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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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 年 08 月

17 日到 2020 年 08月 2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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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深度融合 5G 技术 推动智慧医疗进一步发展  （新华社）                             

2.  “疫”路寻迹，2020 医疗 AI记事           （中共网） 

3.  5G 赋能智慧医疗，创造优质医疗服务    （梦网云通信）                                                                                 

二、具体内容 

1.标题：深度融合 5G 技术 推动智慧医疗进一步发展 

媒体：新华社  2020-08-18 

      链接： 

https://baijiahao.baidu.com/s?id=1675327442415226026&

wfr=spider&for=pc 

主要内容： 

8 月 13 日下午，中山大学附属第八医院邀请北京市宣武医院神

经内科宿英英教授进行一场基于 5G 技术的实时远程会诊。 

https://baijiahao.baidu.com/s?id=1675327442415226026&wfr=spider&for=pc
https://baijiahao.baidu.com/s?id=1675327442415226026&wfr=spider&for=pc


中山大学附属第八医院副院长李建林表示，过去在实施远程医疗

的过程中存在过视频卡顿、图像传输不清晰、沟通不流畅等问题，影

响会诊质量，特别是手术指导、查房示教等受到局限。 

随着 5G 时代的到来，这些摆在眼前的难题有了被化解的希望。 

李建林说：“我是烧伤科医生，烧伤危重患者如果不能及时救治，

会给病人带来生命安全风险。如果能通过信息化手段，即使病人无法

前往医疗条件好的医院，也能通过远程会诊的方式及时处理病情，患

者得到有效救治。” 

解决“三长一短”等看病难问题 5G赋能是关键 

“过去医院普遍存在‘三短一长’的问题，挂号排队时间长、看

病等候时间长、取药排队时间长，医生接诊时间短。”李建林认为，

缩短就诊等候时间是目前医疗体系最需要解决的问题之一。 

李建林谈到，“5G网络大带宽、低时延特性可实现医疗数据、

医学影像秒级下载，提高就诊效率；同时，超高清视频实时无损传输，

让患者的诊疗信息和医学影像‘秒’速加载，这将极大提升患者的就

诊体验。” 

以 5G医疗推车为例，李建林介绍了中山大学附属第八医院在 5G

方面的应用。医院移动医疗推车过去使用 WiFi 模块进行无线连接，

在科室移动医疗查房、护理的时候容易出现信号延迟，进入医院的

HIS 系统、PACS系统存在连接不稳定、速度慢的情况。 

在原医疗推车的主板上接入 5G模块后，信息系统快速运行，可

实现实时床旁治疗和护理。远程实时会诊车可以让专家随时随地开展



床边会诊，提升诊断准确率和指导效率；上级医生能够随时随地指导

一线值班病人进行远程查房。 

5G 智慧医疗专网为医联体注入新动能 

随着 5G 正式商用的到来，以及与大数据分析、人工智能、物联

网技术的充分整合与应用，医疗领域与 5G相结合将推动智慧医疗的

进一步发展。2019年 6 月，深圳市福田区卫生健康局组织建立福田

区医疗集团，由中山大学附属第八医院牵头，由 7 家医院以及福田区

83 家社康中心组成。 

2020年，中山大学附属第八医院联合深圳移动公司和华为公司

制定了医联体的医疗场景和 5G医疗专网实施方案，正在全力推进。 

李建林介绍到，福田区 5G 智慧医疗专网为福田医联体医疗业务

体系提供了 5G 通信保障。骨科作为中山大学附属第八医院重点特色

学科，5G 示范应用率先在该科室试点。 

“到目前为止完成移动查房、远程实时会诊等应用场景的网络功

能验证，以及基于 5G 模块的医疗推车验证。从验证结果来看，取得

了较好的效果，计划在 2020 年第 3 季度召开 5G 医疗应用发布会。”

