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亠刖 曰

Ws36《卫生信息数据元目录》分为以下十七部分 :

——第 1部分 :总则 ;

——第 2部分 :标识 ;

——第 3部分 :人口学及社会经济学特征 ;

——第 4部分 :链康史 ;

——第 5部分 :健康危险因素 ;

——第 6部分 :主诉与症状 ;

——第 7部分 :体格检查 ;

——笫 8部分 :临床辅助裣查 ;

——第 9部分 :实验室检查 ;

——第 10部分 :医学诊断 ;

——第 11部分 :医学评估 ;

——第 12部分 :计划与干预 ;

——第 13部分 :卫生费用 ;

——第 14部分 :卫生机构 ;

——第 15部分 :卫生人员 ;

——第 16部分 :药品、设备与材料 ;

——笫 17部分 :卫生管理。

本部分为 Ws363的第 攻部分。

本部分由卫生部卫生信息标准专业委员会提出。

本部分主要起草单位 :中华医学会、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浙江省卫生厅信息中心。

本部分的主要起草人 :饶克勤、刘丽华、王宇、沈剑锋、何前锋、刘建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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卫生信息数据元 目录

第 4部分 :健康史

1 范围

WS363的本部分规定了卫生信息中服务对象健康史信息相关数据元的数据元标识符、数据元名

称 、定义、数据元值的数据类型、表示格式和数据元允许值。数据元 目录包括健康史相关数据元。

本部分适用于我国卫生领域相关信息数据标识信息交换与共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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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4761 家庭关系代码

Ws363.1 卫生信息数据元 目录 第 1部分 :总则

WS364。 4 卫生信息数据元值域代码 第 4部分 :健康史

3 术语和定义

Ws363.1中 界定的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4 数据元目录

4.1 数据元公用属性

版  本

注册机构

相关环境

分类模式

主管机构

注册状态

提交机构

V1.o

卫生部卫生信息标准专业委员会

卫生信息

分类法

卫生部统计信息中心

标准状态

卫生部统计信息中心

4.2 数据元专用属性

数据元标识符           DEO2.10。 001。 00

数据元名称            避孕史

定义               个体采用避孕方法的类别和时间的详细描述

数据元值的数据类型        S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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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示格式             ΛN· △00

数据元允许值

数据元标识符           DE02· 10.002。 00

数据元名称            产次

定义               育龄妇女分娩总次数

数据元值的数据类型        N
表示格式             N· ·2

数据元允许值

数据元标识符           DEO2· 10.003.00

数据元名称            出生缺陷儿标志

定义               标识个体是否为出生缺陷儿

数据元值的数据类型        L
表示格式             T/F
数据元允许值

数据元标识符           DEO2· 10.004。 00

数据元名称            出生缺陷儿结局代码

定义               表示出生缺陷儿结局在特定编码体系中的代码

数据元值的数据类型        S3
表示格式             N1
数据元允许值           WS364。 4 卫生信息数据元值域代码 第 4部分 :健康 史

CVO2.10。 004 出生缺陷儿结局代码表

数据元标识符           DEO2.10。 005。 00

数据元名称            出生缺陷儿例数

定义               育龄妇女分娩缺陷儿的累计例数

数据元值的数据类型        N
表示格式             N..2
数据元允许值

数据元标识符           DEO2.10.006.00
数据元名称            出生孕周 (d)

定义               新生儿出生时母亲妊娠时长 ,计量单位为 d

数据元值的数据类型        N
表示格式             N2..3
数据元允许值

数据元标识符           DEO2.10。 007.00

数据元名称            初潮年龄 (岁 )

定义               女性首次月经来潮时的年龄 ,计量单位为岁

数据元值的数据类型        N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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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示格式             N· ·2

