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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ΙΧΦ分类系统解说 环境因素部分

8 .1 环境因素分类性质与内容  ≤ƒ按两个部分组织

信息 第一部分有关功能和残疾 第二部分是背景性因

素 ∀背景性因素是构成个体生活的全部背景 特别是

针对在 ≤ƒ中分类的健康状况及造成功能和残疾结果

的背景性因素 ∀背景性因素代表个体生活和生存的全

部背景 ∀它们包括环境因素和个人因素 这些因素对

具有健康问题的个体的健康和与健康有关的状况可能

会产生影响 ∀ ≤ƒ提出了两类背景性因素 即环境因素

和个人因素 ∀

环境因素是组成了 ≤ƒ 的一种构成成份 指构成

个体生活背景的外部或外在世界的所有方面 并对个

体的功能发生影响 ∀环境因素包括自然界及其特征 !

人造自然界 !与个体有不同关系和作用的其他人员 !态

度和价值 !社会体制和服务以及政策 !规则和法律 ∀环

境因素构成了人们生活和指导人们生活的自然 !社会

和态度环境 ∀

个人因素是背景性因素的构成成份 但由于大量

的社会和文化差异是与之相关的 故在 ≤ƒ中对其没

有进行分类 ∀

某人的功能和残疾被认为是健康状况 疾病 !障

碍 !损伤 !创伤等 与背景性因素之间动态交互作用的

结果 ∀ ≤ƒ包括一个作为分类基本成份的环境因素的

综合列表 ∀环境因素与所有的功能和残疾成份交互作

用 ∀环境因素成份的基本结构对自然 !社会和态度世

界的特征产生积极或消极的影响 ∀

8 .2 环境因素与其他分类维度和因素之间的关系  

环境因素构成了人们生活和指导人们生活的自然 !社

会和态度环境 ∀这些因素对个体而言是外在的 它对

作为社会成员的个体的活动表现 !活动能力以及身体

功能与结构会产生积极或消极的影响 ∀

在 ≤ƒ分类中组织环境因素区分了两个不同的层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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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个体层面 主要涉及个体所处的即刻环境 包括

如家庭 !工作场所和学校等场景 ∀在此层面包括个体

面对面接触的环境的自然和物质特征以及直接接触的

其他人 如家人 !熟人 !同行和陌生人等 ∀

社会层面 主要是正式或非正式的社会结构 !服务

机构和在社区或一种文化背景下的总的体制均会对个

体产生影响 ∀在此层面包括与工作环境有关的组织和

服务机构 !社区活动 !政府机构 !通讯和交通服务部门

以及如法律 !条例 !正式或非正式的规定 !态度和意识

形态等非正式社会网络 ∀

值得注意的是 环境因素与身体功能和结构以及

活动和参与的构成成份之间有交互作用 ∀对于每种构

成成份而言 交互作用的性质和范围可以通过未来的

科学研究加以说明 ∀残疾的特征是在个体健康状况和

个人因素及其生活环境的外在因素之间一种复杂联系

的结果 ∀正是由于这种联系 不同的环境对于处在既

定健康状况下的同样个体的影响大不相同 ∀有障碍或

缺乏有利因素的环境将限制个体的活动表现 有促进

作用的环境则可以提高其活动表现 ∀社会可能因为设

置障碍 如有障碍的建筑物 或没有提供有利因素 如

得不到辅助装置 而妨碍个体的活动表现 ∀

还应该指出的是个人因素是个体生活与生存的特

殊背景 由不属于健康状况或健康状态的个人特征所

构成 ∀这些因素可能包括性别 !种族 !年龄 !其他健康

情况 !健康情况 !生活方式 !习惯 !教养 !应对方式 !社会

背景 !教育 !职业 !过去与现在的经历 过去的生活事件

和现时的事件 !总的行为方式和性格类型 !个人心理

优势和其他特征等 所有这些因素或其中任何因素都

可能在任何层次的残疾中发挥作用 ∀在 ≤ƒ中不对个

人因素进行分类 ∀

8 .3 环境因素部分分类体系  如附图所示 ∀

8 .4 环境因素部分信息描述方法

8 .4 .1 环境因素使用方法  环境因素是分类中第二部

分 背景性因素 的构成成份 ∀环境因素必须根据各功

能成份进行考虑 并可以按照三种方式进行编码 ∀

=方式 >单独编码方式

环境因素单独编码 与身体功能 !结构或活动和参

与无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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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图  环境因素部分分类体系

