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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开始部署健康中国战略，推行了《“健康中国

2030”规划纲要》等行动纲领，中国电子技术标准化研究院紧密结合健

康产业数字化、信息化、智能化的发展趋势，以物联网新基建为视角和

切入点，编写了《健康物联网白皮书》。

白皮书第一章从社会需求、政策助力、产业成果等发面论述了健康

物联网产业发展的新机遇；第二章从共性基础、对象感知、互联互通、赋

能支撑等维度选取标识编码、智能卡、射频识别、短距离无线通信等健

康物联网连接技术，分析了业内健康物联网的技术实现方法；第三章梳

理了健康物联网相关标准的现状，提出了健康物联网标准化参考模型和

标准体系；第四章从产业需求出发，提出了完善标准规范、构建检测能

力和强化产业生态三个方面的工作展望。最后，白皮书给出了远程心电、

慢性病管理、智慧养老等典型场景案例。

白皮书希望为业内学者、企业、科研机构提供健康物联网领域相关

知识和经验，为健康物联网产业高质量发展、新业态快速孵化、新模式

深化落地提供参考。

前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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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健康物联网产业发展迎来新机遇

（一）产业发展迎合社会需求

健康物联网是以标识编码、智能卡、射频识别、短距离无线通信为

代表的物联网技术进一步赋能保健、养老、医疗、公共卫生、社区服务

等传统领域，促进形成了主动健康、智慧养老、慢性病管理、传染病防

控、健康社区等新业态的融合应用。健康物联网是实施健康中国战略方

针的有力实施途径，是健康产业智能化发展政策的切实落地应用，同时

迎合社会发展的当下需求：

我国已迈入快速老龄化阶段，即将步入重度老年化社会。根据联合

国国际人口学会对“人口老龄化”的定义，一个国家或地区 60 周岁以上

的老年人达到总人口数的 10%，或 65 周岁以上的老年人数达到总人口数

的 7%，即为“老龄化社会”。截止 2019 年底，我国 60 周岁及以上人口

25388 万人，占总人口的 18.1%，65 周岁及以上人口 17603 万人，占总人

口的 12.6%。未来我国老龄化速度持续上升，“十四五”期间或进入中度

老龄化社会，2030 年之后 65 岁及以上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或超过 20%，

届时中国将进入重度老龄化社会。

传统养老模式弊端初现，无力适应市场需求。我国在“十二五”规

划中提出了“9073 养老模式”，即 90% 的老人依靠居家养老、7% 的老

人依靠社区养老、3% 的老人依靠机构养老。但当前传统养老模式在城市

地区凸显诸多问题：我国居家家政养老看护服务和社区日间照料的缺口

率分别超过 55% 和 70%（2019 年民政部《养老服务行业报告》数据）；

小规模家庭无法为家中的老人提供全天服务 , 缺乏专业医护经验知识。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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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养老模式效应逐步受限，无法满足市场发展需求。

康复医疗资源存在较大缺口，大面积服务实施困难。根据《中国卫

生健康统计年鉴》数据显示，截至 2018 年，中国康复专科医院数量 637

家，仅占专科医院总量的 8.1%，康复总床位 25 万张，仅占床位总量的

2.9%，每千人康复床位仅 0.18 张，尚未达到《北京市医疗卫生服务体系

规划（2016—2020 年）》中 2020 年实现常住人口每千人 0.5 张康复护理

床位的目标。康复医疗资源配备相对紧缺，限制了康复医疗服务的大面

积覆盖。

慢性病占死亡原因主导地位，慢性病管理有待强化落实。根据中国

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发布的数据，我国死亡原因排名前 10 中慢性病占据 8

位，包括中风、心脏病、慢性肺病、肺癌、肝癌、糖尿病等。《中国居

民营养与慢性病状况报告（2015 年）》显示，我国慢性病发病人数近 3 亿。

其中，65 岁以下人群慢病负担占 50%。慢性病长期监护管理模式亟需突

破。

面对我国人口快速老龄化、健康产业供需不匹配、家庭养老模式不

专业、康复医疗资源紧缺、慢性病监护管理模式亟需突破等问题，物联

网技术的引入一是将提升健康产业资源使用效能，增强市场健康服务供

给能力；二是助力提升健康产业管理水平，拓展健康产业智能化高质量服

务能力；三是进一步满足健康产业的潜在需求，整合健康产业现有资源，

促进形成产业生态化发展。

（二）政策出台助力产业发展

我国高度重视健康产业发展，自 2016 年十三五开局元年国务院印发

《“健康中国 2030”规划纲要》以来，陆续出台健康物联网相关政策提升

战略地位。借助物联网等新一代信息技术，重点强调预防为主的健康观

http://ipoipo.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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念转换，推行健康产业资源下沉，实现可持续、可负担的发展；调整健

康服务体系，逐步向早发展、早诊断、早治疗、早康复的正向闭环演进，

更好满足广大群众的健康需求。白皮书梳理了近年健康物联网领域的相

关政策，如图 1 所示。

2020 年 5 月
《关于深入推进移动
物联网全面发展的通

知工信厅通信》

2018 年 4 月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
促进“互联网 + 医疗
健康”发展的意见》

2020 年 1 月
《关于促进老年用品
产业发展的指导意见》

2019 年 6 月
《健康中国行动
（2019—2030）》

2017 年 7 月
《关于新一代人工智
能发展规划的通知》

2016 年 12 月
《“十三五”卫生与

健康规划》

重点指出制定移动物联网与垂直产业融合标准。深化推进物联网技术
与医疗养老领域融合应用，加强物联网技术标准及互联互通标准的制
定与实施，提升健康养老产业应用标准化水平。

意见强调重点研发安全便利养老照护产品，发展智慧养老产品及服务
系统，开发环境监控、养老监护设备、防走失室内外定位终端等人工
智能辅助产品。

坚持普及知识、完善服务、共建共享原则，加强公共卫生体系科技、
信息支撑，侧近政策体系基本建立，全民健康素养逐步提升，健康生
活方式加快推广。

加强群体智能健康管理，突破健康大数据分析、物联网等关键技术，
研发健康管理可穿戴设备和家庭智能健康监测设备，推动健康管理实
现从点状监测向连续监测、从短流程管理向长流程管理转变。

促进云计算、大数据、物联网、移动互联网、虚拟现实等信息技术与
健康服务的深度融合，提升健康信息服务能力。积极应用物联网技术、
可穿戴设备等，探索健康服务新模式，提高服务能力和管理水平

明确支持互联网 + 医疗健康发展的鲜明态度，包容审慎的政策导向，
强调了融合发展的重点领域和支撑体系，划出了安全监管的底线。

图 1  健康物联网产业相关政策

（三）落地应用已有初步成效

民众意识逐步向主动健康过渡。民众对健康关注度逐年提高，对高

质量健康服务需求持续上升。据国家统计局数据，2019 年全国居民人均

可支配收入 30733 元，人均医疗保健消费支出 1902 元，增长 12.9%，占

人均消费支出的比重为 8.8%；健康服务需求体现在从过去“以治疗为主”

逐渐转化为未来“以预防为主”。民众日益提升的健康诉求主要体现为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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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周期、多领域健康的迫切需要。健康需求拓展形成了预防、诊断、咨

询、护理、康复、管理等一系列专业细分领域。

健康产业成功试点示范。2017 年 2 月工业和信息化部、民政部、国

家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发布《智慧健康养老产业发展行动计划（2017-

2020）》，并在 90 个城市开展医养结合试点。截至 2019 年，三部委连

续三年已累计公示确定 117 个示范企业、225 个示范街道（乡镇）、52 个

示范基地，打造了一批智慧健康养老服务品牌，形成了龙头企业带头引

领的效应。三部委于 2020 年 10 月联合制定了《智慧健康养老产品及服

务推广目录（2020 年版）》，目录中包含可穿戴健康管理类设备、便携

式健康监测设备、自助式健康检测设备、智能养老监护设备、家庭服务

机器人五类产品共 118 项，6 类智慧健康养老服务共 120 项，为相关部门、

机构和企业采购选型提供参考。

健康产业发展初具规模。《中国大健康产业发展发展现状及趋势分析》

指出我国健康产业在当下迎来了加速发展期，行业景气度高。2014 年到

2018 年，中国的健康产业整体市场规模保持增长，2018 年市场规模超过

5 万亿元，预计 2020 年将超过 9 万亿元，增幅达 32.1%。其中，2019 年

中国智慧健康养老产业规模近 3.2 万亿元，近 3 年复合增长率超过 18%，

预计 2020 年产业规模将突破 4 万亿元（“2019 年智慧健康养老产业发展

大会”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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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物联网技术多维度赋能健康产业

（一）产业架构

健康物联网产业经过近几年的发展，逐步形成了消费者、政府部门、

互联网企业、服务机构和标准化测试认证机构多方参与的完整体系。健康

物联网产业可分为硬件设备、信息化支撑和应用服务三个主要层级，贯

穿未病、慢病、康复、健康等非医院诊疗应用场景。健康物联网产业架

构如图 2 所示。

个性化
健康管理

居家健康
养老

慢性病
管理

远程健康
咨询

生活照护 运动健身
医疗养老体检
居家场景服务，

价值体现

网络通信
健康档案
数字化

平台集成
云计算
服务

人工智能
由互联互通到
实用好用技术

体现

可穿戴健康
管理类设备

自助式健康
检测设备

家庭服务
机器人

智能养老监
护设备

便携式健康
监测设备

宝妈
健康设备
厂商

健康人群 慢病人群

老年 ……

医疗机构 体检机构

健康服
务企业

……

互联网
企业

政府部门

平台服
务商

……

消费者直接相
关，价格体现

应用
服务

标
准
化
和
测
试
认
证
机
构

上游

中游

下游

硬件
设备

信息化
支撑

未病 慢病 康复 健康 参与方

图 2　健康物联网产业架构

硬件设备层：全球健康物联网设备数量保持稳定增长，根据 BI 

Intelligence 预估 2020 年，全球健康物联网设备出货量将达到 161 万台。健

康物联网终端集成了基础支撑，具备针对特定需求的感知与运算能力，硬

件设备层是健康物联网产业架构中的服务体现节点，包括可穿戴健康管

理设备、便携式健康监测设备、自助式健康检测设备、智能养老监护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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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家庭服务机器人等，服务群体覆盖孕妇、健康人群、老年人、慢性病 

患者等。

信息化支撑层：运用信息化手段建立健康物联网平台，实现健康物

联网设备的海量连接、多种物联网协议的适配转换、个人健康档案数字

化、分布式存储与运算和人工智能区块链技术赋能。信息化支撑层是健康

物联网产业架构的技术体现节点，为上层应用服务提供信息技术工具集。

主要参与方包括互联网企业、平台服务商、政府部门等。

应用服务层：医疗机构、体检机构和健康服务企业提出健康物联

网的实际使用需求，并借助信息化支撑层的工具集实现了个性化健康管

理、居家健康养老、慢性病管理、远程健康咨询、生活照护、运动健身

等新业态应用服务。应用服务层是健康物联网产业架构的价值体现节

点。通过多途径的感知数据采集，适配各类传输协议上传至平台，利用

人工智能综合分析的能力对健康物联网设备使用者结果反馈，实现多设

备、多场景下人机协同互动的服务效果，提升消费者健康物联网的服 

务体验。

（二）技术组成

健康物联网集中物联网技术优势发力，以标识编码、安全为共性基

础；以智能卡、条码、RFID 为对象感知，增强对象全周期感知精确度；以

NFC、蓝牙技术、ZigBee、无线局域网、NB-IoT 为互联互通技术；以人

工智能、区块链、超高清视频为赋能技术，构建自动化、智能化的健康 

服务。

http://ipoipo.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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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识编码、安全 NFC、蓝牙、Zigbee、
无线局域网、NB-IoT共性基础

对象感知

互联互通

赋能支撑
智能卡、条码、RFID

超高清视频、人工智
能、区块链

图 3  健康物联网技术架构图

共性基础：健康物联网共性基础重点体现在标识编码、安全两个方

面：标识编码能够完成对设备的唯一标识，在物联网系统中互联互通定

义明确对象，安全技术保障健康物联网设备、网络和系统不受外界干扰

和攻击，确保个人信息隐私、数据安全、系统安全。

对象感知：健康物联网感知支撑由各种信息传感设备以及智能传感

系统构成，是健康物联网识别物体、采集信息的来源，包括智能卡、条

码、RFID 等。

互联互通：主要负责健康物联网技术架构中的数据传输和消息解析 ,

将经过处理的感知信息得到并的信息准确的、快速的传递给系统平台。主

要包括近场连接、短距离通信和广域网通信三种技术。

赋能支撑 : 健康物联网高质量服务依赖物联网相关赋能技术的支撑。

通过超高清视频、人工智能、区块链等赋能技术的创新，推动健康物联

网产业创新服务模式、实现生态化建设。

（三）共性基础

1. 标识编码

目前主流的标识编码技术主要包括：Handle、Ecode、OID 等。

http://ipoipo.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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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andle 标识编码体系是基于美国制造业技术体系发展的标识技术，由日

