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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WS/T XXXXX《卫生统计指标》分为以下十部分: 

—第1部分：总则； 

—第2部分：居民健康状况； 

—第3部分: 健康影响因素； 

—第4部分：疾病控制； 

—第5部分：妇幼保健； 

—第6部分：卫生监督； 

—第7部分：医疗服务； 

—第8部分：药品与材料供应保障； 

—第9部分：医疗保障（新型农村合作医疗）； 

—第10部分：卫生资源。 

本部分为WS/T XXXXX的第7部分。 

本部分由国家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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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统计信息中心、中国中

医科学院信息所、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军医大学。 

本部分主要起草人：刘丽华、薛明、潘惊萍、贺佳、姚远、王宇、刘建超、周游、胡艳敏、缪之文、

韩玉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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卫生统计指标  第 7 部分：医疗服务 

1 范围 

WS/T XXXXX的本部分规定了国家卫生统计指标中的医疗服务相关统计指标，主要包括医疗服务利

用、医疗服务效率、医疗服务质量与安全、病人费用相关指标。 

本部分适用于各级卫生行政部门、医疗卫生机构的统计数据分析、发布及共享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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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S/T 303 卫生信息数据元标准化规则 

WS/T 306 卫生信息数据集分类与编码规则 

WS XXXXX.1 卫生统计指标 第1部分：总则 

全国卫生资源与医疗服务调查制度 卫办发[2012]83号 

3 术语和缩略语 

WS XXXXX.1(卫生统计指标 第1部分：总则)中界定的术语和缩略语适用于本文件。 

3.1  

医疗服务统计指标  indicators of health care services 

反映一定时期、一定地区内医疗服务利用、医疗服务效率、医疗服务质量与安全、病人费用的统计

指标。 

4 医疗服务统计指标目录 

4.1 医疗服务统计指标公用属性 

表1 医疗服务统计指标公用属性 

属性种类 数据元属性名称 属性值 

标识类 
版    本 V1.0 

注册机构 卫生部卫生信息标准专业委员会 

关系类 分类模式 分类法 

管理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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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医疗服务统计指标专用属性 

4.2.1 医疗服务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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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识符 IHS03.01.001 

中文名称 总诊疗人次数 

英文名称 number of visits 

计量单位 人次 

定义 指报告期内某地区所有诊疗工作的总人次数，包括门诊、急诊、出诊、单项健康检查、健康咨询

指导（不含健康讲座）人次 

计算方法   

指标说明 按挂号数统计，患者 1 次就诊多次挂号,按实际诊疗次数统计,不包括根据医嘱进行的各项检查、

治疗、处置工作量以及免疫接种、健康管理服务人次数；未挂号就诊、本单位职工就诊及外出诊

（不含外出会诊）不收取挂号费的，按实际诊疗人次统计 

调查方法 全面调查 

数据来源 卫生统计直报系统 

发布频率 月度、年度 

  

标识符 IHS03.01.002 

中文名称 门急诊人次数 

英文名称 number of outpatient and emergency visits 

计量单位 人次 

定义 指报告期内某地区医疗卫生机构门诊和急诊人次数之和 

计算方法  

指标说明  

调查方法 全面调查 

数据来源 卫生统计直报系统 

发布频率 月度、年度 

  

标识符 IHS03.01.003 

中文名称 预约诊疗人次数 

英文名称 number of clinic appointments 

计量单位 人次 

定义 指报告期内某地区患者采用网上、电话、院内登记、双向转诊等方式成功预约诊疗人次之和（不

含爽约） 

计算方法   

指标说明   

调查方法 全面调查 

数据来源 卫生统计直报系统 

发布频率 月度、年度 

  

标识符 IHS03.01.004 

中文名称 健康检查人次数 

英文名称 number of health examinations 

计量单位 人次 

定义 指报告期内某地区医疗卫生机构全身体检人次数、体检中心单项健康检查人次数 

计算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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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标说明 不包括医疗卫生机构单项健康检查人次数 

调查方法 全面调查 

数据来源 卫生统计直报系统 

发布频率 年度 

  

标识符 IHS03.01.005 

中文名称 中医治未病服务人次数 

英文名称 number of patients received preventive health care services of TCM 

计量单位 人次 

定义 指报告期内某地区医疗卫生机构中医治未病科（中心）的门诊服务人次数 

计算方法   

指标说明   

调查方法 全面调查 

数据来源 卫生统计直报系统 

发布频率 年度 

  

