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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摘要

(一)  PGHD的定义和“有意义使用”

美国国家医疗信息技术协调办公（ONC）
将患者产生型健康医疗数据（Patient-gen-
erated health data，PGHD）定义为：有
助于解决健康问题的，由患者或其指定人员
创造、记录、收集或推断出来的健康医疗数
据。PGHD的内容多样，PGHD对患者和医
生都有重要的价值。“有意义使用”的关键
在于多方的参与协作，共同完成PGHD的采
集、记录、分享和使用，借此提高患者参与
度和医疗服务的团队合作协调性，最终提高
医疗质量、医疗效率和人群健康水平。

(四)  影响PGHD“有意义使用”的
         核心因素

在我国推进PGHD的有意义使用的关键在

(五)  倡导和建议

为了推动PGHD的有意义使用， 我们提出
了以下建议：通过沟通和患者教育，提高
患者对PGHD的价值认知，激励和辅助患
者采集PGHD；互联网时代，提高患者对
移动医疗设备的可及性，提高电子化数据
的比例；提高PGHD数据的安全和质量，
强调数据的可用性和价值；促进在线分享
PGHD的标准化，提高行业对PGHD的有
意义使用。

(二)  PGHD在美国的使用

在美国，虽然与传统临床数据相比，PGHD
的使用仍然有限，未能激发其全部价值，但
PGHD的价值已经得到医患群体的认可，大
部分的患者会在医生要求下提供PGHD。在
一些全国性或地方性的医疗机构或集团，
PGHD已经成为电子健康档案（Electronic 
health record，EHR）的组成部分，并进
行了系统性使用。技术和标准组织也对PGHD 
的数据基础设施建设进行了深入和前瞻性的
探索。

(三)  PGHD在中国的使用

在中国，虽然PGHD的价值已经得到医生全
体的认可，但PGHD使用情况仍不理想，患
者采集PGHD的情况并不普遍，对PGHD的
价值认知不够。患者认知中的最常见障碍是
认为医生不会使用PGHD，而医生认知中的
最常见障碍是数据的准确性难以保证。

在PGHD的采集、分享和使用过程中为医
生和患者扫清现存障碍并提升患者对于
PGHD价值的认知。而其中贯穿全程的核
心和基础因素是医患沟通、患者健康素养
和PGHD的数据基础设施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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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MAHA 白皮书

研究简介

(一)   研究背景

近年来，随着医疗信息化和互联网技术的不
断发展，电子设备和移动设备的逐渐普及，
患者产生型健康医疗数据数量迅速增长。而
如何对患者产生型健康医疗数据进行有意义
的使用，发挥其最大价值从而提高患者治疗
效果，也日益得到个人和医疗行业的广泛关
注。

(四)  开放医疗与健康联盟

定义个人健康档案的标准格式，探索相关
信息标准的落地，从而提高老百姓对自身
健康医疗数据使用的完整性、可及性和可
用性，以推动医疗、健康产业信息开放、
共享、开源。

开放医疗与健康联盟（Open Medical 
and Healthcare Alliance，OMAHA）
是一个致力于推动产业开放个人健康医疗
数据的非政府组织（Non-Government 
Organization，NGO），希望通过协作

(二)  研究目标

在此背景下，我们希望能通过一手调研和二
手调研相结合的方法，充分了解PGHD的价
值和发展契机，调查国内外患者和医生群体
的PGHD使用行为和观念，分析影响PGHD
有意义使用的核心因素，最后对如何在我国
促进PGHD的有意义使用提供建议。

(三)  研究方法

本文通过文献检索和相关资料查询对PGHD
的价值、美国PGHD使用情况以及PGHD基
础设施发展策略进行了归纳和研究；同时对
205位慢性病患者和142位慢性病患者提供
过治疗的医生进行了问卷调查，针对PGHD
使用现状和观念进行了调研；最后在充分借
鉴美国经验的基础上，为我国未来PGHD的
使用提供具体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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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PGHD的定义和价值

美国交互计算机学院著名教授Gregory 
Abowd在2011年美国医疗信息协会（Ameri-
can Medical Informatics Association，
AMIA）的年会上主题演讲时预言：“在未
来5年内，大部分的临床相关数据将会是在
非临床地点收集      ”。

这些在传统医疗地点外产生的临床相关数
据，也称做“患者产生型健康医疗数据”
（patient-generated health data，
PGHD）。PGHD并不是一个新的概念，一
直以来，很多患者都会对一些自身的健康数
据进行纸质的日常记录，例如体重、症状、
血糖值和药物效果等。

(一)  PGHD的定义

为了充分实现PGHD的价值、促进医患沟
通，同时让大家更好地理解PGHD在临床和
研究中的价值以及其在采集和使用时面临的
挑战，美国国家医疗信息技术协调办公室
（The Office of the National Coordina-
tor for Health Information Technology，
ONC）委托国际Triangle研究所（Research 
Triangle Institute，RTI）对有关PGHD的问
题展开研究。RTI与19位专家举行了研讨会
（由临床医生、医疗信息研究员、患者代
表、卫生系统决策者、卫生法律专家组
成），进行了针对性的文献研究，并向专家
咨询相应的建议等，于2012年4月发布了有
关PGHD的白皮书。

该白皮书对PGHD进行了明确定义       ：指有
助于解决健康问题的，由患者及其指定人员
创造、记录、收集或推断出来的健康医疗数
据       。与PGHD所对应的一类数据即在临床
诊疗环境下产生的或就医时产生的数据，两
者有本质性的差别：

PGHD是由患者负责数据的采集或记录，而

更好的自我健康管理。

通过PGHD的使用，患者可以更加了解自身
的治疗和更有参与感。首先，通过PGHD技
术，患者全程参与自身数据采集的过程并观
察自身长期健康的起伏状况，从而更加了解
何种行为和举动会影响自身的健康。在
Partners医疗的一项心脑血管健康项目中，
心力衰竭患者可以通过记录和分享体重、心
率、脉搏和血压数据对电子监控和患者教育          
进行支持，调查结果显示，98%的参与者认
为在这个项目中学到了更多关于心力衰竭的
知识       ；85%的参与者认为参与项目后对自
己的健康状况的控制力增强。其次，患者在
非临床环境下监测自身数据的能力可以

非医疗服务提供方；

由患者来决定是否将PGHD分享给医疗服务
提供方或其他相关利益方。

PGHD的内容主要包含（但不限于）疾病
史、治疗史、症状、生活方式、计量型生物
学数据、患者报告的治疗结果等。举例来
说，通过家用设备记录的血糖监测和血压
值、通过移动APP追踪的锻炼和饮食情况，
以及有关疾病筛查、药物依从性、风险评估
等相关的问卷调查等都属于PGHD的范畴。

(二)  PGHD对于患者的价值

通过使用PGHD，患者和家属可以更好地进

行自我健康管理、加强患者与医生的协作、

减少就诊次数和时间、降低再次入院率等。

“Patient-generated health data（PGHD）are health-re-
lated data created, recorded, or gathered by or from patients
（or family members or other caregivers）to help address a 
health concern.”

             —   The Office of the National Coordinator for 
Health Information Technology（ON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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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强与医生的协作。

PGHD可以帮助患者和医生之间建立更加平
衡的关系。患者可以通过分享PGHD和医生
分享自身的习惯和偏好，使治疗可以根据患
者的需求和生活方式更加个性化。因此，患
者和医生可以通过这种持续的协作共同做出
决定，患者对于治疗计划的理解和依从性也
会不断提升。

减少就诊次数和时间。

PGHD的使用可以缩短就诊时间，降低就诊
难度和费用。医生在非就诊时间收到和检查
PGHD可以使医生更好的了解患者的健康状
况，也可以使较为健康的患者不必频繁的面
对面的就诊，同时，医生可以第一时间对患
者的负面健康指标进行干预，及时改变治疗
计划和在必要时间提醒患者就诊。面对面就
诊对于居住偏远身患残疾的患者是身体和经
济上的双重负担，通过PGHD的使用可以降
低这一负担。

降低再次入院率。

在就诊之后对PGHD的使用可以帮助确保患
者保持在好的健康状态，避免昂贵的急诊治
疗。2014年马塞诸塞州Brockton医院的一
项研究中，研究人员发现，通过对31位心力
衰竭和COPD的患者出院后体重和血压的自
我监测，所有患者在研究时间内都没有再次
入院，而通常的再次入院率为28%。

提高工作效率。

PGHD的使用可以提高医生的工作效率，
使与患者面对面的交流时间得到更有效的
利用。由于患者长期采集和检查自身数
据，有可能在就诊前已经有了自己的思考
和讨论内容。因此，患者的就诊时间和医
疗团队的时间可以得到更有效的利用，医
生可以在相同的时间诊治更多的患者。

降低医疗费用。

PGHD的使用可以降低医疗费用。通过在
非临床的环境下对患者的数据进行监控，
医生可以提早进行干预防止患者不必要的
再次诊疗，和其他导致更多医疗费用的状
况。一项在美国的研究发现，通过对一些
曾经住院和使用急诊服务的心力衰竭患者
进行远程监控，每位患者可以节省8375美
元。

吸引和留住患者。

医院可以利用PGHD技术提高患者参与度
以满足患者的治疗预期，从而吸引和留住
患者。在最近一项Salesforce的调查中，
62%的参与者表示他们愿意选择接受可穿
戴设备数据的医生。

及时和正确临床决策。

通过使用PGHD，医生可以对患者日常生活

(三)  PGHD对于医生的价值

医生和治疗团队通过PGHD的使用，能够做

出更及时和更加充分的决策、提高工作效

率、减少医疗费用、吸引和留住患者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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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加患者的治疗依从性     。最后，研究也
证实了在某些慢性疾病中，患者和医生对
PGHD的利用可以有效的提高治疗效果。

