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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区块链
1.标题：用于电子健康记录的健康区块链的发展研究
来源：J Med Internet Res
时间：2021 年 1 月
链接： doi: 10.2196/13556
概要：
医疗保健专业人员需要维护准确的患者健康记录，而且这些记录也需要在不同
医疗保健机构间共享，以便医务人员全面调阅病史，避免遗漏重要信息。现在医务
人员已将使用电子健康记录(EHR)作为实现这些目标和提供优质护理的关键，但是
仍存在一些技术和法律限制，例如对性能和隐私问题的担忧等。本研究主要是为 EHR
构建一个 HealthChain（健康链）实验区块链。它克服了传统 EHR 系统的缺点，也
与其他 EHR 区块链不同。首先，它是一个由多个组织，即医院、保险提供商和政府
机构，共同组成的联盟，业务逻辑由联盟允许的管理模型决定，而不是其他医疗区
块链的不可靠模型；其次，它在数据可用性、数据完整性和检索成功率上表现良好，
可以在任何时间成功访问账簿；第三，它使用了权威证明(PoA)作为其共识协议，
只要这些块由其中一个订购方签名就会被所有参与者接受；第四，由管理模型指定
不同用户在健康链中拥有不同链式码应用程序编程接口(api)；第五，在实验环境
中读延迟、读吞吐量、事务延迟和事务吞吐量都表现良好。
文章给出了健康链的具体示意图，并指出健康链虽没有中心化节点，但组织在
管理模型下聚在一起，可以规范所有参与者行为，有效实现参与者细颗粒度访问和
跟踪。健康链在交易的整个生命周期中使用了 CA 分发 X.509 证书来识别服务器和
客户端，使用身份散列（身份被保密，但医患间关系被保留）而不是身份本身来解
决匿名化问题。健康链是一个只能追加的分布式分类账，为实现隐私和可用性间微

妙平衡，采用了对分类账更细化的访问权限管理。所有访问权限均由患者授权，父
节点授予子节点读取、写入和授权等权限。所有 EHR 都具有相同生命周期，每个 EHR
对应一个交易，需要执行并最终包括在分类账中。分类帐被构造成相互关联的块，
每个块都包含按时间顺序排列的 EHR 事务，可以实现低交易延迟。
文章还在实验环境中对健康链进行了安全性、单次读取、并发读取、单次写入、
并发写入等多项测试和评估，表现良好。健康链实现了功能性和非功能性需求，可
以将 EHR 存储在分布式账本中，并在不同的参与者之间共享，并具有可识别、不可
变、透明、隐私保护、安全性、可扩展和高吞吐量等优良特性。最后得出结论：文
章提出的健康链技术可以帮助构建新的 EHR 系统并解决阻碍采用传统系统的问题。

2.标题：区块链技术在远程医疗中的作用
来源：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Medical Informatics
时间：2021 年 6 月
链接：https://doi.org/10.1016/j.ijmedinf.2021.104399
概要：
为减少 COVID-19 传播、有效管理稀缺医疗资源、控制医院 COVID-19 患者巨
大负载，多数医院选择开展远程医疗服务。医务人员通过经济实惠的远程技术开
展远程监控、诊断和治疗患者活动，从而最大限度地减少患者访问和工作人员限
制，扩大技术能力范围，降低医生、工作人员或患者接触 COVID-19 病毒的风险。
但是，当前大部分远程医疗系统都是集中式的，可能带来单点故障风险，也无法
提供必要的信息安全和隐私、操作透明度、健康记录不变性及检测与患者保险索
赔和医生证书相关的欺诈行为可溯性。区块链技术可以帮助解决这些难题。新兴
的区块链技术遵循分布式架构管理不同参与者共享健康记录分类账，其中所有分
类账副本都经过验证并与附属于区块链的每个节点保持同步。跟踪受感染患者访
问过的位置、保护远程医患咨询记录、在整个供应链中追踪药物和医疗测试包、
验证医生的资质及证明故障医疗测试包的来源都是可以通过区块链技术解决的重
要问题。去中心化可提高现有医疗保健系统的整体稳健性，保护患者电子健康记
录 (EHR) 以防止对抗性攻击或意外数据丢失；也可以为在远程医疗参与者之间建

立信任，确保各节点当前状态达成一致共识。
本研究重点探讨了区块链技术在远程医疗方面的潜在机遇和所面临的挑战。
文章从患者同意管理、治疗可追溯性、家庭医疗包和设备可溯性、安全访问个人
健康记录、自动付款、养老服务监测、药物输送和药房补发可追溯性、健康保险
服务、转诊专家信誉评分服务和患者后续护理服务自动化十个方面探讨了区块链
技术在远程医疗上的机遇。指出区块链技术可以在远程医疗中提供必要的信息安
全和隐私、操作透明度、健康记录的不变性和可追溯性以检测与患者保险索赔和
医生证书相关的欺诈行为方面发挥关键作用，以分散、防篡改、透明、可追踪、
可靠、可信和安全的方式提供远程医疗保健服务来改善远程医疗和远程医疗服务，
可让医务人员准确识别与医生教育证书和通常用于家庭诊断的医疗测试包有关的
欺诈行为。之后，文章重点介绍了五个最近很有名的将区块链技术与远程医疗系
统集成的初创企业和项目。最后，文章提出四个与区块链在远程医疗中适应性相
关的开放研究问题：采用区块链的组织挑战、智能合约的安全漏洞、海量健康数
据和不断升级的交易率问题、跨平台交易的互操作性支持问题，以扩展现有基于
区块链的系统的能力，改进远程医疗服务，并得出四项主要发现：1）区块链技术
可在确保严格遵守患者同意规则、使用智能合约成功保护健康数据不受攻击；2）
区块链技术可对患者持续远程监控、及早医疗保健、最大限度减少医疗错误；3）
区块链技术可帮医务人员准确识别家庭诊断医师教育证书和医疗检测包等欺诈行
为；4）区块链的高数据安全性和隐私性非常适合远程健康和远程医疗服务的数字
化和自动化。总之，区块链在远程医疗中广泛部署仍处于起步阶段，还需要解决
一些挑战和研究问题，以使区块链技术在远程医疗系统中得到广泛应用。

译文一：

用于电子健康记录的健康区块链的发展研究
Yonggang Xiao,Bin Xu,Wenhao Jiang,Yunjun Wu,徐健（译）

背景
长期以来，人们一直认为电子健康记录(EHR)应跨越时空保存，并可以在法
律范围内任何时点访问。在数字化第一阶段，无论电子医疗记录(EMR)是在本地
服务器上还是在云上，我们都是在医疗保健提供者管辖范围内存储患者医疗历
史。这种电子病历系统与传统的纸质病历系统没有本质区别，因为信息技术只是
将医疗记录的管理从纸质转到硬盘。电子病历系统不能从一次实践传播出去，而
是通过传真或签署文件传播到其他实践中，这很耗时。
在第二阶段，经过授权的医生和工作人员创建、管理和咨询多个医疗机构的
电子病历，允许不同电子病历系统间互操作。也就是说，EHR 可以医生间信息共
享，并跨越多个医疗机构跟踪患者信息。在美国，电子病历交换在一个公共平台
上，即全国健康信息网，它是一整套的标准、服务和政策，能通过互联网进行安
全的健康信息交换。
然而，技术和法律问题阻碍了这些系统的应用。首先，当 EHR 存储在分布式
或以机构为中心的模型下，这些系统在数据可用性、数据完整性和检索率方面的
表现就会较差。其次，当电子病历超出他们的控制范围，人们又总担心隐私和数
据泄露问题，即使医疗保健提供者和政府机构声称这些系统符合健康保险可携性
和责任法案(HIPAA)。毕竟自 2005 年以来政府机构或可核实的媒体已经报道了
11,581,616,452 个案例。第三，患者报告数据并不总能记在患者电子病历中，
因为医患并不总能沟通，这影响了医疗质量。因此，精准医疗还需要一种患者报
告机制。
本文提出一种健康链来解决上述问题。它是 EHR 区块链，即由记录组成的不
断增长的块列表，并使用加密哈希进行链接。区块链有几大优点。首先，区块链

