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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标准按GB/T 1.1-2009给出的规则起草。

本标准由南方医科大学南方医院提出，由广东省精准医学应用学会归口。

本标准起草单位：南方医科大学南方医院、暨南大学附属第一医院、珠海市人民医院、清远

市人民医院、广东省第二人民医院、中山市中医院、北京惠每云科技有限公司、广东省人民医院、

南方医科大学珠江医院、中山大学附属第三医院、广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三医院、广州医科大学附

属中医院、南方医科大学第三附属医院、中山市人民医院、清远市清城区人民医院、普宁市人民

医院、河源市人民医院、清远市中医院、番禺区何贤纪念医院、珠海市遵义医学院附属第五医院。

本标准主要起草人：杨洪波、刘莉、刘正军、郭军、孟珩、李勇、王贵清、邢锐、王耿、刘

娇、刘灏、刘来昱、赵剑波、申鹏、陈志红、支国舟、吴本权、黄东健、骆曦图、杜猛、周忠信、

刘池拽、陈勇鹏、李晓辉、钟小劲、夏裕、卓裕丰、王红嫚、叶玲、李云峰。各起草成员皆参与

了本标准的研究、讨论和不同章节的编写。

本标准首次制定，将根据国内外行业最新发展陆续完善更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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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静脉血栓栓塞症（Venous Thromboembolism，VTE）作为在院患者可预防的首要致死性并发症，

其院内防治工作流程较复杂，沿用传统管理手段存在评估率低下、监管困难等问题。如何在医院

内开展有效的静脉血栓栓塞症防治及管理工作，是现代医院管理面临的严峻挑战。

临床决策支持系统（Clinical Decision Support System, CDSS）作为医疗人工智能的重要

分支，可以为医生的诊疗工作提供精准支持，从而减少医疗差错发生、提高医疗质量和效率、保

障患者安全。近年来，CDSS在临床业务中的应用日益广泛，有国际相关研究显示：基于CDSS的电

子警报可提高VTE评估率与预防率，在临床实践中发挥作用
[1]
。

目前，国内医院应用CDSS促进VTE规范防治的需求与实践正逐渐增多，但对系统建设内容与应

用管理仍处于经验判断阶段，对系统与医院电子病历系统的集成基础、集成深度、模块功能设计

等缺乏统一认知，影响应用场景的可复制性与良好运行。

因此，本规范以国内外已发布的VTE诊治与预防指南为参考，依托医院VTE智能防治项目的应

用研究、及成熟团队的CDSS实施经验，对CDSS的建设要素与应用管理提供建议，以期达到规范VTE

防治系统建设、助力院内VTE规范防治、保障患者安全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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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用于医院 VTE 防治的临床决策支持系统（CDSS）建设规范

1 范围

本标准旨在规范医院 VTE 防治临床决策支持系统的设计原则、质控规则、质控流程、模块功

能。

本标准旨在规范医院 VTE 防治临床决策支持系统在实施过程中的建设内容与数据质量管理流

程。

本标准旨在规范医院 VTE 防治临床决策支持系统在应用过程中的质量控制方法与评价方法。

本标准适用于二级及以上医疗机构应用于院内 VTE 防治的临床决策支持系统建设内容与质量

控制。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对本文件的制订是必不可少的。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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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CHAS 10-2-24-2018 中国医院质量安全管理 第 2-24 部分：患者服务 住院患者静脉血栓栓

塞症防治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临床决策支持系统 Clinical Decision Support System, CDSS

临床决策支持系统是为医生进行临床决策而设计的计算机程序，利用以一定形式组织的临床

知识，帮助医生收集和分析患者数据，为医生提供关于诊断、预防和治疗的决策建议，供医生参

考，辅助医生的诊疗行为。

3.2

人机接口 Man-machine Interface

人与计算机之间建立联系、交换信息的输入/输出设备的接口，这些设备包括键盘、显示器、

打印机、鼠标器等。

4 缩略语

以下缩略语适用于本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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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TE——静脉血栓栓塞症（Venous Thromboembolism）

PDCA——戴明循环（Plan-Do-Check-Action）

DVT——深静脉血栓形成（Deep Venous Thrombosis）

PTE——肺血栓栓塞症（Pulmonary Thromboembolism）

HIS——医院信息系统（Hospital Information System）

LIS——实验室信息系统（Laboratory Information System）

RIS——放射信息管理系统（Radiology information system）

NIS——护理信息系统（Nursing Information System）

NLP——自然语言处理（Natural Language Processing）

ICD——国际疾病分类（International Classification of Diseases）

5 系统设计

5.1 系统设计原则

依据 VTE 防治指南与管理建议
[2-3]