内瓦非盈利国际组织 DONA 统一管理，主要用于制造业、物流行业等；

中国物品编码中心于 2011 年提出了具有我国自主知识产权的 Ecode 国家

物联网标识体系（Entity Code for IOT）。Ecode 已广泛应用于农产品、成

品粮、红酒、茶叶、化肥、乳品、工业装备、原产地认证等领域。OID

是 ISO/IEC、ITU 两大国际标准化机构联合推动的标准体系，目前已在信

息安全、信息化医疗、网络管理、自动识别、传感器网络等领域广泛应

用。所有标识可保证全球唯一性，具有权威性。

表 1  标识编码特征汇总

分类 主要特点 应用领域

Handle

1. 成熟性：已在全球近 70 个国家开展应用；
2. 唯一性：保证标识在全球范围内唯一；
3.  安全性：标识注册、解析服务、信息管理的安全性
大大增强；

4. 兼容性：兼容现有各种标识体系；
5. 可扩展性：拥有足够容量。

工业、制造业、
物流等

Ecode

1.  自主知识产权：首个具有我国自主知识产权的标识
体系；

2.  可扩展性：容量足够大，能够实现为物联网中任意
对象分配唯一专属的编码；

3.  兼容性：它能够兼容现存的各类闭环系统的编码方
案，通过赋予行业内部编码唯一标头的方式，实现
跨系统的信息互通；

4.  方便读取：可存储于条码、二维码、电子标签等不
同载体中。

农产品、成品
粮、红酒、茶
叶、化肥、乳
品、工业装备

OID

1.  全球唯一性：OID 是 ISO、IEC、ITU 三大国际标准
化机构联合推动的标准体系，所有标识可保证全球
唯一性。

2.  自主可控性：不存在任何国际专利、知识产权、注
册费等问题。

3. 兼容性：能够兼容现有的各种标识机制（RFID 等）。

信息安全、信
息化医疗、网
络管理、自动
识别、传感网
络

http://ipoipo.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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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 OID 注册中心于 2007 年成立，负责全球唯一标识符 OID 中国分

支 1.2.156（ISO.member.china）和 2.16.156（ISO-ITU.member.china）的注册、

解析、管理以及国际备案工作，负责自主可控地实现各应用信息系统与其

他网络间的通信以及异构信息系统之间的互联互通。根据我国 OID 注册中

心公开数据，包括卫生部统计信息中心、用友医疗卫生信息系统有限公司、

北京大学人民医院在内的近 90 家健康医疗领域知名机构完成 OID 标识编

码注册，研制开发了自主知识产权、国际技术领先的 OID 标识解析系统，

用于各类对象的精准标识与信息追溯解析、数据融合互通。

OID 已广泛应用于信息安全、RFID、生物识别、医疗影像等通信

技术和信息系统等相关领域。其中，国际医疗健康信息传输与交换组织

HL7（根节点 2.16.840.1.113883）采用 OID 标识和 HL7 编码机制，目前

已对超过 4000 个 OID 进行了信息标识，包括相关的组织、算法、代码

等。HL7 的 OID 分支覆盖了日本、澳大利亚、英国、荷兰、法国、中国

等国家，应用包括了患者、医护人员、设备和系统、访客、订单、文档

等因素。我国电子病历基本架构与数据标准（WS445-2014）、电子病历

共享文档规范系列标准（WST 500-2016）和可穿戴产品分类与标识（GB/

T 37035-2018）等健康领域标准均使用 OID 编码技术，为实现健康领域数

据互联互通和产品信息追溯奠定基础。

2. 安全

健康物联网安全技术涉及多个行业且跨度较大，安全控制较其他技

术难度较大。2019 年我国发布国家标准 GB/T 22239-2019《信息安全技术 

网络安全等级保护基本要求》单独设立物联网安全章节，从安全物理环

境、安全通信网络、安全区域边界、安全计算环境和安全运维管理等角

度提出了技术要求，进一步保障物联网数据保密性和完整性、个人信息

保护、通信网络安全、移动应用和移动终端管控等方面，为健康物联网

http://ipoipo.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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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保驾护航，详见图 4。

感知节点
管理

资产管理
设备维护
管理

环境管理 介质管理
漏洞和
风险管理

网络系统
安全管理

密码管理

交更管理
安全事件
处置

外包运维
管理

备份与
恢复管理

应急预案
管理

恶意代码
防范管理

配置管理 ……

安全运维
管理

剩余信息
保护

可信验证
数据
保密性

个人信息
保护

数据
完整性

数据备份
恢复

恶意代码
防范

入侵防范

感知节点
设备安全

抗数据
重放

身份鉴别
网关节点
设备安全

数据融合
处理

访问控制 安全审计 ……

安全计算
环境

感知节点设
备护理防护

物理位置
选择

物理访问
控制

防盗窃和
防破坏

防雷击 电磁防护

防火 防水和防潮 防静电 电力供应 温湿度控制 ……

安全物理
环境

接入控制 边界防护 安全审计入侵防范 访问控制 可信验证
恶意代码和垃
圾邮件防范

……
安全区域
边界

网络架构 可信验证通信传输 ……
安全通信
网络

图 4  网络安全等级保护基本要求物联网部分示意图

同时，GB/T 37044—2018《信息安全技术物联网安全参考模型及通

用要求》针对感控安全、网络安全、应用安全、运维安全四个参考安全

分区均提出相应安全防护措施：

感控安全区：满足感知对象、控制对象及相应感知控制系统的信息

安全需求。主要保障感知对象计算资源的有限性、组网方式的多样性、物

理终端实体的易接触性等方面。

网络安全区：满足物联网网关、资源交换提供信息安全需求，其安

全要求不应低于一般通信网络的安全要求，主要保障数据汇集和预处理

的真实性及有效性、网络传输的机密性及可靠性、信息交换共享的隐私

性及可认证性。

应用安全区：满足用户的信息安全需求，负责满足系统用户的身份

认证、访问权限控制以及配合必要的运维管理等方面的安全要求，同时

http://ipoipo.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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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备一定的主动防攻击能力，充分保障系统的可靠性。

运维安全区：满足运维管控的信息安全需求，除了满足基本运行维

护所必要的安全管理保障外，更多的是需要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监管所要

求的安全保障功能。

（四）对象感知

1. 智能卡

居民健康卡是国家卫生计生委推进以基层为重点的“三个一工程”

建设重要内容，《“健康中国 2030”规划纲要》提出，到 2030 年，人人拥

有规范化的电子健康档案和功能完备的健康卡。作为一项重大民生工程，

电子健康卡服务设立官方唯一许可的患者信息收集接口，逐步取代各地

医院、政府的 3000 多个 APP 软件，从而更好地保护患者健康信息安全，

并实现居民与医疗机构之间、医疗机构相互之间、医疗机构与社会公共

服务等相关部门之间信息互通共享。

居民健康卡是国家卫生信息化“3521 工程”框架提出的基于电子健

康档案和电子病历的三级信息平台，实现医疗卫生服务跨系统、跨机构、

跨地域就医、数据交换和费用结算的智能卡，具有居民身份识别、全国

医院通用就诊、存储个人基本健康信息、承载电子病历、新农合资金结

算等医疗卫生功能，以及银行储蓄卡功能，是实现居民与医疗机构之间、

医疗机构相互之间、医疗机构与社会公共服务等相关部门之间信息互通

共享的纽带和关键。

目前，我国卫生部相继正式印发《居民健康卡技术规范》、《居民健

康卡管理办法（试行）》等指导文件，包含用户卡、安全读取模块（SAM）

卡、终端、密钥、资质管理、产品检测等六大类 15 项技术规范与管理办

法，涵盖了居民健康卡制作、发行的各个方面和环节，建立完善了居民

http://ipoipo.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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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卡制作发行标准与规范体系，构成了居民健康卡建设的框架性文件，

为标准统一、安全高效地推进居民健康卡建设奠定了坚实基础。

2. 条码

条码极大地提高了数据采集和信息处理的速度，提高了工作效率，

并为管理的科学化和现代化做出了很大贡献。随着条码在健康领域的标

识及认证方面的应用，医疗健康领域将条码与健康信息进行绑定形成健

康码，实现健康信息的数字化。

我国依据 ISO/IEC JTC1 标准转化制定了四一七条码、快速响应矩

阵码等国家标准，解决了我国应用缺乏技术和国家标准支撑的问题，提

升了各行业信息化的管理水平，为我国二维码技术的自主创新奠定了基

础。随后实际应用需求增加，根据我国国情自主研制二维码标准，为二维

码在各行业应用和普及推广积蓄了充分的力量，促进了自动识别产业的

形成。条码技术和健康领域融合在新型冠状病毒疫情中得到了体现，于

2020 年发布 GB/T 38961-2020《个人健康信息码 参考模型》、GB/T 

38962-2020《个人健康信息码 数据格式》和 GB/T 38963-2020《个人健康

信息码 应用接口》，在预防、控制和消除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危害的过程

中，快速获取个人健康的相关信息、统计某种流行病或疾病的相关信息、

管理不同地域之间的人员流动、互认健康信息业务等。

3. RFID

健康物联网领域借助 RFID 远距离识别、无需人工干预、在不可视的

情况下仍能读取、能随时写入信息、存储容量大等特点，RFID 技术在健

康管理领域包括个人健康管理、病人照护、药品器械管理、医护人员安

全管理等方面将会有广泛的应用。

RFID 技术的发展为探索智能化养老创造可能，将在老年健康管理中

http://ipoipo.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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扮演重要角色。例如养老服务机构可以通过 RFID 技术定位老年活动路线，

为老年人提供更为宽松的养老环境；医院救助机构可以通过 RFID 技术快

速查看老人的身份和病例，减少医疗事故，缩短诊断时间等。通过 RFID

技术，判别个人物品、安排提醒日程、归档运动记录。RFID 技术与智能

视频联动后，将第一时间为医疗人员提供现场画面，做到实时监管与及

时救护。

（五）互联互通

健康物联网主要涉及三种互联互通技术：近场连接技术、短距离通

信技术、广域网通信技术。

图 5  健康物联网的三种互联互通技术

1. NFC

NFC 技术不仅能够实现设备之间数据的快速、安全传输，还能通过

移动互联设备将实时采集的数据与患者历史诊疗记录进行综合和智能分

析，实现自动化智能化的实时诊疗服务。例如，将 NFC 芯片内嵌到血糖

仪或者创可贴等产品内，监视各种重要的人体生命特征，不仅了解病人

http://ipoipo.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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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前的治疗情况，还可查询与病人相关的病例，促进了医疗信息的智能

管理。

移动终端尤其是手机将在医疗保健行业发挥更加重要的作用。医

生通过 NFC 手机扫描，患者的相关信息被存储到诊疗数据库当中，同

时患者的电子病历也将及时反馈到医护人员。医生通过 NFC 手机将保

健信息传递给患者，患者也可以通过手机将自己的信息传递给医护人

员。通过这种方式，不但可加强对单个病人的疗效，而且还可建立起强

大的医疗信息数据库。因此，NFC 技术的应用将成为医疗行业下一个 

爆发点。

目前，越来越多内嵌 NFC 芯片的手机面世，随着手机 NFC 应用普及

度攀升，各种移动医疗应用，如智能处方系统、个性定制化医疗专家系

统将会逐渐进入生活。通过患者的个人电子病历卡，便可实现医疗巡检

的信息化。一部 NFC 手机结合多样化移动医疗应用，可以实现常见病的

自我救助。

2. 蓝牙

蓝牙技术协会（Bluetooth SIG）下设医疗设备工作组（MED WG）和

运动健身工作组（SF WG）致力于制定医疗、运动设备通信协议和服务

规范，并改善蓝牙设备连接、互操作和交换数据体验，通过手机、电脑

等终端对不同制造商的健康设备数据进行汇总和操作，实现身体特征数

据收集收集、分析。

截止 2020 年 6 月，蓝牙技术协会已发布体重秤、运行速度和节奏、

健身器械、心率仪、血压计、体温计、连续血糖监测等健康设备的协议

规范。同时发布《医疗设备配置文件（Health Device Profile）》、《健

康设备实施指导白皮书（Health Device Profile Implementation Guidance 

http://ipoipo.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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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hitepaper）》等指南文件，指导开发者完成蓝牙从 GATT(Generic 

