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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基于5G网络的可移动穿戴式远程指导

系统

(57)摘要

本实用新型公开的一种基于5G网络的可移

动穿戴式远程指导系统。目前的会诊系统，只能

邀请一家医院专家会诊，不能在手术室(或ICU)

对医生遇到意外(或抢救)情况进行指导。本实用

新型包括视频单向传输模块和音频双向传输模

块，视频单向传输模块包括摄像头、图像传感器

模块、5G发射天线和5G视频接收机，5G视频接收

机与移动终端一连接，音频双向传输模块包括拾

音器、护目镜蓝牙模块、耳机和手机蓝牙模块，摄

像头、图像传感器模块、5G发射天线、拾音器、护

目镜蓝牙模块和耳机均设置在护目镜上，手机蓝

牙模块设置在移动终端一内，移动终端一和移动

终端二通过5G网络连接。本实用新型具有远程指

导，可指导手术操作、会诊医生不受限制等优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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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基于5G网络的可移动穿戴式远程指导系统，其特征在于，包括视频单向传输模

块和音频双向传输模块，

所述视频单向传输模块包括摄像头、图像传感器模块、5G发射天线和5G视频接收机，所

述摄像头、图像传感器模块和5G发射天线均设置在护目镜上，所述5G视频接收机设置有5G

接收天线，所述5G视频接收机与移动终端一连接，

所述音频双向传输模块包括拾音器、护目镜蓝牙模块、耳机和手机蓝牙模块，所述拾音

器、护目镜蓝牙模块和耳机设置在所述护目镜上，所述手机蓝牙模块设置在所述移动终端

一内，所述移动终端一和移动终端二通过5G网络连接。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基于5G网络的可移动穿戴式远程指导系统，其特征在于，

所述护目镜上还设置有麦克风。

3.根据权利要求1或2所述的一种基于5G网络的可移动穿戴式远程指导系统，其特征在

于，所述护目镜上还设置有充电口和SD卡槽。

4.根据权利要求1或2所述的一种基于5G网络的可移动穿戴式远程指导系统，其特征在

于，所述护目镜上设置有耳机插孔，所述耳机通过所述耳机插孔与所述护目镜可拆卸连接。

5.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一种基于5G网络的可移动穿戴式远程指导系统，其特征在于，

所述护目镜包括镜框和镜架，所述摄像头嵌入所述镜框的正中。

6.根据权利要求5所述的一种基于5G网络的可移动穿戴式远程指导系统，其特征在于，

所述镜框设置有两个眼镜框和位于两个眼镜框之间的凹槽，所述凹槽用于容纳鼻梁，所述

摄像头位于两个眼镜框的中间，所述麦克风设置于所述凹槽处，所述拾音器位于两个眼镜

框的两端，所述5G发射天线设置在所述镜框一侧的上端。

7.根据权利要求5或6所述的一种基于5G网络的可移动穿戴式远程指导系统，其特征在

于，所述镜架包括镜架一和镜架二，所述镜架一上设置所述护目镜蓝牙模块和充电口，所述

镜架二上设置所述图像传感器模块、SD卡槽和耳机插孔，所述SD卡槽沿所述镜架二的竖直

方向设置，插卡时，SD卡从镜架二的上沿向下插入。

8.根据权利要求1、2、5或6任一项所述的一种基于5G网络的可移动穿戴式远程指导系

统，其特征在于，所述移动终端一和所述移动终端二均为智能手机，所述5G视频接收机与所

述移动终端一采用USB连接。

9.根据权利要求5或6所述的一种基于5G网络的可移动穿戴式远程指导系统，其特征在

于，所述镜框包括横框和眼框，所述横框的宽度为1-1.5cm，所述摄像头和拾音器设置在所

述横框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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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基于5G网络的可移动穿戴式远程指导系统

