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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管理的三个基本步骤
（见P.2和P.6页）

第一步：了解你的健康 

第二步：疾病和死亡的风险评估 

第三步：进行健康干预 



授人以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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听讲热身























健康管理的宗旨
（王陇德主编：健康管理师  P.3、P2页）

健康管理的宗旨是

有效地利用有限的资源来

达到最大的健康效果



2005年10月

国家劳动和社会保障部批准

“健康管理师”新职业

（见前言P.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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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2013年以来，国务院分7批取消的

职业资格许可和认定事项共434项，

目前只认定健康管理师在内的140项

国务院取消434项职业资格证 压缩75%
（2017年05月25日 中国政府网）





为贯彻《国务院关于大力发展职业教育的决定》

(国发 [2005J 35号)

北京卫生人才培训中心组建组织有关专家编制了

《健康管理师职业培训计划培训大纲)

知识点的掌握程度用 "Z、s、 L"标识， 

Z 代表掌握 

S 代表熟悉 

L 代表了解



两书合计：知识点

共922个, 其中要求掌握436个

健康管理师基础理论 — 知识点

共689个，其中要求掌握318个

三级技能教材— 知识点

共233个，其中要求掌握118个



健康管理师基础教材目录

第一章 健康管理概论

第二章 临床医学基础知识

第三章 预防医学基础知识

第四章 常见慢性非传染性疾病

第五章 基本卫生保健

第六章 流行病学和医学统计学基本知识

第七章 健康教育学

第八章 营养与食品安全



健康管理师基础教材目录
第九章 身体活动基本知识

第十章 心理健康 
第十一章 中医养生学

第十二章 康复医学基础知识

第十三章 健康信息学

第十四章 医学伦理学与健康管理职业道德

第十五章 健康保险与健康管理

第十六章 健康管理服务营销与相关健康产品

第十七章 健康管理相关法律、法规知识



技能教材目录
第一章 健康监测 P.1 - 28 共28页 （理论2、4、13章）

            —健康管理第一步：了解你的健康

第二章 健康风险评估和分析 P.29 - 56共28页
            —健管第二步：风险评估（理论6章）

第三章 健康指导 P.57 - 81共25页（理论7、8、9章）

            —健康管理第三步：干预

第四章 健康危险因素干预 P.82- 124共43页
            —干预实例(高血压、糖尿病、饮食、控烟）27



健康管理师的

打底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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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管理是在健康管理医学理论
指导下的医学服务(P.3)

宗旨是:有效地利用有限的资源来达到最大的健康效果

主体是:经过系统医学教育或培训并取得相应资质的

            医务工作者

客体是:健康人群、亚健康人群（亚临床人群）以及

            慢性非传染性疾病早期或康复期人群

具体做法是:提供有针对性的科学健康信息并创造条件

           采取行动来改善健康

重点是:慢性非传染病疾病及其危险因素

两大支撑点:信息技术和金融保险 
公众理念是:病前主动防、病后科学管、跟踪服务不间断





*《健康管理师国家职业标准》

健康管理师职业定义
（理论教材 P.3页）

从事个体或群体健康监测、分析、评估

以及健康咨询、指导和危险因素干预

等工作的专业人员。



Z1）健康管理的概念和特点
 P.2-3

健康管理就是对个体或群体的健康进

行全面监测、分析、评估、提供健康

咨询和指导及对健康危险因素进行

干预的全过程。



健康管理服务特性                    
（第十六章第5个知识点Z，P.276 六点）

1、无形性 
2、不可分割性 
3、不稳定性 
4、易逝性

5、客户的满意标准是不同的 
6、客户的参与程度



*世界三次卫生革命的对象及对策

 