标识符 IHS03.01.006 

中文名称 每百门急诊入院人数 

英文名称 number of hospital admissions per 100 outpatient and emergency visits 

计量单位 人次 

定义 指报告期内某地区每百门急诊就诊患者中接受入院治疗的人次数 

计算方法 报告期内某地区入院人数／同期该地区（门诊人次+急诊人次）×100 

指标说明   

调查方法 全面调查 

数据来源 卫生统计直报系统 

发布频率 年度 

  

标识符 IHS03.01.007 

中文名称 两周就诊率 

英文名称 two-week medical consultation rate 

计量单位 % 

定义 指调查前两周内居民因病或身体不适到医疗机构就诊的人次数与调查人口数之比 

计算方法 调查前两周内居民因病或身体不适到医疗机构就诊的人次数/ 同期调查人口数×100% 

指标说明   

调查方法 抽样调查 

数据来源 国家卫生服务调查 

发布频率 5 年 

  

标识符 IHS03.01.008 

中文名称 两周患病未就诊率 

英文名称 two-week morbidity without medical consultations 

计量单位 % 



WS/T XXXXX.7—XXXX 

4 

定义 指调查前两周内居民患病而未就诊的人次数与两周患病总人次数之比 

计算方法 调查前两周内居民患病而未就诊的人次数/ 两周患病总人次数×100% 

指标说明   

调查方法 抽样调查 

数据来源 国家卫生服务调查 

发布频率 5 年 

  

标识符 IHS03.01.009 

中文名称 非公医疗机构门诊量占门诊总量的比例 

英文名称 number of visits in non-public health institutions as percentage of total visits  

计量单位 % 

定义 指报告期内某地区非公医疗机构门诊量与医疗卫生机构门诊总量之比 

计算方法 报告期内某地区非公医疗机构诊疗人次数/ 同期该地区医疗卫生机构总诊疗人次数×100% 

指标说明  

调查方法 全面调查 

数据来源 卫生统计直报系统 

发布频率 年度 

  

标识符 IHS03.01.010 

中文名称 住院率 

英文名称 hospitalization rate 

计量单位 % 

定义 指报告期内某地区医疗卫生机构出院人数与人口数之比 

计算方法 报告期内某地区出院人数/ 同期该地区人口数×100% 

指标说明 人口数：指常住人口数 

调查方法 全面调查 

数据来源 卫生统计直报系统 

发布频率 年度 

  

标识符 IHS03.01.011 

中文名称 入院人数 

英文名称 number of hospital admissions 

计量单位 人次 

定义 指报告期内医疗卫生机构已办理入院手续或未办理住院手续而实际入院的病人次数 

计算方法  

指标说明   

调查方法 全面调查 

数据来源 卫生统计直报系统 

发布频率 年度 

  

标识符 IHS03.01.012 

中文名称 出院人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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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文名称 number of discharged patients  

计量单位 人次 

定义 指报告期内医疗卫生机构所有住院后出院的人次数 

计算方法   

指标说明 包括医嘱离院、医嘱转其他医疗机构、非医嘱离院、死亡及其他离院人数；不含家庭病床撤床人

数；“死亡”包括已办住院手续后死亡、未办理住院手续而实际收容入院的死亡者；“其他”：指正

常分娩和未产出院、未治和住院经检查无病出院、无并发症的人工流产或绝育手术出院者 

调查方法 全面调查 

数据来源 卫生统计直报系统 

发布频率 月度、年度 

  

标识符 IHS03.01.013 

中文名称 出院病人疾病构成 

英文名称 distribution of disease in discharged patients 

计量单位 % 

定义 指报告期内某地区某病种出院人数占总出院人数的比重 

计算方法 报告期内某地区某病种出院人数/ 同期该地区出院人数×100% 

指标说明   

调查方法 全面调查 

数据来源 卫生统计直报系统 

发布频率 年度 

  

标识符 IHS03.01.014 

中文名称 非公医疗机构住院量占住院总量的比例 

英文名称 number of inpatients in non-public health institution as percentage of total inpatients  

计量单位 % 

定义 指报告期内某地区非公医疗机构出院人数与医疗卫生机构总出院人数之比 

计算方法 报告期内某地区非公医疗机构出院人数/ 同期该地区医疗卫生机构出院人数×100% 

指标说明  

调查方法 全面调查 

数据来源 卫生统计直报系统 

发布频率 年度 

  

