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艹刖 曰

Ws36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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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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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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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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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第 17部分 :卫生管理。

本部分为 Ws363的第 1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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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卫生部统计信息中心、天津市医学科学技术信息研

究所。

本部分的主要起草人 :冯丹、汤学军、童心、姚远、周红、刘建超、陈丽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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卫生信息数据元目录

第 11部分 :医学评估

1 范围

WS363的本部分规定了医疗卫生机构对病人进行 医学评估相关信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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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录包括医学评估相关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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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部分 :总则

WS364.11 卫生信息数据元值域代码 第 11部分 :医学评估

IC冫10 国际疾病分类标准编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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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V1.o
注册机构       卫生部卫生信息标准专业委员会

相关环境       卫生信息

分类模式       分类法

主管机构       卫生部统计信息中心

注册状态       标准状态

提交机构       卫生部统计信息中心

4.2 数据元专用属性

数据元标识符     DE05.10.001。 00

数据元名称      Apgar评 分值 (分 )

定义         对个体的呼吸、心率、皮肤颜色、肌张力及对刺激的反应等五项指标的评分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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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值 ,计量单位为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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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EO5.10。 002.00

数据元名称      HBsAg携 带者分类

定义         感染 HBV后未造成肝脏炎症破坏只表现为病毒或 HBsAg阳性 ,根据携带者

病毒学状况在特定分类中的代码

数据元值的数据类型  Sz
表示格式       N1
数据元允许值     1.慢 性 HBV携带者 2.非活动性 HBsAg携 带者

数据元标识符     DEO5.10.003。 00

数据元名称      艾滋病患者标志

定义         标识患者是否已经发展成为艾滋病患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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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EO5.10。 004。 00

数据元名称      步态描述

定义         对受检者步态的简要医学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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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EO5.10。 005。 00

数据元名称      步态情况

定义         受检者体检时发现步行的形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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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未见异常 2。 异常

数据元标识符     DEO5.10。 006.00

数据元名称      残疾情况代码

定义         卫生服务对象残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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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2
数据元允许值     WS364.11 卫生信息数据元值域代码 第 11部分 :医学评估

CVO5.10。 001 残疾情况代码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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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元标识符     DEO5.10.007。 00

数据元名称      产后 42天检查结果

定义         产妇分娩后 42d医学检查结果的详细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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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EO5.10。 008。 00

数据元名称      产前筛查方法代码

定义         孕妇产前筛查所采用的方法在特定分类中的代码

数据元值的数据类型  Sz
表示格式       N1
数据元允许值     1.血 清学试验 2.B超检查  9。 其他

数据元标识符     DEO5.10。 009.00

数据元名称      产前筛查结果

定义         孕妇产前筛查结果的结论性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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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EO5.10.010。 00

数据元名称      产前筛查项 目

定义         孕妇产前筛查项 目的名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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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EO5.10。 011。 00

数据元名称      产前筛查孕周 (d)

定义         孕妇产前筛查时的妊娠时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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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EO5.10.012。 00

数据元名称      产前诊断医学意见

定义         孕妇产前诊断后给予医学指导意见的详细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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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E05.10.013.∞
数据元名称      初次产前检查孕周 (d)

定义         进行首次产前检查时的妊娠时长 ,精确到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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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EO5.10。 014.00

数据元名称      处置计划

定义         在就诊者评估基础上为其制定的处置计划的详细描述

数据元值的数据类型  Sl
表示格式       AN。 。200

数据元允许值

数据元标识符     DEO5.10.015~00
数据元名称      传染病发病类别代码

定义         传染病发病急缓类别在特定分类中的代码

数据元值的数据类型  Sz
表示格式       N1
数据元允许值     1.急 性 2。 慢性

数据元标识符     DEO5.10.016。 00

数据元名称      传染病类别代码

定义         传染病防治法规定的传染病的类别在特定分类中的代码

数据元值的数据类型  Sz
表示格式       N1
数据元允许值     1。 甲类 2。 乙类 3。 丙类

数据元标识符     DEO5.10。 017。 00

数据元名称      儿童发育评估通过标志

定义         标识儿童发育评估是否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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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EO5。 lO。 018.00

数据元名称      儿童神经精神发育筛查结果

定义         儿童神经精神发育筛查结果的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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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EO5.10.019。 00

