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诊断治疗不规范、资源配置不均

衡、信息沟通不顺畅、疗效评

估体系严重滞后等诸多问题在当前的医

疗体系中广泛存在，并严重制约着整个

行业的持续健康稳定发展。与此同时，

大量希望参与推进医疗发展、优化就医体

验的技术企业、科研院所以及社会保障机

构却苦于无从下手。深究医疗行业“围城”

的原因，主要在于传统的封闭体系造成

信用机制、流通机制、利益分配机制不

合理甚至缺失。具体而言，具有极高研

究价值的医疗资源无法被合理合规利用、

存在于医生头脑中的医疗诊断知识难以被

传播分享，这些能够有效提升人类生命质

量、增强人民幸福感的源泉，却因种种

原因被业界视为难以触及的宝藏。

通过深入思考研究，LEBEN颠

覆性塑造出医疗行业的基础价值体系，

明确定义知识、数据、算力三种主要价

值载体，提出“思维投影”体系铺平本

体认知与数字世界转换通道；采用区块

链与智能合约技术，构筑价值流动平

台，设计双轨货币经济体系，将医疗价

值级数扩大，为医疗产业链条各个环节

提供动能，形成持续流动并不断扩张的经

济循环体系；围绕医疗行业的多方多环

节，建立包括赋能生态层和创新生态层的

完整生态体系，形成生态引力，促进医疗

行业转型升级新模式、新业态。在此基础

之上，LEBEN进一步提出了公开、透明、

高效、可持续的发展治理体系，以保障多

方利益的合理公正，支撑其高效稳定运

行。

LEBEN项目的诞生和发展，不仅为医疗行业信用体系建设提供崭新的

平台，更重塑了医疗知识获取和迭代方法、数据交换和共享途径，使平台

上每一个参与者都成为一个平台，通过协同创新和检验实践，高速推进世

界医疗体系建设发展，为提高全人类福祉提供更磅礴的动力。

摘要

同医 LEBEN 摘要



6

·供给侧均质化：医生或医院等医疗机构

能给更多的病人提供医疗服务；

·需求侧均质化：患者治病不再受距离、

地域等客观因素的印象，形成无边界、

扁平化的医疗大环境；

·医疗知识均质化：大量医疗知识无国界

无差别的共享，为医生再学习提供了

大量数据或病例的支持；

·服务均质化：医疗服务均质化，提供患

者体验。

全球医疗资源均质化：是医疗

资源在全球不同国家地区和国家的平

均性分布特征，其中医疗资源是指提

供医疗服务的生产要素总和，通常包

括人员、医疗费用、医疗机构、医疗床

位、医疗设施和装备、知识技能和信

息等。均质化包括四个方面的含义：	

术语

同医 LEBEN 术语

医疗数据互操作性：两个或多个

不同的医疗信息系统或系统模块间能有

效交换数据，并将交换来的数据进行有

意义的使用。

大规模医学研究协同：在全球范

围内，使更多的机构和个人通过分享和

交换医疗数据和医疗知识参与医学研究

的协同合作。

阶梯隐形数据交换：不同的医疗

数据在隐私保护中有不同的权重，根据

医疗数据信息的敏感程度和安全需求，

将医疗数据分级分类，并对不同级别的

医疗数据采用不同密码学等技术手段实

现数据交换，同时保证在交换过程中对

数据使用方而言，交换的数据是可用的，

但不可见。

思维投影：基于认知计算，构建从

本体认知到数字世界的映射桥梁，实现医

疗知识的执行、通讯、推理、决策、规划、

学习、反射、督导以及其它高阶行为，支

持医疗知识思维投影的自我进化，让更多

高价值医疗知识得到广泛应用。

医疗知识计算化：使用基于认知

计算的医疗智能技术，利用计算机描述

民主医疗：以患者为中心，患者主

动参与医疗过程，充分了解和掌握自身数

据，与医生共同作出判断，完成医疗服务

的一种医疗模式。

全民健康覆盖：全民健康覆盖是

联合国在 2013 年提出的概念，其目标是

确保所有人都可以获得所需的卫生服务而

不会有大的经济风险或陷入贫困的危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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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言，遵循临床实践证据，将医生的知

识提取成自动化执行的合约，即医疗知

识计算化的过程。

容差数据清洗：去除容差重复数

据或无效数据，从而保证数据的一致

性，确保其完整性和精确性，提升数

据质量。其中容差数据对不同的数据

结构有不同的含义，针对文本数据，

是指语义相同的数据；针对图像 / 视

频等非结构化数据，是指改变编码格

式或分辨率、旋转、嵌入水印或文字

等图像 / 视频数据。

六面体数据模型：是一种非结构

化数据的统一数据模型，能够对图像、

音频、视频、文本等非结构化医疗数据

进行统一表达，该模型用六个刻面来描

述非结构化数据的组成元素，并描述这

些元素间的内在联系，其中六个刻面分

别描述数据的基本属性、语义特征、数

据特征、交换特征、动态特征和原始数据。

PROforma：是一种支持决策系

统的知识、认知模型及描述语言的开发

环境，至今已经发展到了第二代。其通

过数学形式的表达，提供了一套完整的

设计、测试和制定医疗过程的操作工具，

以支持医生编辑和使用临床决策支持和

辅助系统。

交互式智能合约：为了契合医学

诊疗中的问询、筛查、确诊、治疗和康

复流程，LEBEN采用中间层的执行方

式，不但使智能合约兼容更多的设计语

言，更使智能合约具有了交互能力，使

计算化的知识能够获得良好的表达，更

符合医疗行业需求。

超级节点：为了完成去中心化数据、

算力、算法的高效可信交换，LEBEN 设计

了超级节点，包括数据超级节点、算力超

级节点、算法超级节点和审计超级节点。

其中数据超级节点为区块链提供非中心化

超级数据库，保证区块链上应用高效的数

据访问；算力超级节点为区块链提供非中

心化的超级计算机，用于承载高效分布的

算力需求；算法超级节点为区块链提供知

识可计算的超级虚拟机，在保证数据安全

的情形下完成知识的有价交换。审计超级

节点为区块链提供医疗数据审计虚拟专

员，保证数据交换过程中的数据质量。

赋能生态层：是 LEBEN 生态的第

一个圈层，能够实现对数据层的打通和

对医疗行业的赋能，使得数字资产可以

自由流通。

创新生态层：是 LEBEN 生态的第

二个圈层，能够刺激各类医疗业务场景

下  DApp 的开发、应用与推广，推动

医疗行业业务的不断创新并最终实现医

疗行业商业模式的重塑。

同医 LEBEN 术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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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 康权是一项基本人权，医疗服务作为基本公共服务有一个非常朴素

的行动目标：每个人，无论在哪里，都能够在不陷入经济困难的

情况下获得体面、有效的医疗保健。但是，世界卫生组织（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WHO）和世界银行（World	Bank）2017 年的报告 [1][2]

显示了全球在医疗资源分布和医疗服务可及性上的令人担忧的现状：

由于医疗资源分布的不平衡，质

量的不均等，健康权已经变成了一种极

度不平等的权利。数以百万计的人难以

获取医疗服务或者获取的医疗服务价格

高昂，质量堪忧。

面对全球医疗发展不均衡的问题，医

疗大数据和人工智能技术被寄予厚望。但是

● 全球 73 亿人口中，有一半人无法获得基本卫生服务。

● 全球面临大约 1290 万医疗从业者短缺。

● 欧洲每万人拥有32.3位医生，41.7位护士。在非洲，每万人仅有2.4位医生，

10.7 位护士。撒哈拉以南非洲和东南亚地区情况更加严重。

● 在低收入和中低收入国家，最富有的母亲和婴儿获得的必要的孕产妇和儿

童卫生干预服务是最穷的母亲和婴儿可获得的服务的 4.5 倍。

● 每秒钟有 3 个人因为支付医疗费用而陷入极度贫困。每年有 8 亿人由于卫

生支出面临严重的财政困难。

背景

同医 LEBEN 背景

根据麦肯锡的评估报告，医疗行业对大数据

的应用明显落后于其他行业，仅实现了其

10%-20%的潜在价值。在医疗信息化发展

最领先的美国，也仅有8%的电子病历得到

运用，其设置的医疗大数据应用目标绝大多

数都落空。医疗行业作为一种相对封闭和保

守的古老行业，其行业特殊性导致了医疗数

据助推行业发展的诸多问题与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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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大数据完备性要求与

医疗数据割裂现状的矛盾

与其他行业相比较，医疗行业对

数据的完备性要求非常高。医疗大数据

的定义基本覆盖一个人的全生命周期，

包括了个体的健康状况、生活习惯、诊

疗行为、基因信息、心理健康、环境因

素数据等。但是，全球医疗数据绝大多

数以“数据孤岛”形式分散在各个医疗

机构或相关部门。不同的医疗机构之间、

医疗机构与其他相关机构之间，很难进

行有效的数据交换和共享。比如政府、

保险公司、医药公司、医疗设备供应商

的数据互相隔离，无法有效融合，导致

医疗数据完整性不够。

2 数据权属构成复杂	

个人隐私缺乏有效保护

医疗数据来源较多，有多方的知

识与智慧贡献，其权属构成及其复杂，

不好划分。同时，在过度中心化的医疗

数据管理模式下，缺乏对医疗数据使用

的追踪与控制，很容易出现个人隐私数

据的滥用、甚至篡改病人病历或诊断记

录等问题。同时传统存储方式安全性欠

佳，一个环节出现问题，数据安全即受

到挑战，导致个人隐私医疗数据被泄露。

3 医学知识爆炸式增长	

很难深度共享与流动

爆炸式增长的医疗知识与数据已

经超越了人脑的处理能力，使医生很难

综合所有相关信息对诊治方案进行决

策。同时，静态的医学知识积累时间

长，形成后很难进行提取，更难资产化

以进行充分的共享与流动。这进一步加

剧了由于资源分布不均衡导致的地区性

医疗水平差异。另外，由于没有相应支

持技术，一个方向的医疗知识形成后，

其他医疗从业者很难参与并整合自己的

知识，实现医疗知识系统的自我提升。

随着时代的发展和科技进步，区

块链和智能合约技术的出现为解决医疗

数据的可信交换、资产化与深度共享带

来新的视角和思路，使得安全高效的实

现医疗资源、医疗数据互联互通成为可

能。区块链从技术层面建立客观、不可

篡改的医疗数据使用追踪与控制机制，

构建医疗数据使用信用和医学知识流动

平台；同时智能合约技术通过实现医疗

知识计算化，促进其流动与共享，缩小

地区间医疗水平差距。用新一代信息技

术引发人类对健康福祉与生存质量的新

一轮追求，成为医学领域的第二次信息

技术革命。

同医 LEBEN 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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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BEN平台瞄准医疗数据可信交换共享、可视化医疗知识交换共享等行业痛

点，将各医疗机构作为节点的数据打通，实现全球范围内医疗数据的安全交换、有
偿共享、可控传播。

同医 LEBEN 背景

LEBEN 平台以技术体系为基础，区别医疗数据所有权、使用权和执行权，

以形式化创建、验证智能合约，实现数据可信交换共享、可视化医疗知识交换。

以业务应用驱动，打破了不同医疗机构、不同国家医疗体系之间的界限，提

高全球整体医疗水平。以经济系统激励，促进各组织机构、传统医疗信息系统、

物联网健康设备等接入平台，维护平台健康有序运行。以生态系统推动，充

分发掘多源异构资源的价值，为知识的存储、交换、升值提供有机的成长环境。

同时，在强大核心团队和基金组织的助力下，平台将有序落地和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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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疗大数据是重要的基础性战略资

源，是破解目前医疗难题的重要

尝试。无可否认，医疗行业从来就是数

据密集型的行业，在这个生态环境中几

乎一切的诊断和处理都可以产生数据。

同时，对病情的诊断也需要通过长期大

量的科学理论探索和实践检验来支撑。

所以从医疗记录中获取类似案例经验（医

疗知识）是医学习得的一个最好途径，这

也是当年循证医学诞生的初衷。医学与信

息科学在过去数十年的相互交叉融合下，

从医疗信息化到现在大数据驱动的精准

医学，信息技术正在推动医疗方式和方

法的革新，医疗数据实际上成为了一种

新的生产要素。在医疗信息化与大数据

目标

化的热潮下，医疗健康大数据呈现爆炸

式的增长：从复杂的高分辨率医疗成像数

据，到简单的来自智能穿戴设备的实时

医学数据，种种多源异构的医疗健康大

数据正在飞速增长，医疗健康领域已经

成为数据增长最快的领域之一，其体量

巨大、类型复杂，实时产生形成了人类

医疗的数字影像，对全世界的疾病防控、

新药研发和顽疾攻克都有着巨大的作用。

同医 LEBEN 目标

LEBEN有机地将医疗行业知识和医生专业医疗经验、疾病诊断和治疗过程

生成一个个具有语义信息的可视化智能合约，为其他医生和医疗机构的诊断决策

提供支持。以此，极大地促进医疗大数据和医疗知识的流动和传播，让医疗数据

的价值无限放大，充分解决全球医疗资源不均衡的问题。

LEBEN提供一套可靠安全、共享方便、审计完善、计费灵活的机制，供医生

使用病例数据、诊断结果和同行知识等多种数据完成诊疗服务。为了更好地保护

病人的隐私信息和医疗机构的数据安全，LEBEN制定了完善的隐私保护机制和审

计追踪流程；同时针对疑难病例，可以接受来自各方权威医生的诊断，并根据诊

断和治疗效果，直接付费给最优治疗方案的医生，使得平台的诊疗对象和诊疗知

识贡献者均获得最大的受益，保持平台的可持续发展，取得三赢的效果。

LEBEN采用形式化创建、验证和

执行智能合约的形式，实现医疗知识

可视化、共享、交互、使用追踪，确

保医疗知识全生命周期的可信共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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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体系

L EBEN以区块链为基础，采用全新智能合约架构设计实现的针对医疗行业

构建的可信技术平台，以数据交换和促进医疗知识流动为核心任务，创新

性实现了医疗产业各方在不影响数据所有权的情况下实现数据的可信交换和加

工，让敏感数据在得到严格保护的情况下充分地流动起来，让数据的价值无限放

大，从而实现全球医疗资源均质化。

设计理念 种可去除中间机构、増加数据安全

性、节约时间和成本的全新模式。

在共享的同时需保护所有者的权益。

● 保障数据共享链条长期健康的发展。

区块链本身的交易量化机制，使得

数据使用者和所有者各取所需，形

成最初的交换动力。为保障其长期

健康的发展，平台在技术上实现数

据交换的激励机制，使节点和数据

持续活跃。

● 确保医疗专家知识的有效快速流动。

通过对医疗与健康领域的大数据的分

析与挖掘，获取关于疾病与健康的重

要医学知识证据。在突破传统知识形

式的基础上，融合于智慧合约中，以

区块链技术推动其快速流转。

同医 LEBEN 技术体系

为了实现医疗数据和知识价值最

大化，确定了LEBEN平台设计原则和

设计思路，构建了平台总体技术架构。

设计原则
数据流动和共享是数据产业发展

的基础，但由于数据本身的特殊性和

当前数据交易模式机制不健全等原

因，当前数据交易进展缓慢。数据交

换区块链能够促进数据在交易双方之

间的安全、有效流转，且保证数据提

供者的合法权益，实现了对流动数据的

管理和监控。

● 保护医疗健康机构数据资产的权益。

区块链技术的诞生，改变了医疗数

据集中存储。通过组织机构完成权

限审查和数据校验的结构，实现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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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计思路

