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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G +医疗” 亟待更规范

采访中，国家远程医疗与互联网医学中心主任卢
清君告诉笔者，此次 《标准》 的制定是一个优中选优
的过程，计划周密、分工严谨，具备实用价值。《标
准》将5G通信技术与医疗业务进行融合，选取安全有
效的业务场景，同步进行技术参数的测试，并将使用
者的主观体验纳入评价体系，确保可操作性、可推广
性和质量确定性。

在 《标准》 制定启动前，“互联网+医疗”建设已
在逐步推进。

政策方面，2018年4月，国务院办公厅发布了《关
于促进“互联网+医疗健康”发展的意见》，就促进互
联网与医疗健康深度融合发展作出部署，提出了一系
列政策措施。

技术方面，华为公 司 自 2016 年 起 就 启 动 了 在
“5G+医疗”方面的探索和研究，构建“5G + 医
疗”示范点。诸如远程会诊、远程门诊、远程影像
诊断、远程心电诊断、远程培训等医疗业务已经可
以落地商用。

今年初，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和工信部共同指导
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发起成立医疗健康大数据和网络
创新研究中心，推动5G在医疗健康领域的应用。该中
心还与中日友好医院、郑大一附院等单位合作，启动
5G医疗示范项目，重点开展基于5G网络的移动查房、
移动护理、远程急救、远程会诊、机器人超声等应用
研究。

如今，“5G+医疗”的概念已渐渐进入大众视野。
三大运营商紧锣密鼓布局5G医疗市场，各大医院积极
部署5G医疗的相关研究与实践。但现阶段，在“5G+
医疗”的落地中依然存在方案推广可行性研究不足、
技术验证不充分、安全责任划分不明晰等问题，亟待
建立统一的标准与评价体系。因此，《标准》的制定有
很强的必要性和实用性。

卢清君指出，《标准》出台后将限制粗制滥造、假
冒伪劣、炒作概念的行为，促进高质量、高可靠性的
建设技术的发展。《标准》 的制定重点是要让 5G 网络
建设的运营商了解医院需要什么样的网络，让医院了
解 5G 到底能做什么，安全底线在哪里。“统一标准之
后，国家远程医疗与互联网医学中心的跨机构跨地域

业务得到拓展，有助于实现医院之间的同质化，保证
医疗数据的质量和安全，为医务人员开展远程医疗业
务提供技术保障。对于产业界来说，开发与医疗相关
的智能系统、信息产品时，也有了统一的通信标准作
为技术依据，能够帮助企业有的放矢，开发更加贴近
应用需求的产品。”

应用场景多元 赋能智慧医疗

今年7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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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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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G技术为医疗发展带来的改变，在研究性场景中
已有不少实验成果。

2018年12月，全球首例基于5G网络的远程动物手
术在福建省福州市中国联通东南研究院内进行。解放
军总医院第一医学中心的医生，利用5G网络远程无线
操控了机器人床旁系统，为 50公里外的动物实验室内
一只实验猪进行肝脏楔形切除手术。

今年 9月，全球首例多点协同 5G 远程多学科机器
人手术试验在京完成。在联通5G网络环境下，由解放
军总医院第一医学中心肝胆外二科远程操控，利用联
通 5G 通信网络操控手术机器人 （机械臂），准确完成
千里之外试验动物的胃肠切除和
肝切除手术。手术用时 60 分钟，
其间通信时延为20到40毫秒，机
械臂响应及时稳定，手术操作准
确有效，试验动物的生命体征平
稳。

远程会诊、远程超声、远程
手术、应急救援、远程监护、智

能导诊、智慧院区管理、AI 辅助诊断、VR 病房探视
……未来，这些智慧医疗场景都可以依靠5G网络的建
设得到更广泛的应用。

此外，“5G+医疗”也将有力促进医疗资源平衡。
“当前，医疗资源的配置仍存在不平衡，偏远地区

的百姓受限于地理区域、经济条件，很难到大城市、
大医院接受医疗专家的治疗。5G技术则能够解决异地
通信的问题，方便在光纤不普及的乡下、偏远地区实
现基于无线的高速高质量通信。尤其在复诊阶段，患
者不必长途奔波，减少了交通食宿等各方面的支出，
将钱真正花到看病环节。”华为DIS产品线首席营销官
李欣向笔者表示，5G可以帮助实现边远地区的远程多
方高清会诊，还可实现AR病房查房、送药等，这将有
效提升当前诊疗、住院、看护方面的工作效率。

