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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项目背景 

      卫生专网已覆盖了
全市二级以上医院及社
区卫生服务中心，400
多家医疗卫生机构开通
使用市民卡医疗功能，
400多万张市民卡在联
网的医疗卫生机构使用。 

      以市民卡为载体的
自助医疗终端普及推广 ，
26家医院投入使用自助
医疗服务终端480多台，
实现了自助发卡、挂号、
缴费等功能。 

城市智慧医疗 

        全市建成统一的患者
EMPI系统，以居民身份证
号为主索引，与智慧城市
综合数据平台实现对接。 

       14家医院医检结果共
享，超过500万份医检结
果可方便市民查询。 

网络基础 

平台基础 

  数据库基础 

  客户端基础 

       南京市高度重视智慧医疗的建设与发展。随着智慧医疗需求的不断增长，行业对网络容量、
数据安全性、系统可追溯性、业务应用扩展性要求越来越高，需要推广以IPV6技术为基础的下
一代互联网技术为基础的新型医疗卫生行业应用与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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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IPV6技术的智慧医疗应用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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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下一代互联网卫生专网建设目标 

        项目旨在结合南京市区域医疗卫生特点和现有的卫生信息化建设基础，建设基于IPV6技
术的智慧医疗体系，通过建设新一代卫生行业专用网络，完成对城市智慧医疗的建设，完善
区域卫生信息平台、区域医学远程会诊平台、120急救服务平台、公共卫生医疗服务系统、
区域PACS、智能自助医疗等系统，提高医疗行业服务水平和效率，为城市发展和居民生活
提供便利。 

区域卫生信息平台 
公共卫生医疗
服务系统 

医学远程会诊平台 

区域PACS 

120急救服务平台 
智能自助医疗系统 

基于IPV6技术的
卫生专网 

项目目标： 
 建立基于IPV6技术的区域卫

生信息平台、区域医学远程
会诊平台、120急救服务平

台、公共卫生医疗服务系统、
区域PACS、智能自助医疗。 

 建设覆盖全市各级医疗卫生
机构、有线无线相结合的区
域卫生专网。实现各级医疗
卫生机构数据的交互、共享 

 推广IPV6技术在医疗行业的

应用，推动整体产业的下一
代互联网改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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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建设内容—建设基于IPV6的卫生专网 

        市域卫生专网是覆盖城市、郊区及其所辖的所有县市和地区卫生信息化业务的
总称。目前，卫生专网总体结构划分为传送网和数据网两个部分，IPv6改造主要与
数据网相关。 

省网汇接
节点1

省网汇接
节点2

BRAS/SR BRAS/SR

城域核心
节点

城域核心
节点

骨干接入
节点

骨干接入
节点

骨干接入
节点

核心

核心 核心

核心

IDC

IDC

核心

核心
核心核心

骨干网级

城域网级

省网级

现网拓扑 

网络 
改造 

       采用双栈为主的过渡技术，不改变现有
网络结构，直接在基于已有设备进行软硬件升
级，并开启IPv6协议栈，网络为用户同时分配
IPv4和IPv6地址。 

设备 
升级 

终端设备IPV6兼容性、软硬件版本升级 
基于 IBGP+ISIS的方式，部署 ISISv6,并打开

IPv6多拓扑通告 IPv6设备互联接口路由及
IPv6 loopback地址路由;部署IPv6 IBGP承
载IPv6业务路由。 

WLAN 
改造 

在IPv6接入方式下，CPE路由器的WAN口静态配置
IPv4&IPv6地址，CPE LAN侧接口IPv4采用私网地
址，手工指定IPv6 PD前缀，CPE作为Delegation路
由器，通过ND协议向LAN侧终端分配IPv6前缀。 

IDC 
改造 

 对IDC内的设备包括路由器、交换机、入侵检测、
防火墙、负载均衡等设备进行升级，支持IPv4/IPv6

双栈，能够提供IPv6站点的接入。 

 对IDC内的管理系统包括网络管理、运营管理、安
全管理进行相应的升级，以支持对IPv6站点的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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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建设内容—区域卫生信息平台 

        区域卫生信息平台，是连接区域内各机构（医疗卫生机构、行政业务管理单位
及各相关卫生机构）的基本业务信息系统的数据共享和交换平台，是区域内各信息
化系统之间进行有效的信息整合的基础和载体。 