标识符 IHS03.01.015 

中文名称 民营医院住院量占医院住院量的比例 

英文名称 number of inpatients in non-public hospital as percentage of hospital inpatients  

计量单位 % 

定义 指报告期内某地区民营医院出院人数与医院出院人数之比 

计算方法 年内某地区民营医院出院人数/ 同期医院出院人数×100% 

指标说明   

调查方法 全面调查 

数据来源 卫生统计直报系统 

发布频率 月度、年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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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识符 IHS03.01.016 

中文名称 血液采集总量 

英文名称 number of blood units collected 

计量单位 U 

定义 指报告期内某地区一般血站采集的血液总单位数 

计算方法   

指标说明 包括全血单位数，红细胞类、血小板类和血浆类血液成分的单位数。 

计量单位 U：每 200 毫升全血统计为 1U；每 200 毫升全血制备的红细胞类和血小板类血液成分统

计为 1U；每 400 毫升全血制备的冷沉淀统计为 1U；每 100 毫升血浆成分统计为 1U；每 1 治疗量

机采成分统计为 1U 

调查方法 全面调查 

数据来源 采供血信息系统 

发布频率 年度 

  

标识符 IHS03.01.017 

中文名称 临床用血总量 

英文名称 number of blood units transfused 

计量单位 U 

定义 指报告期内某地区各级各类医疗卫生机构临床用血总单位数 

计算方法   

指标说明 包括全血单位数，红细胞类、血小板类和血浆类血液成分的单位数 

调查方法 全面调查 

数据来源 采供血信息系统 

发布频率 年度 

  

标识符 IHS03.01.018 

中文名称 报废血液总量 

英文名称 number of blood units discarded 

计量单位 U 

定义 报告期内某地区因血液筛查结果不合格，血液过期，或血液采集、制备、储存和运输过程中由物

理或化学因素造成的血液破损、变性、非标准剂量等，而导致的不能用于临床输注的血液总单位

数 

计算方法  

指标说明 包括不能用于临床输注的全血单位数、红细胞类、血小板类和血浆类血液成分的单位数 

调查方法 全面调查 

数据来源 采供血信息系统 

发布频率 年度 

  

标识符 IHS03.01.019 

中文名称 血液检测不合格率 

英文名称 failure rate of the blood screening test 

计量单位 % 

定义 指报告期内某地区血液筛查结果不合格数占所有被查血液样本百分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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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算方法 报告期内某地区血液筛查检测结果不合格数／同期该地区血液筛查检测总数×100％ 

指标说明   

调查方法 全面调查 

数据来源 采供血信息系统 

发布频率 年度 

  

标识符 IHS03.01.020 

中文名称 献血人次数 

英文名称 number of blood donors 

计量单位 人次 

定义 指报告期内某地区采供血机构为献血者提供服务，并完成血液采集的人次数 

计算方法  

指标说明 包括完成全血，机采血小板、红细胞类或血浆类血液成分捐献的献血者 

调查方法 全面调查 

数据来源 采供血信息系统 

发布频率 年度 

  

标识符 IHS03.01.021 

中文名称 千人口献血人数 

英文名称 number of blood donors per 1000 population 

计量单位 人 

定义 指报告期内某地区每千人口中的献血人数 

计算方法 报告期内某地区献血者人数/同期该地区人口数×1000 

指标说明 献血者人数：指完成 1 次（含）以上全血、机采血小板、红细胞类或血浆类血液成分捐献的献血

者总数； 

人口数：是指对应地区范围内的常住人口数 

调查方法 全面调查 

数据来源 采供血信息系统 

发布频率 年度 

  

标识符 IHS03.01.022 

中文名称 人均用血量 

英文名称 number of blood units transfused per capita 

计量单位 毫升 

定义 指报告期内某地区人均临床用全血和红细胞类血液成分的量（以毫升计） 

计算方法 报告期内某地区临床用血总量/同期该地区人口数 

指标说明 每 1U 全血按 200 毫升计，每 1U 红细胞类血液成分按 200 毫升计 

人口数：是指常住人口数 

调查方法 全面调查 

数据来源 采供血信息系统 

发布频率 年度 

  

标识符 IHS03.01.0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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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名称 住院病人手术人次数 