=方式 >与各成份结合使用编码  即为每种成份的环

境因素编码 ∀
身体功能  ∞编码

身体结构  ∞编码

活动和参与  ∞编码

=方式 >与活动表现和能力结合使用  对活动和活动

表现成份的每一类目的能力和活动表现限定值的环境

因素进行编码 ∀
活动表现限定值  ∞编码

能力限定值  ∞编码

环境因素如何促进或妨碍人们的活动 需要针对

具体的情况加以说明 ∀编码也应该针对具体的情况而

定 ∀例如对于轮椅使用者而言 没有打磨出纹理的道

路可以按有利因素进行编码 但对盲人而言则要按一

种障碍物编码 ∀

障碍因素说明是否经常妨碍某人 !妨碍程度的大

小以及是否可以避免 ∀环境因素可能由于其存在 如

对残疾人的消极态度 或不存在 如不能得到所需的服

务 而成为一种障碍 ∀环境因素对具有健康问题的人

们的影响效果是变化和复杂的 需要通过研究更进一

步认识这些作用 可用二级限定值加以标定 ∀

在一些情况下 环境因素的不同情况可以用一个

术语加以概括 如贫困 !发展 !农村和城市居住或社会

资本等等 ∀在分类类目中并没有使用这些概括性术语

本身 ∀因而 在编码时应该区别这些组成的因素并对

其进行编码 ∀需要研究以确定构成这些概括性术语的

每一项内容的环境因素是否有明确和一致的规则 ∀

8 .4 .2 限定值使用方法  限定值显示一个因素是有利

因素或障碍因素的程度 ∀有多个理由来解释一个环境

因素为什么可能是有利因素或障碍因素 并且在多大

程度上发挥作用 ∀对于有利因素而言 编码者应该记

住的问题是如资源的可利用性 !以及评估是否可以依

赖或发生变化 品质是好是差 等等 ∀

一级限定值

用正性和负性度量法显示某种环境因素发挥妨碍

作用或促进作用的程度 ∀如下所示 单独使用小数点

表示阻碍因素 使用 号表示有利因素 ∀

¬¬¬ 无障碍因素 ¬¬¬ 无有利因素

¬¬¬ 轻度障碍因素 ¬¬¬ 轻度有利因素

¬¬¬ 中度障碍因素 ¬¬¬ 中度有利因素

¬¬¬ 重度障碍因素 ¬¬¬ 充分有利因素

¬¬¬ 完全障碍因素 ¬¬¬ 完全有利因素

¬¬¬ 未特指因素 ¬¬¬ 未特指因素

¬¬¬ 不适用 ¬¬¬ 不适用

收稿日期 2 2

附录 4 :5国际功能 !残疾和健康分类6(ΙΧΦ) :环境因素主要类目

定义 环境因素构成了人们生活和指导人们生活的自然 !社会和态度环境 ∀

第 1章 用品和技术

本章涉及在个体周围环境中被组装 !创造 !生产或制造出来

的天然或人造的用品以及产品系统 !设备和技术 ∀ ≥ 技术

辅助分类把其定义为0由残疾人士使用的 !特殊生产的或通常可

获得的用于预防 !补偿 !控制 !缓解或降低残疾的任何产品 !工

具 !设备或技术系统0 ∀公认的任何产品或技术均可以是辅助性

的 见 ≥ 为残疾人技术支持的分类第二版 ≥ Π×≤ Π≥≤

≥ Π⁄≥ 修订版 ∀然而 本分类法环境因素分类的目的

辅助产品和技术被定义为范围更小的为改善残疾人功能的任何

适应性或专门设计的用品 !工具 !设备或技术 ∀

个人消费用的用品或物质

为摄取而收集 !加工或制造的任何天然或人造的物品或物

质 ∀

包  括 食品和药品

个人日常生活用的用品和技术

人们日常活动中使用的设备 !用品和技术 包括那些适应性

或特殊设计的 放在使用者体内 !身上或附近的物品 ∀

包  括 供个人使用的普通和辅助用品及技术

个人室内外移动和运输用的用品和技术

供人们在建筑物内外移动活动的设备 !用品和技术 包括那

些适应性或特殊设计的 放在使用者体内 !身上或附近的物

品 ∀

包  括 供人们在室内外移动和通行的普通和辅助用品及

技术

通信用的用品和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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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在发送和接收信息活动中使用的设备 !用品和技术 包

