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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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 日到 2020 年 08月 2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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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共建智慧医院，腾讯给出医疗数字化建设“新处方”（附 

视频）                                   （HIT 专家网）                     

2.  全力完善“互联网+医疗健康”服务体系 青岛城阳智慧医 

疗建设初见成效                           （中国山东网） 

3.  天翼云医疗专区正式上线，加速智慧医疗落地         

（新浪科技）                                                                                     

二、具体内容 

1.标题：共建智慧医院，腾讯给出医疗数字化建设“新处方”（附

视频） 

媒体：HIT 专家网  2020-08-24 

      链接：https://www.hit180.com/46138.html 

主要内容： 

https://www.hit180.com/46138.html


2020年伊始，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加速了“互联网+医疗

健康”的发展进程；疫情防控常态化，则凸显了医疗行业数字化转型

的现实意义。智慧医院建设，是我国医疗信息化建设面临的重大机遇，

也是医疗机构数字化转型具体的任务目标。 

8 月 21 日上午，由腾讯主办，集合腾讯医疗健康、企业微信、

腾讯安全等部门的技术与产品方案，HIT 专家网协办的“共建智慧医

院——2020CHINC 腾讯医疗数字化建设专场”在南京如期举办，专题

分享了腾讯医疗的全面解决方案，以及疫情防控常态化条件下医院网

络安全策略、基于企业微信的互联网医院应用案例。 

 

2020CHINC 腾讯医疗数字化建设专场 

智慧医院建设需要形成行业生态合作 

国家卫生健康委医院管理研究所所长叶全富在致辞中表示，国家

卫生健康委大力倡导智慧医院建设，针对医护人员、患者、医院管理

者分别制定并推动“智慧医疗”、“智慧服务”、“智慧管理”等相

关信息系统应用水平分级评价举措，旨在推动医疗机构主动拥抱信息



技术变革浪潮，提高医疗质量，改善患者服务，推动管理变革，迎接

公立医院绩效考核、DRG 支付改革、医药耗材综合改革等新举措带来

的新机遇和新挑战。腾讯公司坚持深耕医疗行业，充分发挥自身在云

计算、安全、人工智能、企业微信、微信社交和支付等互联网应用领

域的平台价值，全方位为智慧医院建设提供数字化建设解决方案。医

院临床、管理部门和技术供应商们要精诚合作，循序渐进，主动拥抱

信息技术变革浪潮，不断探索和丰富具体的智慧医院应用场景。 

 

国家卫生健康委医院管理研究所所长叶全富 

“连接是腾讯的核心战略，技术是腾讯创新的基石。”腾讯智慧

医疗首席解决方案架构师宋春玲介绍，在医疗领域，腾讯形成了“BC”

联动模式，基于微信在 C 端的连接能力，将微信医保支付、电子健康

卡、腾讯医典、腾讯健康等能力，开放融合在 B 端业务的建设中，联

合生态合作伙伴，重点打造智慧医院、健康城市等系列解决方案。 

据宋春玲介绍，在智慧医院领域，腾讯公司利用 AI 影像和 AI辅

诊技术不断拓展 AI医学的应用场景，帮助医生提高工作效率，促进



精准医疗，目前已涵盖 CT、钼靶、数字病理、MR等多种医学影像领

域，辅助医生诊断乳腺癌、结直肠、食管癌、肺结节、眼底病变等疾

病。在医疗数据中台层面，腾讯公司通过数据采集、数据治理、数据

血缘能力，结合 AI能力进行数据建模、人工算法处理，更好地搭建

数字化的业务平台。“我们将利用人与信息、人与服务两大连接能力，

以创新技术为核心优势，助力医疗健康新基建。我们希望能将腾讯的

能力开放赋能给更多的医疗机构与合作伙伴，助力医疗行业的数字化

智慧升级。” 

 

