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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为满足国家卫生健康委对医院宏观管理、政策制定、资

源配置、绩效评价以及重点专科建设管理等方面的信息需求，

国家卫生健康委在前期工作的基础上，按照《全国医院信息

化建设标准与规范》要求，按照国家和行业标准，升级了数

据字典，制定了《全国医院数据上报管理方案-运营业务（试

行）》。 

本方案是在国家卫生健康委医院信息服务与监管系统

（1.0 版）的基础上，汇总、整合国家卫生健康委相关司局

管理与决策需求，分析医院信息化建设进展以及数据条件，

充分考虑系统性、科学性和可行性的基础上制定的。 

本系统的建设目标是通过与医院的互联互通，形成稳定

的数据报送、分析、反馈机制，有力支撑国家卫生健康委管

理与决策，服务医院的科学管理。同时，规范数据报送渠道

与口径，避免重复报送，实现“一次采集，多次应用”。 

《全国医院数据上报管理方案-运营业务（试行）》主要

包括基本数字类、资产类、人力资源类、医疗保障类以及其

他统计业务等6个部分、8张数据表单、161个数据项。 

本数据采集范围中的表单、数据项以及数据字典自发布

之日起生效。此后，将按照国家卫生健康委管理、决策的需

求以及医院信息平台建设的进展情况对方案进行适当调整和

修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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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关于本标准规范 

(一) 文件说明 

本标准规范作为国家卫生健康委医院信息服务与监管系

统(以下简称“监管系统”)的数据结构设计指导文件，描述

监管系统与国家卫生健康委医院信息集成平台及业务系统之

间进行数据采集与交换的规范性文件。 

(二) 使用范围 

本文档的使用范围：国家卫生健康委监管平台项目组、

国家卫生健康委其他业务部门系统、其他区域卫生信息平台、

第三方软件提供商、国家卫生健康委属（管）医院、省属医

院、市属医院等医疗机构。 

本文档主要描述了监管平台与医院信息系统及第三方系

统进行数据交互的中间数据库的结构，使其能够按照平台软

件的需求存储指定数据到数据库。 

(三) 规范性引用文件 

数据编码 标准名称 时间 

财会〔2017〕25号 
财政部 关于印发《政府会计制度——行政事业单位会

计科目和报表》的通知 
2017 

财会〔2018〕24号 
财政部关于印发医院执行《政府会计制度——行政事业

单位会计科目和报表》的补充规定和衔接规定的通知 
2018 

发改价格〔2012〕

1170号 

国家发展改革委 卫生部 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关于规范医

疗服务价格管理及有关问题的通知全国医疗服务价格

项目规范（2012年版） 

2012 

国办发〔2015〕38

号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城市公立医院综合改革试点的指导

意见 
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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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社〔2015〕263

号 

财政部 原国家卫生计生委 国家中医药局关于加强公

立医院财务和预算管理的指导意见 
2015 

国 卫 办 财 务 发

〔2015〕17号 

原国家卫生计生委办公厅关于印发公立医院预决算报

告制度暂行规定的通知 
2015 

(四) 交换标准列表 

交换标准编码 交换标准名称 数据集编码 数据集名称 物理表名 

S0102.1001.01 
基本数字数据

表 
P0102.1001.01 

基本数字数

据表 

YY_BUSI_BASIC_

NUMBER 

S0406.1006.01 
耗材价格上报

数据表 
P0406.1006.01 

耗材价格上

报数据表 

YY_BUSI_MATE_A

DVICE 

S0407.1005.01 
医疗设备分类

信息 
P0407.1005.01 

医疗设备分

类信息 

YY_BUSI_EQUI_I

TEM_VALUE 

S0501.1001.01 
职工基础信息

表 
P0501.1001.01 

职工基础信

息表 
YY_SYS_EMP 

S0602.1004.01 
医院分担超指

标数据 
P0602.1004.01 

医院分担超

指标数据 

YY_BASE_MEDI_P

RE_PAY 

DI_RSG_BEDSIN

DEP_INFO 

科室床位使用

情况统计表 
C0202.0910.02 

全科室床位

使用信息记

录 

YY_DI_RSG_BEDS

INDEP 

DI_RSG_DRUGPR

ICE_INFO 

药品价格上报

数据表 
C0203.0910.02 

药品价格上

报数据表 

YY_DI_RSG_DRUG

PRICE 

DI_RSG_SERVIC

EPRICE_INFO 

医疗服务价格

上报数据表 
C0203.0910.01 

医疗服务价

格上报数据

表 

YY_DI_RSG_SERV

ICEPRICE 

二、表单名称 

为满足财务监管的需求，根据 121项财务监管指标，结

合数据采集实际情况，共需要采集 9 类运营数据，共计 19

张业务表。 

公共填报说明： 

会计年度：统计年度，如 2019、2020等； 

会计月份：具体月份 如 01、02、03、04、05、06、07、

08、09、10、1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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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务科目对应至末级科目； 

