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全国卫生信息化舆情监测周报 

（第三五七期） 
 

北京市卫生健康委信息中心          2020 年 1 月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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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 月

30日到 2020年 1月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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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顾展望】把握好医疗信息化评级“方向盘”  （HIT

专家网） 

2．【回顾展望】医学人工智能过得还好吗     （HIT 专家网） 

3．医通 EIS4.0 研发启动仪式在广州举行，打造急诊急救一体

化系统  （HIT专家网） 

二、具体内容 

1.标题：【回顾展望】把握好医疗信息化评级“方向盘”               

媒体：HIT 专家网 2019-12-29 

       链接：https://www.hit180.com/41154.html  

         主要内容： 

2019-12-29 分类：管理视野 阅读(3011) 评论(0)  

【编者按】 

https://www.hit180.com/41154.html


2019年行将过去，对于医疗信息化行业而言，一年来国家卫

健委、国家医保局、国家药监局等部门政策频出，医疗卫生机构

用户、医疗 IT 产业，处于深刻的变化之中。 

为此，HIT专家网特别甄选业内热点话题，推出“回顾 2019，

展望 2020”系列文章，敬请读者朋友们关注，欢迎大家来稿共同

参与讨论。 

 “不允许任何公立医院参加由境外第三方组织的任何评价

工作。”国家卫生健康委医政医管局焦雅辉副局长在 2019年 7 月

厦门 CHIMA 大会上鲜明表态。 

2019 年，国内医疗信息化评级标准体系迅速占据主导地位，

并不断完善，其影响也前所未有地大起来。 

政府主导公立医院信息化建设“指挥棒” 

继电子病历分级评价和互联互通成熟度测评后，医院智慧服

务分级评估标准在 2019 年出台，成为衡量医院信息化建设水平、

提升医院管理和患者服务的主要抓手。国家卫生健康委出台的《关

于进一步推进以电子病历为核心的医疗机构信息化建设工作的通

知》明确了完成相关评级的指标和时间。同时，电子病历分级评

价结果在 2019 年更是被纳入全国三级公立医院绩效考核。 

1．电子病历应用水平分级评价现状与目标有较大差距 

在 2019 中华医院信息网络大会（2019 CHINC）上，国家卫生

健康委医政医管局副局长焦雅辉曾介绍了 2018 年全国医疗机构

电子病历分级评估的大致情况。据初步统计，2018 年全国共有



1695家三级医院参加电子病历应用水平分级评估，平均等级 2.81

级；2018 年全国共有 4239 家二级医院参与电子病历应用水平分

级评估，平均等级 1.35 级。 

 

2019年 6 月 10日，国家卫生健康委医院管理研究所公布了

2018年度电子病历分级评价高级别医院通过名单，全国共有 31

家医疗机构在 2018年通过了电子病历系统功能应用水平五级或

六级评审。 

据了解，2017 年所填报的全国三级医院的电子病历功能应用

平均水平为 2.11 级，二级医院为 0.83级。从数据上看，2018 年

虽然有了明显进步，但对三级医院来说，在 2019年达到 3 级、到

2020年达到 4 级以上是硬性指标。虽然 2019 年全国结果还未出

炉，但根据当前现状，时间上已很紧迫。 

2.互联互通成熟度测评日益“成熟” 



2019年 6 月 6 日，国家卫生健康委统计信息中心公布了 2018

年度国家医疗健康信息互联互通标准化成熟度测评结果公示，共

有 48个区域、101家医院通过测评，其中有 4个区域、12 家医院

通过了互联互通五级乙等测评。 

在 CHIMA 2019 上，国家卫生健康委统计信息中心主任张学高

介绍，2017年初开始全面推进互联互通标准化测评工作，截至

2019年 7 月，共有 191 家医院、102 家区域通过测评。 

互联互通成熟度测评的开展离不开标准体系的不断健全。据

了解，目前立项研制信息标准 283项，正式发布 256项，包括数

据集 89 个、数据元 3300多个、共享文档 70个。 

标准基本满足使用，不过仍有很长的路要走。根据日前第八

届国家卫生健康标准委员会卫生健康信息标准专业委员会第一次

全体委员会的消息，下一步将加快临床医学术语标准，“互联网+

医疗健康”、健康医疗大数据、人工智能、区块链等新技术标准

研发应用工作。 

3.医院智慧服务分级评价“开试” 

