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收费项目代码 收费项目名称 单价 单位 收费项目子类 医保属性

110400001 院前急救费 40 次 一般治疗 甲类

111000001a 院际会诊(主任医师) 300 次 会诊费 非类

111000001a.10 院际营养会诊(主任医师) 300 次 会诊费 非类

111000001b 院际会诊(副主任医师) 200 次 会诊费 非类

111000001b.10院际营养会诊(副主任医师) 200 次 会诊费 非类

111000001c 院际会诊(主治医师) 80 次 会诊费 非类

111000001c.10 院际营养会诊(主治医师) 80 次 会诊费 非类

111000002a 院内会诊(三级医院) 5 次 会诊费 非类

111000002a.10 院内营养会诊(三级医院) 5 次 会诊费 非类

重医附一院收费价目表（2023.01.17更新）耗材价格仅供参考，以实时价格为准



111101001.30 互联网复诊费(三级医院) 15 次 会诊费 甲类

111102001 远程单学科会诊 330 次 会诊费 乙类

111102002 远程多学科会诊 594 次 会诊费 乙类

111102003 同步远程病理会诊 594 次 会诊费 乙类

111102004 非同步远程病理会诊 396 次 会诊费 乙类

111103001 远程心电监测 77 日 临床诊断 乙类

111103002 远程起博器监测 77 次 临床诊断 乙类

111103003 远程除颤器监测 77 次 临床诊断 乙类

111103004 远程胎心监测 19.8 次 临床诊断 甲类

120100007 新生儿护理 25 日 护理费 甲类

120100008 新生儿特殊护理 5 项 护理费 甲类



120100008.10 新生儿干预 5 项 护理费 甲类

120100008.20 新生儿抚触 5 项 护理费 甲类

120100008.30 新生儿肛管排气 5 项 护理费 甲类

120100008.40 新生儿呼吸道清理 5 项 护理费 甲类

120100008.50 新生儿药浴 5 项 护理费 甲类

120100008.60 新生儿油浴 5 项 护理费 甲类

120100008.70 新生儿功能训练 5 项 护理费 甲类

120100008.80 新生儿脐带结扎 5 项 护理费 甲类

120400003 心内注射 10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120400003.01 心内注射(儿科加收) 1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120400004 动脉加压注射 10 次 一般治疗 甲类



120400004.01 动脉加压注射(儿科加收) 1 次 一般治疗 甲类

120400005 皮下输液 4 组 一般治疗 甲类

120400005.01 皮下输液(儿科加收) 0.4 组 一般治疗 甲类

120400007 小儿头皮静脉输液 8 组 一般治疗 甲类

120400007.01 小儿头皮静脉输液(使用微量泵、输液泵加收) 1 小时 一般治疗 非类

120400007.02 小儿头皮静脉输液(输液自动监视控制器加收) 1.5 小时 一般治疗 非类

120400007.03 小儿头皮静脉输液(超过一组加收) 2 组 一般治疗 甲类

120400007.10 小儿头皮静脉输血 8 组 一般治疗 甲类

120400008 静脉高营养治疗 40 次 一般治疗 甲类

120400008.01 静脉高营养治疗(儿科加收) 4 次 一般治疗 甲类

120400009 静脉切开置管术 50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120400009.01 静脉切开置管术(儿科加收) 5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120400010 静脉穿刺置管术 30 次 一般治疗 甲类

120400010.01 静脉穿刺置管术(儿科加收) 3 次 一般治疗 甲类

120400012 动脉穿刺置管术 60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120400012.01 动脉穿刺置管术(儿科加收) 6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120400012.02 动脉穿刺置管术(测压加收) 10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120400014 接种新冠病毒疫苗 100 剂 一般治疗 非类

121100002 特殊物理性降(升)温 30 天 一般治疗 甲类

121100002.01 特殊物理性降(升)温(儿科加收) 3 天 一般治疗 甲类

130100001 婴幼儿健康体检 8 次 临床诊断 乙类

130200001 儿童龋齿预防保健 5 次 临床诊断 乙类



130300001 家庭巡诊 5 次 出诊费 非类

130400001 围产保健访视 8 次 出诊费 非类

130500001 传染病访视 12 次 出诊费 非类

130600001 家庭病床建床费 5 次 出诊费 非类

130600002 家庭病床巡诊费 5 次 出诊费 甲类

1307.01 出诊费(往返里程在30公里以上加收) 20 次 出诊费 非类

130700001.01 出诊(副高及以上职称) 40 人次 出诊费 非类

130700001.02 出诊(中级及以下职称) 30 人次 出诊费 非类

130700001.11 出诊(急救出诊)(副高及以上职称) 40 人次 出诊费 非类

130700001.12 出诊(急救出诊)(中级及以下职称) 30 人次 出诊费 非类

150000001 查询调档费 4 份 复印费 非类



150000002.10 A4纸复印(10张以内) 0.3 张 复印费 非类

150000002.11 A4纸复印(10张以上) 0.2 张 复印费 非类

150000002.20 A3纸复印(10张以内) 0.6 张 复印费 非类

150000002.21 A3纸复印(10张以上) 0.4 张 复印费 非类

150000003 医学影像检查资料复印（复制）费 4 份 复印费 非类

150000004 缩微胶片复制费 4 张 复印费 非类

164011 全血200ml 220 200ML 输血费 乙类

164012 悬浮红细胞每单位(200ml全血制备)(重庆市血液中心) 210 每单位 输血费 乙类

164013
洗涤红细胞每单位(200ml全血制备)(重庆市血液中心)(已滤除白细

胞)
305 袋 输血费 乙类

164017 机采新鲜冰冻血浆200ml(重庆市血液中心) 236 袋 输血费 乙类

164019 手工分浓缩血小板每个单位(200ml全血制备)(重庆市血液中心) 100 袋 输血费 乙类



174096 RH阴性悬浮红细胞100ml(重庆市血液中心) 240 袋 输血费 乙类

174097 冷沉淀凝血因子每单位(200ml全血制备)(重庆市血液中心) 260 袋 输血费 乙类

174100 单采白细胞(每治疗量) 1400 次 输血费 乙类

185700 冰冻单采血小板(每治疗量) 1430 次 输血费 乙类

185827 全血200ml(已滤除白细胞) 240 200ML 输血费 乙类

185828 全血100m(l已滤除白细胞) 130 100ML 输血费 乙类

185829 全血50ml(已滤除白细胞) 70 50ML 输血费 乙类

185830 Rh阴性全血200ml(已滤除白细胞) 529 袋 输血费 乙类

185831 Rh阴性全血100ml(已滤除白细胞) 284 袋 输血费 乙类

185832 Rh阴性全血50ml(已滤除白细胞) 152 袋 输血费 乙类

185833
悬浮红细胞每单位(200ml全血制备)(重庆市血液中心)(已滤除白细

胞)
230 袋 输血费 乙类



185834 悬浮红细胞0.5单位(重庆市血液中心)(已滤除白细胞) 135 袋 输血费 乙类

185835 悬浮红细胞0.25单位(重庆市血液中心)(已滤除白细胞) 77 袋 输血费 乙类

185836 冰冻单采血小板(0.25个治疗量) 377 次 输血费 乙类

185841 机采新鲜冰冻血浆100ml(重庆市血液中心) 138 袋 输血费 乙类

185842 机采新鲜冰冻血浆50ml(重庆市血液中心) 79 袋 输血费 乙类

185843 手工分冰冻血浆100ml 40 袋 输血费 乙类

185844 手工分冰冻血浆50ml(重庆市血液中心) 30 袋 输血费 乙类

204865 全血400ml 440 400ML/袋 输血费 乙类

204866 全血400ml(已滤除白细胞) 460 400ML/袋 输血费 乙类

204867 全血300ml 330 300ML 输血费 乙类

204868 全血300ml(已滤除白细胞) 350 300ML 输血费 乙类



204869 Rh阴性全血400ml 1018 袋 输血费 乙类

204870 Rh阴性全血400ml(已滤除白细胞) 1038 袋 输血费 乙类

204871 Rh阴性全血300ml 764 袋 输血费 乙类

204872 Rh阴性全血300ml(已滤除白细胞) 784 袋 输血费 乙类

204873 悬浮红细胞2个单位(400ml全血制备)(重庆市血液中心) 420 2单位 输血费 乙类

204874
悬浮红细胞2个单位(400ml全血制备)(重庆市血液中心)(已滤除白细

胞)
440 2单位 输血费 乙类

204875 RH阴性悬浮红细胞2个单位(400ml全血制备)(重庆市血液中心) 960 袋 输血费 乙类

204876
RH阴性悬浮红细胞2个单位(400ml全血制备)(重庆市血液中心)(已滤

除白细胞)
980 袋 输血费 乙类

204877 悬浮红细胞1.5个单位(300ml全血制备)(重庆市血液中心) 315 1.5单位 输血费 乙类

204878
悬浮红细胞1.5个单位(300ml全血制备)(重庆市血液中心)(已滤除白

细胞)
335 1.5单位 输血费 乙类

204879 RH阴性悬浮红细胞1.5个单位(300ml全血制备)(重庆市血液中心) 720 袋 输血费 乙类



204880
RH阴性悬浮红细胞1.5个单位(300ml全血制备)(重庆市血液中心)(已

滤除白细胞)
740 袋 输血费 乙类

204881 RH阴性悬浮红细胞50ml/袋(100ml全血制备)(重庆市血液中心) 145 袋 输血费 乙类

204882
RH阴性悬浮红细胞50ml/袋(100ml全血制备)(重庆市血液中心)(已

滤除白细胞)
165 袋 输血费 乙类

204883 浓缩红细胞2个单位/袋(400ml悬浮红细胞制备)(重庆市血液中心) 460 袋 输血费 乙类

204884
浓缩红细胞2个单位/袋(400ml悬浮红细胞制备)(重庆市血液中心)(已

滤除白细胞)
480 袋 输血费 乙类

204885 浓缩红细胞1.5个单位/袋(300ml悬浮红细胞制备)(重庆市血液中心) 345 袋 输血费 乙类

204886
浓缩红细胞1.5个单位/袋(300ml悬浮红细胞制备)(重庆市血液中

心)(已滤除白细胞)
365 袋 输血费 乙类

204887 浓缩红细胞0.5个单位/袋(100ml悬浮红细胞制备)(重庆市血液中心) 143 袋 输血费 乙类

204888
浓缩红细胞0.5个单位/袋(100ml悬浮红细胞制备)(重庆市血液中

心)(已滤除白细胞)
163 袋 输血费 乙类

204889 洗涤红细胞2个单位/袋(400ml悬浮红细胞制备)(重庆市血液中心) 570 袋 输血费 乙类

204890
洗涤红细胞2个单位/袋(400ml悬浮红细胞制备)(重庆市血液中心)(已

滤除白细胞)
590 袋 输血费 乙类



204891 洗涤红细胞1.5个单位/袋(300ml悬浮红细胞制备)(重庆市血液中心) 428 袋 输血费 乙类

204892
洗涤红细胞1.5个单位/袋(300ml悬浮红细胞制备)(重庆市血液中

心)(已滤除白细胞)
448 袋 输血费 乙类

204893 洗涤红细胞0.5个单位/袋(100ml悬浮红细胞制备)(重庆市血液中心) 171 袋 输血费 乙类

204894
洗涤红细胞0.5个单位/袋(100ml悬浮红细胞制备)(重庆市血液中

心)(已滤除白细胞)
191 袋 输血费 乙类

204895 冰冻解冻去甘油红细胞1.5个单位/袋(300ml全血制备) 978 袋 输血费 乙类

204896
冰冻解冻去甘油红细胞1.5个单位/袋(300ml全血制备)(已滤除白细

胞)
998 袋 输血费 乙类

204897 冰冻解冻去甘油Rh阴性红细胞300ml全血制备 1344 袋 输血费 乙类

204898 冰冻解冻去甘油Rh阴性红细胞300ml全血制备(已滤除白细胞) 1364 袋 输血费 乙类

204899 手工分冰冻血浆150ml(重庆市血液中心) 70 袋 输血费 乙类

206531 冰冻解冻去甘油Rh阴性红细胞每单位(200ml全血制备) 896 袋 输血费 乙类

206533 浓缩红细胞每单位(200ml全血制备)(重庆市血液中心)已滤除白细胞) 250 袋 输血费 乙类



210101001 普通透视 4.4 每个部位 X线检查 甲类

210101001.01 普通透视(使用影像增强器电视屏加收) 3 次 X线检查 甲类

210101001.10 普通透视(胸) 4.4 部位 X线检查 甲类

210101001.20 普通透视(腹) 4.4 部位 X线检查 甲类

210101001.30 普通透视(盆腔) 4.4 部位 X线检查 甲类

210101001.40 普通透视(四肢) 4.4 部位 X线检查 甲类

210101002 食管钡餐透视 13.2 次 X线检查 甲类

210101002.01 食管钡餐透视(使用影像增强器电视屏加收) 5 次 X线检查 甲类

210101003 床旁透视与术中透视 44 次 X线检查 甲类

210101003.10 床旁透视与术中透视(透视下定位) 44 次 X线检查 甲类

210101004 C型臂床旁透视与术中透视 49.5 次 X线检查 甲类



210101004.01 C型臂床旁透视与术中透视(3D数字化C型臂引导定位收取) 300 小时 X线检查 非类

210101004.10 C型臂床旁透视与术中透视(透视下定位) 49.5 次 X线检查 甲类

210102.01 X线摄影(每增加一次曝光加收) 4 次 X线检查 甲类

210102.02 X线摄影(体层摄影每层加收) 2 次 X线检查 甲类

210102.03 X线摄影(加滤线器加收) 2 次 X线检查 甲类

210102.04 X线摄影(床旁或术中摄影加收) 30 次 X线检查 甲类

210102.05 X线摄影(尘肺、矽肺高仟伏摄片加收) 5 次 X线检查 甲类

210102001 5×7吋 12.1 片 X线检查 甲类

210102001.01 5×7吋(感绿片加收) 2.5 片 X线检查 乙类

210102001.02 5×7吋(激光湿片加收) 3.3 片 X线检查 乙类

210102001.03 5×7吋(激光干片加收) 10 片 X线检查 乙类



210102002 8×10吋 14.3 片 X线检查 甲类

210102002.01 8×10吋(感绿片加收) 5 片 X线检查 乙类

210102002.02 8×10吋(激光湿片加收) 6.3 片 X线检查 乙类

210102002.03 8×10吋(激光干片加收) 13 片 X线检查 乙类

210102003 10×12吋 16.5 片 X线检查 甲类

210102003.01 10×12吋(感绿片加收) 7 片 X线检查 乙类

210102003.02 10×12吋(激光湿片加收) 8.5 片 X线检查 乙类

210102003.03 10×12吋(激光干片加收) 15 片 X线检查 乙类

210102003.10 7×17吋 16.5 片 X线检查 甲类

210102003.11 7×17吋(感绿片加收) 7 片 X线检查 乙类

210102003.12 7×17吋(激光湿片加收) 8.5 片 X线检查 乙类



210102003.13 7×17吋(激光干片加收) 15 片 X线检查 乙类

210102004 11×14吋 19.8 片 X线检查 甲类

210102004.01 11×14吋(感绿片加收) 8.7 片 X线检查 乙类

210102004.02 11×14吋(激光湿片加收) 10.5 片 X线检查 乙类

210102004.03 11×14吋(激光干片加收) 17 片 X线检查 乙类

210102005 12×15吋 22 片 X线检查 甲类

210102005.01 12×15吋(感绿片加收) 10.5 片 X线检查 乙类

210102005.02 12×15吋(激光湿片加收) 12 片 X线检查 乙类

210102005.03 12×15吋(激光干片加收) 19 片 X线检查 乙类

210102006 14×14吋 23.1 片 X线检查 甲类

210102006.01 14×14吋(感绿片加收) 11 片 X线检查 乙类



210102006.02 14×14吋(激光湿片加收) 13.5 片 X线检查 乙类

210102006.03 14×14吋(激光干片加收) 20.5 片 X线检查 乙类

210102007 14×17吋 25.3 片 X线检查 甲类

210102007.01 14×17吋(感绿片加收) 13 片 X线检查 乙类

210102007.02 14×17吋(激光湿片加收) 15 片 X线检查 乙类

210102007.03 14×17吋(激光干片加收) 22 片 X线检查 乙类

210102008 牙片 9.9 片 X线检查 甲类

210102009 咬合片 13.2 片 X线检查 甲类

210102010 曲面体层摄影(颌全景摄影) 52.8 片 X线检查 乙类

210102010.01 曲面体层摄影(颌全景摄影)数字化加收 30 片 X线检查 乙类

210102011 头颅定位测量摄影 60.5 片 X线检查 乙类



210102011.01 头颅定位测量摄影(数字化加收) 20 片 X线检查 乙类

210102012 眼球异物定位摄影 55 片 X线检查 甲类

210102013 乳腺钼靶摄片8×10吋 33 片 X线检查 甲类

210102014 乳腺钼靶摄片10×12吋 44 片 X线检查 甲类

210102015 数字化X线摄影(DR) 38.5 曝光一次 X线检查 乙类

210102016 计算机X线摄影(ComputedRadiography,CR) 38.5 曝光一次 X线检查 乙类

210102017 非血管介入临床操作数字减影(DSA)引导 176 半小时 X线检查 非类

210102017.01 非血管介入临床操作数字减影(DSA)引导(三维成像处理收取) 300 次 X线检查 非类

210102018 乳腺三维断层X线摄影 500 双侧 X线检查 非类

210103.01 X线造影(使用数字化X线机加收) 50 次 X线检查 乙类

210103002 脑室碘水造影 148.5 次 X线检查 甲类



210103003 脊髓(椎管)造影 110 次 X线检查 甲类

210103004 椎间盘造影 132 次 X线检查 甲类

210103005 泪道造影 60.5 单侧 X线检查 甲类

210103006 副鼻窦造影 55 单侧 X线检查 甲类

210103007 颞下颌关节造影 44 单侧 X线检查 甲类

210103008 支气管造影 99 单侧 X线检查 甲类

210103009 乳腺导管造影 66 单侧 X线检查 甲类

210103010 唾液腺造影 66 单侧 X线检查 甲类

210103011 下咽造影 66 次 X线检查 甲类

210103012 食管造影 66 次 X线检查 甲类

210103012.10 食管低张气钡双重造影 66 次 X线检查 甲类



210103013 上消化道造影 110 次 X线检查 甲类

210103013.01 上消化道造影(全消化道造影加收) 50 次 X线检查 甲类

210103013.10 上消化道低张气钡双重造影 110 次 X线检查 甲类

210103014 胃肠排空试验 60.5 次 X线检查 甲类

210103015 小肠插管造影 132 次 X线检查 甲类

210103016 口服法小肠造影 99 次 X线检查 甲类

210103017 钡灌肠大肠造影 110 次 X线检查 甲类

210103017.10 钡灌肠大肠造影(低张气钡双重造影) 110 次 X线检查 甲类

210103017.20 钡灌肠大肠造影(排粪造影) 110 次 X线检查 甲类

210103018 腹膜后充气造影 99 次 X线检查 甲类

210103019 口服法胆囊造影 55 次 X线检查 甲类



210103020 静脉胆道造影 71.5 次 X线检查 甲类

210103021 经内镜逆行胰胆管造影(ERCP) 275 次 X线检查 乙类

210103022 经皮经肝胆道造影(PTC) 220 次 X线检查 乙类

210103023 T管造影 77 次 X线检查 甲类

210103024 静脉泌尿系造影 99 次 X线检查 甲类

210103025 逆行泌尿系造影 99 次 X线检查 甲类

210103026 肾盂穿刺造影 77 单侧 X线检查 甲类

210103027 膀胱造影 66 次 X线检查 甲类

210103027.10 膀胱造影(排泄性尿道造影) 66 次 X线检查 甲类

210103028 阴茎海绵体造影 77 次 X线检查 甲类

210103029 输精管造影 77 单侧 X线检查 甲类



210103030 子宫造影 88 次 X线检查 甲类

210103031 子宫输卵管碘油造影 110 次 X线检查 甲类

210103032 四肢淋巴管造影 88 单肢 X线检查 甲类

210103033 窦道及瘘管造影 77 次 X线检查 甲类

210103034 四肢关节造影 88 每个关节 X线检查 甲类

210103035 四肢血管造影 242 单肢 X线检查 甲类

210400001 院外影像学会诊 88 次 会诊费 非类

210400001.10 院外影像学会诊(X线片) 88 次 会诊费 非类

210400001.20 院外影像学会诊(MRI片) 88 次 会诊费 非类

210400001.30 院外影像学会诊(CT片) 88 次 会诊费 非类

210500001 红外热象检查 22 每个部位 影像学诊断 非类



210500001.10 红外热象检查(远红外热断层检查) 22 每个部位 影像学诊断 非类

210500002 红外线乳腺检查 33 单侧 影像学诊断 非类

220100001 A型超声检查 4.4 每个部位 超声检查 甲类

220100002 临床操作的A超引导 8.8 半小时 超声检查 非类

220100003 眼部A超 16.5 单侧 超声检查 甲类

220201001 单脏器B超检查 11 每个脏器 超声检查 甲类

220201002 B超常规检查 38.5 每部位 超声检查 甲类

220201002.01 B超常规检查(每增加一个部位加收) 20 每部位 超声检查 甲类

220201002.10 B超常规检查(胸部) 38.5 每部位 超声检查 甲类

220201002.20 B超常规检查(腹部) 38.5 每部位 超声检查 甲类

220201002.30 B超常规检查(胃肠道) 38.5 每部位 超声检查 甲类



220201002.40 B超常规检查(泌尿系) 38.5 每部位 超声检查 甲类

220201002.50 B超常规检查(妇科) 38.5 每部位 超声检查 甲类

220201002.60 B超常规检查(产科) 38.5 每部位 超声检查 甲类

220201003 胸腹水B超检查及穿刺定位 44 次 超声检查 甲类

220201004 胃肠充盈造影B超检查 44 次 超声检查 甲类

220201005 大肠灌肠造影B超检查 66 次 超声检查 甲类

220201006 输卵管超声造影 66 次 超声检查 甲类

220201007 浅表组织器官B超检查 38.5 每个部位 超声检查 甲类

220201007.01 浅表组织器官B超检查(每增加一个部位加收) 20 每个部位 超声检查 甲类

220201007.02 浅表组织器官B超检查(双眼及附属器) 38.5 每个部位 超声检查 甲类

220201007.03 浅表组织器官B超检查(双涎腺及颈部淋巴结) 38.5 每个部位 超声检查 甲类



220201007.04 浅表组织器官B超检查(甲状腺及颈部淋巴结) 38.5 每个部位 超声检查 甲类

220201007.05 浅表组织器官B超检查(乳腺及其引流区淋巴结) 38.5 每个部位 超声检查 甲类

220201007.06 浅表组织器官B超检查(四肢软组织) 38.5 每个部位 超声检查 甲类

220201007.07 浅表组织器官B超检查(阴囊、双侧睾丸、附睾) 38.5 每个部位 超声检查 甲类

220201007.08 浅表组织器官B超检查(小儿颅腔) 38.5 每个部位 超声检查 甲类

220201007.09 浅表组织器官B超检查(膝关节) 38.5 每个部位 超声检查 甲类

220201007.a0 浅表组织器官B超检查(体表肿物) 38.5 每个部位 超声检查 甲类

220201008 床旁B超检查 11 次 超声检查 甲类

220201008.01 床旁B超检查(术中B超检查加收) 30 次 超声检查 甲类

220201009 临床操作的B超引导 77 次 超声检查 乙类

220202001 经阴道B超检查 66 次 超声检查 甲类



220202002 经直肠B超检查 66 次 超声检查 甲类

220202003 临床操作的腔内B超引导 110 次 超声检查 非类

220203001 胃充盈及排空功能检查 49.5 次 超声检查 非类

220203002 小肠充盈及排空功能检查 49.5 次 超声检查 非类

220203003 胆囊和胆道收缩功能检查 49.5 次 超声检查 非类

220203004 胎儿生物物理相评分 27.5 次 超声检查 非类

220203005 膀胱残余尿量测定 44 次 超声检查 乙类

2203.01 彩色多普勒超声(床旁检查加收) 20 次 超声检查 乙类

220301001.01 彩色多普勒超声常规检查(每增加一个部位加收) 40 部位 超声检查 乙类

220301001.02 彩色多普勒超声常规检查(血管超声加收) 50 部位 超声检查 乙类

220301001.03 彩色多普勒超声常规检查(腹膜后肿物收取) 150 次 超声检查 乙类



220301001a 彩色多普勒超声常规检查(胸部) 99 次 超声检查 乙类

220301001b 彩色多普勒超声常规检查(腹部) 132 次 超声检查 乙类

220301001c 彩色多普勒超声常规检查(胃肠道) 121 次 超声检查 乙类

220301001d 彩色多普勒超声常规检查(泌尿系) 121 次 超声检查 乙类

220301001e 彩色多普勒超声常规检查(妇科) 88 次 超声检查 乙类

220301001e.01 彩色多普勒超声常规检查(妇科)经阴道彩超检查加收 50 次 超声检查 乙类

220301001f 彩色多普勒超声常规检查(产科) 88 次 超声检查 乙类

220301001f.01 彩色多普勒超声常规检查(产科)中期孕胎儿系统超声筛查加收 100 次 超声检查 非类

220301001g 彩色多普勒超声常规检查(男性生殖系统) 121 次 超声检查 乙类

220301002 浅表器官彩色多普勒超声检查 99 每个部位 超声检查 乙类

220301002.01 浅表器官彩色多普勒超声检查(每增加一个部位加收) 40 每个部位 超声检查 乙类



220301002.02 浅表器官彩色多普勒超声检查(双眼及附属器) 99 每个部位 超声检查 乙类

220301002.03 浅表器官彩色多普勒超声检查(双涎腺及颈部淋巴结) 99 每个部位 超声检查 乙类

220301002.04 浅表器官彩色多普勒超声检查(甲状腺及颈部淋巴结) 99 每个部位 超声检查 乙类

220301002.05 浅表器官彩色多普勒超声检查(乳腺及其引流区淋巴结) 99 每个部位 超声检查 乙类

220301002.06 浅表器官彩色多普勒超声检查(上肢或下肢软组织) 99 每个部位 超声检查 乙类

220301002.07 浅表器官彩色多普勒超声检查(阴囊、双侧睾丸、附睾) 99 每个部位 超声检查 乙类

220301002.08 浅表器官彩色多普勒超声检查(颅腔) 99 每个部位 超声检查 乙类

220301002.09 浅表器官彩色多普勒超声检查(体表包块) 99 每个部位 超声检查 乙类

220301002.a0 浅表器官彩色多普勒超声检查(关节) 99 每个部位 超声检查 乙类

220302001 颅内段血管彩色多普勒超声 121 次 超声检查 乙类

220302002 球后全部血管彩色多普勒超声 121 次 超声检查 乙类



220302003 颈部血管彩色多普勒超声 143 二根血管 超声检查 乙类

220302003.01 颈部血管彩色多普勒超声(每增加2根血管加收) 60 二根血管 超声检查 乙类

220302003.10 颈部血管彩色多普勒超声(颈动脉) 143 二根血管 超声检查 乙类

220302003.20 颈部血管彩色多普勒超声(颈静脉) 143 二根血管 超声检查 乙类

220302003.30 颈部血管彩色多普勒超声(椎动脉) 143 二根血管 超声检查 乙类

220302004 门静脉系彩色多普勒超声 110 次 超声检查 乙类

220302005 腹部大血管彩色多普勒超声 110 次 超声检查 乙类

220302006 四肢血管彩色多普勒超声 143 二根血管 超声检查 乙类

220302006.01 四肢血管彩色多普勒超声(每增加2根血管加收) 60 二根血管 超声检查 乙类

220302007 双肾及肾血管彩色多普勒超声 132 次 超声检查 乙类

220302008 左肾静脉“胡桃夹”综合征检查 121 次 超声检查 乙类



220302009 药物血管功能试验 143 次 超声检查 非类

220302010 脏器声学造影 154 次 超声检查 乙类

220302010.10 脏器声学造影(肿瘤声学造影) 154 次 超声检查 乙类

220302011 腔内彩色多普勒超声检查 143 次 超声检查 乙类

220302011.10 腔内彩色多普勒超声检查(经阴道) 143 次 超声检查 乙类

220302011.20 腔内彩色多普勒超声检查(经直肠) 143 次 超声检查 乙类

220302012 临床操作的彩色多普勒超声引导 143 次 超声检查 甲类

220302012.10 临床操作的彩色多普勒超声引导(术中操作) 143 次 超声检查 甲类

220302014 肝静脉超声检查 150 次 超声检查 非类

220400001 颅内多普勒血流图(TCD) 99 次 超声检查 乙类

220400001.01 颅内多普勒血流图(TCD)栓子检测加收 40 次 超声检查 乙类



220400001.02 颅内多普勒血流图(TCD)监测收取 15 小时 超声检查 乙类

220400001.03 颅内多普勒血流图(TCD)转颈试验收取 50 次 超声检查 乙类

220400001.04 颅内多普勒血流图(TCD)床旁加收 10 次 超声检查 乙类

220400001.10 颅内多普勒血流图(TCD)(压颈试验) 99 次 超声检查 乙类

220400002 四肢多普勒血流图 55 单肢 超声检查 乙类

220400003 多普勒小儿血压检测 11 次 超声检查 乙类

220500001 脏器灰阶立体成像 88 每个脏器 超声检查 非类

220500001.01 脏器灰阶立体成像(胎儿实时三维超声检查收取) 110 次 超声检查 非类

220500002 能量图血流立体成象 88 每个部位 超声检查 非类

220600001 普通心脏M型超声检查 16.5 次 超声检查 甲类

220600002 普通二维超声心动图 27.5 次 超声检查 甲类



220600003 床旁超声心动图 49.5 次 超声检查 甲类

220600004 心脏彩色多普勒超声 154 次 超声检查 乙类

220600004.01 心脏彩色多普勒超声(同时做左心功能测定加收) 40 次 超声检查 乙类

220600004.02 心脏彩色多普勒超声(胎儿检查加收) 40 次 超声检查 非类

220600004.03 心脏彩色多普勒超声(双胎以上加收) 70 次 超声检查 非类

220600005 常规经食管超声心动图 275 次 超声检查 乙类

220600006 术中经食管超声心动图 132 半小时 超声检查 非类

220600006.01 术中经食管超声心动图(每增加半小时加收) 80 每半小时 超声检查 非类

220600007 介入治疗的超声心动图监视 110 半小时 超声检查 非类

220600007.01 介入治疗的超声心动图监视(每增加半小时加收) 60 每半小时 超声检查 非类

220600008 右心声学造影 77 次 超声检查 甲类



220600008.01 右心声学造影(彩色多普勒加收) 60 次 超声检查 乙类

220600009 负荷超声心动图 77 次 超声检查 甲类

220600009.01 负荷超声心动图(彩色多普勒加收) 60 次 超声检查 乙类

220600009.10 负荷超声心动图(药物注射) 77 次 超声检查 甲类

220600009.20 负荷超声心动图(运动试验) 77 次 超声检查 甲类

220600010 左心功能测定 77 次 超声检查 甲类

220600010.01 左心功能测定(彩色多普勒加收) 60 次 超声检查 乙类

220700001 计算机三维重建技术(3DE) 22 单幅图片 超声检查 非类

220700002 声学定量(AQ) 38.5 次 超声检查 非类

220700002.10 声学定量(AQ)(声象图定量) 38.5 次 超声检查 非类

220700003 彩色室壁动力(CK) 38.5 次 超声检查 非类



220700004 组织多普勒显象(TDI) 38.5 次 超声检查 非类

220700005 心内膜自动边缘检测 38.5 次 超声检查 非类

220700006 室壁运动分析 38.5 次 超声检查 非类

220700007 心肌灌注超声检测 132 次 超声检查 非类

220800001 黑白热敏打印照片 5.5 片 超声检查 非类

220800002 彩色打印照片 11 片 超声检查 非类

220800003 黑白一次成象(波拉)照片 8.8 片 超声检查 甲类

220800004 彩色一次成象(波拉)照片 16.5 片 超声检查 乙类

220800005 超声多幅照相 13.2 片 超声检查 非类

220800006 彩色胶片照相 8.8 片 超声检查 非类

220800007 超声检查实时录象 22 次 超声检查 非类



220800008 超声计算机图文报告 8.8 次 超声检查 乙类

220800008.01 超声计算机图文报告(病理彩色图文报告(含图象分析)加收) 15 次 病理诊断 乙类

220800008.02 超声计算机图文报告(CT黑白图文报告收取) 3 次 CT检查 乙类

220800008.03 超声计算机图文报告(X光片黑白图文报告收取) 3 次 X线检查 乙类

220800008.10 超声计算机图文报告(窥镜图象报告) 8.8 次 临床诊断 乙类

230100001 脏器动态扫描 88 三次显象 核医学检查 甲类

230100001.01 脏器动态扫描(超过三次显象后，每增加一次加收) 20 次 核医学检查 甲类

230100002 脏器静态扫描 77 每个体位 核医学检查 甲类

230100002.01 脏器静态扫描(超过一个体位加收) 20 每个体位 核医学检查 甲类

2302.01 伽玛照相(图像融合加收) 10 次 核医学检查 非类

230200001 脑血管显象 198 次 核医学检查 乙类



230200002 脑显象 198 四个体位 核医学检查 乙类

230200002.01 脑显象(增加一个体位加收) 20 一个体位 核医学检查 乙类

230200003 脑池显象 198 四个时相 核医学检查 乙类

230200003.01 脑池显象(增加一个体位加收) 20 一个体位 核医学检查 乙类

230200004 脑室引流显象 198 次 核医学检查 非类

230200005 泪管显象 176 次 核医学检查 非类

230200006 甲状腺静态显象 110 每个体位 核医学检查 甲类

230200006.01 甲状腺静态显象(增加一个体位加收) 20 一个体位 核医学检查 甲类

230200007 甲状腺血流显象 198 次 核医学检查 甲类

230200008 甲状腺有效半衰期测定 27.5 次 核医学检查 甲类

230200009 甲状腺激素抑制显象 99 次 核医学检查 甲类



230200010 促甲状腺激素兴奋显象 99 次 核医学检查 甲类

230200011 甲状旁腺显象 143 二个时相 核医学检查 乙类

230200011.01 甲状旁腺显象(增加一个时相加收) 20 一个时相 核医学检查 乙类

230200012 静息心肌灌注显象 198 三个体位 核医学检查 乙类

230200012.01 静息心肌灌注显象(增加一个体位加收) 20 一个体位 核医学检查 乙类

230200013 负荷心肌灌注显象 209 三个体位 核医学检查 乙类

230200013.01 负荷心肌灌注显象(增加一个体位加收) 20 一个体位 核医学检查 乙类

230200014 静息门控心肌灌注显象 198 三个体位 核医学检查 乙类

230200014.01 静息门控心肌灌注显象(增加一个体位加收) 20 一个体位 核医学检查 乙类

230200015 负荷门控心肌灌注显象 209 三个体位 核医学检查 乙类

230200015.01 负荷门控心肌灌注显象(增加一个体位加收) 20 一个体位 核医学检查 乙类



230200016 首次通过法心血管显象 209 次 核医学检查 乙类

230200016.01 首次通过法心血管显象(不做心室功能测定) 189 次 核医学检查 乙类

230200017 平衡法门控心室显象 198 三个体位 核医学检查 乙类

230200017.01 平衡法门控心室显象(增加一个体位加收) 20 一个体位 核医学检查 乙类

230200018 平衡法负荷门控心室显象 209 三个体位 核医学检查 乙类

230200018.01 平衡法负荷门控心室显象(增加一个体位加收) 20 一个体位 核医学检查 乙类

230200019 急性心肌梗塞灶显象 198 三个体位 核医学检查 乙类

230200019.01 急性心肌梗塞灶显象(增加一个体位加收) 20 一个体位 核医学检查 乙类

230200020 动脉显象 176 次 核医学检查 乙类

230200021 门脉血流测定显象 187 次 核医学检查 乙类

230200022 门体分流显象 187 次 核医学检查 乙类



230200023 下肢深静脉显象 198 次 核医学检查 乙类

230200024 局部淋巴显象 154 一个体位 核医学检查 乙类

230200024.01 局部淋巴显象(增加一个体位加收) 20 一个体位 核医学检查 乙类

230200025 肺灌注显象 198 六个体位 核医学检查 乙类

230200025.01 肺灌注显象(增加一个体位加收) 20 一个体位 核医学检查 乙类

230200026 肺通气显象 209 六个体位 核医学检查 非类

230200026.01 肺通气显象(增加一个体位加收) 20 一个体位 核医学检查 非类

230200027 唾液腺静态显象 143 三个体位 核医学检查 非类

230200028 唾液腺动态显象 165 次 核医学检查 非类

230200029 食管通过显象 165 次 核医学检查 非类

230200030 胃食管返流显象 165 次 核医学检查 非类



230200031 十二指肠胃返流显象 165 次 核医学检查 乙类

230200032 胃排空试验 165 次 核医学检查 乙类

230200032.01 胃排空试验(固体胃排空试验加收) 30 次 核医学检查 乙类

230200033 异位胃粘膜显象 165 次 核医学检查 非类

230200034 消化道出血显象 165 小时 核医学检查 甲类

230200034.01 消化道出血显象(一小时后延迟显象加收) 20 次 核医学检查 甲类

230200035 肝胶体显象 143 三个体位 核医学检查 非类

230200035.01 肝胶体显象(增加一个体位加收) 20 一个体位 核医学检查 非类

230200036 肝血流显象 165 次 核医学检查 甲类

230200037 肝血池显象 198 二个时相 核医学检查 甲类

230200037.01 肝血池显象(每增一个时相加收) 20 一个时相 核医学检查 甲类



230200037.02 肝血池显象(只做一个时相时收取) 160 次 核医学检查 甲类

230200038 肝胆动态显象 220 次 核医学检查 甲类

230200039 脾显象 154 次 核医学检查 甲类

230200040 胰腺显象 154 次 核医学检查 非类

230200043 肾上腺皮质显象 176 72小时 核医学检查 非类

230200043.01 肾上腺皮质显象(延迟显象加收) 20 次 核医学检查 非类

230200044 地塞米松抑制试验肾上腺皮质显象 176 72小时 核医学检查 非类

230200044.01 地塞米松抑制试验肾上腺皮质显象(延迟显象加收) 20 次 核医学检查 非类

230200045 肾动态显象 187 次 核医学检查 乙类

230200046 肾动态显象＋肾小球滤过率(GFR)测定 198 次 核医学检查 乙类

230200046.01 肾动态显象＋肾小球滤过率(GFR)测定(同时加作(ERPF)加收) 90 次 核医学检查 乙类



230200047 肾动态显象＋肾有效血浆流量(ERPF)测定 198 次 核医学检查 乙类

230200047.01 肾动态显象＋肾有效血浆流量(ERPF)测定(同时加作(GFR)加收) 90 次 核医学检查 乙类

230200048 介入肾动态显象 198 次 核医学检查 乙类

230200049 肾静态显象 154 二个体位 核医学检查 乙类

230200049.01 肾静态显象(每增加一个体位加收) 20 一个体位 核医学检查 乙类

230200050 膀胱输尿管返流显象 154 次 核医学检查 非类

230200050.10 膀胱输尿管返流显象(直接法) 154 次 核医学检查 非类

230200050.20 膀胱输尿管返流显象(间接法) 154 次 核医学检查 非类

230200052 阴囊显象 154 次 核医学检查 非类

230200053 局部骨显象 165 二个体位 核医学检查 甲类

230200053.01 局部骨显象(每增加一个体位加收) 20 一个体位 核医学检查 甲类



230200054 骨三相显象 220 次 核医学检查 甲类

230200055 骨密度测定 55 次 核医学检查 甲类

230200055.01 骨密度测定(双光子(或多能)加收) 50 次 核医学检查 甲类

230200055.10 骨密度测定(定量超声骨密度测定收取) 70 次 核医学检查 甲类

230200056 红细胞破坏部位测定 198 次 核医学检查 非类

230200057 炎症局部显象 165 二个体位 核医学检查 非类

230200057.01 炎症局部显象(每增加一个体位加收) 20 一个体位 核医学检查 非类

230200058 亲肿瘤局部显象 165 每个体位 核医学检查 乙类

230200058.01 亲肿瘤局部显象(每增加一个体位加收) 20 一个体位 核医学检查 乙类

230200059 放射免疫显象 253 次 核医学检查 非类

230200060 放射受体显象 253 次 核医学检查 非类



2303.01 单光子发射计算机断层显象(SPECT)采用多探头加收 50 次 核医学检查 乙类

2303.02 单光子发射计算机断层显象(SPECT)符合探测显象加收 40 次 核医学检查 乙类

2303.03 单光子发射计算机断层显象(SPECT)透射显像衰减校正加收 30 次 核医学检查 乙类

230300001 脏器断层显像 220 次 核医学检查 乙类

230300001.01 脏器断层显像(增加时相加收) 50 次 核医学检查 非类

230300001.02 脏器断层显像(增加门控加收) 50 次 核医学检查 非类

230300001.10 脏器断层显像(脏器) 220 次 核医学检查 乙类

230300001.20 脏器断层显像(脏器血流) 220 次 核医学检查 乙类

230300001.30 脏器断层显像(脏器血池) 220 次 核医学检查 乙类

230300001.40 脏器断层显像(静息灌注) 220 次 核医学检查 乙类

230300002 全身显像 220 次 核医学检查 乙类



230300002.01 全身显像(增加局部显像加收) 50 次 核医学检查 非类

230300003 18氟－脱氧葡萄糖断层显象 407 次 核医学检查 非类

230300003.10 18氟－脱氧葡萄糖断层显象(脑) 407 次 核医学检查 非类

230300003.20 18氟－脱氧葡萄糖断层显象(心肌代谢) 407 次 核医学检查 非类

230300003.30 18氟－脱氧葡萄糖断层显象(肿瘤) 407 次 核医学检查 非类

230300004 肾上腺髓质断层显象 253 次 核医学检查 非类

230300005 负荷心肌灌注断层显象 275 次 核医学检查 非类

230300005.01 负荷心肌灌注断层显象(增加门控加收) 50 次 核医学检查 非类

230500002 甲状腺摄131碘试验 33 二次 核医学检查 甲类

230500002.01 甲状腺摄131碘试验(超过2次以上加收) 6 二次 核医学检查 甲类

230500003 甲状腺激素抑制试验 22 二次 核医学检查 甲类



230500003.01 甲状腺激素抑制试验(超过2次以上加收) 5 二次 核医学检查 甲类

230500004 过氯酸钾释放试验 33 二次 核医学检查 甲类

230500004.01 过氯酸钾释放试验(超过2次以上加收) 6 二次 核医学检查 甲类

230500005 心功能测定 44 次 核医学检查 甲类

230500006 血容量测定 49.5 次 核医学检查 甲类

230500007 红细胞寿命测定 49.5 次 核医学检查 甲类

230500008 肾图 71.5 次 核医学检查 甲类

230500008.01 肾图(无计算机设备) 51.5 次 核医学检查 甲类

230500009 介入肾图 77 次 核医学检查 甲类

230500009.01 介入肾图(无计算机设备) 57 次 核医学检查 甲类

230500010 肾图＋肾小球滤过率测定 88 次 核医学检查 甲类



230500011 肾图＋肾有效血浆流量测定 88 次 核医学检查 甲类

230500012 24小时尿131碘排泄试验 35.2 次 核医学检查 乙类

230500014 14碳呼气试验 39.6 次 核医学检查 非类

230500014.10 14碳呼气试验(各类呼气试验) 39.6 次 核医学检查 非类

231608 储血费 10 袋 输血费 乙类

231615 冰冻单采少白细胞血小板(0.25个治疗量)(已滤除白细胞) 427 0.25治疗量 输血费 乙类

231616 冰冻单采少白细胞血小板(每治疗量)(已滤除白细胞) 1630 每治疗量 输血费 乙类

231619 冰冻解冻去甘油红细胞每单位(200ml全血制备) 652 袋 输血费 乙类

231623 病毒灭活(重庆市血液中心) 80 袋 输血费 乙类

231625 单采少白细胞血小板(每治疗量)(已滤除白细胞) 1600 每治疗量 输血费 乙类

231627 单采血小板(每治疗量) 1400 次 输血费 乙类



231649 手工分浓缩血小板(每个单位)(重庆市血液中心)(已滤除白细胞) 120 袋 输血费 乙类

2401.01 放射治疗计划及剂量计算(疗程中修改计划加收) 20 次 放射治疗 非类

240100001 人工制定治疗计划(简单) 38.5 疗程 放射治疗 乙类

240100002 人工制定治疗计划(复杂) 77 疗程 放射治疗 乙类

240100002.01 人工制定治疗计划(复杂)(多叶光栅形状设计(MLP)加收) 50 疗程 放射治疗 乙类

240100003 计算机治疗计划系统(TPS) 495 疗程 放射治疗 乙类

240100004 特定计算机治疗计划系统 605 疗程 放射治疗 甲类

240100004.01 特定计算机治疗计划系统(三维适形加收) 350 疗程 放射治疗 非类

240100004.02 特定计算机治疗计划系统(逆向调强治疗计划加收) 1000 疗程 放射治疗 非类

240100004.03 特定计算机治疗计划系统(中子刀计划加收) 300 疗程 放射治疗 非类

240100004.10 特定计算机治疗计划系统(加速器适形) 605 疗程 放射治疗 甲类



240100004.20 特定计算机治疗计划系统(伽玛刀) 605 疗程 放射治疗 甲类

240100004.30 特定计算机治疗计划系统(X刀) 605 疗程 放射治疗 甲类

240100004.40 特定计算机治疗计划系统(中子刀之TPS) 605 疗程 放射治疗 甲类

240100004.50 特定计算机治疗计划系统(逆向调强TPS及优化) 605 疗程 放射治疗 甲类

240100005a 调强治疗射野影像监测 198 每照射野、次 放射治疗 非类

240100005b 胶片剂量监控 110 张 放射治疗 非类

240100005c 半导体剂量监控 88 次 放射治疗 非类

240100005d 电离室剂量监控 88 次 放射治疗 非类

240100006 表面光学实时监控 120 次 放射治疗 非类

240100007 在体剂量验证 200 次 放射治疗 非类

2402.01 模拟定位(疗程中修改定位加收) 20 疗程 放射治疗 非类



2402.02 模拟定位(疗程中定位验证加收) 20 疗程 放射治疗 非类

240200001 简易定位 165 疗程 放射治疗 乙类

240200001.10 简易定位(X线机) 165 疗程 放射治疗 乙类

240200001.20 简易定位(B超) 165 疗程 放射治疗 乙类

240200001.30 简易定位(CT) 165 疗程 放射治疗 乙类

240200002 专用X线机模拟定位 55 每照射野 放射治疗 乙类

240200002.01 专用X线机模拟定位(模拟机拍片) 60 张 放射治疗 乙类

240200002.02 专用X线机模拟定位(模拟机图象传输) 60 张 放射治疗 非类

240200002.03 专用X线机模拟定位(模拟机穿刺定位) 200 次 放射治疗 非类

240200003 专用X线机复杂模拟定位 990 疗程 放射治疗 乙类

240200003.01 专用X线机复杂模拟定位(二维TPS的CT定位) 490 次 放射治疗 乙类



240200003.10 专用X线机复杂模拟定位(X刀复杂模拟定位) 990 疗程 放射治疗 乙类

240200003.20 专用X线机复杂模拟定位(γ刀复杂模拟定位) 990 疗程 放射治疗 乙类

240200003.30 专用X线机复杂模拟定位(CT复杂模拟定位) 990 疗程 放射治疗 乙类

240200003.40 专用X线机复杂模拟定位(核磁共振模拟定位) 990 疗程 放射治疗 乙类

240300002 60钴外照射(固定照射) 49.5 每照射野 放射治疗 甲类

240300003 60钴外照射(特殊照射) 71.5 每照射野 放射治疗 甲类

240300003.10 60钴外照射(特殊照射)(旋转) 71.5 每照射野 放射治疗 甲类

240300003.20 60钴外照射(特殊照射)(弧形) 71.5 每照射野 放射治疗 甲类

240300003.30 60钴外照射(特殊照射)(楔形滤板) 71.5 每照射野 放射治疗 甲类

240300004 直线加速器放疗(固定照射) 77 每照射野 放射治疗 乙类

240300004.01 直线加速器放疗(固定照射)使用多叶光栅模拟不规则野加收 30 每照射野 放射治疗 乙类



240300004.02 直线加速器放疗(固定照射)使用个体化铅档块模拟不规则野加收 20 每照射野 放射治疗 乙类

240300005 直线加速器放疗(特殊照射) 121 每照射野 放射治疗 乙类

240300005.10 直线加速器放疗(特殊照射)(旋转) 121 每照射野 放射治疗 乙类

240300005.20 直线加速器放疗(特殊照射)(门控) 121 每照射野 放射治疗 乙类

240300005.30 直线加速器放疗(特殊照射)(弧形) 121 每照射野 放射治疗 乙类

240300005.40 直线加速器放疗(特殊照射)(楔形滤板) 121 每照射野 放射治疗 乙类

240300006 直线加速器适形治疗 198 每照射野 放射治疗 乙类

240300007 X刀治疗 9900 疗程 放射治疗 非类

240300007.01 X刀治疗(超过6个靶点，增加一个靶点加收) 1000 一个靶点 放射治疗 非类

240300008a 伽玛刀治疗 11000 疗程 放射治疗 乙类

240300008a.01 伽玛刀治疗(超过2个靶点，增加一个靶点加收) 1000 一个靶点 放射治疗 非类



240300008b 伽玛刀治疗(全身) 13200 疗程 放射治疗 乙类

240300008b.01伽玛刀治疗(每增加一次放射治疗收取) 1200 次 放射治疗 非类

240300009 不规则野大面积照射 495 每照射野 放射治疗 甲类

240300010 半身照射 5500 疗程 放射治疗 乙类

240300011 全身60钴照射 5500 疗程 放射治疗 非类

240300012 全身X线照射 11000 疗程 放射治疗 乙类

240300013 全身电子线照射 1430 每照射野 放射治疗 乙类

240300014 术中放疗 5500 次 放射治疗 非类

240300015a 适形放射治疗 605 次 放射治疗 甲类

240300015b 调强放射治疗 1210 次 放射治疗 甲类

240300017 浅层X线放射治疗 600 次 放射治疗 非类



240400001 浅表部位后装治疗 495 次 放射治疗 乙类

240400002 腔内后装放疗 605 次 放射治疗 乙类

240400003 组织间插置放疗 605 次 放射治疗 乙类

240400004 手术置管放疗 605 次 放射治疗 非类

240400005 皮肤贴敷后装放疗 385 次 放射治疗 非类

240400007 快中子后装治疗(中子刀) 3300 次 放射治疗 乙类

240500001 合金模具设计及制作 143 次 放射治疗 乙类

240500001.01 合金模具设计及制作(光子制模加收) 50 次 放射治疗 乙类

240500002 填充模具设计及制作 33 次 放射治疗 非类

240500002.01 填充模具设计及制作(复杂模具加收) 40 次 放射治疗 非类

240500003 补偿物设计及制作 33 次 放射治疗 非类



240500003.01 补偿物设计及制作(三维补偿物加收) 40 次 放射治疗 非类

240500004 面模设计及制作 396 次 放射治疗 乙类

240500004.01 面模设计及制作(颈肩膜加收) 100 次 放射治疗 乙类

240500004.02 面模设计及制作(腹膜加收) 100 次 放射治疗 乙类

240500004.03 面模设计及制作(胸膜加收) 100 次 放射治疗 乙类

240500004.04 面模设计及制作(体模加收) 300 次 放射治疗 乙类

240500005 体架 16.5 次 放射治疗 乙类

240500005.10 体架(乳腺治疗托架) 16.5 次 放射治疗 乙类

240500005.20 体架(头架) 16.5 次 放射治疗 乙类

240500006 斗蓬野模具设计及制作 2200 次 放射治疗 非类

240500006.10 斗蓬野模具设计及制作(倒Y野) 2200 次 放射治疗 非类



240700001 深部热疗 330 次 放射治疗 乙类

240700001.01 深部热疗(多弹头射频消融治疗收取) 10000 次 放射治疗 非类

240700001.10 深部热疗(超声) 330 次 放射治疗 乙类

240700001.20 深部热疗(电磁波) 330 次 放射治疗 乙类

240700003 体表肿瘤电化学治疗 550 次 放射治疗 甲类

250101001 血红蛋白测定(Hb) 1 项 实验室诊断 甲类

250101001.01 血红蛋白测定(Hb)干化学法(床旁)加收 20 项 实验室诊断 非类

250101002 红细胞计数(RBC) 1 项 实验室诊断 甲类

250101003 红细胞比积测定(HCT) 1 项 实验室诊断 甲类

250101004 红细胞参数平均值测定 1.5 次 实验室诊断 甲类

250101005 网织红细胞计数(Ret) 1.5 项 实验室诊断 甲类



250101005.01 网织红细胞计数(Ret)(仪器法加收) 2 项 实验室诊断 非类

250101005.02 网织红细胞计数(Ret)(流式细胞仪法加收) 10 项 实验室诊断 非类

250101006 嗜碱性点彩红细胞计数 1.5 项 实验室诊断 甲类

250101007 异常红细胞形态检查 1.5 项 实验室诊断 甲类

250101008 红细胞沉降率测定(ESR) 1.5 项 实验室诊断 甲类

250101008.01 红细胞沉降率测定(ESR)(仪器法加收) 2 项 实验室诊断 非类

250101009 白细胞计数(WBC) 1 项 实验室诊断 甲类

250101010 白细胞分类计数(DC) 1 项 实验室诊断 甲类

250101011 嗜酸性粒细胞直接计数 1.5 项 实验室诊断 甲类

250101011.10 嗜酸性粒细胞直接计数(嗜碱性粒细胞直接计数) 1.5 项 实验室诊断 甲类

250101011.20 嗜酸性粒细胞直接计数(淋巴细胞直接计数) 1.5 项 实验室诊断 甲类



250101011.30 嗜酸性粒细胞直接计数(单核细胞直接计数) 1.5 项 实验室诊断 甲类

250101012 异常白细胞形态检查 2.5 项 实验室诊断 甲类

250101013 浓缩血恶性组织细胞检查 6 项 实验室诊断 乙类

250101014 血小板计数 1 项 实验室诊断 甲类

250101015 血细胞分析 7 次 实验室诊断 甲类

250101015.01 血细胞分析(三分类加收) 2 项 实验室诊断 甲类

250101015.02 血细胞分析(五分类加收) 7 项 实验室诊断 甲类

250101016 出血时间测定(BT) 0.5 项 实验室诊断 甲类

250101017 出血时间测定 10 项 实验室诊断 甲类

250101018 凝血时间测定(CT) 2 项 实验室诊断 甲类

250101019 红斑狼疮细胞检查(LEC) 8 项 实验室诊断 甲类



250101020 血浆渗量试验 14 项 实验室诊断 甲类

250101023 呼气内源性CO分析 300 次 实验室诊断 非类

250101024 外周血血细胞图文分析诊断 135 次 实验室诊断 非类

250102001 尿常规检查 4 次 实验室诊断 甲类

250102002 尿酸碱度测定 1 项 实验室诊断 甲类

250102002.10 尿酸碱度测定(血浆酸碱度测定) 1 项 实验室诊断 甲类

250102003 尿比重测定 1 项 实验室诊断 甲类

250102004 渗透压检查 25 项 实验室诊断 甲类

250102005 尿蛋白定性 1 项 实验室诊断 甲类

250102006 尿蛋白定量 3 项 实验室诊断 甲类

250102006.01 尿蛋白定量(其他化学法加收) 2 项 实验室诊断 非类



250102007 尿本-周氏蛋白定性检查 2 项 实验室诊断 甲类

250102008 尿肌红蛋白定性检查 2 项 实验室诊断 甲类

250102009 尿血红蛋白定性检查 1 项 实验室诊断 甲类

250102009.01 尿血红蛋白定性检查(单克隆法加收) 10 项 实验室诊断 非类

250102010 尿糖定性试验 1 项 实验室诊断 甲类

250102011 尿糖定量测定 5 项 实验室诊断 甲类

250102012 尿酮体定性试验 1 项 实验室诊断 甲类

250102013 尿三胆检查 4 项 实验室诊断 甲类

250102013.10 尿三胆检查(尿二胆检查) 4 项 实验室诊断 甲类

250102014 尿含铁血黄素定性试验 3 项 实验室诊断 甲类

250102015 尿三氯化铁试验 3 项 实验室诊断 非类



250102016 尿乳糜定性检查 3 项 实验室诊断 甲类

250102017 尿卟啉定性试验 3 项 实验室诊断 非类

250102018 尿黑色素测定 3 项 实验室诊断 非类

250102019 尿浓缩稀释试验 3 项 实验室诊断 甲类

250102020 尿酚红排泄试验(PSP) 4 项 实验室诊断 甲类

250102021 尿妊娠试验 2 项 实验室诊断 甲类

250102021.01 尿妊娠试验(金标法加收) 3 项 实验室诊断 非类

250102022 卵泡刺激素(LH)排卵预测 5 项 实验室诊断 非类

250102023 尿沉渣镜检 3 项 实验室诊断 甲类

250102024 尿沉渣定量 3 项 实验室诊断 甲类

250102024.01 尿沉渣定量(流式尿沉渣仪法加收) 12 项 实验室诊断 甲类



250102025 尿液爱迪氏计数(Addis) 4 项 实验室诊断 甲类

250102026 尿三杯试验 3 项 实验室诊断 甲类

250102027 一小时尿沉渣计数 4 项 实验室诊断 甲类

250102027.01 一小时尿沉渣计数(流式尿沉渣仪法加收) 12 项 实验室诊断 非类

250102028 一小时尿细胞排泄率 4 项 实验室诊断 甲类

250102028.01 一小时尿细胞排泄率(流式尿沉渣仪法加收) 12 项 实验室诊断 非类

250102029 尿沉渣白细胞分类 1.5 项 实验室诊断 非类

250102030 尿十二小时E/C值测定 3 项 实验室诊断 非类

250102031 尿中病毒感染细胞检查 4 项 实验室诊断 非类

250102032 尿中包涵体检查 3 项 实验室诊断 非类

250102033 尿酸化功能测定 9 项 实验室诊断 非类



250102034 尿红细胞位相 8 项 实验室诊断 非类

250102034.01 尿红细胞位相(图象分析仪法加收) 5 项 实验室诊断 非类

250102035 尿液分析 5 次 实验室诊断 甲类

250102035.01 尿液分析(10-11项加收) 4 次 实验室诊断 甲类

250102035.02 尿液分析(同时加做尿微量白蛋白加收) 4 次 实验室诊断 甲类

250103001 粪便常规 3 次 实验室诊断 甲类

250103002 隐血试验 1 项 实验室诊断 甲类

250103002.01 隐血试验(免疫法加收) 10 项 实验室诊断 甲类

250103003 粪胆素检查 1 项 实验室诊断 甲类

250103004 粪便乳糖不耐受测定 1 项 实验室诊断 非类

250103005 粪苏丹III染色检查 2 项 实验室诊断 非类



250104001 胸腹水常规检查 6 次 实验室诊断 甲类

250104002 胸腹水特殊检查 12 次 实验室诊断 甲类

250104002.01 胸腹水特殊检查(AgNOR检查加收) 10 次 实验室诊断 非类

250104002.02 胸腹水特殊检查(染色体检查加收) 20 次 实验室诊断 非类

250104003 脑脊液常规检查(CSF) 6 次 实验室诊断 甲类

250104004 精液常规检查 10 次 实验室诊断 甲类

250104004.01 精液常规检查(彩色图像分析加收) 5 次 实验室诊断 非类

250104005 精液酸性磷酸酶测定 7 项 实验室诊断 非类

250104006 精液果糖测定 7 项 实验室诊断 非类

250104007 精液α－葡萄糖苷酶测定 7 项 实验室诊断 非类

250104008 精子运动轨迹分析 3 项 实验室诊断 非类



250104009 精子顶体完整率检查 5 项 实验室诊断 非类

250104010 精子受精能力测定 6 项 实验室诊断 非类

250104011 精子结合抗体测定 10 项 实验室诊断 非类

250104012 精子畸形率测定 3 项 实验室诊断 非类

250104012.01 精子畸形率测定(染色形态分析收取) 220 项 实验室诊断 非类

250104013 前列腺液常规检查 2 项 实验室诊断 甲类

250104014 阴道分泌物检查 3 次 实验室诊断 甲类

250104015 羊水结晶检查 2 项 实验室诊断 非类

250104016 胃液常规检查 3 次 实验室诊断 甲类

250104017 十二指肠引流液及胆汁检查 4 次 实验室诊断 甲类

250104018 痰液常规检查 3 次 实验室诊断 甲类



250104019 各种穿刺液常规检查 3 次 实验室诊断 甲类

250104020 精子低渗肿胀试验 30 项 实验室诊断 非类

250104026 精子顶体酶活性定量测定 90 项 实验室诊断 非类

250104027 精浆弹性硬蛋白酶定量测定 35 项 实验室诊断 非类

250104028 精浆(全精)乳酸脱氢酶X同工酶定量检测 40 项 实验室诊断 非类

250104028.10 精浆(全精)乳酸脱氢酶X同工酶定量检测(精浆果糖定量测定) 40 项 实验室诊断 非类

250104029 精浆中性a－葡萄糖苷酶活性测定 70 项 实验室诊断 非类

250104030 精液白细胞过氧化物酶染色检查 45 项 实验室诊断 非类

250104031 精浆锌测定 65 项 实验室诊断 非类

250104032 精浆柠檬酸测定 110 项 实验室诊断 非类

250104033 精子膜表面抗体免疫珠试验 70 项 实验室诊断 非类



250104033.10 精子膜表面抗体免疫珠试验(IgG) 70 项 实验室诊断 非类

250104033.20 精子膜表面抗体免疫珠试验(IgA) 70 项 实验室诊断 非类

250104033.30 精子膜表面抗体免疫珠试验(IgM) 70 项 实验室诊断 非类

250104035 抗精子抗体混合凝集试验 50 次 实验室诊断 非类

250201001 骨髓涂片细胞学检验 66 次 实验室诊断 甲类

250201001.10 骨髓涂片细胞学检验(外周血涂片疑难细胞学检验) 66 次 实验室诊断 甲类

250201002 骨髓有核细胞计数 11 项 实验室诊断 甲类

250201003 骨髓巨核细胞计数 11 项 实验室诊断 甲类

250201004 造血干细胞计数 33 项 实验室诊断 甲类

250201004.01 造血干细胞计数(流式细胞仪法加收) 60 项 实验室诊断 非类

250201005 骨髓造血祖细胞培养 110 项 实验室诊断 甲类



250201005.10 骨髓造血祖细胞培养(粒－单系) 110 项 实验室诊断 甲类

250201005.20 骨髓造血祖细胞培养(红细胞系) 110 项 实验室诊断 甲类

250201006 白血病免疫分型 33 项 实验室诊断 甲类

250201006.01 白血病免疫分型(酶免法加收) 20 项 实验室诊断 非类

250201006.02 白血病免疫分型(流式细胞仪法加收) 60 项 实验室诊断 非类

250201007 骨髓特殊染色及酶组织化学染色检查 27.5 项 实验室诊断 甲类

250201008 白血病抗原检测 55 项 实验室诊断 甲类

250201009 白血病残留病灶检测 242 项 实验室诊断 乙类

250202001 红细胞包涵体检查 2.2 项 实验室诊断 甲类

250202002 血浆游离血红蛋白测定 5.5 项 实验室诊断 甲类

250202003 血清结合珠蛋白测定(HP) 5.5 项 实验室诊断 甲类



250202003.01 血清结合珠蛋白测定(HP)(免疫比浊法加收) 5 项 实验室诊断 非类

250202003.02 血清结合珠蛋白测定(HP)(手工电泳法加收) 15 项 实验室诊断 非类

250202004 高铁血红素白蛋白过筛试验 5.5 项 实验室诊断 非类

250202005 红细胞自身溶血过筛试验 5.5 项 实验室诊断 甲类

250202006 红细胞自身溶血及纠正试验 8.8 项 实验室诊断 甲类

250202007 红细胞渗透脆性试验 5.5 项 实验室诊断 甲类

250202008 红细胞孵育渗透脆性试验 8.8 项 实验室诊断 非类

250202009 热溶血试验 4.4 项 实验室诊断 甲类

250202010 冷溶血试验 4.4 项 实验室诊断 甲类

250202011 蔗糖溶血试验 4.4 项 实验室诊断 甲类

250202012 血清酸化溶血试验(Ham) 5.5 项 实验室诊断 甲类



250202013 酸化甘油溶血试验 5.5 项 实验室诊断 甲类

250202014 微量补体溶血敏感试验 8.8 项 实验室诊断 非类

250202015 蛇毒因子溶血试验 16.5 项 实验室诊断 非类

250202016 高铁血红蛋白还原试验(MHB—RT) 5.5 次 实验室诊断 甲类

250202017 葡萄糖6—磷酸脱氢酶荧光斑点试验 8.8 项 实验室诊断 甲类

250202018 葡萄糖6－磷酸脱氢酶活性检测 13.2 项 实验室诊断 甲类

250202019 变性珠蛋白小体检测(Heinz小体) 8.8 项 实验室诊断 甲类

250202020 红细胞谷胱甘肽(GSH)含量及其稳定性检测 16.5 项 实验室诊断 乙类

250202021 红细胞丙酮酸激酶测定(PK) 16.5 项 实验室诊断 乙类

250202022 还原型血红蛋白溶解度测定 5.5 项 实验室诊断 非类

250202023 热盐水试验 2.2 项 实验室诊断 甲类



250202024 红细胞滚动试验 2.2 项 实验室诊断 非类

250202025 红细胞镰变试验 2.2 项 实验室诊断 甲类

250202026 血红蛋白电泳 16.5 项 实验室诊断 甲类

250202026.01 血红蛋白电泳(醋纤膜电泳法加收) 15 项 实验室诊断 非类

250202026.02 血红蛋白电泳(琼脂糖凝胶电泳法加收) 50 项 实验室诊断 非类

250202027 血红蛋白A2测定(HbA2) 16.5 项 实验室诊断 甲类

250202028 抗碱血红蛋白测定(HbF) 7.7 项 实验室诊断 甲类

250202029 胎儿血红蛋白(HbF)酸洗脱试验 7.7 项 实验室诊断 非类

250202030 血红蛋白H包涵体检测 5.5 项 实验室诊断 甲类

250202031 不稳定血红蛋白测定 7.7 项 实验室诊断 甲类

250202031.10 不稳定血红蛋白测定(热不稳定试验) 7.7 项 实验室诊断 甲类



250202031.20 不稳定血红蛋白测定(异丙醇试验) 7.7 项 实验室诊断 甲类

250202032 血红蛋白C试验 5.5 项 实验室诊断 非类

250202033 血红蛋白S溶解度试验 5.5 项 实验室诊断 非类

250202034 直接抗人球蛋白试验(Coombs') 27.5 项 实验室诊断 甲类

250202034.10 直接抗人球蛋白试验(Coombs')(IgG) 27.5 项 实验室诊断 甲类

250202034.20 直接抗人球蛋白试验(Coombs')(IgA) 27.5 项 实验室诊断 甲类

250202034.30 直接抗人球蛋白试验(Coombs')(IgM) 27.5 项 实验室诊断 甲类

250202034.40 直接抗人球蛋白试验(Coombs')(C3) 27.5 项 实验室诊断 甲类

250202035 间接抗人球蛋白试验 16.5 项 实验室诊断 甲类

250202036 红细胞电泳测定 11 项 实验室诊断 甲类

250202037 红细胞膜蛋白电泳测定 16.5 项 实验室诊断 非类



250202039 新生儿溶血症筛查 44 组 实验室诊断 非类

250202041 红细胞游离原卟啉测定 11 项 实验室诊断 非类

250202042 磷酸葡萄糖异构酶(GPI)测定 99 项 实验室诊断 非类

250202044 谷胱甘肽还原酶（紫外酶法）检测 41 次 实验室诊断 非类

250203001 血小板相关免疫球蛋白(PAIg)测定 22 项 实验室诊断 甲类

250203001.01 血小板相关免疫球蛋白测定(PAIg)(流式细胞仪法加收) 35 项 实验室诊断 非类

250203001.10 血小板相关免疫球蛋白(PAIgG)测定 22 项 实验室诊断 甲类

250203001.20 血小板相关免疫球蛋白(IgA)测定 22 项 实验室诊断 甲类

250203001.30 血小板相关免疫球蛋白(IgM)测定 22 项 实验室诊断 甲类

250203002 血小板相关补体C3测定(PAC3) 22 项 实验室诊断 乙类

250203002.01 血小板相关补体C3(PAC3)测定(流式细胞仪法加收) 35 项 实验室诊断 非类



250203003 抗血小板膜糖蛋白自身抗体测定 27.5 项 实验室诊断 乙类

250203003.01 抗血小板膜糖蛋白自身抗体测定(流式细胞仪法加收) 35 项 实验室诊断 非类

250203003.10 抗血小板膜糖蛋白自身抗体测定(Ⅱb/Ⅲa) 27.5 项 实验室诊断 乙类

250203003.20 抗血小板膜糖蛋白自身抗体测定(Ⅰb/IX) 27.5 项 实验室诊断 乙类

250203004 血小板纤维蛋白原受体检测(FIBR) 44 项 实验室诊断 非类

250203005 血小板膜α颗粒膜蛋白140测定(GMP－140) 33 项 实验室诊断 乙类

250203005.01 血小板膜α颗粒膜蛋白140(GMP－140)测定(流式细胞仪法加收) 35 项 实验室诊断 非类

250203006 毛细血管脆性试验 5.5 项 实验室诊断 非类

250203007 阿斯匹林耐量试验(ATT) 11 项 实验室诊断 非类

250203008 血管性假性血友病因子(VWF)抗原测定 44 项 实验室诊断 非类

250203009 血浆内皮素测定(ET) 38.5 项 实验室诊断 非类



250203010 血小板粘附功能测定(PAdT) 16.5 项 实验室诊断 甲类

250203010.01 血小板粘附功能测定(PAdT)仪器法加收 5 项 实验室诊断 非类

250203011 血小板聚集功能测定(PAgT) 16.5 项 实验室诊断 甲类

250203011.01 血小板聚集功能测定(PAgT)仪器法加收 5 项 实验室诊断 非类

250203012 瑞斯托霉素诱导血小板聚集测定 16.5 项 实验室诊断 甲类

250203012.01 瑞斯托霉素诱导血小板聚集测定(仪器法加收) 5 项 实验室诊断 非类

250203013 血小板第3因子有效性测定(PF3) 13.2 项 实验室诊断 乙类

250203013.01 血小板第3因子有效性测定(PF3)流式细胞仪法加收 35 项 实验室诊断 非类

250203014 血小板第4因子测定(PF4) 13.2 项 实验室诊断 乙类

250203014.01 血小板第4因子测定(PF4)流式细胞仪法加收 35 项 实验室诊断 非类

250203015 血小板寿命测定 13.2 项 实验室诊断 乙类



250203015.01 血小板寿命测定(流式细胞仪法加收) 35 项 实验室诊断 非类

250203017 血浆β—血小板球蛋白测定 22 项 实验室诊断 非类

250203018 血块收缩试验 1.1 项 实验室诊断 甲类

250203019 血浆血栓烷B2测定(TXB2) 27.5 项 实验室诊断 非类

250203020 血浆凝血酶原时间测定(PT) 8.8 项 实验室诊断 甲类

250203020.01 血浆凝血酶原时间测定(PT)(半自动仪加收) 5 项 实验室诊断 非类

250203020.02 血浆凝血酶原时间测定(PT)(全自动仪加收) 10 项 实验室诊断 非类

250203021 复钙时间测定及其纠正试验 8.8 项 实验室诊断 非类

250203021.01 复钙时间测定及其纠正试验(半自动仪加收) 5 项 实验室诊断 非类

250203021.02 复钙时间测定及其纠正试验(全自动仪加收) 10 项 实验室诊断 非类

250203022 凝血酶原时间纠正试验 8.8 项 实验室诊断 非类



250203022.01 凝血酶原时间纠正试验(半自动仪加收) 5 项 实验室诊断 非类

250203022.02 凝血酶原时间纠正试验(全自动仪加收) 10 项 实验室诊断 非类

250203023 凝血酶原消耗及纠正试验 11 项 实验室诊断 甲类

250203023.01 凝血酶原消耗及纠正试验(半自动仪加收) 5 项 实验室诊断 非类

250203023.02 凝血酶原消耗及纠正试验(全自动仪加收) 10 项 实验室诊断 非类

250203024 白陶土部分凝血活酶时间测定(KPTT) 8.8 项 实验室诊断 甲类

250203024.01 白陶土部分凝血活酶时间(KPTT)测定(半自动仪加收) 5 项 实验室诊断 非类

250203024.02 白陶土部分凝血活酶时间(KPTT)测定(全自动仪加收) 10 项 实验室诊断 非类

250203025 活化部分凝血活酶时间测定(APTT) 8.8 项 实验室诊断 甲类

250203025.01 活化部分凝血活酶时间(APTT)测定(半自动仪加收) 5 项 实验室诊断 非类

250203025.02 活化部分凝血活酶时间(APTT)测定(全自动仪加收) 10 项 实验室诊断 非类



250203026 活化凝血时间测定(ACT) 8.8 项 实验室诊断 非类

250203027 简易凝血活酶生成试验 22 项 实验室诊断 甲类

250203027.01 简易凝血活酶生成试验(仪器法加收) 5 项 实验室诊断 非类

250203030 血浆纤维蛋白原测定 11 项 实验室诊断 甲类

250203030.01 血浆纤维蛋白原测定(仪器法加收) 8 项 实验室诊断 非类

250203031 血浆凝血因子活性测定 22 项 实验室诊断 甲类

250203031.01 血浆凝血因子活性测定(仪器法加收) 30 项 实验室诊断 非类

250203031.10 血浆凝血因子活性测定(Ⅱ) 22 项 实验室诊断 甲类

250203031.20 血浆凝血因子活性测定(Ⅴ) 22 项 实验室诊断 甲类

250203031.30 血浆凝血因子活性测定(Ⅶ) 22 项 实验室诊断 甲类

250203031.40 血浆凝血因子活性测定(Ⅷ) 22 项 实验室诊断 甲类



250203031.50 血浆凝血因子活性测定(Ⅸ) 22 项 实验室诊断 甲类

250203031.60 血浆凝血因子活性测定(Ⅹ) 22 项 实验室诊断 甲类

250203031.70 血浆凝血因子活性测定(Ⅺ) 22 项 实验室诊断 甲类

250203031.80 血浆凝血因子活性测定(Ⅻ) 22 项 实验室诊断 甲类

250203031.90 血浆凝血因子活性测定(ⅩⅢ) 22 项 实验室诊断 甲类

250203032 血浆因子Ⅷ抑制物定性测定 22 项 实验室诊断 非类

250203032.01 血浆因子Ⅷ抑制物定性测定(仪器法加收) 20 项 实验室诊断 非类

250203033 血浆因子Ⅷ抑制物定量测定 33 项 实验室诊断 非类

250203033.01 血浆因子Ⅷ抑制物定量测定(仪器法加收) 20 项 实验室诊断 非类

250203034 血浆因子Ⅷ缺乏筛选试验 11 项 实验室诊断 非类

250203034.01 血浆因子Ⅷ缺乏筛选试验(仪器法加收) 5 项 实验室诊断 非类



250203035 凝血酶时间测定(TT) 8.8 项 实验室诊断 甲类

250203035.01 凝血酶时间(TT)测定(半自动仪加收) 5 项 实验室诊断 非类

250203035.02 凝血酶时间(TT)测定(全自动仪加收) 10 项 实验室诊断 非类

250203037 复钙交叉时间测定 7.7 项 实验室诊断 非类

250203039 优球蛋白溶解时间测定(ELT) 5.5 项 实验室诊断 甲类

250203040 血浆鱼精蛋白副凝试验(3P) 4.4 项 实验室诊断 甲类

250203041 连续血浆鱼精蛋白稀释试验 7.7 项 实验室诊断 非类

250203042 乙醇胶试验 3.3 项 实验室诊断 非类

250203043 血浆纤溶酶原活性测定(PLGA) 13.2 项 实验室诊断 甲类

250203043.01 血浆纤溶酶原活性测定(PLGA)仪器法加收 10 项 实验室诊断 非类

250203044 血浆纤溶酶原抗原测定(PLGAg) 13.2 项 实验室诊断 甲类



250203044.01 血浆纤溶酶原抗原测定(PLGAg)仪器法加收 10 项 实验室诊断 非类

250203045 血浆α2纤溶酶抑制物活性测定(α2—PIA) 13.2 项 实验室诊断 乙类

250203045.01 血浆α2纤溶酶抑制物活性测定(α2—PIA)仪器法加收 10 项 实验室诊断 非类

250203046 血浆α2纤溶酶抑制物抗原测定(α2—PIAg) 16.5 项 实验室诊断 乙类

250203046.01 血浆α2纤溶酶抑制物抗原测定(α2—PIAg)仪器法加收 10 项 实验室诊断 非类

250203047 血浆抗凝血酶Ⅲ活性测定(AT—ⅢA) 13.2 项 实验室诊断 甲类

250203047.01 血浆抗凝血酶Ⅲ活性测定(AT—ⅢA)仪器法加收 10 项 实验室诊断 非类

250203048 血浆抗凝血酶Ⅲ抗原测定(AT—ⅢAg) 13.2 项 实验室诊断 甲类

250203048.01 血浆抗凝血酶Ⅲ抗原测定(AT—ⅢAg)仪器法加收 10 项 实验室诊断 非类

250203049 凝血酶抗凝血酶Ⅲ复合物测定(TAT) 27.5 项 实验室诊断 甲类

250203050 血浆肝素含量测定 16.5 项 实验室诊断 乙类



250203050.01 血浆肝素含量测定(仪器法加收) 10 项 实验室诊断 非类

250203051 血浆蛋白C活性测定(PC) 44 项 实验室诊断 非类

250203052 血浆蛋白C抗原测定(PCAg) 44 项 实验室诊断 非类

250203053 活化蛋白C抵抗试验(APCR) 44 项 实验室诊断 非类

250203054 血浆蛋白S测定(PS) 44 项 实验室诊断 非类

250203055 狼疮抗凝物质检测 33 项 实验室诊断 非类

250203056 血浆组织纤溶酶原活化物活性检测(t-PAA) 33 项 实验室诊断 甲类

250203057 血浆组织纤溶酶原活化物抗原检测(t-PAAg) 33 项 实验室诊断 甲类

250203058 血浆组织纤溶酶原活化物抑制物活性检测 33 项 实验室诊断 甲类

250203059 血浆组织纤溶酶原活化物抑制物抗原检测 33 项 实验室诊断 甲类

250203060 血浆凝血酶调节蛋白抗原检测(TMAg) 33 项 实验室诊断 非类



250203061 血浆凝血酶调节蛋白活性检测(TMA) 33 项 实验室诊断 非类

250203062 33 项 实验室诊断 非类

250203063 血浆纤维蛋白肽Bβ1-42和BP15-42检测(FPBβ1-42，BP15-42) 33 项 实验室诊断 非类

250203064 血浆纤溶酶-抗纤溶酶复合物测定(PAP) 33 项 实验室诊断 非类

250203065 纤维蛋白(原)降解产物测定(FDP) 5.5 项 实验室诊断 甲类

250203065.02 纤维蛋白(原)降解产物测定(FDP)酶免法加收 10 项 实验室诊断 非类

250203065.03 纤维蛋白(原)降解产物测定(FDP)仪器法加收 15 项 实验室诊断 非类

250203066 血浆D-二聚体测定(D-Dimer) 27.5 项 实验室诊断 甲类

250203066.01 血浆D-二聚体(D-Dimer)测定 (仪器法加收) 20 项 实验室诊断 非类

250203066.02 血浆D-二聚体(D-Dimer)测定 (快速金标定量法加收) 60 项 实验室诊断 非类

250203067 α2-巨球蛋白测定 22 项 实验室诊断 乙类



250203067.01 α2-巨球蛋白测定(免疫比浊法加收) 10 项 实验室诊断 非类

250203068 人类白细胞抗原B27测定(HLA-B27) 60.5 项 实验室诊断 乙类

250203068.01 人类白细胞抗原B27测定(HLA-B27)免疫比浊法加收 20 项 实验室诊断 非类

250203068.02 人类白细胞抗原B27测定(HLA-B27)基因检测法加收 60 项 实验室诊断 非类

250203068.03 人类白细胞抗原B27测定(HLA-B27)流式细胞仪法加收 60 项 实验室诊断 非类

250203069 体外血栓形成试验 22 项 实验室诊断 甲类

250203070 红细胞流变特性检测 22 次 实验室诊断 甲类

250203071 全血粘度测定 22 次 实验室诊断 甲类

250203072 血浆粘度测定 11 项 实验室诊断 甲类

250203073 血小板ATP释放试验 33 项 实验室诊断 非类

250203074 纤维蛋白肽A检测 22 项 实验室诊断 非类



250203075 肝素辅因子II活性测定 22 项 实验室诊断 非类

250203076 低分子肝素测定(LMWH) 16.5 项 实验室诊断 非类

250203076.01 低分子肝素(LMWH)测定(仪器法加收) 15 项 实验室诊断 非类

250203077 血浆激肽释放酶原测定 22 项 实验室诊断 非类

250203078 简易凝血活酶纠正试验 22 项 实验室诊断 非类

250203078.01 简易凝血活酶纠正试验(仪器法加收) 5 项 实验室诊断 非类

250203079 纤维蛋白溶解试验 11 项 实验室诊断 非类

250203079.01 纤维蛋白溶解试验(仪器法加收) 8 项 实验室诊断 非类

250203080 血栓弹力图试验(TEG) 327.8 次 实验室诊断 乙类

250203081 连续多参数血小板功能检测（连续计数检测法） 175 次 实验室诊断 非类

250203082 血小板功能闭合时间检测 170 次 实验室诊断 非类



250203083 组织型纤溶酶原激活物-抑制剂1复合物（t-PAIC）定量测定 150 项 实验室诊断 非类

250203084 血清异常凝血酶原（PIVKA-II）测定 140 次 实验室诊断 #N/A

250203086 纤维蛋白单体检测 160 项 实验室诊断 #N/A

250301001 血清总蛋白测定 3.3 项 实验室诊断 甲类

250301001.01 血清总蛋白测定(干化学法加收) 4 项 实验室诊断 非类

250301002 血清白蛋白测定 3.3 项 实验室诊断 甲类

250301002.01 血清白蛋白测定(干化学法加收) 4 项 实验室诊断 非类

250301003 血清粘蛋白测定 3.3 项 实验室诊断 甲类

250301004 血清蛋白电泳 16.5 项 实验室诊断 甲类

250301004.01 血清蛋白电泳(全自动蛋白电泳加扫描加收) 10 项 实验室诊断 非类

250301005 免疫固定电泳 220 项 实验室诊断 乙类



250301006 血清前白蛋白测定 16.5 项 实验室诊断 甲类

250301006.01 血清前白蛋白测定(免疫散射比浊法加收) 10 项 实验室诊断 非类

250301007 血清转铁蛋白测定 16.5 项 实验室诊断 乙类

250301007.01 血清转铁蛋白测定(免疫散射比浊法加收) 10 项 实验室诊断 非类

250301008 血清铁蛋白测定 22 项 实验室诊断 甲类

250301009 可溶性转铁蛋白受体测定 11 项 实验室诊断 非类

250301009.01 可溶性转铁蛋白受体测定(化学发光法加收) 15 项 实验室诊断 非类

250301010 脑脊液总蛋白测定 5.5 项 实验室诊断 甲类

250301010.01 脑脊液总蛋白测定(干化学法加收) 4 项 实验室诊断 非类

250301011 脑脊液寡克隆电泳分析 165 项 实验室诊断 乙类

250301012 脑脊液白蛋白测定 5.5 项 实验室诊断 甲类



250301012.01 脑脊液白蛋白测定(干化学法加收) 4 项 实验室诊断 非类

250301013 脑脊液IgG测定 5.5 项 实验室诊断 甲类

250301013.01 脑脊液IgG测定(免疫电泳法加收) 5 项 实验室诊断 非类

250301013.02 脑脊液IgG测定(化学发光法加收) 10 项 实验室诊断 非类

250301013.03 脑脊液IgG测定(干化学法加收) 4 项 实验室诊断 非类

250301015 α1抗胰蛋白酶测定 13.2 项 实验室诊断 甲类

250301015.01 α1抗胰蛋白酶测定(免疫散射比浊法加收) 10 项 实验室诊断 非类

250301015.02 α1抗胰蛋白酶测定(化学发光法加收) 10 项 实验室诊断 非类

250301016 α巨球蛋白测定 16.5 项 实验室诊断 非类

250301016.01 α巨球蛋白测定(免疫散射比浊法加收) 10 项 实验室诊断 非类

250301016.02 α巨球蛋白测定(化学发光法加收) 10 项 实验室诊断 非类



250301017 超敏C反应蛋白测定 22 项 实验室诊断 甲类

250301017.01 超敏C反应蛋白测定(免疫散射比浊法加收) 15 项 实验室诊断 非类

250301017.02 超敏C反应蛋白测定(快速金标定量法加收) 45 项 实验室诊断 非类

250301018 视黄醇结合蛋白测定 22 项 实验室诊断 非类

250301019 血清淀粉样蛋白测定(SAA) 22 项 实验室诊断 非类

250301022 可溶性生长刺激表达基因2蛋白（ST2）定量检测 410 次 实验室诊断 非类

250301024 钙卫蛋白检测 130 次 实验室诊断 #N/A

250302001 葡萄糖测定 5.5 次 实验室诊断 甲类

250302001.01 葡萄糖测定(干化学法加收) 4 次 实验室诊断 非类

250302001.02 葡萄糖测定(酶电极法加收) 5 次 实验室诊断 非类

250302002 血清果糖胺测定 11 项 实验室诊断 甲类



250302003 糖化血红蛋白测定 27.5 项 实验室诊断 甲类

250302003.01 糖化血红蛋白测定(微柱法加收) 10 项 实验室诊断 非类

250302003.02 糖化血红蛋白测定(金标法加收) 10 项 实验室诊断 非类

250302003.03 糖化血红蛋白测定(高效液相色谱法加收) 45 项 实验室诊断 非类

250302003.04 糖化血红蛋白测定(快速金标定量法加收) 45 项 实验室诊断 非类

250302004 半乳糖测定 11 项 实验室诊断 甲类

250302004.01 半乳糖测定(酶法加收) 25 项 实验室诊断 甲类

250302005 血清果糖测定 11 项 实验室诊断 非类

250302006 木糖测定 11 项 实验室诊断 非类

250302007 血清唾液酸测定 11 项 实验室诊断 甲类

250302008 血浆乳酸测定 13.2 项 实验室诊断 甲类



250302008.01 血浆乳酸测定(全血乳酸测定加收) 5 项 实验室诊断 甲类

250302009 全血丙酮酸测定 13.2 项 实验室诊断 乙类

250303001 血清总胆固醇测定 5.5 项 实验室诊断 甲类

250303001.01 血清总胆固醇测定(干化学法加收) 4 项 实验室诊断 非类

250303002 血清甘油三酯测定 6.6 项 实验室诊断 甲类

250303002.01 血清甘油三酯测定(干化学法加收) 4 项 实验室诊断 非类

250303003 血清磷脂测定 11 项 实验室诊断 甲类

250303004 血清高密度脂蛋白胆固醇测定 7.7 项 实验室诊断 甲类

250303005 血清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测定 13.2 项 实验室诊断 甲类