为保证平台设计目的，在遵循设

计原则的前提下，技术体系的设计思路

主要基于如下几点。

● 数据及资源的普遍资产化。数据资产

是企业或组织拥有或控制，能带来未

来经济利益的数据资源。并不是所有

的数据都是资产，只有可控制、可计量、

可变现的数据才可能成为资产。实现

数据资产的可变现属性，体现数据价

值的过程，即“数据资产化”。同时，

企业或组织的存储、算力、知识等皆

可资产化，在平台上实现其价值。

● 数据及资源的可信交换。出于对数据价

值的认可，在以数据资产为核心的商业

模式中，数据或信息的租售将拥有广阔

的市场空间。在平台交易规则和定价标

准的引导下，实现数据资产的流动，并

随着数据交易的建设和安全的完善，必

然加速数据及资源资产交易的进程。

● 医疗知识的可计算和可执行性。使用

基于认知计算的形式化智能合约，充

分解决医疗敏感数据的协同计算问

题、异构资源的整合问题，让医疗知

识如同“乐谱”一般，可记录、可计

算、可执行、可度量，为区块链技术

在医疗产业中的应用开辟一条全新的

解决路径。

技术架构

LEBEN平台纳入多源异构医疗健康

数据，为医疗机构、专家、患者等提供快

速的知识传递。

异构数据是对接入平台的各系统的

医疗健康数据依其特征的统称。对这些

数据的有效利用和分析，挖掘其中隐含

的信息，能为医疗健康管理提供更好的

支持。如何从医院信息化进程中产生的

海量多源异构数据中甄选出高质量数

据，是医疗健康数据挖掘分析首当其冲

的问题。LEBEN采用思维投影的理念为

现实世界和数字世界搭建一座桥梁，以

实现资源和资产在价值互联网上定义、

存储、转移、转换，从而促进价值互联

网业务与传统互联网业务的融合。

基于链的数据资产化、数据处

理、数据存储、数据交互和数据安全

是整个平台的技术核心。LEBEN尝试

从区块链的几个核心问题——共识算

法、生态拓扑结构、价值网络协议、

协同融合计算和上层应用生态等取得

突破，力图推进区块链和价值互联网

的更广泛应用。数据处理以医疗过程中

产生数以万计的医疗数据为对象，针对

其大数据的特点、海量的医疗健康非结

构化数据，设计数据处理与决策流程，

同医 LEBEN 技术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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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其进行有效存储、处理、查询和分

析。数据资产化建立符合自身业务和数

据特点的数据资产化体系，并紧密联系

业务，平台在结合业务应用的数据资产

化过程中不仅使数据保值增值，还带来

巨大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数据安全

防护是指平台为支撑数据流动安全所提

供的安全功能，包括数据分类分级、数

据加密、隐私保护等内容，强化数据隔

离和细粒度访问控制，实现数据“可用

不可见” 等核心需求。

基于区块链的智能合约包括事务处

理和保存机制，以及一个完备的状态

机，用于接受和处理各种智能合约；并

且事务保存和状态处理都在区块链上完

成。在智能合约自生长的生态环境中，

通过区块链智能合约的可编程方式，让

合约库产生应用价值。激励开发者去创

造更好的合约库，同时，降低产业应用

落地的难度。利用可视化的智能合约平

台为医生和专家提供将诊断过程和医疗

知识形式化的手段。

知识闹惰

创建工具

验证工具

可信数据交换

嚏式资产化 嚏式郎橙

嚏式存储 嚏式界芤

Ν超级节点

Ν知识存续

Ν元数据存续

Ν可信访问

Ν数据兼容

Ν数据节点

Ν斶懪槪㛌

Ν斶懪玜爏

Ν嗎䉳鉢浧矇

Ν数据交换 Ν节点共识

Ν数据共享联盟

Ν䆡蟔墮悜 

Ν呏瑪侸昷㚧誽

Ν侸㳛誐謖 Ν讜尓鎢哣

/// 蓜㛌 誽熴婬椨
斶懪

叅鉸 誽撾

笺峥G当
杶镾㛐聴

鰓鄀㛐聴

㫨蠿㛐聴

EBqq躲弓枷
鰓壉媀姉羮

姉羮縟╙

///

桁繁G当
俋矇䄯燒桽烏

聧䇏胐胟㪑錫㛐昢

知识商店

流程工具

形式化语言

医学知识諦郿

諦郿鹘姈

审计工具

知识计算化

同医 LEBEN 技术体系

LEBEN 平台架构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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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医 LEBEN 技术体系

链的技术

LEBEN是一个分布式医疗数据平

台，满足医疗数据高度可靠性、易用性

和安全性要求，同时实现医疗数据的有

效利用。LEBEN建立的医疗知识共享

生态基于区块链技术，发挥其在数据隐

私保护、数据存储等方面的优势。

链的作用
　　LEBEN以区块链为基础建立全球医疗

资源共享的平台，在利用区块链新技术的

同时，充分考虑其使用场景，在项目中以

多链的方式应付当前及可预期的问题。

-清结算链

从本质上看，区块链技术是一种不

依赖第三方、通过自身分布式节点进行

网络数据的存储、验证、传递和交流的

一种技术方案。因此，可以从金融会计

的角度，把区块链技术看成是一种分布

式开放性去中心化的大型网络记账簿，

任何人任何时间都可以采用相同的技术

标准加入自己的信息，延伸区块链，持

续满足各种需求带来的数据录入需要。

区块链技术带来的分布式清算机制

的拓展，如应用于LEBEN系统中各主体

间的清算，能够减少大量的管理成本并

提高清算的效率。传统的交易方式中，

每笔交易需要在本银行记录，还要与交

易对手进行清算和对账等，导致速度

慢、成本高。而通过区块链技术进行支

付是由交易双方直接完成，不涉及中间

机构，即使网络中部分结点瘫痪也不

影响整个系统运行。基于区块链技术构

建一套通用的分布式交易协议，为接入

参与主体提供全球、实时支付清算服

务，使得支付变的便捷和成本低廉。

LEBEN以区块链的方式支持在数

据交换和知识共享过程中的支付行为，

需支持稳定币。LEBEN的任务之一就是

知识产品化，帮知识生产者将知识转化

成用户愿意付费的产品与服务，并为用

户提供价值。知识只有变成产品或服

务，才能帮助用户解决问题，才能实现

价值的转移，才可以定价、销

售。LEBEN纵向考虑知识、数据的价值

传递过程，清结算链以简洁、高效的方

式完成支付、结算、清算过程。

-目录链

开发区块链应用更多是在利用它的

去中心化和不可篡改技术，这两大特性

成功的将区块链应用技术推向世界人的

面前。在互联网世界里，第三方平台的

服务器上已经存储着海量的用户数据，

这些用户数据资产使得平台市值不断升

高，但用户并未享受到红利。区块链作

为一种价值网络，链上的数据都将因为

需求的存在，而被定义为资产。

区块链最擅长的是建立生态系统，

因为它的激励机制，让大家能积极主动

地参与，个体都在以不同的方式创造数

据，而这些数据都将以资产的方式回馈

给个体。LEBEN用目录链构建这个生

态，目录链完整记录任何组织或个体贡

献的数据资产，以可信的方式分享这些

数据，从而使贡献者受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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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医 LEBEN 技术体系

目录链以元数据的形式存储数据资

产。元数据是描述信息资源或数据等对

象的数据，其使用目的在于：识别资

源，评价资源，追踪资源在使用过程中

的变化，实现简单高效地管理大量网络

化数据，实现信息资源的有效发现、查

找、一体化组织和对使用资源的有效管

理。

将元数据保存在区块中，通过协作

验证来保证元数据的完整性。可分为两

个阶段，即元数据存储阶段和元数据验

证阶段。在元数据存储阶段，将用户的

签名和副本位置数据发送给若干验证节

点，生成元数据区块并写入元数据区块

链中。在元数据验证阶段，验证节点首

先检查本地元数据区块链的状态和全局

状态是否相同，如果不相同则进行状态

同步。然后，检索本地元数据区块链来

验证元数据完整性。

在目录链中，为了解决用户高效快

速地查找到所需的数据信息，提出基于

元数据的一体化管理检索体系，在元数

据信息提取、元数据加权索引、元数据

属性扩展检索三个环节，结合医疗领域

专业知识和用户实际需求，设计基于属

性的共享元数据表结构和检索查询方

法，从而提高准确检索率和查全率。

强制约束的情况下即自行形成了相互牵

制的可信环境。这种可信的环境去除了

中心化授权外部的管制的必要性，甚至

恰恰建立在互不信任的基础之上，于是

这种去中心化、去信任的区块链架构所

解决的正是这个充满虚拟与匿名的网络

世界的信用与治理问题。

医疗行业正在经历一个重大转变，

药物（疗法）、设备、服务和商业模式

的数字化促进了当前医疗体系的民主

化，通过取代高成本控制者释放出新的

价值，并打通以前无法进入的领域。大

多数国家都制定了以数字医疗为目标的

政策或战略，大大增加了数字健康记录

（EHR/EMR）和其他健康信息技术

（HIT）系统或基础设施的使用。然

而，个人健康数据的安全性、完整性和

访问控制依然有很多限制，使护理服务

的创新大计遭遇很大的瓶颈。当医疗行

业苦苦在风险与回报之间权衡徘徊时，

区块链技术的潜在应用为缓解这些迫切

的需求提供了一个及时的解决方案。

区块链与医疗的结合，符合技术需

要支撑纯数字信息技术之外的其他复杂

应用场景落地的趋势，电子医疗数据的

处理是当前区块链热点研究的领域之

一。然而医疗数据共享的痛点主要在于

患者敏感信息的隐私保护与多方机构对

数据的安全共享。LEBEN以区块链建

立针对性的业务链，为医疗数据共享带

来的创新思路。

LEBEN的业务链以价值为基础实

现医疗服务模式的数字民主化，医疗提

-业务链

区块链所建立的是一种去中心化的

共识机制，这种共识机制结合了数字加

密和博弈论，使得参与者无须任何外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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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者可更好地利用健康信息技术的标

准，提高医疗的互操作性。当前，医疗

行业的新愿景不仅仅在于就医渠道、质

量和可负担性，还在于促进社会和金融

包容性的预测、预防和结果导向型护理

模式。随着越来越多监管障碍的出现和

全球降低医疗成本的压力，区块链技术

有望通过取代高成本控制者，实现医疗

工作流程（如索赔裁定、账单管理、收

入周期管理、药品供应链和其他医疗承

包过程等）交易服务的自动化，解锁新

的经济优势。

技术选型

　　区块链是去中心化的账本技术，需

要保证开放性、自治性、不可篡改等特

性。去中心化是指使用分布式核算和存

储，不存在中心化的硬件或管理机构，

任意节点的权利和义务都是均等的，系

统中的数据块由整个系统中具有维护功

能的节点来共同维护。也就是说，系统

中任意节点都需要对交易数据进行全量

计算和存储。因此，区块链是没有可扩

展性的，即系统的总体性能受限于单个

节点的性能上限，即使加入了大量节

点，系统的总体性能也无法提升。

　　可扩展性是传统分布式系统的基本

特性，但区块链由于去中心化的要求，

可扩展性却难以满足。业界总结了一个

三元悖论描述去中心化与可扩展性之间

的矛盾，它尚未被严格证明，只能被称

为猜想，但实际系统设计过程中却能感

觉到时时受其挑战：去中心化，安全性

和可扩展性这三个属性，区块链系统无

法同时满足，最多只能三选其二。

同医 LEBEN 技术体系

　　影响区块链交易性能的主要因素

包括共识机制、交易验证、广播通

信、信息加解密等几个环节。从这些

环节入手，我们可以得到一些提升性

能的方法，而针对不同场景的优化方

法。LEBEN采用多条链的方式分别应

付清结算、数据目录、业务处理等，

即上文中的清结算链、目录链、业务

链。三条链面对LEBEN中遇到的现实

情况，不同的链承载不同的应用需求，

并在此基础上实现医疗价值互联网。

链下超级节点

　　区块链带来的去中心化应用也带来

了很多新的挑战，如使用区块链来管理

持续增长的数据，即使是医疗健康的信

息数据（未涉及个人隐私的原始数据）

也是海量的，会消耗更多的空间和时间。

　　LEBEN支持链下（Off-Chain）的

各类超级节点，完成去中心化数据、算

力、算法的大量高效可信交换。

　　当去中心化存储运用了区块链的一

些特性时，我们也要去重新思考数据在

区块链上如何存储，如利用

Sharding、Swarming等技术。数据超

级节点为区块链提供非中心化超级数据

库，保证区块链上应用高效的数据访

问；算力超级节点为区块链提供非中心

化的超级计算机，用于承载高效分布的

算力需求；算法超级节点为区块链提供

知识可计算的超级虚拟机，在保证数据

安全的情形下完成知识的有价交换；审

计超级节点为区块链提供医疗数据审计

虚拟专员，保证数据交换过程中的数据

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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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处理

针对来自医院、体检机构、社区医

疗中心、物联网、个人体征检测设备和

便携式医疗设备等不同实体的大量多源

异构数据，构建基于动态可配置流水线

的高性能数据处理架构和通用医疗行业

数据标准，实现对多源、异构数据的容

差去重，从而提高数据处理效率，为医

疗产业的精准落地提供高质量数据支持。

容差数据清洗

数据清洗即去除重复无效数据或修

正错误信息，从而保证数据的一致性，

确保其完整性和精确性，提升数据质量。

针对医疗数据中大量的重复无效数据，

首先采用 MD5 消息摘要算法识别完全重

复的数据，然后采用局部敏感 Hash 函

数对其余数据进行容差去重。

MD5消息摘要算法 [3]（以下简称

MD5）是在 1991 年由 Rivest 开发出的一

种密码散列函数，任何输入都可以产生出

一个 128 位的散列值，不同输入产生出

的散列值不同，即使输入仅有 1 比特的

不同，其输出的散列值也会有很大变化。

将不同的医疗数据作为 MD5 的输入值，

通过比较其输出的散列值是否相同判断输

入值是否为重复数据，从而实现对医疗数

据的去重。MD5 算法去重效率高，但其

仅能对完全重复的数据进行去重。

局部敏感哈希函数 [4][5]是相似输

入值获得的散列值有较高概率相同的哈

希方法，采用局部敏感哈希函数可以实

现容差去重，如针对文本数据，可以识

同医 LEBEN 技术体系

　　配置超级节点的区块链提高了运行

效率。尽管与区块链节点数相比，超级

节点数量不多，牺牲了部分“去中心

化”成分，但并不会因此导致中心化的

弊端。任何一个超级节点在不遵守公有

链规则时，会被民主投票将其否决撤换。

　　算力中心以资源优势综合配置数据

超级节点、算力超级节点、算法超级节

点和审计超级节点。算力中心是链下去

中心化的全球算力资源共享平台，可以

提供数据交换、数据计算和安全服务，

为安全可靠的医疗分布式计算、高性能

计算提供算力资源。

　　随着医疗数据量的激增和医学模型

的复杂化，个人用户仅依赖自己的算力

或数据是远远不够的。无论从技术角

度，还是对资源的消耗、对数据的需求

或对设备硬件的需求，都让普通用户望

而却步。算力中心旨在降低普通用户的

门槛，通过LEBEN平台购买算力，从

而利用算力融合的技术手段获取可信的

医疗数据或计算结果。

　　LEBEN以个人用户和企业用户的

算力为基础，将持续向全球开发新的算

力资源，提升用户数据交换和数据计算

体验，让更少的资源消耗创造出更大的

价值。同时，为了更好地服务于用户，将

依赖来自全球的合作伙伴或专业团队，在

全球布局并部署算力中心，确保算力投资

者以最少的投入获得稳健的收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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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基于语义的重复数据；针对图像 / 视