数据元名称      儿童死前治疗类别代码

定义         儿童死亡前接受治疗情况在特定分类中的代码

数据元值的数据类型  "
表示格式       N1
数据元允许值     1.住 院治疗  2。 门诊治疗  3。 未治疗

数据元标识符     DE05.10。 020.00

数据元名称      儿童死亡前未治疗或未就医原因代码

定义         儿童死亡前未经治疗或未就医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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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1
数据元允许值     WS364.11 卫生信息数据元值域代码 第 11部分 :医学评估

CV05.10.015 5岁 以下儿童未治疗或未就医原因代码表

数据元标识符     DEO5.10。 021。 00

数据元名称      儿童体弱原因类别代码

定义         体弱儿童体弱原因所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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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s364.11 卫生信息数据元值域代码 第 11部分 :医学评估

CVO5.10。 007 儿童体弱原因类别代码表

数据元标识符     DEO5.10。 022。 00

数据元名称      发育程度代码

定义         发育情况检查结果在特定分类中的代码

数据元值的数据类型  sz
表示格式       N1
数据元允许值     1.正 力型 2。 无力型 3。 超力型

,10.023.00DEO5.数据元标识符

附睾异常情况数据元名称

      附睾异常情况的详细描述

S1

定义

数据元值的数据类型

100AN..表示格式

数据元允许值

数据元标识符     DEO5.10。 024.00

数据元名称      复发标志

定义         标识随访者或患者既往罹患疾病是否复发的标志

数据元值的数据类型  L
表示格式       T/F
数据元允许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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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元标识符     DEO5.10.025.00
数据元名称      复发次数 (次 )

定义         随访者某段时间内既往罹患疾病复发的累计次数

数据元值的数据类型  S1
表示格式       N1
数据元允许值

数据元标识符     DE05.10.026.00
数据元名称      复发 日期

定义         患者既往罹患疾病复发第一天的公元纪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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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EO5.10.027.00
数据元名称      高危评分 日期时间

定义         对孕产妇进行高危评分当日的公元纪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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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EO5.10.妮 8.00

数据元名称      婚前医学检查结果代码

定义         个体婚前医学检查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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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S364.11 卫生信息数据元值域代码 第 11部分 :医学评估

CVO5。 lO。 005 婚前医学检查结果代码表

数据元标识符     DE05.10.Oz9。 00

数据元名称      畸形标志

定义         标识是否畸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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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EO5.10.O30.00
数据元名称      急性乙型肝炎临床分型

定义        根据临床表现是否有黄疸体征和检验结果 ,受 检者中血清胆红素和尿胆红素

情况将急性乙型肝炎进一步分类结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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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黄疸型 2.黄疸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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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元标识符     DEO5.10.031.00
数据元名称      健康评价异常标志

定义         标识受检者体检中是否存在异常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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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EO5.10。 032.00

数据元名称      健康评价异常描述

定义         受检者体检中是存在的异常情况的具体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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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EO5.10。 033。 00

数据元名称      健康问题评估

定义         根据患者疾病临床表现、实验室检查结果等作出的健康问题评估结果的详细

描述

数据元值的数据类型  S1
表示格式       AN..200
数据元允许值

数据元标识符     DEOs.10。 O34。 00

数据元名称      健康状况代码

定义         个体健康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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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良 好 2.一般 3.差

数据元标识符     DEO5.10。 035。 00

数据元名称      结案标志

定义         标识孕产妇管理是否已结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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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EO5.10。 036.00

数据元名称      精神状态代码

定义         本人精神状态在特定分类中的代码

数据元值的数据类型  Sz
表示格式       N1
数据元允许值     1.正 常 2。 异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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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元标识符     DE05.10。 037.00

数据元名称      卡氏评分值

定义         利用卡劳夫斯基 (Karnofsky)评 分表对个体进行评价的分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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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EO5.10.038.00
数据元名称      可疑食品名称

定义         引起疑似食源性异常病例(健康事件)的 可疑食品的名称

数据元值的数据类型  sl
表示格式       AN。 。50

数据元允许值

数据元标识符     DEO5.10。 040∶ 00

数据元名称      老年人情感状态粗筛结果代码

定义         老年人情感状态粗筛结果在特定分类中的代码

数据元值的数据类型  sz
表示格式       N1
数据元允许值     1。 粗筛阴性 2。 粗筛阳性

数据元标识符     DEO5.10。 041.00

数据元名称      老年人认知功能粗筛结果代码

定义         老年人认知状态粗筛结果在特定分类中的代码

数据元值的数据类型  Sz
表示格式       N1
数据元允许值     1.粗 筛阴性 2。 粗筛阳性

数据元标识符     DEO5.10。 α 2。 00

数据元名称      老年人认知功能评分

定义         老年人《简易智力状态检查量表》的最终评判分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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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EO5。 lO。 ∝3.00

