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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Focus on the current defects that the operator of health information platform in China hasn’t built effective 

interfaces with the data source and information demand sides. By establishing the "3 + 2" platform conceptual model and 

designing the operating mechanism to break the bottleneck, the health data will be aggregated and used as much as possible. So 

that it will enhance the efficiency of the health information platform under the Big Data environ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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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摘要摘要摘要：针对当前中国健康信息服务平台运营主体未能与数据来源和信息需求主体建立有效接口这一显著缺陷，“3+2”

平台的构建和有利于其运行与瓶颈突破的机制设计,能促使健康数据最大限度地在平台汇聚与利用，以期提升大数据环

境下健康信息服务平台的效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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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1．．．．引言引言引言引言    

正式起步于1993年的信息化促使中国医疗卫生、医疗

保险、药品生产与流通、医药教育与研发、医药监管等机

构各自积累并不断产生了海量健康数据，但这些数据之间

的相互割裂使得健康信息服务平台难于在大数据环境下

发挥促进公众健康的作用。2016年初，“百度疾病贴吧售

卖”、“阿里药品监督码”等事件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广泛

关注，从根本上看则源于当前健康信息服务平台存在的缺

陷。针对中国健康信息服务平台业已形成的数据来源丰

富、信息需求强大、运营主体“弱、小、散”的“两头强

中间弱”格局, 整合信息平台、俱乐部理论、网络外部性、

健康经济等理论,通过“3+2”平台架构并设计有利于其运

行与瓶颈突破的机制,以完善平台数据汇聚与有效利用的

功能,从而为“十三五”期间健康“大数据”实现“大价

值”提供路径。 



106 于挺 等：大数据环境下健康信息服务平台的机制设计  

 

2222．．．．文献回顾与问题的提出文献回顾与问题的提出文献回顾与问题的提出文献回顾与问题的提出    

2.12.12.12.1．．．．大数据引入前的健康信息服务平台研究大数据引入前的健康信息服务平台研究大数据引入前的健康信息服务平台研究大数据引入前的健康信息服务平台研究    

20世纪50年代中期,美国开始用计算机管理医院财务,

是最早将信息技术用于健康领域的国家,1963年Tadao 

Umesao提出了信息化的概念[1],2001年 K Ono等人提出

了信息平台的概念[2]。 

对健康信息服务平台（HIS）的研究主要沿着技术应

用与社会与经济两条相互交织的主线展开。从国际上看,

各国学者对健康信息服务平台的研究从20世纪60年代初

起步,最近三十年来,在技术应用层面主要集中于面向健

康信息服务的信息技术应用与开发,如诊疗系统[3]、药品

跟踪评价[4]等。在社会与经济层面主要涉及平台的法律、

经济、伦理、社会问题、公共政策等多个维度[5-6]。 

从中国国内看,学者们近二十年在技术应用层面的研

究主要集中在平台与数据库构建[7]、数据交换接口[8]、

信息共享[9]等方面。在社会与经济层面的研究则集中在

国际范围内比较[10]、数据获取[11]等方面。 

2.22.22.22.2．．．．大数据环境下健康信息服务平台研究大数据环境下健康信息服务平台研究大数据环境下健康信息服务平台研究大数据环境下健康信息服务平台研究    

2008年《Nature》出版“大数据”专刊。麦肯锡认为

大数据远超出常规软件工具获取、存储、管理、分析能力

[12],大数据环境下在分析上追求相关关系而放弃对因果

关系的渴求[13],海量数据冗余意味着信息需求主体所有

分析目的都可能实现[14],并使海量数据高效采集、存储、

分析成为现实[15]。 

基于此背景,大数据环境下健康信息服务平台的数据

汇聚、挖掘、利用已成为决定其效能发挥的核心。为此,

在技术应用层面学者们主要关注面向健康这一特定目的

的新技术平台架构[16]、数据存储[17]、数据挖掘[18]、

数据隐私保护[19]等主题得到了密切关注，并已认识到平

台在引入大数据后在疾病预防、精准医疗、新药研发、卫

生控费等领域可能产生的潜在价值[20-21]。基于对数据

汇聚障碍源于健康信息平台主体间相互割裂的认

知,Robert G. Fichman等人[22]则从社会、经济、法律角

度展开了讨论。 

2.32.32.32.3．．．．大数据环大数据环大数据环大数据环境下各国相关政策与实践的描述境下各国相关政策与实践的描述境下各国相关政策与实践的描述境下各国相关政策与实践的描述    