，结合 PDCA 循环管理理念，设计应用于院内 VTE 防治的临

床决策支持系统，通过事前确定管理的关键环节与质控规则、事中实时监控及时预警、事后辅助

管理层及时分析客观数据为持续改进提供依据（图 1），实现医院内 VTE 防治管理闭环。

图 1 设计 PDCA管理闭环原则

5.2 质控规则

CDSS须依据设定的知识规则自动执行质控路径与决策提醒。根据规范化的VTE防治管理要求，

为实现对 VTE 风险评估、出血风险评估、预防措施实施等关键指标的监控及管理，建议参照表 1 设

置院内 VTE 防治质控节点。

VTE 质控规则可由医院开展 VTE 防治相关工作的专家与系统研发团队共同制定。

表 1 VTE 质控规则

序号 质控点 质控内容

1
入院24小时完成VTE初始

评估情况*

患者入院后、系统自动提示医护人员24小时内应开展VTE

风险评估（提供 Caprini 评分量表和 Padua 评分量表）

2 VTE 风险动态评估情况
系统动态监测患者住院期间风险因素变化，一旦风险升

高、即刻提醒医生复评 VTE 风险评估；中高危风险患者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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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质控点 质控内容

周提醒医生进行 1-2 次评分

3 出血风险评估情况*
依据 VTE 风险评估结果，对中高危患者进一步提示开展出

血风险评估

4 转科 24 小时完成评估*
系统识别转科信息，在患者转科后即刻提示医生 24 小时

内应复评 VTE 风险评估

5 术后 24 小时评估情况*
系统识别手术信息，在患者术后即刻提示医生 24 小时内

应复评 VTE 风险评估

6
VTE 中高危患者实施 VTE

预防措施情况*

若患者 VTE 风险评估结果为中高危，系统自动判断医生是

否完成相应的预防措施，对未实施预防策略者予以提醒

7 出院评估情况 系统识别出院信息，提示医生复评 VTE 风险评估

8
诊断为 DVT 或 PTE 患者开

展会诊情况

下达 DVT 或 PTE 诊断后，提示需进行会诊;

系统识别院内发生 VTE 事件的病例，提示需开展会诊

9 VTE 中高危患者出院指导
出院时 VTE 风险评估为中高危的患者，提示医护进行相应

出院医嘱告知的情况

（注：其中带*号的为必须具备的质控点）

5.3 质控逻辑设定

各个 VTE 质控规则不是独立存在的，需结合在一起才能发挥系统自动审核的作用。建议根据

既定的质控规则设计 CDSS 质控逻辑，使系统质控路径按 VTE 规范化防治流程进行（图 2），实现

患者住院期间的 VTE 风险全程自动管理，引导临床开展防治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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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CDSS 质控路径

5.4 系统交互设计

CDSS 须与医院原有电子病历系统高度集成，可在医护人员书写/打开患者病历时，以弹框形

式在其工作界面发送 VTE 风险评估、预防措施建议等质控提醒。医院可根据管理需求制定系统交

互方案，尽量不要影响医护人员工作，CDSS 质控提示框仅显示条目数，医护人员主动点击、弹出

具体的提醒内容；如需加强管控，建议系统主动弹出质控内容大窗口，医护人员可直接点击关闭

或输入忽略理由才能关闭。

在数据统计层面，支持院、科两级管理人员通过账户登录的方式，查看全院、科室、医疗组

等维度环节和终末质控指标的完成情况，开展数据分析、反馈和持续改进。

6 系统实施

6.1 概述

开展院内 VTE 防治工作需实时收集、分析大量的临床数据，应用于院内 VTE 防治的 CDSS 需与

医院临床信息系统高度集成，将患者储存于不同系统的数据进行统一收集、分析处理、后结构化，

然后结合系统知识图谱、VTE 质控规则构建疾病预测模型，最终通过人机接口为临床的 VTE 防治

工作提供决策支持。由于系统间的集成基础和集成深度将直接关系到系统性能的稳定性、系统模

块功能的稳定与成熟度等，因此，建议 CDSS 的实施流程依次为 VTE 防治应用场景调研、与医院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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息系统进行功能集成、临床数据采集、数据质量验证、系统功能模块验证、真实病例评测、用户

使用培训，如下图所示（图 3）：

图 3 CDSS 实施流程及要素

6.2 数据集成要求

CDSS 须与医院临床信息系统的业务场景无缝对接，通过数据采集程序将多元化的数据采集接

入、聚合在系统决策引擎中心，实现相关功能与临床数据的实时应用
[4]
。基于 VTE 的疾病特点与

防治管理要求，CDSS 在不同级别医院内应用需集成的功能及业务系统如下表：

表 2 功能与数据集成要求

序号 集成业务/数据项 业务系统 三级及以上医院 二级医院

1 医嘱开立 住院电子医嘱系统 √ √

2 检验开单 住院电子医嘱系统 √

3 检查开单 住院电子医嘱系统 √

4 手术申请 住院电子医嘱系统 √

5 转科申请 住院电子病历系统 √

6 病历书写 住院电子病历系统 √ √

7 诊断录入 住院电子病历系统 √ √

8 护理记录 护理记录系统 √

9 体征录入 护理记录系统 √

10 患者信息 HIS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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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集成业务/数据项 业务系统 三级及以上医院 二级医院

