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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些记录（电子健康档案）一旦能够实现数据共享，便可贯穿持续医护过程，横跨医疗服务机构，跨越地
理位置。从而达到有效地控制医疗费用不合理的增长、减少医疗差错、提高医疗与服务质量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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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 新 时 代 下 的 健 康 医 疗 信 息 互 操 作 性 变 革
The Innovation of Health Information Technology Interoperability in New Era

健康医疗信息的互操作能够帮助病人从技术中获得莫大的益处，促进整个行业范围内的改革和创

新。当不同的系统或产品能够在无须获取复杂而又昂贵的接口情况下组合起来使用的时候，创新的小型

公司便能快速进入某一垂直领域，努力用技术的革新为患者带来福祉。

本期导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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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摘要

(一) 互操作性的内涵

2013年，HIMSS对“互操作性”（interoper-
ability）的最新定义是：互操作性指的是不
同信息系统和软件应用之间的通讯能力、数
据交换能力、信息使用能力。而在中国，
“互操作性”提及较少，多使用“互联互通
（性）”，指一个系统或应用软件能够正确
使用其他系统或应用软件产生的数据的能
力，即系统之间能够传输数据，并且这些数
据能够被准确地理解。

信息技术发展日新月异，其在医疗领域的广
泛应用使得大量健康医疗信息产生，然而信
息无法实现跨区域和实时共享、分散存储于
各个数据孤岛中的现状越来越突出。而人们
对于信息共享、获得完整的个人健康信息的
要求不断增加使得实现各种层次的系统互操
作是大势所趋。本白皮书通过深入对比中美
卫生信息技术的发展历程，以及结合新时代
技术和模式变革的趋势，旨在为实现和提高
我国卫生信息系统之间的互操作性提供可鉴
经验。

(二) 美国发展历程

结合美国国情，其卫生信息化发展模式由
最初的市场经济的自由模式转换为政府干
预模式，推行了一系列措施推进医疗电子
病历的普及和个人健康档案的建立，医疗
信息的互操作也由区域范围不断扩大到全
国，各种传统的卫生信息交换组织（Health 
Information Exchanges，HIE）正在通过不同
方式和机制实现医疗信息在全国范围的不同
密度的交换。

围扩大到全国范围的历程中，无论是模式、
技术、实践和法律等各个层面都具有一些
影响互操作性的核心因素。首先，政府通
过“胡萝卜加大棒”机制对宏观调控起到
的作用毋庸置疑，同时社会组织以及产业
发挥的社会和商业协同作用也是关键要素；
其次，技术层面而言，个人身份的识别、
医疗信息技术标准化的程度、信息整合和
储存相关的技术都是核心内容；最后，实
践过程中政府、服务提供方、个人、厂商
等各方的不同角色和作用，包括对互操作
性相关项目的启动、执行和推广等，以及
法律层面的保障和支撑也都是决定成败的
多项关键因素。

(四)  中国发展历程

纵观中国医疗信息技术的多年发展，我国已
经由基础的医院信息化、临床信息化发展到
区域信息化，某种程度上已初步实现部分信
息的联通，然后主流发展还是以模式创新为
主，对信息的应用程度较低，发展程度落后
于美国较明显。而国家政策正在不断积极指
引目前各个垂直的区域卫生信息平台往信息
更深层次的互联互通发展，推动对共享信息
的实际应用。

(五)  对中国的启发和借鉴

通过对比我国和美国不同国情，发现对互操
作需求的应用场景上我国和美国存在明显差
异和差距，而我国的医保体系和支付方式是
导致该现象的主要因素。未来人们的医疗健
康数据只会更加多样化、碎片化，不受时间

(三)  美国的后见之明

根据美国的发展情况，其互操作由区域范

创新时代下的健康医疗信息互操作性变革

和空间限制，因此以个人为中心的互操作机
制将成为主流趋势。通过详细的对比，提炼
了美国的经验和教训，同时从模式、技术、
实践、法律等多层面对我国促进互操作性提
出了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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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简介

(一)   研究背景

随着信息技术在医疗领域诸多方面的应用，
信息系统和电子设备的广泛使用产生了大量
的健康医疗数据，而医疗机构产生的数据和
这些院外的数据都还各自散落。同时，人们
对医疗信息实现共享、数据互联互通的要求
也越来越高。打破数据孤岛，建立个人健康
档案，构建新形势下的以个人为中心的信息
共享型医疗是大势所趋。

(四)  OMAHA基金会

浙江省讴本开放医疗与健康基金会（Open 
Medical and Healthcare Foundation，简称
OMAHA基金会）是一家致力于个人健康医
疗数据的开放运动，解决健康医疗领域数
据分享难题，促进个人健康数据信息有意
义使用，为公共健康领域提供公益产品和
服务的基金会。基金会的使命是提升公众
意识和改善个人健康档案使用环境。

OMAHA基金会是由医疗领域意见领袖和行

业专家发起和运营的公益组织。2016年3
月，经浙江省民政厅批准注册成立。

(二)  研究目标

在此背景下，我们希望通过将美国卫生信息
发展模式和实现互操作的历程与我国自身发
展过程和经验进行对比，结合我国实际国情，
总结出能有利于促进我国实现医疗信息互操
作的优秀经验，提高对健康医疗信息的利用
能力和效率。

(三)  研究方法

本文通过对相关文献和资料进行检索和研究
归纳，同时选取国内有代表性的医疗IT领域
的意见领袖进行深度访谈，准确把握实现医
疗信息互操作的具体模式和发展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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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背景

随着信息技术在医疗健康领域的快速发展，
健康医疗信息已基本达到数字化记录和储存。
医疗信息技术在发展过程中，以院内为代表
的各类业务子系统被普遍应用后，随之而来
的是形成了诸多“数据孤岛”，医疗信息共
享并非如预期那样触手可及，跨系统之间数
据共享能力成为这些孤岛面临的主要挑战。

现代医学模式中，“人的流动性”和“信息

的多元化”是迫使信息进行交换和共享的最

主要因素。人口迁移和流动成本的不断降
低，互联网环境下医疗健康信息更加透明
化，人们更趋向于选择更好的健康管理和疾
病诊治服务，因此，我们产生了更多碎片化
的信息，同时需要把这些丰富但散落在不同
地方的信息汇总起来。其次，医疗机构和其
他服务提供方正在以与日俱增的速度引进各
种各样的新技术，终端设备、互联网、物联
网、嵌入式芯片等，这些创新技术有效集成
后所形成的协同增效的潜力对使用者产生了
巨大的吸引力，也对信息互操作性提出了更
苛刻的要求。另外，个人健康医疗信息的边
界在不断外延，从院内逐渐拓宽到院外患者
个人产生的数据，使得跨区域、跨机构、跨
系统、跨平台之间的数据共享不得不进行，
这样才能让信息跟着人走、服务于人、赋能
于人。

在全新的背景发展下，各种层次的互操作可
以说是势在必行，系统采购方对“即插即
用”（plug-and-play）互操作性的需求已经
显现。本期白皮书将重点探讨健康医疗信息
的互操作能力，充分学习和了解美国医疗信
息系统的互操作模式和技术发展，对比中国
的实际情况，提供有价值的启发和借鉴，为
实现技术创新时代的健康医疗信息共享模式
进行前瞻性的思考和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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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操作性（interoperability）的概念来自计
算机科学领域，指的是“不同的系统和组织
机构之间项目合作、协同工作的能力”。广
义地说，互操作性还会考虑那些影响系统之
间性能的社会、政治和组织机构因素    ，而
协同工作所产生的联动效果和机制就称为
“互操作”。

在健康医疗领域，对“互操作性”的定义还
具有一些更具体的内涵。2013年，HIMSS
对“interoperability”给出了最新定义：互操作

性指的是不同信息系统和软件应用之间的通

讯能力、数据交换能力、信息使用能力    。
医疗信息系统之间的协同工作能力是为了提
升面向个人和社区的医疗服务质量    。不管
使用什么应用或供应商，都应当具有能够支
撑数据交换的模式和标准，允许数据在临床
医生、实验室、医疗机构、药房和患者之间
进行分享。

“互联互通”和“互操作性”

比较国内政策文件中强调的“互联互通”
和医疗信息的“互操作性”，可发现两者
内涵基本一致，但细究两者的差别，可以
发现两者是从不同的角度来阐述的：“互
操作性”强调的是系统之间协同工作的能
力，是通过具体的技术方案得以实现的效
能，具有不同水平和等级的区分；而“互

美国健康和人类服务部（Health and Human 
Services，HHS）秘书处的官方咨询组织国
家生命和健康统计委员会（National Commit-
tee on Vital and Health Statistics，NCVHS）
曾在2000年将健康医疗信息技术的互操作
能力进行了三个等级的划分，分别是：基
础级别、结构级别和语义级别     。HIMSS
目前也推崇并采纳这个分类：

联互通”强调的是最终的结果和现象，并不
强调过程和手段。要实现互联互通，首要前
提是明确联通到什么程度，是简单粗暴还是
精工细作，都决定着对系统互操作性能的不
同要求，因此要实现互联互通的终极目标，
还得从系统的互操作性的提升开始谈起。

二、 互操作性的内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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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们国家，无论是政策文件还是实践案
例，提“互操作性”一词较少，经常听到
的是“互联互通”和“互联互通性”，英
文同样为interoperability。2009年，原卫
生部在《基于健康档案的区域卫生信息平
台建设指南》中给出的“互联互通性”定
义如下：互联互通性指一个系统或应用软
件能够正确使用其他系统或应用软件产生
的数据的能力。即系统之间能够传输数据，
并且这些数据能够被准确地理解。

创新时代下的健康医疗信息互操作性变革

[1]

[4]

[2]

[3]

基础级别的互操作性能够满足一个信息系
统到另一个系统的数据传输，但对数据的
解释能力并不作要求，计算机不关心传输
什么，也不处理格式、不解读内容，是单
纯的技术上的互操作；

结构级别的互操作性是一个中间级别，它通
过定义健康医疗数据在系统之间交换的结构
和格式（例如消息协议标准）来确保数据以
统一的方式来流动，从而实现数据的临床或
业务意义以及含义不会改变。结构级别的互
操作性定义了数据交换的语法规范，确保数
据交换的过程中系统可以在字段层面正确理
解数据，实现语法互操作；

·

·

语义级别是互操作性的最高级别，可以满足
两个或多个系统之间交换信息以及使用这些
交换后的信息。语义级别的互操作性同时具
有结构级别互操作性和对数据编码的能力，
从而实现系统对数据的解读。通过语义级别
互操作，不同EHR(Electronic Health Record)系
统中的患者摘要信息可以在服务提供方以及
其他授权第三方中被分享，医疗质量、安全、
效率、疗效等都将提升。

·

(一)   互操作性的定义

(二)   互操作性的等级



基于以上互操作能力的不同等级，系统可以
实现互操作的机制和最终目标也不尽相同，
主要有：数据交换、语义交换和过程协议
（见图1）。

在我国《基于健康档案的区域卫生信息平
台建设指南》中说明，一般将互联互通性
分为功能（语法）互联互通性和语义互联
互通性：

可以发现，系统是否满足互操作性并不能一
概而论，也没有一刀切的标准，而是在不同
级别水平上的性能要求。互操作性的评估不
是一味追求最高，而是明确互操作机制和目
标以后，权衡可行性，形成适应场景和系统
的最佳性能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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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医疗信息系统互操作的三种机制和目标

