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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动医疗是医院信息化建设发展的新阶段，是医院信息化建设综合实力的

体现，其在服务临床诊疗方面具有极大优势，让医护人员能够有更多的时间照

护患者。

本期专题中我们在移动医疗中提出了 “床旁医嘱” 的概念，它的提出是移动

医疗向医护工作场景延伸和扩展的现实需求体现。床旁医嘱最核心的思想就是

医生拿着平板电脑能够在患者床边仅需登陆一个系统就能看到电子病历、医嘱、

检验报告、影像数据等所有信息，以辅助其临床决策，为患者提供最准确、及

时的诊疗服务；而在梳理流程方面，床旁医嘱定义的流程相对于之前的转抄、

反复核对医嘱的复杂环节来说是极大的优化。

床旁医嘱的实施是移动医疗整体生态圈共同的成绩，无论是移动终端、

ISV 厂商，还是无线网络解决方案提供商，都需要各方提供专门的适合移动医

疗的解决方案才可以确保其实施效果。作为最终实践者的医院则需要从 “一把手”

工程的角度出发，从思想上坚决贯彻，从行动上有策略地实施。针对床旁医嘱

的概念，专题中汇聚了生态圈中的各个角色，希望通过各方声音将这一创新理

念和实施方案与读者共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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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板电脑带来
床旁医嘱创新理念

本刊记者  庞涛

时间来到了早晨的 8:30，查房开始了，这是所有医院的医
生 “天涯共此时” 的职业时钟！但当你向病房的门口望去时，景
象也许并不相同……继移动推车、PDA 之后，IT 行业的 “新贵” 
平板电脑来到了患者床旁。因它而产生的 “床旁医嘱” 这一移动
医疗创新理念为医护人员和患者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创新模式和
体验。

回忆我们最早了解移动终端可以应用在医疗行业

的场景，很多人的脑海中肯定会出现某一部以医院为

故事背景的美剧，主治医生手持移动终端潇洒帅气地

出现在患者的床旁，一边和患者交流病情，一边在移

动终端上进行操作，查看患者资料。这个场景不单让

人赏心悦目，更传递出了太多的信息，让那些敏感的

好事者更恨不得马上一探究竟，看看这移动终端是如

何和医生的诊疗工作有机结合的，并且这种新模式是

形式大于内容呢，还是真的形神兼备。随后我们更多

地看到移动医疗的身影是因为某个移动终端的 “大佬” 

在中国市场全面推广其 PDA 手持终端，在这家公司的

宣传片中，护士小姐们拿着 PDA 穿梭于各个病房之中，

用手中的 “法宝” 或是扫条码，或是请按键盘输入文字，

在患者床边完成执行医嘱的操作。再到后来，我们看

到的移动医疗从显示器中的影像视频变成了身边那个

推着移动诊疗推车擦肩而过的主管护士，变成了手持

平板电脑跟在科主任身后查房的那个住院医师……

随着 IT 技术的不断发展和移动终端与医疗行业越

来越紧密的结合，移动医疗的模式发展非常迅速，继

移动推车、PDA 之后，平板电脑成为了医护人员实现

诊疗、护理到床边的新宠。移动医疗集成平台在医院

原有信息化建设的基础上，集成 HIS、PACS、EMR、

LIS 等信息系统，通过无线网络、配备移动终端、

RFID 等，实现医护移动查房和床前护理、病人信息核

对等功能。无线网络技术、临床医疗信息集成平台、

移动手持终端，这三大技术让移动医疗的实施成为现

实。移动推车、PDA、平板电脑 “三分天下”，结合不

同的医疗需求和场景，借助安装在它们之上的信息系

统发挥着自身最大的价值。

大型三甲医院首先尝试移动医疗

移动医疗的应用不是一蹴而就的，需要医院的信

息化建设达到一定的水平和高度才能在相关基础之上

广泛应用。纵观我国各级医疗机构中移动医疗的建设

情况，大型三甲医院成为了移动医疗的首推者。

龙华医院是一所中医特色鲜明、优势突出的全国

示范中医院、上海市三级甲等医院。作为 2010 年国

家中医药管理局全国中医医院信息化示范单位，龙华

医院在信息化建设方面一直走在前列，尤其是移动医

疗建设方面的积极开拓者。龙华医院针对在移动医疗

方面的前期探索，结合医院的发展，建设了四个相对

比较独立的模块：第一是移动的护理工作站；第二个

是移动医生工作站；第三是移动查询决策系统；第四

是移动血透管理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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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移动医生工作站的终端产品选择上，龙华医院