数据元允许值

数据元标识符           DEO2· 10.009.00

数据元名称            分娩标志

定义               标识育龄妇女是否曾经有过分娩史的标志

数据元值的数据类型        L
表示格式             T/F
数据元允许值

数据元标识符           DEO2· 10.010。 00

数据元名称            分娩次数

定义               育龄妇女分娩次数的累计值

数据元值的数据类型        N
表示格式             N.· 2

数据元允许值

数据元标识符           DEO2· 10.011.00

数据元名称            分娩方式代码

定义               孕产妇分娩方式在特定编码体系中的代码

数据元值的数据类型        S3
表示格式             N..2
数据元允许值           WS364.4 卫生信息数据元值域代码 第 4部分 :健康史

CVO2.10。 003 分娩方式代码表

数据元标识符           DEO2· 10。 012。 00

数据元名称            分娩活产个数

定义               育龄妇女分娩活产儿个数

数据元值的数据类型        N
表示格式             N1
数据元允许值

数据元标识符           DEO2.10.013.00
数据元名称            分娩 日期时间

定义               胎儿娩出当日的公元纪年 日期和时间的完整描述

数据元值的数据类型        DT
表示格式             DT15
数据元允许值

数据元标识符

数据元名称

定义

数据元值的数据类型

DE02.10。 014。 00

分娩孕周 (d)

孕产妇分娩 当 日妊娠时长 ,计量单位为 d

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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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示格式             N2ˉ ·3

数据元允许值

数据元标识符           DEO2· 10。 O15.0O

数据元名称            分娩总出血量(mL)

定义               孕产妇从开始出现规律宫缩直到胎盘娩出后 2h内 的出血量 ,

计量单位为 mL

数据元值的数据类型        N
表示格式             N· ·5

数据元允许值

数据元标识符           DE02· 10。 016.00

数据元名称            腹水 日期

定义               患者出现腹水症状的公元纪年 日期

数据元值的数据类型        D
表示格式             D8
数据元允许值

数据元标识符           DEO2· 10.017。 00

数据元名称            腹水标志

定义               标识个体是否曾经出现腹水体征

数据元值的数据类型        L
表示格式             T/F
数据元允许值

数据元标识符           DEO2· 10.018。 00

数据元名称            肝昏迷 日期

定义               患者发生肝昏迷的公元纪年 日期

数据元值的数据类型        D
表示格式             D8
数据元允许值

数据元标识符           DEO2· lO。 019.00

数据元名称            肝昏迷标志

定义               标识个体是否出现肝昏迷

数据元值的数据类型        L
表示格式             T/F
数据元允许值

数据元标识符           DEO2· 10。 怩0。 00

数据元名称            肝炎标志

定义               标识个体是否感染过肝炎

数据元值的数据类型        L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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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示格式             'r/F
数据元允许值

数据元标识符           DEO2.10。 021.00

数据元名称            患病种类代码

定义               个体所患疾病在特定编码体系中的代码

数据元值的数据类型        出

表示格式             N2
数据元允许值           Ws364.4 卫生信息数据元值域代码 第 衽部分 :健康史

CVO2.10。 005 既往常见疾病种类代码表

数据元标识符           DEO2.10。 022。 00

数据元名称            过敏史

定义               个体既往发生过敏情况的详细描述

数据元值的数据类型        sl
表示格式             AN.△ 00

数据元允许值

数据元标识符           DEO2.10。 023.00

数据元名称            过敏史标志

定义               标识个体有无过敏经历

数据元值的数据类型        L
表示格式             T/F
数据元允许值

数据元标识符

数据元名称

定义

数据元值的数据类型

表示格式

数据元允许值

DEO2.10.024。 00

患者与本人关系代码

患者与本人的家庭和社会关系所属类别在特定编码体系中的

代码

S3

N2

GB/T4761

数据元标识符           DEO2.10。 025。 00

数据元名称            畸形描述

定义               对个体畸形的详细描述

数据元值的数据类型        Sl
表示格式             AN.△ 00

数据元允许值

数据元标识符

数据元名称

定义

DE02.10.026。 00

疾病史(含外伤 )

对个体既往健康状况和疾病的详细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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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元值 的数据类 型