一些地区也有了相关试点。今年7月，四川省凉山
彝族自治州昭觉县的“悬崖村”阿土列尔村，启动了
健康扶贫“5G+智慧医疗”试点项目。试点内容包括在

“悬崖村”建设 5G 网络、提供省州县多级远程诊疗服
务、提供20套健康体征实时监测设备用于5G随访、建
立灾难 （医疗） 急救无人机送药模式等。据介绍，基
于 5G 网络，“悬崖村”正在建设电视轻问诊系统，村
民不用出村，通过5G网络可以在电视上向四川省人民
医院、凉山州第一人民医院的医生进行看病咨询；通
过健康体征实时监测设备，还能有效开展健康管理和
随访工作。

中国移动也联合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同
济医院通过 5G 智慧医疗车，在湖北省开展 5G 远程医
疗精准扶贫。这辆车以5G急救车为基础，配合人工智
能、AR 等应用，运用 5G 网络将优质医疗资源输送下
乡。远在 400多公里外的武汉同济医院专家通过 5G 网
络远程讲授相关健康知识，并实施远程诊断，帮助贫
困地区群众解决看病就医难等一系列问题。

期待降低成本 提升技术水平

放眼长远，人们对健康的消费需求将不断攀升，
医疗健康领域发展潜力巨大。《中国人类发展报告
2016》 预测，2020年 60岁以上人口占总人口比重预期
达到16.3%，2030年达到23%。但从供给侧看，中国医
疗资源供给持续不足且短时间内难以补足。这种情况
下，探索5G技术能为医疗发展带来的更多可能，更显
得尤为关键。

今年3月，在国家卫健委发布会上，国家卫生健康
委员会医政医管局副局长焦雅辉表示，对于5G技术在
医疗领域的应用，应遵循基于目前网络技术和医学科
学规律，进行科学审慎的探索。

李欣向笔者表示，当前仍处在 5G 技术发展初期，
跨域的大数据、人工智能等都存在很多技术限制。5G
医疗的应用案例还不够完善，还需要继续深入研究如
何将5G应用到更多的医疗流程之中。同时，随着各领
域的技术向前推进，例如5G网络后期的超低时延、海
量物联技术等的落地，也能有助于拓展医疗应用并进
一步提升效率。

在“5G+医疗”的应用上，成本问题也同样无法回
避。卢清君认为，5G 和其他任何事物的发展规律一
样，需要循序渐进的发展历程。而目前，最大的瓶颈
是建设成本和收费模式对消费行为的影响。“患者是否
选用 5G 产品，价格永远是最有力的杠杆。如果 5G 网
络和行业应用不考虑物价因素，将来就
难落地。”

关于成本问题，中南大学湘雅医院
副院长胡建中认为，5G 是一个新技
术，促使社会形成新生态，整个社会需
要重新组织架构，卫生医疗行业要改
变，也许将来看病的方式会改变，需要站在更大的范
围来看设备成本的效益。整个行业生态改变以后，全
行业各个领域都在发力的时候，整体成本会降下来。

谈到“5G+医疗”的发展前景，卢清君表示：“未
来5G一定会普及，也会更加成熟和可靠。当医院都普
及了相对成熟的5G网络的时候，医疗的运行模式就会
发生改变。无线基站的接入能力会让更多的业务移动
起来；边缘计算的能力会让智慧医疗业务更加智能
化、实时化、高效化；SA独立组网和边缘切片技术会
让传输更快速、更大量、更安全。在未来，5G改变的
是整个业态，改变的是整个社会。”

图①：6 月 9 日，在首届中国-中东欧国家博览会
上，市民体验“5G”在智慧医疗中的应用。

蒋晓东摄 （人民图片）
图②：3月25日，浙医二院长兴院区国际远程会诊

现场，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肿瘤外科专家正在查
看患者的病理影像资料。 谭云俸摄 （人民图片）

