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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卫生信息化舆情监测月报

（第五十七期）

北京市卫生健康大数据与政策研究中心 2022年12月31日

本期导语：

本期周报共收集 4 篇卫生信息化相关信息，时间从 2022 年 12 月

01 日到 2022 年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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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临多个数据中心建设需求，医院信息部门应如何整体考量？

| HIT 培训问答

（HIT 专家网）

2.“十四五”期间我国将加强中医医院智慧化建设

（新华网）

3.2022 北京智慧医疗科技创新论坛举办，多项合作协议达成

（中国新闻网）

4.北京智慧医疗科技创新论坛线上举行 经开区生物医药再添国

内外创新强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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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市人民政府）

一、具体内容

1.标题：面临多个数据中心建设需求，医院信息部门应如何整

体考量？| HIT 培训问答

来源：HIT 专家网

链接：https://www.hit180.com/60110.html

主要内容：

面临多个数据中心建设需求，医院信息部门应如何整体考量？|

HIT 培训问答

2022-12-01 来源：HIT 专家网

【编者按】

加强系统性学习，培养新时代医院 CIO。由 HIT专家网主办

的医院信息中心主任能力培训班正在如火如荼地进行。每单元课

后均设置答疑环节，学员们踊跃提问，具有代表性；教员们耐心

作答，充满启发性。通过教学互动，实现教学相长。

现将部分精彩问答整理为“HIT培训问答”系列，以飨读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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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完整的教学答疑视频可关注 HIT专家网微信视频号。

问题 16：面临多个数据中心建设需求，医院信息部门应如何

整体考量？

学员、第二期培训班学习委员、山西医科大学第二医院信息

处处长刘鸿齐：我们下一步想把科研服务、大数据利用这方面做

起来，这个过程中，可能涉及传统数据中心建设和支持未来科研

大数据应用的数据中心建设这两种不同建设模式的抉择。先请教

一下衡反修老师，北大肿瘤医院在新一代数据中心建设方面有怎

样的考量？有什么好建议可以供我们参考？也请其他两位老师

提供一些建议。

衡反修老师：我们的数据中心，包括数据仓库，一直是根据

需求一点一点建设的。最早做数据仓库、BI等，后来临床提出了

全院共享利用临床数据的诉求，2014年开始建设 CDR；再之后

由于技术原因，无法实现后结构化数据快速检索等功能，就建立

了以大数据技术为基础的大数据中心；今年开始建设运营数据中

心 ODR；后期还建设了临床实验数据中心，也区别于大数据中

心和 CDR，主要为临床实验提供数据支持。

总的来说，医院相当于建设了几个数据中心，也不能说是哪

个是“新一代”的。不同的数据中心满足不同的应用需求。有没有

可能通过一个数据中心满足所有的应用需求？我认为也是可以

的，但得有人来整体规划与建设。

薛万国老师：我结合今天讲的“企业架构”来谈一谈。数据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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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的建设，是医院信息规划非常重要的一个问题，也是今天课程

“信息规划”提到的数据架构规划问题。今天上课举的例子，都是

为了说明企业架构的四种架构是怎么表达的。我们的重点并没有

放在医院数据架构、信息系统整体架构的设计上，而是重点讲架

构的表达方法。下一单元会讲医院信息系统的顶层架构，其中会

专门涉及数据架构的设计问题。

这里顺便说一下，虽然课堂上举的例子是小例子，但拿到全

院层面，这个表述方法、设计方法是同样适用的, 希望大家能够

举一反三。

衡主任刚才分享的经验，实际上已经把医院数据架构目前面

临的一个问题提了出来：从 CDR到临床科研数据中心，又进一

步到运营数据中心，数据的二次利用需求越来越多了，必然对面

向不同用途的数据中心的建设需求越来越多。

虽然叫“数据中心”，但实际上这些中心往往都是基于某一应

用自己的数据结构或数据资源，还成不了真正的“中心”，因为为

了某一目的、某一产品建设的数据中心往往满足不了另一目的、

另一产品的数据需求，多个数据中心往往处于各自为政的状态。

而且可以预计，将来这样的“中心”会越来越多，类似绩效考核等

可能还会要求建设自己的数据中心。

这就带来了一个新问题：整个医院的数据架构需要治理。医

院信息部门要把数据架构规划好：数据从哪来，到哪去？建几个

中心？如何避免碎片化？碎片化以后，大家都要向业务系统去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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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会让业务系统不堪重负。只设一个中心肯定满足不了需求，

那是不是在整个数据架构中设置一个中心，以后其他的各种中心

都设为分中心？这个问题我们下次课再深入讨论。总而言之，数

据架构是要治理的，尤其需要为未来的发展需求做好准备。

2.标题：“十四五”期间我国将加强中医医院智慧化建设

来源：新华网

链接：

http://m.news.cn/bj/2022-12/06/c_1129186672.ht

m

主要内容：

“十四五”期间我国将加强中医医院智慧化建设

2022-12-06 来源：新华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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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中医药管理局近日印发《“十四五”中医药信息化发展规划》。

