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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第 届世界卫生大会上 世界卫生组织 个

成员国一致签署协议 认可5国际残疾分类6第 版

≤ ⁄ 2 题为5国际功能 !残疾和健康分类6 2

≤ ƒ∏ ⁄

≤ƒ 中文简称为5国际功能分类6 并敦促会员国结合

本国的具体情况并特别考虑到今后可能作出的修订

在研究 !监测和报告中酌情使用 ≤ƒ ∀同时 要求总干

事根据会员国提出的要求在使用 ≤ƒ方面向它们提供

支持 ∀它标志着经过多年由多国专家共同努力完成的

≤ƒ正式在全球使用 ∀中文版作为 • 正式发布的

种语种之一与其他 种版本同时发布 ∀学习与应用

≤ƒ对于促进医疗卫生事业和残疾人事业的发展 与国

际接轨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与实践意义 ∀

1 ΙΧΦ的意义与理论架构

≤ƒ 的总目标是要提供一种统一和标准的语言和

框架来描述健康状况和与健康有关的状况 ∀ ≤ƒ的发

展反映了国际社会对健康以及内在功能状况的关系

也影响到世界各国的卫生政策 ∀正如世界卫生组织总

干事长 ∏ 女士在 年意大利举行的有关残

疾和健康大会上讲话所指出的 疾病是发展的消耗 对

健康的投资可以看成是对经济发展的具体投入 ∀提升

个体以及作为整体的人群健康不仅是要降低由于疾病

和损伤造成的死亡 ∀健康也是人类的功能状态 是个

人作为个体和社会成员完成全部生活的能力 ∀然而

为了改善健康 我们需要测量健康以及由于采用一些

干预方法所带来的健康状态的变化 ∀这正是 ≤ƒ所要

发挥作用的地方 ∀它是一种通用的国际性的描述和测

量健康的框架 ∀ ≤ƒ 是 • 在个体和人群水平上测

量健康的框架结构 ∀ /国际疾病分类0 ≤⁄ 是对造成

死亡原因的疾病进行分类 而 ≤ƒ是对健康进行分类

两者为我们提供了非常广泛然而又是非常准确的工具

来认识人群健康和个体以及其所处环境如何阻碍或促

进其生活以实现最大的潜能发挥 ∀该工具对于发展中

国家超越经济状况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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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高健康水平 以及工业化国家在面临人口寿命发生

变化的时刻限制投入并提供公正和有响应的服务都是

非常重要的 ∀

≤ƒ确实是一种全球性和通用性的工具 ∀它是经

过 年的国际性的努力才发展和完善的 涉及 个

成员国 并且在术语和分类上达成了广泛的一致 ∀通

过广泛的测试以及跨文化的比较 使 ≤ƒ 成为真正的

国际功能和残疾分类的标准 ∀

从健康与卫生事业的发展上 ≤ƒ已从/疾病的结

局0分类 年版 转变为一种/健康的成份0分类 ∀

/健康的成份0确定了由什么构成健康 而/结局0则着

重于疾病的影响或由此可能产生的其他健康状况 ∀同

时 ≤ƒ包含了一系列用来描述个体生活背景的环境因

素 为研究健康/决定因素0或/危险因素0提供了工具 ∀

这一新的分类系统是建立在交互作用模式基础上的 ∀

运用这种交互作用模式 将功能和残疾作为一种交互

作用和演进的过程 从而为研究和临床以及其他方面

提供了一种多角度方法 ∀该理论的核心概念是个体在

特定领域的功能是健康状况和背景性因素 即环境和

个人因素 间交互作用和复杂联系的结果 干预一个方

面可能导致一个或多个方面的改变 ∀这种交互作用是

独特的 不是一一对应的关系 ∀同时它也是双向的 残

疾的存在可能改变健康状况本身 ∀不能简单地从一种

损伤或多种损伤去推测能力受限或活动表现的局限 ∀

从而可以较好地解释以下情况

#有损伤而没有能力受限 例如 麻疯病导致毁容

但对个人的能力没有影响

#活动表现和能力受限但没有显著的损伤 例如

由于许多疾病可能降低日常活动表现

#有活动表现问题但没有损伤或能力受限 例如

∂ 呈阳性的个体或患精神病后康复出院的患者在人

际交往或工作时可能会面对社会歧视

#在无辅助的情况下有能力受限 但在现实环境中

没有活动表现问题 例如 存在活动受限的个体可以通

过社会提供的辅助技术克服活动受限状况 ∀

#同时也有一些相反的情况 例如 肢体缺乏活动

可以引起肌肉萎缩 住进专门机构可能造成丧失社会

技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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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ΙΧΦ的主要目的与应用领域

≤ƒ是一种设计用于不同学科和领域的多目的性

的分类体系 ∀可以实现如下目标

#为认识和研究健康和与健康有关的状况 !结果以

及它们的决定因素而提供科学的基础

#为描述健康和与健康有关的状况而建立一种共

用的语言以便改善诸如卫生保健工作者 !研究人员 !公

共政策制定者以及公众 包括残疾人等不同使用者间

的交流

#可以对不同国家 !不同卫生保健学科领域 !不同

服务及不同时间的数据进行比较

#为卫生信息系统提供一种系统的编码程序 ∀

以上这些目标是相互关联的 在应用 ≤ƒ 时也可

同时实现多重目标 ∀

≤ƒ具有广泛的应用领域 如社会保障 !评估卫生

保健管理以及在地方 !国家和国际水平的人口调查 ∀

它提供了一个概念性的框架以及有关的具体分类系统

和编码方法 用于收集相关信息 包括预防和健康促进

在内的个人卫生保健 以及通过消除或减轻社会障碍

及鼓励提供社会支持和便利来改进个体的社会参与 ∀

它还有助于对卫生保健系统的研究 用以评估和制定

政策 ∀ ≤ƒ的应用领域可以归纳为以下五个方面

2 .1 统计工具  ≤ƒ 用于数据的收集和记录 如用于

人口研究和调查或用于管理信息系统

2 .2 研究工具  测量与功能 !残疾和健康有关的结

果 !生活质量或环境因素

2 .3 临床工具  用于需求评定 !为特定状况选择治疗

方法 !进行职业评定 !康复及其结果评估

2 .4 社会政策工具  用于社会保障计划 !赔偿系统和

政策的制定与实施以及评估等多方面

2 .5 教育工具  用于课程设计和提高社会意识及采

取社会行动 ∀

应该注意到 尽管 ≤ƒ 原本只是作为一种健康和

与健康有关问题的分类 但它也可以用于像保险 !社会

保障 !劳动就业 !教育 !经济 !社会政策和一般立法以及

环境改造等方面 ∀因此它已经被接受作为联合国社会

分类的一部分 并参照和具体体现了5残疾人平等机会

标准规则6 ∀正因如此 ≤ƒ为实施国际人权法案以及

国家法律提供了一种适当的工具 ∀为了实现上述不同

的目标 • 还将开发不同版本的 ≤ƒ ∀

3 ΙΧΦ术语系统

≤ƒ在其理论架构上以及类目术语上 建立了完备

的术语系统 ∀

术语是在语言表达中具有明确概念的称谓 如词

汇或短语 ∀在日常生活中以及不同的学科间 由于对

问题的认知不同 会有不同的术语体系 ∀ ≤ƒ在总结现

有术语的基础上 建立了自己的术语系统 用于功能与

残疾的分类 ∀其特点如下

3 .1 准确定义  在 个分类维度中 各个具体的类目

均有操作性定义 并且给出了各类的基本属性 !分界

使用包括与不包括术语 !测量方法以及具体的实例 ∀

3 .2 类目使用中性词语  许多类别以及项目均使用

中性词来说明每个维度的积极与消极方面 避免了过

去使用的对残疾人带有贬义的消极词汇 ∀

3 .3 结构与功能分离  将身体结构与功能缺损分开

处理 以反映身体所有缺损状态 ∀

3 .4 用活动替代残疾  活动是一个中性词 用活动取

代残疾反映了目前残疾人对自己状态的新认识 ∀该分

类还使用严重程度指标 对限制活动的情况进行描述 ∀

3 .5 用参与代替残障  该分类系统用参与 2

代替残障 并列举了一系列环境因素

以确定参与社会生活的程度 ∀

3 .6 在建立 ≤ƒ类目的定义时 还具有在意义上和逻

辑上的一致性 !类目所指的概念具有独特的可识别性 !