250303006 血清脂蛋白电泳分析 27.5 项 实验室诊断 甲类

250303006.10 血清脂蛋白电泳分析(酯质染色) 27.5 项 实验室诊断 甲类



250303006.20 血清脂蛋白电泳分析(胆固醇染色) 27.5 项 实验室诊断 甲类

250303007 血清载脂蛋白AⅠ测定 12.1 项 实验室诊断 甲类

250303008 血清载脂蛋白AⅡ测定 12.1 项 实验室诊断 甲类

250303009 血清载脂蛋白B测定 14.3 项 实验室诊断 甲类

250303010 血清载脂蛋白CⅡ测定 13.2 项 实验室诊断 非类

250303011 血清载脂蛋白CⅢ测定 13.2 项 实验室诊断 非类

250303012 血清载脂蛋白E测定 13.2 项 实验室诊断 非类

250303013 血清载脂蛋白α测定 22 项 实验室诊断 甲类

250303014 血清β-羟基丁酸测定 22 项 实验室诊断 甲类

250303015 血游离脂肪酸测定 22 项 实验室诊断 甲类

250303016 甘油测定 16.5 项 实验室诊断 非类



250303017 载脂蛋白E基因分型 88 项 实验室诊断 非类

250304001 钾测定 4.4 项 实验室诊断 甲类

250304001.01 钾测定(离子选择电极法加收) 4 项 实验室诊断 非类

250304001.02 钾测定(干化学法加收) 4 项 实验室诊断 非类

250304001.03 钾测定(酶法加收) 4 项 实验室诊断 非类

250304002 钠测定 4.4 项 实验室诊断 甲类

250304002.01 钠测定(离子选择电极法加收) 4 项 实验室诊断 非类

250304002.02 钠测定(干化学法加收) 4 项 实验室诊断 非类

250304002.03 钠测定(酶法加收) 4 项 实验室诊断 非类

250304003 氯测定 4.4 项 实验室诊断 甲类

250304003.01 氯测定(离子选择电极法加收) 4 项 实验室诊断 非类



250304003.02 氯测定(干化学法加收) 4 项 实验室诊断 非类

250304003.03 氯测定(酶法加收) 4 项 实验室诊断 非类

250304004 钙测定 4.4 项 实验室诊断 甲类

250304004.01 钙测定(离子选择电极法加收) 4 项 实验室诊断 非类

250304004.02 钙测定(干化学法加收) 4 项 实验室诊断 非类

250304004.03 钙测定(比色法加收) 2 项 实验室诊断 非类

250304004.04 钙测定(原子吸收光度法加收) 4 项 实验室诊断 非类

250304005 无机磷测定 4.4 项 实验室诊断 甲类

250304005.01 无机磷测定(干化学法加收) 4 项 实验室诊断 非类

250304006 镁测定 4.4 项 实验室诊断 甲类

250304006.01 镁测定(离子选择电极法加收) 4 项 实验室诊断 非类



250304006.02 镁测定(干化学法加收) 4 项 实验室诊断 非类

250304006.03 镁测定(原子吸收光度法加收) 4 项 实验室诊断 非类

250304007 铁测定 9.9 项 实验室诊断 甲类

250304007.01 铁测定(干化学法加收) 4 项 实验室诊断 非类

250304008 血清总铁结合力测定 16.5 项 实验室诊断 甲类

250304009a 全血铅测定 44 次 实验室诊断 乙类

250304009a.01 全血铅测定(石墨炉原子吸收光度法加收) 30 次 实验室诊断 非类

250304009b 锌原卟啉测定 16.5 次 实验室诊断 乙类

250304010 血清碳酸氢盐(HCO3)测定 8.8 项 实验室诊断 甲类

250304010.01 血清碳酸氢盐(HCO3)测定(离子选择电极法加收) 2 项 实验室诊断 非类

250304010.02 血清碳酸氢盐(HCO3)测定(干化学法加收) 4 项 实验室诊断 非类



250304010.03 血清碳酸氢盐(HCO3)测定(酶促法加收) 5 项 实验室诊断 非类

250304011 血一氧化碳分析 11 次 实验室诊断 甲类

250304011.01 血一氧化碳分析(干化学法加收) 8 次 实验室诊断 非类

250304012 血一氧化氮分析 16.5 次 实验室诊断 非类

250304013 微量元素测定 4.4 项 实验室诊断 甲类

250304013.01 微量元素测定(原子吸收光度法加收) 4 项 实验室诊断 非类

250304013.02 微量元素测定(钨舟原子吸收光谱法测定镉加收) 30 次 实验室诊断 非类

250304013.10 微量元素测定(铜测定) 4.4 项 实验室诊断 甲类

250304013.20 微量元素测定(硒测定) 4.4 项 实验室诊断 甲类

250304013.30 微量元素测定(锌测定) 4.4 项 实验室诊断 甲类

250304013.40 微量元素测定(锶测定) 4.4 项 实验室诊断 甲类



250304013.50 微量元素测定(镉测定) 4.4 项 实验室诊断 甲类

250304013.60 微量元素测定(汞测定) 4.4 项 实验室诊断 甲类

250304013.70 微量元素测定(铝测定) 4.4 项 实验室诊断 甲类

250304013.80 微量元素测定(锰测定) 4.4 项 实验室诊断 甲类

250304013.90 微量元素测定(钼测定) 4.4 项 实验室诊断 甲类

250304013.a0 微量元素测定(锂测定) 4.4 项 实验室诊断 甲类

250304013.a1 微量元素测定(砷测定) 4.4 项 实验室诊断 甲类

250304013.a2 微量元素测定(碘测定) 4.4 项 实验室诊断 甲类

250304014 血清游离钙测定 8.8 项 实验室诊断 甲类

250304015 尿碘全定量测定 80 次 实验室诊断 非类

250305001 血清总胆红素测定 4.4 项 实验室诊断 甲类



250305001.01 血清总胆红素测定(干化学法加收) 4 项 实验室诊断 非类

250305001.02 血清总胆红素测定(酶促法加收) 2 项 实验室诊断 非类

250305002 血清直接胆红素测定 4.4 项 实验室诊断 甲类

250305002.01 血清直接胆红素测定(干化学法加收) 4 项 实验室诊断 非类

250305002.02 血清直接胆红素测定(酶促法加收) 2 项 实验室诊断 非类

250305003 血清间接胆红素测定 4.4 项 实验室诊断 甲类

250305003.01 血清间接胆红素测定(干化学法加收) 4 项 实验室诊断 非类

250305003.02 血清间接胆红素测定(酶促法加收) 2 项 实验室诊断 非类

250305004 血清δ-胆红素测定 13.2 项 实验室诊断 非类

250305005 血清总胆汁酸测定 22 项 实验室诊断 甲类

250305005.01 血清总胆汁酸测定(干化学法加收) 4 项 实验室诊断 非类



250305006 血浆氨测定 22 项 实验室诊断 甲类

250305006.01 血浆氨测定(干化学法加收) 4 项 实验室诊断 非类

250305007 血清丙氨酸氨基转移酶测定 5.5 项 实验室诊断 甲类

250305007.01 血清丙氨酸氨基转移酶测定(干化学法加收) 4 项 实验室诊断 非类

250305007.02 血清丙氨酸氨基转移酶测定(速率法加收) 2 项 实验室诊断 非类

250305008 血清天门冬氨酸氨基转移酶测定 5.5 项 实验室诊断 甲类

250305008.01 血清天门冬氨酸氨基转移酶测定(干化学法加收) 4 项 实验室诊断 非类

250305008.02 血清天门冬氨酸氨基转移酶测定(速率法加收) 2 项 实验室诊断 非类

250305009 血清γ-谷氨酰基转移酶测定 5.5 项 实验室诊断 甲类

250305009.01 血清γ-谷氨酰基转移酶测定(干化学法加收) 4 项 实验室诊断 非类

250305009.02 血清γ-谷氨酰基转移酶测定(速率法加收) 2 项 实验室诊断 非类



250305010 血清γ-谷氨酰基转移酶同工酶电泳 33 项 实验室诊断 非类

250305011 血清碱性磷酸酶测定 5.5 项 实验室诊断 甲类

250305011.01 血清碱性磷酸酶测定(干化学法加收) 4 项 实验室诊断 非类

250305011.02 血清碱性磷酸酶测定(速率法加收) 2 项 实验室诊断 非类

250305012 血清碱性磷酸酶同工酶电泳分析 27.5 项 实验室诊断 非类

250305013 血清骨型碱性磷酸酶质量测定 16.5 项 实验室诊断 非类

250305013.01 血清骨型碱性磷酸酶质量测定(化学发光法加收) 10 项 实验室诊断 非类

250305013.02 血清骨型碱性磷酸酶质量测定(亲和层析法加收) 25 项 实验室诊断 非类

250305014 血清胆碱脂酶测定 11 项 实验室诊断 甲类

250305014.01 血清胆碱脂酶测定(干化学法加收) 4 项 实验室诊断 非类

250305015 血清单胺氧化酶测定 11 项 实验室诊断 非类



250305016 血清5′核苷酸酶测定 16.5 项 实验室诊断 甲类

250305017 血清α-L-岩藻糖苷酶测定 16.5 项 实验室诊断 甲类

250305018 血清Ⅳ型胶原测定 16.5 项 实验室诊断 甲类

250305018.01 血清Ⅳ型胶原测定(酶免法加收) 8 项 实验室诊断 甲类

250305018.02 血清Ⅳ型胶原测定(化学发光法加收) 20 项 实验室诊断 非类

250305018.03 血清Ⅳ型胶原测定(增强化学发光法加收) 40 项 实验室诊断 非类

250305019 血清Ⅲ型胶原测定 16.5 项 实验室诊断 甲类

250305019.01 血清Ⅲ型胶原测定(酶免法加收) 8 项 实验室诊断 甲类

250305019.02 血清Ⅲ型胶原测定(化学发光法加收) 20 项 实验室诊断 非类

250305019.03 血清Ⅲ型胶原测定(增强化学发光法加收) 40 项 实验室诊断 非类

250305020 血清层粘连蛋白测定 16.5 项 实验室诊断 甲类



250305020.01 血清层粘连蛋白测定(酶免法加收) 8 项 实验室诊断 非类

250305020.02 血清层粘连蛋白测定(化学发光法加收) 20 项 实验室诊断 非类

250305020.03 血清层粘连蛋白测定(增强化学发光法加收) 40 项 实验室诊断 非类

250305021 血清纤维连接蛋白测定 11 项 实验室诊断 甲类

250305021.01 血清纤维连接蛋白测定(酶免法加收) 8 项 实验室诊断 非类

250305021.02 血清纤维连接蛋白测定(化学发光法加收) 20 项 实验室诊断 非类

250305021.03 血清纤维连接蛋白测定(增强化学发光法加收) 40 项 实验室诊断 非类

250305022 血清透明质酸酶测定 16.5 项 实验室诊断 甲类

250305022.01 血清透明质酸酶测定(酶免法加收) 8 项 实验室诊断 非类

250305022.02 血清透明质酸酶测定(化学发光法加收) 20 项 实验室诊断 非类

250305022.03 血清透明质酸酶测定(增强化学发光法加收) 40 项 实验室诊断 非类



250305023 腺苷脱氨酶测定 13.2 项 实验室诊断 甲类

250305023.10 腺苷脱氨酶测定(血清) 13.2 项 实验室诊断 甲类

250305023.20 腺苷脱氨酶测定(脑脊液) 13.2 项 实验室诊断 甲类

250305023.30 腺苷脱氨酶测定(胸水) 13.2 项 实验室诊断 甲类

250305024 血清亮氨酰氨基肽酶测定 11 项 实验室诊断 非类

250305025 胆酸测定 19.8 项 实验室诊断 甲类

250305025.01 胆酸测定(放免法加收) 5 项 实验室诊断 非类

250305029 甘胆酸(CG)检测 19.8 项 实验室诊断 甲类

250306001 血清肌酸激酶测定 11 项 实验室诊断 甲类

250306001.01 血清肌酸激酶测定(干化学法加收) 4 项 实验室诊断 非类

250306002 血清肌酸激酶－MB同工酶活性测定 16.5 项 实验室诊断 甲类



250306002.01 血清肌酸激酶－MB同工酶活性测定(干化学法加收) 4 项 实验室诊断 非类

250306003 血清肌酸激酶－MB同工酶质量测定 16.5 项 实验室诊断 甲类

250306003.01 血清肌酸激酶－MB同工酶质量测定(金标法加收) 10 项 实验室诊断 非类

250306003.02 血清肌酸激酶－MB同工酶质量测定(化学发光法加收) 25 项 实验室诊断 非类

250306004 血清肌酸激酶同工酶电泳分析 22 项 实验室诊断 非类

250306004.01 血清肌酸激酶同工酶电泳分析(全自动电泳法加收) 20 项 实验室诊断 非类

250306005 乳酸脱氢酶测定 5.5 项 实验室诊断 甲类

250306005.01 乳酸脱氢酶测定(速率法加收) 2 项 实验室诊断 非类

250306005.02 乳酸脱氢酶测定(干化学法加收) 4 项 实验室诊断 非类

250306006 血清乳酸脱氢酶同工酶电泳分析 22 项 实验室诊断 非类

250306006.01 血清乳酸脱氢酶同工酶电泳分析(全自动电泳法加收) 40 项 实验室诊断 非类



250306007 血清α羟基丁酸脱氢酶测定 8.8 项 实验室诊断 甲类

250306008 血清肌钙蛋白T测定 44 项 实验室诊断 甲类

250306008.01 血清肌钙蛋白T测定(酶免法加收) 40 项 实验室诊断 非类

250306008.02 血清肌钙蛋白T测定(金标法加收) 40 项 实验室诊断 非类

250306008.03 血清肌钙蛋白T测定(化学发光法加收) 35 项 实验室诊断 非类

250306009 血清肌钙蛋白Ⅰ测定 66 项 实验室诊断 甲类

250306009.01 血清肌钙蛋白Ⅰ测定(酶免法加收) 30 项 实验室诊断 非类

250306009.02 血清肌钙蛋白Ⅰ测定(金标法加收) 30 项 实验室诊断 非类

250306009.03 血清肌钙蛋白Ⅰ测定(化学发光法加收) 25 项 实验室诊断 非类

250306010 血清肌红蛋白测定 27.5 项 实验室诊断 甲类

250306010.01 血清肌红蛋白测定(干免疫法加收) 20 项 实验室诊断 非类



250306010.02 血清肌红蛋白测定(金标法加收) 20 项 实验室诊断 非类

250306010.03 血清肌红蛋白测定(化学发光法加收) 30 项 实验室诊断 非类

250306011 血同型半胱氨酸测定 110 项 实验室诊断 非类

250306011.01 血同型半胱氨酸测定(化学发光法加收) 35 项 实验室诊断 非类

250306011.02 血同型半胱氨酸测定(色谱法加收) 50 项 实验室诊断 非类

250306012 B型钠尿肽(BNP) 88 项 实验室诊断 甲类

250306012.01 B型钠尿肽(BNP)(化学发光法加收) 100 项 实验室诊断 甲类

250306012.02 B型钠尿肽(BNP)(双抗体夹心免疫荧光法加收) 210 项 实验室诊断 非类

250306013 B型钠尿肽前体(PRO-BNP)测定 88 项 实验室诊断 甲类

250306013.01 B型钠尿肽前体(PRO-BNP)测定(化学发光法加收) 100 项 实验室诊断 甲类

250306013.02 B型钠尿肽前体(PRO-BNP)测定(双抗体夹心免疫荧光法加收) 210 项 实验室诊断 非类



250307001 尿素测定 4.4 项 实验室诊断 甲类

250307001.01 尿素测定(干化学法加收) 4 项 实验室诊断 非类

250307001.02 尿素测定(酶促学法加收) 5 项 实验室诊断 非类

250307002 肌酐测定 4.4 项 实验室诊断 甲类

250307002.01 肌酐测定(干化学法加收) 4 项 实验室诊断 非类

250307002.02 肌酐测定(酶促学法加收) 5 项 实验室诊断 非类

250307003 内生肌酐清除率试验 16.5 项 实验室诊断 甲类

250307005 血清尿酸测定 5.5 项 实验室诊断 甲类

250307005.01 血清尿酸测定(干化学法加收) 4 项 实验室诊断 非类

250307005.02 血清尿酸测定(酶促学法加收) 5 项 实验室诊断 非类

250307006 尿微量白蛋白测定 22 项 实验室诊断 甲类



250307006.01 尿微量白蛋白测定(散射比浊法加收) 10 项 实验室诊断 非类

250307006.02 尿微量白蛋白测定(快速金标定量法加收) 60 项 实验室诊断 非类

250307007 尿转铁蛋白测定 14.3 项 实验室诊断 乙类

250307007.01 尿转铁蛋白测定(免疫比浊法加收) 15 项 实验室诊断 非类

250307008 尿α1微量球蛋白测定 33 项 实验室诊断 乙类

250307009 β2微球蛋白测定 16.5 项 实验室诊断 甲类

250307009.01 β2微球蛋白测定(免疫散射比浊法加收) 10 项 实验室诊断 非类

250307009.02 β2微球蛋白测定(化学发光法加收) 10 项 实验室诊断 非类

250307010 尿蛋白电泳分析 33 项 实验室诊断 甲类

250307010.01 尿蛋白电泳分析(全自动电泳法加收) 30 项 实验室诊断 非类

250307011 尿N-酰-β-D-氨基葡萄糖苷酶测定 11 项 实验室诊断 甲类



250307012 尿β-D-半乳糖苷酶测定 11 项 实验室诊断 非类

250307013 尿γ-谷氨酰转移酶测定 11 项 实验室诊断 非类

250307014 尿丙氨酰氨基肽酶 11 项 实验室诊断 非类

250307015 尿亮氨酰氨基肽酶 11 项 实验室诊断 非类

250307016 尿碱性磷酸酶测定 11 项 实验室诊断 非类

250307017 尿浓缩试验 11 项 实验室诊断 甲类

250307018 酸负荷试验 11 项 实验室诊断 非类

250307019 碱负荷试验 11 项 实验室诊断 非类

250307020 尿碳酸氢盐(HCO3)测定 16.5 项 实验室诊断 非类

250307021 尿氨测定 16.5 项 实验室诊断 非类

250307022 尿可滴定酸测定 16.5 项 实验室诊断 非类



250307023 尿结石成份分析 24.2 项 实验室诊断 非类

250307024 尿尿酸测定 5.5 项 实验室诊断 甲类

250307024.01 尿尿酸测定(干化学法加收) 4 项 实验室诊断 非类

250307024.02 尿尿酸测定(酶促学法加收) 5 项 实验室诊断 非类

250307025 尿草酸测定 8.8 项 实验室诊断 非类

250307026 尿透明质酸酶测定 13.2 项 实验室诊断 非类

250307027 超氧化物歧化酶(SOD)测定 13.2 项 实验室诊断 非类

250307028 血清胱抑素(CystatinC)测定 19.8 项 实验室诊断 甲类

250307029 α1—微球蛋白测定 33 项 实验室诊断 甲类

250307030 T-H糖蛋白测定 11 项 实验室诊断 甲类

250307031 抗磷脂酶A2受体（PLA2R）抗体检测 300 次 实验室诊断 非类



250307032 尿11-脱氢血栓烷B2检测 400 次 实验室诊断 非类

250308001 血清酸性磷酸酶测定 7.7 项 实验室诊断 甲类

250308001.01 血清酸性磷酸酶测定(干化学法加收) 4 项 实验室诊断 非类

250308001.02 血清酸性磷酸酶测定(速率法加收) 2 项 实验室诊断 非类

250308002 血清酒石酸抑制酸性磷酸酶测定 11 项 实验室诊断 甲类

250308002.01 血清酒石酸抑制酸性磷酸酶测定(干化学法加收) 4 项 实验室诊断 甲类

250308002.02 血清酒石酸抑制酸性磷酸酶测定(速率法加收) 2 项 实验室诊断 甲类

250308003 血清前列腺酸性磷酸酶质量测定 16.5 项 实验室诊断 非类

250308004 淀粉酶测定 8.8 项 实验室诊断 甲类

250308004.01 淀粉酶测定(干化学法加收) 4 项 实验室诊断 非类

250308004.02 淀粉酶测定(速率法加收) 4 项 实验室诊断 非类



250308005 血清淀粉酶同工酶电泳 27.5 项 实验室诊断 非类

250308006 血清脂肪酶测定 16.5 项 实验室诊断 甲类

250308006.01 血清脂肪酶测定(干化学法加收) 4 项 实验室诊断 非类

250308007 血清血管紧张转化酶测定 22 项 实验室诊断 非类

250308008 血清骨钙素测定 22 项 实验室诊断 非类

250308008.01 血清骨钙素测定(时间分辨荧光法加收) 15 项 实验室诊断 非类

250308009 醛缩酶测定 16.5 项 实验室诊断 非类

250308011 人血浆脂蛋白磷脂酶A2（Lp-PLA2）测定 380 次 实验室诊断 非类

250309001 25羟维生素D测定 38.5 项 实验室诊断 非类

250309001.01 25羟维生素D测定(色谱法加收) 30 项 实验室诊断 非类

250309002 1，25双羟维生素D测定 38.5 项 实验室诊断 非类



250309002.01 1，25双羟维生素D测定(色谱法加收) 30 项 实验室诊断 非类

250309003 叶酸测定 22 项 实验室诊断 甲类

250309003.01 叶酸测定(色谱法加收) 30 项 实验室诊断 非类

250309003.02 叶酸测定(化学发光法加收) 30 项 实验室诊断 非类

250309004 血清维生素测定 22 每种维生素 实验室诊断 非类

250309004.01 血清维生素测定(色谱法加收) 30 每种维生素 实验室诊断 非类

250309004.02 血清维生素测定(化学发光法加收) 30 每种维生素 实验室诊断 非类

250309004.10 血清维生素测定(维生素D以外的各类维生素) 22 每种维生素 实验室诊断 非类

250309005 血清药物浓度测定 55 每种药物 实验室诊断 甲类

250309005.01 血清药物浓度测定(普乐可复(FK-506)加收) 200 每种药物 实验室诊断 甲类

250309005.02 血清药物浓度测定(酶酚酸加收) 200 每种药物 实验室诊断 甲类



250309005.03 血清药物浓度测定(色谱法加收) 30 每种药物 实验室诊断 非类

250309005.04 血清药物浓度测定(荧光探针法加收) 30 每种药物 实验室诊断 非类

250309005.05 血清药物浓度测定(化学发光法加收) 30 每种药物 实验室诊断 非类

250309005.06 血清药物浓度测定(环孢霉素A测定加收) 200 每种药物 实验室诊断 甲类

250309005.07 血清药物浓度测定(荧光偏振免疫法加收) 40 每种药物 实验室诊断 非类

250309005.08 血清药物浓度测定(甲氨蝶啶测定加收) 300 每种药物 实验室诊断 甲类

250309006 各类滥用药物筛查 49.5 每种药物 实验室诊断 非类

250309008 血清乙醇测定 16.5 项 实验室诊断 非类

250309010 中枢神经特异蛋白(S1OOB)测定 198 次 实验室诊断 非类

250309012 5-羟吲哚乙酸检测 198 次 实验室诊断 非类

250310001 血清促甲状腺激素测定(TSH) 19.8 项 实验室诊断 甲类



250310001.01 血清促甲状腺激素(TSH)测定(化学发光法加收) 15 项 实验室诊断 非类

250310001.02 血清促甲状腺激素(TSH)测定(时间分辨荧光法加收) 10 项 实验室诊断 非类

250310001a 高灵敏血清促甲状腺激素测定 27.5 项 实验室诊断 甲类

250310002 血清泌乳素测定 22 项 实验室诊断 甲类

250310002.01 血清泌乳素测定(化学发光法加收) 30 项 实验室诊断 非类

250310003 血清生长激素测定 22 项 实验室诊断 非类

250310003.01 血清生长激素测定(化学发光法加收) 30 项 实验室诊断 非类

250310004 血清促卵泡刺激素测定 22 项 实验室诊断 非类

250310004.01 血清促卵泡刺激素测定(化学发光法加收) 30 项 实验室诊断 非类

250310005 血清促黄体生成素测定 22 项 实验室诊断 非类

250310005.01 血清促黄体生成素测定(化学发光法加收) 30 项 实验室诊断 非类



250310006 血清促肾上腺皮质激素测定 22 项 实验室诊断 非类

250310006.01 血清促肾上腺皮质激素测定(化学发光法加收) 30 项 实验室诊断 非类

250310007 抗利尿激素测定 22 项 实验室诊断 非类

250310007.01 抗利尿激素测定(化学发光法加收) 30 项 实验室诊断 非类

250310008 降钙素测定 22 项 实验室诊断 甲类

250310008.01 降钙素测定(化学发光法加收) 30 项 实验室诊断 甲类

250310009 甲状旁腺激素测定 22 项 实验室诊断 甲类

250310009.01 甲状旁腺激素测定(化学发光法加收) 30 项 实验室诊断 非类

250310010 血清甲状腺素(T4)测定 19.8 项 实验室诊断 甲类

250310010.01 血清甲状腺素(T4)测定(化学发光法加收) 15 项 实验室诊断 非类

250310011 血清三碘甲状原氨酸(T3)测定 19.8 项 实验室诊断 甲类



250310011.01 血清三碘甲状原氨酸(T3)测定(化学发光法加收) 15 项 实验室诊断 非类

250310012 血清反T3测定 22 项 实验室诊断 非类

250310012.01 血清反T3测定(化学发光法加收) 30 项 实验室诊断 非类

250310013 血清游离甲状腺素(FT4)测定 22 项 实验室诊断 甲类

250310013.01 血清游离甲状腺素(FT4)测定(化学发光法加收) 15 项 实验室诊断 非类

250310014 血清游离三碘甲状原氨酸(FT3)测定 22 项 实验室诊断 甲类

250310014.01 血清游离三碘甲状原氨酸(FT3)测定(化学发光法加收) 15 项 实验室诊断 非类

250310015 血清T3摄取实验 22 项 实验室诊断 非类

250310015.01 血清T3摄取实验(化学发光法加收) 30 项 实验室诊断 非类

250310016 血清甲状腺结合球蛋白测定 22 项 实验室诊断 甲类

250310016.01 血清甲状腺结合球蛋白测定(化学发光法加收) 30 项 实验室诊断 非类



250310017 促甲状腺素受体抗体测定 22 项 实验室诊断 甲类

250310017.01 促甲状腺素受体抗体测定(化学发光法加收) 30 项 实验室诊断 非类

250310018 血浆皮质醇测定 22 次 实验室诊断 甲类

250310018.01 血浆皮质醇测定(化学发光法加收) 30 项 实验室诊断 非类

250310019 24小时尿游离皮质醇测定 22 项 实验室诊断 非类

250310019.01 24小时尿游离皮质醇测定(化学发光法加收) 30 项 实验室诊断 非类

250310020 尿17-羟皮质类固醇测定 27.5 项 实验室诊断 甲类

250310020.01 尿17-羟皮质类固醇测定(微注法加收) 45 项 实验室诊断 非类

250310021 尿17-酮类固醇测定 27.5 项 实验室诊断 甲类

250310021.01 尿17-酮类固醇测定(微注法加收) 35 项 实验室诊断 非类

250310022 血清脱氢表雄酮及硫酸酯测定 22 项 实验室诊断 非类



250310022.01 血清脱氢表雄酮及硫酸酯测定(化学发光法加收) 30 项 实验室诊断 非类

250310023 醛固酮测定 22 项 实验室诊断 甲类

250310023.01 醛固酮测定(化学发光法加收) 30 项 实验室诊断 非类

250310023.02 醛固酮测定(增强化学发光法加收) 40 项 实验室诊断 非类

250310024 尿儿茶酚胺测定 27.5 项 实验室诊断 甲类

250310024.01 尿儿茶酚胺测定(微注法加收) 35 项 实验室诊断 非类

250310025 尿香草苦杏仁酸(VMA)测定 27.5 项 实验室诊断 甲类

250310025.01 尿香草苦杏仁酸(VMA)测定(微注法加收) 45 项 实验室诊断 非类

250310026 血浆肾素活性测定 38.5 项 实验室诊断 甲类

250310027 血管紧张素Ⅰ测定 27.5 项 实验室诊断 甲类

250310027.01 血管紧张素Ⅰ测定(增强化学发光法加收) 40 项 实验室诊断 非类



250310028 血管紧张素Ⅱ测定 27.5 项 实验室诊断 甲类

250310028.01 血管紧张素Ⅱ测定(增强化学发光法加收) 40 项 实验室诊断 非类

250310029 促红细胞生成素测定 38.5 项 实验室诊断 甲类

250310030 睾酮测定 22 项 实验室诊断 非类

250310030.01 睾酮测定(化学发光法加收) 30 项 实验室诊断 非类

250310031 血清双氢睾酮测定 22 项 实验室诊断 非类

250310031.01 血清双氢睾酮测定(化学发光法加收) 30 项 实验室诊断 非类

250310032 雄烯二酮测定 22 项 实验室诊断 非类

250310032.01 雄烯二酮测定(化学发光法加收) 30 项 实验室诊断 非类

250310033 17α羟孕酮测定 22 项 实验室诊断 非类

250310033.01 17α羟孕酮测定(化学发光法加收) 30 项 实验室诊断 非类



250310034 雌酮测定 22 项 实验室诊断 非类

250310034.01 雌酮测定(化学发光法加收) 30 项 实验室诊断 非类

250310035 雌三醇测定 22 项 实验室诊断 甲类

250310035.01 雌三醇测定(化学发光法加收) 30 项 实验室诊断 非类

250310036 雌二醇测定 22 项 实验室诊断 甲类

250310036.01 雌二醇测定(化学发光法加收) 30 项 实验室诊断 非类

250310037 孕酮测定 22 项 实验室诊断 甲类

250310037.01 孕酮测定(化学发光法加收) 30 项 实验室诊断 非类

250310038 血清人绒毛膜促性腺激素测定(HCG) 22 项 实验室诊断 甲类

250310038.01 血清人绒毛膜促性腺激素(HCG)测定(化学发光法加收) 30 项 实验室诊断 非类

250310039 血清胰岛素测定 27.5 项 实验室诊断 甲类



250310039.01 血清胰岛素测定(化学发光法加收) 30 项 实验室诊断 非类

250310040 血清胰高血糖测定 27.5 项 实验室诊断 甲类

250310040.01 血清胰高血糖测定(化学发光法加收) 30 项 实验室诊断 非类

250310041 血清C肽测定 22 项 实验室诊断 甲类

250310041.01 血清C肽测定(化学发光法加收) 30 项 实验室诊断 非类

250310042 C肽兴奋试验 55 项 临床诊断 非类

250310042.01 C肽兴奋试验(化学发光法加收) 30 项 临床诊断 非类

250310043 血清抗谷氨酸脱羧酶抗体测定 22 项 实验室诊断 甲类

250310043.01 血清抗谷氨酸脱羧酶抗体测定(化学发光法加收) 30 项 实验室诊断 非类

250310044 胃泌素测定 22 项 实验室诊断 甲类

250310044.01 胃泌素测定(化学发光法加收) 30 项 实验室诊断 非类



250310045 血浆前列腺素(PG)测定 33 项 实验室诊断 非类

250310046 血浆6-酮前列腺素F1α测定 33 项 实验室诊断 甲类

250310047 肾上腺素测定 22 项 实验室诊断 甲类

250310047.01 肾上腺素测定(化学发光法加收) 30 项 实验室诊断 非类

250310048 去甲肾上腺素测定 22 项 实验室诊断 甲类

250310048.01 去甲肾上腺素测定(化学发光法加收) 30 项 实验室诊断 非类

250310049 胆囊收缩素测定 22 项 实验室诊断 甲类

250310049.01 胆囊收缩素测定(化学发光法加收) 30 项 实验室诊断 非类

250310050 心纳素测定 22 项 实验室诊断 乙类

250310050.01 心纳素测定(化学发光法加收) 30 项 实验室诊断 非类

250310054 降钙素原检测 165 项 实验室诊断 甲类



250310054.01 降钙素原检测(化学发光法加收) 80 项 实验室诊断 甲类

250310055 特异β人绒毛膜促性腺激素(β-HCG)测定 22 项 实验室诊断 甲类

250310055.01 特异β人绒毛膜促性腺激素(β-HCG)测定(化学发光法加收) 30 项 实验室诊断 非类

250310056 甾体激素受体测定 22 项 实验室诊断 甲类

250310056.01 甾体激素受体测定(化学发光法加收) 30 项 实验室诊断 非类

250310056.10 甾体激素受体测定(皮质激素) 22 项 实验室诊断 甲类

250310056.20 甾体激素受体测定(雌激素) 22 项 实验室诊断 甲类

250310056.30 甾体激素受体测定(孕激素) 22 项 实验室诊断 甲类

250310056.40 甾体激素受体测定(雄激素) 22 项 实验室诊断 甲类

250310057 血清胃泌素释放肽前体(ProGRP)测定 22 项 实验室诊断 甲类

250310057.01 血清胃泌素释放肽前体(ProGRP)测定(化学发光法加收) 30 项 实验室诊断 甲类



250310058 生长抑素测定 22 项 实验室诊断 非类

250310058.01 生长抑素测定(化学发光法加收) 30 项 实验室诊断 非类

250310060 组织胺测定 132 项 实验室诊断 非类

250310060.01 组织胺测定(色谱法加收) 60 项 实验室诊断 非类

250310061 5羟色胺测定 132 项 实验室诊断 非类

250310061.01 5羟色胺测定(色谱法加收) 60 项 实验室诊断 非类

250310065 抗缪勒氏管激素检测（AMH） 250 次 实验室诊断 非类

250310066 肝素结合蛋白（HBP）/降钙素原（PCT）二联检 390 次 实验室诊断 非类

250310067 脂联素（ADP）检测 45 项 实验室诊断 非类

250311001 尿CTx测定 38.5 项 实验室诊断 非类

250311002 尿NTx测定 38.5 项 实验室诊断 非类



250311003 尿吡啶酚测定 38.5 项 实验室诊断 非类

250311004 尿脱氧吡啶酚测定 38.5 项 实验室诊断 非类

250311005 I型胶原羧基端前肽(PICP)测定 104.5 项 实验室诊断 非类

250311005.10 I型胶原羧基端前肽(PICP)测定(I型胶原氨基端延长肽(PINP)测定) 104.5 项 实验室诊断 非类

250311006 骨钙羧基N端中分子片段测定(N-MID) 82.5 项 实验室诊断 非类

250311007 β-胶原降解产物测定(β-CTX) 82.5 项 实验室诊断 非类

250401001 T淋巴细胞转化试验 22 项 实验室诊断 非类

250401002 T淋巴细胞花环试验 22 项 实验室诊断 非类

250401003 红细胞花环试验 22 项 实验室诊断 非类

250401004 细胞膜表面免疫球蛋白测定(SmIg) 22 项 实验室诊断 非类

250401005 中性粒细胞趋化功能试验 22 项 实验室诊断 非类



250401006 硝基四氮唑蓝还原试验 22 项 实验室诊断 非类

250401007 白细胞粘附抑制试验 22 项 实验室诊断 非类

250401008 白细胞杀菌功能试验 22 项 实验室诊断 非类

250401009 白细胞吞噬功能试验 22 项 实验室诊断 非类

250401010 巨噬细胞吞噬功能试验 22 项 实验室诊断 非类

250401011 自然杀伤淋巴细胞功能试验 27.5 项 实验室诊断 非类

250401012 抗体依赖性细胞毒性试验 22 项 实验室诊断 非类

250401013 干扰素测定 132 项 实验室诊断 非类

250401014 各种白介素测定 132 项 实验室诊断 乙类

250401014.01 各种白介素测定(化学发光法加收) 10 项 实验室诊断 乙类

250401015 溶菌酶测定 11 项 实验室诊断 甲类



250401016 抗淋巴细胞抗体试验 38.5 项 实验室诊断 非类

250401017 肥大细胞脱颗粒试验 16.5 项 实验室诊断 非类

250401018 B因子测定 22 项 实验室诊断 非类

250401019 总补体测定(CH50) 27.5 项 实验室诊断 甲类

250401020 单项补体测定 16.5 项 实验室诊断 甲类

250401020.01 单项补体测定(免疫学法加收) 15 项 实验室诊断 非类

250401020.10 单项补体测定(C1q) 16.5 项 实验室诊断 甲类

250401020.20 单项补体测定(C1r) 16.5 项 实验室诊断 甲类

250401020.30 单项补体测定(C1s) 16.5 项 实验室诊断 甲类

250401020.40 单项补体测定(C2－C9) 16.5 项 实验室诊断 甲类

250401021 补体1抑制因子测定 16.5 项 实验室诊断 非类



250401022 C3裂解产物测定(C3SP) 16.5 项 实验室诊断 非类

250401022.10 C4裂解产物测定(C4SP) 16.5 项 实验室诊断 非类

250401023 免疫球蛋白定量测定 16.5 项 实验室诊断 甲类

250401023.01 免疫球蛋白定量测定(酶免法加收) 10 项 实验室诊断 非类

250401023.02 免疫球蛋白定量测定(免疫散射比浊法加收) 15 项 实验室诊断 非类

250401023.10 免疫球蛋白定量测定(IgA) 16.5 项 实验室诊断 甲类

250401023.20 免疫球蛋白定量测定(IgG) 16.5 项 实验室诊断 甲类

250401023.30 免疫球蛋白定量测定(IgM) 16.5 项 实验室诊断 甲类

250401023.40 免疫球蛋白定量测定(IgD) 16.5 项 实验室诊断 甲类

250401023.50 免疫球蛋白定量测定(IgE) 16.5 项 实验室诊断 甲类

250401024 冷球蛋白测定 14.3 项 实验室诊断 甲类



250401025 C—反应蛋白测定(CRP) 16.5 项 实验室诊断 甲类

250401025.01 C—反应蛋白测定(CRP)(金标法加收) 20 项 实验室诊断 非类

250401026 纤维结合蛋白测定(Fn) 16.5 项 实验室诊断 非类

250401027 轻链KAPPA、LAMBDA定量(K-LC，λ-LC) 33 项 实验室诊断 乙类

250401027.01 轻链KAPPA、LAMBDA定量(K-LC，λ-LC)(免疫散射比浊法加收) 15 项 实验室诊断 非类

250401028 铜蓝蛋白测定 16.5 项 实验室诊断 甲类

250401028.01 铜蓝蛋白测定(免疫散射比浊法加收) 15 项 实验室诊断 非类

250401029 淋巴细胞免疫分析 55 项 实验室诊断 非类

250401030 活化淋巴细胞测定 66 项 实验室诊断 非类

250401031 血细胞簇分化抗原(CD)系列检测 38.5 每个抗原 实验室诊断 甲类

250401033 免疫球蛋白亚类定量测定 242 份 实验室诊断 乙类



250401038 血管内皮生长因子检测 260 次 实验室诊断 非类

250401040 细小病毒B19抗体IgM检测 55 次 实验室诊断 非类

250401041 免疫球蛋白游离轻链检测 167 次 实验室诊断 #N/A

250401045 胎盘生长因子检测 380 次 实验室诊断 #N/A

250402001 系统性红斑狼疮因子试验(LEF) 16.5 项 实验室诊断 甲类

250402002 抗核抗体测定(ANA) 22 项 实验室诊断 甲类

250402003 抗核提取物抗体测定(抗ENA抗体) 14.3 项 实验室诊断 甲类

250402003.10 抗核提取物抗体测定(抗SSA) 14.3 项 实验室诊断 甲类

250402003.20 抗核提取物抗体测定(抗SSB) 14.3 项 实验室诊断 甲类

250402003.30 抗核提取物抗体测定(抗JO－1) 14.3 项 实验室诊断 甲类

250402003.40 抗核提取物抗体测定(抗Sm) 14.3 项 实验室诊断 甲类



250402003.50 抗核提取物抗体测定(抗nRNP) 14.3 项 实验室诊断 甲类

250402003.60 抗核提取物抗体测定(抗ScL-70) 14.3 项 实验室诊断 甲类

250402003.70 抗核提取物抗体测定(抗着丝点) 14.3 项 实验室诊断 甲类

250402004 抗单链DNA测定 22 项 实验室诊断 甲类

250402005 抗中性粒细胞胞浆抗体测定(ANCA) 19.8 项 实验室诊断 甲类

250402005.10 抗中性粒细胞胞浆抗体测定(cANCA) 19.8 项 实验室诊断 甲类

250402005.20 抗中性粒细胞胞浆抗体测定(pANCA) 19.8 项 实验室诊断 甲类

250402005.30 抗中性粒细胞胞浆抗体测定(PR3-ANCA) 19.8 项 实验室诊断 甲类

250402005.40 抗中性粒细胞胞浆抗体测定(MPO-ANCA) 19.8 项 实验室诊断 甲类

250402006 抗双链DNA测定(抗dsDNA) 27.5 项 实验室诊断 甲类

250402006.01 抗双链DNA(抗dsDNA)测定(酶免法加收) 10 项 实验室诊断 非类



250402007 抗线粒体抗体测定(AMA) 22 项 实验室诊断 甲类

250402007.01 抗线粒体抗体(AMA)测定(酶免法加收) 10 项 实验室诊断 非类

250402007.02 抗线粒体抗体(AMA)测定(抗线粒体抗体-M2测定加收) 50 项 实验室诊断 非类

250402008 抗核骨架蛋白抗体测定(amin) 22 项 实验室诊断 非类

250402008.01 抗核骨架蛋白抗体测定(amin)(酶免法加收) 10 项 实验室诊断 非类

250402009 抗核糖体抗体测定 22 项 实验室诊断 非类

250402009.01 抗核糖体抗体测定(酶免法加收) 10 项 实验室诊断 非类

250402010 抗核糖核蛋白抗体测定 22 项 实验室诊断 甲类

250402010.01 抗核糖核蛋白抗体测定(酶免法加收) 10 项 实验室诊断 甲类

250402012 抗血液细胞抗体测定 55 项 实验室诊断 甲类

250402012.10 抗血液细胞抗体测定(红细胞抗体测定) 55 项 实验室诊断 甲类



250402012.20 抗血液细胞抗体测定(淋巴细胞抗体测定) 55 项 实验室诊断 甲类

250402012.30 抗血液细胞抗体测定(巨噬细胞抗体测定) 55 项 实验室诊断 甲类

250402012.40 抗血液细胞抗体测定(血小板抗体测定) 55 项 实验室诊断 甲类

250402014 抗组织细胞抗体测定 22 项 实验室诊断 甲类

250402014.01 抗组织细胞抗体测定(免疫印迹法加收) 15 项 实验室诊断 非类

250402014.10 抗组织细胞抗体测定(肝细胞) 22 项 实验室诊断 甲类

250402014.20 抗组织细胞抗体测定(胃壁细胞) 22 项 实验室诊断 甲类

250402014.30 抗组织细胞抗体测定(胰岛细胞) 22 项 实验室诊断 甲类

250402014.40 抗组织细胞抗体测定(肾上腺细胞) 22 项 实验室诊断 甲类

250402014.50 抗组织细胞抗体测定(骨骼肌) 22 项 实验室诊断 甲类

250402014.60 抗组织细胞抗体测定(平滑肌) 22 项 实验室诊断 甲类



250402015 抗心肌抗体测定(AHA) 16.5 项 实验室诊断 甲类

250402015.01 抗心肌抗体(AHA)测定(酶免法加收) 10 项 实验室诊断 非类

250402015.02 抗心肌抗体(AHA)测定(免疫印迹法加收) 15 项 实验室诊断 非类

250402016 抗心磷脂抗体测定(ACA) 27.5 项 实验室诊断 非类

250402016.10 抗心磷脂抗体测定(ACA)(IgA) 27.5 项 实验室诊断 非类

250402016.20 抗心磷脂抗体测定(ACA)(IgM) 27.5 项 实验室诊断 非类

250402016.30 抗心磷脂抗体测定(ACA)(IgG) 27.5 项 实验室诊断 非类

250402017 抗甲状腺球蛋白抗体测定(TGAb) 30.8 项 实验室诊断 甲类

250402017.01 抗甲状腺球蛋白抗体(TGAb)测定(免疫印迹法加收) 15 项 实验室诊断 非类

250402018 抗甲状腺微粒体抗体测定(TMAb) 30.8 项 实验室诊断 甲类

250402018.01 抗甲状腺微粒体抗体(TMAb)测定(化学发光法加收) 10 项 实验室诊断 非类



250402018.02 抗甲状腺微粒体抗体(TMAb)测定(免疫印迹法加收) 15 项 实验室诊断 非类

250402019 抗肾小球基底膜抗体测定 27.5 项 实验室诊断 甲类

250402019.01 抗肾小球基底膜抗体测定(免疫印迹法加收) 15 项 实验室诊断 非类

250402022 抗卵巢抗体测定 33 项 实验室诊断 非类

250402023 抗子宫内膜抗体测定(EMAb) 33 项 实验室诊断 非类

250402024 抗精子抗体测定 33 项 实验室诊断 非类

250402025 抗硬皮病抗体测定 33 项 实验室诊断 非类

250402026 抗胰岛素抗体测定 33 项 实验室诊断 甲类

250402027 抗胰岛素受体抗体测定 27.5 项 实验室诊断 非类

250402031 抗白蛋白抗体测定 22 项 实验室诊断 非类

250402031.10 抗白蛋白抗体测定(IgA) 22 项 实验室诊断 非类



250402031.20 抗白蛋白抗体测定(IgG) 22 项 实验室诊断 非类

250402031.30 抗白蛋白抗体测定(IgM) 22 项 实验室诊断 非类

250402032 抗补体抗体测定 66 项 实验室诊断 非类

250402035 类风湿因子(RF)测定 22 项 实验室诊断 甲类

250402035.01 类风湿因子(RF)测定(透射比浊法加收) 10 项 实验室诊断 非类

250402035.02 类风湿因子(RF)测定(散射比浊法加收) 15 项 实验室诊断 非类

250402036 抗增殖细胞核抗原抗体(抗PCNA)测定 27.5 项 实验室诊断 甲类

250402037 分泌型免疫球蛋白A测定 16.5 项 实验室诊断 非类

250402038 抗角蛋白抗体(AKA)测定 16.5 项 实验室诊断 非类

250402038.01 抗角蛋白抗体(AKA)测定(间接免疫荧光法加收) 20 项 实验室诊断 非类

250402039 抗可溶性肝抗原/肝-胰抗原抗体(SLA/LP)测定 77 项 实验室诊断 乙类



250402040 抗肝肾微粒体抗体(LKM)测定 77 项 实验室诊断 乙类

250402041 抗环瓜氨酸肽抗体(抗CCP抗体)测定 66 项 实验室诊断 甲类

250402043 抗透明带抗体(AZP)测定 22 次 实验室诊断 非类

250402047 抗RA33抗体测定 110 次 实验室诊断 非类

250402053 抗α胞衬蛋白抗体测定 110 次 实验室诊断 非类

250402058 甲状腺过氧化物酶抗体测定 30 项 实验室诊断 非类

250402059 七种自身抗体检测（酶联免疫法） 980 次 实验室诊断 非类

250402061 抗肌炎抗体谱检测 80 项 实验室诊断 #N/A

250402061.10 抗肌炎抗体谱检测（Mi-2） 80 项 实验室诊断 #N/A

250402061.11 抗肌炎抗体谱检测（Ro-52） 80 项 实验室诊断 #N/A

250402061.20 抗肌炎抗体谱检测（Ku） 80 项 实验室诊断 #N/A



250402061.30 抗肌炎抗体谱检测（PM-Scl100） 80 项 实验室诊断 #N/A

250402061.40 抗肌炎抗体谱检测（PM-Scl75） 80 项 实验室诊断 #N/A

250402061.50 抗肌炎抗体谱检测（Jo-1） 80 项 实验室诊断 #N/A

250402061.60 抗肌炎抗体谱检测（SRP） 80 项 实验室诊断 #N/A

250402061.70 抗肌炎抗体谱检测（PL-7） 80 项 实验室诊断 #N/A

250402061.80 抗肌炎抗体谱检测（PL-12） 80 项 实验室诊断 #N/A

250402061.90 抗肌炎抗体谱检测（EJ） 80 项 实验室诊断 #N/A

250403001 甲型肝炎抗体测定(Anti-HAV) 11 项 实验室诊断 甲类

250403001.01 甲型肝炎抗体测定(Anti-HAV)定量分析加收 20 项 实验室诊断 非类

250403001.10 甲型肝炎抗体测定(Anti-HAV)(IgG) 11 项 实验室诊断 甲类

250403001.20 甲型肝炎抗体测定(Anti-HAV)(IgM) 11 项 实验室诊断 甲类



250403002 甲型肝炎抗原测定(HAVAg) 11 项 实验室诊断 非类

250403002.01 甲型肝炎抗原测定(HAVAg)(荧光探针法加收) 15 项 实验室诊断 非类

250403003 乙型肝炎DNA测定 44 项 实验室诊断 乙类

250403003.01 乙型肝炎DNA测定(PCR荧光定量法加收) 60 项 实验室诊断 非类

250403004 乙型肝炎表面抗原测定(HBsAg) 4.4 项 实验室诊断 甲类

250403004.01 乙型肝炎表面抗原测定(HBsAg)(定量分析加收) 20 项 实验室诊断 非类

250403005 乙型肝炎表面抗体测定(AntiHBs) 4.4 项 实验室诊断 甲类

250403005.01 乙型肝炎表面抗体测定(AntiHBs)(定量分析加收) 20 项 实验室诊断 非类

250403006 乙型肝炎e抗原测定(HBeAg) 4.4 项 实验室诊断 甲类

250403006.01 乙型肝炎e抗原测定(HBeAg)(定量分析加收) 20 项 实验室诊断 非类

250403007 乙型肝炎e抗体测定(AntiHBe) 4.4 项 实验室诊断 甲类



250403007.01 乙型肝炎e抗体测定(AntiHBe)(定量分析加收) 20 项 实验室诊断 非类

250403008 乙型肝炎核心抗原测定(HBcAg) 6.6 项 实验室诊断 甲类

250403009 乙型肝炎核心抗体测定(AntiHBc) 4.4 项 实验室诊断 甲类

250403009.01 乙型肝炎核心抗体测定(AntiHBc)(定量分析加收) 20 项 实验室诊断 非类

250403010 乙型肝炎核心IgM抗体测定(Anti-HBcIgM) 4.4 项 实验室诊断 甲类

250403010.01 乙型肝炎核心IgM抗体测定(Anti-HBcIgM)(定量分析加收) 20 项 实验室诊断 非类

250403011 乙型肝炎病毒外膜蛋白前S1抗原测定 22 项 实验室诊断 甲类

250403011.10 乙型肝炎病毒外膜蛋白前S1抗原测定(前S1抗体) 22 项 实验室诊断 甲类

250403012 乙型肝炎病毒外膜蛋白前S2抗原测定 22 项 实验室诊断 非类

250403012.10 乙型肝炎病毒外膜蛋白前S2抗原测定(前S2抗体测定) 22 项 实验室诊断 非类

250403013 丙型肝炎RNA测定 66 项 实验室诊断 乙类



250403013.01 丙型肝炎RNA测定(PCR荧光定量法加收) 60 项 实验室诊断 非类

250403014 丙型肝炎抗体测定(Anti-HCV) 22 项 实验室诊断 乙类

250403015 丁型肝炎抗体测定(Anti-HDV) 22 项 实验室诊断 乙类

250403016 丁型肝炎抗原测定(HDVAg) 22 项 实验室诊断 乙类

250403017 戊型肝炎抗体测定(Anti-HEV) 22 项 实验室诊断 乙类

250403017.01 戊型肝炎抗体(Anti-HEV)测定(荧光探针法加收) 15 项 实验室诊断 非类

250403017.10 戊型肝炎抗体(Anti-HEV)测定(IgG) 22 项 实验室诊断 乙类

250403017.20 戊型肝炎抗体(Anti-HEV)测定(IgM) 22 项 实验室诊断 乙类

250403018 庚型肝炎IgG抗体测定(Anti-HGVIgG) 22 项 实验室诊断 乙类

250403018.01 庚型肝炎IgG抗体测定(Anti-HGVIgG)(荧光探针法加收) 15 项 实验室诊断 非类

250403019a 人免疫缺陷病毒抗体测定(Anti-HIV) 33 次 实验室诊断 甲类



250403019a.01 人免疫缺陷病毒抗体测定(Anti-HIV)(定量分析加收) 20 次 实验室诊断 甲类

250403019b HIV-P24抗原测定 44 次 实验室诊断 乙类

250403020 弓形体抗体测定 16.5 项 实验室诊断 甲类

250403020.01 弓形体抗体测定(印迹法加收) 10 项 实验室诊断 非类

250403020.02 弓形体抗体测定(荧光探针法加收) 15 项 实验室诊断 非类

250403020.03 弓形体抗体测定(增强化学发光法加收) 40 项 实验室诊断 非类

250403020.10 弓形体抗体测定(IgG) 16.5 项 实验室诊断 甲类

250403020.20 弓形体抗体测定(IgM) 16.5 项 实验室诊断 甲类

250403021 风疹病毒抗体测定 16.5 项 实验室诊断 甲类

250403021.01 风疹病毒抗体测定(印迹法加收) 10 项 实验室诊断 非类

250403021.02 风疹病毒抗体测定(荧光探针法加收) 15 项 实验室诊断 非类



250403021.03 风疹病毒抗体测定(增强化学发光法加收) 40 项 实验室诊断 非类

250403021.10 风疹病毒抗体测定(IgG) 16.5 项 实验室诊断 甲类

250403021.20 风疹病毒抗体测定(IgM) 16.5 项 实验室诊断 甲类

250403022a 巨细胞病毒抗体测定 16.5 项 实验室诊断 甲类

250403022a.01 巨细胞病毒抗体测定(印迹法加收) 10 项 实验室诊断 非类

250403022a.02 巨细胞病毒抗体测定(荧光探针法加收) 15 项 实验室诊断 非类

250403022a.03 巨细胞病毒抗体测定(增强化学发光法加收) 40 项 实验室诊断 非类

250403022a.10 巨细胞病毒抗体测定(IgG) 16.5 项 实验室诊断 甲类

250403022a.20 巨细胞病毒抗体测定(IgM) 16.5 项 实验室诊断 甲类

250403022b 巨细胞病毒抗原测定 110 项 实验室诊断 非类

250403023 单纯疱疹病毒抗体测定 16.5 项 实验室诊断 甲类



250403023.01 单纯疱疹病毒抗体测定(印迹法加收) 10 项 实验室诊断 非类

250403023.02 单纯疱疹病毒抗体测定(金标法加收) 10 项 实验室诊断 甲类

250403023.03 单纯疱疹病毒抗体测定(荧光探针法加收) 15 项 实验室诊断 非类

250403023.04 单纯疱疹病毒抗体测定(增强化学发光法加收) 40 项 实验室诊断 非类

250403023.10 单纯疱疹病毒抗体测定(Ⅰ型) 16.5 项 实验室诊断 甲类

250403023.20 单纯疱疹病毒抗体测定(Ⅱ型) 16.5 项 实验室诊断 甲类

250403023.30 单纯疱疹病毒抗体测定(IgG) 16.5 项 实验室诊断 甲类

250403023.40 单纯疱疹病毒抗体测定(IgM) 16.5 项 实验室诊断 甲类

250403024 单纯疱疹病毒抗原测定 49.5 项 实验室诊断 甲类

250403024.10 单纯疱疹病毒抗原测定(Ⅰ型) 49.5 项 实验室诊断 甲类

250403024.20 单纯疱疹病毒抗原测定(Ⅱ型) 49.5 项 实验室诊断 甲类



250403025 EB病毒抗体测定 16.5 项 实验室诊断 甲类

250403025.01 EB病毒抗体测定(荧光探针法加收) 15 项 实验室诊断 非类

250403025.02 EB病毒抗体测定(印迹法加收) 10 项 实验室诊断 非类

250403025.03 EB病毒抗体测定(ELISA法加收) 40 项 实验室诊断 非类

250403025.10 EB病毒抗体测定(IgG) 16.5 项 实验室诊断 甲类

250403025.20 EB病毒抗体测定(IgM) 16.5 项 实验室诊断 甲类

250403025.30 EB病毒抗体测定(IgA) 16.5 项 实验室诊断 甲类

250403025.40 EB病毒抗体测定(EBV-CA) 16.5 项 实验室诊断 甲类

250403025.50 EB病毒抗体测定(EBV-EA) 16.5 项 实验室诊断 甲类

250403025.60 EB病毒抗体测定(EBVIgG) 16.5 项 实验室诊断 甲类

250403025.70 EB病毒抗体测定(EBVIgM) 16.5 项 实验室诊断 甲类



250403025.80 EB病毒抗体测定(EBV-EAIgG) 16.5 项 实验室诊断 甲类

250403025.90 EB病毒抗体测定(EBNA-G) 16.5 项 实验室诊断 甲类

250403026 呼吸道合胞病毒抗体测定 16.5 项 实验室诊断 非类

250403026.01 呼吸道合胞病毒抗体测定(荧光探针法加收) 15 项 实验室诊断 非类

250403027 呼吸道合胞病毒抗原测定 16.5 项 实验室诊断 甲类

250403027.01 呼吸道合胞病毒抗原测定(荧光探针法加收) 15 项 实验室诊断 非类

250403028 副流感病毒抗体测定 16.5 项 实验室诊断 非类

250403028.01 副流感病毒抗体测定(荧光探针法加收) 15 项 实验室诊断 非类

250403029 天疱疮抗体测定 16.5 项 实验室诊断 非类

250403029.01 天疱疮抗体测定(荧光探针法加收) 15 项 实验室诊断 非类

250403030 水痘—带状疱疹病毒抗体测定 16.5 项 实验室诊断 非类



250403030.01 水痘-带状疱疹病毒抗体测定(荧光探针法加收) 15 项 实验室诊断 非类

250403031 腺病毒抗体测定 16.5 项 实验室诊断 非类

250403031.01 腺病毒抗体测定(荧光探针法加收) 15 项 实验室诊断 非类

250403032 人轮状病毒抗原测定 16.5 项 实验室诊断 非类

250403032.01 人轮状病毒抗原测定(荧光探针法加收) 15 项 实验室诊断 非类

250403033 流行性出血热病毒抗体测定 16.5 项 实验室诊断 非类

250403033.01 流行性出血热病毒抗体测定(荧光探针法加收) 15 项 实验室诊断 非类

250403033.10 流行性出血热病毒抗体测定(IgG) 16.5 项 实验室诊断 非类

250403033.20 流行性出血热病毒抗体测定(IgM) 16.5 项 实验室诊断 非类

250403034 狂犬病毒抗体测定 22 项 实验室诊断 非类

250403035 病毒血清学试验 22 项 实验室诊断 甲类



250403035.10 病毒血清学试验(脊髓灰质炎病毒) 22 项 实验室诊断 甲类

250403035.20 病毒血清学试验(柯萨奇病毒) 22 项 实验室诊断 甲类

250403035.30 病毒血清学试验(流行性乙型脑炎病毒) 22 项 实验室诊断 甲类

250403035.40 病毒血清学试验(流行性腮腺炎病毒) 22 项 实验室诊断 甲类

250403035.50 病毒血清学试验(麻疹病毒) 22 项 实验室诊断 甲类

250403036 嗜异性凝集试验 11 项 实验室诊断 甲类

250403037 冷凝集试验 8.8 项 实验室诊断 甲类

250403038 肥达氏反应 8.8 项 实验室诊断 甲类

250403039 外斐氏反应 8.8 项 实验室诊断 甲类

250403040 斑疹伤寒抗体测定 8.8 项 实验室诊断 非类

250403041 布氏杆菌凝集试验 8.8 项 实验室诊断 甲类



250403042 细菌抗体测定 38.5 项 实验室诊断 甲类

250403042.01 细菌抗体测定(荧光探针法加收) 15 项 实验室诊断 非类

250403042.02 细菌抗体测定(金标法加收) 20 项 实验室诊断 非类

250403042.03 细菌抗体测定(结核抗体蛋白芯片法加收) 60 项 实验室诊断 非类

250403042.10 细菌抗体测定(结核杆菌) 38.5 项 实验室诊断 甲类

250403042.20 细菌抗体测定(破伤风杆菌) 38.5 项 实验室诊断 甲类

250403042.30 细菌抗体测定(百日咳杆菌) 38.5 项 实验室诊断 甲类

250403042.40 细菌抗体测定(军团菌) 38.5 项 实验室诊断 甲类

250403042.50 细菌抗体测定(幽门螺杆菌) 38.5 项 实验室诊断 甲类

250403043 抗链球菌溶血素测定(ASO) 8.8 项 实验室诊断 甲类

250403043.01 抗链球菌溶血素测定(ASO)(免疫透射比浊法加收) 10 项 实验室诊断 非类



250403043.02 抗链球菌溶血素测定(ASO)(散射比浊法加收) 15 项 实验室诊断 非类

250403046 芽生菌血清学试验 38.5 项 实验室诊断 非类

250403048 组织胞浆菌血清学试验 38.5 项 实验室诊断 非类

250403050 肺炎支原体血清学试验 16.5 项 实验室诊断 非类

250403050.01 肺炎支原体血清学试验(荧光探针法加收) 20 项 实验室诊断 非类

250403050.02 肺炎支原体血清学试验(金标法加收) 20 项 实验室诊断 非类

250403050.03 肺炎支原体血清学试验(被动凝集法加收) 25 项 实验室诊断 非类

250403051 沙眼衣原体肺炎血清学试验 22 项 实验室诊断 非类

250403051.01 沙眼衣原体肺炎血清学试验(荧光探针法加收) 20 项 实验室诊断 非类

250403053 梅毒螺旋体特异抗体测定 27.5 项 实验室诊断 非类

250403053.01 梅毒螺旋体特异抗体测定(定量分析加收) 15 项 实验室诊断 非类



250403054 快速血浆反应素试验(RPR) 16.5 项 实验室诊断 甲类

250403055 不加热血清反应素试验 16.5 项 实验室诊断 甲类

250403056 钩端螺旋体病血清学试验 16.5 项 实验室诊断 非类

250403058 念珠菌病血清学试验 38.5 项 实验室诊断 非类

250403061 孢子丝菌血清学试验 38.5 项 实验室诊断 非类

250403062 球孢子菌血清学试验 38.5 项 实验室诊断 非类

250403064 肺吸虫抗原和抗体测定 22 项 实验室诊断 非类

250403065 各类病原体DNA测定 88 项 实验室诊断 甲类

250403066 人乳头瘤病毒(HPV)核酸检测 132 项 实验室诊断 乙类

250403066.01 人乳头瘤病毒(HPV)核酸检测(HC2二代杂交捕获法加收) 200 项 实验室诊断 非类

250403066.10 人乳头瘤病毒(HPV)核酸检测(低危型) 132 项 实验室诊断 乙类



250403066.20 人乳头瘤病毒(HPV)核酸检测(高危型) 132 项 实验室诊断 乙类

250403068 尿液人类免疫缺陷病毒Ⅰ型(HIV-Ⅰ)抗体测定 49.5 次 实验室诊断 非类

250403068.10 尿液人类免疫缺陷病毒Ⅰ型(HIV-Ⅰ)抗体测定(病毒RNA定量测定) 49.5 次 实验室诊断 非类

250403071 丙型肝炎病毒(HCV)基因分型 148.5 项 实验室诊断 乙类

250403072 乙型肝炎病毒(HBV)基因分型 121 项 实验室诊断 非类

250403078 幽门螺杆菌快速检测 11 项 实验室诊断 甲类

250403079 13碳尿素呼气试验 121 项 实验室诊断 乙类

250403088 新型冠状病毒核酸检测 16 人份 实验室诊断 甲类

250403088a 新型冠状病毒核酸检测（多人混检） 3.5 人份 实验室诊断 甲类

250403089 新型冠状病毒抗体测定 25 项 实验室诊断 非类

250403089.10 新型冠状病毒IgG抗体测定 25 项 实验室诊断 非类



250403089.20 新型冠状病毒IgM抗体测定 25 项 实验室诊断 非类

250403090 甲型流感病毒抗体测定 22 次 实验室诊断 非类

250403091 丙型肝炎病毒核糖核酸扩增定量检测 400 次 实验室诊断 非类

250403092 乙型肝炎病毒脱氧核糖核酸扩增定量检测 400 次 实验室诊断 非类

250403094 真菌抗体和抗原测定 220 项 实验室诊断 非类

250403098 新型冠状病毒抗原检测 2 人次 实验室诊断 甲类

250404.01 肿瘤相关抗原测定(金标法加收) 20 项 实验室诊断 甲类

250404.02 肿瘤相关抗原测定(时间分辨法加收) 30 项 实验室诊断 非类

250404.03 肿瘤相关抗原测定(化学发光法加收) 30 项 实验室诊断 甲类

250404001 癌胚抗原测定(CEA) 22 项 实验室诊断 甲类

250404002 甲胎蛋白测定(AFP) 27.5 项 实验室诊断 甲类



250404003 副蛋白免疫学检查 27.5 项 实验室诊断 非类

250404004 碱性胎儿蛋白测定(BFP) 27.5 项 实验室诊断 非类

250404005 总前列腺特异性抗原测定(TPSA) 33 项 实验室诊断 甲类

250404006 游离前列腺特异性抗原测定(FPSA) 44 项 实验室诊断 甲类

250404007 复合前列腺特异性抗原(CPSA)测定 33 项 实验室诊断 甲类

250404008 前列腺酸性磷酸酶测定(PAP) 27.5 项 实验室诊断 甲类

250404009 神经元特异性烯醇化酶测定(NSE) 55 项 实验室诊断 甲类

250404010 细胞角蛋白19片段测定(CYFRA21-1) 55 项 实验室诊断 甲类

250404010.01 细胞角蛋白19片段测定(CYFRA21-1)巢式PCR法加收 100 项 实验室诊断 非类

250404011 糖类抗原测定 27.5 每种抗原 实验室诊断 甲类

250404011.10 糖类抗原测定(CA-27) 27.5 每种抗原 实验室诊断 甲类



250404011.20 糖类抗原测定(CA-29) 27.5 每种抗原 实验室诊断 甲类

250404011.30 糖类抗原测定(CA-50) 27.5 每种抗原 实验室诊断 甲类

250404011.40 糖类抗原测定(CA-125) 27.5 每种抗原 实验室诊断 甲类

250404011.50 糖类抗原测定(CA15－3) 27.5 每种抗原 实验室诊断 甲类

250404011.60 糖类抗原测定(CA130) 27.5 每种抗原 实验室诊断 甲类

250404011.70 糖类抗原测定(CA19－9) 27.5 每种抗原 实验室诊断 甲类

250404011.80 糖类抗原测定(CA24－2) 27.5 每种抗原 实验室诊断 甲类

250404011.90 糖类抗原测定(CA72－4) 27.5 每种抗原 实验室诊断 甲类

250404012 鳞状细胞癌相关抗原测定(SCC) 55 项 实验室诊断 甲类

250404013 肿瘤坏死因子测定(TNF) 55 项 实验室诊断 甲类

250404014 肿瘤相关抗原测定 22 项 实验室诊断 甲类



250404014.10 肿瘤相关抗原测定(MG－Ags) 22 项 实验室诊断 甲类

250404014.20 肿瘤相关抗原测定(TA－4) 22 项 实验室诊断 甲类

250404015 铁蛋白测定 22 项 实验室诊断 甲类

250404016 显形胶质蛋白(AP)测定 27.5 项 实验室诊断 非类

250404017 恶性肿瘤特异生长因子(TSGF)测定 66 项 实验室诊断 甲类

250404019 酸性糖蛋白测定 16.5 项 实验室诊断 甲类

250404020 细菌抗原分析 165 项 实验室诊断 非类

250404026 甲胎蛋白异质体测定 110 项 实验室诊断 非类

250404032 热休克蛋白90α定量检测 380 次 实验室诊断 非类

250404035 循环肿瘤细胞定量检测 1900 次 实验室诊断 #N/A

250405.01 变应原抗体测定(CAP法)加收 25 项 实验室诊断 甲类



250405001 总IgE测定 27.5 项 实验室诊断 甲类

250405002 吸入物变应原筛查 33 项 实验室诊断 甲类

250405003 食入物变应原筛查 33 项 实验室诊断 非类

250405004 特殊变应原(多价变应原)筛查 33 项 实验室诊断 非类

250405004.10 特殊变应原(多价变应原)筛查(混合虫螨) 33 项 实验室诊断 非类

250405004.20 特殊变应原(多价变应原)筛查(混合霉菌) 33 项 实验室诊断 非类

250405004.30 特殊变应原(多价变应原)筛查(多价动物毛) 33 项 实验室诊断 非类

250405005 专项变应原(单价变应原)筛查 33 项 实验室诊断 非类

250405005.10 专项变应原(单价变应原)筛查(牛奶) 33 项 实验室诊断 非类

250405005.20 专项变应原(单价变应原)筛查(蛋清) 33 项 实验室诊断 非类

250405006 嗜酸细胞阳离子蛋白(ECP)测定 55 项 实验室诊断 非类



250405007 循环免疫复合物(CIC)测定 22 项 实验室诊断 甲类

250501001 一般细菌涂片检查 5.5 项 实验室诊断 甲类

250501002 结核菌涂片检查 6.6 项 实验室诊断 甲类

250501003 浓缩集菌抗酸菌检测 22 次 实验室诊断 乙类

250501004 特殊细菌涂片检查 11 每种细菌 实验室诊断 甲类

250501004.10 特殊细菌涂片检查(淋球菌) 11 每种细菌 实验室诊断 甲类

250501004.20 特殊细菌涂片检查(新型隐球菌) 11 每种细菌 实验室诊断 甲类

250501004.30 特殊细菌涂片检查(梅毒螺旋体) 11 每种细菌 实验室诊断 甲类

250501004.40 特殊细菌涂片检查(白喉棒状杆菌) 11 每种细菌 实验室诊断 甲类

250501005 麻风菌镜检 11 每个取材部位 实验室诊断 非类

250501006 梅毒螺旋体镜检 11 项 实验室诊断 非类



250501007 艰难梭菌检查 22 项 实验室诊断 非类

250501008 耐甲氧西林葡萄球菌检测(MRSA、MRS) 33 项 实验室诊断 甲类

250501009 一般细菌培养 22 项 实验室诊断 甲类

250501009.01 一般细菌培养(快速仪器培养加收) 70 项 实验室诊断 甲类

250501009.02 一般细菌培养(手工鉴定加收) 15 项 实验室诊断 甲类

250501009.03 一般细菌培养(自动仪鉴定加收) 50 项 实验室诊断 甲类

250501010 尿培养加菌落计数 33 项 实验室诊断 甲类

250501011 血培养 22 项 实验室诊断 甲类

250501011.01 血培养(快速仪器培养加收) 70 项 实验室诊断 非类

250501011.02 血培养(手工鉴定加收) 15 项 实验室诊断 甲类

250501011.03 血培养(自动仪鉴定加收) 50 项 实验室诊断 甲类



250501012 厌氧菌培养 33 项 实验室诊断 甲类

250501012.01 厌氧菌培养(鉴定加收) 20 项 实验室诊断 甲类

250501013a 结核菌培养(罗氏培养法) 66 次/人 实验室诊断 甲类

250501013a.01 结核菌培养(改良罗氏菌型鉴定加收) 20 次/人 实验室诊断 甲类

250501013b 结核菌培养(全自动血培养分析仪法) 77 次/人 实验室诊断 甲类

250501013b.01结核菌培养(菌型鉴定加收) 20 次/人 实验室诊断 甲类

250501013c 结核菌培养(Bact/Alert3D法) 143 次/人 实验室诊断 甲类

250501013c.01 结核菌培养(自动仪鉴定加收) 60 次/人 实验室诊断 甲类

250501014 淋球菌培养 22 项 实验室诊断 非类

250501014.01 淋球菌培养(鉴定加收) 25 项 实验室诊断 非类

250501015 白喉棒状杆菌培养 22 项 实验室诊断 非类



250501015.01 白喉棒状杆菌培养(鉴定加收) 25 项 实验室诊断 非类

250501016 百日咳杆菌培养 22 项 实验室诊断 非类

250501016.01 百日咳杆菌培养(鉴定加收) 25 项 实验室诊断 非类

250501017 嗜血杆菌培养 22 项 实验室诊断 甲类

250501017.01 嗜血杆菌培养(鉴定加收) 25 项 实验室诊断 甲类

250501018 霍乱弧菌培养 22 项 实验室诊断 甲类

250501018.01 霍乱弧菌培养(鉴定加收) 25 项 实验室诊断 甲类

250501019 副溶血弧菌培养 22 项 实验室诊断 非类

250501019.01 副溶血弧菌培养(鉴定加收) 35 项 实验室诊断 非类

250501020 L型菌培养 33 项 实验室诊断 非类

250501020.01 L型菌培养(鉴定加收) 35 项 实验室诊断 非类



250501021 空肠弯曲菌培养 44 项 实验室诊断 甲类

250501021.01 空肠弯曲菌培养(鉴定加收) 35 项 实验室诊断 甲类

250501022 幽门螺杆菌培养 44 项 实验室诊断 甲类

250501022.01 幽门螺杆菌培养(鉴定加收) 35 项 实验室诊断 甲类

250501023 军团菌培养 44 项 实验室诊断 非类

250501023.01 军团菌培养(鉴定加收) 35 项 实验室诊断 非类

250501024 O—157大肠埃希菌培养 22 项 实验室诊断 甲类

250501024.01 O-157大肠埃希菌培养(快速仪器培养加收) 70 项 实验室诊断 非类

250501024.02 O-157大肠埃希菌培养(手工鉴定加收) 15 项 实验室诊断 甲类

250501024.03 O-157大肠埃希菌培养(自动仪鉴定加收) 50 项 实验室诊断 甲类

250501025 沙门菌、志贺菌培养 22 项 实验室诊断 甲类



250501025.01 沙门菌、志贺菌培养(快速仪器培养加收) 70 项 实验室诊断 非类

250501025.02 沙门菌、志贺菌培养(手工鉴定加收) 15 项 实验室诊断 甲类

250501025.03 沙门菌、志贺菌培养(自动仪鉴定加收) 50 项 实验室诊断 甲类

250501026 真菌涂片检查 6.6 项 实验室诊断 甲类

250501027 真菌培养 33 项 实验室诊断 甲类

250501027.01 真菌培养(鉴定加收) 20 项 实验室诊断 甲类

250501028 念珠菌镜检 6.6 每个取材部位 实验室诊断 甲类

250501029 念珠菌培养 33 每个取材部位 实验室诊断 甲类

250501030 念珠菌系统鉴定 22 项 实验室诊断 甲类

250501030.01 念珠菌系统鉴定(仪器法加收) 20 项 实验室诊断 甲类

250501031 衣原体检查 27.5 项 实验室诊断 甲类



250501031.01 衣原体检查(免疫学法加收) 20 项 实验室诊断 甲类

250501032 衣原体培养 49.5 每个取材部位 实验室诊断 甲类

250501033 支原体检查 27.5 项 实验室诊断 甲类

250501033.01 支原体检查(免疫学法加收) 20 项 实验室诊断 非类

250501034a 支原体培养 49.5 项 实验室诊断 甲类

250501034b 支原体药敏 33 项 实验室诊断 甲类

250501035 11 项 实验室诊断 非类

250501035.01 轮状病毒检测(免疫学法加收) 20 项 实验室诊断 非类

250501035.02 轮状病毒检测(电镜法加收) 10 项 实验室诊断 非类

250501036 其它病毒的血清学诊断 22 每种病毒 实验室诊断 非类

250501037 病毒培养 33 项 实验室诊断 非类



250501037.01 病毒培养(鉴定加收) 35 项 实验室诊断 非类

250501038 滴虫培养 38.5 项 实验室诊断 甲类

250501039 细菌性阴道病唾液酸酶测定 38.5 项 实验室诊断 甲类

250501040 真菌D-葡聚糖检测 99 项 实验室诊断 甲类

250501040.10 真菌D-肽聚糖检测 99 项 实验室诊断 甲类

250502001 常规药敏定性试验 3.3 每种药物 实验室诊断 甲类

250502002 常规药敏定量试验(MIC) 8.8 每种药物 实验室诊断 甲类

250502003 真菌药敏试验 22 每种药物 实验室诊断 甲类

250502003.01 真菌药敏试验(仪器法加收) 2 每种药物 实验室诊断 非类

250502004a 结核菌药敏试验 27.5 每种药物 实验室诊断 甲类

250502005 厌氧菌药敏试验 16.5 每种药物 实验室诊断 甲类



250502006 血清杀菌水平测定 16.5 项 实验室诊断 非类

250502007 联合药物敏感试验 16.5 每种药物 实验室诊断 甲类

250502008 抗生素最小抑／杀菌浓度测定 22 每种药物 实验室诊断 乙类

250502009 体液抗生素浓度测定 16.5 每种药物 实验室诊断 乙类

250502009.01 体液抗生素浓度测定(色谱法加收) 20 每种药物 实验室诊断 非类

250502009.02 体液抗生素浓度测定(荧光偏振法加收) 15 每种药物 实验室诊断 非类

250502009.03 体液抗生素浓度测定(化学发光法加收) 15 每种药物 实验室诊断 非类

250502010 肿瘤细胞化疗药物敏感试验 297 每个药物 实验室诊断 乙类

250503001 肠毒素检测 27.5 项 实验室诊断 非类

250503002 细菌毒素测定 27.5 项 实验室诊断 非类

250503003 病原体乳胶凝集试验快速检测 11 项 实验室诊断 非类



250503004 细菌分型 27.5 项 实验室诊断 非类

250503005 内毒素鲎定性试验 22 项 实验室诊断 非类

250503006 内毒素鲎定量测定 55 项 实验室诊断 非类

250503007 O—129试验 22 项 实验室诊断 非类

250503008 β—内酰胺酶试验 27.5 项 实验室诊断 乙类

250503009 超广谱β－内酰胺酶试验 27.5 项 实验室诊断 乙类

250503010 耐万古霉素基因试验 55 每种基因 实验室诊断 非类

250503010.10 耐万古霉素基因试验(基因A) 55 每种基因 实验室诊断 非类

250503010.20 耐万古霉素基因试验(基因B) 55 每种基因 实验室诊断 非类

250503010.30 耐万古霉素基因试验(基因C) 55 每种基因 实验室诊断 非类

250503011 DNA探针技术查meeA基因 55 项 实验室诊断 非类



250503012 梅毒荧光抗体FTA—ABS测定 55 项 实验室诊断 非类

250601001 粪寄生虫镜检 6.6 次 实验室诊断 甲类

250601001.10 粪寄生虫镜检(寄生虫) 6.6 次 实验室诊断 甲类

250601001.20 粪寄生虫镜检(原虫) 6.6 次 实验室诊断 甲类

250601001.30 粪寄生虫镜检(虫卵) 6.6 次 实验室诊断 甲类

250601002 粪寄生虫卵集卵镜检 6.6 次 实验室诊断 甲类

250601003 粪寄生虫卵计数 6.6 次 实验室诊断 甲类

250601004 寄生虫卵孵化试验 6.6 次 实验室诊断 甲类

250601005 血液疟原虫检查 6.6 项 实验室诊断 甲类

250601006 血液微丝蚴检查 6.6 项 实验室诊断 甲类

250601007 血液回归热螺旋体检查 6.6 项 实验室诊断 甲类



250601008 血液黑热病利一朵氏体检查 11 项 实验室诊断 甲类

250601009 血液弓形虫检查 11 项 实验室诊断 甲类

250602001 各种寄生虫免疫学检查 11 项 实验室诊断 甲类

250602001.01 各种寄生虫免疫学检查(免疫印迹法加收) 12 项 实验室诊断 非类

250700001 外周血细胞染色体检查 143 项 实验室诊断 乙类

250700002 脆性X染色体检查 55 项 实验室诊断 非类

250700003 血高分辨染色体检查 143 项 实验室诊断 非类

250700004 血姐妹染色体互换试验 121 项 实验室诊断 非类

250700005 脐血染色体检查 66 项 实验室诊断 非类

250700006 进行性肌营养不良基因分析 66 项 实验室诊断 非类

250700006.01 进行性肌营养不良基因分析(每增加一项加收) 30 项 实验室诊断 非类



250700007 肝豆状核变性基因分析 66 项 实验室诊断 非类

250700008 血友病甲基因分析 110 项 实验室诊断 非类

250700009 脆X综合症基因诊断 132 项 实验室诊断 非类

250700009.10 高血压ACE基因分型 132 项 实验室诊断 非类

250700010 唐氏综合症筛查 110 次 实验室诊断 非类

250700010.10 神经管缺损筛查 110 次 实验室诊断 非类

250700011 性别基因(SRY)检测 143 项 实验室诊断 非类

250700012 脱氧核糖核酸(DNA)倍体分析 165 项 实验室诊断 非类

250700013 染色体分析 132 项 实验室诊断 非类

250700014 培养细胞的染色体分析 220 项 实验室诊断 非类

250700015 苯丙氨酸测定(PKU) 33 项 实验室诊断 非类



250700016 化学药物用药指导的基因检测 300 项 实验室诊断 非类

250700016.01 化学药物用药指导的基因检测(每增加一个位点加收) 30 项 实验室诊断 非类

250700017 白血病融合基因分型 440 每种 实验室诊断 乙类

250700017.10 白血病融合基因分型(BCR-ABL) 440 每种 实验室诊断 乙类

250700017.20 白血病融合基因分型(AML1-ETO/MTG8) 440 每种 实验室诊断 乙类

250700017.30 白血病融合基因分型(PML-RARａ) 440 每种 实验室诊断 乙类

250700017.40 白血病融合基因分型(TEL-AML1) 440 每种 实验室诊断 乙类

250700017.50 白血病融合基因分型(MLL-ENL) 440 每种 实验室诊断 乙类

250700017.60 白血病融合基因分型(PBX-E2A) 440 每种 实验室诊断 乙类

250700024 人类SDC2基因甲基化检测 900 项 实验室诊断 非类

250700026 胎儿染色体非整倍体无创基因检测 1200 次 实验室诊断 #N/A



250700027 结核分枝杆菌rpoB基因及利福平耐药快速检测 640 次 实验室诊断 #N/A

260000001 ABO红细胞定型 5.5 次 血型与配血 甲类

260000002 ABO血型鉴定 8.8 次 血型与配血 甲类

260000002.01 ABO血型鉴定(卡式法加收) 30 次 血型与配血 非类

260000003 ABO亚型鉴定 8.8 每个亚型 血型与配血 非类

260000003.01 ABO亚型鉴定(卡式法加收) 30 次 血型与配血 非类

260000004 Rh血型鉴定 16.5 次 血型与配血 甲类

260000005 Rh血型其他抗原鉴定 16.5 每个抗原 血型与配血 非类

260000006 特殊血型抗原鉴定 88 每个抗原 血型与配血 非类

260000006.01 特殊血型抗原鉴定(疑难血型加收) 80 次 血型与配血 非类

260000006.10 特殊血型抗原鉴定(Ii血型) 88 每个抗原 血型与配血 非类



260000006.20 特殊血型抗原鉴定(Lewis血型) 88 每个抗原 血型与配血 非类

260000006.30 特殊血型抗原鉴定(MNSs血型) 88 每个抗原 血型与配血 非类

260000006.40 特殊血型抗原鉴定(Lutheran血型) 88 每个抗原 血型与配血 非类

260000006.50 特殊血型抗原鉴定(P血型) 88 每个抗原 血型与配血 非类

260000006.60 特殊血型抗原鉴定(Kell血型) 88 每个抗原 血型与配血 非类

260000006.70 特殊血型抗原鉴定(Duffy血型) 88 每个抗原 血型与配血 非类

260000006.80 特殊血型抗原鉴定(Kidd血型) 88 每个抗原 血型与配血 非类

260000006.90 特殊血型抗原鉴定(Diego血型) 88 每个抗原 血型与配血 非类

260000006.a0 特殊血型抗原鉴定(Auberger血型) 88 每个抗原 血型与配血 非类

260000006.a1 特殊血型抗原鉴定(Sid血型) 88 每个抗原 血型与配血 非类

260000006.a2 特殊血型抗原鉴定(Colton血型) 88 每个抗原 血型与配血 非类



260000006.a3 特殊血型抗原鉴定(Yt血型) 88 每个抗原 血型与配血 非类

260000006.a4 特殊血型抗原鉴定(Dombrock血型) 88 每个抗原 血型与配血 非类

260000006.a5 特殊血型抗原鉴定(Vel血型) 88 每个抗原 血型与配血 非类

260000006.a6 特殊血型抗原鉴定(Scianna血型) 88 每个抗原 血型与配血 非类

260000006.a7 特殊血型抗原鉴定(Xg血型) 88 每个抗原 血型与配血 非类

260000006.a8 特殊血型抗原鉴定(Gerbich血型) 88 每个抗原 血型与配血 非类

260000006.a9 特殊血型抗原鉴定(Wright血型) 88 每个抗原 血型与配血 非类

260000006.b0 特殊血型抗原鉴定(Stoltzfus血型) 88 每个抗原 血型与配血 非类

260000007 血型单特异性抗体鉴定 103 次 血型与配血 非类

260000007.01 血型单特异性抗体鉴定(每增加一个谱红细胞加收) 20 个 血型与配血 非类

260000008 血型抗体特异性鉴定(吸收试验) 143 次 血型与配血 非类



260000009 血型抗体特异性鉴定(放散试验) 143 次 血型与配血 非类

260000010 血型抗体效价测定 27.5 每个抗体 血型与配血 非类

260000010.01 血型抗体效价测定(机器法加收) 10 每个抗体 血型与配血 非类

260000011 盐水介质交叉配血 3.3 次 血型与配血 甲类

260000012 特殊介质交叉配血 11 每个方法 血型与配血 甲类

260000012.01 特殊介质交叉配血(卡式法加收) 30 次 血型与配血 非类

260000013 疑难交叉配血 275 次 血型与配血 乙类

260000013.01 疑难交叉配血(少见特殊血型交叉配血加收) 150 次 血型与配血 乙类

260000013.10 疑难交叉配血(ABO血型亚型不合交叉配血) 275 次 血型与配血 乙类

260000013.20 疑难交叉配血(有血型特异性抗体者交叉配血) 275 次 血型与配血 乙类

260000013.30 疑难交叉配血(冷球蛋白血症交叉配血) 275 次 血型与配血 乙类



260000013.40 疑难交叉配血(自身免疫性溶血性贫血交叉配血) 275 次 血型与配血 乙类

260000014 唾液ABH血型物质测定 33 次 血型与配血 乙类

260000015 Rh阴性确诊试验 33 次 血型与配血 乙类

260000016 白细胞特异性和组织相容性(HLA)抗体检测 660 次 血型与配血 乙类

260000017 血小板特异性和组织相容性(HLA)抗体检测 660 次 血型与配血 非类

260000018 红细胞系统血型抗体致新生儿溶血病检测 88 次 血型与配血 非类

260000018.01 红细胞系统血型抗体致新生儿溶血病检测(产后检测加收) 200 次 血型与配血 非类

260000019 血小板交叉配血试验 27.5 次 血型与配血 非类

260000020 淋巴细胞毒试验 88 次 血型与配血 非类

260000020.10 淋巴细胞毒试验(一般试验) 88 次 血型与配血 非类

260000020.20 淋巴细胞毒试验(快速试验) 88 次 血型与配血 非类



260000021 群体反应抗体检测 880 次 血型与配血 非类

260000022 人组织相容性抗原I类(HLA-I)分型 880 组 血型与配血 乙类

260000022.01 人组织相容性抗原I类(HLA－I)分型(基因配型加收) 300 组 血型与配血 非类

260000022.10 人组织相容性抗原I类(HLA－I)分型(可溶性HLA-I) 880 组 血型与配血 乙类

260000023 人组织相容性抗原II类(HLA－II)分型 880 组 血型与配血 乙类

260000023.01 人组织相容性抗原II类(HLA－II)分型(基因配型加收) 300 组 血型与配血 非类

260000023.02 人组织相容性抗原II类(HLA－II)分型(Dr基因分型收取) 280 次 血型与配血 非类

270100001 尸检病理诊断 1320 次 病理诊断 非类

270100001.01 尸检病理诊断(传染病尸体加收) 200 次 病理诊断 非类

270100001.02 尸检病理诊断(特异性感染病尸体加收) 200 次 病理诊断 非类

270100002 儿童及胎儿尸检病理诊断 1100 次 病理诊断 非类



270100002.01 儿童及胎儿尸检病理诊断(传染病尸体加收) 200 次 病理诊断 非类

270100002.02 儿童及胎儿尸检病理诊断(特异性感染病尸体加收) 200 次 病理诊断 非类

270100003 尸体化学防腐处理 330 次 病理诊断 非类

2702.01 细胞病理学检查与诊断(超过2张片，每增加1张片加收) 13 每张片 病理诊断 甲类

2702.02 细胞病理学检查与诊断(需塑料包埋的标本加收) 10 例 病理诊断 甲类

270200001 体液细胞学检查与诊断 30.8 例 病理诊断 甲类

270200001.10 体液细胞学检查与诊断(胸水) 30.8 例 病理诊断 甲类

270200001.20 体液细胞学检查与诊断(腹水) 30.8 例 病理诊断 甲类

270200001.30 体液细胞学检查与诊断(心包液) 30.8 例 病理诊断 甲类

270200001.40 体液细胞学检查与诊断(脑脊液) 30.8 例 病理诊断 甲类

270200001.50 体液细胞学检查与诊断(精液) 30.8 例 病理诊断 甲类



270200001.60 体液细胞学检查与诊断(各种囊肿穿刺液) 30.8 例 病理诊断 甲类

270200001.70 体液细胞学检查与诊断(唾液) 30.8 例 病理诊断 甲类

270200001.80 体液细胞学检查与诊断(龈沟液) 30.8 例 病理诊断 甲类

270200002 拉网细胞学检查与诊断 30.8 例 病理诊断 甲类

270200003 细针穿刺细胞学检查与诊断 30.8 例 病理诊断 甲类

270200004 脱落细胞学检查与诊断 33 例 病理诊断 甲类

270200004.10 脱落细胞学检查与诊断(子宫内膜) 33 例 病理诊断 甲类

270200004.20 脱落细胞学检查与诊断(宫颈) 33 例 病理诊断 甲类

270200004.30 脱落细胞学检查与诊断(阴道) 33 例 病理诊断 甲类

270200004.40 脱落细胞学检查与诊断(痰) 33 例 病理诊断 甲类

270200004.50 脱落细胞学检查与诊断(乳腺溢液) 33 例 病理诊断 甲类



270200004.60 脱落细胞学检查与诊断(窥镜刷片) 33 例 病理诊断 甲类

270200004.70 脱落细胞学检查与诊断(口腔粘液) 33 例 病理诊断 甲类

270200005 细胞学计数 30.8 例 病理诊断 甲类

270200005.10 细胞学计数(支气管灌洗液) 30.8 例 病理诊断 甲类

270200005.20 细胞学计数(脑脊液) 30.8 例 病理诊断 甲类

270300001 穿刺组织活检检查与诊断 66 例 病理诊断 甲类

270300001.01 穿刺组织活检检查与诊断(每增加1个蜡块加收) 30 个 病理诊断 甲类

270300001.10 穿刺组织活检检查与诊断(肾) 66 例 病理诊断 甲类

270300001.20 穿刺组织活检检查与诊断(乳腺) 66 例 病理诊断 甲类

270300001.30 穿刺组织活检检查与诊断(体表肿块) 66 例 病理诊断 甲类

270300002 内镜组织活检检查与诊断 66 例 病理诊断 甲类



270300002.01 内镜组织活检检查与诊断(每增加1个蜡块加收) 30 个 病理诊断 甲类

270300003 局部切除组织活检检查与诊断 66 每个部位 病理诊断 甲类

270300003.01 局部切除组织活检检查与诊断(每增加1个蜡块加收) 30 个 病理诊断 甲类

270300004 骨髓组织活检检查与诊断 66 例 病理诊断 甲类

270300005 手术标本检查与诊断 66 例 病理诊断 甲类

270300005.01 手术标本检查与诊断(每增加1个蜡块加收) 30 个 病理诊断 甲类

270300005.02 手术标本检查与诊断(塑料包埋加收) 10 例 病理诊断 甲类

270300006 截肢标本病理检查与诊断 66 每肢、每指(趾) 病理诊断 甲类

270300006.01 截肢标本病理检查与诊断(每增加1个蜡块加收) 30 个 病理诊断 甲类

270300006.02 截肢标本病理检查与诊断(不脱钙直接切片标本加收) 10 每肢、每指(趾) 病理诊断 甲类

270300007 牙齿及骨骼磨片诊断(不脱钙) 88 例 病理诊断 非类



270300008 牙齿及骨骼磨片诊断(脱钙) 77 例 病理诊断 非类

270300009 颌骨样本及牙体牙周样本诊断 88 例 病理诊断 非类

270300009.01 颌骨样本及牙体牙周样本诊断(每增加1个蜡块加收) 30 个 病理诊断 非类

270300009.02 颌骨样本及牙体牙周样本诊断(不脱钙直接切片标本加收) 10 例 病理诊断 非类

270300010 全器官大切片检查与诊断 330 例 病理诊断 乙类

270400001 冰冻切片检查与诊断 220 例 病理诊断 甲类

270400001.01 冰冻切片检查与诊断(每增加1个组织块加收) 30 个 病理诊断 甲类

270400001.02 冰冻切片检查与诊断(特异性感染标本加收) 20 例 病理诊断 甲类

270400002 快速石蜡切片检查与诊断 176 例 病理诊断 甲类

270400002.01 快速石蜡切片检查与诊断(特异性感染标本加收) 20 例 病理诊断 甲类

270400002.10 快速石蜡切片检查与诊断(快速细胞病理诊断) 176 例 病理诊断 甲类



270500001 特殊染色及酶组织化学染色诊断 38.5每个标本，每种染色 病理诊断 甲类

270500001.01 特殊染色及酶组织化学染色诊断(脱钙加收) 8 每个标本，每种染色 病理诊断 甲类

270500001.02 特殊染色及酶组织化学染色诊断(脱色加收) 8 每个标本，每种染色 病理诊断 甲类

270500001.03 特殊染色及酶组织化学染色诊断(脱脂加收) 8 每个标本，每种染色 病理诊断 甲类

270500002 免疫组织化学染色诊断 77 每个标本，每种染色 病理诊断 甲类

270500003 免疫荧光染色诊断 77 每个标本，每种染色 病理诊断 甲类

270500004 全自动快速特殊染色及酶组织化学染色诊断 180 每个标本，每种染色 病理诊断 非类

270500004.01 全自动快速特殊染色及酶组织化学染色诊断(每增加一种染色收取) 120 每种染色 病理诊断 #N/A

270600001 普通透射电镜检查与诊断 220 每个标本 病理诊断 乙类

270600002 免疫电镜检查与诊断 275 每个标本 病理诊断 乙类

270600003 扫描电镜检查与诊断 275 每个标本 病理诊断 乙类



270700001 原位杂交技术 77 项 病理诊断 非类

270700002 印迹杂交技术 99 项 病理诊断 非类

270700002.10 印迹杂交技术(Southern) 99 项 病理诊断 非类

270700002.20 印迹杂交技术(Northern) 99 项 病理诊断 非类

270700002.30 印迹杂交技术(Western) 99 项 病理诊断 非类

270700003 脱氧核糖核酸(DNA)测序 440 项 实验室诊断 乙类

270700004 ALK蛋白伴随诊断 640 项 病理诊断 非类

270800001 病理体视学检查与图象分析 33 次 病理诊断 乙类

270800001.10 病理体视学检查与图象分析(流式细胞仪) 33 次 病理诊断 乙类

270800001.20 病理体视学检查与图象分析(显微分光光度技术) 33 次 病理诊断 乙类

270800004 液基薄层细胞制片术 132 次 病理诊断 乙类



270800004.10 液基薄层细胞制片术(液基细胞学薄片技术) 132 次 病理诊断 乙类

270800004.20 液基薄层细胞制片术(液基细胞学超薄片技术) 132 次 病理诊断 乙类

270800005 病理大体标本摄影 27.5 每个标本 病理诊断 非类

270800006 显微摄影术 27.5 每个视野 病理诊断 非类

270800007 疑难病理会诊 330 次 会诊费 非类

270800008 普通病理会诊 55 次 会诊费 非类

280000001 人体免疫缺陷(HIV)病毒载量检测 605 次 实验室诊断 乙类

280000001.01 人体免疫缺陷(HIV)病毒载量检测(酶免法加收) 50 次 实验室诊断 乙类

280000001p 结核分枝杆菌耐药基因检测 350 每种药物 实验室诊断 非类

280000001q 结核感染T细胞检测 520 次 实验室诊断 非类

280000001r 肠道屏障功能分析检测 195 次 实验室诊断 非类



280000002 肿瘤异常蛋白检测 198 次 实验室诊断 非类

280000003 肿瘤细胞耐药基因蛋白含量检测 143 次 实验室诊断 非类

280000004 肿瘤转移基因蛋白含量检测 143 次 实验室诊断 非类

280000005 结核分枝杆菌直接检测(MTD) 473 次 实验室诊断 乙类

280000005.01 结核分枝杆菌直接检测(MTD)噬菌体法收取 100 次 实验室诊断 非类

280000005.10 结核分枝杆菌直接检测(MTD)(分枝杆菌法菌种鉴定(基因芯片法)) 473 次 实验室诊断 乙类

280000006 老年痴呆蛋白测定 49.5 次 实验室诊断 非类

280000007 胃动素测定 33 次 实验室诊断 非类

280000008 蛋白聚糖测定 176 次 实验室诊断 非类

280000009 Ⅱ型胶原测定 132 次 实验室诊断 非类

280000010 尿粘多糖试验 22 项 实验室诊断 非类



280000011 胰岛素敏感钳夹试验 396 次 实验室诊断 非类

280000012 卡氏肺孢子包囊镜检 49.5 次 实验室诊断 非类

3101.01 神经系统(床旁检查加收) 10 次 临床诊断 非类

310100001 脑电图 33 次 临床诊断 甲类

310100001.01 脑电图(14导以上加收) 15 次 临床诊断 甲类

310100001.02 脑电图(术中监测收取) 15 小时 临床诊断 乙类

310100001.10 脑电图(睡眠脑电图) 33 次 临床诊断 甲类

310100001.20 脑电图(脑电图功率谱) 33 次 临床诊断 甲类

310100002 特殊脑电图 88 次 临床诊断 乙类

310100002.10 特殊脑电图(特殊电极(鼻咽或蝶骨)) 88 次 临床诊断 乙类

310100002.20 特殊脑电图(特殊诱发) 88 次 临床诊断 乙类



310100003 脑地形图 55 次 临床诊断 甲类

310100003.01 脑地形图(彩色加收) 20 次 临床诊断 甲类

310100003.02 脑地形图(14导以上加收) 15 次 临床诊断 甲类

310100004 动态脑电图 440 次 临床诊断 乙类

310100004.01 动态脑电图(132道视频脑电图加收) 350 次 临床诊断 非类

310100004.10 动态脑电图(24小时脑电视频监测) 440 次 临床诊断 乙类

310100004.20 动态脑电图(脑电Holter) 440 次 临床诊断 乙类

310100005 脑电图录象监测 44 小时 临床诊断 非类

310100006 脑磁图 2970 项 临床诊断 非类

310100006.01 脑磁图(每增加一项功能定位加收) 1000 项 临床诊断 非类

310100006.02 脑磁图(癫痫定位加收) 5000 项 临床诊断 非类



310100006.10 脑磁图(视觉定位) 2970 项 临床诊断 非类

310100006.20 脑磁图(听觉定位) 2970 项 临床诊断 非类

310100006.30 脑磁图(体感诱发定位) 2970 项 临床诊断 非类

310100006.40 脑磁图(语言区定位) 2970 项 临床诊断 非类

310100006.50 脑磁图(运动区定位) 2970 项 临床诊断 非类

310100007 神经传导速度测定 33 每条神经 临床诊断 乙类

310100007.10 神经传导速度测定(重复神经电刺激) 33 每条神经 临床诊断 乙类

310100008 神经电图 44 每条神经 临床诊断 乙类

310100009 体感诱发电位 55 单肢 临床诊断 甲类

310100009.01 体感诱发电位(地形图分析加收) 8 单肢 临床诊断 甲类

310100009.02 体感诱发电位(术中监测收取) 20 小时 临床诊断 乙类



310100009.10 体感诱发电位(上肢体感诱发电位检查) 55 单肢 临床诊断 甲类

310100009.20 体感诱发电位(下肢体感诱发电位检查) 55 单肢 临床诊断 甲类

310100010 运动诱发电位 66 次 临床诊断 甲类

310100010.01 运动诱发电位(术中监测收取) 20 小时 临床诊断 乙类

310100011 事件相关电位 110 次 临床诊断 非类

310100011.01 事件相关电位(增加N400检查时加收) 20 次 临床诊断 非类

310100011.10 事件相关电位(视觉) 110 次 临床诊断 非类

310100011.20 事件相关电位(体感刺激P300) 110 次 临床诊断 非类

310100011.30 事件相关电位(听觉P300) 110 次 临床诊断 非类

310100012 脑干听觉诱发电位 55 次 临床诊断 甲类

310100013 术中颅神经监测 110 小时 临床诊断 非类



310100014 颅内压监测 19.8 小时 临床诊断 乙类

310100014.10 颅内压监测(脑氧代谢监测) 19.8 小时 临床诊断 乙类

310100014.20 颅内压监测(脑微透析监测) 19.8 小时 临床诊断 乙类

310100014.30 颅内压监测(无创脑水肿(血肿)动态监测) 55 次 临床诊断 乙类

310100015 感觉阈值测量 154 次 临床诊断 乙类

310100015.10 感觉阈值测量(感觉障碍电生理诊断) 154 次 临床诊断 乙类

310100016 腰椎穿刺术 66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10100016.01 腰椎穿刺术(脑脊液动力学检查加收) 20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10100017 侧脑室穿刺术 88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10100017.10 侧脑室穿刺术(引流) 88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10100017.20 侧脑室穿刺术(注药) 88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10100018 枕大池穿刺术 88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10100019 硬脑膜下穿刺术 88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10100020 周围神经活检术 55 每个切口 手术治疗 甲类

310100020.10 周围神经活检术(肌肉活检) 55 每个切口 手术治疗 甲类

310100021 植物神经功能检查 44 次 临床诊断 乙类

310100023 肌电图 33 每条肌肉 临床诊断 乙类

310100023.10 肌电图(眼肌电图) 33 每条肌肉 临床诊断 乙类

310100023.20 肌电图(巨肌电图) 33 每条肌肉 临床诊断 乙类

310100024 单纤维肌电图 49.5 每条肌肉 临床诊断 非类

310100025 肌电图监测 11 小时 临床诊断 非类

310100027 神经阻滞治疗 38.5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10100027.01 神经阻滞治疗(13个点以上，每增加一个点加收) 1 一个点 手术治疗 甲类