第一次   急性病：传染病、  疫苗、抗生素、
         寄生虫病          消杀灭

第二次   慢性病：心脑血管  健康教育、
         恶性肿瘤、糖尿病  自我保健

卫生革命  对象               对策

第三次   提高生活质量,     健康促进、

         促进健康寿命（P.4)   健康管理
34



*健康概念（见P.2页）

健康是生理健康, 心理健康

和社会适应能力的完美状态

(健康不仅是没有疾病或不虚弱，而是身体

的、 精神的健康和社会幸福的完美状态） 



医学的模式的转变
（见P.1页）

生物医学模式

 ↓ 

生物-心理-社会医学模式



*健康管理的三个基本步骤
（见P.2和P.6页）

第一步：了解你的健康 

第二步：疾病和死亡的风险评估 

第三步：进行健康干预 



第一步：了解你的健康



了解你的健康
（国家职业资格三级 P.2页）

– 具体地说，就是收集服务对象的个人健康信息

– 个人健康信息包括个人一般情况（性别、年龄

等）、目前健康状况和疾病家族史、生活方式

（膳食、体力活动、吸烟、饮酒等）、体格检

查（身高、体重、血压等）和血、尿实验室检

查（血脂、血糖等）



第二步：疾病和死亡的

        风险评估



健康风险评估
（health risk appraisa1，HRA）

（三级教材 P.29页）

健康风险评估是一种以广大基础

的流行病学数据与个人数据比较

以推测个人患病或死亡风险的

运算过程



风险评估是

健康管理的核心技术

是医学各个分支中的

强项、长处、亮点



第三步：健康干预



慢性病的特点
（P.9页）

一因多果  一果多因

多因多果  互为因果



四、健康管理

    的理论依据



健康管理的
科学基础是什么？

（P.5、9页）



    

处于
低危
险
状态

进入
疾病
危险
状态

发生
早期
改变

出现
临床
症状

不
同
的
预
后

疾
病

临床干预

预防干预

健康管理的科学基础

疾病的发生、发展过程及干预策略



五、生活方式

    管理的概念



Z9）生活方式管理的概念 P.10

生活方式管理是通过健康促进技术，

比如行为纠正和健康教育，来保护

人们远离不良行为，减少危险因素

对健康的损害，预防疾病，改善健康。



健康管理

第一步

串讲



第一章 健康监测
(P.1-28) 

   —健康管理第一步：

了解你的健康
51



（目录） 第一章 健康监测

第一节 信息采集

学习单元 1 健康调查表选用及健康信息收集

学习单元 2 体格测量

学习单元 3 不合理健康信息记录的识别

第二节 信息管理

学习单元 1 信息录入、清理和传递

学习单元 2 健康信息的保存
52



第一章 健康监测
第一节 信息采集（P.1) 

13个知识点中要求掌握8个
  2）常用健康调查表的种类 P.2
  4）人体体格测量常用指标的种类 P.20-21
  5）评价体重状况的表示方法 P.20
  9）体质指数计算公式 P.21
10）腰围的评价方法 P.21、87、119、126
11）血压的分类 P.21
12）血压的表示方法 P.21
13）中国成人血压的标准 P.22、125、14353



第一节 信息采集

P.1-24



第一节 信息采集
P.1-24

学习单元1  健康调查表选用及

                  健康信息收集

学习单元2  体格测量

学习单元3  不合逻辑健康信息

                   记录的识别



学习单元 1  

健康调查表选用

及健康信息收集

P.1



本节介绍了 卫生部/WHO 的
六张规范表格 P.2-19

① 个人基本信息  ② 高血压管理

③ 糖尿病管理    ④ 生活方式（4点）

⑤ 健康体检      ⑥ 体格测量（4点）

请注意各个调查表中的主要栏目
57



健康档案的主要分类  
（理论第13章 P.232-247）

1、个人健康档案 

2、家庭健康档案 

3、社区健康档案
58



健康信息的收集
（技能教材 P.7-19）

1、收集资料前准备：熟悉健康信息记录表

      内容，接受调查培训，进行预调查。

2、明确调查对象

3、签署知情同意书（自愿原则）

4、开始调查

5、记录表的核查

6、结束访谈，致谢，调查员签名

7、资料保存



学习单元 2  
体格测量

P.19



4)人体体格测量常用指标的种类 
P.20-21

1、体重和身高、

2、腰围、

3、血压 

4、心率（P.19表1-6中）

61



5）评价体重状况的表示方法 
P.20

1、年龄组别体重（用于儿童）、

2、身高组别体重（用于儿童）、

3、理想体重（标准体重、用于成人）、

4、体质指数（用于成人）
62



儿童体重状况的
评价指标是   技能 P.20

A 年龄组别身高

B 年龄组别BMI
C 年龄组别腰围

D 年龄组别体重

E 年龄组别上臂围

63



身高组别体重指标主要用于评价
儿童健康状况的（  ）技能 P.20

A 近期营养状况

B 远期营养状况

C 体能状况

D 智力发育

E 心理健康
64



理想体重 P.20
理想体重（公斤）= 身高（厘米）- 100 

1.70米身高的体重:

170 - 100 = 70公斤 = 140斤

（身高165cm以下，则减105）

1.60米身高的体重:

