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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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原有数据收集范围进行了修改

完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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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营数据字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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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档

主要包括运营数据采集范围涉及到的数据字典详细内容，要

求参照字典规定值域上报数据。 

本系统的建设目标是实现与医院的互联互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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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数据采集范围中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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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建设的进展对方案进行适当调整和修订。 

    说明： GB/T   推荐性国家标准 

       CV  国家卫生健康委相关统计调查制度的标准 

       CT  卫生信息系统数据元标准 

https://www.baidu.com/s?wd=GB%2FT&tn=SE_PcZhidaonwhc_ngpagmjz&rsv_dl=gh_pc_zhida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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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公共字典 

(一) CT08.10.001 组织机构代码字典 

参照医院组织机构代码 

(二) CT01.00.002 是否代码 

值 值含义 说明 

1 是  

2 否  

(三) CT08.00.002 科室代码 

参见 2018 国家卫生健康统计调查制度【医疗卫生机构

业务科室分类与代码】 

值 值含义 说明 

A01 预防保健科  

A02 全科医疗科  

A03 内科  

A03.01 呼吸内科专业  

A03.02 消化内科专业  

A03.03 神经内科专业  

A03.04 心血管内科专业  

A03.05 血液内科专业  

A03.06 肾病学专业  

A03.07 内分泌专业  

A03.08 免疫学专业  

A03.09 变态反应专业  

A03.10 老年病专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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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 值含义 说明 

A03.11 其他  

A04 外科  

A04.01 普通外科专业  

A04.01.01 肝脏移植项目  

A04.01.02 胰腺移植项目  

A04.01.03 小肠移植项目  

A04.02 神经外科专业  

A04.03 骨科专业  

A04.04 泌尿外科专业  

A04.04.01 肾脏移植项目  

A04.05 胸外科专业  

A04.05.01 肺脏移植项目  

A04.06 心脏大血管外科专业  

A04.06.01 心脏移植项目  

A04.07 烧伤科专业  

A04.08 整形外科专业  

A04.09 其他  

A05 妇产科  

A05.01 妇科专业  

A05.02 产科专业  

A05.03 计划生育专业  

A05.04 优生学专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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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 值含义 说明 

A05.05 生殖健康与不孕症专业  

A05.06 其他  

A06 妇女保健科  

A06.01 青春期保健专业  

A06.02 围产期保健专业  

A06.03 更年期保健专业  

A06.04 妇女心理卫生专业  

A06.05 妇女营养专业  

A06.06 其他  

A07 儿科  

A07.01 新生儿专业  

A07.02 小儿传染病专业  

A07.03 小儿消化专业  

A07.04 小儿呼吸专业  

A07.05 小儿心脏病专业  

A07.06 小儿肾病专业  

A07.07 小儿血液病专业  

A07.08 小儿神经病学专业  

A07.09 小儿内分泌专业  

A07.10 小儿遗传病专业  

A07.11 小儿免疫专业  

A07.12 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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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 值含义 说明 

A08 小儿外科  

A08.01 小儿普通外科专业  

A08.02 小儿骨科专业  

A08.03 小儿泌尿外科专业  

A08.04 小儿胸心外科专业  

A08.05 小儿神经外科专业  

A08.06 其他  

A09 儿童保健科  

A09.01 儿童生长发育专业  

A09.02 儿童营养专业  

A09.03 儿童心理卫生专业  

A09.04 儿童五官保健专业  

A09.05 儿童康复专业  

A09.06 其他  

A10 眼科  

A11 耳鼻咽喉科  

A11.01 耳科专业  

A11.02 鼻科专业  

A11.03 咽喉科专业  

A11.04 其他  

A12 口腔科  

A12.01 牙体牙髓病专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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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 值含义 说明 

A12.02 牙周病专业  

A12.03 口腔黏膜病专业  

A12.04 儿童口腔专业  

A12.05 口腔颌骨外科专业  

A12.06 口腔修复专业  

A12.07 口腔正畸专业  

A12.08 口腔种植专业  

A12.09 口腔麻醉专业  

A12.10 口腔颌面医学影像专业  

A13 皮肤科  

A13.01 皮肤病专业  

A13.02 性传播疾病专业  

A13.03 其他  

A14 医疗美容科  

A15 精神科  

A15.01 精神病专业  

A15.02 精神卫生专业  

A15.03 药物依赖专业  

A15.04 精神康复专业  

A15.05 社区防治专业  

A15.06 临床心理专业  

A15.07 司法精神专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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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 值含义 说明 