功能（语法）互联互通性是指两个或多个系
统之间通过设定功能和定义报文结构进行信
息交换的能力；

·

技术互操作：技术互操作所对应的是数据交
换目标。数据互操作是所有通信的根，因此
技术互操作是最为基础的层级；

·

语义互操作：语义互操作所对应的是语义交
换目标，语义互操作处于技术互操作的上层。
若要实现语义层面的交换，就必须基于成功
的信息交换，成功的信息交换建立在数据交

·

过程互操作：过程互操作是最高级别的互操
作机制，是建立在信息交换和语义交换的基
础之上的才能形成过程协议，系统需要理解
语境，并协作定义各个场景下/过程中需要
触发的行为，包含角色、事件等内容，同时
它确定了需要满足互操作目标的机构内部和
机构之间的过程排列的范围。

换和数据解读基础上；

·

语义互联互通性是指两个或多个系统共享的
信息能够按原有定义被理解的能力。语义互
联互通性是信息共享的前提条件，涉及数据
的整合、概念、术语、域模型和数据模型以
及信息（数据）框架的一致性问题，确定信
息的结构和内容。

·

(三)   互操作机制和目标

来源：文献检索；OMAHA分析

• 最核心，能使计算机实现数据精确共享、理解和利用。
但语义层面的互操作通常发生于特定的阈值和情境中，
需要术语体系、标准代码和标识符来实现

• 临床决策支持、理解命令、接收自其他系统的信息

彼此交换数据的能力
(Technical 

Interoperability)

对数据语义理解一致的能力
(Semantic 

Interoperability)

彼此协同工作的能力
(Process 

Interoperability)

• 基础，只需保证数据从A系统传输到B系统，并保证准确
性，现有标准已达到此层面要求

• 发送、接收消息

• 最终愿景，达到在每个信息交换的过程中计算机都自动
理解和实现流程的互操作

• 自动跨系统交换信息、对分享的信息按需读写、处理设
备中传输来的数据

技
术
层
面

语
义
层
面

过
程
层
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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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2004年开始，美国医疗信息技术进入到历
史性阶段，政府采取一系列措施干预医疗市
场，推动电子病历的普及和个人健康档案
（Personal Health Records，PHR）的建立，
构建以价值为导向的新型医疗模式。美国十
几年来关于促进健康医疗信息互操作性的政
策文件梳理如下：

明确要求10年内在全美实现绝大多数人可以
使用互操作的电子病历这一目标，鼓励PHR
的建立，并成立在卫生部下的国家医疗信息
技术协调办公室（Office of the National 
Coordinator for Health Information Technolo-
gy，ONCHIT/ONC）。ONC在2006年的一份报
告中明确强调：个人医疗记录系统除非能够
让EHR以及其他个人信息源进行广泛的信息交
换，否则其潜力无法得到充分的实现     。

2004年，布什总统发布第13335号总统令

2006 年 8 月，布什总统发布第 13410 号行

政命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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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政策环境

三、 美国发展历程

20世纪美国医疗技术和信息化迅猛发展，但
是信息技术并没有很好的被应用服务于医疗
卫生领域。除了医学自身的复杂性和特殊性
外，政府对于医疗行业投入不大，监管力度
弱和医疗机构以追求利润为主，相互竞争，
导致患者的医疗信息以封闭、零散的方式存
储在各个角落。医疗机构很难获得患者完整
的医疗信息，导致医疗卫生系统效率低下，
医疗错误频发，医疗资源严重浪费，因此需
要采取新的方式来改善这种情况。

而之后变革的特点在于：不是依赖强制性的
法律法规、行政命令等手段来强迫各方接受
和采用具有互操作功能的电子病历系统（Electric 
Health Record System，EHR-S）， 而是依靠
协调合作，充分利用政府既是医疗服务的最
大购买者（代表用户），又是医疗服务的最
大支付者（代表资源投入方）这一有利条件，
通过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的作用，来间接促
进EHR-S及其互操作的实现     。

要求美国联邦政府与医疗保健服务有关的各
部门在安装新系统或对现有系统升级时，必
须采用卫生部所认可的、基于互操作标准的
医疗信息技术。

2014年，ONC《美国联邦政府医疗信息化战

略规划：2015-2020》

规划指出关键的电子健康医疗信息必须随时
随地可获取，充分发挥健康医疗信息对于提
高患者健康水平的作用，并在2015年发布
《共享全国互操作路线图》，促进电子医疗
信息无缝交换，推动个人和医疗机构在线随
时发送、接受、搜索和使用健康医疗信息。

2015年，MACRA（Medicare Access and CHIP 
Reauthorization Act of 2015，MACRA）法案

颁布

国会宣布，至2018年12月31日，通过全国

2009年，奥巴马签署《美国复苏与再投资法

案》（American Recovery and Reinvestment 
Act，ARRA）

该法案对《健康保险隐私及责任法案》
（Health Insurance Portability and Account-
ability Act，HIPAA）进行了修订，要求使用
EHR的医疗服务提供方在患者申请的情况下，
应为患者提供电子形式的健康医疗信息；并
首次提出电子健康档案的“有意义使用”
（Meaningful Use），并对“有意义使用”
电子健康档案的医院和医生给予财政激励，
同时规定到2015年还达不到“有意义使用”
的要求则要对该机构进行罚款。到2014年6
月，全美符合参加电子病历刺激项目资格的
有75%（403,000+）医生和92%医院拿到了
奖金    。这一计划实现了患者医疗记录的数
字化，为医疗信息的互操作奠定了良好基
础。

[5]

[7]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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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互操作认证的电子健康档案，实现电子
健康医疗信息的广泛交流。同时，美国HHS
制定了一项目标：到2018年底，通过支付模
式（如责任制医疗机构（ACO）或捆绑支付
模式）的改变，将以往50%的医疗费用与质
量或价值相绑定。其中的价值即指“价值医
疗”（Value-based Medicine）：鼓励医生以
医疗服务的价值为导向，为患者提供个性化
的诊疗和健康服务。在新模式下，医疗服务
提供者被激励使用循证医学，主动与病人进
行接触，更强调“健康管理”，并使用多维
度数据分析来获得服务的报酬。当病人得到
更合适、更有效的治疗和服务时，服务提供
方就会得到奖励。价值医疗模式将会促进
PHR的应用场景大量增加，加大民众的重视
程度，为实现信息互操作搜集更全面、有用
的数据。

在美国前期发展过程中，医疗健康信息的
互操作主要局限在某个特定地理范围内进
行。这样的组织虽然有不同的叫法，如卫
生信息交换组织（Health Information Exchang-
es，HIE）、 区域卫生信息组织（Regional 
Health Information Organization，RHIO）和
卫生信息组织（Health Information Organi-
zation，HIO），但均代表“根据公认的HIT
标准，在特定地理范围内以电子方式共享
医疗保健相关信息的一群组织”     ，故三
者经常被互换使用。

HIE/RHIO/HIO被美国HHS部门的官员视为
建立国家卫生信息网络（National Health 
Information Network，NHIN）的构件，希

(二)   发展模式

追溯美国的医疗健康信息互操作发展史，从
20世纪90年代起，搭建了多个区域卫生信息
平台；而如今这可以说是美国曾走过的弯路，
目前美国正在逐步采用更多样化更灵活的方
式向全国范围内互操作的演变。

创新时代下的健康医疗信息互操作性变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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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区域范围内的互操作

1)  HIE的萌芽

望先通过实现州、区域、地方的互操作，
再最终实现建立全国卫生信息网络的目的，
本白皮书暂以HIE统称。然而这一阶段目
前看来也是美国实现互操作性曾经走过的
较大一段迷茫的道路。

HIE最早可追溯到20世纪90年代，如90年代
早期以社区卫生管理信息系统（Community 
health management information system，CHMIS）
的形式启动的社区健康医疗信息交换项目。
作为医保驱动的模式，CHMIS的建立初衷是
为了评估医疗服务的合理性和降低不断增加
的医疗成本。CHMIS有一个中央数据存储仓
库，存储特定地理区域范围内相关利益方的
合理性管理数据、临床信息等     。当时，互
联网不普及，网速及稳定性不佳，硬、软件
昂贵，由于缺乏互操作标准，数据来源的整
合产生了很大问题。

2) HIE的发展

2004年，美国布什总统提出建立NHIN规划，
ONC进而提出建立RHIO的概念，即将特定地
理范围内的卫生服务单位，如医院、诊所、
第三方诊断中心等集合起来，通过采用卫生
信息技术标准，实现并管理成员间的卫生信
息交换         。

大多数RHIO依赖政府资金资助，医院是RHIO
发展的主要推动力。RHIO的数据来源主要有
医院（85%）、实验室（68%）和影像中心
（57%）。84%的RHIO可共享实验室结果，
其次是住院数据和用药史。82%的RHIO支持
诊断结果的查阅，64%的RHIO支持患者用药
史的展示     。

自2004年开始，美国已建立了150个左右的

到20世纪90年代中末期，出现了社区卫生信
息网络（Community Health Information Network，
CHIN），它服务于跨社区之间的信息交换，CHIN
并没有中央数据存储仓库。由于相互竞争的
组织之间对数据的共享有限，缺乏买单者等
种种问题，CHIN的可持续发展暴露出障碍     。

[8-12]

[13]

[14-15]

[16]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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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美国推动和实践医疗互操作的不同组织/项目

州、区域或地方性的RHIO。但是，2007年一
项调研结果显示，由于资金问题，大约25%
的RHl0建设处于停滞状态，54％的RHIO还处
于规划阶段。担心失去对医疗数据的控制权
是阻碍医院参与RHIO的主要原因，分散小团
体利益冲突和缺乏足够的资金来源是RHIO发
展的主要瓶颈      。当然，也不乏初具规模
的RHIO，如佛罗里达州的Florida HIN和印第
安纳的Indiana HIE等      。

相关政策的激励， 让HIE如雨后春笋般出
现。随着医疗领域分科越来越细，医疗机构

前期奠定的HIE基础，使得全国范围的互操
作局面逐步出现。美国各组织通过不同的
方式，如一家独大的Epic公司凭借强大的
全国EHR市场份额实现全国范围互操作；
或采取联合的方式，各数据共享网络通过
联盟，形成网络之网（network of networks），
实现全国范围内不同密度的信息交换，代
表组织/项目如图2所示。众人拾柴火焰高，

建立网络之网是目前美国拓宽数据共享边

界的主流方式。

地理位置上的碎片化分布，加之人口流动性
的不断增大，使得只限于某个特定地理范围
内的数据交换，已不能满足医疗行业对互操
作的需求。如ONC调研数据显示，2015年，
美国超过60%的医院实现信息交换，是通过
同时参与州、区域或当地的HIO和雇佣HIE 
供应商来实现的。

前面提到，缺乏可持续的资金来源是影响
RHIO发展的重要因素。但随着2009年ARRA 
HITECH颁布，Meaningful Use奖励计划实施，
许多州HIE出现，HIE数量稳步增长，除怀俄
明州、阿肯色州和新罕布什尔州外，每个州
至少有一个HIE。截至2013年，全国有199家
HIE。其中，90%的HIE能够提供直接的消息
传送服务，37%的HIE允许患者在线查看他们
的健康记录，从而帮助医疗服务提供者能够
满足Meaningful Use第二阶段的要求——5%
的患者能够查看、下载或传输他们的电子医
疗记录      。

