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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项目概述

医疗卫生信息化是国家信息化发展的重点，各省市接连出台相关政策明确医疗信息化推

进方向，包括远程/移动医疗、健康物联网、医疗系统数据安全、区域医疗信息化等。近几

年来，我国医院的病区床位数量在不断增长，门诊、住院量的需求也在不断增加，这都对医

院信息化支持提出了更多的需求。为更好的满足患者就医问题，全国范围内的三级、二级医

院不断在扩建。随着医院的终端电脑设备的数目不断激增，从几百台到数千台。医院信息科

通过增加人员编制或者服务外包的方式，解决终端维护问题，但未能有效的改善故障的恢复

时间。尤其是就诊高峰期，故障恢复时间长，导致患者等待时间长，就医满意度下降，影响

医院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升腾威讯医疗提出了云医院建设方案，为医院各种应用场景提

供新的办公体验，并提升运维管理效率，助力医院业务高速运转。

1.1 医疗行业信息化发展趋势

移动医疗时代的到来

移动医疗，对于患者来说，可以改变过去只能前往医院看病的传统方式，让他们能够更

方便地听取医生建议和获得健康资讯；对于医生来说，可以随时随地查看患者病历、医学影

像等信息，并据此做出诊断，提升医疗效率。

物联网服务于居民健康

健康物联网可以实现无处不在的实时健康监控，不仅让患者能够客观判断自己的健康状

况，而且患者在社区或家中就可以享受专业的护理和健康指导，降低大医院的就医率，避免

医疗资源盲目占用。

医疗系统及数据的安全保护

电子病历、健康档案、医学影像等医疗系统处理的是“与人生命相关”的事务流程，存

放着大量的患者个人稳私数据。所以，这类系统必须有最高级别的可用性，以及“万无一失”

的安全性。

跨医疗机构的信息交换平台

目前在不同医疗机构的业务壁垒和患者信息传导瓶颈比较大，导致健康服务在“最后一

公里”严重缺位，所以需要建立区域医疗共享平台和统一的电子健康档案，从而实现远程会

诊、远程查阅、远程交流等，让大医院的专家医生第一时间感知患者的健康情况。

当然，医疗卫生的发展趋势不只如上几点，随着技术水平的不断进步，医疗信息化会更

加深入，从而推动医疗服务的快速发展。所以，我们需要让其充分融入信息化技术浪潮中，

通过云计算、虚拟化等新兴技术来提高医疗质量，减少医疗差错，改善病人对就医服务的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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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度。

1.2 医院建设需求分析

在医疗改革和信息化发展趋势下，数据安全、敏捷高效、移动医疗等 IT 方向是医院信

息化建设重点。然而，医院终端设备和支撑网络日趋庞大，形式更是复杂多样。其引发的信

息泄密、管理低效、运维成本高、业务不灵活等问题让医院信息部门头痛不已。

医护工作桌面数量多、环境复杂

在国家政策的支持下，医院的规模会不断扩大，可能还会在各地建设分院，此时桌面终

端的类型和数量会迅速增多，从而变得更加不可控。传统的 PC 在部署上存在耗时久，工作

量大，难统一管理等问题。传统的 PC 不仅需要逐台安装系统还需要每台调试业务系统，医

疗桌面应用需要涉及 HIS、RIS、CIS、PACS、CMS、OA、LIS 等几十个子系统，每个系统的应

用需求和适配环境存在较大的差异，这就对医护工作站的兼容性和部署效率提出了更高的要

求。针对于医院的门诊、护士站、检验科场景等各种不同场景，需要一套可快速部署，可快

速交付的解决方案。

现场协助，PC 故障恢复耗时久

传统的 PC 出现故障时，不仅需要运维人员现场介入并进行故障恢复，恢复时长久影响

业务中断。对于一些医院的分支机构里的医护人员的 PC 出现故障时，能提供远程协助，免

现场进行技术支持是十分必要的。云桌面可以很好的提供远程协助，管理员只需要在管理平

台上就可以提供远程技术支撑。当故障发生时，还要求能够快速恢复，不能影响患者的就诊

服务。

医生、护士多人共用一机，职责不明

门诊、住院等不同科室每天当班医生不同，护士也是早中晚轮班，而医院为了资源的充

分利用，大多数医生或护士都是多人共用一台主机，所以这就对 IT 管理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IT 需要配备灵活、标准化的桌面策略，从而才能同时兼顾桌面使用的安全性和便捷性。