针对自身需求和英特尔移动终端产品的特点，引入了

一批基于英特尔架构 Win8 系统的平板设备，很好的

解决了之前面临的 Wi-Fi 信号不好等问题，并有效的

实现了与原有 Windows 系统下多种设备的统一管理。

针对移动终端的选择龙华医院信息中心主任董亮表

示：“英特尔架构的平板电脑在运行速度、使用体验、

信息中心后台管理等方面都具备明显的优势。虽然目

前医院移动医疗只是应用了一部分，但是在移动医疗

平台建成的基础上，龙华医院未来还将会有更深层次

的应用，这对网络、软硬件设备都提出了新要求；因

此，在移动终端的选择上是经过仔细考量和多方面权

衡的。” 龙华医院的成功是移动终端在医疗行业应用

的典范代表。

同济大学附属同济医院是一所集医疗、教学、科

研、预防为一体的三级甲等综合性医院。目前医院开

放床位 1080 张，2011 年门急诊人次 175 万，出院

人次 3.6 万。同济医院的医院信息化建设一直走在上

海市乃至全国的前列。在移动医疗大潮兴起的当前，

医院希望更好地利用移动终端方便医护人员为患者提

供周到服务。医院采用的移动终端可以不用任何连线，

以无线联网的方式访问 HIS、PACS、LIS、EMR 系统，

移动终端的触屏功能，高清质量的图像显示，可以给

医生带来更好的使用体验，也可以更好地为患者服务。

与此同时，云桌面的使用让移动应用切实可行，在移

动终端上部署云桌面，对现有应用程序几乎无须改动。

烟台毓璜顶医院自 1990 年起就开始了信息化建

设的历程，从最初的以管理信息系统为核心到今天的

以临床、质量控制为核心，已经建成了较为完善的全

程医疗质控保障体系。其中，移动医疗作为医院的重

点建设项目，已经实现了全院无纸化移动医疗，共配

备 410 台手持 PDA、130 余台无线移动医生工作站

以及部分移动护理工作站，实现了全医疗流程移动化、

即时化和高效化。在移动 ICU 护理系统的应用中，烟

台毓璜顶医院利用平板电脑，使用语障系统，通过声音、

动画等更丰富的形式与重症患者进行交流。

解放军 309 医院建设并应用到临床中的以平板电

脑为医生工作站的移动医疗系统包括：无线查房、移

动护理、药品管理和分发、条形码病人标识带的应用、

无线语音、网络呼叫、视频会议和视频监控等功能。

医院的结核三科王仲元主任是结核病诊疗方面的权威

专家，每年从全国各地慕名而来的病人不下千人。但

由于工作的需要经常要到外地出差，每当遇到科里有

危重病人需要会诊时，只能通过电话遥控，对于病人

的具体病情不能及时掌握。自从使用了异地远程会诊

系统后，王仲元主任充分肯定了远程查房带给他和患

者的便利并高兴地表示：通过支持无线网络的平板电

脑查房，可以使医生像在办公室一样地工作。通过平

板电脑上安装的信息系统，我们能够随时查看病人的

病历、生命体征数据、检查检验报告、调阅病人的医

学影像资料等。特别是当我出差在外时，远程查房不

但可以让我及时地了解到科室危重病人的情况，还可

以通过无线终端与科室医生一起讨论病情，下达新的

医嘱，使病人得到最优的治疗方案。有了移动终端支

持的远程查房，让我们医生就好像有了千里眼啊！

平板电脑带来移动医疗新模式

随着移动医疗的不断深入，移动推车、PDA、平

板电脑是医院应用最为广泛的三种利用移动终端参与

临床诊疗活动的模式。

移动推车因其可以装载很多临床诊疗用具和药品

成为移动医疗的主力之一。移动推车上加载的台式电

脑可以使医生在查房时随时通过不同的信息系统查看

患者资料；护士也可以把患者所需的诊疗器械、药品、

输液袋等物品放在车上，且一次性走完整个病区，不

至于多次往返护士站和病房，降低了护士的工作强度，

也提高了工作效率。为了满足完成患者的教育宣讲工

作需求，很多医院的移动推车换上了更大尺寸的显示

器，在查房或者教育宣讲时，移动推车装载的大显示

器会让患者和医护人员更加方便地一起观看屏幕上显

示的相关检查结果和宣讲课件。PDA 作为护士们的工

作伙伴是最常见的一种移动医疗终端，它在提高护士

执行医嘱的准确率方面做出了巨大贡献。其自身也因

其 “身材小巧” 和 “坚固耐用” 而获得了护士们的青睐。

移动推车和 PDA 的结合是很多医院钟情的 “完美拍档”，

它们的各自优势非常明显，也恰好取长补短。

平板电脑来到我们生活中的时间并不长，但它快

速进入到医疗行业当中，并在临床诊疗中发挥了巨大

优势。轻便、灵巧的同时能够加载更丰富的信息系统，

且能够胜任复杂的界面操作是平板电脑的综合优势。

医护人员手拿平板电脑轻快地行走在各个病房之间，

是我们在医院中越来越多看到的医护人员工作的新模

式。7 寸、10 寸、11 寸等不同尺寸的平板电脑很好

地满足了医护人员的需要：7 寸的平板电脑正好可以

放进白衣口袋，而且更为轻薄，其可以加载的操作系

统的丰富程度也符合了护士在患者床旁工作的所有需

求，是护士们更加钟爱的 “新宠”；而对于医生来讲，

床旁医嘱
床旁医嘱的概念是业内
最新的移动医疗创新理
念。其核心思想就是医
生拿着平板电脑能够在
患者床边仅登陆一个系
统就能看到电子病历、
医嘱、检验报告、影像
数据等所有信息，以辅
助其临床决策，为患者
提供最准确、及时的诊
疗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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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平板电脑带给他的是全新的工作体验，随时随地

浏览和查询患者信息，无论是在患者床旁还是在院外

的某个地方，都能在第一时间查看到所需信息，从而

为患者带来最及时的诊疗服务。平板电脑所具有的 “身

材虽小但内涵丰富” 的特点使它成为了移动医疗发展的

重要趋势，甚至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平板电脑使移

动医疗的价值得以更大的发挥。

多方鼎力床旁医嘱

随着平板电脑越来越多的在医院应用，三星、宏碁、

联想等品牌的平板电脑给移动医疗带来了新技术和新产

品，这些厂商甚至推出了适合医疗行业应用的企业级平

板。如果说将平板电脑这一 IT “新贵” 更好地应用在自己

的工作中是医护人员的一个美好梦想的话，那么移动终

端上装载的信息系统则是医护人员的 “圆梦者”。

移动终端没有信息系统的支持只是没有 “灵魂” 的

“躯壳”。有了 “灵魂”，移动终端才能发挥最大的价值。

随着平板电脑的普及，以平板电脑为医生工作站的移

动医疗信息系统逐渐浮出水面并被医护人员所认可。

天健、金仕达卫宁、嘉和美康、银江、医惠、交大京

颐、南京海泰等厂商随即在移动医疗软件服务领域展

开了竞争。从行业趋势来看，越来越多的信息系统开

发商逐鹿移动终端信息系统市场。谁的信息系统能够

最大限度发挥移动终端的特点，能够最大程度满足医

护人员对操作界面美观、便捷的要求，谁就能够在这

一新兴市场上获得更大的利益和收获。移动医疗的最

大特点和要求就是在移动中最快捷、最准确地完成所

有临床诊疗服务，那么如何充分实践 “最快捷”、“最准确”  

和 “所有” 的概念就是评价信息系统的核心条件。

床旁医嘱的概念是业内最新的移动医疗创新理念。

其核心思想就是医生拿着平板电脑能够在患者床边仅

登陆一个系统就能看到电子病历、医嘱、检验报告、

影像数据等所有信息，以辅助其临床决策，为患者提

供最准确、及时的诊疗服务。床旁医嘱是医护人员对

信息系统延伸至临床诊疗一线场景的强烈需求，在数

据录入方便快捷、操作方式更加人性化，以及数据交

互和共享、反馈等要求方面都更加关注。

与以往只能在不同系统信息查看患者信息的繁琐

或是只能完成单一功能的操作相比，床旁医嘱能够在

同一信息系统中完成复杂医疗流程的特点是其快速被

医护人员青睐的重要原因之一。现在各个医院采用的

下医嘱和执行医嘱的流程是：医生下医嘱后回到护士

工作站中由护士将医嘱转抄到电子病历中，另一名护

士核对转抄的电子病历是否正确，专门负责核对医嘱

是否转抄正确的护士进行核对，经过这种反复的人工

核对之后，医嘱才可以执行。显而易见，这个过程中

的环节非常多，容易在不同节点上出现错误，导致不

必要的后果。床旁医嘱的创新理念在于，医生在患者

床旁下医嘱之后，护士站通过信息系统第一时间得到

信息，而后进行审核，并将审核结果反馈给医生，审

核通过之后正确的医嘱也将第一时间下达到静配室或

病房药房，送药到护士站之后，患者能够在医生下了

新的医嘱之后的最短时间内得到准确的治疗。床旁医

嘱理念的提出不单是对诊疗流程的梳理和简化，更符

合了 “以患者为核心” 的理念与发展思路。

床旁医嘱的落地是复杂且周密的工作，需要各方

共同努力才能充分发挥其价值。除了移动终端和信息

系统开发商以外，电信、IT 技术提供商，以及网络设

备提供商也对其产生了极大的兴趣并果断投入力量参

与其发展。以英特尔为例，其作为纵览全球的 IT 技术

提供商格外关注移动医疗市场的发展，在中国市场上

英特尔看到了移动终端来到床旁的新趋势，并看好其

未来的价值。为此，英特尔发挥其在医疗行业多年的

深厚资源，与移动终端厂商、ISV 厂商一起合作致力

于推出更多适合移动医疗的新模式。

各相关行业领导力量的加入一定会为移动医疗和

床旁医嘱赋予更新的理念和价值，但无论今后如何发

展，“领先 IT 技术与医疗行业的结合”，以及 “数据采

集更加延伸至医护诊疗场景” 都将成为移动医疗必然

的趋势。

患者
为核心

床旁医嘱理念的提出不
单是对诊疗流程的梳理
和简化，更符合了 “以患
者为核心” 的理念与发展
思路。

平板电脑作为床旁医

嘱的承载者，必将因

为床旁医嘱概念的普

及而成为移动医疗最

重要的终端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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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动进入临床 医护贴近患者 
——鄂尔多斯中心医院移动医护系统服务临床

当记者来到鄂尔多斯中心医院的神内科一区时，郑艳丽护士长正在用平板电脑上安装的移动护士工作站浏览所
负责病区的患者医嘱执行情况。提到这个工作中的 “新朋友”，护士长告诉记者：“医院刚刚试用一批 Win8 系统的
平板电脑，用来书写电子病历和医嘱，原来我们都采用手工书写的方式，用了平板电脑之后，有效提高了我们的工
作效率，让护士有更多的时间与患者沟通病情或是照护患者。” 郑艳丽护士长还表示，虽然使用平板电脑的时间不 
长，但是科室里面的护士们都很习惯这种新的工作方式，一是科室里面的年轻人多容易接受新事物，最重要的是平
板电脑给护士的日常工作和执行医嘱确实带来了非常大的便利，实现了提高患者满意度的预期目标。移动医疗以及
床旁医嘱的概念在鄂尔多斯中心医院得以体现和实践与医院长久以来着力信息化建设是分不开的。

用信息化提高管理水平

鄂尔多斯中心医院是内蒙古自治区为数不多的三

级甲等医院之一，据医院院长王志发介绍，医院地处

内蒙古自治区的西南部，与宁夏和陕西辖区的县接壤，

除了省内患者以外，医院的综合实力还吸引了外省的

患者前来就诊。“从鄂尔多斯市来说，我们这里近几

年发展得特别快，外来人口也多，全市都呈现出了大

开发、大发展的势头。作为医院来讲，我们要跟上大

环境的发展，才能够很好地为一方百姓服务。我们医

院是医改的试点单位，国家对我们的要求高，我们对

自己的要求就要更高，才能实现自己的使命，担负起

肩上的担子。作为院长，我认为在‘如何搞好医院建设’