与此前电子病历分级评价、互联互通成熟度测评不同，《医

院智慧服务分级评估标准体系（试行）》明确：电子病历、医院

运营、教学、科研等信息化建设情况不在本评估范围内。医院智

慧服务是指医院针对患者的医疗服务需要，应用信息技术改善患

者就医体验，加强患者信息互联共享。 



一言以蔽之，新标准主要考察医院在信息化条件下的患者服

务能力。2019 年 8月，国家卫生健康委医政医管局第一次启动医

院智慧服务分级评估的数据填报工作。同时，国家卫生健康委医

院管理研究所又分别在赤峰、大同、广州、昆明、武汉等五个地

区开展“2019 年度智慧医院评价系列标准宣贯解读会”，解读评

审要点、分享先进经验，推动分级评估落地。虽然目前整体结果

还未可知，但根据此前电子病历和互联互通的评级经验来看，国

家卫生健康委尚属首次开展此类评级，2019 年更多是试点。 

 

医院忙于“接招”各类信息化评级 

日前，在“2019 中国数字医学高峰论坛”上，国家卫生健康

委医院管理研究所叶全富所长表示，2018 年国家卫生健康委出台

的《关于进一步推进以电子病历为核心的医疗机构信息化建设工

作的通知》（简称：《通知》）拉开了智慧医院建设的帷幕。智

慧医院分三个层面：第一是以电子病历为核心的智慧医疗；第二

是 2019 年已出台的面向患者的智慧服务标准；第三是面向医院管

理者的智慧管理模块标准，目前正在第 3次研究讨论中，争取 2019

年年末出台。 



显然，此次国家卫生健康委推进智慧医院建设，充分发挥政

策“指挥棒”作用，首先对智慧医院理念进行了顶层设计。这充

分说明，国家层面已把智慧医院作为信息化与医疗、患者服务、

管理相结合的落脚点。 

但是，由于各个评价标准的重点并不相同，同时也有很多交

集。所以，不同评审标准体系之间密切配合分工就显得很重要，

以减少重复建设和资源浪费。那么，如何理解互联互通和智慧医

院三个评级的关系？ 

同煤总医院信息科主任朱骄锋曾对 HIT 专家网表示，医院智

慧服务建设离不开基础业务系统的对接，所有服务项目来源于基

础业务数据，所以建设初期要基于医院的集成平台实现所有业务

系统的融合。另外，《通知》也明确，到 2020年，三级医院要实

现电子病历信息化诊疗服务环节全覆盖，达到互联互通成熟度测

评 4 级水平，电子病历分级评价要达到 4 级以上，实现院内各诊

疗环节信息互联互通。 

由此可见，要实现以电子病历为核心的医院信息化建设，就

要推进系统整合和互联互通。如果数据标准化、信息集成、互联

互通等基础支撑工作达不到要求，智慧医院的目标也难以实现。

其中，智慧医院的三大评级分别面向医疗、患者和运营管理，三

者可理解为闭环关系。而互联互通成熟度测评主要能帮助医疗机

构建立信息化建设的标准化体系，将贯穿和支撑其中。 



一些医院干脆在规划设计时开始重点研究各类标准、设定评

级目标，将目标与建设任务统筹推进，加强医院信息集成平台建

设，注意各类评审标准体系之间的有效衔接和整合。 

评级将更加深刻影响医院信息化 

在智慧医院评级体系和互联互通成熟度测评共同作用下，医

院的数据质量、数据治理、信息共享有望持续改善，推动信息化

整体迈上新台阶。 

第一，评级为全国公立医院绩效考核和医保 DRG 改革提供数

据基础。2019 年，病案首页和电子病历分级评价被纳入三级公立

医院绩效考核，而在 2020 年，全国二级公立医院也将进行绩效考

核，申报参评是公立医院“必选项”。同时，公立医院绩效考核

愈发强调数据质控，数据客观性和真实性是第一生命力，对数据

采集、分析的要求越来越高。通过引入标准化体系开展以评促用，

不为了评级而评级，把其作为推进信息化建设和数据质控的真正

抓手。 

第二，越来越多的医疗机构开始注重信息化顶层设计，以评

促建、以评促改。目前很多公立医院正在扩建或新建院区，通过

