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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块链是技术。比特币仅仅是其潜力的首个主流体现形式。”

—— Bitcoin Chaser 创始人， Marc Kenigsbe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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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块链作为一种使能技术，能够优化和解决目前医疗领域存在的诸如信息安全、隐私保护不足、

数据孤岛、信任体系不健全和监管溯源复杂等难题。从技术底层搭建起一套新的规范化的数据

流通方式，这将不仅仅是效率的提高，还将是数字经济时代下医疗健康行业一种新的运行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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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摘要

区块链技术的主要优势是去中心化、基于共

识机制的信息传输和共享、信息的不可篡改

三个方面，确保各种场景下的信息安全。

纵览目前区块链技术的发展和医疗领域的特

征，主要可分为如下三个方面：健康医疗数

据与资产管理、支付与理赔和供应链管理。

区块链作为一种使能技术，能够优化和解决

目前医疗领域存在的诸如信息安全、数据孤

岛、信任体系不健全和监管溯源复杂等难题。

技术层面上，区块链技术本身的性能效率、

智能合约的可靠性、系统安全性、跨链融合

存在的瓶颈都需要进一步研究。

1

OMAHA 白皮书
2019 年 01 月     第 11 期

医疗 + 区块链：在多领域的应用变革

产业层面上，需要建立上链信息规范、质量

评估审核机制、完善个人信息保护法律法规。

政府层面上，可尝试探索建立基于区块链的

国家基础信息服务平台、利用智能合约提高

异地医保结算效率、试点基于区块链的监管

优化现有的药品追溯体系。

企业层面上，建议从已有数据业务基础出发，

选择更成熟的 2B 场景，但要明确健康医疗

数据的未来核心依然是连接 C 端，在实现价

值重新分配的同时创造出更多的价值。



研究简介

(一)研究背景

(二)研究目标

(四) OMAHA 基金会

(三)研究方法

区块链作为一种使能技术，能够优化和解决

目前医疗领域存在的诸如信息安全、数据孤

岛、信任体系不健全和监管溯源复杂等难题。

如何利用区块链，提高健康医疗数据的存储

与共享，激活数据对业务的价值，值得我们

深入研究。

在此背景下，我们希望通过分析国内外医疗

+ 区块链的应用现状，结合我国实际国情，

总结出能有利于促进我国医疗区块链产业发

展的实践经验。

本文通过对相关文献和资料进行检索和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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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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归纳，同时选取国内有代表性的医疗区块链

领域的意见领袖进行深度访谈，准确把握区

块链在医疗领域中的应用模式和发展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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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块链技术的主要优势是去中心化、基于共识机制的信息传输和共享、信息的不可篡改三个方

面，实现各种场景下确保信息安全的目的，可以发现在上述几个方面有任意一个需求的行业都

有机会使用区块链技术，医疗领域作为数据信息最多的行业之一，存在着众多可变革的应用场

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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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华永道 1：对 74 家全球医疗保健公司的调查显示，49% 的公司正在开发、试点或实施区
块链项目，在医疗保健领域，药品供应链、合同管理、认证流程在近期最具有突破的潜力。

IBM2：调查显示，超过 70% 的开拓者认为区块链将会在以下三个领域带来最高收益：临床
试验记录、监管合规性和医疗 / 健康记录。

德勤 3：德勤报告认为，区块链是一个新的健康信息共享模式；能够推动全国互操作性；通
过分离个人可识别信息 (personally identifiable information，PII)和受保护的健康信息（Protected 
Health Information, PHI) 的隐私规则，满足 HIPAA 隐私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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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医疗 + 区块链全景概览

(一)国家分布特征

(二)时间分布特征

一面是比特币市场的震荡，一面是应用领域

加深，以比特币起源的区块链技术在医疗领

域的应用探索已初具规模，截止到 2018 年
12月 28日，OMAHA收集了海内外 194个“医

疗 + 区块链”项目（项目目录见附录 -B），

大致涵盖了目前医疗区块链领域的主流应

用，我们对收集到的项目进行了简要的分析，

以窥见一些医疗 + 区块链的应用现状。

医疗 + 区块链在全球范围内已初具规模尤以

美、中、英最为突出。

从收录的 194 个项目来看，共涉及 30 多个

国家，收录项目数来源最多的三个国家 / 地
区分别是美国、中国、英国。

在国家和地区分布中，瑞士、新加坡、香港

等几个金融行业发达的国家表现突出，体现

了金融 + 区块链应用的发展成熟中不断向其

他领域延伸的特征，这显示出通用的市场教

育与人才储备是医疗 + 区块链发展的基础之

一。另一个值得一提的国家是爱沙尼亚，作

为目前公认较早使用区块链技术的国家之

一，早在 2016 年，爱沙尼亚政府就首发第

一个政府背景的区块链项目 e-resident，励

志用 e-resident 项目打造一个完全去中心化

的数字国家，先发优势让这个北欧的小国家

走在了欧洲区块链改革的前沿而备受关注。

美国，76

英国，18

瑞士，7

俄罗斯，8

新加坡，9

中国，23

韩国，4

爱沙尼亚，5

香港，4

澳大利亚，4

2017 年新增项目数达到鼎盛，2B 应用逐年

增加。

医疗 + 区块链在 2014 年就有应用案例，随

着基础技术、底层链条的成熟，行业化应用

数量开始显著增多，2017 年伴随着区块链

的市场爆发，医疗区块链的新增项目也达到

了顶峰，但 2018 年随着市场的冷却，缺乏

有效的商业模式等多个原因，医疗区块链的

图 1 医疗区块链项目全球分布情况（N=1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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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增项目也明显减少 ( 见图 2)。以 B 端为目

标用户的各年新增项目占比逐渐增加，2018
年达到了新增项目的 44%。这可能和联盟区

块链性能与效率明显优于公链，用例场景搭

建更落地，B 端支付能力强等原因有关（见

图 3）。

各国均有政府主导以激活健康医疗数据资源

为目的的尝试。

企业自然是应用实践的主要推进者，但在医

疗 + 区块链的探索中不乏政府的身影，医疗

健康作为重要的民生内容，医疗数据作为重

要的国家资源，医疗信息化建设对医疗领域

的促进作用，区块链在解决医疗信息安全与

隐私保护中的价值等诸多原因都让各国政府

有动力去推动医疗 + 区块链的应用探索。

(三)项目主导者特征

(四)企业类型分布特征

(五)应用领域分布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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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每年新增项目类型分布情况（N=103） 图 3 每年新增项目目标用户类型（N=50）

医疗 + 区块链参与者众多但目前区块链技术

企业是主流。

目前医疗 + 区块链主要的建设团队业务类型

排名前三的分别是区块链技术、卫生信息化

和人工智能（见图 5）。区块链技术企业主

导的项目作为新进入者在试图打破原有市场

格局建立新秩序，更多的以搭建基础医疗链

为主，且目前大多数项目处于主链建设阶段。

医疗信息化企业作为医疗信息技术最直接相

关的企业，利用区块链技术改进原有医疗信

息化建设中的问题是很多医疗信息化企业关

注的焦点。人工智能企业则是作为医疗健康

大数据使用者，更多的为解决数据来源与授

权问题。

数据与资产管理领域占比近半，支付与理赔、

供应链管理应用场景众多。

根据我们目前收集到的应用案例显示，目前

区块链在数据与资产管理的应用最为广泛，

占所有项目的48%，其中有新兴企业建立“以

个人为中心”的去中心化的健康医疗数据与

资产管理“革新”（71%），也有面向传统

“中心化”存储对医疗健康信息安全与隐私

保护升级的“改良”（25%）（见图 6）。

从具体的业务场景来看，以提高医疗业务流

程效率 27%、实现个人健康医疗数据共享与

变现 25% 和利用数据提高医疗服务与健康

产出 22% 为主（见图 7）。

医疗 + 区块链：在多领域的应用变革OMAHA 白皮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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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医疗 +区块链项目主导者分布情况（N=138）

图 6 医疗 +区块链项目类型分布情况（N=194）

图 7 医疗 +区块链项目业务场景分布（N=194）

图 5新增项目主导企业原有业务类型（N=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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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区块链在医疗领域的应用分析

