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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特尔® vPro® 平台如何在疫情期间
帮助一线医护工作实现转型
University Hospitals Bristol and Weston NHS Foundation Trust (UHBW) 采取重大举措，
借英特尔® vPro® 平台上线率先走上数字化转型之路。
Rhys Wathan，英特尔（英国）健康与生命

Chris Brett 是来自 University Hospitals Bristol and Weston NHS Foundation Trust

科学部门客户经理

(UHBW) 的 PC 技术支持人员，在他看来，英特尔® vPro® 平台是新冠肺炎疫情期间带来

Chris Brett，University Hospitals Bristol

颠覆性改变的一项技术。Chris 当前负责为该信托机构提供抗击全球疫情所需的技术支持。

and Weston NHS Foundation Trust, PC

2020 年初新冠肺炎疫情开始爆发之时，他指导 UHBW 采用英特尔® vPro® 平台进行技术

技术支持人员

升级。他认为此举是以技术转型应对史无前例的疫情大爆发的有效方法：“当时我们正在
进行重大技术升级，就在这时，新冠肺炎疫情来袭。自此，英特尔® vPro® 平台一直是
我们应对疫情的核心手段。”
转向采用英特尔® vPro® 技术是开拓性数字化战略的组成部分。这一战略将 UHBW 推至
NHS 信托机构实现数字化转型的前沿。英特尔® vPro® 平台专为商务而设计。它为企业
带来了多种出色功能，可将计算终端变成更值得信赖且维护良好的生产力工具。它在医疗
领域表现最突出的特色之一便是它的远程管理能力：抗击新冠肺炎病毒过程更凸显了这一
能力的重要性。

“过去有这样的情况，例如，护士不仅要同时应对多个一线医护服务需求，还要努力对付
PC，”Chris 说，“采用英特尔® vPro® 技术的一大好处是，我们可以切实为他们的 PC
使用提供远程支持。事实上，我们就像真的坐在 PC 前一样，几乎可以进行所有操作，
这的确具有颠覆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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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之所以能够实现这种支持水平，要归功于英特尔® vPro® 平台

英特尔拥有一支健康与生命科学专职团队，他们的职责是确保合作

中的英特尔® 主动管理技术以及英特尔提供的免费工具之一——

伙伴和客户能够了解最新技术以及懂得如何充分利用这些技术。

英特尔® 端点管理助手（英特尔® EMA)。英特尔® 主动管理技术

借助英特尔生态系统的相关专业知识，健康与生命科学团队得以

实现了有线与无线连接状态下对公司网络内外设备的管理，实现了

利用一系列重要技术，支持 NHS 信托机构应对业务与技术挑战。

对每台终端设备更为安全的硬件级远程接入。有了该技术，即使

在本文的具体案例中，这意味着双方之间不断互动以及提供具体的

设备已关机或者操作系统并未良好运行，亦可远程接入和管理

部署支援，助力 UHBW 能够采用英特尔® vPro® 平台并做出调整，

该设备。集成了英特尔® vPro® 平台的桌面 PC、一体机、笔记本

以便更加无缝高效地利用该平台。

电脑乃至数字标牌和自助终端机等设备，都可以提供该技术。

英特尔® vPro® 技术是 UHBW 实施更广泛的数字化转型战略的

“我们知道在医疗环境中，英特尔® vPro® 技术能够带来巨大改变，

重要组成部分。UHBW 是 2020 年 4 月 University Hospitals

有助客户实现根本优势，”英特尔（英国）健康与生命科学部门

Bristol NHS Foundation Trust 和 Weston Area Health NHS

客户经理 Rhys Wathan 表示，“从小诊所到大医院，这项技术可

Trust 合并后组建的，目前拥有 13,000 名 NHS 人员，为英国

为多家需求各异的 NHS 医院更加无缝地开展工作提供支持。”

