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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人简历
华中科技大学附属协和医院骨科医院主任医师，博士研究生导师

国家“十三五”医师规范化培训教材《智能医学》主编

《Global Health Journal》执行主编

中华医学会医学工程分会数字骨科学组副组长

中华医学会骨科分会创新与转化学组委员

中国研究型医院学会数字骨科学组副组长

国家卫健委“十年百项计划”创伤治疗专家

美国芝加哥RUSH医学中心交流访问学者

国际骨科创伤基金会（OTC）中国讲师团成员

国际矫形与创伤外科协会（SICOT）中国部数字骨科学会常委、湖北省分会主任委员

湖北省医学科普协会外科分会主任委员，湖北省百佳医生

2010年4月率协和医院医疗队赴青海玉树参加地震伤员救治，出色完成救援任务，被
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联合表彰授予“全国抗震救灾模范”称号；

2017.6.26成功实施全球首例混合现实技术引导下的髋部骨折手术，2018.1.8成功实
施全球首例混合现实技术多地远程会诊，2019.7.17完成全球首例5G混合现实云平台
远程会诊手术，被中央人民政府网站、央视、新华社、人民日报等多家媒体系列报道。



一、《智能医学》国家教材



未来10年最具投资价值的17个新兴产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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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能医学的定义

◼ 智能医学是一门新兴的医、理、工高度交叉的学科，是医学与一

系列前沿科技的密切融合；

◼ 包含了人工智能、介导现实、计算机手术导航、3D打印、机器

人、可穿医疗戴设备、云平台、远程医疗、医疗大数据、5G医

疗等众多医学前沿领域。

◼ 智能医学的体系中的“智能”实际上包含了“人类智能”和“人

工智能”两个方面。



本科生教材 研究生教材 规培医生教材

Student               Student Doctor



国家“十三五”住院医师规培教材主编会议



全国高等医药教材建设研究暨人民卫生出版社专家咨询年会



国家卫健委“十三五”规培医生规划教材《智能医学》编委会



2019.4.26，叶哲伟教授受邀参加博鳌论坛健康界峰会，介绍混合现实



国家卫健委“十三五”住院医师规培教材《智能医学》目录

◼ 第一章 智能医学概论

◼ 第二章 智能医学时代的医学研究方法

◼ 第三章 常用智能医学软件及医疗信息化

◼ 第四章 人工智能技术概要

◼ 第五章 人工智能的医学应用

◼ 第六章 介导现实的医学应用

◼ 第七章 计算机辅助手术导航

◼ 第八章 3D 打印技术的医学应用

◼ 第九章 医学机器人

◼ 第十章 可穿戴医疗设备

◼ 第十一章 医学云平台

◼ 第十二章 远程医疗

◼ 第十三章 5G医疗

◼ 第十四章 医疗大数据

◼ 第十五章 区块链技术的医学应用



二、新冠肺炎疫情



新冠病毒如何侵入人体（视频）



一个普通的小孩

湖北十堰，一个志愿者挨家挨户敲门量体

温。走到一户人家，开门的是个六岁的小男孩。

志愿者：“家里几口人？”

男孩：“只有我和爷爷。”

“你爷爷呢？”

“去世好几天了。”

他还很认真地给爷爷盖好了被子。

这个孩子就靠吃饼干，独自在家活了好几天。



柳帆，武汉市武昌医院护士

一位普通医务人员的家庭

2月7日被确诊为新型冠状病毒肺炎，2020年2月14日18时30分经抢救无效

逝世。

在她去世前后，其父母和弟弟也先后因感染新冠肺炎去世。



武汉的医疗资源

武汉市有三级医院61个，每百万人拥有5.51个，是全国平均水平的3倍。每千

人口的医师、护士和床位数量，也远超全国平均水平。



一家普通的医院



汉口医院有一个科室几

乎全军覆没，唯一“幸存”

的本院医生，单独管了七十

多个新冠肺病人，穿着隔离

服给广东医疗队交完班，自

己就确诊新冠肺炎入院

了。。。

广东省医疗队在汉口医院

一个普通的科室



湖北省的致死率：约4.8%

封城付出的经济和社会成本十分巨大



非湖北省的致死率：约0.9%



抗疫关键：拉平病例曲线

红色区域和黄色区域均表示每日感染人数，两者的面积一样，也即感染人数一致。



医护人员直面的危险超乎想象

取2月11日数据，湖北的医护感染率，是湖北普通人的8倍。



疫情初期，医护人员往往要用自我的牺牲来争取时间

武汉中南医院确诊的首批138名患者中，有40位是这家医院的医护人员。



湖北医护人员的感染高峰

很明显，湖北医护人员用他们的感染高峰，替中国顶住了这个突然应战的时间窗口。



疫情期间，正逢玉树地震十周年

湖北医疗队远赴青海参加玉树地震救援，大家以命相搏，克服艰难险阻，出色完

成救援任务，被授予“全国抗震救灾英雄集体”。



疫情期间，正逢玉树地震十周年

我个人被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联合授予“全国抗震救灾模范”。



蔡利萍，武汉市三医院ICU护士长

一位玉树地震湖北医疗救援队员的家庭

刘智明，武汉市武昌医院院长

当时我们谁也没有想到，湖北医疗救援队会以这样的方式失去亲人。



感恩全国医务人员，感谢你们为湖北拼过命！

我们更没有想到，10年后，全国医务人员10%的重症力量都到了武汉，全国

各地支援湖北的医务人员达4.2万。



辽宁援鄂医疗队离开湖北襄阳，38公里人链送别（视频）



内蒙古援鄂医疗队离开湖北荆门（视频）



最后的坚守

武汉协和医院西院，北京协和、武汉协和两大主力携手，做最后的坚守。



三、武汉协和医院的智能医学战“疫”



