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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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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I 

引  言 

“46312”全民健康信息化工程旨在整合散布在不同应用系统、不同医疗卫生机构、不同区域中的

医疗卫生信息，以实现互联互通、信息共享，并将卫生信息标准体系建设作为信息化建设的两大保障体

系之一。 

信息技术领域的标准化要求在全球范围内无歧义地定义可标识的标准化信息对象。在我国面向信息

整合共享的卫生信息共享文档研制开发过程中，涉及到许多对象，诸如组织机构、人员、设备、文档模

板、值域代码表、医学术语系统、患者标识、住院号、病理号、消息传递、医学数字影像等标识。这些

实体或虚拟对象的统一、规范标识，是以信息共享、互联互通为目标的全民健康信息化工程的一项重要

的基础性工作。 

为了唯一地标识对象，国际标准化组织ISO和ITU联合建立了一种信息对象注册的分层结构（树）

标识体系。该分层结构在GB 17969.1-2000 《信息技术 开放系统互连 OSI登记机构的操作规程 第1部

分：一般规程》中进行了规定。在这种结构中，“joint-iso-itu-t(2)”和“iso(1)”是分层结构的第一层节点，

“国家成员体（参见GB/T 2659-2000《世界各国和地区名称代码》）”节点位于第二层“iso(1) member-body

（2）”节点下，“国家”节点位于“joint-iso-itu-t(2) country(16)”节点下。我国的“国家成员体”节点和“国家”

节点及其分支由国家级的OID注册机构（即OID注册中心）管理。为了适应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和全

民健康信息化发展对卫生信息共享的现实需求，满足区域卫生信息共享、业务协同的业务需求，规范卫

生信息互联互通中对象统一标识，国家卫生健康委统计信息中心在国家OID注册中心注册申请了卫生健

康信息开放系统互连OID根标识。按照GB/T 4657-2009的规定，申请注册国家卫生健康信息领域节点代

码为10011，即“1.2.156.10011”和“2.16.156.10011”表示国家卫生健康信息根OID标识。根节点及分支由

挂靠国家卫生健康委统计信息中心的国家卫生健康信息OID注册中心进行注册、管理和维护。并在此基

础上，开展卫生健康信息OID注册操作规程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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卫生信息标识体系 对象标识符注册管理规程 

1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卫生健康信息实体对象标识符注册管理规程，具体规定了： 

a) 卫生健康信息OID注册机构管理层级； 

b) 卫生健康信息OID注册分中心和其他实体机构申请注册规程； 

c) 卫生健康信息OID注册管理规程； 

d) 争议解决办法。 

本标准适用于卫生健康信息OID标识的申请、注册、管理和维护。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对于本文件的应用是必不可少的。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仅所注日期的版本适用于本文

件。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文件。 

GB/T 17969.1—2000 信息技术  开放系统互连  OSI注册机构操作规程  第1部分：一般规程及

ASN.1 对象标识符树的顶级弧（eqv ISO/IEC 9834-1） 

GB/T 17969.3—2008 信息技术 开放系统互连  OSI注册机构操作规程  第3部分：ISO和ITU-T联

合管理的顶级弧下的对象标识符弧的登记（mod ISO/IEC 9834-3:2005） 

GB/T 26231—2017  信息技术 开放系统互连 对象标识符（OID）的国家编号体系和操作规程 

GB/T 35299—2017 信息技术 开放系统互连 对象标识符解析系统（ISO/IEC29168:2011，MOD) 

GBT 35300-2017 信息技术 开放系统互连 用于对象标识符解析系统运营机构的规程 

WS/T 482—2016  卫生信息共享文档编制规范 

WS/T 682—2020 卫生信息标识体系 对象标识符编号结构和基本规则 

ISO/IEC 9834—3:2005 信息技术 开放系统互连 OSI注册机构操作规程 ISO和ITU-T联合管理的顶

级弧下的对象标识符弧的登记（Information technology—Open systems interconnection—Procedures for the 

operation of OSI registration authorities: Registration of object identifier arcs beneath the top-level arc jointly 

administered by ISO and ITU-T）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标识  identifier 

在一定范围内唯一识别各种应用环境中物理、逻辑实体或信息的一种属性。 

3.2  

对象标识符  object identifi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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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对象相关联的用来无歧义地标识对象的全局唯一值，可保证对象在通信或信息处理中正确地定位

和管理。  

[GB/T 26231—2017 中定义] 