表示格式

数据元允许值

s1

ΛN。 .100

数据元标识符           DE02· 10.027.00

数据元名称            观察方法名称

定义               个体接受医学观察项 目所采用观察方法的名称

数据元值的数据类型        S1
表示格式             ΛN· △00

数据元允许值

数据元标识符           DEO2· 10.028.00

数据元名称            观察结果

定义               个体接受医学观察结果的详细记录

数据元值的数据类型        S1
表示格式             A.· 200

数据元允许值

数据元标识符           DEO2· 10。 029。 00

数据元名称            观察项 目代码值

定义               对某一观察项 目所赋予的代码值

数据元值的数据类型        Sl
表示格式             AN· ·30

数据元允许值

数据元标识符           DEO2· 10.O30。 00

数据元名称            编码体系名称

定义               观察项 目所采用的编码体系名称 ,如 LOINC等

数据元值的数据类型        ⒊

表示格式             A..60
数据元允许值

数据元标识符           DEO2· 10。 O31.00

数据元名称            观察项 目名称

定义               个体接受医学观察项 目的名称

数据元值的数据类型        sl
表示格式             A..30
数据元允许值

数据元标识符           DEO2.10.033。 00

数据元名称            疾病种类代码

定义               个体所患疾病在特定编码体系中的代码

数据元值的数据类型        S3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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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示格式             N2
数据元 允许 值           WS364.4 卫生 信 息数 据 元值 域 代 码  第 4部 分 :健 康 史

CV02.10.006 既往患病种类代码表

数据元标识符           DE02· 10。 03在 .00

数据元名称            精神类疾病诊断名称

定义               个体被诊断为精神类疾病的临床诊断名称

数据元值的数据类型        S1
表示格式             AN· ·50

数据元允许值

数据元标识符           DEO2· 10。 035.00

数据元名称            救治标志

定义               标识个体是否有被救治的经历

数据元值的数据类型        L
表示格式             T/F
数据元允许值

数据元标识符           DE02· 10。 036。 00

数据元名称            门诊治疗情况代码

定义               个体门诊治疗情况所属特殊类别在特定分类中的代码

数据元值的数据类型        ⒏

表示格式             N1
数据元允许值           1.未 治 2.间断门诊治疗 3。 持续门诊治疗

数据元标识符           DE02.10。 037。 00

数据元名称            治疗效果代码

定义               患者所接受治疗的效果在特定编码体系中的代码

数据元值的数据类型        s3
表示格式             N1
数据元允许值           Ws364.4 卫生信息数据元值域代 码 第 4部 分 :健康史

CVO2.10.005 既往治疗效果类别代码表

数据元标识符           DEO2.10。 038。 00

数据元名称            家庭成员患乙肝患者标志

定义               标识个体家庭成员中是否有乙肝患者

数据元值的数据类型        L
表示格式             T/F
数据元允许值

数据元标识符

数据元名称

定义

DE02.10。 039.00

家族疾病史代码

个体三代以内有血缘关系的家族成员所患疾病在特定分类中的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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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元值的数据类型

表示格式

数据元允许值

代 码

s2

N1

l。 家族遗传性疾病史 2.家族精神疾病史 9.其他

数据元标识符           DEO2.10。 040.00

数据元名称            家族近亲婚配

定义               标识个体是否属家族近亲婚配

数据元值的数据类型        L
表示格式             T/F
数据元允许值

数据元标识符           DEO2.10.041.00
数据元名称            家族近亲婚配者与本人关系

定义               家族中近亲婚配者与本人关系在特定编码体系中的代码

数据元值的数据类型        S3
表示格式             N1
数据元允许值          WS364.4 卫生信息数据元值域代码 第 4部 分 :健康史

CVO2。 lO。 001 家族近亲婚配者与本人关系代码表

数据元标识符           DEO2.10。 ∝ 6。 00

数据元名称            传染病接触史标志

定义               标识个体是否接触过已被确诊的传染病患者

数据元值的数据类型        L
表示格式             T/F
数据元允许值

数据元标识符           DE02.10。 ∝ 7.00

数据元名称            绝经标志

定义               标识妇女是否绝经

数据元值的数据类型        L
表示格式             T/F
数据元允许值

数据元标识符           DE02.10.048。 00

数据元名称            绝经年龄 (岁 )