各国政府为推动健康数据的汇聚与利用积极提供政

策支持。美国于2004年提出建立跨区域的国家卫生信息

网,2015年国家卫生信息技术协调员办公室（ONC）发布报

告《Connecting Health and Care for the Nation: A 

Shared Nationwide Interoperability Roadmap》。英国

卫生部在构建NHS Choice信息平台的基础上,于2012年发

布《信息的力量：让所有人获取所需要的卫生保健信息》。 

在中国,医药卫生领域形成了丰富的信息平台,2009

年在《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的意

见》的指导下,各地区纷纷搭建区域卫生信息平台；2015

年国务院密集出台了11个关于促进大数据和“互联网+”

的相关政策；国家人口与健康科学等数据共享公共平台建

设得到快速推进；商业化平台方面,万达信息、卫宁软件

等通过提供医疗信息化整体解决方案与系统维护,获得了

大量健康数据；以BAT为代表的信息服务企业涉足健康信

息服务领域,在带来产业活力的同时也出现了“百 度贴吧

售卖”、“阿里健康药监码”等令人担忧的公共事件。 

评述与前瞻：在长达数十年的信息化进程中,健康信

息服务平台发展迅猛,但在大数据环境下,数据割裂、平台

效能低下等问题日益突出。为此,学者们已在技术应用、

社会与经济等层面对此症结进行了讨论,各国政府也尝试

运用行政干预、资本力量加以突破。本文拟在前人研究基

础上,选取社会经济视角对制约平台有效运行的问题进行

探讨。 

3333．．．．当前健康信息服务平台的现状当前健康信息服务平台的现状当前健康信息服务平台的现状当前健康信息服务平台的现状    

健康数据是指有助于提升健康服务效率的电子化信

息,如健康档案、诊疗病历、医药研发、制药与流通、医

药卫生食品监管信息等。 

3.13.13.13.1．．．．健康信息服务平台的主要类型健康信息服务平台的主要类型健康信息服务平台的主要类型健康信息服务平台的主要类型    

3.1.13.1.13.1.13.1.1．．．．按功能分类按功能分类按功能分类按功能分类    

根据各类主体承担的健康服务功能不同，可以把健康

信息服务领域已经形成的平台划分为医疗服务、健康管

理、医疗保险、药品生产、新药研发以及医药卫生监管等

类型。 

3.1.23.1.23.1.23.1.2．．．．按性质分类按性质分类按性质分类按性质分类    

根据平台运营主体的所有制性质，可以将现有平台划

分为公共性与商业化平台两类，前者如卫生部门建立的各

类区域卫生信息平台、药品监督部门组建的综合业务平

台，后者如阿里健康、万达信息等。 

3.1.33.1.33.1.33.1.3．．．．按生命周期不同阶段分类按生命周期不同阶段分类按生命周期不同阶段分类按生命周期不同阶段分类    

针对居民从孕育、出生、成长到衰老等不同生命周期，

健康领域都有不同机构提供相应的服务，并由此形成了各

类信息服务平台，如妇幼卫生保健平台、针对学生身体素

质的信息管理系统，服务职场人士的体检信息平台等。 

3.23.23.23.2．．．．当前健康信息服务平台的构成与现状评价当前健康信息服务平台的构成与现状评价当前健康信息服务平台的构成与现状评价当前健康信息服务平台的构成与现状评价    

当前，健康信息服务平台由数据来源主体、平台运营

主体、信息需求主体三部分构成，如图1所示。 

 

图图图图1111    当前健康信息服务平台的构成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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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平台的参与主体来看，患者、医疗机构、制药企业、