(一)区块链在以机构为主体的信
息安全与隐私保护中的应用

7

医疗健康数据信息安全和隐私保护是区块链

技术在医疗应用最广的领域。利用区块链，

能够使医疗数据的存储与访问被记录且不可

篡改，从而保障了医疗数据的隐私安全。这

使得传统存储医疗信息的平台将区块链的应

用视为一项安全技术升级，加强信息保护。

医疗数据是个体高度隐私的信息，存储、修

改与访问的过程都需要被监管，区块链技术

具有数据不可篡改和可追溯的特征，为目前

医疗数据的存储与共享提供了一个更加安全

可追溯的解决方案，推动数据所有权回归个

体，实现医疗数据从信息向价值转换。

1. 目前机构在信息存储与访问中的问题

1) 医疗信息存储机构不够重视数据储存

的安全性

目前的医疗信息存储机构不重视数据存储安

全主要表现在信息安全建设投入不足，医疗

数据的存储未加密、信息安全维护人员缺位、

系统漏洞众多、系统使用和维护者安全意识

薄弱。

互联网 +、物联网、大数据分析、人工智能

等新技术与应用的发展都对信息网络安全提

出了更高的要求，尤以科技为先的企业对防

范网络安全的威胁意识在不断增强，中国内

地与香港的企业在网络安全方面的平均投入

比全球数值高出近四分之一，平均每年 630
万美元 4。但安全的建设解决不仅仅是增加

投入这么简单，安永一项对 1735 位企业首

席信息官的调查显示网络攻击日益复杂，

88% 的受访者表示其网络安全职能不能完全

满足企业的需求；接近半数的受访者认为落

后的信息安全管控或架构已经成为漏洞的高

发地带；仅有 38% 的受访者表示在系统身

份和访问控制管理上比较成熟；在保护用户

知情权上并不主动，46% 的受访者称不会通

知客户，即使客户数据遭到暴露 5。大型互

联网企业在安全投入巨大的前提下，仍然面

临着众多风险，相比较而言，掌握着众多个

人高度隐私的医疗信息存储机构的安全维护

显得明显不足，一项关于 37 家医院信息系

统信息安全现状的调查结果显示，医院用于

信息安全防护设备的资金投入占整个项目投

入比例在 5％以下的医院高达 29 家 (78％ )6。

美国 41% 的医疗机构没有对医疗数据进行

加密处理；50% 的医疗机构无法有效预防和

应对信息安全泄露；美国 47% 的医疗机构

没有足够的信息安全专家 7。另外在中国国

家信息安全漏洞共享平台上以医疗为关键词

查找到，获得了 160 多条安全漏洞，被曝光

的漏洞中大量和身份验证、访问权限漏洞相

关 8，这些漏洞极大的增加了系统信息泄露

的风险。

2) 针对医疗信息的黑客攻击行为猖獗

由于系统本身的安全保护不足和个人医疗信

息的高价值，使得医疗信息机构成为了黑客

攻击的重点。

威瑞森电信公司（Verizon）发布的《2017
年的数据泄露调查报告》显示在数据泄露上，

医疗保健行业是仅次于金融行业的行业，占

15%；在数据泄露原因方面，62% 的数据泄

露与黑客攻击有关；全球电子医疗保健记录

系统中的数据在以每年 5.5% 的速度增长，

医疗数据包含着病人的众多敏感数据，使得

医疗行业成为黑客攻击的重灾区。在黑市上，

个人医疗信息的价值比信用卡信息要高 50
倍。因为它里面包括了患者的个人基本信息、

财务信息和健康信息等多种敏感数据。不法

分子可以利用这些信息进行诈骗、勒索等

医疗 + 区块链：在多领域的应用变革OMAHA 白皮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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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为。2017 年仅在美国出现的重大医疗信

息泄露事件就有 15 次，保守估计，共有约

300 万名病人的信息被泄露。2017 年 9 月
《法制日报》报道我国某部委医疗服务信息

系统遭“黑客”入侵，就有超过 7 亿条公民

信息遭泄露，8000余万条公民信息被贩卖。

就在最近，新加坡保健服务集团数据库遭大

规模网络攻击，包括总理李显龙在内 150 万
人的个人资料失窃，患者的姓名、生日、身

份证号码和地址等信息被泄露，其中更有约

16 万人的门诊开药记录被偷 9。

3) 数据访问和接入方式安全性仍需提升

目前的医疗信息存储机构对于用户的访问主

要在对用户认证功能上进行了控制，在用户

授权访问控制、隐私保护上还存在欠缺。

基础医疗信息平台的建设一个重要目的是提

高个人对个体健康数据的使用，开放是信息

存储机构的发展趋势。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

卫生与信息规划司在 2018年 7月发布的《关

于深入开展“互联网 + 医疗健康”便民惠民

活动的通知》中就要求健康信息服务更普

及，推动居民电子健康档案在线查询和规范

使用。一般情况下，区域卫生信息平台系统

数据中心会汇集包括电子健康档案、电子病

历数据库、人口信息数据库等医疗卫生行业

的各方面信息，任何安全风险、违规操作都

可能造成严重的社会影响和给医疗卫生机构

造成重大损失。目前，各级卫生局陆续在门

户网站上开通了个人健康信息服务系统。由

于该网站直接发布在互联网上，同时又与卫

生专网进行数据交互，系统面临的风险也显

著提升。而目前系统访问多采用弱口令的验

证方式，也进一步加大了数据泄露的风险。

Verizon 研究显示 81% 的数据泄露都与账号

密码被盗用有关 10。另外个体的认证信息也

是中心化的存储，这导致单点故障或者单把

私钥的信息泄漏，可能导致数据库安全防线

的整体性崩溃。

4)    中心化数据采集更新方式维护成本高

数据在目前的中心化存储的结构中会由于更

新不及时、不完整、有误等多种问题而“失

活”，最终导致了数据无法被利用。

为了解决医疗信息孤岛问题，提高卫生信息

共享交互，在“十二五”期间，国家卫生计

生委提出了“36312”工程，大力推进建设

区域信息平台。区域信息平台的分为国家级、

省级和地市级三级卫生信息平台。在区域卫

生信息平台中，数据是通过统一的交换接口

从生产系统中抽取，或由各级医疗机构按照

统一的数据标准规范上传。数据的交互通过

平台实现。传统的医疗机构数据交换需要通

过大量的接口调用实现，这种点对点的数据

交换在医疗系统这种软件众多且标准不一的

体系下，交换成本极高，中心化的数据交换

方式能够较好的解决这个问题，但是同样的

数据在多个地方进行了存储，如何保持这些

数据的一致性是一个信息化建设难点。平台

中数据的实时更新，准确性和完整性都直接

影响了交互的质量，然而由于网络中断、接

口问题、医疗机构系统故障等问题，数据在

这种中心化存储的结构中会由于数据更新不

及时、不完整、有误等多种问题而“失活”，

最终导致了数据无法被利用。由于数据质量

等原因导致卫生信息平台无法发挥更大的价

值，目前这种现象并不少见。

5) 行业普遍潜规则：储存权 = 应用权

虽然法规允许脱敏数据的使用，但目前行业

对个体数据的使用远不止这些。

                                                                             
2018 年年初，比雷埃夫斯大学研究人员对

安卓生态中 20 款最受欢迎的医疗、健康类

产品调研结果显示 80% 的产品涉嫌擅自传

播用户数据。这些产品中有 50% 都和第三

方共享用户文本、多媒体甚至医疗影像方

面的数据。而且有 20% 的应用没有推出包

含隐私问题的用户须知文件。2017 年 7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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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信息委员会 (ICO) 宣布，由于 Google 
DeepMind 在患者不知情的情况下获取其资

料和数据，违反了数据保护法。英国国民

医疗保健系统 (NHS) 中伦敦皇家自由医院

的一个基金会与 Google DeepMind 开展的

一项医学实验合作项目中，NHS 向 Google 
DeepMind 部门提供了约 160 万患者的详细

资料且没有明确告知患者其数据正在被使

用，用于测试一款新的移动应用。

2. 区块链解决方案

1) 实现数据的不可篡改、可追溯

在传统中心化的医疗健康信息存储机构中，

区块链可作为一种安全解决方案，用来改进

医疗数据使用的监管。中心化存储机构在保

护敏感信息时，遇到的最大威胁来自黑客、

恶意软件的系统问题，数据可能因此被篡改、

删除，或者出现更新错误等现象。但区块链

将所有的改动都记录下来，保证了数据的完

整性。他们不是使用区块链保护健康记录，

而是将对这些记录执行的所有数据处理活动

日志文件记录到链上，实现数据的活动监管，

降低生命关键型个人数据可能被不知情或恶

意黑客或欺诈性内部人员泄露的各种风险。

2)    所有数据参与方维护一份数据账本，保

障数据的准确性

理论上，维护区块链数据库的多份备份不会

比一个单一、中心化的数据库更有效率。但

实际情况是，多方已经在维护包含同样信息

的数据库备份了。多个数据库备份中，关于

同一交易的数据互相矛盾——导致成本高

昂、耗时冗长的对账程序。跨组织使用区块

链这样的分布式数据库可以极大地减少人工

对账需求，因此可大量节约成本。此外，某

些情况下，区块链可以让各组织获得共同能

力，免除重复劳动。医疗信息在多个医疗机

构，多个区域平台中的交换共享的价值核心

是保障数据的准确性与完整性，区块链技术

下，所有参与数据生产和使用的各方均共同

维护一份医疗数据账本，通过区块链的共识

机制，实现对数据变更的记录，能够更高效

的确保数据的准确性。

3)    通过身份认证、用户授权控制数据访问

实现个人信息的隐私保护

在区块链技术体系下，存储的医疗信息摘要

上链，数据的使用和改变会被记录，因此数

据存储机构不再能够在用户不知情的情况下

随意使用用户数据，实现了存储和使用的权

限分离。个体身份认证信息的分布式存储，

避免了中心化存储被篡改、被盗用的的风险。

再通过区块链的多私钥的复杂权限保管，将

数据使用权回归个体。数据的使用需通过用

户授权从而实现个体医疗信息的隐私保护。

例如通过智能合约技术可以设置单个病历分

配多把私钥 , 并且制定一定的规则来对数据

进行访问 , 无论是医生、护士或者病人本身

都需要获得许可才能够进行。

3.     行业应用

爱沙尼亚、阿联酋、澳大利亚等国家的卫生

信息部门与区块链技术提供方合作，实现了

对卫生信息平台的安全升级，案例梳理详见

表 1。

4.     应用场景小结

区块链对于医疗健康存储与共享最核心的价

值是实现数据的不可篡改和可追溯性，确保

医疗健康信息安全，是对传统信息储存和访

问的一种升级保护机制。区块链下的分布式

存储的数据与传统中心化存储方式相比，在

技术上降低中心化风险，保护数据安全；在

管理上，避免了中心化存储机构对医疗信息

的垄断，包括对信息的暗箱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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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 技术提供方 区块链实践 