Attribute Profile) 通用规范到 ISO/IEEE 11073 系列标准的格式转码。健康

物联网设备蓝牙协议工作流程如图 6 所示，健康物联网蓝牙协议模型如

图 7 所示。

蓝牙GATT协议
传感器

可转码特征数
据

不必转码特征
数据

蓝牙GATT协议数据收集器

部分特征数据不
会用于转码流程

待转码的特
定数据

转码规则
（MED、SF
协议规范）

转码后符合
ISO/IEEE11073系

列标准数据
+

ISO/IEEE11073生
态系统

管理设备

广域网

图 6  健康物联网设备蓝牙协议转码流程示意图

图 6 中基于蓝牙 GATT 协议的传感器采集了可转码特征数据，结合

MED 和 SF 工作组的设备转码规范生成符合 ISO/IEEE 11073 系列标准的

数据，最终发送至 ISO/IEEE 11073 生态的管理设备或广域网中，从而实

现健康物联网设备的数据互通与设备互操作。

L2CAP
（逻辑链路控制和适配协议）

L2CAP
（逻辑链路控制和适配协议）

MCAP
（多通道适配协议）

MCAP
（多通道适配协议）

SDP
（服务发
现协议）

SDP
（服务发
现协议）

ISO/IEEE 11073数据交换协议
（设备端）

设备特征数据转码协议

ISO/IEEE 11073数据交换协议
（管理端）

设备特征数据转码协议

服务应用（设备端） 服务应用（管理端）

设备端 管理端

图 7  健康物联网设备蓝牙协议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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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 中协议模型将 L2CAP（逻辑链路控制和适配协议）作为设备间

的基本底层蓝牙协议，建立一个或多个 L2CAP 数据通道实现通道连接。

多通道适配协议（MCAP）负责管理设备之间 L2CAP 通道的连接、断开

和重新连接。利用服务发现协议（SDP）来发现设备服务及其属性。通过

ISO/IEEE 11073-20601-2016《保健信息学 个人保健设备通信 第 20601 部

分 : 应用配置文件 最佳交换协议》和 ISO/IEEE 11073-104 系列健康设备

数据交换协议，使体重秤、温度计、血糖仪、血压计或脉搏血氧仪等设

备描述的数据按照特定格式完成传输。

最近，上海公共卫生临床中心正在使用基于蓝牙协议的连续体温传

感器来帮助对抗新型冠状病毒的传播。同时使用多个蓝牙生物传感器收

集生命体征数据，并发送至中央仪表盘，医务人员可以对其生命体征进

行监测和分析，从而减少了对病人物理性常规检查的需要，限制患者和

医务人员之间交叉感染的可能性。

3. Zigbee

ZigBee 负责制定网络层以上协议，使用 2.4GHz 波段，采用跳频技

术，ZigBee 速率慢、功率和费用低。它的基本速率是 250kb/s，当降低到

28kb/s 时，传输范围可扩大到 100m 以上，并获得更高的可靠性。具有功

耗低和网络节点容量大的特性，最多支持 255 个设备设备同时连接。

根据 ZigBee 联盟目前的标准规范。目前 ZigBee 技术支持的健康物

联网设备类型包括脉搏血氧仪、血压计、温度计、体重秤、血糖仪、胰

岛素泵、峰值呼气流量监测仪、心血管健康与活动监测仪、力量健身器

材、独立生活活动辅助、药物监测仪等。主要在 ZigBee 功能堆栈中应用

支撑子层实现 ISO/IEEE 11073 协议数据互通，ZigBee 功能堆栈架构如 

图 8 所示。

http://ipoipo.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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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8  ZigBee 功能堆栈架构

ZigBee 功能堆栈架构应用支持子层通过一套通用服务提供网络层和

应用层之间的接口，供 ZigBee 设备对象（ZDO）和制造商定义的应用对

象使用。这些服务通过两个实体提供数据实体和管理实体。数据实体负责

构建符合 ISO/IEEE 11073 协议的数据，并通过其关联的服务接口提供数

据传输服务，以实现两个或多个设备之间应用 ISO/IEEE 11073 协议进行

传输。管理实体允许应用对象与堆栈进行交互，根据两个设备的服务和

需求将其匹配在一起，用于建立、查询和删除两个设备之间的 ISO/IEEE 

11073 协议通道连接状态。基于 ZigBee 技术的健康物联网数据交互示意

如图 9 所示。

http://ipoipo.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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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9  基于 ZigBee 技术的健康物联网的 ISO/IEEE 11073 数据交互过程

协议隧道提供了 ISO/IEEE 11073 协议所需的命令和属性。服务器接

口接收 ISO/IEEE 11073 应用协议数据单元，客户端集群生成 11073 应用

协议数据单元，因此一个完整的通道同时具备服务器和客户端，才能在

两个方向上传输 ISO/IEEE 11073 消息，所有 ISO/IEEE 11073 协议隧道的

特定命令都是由客户端产生，由服务器接收。

4. 无线局域网

无线局域网技术近 20 年的发展历程，每经过 4-5 年左右无线局域网

技术就会出现一次技术变革，逐步经历 11g、11n、11ac 版本进化至如今

的 1ax（Wi-Fi 6），提高带宽增强用户体验。无线局域网的发展历程和主

要技术特点如图 10所示。目前，Wi-Fi 6（802.1ax）多路总带宽高达 9.6Gbps

是 Wi-Fi 5 的 3-4 倍，接入理论容量超过 100 台是 Wi-Fi 5 的 4 倍。同时

采用 Wi-Fi 6 的终端节点功耗节约 30% 以上，满足健康物联网终端对低功

耗的需求。

http://ipoipo.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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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0　无线局域网技术发展历程

Wi-Fi 6 在健康物联网领域主要应用于远程健康咨询与医疗影像辅助，

涉及 4K/8K 的超高清视频传输。随着视频分辨率的提升，还带来了视频

问诊画面更清晰、更流畅，图像色彩更真实的特点。一般情况下，4K 视

频流的码率是相同帧率 / 相同压缩编码方式的全高清（FHD）视频流码率

的 4 倍以上，对网络带宽的要求也随之大幅增长，如图 11 所示。Wi-Fi

承载运营级 4K 视频要求单终端至少 50M 带宽，在将来 8K 视频单终端需

要有 100M 的带宽。

图 11　4K/8K 视频的带宽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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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NB-IoT

NB-IoT 由通信行业最具权威的标准化组织 3GPP 制定，并由国际

电信联盟 ITU 批准。NB-IoT 的低时延、大容量、低功耗和高效率服务，

使远程医疗、生理参数数据的采集和传输将变得更加简单。在远程医疗

系统中，医生通过底层传感器采集到病人的生理参数，然后在近端使用

蓝牙、ZigBee 等传输到数据处理单元，远程通信则使用 NB-IoT 等蜂窝 

网络。

华为、乐心医疗和广东联通从 2016 年 11 月份开始启动合作，经过

前期方案技术沟通和设备选型，三方确定启动 NB-IoT 智能血压计产品合

作。经过近两个月的技术攻关，经过三方的共同努力，在广东联通现网

NB-IoT 网络环境下完成了智能血压计业务调试。该智能血压计在每一次

使用后，可通过 NB-IoT 无线网络自动上传相关测量数据至智能健康云平

台进行数据的分析与整理，并形成实时的健康图表及分析报告，送达至

用户手中的 APP 或者微信公众号，便于用户随时随地了解个人及其家庭

成员的健康数据，掌控健康趋势。结合 NB-IoT 低功耗、深度覆盖等技术

优势，可以增强产品的省电优势，解决了其传统产品基于 GPRS 无线回

传在部分区域信号覆盖不好，数据难以上传的问题，进一步提升了客户

的使用体验。

6. 关键特征比对

白皮书整理健康物联网常用互联互通技术的频段、传输速率、通信

距离等关键特征，经过梳理比对形成表 2。

http://ipoipo.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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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健康物联网互联互通技术特征比对

通信技术 频段 传输速率
通信
距离

优点 缺点 使用场景

NFC 13.56MHz 106kbps <10cm

功耗低，
建网速度
快，安全
性好

传输距离
近，速率
低，无法
验证身份

健康卡、
电子病历

等

ZigBee 2.4GHz 20-250bps <100m
功耗低，
自组网，
成本低

距离短、
速率低、
时延不确

定

健康护理
等传感器

Bluetooth 2.4GHz 1-24Mbps
20-

200m

功耗低，
组网简单，
成本低

距离近，
组网设备
数量少，
安全性差

传感器和
音视频近
距离传输

Wi-Fi
2.4GHz,
5GHz

< 10 Gbit/s
20-

200m

传输速度
快、距离

远

功耗高、
成本高

健康设备
高密场景，
超高清视
频传输

NB-IoT
850MHz, 
900MHz

<200kbps >15km

高可靠、
传输数据
量大、低
时延、广
覆盖

成本高、
协议复杂

时延不敏
感的海量
连接，健
康设备运
维等

7. 应用场景比对

针对各类常见互联互通技术，白皮书主要将其分类三类，详情见图

12。其中高速率（速率高于 1Mbps）以 Wi-Fi 为代表的，以视频、图片传

输为主要业务，应用场景对功率消耗不敏感，包括远程健康咨询等；中

速率（速率低于 1Mbps）以蓝牙为代表的，以音频、图片、文本传输为

主要业务，应用场景对延时要求低、功率消耗不敏感，包括居家健康养

http://ipoipo.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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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监控、慢性病管理、运动健身等；低速率（速率低于 100kbps）以 NB-

IoT、ZigBee 为代表的，以文本传输为主要业务，应用场景对功率消耗要

求高，包括可穿戴健康管理设备、便携式专用测量仪器等。

高速率
以视频、图片传输为主
要业务，对功率消耗不
敏感

中速率
以音频、图片、文本传
输为主要业务，对功率
消耗不敏感

低速率 以文本传输为主要业务，
对功率消耗要求高

低速率

<100Kbp s

中速率
<1Mbps

高速率
>1Mbps
W i - F i …

蓝 牙…

Z igbee、NFC、NB- I oT…

互联互通技术速率分布 主要业务类型和功耗要求 健康物联网应用场景

可穿戴健康管理设
备、便携式专用测
量仪器

远程健康咨询，超
高清音视频传输

居家健康养老监控、
慢性病管理、运动
健身

图 12  健康物联网互联互通应用场景比对

（六）赋能支撑

1. 区块链

面对健康产业的数据安全问题，“信息孤岛”现象严重，患者健康数

据隐私得不到保障，日益增长的个人健康管理需求得不到满足，数据监

管困难等痛点，区块链技术凭借分布式、不可篡改、可追溯等特点，可

在保障患者数据隐私的前提下，打通健康数据的信息流通，改善机构之

间互为数据孤岛的现状，重建医患之间的信任，提高行业效率。区块链

主要用于患者 ID 认证、电子病例、临床研发、药物溯源、健康保险理赔

等领域 , 为健康行业在数据共享流通、建立信任机制及流通溯源等诸多方

面作出重大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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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级分布式账本 可信工业账本 可信资产 可信流程

可信溯源可信轻账本

微服务监控

自动化创建

公有云

跨网络套件

异地灾备

混合云

分布式存储

故障恢复

加密信息管理

私账本

容器引擎

弹性伸缩

私有云

可信存证 资产渲染引擎 流程渲染引擎 可信身份验证

微智能合约 Web/App 生成 区块链浏览器

多账本

可信数字化
技术引擎

高可用
微服务

基础设施
管理

底层云
环境

富合约 轻应用

图 13  基于区块链的健康管理平台

在健康区块链上，个人可以通过授权，建立完整和安全的个人健

康档案，个人可根据个性需求将个人健康数据全部或者部分共享给健康

机构、健康服务提供商、商业保险机构等，形成健康数据的价值流动

和商业发展；在健康区块链建设逐步完善后，医生、患者、研究机构

等都可因健康信息的共享而受益。患者可享受更具专业性的个性化健

康服务，可以处理与健康相关的保险理赔结算等行业生态服务，节约

时间和费用；医生通过全面了解患者的健康档案，不仅可节约部分不

必要的重复检查时间，对患者病情和治疗提供更为准确的判断，提供

精准优质的健康服务；政府监管部门可以对行业实现更为有序、高效 

的监管。

区块链在个人健康管理应用效果尤为显著，个人对于健康数据拥有

主权，授权后来自不同渠道的健康数据可记录到健康区块链上，并且授

http://ipoipo.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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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健康服务提供商和健康服务提供商使用，根据个人生活习惯、个人病

