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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疫期间，医疗领域的科技创新对于
国内疫情防控形势持续向好的局面帮助很
大。大城市医生为县级医院重症患者远程
会诊，国内医学专家与欧洲专家远程连线
探讨医疗抗疫措施，健康码在精准抗疫的
同时也成为复工复产的技术依据之一，物
联网技术与AI （人工智能） 相结合产生出
一系列创新产品，为抗疫提供更好的技术
支持……放眼全国，医疗创新方式和技术
层出不穷。战“疫”催生了医疗领域的科
技创新，这些创新则帮助我们更好地克服
难题、战胜疫情。

“物联网+AI”大显身手

在新冠肺炎疫情阻击战中，越来越多
的物联网创新技术和应用出现在抗疫一
线。

防疫期间，中国科技公司BOE （京东
方） 生产的专业医疗显示器材、智能会议
一体机等已应用于武汉多家医院，为战

“疫”注入科技力量。其中，武汉火神山
医院和雷神山医院的医疗监护仪、呼吸机
等重要生命体征监测仪器采用的就是京东
方的 10.4 英寸和 12.1 英寸医疗显示设备。
同时，京东方还研发生产了55英寸超高清
医疗显示器材，通过医疗级色坐标调校，
能够清晰呈现更高的血管及器官影像对比
度，全视角无色差，助力医生实施更加精
准的会诊及手术，结合京东方远程会诊平
台，异地医生及专家还可以进行远程会
诊、远程学术交流等远程医疗服务，实现
高效的医疗资源共享。

利用阿里达摩院研发的AI算法，浙江
省疾控中心上线了自动化全基因组检测分
析平台，可将原来数小时的疑似病例基因
分析缩短至半小时，大幅缩短确诊时间。
值得一提的是，快速高效的智能化全基因
组检测技术，不仅能够精准检测出病毒的
变异情况，还能有效防止病毒变异产生的
漏检。同时，阿里也优化了AI算法比对模
型，为后续疫苗与药物研发打下基础。

针对疫情防控，科大讯飞用人工智能
辅助医疗构建基层疫情防线，利用“智医
助理”进行病历分析筛查潜在高危患者，
协助基层医生进行疫情筛查防控和防疫知
识宣教。同时，面向启动重大突发公共卫
生事件一级响应的省区市，科大讯飞旗下
的“智能语音外呼助手”免费协助新冠肺

炎疫情的重点人群筛查与跟进随访。相比
传统的排查方式，智能语音可提升效率 5
倍以上，有效减轻了基层医务工作者的随
访负担。

基于AI图像识别技术和红外热成像技
术，百度上线了AI多人体温快速检测解决
方案，该方案使用基于人脸关键点检测及
图像红外温度点阵温度分析算法，可以在
一定面积范围内对人流区域多人额头温度
进行快速筛选及预警，解决了佩戴口罩及
帽子造成的面部识别特征较少的问题，方
便对人流聚集处的快速筛选，目前已在多
地推广应用。

远程诊疗决胜千里

2 月 21 日，在湖北襄阳市中心医院
东津院区的远程会诊中心，医院医务人
员和辽宁医疗队的部分队员，同远在沈
阳的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专家通
过远程会诊，研讨一名新冠肺炎疑似患
者的救治方案。

屏幕上，一个肺部 CT 影像呈现在双
方医疗队员的面前。“这个患者患有白血
病，合并肺部感染。虽然两次核酸检测均
为阴性，但我们对4次CT影像的结果存在
不同意见，不能排除新冠肺炎。”医院康
复医学科副主任詹燕“隔空”向另一头介
绍情况。“双肺有一个病变，通过这些天
的病灶观察比对，细菌感染的可能性更
大，可以转到专业病房进行常规治疗。”
对方提出建议。

新冠肺炎疫情发生后，襄阳市卫健委
第一时间对“襄阳市远程医疗服务平台”
进行升级扩展，将远程医疗系统覆盖到全
市所有救治点；同时将远程医疗服务平台
与中国医科大附属第一医院、宁夏医科大
学总医院等援襄省份重点医院进行连通，
利用远程医疗整合市内外专家资源，形成
了襄阳抗疫救治“统一战线”。

“远程诊疗系统的运用，在一定程度
上帮助基层缓解了一线医护人员调配紧
张、超负荷工作的情况；同时也减少了医
疗专家往返疫区感染的风险。”襄阳市卫
健委信息中心主任杜成云说。

