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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体检基本项目专家共识

中华医学会健康管理学分会 中华健康管理学杂志编委会

健康体检或称健康检查是指对无症状个体和群体的健

康状况进行医学检查与评价的医学服务行为及过程，其重

点是对慢性非传染性疾病及其风险因素进行筛查与风险甄

别评估，并提供健康指导建议及健康干预方案”‘2，。健康体

检是实施疾病早期预防和开展健康管理的基本途径及有效

手段之一”I。为了贯彻落实国务院《关于促进健康服务业发

展的若干意见》一I文件精神和前国家卫生部颁布的《健康体

检管理暂行规定》(以下简称“体检规定”)121，引领和促进我

国健康管理(体检)机构与行业规范有序地开展健康体检服

务。中华医学会健康管理学分会、《中华健康管理学杂志》

自2009年初以来，在前期部分专家工作基础上，组织全国

相关领域专家进行健康体检基本项目的调研、论证，在广泛

征求全国各级各类健康体检机构和专家、学者及广大健康

体检从业者意见的基础上，经过反复讨论和多次修改，形成

了《健康体检基本项目专家共识》(以下简称“体检共识”)。

该共识以国家相关政策和法规为基本遵循，以健康管理创

新理论为学术指导，以循证医学证据为基本依据，充分学习

借鉴欧美发达国家开展健康体检的成功经验，紧密结合我

国实际及行业／产业发展的紧迫需求，突出了针对性、实用

性及指导性。健康体检基本项目制订遵循以下原则：(1)以

健康评价和健康风险筛查为目的，重点掌握受检者健康状

况、早期发现疾病线索；(2)体检采用的技术方法或手段要

科学适宜并有很好的可及性和可接受性；(3)为保证健康体

检的质量和安全，体检项目所采用的仪器、设备及试剂必须

是经SFDA认证、有正式批准文号；(4)体检项目要充分体现

最佳成本效益原则，避免优先采用一些高精尖医疗技术设

备，以免加重受检者的经济负担。

本共识是我国健康管理(体检)机构开展体检服务的基

本参考依据，适用于全国各级各类从事健康体检的医疗机

构和单位，对指导和引领我国健康体检机构及行业规范有

序发展，促进健康管理学科与相关产业进步具有重大的现

实意义。

一、共识形成的主要经过

本共识的形成主要经历了以下3个阶段。第一阶段：

2006至2009年，为本共识的调研论证及健康体检基本项目

目录(以下简称“基本目录”)框架提出阶段。2006初针对我

国快速兴起的健康体检行业及服务产业，为引导健康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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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规范有序发展，前国家卫生部医政司开始组织全国相

关领域专家研究起草《健康体检管理暂行规定》(“体检规

定”)及“基本目录”，专家组经过三年的努力，完成了“体检

规定”的制定和“基本目录”框架初稿，但由于对基本体检项

目内容上存在较大学术分歧，故国家卫生部医政司与2009

年6月致函中华医学会健康管理分会，委托由该分会组织

专家重新起草制定与“体检规定”相配套的“基本目录”。第

二阶段：2009至2010年，根据前国家卫生部颁布的“体检规

定”中华医学会健康管理学分会和《中国健康管理学杂志》

(以下简称“分会”和“杂志”)，共同组织全国健康管理、公共

卫生、临床医学、信息技术等领域的专家及健康管理(体检)

机构的部分代表，组成起草组，先后组织了4次专家讨论会

和专题研讨会，并于2009年8月形成了“体检目录”的送审

稿。2010年5月，在湖北武汉召开的“全国首届健康体检主

任高峰论坛”上对“体检目录”送审稿进行了多层次沟通对

话与讨论，形成了健康体检基本项目试行稿，并由“分会”组

织全国部分健康管理(体检)机构进行试行验证。第三阶

段：2012年至今，在“基本目录”的试行过程中，根据发现的

问题和部分专家建议对体检“基本目录”的整体构架和主要

内容进行了修改和扩充，增加了统一的健康体检自测问卷

和体检报告首页及相应内容，并于2012年12月在湖南长沙

召开的“全国健康管理示范基地建设研讨会”上进行了广泛

讨论，会后由共识起草组汇总各方意见形成了“健康体检基

本项目专家共识”初稿，并于2013年开始在全国更多健康

管理机构和专家中进行推广试用和意见征询。2013年底，

根据国务院《关于促进健康服务业发展的若干意见》(国发

『2013140号)文件精神，结合一年来共识在全国部分健康管

理(体检)机构中推广使用发现的问题和建议，起草组对共

识进行了多次修改形成待发表稿。2014年1—2月，起草组

将共识待发表稿正式提交“分会”和“杂志”编委会审查。“分

会”和“杂志”于2014年2月27日发出通知，就共识中的三

个附件及主要内容在“分会”全体委员、中华健康管理学杂

志部分编委、全国各省市医学会健康管理分会及全国百余

家健康管理(体检)机构进行最后一轮的意见征询，并依据

征询到的意见和建议进行进一步修改和完善，形成最终稿。

二、基本项目架构与主要内容

本共识包括健康体检基本项目目录、健康体检自测问

卷和体检报告首页三个部分，形成相互关联的一个整体。

其主要内容如下：

1．体检基本项目目录：该基本项目目录的设置遵循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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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性、适宜性及实用性的原则，采用“I+X”的体系框架，⋯1’
为基本体检项目，包括健康体检自测问卷、体格检查、实验