3.3  

卫生信息对象标识  health information object identifier 

卫生健康信息互联互通应用环境范围内，对各类物理、逻辑实体或信息进行唯一识别，以便网络或

应用基于该标识对目标对象进行相关控制和管理，及相关信息的获取、处理、传送与交换。 

3.4  

数字OID  integer object identifier 

由注册机构分配的标识申请方的对象标识符主值。 

[GB/T 26231—2017 中定义] 

3.5  

字母数字OID  alphanumeric object identifier 

由申请方提供标识其管辖对象的字母数字类型的对象标识符辅值。 

[GB/T 26231—2017 中定义] 

3.6  

主值  primary value 

分配给RH名称树弧的特定类型值，能够在始于其上级结点的弧的集合中无二义性标识该弧。 

[GB/T 26231—2017 中定义] 

3.7  

辅值   secondary value 

与一条弧关联，为读者提供有用的附件标识，但不是通常无二义性标识该弧，在正常情况下也不包

括在计算机通信的某一类型值。 

[GB/T 26231—2017 中定义] 

3.8  

标识编码规则  coding rules of identification 

规定标识符格式和结构的编码规则。 

3.9  

管理规程  management procedures 

卫生健康信息领域各级标识编码管理机构应遵循的标识编码管理权限、管理范围以及管理流程等规

范。 

4 缩略语 

下列缩略语适用于本文件。 

OID：对象标识符（Object Identifi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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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H名称树：注册分层名称树（Registration-Hierarchical-name-tree） 

5 注册管理规程设计原则 

5.1 继承性原则 

卫生健康信息的根OID对应于国家OID注册中心，其分配的下一级节点是由上级结点给他们已授予

的管理注册职责。 

5.2 符合程序原则 

注册管理的程序性要求是确保OID注册过程规范合理，审批公平、公正、公开的重要措施；符合程

序就是突出动态监督和有效监管。 

5.3 完整性和安全性原则 

卫生健康信息OID的注册工作需要具备完整的技术体系，同时应具备必要的安全机制，保障标识编

码对象在注册、解析过程中的信息安全。 

5.4 分级管理原则 

在国家OID注册中心统一领导的前提下，从我国的国情出发,实行分级管理，使各省级或者市级管理

机构具有一定的管理权限，以利于因地制宜地统筹安排地方的组织机构以及企业等OID的注册和管理工

作。 

5.5 医药卫生服务机构属地化原则 

医药卫生服务机构OID标识的注册工作实行属地化管理，其中连锁药店、网上药店属地化到省一级，

而医院（包括委属管医院、省级医院、市级及以下医院）、专业公共卫生机构（包括国家、省级、市级

及以下专业公共卫生机构）、独立设置医疗机构以及单体零售药店属地化到市一级。医药卫生服务机构

依据地理位置向所在省或城市的省级或市级卫生健康信息OID注册中心提出申请，由省级或市级卫生健

康信息OID注册中心负责审核和维护工作。 

5.6 自主可控原则 

OID注册过程按照国家-省-市三级注册中心进行分级注册，申请机构向负责自己的OID注册分中心

提出申请，每一级注册中心负责审核、维护工作，而在每一个节点实现自主可控，节点以下分支的注册、

审核以及维护工作由节点自主控制。国家卫生健康信息OID注册中心只负责省级卫生健康信息OID注册

中心以及医疗软件企业的OID注册工作，市级卫生健康信息OID注册中心以及连锁药店等完全由省级的

卫生健康信息OID注册中心负责，国家将中心数据库访问权限授权给省级卫生健康信息OID注册中心。

省级卫生健康信息OID注册中心和市级卫生健康信息OID注册中心的关系与此类似。 

6 注册管理层级和操作规程 

6.1 注册管理层级 

注册管理层级主要针对实体对象，实体对象管理包括三级注册中心，分为国家、省级和市级卫生健

康信息OID注册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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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国家卫生健康信息OID注册中心，挂靠在国家卫生健康委统计信息中心，负责医疗卫生管理机

