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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卫生信息化舆情监测月报

（第四十四期）

北京市卫生健康委信息中心 2021 年 11 月 30 日

本期导语：

本期周报共收集 7 篇卫生信息化相关信息，时间从 2021 年 11 月

01 日到 2021 年 11 月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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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时代 新征程 新使命——北京市卫生健康大数据与政策

研究中心（北京市医院管理研究所）正式挂牌

（北京市卫生健康大数据与政策研究中心）

2.北京清华长庚医院获得互联网诊疗医保资质

（清华大学附属北京清华长庚医院）

3.又两家！目前北京 3.信息化诊疗模式提升我院门诊服务满意度——门诊电子叫号

系统正式上线运行

（ 北京中医药大学第三附属医院）

4.北京清华长庚医院获得互联网诊疗医保资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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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地坛医院）

5.国家传染病医学中心、北京地坛医院与胡桃计算机达成战略

合作

（HIT 专家网）

6.5G 技术助力冬奥医疗保障 京张携手远程完成机器人神经

外科手术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天坛医院）

7.《国家卫生信息资源使用管理规范》出台，明确使用规则与

安全管理要求

（HIT 专家网）

4.



3

二、具体内容

1.新时代 新征程 新使命——北京市卫生健康大数据与政策

研究中心（北京市医院管理研究所）正式挂牌

媒体：北京市卫生健康大数据与政策研究中心

链接：

http://www.phic.org.cn/gzdt/zxyw/202111/t20211

119_298391.html

主要内容:

新时代 新征程 新使命——北京市卫生健康大数据与政策研究中心（北京

市医院管理研究所）正式挂牌

2021-11-19 来源： 北京市卫生健康大数据与政策研究中心

11 月 18 日上午，北京市卫生健康大数据与政策研究中心（北京市医院管理

研究所）挂牌仪式隆重举行，中心全体人员参加了此次挂牌仪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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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中心党支部书记、主任琚文胜同志宣布北京市卫生健康大数据与政策

研究中心（北京市医院管理研究所）成立并致辞。琚文胜同志充分肯定了中心过

往的工作成绩，并对未来发展提出殷切希望和要求。

随后，中心党支部书记、主任琚文胜同志，中心副主任郑攀、郭默宁同志共

同为大数据与政策研究中心、医院管理研究所挂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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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赋重任，无日不趋新。改变的是职能，不变的是价值观。北京市卫生健

康大数据与政策研究中心（北京市医院管理研究所）的成立标志着中心事业步入

崭新的发展阶段。中心将顺应改革大势，在市卫生健康委党委的领导下，坚持首

善标准，以“尚德 勤勉 创新 卓越”价值观为引领，牢记职能使命，找准定位，

积极作为，充分发挥自身优势，拓展“大数据+卫生健康”服务格局，推动卫生

健康大数据与政策研究各项工作高质量发展。中心全体职工将在领导班子的带领

下携手并肩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担当新使命，共同迈向建设数研中心新时代的

新征程！让新机构新气象、新风采在伟大的新时代溢彩流光！



6

2.标题：北京清华长庚医院获得互联网诊疗医保资质

媒体：清华大学附属北京清华长庚医院

链接：

https://mp.weixin.qq.com/s/xCOFY3DOPCZilPSPGeJ

7xg

主要内容:

北京清华长庚医院获得互联网诊疗医保资质

2021-11-01 来源：清华大学附属北京清华长庚医院

为进一步推进互联网+医疗健康落地，满足群众多样化就医需求，10 月 30

日下午，北京市医保中心联合昌平区医保中心、首信公司来到清华大学附属北京

清华长庚医院，进行互联网诊疗医保资质验收工作。

经线上就诊全流程模拟测试及医保组件后台数据查核，我院顺利通过现场验

收，11月 1 日正式获得互联网诊疗医保资质，标志着清华长庚在智慧化医院建

设方面迈上新的台阶。

随着昌平区新冠肺炎疫情形势的发展变化，多个小区实施封闭管理，周边居

民就医不便。疫情面前，北京清华长庚医院作为天北地区唯一一家三级公立医院，

积极承担起疫情防控的社会责任及周边居民的医疗保障工作。

为减少线下人员聚集，降低交叉感染风险，在市区两级医保局的大力支持与

院领导的高度重视下，医院加快完成信息系统改造，与医疗保险信息系统实现联

通，在前期已获得互联网诊疗资质的基础上，快速获得医保资质。患者可于手机

端、电脑端进行线上就诊，凭在线医生开具的处方，经医院确认后可选择自行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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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院、定点零售药店取药，两种方式在取药时均可持卡实时结算，打通疫情期间

