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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健康领域，与以往相比，现在人们有更多的机会来获取健康信息、了解自己的健康状况甚至参与到疾病
的治疗和护理管理的决策中。但是这也同时意味着更大的挑战：当面临众多的消息来源时如何去判断以何
种来源满足自己的健康信息需求。

—     理查德•佩洛夫（Richard M. Perloff）
          《The Dynamics of Persuas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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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 信 互 联 网 健 康 医 疗 信 息 的 生 态 构 建
Building a Reliable Ecosystem for Health Information on the Internet

本期白皮书深入对比国内外可信健康医疗信息网络的构建，通过信息发布、监管、认证和评价机制的建立，营造

一个可靠的互联网信息体系。

身处信息爆炸、碎片化的互联网环境，民众对健康信息的需求与国内互联网信息现状之间出现不容忽视的鸿沟。

魏则西之觞犹在，其对社会所造成的震撼，刺痛我们每个人的内心。政府、行业乃至企业迫切需要科学合理的方式与

机制，重新构建可信的网络体系。

本期导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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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摘要

(一) 互联网健康医疗信息的发布机构和
        内容产生模式

国内外互联网健康医疗信息的发布机构类型
差异较大。在国外，公众可通过多种渠道查
询可靠的健康医疗信息，发布机构主要有政
府、研究机构、企业、医院等。而我国目前
大多数健康医疗信息网站是由商业机构主
导，平台上挂号、远程咨询等才是维持用户
的主要服务，信息的提供只是一种辅助。国
内由政府主导的健康医疗信息平台非常少
见，且不能满足民众的特定需求。虽然目前
中国的很多健康网站都尝试模仿WebMD，
但运行效果并不太理想。

在内容产生的模式上，对比国外，我国各平
台的可靠健康医疗信息来源不足，内容生产
模式单一，政府或研究机构无法像美国国立
图书馆或者英国NICE一样建立自己的公众健
康医疗信息网站或者向信息平台提供权威可
靠的信息。

白皮书通过对国内主流的搜索平台和医疗健
康类平台的数据进行统计分析后发现，在互
联网时代，中国用户对健康医疗信息的需求
非常巨大。虽然当前中国互联网中存在着大
量的健康医疗信息，但信息质量参差不齐，
劣质和虚假信息泛滥的现象屡见不鲜，再加
上民众本身的健康素养不高，缺乏对信息质
量的判断能力，从而导致了民众在获取这些
错误信息后可能会发生悲剧。因此，可信互
联网健康医疗信息的构建就显得尤为重要且
迫切。

跟中国相比，欧美国家在互联网健康医疗信
息构建的各方面相对都比较成熟，值得中国
政府及组织机构、企业和医院等借鉴。

(二) 信息平台的质量控制机制

要建立可信互联网健康医疗信息，信息发
布平台必须要建立一套完善的信息内容质
量控制机制，以确保信息内容是可信赖
的。国外主流健康网站主要通过以下三个
原则来保证信息质量：信息来源权威可
靠；信息编辑公平公正；相关专业人士审
核把关。而在中国，除政府主导产生的健
康医疗信息网站有比较可靠的质量控制机
制外，其他平台鲜有非常明确可靠的质量
控制机制。

(三)  信息“可信度”的监管

国外对健康医疗信息可信度的评估是由政
府、第三方认证机构、信息平台本身等相
互进行，均对保障健康医疗信息的可信度
具有重要作用。如在美国，医药广告的各
种违法现象由联邦贸易委员会、联邦通讯
委员会和美国食品药物管理局三者合力进
行严格管理。

目前为了防止在网上从事非法的网站经营
活动，打击不良互联网信息的传播，国内
主要通过备案的方式进行监管。政府的监
管存在缺陷，且平台对发布内容的质量的
把关总是晚于相关法律或负面事件的发
生。经历了“魏则西事件”这样沉痛教训
后，医学健康网站的监管缺陷逐渐暴露，
《互联网广告管理暂行办法》才出台。这
部管理法规标志着我国互联网广告长期缺
乏监管的状态即将结束，然而政府对健康
医疗信息的内容质量依旧没有任何的监
管、评估或认证机制。

可信互联网健康医疗信息的生态构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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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信息“可信度”的认证

平台认证的工作可以推进信息产生的规范
性，提高信息的质量。国外对医学或健康医
疗信息网站的评价已有较为成熟的评价标准
和工具 ，一般由中立、公正的第三方认证
机构建立科学的信息质量评价标准，对信息
平台的质量进行认证评估，如瑞士健康在线
基金会开发的HONcode健康医疗信息质量评
价系统、美国使用审查认证委员会开发的
URAC健康医疗信息质量评价系统等。

而在我国大陆地区，还未出现专门针对健康
医疗信息平台进行质量评估和认证的第三方
机构，而且也没有较高权威性和推广性的网
络健康医疗信息质量评价工具。目前仅台湾
地 区 已 经 有 数 家 医 学 健 康 网 站 已 经 获 得
HON co d e认证，而在大陆和香港，获得
HONcode认证的网站很少  。大多数信息平
台主要集中在官网认证和互联网药品信息服
务资格认证上，包括相关资质、真实身份和
网 络 安 全 等 内 容 ， 缺 少 对 信 息 质 量 的 认
证    。

健康医疗信息不能取代医患之间的交流。

(六)  可信互联网健康医疗信息发展
         的建议

构建可信健康医疗信息体系需要政府与企
业、组织机构及医院等共同努力。政府要
出台积极有效的政策，形成相关的内容发
布和传播的惩罚机制，通过法律提高政府
的监管能力，并明确自身在各环节的定位
和作用才可以更好地发挥作用。同时企
业、组织机构、医院等在信息的产生和质
量把控，信息平台的认证、推广和运行机
制的制定这几方面采取积极有效的措施，
从而建立高质量值得信赖的互联网健康医
疗信息分享环境。

可信互联网健康医疗信息的生态构建

[1]

(五)  可信健康医疗信息向患者的传播

健康医疗信息经产生、监管和认证之后，最
终目的是让民众获取，而达到这一目的需要
各方机构和民众的共同努力。目前国内的健
康医疗信息碎片化，散落在各种新媒体中如
微博、微信公众号等，且这些信息的质量真
假难辨。

作为内容生产机构，首先各平台可以通过塑
造可信品牌形象的方式，从碎片化信息中脱
颖而出。其次，平台要明确自身定位，根据
用户需求把控内容产生的方向，并时刻注重
质量，真正给有需求的用户输送可信的、有
效的健康医疗信息，从而树立平台的形象，
提升公信力。同时，信息平台之间进行相互
链接，也可以帮助形成良性生态圈。此外，
政府、研究机构、企业以及医院要帮助大众
树立对可信健康医疗信息正确的认知：可信

[2]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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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简介

(一)   研究背景

随着互联网技术和移动设备的普及，老百姓
通过互联网的渠道获取的健康医疗信息变得
越来越丰富，随着信息的迅速增多，质量也
变得参差不齐。这些类别的健康医疗信息内
容丰富，以互联网的方式获取的健康医疗信
息具有“去中心化”的特征，面向的对象是
所有老百姓，不针对某类特定人群，具有
“人人可获得”的民主性特征。同时，由于
老百姓的需求是分不同层次的；且很多情况
下，专业人士和老百姓之间也是相互切换的
角色，因此通过互联网的途径获取或传播的
健康医疗信息可以说是面向所有人的，并不
分专业性和科普性，不强调信息的受众细
分，个人可以对所需的信息层次进行自行选
择和过滤。

(四)  OMAHA基金会

在此背景下，互联网上对于信息的标签较
少，使得大众难以判断信息的质量。因
此，政府、行业、第三方机构等如何在互
联网上构建起一个可信的健康医疗信息网
络变得极其重要，最终的目标是让大众能
够获取到能够信赖的信息，从而帮助提升
个人的健康素养和健康/疾病管理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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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MAHA基金会是由医疗领域意见领袖和行
业专家发起和运营的公益组织。2016年3
月，经浙江省民政厅批准注册成立。

法，辅以专家深度访谈的方式，对国内外
具有代表性和参考价值的健康医疗信息网
站进行了研究和归纳，对比了国内外建立
可信互联网健康医疗信息的差距，并提出
建立可信互联网健康医疗信息的相关建
议。

(二)  研究目标

对于目前我国互联网健康医疗信息发展的现
状，我们对国际上一些代表性国家和地区如
何构建起可信信息网络的实践进行了研究和
分析，我们希望通过这期白皮书，为在我国
建立起可信的互联网健康医疗信息网络提供
坚实的证据支持和建议的发展方向。

(三)  研究方法

本文主要通过文献检索和相关资料查询的方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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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大众获取互联网健康医疗信息的现状

在互联网广泛应用的背景下，民众对健康医
疗信息的获取与传播变得无比便捷。健康医
疗信息的内涵也得到极大的丰富，外延也突
破了传统医学科技文献定义的范畴，对这类
信息的分界线愈显模糊，难以清晰界定。在
此白皮书中，我们对所提出“互联网健康医
疗信息”的概念进行简单定义，其主要类型
包括：

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学者R. J. W. Cline研究认
为健康医疗信息查询者一般会通过浏览健康
网页、参与虚拟社区和在线咨询健康专业人
员这三种方式获取网络健康医疗信息    。不
管是哪种渠道，此类在互联网上获取的健康
医疗信息，是除了特定领域的专业医务人员
之外，民众获取相关医疗健康知识的重要和
主要补充来源，与人的生命健康密切相关。