11 入院记录 HIS √ √

12 医嘱记录 HIS √ √

13 检查申请 HIS √

14 检验申请 HIS √

15 会诊申请 HIS √

16 手术申请 HIS √

17 诊断记录 HIS √ √

18 转科记录 HIS √

19 出院记录 HIS √ √

20 字典信息 HIS √

21 检验记录 LIS √ √

22 检验结果记录 LIS √ √

23 微生物信息 LIS √

24 检查记录 RIS √ √

25 检查结果记录 RIS √

26 生命体征记录 NIS √ √

27 评估表记录 NIS √

28 评估表明细记录 NIS √

29 护理记录 NIS √

30 手术记录 手麻系统 √ √

6.3 数据验证

6.3.1 首先要制定数据质量标准：包括制定数据逻辑标准（参见附录 A）、 病历文书结构化标

准（参见附录 B）、数据内容合规性（参见附录 C）、数据类型合规性（参见附录 D）、字段有值

率标准（参见附录 E）五项数据质量标准。

6.3.2 建立数据质量评测流程：通过建立数据质量评测流程（图 4），对质量问题进行统计分析，

制定解决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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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数据质量评测流程

1) 自动化评测：依据数据质量标准，建立数据自动化校验机制，对 CDSS 采集接入的数据质

量进行验证；

2) 真实病例验证：针对医院临床特色，有目标的挑选真实患者病历，对患者原始病例进行

人工评测，对比机器评测结果，进行真实病历环境下的数据质量及准确性验证。

3) 系统数据评测：基于随机挑选的患者病历数据及系统规则进行准确率及召回率评测；

6.3.3 质量改进：验证工作结束后，对不符合质量标准的数据进行统计分析，提交给 CDSS 研发

团队与医院信息部门，制定相应的解决方案。

6.4 数据后结构化处理

鉴于 CDSS 通过智能接口直接获取的临床数据结构化程度低，且有多源异构的特点
[5]
，有关

CDSS 开发过程中需要结合自然语言处理技术、命名实体识别等算法，实现临床数据的结构化、标

准化存取，应用于计算推理。CDSS 数据后结构化处理流程如下图：

图 5 CDSS 数据后结构化处理流程

6.4.1 电子病历系统通过 CDSS 对外开放的智能推荐接口，向系统业务平台输送非结构化的临床

数据；

6.4.2 系统业务平台对采集接入的病历文本进行初步的预处理，形成非结构化的源数据库，并将

结果反馈至数据平台；

6.4.3 系统数据平台调用算法平台智能识别接口，利用自然语言处理算法对数据进行标准化处理

（图 6），存储于数据平台，以支持系统模块功能运行：

（1）首先建立涵盖 SNOMED CT、ICD-9、ICD-10、ICD-11、临床术语集等术语标准库作为医学术

语表示的标准；

（2）自然语言处理算法按非结构化文本按语句分割、中文分词、词性标注、命名实体识别、实体

链接术语标准、实体编码六个步骤，完成病历文本关键特征提取与编码，得到数据的标准化表达，

形成后结构化数据库。病历文书结构化标准参见附录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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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 自然语言处理核心模块及示例

6.5 系统验证

6.5.1 系统验证流程

须由具备丰富临床经验的医生组成团队，对 CDSS 自动完成的 VTE 风险评估结果进行审核、以

评价系统评估的准确性，系统评估准确性的目标值为 95%以上。人工评测流程如图 7：

图 7 系统验证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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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5.2 真实病例筛选

根据 VTE 防治指南建议的 VTE 评估节点，设置患者病历筛选标准。例如：每个患者在院期间

至少有一份入院记录或首次病程记录，且记录的内容应覆盖相应数据元（字段有值率）90%以上，

准确率达到 95%以上。

6.5.3 验证人员要求

系统验证人员必须同时满足两个条件，一是具有执业医师证书；二是具备 3年以上独立临床

工作经验。

6.5.4 验证方法

两位系统验证人员采用背对背的非交流方式，对同一份病历中的系统评估结果进行评测。若

两人的评测意见一致，该评测结果生效；若两人评测意见不一致，则由另一位具备 5年以上临床

经验的医师进行核准，核准结果生效。

6.5.5 对错误和遗漏情况处理建议

经系统验证人员审核，对系统评估错误与遗漏情况进行汇总统计，提交给系统研发团队分析

问题产生根源，制定解决方案优化算法。

系统优化迭代后，重新筛选质量达标的患者病历进入下一轮评测。通过“评测——问题分析

——算法优化”的流程循环，持续优化系统性能，评估准确率达到目标值后正式在临床科室上线

使用。

6.5.6 对数据质量问题处理建议

对系统验证流程中发现的病历数据质量问题，从数据元覆盖率、记录准确率两个维度，诸如

检验医嘱和检验报告不符、检查描述为空等问题进行汇总分析，将结果提交给系统实施团队和医

院质控部门进行问题分析，制定相应的解决方案。

7 功能模块

应用于 VTE 防治的 CDSS 可从两方面进行评价：一是 VTE 风险评估、出血风险评估、Wells 评

分等单体模块功能的稳定性；二是全流程要素的完整性，医护端和管理端在全流程中均能获取系

统的智能提示及数据统计。因此建议应用于 VTE 防治的 CDSS 应具备以下功能模块，从而实现图 8

所示的应用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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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8 基于 CDSS 的院内 VTE 风险管理流程