括那些适应性或特殊设计的 放在使用者体内 !身上或附近

的物品 ∀

包  括 用于通信的普通和辅助用品及技术

教育用的用品和技术

用于获得知识 !专门经验或技能的设备 !用品 !程序 !方法和

技术 包括那些适应性或特殊设计的 放在使用者体内 !身

上或附近的物品 ∀

包  括 用于教育的普通和辅助用品及技术

就业用的用品和技术

用于就业以促进工作活动的设备 !用品和技术 ∀

包  括 用于就业的普通和辅助用品及技术

文化 !娱乐及体育用的用品和技术

用于实施和改善文化 !娱乐和体育活动的设备 !用品和技

术 包括那些适应性或特殊设计的 ∀

包  括 用于文化 !娱乐和体育的普通和辅助用品及技术

宗教和精神活动实践用的用品和技术

独一无二或大量生产的 或者在宗教和精神活动实践过程

中具有象征性意义的用品和技术 包括那些适应性或特殊

设计的 ∀

包  括 用于宗教和精神活动实践的普通和辅助用品及技

术

公共建筑物用的设计 !建设及建筑用品和技术

为公共建筑物规划 !设计和建造使用的组成个人室内外人

造环境的用品和技术 ∀

包  括 为出入口 !设施和道路设计 !建筑和工程使用的用

品

私人建筑物用的设计 !建设及建筑用品和技术

为私人建筑物规划 !设计和建造使用的组成个人室内外人

造环境的用品和技术 ∀

包  括 为出入口 !设施和道路设计 !建筑和工程使用的用

品

土地开发用的用品和技术

土地区域的用品和技术 它们通过土地使用政策 !空间的规

划和发展而影响个人室外环境 包括那些适应性或特殊设

计的 ∀

包  括 由土地使用政策所确定的地域的用品和技术 如农

村地区 !郊区 !城区 !公园 !保护区和野生动物保护

区

资产

用于经济交换的用品或物品 如货币 !商品 !财产以及个人

拥有或有权使用的其他有价值的物品 ∀

包  括 有形和无形的用品和商品 金融资产

其他特指的用品和技术

用品和技术 未特指

第 2章 自然环境和对环境的人为改变

本章涉及自然或物理环境中有生命和无生命的因素以及被

人为改变的环境成份以及处于该环境中的人口特征 ∀

自然地理

地形和水体的特征 ∀

包  括 涉及山地形态 地面凹凸 !土地质量及延伸 !土地形

态包含海拔高度 !水文地理 如湖泊 !河流及海洋

等水体 的地理特征

人口

生活在一个特定环境的人群 他们共同享有相同类型的环

境适应 ∀

包  括 人口学变化 人口密度

动植物

植物和动物 ∀

不包括 驯养的动物 人口

气候

气象学的特征和事件 如天气 ∀

包  括 温度 湿度 气压 降水 风以及季节的变化

自然事件

可以有规律或无规律发生的 !导致个人机体环境破坏的地

理和大气变化 如地震和严重或剧烈的天气情况 如龙卷

风 !暴风雨 !台风 !洪水 !森林火灾 !冰雹 ∀

人为事件

人为造成自然环境的变化或干扰 包括与冲突和战争有联

系的事件或情况 从而导致人们日常生活的崩溃 ∀如人事

更迭 !社会基本设施 !房屋和土地的破坏 !环境灾难以及土

壤 !水或空气污染 如毒物泄漏 ∀

光线

通过阳光或人造光 如蜡烛 !油或石蜡灯 !火 !电力 使物质

成为可视物的电磁辐射 这可以提供对外界有用的或引起

分心的信息 ∀

包  括 光线品质 !光线强度 !色彩对比

与时间有关的变化

自然 !有规律或可预见的时间变化 ∀

包  括 昼夜循环和月周期

声音

一种可能听见的现象 如以任何音量 !音质或音调发出的重

击声 !铃声 !极大的声音 !歌声 !哨声 !喊声或嗡嗡声 这可以