引入标准化体系进行顶层设计，开展以评促建，明确信息化建设

路径的同时，充分考虑可预见的扩展需求。另一方面，为了适应

“互联网+医疗健康”、医疗大数据等新需求，很多医院正进行信

息系统升级换代。此时重新进行顶层设计，借鉴优秀经验，按照

相关评级的标准体系以评促改，将事半功倍。 



第三，市场增量有望进一步扩大。医院评级本身有建设需求，

包括各类专科信息系统、临床决策支持系统、信息平台、集成平

台等市场需求很大。 

2020年，预期中的“医院智慧管理分级评价标准”即将出台，

智慧医院三个评级将形成闭环，再加上互联互通成熟度测评，2020

年将形成国家卫生健康委主导下的四大评级格局。医院将经受更

为全面、严格的各类评级“考验”。 

2.标题：【回顾展望】医学人工智能过得还好吗                  

媒体：HIT 专家网    2020-01-01 

       链接：https://www.hit180.com/41240.html  

 主要内容： 

【编者按】 

2019年行将过去，对于医疗信息化行业而言，一年来国家卫

健委、国家医保局、国家药监局等部门政策频出，医疗卫生机构

用户、医疗 IT 产业，处于深刻的变化之中。 

为此，HIT专家网特别甄选业内热点话题，推出“回顾 2019，

展望 2020”系列文章，敬请读者朋友们关注，欢迎大家来稿共同

参与讨论。 

https://www.hit180.com/41240.html


 

 “现在医学人工智能（AI）应用已经很多，但是真正嵌入到

临床业务流程的，真正让医生喜欢点击的，还为数甚少。信息技

术人员要和医生摸爬滚打，一起开发更多让医生喜欢的人工智能

应用。”2019年 5月，解放军总医院计算机室原主任任连仲教授

曾一针见血地指出了医学人工智能的落地现状。 

2019年，医疗 AI 产业持续遭遇资本寒冬，医疗 AI初创企业

们产品化困难、融资困难是普遍现状，一些前期投入过高、盈利

又困难的企业已经倒下。经历了前两年的狂热，业界对于医学 AI

的认知已经趋于理性和务实。 

从细分场景中融入 AI 

2019年，以 CDSS（临床辅助决策支持系统）、VTE（静脉血

栓栓塞症）智能防治系统等为代表的 AI 应用，通过“嵌入”医生

工作站融入临床业务流程。 

西南医院大数据与人工智能中心汪鹏主任表示，现在研究

CDSS的时机非常好，电子病历系统应用水平分级评价等政策对于

CDSS有明确要求，基于人工智能的 CDSS 可望占据医院信息化建

设“高点”。据了解，西南医院正在局部科室探索建立大数据驱



动的 CDSS 技术框架，以医学知识图谱构建为核心，系统功能包括：

诊断推荐、检查检验推荐、治疗方案推荐、相似病历、智能提醒、

医院用药推荐、循证知识搜索推送等。 

2019年，医学人工智能领域迎来一波“VTE 热”。VTE（静脉

血栓栓塞症）智能防治系统是一个典型的利用现有技术和资源，

解决临床实际痛点的尝试。VTE 具有高发病率、高死亡率、高误

漏诊率的特点，已被列为医疗质量评估的重要指标。上海市第十

人民医院信息管理处夏洪斌处长曾介绍，该院 VTE 智能化预测及

辅助诊疗系统上线后，每周平均可为 600 名护士节约 150小时工

作时间，比传统的人工判断更为精准，能够有效降低 VTE 的发生

率。 

面向患者服务、后勤管理的 AI应用也有了较大进展。如智能

预问诊、智能随访、用药管理、智能导医机器人、智能运输机器

人等。2019 年 3月，国家卫生健康委启动“医院智慧服务分级评

估”，面向患者服务的 AI 应用迎来政策机遇。同煤总医院在山西

省率先实现线上智能导诊预问诊服务，系统可根据患者症状描述

推荐就诊科室，患者可直接完成挂号。同时，利用预问诊服务提

前录入患者主诉等内容，系统可自动导入至门诊电子病历。 



 