准确表达出概念的基本属性 ) ) ) 内涵 概念内在指什

么 和外延 它指的是何种目标或现象 确切 !清晰 而

且要涵盖术语 ∀选择操作性术语进行表述 如根据严

重程度 !持续时间 !相对重要性和可能的联系 !避免循

环 即术语本身或任何同义词 既不应该出现在定义

中 也不应该在定义中包括一个在他处第一次使用的

术语 ∀在适当的地方 指出可能的病因或交互作用的

因素 ∀类目符合较高等级术语的属性 如一个三级水

平的术语应该包括它所属的二级水平类目的一般特

征 同时也与下属术语的属性相一致 如一个二级水

平术语的属性不能与在其下位的三级水平术语相矛

盾 ∀

在术语的处理上 ≤ƒ作为一种书面的分类将被翻

译成多种文字 ∀为了保持尽可能在每种语言中对能最

好表达其内容的术语达成一致 达到准确性 !可接受性

和整体适用性的目标 ≤ƒ对分类体系中的核心概念作

了定义 这些核心概念如下

=良好状态>是一种通用性的涵盖了人类生活各个领域

的术语 包括可以构成/美好生活0的身体 !心理和社会

状况 ∀健康领域是构成整个人类生活范畴的亚领域 ∀

=健康状况>健康状况是在 ≤ƒ给定的健康领域内的功

能水平 ∀

=健康领域>健康领域指用/健康0观念来解释的生活范

围 如 从保健系统的目的出发 它们可以被定义为保

健系统的基本责任 ∀ ≤ƒ并未在健康和健康有关领域

之间划出固定的界限 ∀依据健康和与健康有关因素的

不同概念 可能存在一个灰色区域并且被标记在 ≤ƒ

的领域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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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健康有关的状况和健康有关的领域>与健康有关的

状况是在 ≤ƒ 给定的与健康有关领域内的功能水平 ∀

与健康有关的领域是与健康状况紧密相关的那些功能

范围 它们尽管似乎不是保健系统的基本责任 但比起

其他系统对整个良好状态贡献要大 ∀在 ≤ƒ中仅仅包

括与健康有关的那些良好状态的领域 ∀

=健康情况>是对疾病 急性或慢性 !障碍 !损伤或创伤

的一个概括性术语 ∀健康情况还包括如妊娠 !老年 !应

激 !先天性畸形或遗传变异等其他状况 ∀健康情况用

≤⁄2 进行编码 ∀

=功能>是对身体功能 !身体结构 !活动和参与的一个概

括性术语 ∀它表示在个体 有某种健康情况 和个体所

处的情景性因素 环境和个人因素 之间发生交互作用

的积极方面 ∀

=残疾>是对损伤 !活动受限和参与局限性的一个概括

性术语 ∀它表示在个体 有某种健康情况 和个体所处

的情景性因素 环境和个人因素 之间发生交互作用的

消极方面 ∀

=身体功能> 是身体各系统的生理功能 包括心理功

能 ∀ /身体0指作为一个整体的人的机体 包括大脑 ∀

因此 精神 或心理 功能也属于身体功能的亚类 ∀这

些功能的标准被看作为人类的统计常模 ∀

=身体结构> 是身体的解剖部位 如器官 !肢体及其组

成成份 ∀这些结构的标准被看作为人类的统计常模 ∀

=损伤> 是身体结构或生理功能的丧失或异常 ∀生理

功能包括精神功能 ∀这里的异常严格地讲是指与所确

立的统计常模有显著的差异 即在所测量的标准常模

范围内与总体的平均值有偏差 并仅用于此意义 ∀

=活动> 是由个体执行一项任务或行动 ∀它代表了功

能的个体方面 ∀

=活动受限> 是个体在进行活动时可能遇到的困难 ∀

活动受限根据在完成活动时的质和量或对没有达到健

康情况者期望的程度可以有从轻微到严重偏差的变化

范围 ∀

=参与>是投入到一种生活情景中 ∀它代表了功能的社

会方面 ∀

=参与局限性> 是个体投入到生活情景中可能经历到

的问题 ∀是否出现参与局限性要通过比较个体的参与

和在相同的文化或社会中无残疾个体所期望的参与来

决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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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两类背景性因素 环境因素和个人因

素 ∀

=环境因素> 组成了 ≤ƒ的一种构成成份 它是指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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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个人因素> 是与个体相关联的背景性因素 如年龄 !

性别 !社会阶层 !生活经历等等 ∀当前这在 ≤ƒ中没有

进行分类 但使用者可以在使用 ≤ƒ中结合这些因素 ∀

=有利因素> 是个人环境中的各种因素 通过其存在或

不存在 可以改善功能或降低残疾程度 ∀包括如无障

碍的自然环境 !可以获得相应的辅助技术 !对残疾人积

极的态度以及旨在提高全部生活领域中存在健康情况

的所有人参与的服务 !体制和政策 ∀缺乏某种因素也

可能是有利的 例如不存在歧视或消极的态度 ∀尽管

个体存在活动能力问题 但由于改善了实际的活动表

现 有利因素可以防止损伤或活动受限演变成参与局

限性 ∀

=障碍因素> 是个人环境中的各种因素 通过其存在或

不存在 限制功能的发挥和形成残疾 ∀包括如有障碍

的自然环境 !缺乏相应的辅助技术 !对残疾人消极的态

度以及没有或阻碍全部生活领域中存在健康情况的所

有人参与的服务 !体制和政策 ∀

=能力>作为一项限定值 是显示个人在即定时刻在活

动和参与列表的功能领域中可能达到最高水平的结

构 ∀能力可以在统一或标准的环境中进行测量 这样

反映出个体在环境中的调节能力 ∀环境因素成份可以

用来说明这种统一或标准环境的特征 ∀

=活动表现>作为一项限定值 是描述个体在现时环境

中做了什么 并按此种方式引到在生活情景中个体参

与方面的结构 ∀现时环境也可以用环境因素成份加以

说明 ∀

4 ΙΧΦ分类体系

≤ƒ使用了部分 !成份 !结构 !领域和类目等分类范

畴构建其分类体系 ∀

部分是分类体系是最高的范畴 分类中包括有两

个主要亚分类部分 第 部分包括功能和残疾 第 部

分包括背景性因素 ∀

成份是部分的构成部分 ∀在第 部分的成份是

身体功能和结构以及活动和参与 ∀在第 部分的成份

是环境因素和个人因素 其在 ≤ƒ 中没有进行分类 ∀

分类的每种成份按章或领域标题进行组织 在其下有

共同的类目或特定的项目 ∀例如 在身体功能分类中

第 章处理所有的精神功能 ∀

结构是成份的下一级构成要素 它通过使用限定

值及其相关的编码来定义 ∀第 部分有四种结构 它

们是 身体功能的改变 !身体结构的改变 !能力和活动

表现 ∀对于第 部分而言 其结构是环境因素中的有

利因素或障碍因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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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域是与生理功能 !解剖结构 !行动 !任务或生活