史、个人健康体检等方面的数据分析提供健康评估、健康追踪、健康督

导和导医陪诊等专业化健康管理服务。

2. 超高清视频

超高清视频技术在健康物联网中发挥了很大的作用，随着超高清视

频技术的发展，4K 超高清分辨率 3840*2160，画面像素 830 万以上；8K

超高清分辨率 7680*4320，画面 3200 万像素以上，具有更精细的图像细

节，更强的信息承载能力和更广泛的应用范围，驱动了健康医疗行业以

视频为核心的服务转型。《超高清视频产业发展行动计划（2019-2022年）》

重点强调了加快推进内窥镜手术设备、术野显示器、医学影像诊断显示

器、会诊显示器等超高清产品研发及应用，推动超高清视频技术在远程

医疗、手术培训、医疗影像检测等方面的广泛应用。在健康物联网中，利

用超高清术摄像机、超高清医疗监视器等产品标准和超高清医疗系统应

用规范，来引导超高清视频在医疗健康行业的应用。

2018 年 7 月中国联通、阿里云、京东方等在云栖大会上展示了

5G+8K 远程会诊解决方案，通过专业级 8K 摄像机拍摄现场患者眼部，

将实时编码的 8K 视频通过 5G 网络、跨省专线传输至上海直播中心，同

步至浙江大学附属邵逸夫医院，通过 8K 超高清视频由眼科专家为患者

进行远程会诊。2019 年 3 月，中国移动、华为联合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

院，成功完成全国首例基于 5G 的远程帕金森病“脑起搏器”植入手术。

位于海南的神经外科专家通过观看 5G 网络实时传送来的 301 医院视频画

面，为手术执行提供全程指导，实现了将超高清视频应用于远程健康医 

疗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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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人工智能

在健康物联网的基础上，利用人工智能技术支持对患者数据收集分

析、疾病风险预测、影像诊断、精神健康管理、智能穿戴、虚拟助手、

临床决策支持系统的功能应用。

江南大学附属医院创新提出基于人工智能信息技术的新型 PET 动态

影像示踪剂动力学模型的辅助诊断新方法。设计了人工免疫网络全局优化

机制完成动力学模型的参数估计提高可靠性和执行效率。首次将新型的基

于人工免疫网络的 PET 分子影像动力学建模方法用于肿瘤 PET/CT 分子

影像的定量分析。这项技术提高了健康影像的智能化诊断处理能力，为

肿瘤等重大疾病早期诊断提供了无创的、定量的、新型的影像探测方法，

具有重要的经济价值和社会价值。通过无锡地区影像云平台，PET 成像

技术已经为无锡地区群众提供服务。各医院医生通过云平台可获得在江

南大学附属医院（无锡市第四人民医院）诊断的 PET 影像。

图 14  基于人工分子影像动力学建模方法

http://ipoipo.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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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健康物联网标准化进程加速

白皮书从共性基础、对象感知、互联互通、平台集成、应用服务等

方面给出健康物联网标准化现状，并设计出健康物联网标准体系供业内

参考，最后提出了健康物联网领域标准化的分析和思考。

（一）健康物联网标准化三维设计模型

健康物联网标准体系具有明显的三维特征 , 物联网技术标准维度 , 行

业应用标准的业务维度 , 以及健康物联网的产品种类维度特征。白皮书参

考了标准化三维设计模型，提出了健康物联网标准体系框架，从技术域

（X 轴）、业务域（Y 轴）和产品域（Z 轴）三个纬度视角对标准进行分

类，能够较好体现健康物联网行业特色。

技术域以物联网综合标准化技术体系框架为基础，分为：共性基础

类、对象感知类、互联互通类、平台集成类、应用服务类和共性类 5 个分

类；业务域分为：慢性病管理、居家健康养老、个性化健康管理、远程健

康咨询、运动健康辅助 5 个分类；可穿戴健康管理类设备、自助式健康

检测设备、家庭服务机器人、智能养老监护设备、便携式健康监测设备 5

个分类。各类信息标准按照不同属性和需要进行细分，并确定其子类目。

健康物联网标准体系框架概念模型中的三个属性维都是相对独立的，它

们之间相互结合而构成的立体区是相应标准体系的内容范围。图 15 中红

色区域为标准项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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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5  健康物联网标准化三维模型示意图

（二）健康物联网标准体系

健康物联网标准体系针对典型物联网技术、健康终端产品、网络互

联互通及健康服务应用等重点领域进行规划设计。形成了共性基础、对

象感知、互联互通、平台集成、赋能支撑、应用服务 6 个子分支。标准

体系主要规范了健康物联网产业共性基础架构，解决了健康物联网终端

设备互联互通难题，保障了健康物联网设备安全、信息安全和个人隐私，

借助先进赋能技术实现跨终端、跨品牌、跨领域的实用好用的健康物联

网服务应用，最终构筑完整的健康物联网产业标准化视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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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性基础 A

对象感知 A

互联互通 C

平台集成 D

赋能支撑 E

健康物联网标准体系框架

应用服务 F

标识编码 AB

元数据 AA

术语 AC

评测 AD

安全 AE

人工智能 EA

区块链 EB

超高清视频 EC

传感器 BA

智能卡 BB

条码 BC

音视频采集 BE

RFID BD

外部资源交换 DA

平台技术要求 DB

平台接口要求 DC

数据处理和分析 DD

功能流程规范 DE

网络架构 CA

近场连接 CB

短距离无线通信 CC

广域网无线通信 CD

慢性病管理 FA

居家健康养老 FB

个性化健康管理 FC

远程健康咨询 FD

运动健康辅助 FE

  

图 16  健康物联网标准体系

（三）标准化现状梳理

1. 共性基础

（1）安全

由于物联网的应用涉及到多种行业和多个领域，安全技术呈现跨度

大、产业链长且涉及传统行业，标准化成果更丰富。TC260 全国信息安

http://ipoipo.cn/


　三、健康物联网标准化进程加速

29

全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已发布相关通用安全标准 GB/T 37044—2018《信息

安全技术 物联网安全参考模型及通用要求》、GB/T 22239—2019《信息

安全技术 网络安全等级保护基本要求》等系列标准，将物联网列入了标

准规范，具有适用性好、可操作性强等特征，能够在物联网领域进行应

用。并且启动了《信息安全技术 健康医疗数据安全指南》等面向健康领

域的数据安全标准。

表 3  健康物联网安全技术标准列表

序号 标准类型 标准号 / 计划号 名称

1 国家标准 GB/T 25069-2010 信息安全技术 术语

2 国家标准 GB/T 35273-2020 信息安全技术 个人信息安全规范

3 国家标准 20193254-T-469 信息安全技术 健康医疗数据安全指南

4 国家标准 GB/T 37044—2018
信息安全技术 物联网安全参考模型及通用
要求

5 国家标准 GB/T 22239—2019 信息安全技术 网络安全等级保护基本要求

6 国家标准 GB/T 25070-2019
信息安全技术 网络安全等级保护安全设计
技术要求

7 国家标准 GB/T 28448-2019 信息安全技术 网络安全等级保护测评要求

8 国家标准 GB/T 28449-2018
信息安全技术 网络安全等级保护测评过程
指南

9 国家标准 GB/T 36958-2018
信息安全技术 网络安全等级保护安全管理
中心技术要求

10 国家标准 GB/T 37025-2018 物联网数据传输安全技术要求

11 国家标准 GB/T 36951-2018
信息安全技术 物联网感知终端应用安全技
术要求

12 国家标准 GB/T 36951-2018 物联网 感知终端应用安全技术要求

13 国家标准 GB/T 37093-2018 物联网 感知层接入通信网的安全要求

14 国家标准 GB/T 34990-2017
信息安全技术 信息系统安全管理平台技术
要求和测试评价方法

15 国家标准 GB/T 36643-2018 信息安全技术 网络安全威胁信息格式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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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标准类型 标准号 / 计划号 名称

16 国家标准 GB/T 31499-2015
信息安全技术 统一威胁管理产品技术要求
和测试评价方法

17 国家标准 GB/T 33563-2017
信息安全技术 无线局域网客户端安全技术
要求（评估保障级 2 级增强）

18 国家标准 GB/T 33565-2017
信息安全技术 无线局域网接入系统安全技
术要求（评估保障级 2 级增强 )

19 国家标准 GB/T 33746.1-2017
近场通信（NFC）安全技术要求 第 1 部分：
NFCIP-1 安全服务和协议

20 国家标准 GB/T 33746.2-2017
近场通信（NFC）安全技术要求 第 2 部分：
安全机制要求

21 国家标准 GB/T 34978-2017 移动智能终端个人信息保护技术要求

22 国家标准 GB/T 34976-2017
移动智能终端操作系统安全技术要求和测
试评价方法

23 国家标准 GB/T 34977-2017
移动智能终端数据存储安全技术要求与测
试评价方法

24 国家标准 GB/T 31507-2015 信息安全技术 智能卡通用安全检测指南

25 国家标准 GB/T 35101-2017
信息安全技术 智能卡读写机具安全技术要
求（EAL4 增强）

26 国家标准 GB/T 36950-2018 智能卡安全技术要求（EAL4+）

27 国家标准 GB/T 31507-2015 智能卡通用安全检测指南

28 国家标准 GB/T 30270-2013 信息技术 安全技术 信息技术安全性评估方法

29 国家标准 GB/T 30273-2013
信息安全技术 信息系统安全保障通用评估
指南

30 国家标准 GB/T 22081-2016 信息技术 安全技术 信息安全控制实践指南

（2）标识编码

Ecode 和 OID 标识编码在我国标准化成果丰富，Ecode 标识编码主要

由 TC287 全国物品编码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归口执行；而 OID 标识编码主

要由 TC28 全国信息技术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归口执行。标准列表见表 4。

（续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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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健康物联网标识编码标准列表

序号 标准类型 标准号 / 计划号 名称

1 国家标准 GB/T 26231-2017
信息技术 开放系统互连 对象标识符（OID）
的国家编号体系和操作规程

2 国家标准 GB/T 35299-2017
信息技术 开放系统互连 对象标识符解析
系统规范

3 国家标准 GB/T 35300-2017
信息技术 开放系统互连 解析系统运营机
构的操作规程

4 国家标准 GB/T 36461-2018  物联网标识体系 OID 应用指南

5 国家标准 GB/T 38662-2020 物联网标识体系 Ecode 标识应用指南

6 国家标准 GB/T 36604-2018 物联网标识体系 Ecode 平台接入规范

7 国家标准 GB/T 36605-2018 物联网标识体系 Ecode 解析规范

8 国家标准 GB/T 35422-2017 物联网标识体系 Ecode 的注册与管理

9 国家标准 GB/T 38660-2020 物联网标识体系 Ecode 标识系统安全机制

10 国家标准 GB/T 38663-2020 物联网标识体系 Ecode 标识体系中间件规范

11 国家标准 GB/T 35421-2017 物联网标识体系 Ecode 在射频标签中的存储

12 国家标准 GB/T 35420-2017 物联网标识体系 Ecode 在二维码中的存储

13 国家标准 GB/T 35419-2017 物联网标识体系 Ecode 在一维条码中的存储

14 国家标准 GB/T 35423-2017
物联网标识体系 Ecode 在 NFC 标签中的
存储

15 国家标准 GB/T 31866-2015 物联网标识体系 物品编码 Ecode

16 行业标准 WS 445-2014 电子病历基本架构与数据标准

17 行业标准 WST 500-2016 电子病历共享文档规范

2. 对象感知

（1）智能卡

健康物联网智能卡标准由 424-cnis（中国标准化研究院）归口及执行，

列表见表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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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  健康物联网智能卡标准列表

序号 标准类型 标准号 / 计划号 名称

1 国家标准 GB/T 21715.1-2008  
健康信息学 患者健康卡数据 第 1 部分：
总体结构

2 国家标准 GB/T 21715.2-2008  
健康信息学 患者健康卡数据 第 2 部分：
通用对象

3 国家标准 GB/T 21715.3-2008  
健康信息学 患者健康卡数据 第 3 部分：
有限临床数据

4 国家标准 GB/T 21715.4-2011  
健康信息学 患者健康卡数据 第 4 部分：
扩展临床数据

5 国家标准 20161336-T-424
健康信息学 患者健康卡数据 第 5 部分：
标识数据

6 国家标准 GB/T 21715.6-2020
健康信息学 患者健康卡数据 第 6 部分：
管理数据

7 国家标准 GB/T 21715.7-2010
健康信息学 患者健康卡数据 第 7 部分：
用药数据

8 国家标准 GB/T 21715.8-2020
健康信息学 患者健康卡数据 第 8 部分：
链接

9 国家标准 GB/T 38999-2020 健康信息学 健康卡 通用特性

10 国家标准 GB/T 38999-2020
健康信息学 健康卡 发布方标识符的编码
系统和注册程序

（2）条码

健康物联网条码领域主要形成了个人健康信息码的相关标准，由

TC28（全国信息技术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归口，列表见表 6。

表 6  健康物联网条码技术标准列表

序号 标准类型 标准号 / 计划号 名称

1 国家标准 GB/T 38961-2020 个人健康信息码 参考模型

2 国家标准 GB/T 38962-2020 个人健康信息码 数据格式

3 国家标准 GB/T 38963-2020 个人健康信息码 应用接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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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RFID

