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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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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 月

25 日到 2019 年 11月 29日，监测范围包括全国主流媒体及政府网站

等。 

一、信息目录 

1．5G 技术助力远程医疗 一场手术跨越 1300公里犹如眼前 

（黄河新闻网） 

2．福建两次 5G直播手术圆满成功 中国电信智慧医疗应用走

向成熟 （闽南网福建） 

3．上海联通“主刀”，5G+云让智慧医疗触手可及（C114通

信网） 

二、具体内容 

1.标题：5G 技术助力远程医疗 一场手术跨越 1300 公里犹如

眼前 

   媒体：黄河新闻网  2019-11-27 



       链接：

http://cnews.chinadaily.com.cn/a/201911/27/WS5dddcf12a31099ab995ee283

.html  

 主要内容：  

黄河新闻网讯（记者 杨江涛）11月 26 日下午，山西省眼科

医院携手中国电信集团有限公司山西分公司、浙江视联智慧医疗

科技有限公司在省眼科医院远程医疗中心举行 5G远程医疗启动

会。 

山西省卫健委医政医管局局长侯天慧表示，5G 医疗健康是 5G

技术在医疗健康行业的一个重要应用领域，山西省卫健委将“互

联网+医疗健康”工作摆在重要位置，以提升医疗卫生现代化管理

水平，优化资源配置，创新服务模式，降低服务成本，满足人民

群众日益增长的医疗卫生健康需求。 

山西省眼科医院院长孙斌表示，与中国电信山西分公司启动战

略合作，不仅标志着省眼科医院将成为山西省首家具有前瞻性、

科研型的 5G智慧医院，也将为山西省智慧医院的探索发展提供新

模式，实践新方案，探索新路子。 

山西电信总经理靳建勇表示，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5G

通信等新的技术变革为医疗信息化的创新发展注入了强大动力，

电信将充分发挥 5G大带宽、低时延、高可靠等优势，探索 5G技

术在医疗领域的更高价值和更多应用。 

 

http://cnews.chinadaily.com.cn/a/201911/27/WS5dddcf12a31099ab995ee283.html
http://cnews.chinadaily.com.cn/a/201911/27/WS5dddcf12a31099ab995ee283.html