英文名称 number of inpatient surgeries 

计量单位 人次 

定义 指报告期内某地区施行手术和操作的住院病人总数，含剖腹产及人工流产 

计算方法   

指标说明 1 次住院期间施行多次手术的, 按实际手术次数统计；1 次实施多个部位手术的按 1 次统计 

调查方法 全面调查 

数据来源 卫生统计直报系统 

发布频率 年度 

  

标识符 IHS03.01.024 

中文名称 百万人口白内障复明手术例数 

英文名称 cataract surgical cases per 1,000,000 population 

计量单位 例 

定义 指报告期内某地区接受白内障复明手术例数与同期人口数之比 

计算方法 报告期内某地区接受白内障复明手术例数／人口数×1000000  

指标说明 人口数：指常住人口数 

调查方法 全面调查 

数据来源 卫生部门医改监测 

发布频率 年度 

4.2.2 医疗服务效率 

  

标识符 IHS03.02.001 

中文名称 病床使用率 

英文名称 occupancy rate of hospital beds 

计量单位 % 

定义 指报告期内病人实际占用总床日数与实际开放总床日数之比 

计算方法 报告期内某地区实际占用总床日数／同期该地区实际开放总床日数×100％ 

指标说明 实际开放总床日数：指报告期内医院各科每日夜晚 12 点开放病床数总和，不论该床是否被病人

占用，都应计算在内。包括消毒和小修理等暂停使用的病床、超过半年的加床。不包括因病房扩

建或大修而停用的病床及临时增设病床(半年以内)； 

实际占用总床日数：指报告期内医院各科每日夜晚 12 点实际占用病床数(即每日夜晚 12 点住院人

数)总和，包括实际占用的临时加床在内，不包括家庭病床占用床日数。病人入院后于当晚 12 点

前死亡或因故出院的病人, 按实际占用床位 1 天进行统计,同时统计“出院者占用总床日数”1 天,入

院及出院人数各 1 人 

调查方法 全面调查 

数据来源 卫生统计直报系统 

发布频率 月度、年度 

  

标识符 IHS03.02.002 

中文名称 平均住院日 

英文名称 average length of stay in hospital 

计量单位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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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义 指报告期内某地区平均每个出院病人占用的住院床日数；又称出院者平均住院日 

计算方法 报告期内某地区出院者占用总床日数／同期该地区出院人数 

指标说明 出院者占用总床日数：指所有出院人数的住院床日之总和。包括正常分娩、未产出院、住院经检

查无病出院、未治出院及健康人进行人工流产或绝育手术后正常出院者的住院床日数 

调查方法 全面调查 

数据来源 卫生统计直报系统 

发布频率 月度、年度 

  

标识符 IHS03.02.003 

中文名称 病床周转次数 

英文名称 Turnover rate of hospital beds  

计量单位 次 

定义 指报告期内某地区出院人数与平均开放病床数之比 

计算方法 报告期内某地区出院人数／同期该地区平均开放病床数 

指标说明 平均开放病床数指报告期内实际开放总床日数与工作日数之比 

调查方法 全面调查 

数据来源 卫生统计直报系统 

发布频率 年度 

  

标识符 IHS03.02.004 

中文名称 医师日均担负诊疗人次 

英文名称 number of visits per doctor per day 

计量单位 人次 

定义 指报告期内某地区平均每位医师每日担负的诊疗人次数 

计算方法 报告期某地区诊疗人次数／同期该地区执业（助理）医师数/同期工作日数 

指标说明   

调查方法 全面调查 

数据来源 卫生统计直报系统 

发布频率 月度、年度 

  

标识符 IHS03.02.005 

中文名称 医师日均担负住院床日 

英文名称 number of inpatients per doctor per day 

计量单位 日 

定义 指报告期内某地区平均每位医师每日担负的住院床日数 

计算方法 报告期某地区实际占用总床日数／同期该地区执业（助理）医师数／同期工作日数 

指标说明   

调查方法 全面调查 

数据来源 卫生统计直报系统 

发布频率 月度、年度 

  

标识符 IHS03.02.006 

中文名称 急救车出车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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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文名称 ambulance dispatching rate 

计量单位 % 

定义 指报告期内某地区急救机构出动急救车的次数占急救呼叫次数的比例 

计算方法 报告期内某地区急救出车次数／同期该地区急救呼叫次数×100％ 

指标说明   

调查方法 全面调查 

数据来源 卫生统计直报系统 

发布频率 年度 

  