160 - 105 = 55公斤 = 110斤
65



正常、超重、肥胖、消瘦
判断标准    P.20

正常体重：    理想体重 ± 10%

消瘦或超重：± 10% ～ 20%

肥胖：           ＞ 20%

严重消瘦：   ＜ 20%
66



9）体质指数计算公式
（身高体重指数）P.21

BMI=体重（kg）/ 身高(m)2
           体重指数     中国成人 

----------------------------
           消瘦      <  18.5 kg/m2　
           适中         18.5 ～ 24 kg/m2

           超重         24.0 ～ 28 kg/m2

           肥胖      ≥ 28  kg/m2

          高度肥胖   >  35  kg/m2　
----------------------------

成人最理想的BMI=22 67



BMI指数（身高体重指数）=体重(kg)/身高m2 (m) 
　　

体重指数  男性     女性 
   ----------------------------　　

        消瘦      <20      <于19 　　
适中      20-25    19-24 
超重      25-30    24-29 
肥胖      30-35    29-34

  高度肥胖  >35      >34 　　
----------------------------
成人最理想的BMI=22 

肥胖的判断标准（了解、不必记）

（科研用更高标准，分性别）

68



WHO肥胖程度分类标准
（技能 P.118-119）

超重         25 - 30 kg/m2
肥胖            >  30 kg/m2
     

肥胖一级  30 - 35 kg/m2
肥胖二级  35 - 40 kg/m2
肥胖三级      > 40 kg/m2

69



体质指数的计算公式    

A．BMI=体重（kg）/[身高（m）]

B．BMI=体重（kg）²/[身高（m）] ²

C．BMI=体重（kg）/[身高（cm）]

D．BMI=体重（kg）/[身高（m）] ²

E.   BMI=体重（kg）/[身高（cm）] ²

70



10）腰围的评价方法 
P.21、87、119、126

腰围是临床上估计患者腹部脂肪

过多的最简单和实用的指标。

一般认为男性腰围<85cm、女性

腰围<80cm之内较好。

71



判断中国成年男性中心性

肥胖时，正常的腰围是 技能P.21 

A ＜85 cm （P.119相对比较权威）

B ＜105 cm

C ＜95 cm

D ＜90 cm （如果选D也算对，P.87、126）

E ＜100 cm
72



临床上评价腹部脂肪的指标是

A  腰围体重比

B  BMI

C  腰臀比

D  腰围

E  臀围

73



腰臀比的正确计算方法是 P.119
A 腰臀比=臀围（cm）/腰围（cm），

   为最宽部的臀围除以最窄部位的腰围

B 腰臀比=腰围（cm）/臀围（cm），

   为最宽部的腰围除以最窄部位的臀围

C 腰臀比=臀围（cm）/腰围（cm），

   为最窄部的臀围除以最宽部位的腰围

D 腰臀比=腰围（cm）/臀围（cm），

   为最宽部的腰围除以最宽部位的臀围

E 腰臀比=腰围（cm）/臀围（cm），

   为最窄部的腰围除以最宽部位的臀围 74



人体体格测量常用指标有（   ）
（多选）

A 皮褶厚度

B 上臀围

C 血糖

D 体重

E 身高
75



11）血压的分类 
P.21

血压有动脉血压、静脉血压、毛细血管压

通常说的血压是指动脉血压，

动脉血压又分为收缩压和舒张压。

76



12）血压的表示方法 
P.21

血压通常以毫米汞柱（mmHg）表示，

也可用千帕（kPa）表示，

1 mmHg = 0.133 kPa

1 kPa = 7.5 mmHg。
77



A  6.5mmHg = 1kpa

B  5.5mmHg = 1kpa

C  1.0mmHg = 0.13333kpa

D  8.5mmHg = 1kpa

E  9.5mmHg = 1kpa

血压通常用毫米汞柱表示，

也可以千帕表示，二者之间换算关系是

78



13）中国成人血压的标准 
P.22、33、88、125、135、142

正常血压：收缩压 < 120 mmHg，
                  舒张压 < 80 mmHg
正常高值：收缩压 120~139 mmHg，
                  舒张压 80~89 mmHg
    高血压：收缩压 ≥ 140 mmHg，
                   舒张压 ≥ 90 mmHg

79



测量血压时，如果2次测量的收缩压
读数相差>5mmHg，则再次测量相隔

的最短时间为  (技能P.23)