医院 IT 人员少，但管理工作量巨大

医院的 PC 数量庞大，在出现软硬件故障后，有限的 IT 人员在多个维护点反复奔波，严

重影响工作效率，从而对医院的日常工作造成了很大困扰。同时，每家医院的医疗信息系统

有几十个，由多个软件厂商开发，有不少还是 C/S 架构的，这也意味着部署和维护工作量会

更大。而伴随着医疗系统的不断开发和升级，部署更新的工作变得越来越复杂。

医疗系统繁多、接口复杂，安全管控难

医院信息系统涉及大量医院经营和患者医疗等私密信息，信息的泄露和传播将会给医

院、社会和患者带来安全风险。 但是，PC 使用时容易在本地遗留个人病历、药品统方等敏

感信息，即使把医疗系统进行内外网隔离，但毕竟医院 PC 众多，对外设的需求较高，而这



威讯医疗云桌面解决方案

做最好用的桌面云 第 5 页 共 23 页

些通用的 USB 接口往往会成为医院网络中的一个安全缺口，不仅容易感染病毒与木马而导

致系统不可用，而且还会引发数据丢失、数据泄密等问题。

传统在 PC 上安装安全管理软件的方式，虽然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安全管控的问题，但

是因为 PC 数量庞大、医疗系统多而繁杂，如果在每台终端上部署桌管软件会增加维护的工

作量和系统兼容性风险。

1.3 医院建设目标

升腾威讯医疗为医院信息化建设提出了易使用，简管理，高性价比的云桌面方案，加速

医院信息化建设。

快速部署快速交付

医院在扩建分院或建设新的医院时，无需在采购大量的 PC、无需进行复杂的 PC 系统安

装部署了。通过采用云桌面方案，可以便捷部署一套云桌面，大大缩短部署周期。信息科人

员只需部署智能终端设备即可，运维人员可以在管理平台统一管理镜像。

远程协助免现场

通过后台服务器将医护人员的工作桌面集中管理起来，提高医疗信息系统的部署效率。

IT 人员无需前往各个科室，就能通过统一控制台，实现远程桌面及应用维护。当桌面出现故

障时，技术人员可提供远程技术支撑，无需奔赴现场进行支持。

简化桌面运维流程

通过后台服务器将医护人员的工作桌面集中管理起来，提高医疗信息系统的部署效率。

IT 人员无需前往各个科室，就能通过统一控制台，实现远程桌面及应用维护。

易使用免培训

新老医生无需参加新的培训，即可上手使用，云电脑拥有传统 PC 一样的用户体验。云

终端可以全面兼容复杂外设，同时不仅支持 Win7,XP 系统也可支持 Win10,更兼容现有的医

卫系统。

保护医疗系统的安全

将敏感数据从所有医院终端系统上移除，从而减少数据安全隐患，同时通过配置策略集

中管控各种外设的使用，降低病毒入侵的概率，有效保证门诊及系统的安全性，确保医院业

务具有最高级别的可用性。

敏捷高效的诊疗服务

实现桌面随身化，在不同设备、任意时刻可以随需调用自己的工作桌面，让医生可以在

不同科室、甚至在家和出差时，都可以获得一致的医疗系统访问体验，更便捷地查询病人资

料，以及开化验单、检查单等医嘱，从而明显改善医疗效率，提高患者的医疗服务满意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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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能备份一键恢复

支持终端快照备份、恢复，保存终端当前健康状态，运维人员可以在管理平台统一管理

云终端备份及恢复，支持存储多快照，支持快照名称、状态查询。同时云主机也可支持异机

备份，快速恢复等功能，可满足国家等保 2.0 中对备份恢复的新要求。

构建绿色节能型医院

医生和护士的办公终端需要更换成云终端（小盒子），云终端采用无风扇零噪音的设计，

满足了医疗静音的需求。同时每台云终端只有 10W 的能耗，这个和台式电脑 200W 的能耗

相比，节省了 90%电力成本，符合国家提倡的节能型医院的建设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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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升腾医疗云桌面解决方案