规划提出，深化数字便民惠民服务，加强中医医院智慧化建设，推动

中医药健康服务与互联网深度融合。

互联网中医院、中医云诊间、智慧中药房……近年来，信息化支

撑中医药为群众带来便捷医疗服务，并在抗击新冠肺炎疫情中发挥重

要作用。眼下，新一代信息技术迅速发展应用，为中医药信息化高质

量发展带来更广阔空间。

2022年 8月 20日，在海南三亚一家酒店附近，工作人员在“流

动应急智能中药房”里将盛有单味中药浓缩颗粒的药瓶放入发药机。

新华社记者 郭程 摄

规划提出，鼓励各地开展智慧中医医院建设；鼓励各地研发应用

中医电子病历、名老中医传承信息系统、中医智能辅助诊疗系统等中

医药特色系统，推广智慧中药房等服务模式；建设中医互联网医院，

发展远程医疗和互联网诊疗，推动构建覆盖诊前、诊中、诊后的线上

线下一体化中医医疗服务模式。

规划明确，支持 20家左右三级中医医院开展智慧医院建设；扩

大中医馆健康信息平台覆盖范围，优化升级辨证论治、知识库、远程

教育和治未病等核心功能；支持 10家左右中医医共体开展远程医疗

中心或共享中药房建设，实现中医医共体内医疗机构间双向转诊、检

查检验结果互认共享、中药制剂共享、中药同质化服务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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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划还部署了夯实中医药信息化发展基础、深化数字便民惠民服

务、加强中医药数据资源治理和推进中医药数据资源创新应用四个方

面的任务，提出多项具体措施。根据规划，到 2025年，基本建成与

中医药管理体制相适应、符合中医药自身发展规律、与医疗健康融合

协同的中医药信息化体系，数字便民惠民服务能力显著增强。

3.标题：2022 北京智慧医疗科技创新论坛举办，多项合作协议

达成

来源：中国新闻网

链接：

https://www.chinanews.com/life/2022/12-15/9915

657.shtml

主要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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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 北京智慧医疗科技创新论坛举办，多项合作协议达成

2022-12-15 来源：中国新闻网

以“聚无界，致远境”为主题，由阿斯利康主办、北京国际生命科

学创新园(北京 iCampus)承办的北京智慧医疗科技创新论坛于15日在

线上举行，论坛邀请相关政府官员及来自国内外医疗健康行业的权威

专家、领军企业、专业资方等齐聚云端，通过开展对话，为北京智慧

医疗生态圈的发展建言献策。据悉，此次论坛签署了多份合作协议。

近年来，在国家政策的倡导和推动下，临床医学逐渐从“以疾病

为中心“发展至”以健康为中心“的阶段，助推中国健康医疗体系的进

一步完善。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医学科学院学部委员、中国医学科

学院院长王辰在参加论坛时称，医学的现代转型需要实现以健康为原

点的发展，从而最终达到“促防诊控治康”六位一体的全病程管理目

标。群医学通过统筹个体卫生行为与群体卫生行动，能够助推健康公

平，帮助实现人群、人类整体与长远健康效益的最大化。

北京经开区管委会副主任刘力表示，生物医药是经开区四大主导

产业之一，经开区将紧抓北京市生物医药健康产业发展布局以及国家

药监局六大中心落地等发展机遇，完善生物医药产业政策体系，并优

化产业发展生态。

刘力称，经开区愿发挥人才、创新等政策优势，支持阿斯利康发

挥龙头企业的平台作用，链接海外合作伙伴和国际创新资源，持续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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耕 AI制药、数字医疗等前沿技术领域，加速孵化国内外优质的生物

医药产业项目，共同打造经开区生物医药产业的创新生态。

阿斯利康全球执行副总裁、国际业务及中国总裁王磊说，目前，

全球公共卫生仍面临重大挑战，我们也深刻感受到了汇聚各方力量，

携手创新的重要性。作为跨国药企，阿斯利康携手合作伙伴不断让创

新理念落地，推动医疗健康更大可及。

链接海外先进资源，加速国际医疗创新合作发生在论坛之上。阿

斯利康与来自英国的生命健康科学孵化平台MedCity签署合作协议。

自成立以来，MedCity不断促进着生物技术、医疗技术之间的国

际合作，致力于搭建一个覆盖诊疗全链条和数字健康在内的生命科学

创新孵化体系。随着合作的达成，阿斯利康将携手健康创新生态圈资

源与MedCity及其产业伙伴深度对接，加强本土与海外医疗创新生态

的联动，在技术采购、资本融合、合作网络扩容等方面深入合作，加

速医疗产业“引进来”和“走出去”，推动全球医疗产业交流。

阿斯利康还和以色列的创新孵化器机构 Trendlines达成合作。作

为以色列的一线医疗创投机构，Trendlines致力于协助并赋能医疗创

新企业从技术开发到商业拓展的发展进程。凭借 Trendlines在医疗器

械行业的创新实力和研发经验及以色列独特的产业孵化模式和创新

能力，两者联合共同推动科技创新公司孵化和新技术商业化落地，满

足中国和全球医疗市场的巨大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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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标题：北京智慧医疗科技创新论坛线上举行 经开区生物医