爱 沙 尼

亚 12-13 Guardtime 

爱沙尼亚是世界上最精通电子政府之一的所在地，已成为第一

个在全国范围内使用区块链进行医疗保健的国家。2016 年，爱

沙尼亚电子健康基金会启动了一个开发项目，旨在使用区块链

技术在存档相关活动日志中保护患者健康记录。他们使用区块

链作为额外的安全层，以帮助我们确保健康记录的完整性。方案

由数据安全公司 Guardtime 提供（guardtime 技术架构图详见

图 1），利用区块链技术为 100 多万名患者的医疗记录提供安全

的信息保障服务。医疗保健信息的隐私和完整性是政府的首要

任务，爱沙尼亚的每个访问过医生的人都有一个可以跟踪的在

线电子健康记录。通过电子身份证识别，健康信息保持完全安

全，同时可由授权个人访问。该系统使用 KSI 区块链技术来确

保数据完整性并减轻数据的内部威胁。 

阿联酋 14 Guardtime 

2018 年初，阿联酋最大移动通讯商 Du（阿联酋两家政府授权

通讯商之一），最近公布与阿联酋最大医疗保健服务商之一

NMC Healthcare以及爱沙尼亚区块链初创企业Guardtime合

作实现数字化医疗保健记录和系统。并计划明年初正式公布该

系统。目的是改善医疗保健供应商与病患之间的数据真实性、安

全性、可信度。 

澳 大 利

亚 15-16 

Agile 

Digital 

2018 年 5 月澳大利亚卫生署试验以区块链为安全基础的健康

研究平台，其目标是实现在避免数据泄露的情况下实现数据价

值。该平台由安全云提供商 Vault Systems 和区块链创业公司

Agile Digital 联手建设。平台的核心是“以隐私为中心”，提供

了数据分析工具箱、数据实验沙箱、敏感数据隔离、分析结果存

储与公证等数据分析工具与数据存储服务，在平台上的原始数

据无法下载，所有的访问与数据分析都将被审计与并且也研究

结果也会被记录公证。 

贵 阳 医

疗 健 康

区块链 17 

趣医网 

国内首个区域医疗健康区块链实验项目，由贵阳市卫生和计划

生育委员会、上海保险交易所和上海趣医网络科技有限公司共

建。通过区块链技术，构建一个覆盖区域内所有医疗机构、安全

可信、服务为民的医疗健康区块链平台。基于平台，已经实现了

个人医疗健康数据主权区块链，区块链医生执业管理系统，区块

链商业保险平台等应用。 

 

表 1关于医疗健康信息储存的区块链技术应用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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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心化存储机构（以区域卫生信息平台）利

用区块链技术实现数据（中心型产生的医疗

健康数据为主）所有权的回归。而以个体为

中心的新数据存储方式则是在建立一套新的

医疗数据（个体零散数据为主）存储流通体

系。

1. 目前个人信息储存和保护中的问题

1)    医疗信息建设没有以个人为中心，老百

姓缺乏获得感

目前区域卫生信息化平台的数据来源于医疗

机构，公共卫生机构，数据的应用主要面向

与管理与统计监测，老百姓的数据仍然是割

裂的，不完整的。即使提供了居民电子健康

档案的查询服务，但由于本身平台中连接的

医疗机构的有限性，机构上传数据的选择性，

(二)区块链在以个人为主体的信
息存储与隐私保护中的应用

仅仅在电子病历上患者也无法实现对自身数

据的掌握。

2)    患者生产型数据没有一个有效的汇集方

式，个体数据在时间、空间完整性欠缺

医疗健康数据的完整性是发挥价值的关键。

针对个体完整的数据监测，才能预测疾病的

发展趋势，提供有效的干预方案。传统医疗

信息局限在医疗范畴 , 院外的患者自我监测

的数据，记录的疾病状态并没有被纳入。而

目前这些患者记录型的数据要么片段记载在

各种文本纸质的载体上，要么零碎在各种健

康应用记录当中，或者是被智能硬件设备所

存储。

3)    个体持续记录和生产数据缺乏足够的动

力与反馈机制

图 8 澳大利亚卫生部基于区块链的临床科研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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患者产生型数据包括众多内容，运动记录、

智能穿戴设备检测数据、用药记录等，连续

有效的记录是数据价值产生的关键。但现实

情况中，由于缺乏正确的指导和激励，数据

往往没有被规范连续的存储下来，造成了这

类数据的零散化。

2. 区块链解决方案

新兴的进入者，以区块链技术创新团队为主，

希望借助区块链建立新的医疗生态，实现跨

越发展。他们的做法主要是推动建立起新的

医疗信息存储与共享平台，实现系统之间以

个人为中心的信息互操作性，解决面向老百

姓的信任问题。通过区块链分布式存储，提

高信息安全；通过个人账本实现个体医疗健

康数据的汇集；通过非对称加密、公私钥设

计，实现医疗数据的授权使用；一系列的措

施够解决医疗数据利用价值不足的问题，通

过区块链实现医疗健康数据所有权的回归，

在去信任化的网络中激发医疗数据的价值。

3. 行业应用

医疗数据的价值被广泛看好，但当前并没有

一条主流成熟的医疗区块链，这也吸引了众

多团队进入到该领域，角逐最后的胜利，而

个人健康医疗数据的丰富性提供了众多切入

口（见表 2-4）。

1) 医疗数据

案例 时间 国家 基本情况 

MedRec18 2018 美国 是一个通过以太坊区块链管理医疗记录的系统。这个系统目前正在

开发中，它让用户能够查阅人口普查级别的医疗记录，让医护及医

学研究都受惠。 

Medicalchain19 2017 英国 通过分布式账本实现数据审计、透明和安全。每个病人都有一个真

实的医疗记录，可以实时更新，快速而安全的医疗数据转移，大幅

减少文书工作，行政失误和医院处理时间；患者直接控制自己的隐

私数据，用户可以选择阅读医疗档案的对象，内容和时长；通过个

人病例数据共享，患者可以得到平台发放的奖励；保险公司实时监

控用户的健康状况，为病人提供良好的健康保险；保险保费调整，

险金更加低廉；通过远程医疗平台，患者还可以直接与医生沟通和

分享健康记录。2018 年 7 月，该项目与 Groves 医疗集团合作，

为患者提供远程医疗服务，并可使用加密货币支付医疗费用，成为

首个使用区块链技术并接受加密货币进行支付的英国医疗诊所。 

burstIQ20 2016 美国 BurstIQ 为这个世界上的每一个人建立一个 LifeGraph 账户。用户

可以利用这个账户，通过单一平台访问他们的所有健康数据，并享

有对数据的绝对控制权，实现用户数据的控制权回归。BurstIQ 平

台上涉及的数据不仅包括医疗数据（EMR），还包括遗传/分子诊断

数据、行为健康数据、药房数据、健身数据、营养数据等。用户有

权利在合适的情况下共享、出售数据。该项目目前已搭建

BURSTCHAIN™平台用于数据存储访问和 LifeGraphs TM 用于利

用人工智能合约实现数据挖掘。 

MyHealthMyData
21 2018 欧盟 MyHealthMyData（MHMD）是一项受“Horizon 2020”资助的

研究与创新行动，旨在从根本上改变敏感数据的共享方式。MHMD

希望成为第一个以组织和个人之间的联系为中心的开放式生物医

学信息网络，鼓励医院开始为开放式研究提供匿名数据，同时促使

公民成为其健康数据的最终所有者和控制者，基于新的信任机制，

建立欧盟公民，医院，研究中心和企业之间基于价值的直接关系。 

 

表 2关于医疗信息互操作的区块链技术应用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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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健康监测数据

图 9 MedRec链设计

表 3关于健康检测数据的区块链技术应用案例

图 10 LYMPO平台组件

案例 时间 国家 基本情况 

BowheadHealth22 2017 新加坡 

通过硬件设备，用于监控个人的生物识别数据，以获

取健康指导或补充剂，旨在让个人享受自我照顾的乐

趣，通过获得 AHT（该平台代币）使健康成为一种

习惯。同时平台上的数据通过匿名化、独立的伦理审

查提供给科研和临床试验。 

Lympo 2016 爱沙尼亚 

将运动和健康数据的货币化，数字健身钱包和用户奖

励机制是其生态系统的核心。该平台解决了健康数据

互联互通的问题，由用户生成和用户控制的运动和健

康数据，并允许通过交易 LYM 公共代币，来实现价

值的交换。 Lympo 的目标是让所有行业利益相关者

都能够有效的在生态系统中使用运动数据，每个人都

能够得到公平的奖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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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1 Nebula Genomics基因区块链生态

3）基因数据

基因组数据是医疗领域另一个数据量极其庞

大的领域。一方面，基因组数据对个人疾病

预防、遗传病和健康状况有着很好的指导作

用，相当有价值；另一方面，目前无论是科

研还是临床，对基因个性化理解和解读能力

极其欠缺，大多基因信息的医疗含义仍未被

挖据出。

因此，一些基因数据的生产者开始尝试通过

区块链管理用户基因数据，用户拥有他们的

基因组数据访问权控制，以及分享或出售这

些数据的权利。制药企业、医院、研究机构

在用户授权的情况下，可以从区块链上获取

用户的基因组数据，而用户获得预防疾病、

身体健康状况、个性化指导用药和健康生活

方式等信息指导。

案例 时间 国家 基本情况 

Nebula 

Genomics23 2018 美国 

由哈佛大学George Church教授、哈佛大学Dennis Grishin 博士

及 Kamal Obbad 博士创建。Nebula Genomics 将利用区块链技

术消除中间人并使人们能够拥有他们的个人基因组数据。这将有效

降低测序成本并增强数据隐私，从而导致基因组数据的增长。我们的

开放式协议将利用基因组数据增长，使数据购买者能够有效地汇总

来自许多个体和基因组数据库的标准化数据。 

华大区块链 24 2018 中国 

华大区块链旨在通过融合分布式架构和现代密码学，以隐私保护为

前提，以数据共享为目的，确保全流程可控制、可审计、可监管，从

而支撑科学探索和产业应用，使相关主体（个人、政府机构、医疗机

构、科研机构、国家基因库、企业）共有、共为、共担、共享。在生

命时代为个人组学数据资产确权，形成可交换、可交易、可定价地传

递生命价值的全新生态。 

HGBC25 2018 中国 

HGBC-基因价值生态链项目是利用全球领先的基因组测序技术，将

个人的DNA数字化，使用迅雷链解决方案将基因数据确权给个人，

让用户切实掌握自己的数据，保障数据安全。 

用户的基因数据存储在云存储服务中，并获得唯一的下载地址和数

字指纹，数字指纹和用户区块链地址写入到区块链中，用户的基因数

据在 HGBC生态平台中成为数字资产，用户可授权共享，获得奖励

的同时，享受各种基因检测服务，获得健康收益。 

 