提供对外界有用的或引起分心的信息 ∀

包  括 声强 !声音品质

振动

由物理干扰引发的物体或个体来回有规律或无规律的运

动 如由小设备或大设备 !飞机和爆炸引起物体 !建筑物或

人体的摇动 !颤动 !快速跳动 ∀

不包括 自然事件 如由地震引起的地面振动或摇动

空气质量

大气中 建筑物外 或封闭区域内 建筑物内 空气的特征

这可以提供对外界有用的或引起分心的信息 ∀

包  括 室内外的空气质量

其他特指的自然环境和对环境的人为改变

自然环境和对环境的人为改变 未特指

第 3章 支持和相互联系

本章涉及人或动物在住所 !工作场所 !学校 !游戏或日常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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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的其他方面向别人提供实际的物质或情感上的支持 !养育 !保

护 !协助和相互联系 ∀本章不包括人或正在提供支持的人的态

度 ∀本章描述的环境因素是人或动物所提供的物质或情感的支

持量 ∀

直系亲属家庭

与出生 !结婚或其他文化传统上认可属于直系亲属家庭关

系有关的个体 如配偶 !父母 !兄弟姊妹 !子女 !养父母 !继父

母和祖父母 ∀

不包括 大家庭 个人护理提供者和个人助手

大家庭

与家庭 !婚姻关系或其他文化传统上认可属于大家庭关系

有关的个体 如姑婶 !叔伯 !侄子和侄女 ∀

不包括 直系亲属家庭

朋友

彼此接近而且仍在保持以信任和相互支持为特征的熟识关

系的个体 ∀

熟人 !同伴 !同事 !邻居和社区成员

个体间作为熟人 !同伴 !同事 !邻居和社区成员 在工作环

境 !学校 !娱乐或生活的其他方面彼此熟悉 在如年龄 !性

别 !宗教信仰或种族及追求共同兴趣上具有共同的人口学

特征 ∀

不包括 社团和组织的服务

处于权威地位的人

对他人有决策权的个体 他们具有社会赋予的影响力或在

社会中基于其社会 !经济 !文化或宗教角色上的权力 如教

师 !雇主 !管理者 !宗教领袖 !决策候选人 !监护人或托管人 ∀

处于从属地位的人

在日常生活中受到在工作 !学校或其他方面处于权威地位

人员影响的个体 如学生 !工人和宗教团体成员 ∀

不包括 直系亲属家庭

个人护理提供者和个人助手

通过公共或私人基金的支持 或者出于自愿的目的为那些

在日常活动以及保持或完成工作 !教育或其他生活状况中

需要支持的人提供服务的个体 如家政服务和维护人员 !个

人助手 !交通助理 !付费帮助者 !奶妈和发挥初级护理功能

的其他人员 ∀

不包括 直系亲属家庭 大家庭 朋友

全社会支持的服务 卫生专业人员

陌生者

不熟悉也没关系的个体 或者是那些还没有建立联系或交

往的人士 包括彼此享有一种生活方式却相互不认识的人

如代课教师 !临时工作伙伴或临时看护 ∀

驯养的动物

提供物质 !情感或心理支持的动物 如宠物 狗 !猫 !鸟 !鱼

等 和用于个人移动和交通的动物 ∀

不包括 动物 资产

卫生专业人员

所有在卫生系统背景中工作的提供服务的人员 如医生 !护

士 !理疗师 !职业医疗师 !语言医疗师 !听觉医疗师 !假肢矫

形师或医疗社会工作者 ∀

不包括 其他专业人员

其他专业人员

所有在卫生系统外工作的提供服务的人员 如社会工作者 !