数值字段（数量、金额）：以数字型格式填列，不能带千

分位、空格等字符，不能以科学计数填列。 

表格中序号标★的字段为查重索引字段。 

(一) 管理字段表 

管理字段为每张业务表都包含的字段，请按照要求填写，

每张表单都需要填写。 

序号 字段 字段类型 描述 填写 备注 

1 SERIALNUM_ID VARCHAR2(32) 数据主键 预留  

2 TASK_ID VARCHAR2(32) 任务号 预留  

3 BATCH_NUM VARCHAR2(32) 分组号 预留  

4 LOCAL_ID VARCHAR2(50) 
人员唯一标

识 
填写 

管理字段必填，与 PID

保持一致，上传节点编

码 

★5 BUSINESS_ID VARCHAR2(100) 业务流水号 填写 

上传节点编码+8 位日

期；日期为数据业务日

期，格式为 yyyy0930,

如 20180228等 

6 
BUSINESS_TYP

E 
VARCHAR2(2) 就诊类型 填写 

参考【业务活动类别代

码】字典，填写固定值

05，注意 16 张运营表

只能填写【05】 

7 
BASIC_ACTIVE

_ID 
VARCHAR2(100) 

基本活动流

水号 
填写 

业务系统中数据表的

逻辑主键或联合主键，

其值能在业务系统的

数据表中唯一标识出

一条记录，同时也能够

体现出主从关系。 

★8 
DATAGENERATE

_DATE 
DATE(14) 

业务数据产

生时间 
填写 

业务数据实际产生时

间 YYYYMMDDHH24MISS， 

运营表按实际年月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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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字段 字段类型 描述 填写 备注 

后一天上报， 

如：20160229000000、  

20180228000000等 

9 
ORGANIZATION

_CODE 
VARCHAR2(22) 

组织机构代

码 
填写 

数据所属医疗机构的

组织机构代码 

10 
ORGANIZATION

_NAME 
VARCHAR2(64) 

组织机构名

称 
填写 

数据所属医疗机构的

组织机构名称 

★11 DOMAIN_CODE VARCHAR2(12) 系统编码 填写 
填写由统一分配的节

点系统编码 

12 CREATE_DATE DATE(14) 新建时间 预留  

13 UPDATE_DATE DATE(14) 更新时间 预留  

14 ARCHIVE_DATE DATE(14) 
归档日期时

间 
预留  

15 RECORD_IDEN VARCHAR2(1) 记录标识 预留  

16 PID VARCHAR2(50) 患者 ID 填写 

在业务系统中唯一标

识一个居民 /患者的

ID，上传节点编码 

(二) 基本数字类 

1.基本数字数据表（YY_BUSI_BASIC_NUMBER） 

序号 字段名称 字段类型 字段描述 规则约束 

1 WS98_00_909_34 VARCHAR2(30) 账套编码  

★2 WS98_00_909_35 VARCHAR2(4) 统计年度 格式“YYYY” 

★3 WS98_00_909_36 VARCHAR2(2) 统计月份 格式“MM” 

★4 WS98_00_909_46 VARCHAR2(20) 
基本数字项目

编码 

在【基本数字项目】

值域范围内 

5 WS98_00_909_47 NUMBER(20,4) 
基本数字项目

数据 

必填项，精度小于等

于 4;默认为 0 

基本数字项目：按《基本数字项目字典》中所有值域进行上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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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资产类 

2.耗材价格上报数据表（YY_BUSI_MATE_ADVICE）* 

注：上报报告期内的符合《材料字典》值域范围内的耗材的进货

和销售数据（数量和价格）。 

序号 字段名称 字段类型 字段描述 规则约束 

★1 WS98_00_909_35 VARCHAR2(4) 统计年度 格式“YYYY” 

★2 WS98_00_909_36 VARCHAR2(2) 统计月份 格式“MM” 