表 4关于基因信息互操作的区块链技术应用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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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应用场景小结

以可追溯、不可篡改为特征的区块链技术作

为一种信任机制，缓解了老百姓对于各个数

据平台的隐私安全保护方面的忧虑，从而促

进数据以个人为中心的汇聚意愿以及老百姓

对数据使用的话语权，区块链可以说是 PHR
相关应用平台的一种基础技术、使能技术，

相关应用场景应当大力鼓励。同时以个体为

中心的数据存储与共享，有效的激励机制是

促使个体持续参与与投入的关键，众多面向

健康促进的项目均通过发币和代币价值交换

促进数据的流动。

如上项目中相同的设计包括：①原始的医疗

健康数据不上链；②以个人为中心，为每个

病人都有一个真实的医疗记录并可以实时更

新；③重视数据的完整性，关注物联网、智

能穿戴设备数据信息的收集；④通过代币进

行激励。不同的设计包括：①部分项目采用

公链，如以太坊；更多的项目则选择了搭建

自己的链条；②部分企业自主开发区块链存

储下的应用，实现个人数据价值。

中外在区块链的建设上差距并没有那么大，

国内外都还处于探索阶段。但国外的医疗健

康数据电子化、结构化程度更高。在实现数

据安全存储共享的同时，在未来基于医疗健

康数据的分析和使用上可能会更有优势。但

如果建立起医疗服务网络，基于区块链平台

实现的数据从端到端的记录后实现的服务差

距不会太大。

（三）区块链在医疗保险中的应用

1. 目前医疗保险行业的问题

在医疗保险行业中，投保人、医疗机构和医

疗保险提供方三者之间要进行频繁的信息交

互。不论是商业保险和社会保险，目前均还

存在一些问题，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    对于投保人而言，在选择商业保险产品

时面临误导等欺骗行为，且在理赔过程中会

出现手续复杂，流程繁琐，时间等待长，条

款理解偏差或理赔人员主观判断失误等问

题，造成赔付的不及时或者不到位，且投保

人的信息在保险机构中存在信息泄漏的风

险；

2)    对于医疗机构而言，花费相当长的时间

在保险报销流程中，病历资料的整理和外部

审计等工作，同时出于隐私安全的角度担忧，

和保险机构之间信息互通的程度相对较低；

3)    医疗保险提供方掌握数据有限，需要花

费高额成本在资料审定、数据库维护、索赔

检查等方面，有时需要构建强大的核保部门

或借助第三方机构，来规避骗保、“道德风

险”与“逆向选择”等风险；

4)    在社会保险方面，目前国内各地区之间

存在医保范围和报销比例不一样的情况，异

地就医报销手续复杂，时间周期长。

 
2.     区块链解决方案

区块链的去中心化、点对点的链接、开放透

明、不可篡改、智能合约自治性、匿名和保

密性等可以一定程度上缓解医疗保险行业所

面临的问题。区块链的去中心化的路线和保

险本质上是契合的，互助类保险本质上是点

对点的交易，现阶段保险机构存在的可以进

行患者的教育和销售的作用，同时新技术的

应用也依赖于保险机构本身来推动。

1)    区块链智能合约可以一定程度上提高理

赔效率

智能合约基于提前约定的理赔条件，通过写

好的算法，在达到理赔触发条件时自动理赔，

智能合约具有自治性，其应用可以降低保险

的人工理赔成本，同时，触发型赔付产品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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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一定程度上减少投保人和保险机构之间由

于合同条款人为解读的不同造成的纠纷；

2）  区块链的安全性可改善投保人的隐私保

护

区块链中的非对称加密机制，一定程度上解

决了部分投保人个人信息的隐私安全问题，

可以使目前隐私保护力不足的局面可以得到

一定程度上的改善，同时一定程度上可以缓

解一些因为隐私保护而造成交易效率降低的

问题，如医疗机构出于隐私安全的角度考虑

与保险机构之间信息不互通造成投保人赔付

周期周期长的问题。

3）区块链可以一定程度上解决投保人和保

险机构之间的信任问题

理论上来说，区块链上上链的信息越多，加

上区块链的开放性和透明性可以减少信息的

不对称性，同时不可篡改性可以让保险机构

与投保人之间更加互信，减少骗保、“道德

风险”与“逆向选择”；同时保险机构也可

以更好地进行风险控制，医疗机构也可以更

好的进行资料的整理和外部审计；

3. 行业应用

 
1) Dokchain 医疗区块链项目

PokitDok 创办于 2011 年，是美国的一家与

保险公司、医疗服务提供商合作，提供软件

开发平台和各类 API（应用程序接口）产品

的公司，开发者可以利用 PokitDok 的 API 快
速构建一个医疗应用程序，从而提供数字化

的医疗健康服务，如预约、支付、投保资格

审查、保险索赔、电子病历调用等。2017
年 PokitDok 与英特尔展开合作，推出 Dok-
chain 医疗区块链技术解决方案。Dokchain
的基本功能包括提供身份管理来验证涉及交

易中各方；交易被各方验证后，可以根据之

前达成的智能合约，使他们的交易可以在机

器中立即处理。在医疗保险的索赔处理模式

上取得了重大进展，可以实时处理索赔请求，

而不是等待 90 到 180 天的处理时间，也不

需要各种繁琐冗杂的中间程序。

2) Change Healthcare

Change Healthcare 是美国的一家医疗 IT 公
司，其主要业务根据历史数据，为用户推荐

合适的医疗服务，包括费用信息和服务质

量等，提高医疗健康领域的透明度问题。

Change Healthcare 加入 Hashed health 区块

链联盟，采用由 Linux 基金会发起的开源区

块链架构 HyperledgerFabric1.0 来创建分布

式账本，企业可以实时、准确地跟踪整个索

赔周期中的提交和汇款状态。同时基于除了

提高透明度和效率外，在智能医疗保健网络

中引入区块链技术，还有助于提高可审计性、

可追溯性和可信度，从而改善企业的收入周

期管理。

3) Insurchain

InsurChain 是由新加坡 XLab 基金会 ( 非营利

性 ) 发起的针对全球的去中心化保险区块链

科技平台。InsurChain 基于以太坊完成第一

个生态应用 BizGuard，全球用户都可以在区

块链上提交自己开发的保险产品，投保人也

可以使用代币进行产品购买。在 Insurchain
平台上，运用区块链技术，可以快速进行投

保人身份及信息校验；能够用智能合约代替

人工合同 , 利于合同公平地执行 , 通过区块

链技术杜绝虚假信息和恶意欺诈行为。

4) 爱心人寿

腾讯云与爱心人寿深度战略合作，探索将医

疗机构、保险公司、卫生信息平台等组织成

区块链联盟，打通诸多相关环节，将数字存

证信息安全高效地保存在区块链上。一方面

打通了医疗、保险以及监管等各个环节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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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享和流通，帮助保险公司利用共享的信息