此外，防疫期间，远程问诊还承担着
分流普通流感患者、减轻恐慌情绪、帮助
慢性病患者取药以及对疑似患者进行就诊
和隔离引导等任务。

“之前有几声咳嗽，怕感染不敢去医
院看病，但又疑心自己是不是‘中招’
了，看到有线上问诊的小程序马上进去试
试看，后来确定是普通感冒，压在心里的
大石可算落地了。”来自深圳的梁辛今年
30岁，是一名家庭主妇，远程问诊平台的
诊断帮她解决了“心病”。

“对患者来说，远程诊疗一方面能消
除疑虑和恐慌。其实问诊的很多人都只是
普通感冒，但是他们会害怕自己得的是新
冠肺炎。另一方面是对病人的帮助，对于
怀疑自己感染新冠病毒的病人，我们就告
诉他要做好隔离措施并尽快到医院治疗，
不要延误治疗时机。”北京一名线上医生
陈如说。

不能出门但要看病，疫情催生了大量
线上问诊需求，这让远程医疗行业迎来发
展新机遇。“春节那几天接诊量很大，早
上 7 点半至晚上 12 点，基本都在线上工
作。” 广州某三甲医院线上发热门诊问诊
医生表示，远程问诊能够帮助缺乏经验的
基层医院对新冠肺炎病症是否成立进行更
加准确的诊断。

互联网公司在线上诊疗领域的布局也
在加快。抗疫期间，阿里健康、京东、腾
讯微信、微医、丁香园、新浪微博、1 药
网、好大夫等均上线了在线问诊平台。此
外，各地定点医院也主动开设了线上问诊
服务。部分医院的公众号开设了线上问诊
平台，还有部分医疗平台也专设了“线上
问诊”分区。

健康码助力精准防疫

“绿码直接进入杭州，红码集中隔离14
天，黄码隔离7天以内”——红、黄、绿三
色的健康码，从2月初在杭州余杭区率先推
出，之后杭州全市推广，浙江11地市全部
上线，到2月中旬，国务院办公厅电子政务
办指导支付宝加速研发全国统一的疫情防
控健康信息码，只用了不到10天时间。

2 月 13 日，杭州正式推广“健康码”
的当天，下城区文晖街道的“武林大妈”
志愿者毛苍鹏，在地铁口值班时就借助

“健康码”成功识别出一名黄码返工人
员，“从发现黄码人员到落实居家隔离，
全程只用了15分钟。”

通过“健康码”一码核验、免除登
记、减少接触、捕捉变化，“‘一人一

码’不仅让社区防疫更精准，还大大提升
了工作效率。”文晖街道办事处主任冯琼
梅说。杭州市防控指挥部相关负责人认
为：“疫情防控期间，借助‘健康码’既
能为外来务工人员带来方便，又为城市运
行管理提供了数据支撑。”

不只是阿里的支付宝健康码，资料显
示，目前，腾讯健康码已经覆盖北京、广
东、四川、云南、天津、贵州、上海、重
庆、广西、湖南、湖北、安徽、青海等近
20个省区市，累计亮码人次超过 16亿次，
累计访问量超过60亿次。

3月19日13点24分、15点13分，首批
从湖北开往广东的两趟免费复工返岗高铁
专列，先后从湖北荆州站开出，“点对点”
输送 1631名荆州籍务工人员到 898家广东
企业返岗复工。他们全部申领了湖北健康
码，并通过了核酸检测。

随着复工复产有序推进，健康码全
国互认正在按下快捷键。3 月 20 日，国
家卫生健康委规划司司长、全国爱卫办
副主任毛群安表示：“目前，国务院电子
政务办和国家卫生健康委提供了各地跨
省份互认共享的三种路径，请各个省份
结合本地的实际来选择实施。”

这三种路径的第一种是在不改变地
方现有健康码的情况下，通过跨地区防
疫健康信息数据共享，在本地健康码中
增加跨地区互认功能。第二种是各地健
康码与全国一体化政务服务平台“防疫
信息码”对接，以全国一体化政务服务
平台“防疫信息码”为中介进行转换，
从而实现跨地区健康码互认。第三种是
未建设本地健康码的地区，可直接采用
全 国 一 体 化 政 务 服 务 平 台 “ 防 疫 信 息
码”，同时结合本地防疫健康相关信息，
实现跨地区互通互认。

目前，全国各省 （区、市） 依托全国
一体化政务服务平台正在深入推广“健康
码”互信互认应用，作为在交通卡口、居
住小区、工厂厂区以及公共管理和服务机
构的通行凭证，推进在全国范围“一码通
行”。湖北、北京等地依托全国一体化平
台实现了防疫信息共享，在符合本地防疫
管理要求前提下推动人员有序流动。

