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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S3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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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砝部分 :健康史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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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第 8部分 :临 床辅助检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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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一 第 16部分 :药 品、设备与材料 ;

——第 17部分 :卫生管理。

本部分为 WS363的第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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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卫生部统计信息中心、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天津市医学科学技术信息研

究所。

本部茄 ∷
-主

要起草人 :胡 建平、冯丹、杨文秀、张辉玲、陈丽洁、姚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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卫生信息数据元 目录

第 5部分 :健康危险因素

1 范围

WS363的 本部分规定了卫生信息中卫生服务对象健康危险因素信息相关数据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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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录包括健康危险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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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S363.1 卫生信息数据元 目录 第 l部分 :总则

WS364.5 卫生信息数据元值域代码 第 5部分 :健康危险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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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EO3。 00,001。 00

数据元名称         艾滋病接触史代码

定义            个体与艾滋病患者接触经历在特定编码体系中的类别的代码

数据元值的数据类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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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示格式          N2
数据元允许值         WS36砝 。5 卫生信 息数据元值域 代码  第 5部 分 :健康危 险因素

CVO3,00,113 艾滋病接触 史代码表

数据元标识符        DEO3。 00.002.00

数据元名称         艾滋病患者亲属感染状况代码

定义            艾滋病患者的亲属中艾滋病的感染状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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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S364.5 卫生信息数据元值域代码 第 5部 分 :健 康危险因素

CVO3,oo.4o4 艾滋病患者亲属 HIV感染状况代码表

数据元标识符        DEO3.oo.oo3,00
数据元名称         被动吸烟场所代码

定义            个体被动吸烟所在场所属特定编码体系中的类别代码

数据元值的数据类型     S3
表示格式          N1
数据元允许值        WS364.5 卫生信息数据元值域代码 第 5部分 :健康危险因素

CVO3.00.102 被动吸烟场所类别代码表

数据元标识符        DEO3,00。 004.00

数据元名称         步行或骑 自行车累计时长(min)

定义            个体一天内步行或骑 自行车活动的累计时长 ,计量单位为 mh
数据元值的数据类型     N
表示格式          N.,4
数据元允许值

数据元标识符        DE03.00.005.00
数据元名称         厕所类别代码

定义            家庭中所使用的厕所在特定编码体系中的类别代码

数据元值的数据类型     S3
表示格式          N1
数据元允许值        WS364.5 卫生信息数据元值域代码 第 5部分 :健康危险因素

CVO3。 00.304 厕所类别代码表

数据元标识符        DEO3,00.006,00
数据元名称         厨房排风设施类别代码

定义            家庭中所使用的厨房排风设施在特定编码体系中的类别代码

数据元值的数据类型     S3
表示格式          N1
数据元允许值        WS364.5 卫生信息数据元值域代码 第 5部分 :健 康危险因素

CVO3。 00,302 厨房排风设施类别代码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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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元标识符        DEO3.00,007.00
数据元名称         从事有害职业时长 (年 )

定义            个体实际从事接触危害因素职业的工作时长 ,计量单位为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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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EO3。 00。 008.00

数据元名称         从事职业工种描述

定义            个体所从事工作种类的详细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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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EO3.00。 009。 00

数据元名称         登高和剧烈运动标志

定义            标识个体是否有过登高和剧烈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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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E03。 00。 010。 00

数据元名称         低脂高蛋白饮食标志

定义            标识个体是否有低脂高蛋白饮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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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EO3.00,011.00
数据元名称         毒品注射史标志

定义            个体有无静脉注射或肌肉注射毒品经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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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EO3。 00.012。 00

数据元名称         儿童户外活动标记

定义            标识儿童是否进行户外活动

数据元值的数据类型     L
表示格式          T/F
数据元允许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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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元标识符        DE03。 00.013,00

数据元名称         非安全性行为标志

定义            标识个体是否有婚外非安全性行为经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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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EO3.00。 014。 00

