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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卫生信息化舆情监测月报

（第四十三期）

北京市卫生健康委信息中心 2021 年 10 月 31 日

本期导语：

本期周报共收集 3 篇卫生信息化相关信息，时间从 2021 年 10 月

01 日到 2021 年 10 月 31 日，监测范围包括北京市主流媒体及政府网

站等。

一、信息目录

1.医生诊疗时调阅电子健康记录，可否患者“预同意”？ | 琚

文胜专栏

（HIT 专家网）

2.AI 数字诊疗系统助力构建基层筛查体系 北京安定医院数

字医疗科研成果转化落地

（中国科技网）

3.又两家！目前北京 3.榜上有名｜北京协和医院获第四届“绽放杯”5G 应用征集

大赛医疗健康专题一等奖

（腾讯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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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具体内容

1.医生诊疗时调阅电子健康记录，可否患者“预同意”？ | 琚

文胜专栏

媒体：HIT 专家网

链接：https://www.hit180.com/53951.html

主要内容:

医生诊疗时调阅电子健康记录，可否患者“预同意”？ | 琚文胜专栏

2021-10-31 来源： HIT 专家网

【编者按】

《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信息保护法》将于 2021 年 11 月 1 日正式施行。这意

味着当医生处理个人健康信息时，需要患者的“单独同意”。由于目前国内尚缺

乏与这一法律要求配套的说明和实施细则，本文特对世界各国、各地区在健康信

息立法中对于患者同意方式的相关规定进行综合比较，并探讨可供我国医疗界借

鉴的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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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医生为患者提供诊疗服务而调阅其电子健康记录时，涉及是否需要患者同

意的法律问题，以及如何实施患者同意的具体操作问题。

根据 2021 年 11 月 1 日正式生效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信息保护法》（以

下简称《个人信息保护法》），当医生处理个人健康信息时，需要患者的“单独

同意”。这项条款实际明确了不仅需要患者同意，而且是患者的“单独同意”。

但是该法中的“单独同意”到底是何含义，还是一个待解的“谜”。

对电子健康记录的调阅，是医疗机构和医生在诊疗过程中对患者个人信息进

行处理的常见形式。不同国家或地区在与此相关的法律中，对是否需要患者同意、

如何实施患者同意做出了不同的规定，了解这些做法，有助于我们更好地落实《个

人信息保护法》。

一、部分国家、地区出台了专门针对电子健康记录的相关法律

不同国家或地区与此相关的法律法规的立法目的有所不同。有的为适应电子

健康记录信息系统的建设与应用、电子健康信息共享的需要而专门出台，如澳大

利亚的《我的健康记录法》、中国香港的《香港电子健康纪录互通系统条例》等；

有的并非专门针对电子健康记录而制定，而是从健康信息或数据的角度制定相关

法规，如美国的《健康保险携带和责任法》、加拿大安大略省的《个人健康信息

保护法》以及马尼托巴省《个人健康信息法》等；还有的并非专门针对健康信息

或数据，而是针对整体个人信息或数据保护的立法，在个人信息的定义中涵盖了

健康信息，如我国的《个人信息保护法》、欧盟的《通用数据保护条例》、英国

的《数据保护法》、美国的《加州消费者隐私法》等。

二、针对“个人同意”，不同国家、地区的法律规定不同

在对于是否需要“个人同意”的问题上，各国、各地区的规定也各不相同。

例如，即使同样在加拿大，各个有司法管辖权的省之间也不同。加拿大有的省针

对健康信息制定了法律，如艾伯塔省《健康信息法》、马尼托巴省《个人健康信

息法》、萨斯喀彻温省《健康信息保护法》，以及安大略省《个人健康信息保护

法》。有的省没有专门针对健康信息立法，但也有对个人健康信息处理的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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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不列颠哥伦比亚省、魁北克省和大西洋省。无论是通过立法，还是通过规章