是一个分布式点对点数据库，保证了数据可用性、数据完整性和响应时间。区块
链可促进电子健康物联网安全。其次，区块链在一个可强制所有参与者同意业务
逻辑的模型下运行。因此，我们可以利用智能合约或链码来规范访问控制策略，
以实现遵从 HIPAA。第三，区块链由其利益相关者集体管理，其中一些人有权在
区块中记录数据，而这些数据不能被追溯修改。在我们的设计中，甚至患者也可
在其账户上报告个人健康记录(PHRs)。我们认为，区块链技术在电子病历系统中
的应用标志着第三阶段数字化的到来。
具体而言，拟议的健康链与其他 EHR 区块链的不同之处在于：首先，健康链
是一个联盟。多个组织，即医院、保险提供商和政府机构，共同组成了这个联盟。
业务逻辑由联盟一开始就允许的管理模型决定，而不是其他医疗区块链的不可靠
模型。其次，健康链在以下几个方面表现良好：数据可用性、数据完整性和检索
成功率，即：纵使少数服务器崩溃，健康链也始终处于在线状态。真正的电子病
历被存储，因为它们是由有效的利益相关者签署。由于负载均衡，我们可以在任
何时间成功访问账簿。第三，健康链使用权威证明(PoA)作为其共识协议。指定
的、经过身份验证的和可信任的订购方负责生成有效的块，也就是说，只要这些
块由其中一个订购方签名，它们就会被所有参与者接受。PoA 不同于其他共识协
议，如工作证明和实用拜占庭容错算法(PBFT)。第四，不同的用户在健康链中拥
有不同的链式码应用程序编程接口(api)，这是由管理模型指定的。因此，我们
可以定义用户与账簿交互的方式，并实现访问控制策略。第五，健康链在实验环
境中表现良好。本文使用以下四个指标来评估性能：读延迟、读吞吐量、事务延
迟和事务吞吐量。
在本文中，我们为电子病历建立了一个名为健康链的联盟区块链，它比传统
的电子病历系统和最近提出的其他医疗区块链具有优势。此外，我们通过特定区
块链指标评估健康链的性能。

方法
健康链示意图

该联盟由以下三种机构组成：医院、保险公司和政府机构。我们实验性的健
康链由每种类型的两种组成，如图 1 所示。对等点 A 和 B 是两个医院各自拥有的
服务器，它们为以下三种用户的客户端应用程序提供服务：医生(如 Alice 和
Betty)、实验室技术员和护士。对等点 C 和 D 是由两个各自的保险提供商提供的
服务器，它们为审计人员提供客户服务。对等点 E 和 F 分别属于两个政府机构的
服务器，它们为以下五种用户的客户端应用程序提供服务：监管者、患者、家属、
研究人员和急救人员。此外，政府机构为三类组织提供一个定购者和三个证书颁
发机构(ca)。注：这些服务器可位于云中、机构数据中心或单个机器上。

图 1 健康链示意图。三种组织为区块链网络贡献节点
（API：应用程序编程接口；CA：证书颁发机构）
虽然健康链网络中没有中心化节点，但组织在管理模型下聚集在一起，该模
型规范了所有参与者（如节点和用户）的行为。管理模型反映了真实场景下医疗
保健的业务逻辑。它指定了用户与分类账目交互的方式，并实现了 EHR 的隐私和
机密性。健康链通过成员服务提供商(MSP)、链码和共识协议的组合来实现管理
模型。下面我们将解释这些组件，并介绍所有构成网络节点的作用。

CA 是受信机构，为参与者生成证书和密钥材料。MSP 由这些 CA 实施，因为
生成的证书可以提供有关组织有效身份的信息。此外，健康链中所有参与者都可
以相互验证，MSP 有助于实现参与者的细颗粒度访问和跟踪行为。
对等点构成网络物理结构。分布式账簿和链码在它们之间共享，如图 1 所示。
他们在健康链中都认可和承诺同行。作为背书节点，他们被联盟指定在模拟中执
行链码。链码实现了 API，这些 API 分为不同的组授予不同的用户，即链码指定
谁对账簿的哪个部分具有什么访问权限，并实现法律要求的细颗粒度访问。在图
1，我们为医生、患者、监管机构和研究人员列出了 API。
作为提交对等点，他们验证这些块并将它们提交到他们的分类账副本上。最
重要的是，他们检查谁执行 EHR 请求的身份及谁将 EHR 交易打包到一个块中身份。
这就是为什么健康链中采用的共识协议被称为 PoA。
排序者受到所有组织的信任，他们负责以先到先得的方式将 EHR 排序到一个
区块中。区块作者（即排序者）的签名包含在区块中。在承诺之前，节点必须确
保签名来自经过身份验证和授权的排序者，即区块的有效性取决于排序者身份。

身份和匿名化
用 CA 分发 X.509 证书来识别服务器和客户端。X.509 证书用于交易的整个生
命周期。如 EHR 请求包含客户端认可。同时，EHR 响应中也包含一个认可服务的
证书。在对健康链进行访问控制时，链码从交易请求中提取证书，获取客户端的
身份，并查询访问是否被授权。
考虑到隐私保护，当研究人员通过 API 访问分类账时，患者和医疗保健提供
者的身份需要匿名。在匿名化过程中，我们使用身份散列而不是身份本身，所以
身份被保密，但患者和医疗保健提供者间关系被保留。具体讲就是采用 Hyper
ledger Fabric 中默认哈希算法 SHA256。结合时间戳计算患者 ID 的哈希值。引
入时间戳的目的是为了防止在查询之间获得相同哈希值。

用户访问权限

健康链是一个只能追加的分布式分类账，在具有不同访问权限的许多用户
间共享。为实现隐私和可用性间微妙平衡，采用了对分类账细颗粒度访问。图 2
举例说明健康链中用户的以下访问权限：写入权限、读取权限、授权权限和读取
权限，其中 EHR 是匿名的。

图 2 健康链中用户访问权限
（不同用户对电子病历的访问资格不同）
患者管理和控制 PHR 访问，概念上包括患者报告的信息和 EHR。前者包括各
种内容，如人口统计、过敏和从仪器收集的监测数据。后者指由医生和工作人员
更新的病历。患者可授权其家人或医疗保健提供者写入和读取他们的健康信息，
从而降低数据复制的风险并跟踪其健康的可能趋势和变化。
医生、护士、急救人员和实验室技术人员管理和控制自己更新的 EHR 访问。
此外，他们可在未经患者授权情况下使用或披露受保护的健康信息，用于治疗、
付款或医疗保健操作。因此，他们拥有向其他涵盖实体授予写入或读取权限的授
权许可，从而在医疗机构间共享 EHR。
监管机构和保险提供商只有对分类账的读取权限。监管机构，如卫生与公共
服务部，确保健康链的业务逻辑得到很好遵循，所有参与者的行为都得当。当发
生争议时，他们可以根据账本做出决定，该账本是不可篡改且不可伪造的。保险
公司根据健康链上的记录处理医疗索赔并评估其有效性。
研究人员从事如疾病监测的公共卫生活动，由于数据聚合过程的透明性，健
康链可为此提供值得信赖的数据。但是，账本上的数据在用于隐私保护前应匿名。