数据元名称         非放射工作职业史

定义            个体从事非放射性工作情况的详细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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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EO3.00.015.00
数据元名称         妇女个人不 良行为接触史代码

定义            妇女个人不 良行为接触史在特定编码体系中的代码

数据元值的数据类型     S
表示格式          N2
数据元允许值        WS364.5 卫生信息数据元值域代码 第 5部分 :健康危险因素

CV03。 00.116 个人不 良行为接触史代码表

数据元标识符        DE03。 00.016,00

数据元名称         共用血液污染器具标志

定义            标识个体是否有与他人共用可能被血液污染的器具 的经历 ,如 :纹 身、

修脚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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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EO3。 00.017。 00

数据元名称         关锁情况代码

定义            出于非医疗 目的 ,使用某种工具 (如 绳索、铁链 、铁笼等)限制患者的行

动 自由情况所属类别代码

数据元值的数据类型     Ⅱ

表示格式          N1
数据元允许值        1。 无关锁 2,关锁 3。 关锁已解除

数据元标识符        DEO3。 00.018.00

数据元名称         过量照射史

定义            个体受到过量照射的病史情况的详细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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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数据元允许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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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元标识符        DEO3.00.019.00
数据元名称         户外活动标志

定义            标识个体是否进行户外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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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E03,00,020。 00

数据元名称         户外活动时长 (h)

定义            个体每 日在户外活动的平均时长 ,计量单位为 h

数据元值的数据类型     N
表示格式          N。 .4,l

数据元允许值

数据元标识符        DEO3,00.021.00
数据元名称         环境危险因素暴露代码

定义            个体接触环境危险因素在特定编码体系中的类别代码

数据元值的数据类型     S3
表示格式          N1
数据元允许值        WS364.5 卫生信息数据元值域代码 第 5部分 :健康危险因素

CVO3.00.301 环境危险因素暴露类别代码表

数据元标识符        DEO3。 00,022。 00

数据元名称         患病对家庭社会的影响次数(次 )

定义            由于患者患病对家庭或社会所造成影响的次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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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EO3.00。 023。 00

数据元名称         患病对家庭或社会的影响代码

定义            患者从第一次发病到填写信息时对家庭或社会造成影响在特定编码体

系中的类别代码

数据元值的数据类型     S3
表示格式          N2
数据元允许值        WS364.5 卫生信息数据元值域代码 第 5部分 :健康危险因素

CVO3。 00.112 患重性精神疾病对家庭社会的影响代码表

数据元标识符

数据元名称

定义

DEO3。 00。 024。 00

运动时长 (月 )

个体坚持运动的时长 ,计量单位为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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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数据元标识符        DE03。 00.o25.00

数据元名称         接触二手烟代码

定义            1周 内,在 ld内 接触二手烟累计超过 15min情 况在特定分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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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几乎没有 2,有  3。 不知道

数据元标识符        DEO3.00.026。 00

数据元名称         接触二手烟天数 (d)

定义            1周 内 ,在 1d内接触二手烟累计超过 15min的 天数 ,计量单位为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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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E03.oo。 o27.00

数据元名称         接触放射线情况

定义            个体接触放射线情况的详细描述

数据元值的数据类型     S1
表示格式          AN。 d00
数据元允许值

数据元标识符        DEO3。 00。 028。 00

数据元名称         接触有害因素类别

定义            个体接触有害因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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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S364.5 卫生信息数据元值域代码 第 5部分 :健康危险因素

CV03。 00。 403 接触有害因素类别代码表

数据元标识符        DE03。 00.029.00

数据元名称         接触有害因素情况

定义            个体接触有害因素情况的详细描述

数据元值的数据类型     S1
表示格式          AN.。 5o

数据元允许值

数据元标识符

数据元名称

定义

6

DEO3.00.030。 00

戒酒标志

标识饮酒者是否成功戒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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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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EO3,00.031.00
数据元名称         戒酒年龄 (岁 )

定义            饮酒者成功戒酒时的周岁年龄 ,计量单位为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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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EO3.00,032。 00

数据元名称         戒烟年龄 (岁 )