健康物联网 RFID 领域主要形成了个用于物品管理通用的 RFID 技

术标准和实现指南，主要由 TC28（全国信息技术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和 

TC159（全国自动化系统与集成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归口，列表见表 7。

表 7  健康物联网 RFID 标准列表

序号 标准类型 标准号 / 计划号 名称

1 国家标准 GB/Z 36442.1-2018 
信息技术 用于物品管理的射频识别 实现
指南 第 1 部分：无源超高频 RFID 标签

2 国家标准 GB/Z 36442.3-2018
信息技术 用于物品管理的射频识别 实现
指南 第 3 部分：超高频 RFID 读写器系统
在物流应用中的实现和操作

3 国家标准 GB/T 32830.1-2016
装备制造业 制造过程射频识别 第 1 部分：
电子标签技术要求及应用规范

4 国家标准 GB/T 32830.2-2016
装备制造业 制造过程射频识别 第 2 部分：
读写器技术要求及应用规范

5 国家标准 GB/T 32830.3-2016
装备制造业 制造过程射频识别 第 3 部分：
系统应用接口规范

3. 互联互通

（1）ISO/IEEE 11073 系列标准

国际标准化权威组织高度重视健康物联网标准化工作，自 2006 年起

国际标准化组织 ISO 制定了 ISO 11073 系列标准，主要解决了健康物联网

中设备互通互操作的问题，并以此为基础形成了“康体佳”（Continua）

健康产业联盟。目前系列标准仍在持续更新的过程中。

ISO/IEEE 11073 系列标准的提出主要规定了数据要素、信息编码

等方面的内容，实现通过跨链路、跨品牌、跨终端的互通互操作，ISO/

IEEE 11073 系列标准的实现原理如图 17 所示，标准列表见表 8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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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ersonal
Health Devices

Interfaces

Preson Health
Devices

May more devices
are compatible

Continua
CERTIFIED

Continua
CERTIFIED

Continua
CERTIFIED

Personal Health Deviees 
Secure Interface

Services Secure
Interface

HIS Secure Interface H.810(17)_F0-1

Bluetooth

Bluetooth

ISO
IEEE

HL7 HL7

IHE IHE

IEEE

IETF IETF

W3C W3C

CERTIFIED-USB
ZigBee
Alliance

Preson Health
Gateway

Health &
Fintness Service

Healthcare
Information

Service （HIS）

Service
Interface

HIS
Interface

图 17   ISO/IEEE 11073 系列标准实现原理

表 8  ISO/IEEE 11073 系列标准

序号
标准
类型

标准号 / 计划号 名称

1
国际
标准

ISO/IEEE 11073-
10102:2014

Health informatics—Point-of-care medical device 
communication—Part 10102:Nomenclature—An-
notated ECG

2
国际
标准

ISO/IEEE 11073-
10103:2014

Health informatics—Point-of-care medical device 
communication—Part 10103:Nomenclature—Im-
plantable device,cardiac

3
国际
标准

ISO/IEEE 11073-
10207:2019

Health informatics—Personal health device com-
munication—Part 10207:Domain information and 
service model for service-oriented point-of-care 
medical device communication

4
国际
标准

ISO/IEEE 11073-
10404:2010

Health informatics—Personal health device com-
munication—Part 10404:Device specialization—
Pulse oximeter

5
国际
标准

ISO/IEEE 11073-
10406:2012

Health informatics—Personal health device com-
munication—Part 10406:Device specialization—
Basic electrocardiograph(ECG)(1-to 3-lead ECG)

6
国际
标准

ISO/IEEE 11073-
10407:2010

Health informatics—Personal health device com-
munication—Part 10407:Device specialization—
Blood pressure monit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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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标准
类型

标准号 / 计划号 名称

7
国际
标准

ISO/IEEE 11073-
10408:2010

Health informatics—Personal health device com-
munication—Part 10408:Device specialization—
Thermometer

8
国际
标准

ISO/IEEE 11073-
10415:2010

Health informatics—Personal health device com-
munication—Part 10415:Device specialization—
Weighing scale

9
国际
标准

ISO/IEEE 11073-
10417:2017

Health informatics—Personal health device com-
munication—Part 10417:Device specialization—
Glucose meter

10
国际
标准

ISO/IEEE 11073-
10418:2014

Health informatics—Personal health device com-
munication—Part 10418:Device specialization—
International Normalized Ratio(INR)monitor

11
国际
标准

ISO/IEEE 11073-
10419:2019

Health informatics—Personal health device com-
munication—Part 10419:Device specialization—
Insulin pump

12
国际
标准

ISO/IEEE 11073-
10420:2012

Health informatics—Personal health device com-
munication—Part 10420:Device specialization—
Body composition analyzer

13
国际
标准

ISO/IEEE 11073-
10421:2012

Health informatics—Personal health device com-
munication—Part 10421:Device specialization—
Peak expiratory flow monitor(peak flow)

14
国际
标准

ISO/IEEE 11073-
10422:2017

Health informatics—Personal health device com-
munication—Part 10422:Device specialization—
Urine analyser

15
国际
标准

ISO/IEEE 11073-
10424:2016

Health informatics—Personal health device 
communication—Part 10424:Device special-
ization—Sleep apnoea breathing therapy equip-
ment(SABTE)

16
国际
标准

ISO/IEEE 11073-
10425:2019

Health informatics—Personal health device com-
munication—Part 10425:Device specialization—
Continuous glucose monitor(CGM)

（续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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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标准
类型

标准号 / 计划号 名称

17
国际
标准

ISO/IEEE 11073-
10427:2018

Health informatics—Personal health device com-
munication—Part 10427:Device specialization—
Power status monitor of personal health devices

18
国际
标准

ISO/IEEE 11073-
10441:2015

Health informatics—Personal health device com-
munication—Part 10441:Device specialization—
Cardiovascular fitness and activity monitor

19
国际
标准

ISO/IEEE 11073-
10442:2015

Health informatics—Personal health device com-
munication—Part 10442:Device specialization—
Strength fitness equipment

20
国际
标准

ISO/IEEE 11073-
10471:2010

Health informatics—Personal health device com-
munication—Part 10471:Device specialization-In-
dependant living activity hub

21
国际
标准

ISO/IEEE 11073-
10472:2012

Health Informatics—Personal health device com-
munication—Part 10472:Device specialization—
Medication monitor

22
国际
标准

ISO/IEEE 11073-
20101:2004

Health informatics—Point-of-care medical device 
communication—Part 20101:Application pro-
files—Base standard

23
国际
标准

ISO/IEEE 11073-
20601:2016

Health informatics—Personal health device com-
munication—Part 20601:Application profile—
Optimized exchange protocol

24
国际
标准

ISO/IEEE 11073-
20702:2018

Health informatics—Point-of-care medical device 
communication—Part 20702:Medical devices 
communication profile for web services

25
国际
标准

ISO/IEEE 11073-
30400:2012

Health informatics—Point-of-care medical device 
communication—Part 30400:Interface profile—
Cabled Ethernet

(2) 我国健康物联网设备互通互操作系列标准

健康物联网设备互通互操作系列标准主要形成团体标准，列表见 

表 9。

（续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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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9  医疗健康设备互通互操作系列标准

序号 标准类型 标准号 / 计划号 名称

1 团体标准 T/CHIA 13-2018 医疗健康物联网 人体感知信息融合模型

2 团体标准 T/CHIA 14.1-2018
医疗健康物联网 感知设备通信数据命名表 
第 1 部分：总则

3 团体标准 T/CHIA 14.2-2018
医疗健康物联网 感知设备通信数据命名表 
第 2 部分：位置标识

4 团体标准 T/CHIA 14.3-2018
医疗健康物联网 感知设备通信数据命名表 
第 3 部分：体温计

5 团体标准 T/CHIA 14.4-2018
医疗健康物联网 感知设备通信数据命名表 
第 4 部分：血氧仪

6 团体标准 T/CHIA 14.5-2018
医疗健康物联网 感知设备通信数据命名表 
第 5 部分：血压计

7 团体标准 T/CHIA 14.6-2018
医疗健康物联网 感知设备通讯数据命名表 
第 6 部分：血糖仪

8 团体标准 T/CHIA 14.7-2018
医疗健康物联网 感知设备通信数据命名表 
第 7 部分：能量检测仪

4. 平台集成

TC28 SC41 全国信息技术标准化技术委员会物联网分会在健康物联

网的平台集成领域形成了一定标准化成果，列表见表 10。

表 10  健康物联网平台集成系列标准

序号 标准类型 标准号 / 计划号 名称

1 国家标准 GB/T 37733.1-2020
传感器网络 个人健康状态远程监测 第 1
部分：总体技术要求

2 国家标准 GB/T 37733.2-2019
传感器网络 个人健康状态远程监测 第 2
部分：终端与平台接口技术要求

3 国家标准 GB/T 37733.3-2020
传感器网络 个人健康状态远程监测 第 3
部分：终端技术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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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赋能支撑

（1）超高清视频

超高清视频标准目前已经形成了先进音视频编码系列国标，主要由

TC28 全国信息技术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归口及执行；行业标准形成了《4K

超高清编码器技术要求和测量方法》并且在健康领域启动了《超高清医

用显示器技术规范》、《超高清远程会诊系统技术规范》标准计划。

表 11  健康物联网超高清标准列表

序号 标准类型 标准号 / 计划号 名称

1 国家标准 GB/T 14197-2012 音频、视频和视听系统互连的优选配接值

2 国家标准 GB/T 20090.1-2012 信息技术 先进音视频编码 第 1 部分：系统

3 国家标准 GB/T 20090.2-2013 信息技术 先进音视频编码 第 2 部分：视频

4 国家标准 GB/T 20090.4-2012
信息技术 先进音视频编码 第 4 部分：符
合性测试

5 国家标准 GB/T 20090.5-2012
信息技术 先进音视频编码 第 5 部分：参
考软件

6 国家标准 GB/T 20090.10-2013
信息技术 先进音视频编码 第 10 部分：移
动语音和音频

7 国家标准 GB/T 20090.11-2015
信息技术 先进音视频编码 第 11 部分：同
步文本

8 国家标准 GB/T 20090.12-2015
信息技术 先进音视频编码 第 12 部分：综
合场景

9 国家标准 GB/T 20090.13-2017
信息技术 先进音视频编码 第 13 部分：视
频工具集

10 国家标准 GB/T 20090.16-2016
信息技术 先进音视频编码 第 16 部分：广
播电视视频

11 行业标准 YD/T 2647-2013 IP 网络高清视频质量客观全参考评价方法

12 行业标准 CUVA 004
超高清 4K 视频服务用户体验评估算法和
参数（V1.0）

13 行业标准 GY/T 323-2019 AVS2 4K 超高清编码器技术要求和测量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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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标准类型 标准号 / 计划号 名称

14 行业标准 2019-1105T-SJ 超高清医用显示器技术规范

15 行业标准 2019-1106T-SJ 超高清远程会诊系统技术规范

（2）人工智能

目前人工智能国家标准由 TC28（全国信息技术标准化技术委员会）

归口及执行，主要在形成了相关技术的词汇标准。

表 12  健康物联网超高清标准列表

序号 标准类型 标准号 / 计划号 名称

1 国家标准 GB/T 5271.29-2006
信息技术 词汇 第 29 部分 : 人工智能 语音
识别与合成

2 国家标准 GB/T 5271.31-2006
信息技术 词汇 第 31 部分 : 人工智能 机器
学习

3 国家标准 GB/T 5271.34-2006
信息技术 词汇 第 34 部分 : 人工智能 神经
网络

4 国家标准 GB/T 5271.28-2001
信息技术 词汇 第 28 部分 : 人工智能 基本
概念与专家系统

6. 应用服务

上海物联网协会发布了系列智慧养老标准，填补了物联网在智慧养

老领域的标准化空白，列表见表 13。

表 13  健康物联网应用服务标准

序号 标准类型 标准号 / 计划号 名称

1 团体标准 T/SIOT 301-2019 智慧健康养老 居家安全服务规范

2 团体标准 T/SIOT 302-2019 智慧健康养老 长护险居家上门监管规范

3 团体标准 T/SIOT 303-2019 智慧健康养老 服务平台通用技术要求

（续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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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总结分析