对于前者基于目的的主动获取，搜索已经
成为民众获取信息的主要途径，成为最广
泛使用的信息入口，使用量远远超过其他
资讯服务形态。大致估算，每天在线获取
医疗信息的用户超过3000万人，社会对医
疗健康类的专业信息检索的需求巨大。

同时，对于基于科普的被动获取信息来
说，民众对于健康医疗信息的关注度同样
巨大。根据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China 
Internet Network Information Center，CNNIC）
发布的《中国科普市场现状及网民科普使
用行为报告》统计报告显示，网络使用者
在关注科普类信息的时候，有41.6%关注的
是医疗健康方面的知识   。其目的一方面是
出于个人兴趣爱好，另一方面是为了提高
生活质量、提升个人健康等。

(一) 互联网健康医疗信息的现状和未被
        满足的需求

1.  民众通过互联网获取健康医疗信息的需

求相当大。

在互联网时代，中国用户对相关资讯的需求
更是巨大，特别是在专业性较强的领域，比

2. 互联网健康医疗信息量巨大，然而可信度

低，劣质和虚假信息泛滥。

随着互联网和电脑设备的不断普及，搜索引
擎的广泛应用，民众对信息的可及性已经不
是问题。互联网上充斥着海量的健康医疗信
息，面对如此多的医疗和健康类信息，目前
各个医疗搜索和查阅的结果信息混杂、可信
度不高，无法满足用户对于高质量的医疗资
讯的需求。据果壳网公布的数据显示，互联
网上70%的科普类谣言与医疗健康相关。去
年，“魏则西事件”的发生，引起了社会的
广泛关注。魏则西在武警北京总队第二医院
进行了先后4次生物免疫疗法的治疗却是个
骗局，在国外由于有效率太低，20年前在临
床试验阶段就已被淘汰。

传统医学科技文献信息；

大量电子化的医学科研数据资源；

事实型的医疗信息（诸如医学年鉴、医疗
手册等各类参考工具信息；医疗设备信
息、医药产品信息等；内部专业技术图
片、视听音像等各类型内部医学教育资料
等）；

网络医疗健康科技信息（如医学新闻、技
术人员发布的个人科技观点、书信、手稿
等，扩展到专题网站、博客、微博、时事
动态、个人网站、BBS材料等）  。

如医疗健康。民众对获取健康医疗信息的动
机可分为两大类：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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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基于特定目的的主动获取；

2)  基于科普的被动获取；

·

·



3. 民众的健康素养不高，对信息质量的判断

能力缺乏，信息不对称现象严重。

目前公认的是WHO对“健康素养”（health 
literacy）的定义: 即人们获取、理解、采纳
健康医疗信息和服务，并利用这些信息和服
务做出正确判断和决定，促进自身健康的过
程    。该概念不再仅关注临床医疗环境中人
们的素养，而将素养扩展至更为宽泛而全面
的关注健康的视角。2008年对中国居民健康
素养的首次调查报告指出：中国居民健康素
养的总体水平为6.48%，其中慢性病预防
素养最低，仅为4.66%    。又比如，我国
猝死患者的抢救成功率仅为1%-2%，远远
低于美国60%-70%；我国脑卒中患者死亡率
是欧美国家的4倍、日本的3.5倍     。这种现
状和差距，与我国公众应急抢救能力、健康
素养较低等有很大关系，国内公众健康素养
的提高还有巨大空间。

在质量如此参差不齐的信息海洋中，商业利
益的驱动是虚假健康医疗信息泛滥的主要原
因。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的数据显示，
2012年共搜查到24万违法药品广告。2014
年，百度医疗搜索的收入超过100亿，占所
有广告收入的比例超过30%。医院、药企、
互联网平台等在商业利益的驱动下，使得海
量的医疗健康医疗信息鱼龙混杂，可信度及
其低下。

4. 政府逐步开始监管互联网健康医疗信息

的真实性，但未对信息的质量有所控制。

目前政府对网络上医疗健康专业领域信息
的管理，还处于相当不成熟的阶段，主要
由工信部采用网站备案的方式进行管理，
属于“事后监管”的模式状态。

同时，针对医疗卫生网站的信息来源、相
关广告目前已经有了一些法律约束，正逐
渐“由点到面”地开始解决互联网信息的
“真实性”问题，但还无法有效地管控到
互联网健康医疗信息的质量，缺乏有效的
事前监管。

一项调查表明，“相关结果太多无法筛
选”是大多数网络调查者（70.6%）查找
健康医疗信息过程中最主要的困难      。

2004年CFDA颁布的《互联网药品信息服务
管理办法》规范了互联网药品信息服务活
动，保证互联网药品信息的真实、准确。
2009年卫生部发布的《互联网医疗保健信
息服务管理办法》对互联网医疗卫生信息
服务进行了一定约束。该办法要求医疗卫
生网站或登载医疗卫生信息的网站所提供
的医疗卫生信息必须科学、准确，注明信
息来源，但未对互联网网站和渠道传播的
信息内容所有控制。

针对微博等互联网渠道信息的发布和管
理，北京市政府发布了《北京市微博发展
管理若干规定》，但该规定仅规定了信息
的发布需要遵守有关的法律法规，但未对
信息传播的质量作出明确要求。

医疗卫生及健康相关产品的广告信息要按
照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和有关部门审批内容
进行登载，不得扩大功效或宣传治疗作用。
2016年7月，我国工商总局发布了《互联
网广告管理暂行办法》 ，根据《办法》要
求，医疗、药品、特殊医学用途配方食品、
医疗器械、农药、兽药、保健食品广告等
法律、行政法规规定须经广告审查机关进
行审查的特殊商品或者服务的广告，未经
审查，不得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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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互联网上信息的来源模糊、快速传播
等特征，民众对信息的理解和判断更是参
差不齐。一项研究对随机选取的50位新浪
微博使用者进行调研，对于被调研的微博
评论信息，被调研者中持认同态度的比率
高达90.24%，质疑率为6.26%，反对率仅为
0.93%；而专家对这些信息的认同率均值仅
为25%，用户和专家之间的认知差异度高
达65.24%。专家的质疑率、反对率和无关
率分别为26.85%、37.96%、10.19%。在这50
位被调研者中，仅有7.19%的人能判断出信
息质量存在失真问题，绝大多数用户的专
业能力有限，很难判断信息的科学性     。

可信互联网健康医疗信息的生态构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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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9]

[10]



来源：OMAHA分析

在利益驱动下，由于互联网发布信息的随意
性较大，难以受控，同时网上信息收集的便
利性较大，使得互联网健康医疗信息在生成
端便难以管辖。同时，移动互联网和移动设
备的普及加速了信息发布的即时性，互联网
时代每一个用户都能成为信息的传播中心，
质量更是难以得到控制，网络信息风险巨
大。

信息质量的参差不齐，虚假信息和劣质信息
充斥网络，互联网传播信息的速度快，已影
响到公众对相关信息的利用，对用户的决策
行为带来了负面影响。同时，由于目前我国
国民的健康素养还处于较低阶段，网络用户
层次参差不齐，理解、筛选和判断优质的专
业健康医疗信息的能力还不够。在此背景下，
结合我国国情，在建立相关制度法规的同时，
我们提出构建“可信互联网健康医疗信息”
的概念，旨在通过建立健全的网络健康医疗
信息发布和管理体系，来帮助民众通过多渠
道获取权威可信的信息内容。

为了实现“可信互联网健康医疗信息”网络
的构建，需要从信息的“安全性”和“有效
性”两方面着手，从信息产生、发布、传播
等全过程对信息的不同方面进行质量评估，
从而实现信息的“可信”。经过研究和总

(二)  构建“可信互联网健康医疗信息”
         的内涵和价值

通过科学合理的互联网健康医疗信息发布、
认证、监管和评价机制的建立，向民众提供
可靠的互联网健康医疗信息来源，保证信息
的权威性，如图1所示。互联网健康医疗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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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可信互联网健康医疗信息体系构建的四大支撑条件

信息发布平台：

质量控制机制的建立。确保资料来源权威
可靠；同时，建立用户评价与反馈机制，
让信息使用者对发布内容进行评价和排
名，对不正确信息进行反馈；

结，我们认为“可信信息网络”的构建需
要四大支撑条件，包括：

政府：

对信息“可信度”的监管。深入健康医疗的
行业，采用强制手段对劣质信息进行过滤，
规定“什么不可以”，并强化执行力度；

·

·

第三方认证平台：

对信息“可信度”的认证。对信息发布平台
进行认证（注：由于健康医疗信息的特殊
性，不会对平台内的具体内容进行认证），
通过认证的信息平台表明其发布的信息是权
威可靠的；

·

品牌和传播：

可信健康医疗信息向患者的有效传播。构建
起“以患者为中心”的可信信息网络和品牌
形象，方可保证高质量的信息能够以抵抗碎
片化的方式传递给民众。

·

第三方
认证平台

大众传播

信息
发布平台 政府监管

可信互联网健康
医疗信息体系

• 确保信息来源权威可靠
• 信息编辑公正客观
• 专业人士对信息进行监督和

审核

质量控制机制的建立

• 对互联网信息“可信度”
的监管

• 针对健康医疗行业的垂直
化深度管理

• 事前监管机制的建立

对信息“可信度”的监管

对信息“可信度”的认证

• 对信息发布平台进行信息质
量认证（由于健康医疗信息
的特殊性，不对具体内容进
行认证）

• 通过认证构建标准化的生态

向患者有效传播

• “以患者为中心”的可信信
息网络建立，避免碎片化

• 权威平台之间的链接
• 正确认知：信息不能替代

医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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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高互联网上健康医疗信息的可信度，帮助
民众更明智地作出医疗和健康选择是在“互
联网+”下，政府向民众提供益民服务的一个
重要基础，只有保证健康和医疗信息的内容
客观、专业及易懂，才能避免由信息不对称
和信息质量低下造成的社会悲剧，才能进一
步提高社会整体的健康素养，才能有效地从
最早期来缓解医疗服务资源的错配问题。