（注：其中虚线边框圈起来的护士评估环节适用于建立医护一体化评估机制的医疗机制）

7.1 VTE 初始风险评估

7.1.1 护士端

患者入院后 24 小时内、系统智能提取病历数据中的危险因素，与系统内置的 Caprini 评分量

表或 Padua 评分量表项目做匹配，获得 VTE 风险等级低、中、高的判断，在护理系统界面提示评

估结果，待护士确认后、评估结果提交给医生端审核。

该模块适用于建立医护评估一体化机制的医疗机构。

7.1.2 医生端

患者入院后 24 小时内、医生操作病历时，系统自动提示系统及护士的评估结果。医生可在质

控界面查看勾选的危险因素及其在病历原文中的具体描述，并对评估结果作出最终确认。

若医生采纳系统提示的评估结果，系统可支持将评估结果自动回写至病历文书中，相关质控

提示自动消失，该描述适用于所有模块功能。

若医生不采纳系统提示的评估结果，可在交互界面选择系统内置的评分量表自行评估，该描

述适用于所有相关风险评估模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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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 风险动态评估

7.2.1 术后 24 小时内评估：以手麻系统中记录的患者手术结束时间为起点，临床医生操作术后

首次病程时，触发系统后台规则引擎，自动完成患者 VTE 风险等级的判断、并将判断结果提交医

生端确认；

7.2.2 转科 24 小时内评估：临床医生在医嘱系统开立转科医嘱时，触发系统后台规则引擎，系

统自动完成患者 VTE 风险等级的判断、并将判断结果提交医生端确认；

7.2.3 出院前 24 小时内评估：临床医生在患者病历信息中添加出院时间时，系统自动判别时间

节点完成患者 VTE 风险评估、并将判断结果提交医生端确认；

7.2.4 人机评估结果对比：医生操作病历时，系统实时识别患者危险因素的变化，自动进行 VTE

风险评估；若最近一次评估结果为人工完成，且与系统评估不一致，系统提示人机评估结果对比。

7.3 出血风险评估

针对 VTE 中高危风险患者，CDSS 自动识别病历文书中的相关记录、进行出血风险评估、并将

判断结果提交医生端确认。患者 VTE 风险评估发生变化时，系统自动更新患者出血风险评估结果。

7.4 预防措施监测

CDSS 结合患者危险分层，实时推荐预防措施（物理预防、药物预防等）。医生在医嘱系统开

立医嘱时，系统对医嘱合理性进行审核与提示，例如：医生开具机械预防医嘱时，提示应排除下

肢深静脉栓塞。

7.5 质控指标统计

质控数据统计功能终端用户为医院管理者或科室管理者。

7.5.1 过程指标统计

CDSS 对某时间段内院内 VTE 防治的及时性进行统计分析，分析维度包括院级层面、科级层面、

医疗组层面，统计指标包括住院患者的 VTE 风险评估及时率、出血风险评估及时率、恰当预防措

施实施情况等。

7.5.2 终末指标统计

CDSS 对某时间段内院内 VTE 防治的完成情况进行汇总，分析维度包括院级层面、科级层面、

医疗组层面，统计指标包括院内 VTE 事件的发生率、VTE 风险评估率、出血风险评估率、预防措

施实施率及预防措施类型分布等质控指标，通过定量数据评价院内 VTE 防治效果。

质控指标的说明如表 3（指标所需数据项参见附录 F）：

表 3 质控统计指标说明

1 患者基本数量

1.1 患者总数

统计方式 以患者出院科室为准，计算某时间段内各科室/病区中每组住院患者总数。

1.2 入院 VTE 患者（患者同时满足“入院 VTE 患者”和“日间患者”两个条件时，记为“入

院 VTE 患者”，不重复计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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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标说明 某时间段内各科室/病区住院患者中，入院已经发生 VTE 的患者

统计方式 某时间段“患者总数”范围内，入院诊断包含 VTE 的患者

1.3 日间患者

指标说明 某时间段内各科室/病区住院患者中，在院时间<24h 的患者

统计方式 某时间段“患者总数”范围内，出院时间与入院时间差<24 小时的患者

1.4 患者总数*

指标说明 某时间段内 VTE 各指标实际统计的患者基数

统计方式
某时间段内“患者总数”范围内，排除入院 VTE 患者和日间手术患者后，剩余

患者数量

1.5 中高危患者例数

指标说明 某时间段内 VTE 风险中/高危患者例数

统计方式
某时间段“患者总数*”范围内，VTE 风险评估结果有一次或以上评估结果为中

/高危的患者数量

2 VTE 风险评估

2.1 VTE 评估率

指标说明 某时间段内 VTE 风险评估的完成率

分母 某时间段内患者总数*

分子 分母范围内患者 VTE 评估结果有高危/中危/低危/已完成的结果

2.2 中高危患者比例

指标说明 某时间段内 VTE 风险评估结果为中/高危的患者比例

分母 某时间段内患者总数*

分子 分母范围内患者 VTE 评估结果有高危/中危的结果

2.3 入院 24 小时内 VTE 评估率

指标说明 某时间段内首次 VTE 风险评估在入院后 24h 内完成率

分母 某时间段内患者总数*

分子
分母范围内患者 VTE 评估结果有高危/中危/低危/已完成的结果，且评估时间

在入院时间后 24h 内

3 出血风险评估

3.1 出血风险评估率

指标说明 某时间段内出血风险评估的完成率

分母 某时间段内患者总数*

分子 分母范围内患者出血评估结果有高危/低危/已完成的结果

4 预防措施实施

4.1 VTE 中高危患者预防实施率

指标说明 某时间段内 VTE 中高危患者的预防完成率

分母 某时间段“患者总数*”范围内，有一次或以上 VTE 评估结果为高危/中危，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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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物理、药物双重预防禁忌的患者