市民求医问药的“最后一公里”。

互联网诊疗是医疗卫生服务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智慧化医院建设的重

要一环，对缓解群众“看病难”具有重要意义。在此背景下，我院积极申报互联

网诊疗服务，在促进“互联网+医疗健康”发展的顶层设计下，深入推进智慧化

医疗服务，规范线上诊疗行为，保证医疗质量与安全，打造高质量发展的互联网

诊疗生态。

获得互联网诊疗医保资质后，我院将充分运用互联网拓展服务空间和内容，

提供在线挂号、复诊、远程医疗和随访管理服务，发展线上线下一体化的医疗服

务，进一步为患者提供更优质、更便捷的医疗服务。

3.标题：信息化诊疗模式提升我院门诊服务满意度——门诊电

子叫号系统正式上线运行

媒体：北京中医药大学第三附属医院

链接：

https://new.qq.com/omn/20211020/20211020A04UPT

00.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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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内容:

信息化诊疗模式提升我院门诊服务满意度——门诊电子叫号系

统正式上线运行

2021-11-30 来源： 北京中医药大学第三附属医院

为方便群众就医，推广线上预约挂号和分时段就诊，在院领导的大力支持下，

门诊办与信息中心、后勤处、挂号处等共同承担建设门诊电子叫号系统的工作。

我们在对多家医院调研的基础上结合实际情况，广泛听取各科室的建议和意见。

通过充分的准备与多方的努力，电子叫号系统于 2021 年 11 月 22 日正式在门诊

运行起来。

一、电子叫号系统提升我院门诊服务

电子叫号系统是当下信息化诊疗模式中最常用的自助服务设施之一。与过去

自行在诊室门前排队等候不同，如今患者到院成功挂号（取号）后，只需用挂号

条在诊区门前的自助报到机上“扫一扫”，就可以成功报到，排队就诊。

叫号系统可以配合线上分时段预约挂号，可以对就诊时间进行合理分流，帮

助患者更加灵活地进行时间安排。除了诊区报到，电子叫号系统还应用于我院门

诊采血室、药房取药等有队列需求的区域。通过有序分流就诊患者，减轻了预检

分诊和接诊医生的高峰时段工作负担，进一步防止疫情防控期间人员聚集，也让

患者少了等待，提高了就医体验的满意度。

二、电子叫号系统的安家之旅

2021 年 5 月 17 日，门诊办召开启动会议，李山主任、丁晓光主任、田英主

任及叫号公司主要负责人参加。电子叫号系统建设工作正式启动。2021 年 7 月

12 日，在住院楼西 3层示教室召开了门诊叫号系统协调会。由门诊办牵头，信

息中心、收费处及各科室主任共同参加讨论，就三层门诊布局、专家出诊及叫号

系统设置的细节问题进行热烈的讨论，得到很多宝贵的建议和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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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年 8 月 20 日，门诊办李山主任、儿科崔霞主任、信息中心丁晓光主任

等就儿科门诊叫号规则进行沟通和讨论，拟定《三附院分诊叫号系统相关说明》。

2021 年 8 月 25 日，门诊楼一层儿科叫号系统安装完毕，率先试运行。同一

时间，分时段预约挂号也率先在儿科门诊得以实现。

2021 年 9 月 10 日，门诊楼三层采血室开始试用叫号系统。

2021 年 9 月 29~30 日，对门诊医生进行了叫号系统使用培训。

2021 年 10 月 13 日至 15 日，在门诊楼三层进行了部分科室的测试试用。

2021 年 10 月 18 日，门诊楼三层正式运行叫号系统。

2021 年 10 月 19 日门诊三层正式改换新的诊室分区及门牌号，由挂号处对

挂号条的分诊信息作出了相应的改动，让患者对就诊诊室一目了然。

2021 年 11 月 22 日门诊楼四层、六层正式运行叫号系统。11 月 25 日中午，

信息中心工程师在门诊四层为预检分诊护士培训叫号系统，让我院门诊信息化分

诊工作更上一个台阶。

电子叫号系统使用以来，有效地改善了门诊的就诊感受，解决了医护人员工

作量不平衡的问题，在降低疫情防控风险的同时为门诊就诊服务带来了极大地提

升，树立了医院的良好形象。在以后的工作中，我们要再接再厉，不断优化信息

系统，为患者带来优质的诊疗体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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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标题：开诊近一年 地坛医院“互联网诊疗”让患者少跑路