频等非结构化数据，可以在改变编码格

式或分辨率、旋转、嵌入水印或文字等

情况下，识别容差重复数据。

医疗数据标识

数据标识是用数据来标识数据，让

计算机可以分辨不同环境下产生的外表

相同的数据中包含的不同信息，从而实

现大数据的精准应用。

目前国际通用的数据分类标准国际

疾病分类（International	Classification	of	

Diseases，ICD），是 WHO 制定的国际

统一疾病分类方法，它根据疾病的病因、

病理、临床表现和解剖位置等，将疾病

分门别类，使其成为一个有序的组合，

并用编码的方法来表示的系统。目前通

用的是第 10 次修订本《疾病和有关健康

问题的国际统计分类》，即 ICD-10。

医 学 数 字 成 像 和 通 信 DICOM

（Digital	 Imaging	and	Communication	

of	Medicine）标准是由美国放射学会

（American	College	of	Radiology，

ACR）和全美电子厂商联合会（National	

Electrical	Manufacturers	Association，

NEMA）联合制定的，用来规范数字

化 医 学 影 像 及 其 相 关 信 息 交 换、 存

储、显示的标准，目前的最新版本为

DICOM3.0。医学数字成像和通信标准建

立了规范的数据结构和完整的数据模型，

能够使医学影像信息得到完整的表达，

有效地促进了医学影像信息的存档。

LEBEN结合ICD-10、DICOM3.0、SNOMED-CT（Systematized	

Nomenclature	of	Medicine	–	Clinical	Terms）等国际标准和规范，遵循科学性、

唯一性、可扩展性和简明性等基本规则，对医疗数据进行科学完整的分类，并建

立数据标识编码标准的结构，制定具体的数据编码规则，代码结构与分类体系

相适应，进行编码时也通过代码体现出同样的层次关系。

同医 LEBEN 技术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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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面体数据模型
为了提高医疗数据中的众多非结

构化数据的统一存储和处理，定位原始

数据和同步原始数据的变化，实现对指

定信息的医疗数据交换和共享，需要从

各个维度描述原始数据，参考李未等人

提出的四面体数据模型 [6]，LEBEN 提

出六面体数据模型来描述图像、音频、

视频、文本等非结构化医疗数据。该模

型用六个刻面来描述非结构化数据的组

成元素，并描述这些元素间的内在联系。

六面体数据模型是一种非结构化数

据的统一数据模型，能够对图像、音频、

视频、文本等非结构化医疗数据进行统一

表达；能够对非结构化数据的基本属性、

语义特征、数据特征、交换特征、动态特

征和原始数据等进行综合描述。非结构化

医疗数据都可以由六面体数据模型的六个

刻面组成，其中六个刻面分别为：

(1) 基本属性：用来描述原始医疗数据

的基本特征，如名称、描述、分类、

数据大类、数据小类、数据存储量

大小、数据量、创建人、创建时间等。

(2) 语义特征：用来描述原始数据的语

义，包括创作意图、数据主题说明、

底层特征含义等语义要素，用来进

行数据检索、语义匹配等。

(3) 数据特征：用来描述原始数据的专

有数据特征。

(4) 交换特征：用来描述与原始数据进

行数据交换相关的属性，主要包括

所有权描述、数据交换限制性条件

描述、配送条件、使用条件、计费

方式、价格条件、时间条件。

同医 LEBEN 技术体系

2/廬斶懪茩嫚
綾酽ィ蛵JE㚧誽

囑僔斶懪昦亱
苳堝桽烏

囑僔斶懪昦亱
㬦蓜

苳堝
昦亱

3/廬斶懪茩嫚
▕梪嘄屟惉僉'㳕䇗

4/廬斶懪茩嫚
㛳躏竑嬕惉僉'㳕䇗

5/廬斶懪茩嫚
斶懪竑嬕惉僉

6/廬斶懪茩嫚
鲮懙竑嬕㳕䇗

囑僔斶懪 廬斶懪斶懪
駡婩茩嫚

廬斶懪斶懪
呝斾茩嫚

元数据目录提取流程图



21

(5)动态特征：通过基本属性、语义特

征、数据特征和交换特征可以形成

原始数据目录（也称为：元数据目

录），动态特征是用来描述数据目

录的提取、同步更新和存储机制。

其中，数据目录抽取机制是元数据

目录生成的流程，即针对原始数据

进行过滤、抽取、清洗、关联、标

准化等过程；数据目录更新机制是

元数据目录针对原始数据变更后进

行同步的流程，即监听原始数据的

变化，及时针对原始数据变更进行

元数据目录同步；存储机制是元数

据目录按照保密粒度划分为公开元

数据目录链、隐私元数据目录链，

其中公开元数据目录链是公开的、

无隐私加秘的元数据目录描述链；

隐私元数据目录链是非公开的、敏

感的、涉及隐私的元数据目录描述

链，是为智能合约控制数据交换过

程访问的元数据描述。同时，还包

含数据创建、交换转移、查看、加工、

计算等访问追溯信息的链。

(6)原始数据：非结构化数据的原生态

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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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医 LEBEN 技术体系

数据安全

隐私保护机制

医疗数据往往包含各种信息，如一份

完整的诊疗档案包括患者基本信息、诊断

信息、医嘱信息、检查信息、药品信息、

收费信息、主治医生信息等。这些信息在

隐私保护中有不同的权重，如患者姓名、

身份证号等个人敏感信息的安全级别明显

比收费信息、药品信息等常规信息高，如

果对所有信息都采用高级别的保护手段，

会影响实际运作效率，同时也是对资源的

浪费。建立医疗数据隐私保护分级机制，

对于不同级别的信息采用不同的保护措

施，可有效提高LEBEN数据隐私保护和可

信交换的效率。

访问控制技术是实现分级隐私保护的

基本手段之一，其可以对人员的不同身份

和属性设置不同权限来限制其访问的内

容，如财务部门人员只能访问相关的收费

信息而不能访问医生的诊断信息。本平台

采用基于属性加密的访问控制策略，实现

隐私数据的分级分类细粒度保护。

基于属性的加密[7]是一种将用户的身

份表示为一个属性集合，加密数据与访问

控制结构相关联，一个用户能否解密密

文，取决于密文所关联的属性集合与用户

身份对应的访问控制结构是否匹配。在基

医疗数据隐私保护是实现数据融

合共享、开放应用的前提，只有在确保

安全的情况下医疗行业才能健康有序地

发展。本平台围绕核心医疗数据保护，

构建分级分类的细粒化隐私保护机制，

采用属性加密、安全多方计算、同态加

密技术、多重签名、基于秘密共享的秘

数据审计
为了提高医疗数据量，LEBEN

数据审计节点采用数据审计合约的

方法对数据提供者拥有的数据进行

常规审计，并构建数据审计结果对

数据价值的有效影响，从而鼓励数

据拥有者去完成数据审计，提高数

据价值和数据质量，为医疗应用提

供精准数据保障。

数据审计可分为三个层次：以

审计专家经验和常规审计分析审计术

为基础的审计、以审计分析模型和多

维数据分析技术为基础的审计、及以

数据挖掘技术为基础的审计。针对不

同的医疗数据，LEBEN 结合不同层次

的审计方法，实现医疗数据的全方位

细粒度审查。

LEBEN 数据审计方法不是单一

的，通常是多种方法结合使用的结果，

如采用统计分析技术发现偏差数据、运

用关联分析技术揭示关键属性、利用孤

立点分析技术挖掘审计疑点、通过聚类

分析技术确定审计重点等。

钥恢复和基于零知识证明的秘钥重置等

密码学技术，为医疗数据确权和可信安

全交换提供理论支撑和实践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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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医 LEBEN 技术体系

		Setup(θ,U)

		Enc(Params,Y,M)

		KeyGen(MK,X)

		Dec(Params, 	skx,CTY )

该算法输入安全参数θ和系统属

性全集U，输出公共参数 Params

和主密钥MK。

该算法输入公共参数 Params，一

个密文索引 Y和一个钥加密的消息

M，输出一个密文CTY。

该算法输入主密钥MK和一个权限

索引 X，输出一个密钥skx	。

该算法输入公共参数 Params，密

钥skx 和密文CTY，输出解密结果

M'。

安全多方计算
1982 年，Andrew	C.	Yao[12] 提

出了“百万富翁问题”实例描述的安全

两方计	算问题，1987 年，Goldreich 等

[14]将安全两方计算概念推广到安全多

方计算，其主要思想是 : 在一个分布式

网络里，两方或多方根据他们的秘密输入

而执行	一个算法，使得各方得到正确输

出的同时又保护自己输入信息的秘密性。

安全多方计算可以抽象描述为实现

计算过程所需泛函性的一个数学模型 :	

m 方参与一个合作计算，设 f	 :{0,	1}*	

→ {0,	1}* 为一个将 m 个输入映射到 m

输出的随机函数。xi 为参与方Pi 提供的

输入，在计算完成后，Pi 得到输出的第

i 项		fi (x1,	x2,	...,	xm)。

于属性加密的访问控制中，用户只

要拥有特定属性就可获得访问权

限，不受物理环境因素的影响，而

且能够实现属性的多值分配，解决

LEBEN平台中的细粒度访问控制

和大规模用户动态扩展问题。

一个基于属性的加密方案包括以下

四个基本算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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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安全多方计算，LEBEN在

数据交换共享过程中实现数据拥有方

保留对	全部数据的所有权，并确保在

其他需求方使用数据的过程中不能获得

该数据。	故而安全多方计算为医疗数

据的可信交换提供了技术解决手段，

同时LEBEN也为安全多方计算算法的

实践提供了验证和落地平台。

多重签名机制
数字签名是指附加在某一电子文档

中的一组特定的符号或代码，它是利用数

学方法对该电子文档进行关键信息提取并

与用户私有信息进行混合运算而形成的，

用于标识签发者的身份以及签发者对电子

文档的认可，并能被接收者用来验证该电

子文档在传输过程中是否被篡改或伪造。

数字签名可用来识别签名者的身份，并证

实被签信息的正确性，同时保证任何人不

能对签名信息进行修改，而签名者也不能

对其签名进行事后否认。

1983 年，Itakura 等人提出了多重

签名 [8]。根据签名过程，多重签名有

两种形式：按序多重签名方式和广播多

重签名方式。按序多重签名是签名者按

照一定的顺序对消息进行签名；广播多

重签名是提供者将消息广播给所有签名

者，签名者独自地对消息签名，然后转

给签名收集者 ,	由他来形成多重数字签

名。在本平台中，根据多个签名者之间

的内部关联关系，利用广播多重签名和

按序多重签名实现归属多方参与者数据

的可信和公平的有偿交换。采用多重签

名机制可以有效解决LEBEN平台中数

据、算法等数据资产归属多方的情况。

同医 LEBEN 技术体系

多重签名由四个算法组成：

		密钥生成算法KeyGen

输入 :	

安全参数	k′和	总共时间段数	T。

1

输出 :	

成员θ i (i	=	1,2,	...,	n) 的初始化份

额密钥	SK(i)，公钥 PK。

		密钥更新算法Update

j		

输入 :	

当前时间段 j，成员θ i (i =1,2,...,n )

的当前份额密钥SK(i)。

输出 :	

下一时间段新的份额密钥SK(i)
j		+1。

		签名算法 Sign

j	

输入 :	

当前时间段 j，参与多重签名的子

群 L⊆ θ，每个成员 θ i (θ i 	∈	L)

的当前份额密钥SK 			
(i)，消息 M。

输出 :	

成员集合 L 在第 j 时间段对消息 M

的多重签名	(	j,	L,	Sig)。

		验证算法Ver

输入 :	

参与多重签名的子群	L⊆ θ，消息

M，签名	(j,L,Sig) 和公钥PK(i)。

输出 :	

“有效”或“无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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密钥恢复与重置
用户密钥丢失后，有两种处理方

法：一是通过技术手段恢复密钥，二是

重置密钥。若采用密钥恢复的手段，

可利用密码学中秘密共享的思路将用户

密钥分为多个子影子，并将多个子影子

分别存在不同的地方，当需要恢复密钥

时，利用足够多的子影子可计算出用户

密钥。若通过密钥重置的手段，采用零

知识证明思路在不泄露敏感信息的前提

下，证明“我是我”，即“我是这个密

钥的拥有者”。

（1）秘密共享

秘密共享 [9][10] 是将秘密以适当

的方式拆分，拆分后的每一个份额（也

称子影子）由不同的管理者管理，单个

参与者无法恢复秘密信息，只有若干参

与者以通协作才能恢复秘密信息。利用

密钥分享的思路可以将用户密钥拆分成

若干个子影子，并将子影子存在不同的

地方，当密钥丢失后，通过若干子影子

可恢复出用户密钥。

平台采用 (t,n 门限秘密共享方案，

将秘密 K 拆分为 n 个份额的子影子，利

用任意 t（1<t<n）个或更多个子影子可

以恢复秘密 K，任何 t-1或更少的子影子

是不能得到关于秘密K的任何有用信息。

（2）零知识证明

零知识证明[11]是一种加密方案，

是一方（证明者）能够在不向另一方（验

证者）提供任何有用信息的情况下，使

验证者相信某个论断是正确的。例如，

登陆某网站时，在 Web 服务器上存

储用户密码的哈希值，为了验证用户

知道密码，仅需要对用户输入的密码的

哈希值与已存结果比对，但服务器在计

算时可以知道用户的原始密码，一旦服

务器被攻击，用户的密码就泄露了。如

果使用零知识证明，则可以在不知道用

户密码的前提下，进行用户登陆的验

证，即使服务器被攻击，由于并未存储

用户明文密码，用户账号还是安全的。

零知识证明有交互式和非交互式两

种。交互式零知识证明需要验证方向证

明方不断询问一系列有关其掌握的“知

识”的问题，如果均能够回答正确，则

从概率上来说，证明方有可能知道其声

称的“知识”。非交互式零知识证明不

需要任何交互，证明者可以公布协议，

从而向任何花时间对此进行验证的人证

明协议是有效的。

广义数据交换
狭义数据交换特指医疗数据的可信

交换和共享；广义数据交换是数据、知

识（算法）和算力这三种数据资产的可

信交换和共享。数据交换是LEBEN的核

心功能，LEBEN抛弃以复制拷贝为主的

数据获取渠道，以区块链共识为基础，

利用其可信任、安全和不可篡改的特

性，采用基于数据融合和基于算法分解

的两种数据交换技术，让数据从中心化

的存储转移到链上，实现分层的数据可

信交换，让数据真正流转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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狭义数据交换
　　　为了实现医疗数据的自由流