腾讯智慧医疗首席解决方案架构师宋春玲 

智慧医院的应用场景正在不断丰富 

在构建智慧医院方面，已有许多医疗机构进行了大量探索，应用

场景正在不断丰富。 

宜昌市中心人民医院拥有一支近 20 人的信息团队，负责基础架

构与应用系统的建设与维护，同时承担着面向患者服务的创新应用开

发工作。“我们希望建设 O2O 的互联网医院，也即互联网的作用不仅



仅是线上复诊开药，还可以开立检查单，线上患者在挂号有效期内可

在线下免费复诊。”宜昌市中心人民医院信息科主任桑野认为，要实

现线上线下业务一体化的闭环服务，需要通过信息化技术增强医患沟

通、数据共享分析等关键能力。医院于 2017 年开始建设集成平台，

并自主研发了患者全景视图（CDR）系统，集成患者的历史诊疗信息、

医嘱、检验检查结果等信息，为互联网环境下的患者服务打下了数据

基础。2018年，医院将面向患者的服务应用全面转向小程序，进一

步提升了交互能力与特定医疗场景下的 IT支撑能力。 

打开宜昌市中心人民医院的“掌上医院”，患者可在选择科室与

医生后，利用微信添加医生进行在线咨询，如需进行线下检查，系统

会自动提示该医生的出诊时间，帮助患者预约合适号源，患者可一次

性完成检查报告领取、咨询医生结果等活动，减少无谓往返。医生端

则嵌入了“我的患者应用”、“预问诊”、“处方开立”等模块，对

接 CDR 系统，医生通过企业微信接到患者问诊需求时，不但可以实时

获取患者的历史诊疗记录、此次病情信息，还可以便捷地完成医嘱录

入、检查检验单开立等工作，极大地提升了在线问诊的质量与效率。 

据桑野介绍，之所以选择腾讯与企业微信作为智慧医院建设的合

作伙伴，是因为腾讯将自身定位于数字化助手，企业微信能充分发挥

“专属连接器”的作用，帮助医院更好地连接内部、连接患者、连接

生态。这种“连接一切的能力”，正是医院在构建全新的患者服务与

管理模式时所欠缺与亟需的。企业微信不仅能帮助医院在互联网环境

下为患者更好地提供医疗服务与健康管理，还能通过打通小程序、微



信支付等产业生态，显著降低医院的开发成本。“相比封闭的解决方

案，我们更希望第三方供应商能提供技术能力。这样方便我们用‘搭

积木’的方式进行信息化建设，从而更加贴合医院的自身特点和需

求。” 

 

宜昌市中心人民医院信息科主任桑野 

作为贵州省收治确诊新冠肺炎患者最多的综合性医院，贵州省人

民医院出台多项措施，全力做好疫情收治与防控工作。贵州省人民医

院智慧医院建设办公室执行主任贺松介绍了医院在疫情期间的两个

典型应用，生动阐述了如何通过信息技术实现医院的智慧升级。 

首先是在线问诊系统。该系统基于微信和企业微信，问诊形式简

单、回复效率高、问诊质量好：患者在医院微信公众号的问诊首页找

到要咨询的科室，识别医生的接诊二维码，并添加到微信通讯录中，

就可以通过微信聊天的方式，进行在线咨询；医生在企业微信消息栏

收到接诊通知，进入聊天框即可在线接诊，同时还可转诊、会诊，并

通过随访、健康问卷等方式，建立良好的诊后服务工作。 



其次是病区出入院识别系统。为落实疫情期间的“一患一陪”制

度，该系统对接贵州健康码、身份证与人脸识别，进入病区的人员提

前在系统中预约登记，护士通过移动端快速审核并推送通知；患者及

其家属通过微信扫一扫二维码，在扫码的同时校验预约记录，在人脸

识别和门禁系统的支持下，即可通过刷脸快速进出病区。引入该系统

后，预约登记的审核时长由 4 分钟/人次缩短为 30秒/人次，人员进

出的平均时间由 3分钟缩短为 30 秒，不但有效提升了医务管理的效

率，更极大地改善了患者的就医体验。 

 