中的长期健康状况进行了解。新兴的科技
使医生可以获得以往难以获得的数据，比
如患者的用药依从性。这使医生和治疗团
队获得了患者更加全面的健康信息以更好
的理解那些因素对患者的健康造成影响。
医生不仅可以根据患者需求和目标设定治
疗方案还可以通过PGHD跟踪患者的治疗
进度并做出必要的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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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PGHD对于医生和患者的价值可以看出，
患者单方面的收集和使用这些数据的意义是
极其有限的，必须要有医生的参与。因此，
只有探讨PGHD如何被“有意义”地使用起
来，才能帮助实现这部分数据的价值最大
化。

图1：“有意义的使用”意味着PGHD最终实现诊疗效果和人群健康管理的提升

来源：OMAHA分析

PGHD虽由患者产生，但关键却在于多方的
参与协作，共同完成PGHD的采集、记录、
分享和使用，借此提高患者参与度和医疗服
务的团队合作协调性，最终提高医疗质量和

(一)  何为“有意义使用”

PGHD由患者产生，但“有意义使用”的关

键在于医患之间对于这些数据的互动。

效率和人群健康水平，这才是“有意义使用”
（meaningful use）的核心（如图1）。

传统的PGHD以纸质和口头描述为主，患者
对自身的一些日常健康医疗数据进行纸质记
录或凭记忆，并在就诊时将这些记录传递给
医生，以便医生更好地评估其医疗健康状况
和治疗方案。

然而，随着我们快速步入互联网信息时代，
智能手机、物联网设备、社交平台、云平台
等的兴起，为患者在非临床环境中采集数据

因此，医疗机构如何开始开展与PGHD相关
的工作是决定PGHD释放价值多少的关键，
医生和医院在其中起到重要作用。

(二)  加速推动“有意义使用”的契机

技术的发展无形中正在提高个人采集院外数

据的能力。

二、 PGHD的“有意义使用”

OMAHA 白皮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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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响患者：患者自我健康管理能力的提升

体重、饮食、心率、步数、睡眠、卡路里、心情、血糖、血压等指标进行自我监
测，实现个人健康管理

影响决策：患者满意度和医疗质量的改善

医生引导患者正确地采集、记录、利用PGHD，并对临床决策的制
定带来参考作用，提高诊疗方案的有效性、安全性等

影响流程：价值导向型医疗服务和健康管理

实现PGHD和其他医疗健康数据的互操作，对人群
健康和疾病管理流程再造，进一步提高效果

不使用PGHD 使用PGHD 有意义的使用PGHD

对
临
床
管
理
的
影
响
程
度



Meaningful Use Stage 3：

P在2015-2017推广的电子病历有意义使用
第三阶段（Meaningful Use Stage 3，
MU3）中的一项可选指标中指出，如果医疗
机构为超过5%的患者将其PGHD融合进入
电子病历系统，即可获得CMS的奖励。

MACRA：

2015年，美国国会通过了《老年人医疗保
险和儿童健康保险计划再授权法案》
（Medicare Access and Children’s 
Health Insurance Program Reauthoriza-
tion Act of 2015，MACRA）   ，价值导向
型支付激励体系（Merit-Based Incentive 
Payment System，MIPS），作为MACRA
重要的组成部分，同样将PGHD的使用作为
一项可选衡量标准，通过加强患者参与，实
现协作医疗。

基于价值的报销制度BPCI：

为了促进医务工作者之间、不同医疗机构之
间的医疗协作，提高医疗服务质量，美国医
疗保险和医疗补助创新中心（Center for 
Medicare & Medicaid Innovation）引进
捆绑支付护理改善计划（Bundled Payments 

非面对面医疗服务的报销：

从2015年开始，CMS还将为身患多种慢性
疾病的Medicare受益患者报销非面对面医
疗协作和过渡性医疗服务，而这两种服务都
需要PGHD的支持。

2015年中国移动消费者行为报告显示，我
国智能手机拥有率达到86%，人均拥有量接
近2台     ；

根据Gartner的最新预测，全球整体可穿戴
市场会从2016年的2.75亿台增长至2020年
的4.77亿台       ；

IMS的调查显示，从2013年到2015年，在
IOS平台上可获得的医疗健康APP增长数量
超过100%       ；

针对特定疾病领域，面向慢性病如糖尿病、
高血压、精神病患者的自我健康管理的APP
是最常见的      。

研究美国市场会发现，医疗机构逐步采纳

PGHD的主要驱动力将是付费方支付方式的

变革。

紧跟着的是医疗信息技术的发展，尤其是患
者门户网站、个人电子健康档案（person-
ally controlled health record，PCHR）
的应用不断成熟，它们也是推动PGHD发展
的另一个重要因素。美国已实现让数百万患
者能够通过患者门户网站与医生办公室、医
院安全地进行在线沟通处理临床和健康管理
服务。由此一来，通过在线对话或者发送文
件的形式降低了患者分享疾病症状、治疗进
展、问题、观察等健康信息的阻碍，许多患
者门户网站还提供专门的数据分享APP和服
务来管理患者的PGHD。对于医疗服务提供
者，则可以向患者发送上传数据的提醒，基
于对PGHD的评估对患者进行随访。

从数据的采集到利用：
患者产生型健康医疗数据的“有意义使用”

提供了便捷的途径，这些进步都造就了PGHD
的大批量、电子化和移动化的采集、记录和
分享。例如，智能手机上健康APP监测的健康
数据可直接共享给医生，家庭检测设备上记
录的数字化结果可直接通过患者门户网站上
传，患者门户网站还为患者提供记录健康日
志的功能     。

的使用。例如，医疗机构逐渐将PGHD融入
到临床中来，除了对于医患满意度的提升以
外，医疗服务付费方仍是驱动PGHD使用的
最主要推手。美国医疗保险与医疗救助服务
中心（Center for Medicare & Medicaid 
Services，CMS）目前正在尝试的价值导向
型（value-based medicine）付费方式，
即以一定的成本获得最佳医疗效果，将“疗
效”和“报销”进行挂钩，以期进一步推动
医疗机构对PGHD的使用：

美国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激励措施推动PGH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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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9]

[9]

[10]



而在中国，对互联网的接受度快、鼓励大数

据发展等有利条件将加速对PGHD的利用。

从数据的采集到利用：
患者产生型健康医疗数据的“有意义使用”

与美国不同的是，对于中国来说，价值导向
型医疗服务的土壤尚未形成，医疗保险支付
方式的改革很难成为短时间推动PGHD有效
使用的核心因素；然而，民众对于互联网的
接受程度之快、社会对于大数据发展之决
心，很可能是中短期内刺激整个生态内产生
和利用PGHD的主要契机。

同时，我们国家人口基数大，超过500个县
级以上区域卫生信息平台已经建成       ，具有
良好的基础设施能力，一系列有利条件足以
加速对PGHD的有意义使用。

2016年6月24日，国务院发布《国务院办公
厅关于促进和规范健康医疗大数据应用发展
的指导意见》，虽然该文件并未明确提到患
者产生型数据这一概念，但正在鼓励“探索
推进可穿戴设备、智能健康电子产品、健康
医疗移动应用等产生的数据资源规范接入人
口健康信息平台”，逐步开始推动非临床环
境下产生的数据与临床环境下产生的数据进
行整合，以进一步促进非临床环境下产生的
数据的有效利用。

for Care Improvement Initiative，BPCI）。
BPCI将患者整个医护周期所接受到的所有
医疗服务的报销连接了起来。也因此，医疗
服务提供者需要对患者整个医护周期的治疗
结果负责，从而整个医疗过程的相关利益者
通力合作，以尽量改善治疗结果。而这其
中，离不开患者的参与和PGHD的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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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医生没有要求你提供PGHD时，
你提供PGHD给医生的频次大概是多少？（n=696）

你向医生提供什么类型的PGHD?（n=698） 你的医生是怎样访问你电子形式的PGHD?（n=146）

即使医生要求你提供PGHD，你是否存在有一次或多次没有
提供PGHD给医生的情况？（n=1763）

来源：Medscape/WebMD-Uncover Beliefs About Patient-Generated Health Data；OMAHA分析

来源：Medscape/WebMD-Uncover Beliefs About Patient-Generated Health Data

患者分享的PGHD类型主要为手写，移动医

疗技术采集和记录的PGHD占比较低。患者
向医生提供的PGHD大多数仍然是手写的，
其中有关用药或治疗的记录、症状记录、
日常记录为患者提供的常见PGHD类型
（比例排在前三名）。向医生提供APP/追
踪器测量的健康数据的患者比例为27%，主
要是通过电子邮件（47%）或登录患者门
户网站输入上传PGHD（42%）提供给医
生       ，如图3所示。

(一)  患者

从数据的采集到利用：
患者产生型健康医疗数据的“有意义使用”

1.  使用行为：大部分患者会在医生要求下   

记录并提供PGHD。

WebMD在2016年开展的一项调查显示
（n=1763），当医生要求患者提供PGHD
的时候，大部分患者（81%）每次都会提供
PGHD给医生，存在至少一次没有提供的情

情况下将自己的PGHD分享给医生     ，如
图2所示。

况的患者只有7%，其中患者的定义为在过
去一年至少见过一次医生的人[12]。在过去
一年提供PGHD的患者中（n=696），95%
的患者曾经在医生没有要求提供PGHD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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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PGHD在美国的使用现状

30%

27%

23%

15%

5%
总是或几乎一直
经常
时而
很少
从不

7%

81%

12% 是的
没有
不记得了

图2：美国患者提供PGHD的行为现状

图3：美国患者提供的PGHD类型

11%

25%

27%

27%

43%

56%

64%

其他

疾病引发的原因

病情改善的列表

电子设备或手机软件自动记录的数据

日记

症状列表

用药或治疗的记录

11%

13%

21%

42%

47%

自动从我的智能手机或者其他智能设备传给医生

我会将数据从设备上传到云端，医生可以访问

将数据存储在电子设备上并带去就诊

通过医疗机构的患者门户上传

用电子邮件发给医生

[12]