制度，各省对收集、使用或披露个人健康信息时的患者授权同意规则各不相同，

有“无需个人同意”的，也有“需要个人同意”的，这种区别也体现在其他各国、

各地区之间。以下仅列举部分实例。

（一）无需个人同意的方式

美国《健康保险携带和责任法》规定，医疗保健服务的提供者在进行治疗、

支付、医疗保健操作时，可以在未经患者个人同意的情况下使用和披露受保护的

健康信息。包括患者转诊时也是如此，转诊后的医院可不经患者授权获得其个人

信息。

加拿大的艾伯塔省和马尼托巴省在健康信息立法中规定了“无需同意”（No

Consent）模式，即医疗卫生机构在向个人提供医疗保健服务时，无需获得个人

的许可就可以收集、使用或披露其个人健康信息。艾伯塔省《健康信息法》最初

规定医疗卫生机构需要获得患者同意，才能通过电子手段分享个人健康信息，但

是医生和其他医疗卫生机构纷纷投诉这项规定妨碍了医疗服务的提供，并造成了

不必要的行政负担。2003 年，该法案生效一年后，法案中的这项规定被废除。

加拿大的不列颠哥伦比亚省、大西洋省并没有健康信息的立法，但都有相关

的具体要求支持“无需同意”的模式。

此外，欧盟的《通用数据保护条例》将个人健康数据列入特殊的数据类别，

在通常情况下是被禁止处理的，但如果是“为了预防或职业医学的目的……为了

医疗诊断、提供保健或社会护理或治疗”等目的，则可以处理个人健康信息。英

国的《数据保护法》中也有类似条款。这样的表述也应该可以理解为“无需个人

同意”。

（二）需要个人同意的方式

中国香港采取由个人办理“互通同意”手续的方式进行授权。香港的《电子

健康纪录互通系统条例》中规定，如果个人按照规定的方式与格式向有关部门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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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互通同意”的申请并办理手续后，医护人员就可以在该系统中共享调阅个人

的电子健康记录。

澳大利亚的法律规定，在“我的健康记录”系统中使用电子健康记录时，需

要征得个人的同意。同时，个人可以在该系统中通过设置访问控制（Access

Control）的方式进行同意。澳大利亚《我的健康记录法》中规定，电子健康记

录的应用分为收集、使用、披露三类，如果是为了提供医疗服务，可以从个人的

“我的健康记录”系统中收集、使用和披露健康信息，但必须遵守个人设置的任

何访问控制。

加拿大的安大略省的《个人健康信息保护法》（Personal Health Information

Protection Act, 2004）规定，医疗保健提供者可以通过“明示同意”（Express

Consent）或“默示同意”（Implied Consent）来收集、使用或披露个人健康信

息，以提供医疗服务。“明示同意”是指，在进行任何信息收集、使用或披露之

前，明确要求获得患者对于收集、使用或披露其个人健康信息的许可。明示同意

可以通过书面的形式，也可以通过口头方式获得。“默示同意”是指，医疗保健

提供者可以假设个人同意为提供医疗保健服务和治疗而收集、使用或披露其个人

健康信息，在此过程中，医疗保健提供者可以根据患者的作为或者不作为来合理

推定患者对收集、使用、披露个人健康信息的态度是属于同意还是不同意。

加拿大的萨斯喀彻温省的《健康信息保护法》（Health Information

Protection Act）规定的是“视为同意”（Deemed Consent）模式，即当个人向

该省的医疗卫生机构寻求医疗服务时，个人被视为同意收集、使用和披露其个人

健康信息。“视为同意”易被误解为“无需同意”，“视为同意”实际上需要个

人的同意，只不过，由于个人在接受医疗服务中对使用其个人健康信息已经授予

了必要的同意，这显然与“无需同意”还是有差别的。

三、“预同意”的方式值得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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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香港、澳大利亚的法律是针对电子健康记录信息系统的实际应用而制定

的，因此内容更加具体细致、操作性强，对实践具有很强的指导作用。在具体“同

意”方式上，中国香港与澳大利亚实行的是“预同意”。

香港通过事先办理“互通同意”手续的形式实行“预同意”。“互通同意”