定义               绝经时的年龄 ,计量单位为岁

数据元值的数据类型        N
表示格式             N2
数据元允许值

数据元标识符

数据元名称

8

DEO2.10。 049。 00

流产总次数 (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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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义               育龄妇女人工流产和 自然流产的累汁次数

数据元值的数据类型        N
表示格式             N· ·2

数据元允许值

数据元标识符           DEO2· 10。 050。 00

数据元名称            免疫接种代码

定义               个体接受免疫接种情况在特定分类中的代码

数据元值的数据类型        Ⅱ

表示格式             N1
数据元允许值           1· 从未免疫  2。 免疫一次或多次  3。 不详

数据元标识符           DEO2· 10。 051.00

数据元名称            末次月经 日期

定义               末次月经首 日的公元纪年 日期

数据元值的数据类型        D
表示格式             D8
数据元允许值

数据元标识符           DEO2· 10。 052。 00

数据元名称            脾切除标志

定义               标识个体是否行脾切除手术

数据元值的数据类型        L
表示格式             T/F
数据元允许值

数据元标识符           DEO2· 10。 053.00

数据元名称            剖宫产次数(次 )

定义               育龄妇女分娩时行剖宫产手术的累计次数

数据元值的数据类型        N
表示格式             N· ·2'

数据元允许值

数据元标识符           DEO2· 10。 054.00

数据元名称            人工流产次数(次 )

定义               育龄妇女人工流产的累计次数

数据元值的数据类型        N
表示格式             N..2
数据元允许值

数据元标识符   ~        DEO2.10.055.00
数据元名称            妊娠合并症/并发症史

定义               对妊娠合并/并发其他疾病的详细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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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元值的数据类型        s1
表示格式             AN· JO0

数据元允许值

数据元标识符           DE02· 10.056.0O

数据元名称            妊娠终止方式

定义               孕妇终止妊娠所采用方式在特定编码体系中的代码

数据元值的数据类型        “

表示格式             N2
数据元允许值           WS364.准  卫生信息数据元值域代码 第 4部分 :健康 史

·
            CVO2.10。 002 妊娠终止方式代码表

数据元标识符           DE02.10。 057。 00

数据元名称            上消化道出血 日期

定义               患者出现上消化道出血症状的公元纪年 日期

数据元值的数据类型        D
表示格式             D8
数据元允许值

数据元标识符           DE02.10。 058。 00

数据元名称            上消化道出血标志

定义               标识个体是否出现过上消化道出血

数据元值的数据类型        L
表示格式             T/F
数据元允许值

数据元标识符           DEO2.10。 059.00

数据元名称            生育女数

定义               育龄妇女生育女孩的数量

数据元值的数据类型        N
表示格式             N1
数据元允许值

数据元标识符           DE02.10。 060。 00

数据元名称            生育子数

定义               育龄妇女生育男孩的数量

数据元值的数据类型        N
表示格式             N1
数据元允许值

数据元标识符

数据元名称

定义

10

DEO2.10。 061。 00

手术史

对个体既往接受手术/操作详细情况的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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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元值的数据类型        s1
表示格式             ΛN· ·lOo

数据元允许值

数据元标识符           DEO2.10.062。 C|r,

数据元名称            手术标志

定义               标识个体有无手术经历

数据元值的数据类型        L
表示格式             T/F
数据元允许值

数据元标识符           DEO2.10.063.00
数据元名称            双多胎标志

定义               标识本次妊娠是否为双多胎

数据元值的数据类型        L
表示格式             T/F
数据元允许值

数据元标识符           DEO2.10.064。 00

数据元名称            死产例数

定义               育龄妇女娩出新生儿后死亡的例数

数据元值的数据类型        N
表示格式             N..2
数据元允许值

数据元标识符           DEO2.10.065。 00

数据元名称            死胎例数

定义               育龄妇女分娩时死胎的例数

数据元值的数据类型        N
表示格式             N..2
数据元允许值

数据元标识符           DEO2.10。 066。 00

数据元名称            胎数

定义               一次妊娠所孕育的胎儿数量

数据元值的数据类型        N
表示格式             N1
数据元允许值

数据元标识符           DE∞ .10。 Os7.00

数据元名称            外伤发生 日期时间

定义               个体外伤发生的公元纪年 日期和时间的完整描述

数据元值的数据类型        DT
表示格式             DT15
数据元允许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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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元标识符           I)E02.lO.068.O()
数据元名称            外伤名称