息需要满足“可信”的基本要求，其关键特
征是：健康医疗信息的来源是正规、可信的

网站；内容基于高质量的循证医学支持，或

需要有科学的数据驱动；信息平台或信息内

容具有第三方的权威认证等特点。

可信信息网络的建立，可以帮助规避网络信
息的风险，提高互联网健康医疗信息平台的
质量，提升民众的健康素养水平；从另一个
角度，全科医生和基层社区医疗承担了很大
一部分医疗健康科普的任务，互联网健康医
疗信息的优质化可以一定程度上解放医生这
方面的工作，提高科普教育的效率，提供补
充作用。同时，通过互联网的途径提供可信
的健康医疗信息，减少信息的不对称，引导
民众医疗健康决策的科学性。

OMAHA 白皮书
2017年 10月  第 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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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互联网健康医疗信息的发布机构和内容生产模式

 在一些互联网发展较好的发达国家，互联
网已成为公众获取健康医疗信息的重要渠
道。早在2008年，美国皮尤“互联网和美国
人生活项目”调查显示，“61%的美国成年
人通过互联网获取过健康医疗信息，利用互
联网搜索健康医疗信息的比例达80%”    。

国外的发布机构类型由政府、学术组织、商
业机构等多种主体主导，而我国目前大多数
健康医疗信息网站为商业机构所主导，由政
府主办的公众健康医疗信息网站较少。在内
容生产模式方面，国内外的差异也十分明显。
在国外，各类机构生产内容的比重没有太大
差别，而在国内，健康医疗信息主要由商业
机构主导产生，政府及医疗机构产生的内容
相对较少。

由政府/研究机构主导的如美国国立卫生研
究院（National Institutes of Health，NIH）、
美国文献服务检索系统PubMed和PMC、美
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Centers for Disease 
Control and Prevention，CDC）和英国NHS
主导的NHS Choices。由企业主导的如美国
Web公司旗下的WebMD，Medscape，
MedicineNet等健康网站、美国Drugsite 
Trust的Drugs、MyFitnessPal、Psychology 
Today、WeightWatchers、HealthGrades等。
医院主办的如美国梅奥诊所的官网及其疾
病咨询网页和美国凯撒医疗集团面向公众
的网页。以上平台所涉及的领域主要有：
医疗、药品、减肥、养生保健等。 

(一)   欧美

根据Alexa排名世界前16名的健康网站（ 具
体见表1      ）可知，公众可通过多种渠道查
询可靠的健康医疗信息，国外健康网站服务
主体呈多元化，主要有政府、研究机构、企
业、医院等。

可信互联网健康医疗信息的生态构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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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14]

1.  政府/研究组织主导产生

NIH是美国卫生和公众服务部（Depart-
ment of Health and Human Services，
HHS）的组成部分，是美国国家医学研究
中心。建立于1887年，是世界上最著名的
医学研究中心，由27个独立的研究机构组
成。NIH的使命是支持国内外综合大学、医
学院校、医院和研究组织的科学家的研究
工作，帮助培训研究调研者，和促进医疗
健康科学信息的沟通交流     。

1 )  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National 
      Institutes of Health，NIH）

NIH Web site是大量的网址集合，拥有超过
150个服务器，有些内容每天更新，有的以
周或以月更新一次。NIH Health Information
（http://health.nih.gov）为公众提供来自NIH
机构中心基于科学研究的健康疾病信息，主
要包括健康小贴士、播客、疾病和许多对健
康科学主题的具体解释说明等     。

[15]    

[13]    

除了NIH Health Information，公众还可以访问
MedlinePlus（https://medlineplus.gov）。Medline-
Plus是美国国立医学图书馆（National Library 
of Medicine，NLM）于1998年10月创建的一
个综合性医学网站，旨在为公众提供丰富
的、权威的、准确的、最新的医学信息，它
是美国政府机构网站中用户满意程度最高的
一个网站。该网站没有广告，也不偏向任何
公司或产品，免费提供各类健康医疗信息，
还免费提供电子邮件订阅服务       。Medline 
Plus发布内容主要有：健康专题（HealthTop-
ics）、药物及保健品（Drugs&Supplements）、
医学百科全书（Medical Encyclopedia）、视频
和工具（Videos & Tools）、医学词典（Medical 
Dictionary）、临床研究（Clinical Trials）和新闻
（News）等。

[15]    

公众通过MedlinePlus可以了解最新的治疗进
展，医学术语的详细解释，查询药物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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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英国NHS Choices网站一览

图2：美国NIH Health Information网站一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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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方网站。每个月超过4800万的访问
量，成为英国最大的健康医疗网站，占
比所有健康医疗相关网站流量1/4。发
布内容主要分为5大模块，分别为疾病查
询（Health A~Z）、健康生活（Live Well）、
保健和支持（Care and Support）、健康新闻
（Health News）、身边的服务（Services 
Near You），如图3。

观看医学视屏，查看某个主题最新的医学研
究，和有关疾病的临床试验等        。健康医
学专家同公众一样通过MedlinePlus获取权威
的及时更新的信息。

NHS Choices于2007年成立，是英国国家医疗
服务体系（National Health Service，NHS）的

2 )  英国NHS Choices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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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企业主导产生

可信互联网健康医疗信息的生态构建

WebMD还与时代华纳（Time Warner）公
司建立了战略联盟，通过时代华纳为使用
美国在线（American Online，AoL）服务
的消费者提供卫生保健资料、技术设备信
息和相关服务。WebMD利用网络发布有
关疾病和治疗的详细内容，这些内容为该
公司网站赢得了每月高达上亿次的点击，
有几百万患者和医生浏览     。

图4：美国WebMD网站一览

OMAHA 白皮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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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17]    

一个充分满足社会公众需求的健康医疗信息
服务平台，单靠政府/研究机构投入是不够
的，需要各方面社会力量参与进来。美国最
大的健康医疗信息服务网站 WebMD、
MyFitnessPal、Drugs、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
（US News & World Report）就是企业参与这
一实践的典型成功例子，实现了政府、企业
和公众的三方共赢     。

WebMD是一家美国纳斯达克上市公司。
2015年，WebMD（WebMD’s network of 
websites）以绝对的高访问人次超过了其他
私立或政府的健康医疗信息服务网站，成
为美国最大的健康医疗信息发布机构。它
发布健康医疗及护理相关的主题内容，主
要包括症状自查、药房信息、药品信息、
临床医生针对某一健康话题的博客等，还
为患者提供存储个人医疗信息的功能。

WebMD网站由WebMD Health，
Medscape，MedicineNet，eMedicine，
eMedicineHealth，RxList等构成。WebMD 
Health是为消费者服务的主要综合门户网
站；Medscape是为医务人员和卫生健康
专家服务的专业门户网站，旨在为临床医
务人员提供最新的医疗信息；MedicineN-
et为在线媒体发布平台；RxList提供有关
品牌药和仿制药详细的药物学信息；
eMedicineHealth提供与WebMD类似的信
息。

1 )  WebM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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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20]    

[21]    

[23]    

[22]    

最佳医院排名每年7月份更新，分别对医
院16个专科（肿瘤科、心脏内科和心脏外
科，糖尿病和内分泌科、耳鼻喉科、消化
内科和胃肠外科、老年病科、妇科、肾内
科、神经内科和外科、骨科、呼吸科、泌
尿科、眼科、精神病科、康复科和风湿病
科）进行排名，对每个专科前50名的医院
进行排名。16 个医学专科中，医院须至少
有 6 个以上专科排名靠前才有资格上光荣
榜（Honor Roll）。

·

《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U.S News & World 
Report）虽然不在健康网站Alexa排名世界前
16名之列，但它在美国是一本仅次于《时代
周刊》、《新闻周刊》的第三大新闻杂志。
自1990年起，《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每年
对美国的成人医院、儿童医院进行评估，是
民众了解获取医院排名信息的一个重要来
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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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  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US News&World 
      Report） 

梅奥不仅使患者可享受到最优质的医疗照
护服务，还为公众提供了可信、权威的健
康医疗信息，梅奥诊所的健康医疗信息被
一致认为是最值得信赖的可靠健康医疗信
息来源之一。

在医疗研究上的经费投入就超过6.6亿美元     。

梅奥官网面向公众提供健康医疗信息的
板块是患者照护与医疗信息（Patient 
Care and Health Information）版块，主要
包含健康生活方式（Healthy Lifestyle）、
症状（Symptoms A-Z）、疾病（Diseases 
& Conditions A-Z）、检查和操作（Tests & 
Procedures A-Z）、药物和保健品（Drugs 
& Supplements A-Z）、就医预约（Appoint-
ments）、患者和拜访者指南（Patient & 
Visitor Guide）、医疗保险（Billing & 
Insurance）、患者在线服务（Patient 
Online Services）。此外，也有专门的版
块为临床专家提供健康话题最新的医疗
信息和新闻。

3. 医疗机构主导产生

梅奥诊所是非盈利的医疗卫生服务机构和医
疗研究机构，被普遍认为是美国最伟大的医
院之一，在 2016-2017年《美国新闻与世界报
道》最佳医院排名名单中位列第一。梅奥保
持美国医院顶尖地位超过25载，梅奥单一年