310100028 经皮穿刺三叉神经半月节注射治疗术 286 次 手术治疗 乙类

310100028.01 经皮穿刺三叉神经半月节注射治疗术(CT定位加收) 200 次 手术治疗 乙类

310100029 经皮穿刺三叉神经半月节射频温控热凝术 440 次 手术治疗 乙类

310100029.01
经皮穿刺三叉神经半月节射频温控热凝术(其他神经射频温控热凝术

收取)
300 次 手术治疗 乙类

310100029.02 经皮穿刺三叉神经半月节射频温控热凝术(CT定位加收) 200 次 手术治疗 乙类

310100029.10 经皮穿刺三叉神经半月节射频温控热凝术(感觉根射频温控热凝) 440 次 手术治疗 乙类

310100031 慢性小脑电刺激术 22 次 手术治疗 非类

310100031.10 慢性小脑电刺激术(小脑功能治疗) 22 次 手术治疗 非类

310100032 肉毒素注射治疗 66 次 手术治疗 非类

310100032.01 肉毒素注射治疗(13个点以上每增加一个点加收) 2 一个点 手术治疗 非类



310100033 周围神经毁损术 330 次 手术治疗 乙类

310100033.01 周围神经毁损术(三叉神经干加收) 400 次 手术治疗 非类

310100033.02 周围神经毁损术(射频加收) 150 次 手术治疗 非类

310100034 交感神经节毁损术 715 次 手术治疗 乙类

310100034.01 交感神经节毁损术(胸交感神经加收) 200 次 手术治疗 非类

310100034.02 交感神经节毁损术(射频加收) 150 次 手术治疗 非类

310100035 脑循环动力学检测 55 次 手术治疗 非类

310100036 麻醉睡眠诱导平衡术 1650 次(11小时) 手术治疗 非类

310100037 脊髓神经电刺激系统植入术 2750 两根电极/次 手术治疗 非类

310100037.01 脊髓神经电刺激系统植入术(植入3根电极加收) 1250 次 手术治疗 非类

310100037.02 脊髓神经电刺激系统植入术(电极或电刺激器调整收取) 250 次 手术治疗 非类



310100037.03 脊髓神经电刺激系统植入术(电刺激器、电极取出术收取) 500 次 手术治疗 非类

310100037.04 脊髓神经电刺激系统植入术(电极、电刺激器更换收取) 2000 次 手术治疗 非类

310100037.05 脊髓神经电刺激系统植入术(脊髓神经电极植入和体外测试术收取) 2000 次 手术治疗 非类

310100038 肌肉痉挛局部注射治疗 198 次 非手术治疗 非类

310100039 三叉神经半月节球囊压迫术 1800 次 手术治疗 非类

310100040 帕金森病嗅觉障碍检查 400 次 临床诊断 非类

310100041 喉返神经功能监测 260 次 临床诊断 #N/A

310201001 生长激素释放激素兴奋试验(GRH) 19.8 每试验项目 临床诊断 乙类

310201002 促甲状腺释放激素兴奋试验(TRH) 19.8 每试验项目 临床诊断 乙类

310201003 促肾上腺释放激素兴奋试验(CRF) 19.8 每试验项目 临床诊断 乙类

310201004 促性腺释放激素兴奋试验(GnRH) 19.8 每试验项目 临床诊断 乙类



310201005 胰岛素低血糖兴奋试验 33 每试验项目 临床诊断 乙类

310201006 精氨酸试验 19.8 每试验项目 临床诊断 非类

310201007 各种药物兴奋泌乳素(PRL)动态试验 19.8 每试验项目 临床诊断 非类

310202001 葡萄糖抑制(GH)试验 19.8 每试验项目 临床诊断 乙类

310202002 兴奋泌乳素(PRL)抑制试验 19.8 每试验项目 临床诊断 乙类

310203001 禁水试验 27.5 每试验项目 临床诊断 非类

310203002 禁水加压素试验 30.8 每试验项目 临床诊断 乙类

310203003 高渗盐水试验 30.8 每试验项目 临床诊断 非类

310203003.10 高渗盐水试验(口服高渗盐水试验) 30.8 每试验项目 临床诊断 非类

310203003.20 高渗盐水试验(静脉点滴高渗盐水试验) 30.8 每试验项目 临床诊断 非类

310203004 水负荷试验 30.8 每试验项目 临床诊断 非类



310203005 去氨加压素(DDAVP)治疗试验 13.2 每试验项目 临床诊断 非类

310204001 钙耐量试验 20.9 每试验项目 临床诊断 甲类

310204002 快速钙滴注抑制试验 20.9 每试验项目 临床诊断 非类

310204003 肾小管磷重吸收试验 14.3 每试验项目 临床诊断 甲类

310204004 磷清除试验 14.3 每试验项目 临床诊断 甲类

310204005 低钙试验 9.9 每试验项目 临床诊断 甲类

310204006 低磷试验 9.9 每试验项目 临床诊断 甲类

310205001 葡萄糖耐量试验 19.8 每试验项目 临床诊断 甲类

310205001.10 葡萄糖耐量试验(口服) 19.8 每试验项目 临床诊断 甲类

310205001.20 葡萄糖耐量试验(静脉) 19.8 每试验项目 临床诊断 甲类

310205002 馒头餐糖耐量试验 17.6 每试验项目 临床诊断 甲类



310205003 可的松糖耐量试验 19.8 每试验项目 临床诊断 甲类

310205004 胰岛素释放试验 22 每试验项目 临床诊断 甲类

310205004.10 胰岛素释放试验(C肽释放试验) 22 每试验项目 临床诊断 甲类

310205005 胰高血糖素试验 22 每试验项目 临床诊断 甲类

310205007 饥饿试验 17.6 每试验项目 临床诊断 非类

310205008 电脑血糖监测 8.8 次 临床诊断 甲类

310205009 连续动态血糖监测 5.5 小时 临床诊断 甲类

310206001 昼夜皮质醇节律测定 9.9 每试验项目 临床诊断 甲类

310206002 促肾上腺皮质激素(ACTH)兴奋试验 14.3 每试验项目 临床诊断 甲类

310206002.10 促肾上腺皮质激素(ACTH)兴奋试验(传统法) 14.3 每试验项目 临床诊断 甲类

310206002.20 促肾上腺皮质激素(ACTH)兴奋试验(肌注法) 14.3 每试验项目 临床诊断 甲类



310206003 过夜地塞米松抑制试验 6.6 每试验项目 临床诊断 甲类

310206004 地塞米松抑制试验 14.3 每试验项目 临床诊断 甲类

310206005 皮质素水试验 14.3 每试验项目 临床诊断 非类

310206005.10 皮质素水试验(水利尿试验) 14.3 每试验项目 临床诊断 非类

310206006 醛固酮肾素测定卧立位试验 6.6 每试验项目 临床诊断 甲类

310206007 低钠试验 9.9 每试验项目 临床诊断 乙类

310206007.10 低钠试验(高钠试验) 9.9 每试验项目 临床诊断 乙类

310206008 钾负荷试验 11 每试验项目 临床诊断 乙类

310206009 安体舒通试验 18.7 每试验项目 临床诊断 乙类

310206010 赛庚啶试验 14.3 每试验项目 临床诊断 乙类

310206011 氨苯喋啶试验 18.7 每试验项目 临床诊断 非类



310206012 开搏通试验 18.7 每试验项目 临床诊断 甲类

310207001 苄胺唑啉阻滞试验 17.6 每试验项目 临床诊断 甲类

310207002 可乐宁试验 12.1 每试验项目 临床诊断 乙类

310207002.10 可乐宁试验(哌唑嗪试验) 12.1 每试验项目 临床诊断 乙类

310207003 胰高血糖素激发试验 12.1 每试验项目 临床诊断 乙类

310207004 冷加压试验 16.5 每试验项目 临床诊断 甲类

310207005 组织胺激发试验 16.5 每试验项目 实验室诊断 乙类

310207006 酪胺激发试验 16.5 每试验项目 临床诊断 乙类

310208001 胰岛素泵持续皮下注射胰岛素 77 天 非手术治疗 乙类

310208002 人绒毛膜促性腺激素兴奋试验 9.9 每试验项目 临床诊断 甲类

310208003 经皮氧分压检测 77 次 临床诊断 非类



310208004 胰岛素泵安装术 120 次 非手术治疗 #N/A

310208004.01 胰岛素泵安装术（取出收取） 60 次 非手术治疗 #N/A

310300001 普通视力检查 1.1 次 临床诊断 甲类

310300001.01 普通视力检查(激光视力检查加收) 10 次 临床诊断 非类

310300001.02 普通视力检查(伪盲检查加收) 2 次 临床诊断 非类

310300002 特殊视力检查 2.2 项 临床诊断 甲类

310300002.01 特殊视力检查(每增加一项加收) 1 项 临床诊断 甲类

310300002.10 特殊视力检查(儿童图形视力表) 2.2 项 临床诊断 甲类

310300002.20 特殊视力检查(点视力表) 2.2 项 临床诊断 甲类

310300002.30 特殊视力检查(条栅视力卡) 2.2 项 临床诊断 甲类

310300002.40 特殊视力检查(视动性眼震仪) 2.2 项 临床诊断 甲类



310300003 选择性观看检查 1.1 次 临床诊断 非类

310300004 视网膜视力检查 1.1 次 临床诊断 甲类

310300005 视野检查 11 单眼 临床诊断 甲类

310300005.01 视野检查(国产电脑视野计加收) 10 次 临床诊断 甲类

310300005.02 视野检查(动态(Goldmann)视野计加收) 10 次 临床诊断 甲类

310300005.03 视野检查(进口视野计加收) 20 次 临床诊断 甲类

310300006 阿姆斯勒(Amsler)表检查 1.1 次 临床诊断 甲类

310300007 验光 2.75 项 临床诊断 甲类

310300007.01 验光(综合验光仪加收) 10 次 临床诊断 非类

310300007.10 验光(检影) 2.75 项 临床诊断 甲类

310300007.20 验光(散瞳) 2.75 项 临床诊断 甲类



310300007.30 验光(云雾试验) 2.75 项 临床诊断 甲类

310300007.40 验光(试镜) 2.75 项 临床诊断 甲类

310300008 镜片检测 1.1 次 非手术治疗 非类

310300009 隐形眼镜配置 13.2 次 非手术治疗 非类

310300010 主导眼检查 1.1 次 临床诊断 非类

310300011 代偿头位测定 1.1 次 临床诊断 非类

310300012 复视检查 5.5 次 临床诊断 甲类

310300012.01 复视检查(同视机加收) 5 次 临床诊断 非类

310300013 斜视度测定 6.6 次 临床诊断 非类

310300014 三棱镜检查 11 次 临床诊断 甲类

310300016 黑氏(Hess)屏检查 4.4 次 临床诊断 甲类



310300017 调节/集合测定 7.7 次 临床诊断 非类

310300018 牵拉试验 2.2 次 临床诊断 非类

310300019 双眼视觉检查 8.8 次 临床诊断 非类

310300019.01 双眼视觉检查(同视机加收) 5 次 临床诊断 非类

310300020 色觉检查 1.1 项 临床诊断 非类

310300020.10 色觉检查(普通图谱法) 1.1 项 临床诊断 非类

310300020.20 色觉检查(FM-100Hue测试盒法) 1.1 项 临床诊断 非类

310300020.30 色觉检查(色觉仪法) 1.1 项 临床诊断 非类

310300022 暗适应测定 33 次 临床诊断 非类

310300023 明适应测定 13.2 次 临床诊断 非类

310300025 注视性质检查 1.1 次 临床诊断 甲类



310300026 眼象差检查 2.2 次 临床诊断 非类

310300027 眼压检查 4.4 次 临床诊断 甲类

310300027.01 眼压检查(非接触眼压计法加收) 4 次 临床诊断 非类

310300027.10 眼压检查(Schiotz眼压计法) 4.4 次 临床诊断 甲类

310300027.20 眼压检查(电眼压计法) 4.4 次 临床诊断 甲类

310300027.30 眼压检查(压平眼压计法) 4.4 次 临床诊断 甲类

310300028 眼压日曲线检查 22 次 临床诊断 非类

310300029 眼压描记 5.5 次 临床诊断 甲类

310300030 眼球突出度测量 5.5 次 临床诊断 非类

310300030.10 眼球突出度测量(米尺测量法) 5.5 次 临床诊断 非类

310300030.20 眼球突出度测量(眼球突出计测量法) 5.5 次 临床诊断 非类



310300033 上睑下垂检查 1.1 次 临床诊断 非类

310300034 泪膜破裂时间测定 8.8 次 临床诊断 非类

310300035 泪液分泌功能测定 5.5 次 临床诊断 非类

310300036 泪道冲洗 3.3 次 非手术治疗 甲类

310300037 青光眼诱导试验 13.2 次 临床诊断 甲类

310300037.10 青光眼诱导试验(饮水) 13.2 次 临床诊断 甲类

310300037.20 青光眼诱导试验(暗室) 13.2 次 临床诊断 甲类

310300037.30 青光眼诱导试验(妥拉苏林) 13.2 次 临床诊断 甲类

310300038 角膜荧光素染色检查 3.3 次 临床诊断 甲类

310300039 角膜曲率测量 4.4 单眼 临床诊断 甲类

310300040 角膜地形图检查 55 单眼 临床诊断 甲类



310300041 角膜内皮镜检查 33 单眼 临床诊断 甲类

310300041.01 角膜内皮镜检查(录相记录加收) 20 单眼 临床诊断 甲类

310300042 角膜厚度检查 16.5 单眼 临床诊断 甲类

310300042.10 角膜厚度检查(裂隙灯法) 16.5 单眼 临床诊断 甲类

310300042.20 角膜厚度检查(超声法) 16.5 单眼 影像学诊断 甲类

310300043 角膜知觉检查 5.5 单眼 临床诊断 甲类

310300044 巩膜透照检查 11 单眼 临床诊断 甲类

310300045 人工晶体度数测量 19.8 单眼 临床诊断 非类

310300046 前房深度测量 5.5 单眼 临床诊断 甲类

310300046.10 前房深度测量(裂隙灯法(测量周边前房及轴部前房)) 5.5 单眼 临床诊断 甲类

310300046.20 前房深度测量(前房深度测量仪法) 5.5 单眼 临床诊断 甲类



310300047 房水荧光测定 8.8 单眼 临床诊断 非类

310300048 裂隙灯检查 3.3 单眼 临床诊断 甲类

310300048.01 裂隙灯检查(荧光素加收) 1 单眼 临床诊断 甲类

310300048.02 裂隙灯检查(红汞染色加收) 1 单眼 临床诊断 甲类

310300049 裂隙灯下眼底检查 8.8 单眼 临床诊断 甲类

310300049.10 裂隙灯下眼底检查(前置镜) 8.8 单眼 临床诊断 甲类

310300049.20 裂隙灯下眼底检查(三面镜) 8.8 单眼 临床诊断 甲类

310300049.30 裂隙灯下眼底检查(视网膜镜) 8.8 单眼 临床诊断 甲类

310300050 裂隙灯下房角镜检查 8.8 单眼 临床诊断 甲类

310300051 眼位照相 16.5 单眼 临床诊断 非类

310300052 眼前段照相 11 单眼 临床诊断 非类



310300053 眼底照相 16.5 单眼 临床诊断 甲类

310300053.01 眼底照相(拼图加收) 60 单眼 临床诊断 非类

310300054 眼底血管造影 77 单眼 临床诊断 甲类

310300054.01 眼底血管造影(靛青绿血管造影(ICGA)加收) 50 单眼 临床诊断 乙类

310300054.10 眼底血管造影(眼底荧光血管造影(FFA)) 77 单眼 临床诊断 甲类

310300055 裂隙灯下眼底视神经立体照相 66 单眼 临床诊断 非类

310300056 眼底检查 5.5 单眼 临床诊断 甲类

310300056.01 眼底检查(自发荧光检查加收) 25 单眼 临床诊断 非类

310300056.02 眼底检查(间接眼底镜法加收) 5 单眼 临床诊断 非类

310300056.10 眼底检查(直接眼底镜法) 5.5 单眼 临床诊断 甲类

310300056.20 眼底检查(间接眼底镜法) 5.5 单眼 临床诊断 甲类



310300057 扫描激光眼底检查(SLO) 110 次 临床诊断 乙类

310300058 视网膜裂孔定位检查 16.5 单眼 临床诊断 甲类

310300058.10 视网膜裂孔定位检查(直接检眼镜观察+测算) 16.5 单眼 临床诊断 甲类

310300058.20 视网膜裂孔定位检查(双目间接检眼镜观察+巩膜加压法) 16.5 单眼 临床诊断 甲类

310300063 超声生物显微镜检查(UBM) 110 单眼 影像学诊断 乙类

310300064 光学相干断层成相(OCT) 165 次 临床诊断 乙类

310300065 视网膜电流图(ERG) 77 单眼 临床诊断 甲类

310300065.01 视网膜电流图(ERG)(多焦视网膜电图(m-ERG)加收) 30 单眼 临床诊断 甲类

310300065.10 视网膜电流图(ERG)(图形视网膜电图(P-ERG)) 77 单眼 临床诊断 甲类

310300065.20 视网膜电流图(ERG)(多焦视网膜电图(m-ERG)) 77 单眼 临床诊断 甲类

310300067 眼电图(EOG) 55 单眼 临床诊断 甲类



310300068 视诱发电位(VEP) 77 次 临床诊断 甲类

310300069 眼外肌功能检查 6.6 次 临床诊断 甲类

310300070 眼肌力检查 2.2 次 临床诊断 甲类

310300072 马氏(Maddox)杆试验 2.2 单眼 临床诊断 甲类

310300073 球内异物定位 33 单眼 手术治疗 甲类

310300074 磁石试验 5.5 单眼 临床诊断 非类

310300075 眼活体组织检查 33 单眼 临床诊断 甲类

310300076 角膜刮片检查 8.8 单眼 临床诊断 甲类

310300077 结膜囊取材检查 8.8 单眼 临床诊断 甲类

310300080 视网膜激光光凝术 385 单眼 手术治疗 乙类

310300080.01 视网膜激光光凝术(多波长激光加收) 100 单眼 手术治疗 乙类



310300081 激光治疗眼前节病 220 次 手术治疗 乙类

310300081.10 激光治疗眼前节病(治疗青光眼) 220 次 手术治疗 乙类

310300081.20 激光治疗眼前节病(晶状体囊膜切开) 220 次 手术治疗 乙类

310300081.30 激光治疗眼前节病(虹膜囊肿切除) 220 次 手术治疗 乙类

310300084 低功率氦-氖激光治疗 13.2 次 非手术治疗 非类

310300084.10 低功率氦-氖激光治疗(温热激光) 13.2 次 非手术治疗 非类

310300085 电解倒睫 6.6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10300085.10 电解倒睫(拔倒睫) 6.6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10300086 光动力疗法(PDT) 550 次 非手术治疗 非类

310300088 冲洗结膜囊 6.6 次 非手术治疗 甲类

310300089 睑结膜伪膜去除冲洗 6.6 次 非手术治疗 甲类



310300090 晶体囊截开术 220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10300090.01 晶体囊截开术(激光加收) 30 次 手术治疗 非类

310300091 取结膜结石 8.8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10300092 沙眼磨擦压挤术 11 次 非手术治疗 甲类

310300093 眼部脓肿切开引流术 33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10300094 球结膜下注射 4.4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10300095 球后注射 11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10300095.10 球后注射(球周半球后) 11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10300095.20 球后注射(球旁) 11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10300096 眶上神经封闭 5.5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10300097 肉毒杆菌素眼外肌注射 16.5 次 手术治疗 非类



310300097.10 肉毒杆菌素眼外肌注射(治疗眼睑痉挛) 16.5 次 手术治疗 非类

310300097.20 肉毒杆菌素眼外肌注射(麻痹性斜视) 16.5 次 手术治疗 非类

310300097.30 肉毒杆菌素眼外肌注射(上睑后退) 16.5 次 手术治疗 非类

310300099 后象治疗 2.2 次 非手术治疗 非类

310300100 前房穿刺术 77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10300100.01 前房穿刺术(显微镜下手术加收) 15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10300100.10 前房穿刺术(前房冲洗术) 77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10300101 前房注气术 77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10300101.01 前房注气术(显微镜下手术加收) 15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10300101.10 前房注气术(脉络膜上腔放液术) 77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10300102 角膜异物剔除术 16.5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10300103 角膜溃疡灼烙术 16.5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10300104 眼部冷冻治疗 55 单眼 手术治疗 甲类

310300104.10 眼部冷冻治疗(炎性肉芽肿) 55 单眼 手术治疗 甲类

310300104.20 眼部冷冻治疗(血管瘤) 55 单眼 手术治疗 甲类

310300104.30 眼部冷冻治疗(青光眼) 55 单眼 手术治疗 甲类

310300104.40 眼部冷冻治疗(角膜溃疡) 55 单眼 手术治疗 甲类

310300105 泪小点扩张 8.8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10300106 泪道探通术 22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10300106.01 泪道探通术(多波长激光加收) 30 次 手术治疗 非类

310300107 双眼单视功能训练 8.8 次 非手术治疗 非类

310300108 弱视训练 8.8 次 非手术治疗 非类



310300111 经瞳孔温热疗法(TTT) 495 次 非手术治疗 非类

310300112 角膜共聚焦检查 200 单眼 临床诊断 非类

310401001 听性脑干反应 110 次 临床诊断 乙类

310401001.01 听性脑干反应(测潜伏期加收) 50 次 临床诊断 乙类

310401002 纯音听阈测定 33 次 临床诊断 甲类

310401002.01 纯音听阈测定(超高频测定加收) 25 次 临床诊断 甲类

310401002.02 纯音听阈测定(甘油试验加收) 25 次 临床诊断 甲类

310401003 自描听力检查 13.2 次 临床诊断 非类

310401004 纯音短增量敏感指数试验 22 次 临床诊断 甲类

310401005 纯音衰减试验 22 次 临床诊断 甲类

310401006 双耳交替响度平衡试验 22 次 临床诊断 甲类



310401007 响度不适与舒适阈检测 22 次 临床诊断 甲类

310401008 调谐曲线 22 次 临床诊断 非类

310401009 言语测听 88 次 临床诊断 乙类

310401009.01 言语测听(声场测听加收) 30 次 临床诊断 非类

310401009.10 言语测听(声场测听) 88 次 临床诊断 乙类

310401010 声导抗测听 77 次 临床诊断 乙类

310401011 镫骨活动度检测(盖来试验) 22 次 临床诊断 非类

310401012 镫骨肌反射衰减试验 49.5 次 临床诊断 乙类

310401013 咽鼓管压力测定 27.5 次 临床诊断 甲类

310401014 耳蜗电图 121 次 临床诊断 乙类

310401015 耳声发射检查 77 次 临床诊断 甲类



310401015.10 耳声发射检查(自发性) 77 次 临床诊断 甲类

310401015.20 耳声发射检查(诱发性) 77 次 临床诊断 甲类

310401015.30 耳声发射检查(畸变产物耳声发射) 77 次 临床诊断 甲类

310401015.40 耳声发射检查(40HZ相关电位检查) 77 次 临床诊断 甲类

310401016 稳态听觉诱发反应 132 次 临床诊断 乙类

310401017 中潜伏期诱发电位 49.5 次 临床诊断 非类

310401018 皮层慢反应 49.5 次 临床诊断 非类

310401021 眼动图 30.8 次 临床诊断 甲类

310401021.01 眼动图(双向加收) 10 次 临床诊断 非类

310401021.02 眼动图(冷热试验加收) 50 次 临床诊断 非类

310401021.03 眼动图(红外跟踪眼动实时分析系统〔VNG〕加收) 20 项 临床诊断 非类



310401021.10 眼动图(定标) 30.8 次 临床诊断 甲类

310401021.20 眼动图(凝视跟踪) 30.8 次 临床诊断 甲类

310401021.30 眼动图(平稳跟踪) 30.8 次 临床诊断 甲类

310401021.40 眼动图(扫视跟踪) 30.8 次 临床诊断 甲类

310401021.50 眼动图(视动单速) 30.8 次 临床诊断 甲类

310401021.60 眼动图(转椅急停) 30.8 次 临床诊断 甲类

310401021.70 眼动图(温度(冷热)试验) 30.8 次 临床诊断 甲类

310401021.80 眼动图(视前庭眼动反射(VVOK)) 30.8 次 临床诊断 甲类

310401021.90 眼动图(自发眼震) 30.8 次 临床诊断 甲类

310401022 平衡试验 30.8 次 临床诊断 乙类

310401022.01 平衡试验(使用红外跟踪眼动实时分析系统(VNG)加收) 20 项 临床诊断 非类



310401022.10 平衡试验(平板试验) 30.8 次 临床诊断 乙类

310401022.20 平衡试验(扭颈试验) 30.8 次 临床诊断 乙类

310401022.30 平衡试验(变位试验) 30.8 次 临床诊断 乙类

310401022.40 平衡试验(位置性眼震试验) 30.8 次 临床诊断 乙类

310401023 中耳共振频率测定 19.8 次 临床诊断 非类

310401025a 纯音测试筛选 22 次 临床诊断 非类

310401025b 脑干听觉诱发电位筛选 77 次 临床诊断 非类

310401025c 声导抗测试筛选 33 次 临床诊断 非类

310401025d 耳声发射筛选 55 次 临床诊断 非类

310401026 耳鸣检查 33 单侧 临床诊断 甲类

310401026.10 耳鸣检查(他觉耳鸣检查) 33 单侧 临床诊断 甲类



310401026.20 耳鸣检查(耳鸣治疗) 33 单侧 临床诊断 甲类

310401027 定向条件反射测定 33 次 临床诊断 非类

310401028 助听器选配试验 44 次 非手术治疗 非类

310401029 电子耳蜗编程 110 次 非手术治疗 非类

310401030 真耳分析 88 次 非手术治疗 非类

310401031 鼓膜贴补试验 33 次 临床诊断 甲类

310401032 味觉试验 11 单侧 临床诊断 非类

310401032.10 味觉试验(电刺激法) 11 单侧 临床诊断 非类

310401032.20 味觉试验(直接法) 11 单侧 临床诊断 非类

310401033 溢泪试验 11 次 临床诊断 非类

310401034 耳纤维内镜检查 110 次 临床诊断 乙类



310401034.01 耳纤维内镜检查(视频耳内镜检查加收) 50 次 临床诊断 非类

310401034.10 耳纤维内镜检查(完壁式乳突术后) 110 次 临床诊断 乙类

310401034.20 耳纤维内镜检查(视频耳内镜检查) 110 次 临床诊断 乙类

310401035 硬性耳内镜检查 88 次 临床诊断 乙类

310401036 电耳镜检查 3.3 次 临床诊断 甲类

310401036.01 电耳镜检查(电脑式加收) 10 次 临床诊断 非类

310401037 耳显微镜检查 88 次 临床诊断 乙类

310401038 西格氏耳镜检查 5.5 次 临床诊断 甲类

310401038.10 西格氏耳镜检查(瘘管试验) 5.5 次 临床诊断 甲类

310401038.20 西格氏耳镜检查(鼓膜按摩) 5.5 次 临床诊断 甲类

310401039 上鼓室冲洗术 16.5 次 非手术治疗 甲类



310401040 鼓膜穿刺术 49.5 单侧 手术治疗 甲类

310401041 耵聍冲洗 22 次 非手术治疗 甲类

310401041.01 耵聍冲洗(单纯耵聍取出收取) 10 次 非手术治疗 甲类

310401041.10 耵聍冲洗(耳道冲洗) 22 次 非手术治疗 甲类

310401042 耳正负压治疗 8.8 次 非手术治疗 甲类

310401043 波氏法咽鼓管吹张 4.4 次 非手术治疗 甲类

310401044 导管法咽鼓管吹张 13.2 次 非手术治疗 甲类

310401045 耳药物烧灼 13.2 单侧 手术治疗 甲类

310401045.01 耳药物烧灼(耳部上药收取) 3 单侧 手术治疗 甲类

310401046 鼓膜贴补治疗 49.5 单侧 手术治疗 甲类

310401046.10 鼓膜贴补治疗(烧灼法) 49.5 单侧 手术治疗 甲类



310401046.20 鼓膜贴补治疗(针拨法) 49.5 单侧 手术治疗 甲类

310401047 耳神经阻滞 13.2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10401048 耳廓假性囊肿穿刺压迫治疗 49.5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10401049 耳部特殊治疗 22 次 手术治疗 乙类

310401049.01 耳部特殊治疗(射频加收) 30 次 手术治疗 乙类

310401049.02 耳部特殊治疗(激光加收) 30 次 手术治疗 乙类

310401049.03 耳部特殊治疗(微波加收) 30 次 手术治疗 乙类

310401049.04 耳部特殊治疗(等离子加收) 300 次 手术治疗 非类

310402001 鼻内镜检查 11 次 临床诊断 甲类

310402001.01 鼻内镜检查(纤维镜加收) 10 次 临床诊断 甲类

310402001.02 鼻内镜检查(电子镜加收) 40 次 临床诊断 甲类



310402001.03 鼻内镜检查(电子纤维镜加收) 60 次 临床诊断 甲类

310402001.04 鼻内镜检查(鼻窦内窥镜加收) 70 次 临床诊断 甲类

310402001.05 鼻内镜检查(视频镜加收) 50 次 临床诊断 非类

310402002 前鼻镜检查 4.4 次 临床诊断 甲类

310402003 长鼻镜检查 4.4 次 临床诊断 甲类

310402004 鼻内镜手术后检查处理 88 次 手术治疗 非类

310402005 鼻粘膜激发试验 8.8 次 临床诊断 非类

310402006 鼻分泌物细胞检测 19.8 次 临床诊断 非类

310402007 嗅觉功能检测 5.5 次 临床诊断 非类

310402010 糖精试验 5.5 次 临床诊断 非类

310402011 蝶窦穿刺活检术 110 次 临床诊断 甲类



310402012 鼻腔冲洗 8.8 次 非手术治疗 甲类

310402012.01 鼻腔冲洗(鼻腔上药收取) 2 次 非手术治疗 甲类

310402013 鼻腔取活检术 44 次 临床诊断 甲类

310402014 上颌窦穿刺术 38.5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10402015 鼻窦冲洗 8.8 次 非手术治疗 甲类

310402015.01 鼻窦冲洗(额窦加收) 2 次 非手术治疗 甲类

310402015.10 鼻窦冲洗(上颌窦冲洗) 8.8 次 非手术治疗 甲类

310402015.20 鼻窦冲洗(筛窦冲洗) 8.8 次 非手术治疗 甲类

310402015.30 鼻窦冲洗(蝶窦冲洗) 8.8 次 非手术治疗 甲类

310402016 鼻咽部活检术 55 次 临床诊断 甲类

310402017 下鼻甲封闭术 22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10402017.10 下鼻甲封闭术(鼻丘封闭) 22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10402017.20 下鼻甲封闭术(硬化剂注射) 22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10402018 鼻腔粘连分离术 44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10402019 鼻负压置换治疗 16.5 次 非手术治疗 甲类

310402020 脱敏治疗 7.7 次 非手术治疗 甲类

310402021 快速脱敏治疗 11 次 非手术治疗 甲类

310402022 前鼻孔填塞 44 次 非手术治疗 甲类

310402023 后鼻孔填塞 77 次 非手术治疗 甲类

310402024 鼻异物取出 27.5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10402025 鼻部特殊治疗 22 次 手术治疗 乙类

310402025.01 鼻部特殊治疗(射频加收) 30 次 手术治疗 乙类



310402025.02 鼻部特殊治疗(激光加收) 30 次 手术治疗 乙类

310402025.03 鼻部特殊治疗(微波加收) 30 次 手术治疗 乙类

310402025.04 鼻部特殊治疗(等离子加收) 300 次 手术治疗 非类

310403001 喉声图 66 次 临床诊断 非类

310403002 喉频谱仪检查 33 次 临床诊断 非类

310403003 喉电图测试 33 次 临床诊断 非类

310403004 计算机嗓音疾病评估 33 次 临床诊断 非类

310403006 纤维鼻咽镜检查 66 次 临床诊断 甲类

310403006.01 纤维鼻咽镜检查(无智能图像) 36 次 临床诊断 甲类

310403006.02 纤维鼻咽镜检查(电子镜加收) 40 次 临床诊断 甲类

310403007 间接鼻咽镜检查 8.8 次 临床诊断 甲类



310403008 硬性鼻咽镜检查 22 次 临床诊断 甲类

310403009 纤维喉镜检查 66 次 临床诊断 甲类

310403009.01 纤维喉镜检查(无智能图像) 36 次 临床诊断 甲类

310403009.02 纤维喉镜检查(电子镜加收) 40 次 临床诊断 甲类

310403010 喉动态镜检查 99 次 临床诊断 非类

310403011 直达喉镜检查 33 次 临床诊断 甲类

310403011.10 直达喉镜检查(前联合镜检查) 33 次 临床诊断 甲类

310403012 间接喉镜检查 8.8 次 临床诊断 甲类

310403012.10 间接喉镜检查(间接喉镜上药) 8.8 次 临床诊断 甲类

310403013 支撑喉镜检查 99 次 临床诊断 乙类

310403014 咽封闭 11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10403015 喉上神经封闭术 16.5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10403016 咽部特殊治疗 22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10403016.01 咽部特殊治疗(射频加收) 30 次 手术治疗 乙类

310403016.02 咽部特殊治疗(激光加收) 30 次 手术治疗 乙类

310403016.03 咽部特殊治疗(微波加收) 30 次 手术治疗 乙类

310403016.04 咽部特殊治疗(等离子加收) 300 次 手术治疗 非类

3105.01 真空压力蒸气灭菌手机消毒成本费 5 人次 临床诊断 非类

310501001 全口牙病系统检查与治疗设计 11 次 临床诊断 非类

310501001.01 全口牙病系统检查与治疗设计(牙周专业检查加收) 5 次 临床诊断 非类

310501002 咬合检查 11 次 临床诊断 非类

310501003 颌力测量检查 11 次 临床诊断 非类



310501004 咀嚼功能检查 11 次 临床诊断 非类

310501007 口腔模型制备 22 单颌 手术治疗 非类

310501008 记存模型制备 38.5 单颌 手术治疗 非类

310501009 面部模型制备 88 次 手术治疗 非类

310501010 常规面颌像检查 6.6 每片 临床诊断 非类

310501010.10 常规面颌像检查(正侧位面像) 6.6 每片 临床诊断 非类

310501010.20 常规面颌像检查(微笑像) 6.6 每片 临床诊断 非类

310501010.30 常规面颌像检查(正侧位颌像) 6.6 每片 临床诊断 非类

310501010.40 常规面颌像检查(上下颌颌面像) 6.6 每片 临床诊断 非类

310501011 口腔内镜检查 5.5 每牙 临床诊断 甲类

310502001 牙髓活力检查 4.4 每牙 临床诊断 乙类



310502001.10 牙髓活力检查(冷测) 4.4 每牙 临床诊断 乙类

310502001.20 牙髓活力检查(热测) 4.4 每牙 临床诊断 乙类

310502001.30 牙髓活力检查(牙髓活力电测) 4.4 每牙 临床诊断 乙类

310502002 根管长度测量 6.6 每根管 非手术治疗 乙类

310502003 口腔X线一次成像(RVG) 9.9 每牙 临床诊断 乙类

310503001 白细胞趋化功能检查 17.6 次 临床诊断 非类

310503002 龈沟液量测定 5.5 牙 临床诊断 非类

310503003 咬合动度测定 13.2 次 临床诊断 非类

310503004 龈上菌斑检查 49.5 次 临床诊断 非类

310503005 菌斑微生物检测 22 次 临床诊断 非类

310503005.10 菌斑微生物检测(刚果红负染法) 22 次 临床诊断 非类



310503005.20 菌斑微生物检测(暗视野显微镜法) 22 次 临床诊断 非类

310503005.30 菌斑微生物检测(Periocheck法) 22 次 临床诊断 非类

310504001 面神经功能主观检测 27.5 次 临床诊断 非类

310504002 面神经功能电脑检测 38.5 次 临床诊断 非类

310504003 面神经肌电图检查 11 每区 临床诊断 甲类

310504003.10 面神经肌电图检查(额) 11 每区 临床诊断 甲类

310504003.20 面神经肌电图检查(眼) 11 每区 临床诊断 甲类

310504003.30 面神经肌电图检查(上唇) 11 每区 临床诊断 甲类

310504003.40 面神经肌电图检查(下唇) 11 每区 临床诊断 甲类

310504004 腭咽闭合功能检查 77 次 临床诊断 非类

310504004.10 腭咽闭合功能检查(鼻咽纤维镜进行鼻音计检查) 77 次 临床诊断 非类



310504004.20 腭咽闭合功能检查(语音仪检查) 77 次 临床诊断 非类

310504004.30 腭咽闭合功能检查(计算机语音检查) 77 次 临床诊断 非类

310505001 正颌外科手术设计与面型预测 176 次 手术治疗 非类

310505001.10 正颌外科手术设计与面型预测(VTO技术) 176 次 手术治疗 非类

310505001.20 正颌外科手术设计与面型预测(电子计算机技术) 176 次 手术治疗 非类

310505003 模型外科设计 176 次 手术治疗 非类

310505004 带环制备 22 每个 手术治疗 非类

310505005 唇弓制备 49.5 每根 手术治疗 非类

310505005.01 唇弓制备(特殊要求唇弓加收) 20 每根 手术治疗 非类

310505006 颌导板制备 93.5 每个 手术治疗 非类

310505006.01 颌导板制备(特殊要求颌导板加收) 40 每个 手术治疗 非类



310506001 颞颌关节系统检查设计 38.5 每人次 临床诊断 非类

310506001.10 颞颌关节系统检查设计(颞颌关节系统检查) 38.5 每人次 临床诊断 非类

310506002 颞颌关节镜检查 38.5 次 临床诊断 甲类

310506003 关节腔压力测定 44 每人次 临床诊断 非类

310509001 种植治疗设计 110 次 手术治疗 非类

310509001.01 种植治疗设计(CT颌骨重建模拟种植设计加收) 80 次 手术治疗 非类

310510001 5.5 每牙 非手术治疗 非类

310510002 氟防龋治疗 11 每牙 非手术治疗 非类

310510002.10 氟防龋治疗(局部涂氟) 11 每牙 非手术治疗 非类

310510002.20 氟防龋治疗(氟液含漱) 11 每牙 非手术治疗 非类

310510002.30 氟防龋治疗(氟打磨) 11 每牙 非手术治疗 非类



310510003 牙脱敏治疗 11 每牙 非手术治疗 乙类

310510003.01 牙脱敏治疗(使用激光脱敏仪加收) 4 每牙 非手术治疗 非类

310510003.10 牙脱敏治疗(氟化钠) 11 每牙 非手术治疗 乙类

310510003.20 牙脱敏治疗(酚制剂) 11 每牙 非手术治疗 乙类

310510004 口腔局部冲洗上药 11 每牙 非手术治疗 甲类

310510004.10 口腔局部冲洗上药(牙周袋内上药) 11 每牙 非手术治疗 甲类

310510004.20 口腔局部冲洗上药(粘膜病变部位上药) 11 每牙 非手术治疗 甲类

310510005 不良修复体拆除 22 每牙 非手术治疗 甲类

310510005.10 不良充填体拆除 22 每牙 非手术治疗 甲类

310510006 牙开窗助萌术 30.8 每牙 手术治疗 乙类

310510006.01 牙开窗助萌术(位置异常加收) 20 每牙 手术治疗 非类



310510006.10 牙开窗助萌术(各类阻生恒牙) 30.8 每牙 手术治疗 乙类

310510007 口腔局部止血 11 每牙 非手术治疗 甲类

310510007.10 口腔局部止血(拔牙后出血) 11 每牙 非手术治疗 甲类

310510007.20 口腔局部止血(各种口腔内局部出血的清理创面) 11 每牙 非手术治疗 甲类

310510007.30 口腔局部止血(填塞) 11 每牙 非手术治疗 甲类

310510007.40 口腔局部止血(缝合) 11 每牙 非手术治疗 甲类

310510009 口内脓肿切开引流术 44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10510010 牙外伤结扎固定术 33 每牙 手术治疗 非类

310510011 拆除固定装置 16.5 每牙 非手术治疗 非类

310510011.10 拆除固定装置(去除由各种原因使用的口腔固定材料) 16.5 每牙 非手术治疗 非类

310510012 口腔活检术 55 次 临床诊断 甲类



310510013 无回吸口腔治疗术 1600 次 非手术治疗 非类

310511001 简单充填术 82.5 每牙 非手术治疗 乙类

310511002 复杂充填术 93.5 每牙 非手术治疗 乙类

310511002.10 复杂充填术(化学微创祛龋术) 93.5 每牙 非手术治疗 乙类

310511003 牙体桩钉固位修复术 121 每牙 非手术治疗 非类

310511004 牙体缺损粘接修复术 66 每牙 非手术治疗 乙类

310511004.01 牙体缺损粘接修复术(复杂加收) 30 每牙 非手术治疗 乙类

310511005 充填体抛光术 11 每牙 非手术治疗 非类

310511005.10 充填体抛光术(各类充填体修整) 11 每牙 非手术治疗 非类

310511006 前牙美容修复术 132 每牙 非手术治疗 非类

310511006.10 前牙美容修复术(切角) 132 每牙 非手术治疗 非类



310511006.20 前牙美容修复术(切缘) 132 每牙 非手术治疗 非类

310511006.30 前牙美容修复术(关闭间隙) 132 每牙 非手术治疗 非类

310511006.40 前牙美容修复术(畸形牙改形) 132 每牙 非手术治疗 非类

310511006.50 前牙美容修复术(牙体缺陷) 132 每牙 非手术治疗 非类

310511006.60 前牙美容修复术(着色牙贴面) 132 每牙 非手术治疗 非类

310511007 树脂嵌体修复术 82.5 每牙 非手术治疗 非类

310511007.01 树脂嵌体修复术(高嵌体修复加收) 15 每牙 非手术治疗 非类

310511008 橡皮障隔湿法 16.5 次 非手术治疗 非类

310511009 牙脱色术 44 每牙 非手术治疗 非类

310511009.01 牙脱色术(使用特殊仪器加收) 10 每牙 非手术治疗 非类

310511009.10 牙脱色术(氟斑牙) 44 每牙 非手术治疗 非类



310511009.20 牙脱色术(四环素牙) 44 每牙 非手术治疗 非类

310511009.30 牙脱色术(变色牙) 44 每牙 非手术治疗 非类

310511010 牙齿漂白术 22 每牙 非手术治疗 非类

310511010.01 牙齿漂白术(使用特殊仪器加收) 10 每牙 非手术治疗 非类

310511011 盖髓术 27.5 每牙 非手术治疗 甲类

310511011.10 盖髓术(龋齿的特殊检查) 27.5 每牙 非手术治疗 甲类

310511012 牙髓失活术 66 每牙 非手术治疗 甲类

310511013 开髓引流术 33 每牙 非手术治疗 甲类

310511014 干髓术 24.2 每牙 非手术治疗 甲类

310511015 牙髓摘除术 16.5 每根管 非手术治疗 甲类

310511016 根管预备 27.5 每根管 非手术治疗 甲类



310511016.01 根管预备(磨牙加收) 20 每根管 非手术治疗 乙类

310511016.02 根管预备(使用镍钛根管器械加收) 15 每根管 非手术治疗 乙类

310511017 根管充填术 22 每根管 非手术治疗 乙类

310511017.01 根管充填术(磨牙加收) 20 每根管 非手术治疗 乙类

310511017.02 根管充填术(使用热牙胶装置加收) 20 每根管 非手术治疗 非类

310511018 显微根管治疗术 220 每根管 非手术治疗 乙类

310511018.10 显微根管治疗术(复杂根管治疗) 220 每根管 非手术治疗 乙类

310511018.20 显微根管治疗术(根尖屏障制备) 220 每根管 非手术治疗 乙类

310511019 髓腔消毒术 16.5 每根管 非手术治疗 甲类

310511019.01 髓腔消毒术(使用特殊仪器(微波仪等)加收) 10 每根管 非手术治疗 甲类

310511019.10 髓腔消毒术(根管消毒) 16.5 每根管 非手术治疗 甲类



310511019.20 髓腔消毒术(瘘管治疗) 16.5 每根管 非手术治疗 甲类

310511019.30 髓腔消毒术(髓腔消毒) 16.5 每根管 非手术治疗 甲类

310511020 牙髓塑化治疗术 22 每根管 非手术治疗 甲类

310511021 根管再治疗术 55 每根管 非手术治疗 甲类

310511021.01 根管再治疗术(使用特殊仪器(镍钛仪、超声仪等)加收) 10 每根管 非手术治疗 甲类

310511021.10 根管再治疗术(取根管内充物) 55 每根管 非手术治疗 甲类

310511021.20 根管再治疗术(疑难根管口的定位) 55 每根管 非手术治疗 甲类

310511021.30 根管再治疗术(不通根管的扩通) 55 每根管 非手术治疗 甲类

310511021.40 根管再治疗术(取根管内折断器械) 55 每根管 非手术治疗 甲类

310511022 髓腔穿孔修补术 33 每根管 非手术治疗 甲类

310511022.01 髓腔穿孔修补术(使用特殊仪器加收) 10 每根管 非手术治疗 甲类



310511022.10 髓腔穿孔修补术(髓腔穿孔) 33 每根管 非手术治疗 甲类

310511022.20 髓腔穿孔修补术(根管穿孔) 33 每根管 非手术治疗 甲类

310511023 根管壁穿孔外科修补术 77 每根管 非手术治疗 甲类

310511023.01 根管壁穿孔外科修补术(使用特殊仪器加收) 10 每根管 非手术治疗 甲类

310511024 牙槽骨烧伤清创术 33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10511025 根管内固定术 27.5 每根管 非手术治疗 甲类

310511026 劈裂牙治疗 33 每牙 手术治疗 甲类

310511026.10 劈裂牙治疗(取劈裂牙残片) 33 每牙 手术治疗 甲类

310511026.20 劈裂牙治疗(劈裂牙结扎) 33 每牙 手术治疗 甲类

310511027 后牙纵折固定术 44 每牙 手术治疗 甲类

310511028 牙体缺损声波充填技术 90 每牙 手术治疗 非类



310512001 根尖诱导成形术 66 每牙 手术治疗 非类

310512002 窝沟封闭 33 每牙 非手术治疗 非类

310512003 乳牙预成冠修复 88 每牙 非手术治疗 非类

310512003.10 乳牙预成冠修复(合金修复乳磨牙大面积牙体缺损) 88 每牙 非手术治疗 非类

310512004 儿童前牙树脂冠修复 55 每牙 非手术治疗 非类

310512004.10 儿童前牙树脂冠修复(树脂修复前牙大面积牙体缺损(外伤及龋患)) 55 每牙 非手术治疗 非类

310512006 制戴活动式缺隙保持器 132 件 非手术治疗 非类

310512007 制戴活动矫正器 275 件 非手术治疗 非类

310512007.10 制戴活动矫正器(乳牙列部分错颌畸形的矫治) 275 件 非手术治疗 非类

310512007.20 制戴活动矫正器(混合牙列部分错颌畸形的矫治) 275 件 非手术治疗 非类

310512008 前牙根折根牵引 330 每牙 非手术治疗 非类



310512009 钙化桥打通术 82.5 每根管 非手术治疗 非类

310512010 全牙列颌垫固定术 198 单颌 手术治疗 非类

310512011 活髓切断术 55 每牙 非手术治疗 甲类

310512012 龋齿无痛微创去腐技术 140 每牙 非手术治疗 非类

310513001 洁治 3.3 每牙 非手术治疗 非类

310513002 龈下刮治 33 每牙 非手术治疗 乙类

310513002.01 龈下刮治(后牙龈下刮治加收) 10 每牙 非手术治疗 乙类

310513002.10 龈下刮治(龈下超声刮治) 33 每牙 非手术治疗 乙类

310513002.20 龈下刮治(手工刮治) 33 每牙 非手术治疗 乙类

310513003 牙周固定 14.3 每牙 非手术治疗 乙类

310513003.10 牙周固定(结扎) 14.3 每牙 非手术治疗 乙类



310513003.20 牙周固定(联合固定) 14.3 每牙 非手术治疗 乙类

310513004 去除牙周固定 4.4 每牙 非手术治疗 乙类

310513005 牙面光洁术 2.2 每牙 非手术治疗 非类

310513005.10 牙面光洁术(洁治后抛光) 2.2 每牙 非手术治疗 非类

310513005.20 牙面光洁术(洁治后喷砂) 2.2 每牙 非手术治疗 非类

310513006 牙龈保护剂塞治 4.4 每牙 非手术治疗 乙类

310513007 急性坏死性龈炎局部清创 11 每牙 非手术治疗 甲类

310513007.10 急性坏死性龈炎局部清创(药物冲洗) 11 每牙 非手术治疗 甲类

310513007.20 急性坏死性龈炎局部清创(上药) 11 每牙 非手术治疗 甲类

310513008 根面平整术 5.5 每牙 手术治疗 乙类

310513008.01 根面平整术(超声根面平整加收) 8 每牙 手术治疗 乙类



310514001 口腔粘膜病系统治疗设计 11 次 非手术治疗 乙类

310514002 口腔粘膜雾化治疗 49.5 次 非手术治疗 乙类

310514003 口腔粘膜病特殊治疗 8.8 每部位 非手术治疗 乙类

310514003.01 口腔粘膜病特殊治疗(红外线加收) 6 每部位 非手术治疗 乙类

310514003.02 口腔粘膜病特殊治疗(微波加收) 6 每部位 非手术治疗 乙类

310514003.03 口腔粘膜病特殊治疗(频谱法加收) 6 每部位 非手术治疗 乙类

310515001 颞下颌关节复位 38.5 侧、次 非手术治疗 甲类

310515002 冠周炎局部治疗 8.8 每牙 非手术治疗 甲类

310515003 干槽症换药 22 每牙 非手术治疗 甲类

310515004 涎腺导管扩大术 16.5 次 非手术治疗 甲类

310515005 腮腺导管内药物灌注治疗 16.5 次 非手术治疗 甲类



310515006 面神经功能训练 16.5 次 非手术治疗 非类

310515007 腭裂术后语音训练治疗 66 次 非手术治疗 非类

310515008 口腔颌面部各类冷冻治疗 22 每部位 手术治疗 非类

310515008.10 口腔颌面部各类冷冻治疗(口腔及颌面部各类小肿物的冷冻治疗) 22 每部位 手术治疗 非类

310516001 颞颌关节腔内封闭治疗 27.5 单侧 手术治疗 甲类

310516001.10 颞颌关节腔内封闭治疗(药物注射) 27.5 单侧 手术治疗 甲类

310516002 关节腔灌洗治疗 1100 单侧 手术治疗 非类

310516003 调磨颌垫 5.5 每次 非手术治疗 非类

310516004 关节镜手术治疗 1650 单侧 手术治疗 非类

310516004.10 关节镜手术治疗(颞下颌关节活检术) 1650 单侧 手术治疗 非类

310516004.20 关节镜手术治疗(颞下颌关节盘复位术) 1650 单侧 手术治疗 非类



310516004.30 关节镜手术治疗(骨关节病刨削术) 1650 单侧 手术治疗 非类

310517001a 塑料冠 104.5 每牙 非手术治疗 非类

310517001b 铸造金属全冠 220 每牙 非手术治疗 非类

310517001c 金属烤瓷冠 401.5 每牙 非手术治疗 非类

310517001d 医用钛合金冠 880 每牙 非手术治疗 非类

310517001e 贵金属烤瓷冠 2200 每牙 非手术治疗 非类

310517001f 全瓷冠 1320 每牙 非手术治疗 非类

310517001g 金沉积冠 2200 每牙 非手术治疗 非类

310517002 嵌体修复 209 每牙 非手术治疗 非类

310517002.10 嵌体修复(高嵌体) 209 每牙 非手术治疗 非类

310517002.20 嵌体修复(嵌体冠) 209 每牙 非手术治疗 非类



310517003 桩核根帽修复 110 每牙 非手术治疗 非类

310517005 桩冠修复 121 每牙 非手术治疗 非类

310517005.10 桩冠修复(简单桩冠) 121 每牙 非手术治疗 非类

310517005.20 桩冠修复(铸造桩冠) 121 每牙 非手术治疗 非类

310517006 固定桥 198 每单位 非手术治疗 非类

310517006.10 固定桥(双端) 198 每单位 非手术治疗 非类

310517006.20 固定桥(单端) 198 每单位 非手术治疗 非类

310517006.30 固定桥(粘结桥(马里兰桥)) 198 每单位 非手术治疗 非类

310517008 咬合重建 121 每牙 非手术治疗 非类

310517008.10 咬合重建(复杂冠桥修复) 121 每牙 非手术治疗 非类

310517009 粘结 11 每牙 非手术治疗 非类



310517009.10 粘结(嵌体) 11 每牙 非手术治疗 非类

310517009.20 粘结(冠) 11 每牙 非手术治疗 非类

310517009.30 粘结(桩核粘结(酸蚀、消毒、粘固)) 11 每牙 非手术治疗 非类

310517010 牙体缺损假壁制作技术 55 每牙 非手术治疗 非类

310518001 活动桥 148.5 每件 非手术治疗 非类

310518001.10 活动桥(覆盖义齿) 148.5 每件 非手术治疗 非类

310518001.20 活动桥(无唇翼义齿) 148.5 每件 非手术治疗 非类

310518002 塑料可摘局部义齿 148.5每件(一牙、两卡环、两支托)非手术治疗 非类

310518002.01 塑料可摘局部义齿(弹性隐形义齿加收) 150每件(一牙、两卡环、两支托)非手术治疗 非类

310518002.10 塑料可摘局部义齿(普通弯制卡环塑料可摘局部义齿) 148.5每件(一牙、两卡环、两支托)非手术治疗 非类

310518002.20 塑料可摘局部义齿(无卡环塑料可摘局部义齿) 148.5每件(一牙、两卡环、两支托)非手术治疗 非类



310518002.30 塑料可摘局部义齿(普通覆盖义齿) 148.5每件(一牙、两卡环、两支托)非手术治疗 非类

310518003 铸造可摘局部义齿 407每件(一牙、两卡环、两支托)非手术治疗 非类

310518003.01 铸造可摘局部义齿(纯钛支架加工和修复安装加收) 2000每件(一牙、两卡环、两支托)非手术治疗 非类

310518003.10 铸造可摘局部义齿(覆盖义齿) 407每件(一牙、两卡环、两支托)非手术治疗 非类

310518004 美容义齿 77 每牙 非手术治疗 非类

310518004.10 美容义齿(双牙列义齿) 77 每牙 非手术治疗 非类

310518004.20 美容义齿(化妆义齿) 77 每牙 非手术治疗 非类

310518005 即刻义齿 88 每牙 非手术治疗 非类

310518005.01 即刻义齿(后牙加收) 20 每牙 非手术治疗 非类

310518005.10 即刻义齿(拔牙前制作即刻义齿) 88 每牙 非手术治疗 非类

310518005.20 即刻义齿(拔牙后即刻或数日内戴入的各类塑料义齿和暂时义齿) 88 每牙 非手术治疗 非类



310518006a 磁性附着体 770 每对 非手术治疗 非类

310518006b 球帽、栓道式、套筒冠附着体 990 每对 非手术治疗 非类

310518006c 太极扣附着体 1320 每对 非手术治疗 非类

310518007 总义齿 825 全口 非手术治疗 非类

310518007.01 总义齿(半口收取) 450 半口 非手术治疗 非类

310519001 拆冠桥 16.5 每牙 非手术治疗 非类

310519001.01 拆冠桥(铸造冠拆除加收) 5 每牙 非手术治疗 非类

310519001.10 拆冠桥(锤造冠) 16.5 每牙 非手术治疗 非类

310519002 拆桩 19.8 每牙 非手术治疗 非类

310519002.10 拆桩(预成桩) 19.8 每牙 非手术治疗 非类

310519002.20 拆桩(各种材料的桩核) 19.8 每牙 非手术治疗 非类



310519003 加焊 6.6 每2mm缺隙 非手术治疗 非类

310519003.01 加焊(激光焊接加收) 3 每2mm缺隙 非手术治疗 非类

310519003.02 加焊(大于2mm加收) 3 每2mm缺隙 非手术治疗 非类

310519003.10 加焊(锡焊) 6.6 每2mm缺隙 非手术治疗 非类

310519003.20 加焊(金焊) 6.6 每2mm缺隙 非手术治疗 非类

310519003.30 加焊(银焊) 6.6 每2mm缺隙 非手术治疗 非类

310519004 加装饰面 19.8 每牙 非手术治疗 非类

310519004.10 加装饰面(桩冠) 19.8 每牙 非手术治疗 非类

310519004.20 加装饰面(桥体) 19.8 每牙 非手术治疗 非类

310519005 烤瓷冠崩瓷修理 44 次 非手术治疗 非类

310519005.10 烤瓷冠崩瓷修理(粘结) 44 次 非手术治疗 非类



310519005.20 烤瓷冠崩瓷修理(树脂修补) 44 次 非手术治疗 非类

310519006 调改义齿 13.2 次 非手术治疗 非类

310519007 取局部颌关系记录 16.5 次 非手术治疗 非类

310519008 取正中颌关系记录 16.5 次 临床诊断 非类

310519009 加人工牙 27.5 每牙 非手术治疗 非类

310519010 义齿接长基托 27.5 次 非手术治疗 非类

310519010.10 义齿接长基托(边缘) 27.5 次 非手术治疗 非类

310519010.20 义齿接长基托(游离端) 27.5 次 非手术治疗 非类

310519010.30 义齿接长基托(义齿鞍基) 27.5 次 非手术治疗 非类

310519011 义齿裂纹及折裂修理 27.5 次 非手术治疗 非类

310519012 义齿组织面重衬 33 每件 非手术治疗 非类



310519012.10 义齿组织面重衬(硬衬) 33 每件 非手术治疗 非类

310519012.20 义齿组织面重衬(软衬) 33 每件 非手术治疗 非类

310519013 加卡环 24.2 每卡环 非手术治疗 非类

310519013.10 加卡环(加钢丝) 24.2 每卡环 非手术治疗 非类

310519013.20 加卡环(铸造卡环) 24.2 每卡环 非手术治疗 非类

310519014 增加铸造基托 99 每件 非手术治疗 非类

310519015 加颌支托 16.5 次 非手术治疗 非类

310519016 加铸颌面 38.5 次 非手术治疗 非类

310519017 增加加固装置 38.5 次 非手术治疗 非类

310519017.10 增加加固装置(加固钢丝) 38.5 次 非手术治疗 非类

310519017.20 增加加固装置(加固网) 38.5 次 非手术治疗 非类



310519018 加连接杆 38.5 次 非手术治疗 非类

310519019 塑料颌面加高咬合 22 次 非手术治疗 非类

310519020 弹性假牙龈 38.5 每牙 非手术治疗 非类

310519021 镀金加工 99 每件 非手术治疗 非类

310519022 铸造加工 121 每牙 非手术治疗 非类

310519023 配金加工 121 每牙 非手术治疗 非类

310519024 黄金材料加工 88 每牙 非手术治疗 非类

310519025 加磁性固位体 71.5 每附着体 非手术治疗 非类

310519026 附着体增换 71.5 次 非手术治疗 非类

310519026.10 附着体增换(附着体增加) 71.5 每附着体 非手术治疗 非类

310519026.20 附着体增换(附着体更换) 71.5 每附着体 非手术治疗 非类



310520001 颌垫 88 每件 非手术治疗 非类

310520002 肌松弛治疗 16.5 次 非手术治疗 非类

310521001 腭护板导板矫治 99 单颌 非手术治疗 非类

310521001.01 腭护板导板矫治(间接法制作加收) 40 单颌 非手术治疗 非类

310521001.02 腭护板导板矫治(加放射治疗装置加收) 80 单颌 非手术治疗 非类

310521002 义颌修复 176 每区段 非手术治疗 非类

310521002.01 义颌修复(上颌骨一侧全切加收) 80 每区段 非手术治疗 非类

310521002.02 义颌修复(下颌骨一侧全切加收) 80 每区段 非手术治疗 非类

310521002.03 义颌修复(分段或分区双重印模加收) 150 每区段 非手术治疗 非类

310521002.10 义颌修复(中空阻塞器) 176 每区段 非手术治疗 非类

310521002.20 义颌修复(义齿) 176 每区段 非手术治疗 非类



310521002.30 义颌修复(义耳) 176 每区段 非手术治疗 非类

310521002.40 义颌修复(义鼻) 176 每区段 非手术治疗 非类

310521002.50 义颌修复(义眼) 176 每区段 非手术治疗 非类

310521003 软腭抬高器治疗 550 每件 非手术治疗 非类

310521003.01 软腭抬高器治疗(咽阻塞器加收) 20 每件 非手术治疗 非类

310521003.10 软腭抬高器治疗(制作上颌腭托) 550 每件 非手术治疗 非类

310521003.20 软腭抬高器治疗(舌不良运动矫治器) 550 每件 非手术治疗 非类

310521003.30 软腭抬高器治疗(咽阻塞器) 550 每件 非手术治疗 非类

310521004 骨折后义齿夹板固位及颌板治疗 154 单颌 非手术治疗 非类

310521004.10 骨折后义齿夹板固位及颌板治疗(上颌骨骨折) 154 单颌 非手术治疗 非类

310521004.20 骨折后义齿夹板固位及颌板治疗(下颌骨骨折) 154 单颌 非手术治疗 非类



310523001 种植模型制备 126.5 单颌 手术治疗 非类

310523002 外科引导颌板 60.5 单颌 手术治疗 非类

310523003 种植过渡义齿 110 每件 非手术治疗 非类

310523007 颜面赝复体种植修复 748 每种植体 非手术治疗 非类

310523007.10 颜面赝复体种植修复(眼缺损修复) 748 每种植体 非手术治疗 非类

310523007.20 颜面赝复体种植修复(耳缺损修复) 748 每种植体 非手术治疗 非类

310523007.30 颜面赝复体种植修复(鼻缺损修复) 748 每种植体 非手术治疗 非类

310523007.40 颜面赝复体种植修复(颌面缺损修复) 748 每种植体 非手术治疗 非类

310601001 肺通气功能检查 49.5 次 临床诊断 甲类

310601002 肺弥散功能检查 49.5 项 临床诊断 甲类

310601002.10 肺弥散功能检查(一口气法) 49.5 项 临床诊断 甲类



310601002.20 肺弥散功能检查(重复呼吸法) 49.5 项 临床诊断 甲类

310601003 运动心肺功能检查 154 项 临床诊断 乙类

310601004 气道阻力测定 44 项 临床诊断 乙类

310601004.10 气道阻力测定(阻断法) 44 项 临床诊断 乙类

310601005 残气容积测定 44 项 临床诊断 乙类

310601005.10 残气容积测定(体描法) 44 项 临床诊断 乙类

310601005.20 残气容积测定(氦气平衡法) 44 项 临床诊断 乙类

310601005.30 残气容积测定(氮气稀释法) 44 项 临床诊断 乙类

310601005.40 残气容积测定(重复呼吸法) 44 项 临床诊断 乙类

310601006 强迫振荡肺功能检查 55 项 临床诊断 乙类

310601007 第一秒平静吸气口腔闭合压测定 16.5 项 临床诊断 乙类



310601008 流速容量曲线(V—V曲线) 38.5 项 临床诊断 乙类

310601010 支气管激发试验 77 项 临床诊断 甲类

310601011 运动激发试验 143 项 临床诊断 甲类

310601012 支气管舒张试验 77 项 临床诊断 甲类

310601014 一氧化氮吸入治疗 99 小时 非手术治疗 非类

310602001 床边简易肺功能测定 16.5 次 临床诊断 甲类

310602001.01 床边简易肺功能测定(住院期间儿童床边简易肺功能测定收取) 100 次 临床诊断 非类

310602002 肺阻抗血流图 11 次 临床诊断 甲类

310602003 呼吸肌功能测定 55 次 临床诊断 非类

310602004 动态呼吸监测(呼吸Holter) 33 次 临床诊断 非类

310602005 持续呼吸功能检测 2.75 小时 临床诊断 甲类



310602006 血气分析 55 次 实验室诊断 甲类

310602007 肺循环血流动力学检测 176 次 临床诊断 非类

310602008 胸阻抗断层成像测定 220 次 临床诊断 #N/A

310603001 呼吸机辅助呼吸 16.5 小时 非手术治疗 甲类

310603001.01 呼吸机辅助呼吸(CO2监测收取) 2.5 小时 非手术治疗 甲类

310603002 无创辅助通气 13.2 小时 非手术治疗 甲类

310603002.10 无创辅助通气(持续气道正压(CPAP)) 13.2 小时 非手术治疗 甲类

310603002.20 无创辅助通气(双水平气道正压(BIPAP)) 13.2 小时 非手术治疗 甲类

310604001 睡眠呼吸监测 418 次 临床诊断 非类

310604002 睡眠呼吸监测过筛试验 110 次 临床诊断 非类

310604003 人工气胸术 44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10604004 人工气腹术 44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10604005 胸腔穿刺术 66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10604006 经皮穿刺肺活检术 165 每处 手术治疗 甲类

310604006.10 经皮穿刺肺活检术(胸膜活检) 165 每处 手术治疗 甲类

310605.01 呼吸系统窥镜诊疗(使用电子纤维内镜加收) 60 次 临床诊断 甲类

310605001 硬性气管镜检查 88 次 临床诊断 甲类

310605001.01 硬性气管镜检查(取异物加收) 120 次 临床诊断 甲类

310605001.10 硬性气管镜检查(取支气管异物) 88 次 临床诊断 甲类

310605002 纤维支气管镜检查 154 次 临床诊断 甲类

310605003 经纤支镜治疗 187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10605003.01 经纤支镜(取异物加收) 80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10605003.10 经纤支镜治疗(取异物) 187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10605003.20 经纤支镜治疗(滴药) 187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10605003.30 经纤支镜治疗(止血) 187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10605003.40 经纤支镜治疗(化疗) 187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10605004 经纤支镜粘膜活检术 165 每个部位 手术治疗 甲类

310605004.01 经纤支镜粘膜活检术(增加一个部位加收) 20 每个部位 手术治疗 甲类

310605005 经纤支镜透支气管壁肺活检术 165 每个部位 手术治疗 甲类

310605005.01 经纤支镜透支气管壁肺活检术(增加一个部位加收) 20 每个部位 手术治疗 甲类

310605006 经纤支镜肺泡灌洗诊疗术 165 每个肺段 手术治疗 甲类

310605006.01 经纤支镜肺泡灌洗诊疗术(增加一个肺段加收) 30 每个肺段 手术治疗 甲类

310605007 经纤支镜防污染采样刷检查 165 次 临床诊断 非类



310605007.10 经纤支镜防污染采样刷检查(经气管切开防污染采样刷检查) 165 次 临床诊断 非类

310605008 经纤支镜特殊治疗 308 次 手术治疗 乙类

310605008.01 经纤支镜特殊治疗(激光法加收) 100 次 手术治疗 乙类

310605008.02 经纤支镜特殊治疗(高频电法加收) 100 次 手术治疗 乙类

310605008.03 经纤支镜特殊治疗(冷冻法收取) 200 次 手术治疗 非类

310605009 经内镜气管扩张术 550 次 手术治疗 乙类

310605010 经纤支镜支架置入术 550 次 手术治疗 乙类

310605011 经纤支镜引导支气管腔内放疗 440 次 非手术治疗 甲类

310605012 经内镜气管内肿瘤切除术 440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10605013 胸腔镜检查 495 次 临床诊断 乙类

310605014 纵隔镜检查 495 次 临床诊断 乙类



310605015 经支气管镜活瓣肺减容术 2200 部位 手术治疗 非类

310605015.01 经支气管镜活瓣肺减容术(每增加一个部位收取) 400 部位 手术治疗 非类

310605016 经支气管镜支架取出术 1500 次 手术治疗 非类

310606001 经内镜胸部肿瘤特殊治疗 550 次 手术治疗 乙类

310606001.01 经内镜胸部肿瘤特殊治疗(激光法加收) 100 次 手术治疗 乙类

310606001.02 经内镜胸部肿瘤特殊治疗(电凝法加收) 100 次 手术治疗 乙类

310606001.03 经内镜胸部肿瘤特殊治疗(高频电法加收) 100 次 手术治疗 非类

310606001.10 经内镜胸部肿瘤特殊治疗(食管) 550 次 手术治疗 乙类

310606001.20 经内镜胸部肿瘤特殊治疗(气管) 550 次 手术治疗 乙类

310606001.30 经内镜胸部肿瘤特殊治疗(支气管) 550 次 手术治疗 乙类

310606001.40 经内镜胸部肿瘤特殊治疗(肺良性肿瘤或狭窄的治疗) 550 次 手术治疗 乙类



310606002 恶性肿瘤腔内灌注治疗 165 次 非手术治疗 甲类

310606002.01 恶性肿瘤腔内灌注治疗(结核病灌注治疗收取) 90 次 非手术治疗 非类

310606003 肺外周结节电磁导航术 2800 次 手术治疗 非类

310606004 经支气管冷冻切除术 3100 次 手术治疗 非类

310607001 高压氧舱治疗 66 次 非手术治疗 乙类

310607001.01 高压氧舱治疗(轮椅入舱加收) 10 次 非手术治疗 乙类

310607001.02 高压氧舱治疗(平车入舱加收) 20 次 非手术治疗 乙类

310607002 单人舱治疗 60.5 次 非手术治疗 乙类

310607002.10 单人舱治疗(纯氧舱) 60.5 次 非手术治疗 乙类

310607003 婴儿氧舱治疗 55 次 非手术治疗 乙类

310607003.10 婴儿氧舱治疗(纯氧舱) 55 次 非手术治疗 乙类



310607004 急救单独开舱治疗 275 次 非手术治疗 非类

310607005 舱内抢救 77 次 非手术治疗 甲类

310607006 舱外高流量吸氧 22 小时 非手术治疗 非类

310701001 常规心电图检查 8.8 次 临床诊断 甲类

310701001.01 常规心电图检查(三通道加收) 2 次 临床诊断 甲类

310701001.02 常规心电图检查(十二通道加收) 10 次 临床诊断 甲类

310701001.03 常规心电图检查(床旁加收) 5 次 临床诊断 甲类

310701002 食管内心电图 71.5 次 临床诊断 乙类

310701003 动态心电图 176 次 临床诊断 乙类

310701003.01 动态心电图(十二通道加收) 15 次 临床诊断 乙类

310701003.02 动态心电图(十八通道加收) 30 次 临床诊断 甲类



310701003.03 动态心电图(同时做心率变异性分析加收) 10 次 临床诊断 甲类

310701004 频谱心电图 27.5 次 临床诊断 甲类

310701004.01 频谱心电图(高频心电图加收) 20 次 临床诊断 甲类

310701005 标测心电图 44 次 临床诊断 甲类

310701006 体表窦房结心电图 27.5 次 临床诊断 甲类

310701007 心电事件记录 22 次 临床诊断 甲类

310701008 遥测心电监护 6.6 小时 非手术治疗 非类

310701008.10 遥测心电监护(心律失常捕捉监测) 6.6 小时 非手术治疗 非类

310701009 心电监测电话传输 77 日 临床诊断 非类

310701009.01 心电监测电话传输(每增加一天加收) 60 日 临床诊断 非类

310701010 心电图踏车负荷试验 33 次 临床诊断 甲类



310701010.01 心电图踏车负荷试验(二阶梯运动试验收取) 20 次 临床诊断 甲类

310701010.02 心电图踏车负荷试验(单次平板运动试验加收) 60 次 临床诊断 甲类

310701010.03 心电图踏车负荷试验(两次平板运动试验加收) 100 次 临床诊断 甲类

310701010.04 心电图踏车负荷试验(十二通道加收) 10 次 临床诊断 甲类

310701010.05 心电图踏车负荷试验(智能式冠心病检测加收) 20 次 临床诊断 甲类

310701011 心电图药物负荷试验 33 次 临床诊断 甲类

310701011.01 心电图药物负荷试验(十二通道加收) 12 次 临床诊断 甲类

310701011.10 心电图药物负荷试验(药物试验) 33 次 临床诊断 甲类

310701012 心电向量图 44 次 临床诊断 甲类

310701013 心音图 33 次 临床诊断 甲类

310701014 心阻抗图 27.5 次 临床诊断 甲类



310701015 心室晚电位 55 次 临床诊断 甲类

310701016 心房晚电位 55 次 临床诊断 甲类

310701017 倾斜试验 66 次 临床诊断 甲类

310701018 心率变异性分析 11 次 临床诊断 乙类

310701019 无创阻抗法心搏出量测定 27.5 次 临床诊断 乙类

310701020 无创心功能监测 44 每监测项目 临床诊断 乙类

310701020.10 无创心功能监测(心血流图) 44 每监测项目 临床诊断 乙类

310701020.20 无创心功能监测(心尖搏动图) 44 每监测项目 临床诊断 乙类

310701021 动态血压监测 132 次 临床诊断 甲类

310701021.01 动态血压监测(肢体动脉(血压比及脉搏波传导速度)同步检测收取) 70 次 临床诊断 甲类

310701021.02 动态血压监测(脚趾动脉检测收取) 35 次 临床诊断 甲类



310701021.10 动态血压监测(运动血压监测) 132 次 临床诊断 甲类

310701022 心电监测 5.5 小时 临床诊断 甲类

310701023 心输出量测定 176 次 临床诊断 乙类

310701024 肺动脉压和右心房压力监测 8.8 小时 临床诊断 甲类

310701025 动脉内压力监测 8.8 小时 临床诊断 甲类

310701026 周围静脉压测定 11 次 临床诊断 甲类

310701027 指脉氧监测 2.2 小时 临床诊断 甲类

310701028 血氧饱和度监测 4.4 小时 临床诊断 甲类

310701029 深静脉置管导管尖端心电定位术 120 次 临床诊断 非类

310701030 6分钟步行试验 50 次 康复评定 #N/A

310702001 有创性血流动力学监测(床旁) 88 次 手术治疗 乙类



310702001.01 有创性血流动力学监测(床旁)(心电、压力连续示波收取) 10 每小时 手术治疗 乙类

310702002 持续有创性血压监测 11 小时 手术治疗 乙类

310702003 有创性心内电生理检查 1100 次 临床诊断 乙类

310702003.01 有创性心内电生理检查(心脏电解剖标测(Carto)加收) 5000 次 临床诊断 非类

310702004 射频消融术 1595 次 手术治疗 乙类

310702005 临时起搏器安置术 528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10702006 临时起搏器应用 3.3 小时 非手术治疗 甲类

310702007 永久起搏器安置术 1485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10702008 永久起搏器更换术 715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10702008.10 永久起搏器更换术(取出术) 715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10702009 埋藏式心脏复律除颤器安置术 1485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10702010 起搏器功能分析和随访 13.2 次 临床诊断 非类

310702010.01 起搏器功能分析和随访(十二通道以上加收) 12 次 临床诊断 非类

310702011 起搏器程控功能检查 38.5 次 临床诊断 非类

310702011.01 起搏器程控功能检查(十二通道以上加收) 12 次 临床诊断 非类

310702012 起搏器胸壁刺激法检查 16.5 次 临床诊断 甲类

310702012.01 起搏器胸壁刺激法检查(十二通道以上加收) 12 次 临床诊断 甲类

310702013 体外经胸型心脏临时起搏术 55 次 非手术治疗 甲类

310702014 经食管心脏起搏术 88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10702015 经食管心脏调搏术 88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10702015.10 经食管心脏调搏术(窦房结功能实验及自主神经阻滞测定) 88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10702015.20 经食管心脏调搏术(体表希氏束电图检测〔多道〕) 88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10702016 心脏电复律术 33 次 非手术治疗 甲类

310702017 心脏电除颤术 33 次 非手术治疗 甲类

310702018 体外自动心脏变律除颤术 33 次 非手术治疗 甲类

310702018.10 体外自动心脏变律除颤术(半自动) 33 次 非手术治疗 甲类

310702019 体外反搏治疗 66 次 非手术治疗 乙类

310702020 右心导管检查术 660 次 临床诊断 乙类

310702020.01 右心导管检查术(血氧测定加收) 50 次 临床诊断 乙类

310702020.10 右心导管检查术(右室造影术) 660 次 临床诊断 乙类

310702021 左心导管检查术 825 次 临床诊断 乙类

310702021.10 左心导管检查术(左室造影术) 825 次 临床诊断 乙类

310702022 心包穿刺术 132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10702022.10 心包穿刺术(引流) 132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10800001 骨髓穿刺术 60.5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10800002 骨髓活检术 66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10800004a 外周血采血 77 200ML 非手术治疗 乙类

310800004b 外周血干细胞采集 1760 4000ml 非手术治疗 乙类

310800004b.01外周血干细胞采集(COBOU机型加收) 400 4000ml 非手术治疗 乙类

310800004c 保存血 5.5 天 非手术治疗 乙类

310800004c.01 保存血(一个月以上每月收取) 15 每月 非手术治疗 乙类

310800005a 单采血小板、白细胞 1320 次 非手术治疗 乙类

310800005b 单采外周血干细胞 1760 4000ml 非手术治疗 乙类

310800005b.01单采外周血干细胞(COBOU机型加收) 400 次 非手术治疗 非类



310800005b.02单采外周血干细胞(每增加1000ml循环量加收) 250 1000ml 非手术治疗 乙类

310800006 白细胞除滤 71.5 次(200ml) 非手术治疗 非类

310800006.10 白细胞除滤(全血) 71.5 次(200ml) 非手术治疗 非类

310800006.20 白细胞除滤(悬浮红细胞) 71.5 次(200ml) 非手术治疗 非类

310800006.30 白细胞除滤(血小板过滤) 71.5 次(200ml) 非手术治疗 非类

310800007a 血液病自体血回收 13.2 次(200ml) 非手术治疗 甲类

310800007b 术中自体血回收 253 例 非手术治疗 甲类

310800008a 血浆置换术(人工置换) 165 200ML 非手术治疗 非类

310800008b 血浆置换术(普通机采置换) 330 200ML 非手术治疗 非类

310800008c 血浆置换术(CS3000以上机型置换) 2420 次 非手术治疗 非类

310800009 血液照射 49.5 次(200ml) 非手术治疗 乙类



310800009.10 血液照射(加速器、60钴照射源或照射2000rad±) 49.5 次(200ml) 非手术治疗 乙类

310800009.20 血液照射(自体) 49.5 次(200ml) 非手术治疗 乙类

310800009.30 血液照射(异体) 49.5 次(200ml) 非手术治疗 乙类

310800010 血液稀释疗法 110 次 非手术治疗 非类

310800010.01 血液稀释疗法(红细胞去除加收) 50 次 非手术治疗 非类

310800010.02 血液稀释疗法(去脂降粘血液净化加收) 50 次 非手术治疗 非类

310800011 血液光量子自体血回输治疗 137.5 次 非手术治疗 乙类

310800011.10 血液光量子自体血回输治疗(光量子自体血回输(紫外光照射)) 137.5 次 非手术治疗 乙类

310800011.20 血液光量子自体血回输治疗(免疫三氧血回输治疗) 137.5 次 非手术治疗 乙类

310800012 骨髓采集术 495 100ml/单位 手术治疗 乙类

310800013 骨髓血回输 110 200ml/单位 非手术治疗 乙类



310800014 外周血干细胞回输 297 次(200ml) 非手术治疗 乙类

310800015 骨髓或外周血干细胞体外净化 12100 次 非手术治疗 非类

310800016 骨髓或外周血干细胞冷冻保存 3300 次 非手术治疗 非类

310800016.01 骨髓或外周血干细胞冷冻保存(30天以上加收) 15 每天 非手术治疗 非类

310800016.10 骨髓或外周血干细胞冷冻保存(程控降温仪) 3300 次 非手术治疗 非类

310800016.20 骨髓或外周血干细胞冷冻保存(超低温) 3300 次 非手术治疗 非类

310800016.30 骨髓或外周血干细胞冷冻保存(液氮) 3300 次 非手术治疗 非类

310800017 血细胞分化簇抗原(CD)34阳性造血干细胞分选 47300 次 临床诊断 非类

310800018 血细胞分化簇抗原(CD)34阳性造血干细胞移植 3630 次 手术治疗 非类

310800020 骨髓移植术 2970 次 手术治疗 乙类

310800020.10 骨髓移植术(异体基因) 2970 次 手术治疗 乙类



310800020.20 骨髓移植术(自体基因) 2970 次 手术治疗 乙类

310800021 外周血干细胞移植术 3080 次 手术治疗 乙类

310800021.10 外周血干细胞移植术(异体基因) 3080 次 手术治疗 乙类

310800021.20 外周血干细胞移植术(自体基因) 3080 次 手术治疗 乙类

310800022 自体骨髓或外周血干细胞支持治疗 1430 次 非手术治疗 乙类

310800023 脐血移植术 2970 次 非手术治疗 乙类

310800023.10 脐血移植术(异体基因) 2970 次 非手术治疗 乙类

310800023.20 脐血移植术(自体基因) 2970 次 非手术治疗 乙类

310800024 细胞因子活化杀伤(CIK)细胞输注治疗 2200 次 非手术治疗 非类

310800024.10 细胞因子活化杀伤(CIK)细胞输注治疗(树突状细胞治疗(DC)) 2200 次 非手术治疗 非类

310800025 淋巴造影术 77 次 临床诊断 甲类



310800026 骨髓细胞彩色图象分析 25.3 次 临床诊断 乙类

310800027 脾穿刺术 165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10800029 富血小板血浆（PRP）治疗术 288 次 非手术治疗 非类

3109.01 消化系统(使用电子镜加收) 60 次 临床诊断 乙类

3109.02 消化内镜检查冲洗术 76 次 非手术治疗 非类

310901001 食管测压 121 次 临床诊断 非类

310901003 硬性食管镜检查 19.8 次 临床诊断 甲类

310901004 纤维食管镜检查 49.5 次 临床诊断 甲类

310901005 经食管镜取异物 198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10901005.01 经食管镜取异物(穿刺食道壁加收) 80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10901006 食管腔内支架置入术 605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10901006.10 食管腔内支架置入术(内镜下置入) 605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10901006.20 食管腔内支架置入术(透视下置入) 605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10901006.30 食管腔内支架置入术(取出支架) 605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10901007 经胃镜食管静脉曲张治疗 715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10901007.10 经胃镜食管静脉曲张治疗(硬化) 715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10901007.20 经胃镜食管静脉曲张治疗(套扎) 715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10901007.30 经胃镜食管静脉曲张治疗(组织粘合) 715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10901008 食管狭窄扩张术 385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10901008.01 食管狭窄扩张术(幽门狭窄扩张术加收) 300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10901008.02 食管狭窄扩张术(十二指肠狭窄扩张术加收) 300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10901008.10 食管狭窄扩张术(经内镜扩张) 385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10901008.20 食管狭窄扩张术(器械扩张) 385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10901008.30 食管狭窄扩张术(透视下气囊扩张) 385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10901008.40 食管狭窄扩张术(透视下水囊扩张) 385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10901008.50 食管狭窄扩张术(逆行扩张) 385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10901008.60 食管狭窄扩张术(贲门狭窄扩张术) 385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10901008.70 食管狭窄扩张术(幽门狭窄扩张术) 385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10901008.80 食管狭窄扩张术(十二指肠狭窄扩张术) 385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10901009 三腔管安置术 55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10901009.10 三腔管安置术(四腔管) 55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10901009.20 三腔管安置术(五腔管) 55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10901010 经内镜食管瘘填堵术 220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10902001 胃肠电图 27.5 次 临床诊断 非类

310902001.01 胃肠电图(动态胃电图加收) 170 次 临床诊断 非类

310902002 24小时动态胃酸监测 297 次 临床诊断 非类

310902002.01 24小时动态胃酸监测(瞬间胃酸监测收取) 30 次 临床诊断 非类

310902003 胃幽门十二指肠压力测定 88 次 临床诊断 非类

310902004 24小时胃肠压力测定 242 次 临床诊断 非类

310902005 纤维胃十二指肠镜检查 121 次 临床诊断 甲类

310902006 经胃镜特殊治疗 220次、每个肿物或出血点 手术治疗 甲类

310902006.01 经胃镜特殊治疗(激光法加收) 60 次 手术治疗 乙类

310902006.02 经胃镜特殊治疗(微波法加收) 60 次 手术治疗 乙类

310902006.03 经胃镜特殊治疗(电切、射频、氩气刀法每次加收) 100 次 手术治疗 乙类



310902006.04 经胃镜特殊治疗(出血点每增加一个加收) 20 出血点 手术治疗 甲类

310902006.05 经胃镜特殊治疗(肿物每增加一个加收) 20 每个肿物 手术治疗 甲类

310902006.10 经胃镜特殊治疗(取异物) 220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10902006.20 经胃镜特殊治疗(粘膜切除) 220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10902006.30 经胃镜特殊治疗(粘膜血流量测定) 220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10902006.40 经胃镜特殊治疗(止血) 220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10902006.50 经胃镜特殊治疗(息肉肿物切除) 220 每个肿物 手术治疗 甲类

310902006.60 经胃镜特殊治疗(药疗) 220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10902006.70 经胃镜特殊治疗(化疗) 220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10902006.80 经胃镜特殊治疗(硬化剂治疗) 220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10902007 经胃镜胃内支架置入术 242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10902007.01 经胃镜胃内支架置入术(幽门支架置入术加收) 100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10902007.02 经胃镜胃内支架置入术(十二指肠支架置入术加收) 100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10902007.10 经胃镜胃内支架置入术(食管支架置入术) 242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10902007.20 经胃镜胃内支架置入术(贲门支架置入术) 242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10902007.30 经胃镜胃内支架置入术(幽门支架置入术) 242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10902007.40 经胃镜胃内支架置入术(十二指肠支架置入术) 242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10902008 经胃镜碎石术 440 次 手术治疗 非类

310902008.10 经胃镜碎石术(机械碎石法) 440 次 手术治疗 非类

310902008.20 经胃镜碎石术(激光碎石法) 440 次 手术治疗 非类

310902008.30 经胃镜碎石术(爆破碎石法) 440 次 手术治疗 非类

310902009 超声胃镜检查术 528 次 临床诊断 非类



310902009.10 超声胃镜检查术(超声肠镜检查术) 528 次 临床诊断 非类

310903001 经胃镜胃肠置管术 242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10903002 奥迪氏括约肌压力测定 495 次 临床诊断 甲类

310903003 经十二指肠镜胆道结石取出术 715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10903003.10 经十二指肠镜胆道结石取出术(取异物) 715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10903003.20 经十二指肠镜胆道结石取出术(取蛔虫) 715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10903004 小肠镜检查 4400 次 临床诊断 甲类

310903005 纤维结肠镜检查 165 次 临床诊断 甲类

310903005.01 纤维结肠镜检查(小儿巨结肠活检术收取) 350 次 临床诊断 非类

310903006 乙状结肠镜检查 88 次 临床诊断 甲类

310903007 经内镜肠道球囊扩张术 517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10903008 经内镜肠道支架置入术 572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10903008.10 经内镜肠道支架置入术(取出术) 572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10903009 经内镜结肠治疗 275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10903009.10 经内镜结肠治疗(液疗) 275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10903009.20 经内镜结肠治疗(药疗) 275 次 非手术治疗 甲类

310903009.30 经内镜结肠治疗(取异物) 275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10903010 经肠镜特殊治疗 253次、每个肿物或出血点 手术治疗 甲类

310903010.01 经肠镜特殊治疗(激光法加收) 60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10903010.02 经肠镜特殊治疗(微波法加收) 60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10903010.03 经肠镜特殊治疗(电切法加收) 100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10903010.04 经肠镜特殊治疗(射频法加收) 100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10903010.05 经肠镜特殊治疗(氩气刀法加收) 100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10903010.06 经肠镜特殊治疗(出血点每增加一个加收) 20 出血点 手术治疗 甲类

310903010.07 经肠镜特殊治疗(肿物每增加一个加收) 20 每个肿物 手术治疗 甲类

310903010.10 经肠镜特殊治疗(取异物) 253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10903010.20 经肠镜特殊治疗(粘膜切除) 253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10903010.30 经肠镜特殊治疗(粘膜血流量测定) 253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10903010.40 经肠镜特殊治疗(止血) 253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10903010.50 经肠镜特殊治疗(息肉肿物切除) 253 每个肿物 手术治疗 甲类

310903011 先天性巨结肠清洁洗肠术 88 次 非手术治疗 甲类

310903012 肠套叠手法复位 27.5 次 非手术治疗 甲类

310903012.10 肠套叠手法复位(嵌顿疝手法复位) 27.5 次 非手术治疗 甲类



310903013 肠套叠充气造影及整复 165 次 临床诊断 甲类

310903016 共聚焦激光显微内镜消化道检查 2000 次 临床诊断 #N/A

310904001 直肠镜检查 49.5 次 临床诊断 甲类

310904001.10 直肠镜检查(直肠取活检术) 49.5 次 临床诊断 甲类

310904002 肛门直肠测压 88 次 临床诊断 甲类

310904003 肛门镜检查 22 次 临床诊断 甲类

310904004 肛门指检 5.5 次 临床诊断 甲类

310904005 肛直肠肌电测量 110 次 临床诊断 甲类

310904006 直肠肛门特殊治疗 22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10904006.01 直肠肛门特殊治疗(微波法加收) 30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10904006.02 直肠肛门特殊治疗(激光法加收) 50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10904007 肛门皮下组织美兰注射神经阻滞术 44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10904008 便秘及腹泻的生物反馈治疗 44 次 非手术治疗 非类

310904009 高分辨率肛门直肠测压 700 次 临床诊断 非类

310905.01 消化系统其他诊疗(使用激光碎石加收) 100 次 非手术治疗 非类

310905001 腹腔穿刺术 55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10905001.01 腹腔穿刺术(放腹水治疗加收) 10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10905002 腹水直接回输治疗 242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10905002.01 腹水直接回输治疗(超滤回输加收) 150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10905003 肝穿刺术 132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10905004 经皮肝穿刺门静脉插管术 440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10905004.10 经皮肝穿刺门静脉插管术(化疗) 440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10905004.20 经皮肝穿刺门静脉插管术(栓塞) 440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10905005a 经皮穿刺肝肿物特殊治疗(药物注射法) 198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10905005b 经皮穿刺肝肿物特殊治疗(90钇法) 198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10905005c 经皮穿刺肝肿物特殊治疗(射频(多弹头)法) 2200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10905006 胆道镜检查 385 次 临床诊断 甲类

310905006.01 胆道镜检查(超选择造影加收) 30 次 临床诊断 甲类

310905007 腹腔镜检查 550 次 临床诊断 乙类

310905008 膈下脓肿穿刺引流术 165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10905008.10 膈下脓肿穿刺引流术(腹腔脓肿) 165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10905008.20 膈下脓肿穿刺引流术(胆汁穿刺引流) 165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10905009 肝囊肿硬化剂注射治疗 187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10905010 经皮肝穿胆道引流术(PTCD) 495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10905011 经内镜胆管内引流术＋支架置入术 990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10905012 经内镜鼻胆管引流术(ENBD) 770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10905013 经胆道镜瘘管取石术 495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10905013.10 经胆道镜瘘管取石术(肝内结石取出) 495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10905013.20 经胆道镜瘘管取石术(外胆道结石取出) 495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10905014 经胆道镜胆道结石取出术 495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10905016 经皮经肝胆道镜取石术 770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10905017 经皮经肝胆道镜胆管狭窄内瘘术 935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10905018 经内镜十二指肠狭窄支架置入术 990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10905019 经内镜胰管内引流术 770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10905019.10 经内镜胰管内引流术(胰腺囊肿内引流) 770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10905020 经内镜胰胆管扩张术＋支架置入术 990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10905020.01 经内镜胰胆管扩张术＋支架置入术(双管加收) 400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10905021 胆道球囊扩张术 550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10905021.01 胆道球囊扩张术(术后扩张加收) 100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10905021.02 胆道球囊扩张术(经十二指肠内窥镜加收) 200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10905022 胆道支架置入术 605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10905022.01 胆道支架置入术(术后扩张加收) 100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10905022.02 胆道支架置入术(经十二指肠内窥镜加收) 200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10905023a 人工肝治疗(物理治疗) 385 次 非手术治疗 非类

310905023b 人工肝治疗(血浆置换治疗) 2420 次 非手术治疗 非类



310905023c 人工肝治疗(生物治疗) 198 小时 非手术治疗 非类

310905023d 人工肝治疗(双膜血浆滤过) 550 次 非手术治疗 非类

310905025 消化道造瘘管换管术 935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10905025.10 消化道造瘘管换管术(胃造瘘) 935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10905025.20 消化道造瘘管换管术(胆道造瘘) 935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10905025.30 消化道造瘘管换管术(空肠造瘘) 935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10905026 吲哚箐绿(ICG)肝脏储备功能分析 19.8 次 临床诊断 甲类

310905026.01 吲哚箐绿(ICG)肝脏储备功能分析((DDG)肝脏储备功能测定加收) 130 次 临床诊断 非类

310905026.10 吲哚箐绿(ICG)肝脏储备功能分析((DDG)肝脏储备功能测定) 19.8 次 临床诊断 甲类

310905027 超声内镜引导下保胆取石术 2700 次 手术治疗 非类

310905028 超声内镜引导下胰腺囊肿消融术 1350 次 手术治疗 非类



310905029 超声内镜引导下胆道穿刺引流术 2400 次 手术治疗 非类

310905030 超声内镜引导下胰腺脓肿清创术 1600 次 手术治疗 非类

310905031 经口电子胆管镜检查 2200 次 临床诊断 非类

311000001 腹膜透析置管术 286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11000001.01 腹膜透析置管术(拔管术收取) 100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11000003 腹膜透析换液 13.2 次 非手术治疗 甲类

311000004 腹膜透析换管 16.5 次 非手术治疗 甲类

311000005 腹膜平衡试验 44 次 临床诊断 甲类

311000006 血液透析 363 次 非手术治疗 甲类

311000006.10 血液透析(碳酸液透析) 363 次 非手术治疗 甲类

311000006.20 血液透析(醋酸液透析) 363 次 非手术治疗 甲类



311000007 血液滤过 407 次 非手术治疗 甲类

311000008 血液透析滤过 770 次 非手术治疗 乙类

311000009 连续性血浆滤过吸附 550 次 非手术治疗 非类

311000010 血液灌流 165 次 非手术治疗 甲类

311000011 连续性血液净化 71.5 小时 非手术治疗 乙类

311000012 血透监测 2.2 小时 临床诊断 甲类

311000012.10 血透监测(血温) 2.2 小时 临床诊断 甲类

311000012.20 血透监测(血压) 2.2 小时 临床诊断 甲类

311000012.30 血透监测(血容量) 2.2 小时 临床诊断 甲类

311000012.40 血透监测(在线尿素监测) 2.2 小时 临床诊断 甲类

311000013 结肠透析 38.5 次 非手术治疗 甲类



311000013.01 结肠透析(机器法加收) 30 次 非手术治疗 甲类

311000014 肾盂测压 132 单侧 临床诊断 甲类

311000015 肾穿刺术 187 单侧 手术治疗 甲类

311000015.10 肾穿刺术(造瘘) 187 单侧 手术治疗 甲类

311000015.20 肾穿刺术(囊肿硬化治疗) 187 单侧 手术治疗 甲类

311000016 肾封闭术 66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11000017 肾周脓肿引流术 495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11000017.10 肾周脓肿引流术(积液引流术) 495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11000018 经皮肾镜检查 440 单侧 临床诊断 甲类

311000019 经皮肾镜取石术 770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11000019.10 经皮肾盂镜取石术(肾上腺肿瘤切除) 770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11000019.20 经皮肾盂镜取石术(取异物) 770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11000020 经尿道输尿管镜检查 363 单侧 临床诊断 甲类