2.1 云医院方案概述

云医院方案是基于升腾云电脑系统+云主机+云终端构建，主要面向三级、二级医院，同

时可扩展区域医院。云医院方案采用集中管理、边缘计算的架构，充分发挥云模式的集中管

理调度优势，又不失本地计算的灵活性。在不改变医院原有 IT 架构，最大程度保持用户使

用习惯一致性的情况下，为医院各种应用场景提供新的办公体验，并提升运维管理效率，助

力医院业务高速运转。

本方案通过在医院数据中心部署云主机，集中管理医生、护士、行政、财务、专家等人

员的云桌面。同时，为了保护现有 IT 投资，可以通过利旧技术改造的模式纳入到新建设云

桌面方案中使用。医院桌面场景主要有医生及护士工作站、挂号、收费、综管等医疗业务桌

面，同时也有行政办公、培训与会议会诊等多种桌面。不同的桌面也都需要不同的镜像管理，

云终端可以兼容不同镜像如 xp,win7,win10 等多种镜像。通过云平台统一集中管理部署云桌

面，应用维护也只需在虚拟机镜像模板进行即可，对于关键的医疗业务桌面，使用与更新升

级可以同时进行，保证患者就诊业务的无缝不中断。云终端更是可以支持各种复杂的外设，

同时搭载了软件行为管理系统，保障云终端流畅可靠的运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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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整体技术架构

云医院方案主要是采用云电脑技术，是基于操作系统虚拟化技术（集中管理、分布运算、

离线可用）。虚拟化部署后，终端既可以选择调用本地硬盘上的操作系统启动，或者是通过

网络读取数据中心云主机服务器端上的桌面运行，并可以通过云电脑系统实现对终端桌面的

统一安全管理。利用终端独立的计算能力，无需用到服务器的计算资源。

云电脑技术不仅可实现基于服务端的远程虚拟 OS、APPS、UserProfiles 的按需交付，也

可实现基于客户端的本地缓存 OS、APPS 及 UserProfiles，这样不仅仅可利用终端本地资源处

理计算及图形密集型应用，比如：如音视频、大型设计及工业软件等，也可支持各种计算机

外设以适应复杂的应用环境及未来的应用扩展。同时，对网络和服务器的依赖性将大大降低，

即使网络中断或服务器宕机终端也可继续使用，数据可实现云端集中存储，也可实现终端本

地加密存储，且终端应用数据不会因网络或服务端故障而丢失。

云医院搭载了云电脑系统，升腾全自主研发云电脑系统，集中管理云终端，实现终端操

作系统及补丁统一管理、外设及软件策略设定、远程维护，同时提供管理平台大屏展示及云

文档管理服务。升腾自主研发云终端，根据医院不同科室场景，可适配不同终端方案。云终

端采用工业化设计，性能更稳定，使用更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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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主要功能介绍

PC 一致的用户体验

终端机直接从镜像引导，计算以及显示都在终端机，并且不像 IDV 增加额外的虚拟化层，

充分利用终端机本地的计算能力与存储性能，保障系统的流畅运行，可以实现和传统 PC 完

全一致的用户体验。同时该方案支持利旧部署，合理利用现有医院的 PC 设备，通过利旧方

式可以将就 PC 纳管到端管理平台，进行集中管理镜像分发。

集中管理

终端机的系统镜像在服务器端集中管理维护，管理员只需要管理相应的镜像就可以对客

户机进行统一的管理。运维人员一键纳管所有终端设备，在管理平台上可以轻松对终端设备

的系统升级，补丁升级，或者软件升级等操作。同时也提供丰富的终端设备的电源管理策略，

可以更加有效的节能管控。

离线可用

终端机只有在第一次启动时会通过网络引导，并且将服务器的镜像缓存到本地，一旦缓

存完成就可以脱离服务器独立运行，不再依赖于服务器。当网络中断时可以正常使用，不影

响日常的办公。云主机网络故障或其他原因宕机，云终端依然可以正常使用，不影响医疗业

务的运转，业务的连续性为就医服务提供了可靠的保障。

重启还原

管理员可以给云终端配置为重启还原模式，系统重启后，系统就会恢复成原始的状态，

避免病毒的干扰。重启还原模式可以让医护人员每次重启之后都能得到一个干净流畅的系

统，对于系统运行久会卡顿的问题再也不存在了。

镜像维护简单

系统管理员可以在后台直接通过虚拟机进行系统镜像的维护，无需在客户端上操作，提

供和 VDI 一致的镜像维护体验。系统管理员可以轻松维护多个不同的镜像，如 xp,win7,win10

等不同的镜像都可以管理平台上进行一键管理。针对不同的业务系统可以给不同的云终端分

发不同的镜像。

快速镜像分发

使用 P2P（peer-to-peer）技术进行镜像分发，可以极快地进行镜像的分发以及更新。系

统镜像一次缓存到本地后就可以离线使用，同时一台终端也支持缓存多个不同的镜像。在终

端启动时，医护人员只需要通过一键选择就可以进入不同的系统。

快照与恢复

云终端支持快照设置，每个云终端可以保存多个快照，可以保存云终端当时的健康状态，

支持终端自动上报现有快照给管理平台。当有需要快照恢复时可以有多种恢复方式，可以在

终端本地上进行恢复，也可以在管理平台上进行远程恢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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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持无 DHCP 部署