3 WS98_00_904_07 VARCHAR2(10) 材料分类编码 

在【材料分类字典】

值域范围内，且与

【运营-材料分类名

称】匹配 

4 CT98_00_904_07 VARCHAR2(50) 材料分类名称  

5 WS98_00_904_08 VARCHAR2(20) 
医用耗材统一

标识码 

在【材料字典】值域

范围内，且与【运营

-材料名称】匹配 

医用耗材统一标识

码，即国家药管平台

医用耗材统一标识

码 13位 

6 CT98_00_904_08 VARCHAR2(200) 
医用耗材统一

名称 
 

7 WS08_50_055_01 VARCHAR2(32) 

省级药品集中

采购平台医用

耗材编码 

若上一字段为空，则

本字段必填 

★8 WS98_00_904_18 VARCHAR2(20) 院内耗材编码 院内耗材编码 

9 WS08_50_044_01 VARCHAR2(100) 院内耗材名称 
医疗机构 HIS系统对

应耗材定义的名称 

10 WS08_50_902_02 VARCHAR2(150) 商品名  

11 WS98_00_909_19 VARCHAR2(200) 产品生产厂家 
医用耗材生产企业

名称 

★12 WS98_00_909_20 VARCHAR2(200) 产品供应商 医用耗材销售商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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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字段名称 字段类型 字段描述 规则约束 

业名称 

13 WS98_00_909_17 VARCHAR2(100) 规格型号 
医疗机构 HIS系统定

义的产品规格型号 

14 WS08_50_034_01 VARCHAR2(10) 耗材单位 
科室耗用的材料的

计量单位 

15 WS98_00_911_08 NUMBER(18,4) 消耗数量 

按耗材单位计量的

消耗数量，保留 4位

小数 

16 WS98_00_908_07 NUMBER(18,4) 零售单价 

按耗材单位计量的

零售单价，保留 4位

小数 

17 WS98_00_908_08 NUMBER(18,4) 成本单价 

按耗材单位计量的

成本单价，保留 4位

小数 

18 WS08_10_025_11 VARCHAR2(20) 执行科室代码 

在【CT08.00.002 科

室代码】值域范围内 

上报进货数据时，可

不填写；上报消耗或

销售数据时必填 

19 CT08_10_025_01 VARCHAR2(50) 科室名称 

上报进货数据时，可

不填写；上报消耗或

销售数据时必填 

20 WS08_50_905_01 VARCHAR2(100) 
注册证产品名

称 
 

21 WS99_00_902_01 VARCHAR2(20) 

注册证号 /备

案号 /生产许

可证号 

 

22 WS98_00_909_12 VARCHAR2(200) 型号 
按注册证上内容填

写 

23 WS98_00_909_11 VARCHAR2(500) 规格 
按注册证上内容填

写 

24 WS04_30_016_04 VARCHAR2(20) 最小计量单位 

是指产品临床使用

时的最小计量单位，

如 ： 1 根 / 包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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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字段名称 字段类型 字段描述 规则约束 

“根”，其中每根为

最小计量单位 

25 CT08_50_925_01 VARCHAR2(20) 
最小销售包装

单位 

是指产品的销售的

最小包装单位，如：

1根/包的“包”，拆

零包装不属于最小

销售包装 

26 WS05_10_916_01 NUMBER (18,0) 转换系数 

最小销售包装包含

最新小计量单位的

数量 

★27 WS08_50_903_05 NUMBER(18,2) 
最小销售包装

进货价格 

医疗机构购买最小

销售包装的进货价

(元)，保留 2位小数 

28 WS08_50_903_09 NUMBER(18,4) 
最小计量单位

进货价格 

=最小销售包装进货

价/转换系数(元)，

保留 4位小数 

29 WS08_50_903_06 NUMBER(18,0) 
最小销售包装

进货数量 

医疗机构购买最小

销售包装的进货数

量 

30 WS08_50_903_10 NUMBER(18,0) 
最小计量单位

进货数量 

=最小销售包装进货

数量*转换系数 

★31 WS08_50_903_07 NUMBER(18,2) 
最小销售包装

销售价格 

卖给患者的最小销

售包装价格(元)，保

留 2位小数 

32 WS08_50_903_11 NUMBER(18,4) 
最小计量单位

销售价格 

=最小销售包装销售

价 格 / 转 换 系 数

(元)，保留 4位小数 

33 WS08_50_903_08 NUMBER(18,0) 
最小销售包装

销售数量 

卖给患者最小销售

包装的销售数量 

34 WS08_50_903_12 NUMBER(18,0) 
最小计量单位

销售数量 

=最小销售包装销售

数量*转换系数 

注:此表每个材料不同的供应商填写一条记录。 

《耗材价格上报数据表》上报数据为按月统计数据，涉及医用耗

材的进货数据、对应各科室的耗用数据以及销售数据三部分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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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计数据时进货数据和销售数据应分别统计上报，进货数据记录