311000020.10 经尿道输尿管镜检查(取异物) 363 单侧 临床诊断 甲类

311000021 经膀胱镜输尿管插管术 198 单侧 手术治疗 甲类

311000022 经皮输尿管内管置入术 385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11000022.01 经皮输尿管内管置入术(输尿管镜加收) 300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11000023 经输尿管镜肿瘤切除术 770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11000023.01 经输尿管镜肿瘤切除术(普通激光法加收) 100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11000023.02 经输尿管镜肿瘤切除术(钬激光法加收) 700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11000024 经膀胱镜输尿管扩张术 220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11000025 经输尿管镜输尿管扩张术 440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11000025.10 经输尿管镜输尿管扩张术(经输尿管镜精道检查术) 440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11000026 经输尿管镜碎石取石术 770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11000026.01 经输尿管镜碎石取石术(超声碎石加收) 150 次 手术治疗 乙类

311000026.02 经输尿管镜碎石取石术(弹道碎石加收) 150 次 手术治疗 乙类

311000026.03 经输尿管镜碎石取石术(钬激光法加收) 700 次 手术治疗 乙类

311000027 经膀胱镜输尿管支架置入术 220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11000027.10 经膀胱镜输尿管支架置入术(取出术) 220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11000028 经输尿管镜支架置入术 440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11000028.10 经输尿管镜支架置入术(取出术) 440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11000029 输尿管支架管冲洗 8.8 次 非手术治疗 甲类

311000030 膀胱注射 11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11000031 膀胱灌注 27.5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11000031.10 膀胱灌注(尿道灌注) 27.5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11000032 膀胱区封闭 55 次 手术治疗 非类

311000033 膀胱穿刺造瘘术 77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11000034 膀胱镜尿道镜检查 110 次 临床诊断 甲类

311000034.01 膀胱镜尿道镜检查(电子镜加收) 60 次 临床诊断 甲类

311000034.02 膀胱镜尿道镜检查(荧光电子镜法加收) 100 次 临床诊断 非类

311000034.03 膀胱镜尿道镜检查(同时做治疗加收) 50 次 临床诊断 非类

311000034.10 膀胱镜尿道镜检查(取异物) 110 次 临床诊断 甲类

311000035 经膀胱镜尿道镜特殊治疗 132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11000035.01 经膀胱镜尿道镜特殊治疗(普通激光法加收) 100 次 手术治疗 乙类



311000035.02 经膀胱镜尿道镜特殊治疗(钬激光法加收) 300 次 手术治疗 乙类

311000035.03 经膀胱镜尿道镜特殊治疗(荧光电子镜法治疗加收) 100 次 手术治疗 非类

311000036 尿道狭窄扩张术 38.5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11000037 经尿道治疗尿失禁 165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11000038 尿流率检测 33 次 临床诊断 甲类

311000039 尿流动力学检测 110 次 临床诊断 乙类

311000039.01 尿流动力学检测(肌电图增加一个指标加收) 25 次 临床诊断 乙类

311000039.02 尿流动力学检测(诱发电位增加一个指标加收) 25 次 临床诊断 乙类

311000040 体外冲击波碎石 440 次 非手术治疗 乙类

311100001 小儿包茎气囊导管扩张术 49.5 次 手术治疗 非类

311100002 嵌顿包茎手法复位术 55 次 非手术治疗 非类



311100003 夜间阴茎胀大试验 198 次 临床诊断 非类

311100004 阴茎超声血流图检查 88 次 临床诊断 甲类

311100005 阴茎勃起神经检查 88 次 临床诊断 非类

311100006 睾丸阴茎海绵体活检术 110 次 临床诊断 甲类

311100006.10 睾丸阴茎海绵体活检术(穿刺) 110 次 临床诊断 甲类

311100006.20 睾丸阴茎海绵体活检术(切开) 110 次 临床诊断 甲类

311100006.30 睾丸阴茎海绵体活检术(取精) 110 次 临床诊断 甲类

311100007 附睾抽吸精子分离术 407 次 手术治疗 非类

311100008 促射精电动按摩 16.5 次 非手术治疗 非类

311100009 阴茎海绵体内药物注射 22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11100009.10 阴茎海绵体内药物注射(精索封闭术) 22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11100010 阴茎赘生物电灼术 88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11100010.01 阴茎赘生物电灼术(多发性加收) 20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11100010.10 阴茎赘生物电灼术(冷冻术) 88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11100013 B超引导下前列腺活检术 143 次 临床诊断 甲类

311100014 前列腺针吸细胞学活检术 77 次 临床诊断 甲类

311100015 前列腺按摩 22 次 非手术治疗 非类

311100016 前列腺注射 22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11100017 前列腺特殊治疗 55 次 手术治疗 乙类

311100017.01 前列腺特殊治疗(激光法加收) 30 次 手术治疗 乙类

311100017.02 前列腺特殊治疗(射频法加收) 30 次 手术治疗 乙类

311100018 鞘膜积液穿刺抽液术 27.5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11100019 精液优化处理 1320 次 非手术治疗 非类

311201.01 女性生殖系统及孕产诊疗使用笑气收取 20 每小时 非手术治疗 甲类

311201001 荧光检查 13.2 每个部位 临床诊断 非类

311201001.10 荧光检查(会阴病变检查) 13.2 每个部位 临床诊断 非类

311201001.20 荧光检查(阴道病变检查) 13.2 每个部位 临床诊断 非类

311201001.30 荧光检查(宫颈病变检查) 13.2 每个部位 临床诊断 非类

311201002 外阴活检术 22 次 临床诊断 甲类

311201003 外阴病光照射治疗 8.8 30分钟 非手术治疗 乙类

311201003.10 外阴病光照射治疗(光谱治疗) 8.8 30分钟 非手术治疗 乙类

311201003.20 外阴病光照射治疗(远红外线治疗) 8.8 30分钟 非手术治疗 乙类

311201004 阴道镜检查 22 次 临床诊断 甲类



311201004.01 阴道镜检查(电子镜加收) 40 次 临床诊断 甲类

311201005 阴道填塞 27.5 次 非手术治疗 非类

311201005.01 阴道填塞(取填塞物收取) 10 次 非手术治疗 非类

311201006 阴道灌洗上药 6.6 次 非手术治疗 甲类

311201007 后穹窿穿刺术 38.5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11201007.10 后穹窿穿刺术(后穹窿注射) 38.5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11201008 宫颈活检术 33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11201008.10 宫颈活检术(阴道壁活检) 33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11201008.20 宫颈活检术(阴道囊肿穿刺术) 33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11201009 宫颈注射 19.8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11201009.10 宫颈注射(宫颈封闭) 19.8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11201009.20 宫颈注射(阴道侧穹窿封闭) 19.8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11201009.30 宫颈注射(上药) 19.8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11201010 宫颈扩张术 27.5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11201011 宫颈内口探查术 33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11201012 子宫托治疗 27.5 次 手术治疗 非类

311201013 子宫内膜活检术 55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11201014 子宫直肠凹封闭术 27.5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11201015 子宫输卵管通液术 55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11201015.01 子宫输卵管通液术(仪器法加收) 20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11201015.02 子宫输卵管通液术(通气收取) 30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11201015.03 子宫输卵管通液术(注药收取) 30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11201016 子宫内翻复位术 66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11201017 宫腔吸片 33 次 临床诊断 甲类

311201018 宫腔粘连分离术 88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11201019 宫腔填塞 93.5 次 非手术治疗 甲类

311201019.01 宫腔填塞(取填塞物收取) 30 次 非手术治疗 甲类

311201020a 妇科特殊治疗(电熨法和冷冻法) 13.2 每个部位 手术治疗 甲类

311201020b 妇科特殊治疗(微波法) 19.8 每个部位 手术治疗 甲类

311201020c 妇科特殊治疗(激光法) 49.5 每个部位 手术治疗 甲类

311201020e 丈夫淋巴细胞主动免疫治疗 385 每个部位 手术治疗 非类

311201021 腹腔穿刺插管盆腔滴注术 66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11201022 妇科晚期恶性肿瘤减瘤术 1980 次 手术治疗 非类



311201023 产前检查 6.6 次 临床诊断 甲类

311201023.01 产前检查(易思MP妊高征筛查收取) 40 次 临床诊断 甲类

311201025 胎儿心电图 22 次 临床诊断 非类

311201026 胎心监测 22 次 临床诊断 甲类

311201027 胎儿镜检查 660 次 临床诊断 非类

311201028 胎儿脐血流监测 49.5 次 临床诊断 非类

311201029 羊膜镜检查 22 次 临床诊断 非类

311201030 羊膜腔穿刺术 55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11201030.10 羊膜腔穿刺术(羊膜腔注药中期引产术) 55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11201031 经皮脐静脉穿刺术 165 次 手术治疗 非类

311201032 羊水泡沫振荡试验 6.6 次 临床诊断 甲类



311201035 性交试验 22 次 临床诊断 非类

311201037 B超下采卵术 1320 次 手术治疗 非类

311201038 B超下卵巢囊肿穿刺术 352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11201039 胎盘成熟度检测 38.5 次 临床诊断 甲类

311201040 胚胎培养 5940 次 非手术治疗 非类

311201040b 冻融胚胎体外培养 3960 次 非手术治疗 非类

311201040c 产前胚胎致病基因检测 6050 次 非手术治疗 非类

311201040c.10 产前胚胎致病基因检测(基因性别检测) 6050 次 非手术治疗 非类

311201041 胚胎移植术 1265 次 手术治疗 非类

311201041.01 胚胎移植术(预移植加收) 350 次 手术治疗 非类

311201041.02 胚胎移植术(多胎减胎术收取) 800 次 手术治疗 非类



311201043 单精子显微镜下卵细胞内授精术 2200 次 手术治疗 非类

311201043.01 单精子显微镜下卵细胞内授精术(精子顶体区评价顶体反应试验收取) 330 次 手术治疗 非类

311201043.02 单精子显微镜下卵细胞内授精术(精子透明带结合试验收取) 360 次 手术治疗 非类

311201044 输卵管内配子移植术 1760 次 手术治疗 非类

311201045 宫腔内人工授精术 1100 次 手术治疗 非类

311201046 阴道内人工授精术 220 次 手术治疗 非类

311201046.01 阴道内人工授精术(宫腔粘液评分收取) 10 次 手术治疗 非类

311201047 输卵管绝育术 110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11201047.10 输卵管绝育术(药物粘堵法) 110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11201048 宫内节育器放置术 33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11201048.01 宫内节育器放置术(双子宫上环加收) 10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11201048.10 宫内节育器放置术(取出术) 33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11201049 避孕药皮下埋植术 55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11201049.10 避孕药皮下埋植术(皮下避孕药取出术) 55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11201050 刮宫术 77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11201050.10 刮宫术(分段诊断性刮宫) 77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11201051 产后刮宫术 77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11201052 葡萄胎刮宫术 132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11201052.10 葡萄胎刮宫术(绒毛采样术) 132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11201053 人工流产术 88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11201053.01 人工流产术(畸形子宫加收) 30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11201053.02 人工流产术(疤痕子宫加收) 30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11201053.03 人工流产术(哺乳期子宫加收) 30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11201053.04 人工流产术(钳刮术加收) 30 次 手术治疗 非类

311201054 子宫内水囊引产术 143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11201055 催产素滴注引产术 88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11201056 药物性引产处置术 22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11201056.01 药物性引产处置术(中孕加收) 30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11201057 乳房按摩 5.5 单侧 非手术治疗 非类

311201057.01 乳房按摩(微波加收) 10 单侧 非手术治疗 非类

311201057.10 乳房按摩(微波按摩) 5.5 单侧 非手术治疗 非类

311201057.20 乳房按摩(吸乳) 5.5 单侧 非手术治疗 非类

311201058 经皮盆腔脓肿穿刺引流术 110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11201058.10 经皮盆腔脓肿穿刺引流术(盆腔液性包块穿刺) 110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11201059 未成熟卵体外成熟培养 6600 次 非手术治疗 非类

311201060 体外受精早期胚胎辅助孵化 1100 次 非手术治疗 非类

311201061 囊胚培养 3300 次 非手术治疗 非类

311201062 胚胎冷冻 110 月 非手术治疗 非类

311201062.01 胚胎冷冻(玻璃化胚胎冷冻超过1年后，保存费每增加1个月收取) 100 月 非手术治疗 非类

311201062.10 胚胎冷冻(精子冷冻) 110 月 非手术治疗 非类

311201062.20 胚胎冷冻(玻璃化胚胎冷冻) 3800 次(年) 非手术治疗 非类

311201063 冷冻胚胎复苏 1210 次 非手术治疗 非类

311201063.01 冷冻胚胎复苏(玻璃化胚胎复苏收取) 3800 次 非手术治疗 非类

311201063.10 冷冻胚胎复苏(精液冷冻复苏) 1210 次 非手术治疗 非类



311201064 乳管镜检查 330 次 临床诊断 乙类

311201064.01 乳管镜检查(双侧加收) 150 次 临床诊断 非类

311201064.02 乳管镜检查(同时治疗加收) 50 单侧 临床诊断 非类

311201064.10 乳管镜检查(疏通) 330 次 临床诊断 乙类

311201064.20 乳管镜检查(扩张) 330 次 临床诊断 乙类

311201064.30 乳管镜检查(冲洗) 330 次 临床诊断 乙类

311201065 早孕期经腹绒毛取材术 110 次 临床诊断 非类

311201066 远程家庭胎心监护 495 例 临床诊断 #N/A

311201066.01 远程家庭胎心监护(孕34周始至足月分娩收取) 300 例 临床诊断 #N/A

311201067 胎儿镜下胎盘血管交通支凝固术 880 次 临床诊断 非类

311201067.10 胎儿镜下胎盘血管交通支凝固术(胎儿血管凝固术) 880 次 临床诊断 非类



311201068 胎儿膀胱羊膜腔引流术 880 次 临床诊断 非类

311201068.10 胎儿膀胱羊膜腔引流术(胸腔羊膜腔引流术) 880 次 临床诊断 非类

311201069 羊膜带松解术 880 次 临床诊断 非类

311201070 双胎隔膜造口术 880 次 临床诊断 非类

311201071 经脐静脉宫内输血术 880 次 临床诊断 非类

311201072 宫颈癌筛查光电探测(TS) 231 次 临床诊断 非类

311201073 吕氏八步排乳法 500 次 临床诊断 非类

311201074 胎儿镜下胎儿脐带结扎术 2500 次 临床诊断 非类

311201075 胎儿镜下胎儿气管堵塞术 3000 次 非手术治疗 非类

311202001 新生儿暖箱 2.2 小时 非手术治疗 甲类

311202002 新生儿测颅压 2.2 次 临床诊断 甲类



311202003 新生儿复苏 55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11202004 新生儿气管插管术 49.5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11202005 新生儿人工呼吸(正压通气) 16.5 次 非手术治疗 甲类

311202007 新生儿监护 3.85 组、小时 非手术治疗 甲类

311202007.01 新生儿监护(心电、呼吸、血压监护加收) 3 组、小时 非手术治疗 甲类

311202007.02 新生儿监护(心电、呼吸、血压、氧饱和度监护加收) 6 组、小时 非手术治疗 甲类

311202009 新生儿兰光治疗 2.2 小时 非手术治疗 甲类

311202009.01 新生儿兰光治疗(冷光源兰光加收) 1 小时 非手术治疗 甲类

311202010 新生儿换血术 440 次 非手术治疗 乙类

311202010.01 新生儿换血术(双管同步换血加收) 80 次 非手术治疗 乙类

311202011 新生儿经皮胆红素测定 2.2 次 临床诊断 甲类



311202011.01 新生儿经皮胆红素测定(微量胆红素测定加收) 10 次 临床诊断 甲类

311202012 新生儿辐射抢救治疗 2.75 小时 非手术治疗 甲类

311202013 新生儿囟门穿刺术 16.5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11202013.10 新生儿囟门穿刺术(前后囟门) 16.5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11202014 新生儿量表检查 11 次 临床诊断 乙类

311202015 新生儿行为测定 16.5 次 临床诊断 乙类

311202015.10 新生儿行为测定(神经反应测评) 16.5 次 临床诊断 乙类

311202017 胎儿镜下胎儿后尿道瓣膜切开术 2200 次 手术治疗 非类

311300001 关节镜检查 77 次 临床诊断 甲类

311300002 关节穿刺术 49.5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11300002.10 关节穿刺术(关节腔减压术) 49.5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11300003 关节腔灌注治疗 60.5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11300004 持续关节腔冲洗 33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11300005 骨膜封闭术 19.8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11300006 软组织内封闭术 19.8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11300006.10 软组织内封闭术(肌肉软组织) 19.8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11300006.20 软组织内封闭术(筋膜) 19.8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11300006.30 软组织内封闭术(肌腱) 19.8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11300007 神经根封闭术 22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11300008 周围神经封闭术 22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11300009 神经丛封闭术 22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11300009.10 神经丛封闭术(臂丛) 22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11300009.20 神经丛封闭术(腰骶丛) 22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11300010 鞘内注射 22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11300010.10 鞘内注射(鞘内封闭) 22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11300011 骶管滴注 55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11300012 骨穿刺术 220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11300013 富集骨髓植骨富集术 130 次 手术治疗 非类

311400001 变应原皮内试验 19.8 组 临床诊断 乙类

311400001.10 变应原皮内试验(吸入组) 19.8 组 临床诊断 乙类

311400001.20 变应原皮内试验(食物组) 19.8 组 临床诊断 乙类

311400001.30 变应原皮内试验(水果组) 19.8 组 临床诊断 乙类

311400001.40 变应原皮内试验(细菌组) 19.8 组 临床诊断 乙类



311400002 性病检查 16.5 次 临床诊断 非类

311400003 皮肤活检术 33 每个取材部位 临床诊断 甲类

311400004 皮肤直接免疫荧光检查 66 次 临床诊断 非类

311400006 皮损取材检查 11 每个取材部位 临床诊断 非类

311400006.10 皮损取材检查(阴虱) 11 每个取材部位 临床诊断 非类

311400006.20 皮损取材检查(疥虫) 11 每个取材部位 临床诊断 非类

311400006.30 皮损取材检查(利杜体) 11 每个取材部位 临床诊断 非类

311400007 毛雍症检查 11 每个取材部位 临床诊断 非类

311400008 天疱疮细胞检查 13.2 每个取材部位 临床诊断 非类

311400009 伍德氏灯检查 5.5 次 临床诊断 非类

311400010 斑贴试验 3.3 每个斑贴 临床诊断 非类



311400011 光敏试验 7.7 次 临床诊断 甲类

311400012 醋酸白试验 11 次 临床诊断 非类

311400014 皮肤赘生物电烧治疗 5.5 每个皮损 手术治疗 乙类

311400014.01 皮肤赘生物电烧治疗(微波加收) 5 每个皮损 手术治疗 乙类

311400014.02 皮肤赘生物电烧治疗(激光加收) 10 每个皮损 手术治疗 乙类

311400014.10 皮肤赘生物电烧治疗(皮赘去除术) 5.5 每个皮损 手术治疗 乙类

311400015 黑光治疗(PUVA治疗) 16.5 每个部位 非手术治疗 甲类

311400016 红光治疗 16.5 每个部位 非手术治疗 非类

311400017 白癜风皮肤移植术 88 1cm2 手术治疗 非类

311400019 刮疣治疗 4.4 每个 非手术治疗 甲类

311400020 丘疹挤粟治疗 2.2 每个 非手术治疗 非类



311400021a 甲癣封包治疗 6.6 每个指(趾)甲 非手术治疗 乙类

311400021b 封包治疗 13.2 每个部位 非手术治疗 乙类

311400021b.10封包治疗(上肢) 13.2 每个部位 非手术治疗 乙类

311400021b.20封包治疗(下肢) 13.2 每个部位 非手术治疗 乙类

311400021b.30封包治疗(胸部) 13.2 每个部位 非手术治疗 乙类

311400021b.40封包治疗(背部) 13.2 每个部位 非手术治疗 乙类

311400021b.50封包治疗(头部) 13.2 每个部位 非手术治疗 乙类

311400021b.60封包治疗(大腿) 13.2 每个部位 非手术治疗 乙类

311400021b.70封包治疗(小腿(含足)) 13.2 每个部位 非手术治疗 乙类

311400022 拔甲治疗 27.5 每个 手术治疗 甲类

311400023 酒渣鼻切割术 330 次 手术治疗 非类



311400024 药物面膜综合治疗 44 次 非手术治疗 非类

311400025 疱病清疮术 27.5 每个部位 手术治疗 乙类

311400026 疱液抽取术 5.5 每个 手术治疗 乙类

311400027 皮肤溃疡清创术 38.5 5cm2/每创面 手术治疗 甲类

311400028 皮损内注射 16.5 每个皮损 手术治疗 乙类

311400029 粉刺去除术 2.2 每个 非手术治疗 非类

311400030 鸡眼刮除术 16.5 每个 手术治疗 甲类

311400030.10 鸡眼刮除术(切除) 16.5 每个 手术治疗 甲类

311400031 血管瘤硬化剂注射治疗 33 每个 手术治疗 甲类

311400031.10 血管瘤硬化剂注射治疗(下肢血管曲张注射) 33 每个 手术治疗 甲类

311400031.20 血管瘤硬化剂注射治疗(血肿抽吸加压包扎术) 33 每个 手术治疗 甲类



311400032 脉冲激光治疗 22 每个光斑 非手术治疗 非类

311400032.01 脉冲激光治疗(雅各激光治疗每次收取) 100 次 非手术治疗 非类

311400032.10 脉冲激光治疗(鲜红斑痣等血管性皮肤病) 22 每个光斑 非手术治疗 非类

311400032.20 脉冲激光治疗(太田痣等色素性皮肤病) 22 每个光斑 非手术治疗 非类

311400032.30 脉冲激光治疗(先天性皮肤窦道畸形) 22 每个光斑 非手术治疗 非类

311400032.40 脉冲激光治疗(浅表增生性皮肤病) 22 每个光斑 非手术治疗 非类

311400033 二氧化碳(CO2)激光治疗 16.5 每个皮损 非手术治疗 非类

311400033.01 二氧化碳(CO2)激光治疗(超5个皮损，每增加一个皮损加收) 10 一个皮损 非手术治疗 非类

311400033.10 二氧化碳(CO2)激光治疗(体表良性增生物) 16.5 每个皮损 非手术治疗 非类

311400034 激光脱毛术 16.5 每个光斑 非手术治疗 非类

311400035 激光除皱术 16.5 每个光斑 非手术治疗 非类



311400036 氦氖(He-Ne)激光照射治疗 22 每个部位 非手术治疗 非类

311400036.01 氦氖(He-Ne)激光照射治疗(血管内照射加收) 45 每个部位 非手术治疗 非类

311400036.10 氦氖(He-Ne)激光照射治疗(过敏性疾患照射) 22 每个部位 非手术治疗 非类

311400036.20 氦氖(He-Ne)激光照射治疗(疖肿照射) 22 每个部位 非手术治疗 非类

311400037 氩激光治疗 22 每个皮损 非手术治疗 非类

311400037.10 氩激光治疗(小肿物) 22 每个皮损 非手术治疗 非类

311400038 激光治疗腋臭 198 单侧 非手术治疗 非类

311400039 液氮冷冻治疗 16.5 每个皮损 手术治疗 非类

311400039.01 液氮冷冻治疗(超过5个皮损，每增加一个皮损加收) 10 一个皮损 手术治疗 非类

311400039.10 液氮冷冻治疗(疣) 16.5 每个皮损 手术治疗 非类

311400039.20 液氮冷冻治疗(老年斑) 16.5 每个皮损 手术治疗 非类



311400040 烧伤抢救(大) 363 次 非手术治疗 甲类

311400041 烧伤抢救(中) 275 次 非手术治疗 甲类

311400042 烧伤抢救(小) 165 次 非手术治疗 甲类

311400043 烧伤复合伤抢救 440 次 非手术治疗 甲类

311400043.10 烧伤复合伤抢救(严重电烧伤) 440 次 非手术治疗 甲类

311400043.20 烧伤复合伤抢救(吸入性损伤) 440 次 非手术治疗 甲类

311400043.30 烧伤复合伤抢救(爆震伤) 440 次 非手术治疗 甲类

311400043.40 烧伤复合伤抢救(烧伤复合伤合并中毒) 440 次 非手术治疗 甲类

311400044 烧伤冲洗清创术(大) 638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11400045 烧伤冲洗清创术(中) 440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11400046 烧伤冲洗清创术(小) 275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11400047 护架烤灯 3.3 千瓦时 非手术治疗 甲类

311400048 烧伤大型远红外线治疗机治疗 22 次 非手术治疗 非类

311400049 烧伤浸浴扩创术(大) 286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11400050 烧伤浸浴扩创术(中) 187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11400051 烧伤浸浴扩创术(小) 143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11400052 悬浮床治疗 495 日 非手术治疗 非类

311400053 翻身床治疗 16.5 次 非手术治疗 甲类

311400053.01 翻身床治疗(儿童收取) 10 次 非手术治疗 甲类

311400054 烧伤功能训练床治疗 33 日 非手术治疗 非类

311400055 烧伤后功能训练 16.5 每个部位 非手术治疗 非类

311400056 烧伤换药 44 1%体表面积 非手术治疗 甲类



311400056.01 烧伤换药(增加1%体表面积加收) 10 1%体表面积 非手术治疗 甲类

311400057 皮下组织穿刺术 44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11400057.10 皮下组织穿刺术(浅表脓肿) 44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11400057.20 皮下组织穿刺术(血肿穿刺) 44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11400058 窄谱紫外线治疗 19.8 部位 非手术治疗 非类

311400058.01 窄谱紫外线治疗(全身照射加收) 50 次 非手术治疗 非类

311400059 浅表包块穿刺活检术 65 次 手术治疗 非类

311400060 结核菌素试验 28 次 临床诊断 非类

311501001.01 精神科A类量表测查(使用电脑自测的量表加收) 12 次 临床诊断 非类

311501001.10 精神科A类量表测查(宗(Zung)氏焦虑自评量表) 16.5 次 临床诊断 甲类

311501001.20 精神科A类量表测查(宗(Zung)氏抑郁自评量表) 16.5 次 临床诊断 甲类



311501001.30 精神科A类量表测查(汉密尔顿焦虑量表) 16.5 次 临床诊断 甲类

311501001.40 精神科A类量表测查(汉密尔顿抑郁量表) 16.5 次 临床诊断 甲类

311501001.50 精神科A类量表测查(艾森贝格(Asberg)抗抑郁剂副反应量表) 16.5 次 临床诊断 甲类

311501001.60 精神科A类量表测查(躁狂状态评定量表) 16.5 次 临床诊断 甲类

311501001.70 精神科A类量表测查(简明精神病评定量表(BPRS)) 16.5 次 临床诊断 甲类

311501001.80 精神科A类量表测查(五分量表) 16.5 次 临床诊断 甲类

311501001.90 精神科A类量表测查(临床总体印象量表(CGI)) 16.5 次 临床诊断 甲类

311501001.a0 精神科A类量表测查(药物副作用量表) 16.5 次 临床诊断 甲类

311501001.a1 精神科A类量表测查(不自主运动评定量表) 16.5 次 临床诊断 甲类

311501001.a2 精神科A类量表测查(迟发运动障碍评定量表) 16.5 次 临床诊断 甲类

311501001.a3 精神科A类量表测查(锥体外系副作用量表) 16.5 次 临床诊断 甲类



311501001.a4 精神科A类量表测查(气质量表) 16.5 次 临床诊断 甲类

311501001.a5 精神科A类量表测查(艾森贝格行为量表) 16.5 次 临床诊断 甲类

311501001.a6 精神科A类量表测查(常识注意测验) 16.5 次 临床诊断 甲类

311501001.a7 精神科A类量表测查(简明心理状况测验(MMSE)) 22 次 临床诊断 甲类

311501001.a71 精神科A类量表测查(简明心理状况测验(MMSE)光电阅卷加收) 12 次 临床诊断 非类

311501001.a8 精神科A类量表测查(瞬时记忆测验) 16.5 次 临床诊断 甲类

311501001.a9 精神科A类量表测查(长谷川痴呆测验) 16.5 次 临床诊断 甲类

311501001.b0 精神科A类量表测查(认知方式测定) 16.5 次 临床诊断 甲类

311501001.b1 精神科A类量表测查(小学生推理能力测定) 16.5 次 临床诊断 甲类

311501001.b2 精神科A类量表测查(儿童内外控量表) 16.5 次 临床诊断 甲类

311501001.b3 精神科A类量表测查(儿童孤独行为检查量表) 16.5 次 临床诊断 甲类



311501001.b4 精神科A类量表测查(康奈氏(Conners)儿童行为量表) 16.5 次 临床诊断 甲类

311501001.b5 精神科A类量表测查(阿成贝切(Achenbach)儿童行为量表) 22 次 临床诊断 甲类

311501001.b51
精神科A类量表测查(阿成贝切(Achenbach)儿童行为量表)(光电阅

卷加收)
12 次 临床诊断 非类

311501001.b6 精神科A类量表测查(注意广度测定表) 16.5 次 临床诊断 甲类

311501001.b7 精神科A类量表测查(注意分配测定) 16.5 次 临床诊断 甲类

311501001.b8 精神科A类量表测查(短时记忆广度测定) 16.5 次 临床诊断 甲类

311501001.b9 精神科A类量表测查(瞬时记忆广度测定) 16.5 次 临床诊断 甲类

311501001.c0 精神科A类量表测查(检查空间位置记忆广度测定) 16.5 次 临床诊断 甲类

311501001.c1 精神科A类量表测查(再认能力测定感统量表) 16.5 次 临床诊断 甲类

311501001.c2 精神科A类量表测查(日常生活能力评定量表) 16.5 次 临床诊断 甲类

311501001.c3 精神科A类量表测查(智力成就责任问卷) 16.5 次 临床诊断 甲类



311501001.c4 精神科A类量表测查(丹佛小儿智能发育筛查表) 16.5 次 临床诊断 甲类

311501001.c5 精神科A类量表测查(比奈智力测定(10岁以下)) 11 次 临床诊断 甲类

311501001.c6 精神科A类量表测查(绘人智力测定) 19.8 次 临床诊断 甲类

311501001.c7 精神科A类量表测查(思维型、艺术型测定) 19.8 次 临床诊断 甲类

311501001.c8 精神科A类量表测查(催眠感受性测定) 19.8 次 临床诊断 甲类

311501001m1 贝克抑郁自评问卷（BDI）测评 17 次 临床诊断 非类

311501002.01 精神科B类量表测查(电脑自测量表加收) 12 次 临床诊断 甲类

311501002.10 精神科B类量表测查(阳性和阴性精神症状评定(PANSS)量表) 22 次 临床诊断 甲类

311501002.20 精神科B类量表测查(慢性精神病标准化评定量表) 22 次 临床诊断 甲类

311501002.30 精神科B类量表测查(紧张性生活事件评定量表) 22 次 临床诊断 甲类

311501002.40 精神科B类量表测查(老年认知功能量表(SECC)) 44 次 临床诊断 甲类



311501002.50 精神科B类量表测查(强迫症状问卷) 22 次 临床诊断 甲类

311501002.60 精神科B类量表测查(精神护理观察量表) 27.5 次 临床诊断 甲类

311501002.70 精神科B类量表测查(社会功能缺陷筛选量表) 27.5 次 临床诊断 甲类

311501002.80 精神科B类量表测查(标准化现状检查) 27.5 次 临床诊断 甲类

311501002.90 精神科B类量表测查(布雷德(Bleied)痴呆评定量表) 27.5 次 临床诊断 甲类

311501002.a0 精神科B类量表测查(艾森克人格测定(少年版)) 22 次 临床诊断 甲类

311501002.a1 精神科B类量表测查(简明智能测查(SM能力测查)) 22 次 临床诊断 甲类

311501002.a2 精神科B类量表测查(图片词汇测验) 27.5 次 临床诊断 甲类

311501002.a3 精神科B类量表测查(瑞文智力测定) 33 次 临床诊断 甲类

311501002.a4 精神科B类量表测查(格式塔测验) 38.5 次 临床诊断 甲类

311501002.a5 精神科B类量表测查(本顿视觉保持测定) 38.5 次 临床诊断 甲类



311501002.a6 精神科B类量表测查(各种个别能力测验) 38.5 次 临床诊断 甲类

311501002.a61 精神科B类量表测查(各种个别能力测验(婴幼儿能力测定加收)) 15 次 临床诊断 甲类

311501003.01 精神科C类量表测查(使用电脑自测的量表加收) 12 次 临床诊断 乙类

311501003.10 精神科C类量表测查(阳性症状评定量表(SAPS)) 33 次 临床诊断 乙类

311501003.20 精神科C类量表测查(阴性症状评定量表(SANS)) 33 次 临床诊断 乙类

311501003.30 精神科C类量表测查(复合性国际诊断问卷(CIDI)) 33 次 临床诊断 乙类

311501003.40 精神科C类量表测查(现状精神病症状检查(PSE)) 33 次 临床诊断 乙类

311501003.50 精神科C类量表测查(症状自评量表) 33 次 临床诊断 乙类

311501003.51 精神科C类量表测查(症状自评量表(光电阅卷加收)) 12 次 临床诊断 乙类

311501003.60 精神科C类量表测查(成人孤独症诊断量表(ADI)) 33 次 临床诊断 乙类

311501003.70 精神科C类量表测查(成人韦氏记忆测验) 88 次 临床诊断 乙类



311501003.80 精神科C类量表测查(临床记忆测验) 66 次 临床诊断 乙类

311501003.90 精神科C类量表测查(韦氏智力测验) 88 次 临床诊断 乙类

311501003.a0 精神科C类量表测查(神经心理测验) 198 次 临床诊断 乙类

311501003.a1 精神科C类量表测查(科赫(Kohs)立方体组合测验) 88 次 临床诊断 乙类

311501003.a2 精神科C类量表测查(明尼苏达多相个性测验) 110 次 临床诊断 乙类

311501003.a3 精神科C类量表测查(艾森克个性测验) 44 次 临床诊断 乙类

311501003.a4 精神科C类量表测查(卡特尔16项人格测验) 66 次 临床诊断 乙类

311501003.a5 精神科C类量表测查(十六种人格问卷) 66 次 临床诊断 乙类

311501003.a6 精神科C类量表测查(专家系统行为观察诊断量表) 71.5 次 临床诊断 乙类

311501003.a7 精神科C类量表测查(808神经类型测验) 77 次 临床诊断 乙类

311501003.a8 精神科C类量表测查(比奈智力测定(10岁以上)) 44 次 临床诊断 乙类



311501003.a9 精神科C类量表测查(韦氏智力测定(学前、学龄)) 77 次 临床诊断 乙类

311501003.b0 精神科C类量表测查(儿童发育量表(PEP)) 44 次 临床诊断 乙类

311502002 眼动检查 55 次 临床诊断 甲类

311502002.01 眼动检查(老年性痴呆扩瞳分析加收) 30 次 临床诊断 乙类

311502004 首诊精神病检查 49.5 次 临床诊断 乙类

311502005 临床鉴定 385 次 临床诊断 非类

311502006 精神病司法鉴定 660 次 临床诊断 非类

311502007 脑功能检查 55 次 临床诊断 乙类

311503001 抗精神病药物治疗监测 5.5 日 临床诊断 乙类

311503002 常温冬眠治疗监测 11 次 临床诊断 非类

311503004 电休克治疗 44 次 非手术治疗 甲类



311503005 多参数监护无抽搐电休克治疗 132 次 非手术治疗 甲类

311503006 暴露疗法和半暴露疗法 33 次 非手术治疗 非类

311503007 胰岛素低血糖治疗 38.5 次 非手术治疗 甲类

311503007.01 胰岛素低血糖治疗(休克治疗加收) 20 次 非手术治疗 甲类

311503008 行为观察和治疗 22 次 非手术治疗 非类

311503009 冲动行为干预治疗 14.3 次 非手术治疗 甲类

311503010 脑电生物反馈治疗 33 次 非手术治疗 甲类

311503011 脑反射治疗 33 次 非手术治疗 非类

311503012 脑电治疗(A620) 44 次 非手术治疗 非类

311503015 感觉统合治疗 49.5 次 非手术治疗 非类

311503015.01 感觉统合治疗(多动症加收) 50 次 非手术治疗 非类



311503015.02 感觉统合治疗(孤独症加收) 50 次 非手术治疗 非类

311503015.03 感觉统合治疗(视听训练加收) 35 次 非手术治疗 非类

311503016 工娱治疗 3.3 次 非手术治疗 非类

311503017 特殊工娱治疗 11 次 非手术治疗 非类

311503018 音乐治疗 3.3 次 非手术治疗 乙类

311503019 暗示治疗 27.5 次 非手术治疗 乙类

311503020 松驰治疗 22 次 非手术治疗 乙类

311503021 漂浮治疗 22 次 非手术治疗 非类

311503022 听力整合及语言训练 22 次 非手术治疗 非类

311503023 心理咨询 33 次 非手术治疗 乙类

311503024 心理治疗 33 次 非手术治疗 甲类



311503024.01 心理治疗(超过40分钟，每增加10分钟加收) 2 每10分钟 非手术治疗 甲类

311503024.10 心理治疗(小组心理治疗) 33 次 非手术治疗 甲类

311503025 麻醉分析 33 次 非手术治疗 甲类

311503026 催眠治疗 44 次 非手术治疗 乙类

311503027 森田疗法 4180 疗程 非手术治疗 非类

311503028 行为矫正治疗 44 次 非手术治疗 乙类

311503029 厌恶治疗 33 次 非手术治疗 乙类

311503030a 脱瘾治疗(15天) 2640 15天/疗程 非手术治疗 非类

311503030b 脱瘾治疗(21天) 3520 21天/疗程 非手术治疗 非类

311503030c 脱瘾治疗(3个月) 3850 3个月 非手术治疗 非类

311503031 经颅磁刺激治疗 88 30分钟 非手术治疗 甲类



311503032 动力取向心理治疗 274 50分钟/次 非手术治疗 非类

311503033 家庭心理治疗 600 80分钟/次 非手术治疗 非类

32.01
经血管(内、外)介入手术中使用大型数字血管造影机(DSA机)超过半

小时后收取
180 每半小时 手术治疗 乙类

320100001 经皮选择性静脉造影术 1012 次 临床诊断 甲类

320100001.10 经皮选择性静脉造影术(腔静脉) 1012 次 临床诊断 甲类

320100001.20 经皮选择性静脉造影术(肢体静脉) 1012 次 临床诊断 甲类

320100002 经皮静脉内激光成形术 1650 次 手术治疗 乙类

320100003 经皮静脉内滤网置入术 1336.5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20100003.10 经皮静脉内滤网取出术 1336.5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20100004 经皮静脉球囊扩张术 1375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20100005 经皮静脉内支架置入术 2821.5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20100006 经皮静脉内球囊扩张+支架置入术 2821.5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20100007 经皮静脉内旋切术 1336.5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20100008 经皮静脉内溶栓术 1375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20100009 经皮静脉内超声血栓消融术 1633.5 次 手术治疗 乙类

320100010 经皮选择性静脉置管术 484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20100010.01 经皮选择性静脉置管术(拔管术收取) 250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20100011 经颈静脉长期透析管植入术 126.5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20100012 经皮静脉内血管异物取出术 1650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20100013 植入式给药装置（输液港）置入术 500 次 手术治疗 非类

320100013.01 植入式给药装置（输液港）置入术（取出术收取） 250 次 手术治疗 非类

320200001 经股动脉置管腹主动脉带簿网支架置入术 3118.5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20200001.10 经股动脉置管腹主动脉带簿网支架置入术(腹主动脉瘤) 3118.5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20200001.20 经股动脉置管腹主动脉带簿网支架置入术(假性动脉瘤) 3118.5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20200002 经皮选择性动脉造影术 1012 次 临床诊断 甲类

320200003 经皮超选择性动脉造影术 1650 次 临床诊断 甲类

320200004 经皮选择性动脉置管术 1650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20200004.10 经皮选择性动脉置管术(药物治疗) 1650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20200004.20 经皮选择性动脉置管术(栓塞) 1650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20200004.30 经皮选择性动脉置管术(热灌注) 1650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20200004.40 经皮选择性动脉置管术(动脉留置鞘管拔出术) 1650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20200005 经皮动脉斑块旋切术 2079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20200006 经皮动脉闭塞激光再通术 2302.3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20200007 经皮动脉栓塞术 2302.3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20200007.10 经皮动脉栓塞术(动脉瘤) 2302.3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20200007.20 经皮动脉栓塞术(肿瘤) 2302.3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20200008 经皮动脉内超声血栓消融术 1485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20200009 经皮动脉内球囊扩张术 2302.3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20200010 经皮动脉支架置入术 2821.5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20200010.10 经皮肢体动脉支架置入术 2821.5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20200010.20 经皮颈动脉支架置入术 2821.5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20200010.30 经皮肾动脉支架置入术 2821.5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20200011 经皮动脉激光成形+球囊扩张术 2821.5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20200012 经皮肢体动脉旋切＋球囊扩张术 2821.5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20200012.10 经皮肢体动脉旋磨＋球囊扩张术 2821.5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20200013 经皮血管瘤腔内药物灌注术 1265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20200014 经皮选择性外周血管内（动脉/静脉）吸栓术 2400 次 手术治疗 非类

320200015 经皮穿刺选择性下肢动脉置管溶栓术 2600 次 手术治疗 非类

320300001 经皮肝穿刺肝静脉扩张术 2227.5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20300002 肝动脉插管灌注术 1375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20300003 经颈内静脉肝内门腔静脉分流术(TIPS) 3118.5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20400001 经皮瓣膜球囊成形术 2079 每个瓣膜 手术治疗 甲类

320400001.01 经皮瓣膜球囊成形术(增加一个瓣膜加收) 400 每个瓣膜 手术治疗 甲类

320400001.10 经皮二尖瓣球囊成形术 2079 每个瓣膜 手术治疗 甲类

320400001.20 经皮三尖瓣球囊成形术 2079 每个瓣膜 手术治疗 甲类



320400001.30 经皮主动脉瓣球囊成形术 2079 每个瓣膜 手术治疗 甲类

320400001.40 经皮肺动脉瓣球囊成形术 2079 每个瓣膜 手术治疗 甲类

320400001.50 经皮房间隔穿刺术 2079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20400002 经皮心内膜心肌活检术 550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20400003 先心病介入治疗 2524.5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20400003.10 先心病介入治疗(动脉导管未闭) 2524.5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20400003.20 先心病介入治疗(房室间隔缺损) 2524.5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20400004 经导管主动脉瓣置换术（TAVI） 13000 次 手术治疗 非类

320400005 左心耳封堵术 2400 次 手术治疗 非类

320400006 心腔三维标测术 1100 次 临床诊断 非类

320500001 冠状动脉造影术 1375 次 临床诊断 甲类



320500001.01 冠状动脉造影术(同时做左心室造影加收) 300 次 临床诊断 甲类

320500002 经皮冠状动脉腔内成形术(PTCA) 2227.5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20500003 经皮冠状动脉内支架置入术(STENT) 2673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20500004 经皮冠状动脉腔内激光成形术(ELCA) 2821.5 次 手术治疗 乙类

320500004.01 经皮冠状动脉腔内激光成形术(ELCA)(多支血管加收) 500 次 手术治疗 乙类

320500005 高速冠状动脉内膜旋磨术 3267 次 手术治疗 乙类

320500006 定向冠脉内膜旋切术 3267 次 手术治疗 乙类

320500007 冠脉血管内超声检查术(IVUS) 2821.5 次 临床诊断 乙类

320500008 冠状血管内多普勒血流测量术 2821.5 次 影像学诊断 乙类

320500009 经皮主动脉气囊反搏动术(IABP) 31.9 小时 手术治疗 乙类

320500010 冠脉血管内窥镜检查术 1782 次 影像学诊断 乙类



320500011 经皮冠状动脉内溶栓术 2227.5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20500012 经皮激光心肌血管重建术(PMR) 2673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20500013 冠状动脉内超声溶栓术 1188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20500014 冠脉内局部放射治疗术 2821.5 次 非手术治疗 甲类

320500015 冠脉内局部药物释放治疗术 2821.5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20500016 肥厚型心肌病化学消融术 3193.3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20500017 冠脉光学相干断层扫描（OCT）检查 2500 次 影像学诊断 非类

320500017.01 冠脉光学相干断层扫描(OCT)检查(每增加一支血管收取) 250 一支血管 影像学诊断 非类

320500018 冠状动脉血管内压力导丝测定术 2100 次 临床诊断 非类

320500018.01 冠状动脉血管内压力导丝测定术(每增加一支血管收取) 210 一支血管 临床诊断 非类

320600001 经股动脉插管全脑动脉造影术 1444.3 次 临床诊断 甲类



320600001.10 经颈动脉插管全脑动脉造影术 1444.3 次 临床诊断 甲类

320600002 单纯脑动静脉瘘栓塞术 3267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20600003 经皮穿刺脑血管腔内球囊成形术 2524.5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20600004 经皮穿刺脑血管腔内支架置入术 3118.5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20600005 经皮穿刺脑血管腔内溶栓术 2406.8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20600006 经皮穿刺脑血管腔内化疗术 1581.8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20600007 颈内动脉海绵窦瘘栓塞术 3118.5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20600008 颅内动脉瘤栓塞术 2821.5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20600009 脑及颅内血管畸形栓塞术 2227.5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20600010 脊髓动脉造影术 1782 次 临床诊断 甲类

320600011 脊髓血管畸形栓塞术 2673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20600012 急性脑卒中静脉溶栓治疗 2000 次 手术治疗 非类

320600013 脑血管腔内血栓取出术 5000 例 手术治疗 非类

320701001 经皮穿刺脊柱后凸成形术 2887.5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20701002 经皮穿刺骨成形术 1925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20701003 经皮肌腱打孔术 885.5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20701003.01 经皮肌腱打孔术(使用等离子刀系统加收) 500 次 手术治疗 非类

320702001 经皮氩氦刀超低温冷冻治疗术 18700 次 手术治疗 非类

320702003 肿瘤消融术 1800 次 非手术治疗 #N/A

33.01 手术中使用高频电刀(每例手术费≤1000元) 100 例 手术治疗 乙类

33.02 手术中使用氩气刀(每例手术费≤1000元) 150 例 手术治疗 乙类

33.03 手术中使用超声刀(每例手术费≤1000元) 450 例 手术治疗 乙类



33.04 手术中使用高频电刀(每例手术费＞1000元) 150 例 手术治疗 乙类

33.05 手术中使用氩气刀(每例手术费＞1000元) 200 例 手术治疗 乙类

33.06 手术中使用超声刀每例手术费＞1000元) 1000 例 手术治疗 乙类

33.07 手术使用腹腔镜加收 300 次 手术治疗 乙类

33.08 手术使用膀胱镜加收 150 次 手术治疗 乙类

33.09 改做其他手术的探查术 200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3.10 全息三维医学影像手术及治疗计划 5000 次 手术治疗 非类

3301.01 麻醉用笑气收取 20 小时 麻醉费 甲类

3301.02 使用输注工作站收取 30 小时 麻醉费 甲类

330100001 局部浸润麻醉 13.2 次 麻醉费 甲类

330100002 神经阻滞麻醉 165 小时(次) 麻醉费 甲类



330100002.01 神经阻滞麻醉(增加1小时加收) 10 小时 麻醉费 甲类

330100002.02 小神经(趾、指、五官)阻滞麻醉收取 10 次 麻醉费 甲类

330100002.10 颈丛神经阻滞麻醉 165 小时 麻醉费 甲类

330100002.20 臂丛神经阻滞麻醉 165 小时 麻醉费 甲类

330100002.30 星状神经神经阻滞麻醉 165 小时 麻醉费 甲类

330100002.40 侧隐窝阻滞术 165 小时 麻醉费 甲类

330100002.50 侧隐窝臭氧注射 165 小时 麻醉费 甲类

330100003 椎管内麻醉 192.5 小时(次) 麻醉费 甲类

330100003.01 椎管内麻醉(增加1小时加收) 20 小时 麻醉费 甲类

330100003.02 椎管内麻醉(腰麻硬膜外联合阻滞麻醉加收) 60 次 麻醉费 甲类

330100003.03 椎管内麻醉(双穿刺点加收) 70 次 麻醉费 甲类



330100003.10 椎管内麻醉(腰麻) 192.5 小时 麻醉费 甲类

330100003.20 椎管内麻醉(硬膜外阻滞) 192.5 小时 麻醉费 甲类

330100004 基础麻醉 27.5 次 麻醉费 甲类

330100005 全身麻醉 646.8 小时(次) 麻醉费 甲类

330100005.01 全身麻醉(增加1小时加收) 80 小时 麻醉费 甲类

330100005.02 全身麻醉(不需气管插管，麻醉时间30分钟以内收取) 100 次 麻醉费 甲类

330100005.03 全身麻醉(不需气管插管，麻醉时间30分钟以上收取) 250 次 麻醉费 甲类

330100005.10 全身麻醉(吸入) 646.8 小时 麻醉费 甲类

330100005.20 全身麻醉(静脉) 646.8 小时 麻醉费 甲类

330100005.30 全身麻醉(靶控输入) 646.8 小时 麻醉费 甲类

330100005.40 全身麻醉(吸静复合) 646.8 小时 麻醉费 甲类



330100006 血液加温治疗 11 小时 麻醉费 乙类

330100006.10 血液加温治疗(术中加温) 11 小时 麻醉费 乙类

330100006.20 血液加温治疗(体外加温) 11 小时 麻醉费 乙类

330100007 支气管内麻醉 965.8 2小时 麻醉费 甲类

330100007.01 支气管内麻醉(增加1小时加收) 80 小时 麻醉费 甲类

330100007.10 支气管内麻醉(各种施行单肺通气的麻醉方法) 965.8 2小时 麻醉费 甲类

330100007.20 支气管内麻醉(肺灌洗) 965.8 2小时 麻醉费 甲类

330100008 术后镇痛 82.5 例 麻醉费 乙类

330100008.10 术后镇痛(静脉硬膜外联合给药) 82.5 例 麻醉费 乙类

330100008.20 术后镇痛(腰麻硬膜外联合给药) 82.5 例 麻醉费 乙类

330100008.30 术后镇痛(镇痛分娩) 82.5 例 麻醉费 乙类



330100009 侧脑室连续镇痛 67.1 天 麻醉费 乙类

330100010 硬膜外连续镇痛 29.7 天 麻醉费 乙类

330100011 椎管内置管术 165 次 麻醉费 甲类

330100011.10 椎管内置管术(神经根脱髓鞘治疗) 165 次 麻醉费 甲类

330100012 心肺复苏术 126.5 例 麻醉费 甲类

330100013 气管插管术 82.5 次 麻醉费 甲类

330100014 特殊方法气管插管术 137.5 次 麻醉费 甲类

330100014.01 特殊方法气管插管术(逆行法加收) 80 次 麻醉费 乙类

330100014.02 特殊方法气管插管术(纤维喉镜加收) 80 次 麻醉费 乙类

330100014.03 特殊方法气管插管术(气管镜加收) 80 次 麻醉费 乙类

330100014.10 特殊方法气管插管术(经鼻腔) 137.5 次 麻醉费 甲类



330100014.20 特殊方法气管插管术(经口盲探) 137.5 次 麻醉费 甲类

330100015 麻醉中监测 31.9 小时 麻醉费 甲类

330100015.01 麻醉中监测(呼气末二氧化碳加收) 4 小时 麻醉费 乙类

330100015.02 麻醉中监测(肌松加收) 4 小时 麻醉费 乙类

330100015.03 麻醉中监测(呼气末麻醉药浓度加收) 4 小时 麻醉费 乙类

330100015.04 麻醉中监测(氧浓度加收) 4 小时 麻醉费 乙类

330100015.05 麻醉中监测(肺顺应性加收) 4 小时 麻醉费 乙类

330100015.06 麻醉中监测(脑电双谱指数加收) 4 小时 麻醉费 乙类

330100015.07 麻醉中监测(有创血压加收) 2 小时 麻醉费 甲类

330100015.08 麻醉中监测(中心静脉压加收) 2 小时 麻醉费 甲类

330100015.09 麻醉中监测(心率变形分析加收) 1.5 小时 麻醉费 乙类



330100015.a0 麻醉中监测(ST段分析加收) 1.5 小时 麻醉费 乙类

330100016 控制性降压 59.4 小时 麻醉费 甲类

330100017 体外循环 1485 2小时 麻醉费 甲类

330100017.01 体外循环(增加1小时加收) 250 小时 麻醉费 甲类

330100018 镇痛泵体内置入术 817.3 次 麻醉费 甲类

330100018.10 镇痛泵体内置入术(化疗泵体内置入术) 817.3 次 麻醉费 甲类

330100019 椎管内分娩镇痛 1500 2小时 麻醉费 非类

330100019.01 椎管内分娩镇痛（超过两小时收取） 200 小时 麻醉费 非类

330100020 计算机控制局部麻醉注射术 70 部位 麻醉费 非类

330100020.01 计算机控制局部麻醉注射术(每增加一个部位收取) 30 部位 麻醉费 非类

330100021 喉罩置入术 210 次 手术治疗 非类



330100023 围手术期低体温治疗 3 小时 非手术治疗 非类

3302.01 神经系统手术(术中使用神经导航系统加收) 4500 次 手术治疗 非类

3302.02 神经系统手术使用显微镜(购置价在40万-100万元)加收 300 次 手术治疗 乙类

3302.03 神经系统手术使用显微镜(购置价>100万元)加收 500 次 手术治疗 乙类

330201001 头皮肿物切除术 544.5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30201002 颅骨骨瘤切除术 885.5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30201003 帽状腱膜下血肿切开引流术 544.5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30201003.10 帽状腱膜下血肿切开引流术(脓肿切开引流) 544.5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30201004 颅内硬膜外血肿引流术 1265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30201004.10 颅内硬膜外血肿引流术(脓肿引流) 1265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30201005 脑脓肿穿刺引流术 962.5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30201006 开放性颅脑损伤清除术 2544.3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30201006.01 开放性颅脑损伤清除术(静脉窦破裂加收) 700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30201006.10 开放性颅脑损伤清除术(火器伤) 2544.3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30201007 颅骨凹陷骨折复位术 1650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30201008 去颅骨骨瓣减压术 1650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30201010 颅骨钻孔探查术 759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30201010.01 颅骨钻孔探查术(两孔以上加收) 300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30201011 经颅眶肿瘤切除术 3267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30201012 经颅内镜活检术 2153.8 次 手术治疗 乙类

330201013 慢性硬膜下血肿钻孔术 1650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30201013.10 慢性硬膜下血肿钻孔术(高血压脑出血碎吸术) 1650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30201014 颅内多发血肿清除术 2544.3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30201014.01 颅内多发血肿清除术(非同一部位血肿加收) 700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30201015 颅内血肿清除术 2544.3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30201015.01 颅内血肿清除术(使用颅内镜加收) 450 次 手术治疗 乙类

330201015.10 颅内血肿清除术(单纯硬膜外) 2544.3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30201015.20 颅内血肿清除术(硬膜下) 2544.3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30201015.30 颅内血肿清除术(脑内血肿) 2544.3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30201016 开颅颅内减压术 2544.3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30201016.10 开颅颅内减压术(大脑颞极) 2544.3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30201016.20 开颅颅内减压术(额极) 2544.3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30201016.30 开颅颅内减压术(枕极切除) 2544.3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30201016.40 开颅颅内减压术(颞肌下减压) 2544.3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30201017 经颅视神经管减压术 2747.8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30201018 颅内压监护传感器置入术 822.8 次 手术治疗 乙类

330201018.10 颅内压监护传感器置入术(颅内硬膜下) 822.8 次 手术治疗 乙类

330201018.20 颅内压监护传感器置入术(硬膜外) 822.8 次 手术治疗 乙类

330201018.30 颅内压监护传感器置入术(脑内) 822.8 次 手术治疗 乙类

330201018.40 颅内压监护传感器置入术(脑室内) 822.8 次 手术治疗 乙类

330201019 侧脑室分流术 2131.8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30201019.10 侧脑室分流术(侧脑室-心房分流术) 2131.8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30201019.20 侧脑室分流术(侧脑室-膀胱分流术) 2131.8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30201019.30 侧脑室分流术(侧脑室-腹腔分流术) 2131.8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30201020 脑室钻孔伴脑室引流术 1138.5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30201021 颅内蛛网膜囊肿分流术 1787.5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30201022 幕上浅部病变切除术 3415.5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30201022.10 幕上浅部病变切除术(大脑半球胶质瘤) 3415.5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30201022.20 幕上浅部病变切除术(转移癌) 3415.5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30201022.30 幕上浅部病变切除术(胶质增生) 3415.5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30201022.40 幕上浅部病变切除术(大脑半球凸面脑膜瘤) 3415.5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30201022.50 幕上浅部病变切除术(脑脓肿) 3415.5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30201023 大静脉窦旁脑膜瘤切除+血管窦重建术 3712.5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30201023.10 大静脉窦旁脑膜瘤切除+血管窦重建术(矢状窦) 3712.5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30201023.20 大静脉窦旁脑膜瘤切除+血管窦重建术(横窦) 3712.5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30201023.30 大静脉窦旁脑膜瘤切除+血管窦重建术(窦汇区脑膜瘤) 3712.5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30201025 第四脑室肿瘤切除术 4306.5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30201025.10 第四脑室肿瘤切除术(小脑下蚓部) 4306.5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30201025.20 第四脑室肿瘤切除术(四室室管膜瘤) 4306.5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30201025.30 第四脑室肿瘤切除术(四室导水管囊虫) 4306.5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30201026 经颅内镜脑室肿瘤切除术 3712.5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30201027 桥小脑角肿瘤切除术 4306.5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30201027.10 桥小脑角肿瘤切除术(听神经瘤) 4306.5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30201027.20 桥小脑角肿瘤切除术(三叉神经鞘瘤) 4306.5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30201027.30 桥小脑角肿瘤切除术(胆脂瘤) 4306.5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30201027.40 桥小脑角肿瘤切除术(蛛网膜囊肿) 4306.5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30201028 脑皮质切除术 3415.5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30201029 大脑半球切除术 3564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30201030 选择性杏仁核海马切除术 3712.5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30201031 胼胝体切开术 3712.5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30201032 多处软脑膜下横纤维切断术 3415.5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30201033 癫痫病灶切除术 3415.5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30201033.10 癫痫病灶切除术(软脑膜下烧灼术) 3415.5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30201033.20 癫痫病灶切除术(脑叶切除) 3415.5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30201034 癫痫刀手术 4730 次 手术治疗 乙类

330201035 脑深部电极置入术 1485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30201035.01 脑深部电极置入术(每增加一个电极加收) 300 个 手术治疗 非类



330201036 小脑半球病变切除术 3415.5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30201036.10 小脑半球病变切除术(小脑半球胶质瘤) 3415.5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30201036.20 小脑半球病变切除术(血管网织细胞瘤) 3415.5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30201036.30 小脑半球病变切除术(转移癌) 3415.5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30201036.40 小脑半球病变切除术(脑脓肿) 3415.5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30201036.50 小脑半球病变切除术(自发性出血) 3415.5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30201039 垂体瘤切除术 3712.5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30201039.10 垂体瘤切除术(经口腔) 3712.5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30201039.20 垂体瘤切除术(经鼻腔) 3712.5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30201040 经口腔入路颅底斜坡肿瘤切除术 4752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30201040.10 经上颌入路颅底海绵窦侵入肿瘤切除术 4752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30201042 经颅内镜第三脑室底造瘘术 3118.5 次 手术治疗 乙类

330201043 经脑室镜胶样囊肿切除术 3415.5 次 手术治疗 乙类

330201044 脑囊虫摘除术 2673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30201045 经颅内镜经鼻蝶垂体肿瘤切除术 4158 次 手术治疗 乙类

330201046 经颅内镜脑内囊肿造口术 2821.5 次 手术治疗 乙类

330201047 经颅内镜脑内异物摘除术 3564 次 手术治疗 乙类

330201048 经颅内镜脑室脉络丛烧灼术 1485 次 手术治疗 乙类

330201049 终板造瘘术 2524.5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30201050 海绵窦瘘直接手术 5049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30201051 脑脊液漏修补术 3415.5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30201051.10 脑脊液漏修补术(额窦修补) 3415.5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30201051.20 脑脊液漏修补术(前颅窝) 3415.5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30201051.30 脑脊液漏修补术(中颅窝底修补) 3415.5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30201052 脑脊膜膨出修补术 2200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30201053 环枕畸形减压术 3267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30201054 经口齿状突切除术 3712.5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30201055 颅缝骨化症整形术 2337.5 次 手术治疗 乙类

330201056 骨纤维异常增殖切除整形术 3118.5 次 手术治疗 乙类

330201057 颅缝再造术 2475 次 手术治疗 乙类

330201058 大网膜颅内移植术 2673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30201059 立体定向颅内肿物清除术 2524.5 次 手术治疗 乙类

330201059.10 立体定向颅内肿物清除术(血肿) 2524.5 次 手术治疗 乙类



330201059.20 立体定向颅内肿物清除术(脓肿) 2524.5 次 手术治疗 乙类

330201059.30 立体定向颅内肿物清除术(肿瘤) 2524.5 次 手术治疗 乙类

330201059.40 立体定向颅内肿物清除术(取活检) 2524.5 次 手术治疗 乙类

330201059.50 立体定向颅内肿物清除术(取异物) 2524.5 次 手术治疗 乙类

330201060 立体定向脑深部核团毁损术 4455 靶点 手术治疗 甲类

330201060.01 立体定向脑深部核团毁损术(增加一个“靶点”加收) 1500 靶点 手术治疗 甲类

330201060.10 立体定向脑深部核团毁损术(治疗帕金森氏病 ) 4455 靶点 手术治疗 甲类

330201060.20 立体定向脑深部核团毁损术(舞蹈病) 4455 靶点 手术治疗 甲类

330201060.30 立体定向脑深部核团毁损术(扭转痉挛) 4455 靶点 手术治疗 甲类

330201060.40 立体定向脑深部核团毁损术(癫痫) 4455 靶点 手术治疗 甲类

330201060.50 立体定向脑深部核团毁损术(射频治疗) 4455 靶点 手术治疗 甲类



330201060.60 立体定向脑深部核团毁损术(细胞刀治疗) 4455 靶点 手术治疗 甲类

330202001 三叉神经感觉后根切断术 3564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30202002 三叉神经周围支切断术 1306.8 每神经支 手术治疗 甲类

330202003 三叉神经撕脱术 1375 每神经支 手术治疗 甲类

330202004 三叉神经干鞘膜内注射术 1306.8 每神经支 手术治疗 甲类

330202005 颞部开颅三叉神经节切断术 3490.3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30202006 迷路后三叉神经切断术 3490.3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30202007 颅神经微血管减压术 3490.3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30202007.01 颅神经微血管减压术(使用颅内镜加收) 450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30202007.10 颅神经微血管减压术(三叉神经) 3490.3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30202007.20 颅神经微血管减压术(面神经) 3490.3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30202007.30 颅神经微血管减压术(听神经) 3490.3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30202007.40 颅神经微血管减压术(舌咽神经) 3490.3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30202007.50 颅神经微血管减压术(迷走神经) 3490.3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30202008 面神经简单修复术 2200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30202008.10 面神经简单修复术(肌筋膜悬吊术及神经断端直接吻合) 2200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30202008.20 面神经简单修复术(局部同一创面的神经移植) 2200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30202009 面神经吻合术 2376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30202009.10 面神经吻合术(面副神经) 2376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30202009.20 面神经吻合术(面舌下神经吻合) 2376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30202009.30 面神经吻合术(听神经瘤手术中颅内直接吻合) 2376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30202010 面神经跨面移植术 2376 次 手术治疗 乙类



330202011 面神经松解减压术 2200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30202011.10 面神经松解减压术(面神经周围支支配的外周部分松解) 2200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30202012 经耳面神经梳理术 2062.5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30202013 面神经周围神经移植术 1925 次 手术治疗 乙类

330202014 经迷路前庭神经切断术 3564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30202015 迷路后前庭神经切断术 3564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30202016 经内镜前庭神经切断术 3564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30202017 经乙状窦后进路神经切断术 3564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30202017.10 经乙状窦后进路神经切断术(三叉神经) 3564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30202017.20 经乙状窦后进路神经切断术(舌咽神经) 3564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30202018 经颅脑脊液耳漏修补术 3712.5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30203002 颅内动脉瘤夹闭术 4752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30203002.01 颅内动脉瘤夹闭术(多夹除一个动脉瘤加收) 500 一个 手术治疗 甲类

330203003 颅内动脉瘤包裹术 4009.5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30203003.10 颅内动脉瘤包裹术(肌肉包裹) 4009.5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30203003.20 颅内动脉瘤包裹术(生物胶包裹) 4009.5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30203003.30 颅内动脉瘤包裹术(单纯栓塞) 4009.5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30203004 颅内巨大动静脉畸形栓塞后切除术 4455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30203004.10
颅内巨大动静脉畸形栓塞后切除术(脑干周围的小于4cm深部血管畸

形)
4455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30203004.20
颅内巨大动静脉畸形栓塞后切除术(脑室周围的小于4cm深部血管畸

形)
4455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30203005 颅内动静脉畸形切除术 4306.5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30203006 脑动脉瘤动静脉畸形切除术 4306.5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30203006.01
脑动脉瘤动静脉畸形切除术(脑动脉瘤与动静脉畸形不在同一部位加

收)
1400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30203007 颈内动脉内膜剥脱术 3861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30203007.01 颈内动脉内膜剥脱术(行动脉成形术加收) 1000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30203008 椎动脉内膜剥脱术 3861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30203008.01 椎动脉内膜剥脱术(行动脉成形术加收) 1000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30203009 椎动脉减压术 3415.5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30203010 颈动脉外膜剥脱术 3712.5 单侧 手术治疗 甲类

330203010.01 颈动脉外膜剥脱术(双侧加收) 1800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30203010.10 颈动脉外膜剥脱术(颈总动脉外膜剥脱术) 3712.5 单侧 手术治疗 甲类

330203010.20 颈动脉外膜剥脱术(颈内动脉外膜剥脱术) 3712.5 单侧 手术治疗 甲类

330203010.30 颈动脉外膜剥脱术(颈外动脉外膜剥脱术) 3712.5 单侧 手术治疗 甲类



330203010.40 颈动脉外膜剥脱术(迷走神经剥离术) 3712.5 单侧 手术治疗 甲类

330203011 颈总动脉大脑中动脉吻合术 3712.5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30203011.01 颈总动脉大脑中动脉吻合术(取大隐静脉加收) 500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30203011.10 颈总动脉大脑中动脉吻合术(颞浅动脉-大脑中动脉吻合术) 3712.5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30203012 颅外内动脉搭桥术 4009.5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30203013 颞肌颞浅动脉贴敷术 3267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30203014 颈动脉结扎术 1444.3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30203014.10 颈动脉结扎术(颈内动脉) 1444.3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30203014.20 颈动脉结扎术(颈外动脉) 1444.3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30203014.30 颈动脉结扎术(颈总动脉结扎) 1444.3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30203015 颅内血管重建术 5346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30204001 脊髓和神经根粘连松解术 2524.5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30204002 脊髓空洞症内引流术 2475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30204003 脊髓丘脑束切断术 2599.3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30204004 脊髓栓系综合症手术 2599.3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30204005 脊髓前连合切断术 2673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30204005.10 脊髓前连合切断术(选择性脊神经后根切断术) 2673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30204006 椎管内脓肿切开引流术 2337.5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30204006.10 椎管内脓肿切开引流术(硬膜下脓肿) 2337.5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30204007 脊髓内病变切除术 4455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30204007.01 脊髓内病变切除术(长度超过5cm以上的肿瘤加收) 600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30204007.10 脊髓内病变切除术(髓内肿瘤) 4455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30204007.20 脊髓内病变切除术(髓内血肿清除) 4455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30204008 脊髓硬膜外病变切除术 3025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30204008.10 脊髓硬膜外病变切除术(硬脊膜外肿瘤) 3025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30204008.20 脊髓硬膜外病变切除术(血肿) 3025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30204008.30 脊髓硬膜外病变切除术(结核瘤) 3025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30204008.40 脊髓硬膜外病变切除术(转移瘤) 3025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30204008.50 脊髓硬膜外病变切除术(黄韧带增厚) 3025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30204008.60 脊髓硬膜外病变切除术(椎间盘突出) 3025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30204009 髓外硬脊膜下病变切除术 3267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30204009.01 髓外硬脊膜下病变(长度超过5cm以上的肿瘤加收) 500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30204009.10 髓外硬脊膜下病变切除术(硬脊膜下肿瘤) 3267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30204009.20 髓外硬脊膜下病变切除术(血肿) 3267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30204010 脊髓外露修补术 2524.5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30204011 脊髓动静脉畸形切除术 4455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30204012 脊髓蛛网膜下腔腹腔分流术 1925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30204013 脊髓蛛网膜下腔输尿管分流术 1925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30204014 选择性脊神经后根切断术(SPR) 3712.5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30204015 胸腰交感神经节切断术 3712.5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30204016 经胸腔镜交感神经链切除术 3712.5 次 手术治疗 乙类

330204017 腰骶部潜毛窦切除术 2750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30204018 经皮穿刺骶神经囊肿治疗术 1100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30204019 马尾神经吻合术 2227.5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30204020 脑脊液置换术 687.5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30204021 欧玛亚(Omaya)管置入术 1237.5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30204022 骶神经调控术 1000 次 手术治疗 #N/A

330300001 垂体细胞移植术 2673 次 手术治疗 乙类

330300002 甲状旁腺腺瘤切除术 1782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30300003 甲状旁腺大部切除术 1930.5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30300004 甲状旁腺移植术 2673 次 手术治疗 乙类

330300005 甲状旁腺细胞移植术 2673 次 手术治疗 乙类

330300006 甲状旁腺癌根治术 2524.5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30300007 甲状腺穿刺活检术 50.6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30300007.10 甲状腺穿刺活检术(注射) 50.6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30300007.20 甲状腺穿刺活检术(抽液) 50.6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30300008 甲状腺部分切除术 1031.8 单侧 手术治疗 甲类

330300008.10 甲状腺部分切除术(甲状腺瘤) 1031.8 单侧 手术治疗 甲类

330300008.20 甲状腺部分切除术(囊肿) 1031.8 单侧 手术治疗 甲类

330300009 甲状腺次全切除术 1262.8 单侧 手术治疗 甲类

330300009.01 甲状腺次全切除术(使用甲状腺内窥镜加收) 400 单侧 手术治疗 乙类

330300010 甲状腺全切术 1782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30300011 甲状腺癌根治术 2376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30300012 甲状腺癌扩大根治术 2970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30300013 甲状腺癌根治术联合胸骨劈开上纵隔清扫术 3267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30300014 甲状腺细胞移植术 2673 次 手术治疗 乙类



330300015 甲状舌管瘘切除术 1031.8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30300015.10 甲状舌管瘘切除术(囊肿) 1031.8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30300017 喉返神经探查术 2079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30300017.10 喉返神经探查术(神经吻合) 2079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30300017.20 喉返神经探查术(神经移植) 2079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30300018 胸腺切除术 2747.8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30300018.01 胸腺切除术(使用胸腔镜加收) 350 次 手术治疗 乙类

330300018.10 胸腺切除术(胸腺肿瘤切除) 2747.8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30300018.20 胸腺切除术(胸腺扩大切除) 2747.8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30300018.30 胸腺切除术(经胸骨正中切口径路手术) 2747.8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30300018.40 胸腺切除术(经颈部横切口手术) 2747.8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30300019 胸腺移植术 3118.5 次 手术治疗 非类

330300019.10 胸腺移植术(原位移植) 3118.5 次 手术治疗 非类

330300019.20 胸腺移植术(异位移植) 3118.5 次 手术治疗 非类

330300020 胸腺细胞移植术 3118.5 次 手术治疗 非类

330300021 肾上腺切除术 1930.5 单侧 手术治疗 甲类

330300021.01 肾上腺切除术(显微手术加收) 200 单侧 手术治疗 甲类

330300021.10 肾上腺切除术(全切) 1930.5 单侧 手术治疗 甲类

330300021.20 肾上腺切除术(部分切除) 1930.5 单侧 手术治疗 甲类

330300022 肾上腺嗜铬细胞瘤切除术 2376 单侧 手术治疗 甲类

330300023 恶性嗜铬细胞瘤根治术 2673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30300023.10 恶性嗜铬细胞瘤根治术(异位嗜铬细胞瘤根治术) 2673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30300024 微囊化牛肾上腺嗜铬细胞(BCC)移植术 2524.5 次 手术治疗 非类

330300025 肾上腺移植术 2524.5 次 手术治疗 乙类

3304.01 眼部手术(使用显微镜加收) 120 次 手术治疗 乙类

3304.02 眼部手术(显微拆线收取) 20 次 手术治疗 乙类

330401001 眼睑肿物切除术 121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30401001.01 眼睑肿物切除术(植皮加收) 120 次 手术治疗 乙类

330401002 眼睑结膜裂伤缝合术 151.8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30401003 内眦韧带断裂修复术 137.5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30401004 上睑下垂矫正术 379.5 次 手术治疗 非类

330401004.01 上睑下垂矫正术(肌瓣移植加收) 150 次 手术治疗 非类

330401004.10 上睑下垂矫正术(提上睑肌缩短术) 379.5 次 手术治疗 非类



330401004.20 上睑下垂矫正术(悬吊术) 379.5 次 手术治疗 非类

330401005 睑下垂矫正联合眦整形术 660 次 手术治疗 非类

330401006 睑退缩矫正术 619.3 次 手术治疗 非类

330401006.01 睑退缩矫正术(睫毛再造加收) 400 次 手术治疗 非类

330401006.02 睑退缩矫正术(肌瓣移植加收) 400 次 手术治疗 非类

330401006.10 睑退缩矫正术(上睑) 619.3 次 手术治疗 非类

330401006.20 睑退缩矫正术(下睑) 619.3 次 手术治疗 非类

330401006.30 睑退缩矫正术(额肌悬吊) 619.3 次 手术治疗 非类

330401006.40 睑退缩矫正术(提上睑肌缩短) 619.3 次 手术治疗 非类

330401006.50 睑退缩矫正术(睑板再造) 619.3 次 手术治疗 非类

330401006.60 睑退缩矫正术(异体巩膜移植) 619.3 次 手术治疗 非类



330401006.70 睑退缩矫正术(异体巩膜移植植皮) 619.3 次 手术治疗 非类

330401006.80 睑退缩矫正术(眼睑缺损整形术) 619.3 次 手术治疗 非类

330401006.90 睑退缩矫正术(提上睑肌延长术) 619.3 次 手术治疗 非类

330401007 睑内翻矫正术 177.1 次 手术治疗 非类

330401008 睑外翻矫正术 202.4 次 手术治疗 非类

330401008.01 睑外翻矫正术(植皮加收) 70 次 手术治疗 非类

330401009 睑裂缝合术 126.5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30401010 游离植皮睑成形术 668.8 次 手术治疗 非类

330401011 内眦赘皮矫治术 316.8 次 手术治疗 非类

330401014 双行睫矫正术 151.8 单侧 手术治疗 非类

330401016 内外眦成形术 412.5 次 手术治疗 非类



330401017 睑凹陷畸形矫正术 550 每个部位 手术治疗 非类

330401018 睑缘粘连术 253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30401019 眼表重建术 1500 单眼 手术治疗 #N/A

330402001 泪阜部肿瘤单纯切除术 316.8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30402002 泪小点外翻矫正术 275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30402002.10 泪小点外翻矫正术(泪腺脱垂矫正术) 275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30402003 泪小管吻合术 729.3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30402004 泪囊摘除术 344.3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30402004.10 泪囊摘除术(泪囊瘘管摘除术) 344.3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30402005 睑部泪腺摘除术 357.5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30402005.10 睑部泪腺摘除术(泪腺部分切除术) 357.5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30402005.20 睑部泪腺摘除术(泪腺肿瘤摘除术) 357.5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30402006 泪囊结膜囊吻合术 687.5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30402006.10 泪囊结膜囊吻合术(结膜鼻腔吻合术) 687.5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30402007 鼻腔泪囊吻合术 660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30402007.01 鼻腔泪囊吻合术(使用鼻内镜加收) 120 次 手术治疗 乙类

330402008 鼻泪道再通术 481.8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30402008.10 鼻泪道再通术(穿线) 481.8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30402008.20 鼻泪道再通术(义管植入) 481.8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30402009 泪道成形术 522.5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30402009.01 泪道成形术(激光加收) 100 次 手术治疗 非类

330402010 泪小管填塞术 687.5 单眼 手术治疗 甲类



330402010.10 泪小管填塞术(封闭术) 687.5 单眼 手术治疗 甲类

330403001 睑球粘连分离术 756.8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30403001.10 睑球粘连分离术(自体粘膜移植术) 756.8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30403001.20 睑球粘连分离术(结膜移植术) 756.8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30403002 结膜肿物切除术 412.5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30403002.01 结膜肿物切除术(组织移植加收) 150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30403002.10 结膜肿物切除术(结膜色素痣) 412.5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30403003 结膜淋巴管积液清除术 379.5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30403004 结膜囊成形术 687.5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30403005 球结膜瓣复盖术 412.5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30403006 麦粒肿切除术 84.7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30403006.10 麦粒肿切除术(切开术) 84.7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30403007 下穹窿成形术 594 单侧 手术治疗 甲类

330403007.01 下穹窿成形术(取唇粘膜收取) 50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30403008 球结膜放射状切开冲洗+减压术 468.6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30403008.10 球结膜放射状切开冲洗+减压术(眼突减压) 468.6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30403008.20 球结膜放射状切开冲洗+减压术(酸碱烧伤减压冲洗) 468.6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30404001 表层角膜镜片镶嵌术 861.3 次 手术治疗 非类

330404002 近视性放射状角膜切开术 687.5 次 手术治疗 非类

330404003 角膜缝环固定术 206.8 单侧 手术治疗 甲类

330404004 角膜拆线 96.8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30404005 角膜基质环植入术 891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30404006 角膜深层异物取出术 550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30404007 翼状胬肉切除术 253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30404007.10 翼状胬肉切除术(单纯切除) 253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30404007.20 翼状胬肉切除术(转位术) 253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30404007.30 翼状胬肉切除术(单纯角膜肿物切除) 253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30404008 翼状胬肉切除+角膜移植术 1100 次 手术治疗 乙类

330404008.01 翼状胬肉切除＋角膜移植术(干细胞移植加收) 300 次 手术治疗 乙类

330404008.10 翼状胬肉切除+角膜移植术(角膜肿物切除+角膜移植术) 1100 次 手术治疗 乙类

330404009 角膜白斑染色术 126.5 次 手术治疗 非类

330404010 角膜移植术 1633.5 次 手术治疗 乙类

330404010.01 角膜移植术(干细胞移植加收) 300 次 手术治疗 乙类



330404010.10 角膜移植术(穿透) 1633.5 次 手术治疗 乙类

330404010.20 角膜移植术(板层) 1633.5 次 手术治疗 乙类

330404011 羊膜移植术 825 次 手术治疗 非类

330404012 角膜移植联合视网膜复位术 1188 次 手术治疗 乙类

330404013 瞳孔再造术 852.5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30404015 角膜内皮移植术 2182 单眼 手术治疗 #N/A

330404016 异体角膜缘干细胞移植术 2400 单眼 手术治疗 #N/A

330404017 角膜层间手术 630 单眼 手术治疗 #N/A

330404018 深板层角膜切除术 1275 单眼 手术治疗 #N/A

330405001 虹膜全切除术 522.5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30405002 虹膜周边切除术 550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30405003 虹膜根部离断修复术 619.3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30405004 虹膜贯穿术 522.5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30405005 虹膜囊肿切除术 668.8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30405006 人工虹膜隔植入术 817.3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30405007 睫状体剥离术 668.8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30405008 睫状体断离复位术 742.5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30405009 睫状体及脉络膜上腔放液术 619.3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30405010 睫状体特殊治疗 687.5 单侧 手术治疗 乙类

330405010.01 睫状体特殊治疗(光凝法加收) 200 单侧 手术治疗 非类

330405011 前房角切开术 577.5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30405011.01 前房角切开术(使用特殊仪器(前房角镜等)加收) 80 次 手术治疗 乙类



330405011.10 前房角切开术(前房积血清除) 577.5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30405011.20 前房角切开术(房角粘连分离术) 577.5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30405012 前房成形术 632.5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30405013 青光眼滤过术 756.8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30405013.10 青光眼滤过术(小梁切除) 756.8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30405013.20 青光眼滤过术(虹膜嵌顿) 756.8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30405013.30 青光眼滤过术(巩膜灼滤) 756.8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30405014 非穿透性小梁切除＋透明质酸钠凝胶充填术 1114.3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30405015 小梁切开术 894.3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30405016 小梁切开联合小梁切除术 1039.5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30405017 青光眼硅管植入术 965.8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30405018 青光眼滤帘修复术 756.8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30405019 青光眼滤过泡分离术 522.5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30405020 青光眼滤过泡修补术 668.8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30405021 巩膜缩短术 668.8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30405023 青光眼引流物植入术 1200 单眼 手术治疗 #N/A

330405023.01 微创内路青光眼引流物植入术收取 3600 单眼 手术治疗 #N/A

330406001 白内障截囊吸取术 825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30406002 白内障囊膜切除术 825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30406003 白内障囊内摘除术 756.8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30406004 白内障囊外摘除术 1031.8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30406005 白内障超声乳化摘除术 1633.5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30406006 白内障囊外摘除+人工晶体植入术 1485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30406007 人工晶体复位术 1039.5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30406008 人工晶体置换术 1039.5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30406009 二期人工晶体植入术 1100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30406010 白内障超声乳化摘除术+人工晶体植入术 1782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30406011 人工晶体睫状沟固定术 1188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30406012 人工晶体取出术 962.5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30406013 白内障青光眼联合手术 1336.5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30406014 白内障摘除联合青光眼硅管植入术 1411.3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30406015 白内障囊外摘除联合青光眼人工晶体植入术 1633.5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30406016 穿透性角膜移植联合白内障囊外摘除及人工晶体植入术(三联术) 2227.5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30406017 白内障摘除联合玻璃体切割术 2673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30406017.10 白内障摘除联合玻璃体切割术(前路摘晶体) 2673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30406017.20 白内障摘除联合玻璃体切割术(后路摘晶体) 2673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30406018 球内异物取出术联合晶体玻璃体切除及人工晶体植入术(四联术) 3712.5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30406019 非正常晶体手术 1782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30406019.10 非正常晶体手术(晶体半脱位) 1782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30406019.20 非正常晶体手术(晶体切除) 1782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30406019.30 非正常晶体手术(瞳孔广泛粘连强直或闭锁) 1782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30406019.40 非正常晶体手术(抗青光眼术后) 1782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30406020 晶体张力环置入术 1336.5 单侧 手术治疗 甲类

330406021 人工晶体悬吊术 1485 单侧 手术治疗 甲类



330407001 玻璃体穿刺抽液术 344.3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30407001.10 玻璃体穿刺抽液术(注药) 344.3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30407002 玻璃体切除术 2227.5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30407003 玻璃体内猪囊尾蚴取出术 1782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30407004 视网膜脱离修复术 1237.5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30407004.01 视网膜脱离修复术(激光法加收) 100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30407004.10 视网膜脱离修复术(外加压) 1237.5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30407004.20 视网膜脱离修复术(环扎术) 1237.5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30407004.30 视网膜脱离修复术(内加压) 1237.5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30407005 复杂视网膜脱离修复术 2227.5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30407005.01 复杂视网膜脱离修复术(激光法加收) 100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30407005.10 复杂视网膜脱离修复术(巨大裂孔) 2227.5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30407005.20 复杂视网膜脱离修复术(黄斑裂孔) 2227.5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30407005.30 复杂视网膜脱离修复术(膜增殖) 2227.5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30407007 黄斑裂孔封闭术 742.5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30407008 黄斑前膜术 1188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30407009 黄斑下膜取出术 1336.5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30407011 色素膜肿物切除术 1633.5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30407012 巩膜后兜带术 1188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30407013 内眼病冷凝术 756.8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30407014 硅油取出术 550 单侧 手术治疗 甲类

330407015 玻璃体腔灌洗术 418 单眼 手术治疗 #N/A



330408001 共同性斜视矫正术 550 一条肌肉(次) 手术治疗 非类

330408001.01 共同性斜视矫正术(增加一条肌肉加收) 150 一条肌肉 手术治疗 非类

330408001.02 共同性斜视矫正术(第二次手术加收) 200 次 手术治疗 非类

330408001.03 共同性斜视矫正术(伴有另一种斜视同时手术时加收) 200 次 手术治疗 非类

330408001.04 共同性斜视矫正术(多次手术再加收) 300 次 手术治疗 非类

330408002 非共同性斜视矫正术 594 一条肌肉(次) 手术治疗 非类

330408002.01 非共同性斜视矫正术(增加一条肌肉加收) 150 一条肌肉 手术治疗 非类

330408002.02 非共同性斜视矫正术(二次手术加收) 150 次 手术治疗 非类

330408002.03 非共同性斜视矫正术(结膜修复术加收) 150 次 手术治疗 非类

330408002.04 非共同性斜视矫正术(肌肉修复术加收) 150 次 手术治疗 非类

330408002.05 非共同性斜视矫正术(眼眶修复术加收) 150 次 手术治疗 非类



330408002.06 非共同性斜视矫正术(二种斜视同时存在加收) 150 次 手术治疗 非类

330408002.07 非共同性斜视矫正术(多次手术再加收) 300 次 手术治疗 非类

330408003 非常规眼外肌手术 623.7 次 手术治疗 非类

330408003.10 非常规眼外肌手术(肌肉联扎术) 623.7 次 手术治疗 非类

330408003.20 非常规眼外肌手术(移位术) 623.7 次 手术治疗 非类

330408003.30 非常规眼外肌手术(延长术) 623.7 次 手术治疗 非类

330408003.40 非常规眼外肌手术(调整缝线术) 623.7 次 手术治疗 非类

330408003.50 非常规眼外肌手术(眶壁固定术) 623.7 次 手术治疗 非类

330408004 眼震矫正术 623.7 次 手术治疗 非类

330409001 球内磁性异物取出术 1114.3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30409002 球内非磁性异物取出术 1144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30409003 球壁异物取出术 683.1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30409004 眶内异物取出术 687.5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30409005 眼球裂伤缝合术 894.3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30409005.10 眼球裂伤缝合术(角膜) 894.3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30409005.20 眼球裂伤缝合术(巩膜裂伤缝合) 894.3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30409005.30 眼球裂伤缝合术(巩膜探查术) 894.3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30409006 甲状腺突眼矫正术 965.8 次 手术治疗 乙类

330409007 眼内容摘除术 550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30409008 眼球摘除术 550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30409009 眼球摘除+植入术 894.3 次 手术治疗 非类

330409010 义眼安装 506 次 手术治疗 非类



330409011 义眼台打孔术 303.6 次 手术治疗 非类

330409012 活动性义眼眼座植入术 550 次 手术治疗 非类

330409013 眶内血肿穿刺术 151.8 单侧 手术治疗 甲类

330409014 眶内肿物摘除术 742.5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30409014.01 眶内肿物摘除术(侧劈开眶术加收) 100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30409014.10 眶内肿物摘除术(前路摘除) 742.5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30409014.20 眶内肿物摘除术(眶尖部肿物摘除术) 742.5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30409015 眶内容摘除术 891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30409016 上颌骨切除合并眶内容摘除术 1336.5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30409016.10 上颌骨切除合并眶内容摘除术(眼眶减容术) 1336.5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30409017 眼窝填充术 594 次 手术治疗 乙类



330409018 眼窝再造术 742.5 次 手术治疗 乙类

330409019 眼眶壁骨折整复术 742.5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30409019.10 眼眶壁骨折整复术(外侧开眶钛钉) 742.5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30409019.20 眼眶壁骨折整复术(钛板固定术) 742.5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30409020 眶骨缺损修复术 861.3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30409021 眶膈修补术 861.3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30409022 眼眶减压术 594 单眼 手术治疗 甲类

330409023 眼前段重建术 861.3 单侧 手术治疗 甲类

330409024 视神经减压术 742.5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30409029 眼眶内肿瘤硬化术 825 次 手术治疗 非类

330409030 眼内填充术 790 单眼 手术治疗 #N/A



330409031 眼眶壁修复术 2700 单眼 手术治疗 #N/A

330501001 耳廓软骨膜炎清创术 275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30501001.10 耳廓软骨膜炎清创术(耳廓脓肿切排清创术) 275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30501002 耳道异物取出术 101.2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30501003 耳廓恶性肿瘤切除术 594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30501004 耳颞部血管瘤切除术 965.8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30501005 耳息肉摘除术 275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30501006 耳前瘘管切除术 316.8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30501007 耳腮裂瘘管切除术 965.8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30501008 耳后瘘孔修补术 550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30501009 耳前瘘管感染切开引流术 126.5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30501010 外耳道良性肿物切除术 550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30501010.10 外耳道良性肿物切除术(外耳道骨瘤) 550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30501010.20 外耳道良性肿物切除术(胆脂瘤) 550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30501011 外耳道肿物活检术 89.1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30501012 外耳道疖脓肿切开引流术 89.1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30501013 外耳道恶性肿瘤切除术 1114.3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30501014 完全断耳再植术 1782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30501015 部分断耳再植术 1306.8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30501016 一期耳廓成形术 1930.5 次 手术治疗 非类

330501017 分期耳廓成形术 1559.8 次 手术治疗 非类

330501018 耳廓再造术 1930.5 次 手术治疗 非类



330501019 耳廓畸形矫正术 1485 次 手术治疗 非类

330501019.10 耳廓畸形矫正术(招风耳) 1485 次 手术治疗 非类

330501019.20 耳廓畸形矫正术(隐匿耳) 1485 次 手术治疗 非类

330501019.30 耳廓畸形矫正术(巨耳) 1485 次 手术治疗 非类

330501019.40 耳廓畸形矫正术(扁平耳) 1485 次 手术治疗 非类

330501019.50 耳廓畸形矫正术(耳垂畸形) 1485 次 手术治疗 非类

330501021 外耳道成形术 1375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30501021.10 外耳道成形术(狭窄) 1375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30501021.20 外耳道成形术(闭锁) 1375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30502001 鼓膜置管术 443.3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30502002 鼓膜切开术 253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30502003.10 耳显微镜下鼓膜修补术(内植法) 1237.5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30502003.20 耳显微镜下鼓膜修补术(夹层法) 1237.5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30502003.30 耳显微镜下鼓膜修补术(外贴法) 1237.5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30502005 镫骨手术 1930.5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30502005.10 镫骨手术(镫骨撼动术) 1930.5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30502005.20 镫骨手术(底板切除术) 1930.5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30502006 二次镫骨底板切除术 1930.5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30502007 二氧化碳激光镫骨底板开窗术 1930.5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30502008 听骨链松解术 1169.3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30502009 鼓室成形术 1512.5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30502009.10 鼓室成形术(Ⅰ型) 1512.5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30502009.20 鼓室成形术(Ⅱ型) 1512.5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30502009.30 鼓室成形术(Ⅲ型) 1512.5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30502009.40 鼓室成形术(Ⅳ型) 1512.5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30502009.50 鼓室成形术(Ⅴ型) 1512.5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30502010 人工听骨听力重建术 1930.5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30502011 经耳内镜鼓室探查术 891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30502012 咽鼓管扩张术 440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30502013 咽鼓管再造术 965.8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30502014 单纯乳突凿开术 894.3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30502015 完壁式乳突根治术 1188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30502016 开放式乳突根治术 1188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30502017 乳突改良根治术 1188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30502018 上鼓室鼓窦凿开术 1188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30502019 经耳脑脊液耳漏修补术 1633.5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30502020 电子耳蜗植入术 2673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30503001 内耳窗修补术 1188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30503001.10 内耳窗修补术(圆窗) 1188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30503001.20 内耳窗修补术(前庭窗) 1188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30503002 内耳开窗术 1188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30503002.10 内耳开窗术(经前庭窗迷路破坏术) 1188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30503002.20 内耳开窗术(半规管嵌顿术) 1188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30503002.30 内耳开窗术(外淋巴灌流术) 1188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30503003 内耳淋巴囊减压术 1336.5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30503004 岩浅大神经切断术 1485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30503005 翼管神经切断术 668.8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30503005.01 翼管神经切断术(使用鼻内镜加收) 120 次 手术治疗 乙类

330503006 鼓丛切除术 990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30503007 鼓索神经切断术 962.5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30503008 经迷路听神经瘤切除术 2524.5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30503008.10 经迷路听神经瘤切除术(迷路后听神经瘤切除术) 2524.5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30503009 颌内动脉插管灌注术 1336.5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30503009.10 颌内动脉插管灌注术(颞浅动脉) 1336.5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30503010 经迷路岩部胆脂瘤切除术 1930.5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30503011 经中颅窝岩部胆脂瘤切除术 1930.5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30503012 经迷路岩尖引流术 1930.5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30503013 经中颅窝岩尖引流术 1930.5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30503014 颞骨部分切除术 1375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30503015 颞骨次全切除术 2227.5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30503016 颞骨全切术 3267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30503017 耳后骨膜下脓肿切开引流术 126.5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30503018 经乳突脑脓肿引流术 1411.3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30503018.10 经乳突脑脓肿引流术(颞叶) 1411.3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30503018.20 经乳突脑脓肿引流术(小脑) 1411.3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30503018.30 经乳突脑脓肿引流术(乙状窦周围脓肿) 1411.3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30503018.40 经乳突脑脓肿引流术(穿刺) 1411.3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30503018.50 经乳突脑脓肿引流术(切开引流) 1411.3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30503019 经乳突硬膜外脓肿引流术 1336.5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30503019.10 经乳突硬膜外脓肿引流术(穿刺) 1336.5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30503019.20 经乳突硬膜外脓肿引流术(切开引流) 1336.5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306.01 鼻、口、咽部手术(使用鼻内镜加收) 120 次 手术治疗 乙类

3306.02 鼻、口、咽部手术(使用低温等离子刀加收) 300 次 手术治疗 非类

3306.03 鼻、口、咽部手术(使用电磁导航系统加收) 1600 次 手术治疗 非类

330601001 鼻外伤清创缝合术 190.3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30601001.01 鼻外伤清创缝合术(复杂病变加收) 40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30601002 鼻骨骨折整复术 190.3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30601003 鼻部分缺损修复术 825 次 手术治疗 非类

330601004 鼻继发畸形修复术 965.8 次 手术治疗 非类

330601005 前鼻孔成形术 550 次 手术治疗 非类

330601006 鼻部神经封闭术 114.4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30601006.10 鼻部神经封闭术(蝶腭神经) 114.4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30601006.20 鼻部神经封闭术(筛前神经) 114.4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30601007 鼻腔异物取出术 101.2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30601008 下鼻甲部分切除术 316.8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30601009 中鼻甲部分切除术 354.2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30601010 鼻翼肿瘤切除成形术 756.8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30601011 鼻前庭囊肿切除术 418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30601012 鼻息肉摘除术 454.3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30601013 鼻中隔粘膜划痕术 126.5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30601014 鼻中隔矫正术 715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30601014.10 鼻中隔矫正术(鼻中隔降肌附着过低矫正术) 715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30601015 鼻中隔软骨取骨术 522.5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30601016 鼻中隔穿孔修补术 817.3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30601017 鼻中隔血肿切开引流术 202.4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30601017.10 鼻中隔血肿切开引流术(脓肿切开引流术) 202.4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30601018 筛动脉结扎术 687.5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30601019 筛前神经切断术 687.5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30601020 经鼻鼻侧鼻腔鼻窦肿瘤切除术 1485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30601021 经鼻鼻腔鼻窦肿瘤切除术 1485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30601026 鼻再造术 1633.5 次 手术治疗 非类