图③：7 月 17 日，湖北武汉协和医院的专家通过
5G 网络指导 500 公里之外的咸丰县医院医生实施胸椎
手术。 陈 勇摄 （人民图片）

许多年后，当人们回顾 2019 年的技术
进步，一定不会忽略5G这个词。

科学技术是生产力和社会发展的强大动
力，每一次科技进步的浪潮都会席卷社会的
方方面面，带来翻天覆地的新变。现今，在
很多人眼中，这一次的浪潮正在于5G。

医疗是最重要的民生大事之一。人们对
智慧医疗的到来始终怀着许多期盼，希望无
论病人身在何方，都能及时得到权威医生的
帮助；希望遇到疑难杂症时，能在第一时间
得到多方会诊；希望行动不便的病人、老

人，可以全天候地得到智能监护……
而这些愿景，随着 5G 时代的到来，似

乎已经触手可及。
运营商们争先恐后地进行研发，医院和

专家学者们积极探索。当下，“5G+医疗”
的各种试点项目越来越多，概念越来越火。
在这个热闹的时刻，我们更应脚踏实地、循
序渐进，尽早树立规范，拒绝炒作概念。

5G 在本质上是移动通信技术，可以和
医疗结合的场景众多。

比如，基于医疗设备数据无线采集的医

疗监测与护理类应用，如无线监护等；基于
视频与图像交互的医疗诊断与指导类应用，
如采用医疗服务机器人进行远程查房等；基
于视频与力反馈的远程操控类应用，如远程
机器人手术等。

目前，5G 仍是处在发展当中的新鲜事
物，这些场景的应用，在当下技术条件中实
现起来有难易之别。例如，远程操控手术就
极为复杂，要让“千里手”和“千里眼”的
结合既突破地域限制，又保障零失误，需要
有耐心去反复实验、踏实钻研。

再比如，如何更好地实现信号加密、信
号稳定、备用信号设置等，也是接下来需要
逐步突破的技术难关。

医疗无小事，每个细微的差别都关乎人
的 生 命 。 除 了 要 有 硬 件 上 的 技 术 保 障 ，

“5G+医疗”的落地，还少不了软件上的考
量，包括伦理考量、法律法规完善等。

在政策方面，“5G+医疗”涉及到无线
通信技术和医疗技术的跨领域合作，需要从
国家层面统筹布局。在监管方面，5G 新技
术发展速度很快，也让医疗健康领域各应用

的数据流通随之加速，这其中潜在的医疗数
据安全风险，需要不断创新监管手段来加以
保障。总之，我们在期待“5G+医疗”加速
发展的同时，更要对这项技术提出高标准、
严要求。

此外，当前应用“5G+医疗”的成本还
较高，如何能尽快使其成为惠及普通大众的
产品，也需不断探索。

用好科技的发展，使其为人民服务。以
这一理念为基础，“5G+医疗”的研发、使
用方能行稳致远。

5G技术为智慧医疗添翼
李 贞 任彤彤

2019 年被称作中国 5G 商用元年。5G 具备“高通
量、低时延、大连接”等优势，将其应用在医疗行业，
将助力医学服务的数字化、移动化、远程化、智能化。

今年 9 月，在国家卫生健康委指导下，由中日友好
医院、国家远程医疗与互联网医学中心、国家基层远程
医疗发展指导中心牵头，全国30余家省部级医院、中国
医学装备协会、中国电信、中国移动、中国联通和华为
公司共同在中日友好医院联合启动《基于5G技术的医院
网络建设标准》（以下简称《标准》） 的制定工作。

该 《标准》 是由医疗行业与通信行业共同联合启动
的“5G+医疗”的行业级标准，将落入国家卫生健康标
准体系中，也将成为中国医院的 5G 网络基础设施规范
化建设的标准。

该《标准》的制定有何意义？“5G+医疗”的发展前
景究竟如何？就此，本报进行了采访。

“5G+医疗”仍需踏实探索
李 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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