授权的实施
授权以图 3 所示的树状数据结构表示，所有访问权限均由患者（即树的根）
授权。父节点授予子节点读取、写入和授权等权限。比如，患者将所有三个权限
授予 Alice 医生，Alice 医生再将所有三个权限授予 Betty 医生，依此类推。此
外，其他三个角色（即监管者、审计员和研究人员）对账本只有读取权限。树状
数据结构是授权的逻辑设计，账本上的记录或交易是其物理实现。

图 3 健康链中授权层次结构（箭头表示授权操作）
图 4 显示解决认证和授权的算法，它是由链码实现的。关键部分是三个决策
符号，代表交易成功的先决条件。首先，只有联盟成员才能访问账本；其他人根
本没有权利。其次，不同类型的用户即使在同一个联盟中对链码 API 访问权限也
不同。第三，如果前者未经后者授权，则用户无法访问他人数据。例如，一个叫
卡尔的人想提交一个叫史蒂夫的病人的就诊记录，他需要满足以下三个条件：他
来自合作医院、他是医生、他有史蒂夫授权。

图 4 链码实现的细颗粒度访问控制

（N：否；Y：是）

EHR 的类型和生命周期
不同用户提交了不同类型的电子病历。为简洁起见，图 5 仅列出其中四个，
说明了人口统计、遭遇记录、测试结果和授权记录的数据结构。例如，就诊记录
包括以下字段：患者 ID、患者姓名、医生 ID、主诉、体检、评估和计划。

图 5 电子健康记录的类型
每个 EHR 对应一个交易，需要执行并最终包括在分类账中。所有 EHR 都具有
如图 6 所示的相同生命周期，说明如下：

图 6 电子健康记录(EHR)的生命周期
它们以来自客户端的请求开始，以对所有对等方的承诺结束。API：应用程
序编程接口。
1.当 Alice 医生需要在账本上记录偶发事情时，她的客户端应用程序会向认
可对等点发送 EHR 请求。该请求被格式化为通过链码 API 的远程过程调用。
2.认可对等点检查传入请求的有效性（格式、签名和访问权限）后，请求由
链码处理，链码输出 EHR 响应，包括返回值、读取数据集和写入数据集。

3.Alice 客户端检查传入响应的签名，将响应和签名组合到 EHR 交易中，并
将交易发送给排序者。
4.排序者只是从所有客户端（包括 Alice 客户端）接收交易，按时间顺序对
其进行排序，然后创建一个交易块。此后，排序节点将区块交付给网络中所有节
点。
5.每个对等点检查传入块的包括签名和版本号的有效性后，区块被提交到账
本，Alice 提交 EHR 也如此。

账本的结构
分类帐是如图 7 所示跨时空 EHR 数据库。它被构造成相互关联的块，每个块
都包含按时间顺序排列的 EHR 事务。

图 7 交易、区块和账本的结构（EHR：电子健康记录）
一个区块由以下三部分组成：标头、EHR 交易和元数据。头部包含区块编号、
前一个区块哈希和当前区块哈希。EHR 交易由医生和患者等用户提交。元数据包
括时间戳及订购者的证书和签名。此外，一个 EHR 交易由以下六个字段组成：交
易 ID、链码名称、EHR 请求、EHR 响应及用户和对等方的签名。
区块 n+1 的前一个区块哈希等于区块 n 的当前区块哈希，这样区块是相互关
联的，所以称作区块链。健康链与其他区块链的最大区别在于：区块不需要包含
nonce 字段来实现给定的加密哈希值模式。区块的有效性仅取决于 PoA，而不是
工作量证明。因此，健康链可以实现低交易延迟。

结果
实验环境
健康链原型是使用 HyperledgerFabricv1.4.1 实现的，Hyperledger
Fabricv1 4.1 是一个企业级许可的分布式账本平台。它部署在具有 Intel Xeon
E5-26 xxv42.4GHz CPU 和 2GB RAM 运行 Ubuntu16.04.1LTS 的机器上。所有服务
器都使用 Docker18.06.1-ce 构建，即所有对等点和申请者都被虚拟化为共享硬
件和操作系统内核的容器。健康链网络由 DockerCompose 创建，DockerCompose
是一个用于定义和运行多容器 Docker 应用程序的工具。
此外，批处理超时和批处理规模这两个参数对健康链性能影响很大。前者表
示创建区块前等待的最长时间，后者表示一个区块中 EHR 交易最大数量。无论哪
个先满足，都会生成区块。本文测试了健康链在不同参数下的性能。我们对每个
事务运行了 3 次，论文中提供了延迟和吞吐量的平均值。

健康链运作示例
在本节中，我们将通过一个示例来说明健康链工作原理。请注意，所有任务
都是通过我们在图 1 中描述的链码 API 完成。医疗数据是从以前报告中提取的。
首先，SteveApple 的患者客户准备个人信息，于是以下人口统计记录被提交
到分类账中。

其次，当史蒂夫决定去看一位名叫卡尔.山姆医生时，他提交了一份授权记
录以授予医疗保健权限。于是，医生能够对账本执行读、写甚至授权操作。

第三，在了解史蒂夫对健康状况的感受并做了体检后，卡尔输入了诊断和治
疗说明。

第四，为检查血脂是否有变化，卡尔还写了一份授权记录，订购了一位名叫
约翰.蒂奥的技术人员提供的测试。

最后，约翰.蒂奥将以下报告放在分类账上。

此外，当研究人员阅读上述偶发记录时，健康链中匿名化方案生效，从而产
生以下记录。前三项是原始记录中对应项的哈希值和时间戳。

安全测试
我们从三个方面来测试健康链的安全性。首先，患者尝试访问不可用服务器
对等点 E 上账本。下面的命令查询 ID=P01 的患者的偶发记录，但由于域名为
peer0 的对等点 E 不可用而失败。org3.health.com。将 peer0.org3.health.com
替换为 peer0.org1.health.com，即因域名命名为对等点 A 仍可用，故命令运行
成功。

其次，无效用户尝试访问分类帐。但是，此操作会立即被系统拒绝，因为无
法验证身份。我们删除 SteveApple 的数字证书后，上面的命令失败，返回如下
信息。

第三，医生试图篡改 EHR，但 EHR 历史记录在分类账上。我们可以查询 P01
的事件记录历史。“体检”从“非急性病”变成“急性病”很容易被识别出。

综上所述，健康链在数据可用性、访问控制和数据完整性等几个方面都表现
良好。

测试场景：单次读取
读操作是指检索或查询 EHR，账本没有变化。用户可以阅读自己或他人提交
的电子病历。我们在这给一些用例。医生查询患者的人口统计数据或前医生的诊
断。患者阅读医生的医疗记录或实验室技术人员的实验室结果。保险提供商检查
EHR 以验证它们的必要性。读取延迟是提交 EHR 读取请求和返回 EHR 响应之间的
时间，对应于图 6 中步骤 1 和 2.
表格 1 显示了不同参数条件下单次读取操作的示例数据。可以看出，无论参
数如何，健康链的读取延迟都在 0.1s 左右。比如第一行是 Alice 博士从对等点
A 检索到 EHR 时的读操作，她在 0s 发送 EHR 请求，对等点 A 在 0.136s 检索完成，
在 0.142 返回 EHR 响应 s。因此，在批处理超时为 20s、批处理规模为 1000 的情
况下，读取延迟为 0.142s。这两个参数无关，因在读过程中没产生块。
表格 1 不同节点的读取延迟数据示例
数字