有两种，一种是无限期“互通同意”，即从个人登记表示同意当日起生效，直至

个人撤销同意、退出互通系统，或于互通系统内的登记被取消（如因患者去世）

为止。另一种是一年期“互通同意”，即由个人登记表示同意当日起一年内有效，

除非在一年有效期内，个人撤销其同意、退出互通系统，或在互通系统内的登记

被取消（如因患者去世）。

澳大利亚通过在信息系统中的个人设置实现“预同意”。个人设置中的访问

控制包括高级访问控制（Advanced Access Control）和默认访问控制（Default

Access Control）。高级访问控制是指，个人可以设置哪些医疗卫生机构可以访

问系统中的个人健康记录、哪些健康记录可以被访问等；而默认访问控制则是指，

个人未对访问进行设置，在这种情况下，所有参与个人医疗护理的注册医疗卫生

机构都可以访问系统中的个人健康记录。

2018 年，澳大利亚通过立法加强《我的健康记录法》中隐私保护部分的内

容，补充了“选择退出”（Opt-out）的方式，即患者可以永久删除在“我的健

康记录”中的信息。删除后，该系统中的所有信息（包括任何备份）都将被永久

删除且无法恢复，无论是患者本人还是医务人员都不能在该系统中获取患者的健

康信息，即使在紧急情况下也不能。

综合比较各国、各地区相关立法规定，中国香港与澳大利亚的采取的“预同

意”的做法值得学习借鉴：一是它可以被理解为是一种“单独同意”，即对医疗

服务时调阅电子健康记录这类事务实施了“单独同意”，是针对一定时期内医务

人员因医疗工作需要而发起的任意一次的共享调阅，并非每次共享调阅都需要同

意。二是“个人同意”的手续由医疗卫生系统整体组织，而非某个具体的医疗机

构或某个医生来执行；三是“个人同意”发生在医疗卫生服务之前而非具体的医

疗服务过程之中。四是香港与澳大利亚相比，澳大利亚通过个人在信息系统中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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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人同意”做出具体设置或选择退出的方式，在当前移动应用较为普遍的情况

下更易操作，更加方便。

显然，“预同意”的方式合法合理，避免了医生在每次调阅时需要征询患者

“同意”的麻烦，减轻了医疗服务中医生沟通交流的负担，有助于提高电子健康

记录的调阅使用效率，也方便患者的就医。

【作者简介】

琚文胜，北京市卫生健康委信息中心主任，北京市卫生健康委政策研究中心

主任，中国医院协会信息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首都医科大学管理学硕士，美

国明尼苏达大学公共管理学访问学者。

主持制定《北京市公共卫生信息系统建设规划》、《北京市“十三五”时期

全民健康信息化发展规划》等。主持电子病历共享工程、社区卫生服务管理信息

系统、计划免疫管理信息系统、妇幼保健管理信息系统等二十多项北京卫生行业

重大信息系统建设。《数字医学概论》、《医院管理学——信息管理分册》编委，

《医院电子病历数字签名实施指南》主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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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标题：AI 数字诊疗系统助力构建基层筛查体系 北京安定医

院数字医疗科研成果转化落地

媒体：中国科技网

链接：

http://www.stdaily.com/zhuanti01/2018szjj/2021

-10/13/content_1225377.shtml

主要内容:

AI 数字诊疗系统助力构建基层筛查体系 北京安定医院数字医疗科研成果

转化落地

2021-10-13 来源：中国科技网

目前国内还没有建立较为完善的早期筛查体系，儿童精神科医生数量尚不足

500 人，面对在 21 世纪患病率增速最快的疾病之一，这一配比率远远无法满足

社会日益增长的需求。但孤独症又是最有希望通过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等

技术弥补医疗资源短缺与分布不均的疾病，通过数字医疗快速构建基层医疗的筛

查体系，能够为儿科临床及儿科保健工作提供有效数据参考依据。

10 月 13 日，“孤独症谱系障碍筛查与辅助诊断系统”产品发布会在首都医

科大学附属北京安定医院召开。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安定医院院长王刚、儿科

副主任医师陈旭，清华大学无障碍发展研究院执行院长邵磊、孤独症项目学术负

责人徐紫薇，北京正在关怀科技有限公司（恩启科技）CEO 王伟、副总裁吴佳睿

出席本次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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孤独症谱系障碍筛查与辅助诊断系统发布会现场

据悉，该系统基于图像、音视频中的人脸和人体行为 AI 检测比对技术，根

据中华医学会《孤独症谱系障碍儿童早期识别筛查和早期干预专家共识》中的 5

种孤独症预警行为特征：“不（少）看”、“不（少）应”、“不（少）指”、

“不（少）语”、“不当”的行为的定位、属性识别和比对分析，生成早期风险

筛查报告，帮助医疗专业人员开展快速精准的孤独症谱系障碍儿童筛查及诊断，

降低早期筛查成本，助力孤独症谱系障碍的“早发现-早诊断-早干预”全流程管

理，有效提升康复干预效果。

据悉，合作三方充分发挥各自在医疗、科研、康复和数字化建设等方面的优

势，共同搭建孤独症（自闭症）早期筛查网络，在 AI 应用、数字医疗、家庭康

复等方面开展了深度研究与科研转化，并促进临床应用，具有重要的社会意义。

专注早期筛查 AI 数字诊疗系统助力构建基层筛查体系

孤独症谱系障碍（自闭症）是一种广泛性发育障碍，主要具有社会交往障碍、

兴趣狭隘及行为刻板重复两大类核心症状。多项研究结果显示，早期干预对孤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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症儿童成长过程中的行为、认知和情绪方面的改善及提高有显著效果。准确地说，