室检查、辅助检查、体检报告首页等5个部分。“x”为专项体

检项目，包括主要慢性非传染性疾病风险筛查及健康体适

能检查项目。备选项目提出了每个专项检查的适宜人群和

年龄范围，以满足当前我国民众对健康体检及健康管理服

务多样化的要求，为我国健康管理(体检)机构的体检项目

及套餐设置提供了基本学术遵循，并为进一步研究制定相

关技术标准与操作指南提供基础。

“基本项目(必选项目)”与“专项检查(备选项目)”的关

系：“必选项目”是基础，是开展健康体检服务的基本检测项

目，也是形成健康体检报告及个人健康管理档案的必须项

目；“备选项目”是个体化深度体检项目，主要针对不同年

龄、性别及慢性病风险个体进行的专业化筛查项目(详见附

件1)。

必选项目主要内容包括健康体检自测问卷、体格检

查、实验室检查、辅助检查、体检报告首页等五个部分。健

康体检自测问卷和体检报告首页的具体内容详见附件2

和附件3，其他三个部分构成了体检基本项目的主要内

容。(1)体格检查：包括一般检查和物理检查两个部分。一

般检查包括身高、体重、腰围、臀围、血压、脉搏；物理检查

包括内科、外科、眼科检查、耳鼻咽喉科、口腔科、妇科等。

体格检查的内容设置依据为诊断学(第八版)151，其中血压、

体重、腰围及体重指数等指标均具有较高级别的循证医学

研究证据，是健康体检和健康管理的重要指标和数据。(2)