医药研发、监管部门等既是平台的数据来源主体也是信息

需求主体，两类主体的重合度高；从数据权属来看，健康

数据分别来自居民、医疗机构、研发机构等多重主体，由

健康信息平台采集汇聚、存储、分析、发布，这一过程十

分漫长，其权属关系相当复杂，数据权属分割体系尚未有

效确立[23]；从平台的信息流动来看，由于平台之间缺乏

有效的信息共享机制，平台信息流呈现短链、并行、割裂

的“链状”结构。 

4444．．．．当前健康信息服务平台的缺陷与瓶颈分析当前健康信息服务平台的缺陷与瓶颈分析当前健康信息服务平台的缺陷与瓶颈分析当前健康信息服务平台的缺陷与瓶颈分析    

4.14.14.14.1．．．．当前平台存在的缺陷当前平台存在的缺陷当前平台存在的缺陷当前平台存在的缺陷    

与其它类型信息服务平台的运营主体强而数据来源

与使用两侧弱不同，健康信息服务平台则是数据来源与使

用两侧强而运营主体则呈现弱、小、杂的态势。从数据来

源侧看，健康数据主要由各类机构拥有，由于存在数据格

式、数据权属、数据成本与收益、平台未来发展方向不一

致等问题，各类机构的数据难以汇聚；从信息需求侧看，

当前各类健康数据拥有者各自持有、使用自有数据，并各

自形成了内部规章，这使得平台既难以有效导入海量数

据，也无法有效满足各类主体强烈的信息需求。换言之，

当前平台运营主体未能与数据来源侧和信息需求侧建立

有效接口。 

4.24.24.24.2．．．．引发缺陷的瓶颈分析引发缺陷的瓶颈分析引发缺陷的瓶颈分析引发缺陷的瓶颈分析    

4.4.4.4.2.12.12.12.1．．．．存在健康隐私泄露的风险存在健康隐私泄露的风险存在健康隐私泄露的风险存在健康隐私泄露的风险    

David C. Vladeck曾举例用户在网上搜寻油炸锅的例

子，作为数据挖掘者可以追踪到用户点击过的所有页面，

进而解读其具有不健康的饮食习惯，而以这些数据为基准

的信息很可能会到达健康顾问或是潜在雇主的手上[24]。

健康信息服务平台虽承担着对个人信息“脱敏”的责任，

但大量数据的流出仍可让已被去除个人隐私的数据通过

相关性分析而与居民个人建立联系，从而导致其健康隐私

泄露。 

4.2.24.2.24.2.24.2.2．．．．数据权属难以合理分割数据权属难以合理分割数据权属难以合理分割数据权属难以合理分割    

以诊疗过程为例，健康数据在形成过程中往往涉及居

民、医疗机构、医疗保险、研发机构等多重主体。在社会

保险支付占主导地位的医疗体制下，居民就诊时若要获得

保险赔付就必须使用医保卡、采用实名制，这时居民其实

已经将其健康数据权属以默认转移机制部分地让渡给了

医生、医院、社会保险机构等主体，而健康数据一旦形成

又必然存在多个用途，且复制的成本极低。由于各类主体

在健康数据权属上缺乏可行的分割方法，这将阻碍数据的

导入与进一步的应用。 

4.2.34.2.34.2.34.2.3．．．．隐性矛盾显性化隐性矛盾显性化隐性矛盾显性化隐性矛盾显性化    

健康信息服务平台对健康数据大范围的汇聚与深度

挖掘将使误诊、药物滥用等易于界定，这会使隐含在数据

中的社会矛盾显性化，从而加剧医患矛盾。 

4.2.4.2.4.2.4.2.4444．．．．平台运营不可持续平台运营不可持续平台运营不可持续平台运营不可持续    

一方面数据在使用中会产生收益，另一方面，数据在

平台上的存储、调用、分析则会形成成本，然而这些收益

和成本在质和量上是不匹配的，致使平台难以实现持续运

营。这也很好地解释了一些商业化健康信息服务平台时常

出现过度商业化行为的现象。 

4.2.54.2.54.2.54.2.5．．．．监管风险凸显监管风险凸显监管风险凸显监管风险凸显    

以BAT为代表的非健康领域的商业化信息服务平台转

而从事健康信息服务的实践探索，在打破公共健康信息服

务平台垄断的同时也带来了公众对其公信力、盈利合理性

等方面的质疑，致使监管风险凸显。 

5555．．．．健康信息服务平台健康信息服务平台健康信息服务平台健康信息服务平台““““3+23+23+23+2””””架构与运行机制设架构与运行机制设架构与运行机制设架构与运行机制设

计计计计    

5.15.15.15.1．．．．平台的平台的平台的平台的““““3+23+23+23+2””””架构架构架构架构    

针对上述缺陷与瓶颈，本研究拟在当前平台“数据来

源-平台运营-信息需求”三个构成部分基础上，突出数据

来源与信息需求两侧接口的地位，形成健康信息服务平台

“3+2”概念模型（如图2所示）。 

 

图图图图2 2 2 2 “3+2”的健康信息服务平台概念模型。 

来源侧接口的任务是把数据来源主体与平台衔接起

来，使健康领域内各类主体产生和积累的数据充分地导入

平台；使用侧接口则担负着衔接平台与各类健康信息需求

主体的任务。 

5.25.25.25.2．．．．完善两侧接口功能的运行机制设计完善两侧接口功能的运行机制设计完善两侧接口功能的运行机制设计完善两侧接口功能的运行机制设计    

5.2.15.2.15.2.15.2.1．．．．建立两侧接口与平台的衔接机制建立两侧接口与平台的衔接机制建立两侧接口与平台的衔接机制建立两侧接口与平台的衔接机制    

通过设计物理接口，让平台能够兼容各种格式的数

据，同时形成一套协议，以数据兼容、数据权属清晰、利

益相容为原则，构建数据采集、存储、分析、调用、监管

所必要的行为机制，让健康数据最大限度地在平台汇聚，

并使数据得到合规、高效利用。 

5.2.25.2.25.2.25.2.2．．．．设计两类信息共享机制设计两类信息共享机制设计两类信息共享机制设计两类信息共享机制    

平台的数据来源与信息需求主体高度重合，因此，共

享机制是平台有效运行的重要机制。当使用主体需要与其

提供的是同类信息时，适用于同质信息自返共享机制；当

使用主体需要与其提供的是非同类信息时，则适用于异质

信息交叉共享机制。只有两类信息共享机制共同起作用，

才能实现数据的“冗余”与多源异构，进而提高数据分析

的可靠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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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同质信息自返共享机制 