2. 全国范围内的互操作

3)  HIE的兴起

Epic作为美国最大的EHR供应商，创建了
Care Everywhere患者档案（基于C-CDA规范
格式）交换平台，这是任何一家中小型医疗
信息技术提供方难以参照的模式。2005年，
Epic开始研发不同组织间患者记录交换的项
目，2007年开始实施。

1) 难以复制的强势模式：一家独大（Epic 
Care Everywhere）

[15]

[17]

[15]

凭借足够的EHR市场份额，

获取全国范围的EHR用户

各HIE和供应商网络等参与

各HIE形成国家联盟

各EHR供应商形成联盟

各信息共享网络遵守

Carequality互操作信任框架

全国，但限于Epic用户

全国，但限于成员

全国，但限于成员

全国，但限于成员

全国，但限于成员

代表组织/项目 互操作模式 互操作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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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nformation Exchange Collaborative，SHIEC）
是一个非盈利性的全国范围内的联盟，
由48个州、区域和地方性的HIE组成      。

随着越来越多的使用不同供应商系统的医疗
卫生服务组织能够满足Meaningful Use 第二
阶段信息交换要求，也就意味着其它系统能
与Care Everywhere进行连接的数量也在不断
增加      。

eHealth Exchange是目前美国最大且增速最
快的健康医疗信息交换网络，已经可以覆盖
美国所有的50个州，连接了美国将近一半的
医院。该网络最初由HHS下面的NHIN孵化而成，
2012年，从ONC转移至红杉项目（Sequoia 
Project）   。

为了实现临床数据应该随时随地可以
被获取，并本着以患者为中心的初衷，
SHIEC发起了“患者数据之家”（Patient 
Centered Data Home，PCDH）。在该模
式下，所有的临床数据将成为患者纵
向完整记录的一部分      。

[18]    

[19]    

[22]    

[22]    

SHIEC将分布在全国各地的HIE连接起
来，实现全国范围内互操作的目的。
它的48个组织覆盖了半个美国人口的
数据，使患者健康医疗信息越过以往
州、区域的界限，在全国内无缝传输[2 

Commonwell健康联盟（Commonwell 
Health Alliance）是一个由HIT企业发
起的非营利性行业协会。2013年，由
多家EHR供应商联合创建，如Cerner、
Athena等，但是并不包括Epic。其核
心业务是帮助进行患者身份识别和连
接，实现不同系统间患者数据的安全
访问和交换      。

[21]    

[21]    

Commonwell通过EHR供应商的参与，
进而获得EHR用户的参与，从而实现
连接全国的目的。其成员已占美国整
个急诊业务EHR市场的三分之二，超
过门诊业务EHR市场的三分之一       。[23]    

eHealth Exchange成员构成了一个大型的健康
医疗服务提供方网络，包括医院、药房、HIE以
及4个联邦机构。联邦机构分别为：美国退伍军
人事务部（Department  of  Veteran Affairs，VA）、
国防部（Department of Defense，DOD）、社会保障
局（Social Security Administration，SSA）和美
国医疗保险和医疗补助服务中心（Centers for 
Medicare and Medicaid Services，CMS）    。参与
成员需遵守标准法律文件以及数据使用和
互惠互助协议（Data Use and Reciprocal Support 
Agreement，DURSA），以便能够与其他参与
者交换数据      。

eHealth Exchange通过拥有足够的服务提供方和
HIE参与，实现全国范围内互操作的目的。最
常见的应用场景有      ： 

eHealth Exchange成员能够发送健康医疗信
息至其他参与成员；

·能够从其他参与成员处，查找和请求医疗
信息的副本；

·在没有国家患者标识符的情况下，能够将
患者与其数据进行匹配；

·可申请健康医疗信息的更新服务。

9

2) 不断发展的主流模式：网络之网

a) eHealth Exchange

c) Commonwell

虽然很多医生已经可以通过技术供应
商或健康数据共享网络实现互操作。
但是，医生往往被限制只能与同一网
络中的其他医疗服务提供者共享数
据      。Carequality创建的初衷便是解
决这样的问题，它是一个由不同医疗
保健组织代表一起研发出来的网络之
间的信任框架，可将现有和未来的数
据共享网络相互连接起来。实现不同
网络里面的成员能够相互安全的进行

d) Carequality

战略性健康信息交换协会（ Strategic Health 

b) SHIEC - Patient Centered Data Home

[20]    

[21]    

[19]    

。

[24]    



数据交换。这些不同的数据共享网络包
括EHR供应商网络（如Epic）、医保支
付网络、实验室网络，以及其它网络，如
eHealth Exchange      。[24]    

1

创新时代下的健康医疗信息互操作性变革

ONC颁布的全国共享互操作路线图（The 
Connecting Health and Care for the Nation: 
A Shared Nationwide Interoperability Roadmap）
指出互操作的4个要素包含：医院能够电
子化发送、接收、查找、整合和使用关键

据ONC对美国非联邦门诊医院互操性水平
调查数据显示：52%的医院能够电子化查
询到患者健康医疗信息  ；85%的医院能够
发送患者医疗照护记录小结；65%的能医
院够接收这些小结；在没有人力干预的情
况下，38%的医院能够将这些患者记录自
动使用或整合 进本地的EHR系统       。到
2015年，美国已有大部分的非联邦门诊医
院实现基础级别的互操作（接收和发送），
但是只有过半的医院能够实现语义级别的
互操作（查找、使用和整合）。 

然而，不同类型的医疗机构，其互操作能力
还是有差异的，具体见表1所示。如小医院、
偏远地区、重点医院（Critical Access Hospi-
tals，CAH  ）和未参与医保EHR奖励计划的
机构，其互操作水平比较低。如ONC对美
国护理机构基础设施的互操作性水平调查
数据统计显示，2016年，美国只有30%的
护理机构系统能够实现核心临床健康医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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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25]    

(三)  建设和应用情况

此外，原本Commonwell与Epic存在竞争
关系，Commonwell当初成立的部分动
机也是出于对Epic Care Everywhere的市场
响应。Commonwell成为Carequality的实践者，
互操作范围扩大效应可想而知。Common-
well成员和Carequality参与者一齐代表了
美国90%的急诊EHR市场和近乎60%的急
救EHR市场，逐渐向真正的国家卫生信
息互操作网络靠拢     。

临床信息      。

·Commonwell将代表其成员和客户成为
Carequality执行者，使Commonwell用户
能够定向查询任何Carequality参与者，

·Carequality将与Commonwell合作，使
任何Carequality参与者都能使用Common-
well病历定位服务（record locator service）
的Carequality兼容版；

进行健康信息交换；

·Commonwell和Carequality的非盈利性
母公司红杉项目计划开展如下一些初
步的连接工作，并将在未来探索更多
的合作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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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Commonwell - Carequality申明

Carequality不是网络，它是一个标准的
国家层面的互操作信任框架，以实现所
有的数据共享网络的连接。因此，医生
是不能直接加入Carequality的，但当医
生参与的数据共享网络采用了Carequality
互操作框架，那么医生将能够与其他不
同网络的成员共享医疗数据    。[24]    

Carequality由红杉项目 创建，于2014年
2月发起，2015年便发布了它的互操作
框架。 2016年1月， Carequality成员采
用互操作框架，Carequality实践者要签订 
Carequality连接协议，确保所有参与者遵
守相同的规则。

2016年12月13日，Commonwell健康联
盟和Carequality宣布了一项协议申明，
在全国范围内一起促进HIT的相互连接。
该协议为卫生领域的广泛利益相关者提
供了更多的卫生信息共享选择，主要包
含三个方面：

[23]    

红杉项目是一个非盈利性的公私合作项目。2012年，承担了ONC下属的NHIN Exchange的管理职责，致力于全国卫生数据互操作的实施。
查询：患者正就诊医院的医疗服务提供者，是否以电子方式查询来自就诊医院系统外的来源的患者健康信息（例如药物等）。
整合：EHR系统能够自动将从其他医院电子化接收到的医疗照护小结整合进自己医院系统。
CAH：少于25张病床，并且距离另一家CAH医院至少35英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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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的电子化交换（如发送或接收），只有
20%的系统能够电子化查询患者健康医疗信
息       。即无论是基础级别的互操作，还是语

义级别的互操作，美国护理机构的整体互操作

水平不高，这与其没有资格参加美国医疗保

险和医疗补助（Medicare and Medicaid）电子健

康记档案奖励计划有关 。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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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见，美国医疗行业的互操作范围虽已从区域
扩宽到全国，但是互操作水平整体还处于低级
阶段，实现全国范围内的语义互操作这条路还
很漫长。

11

2

来源：ONC /美国医院协会（American Hospital Association，AHA），
2015 AHA信息技术年度调查（*表示有显著统计学差异，p＜0.05）

表1：美国非联邦门诊服务的系统互操性实现情况

医院类型 发送 接受 查询 整合 四方面均符合 
小医院 80%* 58%* 43%* 31%* 18%* 
中大型医院 90% 71% 62% 45% 34% 
重点医院（CAH） 78%* 56%* 40%* 31%* 17%* 
非重点医院 88% 68% 58% 41% 30% 
乡镇卫生院 79%* 57%* 38%* 32%* 15%* 
郊区和城市医院 90% 70% 63% 43% 34% 

 



(一)  模式层面

美国医疗信息化发展的重要成功因素在于采
用了政府引导，社会自治的良好管理模式。
政府将自己放在宏观调控的位置上，通过制
定一系列有效的措施，对整个发展形势进行
全局把控。同时，又给整个社会足够的空间
去发挥，这其中包括既充分调动和激励了社
会组织的参与，以此来对医疗信息化发展提
供强大的专业支持，又很好的引导了整个行
业意识到全国范围内互操作的重要性，从而
使企业不断地往这个方向去发展。

创新时代下的健康医疗信息互操作性变革OMAHA 白皮书
2018年 01月  第 7期       

随着医疗领域分科越来越细，医疗机构地理
位置上的碎片化分布，人口老龄化的加重，
老龄人口往往合并多种慢病，人口流动性的
不断增大，种种趋势矛盾表明：区域范围内
的互操作已不能满足当今信息互操作需求。
全国范围内甚至世界范围内的医疗行业互操
作才是大势所趋，也才能真正实现互操作的
目的。 

美国的社会组织主要包括各类协会、专业
委员会等，如HIMSS通过开展调研和创新活
动，为制定信息化政策与开展系统建设实践
提供决策支持，同时支持行业认证、提供标
准化解决方案，加速交互性电子病历应用，
从而促进信息系统对医疗卫生行业的贡献。
美国卫生信息管理学会（American Health 
Information Management Association，AHIMA）
和美国医学信息学会（American Medical 
Informatics Association，AMIA）都是主要致
力于组织、管理和分析高质量的健康信息，
支持临床、公卫、教学、科研和政策研究。
健康信息技术标准专门小组（Health Informa-
tion Technology Standards Panel，HITSP）负
责信息互操作标准需求制定并协调各标准化
组织对现有标准进行选择和应用。健康信息
技术认证委员会（Certification Commission for 
Healthcare Information Technology，CCHIT）
主要负责电子病历功能规范的制订，从而规
范电子病历软件的开发和功能需求      。

