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上车即入院”，上海首辆 5G救护车投用
院前院内急救“零时差”对接，心梗抢救“门球时间”再压缩 15分钟

上海首辆 5G 版 120 救护车昨天试

水成功 ！ 随着上海市第一人民医院联

合市医疗急救中心成功完成全市首例

5G 救护车院前院内急救演习 ， “5G+

急救” 医疗应用将提速生命抢救效率，

构建城市急救新格局。

今年被称为 “5G 商用元年 ”。 5G

是第五代移动通信技术的简称 ， 其仅

1毫秒的传输时延、 10 倍连接数密度等

性能 ， 让业界专家对其赋能医疗充满

期待。

120 医生戴上 AR 眼
镜， 医院急诊医生被 “带
上”救护车

“再让我看一下患者的心电图数

据！” “患者哪个部位痛？ 再指给我看

一下！” ……昨天， 市一医院虹口院区

急诊抢救室内 ， 急诊危重病科主任王

瑞兰和心内科医生张治一边盯着显示

屏 ， 一边与正向医院飞驰而来的救护

车上的急救人员对话。

显示屏实时显示着患者的心电图、

血氧饱和度等生命体征信息 ， 更神奇

的是 ， 救护车上发生的一切———从患

者的手指动作 ， 乃至脸部细微表情 ，

都清楚地实时同步在市一医院急诊 5G

指挥中心的大屏上 。 这正是 120 急救

医生佩戴 AR 眼镜看到的第一视角的图

像， 换言之， 当 120 医生戴上 AR （增

强现实 ） 眼镜 ， 相当于把医院急诊医

生 “带上 ” 救护车 ， 仿佛置身第一现

场， 参与急救！

“这个病人主诉胸痛 ， 结合问诊

和心电图结果 ， 排除主动脉夹层 、 肺

栓塞 ， 可确定是心肌梗塞 ， 得尽快用

抗血栓药物， 通知心导管室待命。” 市

一医院医生通过 5G 指挥中心屏幕与救

护车上人员沟通信息的同时 ， 医院内

部抢救流程也同步启动。

此时 ， 这辆救护车距离市一医

院还有 8 公里 ， 约 10 分钟后 ， 救护

车抵达医院 ， 急诊危重病科 、 心内

科等相应学科医生已待命 。 随车家

属签完手术知情同意书后， 患者被直

接送往心导管室 ， 接受急诊手术 。 心

导管室的术前准备已经完成 ， 约 20

分钟后第一次球囊扩张为患者带来了

新生希望。

前置急救干预， 构建
急救一体化新格局

从救护车抵达医院大门 ， 到实施

球囊扩张的时间 ， 在医学上被称为

“门球时间 ”， 主要由患者到院后的初

步问诊 、 抽血化验 、 服用术前抗血栓

药物 、 患者家属签署手术同意书 、 导

管室术前准备 、 开始手术 ， 直至实施

球囊扩张这些部分组成 。 这一时间的

长短将直接决定急性心梗患者院内抢

救的成功率。

自市一医院成为 “中国胸痛中

心 ” 以来 ， 医院已优化内部急救流

程 ， “门球时间 ” 不断缩短 。 而在此

次演习中， “门球时间” 再次缩短 15

分钟！

“在抢救胸痛尤其是急性心梗患

者时 ， 差一分钟 ， 患者的结局可能是

天壤之别。” 王瑞兰说。

这宝贵的 15 分钟正是 “5G+急

救” 的新成果。 “通过 5G 网络， 急诊

医生在救护车抵达医院前就可通过车

载高清摄像头、 AR 眼镜等获得车上患

者的信息， 医院内的医生如同置身抢

救第一线 ， 毫无阻滞地视诊 。” 市一

医院信息处处长俞华告诉记者 ， 5G

技术助力下 ， 救护车到医院路上的这

段时间可以得到更好利用 ， 而救护车

一旦抵院 ， 患者就能立刻进入有效治

疗流程。

形象地说， 从被抬上这辆 5G 救护

车的那一刻起 ， 患者就相当于已经

“入院”， 急救干预进一步前置。 无疑，

这辆 5G 救护车的投用， 也在加速构建

城市的急救一体化新格局 ， 重构着医

院前、 医院内的急救新流程。

沪上医院纷纷试水 ，

“5G+”医疗备受期待

这是 5G 救护车在城市 120 急救体

系与医院急救之间的首度联合试水 。

选择市一医院 ， 除了借力这家医院内

部急救流程优化的 “好基础”， 也有技

术 “铺设 ” 的前提 。 记者了解到 ， 目

前虹口区 5G 建设已基本实现区域全覆

盖， 这是首辆 5G 救护车能在市一医院

所在的虹口区 “有效跑起来 ” 的技术

前提。

业内人士称， 随着 5G 技术进一步

覆盖、 完善， 未来 “5G+急救” 应用将

出现更多可能性。 当然在技术 “加持”