李建林说。 

谈到“5G+医疗”的发展前景时，李建林表示：“5G 是医院智慧

化转型的有力抓手，信息化思维在医疗场景运用，对患者、医生和社

会而言，可以三方共同获益。通过 5G技术的赋能，借助人工智能、

虚拟现实等技术，加快智慧医疗建设步伐，为更多病人带来舒适便捷

的就诊体验，惠及更多有需要的患者。 



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互联网+医疗健康产业联盟等单位联合发

布的《5G时代智慧医疗健康白皮书(2019 年)》中指出，5G 医疗健康

是指以第五代移动通信技术为依托，充分利用有限的医疗人力和设备

资源，同时发挥大医院的医疗技术优势，在疾病诊断、监护和治疗等

方面提供的信息化、移动化和远程化医疗服务，创新智慧医疗业务应

用，节省医院运营成本，促进医疗资源共享下沉，提升医疗效率和诊

断水平，缓解患者看病难的问题，协助推进偏远地区的精准扶贫。 

随着多方持续探索，5G技术的应用，将大大提高医疗服务的整

体效能，推动健康服务体系发展和模式重构。未来，凭借 5G大宽带、

高速率、低时延、海量链接等特点，将在远程会诊、远程手术指导、

120 急救等方面带来突破性的改变。为实现“生病快救治，看病有良

医”的目标提供更加智能的解决方案，在医疗场景中能够把握更多的

“生命时间”。 

 

2.标题：“疫”路寻迹，2020 医疗 AI 记事 

媒体：中共网  2020-08-19 

   链接：

https://baijiahao.baidu.com/s?id=1675465105274996622&w

fr=spider&for=pc 

主要内容： 

“人工智能在健康医疗当中将有重大的价值，疫情防控、诊断治

疗、卫生管理等方面，要建立一套新的模式、新的服务、新的产业。” 

https://baijiahao.baidu.com/s?id=1675465105274996622&wfr=spider&for=pc
https://baijiahao.baidu.com/s?id=1675465105274996622&wfr=spider&for=pc


近日中国工程院院士李兰娟在全球人工智能产品应用博览会上表示，

基于人工智能的公共卫生大数据、疫情研判、疫情研判、情绪管理、

地图服务、基因测序、药物研发、互联网医院、智能化服务机器人等

技术在疫情检测分析、病毒溯源、防控救治、资源调配等方面起到了

非常重要的作用。“是‘人工智能+大数据+5G+互联网’对整个疫情

防控全流程的支撑，我们才能打赢这场防疫战。”她说。 

2020年，新冠肺炎病毒挑战人类医学知识极限。人类科技文明

发展的两座顶峰——现代医学和人工智能，联合抵御未知病毒的入

侵。在医院的放射科室、在远程协作的移动屏幕前、在医患集中的方

舱医院，医疗机器人忙不更迭的身影，记录着人工智能在医疗领域踏

过的足迹。 

经此一疫，我们看到从语音电子病历、智能导诊、智能问诊为代

表的虚拟助理，到 AI 医学影像实现病灶识别与标注、三维重建、靶

区自动勾画与自适应放疗；医疗大数据、医疗机器人实现辅助诊疗，

到利用 AI 技术与新药研发、老药新用、药物筛选结合，进行药物挖

掘；以及在医院管理的病历结构化、分级诊疗、DRGs 智能系统、专

家系统…… 

守着数据“金库”，却依旧“贫穷” 

对疫情时期医疗数据所发挥的作用，森亿智能副总裁马汉东言语

中透露着遗憾：“即使是在医疗信息化水平较高的地区，收集上来的

病人的基础信息中，体温、呼吸等护理信息仍然不全，无法让这些数

据背后的分析决策作用真正发挥出来。” 