施的落实，形成政府引导、社会自治的管
理模式      。电子病历Meaningful Use的开
展，极大提升了基层医疗信息水平的建设，
为整体的卫生信息化建设奠定了良好的基
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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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年，ONC发布了《联邦政府卫生信息
技术5年战略规划（2008—2012）》，这
一规划为卫生信息化的发展明确了两大目
标：一是通过卫生信息的数字共享改变现
有的医疗服务和个人健康管理与支持模式，
实现以患者为中心的医疗；二是以及时的
公共卫生信息为基础提升人口健康水平，
涉及的领域包括公共卫生、生物医学研究
和紧急应急。基于这两大目标，ONC集中
解决隐私与安全、互操作性、扩大信息技
术在卫生系统的应用和协同管理这四大主题。
ONC给出了每个目标、主题的评估方式和
节点。从这一规划中可以看出联邦政府将
工作重心重点放在相关卫生信息政策的协
调、隐私与安全保护、标准开发、产品认
证和示范项目， 而把卫生信息网络和HIE
的规划、建设和运营则留给州、区域、地
方的RHIO去完成     。

2009年，美国卫生体制改革的启动使得卫
生管理体制与卫生信息化有了深度融合，
政府部门在卫生信息化建设中扮演更为重
要的角色，并通过宏观规划、协调合作、
经济激励等措施发挥引导作用，使卫生信
息化建设更好地支持卫生体制改革相关措

1. 政府：应当起宏观调控的作用，统筹规划，

制定相应政策和标准，主攻基础设施建设

2. 社会组织：需要积极参与，提供决策和基

础设施建设的专业支持

3. 产业：商业模式推动，基于明确目的的有

效连接，逐步向全国医疗信息互操作迈进

四、 美国的后见之明：影响互操作性的核心要素

[26]    

[27]    

[27]    



在技术层面，美国的互操作发展得益于他们
已经制定了一系列有助于互操作的卫生信息
技术标准，并且将制定的标准投入实践应
用，以实现不同机构间数据的整合。在数据
存储上，模式选择比较灵活，出现多种架构
并存的局面。但是，对于美国来说，由于没
有类似中国公民身份证号的患者唯一身份标
识符，所以在互操作时，患者身份识别与信
息匹配的正确性是一大挑战。

HL7（Health Level Seven）消息标准，由
HL7国际标准组织制定的一种用于医疗机
构电子数据交换的标准或协议；

1. 患者ID识别和匹配是技术上的首要挑战

2. 制定统一的卫生信息技术标准

3) 医学词汇和术语映射标准：这一类型的标

准确保信息生产者和信息消费者共享含义一

致的信息，即数据是通过标准化语言、编码

在美国，随着信息化技术在医疗领域的不断
普及，医院、机构、保险行业之间数据交换
的需求越来越大，而数据必须与患者精确的
匹配，才能发挥其潜在价值。由于美国没有
统一患者标识符，医生只能依靠患者的姓名
和出生日期来区分识别患者；同时，随着医
疗健康数据的爆炸式增长，患者识别难度和
匹配错误率也将呈几何式增长。如果患者ID
识别和匹配的问题得不到有效解决，将严重
阻碍精准医学和疾病研究的发展，也会制约
医疗信息化水平的提高      。

分析美国卫生信息化建设过程可以发现，

目前，满足医疗健康领域系统数据交换需
求的标准包括：数据通信和消息传递标准
（Messaging standards）、医学文档标准（Docu-
ment standards）、医学词汇和术语映射标准
（Data  translation  and  mapping  standards）。

由于一开始缺乏一套完整的卫生信息化标
准，导致患者的医疗信息得不到共享和沟
通，互操作能力低下，降低了患者的治疗
效果。为此，美国的医疗协会与国家标准
研究院合作制定了一系列医疗卫生信息化
标准，包括数据定义、传输协议、临床概
念和术语、编码和分类、消息规范、电子
健康档案等来促进系统之间互操作的能力
[29。

美国虽然有Epic这样大型的EHR供应商，但
单凭一个EHR供应商不可能占据整个国家市
场，所以各数据共享网络进行联盟，打破原
数据共享网络之间的围墙，便成为了实现全
国范围内互操作的主流模式。2015年，美国
超过60%的医院通过同时参与州、区域或当
地的HIO和使用HIE供应商的产品来实现信息
交换，由此可见，社会各界已经逐步意识
到，只有实现更大范围内的医疗信息互操
作，才能使医疗信息发挥更大价值。全国范
围内的互操作势在必行，而实现全国范围内
互操作的主流模式是各信息网络之间的连
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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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标识符来传输。目前常见的医学词汇和术

(二)  技术层面

13

1) 数据通信和消息传递标准：这一类型的

标准定义了数据传输的结构、数据类型、

传输协议等内容。目前常用的数据通信和

消息传递标准包括：

2) 医学文档标准：这一类型的标准定义了

数据必须包含的结构，包括信息类型、文

档格式。目前常见的医学文档标准包括：

[28]    

[29]    

• 

由HL7国际标准组织制定的临床文档架构
（Clinical Document Architecture， CDA）；

• 

由美国材料与试验协会制定的连续性治疗
文档标准（Continuity of Care Document，
CCD）；

• 

由美国电气制造商协会制定的医学数字
成像和通信标准（Digital Imaging and 
Communications in Medicine，DICOM）。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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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统一的卫生信息技术标准构建健康档
案与诊疗信息的数据交互平台，整合HIS、
电子病历、公共卫生、医疗保健等与全人
全程健康相关信息的卫生信息平台，是当
前为了满足医疗领域更高程度互操作性要
求，应运而生的一种产品化解决方案。主
要包含以下模块：应用程序接口、消息路
由、数据格式化、数据转换、集成监控
等。

信息存储的相关技术方案也是技术层面影
响互操作性能的关键因素之一。根据美国
经验，各HIE使用不同的架构模式来存储和
交换卫生信息          ，分别为联邦架构、集
中式架构和混合架构。在美国，不同性质
组织发起的互操作项目，选择的架构模式
会有所差异。如由非盈利组织或州公共卫
生 部 门 运 行 的 社 区 型 H I E （ Communi ty 
HIEs），由于费用的问题，偏向于使用联邦
架构分散型。私立的HIE，又叫企业HIE，通
常由单个集中的健康医疗组织（healthcare 
organization）管理，私立HIE通常要求会员
制 ， 所 以 他 们 会 倾 向 于 采 用 集 中 式 架
构     。但随着近年来，美国各HIEs之间纷纷
合作，构建网络之网的主流趋势，混合架
构应该会成为未来进行互操作的主要架构
模式。

没有中央存储仓库存储患者健康医疗信
息，患者数据存在本地，根据交换数据需
要，从不同的系统把数据拉出来。

在该种模式下，患者的唯一身份标识符存
储在HIE患者注册表或称作档案定位服务。
为了检索患者数据，成员组织将查询消息
发送到HIE患者注册表。患者注册表包含患
者健康记录所在的“虚拟路线图”，可以
通过患者的唯一标识符组合进行搜索，例
如姓名、社会安全号码等标识符的组合。

语标准包括：

3. 使用统一的标准实现异源异构信息整合

4. 采用合适的架构模式进行信息的存储

主要是基于点对点连接，依靠传统的数据库
上传方式实现，没有形成产品的互联互通模
式。这种70年代普遍采用的技术，不能满足
较高的互操作性要求，实时性很差。

为了实现不同地点、不同形式表示和存储的
数据信息互操作，就需要解决跨系统异构数
据集成问题。数据整合的技术方案经历了三
个主要的发展阶段，而技术的快速发展正在
不断提升异源异构数据的整合能力。

14

1) 传统的数据库技术

通过企业服务总线（Enterprise Service Bus，
ESB）将各个异构的子系统连接在一起。企
业服务总线是20年前出现的跨行业通用的一
类软件产品，是传统中间件技术与XML、
Web服务等技术结合的产物，提供了一种开
放的、基于标准的消息机制，可以消除不同
应用之间的技术差异，实现了不同服务之间
的通信和整合。但是，ESB无法实现数据的
翻译、转换、清洗及整合等功能，因此，个
人健康数据不能被有效利用。此外，使用企
业服务总线技术，开发不同的接口，成本较
高。

2) 企业服务总线技术

1)  联邦架构（Federal architecture）分散型

3)  统一的卫生信息技术标准

[13,30,31]    

[32]    

由国际健康术语标准发展组织IHTSDO制
定的医学系统命名法-临床术语（System-
atized Nomenclature of Medicine-Clinical 
Terms，SNOMED CT）；

• 

由世界卫生组织（WHO）制定的国际疾
病分类标准（International Classification 
of Diseases，ICD）；

• 

由Regenstrief研究院制定的观测指标标
识符逻辑命名与编码（Logical Observation 
Identifiers Names and Codes，LOINC）。

• 

当患者的健康记录位于注册表时，HIE中央
机构将记录的物理位置发送回请求组织。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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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效推广信息化建设和应用。落实推广的
最终目的是使用健康信息，但是健康信息
的质量目前还得不到保证，低质量的信息
会直接影响使用，如何提高信息质量就成
为亟需解决的问题。

有一个中央数据存储库，通过集中存储来全
面控制数据共享。共享的数据通过数据共享
协议保护。

每个成员医院都会将被同意的患者健康信息
以电子方式传输到中央数据库，在那里，患
者信息被安全地存储，并通过直接连接到每
个医院患者数据库或HIS系统的接口不断更新。
在数据被请求时，返回到每个成员医院。这
通常是基于患者认可使用唯一患者标识符组
合（如社会安全号码或姓氏）进行的。

该种模式是互操作性最强的，但是建立和维
护成本高，因为它需要在服务器上进行大量
的技术前期投资。此外，该模式要求成员间
高度的信任和合作，才能使这种集中式模式
发展。

两种架构的集合。在一个HIE内，可能有的
数据以联邦架构的模式进行交换，有的通过
一个中央数据库进行共享。当不同的HIE进
行合作时，有可能就产生这种模式。

在实际应用方面，美国向我们展现出了政府
在推动信息化应用方面的重要性，在协调行
业各机构利益方面，只有政府的强制推动力
才能起到作用。但在推广环节，只靠政府进
行推广还远远不够，需要机构以及个人参与
进来，政府、机构及个人三方共同合作才可

所以，在该模式下，档案定位服务是必须的，
才能准确识别和检索患者的健康记录，从而
支持组织间的点对点交换。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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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组织必须从该记录所在的机构请求患者信
息。存储患者健康信息的机构，可通过安全
的电子邮件，安全的网络服务或VPN连接的
方式，将数据发送给请求组织。

为有效推动信息化建设和应用，美国政府设
置专门负责信息化规划的国家卫生信息技术
协调办公室ONC针对信息化发展出台相应的
政策和战略规划。另外，HITECH法案明确规
定自2011至2014年，“有意义使用”了经认
证的电子病历系统的合格医生和医院将获得
奖励；但对那些在2015年仍未能达到“有意
义使用”最低要求的医生或医院，政府将通
过减少其医疗保险或医疗救助费用的方式施
以惩罚。这种赏罚分明的财政机制，极大地
促进了医疗信息化和互操作的进程      。

美国通过多个政府机构共同协作，制定相应
政策，赏罚分明，利用强制手段推动电子病
历的应用，由目前美国信息化发展程度来看
政府的强制推动力必不可少。所以，信息化
的建设离不开政府政策的引导，强制化手段
可以有效加速建设目标的达成。医疗行业利
益相关方众多，各方利益不同甚至存在冲突，
仅靠行业自身进行调节收效甚微，发展缓慢，
只有政策的规定才可合理地协调好各方利益，
引导信息化的良好发展和应用。

