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借助全数字化网络提升医疗员工与患者的体验 

无需奔波，触达全球 

Tom Janzen 博士是个大忙人。目前，他

不仅担任伦敦健康科学中心的首席医疗信

息官 (CMIO)，同时也是该医学中心的一

名内科医生。除了治疗患者外，他还需要

负责医学培训和员工管理。此外，他还是

一位广受追捧的演讲师。

因此，时间对他来说尤为宝贵。以前，大

家很难联系上 Janzen 博士，并且他本人

也厌倦了把大量时间耗费在国内外奔波的

路上。他必须与医务人员保持联系以保证

他们高效工作，同时还需要通过远程方式

讲授医学课程并发表演讲。

同样，对于诊断服务副主任兼首席信息官 

(CIO) Glen Kearns 来说，增强协作并提升

工作效率也是当务之急。他表示：“在患

者关怀措施方面，我们已处于医疗行业

的顶尖水平。现在，我们的目标是要做

得更好。”

利用全数字化就绪型网络促进医疗

转型

该医疗中心把握全数字化机遇，在减少差

旅和简化工作流程的同时，促进不同学科

的医疗专家之间进行更好的交流。此外，

Kearns 还补充道：“思科协助我们统筹大

局，并通过端到端的方法，而不是孤立的

系统和单点产品来实现我们的目标。”

思科服务帮助他们对网络的就绪性进行

评估，并围绕如何转变园区 IT 管理制定

了一项长期性战略。该战略以思科® 全数

字化网络架构就绪型基础设施为基础，

可使多个医院园区和远程站点像单个实

体一样运作，从而安全、可靠地共享实

时数据。

“借助思科 DNA，现在我们的全体医护人

员可以实现互联。”Kearns 说道，“患者

可以目睹并感受到我们在为他们提供护理

时表现出的专业精神。”

员工无需再依赖手写方式记录患者数据，

而是直接利用移动设备收集相关数据。员

工可以与护士、药剂师和其他医疗专家进

行可靠的数字通信，并且所有人都可以获

取正确的患者信息。

IT 基础设施集成总监 Dave Schned 表

示：“我们的移动设备在过去两年间从两

千台增加到一万台以上。设备数量的增多

不仅没有加重管理负担，反而推动了创

新，这多亏了思科的帮助。”

解决方案

• 借助思科全数字化网络架构，让医
护人员快速、安全地访问临床数据

和专业知识

• 利用思科无线网络改善病床护理
服务

• 增强医疗专家之间的协作，并提升
工作效率 

• 借助思科 Prime® 基础设施简化 IT 
管理

伦敦健康科学中心和伦敦圣约

瑟夫健康中心

规模：

行业： 医疗保健

所在地： 加拿大安大略省

15,000 名员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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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不良药物事件发生率降低 40%

减轻医生的负担，从而腾出更多 
时间照顾患者 

伦敦健康科学中心具有多个园区，园区之

间依靠覆盖全市的光纤环网在思科 ONS 

平台上互联。此外，系统中还部署了思科 

Catalyst 交换机，用于为七家医院和多个

远程诊所提供快速、可靠的连接。由于网

络被设计成具有内置双冗余特性，因此即

使有一个链路断开（可能性很小），该网

络依然可以正常运行。

遵照安大略省严格的数据隐私和安全合

规性要求，该系统部署了思科下一代 

ASA 防火墙来保护网络，防止恶意软件

威胁。

Schned 表示：“我们的防火墙可以 

轻松地与我们的思科基础设施和诸如 

网页过滤和入侵防御等未来解决方案 

相互集成，形成一个更广泛的网络安全

战略。”

这种全面的广域网和局域网基础设施可以

连接到超过 2,600 个思科 Aironet™ 无线

接入点和 40,000 个活动终端。该医疗中

心共有三个无线安全区：一个供核心员工

使用，一个供外部供应商和承包商使用，

另一个可为患者和来访者提供免费 Wi-

Fi。不论何种角色，每个人都可以连接到

网络。这使得员工和患者的体验都得到了

转变。

Schned 表示：“有了无处不在的无线网

络，再也没有人对信号强度感到失望了。

医护人员可以无缝地工作，患者也可以随

时与亲朋好友联系，舒缓压力。”