A15.08 其他  

A16 传染科  

A16.01 肠道传染病专业  

A16.02 呼吸道传染病专业  

A16.03 肝炎专业  

A16.04 虫媒传染病专业  

A16.05 动物源性传染病专业  

A16.06 蠕虫病专业  

A16.07 其它  

A17 结核病科  

A18 地方病科  

A19 肿瘤科  

A20 急诊医学科  

A21 康复医学科  

A22 运动医学科  

A23 职业病科  

A23.01 职业中毒专业  

A23.02 尘肺专业  

A23.03 放射病专业  

A23.04 物理因素损伤专业  

A23.05 职业健康监护专业  

A23.06 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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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 值含义 说明 

A24 临终关怀科  

A25 特种医学与军事医学科  

A26 麻醉科  

A27 疼痛科  

A28 重症医学科  

A30 医学检验科  

A30.01 临床体液、血液专业  

A30.02 临床微生物学专业  

A30.03 临床生化检验专业  

A30.04 临床免疫、血清学专业  

A30.05 临床细胞分子遗传学专业  

A30.06 其他  

A31 病理科  

A32 医学影像科  

A32.01 X 线诊断专业  

A32.02 CT 诊断专业  

A32.03 磁共振成像诊断专业  

A32.04 核医学专业  

A32.05 超声诊断专业  

A32.06 心电诊断专业  

A32.07 脑电及脑血流图诊断专业  

A32.08 神经肌肉电图专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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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 值含义 说明 

A32.09 介入放射学专业  

A32.10 放射治疗专业  

A32.11 其他  

A50 中医科  

A50.01 内科专业  

A50.02 外科专业  

A50.03 妇产科专业  

A50.04 儿科专业  

A50.05 皮肤科专业  

A50.06 眼科专业  

A50.07 耳鼻咽喉科专业  

A50.08 口腔科专业  

A50.09 肿瘤科专业  

A50.10 骨伤科专业  

A50.11 肛肠科专业  

A50.12 老年病科专业  

A50.13 针灸科专业  

A50.14 推拿科专业  

A50.15 康复医学专业  

A50.16 急诊科专业  

A50.17 预防保健科专业  

A50.18 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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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 值含义 说明 

A51 民族医学科  

A51.01 维吾尔医学  

A51.02 藏医学  

A51.03 蒙医学  

A51.04 彝医学  

A51.05 傣医学  

A51.06 其他  

A52 中西医结合科  

A69 其他业务科室  

B01 传染病预防控制科(中心)  

B02 性病艾滋病预防控制科(中心)  

B03 结核病预防控制科(中心)  

B04 血吸虫预防控制科(中心)  

B05 
慢性非传染性疾病预防控制科(中

心) 
 

B06 寄生虫病预防控制科(中心)  

B07 地方病控制科(中心)  

B08 精神卫生科(中心)  

B09 妇幼保健科  

B10 免疫规划科(中心)  

B11 农村改水技术指导科(中心)  

B12 疾病控制与应急处理办公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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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 值含义 说明 

B13 食品卫生科  

B14 环境卫生所  

B15 职业卫生科  

B16 放射卫生科  

B17 学校卫生科  

B18 健康教育科(中心)  

B19 预防医学门诊  

B69 其他业务科室  

C01 综合卫生监督科  

C02 产品卫生监督科  

C03 职业卫生监督科  

C04 环境卫生监督科  

C05 传染病执法监督科  

C06 医疗服务监督科  

C07 稽查科(大队)  

C08 许可受理科  

C09 放射卫生监督科  

C10 学校卫生监督科  

C11 食品安全监督科  

C69 其他  

D71 护理部  

D72 药剂科(药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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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 值含义 说明 

D73 感染科  

D74 输血科(血库)  

D81 办公室  

D82 人事科  

D83 财务科  

D84 设备科  

D85 信息科(中心)  