1) 梅奥诊所

凯撒医疗集团（Kaiser Permanente）是一
家集医疗保险与医疗服务于一体，注重
“预防为主、防治结合”的医疗集团。为
了提高效率，降低医疗服务成本，非常注
重患者的自我健康管理。凯撒官网面对公
众健康教育的Health & Wellness版块主要包
含健康生活（Live healthy）、疾病和症状
（Conditions and diseases）、西药和天然
药物（Drugs and natural medicines）、项目
和课程（Programs and classes）   ：

2 )  凯撒医疗集团

成人医院排名

现实生活中，公众经常会遇到这样的困
境，有的网站告诉你需要多喝水，而另
一个网站告诉你不应该多喝水。针对患
者这样的困惑，凯撒提供了健康生活版
块，患者可获得由医生审查后的健康医
疗信息和可靠的在线测评工具；

·健康生活：

当患者感觉身体异常时，该版块为患者
·疾病和症状：

按照以下 10 个儿科专科分别进行排名：
肿瘤科、心脏内科和心脏外科、糖尿病和
内分泌科、消化内科和胃肠外科、新生儿
科、肾内科、神经内科和神经外科、整形
外科、骨科 以及泌尿外科。

·儿科医院排名

依据常见的5种手术心脏搭桥手术、髋关
节置换术、全膝关节置换术、心力衰竭和
COPD对医院进行排名。

·常见护理最佳医院排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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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国内

与国外不同的是，目前我国大多数健康医疗
信息网站为商业性网站，由政府主办的公众
健康医疗信息网站比较少见，而且能够满足
网络用户特定需求的健康医疗信息资源极度
匮乏，主流的信息网站如表2所示。卫计委
和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两个网站都没有为
公众提供健康医疗信息（卫计委网站中的
“知识园地”版块略有涉及），中国疾病预
防控制中心健康教育所网站虽然有少量的健
康医疗信息，但其内容过于表浅且信息量极
其有限，我国政府在为公众提供健康医疗信
息服务的方面还不尽人意。

对于互联网上健康医疗信息的产生模式，目
前国内相关内容主要由商业机构主导产生为
主，政府组织主导产生为辅。同时，随着互
联网的发展，越来越多的内容在开放社交媒
体上产生。

让患者充分了解药物和保健品的处方信
息；

·

提供了健康指南，症状自检工具和健康百科
全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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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药和天然药物：

在线为患者提供相关的健康保健项目，通
过患者的参与，帮助患者拥有更健康的生
活状态。

·项目和课程：

1.  政府/研究组织主导产生 传播网络平台/百科名医网提供内容和参与
编辑。1 )  中国健康教育网

从国内的发展格局来看，无论是信息的发布
方还是信息内容的主导方，目前主要由商业
机构在其中参与，政府有关部门参与的较
少，同时缺乏政府对信息进行“可信评估”
和“可信认证”的机制，因此，整个可信健
康医疗信息的生态尚未形成，还有待大力发
展。

由中国健康教育中心主办，加挂卫生部新闻
宣传中心牌子，并由卫生部直接管理（2008
年之前由CDC管理）。其主要职责是：负责
全国健康教育与卫生新闻宣传工作的技术指
导，开展相关理论与实践研究，承担全国健
康教育与卫生新闻宣传活动的组织实施及信
息网络、媒体管理、业务培训等有关技术与
服务性工作。

2. 企业主导产生

1 )  百度百科——医疗百科

致力于权威医学知识的传播，目前的词条主
要通过“权威合作编辑”的途径进行内容提
供。“权威合作编辑”指的是与权威机构、
学术组织，或行业垂直网站，开展针对专业
领域的内容合作，共同提升某领域词条的专
业性、权威性，更好的满足用户需求。同时
提升合作方的品牌权威性和可信任感，扩大
影响力和美誉度，例如目前平台上的很多健
康医疗词条由国家卫生计生委权威医学科普

3 )  中国医师协会医学科普分会

2015年10月，中国医师协会医学科普分会和
医学科普媒体联盟成立。未来，中国医师协
会医学科普分会和医学科普媒体联盟将以崭
新的TED演讲形式，为公众带来不一样的视
听感受，满足大众对权威性、科学性、趣味
性医学科普知识的需求。到目前为止，相关
微信公众号（中华医学科普平台）已上线，
阅读量仅在百人级别，其他方面尚未了解到
有实质性的进展。

2 )  百科名医网

经调研，百科名医网是国家卫生计生委权威
医学科普项目唯一指定网站。临床医生作为
医药卫生工作的主力军，应成为健康科普的
重要力量，百科名医网（http://www.baike-
my.com）可以为医学专家建立科普工作室，
广大网民可以通过科普专家工作室随时了解
自身疾病的有关知识及更多的其它健康科普
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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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健康网是国内的一家健康咨询门户网站，
网站于2000年3月9日正式开通。39健康网以
互联网为平台，整合健康资讯、传播健康理
念，旗下有就医助手、名医在线、药品通、
39问医生、疾病百科等健康领域的互联网产
品。

随着移动互联网的发展，以微信公众号、
微博号等社交媒体为代表的新媒体、自媒
体方式传播健康医疗信息开始盛行，例如
微信公众号：宁静访谈录、丁香医生、医
药云端工作室、医脉通、健康头条、北京
协和医院、协和八等；微博：医生妈妈欧
茜、爱问医生、小儿外科裴医生、夏天的
陈小舒、火爸朱剑笛、新浪健康、营养师
顾中一等。自媒体的传播多为非营利性行
为，主要是医生进行科普和建立个人品牌
形象的行为和目的。

3. 社交媒体平台

2 )  寻医问药网

3) 3 9健康网

丁香园是中国国内的面向医生、医疗机构、
医药从业者以及生命科学领域人士的专业性
社会化网站，提供医学、医疗、药学、生命
科学等相关领域的交流平台、专业知识、最
新科研进展以及技术服务。旗下有微信公众

4 )  丁香园

好大夫在线创立于2006年，是中国领先的互
联网医疗平台，可提供线上诊疗、电子处
方、会诊转诊、家庭医生、图文咨询、电话
咨询等服务，老百姓主要通过互联网的方式
与医生建立起信息交流的纽带。

号“丁香医生”，为用户提供医疗健康医
疗信息服务，医学健康知识科普。用户数
颇多，微信公众号平均阅读量可达10万+。

5 )  好大夫在线

寻医问药网成立于2004年，是目前中国领先
的一站式互联网医疗服务平台。寻医问药网
率先将“医患交流互动平台”、“药品权威
专业数据库与电商交互平台”、“一流医院
和一流专家权威分诊与咨询平台”、“个人
健康管理应用互动平台”、“医药、医院搜
索和健康资讯平台”等综合服务集于一体，
涵盖从诊疗前的线上自诊、线上问诊、电话
咨询、药品查询和购买、预约专家号等到就
诊期的凭证转诊、导诊、陪诊再到就诊后的
康复、随诊、数据追踪等完整的就医环节，
为患者提供方便快捷的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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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中国前 10 位的健康医疗信息网站（根据 Alexa 排名） 

排名 健康网站名称 主办单位 属性 网站 

1 39 健康网 广州启生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企业 39.net 

2 家庭医生在线 广州市家庭医生在线信息有限公司 企业 familydoctor.com.cn  

3 播种网 广州启康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企业 bozhong.com 

4 MedSci-临床研究与学术平台 上海梅斯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企业 medsci.cn 

5 百姓健康网 南京有爱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企业 jiankang.com  

6 锐进 3618 医疗器械网 广东锐进广告有限公司 企业 3618med.com  

7 丁香园 杭州联科美讯生物医药技术有限公司 企业 dxy.cn  

8 大众医药网 深圳众生元网络技术有限公司 企业 51qe.cn  

9 有问必答网 珠海健康云科技有限公司 企业 120ask.com 

10 河南整形美容医院 河南整形美容医院 企业 hnzxyy.com 

 

14



OMAHA 白皮书
2017年 10月  第 6期       

可信互联网健康医疗信息的生态构建

(三)  国内外差异分析

国内外互联网健康医疗信息的发布机构类型

有显著差异。

国外互联网健康医疗信息行业发展已经较为
成熟，发布机构类型呈现政府、学术组织、
商业机构等多种主体主导的局面。如美国不
管是HHS、学术科研机构NLM，还是商业公
司WebMD都创建了并维护权威可靠的公众
健康医疗信息网站。

而我国目前大多数健康医疗信息网站为商业
机构所主导，中国的很多健康网站都由模仿
WebMD而来，但运行效果并不太理想。目
前，我国提供健康医疗信息的商业平台并未
以信息的提供为主要业务，而是一种辅助供
应，平台提供的如挂号服务、远程咨询等是
维持用户粘性的主要因素，而非信息本身。

我国可靠的健康医疗信息来源不足，内容生

产模式单一。

我国政府虽然在建立公众健康医疗信息网站
方面有一定的投入，但没有形成成熟的机
制，加上各学术机构的参与度不高，导致无
法像美国国立图书馆或者英国NICE一样建立
自己的公众健康医疗信息网站，或向信息平
台提供权威可靠的信息，而国外健康医疗信
息网站内容很大一部分来自于权威的医学数
据库和临床试验研究。例如，英国NICE为
NHS Choices的信息主要来源， 美国Medline 
Plus大量信息来自NIH和其它可信的资源，信
息来源于世界上850个机构，包括15000多个
权威医学信息链接。

国内由政府主办的公众健康医疗信息网站较
少，而且能够满足网络用户特定需求的健康
医疗信息资源极度匮乏。如中国卫生卫计委
官网查不到对民众有用的有关疾病诊疗信
息，同时有重要资源的学术机构对于健康医
疗信息网站的参与度也并不高，如CNKI、
万方、维普的文章均需要付费才能查看下
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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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信息平台的质量控制机制