标识符 IHS03.02.007 

中文名称 院前急救服务网络平均反应时间 

英文名称 average reaction time of pre-hospital emergency network 

计量单位 分钟 

定义 指报告期内某地区自患者发出急救呼救请求到急救人员到达呼救患者驻地的平均时间 

计算方法 报告期内某地区（急救人员到达时间-患者发出急救呼救时间）／同期该地区急救次数 

指标说明   

调查方法 全面调查 

数据来源 卫生统计直报系统 

发布频率 年度 

4.2.3 医疗服务质量与安全 

  

标识符 IHS03.03.001 

中文名称 急诊死亡率 

英文名称 mortality rate of emergency patients 

计量单位 % 

定义 指报告期内某地区急诊死亡人数占医疗卫生机构急诊人次数的比重 

计算方法 报告期内某地区急诊死亡人数／同期该地区医疗卫生机构急诊人次数×100% 

指标说明   

调查方法 全面调查 

数据来源 卫生统计直报系统 

发布频率 年度 

  

标识符 IHS03.03.002 

中文名称 住院死亡率 

英文名称 mortality rate of inpatients 

计量单位 % 

定义 指报告期内某地区住院死亡人数占出院人数的比重 

计算方法 报告期内某地区住院死亡人数／同期该地区医疗卫生机构出院人数×100% 

指标说明   

调查方法 全面调查 

数据来源 卫生统计直报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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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频率 年度 

  

标识符 IHS03.03.003 

中文名称 入院与出院诊断符合率 

英文名称 coincidence rate of hospital admitting and discharge diagnosis 

计量单位 % 

定义 指报告期内某地区入院与出院诊断符合人数占医院出院人数的比重 

计算方法 报告期内某地区医院入院与出院诊断符合人数／同期该地区医院出院人数×100% 

指标说明 入院与出院诊断符合人数指《住院病案首页》中主要诊断的入院病情为①有②临床未确定的人数 

调查方法 全面调查 

数据来源 卫生统计直报系统 

发布频率 季度、年度 

  

标识符 IHS03.03.004 

中文名称 临床与病理诊断符合率 

英文名称 coincidence rate of clinical and pathological diagnosis  

计量单位 % 

定义 指报告期内某地区病理诊断与出院诊断符合人数占医院出院病理检查人数的比重 

计算方法 报告期内某地区医院病理诊断与出院诊断符合人数／同期该地区医院出院病理检查人数×100% 

指标说明   

调查方法 全面调查 

数据来源 卫生统计直报系统 

发布频率 季度、年度 

  

标识符 IHS03.03.005 

中文名称 某种疾病院内感染率 

英文名称 hospital infection rate  

计量单位 % 

定义 指报告期内某地区某种疾病发生院内感染人次数占医院该种疾病出院人次数的比重 

计算方法 报告期内某地区某种疾病发生院内感染人次数／同期该地区该种疾病医院出院人次数×100% 

指标说明 院内感染包括在住院期间发生的感染和在医院内获得出院后发生的感染，但不包括入院前已开始

或者入院时已处于潜伏期的感染。医院工作人员在医院内获得的感染也属医院感染。  

调查方法 全面调查 

数据来源 卫生统计直报系统 

发布频率 季度、年度 

  

标识符 IHS03.03.006 

中文名称 I 类切口甲级率 

英文名称 A-Level rate of aseptic operations 

计量单位 % 

定义 指报告期内某地区医院 I 类切口愈合例数中甲级愈合例数所占比重 

计算方法 报告期内某地区医院 I 类切口甲级愈合例数／同期该地区医院 I 类切口愈合例数×100％ 

指标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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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查方法 全面调查 

数据来源 卫生统计直报系统 

发布频率 季度、年度 

  

标识符 IHS03.03.007 

中文名称 I 类切口感染率 

英文名称 infection rate of aseptic operations 

计量单位 % 

定义 指报告期内某地区医院 I 类切口愈合例数中丙级愈合例数所占比重 

计算方法 报告期某地区医院 I 类切口丙级愈合例数／同期该地区医院 I 类切口愈合例数×100％ 

指标说明 不包括门诊手术 

调查方法 全面调查 

数据来源 卫生统计直报系统 

发布频率 季度、年度 

  