[12]



来源：Medscape/WebMD-Uncover Beliefs About 
Patient-Generated Health Data

来源：Medscape/WebMD-Uncover Beliefs About Patient-Gen-
erated Health Data

从数据的采集到利用：
患者产生型健康医疗数据的“有意义使用”

另一项调查显示，使用健康医疗APP采集和
记录PGHD的患者中有40%曾与医生讨论
APP采集的数据:  埃森哲（Accenture）与
尼尔森（Nielsen）市场调研公司合作对7个
国家（美国、澳大利亚、巴西、英格兰、挪
威、沙特阿拉伯、新加坡）的8000名消费
者进行的调研结果显示，90%的人说他们愿
意将APP或可穿戴设备的数据与医务工作者
分享，已经使用了健康医疗APP的人群，大
约40%的被调查者称，在过去一年里，他们
有跟自己的医生讨论或分享过APP数据。

你同意下列的描述吗？让我提供PGHD给医生的
最大动力因素是我清楚地知道该数据如何用于
我的诊疗（n=695）

如果医生要求你提供PGHD，你是否存在有一次或
多次没有提供PGHD给医生的情况？原因是什么？
（n=126）

如果我知道PGHD将用于我的诊疗计划或护理，
我更可能去测量、采集和提供PGHD给医生（n=466）

2.  价值认知：患者提供PGHD的最大动力

是了解PGHD对于诊疗的价值。

大部分患者（91%）认为向医生提供PGHD
的最大动力是能够知道该数据对他们的诊疗
和照护有怎样的益处。如果患者知道了他们
产生的健康数据对临床制定治疗计划有益
处，有97%的患者会更愿意测量、采集并将
他们的健康数据提供给临床医生       ，
如图4所示 。

3.  阻碍认知：忘记提供、能力缺乏和期望

没有得到满足。

1)  忘记采集或提供

忘记提供是很大一部分患者的共同感知阻
碍，根据WebMD的同一项调查显示，将
近一半的患者表示没有提供PGHD的原因
是忘记了     ，其他原因还包括：患者认为
提供PGHD并不是必须的、没有时间采
集、采集数据有困难等，如图5所示。

2)  采集数据有困难

不少人表示采集数据有困难，自动采集数据
的电子设备和移动软件能在一定的条件下辅
助克服这一障碍。 然而在美国，36%的美国
人仍然没有智能手机，患者对可穿戴设备的
接受度和依从性并不理想，具体原因如下：

设备价格不惠民：首先要有足够的动力想拥
有一个设备，并且有能力支付。在美国，有
的可穿戴设备需要几百美金。一项对可穿戴
设备用户的调查显示，设备的使用人群主要
是年轻人群体和收入较高人群。而恰恰相
反，能够从这些设备中获益最大的群体应该
是老年人和经济较弱势群体。

硬件设备弃用率高：用户有了可穿戴设备
后，需要用户去额外完成一些步骤，如许多
可穿戴设备需要用户将数据发送给手机或者
电脑，或者需要附加更多的步骤或设备。
2014年的一项调研（n = 6223）发现，购买
了可穿戴设备的用户，有超过一半的人停止
使用，其中三分之一的人群，在使用6个月
后就将设备废弃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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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美国患者提供PGHD的影响因素

图5:  美国患者在就诊时未提供PGHD的原因

10%

10%

12%

15%

17%

18%

48%

我的医生实际没有使用PGHD

没有看到提供PGHD的价值

采集数据有困难

没有时间

其他

认为提供PGHD不是必须的

忘记了

[13]

61%

30%

3%
6%

82%

15%

1%
1% 1% 非常同意

一般同意
一般不同意
非常不同意
不知道

82%

15%

1%
1% 1% 非常同意

一般同意
一般不同意
非常不同意
不知道

[12]



来源：Medscape/WebMD-Uncover Beliefs About Patient-Generated Health Data

来源：National eHealth Collaborative；OMAHA分析

从数据的采集到利用：
患者产生型健康医疗数据的“有意义使用”

(二)  医生

1.  使用行为：大部分患者的医生总是或

经常使用PGHD。

根据WebMD的调查显示，大部分患者
（74%）提供的PGHD经常或总是被医生
使用或讨论，如图7所示。

当你提供PGHD给医生时，实际被医生使用或能跟医生讨论的频次是多少？（n=696）

3)  沟通、信息安全、信息共享和医患合作

关系的期望未得到满足

美国国家电子健康协会技术专家小组报告
（Technical Expert Panel，TEP）指出，
对于患者使用PGHD主要的障碍是信任和期
望值相关的问题，并分成了四大类，分别为
对于沟通、信息安全、信息共享和医患关系
这几个方面的预期       ，具体患者的心态可见
图6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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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 患者使用PGHD时希望满足的四个方面预期

图7：美国医生使用和讨论PGHD的行为现状

[6]

46%

28%

18%

6%

2%

总是
经常
有时
很少
从不

沟通
• 我的医生/医护团队是否看到了我发送过去的PGHD？是不是所有人都看到了？
• 他们今天看了我发送的PGHD了吗？
• 我会收到医生的回复吗？
• 我们什么时候能够收到医生的回复呢？

• 我是在安全的环境下发送的信息吗？
• 医生知道是我（或者我指定的人）发送了这个信息吗？
• 谁可能会访问到我的信息？
• 这种访问是否得到了我的授权？

信息安全

• 我发送的信息是否被保存了？
• 有没有和我的保险公司分享？
• 有没有跟我的父母、配偶分享？
• 它会被用于临床研究吗或者受到其它二次使用？

信息共享

• 我发送的信息对医生来说是否有价值？
• 它是否能够被我的医生或者医护团队很好的接纳？
• 它将怎样用于帮助我的诊疗计划？
• 它会对我的诊疗计划有帮助吗？

医患关系

患者所期望的方面 患者所期望的具体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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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价值认知：医生充分肯定PGHD对疾病治

疗的价值。

根据WebMD的同一项调查显示，医生群体
倾向于同意，即使在目前条件并不成熟的情
况下，也应该克服种种障碍，尽可能对
PGHD进行采集、记录、分享和使用。

3.  阻碍认知：工作流程与PGHD使用不配

套；数据可靠性得不到保证。

根据多项研究显示        ，医生认为使用PGHD
的障碍如下：

1)  PGHD并未纳入至医生日常的工作流程

中

目前，医生的临床工作流程并不支持PGHD
的最佳采集、使用和分享。当患者通过健康
医疗技术采集和分享大量健康数据给医务工
作者，医护团队在不变更原来工作流程的情
况下接受和解读这些PGHD有很大困难。

而将PGHD融入进临床工作流程里面，需要
前期在劳动力和技术框架等方面进行大量投
入。如果工作流程上没有做好相应的改革，
一味尝试使用PGHD还可能会增加数据的不
准确性和重复记录。所以，对于医生来说，
有效利用 PGHD的关键问题是如何有效、高
效、安全的将大量的信息整合进平日的工作
流程。

2)  数据可靠性没有保证

临床医生担心PGHD的质量和可靠性问题会
增加额外的风险和责任，尤其是未经医生主
动要求提供的PGHD，医务工作者需要对可
能失真的PGHD负责，如PGHD丢失了对临
床决策有至关重要作用的信息；PGHD中包
含了错误的数据；接收到的PGHD可能没有
对应到正确的患者；缺乏数据来源或者数据
来源本身不可靠。

3)  患者期望难以管理

患者的期望与医护人员实际工作情况无法匹
配，比如医务工作者将在何时、怎样查看
PGHD，是否这些数据在制定临床决策时被
考虑进去了。医生担心需要对没有接收到或

1.   美国退伍军人卫生管理局（Veteran 

Health Administration，VHA）

VHA是美国唯一由联邦政府出资并直接运
作的、完全整合的全国性医疗服务系统，
VHA使用健康协调员和PGHD来为慢性病
患者群体提供医疗服务，相信PGHD是使
患者参与到合作式医疗护理中的重要方
法。VHA从多种渠道采集PGHD，其中包
括患者个人健康档案的患者门户、自助终
端机、移动软件、家庭电子和可穿戴设
备。

2003年，VHA发起了协调/家庭远程医疗
（care coordination/home telehealth，
CCHT）计划，CCHT 计划为全国退伍军
人提供糖尿病，阻塞性心力衰竭，高血压，
创伤后应激障碍，慢性阻塞性呼吸系统疾
病和抑郁症的慢性病管理。该项目利用生
物指标检测和交流系统收集和监控PGHD。
大量的PGHD由健康协调员（护士或社工）
进行初步审查，再由医生处理。CCHT计
划可以及时发现患者的健康知识缺陷和会
对健康产生负面影响的行为，从而能更早
地进行干预。经过四年的医疗服务，CCHT
项目降低了患者25%的住院时间；减少19%
的再次入院；患者对医疗服务的满意度也
在很高的水平。

(三)  案例

为了更好的理解PGHD在美国如今医疗领
域的一些应用，以下是一些真实世界中机
构如何使用PGHD的案例。这些案例可以
证实PGHD在医疗体系中的最佳运用，其
中的重点是设计和实施过程中的经验、挑
战、教训和关键成功因素。

没有及时查看（患者需要及时回复）PGHD
负责。

[6, 8]