D86 医政科  

D87 教育培训科  

D88 总务科  

D89 新农合管理办公室  

D99 其他科室  

 

二、 基本数字类字典 

(四) CT98.00.002 基本数字项目字典 

值 值含义 说明 

10081108 平均开放床位  

20000113 实际开放总床日数  

40010110 编制人数  

10081110 在职职工人数  

40010111 助理医师数  

40010112 执业医师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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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 值含义 说明 

40010113 注册护士数  

40010114 药师（士）  

40010115 医技人数  

40010116 其他卫生技术人员  

40010120 卫生技术人员  

40010121 其他技术人员  

40010122 管理人员  

40010123 工勤技能人员  

40010187 
医技护人员学历博士以上人

数 
 

40010189 副高以上员工数  

90051005 万元以上设备台数  

20000211 手术台次  

20000220 检查人数  

10052090 门急诊医保人数  

10052091 门急诊医保人次  

10052093 住院医保出院人数  

10052094 大病医保出院人数  

10082108 住院医保占用总床日数  

90030020 门诊医保收入  

90030021 门诊医保个人负担总额  

90030030 住院医保收入  

90030031 住院医保个人负担总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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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 值含义 说明 

90030040 大病医保收入  

90030041 大病医保个人负担总额  

40010190 期末总会计师  

10081109 编制床位  

40010191 期末财会人员数  

40010192 
期末纳入社会养老保险离退

休人数  
 

40010193 期末在院学生人数  

90051099 期末业务用房面积；  

90051098 期末新增业务用房面积  

90051097 期末新立课题数  

90051096 SCI 论文数；  

10081111 实际占用总床日  

90052090 本期中药饮片总采购额  

90052091 本期中药饮片总销售额  

90052092 本期中药颗粒剂总采购额  

90052093 本期中药颗粒剂总销售额  

90052094 本期医用耗材总采购额  

90052095 本期医用耗材总销售额  

40010281 期末在编在职人数  

40010282 期末合同制人数  

40010283 期末离退休人数  

90051006 期末甲乙类大型医用设备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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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 值含义 说明 

数 

20000114 本部院区实际开放床位  

18902001 期末专业设备净值  

10081101 实有床位数  

10051001 本期总诊疗人次数  

20199001 本期单位工资总额 
按人事司意见新

增 

20199002 本期绩效工资总额 
按人事司意见新

增 

10081201 实际开放特需服务床位数  

10081202 实际使用特需服务床位数  

10081203 实际开放负压床位数  

10081204 实际使用负压床位数  

10081205 重症医学科实际开放床位数  

10081206 重症医学科实际使用床位数  

10081207 急诊留观实际开放床位数  

10081208 急诊留观实际使用床位数  

10081209 实际开放康复床位数  

10081210 实际使用康复床位数  

10081211 总空床数  

10081212 麻醉科固定在岗人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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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资产类字典 

(五) CT98.00.016 设备代码字典 

值 值含义 说明 

A01 800mA 及以上数字减影血管造影 X 线机 DSA 

A02 800mA 及以上医用 X 线诊断机(不含 DSA)   

A03 500-800mA 医用 X 线诊断机 不含 800mA 

A04 移动式 X 线诊断机   

A05 X 线电子计算机断层扫描装置 CT 

A06 X 线-正电子发射计算机断层扫描仪 PET-CT,包括 PET 

A07 单光子发射型电子计算机断层描断仪 SPECT 

A08 医用电子直线加速器 LA 

A09 医用电子回旋加速治疗系统 MM50 

A10 质子治疗系统   

A11 伽玛射线立体定位治疗系统 γ-刀 

A12 钴 60 治疗机   

A13 医用磁共振成像设备(核磁) MRI 

A14 彩色脉冲多普勒超声诊断仪   

A15 B 型超声诊断仪   

A16 医学图像存档传输系统 PACS 

A17 危重病人监护系统 ICU(成套填报) 

A18 有创呼吸机   

A19 无创呼吸机   

A20 高压氧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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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 值含义 说明 