“从目前来看，有序推动健康码互
认，也在不断地优化和迭代，这是积极举
措，效果值得肯定。”中国政法大学传播
法研究中心副主任朱巍表示，“需要注意
的是，其中所收集的健康信息都是个人核
心信息，在实施过程中，国家应加强对个
人信息安全的保护。”

在抗击新冠肺炎疫情过
程中，医疗健康领域内的一
系列创新做法更多地走进人
们视野，线上诊疗、智慧医
疗、健康码……这些与“数
字世界”有关的医疗健康
服务形式，在疫情防控期
间被全面激活，5G 与医疗
深 度 融 合 ，“ 互 联 网 + 医
疗”潜能凸显，让很多人
切身体会到了便利。

数据显示，疫情防控
期间，国家卫生健康委的
委属管医院互联网诊疗比
去年同期增加了 17 倍，一
些第三方互联网服务平台
的诊疗咨询量同比增长了
20 多倍，互联网诊疗成为
医疗服务的一个重要组成
部分。

医疗健康领域的各项
创新服务为何备受关注？

众多创新做法的推出是
建立在中国医疗卫生事业发
展和进步的基础上。近年
来，随着大数据、云计算、
人工智能等技术的快速发展
和普及，运用“互联网+”
应用平台提升医疗资源的使
用效率，提高救治和服务水
平已成为推进“健康中国”
建设的重要技术手段，这为
疫情“大考”之下，医疗健
康领域创新服务的推出奠定
了基础。在疫情防控中，中
国既往医药卫生体制改革取
得的成就充分凸显，各项新
技术在战“疫”中成长、成
熟，彰显了中国科技的硬核
力量。从政府到一线医护再
到普通居民，各类智慧医疗
服务协助打造了立体化、全
方位的抗疫防护墙。

创新服务回应了公众
的关切。新冠肺炎疫情发
生以来，一些地方医疗资
源紧张，患者去医院不方
便，复诊困难；也有很多
人迫切想知道自身的症状
是不是新冠肺炎，引发一
些焦虑。随着一些“互联
网+”医疗平台推出在线问
诊、线上购药等服务，情
况有所缓解。此外，在新
冠 肺 炎 疫 情 的 防 控 过 程
中，5G、大数据、人工智
能 技 术 手 段 也 在 发 挥 作
用，有部分医院展开合作，运用5G等新技术
开展远程医疗服务。这些“不见面”的创新
医疗服务避免了交叉感染，在方便患者就
医、缓解线下诊疗压力、提升医疗资源利用
效率方面发挥了较大作用。

从长远来看，医疗健康领域的创新需要不
断探索和完善。新技术的运用和新服务的推出
只是第一步，后续还需下好绣花功夫。3月 2
日，国家医保局、国家卫生健康委联合印发意
见明确，对符合要求的互联网医疗机构为参保
人提供的常见病、慢性病线上复诊服务，各地
可依规纳入医保基金支付范围。3月5日，《中
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深化医疗保障制度改革的
意见》公布，提出支持“互联网+医疗”等新
服务模式发展，成为人们关注的热点之一。从
长远来看，如何进一步总结完善“互联网+”
医疗健康的服务和做法，电子病历、电子处方
等医疗数据基础设施建设未来如何更好地服务
民生，都需要进一步探索。

毋庸讳言，作为新生事物，医疗健康领
域内的创新还需要经历一个成长过程，因
此，在不断加强科学监管的同时，还应帮助
患者提升辨别能力，让人们了解什么样的病
能在网上看，什么样的互联网医院可以信
任。此外，数字健康服务的关键在于“通”，
只有打造更多线上线下结合的服务，才能满
足百姓不断增长的就医需求、健康需求，共
享美好未来。

创新茶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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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疗创新医疗创新，，为战为战““疫疫””注入科技力量注入科技力量——

大数据大数据+AI+AI 安全又精准安全又精准
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陆培法陆培法 杨俊峰杨俊峰

新产业新产业 新机遇④新机遇④

2月 21日，在湖北省武汉大学人民医院东院办公区，浙江大学医
学院附属第一医院医疗队正进行远程诊疗。 李 舸摄 （人民视觉）

2月 21日，在湖北省武汉大学人民医院东院办公区，浙江大学医
学院附属第一医院医疗队正进行远程诊疗。 李 舸摄 （人民视觉）

2月18日，浙江省义乌中国小商品城国际商贸城一区、二区开市，
市场入口处每名进场客商都需经过红外体温检测。 吕 斌摄 （人民视觉）

3月 25日，在湖北省三峡翻坝高速秭归港收费站检疫点，检疫工作
人员指导过往车辆驾乘人员和乘客验证健康码。 郑家裕摄 （人民视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