从数据的采集到利用：
患者产生型健康医疗数据的“有意义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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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eiginger连锁诊所在宾夕法尼亚州的31个
县中拥有42家诊所，诊所患者可以在其电子
病历中对客观信息部分进行更新和修改。从
2011年到2013年2月，患有至少一种慢性疾
病的1500名患者受邀在就诊前完成现用药反
馈。通过MyGeisinger患者门户，患者可以
完成在EHR中用药部分内植的一份结构化问
卷。这份问卷中，患者可以提交问题，请求
EHR更正，比如从现用药中去除已经停用的
药物或者加入一种新的OTC药物。诊所的药
剂师会接收和处理患者的反馈并更新EHR。
在需要共同决策时，药剂师会通知患者的医
生。通过审核的在线EHR更正申请和面对面
的就诊时提出的申请同样有效。Geisinger
诊所的患者门户还支持过敏史、疫苗情况、
吸烟情况、家族史、既往医嘱和人口统计学
信息的分享和反馈。

患者对于Geisinger该项目的热情超出预
期，芝加哥大学的评估显示30%的患者选择
了更新自己的病历信息，平均每位患者至少
申请了病历信息的两处改动，其中药剂师在
超过50%的情况下接受了患者的申请。结果
表明患者可以有效地提供准确和可靠的反
馈，有效的机制和策略可以搜集和处理患者
反馈，并提高EHR的数据质量。

2.  Geisinger连锁诊所

从数据的采集到利用：
患者产生型健康医疗数据的“有意义使用”



1.  使用行为：大部分慢性病患者没有记录和

使用PGHD。

同时，双变量分析显示患有高血压或高血糖
的患者相对于不患有高血压或高血糖的慢病
患者更倾向于记录PGHD，然而仍有将近一
半（46%）的高血压患者在过去一年从未自
测过血压，仅有20%的高血压患者至少每天
一次测量自己的血压，如图9所示。

在参与调查的慢性病患者中，大部分患者（59%）
从未记录过任何PGHD，而在记录过PGHD
的患者中将近一半（46%）从未将这些数
据提供给医生，如图8所示。

值得注意的是，尽管记录和提供PGHD的患
者比例都比较低，但在已经提供PGHD的患
者中有一定的比例（29%）提供了电子设备
或手机软件自动记录的数据，如图10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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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对PGHD的使用行为和医患观念，OMAHA
分别对慢病人群（n=205）和治疗过慢病患
者的医生（n=142）进行了调查，对于调查
方法、样本基本信息和单变量分析结果在附
录中进行了详述，调研的主要发现如下：

(一)  患者

四、 PGHD在中国使用现状

过去一年中您是否会对自身的健康状况进行监测并记录下一
些数据？（n=205）

您在过去一年自测血压的频率是怎样的？（可以用每年,
每月,周或每天多少次的方式描述）（n=59）

您为医生提供过哪种数据？（多选，n=42）

您是否给医生提供过您自己记录下的健康数据？（n=84）

来源：OMAHA关于国内PGHD使用情况的调研（患者版）；OMAHA分析

来源：OMAHA关于国内PGHD使用情况的调研（患者版）；OMAHA分析

来源：OMAHA关于国内PGHD使用情况的调研（患者版）；
OMAHA分析

图8：中国慢性病患者采集和提供PGHD的行为现状

图9：中国高血压患者过去一年平均每周自测

血压次数的分组比例

图10：中国慢性病患者提供的PGHD类型，根据

提供患者数排名

23

18

12

8

7

5

5

用药情况和治疗效果

症状列表

电子设备或手机软件自动记录的数据

疾病改善情况

自我评估表

日记

疾病引发因素列表

41%

59% 54%
46%

是 否

54%
46%

是 否

46%

17%

17%

20%

0次
少于1次
多于1次少于7次
至少7次

高血压患者过去一年平均每周自测血压的次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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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对患者的访谈和结果分析，我们发现超过
半数（51.7%）的患者并未意识到PGHD的有效
利用可带来的好处。

1.  使用行为：大多数医生表示总是或经常

参考和使用PGHD。

大多数（69%）的医生表示在PGHD有帮助的情
况下总是会要求患者进行PGHD的记录，并且大
部分医生（60％）表示总是或经常参考和使用
PGHD为患者制定治疗方案，如图13所示。 

2.  价值认知：所有医生都认可PGHD对于

慢性病治疗的价值。

3.  阻碍认知：最大共同感知是担心数据可

能不准确或者错误。

没有总是要求慢病患者记录PGHD的医生表示
背后的原因主要是认为患者不想花时间记录
（56.8%）和担心数据可能是不准确或错误的
（18.2%）而并非认为PGHD没有益处。 

(二)  医生

您在记录数据过程中的障碍有哪些？（多选，n=205）

您觉得提供数据给医生的障碍是哪些？（多选，n=36）

来源：OMAHA关于国内PGHD使用情况的调研（患者版）；OMAHA分析

来源：OMAHA关于国内PGHD使用情况的调研（患者版）；OMAHA分析

图11：中国慢性病患者记录数据所感知到的阻碍
被提及比例

图12：中国慢性病患者提供PGHD所感知到的
阻碍被提及比例

2.  价值认知：超过半数患者并不知道PGHD

的价值。

经过对患者的访谈和分析，我们总结出，患者
感知到关于记录PGHD的阻碍主要有忘记记
录、记录数据有困难和没有时间采集PGHD；
在记录数据但是没有提供给医生的患者中，患
者感知到关于提供PGHD的阻碍是觉得医生不
会使用这些数据，就诊时间太短和忘记提供，
如图11和12所示。

3.  阻碍认知：患者觉得医生不会使用、忘

记记录，以及记录数据有困难。

OMAHA 白皮书
2017年 04月  第 4期       

14

部分高血压患者访谈记录

“您在过去一年自测血压的频率是怎样的？（可以
用每天、每周、每月或每年几次的形式告诉我
们）”

高血压患者A：一般不测，感觉头很晕的时候就测
一下。

高血压患者B：刚查出来的时候测过，这一年感觉
挺好没有不舒服就再没测了。

高血压患者C：我一直吃药的，不用测

26%

26%

19%

7%

忘记记录

记录数据有困难

没有时间采集和记录数据

其他

58%

31%

19%

11%

6%

觉得医生不会使用这些数据

就诊时间太短

忘记提供

担心数据隐私泄露

其他

来源：OMAHA关于国内PGHD使用情况的调研（医生版）；
OMAHA分析

您总是主动要求有需要的慢性病患者记录自己的
数据吗？（n=142）

您平常为慢病患者制定治疗方案时会使用PGHD
的频率是？（n=142）

图13：中国治疗过慢病患者的医生使用PGHD的

行为现状

69%

31%

是 否

10%

50%

20%

13%

7%

总是
经常
有时
偶尔
从不

从数据的采集到利用：
患者产生型健康医疗数据的“有意义使用”



来源：OMAHA关于国内PGHD使用情况的调研（医生版）；OMAHA分析

您使用慢病患者的患者产生型数据的障碍有哪些？
（多选，n=142） 

超过半数的医生认为数据可能是不准确或者错
误的是阻碍其使用PGHD的因素之一，同时一
定比例医生也表示增加工作量是阻碍其使用
PGHD的因素，如图14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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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4：中国医生使用数据所感知到的阻碍被提及

比例

56%

29%

18%

15%

5%

数据可能是不准确或是错误的

增加工作量

没有时间看这些数据

数据没有临床参考价值

其他

从数据的采集到利用：
患者产生型健康医疗数据的“有意义使用”



(一)  一般性因素：医患沟通和患者
健康素养

来源：OMAHA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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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5：影响医患有意义使用PGHD的关键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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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影响PGHD“有意义使用”的核心因素

通过中美两国的PGHD使用情况的调研，可
以发现医生和患者两个群体有着各自的异同
点：

中美两国的医生群体都认可并感知到了PGHD
的价值和益处，会在临床治疗中使用PGHD。
同时，医生们认为现阶段PGHD的使用存在
种种阻碍，其中，中美医生都很关注的是数
据的准确性问题以及工作量增加；

中美两国的患者人群中，中国患者曾记录和
使用PGHD的比例远低于美国患者。其原因
包括中国患者对PGHD的价值缺乏认知、对
PGHD的采集能力不足，以及对于中国患者
较为突出的阻碍是对医生是否会使用数据存
在疑惑。

医患沟通和患者健康素养是几乎所有健康
议题的影响因素，在我国PGHD的有效利
用中也发挥着尤其重要的作用，但在我国
医患沟通和患者健康素养都还有很大的提
升空间。

患者健康素养是决定患者能否理解PGHD
价值、正确使用电子设备正确记录和提供
数据的关键因素。

加强医患沟通，满足患者的沟通和信息被
使用的期望，可以提升患者的PGHD价值
认知，扫除患者采集和提供PGHD障碍。

PGHD的价值毋庸置疑，然而，这部分数
据是否能够被“有意义使用”与相关方对
此的认知和数据的可用性密切相关。而其
中，贯穿全程的核心和基础因素是医患沟
通、患者健康素养和数据基础设施建设，
如图15。

推进PGHD有意义使用的关键在于：如何在

PGHD的采集、分享和使用过程中，为医生

和患者扫清现存障碍，并提升患者对于PGHD

价值的认知。

从数据的采集到利用：
患者产生型健康医疗数据的“有意义使用”

健康
素养
和认
知

PGHD的采集和记录 PGHD的分享 PGHD的有意义使用

使用PGHD的行
为被激发

数据
基础
设施

• 患者对PGHD的认知能力

• 医生对患者的正确引导、教育和有效的医患沟通

• 患者采集和记录数据的能力
和依从性

PGHD有意义使用的环节

• 数据的准确性和精确性等质
量因素

• 设备和APP的可及性（以价
格因素为主）

• 设备和APP的使用友好度

• 患者对分享和使用PGHD的认
知能力

• 医患之间的协作和医生团队
的合作能力

• 数据的完整性和可追溯性

• 数据的隐私和安全

• 优化工作流程设计和辅助工
具的配套支持

• 人群健康管理环境的成熟度

• 数据的溯源机制和整合能力

• 行业相关标准的成熟度

• 不同系统之间的数据和语义层面的互操作性



1.  PGHD的准确性和有效性

健康医疗相关APP 在为消费者带来诸多好
处的同时，也带来了一定的风险，数据的安
全性、精确性、可靠性难以得到保证。例
如，美国一款用来鉴定和管理皮肤癌的APP，
经国家癌症研究所和菲茨帕特里克皮肤科的
影像调查发现，只有11%（10/93例）的高
风险黑色素瘤患者被该APP准确的鉴定出
来。因此，尤其要警惕那些用于诊断风险性
高的严重疾病（包括癌症）的APP质量        。