实验室检查：包括常规检查、生化检查、细胞学检查三个部

分。常规检查包括血常规、尿常规、粪便常规+潜血，其中

血、尿、粪便常规检查是诊断学(第八版)规定的检查内容，

而粪便潜血实验是直、结肠癌早期风险筛查指南m呻推荐

的筛查项目；生化检查包括肝功能、肾功能、血脂、血糖、尿

酸，其中肝、肾功能是诊断学(第八版)规定的检查内容，而

血脂、血糖和尿酸等检查项目具有较高的循证医学证据并

被国内外慢性病风险预防指南推荐一。2I；宫颈刮片细胞学

检查是女性宫颈癌的早期初筛项目u”。(3)辅助检查：包括

心电图检查、x线检查、超声检查三个部分。常规心电图

检查和腹部B超检查是诊断学(第八版)和《健康体检管理

暂行规定》中要求设置的项目，x线检查项目的设置严格

遵循了国家卫计委《关于规范健康体检应用放射检查技术

的通知》”4，要求，只设置了对成年人进行胸部x线正／侧位

拍片检查，取消了胸部透视检查。

备选检查项目包括：慢性病早期风险筛查项目包括：心

血管病(高血压、冠心病、脑卒中、外周血管病)、糖尿病、慢

阻肺(COPD)、慢性肾脏疾病、部分恶性肿瘤(食道癌、胃癌、

直结肠癌、肺癌、乳腺癌、宫颈癌、前列腺癌)等，所有专项检

查项目均列出了相应的指南和重要研究报告，以便查询。

2．健康体检自测问卷：该问卷基于现代多维度健康概

念和健康测量指标体系，并学习借鉴了国内外相关问卷，按

照问卷或量表研制经过与信效度要求而形成的I”““。内容

除基本信息采集外，主要包括健康史、躯体症状、生活方式

和环境、心理健康与精神压力、睡眠健康、健康素养6个维

度和85个具体条目。基本信息填写项目与国家电子病历

及健康档案相一致，符合国家卫生行业信息标准的统一要

求。自测问卷的主体内容包括：(1)健康史：内容包括家族

史、现病史、过敏史、用药史、手术史、月经生育史等，除了按

照诊断学要求的问诊内容外，重点强调了对主要慢性病家

族遗传信息的询问，如早发心血管病家庭史(男性55岁，女

性65岁)等。(2)IR体症状：内容设置主要依据诊断学和有关

慢性病预防指南，是对主要慢性病风险人群进行的症状与

体征的系统询问，包括循环、呼吸、消化、内分泌、神经、泌

尿、妇科系统疾病以及视听功能等。(3)生活方式和环境健

康：该部分内容主要依据引起主要慢性病的生活方式与环

境风险因素而设置，包括饮食、吸烟、饮酒、运动锻炼、环境

健康风险等，其中不健康饮食、吸烟、过量饮酒、体力活动不

足和有害环境暴露均是具有高级别循证医学证据的项目及

指标。(4)心理健康与精神压力：该部分内容包括情绪、精神

压力、焦虑抑郁状态等。该部分内容主要用于筛查精神心

理问题的初筛和精神压力的评估。(5)睡眠健康：包括睡眠

时间、睡眠质量、睡眠障碍及其影响因素等内容。由于睡眠

一方面影响人的健康状况和工作能力，另一方面睡眠问题

容易引发多种身心疾病，特别是与心血管系统、糖尿病等慢

性非传染性疾病密切相关，故该量表中专门设置了有关睡

眠健康的条目内容。(6)健康素养：包括健康理念、健康意

识、健康知识和健康技能等内容，是该量表区别与国内外相

关或类同量表的创新之处。国内外研究证明，健康素养不

但反映了国民的健康基础水平，而且健康素养低可以增加

慢性病发生率及疾病负担，应该作为健康体检问卷调查的

必须内容。

3．健康体检报告首页：根据国家卫生信息标准化要求，

参照电子病历首页和居民健康档案首页的设置格式，依据

现行健康体检基本项目目录和健康体检自测问卷的主要内

容而形成的体检信息摘要1171。内容除基本信息外，包括健

康自测问卷结果以及发现的主要健康危险因素、健康体检

基本项目结果摘要、已明确诊断的主要疾病和异常、健康风

险评估与风险分层等。该体检报告首页是健康体检基本项

目与健康体检产出的统一要求，是未来将健康体检纳入国

家健康信息统计的基本途径。通过规范体检报告首页和体

检信息收集与统计标准，为开展检后管理和体检数据的挖

掘利用提供基本依据。

三、使用建议与注意事项

该共识的形成与发表凝聚了我国广大健康管理(体检)

领域专家、学者及从业者的集体智慧及心血，体现了我国十

年来健康管理学术理论研究与健康体检服务实践的最新成

果，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我国开展健康管理和健康体检

服务的基本学术遵循。为了在体检服务实践中更好地使用

推广本共识及健康体检基本项目目录、健康体检自测问卷

和体检报告首页，特提出以下实施要求及注意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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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般要求：开展健康体检基本项目的机构和人员必