技术领域

[0001] 本实用新型涉及医疗设备技术领域，具体涉及一种基于5G网络的可移动穿戴式远

程指导系统。

背景技术

[0002] 在现有的医疗过程中，大多是需要医生和病人、医生和医生等近距离接触，如现在

的查房方式主要是需要医生到达病房现场对病人进行询问和体格检查，而手术则需要医生

根据经验现场操作，其它上级医生的指导也只能通过电话，听取现场医生的描述，不能直接

获取病人现场图像资料，如果要全面获取患者的资料(病史、体格检查、辅助检查、亲自问

诊)必须亲临现场，在急、危、重症或手术中出现意外(大出血、麻醉意外、难度超出预期、肿

瘤不能切除等)，需要立即请更高级专家(多数情况不在一个城市或医院的院外专家，)会诊

和指导手术，由于时空距离，救命如救火的危情下，需要一个便捷有效的系统支撑。其次，优

质医疗资源下沉基层，是国家公立医院改革的重大举措之一，如果有一个系统可以为国家

级医学中心的专家与基层医院医生的会诊、手术与查房提供一个互动平台，可以真正实现

便捷及时的远程会诊，省去长途奔波的费用和节约时间。因此，有必要开发一种能适用于各

种医疗环境、快速响应、便于推广的远程指导系统。

实用新型内容

[0003] 本实用新型所要解决的技术问题是：现有的医疗会诊、手术指导等活动多是亲临

现场的方式。近年来国内有的医院与医院建立“医联体”或“医共体”，并在彼此间建立了专

门的远程会诊系统，但是需要固定会诊房间，通过管床(主管)  医生通过视频连线，将病人

的病例资料(包括病史、体格检查、辅助检查等)上传，整个过程相当于视频会议模式。对于

远程会诊专家临时需要提供的病情实时状况难以提供(因为危重病人在ICU或手术室)，对

手术或设备操作的指导无法实现，最关键是必须提前建立双向的远程会诊平台，如果两家

医院没有建立，就无法实现远程会诊和指导。临床需要无空间限制、随时响应、移动式的会

诊查房与手术指导平台。

[0004] 本实用新型提供了解决上述问题的一种基于5G网络的可移动穿戴式远程指导系

统。

[0005] 本实用新型通过下述技术方案实现：

[0006] 一种基于5G网络的可移动穿戴式远程指导系统，包括视频单向传输模块和音频双

向传输模块，所述视频单向传输模块包括摄像头、图像传感器模块、5G  发射天线和5G视频

接收机，所述摄像头、图像传感器模块和5G发射天线均设置在护目镜上，所述5G视频接收机

设置有5G接收天线，所述5G视频接收机与移动终端—连接，所述音频双向传输模块包括拾

音器、护目镜蓝牙模块、耳机和手机蓝牙模块，所述拾音器、护目镜蓝牙模块和耳机设置在

所述护目镜上，所述手机蓝牙模块设置在所述移动终端一内，所述移动终端一和移动终端

二通过  5G网络连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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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07] 本实用新型通过设置单向传输模块和音频双向传输模块，能在移动终端一的用户