批量超

批量大小 客户

时(s)

(n)

断绝

读取

阅读（s） 回应

请求

读取延迟
(s)

1

20

1000

医生

同行 A

0

0.136

0.142

0.142

2

20

1

保险提供商

对等点 C

0

0.117

0.122

0.122

3

2

10

病人

同行 E

0

0.099

0.105

0.105

测试场景：并发读取

通常，许多用户同时从账本中读取，且在重叠时间段内读取。如医生、患者
和保险提供商可根据自己的需要同时从账本中读 EHR。读取吞吐量通过特定时间
段内完成的读取操作数获得，表示为每秒读取数(RPS)。
表 2 展示了不同参数条件下 1000 次并发读取的示例数据。可以看到，尽管
参数不同，健康链的每台服务器读取量都在 10RPS 左右。例如，第一行显示了用
户同时尝试从对等 A 检索 EHR 时 1000 次并发读取操作的过程。第一个 EHR 请求
发生在 0 秒，对等方 A 在 97.513 秒完成第 1000 次读取，第 1000 次响应发生在
97.521 秒。因此，读取量达到 10.259RPS，批操作超时为 20 秒，批操作量大小
为 1000。这两个参数无关，因为账本上没有写入块。此外，整个网络的读取量
是所有对等点吞吐量的总和，因为一个对等点上的读取操作与另一对等点上的读
取操作无关。
表 2 不同节点的读取量数据示例
数字

批量超

批量大

时(s)

小(n)

断绝

第一次

第 1000 次读

第 1000 个

读取延迟

读取吞吐

阅读请

取(s)

响应

(s)

量（每秒读

求

取数）

1

20

1000

同行 A

0

97.513

97.521

97.521

10.259

2

20

1

对等点 C

0

95.847

95.855

95.855

10.440

3

2

10

同行 E

0

98.871

98.876

98.876

10.115

测试场景：单次写入
写操作是指将 EHRs 提交到账本上，其中有改动。用户可以创建和提交有关
患者的 EHR。我们可在这里列出一些用例。医生在与患者见面后创建就诊记录或
住院期间进展记录。患者更新人口统计数据或报告他们的临床状态。实验室技术
人员报告测试结果。事务延迟是提交 EHR 写入请求和 EHR 事务在网络中广泛可用
间的时间，对应于图 6 中五个步骤。
表 3 显示了具有不同参数条件下单个写操作的示例数据。可以看出，事务延
迟取决于两个参数。例如，第一行显示了 Alice 医生向账本提交 EHR 时的写操作
过程。她在 0 秒发送 EHR 请求，节点 A 在 0.118 秒对 EHR 进行背书，排序节点在
20.166 秒生成一个包含 EHR 交易的块。随后，六个节点分别在 20.370 秒、20.352
秒、20.379 秒、20.379 秒、20.363 秒和 20.379 秒将区块提交到账本。因此，

EHR 事务在所有对等方上可用的最晚时间，即 20.379 秒。因此，在批处理超时
为 20 秒和批处理大小为 1000 的情况下，获得了 20.379 秒的事务延迟。
表 3 不同节点的交易延迟数据示例
编

批量

批量

号

超时

客户

写

背书

写在订

对

对 B(s)承

对 C(s)

对 D(s)

对

对 F(s)

最新(s)

交易延

大小

请

A(s)

购者身

A(s)承

诺

承诺

承诺

E(s)承

承诺

(s)

(n)

求

上

诺

1

20

1000

医生

0

0.118

20.166

20.370

20.352

20.379

20.379

20.363

20.379

20.379

20.379

2

20

1

病人

0

0.110

0.163

0.434

0.424

0.423

0.428

0.437

0.418

0.437

0.437

3

2

10

实验室

0

0.099

2.141

2.292

2.306

2.290

2.305

2.306

2.291

2.306

2.306

迟(s)

诺

技术员

表 3 解释了交易延迟。在第一种和第三种情况下，申请者必须分别等待 20s
和 2s，然后才能创建块，因为只有一个传入的 EHR 事务需要打包到块中，并且
批处理超时首先发生。在第二种情况下，批处理量为 1，恰好有一个 EHR 交易，
所以首先满足批处理量，申请者不必等 20s 就可创建块。

测试场景：并发写入
通常，许多用户同时写入账本，并且写入操作是在重叠的时间段内执行的。
例如，医生、患者和实验室技术人员可以根据需要同时将 EHR 写入分类账。交易
量由网络在特定时间段内提交的 EHR 交易数量计算，表示为每秒交易数(TPS)。
表 4 显示了不同参数条件下 1000 次并发写入的示例数据。可以看出，交易
量是由这两个参数决定的。如第一行显示了用户尝试同时将 EHR 提交到账本 1000
次并发写入操作的过程。第一个 EHR 请求发生在 0 秒，对等方 A 在 132.224 秒完
成第 1000 次背书，排序节点在 139.930 秒生成最后一个区块。随后，网络的六
个节点分别在 141.498 秒、141.936 秒、141.933 秒、141.400 秒、141.042 秒和
141.976 秒提交最后一个区块。因此，1000 个 EHR 交易在所有对等点上都可用，
最晚时间为 141.976 秒。因此，事务吞吐量达 7.043TPS，批处理超时为 20 秒，
批处理大小为 1000。

表 4 不同节点的交易量数据示例
编

批量

批量

第一

对 A(s)

最后写入

A(s)上的

B(s)上的

C(s)上

D(s)上的

E(s)上的

F(s)上的

号

超时

大小

个写

的第

订购者

最后承诺

最后承诺

的最后

最后承诺

最后承诺

最后承诺

(s)

(n)

入请

1000 个

(s)

求

背书

最新(s)

交易延迟

交易吞

(s)

吐量

承诺

(TPS)

1

20

1000

0

132.224

139.930

141.498

141.936

141.933

141.400

141.042

141.976

141.976

141.976

7.043

2

20

1

0

241.035

241.519

633.266

608.020

635.720

608.755

636.811

609.583

636.811

636.811

1.570

3

2

10

0

157.787

157.818

158.096

158.202

158.153

158.100

158.094

158.126

158.202

158.202

6.321

表 4 展示了交易量数据。在第一种情况下，每 20 秒创建一个块。因为 1000
个事务需要 20 多秒才能到来，所以批处理超时首先发生。在第二种情况下，由
于批量大小为 1，每个 EHR 事务都会创建块。在第三种情况下，每 10 个 EHR 事
务创建一个块。因为 10 个事务的到来时间不到 2 秒，所以批量大小首先发生。
可以观察到，交易量与生成的区块量成反比。生成更多块会增加由协议引起的网
络拥塞可能。