A、 4分钟

B、 5分钟

C、 2分钟

D、 1分钟

E、 3分钟 80



A  自测血压一般会高于诊室血压

B  血压测量最主要有3种方式，

     即诊室血压、自测血压和动态血压

C  推荐使用腕式电子血压计，因其使用方便

D  使用水银血压计测量血压，

     袖带下缘应在肘弯线上

E  自测血压接近动态血压24h平均水平

关于血压测量，下述正确的是 （多选）

81



学习单元 3  

不合逻辑健康

信息记录的识别

P.24



不合逻辑健康记录的识别
（技能教材 P.24）

1、直接审阅收集的健康记录表

2、在建立数据库结构时对相应变量

      进行逻辑设计

3、在数据录入后应用计算机进行

      逻辑差错识别



第二节 信息管理
(P.24-28)

7个知识点中
无要求掌握的部分

84



第二节 信息管理
P.24-28

学习单元1  信息录入、清理

                   和传递

学习单元2   健康信息的保存



学习单元 1

信息录入、清理和传递                   
P.24



健康信息管理
（录入、清理、传递）

（技能教材 P.26-27）

1、录入员培训

2、数据录入

3、录入数据的鉴别和核实

4、健康信息的传递与接受



信息录入的方法
（技能教材 P.25-27）

1、将所有的调查数据直接输入电子

      数据表（最好是采用双份独立的

      录入校对方法）

2、应用如PAD终端



录入数据的鉴别和核实
（技能教材 P.26）

双份录入采用Epidata或

Validata程序进行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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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重复录入数据

B  错误的答案

C  遗漏数据

D  读不懂手写文字

E  编码错误

信息录入容易产生错误的种类

包括 （多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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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收集后的信息清理
（技能教材 P.25）

1、通过其他人重新输入数据来检查错误或者

      专人查错

2、目测检查数据文件中的记录是否存在相同

      的格式，是否能发现空白数据

3、应用计算机进行查错

    （数据库设计阶段、应用逻辑检查）



信息清理的常用方法包括
（多选）

A 逻辑检错

B 双录入

C 数据库确定变量合理范围

D 数据库编码缺失值后，查看是否出现空白栏

E 录入编码数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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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数据库编码缺失值后，查看是否出现空白栏

B  逻辑检错

C  录入编码数字

D  数据库确定变量合理范围

E  双录入

信息清理的常用方法包括
（多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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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信息的传递与接受
（技能教材 P.26）

1、通知客户到健康中心

2、将打印结果邮寄给客户

3、以电子邮件形式

4、电话通知形式

5、短信通知客户

必须要有客户收到的反馈！！！



学习单元 2   

健康信息的保存

P.27



信息保存
（技能教材 P.27）

信息安全的五个方面

1、保密性

2、真实性

3、完整性

4、未授权拷贝

5、所寄生系统的安全性



健康信息的保存包括
（多选）技能 P.27

A 调查问卷的保管与存放

B 数据库文件的单备份

C 数据库文件的编号摆放

D 数据库文件的双备份

E 计算机录入后数据库文件的存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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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常见考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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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能考题
（以前的纸笔答题）

1、共用题干题

2、案例分析题
99



在一个社区开展慢性病管理工作，

如何进行信息管理？包括信息

录入、清理、传递、和保存？

(本题总分25分)

一、共用题干题

100



1、 健康信息的收集工作基本
步骤包括哪些方面? (7分) P.7

1) 收集资料前的准备

2) 明确调查对象

3) 知情同意

4) 开始调查

5) 记录表的核查

6) 结束，调查员签名，日期，联系电话等

7) 资料的保存

101



2、 社区慢性病管理所使用的健康
调查表一般包括哪些内容?(7分）

(P.8-13)

　　1) 个人基本信息

　 2) 生活方式信息

  　3) 健康体检信息

102



3、如何识别不合逻辑的健康
      信息记录？(3分)   P.25

（1）通过其他人重新输入数据来检查错误（即双份

         录入）或是通过专人来检查差错；

（2）目测检查数据文件中的记录是否存在相同的格

         式，是否能发现空白数据；

（3）应用计算机查错：一是在数据库设计阶段，确定

         每一个变量特定范围内的编码来确定其属性，以

         规定接受合理的编码。二是应用逻辑检查的方法

         进行查错，通过应用反证法程序，以检查特定问

         题和其他问题的回答是否存在逻辑上的合理性。103



　4、 看对信息判断，是否有
违背常识的数据 (3分)   P.24

1) 直接审阅所收集人健康记录表

2) 建立计算机数据库结构时对相应变量设

定范围或合法输入值

3) 在数据录入完成后应用计算机进行逻辑

言错误识别，可通过编程序找出不和逻辑

的的变量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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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对已收集的健康相关信息从哪几个