孤独症患儿是否得到了及时的早期干预，是干预效果是否显著的关键性因素。

大规模临床研究启动，大数据助力数字医疗发展

本系统已启动大规模、多中心临床研究，研究的成功将为孤独症的早期筛查

和诊断提供强有力的支持，为开展孤独症的大规模流行病学调查，儿童健康保健

普筛提供技术支持。北京安定医院在创建智慧医院的同时，一直致力于创新科研

成果的转化落地工作，以技术支持促进临床医疗服务能力和服务质量的提升。

清华大学无障碍发展研究院长期致力于借助先进的计算机图像分析、人工智

能、人机交互、互联网、物联网及地理信息系统等技术，挖掘医院、社区和家庭

的资源和价值，多层次多角度考察面向孤独症群体的无障碍社会服务。北京正在

关怀科技有限公司作为孤独症康复领域最具代表性的社会性企业，致力于利用互

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等科技手段推动孤独症儿童康复行业专业能力全面提升，

推动行业完成数字化转型。

未来，北京安定医院、清华大学无障碍发展研究院、北京正在关怀科技有限

公司将继续积极开展跨学科科研合作，推进“数字医疗”“精准医疗”“智慧医

疗”研究成果的落地。健全“互联网+医疗健康”服务体系，推进“互联网+”人

工智能应用服务。为优化服务流程、提高服务效率、创新服务模式和管理模式提

供了有利条件，不断推动医院诊疗技术、服务能力和管理水平迈向新台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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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标题：榜上有名｜北京协和医院获第四届“绽放杯”5G 应

用征集大赛医疗健康专题一等奖

媒体：腾讯网

链接：

https://new.qq.com/omn/20211020/20211020A04UPT

00.html

主要内容:

榜上有名｜北京协和医院获第四届“绽放杯”5G 应用征集大赛

医疗健康专题一等奖

2021-10-20 来源： 腾讯网

近日，由国家工业和信息化部主办的第四届“绽放杯”5G 应用征集大赛医

疗健康专题赛全国决赛举行。北京协和医院“5G 远程诊疗及眼底激光手术实践”

案例一路披荆斩棘，从全国 681 个参赛案例中脱颖而出，荣获一等奖。该项目通

过深入推进“互联网+医疗”的探索与实践，为患者提供优质、高效、整合的医

疗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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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项目实现了传统网络对开展眼科远程手术造成技术瓶颈的突破，取得了包

括全球首例 5G 远程眼底激光手术、6小时连续手术验证、3700 公里远距离远程

手术在内的三项突破，探索了一套医院 5G 远程眼科医疗的创新业务规范，完成

了优质医疗资源借助5G+AICDE技术下沉基层的深度融合创新及一项5G“杀手级”

应用落地，为智慧医疗发展提供新动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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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决赛中，眼科主任陈有信进行项目报告，远程医学中心主任秦明伟等参

加视频路演

眼底病是全球重点致盲类疾病。经测算，国内患者基数接近 3000 万人，87%

的患者就诊于缺乏专业能力的基层医疗机构。为解决基层优质眼科资源匮乏的痛

点，助力“健康中国”建设，北京协和医院联合中国移动，基于 5G 网络实现了

全球首例 5G 眼底激光手术。

根据前期实践经验，陈有信主任团队在国际眼科医学专业期刊 JAMA

Ophthalmology（影响因子 7.389）上以封面文章发表了题为 The application of

5G technology to conduct real-time tele-retinal laser photocoagulation

for the treatment of diabetic retinopathy 的论文，助力协和经验广泛传播。

2021 年是“十四五”开局之年，也是 5G 加速普及的关键之年。北京协和医

院将秉承“一切为了患者”的宗旨，充分发挥示范引领作用，借助 5G+技术赋能

医院数字化转型升级，催生更多新应用场景，为实现互联网医院高质量发展贡献

协和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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