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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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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准中文名称

1 范围

1.1 设备

本应用规范适用于具有网络连接功能以进行电子数据交换或远程控制的医疗设备，其中网络包括无

线、有线网络，电子数据交换包括单向、双向数据传输，远程控制包括实时、非实时控制。

1.2 管理组织

本应用规范适用于医院内部管理设备的相关部门，比如：设备采购科室、使用及管理科室、信息科

室。管理组织负责统筹协调，完成对医疗设备的运维管控和安全管理工作。

1.3 人员

本应用规范适用于设备采购人员、设备供应商、设备开发人员、设备运维人员、设备使用者、设备

管理人员、设备审计人员。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国家医疗健康信息医院信息互联互通标准化成熟度测评方案(2020年版)
全国医院信息化建设标准与规范(试行)
GB/T 22239-2019信息安全技术网络安全等级保护基本要求

GB/T 25070-2019信息安全技术网络安全等级保护安全设计技术要求

GB/T 28448-2019信息安全技术网络安全等级保护测评要求

GB 50174-2017数据中心设计规范

GB/T 37044-2018 信息安全技术 物联网安全参考模型及通用要求

3 术语和定义

3.1 医疗设备

单独或者组合使用于人体的仪器、设备、器具、材料或者其他辅助医院业务开展的软硬件设备，包

括但不限于：血透机、呼吸机、心电图机、B超机、放射类设备、检验类设备、专科医院特有设备、自

助终端设备、大屏叫号设备。

3.2 外部用户

非医院正式员工及未经授权使用设备的人员，包括但不限于：运维人员、软件开发人员、第三方供

应链、访客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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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医疗设备网络防护要求

4.1 网络架构

a. 应划分不同的网络区域,并按照方便管理和控制的原则为各网络区域分配地址；

b. 医疗设备网络区域与其他网络区域之间应采取可靠的技术隔离手段。

4.2 通讯传输

a. 宜采用校验技术或国密技术保证通信过程中数据的完整性；

b. 宜采用国密技术保证通信过程中数据的保密性。

4.3 边界防护

a. 应保证跨越边界的访问和数据流通过边界设备提供的受控接口进行通信；

b. 应对非授权设备私自联到其他网络的行为进行检查或限制；

c. 应对外部用户非授权联到内部设备的行为进行检查或限制；

d. 应限制无线网络的使用,保证无线网络通过受控的边界设备接入医疗设备；

e. 在发现非授权设备私自联到其他网络的行为或外部用户非授权联到医疗设备的行为时,应对其

进行有效阻断。

4.4 访问控制

a. 应在网络边界或区域之间根据访问控制策略设置访问控制规则,默认情况下除允许受控接口通

讯外，默认情况下拒绝所有通讯；

b. 应删除多余或无效的访问控制规则;优化访问控制列表,并保证访问控制规则数量最小化；

c. 应对源地址、目的地址、源端口、目的端口和协议等进行检查,以允许/拒绝数据包进出；

d. 应根据会话状态信息明确允许/拒绝进出数据的访问；

e. 应对进出网络的数据流实现基于文件类型的访问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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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 入侵防范

a. 应在关键网络节点处检测、防止或限制从外部发起的网络攻击行为；

b. 应在关键网络节点处检测、防止或限制从内部发起的网络攻击行为；

c. 当检测到攻击行为时,记录攻击源 IP、攻击类型、攻击目标、攻击时间,在发生严重入侵事件时

应提供报警。

4.6 安全审计

a. 应具有保障信息系统服务器时间一致的机制；

b. 对重要网络节点进行安全审计,审计覆盖到每个用户,对重要的用户行为和重要安全事件进行

审计；

c. 审计记录应包括事件的日期和时间、事件类型、事件是否成功及其他与审计相关的信息；

d. 应对审计记录进行保护,定期备份,避免受到未预期的删除、修改或覆盖等；

e. 应建立完善的审核机制，向境外传输数据应经过安全评估。

5 医疗设备终端防护要求

5.1 身份鉴别

a. 应对登录的用户进行身份标识和鉴别,身份标识具有唯一性,鉴别信息具有复杂度要求并定期

更换；

b. 应提供并启用登录失败处理功能,应配置结束会话、限制非法登录次数和当登录连接超时自动

退出等相关措施。

5.2 访问控制

a. 应对登录的用户分配账户和权限；

b. 应重命名或删除默认账户,修改默认账户的默认口令；

c. 应及时删除或停用多余的、过期的账号,避免共享账号的存在；

d. 应授予管理用户所需的最小权限,实现管理用户的权限分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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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 安全审计

a. 应具有安全审计功能,审计覆盖到每个用户,对重要的用户行为和重要的安全事件进行审计；

b. 审计记录应包括事件的日期和时间、用户、事件类型、事件是否成功及其他与审计相关的信息；

c. 应对审计记录进行保护,定位备份,避免受到未预期的删除、修改或覆盖等。

5.4 入侵防范

a. 应遵循最小安装的原则,仅安装需要的组件和应用程序；

b. 应关闭不需要的系统服务、默认共享和高危端口；

c. 应通过设定终端接入方式或网络地址范围对通过网络进行管理的管理终端进行限制；

d. 应能发现可能存在的已知漏洞,并在经过充分测试评估后,及时修补漏洞。

5.5 个人信息防范

a. 应仅采集和保存业务必需的用户个人信息；

b. 应禁止未授权访问和非法使用用户个人信息。

6 医疗设备管理安全要求

6.1 人员管理

a. 应对相关人员的身份、安全背景、专业资格或资质等进行审查；

b. 应要求相关人员签署保密协议,关键岗位人员签署岗位责任协议；

c. 应对相关人员进行安全意识教育和岗位技能培训,并告之相关的安全责任和惩戒措施；

d. 应针对不同岗位制定不同的培训计划,对安全基础知识、岗位操作规程等进行培训；

e. 对关键区域或关键系统禁止外部人员访问。

6.2 运维管理

a. 应制定安全事件报告和处置管理制度,明确不同安全事件的报告、处置和响应流程,规定安全事

件的现场处理、事件报告和后期恢复的管理职责等；

b. 应在安全事件报告和响应处理过程中,分析和鉴定事件产生的原因,收集证据,记录处理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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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结经验教训；

c. 对造成系统中断和造成信息泄漏的重大安全事件应采用不同的处理程序和报告程序；

d. 应建立联合防护和应急机制,负责处置跨单位安全事件；

e. 应制定重要事件的应急预案,包括应急处理流程、系统恢复流程等内容；

f. 应定期对系统相关的人员进行应急预案培训,并进行应急预案的演练；

g. 应确保外包运维服务商的选择符合国家的有关规定；

h. 应与选定的外包运维服务商签订相关的协议,明确约定外包运维的范围、工作内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