方面进行信息管理? (5分,P.26-27)
       1) 录入人员培训

　　2) 数据导入

　　3) 录入数据的签到和核实

　　4) 健康信息的传递和接受

　　① 通知客户到键管中心

　　② 打印结果邮寄客户

　　③ 电子邮件发布

　　④ 电话通知

　　⑤ 短信通知客户

　　⑥ 客户反馈

　　5) 客户反馈记录 105



二、案例分析题

某市某社区，常住人口7414人，外来人口731人。

社区内60岁以上老人1191人（占16%）。该社区有

7名卫生服务人员（2名全科医生，2名护士，2名助

理医生和1名公共卫生人员）。2014年该社区卫生

服务站开始责任医生进家庭的试点工作，并开展社

区慢性病管理工作。根据以上情况，回答下列四个

问题。 （本题总分25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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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4个小题目

1、若在该社区开展健康信息的收集工作，其

      基本步骤包括哪几方面？（7分）

2、 社区慢性病管理所使用的健康调查表一般

       包括哪些内容。（7分）

3、如何识别不合逻辑的健康信息记录？(6分)
4、对于已收集的健康相关信息。从哪几方面

      进行信息管理？（5分）
107



1、 若在该社区开展健康信息的收集工作，

其基本步骤包括哪几方面？（7分 P.7）

（1）收集资料前准备；

（2）明确调查对象；

（3）签署之情同意书；

（4）开始调查；

（5）记录表的核查；

（6）结束访谈；

（7）资料的保存。 108



2、社区慢性病管理所使用的健康
调查表一般包括哪些内容(7分P.8-13)

（1）基本信息：工作单位、联系人姓名、

         民族、血型、文化程度、药物过敏史、

         既往史和家族史；

（2）生活方式信息：烟草使用、饮酒情况、

          膳食状况以及身体活动；

（3）体检及相关疾病管理的随访情况表等
109



3、如何识别不合逻辑的健康
      信息记录？(3分)   P.25

（1）通过其他人重新输入数据来检查错误（即双份

         录入）或是通过专人来检查差错；

（2）目测检查数据文件中的记录是否存在相同的格

         式，是否能发现空白数据；

（3）应用计算机查错：一是在数据库设计阶段，确定

         每一个变量特定范围内的编码来确定其属性，以

         规定接受合理的编码。二是应用逻辑检查的方法

         进行查错，通过应用反证法程序，以检查特定问

         题和其他问题的回答是否存在逻辑上的合理性。110



　4、 对已收集的健康相关信息从哪几个

方面进行信息管理? (5分,P.26-27)
       1) 录入人员培训

　　2) 数据导入

　　3) 录入数据的签到和核实

　　4) 健康信息的传递和接受

　　① 通知客户到键管中心

　　② 打印结果邮寄客户

　　③ 电子邮件发布

　　④ 电话通知

　　⑤ 短信通知客户

　　⑥ 客户反馈

　　5) 客户反馈记录 111



4、对于已收集的健康相关信息, 从
  哪几方面进行信息管理？

(5分 也可用理论教材的说法 P.226-227)
（1）数据核查, 第一步是运行统计软件的基本统计量

         过程，列出每个变量的最大值和最小值，如果

         某变量的最大值或最小值不符合逻辑，说明数

         据有误；第二步进行数据核对；

（2）信息整理: 第一步是根据信息资料的性质、内容

         或特征进行分类；第二步是进行资料汇编；第

         三步是进行资料分析。

（3）信息更新。 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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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常见其他考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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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选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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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逻辑信息

B不合逻辑信息

C鉴别信息

D体检信息

E一般信息

某项调查确定的调查对象为35~65岁，

但其中一份调查表中的年龄却出现20岁，

此调查表中的信息属于 (P.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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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不合逻辑信息

B 一般信息

C 逻辑信息

D 鉴别信息

E 体检信息

某项调查确定的调查对象为35-65岁，

但其中一份调查问卷中的年龄却出现20岁，

此调查表中的信息属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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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信息记录表填写过程中如果