讨论
健康链的特点
根据以上内容，健康链的特点总结如下。首先，健康链是被许可的。与公共
免许可网络不同，所有用户（如医生和患者）均由 MSP 认证，因此彼此可识别，
而不是匿名且完全不受信任。不允许未经授权或未知的用户访问分类帐。其次，
健康链是不可变的，即一旦 EHR 被添加到链中，它们就无法更改。这个“仅附加”
属性取决于块通过哈希引用相互链接的事实。因此，健康链是患者治疗史的权威
来源。第三，健康链是透明的。医疗保健利益相关者聚在一起构成区块链网络，
他们中没有人控制整个系统。用户发起的每个操作都会根据管理模型进行检查，
该模型规范和监控所有参与者的行为。此外，涵盖的用户可以共享诸如碰面记录
和实验室结果之类的 EHR，他们知道在治疗过程中发生了什么。第四，健康链符
合 HIPAA 的隐私规则和安全规则。隐私政策是通过链码实现的。未经授权拒绝使
用患者信息。患者对 EHR 拥有最终控制权，并且他们可以向其他涵盖实体授予写
入和读取权限。此外，健康链利用传输层安全(TLS)协议在网络上提供通信安全。
第五，健康链是可扩展的。并不是所有的对等点都参与事务执行，也不是所有的

订购方都参与块生成。因此，允许并行事务执行和块生成，而且健康链可以轻松
支持更多节点，尽管在我们的实验环境中只有 6 个节点和一个订购方。第六，健
康链业绩良好。即使在我们的实验环境中，读延迟大约为 0.1s，每个对等体的
读吞吐量大约为 10RPS。健康链的事务延迟约为 0.4s，批处理大小为 1，它支持
约 7TPS 的事务吞吐量，批处理超时为 20s，批处理大小为 1000。相比之下，比
特币和以太币在账本上写一笔交易分别需要 600 秒和 10 秒。

参数设置
健康链的性能受网络规模和硬件限制等诸多变量的影响。在这里，我们讨论
我们在实验中配置的两个参数，即批处理超时和批处理大小。
为了获得良好的性能，我们应该考虑允许的最大事务延迟来调整批处理超
时，并根据指示在特定时间段内向排序者提交多少 EHR 事务的速率设置批处理大
小。这两个参数应分别与允许的延迟和速率成比例。如实验所示，健康链在 EHR
交易只有 1 个、批处理大小设置为 1 的情况下获得了最低的交易延迟。在 1000
个交易、批处理大小为 1000 时达到了最高的交易量。

限制
健康链的原型有两个缺点。首先，唯一的排序器会导致单点故障。如果申请
者失败，则 EHR 交易无法被排序到一个区块中，从而导致整个系统的故障。为了
解决这个问题，我们可以部署一个由一组订购服务节点和 Kafka 集群组成的订购
服务和它的 ZooKeeper 集合。这不仅有助于构建崩溃容错系统，还有助于通过负
载平衡提高性能。
其次，读取延迟随着账本的增长而增加。考虑到仅追加写入操作，分类帐被
实现为磁盘上的文件。同时，读操作在健康链中也很常见。但是，EHR 可能会随
时间散布在文件中，导致难以搜索。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我们可以在账本上创建
一个患者索引，使读取操作更快。

结论
在本研究中，我们构建并评估了健康链，这是一个在管理模型下运行的 EHR
联盟区块链。它确保数据可用性和数据完整性。它提供了链码 API 来适应不同客
户端的需求，并实现细颗粒度的访问控制。此外，还介绍了一种匿名化 EHR 的方
法。健康链采用 PoA 作为其共识算法。在实验中观察到健康链的功能。我们通过
延迟和吞吐量来描述系统的性能。

*注：原文和译文版权分属作者和译者所有，若转载、引用或发表，请标明
出处。

译文二：

区块链技术在远程医疗中的作用
Raja Wasim Ahmad ,Khaled Salah ,Raja Jayaraman,
Ibrar Yaqoob ,Samer Ellahham , Mohammed Omar,徐健（译）

1. 简介
冠状病毒(COVID-19)的新近挑战和全球传播突显了建立一个可靠、弹性和稳
健的患者护理和卫生服务的必要性。因为远程医疗可以通过虚拟渠道安全地与医
生和卫生专家进行沟通，最大限度减少传染，所以 COVID-19 大流行促使远程医
疗技术的普及。Teladoc Health、JD Health 和拉什大学医学中心 (RUMC) 等几
家公司和平台最近都见证了远程医疗服务需求为抗击 COVID-19 病毒传播而快速
增长。远程医疗和远程咨询可实现高效的医疗保健，并提供更好的护理协调和治
疗结果。集中化是现有远程医疗系统的主要问题，可能带来单点故障风险。此外，
当前远程医疗系统中的数据也容易出现各种外部和内部数据泄露，从而影响系统
的可靠性和可用性。区块链技术可以帮助解决这些重要问题。新兴的区块链技术
遵循分布式架构管理不同参与者共享健康记录分类账，其中所有分类账副本都经
过验证并与附属于区块链的每个节点保持同步。跟踪受感染患者访问过的位置、
保护远程医患咨询记录、在整个供应链中追踪药物和医疗测试包、验证医生的资
质及证明故障医疗测试包的来源都是可以通过区块链技术解决的重要问题。
远程医疗使医务人员能通过提供经济实惠的服务来远程监控、诊断和治疗患
者，从而最大限度地减少患者访问和工作人员限制，扩大技术能力，降低医生、
工作人员或患者接触 COVID-19 病毒的风险。同样，远程医疗采用数字信息和通
信技术来帮助患者通过改进自我护理及获得教育和支持系统的机会来管理他们
自己的疾病。图 1 重点显示了现有远程医疗系统的主要益处，表明虚拟医疗保健
系统有通过有效减轻空气传染而遏制 COVID-19 大流行的潜力。此外，在现有远
程医疗系统中采用区块链技术可为医疗保健安全数字化带来很多机会，例如有效

建立临床数据来源、寻求患者数据用户合法性、管理远程患者监测设备的身份、
保持患者匿名性并自动化付款结算。图 2 显示了区块链技术内在特征，例如透明
性、不变性、可审计性以及用户和数据的匿名性。

图 1 远程医疗服务的好处

图 2 远程医疗区块链技术要素和特性
去中心化功能提高了现有医疗保健系统的整体稳健性，因此可以保护患者的
电子健康记录 (EHR) 以防止对抗性攻击或意外数据丢失。此外，为在远程医疗

参与者之间建立信任，要确保共识协议就区块链分类账的当前状态达成一致。公
共密钥加密技术确保健康记录的不变性，这使得每笔交易都首先经过数字签名，
然后才能被验证并写入分类账。表 1 显示了使用区块链技术将远程医疗服务数字
化的显著特点和优势。医疗保健行业的独特要求，例如快速实时 EHR 共享、以患
者为中心的健康数据管理、低成本、高性能、数据安全、隐私、可用性和透明来
源建立健康记录，都可以通过区块链技术得到满足。此外，将区块链用于包括“圈
内医生”在内的交互式医疗可以加强对通过防篡改日志数据操纵数据库风险的保
护。区块链技术与智能合约相结合，可以高效和可信的方式自动化远程医疗运营
和服务。智能合约是在区块链平台上运行的自执行程序。它使业务流程自动化并
取代了中介机构在当前医疗保健系统中作用。参与组织间预定义规则被转化为智
能合约功能以建立信任。
表 1 传统、中心化和区块链支持的远程医疗系统的比较
项目