通，LEBEN提供了基于数据融合的数据

交换和基于算法分解的数据交换两种技

术手段，前者适合于数据量不大而算法

复杂度较高的应用场景，而后者则适合

于数据量较大的应用场景。针对不同的

应用场景，用户可以根据具体需求选择

对应的数据交换手段。

同医 LEBEN 技术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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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权益示意图

-数据权益

LEBEN利用区块链、智能合约不

可篡改的属性，并结合链下算力融合、

数据加密、安全沙箱、原子算法分解技

术，实现数据的所有权、执行权和使用

权分离，使数据的所有方、执行方、使

用方的权益固定，最大限度地保障了各

方利益和数据安全。

数据所有权归数据的所有方，其拥

有数据，数据是其核心资产，并通过在

数据平台上进行数据交换获取收益。

数据执行权是由数据的所有方将数

据发布到数据交换平台并进行签名获得

数据的执行权。数据交换平台拥有数据

执行权后，为数据的使用方和所有方提

供数据交换的桥梁，并为数据交换提供

安全可信的执行环境，数据交换平台不

沉淀数据。

数据使用方通过数据交换平台获取

数据的使用权，数据使用方在数据交换

平台上购买数据、算法、算力，通过和

各方签订智能合约获得数据、算法、

算力的使用权，并利用算法、算力在

安全计算沙箱中对数据进行分析处

理，得到有价值的计算结果。数据计

算完成后，计算安全沙箱自动销毁，

数据使用方得到数据的计算结果。

-基于数据融合的数据交换

不同医疗数据在隐私保护中有不同

权重，根据医疗数据信息的敏感程度和

安全需求，将医疗数据分级分类，并对

不同级别的医疗数据采用不同密码学等

技术手段实现数据交换，同时保证在交

换过程中对数据使用方而言，交换的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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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是可用但不可见的。为此，LEBEN

设计了阶梯隐形数据交换技术，并按照

医疗数据信息的敏感程度和安全需求，

将数据安全等级分为以下三种：

第一级：也称为低级安全数据，是

指数据丢失后，仅会对公民和其他组织

的合法权益受到较小的损害，且不损害

国家安全、社会秩序和公共利益。通常

这类数据敏感性低，不包含或含少量个

人信息的医疗数据，如经过脱敏后的身

份标识数据等。

第二级：也称为中级安全数据，是

指数据丢失后，会对公民和其他组织的

合法权益受到较大损害，但不损害国家

安全、社会秩序和公共利益。通常这类

数据与个人信息有关联，且敏感性较

• 一级数据可信交换

数字信封是一种综合利用对称加密

技术和非对称加密技术两者优点进行信

息安全传输的技术，主要解决了对称密

钥发布的安全问题，非对称算法加密速

度慢的问题，既发挥了对称加密算法速

度快、安全性好的优点，又发挥了非对

称加密算法密钥管理方便的优点。

同医 LEBEN 技术体系

高，如医院中个人的完整医疗档案等信息。

第三级：也称为高级安全数据，是

指数据丢失后，会对公民和其他组织的

合法权益受到较大损害，也有可能会损

害国家安全、社会秩序和公共利益。通

常这类数据敏感性较高，且涉及群体或

组织的个人大量信息，如医疗保险系统

数据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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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信封加密技术

● 发送方生成随机对称密钥，使用接收方公钥进行加密，生成密钥密文。

● 使用随机对称密钥加密信息明文，生成信息密文。将密钥密文和信息密文同时发
送给接收方。

● 接收方使用自身的私钥解密密钥密文，得到随机对称密钥。

● 接收方使用随机对称密钥，解密信息密文，得到信息明文。

数字信封原理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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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级数据可信交换

在安全级别要求比较低的情况下，

采用目前使用非常广泛的SSL加密机

制。SSL协议运行在TCP/IP层之上、应

用层之下，它采用了RC4、MD5以及

RSA等加密算法，为应用程序之间提供加

密数据通道。SSL加密数据通道主要解决

以下几个问题：所有信息都会加密，第

三方无法窃听；具有校验机制，防止篡

改；配备身份证书，防止身份被冒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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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SL 加密机制示意图

SSL协议主要交互流程如下：

● 协商 SSL 版本和加密算法。客户端发送支持的 SSL 版本列表和加密算法，服

务器进行确认回复。

● 双向身份认证。客户端校验服务器证书，服务器也校验客户端证书，主要对
数字签名、CA授权、证书有效期进行校验。

● 基于随机数生成 master-key。客 户 端 首 先 生 成 随 机 数 C 作 为 pre-master-

key，服务端根据随机数A/B和pre-master-key生成master-key，客户端也根据同样
的随机数和算法生成 master-key。

● 使用master-key加密消息，客户端和服务器互相发送finish消息。SSL通道
建立，数据包使用master-key进行加密传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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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级数据可信交换

SSL加密通道和数字信封技术虽然

解决了点对点信息传输的安全问题，但

仍然存在信息泄露的可能。在远程诊治

场景下，患者需要将自己的体检数据发

送并暴露给医生，然后医生才能够做出

相应的诊治。

安全多方计算的关键技术涉及到同

态加密、零知识证明、茫然传输等多方

面内容。同态加密机制实现了不解密状

态下对加密数据进行计算，对经过同态

加密的数据进行处理得到一个输出，将

这一输出进行解密，其结果与用同一方

法处理未加密的原始数据得到的输出结

果是一样的。

将安全多方计算应用于分布式场景

下的协同计算，多方可以秘密的进行数

据输入，执行一个算法，最后输出正确

的计算结果。整个过程，各自的输入数

据对第三方是不可见的，只把最终的执

行结果暴露出来，从而最大限度的保护

了用户的隐私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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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级数据可信交换流程图

-基于算法分解的数据交换

基于数据融合的数据交换是将多个

数据拥有者分别将多方数据安全传送给

数据执行方，数据执行方将多方数据作

为输入在数据使用者提供的算法上进行

运算，并将运算结果返回给数据使用

者。考虑到医疗数据多是多源异构数

据，其数据容量较大，例如影像数据是

医疗数据的重要组成部分，从数量上看

超过 90%以上的医疗数据都是影像数

据，从产生数据的设备来看包括 CT、X 

光、MRI、PET 等医疗影像数据。据统

计，医学影像数据年增长率为 63%。

在这种数据量较大的情况下，网络传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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速度会极大地限制数据交换的性能，为

此，LEBEN设计了基于算法分解的数据交

换技术，即使在数据容量大的情况下，由

于传输不是数据本身，而是子算法和其计

算结果，故而可避免由网络传输速度造成

的数据交换性能低下的问题。

　基于算法分解的数据交换技术是将数

据使用者的算法∇分为n(n≥1)个子算法

f_1,f_2,…,f_n，使得∇=f_1⊕f_2⊕…

⊕f_n，其中f_i (1≤i≤n)是原子算法，

即其不能再分解为任何子算法；然后数

据使用者将子算法分别发送给数据拥有

者，这里子算法和数据拥有者并不是一

一对应的关系，有可能是多对一的关

系；最后数据拥有者将自己的数据作为

子算法的输入，将计算结果安全发送给

数据使用者，数据使用者收集到所有子

算法的计算结果后，经过运算可以获得

期望得到的算法∇的运算结果。

两种狭义数据交换方法对比图

　　为了提高基于算法分解数据交换末

端数据处理能力，LEBEN拟聚焦于边缘

应用的深度学习推理人工智能芯片，为

医疗影像计算的性能优化和数据重用提

供最佳的编程灵活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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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着人工智能计算需求的增长，通

用计算方案开始表现出自身的瓶颈，当

前占据人工智能训练芯片市场绝对优势

的“CPU+GPU”计算方案中，尽管对

神经网络支持的通用性较好，但这种异

构计算运算效率和能耗上有很大的提高

空间。

　　人工智能的核心之一是深度学习算

法，图像识别是深度学习等 AI 技术进

步最快的领域之一。卷积神经网络

（CNN）以及深度神经网络（DNN）

等深度学习算法利用数据量以及计算量

作为模型驱动力，通过感受野和权值共

享减少了神经网络需要训练的参数个

数，最终实现了超越传统方法的图像识

别性能。目前，业内几乎所有的主流芯

片厂商如 NVIDIA、Movidius、Intel、

海思等都着手推出基于深度学习的芯

片。

　　虽然GPU在并行计算方面有不少优

势，但毕竟不是为机器学习专门设计

的，FPGA则是需要用户自主编程，主

要面向专业领域的企业用户，复杂度

高。ASIC是指应特定用户要求和特定电

子系统的需要而设计、制造的集成电

路。ASIC 的特点是面向特定用户的需

求，ASIC 在批量生产时与通用集成电

路相比具有体积更小、功耗更低、可靠

性提高、性能提高、保密性增强、成本

降低等优点。

　　LEBEN研发的“AI+医疗”芯片可

提供强大的深度学习模型编译器和软件

SDK开发包，轻松移植

Caffe、Tensorflow等主流深度学习框

架，运行常见的CNN、DNN等神经网

络模型。

算力融合与数据计算
数据计算通过算力融合来实现。

算力融合是在区块链和智能合约之上，

对链外存储资源和计算资源进行整

合，形成了基于区块链和智能合约的

分布式计算平台。为满足使用方对数

据的全方面需求，数据交换提供三种

灵活的计算场景：本地计算、异地计算

和融合计算。

数据所有者希望利用自身的数据

资源向外界提供某种服务，但是缺少

数据分析算法。为了解决这个问题，

数据交换平台提供了数据本地计算。

首先数据所有方在数据交换平台中找

到所需的算法，然后签订数据交换智

能合约，智能合约开始执行后在数据

所有方生成安全沙箱，数据和算法进

入沙箱，计算完成将计算结果返回给数

据所有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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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源。为解决这个问题，数据交换平

台提供了数据异地计算。首先算法所有

方在数据交换平台找到所需的数据，然

后签定数据交换智能合约，智能合约开

始执行后在算法所有方生成安全沙箱，

数据和算法进入沙箱，返回计算结果给

算法所有方，这种方式称为数据异地计

算。

对于大规模计算来说，数据和算法

的提供已经不是主要问题，计算资源成

了主要限制。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数

据交换平台提供了数据算法融合计算。

得力于算力融合构建的多方协同计算平

台，数据和计算参与方签定多方智能合

约，合约开始执行后在算力环境生成安

全沙箱，数据和算法通过数字信封技术

进入沙箱，计算完成返回结果，沙箱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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毁，保证数据、算法的安全性。

三种计算场景主要根据实际使用情况

进行选择，影响因素有：数据规模、算法依

赖复杂度、存储算力要求。当数据规模比较

大时，数据传输的成本会比较高，这时选择

在数据方进行计算，可以节省大量网络带宽

和传输时间。当算法对环境依赖比较复杂

时，选择在算法方进行计算，可以减少计算

环境准备时间。

数据计算过程用到的主要技术是沙箱

隔离。沙箱实现分为链上沙箱和链下沙

箱。链上沙箱借助智能合约虚拟机实现，

可以满足小规模的计算需求。链下沙箱主

要适应于大数据量的计算需求。链上沙箱

主要特点是区块链本身自带执行环境，环

境具有沙箱特性，使用起来便捷高效。链

上沙箱计算流程如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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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可信交换平台

传统的数据交换，需要借助于中

心化机构才能达成数据的交换和计算。

在使用过程中，用户的数据和操作对于

平台来说是完全透明的，用户无法得知

平台是否沉淀数据、是否将用户数据非

法利用。

　　数据可信交换平台，借助区块链、

智能合约、安全沙箱和安全多方计算等

关键技术，使得数据安全传输、计算流

程可控、计算环境隔离、操作可追踪，

确保数据交换过程安全可信、数据计算

过程安全可信。

　　目前医疗行业存在医疗资源分布不

均衡的情况，不同地区拥有的优质医

院数量差别大，好的医院主要集中在一

线城市，好的医生和设备主要集中在三

甲医院，基层医疗机构情况不容乐观。

　　以数据交换平台为基础构建协同可

信交换和计算体系，链接各种医疗大数

据源，包括患者病历数据库，影像资料

库，医学论文库和医疗设备。利用可视

化的智能合约平台为医生和专家提供将

诊断过程和医疗知识形式化的手段，并

产生服务于智能诊疗、分级诊疗、疾病

管理和疾病预测等功能的智能合约体

系，加快医疗数据在医院、医生、患

者、医保机构和政府间的流转，将整个

医疗产业实体链接成一个有机生态，促

进医疗产业整体效率的提升，从而实现

链上沙箱虽然使用便捷，但是受

限于区块链自身存储和算力的不足，对

存储和算力有更高需求的情况下，需要

借助链下沙箱。链下沙箱直接运行在操

同医 LEBEN 技术体系

作系统上，提供受保护的计算环境，充

分利用了计算机高效的存储和运算能

力，同时也能保证数据和算法不被窥探

和恶意攻击。链下沙箱计算流程如下图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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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技术手段一定程度地解决资源分布不均

的情况。

　　数据交换平台体系主要由三部分组

成：区块链平台、智能合约平台和可信

数据交换平台。区块链平台主要作为数

据存储层，为智能合约平台提供数据

存储服务。智能合约平台主要用来在

不可信环境下保证数据和计算安全。

可信数据交换平台基于智能合约实现

以目录形式为基础的数据交换和分布

式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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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交换平台生态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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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能合约

医疗知识获取和积累的时间较长，

其流动性较差，从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医

疗知识的共享和传递。医疗智能合约用

认知计算的形式，利用计算机描述语言，

遵循临床实践证据，将医生的知识提取

成自动化执行的合约，使医疗知识实现

计算化，为医疗知识的流动和资产化提

供了基础。

基于认知计算的形式化
智能合约

- 认知计算与广义知识模型

认知计算（Cognitive	computing，

CC）源于模拟人脑的计算机系统的人

工智能，是通过人与自然环境的交互及

不断学习，帮助决策者从不同类型的海

量数据中揭示非凡的洞察，以实现不同

程度的感知、记忆、学习和其他认知活

动。随着区块链时代的到来，丰富的数

据和知识为认知计算迎来了新的机遇。

LEBEN 使用认知计算中的广义知识

模型（如图）定义医疗知识的基础本体

(upper	ontology，使其支持医疗知识的

执行、通讯、推理、决策、规划、学习、	

反射、督导以及其它高阶行为。建立广

义知识模型的目的在于建立统一的知识

概念本体，使其具有：

(1) 对多领域知识与数据进行统一描述

的灵活性；

(2) 对众多任务进行描述与推理的通用
性 ;	