视联智慧医疗总经理宋蕾介绍，5G 与视联网技术融合，将更

好发挥远程手术示教与指导，远程影像、病理诊断、教育培训等

示范作用。 

会议现场，一台高端人工晶状体植入手术示教大片，被实时传

送到 1300 公里外的成都中医药大学附属银海眼科医院、300 公里

外的运城眼科医院和长治市人民医院学习交流。 

会上，山西电信分别与省眼科医院、视联智慧医疗签署 5G 战

略协议。此次启动会的成功举办，开启了山西电信在专科医联体

远程医疗的新发展，为中国电信进一步占领 5G 医疗行业高地，扩

大山西电信在医疗行业影响力奠定建设基础。 

山西电信将与山西省医卫行业的专家携手合作，进一步推进在

关键领域和创新领域的深度合作，为患者提供更为便捷和可靠的

5G 医疗条件，为山西省医卫行业提供全方位的优质服务。 

2.标题：福建两次 5G 直播手术圆满成功 中国电信智慧

医疗应用走向成熟 

  媒体：闽南网福建 2019-11-27 

      链接：

http://baijiahao.baidu.com/s?id=1651315538014906503&wfr=spider&for=pc  

        主要内容： 

11 月份，福州、厦门分别运用中国电信 5G网络技术成功进行了

脊柱脊髓精准微创手术和心血管手术直播，开创了福建省智慧医疗的

新局面，也表明中国电信 5G 在智慧医疗应用方面走向成熟。 

http://baijiahao.baidu.com/s?id=1651315538014906503&wfr=spider&for=pc


11 月 15日，在广州白云国际会议中心召开的中华医学会神经外

科学分会第十八次学术会议上，来自福州分会场的福建医科大学附属

协和医院神经外科陈春美教授团队，借助中国电信 5G 网络进行了 6

台脊柱脊髓精准微创手术的现场直播，为广州主会场现场专家提供远

程教学及手术示范，并向全球进行网络直播，手术取得了圆满成功。 

为保证手术现场显微镜、内窥镜等手术数据及视频实时、稳定、

高效传输，并与主会场实现实时互动交互，中国电信福建公司牵头组

织，并与福建医科大学附属协和医院签订 5G 战略合作协议。中国电

信福州分公司作为具体支撑单位，为福建医科大学附属协和医院提供

全天候两地双路由 5G网络保障，在直播手术室部署 2个 5G室分 PRRU

（射频拉远单元），手术直播全程还安排维护人员到现场实时保障。

后台数据显示，手术直播过程现场测试下载速率峰值 1283Mbps，上

传速率峰值 231Mbps，直播现场画面稳定，全程流畅，网络质量完全

满足直播业务中上行速率、网络时延等多方面指标要求。 

手术结束后，陈春美教授表示：“利用电信稳定的 5G 快车道，

能将颈椎、腰椎的微创技术向全球传播，更好地分享我们脊柱微创的

理念，保障病人的颈腰椎健康。今天展示的只是 5G 的最基本运用，

随着 5G 信号的进一步覆盖和稳定，将来 5G可被应用于遥控手术，甚

至遥控机器人手术，使更多的患者受益。” 

本次中国电信福建公司携手福建医科大学附属协和医院成功为

神经外科脊柱脊髓精准微创手术向全球进行网络直播，已经成为福建

医疗史上里程碑的事件。未来，中国电信福建公司还将积极与福建医



科大学附属协和医院加大 5G 医疗行业应用的探索力度，力争在远程

会诊、远程超声、智能病房、智能机器人等方面展开合作，积极打造

福建医疗标杆“福建协和 5G 智慧医院”。 

11 月 23日上午，福建省规模最大的心血管介入医学学术会议—

—海峡两岸医药卫生交流协会心血管专业委员会第十届年会在厦门

召开。会议现场，中国电信厦门分公司携手厦门大学附属心血管病医

院成功向海峡两岸进行心血管手术 5G双向直播，实现大会有史以来

第一次以 5G网络远程分享心血管治疗技术。 

来自台湾柳营奇美医院和厦门大学附属心血管病医院的专家，借

助中国电信低延时、高带宽、高可靠性和可供海量设施设备同时联网

的 5G网络，进行了经导管主动脉瓣置换术、高龄危重三支病变体外

膜肺氧合辅助下经皮冠状动脉介入治疗、复杂外周血管病变介入治疗

等多个手术直播，并就腔镜画面、患者病理、技术要点等与会议现场

远程交互，无缝对接手术指导。 

为保障此次手术直播的顺利进行，中国电信厦门分公司在术前部

署传输线路，制定应急处理方案。术中提供多台 5G 终端，以端到端

的 5G网络支撑了手术全程的完美呈现，直播过程实测下载速率峰值

800Mbps。同时，厦门分公司技术人员在手术室外全程跟进，全力做

好网络应急保障。术后,厦门大学附属心血管病医院院长王焱教授表

示：“5G 技术广泛运用于医疗卫生领域是必然的趋势，医院也将在

前期搭建起的远程心电会诊平台、医联体协作网络、胸痛急救体系等

方面与中国电信进一步深化合作，打破地域限制，促进优质医疗资源



下沉，提高医院作为区域心血管疑难重症诊疗中心的服务和带动能力，

助力厦门市智慧医疗的全面推进。” 

2019年是 5G商用元年，更是 5G+智慧医疗应用蓬勃发展的一年。

中国电信福建公司将以两次 5G直播手术成功实践为契机，与医疗机

构深入推进远程诊疗、远程超声、移动手机阅片、智能机器人、患者

跟踪护理等合作，探索 5G 医疗标杆应用，助力提升基层医疗水平，

推动医疗服务与 5G时代、人工智能的快速融合，惠及百姓。 

3.标题：上海联通“主刀”，5G+云让智慧医疗触手可及 

  媒体：C114 通信网 2019-11-26 

      链接：

https://tech.sina.com.cn/roll/2019-11-26/doc-iihnzahi3512989.shtml  

        主要内容：  

全球首例！上海首家！ 

联通 5G 率先切入智慧医疗两大场景 

不开刀、不出血、不留疤痕，借助联通 5G网络，许永华教授坐

在浦西的控制室里，动动鼠标，就能远程控制徐汇医院的超声设备，

将远在 30 公里之外病人的 5个子宫肌瘤，化于“无形”。 

2019年 10 月 14 日，世界首例 5G 聚焦超声 FUS远程手术，在上

海国际医学中心成功完成。5G 的赋能，让医生和患者突破空间限制，

也让此次手术载入医学发展史，成为第一次全程通过远程操作获得成

功的外科手术。 

 