330601027 鼻孔闭锁修复术 1262.8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30601027.10 鼻孔闭锁修复术(狭窄修复) 1262.8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30601028 后鼻孔成形术 1633.5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30601029 鼻侧壁移位伴骨质充填术 1485 次 手术治疗 乙类

330602001 上颌窦鼻内开窗术 412.5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30602002 上颌窦根治术(柯-路氏手术) 632.5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30602003 经上颌窦颌内动脉结扎术 825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30602004 鼻窦异物取出术 756.8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30602005 萎缩性鼻炎鼻腔缩窄术 632.5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30602006 鼻额管扩张术 687.5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30602007 鼻外额窦开放手术 756.8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30602008 鼻内额窦开放手术 550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30602009 鼻外筛窦开放手术 687.5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30602010 鼻内筛窦开放手术 825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30602011 鼻外蝶窦开放手术 1237.5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30602012 鼻内蝶窦开放手术 1375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30602013 经鼻内镜鼻窦手术 1100 单窦 手术治疗 乙类

330602013.01 经鼻内镜鼻窦手术(上颌窦、额窦、筛窦每增加一个窦加收) 200 单窦 手术治疗 乙类

330602013.02 经鼻内镜鼻窦手术(蝶窦每增加一侧加收) 500 单窦 手术治疗 乙类

330602013.10 经鼻内镜鼻窦手术(额窦) 1100 单窦 手术治疗 乙类



330602013.20 经鼻内镜鼻窦手术(筛窦) 1100 单窦 手术治疗 乙类

330602013.30 经鼻内镜鼻窦手术(蝶窦) 1100 单窦 手术治疗 乙类

330602014 全筛窦切除术 1100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30602015 经鼻内镜下鼻腔泪囊造口术 1000 次 手术治疗 #N/A

330603001 鼻外脑膜脑膨出颅底修补术 2227.5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30603002 鼻内脑膜脑膨出颅底修补术 2376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30603003 经前颅窝鼻窦肿物切除术 2376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30603004 经鼻视神经减压术 2376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30603005 鼻外视神经减压术 2376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30603006 经鼻内镜眶减压术 2227.5 次 手术治疗 乙类

330603007 经鼻内镜脑膜修补术 2376 次 手术治疗 乙类



330604001 乳牙拔除术 12.1 每牙 手术治疗 非类

330604002 前牙拔除术 18.7 每牙 手术治疗 甲类

330604003 前磨牙拔除术 30.8 每牙 手术治疗 甲类

330604004 磨牙拔除术 36.3 每牙 手术治疗 甲类

330604005 复杂牙拔除术 63.8 每牙 手术治疗 甲类

330604005.01 复杂牙拔除术(使用特殊器械下的微创拨牙加收) 200 每牙 手术治疗 非类

330604007 拔牙创面搔刮术 24.2 每牙 手术治疗 甲类

330604007.10 拔牙创面搔刮术(干槽症) 24.2 每牙 手术治疗 甲类

330604007.20 拔牙创面搔刮术(拔牙后出血) 24.2 每牙 手术治疗 甲类

330604007.30 拔牙创面搔刮术(拔牙创面愈合不良) 24.2 每牙 手术治疗 甲类

330604008 牙再植术 126.5 每牙 手术治疗 非类



330604008.10 牙再植术(嵌入) 126.5 每牙 手术治疗 非类

330604008.20 牙再植术(移位) 126.5 每牙 手术治疗 非类

330604008.30 牙再植术(脱落) 126.5 每牙 手术治疗 非类

330604009 牙移植术 275 每牙 手术治疗 甲类

330604009.10 牙移植术(自体牙移植) 275 每牙 手术治疗 甲类

330604009.20 牙移植术(异体牙移植) 275 每牙 手术治疗 甲类

330604010 牙槽骨修整术 63.8 每牙 手术治疗 甲类

330604010.01 牙槽骨修整术(增加一个牙加收) 40 每牙 手术治疗 甲类

330604011 牙槽嵴增高术 275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30604012 颌骨隆突修整术 190.3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30604012.10 颌骨隆突修整术(腭隆突) 190.3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30604012.20 颌骨隆突修整术(下颌隆突) 190.3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30604012.30 颌骨隆突修整术(上颌结节肥大) 190.3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30604013 上颌结节成形术 151.8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30604014 口腔上颌窦瘘修补术 412.5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30604015 上颌窦开窗异物取出术 412.5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30604016 唇颊沟加深术 344.3 次 手术治疗 非类

330604017 修复前软组织成型术 385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30604018 阻生智齿龈瓣整形术 57.2 每牙 手术治疗 甲类

330604019 牙槽突骨折结扎固定术 379.5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30604019.10 牙槽突骨折结扎固定术(牵引复位固定) 379.5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30604020 颌骨病灶刮除术 126.5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30604021 皮肤瘘管切除术 151.8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30604022 根端囊肿摘除术 151.8 每牙 手术治疗 甲类

330604023 牙齿萌出囊肿袋形术 114.4 每牙 手术治疗 非类

330604024 颌骨囊肿摘除术 379.5 Φ<2cm 手术治疗 甲类

330604024.01 颌骨囊肿摘除术(Φ≥2cm，增加1cm加收) 50 1cm 手术治疗 甲类

330604025 牙外科正畸术 481.8 每牙 手术治疗 非类

330604026 根尖切除术 275 每牙 手术治疗 甲类

330604027 根尖搔刮术 101.2 每牙 手术治疗 甲类

330604028 睡眠呼吸暂停综合症射频温控消融治疗术 94.6 次 手术治疗 非类

330604028.10 睡眠呼吸暂停综合症射频温控消融治疗术(鼻甲肥大) 94.6 次 手术治疗 非类

330604028.20 睡眠呼吸暂停综合症射频温控消融治疗术(软腭肥大) 94.6 次 手术治疗 非类



330604028.30 睡眠呼吸暂停综合症射频温控消融治疗术(舌根肥大) 94.6 次 手术治疗 非类

330604028.40 睡眠呼吸暂停综合症射频温控消融治疗术(鼻鼾症) 94.6 次 手术治疗 非类

330604028.50
睡眠呼吸暂停综合症射频温控消融治疗术(阻塞性睡眠呼吸暂停综合

症)
94.6 次 手术治疗 非类

330604029 牙龈翻瓣术 101.2 每牙 手术治疗 乙类

330604029.01 牙龈翻瓣术(根向切口加收) 40 每牙 手术治疗 乙类

330604029.02 牙龈翻瓣术(冠向复位切口加收) 40 每牙 手术治疗 乙类

330604029.03 牙龈翻瓣术(远中楔形切除加收) 40 每牙 手术治疗 乙类

330604030 牙龈再生术 55 每牙 手术治疗 乙类

330604031 牙龈切除术 63.8 每牙 手术治疗 甲类

330604031.01 牙龈切除术(增加一个牙加收) 30 每牙 手术治疗 甲类

330604031.10 牙龈切除术(牙龈成形) 63.8 每牙 手术治疗 甲类



330604032 显微根管外科手术 440 每根管 手术治疗 乙类

330604033 牙周骨成形手术 385 每牙 手术治疗 甲类

330604034 牙冠延长术 165 每牙 手术治疗 非类

330604035 龈瘤切除术 101.2 每牙 手术治疗 甲类

330604035.01 龈瘤切除术(增加一个牙加收) 40 每牙 手术治疗 甲类

330604036 牙周植骨术 206.8 每牙 手术治疗 乙类

330604037 截根术 190.3 每牙 手术治疗 乙类

330604038 分根术 101.2 每牙 手术治疗 乙类

330604039 磨牙半切除术 114.4 每牙 手术治疗 非类

330604040 引导性牙周组织再生术 234.3 每牙 手术治疗 甲类

330604041 松动牙根管内固定术 190.3 每牙 手术治疗 甲类



330604042 牙周组织瓣移植术 206.8 每牙 手术治疗 非类

330604042.10 牙周组织瓣移植术(游离龈瓣移植) 206.8 每牙 手术治疗 非类

330604042.20 牙周组织瓣移植术(牙龈结缔组织瓣移植) 206.8 每牙 手术治疗 非类

330604042.30 牙周组织瓣移植术(侧向转移瓣术) 206.8 每牙 手术治疗 非类

330604042.40 牙周组织瓣移植术(双乳头龈瓣转移瓣术) 206.8 每牙 手术治疗 非类

330604043 牙周纤维环状切断术 69.3 每牙 手术治疗 乙类

330604044 颌下神经节副交感神经纤维切断术 1300 单侧 手术治疗 #N/A

330605001 口腔颌面部小肿物切除术 227.7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30605001.01 口腔颌面部小肿物切除术(颌面部加收) 70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30605002 口腔颌面部神经纤维瘤切除成形术 1375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30605003 颌下腺移植术 1650 次 手术治疗 非类



330605004 涎腺瘘切除修复术 825 次 手术治疗 乙类

330605005 下颌骨部分切除术 1100 侧 手术治疗 甲类

330605005.01 下颌骨部分切除术(双侧加收) 400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30605006 下颌骨半侧切除术 1262.8 侧 手术治疗 甲类

330605006.01 下颌骨半侧切除术(双侧加收) 420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30605007 下颌骨扩大切除术 1262.8 侧 手术治疗 甲类

330605007.01 下颌骨扩大切除术(双侧加收) 420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30605008 下颌骨缺损钛板即刻植入术 1188 侧 手术治疗 甲类

330605008.01 下颌骨缺损钛板即刻植入术(双侧加收) 400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30605009 上颌骨部分切除术 1039.5 侧 手术治疗 甲类

330605009.01 上颌骨部分切除术(双侧加收) 350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30605010 上颌骨次全切除术 1262.8 侧 手术治疗 甲类

330605010.01 上颌骨次全切除术(双侧加收) 420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30605011 上颌骨全切术 1485 侧 手术治疗 甲类

330605011.01 上颌骨全切术(双侧加收) 500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30605012 上颌骨扩大切除术 2673 侧 手术治疗 甲类

330605012.01 上颌骨扩大切除术(双侧加收) 900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30605013 颌骨良性病变切除术(下颌骨骨髓炎) 1100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30605013.01 颌骨良性病变切除术(上颌窦相通加收) 200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30605013.02 颌骨良性病变切除术(发生病理性骨折加收) 200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30605013.10 颌骨良性病变切除术(上颌骨骨髓炎) 1100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30605013.30 颌骨良性病变切除术(良性肿瘤) 1100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30605013.40 颌骨良性病变切除术(瘤样病变) 1100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30605013.50 颌骨良性病变切除术(各类囊肿的切除术(含刮治术)) 1100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30605014 舌骨上淋巴清扫术 756.8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30605015 舌恶性肿物切除术 1039.5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30605015.10 舌恶性肿物切除术(肿物切除(舌部分、半舌、全舌切除术)) 1039.5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30605015.20 舌恶性肿物切除术(舌整复(舌部分、半舌、全舌切除术)) 1039.5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30605016 舌根部肿瘤切除术 1485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30605017 颊部恶性肿物局部扩大切除术 1039.5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30605018 口底皮样囊肿摘除术 756.8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30605019 口底恶性肿物局部扩大切除术 1485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30605019.10 口底恶性肿物局部扩大切除术(肿物切除及邻位瓣修复) 1485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30605020 口腔颌面部巨大血管瘤淋巴管瘤切除术 1782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30605020.10 口腔颌面部巨大血管瘤淋巴管瘤切除术(颈面部血管瘤) 1782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30605020.20 口腔颌面部巨大血管瘤淋巴管瘤切除术(淋巴瘤手术) 1782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30605021 口腔颌面颈部异物取出术 687.5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30605021.01 口腔颌面颈部异物取出术(陈旧性异物加收) 300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30605021.10 口腔颌面颈部异物取出术(枪弹) 687.5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30605021.20 口腔颌面颈部异物取出术(碎屑) 687.5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30605021.30 口腔颌面颈部异物取出术(玻璃) 687.5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30605022 口咽部恶性肿物局部扩大切除术 1485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30605022.10 口咽部恶性肿物局部扩大切除术(肿物切除及邻位瓣修复) 1485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30605023 腭部肿物局部扩大切除术 825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30605024 髁状突肿物切除术 1188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30605025 颞部肿物切除术 1039.5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30605025.10 颞部肿物切除术(肿物切除及邻位瓣修复) 1039.5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30605026 颌骨骨纤维异常增殖症切除成形术 1485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30605026.10 颌骨异常骨组织切除及邻近软组织成形术 1485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30605027 腮腺浅叶肿物切除术 1375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30605027.10 腮腺区肿物切除术 1375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30605027.20 腮腺浅叶切除及面神经解剖术 1375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30605028 腮腺全切除术 1782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30605028.01 腮腺全切除术(升支截断复位固定加收) 500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30605028.10 腮腺深叶肿物切除术 1782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30605028.20 腮腺切除及面神经解剖术 1782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30605029 腮腺恶性肿物扩大切除术 2079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30605029.10 腮腺恶性肿物扩大切除术(腮腺深叶肿物切除) 2079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30605029.20 腮腺恶性肿物扩大切除术(腮腺切除及面神经解剖术) 2079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30605030 颌面部血管瘤瘤腔内注射术 31.9 每部位 手术治疗 甲类

330605031 鳃裂囊肿切除术 687.5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30605031.01 鳃裂囊肿切除术(简单瘘切除收取) 350 次 手术治疗 非类

330605031.02 鳃裂囊肿切除术(复杂鳃裂囊肿切除加收) 200 次 手术治疗 非类

330605032 涎腺导管结石取石术 379.5 次 手术治疗 乙类

330605032.10 涎腺导管结石取石术(颌下腺) 379.5 次 手术治疗 乙类

330605032.20 涎腺导管结石取石术(腮腺) 379.5 次 手术治疗 乙类



330605033 颌面颈部深部肿物探查术 275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30605033.01 颌面颈部深部肿物探查术(肿物切除术加收) 100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30605034 舌下腺切除术 569.8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30605035 舌下腺囊肿袋形术 316.8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30605036 颌下腺切除术 481.8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30606001 系带成形术 151.8 次 手术治疗 非类

330606001.10 系带成形术(唇) 151.8 次 手术治疗 非类

330606001.20 系带成形术(颊) 151.8 次 手术治疗 非类

330606001.30 系带成形术(舌系带) 151.8 次 手术治疗 非类

330606002 巨舌畸形矫正术 894.3 次 手术治疗 非类

330606003 舌再造术 1039.5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30606003.01 舌再造术(血管吻合加游离皮瓣移植加收) 700 次 手术治疗 非类

330606004 腭弓成形术 687.5 次 手术治疗 非类

330606004.10 腭弓成形术(舌腭弓成形术) 687.5 次 手术治疗 非类

330606004.20 腭弓成形术(咽腭弓成形术) 687.5 次 手术治疗 非类

330606005 腭帆缩短术 687.5 次 手术治疗 非类

330606006 腭咽成形术 894.3 次 手术治疗 非类

330606007 悬雍垂缩短术 550 次 手术治疗 非类

330606008 悬雍垂腭咽成形术(UPPP) 1336.5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30606010 唇缺损修复术 1336.5 次 手术治疗 非类

330606010.10 唇缺损修复术(部分缺损) 1336.5 次 手术治疗 非类

330606010.20 唇缺损修复术(全唇缺损) 1336.5 次 手术治疗 非类



330606010.30 唇缺损修复术(唇正中裂修复) 1336.5 次 手术治疗 非类

330606011 单侧不完全唇裂修复术 1485 次 手术治疗 非类

330606011.01 单侧不完全唇裂修复术(双侧加收) 500 次 手术治疗 非类

330606011.02 单侧不完全唇裂修复术(初期鼻畸形矫治加收) 200 次 手术治疗 非类

330606011.10 单侧不完全唇裂修复术(唇裂修复) 1485 次 手术治疗 非类

330606011.20 单侧不完全唇裂修复术(唇功能性修复) 1485 次 手术治疗 非类

330606012 单侧完全唇裂修复术 1708.3 次 手术治疗 非类

330606012.01 单侧完全唇裂修复术(双侧加收) 500 次 手术治疗 非类

330606012.02 单侧完全唇裂修复术(初期鼻畸形矫治加收) 200 次 手术治疗 非类

330606012.10 单侧完全唇裂修复术(唇功能性修复) 1708.3 次 手术治疗 非类

330606013 犁骨瓣修复术 594 次 手术治疗 非类



330606014 Ⅰ°腭裂兰氏修复术 1114.3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30606014.10 Ⅰ°腭裂兰氏修复术(悬雍垂裂) 1114.3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30606014.20 Ⅰ°腭裂兰氏修复术(软腭裂) 1114.3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30606014.30 Ⅰ°腭裂兰氏修复术(隐裂修复术) 1114.3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30606015 II°腭裂兰氏修复术 1411.3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30606015.10 II°腭裂兰氏修复术(硬腭裂修复术) 1411.3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30606015.20 II°腭裂兰氏修复术(软腭裂修复术) 1411.3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30606016 III°腭裂兰氏修复术 1708.3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30606016.01 III°腭裂兰氏修复术(增加一侧加收) 400 侧 手术治疗 非类

330606016.10 III°腭裂兰氏修复术(单侧完全性腭裂修复术) 1708.3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30606016.20 III°腭裂兰氏修复术(硬腭鼻腔面犁骨瓣修复术) 1708.3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30606017 反向双“Z“腭裂修复术 1782 次 手术治疗 非类

330606017.01 反向双“Z“腭裂修复术(增加一侧加收) 400 侧 手术治疗 非类

330606017.10 反向双“Z“腭裂修复术(腭裂兰氏修复) 1782 次 手术治疗 非类

330606017.20 反向双“Z“腭裂修复术(软腭延长术) 1782 次 手术治疗 非类

330606018 单瓣二瓣后退腭裂修复术 1485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30606018.01 单瓣二瓣后退腭裂修复术(增加一侧加收) 400 侧 手术治疗 非类

330606018.10 单瓣二瓣后退腭裂修复术(腭裂兰氏修复) 1485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30606018.20 单瓣二瓣后退腭裂修复术(硬腭前部瘘修复术) 1485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30606018.30 单瓣二瓣后退腭裂修复术(软腭延长术) 1485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30606019 腭咽环扎腭裂修复术 1708.3 次 手术治疗 非类

330606019.01 腭咽环扎腭裂修复术(增加一侧加收) 400 侧 手术治疗 非类



330606019.10 腭咽环扎腭裂修复术(腭裂兰氏修复) 1708.3 次 手术治疗 非类

330606019.20 腭咽环扎腭裂修复术(腭咽腔缩窄术) 1708.3 次 手术治疗 非类

330606020 组织瓣转移腭裂修复术 1336.5 次 手术治疗 非类

330606020.01 组织瓣转移腭裂修复术(增加一侧加收) 400 侧 手术治疗 非类

330606020.10 组织瓣转移腭裂修复术(腭粘膜瓣后推) 1336.5 次 手术治疗 非类

330606020.20 组织瓣转移腭裂修复术(颊肌粘膜瓣转移术) 1336.5 次 手术治疗 非类

330606021 腭咽肌瓣成形术 1188 次 手术治疗 非类

330606022 咽后嵴成形术 1114.3 次 手术治疗 非类

330606023 咽后壁组织瓣成形术 1114.3 次 手术治疗 非类

330606024 牙槽突裂植骨成形术 1188 次 手术治疗 非类

330606024.01 牙槽突裂植骨成形术(取骨加收) 500 次 手术治疗 非类



330606024.10 牙槽突裂植骨成形术(牙槽突成形术) 1188 次 手术治疗 非类

330606024.20 牙槽突裂植骨成形术(口腔前庭瘘修补术) 1188 次 手术治疗 非类

330606024.30 牙槽突裂植骨成形术(鼻腔前庭瘘修补术) 1188 次 手术治疗 非类

330606025 齿龈成形术 687.5 次 手术治疗 非类

330606025.10 齿龈成形术(游离粘膜移植) 687.5 次 手术治疗 非类

330606025.20 齿龈成形术(游离植皮术) 687.5 次 手术治疗 非类

330606026 口鼻腔前庭瘘修补术 619.3 次 手术治疗 乙类

330606027 面横裂修复术 1782 次 手术治疗 非类

330606027.10 面横裂修复术(面斜裂修复术) 1782 次 手术治疗 非类

330606028 口腔颌面部软组织缺损局部组织瓣修复术 1188 次 手术治疗 乙类

330606028.10 口腔颌面部软组织缺损局部组织瓣修复术(唇缺损修复) 1188 次 手术治疗 乙类



330606028.20 口腔颌面部软组织缺损局部组织瓣修复术(颊缺损修复) 1188 次 手术治疗 乙类

330606028.30 口腔颌面部软组织缺损局部组织瓣修复术(腭缺损修复) 1188 次 手术治疗 乙类

330606028.40 口腔颌面部软组织缺损局部组织瓣修复术(口底缺损修复) 1188 次 手术治疗 乙类

330606028.50 口腔颌面部软组织缺损局部组织瓣修复术(舌再造修复) 1188 次 手术治疗 乙类

330606029 口腔颌面部软组织缺损游离瓣移植修复术 2227.5 次 手术治疗 乙类

330606029.10 口腔颌面部软组织缺损游离瓣移植修复术(舌再造修复) 2227.5 次 手术治疗 乙类

330606029.20 口腔颌面部软组织缺损游离瓣移植修复术(颊缺损修复) 2227.5 次 手术治疗 乙类

330606029.30 口腔颌面部软组织缺损游离瓣移植修复术(腭缺损修复) 2227.5 次 手术治疗 乙类

330606029.40 口腔颌面部软组织缺损游离瓣移植修复术(口底缺损修复) 2227.5 次 手术治疗 乙类

330606030 口腔颌面部联合缺损带血管游离肌皮骨瓣修复修复术 2970 次 手术治疗 乙类

330606030.01 口腔颌面部联合缺损带血管游离肌皮骨瓣修复修复术(显微吻合加收) 200 次 手术治疗 乙类



330606031 口腔颌面部骨缺损游离骨瓣移植修复术 2079 次 手术治疗 乙类

330606034 口腔颌面部缺损颞肌筋膜瓣修复术 1485 次 手术治疗 乙类

330606035 口腔颌面部软组织缺损远位皮瓣修复术 1485 次 手术治疗 乙类

330606036 口腔颌面部软组织缺损远位肌皮瓣修复术 1485 次 手术治疗 乙类

330606037 带蒂皮瓣二期断蒂术 550 次 手术治疗 乙类

330606038 皮瓣肌皮瓣延迟术 550 次 手术治疗 乙类

330606039 腭瘘修补术 742.5 次 手术治疗 非类

330606040 经颈部茎突过长切除术 742.5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30606041 经口茎突过长切除术 965.8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30606042 颌间挛缩松解术 1411.3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30608001 口腔颌面软组织清创术(大) 481.8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30608001.10 口腔颌面软组织清创术(大)(浅表异物清除) 481.8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30608001.20 口腔颌面软组织清创术(大)(创面清洗) 481.8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30608001.30 口腔颌面软组织清创术(大)(组织处理) 481.8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30608001.40 口腔颌面软组织清创术(大)(止血) 481.8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30608001.50 口腔颌面软组织清创术(大)(口腔颌面软组织裂伤缝合) 481.8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30608002 口腔颌面软组织清创术(中) 328.9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30608002.10 口腔颌面软组织清创术(中)(浅表异物清除) 328.9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30608002.20 口腔颌面软组织清创术(中)(创面清洗) 328.9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30608002.30 口腔颌面软组织清创术(中)(组织处理) 328.9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30608002.40 口腔颌面软组织清创术(中)(止血) 328.9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30608002.50 口腔颌面软组织清创术(中)(口腔颌面软组织裂伤缝合) 328.9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30608003 口腔颌面软组织清创术(小) 217.8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30608003.10 口腔颌面软组织清创术(小)(浅表异物清除) 217.8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30608003.20 口腔颌面软组织清创术(小)(创面清洗) 217.8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30608003.30 口腔颌面软组织清创术(小)(组织处理) 217.8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30608003.40 口腔颌面软组织清创术(小)(止血) 217.8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30608003.50 口腔颌面软组织清创术(小)(口腔颌面软组织裂伤缝合) 217.8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30608004 颌骨骨折单颌牙弓夹板固定术 253 单颌 手术治疗 甲类

330608005 颌骨骨折颌间固定术 253 单颌 手术治疗 甲类

330608006 颌骨骨折外固定术 253 单颌 手术治疗 甲类

330608007 髁状突陈旧性骨折整复术 1782 单侧 手术治疗 甲类

330608007.10 髁状突陈旧性骨折整复术(髁状突摘除) 1782 单侧 手术治疗 甲类



330608007.20 髁状突陈旧性骨折整复术(髁状突复位) 1782 单侧 手术治疗 甲类

330608007.30 髁状突陈旧性骨折整复术(内固定) 1782 单侧 手术治疗 甲类

330608007.40 髁状突陈旧性骨折整复术(升支截骨) 1782 单侧 手术治疗 甲类

330608007.50 髁状突陈旧性骨折整复术(关节成形) 1782 单侧 手术治疗 甲类

330608008 髁状突骨折切开复位内固定术 1633.5 单侧 手术治疗 甲类

330608009 下颌骨骨折切开复位内固定术 1787.5 单颌 手术治疗 甲类

330608009.01 下颌骨骨折切开复位内固定术(多发性每增加一处加收) 200 处 手术治疗 甲类

330608010 上颌骨骨折切开复位内固定术 1930.5 单颌 手术治疗 甲类

330608011 颧骨骨折切开复位内固定术 1930.5 单侧 手术治疗 甲类

330608011.10 颧骨骨折切开复位内固定术(颧弓骨折) 1930.5 单侧 手术治疗 甲类

330608012 颧弓骨折复位术 891 单侧 手术治疗 甲类



330608013 颧骨上颌骨复合骨折切开复位内固定术 3712.5 单侧 手术治疗 甲类

330608013.01 颧骨上颌骨复合骨折切开复位内固定术(双侧颧骨骨折加收) 600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30608013.02 颧骨上颌骨复合骨折切开复位内固定术(双侧颧弓骨折加收) 600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30608014 眶鼻额区骨折整复术 1633.5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30608015 颧骨陈旧性骨折截骨整复术 1633.5 单侧 手术治疗 乙类

330608016 颧骨陈旧性骨折植骨矫治术 1262.8 单侧 手术治疗 乙类

330608017 单颌牙弓夹板拆除术 60.5 单颌 手术治疗 甲类

330608018 颌间固定拆除术 84.7 单颌 手术治疗 甲类

330608019 骨内固定植入物取出术 412.5 单颌 手术治疗 甲类

330608020 下颌骨缺损植骨修复术 1782 单颌 手术治疗 乙类

330608022 下颌骨缺损带蒂骨移植术 1782 单颌 手术治疗 乙类



330608023 下颌骨缺损带血管蒂游离复合瓣移植术 4306.5 单颌 手术治疗 乙类

330608024 下颌骨缺损钛板重建术 1411.3 单颌 手术治疗 甲类

330608025 下颌骨陈旧性骨折整复术 1188 单颌 手术治疗 甲类

330608026 上颌骨缺损植骨修复术 1782 单颌 手术治疗 乙类

330608027 上颌骨陈旧性骨折整复术 2079 单颌 手术治疗 甲类

330608027.10 上颌骨陈旧性骨折整复术(手术复位) 2079 单颌 手术治疗 甲类

330608027.20 上颌骨陈旧性骨折整复术(颌间固定骨间固定) 2079 单颌 手术治疗 甲类

330608027.30 上颌骨陈旧性骨折整复术(邻位瓣修复) 2079 单颌 手术治疗 甲类

330608028 上颌骨缺损网托碎骨移植术 2376 单颌 手术治疗 乙类

330608028.10 上颌骨缺损网托碎骨移植术(颌间固定) 2376 单颌 手术治疗 乙类

330608028.20 上颌骨缺损网托碎骨移植术(邻位皮瓣修复) 2376 单颌 手术治疗 乙类



330608029 上颌骨缺损带蒂骨移植术 2673 单颌 手术治疗 乙类

330608029.10 上颌骨缺损带蒂骨移植术(颌间固定) 2673 单颌 手术治疗 乙类

330608029.20 上颌骨缺损带蒂骨移植术(邻位皮瓣修复) 2673 单颌 手术治疗 乙类

330609001 牙种植体植入术 619.3 次 手术治疗 非类

330609002 上颌窦底提升术 1100 次 手术治疗 乙类

330609003 下齿槽神经移位术 891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30609004 骨劈开术 687.5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30609005 游离骨移植颌骨重建术 2673 次 手术治疗 乙类

330609006 带血管游离骨移植颌骨重建术 3267 次 手术治疗 乙类

330609007 缺牙区游离骨移植术 1411.3 次 手术治疗 乙类

330609007.10 缺牙区游离骨移植术(外置法) 1411.3 次 手术治疗 乙类



330609007.20 缺牙区游离骨移植术(内置法) 1411.3 次 手术治疗 乙类

330609007.30 缺牙区游离骨移植术(夹层法) 1411.3 次 手术治疗 乙类

330609008 引导骨组织再生术 1039.5 次 手术治疗 非类

330609009 颜面器官缺损种植体植入术 894.3 次 手术治疗 非类

330609009.10 颜面器官缺损种植体植入术(外耳缺损的种植体植入) 894.3 次 手术治疗 非类

330609009.20 颜面器官缺损种植体植入术(鼻缺损的种植体植入) 894.3 次 手术治疗 非类

330609009.30 颜面器官缺损种植体植入术(眼缺损的种植体植入) 894.3 次 手术治疗 非类

330609009.40 颜面器官缺损种植体植入术(颌面缺损的种植体植入) 894.3 次 手术治疗 非类

330609010 种植体二期手术 550 次 手术治疗 非类

330609011 种植体取出术 275 次 手术治疗 非类

330609012 骨挤压术 687.5 次 手术治疗 非类



330609013 种植体周软组织成形术 619.3 次 手术治疗 非类

330610001 扁桃体切除术 379.5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30610001.10 扁桃体切除术(残体切除) 379.5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30610001.20 扁桃体切除术(挤切) 379.5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30610002 腺样体刮除术 379.5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30610003 舌扁桃体切除术 379.5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30610004 扁桃体周围脓肿切开引流术 126.5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30611001 咽后壁脓肿切开引流术 522.5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30611002 经颈侧进路鼻咽肿瘤切除术 1930.5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30611003 经硬腭进路鼻咽肿瘤切除术 1930.5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30611004 经硬腭进路鼻咽狭窄闭锁切开成形术 1930.5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30611005 颈侧切开下咽肿瘤切除术 1930.5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30611005.10 颈侧切开下咽肿瘤切除术(下咽癌切除+游离空肠下咽修复术) 1930.5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30611006 颈外进路咽旁间隙肿物摘除术 1930.5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30611007 颈侧径路咽食管肿瘤切除术 1930.5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30611008 咽瘘皮瓣修复术 1039.5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30611009 侧颅底切除术 3267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30611010 经面中部掀翻径路行鼻咽纤维血管瘤切除术 1782 次 手术治疗 非类

330701.01 喉及气管手术(使用60W以上大功率激光加收) 800 次 手术治疗 非类

330701001 经直达喉镜喉肿物摘除术 550 次 手术治疗 乙类

330701001.01 经直达喉镜喉肿物摘除术(使用间接镜收取) 100 次 手术治疗 乙类

330701001.02 经直达喉镜喉肿物摘除术(使用纤维喉镜加收) 30 次 手术治疗 乙类



330701001.03 经直达喉镜喉肿物摘除术(门诊手术咽部异物取出收取) 20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30701001.04 经直达喉镜喉肿物摘除术(喉部异物取出收取) 100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30701001.10 经直达喉镜喉肿物摘除术(活检) 550 次 手术治疗 乙类

330701001.20 经直达喉镜喉肿物摘除术(咽喉异物取出) 550 次 手术治疗 乙类

330701002 颈侧切开喉部肿瘤切除术 1930.5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30701003 环甲膜穿刺术 63.8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30701004 环甲膜切开术 206.8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30701006 喉全切除术 2079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30701007 喉全切除术后发音管安装术 379.5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30701008 喉功能重建术 2079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30701009 全喉切除咽气管吻合术 2079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30701010 喉次全切除术 2227.5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30701011 3/4喉切除术及喉功能重建术 2376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30701012 垂直半喉切除术及喉功能重建术 2079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30701013 垂直超半喉切除术及喉功能重建术 2079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30701014 声门上水平喉切除术 1336.5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30701015 梨状窝癌切除术 2079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30701016 全喉全下咽全食管切除+全胃上提修复术 3118.5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30701017 全喉全下咽切除皮瓣修复术 2970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30701017.10 全喉全下咽切除皮瓣修复术(带蒂残喉气管瓣修复下咽术) 2970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30701018 喉瘢痕狭窄扩张术 1485 次 手术治疗 乙类

330701019 喉狭窄经口扩张及喉模置入术 1782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30701020 喉狭窄成形及“T”型管置入术 1782 次 手术治疗 乙类

330701021 喉部神经肌蒂移植术 1782 次 手术治疗 非类

330701022 喉良性肿瘤切除术 1237.5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30701022.01 喉良性肿瘤切除术(使用支撑喉镜加收) 100 次 手术治疗 乙类

330701022.02 喉良性肿瘤切除术(使用喉动态镜加收) 300 次 手术治疗 乙类

330701022.10 喉良性肿瘤切除术(咽肿瘤) 1237.5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30701023 喉裂开声带切除术 1336.5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30701023.01 喉裂开声带切除术(使用喉动态镜加收) 300 次 手术治疗 非类

330701024 喉裂开肿瘤切除术 1485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30701024.01 喉裂开肿瘤切除术(使用喉动态镜加收) 300 次 手术治疗 乙类

330701025 经支撑喉镜声带肿物切除术 1100 次 手术治疗 乙类



330701025.01 经支撑喉镜声带肿物切除术(电切) 950 次 手术治疗 乙类

330701025.02 声带肿物切除术(使用显微支撑喉镜加收) 150 次 手术治疗 乙类

330701025.03 声带肿物切除术(使用喉动态镜加收) 300 次 手术治疗 乙类

330701025.10 经支撑喉镜激光声带肿物切除术(喉瘢痕切除术) 1100 次 手术治疗 乙类

330701026 经颈侧杓状软骨切除声带外移术 1856.8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30701027 喉气管裂开瘢痕切除喉模置入术 1856.8 次 手术治疗 乙类

330701028 喉气管外伤缝合成形术 825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30701029 喉气管狭窄支架成形术 1336.5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30701030 声带内移术 1336.5 次 手术治疗 乙类

330701031 甲状软骨成形术 1336.5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30701032 环杓关节间接拨动术 687.5 次 手术治疗 乙类



330701033 环杓关节直接拨动术 687.5 次 手术治疗 乙类

330701034 环甲间距缩短术 825 次 手术治疗 乙类

330701035 环杓关节复位术 825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30701036 会厌脓肿切开引流术 481.8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30701037 经颈进路会厌肿物切除术 1485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30701038 会厌良性肿瘤切除术 1100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30701039 气管支气管损伤修补术 1782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30701040 气管瘘修复术 894.3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30701041 气管内肿瘤切除术 2970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30701041.01 气管内肿瘤切除术(使用内镜加收) 350 次 手术治疗 乙类

330701041.02 气管内肿瘤切除术(激光加收) 200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30701041.10 气管内肿瘤切除术(开胸气管部分切除成形) 2970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30701041.20 气管内肿瘤切除术(气管环状袖状切除再吻合术) 2970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30701042 气管成形术 2821.5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30701042.10 气管成形术(气管隆凸成形术) 2821.5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30701043 颈段气管食管瘘修补术 2079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30701044 颈部囊状水瘤切除术 1188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30701045 颈部气管造口再造术 687.5 次 手术治疗 乙类

330702.01 肺和支气管手术(使用胸腔镜加收) 350 次 手术治疗 乙类

330702001 肺内异物摘除术 1930.5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30702001.01 肺内异物摘除术(双侧加收) 878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30702002 肺癌根治术 2970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30702002.01 肺癌根治术(双侧加收) 1350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30702003 肺段切除术 2376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30702003.01 肺段切除术(双侧加收) 1080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30702004 肺减容手术 2821.5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30702004.01 肺减容手术(双侧加收) 1282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30702004.10 肺减容手术(一侧肺手术(经侧胸切口或正中胸骨切口)) 2821.5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30702005 肺楔形切除术 1633.5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30702005.01 肺楔形切除术(双侧加收) 743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30702006 肺叶切除术 2227.5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30702006.01 肺叶切除术(双侧加收) 1013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30702006.10 肺叶切除术(同侧肺两叶切除术) 2227.5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30702007 袖状肺叶切除术 2821.5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30702007.01 袖状肺叶切除术(双侧加收) 1283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30702008 全肺切除术 2821.5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30702008.01 全肺切除术(经心包内全肺切除及部分心房切除术加收) 500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30702010 胸膜肺全切除术 3861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30702012 肺移植术 7425 次 手术治疗 非类

330702013 自体肺移植术 4752 次 手术治疗 非类

330702014 供肺切除术 2821.5 次 手术治疗 乙类

330702015 肺包虫病内囊摘除术 2673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30702015.01 肺包虫病内囊摘除术(双侧加收) 1215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30702016 经支气管镜支气管热成型术（BT） 1800 次 手术治疗 非类



330703.01 胸壁、胸膜、纵隔、横隔手术(使用胸腔镜加收) 350 次 手术治疗 非类

330703001 开胸冷冻治疗 1512.5 次 手术治疗 乙类

330703002 开胸肿瘤特殊治疗 1650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30703002.01 开胸肿瘤特殊治疗(射频消融法加收) 1000 次 手术治疗 乙类

330703003 开胸探查术 1237.5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30703004 开胸止血术 1512.5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30703005 肋骨骨髓病灶清除术 1633.5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30703006 肋骨切除术 825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30703007 肋软骨取骨术 891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30703008 胸壁结核病灶清除术 1633.5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30703009 胸廓成形术 2079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30703010 胸骨牵引术 594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30703010.10 胸骨牵引术(胸骨骨折及多根肋骨双骨折引起的链枷胸的治疗) 594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30703011 胸壁外伤扩创术 687.5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30703011.10 胸壁外伤扩创术(胸壁穿透伤) 687.5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30703011.20 胸壁外伤扩创术(异物) 687.5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30703011.30 胸壁外伤扩创术(肋骨骨折固定术) 687.5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30703012 胸壁肿瘤切除术 1039.5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30703012.10 胸壁肿瘤切除术(胸壁软组织的肿瘤切除) 1039.5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30703012.20 胸壁肿瘤切除术(肋骨的肿瘤切除) 1039.5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30703012.30 胸壁肿瘤切除术(胸骨的肿瘤切除) 1039.5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30703013 胸壁缺损修复术 1782 单侧 手术治疗 甲类



330703014 胸廓畸形矫正术 1930.5 次 手术治疗 非类

330703015 小儿鸡胸矫正术 2227.5 次 手术治疗 乙类

330703015.10 小儿鸡胸矫正术(胸骨抬举固定) 2227.5 次 手术治疗 乙类

330703015.20 小儿鸡胸矫正术(胸骨翻转缝合松解粘连带) 2227.5 次 手术治疗 乙类

330703015.30 小儿鸡胸矫正术(小儿漏斗胸矫正术) 2227.5 次 手术治疗 乙类

330703016 胸内异物清除术 1782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30703017 胸腔闭式引流术 253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30703017.01 胸腔闭式引流术(更换一次性胸腔闭式引流瓶) 30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30703017.10 胸腔闭式引流术(肋间引流) 253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30703017.20 胸腔闭式引流术(经肋床引流) 253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30703017.30 胸腔闭式引流术(开放引流) 253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30703017.40 胸腔闭式引流术(胸腔穿刺置管术) 253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30703017.50 胸腔闭式引流术(腹腔穿刺置管术) 253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30703018 脓胸大网膜填充术 1930.5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30703019 胸膜剥脱术 1930.5 次 手术治疗 乙类

330703019.10 胸膜剥脱术(部分胸膜剥脱) 1930.5 次 手术治疗 乙类

330703019.20 胸膜剥脱术(全胸膜剥脱术) 1930.5 次 手术治疗 乙类

330703020 脓胸引流清除术 1039.5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30703020.10 脓胸引流清除术(早期脓胸的引流清除) 1039.5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30703020.20 脓胸引流清除术(晚期脓胸的引流清除) 1039.5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30703020.30 脓胸引流清除术(脓性纤维膜剥脱胸腔冲洗引流) 1039.5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30703021 胸膜活检术 619.3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30703022 胸膜粘连烙断术 1100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30703023 胸膜固定术 962.5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30703024 经纤支镜支气管胸膜瘘堵塞术 1169.3 次 手术治疗 乙类

330703025 纵隔感染清创引流术 1782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30703025.10 纵隔感染清创引流术(经胸入路) 1782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30703025.20 纵隔感染清创引流术(经颈部入路) 1782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30703025.30 纵隔感染清创引流术(经脊柱旁入路) 1782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30703026 纵隔肿物切除术 2524.5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30703026.10 纵隔肿物切除术(经胸后外切口及正中胸骨劈开切口) 2524.5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30703026.20 纵隔肿物切除术(胸骨后甲状腺胸腺切除) 2524.5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30703026.30 纵隔肿物切除术(血管成形) 2524.5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30703026.40 纵隔肿物切除术(心包切除) 2524.5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30703027 纵隔气肿切开减压术 687.5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30703027.10 纵隔气肿切开减压术(皮下气肿切开减压术) 687.5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30703028 膈肌修补术 1787.5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30703028.10 膈肌修补术(急性膈疝修补术) 1787.5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30703028.20 膈肌修补术(慢性膈疝修补术) 1787.5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30703029 膈肌折叠术 2153.8 次 手术治疗 乙类

330703029.10 膈肌膨出修补术(膈肌膨出修补术) 2153.8 次 手术治疗 乙类

330703030 膈肌肿瘤切除术 2673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30703031 膈神经麻痹术 742.5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30703031.10 膈神经麻痹术(压榨术) 742.5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30703031.20 膈神经麻痹术(切断术) 742.5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30703032 先天性膈疝修补术 2302.3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30703032.01 先天性膈疝修补术(嵌顿加收) 200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30703032.02 先天性膈疝修补术(巨大疝加收) 200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30703032.10 先天性膈疝修补术(膈膨升折叠修补术) 2302.3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30703033 先天性食管裂孔疝修补术 2673 次 手术治疗 非类

330703033.01 先天性食管裂孔疝修补术(合并肠回转不良加收) 400 次 手术治疗 非类

330703033.02 先天性食管裂孔疝修补术(其他须矫治畸形者加收) 400 次 手术治疗 非类

330703034 食管裂孔疝修补术 2673 次 手术治疗 乙类

330703034.10 食管裂孔疝修补术(经腹各类修补术) 2673 次 手术治疗 乙类

330703034.20 食管裂孔疝修补术(经胸各类修补术) 2673 次 手术治疗 乙类



330703034.30 食管裂孔疝修补术(抗返流手术) 2673 次 手术治疗 乙类

330703035 胸膜肿物切除术 1500 次 手术治疗 非类

330801001 二尖瓣闭式扩张术 2079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30801002 二尖瓣直视成形术 4009.5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30801002.10 二尖瓣直视成形术(各种类型的二尖瓣狭窄) 4009.5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30801002.20 二尖瓣直视成形术(各种类型的关闭不全的瓣膜的处理) 4009.5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30801003 二尖瓣替换术 4158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30801004 三尖瓣直视成形术 2970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30801004.10 三尖瓣直视成形术(交界切开) 2970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30801004.20 三尖瓣直视成形术(瓣环环缩术) 2970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30801005 三尖瓣置换术 3564 次 手术治疗 乙类



330801006 三尖瓣下移畸形矫治术(Ebstein畸形矫治术) 4455 次 手术治疗 乙类

330801007 主动脉瓣上狭窄矫治术 3712.5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30801008 主动脉瓣直视成形术 4306.5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30801009 主动脉瓣置换术 4306.5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30801010 自体肺动脉瓣替换主动脉瓣术(ROSS手术) 5494.5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30801011 肺动脉瓣置换术 3712.5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30801012 肺动脉瓣狭窄矫治术 3267 次 手术治疗 乙类

330801013 小切口瓣膜置换术 4009.5 次 手术治疗 乙类

330801014 双瓣置换术 5940 次 手术治疗 乙类

330801014.01 双瓣置换术(多瓣置换加收) 600 次 手术治疗 乙类

330801015 瓣周漏修补术 4158 次 手术治疗 乙类



330801016 房间隔造口术(Blabock-Hanlon手术) 2970 次 手术治疗 乙类

330801016.10 房间隔造口术(Blabock-Hanlon手术)(切除术) 2970 次 手术治疗 乙类

330801017 房间隔缺损修补术 2970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30801017.10 房间隔缺损修补术(单心房间隔再造术) 2970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30801017.20 房间隔缺损修补术(Ⅰ孔房缺) 2970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30801017.30 房间隔缺损修补术(Ⅱ孔房缺) 2970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30801019 部分型心内膜垫缺损矫治术 3712.5 次 手术治疗 乙类

330801019.10 部分型心内膜垫缺损矫治术(Ⅰ孔房缺修补术) 3712.5 次 手术治疗 乙类

330801019.20 部分型心内膜垫缺损矫治术(二尖瓣成形术) 3712.5 次 手术治疗 乙类

330801019.30 部分型心内膜垫缺损矫治术(三尖瓣成形术) 3712.5 次 手术治疗 乙类

330801020 完全型心内膜垫缺损矫治术 4455 次 手术治疗 乙类



330801021 卵园孔修补术 2673 次 手术治疗 乙类

330801022 法鲁氏三联症根治术 3564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30801023 法鲁氏四联症根治术(大) 5197.5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30801024 法鲁氏四联症根治术(中) 4752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30801025 法鲁氏四联症根治术(小) 4455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30801026 复合性先天性心脏畸形矫治术 5049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30801026.10 复合性先天性心脏畸形矫治术(完全型心内膜垫缺损合并右室双出口) 5049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30801026.20 复合性先天性心脏畸形矫治术(法鲁氏四联症的根治术) 5049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30801027 三房心矫治术 3861 次 手术治疗 乙类

330801027.10 三房心矫治术(房间隔缺损修补术) 3861 次 手术治疗 乙类

330801027.20 三房心矫治术(二尖瓣上隔膜切除术) 3861 次 手术治疗 乙类



330801028 单心室分隔术 3118.5 次 手术治疗 乙类

330801029 非体外循环下经胸微创房间隔缺损修补术 2227.5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30802001 冠状动静脉瘘修补术 3712.5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30802002 冠状动脉起源异常矫治术 4158 次 手术治疗 乙类

330802003 冠状动脉搭桥术 5197.5 每支吻合血管 手术治疗 乙类

330802003.01 冠状动脉搭桥术(增加一支血管加收) 1800 每支吻合血管 手术治疗 乙类

330802004 冠脉搭桥+换瓣术 5866.3 每支吻合血管 手术治疗 乙类

330802004.01 冠脉搭桥+换瓣术(增加一支血管加收) 2000 每支吻合血管 手术治疗 乙类

330802004.10 冠脉搭桥+换瓣术(瓣成形术) 5866.3 每支吻合血管 手术治疗 乙类

330802005 冠脉搭桥+人工血管置换术 5866.3 每支吻合血管 手术治疗 乙类

330802005.01 冠脉搭桥+人工血管置换术(增加一支血管加收) 2000 每支吻合血管 手术治疗 乙类



330802006 非体外循环冠状动脉搭桥术 4158 每支吻合血管 手术治疗 乙类

330802007 小切口冠状动脉搭桥术 4455 每支吻合血管 手术治疗 乙类

330802007.01 小切口冠状动脉搭桥术(使用胸腔镜取乳内动脉加收) 800 每支吻合血管 手术治疗 乙类

330802008 冠状动脉内膜切除术 2673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30802009 肺动静脉瘘结扎术 2673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30802010 冠状静脉窦无顶综合征矫治术 3712.5 次 手术治疗 乙类

330802011 上腔静脉肺动脉吻合术(双向Glenn) 3861 单侧 手术治疗 甲类

330802011.01 上腔静脉肺动脉吻合术(双向Glenn)(双侧加收) 500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30802012 肺动脉环缩术 2673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30802013 肺动脉栓塞摘除术 2970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30802014 动脉导管闭合术 2376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30802014.01 动脉导管闭合术(使用胸腔镜加收) 350 次 手术治疗 乙类

330802015 主肺动脉窗修补术 2970 次 手术治疗 乙类

330802016 先天性心脏病体肺动脉分流术 3267 次 手术治疗 乙类

330802017 全腔肺动脉吻合术 4900.5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30802017.10 全腔肺动脉吻合术(双向Glenn手术) 4900.5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30802017.20 全腔肺动脉吻合术(下腔静脉到肺动脉内隧道) 4900.5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30802017.30 全腔肺动脉吻合术(外通道手术) 4900.5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30802018 右室双出口矫治术 4900.5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30802018.10 右室双出口矫治术(内隧道) 4900.5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30802018.20 右室双出口矫治术(内通道) 4900.5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30802018.30 右室双出口矫治术(左室流出道成形) 4900.5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30802018.40 右室双出口矫治术(右室流出道成形术) 4900.5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30802019 肺动脉闭锁矫治术 4900.5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30802019.10 肺动脉闭锁矫治术(室缺修补) 4900.5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30802019.20 肺动脉闭锁矫治术(右室肺动脉连接重建) 4900.5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30802019.30 肺动脉闭锁矫治术(肺动脉重建或成形) 4900.5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30802019.40 肺动脉闭锁矫治术(异常体肺血管切断) 4900.5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30802020 部分型肺静脉畸形引流矫治术 2673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30802021 完全型肺静脉畸形引流矫治术 4752 次 手术治疗 乙类

330802021.10 完全型肺静脉畸形引流矫治术(心上型) 4752 次 手术治疗 乙类

330802021.20 完全型肺静脉畸形引流矫治术(心下型) 4752 次 手术治疗 乙类

330802021.30 完全型肺静脉畸形引流矫治术(心内型) 4752 次 手术治疗 乙类



330802021.40 完全型肺静脉畸形引流矫治术(混合型) 4752 次 手术治疗 乙类

330802022 体静脉引流入肺静脉侧心房矫治术 3267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30802023 主动脉缩窄矫治术 3267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30802023.10 主动脉缩窄矫治术(主动脉补片成形) 3267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30802023.20 主动脉缩窄矫治术(左锁骨下动脉反转修复缩窄) 3267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30802023.30 主动脉缩窄矫治术(人工血管移植) 3267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30802023.40 主动脉缩窄矫治术(旁路移植) 3267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30802023.50 主动脉缩窄矫治术(直接吻合术) 3267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30802024 左室流出道狭窄疏通术 4306.5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30802024.01 左室流出道狭窄疏通术(膜性狭窄切除) 3706.5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30802024.10 左室流出道狭窄疏通术(主动脉瓣下肌性狭窄的切除) 4306.5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30802024.20 左室流出道狭窄疏通术(肥厚性梗阻性心肌病的肌肉切除疏通) 4306.5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30802025 主动脉根部替换术 5049 次 手术治疗 乙类

330802025.10 Bentall手术(主动脉瓣替换、升主动脉替换和左右冠脉移植术) 5049 次 手术治疗 乙类

330802026 保留瓣膜的主动脉根部替换术 3861 次 手术治疗 乙类

330802026.10 保留瓣膜的主动脉根部替换术(DaridYacuob手术) 3861 次 手术治疗 乙类

330802027 细小主动脉根部加宽补片成形术 3712.5 次 手术治疗 非类

330802028 主动脉窦瘤破裂修补术 3267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30802029 升主动脉替换术 3861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30802030 升主动脉替换加主动脉瓣替换术(Wheat′s手术) 4752 次 手术治疗 乙类

330802031 主动脉弓中断矫治术 4455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30802031.10 主动脉弓中断矫治术(主动脉弓重建(如人工血管移植或直接吻合)) 4455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30802031.20 主动脉弓中断矫治术(动脉导管闭合) 4455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30802031.30 主动脉弓中断矫治术(室缺修补术) 4455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30802032 先天性心脏病主动脉弓部血管环切断术 4455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30802032.01 先天性心脏病主动脉弓部血管环切断术(血管吻合加收) 500 每处 手术治疗 甲类

330802033 主动脉弓置换术 4455 次 手术治疗 乙类

330802033.01 主动脉弓置换术(全弓加收) 1200 次 手术治疗 乙类

330802034 “象鼻子”技术 4900.5 次 手术治疗 乙类

330802034.10 “象鼻子”技术(弓降部) 4900.5 次 手术治疗 乙类

330802034.20 “象鼻子”技术(胸腹主动脉处的象鼻子技术) 4900.5 次 手术治疗 乙类

330802035 主动脉弓降部瘤切除人工血管置换术 4900.5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30802035.10 主动脉弓降部瘤切除人工血管置换术(左锁骨下动脉重建) 4900.5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30802035.20 主动脉弓降部瘤切除人工血管置换术(左颈总动脉重建) 4900.5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30802036 动脉调转术(Switch术) 4900.5 次 手术治疗 乙类

330802036.10 动脉调转术(Switch术)(完全型大动脉转位) 4900.5 次 手术治疗 乙类

330802036.20 动脉调转术(Switch术)(右室双出口) 4900.5 次 手术治疗 乙类

330802037 心房调转术 4455 次 手术治疗 乙类

330802038 双调转手术(DoubleSwitch手术) 5940 次 手术治疗 乙类

330802039 内外通道矫治手术(Rastalli手术) 4900.5 次 手术治疗 乙类

330802040 房坦型手术(FontanType手术) 4900.5 次 手术治疗 乙类

330802041 矫正型大动脉转位伴发畸形矫治术 4900.5 每个部位 手术治疗 乙类

330802041.10 矫正型大动脉转位伴发畸形矫治术(室缺损修补术) 4900.5 每个部位 手术治疗 乙类

330802041.20 矫正型大动脉转位伴发畸形矫治术(肺动脉狭窄疏通术) 4900.5 每个部位 手术治疗 乙类



330802041.30 矫正型大动脉转位伴发畸形矫治术(左侧房室瓣成形术) 4900.5 每个部位 手术治疗 乙类

330802042 永存动脉干修复术 4900.5 次 手术治疗 乙类

330802043 复合性人工血管置换术 4900.5 次 手术治疗 乙类

330802044 科诺(Konno)手术 5940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30802044.10 科诺(Konno)手术(左室流出道扩大) 5940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30802044.20 科诺(Konno)手术(主动脉根部扩大) 5940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30802044.30 科诺(Konno)手术(右室流出道扩大) 5940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30802044.40 科诺(Konno)手术(主动脉瓣替换术) 5940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30802045 外通道手术 3712.5 次 手术治疗 乙类

330802045.10 外通道手术(左室心尖－主动脉右房－右室) 3712.5 次 手术治疗 乙类

330803001 经胸腔镜心包活检术 1485 次 手术治疗 乙类



330803002 心包剥脱术 2673 次 手术治疗 乙类

330803003 心包部分切除术 2450.8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30803003.01 心包部分切除术(使用胸腔镜加收) 350 次 手术治疗 乙类

330803004 心包肿瘤切除术 2673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30803004.01 心包肿瘤切除术(使用胸腔镜加收) 350 次 手术治疗 乙类

330803005 心包开窗引流术 962.5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30803005.01 心包开窗引流术(使用胸腔镜加收) 350 次 手术治疗 乙类

330803006 心外开胸探查术 1782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30803006.10 心外开胸探查术(再次开胸止血) 1782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30803006.20 心外开胸探查术(解除心包填塞) 1782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30803006.30 心外开胸探查术(清创引流) 1782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30803006.40 心外开胸探查术(肿瘤取活检) 1782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30803007 心脏外伤修补术 2673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30803007.10 心脏外伤修补术(清创) 2673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30803007.20 心脏外伤修补术(引流) 2673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30803008 心内异物取出术 2524.5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30803008.10 心内异物取出术(肺动脉内的异物) 2524.5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30803009 心脏良性肿瘤摘除术 2227.5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30803009.01 心脏良性肿瘤摘除术(多发肿瘤加收) 300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30803009.10 心脏良性肿瘤摘除术(心脏各部位的良性肿瘤及囊肿) 2227.5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30803010 心脏恶性肿瘤摘除术 2524.5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30803011 室壁瘤切除术 2970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30803011.10 室壁瘤切除术(室壁瘤切除缝合术) 2970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30803011.20 室壁瘤切除术(左心室成形术) 2970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30803012 左房血栓清除术 2227.5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30803013 左房折叠术 2227.5 次 手术治疗 乙类

330803014 左室减容术(Batista手术) 4455 次 手术治疗 乙类

330803014.10 左室减容术(Batista手术)(二尖瓣成形术) 4455 次 手术治疗 乙类

330803016 迷宫手术(房颤矫治术) 4455 次 手术治疗 乙类

330803016.10 迷宫手术(心内直视射频消融术) 4455 次 手术治疗 乙类

330803016.20 迷宫手术(房颤矫治术)(各种改良方式(冷冻、电凝等)) 4455 次 手术治疗 乙类

330803017 心脏表面临时起搏器安置术 297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30803018 激光心肌打孔术 2227.5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30803020 心脏移植术 7425 次 手术治疗 非类

330803021 心肺移植术 9350 次 手术治疗 非类

330803022 左右心室辅助泵安装术(临时性插管) 2079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30803023 主动脉内球囊反搏置管术 2227.5 次 手术治疗 乙类

330803024 左右心室辅助泵安装术(长时间转流插管) 4455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30803025 体外人工膜肺(ECOM) 267.3 小时 手术治疗 乙类

330803026 左右心室辅助循环 267.3 小时 手术治疗 甲类

330803029 心脏术后感染伤口清创引流术 445.5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30803029.10 心脏术后感染伤口清创引流术(各种深部组织感染) 445.5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30803031 开胸心脏挤压术 1375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30804001 无名动脉瘤切除术 2524.5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30804001.10 无名动脉瘤切除术(锁骨下动脉瘤) 2524.5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30804001.20 无名动脉瘤切除术(颈总动脉起始部动脉瘤) 2524.5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30804002 颈静脉瘤成形术 1306.8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30804002.10 颈静脉瘤成形术(部分切除) 1306.8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30804002.20 颈静脉瘤成形术(缩窄缝合) 1306.8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30804002.30 颈静脉瘤成形术(各种材料包裹) 1306.8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30804002.40 颈静脉瘤成形术(结扎切除) 1306.8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30804003 颈静脉移植术 1782 次 手术治疗 乙类

330804004 颈动脉海绵窦栓塞＋结扎术 1237.5 次 手术治疗 乙类

330804005 颈动脉瘤切除＋血管移植术 3267 次 手术治疗 乙类

330804005.10 颈动脉瘤切除＋血管移植术(颈动脉假性动脉瘤) 3267 次 手术治疗 乙类



330804005.20 颈动脉瘤切除＋血管移植术(外伤性动—静脉瘘) 3267 次 手术治疗 乙类

330804005.30 颈动脉瘤切除＋血管移植术(颈动脉过度迂曲的切除) 3267 次 手术治疗 乙类

330804006 颈动脉体瘤切除＋血管移植术 3415.5 次 手术治疗 乙类

330804007 颈动脉腋动脉血管移植术 3118.5 次 手术治疗 乙类

330804007.10 颈动脉腋动脉血管移植术(腋动脉血管移植术) 3118.5 次 手术治疗 乙类

330804007.20 颈动脉腋动脉血管移植术(锁骨下动脉—颈动脉血管移植术) 3118.5 次 手术治疗 乙类

330804008 升主动脉双腋Y型人工血管架桥颈动脉大隐静脉架桥术 3415.5 次 手术治疗 乙类

330804009 带瓣全程主动脉人工血管置换术 9350 次 手术治疗 乙类

330804010 全程主动脉人工血管置换术 7425 次 手术治疗 乙类

330804011 胸腹主动脉瘤切除人工血管转流术 3861 次 手术治疗 乙类

330804012 腹主动脉腹腔动脉血管架桥术 3118.5 每根血管 手术治疗 乙类



330804012.10 腹主动脉腹腔动脉血管架桥术(肠系膜上动脉) 3118.5 每根血管 手术治疗 乙类

330804012.20 腹主动脉腹腔动脉血管架桥术(肠系膜下动脉) 3118.5 每根血管 手术治疗 乙类

330804012.30 腹主动脉腹腔动脉血管架桥术(双肾动脉架桥) 3118.5 每根血管 手术治疗 乙类

330804013 肠系膜上动脉取栓＋移植术 2970 次 手术治疗 乙类

330804014 胸腹主动脉损伤修复术 2673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30804014.10 胸腹主动脉损伤修复术(腔静脉损伤) 2673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30804015 腹主动脉腔静脉瘘成形术 3267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30804016 腹主动脉双股动脉Y型人工血管转流术 2970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30804016.01
腹主动脉双股动脉Y型人工血管转流术(继续向远端架桥的，每增加

一根血管加收)
800 每根血管 手术治疗 乙类

330804016.10 腹主动脉双股动脉Y型人工血管转流术(双髂动脉成形) 2970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30804016.20 腹主动脉双股动脉Y型人工血管转流术(股深动脉成形) 2970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30804017 腹主动脉股动脉人工血管转流术 2747.8 次 手术治疗 乙类

330804017.01 腹主动脉股动脉人工血管转流术(向远端架桥，每增加一根血管加收) 800 次 手术治疗 乙类

330804017.10 腹主动脉股动脉人工血管转流术(经腹) 2747.8 次 手术治疗 乙类

330804017.20 腹主动脉股动脉人工血管转流术(经腹膜外) 2747.8 次 手术治疗 乙类

330804018 腹主动脉消化道瘘修复术 2673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30804018.10 腹主动脉消化道瘘修复术(部分肠管切除) 2673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30804018.20 腹主动脉消化道瘘修复术(部分肠管吻合) 2673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30804018.30 腹主动脉消化道瘘修复术(肠道造瘘术) 2673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30804018.40 腹主动脉消化道瘘修复术(肠道引流术) 2673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30804018.50
腹主动脉消化道瘘修复术(动脉瘘口修补及腹腔内移植的各类人工血

管与肠管形成的瘘修复术)
2673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30804019 布加氏综合症根治术 3712.5 次 手术治疗 乙类



330804019.10 布加氏综合症根治术(部分肝切除) 3712.5 次 手术治疗 乙类

330804019.20 布加氏综合症根治术(肝静脉疏通术) 3712.5 次 手术治疗 乙类

330804020 布加氏综合症病变段切除术 3712.5 次 手术治疗 乙类

330804020.10 布加氏综合症病变段切除术(需用体外循环下的膈膜切除) 3712.5 次 手术治疗 乙类

330804020.20 布加氏综合症病变段切除术(成形术) 3712.5 次 手术治疗 乙类

330804020.30 布加氏综合症病变段切除术(吻合术) 3712.5 次 手术治疗 乙类

330804021 布加氏综合症膈膜切除术 2821.5 次 手术治疗 乙类

330804022 布加综合症经右房破膜术 2821.5 次 手术治疗 乙类

330804023 布加综合症经股静脉右房联合破膜术 2821.5 次 手术治疗 乙类

330804024 布加综合症肠房人工血管转流术 3267 次 手术治疗 乙类

330804024.10 布加综合症肠房人工血管转流术(肠－房) 3267 次 手术治疗 乙类



330804024.20 布加综合症肠房人工血管转流术(脾－房) 3267 次 手术治疗 乙类

330804025 布加综合症肠颈人工血管转流术 3267 次 手术治疗 乙类

330804026 布加综合症腔房人工血管转流术 3267 次 手术治疗 乙类

330804027 布加综合症腔肠房人工血管转流术 4158 次 手术治疗 乙类

330804028 经胸后路腔静脉人工血管转流术 3267 次 手术治疗 乙类

330804029 上腔静脉阻塞自体大隐静脉螺旋管道架桥术 3267 次 手术治疗 乙类

330804030 上腔静脉综合症Y型人工血管转流术 3267 次 手术治疗 乙类

330804030.10 上腔静脉综合症Y型人工血管转流术(无名) 3267 次 手术治疗 乙类

330804030.20 上腔静脉综合症Y型人工血管转流术(锁骨下) 3267 次 手术治疗 乙类

330804030.30 上腔静脉综合症Y型人工血管转流术(颈静脉向上腔或右心房转流) 3267 次 手术治疗 乙类

330804031 无名静脉上腔静脉人工血管转流术 3267 次 手术治疗 乙类



330804032 脾肺固定术(脾肺分流术) 3118.5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30804033 脾肾动脉吻合术 3712.5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30804034 肠腔静脉“H”型架桥转流术 2970 次 手术治疗 乙类

330804034.10 肠腔静脉“H”型架桥转流术(脾-肾架桥转流术) 2970 次 手术治疗 乙类

330804034.20 肠腔静脉“H”型架桥转流术(肠-腔直接吻合术) 2970 次 手术治疗 乙类

330804035 腔静脉切开滤网置放术 2376 次 手术治疗 乙类

330804036 腔静脉取栓＋血管成形术 2673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30804037 下腔静脉肠系膜上静脉分流术 2673 次 手术治疗 乙类

330804038 双髂总静脉下腔静脉“Y”型人工血管转流术 2970 次 手术治疗 乙类

330804038.10 双髂总静脉下腔静脉“Y”型人工血管转流术(双股—下腔架桥转流) 2970 次 手术治疗 乙类

330804039 股股动脉人工血管转流术 2062.5 次 手术治疗 乙类



330804040 股胫前动脉转流术 2062.5 次 手术治疗 乙类

330804041 股腘动脉人工自体血管移植术 2200 次 手术治疗 乙类

330804041.10 股腘动脉人工自体血管移植术(股—股转流) 2200 次 手术治疗 乙类

330804041.20 股腘动脉人工自体血管移植术(原位大隐静脉转流) 2200 次 手术治疗 乙类

330804042 肢体动脉内膜剥脱成形术 894.3 每个切口 手术治疗 甲类

330804043 肢体动静脉切开取栓术 1375 每个切口 手术治疗 甲类

330804043.01 肢体动静脉切开取栓术(双侧取栓或多部位取栓，增加一个切口加收) 500 每个切口 手术治疗 甲类

330804044 上肢血管探查术 1012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30804044.10 上肢血管探查术(肱动脉) 1012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30804044.20 上肢血管探查术(桡动脉) 1012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30804044.30 上肢血管探查术(尺动脉血管探查术) 1012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30804044.40 上肢血管探查术(下肢血管探查术) 1012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30804045 血管移植术 1237.5 次 手术治疗 乙类

330804046 肢体动脉瘤切除＋血管移植术 2821.5 次 手术治疗 乙类

330804046.10 肢体动脉瘤切除＋血管移植术(肢体动脉瘤切除+修补术) 2821.5 次 手术治疗 乙类

330804047 肢体动脉血管旁路移植术 2821.5 次 手术治疗 乙类

330804048 腋双股动脉人工血管转流术 2376 次 手术治疗 乙类

330804048.01 腋双股动脉人工血管转流术(继续向远端动脉架桥，每增一支加收) 800 每根血管 手术治疗 乙类

330804049 腋股动脉人工血管转流术 2376 次 手术治疗 乙类

330804049.01 腋股动脉人工血管转流术(继续向远端动脉架桥，每增一支加收) 800 每根血管 手术治疗 乙类

330804050 肢体动静脉修复术 1787.5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30804050.10 肢体动静脉修复术(外伤) 1787.5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30804050.20 肢体动静脉修复术(血管破裂) 1787.5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30804050.30 肢体动静脉修复术(断裂吻合) 1787.5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30804050.40 肢体动静脉修复术(补片成形) 1787.5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30804051 血管危象探查修复术 1650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30804052 先天性动静脉瘘栓塞＋切除术 1650 次 手术治疗 乙类

330804052.10 先天性动静脉瘘栓塞＋切除术(部分切除) 1650 次 手术治疗 乙类

330804052.20 先天性动静脉瘘栓塞＋切除术(缝扎) 1650 次 手术治疗 乙类

330804053 肢体静脉动脉化 1169.3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30804054.30 动静脉人工内瘘成形术(动静脉内外瘘栓塞再通术) 935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30804055 动静脉人工内瘘人工血管转流术 1485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30804055.10 动静脉人工内瘘人工血管转流术(加用其它部位血管做架桥) 1485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30804055.20 动静脉人工内瘘人工血管转流术(人工血管架桥) 1485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30804056 人工动静脉瘘切除重造术 1782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30804057 外伤性动静脉瘘修补术＋血管移植术 2673 次 手术治疗 乙类

330804058 股静脉带戒术 1856.8 次 手术治疗 乙类

330804058.10 股静脉带戒术(瓣膜修补术) 1856.8 次 手术治疗 乙类

330804060 下肢深静脉带瓣膜段置换术 2673 次 手术治疗 乙类

330804061 大隐静脉耻骨上转流术 1100 单侧 手术治疗 甲类

330804061.10 大隐静脉耻骨上转流术(人工动—静脉瘘) 1100 单侧 手术治疗 甲类

330804062 大隐静脉高位结扎＋剥脱术 1138.5 单侧 手术治疗 甲类

330804062.01 大隐静脉高位结扎＋剥脱术(使用静脉曲张内镜加收) 500 单侧 手术治疗 乙类

330804062.10 大隐静脉高位结扎＋剥脱术(大隐静脉曲张) 1138.5 单侧 手术治疗 甲类



330804062.20 大隐静脉高位结扎＋剥脱术(小隐静脉曲张) 1138.5 单侧 手术治疗 甲类

330804063 小动脉吻合术 1375 单侧 手术治疗 甲类

330804063.10 小动脉吻合术(指动脉吻合) 1375 单侧 手术治疗 甲类

330804063.20 小动脉吻合术(趾动脉吻合) 1375 单侧 手术治疗 甲类

330804064 小动脉血管移植术 1633.5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30804064.10 小动脉血管移植术(交通支结扎术) 1633.5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30804064.20 小动脉血管移植术(指血管移植) 1633.5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30804064.30 小动脉血管移植术(趾血管移植) 1633.5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30804065 大网膜游离移植术 1633.5 次 手术治疗 乙类

330804066 闭塞血管激光再通术 520.3 次 手术治疗 乙类

330804067 海绵状血管瘤激光治疗术 520.3 次 手术治疗 乙类



330804068 锁骨下动脉搭桥术 2376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30804069 髂内动脉结扎术 910.8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30804070 大隐静脉闭合术 910.8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30804071 夹层动脉瘤腔内隔绝术 4455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30804072 血管内滤器转换术 1300 次 手术治疗 非类

330900001 淋巴结穿刺术 50.6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30900002 体表淋巴结摘除术 227.7 每个部位 手术治疗 甲类

330900003 颈淋巴结清扫术 1336.5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30900004 腋窝淋巴结清扫术 1336.5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30900005 腹股沟淋巴结清扫术 1336.5 单侧 手术治疗 甲类

330900006 经腹腔镜盆腔淋巴结清扫术 1930.5 次 手术治疗 乙类



330900007 经腹腔镜盆腔淋巴结活检术 1375 次 手术治疗 乙类

330900007.10 经腹腔镜盆腔淋巴结活检术(淋巴结切除术) 1375 次 手术治疗 乙类

330900008 髂腹股沟淋巴结清扫术 1485 单侧 手术治疗 甲类

330900009 胸导管结扎术 1375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30900009.10 胸导管结扎术(乳糜胸外科治疗) 1375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30900010 经胸腔镜内乳淋巴链清除朮 1485 次 手术治疗 乙类

330900011 颈静脉胸导管吻合术 2079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30900012 腹股沟淋巴管-腰干淋巴管吻合术 1782 单侧 手术治疗 甲类

330900013 肢体淋巴管-静脉吻合术 1237.5 每支吻合血管 手术治疗 甲类

330900014 淋巴管大隐静脉吻合术 1237.5 单侧 手术治疗 甲类

330900015 淋巴管瘤蔓状血管瘤切除术 1375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30900015.10 淋巴管瘤蔓状血管瘤切除术(颈部) 1375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30900015.20 淋巴管瘤蔓状血管瘤切除术(躯干部) 1375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30900015.30 淋巴管瘤蔓状血管瘤切除术(瘤体侵及深筋膜以下深层组织) 1375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30900019 脾切除自体脾移植术 1930.5 次 手术治疗 乙类

330900020 异体脾脏移植术 3267 次 手术治疗 乙类

330900021 前哨淋巴结探查术 1100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30900021.10 前哨淋巴结探查术(淋巴结标记术) 1100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30900022 颈部淋巴结摘除术 632.5 次 手术治疗 乙类

330900023 颈部淋巴结结核灶清除术 2000 次 手术治疗 非类

3310.01 消化系统手术(使用胸腔镜加收) 350 次 手术治疗 乙类

331001001 颈侧切开食道异物取出术 891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31001002 食管破裂修补术 1782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31001002.10 食管破裂修补术(直接缝合修补) 1782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31001002.20 食管破裂修补术(利用其他组织修补) 1782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31001003 食管瘘清创术 1782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31001003.10 食管瘘清创术(填堵术) 1782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31001004 食管良性肿物切除术 2005.3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31001005 先天性食管囊肿切除术 2005.3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31001006 食管憩室切除术 2005.3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31001006.10 食管憩室切除术(内翻术) 2005.3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31001007 食管狭窄切除吻合术 2302.3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31001007.10 食管狭窄切除吻合术(食管蹼切除术) 2302.3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31001008 下咽颈段食管狭窄切除及颈段食管再造术 2376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31001009 食管闭锁造瘘术 1633.5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31001009.10 食管闭锁造瘘术(食管颈段造瘘) 1633.5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31001009.20 食管闭锁造瘘术(胃造瘘术) 1633.5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31001010 先天性食管闭锁经胸膜外吻合术 2079 次 手术治疗 非类

331001011 食管癌根治术 3267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31001011.01 食管癌根治术(三切口联合加收) 1000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31001011.10
食管癌根治术(胸内胃食管吻合(主动脉弓下，弓上胸顶部吻合)及颈

部吻合术)
3267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31001012 颈段食管癌切除+结肠代食管术 3341.8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31001012.10 颈段食管癌切除+结肠代食管术(经颈手术) 3341.8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31001012.20 颈段食管癌切除+结肠代食管术(经胸手术) 3341.8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31001012.30 颈段食管癌切除+结肠代食管术(经腹手术) 3341.8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31001013 颈段食管癌切除+颈部皮瓣食管再造术 3415.5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31001014 食管癌根治+结肠代食管术 3415.5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31001015 颈段食管切除术 2821.5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31001016 食管胃吻合口狭窄切开成形术 2227.5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31001016.10 食管胃吻合口狭窄切开成形术(狭窄局部切开缝合) 2227.5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31001016.20 食管胃吻合口狭窄切开成形术(再吻合术) 2227.5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31001017 食管横断吻合术 1782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31001017.10 食管横断吻合术(经网膜静脉门静脉测压术) 1782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31001017.20 食管横断吻合术(胃冠状静脉结扎术) 1782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31001018 食管再造术 3267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31001018.10 食管再造术(胃) 3267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31001018.20 食管再造术(肠代食管) 3267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31001019 食管胃短路捷径手术 1336.5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31001020 游离空肠代食管术 4455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31001020.10 游离空肠代食管术(游离空肠移植代下咽术) 4455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31001021 贲门痉挛(失弛缓症)肌层切开术 2302.3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31001022 贲门癌切除术 3267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31001023 贲门癌扩大根治术 4158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31001024 腔镜下经颈经食管裂孔食管癌根治术 7733 次 手术治疗 非类

331002001 胃肠切开取异物 1237.5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31002001.10 胃肠切开取异物(局部肿瘤切除) 1237.5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31002002 胃出血切开缝扎止血术 1237.5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31002003 近端胃大部切除术 2227.5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31002004 远端胃大部切除术 2005.3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31002004.10 远端胃大部切除术(胃、十二指肠吻合(BillrothI式)) 2005.3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31002004.20 远端胃大部切除术(胃空肠吻合(BillrothⅡ式)) 2005.3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31002004.30 远端胃大部切除术(胃—空肠Roux-y型吻合) 2005.3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31002005 胃癌根治术 2376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31002006 胃癌扩大根治术 2821.5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31002007 胃癌姑息切除术 2079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31002008 全胃切除术 2524.5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31002008.10 全胃切除术(食道空肠吻合(Roux-y型或袢式)) 2524.5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31002008.20 全胃切除术(食道—十二指肠吻合) 2524.5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31002008.30 全胃切除术(区域淋巴结清扫) 2524.5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31002009 胃肠造瘘术 1169.3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31002009.10 胃肠造瘘术(胃切开置造瘘管) 1169.3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31002009.20 胃肠造瘘术(小肠切开置造瘘管) 1169.3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31002010 胃扭转复位术 1169.3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31002011 胃肠穿孔修补术 1169.3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31002012 胃冠状静脉栓塞术 1512.5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31002012.10 胃冠状静脉栓塞术(结扎术) 1512.5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31002013 胃迷走神经切断术 1512.5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31002013.10 胃迷走神经切断术(选择性迷走神经切除) 1512.5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31002013.20 胃迷走神经切断术(迷走神经干切断) 1512.5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31002014 幽门成形术 1375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31002014.10 幽门成形术(括约肌切开成形) 1375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31002014.20 幽门成形术(幽门再造术) 1375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31002015 胃肠短路术 1237.5 次 手术治疗 非类

331002016 胃减容术 1782 次 手术治疗 非类

331002017 超声内镜引导下胃底曲张静脉栓塞术 2100 次 手术治疗 非类

331002018 腹腔镜下胃转流术 2000 次 手术治疗 非类

331003001 十二指肠憩室切除术 1485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31003001.10 十二指肠憩室切除术(内翻术) 1485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31003001.20 十二指肠憩室切除术(填塞术) 1485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31003002 十二指肠成形术 1411.3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31003002.10 十二指肠成形术(十二指肠闭锁切除术) 1411.3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31003003 壶腹部肿瘤局部切除术 2227.5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31003004 肠回转不良矫治术(Lodd.s'术) 1485 次 手术治疗 非类

331003005 小儿原发性肠套叠手术复位 894.3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31003006 肠扭转肠套叠复位术 962.5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31003007 肠切除术 1100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31003007.10 肠切除术(小肠切除) 1100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31003007.20 肠切除术(回盲部结肠部分切除) 1100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31003008 肠粘连松解术 1114.3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31003009 肠倒置术 1100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31003010 小肠移植术 4455 次 手术治疗 非类

331003011 肠造瘘还纳术 1188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31003012 肠瘘切除术 1375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31003013 肠排列术(固定术) 1375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31003014 肠储存袋成形术 1485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31003015 乙状结肠悬吊术 1485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31003016 先天性肠腔闭锁成形术 2153.8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31003016.10 先天性肠腔闭锁成形术(小肠) 2153.8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31003016.20 先天性肠腔闭锁成形术(结肠) 2153.8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31003017 结肠造瘘(Colostomy)术 1237.5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31003017.10 结肠造瘘(Colostomy)术(结肠双口造瘘) 1237.5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31003017.20 结肠造瘘(Colostomy)术(结肠单口造瘘) 1237.5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31003018 全结肠切除吻合术 2599.3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31003018.10 全结肠切除吻合术(回肠直肠吻合) 2599.3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31003018.20 全结肠切除吻合术(回肠肛管吻合) 2599.3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31003019 先天性巨结肠切除术 2227.5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31003019.10 先天性巨结肠切除术(直肠后结肠拖出术) 2227.5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31003019.20 先天性巨结肠切除术(直肠粘膜切除) 2227.5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31003019.30 先天性巨结肠切除术(结肠经直肠肌鞘内拖出术) 2227.5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31003020 结肠癌根治术 2227.5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31003020.10 结肠癌根治术(左半横结肠切除) 2227.5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31003020.20 结肠癌根治术(右半横结肠切除) 2227.5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31003020.30 结肠癌根治术(淋巴清扫) 2227.5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31003021 结肠癌扩大根治术 2821.5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31003023 肠吻合术 1512.5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31003024 结肠良性肿物切除术 1375 次 手术治疗 乙类

331003024.10 结肠良性肿物切除术(息肉) 1375 次 手术治疗 乙类

331003024.20 结肠良性肿物切除术(腺瘤切除) 1375 次 手术治疗 乙类

331003025 肠减压术 1512.5 次 手术治疗 非类

331003026 小肠腹壁造瘘 1237.5 次 手术治疗 非类

331003026.10 小肠腹壁造瘘(单口) 1237.5 次 手术治疗 非类

331003026.20 小肠腹壁造瘘(双口) 1237.5 次 手术治疗 非类

331003027 开腹肠道灌洗术 1512.5 次 手术治疗 非类



331004001 直肠出血缝扎术 481.8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31004002 直肠良性肿物切除术 550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31004002.10 直肠良性肿物切除术(粘膜肿物切除) 550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31004002.20 直肠良性肿物切除术(粘膜下肿物切除) 550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31004002.30 直肠良性肿物切除术(息肉) 550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31004002.40 直肠良性肿物切除术(腺瘤) 550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31004003 经内镜直肠良性肿物切除术 550 次 手术治疗 乙类

331004003.01 经内镜直肠良性肿物切除术(激光加收) 100 次 手术治疗 乙类

331004003.02 经内镜直肠良性肿物切除术(套扎加收) 100 次 手术治疗 乙类

331004003.10 经内镜直肠良性肿物切除术(粘膜) 550 次 手术治疗 乙类

331004003.20 经内镜直肠良性肿物切除术(粘膜下) 550 次 手术治疗 乙类



331004003.30 经内镜直肠良性肿物切除术(息肉) 550 次 手术治疗 乙类

331004003.40 经内镜直肠良性肿物切除术(腺瘤) 550 次 手术治疗 乙类

331004004 直肠狭窄扩张术 412.5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31004005 直肠后间隙切开术 550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31004006 直肠前壁切除缝合术 1336.5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31004007 直肠前突开放式修补术 1336.5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31004008 直肠肛门假性憩室切除术 962.5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31004009 直肠肛门周围脓肿切开排脓术 412.5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31004009.01 直肠肛门周围脓肿切开排脓术(高位加收) 100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31004009.02 直肠肛门周围脓肿切开排脓术(多脓肿加收) 100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31004010 经骶尾部直肠癌切除术 2227.5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31004011 经腹会阴直肠癌根治术(Miles手术) 2821.5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31004012 经腹直肠癌根治术(Dixon手术) 2524.5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31004013 直肠癌扩大根治术 3267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31004013.01 直肠癌扩大根治术(全盆腔脏器切除加收) 700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31004013.10 直肠癌扩大根治术(拖出式直肠癌根治术) 3267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31004014 直肠癌术后复发盆腔脏器切除术 2970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31004015 直肠脱垂悬吊术 1930.5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31004016 经肛门直肠脱垂手术 962.5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31004017 耻骨直肠肌松解术 894.3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31004018 直肠粘膜环切术 962.5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31004019 肛管缺损修补术 687.5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31004020 肛周常见疾病手术治疗 412.5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31004020.10 肛周常见疾病手术治疗(痔切除或套扎) 412.5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31004020.20 肛周常见疾病手术治疗(肛裂切除或套扎) 412.5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31004020.30 肛周常见疾病手术治疗(息肉切除或套扎) 412.5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31004020.40 肛周常见疾病手术治疗(疣切除或套扎) 412.5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31004020.50 肛周常见疾病手术治疗(肥大肛乳头切除或套扎) 412.5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31004020.60 肛周常见疾病手术治疗(痣切除或套扎) 412.5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31004020.70 肛周常见疾病手术治疗(肛周肿物切除术) 412.5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31004021 低位肛瘘切除术 619.3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31004021.10 低位肛瘘切除术(窦道) 619.3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31004022 高位肛瘘切除术 797.5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31004022.10 高位肛瘘切除术(复杂肛瘘) 797.5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31004023 混合痔嵌顿手法松解回纳术 110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31004023.01 混合痔嵌顿手法松解回纳术(痔核切开回纳术加收) 80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31004024 内痔环切术 550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31004025 肛门内括约肌侧切术 550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31004025.10 肛门内括约肌侧切术(后正中切断术) 550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31004026 肛门成形术 894.3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31004026.10 肛门成形术(肛门闭锁) 894.3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31004026.20 肛门成形术(肛门失禁) 894.3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31004026.30 肛门成形术(括约肌修复) 894.3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31004027 腹会阴肛门成形术 1782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31004028 尾路肛门成形术 1708.3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31004028.10 尾路肛门成形术(经直肠直肠尿道瘘修补) 1708.3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31004028.20 尾路肛门成形术(直肠阴道瘘修补) 1708.3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31004029 会阴肛门成形术 1188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31004030 会阴成形直肠前庭瘘修补术 1708.3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31004031 先天一穴肛矫治术 2673 次 手术治疗 非类

331004032 肛门括约肌再造术 1782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31004032.01 肛门括约肌再造术(肛门内括约肌再造术收取) 800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31004032.10 肛门括约肌再造术(各种肌肉移位术) 1782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31004033 肛管皮肤移植术 891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31004034 开腹排粪石术 894.3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31004034.10 开腹排粪石术(取蛔虫) 894.3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31004035 直肠癌姑息性切除术 2227.5 次 手术治疗 非类

331004036 经腹腔镜直肠癌NOTES术 6000 次 手术治疗 非类

331004036.01 经腹腔镜直肠癌NOTES术(乙状结肠癌NOTES手术加收) 500 次 手术治疗 非类

331005001 肝损伤清创修补术 1930.5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31005001.01 肝损伤清创修补术(伤及大血管、胆管和多破口的修补加收) 600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31005002 开腹肝活检术 1100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31005002.10 开腹肝活检术(穿刺) 1100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31005003 经腹腔镜肝脓肿引流术 1782 次 手术治疗 乙类

331005004 肝包虫内囊摘除术 1782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31005005 经腹腔镜肝囊肿切除术 1782 次 手术治疗 乙类



331005006 肝内病灶清除术 2227.5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31005006.10 肝内病灶清除术(肝囊肿开窗) 2227.5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31005006.20 肝内病灶清除术(肝结核瘤切除术) 2227.5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31005007 肝癌切除术 2227.5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31005008 开腹肝动脉化疗泵置放术 1237.5 次 手术治疗 乙类

331005009 开腹肝动脉结扎门静脉置管皮下埋泵术 1306.8 次 手术治疗 乙类

331005010 开腹恶性肿瘤特殊治疗 1237.5 次 手术治疗 乙类

331005010.01 开腹恶性肿瘤特殊治疗(激光法加收) 80 次 手术治疗 非类

331005010.02 开腹恶性肿瘤特殊治疗(射频法加收) 200 次 手术治疗 非类

331005011 开腹肝动脉栓塞术 1237.5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31005012 开腹肝管栓塞术 1375 次 手术治疗 乙类



331005013 肝部分切除术 2227.5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31005014 肝左外叶切除术 2227.5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31005014.10 肝左外叶切除术(肿瘤) 2227.5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31005014.20 肝左外叶切除术(结核) 2227.5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31005014.30 肝左外叶切除术(结石) 2227.5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31005014.40 肝左外叶切除术(萎缩) 2227.5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31005015 半肝切除术 2970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31005015.10 半肝切除术(左半肝切除术) 2970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31005015.20 半肝切除术(右半肝切除术) 2970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31005016 肝三叶切除术 3564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31005016.10 肝三叶切除术(左三叶切除术) 3564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31005016.20 肝三叶切除术(右三叶切除术) 3564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31005016.30 肝三叶切除术(复杂肝癌切除术) 3564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31005017 异体供肝切除术 2970 次 手术治疗 乙类

331005018 肝移植术 18700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31005019 移植肝切除术+再移植术 19800 次 手术治疗 非类

331005020 器官联合移植术 20900 次 手术治疗 非类

331005021 肝门部肿瘤支架管外引流术 1930.5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31005021.10 肝门部肿瘤支架管外引流术(胆道内支架引流术) 1930.5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31005022 肝内胆管U形管引流术 1930.5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31005023 肝内异物取出术 1930.5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31005024 肝实质切开取石术 2079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31005025 肝血管瘤包膜外剥脱术 2079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31005026 肝血管瘤缝扎术 1782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31005027 开腹门静脉栓塞术 1375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31005028 体外肝肿瘤切除回植术 18700 次 手术治疗 非类

331006001 胆囊肠吻合术 1856.8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31006001.10 胆囊肠吻合术(Roux-y肠吻合术) 1856.8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31006003 胆囊造瘘术 962.5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31006004 高位胆管癌根治术 3267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31006005 肝胆总管切开取石+空肠Roux-y吻合术 2821.5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31006005.10 肝胆总管切开取石+空肠Roux-y吻合术(空肠间置术) 2821.5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31006005.20 肝胆总管切开取石+空肠Roux-y吻合术(肝胆管) 2821.5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31006005.30 肝胆总管切开取石+空肠Roux-y吻合术(总胆管和空肠吻合术) 2821.5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31006005.40 肝胆总管切开取石+空肠Roux-y吻合术(肝胆管狭窄成型术) 2821.5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31006006 肝门部胆管病变切除术 2376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31006007 肝动脉结扎术 1100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31006008 胆管修补成形术 1930.5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31006009 胆总管囊肿外引流术 962.5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31006010 先天性胆总管囊肿切除胆道成形术 2524.5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31006010.10 先天性胆总管囊肿切除胆道成形术(胆囊) 2524.5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31006010.20 先天性胆总管囊肿切除胆道成形术(胆总管囊肿切除) 2524.5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31006010.30 先天性胆总管囊肿切除胆道成形术(空肠R－Y吻合) 2524.5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31006010.40 先天性胆总管囊肿切除胆道成形术(空肠间置代胆道) 2524.5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31006010.50 先天性胆总管囊肿切除胆道成形术(矩形粘膜瓣) 2524.5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31006010.60 先天性胆总管囊肿切除胆道成形术(人工乳头防反流) 2524.5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31006010.70 先天性胆总管囊肿切除胆道成形术(胆道引流支架) 2524.5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31006010.80 先天性胆总管囊肿切除胆道成形术(腹腔引流) 2524.5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31006010.90 先天性胆总管囊肿切除胆道成形术(胰腺探查) 2524.5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31006011 胆总管探查T管引流术 1237.5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31006011.01 胆总管探查T管引流术(术中取石、冲洗加收) 150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31006013 经十二指肠镜乳头扩张术 1100 次 手术治疗 乙类

331006014 经十二指肠奥狄氏括约肌切开成形术 1782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31006014.10 经十二指肠奥狄氏括约肌切开成形术(十二指肠乳头括约肌切开术) 1782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31006015 经内镜奥狄氏括约肌切开取石术(ECT) 2079 次 手术治疗 乙类



331006015.10 经内镜奥狄氏括约肌切开取石术(ECT)(取蛔虫) 2079 次 手术治疗 乙类

331006016 经内镜奥狄氏括约肌切开胰管取石术 2153.8 次 手术治疗 乙类

331006017 开腹经胆道镜取石术 1930.5 次 手术治疗 乙类

331006017.10 开腹经胆道镜取石术(取蛔虫) 1930.5 次 手术治疗 乙类

331006018 先天胆道闭锁肝空肠Roux-y成形术(即葛西氏术) 2970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31006019 胆管移植术 2821.5 次 手术治疗 非类

331006020 胆囊癌根治术 2673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31007001 胰腺穿刺术 962.5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31007002 胰腺修补术 1485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31007003 胰腺囊肿内引流术 2153.8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31007003.10 胰腺囊肿内引流术(胃囊肿吻合术) 2153.8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31007003.20 胰腺囊肿内引流术(空肠囊肿吻合术) 2153.8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31007004 胰腺囊肿外引流术 1237.5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31007005 胰管切开取石术 2524.5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31007007 胰体尾切除术 2524.5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31007008 全胰腺切除术 3118.5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31007009 胰岛细胞瘤摘除术 2524.5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31007010 环状胰腺十二指肠侧侧吻合术 2376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31007012 胰腺假性囊肿内引流术 2302.3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31007012.10 胰腺假性囊肿内引流术(胰管切开取石内引流) 2302.3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31007012.20 胰腺假性囊肿内引流术(囊肿切开) 2302.3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31007012.30 胰腺假性囊肿内引流术(探查) 2302.3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31007012.40 胰腺假性囊肿内引流术(取石) 2302.3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31007012.50 胰腺假性囊肿内引流术(空肠R－Y吻合术) 2302.3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31007012.60 胰腺假性囊肿内引流术(囊肿—胃吻合内引流术) 2302.3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31007013 胰腺假性囊肿切除术 2302.3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31007014 异体供胰切除术 2673 次 手术治疗 非类

331007015 胰腺移植术 7425 次 手术治疗 非类

331007015.10 胰腺移植术(胎儿胰腺移植术) 7425 次 手术治疗 非类

331007016 异位异体移植胰腺切除术 2821.5 次 手术治疗 乙类

331007018 胰腺周围神经切除术 2227.5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31007018.10 胰腺周围神经切除术(胰腺周围神经阻滞术) 2227.5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31007019 坏死性胰腺炎清创引流术 2524.5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31008002 嵌顿疝复位修补术 962.5 单侧 手术治疗 甲类

331008007 脐瘘切除+修补术 894.3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31008008 剖腹探查术 894.3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31008008.10 剖腹探查术(腹腔引流术) 894.3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31008009 开腹腹腔内脓肿引流术 1031.8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31008009.10 开腹腹腔内脓肿引流术(后腹腔脓肿的外引流) 1031.8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31008009.20 开腹腹腔内脓肿引流术(实质脏器脓肿的外引流) 1031.8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31008010 腹腔包虫摘除术 1169.3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31008010.01 腹腔包虫摘除术(多发包虫加收) 200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31008011 腹腔窦道扩创术 1100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31008011.10 腹腔窦道扩创术(窦道切除) 1100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31008012 腹腔内肿物切除术 1336.5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31008012.10 腹腔内肿物切除术(系膜) 1336.5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31008012.20 腹腔内肿物切除术(腹膜) 1336.5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31008012.30 腹腔内肿物切除术(网膜肿物) 1336.5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31008013 腹腔恶性肿瘤特殊治疗 965.8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31008013.01 腹腔恶性肿瘤特殊治疗(激光法加收) 80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31008013.02 腹腔恶性肿瘤特殊治疗(射频法加收) 200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31008014 经直肠盆腔脓肿切开引流术 1188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31008015 腹膜后肿瘤切除术 2302.3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31008016 盆底痉挛部肌肉神经切除术 2049.3 次 手术治疗 非类

331008017 腹壁肿瘤切除术 756.8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31008017.01 腹壁肿瘤切除术(肿瘤直径在5cm以上加收) 150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31008018 腹壁整形术 1336.5 次 手术治疗 非类

331008019 脐整形术 1485 次 手术治疗 非类

331008020 先天性脐膨出修补术 1336.5 次 手术治疗 非类

331008021 先天性腹壁裂修补术 1708.3 次 手术治疗 非类

331008022 腹壁缺损修复术 1708.3 次 手术治疗 乙类

331008023 门静脉切开取栓术 2302.3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31008023.10 门静脉切开取栓术(支架置入) 2302.3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31008024 门脉高压症门体静脉分流术 2673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31008025 门体静脉搭桥分流术 2821.5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31008026 门体静脉断流术 2153.8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31008026.01 门体静脉断流术(食管横断吻合术加收) 300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31008026.10 门体静脉断流术(经网膜静脉门静脉测压术) 2153.8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31008027 经胸食管胃静脉结扎术 2599.3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31008028 腹水转流术 2227.5 次 手术治疗 乙类