共性基础领域：标识编码、物联网安全现有标准化成果丰富。Ecode、

OID 已经形成较为成熟的体系，在注册和应用方面给出了明确的技术要

求和应用方法。物联网安全在通用要求、感知设备、传输网络以及应用

服务均提出了相应的技术要求，并且我国发布的《信息安全技术 网络安

全等级保护基本要求》对物联网安全提出具体的要求，为后期开展物联

网相关产业融合提供了实施依据。

对象感知领域：智能卡、条码、RFID 等较为成熟的物联网技术具备

通用领域的标准化基础，但尚未在健康领域形成专用的标准。未来应加

强物联网基础技术在健康领域的标准化探索，形成具有健康领域技术特

征的标准化成果。

互联互通领域：健康物联网产业互联互通主要参考国际化标准组织

成果，在互联方面主要使用设备互联参照蓝牙、ZigBee、NFC、Wi-Fi 等

网络技术，在数据互通方面参照 ISO/IEEE 11073、HL7 等国际协议；反

观国内健康领域标准化仅有少量团体标准支撑。建议加大对成熟的国际

标准采标力度，填补国内健康物联网互联互通标准化的空白。

平台集成领域：我国在健康医疗平台建设方面已有大量成功落地应

用，具备可借鉴成熟经验。同时，在健康物联网平台集成标准化方面成果

初现，已发布个人健康状态远程监测系列标准，对终端设备、平台功能

和服务接口提出了设计方法和技术要求。建议继续加强健康物联网平台

集成标准的自主研发力度，引导产业实际的成功经验向标准规范迁移。

赋能支撑领域：超高清视频在通用编码技术和测量技术形成了标准

化成果，并且启动了在健康领域的超高清视频应用标准研制计划；人工智

能和区块链目前处于基础标准研制阶段，在健康领域的应用仍属空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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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用服务领域：部分团体标准针对健康养老领域开展标准制定工作，

形成了居家安全服务、监管等规范，在地方企业范围中形成影响力。应

用服务标准应结合产业实情提出国家标准立项需求，广泛征集技术提案，

确保应用服务标准的实施效力。

总体来看，健康物联网行业已萌生标准规范意识，在部分细分技术

领域和应用场景下已经形成了显著的标准化成果。但国内缺少直接对口

的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尚未顶层规划健康物联网标准体系，标准的领域

范围、技术内容难以协调统一，可能出现标准成果重叠、部分技术和使

用场景标准缺失、技术理解不一致的现象，难以形成以产业共识为基础

的发展凝聚力。长远角度看，需要以标准化技术手段形成健康物联网产

业发展的内在驱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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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健康物联网产业未来发展方向

（一）完善健康物联网技术标准与服务规范

标准规范是实现行业监管的重要方法。我国健康物联网产业的发展

仍然处于起步阶段，尚未出现成熟的发展模式和完整的行业规范。工信

部、卫健委、民政部等部门共同鼓励支持健康物联网领域的公司企业、

科研机构、行业协会和组织成立标准化工作机构，制定健康物联网产品

标准和服务规范。加快制定物联网技术在健康领域融合应用标准，自下

而上的丰富互联互通、平台集成、赋能支撑、应用服务等尚属空白的领

域标准。

（二）建立健康物联网权威客观评价检测机制

健康物联网的客观权威评价是指导建设健康物联网系统的重要

支撑。同类健康物联网产品建立统一的评测指标体系，规范测试流

程，可包括系统功能性、安全性、兼容性、稳定性等评价体系。建立

健康物联网评价体系，能够为健康物联网服务企业提供相对准确的定

量测评，从而明确健康物联网实施应用的成效，同时发现产品技术存

在的问题，对明确今后的发展方向以及加强市场监管都具有指导性作

用，可为健康物联网应用的进一步应用规划和生产效率的持续改进提供 

基础。

（三）孵化健康物联网产业联盟

联合健康物联网产业上下游企业、科研机构、咨询服务机构，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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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组成以技术创新、标准制订、产业应用目标的产业联盟，形成我

国健康物联网发展凝聚力，切实推动联盟与医疗机构、养老机构和

健康服务企业开展应用合作，打通行业产品设计、网络互连、平台

互通壁垒，积聚行业头部优势力量整体提升我国健康物联网产业影 

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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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健康物联网典型应用案例

  案例一：基于物联网技术的远程心电健康系统

（一）项目概况

远程心电技术与服务作为智慧医疗与健康物联网中的一个重要组成

部分。2018 年 7 月 12 日，国家卫健委发布《关于深入开展“互联网 + 医

疗健康”便民惠民活动的通知》，指出要推广“基层检查、上级诊断”模式，

拓展基层卫生信息系统远程心电检测等功能，积极应用智能辅助诊断系

统，提升基层医疗服务能力和效率。

心血管疾病是危害人类生命健康最大的疾病，是本世纪世界各国公

共医疗服务面临的最大挑战之一。党中央、国务院《医药卫生体制改革

近期重点实施方案》提出“疾病防治重心前移，显著提高疾病的诊断和

防治能力”。

目前临床常用的数据采集方式滞后，导致很多患者不能在发病时

得到及时地救助以至于延误最佳抢救时机。本项目利用智慧医疗与健

康物联网技术打造的“心血管疾病大数据防控平台”，从根本上解决 

问题。

1. 项目简介

翰林经纬科技有限公司简称翰纬医疗作为亚洲远程心电第三方服务

领军企业，主要应用心电大数据和 AI 技术服务于各级医疗机构的“物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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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 + 智慧医疗”并且集研发、生产、销售、服务为一体的企业，公司自

主研发 12 导联动态心电监护仪、家用心律计、24 小时实时传播技术系统

和医百分健康管理系统，为各级医疗机构心血管病人与潜在的需要预防

的心血管疾病人群，亚健康人群进行 24 小时实时的心电、血压、血氧、

血糖等监测 / 预警、检测 / 诊断分析服务。

·实时采集、自动传输
·24h 直播监护预警
·智能可扩展（血压、血氧等）

·基于三千万心电数据片段自学习
·国家心血管病中心制定预警规范
·全职医生团队双重保障、质控体系

智能
可穿戴设备 人工智能

实现无地域、无时间限制的实时采集与监测网络

智能化远程监测终端 + 云端大数据平台

翰纬远程心电服务云平台

图 18   远程心电健康系统主要技术

翰纬医疗在全国建立了多家 24 小时实时远程心电监护监护预警平台，

应用 12 导动态心电同步实时传播技术与 12 导联动态心电监护仪，围绕院

前急救、院内监护、院外分级诊疗及院后术后康复等几大体系将心电数

据云端传输，多终端共享，连接各省市县镇乡村，让心电数据直达专家，

缩短了诊断时间，提升了抢救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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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I 技术为医疗赋能】

·快速  30 秒发现心脏高危风险，高敏
感性与时效性

·智能  AI 大数据分析，弥补基层医生
技术能力不足

·提效  数据预处理技术，分析时间 20
分钟 -->3 分钟

·无界  无线物联展技术，打破地域限
制全方位覆盖

【动态心电监测和检测】

【常规心电监测和检测】

【云平台】

图 19   远程心电健康系统和人工智能技术融合

十一年以来，翰纬医疗在远程心电技术研发和服务上赢得了全国

4500 多家使用医疗机构的好评和客户的认可。目前累计心电数据量达亿

人次以上，每年抢救心肌梗死患者达 8-10 万人次以上。如 2014 年起天津

胸科医院与翰纬医疗联手共同搭建远程心电网络，以翰纬医疗心电云平

台为载体；通过院内“绿色通道”建设、急救中心联合救治、社区患者教

育、基层医院患者转诊等方式，实现了院前、院内患者救治的无缝对接，

成为胸痛中心推广、名扬全国的“天津模式”，实现了远程心电实时传

输和基层医疗单位心电图远程会诊；实现优质专家资源共享，解决了基

层医疗单位专业人才缺少、诊断水平薄弱等问题，也解决了患者就医难，

预约时间长的困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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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项目目标

分析系统

华为云中心

办公楼、住宅
家庭 WIFI

子女查询

工作人员
局域网络第三方数据分

析中心
全国各地医疗机构
及疫情防控指挥部

5G/4G

采集

采集

居民

居民

安全防火墙 云数据中心

监控中心

管理员

互联网

图 20   远程心电健康系统拓扑

（1）实现医院内信息互联互通

利用目前国内最先进的动态心电监测仪将患者与监护平台联通，替

代传统动态心电（holter）及床旁心电监护，可实时监护预警患者，实现

国家卫健委提出的“互联网 + 医疗健康”技术的临床应用。

（2）实现院际心电互联互通

建立起“基层检测、集中诊断 / 监护、分散治疗”的远程服务模式，

实现“政府出政策、医院出品牌、企业出资金、第三方出服务”的全新智

慧医疗服务体系， 共同解决当前“看病难，看病贵”的问题。能够有效

弥补基层医疗在检验检测、医疗诊断水平上的不足，以及监护资源的不

足。通过物联网技术，汇总三甲医院的核心优势医疗资源，以联网方式提

升基层医疗能力，将国务院“基层首诊、双向转诊、急慢分治、上下联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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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十六字医改方针落地。将区域内大型三甲医院心电图室或心内科与各

下级县区医院、社区医院、镇医院、村卫生室联通。让群众就近享受到

市医院专家服务，避免病人来回奔波，降低病人看病费用，落实国家“分

级诊疗”政策。

（3）实现医院到家庭的健康信息互联互通

将动态心电与中心平台对接，实现离院病人的医疗康复跟踪监测随

访和健康管理，做到早发现、早治疗，真正做到“未病早防，已病早治”。

落实《“健康中国 2030”规划纲要》预防为主理念，提高了医院的服务形

象，营造了和谐的医患关系，又提高了病友及家属的满意度。通过医院

与地区的联动，最终组成一个纵贯地区的心血管急性事件预防控制中心。

将传统的“等待”患者发病地医疗模式创新变为“主动发现”需要干预患

者的现代医疗模式，形成社会高危人群异常事件监测筛查—医院诊疗—

出院后康复随访监护的现代医疗服务体系。

3. 涉及到的关键技术

利用全球领先、亚洲最先进的移动可穿戴设备——动态心电监护仪，

为心血管疾病患者及隐匿性患病人群进行佩戴，设备数据通过网络实时

上传至心电云平台监护中心，监护中心系统通过大数据分析技术分析异

常心电数据，对存在急性心梗、冠心病等风险的患者进行预警，让其尽

早就医或采取预防措施，从而避免急性心血管疾病事件的发生。

（二）项目实施概况

1. 项目主要内容

在当地优选一家二级或三级医院作为当地地区远程心电监测中心。

以此为中心，在下辖镇和街道主要医院建立下级心电数据采集点，同时

在各社区、卫生院、卫生室搭建常规心电联网系统软硬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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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平台建设系统、设备、技术支撑等服务；提供维修及技术保障；

提供心电专家团队云端服务。

2. 项目架构

实现了对 12 导联同步、实时、动态采集、无线传输心
电信号数据和远程实时监测，由翰纬平台提供报告。

实时心
电监测

医生分
析判读

上传
数据

病人
戴机

解决
方案

服务流程

简单
易操作

图 21  远程心电健康系统服务示意图

多参数健康监测平台

居家 养老机构

·慢病管理
·康复管理
·健康监测
·健康指导
·健康档案

·医疗指导
·远程会诊
·远程监护
·康复指导
·转诊急救

医疗机构

分级医疗协同联动平台

第三方监测分析服务

支撑

图 22  远程心电健康系统管理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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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项目创新点和实施效果

1. 项目先进性及创新点

（1）建立了远程动态心电危急值预警标准。临床应用超过 10 年

无一例临床事件纠纷；项目临床应用 10 年，积累了 400 万 + 的十二导

联同步、24 小时的远程动态心电数据，数据覆盖除港澳台之外的全国

所有省市自治区；远程动态心电监护算法和动态心电预分析算法基于上

述心电大数据基础上深度学习和训练而成，算法具有较高的准确度和泛 

化能力。

（1）无地域限制。患者佩戴远程心电监护仪，智能终端利用 4G 或

5G 无线网络将心电数据实时传输到翰纬云平台，翰纬医生端第一时间

掌握患者心律失常和心肌梗死情况。该设备可有效替代传统 holter 和床

旁监护仪，翰纬云平台和监护预警服务平台可有效降低虚警量，减轻医

疗机构护士的工作量。数据量处于全球领先，目前已积累亿级以上心电

大数据库，可进行 AI 模型训练和数据挖掘、建立远程心电危急值预警 

标准。

2. 实施效果

（1）政府得政绩

助力医院与基层医疗机构协同发展，方便百姓看病就医；助于

合理配置医疗资源，实现医疗服务均等化，构建有序就诊秩序，有效

缓解百姓看病难、看病贵的问题；优质资源下沉，将患者有效分流到

适宜医院，提高医疗服务体系整体绩效，提升医疗资源和医保资金利 

用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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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林长春新区