AI 的算法训练、深度学习等都需要大量数据支持，但是新冠疫

情早期的确诊案例样本量少，医疗机构缺少高质量临床诊断数据，随

着临床诊断数据的积累，新冠肺炎的影像学大数据特征逐渐清晰，AI

算法和算力将在新冠肺炎诊断中发挥更大的价值。 

而从长远来看，利用大数据、人工智能技术，将对公共应急卫生

应急管理体系发挥重要作用。尽管前期受到疫情突发影响，无法收集

有用的数据，但马汉东坚信，通过此次疫情能让医疗机构意识到医疗

数据质量的重要性，未来 3-5年，医疗数据治理必定会有长足的发展。 

数据是人工智能时代的金矿、石油，但有太多的医疗机构守着“金

库”，却依旧“贫穷”。因为数据质量不容乐观，这是医疗 AI 应用

落地的保障基础。数据多样化、缺少统一标准、集成困难；数据分散、

信息孤岛、共享困难等……医院已形成大数据，但针对其应用及进一

步治理则面临诸多难题。 

基于电子病历评级的 CDSS（临床决策支撑系统）可以说是医院

所有信息系统中难度系数最高的技术难题。CDSS决策的基础依旧是

数据，或者说是一条条数据构建的知识库。据了解，CDSS 的建设包

括临床数据中心、搭建知识库配置统一架构。其中临床数据中心内容

涵盖了 HIS、EMR、LIS、手麻、重症影像、护理、超声、内镜、心电

等临床业务系统数据，其中有医院的临床相关数据表就有 145 张 

比数据重要的是知识 

影像、实验室、医生问诊、体检是医疗 AI数据应用的主要来源。

其中，放射影像具有大量数据用于模型训练，人工智能在影像辅助诊



断方面比其他领域更为快速。因此，医学影像是 AI+医疗落地最早、

最成熟，也是企业入场最快的领域。 

此次疫情发展过程中，医院内诊断试剂短缺导致大量疑似病例难

以得到确诊，随后 CT 影像诊断成为新冠肺炎疾病诊断的标准之一。1

月 28日，依图医疗与上海公共卫生临床中心联合研发的业界首个 AI

影像辅助智能评估系统已经正式上线，该系统在筛选高危和疑似病

例、定量分析、疗效评估等方面发挥重要作用。 

并非所有的 AI 医疗影像的反应都能如此迅速。人工智能团队利

用医学知识和临床数据，快速把握新冠肺炎的医学特征，建立算法模

型才是 AI 影像辅助诊断产品落地的关键。 

针对专病的临床病例，如何利用小样本数据实现深度学习、医疗

数据质量低标准化差如何为临床决策提供支撑、人工智能技术与医学

专业难以逾越的知识壁垒等，是当前阶段 AI 医疗面临的难题。 

石磊表示，新冠肺炎在 CT 影像方面呈现的特征与许多炎症是相

互交叉的，多以斑片状为主。训练 AI的第一步就是让其识别所有与

炎症相关的特征。而这并非在短短几天内就可以完成。 

“所谓 AI 阅片，并不是 AI 独立阅片，也不是 AI 独立给出诊断，

实际上是‘医生+AI’，”石磊认为，AI 在医疗上更高维度的场景落

地应该是围绕单病种全流程诊治——即从诊断、治疗、随访、临床研

究，涵盖影像、问诊、临床病历等跨多学科的诊疗信息，通过人工智

能的手段，让医生从更全面的看到病人经历的诊治流程，形成临床有

用的辅助决策。 



这更像是一个懂得各个学科知识点，并拥有理解能力和融合能

力，最终做出综合诊断的 AI 医生。医学本身是一项多学科、多维度

信息交叉的学科。医疗专业人士的介入是必须的。智慧医疗归根到底

是要解决医学的问题，数据不是最重要的，知识比数据更重要，知识

就是临床经验。知识图谱是下一个人工智能必须突破的难点，机器智

能一定要靠知识图谱。 

医学知识图谱用于描述各个知识点、各个知识实体，以及实体和

实体之间相互关联、关系的知识体系。“它最大的逻辑就是把人类医

生无法标准化的知识信息，通过知识图谱的转化形成计算机能够标准

化理解的相应知识点，它是整个构建智慧医疗的核心基础，也是关键

的基础。”石磊表示，如何去用人工智能的方式处理自然语义，进行

高质量的知识图谱的自动构建研发的技术，是下一步在整个医疗需要

突破的核心技术。 

 