范围有关的实际和有意义的集合 ∀在各种成份中领域

构成了不同的章和节 ∀

类目是在一种成份的领域中的分类和子分类 即

分类的单位 ∀在每一章有二 !三或四级水平的类目 每

一类都有简短的定义和包括及不包括术语以适当地协

助选择恰当的编码 ∀

类目有不同水平之分 水平构成了提供类目细节

即领域和类目的细微单位 指示的等级性序列 ∀第一

级水平包含二级水平的所有项目 其他如此类推 ∀在

≤ƒ中 某人的健康状况可以编制一系列交叉在分类

不同成份的领域中的编码 ∀按照此种方式 对于每个

人而言 在章水平时最大编码数可以达到 个 个为

身体功能 ! 个为身体结构 ! 个为活动表现和 个为

能力的编码 二级水平编码可以有 个 ∀在三级和

四级水平 共可达到 个编码 它们构成了分类的

全文版 ∀在现实生活中运用 ≤ƒ 一套 至 个编码

就可以适当地描述二级水平精度 三位数字 的实例 ∀

通常情况下更详细的四级水平的版本可用于专家服务

如康复结果 !老年病学或精神卫生 而二级分类可用

于调查和健康结果评估 ∀

在各类目中有类目定义 给出了健康和与健康有

关的类目的操作性定义 这些定义描述了每一领域的

基本特性 如性质 !构成和关系 并且包含了每一类目

下包括和不包括内容的信息 ∀定义还包括通常用于评

估和调查的定位点以及调查问卷 或者是评估工具编

码在 ≤ƒ项目中的结果 ∀例如 视敏度功能是根据在

近距离和远距离单眼和双眼的视敏度而确定 所以视

敏度困难的严重程度可以按照无 !轻度 !中度 !重度或

完全进行编码 ∀

类目下还有/包括0和/不包括0术语 提供了类目

内容的指南 但并不意味着是详尽无遗漏的 ∀在二级

类目水平 包括项目涉及所有其中的三级水平类目 ∀

/不包括0术语应用于那些拥有与另一个术语类似含

义 !应用时可能发生困难的地方 ∀例如 人们可能认为

类目/入厕0应包括在类目/护理身体部位0中 ∀然而

为了区别两者 /入厕0不包括在类目 /护理身体部

位0而应编码为 ∀

在类目下 还有/其他特指0类目 这主要是在每个

三级或四级水平的项目和每章的结尾设立/其他特指0

的类目 以最后编码号 作为唯一的识别 ∀这些类目

用于对不包括在任何其他特指类目的功能方面进行编

码 ∀当使用 /其他特指0时 使用者应在附加列表中特

指这个新项目 ∀

在类目下还包括/未特指0类目 在每个三级或四

级水平的项目和每章的结尾设立的是 / 未特指0的类

目 它允许对适合在本组但又没有充足信息使其分入

更特定类目的功能进行编码 ∀这种编码与紧靠其上的

二级或三级项目有同样的意义 没有任何附加信息 对

于节而言 /其他特指0和/未特指0类目被结合为一个

项目 但常常以最后编码号 作为唯一的识别 ∀

5 ΙΧΦ编码

5 .1 编码系统  ≤ƒ 运用了一种字母数字编码系统

字母 ! ! 和 代表身体功能 !身体结构 !活动和参与

以及环境因素 ∀首字母 指明在活动和参与的成份中

的领域 ∀根据使用者的情况 可以用 或 替代首字

母 以分别指明活动和参与 ∀紧接这些字母的是用章

数开头的数字 一位数 后面是第二级水平 两位数

以及第三级和第四级水平 各为一位数 ∀ ≤ƒ的类目

是嵌入式的 可以使意义广泛的类目包含更详细的母

类中的子类 如 在活动和参与成份的第 章活动中

分别包括了站立 !坐下 !步行 !搬运物体等类目 ∀简略

版 简版 包含两级水平 而全文版 详版 则包含四级

水平 ∀但简略版和全文版的编码是一致的 简略版可

以由全文版缩减而成 ∀

例如

感觉功能和疼痛 级水平类目

视功能 级水平类目

视觉质量 级水平类目

对比感觉 级水平类目

任何个体在每一水平上均可有其编码范围 它们

可以是独立的也可以是相互关联的 ∀

使用限定值是 ≤ƒ 编码的一个重要特点 ∀ ≤ƒ 编

码只有在加上一个限定值后才算完整 限定值用于显

示健康水平的程度 即问题的严重性 ∀限定值是在小

数点后的一位 !两位或多位数字 ∀使用任何编码应该

至少加上一位限定值 ∀没有限定值的编码没有意义 ∀

其中身体功能和结构的一级限定值 !活动和参与的活

动表现和能力限定值以及环境因素的一级限定值描述

在各构成成份中出现问题的大小 ∀

在 ≤ƒ三个构成成份 身体功能和结构 !活动和参

与以及环境因素 进行定量化评定时 也使用限定值方

法 对于不同结构下存在的损伤 !受限 !局限性或障碍

等问题 使用下面括号中的恰当的定性词汇 并根据相

关分类领域作出选择 ¬¬¬表示二级水平的领域数 ∀

对可以使用校正值或其他标准测量的大范围的实例量

化其损伤 !能力受限 !活动表现问题或障碍 ∀例如 当

/没有问题0或/完全问题0被确定时 编码有直到

的误差范围 ∀而/中度问题0被确定时 编码的误差范

围可达到有完全问题者的半倍或一半程度 ∀不同领域

中的百分率要参照相应的人口百分率标准进行校正 ∀

¬¬¬ 没有问题 无 缺乏 微不足道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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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轻度问题 略有一点 很低 , ,

¬¬¬ 中度问题 中等程度 一般 , ,

¬¬¬ 重度问题 很高 非常 , ,

¬¬¬ 完全问题 全部 , ,

¬¬¬ 未特指

¬¬¬ 不适用

在环境因素中 一级限定值既可以用于说明环境

的积极作用 即有利因素的程度 也可以用于说明环境

的消极作用 即障碍因素的程度 ∀两者均运用同样的

等级量表 但为了说明有利因素 用 号代替小

数点 如 ∀环境因素可以按照两种方式进行

编码 ≠单独结合每种结构 或者 整体性的 不参照

个体结构 ∀第一种方式有优势 因为它可以更明确地

确定影响和属性 ∀

编码不仅可以反映个体在某一时刻的状况 也可

以应用于多时段点 描述一段时间的变化过程 ∀

在 ≤ƒ中 一个人的健康和与健康有关的状况可

以用包含两部分分类的编码表示 ∀所以 每人在一位

数水平上的最大编码数可以达到 个 个身体功能 !

个身体结构 ! 个活动表现和 个能力编码 ∀同样

地 在二级水平总的编码可达到 个 ∀在更细致的

编码水平 这些编码数可以达到 个 ∀在现实生活

中运用 ≤ƒ时 只需要 编码即可适当说明需要

二级水平 三位数 精度的实例 ∀通常情况下 更细致

的四级水平的版本只供专家使用 如 康复结果 !老年

病学 而二级水平的分类则可用于调查和临床结果评

定 ∀

5 .2 限定值  ≤ƒ编码需要使用一个或多个有含义的

限定值 例如 显示健康水平的程度或出现问题的严重

程度 ∀限定值在小数点后使用一位 !二位或多位数进

行编码 ∀任何编码都应该伴有至少一个限定值 ∀没有

限定值的编码就没有固有的意义 在默认情况下 世界

卫生组织把不完整的编码解释为问题的缺失 ) ) ) ¬¬¬

∀

身体功能和结构的一级限定值 !活动和参与的活

动表现和能力限定值 以及环境因素的一级限定值描

述了在各自成份上出现问题的程度 ∀

所有成份使用相同的通用量度进行定量化评定 ∀

有问题就意味着不同结构下存在的损伤 !受限 !局限性

或障碍 ∀列在下面括号中的恰当的定性词汇应根据相

关分类领域作出选择 ¬¬¬表示二级水平的领域数

¬¬¬ 没有问题 无 缺乏 微不足道 , ,

¬¬¬ 轻度问题 略有一点 很低 , ,

¬¬¬ 中度问题 中等程度 一般 , ,

¬¬¬ 重度问题 很高 非常 , ,

¬¬¬ 完全问题 全部 , ,

¬¬¬ 未特指

¬¬¬ 不适用

对可以使用校正方法或其他标准测量的大范围的

实例量化其损伤 !能力受限 !活动表现问题或障碍 ∀例

如 当/没有问题0或/完全问题0被特定时 编码有直到

的误差范围 ∀而/中度问题0被确定时 编码的误差

范围可达到有完全问题者的一半程度 ∀不同领域中的

百分率要参照相应的人口百分率标准进行校正 ∀为了

用一种通用的方式进行量化 需要通过研究来发展评

估步骤 ∀

在环境因素成份的例子中 第一级限定值也可以

用于说明环境的积极方面或有利因素的程度 ∀为说明

有利因素 运用相同的 尺度 但用 号代替小数

点 如 ∀环境因素可以编码为 ≠与每种成份发

生联系 或 与每种成份不发生联系 见下面第 节 ∀

第一种方式有优势 因为它可以更清楚地识别其影响

和属性 ∀

附加限定值 对于不同的使用者而言 对每一项目

进行编码时加上其他信息可能更适宜和有帮助 ∀如后

面所提到的 可以使用各种不同的附加限定值 ∀

5 .3 编码规则  ≤ƒ不像 ≤⁄2 那样对特殊的健康状

况运用单一的编码进行分类 它不是一种/事件分类0

方法 ∀某人的功能可能受到在身体 !个体和社会水平

上的影响 使用者应该从整体上考察分类的所有成份

即身体功能和结构 !活动和参与以及环境因素 ∀使用

者应根据所遇到的情况 选择最突出的编码描述健康

状况 ∀

≤ƒ编码强调对相关信息的编码 ∀例如 如果某人

并非由于健康原因而决定不与其邻居建立新的联系的

话 那么就不适合使用包括建立关系的活动的类目

∀反之 如果此人的决定是与健康情况有联系的

如抑郁症 那么就应该使用此编码 ∀

反映某人参与的感觉或对功能水平的满意度的信

息目前在 ≤ƒ中没有进行编码 ∀需要作进一步的研究

以提供允许对这些信息进行编码的附加限定值 ∀

≤ƒ编码强调了现实状况 与以前发生过但对现在

已无意义的功能不应该进行编码 ∀

编码时要求使用者不要对身体功能的损伤 !活动

受限或参与局限性之间的联系做出推测 ∀例如 如果

某人在到处移动时有功能受限 但不能由此推断某人

有运动功能的损伤 ∀同样地 仅发现某人在到处移动

时能力受限 也不能断定其在移动时有活动表现的问

题 ∀

对于各部分与具体类目的编码还有一些要注意的

问题 参见有关类目的编码方法 ∀

6 ΙΧΦ分类系统解说(身体功能和结构部分)