定义            吸烟者成功戒烟时的周岁年龄 ,计量单位为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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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EO3.00.033,00
数据元名称         开始从事有害职业 日期

定义            个体从事接触危害因素职业的第一天的公元纪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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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E03.00.034。 00

数据元名称         开始每天吸烟年龄 (岁 )

定义            个体开始每天吸烟时的周岁年龄 ,计量单位为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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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EO3.00,035,00
数据元名称         开始吸食非卷烟年龄 (岁 )

定义            个体开始吸食非卷烟的周岁年龄 ,计量单位为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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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数据元名称

定义

DE03.00.036.00

开始吸烟年龄 (岁 )

个体开始吸第一支烟的周岁年龄 ,计量单位为岁

数据元值的数据类型     N



WS 363,5-ˉ 2011

表示格 式           N..2

数据元允许值

数据元标识符        DE03.00.037.00
数据元名称         开始饮酒年龄 (岁 )

定义            个体第一次饮酒时的周岁年龄 .计量单位为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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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E03,00.038,00
数据元名称         劳作情况代码

定义            个体劳作情况在特定分类中的代码

数据元值的数据类型     ⒊

表示格式          N1
数据元允许值        1.一 般 2,疲劳 3.过度疲劳

数据元标识符        DEO3.00。 039,00

数据元名称         累积受照时长(h/a)

定义            个体受到慢性照射的累积时间长度 ,计量单位为 h/a

数据元值的数据类型     N
表示格式          N..4
数据元允许值

数据元标识符        DE03。 00.040.00

数据元名称         每年食用的食物食用频率代码

定义            每年食用特定种类食品的食用频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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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S364.5 卫生信息数据元值域代码 第 5部 分 :健康危险因素

CVO3.00.110 每年食用的食物食用频率代码表

数据元标识符        DEO3.00,041。 00

数据元名称         每 日工作时长 (h)

定义            个体每 日从事放射性工作的小时数 ,计量单位为 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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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数据元名称

定义

8

DE03.00。 042.00

每日饮水量代码

个体平均每日饮水累计量在特定编码体系中的代码 ,不 包括一 日三餐

中的汤水、牛奶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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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元值的数据类型     S3
表示格式          N1
数据元允许值        WS364.5 卫 生信 息数据元 值域代码  第 5部分 :健康 危 险 因素

CV03,00.114 每 日饮水量代码表

数据元标识符        DEO3,00。 0± 3,00

数据元名称         每天食用食物的频率类别代码

定义            每天食用特定种类食品的食用频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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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s364.5 卫生信息数据元值域代码 第 5部分 :健 康危险因素

CVO3.00,109 每天食用的食物食用频率代码表

数据元标识符        DEO3。 00。 044,00

数据元名称         每月食用食物的频率类别代码

定义            每月食用特定种类食品的食用频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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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次  2,2次 3,1次

数据元标识符        DEO3.00.045。 00

数据元名称         每周食用食物的频率类别代码

定义            每周食用特定种类食品的食用频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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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6次  2,3~4次  3.1~2次

数据元标识符        DEO3。 00。 046。 00

数据元名称         目标摄盐量分级代码

定义            患者下次随访时的目标饮食摄盐的咸淡情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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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轻  2。 中 3.重

数据元标识符        DEO3。 00。 047。 00

数据元名称         配偶/固 定性伴标志

定义            标识个体是否有配偶/固 定性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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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E03。 00.048,00

配偶/固 定性伴感染状况代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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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义            个体配偶/固 定性伴感染状况在特定编码体 系中的代码

数据元值 的数据类型     $
表示格式          N1
数据元允许值        WS364.5 卫生信 息数据元值域代码  第 5部 分 :健康危 险因素

CV03.00.404 艾滋病患者亲属 HIV感染状况代码表

数据元标识符        DEO3,00。 049,00

数据元名称         禽畜栏类别

定义            家庭设立禽畜养殖场所的类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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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 设  2。 室内 3。 室外

