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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地三院多中心协作，5G护航远程手术“飞刀”成现实

首首例例55GG++国国产产骨骨科科机机器器人人手手术术完完成成

北京专家在线操作，为烟

台患者规划手术路径

26日，北京积水潭医院院
长田伟带领专家团队与烟台山
医院院长张树栋带领的机器人
小组团队，通过5G网络对一位
患者进行远程会诊，决定为这
位胸12椎体爆裂骨折的患者，
通过5G网络远程开展骨科手术
机器人辅助下经皮螺钉复位内
固定手术。

27日上午9:05，手术在5G网
络环境下开始，多个位置的摄
像头收集烟台山医院手术室内
的动态环境信息，同步传送到
位于北京积水潭医院的机器人
远程手术中心。

9:40，田伟院长通过机器人
操作平台完成手术路径规划，
并在北京控制烟台山医院手术
室内的机器人进行精准定位手
术。与此同时，田伟院长远程控
制位于嘉兴市第二医院的另一
台骨科机器人，进行手术。两台
手术进行过程中，流畅自如、切
换顺利，共打入12颗螺钉，定位
准确无误。

烟台山医院脊柱外科副主
任医师王磊升、医生于超配合
完成了这台手术。术中CT显示
骨折复位满意、钉子位置满意。
手术用时约1 . 5小时，创伤极
小，只有7个1 . 5厘米的小切口，
出血仅20ml。

5G技术用于临床，对远程
协作、分级诊疗和智慧医
疗意义重大

骨科手术机器人之所以能
够快、准、稳地完成任务，其硬
核实力源自5G。

据悉，5G网络有着大带宽、
大连接、低时延等特点，其带宽
是4G网络的十倍甚至百倍，超
高清视频直播对带宽有着极高
的要求，5G环境下的带宽足以
满足医疗领域4K甚至是8K的
超高清手术直播。“以今天的手
术为例，5G网络加超清影像系
统，实现了两地间手术过程中
音视频信号的高质量传输，不
失真、无卡顿、无时延。”相关专
家介绍称。此外，增强性的移动
带宽极大地保证了机器人间远
程传输信号时的稳定、高速。还
能保证5G技术与VR技术相结
合，让身处异地的专家在虚拟
环境中更好地协作完成手术。

5G网络具有低时延的特
点，它的时延为毫秒级。王磊升
副主任医师认为，这种近乎绝
对同步的信号传输保证了远程
手术的顺利进行，解决了以往
远程会诊中卡顿延时，不利于
医生及时沟通，尤其是不能在
短时间内保证视频图像传输与
操作保持一致的情况。

“而它更满足了远程手术中
两地同步、无缝衔接的要求，让

远程手术‘飞刀’变为现实，从
‘遥规划’变成了‘遥操作’，并可
实现‘一对多’实时手术模式。”
王磊升称，这次尝试对于远程协
作、分级诊疗和智慧医疗建设具
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医疗管理、危重孕产妇救
治等，未来5G技术还将应
用于更多领域

“今天的手术安全、完美、
顺利地完成，是向建党98周年，
新中国成立70周年及我们医院
即将迎来的建院160周年献礼，
也是我们医院实现科学发展、
转型发展、跨越发展的重要一
步。”烟台山医院院长张树栋
说。目前，医院已在手术室、产
房手术室、手术转播+虚拟仿真
培训室完成5G网络搭建。

烟台山医院医务科科长周
广利介绍说，这次尝试的成功
得益于骨科机器人的应用和积

极稳妥做好围术期各项管理工
作。烟台山医院为烟台市骨科
医学中心。骨科为山东省临床
重点专科，同时也是全省综合
性三甲医院中最大、专业最全
的重点学科。

2016年，烟台山医院在全省
率先开展骨科机器人手术，次
年引进第三代国产骨科手术机
器人“天玑”，它是目前国际上唯
一能够开展四肢、骨盆以及颈、
胸、腰、骶脊柱全节段手术的骨
科手术机器人。在骨科手术机器
人领域，烟台山医院创造了多项
国际、国内第一，作为一家地市
级医院，创建国家级骨科机器人
应用中心。截至到目前，医院共
完成机器人辅助临床手术600多
台，手术量居全国前列。“5G技
术应用于外科手术，特别是机
器人手术，可谓完美结合、相得
益彰，它将带来‘复杂手术简单
化、常规手术精细化、疑难手术

协作化’的新的质变。”烟台山
医院医务科科长周广利认为。

“今后，我们将进一步拓宽5G在
提升医疗技术、助力医疗管理
等方面的应用渠道。例如将5G
技术运用到危重孕产妇转诊，
与医联体协作医院、联盟成员
单位开展远程手术，连接世界，
与国际医疗领域专家现场会诊
等。力争将医院建成5G智慧医
疗聚集地之一。”

未来医疗必将朝着无线
化、远程化、信息化的方向发
展。烟台市卫健委副主任陈立
认为，5G技术的成熟应用，不论
是对医院、医生，还是患者，以
及整个医疗服务环境和体验的
改变是显著的。“这对于促进烟
台市‘5G+智能医疗’的快速发
展，将5G技术更好地应用于医
疗领域的开发与应用，提高烟
台人民的医疗获得感和幸福感
有着深远意义。”

山山东东首首例例！！烟烟台台法法院院判判决决一一起起确确认认行行政政和和解解协协议议有有效效案案
本报6月27日讯(记者 钟

建军 通讯员 郭宏伟) 6月
27日，记者从烟台市中级人民
法院获悉，2019年6月20日，招远
市行政争议审前和解中心成功
化解一起治安行政处罚案件。6
月25日，招远法院开庭审理，当
庭宣判，判决确认该案行政和
解协议书有效。这是山东省首
例以判决形式确认行政争议审
前和解中心出具的行政和解协
议书有效的案件。