身体功能是身体各系统的生理功能 包括心理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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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 ∀身体结构是身体的解剖部位 如器官 !肢体及其

组成成份 ∀损伤是身体功能或结构出现的问题 如显

著的变异或缺失 ∀

6 .1 身体功能与结构部分分类体系  如附图所示

附图  身体功能与结构部分分类体系

6 .2 身体功能与结构部分分类体系的特点

6 .2 .1 身体功能和身体结构分类到两个不同的部分 ∀

这两个部分的分类被设计成相互平行的使用 ∀如 身

体功能包括人类的基本感觉如/视功能0 而与身体结

构相关的分类则以/眼及其相关结构0的形式出现 ∀

6 .2 .2 /身体0将人类机体作为一个整体 包括大脑及

其功能 即精神 因而精神 或心理 功能包含在身体功

能之中 ∀

6 .2 .3 由于身体结构与功能是根据身体系统进行分类

的 所以身体结构不能仅被看成是多个器官 ∀

6 .2 .4 结构的损伤可以包括解剖结构上的畸形 !缺失

或身体结构上的显著变异 ∀损伤可以根据组织或细胞

以及亚细胞或分子水平上的生物学知识进行分类 ∀然

而 出于实用的原因 在这些水平的分类 未被列出 ∀

根据生物学基础描述的损伤已经指导了分类 并可能

为组织 !细胞以及亚细胞或分子水平上的分类扩展留

下空间 ∀对于医学使用者而言 应该注意到损伤是病

理表现 而非潜在的病理原因 ∀

6 .2 .5 损伤代表个体身体及其功能的生物学状况与通

常所确认的正常人群的标准状况之间的差异 其定义

应由有资格从事身体和精神功能判断的人根据标准做

出 ∀

6 .2 .6 损伤可以是暂时的 也可以是永久的 !渐进性 !

退行性或稳定的 !间断性或连续性的 ∀与正常人群标

准值的差异可能是微弱的或非常严重的 也可以随着

时间而波动 ∀这些特征主要通过编码 !周期性加上限

定值的方式作进一步描述 ∀

6 .2 .7 损伤并不决定于病因或它们是如何形成的 如

丧失了视觉或肢体可以是由于遗传变异的结果或是由

于受伤 ∀损伤的出现必有原因 ∀然而 原因可能并不

足以解释所导致的损伤 ∀当存在某种损伤时 可能有

身体功能或结构失常 但也可能与其他各种疾病 !障碍

或生理状态有关 ∀

6 .2 .8 损伤是健康状况的组成部分或一种表述 但不

一定表示有病或个体患病 ∀

6 .2 .9 损伤在范围上比障碍或疾病更广泛也包含更

多 ∀如丧失了一条腿是身体结构上的损伤 但不是一

种障碍或一种疾病 ∀

6 .2 .10 损伤可能导致其他的损伤 ∀如肌力丧失可能

损害运动功能 !心脏功能可能与呼吸功能不全有关 而

损伤的知觉可能与思维功能有关 ∀

6 .2 .11 身体功能与结构中的一些类目可能与 ≤⁄2

的类目重叠 特别是有关症状和体征方面 ∀然而 两种

分类的目的是不同的 ∀ ≤⁄2 在专门的一章中对症状

进行分类以证明有病或做辅助使用 而 ≤ƒ 则是将症

状视为身体功能的一部分 ∀这些可用于预防或确定患

者的需要 ∀最重要的是在 ≤ƒ 中 身体功能和结构的

分类是想与活动和参与的类目一并使用 ∀

6 .2 .12 损伤被分类到使用了明确定义标准的适当类

目 如根据阈值水平决定存在或缺如 ∀这些标准与身

体功能和结构的标准是相同的 ∀它们是 ≠ 丧失或缺

失 降低 ≈附加或过度 以及 …差异 ∀一旦出现损

伤 就可以运用 ≤ƒ 中通用的限定值来衡量其严重程

度 ∀

6 .2 .13 环境因素与身体功能相互作用 如空气质量与

呼吸之间 !灯光与视觉间 !声音与听觉间 !分心刺激与

注意间 !土地质地与平衡间以及环境温度与体温调节

间的相互作用 ∀

6 .3 身体功能与结构分类的编码  在对身体功能与

结构进行分类编码时 要注意以下问题

6 .3 .1 身体功能是身体各系统的生理功能 包括心理

功能 ∀损伤是身体功能或结构出现的问题 如显著的

变异或缺失 ∀身体功能用一位限定值显示损伤的范围

或幅度 ∀出现一种损伤可以被规定为丧失或缺乏 !降

低 !附加或超过或者偏差 ∀

例如 某人的偏瘫损伤可以编码为 /单侧身

体肌肉的力量0 ∀

对于损伤程度可以使用通用的限定值进行量化 ∀

例如

 单侧身体肌肉力量轻度损伤  达到

 单侧身体肌肉力量中度损伤  达到

 单侧身体肌肉力量重度损伤  达到

 单侧身体肌肉力量完全损伤  达到

没有损伤 根据早先确定的阈值水平 使用/ 0做

为通用限定值 ∀

例如 单侧身体肌肉力量没有损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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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3 .2 如果没有充分的信息确定损伤的严重性 可以

使用/ 0 ∀例如 如果某人的健康记录指出某人存在右

侧身体虚弱但没有更详细的信息 那么可用下列的编

码

身体单侧肌肉力量的损伤 未特指

有些情况下可能不适合运用特殊的编码 ∀例如

编码 月经功能 不适用于某段年龄前后的妇女

初潮前或绝经后 ∀对于这些情况 使用 ∀

不适用月经功能

6 .3 .3 在身体功能与结构分类中要注意身体功能结构

间的相关性 ∀身体功能和身体结构的分类结构是平行

设立的 ∀当使用身体功能编码时 使用者应该检查是

否可以运用相应的身体结构编码 ∀

例如 身体功能包括基本人类的感觉 如

视及其相关功能和 眼及其相关结构都

存在结构上的相关 ∀

6 .3 .4 注意损伤间的相互联系 ∀损伤可能导致其他损

伤 ∀例如 肌肉力量可能损害运动功能 心脏功能可能

与呼吸功能有关 知觉可能与思维有关 ∀

6 .3 .5 要确定身体功能损伤 ∀对于那些常常不能直接

观察到的损伤 如精神功能 使用者可以根据对行为

的观察推断出损伤 ∀例如 在临床中 记忆可以通过标

准化测试加以评估 尽管不可能实际/观察到0大脑的

功能 但根据这些测试的结果有理由假定记忆的精神

功能被损伤 ∀

6 .3 .6 身体结构是身体的解剖部位 如器官 !肢体及其

组成成份 ∀损伤是身体功能或结构出现的问题 如显

著的变异或缺失 ∀身体结构使用三级限定值进行编

码 ∀一级限定值描述损伤的范围和程度 ∀二级限定值

用于显示改变的性质 而三级限定值说明损伤的部位 ∀

三级限定值的说明如下

一级限定值  损伤的范围 没有损伤 轻度损

伤 中度损伤 重度损伤 完全损伤 未特指

不适用

二级限定值  损伤的性质 结构无变化 完全

缺失 部分缺失 附加部分 异常维度 不连贯

差异位置 结构定性改变 包括积液 未特指 不

适用

三级限定值  损伤的部位 不止一个区域 右

侧 左侧 双侧 前端 后端 近端 远端 未

特指 不适用 ∀
收稿日期 2 2

附录 1 :5国际功能 !残疾和健康分类6(ΙΧΦ) :身体功能主要类目

  定义 身体功能是指身体各系统的生理功能 包括心理功能 ∀损伤是身体功能或结构出现的问题 如显著的变异或缺失 ∀

第 1章 精神功能
本章涉及大脑的功能 既包括有意识 !能量和驱力等整体

精神功能 又包括有记忆 !语言和计算等特殊精神功能 ∀

整体精神功能

意识功能

意识和警觉状态下的一般精神功能 包括清醒和持续的觉

醒状态 ∀

包  括 意识的状态 !持续性和特质功能 意识丧失 !昏迷 !