美国蓝钮计划（Blue Button）正是由政府牵头
进行推广，吸引了众多机构和个人的加入，推
出后短时间内就有540万退役老兵下载了自身
病例记录，超过500家公司加入该计划。病人
主动下载病历，多家公司、商业健康险机构加
入，不断壮大蓝钮计划运动，扩大影响力，从
而吸引更多的机构和个人加入，构成良性的发
展生态。

2)  集中式架构（Centralized Architecture）

3) 混合结构（Hybrid Architecture）

(三)  实践层面

1. 触发环节：需要政府强制推动应用，协

调好利益相关方

2.  推广环节：需要机构和个人的参与，而

非政府的“自娱自乐”

[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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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ONC的一项《2015年美国非联邦急诊
医疗机构之间的信息互操作》报告指出：
有31%的医院在尝试使用外部来源的病人健
康信息时，其护理总结报告信息没有使用
价值，而不使用外部来源的病人健康医疗
信息的医院中有11%对信息的准确性持怀疑
态度       。可见，医疗信息的质量极其重
要，甚至会决定医院是否使用这些医疗信
息。

美国的医疗环境主要由医院、第三方检验
机构和家庭医生等构成，各个机构都手握
大量的患者信息，但这些机构在记录患者
信息时没有统一的规范，存在医疗信息质
量参差不齐的现象。信息的质量至关重要，
因为它会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互操作的最终
应用能力。然而目前对于医疗信息质量的
要求似乎都只是“软要求”，还没法保证
医疗信息的质量，低质量的信息医务人员
在工作中便不会使用。

所谓信息质量就是一致性地满足知识工人
和最终客户的期望，是信息适合使用的程
度，与给特定用户提供信息的内容、形式、
成本和时间等特性相关，能真实、确切、
及时地反映各种事物的变化、特征和规律，
还能帮助认识事物的本质、揭露事物的规
律，并指导决策实践      。那么高质量的
医疗信息需要满足使用者的期望，真实、
确切的反应患者的信息，从而帮助医务工
作者及患者了解真实疾病情况，从而指导

所以机构和个人的参与至关重要，机构的加入
促使信息共享平台的广泛应用，从标准、技术
等方面不断完善信息共享机制和平台，患者作
为信息化建设的一大受益方，其加入让信息化
建设成果得以直接应用，患者不再是医疗行业
中被动接受的角色，可直接参与个人的健康医
疗决策，进而推动医疗服务的质量。患者、医
疗机构和政府通力合作，合力推动信息化发展
和应用才是正确的方法，缺一不可。

医疗决策。

互操作的能力不能保证数据的高效利用，
但数据的价值可以。只有真正高质量的信
息才有利用场景，会对医务工作者的工作
提供帮助，才会被高效地利用起来，一系
列的技术投入也才有回报。

美国医疗信息互操作的兴起及应用在带来
便利的同时也会带来很多问题和隐患，相
关法律的制定和完善就为其互操作进程起
到了非常重要的保障作用。完善的立法体
系为相关法律的制定提供了基础，与此同
时，法律的全面制定在为互操作提供安全
保障的同时也一定程度上直接或间接地推
动了互操作的进程。当然美国的相关法律
也存在一些互相矛盾和时效性不佳的问题，
给互操作在应用过程中带来了问题和埋下
了隐患。

Standards for Privacy of Personal Health Inform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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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90年代后，随着医疗保险行业的发
展，患者的信息由单纯的医患两点之间的
传递，变成了有第三方机构可以获得患者
的个人信息。与此同时，随着EMR的逐渐
普及应用，使得患者的个人信息或病历获
取更加容易，这也增加了患者个人医疗信
息泄漏的风险。由于美国传统文化价值观
的影响，人们对隐私权关注度非常高。因
此，自上个世纪90年代始，美国陆续立法
来保护患者的隐私权。主要包括：主干法-
枝叶法-补充法的伞状立法体系结构，即：

3.  应用环节：对信息的利用才是最终目的，

保证信息质量是关键，低质信息无价值

1.  伞状立体的立法体系为隐私安全保驾护

航

[33]    

(四)  法律层面

以《医疗保险可携性与责任法案》（Health 
Insurance Portability and Accountability Act，
HIPAA）为主干；

• 

以《个人健康信息隐私国家标准》（National • 

[34]



tion）、《卫生信息技术促进法 》（Health 
Information Technology Promotion Act，HITPA）、
行业性规章为枝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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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公共卫生服务法》（Public Health Service 
Act，PHSA）、《病人保护与可承担医疗
法》（Patient Protection and Affordable 
Care Act，PPACA）和《全面预防酒精滥
用和酒精中毒以及治疗和康复法》（Com-
prehensive Alcohol Abuse and Alcoholism 
Prevention，Treatment and Rehabilitation 
Act of 1970）为补充      。

·

提升患者对其电子健康信息的可及性等
方面做出了具体的规定      。

当然，其中也存在一些问题，例如法律
的更新进度跟不上医疗信息化的进程，
以HIPAA为例，作为主干法，HIPAA应当
要约束到可以接触到患者个人信息的所
有机构和个人，但制药企业和公共卫生
机构并不在HIPAA的约束范围内，而实际
上这些机构现在会获得大量的患者个人
信息，这让这些组织会有打擦边球的可
能，法律的灰色区域也就随之出现。

与此同时，由于立法体系问题，美国不
同州立法律之间以及和联邦法律之间的
条款会有互相矛盾的现象，医疗机构和
信息技术供应商遇到矛盾的情况难以处
理，这可能为患者真正依法维权埋下一
些隐患。

其中 HIPAA明确了与患者隐私相关的基本
法律制度：知情同意制度，管理简化制度，
病人的医疗记录查看权制度以及最小程度
披露制度等。HIPAA规定：个人的健康信息
归本人所有，受到法律的保护，患者本人
可以申请查看和复制，除直管医生和护士
外，其他机构和人员查看须要经本人同意
授权，特殊情况调用须要经过法律授权，
但是不能泄漏等。作为主干法，HIPAA为保
护病人隐私提供了最基本的法律框架和保
障，也为各州分别立法留下了空间。美国
的分散式立法体系，使得医疗信息化进程
中的各个环节都有了立法保障，且立法层
次也比较多。

伴随着互操作水平的逐渐提高，医疗风险
的承担和责任的划分也亟待明确。这就需
相关的立法及时跟进，以防止患者权益的
受损以及医患关系的恶化。自上个世纪90
年代开始，除HIPAA外，美国逐渐通过《经
济与临床健康信息技术法案》（The Health 
Information Technology for Economic and 
Clinical Health，HITECH）和《改进医疗信
息技术法》（Improving Health Information 
Technology Act）等医疗卫生信息化的专门
法案，从医疗信息个人隐私保护、鼓励新
技术应用、利用医疗信息技术改善患者医
护、对卫生信息技术产品易用性和安全性
进行公开透明的评级、信息阻碍、互操作、

17

2. 除隐私安全外，其他法律内容的全面完

善为互操作加速

3. 法律内容的统一性和时效性等方面存

在一定的问题

[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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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中国发展历程

我国医疗信息化发展二十来年，已由医院信
息化、临床信息化向区域信息化发展，建设
区域信息平台是我国信息系统向互操作推进
的主要模式。在区域医疗信息化平台建设中，
以卫生计生委为主的政府部门起主导作用，
承担总管、投资、政策制定和督导等职能。

医院信息化是实现区域医疗信息化的基础，
它的建设水平直接影响区域医疗信息平台建
设的难易程度。我国目前大部分二级以上医
疗机构均已建立医院信息管理系统，但水平
不一，因此导致各区域医疗信息平台的建设
情况也层次不齐。

在《2006-2020年国家信息化发展战略》中，
党中央、国务院将信息化工作提升到我国现
代化建设全局的战略高度。在卫生领域则要
求统筹规划电子病历等医疗信息的应用发展，
促进医疗、医药和医保机构的信息共享和业
务协同，满足医疗体制改革的要求。我国近
十年来关于促进健康医疗信息互联互通的政
策文件梳理如下：

建设健康档案和电子病历两个基础数据库
和一个专用网络，即“3521”工程。

通过建设三级卫生信息平台以实现各级各
类业务应用系统互联互通和信息共享，通
过建设电子健康档案和电子病历两大信息
资源库，整合居民个人分散的健康信息，
以人为本为提高个人健康管理能力、规范
与优化医疗服务工作提供重要手段。

2009年，国务院《关于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

革的意见》（中发[2009]6号）

(一)  政策环境

18

建立实用共享的医药卫生信息系统。大力推
进医药卫生信息化建设。以推进公共卫生、
医疗、医保、药品、财务监管信息化建设为
着力点，整合资源，加强信息标准化和公共
服务信息平台建设，逐步实现统一高效、互
联互通。

• 

2010年，卫生部《卫生信息化发展规划（2011
-2015年）》（“十二五”卫生信息化建设工

程规划）

2013年，国家卫生计生委《关于加快推进

人口健康信息化建设的指导意见》（国卫

规划发〔2013〕32号）

建设国家级、省级和地市级三级卫生信息
平台，加强公共卫生、医疗服务、新农合、
基本药物制度和综合管理等五项业务应用，

• 

• 

国家和省级全员人口信息资源库覆盖13亿
人口，支持信息采集、人口与计划生育业
务和人口决策三大应用，形成数据向上集
中、应用向下延伸的服务模式，探索开展
了计划生育服务管理信息的跨部门、跨地
域交互和共享，促进了计划生育服务和管
理由粗放型向精细化的转变。

• 

2015年，国务院办公厅《全国医疗卫生服

务体系规划纲要（2015-2020年）》国办发

〔2015〕14号

加强人口健康信息化建设，到2020年，实
现全员人口信息、电子健康档案和电子病
历三大数据库基本覆盖全国人口并信息动
态更新。全面建成互联互通的国家、省、
市、县四级人口健康信息平台，实现公共
卫生、计划生育、医疗服务、医疗保障、

• 

阶段目标：“十三五”时期，深入开展与
新一轮信息技术革命相承接的人口健康信
息化重大工程建设，全力加强示范推广，
持续深化重点业务应用，实现全员人口信
息、电子健康档案和电子病历数据库基本
覆盖全国人口并整合共享；全面建成互联
互通的四级信息平台，实现六大业务应用、
业务协同和信息共享；普及应用居民健康
卡，全国实现“一卡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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药品供应、综合管理等六大业务应用系统
的互联互通和业务协同。积极推动移动互
联网、远程医疗服务等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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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国家卫生计生委《医疗质量管理

办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卫生和计划

生育委员会令第10号）

2016年，国务院办公厅《关于促进和规范

健康医疗大数据应用发展的指导意见》国

办发〔2016〕47号

2016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

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2016-2020年）规

划纲要》

国家卫生计生委依托国家级人口健康信息
平台建立全国医疗质量管理与控制信息系
统，对全国医疗质量管理的主要指标信息
进行收集、分析和反馈。

• 

2016年，国务院《“健康中国2030”规划

纲要》

建立专业公共卫生机构、综合和专科医院、
基层医疗卫生机构“三位一体”的重大疾
病防控机制，建立信息共享、互联互通机
制，推进慢性病防、治、管整体融合发展，
实现医防结合。

• 

全面建成统一权威、互联互通的人口健康信
息平台，规范和推动“互联网+健康医疗”
服务，创新互联网健康医疗服务模式，持续
推进覆盖全生命周期的预防、治疗、康复和
自主健康管理一体化的国民健康信息服务。