的这个命题中，除了拥有高超的医疗技

术和一流的医疗设备以外，医院还需要

有一流的管理水平，以及一流的服务能

力和高水平的医疗质量。就我们医院的

经验而言，管理水平、服务能力和医疗质量的提高和

保证都是用信息化来实现的。” 在谈到信息化对医院

的发展所起到的作用时，王志发院长深有感触。

近几年来，鄂尔多斯市中心医院信息化建设累计

投入近 6000 万元，建立了以患者服务为中心，以临

床诊疗信息为主线，以提高医疗管理水平为目标，以

集成平台为核心的信息系统。作为一所拥有 1400 张

床位的三甲综合性医院，王志发院长从医院科学管理

的需要出发，推动了医院管理网络化、医生决策知识

化、诊疗流程电子化、患者信息数字化，将信息化作

为 “医院生存与发展的必要条件” 和 “竞争取胜的法宝”。

本刊记者  庞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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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院为移动医护系统的建立做了很多工作，一方面是人员的，

要让全院的医护人员都能和医院的思想统一起来，无论是老

专家还是年轻人，都要把移动医护系统很好地应用在工作中；

二是技术层面的，信息系统的研发、无线网络的建设，以及

平板电脑的选择，都是移动医护系统是不是能够不打折扣的

发挥效果的关键。

王志发

鄂尔多斯市中心医院

院长

为此，医院确立了全方位、全对象、全过程的信息化

建设与应用目标。通过加大信息化投入，建成并应用

了覆盖医疗的 HIS、医护工作系统、LIS、PACS、电

子病历、手术麻醉、ICU、临床路径、无线医护移动查

房、重症监护等系统；HRP、合理用药、药品管理、

院内感染控制、OA 等管理系统；以及面向服务患者的

自动挂号、排队叫号、检验条码自助打印、中心药房

自动分包药机等系统。各系统之间高度集成、信息共享，

覆盖医疗、护理、行政以及后勤的所有科室。“我们在

硬件方面的投入达到了 3000 多万，网络布点 2000

多个遍布医院各个角落。软件系统到目前为止已经累

计达到 100 多个模块，全面串联起了医院的管理、医

护人员的工作流程、患者的服务等各个环节。” 王志发

院长对医院这几年的信息化建设投入和成果如数家珍。

用技术和智慧面对挑战

“移动医疗是医院信息化发展的必然趋势，作为一

家信息化走在前列的医院，我们希望利用这种新的模

式服务于患者，提高满意度。医院为移动医护系统的

建立做了很多工作，一是人员方面的，要让全院的医

护人员都能和医院的思想统一起来，无论是老专家还

是年轻人，都要把移动医护系统很好地应用在工作中；

二是技术层面的，信息系统的研发，无线网络的建设，

以及平板电脑的选择，都是移动医护系统是否能够不

打折扣地发挥效果的关键。” 王志发院长在医院推行

移动医疗的过程中非常重视技术的支持和工作推进的

策略，这是移动医护系统能够在鄂尔多斯中心医院切

实落地的决定性因素。

王志发院长把网络布线和移动终端的结合形象的

比喻成了高速公路与车的关系，“车子跑得快不快，

车子本身的性能是一个因素，但最关键的还是要看路

是不是好、是不是够宽。网络布线是不是能够让信号

在医院中达到无死角的水平是影响移动终端使用效果

最关键的因素。” 据王志发院长介绍，鄂尔多斯中心

医院的这个建筑是获得过 “鲁班奖” 的过硬建筑，这

给网络布线带来了很大挑战。虽然在大楼的建造之初

没有引入智能楼宇的思想，但是这并不妨碍医院和合

作厂商一起为医院插上移动的翅膀，经过双方的共同

努力，成功实现了医院的信号 “无死角”。王志发院长 

说：“虽然现在网络方面已经布局完成，但是我们还

是希望网速能够更快一些，这样我们医护人员手中平

板电脑的 ‘移动’ 特性会发挥得更加淋漓尽致。”

信息系统是移动医疗的核心，鄂尔多斯中心医院

在平板电脑上应用的移动医护信息系统与台式机上的

医护工作站完全不同，是由天健科技集团专门针对医

院对移动医护信息系统的需求研发的。医院的移动医

护信息系统由病历、检查、检验、医嘱、体温图、语

音记录等几大功能模块构成，可以进行各类处方、检

查、手术、会诊、诊断等医嘱及相关申请的输入和查

询，实现在病床边实时输入、查询、修改病人的基本

信息、医嘱信息、采集生命体征，还可以快速检索病

人的护理、营养、检查、化验等临床检查报告信息。

护士可以在患者身边完成之前需要到护士工作站完成

的工作，包括查看医嘱、记录患者体温等，医生则可

以在患者床头完成以往在医生工作站里才能完成的工

作，如：下医嘱、开具检查、检验申请单、书写电子

病历等，从而保证患者得到最及时、准确、可靠的治

疗。王志发院长在提到移动医护系统的研发时说：“根

据医院多年来的经验，选择有能力的合作伙伴对于事

情的成功是起到基础性作用的，所以我们在选择移动

医护系统开发商的时候就强调要选择有实力的厂商。

经过双方的磨合，在基本功能之上再提出医院的个性

化需求，最终达到适合医院的医疗流程，甚至实现了

对流程的优化。到目前为止，我从医护人员那里听到

的信息是认可的声音，大家确实感受到了信息系统在

工作中发挥的重要作用。”

移动医护 
信息系统
鄂尔多斯中心医院在平
板电脑上应用的移动医
护信息系统与台式机上
的医护工作站完全不同，
是由天健科技集团专门
针对医院对移动医护信
息系统的需求研发的。

特  别  报  道 移动医疗服务临床诊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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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移动终端的选择上，鄂尔多斯中心医院选择了

基于英特尔架构的 Win8 系统的平板电脑。郑艳丽护

士长作为一线使用者表达了医护人员们的心声：“目前

我们应用的是 10 寸的平板电脑。我觉得这个尺寸是

合适的，对于护士们来说，女孩子拿着这样一个重量

的平板电脑是可以接受的，而对于那些老专家来说，

这个尺寸的平板电脑上所显示的字号还是能够看得清

楚的。” 在谈到对目前使用的平板电脑的建议时，郑艳

丽护士长说：“这个平板从轻薄程度、运行速度和分辨

率方面已经非常好了。但是我从我们护士的使用习惯

上来讲，如果能够再有一个可以增加的外设键盘就更

好了，去病房的时候我们就带着平板电脑去，回到护

士站以后把平板电脑插在外设的键盘上完成文字录入

或者其他需要书写的内容，这样就更加方便快捷啦！”

任何一项新生事物的深入人心都是要有过程的，

平板电脑在鄂尔多斯中心医院的应用也是有一个过程

的。“颠覆一个人的习惯确实需要一个过程，承认这个

过程不代表我们无所作为，不代表不采取行动和措施

接受它。医院推行移动医护系统的过程中，面对大家

的习惯我们确实想了很多办法，但是最重要的还是让

大家认识到移动医护系统的价值和医院贯彻它的决心。” 

王志发院长在移动医护系统推广的时候非常关注新生

事物如何被老大夫接受这一问题，医院也想了很多办

法帮助他们，“平板电脑对于年轻人来说很容易接受，

因为他们平时就在生活中离不开它，而且摆弄得很顺

手。老同志接受平板电脑肯定要有一个过程，医院在

这其中也是想了很多办法来帮助他们的。首先就是医

院和厂商合作，进行多次讲解，不厌其烦地演示并提

供试用条件。如果一开始没有掌握就让年轻人帮忙一

起完成，慢慢再过渡到个人独立完成。另外一点，医

院也拿出约束制度，制定出适时可行且便于考核的制

度来。这一方面传递出医院贯彻到底的决心，最重要

的还是通过制度让移动医护系统更快地按照既定效果

应用起来，让医护人员和患者都体会到它的价值。”

