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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言 

近年来，医疗卫生信息化的发展如火如荼。传统的成功

的应用，包括一体化的医院管理系统，实验室系统（LIS），

医学影像系统(PACS),临床信息系统，电子病历等正在迅速地

从三甲医院向基层医院普及。领先的创新的应用，像区域卫

生信息化系统、社区卫生信息系统、远程医疗系统、居民健

康档案、临床决策与临床路径、临床流行病监控、慢性病与

个体健康管理等，层出不穷，方兴未艾。其结果是临床数据

的迅速增加，这种增长不是线性的，而是指数性的、井喷式

的。可以预见，不需太长时间，少则几年，多则十几年，中

国的卫生健康数据就会成为所有信息领域中最为巨大、最为

复杂的海量数据资源，成为世界容量最为庞大的医疗卫生数

据存储库。 

数据的价值在于应用。海量的临床数据通常都是在个人

参与各种类型的医疗服务过程中获取的。然而，数字化数据

的价值决不仅仅是，或者主要不是表现在它对一件件独立的

医疗事件处理计算机化的支持上。它的更大的价值表现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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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它能够被所有授权的医疗健康服务的提供者（包括患

者本人）所共享，就是说，个体的健康数据可以在不受限制

的时域与空间域流动，使个人得到更为及时的、个体化的、

连续的、全面的、精准的（既不会不足、也不会过度）的医

疗健康服务。第二，群体的临床数据，可以经过归集与整理，

数据分析与挖掘等处理，服务于疗效评价、质量控制、循证

医学，支持新的医疗赔付方法，支持现代化的医院与卫生行

政管理，卫生经济学研究，发现和评价新的诊断与治疗方法，

新药品研究等等。此类应用可以统称为临床数据的二次应用，

临床数据此类应用的价值，远远高于它的直接应用，这也正

是大量社会资本开始钟情于临床数据的采集与应用的根本

原因。 

越来越多的医疗卫生数据的利益相关者，开始被卷入到

新一轮的 HIT 浪潮中来。除了传统的医院、诊所、卫生厅（局）、

病人及其家属、医生、护士、医技人员、医疗事务行政管理

人员之外，还有，病人健康管理与促进机构（体检中心、健

康中心）、医疗保险机构，公共卫生机构，民政医疗，家庭

医疗，公安（出生与死亡管理），医药科学研究机构，医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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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校，药品研制者、生产者和供应商，卫生改革与政策的研

究者、指导者、医疗设备和个人保健商品供应商和销售商，

HIT 设备、平台、软件、服务的供应商等等。数量众多、需

求不同、角色不同、目的不同的用户参与—使用临床数据的

要求，使得数据安全管理问题变得复杂和急迫起来。 

随着医疗改革的深入和信息技术日益广泛的被医疗卫

生服务产业所采用，医疗服务的分散化、广域网化不仅仅是

一种趋势，而且正在变成不可抗拒的潮流。所谓分散化和广

域网化，是指：医疗服务提供者本身的多元化，医疗服务地

点的移动化，病人成为医疗服务过程的参与者而不仅仅是被

服务的对象。信息技术和医疗卫生信息化的发展，像互联网，

3G/4G，无线网络，CDR（临床数据中心），云计算，大数据，

移动和穿戴式设备，是所有这些变化重要的技术基础，使得

大范围内、广泛、深入地使用医疗卫生数据成为可能。新环

境中临床信息的获取、传递、存储、处理和应用变得简易、

方便和可行。但它直接影响到病人的医疗安全和隐私保护。

而网络安全、系统安全、数据安全，也直接影响到健康服务

的可及性与连续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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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的安全性保障是数据广泛、深入应用的前提。数据

的非法、不当应用，不仅侵犯个人的隐私、还可能导致医疗

错误和事故、增加医疗纠纷。一些敏感、机密数据的泄漏甚

至可能损害单位甚至国家的利益，导致社会秩序的混乱，干

扰居民的正常生活。严肃地面对局势，冷静地面对挑战，分

析、研究和比较影响数据安全的各种因素，借鉴和学习国外

保护数据安全的种种措施和办法，结合中国的医疗卫生信息

化的实际与特殊性，写出一份概念清晰、讲理透彻，既有理

论高度，又支持实际操作，既有前瞻性，又应对中国现实需

求的医疗卫生数据安全管理框架是这份报告的目的。 

整个课题提交的最后文档包括： 

1. 《在信息技术深入广泛应用环境下医疗卫生数据安全

的政策研究简版》 

这是整个报告主要观点论述的简化版，大约 1 万 5 千字

左右，为的是读者能不花费太多的时间就可以了解研究成果

的全貌。 

2. 《在信息技术深入广泛应用环境下医疗卫生数据安全

的政策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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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报告的主体，全文大约 5 万字，详细论述了论点的

来源、背景、问题、解决的方法以及一些国内外可参考的案

例，可供专业人员了解细节和深入探讨。 

3. 《加强医疗卫生电子化数据安全的管理办法（框架）》 

根据研究成果，撰写了一个《加强医疗卫生电子化数据

安全的管理办法》的基本框架，其格式是可参照执行的条款

方式，可以看作是为各级医疗卫生电子化数据安全管理机构

制定相应规章制度办法时可作参考的一个草案。 

4. 附录参考文献 

本项研究参考了大量国外国内的有关法律、规章、办法、

框架。我们择其关系密切者汇集成册，以便读者深入阅读，

也方便后续法律、规章的制定者和研究者参考。 

 

本报告的主体包括四部分： 

1. 信息新技术与新应用对医疗卫生数据安全的冲击与挑

战 

IT 新技术和新的医疗信息化应用模式近几年获得极为迅

速的发展，如云计算、大数据、移动互联网、穿戴式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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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YOD、电子病历、区域卫生网路、临床数据中心、数据处理

业务外包、远程医疗等。特别是所谓基于互联网的移动医疗

（mHealth）猛烈地冲击着传统的医疗健康服务模式。这些

挑战包括：数据的所有者与数据的管理者分离；数据的生成

和采集多渠道、分散化；数据的用户多样化、复杂化和分散

化；数据的价值随着数据收集数量的增加迅速增加；数据的

安全愈来愈威胁连续、稳定提供医疗健康服务的安全；患者

隐私保护问题更加突出；数据的所有者管理者已超出医疗卫

生行业范围外；数据的互操作互联互通、共享对医疗数据安

全的风险增加等。本报告首先逐一分析这些技术和应用所带

来的数据安全风险。 

2. 国际上的应对策略与现状 

我国在电子医疗卫生数据的安全管理方面相对比较落

后，完整的可遵循与可执行的法律体系有待健全，这是我们

制定卫生系统电子数据安全管理办法的最大困惑。目前世界

许多国家都在积极研究应对医疗卫生数据安全的策略。长期

以来，欧盟和美国走在了个人信息安全和隐私保护的前列。

研究报告的第二部分是分主题对欧洲和美国的医疗信息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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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方面的措施和面临的挑战进行分析，以便国内制定相关政

策和法律时候借鉴学习。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尽管国情不

同，但发达国家的许多理念和方法，相信是可以引进的。把

国外海量的相关文献分类梳理，分为几个概念和内容进行考

察研究：受保护的医疗数据；被管理者/受管辖的实体；病人

的权利；数据泄露告知；执行/管理机构；保护数据安全的措

施；违法处罚及其他应对措施，最后，也分析了他们当前所

面临的挑战和所处的困境。 

3. 我国医疗卫生数据安全与个体隐私保护的总体框架，

逐项表述需求、目的、必要性、关系和解决方案与办法 

这是本研究报告最为核心的部分，也是管理办法诸条款

设置的主要依据。本章讨论我国电子医疗数据的安全以及个

人数据隐私保护的整体框架，具体分成以下章节进行论述：

关于数据安全的法律与规程；保障数据安全的体系、机构、

机制建设；与数据安全相关的角色；数据安全与隐私有关的

功能描述；对受保护的电子医疗信息的安全保护措施；对个

人电子医疗数据的隐私保护和审计/稽核/报告。 

4. 提供一个明晰但简要的，与医疗数据安全性相关的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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色与功能关系图 

在整个数据处理的过程中，角色与数据之间会产生复杂

的关系。不同的主体会扮演不同的角色，他们处理数据的权

限不同，数据本身安全的属性不同，处理数据的功能不同。

研究报告的主体部分已经不可避免的使用了这些概念、关系、

角色、权力。最后一部分为读者提供了一张表达他们之间关

系的矩阵图，对各类角色、权力和功能加以分类，给出准确

的定义。这一方面解决了在论述数据处理安全问题的语义一

致性问题，也为读者提供了一个直觉的、方便的概念、关系、

角色、权力查询工具。 

最后，必须强调的是： 

1．与世界其它国家一样，在临床数据的应用中，首要

的是要保护客户的隐私。患者的隐私是受法律保护的，是我

国宪法所保护的人权的一部分。以任何方式、为任何目的侵

犯病人的隐私都是要防止的行为。本研究报告要讨论如何提

供完善的管理办法和技术手段避免客户隐私的非法使用、泄

漏、牟利或被窃。 

2．数据的安全性管理框架是为了促进医疗卫生数据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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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泛的、有序的、有益无害的使用数据。认为研究报告的目

的是限制临床数据共享，是错误的。本报告最终要提供一个

规则框架，既能鼓励和促进临床数据的广泛共享和深入利用，

又能保障数据安全，不侵犯病人的隐私，不影响数据所有者

的权益，禁止数据非法滥用，危害国家与社会安全。 

3．我们的报告集中在数据的安全上，涉及但重点不是

医疗安全、系统安全、网络安全、应用安全的问题。数据安

全问题的成功解决是数据共享应用的必要条件，但远远不是

充分条件，为了真正实现数据共享应用仍然需要一系列其它

的法律、法规、规则、办法的支持与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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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新技术与新应用对医疗卫生数据安全的挑战 

在过去的几年，医疗信息化从应用内容到技术形态都有

了创新式发展。一方面，需求驱动下的电子病历、患者就医

服务、区域卫生网络、远程医疗等应用迅速铺开，数据业务

及运维服务外包模式逐渐被接受，使得医疗信息的采集广度、

共享范围、管理方式发生了很大变化；另一方面，云计算、

大数据、移动互联网、穿戴式设备、个人手持终端（BYOD）

等一批 IT 新技术迅猛发展, 催生了一批新的医疗应用和医疗

服务模式。这些改变在提高医护工作效率、方便广大患者就

医和简化系统管理工作的同时，在数据的采集、传输、管理、

应用方面也出现了新的变化。这些变化包括：数据的所有者

与数据的管理者分离；数据的生成和采集多渠道、分散化；

数据的用户多样化、复杂化和分散化；数据的价值随着数据

收集数量的增加迅速增加；数据的安全愈来愈威胁连续、稳

定提供医疗健康服务的安全；患者隐私保护问题更加突出；

数据的所有者管理者已超出医疗卫生行业范围外；数据的互

操作互联互通、共享对医疗数据安全的风险增加等。所有这

些变化对传统的医疗卫生数据安全带来了新的挑战，分析这

些变化以及由此带来的数据安全风险对于有效应对这些挑

战十分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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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新技术及其安全风险 

1．云计算 

云计算是近些年随着互联网发展而提出的一种 IT 资源

服务利用模式。云计算技术通过把计算、存储、服务资源网

络虚拟化，使得用户可以通过网络以按需、易扩展的方式获

得所需资源，从而改进系统的扩展性并降低部署和运营的成

本。按计算资源的拥有者划分，可以分为公用云、私有云和

混合云。云模式已经开始在医疗卫生行业的信息化应用中出

现。近几年开展的区域卫生信息化建设，面对众多的基层医

疗机构和区域卫生数据中心，一些地方采取了集中建设或租

用数据中心的云模式以集约化资源使用与管理，政府对此也

加以引导和推动。除此以外，也有个别中小医院开始尝试将

传统的数据中心托管到外部云平台以减轻维护的负担。把传

统的部署于医疗机构内部的服务器、存储、数据库、中间件

等迁移到外部云平台上，会面临以下风险： 

（1）公有云的基础设施往往由第三方市场化管理，数

据高度集中，云平台的运营者负责整个云平台的运行维护，

他们成为数据安全保密的重要责任者； 

（2）由于公有云的资源由多个机构或部门共享使用，

彼此之间本应相互隔离，但如果安全管理不善，可能导致无

关者获取或毁坏医疗数据； 

（3）公有云部署于公共网络，医疗机构通过公共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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访问云平台，内外网络互通，增加了网络外来入侵的风险； 

（4）私有云的应用相对安全，但对于私有云和混合云，

如果采用托管模式，虽然计算资源独占，但外部管理和通过

公共网络访问，仍然面临公有云同样的数据安全风险。 

2．大数据 

大数据也是近几年兴起的一项热度很高的数据处理技

术。它特指通过非传统的技术对海量数据实现采集、管理、

处理以形成有价值的信息。伴随着数字化时代的到来和对大

数据的重视，它也经常被泛化为对海量数据的分析利用。医

疗行业近几年的信息化水平快速提高，特别是电子病历应用

的快速推进，医院信息系统所收集的医疗数据内容越来越丰

富，既有收费、药品、耗材等运营数据，也有挂号、住院、

医嘱、报告、病历、影像等医疗数据。同时，信息系统内积

累的历史数据也越来越多。这些数据除了支持患者日常医疗

和医院业务运行所需之外，数据二次利用的价值也越来越大。

医院内部的科研、管理都对数据的利用提出了很高的期望，

过去几年，在支持病历资料的科研检索、科室及个人绩效考

核、单病种费用分析等方面，涌现了一大批典型应用。同时，

在医院外部，公共卫生、医院管理、制药等行业也对数据的

分析利用表现出极大兴趣，一些城市也已经利用收集共享的

医疗数据开展了医院绩效评价、病种统计等应用。医疗大数

据利用有很强的现实需求，发展前景广阔。与此同时，大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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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及其分析利用对数据安全也带来以下风险： 

（1）对数据利用的需求多且范围广，需要数据的人员

已远超出医疗机构的临床医疗人员，扩展到医院管理、行业

管理以及非卫生行业人员，数据泄漏的风险也随之加大； 

（2）用于分析的原始医疗数据批量大、内容信息量更

大，通过综合分析可获得的信息价值更高，既涉及不能泄露

的患者个人隐私信息，也涉及医疗机构运营、地区医疗资源

利用、发病及疫情等需要规范化管理的公共信息。 

3．移动互联网 

在过去 10 年中，移动计算成为信息技术发展应用最为

快速、影响最大的领域。这既包括平板电脑、PDA、智能手

机等各类形形色色的移动终端的大量涌现，也包括了 WiFi、

3G、4G 等移动网络的发展普及。而在移动计算丰富多彩的

应用中，医疗成为移动技术最为看重的领域之一。在过去几

年医疗信息化的进展中，移动应用也成为最具代表性的进展。

在医疗机构内部，医疗业务对移动技术有着天然的需求，医

生的移动查房、护士的移动护理已经在一大批医院得到不同

程度的应用。据中国医院协会信息管理专业委员会

2013-2014 年度中国医院信息化调查报告显示，已经有 52.2%

的医院建立了无线网，16.1%的医院应用了移动护理。在医

疗机构之外，为了改进对患者的服务，许多医院通过公共移

动网络开展了手机挂号、手机结果查询等延伸服务。也有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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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医疗机构依托移动网络开展了远程监护、健康管理等新型

医疗保健服务。移动医疗发展方兴未艾，但移动互联网的应

用也增加了以下安全风险： 

（1）无论是 WiFi 局域网，还是 3G、4G 广域网，由于

采用开放介质，通信内容较容易被截获，网络本身易受外来

攻击，无线网络自身的安全性影响到医疗数据的安全，也进

一步影响医疗安全； 

（2）医疗机构通过移动公共网络开展面向公众的服务，

患者对自己的病历资料放在网上应知情同意，使用者的身份

验证和权限控制也比内部用户更为复杂，病历资料受攻击和

冒用的可能性增大。 

4．个人手持终端（BYOD） 

各种类型的平板电脑、智能手机等已经快速普及成为个

人信息终端，这些终端几乎具有传统计算机终端的所有功能。

医护人员除了使用设备作为个人日常通讯、上网设备之外，

对个人设备能够加入医院网络，兼顾工作和个人信息处理需

求提出了越来越多的要求。一些医院也从节省设备、方便实

用角度出发允许医护人员自带设备加入医院网络并访问医

疗信息。比如，有的医院允许医生使用自带 iPad 访问患者病

历，有的医院允许护士智能手机访问患者医嘱。而这些自带

设备的配置、软件安装、安全防护不受医院的统一控制，其

管理难度和安全风险也随之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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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由于自带设备的不确定性，允许其接入医院网络，

无法依靠设备固有地址进行接入控制，必然降低终端认证和

终端安全防护水平，一些外来非法设备接入的可能性大大增

加； 

（2）不同类型的自带设备硬软件平台（Android，iOS，

Windows）不同，其安全防护软件和方案不同，给安全防护

增加了技术上的复杂度和管理上的难度； 

（3）设备在办公地点和个人混用，容易出现医疗信息

下载到个人终端，存在脱机数据安全风险。 

5．穿戴式设备 

近几年，可用于个人健康数据测量记录的穿戴式设备快

速发展，配合医疗物联网，能够动态监测个人生命体征和健

康数据。多种类型的运动手环及手表，针对老年病、慢性病

的小微型心电血压监测模块等，已经在市场上较为常见，并

处于井喷式增长阶段。一些厂商和服务机构也抓住这一商机，

发展新型的居家健康管理服务，个人的生命体征情况处于实

时监控之下。穿戴式设备及其形成的健康服务网络的应用也

带来了医疗数据安全风险： 

（1）由于穿戴式设备多采用蓝牙等无线技术传输，生

命体征数据泄漏的可能性增大； 

（2）依托医疗物联网建立的第三方健康服务网络，由

于健康数据存储于公共网络上，也面临数据滥用、泄露的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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险。 