• 

到2030年，实现国家省市县四级人口健康信
息平台互通共享、规范应用，人人拥有规范
化的电子健康档案和功能完备的健康卡，远
程医疗覆盖省市县乡四级医疗卫生机构，全
面实现人口健康信息规范管理和使用，满足
个性化服务和精准化医疗的需求。

• 

到2017年底，实现国家和省级人口健康信息
平台以及全国药品招标采购业务应用平台互
联互通，基本形成跨部门健康医疗数据资源
共享共用格局。

• 

到2020年，建成国家医疗卫生信息分级开放
应用平台，实现与人口、法人、空间地理等
基础数据资源跨部门、跨区域共享，医疗、
医药、医保和健康各相关领域数据融合应用
取得明显成效；统筹区域布局，依托现有资
源建成100个区域临床医学数据示范中心，
基本实现城乡居民拥有规范化的电子健康档
案和功能完备的健康卡，健康医疗大数据相
关政策法规、安全防护、应用标准体系不断
完善，适应国情的健康医疗大数据应用发展
模式基本建立，健康医疗大数据产业体系初
步形成、新业态蓬勃发展，人民群众得到更
多实惠。

• 

建立国家人口基础信息库 ，加强人口管理、
实名登记、信用体系、危机预警干预等制度
建设。

• 

2017年，国家卫生计生委《“十三五”全国

人口健康信息化发展规划的通知》〔2017〕

6号

到2017年，覆盖公共卫生、计划生育、医疗
服务、医疗保障、药品供应、行业管理、健
康服务、大数据挖掘、科技创新等全业务应
用系统的人口健康信息和健康医疗大数据应
用服务体系初具规模，实现国家人口健康信
息平台和32个省级（包括新疆生产建设兵
团）平台互联互通，初步实现基本医保全国

• 

省级卫生计生行政部门应当依托区域人口
健康信息平台，建立本行政区域的医疗质
量管理与控制信息系统，对本行政区域医
疗机构医疗质量管理相关信息进行收集、
分析和反馈，对医疗机构医疗质量进行评
价，并实现与全国医疗质量管理与控制信
息系统互连互通。

• 

公安部联合教育部、民政部、人社部、国家卫生计生委启动国家人口信息资源库先导工程—国家人口基础信息库项目建设。建立覆
盖全国人口的以公民身份证为唯一标识的包含公民身份证号码、姓名、性别、婚姻状况、学历、死亡标识等13项信息的国家人口基
础信息库，为各共建单位提供信息共享服务。目前，国家人口基础信息库已存储包含13个数据项的有效人口信息13.99亿，其中7项数
据的采集率达到100%，初步实现了对我国人口基础信息的统筹管理。

5

5



上海申康的前身是成立于2002年3月26日的
上海卫生国有资产经营有限公司、上海申
康投资有限公司，当时按照设想，申康公
司作为政府投资主体，将逐步承担政府办
医中的非营利性固定资产投资职能      。2005
年9月1日，上海申康医院发展中心正式挂
牌成立，由单纯的医疗投融资机构转型为
医院管理中心。目前，申康中心管理37家
三级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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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网和新农合跨省异地就医即时结算，基本
形成跨部门健康医疗大数据资源共用共享的
良好格局。 

到2020年，基本建成统一权威、互联互通的人
口健康信息平台，实现与人口、法人、空间地
理等基础数据资源跨部门、跨区域共享；基本
建成健康医疗大数据国家中心及区域中心，100
个区域临床医学数据示范中心，基本实现城乡
居民拥有规范化的电子健康档案和功能完备的
健康卡；加快推进健康危害因素监测信息系统
和重点慢病监测信息系统建设，传染病动态监
测信息系统医疗机构覆盖率达到95%。 

2003年国家卫生部提出了依托国家公用数
据网，建立连接国家、省、市、县、乡镇
五级卫生行政部门和医疗卫生机构的双向
信息传输的国家HIS虚拟专网，并在国家、
省、地市建立三级公共卫生信息网络平台，
从而形成纵向到底、横向到边的卫生信息
系统      。自2009年，国务院把“建立实
用共享的医药卫生信息系统”列为“八大
支柱”之一。地方探索区域卫生信息化，
积极建设互联互通的医疗卫生信息系统的
现象层出不穷。例如，申康模式、厦门模
式、杭州模式等都深入人心。以下将具体
介绍区域卫生平台互联共享医疗信息的具
体案例，分别是上海申康中心医联项目广
州同城项目及北京市医院电子病历共享项
目。

不再局限于某一区域，出现了跨区域的互联
互通。主导对象也不再局限于政府，由民间
自发的基于行业需求形成的医疗信息互联互
通联盟也占据了很大部分，如专科联盟、托
管医院。目前我国仍以区域卫生信息平台的

建设为主要模式，较为单一。

区域内的互联互通：2006年起申康中心
启动市级医院信息化，建设市级医院临
床信息共享项目的医联工程，利用政务
外网覆盖连接了38家三级医院，实现医
院间临床信息互联互通、实时共享。据
上海申康医院副主任郭永瑾说到，目前
医联平台拥有1100T的数据量，是全国最

·

随着医疗卫生事业的发展，医疗卫生信息
共享需求越来越迫切。但由于各业务信息
系统独立建设，标准不统一，造成“烟囱”
林立，为了解决信息不能共享的难题，近
年来国家推行了互联互通的政策，行业内
也形成了积极探索应用的场景。可以说我
国卫生信息化建设已进入互联互通和信息
共享共用的新阶段，部分地区已开始试点。

根据现阶段我国互联互通的发展模式来看，
大致可以分为两种类型：1）区域卫生平台
的互联互通，主要通过政府采取行政手段进
行搭建；2）全国范围内的互联互通，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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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推进医疗联合

体建设和发展的指导意见》国办发〔2017〕

32号

促进医联体内部优质医疗资源上下贯通。加
强规划设计，充分发挥信息系统对医联体的
支撑作用，结合建立省、市、县三级人口健
康信息平台，统筹推进医联体相关医院管理、
医疗服务等信息平台建设，实现电子健康档
案和电子病历的连续记录和信息共享，实现
医联体内诊疗信息互联互通。医联体可以共
享区域内居民健康信息数据，便捷开展预约
诊疗、双向转诊、健康管理、远程医疗等服
务，方便患者看病就医，提高医学科研技术
水平。

• 

• 

(二)  发展模式 

1. 主流模式：区域范围内的互联互通

案例1：上海申康中心医联工程

[38]    



同时，通知中还提到，共享调阅需要实
现医生身份验证、患者授权功能两大功
能。另外，调阅的电子病历共享信息具
有一定时效性，仅共享最近3个月内患者
就诊相关信息。

2003年卫生部明确提出区域卫生信息化的
工作目标后，不断有城市进行区域卫生信
息化建设。但由于国家2009年才出台相关
标准规范，各地之前的区域卫生信息平台
建设无统一标准规范指导，平台的数据格
式、数据交换方式差异大，某种程度上形
成了更大的数据孤岛。

目前各地区域卫生信息化建设多以一个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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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佛山与广州毗邻，佛山人历来就有前往
广州就医的习惯，近年来因交通的发展，
两地的医疗互通愈来愈频繁。广东省佛山
市从2009年5月开始建设佛山区域卫生信息
平台，相邻的广州市也在2009年12月开始
建设广州市区域卫生信息平台，基于“广
佛同城”理念，实现广州与佛山两个平台
间的互联。互联互通的内容包括：健康卡

同城应用、广佛同城检验检查共享、广佛

同城双向转诊互认、公共卫生信息资源同

城共享等。其中，在广佛两市的区域卫生
信息系统间建立在两市医疗健康卡信息交
换与管理系统，两地市民可持本市的健康
卡、就诊卡在另外市联网医院内进行就诊，
就诊数据将关联到同一居民。包括：检验
检查服务完成的互操作业务需求、基于统
一的信息交换标准、公共卫生信息资源共
享      。

30家试点医院全部实现电子病历信息的
共享调阅。各医院通过院内系统接口改
造实现医生工作站调阅电子病历数据库
信息，现阶段可通过安装电子病历浏览
器实现调阅；

·

与其他区域卫生平台的互联互通：2008
年上海申康医院发展中心承接了国家科
·

技部的研究课题《基于IHE规范的大型城
市医疗信息共享服务及示范工程项目》，
并与上海闸北区、长宁区、闵行区合作，
建立一个可扩展成为市级-区县级联邦开
放式接入的区域医疗信息整合共享平台。
目前已实现的互联互通业务内容包括诊

疗档案共享、健康档案更新、围产业务

市区协同等。其中，区县二级医院、社区
卫生服务中心的医生工作站不仅可调阅
区级平台的患者诊疗数据，还可调阅医
联平台中市级医院的患者诊疗数据，如门
诊、住院、检验检查报告等，为医务人员
的诊断提供辅助信息      。

大的医疗档案信息库和国际上最大样本
量的医疗卫生信息库。包括6578万个人
诊疗档案、16亿条医嘱，2.3亿份检验检
查报告，390TB影像资料。

月24日，北京市卫计委发布《关于加强北
京地区30家试点医院电子病历共享调阅工
作的通知》    。据北京政务公开专栏发布
的信息，30家试点医院包括北京大学第三
医院、中日友好医院等。其中的4家协同
医疗试点包括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首
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友谊医院、北京天坛
医院、中国医学科学院阜外医院。通知明
确提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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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趋势模式：全国范围内的互联互通

案例2：广佛同城

为推进健康医疗信息互联互通，2017年11

案例3：北京地区30家试点医院电子病历

共享

[39]    

[40]    

4家协同医疗试点医院通过院内系统接口
改造实现电子病历药物过敏、重复药物
及重复检验提醒功能，为以后的推广工
作提供示范。协调医疗方案按应用场景
分为三个部分      ：

·

[41]    

医生在接诊时，获取患者药物过敏信息
并展示给医生，实现药物过敏提醒功能；
-

医生在开具药品处方时，实现重复用药
提醒功能；
-

开具检验检查单时，实现重复检验检查
提醒功能。
-



“互联互通标准符合性测试”以来，已前后
进行了三批的互联互通测试，结果见表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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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辖区（区县、市、省）为范围，仅包
含区域内部分医疗卫生机构的部分医疗
卫生数据，信息不全面。区县级的区域
平台无法满足居民在全市范围就诊所需
的信息共享、业务协同等业务应用；同
样，市级平台也无法满足在全省范围就
诊需要，省级平台无法满足全国范围就
诊需要      。因此，需要通过跨区域互联
来支持跨域的业务应用需求，从而做到
健康信息不断整合。目前，越来越多的跨
区域医疗信息互联互通的模式涌现出来。

2017年，卫计委发布《关于开展医疗联
合体建设试点工作的指导意见》中，明
确将医联体分为医疗联合体（医联体）、
医疗共同体、专科联盟和远程医疗协作
网络这4种主要组织模式。为了不断汇聚
诊疗信息，满足患者的就诊需求、医院
内的业务需要，这四种模式均需要有医
联体内诊疗信息不同程度的互联互通。
其中，医疗联合体与医疗共同体一般局
限于一定区域内，与“以区域卫生平台
为主要模式”的互联互通无实质上的区别。

同时，跨区域专科联盟和远程医疗协作
网络作为后起之秀，虽然目前非常成熟
的案例还未形成规模效应，但是在新闻
报道中越来越多地提到这种基于专科联
盟、远程医疗协作网络形成的合作模式。
不同形式的涵盖不同的专科领域的专科
联盟如雨后春笋般拔地而起，同时一些
联盟将借助互联网搭建共享平台，进行
医疗信息的互联互通。如2017年6月成
立的“省会城市三级妇幼保健院（妇产
科医院）联盟”、2017年6月启动的“北
京天坛医院神经系统疾病专科联盟”。