尽管美国FDA已经开始对移动医疗APP进行
监管，通过FDA认证的家庭医疗检测设备所
收集的数据质量能满足一定的精确度要求；

2.  PGHD的数据溯源和数据整合

随着健康医疗数据的交换，追溯数据来源
的需求也在不断的增加，数据的真实性、
可靠性、可信赖性对于健康医疗相关者确
认和决定怎样使用这些数据至关重要，而
这种信任需要建立在详尽的数据来源基础
上。以一种标准的方式采集和表达数据的
来源，并且信息系统有能力识别和确认该
来源信息将有助于提高数据的真实性和
可信赖性，从而形成诸如“信任链”
（chain of trust）和“产销监管链”（chain 
of custody）以及其他商业需求和应用，
比如档案管理、证据支持和临床决策支持。

虽然大家都在努力解决数据溯源的问题，
但目前HIT领域尚没有权威的被普遍采用的
数据溯源技术标准或者模型；此外，溯源
信息的接受和整合依据系统本身能力的改
变而改变，健康信息交换系统（health 
information exchange，HIE）、EHR和
PHR系统之间采集、保存和展示数据来源
千差万别，即使一个系统可以分享详细的
溯源数据，但是接收它的系统不能处理这
些详细水平的数据。异源数据的差异性主
要体现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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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据OMAHA调研结果，所有的医生都认
可了PGHD的价值并且大部分医生会在治疗
是使用和参考PGHD。然而，形成反差的
是，相当比例的患者并没有意识到PGHD对
其疾病诊疗有帮助，一方面没有记录PGHD
的患者觉得没有必要记录；另一方面没有提
供PGHD给医生的患者，认为医生并不会使
用这些数据。

(二) 特殊性因素：PGHD的数据
              基础设施建设

技术的发展大大提升了数据采集、储存、处
理和呈现的能力，从而PGHD的形态也发生
了质的改变，电子化和结构化数据的比例大
大提高，而电子化PGHD的数据基础设施
（data infrastructure）也成为决定PGHD
有效利用的特殊性因素。

电子化PGHD有意义的使用，必须能够以标
准的形式充分采集准确的数据，并在分享和
传输中保障其安全性和完整性，使多源头数
据能够以患者为中心进行整合。而实际上，
中国目前电子化PGHD 的质量无法得到保
障，同时整合不同来源的PGHD面临着缺乏
数据溯源（data provenance）标准、设
备间的数据元或测量方法千差万别、PGHD
的结果和格式在不同的设备之间不兼容等一
些列挑战。

然而，有研究显示，那些不受制于FDA认
证的消费者健康医疗设备采集到的PGHD
可能会因为设备的临床级别和测量方法的
不同而存在很大差异，如测量心率或睡眠
类型的可穿戴设备，其科学性无法得到支
持。

而在中国，目前对移动医疗APP的监管责
任不清，质量缺乏有效的监督。移动医疗
APP监管的部门繁多，如药品类移动APP
涉及到药品的应用，那么由食品药品监督
管理局进行监督；而医疗APP又是有关于
医疗卫生健康的应用程序，也会受到卫监
局的监督；而移动医疗APP中的广告则受
到工商行政管理局的监督；对于欺诈医疗
消费和销售假冒伪劣药品，则涉及到公安
部门的监管        。[15]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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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信息在更多的地方被收集，没有一致
的安全标准，可能会引发网络安全威胁而
个人并没有意识到        。

虽然HIPAA明确禁止市场上对可识别数据
的使用，但是这一原则并不适用于非覆盖
实体（Non Covered Entity，NCE）；

HIPAA的隐私规则（Privacy Rule）只适
用于被覆盖实体（Covered Entity，CE）：
消费者相信HIPAA能够保护他们的数据，
实际上，HIPAA并不能保护无论何地收集
的、获取的、使用的或存储的所有健康信
息。只有当患者的健康医疗信息为医疗服
务提供者、医保公司、商业协会和其他
HIPPA覆盖的实体所拥有时，该信息才受
到HIPAA的保护，而当患者的健康医疗信
息在非HIPPA覆盖实体的个人或组织间传
输时，则不受到保护。进而，个人移动设
备上的信息更不在HIPAA保护范围之
内       ；

NCE没有受到HIPAA提供的最低安全标准
法律约束；

NCE不受法律要求给与消费者获取个人健
康医疗信息的权利或者按照消费者意愿将
健康信息发送、披露给消费者，然而
HIPAA保障了消费者这项权利。

即使是在对患者健康医疗信息有HIPAA严
格保护的美国，PGHD的隐私安全保护也
受到了挑战 —— 这是因为当美国国会颁布
的HIPAA（Health Insurance Portability 
and Accountability Act of 1996，
HIPAA）生效时，如今普遍的可穿戴健康设
备，患者共享个人健康信息的社交媒体网站
以及其他的相关技术尚不存在，HIPAA对健
康信息的保护是有限的，HIPAA只能通过它
的隐私规则（Privacy Rule）来规范传统健康
医疗信息的互操作       。HIPAA的局限性主
要如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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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的颗粒度水平（文档水平、章节水平、
数据元水平）

EHR通常导出数据时，将发送组织（send-
ing organization）作为数据来源，颗粒度
为文档水平（非章节和元素水平）；

PHR导入的数据，文档、章节和数据元水
平都有，但是导出PHR时仅文档水平；

HIE虽然导出时是数据元水平的，但是往
往缺乏足够的信息；

不同的来源实体（机构组织、医疗服务提供
者或者个人输入数据）

导入或导出数据时显示不同的实体（原始来
源 vs 修订来源）

除了传统的医疗卫生组织，收集、处理、分
析和披露患者个人健康信息的大量新型组织
出现；

个人对法律保护哪些健康数据以及在什么时
候保护和不保护的理解认识有限；

3.  PGHD的隐私和安全

通过移动医疗技术（mHealth technology），
如平板、智能手机、软件应用，可穿戴传感
器，患者能够在非临床地点监测日常活动和
生命体征等其他生物学数据。移动医疗技术
成为患者收集和共享健康信息的重要手段，
有的移动医疗技术产品还能够连接到医生的
EHR系统，或者连接到个人选择的PHR，有
些将数据则本地存储在患者的移动设备上。
然而，这些技术可能会引起一系列新的隐私
安全问题，例如：

一般来说，共享给医疗服务提供者的健康医
疗信息，缺乏数据元层面的数据来源，而文
档层面的来源数据可能不能满足医疗工作者
对数据来源更细颗粒度的需求，这些差异均
阻碍了系统间对健康医疗数据的互操作、整
合和解释。

- 

- 

- 

 

[17]

[16]

 [16]

[18]

从数据的采集到利用：
患者产生型健康医疗数据的“有意义使用”



1.  安全相关信息

药物治疗清单（包括以前服用的和目前服
用的药物）

-  药物依从性

-  药物反应/症状描述

-  明确的协同用药情况

-  药物更换，非依从性

药物过敏清单（包括药物名称、新出现的
反应、药物不耐受史）

-  环境和食物过敏

-  操作不耐受

美国政府从准入监管、技术标准、政策鼓励

等多方面来引导PGHD行业的有序发展。

2.  治疗计划相关信息

医疗服务提供者要求提供的信息

患者治疗/健康计划

患者报告的治疗结果，如功能状态

患者出现的可能促使改变或重新考虑其治
疗计划的变化

-   计量型生物数据，如血压、血糖、图 

该从治疗效果、方便性、工作流程、患者
的能力等出发，决定能够最佳服务于患者
医疗照护情景的PGHD类型。PGHD推荐
清单包括以下内容[6]：

(一)  推荐PGHD常用/最小数据集

确定患者PGHD中哪些是最通用和最重要的
信息是平衡医患期望的关键因素，鉴于此，
PGHD技术专家小组发布的《患者产生型数
据技术专家小组最终报告》中推荐了对患者
和医生最重要的PGHD清单：确定了患者提
供的哪些信息对医生来说是有用的和值得了
解的。当然，并不是每种PGHD都适用于任
何场景，PGHD的价值依据临床医生和患者
人群的不同会产生变化，医疗服务提供者应

片、体重、吸烟状态、锻炼、体温、饮
食、心率、血氧、肺活量

告结果的测量方法（patient reported 
outcome measure，PROM）

-   慢病疾病治疗结果数据，包含患者所报 

-   健康相关的行为结果信息，如心情压抑

-   前期医疗指导

-   社会决定因素，如交通工具的可及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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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经验分享：美国政府已采取的应对措施

面对PGHD的有用性、准确性、标准化、隐
私安全等问题，为了让PGHD能够充分发挥
其在改善医疗结果方面的价值，美国正采取
一系列措施推动PGHD的有意义使用，如由
ONC发起的PGHD技术专家小组（Technical 
Expert Panel，TEP）于2013年12月在其《患
者 产 生 型 数 据 技 术 专 家 小 组 最 终 报 告 》
（Patient-Generated Health Information 
Technical Expert Panel FINAL REPORT）中
推荐了对医患直接有用的PGHD常用/最小
数据集；美国FDA于2012年发布《移动医疗
应用指南最终版》，对有安全风险的移动医
疗APP进行监管，以保证此类移动医疗APP
数据的准确性；美国HL7、IEEE标准协会等民
间组织开发了FHIR，IEEE 11073等互操作标
准，以及ONC发布的《标准与互操作数据
溯源计划框架》旨在解决PGHD的标准化问
题；2016年ONC向国会提交了报告《对不
受HIPAA监管实体收集的健康数据隐私安全
的审查监督》（Examining Oversight of the 
Privacy & Security of Health Data Collect-
ed by Entities Not Regulated by HIPAA）阐
述了对采集PGHD产品的隐私安全管理框
架，以期进一步完善法律，补充HIPPA在这
一块的监管空白。