2019年，AI 还“接入”了基层医疗信息化。比如，百度开

发的灵医智惠 CDSS已在北京市平谷区马坊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等

基层医疗机构落地；众阳健康开发的全科医生诊疗机器人也应用

于济南市平阴县孝直镇和圣苑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等基层医疗机构，

北京大学中国健康发展研究中心主任李玲教授更是形容该机器人

为“智慧型赤脚医生”。李玲教授认为，当前中国医改走出了一

条“农村包围城市”的新路：强基层、保基本，给基层赋能、为

基层送工具。我国有 3 亿高血压患者、2.5 亿糖尿病患者，中国

老百姓最需要对常见病、多发病进行治疗和健康管理。 

融入临床业务流程的挑战 

但是，即便从临床细分场景切入，首先需要临床的深度参与。 

清华大学人工智能研究院院长、中科院院士张钹直言不讳地

表示，人工智能的关键不是数据，而是让医务人员起作用。人工

智能在医疗领域需要医务人员全程参与，要发挥他们的聪明才智、

医学知识和临床经验。只有借助医生的智慧和经验才能有效利用

数据，包括低质量的数据。 



实际上，从技术层面看，医学人工智能也的确离不开医生参

与。除了 AI 模型训练等环节需要医生深度参与外，机器学习和深

度学习方法本身也具有很大局限性，需要大量人工标注。同时，

与医生相比，机器学习缺乏很多生理、病理等方面的理论知识，

尤其缺乏对不同来源信息的综合利用，目前还远远达不到医生的

综合判断能力。这也是为什么目前知识图谱成为医学人工智能研

究的重点内容。 

由于很多应用很难融入到医院临床实际工作流程中，影响了

医生参与的积极性。解放军总医院医疗大数据中心薛万国主任表

示，医学人工智能在现阶段的落地范围还是呈散点式、单一式的

应用。散点式的功能很难形成统一的工作流程。比如，现在已经

有了针对急诊胸痛患者的鉴别诊断模型，但急诊科每天面对的是

很多不同类型的疾病。 

AI 在医院落地的 IT 挑战 

首先，由于“散点式”应用带来的系统集成上的难题。 

据了解，解放军总医院此前基于 8万例输血病例，建立红细

胞输注量个性化预测评估模型，准确率接近 90%，已将该模型嵌

入医生工作站，实现医生输血申请的智能化管控。在薛万国主任

看来，很多研究成果都没能实现落地应用的原因之一就是系统集

成不到位，大量模型还游离在业务之外。他建议，不同疾病模型

的使用环境都不同，为了避免把医生工作站改造得“支离破碎”，

需要建立统一的集成规范解决问题。 



上海市儿童医院于广军院长建议，AI系统要与医院原有系统

结合，需要具备比较强的集成化能力，医院要选择工程化、集成

化能力比较强的合作方。据了解，上海市儿童医院此前与卫宁健

康合作研发的人工智能骨龄检测系统实现了亚秒“读”骨龄，从

读片到输出骨龄诊断报告全过程不到 30 秒，并实现将 AI系统无

缝嵌入到 PACS/RIS系统。 

其次，阻碍 AI 融入医院业务流程的另一大问题是数据质量和

标准。 

知名医疗信息化专家陈金雄主任曾指出，目前医疗数据质量

还远远不能满足智能医疗的要求，如果把医院数据分为数字化、

集成化、数据化、要素化、结构化、语义化和智能化 7个层级，

那么大部分医院还只是实现数字化，尚未完全实现集成化。目前

即使最高等级的医院基本也只是实现集成化和数据化，离后几个

阶段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事实尽管如此，但产业领域一直在探索。比如，医疗 AI创新

企业森亿智能就以中文医学自然语言处理技术起步，从医院对科

研数据的需求切入，研发出智能化科研平台产品，已在全国几十

家医院落地。后为解决医院信息孤岛和数据可用性低问题，研发

基于 AI 技术的新一代医院信息平台，一直聚焦医院数据治理问题。 

医疗 AI 需解决准入及监管问题 

当前医学人工智能产品的准入门槛、审评测评、商业模式等

有待进一步明确。目前，我国已有糖尿病视网膜眼病诊断软件、



 

 

 