云终端 DHCP 获取 IP,无需一台台手动进行 IP 配置。在部署实施过程中，客户无需改变

现有网络环境，即可快速部署到客户环境中。

外设支持与管控

云终端可以支持多种复杂的外设，如:就诊卡读卡器，身份证读卡器，医保卡读卡器，

POS 终端等，更可以支持不同厂商的打印机，满足医院不同科室人员的打印需求。同时支持

设置 U 盘、移动硬盘白名单，仅支持指定的 U 盘、移动硬盘可访问。

2.4 硬件设备介绍

2.4.1 云主机 F1000

我们的云主机采用的是升腾 F1000,是一款安全且使用的机架式服务器。升腾 F1000 搭载

英特尔®至强® E-2100 产品系列处理器，可以配置 4 核或 6 核 CPU，可通过 CPU 核心数增加

使提高性能。内置 32G 内存、240G SSD+12TB SATA，可灵活扩展，轻松驾驭数据增长。该服

务器具有网络弹性体系架构，将安全性集成到服务器的整个生命周期中。利用加密方式签名

的固件程序包和安全启动确保数据安全。同时出厂预置云电脑系统，120 秒完成现场接入环

境适配以及初始化操作，一台 F1000 可轻松管理 1000 台云终端设备。

2.4.1 医疗业务云终端（C51 3 代）

云终端 C51 采用 X86 架构，CPU 物理核数可配置四核 3.2GHz，可配置 4G/8G 内存以及

128G 高速 SSD。设备具有丰富的外设接口，可提供 2PS/2、6U 口、1 并口、4 串口。设备采

用集成化设计模式，无多余零部件，并且运行过程中发热少，所以寿命更长，高达 5~8 年。

推荐用于收费处、药房、医生门诊、行政办公场景。



威讯医疗云桌面解决方案

做最好用的桌面云 第 11 页 共 23 页

2.4.2 医护办公云终端（C33M 3 代）

云终端 C33M 硬件架构采用 AMD 处理器，CPU 参数为四核 2.2GHz，终端设备内置了 4GB

内存和 128G SSD，可保障系统流畅运行，而且长期使用更为稳定。云终端设备功耗低，可

节省电力成本，并且无风扇运行，全程无噪音。立式摆放，超低的空间占用，使得工位更绿

色更简洁。推荐用于护士站、病房、服务台场景。

2.5 推荐方案配置

以 200 点为例，推荐配置如下:

项目 主要配置 数量

云医院管控主机

主机型号:F1000，使用 1 颗 Intel Xeon E3 系列 CPU，

4 核心 8 线程 3.5Ghz，搭配 16G 内存，2 块 480G SSD

和 2 块 8T HDD。出厂预安装威讯云电脑系统，可管

理 1000 台云终端。整机提供 3 年质保。

2 台

1 台为管控主机，可

选增加 1 台备份

云终端

型 号 ： 升 腾 C33M 3 代 AMD 四 核 处 理 器 (主 频

2.2GHz，最高 2.5Ghz)，4GB，128GB SSD，1 个千兆

网口，2 个 USB3.0，6 个 USB2.0，1 个耳机口，1 个

麦克风口，1 个 HDMI 口，1 个 VGA 口，1 个串口，

含键鼠。整机提供 3 年质保，键鼠 1 年质保。

150 台

型 号 :C51 3 代 ， Intel 酷 睿 I3 高 性 能 处 理 器

（3.7Ghz），4GB，128G SSD，集成显卡，1 个千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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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口，2 个 USB 2.0，4 个 USB 3.0，1 个并口，1 个

串口复合口（扩展 4 串），1 个 DVI-I、1 个 Kensington

锁孔、1 对耳机/麦克风口，含键鼠。整机提供 3 年

质保，键鼠 1 年质保。

50 台

型号:C51 3 代，Intel 双核双线程处理器（3.3Ghz），

4GB，128G SSD，集成显卡，1 个千兆网口，2 个 USB

2.0，4 个 USB 3.0，1 个并口，1 个串口复合口（扩

展 4 串），1 个 DVI-I、1 个 Kensington 锁孔、1 对耳

机/麦克风口，含键鼠。整机提供 3 年质保，键鼠 1

年质保。

威讯云电脑系统

配套软件和授权：资源监控与管理，统一镜像管理，

统一管理云终端，终端系统的升级、补丁的下发、

终端系统配置的提取与模板下发、批量的重启、关

机，终端使用情况的监控。

200 用户/设备

显示器 型号：CMDPH2

升 腾 21.5 寸 液 晶 显 示 器 ， 分 辨 率 1920*1080，

VGA+DVI 接口，具有标准的 VESA 壁挂接口。

200 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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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应用场景方案设计

