇总、阶段汇报，以空间换时间，

用这端连那端，不仅提高了工作效率，还节约了大量的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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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目前，北大医信已为多家医院客户制定了切实可行的智慧医

院信息化整体架构和各业务领域信息化建设内容规划，并通过远程在

线方式与客户时时沟通，专业的规划能力，新颖的沟通方式，得到了

广大用户的一致肯定。 

“厉兵+秣马”-系列主题线上培训同时启动 

在保证企业稳健经营和客户单位信息化稳步运转的同时，北大医信也

把提升员工业务能力放在首位，将当前疫情危机转化为学习契机，通

过组织开展形式多样的在线主题培训和线上课程学习，积蓄力量，共

抗疫情。 

 

从 2 月 12 日起，北大医信大学堂变成了战“疫”的“云战场”，

不仅设置了《即学即战 赢回时间》系列课程，还陆续上线了一批主

题培训课程，进一步加强和提升全体员工的专业能力和业务水平，为

全体员工在疫情防控期间不放松，不懈怠，厉兵秣马赢回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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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月 19 日，北大医信本着“赋能一线人员，提升业务能力”的宗

旨，通过远程教学、在线授课的方式，组织全体销售人员集体学习医

疗信息化相关评级标准与信息化建设等主题课程，并对当下医疗信息

化热点问题展开了热烈讨论，新颖的培训模式，丰富的培训内容，受

到了广大销售人员的一致好评。 

“支持+保障”-IIH 云运维平台显神通 

IIH 是继医院信息平台之后，北大医信打造的拳头级跨代产品，

最大的亮点是其底层架构采用了自主研发的医疗专业级云开发（运

维）平台——XAP 平台，在安全得到充分保证的基础上，IIH 能够实

现云开发、云实施、云运维、云测试、云计算、云运营。即使在北大

医信总部，经医院用户授权后，也可以远程进行云端开发和运维，从

而大大提高日常开发运维以及实施的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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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H 云运维平台图 

 

疫情期间，IIH通过 XAP 平台全部进行远程部署、云端支持。产

品上线、功能研发、数据库优化、日常巡检等工作，也全部通过远程

方式实现。截止目前，北大医信全部 IIH 医院用户运维工作均在稳步

运行中。而针对疫情调整的患者信息录入、传染病报表修改、床旁结

算、医保结算、捐赠药品零元结算等功能，也都全部上线使用。 

 

疫情，让所有企业触碰了暂停键，但这何尝不是一次机会，可以重新

审视企业自身的工作方式和运转机制，以此换一种“新鲜的打法”继

续战“疫”。其实，初春暖颜，恰到好处的样子就是——有“信”可

依，静待花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