数据元标识符        DEO3.00。 050.00

数据元名称         燃料类型类别代码

定义            家庭所使用燃料类别在特定编码体系中的代码

数据元值的数据类型     Ⅱ

表示格式          N1
数据元允许值        WS364,5 卫生信息数据元值域代码 第 5部分 :健康危险因素

CVO3。 00.303 燃料类型类别代码表

数据元标识符        DEO3.00.051。 00

数据元名称         日供水数量

定义            供水单位设计的日供水量 ,计量单位为吨

数据元值的数据类型     N
表示格式          N.。 8

数据元允许值

数据元标识符        DEO3.00。 052.00

数据元名称         日吸食非卷烟量

定义            平均每天吸食非卷烟的数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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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E03。 00。 053.00

数据元名称         日吸烟量 (支 )

定义            最近 1个月内个体平均每天的吸烟量 ,计量单位为支

数据元值的数据类型     N
表示格式          N。 。3

数据元允许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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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元标识符        DEO3.00.054。 00

数据元名称         日饮酒量 (两 )

定义            个体平均每天的饮酒量相当于白酒量 ,计量单位为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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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EO3,00,055。 00

数据元名称         日主食量 (g)

定义            个体平均每天进食的主食量 ,计量单位为 g

数据元值的数据类型     N
表示格式          N.,4
数据元允许值

数据元标识符        DEO3。 00.056。 00

数据元名称         摄盐量分级代码

定义            患者 目前饮食摄盐的咸淡情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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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轻  2.中  3。 重

数据元标识符        DEO3。 00.057。 00

数据元名称         身体活动时长(min)

定义            一天内身体活动累计时长 ,计量单位为 mh
数据元值的数据类型     N
表示格式          N。 。4

数据元允许值

数据元标识符        DEO3,00.058.00
数据元名称         食物种类代码

定义            个体食用食物种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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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S364.5 卫生信息数据元值域代码 第 5部分 :健 康危险因素

CV03.00.106 饮食种类代码表

数据元标识符        DEO3。 00。 059。 00

数据元名称         受照剂量 (Gy)

定义            所受照射的累积剂量 ,计量单位为 Gy

数据元值的数据类型     N
表示格式          N5,1
数据元允许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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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元标识符        DEO3,00.060.00
数据元名称         受照类型代码

定义            个体受到照射类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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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 急性照射 2,慢性照射

数据元标识符        DEO3。 00,061.00

数据元名称         受照 日期

定义            个体受到急性照射当日的公元纪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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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EO3.00。 062.00

数据元名称         受照史

定义            个体从事放射性工作期间的受照情况的详细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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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E03。 00.063.00

数据元名称         受照原因代码

定义            个体受到照射原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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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2
数据元允许值        WS364.5 卫生信息数据元值域代码 第 5部分 :健康危险因素

CV03.00,202 受照原因代码表

数据元标识符        DE03.00.064。 00

数据元名称         停止吸食非卷烟时长 (d)

定义            本人停止吸食非卷烟的时间长度 ,计量单位为 d

数据元值的数据类型     N
表示格式          N。 。5

数据元允许值

数据元标识符        DEO3。 00。 065,00

数据元名称         停止吸烟时长 (d)

定义            本人停止吸烟的时间长度 ,计量单位为 d

数据元值的数据类型     N
表示格式          N.。 5

数据元允许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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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元标识符        DEO3.00.066.00
数据元名称         吸食非卷烟标志

定义            标识个体是否吸食非卷烟的标志

数据元值的数据类型     L
表示格式          △/F

数据元允许值

数据元标识符        DEO3.00.067,00
数据元名称         吸食非卷烟时长 (年 )

定义            个体吸食非卷烟的累积时间长度 ,计量单位为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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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E03.00.068.00
数据元名称         吸食非卷烟状况

定义            个体过去和现在的吸烟情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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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 不吸烟 2。 过去吸 ,已 戒烟 3.吸烟