须符合前卫生部《健康体检管理暂行规定》的要求，具有相

应的执业资质并持证上岗，并具备完成健康体检基本项目

(健康体检基本项目、健康体检自测问卷、体检报告首页)内

容所规定的场地、仪器设备、质量控制及信息化要求。

2．体检基本项目目录的使用要求：该目录是开展健康

体检服务的基础，健康管理(体检)机构，必须在保证完成基

本项目目录的前提下，方可根据所在地区的实际情况和健

康管理机构具备的人员、技术设备等条件选择开展备选项

目，特别是推荐开展与心血管疾病、糖尿病、部分恶性肿瘤

相关的风险筛查与监测项目。考虑到我国体检机构设备条

件及发展的不均衡性，允许对体检项目目录中的具体指标

及内容(三级指标和内容)适当放宽，如血脂四项(三酰甘

油、总胆固醇、低密度脂蛋白、高密度脂蛋白)中不一定均要

做高密度脂蛋和低密度脂蛋白，只要求完成总胆固醇和三

酰甘油两项即可。

特别说明：进行备选项目检查时必须首先参考基本项

目内容，以避免项目的重复检查(如：血压、体重指数检查为

基本项目，在冠心病、脑卒中风险筛查套餐中未再列入)；按

照卫计委有关规定，基本体检项目不包含“乙肝五项”及除

x线胸片外的有关放射检查；本体检基本项目适合成人健

康体检，不包含妇幼保健、职业病、入职(入学)体检，不涉及

附件1

一、必选项目

·83·

疾病的诊断与治疗评价。

3．健康体检自测问卷的使用要求：健康体检自测问卷

是开展健康体检基本项目服务的重要内容之一，问卷获取

的健康信息及数据与医学检查设备获取的健康信息同等重

要，是形成健康体检报告首页的重要内容和开展检后健康

评估与开展个性化健康管理服务提供基础信息。因此，各

级各类健康管理(体检)机构必须将体检自测问卷纳入开展

健康体检服务的必备项目及体检套餐。该问卷主要适用于

18岁以上成人。问卷采用多样化采集方式，包括电子问卷、

纸质问卷、面对面问答、远程移动终端等。答题前先仔细阅

读问卷引导语与答题要求及注意事项，建议每个被检者必

须完成自测问卷后方可获取健康评估及健康指导报告。对

自测问卷填写不合乎要求或存在漏填、错填、误填者要及时

剔除，以免影响体检报告首页质量。

4．填写体检报告首页的注意事项：体检报告首页是基于

健康体检项目和健康自测问卷信息采集基础上形成的个人

体检信息摘要。体检报告首页的内容应突出重点，体现规范

化和个性化要求。所谓突出重点即突出体检发现的主要疾

病及异常，指出健康风险分层及健康走向。所谓规范化即指

按照体检报告首页的统一格式及要求进行填写，以便于体检

信息的互通、互享、统计分析及交流。所谓个性化即要反映

每一个受检者的实际情况和体检结果的针对性。

健康体检基本项目目录(试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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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2：

健康体检自测问卷(试行)

一、基本信息姓名：——性别：——口男 口女 出生13期：——年——月——日身份证号：——民族：口汉族 口少数民族——出生地：
婚姻状况： 口未婚口已婚(含同居)口丧偶口离异口其他

——省——市——县

文化程度： 口小学及以下口初中 口高中 口中专及技校口大学本科／专科口研究生及以上

职业：口国家公务员 口专业技术人员 口职员 口企业管理人员 口工人口农民 口学生

口现役军人口自由职业者口个体经营者口无业人员 口退(离)休人员 口其他

医保类别：口城镇职工医保口城镇居民医保口新农合医保口其他口无

联系电话：

二、健康史一家族史

1．您的父母或兄弟姐妹是否患有明确诊断的疾病? A．是B．否

1-1．请选择疾病的名称：(可多选)

A．高血压病B．脑卒中c．冠心病D．外周血管病E．心力衰竭F．糖尿病G．肥胖症

H．慢性肾脏疾病 I．慢性阻塞性肺病J．骨质疏松 K．痛风L．恶性肿瘤 M风湿免疫性疾病N．精神疾病
O．其他——
1—2．请确定所患的恶性肿瘤名称：

A．肺癌B．肝癌C眉癌E．食管癌F．结直肠癌G．白血病H．脑瘤I．乳腺癌

J胰腺癌K．骨癌 L．膀胱癌 M．鼻咽癌N．宫颈癌O．子宫癌P．前列腺癌Q．卵巢癌

R．甲状腺癌S．皮肤癌T．其他

l一3．您的父亲是否在55岁、母亲在65岁之前患有上述疾病吗? A．是B．否

三、健康史一现病史

2．您是否患有明确诊断的疾病或异常? A．是B．否

2．1．请您确认具体疾病或异常的名称：(可多选)

A．高血压B．脑卒中c．冠心病D．外周血管病E．糖尿病F月旨肪肝G．慢性肾脏疾病

H．慢性胃炎或胃溃疡I．幽门螺杆菌感染J眉息肉K．肠道息肉L．慢性阻塞性肺病

M．哮喘N．慢性胰腺炎O．骨质疏松P．慢性肝炎或肝硬化Q．慢性胆囊炎、胆石症

R．结核病s．类风湿性关节炎T．前列腺炎或肥大u．慢性乳腺疾病

v．人乳头瘤病毒(HPV)感染wI血脂异常x．尿酸升高Y．恶性肿瘤z．其他

2．2．请确定您所患的恶性肿瘤名称：

A．肺癌B．肝癌c胃癌E．食管癌F．结直肠癌G．白血病H脑瘤I．乳腺癌

J．胰腺癌K．骨癌L．膀胱癌M．鼻咽癌N．宫颈癌O．子宫癌P．前列腺癌Q．卵巢癌

R．甲状腺癌s．皮肤癌T．其他

2．3．请填写您被诊断患有上述疾病或异常的年龄：——岁
四、健康史．过敏史

3．您是否出现过过敏? A．是B．否

3．1．请选择过敏源：(可多选)

A．青霉素B．磺胺类c．链霉素D．头孢类E．鸡蛋F．牛奶G．海鲜H．花粉或尘螨

I．粉尘J．洗洁剂 K．化妆品 L其他

五、健康史一用药史

4．您是否长期服用药物?(连续服用6个月以上，平均每日服用一次以上)A．是B．否

4．1．您长期服用哪些药物?(可多选)

A．降压药B．降糖药c．调脂药(降脂药)D．降尿酸药E．抗心律失常药F．缓解哮喘药物

G．解热镇痛药(如布洛芬等)H．强的松类药物I．雌激素类药物J．利尿剂K．镇静剂或安眠药

L．中草药M．避孕药N．抗抑郁药物O．其他

六、健康史．手术史

5．您是否因病进行过手术治疗? A．是B．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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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请您选择手术的部位?(可多选)