更好的完成保险业务，降低风险和成本，以

及更好地开辟新业务，使客户获得更满意的

保险服务。还通过智能合约来实现保险业务

智能化管理，降低管理成本，实现自动核保、

快速理赔的目标，为智能理赔奠定了基础。

后续，这种依托于区块链技术建立起来的保

险医疗行业生态，还将积极吸纳更多医疗机

构、保险公司和区域平台（监管机构）加入，

以更大的联盟链形式，更广泛地实现区块链

安全高效的保险直赔模式。

5）轻松筹、水滴互助、曙光筹、磐石互助

轻松筹，水滴互助等互助型的机构最近几年

在国内发展很快，其中大病众筹在其业务中

占了很大的比例。为了显示发起人更加可信

和捐赠资金的流向更加透明，国内越来越多

的这类机构开始引入区块链技术。以轻松筹

为例，2017 年轻松筹完成了区块链技术的

升级工作，所有公益捐赠，均通过区块链，

每一笔订单均有独立编号和 ID，不可篡改、

有据可查，并且轻松筹已为后续的区块链延

伸做好了铺垫，一旦慈善组织账号全面接入

区块链，拨款也会形成不可篡改的交易记录，

供捐赠人随时查看。

4. 应用场景小结

目前区块链在医疗保险行业的应用还都是属

于刚刚起步的探索阶段，真正落地的目前还

不多。大部分的医疗保险区块链企业可以分

为保险行业和区块链技术提供开放行业两

种，其中技术提供商占比较多，这类企业在

医疗行业应用方式，业务逻辑等问题上介绍

都较为模糊。

大病众筹等行业由于所需医疗机构的信息和

保险理赔的手续较为简单，所以落地速度最

快。但由于目前链上信息数量有限，无法追

溯到前后的其他终端，因此对这种众筹模式

带来的信任上的提高有限。

智能合约的理赔由于可以解决理赔的信任纠

纷，可成为保险行业未来的重要应用场景。

但智能合约本身的信任问题如何保障并无约

束，目前并没有相关的明确的审查和监管机

制。同时，且受存储能力和交易速率的问题，

所以目前落地情况并不佳，未来智能合约的

自动理赔需要与物联网大数据等技术充分融

合才能有更多的应用场景。联盟链和私有链

是现阶段主要解决方案，但是患者医疗保险

赔付的患者信息可能不仅限于一条链上，“跨

链技术”亟待解决，避免“价值孤岛”形成。

（四）区块链在医疗供应链中的应
用

对于医疗供应链而言，不论是医疗器械还是

药品，都可以被看作是由供应商、制造商、

仓库、配送中心和渠道商等构成的网络。供

应链概念的核心就是主体之间建立信任，协

作协同，将原本松散的企业形成链条，将离

散的链上信息收集整合。不论是医疗器械还

是药品的供应链的信息共享的主要对象是三

方：供应链企业、金融机构、政府监管部门，

同时供应链上有信息流、物流、资金流的交

换。区块链和供应链在结构上存在天然的耦

合，区块链的去中心化、可溯源性和智能合

约，可以对供应链带来改变。

1. 目前医疗行业供应链的问题

实践与理论研究均表明，对于任意一条供应

链而言，上下游信息的高效流转是提高供应

链竞争力的重要手段，也是实现供应链协调

的基本前提。同时医疗器械和药品由于其自

身对于人的生命健康的特殊性，不论是整个

供应链物流各个环节的各种信息（如温湿

度），还是整个处于动态中的物流信息（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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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现问题后的及时溯源），整个医疗供应链

对这些信息的监管的要求相较于一般的产品

供应链要更高。目前医疗行业的供应链问题

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     资金：（金融机构）

a.    由于信息共享和信任的问题，供应链上

的小型医药购买方相较于大型企业的贷款或

融资都相对更困难，导致小型企业生存空间

小，压力大；

b.    在为大型企业的金融业务操作中，银行

由于担心其交易信息的真实性，需花费大量

成本去鉴定交易信息。

2)     产品：（供应链上的企业 + 消费者）

a.    交易双方的信息不对称性造成交易时需

要花费大量时间进行对方信息的收集和核

实，造成交易时间和资金成本的上升；

b.    供应链上的一些相关事务，例如计划、

采购、生产、物流等流程，大多数都是通过

链主来进行的“中心化”的设计与管理，而

链主往往会受到管理能力，管理幅度和影响

图 12 药品供应链流程

力的限制；

c.    对于药品等医疗产品而言，消费者的身

份信息十分敏感，但是现阶段销售方并没有

给予足够的重视，患者的隐私安全问题得不

到保障。

3)     监管：（政府监管部门）

a.    医药行业主要由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

总局（CFDA）来进行监管，依赖于国家机

构的信任背书；

b.    CFDA 等在进行监管时，虽然目前已增

强了药品等的可追溯性，但由于供应链上交

易主体众多，交易信息都散落在各个交易主

体内部，追溯的时间较长。

2. 区块链解决方案

1)     资金：

a.    区块链技术使得医疗供应链中的上下游

信息透明化，透明化的信息使得金融机构在

对大型医药企业提供金融服务时的金融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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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部的评估成本大大降低。同时对于中小型

医药企业来说，透明化的信息可以为其贷款

和融资带来新的机会；

b.    智能合约可以为医疗供应链上的交易实

现资金的自动转账和出现问题后的自动赔

付，提高了支付和清算的效率；

2）产品：

a.    供应链的上下游的企业产品信息都存储

在区块链平台中，链上成员与终端消费者都

能够根据约定的权限，查阅区块链上该产品

的流转信息，保证了产品的可溯源性；

b.    基于区块链的交易信息的加密可以一定

程度上缓解消费者个人健康相关隐私暴露的

情况；

3)     监管：

a.    区块链的信息透明机制可以一定程度上

为 CFDA 解决监管成本高效率低的问题，出

现问题后，溯源更加容易和高效；

b.    供应链医疗供应链上下游信息的共享和

不可篡改性，可以为医疗供应链上下游企业

之间提供互相监管的渠道，达成联盟链内的

互信；

c.    智能合约结合物联网等新技术的应用，

可以提高监管执行的效率。

3. 行业应用

1)     泰克的 MediLedger 区块链平台

基因泰克和辉瑞等制药公司联合推出了

MediLedger 区块链药品追踪项目，并进行

试点应用。通过泰克的 MediLedger 区块链

平台，药品供应链的所有节点都将会在区块

链上对流通的药品信息进行记录，任何药品

在区块链上都能够得到验证，在最大程度上

保证了药品的可追溯性。

2)    沃尔玛、IBM、京东、清华等成立食品

供应链的区块链联盟

食品和医药产品由于监管要求比较高，在供

应链管理上有类似性，所以这里举一例食品

应用案例。IBM 基于 Linux 基金会旗下开源

软件 Hyperledge 建立的区块链技术，可及

时将猪肉的农场来源细节、批号、工厂和加

工数据、到期日、存储温度以及运输细节等

产品信息，以及每一个流程的信息都记载在

安全的区块链数据库上。通过该项目的实施，

沃尔玛可随时查看其经销的猪肉的原产地以

及每一笔中间交易的过程，确保商品都是经

过验证的。全程追踪可保障食品变得更健康，

为消费者带来实打实的好处，消费者信任自

然会上升到新高度。同时，有效安全的数字

化信息记录以及快速的供应链追根溯源也令

沃尔玛的交易效率上升到新层次。

3)     紫云药安宝药品追溯云服务平台

2016 年正式推出了药品追溯云服务平台，

并与河南华润医药、民生药业以及美邦药业

等医药企业签署了合作协议。紫云股份在

2017 年 3 月份率先将区块链技术引入到紫

云药品追溯云服务平台中，系统中形成的药

品追溯数据实时地写入区块链中，确保药品

追溯数据的真实和不可篡改。郑州奥林特药

业的追溯数据全部都是保存在紫云股份的区

块链平台上，所有追溯数据不可篡改，确保

奥林特药业产品在流通过程中的质量控制完

全合规合格。

4)     中国药品安全追溯联盟

2017 年 8 月，“阿里健康”联合天士力、

正大天晴、广药集团、科伦药业等十余家医

药企业成立中国药品安全追溯联盟，以推动

药品行业形成共治的药品安全追溯态势，保

障药品从生产到消费的全程安全。联盟药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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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溯服务由于采用了区块链技术，形成了新

的药品追溯服务模式，免去了流转过程中的

扫码工作。使得工业企业、流通企业医疗机

构、零售药店、电商、第三方物流公司的业

务互联互通，有效提高医药流通行业上下游

企业之间的协同能力。医药区块链平台能为

企业提供包括药品追溯、首营数据共享、“两

票制”追溯、药品流向数据采集等增值服务。

5）蚂蚁金服区块链医疗电子票据服务

蚂蚁金服与航天信息合作尝试建立区块链医

疗电子票据服务。从 2018 年 8 月 2 日开始，

杭州、台州、金华三地医院的患者用支付宝

缴纳挂号、门诊和住院费后，相关电子票据

就会即时发送到支付宝“发票管家”里；用

现金、医院 APP、医保卡付费的患者，只需

要用手机扫一扫检查单上的二维码，就能扫

出一张电子票据，凭借这些电子票据可进行

报销、开请假证明。同时这些电子票据被记

录在区块链里，区块链电子票据和普通电子

票据的区别在于，区块链会在电子票据生成、

传送、储存和使用的全程中都盖上“戳”，

如果一张电子票据已经报销，就不可能再报

第二次了，因为它已经被区块链盖上“已报

销”的“戳”，并且这些“戳”可追溯、不

可篡改。而这正是普通纸质发票、普通电子

票据杜绝不了的问题。

4.     应用场景小结

目前的区块链 + 供应链都以联盟链为主要形

式，区块链 +供应链是对供应链整体的变革，

小型新创业机构对区块链的实行的动力会大

于大型企业，这种业态可作为现行方式的一

种补充存在。未来，区块链 + 供应链的模式

上链的各方越多，物联网等新技术运用的增

加，存在更多的利益博弈，可信度会更高。

公有链在现阶段并没有真正应用，公有链适

合国家层面的监管部门来实行，基于区块链

的药品追溯平台的建立可能提高政府和社会

对药品的溯源和监管能力，确保药品供应管

理的质量和效率。区块链的隐私保护会给区

块链上的各方不同的溯源权限，监管机构拥

有比一般权限更高，这种依赖权威的监管机

构的监管方式本质上并没有脱离区块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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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总结和建议