(3) 对知识与数据中的不确定性进行量

化与应对的可靠性；

(4) 跨领域知识间协同合作的透明性；

(5) 在知识执行过程中进行自主学习与

适应的智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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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执行知识框架

可执行知识框架将广义知识模型

实例化为可执行的应用实体，在广义

知识模型之上包含五个层次。第一，

知 识 描 述 语 言 (Knowledge	Description	

Language 定义了描述广义知识模型的

形式化语言及解释器；知识创作工具

(Knowledge	Authoring	Tool	采用可视化

编程的模式，支持各知识要素的创建，

并将其描述转化为知识描述语言。该工

具将被子领域专家 ( 如医生  使用，使用

过程无需编程技术，使其达到最大的可

用性。第二，知识库包含了各子领域专

家描述的知识，通过知识创作工具生成

各自的广义知识描述语言。第三，部署

规划 (Deployment	profile 描述了各知识

的物理部署方案，如怎样将知识划分或

组合为 agent，各 agent 的物理分布等。

应用定制 (Application	Enactment 根据部

署规划与知识描述语言自动生成应用实

体(如web	application,	web	service等，

并定义应用实体的实现特征 ( 如前端界

面 。应用实体库 (Application	Pool 实际

执行子领域知识，并与用户进行交互。

- 知识计算化语言 PROforma

PROforma 是一种支持决策系统的

知识、认知模型及描述语言的开发环

境，至今已经发展到了第二代[14]。其通

过数学形式的表达，提供了一套完整的

设计、测试和制定医疗过程的操作工

具，以支持医生编辑和使用临床决策支

持和辅助系统。

PROforma 语言定义了四种可执行任务：

（1）执行（Action）：	
即在护理病人的过程中，任何需要

执行的外部任务。比如注射，或者

CT 检测等。

（2）效用（Enquiries）：	
执行后的返回信息，主要是数据的

形式。可能来自于操作设备或者是

病人病历。

（3）决策（Decision）：	
任何形式的医疗选择，例如诊断、

治疗、预后、风险评估或转诊决定。

（4）规划（Plan）：	
即制定的一系列时间序列任务。规

划使用一个通用的框架用于实施临

床算法、协议、指南和护理路径等。

Forvjsz Efdjtjpo Qmbo

BJ!2/1 BJ!3/1

敱羮 㚪㛌 怱ǹ

㬕愞 薶㚪 㓇陝

Bdujpo

PROforma 可执行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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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BEN 基于 PROforma 创

建的PROforma2.0，用于支撑该

语言的分布式计算，开发具有学

习、自主认知、知识协同与进化

能力的决策支持系统和全新的 

DApp应用。

- 智能合约

医疗智能合约使用 PROforma 语言

开发，其设计完全遵循临床实践证据，

将医生的知识提取成自动化执行的合约，

提供医疗决策支持。智能合约使得医生

的知识实现了计算化，为医疗知识资产

化提供了基础。其按照服务对象分为面

向患者个体和面向群体的智能合约。服

务于患者个体的智能合约的功能包括：

数据获取和解释、风险评估和推荐、监测、

建议和决策、看护计划和进度、工作流

程管理等。服务于群体的智能合约的功

能包括：质量和安全审核、大规模医疗

服务下的不良结局事件监测、成本控制

和资源优化、分析和深度学习。

智能合约提供医疗决策的典型代表

就是CREDO框架 [15]。CREDO 在任务

本体 (ontology) 的基础上将知识表达为任

务网，基于 Domino 决策认知模型，采用

基于逻辑论证的决策框架，成为目前医疗

决策领域内广泛使用的理论框架与实现工

具。CREDO 对很多疾病的诊治决策具有

很强的建模能力。比如，CREDO 试验将

智能合约用于临床研究，关注乳腺癌患者

的接诊过程。该系统提供了患者整个“医

疗旅程”中的决策支持、护理规划、多学

科治疗服务，实现了对“医疗旅程”的计

算机化和自动化。CREDO 的设计支持跨

部门的无缝患者管理，从基础医疗到二级

护理、从诊断、治疗到随访。覆盖了乳腺

癌患者就医的整个历程，包括了 220 个

医疗服务和多个决策点。试验的目的是通

过决策支持尽可能降低医疗过程中的错

误，以实现患者的零误差就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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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应用广泛的医疗智能合约有

CAPSULA、LISA 等。CAPSULA[16] 用

于协助英国的全科医生为常见疾病开具

处方。开具处方是医疗辅助决策中的重

要步骤。CAPSULA 通过获取患者数据，

生成了相关的药物列表以及与之对应的

临床证据，以辅助开具处方。该系统在

英国 42 个全科医生点进行测试，结果显

示与专家小组相比，系统中全科医生的

决策增加了 70%；更便宜但同样有效的

药物的选择增加了 50%，而决策的速度

则提高了 15%。

LEBEN 使用基于认知计算构建的

形式化智能合约，充分解决医疗敏感数

据的协同计算问题、异构资源的整合问

题，实现对知识与决策认知的形式化。

- 知识流通

平台采用全新的智能合约架构，以形

式化验证体系为核心，支持跨链访问，支持

可视化的智能合约开发，支持合约的上链验

证及合约的效果追踪，支持海量服务，具备

工业级应用标准；该平台在为医疗产业服务

的同时，为开发者提供了类似AppStore的

开发者生态，应用开发者和为应用开发服务

的模块开发者也均可从中获益。

LEBEN 将“知识、资源、效果”整

合并标准化为可定价的数字资产，同时提

供了数字资产的交易与结算能力，通过市

场化行为筛选出现实效用最佳的医学知识

与经验，大幅提升数据与知识的利用效

率，让知识流动起来，让医生的价值充分

实现。医疗健康知识流通如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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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疗智能合约的流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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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发环境

LEBEN 平台提供了基于语义的可

视化开发环境，实现智能合约的形式化

验证。

- 可视化开发环境

合约的可视化开发环境主要包括如

下四个方面：

（1）智能合约可视化设计：合约设

计过程通过合约执行图的方法来实现，合

约执行图中的最小构建，即：查询、动

作、决策和计划在一个交互友好的用户界

面中拖拽而成，将智能合约设计由硬编码

方式变为可视化绘制图方式，使得编写合

约的人员无需懂得程序编程，让用户的全

部精力集中在解决业务的思考中，专心构

建任务与任务之间的逻辑关系，大大简化

合约的编写要求，提高了二次开发能力，

增加了合约的通用属性。

（2）智能合约可视化管理：采用

智能合约产品、智能合约模板和执行合

同医 LEBEN 技术体系

约三层结构管理智能合约，以可视化方

式进行智能合约查询、编辑、审核、发

布、跟踪等操作，使得智能合约具备应

用场景通用性，可以快速与应用场景集

成并落地。

（3）智能合约模板化设计，高可

应用和扩展：使用模板化思想设计、管

理智能合约，使得智能合约具备强适应

性和高扩展性。

（4）智能合约可视化监控：可以

多方位可视化监控智能合约，包括智能

合约执行物理环境、智能合约执行服务、

智能合约关键步骤、智能合约审核可视

化追踪、智能合约执行可视化追踪等。

在可计算性理论里，如果一系列

数据操作规则可以用来模拟单带图灵

机，则它是图灵完备的，这里数据操作

规则可以是一门编程语言，也可以是计

算机里具体实现的指令集。可视化开发

环境下的 LEBEN 是图灵完备的，可根

据实际智能医疗应用需求，开发丰富多

彩的功能模块，从而提高平台智能化。

智能合约可视化设计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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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形式化验证

形式化验证（formal	verification）

是基于数学建模方法对系统进行描

述，通过形式化验证，开发者可以对

程序的安全性事先进行审查，排除逻

辑漏洞和安全漏洞，从而保证合约的

安全。

医疗智能合约是医生知识的形式

化和计算化，其决策和判断结果直接

关系到患者的健康状况。LEBEN通过

智能合约虚拟机完成合约的调度和运

行，如何确保合约逻辑的正确性，执

行过程是否可信，是否易受外部的干

扰和破坏，合约的运行过程是否稳

定，即对于相同的输入是否总是产生

稳定的输出结果，我们通过引入形式

验证技术来确保合约执行过程和结果

的可信。

形式化方法是指用数学方法描述

和推理基于计算机的系统，直观地

同医 LEBEN 技术体系

说，就是规范语言 + 形式推理，在技

术上通过精确的数学手段和强大的分析

工具得到支持，其表现形式通常有逻

辑、离散数学、状态机等。规范语言包

括语法、语义以及满足关系等。本平台

引入形式化方法，将形式化方法应用于

智能合约生成和执行的整个生命周期。

形式化验证方法可以检查智能合约

的很多属性，例如，合约的公平性、

可达性、有界性、活锁、死锁、不可

达和无状态二义性等。

跨链智能合约

目前各种区块链网络的设计思想是

让全产业都运行在一条链上，由于各链相

互独立且封闭，使其交互存在很大的困

难。即使是同一个体系的网络也难以做到

跨链交互，如企业采用太坊构建的私有链

（或联盟链）是很难与公有链连接交互

的。与此同时，这些区块链系统的功能和

性能方面也无法完全满足产业应用场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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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具体应用中，数据在交换过程不

可避免的会遇到资源从一种资源体系向

另一种资源体系进行转移，而两种资源

体系构造相异的情况也时有发生。对此，

我们以多链多合约为设计准则，充分利

用异构森林网络的树状结构，将叶子节

点、分支、主干之间按业务的逻辑拆分，

使每一个子集充分定制化，既保证了业

务子集在一个稳定可靠的环境中高效运

行，也保有与整体系统的信息交互能力。

此外，LEBEN提供解耦的跨链通道协议，

使其拥有对系统外资源访问和交互能

力。也支持不同业务链之间数据可交

换。通过跨链智能合约，让业务回归业务

本身，还原支持真实应用场景。

交互式智能合约

传统的智能合约仅针对账户资金

划拨进行设计，其功能极为有限，无法

适应知识计算化后带来的多样需求，对

此，我们对智能合约体系进行了重新设

计，采用中间层的执行方式，不但使智

能合约兼容更多的设计语言，更使智能

合约具有了交互能力。

交互式智能合约相对于传统的智

能合约提供了更广阔的应用空间，打破

智能合约仅能在特定数据中应用的限

制，通过交互的手段，使计算化的知识

能够获得良好的表达，更符合行业需求。

在医疗领域，通过调用针对特定

病症设计的智能合约，可以比传统的医

疗指南获得更好的使用体验。同时，

良好的交互设计可以契合诊疗流程的问

询、筛查、确诊、治疗、康复流程，为

医生提供更好的助力。

交互式智能合约的运行

同医 LEBEN 技术体系

交互式智能合约架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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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医 LEBEN 技术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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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能合约商店示意图

智能合约商店
智能合约商店是一个面向医疗机

构、医生、智能设备等医疗诊断决策者

的医学知识分享平台，是一个 C2C 的

医疗知识计算化智能合约交易平台，具

有完整的多模式对外服务接口（BaaS

服务 +API 服务 +APP 服务）。顶级的

医学专家基于循证医学与临床经验进行

医学知识智能合约形式化，以组件化的

方式在开放式的智能合约商店有偿共

享。医务工作者通过应用服务权信获取

精准、可信并及时更新的医学知识，通

过标准版应用程序接口将其应用于诊疗

设备做出最佳诊断、优化治疗方案，

亦或将其加载于智能辅助医疗设备，

提高智能设备的康复效率、干预效果。

基于区块链的智能合约商店，采

用分布式系统架构并结合医疗应用场景

做数据分片处理，实现了智能合约商店

开放性自治理模式下的自动扩容、高可

用性与安全防篡改。进一步的，智能合

约商店支持自然语言模糊搜索，建立医

学知识的多模态数据模型，集成表达基

本属性、语义属性、底层特征和原始数

据等数据要素，并可视化图谱展示整体

医学知识智能合约族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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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务应用

同医 LEBEN 业务应用

借助区块链和智能合约技术，LEBEN实现了去中心化的医疗数据分享和知

识计算化，支持智能诊疗、分级诊疗、远程医疗、慢病监测与健康管理

和大规模医学研究协同等业务应用，使医疗水平差异巨大的地区之间实现医疗知

识深度共享和流动，达到医疗水平的均质化。同时，LEBEN	搭建了外科大数据

质量控制系统和大型队列研究系统，提升医疗研究和质量控制工作，用数据的力

量助推科技进步。

智能诊疗
LEBEN 利用区块链技术搭建了

可信医疗数据共享的底层平台，规范了

医疗信息流通机制，加强了医疗病例的

电子化，保证了医疗信息的完整性、真

实性、隐私性在智能诊疗过程中医生可

以将来自不同机构的、控制权分散的数

据完成拼接，提供患者全生命周期的可

信的完整诊疗记录。同时，医生成熟的

诊疗知识和经验以智能合约形式在平台

上流动，自动化高效地完成医学决策支

持，使得智能诊疗真正具备法律意义上

的业务合规和医学意义上的质量控制，

与现代基于大数据、人工智能和基因检

测的精准医学完美结合。

LEBEN 也构建了互联互通的分级

诊疗和远程医疗系统，加入 LEBEN 生

态体系的各个医疗机构网络节点在医疗

信息共享中的公平、安全、互信，又

能保证医疗信息不流出数据拥有者的

授权边界，将显著促进分级诊疗中医

学信息的安全、便捷、可控的流动。

随着生态网络的扩展，医疗机构在被

授权的情况下可快速获取病人的历史

医疗信息，并将首诊信息流转到专业

的上级医疗机构，快速制定医疗方

案，合理分配医疗资源，从而实现了

全方位的、高效的分级诊疗科学医疗体

系。

同时，LEBEN 创建的医疗协同

机制能更好的支持多方协同诊治和人

工智能参与，从而消除了地域、机

构、医疗水平差异等诸多限制，让中

小医疗机构和普通医生能够获取所需

的全部资源和专业知识，病人也能更

快的得到大型医疗机构高水平医生的医

疗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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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块链的可追溯性，可以帮助医疗