中销售价格和销售数量应为零，销售数据记录中，进货价格和进货数

量应为零；消耗数据和销售数据可以一起统计。 

消耗数量、零售单价、成本单价：指各科室上报期间内耗用的医

用材料对应计量单位（耗材单位）的消耗数量、零售单价、成本单价。 

进货数量、进货价格：指医用耗材的对应计量单位的进货数量和

进货单价。 

销售数量、销售价格：指医用耗材的对应计量单位的销售数量和

销售单价。 

3.医疗设备分类信息表（YY_BUSI_EQUI_ITEM_VALUE） 

注：符合甲乙类设备定义的设备进行填写上报。 

序号 字段名称 字段类型 字段描述 规则约束 

1 WS98_00_909_34 VARCHAR2(30) 账套编码   

★2 WS98_00_909_35 VARCHAR2(4) 统计年度 格式“YYYY” 

★3 WS98_00_909_36 VARCHAR2(2) 统计月份 格式“MM” 

★4 WS98_00_904_09 VARCHAR2(20) 设备编码 【设备代码字典】 

5 CT98_00_904_09 VARCHAR2(200) 设备名称  

6 WS98_00_911_09 NUMBER(18) 
同批购进相同型

号设备台数 
填列数值且应大于 0 

7 WS98_00_909_21 VARCHAR2(4) 产地 
在【医疗设备产地字

典】值域范围内 

8 WS98_00_909_22 VARCHAR2(200) 生产厂家   

9 WS98_00_909_23 VARCHAR2(20) 设备型号   

10 WS98_00_902_07 DATE(14) 购买日期   

11 WS98_00_909_24 VARCHAR2(200) 购进时新旧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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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字段名称 字段类型 字段描述 规则约束 

12 WS98_00_908_09 NUMBER(20,2) 购买单价 必填字段，且大于 0 

13 WS98_00_909_25 VARCHAR2(4) 理论设计寿命 （年） 

14 WS98_00_909_26 VARCHAR2(4) 使用情况 
在【医疗设备使用情

况字典】值域范围内 

15 WS98_00_906_05 VARCHAR2(10) 资产项目分类 

必填，在【医疗设备

项目分类字典】值域

范围内。 

16 WS98_00_906_06 NUMBER(20,2) 资产原值 默认为 0 

运营-同批购进相同型号设备台数：根据【运营-使用情况】字段

拆分同批同型号设备台数，本字段数值应大于等于 1。 

本表按月上报符合要求的医疗设备增量数据。 

(四) 人力资源类 

4.职工基础信息表（YY_SYS_EMP） 

序号 字段名称 字段类型 字段描述 规则约束 

1 WS98_00_909_34 VARCHAR2(30) 账套编码   

★2 WS98_00_909_35 VARCHAR2(4) 统计年度 格式“YYYY” 

★3 WS98_00_909_36 VARCHAR2(2) 统计月份 格式“MM” 

4 WS98_00_904_19 VARCHAR2(20) 职工编码 职工工号，不能重复 

5 WS02_01_039_001 VARCHAR2(50) 姓名   

6 WS99_00_901_01 VARCHAR2(2) 
注册证件类型

代码 

在【CV02.01.101 身

份证件类别代码】值

域范围内 

★7 WS99_00_902_01 VARCHAR2(20) 注册证件号码   

8 WS02_01_005_01_01 DATE(8) 出生日期   

9 WS02_01_040_01 VARCHAR2(2) 性别代码 
在 【 GB/T 2261.1 

-2003 人的性别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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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字段名称 字段类型 字段描述 规则约束 

码】值域范围内 

10 WS02_01_025_01 VARCHAR2(2) 民族代码 
在【GB 3304-1991民

族代码】值域范围内 

11 WS98_00_902_08 DATE(14) 参加工作日期   

12 WS02_01_010_14 VARCHAR2(20) 
工作单位联系

电话 
  

13 WS02_01_010_17 VARCHAR2(70) 
个人联系电话

号码 
  

14 WS98_00_904_10 VARCHAR2(20) 
职工所在科室

编码 

这是直接取医院原

始的科室编码。不需

要与【科室字典】对

应 

15 CT98_00_904_10 VARCHAR2(100) 
职工所在科室

名称 
院内科室名称 

16 WS08_10_025_01 VARCHAR2(20) 科室代码 

在【CT08.00.002 科

室代码】值域范围

内，且与【科室名称】

匹配 

17 CT08_10_025_01 VARCHAR2(50) 科室名称  

18 WS98_00_907_03 VARCHAR2(2) 
从事专业类别

代码 

在【从事专业类别】

值域范围内 

19 WS98_00_904_20 VARCHAR2(20) 

医师/卫生监

督员执业证书

编码 

  