植物人状态 !神游症 !昼游状态 !附体状态 !药物诱

导下意识的改变 !谵妄 !木僵

不包括 定向功能 能量和驱力功能 睡眠功

能

定向功能

知道并确认与自我 !他人 !时间及周围环境关系的一般精

神功能 ∀

包  括 时间定向 !方位定向和人物定向功能 自我定向和

他人定向功能 时间 !方位和人物定向障碍

不包括 意识功能 注意力功能 记忆功能

智力功能

要求能理解并与包括所有认知功能及其终生发展在内的

各种精神功能构建性地结合起来的一般精神功能 ∀

包  括 智力发育功能 智力障碍 弱智 痴呆

不包括 记忆功能 思维功能 高水平认知功

能

整体心理社会功能

要求从意义和目的上理解和构建性地结合精神功能以形

成在相互性的社会交往中需要建立的人际技能的一般精

神功能 它是在整个人生中发展的 ∀

包  括 如在孤独症中

气质和人格功能

个体以特定方式对情境做出反应的构成性特质的一般精

神功能 包括使个体区别于其他人的精神特征的集合 ∀

包  括 外向 !内向 !随和 !审慎 !精神和情绪稳定以及对经

验的开放性 !乐观 !猎奇 !自信 !可信赖性

不包括 智力功能 能量和驱力功能 心理运

动功能 情感功能

能量和驱力功能

驱使个体以持久的方式为满足特殊需要和总目标而不懈

追求的生理和心理机制的一般精神功能 ∀

包  括 能量水平 !动机 !食欲 !成瘾 包括可能导致滥用成

瘾物质 以及冲动控制的功能

不包括 意识功能 气质功能 睡眠功能

心理运动功能 情绪功能

睡眠功能

从个人即时所处的以生理变化为特征的环境中产生周期

性 !可逆性和选择性身体和心理解脱的一般精神功能 ∀

包  括 睡眠量 !睡眠开始 !睡眠维持和质量的功能 涉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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睡眠周期的功能 如失眠 !嗜眠症 !发作性睡病

不包括 意识功能 能量和驱力功能 注意力

功能 心理运动功能

其他特指和未特指的整体精神功能

特殊精神功能

注意力功能

在要求的时间段内将注意力集中于外部刺激或内在经历

的特殊精神功能 ∀

包  括 保持 !转移 !分配 !共享和集中注意力以及分散注

意力的功能

不包括 意识功能 能量和驱力功能 睡眠功

能 记忆功能 心理运动功能

知觉功能

记忆功能

登录和贮存信息并在需要时检索信息的特殊精神功能 ∀

包  括 短时和长时记忆 !瞬时 !近期和远期记忆功能 记

忆跨度 记忆检索 记忆 用于回忆和学习的功能

如命名性 !选择性和分离性遗忘症

不包括 意识功能 定向功能 智力功能

注意力功能 知觉功能 思维

功能 高水平认知功能 语言精神功

能 计算功能

心理运动功能

在躯体水平控制运动和心理事件的特殊精神功能 ∀

包  括 心理运动控制功能 如心理运动迟缓 !兴奋和激

动 !控制姿态 !紧张症 !抗拒症 !矛盾倾向 !模仿行

动 !模仿言语

不包括 意识功能 定向功能 智力功能

能量和驱力功能 注意力功能

语言精神功能 序列复杂动作精神

功能

情感功能

与感情和心理活动中的情感成份有关的特殊精神功能 ∀

包  括 情感的适度性 !情感的调节和范围 感情 悲伤 !幸

福 !热爱 !恐惧 !愤怒 !仇恨 !紧张 !焦虑 !快乐 !悲

哀 情绪的易变性 感情单调的功能

不包括 气质和人格功能 能量和驱力功能

知觉功能

识别和阐释感官刺激的特殊精神功能 ∀

包  括 听觉 !视觉 !嗅觉 !味觉 !触觉 !视觉空间知觉的功

能 如幻觉或错觉

不包括 意识功能 定向功能 注意力功能

记忆功能 语言精神功能 视

及其相关功能 听和前庭功能

辅助感觉功能

思维功能

与头脑中观念成份相关的特殊精神功能 ∀

包  括 思维步调 !形式 !控制和内容的功能 目标定向思

维功能 非目标定向思维功能 逻辑思维功能 如

思维压力 !观念奔逸 !思维阻断 !思维不连贯 !词不

达意 !病理性赘述 !妄想 !强迫观念和强迫行为

不包括 智力功能 记忆功能 心理运动功能

知觉功能 高水平认知功能

特殊的语言精神功能 计算功能

高水平认知功能

特别依赖大脑额叶的特殊精神功能 包括复杂的目标定向

行为 如决策 !抽象思维 !安排和执行计划 !心理可塑性以

及在什么环境下决定哪些行为是适当的 通常称为执行功

能 ∀

包  括 观念的抽象和组织功能 时间管理 !洞察力和判断

力 概念形成 !类化和认知可塑性

不包括 记忆功能 思维功能 语言精神功能

计算功能

语言精神功能

识别和使用一种语言中的符号 !信号和其他成份的特殊精

神功能 ∀

包  括 口头语 !书面语或其他语言形式如手语的接受和

解码功能 口头语 !书面语或其他语言形式的表达

功能 整合语言功能 口头和书面语 如涉及接受 !

表达 布洛卡失语 !韦尼克失语和传导性失语

不包括 注意力功能 记忆功能 知觉功能

思维功能 高水平认知功能

计算功能 复杂动作精神功能 第

章 感觉功能和疼痛 第 章 发声和言语功能

计算功能

数学符号和运算的选定 !取近似值及处理的特殊精神功

能 ∀

包  括 加法 !减法和其他简单数学运算的功能 复杂数学

运算的功能

不包括 注意力功能 记忆功能 思维功能

高水平认知功能 语言精神功能

序列复杂动作精神功能

序列和协调复杂 !有目的动作的特殊精神功能 ∀

包  括 如观念失用症 !观念性动作失用症 !修饰失用症 !

动眼失用症 !言语失用症的损伤

不包括 心理运动功能 高水平认知功能 第

章 神经肌肉骨胳和运动有关的功能

自身体验和时间体验功能

在自身所处的现实环境和时间中与认识自身的身份 !身体

和位置有关的特殊精神功能 ∀

包  括 自身体验 !体形和时间体验

其他特指或未特指的特殊精神功能

其他特指的精神功能

精神功能 未特指

第 2章 感觉功能和疼痛

本章涉及感觉 !视觉 !听觉 !味觉等以及痛觉的功能 ∀

视及其相关功能

视功能

与感受存在的光线和感受视觉刺激的形式 !大小 !形状和

颜色等有关的感觉功能

包  括 视敏度功能 视野功能 视觉品质 感受光线和色

彩 !远近视敏度 !单眼和双眼视觉功能 视图品质

如近视 !远视 !散光 !偏盲 !色盲 !管状视 !中心和周

围盲点 !复视 !夜盲 !光适应性损伤

不包括 知觉功能

眼相邻结构的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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辅助视觉机能的眼内和周围结构的功能 ∀