数字填错，修改的方法是（P.7）

A 在原数码上涂改

B 在原数码上打叉，并在其上方工整填写正确数码

C 在原数码上打双横线，并在其上方工整填写正确数码

D 在原数码旁边填写正确的数码

E 在原数码上打单横线，并在其上方工整填写正确数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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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查问卷的保存原则是(P.27)

A 保证信息档案的准确性

B 保证信息档案的及时性

C 保证信息档案的可读性

D 保证信息档案的完整、安全、方便查阅

E 保证信息档案的真实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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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检后随访的主要作用描述

不妥的是  体检 P.227

A 为后续健康风险评估提供真实可靠的依据

B 记录病程演变和转归

C 帮助受检者改善生活方式

D 对慢病进行专项管理，包括制定诊疗方案、

    监测指标、饮食运动指导

E 使受检者改变健康素养，改善健康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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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测量的维度不包括 

A 智力维度

B 情绪维度

C 生理维度

D 社会维度

E 压力维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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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健康测量指标不包括
体检 P.16

A 生存质量指数

B 心理量表评分

C 伤残调整生命年

D 无残疾期望寿命

E 肺活量

122



检中流程的设计要求不包括

A 空腹与餐后项目的设计

B 检中风险防范

C 常规项目与特殊项目的关系

D 追踪随访

E 重大阳性发现的后续医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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腹部浅触诊可触及的深度约为

A 0.5 cm

B 0.8 cm

C 1.5 cm

D 1.2 cm
E  1.0 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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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解读要深入浅出，以提高受检查者对健康

    干预的依从性

B 不必采取多维度深度检查

C 阐述不良生活方式与中间风险因素的关系

D 将断面信息与主管采集的信息相结合

E 争取同伴教育，获取群体压力

体检报告解读不正确的做法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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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解社区内老年人独居情况，

你认为最适宜的信息收集方法是

A 访谈法

B 查阅卫生服务记录

C 查阅户籍资料

D 问卷法

E 实地观察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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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选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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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自测血压一般会高于诊室血压

B  血压测量最主要有3种方式，

     即诊室血压、自测血压和动态血压

C  推荐使用腕式电子血压计，因其使用方便

D  使用水银血压计测量血压，

     袖带下缘应在肘弯线上

E  自测血压接近动态血压24h平均水平

关于血压测量，下述正确的是 （多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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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床实验室检查包括
（多选）

A 血液学检验

B 体质辨识

C 生化学检验

D 胸部X线检查

E 病原学检验
129



健康测量的方法包括

 （多选）

A 中医健康辨识技术

B 检测设备、检查技术

C 心理健康检测技术

D 主观采集法和客观采集法

E 健康调查问卷、咨询、访谈
130



健康体检的基本体检项目包括

       （多选）体检 P.21

A 辅助检查

B 体检报告首页

C 体格检查

D 自测问卷

E 实验室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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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体体格测量常用指标有（   ）
（多选）

A 皮褶厚度

B 上臀围

C 血糖

D 体重

E 身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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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体检初始阶段的体检

种类有（  ）   （多选）体检P.11

A 入职体检

B 出入境检疫体检

C 征兵体检

D 慢性病筛查体检

E 职业病筛查体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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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按国家机关规定为受检者建立健康档案

B 对于健康或疾病危险因素，可采取健康会诊方式，或以我国各

    种疾病预防指南为依据制定健康干预方案，对于发现的疾病，

    采取专病专治的处理

C 结合历年体检结果进行对比，进行健康状况的评价，提出合理

    建议，结束总检后统一由终审教授审核后方可出具报告

D 健康体检后对受检者或体检单位进行满意度调查，以便改进

    体检医疗质量和该服务

E 负责签署健康体检报告的医师应当具有内科或外科副主任医师

    以上专业技术职务任职资格，经设区的市级以上人民政府卫生

    行政部门培训并考核合格

健康体检后的质量控制包含的

内容有（  ） （多选）体检P.59-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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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清理的常用方法包括
（多选）

A 逻辑检错

B 双录入

C 数据库确定变量合理范围

D 数据库编码缺失值后，查看是否出现空白栏

E 录入编码数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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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数据库编码缺失值后，查看是否出现空白栏

B  逻辑检错

C  录入编码数字

D  数据库确定变量合理范围

E  双录入

信息清理的常用方法包括
（多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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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信息的保存包括
（多选）技能 P.27

A 调查问卷的保管与存放

B 数据库文件的单备份

C 数据库文件的编号摆放

D 数据库文件的双备份

E 计算机录入后数据库文件的存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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