数据元名称      老年人生活 自理能力 自我评估代码

定义         老年人根据《老年人生活 自理能力评估表》,对生活 自理能力进行 自我评估结

果在特定编码体系中的代码

数据元值的数据类型  Ss
表示格式       N1
数据元允许值     WS364.6 卫生信息数据元值域代码 第 6部分 :主诉与症状

CVO4。 01.014 老年人生活 自理能力 自我评估代码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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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元标识符     DE05.10.044.00
数据元名称      老年人抑郁评分

定义         老年人《老年抑郁量表》的最终评判分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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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EO5.10。 045。 00

数据元名称      慢性乙型肝炎的血清学分类

定义         根据血清学检查 HBeAg阳性与否 阳性 ,将慢性 乙型肝炎患者进一步分类

代码

数据元值的数据类型  Sz
表示格式       N1
数据元允许值     1.HBeAg阳 性慢性乙型肝炎 2。 HBeAg阴 性慢性乙型肝炎

数据元标识符     DEO5.10。 046。 00

数据元名称      年龄别身高评价结果代码

定义         个体年龄别身高评价结果在特定编码体系中的代码

数据元值的数据类型  Ss
表示格式       N1
数据元允许值     Ws364.11 卫生信息数据元值域代码 第 11部分 :医学评估

CV05。 lO。 006 儿童生长发育评价结果代码表

数据元标识符     DE05.10.047。 00

数据元名称      年龄别体重评价结果代码

定义         个体年龄别体重评价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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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S364.11 卫生信息数据元值域代码 第 11部分 :医学评估

CVO5.10。 006 儿童生长发育评价结果代码表

数据元标识符     DEO5.lO.048.00
数据元名称      农药中毒转归代码

定义         农药中毒个体转归所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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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S364.11 卫生信息数据元值域代码 第 11部分 :医学评估

CVO5.10。 010 病情转归代码表

数据元标识符     DEO5.10.049.00
数据元名称      配偶健康状况

定义         对配偶健康状况的详细描述

数据元值的数据类型  S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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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示格式       Λ..30

数据元允许值

数据元标识符     DE05.10。 050。 00

数据元名称      贫血分级代码

定义         受检者贫血程度分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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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轻  2。 中 3。 重

数据元标识符     DEO5.10。 051.00

数据元名称      妊娠结局

定义         孕妇妊娠最终结果的详细描述

数据元值的数据类型  Sl
表示格式       AN。 。50

数据元允许值

数据元标识符     DEO5.10。 052.00

数据元名称      日静态行为时长 (min)

定义         通常个体 1d内 ,累计坐着、靠着或躺着的时间长度 (包括坐着工作、学习、阅

读、看电视、用电脑 、做手工活、休息等所有静态行为的时间 ,但不包括睡觉时

间),计量单位为 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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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EO5.10.053。 00

数据元名称      人院原因

定义         因某种疾病或健康问题住院治疗的原因的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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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EO5.10.Os4。 00

数据元名称      筛查结果通知 日期

定义         通知受检者筛查结果的公元纪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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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EO5.10.055。 00

数据元名称      伤害转归代码

定义         伤害转归的类别在特定编码体系中的代码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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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元值 的数据类型  “

表示格式       Nl
数据元允许值      WS364.11 卫生信息数据元值域代码 第 11部 分 :医 学评估

CV05.10.01I 伤害转归代码表

数据元标识符     DE05~10.056.00
数据元名称      社会功能情况分类代码

定义         患者社会功能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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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S364.11 卫生信息数据元值域代码 第 11部分 :医学评估

CVO5.10.003 重性精神疾病患者社会功能情况分类代码表

数据元标识符     DEO5.10。 057.00

数据元名称      社会功能情况评价代码

定义         对患者生活、劳动、学习和交往等能力评价结果在特定分类中的代码

数据元值的数据类型  S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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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E05.10。 058。 00

数据元名称      身高别体重评价结果代码

定义         身高别体重评价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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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S364.11 卫生信息数据元值域代码 第 t1部分 :医学评估

CVO5.10.006 儿童生长发育评价结果代码表

数据元标识符     DE05.10.059。 00

数据元名称      身体活动类别代码

定义         身体活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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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工作、农业及家务性  2。 交通性 3。 休闲性

数据元标识符     DEO5.10。 060。 00

数据元名称      身体活动强度分类代码

定义         身体活动强度在特定分类中的代码

数据元值的数据类型  Sz
表示格式       N1
数据元允许值     1。 高强度身体活动 2.中等强度身体活动 3.低强度身体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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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元标识符     DEO5.10.061~00
数据元名称      生活和劳动能力评价结果代码