用移动医疗提高医疗服务准确率

“平板电脑的使用让医护人员能够有更多的时间照

护患者，更提高了我们服务的准确率。以往的查房，

要经过七八道程序才能走到最后执行的那一步，比如：

刚开始要抱着病历到病房，大夫查房时要用手写的方

式记下来，回到办公室之后要再把刚才的手写病历的

转抄电子病历上。这中间就很有可能出现遗漏或者错

误。完善好的电子病历会再传回到护士办公室，护士

进行核对后再下处方。这么多的程序导致患者反映查

房时间太长。科室主任查房是从东到西一个病房接着

一个病房地走，开始查房的时间是 8:30，而走到最后

一个病房的时候可能都 10:00 了。10:00 以后回到医

生办公室，医生再把刚才手写的内容一个患者接一个

患者地往他们各自的电子病历上转抄，到最后有的患

者一直等到 11:00 还见不到上午应该输的液体。现在

使用移动医护系统之后，大夫当时查完房就可以下医

嘱，护士在护士站里就知道了患者的医嘱变化，随后

药房也知道了同样的信息，到配液中心经过医师的核

实后，马上就开始配液了。患者也就在这一系列的流

程简化之后在最快的时间内得到了准确治疗。” 郑艳丽

护士长用日常工作中流程的改进道出了移动医护系统

应用后医护人员和患者的切身体会。

王志发院长在谈到移动医疗提高医疗服务的准确

率时更是用生动的例子诠释了信息化带给患者的新的

就医体验： “我们都会去超市买东西，但是谁都不会在

收银柜台那里对收银员说这样的话——算对了吗，你

再给我算一遍吧！这是为什么？因为大家都相信电脑、

相信扫描枪、相信条码、相信刷卡机，所以不会质疑

收银员的工作。同样的道理，我们在患者床旁使用了

平板电脑之后，患者会认为这比之前护士‘三查七对’的

准确率肯定高多了。用平板电脑在患者床边下医嘱，

患者心里踏实，对医院和医护人员的工作就会认可，

医院的美誉度就会提高。我本人非常重视患者对我们

的评价，得到他们的认可和美誉是每个医院都追求的。”

在提到今后的规划和发展时，王志发院长说：“我

们今后会把移动医疗作为医院发展的重点之一，要让医

护人员充分利用移动终端的价值。平板电脑现在是我工

作中离不开的助手，无论是出差在外还是在哪里，只要

有网络，我就可以随时看到医院的相关指标和运营情况。

今后我要让我的医护人员能够利用移动终端随手获得他

们工作所需的所有数据，让患者也能够通过移动终端随

时掌握自己的病情诊断情况。信息化建设对于医院来说

是无止境的，找到适合的道路和方式发展信息化是每个

院长都应该肩负起的 ‘一把手’ 工程。”

美誉度
用平板电脑在患者床边
下医嘱，患者心里踏实，
对医院和医护人员的工
作就会认可，医院的美
誉度就会提高。

郑艳丽护士长对移动

医护信息系统中辅助

管理的功能也非常认

可。系统中的统计功

能为她了解护士们的

工作情况和患者情况

带来了便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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床旁医嘱带来临床服务新变革 
——记淄博市中心医院移动医生工作站的全面推广

韩爱琴是淄博市中心医院产科病房的护士长，一个平板电脑的使用，改变了她的工作流程。对此变化，韩爱琴
护士长说：“架构在平板电脑之上的移动医生工作站的应用改变了我们的工作流程，提高了效率。查房时，医生拿
着平板电脑利用移动医生站可以实时下医嘱，我在护士工作站里专门分派了一个护士负责在护士工作站系统的界面
上查看实时医嘱提示。医生下过医嘱后，护士可以马上处理和审核医嘱，患者可以很快就按照医生刚刚下过的医嘱
用药。医院推广的‘床旁医嘱’新模式得到了我们医护人员的认可，更得到了患者的好评，他们经常跟我们的医护人
员说：大医院就是不一样啊，用这个高科技电脑帮着看病呢！” 简便工作流程、提高诊疗质量、将医护人员的工作
核心充分集中在患者身上，是移动医护系统，是床旁医嘱为医院带来的创新性改变！

本刊记者  庞涛

特  别  报  道 移动医疗服务临床诊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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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线移动医护源于临床需求

尝试移动医疗的思想源于淄博市中心医院分管医院

信息化建设的副院长李波偶尔看到的一篇报道，“我曾

经在一篇报道中看到了解放军总医院把移动设备应用到

临床中来取得了很好的效果，当时就有在自己的医院中

尝试并推广的想法。随着医院信息化建设的不断深入，

推广移动医疗的机会也成熟了。院长历来非常重视信息

化工作，在建设新病房楼资金紧张的情况下，拨出专款

来实施这项工作。在院长的大力支持下，我们开始了将

移动设备应用到临床中的探索。”

淄博市中心医院大规模开展信息化建设始于 2000

年，医院当时上线了 HIS 系统；2009 年年初，医院又

上线了 LIS 系统，后又紧接着上线了一卡通系统；随着

“以电子病历为核心的医院信息化” 思想的提出，医院于

2011 年建设完成了电子病历系统 1 期工程，并马上开

始了 2 期建设，2012 年上半年，医院成功完成了电子

病历系统 2 期工程。“医院的信息化建设水平体现着医

院的管理水平，如果没有信息化，是无法管理现代化医

院的。信息化发展要与医院管理发展同步，否则就无法

起到应有的支撑作用。随着信息化建设的不断深入，以

及医院对医疗服务质量要求的提高，梳理现有医疗流程，

优化诊疗环节是摆在医院管理者面前的重要任务。查房

是非常重要的诊疗环节，如何将查房后制订出的及时性

的诊疗方案最快速、最准确地服务于患者，这就要求我

们有相应的信息化手段作为支撑。” 李波副院长介绍了

医院之前的查房和执行医嘱流程，“在应用移动医生工

作站之前，我们的流程是医生下医嘱后回到护士工作站

中，由护士将医嘱转抄到电子病历中，另一名护士核对

转抄的电子病历是否正确，经过这种反复的人工核对之

后，医嘱才可以执行。这个过程中的环节非常多，容易

在不同节点上出现错误，导致不必要的后果。通过使用

移动医生工作站，医生在患者床旁直接下医嘱，护士站

马上进行反馈，这其中没有转抄环节，简化了工作流程，

减少了错误发生的概率。我们医院的药房规定每半个小

时送一次药，这样一来患者在上午就能按照刚刚查房的

结果执行医嘱，不会耽误患者上午用药。这种改变是医

护人员和患者都非常盼望的，所以一旦具备了基础，我

们就马上投入建设。”

淄博市中心医院在选择到底采用哪种移动终端的时

候也进行了认真筛选，“我们也曾经尝试推车这种形式，

但是在实际应用中发现虽然这种形式确实将移动设备带

到患者床旁了，但是医生在下医嘱的时候要在电脑上来

回切换电子病历、医嘱、检验检查等相关系统，医护人

员对此的反应是 ‘非常麻烦’，他们希望不用这么复杂的

切换系统就能够在患者床旁完成下医嘱的工作，所以医

院选择了采用平板电脑加载移动医生工作站的方式来实

现床旁医嘱的需求，因为移动医生工作站能够实现在一

个系统上查看所有需要了解的患者信息的功能。” 李波

副院长强调，信息化建设的思路上始终秉承临床需要、

患者需要、医护人员需要的原则，只有适应各方的需求，

信息化建设成果才能真正落到实处。

谁来做移动医生系统

在确定使用移动医生工作站之后，淄博市中心医院

面临的是让谁来做这个项目的问题。“到底是让 HIS 厂

商来帮助我们做移动医生工作站，还是让电子病历厂商

帮我们做，医院是经过了深思熟虑的。虽然很多数据都

是要从 HIS 里面抓取，但是医院从 ‘以电子病历为核心

的医院信息化建设’角度以及今后信息化建设发展的规划

考虑，医院最终决定由电子病历系统的厂商为我们做移

动医生工作站系统。” 淄博市中心医院从顶层设计的角

度考虑，把移动医生工作站的重任交给了医院的电子病

历开发商北京嘉和美康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李波副院长在谈到系统开发过程中的经验时表示，

虽然是电子病历系统开发商来做这个系统，但是一定要

得到 HIS 系统开发商的大力支持，两家公司要一起友好

协作才能把系统做好。“作为分管信息化的副院长，我

觉得医院应该在这样的合作中做好 ‘确立方向’ 和 ‘协调一致’ 

的工作，要让厂商的思想全部统一到医院信息化建设的

大局上来。医院既然作了这样的决定就一定要从统筹一

移动医生工作站的应

用简化了从医生下医

嘱到护士执行医嘱的

过程，提高了诊疗的

准确率和效率。

减少错误
通过使用移动医生工作
站，医生在患者床旁直
接下医嘱，护士站马上
反馈，而且这其中没有
转抄环节，减少了错误
的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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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的角度做好每一家厂商的工作，这是保证系统顺利开

发、实施、应用的关键。”

嘉和美康公司市场部总监朱杰在介绍这套应用在淄

博市中心医院的移动医生工作站时说：“移睿医生信息

系统是在医院信息系统向临床信息系统向数字化医院发

展的需求下应运而生的。这套医生信息系统秉承以 ‘临

床信息为核心’ 的设计思想和理念，符合‘以患者为中心’