多个权威医学信息链接。

(一)  信息来源权威可靠

欧美很多大型的健康网站，就平台发布的内
容而言，可直接由权威的健康医疗信息供应
商提供，或由平台自己产生基于数据驱动或
证据支持的数据。具体如下：

1.  由权威的健康医疗信息供应商提供信息

欧美国家科研学术能力雄厚，尤其是美国，
具备西方医学多年的科研沉淀，加之开放共
享的先进理念，使其健康网站也因此获益，
很多健康医疗网站发布的信息直接从权威的
医学文献数据库援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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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建立可信的互联网健康医疗信息网络，首
先信息发布平台本身要建立一套完善的信息
内容质量控制机制，确保信息内容的可信性。
通过对国外主流健康网站的调研，保证平台
发布的信息质量，一般会满足以下三大原
则：

信息来源权威可靠；

信息编辑公平公正；

相关专业人士审核把关信息。

·
·
·

数据主要来源于Medline生物医学文献数
据库、生命科学期刊和在线书籍等。Medline
是一个巨大的文献数据库，引用了2200多
万篇文章，这些文章来自美国等80多个国
家的5600多种生物医学期刊。

·PubMed：

受英国NHS委托，NHS Choices上的内
容、数据和服务由英国健康和社会保健
信息中心（Health and Social Care Informa-
tion Centre，HSCIC）负责发布，主要信息
由英国NICE提供。NHS Choices推崇信息
要基于最好的、可获取的、科学的证据
和数据来源，涉及推测或者个人观点的
内容会被明确标明。

· NHS Choices :

药品信息数据由四个独立领先的医学信
息供应商支持，分别为：威科医疗
（Wolters Kluwer Health）、美国卫生系
统药师协会（American Society of Health-Sys-
tem Pharmacists）、Cerner Multum和Microme-
dex from Truven Health。从这些资源编辑而
来的个人药物内容部分由Drugs.com不经
更改的发布。同时，它也发布其他来源
可靠的信息，具体如下：

·Drugs.com :

文章包含了哈佛健康主题A-Z和哈佛卫生
决策指导（用于症状检查）。哈佛健康
刊物是哈佛大学医学院的出版部门，利
用学院9000名医生的专业知识提供权威
可信的消费者健康医疗信息。

- 哈佛健康刊物：

梅奥诊所的文章提供了有关医疗问题和
疾病的详细信息，梅奥诊所的3300多名
临床医生、科学家和研究者分享了他们
的经验，内容包含定义、症状、病因、
风险因素、并发症、测试和诊断、药物
治疗、预防等。

- 梅奥诊所：

Drugs.com的医学词典由Stedman's 医词典
- Stedman's 医学词典：大量信息来自美国NIH和其他可信的资

源，由世界850个机构提供，包括15000

·MedlinePlus：

案例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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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持，从1911年开始，Stedman's 医学词典
一直是医学专家最信赖的医学定义资源，
作为一本完整的医学术语词典，Stedman电
子医学词典涵盖了107000个医学术语，该医
学术语直接来源于Stedman医学词典第28版。

《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对于成人医院12
个专科（肿瘤科、心脏内科和心脏外科，
糖尿病和内分泌科、耳鼻喉科、消化内科
和胃肠外科、老年病科、妇科、肾内科、
神经内科和神经外科、骨科、呼吸科、泌
尿科）的排名，主要从以下四个维度对医
院进行打分（0-100分），以2015-2016的排
名为例：

剩下的4个专科（眼科、精神病科、康复科
和风湿病科）仅由在专科领域内的声望决
定，基于最近三年每年对该专科领域的医
生进行的调查数据，因为这 4 个专科包含
大量门诊患者，死亡率低，所以风险调整
死亡率不占有较多的统计权重，仅依据医
院名誉排名。收到至少平均5%的医生提名
的医院为全国排名“最佳医院”，收到大
于等于3%但是不足5%的医生提名的医院为
“优秀医院”（high performing）。

2.  产生的信息基于数据驱动或证据支持

平台发布的信息除了可以直接引用权威供应
商提供的信息外，有的发布平台自己会产生
较可靠的健康医疗信息，但是该信息必须基
于数据驱动或证据支持。如NIH健康医疗信
息的信息都来自NIH下属研究机构中心基于
科学研究的数据，《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
也是基于一套完善而成熟的评价体系从而对
美国医院进行排名。

数量对比，给医院打1-10分，10分意味着
相对于其他医院来说患者存活率最高，1
分表示最低。

可信互联网健康医疗信息的生态构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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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各专科领域的医师进行评定，列出他
们认为在他们所处专科领域里处理复杂
或困难案例最好的5所医院。数据展示的
是2013年、2014年、2015年三年提名该
医院的专家的平均百分比。

· 在专科医生中的声望（占比27.5%）：

NHS Choices是客观，公正和不偏不倚
的。在这里，消费者会发现观点不同和

·保证观点的公正和多样性：

反映的是医院在预防7种著名医疗错误方
面的能力，7种患者安全指标分别为：压
迫溃疡、伴有严重治疗并发症的手术住
院患者的死亡、医源性气胸、手术后出
血或血肿、手术后呼吸衰竭、手术后伤
口裂开、意外的裂伤。前20%的得5分，
下一个20%为4分，以此类推。

·患者安全（占比10%）：

如护理人员水平、患者数量和其他与治
疗质量相关的指标等。

·其他治疗相关的指标（占比30%）：

将2011年、2012年、2013年的美国联邦
医疗保险住院患者在入院后30天内的死
亡数量与基于疾病严重性后估计的死亡

· 患者存活率（占比32.5%）：

案例分享：

NHS Choices的内容编辑原则：

案例分享：

(二)  信息编辑公正客观

除了要保证信息的准确性、基于证据支持
外，还要保证所发布信息的公正客观，发
布的信息不因某方利益而选择性的发布。
NHS Choices网站内容编辑原则，WebMD旗
下的eMedicineHealth的编辑原则中，都强
调平台发布的信息必须保证观点的公正和
多样性，同时也确保信息不受广告企业对
发布信息的干扰。

17



没有达成科学一致的地方，反应的是所有
重要的观点，并且会将不确定性明确的陈
述出来；

WebMD旗下的eMedicineHealth的内容编辑
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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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HS Choices网站为卫生部所有，卫生部
负责出资，所以它没有广告和不接受企
业赞助。

·

·

·

·

·

·

资金独立：

eMedicineHealth所提供的医学健康资讯
必须是客观、准确和实时的；
·

主编和编委会成员负责保证每一篇文章
编辑的完整性，并提供相关支持；
·

获准发布的材料必须是逻辑准确、脉络
清晰、语言通俗且尽量避免偏差的。只
有在某些特殊情况下，作者和编辑才能
在文章中发表自己的观点。对于有争议
的话题必须经过查证才能公示出来，且
必须确保对其中每个观点都进行了公
平、客观的阐述；

·

eMedicineI-Iealth不提供任何涉及特定医
疗程序、医疗或保健产品供应商或医疗
机构（社区、大学、政府或其他）的内
容。

·

如果包含临床信息，则必须经过一个有
资格且有经验的临床医生阅读并且签署
同意；

如果跟政策相关，则必须经过英国
NHS、卫生部或者公共卫生部的政策专
家阅读，确保内容与政策方向保持一
致。

Medscape的内容要在WebMD项目负责人
和专业医师咨询委员会的指导下评估、
创建和提交；

eMedicineHealth的编辑团队由编委会（1
名主编兼作者和另外2名医学编辑兼作者
组成）和108名来自于不同领域的医学编
辑或作者（包括编委会成员）组成，这
些工作人员都是经过美国各医学学会认
证的临床医师或健康专家。主要职能是
处理网站的日常事务，包括文章主题的
确定、文章的审核、网站的管理和维护、
不法行为的监督等；

eMedicineHealth每篇文章的内容都要经
过严格的审查，并且至少要有1名或1名
以上医学编辑参与。

NHS Choices：在发表任何内容之前，需有
两个签署同意。

丁香医生：丁香医生的文章由专业医护
人员或是具有丰富经验的健康产业从业
者提供，评审专家是主治医师以上职称
的医生。

WebMD：WebMD信息平台本身对发布
内容的质量进行严格把关，每一条发布
出来的信息从初稿到终稿都要经过层层
的严格控制。

案例分享：

(三) 专业人士对信息进行监督和审核

为保证信息平台发布的健康医疗信息可
信，除了信息来源要权威可靠，编辑信息
要公正客观外，整个过程也少不了相关专
业人士（通常为临床医疗从业者）的参与
和层层把关，对信息的质量进行审核和监
督。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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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2]    

四、 信息“可信度”的监管

欧美国家采用强制手段对互联网广告进行约
束，可信度监管措施较为成熟，而我国的互
联网信息监管稍显落后，对网站监管不严，
虚假信息盛行。我国于2016年出台《互联网
广告管理暂行办法》，标志着政府开始正式
监管互联网信息的真实性，但监管措施仍需
进一步的完善，同时缺乏针对健康医疗行业
特殊性的深度监管。

(一)  欧美

拿药品信息来说，美国对药品保健品广告监
管严格。在美国，医疗医药广告领域并没有
一部统一的法规，而是通过将立法机构和执
法机构的一些授权法案和有关判例进行累
加，使有效的监管体系得以不断完善。管理
广告的主要机构是联邦贸易委员会、联邦通
讯委员会和美国食品药物管理局，三者合力
对广告行业的各种违法现象进行管理。网络
广告和营销必须首先遵守《联邦贸易委员会
法》中“在任何媒体上发布的任何广告不能
具有欺骗和不公平性，广告必须真实，不误
导消费者”的规定，广告主张必须是可证实
的，产品或服务的提供者对广告负责。除此
之外，广告代理公司、网站设计者、产品目
录制作者也负有相应责任。按照美国的法
律，任何监管广告的法律法规对各种媒体广
告均具有同等约束力。不因为广告媒介形式
不同而有所差别，互联网广告的法律限制与
其他广告形式相同     。