医疗业务桌面包含医生、护士工作站，医疗门诊，医药收费处，OA 行政办公，影像科

以及培训室等多种桌面。针对不同的桌面类型对应着不同的桌面场景，因此需要采用不同的

方案。

3.1 医护工作站桌面云方案

3.1.1 医护工作站现状分析

医生工作站主要以医生后勤办公、住院医生桌面使用，涉及到应用包括 HIS 系统访问，

内外网办公使用，护士工作站包括弧线护士站，直线护士站，U 型护士站，日常工作基本上

是通过 PC、笔记本来访问 HIS 等医疗系统客户端，存在如下问题：

1.医护工作站承载的医疗应用越来越多、且外设复杂，容易因软硬件故障、设备老化而

发生各种系统问题，IT 人员需奔波于各科室处理问题，维护困难、效率低下。更重要的是，

对于医院来说，时间就是生命，但医护人员和患者却要忍受故障修复时所带来的长时间等待。

2.医疗信息系统保存着大量病患信息，所以需要保证隐私数据在终端上使用安全，以及

传输过程中的安全性，特别是在多医生、多护士共用一机的情况下，信息安全更是重要，但

传统采用桌管软件进行各种策略配置的方式，往往效果并不理想，不仅带来额外的管理工作

量，而且医生护士使用起来过于麻烦。

3.1.2 医护工作站云桌面建设方案

针对医护工作站需要支持多种外设，推荐采用边缘计算架构桌面，具体推荐规划如下：

1.针对有个性化需求的医生桌面，可以给他们分配的是重启不还原桌面，每个云终端是

运行一个独立的桌面，保留跟 PC 一样的个性化设置和使用模式。同时可以搭配云文档，数

据云保存，医生便可在不同科室实现数据漫游。

2.针对护士站采用边缘计算模式，考虑后期管理，统一采用重启还原模式，只需要重启

即可恢复到最初的状态；针对有数据保存需求的人员，提供云文档使用，个人数据存在在云

文档上，并且与桌面账号绑定。

同时，对于临床医疗所涉及到的医疗应用（HIS 等）和不同规格的外设，本方案都可以

满足。

3.1.3 方案价值

1.故障快速恢复：支持镜像重启还原，重启即可恢复软件及系统初始状态；针对复杂功

能场景，使用重启不还原镜像，通过快照实现快速还原。

2.外设管控，保障数据安全:统一管理 U 盘等外设使用权限，降低病毒传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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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医疗门诊、收费处、药房桌面云方案