A．头颅(含脑)B．眼c．耳鼻咽喉D．颌面部及口腔E．颈部或甲状腺F．胸部(含肺部)

G．心脏(含心脏介入)H．夕h周血管I眉肠J．肝胆K．肾脏L．脊柱

M．四肢及关节N．膀胱0．妇科P．乳腺Q．前列腺R．其他

七、健康史．月经生育史

6．您第一次来月经的年龄： 岁

7．您是否绝经? A．是(绝经年龄：——岁)B．否

8．您的结婚年龄： 岁

9．您是否生育过? A．否B．是(初产年龄：——岁，生产——次，流产总次数——次)

9-1．您的孩子是母乳喂养吗? A．是(哺乳时间 月)B．否

9—2．您是否曾患有妊娠糖尿病? A．是B．否 9．3．您是否曾患有妊娠高血压? A．是B．否

八、躯体症状(最近3个月)

10．您感觉身体总体健康状况如何?A．好B．一般c．差

1 1．您感到疲劳乏力或周身明显不适吗? A．没有B．偶尔C．经常

12．您视力有下降吗? A．没有B．轻微c．明显

13．您听力有下降吗? A般有B．轻微c．明显

14．您有鼻出血或浓血鼻涕吗? A．没有B．偶尔c．经常

15．您出现过吞咽不适、哽噎感吗? A．没有B．偶尔C．经常

16．您有明显的咳嗽、咳痰吗? A．没有B．偶尔C．经常

17．您有过咳痰带血或咯血吗? A．没有B．偶尔c．经常

18．您感到胸痛或心前区憋闷不适吗? A．没有B．偶尔c．经常

19．您感到有胸闷气喘或呼吸困难吗? A．没有B．偶尔c．经常

20．您感到低热(体温偏高)吗? A．没有B．偶尔C．经常

21．您感到头晕或头昏吗? A．没有B．偶尔c．经常

22．您感到恶心、反酸或上腹部不适吗? A．没有B．偶尔c．经常

23．您有过食欲不振、消化不良或腹胀吗? A．没有B．偶尔C．经常

24．您有过不明原因跌倒或晕倒吗? A．没有B．偶尔c．经常

25．您感到明显的手足发麻或刺痛吗? A．没有B．偶尔c．经常

26．您双下肢水肿吗? A．没有B．偶尔c．经常

27．您排尿困难吗? A．没有B．偶尔c．经常

28．您有尿频、尿急、尿痛及尿血吗? A．没有B．偶尔C．经常

29．您有腹泻、腹痛或大便习惯改变(人厕时间、次数、形状等)吗? A．没有B．偶尔c．经常

30．您出现过柏油样便或便中带血吗? A．没有B．偶尔c．经常

31．您出现过不明原因的身体消瘦或体重减轻吗?(体重减轻超过原体重的10％)A．是B．否

32．您是否发现乳房有包块，并伴有胀痛吗(与月经周期无关)? A．是B．否

33．您有不明原因的阴道出血、白带异常吗? A．是B．否

34．您身体有过明显的疼痛吗?(外伤除外)A．是B．否

34．1．疼痛的部位? A．头B．颈肩c．咽喉E．腰背F．胸部G．腹部H．四肢I．关节

九、生活习惯．饮食

35．您通常能够按时吃三餐吗? A．能B．基本能C．不能

36．您常暴饮暴食吗? A．是B．否

37．您常吃夜宵吗? A．不吃B．偶尔吃c．经常吃

38．您参加请客吃饭(应酬)情况?

A．不参加或偶尔参加(1～2次／月)B．比较多(1．2次倜)
C．经常参加(3～5次倜)D．非常频繁(>5次／N)
39．您的饮食口味? A．清淡B．咸C．甜D．高油脂E．辛辣F．热烫

40．您的饮食偏好? A．熏制、腌制类B．油炸食品 c．甜点D．吃零食(适量坚果除外)

E．吃快餐F．喝粥(／>2次／天)G．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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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您的主食结构如何? A．细粮为主B．粗细搭配C．粗粮为主D．不好说

42．您喝牛奶吗? A．不喝B．偶尔喝(1～2次／周)c．经常喝(3～5次／周)D．每天都喝(>5次／周)

43您吃鸡蛋吗? A．不吃B．偶尔吃(1～2次倜)c．经常吃(3～5次倜)D．每天都吃(>5次，』司)
44．您吃豆类及豆制品吗A．不吃B．偶尔吃f1～2次，周)c．经常吃(≥3次／周)

45．您吃水果吗? A．不吃B．偶尔吃(1～2次／周)c．经常吃(3～5次，周)D．每天都吃(>5次，周)

46．您平均每天吃多少蔬菜?A．<100 g B．100～200 g C．200～500 g D．>500 g

47．您平均每天吃多少肉(猪、牛、羊、禽)?A．<50 g B．50—100 g C．101～250 g D．>250 g

48．您吃肥肉吗? A．不吃B．偶尔吃一点c．经常吃

49．您吃动物内脏吗? A．不吃B．偶尔吃(1～2次／N)C．经常吃(≥3次／N)

50．您吃鱼肉或海鲜吗? A．不吃B．偶尔吃(1～2次／周)c．经常吃(≥3次，周)

51．您喝咖啡吗? A．不喝B．偶尔喝(1—2次／周)C．经常喝(3～5次，周)D每天都喝(>5次／周)
52．您喝含糖饮料(果汁、可乐等)吗?