构、医药卫生服务机构、医疗软件企业、居民健康卡标识等管理大类OID根标识的分配，同时负责省级

卫生健康信息OID注册中心或其他管理小类节点OID根标识的分配，以及省级OID注册中心注册权限的

授予，管理OID的中心端数据库设置在国家注册中心并提供统一的解析服务。 

b)  省级卫生健康信息OID注册中心，挂靠在省卫生健康委统计信息中心，负责连锁药店、网上药

店等管理细类OID根的分配以及根下节点OID标识的注册、审核和维护工作，同时负责市级卫生健康信

息OID注册中心的OID分配以及注册权限的授予，不提供OID解析服务，统一在国家卫生健康信息OID

注册中心的解析服务器进行解析。 

c)  市级卫生健康信息OID注册中心，挂靠在市卫生健康委统计信息中心，负责本市的医院、独立

设置医疗机构、专业公共卫生机构、单体零售药店、基层医疗卫生机构等OID根的分配以及根下节点OID

注册、审核和维护工作，此外还负责本市居民健康卡的注册管理工作。 

标识编码体系由国家卫生健康信息OID注册中心、省级卫生健康信息OID注册中心、市级卫生健康

信息OID注册中心以及其他实体机构共同运行。管理机构根据业务和管理需求进行分层级设置，负责卫

生健康信息领域标识注册系统的运行和管理,每个实体机构自主维护管理各自节点分支下标识的注册。 

管理层级见图1。 

国家卫生健康信息OID注册中心国家交通运输OID注册中心 ...

B省省级卫生健康

信息OID注册中心

A省省级卫生健康

信息OID注册中心

M市市级卫生健康信

息OID注册中心

国家OID注册中心

C省省级卫生健康

信息OID注册中心

D省省级卫生健康

信息OID注册中心

L市市级卫生健康信

息OID注册中心

N市市级卫生健康信

息OID注册中心

...

...
 

图1 注册管理层级 

 

国家卫生健康信息OID注册中心从国家OID注册中心注册申请获得了2.16.156.10011根节点，独立于

国家OID注册中心，负责统筹卫生领域OID标识的注册管理维护工作。凡是卫生健康领域的实体对象或

虚拟对象，其OID标识均由国家卫生健康信息OID注册中心进行管理，只需向国家OID注册中心备案。 

OID的注册工作在每个节点实现自主可控。下一级OID注册分中心或者同一层的其他节点向上一级

OID注册分中心提出OID注册的申请，接受申请的注册分中心负责注册、审核和OID的维护工作。但上

一级注册分中心只负责到下一级的节点为止，下一级以下的节点由下一级节点自行管理维护，上级节点

只负责数据操作权限的授予，每个节点得到授权之后实现自主可控，负责各自管理的OID的维护工作，

包括记录、更改注册信息、注销注册信息、OID备案。中心端数据库设置在国家卫生健康信息OID注册

中心，所有OID的注册使用统一的网站，尽管每个节点自主可控，但必须遵循OID注册的元数据规范，

元数据标准由国家卫生健康信息OID注册中心统一制定。卫生健康信息OID解析服务器设在国家卫生健

康信息OID注册中心，由中心提供统一的解析服务，分节点进行解析。OID具体应用示例见附录A。 

6.2 注册分中心及其他实体机构申请规程 

6.2.1 申请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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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级卫生健康信息 OID 注册中心向省级卫生健康信息 OID 注册中心提出申请，由省级注册中心授

予权限以及分配 OID，市级以下节点由市级注册中心自行管理。省级卫生健康信息 OID 注册中心则向

国家卫生健康信息 OID 注册中心提出申请，由国家卫生健康信息 OID 注册中心授予权限以及分配 OID，

省级以下分支机构的节点由省级注册中心自行管理。 

其他实体机构的划分主要依据6.1中所述的管理层级结构，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我国政府机关、企