3.2.1 医疗门诊、收费处，药房现状分析

该场景主要以包括收费门诊，各个医生门诊，以及收费处和药房，该场景下现状如下：

1. 业务连续性要求高，不允许在桌面使用中出现异常，出现医疗事故。

2. 服务窗口众多、业务应用繁杂、使用习惯差异大，所以出现软硬件故障的概率非常

高，IT 人员需要前往各个维护点现场处理，工作量很大。更可怕的是在医疗高峰期时，往往

会由于终端问题而无法为患者办理相关手续，引发不满情绪。

3. 外设繁多，需要外接的设备：扫描枪、医保卡、就诊卡、身份证读卡器等。

3.2.2 医疗门诊、收费处，药房桌面建设方案

针对门诊门诊医生站，收费处，药房等场景推荐采用边缘计算模式，该模式下可以断网

可用，不担心由于服务器宕机等情况，影像业务连续性。该方案下采用多重身份认证技术机

制保证业务的安全，每次关机重启后，自动恢复到初始状态，减少故障。云终端支持丰富的

外设，如：并口打印机，USB 打印机，密码键盘，电子读卡器等外设。具体推荐配置如下：

1：针对收费门诊，由于外设多，包含打印机，扫描枪等，推荐采用 C33M 终端进行满

足。

2：针对普通医生门诊，推荐采用 C33M，立式摆放，整体美观，使用方便。

3.2.3 方案价值

1.保障业务连续性：支持本地计算，云主机离线，终端本地不受影响，业务无风险；

2.外设兼容无忧：云终端具有与 PC 一样的外设兼容性，并可以加载各种驱动，同时增

加了打印机管控功能，支持集中管理打印机在终端上的驱动，支持在新终端上发送打印机驱

动及配置，完成打印机快速安装配置。

3.3 影像科，检验科桌面云方案

3.3.1 影像科、检验科桌面现状分析

该场景主要包括影像科和检验科，该场景下现状如下：

1. 主要对接 PACS 系统(医学影像信息系统),对终端的成像效果有一定的要求；

2. 影像科 PACS 系统需要专门的显卡要求，需要高分辨率显示；

3. 需要支持早期的操作系统，例如 Window XP 等；

4. 检验科需要对接大型设备，主要是串口及网口外设，进行数据传输。

3.3.2 影像科、检验室桌面建设方案

针对影像科推荐采用本地计算模式，充分利用本地计算资源，与 PC 一样的计算性能。

云终端可以搭载显卡，具有出色的图形处理能力。同时专门配套的云终端可以支持 Window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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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P 上运行，充分保障医疗业务系统可用。具体推荐配置如下：

1：有系统要求的必需是要 XP 系统，推荐采用 C33 终端可满足用户需求，支持高清显

示器。

2：针对影像科，推荐采用 C51，强劲的 CPU 和显卡性能，充分满足 LIS 和 PACS 系统的

需求。

3.3.3 方案价值

1.出色的计算能力：云终端具有超强性能，可支持显卡配置满足高清成像需求；

2.兼容主流的操作系统(XP,win7/10):云终端可以加载主流的操作系统，满足医医疗系统

对操作系统的兼容性问题，同时可定制系统镜像模板，促进标准化流程管理。

3.4 OA 行政办公桌面云方案

3.4.1 OA 行政办公桌面现状分析

OA 行政办公主要覆盖行政 OA 办公人员，科室主任办公室，导诊台等多个场景，这些

场景里的桌面大多要求可以访问医院内网的同时，也需要可以访问外网。内网主要运行 HIS

系统，不能上互联网，避免信息的泄露和传播给医院和患者带来安全风险；外网是指办公网，

主要完成信息查询、上互联网、办公等。目前传统物理隔离方案主要采用硬盘隔离卡、双

PC 等方式，这样确实在一定程度上保障了内外网的安全性，但存在不稳定，成本高等缺点。

同时行政办公也有连接共享打印机，保存个人数据等需求，因此对于那些重启还原的桌

面需要做的对打印机配置的保存，以及一些业务系统配置的重定向管理。

3.4.2 OA 行政办公桌面建设方案

本方案给需要双网隔离的用户配发一台云终端，通过云终端系统定制的网络切换功能，

实现连接到后端两套桌面云平台，用于访问内网和外网，内网桌面和外网桌面分别部署在两

套物理隔离的服务器集群上。通过桌面云内外网物理隔离方案，每个办公桌面，只需要一台

云终端、一个显示器，用户每次只需要轻轻选择网络切换，数秒内，就可以轻松实现内外网

多桌面切换。本方案提供了一套打印机管理机制，可以保证在重启还原的桌面里依然可以保

存打印配置，同时还具备了业务配置文件重定向的管理机制。

3.4.3 方案价值

1.降低成本：只需要一台云终端、一个显示器就可以轻松实现内外网多桌面切换。

2.打印机管控: 支持本地驻留打印机驱动及配置，打印机管控服务端离线不影响用户端

对打印机的使用；支持终端的操作系统更新不影响打印机的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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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医院培训桌面云方案

3.5.1 现状分析

医院培训室主要为了完成新应用、新知识的传递工作，随着医疗信息化逐步深入，对培

训室的使用会越来越多、要求也会越来越高。

1.医院大部分场地会提供给就诊服务，留给培训室的空间较小，如果全部采用传统 PC

的话，空间就更小了，而且噪音大，影响培训效果。

2.PC 终端需要兼顾医院各种培训需求，所以经常需要更新不同的医疗应用，导致运维

管理工作比较繁杂。

3.5.2 建设方案

本方案将培训桌面以独立虚拟机的方式运行在服务器上，并设置为还原模式，重启后即

可恢复为初始状态。同时，升腾桌面云采用视频重定向和硬件编解码技术，确保培训过程中

视频播放效果和传统 PC 是一致的。

另外，本方案还会结合定制化的屏幕广播软件，可将讲师的桌面及应用环境、正在播放

的视频等画面实时同步给所有学员机，且学员机无法操作和控制本机桌面，直至讲师释放控

制，从而大幅提升培训效果。

3.5.3 方案价值

1.提升培训教学体验：云终端可以兼容多种医疗软件，支持流畅的屏幕广播。讲师可以

一键管控学员的行为，维护培训秩序，保障培训教学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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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方案优势及用户收益