药再添国内外创新强援

来源：北京市人民政府

链接：

http://www.beijing.gov.cn/ywdt/gzdt/202212/t20

221216_2880035.html

主要内容：

北京智慧医疗科技创新论坛线上举行 经开区生物医药再添国内

外创新强援

2022-12-16 来源：北京市人民政府

12月 15日，以“聚无界，致远境”为主题，2022北京智慧医疗科

技创新论坛线上举行。论坛由阿斯利康主办、北京国际生命科学创新

园承办，亿欧大健康和璞跃中国合作举办，不仅有来自国内外医疗健

康行业的权威专家、领军企业、专业资方等代表齐聚云端，为北京智

慧医疗生态圈的发展建言献策；还有阿斯利康与海外平台机构

MedCity、Trendlines达成合作，以及 5家科创型企业入驻位于经开区

的北京国际生命科学创新园，共同推动生物医药和大健康产业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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汇聚全球前沿观点

探索智慧医疗行业发展

论坛上，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医学科学院学部委员、中国医学

科学院院长王辰提出，医学的现代转型需要实现以健康为原点的发

展，从而最终达到“促防诊控治康”六位一体的全病程管理目标。

阿斯利康全球执行副总裁、国际业务及中国总裁王磊在致辞中表

示：“全球公共卫生面临重大挑战，我们也深刻感受到了汇聚各方力

量，携手创新的重要性。阿斯利康将充分利用中国智慧健康创新中心、

北京国际生命科学创新园和阿斯利康中金医疗产业基金的商业创新

‘三驾马车’，持续扩容创新生态，让更多创新项目在北京落地，并在

经开区管委会的指导下持续助推北京智慧医疗生态圈发展。”

在“海外智慧医疗实践分享”环节，英国 Cambridge&公司总监

HarrietFear、加拿大 SEHealth组织执行总监 TazimVirani等通过主题

分享，带来智慧医疗实践在海外的发展趋势和先进经验；同时，国内

诸多专家、企业代表，包括北京大学第一医院全科医学科主任迟春花、

鹰瞳科技创始人兼 CEO张大磊等，带来了在基层、社区等不同场景

下智慧医疗和数字健康创新的思考和未来合作方向。此外，以“科技

赋能智慧医疗”为主题的圆桌讨论，以及阿斯利康中国智慧健康创新

中心线上参访，创新项目与投资人深度交流促进商业孵化的路演专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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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活动的设置，也进一步丰富了全球性的政企产学研用交流与合作形

式。

助力本地创新孵化

推动企业创新成果落地

在打通国际市场的同时，本地创新孵化也有新进展。阿斯利康中

国北部总部自落地经开区以来，不断开展开放式创新工作，2022年 7

月，该企业建设的北京国际生命科学创新园获得首批北京市外资研发

中心资质认定。

在此次论坛上，北京国际生命科学创新园也迎来 5家科技创新型

企业的入驻。其中，予路乾行以人工智能、量子力学及分子模拟算法

为核心技术，通过模拟运算赋能新药研发；万章科技致力于成为国内

领先的口腔健康管理技术、产品和解决方案提供商；海博特是一家提

供医药产品各期临床试验及上市后临床再评价的中医药 CRO公司；

脉络洞察专注于医疗行业的大数据和深度洞察，已经和全球 TOP20

制药企业中的 17家开展合作；派瑞医疗则致力于把前沿的人工智能

与计算机视觉算法应用于医学影像分析。

链接海外先进资源

加速国际医疗创新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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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海内外合作为契机，加速医疗产业“引进来”和“走出去”。在此

次论坛上，阿斯利康与来自英国的生命健康科学孵化平台MedCity

签署合作协议。据介绍，MedCity通过促进生物技术、医疗技术之间

的国际合作，致力于搭建一个覆盖诊疗全链条和数字健康在内的生命

科学创新孵化体系。随着合作的达成，阿斯利康将携手健康创新生态

圈资源与MedCity及其产业伙伴深度对接，加强本土与海外医疗创新

生态的联动，在技术采购、资本融合、合作网络扩容等方面深入合作，

推动全球医疗产业交流。

此外，阿斯利康还和以色列的创新孵化器机构 Trendlines达成合

作。作为以色列的一线医疗创投机构，Trendlines致力于协助并赋能

医疗创新企业从技术开发到商业拓展的发展进程。凭借 Trendlines在

医疗器械行业的创新实力和研发经验，以及以色列独特的产业孵化模

式和创新能力，阿斯利康将与 Trendlines强强联合，共同推动科技创

新公司孵化和新技术商业化落地，满足中国和全球医疗市场的巨大需

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