完善医疗卫生信息平台： 
        按照国家工信部、卫生部相关标
准，规范各业务应用系统，实现卫生
业务信息系统资源共享。 

卫

生

专

网 

建设患者主索引库： 
        通过居民健康卡的推广，实现行
业内服务信息跨系统、跨机构、跨地
域互联互通。 

升级区域医疗存储： 
        通过构建存储云平台，将数据
中心的存储系统进行统一的管理，提
高数据存储效率和可靠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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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建设内容—区域医学远程会诊平台 

        建成以南京市鼓楼医院、江苏省人民医院、南京军区南京总医院为核心，覆盖我市各区
二级医院以及基层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M+1+N”模式的远程医疗信息系统。借助下一代
互联网及4G无线网络技术，利用高速网络进行数字、图像、语音的综合传输，实现真正意义
上的远程医疗。         

网络硬件升级 

管理软件开发 

• 调度和运维平台 

• 服务端应用系统软件 

• 远程医学门户网站管理 

• 远程会诊系统接口 

• 视频会诊核心控制服
务器 

• 多点控制单元 

• 会诊会议录播服务器 

• PACS工作站 

• 医疗仪器采集设备 

• 监控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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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建设内容—120急救服务平台 

        建立全市范围内的应急服务平台，接入全市急救分中心及急救车辆。实现急救过程的实
时数据共享、急救智能合理化调度、院前急救体征搜集、高速率移动视频通信等，争取急救

“黄金一小时”，提高救援效率。          

客户端改造 OD分析系统 急救系统改造 

 基于移劢用户话单数据挖掘技

术，借劣数字地图平台表现得应

用软件系统。可通过针对特定区

域内的移劢手机用户进行整体监

测统计，推算人群系统数据和趋

势。 

 升级现有120急救平台和全

市40台在用和即将启用的急救

车辆做信息化改造，实现数据

实时同步，提高院前急救效率。

建设急救调度指挥系统、急救

车改造等。 

 通过统一接口和表单，部署

中心、车载、医院客户端，实现

多平台数据共享和实时交流，通

过无线网络手段，将急救车辆实

时接入卫生专网，将院前急救启

劢提前。 

O
D
分
析 

平
台
升
级 

客
户
端
界
面 

车
辆
改
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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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建设内容—公共卫生医疗服务系统 

         以妇幼保健、慢病管理为基点，建设基层医疗卫生信息系统，逐步提高基层医疗单位的
信息化发展水平、提升基层医疗人员服务效率。 

新生儿档案管理 

妇儿保健 

异构系统接入 

妇幼保健系统                                       慢病管理系统          

报告管理 

汇总统计分析 

接口管理 

妇幼保健管理系统

统计分析

妇女保健
儿童保健

市民卡信息系统 人口信息库

婚前保健 高危管理

孕产期保健 产前筛查

妇女病普查 两癌筛查

叶酸发放 分娩补助

新生儿筛查 儿童健康体检

集体儿童管理 体弱儿管理

基础档案管理

国家/省/市直报

权
限

控
制

出生缺陷监测妇女死亡管理 儿童死亡管理

HIS

其他异
构系统

公卫系统

筛查系统

妇幼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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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建设内容—区域PACS 

         建成南京市区域PACS系统，在南京市医疗卫生信息网络中构建一起一个以南
京市卫生数据中心为核心，连接市属各级医疗机构内PACS系统的一个区域化医疗影
像网格管理系统。 

影像上传 

影像访问 

业务接续 

基于IHE规范的跨系统数据交换 

医疗影像网格云管理 

医学影像数据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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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建设内容—自助智能医疗服务系统 

         智能自助医疗服务系统将部署在医疗机构的服务窗口，是对医疗机构现有服

务模式的补充和再造。通过自助终端设备的部署，使病患可以通过自助服务手段完
成挂号、缴费充值、取单等常规业务，缓解医疗资源不足的矛盾。 

自助发卡

有卡用户 无卡用户

无卡

自助服务终端机

有卡

自助挂号

就诊

自助缴费

检查

自助取单

取药

自助充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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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技术路线和特点—IPV6过渡技术 

         IPv6过渡涉及终端、接入网、承载网、核心网、业务网和支撑系统等多个部
分。各网络的IPv6改造顺序应按照“承载环境先行，业务接入随后，网管安全支撑
按需”的原则进行。 