与其它信息服务领域有所不同，健康数据的提供者往

往也是同类数据的需求者。如百度血友病贴吧中的患者在

分享自身数据的同时也期望共享病友或专业人士提供与

其所患疾病相关的信息。由于同质信息存在频繁、连续的

交换，如果每一次数据的交换都采取交易购买的方式，势

必导致数据使用成本急剧上升。结合俱乐部理论，在保证

数据权属清晰、健康隐私得到保护的前提下，对于同类健

康数据的共享可建立“俱乐部会员式”的同质信息自返共

享机制，即主体通过提供数据而获得分享其它同类主体拥

有数据的权力。 

（2）异质交叉信息共享机制 

对于异质健康数据，由于主体之间数据交换的频率较

低，因而，可以在数据权属清晰、健康隐私得到保护的前

提下建立起数据交易机制，即在获取非同类主体数据时需

要进行经济支付。例如，通常来说研发机构的实验数据医

院是不需要的，而研发机构对医疗机构的数据也并不总是

感兴趣，但是在研发需求确立阶段，的确需要医疗机构能

够提供患者针对某类疾病的用药效果，这时，研发机构就

应该向医院付费获得相应数据。 

当然，以数据互换为基础的同质信息自返共享机制并

不排斥以交易为核心的异质交叉信息共享机制，毕竟一些

加工后的数据与初始数据的价值不可同日而语；同样，适

用异质交叉信息共享机制的相关机构也有机会获得业内

的免费数据。而且，随着健康信息服务平台促进健康、引

导舆论、维护公众健康权益的职责进一步落实，越来越多

的平台将免费开放更多的健康数据。 

5.2.35.2.35.2.35.2.3．．．．健康信息服务平台的运营与监管健康信息服务平台的运营与监管健康信息服务平台的运营与监管健康信息服务平台的运营与监管    

一是应明确平台运营主体的资质。主体应在数据采

集、存储、分析，辨识需求主体类别，确保信息安全等方

面能力突出，可以是具备资质的政府所辖行政事业单位、

国有企业或商业机构。 

二是需要设计平台运营机制。平台运营特别要注意保

护公众健康权益，逐步扩大普遍服务范围。因此，需要设

计可实现公众、机构、商业资本、行政等主体诉求的规则。

其运营机制如图3所示。三是构建包括平台自律、利益相

关者相互约束、行政监管三个部分的平台监管体系。 

    

图图图图3 3 3 3 大数据环境下健康信息服务平台的运营机制。 

6666．．．．健康信息服务平台未来发展展望健康信息服务平台未来发展展望健康信息服务平台未来发展展望健康信息服务平台未来发展展望    

6.16.16.16.1．．．．平台运营主体展望平台运营主体展望平台运营主体展望平台运营主体展望    

由于网络外部性的存在，健康信息服务平台的总体数

量将逐步减少，盈利性与非盈利性平台保持共存，平台主

体将得到严格监管。 

6.26.26.26.2．．．．平台信息流将由平台信息流将由平台信息流将由平台信息流将由““““链状链状链状链状””””向向向向““““环状环状环状环状””””结构演变结构演变结构演变结构演变    

两侧接口功能实现后，数据将由分散、孤立、断裂变

得整合、全面、连续,而强大、频繁的信息需求将打破来

源侧数据既有结构,促进平台信息流向“环状”结构演变

（如图4所示），使健康“小数据”转为“大数据”。 

 

图图图图4 4 4 4 平台信息流“环状”结构示意图。    

6.36.36.36.3．．．．平台效能展望平台效能展望平台效能展望平台效能展望    

大数据环境和平台的环状信息流，将使以相关分析为

基础的推断技术获得巨大的应用空间，与以因果分析为基

础的证明技术互补，可以整体提升健康服务业的效能。 

7777．．．．结语结语结语结语    

目前中国健康信息服务平台面临最大的缺陷在于健

康信息服务平台运营主体未能与数据来源和信息需求主

体建立有效接口，导致这一问题的根源在于健康信息服

务平台面临健康隐私泄露的风险、数据权属难以合理分

割、隐性矛盾显性化、运营不可持续、监管风险凸显这

五大瓶颈。本研究通过构建“3+2”的健康信息服务平台，

在数据来源侧与运营平台之间，以及运营平台与数据需

求侧之间建立两个接口，并建立信息共享机制，从而充

分发挥健康信息这一资源的价值，提升健康产业的服务

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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