政府采用强制手段来对劣质健康医疗信息进
行“劣汰”。

逐步开始监管互联网上的虚假信息，但对
健康医疗行业的深入不够。

(二)  国内

目前，国内对于普通网站的监管主要采用
备案的方式，网站备案的目的是为了防止
在网上从事非法的网站经营活动，打击不
良互联网信息的传播。同时，国内的医学
健康网站所通过的审核主要是我国的《互
联网医疗保健信息服务管理办法》和《互
联网药品信息服务管理办法》，各网站获
审核的情况参差不齐，国际性的认证几乎
没有    。政府对医学健康网站的监管存在
缺陷，国内平台对发布内容的质量的把关
总是延迟于相关法律或负面事件的发生。

2016年4月至5月发生的“魏则西事件”使
得医学健康网站的监管缺陷暴露。5月2日，
国家网信办会同国家工商总局、国家卫生
计生委和北京市有关部门成立联合调查组

根据《纽约时报》2011年的报道，FBI发现
谷歌广告系统中存在“非法处方药”，谷歌
因此罚款5亿美元（换取免于刑事诉讼），
并且承认自己行为不当。自此，谷歌公司开
始自查虚假医疗药物广告，并且只接受获得
美国食品药物管理局（Food and Drug Adminis-
tration，FDA）以及美国药店管理委员会

（National Association of Boards of Pharmacy，
NABP）认证的互联网药店和公司投放广告，
微软、Yahoo、Facebook也先后执行了类似
的政策。此外，FDA严禁出现难以界定认证
的养生类保健品广告。

谷歌上的广告内容，会在搜索结果的网址
前，黄底白字醒目地标出“AD”（广
告），提醒用户这是广告。输入某个疾
病，比如“Liver Cancer”（肝癌），整个
第一页的搜索结果只有一个广告，如果加
上一个关键词“Treat”或“Treatment”
（治疗），会发现那个广告的位置也不是
总在首页的最上方，有时是在最下方。输
入“Lung Cancer”（肺癌），甚至没有一
条广告出现。第一页的搜索结果来源大多
是一些权威医疗机构，如美国国家癌症中
心、美国癌症协会、梅奥诊所等。

案例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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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驻百度公司，集中围绕百度搜索在“魏则
西事件”中存在的问题、搜索竞价排名机制
存在的缺陷进行了调查取证。调查组认为，
百度搜索相关关键词竞价排名结果客观上对
魏则西选择就医产生了影响，百度竞价排名
机制存在付费竞价权重过高、商业推广标识
不清等问题，影响了搜索结果的公正性和客
观性，容易误导网民。百度的整改措施包
括：对搜索页面进行调整、下线违规医疗信
息、撤除大量疾病搜索结果页面中置顶的推
广内容，并在后端加大了医疗行业的审核力
度。

协作参与的健康医疗管理新模式。”我国正
逐步完善互联网信息的监管制度，出台相关
法律法规进行管理，利用强制手段过滤互联
网上的虚假信息，打造健康的网络环境。

另外，我国政府于2016年6月颁发了《国务院
办公厅关于促进和规范健康医疗大数据应用
发展的指导意见》（国办发〔2016〕47号），
其中提到：“推进网络可信体系建设。强化
健康医疗数字身份管理，建设全国统一标识
的医疗卫生人员和医疗卫生机构可信医学数
字身份、电子实名认证、数据访问控制信息
系统，积极推进电子签名应用，逐步建立服
务管理留痕可溯、诊疗数据安全运行、多方

经历了“魏则西事件”的沉痛教训后，我国
工商总局于2016年7月出台《互联网广告管
理暂行办法》，于9月1日开始执行。出台的
这部管理法规标志着我国互联网广告尤其是
搜索引擎广告长期缺乏监管的状态即将结
束，“竞价排名”等营利行为将按广告行为
接受监管。根据《办法》要求，医疗、药
品、特殊医学用途配方食品、医疗器械、农
药、兽药、保健食品广告等法律、行政法规
规定须经广告审查机关进行审查的特殊商品
或者服务的广告，未经审查，不得发布。

《互联网广告管理暂行办法》意味着政府开始
正式监管互联网上信息的真实性，然而，政府
尚未对健康医疗信息的内容质量有任何的监
管、评估或认证机制。目前的情况是，我国仍
缺乏对可信健康医疗信息的事前监管机制，政
府尚未对内容本身的质量采取相关管理或评估
措施，在医疗健康这个特定的行业里的深度显
然不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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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网站提供的所有医学健康医疗信息和
建议均来自受过专门医学健康训练的合
格人员。如果有不属于上述来源的内容，
本网站将清楚地予以注明。

·权威性：

本网站提供的医学健康医疗信息旨在推
动和促进患者/网站访问者与医生之间的
关系，而非取代这些关系。

·补充性：

本网站对病人/网站访问者的相关资料
（包括个人身份）严格保密。网站负责
人保证严格遵守有关法律规定。这些规
定指的是本网站及其镜像网站所在地，
国家和州/省制定的保护医学健康个人隐
私的法律规定。

·保密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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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信息“可信度”的认证

(一)   国际主流认证标准

国外对医学健康医疗信息网站的评价开展较
早，已有较为成熟的评价标准和工具    ，一
般由中立、公正的第三方认证机构建立科学
的信息质量标准，对信息平台的信息质量进
行认证评估，如瑞士健康在线基金会开发的
HONcode健康医疗信息质量评价系统、美国
使用审查认证委员会开发的URAC健康医疗
信息质量评价系统，英国卫生部建立的The 
Information Standard，以及增强广告自律行
为的AdChoices评价系统等。此外，还有对
个人隐私保护、交易安全、链接安全的网站
安全认证如美国非营利团体TRUSTe的TRUSTe
认证     。

瑞士健康在线基金会（Health On the Net 
Foundation，HON）是一家非营利性的非政
府组织。1996年初，HON创办前，网络用户
（医护人员和普通的消费者）都抱怨很难判
断信息的可靠性。而网站提供的医学建议质
量不稳定，提出的用于商业治疗的主张缺少
科学依据支持。也没有提供给用户基本的导
向信息，如引用文件的出处、网络管理员的
联系方式、网页的最后更新日期或他们的组
织结构及资金来源。

美国主流的健康医疗信息网站中，约一半的
网站会参与国际认证，具体的情况如表3所
示。

心是“网站中只有接受过医学培训并具有
从业资格的医师才能提供医疗或健康建议，
除非明确说明，否则不得由不具备医学资
格的个人或资助提供”   。HONcode共包含
8项准则，分别包括：权威性、补充性、保
密性、归源性、合理性、联系网站人员、
赞助商、广告及编辑政策的诚信性。

对于网站上提供的医学健康医疗信息，
本网站会尽可能指明其资料来源，尽可
能通过超链接指向其材料来源。临床网
页的最后修改日期需清楚的注明（比
如，在该网页末端注明）。

·归源性：

本网站将采用上述第4项规定的方法，恰
如其分地、中肯平衡地介绍某一特殊疗
法、商品或服务的益处和功用。

·合理性：

1.  医学和健康网站之行为准则（HONcode）

为使网上发布的医学健康医疗信息的质量
标准化，旨在解决互联网健康医疗信息的
可靠性和可信性，评价信息发布者是否可
信赖以及从网上找到的资料是否合适和正
确     。HON 1996年7月发布了医学和健康
网站之行为准则（HONcode），HONcode
相当于一部健康网站的“行为法”，其核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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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ONcode第一年免费认证，之后会根据
网站的类型和规格交付年度会员费。

付费：

Web站点管理员和信息提供者可以自发
使用HONcode，以遵循一个适当的标准
来发布医疗信息和提供建议。一旦他们
正式提交请求认证的申请，他们就必须
承诺严格遵守所有HONcode原则。整个
网络共同体要求他们信守该承诺，并通

约束：

OMAHA 白皮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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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ONcode是当今国际上医学健康网站普遍
采用的参考标准，已被翻译成26种不同语
言的版本。在HONcode成员网站上会显示
红蓝色的HONcode认证标志，可以帮助用
户确认网站上提供的是质量较好的健康医
疗信息。目前，已有102个国家的7300多
个认证合格的网站使用HONcode，其中
80%为美国的网站，欧洲和其他国家的网
站比例在不断增加，如美国的Medline 
Plus、Healthfinder、FDA for comsumers、
WebMD、Drugs、NHS Choices等      。

HONcode认证流程及对会员的管理

本网站的设计者将尽可能采用清楚明了
的方式提供医学健康医疗信息，并提供
联系地址，供网站访问者进一步索取资
料或获得更多支持。本网站管理员的电
子邮箱地址也会清楚地列在网站中。