事业单位、社会团体以及其他法人机构具有申请资格，可以向负责管理的国家级管理机构、省级管理机

构或者市级管理机构提出。申请机构向所属的注册分中心提出申请，提交申请文件，申请该机构自身的

根OID。其他实体机构的管理权限由注册中心授予，负责机构内部实体的OID注册、审核和维护工作。 

6.2.2 注册分中心申请规程 

省级或市级卫生健康信息OID注册中心申请的规程如下所示： 

a)  申请单位直接在国家卫生健康信息OID注册中心的网站(www.xxxxxxx.xxx)上进行网络申请； 

b)  申请单位向所属的OID注册分中心提交纸质材料（纸质材料清单见附录B，申请表见附录C），

并且要求和网上电子申请资料保持一致，并且真实、完整； 

c)  在各项材料审核通过后，上级注册分中心根据OID编码规则以及申请单位所代表省市，直接分

配给申请单位一个OID根标识，同时授予申请单位管理权限，申请单位所负责的辖区内机构OID标识的

注册、审核由申请单位自行管理和维护。申请成功后，申请单位的信息在国家卫生健康信息OID注册中

心的网站上进行公示，公示期为20个工作日。 

6.2.3 其他实体机构申请规程 

申请者申请机构自身根 OID 的规程如下所示： 

a) 申请者应通过 OID 注册中心的网站进行网上注册，选择自身属于何种类型的实体机构，提交申

请，证明材料为可加载统一社会信用代码的法人证书； 

b) 申请者提交的纸质材料（纸质材料清单见附录 B，申请表见附录 C）应和网上电子申请资料保

持一致，并且真实、完整； 

c) 在各项材料审核通过后，注册分中心分配给申请组织一个 OID 的根，同时授予申请组织相应的

权限，申请组织遵循注册的元数据规范，负责组织内部的 OID 注册、审核以及维护工作，以实

现实体机构内部的自主可控。申请者申请成功的 OID 信息应在注册中心的网站上进行公示，公

示期为 20 个工作日； 

d) 公示期内，若收到争议，则注册分中心应启动争议处理规程（见 7.3）进行裁决，若无争议，

则申请成功。申请成功后，实体机构应明确以下内容： 

1) 机构自身维护的 OID 根的编号； 

2) 机构自身的中英文名称； 

3) 机构自身 OID 的授权年限； 

4) 机构自身 OID 使用范围。 

6.3 争议处理规程 

6.3.1 产生争议原因 

产生争议的原因如下： 

a) 申请者针对同一使用范围存在重复申请的现象； 

b) 申请者不具备注册该类型实体机构的申请资格或者在申请过程中存在伪造文件等欺骗行为； 

c)  其他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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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2 争议处理规程 

争议处理规程可参考7.3节进行。 

7 OID 注册管理规程 

7.1 注册说明 

卫生健康信息OID注册机构提供两种方式的OID：数字的和字母数字的。数字形式的唯一名称由注

册机构提供，字母数字形式的唯一名称由申请者提供。这两种值是紧密联系的，它们均被捆绑到申请者

的相同信息上。 

申请者可单独申请数字名称形式的注册，或者数字和字母数字名称二者同时申请注册。 

如果初始申请者只申请数字名称，将来再申请字母数字名称是可以的，这个值将与前面注册的数字

值关联起来。一个字母数字值仅与一个给定的数字值关联。 

7.2 管理规程 

本章规定了注册机构管理规程，这些规程是为确保字母数字值注册过程的及时性和开放性而设计

的。 

7.2.1 注册申请规程 

a) 申请OID注册，申请者应通过注册中心的网站进行网上注册，同时申请者必须向所属的注册分

中心提交注册申请表，申请表内容见附录C； 

b) 所注册的OID为2种形式的值：数字的和字母数字的。数字值作为主值，由注册机构指定，申请

者必须先申请数字值；字母数字值的申请是可选的，若需要，则由申请者提供字母数字值的建议作为辅

值； 

c) 申请者可以申请上述两种形式OID； 

d) 申请者可以只申请数字形式OID； 

e) 已分配了数字值的组织可在以后申请关联的字母数字值。申请者必须提交已申请的数字值信息

和想要注册的字母数字值的注册请求； 

f) 如果一个组织想要注册多个OID，必须提交多个申请。 

7.2.2 响应时间及公示时间 

注册分中心将对收到的每份纸质申请分别进行处理，从收到申请到审查完毕为10个工作日。而对电

子版申请材料，应按要求及时提供相关证明材料，从收到申请到审查完毕为20个工作日。审查合格后，

按照7.2.3完成OID分配后，在申请的OID注册中心的网站上进行为期30天的公示（若公示有异议，则会

向申请机构转发异议内容）。而如果审查不合格，则会发出通知，并说明原因。 

7.2.3 OID 的分配 

7.2.3.1 一般规程 

注册中心提供以上两种方式的OID：数字的和字母数字的。数字OID由注册中心分配，字母数字OID

由申请者提供。这两种值是紧密联系的，它们均被捆绑到申请者申请的客体（对象）上。申请者有下列

三种申请形式： 

a)  数字和字母数字形式--执行7.2.3.1.1和7.2.3.1.2中规定的规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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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仅有数字形式--执行7.2.3.1.1中规定的规程； 