331008028.10 腹水转流术(腹腔—颈内静脉转流术) 2227.5 次 手术治疗 乙类

331008028.20 腹水转流术(腹腔—股静脉转流术) 2227.5 次 手术治疗 乙类

331008029 经腹腔镜门脉交通支结扎术 2376 次 手术治疗 乙类

331008030 经腹骶前肿物切除术 2524.5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31008030.10 经腹骶前肿物切除术(良性) 2524.5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31008030.20 经腹骶前肿物切除术(恶性) 2524.5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31008030.30 经腹骶前肿物切除术(经骶尾部骶前肿物切除术) 2524.5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31008031 膈下脓肿清除术 1114.3 次 手术治疗 非类

331101001 肾破裂修补术 1650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31101002 肾固定术 1375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31101003 肾折叠术 1375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31101004 肾包膜剥脱术 1375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31101005 肾周围淋巴管剥脱术 1787.5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31101006 肾周围粘连分解术 1375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31101007 肾肿瘤剔除术 1930.5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31101008 肾切除术 1650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31101008.01 肾切除术(经腹腔镜加收) 300 次 手术治疗 乙类

331101009 肾部分切除术 2079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31101010 根治性肾切除术 2524.5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31101011 重复肾重复输尿管切除术 2227.5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31101012 融合肾分解术 2376 次 手术治疗 乙类

331101013 肾实质切开造瘘术 1306.8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31101014 肾囊肿切除术 1237.5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31101014.01 肾囊肿切除术(经腹腔镜加收) 300 次 手术治疗 非类

331101014.10 肾囊肿切除术(去顶术) 1237.5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31101015 多囊肾去顶减压术 1650 单侧 手术治疗 甲类

331101016 肾切开取石术 1787.5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31101016.10 肾切开取石术(肾盂切开) 1787.5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31101016.20 肾切开取石术(肾实质切开) 1787.5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31101017 肾血管重建术 2970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31101017.10 肾血管重建术(肾血管狭窄成形术) 2970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31101018 自体肾移植术 4455 次 手术治疗 乙类

331101019 异体肾移植术 4158 次 手术治疗 乙类

331101020 异体供肾取肾术 1930.5 次 手术治疗 乙类

331101021 供体肾修复术 742.5 次 手术治疗 乙类

331101022 移植肾探查术 1100 次 手术治疗 乙类

331101023 移植肾肾周血肿清除术 1100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31101024 离体肾取石术 2970 次 手术治疗 非类

331101025 肾肿瘤腔静脉内瘤栓切取术 2970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31101025.01 肾肿瘤腔静脉内瘤栓切取术(开胸手术加收) 500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31102001 肾盂癌根治术 2450.8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31102002 肾盂成形肾盂输尿管再吻合术 2079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31102003 经皮肾镜或输尿管镜内切开成形术 2524.5 次 手术治疗 乙类

331102004 肾下盏输尿管吻合术 2227.5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31102005 肾盂输尿管成形术 2079 单侧 手术治疗 甲类

331102005.10 肾盂输尿管成形术(单纯肾盂) 2079 单侧 手术治疗 甲类

331102005.20 肾盂输尿管成形术(输尿管成形) 2079 单侧 手术治疗 甲类

331102007 输尿管切开取石术 1237.5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31102008 输尿管损伤修补术 1633.5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31102009 输尿管狭窄段切除再吻合术 1930.5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31102010 输尿管开口囊肿切除术 1100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31102011 输尿管残端切除术 1100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31102012 输尿管膀胱再植术 1633.5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31102013 输尿管皮肤造口术 1512.5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31102014 输尿管乙状结肠吻合术 1782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31102015 输尿管松解术 1512.5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31102016 输尿管整形术 1782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31102017 腔静脉后输尿管整形术 1930.5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31102018 肠管代输尿管术 2376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31102019 膀胱瓣代输尿管术 2227.5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31102019.10 膀胱瓣代输尿管术(膀胱瓣输出道异位可控膀胱术) 2227.5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31102020 经尿道输尿管软镜肾盂旁囊肿内切开术 3700 次 手术治疗 #N/A



331102020.01 经尿道输尿管软镜肾盂旁囊肿内切开术（激光法加收） 800 次 手术治疗 #N/A

331103001 膀胱切开取石术 822.8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31103002 膀胱憩室切除术 1306.8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31103003 膀胱部分切除术 1306.8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31103004 膀胱切开肿瘤烧灼术 1306.8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31103005 膀胱造瘘术 506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31103006 根治性膀胱全切除术 2970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31103007 膀胱尿道全切除术 2970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31103008 膀胱再造术 3267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31103009 回肠膀胱术 2450.8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31103009.10 回肠膀胱术(结肠) 2450.8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31103010 可控性回肠膀胱术 2524.5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31103010.10 可控性回肠膀胱术(结肠) 2524.5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31103011 回肠扩大膀胱术 2376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31103011.10 回肠扩大膀胱术(结肠) 2376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31103012 直肠膀胱术 2376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31103013 胃代膀胱术 2821.5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31103014 肠道原位膀胱术 2227.5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31103015 膀胱瘘管切除术 962.5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31103016 膀胱破裂修补术 1012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31103017 膀胱膨出修补术 1237.5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31103018 膀胱外翻成形术 2376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31103018.10 膀胱外翻成形术(修补术) 2376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31103019 膀胱阴道瘘修补术 1782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31103020 膀胱颈部Y—V成形术 1633.5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31103021 膀胱颈重建术 1633.5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31103021.10 膀胱颈重建术(紧缩术) 1633.5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31103022 膀胱颈悬吊术 1782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31103023 神经性膀胱腹直肌移位术 1782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31103024 脐尿管瘘切除术 962.5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31103025 经膀胱镜膀胱颈电切术 1375 次 手术治疗 乙类

331103026 经尿道膀胱肿瘤特殊治疗 1237.5 次 手术治疗 乙类

331103026.01 经尿道膀胱肿瘤特殊治疗(激光法加收) 80 次 手术治疗 乙类



331103026.02 经尿道膀胱肿瘤特殊治疗(电切法加收) 300 次 手术治疗 乙类

331103027 经尿道膀胱碎石取石术 190.3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31103027.01 经尿道膀胱碎石取石术(钬激光加收) 800 次 手术治疗 非类

331103027.02 经尿道膀胱碎石取石术(弹导加收) 300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31103027.03 经尿道膀胱碎石取石术(普通激光加收) 80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31103027.04 经尿道膀胱碎石取石术(液电加收) 80 次 手术治疗 非类

331103027.10 经尿道膀胱碎石取石术(血块取出) 190.3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31103027.20 经尿道膀胱碎石取石术(异物取出) 190.3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31103028 脐尿管肿瘤切除术 1237.5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31104001 尿道修补术 1650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31104001.10 尿道修补术(经会阴) 1650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31104001.20 尿道修补术(耻骨劈开) 1650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31104001.30 尿道修补术(尿道套入) 1650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31104001.40 尿道修补术(内植皮) 1650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31104002 尿道折叠术 1188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31104003 尿道会师术 962.5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31104004 前尿道吻合术 1100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31104005 尿道切开取石术 962.5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31104005.10 尿道切开取石术(尿道切开取异物术) 962.5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31104006 尿道瓣膜电切术 1100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31104007 尿道狭窄瘢痕切除术 1100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31104007.01 尿道狭窄瘢痕切除术(冷切加收) 100 次 手术治疗 乙类



331104007.02 尿道狭窄瘢痕切除术(电切加收) 120 次 手术治疗 乙类

331104008 尿道良性肿物切除术 1031.8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31104008.01 尿道良性肿物切除术(激光法加收) 80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31104009 尿道憩室切除术 894.3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31104010 尿道旁腺囊肿摘除术 894.3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31104011 尿道癌根治术 1782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31104011.01 尿道癌根治术(膀胱全切和尿路重建加收) 800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31104012 重复尿道切除术 1100 次 手术治疗 乙类

331104013 尿道重建术 1930.5 次 手术治疗 乙类

331104014 尿道阴道瘘修补术 1930.5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31104015 尿道直肠瘘修补术 1930.5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31104016 会阴阴囊皮瓣尿道成型术 1930.5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31104017 尿道会阴造口术 825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31104018 尿道瘘修补术 962.5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31104019 尿道瓣膜切除成形术 1100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31104020 尿道粘膜脱垂切除术 962.5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31104020.10 尿道粘膜脱垂切除术(尿道肉阜切除术) 962.5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31104021 尿道外口整形术 632.5 次 手术治疗 非类

331104022 尿道悬吊延长术 962.5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31104023 尿道下裂Ⅰ期成形术 1782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31104024 尿道下裂Ⅱ期成形术 2079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31104025 尿道下裂阴茎下弯矫治术 1039.5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31104026 尿道下裂修复术 1930.5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31104026.10 尿道下裂修复术(尿瘘修补) 1930.5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31104027 尿道上裂修复术 1930.5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31104028 尿道上裂膀胱外翻矫治术 2227.5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31104028.01 尿道上裂膀胱外翻矫治术(骨盆截骨加收) 700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31201001 前列腺癌根治术 2821.5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31201002 耻骨上前列腺切除术 1782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31201003 耻骨后前列腺切除术 1782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31201004 前列腺囊肿切除术 1633.5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31201005 前列腺脓肿切开术 1188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31201006 经尿道前列腺电切术 1787.5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31201006.01 经尿道前列腺电切术(汽化电切加收) 500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31201006.02 经尿道前列腺电切术(钬激光法加收) 800 次 手术治疗 非类

331201007 经尿道前列腺气囊扩张术 506 次 手术治疗 乙类

331201008 经尿道前列腺支架置入术 885.5 次 手术治疗 乙类

331201009 精囊肿物切除术 1782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31201010 前列腺选择性光汽化术 5500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31201011 前列腺电化学治疗术 1100 次 手术治疗 非类

331201012 前列腺场效消融术 759 次 手术治疗 非类

331202001 阴囊坏死扩创术 316.8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31202002 阴囊脓肿引流术 316.8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31202002.10 阴囊脓肿引流术(血肿清除引流) 316.8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31202003 阴囊成形术 577.5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31202004 阴囊肿物切除术 481.8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31202005 高位隐睾下降固定术 949.3 单侧 手术治疗 甲类

331202006 睾丸鞘膜翻转术 506 单侧 手术治疗 甲类

331202007 交通性鞘膜积液修补术 696.3 单侧 手术治疗 甲类

331202008 睾丸附件扭转探查术 696.3 单侧 手术治疗 甲类

331202009 睾丸破裂修补术 822.8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31202010 睾丸固定术 949.3 单侧 手术治疗 甲类

331202011 睾丸切除术 632.5 单侧 手术治疗 甲类

331202012 睾丸肿瘤腹膜后淋巴结清扫术 2673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31202013 自体睾丸移植术 1930.5 次 手术治疗 非类



331202014 经腹腔镜隐睾探查术 1930.5 单侧 手术治疗 非类

331202015 两性畸型剖腹探查术 1782 次 手术治疗 非类

331203001 附睾切除术 632.5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31203001.10 附睾切除术(附睾肿物切除术) 632.5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31203002 输精管附睾吻合术 891 单侧 手术治疗 甲类

331203003 精索静脉转流术 891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31203004 精索静脉瘤切除术 594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31203005 精索静脉曲张栓塞术 668.8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31203006 精索静脉曲张高位结扎术 619.3 单侧 手术治疗 甲类

331203006.01 精索静脉曲张高位结扎术(分流术加收) 200 单侧 手术治疗 甲类

331203007 输精管插管术 412.5 次 手术治疗 乙类



331203008 输精管结扎术 316.8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31203009 输精管粘堵术 316.8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31203010 输精管角性结节切除术 379.5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31203011 输精管吻合术 619.3 单侧 手术治疗 甲类

331203012 输尿管间嵴切除术 965.8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31203013 经尿道射精管切开术 619.3 次 手术治疗 乙类

331204001 嵌顿包茎松解术 190.3 次 手术治疗 非类

331204001.10 嵌顿包茎松解术(包皮扩张分离术) 190.3 次 手术治疗 非类

331204002 包皮环切术 190.3 次 手术治疗 非类

331204003 阴茎包皮过短整形术 619.3 次 手术治疗 非类

331204004 阴茎外伤清创术 190.3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31204005 阴茎再植术 1930.5 次 手术治疗 非类

331204006 阴茎囊肿切除术 550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31204006.10 阴茎囊肿切除术(阴茎硬节切除术) 550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31204007 阴茎部分切除术 1039.5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31204007.10 阴茎部分切除术(阴茎癌切除术) 1039.5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31204008 阴茎全切术 1633.5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31204008.10 阴茎全切术(阴茎癌切除术) 1633.5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31204009 阴茎阴囊全切术 1512.5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31204009.01 阴茎阴囊全切(尿路改道术加收) 550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31204010 阴茎重建成形术 2227.5 次 手术治疗 非类

331204011 阴茎再造术 2227.5 次 手术治疗 非类



331204012 阴茎假体置放术 1100 次 手术治疗 非类

331204013 阴茎畸型整形术 1100 次 手术治疗 非类

331204013.10 阴茎畸型整形术(阴茎弯曲矫正) 1100 次 手术治疗 非类

331204014 阴茎延长术 1375 次 手术治疗 非类

331204014.10 阴茎延长术(阴茎加粗) 1375 次 手术治疗 非类

331204014.20 阴茎延长术(隐匿型延长术) 1375 次 手术治疗 非类

331204015 阴茎阴囊移位整形术 1650 次 手术治疗 非类

331204015.01 阴茎阴囊移位整形(增加会阴型尿道下裂修补术加收) 600 次 手术治疗 非类

331204016 尿道阴茎海绵体分流术 1100 次 手术治疗 乙类

331204017 阴茎血管重建术 1512.5 次 手术治疗 乙类

331204018 阴茎海绵体分离术 962.5 次 手术治疗 乙类



331204019 阴茎静脉结扎术 962.5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31204019.10 阴茎静脉结扎术(海绵体静脉) 962.5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31204019.20 阴茎静脉结扎术(背深静脉) 962.5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313.01 女性生殖系统手术(使用宫腔镜加收) 300 次 手术治疗 乙类

331301001 经阴道卵巢囊肿穿刺术 190.3 单侧 手术治疗 甲类

331301002 卵巢囊肿剔除术 885.5 单侧 手术治疗 甲类

331301002.10 卵巢囊肿剔除术(烧灼术) 885.5 单侧 手术治疗 甲类

331301003 卵巢修补术 885.5 单侧 手术治疗 甲类

331301004 卵巢楔形切除术 885.5 单侧 手术治疗 甲类

331301004.10 卵巢楔形切除术(卵巢切开探查) 885.5 单侧 手术治疗 甲类

331301004.20 卵巢楔形切除术(多囊卵巢打孔术) 885.5 单侧 手术治疗 甲类



331301005 卵巢切除术 962.5 单侧 手术治疗 甲类

331301006 卵巢癌根治术 2673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31301006.01 卵巢癌根治术(膀胱切除加收) 600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31301006.02 卵巢癌根治术(肠管部分切除加收) 600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31301007 卵巢癌探查术 1188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31301008 卵巢输卵管切除术 894.3 单侧 手术治疗 甲类

331301009 卵巢移位术 1100 单侧 手术治疗 乙类

331301011 阴式卵巢囊肿剥除术 3800 次 手术治疗 非类

331302001 输卵管结扎术 506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31302001.10 输卵管结扎术(传统术式) 506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31302001.20 输卵管结扎术(经阴道术式) 506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31302002 显微外科输卵管吻合术 1633.5 次 手术治疗 乙类

331302003 输卵管修复整形术 1039.5 次 手术治疗 非类

331302004 输卵管切除术 696.3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31302004.10 输卵管切除术(宫外孕的各类手术)(如输卵管开窗术) 696.3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31302006 经输卵管镜插管通水术 632.5 次 手术治疗 非类

331302007 输卵管选择性插管术 443.3 次 手术治疗 非类

331302008 经腹腔镜输卵管高压洗注术 759 次 手术治疗 乙类

331302009 输卵管宫角植入术 1188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31302010 输卵管介入治疗 1375 次 手术治疗 乙类

331302010.10 输卵管介入治疗(输卵管积水穿刺) 1375 次 手术治疗 乙类

331303002 宫颈肌瘤剔除术 1485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31303003 宫颈残端切除术 1100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31303004 宫颈锥形切除术 506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31303005 宫颈环形电切术 443.3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31303005.01 宫颈环形电切术(使用leep刀加收) 150 次 手术治疗 非类

331303006 非孕期子宫内口矫正术 687.5 次 手术治疗 乙类

331303007 孕期子宫内口缝合术 550 次 手术治疗 乙类

331303008 曼氏手术 1925 次 手术治疗 乙类

331303009 子宫颈截除术 962.5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31303010 子宫修补术 1031.8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31303011 经腹子宫肌瘤剔除术 1237.5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31303012 子宫次全切除术 1169.3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31303013 阴式全子宫切除术 1512.5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31303015 全子宫+双附件切除术 1512.5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31303016 次广泛子宫切除术 1782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31303016.01 次广泛子宫切除(双附件切除术加收) 100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31303017 广泛性子宫切除+盆腹腔淋巴结清除术 2821.5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31303018 经腹阴道联合子宫切除术 1650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31303019 子宫整形术 1039.5 次 手术治疗 乙类

331303019.01 子宫整形术(同时使用宫腔镜和腹腔镜辅助手术加收) 500 次 手术治疗 乙类

331303019.10 子宫整形术(纵隔切除) 1039.5 次 手术治疗 乙类

331303019.20 子宫整形术(残角子宫切除) 1039.5 次 手术治疗 乙类

331303019.30 子宫整形术(畸形子宫矫治) 1039.5 次 手术治疗 乙类



331303019.40 子宫整形术(双角子宫融合) 1039.5 次 手术治疗 乙类

331303020 开腹取环术 632.5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31303021 经腹腔镜取环术 619.3 次 手术治疗 乙类

331303022 子宫动脉结扎术 550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31303023 子宫悬吊术 1039.5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31303023.10 子宫悬吊术(阴道吊带术) 1039.5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31303023.20 子宫悬吊术(阴道残端悬吊术) 1039.5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31303025 盆腔巨大肿瘤切除术 1485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31303026 阔韧带内肿瘤切除术 1485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31303027 子宫内膜去除术 594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31303027.10 子宫内膜去除术(热球) 594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31303027.20 子宫内膜去除术(射频消融) 594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31303027.30 子宫内膜去除术(电凝术) 594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31303028 根治性宫颈切除术 2524.5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31303028.01 根治性宫颈切除术(经阴道加收) 500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31303029 粘膜下子宫肌瘤圈套术 962.5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31303030 宫颈悬吊术 1485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31303031 腹腔镜下骶韧带离断术 1100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31303032 骶前神经切断术 1039.5 次 手术治疗 非类

331303033 腹腔镜辅助阴式子宫肌瘤挖除术 4000 次 手术治疗 非类

331303034 腹腔镜辅助阴式子宫瘢痕妊娠病灶切除 5441 次 手术治疗 非类

331303035 宫颈成形术 1050 次 手术治疗 非类



331304001 阴道异物取出术 60.5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31304002 阴道裂伤缝合术 316.8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31304002.10 阴道裂伤缝合术(会阴裂伤缝合) 316.8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31304003 阴道扩张术 60.5 次 手术治疗 乙类

331304004 阴道疤痕切除术 506 次 手术治疗 乙类

331304005 阴道横纵膈切开术 506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31304006 阴道闭锁切开术 668.8 次 手术治疗 非类

331304007 阴道良性肿物切除术 506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31304007.10 阴道良性肿物切除术(阴道结节) 506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31304007.20 阴道良性肿物切除术(阴道囊肿切除) 506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31304008 阴道成形术 1485 次 手术治疗 非类



331304009 阴道直肠瘘修补术 1485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31304010 阴道壁血肿切开术 506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31304011 阴道前后壁修补术 1100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31304012 阴道中隔成形术 825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31304013 后穹窿损伤缝合术 825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31304013.10 后穹窿损伤缝合术(阴道后穹窿切开引流术) 825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31304015 全阴道切除术 2524.5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31305001 外阴损伤缝合术 363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31305002 陈旧性会阴裂伤修补术 550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31305003 陈旧性会阴Ⅲ度裂伤缝合术 1114.3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31305004 外阴脓肿切开引流术 181.5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31305004.10 外阴脓肿切开引流术(外阴血肿切开) 181.5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31305008 单纯性外阴切除术 885.5 次 手术治疗 乙类

331305009 外阴局部扩大切除术 1031.8 次 手术治疗 乙类

331305010 外阴广泛切除+淋巴结清除术 2673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31305011 外阴整形术 965.8 次 手术治疗 非类

331305012 前庭大腺囊肿造口术 302.5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31305013 前庭大腺囊肿切除术 480.7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31305014 处女膜切开术 145.2 次 手术治疗 非类

331306002 经腹腔镜盆腔粘连分离术 687.5 次 手术治疗 乙类

331306003 宫腔镜检查 399.3 次 临床诊断 乙类

331306003.10 宫腔镜检查(幼女阴道异物诊治) 399.3 次 临床诊断 乙类



331306004 经宫腔镜取环术 480.7 次 手术治疗 乙类

331306004.01 经宫腔镜取环术(断环加收) 50 次 手术治疗 乙类

331306004.02 经宫腔镜取环术(残留环加收) 50 次 手术治疗 乙类

331306004.03 经宫腔镜取环术(嵌顿环加收) 100 次 手术治疗 乙类

331306004.04 经宫腔镜取环术(腹腔镜辅助手术加收) 200 次 手术治疗 乙类

331306004.10 经宫腔镜取环术(宫腔内异物取出术) 480.7 次 手术治疗 乙类

331306005 经宫腔镜输卵管插管术 481.8 次 手术治疗 乙类

331306005.01 经宫腔镜输卵管插管术(使用腹腔镜辅助手术加收) 200 次 手术治疗 乙类

331306006 经宫腔镜宫腔粘连分离术 698.5 次 手术治疗 乙类

331306006.01 经宫腔镜宫腔粘连分离术(使用腹腔镜辅助手术加收) 200 次 手术治疗 乙类

331306007 经宫腔镜子宫纵隔切除术 1633.5 次 手术治疗 乙类



331306007.01 经宫腔镜子宫纵隔切除术(使用腹腔镜辅助手术加收) 200 次 手术治疗 乙类

331306008 经宫腔镜子宫肌瘤切除术 1633.5 次 手术治疗 乙类

331306008.01 经宫腔镜子宫肌瘤切除术(使用腹腔镜辅助手术加收) 200 次 手术治疗 乙类

331306009 经宫腔镜子宫内膜剥离术 1633.5 次 手术治疗 乙类

331306009.01 经宫腔镜子宫内膜剥离术(使用腹腔镜辅助手术加收) 200 次 手术治疗 乙类

3314.01 待产室产程观察(3小时以内，含3小时)加收 200 例 非手术治疗 非类

3314.02 待产室产程观察(3小时以上至10小时)加收 300 例 非手术治疗 非类

3314.03 待产室产程观察(10小时以上)加收 400 例 非手术治疗 非类

331400001 人工破膜术 30.8 次 孕产接生 甲类

331400002 单胎顺产接生 569.8 次 孕产接生 甲类

331400003 双胎接生 756.8 次 孕产接生 甲类



331400004 多胎接生 891 次 孕产接生 甲类

331400005 死胎接生 506 次 孕产接生 甲类

331400006 各种死胎分解术 742.5 次 孕产接生 甲类

331400007 难产接生 825 次 孕产接生 甲类

331400007.10 难产接生(臀位助产) 825 次 孕产接生 甲类

331400007.20 难产接生(臀位牵引) 825 次 孕产接生 甲类

331400007.30 难产接生(胎头吸引) 825 次 孕产接生 甲类

331400007.40 难产接生(胎头旋转) 825 次 孕产接生 甲类

331400007.50 难产接生(产钳助产) 825 次 孕产接生 甲类

331400007.60 难产接生(气囊助产) 825 次 孕产接生 甲类

331400008 外倒转术 126.5 次 孕产接生 甲类



331400009 内倒转术 344.3 次 孕产接生 甲类

331400010 手取胎盘术 126.5 次 孕产接生 甲类

331400011 脐带还纳术 151.8 次 孕产接生 非类

331400012 剖宫产术 1237.5 次 孕产接生 甲类

331400012.01 剖宫产术(增加一胎加收) 50 增加一胎 孕产接生 甲类

331400012.10 剖宫产术(古典式) 1237.5 次 孕产接生 甲类

331400012.20 剖宫产术(子宫下段) 1237.5 次 孕产接生 甲类

331400012.30 剖宫产术(腹膜外剖宫取胎术) 1237.5 次 孕产接生 甲类

331400013 剖宫产术中子宫全切术 1930.5 次 孕产接生 甲类

331400014 剖宫产术中子宫次全切术 1782 次 孕产接生 甲类

331400015 二次剖宫产术 1375 次 孕产接生 甲类



331400016 腹腔妊娠取胎术 1336.5 次 孕产接生 甲类

331400017 选择性减胎术 1188 次 孕产接生 非类

331400018 子宫颈裂伤修补术 137.5 次 孕产接生 甲类

331400019 子宫颈管环扎术(Mc-Donald) 275 次 孕产接生 非类

331400020 B-Lynch缝合止血术 1300 次 孕产接生 非类

3315.01 肌肉骨骼系统手术(取骨加收) 100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315.02 肌肉骨骼系统手术(使用关节镜系统加收) 350 次 手术治疗 乙类

3315.03 肌肉骨骼系统手术(使用刨刀系统加收) 350 次 手术治疗 乙类

3315.04 肌肉骨骼系统手术(使用等离子刀系统加收) 500 次 手术治疗 乙类

3315.05 肌肉骨骼系统手术(使用电磁导航系统加收(含体内定位钉)) 2750 次 手术治疗 非类

331501.01 脊柱骨关节手术(使用椎间盘镜加收) 350 次 手术治疗 乙类



331501001 经口咽部环枢椎肿瘤切除术 3267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31501002 颈3—7椎体肿瘤切除术(前入路) 2524.5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31501003 颈1—7椎板肿瘤切除术(后入路) 2524.5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31501004 胸椎肿瘤切除术 2673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31501005 胸椎椎板及附件肿瘤切除术 2227.5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31501006 前路腰椎肿瘤切除术 2376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31501007 后路腰椎椎板及附件肿瘤切除术 2227.5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31501008 经腹膜后胸膜外胸腰段椎体肿瘤切除术(胸11-腰2) 2200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31501009 经腹膜后腰2-4椎体肿瘤切除术 2376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31501010 经腹腰5骶1椎体肿瘤切除术 2673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31501011 骶骨肿瘤骶骨部分切除术 2376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31501012 骶骨肿瘤骶骨次全切除术 2673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31501013 骶骨肿瘤骶骨全切除及骶骨重建术 3267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31501014 腰骶髂连接部肿瘤切除术 2821.5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31501015 半骨盆切除术 2821.5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31501016 半骨盆切除人工半骨盆置换术 3415.5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31501017 髂窝脓肿切开引流术 822.8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31501018 髂腰肌脓肿切开引流术 894.3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31501019 颈椎间盘切除术 1782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31501020 颈椎间盘切除椎间植骨融合术 2524.5 每节间盘 手术治疗 甲类

331501020.01 颈椎间盘切除椎间植骨融合术(增加一节间盘加收) 900 每节间盘 手术治疗 甲类

331501021 颈椎体次全切除植骨融合术 2524.5 每节椎骨 手术治疗 甲类



331501022 颈椎钩椎关节切除术 2673 每节椎骨 手术治疗 甲类

331501023 颈椎侧方入路枢椎齿突切除术 3267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31501024 后入路环枢椎植骨融合术 2376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31501025 后入路环枢减压植骨融合固定术 2970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31501025.10 后入路环枢减压植骨融合固定术(环椎后弓切除减压) 2970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31501025.20 后入路环枢减压植骨融合固定术(枢椎板切除减压植骨固定) 2970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31501026 后入路枢环枕融合植骨固定术 2970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31501026.01 后入路枢环枕融合植骨固定术(增加枕骨大孔扩大加收) 250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31501026.02 后入路枢环枕融合植骨固定术(环枕后弓减压加收) 250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31501027 环枢椎侧块螺钉内固定术 2524.5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31501027.10 环枢椎侧块螺钉内固定术(前路) 2524.5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31501027.20 环枢椎侧块螺钉内固定术(后路) 2524.5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31501028 颈椎骨折脱位手术复位植骨融合内固定术 2524.5 每节椎骨 手术治疗 甲类

331501029 胸椎融合术 2673 每节椎骨 手术治疗 甲类

331501029.01 胸椎融合术(行椎体后缘减压术加收) 300 每节椎骨 手术治疗 甲类

331501030 胸椎腰椎前路内固定术 2599.3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31501031 胸椎横突椎板植骨融合术 2062.5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31501032 胸腰椎骨折切开复位内固定术 2376 每节椎骨 手术治疗 甲类

331501032.01
胸腰椎骨折切开复位内固定术(从前侧方入路脊髓前外侧减压手术加

收)
400 每节椎骨 手术治疗 甲类

331501033 经胸腹联合切口胸椎间盘切除术 2524.5 每节间盘 手术治疗 甲类

331501033.01 经胸腹联合切口胸椎间盘切除术(增加一节间盘加收) 900 每节间盘 手术治疗 甲类

331501034 腰椎间盘极外侧突出摘除术 1782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31501035 经皮椎间盘吸引术 1650 次 手术治疗 乙类

331501036 椎管扩大减压术 1930.5 每节椎板 手术治疗 甲类

331501036.01 椎管扩大减压术(增加神经根管减压加收) 200 每节椎板 手术治疗 甲类

331501036.10 椎管扩大减压术(多节段椎管狭窄减压) 1930.5 每节椎板 手术治疗 甲类

331501037 椎管扩大成形术 2227.5 每节椎板 手术治疗 甲类

331501038 腰椎间盘突出摘除术 1925 每节间盘 手术治疗 甲类

331501038.01 腰椎间盘突出摘除术(增加一节间盘加收) 700 每节间盘 手术治疗 甲类

331501039 经皮腰椎间盘摘除术 2062.5 次 手术治疗 乙类

331501040 后路腰椎间盘镜椎间盘髓核摘除术(MED) 3415.5 每节间盘 手术治疗 乙类

331501041 腰椎滑脱植骨融合术 2450.8 每节椎板 手术治疗 甲类

331501042 腰椎滑脱椎弓根螺钉内固定植骨融合术 2524.5 每节椎板 手术治疗 甲类



331501042.01 腰椎滑脱椎弓根螺钉内固定植骨融合术(椎板切除减压间盘摘除加收) 400 每节椎板 手术治疗 甲类

331501042.10 脊柱滑脱复位内固定术 2524.5 每节椎板 手术治疗 甲类

331501043 腰椎横突间融合术 1375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31501044 腰椎骶化横突切除术 1444.3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31501044.10 腰椎骶化横突切除术(浮棘) 1444.3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31501044.20 腰椎骶化横突切除术(钩棘) 1444.3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31501045 骨盆骨折髂内动脉结扎术 1650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31501046 骨盆骨折切开复位内固定术 2673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31501047 强直性脊柱炎多椎截骨矫正术 3267 次 手术治疗 乙类

331501047.01 强直性脊柱炎多椎截骨矫正术(前方入路松解术加收) 400 次 手术治疗 乙类

331501047.02 强直性脊柱炎多椎截骨矫正术(增加内固定加收) 200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31501047.10 强直性脊柱炎多椎截骨矫正术(后方入路截骨矫形) 3267 次 手术治疗 乙类

331501047.20 强直性脊柱炎多椎截骨矫正术(先天性脊柱畸形截骨矫正术) 3267 次 手术治疗 乙类

331501047.30 强直性脊柱炎多椎截骨矫正术(创伤性脊柱畸形截骨矫正术) 3267 次 手术治疗 乙类

331501047.40 强直性脊柱炎多椎截骨矫正术(TB性脊柱畸形截骨矫正术) 3267 次 手术治疗 乙类

331501048 脊柱侧弯矫正术(后路) 3118.5 次 手术治疗 乙类

331501048.01 脊柱侧弯矫正术(后路)(前方入路松解矫正术加收) 400 次 手术治疗 乙类

331501048.02 脊柱侧弯矫正术(后路)(植骨融合加收) 300 次 手术治疗 乙类

331501049 前路脊柱松解融合术 2524.5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31501049.01 前路脊柱松解融合术(前方入路松解术加收) 400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31501049.02 前路脊柱松解融合术(植骨融合加收) 300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31501050 前路脊柱旋转侧弯矫正术 2970 次 手术治疗 乙类



331501050.01 前路脊柱旋转侧弯矫正术(前方入路松解术加收) 400 次 手术治疗 乙类

331501050.02 前路脊柱旋转侧弯矫正术(植骨融合加收) 300 次 手术治疗 乙类

331501051 前路脊柱骨骺阻滞术后路椎板凸侧融合术 2524.5 次 手术治疗 乙类

331501051.01 前路脊柱骨骺阻滞术后路椎板凸侧融合术(开胸加收) 500 次 手术治疗 乙类

331501051.02 前路脊柱骨骺阻滞术后路椎板凸侧融合术(植骨融合加收) 300 次 手术治疗 乙类

331501052 脊柱椎间融合器植入植骨融合术 2747.8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31501053 脊柱半椎体切除术 2599.3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31501054 脊柱内固定物取出术 1512.5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31501054.01 脊柱内固定物取出术(前方入路加收) 300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31501055 滑板椎弓根钉复位植骨内固定术 2599.3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31501055.01 滑板椎弓根钉复位植骨内固定术(松解术加收) 200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31501055.02 滑板椎弓根钉复位植骨内固定术(椎板切除减压加收) 200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31501056 经皮穿刺颈腰椎间盘切除术 2376 每节间盘 手术治疗 乙类

331501056.01 经皮穿刺颈腰椎间盘切除术(增加一节间盘加收) 800 每节间盘 手术治疗 乙类

331501057 人工椎间盘植入术 2673 次 手术治疗 乙类

331501058 椎间盘微创消融术 1375 每间盘 手术治疗 乙类

331501058.01 椎间盘微创消融术(每增加一间盘加收) 500 每间盘 手术治疗 乙类

331501058.02 椎间盘微创消融术(射频消融加收) 200 每间盘 手术治疗 乙类

331501058.10 椎间盘微创消融术(椎间盘摘除术) 1375 每间盘 手术治疗 乙类

331501058.20 椎间盘微创消融术(椎间盘减压术) 1375 每间盘 手术治疗 乙类

331501059 经皮椎体成形术 1925 每椎体 手术治疗 甲类

331501059.01 经皮椎体成形术(每增加一椎体加收) 600 每椎体 手术治疗 甲类



331501059.10 经皮椎体成形术(髓核成形术) 1925 每椎体 手术治疗 甲类

331501060 人工椎体置换术 3712.5 每椎体 手术治疗 甲类

331501060.01 人工椎体置换术(每增加一椎体加收) 600 每椎体 手术治疗 甲类

331501060.10 人工椎体置换术(颈) 3712.5 每椎体 手术治疗 甲类

331501060.20 人工椎体置换术(胸) 3712.5 每椎体 手术治疗 甲类

331501060.30 人工椎体置换术(腰椎) 3712.5 每椎体 手术治疗 甲类

331501061 腰椎后路微创椎间植骨内固定术 2524.5 每节间盘 手术治疗 非类

331501061.01 腰椎后路微创椎间植骨内固定术(每增加一间盘加收) 500 每节间盘 手术治疗 非类

331502001 胸出口综合征手术 2227.5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31502001.01 胸出口综合征手术(联合手术加收) 500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31502001.10 胸出口综合征手术(颈肋切除术) 2227.5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31502001.20 胸出口综合征手术(前斜角肌切断术) 2227.5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31502001.30 胸出口综合征手术(经腋路第1肋骨切除术) 2227.5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31502002 臂丛神经损伤神经探查松解术 1782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31502003 臂丛神经损伤游离神经移植术 1930.5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31502003.01 臂丛神经损伤游离神经移植术(游离神经切取加收) 100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31502004 臂丛神经损伤神经移位术 2153.8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31502004.01 臂丛神经损伤神经移位术(联合手术加收) 500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31502004.10 臂丛神经损伤神经移位术(膈神经损伤神经移位术) 2153.8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31502004.20 臂丛神经损伤神经移位术(肋间神经损伤神经移位术) 2153.8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31502004.30 臂丛神经损伤神经移位术(颈丛神经损伤神经移位术) 2153.8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31502004.40 臂丛神经损伤神经移位术(对侧颈7神经损伤神经移位术) 2153.8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31502004.50 臂丛神经损伤神经移位术(副丛神经损伤神经移位术) 2153.8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31502005 神经吻合术 1031.8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31502005.01 神经吻合术(使用手术显微镜加收) 100 次 手术治疗 乙类

331502006 神经移植术 1856.8 次 手术治疗 乙类

331502006.01 神经移植术(使用手术显微镜加收) 100 次 手术治疗 乙类

331502007 带血管蒂游离神经移植术 2079 次 手术治疗 乙类

331502008 神经瘤切除术 1650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31502008.10 神经瘤切除术(肢体各部位病变) 1650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31502009 周围神经嵌压松解术 1650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31502010 坐骨神经松解术 1856.8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31502011 闭孔神经切断术 1375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31502012 闭孔神经内收肌切断术 1375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31502013 下肢神经探查吻合术 1485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31502013.10 下肢神经探查吻合术(股神经) 1485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31502013.20 下肢神经探查吻合术(坐骨神经) 1485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31502013.30 下肢神经探查吻合术(胫神经) 1485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31502013.40 下肢神经探查吻合术(腓神经) 1485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31502014 神经纤维部分切断术 1485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31503001 肩胛骨肿瘤肩胛骨全切除重建术 2599.3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31503001.01 肩胛骨肿瘤肩胛骨次全切术收取 1500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31503002 锁骨肿瘤锁骨全切除术 1930.5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31503002.01 锁骨肿瘤锁骨全切除术(锁骨肿瘤锁骨次全切除术收取) 950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31503002.10 锁骨肿瘤锁骨全切除术(病灶清除术收取) 750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31503003 肱骨肿瘤切除及骨重建术 2450.8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31503003.01 肱骨肿瘤切除及骨重建术(瘤体有周围组织浸润加收) 150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31503004 尺桡骨肿瘤切除及骨重建术 2450.8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31503004.01 尺桡骨肿瘤切除及骨重建术(瘤体有周围组织浸润加收) 150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31503004.10 尺桡骨肿瘤切除及骨重建术(肿瘤切除及管状骨重建术) 2450.8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31503005 髋臼肿瘤切除及髋关节融合术 2450.8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31503005.10 髋臼肿瘤切除及髋关节融合术(成形术) 2450.8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31503006 髂骨翼肿瘤切除术 2062.5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31503007 髌骨肿瘤截除术 2227.5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31503007.10 髌骨肿瘤截除术(局部切除) 2227.5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31503008 耻骨与坐骨肿瘤切除术 2376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31503009 股骨上端肿瘤切除人工股骨头置换术 2673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31503010 股骨干肿瘤全股骨切除人工股骨置换术 2821.5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31503011 股骨干肿瘤段切除与重建术 2079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31503011.01 股骨干肿瘤段切除与重建术(带血管骨移植术加收) 400 次 手术治疗 乙类

331503011.02 股骨干肿瘤段切除与重建术(带血管骨延长术加收) 400 次 手术治疗 乙类

331503012 股骨下段肿瘤刮除骨腔灭活植骨术 1650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31503013 股骨下段肿瘤切除术 1856.8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31503014 灭活再植或异体半关节移植术 2821.5 次 手术治疗 乙类

331503015 胫骨上段肿瘤刮除+植骨术 1787.5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31503016 骨肿瘤切开活检术 962.5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31503016.10 骨肿瘤切开活检术(四肢) 962.5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31503016.20 骨肿瘤切开活检术(脊柱) 962.5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31503016.30 骨肿瘤切开活检术(骨盆) 962.5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31503017 胫腓骨肿瘤切除+重建术 1930.5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31503018 跟骨肿瘤病灶刮除术 962.5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31503019 内生软骨瘤切除术 962.5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31503020 坐骨结节囊肿摘除术 962.5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31503021 骨盆肿瘤切除及骨重建术 2599.3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31504001 肘腕关节结核病灶清除术 1559.8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31504001.10 肘腕关节结核病灶清除术(关节成形术) 1559.8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31504001.20 肘腕关节结核病灶清除术(游离体摘除) 1559.8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31504001.30 肘腕关节结核病灶清除术(关节松懈) 1559.8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31504001.40 肘腕关节结核病灶清除术(关节软骨钻孔) 1559.8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31504002 骶髂关节结核病灶清除术 1633.5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31504003 髋关节结核病灶清除术 1782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31504004 膝关节结核病灶清除术 1708.3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31504005 踝关节结核病灶清除+关节融合术 1708.3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31504006 脊椎结核病灶清除术 2005.3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31504007 脊椎结核病灶清除+植骨融合术 2302.3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31504008 股骨头坏死病灶刮除植骨术 1787.5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31504008.01 股骨头坏死病灶刮除植骨术(带血管蒂植骨加收) 200 次 手术治疗 乙类

331504009 桡骨远端切除腓骨移植成形术 2450.8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31504010 骨髓炎病灶清除术 1100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31504011 骨髓炎切开引流灌洗术 822.8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31505001 锁骨骨折切开复位内固定术 1031.8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31505002 肱骨近端骨折切开复位内固定术 1336.5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31505003 肱骨干骨折切开复位内固定术 1336.5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31505004 肱骨骨折切开复位内固定术 1411.3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31505004.10 肱骨骨折切开复位内固定术(髁上) 1411.3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31505004.20 肱骨骨折切开复位内固定术(髁间) 1411.3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31505005 肱骨内外髁骨折切开复位内固定术 1411.3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31505005.10 肱骨内外髁骨折切开复位内固定术(肱骨小头) 1411.3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31505005.20 肱骨内外髁骨折切开复位内固定术(骨骺分离) 1411.3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31505006 尺骨鹰嘴骨折切开复位内固定术 1237.5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31505006.10 尺骨鹰嘴骨折切开复位内固定术(骨骺分离) 1237.5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31505007 桡骨头切除术 962.5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31505008 桡骨头骨折切开复位内固定术 1336.5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31505008.10 桡骨头骨折切开复位内固定术(挠骨颈部骨折) 1336.5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31505009 孟氏骨折切开复位内固定术 1782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31505010 桡尺骨干骨折切开复位内固定术 1237.5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31505011 科雷氏骨折切开复位内固定术 1336.5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31505011.10 科雷氏骨折切开复位内固定术(史密斯骨折) 1336.5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31505011.20 科雷氏骨折切开复位内固定术(巴顿骨折) 1336.5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31505012 髋臼骨折切开复位内固定术 2062.5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31505013 股骨颈骨折闭合复位内固定术 1650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31505014 股骨颈骨折切开复位内固定术 1650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31505015 股骨颈骨折切开复位内固定+带血管蒂或肌蒂骨移植术 1925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31505016 股骨转子间骨折内固定术 1633.5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31505017 股骨干骨折切开复位内固定术 1375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31505018 股骨髁间骨折切开复位内固定术 1708.3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31505019 髌骨骨折切开复位内固定术 1169.3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31505020 胫骨髁间骨折切开复位内固定术 1633.5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31505021 胫骨干骨折切开复位内固定术 1375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31505022 内外踝骨折切开复位内固定术 1169.3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31505023 三踝骨折切开复位内固定术 1782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31505024 肱骨干骨折不愈合切开植骨内固定术 1782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31505025 尺桡骨骨折不愈合切开植骨内固定术 1782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31505026 股骨干骨折不愈合切开植骨内固定术 1782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31505027 胫腓骨骨折不愈合切开植骨内固定术 1782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31505027.01 胫腓骨骨折不愈合切开植骨内固定术(胫骨骨折收取) 900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31505028 开放折骨术 1100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31505029 肱骨髁上骨折畸形愈合截骨矫形术 1633.5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31505030 尺骨上1/3骨折畸形愈合+桡骨小头脱位矫正术 1782 次 非手术治疗 甲类

331505031 桡骨下端骨折畸形愈合矫正术 1262.8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31505032 股骨干骨折畸形愈合截骨内固定术 1708.3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31505033 胫腓骨骨折畸形愈合截骨矫形术 1708.3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31505034 踝部骨折畸形愈合矫形术 1708.3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31505035 跟骨骨折切开复位撬拨术 1336.5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31505035.01 跟骨骨折切开复位撬拨术(跟骨骨折切开复位内固定术收取) 1100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31505036 距骨骨折伴脱位切开复位内固定术 1336.5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31505037 骨折内固定装置取出术 885.5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31505037.10 骨折内固定装置取出术(克氏针) 885.5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31505037.20 骨折内固定装置取出术(三叶钉) 885.5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31505037.30 骨折内固定装置取出术(钢板) 885.5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31505038 足部骨骨折切开复位内固定术 1031.8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31505038.01 足部骨骨折切开复位内固定术(双侧多处骨折加收) 300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31505038.10 足部骨骨折切开复位内固定术(关节内骨折) 1031.8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31505039 腓骨骨折切开复位内固定术 687.5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31505040 髂骨骨折切开复位内固定术 1512.5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31505041 耻骨骨折切开复位内固定术 1512.5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31506001 肩锁关节脱位切开复位内固定术 1485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31506001.10 肩锁关节脱位切开复位内固定术(肩锁关节成形) 1485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31506001.20 肩锁关节脱位切开复位内固定术(韧带重建术) 1485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31506002 肩关节脱位切开复位术 1375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31506002.01 肩关节脱位切开复位术(陈旧脱位加收) 250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31506002.10 肩关节脱位切开复位术(肩胛骨骨折切开复位内固定术) 1375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31506003 陈旧性肘关节前脱位切开复位术 1708.3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31506003.10 陈旧性肘关节前脱位切开复位术(桡骨小头脱位) 1708.3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31506004 髋关节脱位切开复位术 1708.3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31506005 先天性髋关节脱位手法复位石膏固定术 885.5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31506006 先天性髋关节脱位切开复位石膏固定术 1633.5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31506007 先天性髋关节脱位切开复位骨盆截骨内固定术 2227.5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31506008 先天性髋关节脱位切开复位骨盆截骨股骨上端截骨内固定术 2376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31506009 髌骨半脱位外侧切开松解术 825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31506009.01 髌骨半脱位外侧切开松解术(髌内侧支持带紧缩缝合术加收) 200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31506009.10 髌骨半脱位外侧切开松解术(髌韧带挛缩松解) 825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31506009.20 髌骨半脱位外侧切开松解术(前(后)交叉韧带紧缩) 825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31506010 髌骨脱位成形术 825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31506011 急性膝关节前后十字韧带破裂修补术 825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31506012 膝关节陈旧性前十字韧带重建术 891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31506013 膝关节陈旧性后十字韧带重建术 1485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31506014 膝关节陈旧性内外侧副韧带重建术 1633.5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31506015 膝关节单纯游离体摘除术 443.3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31506016 关节滑膜切除术(大) 1100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31506016.10 关节滑膜切除术(大)(膝) 1100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31506016.20 关节滑膜切除术(大)(肩) 1100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31506016.30 关节滑膜切除术(大)(髋) 1100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31506017 关节滑膜切除术(中) 687.5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31506017.10 关节滑膜切除术(中)(肘) 687.5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31506017.20 关节滑膜切除术(中)(腕) 687.5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31506017.30 关节滑膜切除术(中)(踝) 687.5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31506018 关节滑膜切除术(小) 481.8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31506018.10 关节滑膜切除术(小)(掌指) 481.8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31506018.20 关节滑膜切除术(小)(指间) 481.8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31506018.30 关节滑膜切除术(小)(趾间) 481.8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31506019 半月板切除术 687.5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31506019.10 半月板切除术(半月板修补术) 687.5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31506020 膝关节清理术 687.5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31506020.01 膝关节清理术(踝关节加收) 200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31506020.02 膝关节清理术(肩关节加收) 200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31506020.03 膝关节清理术(髋关节加收) 300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31506020.04 膝关节清理术(肘关节加收) 500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31506020.05 膝关节清理术(足关节加收) 500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31506020.10 膝关节清理术(直视下滑膜切除术) 687.5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31506020.20 膝关节清理术(软骨下骨修整) 687.5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31506020.30 膝关节清理术(游离体摘除) 687.5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31506020.40 膝关节清理术(骨质增生清除) 687.5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31506020.50 膝关节清理术(踝、肩、肘、髋、足等关节清理术) 687.5 每关节 手术治疗 甲类

331506021 踝关节稳定手术 1336.5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31506021.10 踝关节稳定手术(关节韧带重建) 1336.5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31506021.20 踝关节稳定手术(修复) 1336.5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31506021.30 踝关节稳定手术(肌腱转位术) 1336.5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31506022 腘窝囊肿切除术 962.5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31506023 肘关节稳定术 1633.5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31506024 关节骨软骨损伤修复术 1930.5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31506024.10 关节骨软骨损伤修复术(骨软骨移植) 1930.5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31506024.20 关节骨软骨损伤修复术(骨膜移植) 1930.5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31506024.30 关节骨软骨损伤修复术(微骨骨折) 1930.5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31506025 骶髂关节脱位切开复位内固定术 1262.8 次 手术治疗 非类

331506026 耻骨联合分离切开复位内固定术 1188 次 手术治疗 非类

331507001 人工全肩关节置换术 2524.5 次 手术治疗 乙类

331507001.01 人工全肩关节置换术(再置换术加收) 500 次 手术治疗 非类

331507002 人工肱骨头置换术 2227.5 次 手术治疗 乙类



331507003 人工肘关节置换术 2599.3 次 手术治疗 乙类

331507003.01 人工肘关节置换术(再置换术加收) 500 次 手术治疗 非类

331507004 人工腕关节置换术 2599.3 次 手术治疗 乙类

331507004.01 人工腕关节置换术(再置换术加收) 500 次 手术治疗 非类

331507005 人工全髋关节置换术 2599.3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31507005.01 人工全髋关节置换术(再置换术加收) 500 次 手术治疗 非类

331507006 人工股骨头置换术 2227.5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31507007 人工膝关节表面置换术 2970 次 手术治疗 乙类

331507007.01 人工膝关节表面置换术(再置换术加收) 500 次 手术治疗 非类

331507008 人工膝关节绞链式置换术 2673 次 手术治疗 乙类

331507008.01 人工膝关节绞链式置换术(再置换加收) 500 次 手术治疗 非类



331507009 人工踝关节置换术 2227.5 次 手术治疗 乙类

331507009.01 人工踝关节置换术(再置换术加收) 500 次 手术治疗 非类

331507010 人工髌股关节置换术 2227.5 次 手术治疗 乙类

331507011 人工关节取出术 1306.8 次 手术治疗 乙类

331507012 髋关节表面置换术 2227.5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31507013 人工跖趾关节置换术 2079 趾(跖) 手术治疗 甲类

331507013.01 人工跖趾关节置换术(每增加一趾(跖)加收) 500 趾(跖) 手术治疗 甲类

331507013.10 人工跖趾关节置换术(人工趾间关节置换术) 2079 趾(跖) 手术治疗 甲类

331507014 人工关节翻修术 4158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31507015 骨关节3D打印成型技术 4200 次 手术治疗 非类

331508001 骨骺肌及软组织肿瘤切除术 1188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31508002 骨骺早闭骨桥切除脂肪移植术 1633.5 次 手术治疗 乙类

331508003 骨骺固定术 1100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31508004 股骨头骨骺滑脱牵引复位内固定术 1336.5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31508005 带血管蒂肌蒂骨骺移植术 1930.5 次 手术治疗 乙类

331509001 尺骨头桡骨茎突切除术 962.5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31509002 髌股关节病变软骨切除软骨下钻孔术 1237.5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31509003 髌骨切除+股四头肌修补术 1485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31509004 移植取骨术 696.3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31509005 髂骨取骨术 696.3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31509006 取腓骨术 696.3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31509006.01 取腓骨术(带血管加收) 200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31509007 先天性锁骨假关节切除植骨内固定术 1262.8 次 手术治疗 非类

331509008 先天性胫骨假关节切除带血管腓骨移植术 2524.5 次 手术治疗 非类

331509009 距骨切除术 1262.8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31510001 肘关节截骨术 1485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31510002 腕关节截骨术 1188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31510003 掌骨截骨矫形术 1100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31510004 髋臼旋转截骨术 1782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31510005 股骨颈楔形截骨术 1485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31510006 股骨头钻孔及植骨术 1100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31510006.10 股骨头钻孔及植骨术(单纯钻孔减压术) 1100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31510007 股骨下端截骨术 1485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31510008 胫骨高位截骨术 1485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31510009 跟骨截骨术 1485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31510010 成骨不全多段截骨术 1485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31510011 平足症截骨矫形术 1336.5 次 手术治疗 非类

331511001 肘关节融合术 1485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31511002 先天性胫骨缺如胫骨上端膝关节融合术 1485 次 手术治疗 非类

331511003 踝关节融合手术 1485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31511003.01 踝关节融合手术(四关节融合术加收) 300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31511003.10 踝关节融合手术(三关节融合术) 1485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31511003.20 踝关节融合手术(胫关节融合术) 1485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31511003.30 踝关节融合手术(距关节融合术) 1485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31511004 跟骰关节融合术 1336.5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31511005 近侧趾间关节融合术 962.5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31511005.10 近侧趾间关节融合术(近节趾骨背侧契形截骨手术) 962.5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31512001 肘关节叉状成形术 1031.8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31512002 网球肘松解术 894.3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31512003 尺骨延长术 894.3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31512003.01 尺骨延长术(延长后治疗每日收取) 15 每日 手术治疗 甲类

331512004 尺骨短缩术 1031.8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31512005 桡骨延长术 894.3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31512005.01 桡骨延长术(延长后治疗每日收取) 15 每日 手术治疗 甲类

331512006 桡骨短缩术 1031.8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31512007 股骨延长术 894.3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31512007.01 股骨延长术(延长后治疗每日收取) 15 每日 手术治疗 甲类

331512008 髋臼造盖成形术 1485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31512009 血管束移植充填植骨术 1485 次 手术治疗 乙类

331512010 股四头肌成形术 1633.5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31512011 膝内外翻定点闭式折骨术 1336.5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31512012 髌韧带成形术 1306.8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31512012.10 髌韧带成形术(髌韧带断裂直接缝合术) 1306.8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31512012.20 髌韧带成形术(髌韧带远方移位术) 1306.8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31512012.30 髌韧带成形术(髌韧带止点移位术) 1306.8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31512012.40 髌韧带成形术(髌韧带断裂重建术) 1306.8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31512012.50 髌韧带成形术(人工髌腱成形术) 1306.8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31512013 胫骨结节垫高术 1100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31512014 先天性马蹄内翻足松解术 1411.3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31512014.10 先天性马蹄内翻足松解术(前路) 1411.3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31512014.20 先天性马蹄内翻足松解术(后路) 1411.3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31512015 踇外翻矫形术 894.3 次 手术治疗 非类

331512015.01 踇外翻矫形术(截骨加收) 200 次 手术治疗 非类

331512015.02 踇外翻矫形术(肌腱移位加收) 200 次 手术治疗 非类

331512016 第二跖骨头修整成形术 756.8 次 手术治疗 非类

331512017 骨移植术 822.8 次 手术治疗 乙类

331512018 胫骨延长术 962.5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31512018.01 胫骨延长术(延长后治疗每日收取) 15 日 手术治疗 甲类

331512019 上肢关节松解术 1485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31512019.01 上肢关节松解术(肘关节加收) 300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31512019.10 上肢关节松解术(肩) 1485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31512019.20 上肢关节松解术(肘) 1485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31512019.30 上肢关节松解术(腕) 1485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31512020 下肢关节松解术 1485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31512020.01 下肢关节松解术(膝关节加收) 300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31512020.10 下肢关节松解术(髋) 1485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31512020.20 下肢关节松解术(膝) 1485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31512020.30 下肢关节松解术(踝) 1485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31512020.40 下肢关节松解术(足) 1485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31513001 肩关节离断术 1782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31513002 肩胛胸部间离断术 2227.5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31513003 残端修整术 506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31513003.01 残端修整术(前臂加收) 200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31513003.10 残端修整术(手指) 506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31513003.20 残端修整术(掌) 506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31513004 上肢截肢术 1100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31513005 髋关节离断术 2227.5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31513006 大腿截肢术 1375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31513007 小腿截肢术 1100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31513008 足踝部截肢术 1169.3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31513009 截指术 412.5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31513009.10 截指术(截趾) 412.5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31514001 断肢再植术 2450.8 每肢 手术治疗 乙类

331514001.01 断肢再植术(显微手术加收) 300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31514002 断指再植术 2599.3 每指(趾) 手术治疗 乙类

331514002.01 断指再植术(显微手术加收) 300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31514002.10 断指再植术(断趾) 2599.3 每指(趾) 手术治疗 乙类

331515001 手部掌指骨骨折切开复位内固定术 1031.8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31515001.10 手部掌指骨骨折切开复位内固定术(脚趾) 1031.8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31515002 手部关节内骨折切开复位内固定术 962.5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31515003 本氏(Bennet)骨折切开复位内固定术 962.5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31515004 腕骨骨折切开复位内固定术 962.5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31515005 舟骨骨折切开复位内固定术 962.5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31515006 舟骨骨折不愈合切开植骨术+桡骨茎突切除术 1262.8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31515007 舟骨骨折不愈合植骨术 1039.5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31515008 月骨骨折切开复位内固定术 962.5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31515009 月骨骨折不愈合血管植入术 1336.5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31515009.10 月骨骨折不愈合血管植入术(缺血坏死) 1336.5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31515010 人工桡骨头月骨置换术 1485 单侧 手术治疗 甲类

331516001 手部关节脱位切开复位内固定术 894.3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31516001.10 手部关节脱位切开复位内固定术(手部腕掌关节) 894.3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31516001.20 手部关节脱位切开复位内固定术(掌指关节) 894.3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31516001.30 手部关节脱位切开复位内固定术(指间关节) 894.3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31517001 局限性腕骨融合术 962.5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31517002 腕关节融合术 1100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31517003 指间关节融合术 962.5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31517004 手部人工关节置换术 1411.3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31517004.10 手部人工关节置换术(指间关节) 1411.3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31517004.20 手部人工关节置换术(掌指关节) 1411.3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31517004.30 手部人工关节置换术(腕掌关节) 1411.3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31518001 掌指骨软骨瘤刮除植骨术 962.5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31518002 掌指结核病灶清除术 825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31518002.10 掌指结核病灶清除术(跖) 825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31518002.20 掌指结核病灶清除术(趾) 825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31518003 近排腕骨切除术 1169.3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31518004 舟骨近端切除术 825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31518005 月骨摘除术 825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31518006 月骨摘除肌腱填塞术 1100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31518007 腕关节三角软骨复合体重建术 1336.5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31518007.01 腕关节三角软骨复合体重建术(修复术加收) 200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31518007.10 腕关节三角软骨复合体重建术(全切) 1336.5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31518007.20 腕关节三角软骨复合体重建术(部分切除) 1336.5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31519001 并指分离术 894.3 每个指(趾)、蹼 手术治疗 非类



331519001.10 并指分离术(并趾) 894.3 每个趾 手术治疗 非类

331519002 拇指再造术Ⅰ型 1485 次 手术治疗 乙类

331519003 拇指再造术Ⅱ型 2599.3 次 手术治疗 乙类

331519004 拇指再造术Ⅲ型 2673 次 手术治疗 乙类

331519005 拇指再造术Ⅳ型 2227.5 次 手术治疗 乙类

331519006 拇指再造术Ⅴ型 1930.5 次 手术治疗 乙类

331519007 拇指再造术Ⅵ型 1930.5 次 手术治疗 乙类

331519008 多指切除术 756.8 次 手术治疗 非类

331519009 其他指再造术 1930.5 次 手术治疗 乙类

331519010 严重烧伤手畸形矫正术 2376 次 手术治疗 乙类

331519010.10 严重烧伤手畸形矫正术(爪形手) 2376 次 手术治疗 乙类



331519010.20 严重烧伤手畸形矫正术(无手) 2376 次 手术治疗 乙类

331519010.30 严重烧伤手畸形矫正术(拳状手) 2376 次 手术治疗 乙类

331519011 手部瘢痕挛缩整形术 1485 每个部位或每侧 手术治疗 乙类

331519012 指关节成形术 687.5 每指(趾) 手术治疗 甲类

331519012.10 指关节成形术(趾关节) 687.5 每趾 手术治疗 甲类

331519013 复合组织游离移植 2450.8 每个部位 手术治疗 乙类

331519014 带蒂复合组织瓣成形术 1930.5 每个部位 手术治疗 甲类

331519015 手部带真皮下血管网皮肤移植术 1633.5 100cm2 手术治疗 乙类

331519016 手部关节松解术 894.3 每个关节 手术治疗 甲类

331519017 掌指关节成形术 962.5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31519017.10 掌指关节成形术(跖趾关节成形术) 962.5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31520001 腕关节韧带修补术 1169.3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31520001.10 腕关节韧带修补术(腕关节不稳定修复术) 1169.3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31520001.20 腕关节韧带修补术(腕关节不稳定重建术) 1169.3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31520002 指间或掌指关节侧副韧带修补术 1169.3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31520002.10 指间或掌指关节侧副韧带修补术(关节囊修补) 1169.3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31520002.20 指间或掌指关节侧副韧带修补术(掌指关节囊修补术) 1169.3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31520003 手部外伤皮肤缺损游离植皮术 1100 每指(趾) 手术治疗 甲类

331520003.01 手部外伤皮肤缺损游离植皮术(多指(趾)加收) 400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31520003.02 手部外伤皮肤缺损游离植皮术(手背(脚蹼)加收) 350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31520003.03 手部外伤皮肤缺损游离植皮术(前臂(小腿)加收) 350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31520003.10 手部外伤皮肤缺损游离植皮术(脚部) 1100 每指(趾) 手术治疗 甲类



331520004 手外伤局部转移皮瓣术 1169.3 每个手指 手术治疗 甲类

331520004.01 手外伤局部转移皮瓣术(多收指加收) 400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31520004.02 手外伤局部转移皮瓣术(手掌背加收) 350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31520004.03 手外伤局部转移皮瓣术(前臂加收) 350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31520005 手部痛风病灶切除术 880 每指 手术治疗 非类

331521001 手外伤腹部埋藏皮瓣术 1100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31521001.10 手外伤腹部埋藏皮瓣术(带蒂术) 1100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31521001.20 手外伤腹部埋藏皮瓣术(断蒂术) 1100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31521002 手外伤胸壁交叉皮瓣术 1100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31521003 手外伤交臂皮瓣术 1100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31521004 手外伤邻指皮瓣术 962.5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31521005 手外伤鱼际皮瓣术 1100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31521006 手外伤推进皮瓣(V—Y)术 1100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31521006.01 手外伤推进皮瓣(V-Y)术(双V—Y加收) 300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31521007 手外伤邻指交叉皮下组织瓣术 1169.3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31521008 手外伤清创术 72.6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31521008.01 手外伤清创术(多手指(趾)加收) 60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31521008.02 手外伤清创术(手掌背加收) 180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31521008.03 手外伤清创术(前臂加收) 180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31521008.04 手外伤清创术(脚遮背加收) 120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31521008.05 手外伤清创术(小腿加收) 120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31521008.06 手外伤清创术(缩短缝合加收) 180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31521008.10 手外伤清创术(脚趾) 72.6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31521009 指固有伸肌腱移位功能重建术 1306.8 次 手术治疗 乙类

331521009.10 指固有伸肌腱移位功能重建术(重建伸拇功能) 1306.8 次 手术治疗 乙类

331521009.20 指固有伸肌腱移位功能重建术(重建手指外展功能) 1306.8 次 手术治疗 乙类

331521010 肩外展功能重建术 1708.3 次 手术治疗 乙类

331521010.01 肩外展功能重建(阔筋膜切除术加收) 200 次 手术治疗 乙类

331521010.10 肩外展功能重建术(肩峰下减压) 1708.3 次 手术治疗 乙类

331521010.20 肩外展功能重建术(肩峰成形术) 1708.3 次 手术治疗 乙类

331521011 屈肘功能重建术 1708.3 次 手术治疗 乙类

331521012 伸腕功能重建术 1633.5 次 手术治疗 乙类

331521013 伸指功能重建术 1559.8 次 手术治疗 乙类



331521014 屈指功能重建术 1559.8 次 手术治疗 乙类

331521015 拇指对掌功能重建术 1633.5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31521015.10 拇指对掌功能重建术(掌长肌移位) 1633.5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31521015.20 拇指对掌功能重建术(屈指浅移位) 1633.5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31521015.30 拇指对掌功能重建术(伸腕肌移位) 1633.5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31521015.40 拇指对掌功能重建术(外展小指肌移位) 1633.5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31521016 缩窄性腱鞘炎切开术 632.5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31521017 腱鞘囊肿切除术 506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31521017.10 腱鞘囊肿切除术(拇囊炎手术治疗) 506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31521018 掌筋膜挛缩切除术 759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31521019 侧副韧带挛缩切断术 696.3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31521020 小肌肉挛缩切断术 759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31521021 手部皮肤撕脱伤修复术 885.5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31521021.10 手部皮肤撕脱伤修复术(下肢) 885.5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31521022 手外伤清创反取皮植皮术 1031.8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31521023 手外伤大网膜移植植皮术 1031.8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31521024 食指背侧岛状皮瓣术 1031.8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31521025 掌骨间背动脉倒转皮瓣术 1375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31521026 前臂桡尺动脉倒转皮瓣术 1375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31521027 环指岛状皮瓣术 1237.5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31521028 肌腱粘连松解术 687.5 每个手指 手术治疗 甲类

331521028.01 肌腱粘连松解术(多手指加收) 250 每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31521028.02 肌腱粘连松解术(从前臂到手指全线松解术加收) 250 每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31521029 屈伸指肌腱吻合术 687.5 每根肌腱 手术治疗 甲类

331521030 屈伸指肌腱游离移植术 687.5 每根肌腱 手术治疗 甲类

331521031 滑车重建术 962.5 次 手术治疗 乙类

331521032 锤状指修复术 962.5 次 手术治疗 乙类

331521033 侧腱束劈开交叉缝合术 1169.3 次 手术治疗 乙类

331521034 “钮孔畸形”游离肌腱固定术 1169.3 次 手术治疗 乙类

331521035 手内肌麻痹功能重建术 1559.8 次 手术治疗 乙类

331521036 前臂神经探查吻合术 1559.8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31521036.10 前臂神经探查吻合术(桡神经) 1559.8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31521036.20 前臂神经探查吻合术(正中神经) 1559.8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31521036.30 前臂神经探查吻合术(尺神经) 1559.8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31521037 前臂神经探查游离神经移植术 1930.5 次 手术治疗 乙类

331521037.10 前臂神经探查游离神经移植术(桡神经) 1930.5 次 手术治疗 乙类

331521037.20 前臂神经探查游离神经移植术(正中神经) 1930.5 次 手术治疗 乙类

331521037.30 前臂神经探查游离神经移植术(尺神经) 1930.5 次 手术治疗 乙类

331521038 手腕部神经损伤修复术 1633.5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31521038.10 手腕部神经损伤修复术(桡神经浅支) 1633.5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31521038.20 手腕部神经损伤修复术(指总神经) 1633.5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31521038.30 手腕部神经损伤修复术(固有神经) 1633.5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31521039 虎口成形术 1031.8 单侧 手术治疗 甲类

331521039.10 虎口成形术(虎口加深) 1031.8 单侧 手术治疗 甲类



331521039.20 虎口成形术(虎口开大) 1031.8 单侧 手术治疗 甲类

331521040 指蹼成形术 632.5 每个指蹼 手术治疗 甲类

331521040.10 指蹼成形术(趾蹼) 632.5 每个趾蹼 手术治疗 甲类

331521041 甲床修补术 379.5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31522001 骨骼肌软组织肿瘤切除术 660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31522002 肌性斜颈矫正术 825 次 手术治疗 非类

331522003 骨化性肌炎局部切除术 1031.8 每个部位 手术治疗 甲类

331522004 脑瘫肌力肌张力调整术 1485 单肢 手术治疗 甲类

331522004.10 脑瘫肌力肌张力调整术(上下肢体肌腱松解) 1485 单肢 手术治疗 甲类

331522004.20 脑瘫肌力肌张力调整术(上下肢体肌腱延长) 1485 单肢 手术治疗 甲类

331522004.30 脑瘫肌力肌张力调整术(上下肢体肌腱切断) 1485 单肢 手术治疗 甲类



331522004.40 脑瘫肌力肌张力调整术(上下肢体肌腱神经移位) 1485 单肢 手术治疗 甲类

331522005 上肢筋膜间室综合征切开减压术 756.8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31522006 肱二头肌腱断裂修补术 1100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31522006.01 肱二头肌腱断裂修补术(肱三头肌腱断裂修补术加收) 300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31522006.10 肱二头肌腱断裂修补术(肱三头肌) 1100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31522007 岗上肌腱钙化沉淀物取出术 1100 次 手术治疗 乙类

331522008 肩袖破裂修补术 1336.5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31522008.10 肩袖破裂修补术(前盂唇损伤修补术(BANKART)) 1336.5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31522008.20 肩袖破裂修补术(上盂唇撕裂修复术(SLAR)) 1336.5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31522008.30 肩袖破裂修补术(盂唇修复术) 1336.5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31522009 腕管综合症切开减压术 894.3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31522010 肱二头肌长头腱脱位修复术 1237.5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31522010.01 肱二头肌长头腱脱位修复术(肱三头肌长头腱脱位修补术加收) 300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31522010.10 肱二头肌长头腱脱位修复术(肱三头肌) 1237.5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31522011 格林先天性高肩胛症手术 1856.8 次 手术治疗 乙类

331522012 臀大肌挛缩切除术 1169.3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31522013 髂胫束松解术 825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31522014 下肢筋膜间室综合征切开减压术 894.3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31522015 腓骨肌腱脱位修复术 894.3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31522016 跟腱断裂修补术 1169.3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31523001 手法牵引复位术 121 次 非手术治疗 甲类

331523002 皮肤牵引术 121 次 非手术治疗 甲类



331523002.01 皮肤牵引术(术后治疗收取) 15 每日 非手术治疗 甲类

331523003 骨骼牵引术 190.3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31523003.01 骨骼牵引术(术后治疗收取) 15 每日 手术治疗 甲类

331523004 颅骨牵引术 190.3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31523004.01 颅骨牵引治疗(术后治疗收取) 15 每日 手术治疗 甲类

331523005 颅骨头环牵引术 190.3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31523005.01 颅骨头环牵引治疗(术后治疗收取) 20 每日 手术治疗 甲类

331523006 石膏固定术(特大) 443.3 次 非手术治疗 甲类

331523006.10 石膏固定术(特大)(髋人字石膏) 443.3 次 非手术治疗 甲类

331523006.20 石膏固定术(特大)(石膏床) 443.3 次 非手术治疗 甲类

331523007 石膏固定术(大) 266.2 次 非手术治疗 甲类



331523007.10 石膏固定术(大)(下肢管型石膏) 266.2 次 非手术治疗 甲类

331523007.20 石膏固定术(大)(胸肩石膏) 266.2 次 非手术治疗 甲类

331523007.30 石膏固定术(大)(石膏背心) 266.2 次 非手术治疗 甲类

331523008 石膏固定术(中) 145.2 次 非手术治疗 甲类

331523008.10 石膏固定术(中)(石膏托) 145.2 次 非手术治疗 甲类

331523008.20 石膏固定术(中)(上肢管型石膏) 145.2 次 非手术治疗 甲类

331523009 石膏固定术(小) 96.8 次 非手术治疗 甲类

331523009.10 石膏固定术(小)(前臂石膏托) 96.8 次 非手术治疗 甲类

331523009.20 石膏固定术(小)(管型及小腿”U”型石膏) 96.8 次 非手术治疗 甲类

331523010 石膏拆除术 24.2 次 非手术治疗 甲类

331523010.01 石膏拆除术(8岁以内儿童蛙式、管状石膏收取) 100 次 非手术治疗 甲类



331523011 各部位多头带包扎术 36.3 每个部位 非手术治疗 甲类

331523012 跟骨钻孔术 379.5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31601001 乳腺肿物穿刺术 69.3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31601001.01 乳腺肿物穿刺术(乳腺立体定位加收) 20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31601001.02 乳腺肿物穿刺术(乳腺肿物穿刺旋切加收) 80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31601002 乳腺肿物切除术 550 单侧 手术治疗 甲类

331601002.10 乳腺肿物切除术(窦道) 550 单侧 手术治疗 甲类

331601002.20 乳腺肿物切除术(乳头状瘤) 550 单侧 手术治疗 甲类

331601002.30 乳腺肿物切除术(小叶) 550 单侧 手术治疗 甲类

331601002.40 乳腺肿物切除术(象限切除) 550 单侧 手术治疗 甲类

331601003 副乳切除术 550 单侧 手术治疗 乙类



331601004 单纯乳房切除术 894.3 单侧 手术治疗 甲类

331601005 乳腺癌根治术 1782 单侧 手术治疗 甲类

331601005.01 乳腺癌根治术(植皮术加收) 400 单侧 手术治疗 甲类

331601005.10 乳腺癌根治术(传统根治) 1782 单侧 手术治疗 甲类

331601005.20 乳腺癌根治术(改良根治) 1782 单侧 手术治疗 甲类

331601006 乳腺癌扩大根治术 2376 单侧 手术治疗 甲类

331601008 乳腺癌根治+乳房再造术 3267 单侧 手术治疗 甲类

331601015 乳腺肿瘤组织标记定位针置入术 812 次 手术治疗 #N/A

331601015.01 乳腺肿瘤组织标记定位针置入术（取出收取） 406 次 手术治疗 #N/A

331601015.02 乳腺肿瘤组织标记定位针置入术(乳腺病灶定位收取) 240 次 手术治疗 #N/A

331602001 脓肿切开引流术 55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31602002 体表异物取出术 72.6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31602003 胼胝病变切除修复术 63.8 每处病变 手术治疗 甲类

331602003.01 胼胝病变切除修复术(植皮术加收) 50 每处病变 手术治疗 非类

331602004 浅表肿物切除术 57.2 每个肿物 手术治疗 甲类

331602004.01 浅表肿物切除术(激光手术加收) 30 每个肿物 手术治疗 乙类

331602004.10 浅表肿物切除术(皮脂腺囊肿) 57.2 每个肿物 手术治疗 甲类

331602004.20 浅表肿物切除术(痣) 57.2 每个肿物 手术治疗 甲类

331602004.30 浅表肿物切除术(疣) 57.2 每个肿物 手术治疗 甲类

331602004.40 浅表肿物切除术(脂肪瘤) 57.2 每个肿物 手术治疗 甲类

331602004.50 浅表肿物切除术(纤维瘤) 57.2 每个肿物 手术治疗 甲类

331602004.60 浅表肿物切除术(小血管瘤) 57.2 每个肿物 手术治疗 甲类



331602005 海绵状血管瘤切除术(大) 894.3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31602005.01 海绵状血管瘤切除术(大)(植皮术加收) 100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31602005.02 海绵状血管瘤切除术(大)(激光手术加收) 100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31602005.10 海绵状血管瘤切除术(大)(体表血管瘤) 894.3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31602005.20 海绵状血管瘤切除术(大)(脂肪血管瘤) 894.3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31602005.30 海绵状血管瘤切除术(大)(淋巴血管瘤) 894.3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31602005.40 海绵状血管瘤切除术(大)(纤维血管瘤) 894.3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31602005.50 海绵状血管瘤切除术(大)(神经纤维血管瘤) 894.3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31602006 海绵状血管瘤切除术(中) 660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31602006.01 海绵状血管瘤切除术(中)(植皮术加收) 100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31602006.02 海绵状血管瘤切除术(中)(激光手术加收) 80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31602006.10 海绵状血管瘤切除术(中)(体表血管瘤) 660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31602006.20 海绵状血管瘤切除术(中)(脂肪血管瘤) 660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31602006.30 海绵状血管瘤切除术(中)(淋巴血管瘤) 660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31602006.40 海绵状血管瘤切除术(中)(纤维血管瘤) 660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31602006.50 海绵状血管瘤切除术(中)(神经纤维血管瘤) 660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31602007 海绵状血管瘤切除术(小) 454.3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31602007.01 海绵状血管瘤切除术(小)(植皮术加收) 50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31602007.02 海绵状血管瘤切除术(小)(激光手术加收) 50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31602007.10 海绵状血管瘤切除术(小)(体表血管瘤) 454.3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31602007.20 海绵状血管瘤切除术(小)(脂肪血管瘤) 454.3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31602007.30 海绵状血管瘤切除术(小)(淋巴血管瘤) 454.3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31602007.40 海绵状血管瘤切除术(小)(纤维血管瘤) 454.3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31602007.50 海绵状血管瘤切除术(小)(神经纤维血管瘤) 454.3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31602009 头皮撕脱清创修复术 891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31602010 头皮缺损修复术 825 次 手术治疗 乙类

331602011 腋臭切除术 253 单侧 手术治疗 非类

331602012 颈部开放性损伤探查术 935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31602013 皮肤恶性肿瘤切除术 1100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31602013.01 皮肤恶性肿瘤切除术(植皮加收) 200 次 手术治疗 非类

331603001 烧伤焦痂切开减张术 468.6 每个部位 手术治疗 甲类

331603001.10 烧伤焦痂切开减张术(颈) 468.6 每个部位 手术治疗 甲类

331603001.20 烧伤焦痂切开减张术(胸腹) 468.6 每个部位 手术治疗 甲类



331603001.30 烧伤焦痂切开减张术(上下肢) 468.6 每个部位 手术治疗 甲类

331603001.40 烧伤焦痂切开减张术(腕) 468.6 每个部位 手术治疗 甲类

331603001.50 烧伤焦痂切开减张术(手指) 468.6 每个部位 手术治疗 甲类

331603001.60 烧伤焦痂切开减张术(踝足) 468.6 每个部位 手术治疗 甲类

331603003 烧伤血管破裂出血血管修补缝合术 1782 每个部位 手术治疗 甲类

331603003.10 烧伤血管破裂出血血管修补缝合术(头颈) 1782 每个部位 手术治疗 甲类

331603003.20 烧伤血管破裂出血血管修补缝合术(躯干) 1782 每个部位 手术治疗 甲类

331603003.30 烧伤血管破裂出血血管修补缝合术(上下肢) 1782 每个部位 手术治疗 甲类

331603004 深度烧伤扩创血管神经探查术 1485 每个部位 手术治疗 甲类

331603004.10 深度烧伤扩创血管神经探查术(头颈) 1485 每个部位 手术治疗 甲类

331603004.20 深度烧伤扩创血管神经探查术(躯干) 1485 每个部位 手术治疗 甲类



331603004.30 深度烧伤扩创血管神经探查术(上下肢) 1485 每个部位 手术治疗 甲类

331603005 颅骨烧伤凿骨扩创术 1004.3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31603006 深度烧伤截肢术 2005.3 每个肢体 手术治疗 甲类

331603006.10 深度烧伤截肢术(冻伤截肢术) 2005.3 每个肢体 手术治疗 甲类

331603007 经烧伤创面气管切开术 440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31603008 经烧伤创面静脉切开术 169.4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31603009 切痂术 619.3 1％体表面积 手术治疗 甲类

331603009.01 切痂术(增加1%体表面积加收) 135 每增加1％体表面积 手术治疗 甲类

331603010 削痂术 619.3 1％体表面积 手术治疗 甲类

331603010.01 削痂术(增加1%体表面积加收) 135 每增加1％体表面积 手术治疗 甲类

331603011 取皮术 342.1 1％体表面积 手术治疗 甲类



331603012 头皮取皮术 371.8 1％体表面积 手术治疗 甲类

331603012.01 头皮取皮术(增加1%体表面积加收) 125 每增加1％体表面积 手术治疗 甲类

331603013 网状自体皮制备 342.1 1％体表面积 手术治疗 乙类

331603013.01 网状自体皮制备(增加1%体表面积加收) 100 每增加1％体表面积 手术治疗 乙类

331603014 微粒自体皮制备 401.5 1％体表面积 手术治疗 乙类

331603014.01 微粒自体皮制备(增加1%体表面积加收) 50 每增加1％体表面积 手术治疗 乙类

331603016 异体皮制备 96.8 1％体表面积 手术治疗 乙类

331603017 烧伤特殊备皮 55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31603017.10 烧伤特殊备皮(头皮) 55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31603017.20 烧伤特殊备皮(瘢痕) 55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31603019 磨痂自体皮移植术 344.3 1％体表面积 手术治疗 乙类



331603020 焦痂开窗植皮术 199.1 1％体表面积 手术治疗 乙类

331603021 异体皮打洞嵌植自体皮术 215.6 1％体表面积 手术治疗 乙类

331603022 切(削)痂自体微粒皮移植术 742.5 1％体表面积 手术治疗 乙类

331603022.01 切(削)痂自体微粒皮移植术(增加1％体表面积加收) 135 每增加1％体表面积 手术治疗 乙类

331603022.10 切(削)痂自体微粒皮移植术(自体皮浆移植) 742.5 1％体表面积 手术治疗 乙类

331603023 切(削)痂网状自体皮移植术 687.5 1％体表面积 手术治疗 乙类

331603023.01 切(削)痂网状自体皮移植术(超过1％体表面积加收) 135 每增加1％体表面积 手术治疗 乙类

331603024 体外细胞培养皮肤细胞移植术 1485 次 手术治疗 乙类

331603025 烧伤肉芽创面扩创植皮术 687.5 1％体表面积 手术治疗 乙类

331603025.01 烧伤肉芽创面扩创植皮术(增加1％体表面积加收) 135 每增加1％体表面积 手术治疗 乙类

331603026 自体皮移植术 550 1％体表面积 手术治疗 乙类



331603026.01 自体皮移植术(增加1％体表面积加收) 135 每增加1％体表面积 手术治疗 乙类

331603027 异体皮移植术 401.5 1％体表面积 手术治疗 乙类

331603027.01 异体皮移植术(增加1％体表面积加收) 135 每增加1％体表面积 手术治疗 乙类

331603029 带真皮血管网游离皮片切取术 965.8 1％体表面积 手术治疗 乙类

331603029.01 带真皮血管网游离皮片切取术(增加1％体表面积加收) 300 每增加1％体表面积 手术治疗 乙类

331603030 游离皮片移植术 756.8 1％体表面积 手术治疗 乙类

331603030.01 游离皮片移植术(增加1％体表面积加收) 300 每增加1％体表面积 手术治疗 乙类

331603030.10 游离皮片移植术(刃厚) 756.8 1％体表面积 手术治疗 乙类

331603030.20 游离皮片移植术(中厚) 756.8 1％体表面积 手术治疗 乙类

331603030.30 游离皮片移植术(全厚) 756.8 1％体表面积 手术治疗 乙类

331603030.40 游离皮片移植术(瘢痕皮) 756.8 1％体表面积 手术治疗 乙类



331603030.50 游离皮片移植术(反鼓取皮) 756.8 1％体表面积 手术治疗 乙类

331603031 皮肤撕脱反取皮回植术 817.3 1％体表面积 手术治疗 乙类

331603031.01 皮肤撕脱反取皮回植术(增加1％体表面积加收) 135 每增加1％体表面积 手术治疗 乙类

331603032 颜面切痂植皮术 2673 次 手术治疗 乙类

331603033 胸部切削痂自体皮移植术 2005.3 次 手术治疗 乙类

331603034 烧伤截指术 756.8 三个 手术治疗 甲类

331603034.10 烧伤截指术(烧伤截趾术) 756.8 三个 手术治疗 甲类

331603034.20 烧伤截指术(冻伤截指(趾)术) 756.8 三个 手术治疗 甲类

331603035 手部扩创延期植皮术 1127.5 每侧 手术治疗 乙类

331603036 全手切削痂植皮术 2673 每侧 手术治疗 乙类

331603037 手背切削痂植皮术 1336.5 每侧 手术治疗 乙类



331603038 手烧伤扩创交臂皮瓣修复术 2153.8 次 手术治疗 乙类

331603039 手烧伤扩创胸皮瓣修复术 2153.8 次 手术治疗 乙类

331603039.10 手烧伤扩创胸皮瓣修复术(腹皮瓣修复术) 2153.8 次 手术治疗 乙类

331603040 小腿烧伤扩创交腿皮瓣修复术 2153.8 次 手术治疗 乙类

331603040.10 小腿烧伤扩创交腿皮瓣修复术(足烧伤扩创) 2153.8 次 手术治疗 乙类

331603041 深度烧伤扩创关节成型术 1633.5 每个部位 手术治疗 乙类

331603042 深度烧伤死骨摘除术 1127.5 每个部位 手术治疗 甲类

331603043 肌腱移植术 1336.5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31603044 烧伤后肌腱延长术 1069.2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31603047 烧伤瘢痕切除缝合术 619.3 1cm 手术治疗 甲类

331603047.01 烧伤瘢痕切除缝合术(增加1cm加收) 100 每1cm 手术治疗 甲类



331603048 烧伤瘢痕切除松解植皮术 1633.5 次 手术治疗 乙类

331604001 瘢痕畸形矫正术 1375 100cm2 手术治疗 非类

331604002 慢性溃疡修复术 1391.5 每个部位 手术治疗 甲类

331604019 足底缺损修复术 1336.5 每个部位 手术治疗 乙类

331604019.10 足底缺损修复术(足跟缺损) 1336.5 每个部位 手术治疗 乙类

331604025 轴型组织瓣形成术 1306.8 每个部位 手术治疗 甲类

331604025.10 轴型组织瓣形成术(岛状皮瓣) 1306.8 每个部位 手术治疗 甲类

331604026 筋膜组织瓣形成术 1306.8 每个部位 手术治疗 甲类

331604026.10 筋膜组织瓣形成术(含轴型) 1306.8 每个部位 手术治疗 甲类

331604026.20 筋膜组织瓣形成术(非轴型) 1306.8 每个部位 手术治疗 甲类

331604027 阔筋膜切取术 742.5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331604028 游离皮瓣切取移植术 2673 次 手术治疗 乙类