包  括 眼内肌 !眼睑 !眼外肌的功能 包括眼的随意和跟

踪运动与注视 !泪腺 !调节 瞳孔反射 如眼球震

颤 !眼干燥和眼睑下垂的损伤

不包括 视功能 第 章 神经肌肉骨骼和运动有关

的功能

与眼及其相邻结构相关的感觉

眼疲劳 !干燥和痒及相关的感觉

包  括 眼后压力 眼内有异物 眼紧张感觉 眼灼烧感 眼

刺激

不包括 痛觉

其他特指或未特指的视及其相关功能

听和前庭功能

听功能

与感受存在的声音和辨别方位 !音调 !音量和音质有关的

感觉功能 ∀

包  括 听 !听觉辨别 !声源定位 !单侧声音 !言语辨别的功

能 如聋 !听力损伤和听觉缺失的损伤

不包括 知觉功能 和语言精神功能

前庭功能

内耳与位置 !平衡和运动有关的感觉功能 ∀

包  括 位置和位置感觉功能 身体和运动平衡功能

不包括 与听和前庭功能相关的感觉

与听和前庭功能相关的感觉

头晕 !跌倒 !耳鸣和眩晕的感觉 ∀

包  括 耳响 !耳刺激 !耳压 !与头晕或眩晕相关的恶心的

感觉

不包括 前庭功能 痛觉

其他特指或未特指的听和前庭功能

辅助感觉功能

味觉功能

感受苦味 !甜味 !酸味和咸味品质的感觉功能 ∀

包  括 味觉功能 如味觉缺失 !味觉减弱的损伤

嗅觉功能

感受气味和嗅觉功能 ∀

包  括 嗅觉功能 如嗅觉丧失 !嗅觉减弱的损伤

本体感受功能

感受身体各部分相对位置的感觉功能 ∀

包  括 静觉和动觉功能

不包括 前庭功能 与肌肉和运动功能有关的感觉

触觉功能

感受表面及其质地或品质的感觉功能 ∀

包  括 触摸 !触觉的功能 如麻木 !感觉缺失 !麻刺感 !感

觉异常和感觉过敏的损伤

不包括 与温度和其他刺激有关的感觉功能

与温度和其他刺激有关的感觉功能

感受温度 !振动 !压力和有害刺激的感觉功能 ∀

包  括 感受温度 !振动 !振荡或摆动 !浅表压力 !深度压

力 !烧灼感或有害刺激的功能

不包括 触觉功能 痛觉

其他特指或未特指的辅助感觉功能

疼痛

痛觉

对预示身体某处受到潜在或实际损害而感到不舒服的感

觉 ∀

包  括 在身体一处或多处的全身性或局部性疼痛 !皮肤

疼痛 !刺疼 !灼疼 !钝疼 !疼痛 如肌疼 !痛觉缺失和

痛觉过敏的损伤

其他特指或未特指的痛觉

其他特指的感觉功能和疼痛

感觉功能和疼痛 未特指

第 3章 发声和言语功能

本章涉及产生声音和言语的功能 ∀

发声功能

由空气通过喉产生各种声音的功能 ∀

包  括 发声和音质功能 发音 !声调 !响度和其他音质功

能 如失声 !发声困难 !声嘶 !鼻音过重 !鼻音过轻

的损伤

不包括 语言精神功能 构音功能

构音功能

产生言语声的功能 ∀

包  括 发音 !音素构音功能 痉挛 !共济失调 !松弛性构音

困难 口吃

不包括 语言精神功能 发声功能

言语的流畅和节奏功能

产生言语流和节奏的功能 ∀

包  括 言语的流畅 !节奏 !速度和语调功能 韵律和声调

如口吃 !结巴 !言语急促杂乱 !迟语症和急语症的

损伤

不包括 语言精神功能 发音功能 构音功能

替代性发声功能

产生其他方式的发声功能 ∀

包  括 在唱歌 !重复唱颂 !咿哑学语和哼唱中产生音符和

音调的功能 大哭和尖叫

不包括 语言精神功能 发音功能 构音功能

言语的流畅和节奏功能

其他特指的发声和言语功能

发声和言语功能 未特指

第 4章 心血管 !血液 !免疫和呼吸系统功能

本章涉及心血管系统 心脏和血管功能 !血液和免疫系统

血液生成和免疫功能 以及呼吸系统 呼吸和运动耐受功能

的功能 ∀

心血管系统的功能
心脏功能

以适当或所要求的量和压力将血液泵出流到全身的功能 ∀

包  括 心率 !心律和心输出量功能 心室肌收缩力 心脏

瓣膜功能 通过肺路泵出血液的能力 血液回心的

能力 如心动过速 !心动过缓和不规则的心跳以及

心衰 !心肌病 !心肌炎 !冠状动脉供血不足的损伤

不包括 血管功能 血压功能 运动耐受功能

血管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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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血液输送到全身的功能 ∀

包  括 动脉 !毛细血管和静脉的功能 血管舒缩功能 肺

动脉 !毛细血管和静脉功能 静脉瓣功能 如动脉

阻塞或狭窄 !动脉粥样硬化 !动脉硬化 !血栓栓塞

和静脉曲张的损伤

不包括 心脏功能 血压功能 血液系统功能

运动耐受功能

血压功能

维持动脉内血液压力的功能 ∀

包  括 维持血压 !升高或降低血压的功能 如低血压 !高

血压和体位性低血压的损伤

不包括 心脏功能 血管功能 运动耐受功能

其他特指或未特指的心血管系统的功能

血液和免疫系统功能

血液系统功能

血液生成 !氧气和代谢产物的传输及凝血方面的功能 ∀

包  括 血液和骨髓生成功能 血液传输氧气功能 与血液

有关的脾脏功能 血液传输代谢产物功能 凝血

如贫血 !血友病和其他凝血障碍的损伤

不包括 心血管系统的功能 免疫系统功能

运动耐受功能

免疫系统功能

与身体保护性抵抗外来物质有关的功能 包括由特异和非

特异性免疫反应引起的感染 ∀

包  括 免疫反应 特异和非特异性 过敏反应 淋巴管和

淋巴结的功能 细胞介导免疫 !抗体介导免疫功

能 免疫化反应 如自身免疫 !变态反应 !淋巴结炎

和淋巴水肿的损伤

不包括 血液系统功能

其他特指或未特指的血液和免疫系统功能

呼吸系统功能

呼吸功能

把空气吸入肺部 空气和血液间进行气体交换并呼出气体

的功能 ∀

包  括 呼吸频率 !节律和深度功能 如呼吸暂停 !通气过

度 !不规则呼吸 !逆向呼吸 !支气管痉挛和肺气肿

的损伤

不包括 呼吸肌功能 辅助呼吸功能 运动耐

受功能

呼吸肌功能

参与呼吸的肌肉的功能 ∀

包  括 胸呼吸肌功能 膈肌功能 辅助呼吸肌功能

不包括 呼吸功能 辅助呼吸功能 运动耐受

功能

其他特指或未特指的呼吸系统功能

心血管和呼吸系统的其他功能和感觉

辅助呼吸功能

与呼吸有关的辅助功能 如咳嗽 !喷嚏和打哈欠 ∀

包  括 吹气 !吹口哨 !口呼吸的功能

运动耐受功能

与呼吸和心血管能力有关的适应持续体力消耗的功能 ∀

包  括 身体耐力 !有氧耐受力 !抵抗力和易疲劳性的功能

不包括 心血管系统功能 血液系统功能

呼吸功能 呼吸肌功能 辅助

呼吸功能

与心血管和呼吸功能相关的感觉

如心率脱常 !心悸 !气短等感觉 ∀

包  括 胸部发紧 !不规则心跳感 !呼吸紊乱 !空气饥 !窒

息 !张口呼吸 !喘的感觉

不包括 痛觉

其他特指或未特指的心血管和呼吸系统的其他功能和感

觉

其他特指的心血管 !血液 !免疫和呼吸系统的功能

心血管 !血液 !免疫和呼吸系统的功能 未特指

第 5章 消化 !代谢和内分泌系统功能

本章涉及摄入 !消化和排泄以及代谢作用和内分泌腺的功

能 ∀

与消化系统有关的功能
摄入功能

与通过口把固体或液体摄入和加工并送至全身有关的功

能 ∀

包  括 吸入 !咀嚼和咬 !口中控制食物 !流涎 !吞咽 !打嗝 !

反胃 !吐痰和呕吐的功能 如吞咽困难 !误吸食物 !

吞气症 !流涎过度 !流痰和流涎减少的损伤

不包括 与消化系统相关的感觉

消化功能

通过消化道输送食物 !分解食物和吸收养分的功能 ∀

包  括 通过胃输送食物 !蠕动 在胃和肠中食物的分解 !

酶的产生和起作用 养分的吸收和接纳食物的功

能 如胃酸分泌过多 !吸收障碍 !不能接纳食物 !肠

运动亢进 !肠麻痹 !肠梗阻和胆汁分泌减少的损伤

不包括 消化功能 同化作用 排便功能

与消化系统相关的感觉

同化作用

养分转化为身体成份的功能 ∀

包  括 体内养分贮备功能

不包括 消化功能 排便功能 体重维持功能

一般代谢功能

排便功能

以粪便形式将废弃物和未消化食物排出体外的功能及有

关功能 ∀

包  括 排便 !大便稠度 !排便次数 !大便控制 !肠胀气的功

能 如便秘 !腹泻 !水样便 !括约肌失能或失禁的损

伤

不包括 消化功能 同化功能 与消化系统相

关的感觉

体重维持功能

维持适当体重的功能 包括发育阶段体重的增加 ∀

包  括 维持可接受体重指数 ¬ 的功

能 如体重不足 !恶液质 !消瘦 !体重过重 !重度消

瘦以及如原发性和继发性肥胖的损伤

不包括 同化作用 一般代谢功能 内分泌腺

功能

与消化系统相关的感觉

由于吃 !喝及有关消化功能引起的感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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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  括 恶心感 !发胀感 !腹绞痛 !胃满胀感 !球状感 !胃痉