布里斯托、韦斯顿和西南地区超过 500,000 核心人口提供医护

在其众多真实场景下的优势中，有一项是：英特尔® vPro® 平台可
与现有系统相结合，大大推动远程管理能力的提升。对于 IT 团队
来说，不得不到卫生标准非常严格的医疗环境现场解决 IT 问题是
一个棘手的问题。通常情况下，医院只允许他们在没有病人或
医务人员在场的情况下进入现场。“IT 人员响应的速度越慢，那些
重点区域——无论是手术室还是诊所——恢复正常的时间就越长，

服务 1。作为英国 217 家2 NHS 信托机构之一，UHBW 在疫情
爆发前就已开始逐步向英特尔® vPro® 技术过渡，首个重大部署
当时已准备就绪并计划于 2 月份启动。毫无疑问，因为要优先应对
突增的远程办公需求和其他紧急任务，平台上线工作暂停了一小段
时间。结果，部署工作于 2020 年年中开始，目前已在多处部署了
超过 200 台搭载英特尔® vPro® 技术的设备。

这很可能会严重影响病人的诊疗结果，”英特尔的 Wathan 补充道，

最初上线平台的有 Bristol Royal Infirmary (BRI) 和 Bristol Royal

“平台的远程管理能力让 IT 技术支持人员能够更加迅速地做出

Hospital for Children (BRHC) 的手术室，外加 BRI、Bristol

响应，从而缩短宕机时间。”

Haematology and Oncology Centre (BHOC) 和放射性药物学

缩短宕机时间也能在成本方面产生积极影响。英特尔® vPro® 技术
除了能帮助 IT 团队提高响应速度外，还能让 NHS 信托机构的 IT
团队大大节省时间和成本。到现场提供 IT 支持代价高昂，尤其是
在 IT 人员不得不在非正常工作时间到场的情况下。由于能够消除
这些方面的需要，这项技术成为了 NHS 一种低本高效的资源。

方面的三个实验室。这次部署还包括 BRI、BRCH、Bristol Heart
Institute (BHI) 和 St Michael’s Hospital (STMH) 的重症监护室
(ICU)。随着可供使用的 PC 的外形规格的增加，UHBW 得以更加
灵活地放置 PC。
University Hospitals Bristol and Weston NHS Foundation Trust：https://www.nhs.uk/
Services/Trusts/Overview/DefaultView.aspx?id=130
2
NHS Providers，在英国抗击新冠肺炎病毒：https://nhsproviders.org/confronting-coronavirus-in-the-nhs/forewor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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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可以将它们藏在墙上的显示屏后，从而减少安装又大又笨的

(MEMO) 的监督，现在改由信息管理与技术 (IM&T) 团队负责。

壁挂式机箱的需求。借助会议室内英特尔® vPro® 技术支持的显示

这意味可以最大程度减少接触，因为基于英特尔® vPro® 平台的

屏，IT 团队可以对紧急请求做出响应，并能够远程迅速予以解决。

新系统无需 IT 工程师到现场就能得到有效管理。

“我们在医护人员中心服务站安装了运用英特尔® vPro® 技术的显示

UHBW 是创新的个中老手，从某种程度上来说也是数字化转型的

屏，这样他们就能即时看到所有病床的整体情况和所需的数据，”

开路先锋。它当选为全球数字典范 (GDE)。GDE 属于一项 NHS

Chris 对此解释道，“也就是说，他们不必到每个病床边去查看

计划，目的是表彰某些在数字化程度上更加成熟的 NHS 信托机构。

显示每个患者个人数据的 PC，他们在一个地方就可以看到全部，

这些 NHS 信托机构获得资助，帮助他们加速完成数字化转型的

因此立刻就会知道哪里需要支持。”