媒体：北京地坛医院

链接：

https://mp.weixin.qq.com/s/6bbYOLJhRVMOPqwNME1

M9Q

主要内容:

开诊近一年 地坛医院“互联网诊疗”让患者少跑路

2021-11-03 来源： 北京地坛医院

“您这次出现的过敏情况多久了？最近吃了什么易过敏的食物或补品吗？”

近日，北京地坛医院皮肤科副主任医师袁柳凤正在“出诊”，只不过诊室内没有

患者，只有一台配有摄像头的电脑。这是北京地坛医院推出的互联网诊疗业务。

袁柳凤接诊的这名女士最近再次出现了皮肤过敏的情况，此前她曾经出现过

类似的症状，曾在地坛医院皮肤科就诊。这次因为处于“月子期”，本人不方便

到医院就诊，便选择了互联网诊疗的方式。袁柳凤通过视频详细询问了患者病情，

并建议患者使用一些外用抗过敏药物，整个接诊过程 10 多分钟。

袁柳凤介绍说，皮肤科互联网诊疗自今年 1月开诊以来，几乎每次 15 个号

源都被约满。

2020 年开始，北京地坛医院就开始探索互联网诊疗，并于当年 11 月正式开

通了首批互联网门诊科室。疫情防控期间，外埠患者不便到医院就诊，通过互联

网诊疗，减少了他们跨省流动的劳顿；日常诊疗中，老年慢性病患者也不在少数，

儿女们帮他们预约了互联网诊疗，还能从网上进行取药；互联网诊疗也很受上班

族青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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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我为群众办实事”的重要举措之一，北京地坛医院互联网诊疗开诊近

一年，已开放内分泌科门诊、皮肤科门诊、肝病门诊、感染科门诊、药学门诊、

心内科门诊，为不少患者提供了便利，患者不仅能在线看病、开药、缴费，药品

还能快递到家，切实做到了“让数据多跑路，让患者少跑路。”不少患者纷纷表

示“有了一次网上看病的体验，就会‘上瘾’，因为太方便了。”

互联网诊疗方便快捷，尤其适合慢性病患者，但很多患者对于如何操作，怎

么报销，有哪些注意事项还有很多疑问。为此，小编为您整理了互联网诊疗的患

者预约条件、就诊流程等患者关心的问题，让我们一起来看看吧！

01

哪些人可以进行线上诊疗？

目前，互联网诊疗仅限半年内在地坛医院同一科室就医的复诊患者。当患者

出现病情变化需要医务人员亲自诊查时，应当立即终止互联网诊疗活动，引导患

者到实体医疗机构就诊。

首诊及 14 岁以下患者不能进行互联网诊疗。

02

医院互联网诊疗目前开放的专业有哪些？

目前北京地坛医院互联网诊疗开放内分泌科门诊、皮肤科门诊、肝病门诊、

感染科门诊、药学门诊、心内科门诊。

03

线上诊疗的流程是什么？

1.进入“京医通”公众号，在底部菜单栏选择挂号，进入挂号页面，选择互

联网复诊。



12

2.选择“北京地坛医院”，进入预约挂号页面。

3.点击您要就医的科室。

4.进入您要就医的科室，选择互联网门诊号，热门科室建议您提前一天进行

预约。

5.选择具体就医日期，看清具体就诊时间，并在就诊日当天等待叫号。

04

线上诊疗如何缴费和取药？

目前，互联网诊疗仅限自费患者，暂不支持医保结算。就诊患者在线点击处

方并完成缴费后，药品订单会直接发送给医院和京医通平台。在规定时效内，您

的药品和本次诊疗的相关文件（底方、用药指导单、发票、门诊病历）会通过合

作的快递公司发出，您在家就可以收到药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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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标题：国家传染病医学中心、北京地坛医院与胡桃计算机达

成战略合作

媒体：HIT 专家网

链接： https://www.hit180.com/53962.html

主要内容:

国家传染病医学中心、北京地坛医院与胡桃计算机达成战略合作

2021-11-01 来源： HIT 专家网

2021 年 10 月 29 日，国家传染病医学中心、北京地坛医院与北京胡桃计算

机技术有限公司签订战略合作协议。

国家传染病医学中心的任务是聚焦疑难重症救治、培养临床技术骨干和学科

带头人；整合疾病资源，开展多中心临床研究；研究解决重大公共卫生问题；探

索高水平医院管理机制；发挥示范、引领和辐射作用。北京地坛医院院长金荣华

表示，作为国家传染病医学中心的主体单位，北京地坛医院将通过与胡桃计算机

有限公司的深入合作，探索数据治理、知识策划、科研转化、人工智能等方面的

创新模式。

北京胡桃计算机技术有限公司董事长任为表示，作为国内知名的智能病案解

决方案和临床科研服务提供商，胡桃计算机将利用自主研发的智能化数据驱动工

具，在感染和传染病科研、数字化治理、临床诊疗等多个领域与国家传染病医学

中心、北京地坛医院展开深入合作。

本次合作签约，基于三方对医疗数据要素价值和未来发展趋势的共同认识。

未来，三方将打造可持续发展的战略合作伙伴关系，聚焦医疗健康数据关键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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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标准研发、平台和体系建设，通过智慧化医疗和大数据手段改善患者结局、提

高患者的健康质量和就医体验，助力国家传染病防治事业、健康中国建设。

6.标题：5G 技术助力冬奥医疗保障 京张携手远程完成机器人

神经外科手术

媒体：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天坛医院

链接：

https://www.bjtth.org/Html/News/Articles/20901

4.html

主要内容:

5G 技术助力冬奥医疗保障 京张携手远程完成机器人神经外科

手术

2021-11-12 来源：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天坛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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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北京天坛医院指导、联合张家口第一医院共同成功完成 5G 通讯下远

程机器人神经外科手术，这是河北省首台、国内第三台 5G 环境下机器人辅助定

位脑深部电极植入术。

当日上午，在张家口市第一医院手术室内，北京天坛医院神经外科主任医师、

挂职张家口市第一医院副院长的杨岸超医生正对着屏幕，通过 5G 网络与北京进

行连线。网络的另外一端连着北京，坐着的是北京天坛医院副院长贾旺，以及神

经外科中心副主任、功能神经外科病区主任张建国。作为张家口-天坛医院脑科

中心发展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一次手术，不论是北京还是张家口，两地专家医

护团队都已做了充分的术前准备。

手术的患者是张家口市康保县人，已有 17 年帕金森病史，入院时表现为单

侧肢体静止震颤、强直伴行动迟缓。为达到最佳治疗效果，杨岸超经过前后两周

的周密筹备，通过 5G 视频连线，在张建国的远程指导下精准定位，成功为患者

植入电极，术中磁共振扫描见脑内电极植入位置精确，注册误差仅 0.16 毫米，

完全达到手术预期。

脑深部电刺激术主要应用于帕金森病、肌张力障碍、癫痫、精神类疾病等多

种疾病的治疗，是颅脑手术中操作精度要求极高的一种手术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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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术要求将脑深部电极非常精准地植入到患者大脑丘脑底核，通过施以脉冲

微电流刺激达到调节相关脑功能网络环路，改善病人病症的效果。但由于该靶点

位于大脑中心部位，长约 1.2cm，横宽仅约 0.8-1.0cm，对于电极植入的精准性

具有很高挑战。基层医院无法进行此类手术，患者需要辗转异地至国内较大的脑

科中心寻求治疗。而神经外科手术机器人是近几年发展起来的神经外科精准定位

工具，并且具备远程控制模块，通过 5G 实时通讯技术，可以满足异地互联互通。

因此患者可以在当地医院就诊，由上级医院专家通过远程操作机器人，指导实现

精准定位，进一步增加了手术的稳定性、安全性和可靠性。

本次手术开始前由贾旺院长在北京远程操作机器人，为患者注册。“贾院长，

我这里显示注册误差是 0.16 ㎜！”盯着眼前机器人屏幕上的数值，杨岸超第一

时间向在北京的贾旺、张建国教授进行了汇报。按照国际标准，一般机器人手术

的注册误差为 0.5 ㎜左右。而本例手术误差仅 0.16 ㎜，意味着该机器人系统非

常精准，靶点定位准确性极高，病人的预后效果也将会远超预期！然后天坛医院

张建国远程操作机器人，在计划系统上对丘脑底核精准定位，最后由张家口第一

医院的杨岸超副院长实施操作，消毒、钻孔、电极植入……当术中微电极准确记

录到典型的丘脑底核电信号时，所有人如释重负。杨岸超说：“我们一次性成功、

准确地找到了丘脑底核这个关键核团！随后的手术操作依旧一气呵成，在中午时

分即完成所有操作。”