传 统 医 疗 集 中 远 程 区块链支持的
保健系统 医疗系统 远程医疗

成本

高的

低的

低的

病人等候时间

很高

低的

低的

容错

不

不

是的

亲自参观要求

是的

不

不

数据来源

不

不

是的

健康记录操作

是的

是的

不

文档

是的

是的

不

系统管理

集中

集中

去中心化

审计试验

不

不

是的

数据隐私与安全 难的

难的

简单的

透明度

不

是的

低的

高的

不

可靠性和完整性 低的

智能合约已在被提议用于数字化医疗保健服务的现有系统中广泛应用。更具
体地讲，现有研究主要集中在确保患者的 EHR、COVID-19 暴发可追溯性、药品供
应链管理及远程医疗行业的数字化。[31]提出基于以太坊的远程医疗解决方案，
通过在去中心化网络中存储 EHR 的 IPFS 哈希，保持 EHR 完整性。[32]提出结合
人工智能 (AI) 和区块链技术的另一个系统，以保护和货币化患者健康数据。[33]
提出多访问边缘计算(MEC)和基于区块链的系统采用各种智能合约来快速安全地

将加密货币转移到患者钱包中，作为共享健康数据的激励措施。[34]提出基于
Etherum 的系统，能够实时监测患者健康状况，并成功地维护患者服用药物的时
间戳记录。[30]作者提出一种动态灵活的基于多权限的远程医疗系统，该系统将
EHR 存储在链上，以确保网络用户无法修改或删除数据。它还允许患者自由加入
和离开网。表 2 概述并比较了几项研究，这些研究回顾了基于区块链的系统在不
同医疗保健领域的作用。正如表 2 所示，现有研究都没有探讨区块链技术在远程
医疗系统中的作用。我们的研究与之不同。总结本文主要贡献如下：
•讨论区块链技术可通过减轻可靠性、可追溯性、不变性、透明度、数据来
源、审计、信任和安全性方面的关键限制，为远程医疗系统提供潜在机会。
•展示最新案例研究，以证明区块链技术在远程医疗领域的实用性。
•讨论阻碍现有远程医疗系统充分利用区块链技术优势的开放性研究问题。
表 2 比较基于区块链的医疗保健研究的现有调查
文章

EHR/PH
R 管理

健 康 远程医 远 程 患 者 健 药 品 / 行 业 研
保险
疗用例 医 疗 康随访 药 品 管 究项目
用例
理

[35]

✓

✓

×

×

×

✓

×

[36]

✓

✓

×

×

×

×

×

[37]

✓

✓

×

×

×

×

×

[27]

✓

✓

×

×

×

✓

✓

[38]

✓

✓

×

×

×

✓

×

[28]

✓

×

×

×

×

✓

✓

[39]

✓

✓

×

×

×

✓

×

[40]

✓

✓

×

×

×

✓

×

[41]

✓

✓

×

×

×

✓

×

[42]

✓

✓

×

×

×

✓

✓

[22]

✓

✓

×

×

×

×

×

我们的
研究

✓

✓

✓

✓

✓

✓

✓

文章其余部分安排如下。第 2 节介绍区块链技术在远程医疗中潜在机会。第
3 节评论基于区块链的远程医疗服务项目。第 4 节讨论研究的挑战。第 5 节讨论
结论和未来研究机会。

2. 区块链在远程医疗中机遇
本节中，我们简要讨论区块链技术为远程医疗带来的关键机遇，以确保医疗
保健参与者之间的信任，如图 3 所示。

图 3 区块链技术在远程医疗中的潜在机会

2.1

患者同意管理
虚拟护理和健康监测的有效性取决 EHR 完整性，其中包括患者病史、诊断、

药物治疗和治疗计划。EHR 是高度敏感的私人信息，需要在医院、药房和卫生监
管机构等同行间安全共享，来保持患者医疗数据最新。远程医疗的卫生立法授权
患者通过设置数据访问和使用规则来控制和管理他们的临床数据。传统的同意管
理系统面临几个挑战，例如与专家共享 EHR 收敛时间长、对实施患者同意管理服
务的第三方服务器的信任有限及无法进行公平的审计评判。区块链技术可以帮助
加强信任，因为不涉及中间人。通过区块链，同意管理通过属于不同参与组织几
个对等点得到保证和保护。此外，区块链固有的不变性、可追溯性和透明性特征
可帮助进行审计评判，以验证是否符合同意管理政策。图 4 重点介绍触发远程医
疗服务在区块链和本地存储系统上存储健康数据的各种参与者。

图 4 远程医疗服务中基于区块链的健康数据存储、访问和管理

2.2. 远程治疗的可追溯性
实施远程医疗需要患者和专家进行电子面对面交流，以便对远程患者进行有
效健康评估。远程医疗服务供应遵循直接面向消费者(D2C)和企业对企业(B2B)
模型。在前一种模式中，患者可以通过电子方式与医生交流，讨论他们的健康状
况；而在后一种模式中，护理人员可以通过支持音频和视频会议的工具远程参与
咨询和医学教育服务（如患者手术）。在电子面对面咨询中，视频和图像（可能
包括 X 光或其他诊断测试结果）的异步传输可帮助护理人员准确诊断患者健康状
况。在现有远程医疗系统中，由于彼此间数据共享有限，卫生组织无法管理患者
健康记录孤岛。为克服这个问题，区块链技术为所有参与的利益相关者提供了一
个统一的患者 EHR 视图。健康记录可见性和透明度使相关参与组织能够追踪患者
病史，以便提出合适治疗方案。例如，通过区块链技术，可以进行审计，以查明
谁访问了电子记录以及究竟进行了哪些交易。

2.3 家庭医疗包和设备可溯性
家用医疗套件和设备可以帮助患者在非临床环境中进行自我诊断。采用现成
的测试套件和设备来评估自我检查和早期疾病检测的特定生化反应可以最大限
度地降低整体医疗保健成本。在传统集中式远程医疗系统中，医疗包缺乏透明度、
可见性和数据来源，阻碍了医生和患者从知名制造商那里采购值得信赖的医疗
包。在这种情况下，区块链技术可用于在分布式账本上不可改变地、透明地记录
与测试套件所有权和性能相关交易。智能合约可用于根据绩效评估记录用于家庭
护理服务的所有医疗测试包和设备的信誉评分。因此，关于家庭医疗测试包及其
信誉评分的不可更改的数据来源记录可以帮助患者、医生和实验室工程师从知名
制造商采购高度准确和值得信赖的医疗包。

2.4 安全访问个人健康记录
个人健康记录 (PHR) 是个人的健康数据、个人信息以及与患者护理相关的
其他信息。PHR 记录由数据所有者创建、维护和管理。但是，EHR 包含更广泛的
健康记录，因为它们是由医疗保健提供者创建、维护和管理的。用于提供虚拟医

疗保健服务的传统系统大多基于云平台，由于它们由单个实体管理，因此可信度
较低。此外，传统基于云的系统中 PHR 完整性也受到损害。去中心化区块链技术
的内在特性使医疗数据的所有者能够维护数据隐私。智能合约可根据患者同意策
略注册并授权用户访问患者数据。此外，区块链技术的灵活性特征有助于数据所
有者在遵守数据所有者设定的条款和条件的同时与合法用户共享和控制数据。