A与移动终端二的用户B之间建立实时视频音频交流平台，让远程的用户  B具有身临其境的

效果，现场的用户A成为B的视觉和听觉的延伸部分，方便B  指导或指挥A的行为、思维和语

言，达到“双簧”的效果，适用于远程查房、会诊、手术指导等多种场景。

[0008] 本实用新型优选一种基于5G网络的可移动穿戴式远程指导系统，所述护目镜上还

设置有麦克风，同时设置拾音器和麦克风，使得收集现场声音的效果更好，能使得远程的B

能接受到更清晰完整的声音。

[0009] 本实用新型优选一种基于5G网络的可移动穿戴式远程指导系统，所述护目镜上还

设置有充电口和SD卡槽，充电口用于对护目镜进行充电，而SD卡槽中可以插入SD卡，使得护

目镜具有一定的储存功能。

[0010] 本实用新型优选一种基于5G网络的可移动穿戴式远程指导系统，所述护目镜上设

置有耳机插孔，所述耳机通过所述耳机插孔与所述护目镜可拆卸连接，耳机上的音频线能

将远程B的声音传递到现场A的耳朵里，实现指导或指挥。

[0011] 本实用新型优选一种基于5G网络的可移动穿戴式远程指导系统，所述护目镜包括

镜框和镜架，所述摄像头嵌入所述镜框的正中，实现佩戴与聚焦同步化，不需要其他人帮助

调节，摄像稳定，无晃动，使得远程的B获取到的视频清晰。

[0012] 本实用新型优选一种基于5G网络的可移动穿戴式远程指导系统，所述镜框设置有

两个眼镜框和位于两个眼镜框之间的凹槽，所述凹槽用于容纳鼻梁，所述摄像头位于两个

眼镜框的中间，所述麦克风设置于所述凹槽处，所述拾音器位于两个眼镜框的两端，所述5G

发射天线设置在所述镜框一侧的上端，作为声音采集装置的麦克风和拾音器在镜框的中间

和两端均有设置，能全方位收集声音，且麦克风设置在镜框中间，使得与嘴的距离近，能更

好地采集A发出的声音，远程的B能听到的声音更清晰准确，而摄像头在佩戴好时，大概处于

眉心的位置，实现快速聚焦，保证远程B能获得清晰的视频。

[0013] 进一步地，所述摄像头为高清针孔摄像头，摄像头体积小，直接嵌入护目镜框架正

中，与人体生物学的双眼聚焦点保持一致性，观察者A所见所听，直接呈现在用户B的视觉和

听觉，如果B想看到什么场景，通过安卓系统中的视频音频APP下达指令给A就可马上实现，A

的视野或听觉就是B视野和听觉的延伸，有亲临现场之效果。

[0014] 本实用新型优选一种基于5G网络的可移动穿戴式远程指导系统，所述镜架包括镜

架一和镜架二，所述镜架一上设置所述护目镜蓝牙模块和充电口，所述镜架二上设置所述

图像传感器模块、SD卡槽和耳机插孔，在两个镜架中分配设置各结构，可以均衡护目镜戴在

眼睛上之后的重量配比。

[0015] 进一步地，所述SD卡槽沿所述镜架二的竖直方向设置，插卡时，SD卡从镜架二的上

沿向下插入。

[0016] 本实用新型优选一种基于5G网络的可移动穿戴式远程指导系统，所述移动终端一

和移动终端二均为智能手机，所述5G视频接收机与所述移动终端一采用  USB连接。

[0017] 本实用新型优选一种基于5G网络的可移动穿戴式远程指导系统，所述镜框包括横

框和眼框，所述横框的宽度为1-1.5cm，所述摄像头和拾音器设置在所述横框上。

[0018] 本实用新型具有如下的有益效果：

[0019] 1、本实用新型通过设置视频单向传输模块和音频双向传输模块，能在移动终端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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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用户A与移动终端二的用户B之间建立实时视频音频交流平台，让远程的用户B具有身临

其境的效果，现场的用户A成为B的视觉和听觉的延伸部分，方便B指导或指挥A的行为、思维

和语言，达到“双簧”的效果，适用于远程查房、会诊、手术指导等多种场景。

[0020] 2、本实用新型可以实现一家医院与N个(无限制)医院的医生之间远程会诊与手术

指导，提供一套快速、实景、互动式交流平台，瞬间消除不同城市、不同医院间医生临时会诊

与手术指导的时空距离，特别在手术台上或抢救危急重症病人时能及时启用，费用低，可移

动。尤其在手术台上、可以为远程指导者提供深部手术视野(与手术者同视野)，能指导手术

者及时处理危情而化险为夷；此外，在烈性传染病远程会诊指导时，可以避免会诊专家的感

染风险，也节省专家长途奔波成本，赢得时间才能挽救生命是这类病人最大的需求。

[0021] 3、本实用新型的远程指导系统，可以有效减少医生与病人的近距离接触，减少感

染风险，减少防护品的使用更换频率。

[0022] 4、本实用新型将摄像头设置在眉心位置，直接嵌入护目镜框架正中，与人体生物

学的双眼聚焦点保持一致性，更好地显示视频，不需要其他人员辅助调焦。

[0023] 5、本实用新型在镜框上设置摄像头、拾音器和麦克风，在两个镜架上分别设置结

构，使得整个护目镜的重量配比合适，佩戴稳固，不偏移。

附图说明

[0024] 此处所说明的附图用来提供对本实用新型实施例的进一步理解，构成本申请的一

部分，并不构成对本实用新型实施例的限定。在附图中：

[0025] 图1为本实用新型结构示意图。

[0026] 图2为本实用新型视频单向传输模块的工作原理框图。

[0027] 图3为本实用新型音频双向传输模块中A到B传输的工作原理框图。

[0028] 图4为本实用新型音频双向传输模块中B到A传输的工作原理框图。

[0029] 附图中标记及对应的零部件名称：

[0030] 1-镜框，2-镜架，3-摄像头，4-拾音器，5-麦克风，6-5G发射天线，7-图像传感器模

块，8-SD卡槽，9-耳机插孔，10-耳机，11-音频线，12-护目镜蓝牙模块，13-充电口，14-5G接

收天线，15-5G视频接收机，16-USB线，17-移动终端一，18-手机蓝牙模块，19-移动终端二。

具体实施方式

[0031] 为使本实用新型的目的、技术方案和优点更加清楚明白，下面结合实施例和附图，

对本实用新型作进一步的详细说明，本实用新型的示意性实施方式及其说明仅用于解释本

实用新型，并不作为对本实用新型的限定。

[0032] 如图1所示，一种基于5G网络的可移动穿戴式远程指导系统，包括视频单向传输模

块和音频双向传输模块，所述视频单向传输模块包括摄像头3、图像传感器模块7、5G发射天

线6和5G视频接收机15，所述摄像头3、图像传感器模块7和5G发射天线6均设置在护目镜上，

所述5G视频接收机15设置有5G接收天线14，所述5G视频接收机15与移动终端一17连接，所

述音频双向传输模块包括拾音器4、麦克风5、护目镜蓝牙模块12、耳机10和手机蓝牙模块

18，所述拾音器4、护目镜蓝牙模块12和耳机10设置在所述护目镜上，所述手机蓝牙模块18

设置在所述移动终端一17内，所述移动终端一17和移动终端二19  通过5G网络连接，所述5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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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采用5.8G网络。