20 WS98_00_910_01 VARCHAR2(2) 
医师执业类别

代码 

在【医师执业类别字

典】值域范围中 

21 WS98_00_910_02 VARCHAR2(20) 
医师执业范围

代码 

在【医师执业范围】

值域范围内 

22 WS98_00_900_13 VARCHAR2(2) 
是否注册为多

机构执业医师 

在【CT01.00.002 是

否代码】值域范围内 

23 WS98_00_910_03 VARCHAR2(2) 
第 2 执业单位

类别代码 

在【执业单位类别字

典】值域范围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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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字段名称 字段类型 字段描述 规则约束 

24 WS98_00_910_04 VARCHAR2(2) 
第 3 执业单位

类别代码 

在【执业单位类别字

典】值域范围内 

25 WS98_00_910_05 VARCHAR2(2) 
行政/业务管

理职务代码 

在【行政/业务管理

职务代码】值域范围

内 

26 CT98_00_907_01 VARCHAR2(20) 
专业技术资格

（评）名称 
  

27 WS98_00_907_01 VARCHAR2(4) 
专业技术资格

（评）代码 

在【专业技术职务代

码】值域范围内 

28 WS98_00_907_04 VARCHAR2(4) 
专业技术职务

（聘）代码 

在【职称字典】值域

范围内 

29 WS98_00_910_06 VARCHAR2(2) 学历代码 
在【学历字典】值域

范围内 

30 WS98_00_910_07 VARCHAR2(2) 学位代码 
 在【学位代码】值

域范围内 

31 WS98_00_907_02 VARCHAR2(2) 所学专业代码 

 在【所学专业代

码】值域范围内且与

【运营-所学专业名

称】对应 

32 CT98_00_907_02 VARCHAR2(20) 所学专业名称   

33 WS98_00_910_08 VARCHAR2(20) 专科特长 1   

34 WS98_00_910_09 VARCHAR2(20) 专科特长 2   

35 WS98_00_910_10 VARCHAR2(20) 专科特长 3   

36 WS98_00_909_27 VARCHAR2(2) 期内流动情况 

在【人员流动情况字

典】值域范围内，职

工信息变更而非流

入流出变动情况的

信息，填列值域【9-

信息变更】 

37 WS98_00_902_09 DATE(14) 
流入/流出时

间 

格式： 

YYYYMMDDHH24MISS 

填列职工流入或者

流出单位的时间；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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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字段名称 字段类型 字段描述 规则约束 

果是职工信息变更

情况，仍填列该职工

流入单位的时间 

38 WS98_00_909_28 VARCHAR2(2) 编制情况 
在【编制情况字典】

值域范围内 

39 WS98_00_909_29 VARCHAR2(2) 

全科医生取得

培训合格证书

情况（限参加

培训人员） 

在【全科医生取得培

训合格证书情况字

典】值域范围内 

40 WS98_00_900_14 VARCHAR2(2) 

是否由乡镇卫

生院或社区卫

生服务机构派

驻村卫生室工

作 

在【CT01.00.002 是

否代码】值域范围内 

41 WS98_00_904_21 VARCHAR2(20) 人员类别编码 
在【人员类别字典】

值域范围内 

42 WS98_00_900_15 VARCHAR2(2) 

是否中国科学

院士和中国工

程院院士 

在【CT01.00.002 是

否代码】值域范围内 

43 WS98_00_900_16 VARCHAR2(2) 

是否有突出贡

献的中青年科

学、技术、管

理专家 

在【CT01.00.002 是

否代码】值域范围内 

44 WS98_00_900_17 VARCHAR2(2) 

是否享受国务

院政府特殊津

贴人员 

在【CT01.00.002 是

否代码】值域范围内 

45 WS98_00_900_18 VARCHAR2(2) 

是否新世纪百

千万人才工程

国家级人选 

在【CT01.00.002 是

否代码】值域范围内 

46 WS98_00_900_19 VARCHAR2(2) 
是否国家科技

奖项负责人 

在【CT01.00.002 是

否代码】值域范围内 

卫计统 2-1表《卫生人力基本信息调查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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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医疗保障类 