2.5 自动付款
当前医疗保健系统通常采用集中的第三方服务来结算患者、护理人员和保险
公司之间服务费用。然而，集中支付结算方法相对较慢，容易受到黑客攻击，且
不透明。此外，集中支付结算系统要么不支持小额支付，要么提供极其昂贵的小
额支付。为了支持远程医疗领域的小额支付，区块链平台提供基于加密货币的支
付。因此，将加密代币直接转到服务提供商钱包提供了一个快速、安全、透明和
可审计的系统，不需要中央调解服务来解决支付结算纠纷。此外，数字签名的支
付结算交易可以确保医疗服务提供者和消费者在未来无法拒绝交易。区块链技术
可以支持实施货到付款服务，以最大程度减少与付款相关的欺诈机会。例如，在
为远程药房实施远程药物递送服务时，可以对智能合约进行编程，以仅在远程患
者成功收到药物时才将加密代币保存并转移到药剂师钱包中。

2.6 值得信赖的养老服务监测
物联网 (IoT) 的技术进步可以帮助远程医疗部门通过精确的生物医学传感
器远程监测患者的健康状况。生物医学传感器可以在高性能边缘服务器上持续监
控和存储健康数据，帮助分析患者的健康状况。健康数据可与重要指标相关，例
如血压和体温。然而，通过故障设备捕获的不准确数据可能导致医疗错误。为了
令人满意地解决这个问题，去中心化区块链技术采用智能合约来注册和验证生物
医学传感器的访问权限，以将 EHR 存在分类账上。为应对不可预见的紧急情况，
智能合约可以及时向医生和健康中心发出警报。对于家庭护理服务，物联网辅助
区块链系统可主动为患者触发药物补充通知。图 5 提供了一个系统，该系统利用
基于区块链的智能合约来监控远程患者健康状况。它确保只有遵守患者同意书的

授权用户才能访问患者 EHR。

图 5 使用基于区块链的智能合约进行远程患者监控

2.7 药物输送和药房补发的可追溯性
基于虚拟在线咨询的医疗保健系统要求医生在区块链上进行交易，以便与当
地药房共享药物处方。通过哈希函数，区块链技术可以帮助消除潜在的处方错误
和记录更改。注册药剂师可以访问存储在区块链上的药物处方，以验证、准备药
物并将药物发送给患者。作为回报，托运人可以在区块链上记录其当前位置，以
协助药剂师和患者跟踪和追踪货物。此外，区块链交易的透明度和可追溯性可以
使患者和医生通过其数据来源来验证药物的合法性。通过自动化，一旦满足预定
的标准，智能合约就可自动向药剂师发出（定期）处方补发订单。作为响应，药
房可以验证和验证处方以重新配药。成功配药后，将其运送给患者，并相应地更
新记录。

2.8 值得信赖的健康保险服务
由于有限的激励措施和严格的隐私保护政策，大量患者通常最不愿意向保险
公司披露他们的医疗细节。因此，患者经常选择不合适的保险单，这可能导致拒
绝真正的保险索赔。基于虚拟健康的立法保护患者以与物理医疗保健系统相同的
比率报销的权利。与保险相关的欺诈（如向保险公司提交错误的医疗索赔）需要

很多天才能从给定信息中确定真相。区块链技术可以通过授予他们访问患者医疗
记录的权限（基于同意）来帮助保险提供商最大程度地减少保险欺诈。可以激励
患者允许保险公司使用患者的医疗数据。此外，许多保险公司向保费持有人提供
加密代币激励，以保持他们的健康生活方式，如跟踪健身房访问。为建立信任，
连接到患者的智能设备可在区块链上进行交易。

2.9 转诊专家信誉评分服务
远程医疗参与者，如患者、医疗服务提供者、医疗咨询专家等，是基于远程
医疗的跨区域、跨学科诊疗的重要实体。通过医疗联盟和智能合约，在远程患者
治疗过程中寻求医疗转诊和专家意见。在基于区块链的解决方案中，转诊医疗保
健提供者可以将转诊文档存在 IPFS 服务器上，该服务器返回文档的 IPFS 哈希值，
以便将其存在区块链上，以授权咨询医疗保健专家访问它。通过存储在区块链上
的 IPFS 哈希，可以识别 IPFS 服务器上存储文档是否被篡改。医疗咨询专家可以
检查患者的健康报告进行检查，随后医疗专家可将这样的诊断报告存储到区块链
分类账中。根据咨询健康专家的总服务时间和满意度评分，提供咨询的医疗保健
提供者可以更新区块链上的信誉评分。

2.10 患者后续护理服务自动化
后续护理服务使卫生专业人员能够在完成治疗后密切监测患者的健康状况。
在某些情况下，后续服务要求患者在注册虚拟会议之前与从业人员分享血液和尿
液检查报告。区块链技术可通过智能合约让患者后续服务自动化。智能合约可自
动触发通知，提醒患者、医生和护理人员即将到来的随访时间表。医生可访问患
者透明且不可变的 EHR，以验证在上次后续会议（虚拟）期间记录的患者健康状
况。此外，通过使用可托管医疗测试报告的 IPFS 服务器，患者可使用智能合约
注册并与医生共享 IPFS 哈希以访问健康报告。

3. 基于区块链的远程医疗项目和协同效应
CallHealth、Medledger 和 Embleema 等几个组织已经开发出基于区块链的

系统，为医疗保健系统提供信任和运营透明度。基于区块链的系统；即，SMEAD、
WellLinc、MedBlock 和 MedRec，通过让医务人员以可靠、可信、透明、可审计、
可跟踪和安全的方式执行业务运营来改善医疗保健行业服务。本节介绍 5 个最近
很有名的初创企业和项目，重点关注区块链技术与远程医疗系统集成。

3.1. MedCredits
MedCredits 是一个基于以太坊的系统，可帮助医生使用远程医疗服务诊断
皮肤病患者。它是一个安全的系统，通过实施基于信誉的系统来分别激励和惩罚
诚实和不诚实行为，从而保护用户免受恶意实体侵害。此外，它还实施了令牌管
理注册(TCR)服务，通过验证医生执照，使网络中专家只允许高质量医生加入平
台。Medcredits 中实施的两个基于以太坊的智能合约有助于根据托管协议自动
支付并验证医疗案例。该协议要求患者在上传健康问题描述和支持图像之前，将
托管存入智能合约的钱包中。医生可以使用区块链访问患者的健康症状以诊断和
开出治疗方案。作为回应，患者可以申请第二个健康意见（如果需要，通过病例
验证合同）。病例验证智能合约将病例发送给另一位医生以寻求第二意见[47]、
[69]、[70]。

3.2. 医疗链
Medicalchain 利用以太坊和 Hyperledger Fabric 平台来实施与远程患者对
医生咨询和健康数据市场应用程序相关服务。它有助于患者在指定条款和条件下
与医务人员安全地共享健康数据。Medicalchain 平台中 EHR 商业功能允许授权
患者私下协商第三方医务人员使用 EHR 数据的条款和条件。预置的 Hyperledger
Fabric 功能使 Medicalchain 能够实施支持不同级别访问控制的访问控制策略。
MedicalChain 已使用名为“Civic 注册服务”的外部注册服务来管理密钥。ERC20
代币用于以太坊平台，以帮助参与者透明地使用平台服务来结算付款和识别保险
欺诈。