核心网 

接入网 

承载网 

终端 支持IPV6的技术改造 

各类业务的末端接入 

统一的IP承载和接入 

面向用户的各类业务进行核心控制 

业务网 实现应用、能力以及应用和能力的调用和互通 

 裸IP流量采用双栈技
术过渡 

 省内MPLS VPN业务
采用6vPE技术过渡 

CMNET 

实现全过程标
准化医疗流程、
医疗对象管 理 

专用IP承载
网 

统一站
点 

 统一站点路
由器采用双
栈技术进行
过渡 

 IP专网承载自有业务系统，是一张
MPLS L3 VPN网络，主要采用6vPE
技术进行IPv6过渡。 

 不同类型的业务应封装在不同的
MPLS VPN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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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商业模式 

商业模式 

        项目通过政府和运营商投资，建成基于IPV6技术的智慧医疗体系，服务于区
域医疗卫生，包括卫生专网、区域卫生信息平台、区域医学远程会诊平台、120

急救服务平台、公共卫生医疗服务系统、区域PACS和智能自助医疗系统，其
“链式反应”将极大方便群众就医，拉动内需、刺激经济增长。 

运营模式 

用    户 
缴纳订购服务功能，获取医疗资源信息，降低生活成本。
享受方便、高效的医疗服务。 

医疗管理部门和医院 
提供智慧医疗平台技术和服务，提高医疗行业服务水平和档次，
构建先进的医疗服务体系，提升行业形象和能力。 

系统集成方 
解决方案提供商 

基于统一的管理平台和丰富系统支撑业务和产品体系，开展智能
系统的具体实施落地安装与调试等工作。提供整体端到端解决方
案，包括产品体系开发、系统整合、平台建设、平台维护等。 

运营商 

具有城域高速网络平台、移劢通信网络平台，提供宽带接入、移劢通信
服务，行业信息化服务，提供可持续发展的信息化服务。利用其广大的
客户资源，推广各种行业相关业务，商业运营管理平台，惠及行业范围
内的广大用户，支撑用户实时获得各种订购的智慧医疗业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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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应用效果 

联社区 

      劣力医疗机构加
速信息化和电子化
改革；为医院拓展
与患者之间的沟通
渠道，拓展服务模
式，全力打造数字
医院。 

      与社区医疗服务
机构开展全面信息
化合作，将大众健
康作为重点关注方
向，建立以社区和
家庭为单位的新型
健康管理服务体系。 

      按照工信部和卫
生部的要求，建成1
张技术先进、运行安
全、性能可靠的市域
医疗卫生专网，塑造
行业务实、高效的形
象。 

南京市卫生专网 社区 大众 

医院 

政府 

      以大众的切身需
求为导向，提供普遍
医疗健康服务：为普
通百姓提供就医询医
的便捷手段；在就诊
之外主劢进行疾病进
行预防控制。 

协医院 为大众 助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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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项目对推广下一代互联网应用的意义 

        南京市下一代互联网技术助力智慧医疗体系建设，将建成首例基于IPv6技术的城域行业
专网，对医疗行业智能化与信息化建设具有巨大的参考价值。 
         项目覆盖城市智慧医疗各个方面，对本行业和本区域标准、规范和切实可行的商业模式

具有重要示范引导意义，对业内下一代互联网规划和建设，以及医疗相关产业发展有较强的
带动作用。 

可推广性 

        通过基于下一代互联
网的智慧医疗体系建设，
将整个行业内各相关单位
串接起来，推动全市医疗
卫生信息区域化、共享化，
同时带动医疗卫生相关全
市配套产业的发展。项目
的建成将成为医疗卫生行
业应用的标杆，同时有利
于推动下一代互联网在交
通、教育、旅游等行业的
大力发展。 

示范性 

       项目的实施，对本行业
或本区域标准、规范和切
实可行的商业模式具有重
要示范引导意义。 
 制定基于IPV6技术的医

疗网络设备技术标准 

 制定区域卫生信息平台
建设规范 

 制定医院医学远程会诊
平台建设规范； 

 制定120急救系统和应
急智慧系统建设规范； 

创新性 

 区域医疗大数据的集
成与共享 

 基于云计算技术的医
疗健康大数据存储和
处理 

 医疗大数据挖掘和展
现技术结合 

 IPV6技术在医疗卫生
行业的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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