5.医院分担超指标数据表（BASE_MEDI_PRE_PAY） 

序号 字段名称 字段类型 字段描述 规则约束 

1 WS98_00_909_34 VARCHAR2(30) 账套编码  

★2 WS98_00_909_35 VARCHAR2(4) 统计年度 格式“YYYY” 

★3 WS98_00_909_36 VARCHAR2(2) 统计月份 格式“MM” 

4 WS98_00_908_10 NUMBER(20,2) 总额预付金额 
类型为数值，且精度小

于等于 2，默认为 0 

5 WS98_00_908_11 NUMBER(20,2) 报销申报金额 
类型为数值，且精度小

于等于 2，默认为 0 

6 WS98_00_908_12 NUMBER(20,2) 超预付金额数 
类型为数值，且精度小

于等于 2，默认为 0 

7 WS98_00_908_13 NUMBER(20,2) 
医院自承担超

标金额 

类型为数值，且精度小

于等于 2，默认为 0 

总额预付金额：医疗保险方与医院达成的一个期间段内付给医院

医疗费用报销的总额度。 

报销申报金额：期间段内医院向医疗保险机构申报的实际发生的

医疗保险费用总金额。 

超预付金额数：实际发生的医疗保险费用超过医疗保险方预付的

金额，理论上：超预付金额数=报销申报金额-总额预付金额，若不超

过，填 0。 

医院自承担超标金额：按照医疗保险方与医院达成的协议，超过

总额预付金额那一部分按照协议比例医院自身承担的金额。 

如：总额预付金额为 3000万报销申报金额为 4000万超预付金额

数应为 1000万若医院承担超过部分的 30%，那么医院自承担超标金额

为 1000万*30%=300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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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其它统计业务 

6.科室床位使用情况统计表（DI_RSG_BEDSINDEP_INFO） 

按月统计各科室床位的使用情况。 

序号 字段名称 字段类型 字段描述 规则约束 

★1 WS98_00_909_35 VARCHAR2(4) 统计年度 格式“YYYY” 

★2 WS98_00_909_36 VARCHAR2(2) 统计月份 格式“MM” 

★3 WS08_10_025_01 VARCHAR2(20) 科室代码 

在【CT08.00.002科室代

码】值域范围内，且与【科

室名称】匹配 

4 CT08_10_025_01 VARCHAR2(50) 科室名称  

5 WS09_00_930_01 NUMBER(10) 编制床位数 默认为 0 

6 WS09_00_907_01 NUMBER(10) 实有床位数 默认为 0 

7 WS09_00_904_14 NUMBER(10) 
实际使用床

位数 
按月统计，默认为 0 

8 WS09_00_904_15 NUMBER(10) 空床数 按月统计，默认为 0 

7.药品价格上报数据表(DI_RSG_DRUGPRICE_INFO)* 

已有对照的直接按对照好的 YPID 进行填写，药品平台未对照的

按 YPID码表对照后填写，无法对照的填入医院编码。 

发生进货时填写进货相关字段，发生销售时填写销售相关字段，

药品基本信息为基础字段进货和销售时都需要填写。 

序号 字段名称 字段类型 字段描述 规则约束 

★1 WS98_00_909_35 VARCHAR2(4) 统计年度 格式“YYYY” 

★2 WS98_00_909_36 VARCHAR2(2) 统计月份 格式“MM” 

3 WS08_50_903_01 VARCHAR2(12) 
药管平台编

码 YPID 

国家药管平台标记药品

唯一性的标识码 YPID 

4 WS08_50_055_01 VARCHAR2(32) 
省级药品集

中采购平台

医疗机构在省级药品集

中采购平台采购药品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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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字段名称 字段类型 字段描述 规则约束 

药品编码 使用的药品编码，YPID

为空，则本字段必填 

★5 WS08_50_903_02 VARCHAR2(20) 