有报告显示，截至 2016 年，全国已建成11
个（37.93%）省级、80个（28.57%）市级及
485个（22.03%）县级基于居民电子健康档

但是，基于以上国内信息互联互通的案例来
看，由于缺乏相关信息，目前较难评估落地
的应用情况，主要还是通过互联互通标准符
合性测试的开展来间接地略知一二。根据卫
计委的统计结果显示，我国自2013年启动

案的区域卫生信息平台      ，如图3所示。其
中，市平台与省平台的联通率为71.97%，县
（区）平台与上级平台的联通率为45.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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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建设和应用情况

37.93%
28.57% 22.03%

24.14%

16.79%

9.17%

20.69%

35.00%

23.34%

17.24% 19.64%

45.46%

省级平台 市级平台 县级平台
已建 在建 拟建 未计划

来源：文献检索；OMAHA分析

图3：各级区域卫生信息平台建设情况

从上表中可以看出，目前通过2013-2016年
三批测评试点工作的开展，共计32个市（县）
区域平台通过测评。计算可得全国565地
市级/区县级不同规模的区域卫生平台中，
主动参与并通过互联互通测评的区域平台
占总比只有6.9%（如表3），但此比例有
逐年增加的趋势。

来源：文献检索；OMAHA分析

表2：通过测评结果的区域平台数量级及分布

（均为地市级/区县级申请机构）

表3：2014-2016年我国区域卫生平台互联互通测

            评结果

公布时间 批次 等级 区域平台数量 
2014 年 第一批 通过 3 

2015 年 第二批 
四级甲等 3 
四级乙等 3 

三级 3 

2016 年 第三批 
四级甲等 8 
四级乙等 6 

三级 6 
 

参与并通过
5.7%

未参与或未通过测评
94.3%



创新时代下的健康医疗信息互操作性变革OMAHA 白皮书
2018年 01月  第 7期       

综上所述，目前我国在医疗信息互联互通的
具体应用案例还不具有规模化，互联互通的
层级也并不高。究其原因，一方面是我国卫
生信息化整体水平尚可，但南北发展不一，
基层医院与三甲医院差异显著，导致各方数
据不能较好地进行对接；另一方面，由于已
存在的医疗信息系统或已形成的医疗卫生平
台信息标准不统一，即使数据进行对接后，
仍然不能支持后期的数据整合和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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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文献检索；OMAHA分析

表4：2017年区域卫生信息互联互通标准化成熟度分级方案

（适用于地市级/区县级申请机构）

级别 分级说明 

一级 
区域范围内部署单机版电子健康档案信息管理系统； 
电子健康档案数据标准符合国家和当地医改要求。 

二级 
区域范围内部署网络版电子健康档案信息管理系统； 
系统实现与公共卫生主要业务系统的数据整合。 

三级 

区域范围内建立主要业务生产系统，初步建成区域卫生信息平台，且平台运行性
能和架构符合标准规定； 
平台建成电子健康档案数据资源库，电子健康档案数据基本完整； 
平台实现符合标准要求的注册服务、健康档案整合服务、健康档案调阅服务； 
平台支持通过共享文档交换数据； 
平台实现所辖区域内部分医疗卫生机构的连通，并支持基于平台的数据整合； 
平台初步建立数据质量控制措施； 
平台上的应用功能数量不少于 18 个。 

四级乙等 

区域范围内建立覆盖全面的业务生产系统，且建成较为完善的区域卫生信息平
台； 
平台实现符合标准要求的健康档案存储服务，且利用部分标准共享文档进行数据
归档和业务协同； 
平台实现所辖区域内部分医疗卫生机构的连通，动态采集连通机构业务数据，支
持区域内数据共享和业务协同； 
平台建立数据质量控制措施，实施动态的监控管理； 
平台实现 2 个行业外机构的连通； 
平台上的应用功能数量不少于 26 个。 

四级甲等 

区域卫生信息平台实现健康档案管理服务， 且利用全部标准共享文档进行数据
归档和业务协同； 
平台有效实施动态的数据质量监控管理； 
平台实现所辖区域内大部分医疗卫生机构的连通； 
平台实现 3 个行业外机构的连通； 
平台上的应用功能数量不少于 31 个。 

五级乙等 

区域范围内建立覆盖全面的业务生产系统，建成标准化的区域卫生信息平台； 
平台已实现符合标准要求的区域医疗卫生业务协同服务和术语字典注册服务，实
现区域内术语和字典的统一； 
平台实现所辖区域内绝大部分医疗卫生机构的连通； 
平台数据内容完整、准确有效； 
平台连通居民健康卡卡管系统； 
平台实现 4 个行业外机构的连通； 
平台上的应用功能数量不少于 35 个。 

五级甲等 

平台实现所辖区域内全部医疗卫生机构的连通； 
平台准确覆盖、整合全区域卫生数据，实现切实有效的协同助医、智能监管、决
策分析、惠民利民服务； 
平台支持居民健康卡的发行和相关服务应用； 
平台实现 5 个行业外机构的连通； 
平台上的应用功能数量不少于 41 个。 

 

其中，四级甲等作为目前测评等级最高的
结果，目前通过的区域卫生平台共计11家。
对比2017年区域卫生信息互联互通标准化
成熟度分级方案，四级甲等意味着平台实
现所辖区域内大部分医疗卫生机构的连通，
同时与3个行业外机构的连通，但不满足五
级乙等中平台已实现符合标准要求的区域
医疗卫生业务协同服务和术语字典注册服
务，实现区域内术语和字典的统一。总结
可知，此类互联互通还是比较强调医学信
息的传输，还是处于较低水平的互操作能
力（具体区域卫生信息互联互通标准化成
熟度分级方案可详见表4）。

来源：文献检索；OMAHA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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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中美对互操作应用场景的需求

结合中国医疗体制改革的现状和趋势以及医
疗保险制度的差异性，国内对于互操作存在
需求的应用场景和美国有着显著的差距和差
异，可总结为如下几个方面：

给个人的赋能。在互联网上，信息和服务
变得民主化，每一个人都可以方便地获取
信息和服务。在医疗领域也是，基于自己
的健康和诊疗档案，个人可以轻松享受到
互联网提供的远程医疗、在线医生预约、
二次诊疗意见收集等服务。人是流动的、信
息是多源的，机构和机构的互操作难以满足
个人对更灵活的服务的需求，因此围绕个
人健康医疗信息所设计的互操作机制将成
为未来主流的互操作应用场景。

对比美国，我国社会药房、医联体的设置、分
级诊疗、第三方检验/影像中心等发展的步伐
均明显滞后于美国，这也是和医疗体制改革
的进程分不开的，因此导致这些场景需要健
康医疗信息的互操作来支撑。然而，信息技
术作为业务的辅助性角色，同时没有政策手
段的强制干预，目前始终没有达到强需求和
紧迫的程度。而在美国，社会药房的发展、
大型医疗集团，以及家庭医生的服务体系已
经相当成熟，加上国家早在2009年就已经开
始将互操作能力提上议程并大力推广，这些
场景已相对清晰和明确。

24

1. 在国内，多数需要信息互操作的应用场景

由于模式发展缓慢，并非必要和紧急

3. 随着信息越来越对称，患者的崛起使得互

操作性逐步向以个人为中心发展

无论是美国还是中国，都不可否认互联网带

近两年，美国在价值医疗的推动下，保险费
用的支付与医疗服务效果挂钩，医疗机构信
息系统对以患者为中心的多源数据的集成和
分析已经刻不容缓，信息技术在互操作方面
的支撑已经极为紧迫。再倒退回10年前，依
然是CMS采用“胡萝卜加大棒”的方式推动
了医疗机构以及信息技术供应商对互操作的
采纳和应用，meaningful use不同阶段的推进
使得信息系统应用标准和互操作的能力大大
提升。然而在国内，医疗保险的支付机制仍
处于“按项目付费”为主的最为传统的模式，
对医疗服务的开展过程很少有干预，且缺乏
对创新付费方式的积极探索，因此在我国也
就缺乏了这个推动互操作最强有力的驱动力。

2. 医保体系和支付方式差异是导致中美对推

进系统互操作性存在巨大沟壑的核心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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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对中国的启发和借鉴

美国医疗信息化发展道路已经走了多年，很
多问题都已经得到了很好的解决，而中国如
今还在起始阶段，这就导致了现阶段中美两
国对互操作性核心支撑要素需求的不同（如
表5所示）。从模式层面来看，美国采用的
政府引导，社会自治的模式非常成功，而中
国目前在这方面还远未达到这种良好的模式。
在技术层面，中国的身份证号很好的解决了
患者ID识别的难题，但在统一的卫生信息和
数据融合标准，以及数据存储架构模式等问
题上，依旧有很多急需解决的问题。再看实
践层面，中国政府在推动信息化平台，其调动
机构和个人的参与性的过程中远远不够，而
美国已经做得较好。但在保证信息质量上面，
两国均需要继续努力。随着医疗信息化的发
展，越来越多的法律问题必然会逐渐凸显，
中国目前还没有针对医疗信息化的健全的法
律，我们必须加快相关法律的建立进程，且要
注重其完成性和时效性，方能为医疗信息化
建设保驾护航。

(一)   模式支撑

政府在整个医疗信息化发展过程中占据主导
地位是至关重要的，中国政府虽然已经制定
了一系列的规划，但如何有效的落实依旧是
需要深入探讨的一个问题。当前，社会组织
参与度不够，电子病历未很好的普及，区域
平台建设水平不一且都是各干各的种种状态，
都对政府提出了迫切的管理需求。只有把这
些问题解决好，中国的医疗信息互操作道路
才能走的好，走的远。

美国的发展历史证明，良好的医疗信息化
建设道路，政府不仅需要积极发挥自身的
组织协调职能，还需要通过事先考察，综
合多方意见及建议后制定符合实际且目标
明确的规划，然后结合国情分步式逐步实
现。同时，在一些标准的制定上面，要善

核心支撑要素 美国 中国 

模式层面 
政府宏观调控  √ 
社会组织积极参与  √ 
商业模式助力  √ 

技术层面 

患者 ID 识别和匹配技术 √  
制定统一的卫生信息技术标准  √ 
使用统一的标准实现数据整合 √ √ 
采用合适的架构模式实现数据存储  √ 

实践层面 
政府强制推动信息化平台的应用  √ 
调动机构和个人的参与性  √ 
保证信息质量 √ √ 

法律层面 

健全的立法体系  √ 
不同法律内容统一性 √  
法律的完整性 √ √ 
法律的时效性 √ √ 

 来源：文献检索；OMAHA分析

表5：现阶段中美对互操作核心支撑要素的需求对比

1. 政府强化自身组织协调作用，做好有效

的综合管理，并鼓励社会各界积极参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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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利用社会力量，鼓励行业组织积极参与，
并给予一定的财政支持，从而减轻政府自身
的压力。

(二)   技术支撑

要实现真正的互操作，从患者身份识别、数
据整合到数据存储等方面，关键的技术支撑
条件必不可少。患者的身份识别上，可利用

居民身份证号码作为统一的患者标识符。
数据的整合上，要建立互操作相关的卫生
信息技术标准，通过统一的标准建设区域
卫生信息平台。数据的存储上，根据我国
国情，宜采用混合架构模式实现共享数据
的存储。