定义         对患者生活和劳动能力评价结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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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  2.中  3。 差

数据元标识符     DEO5.10.062。 00

数据元名称      手术并发症详细描述

定义         对患者手术并发症的详细描述

数据元值的数据类型  S1
表示格式       AN。 。lOo

数据元允许值

数据元标识符     DEO5.10.063.00
数据元名称      手术过程描述

定义         对患者手术过程的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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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EO5.10。 064.00

数据元名称      手术过程顺利标志

定义         标识患者手术过程是否顺利的标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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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EO5.10。 065。 00

数据元名称      睡眠状况

定义         个体睡眠状况的描述

数据元值的数据类型  S1
表示格式       AN。 。lOo

数据元允许值

数据元标识符     DEO5.10。 OG6.00

数据元名称      随访评价结果代码

定义         随访医师对患者进行医学随访的评价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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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S364.11 卫生信息数据元值域代码 第 11部分 :医学评估

CVO5.10.012 随访评价结果代码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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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元标识符     DE05.10。 067.00

数据元名称      随访饮食合理性评价类别代码

定义         随访对象饮食合理性评价结果在特定分类中的代码

数据元值的数据类型  Sz
表示格式       N1
数据元允许值     l。 合理 2。 基本合理 3.不合理

数据元标识符     DEO5.10。 068.00

数据元名称      随访遵医行为评价结果代码

定义         随访对象对医生生活方式指导等的依从情况在特定分类中的代码

数据元值的数据类型  sz
表示格式       N1
数据元允许值     1。 良好 2.一般 3.差

数据元标识符     DEO5.10。 069。 00

数据元名称      随诊检查结果

定义         随诊时检查结果的详细描述

数据元值的数据类型  Sl
表示格式       AN。 △00

数据元允许值

10.070.00DEO5。数据元标识符

特殊情况记录数据元名称

对个体特殊情况的描述定义

数据元值的数据类型  sl
AN。 .100表示格式

数据元允许值

数据元标识符     DEO5.10。 071.00

数据元名称      体格发育评价代码

定义         个体体格发育评价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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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S364.11 卫生信息数据元值域代码 第 11部分 :医学评估

CVO5.10.006 儿童生长发育评价结果代码表

数据元标识符     DEO5.10.072.00
数据元名称      体检结果

定义         对受检者体检结果的结论性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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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EO5.10.073.00
数据元名称      体弱儿童标志

定义         标识 儿童是否为体弱儿童的标志

数据元值的数据类型  I'
表示格式       T/F
数据元允许值

数据元标识符     DEO5.10。 074.00

数据元名称      体弱儿童转归代码

定义         体弱儿童转归所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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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S36⒋ .11 卫生信息数据元值域代码 第 11部分 :医学评估

CVO5。 lO。 010 病情转归代码表

数据元标识符     DEO5.10。 075。 00

数据元名称      体质指数

定义         根据体重 (kg)除以身高平方 (m2)计算出的指数

数据元值的数据类型  N
表示格式       N5,2
数据元允许值

数据元标识符     DEO5.10。 076.Oo

数据元名称      听力筛查代码

定义         受检者对听力障碍进行筛查的结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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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 已筛查 2。 未筛查 3。 不详

数据元标识符     DEO5.10.077。 00

数据元名称      危险性分级代码

定义         对患者的危险性进行评估分级在特定编码体系中的代码

数据元值的数据类型  旨

表示格式       N1
数据元允许值     WS364.11 卫生信息数据元值域代码 第 11部分 :医学评估

CVO5.10.O13 重性精神疾病患者危险性分级代码表

数据元标识符     DEO5.10.078.00
数据元名称      危重孕产妇标志

定义         标识孕产妇是否为危重孕产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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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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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E05.10.079.00

下肢淋 巴水 肿 /象皮胂分期

WHO对 下 肢淋 巴水 肿 /象皮 肿 分期 的详细描述 ,根据 zO07卫生 部《全 国慢性

丝虫病关 怀 照料 工作方 案 》附件 5,分为 I~Ⅶ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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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EO5.10.080.00

现存 主要健康 问题代码

曾经出现或一直存在 ,并影响目前身体健康状况的疾病在特定编码体系中的

代码

S3

AN。 .5

ICD△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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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EO5.10。 081.00

心电图异常标志

标识受检者心 电图检查是否存在异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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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EO5.10.082。 00