2018年8月23日下午，甲村
雇挖掘机在河道修大坝过程
中，将乙村的自来水管道挖断，
甲村付某某前去查看断裂自来
水管时与乙村安排处理自来水

管断裂问题的张某某(72岁)发
生争执，付某某对张某某拉拽
并推搡。2018年11月19日，招远
市公安局依据《中华人民共和
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四十三
条第二款第(二)项之规定，作出
行政处罚决定书，以殴打他人
对付某某行政拘留十日并处罚
款伍佰元。付某某不服，向招远
市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请
求依法撤销该行政处罚决定
书。该案第三人张某某向招远
市人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请
求原告付某某赔偿其医疗费、
误工费、护理费等经济损失共
计两万元。

本案中行政机关认为因

原告的推搡行为致使第三人
受伤，如果不处罚原告，则起
不到治安管理的目的，如果处
罚，由于第三人是60岁以上的
老人，则应按照《中华人民共
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四十
三条第二款第(二)项之规定对
原告处行政拘留十日并处罚
款伍佰元。原告则认为处罚过
重。该案经招远市人民法院立
案后，征得各方当事人同意，
案件移交行政争议审前和解
中心处理。2019年6月20日，和
解中心受理本案并主持和解。
和解过程中，各方当事人自愿
达成和解协议：行政机关撤销
行政处罚决定，原告赔偿第三

人损失。
为使和解协议得到有效执

行，原告变更诉讼请求，请求确
认行政和解协议书有效。招远
法院经审查认为，该行政和解
协议和解程序合法，未损害国
家、集体利益，也未侵害其他人
的合法权益，原告付某某请求
确认该行政和解协议书有效依
法应予支持，依据相关法律规
定，判决招远市行政争议审前
和解中心出具的和解协议书有
效。至此，一起治安管理行政处
罚案件圆满结案，第三人张某
某起诉的民事案件也撤诉结
案。

该案经过行政争议审前和

解中心成功和解并经法院确认
和解协议有效，是实质性、多元
化化解行政纠纷的有效方式。
各方在自愿、协商的基础上依
法达成和解协议，有利于从根
本上解决纠纷。法院以判决的
方式对协议予以确认，增强了
协议的法律约束力和可执行
力。案件经行政争议审前和解
中心和解后，同时解决了行政
争议和民事纠纷，当事人对处
理结果非常满意，既减轻了他
们的诉累，又降低了诉讼成本，
节约了司法资源，还最大限度
地将矛盾化解在了初始阶段，
该案取得了良好的法律效果和
社会效果。

本报6月27日讯(记者
秦雪丽 通讯员 莫言) 6月
27日，记者从烟台市市场监管
局获悉，为推进“三年打假”工
作落到实处，及时发现并严厉
查处侵犯知识产权和制售假冒
伪劣商品行为，保障人民群众
切身利益，营造良好的营商环
境，即日起，烟台市公开向社会
征集侵犯知识产权和制售假冒
伪劣商品违法行为线索，举报
电话12315。

全市市场监管部门将按照
本单位统一的运行规则、数据
规范，依托现有资源搭建举报
处置智慧监管平台，开通电话、
传真、电子邮箱、QQ以及微信、
微博等新媒体的举报渠道，并
负责举报处置智慧监管平台的
管理和运行等相关工作。

举报内容包括十四个方
面，具体为：盗版复制或者侵
犯注册商标专用权、假冒他人
专利，伪造或者变造专利证

书、专利文件或者专利申请文
件的；不符合保障人体健康和
人身、财产安全的国家标准、
行业标准、地方标准的；掺杂
掺假，以假充真，以次充好，以
旧充新，以不合格商品冒充合
格商品的；未依法取得许可或
者假冒许可证证书或编号的；
使用假冒伪劣原材料、零部件
进行生产、加工、制作或者组
装的；使用国家禁止使用的原
料生产食品添加剂的；生产经

营超范围、超限置使用食品添
加剂的食品的；生产、销售过
期、失效、变质的；国家明令淘
汰或者禁止生产、销售的；篡
改生产日期、安全使用期、有
效期、失效日期或者保质期
的；伪造商品产地、伪造或者
冒用厂名、厂址的；假冒认证
标志、采用国际标准产品标
志、名优标志、防伪标志、地理
标志产品专用标志、保健食品
专用标志、商品条码等标志标

识，或者假冒合格证书、检验
报吿、质保证书等质量证明文
件的；商品质量不符合标识、
说明书标明的质量状况的；法
律、法规规定的其他侵犯知识
产权和制售假冒伪劣商品违
法行为。违反《中华人民共和
国刑法》第二编第三章第一节

“生产、销售伪劣商品犯罪”，
或第七节“侵犯知识产权犯
罪”所列的行为(侵犯商业秘密
罪除外)。

烟烟台台公公开开征征集集侵侵权权及及制制假假线线索索
市民可拨打12315举报

齐鲁晚报·齐鲁壹点记者 孙淑玉
通讯员 张国杰 邢守林

6月27日，北京积水潭医院、烟台市烟台山医院、
嘉兴市第二医院三地协作，在全球范围内首次借助
5G技术同时远程操控两台国产骨科机器人为两地
的两名患者手术。创新性地将第五代移动通信技
术、人工智能技术、骨科手术完美地结合在一起。

图为北京积水潭医院院长田伟在远程操作。

▲烟台山医院
参与完成全球首例
5G+国产骨科机器
人多中心联合远程
手术。 通讯员
邢守林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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