A，不喝B．偶尔喝(1～2次／周)c．经常喝(3—5次，周) D．每天都喝(>5次，周)

十、生活习惯．吸烟

53．您吸烟吗?(持续吸烟1年以上)

A．不吸B．吸烟C．吸烟，已戒(戒烟1年以上)D．被动吸烟(每天累计15分钟以上，且每周1天以上)

53．1．您通常每天吸多少支烟?(含戒烟前)——支，您持续吸烟的年限?(含戒烟前)——年
53．2．您戒烟多长时间了?——年
十一、生活习惯．饮酒

54．您喝酒吗?(平均每周饮酒1次以上)A．不喝B．喝c．以前喝，现已戒酒(戒酒1年以上)

54—1．您一般喝什么酒?A．白酒B．啤酒c．红酒D什么都喝
54．2．您每周喝几次酒?(含戒酒前)A．1—2次B．3～5次C．>5次

54—3．您每次喝几两?(1两相当于50ml白酒，100ml红酒，300ml啤酒)

A．1～2两B．3～4两C．>5两

54．4．您持续喝酒的年限?(含戒酒前)——年
54—5．您戒酒多长时间了——年
十二、生活习惯．运动锻炼

55．您参加运动锻炼吗?

A．不参加B．偶然参加c．经常参加(平均每周锻炼3次及以上，每次锻炼>30分钟)

55．1．您常采用的运动锻炼方式：(可多选)

A．散步B．慢跑c．游泳D骑自行车E．爬楼梯F．球类G．交谊舞

H．瑜伽I．健身操J．力量锻炼K．登山 L．太极拳M．其他

55．2．您每周锻炼几次? A．1～2次B．3～5次c．>5次

55．3．您每次锻炼多次时间? A，<30分钟B．30～60分钟C．>60分钟

55．4． 您坚持锻炼多少年了?——年
56．您工作中的体力强度?

A．脑力劳动为主B．轻体力劳动c．中度体力劳动D．重体力劳动E．不工作

56—1．您每周工作几天? A．<3天 B．3～5天c．>5天

56—2．您每天平均工作多长时间? 小时

57．除工作、学习时间外，您每天坐着(如看电视、上网、打麻将、打牌等)的时间是?

A．<2／J、时B．2～4／j、时C．4—6，J、时D．>6／J、时

十三、环境健康

58．您的工作，生活场所经常会接触到哪些有害物质?

A．无或很少B．噪音、震动c．电磁辐射D．粉尘E．化学污染F．空气污染G．建筑装修污染

H．烹饪油烟I．其他

十四、心理健康．精神压力(最近两周)

59．您感到闷闷不乐，情绪低落吗? A．没有B．偶尔c．经常

60．您容易情绪激动或生气吗? A．没有B．偶尔c．经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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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您感到精神紧张，很难放松吗? A．没有B．偶尔c．经常

62．您比平常容易紧张和着急吗? A．没有B．偶尔c．经常

63．您容易发脾气，没有耐性吗? A。没有B。偶尔c．经常

64．您感到心力枯竭，对人对事缺乏热情吗? A．没有B．偶尔C．经常

65．您容易焦虑不安、心烦意乱吗? A．没有B．偶尔C．经常

66．您感觉压抑或沮丧吗? A．没有B．偶尔c．经常

67．您注意力集中有困难吗? A般有B．偶尔c．经常

十五、睡眠健康

68．最近1个月，您的睡眠如何? A．好B．一般c．差

68．I．您睡眠差的主要表现：

A．入睡困难B．早醒c．多梦或噩梦中惊醒D掖起E．熟睡时间短F．其他

68．2．影响您睡眠差的主要原因：

A．工作压力过大B．负性生活事件c．环境干扰(如噪音、配偶或室友打鼾等)D．身体不适或疾病

E．气候变化F．药物G．倒班或倒时差H．其他

69．您每天平均睡眠时间：(不等于卧床时间)

A．<5d,z,-t B．5～7／J、时C．7～9／J、时D．>9／J、时

十六、健康素养

70．您多长时间做一次体检?A．从来不做B．半年C．1年D．2～3年E．>3年

71．您是否主动获取医疗保健知识? A．是B．否

7 1．1．您获取医疗保健知识的途径?