·联系网站人员：

本网站将公开其所有支持者，包括所有
对本网站提供了资金、服务或材料的盈
利和非盈利组织的名称。

·赞助商：

（1）任何医学或健康网站，无论它是否
严格地聚焦在医学健康医疗信息上，都
可以请求认证。（2）认证请求应该是明
确且自愿的（可以通过HON网站提出申
请）。（3）审评认证：任何一个认证请
求都会由包括专业医生在内的HONCode
评审委员会进行审查。HON会彻底审查
这个网站，并核实其是否完全遵守了
HONCode 8大原则。如果有一些原则未
被遵守，HON和该网站将共同努力以使
其完全符合标准。（4）有效认证：完全
符合HONCode 8大原则的网站会收到一
个唯一、动态并可贴在网页上的认证标
志。这个标志直接链向位于HON网站上
的HONCode认证证书。HON网站上提供
了“HONcode搜索”入口，可输入关键
词或Web地址等，搜索经过HONcode认
证合格的相关网站，也可核查某一网站
使用的HONcode认证标志是否真实有
效。（5）定期核查：认证合格的网站都
会在初次认证一年后，或收到相关投诉
时被HON检查。（6）遵章保证：HON实
施了相关机制，以确保已认证网站遵守
HONCode。HON是通过正式的投诉体系
来加强HON准则执行的唯一机构。（7）
使用HONCode认证标志：一旦一个网站
被证实完全符合要求，它必须正确地使
用HONCode认证标志。HON建议把这个
标志放在首页           。

认证流程：

如果广告费是网站的一项资金来源，本
网站将在网页中清楚注明，并简要介绍
网站广告政策。广告和其他促销信息在
网站上的表达方式会明显有别于本网站
的医学健康医疗信息。

·广告及编辑政策的诚信性：

图 1：HONcode 认证标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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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HONcode认证标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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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英国信息标准（The Information 
Standard）

英国有大约5万个组织为公众发布健康医疗
保健信息，很多人淹没在大量的信息海洋
里，在此背景下，卫生部建立了英国信息标
准（The Information Standard）。这是一个
认证机构，充当质量过滤器的作用，对健康
医疗保健信息进行认证，帮助公众决定哪种
信息是可信的。经过英国信息标准认证的网
站，都会带有认证标志（如图 6），表明该
组织的健康医疗保健信息是可靠的。申请认
证的网站必须证明他们产生数据所使用的系
统和方法是合理的，数据结果是准确的、可
获取的、公正的、平衡的、和基于证据的。

3. 美国URAC认证

URAC医学网站认证程序是美国卫生医疗水
准鉴定委员会（Utilization Review Accredita-
tion Commission，URAC）开发的医学网站认
证程序。其认证标准包括隐私和安全、内容
编审、合作者公开、链接政策等50余项内
容。只有符合这些标准的网站，才可以获准
使用URAC的标志，有权将URAC标志放到网
站上     。URAC每年收费为13000美元。

可信互联网健康医疗信息的生态构建OMAHA 白皮书
2017年 10月  第 6期       

[30]    

·

HONcode服务包括一个监察系统，用于
帮助网站开发者监控他们自己的行为，
并对用户关注和抱怨的一些问题做出回
应。这个监察过程可以由网络使用者或
HON自身来实现：

过 HON小组来核实确认。

监督管理政策：

如果一个网站贴有HONcode认证标志，
却违反了一个或多个HONcode原则，
接触到这类质量可疑的网站的用户，
可以直接通过电子邮件报告该网站，
同时抄送给honcodecomplaint@heal-
thonnet.org，报告中要清楚指明哪个
或哪些HONcode原则未被遵守。

警报：

·
如果网站在30天内未能给出一个令人
满意的答复，而且HON认为用户的意
见是有道理的，这个违规的网站就会
收到HON的一封警告邮件，通知该网
站要做相关修改并给出一个最后期限。

警告：

·
若该网站拒不删除HONcode认证标志
和其网页上所有的相关文字， HON 将
切断该网站上的HONcode认证标志的
链接，使其不再指向HON网站上的相
关页。在任一网站，当用户点击了一
个无效的HONcode认证标志时，就会
知道那个网站不再是HONcode的认证
成员。

切断：

·
如果在给出的期限内该网站未能做出
令人满意的修改，HON可以要求该网
站删除其网站上的HONcode认证标志
以及网页上所有的相关文字。在这种
情况下，HON也会从HONcode的ID索引
中删除该网站。

删除：

图 7：URAC 认证标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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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6：The Information Standard认证标志

 图7：URAC认证标志



4.  AdChoices认证

2009年，联邦贸易委员会开始调查互联
网广告平台，并建议行业制定自我管理
规范。于是美国广告代理协会（American 
Association of Advertising Agencies）、全
国广告商协会（Association of National 
Advertisers，ANA）、美国广告联合会
（American Advertising Federation，
AAF）、直接营销协会（Direct Marketing 
Association，DMA）、互动广告局
（Interactive Advertising Bureau，IAB）、
商务改进局（Better Business Bureau，
BBB）和网络广告倡议组织（Network 
Advertising Initiative，NAI）联合组成了在
线行为广告的自我监管计划。而管理该
计划的联盟被称为数字广告联盟（Digital 
Advertising Alliance，DAA）。2010年10
月，DAA启动了AdChoices认证项目。

可信互联网健康医疗信息的生态构建OMAHA 白皮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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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国内认证情况

在线基于用户兴趣的广告目的。

能识别的，和对广告特定内容进行回应的
广告。作为自我管理项目的一部分，公司
自动显示AdChoices标志，旨在向消费者
表明，针对用户兴趣的广告数据正在被收
集和使用。消费者通过点击图标可以更多
地了解广告或网站的收集做法，并可选择
停用此类定位的功能。

虽然用户通过AdChoices计划可选择退出
“基于用户兴趣的广告”，但是选择退
出并不能阻止广告，也不能阻止通过其
他方式来实现对网络浏览历史的跟踪
（如Flash cookies），所以美国和加拿大
的AdChoices计划要求参与公司不要使用
Flash cookies或类似的本地共享对象以达

国内缺乏对信息平台“可信度”的认证，阻

碍了行业的规范化。

国外对医学或健康医疗信息网站的评价开展
较早，已有较为成熟的评价标准和工具，专
门的认证机构参与对信息平台的认证，如美
国主要集中在HONcode（健康医疗信息质量认
证）和TRUSTe（网站安全认证）上，认证工作
的展开很大程度上推进了信息生产的规范性，
从而提高了信息的质量。

[3]    

我国目前还没有专门的能对健康医疗信息平
台进行质量评估和认证的第三方机构，同时
尚无政府或学术组织研发的有较高权威性和
推广性的网络健康医疗信息质量评价工具。
同时很多健康医疗信息网站依靠广告来生
存，造成了信息的不公正，有所偏倚。 

而在我国，仅台湾地区有数家医学健康网站
已经获得HONcode认证，如财团法人仁爱医
院、心灵园地等网站；但在大陆和香港，获
得HONcode认证的网站很少       。大多数信息
平台主要集中在官网认证和互联网药品信息
服务资格认证上，包括相关资质、真实身份
和网络安全等内容，缺少对健康网站信息质
量的认证       。

AdChoices是在美国、加拿大和欧洲各地
推行的在线互联网广告的自我管理计
划。该计划要求广告公司要为“基于用
户兴趣的广告”（interest-based advertis-
ing）建立和执行负责任的隐私惯例，旨
在增强对消费者的透明度和消费者的控
制能力。“基于用户兴趣的广告”主要
是使用Cookie，根据消费者浏览历史选
择性地显示广告，该广告是用户最有可

[2]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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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8：AdChoices认证标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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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一项对于信息查询者对健康医疗信息质
量的评价标准的研究结果，“健康医疗信息
的发布机构”是大多数网络查询者判断信息
质量的主要标准，占网络查询者总数的59.7%，
其次为“健康医疗信息的具体内容”，占网
络查询者总数的52.4%       。因此，发布机构
是老百姓对信息进行评估的重要方面，提升
机构的可信度在很大程度上直接影响老百姓
获取信息的质量。

信息平台需要塑造可信的品牌形象，从碎片

化信息中脱颖而出让大众知晓。

随着微博、微信公众号等新媒体的兴起，信
息趋于碎片化，且鱼龙混杂，公众难以分辨
真假和质量，作为内容生产机构，需要考虑
如何建立可信的品牌形象，使内容有效地传
达给大众。

可靠权威的信息平台之间相互链接，形成良

性生态圈。

美国具有众多针对不同健康主题的权威健康
医疗信息网站，为了使公众不仅在信息平台
本身获取到可靠权威的健康医疗信息，这些
平台会提供其他类别的相关的权威健康网站
链接，从而有效拓宽公众获取可靠权威健康
医疗信息的渠道，让公众可以更加直接和方
便得获取到可靠权威的健康医疗信息，提高
公众对于其它可信健康医疗信息的可及性。

平台应明确自身定位，了解用户需求，从用
户的角度出发，才能在大众心目中树立可信
的形象。首先，内容生产平台要明确自身定
位，明确生产的内容要输向哪个群体，就丁
香医生来说，其定位就是面向大众，提供健
康科普文章及诊疗服务，自身定位明确，在
内容的把控上有明确的方向。其次，就是考
虑用户需求。国内外的研究发现，目前用户
上网查询健康医疗信息的目的主要包括：学
习健康保健知识；了解某一特定疾病的诊断
和治疗；验证医生的诊断或者明晰医生的专
业术语；寻找药物、医生或医院。美国2/3
的互联网用户在网上查阅特定疾病或健康状
况的相关信息，56%的网民关注临床治疗，
44%的民众上网寻找医生或医疗机构，29%
的用户关注食品安全，并且有1/5的用户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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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可信健康医疗信息向患者的传播

健康医疗信息经产生、监管和认证之后，最
终目的是将其输出给大众，让大众从中获取
所需内容，而达到这一目的需要各方机构和
大众的共同作用。

站在用户的角度上生产出的信息容易被用户
接受，相反，则容易被淘汰。比如有些医院
或机构，其发布健康医疗信息的目的更多的
是为了进行自我宣传，扩大品牌影响力，即
从自身利益出发，而非从用户的角度去考虑，
尽管其发布的健康医疗信息对用户具有一定
的意义，但相对于真正从用户需求出发的平
台和机构来说，缺少在用户群体中的好感度
和影响力，容易被用户忽略，淹没在碎片化
信息的海洋中。