c)  仅有字母数字形式（与以前注册的数字值关联）--执行7.2.3.1.2中规定的规程。 

注册流程见图2。 

组织是否

合法

材料是否

完整

字母数字语

法是否正确

是否已被注

册

是否与公示

列表中重复

是否有

争议？

分配数字值

通知申请方
并公布数字

值

将数字值记

录数据库

公示

将字母数字值记

录于数据库中

处理争议结

果

拒绝申请

注册申请

做出标记并通

知争议相关方

否

否

是

是

是

否

是

完成

申请数字和

字母数字值

仅申请字母

数字值

否

是

是

否

否

数字值是

否已分配

否

是

补齐补正

仅申请

数字值

是否还申
请字母数

字值？

否

完成

是

 

图2 注册流程 

7.2.3.1.1 申请数字 OID 

申请者无需提供OID，而是由注册中心按照7.2.3.2.1中的语法指定。该号码是唯一的，不能分配给

其他申请者。申请者的注册信息以及分配的数字值将记录在注册数据库中。 注册信息将在公示无异议

前提下，于公示结束后10个工作日内向申请者发出。 

7.2.3.1.2 申请字母数字 OID  

申请者可以申请下列形式的O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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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申请者提供想要的字母数字名称，如果这是后续申请（即先前已申请注册了数字值），申请人

应同时提供已注册的数字名称值； 

b) 如果字母数字组织名称值不符合7.2.3.2 a)中规定的要求，申请将被拒绝； 

c) 提供的值将与数据库中记录的其他字母数字值对比，如果重复（见比较规则7.2.3.2 b)），申请

将被拒绝； 

d) 如果申请由于上述b)、c)两条被拒绝，应及时通知申请人； 

e) 对所提供的字母数字组织名称值的发布通知将在公示无异议前提下，把申请者的注册信息以及

分配的字母数字OID记录在注册数据库中，并于公示结束后20个工作日内发送给申请者。 

7.2.3.2  字母数字名称形式 

a) 字母数字名称形式的值是一个不少于1个字符并且不大于63个字符的可变长度字符串，且OID整

体长度不超过64个字符，同时该值在注册机构范围内是唯一的。 

b) 字符串中的字母数字字符限制为：0-9|a-z|A-Z|-|.。 

7.2.4 予以注册的准则 

予以注册的准则为： 

a) 申请者应为独立法人资格的我国政府机关、企事业单位、社会团体以及其他法人机构； 

b) 申请的 OID 只用于标识申请组织（或个人）以及组织机构（或个人）内部维护的信息对象； 

c) 若申请者申请 OID 用于为其它组织或机构分配子 OID，则应依据 6.2 的规程获得授权。 

7.2.5 拒绝注册的准则 

如果存在下列情况中的任何一种，申请 OID 编号应被拒绝： 

a) 申请者不符合 7.2.4 中定义的准则； 

b) 申请者属于 7.2.3.1.2 b）和 c)所列情况。 

7.3 争议处理规程 

7.3.1 对争议的启动 

争议规程将在以下情况发生时由注册中心启动： 

a) 接受到争议意见反馈：公示期内，注册分中心若接受到电子邮件、电话、信函、网站争议反馈

等多种形式的 OID 质疑意见，应及时受理，并在 3 个工作日内通知争议提交方出示争议说明

的书面材料，该材料中应指明公示期中的字母数字 OID 有何争议，并指明该争议的正当理由。 

b) 重复申请冲突：若注册分中心收到了与正在公示中相同名称字母数字 OID 的注册申请，则： 

1） 注册分中心将通知该申请者此字母数字 OID 当前正在公示中，询问是否要启动争议规程。

提交方有 10 天的答复时间； 

2） 如果提交方同意启动争议规程，按照 7.3 进行处理； 

3） 如果提交方不同意启动争议程序，或者注册机构 10 个工作日内没有收到答复，注册申请

将被退回。 

7.3.2 对争议的响应 

在收到7.3.1中定义的争议后，注册中心将： 

a)  对公示中有争议的字母数字OID作出标记，注明争议启动的日期；  

b)  通知争议相关各方，争议规程已经启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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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3.3 争议解决 