当前我国的电子病历系统使用水平还是不
够的，仍有很多医院采用纸质病历存档的
形式，并未真正意义上实现电子病历的使
用。想要医疗信息化快速发展，离不开电
子病历体系的完善。一方面，要积极推行
数字签名，完善数字签名的相关法律法规，
提高电子病历的有效性，保障患者及医务
工作者的相关权益。另一方面，电子病历
作为医疗信息化的主要体现，政府部门要
加大推行电子病历的各项激励措施，比如
可以加大对积极推行的医院的财政激励措
施，也可以将电子病历的使用跟医院的评
级挂钩等       。

2.  积极推行电子病历使用，奠定良好的卫

生信息化建设基础

1984年4月6日国务院发布《中华人民共和
国居民身份证试行条例》，并且开始颁发
第一代居民身份证。居民身份证作为公民
唯一标识已基本普及，在日常生活中得到
了广泛的应用。并且，随着大量新技术的
出现，越来越大的信息包括生物统计学信
息，如照片、指纹、面部特征、虹膜等，
都被应用于居民身份证。利用居民身份证
号码作为统一患者标识符和个人健康档案
编号，可以快速、准确地进行患者ID识别
和匹配，搜索个人电子病历，有利于各医
院、机构、卫生信息平台之间数据共享，
因此对中国来说患者的唯一ID识别不成问
题。

1. 利用居民身份证号码作为统一患者标识

符

由美国政府及相关医疗行业协会制定的一
系列卫生信息技术标准，极大的促进了美
国医疗信息化的发展。而我国，由于缺少
统一的标准，各医院、医疗机构中系统差
异较大，数据交换的难度和成本较大，严
重影响了个人健康数据的交流。

我国在全面实现医疗信息化的过程中，必
须充分借鉴国外成熟的卫生信息技术标准，
以政府为主导，医学院校、医院、医疗行
业协会等团体积极参与的形式，制定符合
我国文化特色、医疗背景的卫生信息技术
标准，推动我国医疗信息化的发展。

2.  建立和推广统一的卫生信息技术标准

由于没有统一的标准，不同医疗机构，甚
至同一机构不同部门之间的数据无法进行

3.  根据统一的卫生信息技术标准建设区域

卫生信息平台

目前，我国大部分地区均已经开始区域卫
生信息平台的建设，且初有成效，甚至有
些地区有非常好的实践案例。然而，真正
意义上具有互操作性的卫生信息化平台还
是寥寥可数，可见在这条路上，我们还有
很多路要走。与此同时，也有很多专家学
者表示，建设区域卫生信息化平台，是否
会导致最终更大的“数据孤岛”产生？政
府应该从现在开始就着手，制定相应的规
划并尽早开始实施，把各区域医疗信息化
平台很好的与四级人口健康平台连接起来，
从而达到实现建立一个全国范围内卫生信
息化平台的最终目的。

3.  加强区域卫生信息化平台的建设的同

时，推进各平台间的连接

[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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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流，通常的解决方案是，利用企业服务总
线（ESB）将各个异构的子系统进行连接，
虽然实现了不同服务之间的通信和整合，但
无法实现真正意义上的数据整合。

从美国经验来看，建设以统一的卫生信息技
术标准为基础，整合HIS、电子病历、个人
健康档案的区域卫生信息平台，是实现互操
作性的有效途径。

策，没有强制手段进行约束。基于我国复
杂的医疗环境，我们缺少统一的数据标准，
顶层设计十分不完善，其次，没有健康信
息共享的环境，没有让掌握海量医疗信息
的公立医院开放数据的动力，公立医院始
终处于强势地位，个人健康信息短时间内
无法开放给个人。

要想打破这一窘境，真正推动健康信息互
操作的发展，从长远来看，必须要政府强
制推动，利用政策协调我国医疗行业中数
量庞大的利益相关方，疏通健康信息的共
享之路，构建一个良好的信息共享生态，
促进信息化的建设和应用。

根据我国地域面积广、人口及医疗资源分
布不均匀等特点，单采用分散型或集中式
任何一种架构模式，都不符合我国国情。
采用分散型和集中式相结合的架构模式，
能够更好的解决医疗数据的存储和利用问
题。

区域卫生信息平台作为中央数据存储库，
各个成员医院将患者的健康文档地址发送
到中央数据库，与患者的唯一身份标识符
一起存储在HIE患者注册表中。检索患者数
据时，通过唯一身份标识符进行搜索，HIE
中央机构将记录的物理位置发送回请求组
织，然后，请求组织再从该记录所在的机
构获取患者信息，从而实现数据共享。

我国的信息化应用程度较低，所以在实际
应用方面可以借鉴和学习美国的经验。政
府需要采取强制化手段，发布政策协调数
量庞大的利益相关方，构建一个良好的生
态，再结合有效的激励措施和推广手段，
吸引和号召医疗机构和个人的参与。在最
终使用健康信息的环节，吸取美国的教训，
从信息产生的源头进行把控和约束，提高
信息质量，保证信息的利用价值。

4. 采用分散型和集中式相结合（即混合架

构）的架构模式

我国在信息化建设及信息共享平台的使用
方面，政府缺少推动的手段，激励措施不
足，而医疗机构普遍缺少信息共享的意识，
患者欠缺获取个人健康档案的观念，作为
信息化建设和应用的重要参与方，这三者
之间缺少凝聚力，使得信息化建设和应用
的发展缓慢，停滞不前。

所以，政府应该担任起引导者的角色，做
好宣传及推广工作，让越来越多的机构和
个人都参与进来，共同推动医疗行业的发
展。针对医疗机构，政府可大力推广信息
共享平台的应用，出台相应的激励措施，
鼓励医疗机构使用信息共享平台，让信息
实现真正的流通和使用。针对百姓，进行
宣传教育工作，让百姓意识到获取个人健
康档案的重要性，认识获取健康信息的权
利及使用健康信息带来的好处，让患者主
动参与医疗决策，在自我健康管理中的角
色转变成决策者，打破以往被动接受医疗

对我国而言，医疗信息质量非常重要。我

2. 有效运营和推广确保医疗机构和个人的

参与

政府的强制化手段不可或缺。但是目前，
我国缺少推动信息化建设和应用的相应政

1. 政府强制推动应用

服务的状态，从而提高医疗服务的质量和
效率。

3. 提高原始健康医疗信息的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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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法律支撑

国医疗环境由公立医院、基层医疗机构、
私立医院和第三方检验机构等组成，数量
庞大，医疗信息质量更是参差不齐，医疗
信息造假的情况也已屡见不鲜，医疗行业
充斥着低质量低价值的信息。

所以，为了更好的保障医疗信息质量，政
府应该出台相应的政策，对医疗信息质量
提出硬性要求，结合电子病历系统评级的
“软要求”，软硬共施，从医疗信息的规
范、标准、完整性、正确性等方面做出明
确的规定。从医疗信息产生阶段就做好把
控，约束信息的产生者和记录者，从而保
证医疗信息之后的交换及应用顺利进行。

随着医疗信息化的发展，越来越多的法律
问题必然会逐渐凸显。因此，医疗信息的
互操作进程和相关法律的完善一定要并行，
我国目前尚无医疗卫生信息化相关法律出
台，想要尽快地完成相关法律“从零到一”
的过程，就需要先建立完善和立体的立法
体系，再从各个方面完善法律的内容将法
律的效力最大化，并及时更新相关的法律
内容，注重时效性。

相关法律内容主要包括隐私安全，医疗责
任划分和医疗信息化推动等各个方面。在
隐私安全方面，目前我国涉及病人隐私权
立法主要包括：有关法律，如《精神卫生
法》、《食品卫生法》、《国境卫生检疫
法》、《传染病防治法》、《职业病防治
法》、《母婴保健法》;    有关行政法规，
如《全国医院工作条例》、《妇幼卫生工
作条例》;    以及一些司法解释等     。 值得
注意的是，目前我国尚未建立起完整的病
人隐私权立法体系，多数涉及病人隐私权
的法律规定都分散在上述的法律、行政法
规以及司法解释中，且存在内容庞杂，缺
乏完整性、层次性、连贯性及统一性，保
护范围过窄，电子病历立法缺位等问题[ 。
随着国内公众对隐私权的越来越关注和重
视，隐私保护的立法呼声也逐渐高涨，这
些法律问题亟待解决。我们需要借鉴欧美
等国家在患者隐私保护领域立法的先进经
验，尽快通过立法建立完善的医药卫生与
健康信息管理体系，促进信息资源的互联
互通、合理利用，保护公民健康医疗信息
安全和隐私。这其中需要关注的是，哪些
信息可以互交换需要明确，互交换的信息
过少则影响医疗质量，过多则会增大隐私
泄漏的风险。单纯依靠患者同意原则来决
定互交换的内容存在一定隐患，因为患者
可能会担心自己信息泄漏而拒绝过多的信
息互操作，这违背了互操作建立的初衷，
并且不利于患者自身。所以相关法律要明
确互交换场景和相关内容以及使用者保护
患者隐私的义务，切实保障患者利益。与
此同时，医疗机构通过互操作得到的其他
机构的医疗信息，在此信息基础上做出的
诊断结果和建议的法律责任问题，是立法
者应该要提前考虑的，界限的设置应全面
且清晰，避免出现医疗机构之间因责任不
清，互相推脱的现象。法律对于新技术应
用的鼓励作用也应最大化的发挥，通过法
律来推动医疗信息化更高速地发展。

2. 注重法律内容的完整性

首先确立一部类似于HIPAA的主干法，主
干法要确保医疗信息化中的最基本法律框
架，涵盖内容要全面，同时由于医疗信息
化技术高速发展，所以主干法的制定要具
有前瞻性。然后，根据主干法，逐渐丰富
枝叶法和补充法，使他们更好地起到细化
作用和补充作用，这其中需要注意的是法
律之间的统一性，避免出现法律之间的矛
盾。相较于美国的分散式立法不同，我国
属于大陆法系的统一式立法，法律之间的
统一性相对较好，法律之间出现矛盾的可
能性相对较小。

1. 建立起类似于美国的“主干法—枝叶法
—补充法”的立法体系

[35]

[44]

3. 注重法律的时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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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疗信息化是一个高速发展行业，新技术
的出现和应用日新月异，这也会带来越来
越多互操作的技术、应用场景和内容，而
法律的制定又需要具有前瞻性，这就为医
疗信息化相关法律的制定带来了巨大的挑
战。针对这一现象，就需要立法者熟知行
业的发展动态，并及时回顾和修订已有的
法律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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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时代下的健康医疗信息互操作性变革

OMAHA作为国内领先的NGO组织，始终倡导
打破健康医疗数据孤岛，将个人散落的数据
连接起来，实现以个人为中心的数据共享和
互操作机制，使每一个人的健康医疗数据能
够真正被“有意义的使用”。

纵观国内数据互联互通的发展历程，在发展
理念上，只有能从“独立”走向“协同”，
从“各自为政”走向“开放标准”，努力探
索基于信息标准化的互操作发展路径才有可
能高效率地解决数据共享问题，而这一切需
要所有人的共同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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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入OMAHA，用标准不断拓宽健康医疗
数据共享的边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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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 OMAHA基金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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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医疗数据的开放运动，解决健康医疗领域数据分享难题，促进个人健康数据信息有意义使用，为公共健康领域提供公益产品和服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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