贾旺表示，在全民大健康策略下，手术不再于局限于病人要到医院接受诊疗，

基于 5G 网络技术，专家能随时随地了解当前手术进展和患者情况，实现远程会

诊，响应时间短，诊疗决策准确，保证了救治的高效与专业。机器人辅助手术是

神经外科学精准诊疗进步的趋势，是科技冬奥的重要体现。

据张建国介绍，手术机器人越来越精准化、智能化，让手术也更便捷。机器

人的辅助让 DBS 手术定位跨越了传统的框架，改变了手术方式和手术模式，患者

术中更舒适，术后效果也更好。DBS 手术完成后，还需要术后程控，5G 网络的发

展，患者足不出户，远程就可接受医生的指导，这是领先于国际水平的。比如，

在疫情期间，北京天坛医院就曾为四千多名病人进行远程 DBS 程控。



17

据了解，北京天坛医院与张家口市第一医院进行了六年多的深入合作，让

众多京西北地区患者实现了家门口享受北京专家优质医疗服务的愿景。本次手术

跨越京张两地，“5G+手术机器人”远程应用给神经外科以及患者带来的便利提

升，对降低神经外科患者就医成本、助力优质医疗资源赋能基层具有重要意义。

同时，也充分展示此次冬奥健康保障机制的准备工作，是医工结合、信息技术和

医疗技术相结合的经典案例。

7.标题：《国家卫生信息资源使用管理规范》出台，明确使用

规则与安全管理要求

媒体：HIT 专家网

链接： https://www.hit180.com/54109.html

主要内容:

《国家卫生信息资源使用管理规范》出台，明确使用规则与安全

管理要求

2021-11-09 来源： HIT 专家网

2021 年 11 月 9 日，国家卫生健康委官网发布《国家卫生信息资源分类与编

码管理规范》（WS/T 787—2021）、《国家卫生信息资源使用管理规范》（WS/T

788—2021），将于 2022 年 4 月 1 日起施行。（附件下载请见文末）

卫生信息资源，是指卫生系统部门或机构在履行职责或开展业务过程中采

集、存储、传输、处理和产生的以数字化形式记录的各类信息的集合。《国家卫

生信息资源分类与编码管理规范》规定了国家卫生信息资源目录管理架构、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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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制流程，卫生信息资源调查、目录生成，以及卫生信息资源标识符编码规则，

适用于国家卫生信息资源目录的编制和管理。

《国家卫生信息资源使用管理规范》定义了“全民健康保障信息化工程一期

项目”卫生信息资源的管理职责、使用方式和安全管理要求。其将卫生信息资源

分标准类数据资源和业务类数据资源两大类，其中业务类数据资源又可根据数据

处理形态分为三类：一是原始数据，直接产自医疗卫生机构的业务系统和管理系

统，未经加工的数据（集）；二是中间数据，经过脱敏脱密处理，根据主题形成

的或依据用户需求定制的数据（集）；三是结果数据，经过统计、分析、计算等

加工处理后产生的可供直接应用的数据。

在“数据使用规则”方面，《国家卫生信息资源使用管理规范》制定了 9

条规则，其中包括：“医疗卫生服务提供者为居民和患者个人提供医疗卫生服务

时，按照相关规定在履行居民和患者本人授权和卫生健康行政部门批准的合法合

规程序后，可使用原始数据。 ”“居民和患者个人通过安全的身份认证后，方

可使用本人原始数据。”

在“卫生信息资源安全管理与监督保障”方面，《国家卫生信息资源使用管

理规范》要求：信息管理部门（中心）需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网络安全法》、

国家网络安全等级保护制度等相关要求，建立健全卫生信息资源相关系统安全保

障体系，建立网络安全管理制度、安全审查制度、日志审计制度、操作规程和技

术规范等工作机制，保障卫生信息资源信息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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