数据元标识符        DEO3.00。 069.00

数据元名称         吸食烟草种类代码

定义            个体吸食烟草种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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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S364.5 卫生信息数据元值域代码 第 5部分 :健 康危险因素

CVO3,00,103 吸食烟草种类代码表

数据元标识符        DEO3,00,070.00
数据元名称         吸烟标志

定义            标识个体是否吸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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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EO3,00。 071。 00

数据元名称         吸烟频率代码

定义            个体现在吸烟频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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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S364.5 卫生信息数据元值域代码 第 5部分 :健康危险因素

CVO3。 00.101 吸烟状态代码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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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元标识符        DEO3,00.072.00
数据元名称         吸烟时长 (年 )

定义            个体吸烟的累积时间长度 ,计量单位为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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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E03,00,073,00
数据元名称         吸烟状况代码

定义            个体过去和现在的吸烟情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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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 不吸烟 2.过去吸 ,已 戒烟 3.吸烟

数据元标识符        DEO3。 00.075.00

数据元名称         饮酒标志

定义            标识个体是否饮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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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EO3.00。 076。 00

数据元名称         饮酒频率代码

定义            个体饮酒的频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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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S364.5 卫生信息数据元值域代码 第 5部分 :健康危险因素

CVO3。 00.10钅  饮酒频率代码表

数据元标识符        DEO3。 00.077。 00

数据元名称         饮酒时长 (a)

定义            个体饮酒的累积时间长度 ,计量单位为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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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EO3.00.078。 00

数据元名称         饮酒种类代码

定义            个体饮酒种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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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S364.5 卫生信息数据元值域代码 第 5部分 :健康危险因素

CVO3。 00,105 饮酒种类代码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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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元标识符        DEO3.00.079,00
数据元名称         饮食频率分类代码

定义            食用特定种类食品频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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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S364,5 卫生信息数据元值域代码 第 5部 分 :健 康危险因素

CVO3,00,108 饮食频率分类代码表

数据元标识符        DEO3。 00.080,00

数据元名称         饮食情况代码

定义            个体饮食情况所属类别在特定分类中的代码

数据元值的数据类型     S1
表示格式          N1
数据元允许值        1.良 好  2。 一般 3。 较差

数据元标识符        DE03.00.081,00
数据元名称         饮食习惯代码

定义            个体饮食习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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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S364.5 卫生信息数据元值域代码 第 5部分 :健康危险因素

CV03.00.107 饮食习惯代码表

数据元标识符        DE03,00。 082.00

数据元名称         饮水类别代码

定义            家庭饮水的类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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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S364.5 卫生信息数据元值域代码 第 5部 分 :健康危险因素

CV03.00,115 饮水类别代码表

数据元标识符        DEO3.00。 083,00

数据元名称         有危害因素接触职业描述

定义            对从事接触危害因素职业的详细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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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EO3。 00.084.00

数据元名称         孕产期高危因素代码

定义            孕妇孕产期存在高危因素类别在特定编码体系中的代码

数据元值的数据类型     S3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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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示格式          N2
数据元允许值        WS364.5 卫生信 息数据元 值域 代码  第 5部 分 :健 康危 险 因素

CVO3,00.402 孕产期高危 因素代码表

数据元标识符        DEO3,00.085,00
数据元名称         孕早期服药类别代码

定义            标识孕妇在孕早期服用药物类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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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2
数据元允许值        WS364,5 卫生信息数据元值域代码 第 5部 分 :健 康危险因素

CVO3,00.401 孕早期服药类别代码表

数据元标识符        DEO3.00.086,00
数据元名称         运动方式说明

定义            个体主动锻炼最常采用的运动方式的详细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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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EO3。 00。 087,00

数据元名称         运动频率代码

定义            个体最近 1个月主动运动的频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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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S364.5 卫生信息数据元值域代码 第 5部 分 :健康危险因素

CVO3.00.111 身体活动频率代码表

数据元标识符        DEO3。 00.088,00

数据元名称         次运动时长(min)

定义            个体平均每次运动所用时间长度 ,计量单位为 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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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E03.00.089。 00