心 电图异 常描 述

受检者 心 电图检查 异常情 况 的具 体描述

s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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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E05.10.083.00

心理调整评价结果代码

医生根据 印象对患者心理调整情况进行评价的结果在特定分类 中的代码

S2

N1
1.良好 2.一般  3.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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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E05.10.084.00

心理状态代码

个体心理状况 的分类在特定编码体系中的代码

s3

N1
Ws364.11 卫生信息数据元值域代码  第 11部分 :医学评估

CV05.10.002 心理状态代码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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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元标识符     DEO5.lO。 085.00

数据元名称      新生儿苯丙酮尿症筛查代码

定义         新生儿对苯丙酮尿症进行筛查结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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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筛 查 2。 未筛查

数据元标识符     DE05.10。 086.00

数据元名称      新生儿大便状况记录

定义         个体大便频率、量、性状等状况的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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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E05.10.087。 00

数据元名称      新生儿疾病筛查标志

定义         标识是否已进行新生儿疾病筛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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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EO5.10。 088。 00

数据元名称      新生儿疾病筛查结果

定义         对新生儿疾病筛查初筛试验结果的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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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EO5.10.089。 00

数据元名称      新生儿甲低筛查代码

定义         新生儿对甲状腺功能低下进行筛查结果在特定分类中的代码

数据元值的数据类型  Sz
表示格式       N1
数据元允许值     1.筛 查 2。 未筛查

数据元标识符     DEO5.10。 090。 00

数据元名称      新生儿其他遗传代谢病筛查

定义         新生儿除外甲状腺功能低下及苯丙酮尿症外的其他疾病进行筛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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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E05.10.091,00
数据元名称      血吸虫病患者劳动能力分级代码

定义         个体因患血吸虫病导致的劳动能力分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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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S364.11 卫生信息数据元值域代码 第 11部分 :医学评估

CV05.10.008 血吸虫病患者劳动能力分级代码表

数据元标识符     DE05.1O.092。 00

数据元名称      血吸虫病转归代码

定义         血吸虫病患者治疗转归情况的代码

数据元值的数据类型  S3
表示格式       N1
数据元允许值     WS364.11 卫生信息数据元值域代码 第 11部分 :医学评估

CV05.10.010 病情转归代码表

数据元标识符     DE05.10.093.00
数据元名称      疑似食源性异常病例 (健康事件)报告卡上报原因代码

定义         疑似食源性异常病例(健康事件)报告卡上报原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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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S364.11 卫生信息数据元值域代码 第 11部 分 :医学评估

CV05.10.018 疑似食源性异常病例(健康事件)报告卡上报原因代码表

数据元标识符     DEO5.10.094.00
数据元名称      乙肝患者病情转归

定义         在某一时间段内 ,评价患者病情变化情况

数据元值的数据类型  S3
表示格式       N1
数据元允许值     WS364.11 卫生信息数据元值域代码 第 11部 分 :医学评估

CVO5.10。 015 乙肝患者病情转归代码表

数据元标识符     DEO5,10。 095.00

数据元名称      乙肝抗病毒治疗的血清学应答

定义         通过 比较治疗前后血清学变化来评价乙肝抗病毒治疗的效果

数据元值的数据类型  出

表示格式       Nl
数据元允许值     WS364.11 卫生信息数据元值域代码 第 11部 分 :医学评估

CV05.10。 014 乙肝抗病毒治疗的血清学应答代码表

数据元标识符     DE05.10.096.00
数据元名称      乙型肝炎肝硬化分期代码

定义         根据对乙肝患者症状体征 、肝脏功能情况对乙型肝炎所致的肝硬化诊断的进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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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步分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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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 偿期 2.失代偿期

数据元标识符     DEO5.10。 097.00

数据元名称      营养状态代码

定义         受检者营养情况检查结果在特定分类中的代码

数据元值的数据类型  Sz
表示格式       N1
数据元允许值     1.良 好  2。 中等 3。 差

数据元标识符     DEO5.lO.098.00
数据元名称      预产期

定义         根据孕妇末次月经来潮第一天推算的预产期的公元纪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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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EO5.10。 099。 00

数据元名称      孕产妇死亡病历摘要或调查小结

定义         孕产妇死亡病历摘要或调查小结的记录

数据元值的数据类型  sl
表示格式       AN。 。2000

数据元允许值

数据元标识符     DEO5.10.100。 00

数据元名称      孕产妇死亡国家级评审结果代码

定义         国家级对孕产妇死亡进行评审结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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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避免死亡  2。 不可避免死亡