升腾医疗致力于医院信息化建设，为提升医院经济效益提出了一系列的解决方案。该方

案助力医疗信息化的建设，化繁为简高效运维，增强业务连续性，并保证业务数据的安全性，

构建一个安全便捷的医疗信息化系统。

4.1 快速部署，快速交付

升腾医疗方案标配的云主机，出厂预装云电脑系统，120 秒完成现场接入环境适配，及

平台初始化。部署人员可以通过 WEB 管理平台，可导入终端镜像模板，采用 P2P 技术下发

镜像，仅需 2 小时即可完成 400 台+终端系统安装。同时，终端操作习惯与传统电脑一致，

无需用户改变习惯，新老医生快速上手使用。

4.2 化繁为简，促进医院办公系统标准化管理

医院运维人员可以根据不同科室，定制黄金镜像，各类办公软件和医用业务系统，统一

更新，促进医院办公桌面标准化。运维人员仅需通过 WEB 管理平台，即可完成全院终端的

日常维护操作，如：远程协助，业务系统配置更新等。运维人员无需奔赴各个科室进行故障

维护，只需在管理平台上发现远程协助就可以轻松完成运维工作。大屏可视化展示，帮助医

院管理人员轻松掌控全院终端使用状态，提前规避可能的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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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故障快速恢复，提升医院经济效益

升腾医疗的云终端可支持本地计算，当云主机意外宕机或离线时，云终端可以离线运行。

终端本地不受影响，增强业务的连续性。当业务门诊高峰期遇到终端故障时，例如出现软件

故障或系统异常，还原模式的云终端可以在一分钟内快速恢复，保障业务的连续性，最大程

度保障了患者就医服务的连续性。对于个性化模式的云终端，提供了终端快照备份和恢复等

服务，可及时恢复终端的健康状态，提升医院经济效益。

4.4 提升终端安全防护，助力医院等保 2.0 建设

升腾医疗的云终端能够很好的兼容各种外设，例如：U 盘，各种打印机，就诊卡读卡器，

身份证读卡器等，同时还可以统一管理 U 盘等外设使用权限，降低病毒传播风险。同时提

供终端系统加固工具，限制用户对 C 盘、网络地址、控制面板等访问修改，避免医护人员

误操作导致系统异常。数据云端漫游，随时、安全地访问个人及共享数据，告别 U 盘丢失，

避免了医疗数据泄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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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 简化打印机运维，轻松管理

威讯云医院支持打印机驱动集中管控，支持统一更新，大大简化了运维人员对全院不同

类型打印机的管理工作。支持终端进行系统更新情况下，保留打印机个性化配置。如：纸张

设置、打印机共享设置等配置。如需增加新类型打印机驱动，运维人员只需在镜像中安装驱

动，一键下发更新至终端，轻松管理。

4.6 可视化管理平台

升腾威讯云医院管理大屏，清晰展示云医院平台运行的监控状态，全院终端资源概览，

终端使用率等统计信息。大屏展示了终端连续使用时长 Top 和网络流量 Top，对于服务器异

常状态以及云终端的异常状态均可产生自动告警，化被动“救火”为主动运维。同时，医院

领导可以轻松查看每个科室的源投入情况，对于医院的扩建和管理提供了科学的决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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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7 节能增效，降低建设成本

升腾医疗仅需要一台云主机就可以带 1000 个桌面，无需大量的服务器计算资源，可节

省了服务器的投入与建设成本。对于云终端设备是可以支持利旧，让医院的原有资源可以充

分利用，可减少大量的硬件采购。云终端功耗仅为传统 PC 1/4，以 1000 台 5 年规划，5

年可节省电费 110 多万，符合国家提倡的节能型医院的建设要求。采用云医院方案，用于

终端管理的人员可节省不低于 3 人。运维成本投入节约 6000 元/月*12 月*3 人*5 年=108 万

元。同时升腾云终端三年的平均的故障率仅 3%远低于传统电脑的 15%的故障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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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典型案例