药品采购码/

院内药品唯

一码 

医疗机构HIS系统为保证

药品唯一，对药品定义的

编码 

6 WS09_00_007_02 VARCHAR2(150) 批准文号  

7 WS08_50_903_04 VARCHAR2(150) 品种通用名 

药品法定名称，药品根据

国际通用药品名称，《新

药审批办法》制定的名

称，例如：阿莫西林 

8 WS08_50_902_03 VARCHAR2(150) 产品通用名 

药品在国家注册机构申

请的注册名称，例如：阿

莫西林胶囊 

9 WS08_50_902_02 VARCHAR2(150) 商品名 

经国家药品监督管理部

门批准的特定企业使用

的该药品专用商品名称 

10 WS01_00_922_01 VARCHAR2(1) 
是否医院制

剂 

在【CT01_00_002是否代

码】值域范围内 

11 CT08_50_011_01 VARCHAR2(100) 剂型 

在【CT08.05.003剂型分

类及机型代码字典】值域

范围内，且与【药物剂型

名称】匹配 

12 WS08_50_011_01 VARCHAR2(4) 剂型代码 

在【CT08.005.03剂型分

类及机型代码字典】值域

范围内.4位数字代码，前

两位是大类码，后两位是

小类码 

13 WS01_00_921_01 VARCHAR2(4) 
制剂规格代

码 

制剂规格代码位 4 位编

码，由数字(和字母混合)

组成。第 1位：主要成分

剂量单位代码，第2-4位：

剂量代码 

14 WS08_50_043_02 VARCHAR2(200) 制剂规格 
以每片、每包或每支为单

位的药物制剂内所含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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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字段名称 字段类型 字段描述 规则约束 

效成分的量 

15 WS04_30_016_04 VARCHAR2(50) 制剂单位 
指药品的基本生产单位

（片、粒、支、丸等） 

16 CT08_50_925_01 VARCHAR2(50) 
最小销售包

装单位 

又称药品最小销售单元，

指药品不能再拆开的最

小销售包装 

17 WS05_10_916_01 NUMBER(16,0) 转换系数 

一个最小销售包装包含

制剂单位的数量，也称为

包装规格 

类型为整型数值。 

18 WS08_50_903_05 NUMBER(16,2) 
进货价格（最

小销售包装） 

医疗机构购买最小销售

包装的进货价(元),保留

两位小数。 

发生进货时填写该字段，

无进货不填写。 

19 WS08_50_903_06 NUMBER(16,0) 
进货数量（最

小销售包装） 

医疗机构购买最小销售

包装的进货数量。 

发生进货时填写该字段，

无进货不填写。 

20 WS08_50_903_07 NUMBER(16,2) 
销售价格（最

小销售包装） 

卖给患者的最小销售包

装价格(元),保留两位小

数。 

发生销售时填写字段，无

销售不填写。 

21 WS08_50_903_08 NUMBER(16,0) 
销售数量（最

小销售包装） 

卖给患者最小销售包装

的销售数量。 

发生销售时填写字段，无

销售不填写。 

22 WS08_50_903_09 NUMBER(16,4) 
进货价格（制

剂单位） 

=最小销售包装进货价/

转换系数(元),保留四位

小数。 

发生进货时填写该字段，

无进货不填写。 

23 WS08_50_903_10 NUMBER(16,0) 进货数量（制 =最小销售包装销售数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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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字段名称 字段类型 字段描述 规则约束 

剂单位） *转换系数，数值为整型。 

发生进货时填写该字段，

无进货不填写。 

24 WS08_50_903_11 NUMBER(16,4) 
销售价格（制

剂单位） 

=最小销售包装销售价格

/转换系数，保留四位小

数。 

发生销售时填写字段，无

销售不填写。 

25 WS08_50_903_12 NUMBER(16,0) 
销售数量（制

剂单位） 

=最小销售包装销售数量

*转换系数 

发生销售时填写字段，无

销售不填写 

26 WS08_50_902_01 VARCHAR2(300) 
药品生产企

业名称 

生产药品的专营企业或

者兼营企业的企业全称 

27 WS09_00_906_01 VARCHAR2(2) 
是否取消药

品加成 

在【CT01_00_002是否代

码】值域范围内 

28 WS09_00_906_02 DATE(14) 
取消药品加

成日期 

符合【yyyyMMddHHmmss】

的格式 

是否取消药品加成为1时

本字段不能为空 

8.医疗价格上报数据表(DI_RSG_SERVICEPRICE_INFO)* 

服务项目与国家规范 2007或 2012版进行对照，以一个版本为准，

不可两版本穿插使用。 

序号 字段名称 字段类型 字段描述 规则约束 

★1 WS98_00_909_35 VARCHAR2(4) 统计年度 格式“YYYY” 

★2 WS98_00_909_36 VARCHAR2(2) 统计月份 格式“MM” 