机构对智能诊疗后病人的预后进行追踪，

为疗效评估提供基础；同时 ,	区块链的

不可篡改，可以保证医疗设备标准化执

行智能诊疗。智能诊疗应用智能合约后，

更能实现医疗的主动监管，当医疗过程

中出现应急情况、异常事件、违规行为

时，智能合约将实时向管理方发送通知，

更好的提高医疗质量、保证病人安全。

慢病监测与健康管理

随着人口的老龄化以及世界范围

内老年人口的增加，慢性病带来的挑战

将会持续增加。世界卫生组织（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WHO）提示慢性病

已成为全球最主要的死因，预计到 2030

年，发展中国家死于心脏病发作和中风

的人数将会超过死于传染病的人数。

慢性病涉及的危险因素繁多且起病

隐匿，对其的监测涉及到很多智能可穿戴

设备和日常监测数据的融合和交换。借

助 LEBEN 平台 ,	通过区块链技术能够从

全方位视角观察人群各项慢性病相关危险

因素，汇集互信共享的各类慢病监测数

据。基于完整医疗数据建立数据交换平台

和慢性病风险预警模型，实现智能监 / 检

测设备数据可信交换和清结算功能，实现

重点慢性病的实时监测和预警。

监测系统一旦发生高危预警，依

靠人工智能算法和智能合约技术平台将

根据预警等级和慢病特征提供相应的辅

助诊断、智能康复设备和健康管理方案，

以应对突发慢性病并改善健康状况。

大规模医学研究协同 
和伦理审查

以多中心队列研究为代表的大规模

医学研究协同是研究疾病因果关系证据

链最强的研究。最顶尖的医学杂志几乎

每期都有来自大型队列研究的结果报

道。但是其由于要求较高，研究对象较

多，收集数据复杂，追踪时间较长，花

费也非常可观。一个典型的大型队列研

究平均费用大概 3000 万美元。	

基于区块链技术的 LEBEN平台是

从事大规模医学研究协同的最佳工具，

支持在全球尺度上发起并完成研究，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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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能诊疗流程

同医 LEBEN 业务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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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人群的招募、筛选、问卷设计、数

据采集、临床试验到结局随访整个研究

周期的各项功能，显著缩短队列研究时

间。传统大型队列研究，特别是多中心

研究，其研究对象招募大约需要 1-3年

时间，还需要 5-20 年不等的时间完成

对结局的随访。但 LEBEN 通过激励系统

和加密技术推动大型研究中心提供数据交

换，甚至激励个人响应招募，将招募时间

缩短至数月。同时，区块链技术实现多类

型数据（包括基因、行为因素、环境暴露

因素、职业习惯、就医记录等）的融合，

完成对研究对象全生命周期的追踪甚至是

溯源，将结局的随访时间和费用减少 

5-10倍。区块链数据不可篡改性使得整

个研究系统是自证清白的，从而减少大型

队列数据库记录中的造假和错误，极大提

高了研究的可信性。

伦理审查是一切医学研究的根基，

在发起大规模医学研究前，研究方案需经

过 LEBEN 医学伦理审查机构的审核。完

整的评估其可能的风险、科学性与带来的

收益，确保其符合尊重、收益和公平的

基本原则。同时，在大规模医学研究协

同开始后，使用区块链技术记录下参与

者的同意授权和共享数据的权限，审核

提交的智能合约算法，从源头上保护了

参与者的合法权益，使研究合乎伦理要

求。

从长期来看，依托LEBEN 平台构建

的医疗数据交换体系可以帮助获取更真

实、全面、可信的研究数据，可以建立

一种更接近临床真实条件的方法体系，

支撑真实世界临床研究。甚至基于该系

统的完备性，可以开展一系列以前想到

过但是由于缺乏可信数据无法进行的新

型的“大规模医学研究”，解答比如药

物治疗的实际效果及人群差异、不同药

物间的比较效果等传统临床试验无法回

答的问题。推动各种研究方法的“异

构”集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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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医 LEBEN 业务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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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医 LEBEN 业务应用

外科质量管控与标准化
外科手术是现代医疗不可缺少的重

要部分。根据世界卫生组织的统计，住院

病人近 50% 的不良事件与手术相关。基

于 LEBEN 的外科质量控制系统通过区

块链技术确保外科记录和患者信息的完

整性，并记录患者对数据的授权实现数据

的广泛共享。同时，LEBEN 搭载的智能合

约与外科数据挖掘技术相结合，依托临

床路径和手术经验，基于大量真实数据提

供400 多个智能化的术前风险评估模型、

术式选择，为患者提供最优化手术方案。

区块链的可追溯性帮助医疗机构对

术后病人的预后进行追踪 , 为疗效评估和

质量管控提供依据，监督医院的管理情况。

外科医生也可以通过预后情况调整智能合

约的结构，术后死亡率、复发率越低的手

术智能合约会越多的被调用和分享，从而

实现外科经验的知识共享、交换和提升，

进一步控制手术风险。

数据驱动的健康保险

传统的健康保险只覆盖了健康人

群，真正需要健康保障的中高危人群要

么无处投保要么只能躲过风控体系带病

投保，很难实现风险均摊的初衷。

LEBEN 搭载的健康保险，以数据

驱动险种的设计，基于疾病人群发病情

况、疾病风险因素、临床路径和诊疗费

用的分析，构建基于大量可信医疗数

据的疾病风险模型，提供针对不同风

险人群的险种设计，指导产品服务条

款和定价设计，实现真正意义上的保险
精准定价。

当医疗行为发生时，借助智能

合约触发核保、自动理赔和清结算，

提升保险客户体验。后期，借助于不

断增长的用户和保险理赔信息，通过

大数据分析技术剖析参保人群的费用

驱动因素和影响医疗费用的关键原

因，在保证医疗质量和服务体验的情

况下精细化控制医疗费用开支。

落地应用

先天性心脏病（Congenital	heart	

disease,	CHD）是最常见的胎儿出生缺

陷，发病率高达 1%，其具有高致死率、

高致残率的特点。WHO 的统计结果显

示，全球每年大约有 150 万儿童出生

时患有先心病。在产前超声心动影像中

尽早发现结构、功能异常成为关键。但

是与高发病率相比，胎儿超声诊断医生

数量有限。以中国为例，每年有新增新

生儿 2000 万，但中国超声医生只有 3

万人，且多分布在经济发达地区。医疗

资源的短缺无法满足巨大的产前诊治需

求，导致大量 CHD 患儿不能得到诊断

和治疗，给家庭和社会带来极大的负担。

LEBEN 联合北京市某大型医

院，利用人工智能、区块链、智能合约

技术，研发了辅助诊断胎儿先天性心脏

病的产品——先心安。该产品基于人工

智能的超声影像分析将先心病专家的医

疗知识计算化形成可交换的智能合约，

基层医生通过调用智能合约帮助诊断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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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提升筛查水平。先心安还向患者提供

分诊、专家咨询、基因检测和双向转诊

服务。此外，社会福利机构、保险公司

等一些需要通过医疗数据进行认证的第

三方，也是先心安应用者。比如，接入

系统后，保险公司可对客户进行更便捷

的数据查询，缩短认证、赔付周期，提

升整个流程的效率和使用体验。

使用先心安时，数据的采集和交

换都采用全新的可信科学计算模型，使

数据的所用权和使用权分离。即无须事

先对数据进行归集，通过密钥查阅目录

调取数据，沙箱传输数据，实现数据的 

“可用不可见”，保证数据合理使用的

范围，做到“阅后即焚”。

整个诊疗过程中，先心安将诊疗

产生的价值通过智能合约进行了重新分

配，实现了知识提供方（医院）、知识

开发者（专家团队）、知识使用者（基

层医生）和知识流通者（LEBEN）四

方分帐。仅胎儿先心病筛查一个项目，

已合作渠道可预期的市场容量为 3 亿

人民币，LEBEN 分账为 4500 万。

LEBEN 通过先心安这个产品，创

新性实现了医疗产业应用方在不影响数据

所有权的情况下实现数据的可信交换和

加工，让敏感数据在得到严格保护的情况

下充分地流动起来，发挥其最大的价值。

同时，通过智能合约促进医生专业医疗知

识流转和应用，提升非专病机构的医疗能

力，助力医疗分级体系建设；利用 

LEBEN重新设计的价值流通体系，依据市

场规则完整体现流程中各参与方的利息。

LEBEN理顺了整个医疗产业

链，不但使医疗产业参与各方投入能够

更加有成效，使患者获得高质量医疗救

治，同时，激发社会各界参与动力，发

挥平台作用，促进培育新模式、新业

态，助力国家医疗硬实力提升。

蓜㛌
抲辭鍎

譯鲷壈㳛砎呺䖢咇

▕嗃㢋佪蟨俋俓
贋醮婩僨㠧篻
胟籌艊胟鳏

LEBEN
婩僨筧䄯

2 3

4 5

61銊廬
詍榺㠿羮

蓜㛌
婩僨鍎

蓜㛌
懲羮鍎

蓜㛌
贋醮鍎

先心安产品应用示例

智能合约实现诊疗价值分配

同医 LEBEN 业务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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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系统

同医 LEBEN 经济系统

为更好的实现全球医疗水平均质化的核心目标，LEBEN 搭建了一套完善的

经济系统，覆盖了包括患者、医生、医疗机构、药企、保险、技术服务

商等医疗产业链条的主要参与者，并通过区块链技术让医疗数据与医疗知识在经

济系统中有价流动。与全球知名的数字货币合作伙伴展开合作，为平台内的所

有参与者提供激励，并帮助所有参与者跨越全球进行支付与结算。

设计思路

设计背景
LEBEN 通过改造和升级区块链

智能合约，让医生头脑中的医疗知识可

以深度共享，辅助医疗从业者提供诊疗

服务，惠及更多患者，LEBEN 促进了

医疗知识的流动和传播，让医疗数据的

价值无限放大，充分解决全球医疗资源

不均衡的问题。同时 LEBEN 通过区

块链技术实现了医疗数据可信交互，打

破了医疗数据相互隔离、无法融合的僵

局。 LEBEN 将通过完善的数据交互

平台将先进的医疗知识产品覆盖到全球

各个角落，让全球范围内医疗水平均质

化成为可能。

LEBEN通过引入数字货币合作伙伴全

面构建一套多赢共享经济系统，让所有

参与者都能赢得收益、分享收

益。LEBEN多赢共享经济系统的核心

目标是提升从业者及从业机构收益、降

低患者费用，从而协助LEBEN完成全

球医疗水平均质化的核心目的。

LEBEN多赢共享经济系统将通过

通证的激励和共享机制为整个平台医疗

产业链条的各个环节提供动能，形成一

套持续流动并不断扩张的经济循环体

系。

设计思路

LEBEN的经济系统是为了实现

LEBEN全球医疗水平均质化的核心目

标而设计的，通过与数字货币合作伙伴

合作，让医生的知识、医疗数据等可以

通过是数字货币度量价值并进行流动，

使用者
患者：在 LEBEN平台上需求诊

疗服务帮助的患者

诊疗服务提供者：为LEBEN 平台
上的患者提供诊疗服务的医生、机构等

医疗知识共享者：在 LEBEN 平
台上共享医疗知识并形成智能合约的
医生、专家等

医疗数据贡献者：为 LEBEN 提
供元数据的参与者，包括患者、医生、
医疗行业机构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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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医 LEBEN 经济系统

技术服务提供者：为 LEBEN 各
环节提供技术服务的参与者，包括算
法提供者、算力提供者、存储提供
者、工具开发者等

医疗产业机构：医药公司、保险
公司、医疗设备制造公司等

流通货币

众筹开发僨ǹ艊斶叄㠭
壆踵▕蕬蔠裮抲辭禯旿

MFCFO酁誽㠭壆01
MFCFO跤艊踽㒄酁誽㠭壆

羮鲋唻語聴蓜㛌。語聴斶

懪㫧ǹ姪㳝䯖羮鲋諤跣醿

㓦艊酁誽敆髀

発轄妕詬贋醮鍎02
MFCFO妕詬跤唻諤跣贋醮

鍎㫧ǹǹ踵慡蔃発轄䯖喥

㛐。抲辭㛐聴桽烏。邁鲶
斶懪訵鰍詵驔嬱激励

邁鲶羠尓敒苩03
MFCFO妕詬跤唻贋醮鍎抲

辭羠尓敒苩艊邁鲶梽壽䯖

慍礣諦郿觻諦棷鬣艊羠尓
贋醮鍎驔嬱激励

ASC与CSC在 LEBEN 经济系统中的作用

算服务和使用者贡献进行激励、支付计
算服务费用等。

CSC要求：
是一种数字货币，LEBEN拟在全球知名
数字货币及为LEBEN平台提供定制化数
字货币且为LEBEN平台参与者提供激励
份额的合作伙伴中择优筛选，如
ETH、BCH、CONFLUX、SEELE、
LKBT等。

　在 LEBEN平台中，参与研究的科
学家不再需要在同一个国家或者区域
中，可以通过CSC进行跨越货币边界
的支付与结算，CSC成为知识连接的
经济纽带，让医学数据流动起来。 

　　LEBEN平台用 CSC激励平台参与
者，从而降低工业化研发成本、对医疗
服务的成本结构从治到诊进行调整，医
生通过生产合约分享知识，获得更大的
收益与长线的经济激励，患者可以通过
获得CSC降低医疗成本。

LEBEN平台中对参与者提供生态收益
的共享机制，按照合约符合条件的生态
参与者通过获得CSC的方式分享生态
收益。

-应用服务权信

应用服务权信（Application Service 
Credit，ASC）：
用于LEBEN平台上所有医疗服务、算法
服务和数据资产交换等应用服务费用的
支付与结算。

ASC要求：
是一种稳定货币，LEBEN拟在全球知名
稳定数字货币及为LEBEN平台提供定制
化稳定币服务的合作伙伴中择优筛选，
如USDT、TUSD、GUSD等。

-计算服务权信

计算服务权信（Computing Service 
Credit，CSC）：
用于对平台上计算服务、记账服务、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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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BEN 经济系统的基本模型

基本模型

通过ASC和CSC我们将平台中

的参与各方连接起来，促进整个生态

的健康发展，具体的生态模型如图所

示：

患者通过贡献医疗数据和参与医学

研究获得CSC奖励。获得的CSC可以转

换为ASC用来购买诊疗合约，享受医疗

服务。还可以用来购买相关健康服

务。LEBEN目前已与三方保险机构达

成合作协议，可以通过ASC直接购买医

疗保险服务。

　　医生作为医疗服务提供者的主体，

在平台中可以把所掌握的医疗知识合约

化，创建智能合约，放在合约商场中售

卖获得ASC。也可以向患者提供诊疗服

务获得ASC。获得的ASC可以用来购买

医学研究服务和更加先进的诊疗合约。

医疗产业中的三方机构如医药、

保险、医疗设备提供商等，可以通过购

买合约获得医学数据，也可参与临床队

列研究加快研发效率，还可以给患者提

供医疗保险风控管理服务。

LEBEN平台开发者可以与医生合

作，把更多的医学知识合约化，开发相

应的医学工具，基于LEBEN平台提供

的数据和基于人工智能的诊疗服务，获

取ASC回报。

同医 LEBEN 经济系统

ＡＳC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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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A
S
C

ＡＳC

ＣＳC Ｃ S C
侸昷戦棈㠧篻語聴斶懪発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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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与者收益

