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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赵鹏‘１’

随着计算机技术的日益普及，医院信息化已经成为医院现代化管理的重要条件，在给医院带来了巨大便利和效益

的同时。其数据安全也成为重要的挑战。针对新疆地区的特殊环境以及医院信息系统管理工作的现状，结合新疆医科大学
第一附属医院信息系统所采取的安全方法，为构建安全运行体系提出了几点可行性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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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世纪９０年代以来，我国医疗机构信息化建设进入了～个高速发展时期。据２００１年卫生部统计，全国已有９２７家－－甲
医院全部建立了信息系统‘“。随着医院信息化建设的不断推进，在享受着它给我们带来巨大便利的同时，网络安全体系的
良好建立也正在成为闲扰医院院长和信息主管的重大问题。据ｌＤＣ的统计数字表明，美国在２０００年以前的１０年间发生过灾
难的公司中，有５５％当时倒闭，剩下的４５％中，因为数据丢失，有２９％也在两年内倒闭，生存下来的仅占１６％“１。树立强
烈的容灾意识对任何一家医院来说都已非常必要。

１新疆地区医院信息系统安全现状
当前，卫生系统对医院内部的网络安全管理还没有统一的标；隹。医院内部对信息系统的管珲不规范、不重视，很多地
方和政府对当地的信息系统及其安全管理都有各自的标；隹和政策。新疆地区由于信息化建设起步晚，很多信息化工程的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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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随着医疗信息系统的推广应用，医院数据量呈急速增长的趋势，医院信息系统的存储备份与容灾越来越重要。着

重探讨医院ＳＡＮ存储网络技术在医院信息系统容灾与备份中的实现方案，介绍医院存储系统实现的具体技术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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