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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背景&现状



技术背景

目前中国的5G技术正在加速

发展，5G网络拥有增强型移

动宽带、超高可靠低时延通

信、海量机器类通信三大技

术特点。

5G时代的到来
云计算具有很强的扩展性和

需要性，用户通过网络就可

以获取到无限的资源，同时

获取的资源不受时间和空间

的限制。

云计算的发展
实时渲染引擎技术在朝着更

加高效、更加真实的实时渲

染发展，用更高效的预览保

证创作的效率，用更真实的

效果保证最终的渲染质量。

游戏引擎的发展
NVIDIA的RTX技术的发展

不断推动创作流程实现更高

的逼真度，凭借交互式光线

追踪，让用户实时查看逼真

的图形。

GPU RTX技术的发展



建设背景

随着疫情的全球常态化，各国对卫生医疗体系的重视加强，投入了可观的科研经费。而5G移动网络低延迟、高速率的传输模式使医疗成像效果大幅

提升，基础医疗教学和临床模式实训逐渐走向数字化、信息化，远程教学的方式逐渐在医疗培训机构兴起。

医疗信息化

国家卫生计生委制定：医疗卫生信
息化是国家信息化发展的重点，已
纳入“十四五”国家信息化建设；

线上远程诊疗

结合5G，提供更加清晰的成像效
果，从而辅助诊疗，引入权威专
家判断，改善医患关系；

建设一体化实训平台

国内外医疗培训机构将解剖理论
与现代高科技结合，共同建设一
个完整体系和功能的实训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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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手术、课程内容的虚拟仿真软
件分布在不同设备上，管理混乱