同医 LEBEN 经济系统

患者

崣鍎

斶懪懲羮鍎 贡献発轄

慍懲羮漛斶
驔僉ASC

喥㛐彾嗚倀斶懪⺖
懲羮値轄CSC

LEBEN

彾嗚喥㛐!!!㠧篻斶懪

杶镾諦郿 杶镾諦郿

患者在LEBEN平台就诊成功并贡献自己的医疗数据后，可获得多重收益：

●患者的数据被 LEBEN 平台智能合约调用后可获得有偿使用费用ASC；

●患者的数据被 LEBEN 平台智能合约调用后可获得 CSC激励；

●患者在 LEBEN 平台成功就诊后可获得CSC激励。

患者通过自己的就诊行为以及贡献医疗数据的行为可以在LEBEN平

台上持续获得CSC，从而大幅降低诊疗成本。



52

诊疗服务提供者

诊疗服务提供者在LEBEN平台对患者进行诊疗、获得患者授权分享医疗数据可

获得多重收益：

●诊疗服务提供者在 LEBEN 平台为患者提供诊疗服务后获得 ASC 费用；

●诊疗服务提供者共享的医疗数据被LEBEN平台智能合约调用后可获得有偿

使用费用ASC；

●诊疗服务提供者共享的医疗数据被LEBEN平台智能合约调用后可获得CSC

激励。

●诊疗服务提供者在LEBEN平台为患者成功诊疗后可获得CSC激励。

诊疗服务提供者通过自己的诊疗行为或者患者授权贡献医疗数据的行为

可以在 LEBEN平台上持续获得ASC与CSC，大幅提升诊疗收益。

同医 LEBEN 经济系统

㛐聴桽烏抲辭鍎慍懲羮漛斶
驔僉ASC

喥㛐彾嗚倀斶懪⺖
懲羮値轄CSC

彾嗚㛐聴
驔僉ASC

LEBEN

彾嗚喥㛐!!!㠧篻斶懪

杶镾諦郿 杶镾諦郿

斶懪懲羮鍎 贡献発轄崣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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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疗知识分享者

医疗知识分享者在LEBEN平台将自己的医疗知识以合约的形式进行分享，使医

疗知识流动起来。可获得多重收益：

● 医疗知识分享者的智能合约被LEBEN平台的使用者调用后可获得有偿使用费

用ASC；

● 医疗知识分享者的智能合约被LEBEN平台的使用者调用后可获得CSC奖励；

● 医疗知识分享者的成功创建智能合约后可获得CSC激励。

医疗知识分享者，通过自己医疗知识分享的行为可以在LEBEN平台上

持续获得ASC收益与CSC奖励，使自己的医疗知识实现价值，同时为医疗

水平的提升做出贡献。

同医 LEBEN 经济系统

蓜㛌鰓鲶鍎

蓜㛌懲羮鍎 贡献発轄

慍懲羮漛斶
驔僉ASC

蓜㛌鰓鲶倀蓜㛌⺖
懲羮値轄CSC

LEBEN

蓜㛌!!!鰓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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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疗数据贡献者

医疗数据的持有者经过患者授权后将数据（元数据）贡献到LEBEN平台上可获

得多重收益。

● 医疗数据被 LEBEN平台智能合约调用后贡献者可获得有偿使用费用ASC；

● 医疗数据被 LEBEN平台智能合约调用后贡献者可获得CSC奖励。

在LEBEN平台上贡献数据即可获得ASC收益及CSC奖励，医疗数据

的价值在LEBEN上可以得到充分体现，同时打破信任壁垒提升医疗。

同医 LEBEN 经济系统

斶懪㠧篻鍎

斶懪懲羮鍎 贡献発轄

慍懲羮漛斶
驔僉ASC

斶懪⺖懲羮
値轄CSC

LEB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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杶镾諦郿 杶镾諦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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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医 LEBEN 经济系统

ASC和CSC在平台中的作用

• ASC的作用

在LEBEN中，患者通过支付ASC，

获得最优质的诊疗服务。诊疗服务者通

过支付ASC可LEBEN中获得智能诊疗合

约，用于患者的诊疗服务。医疗产业中

的三方机构如医药，保险， 医疗设备提

供商，可调用LEBEN中的医疗数据及智

能合约，用于其新设备及药品的研发工

作，并且还可为患者提供医疗保险风控

管理服务。LEBEN中的知识共享者，通

过支付ASC将其医学知识转换为医疗智

能合约，获得审核通过后的医疗智能合

约供平台中的需求方使用，ASC是

LEBEN系统中的交易结算货币，对稳定

性要求较高。

• CSC的作用

所有参与方在数据交易或数据资产

转移时都需要使用计算服务，在这个过

程中都需要消耗CSC，CSC是LEBEN系

统中的计算服务燃烧货币，随着数据交

易需求增长，CSC的价值也会随之提

升。

各方参与者在LEBEN经济系统中支

付ASC、燃烧CSC获得数据、合约、服

务等满足自身需求，同时收获ASC收

益、CSC奖励，LEBEN平台的业务增长

将持续为LEBEN的经济系统循环提供动

能。

循环与扩张

患者、诊疗服务提供者、知识分享

者、数据贡献者是LEBEN基础的组成部

分，LEBEN通过丰厚的ASC收益及CSC

激励，使LEBEN平台迅速完成医疗数据

的原始积累。

医疗产业中的三方机构如医药，保

险，医疗设备提供商等，对医疗数据的

需求可以通过ASC购买合约在LEBEN平

台得到满足，也可以通过支付ASC参与

临床队列研究加快研发效率，通过

LEBEN平台的支持产出更优质的产品和

服务。

LEBEN平台通过ASC与CSC将患

者、诊疗服务提供者、知识分享者、数

据贡献者、制药公司、医疗设备制造

商、保险服务商等产业机构连接起来，

形成由传统医疗产业到区块链医疗的跨

界循环。

医疗产业结构通过LEBEN获取数

据，研制更优质的产品和服务提供给传

统医疗行业客户获取法币收入，法币通

过交易所转换为ASC进入LEBEN购买更

多数据和服务，形成良性循环。

同时医疗机构提供的ASC在

LEBEN体系中支付给多个基础构建者，

基础构建者获得收益再次增加，持续扩

大医疗数据池规模，并与产业机构的循

环联动，持续扩大LEBEN生态圈的规

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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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BEN多赢共享经济系统的循环与扩张

同医 LEBEN 经济系统

超级节点

超级开发者激励

与LEBEN合作的数字货币合作伙伴

需拿出一定额度用作超级开发者激励，超

级开发者为平台智能合约的所有者，针

对超级开发者按照一定周期进行激励，

每次都有一定数量的超级开发者获得激

励，开发者按照周期内智能合约调用次

数、交易量、使用者评分数等维度进行

综合测算分数，按照当期排名靠前的超

级开发者进行激励。

超级开发者激励针对的目标人群 为

全球范围内各医疗领域的顶尖医疗人才，

希望通过激励制度让目标用户分享医疗

知识。LEBEN将通过邀请及报名的方式

征集超级开发者参与。

超级数据节点激励

与LEBEN合作的数字货币合作伙

伴需拿出一定额度用作超级数据节点激

励，针对超级数据节点按照一定周期进

行激励，每次都有一定数量的超级数据

节点获得激励，超级节点按照周期内数

据规模、数据调用次数、使用者评分数

等维度进行综合测算分数，按照当期排

名靠前的超级数据节点进行激励。

数据质量是评判超级数据节点的重

要指标，数据质量需要有严格的数据审

计标准和专业报告，审计越多数据价值

越高。数据节点选择选择的数据审核组

织的评分对数据价值也会有重要影响。

    超级数据节点激励针对的目标人群

为全球范围内拥有大量医疗数据的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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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组织，希望通过激励制度让目标用

户贡献医疗数据。LEBEN将通过邀请及

报名的方式征集超级数据节点参与。

超级审计节点激励

与LEBEN合作的数字货币合作伙伴

需拿出一定额度的用作超级审计节点激

按照一定周期进行激励，每次都会有一

定数量的超级审计节点获得激励。超级

审计节点按照周期内的审计数量、审计

报告质量、审计效率等多个维度进行综

合评分。按照当前排名靠前的超级审计

节点进行激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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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医 LEBEN 生态系统

目前医疗产业存在严重的医疗资源分布不均问题，不仅表现在病患对医疗服

务获取的能力上，更表现在医疗产业链数据割裂现象严重。我们建立的

LEBEN 生态体系包含赋能生态层和创新生态层两个圈层，能够打破数据割裂，

推动医疗业务创新，实现医疗资源的均质化，卷入产学研和政府官方，使得人人

都能够随时、随地、按需享受到同等优质的医疗服务，而又不至于会有太大的经

济风险或陷入贫困的危险，最终实现全民健康覆盖。

医疗产业分析
就业务而言，可以将医疗行业产

业链分为 6 个层级：

（1）诊疗业务层，主要参与者包括

患者、医生和医疗机构

接受医疗服务是全球数十亿人口

生存发展的基本需求，因此业务诊疗层

也是发生数据交互和沉积最多的业务

层。但是也面临着严峻的问题，比如医

疗资源分配不均、数据安全隐患等等。

（2）流通业务层，主要参与者包括

医药和医疗设备的渠道商和物流商等

除了常规的药品和设备外，还有稀

有血型血液、器脏移植等特殊场景下的

物流需求，这些重要的医疗物品具有很

强的时效性，对物流提出了很高的挑战。

（3）业务层，主要参与者包括医药

制造商和医疗设备制造商

他们是医疗供应链的重要环节，对

宏观经济环境因素比如医药原材料、设

备原材料等的价格波动具有一定敏感性。

（4）研发业务层，主要参与者包括

各种科研机构和研发组织

既包含盈利性企业组织的研发部

门及机构，也包含科教属性的科研机构

和研发团队。医疗的研发门槛高、周期

长、风险大，不仅需要有较强的学术背

景和过硬的科研基础设施，进入到临床

实验阶段更需要开展周密而费时的测试

计划，针对大量样本进行测试并跟踪搜

集重要信息和数据。

（5）金融业务层，主要参与者包括

保险、支付等金融服务提供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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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服务供应商贯穿医疗产业链

始终，例如：在医疗层有大量针对病患

提供的医疗保险、在流通和制造层会有

相应的供应链金融服务提供商等等。他

们需要打通各个环节，搜集大量数据并

在此基础上提供相应金融服务。

（6）其他，主要参与者包括监管方等

监管方责任重大，需要对医药产

业全链条参与者进行管理。

在现有的医疗行业生态中，存在

一个亟待解决的重要问题：医疗资源分

布不均。医疗资源分布不均表现为两个

方面：

第一，从医疗服务供需角度上看，

医疗资源分布不均表现为病患对医疗服

务的获取上。在社会经济发展领先的国

家和地区，医疗产业发达，无论是医疗

科研、诊疗还是金融等行业周边服务等

资源都较为集中，病患能够以较低的成

本及时获得较高质量的医疗服务资源；

但在社会经济发展较落后的国家和地

区，医疗服务资源供给严重不足，医疗

质量水平低下，病患无法获取优质医疗

资源或获取优质医疗资源的成本较高，

一场病情往往能够导致一个病患家庭陷

入贫困或破产。这种情况严重威胁了整

体社会的稳定、繁荣和可持续发展。

第二，从数据资产供需角度上看，

医疗资源分布不均表现为数据割裂现象

严重。具体来说，在医疗行业的诊疗层，

数以十亿计的病患与医疗机构、医生直

接接触，产生了最大量的数据交互和

沉积。这些数据具有重要价值，被医疗

产业链上其他层级的参与者所需要。比

如医药研发者和科研组织机构需要大量

病患数据支撑研究以提供更好的医疗服

务，保险等金融组织需要大量病患数据

以提供更加可靠的金融服务，监管需要

大量数据以掌握情况增强疫情灾难的应

对能力等等。然而，在以往的技术环境

下，并没有一个大规模、安全可信的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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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交换共享机制，导致这些数据在供方

和需方之间并不是合法、高效地流通状

态。因此不但数据的价值没有得到充分

挖掘，限制了算法的生成和供给，导致

算法需求无法被满足，更出现了大量的

数据泄露和数据倒卖盗卖等违法现象，

使得数据所有权与使用权含混，严重侵

害了数据所有人的合法权益。

生态体系

生态概述

整体来说，LEBEN 生态体系包

含两个圈层、一个理想：

第一个生态圈层是赋能生态层，

围绕着打破数据割裂壁垒、实现数据可

信交易，LEBEN以搭建数据可信交换

平台和算力中心为核心，以专病为切入

策略，以智能合约商店为重要应用，并

与全球数字货币合作伙伴深度合作为

LEBEN平台提供应用服务权信ASC和和

计算服务权信CSC，实现对数据的可

信共享和对医疗行业的赋能，使得数字
资产可以自由流通；

第二个生态圈层是创新生态

层，LEBEN 以鼓励医疗应用DApp为重

要方针，通过LEBEN平台为基础，以

ASC、CSC为介质，推动各类医疗业务

场景下DApp的开发、应用与推广，推

动医疗行业业务的不断创新并最终实现

医疗行业商业模式的重塑。 

通过所搭建的两个圈层的生态，

LEBEN将建立一个高度包容、激励创

新、正向循环的生态体系，实现医疗资

源分布均质化。在这个生态体系中：

（1）信息数据可以通过确权成为能够

合法交易的资产

（2）信息数据资产可以在供需匹配中

实现流通变现

（3）生态参与方都可以受到激励形成

正向循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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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理想是指以实现全民健康覆

盖为 LEBEN 生态所追求的终极理

想。在实现卷入产学研、重塑医疗行业

全产业链后，LEBEN  生态将进一步

扩展至政府官方，积极嫁接全球各国

政府官方的重大疾病灾难协作机制，

追求实现将所覆盖的目标病患群体扩

展到全民，使得人人都能够随时、随

地、按需享受到同等优质的医疗服

务，而又不至于会有太大的经济风险或

陷入贫困的危险。

生态的经济学意义

1. 数字资产的供需困境

数据从被生产出后便拥有了使用

价值，直到市场上有人愿意为它出

价，数据便被赋予了价值。数据交易

的成功则是指数据完成了其价值的实

现，数据所有者以把数据的使用价值

让渡给数据使用者为代价而获得了数据

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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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BEN 生态内涵

但是，由于无法保障信任，在现

有技术条件下，数据资产使用即占有，

“数据开放”、“数据交易”、“数据

共享”、“数据交换”这些关键词几乎

约等于“数据泄露”。数据的拥有者不

一定是数据的使用者，但数据的使用者

一定能获得数据的所有权，数据的使用

权和所有权无法区分，所有者向其他主

体开放所拥有的数据的同时就面临的数

据泄露的风险。在这种情况下，无论是

企业、医院等机构组织所形成的数据资

产，还是病患、消费者等个人所形成的

数据资产，更多是一种“伪资产”，一

旦开放使用就是泄露，不但隐私无法受

到有效保护，更无法通过数据的循环交

易实现持续不断的收益。

因此，数据的拥有者不愿意去进

行数据交易，这就造成了数字资产供需

的矛盾。第一，海量的数据实时产生，

数据的生产非常充沛；与之相对应，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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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发展创新实时进行，所有的商业、科