分子 分母范围内有一个或多个物理预防或药物预防医嘱的患者

4.2 预防措施分布

指标说明 某时间段内 VTE 中高危风险的患者，完成预防的措施类型分布

统计方式
某时间段 VTE 中高危患者预防实施率分子范围内，按预防措施（物理预防、药

物预防、联合预防）分类统计患者例数及占比

4.3 VTE 中高危患者恰当预防率

指标说明 某时间段内中高危 VTE 患者的预防恰当率

分母
某时间段内有一个或多个物理预防或药物预防医嘱的 VTE 中高危患者（同“VTE

中高危患者预防实施率分子”定义）

分子

分母范围内，满足以下任意一个条件的患者：

1）患者 VTE 中高危，且出血评分为低危，且预防措施为药物预防/联合预防

2）患者 VTE 中高危，且出血评分为高危，且预防措施为物理预防

5 院内 VTE 事件

5.1 院内 DVT 发生

指标说明 某时间段内院内 DVT 发生的患者比例

分母 某时间段内患者总数*

分子 分母范围内，出院诊断有 DVT 诊断的患者（分母已排除入院有 VTE 诊断的患者）

5.2 院内 PE 发生

指标说明 某时间段内院内 PTE 发生的患者比例

分母 某时间段内患者总数*

分子 分母范围内，出院诊断有 PTE 诊断的患者（分母已排除入院有 VTE 诊断的患者）

5.3 院内致死性 PE 发生

指标说明 某时间段内入院时无 VTE、院内发生 PTE 致死的住院患者比例

分母 某时间段内患者总数*

分子
分母范围内，出院诊断有 PTE 诊断，且有死亡记录或死亡医嘱等相关内容的患

者（分母已排除入院有 VTE 诊断的患者）

8 系统质量控制

8.1 定期巡检

系统上线后，组织专业经验丰富的医生团队每月定期抽样出院病历、检测系统评估准确性，

对巡检过程中发现的问题进行统计分析，提交给系统研发团队制定解决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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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1.1 巡检人员要求

系统巡检人员必须同时满足两个条件，一是具有执业医师证书；二是具备 3年以上独立临床

工作经验。

8.1.2 巡检内容

系统巡检人员每月巡检的内容如下：

（1）各抽查 5%外科科室 VTE 中危患者、高危患者的病历，进行评估结果验证；

（2）各抽查 5%内科科室 VTE 中危患者、高危患者的病历，进行评估结果验证；

（3）各抽查 5%外科科室出血风险低危患者、高危患者的病历，进行评估结果验证；

（4）各抽查 5%内科科室出血风险低危患者、高危患者的病历，进行评估结果验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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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A

（规范性附录）

数据逻辑标准

类型 规则 标准

检查信息 有检查医嘱且有检查报告的比例 95.00%

检验信息 有检验医嘱且有检验报告的比例 95.00%

医嘱信息 检查医嘱类型正确率 95.00%

病历信息
有 24 小时出入院记录的患者/出入院时间小于 24 小时的

患者数
80.00%

手术信息 有手术记录且有术后首程文书的比例 90.00%

医嘱信息 检验医嘱类型正确率 95.00%

检查信息 检查报告时间在入院时间与出院时间之间 95.00%

手术信息 有手术医嘱且有手术记录的比例 70.00%

检验信息 检验报告时间在入院时间与出院时间之间 85.00%

诊断信息 诊断名称非空 95.00%

医嘱信息 药品医嘱类型正确率 95.00%

手术信息 出院时间>手术结束时间 95.00%

手术信息 手术记录的手术结束时间在入院时间与出院时间之间 95.00%

手术信息 手术记录的手术开始时间在入院时间与出院时间之间 95.00%

手术信息 出院时间<手术开始时间 95.00%

医嘱信息 未作废医嘱占总医嘱比例 90.00%

医嘱信息 出院时间>医嘱开立时间 95.00%

病历信息 首次病程记录中解析的诊断比例 80.00%

医嘱信息 长期药品医嘱停止时间>医嘱开立时间 95.00%

病历信息 入院记录中解析的主诉比例 80.00%

诊断信息 出院诊断非空 95.00%

检查信息 检查报告时间>入院时间 95.00%

医嘱信息 出院医嘱病例数占医嘱总病例数 90.00%

医嘱信息 医嘱开立时间>入院时间 95.00%

人员信息 出院时间>入院时间 95.00%

医嘱信息 有医嘱的住院患者就诊比例 95.00%

病历信息 有且只有一份出院/24 小时记录患者比例 90.00%

病历信息 有且只有一份首程/24 小时记录患者比例 90.00%

检验信息 检验报告时间>入院时间 85.00%

医嘱信息 长期药品:未作废医嘱占比 90.00%

医嘱信息 药品医嘱单次剂量非空 95.00%

医嘱信息 长期药品医嘱停止时间不为空时,开立时间有值率 95.00%

医嘱信息 长期药品医嘱开立时间不为空 9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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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型 规则 标准