数据元标识符     DEO5.lO。 101.00

数据元名称      孕产妇死亡省级评审结果代码

定义         省级医疗保健机构对孕产妇死亡进行评审结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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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避免死亡 2.不可避免死亡

数据元标识符     DEO5。 10.102.00

数据元名称      孕产期高危因素标志

定义         标识孕产妇是否为高危孕产妇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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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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EO5.10.103。 00

数据元名称      孕妇高危评分孕周 (d)

定义         对孕妇进行高危评价时的孕妇妊娠时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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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EO5.10.104.00
数据元名称      孕妇高危评分值 (分 )

定义         根据高危评分标准对孕妇进行高危评分的分值合计 ,计量单位为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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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EO5.10。 lO5。 00

数据元名称      孕妇高危妊娠转归代码

定义         孕妇高危妊娠转归所属类别代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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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S364.11 卫生信息数据元值域代码 第 11部分 :医学评估

CVO5。 lO.010 病情转归代码表

数据元标识符     DEO5.lO~106.00
数据元名称      运动功能状态代码

定义         身体运动功能状况在特定分类中的代码

数据元值的数据类型  Sz
表示格式       N1
数据元允许值     1.可 顺利完成  2。 无法独立完成其中任何一个动作

数据元标识符     DEO5.10.107。 00

数据元名称      早孕反应标志

定义         标识孕妇是否出现早孕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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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E05.10.108。 00

数据元名称      早孕反应开始孕周(d)

定义         孕妇早孕反应开始时的妊娠时长 ,计量单位为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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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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EO5.10.109.00
数据元名称      诊断结果

定义         对患者罹患疾病诊断结果的结论性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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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EO5.10.110.00
数据元名称      职业病伤残等级代码

定义         因职业病致个体伤残的等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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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S364.11 卫生信息数据元值域代码 第 11部分 :医学评估

CVO5.10。 004 劳动能力评定分级代码表

数据元标识符     DEO5.10。 n1.oo

数据元名称      职业病转归代码

定义         职业病转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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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S364.11 卫生信息数据元值域代码 第 11部 分 :医学评估

CVO5.10。 010 病情转归代码表

数据元标识符     DEO5.10.112。 00

数据元名称      职业健康检查结论代码

定义         职业健康检查结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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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S364.11 卫生信息数据元值域代码 第 11部分 :医学评估

CVO5.10。 009 职业健康检查结论代码表

数据元标识符     DEO5.10.113。 00

数据元名称      治疗结果代码

定义         出院时住院者每种疾病的治疗结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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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S364.11 卫生信息数据元值域代码 第 11部分 :医学评估

CVO5.10。 010 病情转归代码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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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元标识符     DE05.1o.114~0o
数据元名称      智力发育

定义         对个体智力发育情况的描述

数据元值的数据类型  S1
表示格式       AN。 △oo

数据元允许值

数据元标识符     DE05.1o.115.00
数据元名称      肿瘤患者 目前疾病情况类别代码

定义         对象 目前疾病情况类别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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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稳定  2。 好转 3.恶化

数据元标识符     DEO5,10.116.00
数据元名称      肿瘤患者转移标志

定义         标识是否发生肿瘤病灶转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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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EO5.10.117.00
数据元名称      肿瘤患者转移部位

定义         肿瘤患者病灶转移部位的具体描述

数据元值的数据类型  S1
表示格式       AN.。 lOo

数据元允许值

数据元标识符     DEO5.10.118。 00

数据元名称      重性精神疾病患者随访评价结果代码

定义         随访医师对重性精神疾病患者进行医学随访的评价结果在特定分类中的代码

数据元值的数据类型  S3
表示格式       N1
数据元允许值     1.不 稳定 2.基本稳定 3。 稳定

数据元标识符     DEO5.10.119。 00

数据元名称      住院者传染性标志

定义         标识住院者是否具有传染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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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EO5.10.120.00
数据元名称      专科医生意见

定义         建档时由家属提供或患者原治疗医疗机构提供的精神专科医生的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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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EO5。 10.121.00

数据元名称      转归代码

定义         患者治疗转归的类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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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S364.11 卫生信息数据元值域代码 第 11部分 :医学评估