（二）新应用及其安全风险 

1．电子病历 

电子病历致力于患者个人医疗信息采集、存储、使用的

全面计算机化。自新医改实施以来，政府采取了多种举措积

极推动医疗机构应用电子病历。原卫生部开展的医院电子病

历应用水平分级评价更是起到了激发医院发展电子病历的

热情、明确电子病历发展方向及目标的作用。参加分级评价

活动的医院纷纷追求对医疗信息更大范围的覆盖、各环节更

充分的共享、数据更为集中的存储管理、功能上更高程度的

智能化。据中国医院协会信息管理专业委员会对全国医院信

息化的问卷调查，直接反映电子病历应用情况的门急诊医生

工作站系统、病区医生工作站系统和电子病历（EMR）系统

分别从 2008 年的 39.26%、43.30%、24.91%提升到 2012 年的

51.55%、59.14%、46.67%，成为发展速度最快的应用。电子

病历在极大地方便医疗工作的同时，由于更大范围、更加便

利的医疗信息共享，使得患者资料泄露的可能性也大大增加。

特别是，电子病历在满足了合理的医疗信息共享需求后，由

于缺乏配套的管理制度，对于哪些医务人员、什么情况下、

可以访问哪些患者的医疗信息，缺乏明确的界定，软件缺乏

有效的限制，导致患者医疗信息过度开放，被不当访问的可

能性大为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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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第三方介入医疗服务流程 

过去几年，医院积极影响政府号召，为缓解“看病难”，

在信息便民惠民、改善就医服务方面纷纷推出创新性举措，

如预约挂号、自助服务、网上查询等。在这些便民举措中，

许多医院，在预约、缴费、检查结果报告等环节引入了第三

方服务平台，如许多城市建立了统一的预约挂号平台由医院

统一接入，一些医院与银行联合推出银行卡支付服务，部分

医院与电信服务商联合推出检验结果短信服务平台等。甚至，

类似于支付宝这样的中间支付平台也在积极介入医疗服务

流程。医院在把这些第三方平台集成到医疗服务流程中时，

需要把患者的部分医疗信息如患者基本信息、就诊科室信息、

医疗费用项目、检查检验报告等传递给这些平台。医院在利

用这些第三方平台为患者提供便利服务的同时，也无意中将

患者的信息共享给这些服务商，甚至有的服务商所看重的也

正是大量的患者资料。这带来了患者资料被滥用和泄露的安

全风险。 

3．区域卫生网络 

自新医改启动以来，国家把“建立实用共享的医药卫生

信息系统”作为新医改的支撑手段之一大力推进。国家投入

资金在部分省市设立区域卫生信息共享试点，地方政府也积

极行动，推进当地的医疗信息互联互通和共享工程。通过互

联互通和信息共享，既实现了患者病历资料跨医疗机构的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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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调阅，满足以患者为中心的连续性医疗需求，支持区域医

疗协同，也可满足卫生行政、公共卫生等部门的信息采集需

求，实现对医疗机构的监管、绩效考评、公共卫生事件的监

督预警等。目前，上海、厦门等城市已经基本实现全市范围

医疗信息的共享，浙江、福建、湖北、安徽、新疆等地也建

立了不同层级的卫生信息共享平台，以县（区）域集中式方

式建立的基层医疗机构信息系统更是在许多地方实施。区域

卫生网络在医疗信息共享方面显现了初步效果，但同时共享

工程的实施也带来了新的数据安全风险： 

（1）过去属于一个医疗机构、权责相对明确的医疗数

据，当实现共享后出现了权责不清的问题，共享形成的个人

医疗机构所有者不明确，这些数据谁有权限访问、需要经过

怎样的授权等缺乏明确的规定； 

（2）在区域卫生共享网络中，除患者医疗之外的医疗

数据的二次利用是共享的重要内容，其相关者角色较多，使

用者和管理者可能超出医疗卫生行业之外。 

4．远程医疗 

远程医疗依靠信息的网络远程传递，延伸了传统的医疗

服务范围和服务模式，有助于医疗资源的合理利用，增强医

疗服务资源的均等化。在过去的几年中，远程医疗有了长足

发展。除了传统的建立在视频会议和病历资料共享基础上的

远程会诊广为扩展外，远程医疗的模式也在不断创新，如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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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影像诊断、远程心电诊断、远程病理诊断、远程监护等新

型协同医疗模式不断涌现，一些应用取得了较好的效果。无

论哪种模式，远程医疗建立在患者病历资料远程共享的基础

上，并且医疗过程涉及两个以上的医疗机构，存在着新的安

全风险： 

（1）患者病历资料和诊断意见等数据需要通过公共网

络远程传递，传递过程中数据有泄露或被篡改的可能； 

（2）由于患者的医疗数据需要患者所在方提供，并不

在会诊服务方的控制范围内，数据的有效性可能由于操作不

当而不能得到可靠保证，从而影响诊断； 

（3）一些地区的远程医疗通过第三方管理平台提供服

务，如需要依托并将患者资料上传到远程会诊管理平台、远

程心电诊断平台、远程影像诊断平台等，导致患者的医疗数

据沉积在医疗机构之外的第三方。 

5．系统运维及数据业务外包 

在医院信息化的早期，医院信息系统运行维护由医院自

身力量承担。但随着医院信息化的快速发展，系统范围越来

越大、技术越来越复杂，医院技术力量不足的问题日益显现。

在此背景下，不少医院陆续引进了基础设施维护外包、信息

系统项目维护外包等服务，由外部厂商、集成商为医院提供

服务。同时，一些新的应用，如病案扫描，需要对纸质病历

进行扫描和数据加工处理，一些医院也采取了服务外包的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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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外包模式提高了医院的信息化能力，但同时也引进了新

的安全风险： 

（1）外包服务商在维护服务过程中，接触医院大量的

业务数据，对其服务行为监管存在困难； 

（2）部分数据处理外包，如病案扫描，导致医院数据

转移至外部服务商，对数据的管理、销毁缺乏约束。 

以上种种是伴随着医疗信息化的发展而出现的新情况、

新问题，需要在发展的过程中认真研究、及时应对，保障医

疗信息化的健康快速发展。以上安全风险和挑战，涉及到既

有的制度规范不明确问题，也涉及到信息系统功能需要规范

的问题，还涉及到加强应用管理的问题。归结起来，需要建

立相应的法规制度进行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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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国际上的应对与现状 

长期以来，欧盟和美国走在了个人信息安全和隐私保护

的前列。本节将对欧美的医疗信息安全措施和面临的挑战进

行分析。 

 

（一）受保护的医疗数据 

1996 年，克林顿签署了医疗保险改革法案：HIPAA，这

是美国医改历史上里程碑式的立法。该法案对多种医疗健康

产业都具有规范作用，包括交易规则、医疗服务机构的识别、

从业人员的识别、医疗信息安全、医疗隐私、健康计划识别、

第一伤病报告、病人识别等。该法案的主要目标如下： 

• 保证劳动者在转换工作时，其健康保险可以随之转移； 

• 保护病人医疗信息的隐私及安全； 

• 促进国家在医疗信息安全方面电子传输的统一标准； 

• 预防医疗欺诈和滥用，行政简化，医疗责任改革等。 

为了提高医疗系统的效率和有效性，1996 年 HIPAA 法案

包含了行政简化规定，要求 HHS 在电子医疗交易、代码集、

唯一医疗标识符以及安全方面采取国家标准。与此同时，国

会认识到电子技术的进步可能会侵蚀医疗信息的隐私。因此，

国会将个人医疗信息的联邦隐私保护纳入了 HIPAA 规定。 

HHS 于 2000 年 12 月发布隐私法最终版，后来于 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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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8 月修改。要求受管辖对象于 2003 年 4 月 14 日开始遵守

（小的医疗保险公司可以推迟到 2004 年 4 月 14 日）。 

HHS 于 2003 年 2 月发布安全法最终版。要求受管辖对

象于 2005 年 4 月 20 日开始遵守（小的医疗保险公司可以推

迟到 2006 年 4 月 20 日）。 

HIPAA 隐私法对于受管辖对象及其商业伙伴所持有的个

人医疗信息提供联邦保护，并且给病人一系列的权利。同时，

隐私规则是平衡的，它允许在病人治疗及其他重要用途中披

露医疗信息。 

HIPAA 安全法对于受管辖对象及其商业伙伴，明确规定

了一系列的行政、物理、和技术保障措施，以便他们使用这

些措施来确保其持有的电子医疗信息（简称“e-PHI”）的机密

性、完整性和可用性。 

HHS下属的民权办公室(OCR)负责实施和执行HIPAA隐私

法及安全法的自愿遵从性活动和民事处罚。 

HIPAA 强制执行规则提供了所有的行政简化规则的标准，

包含了合规性及调查的相关规定，对违反 HIPAA 行政简化规

则的行为进行强制民事处罚，以及听证程序。 

除了隐私法和安全法以外，其他的 HIPAA 行政简化规则

是由医疗保险和医疗补助服务中心（CMS）来管理和实施的。

包括： 

• 交易和代码集标准（ Transactions and Code Se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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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andards）； 

• 雇主标识符标准； 

• 全国医疗人员统一标识符标准（National Provider 

Identifier，简称“NPI”）。 

HIPAA 隐私法 

个人医疗信息的隐私标准（即“隐私法”）的建立，第

一次建立了一套全国标准来保护特定的医疗信息。隐私法解

决了使用和披露的个人医疗信息——称作“受保护的医疗信

息”（protected health information，简称 PHI），拥有这些信

息的机构——称为“受管辖对象”（"covered entities"），以

及个人的隐私权——了解和控制他们的医疗信息的使用。 

PHI 指的是任何含有个人身份标识的医疗信息，例如：

病人姓名或地址，社保卡或其他卡号，医生/护士的个人笔记，

账单信息等。PHI 不限于格式，可以是口头的、书面的、录

音或者电子信息等。 

隐私规则的主要目标是确保个人的医疗信息受到妥善

保护，同时需要必要的医疗信息的流通，以便提高医疗质量

并保护公众的健康和福祉。鉴于医疗市场的多元化，隐私法

的设计灵活而全面，覆盖了各种各样的医疗信息的使用和披

露情况。 

HIPAA 安全法 

HIPAA 之前，医疗行业中没有公认的安全标准或通用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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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来保护医疗信息。HIPAA 颁布的同时，新技术也获得了发

展，医疗行业开始摆脱纸质流程，更加依赖于电子信息系统

来进行医疗索费、解答病人资格问题、提供医疗信息，并进

行其他行政管理以及临床基础功能。 

当今，医疗机构正在使用计算机医嘱录入系统(CPOE)，

电子病历(EHR)，以及放射学、制药、和化验系统等。医疗保

险公司提供索赔和医疗管理，以及成员自助服务应用。虽然

这意味着医疗劳动力可以更加移动化并高效(例如：医生可以

随时随地检查病人的病历和测试结果)，然而这些技术的采用

率上升增加了潜在的安全风险。 

安全法的主要目标是保护个人医疗信息的隐私，同时允

许受管辖对象采用新技术来提高病人医疗的质量和效率。鉴

于医疗市场的多元化，安全法的设计灵活而全面，受管辖对

象可以根据自身规模，组织架构以及风险，实施适当的政策、

程序、和技术来保护患者的 e-PHI。 

《美国复苏与再投资法案》（American Reinvestment and 

Recovery Act，简称 ARRA）于 2009 年 9 月 23 日生效，它是

美国医改的又一里程碑。它扩展了 HIPAA 对商业组织的隐私

和安全的条款，包括了最新的对商业组织的民事和刑事处罚，

它还包括了同这些商业组织签协议的任何商业伙伴。 

欧盟也对医疗数据保护做出了一系列的立法。 

1995 年颁布的个人信息数据保护法案（Data Prote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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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rective 95/46/EC）构筑了个人数据保护历史上的里程碑。

该法案要求“数据控制者”（Data Controllers）保障和管理个

人数据保护，以及一系列的保障个人权利的规定。 

欧盟法规，任何可识别的自然人的信息均为“个人数据”

（personal data）。个人数据必须依照相关的个人信息保护法

规中规定的法律框架予以保护。其中个人健康信息属于敏感

数据范畴，必须加以严格保护和监管。 

2002 年 7 月 12 日颁布的隐私和电子通信法案（e-Privacy 

Directive 2002/58/EC）保障个人资料的处理和在电子通讯业

中保护个人隐私。 

此外，欧盟委员会计划在欧盟(EU)范围内推行统一的通

用数据保护条例（General Data Protection Regulation，简称

“GDPR”），来统一数据保护。欧盟多个国家的处理个人数据

的企业将会由统一的领导机构——数据处理局（ data 

processing authority，简称“DPA”）来监控。 

当前的欧盟数据保护指令（95/46/EC）没有充分考虑全

球化以及技术发展等重要方面（例如：社交网络和云计算），

因此确立新准则对于数据保护和隐私是十分必要的。 

GDPR 议案于 2012 年 1 月 25 日发布。随后大量修正案

被提交到欧洲议会和部长理事会。欧盟的欧洲理事会的目标

是在 2014 年底采用新法规，监管计划在两年的过渡期之后

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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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美国和欧盟之间还就医疗数据问题进行了深入合

作。关于欧盟的个人数据转移到欧盟以外的区域，美国商务

部和欧盟委员会针对就数据保护原则和常见问题达成了一

致意见，相互认“安全港原则”（Safe Harbor Principles）。 

近三年期间，欧盟和美国一直在谈判“保护伞协议”

（umbrella agreement），以便保护双方间在刑事犯罪（恐怖

主义）的预防、侦查、调查和起诉时候的个人数据传输。 

HIPAA 综合规则（HIPAA omnibus rules） 

2013 年 1 月 25 日，联邦注册处发布了由 HHS 起草的

HIPAA 综合规则（HIPAA omnibus rules）最终版，以便修改

HIPAA 隐私、安全、数据泄露告知和执行规则等。此次修改

实现了 HITECH 法案的大部分隐私规定和安全规定，以及反

基因歧视法案的有关规定。增加了受管辖对象，其商业伙伴

及转包商的责任及义务。例如： 

• 将受管辖对象的商业伙伴及转包商直接纳入 HIPAA 隐

私和安全规则的管辖要求。 

• 对于营销和融资目的中使用和披露 PHI 加强了限制，未

经个人授权禁止出售 PHI。 

• 扩大了个人了解其 e-PHI 的权利；病人全额付款的治疗

中，限制向医疗保险公司透漏信息。 

• 受管辖对象需要注意隐私做法，研究权限、内部政策以

及培训项目来适应新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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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修改了个人授权和其他要求，以促进对学校的儿童免疫

接种的研究和信息披露，以及向家庭成员或者他人提供死者

信息。 

• 对病人的护理者或者付款人透漏 PHI。 

• 采用了以前没有采纳的 HITECH 法案中的强制措施，例

如：对于故意忽视而不遵守 HIPAA 规定者的惩罚。 

• 为 了 实 现 反基因 歧 视 法 案 （ Genetic Information 

Nondiscrimination Act），HHS 将“基因信息”作为医疗信息

的一部分加入了 HIPAA 法规，并进行了限制，禁止医疗保险

公司以承保为目的来使用基因信息。 

HIPAA 综合规则的最终生效日期是 2013 年 9 月 23 日。

受管辖对象的现有商业伙伴必须签订数据使用协议，这些协

议的截止期限可以推迟到最晚 2014 年 9 月 22 日。 

 

（二）ePHI 的概念 

随着 EHR 的飞速发展，新标准和技术(Meaningful Use)

大大简化了整个医疗行业的数据传输方式，并为医疗系统的

改进创造了巨大的机会。然而，这些技术也增加了敏感信息

（尤其是电子数据）丢失、未经授权的使用和以及泄露的风

险。HIPAA 要求所有受管辖对象保护好 e-PHI（受保护的电子

医疗信息，Electronic protected health information）。 

ePHI 是任何以电子形式创建、存储、传输或接收的受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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护的医疗信息及其存储、传输媒介。主要包括以下媒介和技

术： 

静态数据存储媒介。（例如：工作、居家、或者旅行中

使用的带有数据的个人电脑；便携的移动硬盘，包括 ipod 和

类似的设备；磁带；可移动存储设备（例如：USB、CDs、DVDs

和软盘）；PDA 和智能手机等。） 

通过无线网、以太网、DSL 或电缆网络传输过程中的数

据（例如：电子邮件，文件传输，EHR,，PACS 等。） 

 

（三）受管辖对象及医疗信息的用途 

1.受管辖对象 

对于受保护的数据做出了定义，紧接着需要明确受管辖

对象。 

欧洲使用“数据控制者”（Data Controllers）这个概念。

数据控制者指的是控制及使用个人数据的个人或者组织。可

以是法律实体，如公司，政府部门或者志愿组织，也可以是

全科医生，药剂师或者交易员。 

美国 HIPAA 隐私法明确规定了受管辖的单位及个人，统

称为受管辖对象（Covered Entity）。主要有以下 3 类对象： 

• 医疗保险机构（Health Plans）：包括政府和联邦运营的

公共医保（Medicare 及 Medicaid），管控型医疗保险（如：

HMO，PPO，POS 等），军队及退伍军人医疗计划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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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医疗提供者（Health Care Providers）：包括医院，小诊