01. 管理不集中

受传统技术限制，最终呈现出
的医疗模型精度较低

02. 还原程度低

无法支持医疗课程和相应实训内
容的扩展

03. 可扩展性差

传统技术需要针对不同平台开发
相应的版本，很难做到跨平台支
持

04. 多平台支持差

位于多个异地的医生、学员无法
参与互动操作

05. 互动能力弱

软硬件资源重复建设，利用率不高，
以前积累的医疗教学资源无法复用

06. 资源浪费

医疗教学痛点



传统建设方案



传统建设方案

单机安装

• 不可免安装，过程耗时，破坏电

脑环境，体验差

• 本地需要带GPU的⾼性能配置终

端

• 数据安装在本地，知识产权不可

控

Unity Web Player 插件

• Unity Web Player等第三方插件

安装繁琐

• 数据需要下载到本地渲染，加载

时间长

• 本地需要带GPU的高性能配置终

端

• 数据下载到本地，知识产权不可

控

WebGL/H5

• 免安装应用和插件，但数据依然要

先下载到本地然后渲染

• 加载时间长，体验不好

• 浏览器WebGL协议渲染限制内容

大小，不可加载⾼质量内容

• 终端设备要求有渲染能力，配置较

高

• 数据下载在本地，知识产权不可控



各建设方案对比

技术路线 单机安装 Unity Web Player插件 WebGL/H5 3DCAT

无需预先下载数据 ✘ ✘ ✘

终端性能要求 高 高 高 低

场景效果 受限于终端配置 受限于终端配置 受限于终端配置 优质

兼容性 低 低 低 高

安全性 低 低 低 高

运营模式 封闭式自运营平台 开放式平台

传统建设方案弊端
1. 数据需要下载到本地使⽤，数据量⼤且下载时间⻓，⽆法即点即⽤

2. 需要使⽤本地计算资源渲染，对终端性能要求高

3. 下载、预载等⽅式需要下载数据，难以保护知识产权



实时渲染云3DCAT



3DCAT实时渲染云

将基于游戏开发引擎（Unity、 UE4等）制作的超高清可交互三维可视化医疗虚拟仿真内容、人体器官进行云端计

算渲染，并通过网络及串流技术，实时推送到终端。满足参加实训的医护人员随时随地跨终端、可交互、超高清、

沉浸式的访问需求。

运行在3DCAT实时渲染云的教学内容，无需下载安装，可灵活嵌入虚拟仿真平台，支持海量用户安全访问，自动负

载均衡和伸缩扩容。

01 临床科研一体化 02 创造多样化学习内容 03 器官真实还原

04 打破时空局限 05 沉浸式互动体验

云端GPU计算资源



3DCAT应用场景

医疗健康

智慧园区

智慧文旅

智慧党建

虚拟展厅汽车

房地产

智慧家装

教育培训



3DCAT实时渲染云

Cloud3D

3DCAT Cloud3D利用云流送（Cloud Streaming）技术实现三维应用

交互、实时访问。云流送（Cloud streaming）技术是基于云计算理

念，将应用部署在云端运行，可以快速生成URL，把运行结果用“流”