定义               个体发生的外伤的具体名称

数据元值的数据类型        sl
表示格式             ΛN.△ 0【,

数据元允许值

数据元标识符           DEO2.10。 069.00

数据元名称            外伤标志

定义               标识个体有无外伤经历

数据元值的数据类型        L
表示格式             T/F
数据元允许值

数据元标识符           DE02.10.070.00
数据元名称            先天疾患描述

定义               对个体所患先天性疾患的详细描述

数据元值的数据类型        sl
表示格式             AN.△ 00

数据元允许值

数据元标识符           DE02.10。 071.00

数据元名称            现病史

定义               对患者当前所患疾病情况的详细描述

数据元值的数据类型        S1
表示格式             AN.△ 00

数据元允许值

数据元标识符           DEO2.10.072.00
数据元名称            现有子女数 (个 )

定义               个体现有子女的数量 ,计量单位为个

数据元值的数据类型        N
表示格式             N..2
数据元允许值

数据元标识符           DE02.10。 073。 00

数据元名称            献血 日期时间

定义               献血者献血当 日的公元纪年 日期和时间的完整描述

数据元值的数据类型        DT
表示格式             DT15
数据元允许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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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元标识符

数据元名称

定义

数据元值的数据类型

表示格式

数据元允许值

DE02.10~07⒋ 00

献 血标 志

标识个体足否有献血经历

L

T/F

数据元标识符

数据元名称

定义

数据元值的数据类型

表示格式

数据元允许值

DEO2.10。 075.00

新生儿死 亡 例数

育龄妇 女分 娩 的新生儿死 亡 的累计例数

N
N.。 2

数据元标识符

数据元名称

定义

数据元值的数据类型

表示格式

数据元允许值

DEO2.10。 076.00

性病代码

患梅毒 、淋病 、生殖道沙眼衣原体感染 、尖锐湿疣 、生殖器疱疹 ,

不含 阴道滴虫病和念珠 阴道炎等疾病在特定分类 中的代码

S2

N1

1.有  2.无  3。 不详

数据元标识符

数据元名称

定义

数据元值的数据类型

表示格式

数据元允许值

DEO2.10。 077。 00

性交 出血史

对既往性交出血情况的详细描述

s1

AN.。 100

数据元标识符

数据元名称

定义

数据元值的数据类型

表示格式

数据元允许值

DEO2.10。 078.00

乙肝家族史标志

标识患者直系亲属 中是否有 乙肝病毒感染者

L

T/F

数据元标识符

数据元名称

定义

数据元值的数据类型

表示格式

数据元允许值

DEO2.10.079.00

乙肝疫苗接种标志

标识个体是否接种过 乙肝疫苗

L

T/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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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元标识符           DE02.10.080.t,o
数据元名称            乙肝疫苗接种针次 (针 )

定义               个体乙肝疫苘接种的针次 ,计 垦单位为针

数据元值的数据类型        N
表示格式             N1
数据元允许值

数据元标识符           DEO2.10.081.00
数据元名称            异常胎次数 (次 )

定义               孕产妇分娩异常胎的次数 ,计量单位为次

数据元值的数据类型        N
表示格式             N..2
数据元允许值

数据元标识符           DEO2.10.082。 00

数据元名称            阴道助产次数(次 )

定义               孕妇行阴道手术助产的累计次数 ,计量单位为次

数据元值的数据类型        N
表示格式             N..2
数据元允许值

数据元标识符           DEO2.10.083。 00

数据元名称            月经持续时间 (d)

定义               月经周期中持续出血的天数 ,计量单位为 d

数据元值的数据类型        N
表示格式             N..2
数据元允许值

数据元标识符           DEO2.10。 084。 00

数据元名称            月经周期 (d)