教师 !建筑师或设计师 ∀

不包括 卫生专业人员

其他特指的支持和相互联系

支持和相互联系 未特指

第 4章 态度

本章涉及对习惯 !实践 !意识形态 !价值 !准则 !实际信仰和

宗教信仰可观察到结果的态度 ∀这些态度影响个体的行为和社

会生活的各个方面 从人际交往关系 !社区团体到政治 !经济和

法律的结构 ∀例如 对某人作为人的可信赖性和价值所形成的

个人或社会的态度可能激发起积极 !令人起敬的实践或者消极 !

令人歧视的实践 如蔑视 !抱有成见 !排斥或轻视此人 ∀

本章对态度的分类是指处于外界的人们对所描述者的态

度 而不是被描述者自身态度 ∀

个人态度依据列在第 章环境因素中各种联系来进行分

类 ∀价值和信仰没有从态度中分出来独立编码 这是由于它们

被看作是态度后面的驱动力量 ∀

直系亲属家庭成员的个人态度

直系亲属家庭成员对某人或其他事务 如社会 !政治和经济

问题 的一般或特殊的看法和信仰 这将影响到个人的行为

和行动 ∀

大家庭成员的个人态度

大家庭成员对某人或其他事务 如社会 !政治和经济问题

的一般或特殊的看法和信仰 这将影响到个人的行为和行

动 ∀

朋友的个人态度

朋友对某人或其他事务 如社会 !政治和经济问题 的一般

或特殊的看法和信仰 这将影响到个人的行为和行动 ∀

熟人 !同伴 !同事 !邻居和社区成员的个人态度

熟人 !同伴 !同事 !邻居和社区成员对某人或其他事务 如社

会 !政治和经济问题 的一般或特殊的看法和信仰 这将影

响到个人的行为和行动 ∀

处于权威地位个人的态度

处于权威地位的人对某人或其他事务 如社会 !政治和经济

问题 的一般或特殊的看法和信仰 这将影响到个人的行为

和行动 ∀

处于从属地位个人的态度

处于从属地位的人对某人或其他事务 如社会 !政治和经济

问题 的一般或特殊的看法和信仰 这将影响到个人的行为

和行动 ∀

个人护理提供者和个人助手的个人态度

个人护理提供者和个人助手对某人或其他事务 如社会 !政

治和经济问题 的一般或特殊的看法和信仰 这将影响到个

人的行为和行动 ∀

陌生人的个人态度

陌生人对某人或其他事务 如社会 !政治和经济问题 的一

般或特殊的看法和信仰 这将影响到个人的行为和行动 ∀

卫生专业人员的个人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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卫生专业人员对某人或其他事务 如社会 !政治和经济问

题 的一般或特殊的看法和信仰 这将影响到个人的行为和

行动 ∀

与卫生有关专业人员的个人态度

与卫生有关专业人员对某人或其他事务 如社会 !政治和经

济问题 的一般或特殊的看法和信仰 这将影响到个人的行

为和行动 ∀

社会的态度

在一种文化 !社会 !亚文化或其他社会团体中的人对其他个

体或其他社会 !政治和经济问题通常抱有的一般或特殊的

看法和信仰 这将影响到团体和个人的行为和行动 ∀

社会准则 !实践和观念

在社会背景中形成并且影响或产生社会和个人实践和行为

的习惯 !实践 !规则及抽象的价值和标准信仰体系 如观念 !