所，个体医生，牙医，药房等。 

• 医疗结算清算中心（Health Care Clearinghouses）：从其

它机构接收非标准化的医疗信息，然后转化成标准化的索费

数据。 

此外，2009 年的 HIPAA Omnibus Rule 对 HIPAA 法进行了

修改及补充，进一步扩大了受管辖对象： 

商业伙伴（Business Associate）及转包商（subcontractors）：

代表以上 3 类受管辖对象进行与 PHI 相关的操作（如：创建，

接收，维护或者发送工作）的商业伙伴（个人或者组织）及

其转包商。例如：医疗数据存储公司，医疗信息组织，提供

医疗信息交换的电子处方网关等。这些受管辖对象及商业伙

伴及转包商都必须签订书面的合同来保护 PHI。商业伙伴及

其转包商也直接受 HIPAA 的管辖，泄露信息会受到相应的民

事及刑事处罚。商业伙伴及其转包商自 2014 年 9 月 23 日起

受法律管辖。 

2. 医疗信息用途 

HIPAA 法律规定，病人的医疗信息可以在下面的情况下

被使用： 

• 为了提供给病人医疗服务； 

• 为了付服务病人的医疗人员应得的薪资； 

• 要是病人的亲朋好友有参与病人的医疗(比如说帮病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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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复健)，或是当他们须负担病人的医疗费用时，病人的医疗

信息可以分享给他们知道，除非病人反对； 

• 为了让医师与疗养院提供合适病人的安全与干净的服

务； 

• 为了公共卫生安全，比如说医院必须呈报 SARS 感染的

案例； 

• 提供必要的信息给执法人员，比如说枪伤； 

• 紧急治疗； 

• 帮助医院确认死者身分； 

• 在管理机构或是政府的允许下，提供给学术单位做研究； 

• 法律与行政需求； 

• 国家安全需求； 

• 其他一切用途都必须事先征求病人同意，包括提供给病

人的雇主用做保险用途。 

（四）病人的权利 

美国 HIPAA 赋予了病人很多权利，包括但不限于以下权

利： 

• 有权查阅或是复制取得自己的病历； 

• 有权要求补充修改医疗记录； 

• 有权访问 PHI，以及请求了解其 PHI 在过去六年中的披

露情况； 

• 病人有权决定自己的医疗信息可不可以被用在特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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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途上，譬如说市场调查； 

• 有权利对违反隐私和安全的行为进行投诉等。 

2009年的 HIPAA Omnibus Rule对HIPAA法进行了修改及

补充，并增加了病人的权利： 

• 扩大了病人获得自己的电子医疗信息的权利； 

• 家庭成员可以访问死者医疗信息等。 

美国总统奥巴马在 2010 年签署了患者保护与平价医疗

法案（Patient Protection and Affordable Care Act，简称 PPACA），

通常也被称作奥巴马医疗法案。这部法案的主要目的是由美

国政府主导增加美国人民的医疗保险覆盖率以及降低美国

的医疗费用。根据平价医疗法案，美国的医疗保险市场将发

生重大改变。主要是联邦政府和州政府将建立政府医疗保险

市场（Health Insurance Exchange），允许个人和小企业在政府

的医疗保险市场为个人／家庭和企业员工购买医疗保险。从

2014 年起，没有医疗保险的个人，或者符合条件的雇主不提

供医疗保险，政府将给予罚款。 

欧洲也有类似的规定。European Commission Directive 

95/46/EC (EC, 2007)法律有严格的规则，只允许在病人同意、

法律义务或公共医疗时进行医疗数据处理。 

欧洲 2012 年出台的通用数据保护条例赋予了病人更多

权利： 

• 更容易访问自己的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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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个人来决定如何使用自己的数据，必要时可要求数据控

制者删除数据； 

• 有权知道自己的数据泄露等。 

 

（五）数据泄露告知 

数据泄露告知的主要目的是公共机构行使监管监督功

能；告知个人旨在使他们能够减轻泄密造成的伤害。此外，

数据泄露告知可以激励相关机构实现更有效的安全措施来

保护个人数据。 

根据 HITECH，泄密指的是“在未经授权的情况下获得、

访问、使用或者披露 PHI。” 

受管辖对象及其商业伙伴，在发现 PHI 泄露起 60 天内必

须通知个人。如果病人死亡的话，要以书面的形式寄给亲属。

如果由于联系信息缺乏而无法提供书面通知的话，必须要有

可替代的通知方法（例如在网站上发布通知）。 

如果泄密超过 500 人，受管辖对象还必须通知美国卫生

和公众服务部（HHS）及当地新闻媒体。受管辖对象还必须

维护所有的数据安全泄密日志，并每年提交给 HHS。 

在最新的 HIPAA 综合规则（HIPAA omnibus rules）中，

HHS 将数据泄露告知替换为 HITECH 法案中的条款。将以前的

泄密告知中的“伤害”阈值（超过 500 人）替换为更客观的

标准，取代了 2009 年 8 月 24 日公布的临时最终法。这一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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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将意味着数据泄密告知的数量会增加。 

在欧洲，“数据泄露”一般指个人数据在未经授时的访

问、收集、使用或披露。数据泄露可能是由于疏忽或蓄意行

为而导致数据被盗、丢失或泄露（例如：存储设备被盗、黑

客入侵计算机系统等）。 

欧洲数据泄密告知的方法有所不同。有的国家有成文的

法律和指导，有的国家则没有。 

欧洲对泄密通知的时限要求更为严格。在发现泄密之后

24 小时内必须向国家主管部门报告，如果当时违法提供细节

的话，必须在发出最初通知的 3 天内提供进一步的细节。如

果 3 天后仍然无法提供细节的话，需要给主管部门一个合理

的解释。 

（六）执行/监管机构 

规则制定的时候还要考虑执法者的问题。美国的主要管

理机构如下： 

• HHS（United States Department of Health and Human 

Services，美国卫生和公众服务部）是维护美国公民健康，提

供公众服务，制定医疗相关政策法规的联邦政府行政部门。 

• OCR(Office of Civil Rights，民权办公室)：隶属于 HSS，

负责 HIPAA 隐私法及安全法的自愿遵从性监督活动，并对违

反隐私和安全规则的医疗机构和个人进行民事处罚。 

• CMS(Centers for Medicare & Medicaid Services)：隶属于

http://www.cms.gov/Regulations-and-Guidance/HIPAA-Administrative-Simplification/HIPAAGenInfo/PrivacyandSecurityStandard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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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SS，负责 HIPAA 行政简化规则以及 EHR 奖励计划/MU 法规

的制定。 

• ASET（Administrative Simplification Enforcement Tool）：

该工具由 OESS（The Office of E-Health Standards & Service，

电子医疗标准及服务办公室，下属于 CMS）提供。它是一个

基于 web 的应用程序，允许个人或组织对违反 HIPAA 的隐私

和安全以外的其他违法行为行为进行投诉。 

• NIST（National Institute of Standards and Technology，美

国国家标准技术局）：隶属于美国商务部（U.S. Commerce 

Department），为 EHR 的认证计划开发必要的功能和性测试

需求、测试用例和测试工具。 

欧洲以前的数据保护机构不够统一。主要数据保护机构

如下： 

• National Data Supervisory Authority（国家数据监督局）：

当个人数据被非法收集、使用，以及数据泄露的时候，可以

向国家监督局投诉。国家数据监督局在 28 个欧盟成员国，

欧洲自由贸易协会成员国、候选国，以及欧洲以外的国家都

有分支机构。 

• European Data Protection Supervisor (EDPS，欧洲数据保

护主管)：这是一个独立的欧盟机构，基于个人数据保护的需

求而建立的。该机构负责监督数据保护规则的遵从性，并调

查投诉。 

https://htct.hhs.gov/aset/HIPAA%20Transactions%20and%20Code%20Sets.jsp?agree=y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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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uropean Commission's Data Protection Officer(DPO，数

据保护专员)：每个欧盟机构和成员国的数据保护专员与欧洲

数据保护主管密切合作，确保欧盟机构对个人数据的处理遵

循法律规定。此外，公司也有数据保护专员，负责与公民及

监管机构交流、维护数据、提供数据端口等。 

GDPR 生效以后，欧洲的数据保护机构将统一起来： 

Data Processing Authority(DPA，数据处理局)：根据新的

欧洲通用数据保护条例（GDPR），欧盟将建立统一的领导机

构——数据处理局，来监控多个国家的处理个人数据的企业，

对数据进行统一保护。欧洲数据保护委员会(European Data 

Protection Board)将负责协调各个 DPA。 

 

（七）保护数据安全的措施 

每个受管辖对象需要根据自身情况，制定相应的措施来

保护 PHI（尤其是 ePHI）。安全措施通常包括以下内容：进行

风险分析并制定风险管理政策；对员工的培训；处理安全事

故和违规行为；可能的风险管理策略（尤其是如何访问、存

储以及传输 EPHI）。 

1.数据安全风险分析 

数据风险通常源自以下行为： 

• 未经授权的(恶意或意外)披露、修改或破坏信息； 

• 无意的错误和疏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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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T 设施由于自然或人为灾难而中断等。 

使用 PHI/e-PHI 的时候，在访问、存储和传输这三个环节

都会有风险。受管辖的对象应该对此进行潜在风险和漏洞分

析，并进行风险管理分级。一旦完成了风险分析，就要开发

风险管理等措施以降低风险并且将漏洞控制在合理和适当

的水平。 

2.数据安全保护措施 

HIPAA 安全法中明确规定了受管辖对象要采用相应的行

政管理措施，物理措施，以及技术措施来保障 PHI（包括 e-PHI）

的安全性。具体地说，受管辖对象必须： 

• 确保由他们创建、接收、维护或传输的 e-PHI 的机密性、

完整性和可用性； 

• 识别并防止适当的预期威胁，确保信息的安全或完整

性; 

• 防止合理预期的，未授权的使用或泄露；并且 

• 确保其员工遵守法律。 

行政管理措施。制定访问医疗信息、用户名及密码的政

策和程序，员工安全意识培训，应急方案，或者违反法律的

惩罚措施等。例如：医院制定有关记录、资料和信息保存期

限的制度等。 

物理措施。采用相应地物理措施，防止病人医疗数据的

丢失，毁坏。例如：报警及监控措施，房间和储存设施的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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锁等。 

技术措施。采取适当的技术措施，保证医疗数据的安全

性。如：采用数据及传输加密，审计日志，数据备份等措施

确保软件/系统自身的安全性，同时还要考虑无线网络，防火

墙，操作系统安全等。 

受管辖对象必须根据自身的规模、组织架构以及预算等，

制定出适合自己的安全措施。并且要根据不断变化的外界威

胁，经常修改自己的安全措施。 

Meaningful Use 中对于技术措施做出了更进一步的要求，

经过认证的 EMR 产品的安全性必须满足以下 8 点要求：访问

控制、紧急登录、自动登出、系统审计日志、信息完整性验

证、验证授权、常规信息加密及信息交换加密、对信息的披

露负责。 

 

（八）违法处罚 

在美国，违反 HIPAA 及 HITECH 等法律将面临民事以及

刑事处罚。 

• 刑事处罚罚款 5 万至 150 万美元，最高有期徒刑 10 年 

• 民事处罚每年罚款 100 - 25000 美元。如果多年违法将

面临更多的罚款 

ARRA 对 HIPAA 的安全及隐私法规进行了加强，加重了

惩罚力度，并增加了对个人身份盗用的保护等条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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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月罚款最高可达 25 万美元，可能会影响医生的执照； 

• 最高有期徒刑 10 年。 

根据 HIPAA 综合条款，HHS 以前保留的高惩罚结构现在

开始生效，这意味着根据罪责，每条的罚款范围可以从 100

美元到 50000 美元，基于违法条款，每年的最大总罚款上限

达到 150 万美元。 

商业伙伴及其转包商直接承担他们的责任，但是受管辖

对象也可能会受牵连而受到惩罚。如果初步审查后存在故意

过失行为，HHS 现在就会要求进行合规性审查。 

欧洲的数据保护法案也对泄密做出了处罚规定： 

• 目前欧洲对泄密处罚没有统一规定，英国处罚最终，最

高罚款为£50 万英镑； 

• 新的数据保护条例计划将罚款提高到上限为€100万欧

元，或者公司的全球年营业额的 2%。欧洲议会甚至提出将

可能的制裁提高到 5%。 

（九）美国的其它应对举措 

对于安全和隐私问题，以及汹涌而来的移动医疗浪潮，

美国也正在实施更多的积极应对措施。 

1.NIST 网络安全框架 

对于安全和隐私问题，以及汹涌而来的移动医疗浪潮，

美国也正在实施更多的积极应对措施。 

2013 年 2 月，奥巴马总统发布了第 13636 号行政命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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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善关键基础设施的网络安全”，以此指导开发一项自愿

的，基于风险的网络安全框架。国家标准与技术研究所(NIST)

与各个行业紧密合作，于 2014 年 2 月 10 日发布了网络安全

框架（NIST Cybersecurity Framework）。 

NIST 的最终框架通过结构化的方法，将网络安全分为 3

个关键领域【“框架核心”(framework core)，“层级”(tiers)，

以及“概要文件”(profiles)】，以此指导各种机构如何评估他

们现有的网络安全水平，设定改进的目标，并创建一个实现

这些目标的计划。 

框架核心列出了可以用来达到特定安全结果的做法。核

心包括了如何识别、保护、检测、应对网络攻击，以及恢复

的建议。框架核心每个功能分为主要类别和子类别，为每个

子类匹配了例子引用(现有标准、指导方针以及如何实施)。

与每个功能相对应的分类及子分类如下： 

• 识别（Identify）：整个机构形成对网络安全风险管理的

深刻认识，开发出系统、资产、数据、和能力方面的网络安

全风险管理。子分类包括：资产管理、商业环境、公司治理

结构、风险评估、风险管理； 

• 保护（Protect）：制定和实施适当的安全措施,以确保关

键基础设施服务的安全交付。子分类包括：访问控制、风险

意识和培训、数据安全、信息保护流程、防护技术； 

• 检测（Detect）：制定和实施适当的行为，来识别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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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事件的发生。子分类包括：异常和突发事件、安全持续

监控、检测流程； 

• 响应（Respond）：制定和实施适当的行为，对于检测到

的网络安全事件要采取行动。子分类包括：沟通、分析、缓

解、改善； 

• 恢复（Recover）：对于受网络安全事件影响的功能或服

务，制定和实施适当的富有弹性的维护和恢复计划。子分类

包括：恢复计划、改进、沟通。 

层级代表了严格程度，是某机构实施网络安全的指标。

它反过来可以帮助该机构识别他们在这 4 个层级（从局部风

险（1 级）到自适应（等级 4））中的位置，以及是否应该考

虑实施下一步。这些层级反映了某个机构应对风险的进展：

从非正式的、被动反应到反应敏捷、以及风险指引。层定义

如下: 

一级：局部安全（Partial） 

• 风险管理过程——机构网络安全风险管理的实施不够

正式，风险是临时管理的，并且有些时候是被动的。网络安

全行为的优先级可能没有直接受到机构的风险目标、威胁环

境、或业务/任务的要求。 

• 集成的风险管理程序——公司层面对网络安全风险的

认识有限，尚未建立公司范围的网络安全风险管理方法。从

外部资源中获得多种经验或信息，公司的网络安全风险管理



在信息技术深入广泛应用环境下医疗卫生数据安全的政策研究                               第二章 

 

41 / 111 

建立在不规则、个别案例基础上。公司内部可能没有共享网

络安全信息的程序。 

• 外部参与——该机构可能没有与其他机构协调或配合

的流程。 

二级：风险指引（Risk Informed） 

• 风险管理过程——风险管理实施经过管理层批准，但是

尚未建立全公司范围内的政策。网络安全行为的优先级直接

受到机构的风险目标、威胁环境、或业务/任务的要求。 

• 集成的风险管理程序——公司层面对网络安全风险有

清醒的认识，但是尚未建立公司范围的网络安全风险管理方

法。风险指引为导向，定义和实现了经管理层批准的流程和

过程，并且员工拥有足够的资源来执行他们的网络安全职责。

公司内部非正式地共享网络安全信息。 

• 外部参与——该机构知道其在更大的生态系统中的角

色，但是还没有正式的外部交互和共享信息的能力。 

三级：可重复（Repeatable） 

• 风险管理过程——该机构的风险管理做法被正式批准

并且以政策的方式发布。基于风险管理流程的实施，根据业

务/需求的变化，以及不断变化的威胁和技术前景，定期更新

机构的网络安全措施。 

• 集成的风险管理程序——有机构范围内的方法来管理

网络安全风险。定义了以风险指引为导向的政策、流程和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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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按意图实施，并且审查。使用一致的方法来有效应对风

险的变化。人员具备的知识和技能来执行指定的角色和职责。 

• 外部参与——该机构理解其依赖关系以及合作伙伴的

重要性，并且从这些合作伙伴处接收信息；该机构内部有基

于风险的管理决策以响应突发事件。 

四级：风险自适应（Adaptive） 

• 风险管理过程——该机构基于以往和当前网络安全的

活动来获得经验教训和预测指标，以此自适应其网络安全实

施。通过持续改进的过程来集成先进的网络安全技术和做法，

该机构积极适应不断变化的网络安全前景，并且及时响应不

断变化的和复杂的威胁。 

• 集成的风险管理程序——有全机构范围的方法来管理

网络安全风险，使用以风险指引为导向的政策、流程和程序

以解决潜在的网络安全事件。网络安全风险管理是机构文化

的一部分，并且通过清醒认识以前的活动来不断改进，通过

其他来源进行信息共享，对他们的系统和网络有着持续的清

醒认识。 

• 外部参与——该机构进行风险管理并积极与合作伙伴

共享信息，以确保准确的、当前的信息得到分发，致力于在

网络安全事件发生之前提高网络安全。 

在层级选择过程中某个机构应该考虑目前的风险管理

措施、威胁环境、法律和监管要求、业务/任务目标以及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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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束。 