CVO5.10。 010 病情转归代码表

数据元标识符     DEO5.10.122。 00

数据元名称      自理能力代码

定义         自己基本生活照料能力在特定分类中的代码

数据元值的数据类型  ⒏

表示格式       Nl
数据元允许值     1。 完全 自理  2。 部分 自理 3.不能自理

数据元标识符     DEO5.10.123.00
数据元名称      自知力评价结果代码

定义         对个体自知力缺失程度评价的结果在特定分类中的代码

数据元值的数据类型  Sz
表示格式       N1
数据元允许值     1。 自知力完全 2。 自知力不全 3。 自知力缺失

数据元标识符     DEO5.10.124。 00

数据元名称      疑似食源性异常病例 (健康事件)可疑病因代码

定义         引起疑似食源性异常病例(健康事件 )的 可疑病因在特定编码体系中的代码

数据元值的数据类型  ⒏

表示格式       Nl
数据元允许值     WS364.11 卫生信息数据元值域代码 第 11部分 :医学评估

CVO5.10。 017 疑似食源性异常病例(健康事件)可疑病因代码表

数据元标识符     DEO5.10.125.00
数据元名称      重性精神疾病患者访到标志

定义         标识是否直接或间接访问到重性精神疾病患者

数据元值的数据类型  L
表示格式       T/F
数据元允许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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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元标识符     DEO5.10.126.00
数据元名称      孕产妇健康评估异常标志

定义         标识孕产妇健康评估结论是否异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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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EO5.10.127。 00

数据元名称      孕产妇健康评估异常结果描述

定义         孕产妇健康评估异常结果的详细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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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EO5.10.128。 00

数据元名称      肜喃孕产妇死亡的主要因素代码

定义         孕产妇死亡的主要影响因素类别在特定编码体系中代码

数据元值的数据类型  s3
表示格式       N2
数据元允许值     Ws3s4.11 卫生信息数据元值域代码 第 11部分 :医学评估

CVO5.10。 016 影响孕产妇死亡的主要因素代码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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艾滋病患者标志

步态描述

步态情况

残疾情况代码

产后 42天检查结果

产前筛查方法代码

产前筛查结果

产前筛查项 目

产前筛查孕周 (d)

产前诊断医学意见

初次产前检查孕周

处置计划

传染病发病类别代码

传染病类别代码

儿童发育评估通过标志

儿童神经精神发育筛查结果

儿童死前治疗类别代码

儿童死亡前未治疗或未就医原因代码

儿童体弱原因类别代码

发育程度代码

附睾异常情况

复发标志

复发次数(次 )

复发 日期

高危评分 日期时间

婚前医学检查结果代码

24

数 据 元 索 引

A

C

DE05.10.003.00

DEO5.10.004.00

DEO5.10。 005.00

DEO5.10。 006.00

DEO5.10。 007。 00

DE05.10.008.00

DEO5.10.009。 00

DEO5.lO。 010.00

DEO5.10.011.00

DEO5.10。 012。 00

DEO5.10.013.00

DEO5.10.014。 00

DEO5.10。 015。 00

DEO5.10.016。 00

DEO5.10。 017.00

DEO5.10。 018.00

DEO5.10.019。 00

DEO5.10.020。 00

E)lEO5.10.021。 00

DE05.10。 022。 00

DEO5.10。 023.00

DEO5.10.024.00

DEO5.10。 025.00

DE05.10。 026。 00

DEO5.10.027.00

E

F

G

H

DE05.10.028。 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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畸形标志

急性乙型肝炎临床分型

健康评价异常标志

健康评价异常描述

健康问题评估

健康状况代码

结案标志

精神状态代码

卡氏评分值

可疑食品名称

老年人情感状态粗筛结果代码

老年人认知功能粗筛结果代码

老年人认知功能评分

老年人生活 自理能力 自我评估代码

老年人抑郁评分

慢性乙型肝炎的血清学分类

年龄别身高评价结果代码

年龄别体重评价结果代码

农药中毒转归代码

配偶健康状况

贫血分级代码

妊娠结局

日静态行为时长 (min)

入院原因

筛查结果通知 日期

伤害转归代码

社会功能情况分类代码

社会功能情况评价代码

DE05.10.029。 00

DEO5.10。 030。 00

DEO5.10。 031.00

DEO5.10.032.00

DEO5.10.033.00

DEO5.10。 034.00

DE05.10。 035.00

DEO5.10.036。 00

K

L

M

N

P

R

DEO5.10.037.00

DEO5.10,038.00

DEO5.10。 040.00

DE05.10.041。 00

DEO5.10.042.00

DE05.10。 043。 00

DEO5.10.044.00

DEO5.10.045。 00

DE05.10.046。 00

DEO5.10。 047。 00

DEO5.10.048.00

DEO5.10。 049.00

DE05.10。 050。 00

DEO5.10.051.00

DEO5.10。 052.00

DEO5.10。 053.00

DE05.10。 054.00

DE05.10。 055。 00

DEO5.10。 056.00

DEO5.10。 057。 00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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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高别体重评价结果代码