从数据的采集到利用：
患者产生型健康医疗数据的“有意义使用”



1. FDA对移动医疗APP的定义 

“移动医疗APP”（Mobile Medical 
APP）是指一个移动APP满足《联邦食
品、药品和化妆品法案》（FD&C Act）
对医疗器械的定义，并且被用于下列两个
用途中任意一个：

如何判断一个移动APP是不是医疗器械？

“移动APP的使用目的决定了它是否符合医疗器
械的定义…若一个移动应用程序在推广时其用途
是诊断疾病或其他症状，或治愈，缓解，治疗和
预防疾病，或是为了影响人的身体结构或功能，
则这个移动应用程序就是医疗器械。”

—  FDA

被当作一个“受监管的医疗器械”（Regu-
lated Meical Device）附属工具；

将移动平台转化成一个“受监管的医疗器械”。

3.  新出现的医疗状况

没有预料到的症状或者症状（情况）恶化

患者认为很重要的需要共享给医生的信息

4.  治疗过程

对治疗过程高度影响的

-  前期医疗指导

-  关键的人口信息（如更换了的联系方式）

-  偏好的医疗服务机构（如药店、实验室、
   诊所、医院）

-  保险信息 

医护团队信息

-  各医疗服务提供者的角色

-  联系信息

偏好的沟通

-  偏好通信渠道

-  允许信息共享

-  文化语言差异

(二)  数据的准确性和有效性

关于数据的准确性和有效性的问题，更多反
映在信息时代电子数据的质量。面对越来越
多的健康医疗设备和APP产生的健康医疗数
据，美国FDA正在不断提升其监管能力，帮
助维持市场秩序，目前FDA采用分类管理的
模式。

2011年7月，随着移动平台上健康医疗保健
类APP不断增长，FDA发布了《移动医疗应

用指南草案》（Draft Guidance for 
Mobile Medical Applications）。该文
件指出哪些用于医疗用途的移动APP被视
为医疗设备，并且在上市前要接受FDA的
详细审查。

2012年11月26日，作为美国《安全与创新
法案》（FDA Safety and Innovation 
Act，FDASIA）的一部分，美国FDA发布
了《移动医疗应用指南》（Mobile Medi-
cal Applications: Guidance for Food 
and Drug Administration Staff），以加强
对移动医疗APP 的管理，并于2015年2月9
日，发布了《指南》最新版。FDA基于风
险和功能对移动医疗APP进行监管，主要
针对的是对患者有很大风险威胁的APP，
以及会导致智能手机和其它移动平台妨碍
传统医疗设备功能和运行的APP       。

到2013年，在可获取的43000多款健康医疗
相关APP中，只有103款APP受FDA管制        。
截至2017年1月9日，美国已有200多款移动
医疗APP通过FDA认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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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化偏好，如可能影响推荐
    治疗计划的宗教禁食

-   功能限制；独立生活必备的服务和支持，
如轮椅的使用

[14]

[19]

[20]

[21, 22]

从数据的采集到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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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受FDA监管的移动医疗APP

以下是FDA认为应该服从监管的移动医疗APP：

3.  FDA拟行使执法自由裁量权的移动医疗

APP

对于一部分APP，它们可能满足医疗器械的
定义，但是由于其对患者的风险比较低，所
以FDA欲对它们行使执法自由裁量权（en-
forcement discretion）。以下是FDA拟行使
自由裁量权的移动医疗应用APP的举例：

为了控制医疗设备或为了患者监测或分析医
疗设备数据，而将医疗设备连接起来的移动
APP。这些移动医疗APP被认为是受连接的
医疗设备的一个配件， FDA认为这些移动医
疗APP已经拓宽了受连接的医疗设备的使用
目的和功能，为了避免任何相关的风险，要
求这些移动医疗APP需遵守适用于所连接医
疗设备的管理条例。

-   远程显示PACS系统服务器的医学影像、

-   控制医疗设备的APP：通过一个移动平台

床边监护仪的数据（注意移动医疗APP展
示的是医疗设备的数据，该医疗设备执行
患者监测的功能如床边监护仪，所以服从
跟该医疗设备相关的管理条例）；

控制血压袖带泵的充气和放气，从移动平
台向胰岛素泵发送控制信号，实现胰岛素

- 如通过一些简单的激励方式，辅导患有心
血管疾病、高血压、糖尿病、肥胖的患者
保持健康的体重，获取良好的营养，锻
炼，管理盐的摄入量，以及患者定量服药
计划的依从性。

-  为有特殊疾病问题或慢病患者（如肥胖、
厌食症、关节炎、糖尿病、心脏病患者）
提供简单的工具，让患者可以记录、跟踪
或分析他们的行为或测量值趋势（如血压
测量值、服药时间、饮食、日常生活和情
绪状态等），并与医生共享这些信息作为

通过使用附件、显示屏、各种传感器或者
包含受监管医疗设备类似的功能，将移动
平台转变成受监管医疗设备的移动APP。这
些移动APP被要求遵守与转换平台相关的设
备分类。

因进行患者特异性分析，向提供患者特异
性诊断或治疗建议而成为受监管医疗设备
的移动APP。移动医疗APP类型与执行相同
功能的已通过FDA批准的软件设备类型一
致。

为患者提供或辅助临床照护，帮助患者管
理他们的日常生活健康的移动APP。这些
APP作为专业的临床照护补充，通过促进督
促患者行为的改变，或对患有特定疾病或
明确有健康问题的患者进行辅导；

为患者提供简单的工具，组织和跟踪个人
健康医疗信息的移动APP。

在胰岛素泵中的输送，控制其胰岛素输送。

FDA对移动APP的监管集中在它们的功能上，
主要监管的是那些执行医疗设备功能的移动
APP。 在一般情况下，如果一个移动应用
程序是用于执行医疗器械的功能（如疾病或
症状的诊断、疾病的治愈、缓解或预防），
它就是医疗器械，无论它是在哪种平台上运
行。

举例来说，一个用来控制发光二极管（LED）
运行的移动应用程序，如果制造商定位该程
序是用于照明一般物体而没有特殊的医疗用
途，则该移动应用程序不被视为医疗器械。
然而，如果制造商在推广和宣传产品时表示
所述移动应用程序可以用作医生检查病人所
用的光源，那么该光源的使用目的使该应用
程序等同于传统的医疗设备，例如眼底镜。

类似的，如果在智能手机上运行的移动应用
程序通过分析和解释心电图波形检测心脏功
能异常，将被认为等同于联邦法律规定下的
心电图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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疾病管理计划的一部分。

从数据的采集到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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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建立PGHD相关标准

1. 互操作标准

PGHD相关技术市场，正在逐步出现新兴
的标准，美国几个组织，包括HL7和康体
佳医疗联盟（Continua Health Alliance）
等正在致力于开发设备的互操作标准。

由HL7开发的FHIR标准，有助于健康医疗
信息的电子交换，FHIR技术标准的使用将
有助于解决大部分常见使用情景资源的定
义和表达，并且保证了信息的完整性和可
追溯性       。

IEEE标准协会（The Institute of Electrical 
and Electronics Engineers Standards 
Association，IEEE-SA）已经建立标准，
确保个人健康设备在功能和互操性上的质
量能够达到基础水准。而大多数正规的连
锁健康医疗公司也在努力建立符合IEEE  
11073标准的设备，同时也得到了FDA的
认可       。

康体佳联盟正在与IEEE标准协会密切合作，
进一步建立设备的互操作认证       ，康体佳
开发的标准实现了个人连接健康医疗设备
终端之间的互操作性，并且也在致力于建
立设计指南和认证标准以支持健康设备、
慢病管理设备、老年市场设备的互操作
性      。

为了能够向用户提供便于使用的系统，许
多供应商也正在寻求解决PHGD标准的问
题，或通过建立他们自己的专有设备，与
他们自己的集成平台进行整合，或建立由
不同公司设备组成的预整合生态系统。面
对市场的变革，有些公司相信，如果他们
有足够的市场份额，他们有机会使自己的
标准成为标准。这些标准适用于健康设备，
也适用于一些医疗设备，提供API给他们的

帮助执行简单的临床常规计算的移动APP。
为临床医生提供方便的工具执行各种简单的
医疗计算，如身体质量指数（BMI）、体内
总水量/ 尿素分布、平均动脉压、Glasgow
昏迷评分量表、APGAR评分、NIH中风比例
等       。

使用户能够与PHR系统或EHR系统进行交互
的移动APP。患者和医务工作者能够移动访
问健康档案系统或电子病历系统，或者让他
们能够在线访问存储在PHR系统或EHR系统
的健康医疗信息。只允许个人查看或下载
EHR数据的APP也被包含在此分类。这些
APP对促进患者的健康信息管理和保持健康
记录活动有着重要作用。

满足医疗设备数据系统（Medical Device 
Data Systems，MDDS）定义的移动APP。
即用来传输、存储、和转换格式、展示医疗
设备数据的APP，不会控制或改变与其连接
的任何医疗设备的功能或参数。这些APP 还
包括二次展示受管制医疗设备的APP，当然

访问跟患者健康问题或治疗相关的信息。这
些APP主要为用户提供上下文相关的信息，
通过将患者特定的信息（如诊断、治疗、过
敏史、生命体征或症状）匹配至临床常用的
参考文献（如临床实践指南）；