的方式推送到PC、平板、手机等终端呈现的一种解决方案。

用户可通过终端（浏览器、微信、APP等）与云端应用实时交互，使

应用体验更具沉浸性。3DCAT Cloud3D支持任意设备，随时随地访

问在线三维应用。

CloudXR

3DCAT CloudXR是用于VR/AR应用的云流送实现方案，用户可通过

VR/AR终端设备，利用头显、手柄和应用进行交互。基于3DCAT稳

定、高效、低延时的云端GPU实时渲染能力，CloudXR可提供显示

专业级质量图像的高清XR效果呈现。用户无需部署工作站或外置追

踪系统，即可利用3DCAT云端渲染力获得高清串流体验。

3DCAT CloudXR云服务，依托自研的超高性能并发调度系统，集成

了业界领先的镭速引擎和NVIDIA CloudXR技术，可为用户提供高清

晰度低延时的沉浸式VR/AR应用托管及串流服务。



医疗行业解决方案



3DCAT医疗行业解决方案架构图

手术预演

医疗协同

医学仿真教学

数字人体解剖

一键上传医疗应用

RAYSTREAMING

集成业内领先的

镭速传输

3DCAT实时云渲染

统一管理

集中存储

随时更新

云端渲染

局域网/公网

5G专网

PC、手机、PAD、

VR设备、AR设备

手术类应用、教学类应用、协同类应用、

数字人体类应用……



3DCAT医疗解决方案优势

手术实训课程全部在云端实现，通过极简的网页

端嵌入方式无缝接入医疗平台，符合国家卫生计

生委提倡的医疗信息化规定。

01. 云端部署

提供从虚拟仿真资源制作、上云、推流到分发

的一体化解决方案。在公网（局域网）范围内，

打破地域限制，实现可控的资源共享，解决资

源使⽤效率不⾼的问题。

02. 实时共享

搭建统⼀规范的资源管理平台，实现虚拟仿真资

源的统⼀部署和集中管理，提升数据安全，便于

系统维护升级。

03. 统一管理

将复杂的计算置于云端，终端只用于接收云流化

结果。既可以降低终端配置需求，又可以提升教

学硬件利⽤效率。

04. 端云结合

医护可随时随地使⽤任意终端访问虚拟仿真资源，

可通过浏览器、微信、APP等直接访问，⽆需下

载安装。

05. 极简操作

实训内容统一存储在云端，医护终端显示的只是

实时交互的视频流。无需下载到客户端，数据与

用户分离，既保护了资源的知识产权和技术特色，

也实现了实训基地对数字资产的统一管理。

06. 数据安全



3DCAT医疗解决方案--公有云

使⽤3DCAT实时渲染云，医疗机构只需提供仿真课程资源，部署、云服务、机房、⽹络等均由我司完成，3DCAT提供统⼀接⼝服

务，在实训基地的轻量化终端上，实现⼀键接⼊，满⾜多⽤户⾼并发在线访问服务。

新⽼仿真课程资源内容，均可轻松上云，同

步开放共享，支持多种系统和硬件终端

01. 开放性强

位于不同地域的主医院和分区医院里的医护

人员，可以共同接入并访问3DCAT云端

02. 跨域访问

⽆需投⼊硬件资源，⽆需专⼈运维，7*24保

障课程稳定运⾏

03. 最⼩投⼊

⽀持计算资源实时拓展，按需申请，按不同

周期付费，使⽤灵活

04. 拓展性佳

B/S架构浏览器运⾏，不下载插件、⽆需预载，

秒级打开、即点即⽤

05. 操作简单

3DCAT实时渲染云



平台架构

数万台分布式服务器从任务发布到队列处理均由「自研集群调度系

统-MUNU」完成，支持多平台混合使用，历经自身多年生产检验，

贴合云端应用复杂多变的需求，实现灵活构建，轻松运维。

拥有行业内屈指可数的秒级交付能力，依托瑞云科技长期耕耘视觉

云计算行业超过十年的运营经验，随时根据业务负载，弹性增减云

端资源，从容应对用户需求的高峰。

10年+

数万台

手机 VR设备 电脑

视觉 实时推流视频编码 画面抓取 控制 触控/外设指令集操作实例回收

MUNU调度系统

OS

云端

用户

终端

控制指令5G等边缘网络WebRTC

Raystreaming Controller

3DCAT 定制X86 架构基础设施集群



3DCAT医疗行业解决方案--私有云

本⽅案具有极强的可拓展性，打造统⼀管理的虚拟仿真医疗云平台，稳定可靠的服务方式，健全的

系统管理方式，将临床和实践进行有机结合，形成产、学、研一体化医疗服务体系。

3DCAT私有化部署服务

适用于医疗机构落地3DCAT云渲染本地化部署，本地局域网拥有强大的内网传输性能和经济的成本

效应，可快速搭建和部署具有强大功能的软硬件一体化渲染方式，可以满足：医疗实训、人体器官

仿真、医学解剖等课程内容的多人学习。

3DCAT实时渲染云私有化部署方案将三维内容部署在私有云上，利用私有云进行实时渲染，克服终

端运行困难的瓶颈。通过局域网方式访问相应资源，实现私有化部署。



方案特点：软硬一体

私有化方案可提供软硬一

体部署方式，一站式解决

客户终极需求。硬件种类

丰富，可根据用户需求灵

活配置。

完善的系统管理功能：

接入凭证管理 节点管理

配置管理 应用管理



应用场景&客户案例



进行手术协作和预演

• 支持多设备跨终端同步，满足临床专家在异地实时协作手术；

• 支持医护人员在零耗损情况下反复模拟手术，减少医疗事故；

• 支持极致画质传输，真实还原与病人相同的生理结构； 某医院通过使用3DCAT实时渲染云，在院内部署3DCAT私有云，在手术前，组

织会诊，再通过多人协作的方式，对手术的方案进行预演，保障实施过程游刃

有余，精准切割与缝合。

3DCAT实时渲染云

为医院、医疗培训机构提供完整的云端XR渲染服务，搭建虚拟手

术台，主刀医生可随时随地连接到虚拟手术台上进行预演。



使用云渲染进行医学仿真教学

• 支持医疗操作台漫游，多视角讲解等多种互动教学体验；

• 支持指导、案例、考核等多种教学模式，满足不同阶段自学与

实训考核要求；

• 画面清晰逼真，沉浸式体验提升教学兴趣；
福建水立方三维数字科技有限公司自主研发的虚拟仿真系统，结合3DCAT实时

云渲染服务，向医院等实训机构提供快速完整的仿真教学培训解决方案，从内

容制作、系统搭建、到云端服务，医院不需要做任何额外工作。

3DCAT实时渲染云

为医疗机构提供统⼀接⼝服务，搭建统一的在线仿真教学平台，

减少前期沉重的硬件投入，丰富线上、线下教学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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