3.3. 治愈点

HealPoint 采用了以太坊平台来实现按需远程医疗服务。它帮助患者使用虚
拟健康咨询服务与医生分享患者的症状、病史和生命体征。此外，HealPoint 实
施的基于以太坊的智能合约可以使患者获得第二意见（使用谢林币算法) 来自全
球多位医学专家。一个基于人工智能的系统与 HealPoint 集成，以匹配和推荐
与患者健康症状相匹配的合适医生。在提供健康服务之前，网络中专家会验证医
生身份和执照，以允许或拒绝加入网络的请求。此外，为了处理欺诈，医生需要
将他们的股份存入智能合约钱包。最后，与患者的所有互动都经过数字签名，然
后再记录在分类账上以供审计。

3.4. MyHealthMyData(MHMD)
MHMD 是一个开放的生物医学信息网络，有助于通过授权管理和控制自己数
据来建立个人和组织间关联。它旨在重塑和新创敏感数据的存储方式。该计划还
鼓励医院匿名提供数据用于开放研究。该项目涉及的关键要素和技术包括区块
链、动态同意、个人数据账户、智能合约、多级去标识和加密技术及大数据分析。
从数据安全角度看，它采用了一个公共区块链平台，将信息存储为基于哈希语言
的代码。更具体地说，智能合约用于在某些用户定义的条件下自动执行所有交易。
基于区块链的解决方案有助于在多个利益相关者间分配控制权，从而为欺诈活动
提供严格保护。它还通过以完全防篡改和分散的方式存储所有数据来提供透明
度、可追溯性、可追溯性、审计、安全性和数据来源支持。基于区块链方法支持
MHMD 愿景，使其成为一个安全且值得信赖的信息集市，有助于在欧盟公民、医
院、研究中心和企业之间建立有价值关系。

3.5. ROBOMED
Robomed 是一个由基于以太坊区块链的智能合约控制和管理临床组织网。旨
在为患者提供有效的医疗服务（Value-based care）。Robomed EHR 是一种医疗
信息系统，允许医疗机构使用以太坊智能合约在 Robomed 网内注册、连接和管
理自己。Robomed EHR 模块的基本功能包括实时监控与患者的所有交互、医务人
员的决策、人员访问权限的建立、健康专家的日程显示、通过图表分析患者的健

康状况、通过远程医疗提供健康咨询服务。Robomed 移动模块使患者能够接受远
程医疗咨询，推迟或取消他们的就诊，并在诊所共享 EHR 期间遵守同意合同中规
定的规则。通过使用智能合约，Robomed 组织可监控和验证患者的健康结果，并
遵守基于价值的健康服务临床指南。所有 Robomed 组织都可接受 RBM（一种以太
坊代币）将其用作付款方式。RBM 代币符合以太坊平台 ERC-20 标准。

4. 开放研究问题
本节提出几个与区块链在远程医疗中适应性相关的开放研究问题。

4.1. 采用区块链的组织挑战
传统远程医疗系统大多依赖过时的方法来存储、维护和保护患者数据，这可
能会限制医疗保健参与者和提供者间协作，增加系统成本，进而影响患者治疗的
有效性。区块链技术确保授权用户可通过不可变交易记录和病历来维护和跟踪患
者完整和可信病史。然而，由于缺乏意识、技术不成熟及安全隐私标准的不可用，
远程医疗参与者无法充分发挥区块链技术潜力。因此，区块链技术需要进一步研
究以制定标准和法规，以便在远程医疗中广泛采用区块链。此外，应该研究参与
组织转向区块链技术的货币激励措施。

4.2. 智能合约的安全漏洞
智能合约中漏洞和错误会明显影响正常行为，从而导致篡改和破坏患者病
史。如通过可重入漏洞攻击，具有与另一个合约通信的专有特权的智能合约可更
改患者 EHR，也可从合法用户钱包中取回资金。研究人员提出几种诊断工具，如
ZeppelinOS、SolCover 和 Oyente。此类工具有助识别智能合约的缺陷特征，以
帮助开发人员提出应对外部威胁的对策。然而，所提出的解决方案不足以识别智
能合约中的所有类型的漏洞和错误。因此，应采取预防措施，在部署之前使用多
种工具通过各种测试用例严格测试智能合约的潜在漏洞。

4.3. 海量健康数据和不断升级的交易率

支持区块链的远程医疗服务需要医疗保健参与者间密切协调和协作，以保持
患者一致和最新病史，以最大限度地减少医疗诊断错误。因此，远程医疗服务可
生成大量数据，需要快速处理数据才能从健康数据中获得洞察力。然而，在当前
区块链平台中，大量医疗保健数据会影响交易费用和待确认交易的总等待时间。
以太坊平台每秒最多可处理 20 笔交易。此外，考虑到远程医疗服务的大量交易，
分布式账本技术的存储需求也随之增加。在现有的数据预处理框架中加入一个额
外的边缘或基于雾的层可帮助最小化事务率。

4.4. 跨平台交易的互操作性支持
患者健康转诊服务要求从健康参与者（例如医生和患者）跨区块链平台安全
交易。区块链平台的互操作性支持有助用户间无缝通信，而无需中介机构进行交
易翻译和转发。如一个支持互操作性平台可帮助健康从业者使用比特币代币在以
太坊区块链网上进行商业交易。然而，由于各种问题，如区块链平台支持的语言
和共识协议的差异，构建可互操作的区块链平台具有挑战性。理想情况下，可互
操作平台应该是快速、安全和容错的，以保护远程医疗用户的隐私。

5. 结束语和建议
在本文中，我们重点讨论了将区块链技术用于远程医疗系统，讨论其关键特
性，以分散、防篡改、可追溯、不可变、可审计和安全的方式提供远程医疗服务。
我们已经探索并讨论了区块链技术为远程医疗系统提供的潜在机会。我们展示了
最近基于区块链的项目，这些项目已成功协助医生远程提供医疗保健服务。最后，
我们确定并讨论了几个需要进一步研究的挑战，以扩展现有基于区块链的系统的
能力，以改进远程医疗服务。我们的主要发现和结论如下：
•区块链技术可以通过确保严格遵守患者同意表单中指定的规则，在使用智
能合约成功地保护健康数据不受对手攻击方面发挥重要作用。
• 对患者持续远程监控要求及早解决医疗保健事务，以最大限度地减少医疗
错误。因此，刺激现有区块链技术的创新以最小化事务处理时间可以大大提高其
对医疗保健部门的适用性。

• 区块链技术的传承溯源特性使医务人员能准确识别家庭诊断中常用的医
师教育证书和医疗检测包等欺诈行为。
•高数据安全性和隐私性使得基于区块链的私有和联盟系统非常适合远程健
康和远程医疗服务的数字化和自动化。

6. 总结
在这个话题上已知什么?
•区块链技术已在金融业内流行。
•COVID-19 大流行促进远程医疗技术应用。
•集中化是现有远程医疗和远程医疗系统的一个关键障碍，会带来单点故障
的风险。此外，目前远程医疗系统中数据易受各种外部和内部数据泄露影响，损
害系统的可靠性和可用性。

这项研究补充了什么?
•基于区块链的解决方案可通过减轻其在可靠性、可追溯性、不可变性、透
明度、数据来源、审计、信任和安全方面的关键限制，为远程医疗带来重大改进。
•一些问题阻碍了现有远程医疗系统充分利用区块链技术的长处。

*注：原文和译文版权分属作者和译者所有，若转载、引用或发表，请标明
出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