◼ 在抗击新冠疫情阻击战中

◼ 华中科技大学10家附属三甲医院全部投入作为定点医院

◼ 投入的医护人员约3.3万

◼ 投入病床8900余张

◼ 管理方舱病床近6000张

◼ 是全国投入最多床位和医护人员的高校

抗击新冠肺炎（华中科技大学）



◼ 接诊2万多名发热患者

◼ 收治5200多位新冠肺炎患者

◼ 两个院区改为新冠定点医院，同时管理两家方舱医院

◼ 以协和医院西院为例，其重症和危重症比例达到98.2%

◼ 为武汉市收治新冠肺炎患者最多的医院

抗击新冠肺炎（武汉协和医院）



2020.3.27，封城第64天，武汉协和医院



混合现实（Mixed Reality，简称MR）

• 虚拟现实技术的进一步发展

• 把在虚拟信息中引入到现实场景中

• 在虚拟世界、现实世界和用户之间搭起一个交互反馈的信息回路

现实

虚拟

用户



医务人员通过混合现实观察新冠肺炎患者肺部情况

（一）医学混合现实（视频）



（二）新冠肺炎人工智能定量分析



（三）5G+云平台+边缘计算的网络结构部署

5G：大大提高了音视频的传输速率和稳定性，医生随时随地可

以进行病情的交流探讨，实现电子病历数据和影像数据的无损

传输和快速调阅；



协和医院4G测速（中国电信）

下载速度45.6Mbps

上传速度29.4Mbps

新冠疫情期间武汉协和医院4G测速



协和医院5G测速（中国电信）

平均RSRP -83dBm

平均下载速率1016Mbps

平均上传速率53.4Mbps

平均网络时延6ms

整体5G网络质量良好，用户感

知良好，可以满足多种医疗场景的

网络需求。

新冠疫情期间武汉协和医院5G测速



5G环境下混合现实云平台远程会诊手术

混合现实云平台

◼ 随时

◼ 随地

◼ 任何设备

◼ 大数据量

◼ 实时性

◼ 高效性

◼ 安全性

◼ 三维立体

5G



5G环境下混合现实云平台远程会诊手术（2019.7.17）

中央人民政府网站、新华社、人民日报、央广网的报道



（三）5G+云平台+边缘计算的网络结构部署

边缘计算：边缘计算技术在靠近数据的源头处对数据进行处理和

反馈，可以在本地进行快速计算和分析，从而能够及时有效地帮

助应对新冠肺炎疫情的临床需求，实现精准治疗，速度快，操作

便捷。



边缘计算

在医疗检测设备上部署基于边缘计算的动态生命体征监测功能和报警等技术，为

临床救治工作和多学科协同提供快速解决方案。



新冠防控期间骨科医生查看患者

（四）移动查房系统



基于云平台、边缘计算移动查房系统了解患者病情

（四）移动查房系统（视频）



骨科创伤总值班通过增强现实视频实时会诊，指导骨科急诊医生进行创伤救治。

（五）5G增强现实视频实时会诊（骨科住院部-急诊）视频



骨科创伤总值班通过增强现实视频实时会诊，指导骨科急诊医生进行创伤救治。

（五）5G增强现实视频实时会诊（骨科住院部-急诊）视频



◼ 武汉协和医院综合一号楼二楼

一新冠病房

◼ 武汉协和医院内科二号楼16楼

◼ 呼吸科总值班医生通过增强现

实系统，指导新冠肺炎病房医

生使用调整呼吸机

（五）5G增强现实视频实时会诊（呼吸科-新冠病房）视频



视频

呼吸科医生通过增强现实系统，实时指导新冠肺炎病房医生调整呼吸机

（五）5G增强现实视频实时会诊（呼吸科-新冠病房）视频



呼吸科医生通过增强现实系统，实时指导新冠肺炎病房医生调整呼吸机

（五）5G增强现实视频实时会诊（呼吸科-新冠病房）视频



（五）5G增强现实视频实时会诊（骨科-感染科）视频

骨科医生通过5G增强现实视频会诊为感染科足部外伤患者会诊



骨科医生通过5G增强现实视频会诊为感染科足部外伤患者会诊

（五）5G增强现实视频实时会诊（骨科-感染科）视频



大屏智能影像系统，改变传统的阅片方式，采用可触控式二位和三维医学影

像的全方位观察分析，可进行MTD多学科会诊、手术方案规划和讲解等场景。

（六）大屏智能影像系统



患者足不出户，医生通过增强现实视频系统对腰腿痛患者进行体格检查

（七）居家医疗-增强现实视频实时会诊（骨科端视频）



医生通过增强现实视频系统，对居家隔离的患者进行康复训练

（八）居家康复-增强现实视频实时会诊（医生端视频）



协和医院A5病区使用消毒防疫机器进行消毒

消毒防疫机器人



喷雾消毒防疫机器人

对方舱医院进行消毒

消毒防疫机器人（视频）

协和医院A5病区使用消毒防疫机器进行消毒



封城第58天，汉口火车站人工消毒防疫（视频）

武汉解封前夕（视频）



武汉市区马路人工消毒防疫（视频）

武汉解封前夕（视频）



2020.4.8，武汉解封

春天的花开了，有人却永远留在了冬天。但这不妨碍春天的人们写信，寄给冬天的人。



中国电信股份有限公司湖北分公司

特别感谢



深圳华为技术有限公司

特别感谢



北京维卓致远医疗科技发展有限责任公司

特别感谢



武汉协和医院数字骨科团队



2019.9.29，人民大会堂国家勋章和国家荣誉称号颁授仪式



2019.10.1，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阅兵观礼



湖北人不服输，懂感恩！

谢谢大家！



未来已来，御风而行

个人公众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