A21 人工肾透析装置   

A22 牙科综合治疗台   

A23 全自动生化分析仪   

A24 血液酸碱气体分析仪 血气分析仪 

A25 急救车   

A99 其他单价在 500 万元以上的医用设备   

(六) CT98.00.017 材料分类字典 

值 值含义 说明 

A 介入  

B 扩张  

C 栓塞  

D 充填  

E 修补  

F 置换  

G 内固定  

H 外固定  

J 传导  

K 管路  

M 容器  

N 过滤吸附分离  

P 注射与穿刺  

Q 缝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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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 值含义 说明 

R 粘合与止血  

S 敷料与护创  

T 口腔  

U 中医及民族医  

V 手术器械和工具  

W 诊断试剂  

X 低值耗材  

Z 其他  

(七) CT98.00.018 材料字典 

对照国家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统计信息中心药物信

息管理处提供材料清单（单件清单） 

(八) CT98.00.019 医疗设备项目分类字典 

值 值含义 说明 

0101 

X 线正电子发射型电子计算机断层扫描仪

（PET-CT，包括正电子发射型断层仪即

PET） 

01 甲类 

0102 伽玛射线立体定位治疗系统（γ刀） 01 甲类 

0103 医用电子回旋加速治疗系统（MM50） 01 甲类 

0104 质子治疗系统。 01 甲类 

0105 
其它单价在 500万元及以上的大型医用设

备 
01 甲类 

0201 X 线电子计算机断层扫描装置（CT） 02 乙类 

0202 医用核磁共振成像设备（MRI） 02 乙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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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 值含义 说明 

0203 数字减影血管造影 X 线机（DSA） 02 乙类 

0204 医用电子直线加速器（LA） 02 乙类 

0205 
单光子发射型电子计算机断层扫描装置

（SPECT） 
02 乙类 

(九) CT98.00.020 医疗设备产地字典 

值 值含义 说明 

01 进口  

02 国产  

03 合资  

(十) CT98.00.021 医疗设备使用情况字典 

值 值含义 说明 

01 启用  

02 未启用  

03 报废  

(十一) CT08.50.003 剂型分类及剂型代码字典 

共 30个大类 163个小类。4位数字代码，前两位是大类

码，后两位是小类码 

值 值含义 
是否

末级 
说明 

00 原料 否  

0000 原料 是  

01 口服常释普通片剂 否  

0101 片剂 是 
含素片、糖衣片、薄

膜衣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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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 值含义 
是否

末级 
说明 

0102 肠溶片 是  

0103 分散片 是  

0104 咀嚼片 是  

0105 口腔崩解片 是  

0106 浸膏片 是 含半浸膏片 

0107 泡腾片 是  

0199 其他口服常释普通片剂 是 

含双层片、多层片、

异型片、划痕片、压

制片、糖胶片等 

02 口服普通胶囊剂 否  

0201 胶囊剂 是  

0202 肠溶胶囊剂 是  

0203 软胶囊剂 是 含软胶丸、胶丸 

0204 肠溶软胶囊剂 是 含肠溶胶丸 

0299 其他口服普通胶囊剂 是 
含结肠溶胶囊、微丸

胶囊、微囊胶囊 

03 口服缓控释制剂 否  

0301 缓释片 是  

0302 肠溶缓释片 是  

0303 缓释胶囊 是  

0304 肠溶缓释胶囊 是  

0305 控释片 是  

0306 控释胶囊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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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 值含义 
是否

末级 
说明 

0399 其他口服缓控释制剂 是 

含速释片、长效片、

双释放肠溶胶囊、速

释胶囊、缓释混悬剂 

04 颗粒剂 否  

0401 颗粒剂 是 
含无糖、低糖、含糖

型颗粒剂 

0402 混悬颗粒剂 是  

0403 泡腾颗粒剂 是  

0404 肠溶颗粒剂 是  

0405 缓释颗粒剂 是  

0406 控释颗粒剂 是  

0499 其他颗粒剂 是 
含细粒剂、胶体颗

粒、速释颗粒药等 

05 丸剂 否  

0501 丸剂 是 
含小丸、薄膜衣丸、

糖衣丸、包衣小丸 

0502 滴丸 是 
含薄膜衣滴丸、糖衣

滴丸 

0503 糖丸 是  

0504 水丸 是  

0505 蜜丸 是 含大蜜丸、小蜜丸 

0506 水蜜丸 是  

0507 浓缩丸 是 

含浓缩蜜丸、浓缩水

丸、炭衣浓缩水丸、

浓缩水蜜丸、浓缩微

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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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 值含义 
是否