3 WS08_50_903_13 VARCHAR2(5) 
医疗服务

制定依据 

值域为 A-K其中一项（如果

院内或地方新增项目为

“是”可不填）； 

A_《全国医疗服务价格项目

规范(试行 2001 版)》（含

2007年新增和修订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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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字段名称 字段类型 字段描述 规则约束 

B_《全国医疗服务价格项目

规范（2012年版）》 

C_《全国医疗服务价格项目

规范(试行 2001 版)》（含

2007年新增和修订项目）基

础上省内调整版 

D_《全国医疗服务价格项目

规范（2012年版）》基础上

省内调整版 

E_《北京市统一医疗服务收

费标准》[1999]合订本 

F_《天津市各级医疗机构收

费标准》[1999] 

G_《北京市物价局 卫生局

关于我市特需医疗部审批

条件及收费标准的通知》

（京价（收）字[1999]第 050

号） 

H_《北京市关于规范非营利

性医疗机构特需医疗服务

项目和收费标准的通知》

（京价医字〔2001〕371号）

（含医疗美容项目） 

I_《关于调整我市公民临床

用血收费标准的通知》（京

卫物价字〔2006〕3号） 

J_《北京市发展和改革委员

会 北京市财政局关于卫生

监督防疫服务收费标准的

函》（京发改〔2012〕731

号） 

K_其他（收费依据不在以上

选项内，在"医院医疗服务

价格项目制定依据名称"填

写相关收费标准的文件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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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字段名称 字段类型 字段描述 规则约束 

称及文号，参考北京类似文

件） 

4 CT05_10_903_01 VARCHAR2(150) 

医疗服务

制定依据

名称 

输入A-K对应的制定依据名

称，如果医院医疗服务价格

项目制定依据选择 K,请填

入医院制定医疗服务价格

项目的具体名称 

如果院内或地方新增项目

为“是”可不填 

5 WS02_01_922_05 VARCHAR2(32) 

全国医疗

服务价格

项目编码 

 

全国医疗服务价格项目规

范中，具体收费项目的统一

编码，地方收费项目若比对

不上，则不填 

6 WS02_01_922_06 VARCHAR2(200) 

全国医疗

服务价格

项目名称 

 

全国医疗服务价格项目规

范中，具体收费项目的统一

名称，地方收费项目若比对

不上，则不填 

7 WS02_01_900_10 VARCHAR2(32) 

地方收费

标准对应

医疗服务

价格项目

编码 

 

 “医院医疗服务价格项目

制定依据”“A-K”选项中

相应地方收费标准中具体

收费项目的统一编码，院内

新增项目可不填 

8 WS02_01_900_11 VARCHAR2(150) 

地方收费

标准对应

医疗服务

价格项目

名称 

 

 “医院医疗服务价格项目

制定依据”“A-K”选项中

相应地方收费标准中具体

收费项目的统一名称，院内

新增项目可不填 

★9 WS98_00_904_18 VARCHAR2(32) 
院内服务

项目编码 

医疗机构HIS系统为保证医

疗服务价格项目唯一，对医

疗服务价格项目定义的编

码 

10 WS08_50_044_01 VARCHAR2(200) 
院内服务

项目名称 

医疗机构HIS系统为保证医

疗服务价格项目唯一，对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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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字段名称 字段类型 字段描述 规则约束 

疗服务价格项目定义的名

称 

11 WS01_00_902_06 VARCHAR2(3) 

是否院内

或地方新

增项目 

 

只能输入 1或 2 

1 表示不在规范版本内的项

目(是)，医院报审当地物价

部门设定的医疗服务价格

项目 

2 表示在规范版本内的项目

(否) 

在【CT01_00_002是否代码】

值域范围内 

12 WS07_00_900_01 VARCHAR2(2000) 项目内涵  

13 WS07_00_900_02 VARCHAR2(200) 除外内容  

14 WS07_00_900_03 VARCHAR2(50) 计价单位 

指该医疗服务价格项目用

于计价的基础单位。例如：

“次”、“天”、“小时”

等 

15 WS07_00_900_04 NUMBER(16,2) 服务价格 

按计价单位收取的医疗服

务价格（元），保留 2位小

数 

16 WS07_00_900_05 NUMBER(16,4) 
服务总数

量 

数据填报时间段内医疗机

构依照计价单位为患者执

行某项医疗服务的数量,类

型为数值，且精度小于等于

4 

17 WS07_00_900_06 VARCHAR2(300) 计价说明 
对医疗服务价格项目计价

时各种特殊情况的说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