框架概要文件(“Profile”)是对该机构的业务需求、风险

承受能力和资源的功能、分类、和子分类进行校准，概要文

件使该机构能够建立一个路线图来降低网络安全风险。这与

机构和部门的目标，考虑法律和监管要求以及行业最佳做法，

并反映了风险管理的优先事项是一致的。考虑到许多机构的

复杂性，他们可能会选择配备多个概要文件，与特定的组件

以及他们的个人需求一致。 

框架概要文件可以用来描述具体网络安全活动的当前

状态或理想目标。当前概要文件表明当前实现的网络安全结

果。目标概要文件描述的是需要实现的网络安全风险管理的

目标。概要文件支持业务/任务要求，并有助于机构内或机构

之间的风险沟通。该框架没有提供概要文件模板，允许各机

构灵活地实现。 

比较概要文件(如：当前概要文件和目标概要文件)可以

揭示出有待弥补的差距，以便实现网络安全风险管理目标。

制定行动计划来解决这些差距将会对路线图做出巨大贡献。

差距的优先级是由机构的业务需求和风险管理流程驱动的。

这种基于风险的方法可以使机构进行资源估计(如：人力资源、

资金)，以便以有效的成本，分优先级来实现网络安全目标。 

如何建立或改善某个网络安全项目？ 

以下步骤阐明了机构如何使用该框架来创建一个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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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安全项目或改善现有的项目。可以根据需要重复这些步

骤，以便不断提高网络安全。 

• 步骤 1：确定优先级和范围。机构确定其业务/任务目标

以及机构的高优先级事项。根据这些信息，机构就可以确定

网络安全实现战略，并且决定用来支持选定的业务路线或流

程的系统和资产的范围。该框架可以适应某机构中不同的业

务或流程，该机构可能会有不同的业务需求以及相关的风险

容忍度。 

• 步骤 2：定向。一旦业务线或流程的网络安全项目的范

围被确定，该机构就需要识别相关系统和资产、监管要求，

以及整体的风险途径。然后该机构需要识别这些系统和资产

的威胁和漏洞。 

• 步骤 3：创建当前概要文件。该机构通过核实框架核心

中目前已经实现的大类及子类，创建一份当前概要文件。 

• 步骤 4：进行风险评估。这种评价可以由机构的整体风

险管理过程或以前的风险评估活动作为指导。机构需要分析

操作环境，以便辨别网络安全事件的可能性，以及事件可能

对机构造成的影响。机构寻求整合新兴风险、威胁、脆弱数

据是非常重要的，这有助于对网络安全事件的可能性和影响

形成稳固的理解。 

• 步骤 5：创建一个目标概要文件。该机构根据对框架的

大类和子类评估来创建一个目标概要文件，注重于该机构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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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实现的网络安全结果。机构也可以开发自己额外的类别和

子类别，以解决该机构特有的风险。该机构在创建目标概要

文件的时候还可以考虑外部利益相关者（例如：第三方实体、

顾客以及商业伙伴）的影响和需求。 

• 步骤 6：确定、分析差距并决定差距的优先级。机构通

过比较当前概要文件和目标概要文件以便确定差距。接下来

需要利用任务驱动、成本/效益分析、对风险的理解，来创建

一个优先行动计划来解决这些漏洞，最终达到目标概要文件

中期望的结果。然后机构需要确定解决差异的必要资源。以

这种方式使用概要文件，能够使机构对网络安全活动做出明

智的决定，支持风险管理，并使该机构执行成本效益，针对

性的改进。 

• 步骤 7：实施行动计划。该机构决定需要采取哪些行为

来缩小(上一步骤中确定的)差距。然后根据目标概要文件来

监控其当前的网络安全做法。为了进一步指导，该框架已经

标识出了一些类别和子类别，但机构应该根据自身需要，确

定哪些标准、指南、和实践，包括特定行业的特殊问题。 

一个机构可以根据需要重复这些步骤，以便不断评估和

改善其网络安全。例如：某个机构可能会发现不断重复定位

这一步（第 2 步）可以提高风险评估的质量。此外，机构可

以通过迭代更新当前概要文件，随后与目标概要文件进行比

较，以此来监控进展。机构也可以利用这一过程使他们的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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络安全项目与期望的框架实现层看齐 

2.FDA 对移动医疗应用的监管 

移动技术的普及为医疗的改进提供了崭新的及革命性

的途径。移动应用可以帮助人们随时随地管理自己的健康，

并获得有用的信息。据业内估计，2015 年将有 5 亿的全球智

能手机用户使用医疗应用，到 2018 年，50%（超过 34 亿）

的智能手机和平板电脑用户将会下载移动医疗应用。这些用

户包括医疗专业人士、消费者和患者。 

世界卫生组织（WHO）把移动医疗（mHealth）定义为

“移动技术的传播和发展，通过创新的应用来解决医疗问

题。”移动医疗是电子医疗（eHealth）的组成部分。到目前

为止，对于移动医疗没有标准化的定义。 

mHealth 涉及使用移动通信(3G 和 4G 系统)、Wi-Fi、全

球定位系统(GPS)、蓝牙、Zigbee、医疗体域网(Medical Body 

Area Networks)、WMTS、超宽带(UWB)和其他无线技术。无

线系统甚至可能提供一种机制来桥连有线网络设备。 

移动医疗是一个广泛的领域，包括大量的用例：从无处

不在对临床数据的访问，到远程医疗诊断，移动医疗 Apps

等。 

FDA（美国食品和药物管理局）已经认识到移动应用的

广泛和潜在功能，变革步伐的快速性，以及潜在的益处和风

险。FDA 鼓励移动医疗的发展，当然，FDA 也有责任和义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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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监督医疗器械的安全性和有效性——包括移动医疗应用。 

2013 年 9 月 25 日，FDA 为工业、食品和药品管理人员

发布了移动医疗应用指南，解释了该机构的对移动医疗应用

设备的监督，以规范高科技移动医疗应用的设计和开发。FDA

对关键的术语进行了定义： 

移动平台 

商用现成的(commercial off-the-shelf，简称 COTS)计算平

台，无论拥有或没有无线连接，在本质上是手持的。这些移

动平台的例子包括移动电脑（如：智能手机、平板电脑或其

他便携式电脑）。 

移动应用 

运行在移动平台(即：手持商用现成的计算平台，拥有或

没有无线连接)上面的软件应用程序，或基于 web 的软件应

用程序，为移动平台进行了定制化开发，但在服务器上运行。 

移动医疗应用 

满足 FDA 定义的移动应用，并用于以下目的： 

• 作为受监管的医疗设备的附件来使用；或 

• 将移动平台转换为受监管的医疗设备。（无论是“……

一个仪器、设备、装置、发明、植入物、体外试剂、或其他

类似或相关的词汇，包括任何组件、部分、或配件，用于疾

病或症状的诊断，或者治疗、缓解或预防疾病”，或“为了

影响人类或动物的身体结构及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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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多移动应用并不是医疗设备，因而不受 FDA 管辖；一

些移动应用可能满足医疗器械的定义，但是因为它们对公众

造成风险较低，FDA 将对这些设备行使执法自由裁量权；当

前市场上的大多数移动应用都属于这两个类别。 

FDA 只关注这类移动医疗应用（ Mobile Medical 

Applications，简称 MMAs）：如果该应用不按设定意图工作的

话，会对病人带来更大的风险；以及会对传统的医疗设备产

生功能或性能影响的移动应用。 

FDA 最终将 MMAS 分成三类：受监管的 MMAS、不受监

管的 MMAS 和执法自由裁量权的 MMAS。（不受监管的 MMA

的一个例子是保健和健身时候带的心率监视手环；拥有执法

自由裁量权的 MMA 的例子是用于病人指导的智能手机应用

程序。） 

FDA 还进一步对受监管的 MMAS 进行了风险分类：较低

风险（如：远程实验室监控系统），中等风险（如：植入式

葡萄糖传感器，用于传输患者数据），以及较高风险（使用

智能手机的摄像头以及应用来收集和解释病人数据的即时

诊断工具）。 

以下是 FDA 认为应用受到监管的移动应用的例子： 

• 一个或多个医疗设备的扩展类移动应用，通过连接这些

设备，以便控制设备或显示、存储、分析、传输特定病人的

医疗设备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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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示病人的医疗设备数据的例子包括：从床边显示器远

程显示数据，显示先前存储的脑电图波形，直接从 PACS 服

务器读取并显示医疗影像等。 

控制医疗设备的移动应用例子包括：通过移动平台来控

制血压表套袖的膨胀和收缩的移动应用，以及通过移动平台

传输控制信号给胰岛素泵，从而控制胰岛素用量的应用。 

• 通过使用附件、显示屏、传感器，或包含的功能类似于

目前的受监管的医疗设备，从而将移动平台转换为受监管的

医疗设备的移动应用。使用附件、显示屏、传感器或其他类

似的组件将移动平台转换为规范的医疗设备的移动应用，必

须遵守转换成的平台的相关的设备分类。 

这类移动应用的例子包括：将移动平台作为医疗设备功

能的手机应用，如通过附加血糖试纸读数仪，将移动平台作

为血糖仪；或为移动平台附加心电图仪（ECG）电极用化学

导体，以便测量、存储及显示心电图信号；使用移动平台上

内置的加速度计，收集信息以便监测睡眠呼吸暂停的移动

App；…… 

• 通过执行病人特定的分析，以及提供病人特定的诊断、

或治疗建议，从而使移动应用成为受监管的医疗设备(软件)。

这类的移动医疗应用与已批准的软件设备类似或具有相同

的功能。 

执行复杂的分析或为另一个医疗设备解释数据（电子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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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或手动输入）的移动应用的例子包括：使用病人特定的参

数，以及为放射治疗计算剂量或创建剂量计划的应用；计算

机辅助检测软件（CAD）；影像处理软件；以及放疗治疗计划

软件。 

当然，对于 FDA 的做法，目前也有不少的反对声音。参

议员迈克尔·班尼特（Michael Bennett）和奥林·哈奇（Orrin 

Hatch）提出新的立法提案 MEDTECH（Medical Electronic Data 

Technology Enhancement for Consumers' Health）对 FDA 的监

管进行了批评，认为监管不能阻碍利用与创新，主张限制或

者免除 FDA 对某些电子病历（EHR）的监管。 

保护电子病历数据是大的蓝图中的一部分，这包括修改

医疗器械的定义，从监管中排除临床决策软件。如果该法案

获得通过，将会使病人的病历和病史不受 FDA 监管，但不包

括诊断图像数据。 

虽然还不知道该法案何时提交国会审核，但业内观察人

士预计是明年初。 

 

（十）面前的挑战与困境 

当然，欧美医疗信息化的发展中也面临着不少问题。例

如： 

• 相关法律制定及修改的步伐落后于互联网的发展速度。 

• 隐私概念的精确定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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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医疗数据的多样性及标准问题等。 

• 每个相关机构的医疗信息交换的独特性（人员结构、软

硬件、工作流及管理方式等）和多样性，以及内部失误、失

窃及遭受攻击等各种原因造成的隐私泄露事件常常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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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电子医疗数据安全及隐私保护框架 

（一）概述/总论 

如前所述，近年来新的 IT 技术的发展和应用，加速了医

疗信息行业的商业模式和产品技术的创新，促进了医疗信息

的互联互通和共享利用，另一方面也使医疗数据的安全面临

严峻挑战。尤其，习近平主席领导的中央网络安全和信息化

领导小组的成立将信息安全上升到国家安全的高度，并力求

把我国建设成为网络信息化强国。 

本章讨论我国电子医疗数据的安全以及个人数据隐私

保护的整体框架，具体分成以下章节进行论述：关于数据安

全的法律与规程；保障数据安全的体系、机构、机制建设；

与数据安全相关的角色与定义；对受保护的电子医疗信息的

安全保护措施；对个人电子医疗信息的隐私保护措施；以及

在数据泄漏事件情况下的通知。 

 

（二）关于数据安全的法律与规程  

1.已有的相关法律规程 

前面列出了欧美的相关法律规程，比如欧洲的个人信息

数据保护法案（General Data Protection Regulation），隐私和

电子通信法案，数据保留法案等都是构筑在欧洲人权公约基

础上的。美国的 HIPAA 和美国复苏与再投资法案中的 HITECH

针对 HIPAA 就商业组织的隐私和安全进行了拓展，还存在反

基因歧视法案、患者保护与平价医疗法案，以及联邦信息安

全法案等。 

另外，国际上相关的 ISO 标准也在中国适用，比如针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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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疗设备与网络集成风险管理以保护个人（敏感）数据的

ISO/IEC80001，信息安全技术的 ISO/IEC 2700X 系列国际标准，

信息安全管理实施建议与指导类标准 ISO/IEC13335。 

我国现有的与电子医疗信息安全和隐私保护直接或间

接相关的法规标准，包括：宪法及其在网络信息、个人身份

和医疗健康相关的子法中对个人信息和隐私保护的规定；起

草中的《个人信息保护法》；《个人信息安全等级保护》在医

疗中的应用；卫计委近期发布的《人口健康信息管理办法（试

行）》；国标 GB/Z 28828-2012《信息安全技术公共及商用服务

信息系统个人信息保护指南》；以及《信息安全技术标准》

GB/T209XX-2007 和 GB/T210XX-2007 系列等。 

2.我国需要建立的法律规程 

相比欧美国家的发展，我国尚缺乏有效实施的医疗信息

数据安全和患者个人信息隐私保护的完整统一的法律规程。

欧美的个人隐私保护是架构在人权保护法律的基础之上，我

国在此方面的保护以及公民自我权利保护的意识还有待加

强。 

3.制定电子医疗信息领域数据安全和隐私保护法规的必

要性和迫切性 

在云计算和大数据等 IT 新技术的带领下，医疗数据应用

和信息互联互通可以有效提高医疗质量与技术水平，具有重

要意义。因此应该在确保数据安全的前提下鼓励应用和创新，

支持并确保医疗信息互连互通。同时，需要平衡信息共享与

保障数据安全的辩证关系，保证数据安全与患者隐私得到保

护的前提下，充分鼓励医疗数据的应用和互联互通服务于医

疗卫生和统计与科研等其他重要的用途，推动人口健康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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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和卫生计生事业科学发展。 

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亟需借鉴国际有益经验和做法，

研究制定医疗数据的管理办法，以保障国家信息安全并保护

公民个人隐私。如果电子医疗信息及隐私不受有效保护，或

者电子医疗信息被以安全和隐私保护为由过度限制流通和

使用都可能造成危害。同时，电子医疗健康数据安全保护的

法规涉及多个相关方面和专业的技术内容，只有广泛调研，

组织专家讨论和公开征求意见才能够确保法规严谨、有效、

可行。 

4.范围划定 

本报告旨在为我国医疗信息的数据提出保护框架，其中

包含医疗数据的安全与针对个人数据的隐私保护，以及在医

疗信息系统中的保护规则和实践方法。 

电子医疗数据安全和隐私保护框架需要用明确的原则

对需要保护的数据范围和等级给出界定。受保护的数据范围

是包括我国医疗卫生系统中任何以电子形式创建、存储、传

输或接收的受保护的医疗信息。其中包括静态数据存储媒介

以及通过无线网、以太网、DSL 或电缆网络传输的个人医疗

信息，以及科研和统计活动中所使用的源数据和产出的数据。 

本研究涉及的受管辖的单位及个人，统称为受管辖对象，

包括医疗卫生服务机构，为医疗卫生服务机构提供外围服务

的保险机构、医疗结算清算中心等，商业伙伴例如医疗信息

产品及技术供应商，以及医疗信息安全和隐私保护的监管部

门。 

（三）保障数据安全的体系、机构、机制建设 

在医疗卫生数据安全和隐私保护的相关法规制定颁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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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同时，需要考虑如何使得这些法规得以有效的实施。由于

医疗卫生领域的数据安全和隐私保护涉及比较复杂和专业

性的技术问题，在许多情况下相关方无法仅靠自身的努力防

范所有的风险。而且一旦损害发生，权益受损方，特别是消

费者或患者很难仅靠自身的行动获得足够的证据得以直接

通过法律诉讼通过司法渠道维护自身的权益。因此有必要在

行政执法领域设立相应的管理体系、机构和机制来确保医疗

卫生数据安全和隐私保护的相关法规有效实施。 

设立这样的管理体系、机构和机制需要考虑一下几个方

面的问题： 

• 医疗卫生数据安全和隐私保护虽然是一个特殊和专业

的领域，但它一方面是全部数据安全和隐私保护领域的一个

子集，另一方面也与医疗和公共卫生机构的其它专业管理有

着密切的联系，因此需要考虑与上层数据安全和隐私保护体

系以及其它医疗和公共卫生管理体系之间的区分和衔接。 

• 这个体系不可避免需要得到授权，进行必要的事前和事

后的检查和监督，这些检查和监督将成为医疗和公共卫生运

行的成本，如果这个体系的检查和监督的范围过大，将会在

一定程度上影响医疗和公共卫生服务提供的效率并增加成

本，因此其被授权的执法范围应该被小心的定义，只针对真

正确有证据表明有高风险的领域和机构。 

• 这个体系在执法过程中的判定会显著的影响医疗和公

共卫生机构及其供应商的市场利益，因此如何为这个体系配

置足够的具备专业资质的人员和相应的资源，从而做出及时

和专业的调查和判定，以及如何设置体系能够保证该体系及

其工作人员的独立和公正性不受干扰，做出公正的判定，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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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体系设计成功的关键。 

以上几个方面已经超出了本报告的范围，我们相信要做

出一个好的设计，除了医疗数据安全和隐私方面的技术专家，

还需要法律和行政方面的专家和医疗及公共卫生管理的专

家的参与，并且需要经过审慎的调研和公开的征求意见。 

 

