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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领超声无创医疗领域 更好服务患者健康

心怀大爱
走上技术原创道路

说到海扶刀®，不得不提到一个
人，那就是海扶刀®的发明人之一、超
声医学工程国家重点实验室主任、海
扶医疗董事长王智彪教授。

王智彪团队从1988年开始致力
于聚焦超声治疗研究，全球率先提出
生物学焦域、超声剂量学及组织声环
境等概念，打破了几十年来阻碍聚焦
超声治疗应用于临床的瓶颈，1997年
研制出世界第一台体外对体内治疗的
聚焦超声肿瘤治疗设备，1999年“海
扶刀®JC型聚焦超声肿瘤治疗系统”
获得了CFDA认证许可，并率先推向
临床应用：全世界第一例聚焦超声保
肢治疗骨肿瘤、保乳治疗乳腺癌、保肝
治疗肝癌、保子宫治疗子宫肌瘤等都
诞生在中国重庆。

临床应用
开启无创治疗大门

临床应用是医疗设备直接作用到
患者的重要环节，其应用设备质量的
优劣直接关系到疾病诊断和治疗的可
靠性、有效性和安全性，关系到患者的
生命与健康。1997年，重庆医科大学
附属第二医院、超声医疗国家工程研
究中心首席医学专家陈文直和王智彪
等各个科室的专家，进行了全世界第
一台用海扶刀®设备进行的聚焦超声
消融手术。

陈文直教授回忆起第一台聚焦超
声消融手术时说道：“聚焦超声消融手
术能治疗骨肿瘤，我们团队一开始是
没有想到的。当时有一位患骨肿瘤的
小孩到全国各地医院就诊结果都是需
要截肢，但截肢以后能存活多久也不
知道。在聚焦超声消融治疗恶性骨肿
瘤全世界都没有先例的情况下，我们

对其成功进行了骨肿瘤临床治疗，在
聚焦超声治疗领域具有里程碑式的意
义。”

从首次用于临床到如今，海扶刀®

已在国内外2800余家医院成功应用，
累计在全球治疗各种良、恶性肿瘤患
者15万余例，非肿瘤患者近300万
例。全球范围内，因子宫肌瘤或腺肌
症不孕的患者，在接受聚焦超声消融
手术后，生下1000多个“海扶宝宝”。

近日，张阿姨因子宫肌瘤，接受了
聚焦超声消融手术，术后恢复良好，当
天出院。“没有刀口，也没有流血，太神
奇了。”张阿姨露出不可思议的表情，
对手术表示满意。

与传统的手术不同，病人并没有
进行全身麻醉，只是进行了镇静镇痛，
手术过程中患者处于清醒状态，可以
与医生进行交流。手术过程中，没有
手术刀和止血钳，也没有止血的纱布
和棉花，医生手中的鼠标就是正在患
者体内做手术的手术刀。其主要利用
超声波的聚焦性和穿透性，将体外发
射的超声波聚焦到体内病灶处，在焦
点处瞬间形成60℃-100℃高温，使靶
组织凝固性坏死，从而达到治疗疾病
的目的，而精准聚焦使病变区域外的

正常组织不受损伤。
张阿姨的子宫肌瘤治疗，仅仅是

聚焦超声消融手术从体外无创治疗体
内疾病的适应症之一。聚焦超声消融
手术还能治疗哪些疾病？陈文直教授
介绍，聚焦超声消融手术可用于治疗
子宫、肝脏、乳腺、肾脏、前列腺等多个
器官的多种疾病，包括子宫肌瘤、子宫
腺肌病，原发性肝癌、转移性肝癌，胰
腺癌，软组织肿瘤等。

互联互通
实现跨国远程指导操作

持续不断的技术创新，让海扶医
疗始终走在行业前列。2001年，海扶
刀®聚焦超声肿瘤治疗系统荣获国家
技术发明二等奖。2002年，海扶医疗
生产的海扶刀®聚焦超声肿瘤治疗系
统出口英国牛津大学，首开“中国创
造”的大型高端医疗设备出口发达国
家之先河，并于2005年通过欧盟CE
认证，是全球首个获得该项认证的超
声监控、体外对体内治疗良、恶性肿瘤
的聚焦超声消融手术治疗设备。