的医院信息化服务宗旨。当前医院中的患者医嘱、检验、

检查、医疗文书、护理文书等大部分临床信息实现了数

字化，但在医生查房过程中依然没有有效手段全面回顾

上述信息。通过对传统临床工作模式和查房医护人员的

改造和变革，有效预防了临床医疗差错，降低了医疗风

险；显著提高了查房医护人员的工作效率和服务质量；

加强了查房医护人员的实时信息沟通；完成了医院对临

床治疗过程的质量监控和管理。移动医生站主要应用于

医院已有电子病历情况下的医生查房等床头工作场景，

通过无线网络与后台的网络层实时交互，充分整合了检

验、检查、医疗文书、护理文书、医嘱等系统，实现了

患者基本信息、住院信息、医嘱信息、电子病历、体征

信息、检验、检查信息（包括 PACS 图像）等的调阅。

医生通过手中平板电脑上的客户端软件即可与部署在后

台的服务器通讯，与文件服务器及数据库进行数据交换。”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由联通公司支持并承接的医院

无线网络建设是床旁医嘱顺利实施的基本保障。选择适

合的覆盖方式，实现全院 “无死角” 是淄博市中心医院无

线网络建设的宝贵经验。

试点先行是推广的法宝

试点先行是淄博市中心医院顺利推广移动医生工作

站的 “法宝”，李波副院长把这种做法总结为医院推行信

息系统的 “必由之路”，“我们医院在推广移动医生工作站

时采用了试点先行的办法，事实证明我们选择了一条正

确的道路。”

淄博市中心医院在选择试点科室的过程中不是随

意而为的，而是经过反复斟酌选定的。“医院在选择试

点时综合了科室代表性、科室风气、科主任和护士长

的凝聚力、科室的年龄层次等因素。科室的代表性很

重要，不能选择执行难度太大的也不能选择太容易的，

要选择在全院具有广泛代表性的。人员结构也是选择

试点科室时需要重点考虑的，年轻人多的科室肯定更

容易接受新事物，接受新的 IT 技术。年轻人信息化知

识的更新速度快，对于医院在这方面的试点一定更加

积极，在实施的过程中也会更加容易上手。基于这些

考虑，医院选择了产科和心血管科进行首批试点。从

试点的效果和反馈来说，我们‘打头炮’的试点科室算是

选对了。”

紧接着第一批试点的 2 个科室，第二批医院又选

择了 4 个科室，第三批扩大到了 8 个科室，之后逐渐

全面铺开，根据试点先行且范围不断扩大的思路和方

式，淄博市中心医院共分五批实现了全院各科室移动

医生工作站的上线工作。“最难推广的科室我们都放在

了后面进行，其他科室都成功应用上新系统了，对于

这些科室来说除了给予动力之外，还有一份压力给他

们。其他科室都上线成功了，都没有问题，怎么就你

们科室不行呢？在动力和压力的双重作用下，再有难

度的科室我们都成功应对了困难和挑战。在推广新系

医生在平板电脑上安

装的移动医生工作站

可以同时看到电子病

历、检查检验结果等

信息。

试点先行
医院在选择试点时综合
了科室代表性、科室风
气、科主任和护士长的
凝聚力、科室的年龄层
次等因素。

医务部主任陈佑生：医嘱是电子病历的

一部分，医院推行的移动医生工作站确

实最大程度地实践了 “以电子病历为核

心的医院信息化建设” 的理念。从医务

部得到的反馈来说，医生对这个系统非常满意，特

别是对 “床旁医嘱” 这个概念特别认可。在床边下医

嘱能够有更多时间照护患者，提高了医疗质量。与

此同时，移动医生工作站的使用还提高了我们的医

嘱质量，避免了原来因为书写、笔误、转抄错误等

原因造成的涂改。

护理部主任刘红：移动医生工作站上线

以来我们医院的不良事件明显下降。不

良事件的原因有很多，但是大部分都是

开错药、发错药导致的。移动医生工作

站上线之后，医生在患者床边下完医嘱护士站就可

以马上执行，省去了很多人工转抄、核对的环节，

一线声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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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的时候，医院的管理者要有想法、有技巧，不要因

为执行层面的问题影响了一项重要工作的开展和对它

的评价。”

产科病房的韩爱琴护士长在实际的工作中的切身

感受使她对移动医生工作站非常认可，“产科是试点的

第一个科室，对于我们来说没有一点儿经验可以借鉴，

只能边学习边适应，大家在心理上都做好了充分的准

备面对挑战，也希望通过我们的试点工作为医院其他

科室积累经验。系统在开始推广的那两天我们还不是

很适应，但是很快护士们就都适应起来了，而且觉得

非常方便。不适应的原因是流程跟原来不一样了，几

个关键点在一开始还把握不准；很快适应的原因是改

变后的流程方便、快捷，而且不容易产生差错。移动

医生工作站对于医生和护士来说都有非常明显的价值。”

淄博市中心医院于 2013 年 4 月完成了三级甲等

医院的复审工作，移动医生工作站作为医院信息化建

设的亮点得到了专家的认可。李波副院长在总结移动

医生工作站的经验时还表示：“作为医院的管理者，要

时刻把医护人员是不是接受、会不会喜欢作为决策的

参考依据。医护人员工作在第一线，要倾听他们的心声，

要满足他们在工作中的需求，而不只是靠决策者的经

验和想法决定。移动医生工作站是医院进行精细化管

理重要的工具和手段，要充分发挥其作用达到预期效

果，一定要依靠医护人员才能成功。”

医生查房
医生在患者床旁浏览电子病历，结合当

前患者病情书写医嘱并审核，此时医生

只需在一个页面上完成即可。

护士审核

床
旁
医
嘱
执
行
流
程
图

护士在护士工作站的台式机上审核医

嘱，审核通过后系统会发送一条信息

反馈给医生医嘱审核通过。

静配中心审核加药
护士审核通过的医嘱会在静配中心的

系统上显示，静配中心送药之后每30

分钟将药品送达护士站一次。

护士执行医嘱
护士按照医嘱信息执行医

嘱，患者在最快的时间内遵

照新的医嘱用药。

避免了差错的发生。与此同时，医护人员的惯性思维

也是导致错误的原因之一，比如一个患者在用药的过

程中突然发生改变，护士会因为惯性思维而出现转抄

医嘱错误。移动医生工作站的应用也最大程度地避免

了这方面的错误。

产科主任马爱荣：移动医生工作站让

医生查房的时候能够同时看到其他系

统的数据，这对于医生综合判断患者

病情、给出最及时、最恰当的诊断是

非常关键的支持。我作为科主任，利用这个系统可

以人在办公室就看到所有医生为患者下的医嘱以及

执行情况，为我全面掌握科室患者情况，及时审查

医生医嘱质量提供了帮助。

产科护士长韩爱琴：虽然这个系统是给

医生用的，但是对我们护士来讲也深刻

体会到了床旁医嘱的好处。现在医生查

房的时候就可以在移动医生工作站上下

医嘱，护士站的护士可以马上看到每个床位即时医

嘱的情况，如果遇到出院、调床的情况，我们护士

站马上就可以安排相关的事宜。特别是这个系统应

用之后，护士们的不良事件大幅度减少了。

信息科主任黄光辉：移动医生工作站的

上线是医院信息化建设整体实力的体现，

无论是 HIS 系统还是电子病历系统、影

像系统、检验系统等，都要达到接口互通、

信息共享的水平才能够实现。医生在平板电脑上打开

一个系统的界面则可以查看到其他系统的数据。与此

同时，医院的无线网络部署也是这一系统是否能够实

施成功的关键。我们医院很好地实现了全院无死角的

无线网络覆盖，为移动医生工作站的推广奠定了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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床旁医嘱是生态圈的共同成就 

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协和医院采用信息系统在药品的采购、库存、发药以及临床用药监控等方面进行
的全方位精细化管理取得了良好的效果，特别是临床用药监控方面的管理更是通过信息系统的支持，把握住了管理
的每一个环节和细节。