挛 !胃胀气和胃灼热的感觉

不包括 痛觉 摄入功能 消化功能 排

便功能

其他特指或未特指的与消化系统有关的功能

与代谢和内分泌系统有关的功能

一般代谢功能

人体必需成份如碳水化合物 !蛋白质和脂肪的调节 !相互

转化及分解成能量的功能 ∀

包  括 代谢 !基础代谢率 !碳水化合物 !蛋白质和脂肪的

代谢 !合成代谢 !分解代谢 !体内能量生成的功能

代谢率升高或降低

不包括 同化作用 体重维持功能 水 !矿物质

和电解质平衡功能 体温调节功能

内分泌腺功能

水 !矿物质和电解质平衡功能

水 !矿物质和电解质在体内调节的功能 ∀

包  括 水平衡 !矿物质如钙 !锌 !铁的平衡以及电解质如

钠和钾的平衡功能 如水潴留 !脱水 !高钙血症 !低

钙血症 !高钠血症 !低钠血症 !缺铁 !高钾血症和低

钾血症的损伤

不包括 血液系统功能 一般代谢功能 内分

泌腺功能

温度调节功能

体温调节的功能 ∀

包  括 体温的维持功能 如体温过低 !体温过高的损伤

不包括 一般代谢功能 内分泌腺功能

内分泌腺功能

体内激素水平的产生和调节功能 包括周期性变化 ∀

包  括 激素平衡功能 垂体机能亢进 !垂体机能减退 !甲

状腺机能亢进 !甲状腺机能低下 !肾上腺机能亢

进 !肾上腺机能低下 !甲状旁腺机能亢进 !甲状旁

腺功能低下 !性腺机能亢进 !性腺机能低下

不包括 一般代谢功能 水 !矿物质和电解质平衡功

能 温度调节功能 性功能 月

经功能

其他特指或未特指的与代谢和内分泌系统有关的功能

其他特指的消化 !代谢和内分泌系统功能

消化 !代谢和内分泌系统功能 未特指

第 6章 泌尿生殖和生育功能

本章涉及排尿和生育功能 包括性功能和生殖功能 ∀

泌尿功能

尿液形成功能

过滤和采集尿液的功能 ∀

包  括 过滤 !采集尿液的功能 如肾机能不全 !无尿 !少

尿 !肾积水 !低张膀胱和输尿管阻塞的损伤

不包括 排尿功能

排尿功能

尿液从膀胱中排泄出去的功能 ∀

包  括 排尿 !排尿次数 !排尿控制功能 如应激性膀胱 !窘

迫性膀胱 !反射性膀胱 !充盈性膀胱 !持续性尿失

禁 !滴尿 !自主膀胱 !多尿症 !尿潴留和尿急的损伤

不包括 尿液形成功能 与泌尿功能相关的感觉

与泌尿功能相关的感觉

由排尿和相关泌尿功能产生的感觉 ∀

包  括 尿未完全排空的感觉 膀胱充盈感

不包括 痛觉 排尿功能

其他特指或未特指的泌尿功能

生殖和生育功能

性功能

与性活动有关的精神和躯体功能 包括性唤起 !准备 !高潮

和消退阶段 ∀

包  括 性唤起 !准备 !高潮和消退阶段的功能 与性兴趣 !

性行为 !阴茎勃起 !阴蒂勃起 !阴道湿润 !射精 !性

高潮有关的功能 如阳萎 !性冷淡 !阴道痉挛 !早

泄 !持续勃起和延缓射精的损伤

不包括 生殖功能 与生殖和生育功能相关的感觉

月经功能

与月经周期相关的功能 包括月经的规律性和月经的排

出 ∀

包  括 月经的规律性和间隔 !月经的最大出血量 !初潮 !

停经的功能 如原发和继发性闭经 !月经过多 !月

经频繁 !倒经和经前期紧张的损伤

不包括 性功能 生殖功能 与生殖和生育功

能相关的感觉 痛觉

生殖功能

与生育力 !妊娠 !分娩和哺乳相关的功能 ∀

包  括 男性生育力和女性生育力 !妊娠 !分娩和哺乳的功

能 如精子缺乏 !少精症 !自然流产 !异位妊娠 !流

产 !小胎儿 !羊水过多和早产 !延迟分娩 !乳溢 !无

乳溢和无乳的损伤

不包括 性功能 月经功能

与生殖和生育功能相关的感觉

由性唤起 !性交 !月经周期和有关生殖和生育功能产生的

感觉 ∀

包  括 性交疼痛感 !痛经 !停经期间面色潮红和盗汗

不包括 痛觉 与泌尿功能相关的感觉 性功

能 月经功能 生殖功能

其他特指或未特指的生殖和生育功能

其他特指的泌尿生殖和生育功能

泌尿生殖和生育功能 未特指

第 7章 神经肌肉骨骼和运动有关的功能

本章涉及运动和活动的功能 包括关节 !骨骼 !反射和肌肉

的功能 ∀

关节和骨骼的功能

关节活动功能

关节活动的幅度和灵活性的功能 ∀

包  括 单个或多个关节的活动 !椎 !肩 !肘 !腕 !髋 !膝 !踝 !

手及足部小关节的功能 全身关节活动能力 如关

节过度活动 !冻关节 !冻肩 !关节炎的损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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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包括 关节稳定功能 随意运动控制功能

关节稳定功能

维持关节结构完整的功能 ∀

包  括 单关节 !多关节和全身关节稳定的功能 如不稳定

的肩关节 !关节脱位 !肩和髋关节脱位的损伤

不包括 关节活动功能

骨骼活动功能

肩胛骨 !骨盆 !腕骨和跗骨活动的幅度和灵活性的功能 ∀

包  括 如冻结肩和冻结盆的损伤

不包括 关节活动功能

其他特指或未特指的关节和骨骼的功能

肌肉功能
肌肉力量功能

与肌肉或肌群收缩产生力量有关的功能 ∀

包  括 与特定肌肉和肌群 !单肢体肌肉 !单侧身体肌肉 !

下半身肌肉 !四肢肌肉 !躯干和全身肌肉力量相关

的功能 如足和手小肌肉的力量减弱 !肌肉轻瘫 !

肌肉麻痹 !单瘫 !偏瘫 !截瘫 !四肢瘫和运动性失语

的损伤

不包括 眼相邻结构的功能 肌张力功能 肌

肉耐力功能

肌张力功能

肌肉在静息状态下的紧张度和肌肉被动活动时抗阻力的

功能 ∀

包  括 与独立肌肉和肌群 !单肢体肌肉 !单侧身体肌肉 !