研机构和政府等社会参与者对数据的需

求非常旺盛，它们需要海量数据以生产

和更新算法，并进一步满足其他数字资

产使用者的需求。但是，在数据生产和

数据需求之间，由于没有人能够保证数

据作为一种商品实现安全、可信的交易，

导致数据的供给非常稀缺，数据的价值

挖掘程度非常低下，其他数字资产如算

法等医疗服务解决方案的提供也因此受

限；第二，数据的生产非常充沛，数据

的需求非常旺盛，数据的泄露和非法倒

卖盗卖现象非常严重。

这一切都根源于数据的使用权和

所有权无法分开，导致了数据的生产、

供应和需求三个环节被割裂，无法形成

合力，并进一步导致了整个数字资产的

供需困境，造成整个数字资产交换市场

交易成本高昂、发展迟缓。

2. L E B E N生态对数字资产供需的影
响

在初始阶段，LEBEN 生态尚未

建立，人工智能、大数据、区块链技

术都比较初级，数据生产很多，数据

潜在需求很多，但由于数据供给很

少，数据需求也因此受限。

这一阶段面临两个问题和困

难：（1）数据没有被充分挖掘；

（2）数据所有者的权益无法被保障，

数据无法安全、可信的交易。以上两

个因素共同导致了数据生产和数据供

给的不匹配，使得数据供给非常少，

无法生产算法等其他数字资产，直接

导致了数字资产供需的困境，并进而

限制了整个数字资产交易市场的发展。

初始状态：数据使用权和所有权

无法区分→数据所有者很少进行供给→

艹汇涪斂盾

嚏式菸ê

嚏式比杼

嚏式閾遇

二辩ǚ陀蔑贰朔挠 菸捧,囟岛伍蹿

LEBEN 生态对数据供需的影响

同医 LEBEN 生态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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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使用者需求亟待被满足→数字资产

供需困境→数字资产交易市场发展迟缓

LEBEN 生态将会通过两个阶段

的发展演进解决数字资产的供需困

境，并进一步谋求第三阶段的发展，

追求增进社会公益和福利。

（1）第一阶段：LEBEN 搭建赋

能生态层，供给侧改革

数据可信交易平台明确区分了数

据的所有权和使用权，通过技术实现了

数据资产的可用不可得，从而降低了交

易成本，解放了数据供给。数据资产在

平台上能够快速、公平、安全的交易，

数据供给和需求实现匹配。随之而来，

算法等数字资产大量产生供应，如医疗

智能解决方案、保险等，不断满足数字

资产使用者的需求，数字资产交易市场

走向繁荣。

LEBEN 赋能生态层：数据可信

交易平台的搭建→解放数据供给→数

据供需满足→数字资产供应拉升→数

字资产供需满足→数字资产交易市场走

向繁荣。

（2）第二阶段：LEBEN 搭建创

新生态层，需求侧拉动

LEBEN生态系统下的业务创新

彻底解放了数字资产的需求，会拉动

大数据、云计算等技术的飞速发展，

使得数据价值能够被充分挖掘，数据最

终能够实现按需生产并供应。

LEBEN创新生态层：激励机制的

建立和业务的创新→数据使用者需求被

彻底激发→倒逼数据价值挖掘能力的提

升→数据生产和数据供给鸿沟减少→数

据供需的同步扩大。

（3）第三阶段：LEBEN 进一步扩

展，实现社会价值的最大化

在经历前两个阶段的发展后，LEBEN

生态将表现足够强大的生命力、足够包容

的开放性和无与伦比的系统效率。这时候， 

LEBEN 将积极寻求和政府的官方合作，如

引入政府的重大疾病灾难应急机制，进一

步追求社会公益和福利。

3. LEBEN 的生态价值

LEBEN 的价值就在于从数据供

给入手，进行供给侧改革以扩大数据供

应，在赋能生态层通过搭建可信数据交

易平台创造良好环境以降低交易成本、

提高交易效率，让数据所有者敢于供

给、乐于供给、积极供给，从而推动数

据供需平衡。之后，再通过建立创新生

态层，进一步激发使用者的数据需求，

反向以数据需求拉动数据生产和供应，

形成良性循环，实现数字资产供需的同步

扩大，并更加促进了LEBEN生态的欣

欣向荣。

同医 LEBEN 生态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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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愿景
以服务医疗行业为使

命，LEBEN生态愿景是：打破医疗行

业数据割裂现状，深度赋能医疗行业

各方参与者，积极推动医疗行业业务

创新，并最终助力医疗行业商业模式

的优化重构，实现医疗资源的均质化

和全民健康覆盖。

LEBEN 生态的赋能生态层和创新

生态层存在递进关系。在LEBEN 赋

能生态层打通医疗产业链的数据流通

之后，数字资产的积累和利用会越来

越多。在LEBEN创新生态层提供的多

元化激励机制下，各种解决产业链上

具体场景需求的DApp会源源不断产

生，从而不断地推动着业务的创新，

优化现有医疗产业链上各个参与者之

间的协作关系。

在经过一系列量变引起质变的创

新后，原有在数据割裂状态下形成的医

疗产业链生态将被打破，医疗行业各层

级的参与者会更紧密的配合协作起

来，LEBEN生态将推动整个医疗产

业商业模式的优化重构。

在 L E B E N 所重塑的医疗产业生态中：

1. 对数据资产使用者来说，如保险、

科研机构等，在 LEBEN 生态中对

数据可用不可得，能够实现敏感数

据使用的平民化，让其能够对数据

用得到、用得畅，而不用担心数据

泄露及带来的相关法律风险；

2. 对数据资产拥有者来说，可以利用

LEBEN 生态所提供的数据工具套

件实现数据的标准化，并出售数据

的使用权以获得收益和激励。使得

自身拥有数据的使用价值得到充分

挖掘，利用好；让自身数据在市场

交易中实现价值，收益好；

LEBEN!菸捧段吾舁G菸捧

2!㛐聴 医疗机构

渠道商 物流

监管 医药种植

医药制造商 设备制造商

研发组织 科研机构

保险 支付 供应链金融

患者 医生

3!牐㬦

4!壽㬬

5!蔠僨

6!㳟@

7!謾骼

縟趵
浧媀
㳛椨

謾骼壽㬬縟

牐㬦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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豕咲
語羠

LEBEN 生态对医疗行业的改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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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对算法资产拥有者而言，在LEBEN生

态中将知识和技能转化为算法和解决

方案并进行市场化流动，能够实现自

身医疗知识技能分享的便捷化和市场

化，实现自身医疗理想价值的普世

化，让其能够对自身学识利用好，对

自身价值实现好；

4. 最终，对数十亿患者来说，能够随时

随地获得所需要的医疗资源，LEBEN

生态将实现全民健康覆盖，让患者

治好病、付起钱。全民健康覆盖是

联合国在 2013 年提出的概念，其目

标是确保所有人都可以获得所需的

卫生服务而不会有大的经济风险或

陷入贫困的危险（WHO,2013）。

LEBEN生态中一是通过搭建可信数据

交易平台，深度赋能各方、积极推动

创新，以实现所有人都能获得所需要

的卫生服务；二是通过建立公益性的

激励体系和信贷体系为病患提供相应

的医疗金融产品，以实现所有人都可

以支付得起。

5.

同医 LEBEN 生态系统

赋能生态层
在LEBEN赋能生态层中，深度

应用区块链等技术搭建可信数据交易

平台，从专病切入，对数字资产进行

供给侧改革。所有繁杂、无序流动的

诊疗数据都将变为可识别、可追溯、

可交易，最终形成数据资产，打破医疗

行业的“数据孤岛”现象，从而进一步

提高诊疗效率，为医疗行业赋能。

可信数据交换平台的搭建
LEBEN通过使用“安全多方加密

运算”、沙箱化的数据传输等技术，

能够实现数据所有权、数据使用权、

数据执行权“三权分立”。数据不上

链，链上只有数据目录，数据所有权

归供应方所有，数据交换平台不存储

供应方数据，而是将数据封装放入沙

盒，只有持有沙盒密钥的需求方才可

查看数据。从而在不泄露数据的情况

下，让敏感数据实现可信交易，为相关

方创造价值。

数据中心的部署
LEBEN以个人用户和企业用户的

算力为基础，将持续向全球开发新的算

力资源，提升用户数据交换和数据计算

体验，让更少的资源消耗创造出更大的

价值。同时，为了更好地服务于用户，

将依赖来自全球的合作伙伴或专业团

队，在全球部署算力中心，确保算力投

资者以最少的投入获得稳健的收益。

扩展性极强生态系统的建立
LEBEN使用了全新的智能合约

技术，将目前与区块链紧耦合的智能

合约完全剥离出来，使得每条链可以为

多个合约实体提供服务，每个合约实体

可以操作多条区块链，从根本上解决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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块链体系的异构协同与可扩展，方便合

约跨链访问和应用场景通用化。实现多

链多合约，可扩展性极强，为构建医疗

产业各方数据可信交换和共享平台提供

了强大的技术支撑和保证。

傻瓜式智能合约的应用
　　在智能合约设计上，LEBEN引

入“多米诺”模型，将智能合约设计由

硬编码方式变为可视化绘制图方式，这

样将合约设计能力释放给业务人员；在

智能合约管理上，采用智能合约模板、

产品和执行合约三层结构管理智能合

约，以可视化方式进行智能合约查询、

编辑、审核等；在智能合约监控上，可

以多方位可视化监控智能合约。将智能

合约设计、管理、监控可视化，极大地

方便了智能合约的推广和使用。

嚏式

跣鳏

斶懪
㫜鬫縟

梽椨酽 梽椨鲈 梽椨醑 豕咲 , 婩僨鍎

溟脏

溟惮微脞繁琰弓墨

同医 LEBEN 生态系统

数字资产交易机制的确立
LEBEN通过“ASC”、“CSC” 

和“智能合约商店”确定数字资产交易

机制。

ASC用于辅助平台使用者的常规支

付和结算，数字资产使用者可以支付

ASC给数字资产拥有者以获得其想要的

数资产。考虑到用户的使用习惯，ASC

将引用与法币相锚定的稳定数字货币，

以方便偏好使用法币的用户更好地完成

支付与结算。

智能合约商店是一个 C2C 的医疗

知识计算化智能合约交易平台，具有完

整的多模式对外服务器结构（BaaS 服

务 +API 服务 +APP 服务）。智能合约

商店用来交易数字资产商品三类：算法

（知识）、数据和算力，它们都在交易

中形成公允定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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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算法交易

在 LEBEN 生态内，当顶级医学专

家的医学知识和诊疗方法被进行智能合约

形式化后，便会在智能合约商店有偿共

享。通过“不断的开发新合约→智能合约

在智能合约商城的交易中依据效果进行定

价→ 基于效果好的合约继续开发更加优化

的合约”，LEBEN 打造了一个智能合约自

生长的生态，并在智能合约商店的交易中

让合约组件具备了产业应用价值，激励开

发者去创造更好的智能合约。

同时，基于智能合约商店，我们积

极赋能算法开发者，为其提供相应的产

品组件和开发工具，为其赋能，方便其

与医学专家的合作，提高算法开发效率。

（2）数据交易

医院以及医疗机构等重要数据源会

将自身数据经过清洗、整理后放到智能

合约商店中进行交易，并在交易中形成

公允定价。

同时，基于智能合约商店，我们积

极推动形成数据交易一级市场。因为医

疗行业的数据分布是多层次的，既有来

源于个人的数据供给，如病患所拥有的

诊疗数据和普通人通过可穿戴设备接入

的健康数据，也有来源机构的数据，如

大型医院、医疗机构所拥有的数据。由

于个人具备的专业知识和技能有限，更

可能的状况是医院等机构从个人客户手

中获得其数据并进行归集整理，最终形

成便于交易的数据挂到智能合约商店中

以待贩售。这个逻辑很类似租房市场，

刚开始的租房市场以个人房东为主，但

由于专业性的局限，随着市场的发展，

越来越多的个人房东将房屋交给长租公

寓公司打理，逐渐形成以长租公寓公司

为主要供给方的租房市场格局。因此，

我们尊重规律，积极创造条件推动数据

交易一级市场的发育和发展，积极开

发、提供相应的产品组件，为机构转型

成数据资产运营商赋能。

（3）算力交易

算力提供方提供算力，并在智能合

约商店进行交易。

创新生态层

激励机制
     在创新生态层，LEBEN建立完善的

生态激励机制，对数字资产进行需求侧

拉动，鼓励各种 DApp 开发者和创新 

者与数字资产拥有者进行合作以充分 利

用在赋能生态层所形成的数据资

产。LEBEN既可以为DApp开发者和创

新者提供平台以帮助其在所擅长业务领

域的进行DApp开发和创新，又可以为

DApp开发者和创新者提供各种DApp应

用分发渠道和众筹开发通道，帮助

DApp开发者和创新者实现变现。最终

卷入产学研，打通医疗产业链，实现行

业上下游的协作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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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疗业务的不断创新
在 LEBEN生态的激励下，大量DApp

开发者、创新者和算力提供者、数字资产

提供者、数字资产使用者大量加入并日益

增多，各种具体医疗业务场景下的DApp

会大量涌现，满足医疗产业链上各个参与

者的需求，不断推动医疗业务的创新。

同医 LEBEN 生态系统

包括不限于：智能诊疗DApp、分级诊疗

DApp、远程医疗DApp、大型队列服务

DApp、疑难疾病辅助诊断DApp等。



69

同医 LEBEN 路线图

路线图

2019
6月 Q1 • 项目发布与治理结构搭建

• 中英美研发平台搭建
• 各国核心团队沟通任务与人员锁定
• 原理模型试验结果发布
• 设立耶鲁研发中心

2019
12月

2020
6月

2020
12月

2021
6月

2021
12月

Q2

Q3

Q4

Q5

Q6

• 测试平台上线
• 支持基本功能的数据交换
• 合约开发环境
• 发布数据交换黄皮书

• 基本功能完备，且平台上线
• 支持算力算法的交换
• 合约商城上线
• 与权威机构启动重大疾病临床指南的计算化工作
• 先心安产品化
• 发布外科大数据与精准诊疗黄皮书

• 发布专病精准多级诊疗系统，融合第一批专病数据与算法
• 心脑血管疾病健康管理应用平台研发
• 启动算法路由末端芯片研发
• 发布针对开发者与使用者的培训体系
• 发布数据安全黄皮书

• 主要医疗服务场景下，调用智能合约支持完整的“诊疗流程”
• 平台支持规模化的第三方应用
• 发布心脑血管疾病健康管理应用平台研发
• 发布黄皮书：医疗知识计算化与智能合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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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团队

朱皞罡博士，LEBEN 总架构师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

中国青年“千人计划“引进人才

国家电子政务委员会委员

中国区块链技术创新与应用联盟秘书长

英国卫生部国家健康研究院研究员

中国医药信息学会远程医疗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

员英国Moorfields眼科医院荣誉研究员

伦敦大学学院研究员

高坚博士，LEBEN总经济师

原国家开发银行总经济师、资金局局长兼香港代
表办事处首席代表

原国家开发银行党委委员、副行长

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博士生导师

毕伟博士，LEBEN技术顾问

伦敦大学视觉科学博士

牛津大学计算机科学硕士

中国区块链技术创新与应用联盟副秘书长

原任伦敦大学研究员，研究生博士生导师

8项区块链技术专利第一发明人（审核状态中，2017
年提交）

多次受邀参加大型国际学术会议，其成果发表在新英
格兰顶级学术期刊，文章、观点被BBC、英中时报、
伦敦华语广播电台、Complex UK等媒体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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