目前，海扶刀®聚焦超声肿瘤治疗

系统已获得38个国家和地区的市场
准入，出口至英国、德国、西班牙、俄罗
斯、新加坡、日本、韩国、南非、阿根廷
等26个国家和地区。

为了进一步提高全球用户医院使
用海扶刀®聚焦超声肿瘤治疗系统做
聚焦超声消融手术的有效性、安全性，
2000年，聚焦超声消融手术全球协同
服务中心批准建立。截至2019年，聚
焦超声消融手术全球协同服务中心与
全球102家海扶®微无创治疗中心实
现了互联互通。

据介绍，聚焦超声消融手术全球
协同服务中心与国内、国际的用户医
院通过远程互联，可实现对医生的临
床疑难病症培训、会诊以及大数据的
分析。今年1月1日-6月29日，尽管
受到疫情影响，但聚焦超声消融手术
全球协同服务中心仍然指导、协同聚
焦超声消融手术共计3863例。

重庆海扶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总经理蒋钢表示，从2019年至今，重
庆与新加坡积极推动中新(重庆)国际
互联网数据专用通道示范项目。中新
(重庆)国际互联网数据专用通道的开
通，使聚焦超声消融手术全球协同服
务中心与新加坡斐瑞医院就开展聚焦

超声消融手术临床疑难病症会诊时更
安全、更高效。同时，示范项目的推进
与实践，也让医院更加充分认识到，通
过智能化、网络化、数据化三化的深度
融合，为医院实现全球化战略布局、市
场推广和商业模式创新，提供了更强
大的支撑。

护航健康
抢占微无创医学研究高地

在聚焦超声技术、产品、治疗领
域，海扶医疗处在全球引领地位。在
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目前已建立
了60余家海扶®微无创治疗中心，不
仅为患者提供了无创的治疗，也将中
国的原创技术传播到国外，吸引了德
国、英国、阿根廷、埃及、新加坡等数十
个国家和地区200多批国内外医生前
来学习。

“以往都是中国的医生前往其他
国家学习医疗技术，现在重庆因为是
聚焦超声技术的发源地，而成为众多
国际国内医疗大咖必来之地。我们还
将加大聚焦超声领域的研发力度，让
海扶刀®聚焦超声肿瘤治疗系统可以
治疗更多疾病，让聚焦超声消融手术
造福国人和全球患者。”王智彪说，海
扶人并没有因为目前取得的这些成绩
而止步，还将加快技术发展的步伐和
领域建设。

未来，海扶医疗也将一如既往坚
持走原始创新之路，致力于产学研用
一体化发展。同时，将与超声医学工
程国家重点实验室进行深入合作，进
一步深化原创研发及成果转化，拓展
聚焦超声技术的适应症。以聚焦超声
技术为主线，围绕强声学与声学效应、
多模态影像监控与智能精准治疗、超
声治疗临床研究与大数据3个研究方
向，继续抢占国际微无创医学研究高
地，保持我国在超声治疗领域的国际
领先地位，坚守“治疗——让病人受伤
害更小！”的信仰，坚持原始创新，从而
更好地服务于人类健康。

邹密 图片由重庆海扶医疗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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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波克拉底誓言中提到，“我要竭尽全力，采

取有利于病人的医疗措施，不给病人带来痛苦与

危害。”正如誓言中所说的那样，海扶刀®聚焦超

声肿瘤治疗系统作为一项无创伤、不流血、无疤

痕的中国原创治疗设备，治疗时最大程度减少了

对病人的伤害。

从传统的开刀到腔镜再到现在的聚焦超声消融手术，海扶刀®聚焦超声肿

瘤治疗系统做到了不开刀也能进行肿瘤消融手术，真正实现了从体外对体内疾

病的治疗。在全球聚焦超声治疗领域，中国重庆海扶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海扶医疗”）是张闪亮的名片，它将体外无创治疗体内疾病的梦想变