定义               两次月经来潮第一天间隔的时间长度 ,计量单位为 d

数据元值的数据类型        N
表示格式             N..3
数据元允许值

数据元标识符           DE02.10。 085。 00

数据元名称            早产次数(次 )

定义               孕产妇胎儿早产的累计次数 ,计量单位为次

数据元值的数据类型        N
表示格式             N..2
数据元允许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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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元标识符

数据元名称

定义

数据元值的数据类型

表示格式

数据元允许值

I)EO2.LO.086.00

窒息标 志

标识个体 是否 出现 窒息

I'

T/F

数据元标识符

数据元名称

定义

数据元值的数据类型

表示格式

数据元允许值

DEO2。 lO.087.00

肿瘤家族史标志

标识个体家族成员 中是否有肿瘤患者

L

T/F

数据元标识符

数据元名称

定义

数据元值的数据类型

表示格式

数据元允许值

DEO2.10.088.00

肿瘤家族史瘤别

家族成员所患肿瘤的国际疾病分类代码

S3

AN。 。5

ICD-10

数据元标识符

数据元名称

定义

数据元值的数据类型

表示格式

数据元允许值

DEO2.10。 089.00

重性精神疾病患者首次发病年龄 (岁 )

首次出现重性精神疾病症状的年龄(周岁),计量单位为岁

N

N.。 2

数据元标识符

数据元名称

定义

数据元值的数据类型

表示格式

数据元允许值

DEO2.10.090。 00

住院次数(次 )

个体既往住院治疗的次数

N

N。 。2

数据元标识符

数据元名称

定义

数据元值的数据类型

表示格式

数据元允许值

DEO2.10.091。 00

住院情况代码

患者住院情况在特定分类 中的代码

S3

N1

1.从未住院 2。 目前正在住 院 3.既往住 院 ,现未住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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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元标识符           I)E02.lO.092.()O
数据元名称            千女忠遗传性疾病情况

定义               对子 女忠遗传性疾病情况的详细描述

数据元值的数据类型        s1
表示格式             ΛN.△ 00

数据元允许值

数据元标识符           DEO2.10.093.00
数据元名称            自然流产次数 (次 )

定义               育龄妇女 自然流产的累计次数

数据元值的数据类型        N
表示格式             N。 .2

数据元允许值

数据元标识符           DEO2。 lO。 094。 00

数据元名称            是月产次数 (次 )

定义               育龄妇女足月产的累计次数

数据元值的数据类型        N
表示格式             N。 。2

数据元允许值

数据元标识符           DE02。 lO。 095。 00

数据元名称            家族性疾病名称代码

定义               个体近亲中患有家族疾病在特定编码体系中的代码

数据元值的数据类型        出

表示格式             N2
数据元允许值           Ws364.4 卫生信息数据元值域代码  第 4部分 :健康 史

CVO2.10.005 既往常见疾病种类代码表

数据元标识符           DEO2.10。 096。 00

数据元名称            产妇结局代码

定义               产妇分娩后的结局在特定分类中的代码

数据元值的数据类型        S2
表示格式             N1
数据元允许值           1.存 活 2。 产时死亡 3.产后死亡



数据 元 索 引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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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O2.lO.001.00

DEO2.10。 030.00

DEO2.10。 002.00

DEO2.10.003.00

DEO2.10。 004。 00

DEO2.10。 005。 00

DEO2.10。 006。 00

DEO2.10。 007。 00

DEO2.10。 096。 00

DEO2.10。 046。 00

避孕史

编码体系名称

产次

出生缺陷儿标志

出生缺陷儿结局代码

出生缺陷儿例数

出生孕周 (d)

初潮年龄 (岁 )

产妇结局代码

传染病接触史标志

C

F

分娩标志

分娩次效

分娩方式代码

分娩活产个数

分娩 日期时间

分娩孕周 (d)