[0033] 所述护目镜上还设置有充电口13和SD卡槽8，充电口13用于对护目镜进行充电，而

SD卡槽8中可以插入SD卡，使得护目镜具有一定的储存功能。

[0034] 所述护目镜上设置有耳机插孔9，所述耳机10通过所述耳机插孔9与所述护目镜可

拆卸连接，耳机10上的音频线11能将远程B的声音传递到现场A的耳朵里，实现指导或指挥。

[0035] 所述护目镜包括镜框1和镜架2，所述摄像头3嵌入所述镜框1的正中，所述镜框1设

置有两个眼镜框1和位于两个眼镜框1之间的凹槽，所述凹槽用于容纳鼻梁，所述摄像头3位

于两个眼镜框1的中间，所述麦克风5设置于所述凹槽处，所述拾音器4位于两个眼镜框1的

两端，所述5G发射天线6设置在所述镜框1一侧的上端。

[0036] 所述摄像头3为高清针孔摄像头3，所述镜架2包括镜架2一和镜架2二，所述镜架2

一上设置所述护目镜蓝牙模块12和充电口13，所述镜架2二上设置所述图像传感器模块7、

SD卡槽8和耳机插孔9，在两个镜架2中分配设置各结构，可以均衡护目镜戴在眼睛上之后的

重量配比。

[0037] 两个镜架2的尾部通过弹力绳连接，这样可以在佩戴护目镜时，很好地实现固定，

防止护目镜掉落，尤其是手术台上更为重要，避免脱落导致其污染手术台。

[0038] 所述移动终端一17为用户A的5G智能手机，所述移动终端二19为用户B 的5G智能

手机，所述5G视频接收机15与所述移动终端一17采用USB连接。

[0039] 所述镜框1包括横框和眼框，所述横框的宽度为1-1 .5cm，所述摄像头3和拾音器4

设置在所述横框上。

[0040] 视频单向传输模块的工作过程如图2所示，由用户A到用户B分为三个阶段：

[0041] 第一阶段(由用户A到5G频接收机)：采用WIFI视频图传技术，分为发射端和接收

端。发射端位于A上佩戴的护目镜，接收端是与5G智能手机相连接的5G视频接收机15。具体

传输路径为：高清摄像头3→图像传感器模块7→5G 发射天线6→5G接收天线14→5G视频接

收机15。

[0042] 第二阶段(由5G视频接收机15到用户A的5G智能手机)：5G视频接收机15→USB线16

→用户A的5G智能手机，其中，智能手机借助Android系统的视频音频APP软件。

[0043] 第三阶段(由用户A的5G智能手机到用户B)：基于5G网络技术进行远程视频传输，

具体传输路径为：用户A的5G智能手机→5G网络→用户B的5G  智能手机→用户B。

[0044] 音频双向传输模块中用户A到用户B的音频传输路径，如图3所示，分为  2个阶段：

[0045] 第一阶段(由用户A到用户A的5G智能手机)：拾音器4和麦克风5→护目镜蓝牙模块

12发射→5G智能手机蓝牙模块18接收→用户A的5G智能手机，借助基于Android系统的视频

音频APP软件。

[0046] 第二阶段(由用户A的5G智能手机到用户B)：基于5G网络技术进行远程音频传输，

具体传输路径为：用户A的5G智能手机→5G网络→用户B的5G  智能手机→用户B。

[0047] 音频双向传输模块中用户B到用户A的音频传输路径，如图4所示，分为  2个阶段：

[0048] 第一阶段(由用户B到用户A的5G智能手机)：基于5G网络技术进行远程音频传输，

具体传输路径为：用户B→用户B的5G智能手机→5G网络→用户A的5G智能手机。

[0049] 第二阶段(由用户A的5G智能手机到用户A)：用户A的5G智能手机→手机蓝牙模块

18发射→护目镜蓝牙模块12接收→音频线11→耳机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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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50] 以上所述的具体实施方式，对本实用新型的目的、技术方案和有益效果进行了进

一步详细说明，所应理解的是，以上所述仅为本实用新型的具体实施方式而已，并不用于限

定本实用新型的保护范围，凡在本实用新型的设计构想精神和原则之内，所做的任何修改、

等同替换、改进等，均应包含在本实用新型的保护范围之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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