A．电视B．广播c．图书和报刊杂志D．上网E．卫生机构及医生F．其他

72．您入厕观察二便(大小便)吗? A．从不B．偶尔c．经常

73．您自测血压、心率吗? A从不B．偶尔C经常

74您出差或旅游带常用或急救药品吗? A．从不B．偶尔C．经常

75．您乘坐私家车或出租车时系安全带吗?A．从来不系B．有时系C．每次都系

76．您经常晒太阳吗?A．从不B．偶然C．经常

77．您认为以下血压值哪个最理想?A．140／90 mmHg B．120／80 mmHg C．150／100 mmHg D．不知道

78．您认为成年人腋下体温最理想的范围是?A．35～36℃B．36～37℃C．37～38℃D．不知道

79．您认为安静状态下成年人最理想的脉搏次数是?

A．30～50次，分钟B．51～70次，分钟C．71～90L欠／分钟D．>90次，分钟E．不知道

80．您认为成年人每天最佳食盐量不要超过多少克?

A．<6克B．<8克C．<10克D．<12克E．不知道

8 1．您认为成年人正常体重指数是(体重指数=体重k{；／身高1112)?

A．≤18．5 B．18．5—24．9 C．25～29．9 D．30以上E．不知道

82．您认为成年人正常腰围是?

男性：A．≤80 cm B．≤85 cm C．≤90 cm D．≤95 cm E．不知道

女性：A．≤70 cm B．≤75 cm C．≤80 cm D．≤85 ca E．不知道

83．您认为成人空腹血糖正常值是?

A．<3．89 mmol／L B．3．89～6．1 mmol／L C．6．1～7．0 mmol／L D．／>7．0 mmol／L E．不知道

84．您认为成人三酰甘油正常值是?

A．<0．56 mmol／L B．0．56～1．7 mmol／L C．>1．7 mmol／L D．不知道

85．您认为成人总胆固醇理想值是?

A．<5。2 mmol几 B。5。2—6．1 mmol几 C．>6．1 mmol／L D．不知道

86．答完该问卷后，您对自己的健康状态感觉如何?

A．很好B．比较好C．一般(还可以)D．不好或较差E．不好说

87．您对该健康自测问卷的总体印象是?

A彳艮好B．比较好c．一般(还可以)D．不好说E．较差或不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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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3

体检机构：

健康体检报告首页(试行)

体检编号：

第——次体检 本次体检日期：——年一月一日
体检项目类别：1．健康体检自测问卷2．基本体检3．专病专项检查(注明)

姓名

身份证号

民族

性别：1．男2．女 出生日期——年一月一日

婚姻状况：1．未婚2．已婚3．丧偶4．离婚

·89·

体检基本项目检测结果：

指标 检测结果 指标 检测绢呆
一

心率(次／分) 总胆固醇mmol／L)

血压(mmHg) 三酰甘油(mmol／L)

体质指数(kg／m2) 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mmol，L)

腰围(。。) 高密度脂蛋白胆固醇(mmol／L)

空腹血糖(mmoⅣL) 谷丙转氨酶(U／L)

白细胞计数(IOO／L) 总胆红素(umol／L)

红细胞计数(109／L) 血尿素氮(mmol／L)

血红蛋白(g／L) 血肌酐(trmol／L)

血小板计数(IOO／L) 些垦竺!兰竺!!竺!—————————-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辅助检查项目 检查结果 辅助检查项目 检查笫呆
一

心电图 其他1(注明)

腹部超声 其他2(注明)

x线胸片 基垡!!望翌!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慢性病风险筛查：

慢性病类别 低风险 中度风险 高风险 疾病
一

心血管病

糖尿病

恶性肿瘤

慢性阻塞性肺疾病

慢性肾病

骨质疏松

其他疾病1

其他疾病2

其他疾病3

审核签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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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体检基本项目专家共识》编写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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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 长：武留信曾强

成 员：(以姓氏拼音为序)

陈 刚戴 萌 杜兵韩 萍梁嵘李静唐世棋刘玉萍师绿江宋震亚田京发许莹

徐勇勇袁庆朱玲

学术秘书：强东昌 杨鹏楚俊杰 高向阳 吴 非 孙艺倩王欣董剩勇

参加编写及讨论人员名单(以姓氏拼音为序)