分娩总出血量(mD

腹水 日期

腹水标志

DEO2。 lO。 009。 00

DEO2.10。 010。 00

DEO2.10。 011。 00

DEO2.10。 012。 00

DEO2.10。 013。 00

DEO2.10。 014.00

DEO2.10。 015。 00

DEO2.10。 016。 00

DEO2.10。 017。 00

G

观察方法名称

观察结果

观察项目代码值

观察项目名称

肝昏迷日期

肝昏迷标志

肝炎标志

过敏史

过敏标志

患病种类代码

患者与本人关系代码

H

DEO2.10。 027。 00

DEO2.10。 028。 00

DEO2.10。 029。 00

DEO2.10。 031.00

DEO2.10。 O18.00

DEO2.10。 019。 00

DEO2。 lO。 020。 00

DEO2.10。 022。 00

DE02.10。 023。 00

DEO2.10。 021.00

DEO2。 lO。 024。 00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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畸形描述

疾病史 (含外伤 )

疾病种类代码

精神类疾病诊断名称

救治标志

家庭成员患乙肝患者标志

家族疾病史类别代码

家族近亲婚配

家族近亲婚配者与本人关系

家族性疾病名称代码

绝经标志

绝经年龄 (岁 )

流产总次数(次 )

门诊治疗倩况代码

免疫接种代码

末次月经 日期

脾切除标志

剖宫产次数(次 )

人工流产次数(次 )

妊娠合并症/并发症史

妊娠终止方式

上消化道出血日期

上消化道出血标志

生育女数

生育子数

手术史

手术标志

双多胎标志

死产例数

死胎例数

18

L

M

DEO2.10。 o25~00

DEO2。 lO.026.00

DEO2.10。 033.00

DEO2.10.034.00

DEO2.10。 035。 00

DEO2.10。 038.00

DEO2.10.039。 00

DEO2.10。 040.00

DEO2.10。 041。 00

DEO2.10.095。 00

DEO2.10.047.00

DEO2.10。 048。 00

DEO2.10。 049。 00

DEO2.10。 036.00

DEO2.10。 050。 00

DEO2.10。 051。 0o

DEO2.10。 052。 00

DEO2.10。 053。 00

DEO2.10。 054。 00

DEO2.10。 055。 00

DEO2.10。 056。 00

DEO2。 10。 057.00

DEO2.10。 058。 00

DEO2.10。 059。 00

DEO2.10。 060.00

DEO2.10。 061。 oo

DEO2.10。 062。 00

DEO2.10。 063.00

DEO2.10。 064.00

DEO2.10。 065。 00

R



胎 数

外伤发生 日期时间

外伤名称

外伤标志

先天疾患描述

现病史

现有子女数(个 )

献血 日期时间

献血标志

新生儿死亡例数

佳病代码

性交出血史

乙肝家族史标志

乙肝疫苗接种标志

乙肝疫苗接种针次(针 )

异常胎次数(次 )

阴道助产次数(次 )

月经持续时间(d)

月经周期 (d)

早产次数(次 )

窒息标志

肿瘤家族史标志

肿瘤家族史瘤别

治疗效果代码

重性精神疾病患者首次发病年龄(岁 )

住院次数 (次 )

住院情况代码

子女患遗传性疾病倩况

自然流产次数 (次 )

是月产次数(次 )

T

W

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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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O2。 lO。 066.00

DE02。 lO.067.00

DEO2.10。 068。 00

DEO2.10.069.00

DEO2.10。 070。 00

DEO2.10。 071。 00

DEO2.10。 072。 00

DEO2.10。 073。 00

DEO2.10。 074。 00

DEO2.10。 075。 00

DEO2.10。 076。 00

DEO2.10。 077。 00

DEO2.10。 078。 00

DEO2.10。 079。 00

DEO2.10。 080。 00

DEO2.10。 081。 00

DEO2.10。 082。 00

DEO2.10。 083。 oo

DEO2.10。 084。 00

DEO2.10。 085。 00

DEO2.10。 086。 00

DEO2.10。 087。 00

DEO2.10。 088。 00

DEO2.10。 037。 00

DEO2.10。 089。 00

DEO2.10。 090。 00

DEO2.10。 091.00

DEO2.10。 092。 00

DEO2.10。 093。 00

DEO2.10。 094.00

Y

z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