成现实。

打造智慧医疗 奉献“云端”关爱

最小循环网络体系
个性化医学关爱让患者放心

重庆海扶医院坐落于两江新区照
母山植物园脚下，置身于清新、明净、
生态的自然氧吧之中，舒适的就诊环
境、温馨的医疗服务、家一般的住院氛
围……这样一所建立在大自然中的医
院，依靠信息知晓—医疗咨询—临床
治疗—后续关怀的最小循环网络就医
流程，先后收治了美国、加拿大、意大
利等国家和地区的患者来到重庆海扶
医院就医。

网络挂号、网络问诊、网络支付，
药品派送……这些常见的互联网就医
服务模式，在重庆海扶医院都可以看
见，但这只是互联网医院智能化的一
小部分体现。汪炼说道：“重庆海扶医
院不仅有这些，还有更多智能化的服
务可以对患者提供帮助。我们的‘知
晓—咨询—就诊—随访’最小循环网
络就医流程真正改变了医疗的就诊路
径，可以帮助患者认识疾病、选择伤害
更小的治疗方式，获得个性化医学关
爱。”

“我在网上看到了重庆海扶医院，
点‘预约’就可以了解医院的所有情况
和疾病及治疗疾病的方式，还会有医
生进行健康科普。”前来就诊的陈玉
（化名）大声称赞道。来到医院后，一
条温馨的短信让第二天要进行手术的
陈玉忘掉了担心，短信中告知了要为
她进行手术的医生、护士，还让她选择
第二天手术时需要放的音乐。伴着耳
边熟悉的音乐，第二天的手术顺利完
成。手术后，医院利用互联网对其进
行身心行为评估，全面了解她的身体

状态。
汪炼表示，希望通过网络化的服

务，让患者感受到温馨的问候和关
爱。互联网时代，有了现代信息技术
的支撑，很多工作通过网络可以完成，
要重新优化再造流程，以患者为中心，
让数据“多跑路”，让病人“少跑腿”，改
善就医体验。

网络语音门诊
“触屏可及”让患者贴心

从2010年首次成立网络语音门
诊公益平台到现在，10年时间，462个
周五晚上，重庆海扶医院的医护人员
都会坚守在电脑屏幕前，为来自全球
的患者答疑解惑，分析案例，播种健康
理念。

在网络语音门诊上，医护人员会
为患者解答各方面的难题，并鼓励患
者不要畏惧子宫肌瘤，“子宫肌瘤并不
可怕，现代的知识女性们要拿出勇气
正面地了解子宫肌瘤，并克服它。”

“在平台的那边，我们经常会被一
些患者所说的话感动。”汪炼回忆道，

“之前有一位来自澳大利亚的华人患
者，当地医生要切除她的子宫，但她并
不想。后来，从网上了解到我们医院
的聚焦超声消融手术（FUAS）后，她
选择来到这里，我们成功为她保住了
子宫。”

网络语音门诊公益平台不仅可以
让患者与专家之间的交流更直接、更
互动，还能让患者从中获得更多对自
己有价值的信息。世界各地的患者只
需要在网上预约，就可在每周五晚上
7:30，参与语音网络门诊咨询。

汪炼表示，能够通过互联网平台
为病人服务，感到很高兴。未来，医院
将利用网络平台，持续为病人服务，真
正体现医学关爱的内涵。

聚焦超声消融手术远程服务
优质医疗资源“隔空”暖心

作为全球首家以子宫肌瘤、子宫
腺肌症专病治疗为特色的医院，同时也
是全球唯一的集临床、科研、教学为一
体的海扶®微无创医疗示范医院，重庆
海扶医院拥有世界一流的FUAS专家
团队，领跑着FUAS临床研究与应用。

重庆海扶医院依托于超声医疗国
家工程研究中心建立的聚焦超声消融
手术全球协同服务中心，通过“互联
网+医疗”的模式，可联网全球百余家
海扶®微无创治疗中心，实现跨越时空
的同台手术、实时指导、疑难会诊、经