（四）与数据安全相关的角色 

本研究需要明确相关角色的分类，按照数据不同的使用

过程，可以有不同的分类。从医疗卫生系统运行的角度定义

的数据相关角色包括：政府部门，医疗卫生服务机构，医疗

保险机构，医疗器械厂商，与医疗信息技术提供商。 

进一步而言，从医院信息系统运营的角度定义的角色包

括：采集者（系统提供者、医疗设备、可穿戴设备），患者、

医生、管理人员的不可信设备（BYOD），使用者（患者、患

者家属、业务工作人员、业务管理人员、临床研究、系统接

口、卫生管理、公共卫生、医疗保险、行政管理、公共安全、

第三方机构），管理者（系统运维人员、数据管理人员、数

据审计人员、机房管理人员），存储者（医院、卫生管理、

医疗保险、托管机房、云应用、患者保存）。 

在临床研究和临床试验管理标准 ISO14155 中规定的角

色为：发起人（Sponsor），项目负责人（Principal Investigator）

与法人制造商（Legal manufacturer）。同时，在个人数据的采

集、处理、应用和传播等过程中，相关角色可以分成：数据

主体（data subject）是指被直接或者间接方式识别的自然人；

控制者（controller）是指单独或与他人共同控制及使用个人数据的个

人或者组织；处理者（processor）是指代替控制者处理数据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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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机构；收件人（recipient）是指收到数据的人或机构；第

三方（third party）是指除了数据主体、控制者和处理者外的，

并在控制者或处理者的直接授权下对数据进行处理的人或

机构；监管者（authority）是指进行信息安全监管的公共机

构。注意，上文中的使用者可被定义为控制者、处理者、收

件人和第三方的统称。 

本报告的第四章角色与权力限制Matrix在个人数据的采

集、处理、应用、传播等过程中针对各个角色的权限和责任，

从医院信息系统运营的角度详细定义各个角色的范围，权利

和所承担的责任，以及分析每个角色在信息安全方面的权限。 

 

（五）数据安全与隐私有关的功能描述 

1.数据的定义与分类 

医疗数据涉及各个方面，种类复杂数量繁多，并非所有

数据都适合一样程度的保护。因此，需要对要保护的数据作

出定义与分类。 

从数据隐私保护的角度分析，数据可以分成个人数据与

非个人数据。个人数据即可通过参考标识符直接或间接地识

别一个自然人的数据。个人数据需要被保护以保障患者的隐

私。标识符包含例如一个名称、身份证号、位置数据、唯一

的标识符或一个或多个因素具体到物理、生理、遗传、心理、

经济、文化或该人的社会或性别信息。个人数据需要被保护，

以保障患者的隐私。其中个人数据又包含几类敏感数据，医

疗信息数据中可以识别自然人的数据属于个人数据中的敏

感数据。 

另一部分属于需要保护的非个人数据，其中主要包括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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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人口医疗健康或者疾病、保险等统计信息，公共卫生数据，

去识别化的电子健康档案和电子病历，以及医疗机构或者医

疗系统运营的信息等。这类医疗数据的保护关系到国家安全

层面，依然必不可少。相应的保护措施将在下面章节中讨论。 

此外，我国的等级保护按照把数据分为五个安全级别分

别对应相应的保护措施。信息系统的安全保护等级的划分依

据是信息系统受到破坏后，对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

权益造成的损害，以及对国家安全、社会秩序和公共利益的

危害程度。信息安全等级保护要求不同安全等级的信息系统

应具有不同的安全保护能力，一方面通过在安全技术和安全

管理上选用与安全等级相适应的安全控制来实现；另一方面

分布在信息系统中的安全技术和安全管理上不同的安全控

制，通过连接、交互、依赖、协调、协同等相互关联关系，

共同作用于信息系统的安全功能，使信息系统的整体安全功

能与信息系统的结构以及安全控制间、层面间和区域间的相

互关联关系密切相关。 

2.相关定义 

以下明确一些数据安全和隐私保护的专业术语的定义。 

• 数据主体（data subject）是指通过合理的手段，特别

是通过参考数据中的一些识别号，例如位置数据，联机标识

符或以一个或多个因素具体到身体、生理、遗传、精神、经

济、文化和社会身份，被直接或间接识别出的自然人。 

• 个人数据（personal data）是指可以识别数据主体的

数据。 

• 医疗健康数据（health data，data concerning health）

是指任何涉及到个体的精神或生理健康，或与提供给个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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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服务相关的数据。 

• 处理（processing）是指针对医疗数据或者数据集的操

作，例如采集、记录、组织、结构、存储、改编或变更、检

索、咨询、使用、披露传输、传播或扩散、对齐或组合、删

除或销毁。 

• 文件系统（filing system）是指任何有系统的可根据

特定标准检索、访问和使用的个人数据。 

• 控制者（controller）是指依照我国法律，单独或与他

人共同决定数据处理的目的、条件、方式的自然人或法人、

公共机关、机构或其他任何团体。 

• 处理者（processor）是指代替控制者处理数据的自然

人或法人，公共机关，机构或其他任何团体。 

• 收件人（recipient）是指接收到数据自然人或法人、

公共机关、机构或任何其他团体。 

• 第三方（third party）是指除了数据主体、控制者、

处理者的，并在控制者或处理者的直接授权下对数据进行处

理的人或机构。 

• 使用者（user）是指得到并且应用个人数据的自然人或

法人、公共机关、机构或任何其他团体。在本报告中，使用

者包括控制者、处理者、接收者和第三方。 

• 数据泄漏（data breach）是指在数据传输、存储或以

其他方式进行处理的过程中，发生的意外或非法对数据进行

破坏、丢失、涂改、擅自披露或访问。 

• 数据主体的许可（the data subject's consent）是指

数据主体自由表示同意他们的个人资料被处理。 

• 监管者（authority）是指进行信息安全监管的公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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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 

• 化名数据（pseudonymized data）是指如不使用额外的

信息，数据主体就不能归因于特定的个人的数据。 

• 匿名数据（de-identified information）是指从个人

数据中移除可用于识别一个人的标识符，并且有合理的基础

相信该剩余信息不可以用来识别一个人。 

 

（六）对受保护的电子医疗信息的安全保护措施 

数据本身的安全保护是本规范研究的重点问题之一。数

据的安全需要从不同角度保护，包括确保数据处理的系统和

服务的机密性、完整性可用性以及资料复原的能力，以及身

份验证和授权等。数据保护的责任方应该采取适当的措施来

保护其持有的病人医疗信息的安全。以适当的安全级别保护

个人数据，同时要考虑安全的风险评估、现有技术知识水平

和其执行的成本识。安全保障措施可以分三种方式： 

• 行政管理措施（如：访问医疗信息、用户名及密码的政

策和程序，员工安全意识培训，应急方案，或者违反法律的

惩罚措施等）； 

• 物理措施（(如：报警及监控措施，房间和储存设施的

上锁等)； 

• 技术措施（如：电子数据的加密，使用数字签名来验证

用户登录身份，审计日志等）。 

1．安全保护总体规则 

1.1 适用性 

受管辖对象或其商业伙伴必须遵守本管理框架中的要

求、标准和实施规范，以保护受管辖对象的电子医疗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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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总体要求 

受管辖对象和其商业伙伴必须做到以下几点：第一，确

保受管辖对象和其商业伙伴所创建、接收、维护或传输的电

子医疗数据的机密性、完整性和可用性。第二，针对任何可

合理预见的威胁或危险，预先作出保护措施，确保这些信息

的安全性。第三，针对任何可合理预见的信息泄露或使用，

预先作出保护措施，确保这些信息的隐私保护。 

1.3 实施与维护 

就具体实施的灵活性而言：首先，受管辖对象或其商业

伙伴可以使用任何安全防护手段和措施，合理和适当的遵守

本管理框架的相关标准和实施规范。其次，在决定要使用的

安全措施时，受管辖对象和其商业伙伴必须考虑到以下因素：

第一，自身的大小，复杂度和实现能力。第二，自身的技术

基础设施、硬件和软件的安全功能。第三，安全保障措施的

费用。第四，受保护的电子医疗数据面临潜在安全风险的概

率。 

实施规范方面：首先，具体实施细则分为必须和推荐两

种。第一，如果是必须的实施细则，要求受管辖的对象或商

业伙伴必须落实执行规范。第二，如果是推荐的实施细则，

受管辖的对象或商业伙伴必须评估（1）相关的实现细则是

否在其环境中对电子医疗数据予以合理和适当的保护；（2）

该规范的实施在具体环境中是否是合理和适当的。 

维护方面：受管辖的对象或商业伙伴必须根据需要审查

并更改实施细则，以确保持续按照本管理框架提供的安全措

施，对医疗数据提供合理和适当的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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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技术措施 

2.1 数据安全保护的要求 

从技术角度讨论数据的安全，包括数据以及整个信息系

统的机密性、完整性、可用性、可追溯性和不可否认性。数

据保护的责任方应该采取适当的措施来保护其持有的病人

医疗信息的安全，并以适当的安全级别保护个人数据。同时

相关保护措施要考虑安全的风险评估、现有技术知识水平和

其执行的成本。这包括： 

• 通过设计和默认的数据保护（Data protection by design 

and by default）： 

在考虑到现有技术知识水平和其执行的成本，国际最佳

实践和数据处理中的风险，控制者和处理者（如果有的话）

为安全保护的责任方。应该在数据处理之始和处理过程中，

实施适当的技术和组织措施，以确保达到本规范规定的保护。

通过设计的数据保护应为个人数据从收集、加工到删除的整

个生命周期提供全面系统的保障，并侧重于数据的准确性、

保密性、完整性、物理安全性和数据删除。控制者应针对数

据的整个生命周期进行安全和隐私风险评估（Data protection 

impact assessment），评估其处理操作是否可能带来的风险，

评估结果在制定这些措施和程序时必须予以考虑。 

• 防泄露 

数据的存储与传输过程加密。为了安全性考虑，推荐加

密算法使用 256 位及以上的密钥。 

• 防篡改 

确保个人数据的完整性并可验证。通过消息传输和验证

的时候要使用安全的哈希算法（Hash function）实现信息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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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性验证。推荐的哈希算法的版本为 SHA-2 或者更高级的算

法。 

• 防不当使用 

防不当使用是个安全难题，数据的使用不能完全的通过

现有的安全技术控制。但是可以通过访问控制，以及系统日

志等措施达到事前约束与事后问责的作用。 

• 持续的可用性 

数据备份，灾难恢复。在影响到医疗信息系统和服务的

可用性、完整性及保密性的物理或技术事故后，及时恢复和

数据访问的能力。 

• 身份验证与授权 

确保个人数据只能由具有法律授权的人员访问。 

• 存储与传输安全 

保护数据的存储和传输安全，防止意外或非法破坏个人

资料、丢失或改动，以及未经授权的或非法的存储，处理，

访问或披露。 

• 数据保存和销毁 

欧美都有关于数据保存期限与销毁的法规要求。本规范

将借鉴欧美国家的做法，做出推荐。医院制定有关记录、资

料和信息保存期限的制度。患者病历资料、信息必须保存足

够长的时间，以符合法律、法规要求，并满足患者服务、医

院管理、法律记录、科研和教育的需求。当保存期限结束时，

可以对病历、其他资料、信息进行适当的销毁。 

2.2 身份认证与管理 

医疗卫生信息系统的用户身份管理与认证是医疗数据

保护的一个重要环节，也促使公民对自己的健康数据进行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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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身份认证的方式以及管理需要有统一的规范，这些都将

在本规范中讨论。尤其是医疗数据共享的环境中，不同医疗

机构中的用户联合身份管理是主要的安全问题。比如，身份

管理方面，欧洲各国有统一的医疗健康卡。美国的情况略有

不同，没有统一的健康卡，但是每个医院有自己的身份编号，

同时美国有统一的社会保险编号。 

身份识别的一个用途是数据的访问控制。全国正在推广

的居民健康卡是一个统一而且唯一的编号用于标识、验证授

权及跟踪用户身份的完善解决方案。电子医疗系统应提供并

且进行控制，确保只有授权的用户可以访问医疗信息。在紧

急情况下，被允许授权的用户(即有紧急情况授权)可以紧急

登陆，访问电子医疗信息。 

2.3 技术措施实施细则 

涉及到的受管辖的对象或商业伙伴必须遵照以下技术

保障措施： 

• 访问控制。实施访问控制的机制，只允许那些已被授予

访问权限的人或软件程序访问电子医疗数据。实施规范： 

a. 独特的用户身份（必需）：分配一个唯一的名称和/或

编号用于识别和跟踪用户的身份。 

b. 紧急访问过程（必需）：制定并在需要时实施在紧急情

况下获得必要的电子医疗数据的机制。 

c. 自动注销（推荐）：实施电子机制在预定时间不活动之

后终止电子会话。 

d. 加密和解密（推荐）：实现一种机制来加密和解密电子

医疗数据。 

• 审计控制。实现硬件、软件机制，记录和检查包含或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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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电子保护的健康信息的信息系统的活动。 

• 完整性。实现软件机制，以防止不适当的篡改或破坏电

子医疗数据。 

实施规范：实施电子医疗数据的机制（推荐），以证实

该数据没有被篡改或破坏。 

• 个人或实体认证。执行认证步骤，以确认试图访问电子

医疗数据的个人或实体的身份信息。 

• 传输媒介的安全性。实施技术安全措施，以确保正在电

子通信网络上传输的电子医疗数据不被未经授权的访问。实

施规范： 

a. 完整性控制（推荐）。落实防止电子医疗数据被篡改的

机制。 

b. 加密（推荐）。实现一种合适的加密机制，只要能足够

的保护电子医疗数据即可。 

3．行政管理措施 

3.1 秘密和敏感数据保护问题 

医疗健康敏感数据的安全关系到国家利益，对其保护也

不可或缺。针对不同的医疗健康敏感数据分类需要有不同的

保护策略与措施，包括访问权限设定，加密以及备份等。针

对不同的数据类型其安全策略需要具体分析，以保证医疗机

构或者医疗内部系统运营的信息、群体医疗疾病等统计信息、

电子健康档案、电子病历等数据的保密、完整和可靠。 

3.2 数据共享的合法性与非法性 

在数据安全保障的条件下，应允许和鼓励医疗数据共享

与应用需要。例如，与提高医疗质量和效率、进行医疗创新

和改进有关的电子医疗数据共享，需要得到法规的允许和鼓



第三章在信息技术深入广泛应用环境下医疗卫生数据安全的政策研究 

66 / 111 

励。并明确哪些类型的数据共享（实际是数据泄露）会危害

数据安全和个人隐私，需要法规明令禁止。本报告将在以下

几个方向做进一步的分析，包括共享医疗数据和病人隐私信

息的规则；医疗数据的跨境分享；用于紧急医疗需求的医疗

数据紧急访问通道等。 

3.2.1 共享医疗数据和病人隐私信息的规则 

总体而言，医疗数据的共享需要有身份验证与访问控制

的机制，只有被授权的用户才可以访问数据。具体的访问权

限需要根据医疗信息系统的安全策略而定。 

另外，涉及到病人身份信息的数据，需要更严格的保护。

本规范将具体讨论使用和共享病人的医疗信息的原则，比如

最低限度的使用和披露病人的医疗信息；要求医疗提供者获

得病人签署的知情同意书，以便在治疗、付款和医疗保险中

使用和披露病人的医疗信息。医院从现有资源中及时获取的

信息能支持医疗、教育、科研及管理工作。任何其他目的（如：

市场营销等）中使用或披露个人医疗数据需要单独授权等。 

3.2.2 紧急访问电子医疗数据 

紧急访问是指一种必要的时候以快速手段在没有访问

权限的时候访问某些信息。包含主源数据（信息）的处理系

统，必须开发、归档、实施，紧急访问关键 ePHI 的系统的程

序。此紧急访问程序必须有一个明确并得到广泛的理解的规

定，允许通过备用和/或手工方法的紧急访问数据。系统管理

员应该记录所有发生的紧急访问事件，以备后续的审计和审

查。 

3.3 行政管理措施实施规范 

涉及到的受管辖的对象或商业伙伴必须遵照以下对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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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管理措施。 

3.3.1 安全管理程序。 

执行策略和程序，以预防、发现、控制、纠正安全违规

行为。实施规范： 

• 风险分析（必需）。对相关受管辖的对象或商业伙伴的

电子医疗数据的机密性、完整性和可用性及所面临的潜在风

险和脆弱性进行准确和全面的评估。 

• 风险管理（必需）。实施足以降低安全风险和脆弱性的

合理的安全措施，并符合安全防护的总体原则。 

• 制裁机制（必需）。如有不遵守本行政管理措施的相关

受管辖的对象或商业伙伴的员工，对其实施适当的制裁。 

• 信息系统活动综述（必需）。定期审查信息系统活动的

记录，例如审计日志、访问报告及安全事件跟踪报道。 

3.3.2 安全责任官员。 

设立专署的安全官员负责受管辖的对象或商业伙伴所

需的政策和程序的制定和实施。 

3.3.3 员工的安全控制。 

落实政策和程序，以确保受管辖的对象或商业伙伴的员

工可以在被授权情况下访问受保护的电子医疗数据，并防止

非授权的人员访问这些信息。实施规范： 

• 授权和/或监督（推荐）。落实对人员访问数据的授权与

监督机制。 

• 清关程序（推荐）。执行清关程序，以确定人员对电子

医疗数据的访问是适当的。 

• 终止程序（推荐）。实施终止访问程序，确保人员变更

或就业结束时终止其对数据的访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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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4 信息访问管理。 

实施政策和程序管理对数据的访问权限。实施规范： 

• 隔离医疗数据清算中心（必需）。如果医疗数据清算中

心是一个上级组织的一部分，该清算中心必须实现隔离保护

措施，以防止任何上级组织未经授权的访问。 

• 访问授权（推荐）。实施政策和程序授权对电子医疗数

据的访问，例如访问工作站、交易、程序，进程或其他机制。 

• 建立和修改访问权限（推荐）。基于受管辖的对象或商

业伙伴的访问授权策略，建立、记录、审查和修改用户对工

作站、交易、程序或进程的访问权限。 

3.3.5 安全意识和培训。 

对所有人员进行安全意识和培训（包括管理）。实施规

范： 

• 安全提醒（推荐）。定期的安全更新。 

• 恶意软件保护（推荐）。设置防范、检测和报告恶意软

件的程序。 

• 登录的监控（推荐）。监控登录尝试和针对问题的报告。 

• 密码管理（推荐）。程序创建、更改、维护密码。 

3.3.6 安全事故的响应程序。 

落实安全事故的响应政策和程序。实施规范： 

• 响应和报告（必需）。针对受管辖的对象或商业伙伴已

知的安全事故作出识别和响应，同时在可行范围内减少该安

全事故的影响，并且记录安全事件及其结果。 

3.3.7 应急预案。 

制定（并如有需要时实施）针对紧急情况、或其他有可

能损害包含电子医疗数据的系统的事件（如火灾、人为破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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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故障和自然灾害等）的应急预案。实施规范： 