末级 
说明 

0508 糊丸 是  

0509 蜡丸 是  

0510 微丸 是 包含微丸、包衣微丸 

0599 其他丸剂 是 包含调释丸 

06 口服散剂、粉剂 否  

0601 散剂 是  

0602 粉剂 是 

含冻干粉、干粉剂、

乳干粉、口服溶液用

粉 

0699 其他口服散剂、粉剂 是  

07 口服液体剂 否  

0701 口服溶液剂 是 

含口服液、有糖型口

服液、有糖型溶液

剂、无糖（低糖）型

口服液、无糖（低糖）

型溶液剂 

0702 口服混悬剂 是 含干混悬剂 

0703 口服乳剂 是 含乳液、干悬乳剂 

0704 滴剂 是 

含溶液滴剂、混悬滴

剂、乳剂滴剂、胶囊

型滴剂 

0705 糖浆剂 是 含蜜浆剂 

0706 合剂 是  

0707 酒剂 是  

0708 露剂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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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 值含义 
是否

末级 
说明 

0709 口服酊剂 是  

0710 口服醑剂 是  

0711 酏剂 是  

0799 其他口服液体剂 是  

08 口服膏剂、口服凝胶剂 否  

0801 煎膏剂 是 即膏滋、膏方 

0802 浸膏剂 是  

0803 流浸膏剂 是  

0804 口服凝胶剂 是 含混悬凝胶剂 

0899 其他口服膏剂、口服凝胶剂 是  

09 胶剂、锭剂、茶剂、曲剂 否  

0901 胶剂 是  

0902 锭剂 是 含糖锭 

0903 茶剂 是 含袋泡剂 

0904 曲剂 是  

0999 其他胶剂、锭剂、茶剂、曲剂 是  

10 
口腔片剂、舌下片剂、喉用片

剂 
否  

1001 口腔贴片 是  

1002 含片 是 含口含片 

1003 舌下片 是  

1004 口颊片 是 含控释口颊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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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 值含义 
是否

末级 
说明 

1005 喉片 是  

1099 
其他口腔用片剂、舌下片剂及

喉用片剂 
是 

含可溶片、水溶片、

漱口片、口腔粘附

片、口胶剂等 

11 熨剂、炙剂 否  

1101 熨剂 是  

1102 炙剂 是  

12 鼻用制剂 否  

1201 鼻用液体制剂 是 

含吸入剂、滴鼻剂、

洗鼻剂；不含吸入喷

雾剂 

1202 鼻用半固体制剂 是 
含鼻用软膏、鼻用乳

膏、鼻用凝胶 

1203 鼻用固体制剂 是 

含鼻用溶液片、鼻用

散剂、鼻用粉雾剂、

鼻用棒剂 

1204 鼻用气体制剂 是 不含吸入气雾剂 

1299 其他鼻用制剂 是  

13 耳用制剂 否  

1301 耳用液体制剂 是 
含滴耳剂、洗耳剂、

耳用喷雾剂 

1302 耳用半固体制剂 是 
含耳用软膏、耳用乳

膏、耳用凝胶、耳塞 

1303 耳用固体制剂 是 
含耳用散剂、耳用丸

剂 

1399 其他耳用制剂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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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 值含义 
是否

末级 
说明 

14 眼用制剂 否  

1401 眼用液体制剂 是 
含滴眼剂、洗眼剂、

眼内注射溶液 

1402 眼用半固体制剂 是 
含眼膏、眼用乳膏、

眼用凝胶 

1403 眼用固体制剂 是 

含眼药水片、粉剂眼

药、眼膜剂、眼丸剂、

眼内插入剂 

1499 其他眼用制剂 是  

15 
外用片剂、凝胶剂、乳胶剂、

软膏剂、乳膏剂 
否  

1501 外用片 是 

含外用环形片、坐药

片、异型片、纸片、

膜片、贴脐片 

1502 凝胶剂 是 含胶浆剂 

1503 乳胶剂 是  

1504 乳膏剂 是 含霜剂 

1505 软膏剂 是 含水膏剂、油膏剂 

1506 糊剂 是  

1599 其他外用剂型 是  

16 贴膏剂、膏药 否  

1601 贴剂 是 
含贴片、透皮贴剂、

缓控释透皮贴剂 

1603 橡皮膏剂 是 含橡胶膏剂 

1604 凝胶膏剂 是 即巴布膏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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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 值含义 
是否