的同时 ， 也需要医疗健康服务的 “适

配”， 在互动中磨合， 也将可能重塑医

疗格局 ， 孕育新流程 、 新规范 ， 最终

让大众获益更多。

“ ‘5G+ ’ 已经不局限于急救场

景。” 市一医院院长郑兴东告诉记者 ，

自该院成立 “5G 智慧医院联合创新中

心” 以来， 5G 医疗场景应用已推出一

批创新实践 ， 除了 5G 技术应用下的

“院前院内急诊急救一体化系统 ”， 还

有基于改善患者就医体验的 “5G 版

AR 院内实景导航 ”、 与对口医疗帮扶

地遵义开通 5G 远程手术指导会诊、 5G

远程 B 超、 物联网智能后勤管理系统

等， 着力构建 5G 智慧医院新生态， 让

患者获得更好的就医体验。

记者了解到， 目前除了市一医院，

本市华山医院 、 岳阳医院等也正试水

“5G+” 高难度远程手术直播、 移动会

诊等医疗应用。

■本报记者 唐玮婕

■本报首席记者 唐闻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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陆家嘴金融城：为下一个金融增长点蓄势发力
瞄准大数据、人工智能等前沿领域，重点谋划发展金融科技

聚集起近千家银行、证券、保险等持

牌金融机构， 金融市场体系门类逐步完

备的陆家嘴金融城正为下一个金融增长

点蓄势发力。昨天，陆家嘴宣布联手国际

知名创业加速器———Plug and Play （简

称 PNP），在黄浦江畔建设一个全新的陆

家嘴金融科技产业园———陆家嘴滨江中

心基地， 吸引来自全球的金融科技企业

和技术团队在此落户。

瞄准大数据、 人工智能等新兴技术，

整座金融城将在有效防范金融风险的基

础上，促进金融业务创新发展，引入国际

知名科研院所领先的前沿技术，让金融机

构和金融科技企业在更多应用场景上碰

撞出火花。

让科创企业“直链”金融场景

PNP 是全球成立最早、 规模最大的

科技投资和创业加速器之一，已经在 28

个国家和地区建立了分支机构， 投资加

速了超过 1 万家创新企业。

“我们在全球布局了几大科技金融

孵化基地，包括纽约、硅谷、伦敦、巴黎和

东京。 ”PNP 中国执行董事兼首席执行官

徐洁平告诉记者， 位于浦东滨江中心的

陆家嘴金融科技产业园将成为 PNP 在

中国区域的金融科技孵化总部。

培育、挖掘科技领域的幼苗，“直链”