医疗团队可以随时随地安全地访问电子病

历记录、扫描结果和临床应用。这使得他

们可以更迅速地做出更明智的决策，并提

升患者护理服务。以前，他们需要不停地

来回往返于护理站、药房和病床之间。而

现在，借助连接了 2,000 个无线移动工作

站的 Wi-Fi 网络，他们可以在移动过程中

工作并实施护理。

Schned 表示：“借助移动工作站，我们

可以掌握用药情况、患者状态，以及床旁

给药人员的相关信息。药物不良事件的发

生率也因此而降低 40%。”

伦敦卫生服务中心 (London Health 

Services) 选择了部署思科 Prime® 基础

设施和智能网络支持服务来保护网络的正

常运行。思科 Prime 基础设施可以实施主

动监控，并通过简单的方式对有线和无线

域进行统一管理。智能网络支持服务能够

确保工作人员可以快速地访问思科专业技

术知识，实现库存自动化，并进行合同管

理。两者相结合可以加快故障解决速度、

延长正常运行时间并提升最终用户的体验。

Kearns 指出：“我们的思科网络将所有的

一切都整合起来。稳定的平台对于全数字化

医疗来说至关重要。我们可以更加高效、

灵活、安全地开展工作，并为患者提供更好

的医疗效果和更出色的护理服务。”

帮助患者、学生和同事开展协作

该医疗中心还利用思科协作解决方案进一

步提升工作效率。Kearns 表示：“工作时

我会在桌上放一部思科电话，同时在笔记

本电脑上打开 Jabber 软件。” 

以前，医院需要出资为 6,000 名员工配备

寻呼机。但到目前为止，已经有 2,000 名

员工开始使用思科 Jabber® 技术，这样不

仅降低了成本，而且也提高了工作效率。

例如，借助该项技术，临床医生可以查看

同事的空闲状态，并利用即时聊天功能当

场解决问题。

思科网迅® 技术的视频功能让他们受益

良多。

Janzen 博士表示：“我可以在家办公，

并通过在线视频发表演讲以及讲课，效果

就跟面对面沟通一样。这项技术让我的工

作方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通过员工互联，将对患者旅程和临床 
工作流的深入洞悉结合起来

思科全数字化网络架构和协作

解决方案带来了以下益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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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时间留给患者

对 Janzen 博士而言，以前开四场会议可

能需要耗费一整天的时间。而现在，他可

以更有效地利用自己的时间。

就像他所说的那样：“有了思科网讯，我

可以在午餐时间处理完安大略省北部的工

作，完全就像出差一样。” 

如果真的出差的话，他需要从工作安排

中抽出两天的时间，每天花 4 个小时在

航班上。

“我可以在一天之内举行两到三场讲座，

完成我的临床工作，并在晚上的时候陪伴

我的家人。这在以前是不可能实现的事

情。”他说道。

除了提升时间利用效率外，Janzen 博士

还借助思科网讯技术在同一时间段为来自

不同地区的用户提供培训。这样可以确保

医生和护士能够始终掌握最新技能，且不

必从患者护理工作中抽出身来。此外，这

样也可以大幅减少差旅费用。

加拿大政府规定每位内科医生每年须接受

至少 50 个小时的培训。通过利用思科协

作解决方案，医生每年可节省近 100 个小

时的工作时间，相当于可以多提供 600 次

问诊。

通过向全数字化医疗的转变，伦敦健康科

学中心可以获取更详细、全面的患者护理

进程信息。这有利于改善临床工作流程，

并持续提升住院患者护理服务。

“我可以在一天之内举行两到

三场讲座，完成我的临床工

作，并在晚上的时候陪伴我的

家人。这在以前是不可能实现

的事情。”

Tom Janzen 博士
伦敦健康科学中心

首席医疗信息官兼内科医生

产品与服务

路由和交换

• 思科 ONS 15454 SONET 多服务调
配平台

• 思科 Catalyst® 2900、3500 和 
6500 系列交换机

无线

• 思科 Aironet™ 3600 和 3700 系列
无线接入点

• 思科 5520 无线控制器

安全

• 思科 ASA 5500 系列自适应安全设备 

管理

• 思科 Prime 基础设施

协作

• 思科 VG 系列网关

• 思科统一通信管理器 

• 思科统一联系中心企业版

• 思科 Jabber

• 思科网讯

• 思科 IP 电话 6000 和 7000 系列

服务

• 思科网络优化服务

• 思科智能网络支持服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