陕西榆林

河北刑台桥东区

河南新乡国家高新区

辽宁锦州市

山东滕州市

图 23  远程心电健康系统实施效果

（2）百姓得实惠

方便百姓就医，降低就医成本；检查同质化，实现医疗机构之间检

查的互认，减少重复检查、降低患者诊疗费用；改变百姓无序的就医习

惯，医保报销比例也倾向基层，让百姓得到更多实惠；实时监控实现异

常心电及时发现实时提醒患者及时就诊，争取抢救时间保障生命安全。

（3）医院得发展

使得乡镇、社区居民在社区医院就能享受大医院的医疗服务。通过

连续培训提高基层医务人员医疗水平，提升基层医疗卫生服务能、力；

实现院内心电信息化共享，简化心电图判读流程，提高工作效率； 拓展

服务项目，提高心电检查对临床的诊断意义；数字化管理患者心电数据，

方便临床查阅与进行科研分析数据；利用互联网技术，为各层级医疗机

构提供心电数据实时传输、层级业务协同，实现上级医疗技术资源全面

覆盖下级各个基层医疗机构。

有效解决区域内基层医疗机构心电诊断技术力量薄弱、部分诊断项

实现区域内心电诊断“同质化”，区域危急值“管理同步化”部分诊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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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缺失的问题。实现区域内心电诊断“同质化”，区域危急值“管理

同步化”

 案例二：“物联网 + 健康扶贫”健康管理平台

（一）项目概况

针对城乡地区性专科疾病及并发症的健康筛查解决方案了解城乡地

区基于心脑血管疾病、高血压等慢性疾病的健康筛查诊疗及康复需求与

应用情况，结合各级（市 -区 /县 -街道 -乡镇 -居民）医疗机构的功能定位，

通过便捷的健康体检设备，依托于统一健康自主管理连续服务体系，形

成城乡地区专科疾病及并发症的健康筛查解决方案。基于物联网、人工智

能的智能化多功能体检设备及心脑血管病筛查技术进行推广，联合基层

的医疗卫生机构，将有效降低慢病的发病率、致残率和死亡率，同时控

制心脑血管疾病对人民的健康危害。开展筛查地区覆盖全国 6 省 10 地市，

包含青海达日、四川金阳、山东招远、河南新乡、山东淄博等，逐步提

升基层群众的全面健康。

1. 项目简介

建立覆盖健康筛查 - 教育 - 干预 - 随访全流程的健康管理和慢病防

控模式，结合各种便携式体征检测设备及健康管理信息化平台，联合基

层医疗卫生机构，通过物联网 + 信息化健康管理技术将首都医科大学宣

武医院三甲医院等优质医疗资源覆盖到基层及偏远地区，在技术层面通

过远程会诊等技术的应用实现优质医疗资源共享，同时提供基层医生的

远程教育服务，以及面向全人群的健康教育移动端、小程序等推广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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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现全人群的健康管理和慢病防控。

2. 项目目标

将健康管理云平台、智能体检筛查设备、物联网会诊平台和物联网

远程会诊平台应用于基层地区的慢病管理过程中，结合基层医疗机构，

在面向基层全人群的健康筛查、基层医疗人员和群众的培训与教育、干

预随访工作中得到充分应用，对心脑血管疾病多发地区等进行慢病防控

工作。面对普通群众，借助健康筛查，有效控制疾病的恶化，提供健康教

育渠道；面对基层医疗机构，通过平台的智能辅助诊断功能来辅助诊断，

实现基层慢病防控；面对政府，通过各基层的医疗机构采集的数据进行

总体分析，掌握行政区域内的疾病分布情况及总体健康情况，辅助制定

健康战略决策。从而联合基层医疗机构与优质的医疗资源，通过物联网

技术形成覆盖全人群的全流程慢病整体防控管理体系。

3. 涉及到的关键技术

（1）产品优化和集成研究

针对基层社区卫生机构部署针对基层贫困地区发病率高、死亡率高、

疾病负担高的慢性疾病和重点健康问题，集成应用筛查设备和系统，开

展智能化筛查采集并构建数据库，通过优化和推广应用数字化健康医疗

智能设备，随时随地监测个人健康信息。在现有产品基础上，优化和研究

可穿戴智能检测设备，降低芯片与平台功耗，提升续航时长；降低产品重

量，提升佩戴体验。通过为个体提供基于物联网技术的多参数生命体征智

能监测终端，主动监测个体生命体征数据，通过持续分析体征数据变化，

通过健康风险分级分层评估和预测预警模型，主动提示风险因素和危险

等级，并通过连接区域综合健康管理平台，形成地域性健康大数据库和

健康管理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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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健康管理信息化系统的建设

针对偏远地区卫生检测信息化基础建设及应用缺失的难题，基于全

健康过程的智能管理服务技术提高健康管理水平和危险因素控制效率，

以及综合健康管理在全人群中的大数据模型的应用，建设基于健康主动

连续服务平台管理平台和健康管理公众号。利用云计算、大数据等技术

进行结构化、半结构化、非结构化数据的采集与分析处理。依托基层医

疗机构，开展面向全人群全健康流程结合的主动健康管理应用示范，形

成主动健康管理连续应用体系。

（二）项目实施概况

1. 项目主要内容

项目团队通过实地考察基层地区卫生信息化建设应用情况，针对基

层地区在心脑血管疾病筛查和管理方面的缺失和空白，与当地政府部门

共同联合开展“物联网 +健康”精准扶贫试点项目，并针对性地提出了“物

联网 + 健康”精准扶贫项目建设方案，目前项目开展情况良好，已经覆

盖全国 6 省 10 地市，地区包含青海达日、四川金阳、山东招远、河南新

乡、山东淄博等，详细建设方案如下：

（1）推进信息系统建设

基于基层慢病防控和健康管理的目标和需求，项目团队建设了基于

物联网的健康保障工作平台，可实现居民健康信息、移动筛查超声影像、

健康体检数据等的存储，构建居民电子健康档案。平台按照 ASCVD 风

险评估模型，自动对健康数据进行综合性评估，筛查出心脑血管病低危、

中危和高危人群，支撑包括高血压、高血脂、心脑血管疾病的移动筛查、

健康随访、疾病预防和教育培训等工作的开展。

在基层地区，项目团队联合政府、县级医院部门共同建设“健康扶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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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列微信公众号，其公众号有设置健康课堂和健康管理模块，针对全体

居民开展健康筛查和健康知识的普及、教育工作。健康课堂主要通过视

频课件普及心脑血管疾病防治和健康管理相关知识；健康管理模块用于

个人用户通过手机端实时查看自己的体检数据，使用户能够及时了解自

己的健康状况。

图 24   健康管理平台个人情况实时显示

（2）开展健康筛查工作

项目团队联合当地卫健委，依托于当地医疗机构，乡镇卫生院等医

务机构开展了针对全人群的健康档案立档建卡工作，包含青海达日、四

川金阳、山东招远、河南新乡、山东淄博等共完成建档人数近一万人。基

于部署的健康保障平台、健康体检一体机等移动化、便携式设备，开展了

针对建档立卡户的血压、血糖、血脂等心脑血管病高危因素筛查工作。

目前，健康筛查主要以 35 岁以上人群为重点，在全国多地区使用便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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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多参数健康检测一体机及颈动脉超声设备，由医务人员针对居民开展定

期或流动的心脑血管疾病高危因素筛查工作，设备支持集中式体检筛查和

下乡入户式体检筛查多种场景。在各贫困地区筛查工作开展情况如下：

青海达日县

项目团队多次深入青海达日县调研，通过实地考察发现该地区具有

高寒、缺氧、低气压等气候特征，加之当地饮食和生活习惯等原因，长

期以来，当地居民一直是心脑血管系统疾病的高发群体，结合当地的医

疗卫生需求，在达日县人民医院以及全县 10 个乡镇卫生院开展上山下乡

健康筛查服务，通过无线颈动脉超声仪，有效的提高了包虫病和心脑血

管疾病的知晓率。

图 25  青海达日县筛查情况统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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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金阳县

在四川金阳县，从项目团队开展筛查工作以来已累计为 2700 多名群

众进行了筛查，其中包括 1000 多例超声筛查，发现血压异常率为 43%，

血脂异常率为 36%，颈动脉斑块异常率为 17%，相较于以往大大提高了

筛查诊断的效率。

图 26  四川金阳县筛查情况统计

山东招远

在山东招远地区，第一批健康筛查于 2019 年 11 月开始，仅一个月

时间已经开展健康筛查 1786 人，筛查出高血压高危人群 263 例，由北京

专业医师团队开展了多次远程诊断、在线问诊，从而有效解决了基层诊

断专业能力不足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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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7  山东招远筛查情况统计

同时，项目团队针对筛查出的异常人群进行综合性评估，以《中国

成人血压、血脂异常防治指南》为基础，根据危险因素将人群分为低危、

中危、高危人群。开展分层分级的随访干预管理，对于低危人群，由医师

团队进行健康教育，建议增加运动时间，控制饮食等方式进行干预；对于

中危人群，除了进行健康教育和生活方式干预，医师团队还将每三个月

进行一次回访，检测健康指标；对于高危人群，将使用药物干预，强调

规范降压，降脂治疗，持续监测病情变化情况，建议每隔十天自检血压，

血脂，并由当地医生团队至少每 3 个月随访 1 次。通过干预管理，使这

部分异常人群的血压、血脂得到有效控制，避免了冠心病、脑卒中等心

脑血管疾病的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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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干预随访工作

项目提供从筛查、宣教、远程会诊、干预到健康管理的闭环心脑健

康管理服务。通过健康设备进行筛查体检后，平台利用大数据技术自动进

行风险等级评估，依托于远程会诊提供物联网健康咨询服务，与当地基

层医院及乡镇卫生院进行对接，引入北京宣武医院等三甲医院专家资源，

根据患者危险因素、健康指标及风险等级评估结果，给出相应的诊疗建

议，其中包括营养指导、运动指导、生活指导、心理干预等措施。

针对于筛查后的中高危人群及疑难杂症人群进行主动干预管理，借

助缺血预适应训练仪等智能设备，激发机体产生内源性抗缺血、缺氧的

保护物质，增强心、脑、肾等生命重要器官对未来发生致死性缺血损伤

的耐受能力，从而发挥预防与保护作用。  

项目以《中国成人血压、血脂异常防治指南》为基础，开展分层分

级的随访管理。针对低危患者：提倡患者每月自测血压和体重 1 次，由

社区家庭医生团队每 6 个月随访 1 次，监测血脂、血压、饮食、体重控

制情况和生活方式、运动时间，进行健康教育和非药物干预措施，治疗

原则主要是生活方式干预。

针对中危患者：提倡患者每半个月自测血压和体重 1 次，由社区家

庭医生团队至少每 3 个月随访 1 次，监测血压、血脂、饮食、体重控制情

况和生活方式、运动时间，进行健康教育和治疗性生活方式的干预措施，

治疗原则是生活方式干预加药物干预。

针对高危患者：提倡患者每 10 天自测血压和体重 1 次，由社区家庭

医生团队至少每 3 个月随访 1 次，监测病情变化、用药情况等，有针对

性健康教育和治疗性生活方式的干预措施，强调规范降脂治疗，注意药

物疗效、不良反应和治疗依从性 ; 加强靶器官损害和血脂异常临床合并症

的早期监测和诊断，治疗原则是药物干预加生活方式干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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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开展教育培训

a）开展针对全体居民的健康教育工作。

居民健康意识的提升是开展慢病管理的关键。项目团队通过建设的

“健康扶贫”系列微信公众号，设置健康课堂和健康教育板块，开展面

向全体居民的健康普及和教育工作，提高大众对高血压、糖尿病等心脑

血管疾病危害的认识，普及心血管病防治健康知识，提升居民健康生活

和健康管理意识。

在今年疫情爆发的第一时间内，微信公众号同步上线了疫情助理功

能，实现疫情防控、疫情状况实时发布、疫情地图等功能，支持新冠肺炎

自行筛查，并且上线了新型冠状病毒疫情防控教育——《疫情课堂》栏目，

介绍了新型冠状病毒注意事项及防控办法，为基层用户普及新冠知识。

              

图 28  定制化推荐健康课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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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针对医务人员的培训教育工作。

项目团队多次开展心脑血管病筛查技术与心脑血管病防治专项培训，

提高医务人员对心脑血管疾病危险因素的健康管理及服务能力。以血压、

血脂、血糖等心脑血管疾病危险因素为主题，依托综合性医疗机构，通

过远程物联网专题培训、现场指导等方式，开展基层医生心脑血管疾病

危险因素综合防治管理的专科能力提升培训，规范和提高医务人员对心

脑血管疾病高危人群的发现、诊疗和管理水平。先后联合宣武医院、北京

医院、中日友好医院和“物联网医疗诊治技术国家工程实验室”专家赴

贫困县开展技术培训，在各贫困地区开展针对冠心病患者日常保健和血

脑血管疾病患者护理的培训工作，有效提升基层医务人员慢病防治能力。

在此基础上结合医联体建设，积极探索上下级医疗机构联动的医师培训

模式。

图 29   开展远程专题培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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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项目架构