剩余进程。GDE 们是国际认可的 NHS 提供商，他们通过运用先进

可以说，远程管理从未像疫情期间这么重要。虽然过去曾使用过

的数字化技术和信息，实现医护质量的提升。

其他解决方案，但英特尔® vPro® 技术是硬件层面的集成。“尽管

目前，GDE 计划中有 17 家 NHS 信托机构，其目的是让他们分享

我们一直有能力使用软件产品远程控制机器，但他们会有某些

各自的经验教训，让其他 NHS 信托机构尽可能紧随其后，完成

特定的要求，”UHBW 的支持服务负责人 Simon Jones 解释道，

数字化转型。作为 GDE，UHBW 针对不同系统制定了蓝图，并与

“他们对操作系统有要求，并且需要运行某些东西。英特尔® vPro®

其他 NHS 信托机构分享，帮助他们加快数字化转型步伐，最终

技术为我们做的是在机器陷入某种状态时解决问题，这点非常

挽救更多生命。“身为 GDE，我们可以真正成为其他 NHS 信托

重要。之前我们做的基本就是去找出那台机器，手动重启并处理

机构的开路先锋，帮助大家扫清前行道路上的障碍，”Jones 表示，

存在的问题，然后再将它放回去。有了英特尔® vPro® 平台，我们

“在 GDE 计划中，我们与‘紧密追随的’信托机构合作。他们能够

完全可以远程对机器进行映像重置，让它恢复工作状态。”

看到我们完成的工作，从我们的错误中学习，帮助他们实现数字化

显然，英特尔® vPro® 平台硬件级远程管理能力带来的便利对 UHBW
来说是一项强有力的优势。这一强大的远程管理能力的第二个主要

转型。我们的紧密追随者包括伦敦的 Whittington Health NHS
Trust。”

优势是，它让 IT 支持人员无需与医务人员和患者接触。甚至在

GDE 计划是 NHS 数字化长期计划的一部分。NHSX 于 2019 年

新冠肺炎疫情爆发前，这对某些区域（如 ICU 和有着严格准入

成立，目的是加速数字技术的普及。其宗旨是研究最佳实践，

要求的实验室）来说就已非常重要。在这些区域，必须穿戴个人

制定 IT 总体战略。这类事务在 NHSX 成立之前是由多个机构分别

防护设备 (PPE)。自疫情爆发以来，降低病毒传播风险的需求不可

进行的。NHSX 希望整个 NHS 向数字化转型将有助于尽早对疾病

避免地成为所有医疗环境下的首要任务。UHBW ICU 病房的电子

进行诊断、解放医护人员时间以及让患者能够更好地关注自己的

观察系统之前是受 Medical Equipment Management Organisation

身心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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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用英特尔® vPro® 平台这类技术是 NHS 实现数字化转型的重要举措之一，而 UHBW 的先驱精神将有助于引领转型之路。在很多情况
下，技术得到充分运用的最好证明是你甚至没有注意到它的存在——在全球疫情爆发期间，这一点更是重要。在英特尔® vPro® 平台的
支持下，ICU 及其他重要部门的 IT 系统“隐身”起来，让医术精湛的医疗团队能够从事各自至关重要且具有挑战性的工作。
“我们的技术能够在各种与生命赛跑的情况下为一线 NHS 团队提供有力支持，对此我们深感自豪，”英特尔的 Wathan 总结道，“除了
赋予 IT 团队远程管理能力外，英特尔® vPro® 技术还具备稳定、安全和性能强大等特点。它运用一整套工具，帮助 IT 团队应对新冠肺炎
疫情带来的挑战。未来，它将继续帮助他们为临床医疗队伍提供支持。作为数字化转型的主力军，UHBW 是英特尔® vPro® 平台如何
做到在极其艰难的时刻帮助 NHS 信托机构支持日益数字化的工作环境的力证。”

更多信息，请见：
英特尔面对新冠肺炎疫情做出的响应：https://intel.co.uk/covid19
英特尔® vPro® 平台：http://intel.cn/vpro

来源
1) University Hospitals Bristol and Weston NHS Foundation Trust：https://www.nhs.uk/Services/Trusts/Overview/DefaultView.aspx?id=130
2) NHS Providers，在英国抗击新冠肺炎病毒：https://nhsproviders.org/confronting-coronavirus-in-the-nhs/forewor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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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般提示和法律声明
英特尔并不控制或审计第三方数据。请您审查该内容，咨询其他来源，并确认提及数据是否准确。
英特尔技术可能需要支持的硬件、软件或服务得以激活。
没有任何产品或组件是绝对安全的。
您的成本和结果可能会有所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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