末级 
说明 

1605 膏药剂 是 含湿敷剂、贴敷剂 

1699 其他贴膏剂、膏药 是  

17 膜剂、海绵剂 否  

1701 口服膜剂 是  

1702 口腔膜剂 是  

1703 牙用缓释膜剂 是  

1704 阴道膜剂 是  

1705 外用膜剂 是  

1706 海绵剂 是  

1799 其他膜剂 是  

18 栓剂 否  

1801 阴道栓 是 含棉栓 

1802 肛门栓 是 含直肠栓、痔疮栓 

1803 尿道栓 是  

1899 其他栓剂 是  

19 阴道用片剂、胶囊剂、凝胶剂 否  

1901 阴道片 是  

1902 阴道泡腾片 是  

1903 阴道异型片 是  

1904 阴道胶囊 是  

1905 阴道软胶囊 是  

1906 阴道泡腾胶囊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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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 值含义 
是否

末级 
说明 

1907 阴道凝胶剂 是  

1999 其他阴道制剂 是  

20 棒剂 否  

2001 药棒 是  

2002 蜡棒 是  

2099 其他棒剂 是  

21 外用散剂、粉剂 否  

2101 散剂 是  

2102 粉剂 是 

含干粉剂、冻干粉、

口服溶液用粉、撒布

粉 

2199 其他外用散剂、粉剂 是  

22 外用液体剂 否  

2201 外用溶液剂 是  

2202 外用混悬液 是  

2203 含漱液 是  

2204 冲洗液 是  

2205 酊剂 是  

2206 醑剂 是  

2207 甘油剂 是  

2208 灌肠剂 是  

2209 灌注液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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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 值含义 
是否

末级 
说明 

2210 洗剂 是  

2211 油剂 是  

2212 涂膜剂 是  

2213 涂剂 是 含涂布剂 

2214 搽剂 是  

2215 擦剂 是  

2299 其他外用液体剂 是  

23 气雾剂（含抛射剂） 否  

2301 吸入气雾剂 是 
含溶液、乳状液、混

悬液 

2302 非吸入气雾剂 是 
含溶液、乳状液、混

悬液 

2303 外用气雾剂 是 
含溶液、乳状液、混

悬液 

2399 其他气雾剂 是  

24 粉雾剂 否  

2401 吸入粉雾剂 是 
含胶囊型、泡囊型、

多剂量贮库 

2402 非吸入粉雾剂 是 

指舌下、咽喉、口内

等部位粉雾剂。含胶

囊型、泡囊型、多剂

量贮库 

2403 外用粉雾剂 是 
含胶囊型、泡囊型、

多剂量贮库 

2499 其他粉雾剂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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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 值含义 
是否

末级 
说明 

25 喷雾剂 否  

2501 吸入喷雾剂 是 
含溶液、乳状液、混

悬液 

2502 非吸入喷雾剂 是 

指舌下、咽喉、口内

等部位喷雾剂。含溶

液、乳状液、混悬液 

2503 外用喷雾剂 是 
含溶液、乳状液、混

悬液 

2599 其他喷雾剂 是  

26 注射剂 否  

2601 注射液 是 

含水针、油针、注射

用混悬剂、注射用乳

剂、脂质体注射液 

2602 注射用无菌粉末 是 

含注射用干乳剂、粉

针剂、冻干粉针、溶

媒结晶粉针、注射用

脂质体 

2603 
注射用无菌粉末（带溶媒或装

置） 
是 

含注射用干乳剂、粉

针剂、冻干粉针、溶

媒结晶粉针、注射用

脂质体 

2604 注射溶媒 是  

2699 其他注射剂 是  

27 
宫内节育系统、植入剂、缓释

植入剂 
否  

2701 宫内节育系统 是  

2702 缓释植入剂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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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 值含义 
是否