金融机构的应用场景， 从而赋能整个金

融产业的发展， 可以说这正是陆家嘴金

融城在金融科技领域的优势所在。

在徐洁平看来， 陆家嘴是一片金融

机构高度集聚的土壤， 金融科技可以驻

扎在此高速发展，“无论是银行、 保险或

者资产管理公司等都有各自不同的应用

需求，初创的科技企业通过园区的孵化，

逐渐在资本上、 市场上与这些金融机构

实现合作对接，推动业务的转型升级”。

建行、中行、蚂蚁金服扎堆集聚

“未来，国际金融中心竞争的焦点就

是在金融科技。 ”在不久前举行的陆家

嘴论坛上 ，不少业内专家都指出 ，上海

在金融科技发展方面大有可为，要积极

探索大数据 、人工智能 、云计算等技术

在金融领域的应用，把上海建成金融科

技中心。

作为上海建设国际金融中心的核

心承载区 ， 陆家嘴金融城已经培育和

集聚起一批金融科技领域优秀企业 ，

包括全国首家国有银行设立的金融科

技子公司建信金融科技 ， 全国首家商

业银行设立的金融科技子公司 、 已为

300 余家中小银行提供系统服务的兴业

数金， 基于人工智能技术、 提供大数据

风控服务的冰鉴科技， 而陆家嘴金融科

技产业园良友基地已经成为金融科技垂

直领域的孵化器和加速器 ， 入驻企业

130 余家。

值得一提的是，就在上周，中国银行

子公司中银金融科技正式揭牌， 全球第

二大资管公司先锋领航和国内互联网巨

头蚂蚁金服合资的投顾公司也在今年落

户陆家嘴。

打造全球最优金融科技生态圈

目前， 陆家嘴金融城已经联合业界

推出了金融科技“陆九条”，提出打造全

球最优金融科技生态圈计划。

“我们未来将在三个方面重点突

破。 ”陆家嘴管理局金航处处长袁冶锋表

示，首先要建立政府引导、市场主体参与

的共建共治模式， 帮助各类持牌金融机

构发布需要科技赋能的具体应用场景，

推动金融科技企业对接金融机构的科技

诉求， 构建场景触发与技术驱动相结合

的金融科技新生态体系。

其次 ， 支持监管科技的研究和应

用， 构建安全可靠的金融创新试验田。

在监管机构的指导下，鼓励和引导金融

服务运用人工智能 、 云计算等科技手

段 ，有效防范金融风险 ，提升金融服务

实体经济、服务投资者和管理风险的能

力水平，争取金融产品、技术应用、机制

创新以及重要的金融改革措施在上海

先行先试。

第三， 构建陆家嘴金融城和张江科

学城的“双城辉映”机制，优势互补，搭建

交流沟通平台， 发挥金融和科创的联动

效应， 促进优质科创项目与金融资本的

对接， 建立覆盖科技企业全生命周期的

创业投资和股权投资服务体系， 服务实

体经济转型升级。

5G 救护车的投用 ，

正加速构建城市的急救
一体化新格局，重构着医
院前、医院内的急救新流
程。 业内人士称，随着 5G

技术进一步覆盖、 完善，

未来“5G+急救”应用将出
现更多可能性 。 在技术
“加持”的同时，也需要医
疗健康服务的“适配”，在
互动中磨合，也将可能重
塑医疗格局 ， 孕育新流
程 、新规范 ，最终让大众
获益更多

雨中两度起飞，长三角航空救援再创多项“第一”

本报讯 （首席记者唐闻佳 通讯

员韩康妮） 长三角地区航空救援再次

创下多个 “第一 ”： 雨中 ！ 双飞 ！ 昨

天， 两名江苏南通严重烧伤患者搭直

升机转运至上海瑞金医院。 这是该医

院停机坪灯光系统第一次为航空医疗

救援夜航打开， 也是国内航空医疗救

援首次在雨中两度起飞、 一次接连救

援两名危重患者实现跨省医疗急救。

6 月 18 日凌晨， 南通市一小区内

由于电瓶车在楼道充电引发火灾 ， 两

名男性居民严重烧伤， 烧伤面积分别

达 85%和 73%， 均为深度烧伤合并严

重吸入性损伤。 患者立刻被送往当地

医院救治， 经南通市第一人民医院烧

伤科 、 重症监护室等科室全力救助 ，

暂时稳住了病人的病情。 事故发生后，

上海瑞金医院烧伤科主任刘琰第一时

间赶赴当地医院指导抢救。

据上海瑞金医院烧伤科张勤主任

医师介绍， 两位患者在当地医院已进

行充分液体复苏和气管切开， 以及进

行呼吸机辅助通气， 但病情危重 。 综

合多方因素后， 航空转运至上海接受

救治的方案被提出。

重度烧伤患者转运是航空医疗的

难点！ 瑞金医院是上海市航空救援中

心基地医院， 也是筹备中的国家航空

医学救援基地。 该建设项目牵头人之

一， 瑞金医院副院长、 急诊专家陈尔

真说， 大面积深度烧伤合并吸入性损

伤患者， 往往有严重休克和呼吸功能

障碍 ， 实施航空转运风险较大 ， 这

类患者的转运被认为是航空医疗中

的难点 。

而据飞行员介绍， 雨天飞行尤其

要注意减速慢行， 并且要确保可见度

不低于 2 公里。

最终 ， 在当地医院全力协作下 ，

医务人员为转运做好充分准备 。 就在

昨天下午， 南通两名重症烧伤患者经

直升机转运， 分别在 17 时 15 分 、 18

时 40 分顺利抵达上海瑞金医院门诊大

楼停机坪。

这是国内首次在雨天进行的航空

转运， 也是第一次连续接收两名危重

烧伤患者实现跨省急救。

在停机坪待命的烧伤科医务人员、

航空救援小组队员迅速将患者转运至

烧伤急诊 ， 进行进一步检查和治疗 。

“本次成功转运可以为今后更多严重烧

伤患者顺利转运积累宝贵经验 ， 也为

规范危重病人航空转运打下扎实基础。

此外， 严重创伤患者转运后病理生理

学变化也是国内外研究重点， 瑞金医

院将聚焦该难点 ， 进行更多有益探

索。” 陈尔真说。

昨天下午， 南通两名重症烧伤患者经直升机转运， 分别在 17 时 15 分、 18 时
40 分顺利抵达上海瑞金医院门诊大楼停机坪。 在停机坪待命的烧伤科医务人员 、

航空救援小组队员迅速将患者转运至烧伤急诊， 进行进一步检查和治疗。 这是国内
首次在雨天进行的航空转运， 也是第一次连续接收两名危重烧伤患者实现跨省急救

直升机平安抵达瑞金医院停机坪。 （瑞金医院供图）

茛5G 技术助力 ， 120 救护车的所在位

置、 车上患者的生命体征信息、 车上情况都

将实时传输到市一医院的急诊大屏， 方便医

院内医生与车上救护人员互动。

（均上海市第一人民医院供图）

▲120 急救医生戴上 AR 眼镜，目之所及的画面都将实时传输到市一医

院的 5G 急救指挥中心，医院内的急诊医生如同登上救护车，医院前的急救

与医院内的急救“零时差”无缝对接，进一步为患者节约宝贵的救命时间。

视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