本刊记者  庞涛

移动医疗代表着未来医疗 IT 发展的趋势。移动医

疗确实能够改变我们的生活，能够改变医护人员的医

疗行为和患者的就医行为。在临床的移动医疗方面，

平板电脑已经逐渐成为继手持 PDA 和移动推车之后新

的应用终端，并因其整合了前两种方式的优势而大有

赶超它们的趋势。移动终端的应用梳理了医疗流程，

使床旁医嘱成为服务患者的创新方式。在实现床旁医

嘱的过程中，无论是信息系统、终端设备，还是网络

环境，都对其应用效果产生着决定性影响。为了深入

探讨床旁医嘱如何才能更好地服务临床，本刊邀请了

业内知名技术提供商，共同探讨床旁医嘱的挑战与未来。

移动终端来到患者床旁是必然趋势

黄庆春：我想先从一组数据展开我的探讨。目前，

智能手机已经达到了人手一台的规模，其销售增长率

每年达到了 20%，平板电脑的增长也达到两位数。PC

设备已经推出了将近三十年，销售量一直在增长。但

是从 2012 年开始，智能化设备的销量却在提升。所以，

大部分个人电脑的购买和使用已经转移到平板电脑和

智能手机上面去，IT 市场依旧在成长，但是已经慢慢

地向移动设备进行转换。

目前，美国市场的一些报告以及 IDC 的报告都显

示，在一些发达国家，移动医疗的应用已经达到了非

常成熟的地步，超过一半的专业领域都能看到移动医

疗的市场及前景。我们预测，在不久的未来它的市场

可以超过四亿美元的规模。

英特尔在研究移动医疗的过程中发现，移动医疗

必须关注两个重要的点：第一个是它用在哪里，第二

个是它为什么而用，也就是移动医疗用在什么样的场

景下，用了它以后对这个场景有什么样的影响。我们

认为移动医疗的应用场景目前来说主要有四种：一种

是从患者的角度考虑，他需要看到自己的检查结果，

需要看到各式各样的信息，这是最常用的模式；第二

种是创造数据，目前很多医院已经走向无纸化，在就

诊流程中，“如何创造新的电子化数据” 的答案一定是 

  “流动起来”，在不同的诊疗环节当中利用移动终端采

集患者的数据；第三种是数据的共享带来的需要医护

人员在任何一个地方都能够参与患者的诊疗，并将自

己的数据共享；最后一种也非常重要，通过移动终端，

信息不再是只存在电脑里，存在服务器里，而是存在

你身边的每一台手机上，也就是说每个医护人员获取

信息的方式将更加简单。

黄庆春

赵颖实

邵华钢英特尔（中国）有限公司

行业合作与解决方案部数字医疗

中国区经理
天健科技集团

执行副总裁

上海京颐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执行副总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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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关注到这些应用场景之后，我们继续聚焦在实

际应用之上。围绕着 “提高医疗服务质量” 这一理念，

众多医院都在关注如何提高管理能力、优化诊疗流程、

让医护人员把更多时间用在照护患者上。仔细思考医

院的需求不难发现，移动终端来到患者床边用更快捷、

更准确的方式服务患者是解决问题的关键，因此移动

医疗成为了当前的热点，被业内广泛讨论并探索。

床旁医嘱是移动医疗的最佳方案

董树永：医生推着半人多高的病历车，带着几十

份厚重的纸质病历和患者检验检查报告进行查房，通

过与病患者交流，手工记录后返回办公室将查房（处置）

结果和医嘱等相关信息录入 HIS 系统——这在七八年

前看来是司空见惯的现象。而床旁医嘱这一新模式的

出现使医生摆脱了繁琐的查房方式。

在无线网络覆盖的病区内，医生只需随身携带一

台可接入无线局域网的移动终端即可在患者床旁下达

医嘱。医生在患者床旁点击鼠标，患者所有的病史资料、

住院情况、病程记录、用药情况、各种检查结果等均

可随时调出来，医生根据查房情况可以更及时地开具

医嘱，提高工作效率。中间环节的简化也有助于降低

医疗差错。更重要的是床旁医嘱这种新兴的应用模式，

把医生更多的时间交还给患者，提升了住院患者的就

诊体验感和满意度。

赵颖实：床旁医嘱是医院信息系统发展的一个必

然趋势，床旁医嘱又分为两部分：医生查看医嘱和护

士执行医嘱。其优势在于：第一，方便快捷，医生在

床旁，通过移动设备，能快速调阅患者所有就诊信息，

包括检查检验、生命体征、护理记录单、电子病历、

历史病历等，节省医生查房时间，让医生有更多的时

间和患者沟通交流，能够更快地调整医嘱内容；第二，

执行准确，护士执行医嘱时，先扫描患者腕带，再与

相关药品做匹配，确保医嘱准确，避免人工校对的失

误率，减少医疗差错；第三，使原有的 HIS 系统形成

一个闭环，护士的执行结果与医生随时互动，医生、

护士、患者在移动系统中交流更加畅通。

朱杰：嘉和长期关注临床医生的工作流程和临床

数据处理，从电子病历、临床路径开始构建信息化对

临床医生日常业务操作的支持。在嘉和看来，移动床

旁医嘱是电子病历向医生工作场景的延伸和扩展方式

之一。

董树永 朱  杰

杨  靖

北京中兴通医疗技术有限公司

副总经理 北京嘉和美康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市场总监

锐捷网络医疗行业部

总经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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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移动医疗最早是从移动护理终端开始进入医

院应用的，然而医生、管理者、甚至患者和患者家属，

所有参与医疗过程的人都有可能通过移动终端进入医

疗信息化环节。床旁医嘱通过移动技术还原了住院医

嘱这传统医疗行为的本质形态，住院医嘱变化来自于

医生在床头的查房行为，而非医生在办公室的书写、

录入行为。通过移动技术实现床旁医嘱信息化直接加速

了病房医嘱审核、摆药、执行流程，处方治疗的时效性

大大提高，体现了技术服务于临床的信息化建设初衷。

床旁医嘱如何呈现才完美

朱杰：床旁医嘱关注临床医生在查房场景中的数

据快速获取和录入能力，需要系统在数据展示、快捷

操作、临床知识库支持方面做出较大调整。

嘉和作为一家在电子病历系统开发上极具优势的

厂商，我们认为医嘱数据是广义电子病历数据的重要

组成，医嘱流程的临床、财务双重属性使得其长期以

来一直存在于传统 HIS 系统和 EMR 系统的夹缝中，床

头移动医嘱的设计仍然需要两个系统的后台数据集成，

但是这种新的技术实现形态和面向医疗服务场景设计

模块的思路为将来 HIS 系统与 EMR 系统的边界划分提

出了建设性思路。

董树永：传统医生查房流程复杂，不便于管理且

易造成时间浪费，往往使患者错过最佳的用药时间，医

院迫切希望通过移动医疗创新模式提高医生查房效率，

为病患者及时提供优质的医疗服务。其具体需求如下：

1. 让医务人员在院内无线网络覆盖的任何区域都

能够快速了解患者的历史病情和最新病情，并可及时

将处置结果保存到系统中；

2. 医生在查房过程中，可随时调取患者病史、检

验及检查报告等信息，可快速了解患者用药配方的注

意事项，通过移动终端将患者的临床数据和医嘱信息

及时录入系统，并对医嘱进行核对，然后将用药信息

快速传送到药房，以便药房工作人员及时准备药物，

缩短患者治疗和检查时间；

3. 面对患者突发异常病情时，医生可以快速查询

历史资料，随时调取相关医学案例，借鉴治疗的参考

意见，确保患者能够及时获得治疗。

公司自 2009 年开始专注移动医疗领域的探索和

研究，以提升各级医疗卫生机构的业务能力为目标，

以无线通信、移动计算和条码识别等先进技术为基础，

自主研发出移动医疗整体解决方案。“中兴通医生查房

系统” 在设计初期，充分考虑到医院的业务需求，通过

与医院现有 HIS 系统的结合，缩短了对患者病情的响

应时间，从可用性的角度设计了方便医生使用的系统

功能，包括：接口交换平台、患者信息管理、病历管理、

检验管理、检查管理、医嘱管理和生命体征管理等，

系统采用 C/S 架构，可以应用在 Win8、Android、

iOS、windows mobile 等平台。特别值得一提的是，

公司在刚刚开发完成的应用在平板电脑 Win8 系统上

的软件非常重视用户体验及视觉设计的内容，系统基

于可用性基础标准、信息架构、交互流程、视觉设计

四个部分进行构建，在医院应用后得到了医生的充分

认可。

赵颖实：床旁医嘱系统最关注如何解放医生和护

士的手工劳动，减少重复性抄写，提高工作效率，把

医生和护士还给患者，为患者提供更加人性的服务。

天健的移动医疗系统更加强调集成性和可操作性，医

院的信息化建设核心仍然是 HIS 系统，任何新的系统

必须与原有系统融为一体。新的医生床旁医嘱系统更

加贴近医生工作习惯，比如，医生查房中随时需要记

录上级主管对患者医嘱的调整和相关建议，天健的系

统上增加了手写便签和录音，未来的录音可以直接作

为一条医嘱插入电子病历中。

床旁医嘱的实现需要生态系统的健康

黄庆春：在看到移动医疗成为行业发展的重要

趋势之后，英特尔凭借在医疗行业的多年经验，认为

移动医疗的市场主要有四个方面并愿意为此做出自己

的贡献：第一，我们会给移动医疗提供最新的英特尔

架构设备，让他们去体验新架构带来的不同；第二， 

英特尔会与应用软件开发商进行合作，把他们开发的

传统 Window 桌面架构上的应用迁移到 Windows 8

或者 Android 等支持触摸模式更好的平台上；第三，

我们希望将好的应用展现出来，总结医院探索过程中

产生的经典并将其推广；第四，发挥英特尔的全球化

优势，使国内外好的应用模式进行充分交流。

床旁医嘱
移动床旁医嘱是电子病
历向医生工作场景的延
伸和扩展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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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树永：通过移动医疗创新模式在患者床旁下达