上网寻找患有相同疾病的其他人，以寻求经
验交流与精神慰藉，并且这种情况在慢性病
患者中更为多见        。可见，用户的需求是
较为明确的，所以平台在明确自身定位之
后，可以对自身服务的群体进行需求了解，
从而更精确地生产用户需要的内容。而作为
内容接受者，用户对能够提供有用信息的平
台会产生信任感，会主动在平台上查询健康
医疗信息，这时信息便在两者之间得到有效
传递。

可见，平台明确了自身定位，了解了用户需
求之后，从用户的角度出发，给有需求的用
户输送可信的、有效的健康医疗信息，能够
树立可信的平台形象，提升公信力。

[12]

[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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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的强制监管也只是对劣质信息的进行

淘汰。

美国很多可靠的健康网站都已申明平台发
布的健康医疗信息不能替代专业人员的医
疗实践，如NIH网站申明不会为个人提供
针对个人疾病或治疗的个性化医疗建议，
网站上的资源不应该取代专家的医疗护
理，并鼓励公众和医疗护理提供方好好合
作，回答好有关个人的健康问题    。英国
NHS Choices也表明公众遇到问题，最好向
自己的家庭医生咨询。

·各可靠的信息平台申明其发布的网络信息

并不取代专家的医疗护理：

如HONcode既不是一个奖励体系，也不评
定网站上提供的信息内容的质量，它并不
评价信息本身的医学准确性、有效性或适
用性，也不能取代人与人之间的医疗实
践。HONcode的第二大原则“补充性”已
明确指出：网上医疗信息能推动和促进，
但绝不能取代病人与其护理人员之间的关
系。HONcode只是一套规则，为了：①让
网站开发者在发布信息的时候，遵循一个
基本的道德标准；②帮助读者确信他们总
是可以知道正在阅读的资料的来源和目
的     。有HONcode认证标志的网站可以被

·认证平台并不对健康医疗信息内容本身进

行评价：

如对于医生推荐，NIH建议公众访问政府
网站Healthfinder（http://www.healthfind-
er.gov）有关医疗服务质量的信息；

·

对于药物信息，NIA建议用户访问MEDLIN-
Eplus，NLM为公众提供了9000多种处方药
与非处方药的指南，对于最新的药物批准
和安全警告，则建议用户访问FDA官网，
对于药物滥用和上瘾建议访问美国国家药
物滥用研究所（National Institute on Drug 
Abuse，NIDA）；

·

此外还提供了替代医学的可靠网站链接，
如建议用户访问国家补充和替代医学中心
官网（National Center for Complementary 
and Alternative Medicines，NCCAM，
https://nccih.nih.gov.）查询相关信息；

·

还提供了有关疾病和健康主题如肿瘤、补
充和替代医学、耳聋等其它沟通障碍疾
病、牙齿健康、糖尿病消化道和肾脏疾
病、药物滥用、眼疾、精神疾病等多个医
学统计信息权威发布网站。

·

如NIH不仅发布了可靠的健康医疗信息，而
且还对其他类别的健康医疗信息网站进行链
接：

虽然政府、信息平台和认证机构多方努力以

尽力保障信息的可靠性，但网上健康医疗信
息仍然不能取代人与人之间的医疗实践，健
康网站的健康医疗信息对于公众来说只是一
个参考，是提升公众健康素养和自我健康管
理的一种重要途径，但是健康网站并不能取
代公众与医疗护理人员之间的医疗实践。主
要原因如下：

看作是一个有效便利的参考资源     。医学
网的用户必须自己学习掌握必要的知识和鉴
别能力，以避免采纳不可靠网站提供的建议。
HON鼓励用户保持对自身健康的警惕性和
忧患意识     。

可见，权威信息平台之间通过相互链接，使
得公众获取信息的渠道被拓宽，可接触到的
权威信息变多，能更有效得满足公众对健康
医疗信息的需求，解决问题。同时，对各个
信息平台来说，相互链接增加了平台的曝光
度，并且提升了平台在公众心中的影响力和
公信力。然而，因为我国大多数健康医疗信
息网站为商业性网站，各网站之间为竞争关
系，存在利益冲突，所以我国目前各平台之
间缺少相互链接，而且短时间内无法打破这
一现状。

为大众树立对信息正确的认知：信息不能取

代医患之间的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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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网络健康医疗信息的使用者自己本身
要有健康医疗信息的判断力和警惕意识，成
为一个明智的用户。HON建议用户对于可靠
网站的鉴别，首先检查网站是否是政府的、
非盈利的和医院的官网，NIH也对公众使用
网站健康医疗信息的提供了如下建议     ：

可信互联网健康医疗信息的生态构建

网上健康医疗信息不应该替代公众寻找专
业医疗帮助，公众不要试图利用搜寻到的
信息进行自我诊断；

·

不要用网站健康医疗信息进行自我治疗，
尤其是疾病严重时；
·

联邦、州和地方政府经常会提供健康医疗
信息，看网站的域名是否以gov和org结
束，因为这一般反映了该网站由联邦或者
州或非盈利组织提供；

·

当看到一项产品的申明说是能治疗大量疾
病，承诺效果神速等信息时要警惕。
·

使用网站健康医疗信息让公众成为富有知
识的患者，但仍需要和自己的医疗护理专
家讨论你学到了什么；

·

注意健康医疗信息的更新日期；·
成为一个带有批判精神的消费者，质疑：
文件是否更新、有没有信息联系方式、是
否有参考文献、信息是否收到评审（尤其
是经过可信任的、有资质的专家的审核）；

·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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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信互联网健康医疗信息的生态构建

七、 对构建可信互联网健康医疗信息的建议

建议政府积极参与信息的生产环节，权威的
科研机构或者学术组织作为依托来产生内
容；同时，未来不断鼓励市场发挥作用。因
为政府具有公益性、不受商业干扰的特点，
更加能保证所提供信息的公正性和可靠性，
同时以科研机构或者学术组织为依托，确保
了信息来源的权威性、科学性和丰富性。丰
富的学术科研信息和持续的资金既保证了数
据来源的权威性，也保证了这些网站的可持
续发展。

我国企业主导的健康网站以营利为目的，加
之行业本身的监管不善，短期内希冀商业网
站通过自身的软约束来提供可靠的健康医疗
信息不太现实，但未来还需要不断鼓励市场
来发挥作用和价值。建议企业、研究机构及
医院等主导的健康医疗信息平台和有重要资
源的学术机构，如CNKI、万方、维普进行合
作，使信息来源具备一定的权威性，增加民
众对信息的信任度。同时，对发布的健康医
疗信息质量严格把关，制定相应的审核机
制，纳入专业的审核人员，保证信息的公
正、客观、准确，不受其他因素的干扰。 

(一)    信息的产生及质量控制

(三)   对信息平台的认证

(二)   政府的角色定位和作用

政府可以把建立可信健康医疗信息的发布机
构和引导第三方认证平台的发展作为对信息
管理的主要切入点。政府在互联网健康医疗
信息生成和传播过程中的不同环节充当不同
角色，承担不同职责，包括信息的发布、平
台搭建、评价和认证等；国家卫计委、疾病
预防控制中心、中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等
相关部门主要对健康医疗信息的质量进行管
理，可尝试主导政府网站向民众提供权威的
信息。

另外，国家需要基于电子认证技术构建可信
体系，形成相关的互联网发布和传播虚假健
康医疗信息的惩罚机制，通过法律严格约束
劣质信息的准入门槛，同时提高政府的监管
能力。

评价体系可基于国际上应用较广的质量评
价体系进行本土化。信息平台需得到专门
的认证机构进行认证，为网络健康医疗信
息服务主体建立一套大家共同遵循的规
则，使行业内网络健康医疗信息的发布标
准化，规范整个网络健康医疗信息行业的
信息标准。认证平台的主导机构可以由政
府、非盈利组织、大学等承担。

(四)   信息平台的推广和运行机制

政府可以主导搭建信息平台，但需要加大
对平台的推广力度，提高老百姓对信息网
站的知晓度，从而更好地使可信信息为老
百姓所用。企业、组织机构以及医疗机构
等平台需要以更中立的方式进行推广，并
尽可能地拓宽推广渠道，使民众可以更全
面地接触到优质的信息。

信息平台本身需要建立起一套完善的运行
机制，从保障信息来源的权威科学到制定
具体的编辑政策，再到专业人员对整个编
辑流程的严格把关，网站对于患者隐私安
全的保障等多方面背后需要有效管理组织
的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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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可信互联网健康医疗信息网络构建具体
领域做深入调查和分析，向机构和企业提
供相关的研究成果，协同机构和企业构建
可信体系；

·

面向公众领域，开展可信健康医疗信息的
宣传推广，帮助个人树立正确的健康认
知，促进公众健康素养的改善与提高。

·

八、 结束语

OMAHA 白皮书
2017年 10月  第 6期       

可信互联网健康医疗信息的生态构建

OMAHA基金会致力于提升公众意识和改善
个人健康档案使用环境。我们呼吁行业内相
关方参与可信互联网健康医疗信息的构建，
保证健康医疗信息的“安全性”和“有效
性”，这将极大的促进整体健康环境的改
善，向全民健康这一愿景迈进。

为此，作为健康医疗领域的公益基金会，我
们可向有意愿参与营造可信互联网健康医疗
信息环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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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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