贵州省人民医院智慧医院建设办公室执行主任贺松 

合作开放 腾讯助力智慧医院建设 

智慧医院的建设，不仅需要创新应用的技术加持，更需要网络安

全的全方位保护。根据腾讯安全研究中心《医疗行业安全指数报告》

显示，在医疗行业，30%的电脑存在高危漏洞，15%的医院存在勒索病

毒，12%的医院存在挖矿木马，患者 App 存在漏洞风险的情况更是常

见。腾讯云安全医疗行业首席架构师王倜认为，升级安全架构、构建



纵深防护的安全体系，全面满足云化、移动化、大数据、IOT 的安全

建设要求，构建安全运营（管理）中心，提升安全绩效，简化运维管

理工作量，是目前医疗行业信息安全建设的应对思路。腾讯云秉持“智

慧安全，护航云端”的理念，输出八大领域 25 类安全产品与服务，

并将云上平台安全、安全生态、解决方案进行全面整合，提供全生命

周期的防护体系；同时，融聚腾讯 7大安全联合实验室，面向医疗行

业开放顶级的安全对抗与研究能力，为智慧医院筑起网络安全的铜墙

铁壁。 

 

腾讯云安全医疗行业首席架构师王倜 

智慧医院的创新应用，需要建立在对医院需求的深入挖掘与理

解，以及与技术的对接融合之上。“有些医院最初认为企业微信对医

院的作用就相当于 OA，实际上我们能做的事情远远超出 OA的范畴。”

企业微信医疗行业总监张宣总结出 10个典型的非 OA 类应用场景，彰

显企业微信能为医疗机构创造更多价值。 



比如，在基层医疗机构，特别是家庭医生，可以将企业微信作为

面向签约居民的服务窗口，签约居民无需下载任何 App，只需利用微

信即可与家庭医生进行实时沟通，家庭医生也可利用个人服务窗、朋

友圈等，发布门诊停诊通知、进行健康科普，从而有效提升基层医疗

机构的签约服务能力。民营医院可基于企业微信，打通 HIS、CRM等

业务系统，利用朋友圈、微信群运营，进行基于微信 ID的患者管理。

据张宣介绍，某民营医院借助企业微信，已实现超过 3000 个微信群、

10 万余名患者的客户关系管理。此外，在多方会诊、远程探视、内

部培训等领域，已有多家医院在企业微信的能力支持下，实现了模式

创新，朝智慧医院的发展目标更进一步。 

 

企业微信医疗行业总监张宣 

 

2.标题：全力完善“互联网+医疗健康”服务体系 青岛城阳智慧

医疗建设初见成效 

媒体：中国山东网  2020-08-25 



   链接：

https://baijiahao.baidu.com/s?id=1676008868058018437&w

fr=spider&for=pc 

主要内容： 

 

中国山东网 8 月 25日讯 (记者 杨广科 通讯员 张岩) “以往到

医院做 CT、核磁共振检查，需要等候一定时间才能取出影像胶片，

现在有了云胶片这项服务，手机上就可以直接查看影像，像素清晰又

方便!”日前，在城阳区人民医院就诊的市民孙女士在首次尝鲜“云

胶片”服务后称赞道。 

8 月 18 日，城阳区人民医院“云胶片”服务开始试运行，患者

用手机即可直接获取自己的影像学检查图像。“在建成了覆盖全区街

道卫生室、集体卫生室的区域心电远程诊断系统的基础上，我院同步

大力推动区域影像中心建设，逐步实现检查信息共享、医技预约、云

胶片及 AI 智能诊断等功能服务，广泛探索智慧医疗的落地应用。”

城阳区人民医院相关负责人表示。 

https://baijiahao.baidu.com/s?id=1676008868058018437&wfr=spider&for=pc
https://baijiahao.baidu.com/s?id=1676008868058018437&wfr=spider&for=pc


据悉，今年以来，城阳区加快建设青岛内联外通的中央活力区，

在加速推进新型智慧城市建设，稳步推进新型智慧城市试点示范建设

的同时，全面推进国家级紧密型县域“健共体”试点工作，全力完善

“互联网+医疗健康”服务体系，全方位补齐卫生健康信息化发展短

板，增强服务能力，智慧医疗建设布局初见成效。 

 