医嘱，并非只是引入一台平板电脑这么简单，需要应

用软件厂商、移动终端厂商、无线网络厂商及安全管

理厂商的通力配合。这些厂商如何发挥自身职能和作

用，最大地实现医院预期的价值，需要我们要从医院

的角度去思考。

对于医院来说移动医疗的应用需要满足五个方

面条件：应用场景的确定、网络平台的构建、应用软

件的开发、移动终端的选用及信息安全的管理。医院

首先考虑的是无线网络平台的稳定性和覆盖率，这也

是移动医疗实现的前提，所以对于无线网络厂商而

言，提供稳定可靠的无线网络方案是至关重要的。而

对于应用软件厂商来说，需要根据医生查房业务的需

求提供功能完备的应用软件，并确保其可与医院原有

HIS、EMR 等信息系统实现信息融合，这就要求应用

软件厂商必须为医院提供定制化开发。移动终端厂商

在实现床旁医嘱方面发挥着极为重要的作用，但目前

没有一款移动终端设备是被所有医院认可的，有些移

动终端存在携带和操作不便、无线信号不稳定、操作

系统与医院其他设备不一致等问题，导致医院管理上

的诸多问题，因此移动终端厂商应该充分发挥其技术

优势，为医院提供无线信号稳定、易于管理、重量大

小适宜、价格适中的移动终端。随着医院等级保护的

深入开展，信息安全问题被医院关注，因此需要信息

安全管理厂商提供相应的软硬件确保移动查房系统、

移动终端设备以及无线网络使用的安全。

朱杰：床旁医嘱功能的充分发挥需要多个厂商的

通力合作，毕竟从应用角度来说大多数大家熟悉的软

件并不提供平板支持（比如 PACS 影像浏览、合理用

药支持等等），还比 PC 环境差很多。另外，相对护

理 PDA 的长期工业化设计和生产背景，目前对医生移

动终端的硬件支持还欠缺设计深度。好在客户对医生

用的临床终端需求强烈，甚至有客户自己掏钱买设备

要求接入应用网络，在这种强大的需求之下一定会有

设备厂商提供顺应使用场景的硬件规格设计。

赵颖实：让医护人员随时随地通过移动设备了解

患者的病情变化、处理患者相关信息，这应该是一个

完整的整体解决方案。网络、终端设备、条码、应用

软件缺一不可：网络相当于建设公路，是高速路、省道、

还是乡村公路？速度决定使用效率；终端设备相当于

买什么车，是奥迪、捷达、还是奥拓？性能决定医护

人员的体验效果；软件则是发动机，有再好的高速路、

性能再好的车，没有相匹配的发动机，都无法运转。

终端设备
采用最适合的终端设备
是医院规划移动医疗时
非常核心的一个问题，
因为医生怎么样去工作、
怎样才能满足他们的工
作需求和习惯是移动医
疗落地的关键。

邵华钢：采用最适合的终端设备是医院规划移动

医疗时非常核心的一个问题，因为医生怎么样去工作、

怎样才能满足他们的工作需求和习惯是移动医疗落地

的关键。我们公司和英特尔公司在 2012 年 12 月份

就已经开过几次研讨会，探讨医院目前需要什么样的

终端满足需求。作为系统开发商，我们希望能够在早

期介入其中，在软件开发和设计系统解决方案时能具

有前瞻性。另一方面，通过下游企业能够对推动和促

进上游企业的终端产品起到一定的建议作用。在业务

上做到组建化是我们很期待的，尽可能地和客户交流

思想、梳理需求，让每个业务逻辑能够更加清晰是系

统开发的非常好的环境和基础。

杨靖：从目前医疗行业中医院移动医护的应用水

平来说，较之以前有了更加成熟和落地的应用，如：

鄂尔多斯中心医院、海军总医院、广州中医药大学第

一附属医院等，这些医院都真正实现了移动医护信息

系统在医院的落地。看到移动医疗的迅猛发展，作为

一家提供网络解决方案的公司，锐捷一直致力于为医

院提供安全、简便的技术方案，因此我们推出了 BYOD

解决方案 1.0 版本，这个解决方案包括：“X-Sense” 智

能天线；具有开放空间无线覆盖无死角、“智分” 技术解

决多办公室穿墙问题、802.11AC；实现千兆无线高性

能覆盖、“智能负载” ；大幅提升无线带机数量、“无感知” 

的易用无线安全接入、“一体化” 的设备与用户管理。

但 是 纵 观 行 业 的 整 体 发 展， 客 观 来 讲， 在

802.11AC 新时代来临的情况下，目前还没有一家医

院真正能够进行有效的落地。这与生态圈中的每一份

子都息息相关，希望我们的移动终端层面能够有更好

的支撑，现在基于 802.11AC 的无线网络已经就绪，

但是移动终端还是比较欠缺，因此我们公司也在努力

寻找合作伙伴，以期待和合作伙伴一起携手，更好地

为医院提供技术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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床旁新宠
平板电脑来到我们生活中的时间并不长，但它快速进入到医疗行业当中并在临床诊疗中发挥了巨大优势。

平板电脑所具有的 “身材虽小但内涵丰富” 的特点使它成为了移动医疗发展的重要趋势，甚至在某种程度上可以
说，平板电脑使移动医疗的价值得以更大的发挥。在看到移动医疗的迅猛发展之后，移动终端厂商为医疗行业
推荐了众多适用的平板电脑。

规 格

品牌 ThinkPad

型号 Tablet 2

体积 (mm) 262.6 × 164.6 × 9.8

净重 (g) 565

规 格

品牌 惠普

型号 HP ElitePad 900

体积 (mm) 178 × 261 × 9.2

净重 (g) 约 630

规 格

品牌 惠普

型号 HP EliteBook Revolve 810G1

体积 (mm) 212 × 285 × 22.2

净重 (g) 1.4

配 置

显示芯片 PowerVR SGX545

处理器 英特尔凌动处理器 Z2760 1.8GHz, 双核

系统内存 2GB

扩展支持 64GB

操作系统 Windows 8 专业版 32 位

配 置

显示芯片 英特尔 Graphics Media Accelerator

处理器 新一代英特尔 Z2760 凌动处理器

系统内存 2GB

扩展支持 支持 Micro SD(TF) 卡

操作系统 Windows 8 32bit (32 位简体中文版 )

配 置

显示芯片 Intel GMA HD 4000

处理器 英特尔 酷睿 i7 3687U

系统内存 12GB

扩展支持
MicroSD 插 槽、 扩 展 坞 接 头、
DisplayPort 端口、RJ-45( 以太网 ) 端口

操作系统 Windows 8 Professional edition 64bit

功 能

摄像头 双摄像头

摄像头像素 前置：200 万像素，后置：800 万像素

前置摄像头 200 万像素

后置摄像头 800 万像素

功 能

摄像头 双摄像头

摄像头像素 800 万像素

前置摄像头 1080P 前置摄像头

后置摄像头 800 万像素

功 能

摄像头 集成摄像头

摄像头像素 720PHD4 高清摄像头

前置摄像头 720PHD4 高清摄像头

产品信息

上市时间 2013 年 2 月

支持语言 支持多国语言

产品信息

上市时间 2013 年 3 月 12 日

支持语言 支持多国语言

产品信息

上市时间 2013 年 5 月 8 日

支持语言 支持多国语言

电 源

电池类型 锂电池

电池容量 10 小时左右

电 源

电池类型 2 芯聚合物锂电池

电池容量 25 WHr

电 源

电池类型 6 芯锂电池

电池容量 4400 毫安

音 效

麦克风 耳机 / 麦克风二合一接口

音 效

麦克风 双麦克风

音 效

麦克风 波束双麦克风

显 示

屏幕尺寸 10.1 英寸

屏幕比例 16:9

屏幕分辨率 1366 × 768

显 示

屏幕尺寸 10.1 英寸 WXGA 宽视角显示器

屏幕比例 16:10

屏幕分辨率 1280 × 800

显 示

屏幕尺寸 11.6 英寸

屏幕比例 16:9

屏幕分辨率 1366x768

连 接

Wi-Fi 功能 支持 802.11a/b/g/n 无线协议

蓝牙功能 蓝牙 4.0

连 接

Wi-Fi 功能 支持 802.11a/b/g/n 无线协议

蓝牙功能 蓝牙 4.0 模块

连 接

Wi-Fi 功能 支持 802.11b/g/n 无线协议

蓝牙功能 支持蓝牙功能

端 口

USB 接口 1 × USB2.0，1 × Micro-USB

端 口

USB 接口 配备惠普 ElitePad USB 适配器端 口

USB 接口 2 × USB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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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 格