• 数据备份计划（必需）。制定和实施数据备份程序，以

创建和维护电子医疗数据检索的精确副本。 

• 灾难恢复计划（必需）。制定（并如有需要时实施）恢

复丢失任何数据的程序。 

• 紧急模式操作计划（必需）。制定（并如有需要时实施）

紧急模式下的运行程序，确保关键业务流程的延续性，同时

保护电子医疗数据的安全性。 

• 测试和修改程序（推荐）。实施定期检测应急预案和修

订程序。 

• 分析应用程序和数据的关键性（推荐）。评估特定的应

用程序和数据的相对重要性，并支持其他应急计划的实施。 

3.3.8 评估。 

根据本规范的实施情况进行定期技术和非技术评估，同

时分析受管辖的对象或商业伙伴的安全环境或变化以满足

本规范实施的要求。 

4．物理措施 

涉及到的受管辖的对象或商业伙伴必须遵照以下对物

理保护措施： 

4.1 设备的访问控制。 

实施的政策和程序限制对容纳电子数据的系统和设备

或设施的物理访问，同时保证适当授权的访问被允许。实施

规范： 

 应急操作（推荐）。制定（并如有需要时实施）程序，

支持灾难恢复和紧急模式运营下的数据的设备访问。 

 设备安全计划（推荐）。实施政策和程序，以防止未



第三章在信息技术深入广泛应用环境下医疗卫生数据安全的政策研究 

70 / 111 

经授权的物理访问、篡改和窃取维护设施和设备。 

 访问控制和验证程序（推荐）。实施并验证基于人员

角色或功能的访问控制，包括游客防治设施、控制对测试和

修改软件的访问。 

 维护记录（推荐）。落实并记录针对涉及到安全的物

理组件（例如，硬件、墙、门和锁等）的维修和维护。 

4.2 工作站使用。 

制定访问电子医疗数据的工作站的使用方式、主要功能、

和周围环境的物理属性。 

4.3 工作站的安全性。 

实施物理保障访问电子医疗数据的工作站，限制只能被

授权的用户才可访问数据。 

4.4 设备和媒体控制。 

管理、接收或去除包含电子医疗数据的设施，包括硬件

以及电子媒体。实施规范： 

 处理（必需）。在硬件以及电子媒体需要被去除的时候，

实施设施去除程序以确保数据以及设施的被妥善处理。 

 媒体重复使用（必需）。在硬件以及电子媒体被重新使

用前实施数据删除程序。 

 责任（推荐）。明确维护硬件和电子媒体的负责人，并

对维护情况进行记录。 

 数据备份和存储（推荐）。在设备被去除之前，建立数

据可检索的精确副本。 

（七）对个人电子医疗数据的隐私保护 

个人医疗数据属于敏感信息，用户（这里是患者）的隐

私保护是本规范主要研究的问题之一。本规范需要针对患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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隐私保护问题分两个方面进行研究和讨论：一方面是患者的

权利，另一方面是信息控制者和处理者的责任。例如，患者

应该有知情权了解个人数据的采集、处理和使用情况等；有

权访问以及获得其医疗数据，要求补充修改其个人信息；有

权进一步限制其医疗及个人数据的披露；有权要求数据保密

和保密的通信；有权向主管数据保护机构提出申诉，并提出

法律诉讼；有权获得因不合法的操作而造成损失的赔偿等。 

同时，为了确保患者隐私得到有效保护，信息的控制者

和处理者也应承担相应的责任。例如，控制者和处理者有责

任对患者提供其个人医疗数据采集用途等信息。另外，需要

参考现实可行的安全实施办法，采取适当的安全策略，并实

施适当的技术和组织措施；并明确对患者权利的影响的风险，

尊重患者的自主选择。另外，安全的政策和实施需要定期审

查，并对必要的地方进行更新。 

1．基本原则 

1.1 处理个人电子医疗数据的原则 

个人电子医疗数据保护需要遵循的基本原则包括：数据

保护应该合法、公平、透明；数据处理的目的限制以及数据

采集最小化原则；数据应保持准确；存储方式不应超过必要

的处理目的；个人数据应采用适当的技术或组织上的安全措

施预防安全风险；责任问责原则；以及病患的有效参与知情

权等。具体而言，电子医疗数据的处理必须遵守如下的原则： 

第一条合法、公平、透明原则（lawfulness, fairness and 

transparency）：保持数据处理的合法性、公平性和透明度。 

第二条目的限制原则（purpose limitation）：个人数据的

采集应存在特定明确和合法的用途，并且数据处理需要与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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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一致。目的不符合或者改变时，每次都要做出具体说明。

除了事先同意或者法律的授权以外，不能泄露个人数据或者

将数据用于其他目的。 

第三条数据最小化原则（data minimization）：个人数据

的采集和处理应是适当的、相关的和有限的，以达到目的所

需的最少信息为原则。 

第四条精准原则（accuracy）：个人数据应保持准确，如

有需要，及时更新；采取一切合理的措施，确保相对于处理

目的不精准的个人数据能够得到及时的删除或纠正。 

第五条存储最小化原则（storage minimization）：个人数

据的存储方式不应超过必要的处理目的。个人数据可以存储

更长的时间，如仅用于历史，统计或科学研究或归档处理。

并且定期进行审查，以评估有必要继续存放数据，同时采取

适当的技术和组织措施以限制对数据的访问只能用于这些

目的。 

第六条有效性原则（effectiveness）：个人数据处理的方

式应有效的让资料当事人行使他或她权利。 

第七条安全保护原则（security）：个人数据应采用适当的

技术或组织上的安全措施，防范各种风险，例如未经授权或

非法的数据处理、未经授权的访问、数据被意外丢失、毁坏

或损害等。 

第八条责任义务原则（accountability）：控制者有责任和

义务确保并能够证明针对个人数据的处理符合本规范的规

定。 

第九条个人参与原则。数据主体应该有权获得及交流与

自己相关的数据(在合理的时间内,可接受的费用，并且是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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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易懂的形式)；数据主体能够挑战或拒绝他请求的行为；应

允许数据主体质疑有关的数据，如果挑战成功，用户可以删

除、纠正、完善或修改自己的数据。 

1.2 处理个人电子医疗数据的合法性条件 

首先，当满足如下其中一个条件的时候，对个人电子医

疗数据的处理是合法的： 

a. 资料当事人（即数据主体）已同意因一个或多个特定

用途，来处理他们的个人电子医疗数据。 

b. 对个人医疗数据的处理是与数据主体相关的某个合同

所要求的。 

c. 对个人医疗数据的处理是是数据控制者出必须遵守的

法律义务。 

d. 对个人医疗数据的处理是保护数据主体的切身利益所

必须的。 

e. 对个人医疗数据的处理是执行某个于社会公共利益相

关的必要任务。 

f. 对个人医疗数据的处理是控制者保护其司法权利的必

要任务，除非此数据处理违反了数据主体的个人司法权利，

特别是在数据对象是儿童时。监管机构有权保留处理个人医

疗数据处理的权力。 

其次，当个人医疗数据用于历史、统计或科学研究时，

应当依照本规定对个人数据进行相应的处理。 

第三，以上几点所指的处理法律基础都必须符合我国的

相关法律，符合公共利益。 

1.3 数据主体的许可条件 

控制者获得数据主体的许可，需要满足以下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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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控制者应承担责任，向数据主体证明对他们的个人医

疗数据的处理遵守了数据主体的指定用途。 

b. 如果对个人医疗数据的处理涉及到其他的与数据主体

的许可不同的目的，数据主体还需出示新的许可，才能进行

对其数据的相关处理。数据主体有权在任何时间收回他的或

她的许可。撤销的许可不得影响在撤销前的数据处理的合法

性。 

c. 当数据主体和数据控制者之间有严重的信息不对等或

不平衡时，主体的许可并不能提供相应的法律证明。 

d. 如果要被处理的电子医疗数据不能让控制者用以识别

某个自然人，控制者则没有义务来获取更多的信息去识别某

个自然人。 

2．数据主体的基本权力 

个人隐私保护问题分两个方面进行研究讨论：一方面讨

论患者的权利，另一方面讨论信息控制者和处理者的责任。

权力包括患者应有的知情权，访问以及获得其医疗数据的权

力，限制其医疗及个人数据的被使用和被披露的权力等。 

数据主体的权利包括，除其他权利外:有权了解其个人数

据的处理情况，并对其提供清晰和易于理解的信息；有权访

问以及获得其医疗及个人数据；有权要求补充、修改其医疗

及个人数据；有权进一步限制其医疗及个人数据的披露；有

权要求数据保密和保密的通信；有权向主管数据保护机构提

出申诉，并提出法律诉讼；有权获得因不合法的操作而造成

损失的赔偿。而且，这些权利的行使应该免费。 

数据控制者应在一个合理的时间期限内响应当事人的

请求。 

数据主体的权利进一步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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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透明度与方式方法 

透明的信息和通信：首先，控制者应对数据主体信息透

明。其次，控制者应提供个人医疗数据处理相关的任何资料，

并以可读的形式用清晰、通俗易懂的语言向数据主体说明处

理的情况。 

2.2 获取信息与数据 

a. 当个人医疗数据被收集时，控制者应至少给数据主体

提供以下信息：（1）控制者以及相关数据安全负责人的身

份与联系信息。（2）数据处理的目的，包括合同条款。（3）

其个人资料将被保存的期限。（4）数据主体有反对数据收

集和处理的权利，也有向控制者请求访问其个人数据，并有

相关修改和清除其数据的权利。（5）数据主体有投诉至监

管当局的权利，并告知监管当局的联系方式。（6）数据的

使用者或者使用者类别。（7）如果有的话，控制者计划拟

将个人数据转到第三国或国际组织。（8）其他任何保证公

平处理个人医疗数据的信息的具体情况。 

b. 此外，控制者还应通知数据主体其提供个人数据是强

制性的还是自愿的，以及在拒绝提供个人数据后可能带来的

后果。 

c. 凡个人数据不是从数据主体采集到的时候，控制者应

将数据采集的来源告知数据主体。 

2.3 整改和限制 

a. 整改：数据主体有权从控制者获取修订或补充其不准

确的个人数据，包括提供补充纠正声明。 

b. 数据主体有权进一步限制其医疗数据的披露，当该不

再需要该数据，或当同意的数据存储期过期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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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提出异议 

数据主体有权在任何的情况下、任何时间对其个人医疗

数据的采集和处理提出反对，除非控制者可以出示足够的合

法的理由覆盖数据主体的利益或基本权利。 

3．数据使用者的责任和义务 

为了确保患者隐私得到有效保护，信息的控制者和处理

者也应承担相应的责任。 

a. 控制者应采取适当的措施，以确保和能够证明其对个

人医疗数据的处理符合本规范的要求。 

b. 每个控制者和处理者应妥善存档记录其负责的所有数

据处理进行地操作。 

c. 默认设计下的数据保护：控制者承担责任采取适当的

安全策略，并实施适当的技术和组织措施，以确保并能够展

示个人资料的处理符合本规范的规定。 

d. 控制者和处理者应进行风险评估，采取适当的措施保

护个人医疗数据不受意外或非法破坏或意外损失，并防止任

何非法的处理，特别是任何未经授权的披露、传播、访问、

或篡改。 

e. 控制者需要参考现行的安全实施办法，并考虑到数据

处理的性质、范围和目的，以及明确对数据主体权利的影响

的风险。 

f. 考虑到现有技术的状态和执行成本，控制者应采取一

切合理步骤，以落实合规政策和程序，并坚持尊重数据主体

的自主选择。这些合规政策至少每两年审查一次，对必要的

地方进行更新。 

g. 控制者应能证明其他条款所述措施的充分性和有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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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 凡涉及到个人数据采集，控制者应对数据主体提供的

如下信息： 

 是否个人数据的采集超过了处理用途的必要的最

低限度； 

 是否个人数据将被保留超过处理用途的必要的最

低限度； 

 是否个人数据会被用于其他目的； 

 个人资料是否会传播给商业第三者； 

 个人资料是否会被出售或出租； 

 个人数据是否被保存在加密的形式。 

i. 个人数据泄露通知监管机构：在意识到个人数据泄露

的情况下，控制者应毫不迟延的通知给监管机构。推荐在可

行情况下，通知应不迟于 24 小时。超出 24 小时后通知监管

机构，应该说明合理的理由。 

j. 个人数据泄露到数据主体：在意识到个人数据泄露的

情况下如果对数据主体的隐私产生不利影响，在通知给监管

机构后，控制者应及时通知给数据主体，不得无故拖延。 

k. 控制者和处理者应在数据收集前进行数据保护影响测

评（Data protection impact assessment），以评估对数据主体

隐私风险。（推荐） 

l. 如有需要，控制者和处理者可以事先得到监管部门的

授权或事先与监管部门磋商，以保障对个人数据的处理满足

本管理规范的要求。（推荐） 

m. 控制者和处理者需要指定一个数据保护官员，当满足

以下一条：数据处理是通过公共机构或机构；或该处理是通

过 250 人以上的企业；或控制者或处理者的核心业务需要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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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和系统的监测数据主体的个人信息。数据保护官员可以是

一个人，也可以由几个实体组成。 

4．电子医疗数据向第三国或国际组织的转移 

国家卫生卫计委颁布的《人口健康信息管理办法（试行）》

中规定，我国数据不得在中国境外的服务器中存储和处理。

这个问题影响到医疗服务的跨国提供，以及支持和教育医疗

信息系统的用户等。欧美在这方面有相应的保护措施可以供

我们借鉴。比如欧洲和美国的数据传播出本国的时候，有安

全港协议（Safe Harbor Principles），或者通过有法规和具有法

律效力的合同（Binding Corporate Rules / Model contracts），

保障医疗个人数据向第三国或国际组织的转移过程中可以

得到充分的保护。 

5．个人电子医疗数据的二次应用 

数据的二次应用于创新需要大力发展，但是也应当遵守

相应的安全原则。 

医疗数据的二次应用是指数据被用于不同于数据采集、

处理、使用、传播的首要目的的其他用途。比如用于历史，

统计和科学研究为目的的数据处理，或者市场调研或销售等。

本规范将会对数据的二次应用的安全保护问题展开讨论。总

体而言，数据的二次应用于创新需要大力发展，但是也应当

遵守一定的安全原则。例如，个人医疗数据可能被用于历史，

统计或科学研究目的处理的条件是，需要数据主体同意其医

疗数据可以专门用于以公共健康目的科学研究的，此许可可

以给予一个或多个具体的和类似的研究。而且患者有权随时

撤回许可。 

在没有如上条中数据主体许可的情况下，监管机构有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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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外同意进行所要求的研究，但有关的研究必须以公共健康

和利益为目的，并且该研究不能以其他方式并不用个人数据

的方式进行。有关的个人数据需要被匿名（anonymized data），

或者在不能达到研究目的的时候应用最高的技术标准使用

化名数据（pseudonymized data）。并应采取一切必要措施，

例如实现可识别数据主体的数据信息和其他信息分开保存，

以防止对数据主体不必要的再次被识别（re-identification）。

而且数据主体有在任何时候反对的权利。 

 

（八）审计/稽核/报告 

审计是一种全面评估一个实体或者一个系统的风险和

合规性的有力工具，它把法规、规范等要求拆解成条目，并

判断被审计实体是否符合要求的具体判据，方便审计者和被

审计者发现问题，从而进行改正。审计可以由数据控制者和

处理者自己进行，聘请第三方进行或者由执法机构进行。 

医疗数据安全和隐私保护方面的审计通常应审计以下

内容是否由被审计者妥善的实施： 

 是否确定了数据安全和隐私保护范围，并根据总的数

据安全原则即信息的可用性、完整性、机密性和可验证性，

定义具体的防护要求。 

 是否进行了风险评估，识别所有的安全和隐私保护的

风险点。 

 是否正确识别了应当适用的数据安全技术标准。 

 是否针对上述要求，风险和技术标准制定了足够的有

效的措施，包括规章、宣告和培训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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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角色与权力限制 Matrix 

（一）角色说明 

1.数据提供者 

患者: 专指作为数据提供者的患者，使用医疗机构提供

的系统完成基本业务，包括患者在医疗机构登记、治疗过程

中产生的可标记患者的信息，以及在医疗机构外产生的各类

健康描述、监测相关数据； 

可穿戴设备：专指可穿戴的健康数据采集设备，例如：

智能手表、智能手环等，可穿戴设备不作为数据的来源对象，

仅具有数据采集功能，数据来源应为设备的佩戴患者； 

医疗机构：专指提供医疗服务的机构，包括医院、社区

诊所、体检中心等；通过医师描述、记录产生的数据均应将

医疗机构作为来源对象，例如诊疗过程的各类医疗记录，主

观描述； 

医疗设备：专指医疗机构内部与信息系统发生数据交换

的医疗设备，例如：麻醉机、超声机、床旁监护等医疗设备，

该类设备应由医疗机构进行管理，数据来源对象为医疗机构； 

信息系统提供者：专指医院信息系统的提供方，如医院

系统供应商或医院自有研发人员等，作为信息系统的开发人

员，应保证系统数据安全设计符合相关规定的要求，并完整

记录相关的操作过程；对于系统运行中产生的业务数据资料，

系统提供者不具备任何使用权限，也不可作为数据来源对象； 

第三方机构/服务提供方：作为数据提供者的第三方机

构，如：医疗保险公司、数据处理公司、数据录入公司等；

通过与医疗机构的合作，辅助完成数据采集、处理、保险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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付等相关工作，除业务过程产生的消费、核算信息外，均不