病历信息 首次病程记录中解析的病例特点比例 80.00%

检验信息 检验结果非空 95.00%

医嘱信息 药品医嘱单次剂量单位非空 95.00%

手术信息 手术结束时间非空 95.00%

人员信息 入院时间 95.00%

诊断信息 入院诊断非空 95.00%

人员信息 出院时间 95.00%

医嘱信息 医嘱分类非空 95.00%

检查信息 检查描述非空 95.00%

医嘱信息 医嘱标志(长期/临时)非空 95.00%

检查信息 检查项目名称非空 95.00%

人员信息 姓名非空 95.00%

人员信息 年龄非空 95.00%

检验信息 检验报告时间非空 95.00%

手术信息 手术名称非空 95.00%

病历信息 首次病程记录中解析的主诉比例 80.00%

检验信息 检验项目名称非空 95.00%

诊断信息 诊断类别非空 95.00%

手术信息 手术时间>入院时间 95.00%

医生信息 主治医生非空 95.00%

手术信息 手术记录中手术开始日期小于手术结束日期 95.00%

人员信息 入院科室非空 95.00%

病历信息 有且只有一份入院/24 小时记录患者比例 90.00%

病历信息 入院记录和 24 小时出入院记录/患者人次 80.00%

病历信息
有至少一份日常病程或查房记录或 24 小时出入院记录的

患者人次
80.00%

医嘱信息 医嘱名称非空 95.00%

检查信息 检查报告时间非空 95.00%

医嘱信息 医嘱开立时间非空 95.00%

检查信息 检查结论非空 95.00%

医嘱信息 医嘱类型非空 95.00%

检验信息 检验单位非空 70.00%

人员信息 年龄单位/有年龄的患者 95.00%

人员信息 性别非空 95.00%

检验信息 检验明细项目非空 95.00%

病历信息 入院记录中解析的现病史比例 80.00%

病历信息 入院记录中解析的诊断比例 8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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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B

（规范性附录）

病历文书结构化标准

文书 节点 通过标准

24 小时入出院记录 主诉 95.00%

24 小时入出院记录 入院情况 95.00%

24 小时入出院记录 入院诊断 95.00%

24 小时入出院记录 出院医嘱 95.00%

24 小时入出院记录 出院情况 95.00%

24 小时入出院记录 出院诊断 95.00%

24 小时入出院记录 治疗经过 95.00%

上级医师查房记录 查房时间 95.00%

会诊记录 会诊意见 95.00%

会诊记录 会诊时间 95.00%

会诊记录 申请日期 95.00%

会诊记录 邀请科室 95.00%

入院记录 专科情况 50.00%

入院记录 主诉 95.00%

入院记录 体格检查 95.00%

入院记录 初步诊断 95.00%

入院记录 既往史 95.00%

入院记录 月经史 90.00%

入院记录 现病史 95.00%

入院记录 辅助检查 50.00%

入院记录 过敏史 50.00%

出院记录 入院诊断 95.00%

出院记录 出院医嘱 95.00%

出院记录 出院诊断 95.00%

出院记录 治疗经过 95.00%

手术记录 手术名称 95.00%

手术记录 手术开始时间 95.00%

手术记录 手术截止时间 95.00%

手术记录 手术日期 95.00%

手术记录 手术经过 95.00%

手术记录 术前诊断 95.00%

手术记录 术后诊断 95.00%

手术记录 麻醉开始时间 50.00%



T/GDPMAA 0006—2021

18

文书 节点 通过标准

手术记录 麻醉方式 50.00%

手术记录 麻醉结束时间 50.00%

抢救记录 抢救经过 95.00%

日常病程 病程记录 95.00%

日常病程 记录时间 95.00%

有创操作记录 操作时间 95.00%

有创操作记录 操作记录 95.00%

术前小结 手术指征 95.00%

术前小结 拟施手术名称 95.00%

术前小结 拟施手术方式 95.00%

术前小结 术前诊断 95.00%

术后首次病程 手术名称 95.00%

术后首次病程 手术方式 95.00%

术后首次病程 手术经过 95.00%

术后首次病程 术后诊断 50.00%

术后首次病程 麻醉方式 95.00%

查房记录 查房时间 95.00%

查房记录 查房记录 95.00%

死亡记录 死亡原因 95.00%

死亡记录 死亡时间 95.00%

死亡记录 死亡诊断 95.00%

转入记录 转入时间 95.00%

转入记录 转入科室 95.00%

转出记录 转出时间 95.00%

转出记录 转出科室 95.00%

首次病程 主诉 95.00%

首次病程 体格检查 95.00%

首次病程 初步诊断 95.00%

首次病程 病例特点 95.00%

首次病程 辅助检查 9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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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C