标识符 IHS03.03.008 

中文名称 医疗纠纷例数 

英文名称 number of medical dispute cases 

计量单位 例 

定义 指报告期内某地区患者及其家属等关系人对医疗机构及其医务人员提供的医疗护理等服务及效

果不满意而与医疗机构发生的纠纷数 

计算方法   

指标说明 包括门诊和住院发生的医疗纠纷数。按照医疗机构相关管理部门受理的医疗纠纷例数统计 

调查方法 全面调查 

数据来源 卫生统计直报系统 

发布频率 年度 

  

标识符 IHS03.03.009 

中文名称 医疗事故例数 

英文名称 number of medical malpractice cases 

计量单位 例 

定义 指按照《医疗事故处理条例》，医疗机构及其医务人员在医疗活动中违反医疗卫生管理法律法规、

部门规章和诊疗护理规范，过失造成患者人身损害的事故例数 

计算方法   

指标说明 按鉴定日期（不以发生日期）统计 

调查方法 全面调查 

数据来源 卫生统计直报系统 

发布频率 年报 

4.2.4 病人费用 

  

标识符 IHS03.04.001 

中文名称 基本医疗保险收入占医疗收入比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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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文名称 basic health insurance income as a percentage of medical income 

计量单位 % 

定义 指报告期内某地区医疗卫生机构基本医疗保险收入与医疗卫生机构医疗收入之比 

计算方法 报告期内某地区医疗卫生机构基本医疗保险收入/同期该地区医疗卫生机构医疗收入总额×100% 

指标说明   

调查方法 全面调查 

数据来源 卫生统计直报系统 

发布频率 年度 

  

标识符 IHS03.04.002 

中文名称 门诊病人次均医药费用 

英文名称 outpatients medical expense per visit 

计量单位 元 

定义 指报告期内某地区门诊病人平均每次就诊医药费用，简称次均门诊费用 

计算方法 报告期内某地区门诊医疗收入／同期该地区总诊疗人次数 

指标说明   

调查方法 全面调查 

数据来源 卫生统计直报系统 

发布频率 月度、年度 

  

标识符 IHS03.04.003 

中文名称 门诊病人次均药费 

英文名称 outpatients medication expense per visit 

计量单位 元 

定义 指报告期内某地区门诊病人平均每次就诊药费，简称次均门诊药费 

计算方法 报告期内某地区门诊药品收入／同期该地区总诊疗人次数 

指标说明   

调查方法 全面调查 

数据来源 卫生统计直报系统 

发布频率 月度、年度 

  

标识符 IHS03.04.004 

中文名称 住院病人次均医药费用 

英文名称 average medical expense per inpatient 

计量单位 元 

定义 指报告期内某地区出院者平均每次住院医药费用，简称次均住院费用 

计算方法 报告期内某地区出院者住院医药费用／同期该地区出院人数 

指标说明 按照出院时间统计 

调查方法 全面调查 

数据来源 卫生统计直报系统 

发布频率 月度、年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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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识符 IHS03.04.005 

中文名称 住院病人次均药费 

英文名称 average medication expense per inpatient 

计量单位 元 

定义 指报告期内某地区出院者平均每次住院药费，简称人均住院药费 

计算方法 报告期内某地区出院者住院药费／同期该地区出院人数 

指标说明 按照出院时间统计 

调查方法 全面调查 

数据来源 卫生统计直报系统 

发布频率 月度、年度 

  

标识符 IHS03.04.006 

中文名称 住院病人日均医药费用 

英文名称 average medical expense of inpatients per day 

计量单位 元 

定义 指报告期内某地区住院病人平均每日医药费用，又称日均住院费用 

计算方法 报告期内某地区出院者医药费用总额／同期该地区出院者住院天数 

指标说明 按照出院时间统计 

调查方法 全面调查 

数据来源 卫生统计直报系统 

发布频率 月度、年度 

  

标识符 IHS03.04.007 

中文名称 病种（病组）住院费用 

英文名称 average inpatients medical expense by disease 

计量单位 元 

定义 指报告期内某地区某种（或某组）疾病出院者平均每次医药费用 

计算方法 报告期内某地区医院某病种（病组）住院医药费用／同期该地区医院该病种（病组）出院人次数 

指标说明 病种统计依据 GB / T14396《疾病分类与代码》 

调查方法 全面调查 

数据来源 卫生统计直报系统 

发布频率 季度、年度 

  