争议解决方法： 

a) 注册分中心收到争议各方接受解决方案的书面通知后，进入下面程序：如果被争议的初始申请

方成功消除争议，则争议标记将从公示中删除，公示将按照图 2 的注册流程继续进行，公示期

结束日期不受影响； 

b) 如果争议方所提供的争议材料被认定有效，注册分中心将按照这个理由拒绝初始申请方，并将

争议的字母数字 OID 从公示中删除； 

c) 如果初始申请方和其他相关方收回争议的字母数字 OID，注册分中心将从公示中删除争议的字

母数字 OID。 

7.3.4 争议未解决 

如果六个月内争议相关方没有达成一致解决方案，注册分中心将从公示中删除争议的字母数字

OID，并将结果返回争议方，并拒绝初始申请方对争议的字母数字 OID 的申请。 

 

7.4 OID 维护 

7.4.1 记录 

7.4.1.1  国家卫生健康信息 OID 注册中心负责医疗卫生管理机构、医药卫生服务机构、医疗软件企业、

居民健康卡等管理大类的 OID 根标识的维护，同时负责省级卫生健康信息 OID 注册中心 OID，包括数

字 OID 和字母数字 OID，以及相关注册信息的维护；省级卫生健康信息 OID 注册中心则负责连锁药店、

网上药店以及市级卫生健康信息 OID 注册中心 OID 的维护；市级卫生健康信息 OID 注册中心，负责本

市的医院、基层医疗卫生机构、专业公共卫生机构、独立设置医疗机构、单体零售药店等机构 OID 标

识的维护。所有维护工作统一在国家卫生健康信息 OID 中心的平台上进行。 

7.4.1.2   各级注册分中心负责向申请组织分配合适的数字 OID。 

7.4.2 更改注册信息 

7.4.2.1   在与一个注册的组织相联系的所有信息中，数字 OID、初始申请组织名称和地址、以及注册

的初始日期不得进行更新。初始申请组织可提交字母数字 OID 的更改请求，由注册分中心负责审核请

求，通过后才准予修改，同时修改后的值不得与已注册的字母数字 OID 重复，若修改后的值与公示列

表中有争议则进入争议处理流程。 

7.4.2.2   初始申请组织如对注册的其他信息如联系人等相关信息进行更改，应及时通知相应级别的注

册分中心，提交修改申请和证明材料，审核通过后注册分中心开放权限允许申请组织进行注册信息的修

改。具体申请流程见图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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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更改注册信息申请流程 

7.4.3 注销注册信息 

7.4.3.1   注册信息状态应在条目有效或删除时进行更新。 

7.4.3.2   注册分中心将对自己所维护的注册信息进行定期核实，如果不期望在某一注册弧下进一步分

配 OID 时，则将该 OID 标记为删除（但仍保留），同时每级注册分中心保留删除标记的主体及时间，

保证历史信息的可追溯性。标记为删除的弧的 OID 应不再用于新弧。 

7.4.4 OID 备案 

7.4.4.1   已申请 OID 的实体机构可在其业务范围内分配子号码，如有需要，则可将分配的子号码向 OID

注册中心备案。 

7.4.4.2   OID 备案信息可通过国家卫生健康信息 OID 公共服务平台统一的网站查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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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注册机构的信息 

国家卫生健康信息 OID 注册中心的联系信息见附录 D。其他注册机构的联系信息可咨询国家 OID

注册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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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A 

（资料性附录） 

OID 应用示例 

卫生健康信息 OID 是卫生领域中标识实体对象和虚拟对象唯一身份的标识符，因此 OID 具有“唯一

标识”和“注册”两个特性。某个对象的 OID 一旦注册，它在世界范围内永久有效。OID 可广泛地标识某

个注册中心、医院、基层医疗机构、网上药店、文档模板以及卫生信息数据元目录等等。 

OID在医院中主要用于标识医院中具体实体，如处方、标本等，通过实体唯一性标识定位到具体的

实体对象，从而为信息交换中数据的定位和解析提供支持。以处方为例，患者来医院就诊时，医生依据

患者的个人情况给出诊断和治疗方案，并且会依据病情开出相应的处方。就诊过程中，医院信息系统会

对整个医疗活动进行相应的记录，包括患者的病历、医生的处方等医疗信息。每一个处方在系统中都对

应了一张电子处方，而在医疗活动完成时医院信息系统会创建并生成电子处方，并给出电子处方的编号。

这时可以采取两种方式来对处方进行OID标识：医院信息系统自动生成；由医院按照规则统一分配处方

标识。医院依据自主可控的原则负责完成处方OID的分配。在医院的OID根的延伸下，处方的OID编号

会加上处方的对象类别码1，处方编码在其后进行扩展，扩展码为患者的身份证件类别代码（三位数，

居民身份证为101；护照为102；军官证为103；港澳居民来往内地通行证为104；台湾居民来往内地通行

证为105；其他法定有效证件为199）身份证件号、开处方日期（格式为年/月/日，例如20170601）以及

处方序列号，处方序列号采用医院内部给予处方的编号。 

患者根据处方内容前往药店支付时，药店可以依据处方的OID的编号对处方的真伪进行验证，由国

家卫生健康信息OID注册中心的解析系统对处方的OID提供统一的解析服务，从而获取处方的相关信

息，验证处方的来源以及真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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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A  