-   使用患者的诊断信息，向临床医生提供常

-  查询药物相互作用和药物过敏的信息。

见疾病（如感冒）最佳实践治疗指南；

为了增加患者、医务工作者、照护者之间      
的沟通交流，用于医疗目的的视频会议门
户网站；

为了记录和传送图片（如患者皮肤损伤或
伤口的照片），使用移动设备内置的照相
机、或连接移动设备的照相机。

帮助患者记录、展示或跟医生交流潜在健康
问题的移动APP。

这些APP不用于主要诊断、治疗决策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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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数据云（即信息系统）将比提供API给他们
的设备更加普遍。那些集中在纯粹制造一个
或多个设备，而不是卖系统的公司，对于他
们来说，符合康体佳联盟标准会是他们最大

[8]

[23]

[23]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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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2.  数据溯源

美国发布了《标准与互操作数据溯源计划框
架》（S&I Framework Data Provenance 
Initiative），旨在建立标准的方法采集数据
来源（包含输入的、系统产生的以及输出的
来源），保持和交换健康信息的可追溯性，
主要如下       ：

3.  PGHD数据元和元数据

质量高和适用性强的数据元和元数据对于某
些临床数据来说是必不可少的，如实验室检
验结果（如胆固醇=180 mg/dl）应该包含
参考范围、日期、样本类型、样本采集时间
等。那么对于PGHD，融入临床系统时也需
要适合的信息来对PGHD做出解释，如数据
来源（如iHealth BP3，model 2453）、关
键的元数据（如右臂、坐姿）、数据可靠性
（如设备校准度）以及患者身份识别、设备
身份识别等数据       。

建立内容数据溯源标准指南，包括数据溯源
应该达到哪种水平；

建立溯源数据元和词汇表的最小数据集；

让溯源能力标准化促进互操作。

移动医疗技术（mHealth technology）：
如直接向患者提供移动健康医疗APP、远程
医疗监控设备、或者可穿戴式健康追踪设
备的实体；

健康医疗社会媒体：包括以健康医疗为目
的的社交网站，网站可通过电脑、智能手
机和其他移动设备；

不被HIPAA覆盖实体所拥有的PHR。

(四)  保护PGHD的隐私安全

随着新技术如移动医疗APP等的快速发展，
PGHD相关的隐私安全保护问题逐渐凸显
出。针对这些问题，2016年7月，美国
ONC向国会提交了报告《对不受HIPAA

为进行了研究，指出了目前法律中隐私与
安全管理方案的缺陷      ，阐述了下一步需
要进行的工作，其中包括对法律的修订，
以及发布更多提供给软件开发商的安全技
术指南。

HIPAA中的非覆盖实体（Non Covered 
Entity，NCE）是采集个人电子健康医疗
信息并由商业组织管理的技术，并且不在
HIPAA覆盖实体范围内。主要包含以下：

监管实体收集的健康数据隐私安全的审查监
督》（Examining Oversight of the Privacy 
& Security of Health Data Collected by 
Entities Not Regulated by HIPAA），对不
在HIPAA 覆盖范围内实体采集PGHD的行

的利益点，以便他们能够更加容易的整合进
更广泛的设备生态系统，从而能够卖更多的
设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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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沟通和患者教育，提高患者对PGHD的

价值认知，激励和辅助患者采集PGHD。总
体来说，我国患者对PGHD带来的益处的认
知比较缺乏，首先需要提高患者对PGHD的
重视程度， 例如医务工作者在交代患者记录
数据时，宜强调数据的重要性，让患者意识
到PGHD对其临床诊疗的价值；扩大对健康
管理的科普教育宣传，提高患者自我健康管
理意识；医疗团队可以为有需要的患者提供
采集和记录PGHD的具体指导，比如设备的
选择和操作教学。

提高PGHD数据的安全和质量，强调数据

的可用性和价值。政府部门可参考FDA，
出台供患者自主使用的医疗设备的相关行
业标准，加强可能对个人存在风险威胁的
健康设备及应用的监管。

互联网时代，提高患者对移动医疗设备的可

及性，提高电子化数据的比例。随着技术的
成熟和迭代，供应商需要不断降低设备的价
格，提高民众对设备的可及性，同时功能设
计上更加友好；同时，政府或商业保险支付
方还可考虑逐步将有助于改善个人诊疗结果
的相关设备或移动应用纳入保险计划。

促进在线分享PGHD的标准化，提高行业

对PGHD的有意义使用率。行业需要建立
可适应PGHD电子采集、使用、分享的工
作流程，共同建立围绕着PGHD的行业生
态，构建开放数据的应用环境。对于政府
来说，可以某些特定慢性疾病作为试点，
探索PGHD的有意义使用：提供PGHD常
见/最小数据集，根据具体疾病制定相应的
常见/最小数据集；建立可促进PGHD标准
化采集、使用、分享的相关行业标准，如
移动设备及应用的互操作标准、健康医疗
术语标准、PGHD的元数据标准、统一的
数据溯源标准等；以及可保障PGHD隐私
安全的相关法律（如图16）。

七、 对健康医疗行业参与者的启示

如何促进PGHD的
有意义使用？

• 加强沟通，发挥医疗团队作
用，积极引导和辅助患者采
集和提供PGHD，并通过教
育，让患者意识到PGHD的价
值

• 积极挖掘有意义的PGHD，并
在临床进行推广

• 逐步将PGHD相关数据或应用
融入进医疗机构内的EMR系
统，优化业务流程

• 提高数据的质量和安全，包
括准确性、精确度、标准实
施情况等指标

• 提高社会对于相关健康医疗
设备的可及性

• 积极向患者开放个人健康数
据，引导患者对数据进行有
意义的使用

• 保障数据的隐私和安全

• 培养对PGHD的正确认知，提高整体健康素养
• 加强与医生沟通，并与医疗服务提供方对PGHD数据进行有效

的互动

• 制定健康医疗设备/应用的准入政策和隐私安全保护法律法
规，并进行有效市场监督

• 制定相关数据、技术和管理标准，帮助行业规范化地发展
• 支付方通过设计基于价值的医疗保险制度，引导形成全周期

的（从预防到诊疗到健康维持）医疗服务模式，并将相关质
量认可的设备/应用纳入支付范围

医生/医疗机构 患者及家属

健康医疗设备/应用提供方

政府监管者和支付方

图16：对健康医疗行业参与者有意义使用PGHD的建议

来源：OMAHA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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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MAHA倡导患者产生型健康医疗数据的有
意义使用，借此提高患者参与度和医疗服务
的团队合作协调性，最终提高医疗质量、医
疗效率和人群健康水平。为此，OMAHA作
为NGO，可向有意愿推动PGHD有意义使
用的医疗机构和商业机构提供以下支持，共
同完成这一美好愿景：

1. 对国内外相关法律或行业标准进行调研
和分析，向机构和企业提供咨询服务，包
括研究成果、执行建议和相关原始资料等；

2. 对于PGHD使用的有效性设计并开展相
关项目，进行深入的一手和二手调研，向
机构和企业提供数据分析和项目成果。

感谢您对健康医疗数据开放事业的支持！ 

OMAHA 白皮书
2017年 04月  第 4期       

25

八、 关于OMAHA

从数据的采集到利用：
患者产生型健康医疗数据的“有意义使用”



26

参考文献

DEERING M J, SIMINERIO E, WEINSTEIN S. Issue brief: patient-generated health data and health IT [J]. Office of 

the National Coordinator for Health Information Technology, 2013.

SHAPIRO M, JOHNSTON D, WALD J, et al. Patient-generated health data [J]. RTI International, April, 2012.

ONC. Issue Brief: Patient-Generated Health Data and Health IT [EB/OL]. (2013-12-20). https://www.health-

it.gov/sites/default/files/pghd_brief_final122013.pdf.

BRODERICK A. Partners HealthCare: Connecting heart failure patients to providers through remote monitor-

ing [J]. New York: Commonwealth Fund Retrieved November, 2013, 12: 2013.

NGUYEN H D, POO D C C. Analysis and design of mobile health interventions towards informed shared 

decision making: an activity theory-driven perspective [J]. Journal of Decision Systems, 2016, 25(sup1): 

397-409.

Patient-Generated Health Information Technical Expert Panel FINAL REPORT December 2013 [EB/OL]. 

(2013-12). https://www.healthit.gov/sites/default/files/pghi_tep_finalreport121713.pdf.

新民晚报. 中国智能手机拥有率86% 人均持有近2台 [EB/OL]. (2015-11-17). http://www.sh.xin-

huanet.com/2015-11/17/c_134824681.htm.

SERVICES A F. Conceptualizing a Data Infrastructure for the Capture, Use, and Sharing of Patient-Generated 

Health Data in Care Delivery and Research through 2024 Draft White Paper for a PGHD Policy Framework 

[EB/OL]. (2016-10-28). https://www.healthit.gov/sites/default/files/Draft_White_Pa-

per_PGHD_Policy_Framework.pdf.

Availability and profile of consumer mHealth apps [EB/OL]. (2015-06). https://www.imshealth.com/-

files/web/IMSH%20Institute/Reports/-

Patient%20Adoption%20of%20mHealth/IIHI-Patient-Adoption-mhealth-Exhibits-Full.pdf.

How Will MACRA Impact Patient Engagement, Care Coordination? [EB/OL]. http://patientengage-

menthit.com/features/how-will-macra-impact-patient-engagement-care-coordination.

许培海. 我国区域卫生信息平台建设现状及趋势研究 [J]. 中国数字医学, 2016(2016 年 05): 23-26.

Medscape/WebMD. Uncover Beliefs About Patient-Generated Health Data [EB/OL]. (2017-02-20). http://w-

ww.himssconference.org/sites/himssconference/files/pdf/45_0.pdf.

6 barriers to use of patient-generated health data [EB/OL]. (2017-2-21). http://www.fiercehealth-

care.com/it/6-barriers-keep-doctors-from-using-patient-generated-health-data.