作为数据来源对象。 

2.使用者 

患者：专指在医疗机构发生数据存储的人员，作为使用

者，患者可以在医院提供的终端设备上进行的相关业务操作，

设备包括自助设备、数据存储于医院的外部服务（如患者门

户）、医疗机构提供的终端设备等，数据的安全性由医疗机

构负责；患者对于数据的使用应获得相关数据来源方的授权； 

患者使用 BYOD 设备：专指在医院就诊并发生数据存储

的人员所携带的个人设备，设备中安装的应用不受医疗机构

控制，数据可存储于个人设备，数据的安全性由持有设备的

个人负责； 

患者家属：专指在医院就诊并发生数据存储患者的相关

联系人，该类人员有了解患者情况的需求，出于隐私安全的

考虑家属的数据使用应获得患者、医疗机构的双方授权； 

患者家属使用 BYOD 设备：专指在医院就诊并发生数据

存储的人员家属所携带的设备，在使用过程中应获得患者、

医疗机构的双方授权； 

医疗机构临床工作人员：专指与数据发生关系的临床工

作人员，包括临床医生、检查技师、临床药师、临床护理人

员等，具有相关业务范围数据的全部使用权限； 

医疗机构临床工作人员使用 BYOD 设备：专指与数据发

生关系的临床工作人员所携带的个人设备，临床人员使用个

人设备主要用于获取相关临床信息的通知，相关信息的使用

均应通过医疗机构的授权获得，个人设备中不应存储相关的

临床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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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疗机构辅助人员：专指与数据发生关系的非临床工作

人员，包括挂号、收费、医保、库管等人员，在其工作过程

中需要获取患者数据进行相关的浏览、核对，但不应当具备

针对临床资料的其他操作权限，例如医保人员进行报销检查

时，可浏览医嘱、病程记录； 

医疗机构管理人员：专指各类医疗机构管理人员，是医

院中运营数据的主要使用者，包括：医务处、财务处、各级

临床管理人员（病房主任、护士长）等，该类人员按照业务

要求，具备医院相关数据的查询/统计权限； 

医疗机构信息化工作人员：专指医疗机构信息化相关工

作人员，主要负责系统的实施、运维保障等工作，包括信息

中心工作人员、供应商驻场工程师等；该类人员需要使用全

部日志、审计类数据以进行日常工作，但不具备相关业务数

据的任何使用权限； 

医疗机构临床研究：专指医院内外进行临床科学研究的

人员，是医院中临床数据的主要使用者，包括：课题负责人，

临床试验质控人员等，临床数据在用于科研时必须得到授权，

授权方为数据的来源对象，同时数据的使用应受到相关机构

的监管； 

卫生管理：专指使用卫生专网的公共卫生部门，是医院

数据向院外转移的主要对象，包括：各级卫生管理机构、疾

控中心、血液中心等；除相关规定要求必须上报的内容外，

卫生管理机构同样需要进过授权使用医疗机构数据； 

医疗保险：专指医保、新农合、商业保险公司等机构，

该类机构可以使用全部消费记录信息，并通过授权使用报销

相关的医疗记录，以核对报销的正确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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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安全：专指公共安全部门，在特殊条件下需要医院

提供数据，主要指公安局等部门，公共安全部门在符合相关

法律和规定的情况下，可通过医疗机构的授权使用相关数据； 

云应用：专指为医院提供的第三方托管信息服务机构，

例如医疗机构将全部或部分系统放置于机构外，由对方机构

负责系统的运维支持，该类机构不应具备任何数据使用权限； 

第三方机构：专指为医疗机构进行数据分析、处理等业

务的第三方机构，如：数据处理公司、数据录入公司等，对

于第三方机构，其使用的全部数据，均应获得相关数据来源

方的授权，同时确保数据的去标识处理。 

3.存储者 

患者：专指患者个人进行的数据保存，患者保存的数据

主要来源个人健康情况的日常记录和通过医疗机构授权获

得的个人数据； 

医疗机构：专指产生数据的医疗机构，医疗机构对于全

部数据应具备存储和保证数据安全的职责； 

卫生管理：专指使用卫生专网的公共卫生部门，存储部

分数据，存储数据主要包括各医疗机构上报的公卫信息、医

疗机构基本信息和医疗结论性信息； 

医疗保险：专指医保、新农合、商业保险公司等机构，

该类机构应负责上传患者消费记录类信息的存储和数据安

全； 

托管机房：专指提供主机托管、主机租用、云平台租用

的 IPS 企业，该类机构与医疗机构的业务不涉及具体业务，

数据安全还应由医疗机构保障，该类机构须保证相关应用的

物理安全和网络安全； 



第四章在信息技术深入广泛应用环境下医疗卫生数据安全的政策研究 

84 / 111 

云应用：专指为医疗机构提供的各类第三方托管信息服

务，包括业务系统、数据存储、灾难备份等；使用该类机构

服务时，相当于医疗机构全面外包了系统建设、运维和管理

的职责，作为云应用供应商不具备数据的任何使用权限，但

必须保障数据的物理、网络、应用、及数据安全。 

4.监管者 

患者：专指患者对于个人隐私数据的监管责任与权力，

患者对于来源于自身的数据具有了解用途、控制使用的权利，

相关的使用应获得患者的授权； 

医院：专指医院对于所辖数据的监管责任与权力，医疗

机构具有保证存储于本机构数据合规使用的义务，对于需使

用的数据应通过协议、合同等方式明确数据的用途，并执行

监管职责； 

卫生管理：专指卫生管理部门对于临床医疗活动以外数

据使用的监管责任与权力，主要对于其数据使用方式、用途

进行监管，防止数据的超范围、不合规使用。 

 

（二）数据类别 

医院公卫信息：专指与公共卫生事件（如传染病、死亡

等）相关的信息数据，本部分数据与院外交流较多； 

医院基本信息：专指描述医疗机构基本情况的信息，包

括医疗机构床位数量、病区数量、职工人数构成、基础建设

情况（例如楼宇面积）等，与医疗活动无关； 

医院运营信息：专指描述医疗机构生产、经营情况的相

关信息，主要包括对医院财物经营状况（例如医疗收入、门

急诊人次、手术人次等）的描述，和对医院物流状况（耗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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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药品库存，用量等）的描述； 

患者非医疗信息：专指描述患者自然人（例如年龄、性

别、民族等）、社会人（例如身份证号、医保号、工作单位、

联系方式等）特征的信息，本部分信息是属于患者隐私信息；

另外，由于电子签名相关技术的使用，医疗机构系统开始存

储患者签名、指纹等标识信息，由于该类信息的泄露可能带

来严重的法律风险，医疗机构应当严格控制使用，避免业务

无关的接触； 

生物标示信息：专指能够标记患者生物学特征的相关信

息，随着个体化诊疗的发展，医疗活动中采集的标识患者的

信息不断增多，由于该类信息可以通过单一结果标记患者，

为此单独分类，需要具有较传统检验结果更高的保护级别；

该类信息包括蛋白测序、基因测序等；生物标识信息除个人

隐私特性外，还具备人员群体的标识特性，批量的泄露会带

来更为严重的社会安全问题； 

临床活动记录：专指记录临床过程中产生的各类活动、

操作记录，该类信息多为医疗活动的客观记录，通过设备记

录（如麻醉机记录的手术过程信息，床旁监护设备的记录的

用药情况）和人员操作生成（如床旁扫描记录护理执行，手

术室入出室确认，物料包使用扫描等）； 

主观临床信息：专指通过医疗人员手工等方式输入系统

的主观记录，内容主要为各类电子医疗文书，包括电子病历、

电子医嘱、护理记录等内容，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医疗文

书的内容自动化程度不断增加（例如自动生成病程记录内容，

临床路径自动提示医嘱下达），但这些记录仍须临床人员确

认，应归类于主管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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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观临床信息：专指通过各类检查设备获取的临床数据

资料，资料数据通过仪器直接产生，人员仅确认是否发布，

不会干预结果数值，如检查报告、检验结果； 

健康检查信息：专指患者非治疗时期的各类客观数据，

具有较强的结构化，可用于机器分析，主要为通过各类体检

机构进行的体检记录和患者日常进行自我监测记录（包括使

用可穿戴设备）的数据（例如血压、血糖等），该类数据在

医疗机构外产生，数据信息主要由患者自身或第三方机构负

责保存； 

生活习惯信息：专指描述患者生活习惯的各类信息，以

主观信息为主，主要指患者自行记录的健康档案，对于医疗

机构的诊疗活动具有参考价值； 

医疗结论性信息：专指提取后的结论性信息，该类信息

主要为医疗活动的总结数据，通过该类信息可以概述单次的

医疗活动，多为医疗机构的上报数据，具有较大的统计意义，

包括转归、处置意见、住院首页、门急诊首页、病历摘要等； 

知情同意文档：专指患者签署的知情同意文档，知情文

档较之一般医疗文书记录了医患双方的确认信息，具有一定

的法律效力，包括扫描和电子件； 

医疗消费记录：专指患者的医疗消费记录和各类医疗保

险审核后的最终报销记录，包括财物科目汇总、明细数据和

收据/发票信息； 

日志、审计信息：专指信息系统日志、审计信息，信息

应包括系统运行的记录，业务操作记录和数据的使用记录

（重点为导出、统计、打印等），该类信息是系统运维的主

要参考内容和数据安全保障的记录审核信息；在保证记录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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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的情况下，还应避免通过日志数据还原业务数据的可能。 

 

（三）对数据的操作 

功能 图例 备注 

提供 √ 专指数据的来源对象，来源对象保障了原始数

据的准确性和完整性； 

采集 ＠ 专指对医院信息系统的采集/输入操作，采集活

动应保证原始数据到系统数据转换的正确性； 

写入 □ 专指新增数据内容的操作，包括采集过程中一

般的“增、删、改、查”操作，数据来源可能

为人工输入、设备采集、系统接口等； 

获取  专指在医院数据产生后的不影响数据内容的操

作，包括浏览、打印等操作，原则上系统数据

不应具备操作人员导出功能； 

 ○ 全部数据，不控制角色对象的使用 

 ㊣ 授权数据，专指由提供者确认授权使用的数据，

可使用数据的具体内容由提供者确定，患者家

属使用系统时还需患者授权； 

 ◎ 去标示数据，专指剔除可标识患者信息的数据 

修改 △ 专指数据产生后，改变存储数据内容或状态的

操作，包括对数据库、文件等内容的修改； 

作废 ¤ 专指数据产生后，停止数据使用的操作，包括

作废、取消、删除等，原则上数据应不可删除； 

备份 ※ 专指数据备份，包括系统配置备份、文件备份、

数据库备份等，保障备份数据可恢复为运行系

统； 

统计 ☆ 专指数据产生后的检索、统计等操作，包括数

据查询、分类报表、数据分析等； 

监管 ⊕ 专指对数据的监管责任与权力，包括了解、监

控数据的用途，使用范围、使用规模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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角色/权限 
医 院
公 卫
信息 

医 院
基 本
信息 

医 院
运 营
信息 

患者非
医疗信
息 

患者医疗相关信息 
日志、审计
信息 

生物标
示信息 

临床活
动记录 

主观临床
信息 

客观临
床信息 

健康检
查信息 

生活习
惯信息 

医疗结论
性信息 

知 情 同
意文档 

医疗消
费记录 

数
据
提
供
者 

患者       √ √       √ √         

可穿戴设备                 ＠ ＠       √＠ 

医疗机构 √＠ √＠ √＠ ＠ ＠ √＠ √＠ √＠ ＠ ＠ √＠ √＠ √＠ √＠ 

医疗设备               ＠ ＠         √＠ 

信息系统提供者                           √＠ 

第三方机构/服务提供方                         √＠ √＠ 

使
用
者 

患者       ○△ ○ ㊣ ㊣ ㊣ ○ ○ ㊣ ㊣ ○   

患者使用 BYOD 设备       ○       ㊣ ○ ○     ○   
患者家属       ㊣ ㊣ ㊣ ㊣ ㊣ ㊣ ㊣ ㊣ ㊣ ㊣   

患者家属使用 BYOD设备       ㊣       ㊣ ㊣ ㊣     ㊣   
医疗机构临床工作人员       □○△ □○¤ □○¤△ □○¤△ □○¤△ □○¤△ □○¤△ □○¤△ □○¤ ○   
医疗机构临床工作人员使
用 BYOD 设备 

      ㊣   ㊣ ㊣ ㊣ ㊣ ㊣ ㊣ ㊣ ㊣   

医疗机构辅助人员       □○△   ㊣ ㊣ ㊣ ㊣ ㊣ ㊣   □○△   
医疗机构管理人员 ㊣ ㊣ ㊣☆ ㊣☆   ㊣☆ ㊣☆ ㊣☆ ㊣☆ ㊣☆ ㊣☆ ㊣☆ ㊣☆   

医疗机构信息化工作人员                           ○☆ 

医疗机构临床研究       ㊣ ㊣ ㊣ ㊣ ㊣ ㊣ ㊣ ㊣ □㊣¤ ㊣   

卫生管理 ○ ○ ㊣ ㊣   ㊣ ㊣ ㊣ ㊣ ㊣ ○ ㊣ ㊣   

医疗保险       ○   ㊣         ○   ○   

公共安全 ㊣ ㊣ ㊣ ㊣ ㊣ ㊣ ㊣ ㊣ ㊣ ㊣ ㊣ ㊣ ㊣ ㊣ 

云应用                             

第三方机构 ㊣ ㊣ ㊣ ◎㊣ ◎㊣ ◎㊣ ◎㊣ ◎㊣ ◎㊣ ◎㊣ ◎㊣   ◎㊣   

存
储
者 

患者       ※ ※       ※ ※         

医疗机构 ※ ※ ※ ※ ※ ※ ※ ※ ※ ※ ※ ※ ※ ※ 

卫生管理 ※ ※                 ※       

医疗保险       ※             ※   ※   

托管机房                             

云应用 ※ ※ ※ ※ ※ ※ ※ ※ ※ ※ ※ ※ ※ ※ 

监
管
者 

患者       ⊕ ⊕                   

医院 ⊕ ⊕ ⊕ ⊕ ⊕ ⊕ ⊕ ⊕ ⊕ ⊕ ⊕ ⊕ ⊕ ⊕ 

卫生管理 ⊕ ⊕ ⊕ ⊕ ⊕ ⊕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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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一加强医疗卫生电子化数据安全的管理办法（框架） 

第一条目的与范围 

（一）目的 

为规范电子化人口健康数据的管理工作，保护人口健康数据

安全和个人医疗健康隐私信息，促进人口健康信息的互联互通和

共享利用，制定本办法。 

（二）范围 

本办法所称人口健康信息是指在各类医疗卫生计生服务活动、

医疗科研、卫生计生统计活动过程中收集或产生的各类信息，包

括个人相关的医疗健康信息，和非个人相关的医疗卫生服务信息、

医疗科研信息、人口统计信息。本办法适用于生成、存储、使用

以及接触人口健康信息的医疗卫生计生服务、科研、医疗保险、

卫生计生管理、信息化项目建设及运行维护服务等相关机构（简

称人口健康数据收集使用机构）。 

 

第二条术语 

1. 个人健康数据：是指可以识别数据主体的有关健康的数据。 

2. 匿名处理：是指从个人数据中移除可用于识别个人的信息，

并且有充分的理由相信该剩余信息不足以识别特定个人。 

3. 数据主体：是指通过合理的手段，特别是通过数据中的一

些识别号，如病案号、身份证号，或以一个或多个数据项

关联到身体、生理、遗传、精神、经济、文化和社会身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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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被直接或间接识别出的自然人。 

4. 数据泄漏：是指在数据采集、传输、存储或使用的过程中，

发生数据被意外或蓄意破坏、丢失、篡改、擅自披露或非

授权访问。 

第三条对受保护的电子医疗信息的安全保护措施 

（一）总体要求 

人口健康数据收集使用机构在处理人口健康数据时应当： 

1. 确保所创建、接收、维护或传输的数据的机密性、完整性

和可用性； 

2. 针对任何可合理预见的风险，预先作出保护措施，确保这

些数据的安全性； 

3. 针对任何可合理预见的数据泄漏，预先作出保护措施，确

保这些信息涉及的个人隐私得到保护。 

（二）管理制度要求 

人口健康数据收集使用机构应当根据自身情况制定并实施健

康数据安全管理制度。管理制度应当覆盖本条第(三)、(四)、(五)

款中的所有要求。 

人口健康数据收集使用机构应当根据需要检查并修订数据安

全管理制度，确保其持续的有效性。 

（三）技术措施 

1. 访问控制：只允许被授予访问权限的人或软件程序访问数

据。 

 唯一的用户身份标识：为每个处理数据的用户分配一

个唯一的名称和/或编号用于识别和跟踪用户的身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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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用户认证：执行认证步骤，以确认试图访问数据的个

人或实体的身份信息。 

 紧急访问过程：制定并在需要时实施在紧急情况下获

得必要的数据访问权的机制。 

 自动注销：实施用户在预定时间不活动之后终止用户

当前的连接。 

2. 审计控制。记录和检查用户使用人口健康数据的活动。 

3. 完整性。提供适当的方法防止对人口健康数据不适当的篡

改或破坏。 

4. 传输媒介的安全性。实施技术安全措施，以确保传输中的

人口健康数据安全。 

 完整性控制：落实防止数据被篡改的机制。 

 加密：实现一种合适的加密机制，只要能足够的保护

数据即可。 

（四）管理措施 

1. 安全管理程序。执行安全管理策略和程序，以预防、发现、

控制、纠正安全违规行为。 

 风险分析：对相关受监管对象管理的数据的机密性、

完整性和可用性及所面临的潜在信息安全风险进行

准确和全面的识别、分析、评价。 

 风险管理：实施足以降低安全风险的合理的安全措施，

并符合安全防护的总体原则。 

 制裁机制：如有员工不遵守数据安全管理制度，对其

实施适当的制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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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信息系统活动审计：定期审查信息系统活动的记录，