身体活动类别代码

身体活动强度分类代码

生活和劳动能力评价结果代码

手术并发症详细描述

手术过程描述

手术过程顺利标志

睡眠状况

随访评价结果代码

随访饮食合理性评价类别代码

随访遵医行为评价结果代码

随诊检查结果

T

特殊情况记录

体格发育评价代码

体检结果

体弱儿童标志

体弱儿童转归代码

体质指数

听力筛查代码

W

危险性分级代码

危重孕产妇标志

X

下肢淋巴水肿/象皮肿分期

现存主要健康问题代码

心电图异常标志

心电图异常描述

心理调整评价结果代码

心理状态代码

新生儿苯丙酮尿症筛查代码

新生儿大便状况记录

新生儿疾病筛查标志

新生儿疾病筛查结果

新生儿甲低筛查代码

新生儿其他遗传代谢病筛查

血吸虫病患者劳动能力分级代码

血吸虫病转归代码

Y

疑似食源性异常病例(健康事件)报告卡上报原因代码

26

I)E05.10.058.00

DEO5.10.059.00

DE05.10.060.00

DE05.10.061.00

DE05.10~062.00

DE05.10.063.00

DEO5.10.064.00

DEO5.10.065.00

DE05.10.066.00

DEO5.10.067.00

DEO5.10。 068.00

DEO5.10.069.00

DE05.10。 070.00

DEO5.10.071。 00

DEO5.10.072.00

DEO5.10.073。 00

DEO5.10.074.00

DEO5.10。 075.00

DE05.10.076.00

DEO5.10。 077.00

DEO5.10.078.00

DEO5.10.079。 00

DEO5.10。 080.00

DEO5.10。 081.00

DEO5.10.082。 00

DE05.10。 083.00

DEO5.10。 084。 00

DEO5.10.085.00

DEO5.10。 086.00

DEO5.10。 087.00

DE05.10。 088.00

DEO5.10。 089。 00

DEO5.10.090。 00

DEO5.10。 091。 00

DE05.10.092。 00

DEO5.10。 093.00



疑似食源性异常病例 (健康事件 )叮 疑病因代码

乙肝患者病情转归

乙肝抗病毒治疗的血清学应答

乙型肝炎肝硬化分期代码

影响孕产妇死亡的主要因素代码

营养状态代码

预产期

孕产妇健康评估异常标志

孕产妇健康评估异常结果描述

孕产妇死亡病历摘要或调查小结

孕产妇死亡国家级评审结果代码

孕产妇死亡省级评审结果代码

孕产期高危因素标志

孕妇高危评分孕周 (d)

孕妇高危评分值 (分 )

孕妇高危妊娠转归代码

运动功能状态代码

早孕反应标志

早孕反应开始孕周 (d)

诊断结果

职业病伤残等级代码

职业病转归代码

职业健康检查结论代码

治疗结果代码

智力发育

肿瘤患者 目前疾病情况类别代码

肿瘤患者转移标志

肿瘤患者转移部位

重性精神疾病患者访到标志

重性精神疾病患者随访评价结果代码

住院者传染性标志

专科医生意见

转归代码

自理能力代码

自知力评价结果代码

Ws363.11-ˉ2011

DE05.10.124。 00

DE05~10.094.00

DE05.10.095.00

DE05.lO.096。 00

DEO5.10,128.00

DEO5.10.097.00

DEO5.10.098。 00

DEO5.10.126.00

DEO5.10.127.00

DE05.10。 099。 00

DEO5.10.100。 00

DEO5.10.101。 00

DEO5.10.102。 00

DEO5.10.103。 00

DE05.10.104.00

DEO5.10.105.00

DEO5.10.106。 00

z

DEO5.10.107。 00

DEO5.10.108。 00

DEO5.10.109。 00

DEO5.10.110。 00

DEO5.10.111.00

DEO5.10.112.00

DEO5.10.113。 00

DEO5.10.114.00

DE05.10.115。 00

DEO5.10.116。 00

DE05.10.117。 00

DE05.10.125。 00

DEO5.10.118。 00

DE05.10.119。 00

DEO5.10.120。 00

DEO5.10.121。 00

DEO5.10.122.00

DEO5.10.123。 00

以西文字母开头的

Apgar评分值(分 )

HBsAg携带者分类

DEO5.10。 001.00

DEO5.10.002.0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