数据元名称         职业暴露史标志

定义            标识个体是否有职业暴露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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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

DEO3。 00,090。 00

职业暴露危险因素名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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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义            个体因职业接触化学品、毒物或射线的名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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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EO3.00.091。 00

数据元名称         职业暴露危险因素种类代码

定义            职业接触危害因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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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数据元允许值        WS364,5 卫生信息数据元值域代码 第 5部 分 :健康危险因素

CVO3.00.203 职业病危害因素类别代码表

数据元标识符        DEO3.00,092。 00

数据元名称         职业病危害类别代码

定义            职业卫生被监督单位存在的职业危害类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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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轻微 2.一般 3,严重

数据元标识符        DEO3.00.093。 00

数据元名称         职业病危害因素类别代码

定义            职业病患者所接触的职业危害因素的类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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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数据元允许值        WS364.5 卫生信息数据元值域代码 第 5部分 :健康危险因素

CV03.00.203 职业病危害因素类别代码表

数据元标识符        DE03.00,094.00
数据元名称         职业防护措施标志

定义            标识个体是否有针对职业危害因素的预防保护的具体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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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E03.00。 095。 00

数据元名称         职业照射种类代码

定义            职业照射种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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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1
数据元允许值        WS364.5 卫生信息数据元值域代码 第 5部分 :健 康危险因素

CV03.00.201 职业照射种类代码表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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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元标识符        DEO3。 00。 096。 00

数据元名称         中毒农药名称代码

定义            引起个体中毒的农药具体名称代码

数据元值的数据类型     s3
表示格式          N。 。2

数据元允许值        WS364.5 卫生信息数据元值域代码 第 5部分 :健康危险因素

CVO3。 00.204 农药名称代码表

数据元标识符        DEO3。 00。 097。 00

数据元名称         周运动次数 (次/周 )

定义            个体每周进行运动的次数 ,计量单位为次/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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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EO3。 00。 098。 00

数据元名称         醉酒标志

定义            标识个体近一年内是否曾醉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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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EO3。 00。 099。 00

数据元名称         家庭厨房排风设施标识

定义            标识有无家庭厨房排风设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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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艾滋病接触史代码

艾滋病患者亲属感染状况代码

被动吸烟场所代码

步行或骑 自行车累计时长 (min)

厕所类别代码

厨房排风设施类别代码

次运动时长(min)

从事有害职业时长 (年 )

从事职业工种描述

登高和剧烈运动标志

低脂高蛋白饮食标志

毒品注射史标志

儿童户外活动标记

非安全性行为标志

非放射工作职业史

妇女个人不 良行为接触史

共用血液污染器具标志

关锁倩况代码

过量照射史

户外活动标志

户外活动时长(h)

环境危险因素暴露类别代码

患病对家庭社会的肜响次数 (次 )

患病对家庭或社会的影响代码

数据元索引

A

C

B

C

D

E

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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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O3.00.001.00

DEO3。 00.002。 00

DEO3。 00。 003。 00

DEO3。 00.004.0o

DEO3。 00。 005。 00

DEO3。 00.006。 00

DEO3.00。 088∶ 00

DEO3。 00∶ 007。 0o

DEO3。 00。 008。 oo

DE03。 00。 0o9。 00

DEO3。 00。 010。 00

DEO3。 00。 011。 00

DEO3。 00。 012。 00

DEO3.00。 013.00

DEO3。 00。 014.00

DEO3。 00。 015。 00

DEO3。 00.016。 00

DEO3。 00。 O17。 00

DEO3。 00。 O18.00

DEO3。 00。 019。 00

DEO3。 00.020。 00

DEO3。 00。 021。 00

DEO3。 00。 022。 00

DEO3。 00。 023。 00

H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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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厨房排风设施标识

接触二手烟代码

接触二手烟天数 (d)

接触放射线情况

接触有害因素类别

接触有害因素情况

戒酒标志

戒酒年龄 (岁 )

戒烟年龄 (岁 )