331604029 带蒂筋膜瓣切取移植术 1485 次 手术治疗 乙类

331604030 带蒂肌皮瓣切取移植术 1930.5 次 手术治疗 乙类

331604031 带蒂肌瓣切取移植术 1930.5 次 手术治疗 乙类

331604032 带蒂轴型皮瓣切取移植术 2079 次 手术治疗 乙类

331604033 带血运骨皮瓣切取移植术 2673 次 手术治疗 乙类

340100001 红外线治疗 8.8 每个照射区 物理治疗 乙类

340100001.10 红外线治疗(TDP) 8.8 每个照射区 物理治疗 乙类

340100001.20 红外线治疗(近红外线气功治疗) 8.8 每个照射区 物理治疗 乙类

340100001.30 红外线治疗(红外线真空拔罐治疗) 8.8 每个照射区 物理治疗 乙类

340100001.40 红外线治疗(红外线光浴治疗) 8.8 每个照射区 物理治疗 乙类



340100001.50 红外线治疗(远红外医疗舱治疗) 8.8 每个照射区 物理治疗 乙类

340100002 可见光治疗 8.8 每个照射区 物理治疗 甲类

340100002.10 可见光治疗(红光照射) 8.8 每个照射区 物理治疗 甲类

340100002.20 可见光治疗(蓝光照射) 8.8 每个照射区 物理治疗 甲类

340100002.30 可见光治疗(蓝紫光照射) 8.8 每个照射区 物理治疗 甲类

340100002.40 可见光治疗(太阳灯照射) 8.8 每个照射区 物理治疗 甲类

340100003 偏振光照射 8.8 每个照射区 物理治疗 非类

340100004 紫外线治疗 8.8 每个照射区 物理治疗 乙类

340100004.10 紫外线治疗(长波紫外线) 8.8 每个照射区 物理治疗 乙类

340100004.20 紫外线治疗(中波紫外线) 8.8 每个照射区 物理治疗 乙类

340100004.30 紫外线治疗(短波紫外线) 8.8 每个照射区 物理治疗 乙类



340100004.40 紫外线治疗(低压紫外线) 8.8 每个照射区 物理治疗 乙类

340100004.50 紫外线治疗(高压紫外线) 8.8 每个照射区 物理治疗 乙类

340100004.60 紫外线治疗(水冷式) 8.8 每个照射区 物理治疗 乙类

340100004.70 紫外线治疗(导子紫外线) 8.8 每个照射区 物理治疗 乙类

340100004.80 紫外线治疗(生物剂量测定) 8.8 每个照射区 物理治疗 乙类

340100004.90 紫外线治疗(光化学疗法) 8.8 每个照射区 物理治疗 乙类

340100005 激光疗法 16.5 每个照射区 物理治疗 甲类

340100005.10 激光疗法(原光束) 16.5 每个照射区 物理治疗 甲类

340100005.20 激光疗法(散焦激光疗法) 16.5 每个照射区 物理治疗 甲类

340100006 光敏疗法 11 每个照射区 物理治疗 非类

340100006.10 光敏疗法(激光) 11 每个照射区 物理治疗 非类



340100006.20 光敏疗法(紫外线) 11 每个照射区 物理治疗 非类

340100007 电诊断 13.2每块肌肉或每条神经 物理治疗 乙类

340100007.10 电诊断(直流电检查) 13.2每块肌肉或每条神经 物理治疗 乙类

340100007.20 电诊断(感应电检查) 13.2每块肌肉或每条神经 物理治疗 乙类

340100007.30 电诊断(直流-感应电检查) 13.2每块肌肉或每条神经 物理治疗 乙类

340100007.40 电诊断(时值检查) 13.2每块肌肉或每条神经 物理治疗 乙类

340100007.50 电诊断(强度-频率曲线检查) 13.2每块肌肉或每条神经 物理治疗 乙类

340100007.60 电诊断(中频脉冲电检查) 13.2每块肌肉或每条神经 物理治疗 乙类

340100008 直流电治疗 16.5 每部位 物理治疗 乙类

340100008.10 直流电治疗(单纯直流电治疗) 16.5 每部位 物理治疗 乙类

340100008.20 直流电治疗(直流电药物离子导入治疗) 16.5 每部位 物理治疗 乙类



340100008.30 直流电治疗(直流电水浴治疗(单、双、四槽浴)) 16.5 每部位 物理治疗 乙类

340100008.40 直流电治疗(电化学疗法) 16.5 每部位 物理治疗 乙类

340100009 低频脉冲治疗 19.8 每部位 物理治疗 乙类

340100009.10 低频脉冲治疗(感应电治疗) 19.8 每部位 物理治疗 乙类

340100009.20 低频脉冲治疗(神经肌肉电刺激治疗) 19.8 每部位 物理治疗 乙类

340100009.30 低频脉冲治疗(间动电疗) 19.8 每部位 物理治疗 乙类

340100009.40 低频脉冲治疗(经皮神经电刺激治疗) 19.8 每部位 物理治疗 乙类

340100009.50 低频脉冲治疗(功能性电刺激治疗) 19.8 每部位 物理治疗 乙类

340100009.60 低频脉冲治疗(温热电脉冲治疗) 19.8 每部位 物理治疗 乙类

340100009.70 低频脉冲治疗(微机功能性电刺激治疗) 19.8 每部位 物理治疗 乙类

340100009.80 低频脉冲治疗(银棘状刺激疗法(SSP)) 19.8 每部位 物理治疗 乙类



340100010 中频脉冲电治疗 19.8 每部位 物理治疗 乙类

340100010.10 中频脉冲电治疗(音频电治疗) 19.8 每部位 物理治疗 乙类

340100010.20 中频脉冲电治疗(干扰电治疗) 19.8 每部位 物理治疗 乙类

340100010.30 中频脉冲电治疗(动态干扰电治疗) 19.8 每部位 物理治疗 乙类

340100010.40 中频脉冲电治疗(立体动态干扰电治疗) 19.8 每部位 物理治疗 乙类

340100010.50 中频脉冲电治疗(调制中频电治疗) 19.8 每部位 物理治疗 乙类

340100010.60 中频脉冲电治疗(电脑中频电治疗) 19.8 每部位 物理治疗 乙类

340100012 超短波短波治疗 11 每部位 物理治疗 乙类

340100012.10 超短波短波治疗(小功率超短波和短波) 11 每部位 物理治疗 乙类

340100012.20 超短波短波治疗(大功率超短波和短波) 11 每部位 物理治疗 乙类

340100012.30 超短波短波治疗(脉冲超短波和短波) 11 每部位 物理治疗 乙类



340100012.40 超短波短波治疗(体腔治疗) 11 每部位 物理治疗 乙类

340100013 微波治疗 16.5 每部位 物理治疗 乙类

340100013.01 微波治疗(HYJ智能化炎症治疗机加收) 10 每部位 物理治疗 乙类

340100013.10 微波治疗(分米波) 16.5 每部位 物理治疗 乙类

340100013.20 微波治疗(厘米波) 16.5 每部位 物理治疗 乙类

340100013.30 微波治疗(毫米波) 16.5 每部位 物理治疗 乙类

340100013.40 微波治疗(微波组织凝固) 16.5 每部位 物理治疗 乙类

340100013.50 微波治疗(体腔治疗) 16.5 每部位 物理治疗 乙类

340100014 射频电疗 22 次 物理治疗 乙类

340100014.10 射频电疗(大功率短波) 22 次 物理治疗 乙类

340100014.20 射频电疗(分米波) 22 次 物理治疗 乙类



340100014.30 射频电疗(厘米波) 22 次 物理治疗 乙类

340100015 静电治疗 16.5 每20-30分钟 物理治疗 乙类

340100015.01 静电治疗(2-3伏高电位治疗加收) 5 每20-30分钟 物理治疗 乙类

340100015.10 静电治疗(低压静电治疗) 16.5 每20-30分钟 物理治疗 乙类

340100015.20 静电治疗(高压静电治疗) 16.5 每20-30分钟 物理治疗 乙类

340100017 超声波治疗 8.8 每5分钟 物理治疗 甲类

340100017.01 超声波治疗(联合治疗加收) 5 每5分钟 物理治疗 甲类

340100017.02 超声波治疗(收敛超声治疗收取) 30 每5分钟 物理治疗 非类

340100017.10 超声波治疗(单纯超声) 8.8 每5分钟 物理治疗 甲类

340100017.20 超声波治疗(超声药物透入) 8.8 每5分钟 物理治疗 甲类

340100018 电子生物反馈疗法 33 次 物理治疗 乙类



340100018.10 电子生物反馈疗法(肌电) 33 次 物理治疗 乙类

340100018.20 电子生物反馈疗法(皮温) 33 次 物理治疗 乙类

340100018.30 电子生物反馈疗法(皮电) 33 次 物理治疗 乙类

340100018.40 电子生物反馈疗法(脑电) 33 次 物理治疗 乙类

340100018.50 电子生物反馈疗法(心率) 33 次 物理治疗 乙类

340100019 磁疗 13.2 每20分钟 物理治疗 乙类

340100019.10 磁疗(低频磁) 13.2 每20分钟 物理治疗 乙类

340100019.20 磁疗(高频磁及热点磁) 13.2 每20分钟 物理治疗 乙类

340100019.30 磁疗(强磁场刺激) 13.2 每20分钟 物理治疗 乙类

340100019.40 磁疗(热磁振) 13.2 每20分钟 物理治疗 乙类

340100020 水疗 27.5 每20分钟 物理治疗 乙类



340100020.10 水疗(药物浸浴) 27.5 每20分钟 物理治疗 乙类

340100020.20 水疗(气泡浴) 27.5 每20分钟 物理治疗 乙类

340100020.30 水疗(哈伯特槽浴(8字槽)) 27.5 每20分钟 物理治疗 乙类

340100020.40 水疗(上肢旋涡浴) 27.5 每20分钟 物理治疗 乙类

340100020.50 水疗(下肢旋涡浴) 27.5 每20分钟 物理治疗 乙类

340100021 蜡疗 11 每部位 物理治疗 乙类

340100021.10 蜡疗(浸蜡) 11 每部位 物理治疗 乙类

340100021.20 蜡疗(刷蜡) 11 每部位 物理治疗 乙类

340100021.30 蜡疗(蜡敷) 11 每部位 物理治疗 乙类

340100022 泥疗 11 每部位 物理治疗 乙类

340100022.01 泥疗(全身泥疗加收) 15 每部位 物理治疗 非类



340100022.10 泥疗(电泥疗) 11 每部位 物理治疗 乙类

340100022.20 泥疗(泥敷) 11 每部位 物理治疗 乙类

340100023 牵引 13.2 次 物理治疗 甲类

340100023.01 牵引(颈椎电动牵引加收) 10 次 物理治疗 甲类

340100023.02 牵引(腰椎电动牵引加收) 15 次 物理治疗 甲类

340100023.03 牵引(腰椎三维快速牵引加收) 15 次 物理治疗 甲类

340100023.04 牵引(脊柱矫正治疗加收) 5 次 物理治疗 甲类

340100023.10 牵引(电动牵引) 13.2 次 物理治疗 甲类

340100023.20 牵引(三维快速牵引) 13.2 次 物理治疗 甲类

340100023.30 牵引(悬吊治疗) 13.2 次 物理治疗 甲类

340100023.40 牵引(脊柱矫正治疗) 13.2 次 物理治疗 甲类



340100024 气压治疗 16.5 每部位 物理治疗 乙类

340100024.10 气压治疗(肢体气压治疗) 16.5 每肢体 物理治疗 乙类

340100024.20 气压治疗(肢体正负压治疗) 16.5 每肢体 物理治疗 乙类

340100025 冷疗 11 每部位 物理治疗 非类

340100026 电按摩 11 次 物理治疗 非类

340100026.10 电按摩(电动按摩) 11 次 物理治疗 非类

340100026.20 电按摩(电热按摩) 11 次 物理治疗 非类

340100026.30 电按摩(局部电按摩) 11 次 物理治疗 非类

340100027 场效应治疗 11 每部位 物理治疗 非类

340200001 徒手平衡功能检查 11 次 康复评定 非类

340200002 仪器平衡功能评定 55 次 康复评定 非类



340200003 日常生活能力评定 33 次 康复评定 甲类

340200004 等速肌力测定 66 每关节 康复评定 非类

340200005 手功能评定 22 次 康复评定 非类

340200005.10 手功能评定(徒手) 22 次 康复评定 非类

340200006 疲劳度测定 24.2 次 康复评定 非类

340200007 步态分析检查 24.2 次 康复评定 非类

340200007.01 步态分析检查(三维步态分析检查收取) 650 次 康复评定 乙类

340200007.10 步态分析检查(足底压力分析检查) 24.2 次 康复评定 非类

340200009 失语症检查 27.5 次 康复评定 非类

340200010 口吃检查 27.5 次 康复评定 非类

340200012 认知知觉功能检查 27.5 次 康复评定 非类



340200012.10 认知知觉功能检查(计算定向思维推理检查) 27.5 次 康复评定 非类

340200013 记忆力评定 27.5 次 康复评定 非类

340200013.10 记忆力评定(成人记忆成套测试) 27.5 次 康复评定 非类

340200014 失认失用评定 27.5 次 康复评定 非类

340200015 职业能力评定 27.5 次 康复评定 非类

340200016 记忆广度检查 27.5 次 康复评定 非类

340200017 心功能康复评定 33 次 康复评定 非类

340200018 肺功能康复评定 33 次 康复评定 非类

340200019 人体残伤测定 88 次 康复评定 非类

340200020 运动疗法 33 45分钟/次 康复治疗 甲类

340200020.01 运动疗法(悬吊治疗加收) 60 45分钟/次 康复治疗 非类



340200020.10 运动疗法(全身肌力训练) 33 45分钟/次 康复治疗 甲类

340200020.20 运动疗法(各关节活动度训练) 33 45分钟/次 康复治疗 甲类

340200020.30 运动疗法(徒手体操) 33 45分钟/次 康复治疗 甲类

340200020.40 运动疗法(器械训练) 33 45分钟/次 康复治疗 甲类

340200020.50 运动疗法(步态平衡功能训练) 33 45分钟/次 康复治疗 甲类

340200020.60 运动疗法(呼吸训练) 33 45分钟/次 康复治疗 甲类

340200020.70 运动疗法(悬吊治疗) 33 45分钟/次 康复治疗 甲类

340200022 轮椅功能训练 19.8 45分钟/次 康复治疗 乙类

340200024 平衡功能训练 19.8 次 康复治疗 乙类

340200025 手功能训练 16.5 次 康复治疗 乙类

340200026 关节松动训练 27.5 次 康复治疗 乙类



340200026.10 关节松动训练(小关节(指关节)) 27.5 次 康复治疗 乙类

340200028 文体训练 22 45分钟/次 康复治疗 非类

340200029 引导式教育训练 22 次 康复治疗 非类

340200030 等速肌力训练 33 次、关节 康复治疗 乙类

340200031 作业疗法 27.5 45分钟/次 康复治疗 甲类

340200033 口吃训练 22 30分钟/次 康复治疗 非类

340200034 言语训练 22 30分钟/次 康复治疗 甲类

340200036 构音障碍训练 22 次 康复治疗 乙类

340200037 吞咽功能障碍训练 22 次 康复治疗 甲类

340200038 认知知觉功能障碍训练 22 次 康复治疗 甲类

340200040 偏瘫肢体综合训练 33 40分钟/次 康复治疗 甲类



340200041 脑瘫肢体综合训练 33 40分钟/次 康复治疗 甲类

340200042 截瘫肢体综合训练 33 40分钟/次 康复治疗 甲类

340200043 四肢联动训练 90 次 康复治疗 非类

340200044 脊柱无创减压治疗 326 次 康复治疗 非类

340200045 肌肉关节评估与治疗 128 次 康复治疗 非类

410000001.01 贴敷疗法(肿瘤中药外敷加收) 3 每个部位 中医治疗 甲类

410000001a 贴敷疗法(大) 13.2 每个部位 中医治疗 甲类

410000001b 贴敷疗法(中) 11 每个部位 中医治疗 甲类

410000001c 贴敷疗法(小) 8.8 每个部位 中医治疗 甲类

410000002.01 中药化腐清创术(单纯瘘道收取) 30 每个创面 中医治疗 甲类

410000002.02 中药化腐清创术(复杂瘘道收取) 60 每个创面 中医治疗 甲类



410000002a 中药化腐清创术(大) 30.8 每个创面 中医治疗 甲类

410000002b 中药化腐清创术(中) 25.3 每个创面 中医治疗 甲类

410000002c 中药化腐清创术(小) 16.5 每个创面 中医治疗 甲类

410000004 中药热奄包治疗 8.8 每个部位 中医治疗 非类

410000005a 中药封包治疗(特大) 33 每个部位 中医治疗 乙类

410000005b 中药封包治疗(大) 24.2 每个部位 中医治疗 乙类

410000005c 中药封包治疗(中) 16.5 每个部位 中医治疗 乙类

410000005d 中药封包治疗(小) 8.8 每个部位 中医治疗 乙类

410000006a 中药熏洗治疗(局部) 8.8 次 中医治疗 非类

410000006b 中药熏洗治疗(半身) 22 次 中医治疗 非类

410000006c 中药熏洗治疗(全身) 27.5 次 中医治疗 非类



410000007 中药蒸汽浴治疗 38.5 次 中医治疗 非类

410000007.01 中药蒸汽浴治疗(超过30分钟加收) 5 次 中医治疗 非类

410000007.10 中药蒸汽浴治疗(浸浴) 38.5 次 中医治疗 非类

410000007.11 中药浸浴治疗(超过30分钟)加收 5 次 中医治疗 非类

410000010 赘生物中药腐蚀治疗 16.5 每个赘生物 中医治疗 非类

410000011 挑治 16.5 次 中医治疗 甲类

410000013 甲床放血治疗术 19.8 每甲 中医治疗 非类

410000014 神阙穴拔黄术 66 次 中医治疗 非类

420000001 骨折手法整复术 223.3 次 中医治疗 甲类

420000001.01 骨折再次手法整复术 173.3 次 中医治疗 甲类

420000001.02 陈旧性骨折手法整复术加收 150 次 中医治疗 甲类



420000001.03 骨折合并脱位手法整复术加收 80 次 中医治疗 甲类

420000001.04 掌骨折手法整复术 60 每掌 中医治疗 甲类

420000001.05 跖骨折手法整复术 60 每跖 中医治疗 甲类

420000001.06 指骨折手法整复术 60 每指 中医治疗 甲类

420000001.07 趾骨折手法整复术 60 每趾 中医治疗 甲类

420000002 骨折橇拨复位术 319 次 中医治疗 甲类

420000002.01 关节内骨折橇拨复位术加收 100 次 中医治疗 甲类

420000003 骨折经皮钳夹复位术 891 次 中医治疗 甲类

420000004 骨折闭合复位经皮穿刺(钉)内固定术 877.8 次 中医手术 甲类

420000004.01 骨折闭合复位经皮穿刺(钉)内固定术(四肢长骨干加收) 50 次 中医手术 甲类

420000004.02 骨折闭合复位经皮穿刺(钉)内固定术(近关节加收) 50 次 中医手术 甲类



420000004.03 骨折闭合复位经皮穿刺(钉)内固定术(带锁加收) 250 次 中医手术 甲类

420000005 关节脱位手法整复术 159.5 次 中医治疗 甲类

420000005.01 关节脱位手法整复术(陈旧性加收) 100 次 中医治疗 甲类

420000005.02 关节脱位手法整复术(髋关节加收) 100 次 中医治疗 甲类

420000005.03 关节脱位手法整复术(下颌关节脱位) 109.5 次 中医治疗 甲类

420000005.04 关节脱位手法整复术(指(趾)间关节脱位) 109.5 次 中医治疗 甲类

420000006 骨折外固定架固定术 510.4 次 中医治疗 甲类

420000006.01 骨折外固定架固定术(复查调整收取) 20 次 中医治疗 甲类

420000008 关节错缝术 148.5 次 中医治疗 乙类

420000009 麻醉下腰椎间盘突出症大手法治疗 718.3 次 中医治疗 甲类

420000010 外固定架使用 6.6 日 中医治疗 甲类



420000014 外固定架拆除术 55 次 中医治疗 甲类

420000015 腱鞘囊肿挤压术 67.1 次 中医治疗 甲类

420000017 腰间盘三维牵引复位术 45.1 次 中医治疗 甲类

430000004 馋针 16.5 每个部位 中医治疗 甲类

430000006 锋钩针 16.5 次 中医治疗 甲类

430000015 针刺麻醉 93.5 次 中医治疗 甲类

430000017 浮针 13.2 一个穴位 中医治疗 甲类

430000018 微波针 22 二个穴位 中医治疗 乙类

430000020 磁热疗法 22 二个穴位 中医治疗 非类

430000024 子午流注开穴法 11 每个穴位 中医治疗 甲类

430000024.10 子午流注开穴法(灵龟八法) 11 每个穴位 中医治疗 甲类



430000025 经络穴位测评疗法 13.2 次 中医治疗 非类

430000025.10 经络穴位测评疗法(体穴) 13.2 次 中医治疗 甲类

430000025.20 经络穴位测评疗法(耳穴) 13.2 次 中医治疗 甲类

430000025.30 经络穴位测评疗法(经络测评) 13.2 次 中医治疗 甲类

430000025.40 经络穴位测评疗法(经络导评) 13.2 次 中医治疗 甲类

430000027 滚针 49.5 次 中医治疗 乙类

430000027.01 滚针(电滚针加收) 10 次 中医治疗 乙类

430000027.10 滚针(电滚针) 49.5 次 中医治疗 乙类

430000028 杵针 11 穴位 中医治疗 乙类

430000028.10 杵针(圆针) 11 穴位 中医治疗 乙类

440000003 灯火灸 16.5 五个穴位 中医治疗 甲类



440000003.10 灯火灸(药线点灸) 16.5 五个穴位 中医治疗 甲类

440000007 督灸 49.5 次 中医治疗 甲类

440000007.10 督灸(大灸) 49.5 次 中医治疗 甲类

440000008 雷火灸 30.8 部位 中医治疗 甲类

440000008.10 雷火灸(太乙神针灸) 30.8 部位 中医治疗 甲类

440000009 隐形针灸(康复芯片)经穴疗法 33 6个穴位 中医治疗 非类

450000008 内科妇科疾病推拿治疗 22 次/20分钟 中医治疗 乙类

450000008.01 内科妇科疾病推拿治疗(超过10分钟加收) 10 次 中医治疗 非类

450000008.10 内科妇科疾病推拿治疗(II型糖尿病) 22 次/20分钟 中医治疗 乙类

450000008.20 内科妇科疾病推拿治疗(慢性胃病) 22 次/20分钟 中医治疗 乙类

450000008.30 内科妇科疾病推拿治疗(便秘) 22 次/20分钟 中医治疗 乙类



450000008.40 内科妇科疾病推拿治疗(腹泻) 22 次/20分钟 中医治疗 乙类

450000008.50 内科妇科疾病推拿治疗(胃下垂) 22 次/20分钟 中医治疗 乙类

450000008.60 内科妇科疾病推拿治疗(失眠) 22 次/20分钟 中医治疗 乙类

450000008.70 内科妇科疾病推拿治疗(月经不调) 22 次/20分钟 中医治疗 乙类

450000008.80 内科妇科疾病推拿治疗(痛经) 22 次/20分钟 中医治疗 乙类

450000010 小儿捏脊治疗 16.5 次 中医治疗 非类

450000012 脊柱小关节紊乱推拿治疗 22 部位 中医治疗 非类

450000012.01 脊柱小关节紊乱推拿治疗(颈椎加收) 10 部位 中医治疗 非类

450000012.02 脊柱小关节紊乱推拿治疗(腰椎加收) 8 部位 中医治疗 非类

450000013 小儿斜颈推拿治疗 38.5 次 中医治疗 非类

450000014 环枢关节半脱位推拿治疗 49.5 次 中医治疗 非类



460000001 直肠脱出复位治疗 105.6 次 中医治疗 甲类

460000001.01 直肠脱出复位治疗(三度直肠脱垂加收) 40 次 中医治疗 甲类

460000002 直肠周围硬化剂注射治疗 445.5 次 中医治疗 甲类

460000003 内痔硬化剂注射治疗(枯痔治疗) 445.5 次 中医治疗 甲类

460000004 高位复杂肛瘘挂线治疗 1116.5 次 中医手术 甲类

460000004.01 高位复杂肛瘘挂线治疗(肛瘘部分切开药线引流术加收) 100 次 中医手术 甲类

460000005 血栓性外痔切除术 344.3 次 中医手术 甲类

460000005.01 血栓性外痔切除术(复杂性加收) 70 次 中医手术 甲类

460000006 环状混合痔切除术 718.3 次 中医手术 甲类

460000006.10 环状混合痔切除术(混合痔脱出嵌顿) 718.3 次 中医手术 甲类

460000007 混合痔外剥内扎术 594 次 中医手术 甲类



460000007.01 混合痔外剥内扎术(复杂性加收) 80 次 中医手术 甲类

460000008 肛周脓肿一次性根治术 594 次 中医手术 甲类

460000008.01 肛周脓肿一次性根治术(高位复杂性加收) 200 次 中医手术 甲类

460000010 直肠前突修补术 1276 次 中医手术 乙类

460000011 肛瘘封堵术 55 次 中医手术 甲类

460000011.10 肛瘘封堵术(肛周点状注射封闭) 55 次 中医手术 甲类

460000012 结肠水疗 145.2 次 中医治疗 乙类

460000013 肛周药物注射封闭术 61.6 次 中医治疗 甲类

460000013.10 肛周药物注射封闭术(肛周皮下封闭) 61.6 次 中医治疗 甲类

460000013.20 肛周药物注射封闭术(穴位封闭) 61.6 次 中医治疗 甲类

460000014 手术扩肛治疗 415.8 次 中医手术 甲类



460000015 人工扩肛治疗 52.8 次 中医治疗 甲类

460000015.10 人工扩肛治疗(器械扩肛) 52.8 次 中医治疗 甲类

460000016 化脓性肛周大汗腺炎切开清创引流术 606.1 次 中医治疗 甲类

460000016.01
化脓性肛周大汗腺炎切开清创引流术(复杂(以肛门为中心,炎症波及

半径超过3CM以上者)加收)
80 次 中医治疗 甲类

460000017 肛周坏死性筋膜炎清创术 606.1 次 中医治疗 甲类

460000017.01
肛周坏死性筋膜炎清创术(复杂(病变范围超过肛周四分之一象限者)

加收)
80 次 中医治疗 甲类

460000018 肛门直肠周围脓腔搔刮术 415.8 次 中医治疗 甲类

460000018.01 肛门直肠周围脓腔搔刮术(每增加一个病灶加收) 80 每病灶 中医治疗 甲类

460000018.10 肛门直肠周围脓腔搔刮术(双侧及1个以上窦道) 415.8 次 中医治疗 甲类

460000018.20 肛门直肠周围脓腔搔刮术(双侧及1个以上脓腔) 415.8 次 中医治疗 甲类

460000019 中医肛肠术后紧线术 37.4 次 中医治疗 甲类



460000021 直肠前突出注射术 415.8 次 中医治疗 甲类

460000022 直肠脱垂注射术 446.6 次 中医治疗 甲类

470000001 白内障针拨术 275 单眼 中医治疗 甲类

470000002 白内障针拨吸出术 440 单眼 中医治疗 甲类

470000003 白内障针拨套出术 440 单眼 中医治疗 甲类

470000004 眼结膜囊穴位注射 22 单眼 中医治疗 甲类

470000008 药线引流治疗 22 三公分 中医治疗 甲类

470000009 耳咽中药吹粉治疗 5.5 次 中医治疗 非类

470000010 中药硬膏热贴敷治疗 2.2 次 中医治疗 非类

470000011 中药直肠滴入治疗 22 次 中医治疗 甲类

470000012 刮痧治疗 11 次 中医治疗 甲类



470000013 烫熨治疗 8.8 每个部位 中医治疗 乙类

470000014 医疗气功治疗 22 次 中医治疗 非类

470000015 体表瘘管切开搔爬术 77 次 中医治疗 甲类

470000015.10 体表瘘管切开搔爬术(耳前瘘管) 77 次 中医治疗 甲类

470000015.20 体表瘘管切开搔爬术(乳腺瘘管) 77 次 中医治疗 甲类

470000016 足底反射治疗 16.5 次 中医治疗 非类

480000001 辩证施膳指导 5.5 次 中医治疗 非类

480000002 脉图诊断 5.5 次 中医治疗 非类

480000004 人工煎药 3.3 每剂 中医治疗 甲类

480000005 煎药机煎药 6.05 付(3袋/付) 中医治疗 甲类

480000006.01 中医辨证论治(副高职称医师加收) 2 次 中医诊察 非类



480000006.02 中医辨证论治(正高职称医师加收) 5 次 中医诊察 非类

480000006.30 中医辨证论治(三级医院) 8 次 中医诊察 甲类

A210500004 生物波共振检测 110 次 临床诊断 非类

A220302013 肝纤维化瞬时弹性测定 88 次 影像学诊断 非类

A240700004 数字化乳腺靶引导 99 次 影像学诊断 甲类

A240700005 肿瘤光动力学治疗 990 次 康复治疗 非类

A240700005.01肿瘤光动力学治疗(尖锐湿疣收取) 500 次 康复治疗 非类

A240700005.02肿瘤光动力学治疗(痤疮收取) 500 次 康复治疗 非类

A240700007 量子共振检测 4.4 项 康复治疗 非类

A240700007.01量子共振检测(恶性肿瘤检测收取) 30 次 康复治疗 非类

A250102038 尿液宫外孕快速检测 50 次 实验室诊断 非类



A250104036 胎儿纤维连接蛋白(FFN)检测 170 项 实验室诊断 非类

A250301020 血清血浆蛋白A测定 49.5 次 实验室诊断 非类

A250301021 幽门螺杆菌病原体蛋白芯片检测 198 次 实验室诊断 非类

A250302010 糖化白蛋白测定 60.5 次 实验室诊断 非类

A250305032 血清抑制素B 110 次 实验室诊断 非类

A250306014 心肌损伤全定量测定 330 次 实验室诊断 非类

A250306015 缺血修饰性白蛋白测定 22 次 实验室诊断 甲类

A250306016 心肌型脂肪酸结合蛋白检测 165 次 实验室诊断 乙类

A250308010 尿胰蛋白酶原测定 49.5 次 实验室诊断 甲类

A250310062 甲状腺过氧化物酶测定 55 次 实验室诊断 非类

A250310063 类胰岛素生长因子-1测定 88 次 实验室诊断 非类



A250310064 类胰岛素生长因子结合蛋白-3测定 88 次 实验室诊断 非类

A250401036 淋巴细胞CD4/CD8绝对数检测 308 次 实验室诊断 乙类

A250401037 混合抗球蛋白反应试验 66 次 实验室诊断 非类

A250402056 不孕不育蛋白芯片检测 198 次 实验室诊断 非类

A250402057 抗内皮细胞抗体(AECA)测定 110 次 实验室诊断 非类

A250403082 TORCH病原体蛋白芯片检测 198 次 实验室诊断 非类

A250403083 宫颈癌病原体蛋白芯片检测 198 次 实验室诊断 非类

A250403084 手足口病肠道病毒71(EV71) 38.5 项 实验室诊断 非类

A250403084.01手足口病肠道病毒71(EV71)荧光定量RT-PCR法加收 100 项 实验室诊断 非类

A250403084.10手足口病肠道病毒71(EV71)IgM 38.5 项 实验室诊断 非类

A250403084.20手足口病肠道病毒71(EV71)IgG 38.5 项 实验室诊断 非类



A250403085 人乳头瘤病毒(HPV)L1壳蛋白检测 396 次 实验室诊断 非类

A250403086 丙型肝炎抗原测定 33 次 实验室诊断 非类

A250403087 乙型肝炎病毒(HBV)耐药基因检测 181.5 次 实验室诊断 非类

A250404027 尿液肿瘤相关氨基酸检测 143 次 实验室诊断 非类

A250404028 血清胸苷激酶Ⅰ测定 137.5 次 实验室诊断 乙类

A250404029 血清肿瘤相关物质检测 107.8 次 实验室诊断 乙类

A250404030 胃蛋白酶原Ⅰ(PGⅠ)测定 55 次 实验室诊断 非类

A250404030.01胃蛋白酶原Ⅰ(PGⅠ)测定(定量分析加收) 15 次 实验室诊断 非类

A250404030.10胃蛋白酶原Ⅱ测定 55 次 实验室诊断 非类

A250404030.11胃蛋白酶原Ⅱ测定(定量分析加收) 15 次 实验室诊断 非类

A250404031 人附睾蛋白(HE4)检测 99 次 实验室诊断 非类



A250501042 呼吸道病原体蛋白芯片检测 198 次 实验室诊断 非类

A250501043 生殖道感染病原体蛋白芯片检测 198 次 实验室诊断 非类

A250501044 液基夹层杯结核杆菌检测 55 次 实验室诊断 非类

A250700018 β地中海贫血基因诊断 264 次 实验室诊断 非类

A250700018.01α地中海贫血基因诊断收取 140 次 实验室诊断 非类

A250700019 遗传疾病基因检测 550 项/每种疾病 实验室诊断 非类

A250700019.01遗传疾病基因检测(每增加一项加收) 150 项/每种疾病 实验室诊断 非类

A250700020 药物性耳聋基因筛查 176 次 实验室诊断 非类

A250700021 肿瘤多耐药基因监测(LRP、MRPI、MDPI) 176 次 实验室诊断 非类

A250700022 早老综合征LMNA基因突变筛查 176 次 实验室诊断 非类

A250700023 遗传代谢性疾病筛查 495 次 实验室诊断 非类



A270700004 荧光原位杂交技术 770 次 实验室诊断 非类

A340100028 生物波共振治疗 110 次 非手术治疗 非类

A340100029 冲击波治疗 99 次 康复治疗 非类

AAA.03 便民门诊(三级医院诊察费) 5 次 诊察费 非类

AAAA0001c 普通门诊诊察费(三级医院) 15 次 诊察费 甲类

AAAA0001c.01 普通医师营养状况评估(三级医院) 15 次 诊察费 非类

AAAA0001c.02 普通医师儿童营养评估(三级医院) 15 次 诊察费 非类

AAAA0001c.03 普通医师营养咨询(三级医院) 15 次 诊察费 非类

AAAA0001c.04 普通门诊诊察费(三级医院.优惠价) 13 次 诊察费 甲类

AAAA0002c 副主任医师门诊诊查费(三级医院) 22 次 诊察费 甲类

AAAA0002c.01 副主任医师营养状况咨询(三级医院) 22 次 诊察费 非类



AAAA0002c.02 副主任医师儿童营养评估(三级医院) 22 次 诊察费 非类

AAAA0002c.03 副主任医师营养咨询(三级医院) 22 次 诊察费 非类

AAAA0002c.04 副主任医师门诊诊查费(三级医院.优惠价) 20 次 诊察费 甲类

AAAA0003c 主任医师普通门诊诊查费(三级医院) 30 次 诊察费 甲类

AAAA0003c.01 主任医师营养状况评估(三级医院) 30 次 诊察费 非类

AAAA0003c.02 主任医师儿童营养评估(三级医院) 30 次 诊察费 非类

AAAA0003c.03 主任医师营养咨询(三级医院) 30 次 诊察费 非类

AAAA0003c.04 主任医师普通门诊诊查费(三级医院.优惠价) 28 次 诊察费 甲类

AAAA0004c 专家门诊诊察费(三级医院) 50 次 诊察费 甲类

AAAA0004c.01 专家营养状况评估(三级医院) 50 次 诊察费 非类

AAAA0004c.02 专家儿童营养评估(三级医院) 50 次 诊察费 非类



AAAA0004c.03 专家营养咨询(三级医院) 50 次 诊察费 非类

AAAA0004c.05 特需专家门诊诊察费（一） 100 次 诊察费 甲类

AAAA0004c.06 特需专家门诊诊察费（二） 150 次 诊察费 甲类

AAAA0004c.07 特需专家门诊诊察费（三） 200 次 诊察费 甲类

AAAB0001c 急诊诊察费(三级医院) 20 次 诊察费 甲类

AAAB0001c.01 急诊诊察费(三级医院.优惠价) 18 次 诊察费 甲类

AAAC0001c 门/急诊留观诊察费(三级医院) 20 日 诊察费 甲类

AAAC0001c.01 门/急诊留观诊察费不足6小时(三级医院) 10 日 诊察费 甲类

AAAD0001c 住院诊察费(三级医院) 25 日 诊察费 甲类

AAAD0001c.01 住院营养状况评估(三级医院) 25 次 诊察费 非类

AAAD0001c.02 住院儿童营养评估(三级医院) 25 次 诊察费 非类



AAAD0001c.03 住院营养咨询(三级医院) 25 次 诊察费 非类

AAAG0001c 普通门诊中医辨证论治(三级医院) 20 次 中医诊察 甲类

AAAG0001c.01 普通门诊中医辨证论治(三级医院.优惠价) 18 次 中医诊察 甲类

AAAG0002c 副主任医师门诊中医辨证论治(三级医院) 27 次 中医诊察 甲类

AAAG0002c.01 副主任医师门诊中医辨证论治(三级医院.优惠价) 25 次 中医诊察 甲类

AAAG0003c 主任医师门诊中医辨证论治(三级医院) 35 次 中医诊察 甲类

AAAG0003c.01 主任医师门诊中医辨证论治(三级医院.优惠价) 33 次 中医诊察 甲类

AAAH0001c 急诊中医辨证论治(三级医院) 20 次 中医诊察 甲类

AAAH0001c.01 急诊中医辨证论治(三级医院.优惠价) 18 次 中医诊察 甲类

AAAJ0001c 门/急诊留观中医辨证论治(三级医院) 20 日 中医诊察 甲类

AAAJ0001c.01 门/急诊留观中医辨证论治不足6小时(三级医院) 10 日 中医诊察 甲类



AAAK0001c 住院中医辨证论治(三级医院) 25 日 中医诊察 甲类

AAB.01 专设精神病床位加收 5 日 床位费 甲类

AAB.02 专设烧伤病床位加收 5 日 床位费 甲类

AAB.03 专设肿瘤病床位加收 5 日 床位费 甲类

AAB.04 专设传染病床位加收 5 日 床位费 甲类

AABA0001.01 普通病房床位费(临时陪伴床位费收取) 10 日 床位费 非类

AABA0001.02 VIP部产科普通病房床位费（临时陪伴床位费收取） 30 床/日 床位费 甲类

AABA0001c 普通病房床位费(三级医院) 47 日 床位费 甲类

AABA0001c.01 普通病房床位费(三级医院)(临时加床床位费收取) 50 日 床位费 甲类

AABA0001c.02 多人间病房 55 日 床位费 甲类

AABA0001c.03 二号楼多人间(带卫生间) 55 日 床位费 甲类



AABA0001c.04 三号楼多人间(带卫生间) 55 日 床位费 甲类

AABA0001c.05 三号楼多人间(不带卫生间) 53 日 床位费 甲类

AABA0001c.06 普通病床床位费(多人间) 55 日 床位费 甲类

AABA0001c.07 普通病房床位费（三级医院）（临时加床床位费收取） 43 床/日 床位费 甲类

AABA0001c.09 重症监护病房（单人间） 155 日 床位费 甲类

AABA0001f.01 一号楼四至六人间 55 日 床位费 甲类

AABA0002a.01 普通病床三人间(带卫生间) 75 日 床位费 甲类

AABA0002a.02 二号楼三人间(带卫生间) 75 日 床位费 甲类

AABA0002a.03 二号楼三人间(不带卫生间) 70 日 床位费 甲类

AABA0002a.04 三号楼三人间(不带卫生间) 60 日 床位费 甲类

AABA0002a.05 五号楼三人间(带卫生间) 75 日 床位费 甲类



AABA0002a.07 三人间病房（不带卫生间） 70 日 床位费 甲类

AABA0002a.08 四人间病房（带卫生间） 60 日 床位费 #N/A

AABA0002a.09 四人间病房（不带卫生间） 55 日 床位费 甲类

AABA0002a.10 三人间病房（带卫生间） 75 日 床位费 甲类

AABA0002a.51 三人间（带卫生间）病房 70 床/日 床位费 甲类

AABA0002a.52 三人间（不带卫生间）病房 65 床/日 床位费 甲类

AABA0003a.01 一号楼双人间(带卫生间) 95 日 床位费 甲类

AABA0003a.02 二号楼双人间(带卫生间) 95 日 床位费 甲类

AABA0003a.03 二号楼双人间(不带卫生间) 90 日 床位费 甲类

AABA0003a.04 三号楼双人间(带卫生间) 80 日 床位费 甲类

AABA0003a.05 三号楼双人间(不带卫生间) 75 日 床位费 甲类



AABA0003a.06 五号楼双人间(带卫生间) 95 日 床位费 甲类

AABA0003a.07 六号楼双人间(带卫生间) 80 日 床位费 甲类

AABA0003a.08 六号楼双人间(不带卫生间) 75 日 床位费 甲类

AABA0003a.09 九病区双人间(带卫生间) 95 日 床位费 甲类

AABA0003a.10 普通病床双人间(带卫生间) 95 日 床位费 甲类

AABA0003a.11 双人间病房（带卫生间） 95 日 床位费 甲类

AABA0003a.12 双人间病房（不带卫生间） 90 日 床位费 甲类

AABA0003a.51 双人间（带卫生间）病房 85 床/日 床位费 甲类

AABA0003a.54 双人间（不带卫生间）病房 80 床/日 床位费 甲类

AABA0004a.01 一号楼产科单人间(一) 680 日 床位费 甲类

AABA0004a.02 一号楼产科单人间(二) 480 日 床位费 甲类



AABA0004a.03 一号楼妇科单人间 265 日 床位费 甲类

AABA0004a.04 一号楼外科VIP病床(一) 780 日 床位费 甲类

AABA0004a.05 一号楼外科VIP病床(二) 480 日 床位费 甲类

AABA0004a.06 二号楼单人间(一) 480 日 床位费 甲类

AABA0004a.07 二号楼单人间(二) 365 日 床位费 甲类

AABA0004a.08 二号楼单人间(三) 265 日 床位费 甲类

AABA0004a.09 普通病床单人间 195 日 床位费 甲类

AABA0004a.10 三号楼日间病房单人间 135 日 床位费 甲类

AABA0004a.11 三号楼单人间 115 日 床位费 甲类

AABA0004a.12 三号楼肾移植病房单人间 195 日 床位费 甲类

AABA0004a.14 五号楼单人间(带卫生间) 395 日 床位费 甲类



AABA0004a.15 五号楼单人间(VIP) 520 日 床位费 甲类

AABA0004a.16 五号楼单人间(特优一) 235 日 床位费 甲类

AABA0004a.17 五号楼单人间(特优二) 155 日 床位费 甲类

AABA0004a.18 五号楼二套间 980 日 床位费 甲类

AABA0004a.19 五号楼二套间(特优) 520 日 床位费 甲类

AABA0004a.20 六号楼单人间(带卫生间) 140 日 床位费 甲类

AABA0004a.21 六号楼单人间(不带卫生间) 115 日 床位费 甲类

AABA0004a.22 九病区单人间(一) 195 日 床位费 甲类

AABA0004a.23 九病区单人间(二) 155 日 床位费 甲类

AABA0004a.24 VIP部产科二套间病房 3680 床/日 床位费 甲类

AABA0004a.25 VIP部产科单人间病房 1880 床/日 床位费 甲类



AABA0004a.26 九病区小单间(护理院) 155 日 床位费 甲类

AABA0004a.27 护理院单人间(安宁家庭房) 380 日 床位费 甲类

AABA0004a.28 综合楼单人间（大） 580 日 床位费 甲类

AABA0004a.29 综合楼单人间 520 日 床位费 甲类

AABA0004a.30 全科楼单人间 680 日 床位费 甲类

AABA0004a.31 全科楼单人间（大） 880 日 床位费 甲类

AABA0004a.32 康养楼单人间（2-3楼） 580 日 床位费 甲类

AABA0004a.33 康养楼单人间（4-6楼） 680 日 床位费 甲类

AABA0004a.34 VIP二套间 1280 日 床位费 甲类

AABA0004a.35 VIP三套间 1680 日 床位费 甲类

AABA0004a.36 VIP四套间 1980 日 床位费 甲类



AABA0004a.37 单人间病房（优惠价） 335 日 床位费 甲类

AABA0004a.38 套间病房（优惠价） 335 日 床位费 甲类

AABA0004a.39 普通部单人间 480 日 床位费 甲类

AABA0004a.40 VIP部产科五套间病房 6880 日 床位费 甲类

AABA0004a.41 VIP部产科三套间病房 5280 床/日 床位费 甲类

AABA0004a.42 普通部套间(VIP六人间) 5800 床/日 床位费 甲类

AABA0004a.43 普通部套间(VIP二套间) 1900 床/日 床位费 甲类

AABA0004a.44 普通部VIP单人间 960 床/日 床位费 甲类

AABB0001c.01 五号楼百级层流洁净病房床位费 415 日 床位费 甲类

AABB0001c.02 ICU层流病房单人间 415 日 床位费 甲类

AABC0001c 重症监护病房床位费(三级医院) 70 日 床位费 甲类



AABC0001c.01 五号楼重症监护室单人间 155 日 床位费 甲类

AABC0001c.02 五号楼重症监护室普通间 115 日 床位费 甲类

AABC0001c.03 重症监护病房床位费 105 日 床位费 甲类

AABC0001c.04 ICU单人间 155 日 床位费 甲类

AABC0001c.05 ICU双人间 115 日 床位费 甲类

AABC0001c.06 ICU普通病房 105 日 床位费 甲类

AABC0001c.08 ICU负压病房单人间 1000 日 床位费 甲类

AABC0001c.09 ICU负压病房单人间（优惠价） 335 床/日 床位费 甲类

AABC0001c.10 重症监护病房（二人间） 115 床/日 床位费 甲类

AABC0001c.11 重症监护病房（三人间） 105 床/日 床位费 甲类

AABC0001c.51 单人间CCU病房 135 床/日 床位费 甲类



AABC0001c.52 五人间CCU病房 100 床/日 床位费 甲类

AABC0004c.54 单人间病房（带卫生间） 155 床/日 床位费 甲类

AABD0001c 特殊防护病房床位费(三级医院) 75 日 床位费 甲类

AABE0001c 新生儿床位费(三级医院) 43 日 床位费 甲类

AABE0001c.01 一号楼新生儿床位费 47 日 床位费 甲类

AABE0001c.02 新生儿床位费 100 床/日 床位费 甲类

AABF0001 急诊留观床位费(多人间) 55 日 床位费 甲类

AABF0001.01 急诊留观床位费(多人间不足6小时) 27.5 <6小时 床位费 甲类

AABF0001.02 急诊留观床位费(三人间带卫生间) 75 日 床位费 甲类

AABF0001.03 急诊留观床位费(三人间带卫生间不足6小时) 37.5 <6小时 床位费 甲类

AABF0001.04 急诊留观床位费(三人间不带卫生间) 70 日 床位费 甲类



AABF0001.05 急诊留观床位费(三人间不带卫生间不足6小时) 35 <6小时 床位费 甲类

AABF0001.06 急诊留观床位费(双人间带卫生间) 95 日 床位费 甲类

AABF0001.07 急诊留观床位费(双人间带卫生间不足6小时) 47.5 <6小时 床位费 甲类

AABF0001.08 急诊留观临时加床床位费 50 日 床位费 甲类

AABF0001.09 急诊留观临时加床床位费(不足6小时) 25 <6小时 床位费 甲类

AABF0001.10 急诊留观床位费(双人间不带卫生间) 90 日 床位费 甲类

AABF0001.11 急诊留观床位费(双人间不带卫生间不足6小时) 45 <6小时 床位费 甲类

AABF0001.20 门诊留观床位费(多人间) 55 日 床位费 甲类

AABF0001.21 门诊留观床位费(多人间不足6小时) 27.5 <6小时 床位费 甲类

AABF0001.22 门诊留观床位费(三人间带卫生间) 75 日 床位费 甲类

AABF0001.23 门诊留观床位费(三人间带卫生间不足6小时) 37.5 <6小时 床位费 甲类



AABF0001.24 门诊留观床位费(三人间不带卫生间) 70 日 床位费 甲类

AABF0001.25 门诊留观床位费(三人间不带卫生间不足6小时) 35 <6小时 床位费 甲类

AABF0001.26 门诊留观床位费(双人间带卫生间) 95 日 床位费 甲类

AABF0001.27 门诊留观床位费(双人间带卫生间不足6小时) 47.5 <6小时 床位费 甲类

AABF0001.28 门诊留观临时加床床位费 50 日 床位费 甲类

AABF0001.29 门诊留观临时加床床位费(不足6小时) 25 <6小时 床位费 甲类

ABAA0001 皮内注射 2.3 次 一般治疗 甲类

ABAA0001.01 皮内注射(儿童加收) 0.23 次 一般治疗 甲类

ABAB0001 皮下注射 2.3 次 一般治疗 甲类

ABAB0001.01 皮下注射(儿童加收) 0.23 次 一般治疗 甲类

ABAC0001 肌肉注射 2.3 次 一般治疗 甲类



ABAC0001.01 肌肉注射(儿童加收) 0.23 次 一般治疗 甲类

ABAC0001.02 肌肉注射(各种疫苗接种加收) 0.5 次 一般治疗 非类

ABAD0001 静脉注射 3.4 次 一般治疗 甲类

ABAD0001.01 静脉注射(儿童加收) 0.34 次 一般治疗 甲类

ABAD0001.02 静脉注射(使用注射泵推注加收) 1 次 一般治疗 甲类

ABAE0001 静脉穿刺安全防护术 15 次 一般治疗 非类

ABBA0001 动脉采血 11.3 次 一般治疗 甲类

ABBA0001.01 动脉采血(儿童加收) 1.13 次 一般治疗 甲类

ABBB0001 静脉采血 3.4 次 一般治疗 甲类

ABBB0001.01 静脉采血(儿童加收) 0.34 次 一般治疗 甲类

ABBC0001 无痛末梢采血 20 次 一般治疗 非类



ABCA0001 静脉输液 6.2 每组 一般治疗 甲类

ABCA0001.01 静脉输液(每增加一组加收) 2 每组 一般治疗 甲类

ABCA0001.02 静脉输液(儿童加收) 0.62 每组 一般治疗 甲类

ABCB0001 输液泵辅助静脉输液 1.1 小时 一般治疗 甲类

ABCB0001.01 输液泵辅助静脉输液(儿童加收) 0.11 小时 一般治疗 甲类

ABCC0001 经烧伤创面静脉穿刺术 6 次 一般治疗 甲类

ABCC0001.01 经烧伤创面静脉穿刺术(儿童加收) 0.6 次 一般治疗 甲类

ABCD0001 静脉输血 6.2 每组 一般治疗 甲类

ABCD0001.01 静脉输血(每增加一组加收) 2 每组 一般治疗 甲类

ABCD0001.02 静脉输血(儿童加收) 0.62 每组 一般治疗 甲类

ABCJ0001 抗肿瘤化疗药物/肠外营养液集中配置 5.7 每组 一般治疗 甲类



ABCJ0001.01 抗肿瘤化疗药物/肠外营养液集中配置(儿童加收) 0.57 每组 一般治疗 甲类

ABCJ0002 静脉药物集中配置 3 组 一般治疗 非类

ABDA0001 经外周静脉置入中心静脉导管术 56.5 次 一般治疗 甲类

ABDA0001.01 经外周静脉置入中心静脉导管术(儿童加收) 5.65 次 一般治疗 甲类

ABDA0001.02 经外周静脉置入中心静脉导管术(测压收取) 10 次 一般治疗 甲类

ABDA0001.10 深静脉穿刺置管术 56.5 次 一般治疗 甲类

ABDA0001.11 深静脉穿刺置管术(儿童加收) 5.65 次 一般治疗 甲类

ABDB0001 新生儿脐血管置管术 10.2 次 一般治疗 甲类

ABDB0001.10 新生儿静脉穿刺 10.2 次 一般治疗 甲类

ABEA0001 清创(缝合)术(小) 56.5 部位 一般治疗 甲类

ABEA0001.01 清创(缝合)术(小)(儿童加收) 5.65 部位 一般治疗 甲类



ABEA0001.02 清创(缝合)术(小)(只清创收取) 25 部位 一般治疗 甲类

ABEA0001.03 清创(缝合)术(小)(使用超声清创加收) 6 部位 一般治疗 非类

ABEA0001.10 术后创口二期缝合术(小) 56.5 部位 一般治疗 甲类

ABEA0001.11 术后创口二期缝合术(小)(儿童加收) 5.65 部位 一般治疗 甲类

ABEA0002 清创(缝合)术(中) 90.4 部位 一般治疗 甲类

ABEA0002.01 清创(缝合)术(中)(儿童加收) 9.04 部位 一般治疗 甲类

ABEA0002.02 清创(缝合)术(中)(只清创收取) 50 部位 一般治疗 甲类

ABEA0002.03 清创(缝合)术(中)(使用超声清创加收) 8 部位 一般治疗 非类

ABEA0002.10 术后创口二期缝合术(中) 90.4 部位 一般治疗 甲类

ABEA0002.11 术后创口二期缝合术(中)(儿童加收) 9.04 部位 一般治疗 甲类

ABEA0003 清创(缝合)术(大) 167 部位 一般治疗 甲类



ABEA0003.01 清创(缝合)术(大)(儿童加收) 16.7 部位 一般治疗 甲类

ABEA0003.02 清创(缝合)术(大)(只清创收取) 100 部位 一般治疗 甲类

ABEA0003.03 清创(缝合)术(大)(使用超声清创加收) 10 部位 一般治疗 非类

ABEA0003.10 术后创口二期缝合术(大) 167 部位 一般治疗 甲类

ABEA0003.11 术后创口二期缝合术(大)(儿童加收) 16.7 部位 一般治疗 甲类

ABF.01 门诊拆线收取 10 次 一般治疗 甲类

ABF.02 外擦药物治疗收取 2 次 一般治疗 甲类

ABFA0001 换药(小) 9 次 一般治疗 甲类

ABFA0001.01 换药(小)(儿童加收) 0.9 次 一般治疗 甲类

ABFA0002 换药(中) 17 次 一般治疗 甲类

ABFA0002.01 换药(中)(儿童加收) 1.7 次 一般治疗 甲类



ABFA0003 换药(大) 22.6 次 一般治疗 甲类

ABFA0003.01 换药(大)(儿童加收) 2.26 次 一般治疗 甲类

ABFA0004 换药(特大) 45.2 次 一般治疗 甲类

ABFA0004.01 换药(特大)(儿童加收) 4.52 次 一般治疗 甲类

ABGA0001 胃肠减压 4.5 日 一般治疗 甲类

ABGA0001.01 胃肠减压(儿童加收) 0.45 日 一般治疗 甲类

ABGA0001.10 负压引流 4.5 日 一般治疗 甲类

ABGA0001.11 负压引流(儿童加收) 0.45 日 一般治疗 甲类

ABGA0001.20 引流管引流 4.5 日 一般治疗 甲类

ABGA0001.21 引流管引流(儿童加收) 0.45 日 一般治疗 甲类

ABGB0001 胃管置管术 9 次 一般治疗 甲类



ABGB0001.01 胃管置管术(儿童加收) 0.9 次 一般治疗 甲类

ABGB0001.02 胃管置管术(注食收取) 2 次 一般治疗 甲类

ABGB0001.03 胃管置管术(注药收取) 2 次 一般治疗 甲类

ABGB0001.04 胃管置管术(十二指肠灌注收取) 2 次 一般治疗 甲类

ABGB0001.10 鼻饲管置管 9 次 一般治疗 甲类

ABGB0001.11 鼻饲管置管(儿童加收) 0.9 次 一般治疗 甲类

ABGB0001.12 鼻饲管置管(注食收取) 2 次 一般治疗 甲类

ABGB0001.13 鼻饲管置管(注药收取) 2 次 一般治疗 甲类

ABGB0001.14 鼻饲管置管(十二指肠灌注收取) 2 次 一般治疗 甲类

ABGC0001 人工洗胃 28.3 次 一般治疗 甲类

ABGC0001.01 人工洗胃(儿童加收) 2.83 次 一般治疗 甲类



ABGC0002 电动洗胃 40 次 一般治疗 甲类

ABGC0002.01 电动洗胃(儿童加收) 4 次 一般治疗 甲类

ABGC0003 漏斗胃管洗胃 28.3 次 一般治疗 甲类

ABGC0003.01 漏斗胃管洗胃(儿童加收) 2.83 次 一般治疗 甲类

ABGC0004 负压吸引器洗胃 28.3 次 一般治疗 甲类

ABGC0004.01 负压吸引器洗胃(儿童加收) 2.83 次 一般治疗 甲类

ABGC0005 新生儿洗胃 22.6 次 一般治疗 甲类

ABGC0005.01 新生儿洗胃(胃液泡沫振荡加收) 5 次 一般治疗 甲类

ABGC0005.02 新生儿洗胃(胃液碱变试验加收) 5 次 一般治疗 甲类

ABGC0005.03 新生儿洗胃(电动洗胃加收) 10 次 一般治疗 甲类

ABGD0001 肠内营养灌注 34 日 一般治疗 甲类



ABGD0001.01 肠内营养灌注(儿童加收) 3.4 日 一般治疗 甲类

ABGE0001 一般灌肠 9 次 一般治疗 甲类

ABGE0001.01 一般灌肠(儿童加收) 0.9 次 一般治疗 甲类

ABGE0001.10 三通氧气灌肠 9 次 一般治疗 甲类

ABGE0001.11 三通氧气灌肠(儿童加收) 0.9 次 一般治疗 甲类

ABGE0002 保留灌肠治疗 9 次 一般治疗 甲类

ABGE0002.01 保留灌肠治疗(儿童加收) 0.9 次 一般治疗 甲类

ABGE0004 清洁灌肠 22.6 次 一般治疗 甲类

ABGE0004.01 清洁灌肠(儿童加收) 2.26 次 一般治疗 甲类

ABGH0001 肛管排气 5.7 次 一般治疗 甲类

ABGH0001.01 肛管排气(儿童加收) 0.57 次 一般治疗 甲类



ABHA0001 导尿 17 次 一般治疗 甲类

ABHA0001.01 导尿(儿童加收) 1.7 次 一般治疗 甲类

ABHA0002 导尿管留置 1.1 日 一般治疗 甲类

ABHA0002.01 导尿管留置(儿童加收) 0.11 日 一般治疗 甲类

ABHA0003 导引法导尿术 17 次 一般治疗 甲类

ABHA0003.01 导引法导尿术(儿童加收) 1.7 次 一般治疗 甲类

ABHB0001 膀胱冲洗 3.4 次 一般治疗 甲类

ABHB0001.01 膀胱冲洗(儿童加收) 0.34 次 一般治疗 甲类

ABHB0002 持续膀胱冲洗 34 日 一般治疗 甲类

ABHB0002.01 持续膀胱冲洗(儿童加收) 3.4 日 一般治疗 甲类

ABHB0002.10 加压持续膀胱冲洗 34 日 一般治疗 甲类



ABHB0002.11 加压持续膀胱冲洗(儿童加收) 3.4 日 一般治疗 甲类

ABJ.01 高流量吸氧加收 0.5 小时 一般治疗 甲类

ABJ.02 氧气筒吸氧收取 2.5 小时 一般治疗 甲类

ABJ.03 氧气袋吸氧收取 4 每袋 一般治疗 甲类

ABJA0001 氧气吸入 4 小时 一般治疗 甲类

ABJA0001.01 氧气吸入(儿童加收) 0.4 小时 一般治疗 甲类

ABJB0001 密闭式氧气吸入 4 小时 一般治疗 甲类

ABJB0001.01 密闭式氧气吸入(儿童加收) 0.4 小时 一般治疗 甲类

ABKA0001 超声雾化吸入 9 次 一般治疗 甲类

ABKA0001.01 超声雾化吸入(儿童加收) 0.9 次 一般治疗 甲类

ABKB0001 氧气雾化吸入 14.7 次 一般治疗 甲类



ABKB0001.01 氧气雾化吸入(儿童加收) 1.47 次 一般治疗 甲类

ABKC0001 空气压缩泵雾化吸入 17 次 一般治疗 甲类

ABKC0001.01 空气压缩泵雾化吸入(儿童加收) 1.7 次 一般治疗 甲类

ABKC0001.02 空气压缩泵雾化吸入(婴幼儿定量雾化吸入加收) 22 次 一般治疗 非类

ABKD0001 蒸汽雾化吸入 3.4 次 一般治疗 甲类

ABKD0001.01 蒸汽雾化吸入(儿童加收) 0.34 次 一般治疗 甲类

ABKE0001 经呼吸机管道雾化吸入 17 次 一般治疗 甲类

ABKE0001.01 经呼吸机管道雾化吸入(儿童加收) 1.7 次 一般治疗 甲类

ABLA0001 擦浴降温 6.8 天 一般治疗 甲类

ABLA0001.01 擦浴降温(儿童加收) 0.68 天 一般治疗 甲类

ABLB0001 贴敷降温 6.8 天 一般治疗 甲类



ABLB0001.01 贴敷降温(儿童加收) 0.68 天 一般治疗 甲类

ABLC0001 冰帽降温 6.8 天 一般治疗 甲类

ABLC0001.01 冰帽降温(儿童加收) 0.68 天 一般治疗 甲类

ABM.01 紧急抢救时使用喉罩收取 150 人次 一般治疗 非类

ABM.02 麻醉中不宜气管插管的患者使用喉罩收取 150 人次 一般治疗 非类

ABMA0001 危重病人大抢救 136 日 一般治疗 甲类

ABMA0001.01 危重病人大抢救(儿童加收) 13.6 日 一般治疗 甲类

ABMA0002 危重病人中抢救 90.4 日 一般治疗 甲类

ABMA0002.01 危重病人中抢救(儿童加收) 9.04 日 一般治疗 甲类

ABMA0003 危重病人小抢救 33.9 日 一般治疗 甲类

ABMA0003.01 危重病人小抢救(儿童加收) 3.39 日 一般治疗 甲类



ABP.01 重症监护(使用电动防褥疮垫收取) 8 日 护理费 甲类

ABPA0001 急诊室重症监护 72 日 一般治疗 甲类

ABPA0001.01 急诊室重症监护(儿童加收) 7.2 日 一般治疗 甲类

ABPA0001.02 急诊室重症监护不足12小时 5 小时 一般治疗 甲类

ABPB0001 重症监护 72 日 一般治疗 甲类

ABPB0001.01 重症监护(儿童加收) 7.2 日 一般治疗 甲类

ABPB0001.02 重症监护不足12小时 5 小时 一般治疗 甲类

ABZA0001 机械辅助排痰 24 次 一般治疗 甲类

ABZA0001.01 机械辅助排痰(儿童加收) 2.4 次 一般治疗 甲类

ABZB0001 冷湿敷法 2.3 次 一般治疗 甲类

ABZB0001.01 冷湿敷法(儿童加收) 0.23 次 一般治疗 甲类



ABZC0001 热湿敷法 2.3 次 一般治疗 甲类

ABZC0001.01 热湿敷法(儿童加收) 0.23 次 一般治疗 甲类

ABZD0001 坐浴 3.4 次 一般治疗 甲类

ABZD0001.01 坐浴(儿童加收) 0.34 次 一般治疗 甲类

ABZE0001 会阴擦洗 6 次 一般治疗 甲类

ABZE0001.01 会阴擦洗(儿童加收) 0.6 次 一般治疗 甲类

ABZE0001.10 人工抠便 6 次 一般治疗 甲类

ABZE0001.11 人工抠便(儿童加收) 0.6 次 一般治疗 甲类

ABZE0001.20 床上洗头 6 次 一般治疗 甲类

ABZE0001.21 床上洗头(儿童加收) 0.6 次 一般治疗 甲类

ABZE0001.30 擦浴 6 次 一般治疗 甲类



ABZE0001.31 擦浴(儿童加收) 0.6 次 一般治疗 甲类

ABZF0001 阴道冲洗 6 次 一般治疗 甲类

ABZF0001.01 阴道冲洗(儿童加收) 0.6 次 一般治疗 甲类

ABZG0001 引流管更换 3.4 次 一般治疗 甲类

ABZG0001.01 引流管更换(儿童加收) 0.34 次 一般治疗 甲类

ACA.01 分级护理(使用电动防褥疮垫收取) 8 日 护理费 甲类

ACAA0001 Ⅲ级护理 2.4 日 护理费 甲类

ACAA0001.01 Ⅲ级护理(儿童加收) 0.24 日 护理费 甲类

ACAB0001 Ⅱ级护理 6 日 护理费 甲类

ACAB0001.01 Ⅱ级护理(儿童加收) 0.6 日 护理费 甲类

ACAC0001 Ⅰ级护理 14.4 日 护理费 甲类



ACAC0001.01 Ⅰ级护理(儿童加收) 1.44 日 护理费 甲类

ACAC0001.10 化疗病人护理 14.4 日 护理费 甲类

ACAC0001.11 化疗病人护理(儿童加收) 1.44 日 护理费 甲类

ACAD0001 特级护理 36 日 护理费 甲类

ACAD0001.01 特级护理(儿童加收) 3.6 日 护理费 甲类

ACBC0001 精神病人护理 12 日 护理费 甲类

ACBC0001.01 精神病人护理(儿童加收) 1.2 日 护理费 甲类

ACBC0002 精神科监护 144 日 护理费 甲类

ACBC0002.01 精神科监护(儿童加收) 14.4 日 护理费 甲类

ACBD0001 一般传染病护理 24 日 护理费 甲类

ACBD0001.01 一般传染病护理(儿童加收) 2.4 日 护理费 甲类



ACBD0002 严密隔离护理 24 日 护理费 甲类

ACBD0002.01 严密隔离护理(儿童加收) 2.4 日 护理费 甲类

ACBD0003 保护性隔离护理 24 日 护理费 甲类

ACBD0003.01 保护性隔离护理(儿童加收) 2.4 日 护理费 甲类

ACBG0001 动脉置管护理 6 次 护理费 甲类

ACBG0001.01 动脉置管护理(儿童加收) 0.6 次 护理费 甲类

ACBG0002 静脉置管护理 6 次 护理费 甲类

ACBG0002.01 静脉置管护理(儿童加收) 0.6 次 护理费 甲类

ACBH0001 口腔护理 6 次 护理费 甲类

ACBH0001.01 口腔护理(儿童加收) 0.6 次 护理费 甲类

ACBJ0001 气管切开护理 36 日 护理费 甲类



ACBJ0001.01 气管切开护理(儿童加收) 3.6 日 护理费 甲类

ACBJ0002 气管切开套管更换 36 次 护理费 甲类

ACBJ0002.01 气管切开套管更换(儿童加收) 3.6 次 护理费 甲类

ACBJ0003 气管插管护理 36 日 护理费 甲类

ACBJ0003.01 气管插管护理(儿童加收) 3.6 日 护理费 甲类

ACBJ0004 吸痰护理 2.4 次 护理费 甲类

ACBJ0004.01 吸痰护理(儿童加收) 0.24 次 护理费 甲类

ACBJ0004.02 吸痰护理(支气管灌洗加收) 20 次 护理费 甲类

ACBJ0005 呼吸机吸痰护理 24 次 护理费 甲类

ACBJ0005.01 呼吸机吸痰护理(儿童加收) 2.4 次 护理费 甲类

ACBK0001 引流管护理 3.6 次 护理费 甲类



ACBK0001.01 引流管护理(儿童加收) 0.36 次 护理费 甲类

ACBK0001.02 持续引流管冲洗收取 10 日 护理费 甲类

ACBL0001 造口护理 12 次 护理费 甲类

ACBL0001.01 造口护理(儿童加收) 1.2 次 护理费 甲类

ACBM0001 肛周护理 13 次 护理费 乙类

ACBM0001.01 肛周护理(儿童加收) 1.3 次 护理费 甲类

ACBN0001 压疮护理 22 日 护理费 甲类

ACBN0001.01 压疮护理(儿童加收) 2.2 日 护理费 甲类

BZAD0001 宫颈细胞学计算机辅助诊断 9.9 每标本 病理诊断 乙类

CAAY1000 有核红细胞计数 12 次 实验室诊断 乙类

CACK8000 血液病相关基因定性检测 346.5 项 实验室诊断 非类



CEEJ8000 氨基酸测定 19.8 项 实验室诊断 乙类

CEGD8000 苯丙酮酸测定 27.5 项 实验室诊断 甲类

CEHP1000 脂蛋白a(LPa)测定 19.8 项 实验室诊断 乙类

CEQQ1000 甲状腺球蛋白(TG)测定 49.5 项 实验室诊断 乙类

CERU1000 性激素结合球蛋白(SHBG)测定 49.5 项 实验室诊断 非类

CERY1000a 胃泌素-17检测 121 项 实验室诊断 非类

CGFF1000 抗内因子抗体测定 77 次 实验室诊断 乙类

CGFN1000 抗β2-糖蛋白1抗体测定 121 次 实验室诊断 乙类

CGFQ1000 抗核小体抗体(AnuA)测定 93.5 次 实验室诊断 乙类

CGFV1000 抗组蛋白抗体(AHA)测定 88 次 实验室诊断 乙类

CGFY1000 抗杀菌通透性增高蛋白(BPI)抗体测定 110 次 实验室诊断 乙类



CGGP1000 抗神经抗原抗体检测 770 次 实验室诊断 乙类

CGGW1000 抗小肠杯状细胞抗体检测 88 次 实验室诊断 乙类

CGJS1000 抗酿酒酵母抗体检测 66 次 实验室诊断 乙类

CGKE1000 抗突变型瓜氨酸波型蛋白(MCV)抗体测定 154 次 实验室诊断 乙类

CGKF1000 抗C1q抗体测定 176 次 实验室诊断 乙类

CGLB1000 甲型流感病毒抗原检测 110 次 实验室诊断 乙类

CGLX1000 乙型肝炎病毒外膜大蛋白抗原测定 66 次 实验室诊断 非类

CGLY1000 丙型肝炎核心抗原测定 41.8 次 实验室诊断 乙类

CGLY1000.01 丙型肝炎核心抗原测定(定量测定加收) 112 次 实验室诊断 非类

CGRK1000 细胞角蛋白18片段测定 99 次 实验室诊断 非类

CGSF1000 高尔基体蛋白73(GP73)测定 148.5 次 实验室诊断 非类



CGSK1000 尿核基质蛋白(NMP22)测定 385 次 实验室诊断 非类

CGUJ1000 昆虫毒液过敏原筛查 143 次 实验室诊断 非类

EB.01 X线计算机体层检查(X线计算机双层及双层以下螺旋扫描加收) 60 次 CT检查 乙类

EB.02 X线计算机体层检查(X线计算机四至十层螺旋扫描加收) 100 次 CT检查 乙类

EB.03 X线计算机体层检查(X线计算机十六及十六层以上螺旋扫描加收) 200 次 CT检查 乙类

EBA.01 平扫(冠状面成像加收) 250 次 CT检查 乙类

EBABN001 鞍区X线计算机体层(CT)平扫 202.4 次 CT检查 乙类

EBABP001 头部X线计算机体层(CT)平扫 202.4 次 CT检查 乙类

EBADF001 肾上腺X线计算机体层(CT)平扫 303.6 次 CT检查 乙类

EBAEA001 眼部X线计算机体层(CT)平扫 202.4 次 CT检查 乙类

EBAFA001 耳部X线计算机体层(CT)平扫 202.4 次 CT检查 乙类



EBAGF001 鼻部X线计算机体层(CT)平扫 202.4 次 CT检查 乙类

EBAHF001 上颌部X线计算机体层(CT)平扫 202.4 次 CT检查 乙类

EBAHG001 下颌部X线计算机体层(CT)平扫 202.4 次 CT检查 乙类

EBAHS001 齿科X线计算机体层(CT)平扫 202.4 次 CT检查 乙类

EBAHY001 颈部X线计算机体层(CT)平扫 303.6 次 CT检查 乙类

EBAJT001 胸部X线计算机体层(CT)平扫 303.6 次 CT检查 乙类

EBAQT001 上腹部X线计算机体层(CT)平扫 303.6 次 CT检查 乙类

EBAQT002 下腹部X线计算机体层(CT)平扫 303.6 次 CT检查 乙类

EBAQU001 盆腔X线计算机体层(CT)平扫 303.6 次 CT检查 乙类

EBAVH001 颈椎X线计算机体层(CT)平扫 303.6 次 CT检查 乙类

EBAVN001 胸椎X线计算机体层(CT)平扫 303.6 次 CT检查 乙类



EBAVT001 腰椎X线计算机体层(CT)平扫 303.6 次 CT检查 乙类

EBAVY001 骶尾部X线计算机体层(CT)平扫 303.6 次 CT检查 乙类

EBAWA001 肢带骨骨骼计算机体层(CT)平扫 303.6 次 CT检查 乙类

EBAWA002 上臂X线计算机体层(CT)平扫 303.6 单侧 CT检查 乙类

EBAWA003 前臂X线计算机体层(CT)平扫 303.6 单侧 CT检查 乙类

EBAWR001 手部X线计算机体层(CT)平扫 303.6 单侧 CT检查 乙类

EBAXB001 骨盆部X线计算机体层(CT)平扫 303.6 次 CT检查 乙类

EBAXB002 髋部X线计算机体层(CT)平扫 303.6 次 CT检查 乙类

EBAXC001 骶髂关节X线计算机体层(CT)平扫 303.6 次 CT检查 乙类

EBAXF001 大腿X线计算机体层(CT)平扫 303.6 单侧 CT检查 乙类

EBAXN001 小腿X线计算机体层(CT)平扫 303.6 单侧 CT检查 乙类



EBAXU001 足踝部X线计算机体层(CT)平扫 303.6 单侧 CT检查 乙类

EBBBN001 鞍区X线计算机体层(CT)增强扫描 354.2 次 CT检查 乙类

EBBBP001 头部X线计算机体层(CT)增强扫描 354.2 次 CT检查 乙类

EBBDF001 肾上腺X线计算机体层(CT)增强扫描 354.2 次 CT检查 乙类

EBBEA001 眼部X线计算机体层(CT)增强扫描 354.2 次 CT检查 乙类

EBBFA001 耳部X线计算机体层(CT)增强扫描 354.2 次 CT检查 乙类

EBBGF001 鼻部X线计算机体层(CT)增强扫描 354.2 次 CT检查 乙类

EBBHF001 上颌部X线计算机体层(CT)增强扫描 354.2 次 CT检查 乙类

EBBHG001 下颌部X线计算机体层(CT)增强扫描 354.2 次 CT检查 乙类

EBBHS001 齿科X线计算机体层(CT)增强扫描 354.2 次 CT检查 乙类

EBBHY001 颈部X线计算机体层(CT)增强扫描 354.2 次 CT检查 乙类



EBBJT001 胸部X线计算机体层(CT)增强扫描 354.2 次 CT检查 乙类

EBBQT001 上腹部X线计算机体层(CT)增强扫描 354.2 次 CT检查 乙类

EBBQT002 下腹部X线计算机体层(CT)增强扫描 354.2 次 CT检查 乙类

EBBQU001 盆腔X线计算机体层(CT)增强扫描 354.2 次 CT检查 乙类

EBBVH001 颈椎X线计算机体层(CT)增强扫描 354.2 次 CT检查 乙类

EBBVN001 胸椎X线计算机体层(CT)增强扫描 354.2 次 CT检查 乙类

EBBVT001 腰椎X线计算机体层(CT)增强扫描 354.2 次 CT检查 乙类

EBBVY001 骶尾部X线计算机体层(CT)增强扫描 354.2 次 CT检查 乙类

EBBWA001 肢带骨骨骼计算机体层(CT)增强扫描 354.2 次 CT检查 乙类

EBBWF001 上臂X线计算机体层(CT)增强扫描 354.2 单侧 CT检查 乙类

EBBWL001 前臂X线计算机体层(CT)增强扫描 354.2 单侧 CT检查 乙类



EBBWR001 手部X线计算机体层(CT)增强扫描 354.2 单侧 CT检查 乙类

EBBXB001 骨盆部X线计算机体层(CT)增强扫描 354.2 次 CT检查 乙类

EBBXB002 髋部X线计算机体层(CT)增强扫描 354.2 次 CT检查 乙类

EBBXC001 骶髂关节X线计算机体层(CT)增强扫描 354.2 次 CT检查 乙类

EBBXF001 大腿X线计算机体层(CT)增强扫描 354.2 单侧 CT检查 乙类

EBBXN001 小腿X线计算机体层(CT)增强扫描 354.2 单侧 CT检查 乙类

EBBXU001 足踝部X线计算机体层(CT)增强扫描 354.2 单侧 CT检查 乙类

EBCBJ001 颅内动脉CT三维成像 657.8 次 CT检查 乙类

EBCJC001 气管树CT三维成像 607.2 次 CT检查 乙类

EBCJE001 肺小结节CT三维成像 607.2 次 CT检查 乙类

EBCKA001 心脏CT成像+心功能分析 657.8 次 CT检查 乙类



EBCKU001 冠状动脉钙化积分 220 次 CT检查 乙类

EBCKU002 冠状动脉CT三维成像 657.8 次 CT检查 乙类

EBCL3001 上肢动脉CT三维成像 657.8 次 CT检查 乙类

EBCL5001 下肢动脉CT三维成像 657.8 次 CT检查 乙类

EBCLA001 肺动脉CT三维成像 657.8 次 CT检查 乙类

EBCLB001 主动脉CT三维成像 657.8 次 CT检查 乙类

EBCLF001 颈动脉CT三维成像 657.8 次 CT检查 乙类

EBCLY001 上腹部动脉CT三维成像 657.8 次 CT检查 乙类

EBCLY002 下腹部动脉CT三维成像 657.8 次 CT检查 乙类

EBCLY003 盆腔动脉CT三维成像 657.8 次 CT检查 乙类

EBCMA001 肺静脉CT三维成像 657.8 次 CT检查 乙类



EBCML001 下腔静脉下肢深静脉CT三维成像 657.8 次 CT检查 乙类

EBCMN001 门脉系统CT三维成像 657.8 次 CT检查 乙类

EBCPS001 结肠CT三维成像 607.2 次 CT检查 乙类

EBCZX001 单脏器灌注成像 657.8 次 CT检查 乙类

EBZZZ001 临床操作CT引导 303.6 次 CT检查 乙类

EC.02 磁共振检查(磁共振扫描MRI(1.5T-3T)加收) 200 次 MRI检查 乙类

EC.03 磁共振检查(磁共振平扫头部导航定位加收) 600 次 MRI检查 非类

ECABA001 颅脑磁共振成像 495 次 MRI检查 乙类

ECABB001 海绵窦磁共振成像 495 次 MRI检查 乙类

ECABC001 脑功能磁共振成像 792 次 MRI检查 乙类

ECABC002 海马磁共振成像 495 次 MRI检查 乙类



ECABJ001 头颅非增强磁共振动脉血管成像 792 次 MRI检查 乙类

ECABM001 头颅非增强磁共振静脉血管成像 792 次 MRI检查 乙类

ECABN001 鞍区磁共振成像 495 次 MRI检查 乙类

ECABN002 颅底磁共振成像 495 次 MRI检查 乙类

ECABS001 脊髓磁共振水成像(MRM) 792 次 MRI检查 乙类

ECABS001.10 脊髓磁共振水成像(MRM)(MR内耳成像) 792 次 MRI检查 乙类

ECABS001.20 脊髓磁共振水成像(MRM)(MR涎腺成像) 792 次 MRI检查 乙类

ECABS001.30 脊髓磁共振水成像(MRM)(MR神经成像) 792 次 MRI检查 乙类

ECADF001 肾上腺磁共振成像 495 次 MRI检查 乙类

ECAEB001 眶磁共振成像 495 次 MRI检查 乙类

ECAFK001 内听道磁共振成像 495 次 MRI检查 乙类



ECAGF001 鼻窦磁共振成像 495 次 MRI检查 乙类

ECAGJ001 鼻咽磁共振成像 495 次 MRI检查 乙类

ECAHJ001 颞下颌关节磁共振成像 495 次 MRI检查 乙类

ECAHY001 颈部磁共振成像 495 次 MRI检查 乙类

ECAJT001 胸部磁共振成像 495 次 MRI检查 乙类

ECAKA001 心脏磁共振平扫成像 792 次 MRI检查 非类

ECAKA002 磁共振心脏功能评价 792 次 MRI检查 非类

ECAKA002.01 磁共振心脏功能评价(冠状动脉成像加收) 300 次 MRI检查 非类

ECAM9001 血管斑块成像 792 次 MRI检查 非类

ECAPU001 直肠磁共振成像 495 次 MRI检查 乙类

ECAQP001 胰胆管系统磁共振水成像(MRCP) 792 次 MRI检查 乙类



ECAQT001 上腹部磁共振成像 495 次 MRI检查 乙类

ECAQT002 下腹部磁共振成像 495 次 MRI检查 乙类

ECAQU001 盆腔磁共振成像 495 次 MRI检查 乙类

ECARA001 泌尿系统磁共振水成像(MRU) 792 次 MRI检查 乙类

ECASK001 前列腺磁共振成像 495 次 MRI检查 乙类

ECAVH001 颈椎磁共振成像 495 次 MRI检查 乙类

ECAVN001 胸椎磁共振成像 495 次 MRI检查 乙类

ECAVT001 腰椎磁共振成像 495 次 MRI检查 乙类

ECAWF001 上臂磁共振成像 495 单侧 MRI检查 乙类

ECAWG001 肩关节磁共振成像 495 单侧 MRI检查 乙类

ECAWJ001 肘关节磁共振成像 495 单侧 MRI检查 乙类



ECAWL001 前臂磁共振成像 495 单侧 MRI检查 乙类

ECAWR001 手磁共振成像 495 单侧 MRI检查 乙类

ECAXC001 骶髂关节磁共振成像 495 次 MRI检查 乙类

ECAXD001 双髋关节磁共振成像 495 次 MRI检查 乙类

ECAXF001 大腿磁共振成像 495 单侧 MRI检查 乙类

ECAXJ001 膝关节磁共振成像 495 单侧 MRI检查 乙类

ECAXN001 小腿磁共振成像 495 单侧 MRI检查 乙类

ECAXU001 足磁共振成像 495 单侧 MRI检查 乙类

ECAXZ001 踝关节磁共振成像 495 单侧 MRI检查 乙类

ECAYA001 乳腺磁共振成像 495 次 MRI检查 乙类

ECBBB001 海绵窦磁共振增强成像 594 次 MRI检查 乙类



ECBBJ001 头颅动脉磁共振血管增强成像 792 次 MRI检查 乙类

ECBBN001 鞍区磁共振增强成像 594 次 MRI检查 乙类

ECBBN002 颅底磁共振增强成像 594 次 MRI检查 乙类

ECBBP001 头部磁共振增强成像 594 次 MRI检查 乙类

ECBDF001 肾上腺磁共振增强成像 594 次 MRI检查 乙类

ECBEB001 眶磁共振增强成像 594 次 MRI检查 乙类

ECBFK001 内听道磁共振增强成像 594 次 MRI检查 乙类

ECBGF001 鼻窦磁共振增强成像 594 次 MRI检查 乙类

ECBGJ001 鼻咽磁共振增强成像 594 次 MRI检查 乙类

ECBHY001 颈部磁共振增强成像 594 次 MRI检查 乙类

ECBJT001 胸部磁共振增强成像 594 次 MRI检查 乙类



ECBKA001 心脏磁共振增强成像 792 次 MRI检查 非类

ECBKU001 冠脉磁共振成像 792 次 MRI检查 非类

ECBL5001 下肢动脉磁共振血管增强成像 792 单侧 MRI检查 乙类

ECBL5001.10 上肢动脉磁共振血管增强成像 792 单侧 MRI检查 乙类

ECBLA001 肺动脉磁共振血管增强成像 792 次 MRI检查 乙类

ECBLF001 颈动脉磁共振血管增强成像 792 次 MRI检查 乙类

ECBLJ001 胸主动脉磁共振血管增强成像 792 次 MRI检查 乙类

ECBLK001 腹主动脉磁共振血管增强成像 792 次 MRI检查 乙类

ECBM9001 血管斑块增强成像 792 次 MRI检查 乙类

ECBML001 下腔静脉磁共振血管增强成像 792 次 MRI检查 乙类

ECBQT001 上腹部磁共振增强成像 594 次 MRI检查 乙类



ECBQT002 下腹部磁共振增强成像 594 次 MRI检查 乙类

ECBQU001 盆腔磁共振增强成像 594 次 MRI检查 乙类

ECBVH001 颈椎磁共振增强成像 594 次 MRI检查 乙类

ECBVN001 胸椎磁共振增强成像 594 次 MRI检查 乙类

ECBVT001 腰椎磁共振增强成像 594 次 MRI检查 乙类

ECBWF001 上臂磁共振增强成像 594 单侧 MRI检查 乙类

ECBWG001 肩关节磁共振增强成像 594 单侧 MRI检查 乙类

ECBWL001 前臂磁共振增强成像 594 单侧 MRI检查 乙类

ECBWR001 手磁共振增强成像 594 单侧 MRI检查 乙类

ECBXC001 骶髂关节磁共振增强成像 594 次 MRI检查 乙类

ECBXF001 大腿磁共振增强成像 594 单侧 MRI检查 乙类



ECBXN001 小腿磁共振增强成像 594 单侧 MRI检查 乙类

ECBXU001 足磁共振增强成像 594 单侧 MRI检查 乙类

ECBXZ001 踝关节磁共振增强成像 594 单侧 MRI检查 乙类

ECCZX001 磁共振器官体积测量 891 次 MRI检查 乙类

ECCZX002 单脏器灌注磁共振成像 1188 次 MRI检查 乙类

ECCZX003 磁共振单脏器弥散加权成像 891 次 MRI检查 乙类

ECCZX004 磁共振单脏器磁敏感加权成像 891 次 MRI检查 乙类

ECCZX005 单脏器单体素磁共振波谱分析 1188 次 MRI检查 乙类

ECCZX006 单脏器多体素磁共振波谱分析 1188 次 MRI检查 乙类

ECCZX007 单脏器磁共振动态增强成像 594 次 MRI检查 乙类

ECCZX008 单脏器薄层扫描 495 次 MRI检查 乙类



ECCZY001 磁共振全身弥散加权成像 2376 次 MRI检查 非类

ECCZZ003 磁共振弥散张量成像 1188 次 MRI检查 乙类

ECZZZ004 临床操作磁共振引导 544.5 次 MRI检查 乙类

EDCUE003 可疑胎儿异常的产前彩色多普勒超声诊断 220 每胎 超声检查 甲类

EDCUE004 胎儿颈后透明层彩色多普勒超声测定 110 每胎 超声检查 甲类

EEE.01 正电子发射断层显像(透射显象衰减校正加收) 150 次 PET/CT检查 非类

EEEBC001 PET脑代谢断层显像 4400 次 PET/CT检查 非类

EEEBH001 PET脑血流断层显像 2200 次 PET/CT检查 非类

EEEKC001 PET静息心肌灌注断层显像 2200 次 PET/CT检查 非类

EEEKC002 PET心肌代谢断层显像 3960 次 PET/CT检查 非类

EEEKC003 运动法PET负荷心肌灌注显像 2200 次 PET/CT检查 非类



EEEKC004 药物法PET负荷心肌灌注显像 2200 次 PET/CT检查 非类

EEEZX001 PET肿瘤局部断层显像 4840 次 PET/CT检查 非类

EEEZY001 PET肿瘤全身断层显像 6600 次 PET/CT检查 非类

EEEZY001.01 PET肿瘤全身断层显像(增加局部显象加收) 150 次 PET/CT检查 非类

EEF.01 正电子发射断层融合显像(透射显象衰减校正加收) 150 次 PET/CT检查 非类

EEF.02 正电子发射断层融合显像(图像融合加收) 250 次 PET/CT检查 非类

EEFBC001 PET/CT脑代谢显像 4400 次 PET/CT检查 非类

EEFBH001 PET/CT脑血流显像 2200 次 PET/CT检查 非类

EEFKC001 PET/CT静息心肌灌注显像 2200 次 PET/CT检查 非类

EEFKC002 运动法PET/CT负荷心肌灌注显像 2200 次 PET/CT检查 非类

EEFKC003 药物法PET/CT负荷心肌灌注显像 2200 次 PET/CT检查 非类



EEFZX001 PET/CT肿瘤局部显像 4840 次 PET/CT检查 非类

EEFZY001 PET/CT肿瘤全身显像 6600 次 PET/CT检查 非类

EEFZY001.01 PET/CT肿瘤全身显像(增加局部显像加收) 150 次 PET/CT检查 非类

FAY04706 孤独症诊断访谈量表(ADI)测评 33 次 临床诊断 乙类

FBC03717 脑电超慢涨落分析 82.5 次 临床诊断 甲类

FBC05706 脑电双频指数监测 38.5 小时 临床诊断 乙类

FBC05706.01 脑电双频指数监测(2小时后每增加1小时收取) 10 小时 临床诊断 乙类

FBC09301 显微镜下幕上开颅探查术 5863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FDZ06201 分段采血比较全身不同部位激素水平 2530 次 临床诊断 乙类

FES01703 儿童眼底照相 220 次 临床诊断 乙类

FES01703.01 儿童眼底照相(1岁(含1岁)以下婴幼儿防眼盲筛查加收) 60 次 临床诊断 乙类



FES01711 偏振激光(GDx)眼底扫描 176 次 临床诊断 非类

FFA02709 小儿行为听力测试 33 次 临床诊断 乙类

FFA04704 平衡试验【渝医保发〔2019〕26号】 30.8 次 临床诊断 乙类

FFA04704.10 平衡试验(平衡台试验) 30.8 次 临床诊断 乙类

FFA04704.20 平衡试验(视动试验) 30.8 次 临床诊断 乙类

FFA04704.30 平衡试验(旋转试验) 30.8 次 临床诊断 乙类

FFA04704.40 平衡试验(甘油试验) 30.8 次 临床诊断 乙类

FHL02401 唾液流量测定 55 次 临床诊断 非类

FHS01702 触痛仪检查(PPT) 73.7 部位 临床诊断 非类

FHW01401 牙周探诊 26.4 次 临床诊断 乙类

FHX02701 种植体动度测量 28.6 个 临床诊断 非类



FJD01603 超声支气管镜检查 990 次 临床诊断 乙类

FJD01603.01 超声支气管镜检查(超声支气管镜下活检术收取) 1500 次 临床诊断 乙类

FJE02407 呼出气一氧化氮测定 286 次 临床诊断 非类

FL309302 腋动脉探查术 1155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FPA01603 内镜色素检查 407 次 临床诊断 乙类

FPA01604 胶囊内镜检查 3630 次 临床诊断 乙类

FPB05403 24小时食道阻抗及pH联合监测 308 次 临床诊断 乙类

FSB02701 睾丸体积测量 12.1 次 临床诊断 非类

FTG01401 宫颈粘液评分 11 次 临床诊断 甲类

FUD01702 胚胎评分 33 次 临床诊断 非类

FUD07701 卵裂球/极体活检术 2640 次 临床诊断 非类



FYR01501 皮肤镜检测诊断 27.5 部位 临床诊断 非类

FYS01701 毛发检查 19.8 次 临床诊断 非类

HAP05902 麻醉深度电生理监测 38.5 小时 麻醉费 乙类

HAP05902.01 麻醉深度电生理监测(2小时后每增加1小时收取) 10 小时 麻醉费 乙类

HBB73304 显微镜下颅内蛛网膜囊肿摘除术 5863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HBC65302 显微镜下幕上深部异物清除术 4807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HBC73301 显微镜下幕上深部肿物切除术 4807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HBC73302 显微镜下幕上深部脑室内肿物切除术 4807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HBC73309 显微镜下幕上深部脑脓肿清除术 4807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HBD73301 显微镜下丘脑肿物切除术 5863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HBF65301 显微镜下脑干血肿清除术 5863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HBF73301 显微镜下脑干肿物切除术 5863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HBG73301 显微镜下第三脑室前肿物切除术 4807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HBG73302 显微镜下第三脑室肿物切除术 4807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HBG73303 显微镜下第三脑室后肿物切除术 4807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HB-HC.01 神经系统(术中使用神经导航系统加收) 4500 次 手术治疗 非类

HBJ73302 显微镜下颅内巨大动脉瘤夹闭切除术 5335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HBJ73302.01 显微镜下颅内巨大动脉瘤夹闭切除术(每增加1个动脉瘤加收) 600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HBJ73303 显微镜下颅内巨大动脉瘤夹闭切除术+颈动脉暴露术 5335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HBJ73303.01
显微镜下颅内巨大动脉瘤夹闭切除术+颈动脉暴露术(每增加1个动脉

瘤加收)
600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HBN73301 显微镜下枕大孔区肿物切除术 5863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HBN73302 显微镜下颈静脉孔区肿物切除术 5203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HBN73302.01 显微镜下颈静脉孔区肿物切除术(使用电磁导航系统加收) 1600 次 手术治疗 非类

HBN73303 上颌进路颅底肿瘤切除术 4653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HBN73303.01 上颌进路颅底肿瘤切除术(使用电磁导航系统加收) 1600 次 手术治疗 非类

HBN73304 鼻颅联合径路肿瘤切除术 4653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HBN73304.01 鼻颅联合径路肿瘤切除术(使用电磁导航系统加收) 1600 次 手术治疗 非类

HBN73305 颅底肿物切除术 4653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HBN73305.01 颅底肿物切除术(使用电磁导航系统加收) 1600 次 手术治疗 非类

HBN73309 显微镜下鞍区肿物切除术 5071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HBN73601 经鼻内镜前颅底肿瘤切除术 4785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HBN73601.01 经鼻内镜前颅底肿瘤切除术(使用电磁导航系统加收) 1600 次 手术治疗 非类

HBN73604 经鼻内镜中颅窝及岩尖部肿瘤切除术 4785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HBN73604.01 经鼻内镜中颅窝及岩尖部肿瘤切除术(使用电磁导航系统加收) 1600 次 手术治疗 非类

HBN73605 鼻内镜鞍区肿物切除术 4653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HBN73606 鼻内镜鞍上区肿物切除术 4653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HCZ64301 分流管取出术 1540 单侧 手术治疗 甲类

HCZ64301.01 分流管取出术(使用神经导航系统加收) 4500 次 手术治疗 非类

HCZ66301 分流管置换术 2090 单侧 手术治疗 甲类

HCZ66301.01 分流管置换术(使用神经导航系统加收) 4500 次 手术治疗 非类

HDE48101 胰岛素皮下注射 2.4 次 非手术治疗 甲类

HEA62301 眼内肿物放射敷贴器置入术 962.5 单侧 手术治疗 甲类

HEA64301 眼内肿物放射敷贴器取出术 962.5 单侧 手术治疗 甲类

HEA64701 义眼台取出术 715 单侧 手术治疗 非类



HEE64601 人工泪管取出术 352 单侧 手术治疗 非类

HFF83302 显微镜下鼓膜修补术 1188 单侧 手术治疗 甲类

HFF83601 经耳内镜鼓膜修补术 1188 单侧 手术治疗 甲类

HHM73307 口腔黏膜激光治疗 220 次 手术治疗 乙类

HHS65309 萌出阻生牙拔除术 92.4 每牙 手术治疗 甲类

HHS65310 未完全萌出阻生牙拔除术 118.8 每牙 手术治疗 甲类

HHS65311 骨性埋藏阻生牙拔除术 145.2 每牙 手术治疗 甲类

HHS-HHV.01 使用特殊器械下的微创拨牙加收 200 次 手术治疗 非类

HHW72301 牙周激光治疗 220 每牙 手术治疗 非类

HHW72301.01 牙周激光治疗(每增加一牙收取) 100 每牙 手术治疗 非类

HJC50301 气管切开术 369.6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HJE48401 全肺灌洗术 1485 单侧 手术治疗 非类

HJE73305 肺大泡切除修补术 1969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HJE83301 肺修补术 2167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HJE83501 经胸腔镜肺修补术 2332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HJG73502 经胸腔镜肺大泡切除胸膜固定术 2134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HJH64301 胸壁矫形内固定物取出术 803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HJJ73302 经锁骨上入路胸廓出口综合征手术 2365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HJK59301 延迟胸骨闭合术 1870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HKM83301 室间隔缺损缝合术 3157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HKM83302 室间隔缺损补片修补术 3157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HKM83303 多发室间隔缺损修补术 3157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HKM83304 室间隔穿孔修补术 3157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HKY89309 一个半心室矫治术 3190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HM959301 临时动静脉瘘二期结扎术 1232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HM962901 体外人工膜肺(ECMO)安装术 1760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HM963301 体外膜肺(ECMO)的血泵更换术 825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HM963302 体外膜肺(ECMO)的膜肺更换术 825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HM964301 体外膜肺(ECMO)撤除术 770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HM983301 临时性动静脉瘘成形术 1232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HM983302 自体动静脉内瘘成形术 1232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HML73301 下腔静脉血管平滑肌肉瘤切除术 2035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HML74301 下腔静脉血管平滑肌肉瘤切除人工血管重建术 2805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HMM65301 肝上腔静脉瘤栓切取术 3465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HMM65302 肝下腔静脉瘤栓切取术 3025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HMM65303 肝后腔静脉瘤栓切取术 3025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HMV60201 经皮穿刺选择性肾上腺静脉取血术 1320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HNB73301 脾部分切除术 1969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HNB73501 经腹腔镜脾部分切除术 2079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HNB75301 脾切除术 1463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HNB75501 经腹腔镜脾切除术 1628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HNB83301 脾修补术 1837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HNB83501 经腹腔镜脾修补术 1947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HNG73305 锁骨上窝淋巴结摘除术 1485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HNH73301 局限性纵隔淋巴结清扫术 2640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HPR75301 阑尾切除术 770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HPR75302 坏疽性阑尾切除术 902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HPR75501 经腹腔镜阑尾切除术 1100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HPR75502 经腹腔镜坏疽性阑尾切除术 1232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HPS73308 结肠癌姑息切除术+短路 2750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HQA46101 经皮肝脏创伤止血治疗 1375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HQA46101.01 经皮肝脏创伤止血治疗(以一个病灶为基价，每增加1处加收) 300 每病灶 手术治疗 甲类

HQK75301 胆囊切除术 1364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HQK75301.10 胆囊切除术(胆囊切开取石术) 1364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HQK75501 经腹腔镜胆囊切除术 1694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HQK86303 胆胰转流手术(BPD) 2640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HQN73303 胰头部分切除胰肠吻合术 2497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HQN73304 保留十二指肠胰头切除术 3685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HQN73311 胰十二指肠切除术(Whipple手术) 3685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HQN73312 胰腺癌联合脏器切除术 3685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HQP86301 胰管空肠侧侧吻合术 2497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HQP86302 胰管空肠吻合术 2497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HQQ83302 脐疝修补术 968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HQR71301 腹壁缺损外露肠管处置术 313.5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HQR83301 腹壁疝修补术 1007.6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HQS59301 腹股沟疝囊高位结扎术 875.6 单侧 手术治疗 甲类



HQS83301 腹股沟疝修补术 875.6 单侧 手术治疗 甲类

HQS83302 无张力腹股沟疝修补术 902 单侧 手术治疗 甲类

HQT63301 转流管探查取拴疏通术 1485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HQT64301 转流管取出术 1980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HQT83301 造口旁疝原位修补术 1007.6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HRJ61301 人工尿道括约肌植入术 1760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HRJ86303 后尿道吻合术 1375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HRJ86304 后尿道拖入术 1375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HTD75301 经腹全子宫切除术 1705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HTD75302 经腹筋膜内子宫切除术 1705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HTD75501 经腹腔镜全子宫切除术 1815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HTD75502 经腹腔镜筋膜内子宫切除术 1815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HTF73602 经宫腔镜子宫内膜息肉切除术 638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HTG73404 宫颈息肉切除术 308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HTG73601 经宫腔镜宫颈管息肉切除术 638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HTR73701 外阴良性肿瘤切除术 440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HTW73701 会阴部扩创术 440 1%体表面积 手术治疗 甲类

HTW83301 经腹会阴疝修补术 1007.6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HTZ89301 全盆底重建修补术 1760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HUE53406 宫腔观察吸引术 308 次 手术治疗 乙类

HUH66301 经腹羊水置换术 550 次 手术治疗 非类

HVB83301 颅骨缺损修补成形术 1749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HVB83301.01 颅骨缺损修补成形术(使用电磁导航系统加收) 1600 次 手术治疗 非类