验共享。“手术难度很大？你认为我应
该怎么做？”面对提问，医生也会进行
远程的教学、培训，耐心地回答所有的
问题。

据介绍，目前，已有英国、德国、西
班牙、新加坡等27个国家和地区的
100余家海扶®微无创治疗中心与聚
焦超声消融手术全球协同服务中心建
立了连接。通过聚焦超声消融手术全
球协同服务中心，可以汇集全球该领
域临床大数据，实现了优势医疗资源
全球共享和跨地域多中心协作。
2020年上半年，聚焦超声消融手术全
球协同服务中心共计指导、协同手术
3863例，其中子宫肌瘤2527例、子宫
腺肌病756例、其他疾病580例。

汪炼表示，聚焦超声消融手术是
我国领先全球、自主创新的高新技术，
具有不开刀、不流血、无需麻醉、术后
恢复极快等特点，是一种“非接触手
术”。治疗过程中，医生在操作台移动

鼠标控制超声治疗头发射超声波即可
进行子宫肌瘤、子宫腺肌病等多种疾
病的治疗。患者只需趴在治疗床上就
可以接受治疗，不用忍受开刀的痛苦，
子宫良性疾病患者还可以一边听音乐
或者看电视剧一边接受治疗，若有不
适还可以与医生实时沟通。

网络病床服务
医学人文关怀让患者舒心

“疾病的一半是心理疾病，健康的
一半是心理健康。”近年来，医院通过
互联网延伸患者出院后的医疗服务，
让患者继续获得在线答疑、定期查房、
科普讲座和“身-心-行”健康指导，真
正体现“治病→治病人”的医学温暖。

病人出院后，主管医生会建立微
信群，患者可在群里分享自身的想法
和需求，主管医生和护士会对患者进

行网络查房，了解患者目前的状况，并
对其问题进行及时答疑。医护人员每
天还会通过抖音、视频等形式在群里
分享天天海报，包括案例、疾病知识
点、健康科普等。通过这种形式，可以
直观地展现病例，让大家对疾病有更
多地了解。

“有时去治愈，常常去帮助，总是
去安慰。”汪炼谈到，“正如这句医学名
言，面对很多疾病，我们感到束手无
策，安抚病人的过程有时候比治疗更
重要。医学的责任不仅是疾病的治
疗，更重要的是唤起患者的内生动力，
减少疾病的复发可能。”

针对子宫肌瘤、子宫腺肌病等慢
性疾病，重庆海扶医院搭建了“医—助
—护—患”一体化的慢病管理团队，通
过互联网对病人进行健康状态的评
估，提高病人自我健康管理能力。同
时，医院还建立健康小屋，从运动、情
绪、睡眠、饮食方面，让患者更形象地
了解自己身心失衡的状态，便于他们
行动起来，弥补健康的短板。出院后，
医院还会通过互联网追踪健康小屋的
情况，并为其调整处方，帮助患者进行
健康生活的自我管理。

汪炼表示，互联网医院的真正内
涵是把病人随时随地放到心上，能够
在患者真正需要的时候，满足他们的
需求，使之得到心理安慰。重庆海扶
医院将通过互联网平台，持续进行智
慧健康管理的医学人文服务模式，体
现医学关爱，让患者真正感受到关怀。

邹密 图片由重庆海扶医院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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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进重庆海扶医院，高山、河流、细胞等

元素汇聚的生命墙生动再现了生命形成的曲

折过程，重庆海扶医院院长汪炼说：“每一个

生命的到来都是不容易的，我们要关爱生命，

关爱女性子宫，真正实现医学关爱。”正如她

所说的那样，重庆海扶医院始终以“治疗——让病人受伤害更小！”“从治病到治

病人”“我的健康我做主”三大理念，借助互联网手段，让患者得到了受伤害更小

的微无创治疗，缩短了住院时间，实现了互联网快捷、专业、舒适、人性化、完整

的就医前、治疗中、出院后的医疗服务。近日，医院还拿到了重庆市卫生健康委

员会颁发的互联网医院牌照。

智慧健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