品牌 Acer

型号 TravelMate X313

体积 (mm) 295 × 191 × 9.95

净重 (g) 790

规 格

品牌 DELL

型号 Latitude 10

体积 (mm) 274 × 176.6 × 15.9

净重 (g) 668

规 格

品牌 Acer

型号 W510P

体积 (mm) 258.5 × 167.5 × 8.8

净重 (g) 580

规 格

品牌 Acer

型号 W3-801P

体积 (mm) 218.96 × 134.9 × 11.35

净重 (g) 498

配 置

显示芯片 英特尔高清显卡

处理器 酷睿双核 i5/i3 处理器 / 奔腾双核

系统内存 2GB

扩展支持 60/120G SSD 硬盘

操作系统 Windows 8 专业版

配 置

显示芯片 英特尔高清显卡

处理器 英特尔凌动处理 Z2760

系统内存 2GB

扩展支持 64G SSD 硬盘

操作系统 Windows 8 专业版

配 置

处理器
英特尔凌动处理器，Z2760 1.8GHz，
1.5GHz HFM，600MHz LFM

系统内存 2GB

操作系统 Windows 8 Pro，32 位

配 置

显示芯片 英特尔高清显卡

处理器 英特尔凌动处理器 Z2760

系统内存 2GB

扩展支持 64G SSD 硬盘

操作系统 Windows 8 专业版

功 能

摄像头 双摄像头

摄像头像素 -

前置摄像头 1080p

后置摄像头 720p

功 能

摄像头 双摄像头

摄像头像素 -

前置摄像头 200 万像素

后置摄像头 800 万像素

功 能

摄像头 双摄像头

摄像头像素 -

前置摄像头 1080p

后置摄像头 1080p

功 能

摄像头 双摄像头

摄像头像素 -

前置摄像头 集成式 720P

后置摄像头 800 万像素

产品信息

上市时间 2013 年 7 月

支持语言 多语言

产品信息

上市时间 2013 年 1 月

支持语言 多语言

产品信息

上市时间 2013 年 8 月

支持语言 多语言

电 源

电池类型 锂聚合物电池

电池容量 5280mAh

电 源

电池类型 锂聚合物电池

电池容量 3540mAh

电 源

电池类型 锂聚合物电池

电池容量 两芯 3400mAh

音 效

麦克风 有

音 效

麦克风 有

音 效

麦克风 有

显 示

屏幕尺寸 11.6" 高亮 LED 背光屏幕

屏幕比例 16:9

屏幕分辨率 1366 × 768

显 示

屏幕尺寸 10.1" 高清 IPS 高亮 LED 背光屏幕

屏幕比例 16:9

屏幕分辨率 1366 × 768

显 示

屏幕尺寸 10.1 英寸

屏幕分辨率 1366 × 768

显 示

屏幕尺寸 8.1" 高清 IPS，LED 背光屏幕

屏幕比例 16:10

屏幕分辨率 1280 × 800

连 接

Wi-Fi 功能 802.11a/b/g/n 无线网卡

蓝牙功能 蓝牙 4.0

连 接

Wi-Fi 功能 802.11a/b/g/n 无线网卡

蓝牙功能 蓝牙 4.0

连 接

Wi-Fi 功能 802.11 b/g/n 无线网卡

蓝牙功能 蓝牙 4.0

端 口

USB 接口 1 × USB 3.0

端 口

USB 接口 Micro USB × 1

端 口

USB 接口 Micro USB × 1

端 口

USB 接口 1 × USB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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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别报道” 栏目倾注了编辑、记者最多的心血和汗水。每每完成一期专题的制作，编辑们总会有

些新的感悟和思考。借用 “编辑手记”，愿与大家分享。也欢迎大家在微博上与我们互动：http://weibo.

com/248640185。

开展移动医疗建设是医院管理水平的体现，

优化临床诊疗流程是移动医疗最明显的价值体现之

一。一提到移动医疗，大家自然而然的就会想到移

动推车、PDA 和平板电脑，就会想到它们在外观上

的明显区别，以及这些区别所决定的各自优势。

这三种移动医疗的模式看似都是在移动中完成

且优化诊疗流程，但是仔细分析却又区别很大。平

板电脑在医疗行业应用之初，大家仍然沿袭着之前

的应用观念：有些医院觉得移动推车太大、太累赘，

所以就把电脑中的信息系统直接安装在了平板电脑

上；另有些医院则是觉得 PDA 无法方便的实现大

量文字书写需求，而采用平板电脑之后就可以在原

有的系统上书写文字，记录更加丰富的内容。但这

些远远不是平板电脑及其优势为医护人员带来的

全部。

与读者一起共塑和分享创新理念是本刊一直以

来都在追求与努力的。此次 “特别报道” 栏目中，我

们提出了以平板电脑为终端，移动医护信息系统为

基础的 “床旁医嘱” 创新理念。此概念的提出也同样

基于这样的初衷。“床旁医嘱” 的核心思想在之前的

报道中已经强调，是医生拿着平板电脑能够在患者

床边仅登陆一个系统就能看到电子病历、医嘱、检

验报告、影像数据等所有信息，以辅助其临床决策，

为患者提供最准确、及时的诊疗服务。而在梳理流

程方面，床旁医嘱定义的流程相对于之前的转抄、

反复核对医嘱的环节来说是极大的优化。在栏目的

执行过程中我们采访了来自英特尔、移动终端、移

动医护信息系统开发商、网络设备提供商，以及目

前正在探索床旁医嘱新模式的医院。在这些专家的

采访中，我们最突出的感受就是医院对于床旁医嘱

的迫切需求和良好的应用体验。无论是在淄博中心

医院还是在鄂尔多斯中心医院，两位工作在临床一

线的护士长都对床旁医嘱给予了充分肯定，并对流

程优化带来的差错率减少极为认可。特别是淄博市

中心医院，他们只上线了床旁医嘱系统，而没有上

线移动护士工作站，无论是护理部主任还是护士长

都因为体会到了移动医疗的便利之后，迫切希望医

院上线移动护士工作站。不难看出，创新理念带来

的革命性体验对于医护人员的震动和感染力。

当然，床旁医嘱肯定不是一蹴而就的，就像

英特尔（中国）有限公司行业合作与解决方案部数

字医疗中国区经理黄庆春所说，它的成功需要是整

个 “生态圈” 的共同协作。在成功应用的两家医院当 

中，我们看到的是 “一把手” 工程的执行力度和效率，

看到的是各家厂商之间的通力合作。就像淄博市中

心医院副院长李波所说，虽然他们医院的移动医生

工作站是电子病历系统开发商来做的，但在医院的

协调和组织下，HIS 系统开发商的支持为系统的成

功上线和应用做出了很大贡献，淄博市中心医院的

经验是各家公司一起友好协作才能把系统做好。而

北京嘉和美康信息技术有限公司市场总监朱杰在探

讨中提出的，“医嘱数据的广义电子病历数据的重要

组成，医嘱流程的临床、财务双重属性使得其长期

以来一直存在于传统 HIS 系统和 EMR 系统的夹缝

中，床头移动医嘱的设计仍然需要两个系统的后台

数据集成，但是这种新的技术实现形态和面向医疗

服务场景设计模块的思路为将来 HIS 系统与 EMR

系统的边界划分提出了建设性思路” 这一观点则为

床旁医嘱如何实现提出了深远性思考。

当前的数字化医院建设正在追求精细化管理的

道路上不断延伸。精细化管理一定不仅仅是管理上

的井井有条，在这五个字的背后是医院诊疗和管理

流程的优化。相信先进的 IT 技术将会不断地进入到

医疗行业服务于医护人员和患者，而信息化的创新

更会为医院带来更大的价值与理念的革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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