(一)区块链技术在医疗应用中的
局限性

(二)技术层面的建议

1.    中心化存储中心本身的安全问题并不能

通过区块链解决

目前的区块链性能不可能支持中心化存储数

据的全部上链，原始医疗数据仍然被存储在

云平台或本地化服务器中，这些原始数据存

储的安全问题并不在区块链的保护范畴。

2.    目前的区块链性能较低，限制了部分高

性能要求的场景应用

区块链网络性能较低，难以满足对性能要求

较高的场景应用需求。以比特币为例，现有

的比特币交易速度为每秒 7 笔，而当其涉及

到大量交易时甚至需要 5-6 小时用于确认。

这与当下每秒百万级甚至几千上万级别的清

结算和支付需要量相差甚远，很大限度上制

约了区块链的应用场景。在一些医疗数据交

换频繁的场景中例如区域挂号预约等，通过

中心化的号源管理和实时更新可能更加高

效。但是随着通信技术的发展，第五代移动

通信技术的逐渐成熟，更快的无线传输速度、

更低的延迟、更多的设备连接能力对于区块

链应用也将有显著的提升，更广泛节点参与

的公共区块链也能有满足需求的性能。

3.    区块链本质是解决信任问题，而不是数

据质量问题

区块链本质上是不可篡改的分散式交易数据

库。它经过不同的检验者核实认证，向所有

参与方开放。区块链技术的目的是确保任何

人都不能修改之前的交易记录。这让医疗数

据从产生到修改再到使用的全过程被记录，

不可篡改性和可追溯性使所有数据参与方能

够信任数据在整个平台中的流转，但信息本

身的质量并不在区块链保证的范围内，线下

数据的质量问题上链后依旧是错误的。

4.     区块链仍然面临众多安全问题

任何强大的安全机制都不是绝对的。区块链

网络虽然在数据不可伪造篡改方面堪称安

全，但也不能完全杜绝泄密、盗窃、欺诈、

数据隐私泄漏等问题。例如私钥的丢失将导

致个体的数字资产丧失，因为私钥是唯一可

以证明这份数字资产属于你的印鉴。例如终

端即电脑、手机、平板等这些可以接触到区

块链的终端设备，作为去中心化后的数据存

储单元，在面对攻击时是非常脆弱的。

5.    智能合约的技术规范可靠性以及法律效

应有待验证

智能合约是由类似 Java 语言的工具开发出

来的，缺乏技术规范和可靠性。智能合约是

否具有法律属性的争议，以及如何监管都还

是空白。

1.    提升区块链性能，实现更广泛场景的使

用。性能的提升需要考虑从中心化与去中心

化、可信环境与非可信环境、链上性能与链

下性能、全局性能与局部性能、结构化方案

与优化方案多个维度。优化方案有多链优化

方案、中心化优化方案、局部化优化方案、

结构性优化方案等几个方向。同时，但凡数

据无法采用区块链分布式技术进行高效存

储，需要同步提高本地化存储的信息安全技

术，使得个体在存储设备的安全防护能力方

面能够应对复杂多样的安全攻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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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产业层面的建议

(四)政府层面的建议

2.    强化区块链私钥保护与管理，提升系统

安全性。私钥在其生命周期中如何确保安全

是密码系统安全的基础，也是区块链可信的

基石。区块链私钥的安全涉及私钥的生成、

存储、使用、找回、销毁、更新等几个环节。

及时建立可信的私钥安全机制是区块链应用

落地的关键因素之一。

3.    建立更安全的区块链身份认证方案。生

物特征信息等和密码技术结合等方式提高身

份认证的安全性。

4.    加强数据去隐私、脱敏技术的研究。脱

敏数据并不受个人隐私保护法规的限制，在

群体决策，资源分配调整中具有重大的价值。

5.    推进物联网 + 区块链等技术的应用。将

物联网等技术与智能合约等结合起来，推进

智能合约的落地应用范围。同时，推进物联

网技术的应用可以为整体的供应链的监管提

供更多有效的数据，让联盟链本身达到更可

信的同时也可以使智能合约的应用场景更加

广泛。

6.    推进跨链技术的发展。在各个领域，目

前个人医疗等信息仍极其分散，未来不同区

块链之间的互通需要提前考量，方可实现信

息互联互通的价值。

1.    建立上链数据（基础信息）格式规范、

数据质量评估标准和审核机制等，来保障链

上数据的质量。最终有利于基于区块链的应

用的开发与使用，推动产业发展。

 2.    完善国内个人信息保护法律法规。参考

国外的 GDPR 和 HIPAA 法案等隐私安全保护

条例（隐私安全规范简介见附录 A），明确

个体数据权限，数据使用边界以及数据监管

处理的主体，提升政府的监管能力，促进区

块链技术与法律法规之间的相适应。同时，

应对脱敏数据的再识别问题，制定相关的数

据管理方案，确保重复人群的核心数据不会

被再关联，提高对数据的管理能力。

3.    区块链外建立可信中心予以辅助。区块

链的信任仅对链上的数据与交易有效，要拓

展区块链的使用边界不可避免的需要和线下

的实体、经济产生关联，但链上的信任机制

在链外是失效的，为了确保区块链外的现实

场景中的信任问题，仍然需要建立可信中心

以保障整体的安全性。

1.    探索建立基于区块链的国家基础信息服

务平台

美国投入大量的资源推进全国范围内的健康

医疗信息互操作性。区块链作为一种更有效

的信息安全与隐私保护技术，可为建立国家

级信息平台提供一种分布式存储下的信息互

联互通的解决方案，在基于现有的区域信息

化平台基础上，以较低的投入建立起可信的

信息流通网络，必要的个人身份信息加密上

链，实现数据的可追溯开放，数据的个体授

权使用，充分激活行业对于个人医疗数据的

合规利用、提高行业挖掘数据价值的效率和

效果。

                                                                                     
2.     利用智能合约尝试异地医保结算提效

在异地医保结算中，由于信息不透明和不对

称造成的手续复杂和骗保问题还比较突出。

探索多地的医疗保险部门联盟区块链，通过

智能合约将各地的医疗保险报销制度信息以

自动化的程序进行执行，从而提高老百姓在

医保报销过程中的满意度、信任度和便捷度，

具有一定的可行性。这类尝试中需要关注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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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智能合约的评审和监管机制，对智能合约

自身的智能性和合理性出台相关管理方法和

评估制度。

3.    基于区块链的监管优化现有的药品追溯

体系

医疗行业内自治可以联盟链的方式建立药品

或医疗器械供应联盟，联盟运用准入机制，

促成更规范化的联盟链形式的供应链形成。

国家层面则可通过对联盟链的监管来提高整

体药品追溯效率。

1.      领域选择，有数据业务基础更落地

医疗区块链中，企业有三种参与形式，第一

种作为技术提供方，为有需求的医疗相关企

业提供整体的区块链解决方案。第二种作为

基础设施平台，提供通用的存储空间、算法、

应用市场，代币体系，由医疗企业自主在平

台上搭建应用。这两种属于技术服务。第三

种自建新的医疗应用服务模式，在该模式下

大量的项目停滞在了白皮书和 ICO 状态，这

类项目有几大特点，涉及个人健康医疗全息

数据、以个体为中心、没有成熟的业务基

础。相反的能够如期推进的项目往往是以下

几类，穿戴设备的健康促进与激励、中心化

健康数据存储机构的开放和共享、基因数据

与基因测序，临床试验等。这些项目的特点

是有稳定的业务基础与使用场景。

2.     应用选择，2B 场景更成熟

目前受限于公共区块链的效率不足，C 端用

户的参与难度大，公链下的医疗区块链项目

规模化困难。而基于联盟区块链的B端市场，

有明确的付费群体和有效的应用需求，是更

成熟的应用方向。

3.     未来选择，连接 C 端是关键

医疗健康数据的应用存在二大潜在的红线知

情同意与使用权。区块链所起到的核心作用

就是通过去中心化与可追溯实现信息安全和

隐私保护，解决数据应用的合规性问题，个

体的参与与授权，在调整数据产业利益的分

配的同时也将创造出更多的数据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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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GDPR

国外的法规逐渐完善，明确限制了数据控

制方对数据的滥用。2018 年 5 月，欧盟正

式实施的《一般数据保护条例》（General 
Data Protection Regulation，GDPR）。

GDPR 大致赋予数据主体七项数据权利，主

要是：知情权、访问权、修正权、删除权（被

遗忘权）、限制处理权（反对权）、可携带

权、拒绝权。GDPR 非常重视保护自然人的

个人隐私数据权。

                                                                                   
2.     《中华人民共和国网络安全法》

我国目前尚没有一部专门的《个人信息保护

法》，但在 2017年 6月实施的《网络安全法》

中有涉及道路个人信息的保护。《网络安全

法》及其配套规定设定的“个人信息权”大

致也有七类：知情权、删除权、更正权、明

示同意权、访问权、注销权、撤回权。但与

国外在授权同意，数据监管主体的明确度上

相比仍然存在差距。

第四十一条网络运营者收集、使用个人信息，

应当遵循合法、正当、必要的原则，公开收

集、使用规则，明示收集、使用信息的目的、

方式和范围，并经被收集者同意。

网络运营者不得收集与其提供的服务无关的

个人信息，不得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

和双方的约定收集、使用个人信息，并应当

依照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和与用户的约定，

处理其保存的个人信息。

第四十二条网络运营者不得泄露、篡改、毁

损其收集的个人信息；未经被收集者同意，

不得向他人提供个人信息。但是，经过处理

无法识别特定个人且不能复原的除外。

网络运营者应当采取技术措施和其他必要措

施，确保其收集的个人信息安全，防止信息

泄露、毁损、丢失。在发生或者可能发生个

人信息泄露、毁损、丢失的情况时，应当立

即采取补救措施，按照规定及时告知用户并

向有关主管部门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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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名称 领域分类 国家/地区 开始年份 网址 