附 录 B 

（资料性附录） 

注册申请信息 

B.1 概述 

本附录定义了注册机构所使用相关表格的信息内容。为方便申请者使用，可以将所列各表信息进行

合并，表格使用方式应由注册机构自行决定。 

对于注册机构与申请者之前所签署合作协议，本标准不做要求。 

B.2  OID 注册信息 

B.2.1 注册申请 

本表格应该包含或指出一些信息，该信息能够指导组织确定其注册要求和注册的适当性，并指导其

提供所要求的信息。 

申请者应该提供如下信息： 

a) 申请组织的中英文名称； 

b) 申请组织的中英文地址； 

c) 申请组织联络人的名称、职务、邮政地址/电子信箱地址和电话/传真号码； 

d) 若同时申请数字和字母数字 OID，则要求提供字母数字 OID 的申请建议； 

e) 申请用途； 

f) 对于字母数字 OID 权利声明； 

g) 申请组织对其合格的声明； 

h) 若这是一次对一个与之相关的字母数字 OID 的随后请求，则应该指出先前所指定的数字 OID。 

B.2.2 拒绝 

B.2.2.1 申请拒绝——不适合进行注册 

本表格将包含如下信息： 

a) 申请组织的名称； 

b) 申请组织的地址； 

c) 申请组织内的联络人的名称、邮政地址/电子信箱地址和电话/传真号码； 

d) 所申请的字母数字 OID； 

e) 拒绝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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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2.2.2 申请拒绝 ——字母数字 OID 错误 

本表格将包含以下信息： 

a) 申请组织的名称； 

b) 申请组织的地址； 

c) 申请组织内的联络点的名称、邮政地址/电子信箱地址和电话/传真号码； 

d) 所申请的字母数字组织名称值（若提供）； 

e) 拒绝原因； 

f) 分配的数字 OID。 

B.2.3 公示信息 

公示信息包括： 

a) 申请组织的名称； 

b) 申请组织的地址； 

c) 申请组织内的联络人的名称、邮政地址/电子信箱地址和电话/传真号码； 

d) 公示开始日期； 

e) 公示结束日期； 

f) 申请的字母数字 OID。 

B.2.4 注册通告 

B.2.4.1 数字 OID 

本注册通告用来向申请者通知已被指定和注册的数字 OID，须由注册中心加盖公章。它应该包含下

列信息： 

a) 申请组织的名称； 

b) 申请组织的地址； 

c) 分配的数字 OID； 

d) 注册员及注册日期； 

e) 其它相关注意事项。 

B.2.4.2 字母数字 OID 

本注册通告用来向申请者通知已被注册的字母数字 OID，须由注册中心加盖公章。它应该包含下列

信息： 

a) 申请组织的名称； 

b) 申请组织的地址； 

c) 分配的字母数字 OID； 

d) 注册员及注册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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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其它相关注意事项。 

B.2.5 争议注意事项 

提交争议包含如下信息： 

a) 争议方和被争议方的名称； 

b) 争议方和被争议方的地址； 

c) 争议方和被争议方联络人的名称、邮政地址/电子信箱地址和电话/传真号码； 

d) 争议的字母数字 OID。 

B.2.6 申请更新注册信息 

本申请用于更新注册条目。申请者必须提供如下信息：  

a) 申请组织的名称； 

b) 申请组织的地址； 

c) 申请组织的联络人的名称、邮政地址/电子信箱地址和电话/传真号码； 

d) 已注册的数字 OID； 

e) 申请更新的信息项： 

1） 信息项的旧值； 

2） 信息项的新值。 

B.3  OID 注册分中心授权信息 

B.3.1 分中心申请信息 

    申请者在申请成为注册机构分中心时，应提供如下信息： 

a) 申请组织的中英文名称； 

b) 申请组织的中英文地址； 

c) 申请组织已注册的 OID 编号； 

d) 申请组织联络人的名称、职务、邮政地址/电子邮箱地址和电话号码； 

e) 申请组织技术联系人的名称、职务、邮政地址/电子邮箱地址和电话号码； 

f) 申请组织的授权服务范围，包括地区范围、对象使用范围。 

B.3.2 注册分中心争议处理信息 

B.3.2.1 争议启动纪录信息 

    注册分中心接收到来自争议方的争议申请，进行争议启动信息纪录，具体如下： 

a) 申请组织的组织名称和地址； 

b) 申请组织已注册的 OID 编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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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争议组织的名称和地址； 