末级 
说明 

2703 植入剂 是  

2799 其他植入剂 是  

90 试剂盒（诊断用试剂）、药盒 否  

9001 试剂盒 是  

9002 药盒 是  

9099 其他试剂盒、药盒 是  

99 其他剂型 否  

9999 其他剂型 是 
含泡沫剂、湿巾等剂

型 

 

四、 人力资源类字典 

(十二) CV02.01.101 身份证件类别代码 

值 值含义 说明 

01 居民身份证  

02 居民户口本  

03 护照  

04 军官证  

05 驾驶证  

06 港澳居民来往内地通行证  

07 台湾居民来往内地通行证  

19 母亲身份证  

99 其他法定有效证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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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三) GB/T 2261.1-2003人的性别代码 

值 值含义 说明 

0 未知的性别  

1 男性  

2 女性  

9 未说明的性别  

(十四) GB 3304-1991民族代码 

值 值含义 说明 

01 汉族  

02 蒙古族  

03 回族  

04 藏族  

05 维吾尔族  

06 苗族  

07 彝族  

08 壮族  

09 布依族  

10 朝鲜族  

11 满族  

12 侗族  

13 瑶族  

14 白族  

15 土家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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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 值含义 说明 

16 哈尼族  

17 哈萨克族  

18 傣族  

19 黎族  

20 傈僳族  

21 佤族  

22 畲族  

23 高山族  

24 拉祜族  

25 水族  

26 东乡族  

27 纳西族  

28 景颇族  

29 柯尔克孜族  

30 土族  

31 达斡尔族  

32 仫佬族  

33 羌族  

34 布朗族  

35 撒拉族  

36 毛南族  

37 仡佬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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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 值含义 说明 

38 锡伯族  

39 阿昌族  

40 普米族  

41 塔吉克族  

42 怒族  

43 乌孜别克族  

44 俄罗斯族  

45 鄂温克族  

46 德昂族  

47 保安族  

48 裕固族  

49 京族  

50 塔塔尔族  

51 独龙族  

52 鄂伦春族  

53 赫哲族  

54 门巴族  

55 珞巴族  

56 基诺族  

99 其它民族或外国人  

(十五) GB/T 8561-2001专业技术职务代码 

参见《GB/T 8561-2001专业技术职务代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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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六) CT98.00.030 职称字典 

值 值含义 说明 

1001 正高  

1002 副高  

1003 中级  

1004 助理  

1005 士级  

1009 不详  

(十七) GB/T 4658-2006 学历代码 

值 值含义 说明 

10 研究生教育  

11 博士研究生毕业  

12 博士研究生结业  

13 博士研究生肄业  

14 硕士研究生毕业  

15 硕士研究生结业  

16 硕士研究生肄业  

17 研究生班毕业  

18 研究生班结业  

19 研究生班肄业  

20 大学本科  

21 大学本科毕业  

22 大学本科结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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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 值含义 说明 

23 大学本科肄业  

28 大学普通班毕业  

30 专科教育  

31 大学专科毕业  

32 大学专科结业  

33 大学专科肄业  

40 中等职业教育  

41 中等专科毕业  

42 中等专科结业  

43 中等专科肄业  

44 职业高中毕业  

45 职业高中结业  

46 职业高中肄业  

47 技工学校毕业  

48 技工学校结业  

49 技工学校肄业  

60 普通高等中学教育  

61 普通高中毕业  

62 普通高中结业  

63 普通高中肄业  

70 初等中学教育  

71 初中毕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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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 值含义 说明 

72 初中肄业  

80 小学教育  

81 小学毕业  

82 小学肄业  

90 其他  

(十八) GB/T 8664-2003学位代码 

值 值含义 说明 

1 博士   

2 硕士   

3 学士   

(十九) GB/T 16835 所学专业代码 

值 值含义 说明 

1 哲学   

2 经济学   

3 法学   

4 教育学   

5 文学   

6 历史学   

7 理学   

1002 预防医学类   

1003 临床医学与医学技术类   

100301 临床医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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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 值含义 说明 