23 Consulting 其他 法国 2017 年 http://23consulting.com/ 

Aenco 其他 香港 2018 年 https://aencoin.com/ 

Afia 数据与资产管理 未知 2017 年 http://www.afiabeta.com/ 

AIDOC 数据科学与分析 新加坡 2017 年 http://aidoc.me/ 

aimedis 数据科学与分析 荷兰 2018 年 https://aim.aimedis.com 

Alphacon 平台 韩国 2018 年 https://alphacon.io/ 

Ambrosus 供应链管理 瑞士 2017 年 https://ambrosus.com/ 

AMCHART 数据科学与分析 美国 2018 年 http://amchart.io/ 

ARNA Panacea 平台 俄罗斯 2017 年 https://token.arnagenomics.com/ 

Beat 数据与资产管理 德国 2017 年 https://beat.org 

Bitmark 数据与资产管理 台湾 2017 年 https://bitmark.com 

BitMED 平台 美国 2017 年 https://www.bitmed.io/ 

BlockMedx 供应链管理 美国 2017 年 https://blockmedx.com/ 

BlockRx 供应链管理 美国 2017 年 https://www.blockrx.com/ 

BlockVerify 供应链管理 英国 2018 年 http://www.blockverify.io/ 

Blupass 支付与理赔 美国 2017 年 https://blupass.co/ 

Boltt Coin 数据与资产管理 爱沙尼亚 未知 http://boltt.com/ 

BowheadHealth 数据与资产管理 新加坡 2017 年 https://bowheadhealth.com/ 

burstIQ 数据与资产管理 美国 2016 年 https://www.burstiq.com/platform/ 

Care4Me 平台 美国 未知 https://carefourme.com/ 

CareChain 其他 瑞典 2017 年 https://www.carechain.io 

CareX Blockchain Platform 支付与理赔 美国 未知 https://carex.tech/ 

Change Healthcare 支付与理赔 美国 2017 年 —— 

Chronicled 供应链管理 美国 2018 年 https://chronicled.com/ 

Citizen Health 平台 美国 2018 年 https://citizenhealth.io/ 

Clinicoin 平台 美国 2017 年 https://clinicoin.io/en 

ClinTex 数据与资产管理 英国 2018 年 —— 

CoinHealth 平台 美国 2017 年 https://coinhealth.io/ 

Computable Labs 平台 美国 2018 年 https://www.computable.io/ 

Consent.Global 平台 英国 2017 年 http://www.consent.global/ 

CoralHealth 数据与资产管理 加拿大 2017 年 https://mycoralhealth.com 

CoverUs 平台 美国 2018 年 https://www.coverus.io/ 

Cryogen 平台 俄罗斯 2017 年 https://en.cryogen.me/ 

Curaizon CuraToken ICO 数据与资产管理 丹麦 未知 https://curatoken.curaizon.com/ 

CureCoin 平台 美国 2014 年 https://curecoin.net/ 

Curisium 支付与理赔 美国 2017 年 https://www.curisium.com 

Days.Exchange 支付与理赔 瑞士 未知 http://days.exchange/ 

Decent 支付与理赔 美国 未知 https://www.decent.com/ 

DeepMind 数据科学与分析 英国 2017 年 —— 

Dentacoin 平台 荷兰 未知 https://www.dentacoin.com/ 

DentalFix 供应链管理 俄罗斯 未知 http://www.che-ss.com/dentalfix-ico/ 

Digipharm 支付与理赔 瑞士 未知 www.digipharm.i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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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NA.Bits 数据与资产管理 以色列 2014 年 —— 

Doc Academic 数据与资产管理 墨西哥 未知 https://ico.docademic.com/ 

doc.ai 数据科学与分析 美国 2017 年 https://doc.ai/ 

Docademic 平台 墨西哥 未知 https://ico.docademic.com/ 

DOKChain 数据与资产管理 美国 2016 年 https://pokitdok.com/dokchain/ 

Dovetail Lab 数据与资产管理 英国 未知 www.dovetaillab.com 

EarthMedz 支付与理赔 澳大利亚 2017 年 https://earthmedz.io 

eCuris 数据科学与分析 未知 未知 http://ecuris.io/ 

eHealth First 平台 俄罗斯 2018 年 https://ehfirst.io/ 

EHFirst.IO 数据与资产管理 美国 2017 年 https://ehfirst.io/ 

ELCoin 数据与资产管理 拉脱维亚 未知 https://elcoin.io/ 

Embleema 数据与资产管理 美国 未知 https://embleema.com/ 

Emrify 数据与资产管理 美国 未知 https://www.emrify.com/ 

Encrypgen 数据与资产管理 美国 2017 年 https://www.encrypgen.com/ 

Enome 数据与资产管理 澳大利亚 未知 https://enome.io/ 

Ernst & Young GmbH 其他 英国 2017 年 https://www.ey.com/en_gl/blockchain 

Eterly 数据科学与分析 加拿大 未知 http://www.eterly.com/ 

Etheal 平台 匈牙利 未知 http://etheal.com/ 

Faima 数据科学与分析 俄罗斯 未知 https://faima.ai 

FarmaTrust 供应链管理 英国 未知 https://farmatrust.io/ 

FDA 与 IBM 联合区块链研究 数据与资产管理 美国 2017 年 —— 

Florence 数据与资产管理 美国 2016 年 https://florencehc.com/ 

Gem 数据与资产管理 美国 未知 https://gem.co/ 

Gem Health 数据与资产管理 美国 2017 年 https://enterprise.gem.co/health/ 

GeneData 数据与资产管理 瑞士 2017 年 —— 

Genomes.io 数据与资产管理 英国 未知 genomes.io 

Grapevine World 平台 英国 未知 https://www.grapevineworld.com/ 

H+ 数据与资产管理 美国 未知 https://www.hplus.io/ 

Hashed Health 其他 美国 2016 年 https://hashedhealth.com 

Hayver 数据与资产管理 美国 未知 http://www.hayver.io 

HDC 数据与资产管理 中国 2018 年 

 

HealCoin 供应链管理 英国 未知 https://healcoin.org/ 

HealPoint 数据科学与分析 美国 未知 http://healpoint.io/ 

Health Monitor 支付与理赔 捷克 未知 http://healthmonitor.io/ 

Health nautica 数据与资产管理 美国 2015 年 https://www.jinse.com/news/bitcoin/14966.html 

Health Nexus 数据与资产管理 美国 2016 年 https://tokensale.simplyvitalhealth.com 

Health Wizz 数据与资产管理 美国 未知 https://www.healthwizz.com/ 

Healthbase 数据与资产管理 德国 未知 https://healthbase.digital/ 

Healthcombix 数据与资产管理 美国 未知 http://www.healthcombix.com/ 

HealthDex 平台 美国 2018 年 http://www.healthdex.io/ 

Healthereum 数据与资产管理 美国 2018 年 

 

HealthHeart 数据与资产管理 美国 未知 https://www.healthheart.io/ 

HealthLinkages 其他 美国 未知 http://healthlinkages.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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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ealthNexus 数据与资产管理 美国 2017 年 https://tokensale.simplyvitalhealth.com 

Healthureum 支付与理赔 爱沙尼亚 未知 https://www.healthureum.io/ 

HealthWizz 数据与资产管理 美国 2018 年 https://www.healthwizz.net/ 

HGBC 数据与资产管理 中国 2018 年 http://news.hgbc.io:8088/articles/2018/06/05/1528167699350.html 

Hi Health 数据与资产管理 未知 未知 https://hihealth.io/ 

HIE of One 其他 未知 2017 年 http://hieofone.org 

hit Foundation 平台 瑞士 未知 https://hit.foundation 

Hs Blox 支付与理赔 美国 未知 https://hsblox.com/ 

Hu-manity 数据与资产管理 美国 未知 https://hu-manity.co/ 

Ingeniciel 数据与资产管理 法国 未知 http://www.ingeniciel.com 

Insurchain 支付与理赔 新加坡 2015 年 —— 

Intiva Health 数据与资产管理 美国 未知 https://intivahealth.com/ 

Iryo 数据与资产管理 斯洛文尼亚 未知 https://iryo.io 

Kinect Hub 数据与资产管理 未知 2017 年 http://www.kinecthub.com/ 

LenusChain 数据科学与分析 瑞士 2018 年 https://lenuschain.io/ 

LifesDNA 平台 英国 未知 http://lifesdna.com/ 

Linda Healthcare 数据与资产管理 美国 未知 https://linda.healthcare/ 

Longenesis 平台 香港 2017 年 http://www.longenesis.com/ 

Lumenus 数据与资产管理 印度尼西亚 未知 https://lumenus.id/ 

Luna DNA 数据与资产管理 美国 2017 年 —— 

LunaDNA 平台 美国 未知 https://www.lunadna.com 

Lympo 平台 爱沙尼亚 2016 年 https://lympo.io 

MD Tokens 支付与理赔 香港 2018 年 https://mdtokens.com/ 

MedChain 数据与资产管理 美国 未知 https://www.medchain.us/ 

MedCredits 平台 美国 未知 https://medcredits.io/ 

Medibloc 数据与资产管理 韩国 2017 年 https://medibloc.org/ch/ 

MediBond 支付与理赔 未知 2017 年 https://www.medibondplatform.com/ 

Medicalchain 数据与资产管理 英国 2017 年 https://medicalchain.com/en/events/ 

MediChain 数据与资产管理 英国 未知 https://medichain.online/ 

medicohealth 数据与资产管理 斯洛文尼亚 未知 https://medicohealth.io 

Medicoin 支付与理赔 美国 未知 http://www.themedicoin.com/ 

MediLedger 供应链管理 美国 未知 https://www.mediledger.com 

MediLOT 数据与资产管理 新加坡 未知 https://medilot.com/#banner 

MedNetwork 数据与资产管理 新加坡 2017 年 http://www.mednetwork.io 

MedRec 数据与资产管理 美国 2018 年 https://medrec.media.mit.edu/ 

MedXchange 供应链管理 香港 未知 https://www.medxchange.io 

Mexc 支付与理赔 新加坡 未知 https://mexc.life/ 

minthealth 数据与资产管理 美国 未知 https://www.minthealth.io/ 

modum 供应链管理 瑞士 未知 https://modum.io/ 

MyHealthMyData 数据与资产管理 欧盟 未知 http://www.myhealthmydata.eu/ 

MyMedis 数据与资产管理 美国 未知 https://mymedis.in 

nanoVision 平台 美国 未知 https://nanovision.com 

Nebula Genomics 平台 美国 2018 年 https://www.nebulagenomics.i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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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urseToken 支付与理赔 美国 未知 https://nursetoken.io 