d) 申请组织和争议组织双方联系人的名字、邮政地址、Email 和电话号码； 

e) 争议申请信息； 

f) 争议正式启动时间； 

g) 争议原因说明及佐证材料。 

B.3.2.2 争议解决信息 

申请方和争议方经协商一致后，提交争议解决方案信息，如下所示： 

a) 申请组织的组织名称和地址； 

b) 申请组织已注册的 OID 编号； 

c) 争议组织的名称和地址； 

d) 申请组织和争议组织双方联系人的名字、邮政地址、Email 和电话号码； 

e) 争议解决日期； 

f) 争议解决方案。 

B.3.3 注册分中心授权拒绝信息 

本表格将包含如下信息： 

a) 申请组织的名称和地址； 

b) 申请组织已注册的 OID 编号； 

c) 申请组织内的联络人的名称、邮政地址/电子信箱地址和电话/传真号码； 

d) 所申请的注册分中心名称； 

e) 拒绝原因。 

B.3.4 注册分中心授权范围更改信息 

本表格将包含如下信息： 

a) 申请组织的名称和名称； 

b) 申请组织已注册的 OID 编号； 

c) 申请组织内的联络人的名称、邮政地址/电子信箱地址和电话/传真号码； 

d) 申请/授权的注册机构分中心名称； 

e) 授权服务范围更改说明； 

f) 变更后的授权日期。 

B.3.5 注册分中心通告信息 

    本表格将包含如下信息： 

a) 申请组织的名称和地址； 

b) 申请组织已注册的 OID 编号； 

c) 申请组织内的联络人的名称、邮政地址/电子信箱地址和电话/传真号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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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申请/授权的注册分中心名称； 

e) 授权服务范围； 

f) 授权年限； 

g) 公示日期。 

B.3.6 发布信息 

    本表格将包含如下信息： 

a) 申请组织的名称和地址； 

b) 申请组织已注册的 OID 编号； 

c) 申请组织内的联络人的名称、邮政地址/电子信箱地址和电话/传真号码； 

d) 申请/授权的注册分中心名称； 

e) 授权服务范围； 

f) 授权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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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B  

附 录 C 

（资料性附录） 

组织机构 OID 注册申请表示例 

组织机构 OID 注册申请表见表 C.1。 

表 C.1  组织机构 OID 注册申请表 

组织/单位 

名称 

 

组织/单位 

名称（英文） 

 

组织/单位 

地址 

 

组织/单位 

地址（英文） 

 

社会信用代码  

邮政编码  

联 系 人  职    务  

电    话  传    真  

E-mail  

机构性质 

□卫生健康信息中心  □医院     □医疗软件企业   □专业公共卫生机构   

□网上药店          □连锁药店 □单体零售药店   □独立设置医疗机构   

□基层医疗卫生机构  □其他 

申请用途 

 

 

法定代表人 

（签名并加盖单位公章）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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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C.1（续） 

注册组织  

 

分配 OID  

 

 

 

注册说明 

 

 

 

 

 

 

 

注册员签字 

 

 

日期  

 

注册结果 

 

 

              批准人（签章）： 

             年    月     日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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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D 

（资料性附录） 

国家卫生健康信息 OID 注册中心机构信息 

国家卫生健康信息 OID 注册中心的联系信息见表 D.1。其他注册机构的联系信息可咨询国家 OID

注册中心。 

表 D.1  国家卫生健康信息 OID 注册机构的联系信息列表 

         联系方式列表 详细信息 

机构名称 国家卫生健康委统计信息中心（Center for Statistics and 

Information）(卫生健康信息OID注册管理中心) 

简称 CSI-MOH 

地址 北京市西城区北礼士路甲38号 

邮编 100044 

电话 +86 10 68792564 

传真 +86 10 68792876 

电子邮箱  

网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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