5.1 宜兴第四人民医院

5.1.1 项目简介

2018 年宜兴第四人民医院新办公大楼落地，为了保证医院医护人员的高效办公和简化

IT 运维，树立宜兴市医院信息化典范，宜兴第四人民医院率先引入了深度融合的威讯云医院

解决方案，供医生护士日常办公使用。一共上线了 400 个云桌面，覆盖门诊大楼、住院大楼、

护士站、影像室、收费窗口、中心药房、生化检验室、服务器大厅、行政办公等。

5.1.2 客户收益

客户在两天内就实现新建办公大楼办公设备的标准化，并上线投入使用；仅需投入 1

人（原先 3 人）即可完成日常终端维护，信息科更集中精力进行其它核心业务系统维护工作；

故障平均恢复时间从 1 小时，降低至 2 分钟。

5.1.3 客户评价

“以前用户使用传统电脑出现问题时，需要到达用户位置，医院楼层比较多，加上期间

电梯等待时间，往往需要耗费 30 分钟以上，非常耗时耗力，还影响医护医生的办公及诊治。

现在使用云医院方案后，仅需在 WEB 管理平台，即可快速远程连接到用户桌面进行运维操

作，往往仅需 2-3 分钟即可解决用户问题，非常便捷，有效提升了信息科的效率。”

————信息科 邓主任



威讯医疗云桌面解决方案

做最好用的桌面云 第 22 页 共 23 页

5.2 盱眙卫健委

5.2.1 项目简介

2019 年盱眙卫健委所辖乡镇卫生所电脑设备更新换代，为更好地提供稳定、易维护的

办公设备，经过各个厂家的方案测试，最终选择升腾云医院方案。通过在卫健委中心机房架

设云平台，统一对各卫生所云终端，桌面统一管理。项目上线 200 个桌面，覆盖卫健委局内

办公、各乡镇卫生所收费、办公等场景。

5.2.2 客户收益

客户采用升腾医疗方案进行乡镇卫生所电脑的更新换代，用云终端替换了传统的电脑，

不仅部署实施过程中十分便捷，在后续的云终端管理上更体现出了高效运维的价值理念。运

维人员可以集中管控所有的云终端，远程运维，无需在下乡处理电脑问题了。

5.2.3 客户评价

“卫健委统筹整个辖区内所有医疗资源，以往的电脑方案，不管是前期安装还是后期故

障维护，都需要投入很大的人力成本。各乡镇的医护人员，相对 IT 水平较为薄弱，电脑故

障后等局里的技术人员到现场，通过需要 1-2 天。现在切换威讯云医院的方案，所有的电脑

系统都通过局内的管理服务器直接下放，出现故障也可以远程，现在我们的技术人员坐在工

位上就能支持到每个乡镇，效率提高了很多。”

------信息科 朱科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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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 云溪妇幼保健院

5.3.1 项目简介

2019 年 8 月云溪妇幼新门诊楼和住院楼落地，院方先进的信息化建设思路，创建了岳

阳市首家引入威讯云电脑整体方案的医院。威讯云电脑整体解决方案上线云桌面，供医生和

护士日常办公使用，不仅保证了云溪妇幼业务的流畅运行，还解决了传统 PC 管理复杂，运

维麻烦等问题。

5.3.2 客户收益

云溪妇幼新引入的 HIS、LIS 等核心业务系统和威讯云电脑方案无缝对接，各科室的惠普

打印机、标签打印机、医保卡读卡器、扫描枪、UKEY 等都能在云电脑模式下流畅使用。威

讯云电脑操作使用与 PC 完全一致，新老医生不用专门培训即可上线使用。管理全院云电脑，

仅需通过使用 WEB 管理平台，即可完成日常全部管理维护工作。同时可定制系统镜像模板，

促进标准化流程管理。终端无风扇设计，节省办公空间，降低周围噪声，提升办公体验。

5.3.3 客户评价

“以前在老院，PC 的系统、软件、硬件等等维护工作量非常多，现在新院的云电脑一天之

内就全部更新完毕，通过 WEB 管理平台就能对云电脑进行管控，在办公室就能解决问题，

办公效率提高的同时维护工作量大幅度降低了。与院内的打印机、标签机、读卡器等多种外

设设备很好的兼容起来，并且在医院试营业期间没有出现任何问题。医院里的年纪大的医生、

主任已经习惯了 PC 的使用习惯，云电脑上线后，所有的医护人员在使用习惯上没有任何的

改变，也不用花时间花精力去学习其他的操作过程，和使用 PC 一样的体验感，也减少了反

复培训的时间。云终端巧妙的设计还节省了办公空间，降低了噪声，得到了医生护士以及院

长领导的一致好评。”

----- 信息科 李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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