CT 肺结节辅助诊断软件等人工智能医疗械产品在研究申报中，但

距离获得第三类医疗器械注册证还有很远的路。

国家层面正在加速行动。据了解，国家药监局早在人工智能

医疗械产品注册申报之前就启动了人工智能医疗器械安全有效性

评价研究，目前已形成了人工智能医疗器械审评指导原则体系构

建等基本思路。2019 年，国家药监局医疗器械技术审评中心发布

“深度学习辅助决策软件审评要点”，针对 AI 独立软件和 AI 软

件组件。主要思路是以深度学习辅助决策软件为切入点，基于需

求分析、数据收集、算法设计、验证与确认、上市后监测、软件

更新等在内的全生命周期，重点关注 AI 软件的数据质量控制、算

法泛化能力以及临床使用风险。

2019 年 7 月，国家药监局医疗器械技术审评中心联合国家计

算机网络与信息安全管理中心、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解放军总

医院、清华大学等 14 家单位共同发起成立“人工智能医疗器械创

新合作平台”，通过构建开放协同共享的人工智能医疗器械创新

体系，服务于科学监管、科技创新、产品转化，推动新一代人工

智能医疗器械技术与产品早日达到国际先进水平。

日前公开消息显示，国家药监局将《人工智能医疗器械安全

有效性评价研究》纳入第一批药品监管科学研究课题之中。国家

药监局副局长徐景和表示，将按照早期介入、专人负责、科学审

批的原则，在标准不降低、程序不减少的前提下，对创新医疗器



械、优先审批项目在技术审评过程中予以优先办理，并在注册申

报过程全程进行详细指导。      

综观 2019 年，医学 AI 领域较为平静，甚至总体平淡。这或

许是一种好的迹象，喧嚣之后的沉默，是为真正的爆发积聚力量。 

3.标题：医通 EIS4.0 研发启动仪式在广州举行，打造急

诊急救一体化系统 

     媒体： HIT专家网 2019-12-31 

        链接：https://www.hit180.com/41226.html  

   主要内容： 

 

12 月 31日，广东轩辕网络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股票代码

830891）、 广东医通软件有限公司“医通 EIS4.0研发启动

仪式”在广州隆重举行。 

数十位全国知名急诊急救专家、医疗信息化专家、人工

智能专家，多名来自中山系、南方系、广东中医药系、暨大

系的医院领导，广州 120 领导，广州软件协会领导，以及华

https://www.hit180.com/41226.html


为、戴尔、甲骨文、东华医为、卫宁健康、金蝶等国内多家

医疗 IT 企业的代表共约 200多人共聚一堂。在国家积极推动

“优化急诊急救服务”、“5 大中心”和“5G”背景下，聚焦

急危重症患者救治体系和院前院内信息共享网络，实现急危

重症患者医疗救治快速、高效、高质量。 

广东医通软件有限公司是轩辕科技旗下专注于 EIS

（Emergency Information System）研究与开发的公司，旨

在为急危重症救治赋能，为行业创造价值。本次启动会，广

东医通软件有限公司在原有第三代急诊急救系统基础上，启

动第四代产品研发。医通核心团队成员均为在医疗和信息化

领域有着十多年以上从业经验的行业专家，原中国国家卫生

信息标准委员会 HL7 研究组副组长、IBM 高级软件架构师、金

蝶医疗副总经理及研究院院长、广州火龙果软件创始人赖金

林先生负责架构总把关；原微软架构师、SAP 资深顾问，精

通管理流程设计与开发的陈刚先生担任研发总监。同时还聘

请了一系列急诊急救、医疗信息化管理和人工智能行业专家

组成顾问团队。 



 

医通 EIS产品设计蓝图 

公司董事长李媛婷就医通 EIS 4.0做了《医通 EIS 创新

发展之路》主题报告，介绍了定位于第四代的急诊急救一体

化平台。医通 EIS基于卫健委的急诊业务规范、指导建设原

则和急诊质控要求，是以患者为中心，以规范化、体系化和

精细化管理为目标的智能急诊急救综合管理平台。医通 EIS 

4.0 通过知识驱动院前急救、院中抢救、院后随访三大业务

的标准化运行，结合普通急症诊疗、五大中心、N个扩展专科

中心的特点和要求，以“1+5+N”模式解决急诊医学当前运行

和长远发展的问题，实现业务流程和专科要求的融合，实现

多学科、跨部门的协同，将科技力量赋能于医疗服务，提升

急诊急救的效率和质量，重构生命通道。 

李媛婷在启动会上还提出了“应用一代、研发一代、储

备一代”的产品规划思路，对于医通的储备一代产品 EIS 5.0，

也将与多家医院开展科研合作，通过大数据、人工智能、区



块链等新一代技术，实现急诊急救领域的智慧应用，助力智

慧医院的实现与发展。 

会上，广州花都区人民医院代表和广州市中西医结合医

院代表与医通公司代表进行了系统联合开发合作医院的签约。 

 

系统联合开发合作医院签约仪式 

本次会议，受到了广州市软件行业协会的支持和关注。

协会秘书长张建军表示，协会基于对软件产业的现状，为了

更好推动本土医疗信息产业发展，提出成立广州市医疗软件

产业联盟的倡议，整合本省丰富的行业资源，培养一批优秀

的本土软件企业，一起走出广东、面向市场、面向资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