例如审计日志、访问报告、及安全事件跟踪报道。 

2. 安全责任人。设立安全责任人，负责机构所需的政策和程

序的制定和实施。 

3. 员工的安全访问控制。落实员工安全控制政策和程序，以

确保员工可以在被授权情况下访问数据，并防止非授权的

人员访问数据。 

 授权和/或监督：落实对人员访问数据的授权与监督机

制。 

 检查程序：在授予或终止权限时执行检查程序，以确

定人员对数据的访问是适当的。 

 终止程序：实施终止访问程序，确保人员变更或就业

结束时终止其对数据的访问权限。 

4. 安全意识和培训。培养所有人员的安全意识，包括重要数

据的保密意识；使用电子邮件和互联网的安全意识；使用

移动介质的安全意识。对所有人员进行安全培训（包括管

理）。 

 安全提醒：对员工进行定期的安全意识和培训更新。 

 恶意软件防范：培训员工防范、发现和报告恶意软件，

监控并报告异常的登录，保护并及时更换密码。 

5. 安全事件的响应程序。落实安全事件的响应政策和程序。 

 响应和报告：识别可疑和确认的安全事件，并作出响

应。在可行范围内减少该安全事件对机构的影响，并

且记录安全事件及其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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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应急预案。制定（并在需要时实施）应急预案，对可能损

害包含数据的系统的事件（如火灾、人为破坏、系统故障

和自然灾害等）采取应急措施。 

 数据备份和恢复计划：对数据进行备份，创建和维护

可提取的精确数据拷贝。在需要时恢复任何丢失的数

据。 

 紧急模式操作计划：制定紧急模式下的运行程序，确

保关键业务流程的延续性，同时保护数据的安全性。 

 测试和修改程序：实施定期检测应急预案并修订程序。 

 重要应用程序和数据评估：评估特定的应用程序和数

据的相对重要性，以支持应急预案中与重要数据相关

的其他应用、操作的实施。 

7. 评估。对应可能影响数据安全的环境变化或操作变化，对

照数据安全管理制度，对制度的实施情况进行定期技术和

非技术评估，从而确定机构的安全政策和程序满足本规范

实施的程度。 

（五）物理措施 

1. 工作站使用。制定访问电子健康数据的工作站的使用方式、

主要功能、和周围环境的物理属性。 

2. 工作站的安全性。对访问电子健康数据的工作站实施物理

保障，保证只能被授权的用户才可访问数据。 

3. 设备和媒体控制。管理加载或删除存储电子健康数据的硬

件设备和电子存储媒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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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处置：在存储电子健康数据的硬件或电子存储媒介需

要被删除的时候，实施处置措施，以确保数据以及存

储设备被妥善处理。 

 存储媒介的重复使用：在存储电子医疗数据的硬件及

电子存储媒介被重新使用前，需要删除原有数据。 

 责任：明确硬件和电子存储媒介的维护负责人，并对

维护情况进行记录。 

 数据备份和存储：在设备被去除之前，创建可取回的

数据备份。 

第四条对健康数据的个人隐私保护 

（一）处理个人健康数据的原则 

人口健康数据收集使用机构在处理个人健康数据时应当遵循

以下原则。 

1. 合法、公平、透明原则：数据处理应当以透明的方式合法

和公平性的进行。 

2. 目的限制原则：个人数据采集应基于特定的、明确的和合

法的用途采集。并且不应用于与不相符的其它目的。当有

需要改变个人数据的用途时，应当先取得数据主体的授权。 

3. 数据最小化原则：个人数据采集和使用应当在不采用个人

数据就无法达到所需目的的情况下才进行。个人数据的采

集和处理应是适当的、相关的和有限的，以达到目的所需

的数据最少为原则。 

4. 准确和保持最新原则：个人数据应保持准确，如有需要，

及时更新；应采取一切合理的措施，确保相对于处理目的

不准确的个人数据被立刻删除或纠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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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存储最小化原则：数据中可供识别个人身份的信息存储形

式不应超出数据处理目的。仅当用于本办法第五条数据二

次利用的目的时，个人数据可以存储更长的时间，并且应

定期进行审查，以评估有必要继续存放此数据。 

6. 责任问责原则：人口健康数据收集使用机构应确保并能够

证明针对个人数据的处理符合本办法的规定。 

（二）处理个人健康数据的合法性条件 

人口健康数据收集使用机构只有在以下任何一个情形下才能

处理个人医疗数据： 

 当数据主体已同意因一个或多个特定用途，由人口健

康数据收集使用机构来处理其个人数据。 

 当数据主体作为一方签署了某个合同，履行该合同必

需处理其个人数据，或数据主体的要求，在签署某个

合同前必需处理其个人数据。 

 当人口健康数据收集使用机构为符合法律要求必需

处理个人数据。 

 当人口健康数据收集使用机构为保护数据主体的生

命攸关利益必需处理其个人数据。 

 当人口健康数据收集使用机构为执行与社会公共利

益相关的任务，并且在职权范围内必需处理个人数据。 

 当人口健康数据收集使用机构为保护其司法权利时

必需处理个人数据。但当这种处理违反了数据主体的

个人司法权利，特别是在数据对象是儿童时，本情形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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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数据主体的许可条件 

人口健康数据收集使用机构在获得数据主体的许可时，需要

满足以下条件 

1. 人口健康数据收集使用机构应承担责任，向数据主体证明

对其个人数据的处理遵守了其指定的用途。 

2. 当对个人健康数据的处理涉及到其它的与数据主体许可不

同的目的，受监管对象应获得数据主体新的许可后才能对

处理其个人数据。数据主体有权在任何时间收回许可。撤

销的许可不影响在撤销前的数据处理的合法性。 

3. 当数据主体和受监管对象之间有严重的信息不对等或不平

衡时，人口健康数据收集使用机构应当向数据主体提供足

够信息，使数据主体可以其根据其自身意愿或利益做出判

断，否则所获得的数据主体的授权无效。 

当人口健康数据收集使用机构不能从要被处理的健康数据识

别某个自然人时，人口健康数据收集使用机构则无需向涉及的自

然人数据主体取得授权。 

（四）数据主体的基本权力 

人口健康数据收集使用机构应当提供必要的帮助实现数据主

体享有的以下权利： 

1. 透明度：应当对数据主体信息透明，并以数据主体可以理

解的适当语言，告知个人健康数据处理的情况。 

2. 获取信息与数据 

 当个人医疗数据被收集时，收集机构应至少给数据主

体提供以下信息：（1）机构以及相关数据安全负责人

的联系方式。（2）数据处理的目的，包括合同条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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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其个人资料将被保存的期限。（4）数据主体有

反对数据收集和处理的权利，也有向收集者请求访问

其个人数据，并有相关修改和清除其数据的权利。（5）

数据主体有投诉至监管机构的权利，并告知监管机构

的联系方式。（6）数据的使用者或者使用者类别。（7）

收集者计划拟将个人数据转到第三方，第三国或国际

组织（仅当有计划时）。（8）其他任何保证公平处理

个人健康数据的信息的具体情况。 

 此外，控制者还应通知数据主体其提供个人数据是强

制性义务还是自愿性行为，以及如果数据主体拒绝提

供个人数据后可能带来的后果。 

 当个人数据不是直接从数据主体采集到的时候，收集

机构应通过数据提供者确认以上数据主体的权利得

到实现。 

3. 整改和限制：数据主体有权要求收集机构修订或补充其不

准确的个人数据，包括提供补充纠正声明。当该数据已不

再被需要，或当同意的数据存储期过期后，数据主体有权

进一步限制其个人数据的披露。 

4. 提出异议：有权向监管机构提出申诉，或提起法律诉讼；

有权获得因不合法的操作而造成损失的赔偿。 

5. 收集机构应在一个合理的时间期限内响应当事人的请求。 

（五）人口健康数据收集使用机构的责任和义务。 

人口健康数据收集使用机构负有以下保护个人隐私的责任和

义务。对于任何涉及个人的健康数据采集和处理，人口健康数据

收集使用机构应采取一切必要的管理和技术措施保护数据主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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隐私，这些管理和技术措施应当整合在本管理办法第三条第二款

的管理制度当中，并适时检查和更新实施规范。 

1. 人口健康数据收集使用机构应妥善存档记录其负责的所有

数据处理操作。 

2. 人口健康数据收集使用机构应承担责任采取适当的安全策

略，并实施适当的技术和组织措施，以确保并能够证明对

个人数据的处理符合本管理办法的规定。 

3. 人口健康数据收集使用机构应进行风险评估，采取适当的

措施保护个人健康数据不受意外或非法破坏，并防止任何

非法的处理，特别是任何未经授权的披露、传播、访问、

或篡改。 

4. 向监管机构报告个人数据泄漏：在意识到个人数据泄漏的

情况下，控制者应及时通知给监管机构。在可行情况下，

通知应不迟于 24 小时。超出 24 小时后通知监管机构，应

该说明合理的理由。 

5. 向数据主体通知个人数据泄漏：在意识到个人数据泄漏的

情况下，因泄漏可能对其个人数据产生不利影响，人口健

康数据收集使用机构应及时通知相关数据主体，不得无故

拖延，以便数据主体采取防范措施。 

第五条个人健康数据的二次应用 

个人健康数据的二次应用是指数据被用于不同于数据采集、

处理、使用、传播的首要目的的其他用途。比如以统计性的、科

学性的、商业性的研究为目的的数据处理。 

鼓励符合国家相关法律法规，符合医学伦理道德，以公共健

康为目的的医疗数据的二次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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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有在符合以下任一条件时，人口健康数据收集使用机构才

可以将个人健康数据用于二次应用： 

1. 数据主体同意其健康数据可以用于以公共健康目的科学研

究。此许可可以给予一个或多个具体的和类似的研究。而

且数据主题有权随时撤回许可。 

2. 有关的研究以公共健康和利益为目的，并且该研究无法避

免需要处理带有个人信息的数据时，在没有数据主体的许

可的情况下，监管机构有权例外同意进行所要求的研究。

此时有关的个人数据需要被匿名处理，或者在不能达到研

究目的的时候应采用满足最高安全要求的技术标准。并应

采取一切必要措施，例如实现可识别数据主体的数据信息

和其他信息分开保存，以防止对数据主体不必要的再次鉴

别。而且数据主体保留在任何时候反对的权利。 

第六条监管机构及其职责 

卫生计生行政管理部门应设置医疗卫生信息安全和隐私保护

的监管机构，并授权其依据本管理办法监督管理受监管对象，保

护管辖范围内的医疗数据安全和数据主体的隐私。主管部门应配

备必要的专业人员和资源确保该监管机构具备监管所需的专业技

能和权力，并且有足够的程序规范确保监管过程独立公正公开。 

监管机构职责包括： 

1. 接受数据主体的侵权投诉，接受数据处理者的数据泄

漏报告，采取必要的调查措施。 

2. 对具有重大风险的被管辖对象实施审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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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对违反本管理办法的受监管对象行为采取行政强制措

施，依据本管理办法的罚则采取行政处罚，对涉及犯

罪的行为移交司法程序。 

4. 根据本管理办法第五条第 2 款中对例外情况下的个人

医疗数据二次应用进行授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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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二关于医疗数据使用相关协议 

甲方（医疗机构）： 

组织机构代码： 

法定代表人： 

 

乙方（其它机构）： 

组织机构代码： 

法定代表人： 

甲乙双方经平等友好协商，就医疗数据使用相关事宜达成本

协议，由双方共同遵守。 

一、相关解释 

1．本协议中所涉及的医疗机构均须在中国境内注册，且所开

展的各项诊疗活动均在中国境内。 

2．其他机构包括：其它医疗机构、医疗保险机构、非盈利性

组织、商业机构、境外控股/境外机构等。 

二、数据内容 

甲方许可乙方在符合国家法律法规及相关各项规章制度的前

提下，合理、合法、谨慎使用本协议所约定的以下各项数据。 

□医院公卫信息 

□死亡相关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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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染性疾病数据 

□其它______________________ 

□医院基本信息 

□医院规模相关数据（床位、医护人数、固定资产、面积等） 

□其它______________________ 

□医院运营信息 

□工作量数据（门急诊人次、入出院人次、手术人次等） 

□工作效率数据（病床使用率、病床周转次数、每床手术人

数等） 

□工作质量数据（治愈好转率、诊断符合率等） 

□财务数据（医疗收入、成本等） 

□物流数据（高值耗材等） 

□其它______________________ 

□临床活动记录 

□护理操作记录 

□手术/操作过程记录 

□其它______________________ 

□主观临床信息 

□诊断数据 

□医疗文书 

□其它______________________ 

□客观临床信息 

□检验结果/检查报告 

□体温记录 

□术中/床旁监控数据 

□其它______________________ 

□医疗结论性信息 



附录二关于医疗数据使用相关协议 

106 / 111 

□患者转归 

□并发症情况 

□其它______________________ 

□医疗消费记录 

□费用明细 

□用药明细 

□报销记录 

□其它______________________ 

□日志、审计信息 

三、数据范围及用途 

（须说明数据的具体用途或外包业务内容，具体到数据预期

使用的领域、方向及受益、输入物、产出物等；例如： 

负责对**医院先心患者手术相关数据进行相关性分析，发现

“**药物”在不同阶段使用与患者预后情况的关联关系等。） 

四、数据使用期限 

甲方许可乙方就本协议第二项中数据的使用期限为：年，自

年月日至年月日。 

五、数据使用 

1．乙方在数据使用过程中必须采取技术、物理及管理等多方

面、多层次措施以保证： 

(1) 从甲方处所获取数据的安全，保证数据的机密性、完整

性和可用性； 

(2) 保护患者隐私不受侵犯，避免患者隐私被非法使用、泄

露、被窃或牟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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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禁止使用任何可用于标识个人身份的数据。 

2．乙方须严格按照本协议第二项、第三项所约定的数据内容

及使用范围、用途进行数据使用，如需超出该约定的内容、使用

范围及用途时，由甲乙双方另行约定并签订补充协议。 

3．乙方不得出售与患者相关的任何数据进行牟利。 

4．本协议中未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之处，乙方亦应本着谨慎、

负责的态度，采取必要、合理的措施，使用和管理从甲方处获取

的数据及与之相关联的信息。 

六、保密义务 

1．未经甲方书面同意，乙方不得以披露、泄露、转让或其他

方式向除甲乙之外的任何第三方提供本协议所约定的数据内容及

通过再次处理所生成的新数据内容。 

2．乙方对于涉及患者的隐私应严格履行保密义务。 

3．未经甲方书面同意，乙方不得以披露、泄露、转让或其他

方式向除甲乙之外的任何第三方提供与患者隐私相关的数据。 

4．保密期限：本协议合作期限内及合作结束后年。 

七、违约责任 

1．乙方违反本协议约定的义务，无论该行为是否给甲方或与

数据相关的利益方造成实际损失，甲方均可追究乙方相关的法律

责任。 

2．如因乙方违反保密义务给甲方造成损失的，无论甲方是否

追究第三方之侵权责任，甲方均有权按照因乙方违约给甲方所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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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的全部损失追究乙方之违约责任。 

八、其他事宜 

1．因履行本协议及与本协议相关的一切争议，双方应本着友

好协商的原则解决，协商不成，可向甲方所在地人民法院提起诉

讼。 

2．本协议未尽事宜，由双方另行协商，并签订补充协议。 

3．本协议一式四份，甲乙双方各执二份，经双方法定代表人

签字并加盖公章后生效。 

 

甲方（医疗机构）： 

法定代表人： 

日期：年月日 

 

乙方（其它机构）： 

法定代表人： 

日期：年月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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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三患者数据使用知情同意书 

（经讨论未通过，做为日后参考） 

患者信息： 

姓名： 

证件号码：（身份证/军官证/护照） 

法定代理人/委托代理人： 

证件号码：（身份证/军官证/护照） 

 

患者已同意并许可： 

医疗机构在符合国家法律法规及相关各项规章制度的前提下，

可将患者诊疗过程中所产生的全部数据合法、合理、谨慎的用于

除诊疗活动以外的其他用途。 

 

患者（签字确认）： 

法定代理人/委托代理人（签字确认）： 

日期：年月日 

 

医疗机构（盖章）： 

医疗机构委托执行人（签字确认）： 

日期：年月日 

 

附件一：患者身份证件复印件 

附件二：患者法定代理人/委托代理人身份证件复印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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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四医疗数据使用报备 

（经讨论未通过，做为日后参考） 

报备机构： 

组织机构代码： 

法定代表人： 

一、报备内容 

经与协商，现由我方承担（数据处理业务描述）工作，

工作涉及（患者范围、数量）患者数据，包含（协议中签订

的数据内容），将对所获取的数据进行（处理方式）处理。

特此对上述数据使用进行报备。 

二、承诺内容 

1．在数据使用过程中，我方将严格遵守国家法律法规

及相关各项规章制度，合理、合法、谨慎使用所获取的各项

数据。 

2．我方在数据使用过程中采取技术、物理及管理等多

方面、多层次措施以保证： 

(1) 所获取数据的安全，保证数据的机密性、完整性和可

用性； 

(2) 保护患者隐私不受侵犯，避免患者隐私被非法使用、

泄露、被窃或牟利； 

(3) 不使用任何可用于标识个人身份的数据。 

3.我方严格执行与相关医疗机构所签订的医疗数据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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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协议。 

 

甲方（医疗机构）： 

法定代表人： 

日期：年月日 

 

乙方（其它机构）： 

法定代表人： 

日期：年月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