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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发现·交流
根本死因自动编码工具的应用研究
姬一兵王黎君周脉耕
【导读】为提高常规死因监测中根本死因编码的准确性，按照ＷＨＯ的ＩＣＤ一１０根本死因编
码规则及国际上同类软件开发设计原理，并参照美国编码策略表，通过计算机语言实现根本死因
编码的自动化，研制基于全国死因登记报告信息系统的根本死因自动编码工具，其根本死因编码
正确率达到８５％，实现了对死亡个案数据的自动编码，且编码正确率达到国际同类软件水平。

【关键词】根本死因；自动编码；编码正确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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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民死亡水平反映一个国家或者地区的卫生保

表，基于全国死因登记报告信息系统，研制了根本死

健水平和居民健康状况，同时死亡资料对研究疾病

因自动编码工具，依据死因链实现根本死因的自动
编码功能，提高个案信息编码的准确性，同时减轻人

负担、期望寿命和疾病控制优先权都是不可或缺的
基础信息¨’２Ｉ。获取准确的死因对分析其顺位、构成
及得出相对准确的死亡谱至关重要，并为卫生行政

工编码的繁重工作，克服了短时间内通过常规编码
培训无法提高基层专业人员编码水平的问题。

部门制定相关防病政策提供死因方面的依据。在对

１．研究方法：

居民死亡信息的分析中，最重要的信息是死因链填
写的准确性，而根本死亡原因编码的准确与否直接

（１）设计思路：根本死因自动编码工具是基于
ＩＣＤ一１０判断根本死因的规则，包括总原则、选择规

影响到死因数据分析结果的正确性和居民真实的死

则、修饰规则和注释Ｈ１，参考使用美国的编码策略

亡水平，进而影响到卫生行政部门制定的卫生政策

表，推断各种疾病之间的病因关系和修饰关系ｂ１，通
过计算机语言实现根本死因判断的自动化。

和卫生资源的合理配置。但目前我国死因登记工作
中对根本死因确定和编码存在较大问题，很多报告

（２）《需求规格说明书》的制定：按照系统工程需

的个案未能正确判定根本死因及编码［３］。为此本研

求分析的方法，基于全国死因登记报告信息系统各

究根据疾病和有关健康问题的国际统计分类第十次

级用户，并结合我国目前死因报告管理工作中的实

修订版（ＩＣＤ一１０）编码规则，并借鉴美国编码策略

际情况，通过查阅文献及研究国外同类软件的设计
原理和开发流程，根据ＩＣＤ一１０根本死因判定的编码

ＤＯＩ：１０．３７６０／ｃｍａ．ｊ．ｉｓｓｎ．０２５４—６４５０．２０１３．０２．０２

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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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则，与编码专家、计算机专业人员和各级死因业务
系统用户进行充分研讨，提出了根本死因自动编码
工具《需求规格说明书》。其中参照美国最新的编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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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略表，对疾病之间的病因关系和修饰关系进行判

下位疾病或损伤作为初步根本死因。而初步根本死

断，并以该说明书为标准实施质量控制，同时采用单

因还需经过修饰关系表（ＴＡＢＢ）检验判定其是否为

纯随机抽样方法抽取２０１１年死因登记报告信息系

最终根本死因。

统收集的全国死亡个案卡进行编码准确性验证。
（３）实施过程：分为三个阶段。包括编码工具需
求分析、编码工具开发（委托中科软件科技股份有限

二二］二

公司）以及正式上线推广使用（图１）。２０１１年８月完

编码范围，无效编码

将死亡个案死因

编码去掉小数点

利用ＶＣＯＤＥＳ限定死因
不进入后续计算

成编码工具１．０版。测试结果表明自动编码软件对
死亡个案根本死因判定的准确性为８５％，达到国外

删除编码

同类软件的编码正确率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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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根本死因自动编码工具设计流程