标准世界观和道德哲学思想 如社会道德准则和宗教行为

或礼仪 宗教学说及导致的实践准则 管理仪式或社会集会

的准则 ∀

其他特指的态度

态度 未特指

第 5章 服务 !体制和政策

本章涉及

为满足个人的需要在社会各行业提供各种福利 !成形项

目和运作的服务机构 包括提供服务的人员 ∀服务机构可能是

公立 !私立或志愿性的 而且可能由个人 !协会 !组织 !机构或政

府建立在地方 !社区 !地区 !州立 !省立 !国家或国际水平上 ∀这

些服务机构提供的用品可能是普通的 也可能是适用的或特殊

设计的 ∀

由地方 !地区 !国家和国际性的政府组织或其他公认的权

威机构建立的行政管理和组织机制的体制 ∀这些体制用于组

织 !控制和监督在社会各行业中提供各种福利 !成形项目和运作

的服务机构 ∀

由地方 !地区 !国家和国际性的政府组织或其他公认的权

威机构制定的规则 !条例和标准组成的政策 ∀政策监管和调整

用于组织 !控制和监督社会各行业中成形项目和运作的服务机

构的体制 ∀

消费品生产的服务 !体制和政策

管理和提供为人们消费和使用的物品或产品的服务 !体制

和政策 ∀

建筑和工程的服务 !体制和政策

为公共或私人建筑物的设计和建造提供的服务 !体制和政

策 ∀

不包括 开放空间规划的服务 !体制和政策

开放空间规划的服务 !体制和政策

为规划 !设计 !开发和维护公共用地 如公园 !森林 !海岸线 !

湿地 和在农村 !郊区和城市环境中的私人用地提供的服

务 !体制和政策 ∀

不包括 建筑和工程的服务 !体制和政策

住房供给的服务 !体制和政策

为人们提供住处 !住宅或公寓的服务 !体制和政策 ∀

公用事业的服务 !体制和政策

为公众提供公用事业的服务 !体制和政策 如自来水 !燃料 !

电力 !卫生设施 !公共交通和基础服务 ∀

通讯的服务 !体制和政策

用于信息的传递和交换的服务 !体制和政策 ∀

交通运输的服务 !体制和政策

使人或货物移动或被从一处运送到另一处的服务 !体制和

政策 ∀

民事保障的服务 !体制和政策

为保护人民生命和财产安全而提供的服务 !体制和政策 ∀

法律的服务 !体制和政策

有关一个国家立法和其他法律的服务 !体制和政策 ∀

社团和组织的服务 !体制和政策

为因某种共同的追求 !非商业性利益并通常具备会员结构

而组织起来的团体提供的服务 !体制和政策 ∀

媒体的服务 !体制和政策

对利用广播 !电视 !报纸和互联网等大众化传播工具而提供

的服务 !体制和政策 ∀

经济的服务 !体制和政策

与所有生产 !分配 !消费系统和商品利用和服务有关的服

务 !体制和政策 ∀

不包括 社会保障的服务 !体制和政策

社会保障的服务 !体制和政策

向由于年老 !贫困 !失业 !健康状况或残疾原因而需要得到

公众救助的人们提供收入支持的服务 !体制和政策 所需资

金可以通过一般税收或捐赠项目获得 ∀

不包括 经济的服务 !体制和政策

全社会支持的服务 !体制和政策

为了更充分发挥社会的作用 为那些在购物 !家务 !交通 !自

理和照顾他人等方面需要帮助的人提供的服务 !体制和政

策 ∀

不包括 个人护理提供者和个人助手 社会保障的服

务 !体制和政策 卫生的服务 !体制和政策

卫生的服务 !体制和政策

为预防和处理卫生问题 提供医疗康复和促进健康生活方

式而提供的服务 !体制和政策 ∀

不包括 全社会支持的服务 !体制和政策

教育和培训的服务 !体制和政策

为掌握 !保持和提高知识 !专业经验和职业或艺术技能而提

供的服务 !体制和政策 见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

5国际教育标准分类 ≥≤∞⁄ 6 ∀

劳动和就业的服务 !体制和政策

与失业或正在找其他工作的人寻找适宜的工作或支持已就

业者谋求晋升有关的服务 !体制和政策 ∀

不包括 经济的服务 !体制和政策

政治的服务 !体制和政策

与国家 !地区和社区以及国际组织进行投票 !选举和管理有

关的服务 !体制和政策 ∀

其他特指的服务 !体制和政策

服务 !体制和政策 未特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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