“云胶片”上线，优化“智”疗流程 

记者了解到，“云胶片”是相对于传统塑料胶片的一种信息化升

级，是一种基于移动互联网和云储存为支撑的新型医学影像服务。它

能将患者拍摄的医学影像上传至云服务器中，方便患者随时随地通过

手机、平板和电脑访问云进行查阅。对于城阳区人民医院推出的“云

胶片”，患者就诊时只需扫描检查报告单上的二维码，输入对应的身

份验证信息，或者搜索“青岛市城阳区人民医院”微信订阅号，通过

验证后即可随时随地查看就诊的检查结果及胶片。 

“云胶片有方便携带，加快就诊流程，方便患者异地转诊和分级

诊疗，提高影像资料的完整性和保存时长等优点。”城阳区人民医院



网络信息科相关负责人称，启用“云胶片”后，检查的影像不易丢失，

免去了患者到医院就诊来回奔波之苦。影像资料可以同步上传到网

络，接诊医生可以直接通过显示器查看影像图像，就诊流程大大加快。

需转诊的患者，只要带上影像资料二维码，接诊医生即可看到该患者

所有影像图像，甚至通过授权能够直接将影像检查结果与图像通过微

信发送给其他医疗机构的临床专家，远程获得诊疗结果，大大方便了

患者的诊疗。据介绍，“云胶片”同时包含了各类检查报告、关键影

像和全部检查影像，所呈现的影像数据较塑料胶片信息完整，可真正

做到无损保存。 

年底前实现智慧化预防接种门诊全覆盖 

“网上预约方便快捷，自助服务省时省力。”在城阳街道社区卫

生服务中心预防接种门诊，宝宝妈妈王女士说道。据了解，城阳街道

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依托“智慧化”网上预约平台，可以实现网上预约

支付，方便快捷。家长可以在门诊的自助一体机通过扫描二维码，自

助查询政策法规、接种知识、疫苗价格等信息，并能完成建卡、签核、

接种查验、证明打印等相关操作，大大节省了排队等候的时间。 

据介绍，电子签核系统采取“一苗、一剂次、一告知”的电子告

知单形式进行接种前告知，符合接种条件的受种者或者监护人通过指

纹、拍照的方式签署知情同意书并统一存储、管理。智慧疫苗接种冰

箱上能够显示出接种者的姓名、所接种的疫苗品种信息以及接种的方

式和部位等，所需疫苗自动弹出。接种医生二次核对，确保精准取苗

零差错，接种过程全追溯。 



“智慧化”预防接种门诊的智能升级，实现了互联网+免疫规范

技术的成功尝试，全面推进了预防接种的智慧化建设和规范化管理，

为辖区居民提供更加周到、便捷、安全的免疫接种服务。记者从城阳

区疾病预防中心免疫规划科了解到，目前全区已有 2 个预防接种门诊

实行智慧化预防接种服务，另外一个是城阳村社区卫生服务站预防接

种门诊。城阳区今年年底前将实现智慧化预防接种门诊全覆盖。 

逐步实现健康医疗服务“一码通” 

智慧医疗是智慧城市战略规划中一项重要的民生领域应用，也是

民生经济带动下的产业升级和经济增长点，其建设应用是大势所趋。

智慧医疗的发展将有效解决医疗机构内部的医疗服务应用流程规范

化，提高服务水平和管理效率。 

记者从城阳区卫生健康局了解到，城阳区已建成集中、统一、完

整、动态的“四库”，即全员人口数据库、电子病历数据库、电子健

康档案数据库、基础资源数据库)为基础的全民健康信息平台，并实

现了与省、市级平台的互联对接，落地以居民身份证号为主索引的生

命周期数据串接管理。目前已经接入公立医院 3 家，基层机构 6家，

民营机构 10家。 

在健康医疗大数据汇聚初具规模，居民拥有规范化的电子健康档

案基础上，推广使用全国统一标准的电子健康卡(虚拟卡)。加强电子

健康卡(码)、医保结算码、金融支付码“三码融合”技术研究，促进

医疗、医保业务信息共享协同，逐步实现健康医疗服务“一码通”。



据了解，城阳区人民医院已经实现电子健康卡就诊支持，基层医疗机

构电子健康卡业务已进入实施程序。 

 

