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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G+医疗”的前景着实令人兴奋，不过，专家认为，现阶段其仍面
临发展的瓶颈和风险，需要理性对待。

“5G组网还在初期，应用尚待开发，新装备和技术还有待完善。”
国家远程医疗与互联网医学中心主任卢清君认为，“5G+医疗”目前面
临组网贵、成本高、迭代难等难题，而且，5G通信的持久性和稳定性还
有待观察。

人工智能是5G技术的重要应用方向。卢清君说，人工智能长于逻
辑，却并不知道复杂的因果关系。而且，医学伦理和医患责任的建立、
法规的干预、经济模式的干预，都对人工智能的设计模型影响巨大。

“临床是不允许出错的，不允许有波动。”卢清君说，当5G组网还
处于不稳定状态时，临床应用一定要谨慎。

医疗行业是数据密集型行业，随着数据生成和共享行为增加，医
疗数据加速积累，这对采集、存储、管理等提出了更高要求。迪斯杰
（北京）数据管理技术有限公司董事长兼总裁韩宏坤认为，数据能否
“秒级分享”，关系到上下转诊的速度、病人获取信息的速度等，这都需
要“医学大脑”来进行实时的“数据治理”。

一些专家还认为，适应5G等技术变革带来的医疗健康业态新变
化，公立医院治理结构、人事与薪酬制度、医疗服务定价、支付制度等
都需要相应做出改变。同时，国家在医疗服务质量安全、结果评价等
方面的监管也要加强。 据新华社

研究显示
女性夜间开灯睡觉
容易胖

新华社电 除了吃得多运动
少以外，夜里开灯睡觉可能会让
人变得肥胖。美国一项新研究
显示，晚上睡觉时室内开着灯或
开着电视可能造成女性体重增
加。

这项研究10日发表在《美
国医学会杂志·内科学卷》上，揭
示了人造光照射与体重之间存
在关系。

美国国家卫生研究院的科
研人员对 43722 名 35 岁到 74
岁的女性进行问卷调查，受调查
者不上夜班，没有怀孕，也没有
癌症或心血管疾病病史。她们
在调查中需选择自己晚上睡觉
时是否无光、有小夜灯、有室外
灯光以及有室内灯光或开着电
视，并提供她们的体重、身高、腰
围、臀围和身体质量指数。

对比这些人大约5年之后
的身体数据，研究人员发现，有
室内灯光或开着电视时，受调查
者体重增加5公斤以上的机会
增加17%；室外有灯光与体重增
加关系较为轻微；使用小夜灯与
体重增加无关。

研究人员说，人类进化已适
应了白天明亮、夜间黑暗的自然
环境，夜晚曝露在人造光下会改
变激素水平、生理节律等，增加
肥胖等健康风险。

5G时代的“互联网+医疗健康”什么样？
——来自博鳌亚洲论坛全球健康论坛大会的观察与思考

随着中国正式发放5G商用牌
照，5G技术开始走进人们的生活。
有了5G“加持”，医疗服务将发生哪
些变化？正在青岛举行的博鳌亚洲
论坛全球健康论坛大会上，“5G+医
疗”成为热议话题。从专家描绘的
图景中人们看到，5G技术将大大提
高医疗服务的整体效能，推动健康
服务体系发展和模式重构，深刻改
变人们的就医体验。

颠覆医疗健康服务生态
5G技术和医疗相遇，会擦出怎样

的火花？专家给出了许多人们意想不
到的答案。

“未来病房可能不再需要医疗监
护仪，而是通过信息贴片，把病人的信
息利用5G网络快速传到工作站”“重
症监护室查房可以通过远程操作机器
人实现”“在急救车里就能调阅病人以
往的电子病例，开具各种检查单，实现
急救前移”……5G技术大大拓展了医
疗健康服务的空间和内容。

“医疗场景的网络需求非常大，而
大带宽、低时延、安全是5G的典型特
征，这恰恰符合未来医疗发展需求。”
互联网医疗系统与应用国家工程实验
室主任赵杰说，5G将彻底颠覆现在医
疗的生态。随着5G技术与医疗服务
需求融合，院内设备互联、院间医疗业
务的开展以及院外应急救治和区域医
疗系统有机结合，都有望快速实现。

据赵杰介绍，互联网医疗系统与
应用国家工程实验室已在全国实现首
个5G医疗实验网的建设，并在国内
首次完成了独个场景5G医疗应用的
测试。

“5G 网络的综合性能是 4G 的
100倍，延时达到毫秒级，这使未来医
疗系统能够流畅运行。”赵杰说。

倒逼医疗服务体系变革

互联网诊疗、远程医疗和培训、电子处方+审方、家庭巡诊……随
着国家陆续出台一系列政策文件和各地持续探索，“互联网+医疗健
康”的形态日益丰富。专家认为，5G技术的应用，将不断扩大“互联
网+医疗健康”的外延，并重新规划医疗服务模式和体系，医学教育和
医学研究也将随之发生改变。

基于运筹学的医院病床等技术、基于时序的急性胰腺炎最佳手术
预判模型、基于医学图像临床疾病的预测诊断模型……四川大学华西
医院党委书记、华西生物医学大数据中心主任张伟认为，预测干预医
学将在新型健康医疗服务模式和管理中得到应用，而由大数据、人工
智能驱动的诊断治疗抉择，可能让手术路径发生改变，降低患者致残
率、致死率。

“慢病管理服务也将出现新业态。”张伟说，慢病早期具有不确定
性的时候可以进行定制化治疗，后期则可以利用可穿戴设备、传感器
等手段实现标准化治疗。

远程可视技术、生物传感器和感应传感器的连接、图像识别技术
下的影像诊断技术……专家认为，这些技术联合起来，移动互联下的
医疗服务模式将出现医疗服务平台化、去机构化的趋势。

“大数据、人工智能不可能让医生失业，但是不懂大数据和人工智
能的医生会失业。”张伟说，基于“新医科”的新时代医学教育体系变革
将会发生，医学人才知识体系需要重构，比如，理工医交叉复合型人才
的培养、护理及健康管理人员的分类等。

技术、配套、监管一个都不能少

超乎想象

拓展外延

循序渐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