（规范性附录）

数据内容合规性

类型 表名 字段描述 字段

手术申请 mt_patient_operation_apply
是否有传染性

疾病
Infectious_flag

入院信息 mt_patient_admission_record 入院途径 admission_way

入院信息 mt_patient_admission_record 入院情况 admission_complexion

入院信息 mt_patient_admission_record 入院时病情 admission_condition

手术记录 mt_patient_operation_register 手术级别 operation_level

24 小时在院信息 mt_patient_info 性别 patient_gender

手术记录 mt_patient_operation_register 愈合情况 healing_level

出院信息 mt_patient_discharge_record 离院方式 discharge_type

出院信息 mt_patient_discharge_record 入院病情 admission_condition

手术申请 mt_patient_operation_apply 切口等级 surgical_incision_level

医嘱信息 mt_patient_medical_order 医嘱状态 order_flag

手术申请 mt_patient_operation_apply 是否择期手术 is_urgent

诊断信息 mt_patient_disease 诊断类型 disease_type

出院信息 mt_patient_discharge_record 出院时情况 discharge_condition

医嘱信息 mt_patient_medical_order 长期临时标记 timeliness_flag

医嘱信息 mt_patient_medical_order 医嘱分类 order_class

诊断信息 mt_patient_disease 是否主诊断 is_main_disease

诊断信息 mt_patient_disease 诊断分类 disease_doctor_type

检查记录 mt_patient_examination 检查分类 check_classify

手术记录 mt_patient_operation_register 切口等级 surgical_incision_level

医嘱信息 mt_patient_medical_order 医嘱类型 order_typ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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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D

(资料性附录)

数据类型合规性

类型 表名 字段描述 字段

mt_patient_disease 诊断信息 disease_name 诊断名称

mt_patient_operation_register 手术记录 preoperative_diagnosis 术前诊断

mt_patient_operation_apply 手术申请 preoperative_diagnosis 术前诊断

mt_patient_discharge_record 出院信息 dates 住院天数

mt_patient_info 24 小时在院信息 patient_age 年龄

mt_patient_info 24 小时在院信息 patient_age_type 年龄单位

mt_patient_medical_order 医嘱信息 frequency 频次名称

mt_patient_medical_order 医嘱信息 pathway 给药途径

mt_patient_operation_apply 手术申请 operation_name 手术名称

mt_patient_operation_apply 手术申请 surgical_incision_level 切口等级

mt_patient_operation_register 手术记录 operation_name 手术名称

mt_patient_operation_register 手术记录 surgical_incision_level 切口等级

mt_patient_transfer 转科信息 in_department_name 转入科室名称

mt_patient_vital_signs 生命体征 weight_unit 体重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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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E

(资料性附录)

字段有值率标准

表名 字段 描述 通过率

检验记录 order_id 医嘱号 50.00%

医嘱信息 order_cancel_time 取消医嘱时间 50.00%

手术申请 Infectious_flag 是否有传染性疾病 90.00%

手术申请 operation_region 手术部位 50.00%

入院信息 admission_complexion 入院情况 90.00%

医嘱信息 pathway 给药途径 50.00%

检查记录 diagnosis_name 临床诊断名称 50.00%

医嘱信息 order_stop_time 停止时间 90.00%

出院信息 main_disease 出院主诊断 90.00%

转科信息 in_department_name 转入科室名称 90.00%

检查记录 application_time 申请时间 50.00%

手术申请 surgical_incision_level 切口等级 50.00%

生命体征 height_value 身高 50.00%

手术记录 postoperative_diagnosis 术后诊断 50.00%

手术申请 preoperative_diagnosis 术前诊断 50.00%

医嘱信息 frequency 频次名称 50.00%

医嘱信息 order_content 医嘱项目名称 90.00%

手术记录 preoperative_diagnosis 术前诊断 50.00%

诊断信息 disease_sequence 诊断序号 90.00%

微生物结果 resistance_flag 耐药标志 90.00%

入院信息 admission_department 入院科室名称 90.00%

检查记录 examination_name 项目代码名称 50.00%

出院信息 discharge_area 出院病区名称 50.00%

生命体征 weight_unit 体重单位 50.00%

手术记录 surgical_incision_level 切口等级 50.00%

诊断信息 disease_type 诊断类型 50.00%

医嘱信息 timeliness_flag 长期临时标记 90.00%

入院信息 admission_disease 入院诊断 90.00%

检查记录 examination_number 检查编号 50.00%

微生物结果 test_item 项目名称 90.00%

手术记录 anaesthesia_mode 麻醉方式 90.00%

出院信息 discharge_condition 出院时情况 90.00%

生命体征 weight_value 体重 50.00%

诊断信息 is_main_disease 是否主诊断 90.00%

入院信息 admission_time 入院时间 90.00%

检查记录 examination_result 检查结论 50.00%

手术记录 healing_level 愈合情况 50.00%

出院信息 discharge_department 出院科室名称 9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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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名 字段 描述 通过率