·�互联网 + 健康管理平台
构建，形成居民电子健
康档案

·�对健康数据自动评估

核心
技术

健康管理
云平台

健康管理平台 健康检测一体机

健康筛查数据分析 远程咨询 / 会诊系统

无线智能彩超 智能监测床垫 公众号、小程序

核心
业务

·�基于互联网、人工智能
的心脑血管疾病筛查

·�8 大评估量表

基于微信公众号和小程序
的健康知识普及和教育

互联网 + 健康管理
信息化系统

互联网 +
健康监测设备

睡眠健康
监测

用户端公众
号、小程序

平台构建 宣教 筛查

图 30 “物联网 + 健康扶贫”平台框架

针对城乡地区专科疾病及并发症的健康筛查解决方案了解城乡地

区基于心脑血管疾病、高血压等慢性疾病的健康筛查诊疗及康复需求

与应用情况，结合各级医疗机构的功能定位，通过便捷的健康体检设

备，依托于统一健康自主管理连续服务体系，形成城乡地区专科疾病

及并发症的健康筛查解决方案。其次，促进信息化手段等技术解决方

案的应用示范：心脑血管疾病共同危险因素控制技术应用；大数据与

人工智能 AI 技术应用，基于大数据处理技术对健康知识图谱的专业

健康测评形成健康数据趋势图、康复及慢病风险评估提示。通过人工

智能技术，将基本公共卫生服务工作内容，设计各心脑血管疾病影响

因素健康管理模块，将发病风险评估、自动化识别等工具植入健康管

理系统中，辅助基层医生提供辅助诊断，有效提高医务人员工作效率。

第三，促进城乡一体化自主健康管理服务。依托心脑血管疾病、高血

压等慢性疾病的医疗模块功能配置和医疗流程，通过研发系列标准规

范，物联网信息化技术与医疗健康服务深度融合，建立连续、主动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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疗健康服务医疗质量管理与控制体系，构建城乡地区主动医疗区域管

理规范及其主动健康型区域医疗服务联合体模式和评价规范，有效提

高当地医疗水平。

（三）项目创新点和实施效果

1. 项目先进性及创新点

（1）健康监测及调控产品的优化与集成与综合健康管理效果的相关

性研究创新，针对自主健康管理需求，研究突出基层地区筛查设备和家

庭监测设备运用与综合健康管理效果的相关性，提供适应基层社区和家

庭使用的智能化设备。

（2）信息化健康系统的应用及数据分析方法的综合健康管理模式创

新。利用创新整合思维进行项目方案设计，使用远程、移动、智慧医疗深

度融合技术，借助大数据和 AI 人工智能技术，完成健康筛查、随访、干

预全流程管理，打造基层健康管理新模式。

2. 实施效果

（1）社会效益

目前，在我国每年约 960 万死亡人口中，85% 死于慢性病，包

括 40% 死于心脑血管疾病，并且心脑血管疾病有 80% 风险会引发不同

程度的功能障碍，而重症致残率高达 40%，一旦发病导致大幅影响个

人，家庭的生活质量，特别在贫困地区更是各种慢性病的高发多发地

区，因此慢性疾病与心脑血管疾病是群众“因病致贫因病返贫”的重要 

原因。

本项目应用“物联网 + 健康”的技术手段，解决最重要和最基础的

健康安全需求和慢病防治需求。通过智能设备采集和分析健康数据，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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贫困地区人群当前身体状况的危险因素及时的预警和干预，将大幅降低

患病风险，提高全民健康水平。

（2）经济效益

对慢病的良好控制和对健康状况的改善，将从微观经济和宏观经济

方面均带来收益。从微观层面上，个人健康状况的改善会使个人收入提

高 20%。而宏观层面，如果每年如果能够慢病死亡率下降 1%，就相当于

每年创造 2010 年国内生产总值 15% 的经济收益，而如果下降 3%，则每

年经济收益将达到 2010 年国内生产总值的 34%。不断提高我国全民健康

水平，既是经济社会发展的目的，也是促进经济增长、维护社会和谐稳

定的必要条件。

（3）可持续评价

面对贫困地区心血管病死亡率不断上升的情况，“物联网 + 健康”模

式的发展及广泛应用为解决健康扶贫面临的挑战问题提供了新契机。一方

面，可有效利用移动物联网、物联网、等技术集成开发基于便携式健康筛

查的智能终端，利用信息化手段创新进行健康筛查、随访干预、远程培训

多种模式，解决了贫困地区基层医疗水平不足问题。另一方面，基于构建

的健康筛查管理平台，借助大数据技术，为贫困地区人群提供更好的服务，

也为相关政府部门提供决策支撑。平台系统在构建初期就预留接口，后期

可灵活对接全国健康筛查数据，数据对接操作难度低，灵活方便。 

同时，项目积极响应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关于打赢脱贫攻坚战

的决定》的行动计划，将减轻因病致贫带来的社会压力，缓解贫困地区健

康资源供给侧不足的问题，针对居民高血压及心血管健康状况等核心需

求开展，并与医师资源联动，形成了良性的服务模式。为当地居民提供多

元化、全方位的健康筛查服务。有效应对“因病致贫、因病返贫”的现

实问题，同时降低了家庭支出和政府基础设施的巨大投入，缓解健康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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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紧张问题。“物联网 + 健康扶贫”项目模式创新性强，基础牢靠，具

有可持续性，并且在多个地区项目实际落地，具有极强推广价值。

 案例三：腾讯智慧养老解决方案

（一）项目概况

腾讯针对养老护理院的老年人看护需求，开展了全方位的守护技术

研发，根据不同养老院的环境、应用需求等实际情况提供可定制的智慧

养老院解决方案，包括老年人跌倒检测、禁区告警、老人定位等服务，

全面支撑养老护理场景。

1. 项目简介

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和生活水平的提高，老年人口对生活服务、生

活照料以及精神慰藉等方面提出了更高更强烈的需求，提高养老水平成

为一项社会难题。

（1）空巢、独居率高达 48.9%，养老需求高涨。老年人有两怕：一

怕失能、半失能、空巢，二怕生病。当下老年人需要更多的悉心照料以

及专业的护理服务，衍生出各种各样的养老服务需求。

（2）传统养老服务发展滞后，难以维持。我国养老服务业还处于发展

初期，养老机构发展滞后，存在着服务能力不足、专业护理人员缺乏、难于

可持续发展等一系列问题。养老服务只能更多地依赖于社会、依赖于社区。

（3）老年人口消费能力提升，对养老服务的专业性要求更高。2014—

2050 年期间，中国老年人口的消费潜力将从 4 万亿左右增长到 106 万亿

左右，GDP 占比将从 8% 左右增长到 33% 左右，老龄产业将逐渐进入到

快速发展阶段，迎来老龄产业发展黄金期。同时，政府多次发文规划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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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产业，并出台各种优惠政策及补贴政策，要求加快智能化养老发展。

2. 项目目标

腾讯智慧养老解决方案帮助深圳市养老护理院解决了老人跌倒、走

失等护理难题，提升养老院的环境安全，使老年人在养老院的生活得到

了更好的安全保障。 

3. 涉及到的关键技术

腾讯智慧养老解决方案中的物联网连接覆盖领域广，既可以接入各

种硬件、传感器等设备，又可以对接 Web 应用、小程序、公众号、APP

等各种形式的物联网应用和系统。为方便设备和应用的接入，解决方案

中采用边缘网关 / 视频网关 /API 网关等各种类型的边缘设备，将其作为

物联设备数据的集散中心，根据使用场景和业务逻辑组合优化建筑空间、

设施系统和应用服务，采用大数据、地图信息、人工智能、物联网安全

等相关技术，依托于云端强大的服务能力挖掘数据价值，通过设备数字

化、智能分析、事件告警、多系统联动等方式实现建筑场景的互联互通

与高效协同。

（二）项目实施概况

1. 项目主要内容

深圳市养老护理院联合腾讯微瓴团队的安全平台部联合打造智慧养老

平台，通过物联网实现智慧养老，助力改善养老服务体验，提升了养老机

构专业服务能力，通过不断的实践和改建，社会养老难题得到有效改善。

2. 项目架构

（1）系统架构

系统设计自下而上可分为数据采集层、微瓴平台层、基础服务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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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用系统层。系统划分逻辑如下：

数据采集层主要包括所有主动或被动提供基础数据的模块和设备。

整个解决方案都需要基于该层的设备和模块的数据进行处理和实现。

微瓴平台层向下对接数据、向上对接系统应用，集成了接口 API、各

模块的管理、权限控制、数据推送、数据通道等功能。

基础服务层基于微瓴平台提供的数据和 API， 提供增值化的数据分

析服务。包括监控分析、视频浓缩、火灾检测、地图等。

应用系统层最终呈现给用户使用的功能在应用系统层中设计和实现。

该层可以直接基于微瓴平台的数据和 API，也可以结合基础服务层所提供

的服务，实现相应的功能。

感知层

应
用
层

接入模式

微瓴扩展应用 智能照明 一码通 信息发布 资源管理 ……

能源管理 智慧停车 即视 人脸门禁 智能会议室

微瓴移动端微瓴视图

认证规范

协议转换

数据中心 物联服务

物联 API

报文规范

事件管理

应用 API

命名规范

服务代理

BIM 导入 协议接入

告警中心 安全芯片

IOT 数据 AI 接入

空间数据 SDK 接入

视频数据 边缘网关

大数据处理

应用安全

网络资源

数据安全

存储资源

网络安全

计算资源

物联安全

GPU 资源

安全审计

运营管理

运维安全

运维管理

应用接入

接入规范 调用规范

腾讯智慧建筑管理平台 

微瓴核心应用

微瓴核心组件

API 标准

API 接入

API 接入

API
GATEWAY

微瓴物联
平台

平台安全

基础设施

物联网关

协议对接

接入硬件

安防设备

电梯

闸机

能源设备

大屏设备

接入硬件

安防设备

电梯

闸机

能源设备

消防设备

消防设备

会议室设备

会议室设备

平
台
层

运
维
与
标
准
体
系

图 33   腾讯智慧养老解决方案架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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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功能展示

跌倒分析：分析无陪护的老年人行走行为是否正常， 当老年人发生

跌倒时，视频 AI 算法可以第一时间识别出来并通知医护人员，充分利用

黄金抢救时间。

图 34   跌倒分析功能展示图

禁区检测：在养老院中划定一块区域，当有老年人进入时可发出预

警信号，即告警弹窗，通知安保人员进行处理。重点关注场所，避免老

年人员随便进入的危险区域。

图 35   禁区检测功能展示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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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年人行踪跨镜分析：分析目标老人在多个摄像机中出现的画面，

并将目标老人的历史行动轨迹串联成一个路线。在养老院的关键出入口，

发生事件时需要查找某人的行动记录时即可迅速查找到。

（三）项目创新点和实施效果

1. 项目先进性及创新点

脱离现有养老院对老年人的护理模式，结合物联网和 AI 技术，通过

AI 视频分析算法，快速发现安全隐患，提升养老院的安全等级，查找并

还原目标老年人的行动轨迹，防止老人走失，及时发现老人是否发生跌

倒等。项目创新点如下：

（1）被动存录升级为主动预防：通过禁区检测、跌倒检测等 AI 视

频分析，在场域检测过程中实时识别老年人活动危险的关键事件，从被

动视频记录转变为养老院的主动场景安全检测，提升风险发现能力并缩

短风险反馈时间；

（2）事后追溯效率提升：通过 AI 算法对视频画面的精确分析实现

视频浓缩、失物追踪、跨屏追踪等功能，有利于快速定位事件及目标人

员，提升应急处理的效率和有效性；

（3）快速部署：相较于传统的视频监控系统部署方式，腾讯即视

AI 算法独立部署，可根据场景中实际痛点进行灵活组合算法服务，快速 

落地。

（4）安全可靠有保障： 通过接入腾讯天幕网络入侵防护系统，在网

络层提供旁路实时流量威胁检测和阻断率高达 99.99% 的实时阻断，为系

统的网络安全和数据安全提供强有力保障。

http://ipoipo.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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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实施效果

2018 年 12 月 26 日深圳市养老护理院是深圳市市级养老项目，地处

南山区西丽桃源片区塘朗山脚下，占地面积 1 万平方米，建筑面积近 4 万

平方米，共设置养老床位 800 张。

图 36   深圳市养老护理院实施点

2019 年腾讯微瓴安全平台部联合深圳市护理院合作搭建智慧养老服

务网，建立智慧养老服务平台 - 腾讯即视。腾讯即视通过 AI 视频分析实

时识别老年人活动危险关键事件，尤其是跌倒检测，比如老人白天在活

动室或餐厅走动频繁，如果老人因自身疾病引起瞬间跌倒，一旦发生跌

倒危险事件，智慧养老服务平台及时推送跌倒实时告警、准确位置及清

晰的跌倒画面，医护人员可以第一时间奔赴现场处理，争取了最佳的生

命抢救时间。

根据深圳养老服务体系规划，深圳市将大力推进养老事业发展，预

计 2020 年全面建立“养老 1336 服务体系”，增强老年人的获得感和幸

福感。

http://ipoipo.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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