3.标题：天翼云医疗专区正式上线，加速智慧医疗落地 

媒体：新浪科技  2020-08-25 

   链接：

https://tech.sina.com.cn/roll/2020-08-25/doc-iivhuipp0

502410.shtml 

主要内容： 

通信世界网消息（CWW）近日，由中国电信承办的“5G 添翼 云

启医疗”2020 中华医院信息网络大会（CHINC）分论坛在六朝古都南

京顺利召开。 

会上，中国电信联合万达信息、联众智慧、和信创天、新华三、

冠新软件以及亿能达等合作伙伴，共同发布整体医疗信息化解决方

案，标志着中国电信进一步夯实医疗云专区的底座能力，强化其医疗

云领先者的优势。 

中国电信重磅发布医疗云专区生态联合方案，共建医疗云生态 

根据国际权威研究机构 IDC发布的《IDC MarketScape：中国医

疗云，2019 厂商评估》 报告，中国电信天翼云已迈入中国医疗云“领

导者”象限，成为引领中国医疗上云的 “国家队”云服务商。 

https://tech.sina.com.cn/roll/2020-08-25/doc-iivhuipp0502410.shtml
https://tech.sina.com.cn/roll/2020-08-25/doc-iivhuipp0502410.shtml


 

在本次大会上，中国电信联合合作伙伴发布的基于天翼医疗云专

区的整体信息化解决方案，涵盖了数字医共体平台、全绩效系统、云

HIS、医疗云桌面、5G 远程医疗、云 HRP 系统等六大领域。这一举措

强化了天翼医疗云优势，也是继去年 4月中国电信启动医疗云专区生

态合作以来的又一重要里程碑。 

其实早在 2018 年，中国电信就已正式发布“天翼云医疗云专区”。

专区系依托天翼云资源基础优势，打造行业专属云资源池，可覆盖全

国 31省的云资源；面向各类行业生态伙伴，提供天翼云适配认证服

务，具有云网融合、资源专属、安全可信、专享定制等特性，可以确

保客户数据和业务的安全可靠运行。目前天翼云医疗专区已形成产品

云化、能力适配、能力池模块化、方案融合、验证落地、协议签订在



内的六步标准化生态引入流程。2019年专区启动首批生态合作，邀

请联影医疗、心医国际、中普达、卓健科技、安克电子等合作伙伴共

同参与，在行业应用层面充实了专区的能力。 

目前专区已形成 4大类、30 家以上合作伙伴库，完成 20家以上

天翼云适配，颁发 10 家以上产品认证证书，合作项目落地超过 100

个。经过两年多的发展，医疗云专区已在全国 18个省挂牌成立，承

载了多家卫健行业伙伴的数百类业务系统和数十 PB 数据。而此次医

疗云专区合作伙伴库的升级与六大重点领域全新融合方案的发布，也

标志着天翼云医疗云迈入了新阶段。 

 

新基建重新定义医疗健康，医疗上云成为常态 

在“5G 添翼 云启医疗”分论坛上，中国电信对新基建助力医疗

信息化发展做了详细介绍，同时邀请了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规划发展

与信息化司、医政医管局等的相关领导对医院信息化标准及智慧医院

建设策略进行了解读，来自武汉雷神山医院、浙江省人民医院、复旦

大学附属华山医院的专家分享了医疗信息化建设与运营经验。 



在此次抗疫过程中，疫情的紧迫和政策引导促使医疗机构加快信

息化进程。例如在火神山雷神山医院建设中，中国电信天翼云在 48

小时内交付火神山医院云资源，24 小时内镜像复制完成开启雷神山

医疗系统。此外，天翼云还联合上海联影医疗为武汉方舱医院提供

5G+云+AI 智能阅片系统，使得阅片效率提升 93%。 

新基建落地的号角已经吹响，在国家政策暖风下，智慧医疗无疑

已成为后疫情时代的新风口。未来，智慧医疗不仅仅聚焦技术上的角

逐，更是云服务巨头与智慧医疗厂商在资源、服务、生态上的较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