NWP Solutions 平台 美国 2017 年 https://www.nwpsolution.com 

Ocean Protocol 平台 新加坡 未知 https://oceanprotocol.com/ 

OGCoin 支付与理赔 尼日利亚 未知 https://www.ogcoin.io/ 

OpenMined 数据科学与分析 英国 2018 年 https://www.openmined.org/ 

PatientDirected.io 数据与资产管理 美国 未知 www.patientdirected.io 

Patientory 数据与资产管理 美国 2017 年 https://patientory.com/ 

Peer Atlas 平台 马耳他 2017 年 http://peeratlas.com/ 

PokitDok 支付与理赔 美国 未知 https://pokitdok.com/dokchain/ 

Potion Owl 数据与资产管理 牙买加 未知 https://www.potionowl.com/ 

PRASM 数据与资产管理 韩国 未知 —— 

Professional Credentials Exchange 平台 美国 未知 www.procredex.com 

Proof.Work 数据与资产管理 英国 未知 https://proof.work/ 

Repositive 数据与资产管理 英国 未知 https://repositive.io 

Robomed Network 支付与理赔 俄罗斯 未知 https://robomed.io/ 

ScalaMed 支付与理赔 澳大利亚 未知 https://www.scalamed.com 

SciCoins 数据科学与分析 美国 2018 年 http://scicoins.com/ 

ShineChain 数据与资产管理 中国 2017 年 

 

Shivom 数据科学与分析 德国 2017 年 http://shivom.io/ 

Simply Vital Health 数据与资产管理 美国 未知 https://www.simplyvitalhealth.com/ 

Sky Chain 数据科学与分析 俄罗斯 未知 https://skychain.global/ 

SmartHealthcare 数据与资产管理 未知 未知 https://smarthealthcare.today/ 

Solve.Care 支付与理赔 爱沙尼亚 2017 年 https://solve.care/ 

Sovrin 数据与资产管理 美国 未知 https://sovrin.org/ 

Spiritus 供应链管理 英国 未知 https://www.spirituspartners.com 

SSOT Health Blockchain 数据与资产管理 美国 未知 https://www.ssothealth.org 

Stem Cell Innovations 数据与资产管理 未知 未知 http://scia.io/ 

Synthium Health 供应链管理 美国 未知 https://tge.synthiumhealth.com/ 

TEST 数据与资产管理 美国 未知 https://testtoken.org 

Tides 支付与理赔 美国 未知 https://tides.network 

Timicoin 数据与资产管理 美国 未知 https://timicoin.io 

trustedhealth 数据科学与分析 英国 2017 年 https://trustedhealth.io/ 

Universal Health Coin 支付与理赔 美国 未知 https://www.universalhealthcoin.com/ 

Veris Foundation 支付与理赔 美国 未知 https://www.verisfoundation.com/ 

VoxelX 平台 美国 2016 年 voxelx.io 

WELL 支付与理赔 美国 未知 https://joinwell.io/ 

WLTH 平台 新加坡 未知 www.wlth.tech 

X CARE 数据与资产管理 新加坡 2017 年 https://xcare.ink/ 

Youbase 数据与资产管理 美国 未知 https://www.youbase.io 

Zealeum 平台 加拿大 未知 https://zealeum.life/ 

Zenome 平台 俄罗斯 2017 年 https://zenome.io/ 

阿联酋 数据与资产管理 阿联酋 2018 年 —— 

爱沙尼亚 e-health 数据与资产管理 爱沙尼亚 2016 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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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大利亚卫生部 数据与资产管理 澳大利亚 2018 年 https://agiledigital.com.au/clients/department-of-health/ 

边界智能 数据与资产管理 中国 2016 年 https://bianjie.ai/#about 

阿里健康常州市医疗区块链项目 数据与资产管理 中国 2017 年 

 

飞医网 供应链管理 中国 2017 年 

 

贵阳医疗健康区块链 数据与资产管理 中国 2018 年 https://hc.quyiyuan.com/ 

韩国大麻食品协会使用区块链进行临床试验 数据与资产管理 韩国 2018 年 —— 

河北廊坊区域卫生信息平台 数据与资产管理 中国 2017 年 —— 

华大区块链 数据与资产管理 中国 2018 年 http://chain.genomics.cn/ 

慧聪集团区块链 供应链管理 中国 未知 —— 

雷盈科技 数据与资产管理 中国 2017 年 http://www.radarwin.com/index.php?g=portal&m=list&a=pro 

美丽链 HEY 供应链管理 中国 2018 年 —— 

轻松筹 数据与资产管理 中国 2018 年 —— 

区域慢病智能管理与药品配送平台 数据与资产管理 中国 未知 http://hn.people.com.cn/n2/2018/1226/c356337-32452074.html 

趣医网 数据与资产管理 中国 2018 年 —— 

三方流通平台 供应链管理 中国 2017 年 —— 

曙光筹 数据与资产管理 中国 2018 年 —— 

水滴互助 数据与资产管理 中国 2018 年 —— 

医疗供应链金融区块链 供应链管理 中国 2016 年 —— 

医疗链 HCC 数据与资产管理 中国 2016 年 —— 

云医链 供应链管理 中国 2018 年 http://www.miot.ai/ 

中医链 数据与资产管理 中国 2017 年 —— 

众托帮 数据与资产管理 中国 2016 年 —— 

NAM 数据与资产管理 日本 2018 年 —— 

 

医疗 + 区块链：在多领域的应用变革OMAHA 白皮书
2019 年 01 月     第 11 期

注：项目收录时间截至 2018 年 12 月 28 日



参考文献

[1] PWC，2018 年，《A prescription for blockchain and healthcare: Reinvent or be reinvented》.

[2] IBM，2016 年 ,《Healthcare rallies for blockchains Keeping patients at the center》.

[3] 德勤，2016 年，《Blockchain: Opportunities for Health Care》.

[4] 普华永道，《2018 年全球信息安全状况调查》.

[5] 安永，《第 19 届全球信息安全调查报告》.

[6] 王丽娜 , 张东军 , 张午光 . 对 37 所医院信息系统信息安全现状的调查及对策探讨 [J]. 医疗卫生装备 , 2014, 35(7):111-

113.

[7] http://vcbeat.net/ZDEwNjQ0NmNiNjEyMjNiMDBlYzNhNDRhZDk1ZGUzZmQ=.

[8] 国家信息安全漏洞共享平台 http://www.cnvd.org.cn/flaw/list.htm?flag=true.

[9] http://news.21cn.com/caiji/roll1/a/2018/0722/04/32969903.shtml.

[10] Verizon，《2017 年的数据泄露调查报告》.

[11] https://www.huxiu.com/article/251483.html?rec=manual.

[12] https://e-estonia.com/blockchain-healthcare-estonian-experience/.

[13] https://e-estonia.com/solutions/healthcare/

[14] https://www.aliyun.com/zixun/content/37_81_2038156.html

[15] https://agiledigital.com.au/clients/department-of-health/

[16] https://www.zdnet.com/article/australian-department-of-health-using-blockchain-for-medical-research-records/

[17] https://hc.quyiyuan.com/

[18] https://medrec.media.mit.edu/

[19] https://medicalchain.com/en/events/

[20] BurstiQ 白皮书 https://www.burstiq.com/wp-content/uploads/2017/08/BurstIQ-whitepaper_19Jul2017reduced.pdf

[21] http://www.myhealthmydata.eu/

[22] https://github.com/bowhead/docs

[23] https://www.nebulagenomics.io/assets/documents/NEBULA_whitepaper_v4.52.pdf

[24] http://chain.genomics.cn/

[25]  http://news.hgbc.io:8088/articles/2018/06/05/1528167699350.html

30

医疗 + 区块链：在多领域的应用变革OMAHA 白皮书
2019 年 01 月     第 11 期



加入我们，共同协作推动健康医疗领域的开放与共享，同时您可享受：

‒   领导：拥有 OMAHA 组织发展的决策投票权，在规划和执行中发挥领导作用，获得行业曝光；

‒   访问：获得审阅 OMAHA 各类草案，访问数据资源、出版物、白皮书和行业报告等权限；

‒   服务：获得 HiTA 协作平台提供的元数据、术语、知识等健康医疗信息技术标准化和咨询服务；

‒   参与：参与 OMAHA 秘书处、工作组（WG）发起的技术活动和项目，在共建社区充分交流。

成为 OMAHA志愿者，构建中文临床医学术语集，助力推动健康医疗标准化进程：

‒   运用您的临床医学知识，参与医学术语构建项目，获得报酬奖励的同时也为中文医学术语构建贡献一份力量；

‒   让您有更多机会和渠道了解医学术语，学习更多的医学术语相关知识；

‒   参与志愿者项目的同时，获得与同行交流的机会，共同学习进步；

‒   OMAHA 医学术语公开贡献榜将记录您的贡献…

加入OMAHA，用标准不断拓宽健康医疗
数据共享的边界

感谢您对OMAHA一直以来的支持与关注，我们将一如既往地期待您的意见和建议，让我们共同为推动民
众获得个人健康医疗档案而努力。

扫描二维码
加入我们

扫描二维码 
成为志愿者 



关于 OMAHA基金会
浙江省讴本开放医疗与健康基金会（简称OMAHA基金会）的愿景是让每一个人拥有一份完整的健康档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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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MAHA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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会的公益产品和服务是：我们倡导开放健康数据，发起和号召公众参与健康医疗领域内的“开放与共享”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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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日，经浙江省民政厅批注注册成立的非公募公益基

金会。

网            站：www.omaha.org.cn

微信公众号：china-omaha

联 系 电 话 ：0571-88983625

联 系 我 们 ：us@omaha.org.cn

加 入 我 们 ：hr@omaha.org.cn

地            址：浙江省杭州市余杭区良渚文化村随园嘉树风情大道8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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