Health-related Smartphone Apps: Status Update for Hem-Onc Practitioners [EB/OL]. (2015-08). http://ww-

w.hematology.org/Thehematologist/Features/4133.aspx.

有限的医生资源 2000多款移动医疗APP是怎样产生的 [EB/OL]. (2014-12-26). http://www.cmdi.gov.cn/pub-

lish/default/zhixuntop_1/content/2014122610121217934.htm.

U.S. Department of Health and Human Services . Examining Oversight of the Privacy & Security of Health 

Data Collected by Entities Not Regulated by HIPAA [EB/OL][2017-03-14]. https://www.healthit.gov/sites/de-

fault/files/non-covered_entities_report_june_17_2016.pdf.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OMAHA 白皮书
2017年 04月  第 4期       

Briefing on Report: Oversight of the Privacy & Security of Health Data Collected by Entities Not Regulated by 

HIPAA ONC Joint Health IT Committee [EB/OL]. (2016-07-27). https://www.healthit.gov/FACAS/sites/faca/-

files/HITJC_ONC_Update_NCE_Report_2016-07-27.pdf.

PETERSEN C, DEMURO P. Legal and regulatory considerations associated with use of patient-generated 

health data from social media and mobile health (mHealth) devices [J]. Applied clinical informatics, 2015, 6

(1): 16-26.

Mobile Medical Apps: A Market on the Move [EB/OL]. (2014-11-18). https://www.technologyre-

view.com/s/532661/mobile-medical-apps-a-market-on-the-move/.

Examples of Pre-Market Submissions that Include MMAs Cleared or Approved by FDA [EB/OL]. (2017-01-12). 

https://www.fda.gov/MedicalDevices/DigitalHealth/MobileMedicalApplications/ucm368784.htm

Food and Drug Administration. Mobile Medical Applications: Guidance for Food and Drug Administration 

Staff [EB/OL]. (2015-02-09). https://www.fda.gov/downloads/MedicalDevices/.../UCM263366.pdf.

对美国FDA 移动医疗应用指南文件的研究解读 [EB/OL]. (2016-02-09). http://chuansong.me/n/2338829.

The Emerging Value of Patient Generated Health Data [EB/OL]. (2016-04-26). http://www.himss.org/emerg-

ing-value-patient-generated-health-data.

Data Provenance Initiative Charter [EB/OL]. (2014-11-12). https://oncprojectracking.healthit.gov/wiki/dis-

play/TechLabSC/DPROV+Home.

[20]   

[21]   

[22]   

[23]   

[24]   

从数据的采集到利用：
患者产生型健康医疗数据的“有意义使用”



表1： 2017年医生群体中患者产生型数据使用情况调查的单变量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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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OMAHA关于国内PGHD使用情况的调研

(一)  调查方法

2017年2月-3月，由OMAHA发起了一项关
于国内PGHD使用情况的调研，调研对象分
为慢性病患者和医生群体。

本次医生调查采用了方便取样，问卷形式为
线上问卷，主要通过给一些医生的邮箱定向
发送问卷，以及在一些医生社交网络平台发
送问卷链接的方式实现。本次患者调查采用
了方便取样，问卷调查形式为调查人员一对
一访问。

本次调查收到的医生问卷量为156份，除去
未对PGHD用情况作出回答的无效问卷后，
本次调查的最终参与医生为142人，均曾为
慢性病患者提供过诊疗。本次调查收到患者

(二)  调查结果

参与医生的平均年龄为37岁，其中52%的
参与医生为男性，医生主要来自三级医院
和公立医院。参与患者平均年龄40.5岁，
其中52%为男性，参与患者的学历背景较
为多元，其中30%的患者患有高血压。

在被调查者中，69%的参与医生表示总是要
求慢性病患者记录自身数据，41%的患者表
示曾经记录自身数据，详见表1和表2。

问卷量为216份，患者均表示曾被医生告知
确证过至少一种慢性病，除去未对PGHD记
录情况作出回答的无效问卷后，本次调查
的最终参与慢性病患者为205人。

 N（%） 
Total n=142 

性别  
男 71（51.5） 
女 67（48.5） 

年龄（IQR） 37（29-44） 
医疗机构级  

一级医疗机构 11（10.8） 
二级医疗机构 13（12.8） 
三级医疗机构 63（61.8） 
诊所 10（9.8） 
其他 5（4.9） 

医疗机构类型  
公有制医疗机构 73（72.3） 
非公有制医疗机构 28（27.7） 

所在科室  
全科 34（25.4） 
专科 100（74.6） 

是否总是要求慢病患者记录数据  
是 98（69.0） 
否 44（31.0） 

使用患者产生型数据的频率  
总是 11（10.5） 
经常 52（49.5） 
有时 21（20.0） 
偶尔 14（13.3） 
从不 7（6.7） 

  

 

从数据的采集到利用：
患者产生型健康医疗数据的“有意义使用”



表2： 2017年在慢病患者群体中患者产生型数据使用情况调查的单变量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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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 
Total n=205 

性别  
男 104（51.5） 
女 98（48.5） 

年龄（IQR） 40.5（28-55） 
学历  

初中及以下 30（15.7） 
高中 38（19.9） 
大专 28（14.7） 
大学 77（40.3） 
硕士及以上 18（9.4） 

高血压  
是 59（30.1） 
否 137（69.9） 

高血糖  
是 28（14.0） 
否 172（86.0） 

慢性呼吸系统疾病  
是 59（29.3） 
否 142（70.7） 

记录自身数据  
是 84（41.0） 
否 121（59.0） 

高血压患者平均每周自测血压次数  
0 27（45.8） 
<1 10（16.9） 
1-7 10（16.9） 
>=7 12（20.4） 

提供数据给医生  
是 42（53.9） 
否 36（46.1） 

医生使用所提供数据的频率  
总是 3（9.7） 
经常 2（6.5） 
有时 9（29.0） 
偶尔 12（38.7） 
从不 5（1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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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MAHA 热忱欢迎来自医疗和健康领域各个行业的个人和机构共同加入到医疗和健康数据开放的行列中来，通过协作的方式

一同推进个人健康档案的落地。

OMAHA 对会员采取分类制管理，不同类型的会员享有的权益不同。OMAHA 提供三种会员等级以满足不同组织的需求：

通过官网申请会员 
打开OMAHA官网（www.omaha.org.cn），

点击“会员申请”，填写信息并完成支付，

即可成为OMAHA会员

通过微信公众号申请会员 
打扫描二维码，关注OMAHA微信，

点击下方“会员申请”，填写信息并
完成支付，即可成为OMAHA会员

关于会员权益的具体信息请查看OMAHA官网网站、官方微信、宣传单页等。

关注个人健康医疗数据的开放，

成为 OMAHA会员

感谢对OMAHA一直以来的支持与关注，并一如既往地期待您的意见和建议，让我们共同建设
一个真正对推动民众获得个人健康医疗档案而努力的协作社区

• 赞助会员 (仅机构会员)：可直接与OMAHA秘书处联系；

• 正式会员 (机构会员和个人会员)：机构会员注册年费为5000元，个人会员注册年费为300元；

• 支持会员 (仅个人会员)：免费。



关于 OMAHA

进一步了解我们

当今医疗服务已走到数据驱动的年代，不管是预防、诊断、检测，还是后期的治疗干预，医疗的本质就是信息处理。然而，医疗健康数据

的碎片化格局已成为全球问题，个人无法获得完整的医疗健康数据，无法保证个人对优质医疗服务的高可及性和高质量性；同时，医生无

法完成跨专科、跨地域的团队式医疗服务。

为了解决医疗健康领域数据分享这一共性问题，基于这一系列突出的未满足需求，行业内领先的相关机构和个人发起了开放医疗与健康联盟

（Open Medical and Healthcare Alliance, OMAHA），目标促进数据的共享，抵抗数据的碎片化。

OMAHA目前已成立秘书处和五大工作组：

秘书处：  确定联盟的核心理念、宗旨和发展方向；制定联盟的管理机制和运作模式。优化联盟的内部管理，开展和组织与开放事业相关的各

项工作和活动，并协调和配合各个工作组的事务。同时，建立联盟与外部生态之间的合作，构建有序的开放环境；

文化推广工作组：  促进个人医疗健康数据的可及性、完整性和可交换性，倡导相关医疗健康服务机构面向患者的数据开放；通过行业调研、

文化宣教、医院开放度评价等活动，推动以个人为中心的医疗健康数据共享；

术语和数据工作组：  结合国内外已有标准以及行业应用现状，跟踪国内国际相关医疗健康标准组织，协作定义个人医疗健康相关术语与数据

的标准，建立动态维护与更新机制，为开放文档格式工作组提供基础标准服务；

开放文档工作组：   整合碎片化的个人健康信息，充分借鉴欧洲Open EHR开源项目，协作制定开放个人健康档案格式，推动该文档格式在行

业内的推广与应用；

隐私和安全工作组：  协作研究与制定个人健康数据在传输、交换过程中的身份认证、文档加解密等隐私与安全机制；跟踪国内外信息安全与

隐私保护领域的法律法规，积极参与国内外相关标准的制定；

开源工作组：  支持医疗健康领域的开源（Open Source）活动，促进行业内医疗健康开源项目的交流、展示和应用，推动与其他工作组相关

的基础共用件的开源化，重点支持开放个人健康档案编辑器（Open PHR Editor）开源项目；

共享应用工作组：  倡导建立行业内协作和共享应用机制，为各项公共服务建立企业应用示范，进行评估和反馈，挖掘行业内围绕信息技术的

更多共性需求，发起具体行业应用项目。

网          站：www.omaha.org.cn

微信公众号：china-omaha

联 系 电 话 ：0571-88937994

联 系 我 们 ：us@omaha.org.cn

加 入 我 们 ：hr@omaha.org.cn

地          址：杭州市文三路90号东部软件园1号楼1122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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