曹东平 陈 苒 陈伟伟 陈向大 陈志恒邓笑伟 范竹萍付君郝淳敏洪海鸥黄守清 蒋红霞李 力

李玲李杨 李文源 李云霞 刘 岚柳更新栾春 罗 毅宋 毙 田京利 汪荷汪玉如王瑜

王惠君王启斌王淑霞王佑娟王召平杨芳杨骅于晓松张锦 张群张连生张晓萍张燕晴

张志勉赵小兰邹倩

志谢国家支撑计划课题(2013BAl04801)《基于健康体检人群的慢病风险因素监测系统与应用示范》和(2012BAl37804)《亚健康状态检测及干

预技术的研发和推广》支助研究；感谢国家癌症中心徐志坚教授；国家心脏中心陈伟伟教授

参 考 文 献

[1]中华医学会健康管理学分会，中华健康管理学杂志编委会．

健康管理概念与学科体系的中国专家初步共识[J】．中华健

康管理学杂志，2009，3：141—147．

[2】中华人民共和国卫生部．健康体检管理暂行规定(卫医政发

[2009177号)【刚0L]．

【3]武留信，师绿江，刘森，等．预防性体检与健康管理实施[J]．中

华健康管理学杂志，2009，3：260—270．

[4]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国务院关于促进健康服务业发展的

若干意见(国发[2013140号)[ⅣOLI．2013—09—28．

[5】孙九伶．诊断学[M】．8版，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2013：3．

【6】6美国结直肠外科医师协会标准实践工作组织．结肠癌治疗指

南[J]．中华胃肠外科杂志，2005，8：269．272．

[7]中华医学会心血管病学分会，中华心血管病杂志编辑委员

会．中国心血管病预防指南[J]．中华心血管病杂志，201l，39：
3—22

[8】卫生部疾病控制司，中华医学会神经病学分会．中国脑血管

病防治指南[J]．中国现代神经病杂志，2006，6：330—334．

【9]中华医学会神经病学分会脑血管病学组卒中一级预防指南
撰写组．中国卒中一级预防指南20100]．中华神经科杂志．
2011，44：282—287．

f10l中华医学会神经病学分会脑血管病学组急性缺血性脑卒中

诊治指南撰写组．中国急性缺血性脑卒中诊疗指南2010[J]．
中华神经科杂志，2010，43：146．153．

[11】中华医学会糖尿病学分会．中国2型糖尿病防治指南(2010

年)[M]．北京：北京大学医学出版社，201 1：5．

【12]中华中医药学会．糖尿病中医防治指南[J]．中国中医药现代远
程教育，201 l，9：148—149．

[13]NCCN宫颈癌临床实践指南(中国版)专家组．宫颈癌临床实

践指南(中国版)[J]．National Comprehensive Cancer Network，

20l】

[14】中华人民共和国卫生部．关于规范健康体检应用放射检查技

术的通知(卫办监督发[2012]148号)[R／0L]．2012-12．12．

[15】武留信强东昌．人体健康测量与指标体系【J】．中华健康管理
学杂志，2010，4：326．329．

【16]武留信强东昌．多维度健康自测量表的编制[J】．中华健康管
理学杂志，201 1,5：6—8．

[17]杨鹏徐勇勇武留信．健康体检报告首页信息的概念框架与

参考样式单研究[J]．中华健康管理学杂志，2013，7：48．51．

[18】中国高血压防治指南修订委员会．中国高血压防治指南2010

【J]．中华心血管病杂志，201 l，39：579．616．

【19]中华医学会呼吸系统学分会慢性阻塞性肺疾病学组．慢性阻

塞性肺疾病诊治指南(2013年修订版)【J】．中华结核和呼吸杂
志，2013，36：255．264．

[20】Kimura K，Kurosaki H，Wakabayashi R，et a1．Concerns with the

health check—up system for chronic obstructive pulmonary

disease on two Japanese islands[J]．Intern Med，2011，50：2135-

2141．

[21】中华中医药学会．慢性肾小球肾炎诊疗指南[J]中国中医药现

代远程教育，2011．5，9：130．131．

[22】NCCN非小细胞肺癌专家组．非小细胞肺癌临床实践指南(中

国版)[J]National Comprehensive Cancer Network，201 1．

【23]NCCN乳腺癌专家组．乳腺癌临床实践指南(中国版)[J]．

NationalComprehensiveCancerNetwork，2011．

[24]NCCN结肠癌专家组．结肠癌临床实践指南(中国版)[J】．
National Comprehensive Cancer Network，201 1．

[25】NCCN直肠癌专家组．直肠癌临床实践指南(中国版)[J]
National Comprehensive Cancer Network，201 1．

[26]NCCN胃癌专家组．胃癌临床实践指南(中国版)【J】．National

Comprehensive Cancer Network，201 1．

【27]邱志磊．2005年欧洲泌尿外科会议前列腺癌诊断[J]．国际泌

尿系统杂志，2006，26：583．585．

(收稿日期：2014—03—11)

(本文编辑：袁庆)

万方数据

http://guide.medlive.cn/
http://guide.medlive.c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