100302 麻醉学   

100303 医学影像学   

100304 医学检验   

100399 其他医学技术专业   

1004 口腔医学   

1005 中医学类   

100501 中医学   

100502 针灸推拿学   

100599 中医学类其他专业   

1006 法医学   

1007 护理学   

1008 药学类   

100801 药学   

100802 中药学   

100899 其他药学专业   

11 管理类   

(二十) CT98.00.022 人员类别字典 

值 值含义 说明 

0 编制人数  

1 在职职工  

11 卫生技术人员 
包含 1101 执业（助理）医

师、1102 注册护士、1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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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 值含义 说明 

药师（士）、1104 医技人员、

1109 其他卫生技术人员 

1101 执业（助理）医师 
包含 110101 执业医师和

110102 助理医师 

110101 执业医师  

110102 助理医师  

110103 见习医师  

1102 注册护士  

1103 药师（士）  

1104 医技人员  

1109 其他卫生技术人员  

12 其他技术人员  

13 管理人员  

14 工勤技能人员  

(二十一) CT98.00.023 从事专业类别字典 

参照【GB/T 8561-2001 专业技术职务编码】 

值 值含义 说明 

11 执业医师  

12 执业助理医师  

13 见习医师  

14 全科医生  

21 注册护士  

22 助产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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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 值含义 说明 

31 西药师（士）  

32 中药师（士）  

41 检验技师（士）  

42 影像技师（士）  

50 卫生监督员  

69 其他卫生技术人员  

70 其它技术人员  

80 管理人员  

90 工勤技能员  

(二十二) CT98.00.024 医师执业类别字典 

值 值含义 说明 

1 临床  

2 口腔  

3 公共卫生  

4 中医  

(二十三) CT98.00.025 执业单位类别字典 

值 值含义 说明 

1 医院  

2 乡镇卫生院  

3 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9 其他医疗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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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四) CT98.00.026 行政/业务管理职务代码 

值 值含义 说明 

1 党委（副）书记  

2 院（所/站）长  

3 副院（所/站）长  

4 科室主任  

5 科室副主任  

(二十五) CT98.00.027 人员流动情况字典 

值 值含义 说明 

1 流入  

11 高等、中等院校毕业  

12 其它卫生机构调入  

13 非医院机构调入  

14 军转人员  

19 其它流入  

2 流出  

21 调往其它卫生机构  

22 考取研究生  

23 出国留学  

24 退休  

25 辞职（辞退）  

26 自然减员（不含退休）  

29 其它流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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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 值含义 说明 

9 信息变更  

(二十六) CT98.00.028 编制情况字典 

值 值含义 说明 

1 编制内  

2 合同制  

3 临聘人员  

4 返聘  

5 其他  

(二十七) CT98.00.029 全科医生取得培训合格证书情

况字典 

值 值含义 说明 

1 
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合格证

（全科医生） 
 

2 全科医生转岗培训全格证  

3 全科医生骨干培训合格证  

4 全科医生岗位培训合格证  

(二十八) CT98.00.031 医师执业范围字典 

参见《关于医师执业注册中执业范围的暂行规定》中执

业范围规定 

值 值含义 说明 

临床类别医师执业范围 

A01 内科专业  

A02 外科专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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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 值含义 说明 

A03 妇产科专业  

A04 儿科专业  

A05 眼耳鼻咽喉科专业  

A06 皮肤病与性病专业  

A07 精神卫生专业  

A08 职业病专业  

A09 医学影像和放射治疗专业  

A10 医学检验  

A11 病理专业  

A12 全科医学专业  

A13 急救医学专业  

A14 康复医学专业  

A15 预防保健专业  

A16 特种医学与军事医学专业  

A17 计划生育技术服务专业  

A18 
省级以上卫生行政部门规定的其

他专业 
 

口腔类别医师执业范围 

B01 口腔专业  

B02 口腔麻醉专业  

B03 口腔病理专业  

B04 口腔影像专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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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 值含义 说明 

B05 
省级以上卫生行政部门规定的其

他专业 
 

公共卫生医师执业范围 

C01 公共卫生类别专业  

C02 
省级以上卫生行政部门规定的其

他专业 
 

中医类别（包括中医、民族医、中西医结合）医师执业范围 

D01 中医专业  

D02 中西医结合专业  

D03 全科医学专业  

D04 蒙医专业  

D05 藏医专业  

D06 维医专业  

D07 傣医专业  

D08 
省级以上卫生行政部门规定的其

他专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