https://tech.sina.com.cn/roll/2019-11-26/doc-iihnzahi3512989.shtml


 

 “手术过程中，5G的低时延、高速度，让我完全感觉不出与平时

的操作有什么差别，稳定的传输画面和声音，仿佛患者就在身边。”

许永华感叹 5G 的力量，“它让上海三甲医院的超声科得以‘搬到’

偏远地区，解决目前医疗资源分配不均衡等问题。” 

让业界更为振奋的是，它的成功，标志着 5G 远程手术商用项目

有望诞生。目前，上海联通已经与上海国际医学中心等单位共同建立

了国内首个基于 5G的 FUS 远程手术中心，并计划在全球推广 5G远程

手术，让更多患者获益。 



 

作为 5G 服务的提供者、探索者和引领者，上海联通已率先完成

多家医院“5G+医疗”场景的落地，另一个“创举”发生在 7 个月前

的上海联通大厦，4月 11日，两台高难度的神经外科微创手术，正

在离联通主会场 20公里外的华山医院西院紧张地进行着，只见一帧

帧的超高清手术图像通过 5G 网络，实时地传到主会场的 4K 屏上，让

围观者如临其境，场面震撼。华山医院副院长毛颖对手术的关键部分

进行精彩示教，近 60 位神经外科专科医师培训基地学员，“零距离”

聆听顶级大咖的专业讲解，没能到场的医生，也能通过移动终端在线

上观看整个手术过程。 

现场专家对这次的手术直播和远程示教，十分赞叹：“今后，医

疗资源触手可得，医疗教学、学术交流、专家会诊都可以随时随地进

行，医生利用等电梯的碎片时间，就能会诊病人了。” 

5G+4K 高清手术直播，只是上海联通和华山医院携手打造的上海

首家 5G 智慧医疗应用示范基地一个典型的 5G 智慧医疗应用。双方还



在 AR远程医疗、院前急救、远程手术、远程查房等方面积极探索，

未来将会有更多场景落地，为病人带来更好的医疗服务体验。 

在联通 5G 的助力下，医疗创新应用取得了飞跃式进展，远程护

理、监护设备全连接、远程急救、远程会诊、医学授教、手术机器人

以及远程手术等技术的应用，不断刷新着我们对于传统医疗的认知。 

携手沪上三甲医院 

5G+云计算领跑未来医疗 

上海联通认为，随着 5G网络的全面覆盖、产业链的成熟、对医

疗服务的深入理解，5G环境下一定会带来全新的医疗服务、全新的

商业模式以及全新的生态。 

为此，近年来，上海联通深耕医疗云市场，积极为医院打造基于

5G 的智慧医院平台，形成 5G 医疗整体解决方案，并构建“专属云+

私有云”的混合云平台，向院方提供性能成熟、产品丰富的专属医疗

云服务，促进医疗服务理念和模式的革新，开创出 5G 医疗行业新时

代。 

 “未来在医疗上，5G 和云计算的结合将成为应用服务的一大方

向。”上海联通表示，如果说云是智慧医疗海量数据的存储仓库，那

么 5G就是通往云端仓库的一条高速公路，有了这条超级跑道，医院、

患者获取数据的速度更快、更安全。联通现在可以做到一跳入云，与

大数据平台来对接，从而达到云、网、数一体的功效。 

上海联通全方位的智慧医疗解决方案，逐渐在激烈的竞争中脱颖

而出，进入沪上各大医疗机构的首选名单。最近，上海联通连续中标



华山医院、中山医院两个智慧医疗项目，其云计算业务再次受到医疗

行业头部医院（三甲医院）的广泛关注，形成良好的示范效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