图２根本死因推断流程图

（４）编码工具测试：从全国死因登记报告系统
中选择北京市２０１１年１—３月的死因报告个案，共

（６）应用试点的选择：以北京市石景山和昌平区

计２１ ５５０例。使用ＳＡＳ软件从此期间病例中筛选

作为试点，并选择２０１１年１１—１２月死因登记系统报

出编码链为一码的个案为８４５１例，二码为７７１５例，
三码为４０４９例，四码为１１２８例，五码为１０６例；从中

告的死亡个案，应用根本死因自动编码工具此两区

随机抽取一至四码的个案各６００例，五码个案１００

１１一１２月网报个案进行编码。通过基层专业人员的
应用以发现该软件在实际使用中存在的问题，并比

例，由４名编码专家对个案进行根本死因编码，并以

对２个区编码专业人员手工编码与根本死因自动编

此为金标准。每名专家负责６２５例个案的编码，其

码工具编码的一致性，以评价软件实用性。

中一至四码个案各１５０例，五码个案２５例。使用自

２．结果：

动编码软件对专家编码后的个案重新编码，比对软

（１）根本死因自动编码工具：依据ＷＨＯ对根本

件自动编码与金标准的一致性，以获得自动编码的

死亡原因判断的基本原则和修饰规则，参考美国编
码策略表，结合我国死因监测实际工作，形成根本死

正确率。
（５）根本死因推断流程：将居民死亡医学证明书

因自动编码的业务流程和开发框架，并与软件公司

的死因链上各死因按图２依次处理后，推断出根本

合作研制出根本死因自动编码工具。该软件能够对

死亡原因。首先是将死亡个案死因链上所列疾病编

全国死因登记报告信息系统上报死亡个案的死因链

码数据保留整数前３位，即为疾病的类目，然后编码

上各直接死因间的病因关系做出推断，并最终判断

通过有效编码表（ＶＣＯＤＥｓ）进行过滤，如存在有效

出造成患者死亡最特异、最严重的根本死因。其中

编码表中则保留该编码用于下一步判断，反之则删

包括单条个案处理、多条个案的批处理、字典表查看
和维护及帮助４个功能选项（图３）。

除（该疾病不能用做根本死因）；再将可作为根本死
因的编码置于病因关系表（ＴＡＢＡ）中进行疾病间的
病因关系判断，如死因链上各疾病在ＴＡＢＡ中存在
对应关系，则可判断该两行疾病间存在病因关系，将

对于单条个案根本死因的推断，可将死亡医学
证明书上死因链列出的各死因编码依次录入Ａ、Ｂ、
Ｃ、Ｄ后的空白处，死因链上第二部分疾病或损伤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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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码策略表，是解决提高自动编码工具编码正确性
的关键。

Ａ

表２

日

自动编码工具试点应用结果

Ｃ

Ｄ

Ｐ＾ｍ

圆
计■丑曩毡■

图３根本此凶自动编鹏上具褶父界面

入软件界面的ＰＡＲＴ２后空白处，然后点击根本死因
按钮，则系统会自动对各疾病之间的病因关系进行
判断，并推断出患者的根本死亡原因，相应编码则生
成在根本死因按钮后的空白处。同时该系统还支持
批处理过程，可将全国死因登记报告信息系统内的

３．讨论：目前我国死亡数据的上报工作主要依

死亡数据导出成ＣＳＶ或者ＸＬＳ格式的文件，然后导

托于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的全国死因登记报告信

人到系统中，同时进行多条死亡个案的根本死因的
推断，在相应的ＣＳＶ或者ＸＬＳ格式的数据库中生成

息系统，形成国家一省一市一县四级网络直报平台，由

相应的根本死亡原因列。

家数据库，再由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对全国死亡

各级医疗机构将死亡个案通过死因系统直接报至国

（２）自动编码工具正确性测试：选取北京市２０１１

数据进行统计分析，从死因构成、死因顺位、死亡个

年ｌ一３月通过全国死因登记报告信息系统报告的

案的时间和空间分布等方面对我国居民的死亡情况

死亡个案２１ ５５０条，随机抽取死因链上一至四码的

做出评价。因此所有分析均基于死亡个案记录中死

个案各６００例、五码的个案１００例，由编码专家对抽

因链的填写，其准确性直接影响到分析结果的正确

取的２５００例个案进行根本死因编码，并以专家编码
为金标准，再使用自动编码工具对２５００条记录进行

性，从而影响到卫生决策部门对我国居民主要健康

根本死因编码，比对编码工具所编的根本死因与专

危害的判断及卫生资源的合理和优化配置。
根本死因自动编码工具实现了对单条记录的

家编码结果，表明自动编码工具所编根本死因的总

编码和对多条记录的批处理编码功能，编码正确

正确率为８４．７６％（表１）。

率达到８５％，已达到国外同类软件的编码正确率水

表１根本死因自动编码工具正确性测试结果

平阳·７｜。１９６７年美国生命统计中心已开发死因数据
的自动编码系统（Ｍｏｒｔａｌｉｔｙ Ｍｅｄｉｃａｌ Ｄａｔａ Ｓｙｓｔｅｍ），
后经自动化死因统计国际合作联盟将死因自动编码
系统推广至其他欧美国家，法国、瑞典等国相继在美
国的死因自动编码系统基础上结合本国实际情况开
发出了各自国家的死因自动编码系统陋１。本次研究
的根本死因自动编码工具也是借鉴美国和其他国家
的自动编码软件，参照美国的编码策略表及软件相
关功能，对我国死因监测数据进行自动编码。相对
国外同类编码系统，本软件基于我国死因登记报告

（３）自动编码工具试点应用：根本死因自动编码
工具在北京市昌平和石景山区试点应用结果表明，

信息系统所收集的死亡数据，应用ＩＣＤ一１０的根本死
因编码规则，侧重于对死因链列出的疾病或者损伤

死因链上填写的病因少则编码正确率高，反之亦然

中毒编码之间逻辑关系的判断分析，提供单条记录

（表２）。说明死因链的复杂性是影响根本死因自动

与多条记录的批处理功能。同时在开发过程中兼顾

编码工具正确性的重要因素。因此尽可能全面地对

与全国死因登记信息系统的兼容性，以后还将自动

疾病间的病因关系和修饰关系建立关联，进而完善

编码工具嵌入到死因登记信息系统中，提供专业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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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在线完成根本死因自动编码的功能。
为检测编码工具的实用性，在２０１１年１１一１２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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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专业编码人员使用根本死因自动编码工具对辖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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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报告的死亡个案编码，结果应用编码工具编码与

周脉耕，王玉英，葛辉，等．中国２００４年县及县以上医疗机构死

专业人员编码的一致性达到８５％。其结果也表明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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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性水平与死亡医学证明书上死因链填写的完善程
度有关，说明死因链的复杂性是影响根本死因自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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