检验记录 report_time 记录时间 50.00%

检查记录 application_no 申请单号 50.00%

手术申请 anaesthesia_mode 麻醉方式 90.00%

入院信息 admission_way 入院途径 90.00%

检查记录 examination_time 检查时间 50.00%

手术记录 intraoperative_diagnosis 术中诊断 50.00%

出院信息 discharge_department_time 出科时间 90.00%

医嘱信息 order_class 医嘱分类 50.00%

检验记录 test_date_time 检验日期 50.00%

手术申请 application_datetime 申请时间 90.00%

检查记录 record_time_format 检查报告时间 50.00%

手术记录 operation_end_time 手术截止时间 90.00%

出院信息 discharge_disease 出院诊断 90.00%

检验结果 normal_range 参考范围 90.00%

检查记录 check_classify 检查分类 50.00%

手术申请 is_urgent 是否择期手术 90.00%

转科信息 out_department_name 原科室名称 50.00%

24 小时在院信息 patient_age 年龄 90.00%

出院信息 discharge_time 出院时间 90.00%

医嘱信息 order_create_time 医嘱开立时间 90.00%

手术记录 operation_level 手术级别 90.00%

检验结果 test_item 检验子项中文名称 90.00%

手术申请 operation_date 手术日期 90.00%

转科信息 reason 理由及目的 50.00%

24 小时在院信息 patient_age_type 年龄单位 90.00%

手术记录 operation_name 手术名称 90.00%

出院信息 discharge_type 离院方式 90.00%

医嘱信息 order_flag 医嘱状态 90.00%

检验结果 test_result 检验结果 90.00%

手术申请 operation_mode 手术方式 50.00%

转科信息 transfer_time 转科时间 90.00%

24 小时在院信息 patient_birth_date 出生日期 90.00%

手术记录 operation_region 手术部位 90.00%

医嘱信息 order_id 医嘱号 90.00%

检查记录 check_type 检查类型 50.00%

检验结果 test_value_change 变化(异常提示) 90.00%

手术申请 operation_name 手术名称 90.00%

生命体征 height_unit 身高单位 50.00%

24 小时在院信息 patient_gender 性别 90.00%

手术记录 operation_start_time 手术开始时间 90.00%

诊断信息 disease_doctor_type 诊断分类 50.00%

入院信息 admission_condition 入院时病情 9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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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名 字段 描述 通过率

检验结果 test_value_unit 值单位 90.00%

出院信息 admission_condition 入院病情 90.00%

24 小时在院信息 patient_name 姓名 90.00%

诊断信息 disease_name 诊断名称 90.00%

医嘱信息 order_type 医嘱类型 50.00%

入院信息 admission_count 住院次 90.00%

检查记录 examination_desc 检查描述 50.00%

微生物结果 culture_result 培养结果 90.00%

出院信息 dates 住院天数 90.00%

生命体征 record_time 记录时间 5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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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F

(资料性附录)

质控指标统计需集成的数据项

指标集成相关数据

指标名称
指标计算数据

位置 数据项

VTE 初始评估

基本信息 入院时间、出院时间

医嘱单 手术医嘱项目名称

手术申请 手术名称、手术预计时间

手术记录 手术名称、手术时间

住院文书 病史、当前用药

护理记录 Caprini 评分/Padua 评分结果、时间

VTE 动态评估

基本信息 入院时间、出院时间

医嘱单 手术医嘱项目名称

手术申请 手术名称、手术预计时间

手术记录 手术名称、手术时间

住院文书 病史、当前用药

护理记录 Caprini 评分/Padua 评分结果、时间

出血风险评估

基本信息 入院时间、出院时间

医嘱单 手术、转科医嘱项目名称，开始时间

手术申请 手术名称、手术预计时间

手术记录 手术名称、手术时间

住院文书 病史、当前用药

转科记录 转科时间

护理记录 Caprini 评分/Padua 评分结果、时间，出血评估结果、时间

VTE 预防措施

基本信息 入院时间、出院时间

医嘱单 药品、治疗、护理医嘱项目名称

手术申请 手术名称、手术预计时间

手术记录 手术名称、手术时间

住院文书 病史、当前用药

护理记录 Caprini 评分/Padua 评分结果、时间，出血评估结果、时间

住院患者 DVT

发生率

基本信息 入院时间、出院时间

医嘱单 药品、治疗、护理医嘱项目名称

手术申请 手术名称、手术预计时间

手术记录 手术名称、手术时间

住院文书 病史、当前用药、出院医嘱、出院指导、入院诊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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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院患者 PTE

发生率

基本信息 入院时间、出院时间

医嘱单 药品、治疗、护理医嘱项目名称

手术申请 手术名称、手术预计时间

手术记录 手术名称、手术时间

住院文书 病史、当前用药、出院医嘱、出院指导、入院诊断

住院患者致死

性 PTE 发生率

基本信息 入院时间、出院时间

医嘱单 药品、治疗、护理、死亡医嘱项目名称

手术申请 手术名称、手术预计时间

手术记录 手术名称、手术时间

住院文书 病史、当前用药、出院医嘱、出院指导、入院诊断、死亡记录



T/GDPMAA 0006—2021

26

参 考 文 献

[1] Lecumberri R, Panizo E, Gomez-Guiu A, et al. Economic impact of an electronic alert

system to prevent venous thromboembolism in hospitalized patients [J]. Journal of Thrombosis

and Haemostasis, 2011,9(6):1108-1115.

[2] 中国血栓性疾病防治指南[J].中华医学杂志,2018,98(36):2861-2888.

[3] 李拥军,孙艺红,门剑龙,谢万木,翟振国.医院内静脉血栓栓塞症防治与管理建议[J].中华医学

杂志,2018,98(18):1383-1388.

[4] 文新建, 项华, 高翔宇, et al. 医院大数据在医疗行为监管的应用研究[J]. 中国数字医学,

2018.

[5] 李刚. 浅淡大数据时代下的医院信息化建设[J]. 数字化用户，2017(37):11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