3.标题：5G 赋能智慧医疗，创造优质医疗服务 

媒体：梦网云通信  2020-08-19 

   链接：

https://baijiahao.baidu.com/s?id=1675444591923317469&w

fr=spider&for=pc 

主要内容： 

2019年 6 月，工信部发放 5G 商用牌照，2020 年 5G 网络进入全

面商用阶段，智慧医疗多个领域受到 5G 技术驱动，进入高速发展期。

https://baijiahao.baidu.com/s?id=1675444591923317469&wfr=spider&for=pc
https://baijiahao.baidu.com/s?id=1675444591923317469&wfr=spider&for=pc


伴随着 5G 通讯技术大带宽、高速率、广连接、低时延等优势，将极

大扩展医疗应用程序功能，提升医疗设备及器械所需的性能，5G 技

术将成为推动医疗健康领域应用场景升级的重要技术手段。 

 

5G 技术助力智慧医疗“抗疫” 

当 5G技术与智慧医疗融合后，催生出了众多新的应用场景。在

5G 的支持下，除高速上网外，远程会诊、远程诊疗、远程监护、海

量数据传输等应用均为前方的医疗工作者提供了有力的技术支持。 

这次疫情期间，火神山、雷神山医院的建设牵动着全国人民的心，

施工现场的 5G 直播，通过多变的视角，清晰的画面与稳定的传输信

号，满足广大网民对武汉火神山、雷神山医院施工现场的挂念和关注，

也让全国人民感受到了 5G 技术的强大，坚定了全国“抗疫”的信心。

此外，钟南山院士领衔的医学专家组还通过广东省远程医疗平台对广

东新冠肺炎重症和危重症患者进行了远程会诊。而 5G 网络拥有超大

带宽的特性，不仅能够满足远程会诊对网速的要求，还能够摆脱有线

网络或者 WiFi 的范围限制，让专家可以随时随地展开会诊。 



在疫情防控期间，梦网集团也发起“梦网医护救助”项目，除向

武汉市金银潭医院、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协和医院、黄冈市

中心医院捐赠除 300 万防疫资金，还基于自身的行业属性捐出了包含

自主研发的 5G 通信产品——梦网视信云会议和通知王，用于医院远

程会诊、远程医学培训、远程会议及远程协作，以满足医疗救治过程

中，不同地域间医护人员沟通、会诊、共享信息等需求，为抗疫贡献

梦网的一份力量。 

 

5G 技术开启智慧医疗新时代 

2020年 3 月 24日，工信部发布《工业和信息化部关于推动 5G

加快发展的通知》，其中提到要推动“5G＋医疗健康”创新发展。以

三大运营商主导的 5G 医疗专网已经在部分城市及区域开始试点，而

以中日友好医院等头部医院为代表的医疗机构也已经在尝试部署 5G

技术并应用于多种场景，各医疗厂商也正在通过添加 5G设备接口的

方式参与到医疗 5G网络运营中。 



随着 5G 网络建设进程的加快，国内 5G远程医疗发展按下“快进

键”。目前，不仅北京、上海、广州、深圳等一线城市的三甲医院已

经搭建了远程会诊平台，海口、长治等非一线城市也开始着手建立

5G 医疗体系。2019年 6 月 27 日，北京积水潭医院院长田伟，利用

5G 技术，同时远程交替操控两台天玑骨科手术机器人，成功为山东

烟台山医院和浙江嘉兴市二院的两位脊椎骨折患者完成 12 颗螺钉固

定手术；2020 年 3月，全国首例基于 5G 的远程人体手术—帕金森病

“脑起搏器”植入手术在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海南医院成功完成；

2020年 7 月，基于 5G 技术，北京协和医院眼科专家成功完成全球首

例 5G眼科激光手术；医疗行业积极拥抱 5G技术，正在让医疗服务走

向真正意义的智能化。 

随着技术的不断发展成熟，未来 5G 将进一步提升在医疗服务应

用领域的可及性、便利性、专业性和安全性，深入推进一键式远程医

疗帮扶、远程手术、远程示诊、智慧医院等应用场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