开始从事有害职业 日期

开始每天吸烟年龄 (岁 )

开始吸食非卷烟年龄 (岁 )

开始吸烟年龄 (岁 )

开始饮酒年龄 (岁 )

劳作情况代码

累积受照时长(小时/年 )

每年食用的食物食用频率代码

每 日工作时长 (h)

每 日饮水量代码

每天食用食物的频率

每月食用食物的频率

每周食用食物的频率

目标摄盐量分级代码

配偶/固定性伴标志

配偶/固定性伴感染状况代码

禽畜栏类别

燃料类型类别代码

日供水数量

日吸食非卷烟量

20

Κ

DEO3,00.099。 00

DEO3,00.025,00

DEO3,00,026。 00

DE03.00,027,00

DEO3.00。 028。 00

DEO3,00。 029.00

DEO3。 00,030,00

DEO3。 00。 031。 00

DEO3.00.032。 00

DEO3,00。 033.00

DEO3。 00。 034.00

DEO3.00.035,00

DEO3。 00.036.00

DEO3。 00,037.00

DEO3。 00.038。 00

DEO3.00。 039,00

DEO3。 00。 040。 00

DEO3.00.041。 00

DEO3。 00,042.00

DE03.00。 043。 00

DEO3。 00,044.00

DEO3.00。 045.00

DEO3.00.046.00

DE03.00.047。 00

DE03.00。 048,00

DE03。 00.049.00

DEO3。 00.050。 00

DEO3。 00.051.00

DEO3。 00。 052。 00

L

M

Q

R



日吸烟量 (支 )

日饮酒量 (两 )

日主食量 (g)

摄盐量分级代码

身体活动时长(min)

食物种类代码

受照剂量 (Gy)

受照类型代码

受照 日期

受照史

受照原因代码

停止吸食非卷烟时长 (d)

停止吸烟时长 (d)

吸食非卷烟标志

吸食非卷烟时长 (年 )

吸食非卷烟状况

吸食烟草种类代码

吸烟标志

吸烟频率代码

吸烟时长 (年 )

吸烟状况代码

T

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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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03,00.053.00

DEO3。 00,054.00

DEO3.00,055.00

DEO3,00。 056.00

DEO3,00。 057.00

DEO3.00,058.00

DEO3,00.059。 00

DEO3,00。 060.00

DE03。 00,061.00

DE03.00.062。 00

DEO3,00,063.00

DEO3.00.064.00

DEO3.00.065.00

DEO3.00.066.00

DE03.00.067.00

DEO3.00.068.00

DE03。 00.069.00

DEO3.00。 070。 00

DEO3。 00,071,00

DEO3。 00。 072.00

DEO3。 00。 073.00

DEO3。 00,075。 00

DEO3.00.076.00

DE03.00。 077。 00

DEO3。 00。 078。 00

DEO3。 00.079,00

DEO3。 00.080.00

DEO3.00.081。 00

DEO3。 00。 082.00

DEO3.00。 083.00

DEO3。 00。 084。 00

DE03,00.085.00

DEO3,00。 086,00

DEO3.00.087。 00

DEO3。 00。 024。 00

饮酒标志

饮酒频率代码

饮酒时长 (年 )

饮酒种类代码

饮食频率分类代码

饮食情况代码

饮食习惯代码

饮水类别代码

有危害因素接触职业描述

孕产期高危因素代码

孕早期服药类别代码

运动方式说明

运动频率代码

运动时长 (月 )

z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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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业暴露史标志

职业暴露危险因素名称

职业暴露危险因素种类代码

职业病危害类别代码

职业病危害因素类别代码

职业防护措施标志

职业照射种类代码

中毒农药名称代码

周运动次数 (次 /周 )

醉酒标志

DE03.00,089.00

DEO3,00,090.00

DEO3.00,091,00

DEO3.00,092.00

DEO3,00,093.00

DE03.00,094,00

DEO3,00.095.00

DEO3.00.096。 00

DE03,00,097,00

DEO3,00。 098.0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