下半身肌肉 !四肢肌肉 !躯干和全身肌肉紧张相关

的功能 如肌张力低下 !肌张力亢进和肌肉痉挛的

损伤

不包括 肌肉力量功能 肌肉耐力功能

肌肉耐力功能

与在所需时段内维持肌肉收缩有关的功能 ∀

包  括 与维持独立肌肉和肌群及全身肌肉收缩相关的功

能 如重症肌无力的损伤

不包括 运动耐受功能 肌肉力量功能 肌张

力功能

其他特指或未特指的肌肉功能

运动功能

运动反射功能

由特殊刺激自主诱发肌肉不随意收缩的功能 ∀

包  括 牵张反射 !局部自主关节反射 !由不良刺激和其他

外感受器刺激产生的反射 !逃避反射 !二头肌反

射 !桡反射 !四头肌反射 !膝反射 !踝反射的功能

不随意运动反应功能

由体位 !平衡和恐惧等刺激诱发大肌肉或全身不随意收缩

的功能 ∀

包  括 姿势反应 !调整反应 !身体调节反应 !平衡反应 !支

撑反应 !防御性反应的功能

不包括 运动反射功能

随意运动控制功能

与随意运动的控制和协调相关的功能 ∀

包  括 简单随意运动和复杂随意运动的控制 随意运动

的协调 上下肢的支撑 左右运动协调 眼手协调

眼足协调的功能 如控制和协调问题 如轮替运动

障碍的损伤

不包括 肌肉力量功能 不随意运动功能 步

态功能

不随意运动功能

肌肉或肌肉群无意识 !无目的或目的不明确的不随意收缩

的功能 ∀

包  括 肌肉的不随意收缩 如震颤 !抽搐 !无意识举止 !刻

板运动 !运动持续 !舞蹈症 !手足徐动症 !声带抽

搐 !张力障碍性运动和运动障碍的损伤

不包括 随意运动控制功能 步态功能

步态功能

与步行 !跑步或其他全身运动相关运动类型的功能 ∀

包  括 步行和跑步类型 如痉挛步态 !偏瘫步态 !截瘫步

态 !不对称步态 !跛行和强直步态的损伤

不包括 肌肉力量功能 肌张力功能 随意运

动控制功能 不随意运动功能

与肌肉和运动功能有关的感觉

与身体肌肉或肌群及其运动相关的感觉 ∀

包  括 肌肉僵硬 !发紧 肌肉痉挛 !收缩和沉重感

不包括 痛觉

其他特指或未特指的运动功能

其他特指的神经肌肉骨骼和运动有关的功能

神经肌肉骨骼和运动有关的功能 未特指

第 8章 皮肤和有关结构的功能

本章涉及皮肤 !指甲和毛发的功能 ∀

皮肤功能

皮肤的保护功能

皮肤保护身体免受物理 !化学和生物影响的功能 ∀

包  括 保护免受太阳和其他射线的损伤 !光过敏 !色素沉

着 !皮质 !皮肤的隔离功能 !骨痂形成 !变硬功能

如破损皮肤 !溃疡 !褥疮和皮肤变薄的损伤

不包括 皮肤的修复功能 皮肤的其他功能

皮肤的修复功能

修复皮肤破损和其他损伤的功能 ∀

包  括 结痂 !愈合 !形成瘢痕 !瘀斑 !瘢痕瘤形成功能

不包括 皮肤的保护功能 皮肤的其他功能

皮肤的其他功能

除了皮肤的保护和修复功能外的其他功能 如降温和汗腺

分泌 ∀

包  括 排汗 !皮肤腺和导致体臭的功能

不包括 皮肤的保护功能 皮肤的修复功能

与皮肤有关的感觉

与皮肤如瘙痒 !灼热和针刺感等有关的感觉 ∀

包  括 如针刺感和蠕动感的损伤

不包括 痛觉

其他特指或未特指的皮肤功能

毛发和指甲的功能

毛发的功能

毛发的功能 如保护 !颜色和外观 ∀

包  括 毛发的生长 !毛发的色素 !毛发的定位功能 如脱

发或秃头的损伤

指甲的功能

指甲的功能 如保护 !搔痒和外观

##中国康复理论与实践 年第 卷第 期 ≤ × ° ∂



包  括 指甲的生长和色素 指甲的品质

其他特指或未特指的毛发和指甲的功能

其他特指的皮肤和有关结构的功能

皮肤和有关结构的功能 未特指

附录 2 :5国际功能 !残疾和健康分类6(ΙΧΦ) :身体结构主要类目

定义 身体结构是躯体如器官 !肢体及其构成成份的解剖结构 ∀损伤是由于明显的偏差或损失造成的身体功能或结构问题 ∀

第 1章 神经系统的结构
脑的结构

皮质叶的结构

额叶

颞叶

顶叶

枕叶

其他特指的皮质叶的结构

皮质叶的结构 未特指

中脑的结构

间脑的结构

基底神经节和有关结构

小脑的结构

脑干的结构

延髓

脑桥

其他特指的脑干的结构

脑干的结构 未特指

颅神经的结构

其他特指的脑的结构

脑的结构 未特指

脊髓和有关结构

脊髓的结构

颈部脊髓

胸部脊髓

腰骶部脊髓

马尾

其他特指的脊髓的结构

脊髓的结构 未特指

脊神经

其他特指的脊髓和有关结构

脊髓和有关结构 未特指

脑膜的结构

交感神经系统的结构

副交感神经系统的结构

其他特指的神经系统的结构

神经系统的结构 未特指

第 2章 眼 !耳和有关结构

眼框的结构

眼球的结构

结膜 !巩膜 !脉络膜

角膜

虹膜

视网膜

眼球的晶状体

玻璃体

其他特指的眼球的结构

眼球的结构 未特指

眼周的结构

泪腺和有关结构

眼睑

眉毛

外眼肌

其他特指的眼周的结构

眼周的结构 未特指

外耳的结构

中耳的结构

鼓膜

咽鼓管

耳小骨

其他特指的中耳的结构

中耳的结构 未特指

内耳的结构

耳蜗

前庭迷路

半规管

内耳道

其他特指的内耳的结构

内耳的结构 未特指

其他特指的眼 !耳和有关结构

眼 !耳和有关结构 未特指

第 3章 涉及发声和言语的结构

鼻的结构

外鼻

鼻中隔

鼻窝

其他特指的鼻的结构

鼻的结构 未特指

口腔的结构

牙齿

牙龈

腭的结构

硬腭

软腭

舌

唇的结构

上唇

下唇

其他特指的口腔的结构

口腔的结构 未特指

咽的结构

鼻咽

口咽

其他特指的咽的结构

咽的结构 未特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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喉的结构

声带

其他特指的喉的结构

喉的结构 未特指

其他特指的涉及发声和言语的结构

涉及发声和言语的结构 未特指

第 4章 心血管 !免疫和呼吸系统的结构

心血管系统的结构

心脏

心房

心室

其他特指的心脏的结构

心脏的结构 未特指

动脉

静脉

毛细血管

其他特指的心血管系统的结构

心血管系统的结构 未特指

免疫系统的结构

淋巴管

淋巴结

胸腺

脾

骨髓

其他特指的免疫系统的结构

免疫系统的结构 未特指

呼吸系统的结构

气管

肺

支气管

肺泡

其他特指的肺的结构

肺的结构 未特指

胸廓

呼吸肌

肋间肌

膈

其他特指的呼吸肌

呼吸肌 未特指

其他特指的呼吸系统的结构

呼吸系统的结构 未特指

其他特指的心血管 !免疫和呼吸系统的结构

心血管 !免疫和呼吸系统的结构 未特指

第 5章 与消化 !代谢和内分泌系统有关的结构

涎腺的结构

食道的结构

胃的结构

肠的结构

小肠

大肠

其他特指的肠的结构

肠的结构 未特指

胰的结构

肝的结构

胆囊和胆管的结构

内分泌腺的结构

垂体

甲状腺

甲状旁腺

肾上腺

其他特指的内分泌腺的结构

内分泌腺的结构 未特指

其他特指的与消化 !代谢和内分泌系统有关的结构

与消化 !代谢和内分泌系统有关的结构 未特指

第 6章 与泌尿和生殖系统有关的结构

泌尿系统的结构

肾

输尿管

膀胱

尿道

其他特指的泌尿系统的结构

泌尿系统的结构 未特指

骨盆的结构

生殖系统的结构

卵巢

子宫的结构

宫体

宫颈

输卵管

其他特指的子宫的结构

子宫的结构 未特指

乳房和乳头

阴道和外生殖器的结构

阴蒂

大阴唇

小阴唇

阴道

睾丸

阴茎的结构

龟头

阴茎体

其他特指的阴茎的结构

阴茎的结构 未特指

前列腺

其他特指的生殖系统的结构

生殖系统的结构 未特指

其他特指的与泌尿和生殖系统有关的结构

与泌尿和生殖系统有关的结构 未特指

第 7章 与运动有关的结构

头颈部的结构

颅骨

面骨

颈部骨

头颈部关节

头颈部肌肉

头颈部韧带和筋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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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特指的头颈部的结构

头颈部的结构 未特指

肩部的结构

肩部骨

肩部关节

肩部肌肉

肩部韧带和筋膜

其他特指的肩部的结构

肩部的结构 未特指

上肢的结构

上臂的结构

上臂骨

上臂关节

上臂肌肉

上臂韧带和筋膜

其他特指的上臂的结构

上臂的结构 未特指

前臂的结构

前臂骨

前臂关节

前臂肌肉

前臂韧带和筋膜

其他特指的前臂的结构

前臂的结构 未特指

手的结构

手骨

手关节

手肌肉

手的韧带和筋膜

其他特指的手的结构

手的结构 未特指

上肢的结构 未特指

骨盆部的结构

骨盆部骨

骨盆部关节

骨盆部肌肉

骨盆部韧带和筋膜

其他特指的骨盆部的结构

骨盆部的结构 未特指

下肢的结构

大腿的结构

大腿骨

大腿关节

大腿肌肉

大腿韧带和筋膜

其他特指的大腿的结构

大腿的结构 未特指

小腿的结构

小腿骨

小腿关节

小腿肌肉

小腿韧带和筋膜

其他特指的小腿的结构

小腿的结构 未特指

踝和足的结构

踝和足骨

踝和足关节

踝和足肌肉

踝和足韧带和筋膜

其他特指的踝和足的结构

踝和足的结构 未特指

其他特指的下肢的结构

下肢的结构 未特指

躯干的结构

脊椎

颈椎

胸椎

腰椎

骶椎

尾椎

其他特指的脊椎的结构

脊椎的结构 未特指

躯干肌肉

躯干韧带和筋膜

其他特指的躯干的结构

躯干的结构 未特指

与运动有关的附属肌肉骨骼的结构

骨

关节

肌肉

关节外韧带 !筋膜 !肌外腱膜 !系带 !隔膜 !囊 未特指

其他特指的与运动有关的附属肌肉骨骼的结构

与运动有关的附属肌肉骨骼的结构 未特指

其他特指的与运动有关的结构

与运动有关的结构 未特指

第 8章 皮肤和有关结构

各部位皮肤的结构

头颈部皮肤

肩部皮肤

上肢皮肤

骨盆部皮肤

下肢皮肤

躯干和背部皮肤

其他特指的各部位皮肤的结构

各部位皮肤的结构 未特指

皮肤腺的结构

汗腺

皮脂腺

其他特指的皮肤腺的结构

皮肤腺的结构 未特指

甲的结构

指甲

趾甲

其他特指的甲的结构

甲的结构 未特指

毛发的结构

其他特指的皮肤和有关结构

皮肤和有关结构 未特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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