标识符 IHS03.04.008 

中文名称 病人医药费用构成 

英文名称 composition of patient medical expense  

计量单位 % 

定义 指报告期某地区某项医药费用占全部医药费用的比例 

计算方法 报告期某地区医疗卫生机构某项医药费用／同期该地区医疗卫生机构全部医药费用×100% 

指标说明 医疗费用分类参见《医院财务制度》 

调查方法 全面调查 

数据来源 卫生统计直报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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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频率 月度、年度 

  

标识符 IHS03.04.009 

中文名称 病人医药费用增长率 

英文名称 growth rate of patient medical expense 

计量单位 % 

定义 指报告期某地区医疗卫生机构病人医药费用增长数与上期病人医药费用之比 

计算方法 某地区（报告期病人医药费用-上期病人医药费用）／该地区上期病人医药费用×100% 

指标说明  

调查方法 全面调查 

数据来源 卫生统计直报系统 

发布频率 月度、年度 

 



WS/T XXXXX.7—XXXX 

16 

索  引 

小类名称 指标名称 标识符 

医疗服务利用 总诊疗人次数 IHS03.01.001 

医疗服务利用 门急诊人次数 IHS03.01.002 

医疗服务利用 预约诊疗人次数 IHS03.01.003 

医疗服务利用 健康检查人次数 IHS03.01.004 

医疗服务利用 中医治未病服务人次数 IHS03.01.005 

医疗服务利用 每百门急诊入院人数 IHS03.01.006 

医疗服务利用 两周就诊率 IHS03.01.007 

医疗服务利用 两周患病未就诊率 IHS03.01.008 

医疗服务利用 非公医疗机构门诊量占门诊总量的比例 IHS03.01.009 

医疗服务利用 住院率 IHS03.01.010 

医疗服务利用 入院人数 IHS03.01.011 

医疗服务利用 出院人数 IHS03.01.012 

医疗服务利用 出院病人疾病构成 IHS03.01.013 

医疗服务利用 非公医疗机构住院量占住院总量的比例 IHS03.01.014 

医疗服务利用 民营医院住院量占医院住院量的比例 IHS03.01.015 

医疗服务利用 血液采集总量 IHS03.01.016 

医疗服务利用 临床用血总量 IHS03.01.017 

医疗服务利用 报废血液总量 IHS03.01.018 

医疗服务利用 血液检测不合格率 IHS03.01.019 

医疗服务利用 献血人次数 IHS03.01.020 

医疗服务利用 千人口献血人数 IHS03.01.021 

医疗服务利用 人均用血量 IHS03.01.022 

医疗服务利用 住院病人手术人次数 IHS03.01.023 

医疗服务利用 百万人口白内障复明手术例数 IHS03.01.024 

医疗服务效率 病床使用率 IHS03.02.001 

医疗服务效率 平均住院日 IHS03.02.002 

医疗服务效率 病床周转次数 IHS03.02.003 

医疗服务效率 医师日均担负诊疗人次 IHS03.02.004 

医疗服务效率 医师日均担负住院床日 IHS03.02.005 

医疗服务效率 急救车出车率 IHS03.02.006 

医疗服务效率 院前急救服务网络平均反应时间 IHS03.02.007 

医疗服务质量与安全 急诊死亡率 IHS03.03.001 

医疗服务质量与安全 住院死亡率 IHS03.03.002 

医疗服务质量与安全 入院与出院诊断符合率 IHS03.03.003 

医疗服务质量与安全 临床与病理诊断符合率 IHS03.03.004 

医疗服务质量与安全 某种疾病院内感染率 IHS03.03.005 

医疗服务质量与安全 I类切口甲级率 IHS03.03.006 

医疗服务质量与安全 I类切口感染率 IHS03.03.007 

医疗服务质量与安全 医疗纠纷例数 IHS03.03.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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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疗服务质量与安全 医疗事故例数 IHS03.03.009 

病人费用 基本医疗保险收入占医疗收入比重 IHS03.04.001 

病人费用 门诊病人次均医药费用 IHS03.04.002 

病人费用 门诊病人次均药费 IHS03.04.003 

病人费用 住院病人次均医药费用 IHS03.04.004 

病人费用 住院病人次均药费 IHS03.04.005 

病人费用 住院病人日均医药费用 IHS03.04.006 

病人费用 病种（病组）住院费用 IHS03.04.007 

病人费用 病人医药费用构成 IHS03.04.008 

病人费用 病人医药费用增长率 IHS03.04.009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