HVB83301.10 颅骨缺损修补成形术(颅底再造) 1749 次 手术治疗 甲类

HX672101 经皮骨肿瘤消融术 1595 部位 手术治疗 非类

HYM89303 腹部皮管带蒂上臂转移术 2915 次 手术治疗 乙类

HYR45301 创面密封负压引流术 121 部位 手术治疗 乙类

HYR72701 体表射频消融术 33 平方厘米 手术治疗 非类

HYV89319 带毛囊游离皮肤移植术 1540 部位 手术治疗 非类

KFA19901 平衡训练 30.8 次 非手术治疗 乙类

KJP39701 体外膈肌起搏治疗 66 次 非手术治疗 非类

KSS16701 精子库供精信息技术咨询 33 次 非手术治疗 非类

KUB16701 卵子赠送技术咨询 33 次 非手术治疗 非类



KYR48101 吸入过敏原注射免疫治疗 55 次 非手术治疗 非类

LCAGA001 聚焦超声治疗鼻炎 1980 次 物理治疗 乙类

LCATA001 聚焦超声妇科疾病治疗 1870 次 物理治疗 乙类

LCAZX001 高强度精确聚焦超声热消融肿瘤治疗 13695 次 物理治疗 甲类

LCAZX001.01 高强度精确聚焦超声热消融肿瘤治疗(肿瘤直径小于或等于3cm收取) 8000 次 物理治疗 甲类

LCAZX001.02
高强度精确聚焦超声热消融肿瘤治疗(肿瘤直径大于5cm或小于等于

8cm的加收)
3000 次 物理治疗 甲类

LCAZX001.03 高强度精确聚焦超声热消融肿瘤治疗(肿瘤直径8cm以上加收) 6000 次 物理治疗 甲类

LDEZX001 区域热循环灌注热疗 825 次 康复治疗 乙类

MAAX8001 表面肌电图检查 33 次 康复评定 乙类

MABW6001 偏瘫肢体功能评定 33 次 康复评定 非类

MACZY001 跌倒风险评估 55 次 康复评定 非类



MAEBZ001 感觉障碍检查 154 次 康复评定 非类

MAGAZ001 言语能力筛查 22 次 康复评定 乙类

MAGAZ001a 一般失语症检查 22 次 康复评定 乙类

MAGAZ001b 构音障碍检查 22 次 康复评定 乙类

MAGAZ001c 言语失用检查 22 次 康复评定 乙类

MAGAZ015 听力障碍儿童语言检查 22 次 康复评定 非类

MAGAZ016 发声障碍检查 22 次 康复评定 非类

MAGAZ017 儿童语言障碍检查 22 次 康复评定 非类

MAGGK001 吞咽功能障碍检查 27.5 次 康复评定 乙类

MAHWR001 手功能评定【渝医保发〔2019〕26号】 22 次 康复评定 乙类

MAMZY003 康复综合评定 27.5 次 康复评定 乙类



MAZZY001 疼痛综合评定 22 日 康复评定 非类

MBBW6005 截肢肢体综合训练 33 次 康复治疗 甲类

MBBX7003 大关节松动训练 27.5 次 康复治疗 乙类

MBBZX009 减重支持系统训练 27.5 次 康复治疗 乙类

MBBZX010 电动起立床训练 19.8 次 康复治疗 乙类

MBBZX019 耐力训练 22 次 康复治疗 乙类

MBCWR001 徒手手功能训练 16.5 次 康复治疗 乙类

MBCZX002 精神障碍作业疗法训练 27.5 次 康复治疗 甲类

MBCZX004 日常生活动作训练 27.5 次 康复治疗 甲类

MBDZX006 儿童听力障碍语言训练 22 次 康复治疗 乙类

MBHZX001 轮椅技能训练 19.8 次 康复治疗 乙类



MBKZX002 职业功能训练 22 次 康复治疗 乙类

NBAA0000 颅微动力系统 340 次 手术治疗 乙类

NBBA0000 眼耳鼻喉微动力系统 300 次 手术治疗 乙类

NBCA0000 骨微动力系统 340 次 手术治疗 乙类

NBDA0000 颌面微动力系统 440 次 手术治疗 乙类

NBEA0000 齿科微动力系统 440 次 手术治疗 非类

NBFA0000 超声高频外科集成系统 830 次 手术治疗 非类

PBAA0201 中药涂擦治疗 19.47 10%体表面积 中医治疗 甲类

PBAA0201.01 中药涂擦治疗(大于10%体表面积加收) 5 次 中医治疗 甲类

PBAA0701 中药塌渍治疗 12.98 10%体表面积 中医治疗 甲类

PBAA0701.01 中药塌渍治疗(大于10%体表面积加收) 5 次 中医治疗 甲类



PBAA0801 中药熏药治疗 19.47 次 中医治疗 甲类

PBBA0201 肱骨外髁骨折橇拨复位术 259.6 次 中医治疗 甲类

PBBA0501 颞颌关节脱位手法整复术 129.8 次 中医治疗 甲类

PBBA0603 锁骨骨折锁骨带外固定术 129.8 次 中医治疗 甲类

PBBA0603.01 锁骨骨折锁骨带外固定术(复查调整收取) 10 次 中医治疗 甲类

PBBA0603.02 锁骨骨折锁骨带外固定术(指(趾)收取) 50 次 中医治疗 甲类

PBBA0605 肋骨骨折叠瓦式外固定术 129.8 次 中医治疗 甲类

PBBA0605.01 肋骨骨折叠瓦式外固定术(复查调整收取) 10 次 中医治疗 甲类

PBBA0605.02 肋骨骨折叠瓦式外固定术(指(趾)收取) 50 次 中医治疗 甲类

PBBA0701 骨折夹板局部外固定术 129.8 次 中医治疗 甲类

PBBA0701.01 骨折夹板局部外固定术(复查调整收取) 10 次 中医治疗 甲类



PBBA0701.02 骨折夹板局部外固定术(指(趾)收取) 50 次 中医治疗 甲类

PBBA0702 骨折超关节夹板外固定术 129.8 次 中医治疗 甲类

PBBA0702.01 骨折超关节夹板外固定术(复查调整收取) 10 次 中医治疗 甲类

PBBA0702.02 骨折超关节夹板外固定术(指(趾)收取) 50 次 中医治疗 甲类

PBBA0901 关节粘连手法松解术 90.86 次 中医治疗 甲类

PBBA0902 大关节粘连手法松解术 156.2 次 中医治疗 甲类

PBBA1001 外固定架调整术 36.3 次 中医治疗 甲类

PBBA1002 小夹板调整术 36.3 次 中医治疗 甲类

PBBA1101 中医定向透药治疗 28.6 每部位 中医治疗 乙类

PBBA1501 骨折畸形愈合手法折骨术 363 次 中医治疗 甲类

PBCA0101 普通针刺 15.62 每个病患部位 中医治疗 甲类



PBCA0104 针刺运动治疗 45.43 次 中医治疗 甲类

PBCA0201 头针治疗 23.32 次 中医治疗 甲类

PBCA0301 耳针治疗 15.62 五个穴位 中医治疗 甲类

PBCA0401 眼针治疗 23.32 单眼 中医治疗 甲类

PBCA0501 面针治疗 16.83 次 中医治疗 甲类

PBCA0601 鼻针治疗 16.83 次 中医治疗 甲类

PBCA0701 鼻腔针刺治疗 16.83 次 中医治疗 甲类

PBCA0801 口针治疗 16.83 次 中医治疗 甲类

PBCA0901 舌针治疗 16.83 次 中医治疗 甲类

PBCA1001 腹针治疗 16.83 次 中医治疗 甲类

PBCA1101 手针治疗 16.83 次 中医治疗 甲类



PBCA1201 腕踝针治疗 16.83 次 中医治疗 甲类

PBCA1301 项针治疗 16.83 次 中医治疗 甲类

PBCA1401 夹脊针治疗 16.83 次 中医治疗 甲类

PBCA1501 芒针治疗 16.83 每个穴位 中医治疗 甲类

PBCA1601 梅花针治疗 23.32 每个部位 中医治疗 甲类

PBCA1701 火针治疗 23.32 三个穴位 中医治疗 甲类

PBCA2301 金针治疗 15.62 每个病患部位 中医治疗 甲类

PBCA2501 普通电针治疗 19.47 二个穴位 中医治疗 甲类

PBCA2502 电冷针灸治疗 19.47 二个穴位 中医治疗 甲类

PBCA2503 电火针治疗 23.32 三个穴位 中医治疗 甲类

PBCA2504 电热针灸治疗 19.47 二个穴位 中医治疗 甲类



PBCA2505 模拟针刺手法电针治疗 19.47 二个穴位 中医治疗 甲类

PBCB0101 艾条灸治疗 19.47 次 中医治疗 甲类

PBCB0201 直接灸治疗 19.47 次 中医治疗 甲类

PBCB0301 隔物灸治疗 25.96 二个穴位 中医治疗 甲类

PBCB0401 温灸器灸法 19.47 次 中医治疗 甲类

PBCB0501 温针灸治疗 25.96 次 中医治疗 甲类

PBCB0601 天灸治疗 19.47 次 中医治疗 甲类

PBCC0101 普通拔罐治疗 7.81 三罐 中医治疗 甲类

PBCC0101.01 普通拔罐治疗(每增加一罐加收) 1.5 每罐 中医治疗 甲类

PBCC0201 走罐治疗 15.62 次 中医治疗 甲类

PBCC0301 水罐治疗 12.98 单罐 中医治疗 甲类



PBCD0101 穴位放血治疗 23.32 次 中医治疗 甲类

PBCD0102 静脉放血治疗 23.32 次 中医治疗 甲类

PBCD0201 穴位埋线治疗 51.92 每个穴位 中医治疗 甲类

PBCD0301 穴位注射治疗 15.62 每个穴位 中医治疗 甲类

PBCD0401 穴位贴敷治疗 12.98 每个穴位 中医治疗 甲类

PBCD0801 皮内针治疗 51.92 每个穴位 中医治疗 甲类

PBCD0901 激光针治疗 25.96 二个穴位 中医治疗 乙类

PBCD1001 割治 23.32 次 中医治疗 甲类

PBCD1401 耳穴压丸治疗 15.62 五个穴位 中医治疗 甲类

PBDA0101 颈椎病推拿治疗 33.77 次 中医治疗 甲类

PBDA0601 腰椎间盘突出推拿治疗 38.94 次 中医治疗 甲类



PBDA0701 第三腰椎横突综合征推拿治疗 38.94 次 中医治疗 甲类

PBDA0801 骶髂关节紊乱症推拿治疗 25.96 次 中医治疗 乙类

PBDA0801.01 骶髂关节紊乱症推拿治疗(20分钟以上加收) 10 10分钟 中医治疗 非类

PBDA1001 外伤性截瘫推拿治疗 25.96 次 中医治疗 乙类

PBDA1001.01 外伤性截瘫推拿治疗(20分钟以上加收) 10 10分钟 中医治疗 非类

PBDA1201 落枕推拿治疗 23.32 次 中医治疗 甲类

PBDA1401 项背肌筋膜炎推拿治疗 25.96 次 中医治疗 乙类

PBDA1401.01 项背肌筋膜炎推拿治疗(20分钟以上加收) 10 10分钟 中医治疗 非类

PBDA1501 急性腰扭伤推拿治疗 38.94 次 中医治疗 甲类

PBDA1601 腰肌劳损推拿治疗 38.94 次 中医治疗 甲类

PBDA1701 梨状肌综合征推拿治疗 25.96 次 中医治疗 乙类



PBDA1701.01 梨状肌综合征推拿治疗(20分钟以上加收) 10 10分钟 中医治疗 非类

PBDA1801 臀上皮神经损伤推拿治疗 25.96 次 中医治疗 乙类

PBDA1801.01 臀上皮神经损伤推拿治疗(20分钟以上加收) 10 10分钟 中医治疗 非类

PBDA1901 肩周炎推拿治疗 25.96 次 中医治疗 甲类

PBDA2001 滑囊炎推拿治疗 19.47 次 中医治疗 甲类

PBDA2101 肱骨外上髁炎推拿治疗 19.47 次 中医治疗 甲类

PBDA2201 神经卡压综合征推拿治疗 25.96 次 中医治疗 乙类

PBDA2201.01 神经卡压综合征推拿治疗(20分钟以上加收) 10 10分钟 中医治疗 非类

PBDA2301 桡骨茎突狭窄性腱鞘炎推拿治疗 25.96 次 中医治疗 乙类

PBDA2301.01 桡骨茎突狭窄性腱鞘炎推拿治疗(20分钟以上加收) 10 10分钟 中医治疗 非类

PBDA2401 退行性膝关节炎推拿治疗 19.47 单侧 中医治疗 甲类



PBDA2501 踝关节损伤推拿治疗 25.96 次 中医治疗 乙类

PBDA2601 腕关节损伤推拿治疗 25.96 次 中医治疗 乙类

PBDF0101 基本手法推拿治疗 25.96 次 中医治疗 乙类

PBDF0101.01 基本手法推拿治疗(20分钟以上加收) 10 10分钟 中医治疗 非类

PBDF0102 复合手法推拿治疗 25.96 次 中医治疗 乙类

PBDF0102.01 复合手法推拿治疗(20分钟以上加收) 10 10分钟 中医治疗 非类

PBDF0401 手指点穴治疗 19.47 5个穴位 中医治疗 甲类

PBFA0701 脊柱针刀治疗 129.8 部位 中医治疗 乙类

PBFA0702 四肢关节针刀治疗 103.84 部位 中医治疗 乙类

PBFA0703 手足针刀治疗 103.84 部位 中医治疗 乙类

PBFA0801 脊柱刃针治疗 129.8 部位 中医治疗 乙类



PBFA0802 四肢关节刃针治疗 103.84 部位 中医治疗 乙类

PBFA0803 手足刃针治疗 103.84 部位 中医治疗 乙类

250102.01 尿液一般检查(使用一次性试管样尿液采集器加收) 1 次 普通耗材 乙类

250103.01 粪便检查(使用一次性试管样大便采集器加收) 0.8 次 普通耗材 乙类

3012574
新型冠状病毒（2019-nCoV）抗体检测试剂盒（胶体金法）40人份

/盒
40 人份 普通耗材 非类

3012591
新型冠状病毒（2019-nCoV）IgG抗体检测试剂盒（磁微粒化学发

光法）100人份/盒，500人份/盒
8.8 人份 普通耗材 非类

3012592
新型冠状病毒（2019-nCoV）IgM抗体检测试剂盒（磁微粒化学发

光法）100人份/盒，500人份/盒
8.8 人份 普通耗材 非类

3012756
新型冠状病毒（2019-nCoV）抗体检测试剂盒(胶体金法)卡型：20

人份/盒
13.8 人份 普通耗材 非类

3020017 真空采血管肝素锂深绿色10ml 4.4 支 普通耗材 非类

3020020 真空采血管+采血管21362788白色5.0ml 2.05 支 普通耗材 非类

3020021 真空采血管+采血管42367884绿色4.0ml 1.05 支 普通耗材 非类



3020022 真空采血管+采血管(血常规）12367841紫色2.0ml 0.99 支 普通耗材 非类

3020023 真空采血管+采血管13363095浅蓝色2.7ml 1.11 支 普通耗材 非类

3020028 真空采血管+普通管/红头18RQ/ZC无添加剂（玻璃/塑料） 0.4 支 普通耗材 非类

3020029 真空采血管+促凝管/桔头11RQ/ZC促凝剂（玻璃/塑料） 0.4 支 普通耗材 非类

3020030 真空采血管+促凝剂/黄头17RQ/ZC促凝剂（玻璃/塑料） 0.4 支 普通耗材 非类

3020031
真空采血管+血常规/紫头61（血库专用）RQ/ZCK2E/K3E/N2E

（玻璃/塑料）
0.4 支 普通耗材 非类

3020033 真空采血管+血沉管/黑头16RQ/ZC（玻璃/塑料） 0.37 支 普通耗材 非类

3020349 一次性使用人体动脉血样采集器PICO50 7.9 支 普通耗材 乙类

3020350 一次性使用人体动脉血样采集器PICO70 12.5 支 普通耗材 乙类

3020351 一次性使用人体动脉血样采集器safePICO 17 支 普通耗材 乙类

3020361 真空采血管+无添加剂管/红头18 0.37 支 普通耗材 非类



3020362 真空采血管+促凝剂/黄头17 0.37 支 普通耗材 非类

3020363 真空采血管+肝素钠/绿头15 0.37 支 普通耗材 非类

3020364 真空采血管+K2EDTA/紫头61（血库专用） 0.37 支 普通耗材 非类

3020366 真空采血管+氟化钠/NA2EDTA/灰头14 0.37 支 普通耗材 非类

3020378 真空采血管+促凝剂/橘头11 0.37 支 普通耗材 非类

3020379 真空采血管+促凝剂/橘头43 0.37 支 普通耗材 非类

3020380 真空采血管+无添加剂/红头19 0.37 支 普通耗材 非类

3020381 真空采血管+柠檬酸钠（1：9）/蓝头62（血库专用） 0.37 支 普通耗材 非类

3020382 真空采血管+肝素钠/绿头63（血库专用） 0.37 支 普通耗材 非类

3020384 真空采血管+K2EDTA/紫头51 0.37 支 普通耗材 非类

3020385 真空采血管+肝素钠/绿头52 0.37 支 普通耗材 非类



3020396 真空采血管+CS无添加剂/46 0.37 支 普通耗材 非类

3020398 真空采血管+K2EDTA/紫头12 0.37 支 普通耗材 非类

3020399 真空采血管+K2EDTA/47 0.4 支 普通耗材 非类

3020400 真空采血管+CS无添加剂/48 0.37 支 普通耗材 非类

3020404 真空采血管+CS促凝剂/94 0.37 支 普通耗材 非类

3020435 真空采血管+枸椽酸钠/蓝头66（临床药理专用） 0.37 支 普通耗材 非类

3020449 一次性使用人体动脉血样采集器3ml预设型 6.5 支 普通耗材 乙类

3020451 真空采血管+血凝管/蓝头13 0.37 支 普通耗材 非类

3020484 一次性使用真空采血管促凝剂（φ13*75）；100支/盒 3 支 普通耗材 非类

3020507 一次性使用人体静脉血样采集容器/蓝头13柠檬酸钠1:9:3ml 0.49 支 普通耗材 非类

3112.01 妇科常规检查中使用一次性扩阴器、治疗巾、手套等收取材料费 4 人次 普通耗材 非类



4010002 医用红外激光胶片20*25CM 7 张 普通耗材 乙类

4010004 医用干式胶片14*36英寸 135 张 普通耗材 非类

4010006 医用干式胶片A3（420*297mm） 10 张 普通耗材 乙类

4010008 医用干式胶片FF005（210mm*297mm）（A4） 3.9 张 普通耗材 #N/A

4010009 医用激光胶片（DNP热升华打印介质）SMP型210*297 9.62 张 普通耗材 乙类

4010019 医用激光胶片CLD-T35*43cm 12.5 张 普通耗材 乙类

4010020 医用激光胶片FSL-M-06（14*17） 8.68 张 普通耗材 乙类

4010022 胃肠X射线检查标记物胶囊D型 420 盒 普通耗材 非类

5010927 扎丝（φ0.3-φ1.2）各规格 90 卷 普通耗材 非类

5010961 带线缝合针(医用锦纶单丝线)2-0-8-0（▲1/2，单各种规格型号） 27.2 包 普通耗材 甲类

5011022 射频气化等离子手术系统+双极融切电极刀头(带吸引） 2850 把 普通耗材 非类



5011046 一次性使用钻头+锥型铣刀钻头F2/8TA23 1100 个 普通耗材 甲类

5011047 一次性使用钻头+球形钻头10BA20 1100 个 普通耗材 甲类

5011048 一次性使用钻头+球形钻头10BA50 1100 个 普通耗材 甲类

5011049 一次性使用钻头+球形钻头10BA60 1100 个 普通耗材 甲类

5011050 一次性使用钻头+球形钻头面钻头10BA20D 1700 个 普通耗材 甲类

5011051 一次性使用钻头+球形粗糙钻石面钻头10BA50DC 1700 个 普通耗材 甲类

5011053 一次性使用钻头+显微用火柴头形钻石钻头T12MH35D 2300 个 普通耗材 甲类

5011144 医用缝合针（卡别针）3-0 18 支 普通耗材 非类

5011150 带线缝合针（非吸收性缝合线-编织丝线）3-01/25*12卡别针 18 支 普通耗材 甲类

5011151 带线缝合针（非吸收性缝合线-编织丝线）3-01/26*14卡别针 18 支 普通耗材 甲类

5011349 一次性使用无刃穿刺器NB5STF 1300 套 普通耗材 非类



5011351 一次性使用无刃穿刺器NB12STF 1300 套 普通耗材 非类

5011353 一次性使用无菌施夹钳及钛夹134046* 1400 把 普通耗材 甲类

5011408 吸引活检针（针部）MAJ-65 850 根 普通耗材 非类

5011499 带线缝合针(锦纶线）美容针7/01/23*107/01/23*10 12 包 普通耗材 甲类

5011544 一次性黏膜切开刀(内镜切开刀)KD-620LR 2400 把 普通耗材 非类

5011546 一次性黏膜切开刀（内镜切开刀）KD-(650L/Q/U) 2800 把 普通耗材 非类

5011549 一次性使用电圈套器SD-210U-10/15/25 465 把 普通耗材 非类

5011553 一次性使用电圈套器SD-221U-25 550 把 普通耗材 非类

5011566 带线缝合针（卡别针）1-0 18 支 普通耗材 甲类

5011585 微导管168189 3142 个 普通耗材 甲类

5011587 可解脱弹簧圈（Target） 13050 个 普通耗材 甲类



5011598 气管套管ZXQT10mm 78 套 普通耗材 甲类

5011648 一次性使用刨刀磨头锯片+刨刀7205305-7205319 1300 把 普通耗材 甲类

5011713 一次性牵开固定器JBW/QK 2500 支 普通耗材 非类

5011827
一次性使用眼科穿刺系统+23G穿刺套管（特殊穿刺针）

8065751447
1300 个 普通耗材 非类

5011908
眼科手术刀（72-2831穿刺刀2.8mm+72-1501侧切刀15°）72-

2831穿刺刀2.8mm
166 套 普通耗材 甲类

5011912 眼科手术刀（超声乳化刀）72-1501侧切刀15° 81 把 普通耗材 甲类

5011913 眼科手术刀（超声乳化刀）74-1010隧道刀 85 把 普通耗材 甲类

5012395 一次性黏膜切开刀（内镜切开刀）KD-640L 2550 把 普通耗材 非类

5012396 一次性粘膜切开刀（内镜切开刀）KD-611L 3200 把 普通耗材 非类

5012401 结扎环MAJ-254 294 盒 普通耗材 非类

5012414 取石网篮FG-V421PR 2280 把 普通耗材 非类



5012415 取石网篮FG-V422PR 2000 把 普通耗材 非类

5012416 取石网篮FG-V431P 2280 把 普通耗材 非类

5012417 取石网篮FG-V432P 2000 把 普通耗材 非类

5012451
一次性高频乳头切开刀（高频切开刀）KD-V411M-

(0720/0725/0730/0320)
2268 把 普通耗材 非类

5012480
带线缝合针（医用锦纶单丝线）锦纶2/0-9/0（○1/2，3/8双种规格

型号）
20.8 个 普通耗材 甲类

5012501 高频切除电极(前列腺汽化电极)WA22302D 1100 个 普通耗材 非类

5012626 导引导管（GuiderSoftip）10042-10064/10142-10164 1219 个 普通耗材 甲类

5012629 神经导丝Synchro1301-1633 4277 盒 普通耗材 甲类

5012632 导丝（Transend） 2147 盒 普通耗材 甲类

5012633 PTA球囊导管M0032072409150-M0032072420400 9540 盒 普通耗材 甲类

5012634 支架系统（Wingspan）M003WE0250090-M003WE0450200 32850 盒 普通耗材 甲类



5012899 金属骨针Φ0.8-Φ4.0*300各规格 16.16 支 普通耗材 非类

5012910 施夹钳134053 1400 把 普通耗材 甲类

5012927 带线缝合针（卡别针）0△1/29*24双针 18 支 普通耗材 甲类

5012945 带线缝合针（卡别针）2-0双针 18 包 普通耗材 甲类

5012991 带线缝合针（卡别针）2-0△3/88*24*1 18 支 普通耗材 甲类

5013165 带线缝合针（卡别针）0# 18 包 普通耗材 甲类

5013168 一次性无菌磨钻头DR(10-70)(12-17)B70.DS 1125 支 普通耗材 甲类

5013169 一次性无菌磨钻头SR(10-70)(06-12)B70.DS 1125 支 普通耗材 甲类

5013170 一次性无菌眼耳鼻喉刨刀BPD11040A.DS/BPD11040B.DS 1440 支 普通耗材 甲类

5013171 一次性无菌眼耳鼻喉刨刀BPD11040(12-60)A.DS 1440 支 普通耗材 甲类

5013172 一次性无菌眼耳鼻喉刨刀BPD11036(90/120)A.DS 1890 支 普通耗材 甲类



5013173 一次性无菌眼耳鼻喉刨刀YPD11040(12/40)A.DS 1890 支 普通耗材 甲类

5013174 一次性无菌眼耳鼻喉钻头BZT115(30/40)QH.DS 1890 支 普通耗材 甲类

5013184 一次性使用包皮切割吻合器P-BQ-22 600 把 普通耗材 非类

5013185 一次性使用包皮切割吻合器P-BQ-25 600 把 普通耗材 非类

5013192 一次性使用钻头+锥型铣刀钻头F1/8TA15 1260 个 普通耗材 甲类

5013193 一次性使用钻头+球形钻头10BA30 1100 个 普通耗材 甲类

5013194 一次性使用钻头+球形钻石面钻头10BA10D 1700 个 普通耗材 甲类

5013195 一次性使用钻头+球形粗糙钻石面钻头10BA30DC 1700 个 普通耗材 甲类

5013197 一次性使用钻头+显微用火柴头形钻石钻头T12MH25D 2300 个 普通耗材 甲类

5013198 一次性使用钻头+显微用火柴头形钻石钻头T12MH45D 2500 个 普通耗材 甲类

5013224 一次性使用钻头+橡子头形钻头8AC50 1300 个 普通耗材 甲类



5013369 内窥镜超声活检针及配件(特殊穿刺针)M00550000 4800 套 普通耗材 非类

5013371 内窥镜超声活检针及配件(特殊穿刺针)M00550010 4800 套 普通耗材 非类

5013376 一次性使用圈套器MTN-PFS-E-24/1800 299 根 普通耗材 非类

5013378 一次性使用胆胰管成像导管M00546600 9800 根 普通耗材 甲类

5013537 一次性使用粘膜切开刀（内镜切开刀）KD-655L/Q/U 3800 把 普通耗材 非类

5013549 双极环状电极（电切环）SM-8100 2500 支 普通耗材 非类

5013552 眼科手术刀MSL28 78 把 普通耗材 甲类

5013553 眼科手术刀MST15 78 把 普通耗材 甲类

5013556 眼科手术刀MCU26 78 把 普通耗材 甲类

5013558 带线缝合针非吸收缝线（3-0,4-0）锦纶线；缝 12 包 普通耗材 甲类

5013565 一次性无菌关节刨刀GPDS130XX(XX)A(B/B1/C）.DS 1280 个 普通耗材 甲类



5013566 一次性无菌关节刨刀GPD130XX(XX)A(B/B1/C）.DS 1280 个 普通耗材 甲类

5013567 一次性无菌关节钻头 1290 个 普通耗材 甲类

5013568 一次性无菌关节钻头GZTS130XXQH(Q/QCH/QC).DS 1380 个 普通耗材 甲类

5013572 THUNDERBEAT双极高频超声双输出手术器械TB-0535FC 5700 个 普通耗材 非类

5013579 金属骨针（1.0-3.5）*300mm 58 支 普通耗材 非类

5013580 扎丝φ0.3~1.2 41.6 卷 普通耗材 非类

5013587 一次性使用高频切开刀AF-D2419HN2 1300 把 普通耗材 非类

5013590 一次性使用电圈套器AF-D1810SV10/AF-D1810SM10/AF-D18 200 个 普通耗材 非类

5013644 金属骨针（克氏针）锥三角刃φ2.5*230无菌 37.6 支 普通耗材 非类

5013652 一次性使用结扎装置（套扎器）HX-400U-30 800 个 普通耗材 非类

5013725 一次性使用圈套器MTN-PFS-C-XX/XX 299 个 普通耗材 非类



5013732
一次性腹腔镜高频手术器械（一次性弯分离钳）(系统配套刀头）

122-3E113
865 只 普通耗材 非类

5013733
一次性腹腔镜高频手术器械（一次性弯分离钳）(系统配套刀头）

122-4E113
865 只 普通耗材 非类

5013734
一次性腹腔镜高频手术器械（一次性弯头双极电凝钳）(系统配套刀

头）122-32011
1360 只 普通耗材 非类

5013735
一次性腹腔镜高频手术器械（一次性直头双极电凝钳）(系统配套刀

头）122-32021
1360 只 普通耗材 非类

5013739
一次性腹腔镜高频手术器械（一次性铲状电凝）(系统配套刀头）

122-30440
810 只 普通耗材 非类

5013741
一次性腹腔镜高频手术器械（一次性直头双极电凝钳）(系统配套刀

头）122-31021
1080 只 普通耗材 非类

5013744
一次性腹腔镜高频手术器械（一次性小弯剪）(系统配套刀头）122-

3E342
872 只 普通耗材 非类

5013873 金属骨针克氏针锥三角刃φ1*230无菌 37.6 支 普通耗材 非类

5013874 金属骨针克氏针锥三角刃φ1.5*230无菌 37.6 支 普通耗材 非类

5013887 金属骨针克氏针锥三角刃φ1.5*300无菌 37.6 支 普通耗材 非类

5013891 金属骨针斯氏针锥三角刃φ3*280无菌 37.6 支 普通耗材 非类



5013904 金属骨针克氏针锥三角刃φ2*230无菌 37.6 支 普通耗材 非类

5030002 一次性使用注射笔用针头+胰岛素针头0.25mm(31G)*5mm 1.75 支 普通耗材 非类

5030023 一次性使用静脉留置针（长导管针）（BDAngiocath16GA*1.16IN 32 支 普通耗材 #N/A

5030024
密闭式防针刺伤型静脉留置针18G*1.16IN直型和Y型

1.3mm*30mm
31 支 普通耗材 甲类

5030026
密闭式防针刺伤型静脉留置针22G*0.75IN直型和Y型

0.9mm*19mm
34 支 普通耗材 甲类

5030027
密闭式防针刺伤型静脉留置针24G*0.75IN直型和Y型

0.7mm*19mm
34 支 普通耗材 甲类

5030031 密闭式防针刺伤型静脉留置针24G*0.75INY型带Q0.7mm*19mm 57 支 普通耗材 甲类

5030050 一次性使用静脉留置针配输（注）接头24G*19mm 9.8 支 普通耗材 甲类

5030051 一次性使用静脉留置针配输（注）接头22G*25mm 9.8 支 普通耗材 甲类

5030053 一次性使用静脉留置针配输（注）接头18G*29mm 9.8 支 普通耗材 甲类

5030064 一次性使用静脉留置针蝶式：22G 5.55 支 普通耗材 甲类



5030068 一次性使用静脉留置针18G（4253604-03） 17.6 支 普通耗材 甲类

5030069 一次性使用静脉留置针20G（4253566-03） 17.6 支 普通耗材 甲类

5030070 一次性使用静脉留置针22G（4253540-03） 17.6 支 普通耗材 甲类

5030086 植入式给药装置专用针4448332 80 套 普通耗材 非类

5030088 双腔取卵针K-OPSD-1635-B-L 460 个 普通耗材 非类

5030090 一次性使用主动脉插管XF-1（10F-26F） 65 支 普通耗材 甲类

5030098 一次性使用麻醉用针(限核医学科）AN-E、AN-S、AN-E/S 110 支 普通耗材 甲类

5030101 一次性使用活检针MN1616 240 支 普通耗材 非类

5030102 一次性使用活检针MN1816 245 支 普通耗材 非类

5030122 一次性吸引活检针NA-201SX-4021 1000 盒 普通耗材 非类

5030123
一次性使用腰硬联合麻醉穿刺套件（特殊穿刺针+导管）AS-E/SII

（腰麻硬膜外联合套件）I
242 套 普通耗材 甲类



5030151 穿刺活检针NSXX/YY 520 支 普通耗材 非类

5030154 穿刺活检针VPAXX/YY 600 支 普通耗材 非类

5030155 穿刺活检针MCXX/YY 360 支 普通耗材 非类

5030157 活检针BMXX/YY 980 支 普通耗材 非类

5030158 活检针TMXX/YY 360 支 普通耗材 非类

5030160 活检针PAXX/YY 180 支 普通耗材 非类

5030161 经皮无水酒精注射针21G*200MM 350 套 普通耗材 非类

5030168 一次性使用主动脉插管XF（10F-26F） 78 支 普通耗材 甲类

5030169 一次性使用活检针MN1416~MN2010 240 支 普通耗材 非类

5030196 一次性使用麻醉穿刺包（特殊穿刺针+导管）AS-E/SII 129.26 包 普通耗材 非类

5030197 一次性使用麻醉穿刺包（特殊穿刺针+导管）AS-N/E/S 30 包 普通耗材 非类



5030198 一次性使用腔静脉插管单级（14F-36F） 150 支 普通耗材 非类

5030199 一次性使用腔静脉插管双级 350 支 普通耗材 非类

5030200 穿刺针及附件AD18T71W 47 个 普通耗材 乙类

5030207 一次性使用静脉留置针（英全康3）18G（4251131-03） 56 支 普通耗材 甲类

5030209 一次性使用静脉留置针（英全康3）22G（4251128-03） 56 支 普通耗材 甲类

5030210 一次性使用静脉留置针（英全康3）24G（4251127-03） 56 支 普通耗材 甲类

5030234 一次性使用注射笔用针头0.25*5mm 1.75 支 普通耗材 非类

5030240 一次性使用穿刺活检针MLCXXXX 650 支 普通耗材 非类

5030241 一次性使用穿刺活检针FLPXXXX 2000 支 普通耗材 非类

5030244 一次性使用机用压力注射器带针（微量泵空针）50ml 10.5 支 普通耗材 非类

5030246
一次性内镜用注射针*（特殊穿刺针）NM-400L-

(0421/0423/0425/0523/0525/0621/0623/0625)
420 支 普通耗材 非类



5030247
一次性内镜用注射针（特殊穿刺针）NM-400U-

(0423/0425/0523/0525/0623/0625)
420 支 普通耗材 非类

5030250
一次性使用吸引活检针（特殊穿刺针）NA-220H-

8019/8022/8025
2700 个 普通耗材 非类

5030253 密闭式防针刺伤型静脉留置针24G*0.75IN直型带Q0.7mm*19mm 63 支 普通耗材 甲类

5030255 密闭式静脉留置针20GI/Y，1.1mm*30mm 18 支 普通耗材 甲类

5030258 一次性使用静脉留置针22G 4.8 支 普通耗材 甲类

5030261 密闭式防针刺伤型静脉留置针22GY型带Q0.9mm*25mm 62.47 支 普通耗材 甲类

5030262 密闭式防针刺伤型静脉留置针22G直型带Q0.9mm*25mm 28.8 支 普通耗材 甲类

5030263 活检针70111609016G(1.6mm)*9cm 443 支 普通耗材 非类

5030264 活检针70111615016G(1.6mm)*15cm 443 支 普通耗材 非类

5030268 一次性羊水诊断针（特殊穿刺针）J-DNA-211502 160 支 普通耗材 非类

5030271 活检针70111415014G(2.0mm)*15cm 443 支 普通耗材 非类



5030272 活检针70111815018G(1.2mm)*15cm 443 支 普通耗材 非类

5030274 同轴引导活检针（特殊穿刺针）MCXS1610BP15G(1.8mm)*6.8cm 294 支 普通耗材 非类

5030275
同轴引导活检针（特殊穿刺针）

MCXS1615BP15G(1.8mm)*11.8cm
294 支 普通耗材 非类

5030277
同轴引导活检针（特殊穿刺针）

MCXS1815BP17G(1.4mm)*11.8cm
294 支 普通耗材 非类

5030280 一次性使用活检针370-1580-0116ga*15cm 980 支 普通耗材 非类

5030282 一次性使用活检针360-1580-0118ga*15cm 990 支 普通耗材 非类

5030287 一次性吸引活检针NA-401D/411D-1321/1521 675 颗 普通耗材 非类

5030288 一次性使用机用压力避光注射器带针（微量泵空针）50ml 10.5 支 普通耗材 非类

5030289
密闭式防针刺伤型静脉留置针（欣玛带Q-Syte接头）24G直型带Q-

Syte接头0.7mm*19mm
29.8 支 普通耗材 甲类

5030290
密闭式防针刺伤型静脉留置针（欣玛带Q-Syte接头）22G直型带Q-

Syte接头0.9mm*25mm
29.8 支 普通耗材 甲类

5030291
密闭式防针刺伤型静脉留置针（欣玛带Q-Syte接头）22GY型带Q-

Syte接头0.9mm*25mm
29.8 支 普通耗材 甲类



5030292
密闭式防针刺伤型静脉留置针（欣玛带Q-Syte接头）24GY型带Q-

Syte接头0.7mm*19mm
29.8 支 普通耗材 甲类

5030293
密闭式防针刺伤型静脉留置针（欣玛带Q-Syte接头）20GY型带Q-

Syte接头1.1mm*30mm
29.8 支 普通耗材 甲类

5030296 密闭式防针刺伤型静脉留置针（欣玛）18GY型1.3mm*30mm 16.8 支 普通耗材 甲类

5030297 一次性使用留置针透析用留置针SP502-17(33) 33 支 普通耗材 #N/A

5030298 一次性使用留置针透析用留置针SP502-18(33) 33 支 普通耗材 #N/A

5030299 一次性使用注射笔用针头0.23*4mm（32G*4mm） 2.65 支 普通耗材 非类

5030306 密闭式防针刺伤型静脉留置针（欣玛）20G直型1.1mm*30mm 16.8 支 普通耗材 甲类

5030307 密闭式静脉留置针24G直型0.7mm*19mm 29.8 支 普通耗材 甲类

5030309 一次性无菌中心静脉导管（及附件）16Ga1.70mm单腔 110 套 普通耗材 甲类

5030310 一次性无菌中心静脉导管（及附件）14Ga2.00mm单腔 110 套 普通耗材 甲类

5030311 一次性无菌中心静脉导管（及附件）7Fr2.40mm双腔 190 套 普通耗材 甲类



5030319 密闭式静脉留置针22GY型0.9mm*25mm 29.8 支 普通耗材 甲类

5030320 一次性活检针MC1610 650 支 普通耗材 非类

5030321 同轴活检针(特殊穿刺针)C1610A 410 支 普通耗材 非类

5030332 活检针TZ15/11 360 支 普通耗材 非类

5030333 活检针TZ17/11 360 支 普通耗材 非类

5031730 活检针BM11/07 830 支 普通耗材 非类

5040013 一次性使用输尿管导管各号（支） 4.5 支 普通耗材 甲类

5040017 经鼻喂养管（鼻胃肠管）各号 138 根 普通耗材 甲类

5040019 经皮内镜引导下胃造口装置7901111FR15 1160 支 普通耗材 甲类

5040021 三腔喂养管150CMCH16/9 720 支 普通耗材 甲类

5040027 一次性使用无菌鼻氧管单鼻孔、双鼻孔（成人型HJ01-004） 2.91 个 普通耗材 甲类



5040029 一次性使用无菌胃管HWG-C成人型（普通）各规格 5.74 支 普通耗材 甲类

5040030 一次性使用无菌胃管HWG-C成人型（带导丝）各规格 8.2 支 普通耗材 甲类

5040037 造口护理用品（尿路造口袋）01758 27 只 普通耗材 乙类

5040038 造口护理用品（尿路造口袋）01759 27 只 普通耗材 乙类

5040039 造口护理用品（肠造口袋）01697（50mmm）各规格 21.93 只 普通耗材 乙类

5040041 造口护理用品（平面底盘）02832 40 只 普通耗材 乙类

5040042 造口护理用品（平面底盘）02833 40 只 普通耗材 乙类

5040064 预充式导管冲洗器3ML 4.9 支 普通耗材 非类

5040065 预充式导管冲洗器5ML 7 支 普通耗材 非类

5040066 预充式导管冲洗器10ML 7.5 支 普通耗材 非类

5040067 负压引流器(抗返流引流袋）200R20（II2000ML）蓝管，有止流阀 47 个 普通耗材 #N/A



5040070 经外周插管的中心静脉导管套件及附件0668945 390 套 普通耗材 甲类

5040077
一次性使用输液器（超低密度聚乙烯材料）（限抗肿瘤药品使用）

进气式带针0.7mm
7.1 支 普通耗材 非类

5040080 超低密度聚乙烯输液器+双管（限抗肿瘤药品使用）不带针 8 支 普通耗材 非类

5040084 一次性使用压力延长管(输液泵管)普通型 6.5 支 普通耗材 非类

5040092 一次性使用泵用输液管+微量泵前管（延长管抗压）9004132 18 条 普通耗材 非类

5040101 正压接头415113 36 只 普通耗材 非类

5040103 一次性使用压力输液器（输液泵管）4062182 15 只 普通耗材 非类

5040104
一次性使用流量设定微调式输液器及管路（精密输液器）（限抗肿

瘤药品使用）4061284
23 套 普通耗材 非类

5040122 压力监测套件5202507 340 套 普通耗材 甲类

5040133 气管插管301-XX111-XX 20 根 普通耗材 甲类

5040134 气管插管(加固)118-30~118-95 130 个 普通耗材 甲类



5040135 气管插管113-XX/115-XX/119-XX 55 个 普通耗材 甲类

5040142 呼吸回路304/6085 190 套 普通耗材 非类

5040144 呼吸回路（延伸管）331/5661 27 个 普通耗材 非类

5040149 过滤器（限呼吸机使用）Sterivents 53 个 普通耗材 非类

5040152 连续神经丛阻滞套件D针18G/110MM(4894391N） 400 套 普通耗材 非类

5040154 气管插管(插管管芯)116-10 30 根 普通耗材 非类

5040155 连续神经丛阻滞套件D针18G/55MM(4894235N） 280 套 普通耗材 非类

5040157 一次性宫腔组织吸引管手动 88 支 普通耗材 非类

5040161 气管切开插管及附件（气切套装）100/800/060~100 150 套 普通耗材 甲类

5040162 吸痰式气管切开插管及配件100/860/060~100 240 套 普通耗材 甲类

5040163 支气管双腔插管197-28R~41R 700 套 普通耗材 甲类



5040164 支气管双腔插管198-28L~41L 700 套 普通耗材 甲类

5040167 胚胎移植导管及附件1816N 300 套 普通耗材 非类

5040174 气管切开插管及附件（气切套装）100/541/070~090 2400 套 普通耗材 甲类

5040175 气管切开插管及附件（气切套装）100/543/070~090 1244 套 普通耗材 甲类

5040177 一次性使用除菌吸氧管WE0-BYG-YT-2250ml 39 支 普通耗材 非类

5040183 GSD-IV型麻醉呼吸回路管GSD-IV-02（大中小不带气囊型） 37 条 普通耗材 非类

5040185 伤口（高）负压引流瓶系统及附件(负压引流护创材料)5523400 400 套 普通耗材 甲类

5040188 伤口（高）负压引流瓶系统及附件(负压引流护创材料)5523460 400 套 普通耗材 甲类

5040190 无线镇痛泵系统+一次性专用储液药盒REHN（11）-156 395 套 普通耗材 非类

5040191 脐带剪断器（特殊脐带夹）SCC23型 160 支 普通耗材 非类

5040197
一次性使用动脉血液微栓过滤器(限体外循环用)型号：SY-1型规

格：成人/婴儿
110 套 普通耗材 非类



5040206 一次性宫腔组织吸引管包C型 142.74 套 普通耗材 非类

5040231 储药器（管路—胰岛素泵持续皮下注射胰岛素用）MMT-332A 24.5 个 普通耗材 非类

5040258 经皮肾穿刺套件16FR 2850 套 普通耗材 非类

5040259 经皮肾穿刺套件18FR 2850 套 普通耗材 非类

5040260 经皮肾穿刺套件肾盂球囊型20FR 2850 套 普通耗材 非类

5040261 经皮肾穿刺套件T形把手撕开鞘16FR 600 根 普通耗材 非类

5040262 经皮肾穿刺套件T形把手撕开鞘18FR 600 根 普通耗材 非类

5040263 经皮肾穿刺套件T形把手撕开鞘20FR 600 根 普通耗材 非类

5040264 肾盂球囊型导管12FR 350 个 普通耗材 非类

5040265 经皮肾穿刺套件肾盂球囊型导管14FR 230 个 普通耗材 非类

5040267 一次性使用无菌导尿管14FR（双腔直头型成人用） 29 个 普通耗材 甲类



5040268 一次性使用无菌导尿管16FR（双腔直头型成人用） 29 个 普通耗材 甲类

5040269 一次性使用无菌导尿管18FR（双腔直头型成人用） 29 个 普通耗材 甲类

5040271 一次性使用无菌导尿管16FR（三腔直型圆头成人用） 50 个 普通耗材 甲类

5040272 一次性使用无菌导尿管18FR（三腔直型圆头成人用） 50 个 普通耗材 甲类

5040273 一次性使用无菌导尿管20FR（三腔直型圆头成人用） 50 个 普通耗材 甲类

5040274 一次性使用无菌导尿管22FR（三腔直型圆头成人用） 50 个 普通耗材 甲类

5040277 一次性使用无菌导尿管10FR（双腔直头型儿童用（附带通管丝）） 35 个 普通耗材 甲类

5040288 一次性使用无菌硅胶导尿管F6-F30（双腔） 18 支 普通耗材 甲类

5040289 一次性使用超滑导尿管（乳胶）6Fr～24Fr（双腔） 7.5 支 普通耗材 甲类

5040322 静脉插管TF030L 560 个 普通耗材 非类

5040361 鼻胆引流导管F77F 552 个 普通耗材 乙类



5040363 静脉插管TF032L 560 个 普通耗材 非类

5040365 一次性使用贮血器系统（带过滤器）（血回收耗材）205 360 套 普通耗材 非类

5040366 一次性使用吸引管路(自体血回收耗材)208 105 套 普通耗材 非类

5040390 一次性使用胶乳胃管带球囊16Fr 385 支 普通耗材 甲类

5040399 一次性使用引流管(限换药使用)F6-F18 13 支 普通耗材 乙类

5040400 一次性使用引流管(限换药使用）F8-F36 8.7 支 普通耗材 乙类

5040427 一次性使用经鼻胆汁外引流管PBD-V811W-(05/06/07) 978 根 普通耗材 乙类

5040428 一次性使用经鼻胆汁外引流管PBD-V812W-(05/06/07) 978 根 普通耗材 乙类

5040429 一次性使用经鼻胆汁外引流管PBD-V813W-(05/06/07) 978 根 普通耗材 乙类

5040453 一次性使用无菌测温型硅胶导尿管 188 支 普通耗材 甲类

5040455 尿道测压导管NDN-1229F1 105 个 普通耗材 非类



5040479 一次性使用除菌吸氧管WE0-BYG-YT-2100ml 29 支 普通耗材 非类

5040483
一次性使用精密过滤输液器（赛菲特）（限抗肿瘤药品使用）

4063000A
20.08 只 普通耗材 非类

5040485
一次性使用精密过滤输液器（赛菲特）（限抗肿瘤药品使用）

4063005
25 只 普通耗材 非类

5040489
负压辅助治疗系统用耗材+封闭创伤负压引流耗材M8275051小号

黑色敷料组合包装
2529 套 普通耗材 #N/A

5040490
负压辅助治疗系统用耗材+封闭创伤负压引流耗材M8275052中号

黑色敷料组合包装
3285 套 普通耗材 #N/A

5040491
负压辅助治疗系统用耗材+封闭创伤负压引流耗材M8275053大号

黑色敷料组合包装
3816 套 普通耗材 #N/A

5040493
负压辅助治疗系统用耗材(负压引流护创材料)M8275058300ml积

液罐
441 个 普通耗材 #N/A

5040499 一次性使用吸痰管收集型6Fr-16Fr 3.2 个 普通耗材 甲类

5040502 一次性呼吸管路RT308 500 套 普通耗材 非类

5040517 一次性使用无菌导尿管男士直头28408~28414 19 个 普通耗材 甲类

5040518 一次性使用无菌导尿管女士直头28508~28514 19 个 普通耗材 甲类



5040519 导尿管润士男士弯头5380~5384 19.5 个 普通耗材 甲类

5040521 一次性切口牵开固定器(套)HK-50/40-25/25(D) 380 只 普通耗材 非类

5040522 一次性切口牵开固定器(套)HK-40/30-15/20(D) 380 只 普通耗材 非类

5040523 一次性切口牵开固定器(套)HK-60/70-60/100(B) 380 只 普通耗材 非类

5040524 一次性切口牵开固定器(套)HK-80/90-80/100(B) 380 只 普通耗材 非类

5040525 一次性切口牵开固定器(套)HK-250/260-250/100(B) 380 只 普通耗材 非类

5040526 一次性切口牵开固定器(套)HK-200/210-200/100(B) 380 只 普通耗材 非类

5040528 一次性切口牵开固定器(套)HK-120/130-120/100(B) 390 只 普通耗材 非类

5040533 胚胎移植导管及附件1816NST 225 套 普通耗材 非类

5040534 胚胎移植导管及附件PPB623 475 套 普通耗材 非类

5040538 胰岛素泵用一次性输注管路和针头MMT-396 113 套 普通耗材 非类



5040546 胰管支架PBD-234-0706/0708/0710/0712 1150 个 普通耗材 甲类

5040551 一次性使用鼻胆引流管DM-BD-F7（B） 552 个 普通耗材 乙类

5040552 血管成型术用套件（介入三连三通）MAP152 270 个 普通耗材 非类

5040561 一次性使用引流袋（康维）1020（1500ml） 12.6 个 普通耗材 非类

5040564 一次性使用引流管(限换药使用)XY-Y16Fr 650 套 普通耗材 非类

5040566 一次性使用负压引流器白色 3.2 个 普通耗材 甲类

5040572 一次性使用脑科引流管（套装）Fr14/Fr18 1300 套 普通耗材 非类

5040575
一次性使用输液器（超低密度聚乙烯材料）（限抗肿瘤药品使用）

精密带针过滤器：5um
8.9 支 普通耗材 非类

5040576 一次性使用无菌导尿管双腔-FR8/FR10 44.3 个 普通耗材 甲类

5040577 一次性使用无菌导尿管双腔-Fr12~Fr24 44.3 个 普通耗材 甲类

5040578 一次性使用无菌导尿管三腔-Fr16~Fr24 49 个 普通耗材 甲类



5040580 一次性使用扩张器B120-B400 1400 件 普通耗材 非类

5040581 一次性使用扩张器K30-K500 1400 件 普通耗材 非类

5040583 一次性使用呼吸机回路套装（管路）无创呼吸型：成人光滑管1.6m 110 套 普通耗材 非类

5040585 正压接头415126 38 只 普通耗材 非类

5040586 一次性使用压力传感器BTR4812-3 168 套 普通耗材 非类

5040593 一件式造口袋（肠造口袋）15541 37 个 普通耗材 乙类

5040610 呼吸面罩及管路配件系统BestFit2口鼻呼吸面罩（带防窒息阀） 268 个 普通耗材 非类

5040616 一次性使用无菌硅胶导尿管F6-F30（三腔） 37 支 普通耗材 甲类

5040620 加热呼吸管路900PT501 395 套 普通耗材 非类

5040623 鼻塞导管OPT844 168 套 普通耗材 非类

5040633 鼻胃肠管PUR-CH14 150 个 普通耗材 甲类



5040636
一次性无菌双腔支气管插管可视双腔支气管插管（左腔/右腔：

Fr28~Fr41）
1600 套 普通耗材 甲类

5040638 微量泵前管8723010（150cm避光型） 32 条 普通耗材 非类

5040641 二件式造口袋（底盘）10035 60 个 普通耗材 乙类

5040654 气管切开插管135-XX 315 个 普通耗材 甲类

5040659 压力监测套件5202620 180 套 普通耗材 甲类

5040661 二件式造口袋（肠造口袋）10386 30.8 个 普通耗材 乙类

5040679 经鼻喂养管7981823AP 198 个 普通耗材 甲类

5040681 二件式造口袋（尿路造口袋）11852、11856 37 个 普通耗材 乙类

5040682 二件式造口袋（底盘）10025 60 个 普通耗材 乙类

5040683 二件式造口袋（底盘）11035 67.5 个 普通耗材 乙类

5040688
一次性使用避光输液器带针（TPE避光输液器）(限避光药品使用)精

密型带针滤膜孔径：5μm（自排
16.9 支 普通耗材 非类



5040691 一次性使用吸痰管CⅡ型4.0mm（12F） 103 个 普通耗材 甲类

5040692 一次性使用吸痰管(限手麻科、ICU使用）K型 1.1 根 普通耗材 甲类

5040697 一次性使用留置引流导管及辅助装置YB-A-I 855 个 普通耗材 非类

5040698 一次性使用留置引流导管及辅助装置（导管）YB-A-11 501 个 普通耗材 非类

5040699 一次性使用留置引流导管及辅助装置YB-B-II 591 个 普通耗材 非类

5040702
神经监护气管插管+加强型气管插管8229306、8229307、

8229308
4580 支 普通耗材 非类

5040704 一次性使用封堵支气管插管预充气型：EBT0209S 750 支 普通耗材 甲类

5040707 经鼻喂养管7980111 138 根 普通耗材 甲类

5040708 一次性使用无菌胃管HWG-X洗胃型28Fr 11.5 支 普通耗材 甲类

5040709 一次性使用输注导管套件FIS4(5)-90(135)-30(40/50)SQ 3730 套 普通耗材 甲类

5040710 一次性使用输注导管套件FIS4(5)-45(90/135)-5(10/20)SQ 3730 套 普通耗材 甲类



5040712 一次性使用负压引流管路（引流管）限换药使用AY-Y16-G250 560 套 普通耗材 非类

5040713
一次性使用螺旋负压引流管路(负压引流护创材料)(限换药使用）

4122
580 套 普通耗材 甲类

5040714 一次性使用螺旋负压引流管路(负创材料)(限换药使用）4152 580 套 普通耗材 甲类

5040715 一次性使用螺旋负压引流管路(负创材料)(限换药使用）4192 580 套 普通耗材 甲类

5040716
一次性使用螺旋负压引流管路(负压引流护创材料)(限换药使用）

4242
580 套 普通耗材 甲类

5040718 压力延长管（泵,经血管介入诊疗用）PM6136 65 根 普通耗材 非类

5040719 压力延长管（泵,经血管介入诊疗用）PM6148 65 个 普通耗材 非类

5040729 子宫颈扩张球囊J-CRB-184000 521 套 普通耗材 非类

5040735 一次性无菌可调压脑积液分流管及附件FX434-T 45000 个 普通耗材 非类

5040739 鼻塞导管NAC-1M 138 个 普通耗材 甲类

5040740 鼻塞导管NAC-2 138 个 普通耗材 甲类



5040745 一次性使用可控式吸痰管6Fr、8Fr、10Fr、12Fr、14Fr、16Fr 0.7 个 普通耗材 甲类

5040749 一次性使用高压造影注射器及附件200/200mlSMR104 59 套 普通耗材 非类

5040752 一次性使用高压造影注射器及附件115/65mlSMR302 59 套 普通耗材 非类

5040755
一次性使用无菌导尿管三腔直型哨型头成人用14FR、16FR、18FR

、20FR、22FR、24FR、26FR
260 个 普通耗材 甲类

5040762 一次性使用无菌导尿管男士弯头28490~28494 19 个 普通耗材 甲类

5040763 肠梗阻导管套件经鼻插入型：16DBR3000T0 4000 套 普通耗材 乙类

5040764 医用气管插管9320E-9370E9430E-9495E9500E-95 18 个 普通耗材 甲类

5040765 套装式一次性宫腔组织吸引管A-17型 48 套 普通耗材 非类

5040766 一次性使用中心静脉导管TF-C11.5Fr2*20cm 290 套 普通耗材 甲类

5040769 J型导管（含支架、推管、导丝）双J管1.9mm（6Fr) 950 套 普通耗材 甲类

5040772 一次性使用泪道引流管RT型 1450 套 普通耗材 非类



5040773 一次性使用高压造影注射器及附件150mlSLF202 59 套 普通耗材 非类

5040774 一次性使用高压造影注射器及附件200mlSMT101 59 套 普通耗材 非类

5040777 手动式一次性宫腔组织吸引管Y3.2 88 支 普通耗材 非类

5040786 泪道引流管C-I型 1600 盒 普通耗材 非类

5040788 一次性使用无菌导尿管双腔：Fr6-Fr30 3.55 根 普通耗材 非类

5040791 一次性使用膀胱造瘘管套装PG-ZL-I型，12Fr~22Fr 800 套 普通耗材 甲类

5040794 负压引流器后凝固止流型收集软袋2000ml 37 个 普通耗材 甲类

5040795 负压引流器(抗返流引流袋）后凝固型收集软袋2000ml 37 个 普通耗材 甲类

5040800 一次性使用血压传感器5202620C 180 套 普通耗材 非类

5040801 一次性使用血压传感器(测压套件）5202507C 280 套 普通耗材 非类

5040805 气管切开插管313-60/70/80/90/10 230 个 普通耗材 甲类



5040808 喉罩气道导管A3:4 320 根 普通耗材 非类

5040809 一次性使用鼻氧管鼻架式 0.7 支 普通耗材 非类

5040810 一次性使用鼻氧管双鼻塞 0.56 支 普通耗材 非类

5040812 一次性使用湿化鼻氧管SJCH-200绿色 11 套 普通耗材 非类

5040813 引流管（左房引流管）E063 650 个 普通耗材 非类

5040815 一次性使用湿化鼻氧管SJCH-150 11 套 普通耗材 非类

5040816 一次性使用避光压力延长管(输液泵管) 6.6 支 普通耗材 非类

5040819 两件式造口袋401507 17 个 普通耗材 乙类

5040824 加热呼吸管路AIRT-B4 330 套 普通耗材 甲类

5040827 一次性使用呼吸回路和接头波纹管气囊型（成人/儿童1.1m,1. 35 套 普通耗材 非类

5040828 一次性使用呼吸机回路套装基本型：成人/儿童光滑管1.6m（带 160 套 普通耗材 非类



5040829
一次性使用呼吸机回路套装（管路）无创呼吸型：成人/儿童光滑管

1.6m
130 套 普通耗材 非类

5040830 输氧管（高流量氧疗管）普通型 280 套 普通耗材 非类

5040831 鼻氧管（高流量鼻塞）大、中、小号 90 套 普通耗材 非类

5040833 气管切开套管5UN70R 570 根 普通耗材 甲类

5040835 气管切开套管6UN75R 570 根 普通耗材 甲类

5040836 气管切开套管7UN80R 570 根 普通耗材 甲类

5040838 加强型气管插管2.0-11.0（超滑） 144 支 普通耗材 甲类

5040840 造口护理用品（造口底盘）421040 142 个 普通耗材 乙类

5040847 集尿袋(抗返流引流袋）两件式型前后式2500ml 38 个 普通耗材 非类

5040848 气管切开插管67P050 2300 套 普通耗材 甲类

5040850 一次性使用防逆流引流袋1500ml 9 套 普通耗材 非类



5040855 一次性使用胃管HR-PT 3 支 普通耗材 甲类

5040856 一次性使用鼻氧管KST-BYG-ALC2 1.6 套 普通耗材 甲类

5040858 一次性使用切口保护扩张器变高型（B型）OHB-60/70-60/100 380 盒 普通耗材 非类

5040859 一次性使用切口保护扩张器变高型（B型）OHB-120/130-120/10 380 盒 普通耗材 非类

5040860 一次性使用切口保护扩张器变高型（B型）OHB-170/180-170/10 380 盒 普通耗材 非类

5040862 一次性使用切口保护扩张器变高型（B型）OHB-250/260-250/10 380 盒 普通耗材 非类

5040867 二件式造口袋（底盘）11025 67.5 个 普通耗材 乙类

5040870 一次性使用静脉留置针4251127-03~4251137-03 35 支 普通耗材 甲类

5040872 负压引流器1000ml（江扬） 3.2 个 普通耗材 甲类

5040874 镇痛泵系统+一次性专用储液药盒REHN（11）-206 350 套 普通耗材 非类

5040875 一次性使用避光输液器精密过滤型带针5μm（自排气双管） 14.4 支 普通耗材 非类



5040876 一次性使用球囊宫颈扩张器KEL-GJ-18F 220 个 普通耗材 非类

5040880 一次性使用胃管普通型（HR-PT）Fr26/Fr28 7 支 普通耗材 甲类

5040881 泵用肠内营养输注管（Amikapumpset）7751690AP 52 个 普通耗材 甲类

5040883 一次性切口保护固定牵开器（套）AKYQKB-40/30-15/20 260 个 普通耗材 非类

5040885 一次性使用静脉留置针4251130-03 35 支 普通耗材 甲类

5040886 一次性使用胆管引流管WC-7-7-P7 1100 个 普通耗材 乙类

5040887 一次性使用鼻胆引流管L14725D 360 个 普通耗材 乙类

5040888 一次性使用静脉留置针4251131-03 35 支 普通耗材 甲类

5040889 造口袋8031 35 片 普通耗材 乙类

5040890 一次性使用多功能引流管(限换药使用)S12A 640 支 普通耗材 非类

5040891 一次性使用鼻胃肠管单腔型NT111-12 645 个 普通耗材 甲类



5040893 一次性使用鼻胃肠管三腔型NT132-16 645 个 普通耗材 甲类

5040896 一次性使用封堵支气管插管预充气型：EBT0207S 750 个 普通耗材 甲类

5040898 一次性使用吸痰管刷头型16Fr 5 个 普通耗材 甲类

5040901 气管切开套管5IC70 38 个 普通耗材 甲类

5040902 气管切开套管6IC75 38 个 普通耗材 甲类

5040906 一次性使用封堵支气管插管普通型：EBT0109S 670 个 普通耗材 甲类

5041157 气管插管（导管）188XX 150 根 普通耗材 甲类

5041601 造口底盘404593 68 支 普通耗材 乙类

5041638 胰岛素泵用一次性输注管路和针头MMT-382 80.05 套 普通耗材 非类

5041690 泪道扩张引流管ND-05D 960 枚 普通耗材 非类

5050003 合成可吸收性外科缝线（VICRYL)W9106 46.55 包 普通耗材 甲类



5050015 合成可吸收性外科缝线（VICRYL)W9500T 60 包 普通耗材 甲类

5050016 合成可吸收性外科缝线（VICRYL)W9560 80 包 普通耗材 甲类

5050017 合成可吸收性外科缝线（VICRYL)W9561 80 包 普通耗材 甲类

5050018 合成可吸收性外科缝线（VICRYL)W9981 75.65 包 普通耗材 甲类

5050043 合成可吸收性外科缝线（VICRYL)J570G 81 包 普通耗材 甲类

5050050 普理灵EH7241H 210 包 普通耗材 甲类

5050051 拉扣式皮肤缝合器80mm*70mmLK-III 158 个 普通耗材 非类

5050052 医用皮肤表面缝合器SF/WL-95 580 盒 普通耗材 非类

5050053 医用皮肤表面缝合器SF/WL-155 650 盒 普通耗材 非类

5050057 医用胶（止血材料）喷涂型1.5ml/支 660 支 普通耗材 非类

5050059 可吸收性组织加固材料（奈维）片状型NV-M-015G 1490 片 普通耗材 非类



5050061 可吸收性组织加固材料（奈维）管状型NV-ET-M60E-R 1670 片 普通耗材 非类

5050063 非吸收性外科缝线（线带)AR-7237-7(T) 3500 根 普通耗材 甲类

5050064 非吸收性外科缝线（线带）AR-7275(T) 3500 根 普通耗材 甲类

5050071
镍钛形状记忆合金缝合线（带针）及附件A型：缝合针：反三角3/8

弧5*12缝合线：3-0
260 支 普通耗材 甲类

5050072
镍钛形状记忆合金缝合线（带针）及附件A型：缝合针：反三角3/8

弧6*14缝
260 个 普通耗材 甲类

5050076 可吸收性缝线(VICRYLRapide)W9915 50 包 普通耗材 甲类

5050080 可吸收性缝线(VICRYLRapide)W9932 47 包 普通耗材 甲类

5050081 可吸收性缝线(VICRYLRapide)W9962 43 包 普通耗材 甲类

5050089 合成可吸收性外科缝线（MONOCRYL)W3709 84 包 普通耗材 甲类

5050102 合成可吸收性外科缝线（MONOCRYL)Y936H 59 包 普通耗材 甲类

5050116 可吸收性缝线(VICRYLPlus)VCP304H 59 包 普通耗材 甲类



5050119 可吸收性缝线(VICRYLPlus)VCP310H 59 包 普通耗材 甲类

5050120 可吸收性缝线(VICRYLPlus)VCP311H 59 包 普通耗材 甲类

5050134 可吸收性缝线(VICRYLPlus)VCP345H 59 包 普通耗材 甲类

5050135 可吸收性缝线(VICRYLPlus)VCP346H 59 包 普通耗材 甲类

5050137 可吸收性缝线(VICRYLPlus)VCP358H 59 包 普通耗材 甲类

5050152 可吸收性缝线(VICRYLPlus)VCP422H 59 包 普通耗材 甲类

5050157 可吸收性缝线(VICRYLPlus)VCP433H 59 包 普通耗材 甲类

5050161 可吸收性缝线(VICRYLPlus)VCP442H 59 包 普通耗材 甲类

5050172 可吸收性缝线(VICRYLPlus)VCP493H 59 包 普通耗材 甲类

5050195 可吸收性缝线(VICRYLPlus)VCP602H 59 包 普通耗材 甲类

5050199 可吸收性缝线(VICRYLPlus)VCP710T 444 包 普通耗材 甲类



5050200 可吸收性缝线(VICRYLPlus)VCP711T 444 包 普通耗材 甲类

5050202 可吸收性缝线(VICRYLPlus)VCP714D 232 包 普通耗材 甲类

5050205 可吸收性缝线(VICRYLPlus)VCP726D 232 包 普通耗材 甲类

5050208 可吸收性缝线(VICRYLPlus)VCP739D 232 包 普通耗材 甲类

5050213 可吸收性缝线(VICRYLPlus)VCP752D 232 包 普通耗材 甲类

5050216 可吸收性缝线(VICRYLPlus)VCP771D 232 包 普通耗材 甲类

5050217 可吸收性缝线(VICRYLPlus)VCP772D 200 包 普通耗材 甲类

5050221 可吸收性缝线(VICRYLPlus)VCP784D 238.96 包 普通耗材 甲类

5050235 合成可吸收性外科缝线（PDSII)W9073H 56.07 包 普通耗材 甲类

5050243 合成可吸收性外科缝线（PDSII）W9236T 59 包 普通耗材 甲类

5050254 可吸收性外科缝线2-0~8-0,0,1#,2# 187.5 个 普通耗材 甲类



5050259 普理灵8418H 53 包 普通耗材 甲类

5050260 普理灵8522H 73 包 普通耗材 甲类

5050302 普理灵EH7222H 210 包 普通耗材 甲类

5050356 普理灵W1713 210 包 普通耗材 甲类

5050357 普理灵W2777 149 包 普通耗材 甲类

5050358 普理灵W2780 143 包 普通耗材 甲类

5050359 普理灵W2790 149 包 普通耗材 甲类

5050367 普理灵W8304 118 包 普通耗材 甲类

5050368 普理灵W8305 120.15 包 普通耗材 甲类

5050370 普理灵W8310 83.66 包 普通耗材 甲类

5050371 普理灵W8316 96 包 普通耗材 甲类



5050373 聚丙烯不可吸收缝合线(普理灵)W8556 73 包 普通耗材 甲类

5050374 普理灵W8557 76.21 包 普通耗材 甲类

5050385 普理灵W8761 93 包 普通耗材 甲类

5050388 聚丙烯不可吸收缝合线（普理灵）W8977 56.77 包 普通耗材 甲类

5050391 爱惜邦MB66G 160 包 普通耗材 甲类

5050393 爱惜邦MX552 160.2 包 普通耗材 甲类

5050401 爱惜邦SX17H 70 包 普通耗材 甲类

5050404 聚酯不可吸收缝合线（爱惜邦）SXX50 520 包 普通耗材 甲类

5050405 爱惜邦W10B55 640 包 普通耗材 甲类

5050407 聚酯不可吸收缝合线W4843 400 包 普通耗材 甲类

5050412 爱惜邦W6977M 120 包 普通耗材 甲类



5050414 爱惜邦W893 79 包 普通耗材 甲类

5050419 爱惜邦X548H 58 包 普通耗材 甲类

5050431 爱惜良W2797 48 包 普通耗材 甲类

5050437 爱惜良不可吸收缝合线W1770 104 包 普通耗材 甲类

5050446 临时心脏起博导线TPW30 170 包 普通耗材 甲类

5050447 不锈钢缝线M660G 146.84 包 普通耗材 甲类

5050453 不锈钢缝线W945 72 包 普通耗材 甲类

5050484
自动连续传递缝合勾（灭菌包装）7210423-

7210427/014617/72200418/
3000 把 普通耗材 非类

5050487 钛镍记忆合金组织吻合器J6*14*0.20 375 支 普通耗材 非类

5050489 钛镍记忆合金组织吻合器J4*10*0.15 375 支 普通耗材 非类

5050491 可吸收性外科缝线*RA-1065Q 648 盒 普通耗材 甲类



5050493 可吸收性外科缝线RA-1031Q 810 个 普通耗材 甲类

5050494 可吸收性外科缝线RA-1029Q 648 个 普通耗材 甲类

5050497 可吸收性外科缝线RA-1028Q 648 盒 普通耗材 甲类

5050499 可吸收性外科缝线RA-1052Q 648 盒 普通耗材 甲类

5050501 医用胶(栓塞材料限介入使用)栓塞型0.5ml/支 1200 支 普通耗材 非类

5050543 组织胶水(皮肤粘合剂限体被系统手术)0.5ml1050044 315 支 普通耗材 非类

5050544 可吸收缝合线VLOCL0604 660 包 普通耗材 甲类

5050545 可吸收伤口缝合线VLOCM0003～VLOCM2245 660 包 普通耗材 甲类

5050548 包皮切割缝合器HH-21 1080 套 普通耗材 非类

5050549 包皮切割缝合器HH-27 1150 套 普通耗材 非类

5050555
可吸收胶原蛋白缝合线（商品名：佳修）25cm(6-0、5-0、4-0、

4-0T、3-0、2-0、0、1、2）
500 个 普通耗材 非类



5050556 聚丙烯不可吸收缝合线（普理灵）W8400 150 包 普通耗材 甲类

5050557 非吸收性外科缝线8065698001 112 根 普通耗材 甲类

5050560 不可吸收缝合线CV-6/CV-7 238 个 普通耗材 甲类

5050561 聚酯不可吸收缝合线W893 79 包 普通耗材 甲类

5050563 可吸收外科缝线*C0088729 312 包 普通耗材 甲类

5050564 可吸收外科缝线*C0088730 312 包 普通耗材 甲类

5050565 可吸收外科缝线*C0088795 312 包 普通耗材 甲类

5050566 可吸收外科缝线*B0088796 312 包 普通耗材 甲类

5050567 可吸收性外科缝线**RA-1065Q 648 个 普通耗材 甲类

5050568 聚丙烯不可吸收缝合线（普理灵）HS6822H 248 包 普通耗材 甲类

5050569 聚丙烯不可吸收缝合线（普理灵）HS6857H 248 包 普通耗材 甲类



5050570 聚丙烯不可吸收缝合线（普理灵）HS6856H 248 包 普通耗材 甲类

5050575 线带(人工合成缝线)RS22 340 根 普通耗材 甲类

5050576 无创皮肤吻合器5HWH-4A* 620 个 普通耗材 非类

5050577 无创皮肤吻合器5HWH-8A* 784 个 普通耗材 非类

5050579 可吸收性外科缝线VLP-1002 648 根 普通耗材 甲类

5050580 可吸收性外科缝线VLP-2006 648 根 普通耗材 甲类

5050581 可吸收性外科缝线VLP-2014 648 根 普通耗材 甲类

5050582 可吸收性外科缝线VLM-1008 648 根 普通耗材 甲类

5050585 可吸收性外科缝线带针3-0 228 包 普通耗材 甲类

5050591 带线缝合针非吸收缝线（5-0、6-0、7-0）锦纶 12 支 普通耗材 甲类

5050592 带线缝合针非吸收缝线（8-0、9-0、10-0、11-0 16 支 普通耗材 甲类



5050601 带线缝合针（卡别针）非吸收缝线（0、2-0、3-0、4-0、5- 18 根 普通耗材 甲类

5050609 可吸收性外科缝线YA-1021Q 648 根 普通耗材 甲类

5050612 可吸收性外科缝线SO-0-40 38 个 普通耗材 甲类

5050616 可吸收性外科缝线SO-4-22 38 根 普通耗材 甲类

5050620 一次性皮肤吻合器PYPF-35A拆钉器：PCDQ 138 把 普通耗材 非类

5050622 可吸收缝合线VLOCL0316 660 包 普通耗材 甲类

5050623 可吸收缝合线VLOCL0315 660 包 普通耗材 甲类

5050624 医用粘合剂（限体被系统手术)0.25ml/支 285 支 普通耗材 非类

5050632 可吸收伤口缝合线VLOCM0024 660 包 普通耗材 甲类

5050633 一次性皮肤缝合器及附件QPW-35N 108 把 普通耗材 非类

5051153 一次性结扎夹 130 颗 普通耗材 甲类



5051761 非吸收性外科缝线8065307901 180 根 普通耗材 甲类

5060001 骨蜡W810/810T 23 包 普通耗材 非类

5060003 可吸收止血纱1962 1140 包 普通耗材 非类

5060009 可吸收止血海绵（斯泰可胶原蛋白海绵）80*50*3mm（板型） 1300 块 普通耗材 非类

5060010 可吸收止血海绵（斯泰可胶原蛋白海绵）80*50*1mm（特殊型） 675 块 普通耗材 非类

5060011 可吸收止血海绵（斯泰可胶原蛋白海绵）80*30mm（圆柱型） 1130 块 普通耗材 非类

5060012 聚乳酸防粘连膜+弘健可吸收屏障膜HJPQ1-100*70*0.04mm 610 片 普通耗材 非类

5060016 复合微孔多聚糖止血粉1g/支 880 支 普通耗材 非类

5060018 动脉压迫止血器YM-GU-1229 496 个 普通耗材 非类

5060019 动脉压迫止血器YM-RAO-1229 245 个 普通耗材 非类

5060020 可降解耳鼻止血绵(限耳鼻喉科、神经外科使用)8*2*1.5cm 500 片 普通耗材 非类



5060024 消融电极+多功能手术解剖器A5 180 支 普通耗材 非类

5060025 消融电极+多功能手术解剖器B1 940 支 普通耗材 非类

5060026 消融电极+多功能手术解剖器C1/2X 340 支 普通耗材 非类

5060029 消融电极+多功能手术解剖器E1 675 支 普通耗材 非类

5060038 膨胀止血海绵(限耳鼻喉科、神经外科使用)66110 80 片 普通耗材 非类

5060041 纱布创面敷料（百克瑞）14cm*7cm 75 片 普通耗材 非类

5060045 防粘连膜4350XL* 3300 片 普通耗材 非类

5060046
消融电极（外科术中止血装置）(限31类临床各系统诊疗用)JBW/X-

A(A1)（针状）
2800 支 普通耗材 非类

5060048 消融电极+多功能手术解剖器D2y 1200 支 普通耗材 非类

5060049 消融电极+多功能手术解剖器D3y 1200 支 普通耗材 非类

5060064
止血粉（商品名赫血停）(限胸外科腔镜术中大出血

用)1gramHFP101
2205 克 普通耗材 非类



5060079 可吸收止血流体明胶(限骨科、神经外科使用） 2520 盒 普通耗材 非类

5060081 医用几丁糖（关节腔内注射用）2ml 700 支 普通耗材 非类

5060083 可吸收止血纱布10CM*10CM 760 片 普通耗材 非类

5060084 胶原蛋白海绵10×5×0.3cm 384 片 普通耗材 非类

5060085 几丁多糖冲洗液100ml/瓶 306 瓶 普通耗材 非类

5060094 可吸收医用膜(防粘连)80mm*100mm*D3 440 片 普通耗材 非类

5060095 可吸收防粘连膜厚度：0.02mm（T002）/大小：145mm 598 张 普通耗材 非类

5060096 可吸收防粘连医用膜M4350 1500 片 普通耗材 非类

5060099 消融电极JBW/X-B（B7）（枪形消融电极） 1130 支 普通耗材 非类

5070003 水胶体敷料（限压疮护理）3110（10*10cm） 42.6 片 普通耗材 非类

5070005 藻酸盐敷料(限压疮护理)10*10cm3710 42.6 片 普通耗材 非类



5070008 泡沫敷料+拜尔坦泡沫贴（限压疮护理）3410、10x10（无粘胶） 43.6 片 普通耗材 非类

5070016 3M透明敷料16146CMX7CM 5.65 片 普通耗材 非类

5070019
3M敷料+3MTegasorb水胶体敷料（限压疮护理）

90022T10CMX10CM
39 片 普通耗材 非类

5070022 透明敷料9546HP10CMX11.5CM 11 片 普通耗材 非类

5070023 3M聚酯泡沫敷料（限压疮护理）90613 59 片 普通耗材 非类

5070024 3M聚酯泡沫敷料（限压疮护理）90611 49 片 普通耗材 非类

5070028 3M液体敷料（限压疮护理）3343 8.82 支 普通耗材 非类

5070034 自粘绷带（限骨科外固定使用）15837.62cm*4.57m 24.8 卷 普通耗材 非类

5070044 一次性使用负压引流护创材料+引流管套装VSD-B-1-15*5*1 1700 套 普通耗材 甲类

5070055 磺胺嘧啶银脂质水胶敷料10cm×12cm 45.22 片 普通耗材 非类

5070056 液体敷料（限压疮护理）20ml/瓶 80 瓶 普通耗材 非类



5070058 脂质水胶敷料（优拓）（限压疮护理）10㎝×10㎝ 13 片 普通耗材 非类

5070059 水胶敷料+安普贴（限压疮护理）10×10㎝ 55 片 普通耗材 非类

5070066 医用消疤促愈敷贴（功能性敷料限压疮护理）100×250 120 贴 普通耗材 非类

5070073 活性银离子抗菌液Ⅲ型（银尔通）(口腔局部冲洗上药)20ml 45 瓶 普通耗材 非类

5070074 活性银离子抗菌液Ⅲ型（银尔通）(口腔局部冲洗上药)80ml 26 瓶 普通耗材 非类

5070076 纳米银创伤贴敷料5.5cm*7.5cm 8.5 片 普通耗材 非类

5070077 纳米银创伤贴敷料9cm*10cm 14.5 片 普通耗材 非类

5070078 纳米银创伤贴敷料9cm*15cm 18 片 普通耗材 非类

5070079 纳米银创伤贴敷料9cm*20cm 22 片 普通耗材 非类

5070080 纳米银创伤贴敷料9cm*25cm 26 片 普通耗材 非类

5070095 亲水性纤维含银敷料（限压疮护理）5*5（403706） 115 片 普通耗材 非类



5070099 亲水性纤维含银敷料（限压疮护理）4*20（403740） 276 片 普通耗材 非类

5070103 自贴式敷料+伤口敷料（静脉导管固定敷贴）普通型6cm*8.25cm 1.1 片 普通耗材 非类

5070104 自贴式敷料+伤口敷料（静脉导管固定敷贴）普通型10cm*10cm 1.5 片 普通耗材 非类

5070105 自贴式敷料+伤口敷料（静脉导管固定敷贴）普通型10cm*12cm 1.5 片 普通耗材 非类

5070106 自贴式敷料+伤口敷料（静脉导管固定敷贴）普通型10CM*15CM 2 片 普通耗材 非类

5070107 自贴式敷料+伤口敷料（静脉导管固定敷贴）普通型10cm*20cm 2.5 片 普通耗材 非类

5070108 自贴式敷料+伤口敷料（静脉导管固定敷贴）普通型10cm*25cm 3.2 片 普通耗材 非类

5070119
自粘性软聚硅酮普通型泡沫敷料（美皮康）（限压疮护理）

10cm*10cm
106.7 片 普通耗材 非类

5070120
自粘性软聚硅酮普通型泡沫敷料（美皮康）（限压疮护理）

15cm*15cm294300
272.57 片 普通耗材 非类

5070122
自粘性软聚硅酮泡沫敷料（美皮康）（限压疮护理）

10cm*10cm284100
85.36 片 普通耗材 非类

5070123
自粘性软聚硅酮泡沫敷料（美皮康）（限压疮护理）

15cm*15cm284300
160.05 片 普通耗材 非类



5070126 高渗盐水敷料（美盐）（限压疮护理）2857807.5*7.5cm 29 片 普通耗材 非类

5070128
自粘性软聚硅酮有边型泡沫敷料（美皮康）（限压疮护理）

10cm*10cm295300
124.16 片 普通耗材 非类

5070133 伤口清洁液体敷料40ml 550.53 瓶 普通耗材 非类

5070153 泡沫敷料（限压疮护理）3420（12.5x12.5cm） 43.6 片 普通耗材 非类

5070154 透明敷料(静脉导管固定敷贴)9536HP10CMX12CM 11 片 普通耗材 非类

5070155 一次性使用无菌敷贴（静脉导管固定敷贴）B-2 9.5 片 普通耗材 非类

5070157 医用无菌敷料（限压疮护理）I/II型6cm*7cm 15 片 普通耗材 非类

5070161 透明敷料(静脉导管固定敷贴)9534HP 6 片 普通耗材 非类

5070165 泡沫敷料（限压疮护理）420633（10*10cm） 65 片 普通耗材 非类

5070167 泡沫敷料（限压疮护理）420680（10*10cm） 89 片 普通耗材 非类

5070170 泡沫敷料（限压疮护理）420626（20*16.9cm） 168 片 普通耗材 非类



5070171 水胶体凝胶敷料（限压疮护理）187990（15g） 33.5 支 普通耗材 非类

5070172 水胶体敷料（限压疮护理）187901（7.5*7.5cm） 17 片 普通耗材 非类

5070174 水胶体敷料（限压疮护理）187955（10*10cm） 18 片 普通耗材 非类

5070175 水胶体敷料（限压疮护理）187961（5*20cm） 24 片 普通耗材 非类

5070185 水胶体敷料（限压疮护理）3536（9*14cm） 49.5 片 普通耗材 非类

5070187 水胶体敷料（限压疮护理）3533（10*10cm） 21.6 片 普通耗材 非类

5070188 薄型硅胶泡沫敷料（限压疮护理）33446（12.5x12.5cm） 118.2 片 普通耗材 非类

5070189 硅胶泡沫敷料（限压疮护理）33436（12.5x12.5cm） 135 片 普通耗材 非类

5070211 水胶体敷料（限压疮护理）10*10（187660） 42 片 普通耗材 非类

5070232 3M透明敷料（静脉导管固定敷贴）16836.5CM*7CM 5.5 片 普通耗材 非类

5070242 3M液体敷料（限压疮护理）334628ML 145 瓶 普通耗材 非类



5070268 藻酸盐敷料(限压疮护理)5*5cm3705 23.5 片 普通耗材 非类

5070269
银离子藻酸盐敷料（磷酸锆钠银藻酸盐敷料）（限压疮护理）

5*5cm3755
115 片 普通耗材 非类

5070271
自粘性软聚硅酮银离子泡沫敷料（美皮康银）（限压疮护理）

28712112.5cm*12.5cm
582 片 普通耗材 非类

5070272
自粘性软聚硅酮敷料（美皮护）（限压疮护理）

2937005cm*7.5cm
252 片 普通耗材 非类

5070273
自粘性软聚硅酮敷料（美皮护）（限压疮护理）

29340010cm*18cm
530 片 普通耗材 非类

5070274 泡沫敷料（限压疮护理）3423（18x18cm） 98.6 片 普通耗材 非类

5070275 泡沫敷料（限压疮护理）3462（7.5x7.5cm） 49.6 片 普通耗材 非类

5070276 泡沫敷料+拜尔坦泡沫贴（限压疮护理）3470、10x10（无粘胶） 68.5 片 普通耗材 非类

5070278 水凝胶敷料（限压疮护理）3900 62 支 普通耗材 非类

5070279
浅表创面贴敷敷料（限压疮护理）STYY/CMFL-(L、M、S)-(Y、T、

F)
165 盒 普通耗材 非类

5070280 活性银离子抗菌液（银尔洁）(阴道灌洗上药)Ⅰ型300ml 67 瓶 普通耗材 非类



5070281 一次性使用负压引流护创材料20cm*10cm*1cm 2791 盒 普通耗材 非类

5070282 一次性使用负压引流护创材料15cm*10cm*1cm 2781 盒 普通耗材 非类

5070286 可吸收高分子组织密封膜(特殊修补材料)TSF-01 5098 片 普通耗材 非类

5070287 可吸收高分子组织密封膜(特殊修补材料)TSF-02 7880 片 普通耗材 非类

5070290 创面修复生物材料1g/瓶 1520 瓶 普通耗材 非类

5070291 脂质水胶敷料(优妥）（限压疮护理）5cm×5cm 14 片 普通耗材 非类

5070292 脂质水胶敷料(优妥）（限压疮护理）10cm×10cm 39 片 普通耗材 非类

5070293 医用皮肤减张闭合器F1（25*10） 87 盒 普通耗材 非类

5070294 医用皮肤减张闭合器L4（86*30） 290 盒 普通耗材 非类

5070295 医用皮肤减张闭合器L6（138*30） 316.8 盒 普通耗材 非类

5070297 一次性使用无菌敷贴（静脉导管固定敷贴）B4-1 9.5 片 普通耗材 非类



5070298 一次性使用无菌敷贴（静脉导管固定敷贴）D2 3.8 片 普通耗材 非类

5070299 聚氨酯泡沫敷料（限压疮护理）10cm*10cm标准型 55 片 普通耗材 非类

5070300 聚氨酯泡沫敷料（限压疮护理）12.5cm*12.5cm标准型 75 片 普通耗材 非类

5070301 聚氨酯泡沫敷料（限压疮护理）17cm*17cm骶骨型 100 片 普通耗材 非类

5070304 脂质水胶体硫酸银敷料(限压疮护理)5cm*5cm 70 片 普通耗材 非类

5070305 脂质水胶体硫酸银敷料(限压疮护理)10cm*12cm 175 片 普通耗材 非类

5070307 藻酸盐敷料(限压疮护理)A4015*5cm 10.45 片 普通耗材 非类

5070311 羧甲基纤维素钠银敷料(限压疮护理)413566（5*5cm）片状 170 片 普通耗材 非类

5070313 羧甲基纤维素钠银敷料(限压疮护理)413598（20*4cm）片状 460 片 普通耗材 非类

5070315 泡沫敷料(限压疮护理)3475（15*15cm） 120 片 普通耗材 非类

5070316 聚氨酯泡沫敷料（限压疮护理）15cm*15cm标准型 90 片 普通耗材 非类



5071637 水胶敷料+安普贴薄膜（限压疮护理）10×10㎝ 32 片 普通耗材 非类

5080006 皮肤创面保护敷料（医用杀菌液体材料）10ML 105 瓶 普通耗材 非类

5080007 皮肤创面保护敷料（医用杀菌液体材料）50ML 350 瓶 普通耗材 非类

5080051 医用射线防护喷剂（限放射治疗使用）G型 238 瓶 普通耗材 甲类

5090038 长效抗菌材料喷雾型（P）：40ml 48.6 瓶 普通耗材 非类

5110002 空心纤维透析器REXEED-15LC 86.4 支 普通耗材 乙类

5110059 医用弹性绷带(骨科外固定材料)（非灭菌型）10X450cm 3.5 卷 普通耗材 非类

5110090 一次性使用麻醉面罩MZ-M4/MZ-M5 12 个 普通耗材 非类

5110103 多功能机械通气面罩（硅胶面膜通气面罩）ZS-MZ-A 268 个 普通耗材 非类

5110116 一次性使用齿科器械盒(限口腔颌面诊疗使用)CKQ-B 2.5 支 普通耗材 非类

5110121 神经丛刺激针4894146U 620 支 普通耗材 非类



5110123 神经丛刺激针4894162U 700 支 普通耗材 非类

5110126 外周神经丛刺激针(D)型D50(4894146N) 150 支 普通耗材 非类

5110127 外周神经丛刺激针(D)型D120(4894162N) 150 支 普通耗材 非类

5110153 中心静脉导管包CS-14402 290 套 普通耗材 甲类

5110154 中心静脉导管包CS-14502 300 套 普通耗材 甲类

5110155 中心静脉导管包CS-14703-E 426.6 套 普通耗材 甲类

5110156 中心静脉导管包CV-17702-E 290 套 普通耗材 甲类

5110158 中心静脉导管包ES-04301 145 套 普通耗材 甲类

5110159 中心静脉导管包ES-04706 180 套 普通耗材 甲类

5110160 中心静脉导管CS-27702-E 390 套 普通耗材 甲类

5110164 一次性湿热交换器和过滤器100/580/015 68 套 普通耗材 非类



5110166 一次性湿热交换器和过滤器100/585/000 70 套 普通耗材 非类

5110169 细菌过滤器（限呼吸机使用）B1 13 个 普通耗材 非类

5110189 一次性体外循环用配套血管路成人/儿童/婴儿 198 套 普通耗材 非类

5110190 一次性使用心脏停跳液灌注器冷停灌注装置（B-Ⅰ） 198 套 普通耗材 非类

5110191 一次性使用心脏停跳液灌注器晶体灌注装置（B-Ⅱ） 198 套 普通耗材 非类

5110193 一次性使用输氧面罩气囊型 15 个 普通耗材 非类

5110198 内窥镜用结扎器多环连发式 1615 套 普通耗材 非类

5110396 3M玻璃离子粘固剂 360 瓶 普通耗材 非类

5110413 永磁速愈贴6×6cm 17.8 贴 普通耗材 非类

5110414 永磁速愈贴8×7cm 19.6 贴 普通耗材 非类

5110415 永磁速愈贴12×10cm 30.8 贴 普通耗材 非类



5110417 永磁速愈贴22×10cm 40.5 贴 普通耗材 非类

5110418 永磁贴28×10cm 45.5 贴 普通耗材 非类

5110428 弹力绷带（骨科外固定材料限骨科使用）8cm×2.5m 39 卷 普通耗材 非类

5110440 元宫型Cu365宫内节育器大/中号 229.1 套 普通耗材 非类

5110442 圆形含铜含吲哚美辛宫内节育器(特殊节育环）19/20/21/22mm 65 套 普通耗材 非类

5110459 医用高分子夹板（低温热塑板）P-3205 1190 张 普通耗材 非类

5110470 一次性使用活体取样钳（特殊穿刺针）JRQ-Y 31.6 把 普通耗材 非类

5110475 空心纤维血液透析滤过器UltrafluxAV600S 300 只 普通耗材 乙类

5110478 空心纤维血液透析器FX60 120 只 普通耗材 乙类

5110479 一次性透析用血液回路管AP16641 18.5 套 普通耗材 乙类

5110482 血液净化装置的体外循环血路TX-FJ-1（TX-FK-1） 20 套 普通耗材 乙类



5110484 医用一次性针电极(脑检测电极）NE-S-1500/13/0.4 35 只 普通耗材 非类

5110527 一次性使用无菌血液透析导管及附件FH-2154 420 套 普通耗材 甲类

5110528 远红外护脐带+健婴宝新胎毒清Ⅰ型（圆形） 21.8 片 普通耗材 非类

5110549 一次性使用血细胞分离器（血回收耗材）244，261，263,291E 696 套 普通耗材 非类

5110665 一次性导丝G-240-2545A/S 2268 个 普通耗材 甲类

5110667 一次性导丝G-240-3545A/S 2268 个 普通耗材 甲类

5110710 呼吸过滤器(限呼吸机使用)MicroGardIic 23.5 个 普通耗材 非类

5110727 彭氏多功能手术解剖器(限消化系统手术使用)SY-ⅢB-1 100 把 普通耗材 非类

5110730 彭氏多功能手术解剖器(限消化系统手术使用)SY-ⅦC（Q）-6 365 把 普通耗材 非类

5110731 心排量及压力监测传感器MHD6 2100 个 普通耗材 非类

5110753 高通量聚醚砜中空纤维膜血液透析器OCI-HD150 79 支 普通耗材 乙类



5110756 中空纤维透析器TS-1.6SL 104 支 普通耗材 乙类

5110757 中空纤维透析器TS-1.8SL 105 支 普通耗材 乙类

5110764 空心纤维血液透析/滤过器FX600HDF 148 只 普通耗材 乙类

5110765 空心纤维血液透析/滤过器FX800HDF 148 只 普通耗材 乙类

5110783 一次性使用喉罩8203000 470 个 普通耗材 非类

5110784 一次性使用喉罩8204000 470 个 普通耗材 非类

5110786 一次性冲洗引流管(限换药使用)YNM-YL-Ⅰ 800 套 普通耗材 非类

5110797 一次性脑电传感器186-0106 290 片 普通耗材 非类

5110798 内窥镜施夹钳176615 2450 把 普通耗材 甲类

5110804
一次性套管穿刺器（套管穿刺针）II型套装C（101Y.213）（4套3

针）
1060 套 普通耗材 非类

5110805 一次性套管穿刺器（套管穿刺针）III型5（101Y.302） 408 套 普通耗材 非类



5110807 一次性套管穿刺器（套管穿刺针）III型12（101Y.307） 480 套 普通耗材 非类

5110877 弘力TDP理疗贴HL-90B*4片 12 贴 普通耗材 非类

5110898 胰岛素泵（葡萄糖探头）MMT-7003A/B/C/D/E 422 个 普通耗材 非类

5110899 中心静脉导管4160290 150 套 普通耗材 甲类

5110900 中心静脉导管4160320 150 套 普通耗材 甲类

5110901 中心静脉导管4161211 318 套 普通耗材 甲类

5110902 中心静脉导管4168534 450 套 普通耗材 甲类

5110903 中心静脉导管4163214 400 套 普通耗材 甲类

5110905 输尿管鞘M0062502250/60/80/90 3100 个 普通耗材 非类

5110920 空心纤维血液透析器FX10 95 只 普通耗材 乙类

5110921 空心纤维血液透析器FX80 120 只 普通耗材 乙类



5110922 一次性血液管路A085/V632 24.5 套 普通耗材 乙类

5110923 空心纤维透析器FB-150U 105 只 普通耗材 乙类

5110938 高通量聚醚砜中空纤维膜血液透析器OCI-HD180 79 支 普通耗材 乙类

5110955 医用交联透明质酸钠凝胶（塞纳斯耳科专用）2ml，耳科专用 400 支 普通耗材 非类

5110959 种植体配套用基台及螺丝（美观基台）32373 1260 个 普通耗材 非类

5110965 种植体配套用基台及螺丝（美观基台）36836 1260 个 普通耗材 非类

5110977 种植体配套用基台及螺丝（覆盖螺丝CC）36649 640 个 普通耗材 非类

5110978 种植体配套用基台及螺丝（覆盖螺丝CC）36650 640 个 普通耗材 非类

5110981 种植体配套用基台及螺丝（美观基台CC）36665 1540 个 普通耗材 非类

5110984 种植体配套用基台及螺丝（美观基台CC）36669 1540 个 普通耗材 非类

5110993 种植体配套用基台及螺丝（愈合基台）29436~33536 420 个 普通耗材 非类



5110994 种植体配套用基台及螺丝（愈合基台CC）36639~36874 420 个 普通耗材 非类

5111002 彭氏多功能手术解剖器(限消化系统手术使用)SY-IVB（N）1 430 把 普通耗材 非类

5111012 可旋转重复开闭软组织夹（结扎夹）ROCC-D-26-195 120 盒 普通耗材 非类

5111018 一次性使用无菌血液透析导管及附件FH-2155 420 套 普通耗材 甲类

5111019 一次性使用无菌血液透析导管及附件FH-2156 420 套 普通耗材 甲类

5111096 一次性使用连通板503HN-R 101 个 普通耗材 非类

5111097 充盈压力泵系统(限介入手术使用)IN4130 750 个 普通耗材 非类

5111158 一次性湿热交换器353/19004 62 个 普通耗材 非类

5111177 结扎血管夹WD-JZS 72 枚 普通耗材 甲类

5111178 结扎血管夹WD-JZM 72 枚 普通耗材 甲类

5111179 结扎血管夹WD-JZL 72 枚 普通耗材 甲类



5111187
针形高频电极+钨针电极(限31类临床各系统诊疗用)BT-

500V/65WZ
2150 套 普通耗材 非类

5111216 医用高分子夹板KSF41510*40cm 33.4 袋 普通耗材 非类

5111217 医用高分子夹板KSF42010*50cm 47.2 袋 普通耗材 非类

5111218 医用高分子夹板KSF43010*75cm 52.2 袋 普通耗材 非类

5111219 医用高分子夹板KSF54512.5*115cm 70.6 袋 普通耗材 非类

5111242 医用透明质酸钠凝胶5ml 250 支 普通耗材 非类

5111265 一次性使用输注泵注速固定型：SFS-1002DP 220 个 普通耗材 非类

5111267 一次性使用输注泵（化疗泵）注速可变型：SMA-2345-25P 370 个 普通耗材 非类

5111268 热稀释导管包及压力监测套装PV2014L16N 2900 套 普通耗材 甲类

5111271 热稀释导管包及压力监测套装PV8215 500 套 普通耗材 甲类

5111272 多功能机械通气面罩ZS-MZ-B 268 个 普通耗材 非类



5111288 一次性使用单采血液成份分离器P-2000II 630 套 普通耗材 非类

5111289 一次性使用单采血液成份分离器P-2000 491 套 普通耗材 非类

5111315 一次性使用输氧面罩普通型 7 个 普通耗材 非类

5111319 一次性导丝G-260-3545A/s 2700 个 普通耗材 甲类

5111333 血液透析滤过器SPIRAFLOPHF0714 315 支 普通耗材 乙类

5111339 冷敷敷料（限压疮护理）40mm*55mm/贴 8 贴 普通耗材 非类

5111366 电子注药泵（镇痛装置）ZZB-100 180 套 普通耗材 非类

5111367 电子注药泵（镇痛装置）ZZB-300 185 套 普通耗材 非类

5111368 医用透明质酸钠凝胶（限妇产科使用）20ml 880 盒 普通耗材 非类

5111378 血液净化体外循环血路AV-SetONLINEplus5008-R 68 套 普通耗材 乙类

5111386 双腔透析器Supra17 468 个 普通耗材 乙类



5111388 血液净化装置的体外循环血路TX-FJ-3 40 包 普通耗材 乙类

5111406 空心纤维透析器FB-190U 140 只 普通耗材 乙类

5111413 一次性使用中心静脉导管包MMCVCB2-115-13 268 套 普通耗材 甲类

5111414 一次性使用中心静脉导管包MMCVCB2-115-16 268 套 普通耗材 甲类

5111416 OCu宫内节育器(特殊节育环)OCu200-22 95 套 普通耗材 非类

5111423 血液透析滤过器PhyltherHF17SD 98 支 普通耗材 乙类

5111424 一次性使用超滤液灌流器Selecta 599 支 普通耗材 甲类

5111426 中空纤维透析器NV-1.5M 75 支 普通耗材 乙类

5111429 低通量聚醚砜中空纤维膜血液透析器OCI-HD16L 63 支 普通耗材 乙类

5111433 夹子装置（生物夹）AG-5106-1950-135-9 145 个 普通耗材 非类

5111434 夹子装置（生物夹）AG-5108-1950-135-9 170 个 普通耗材 非类



5111435 夹子装置（生物夹）AG-5104-1950-090 199 个 普通耗材 非类

5111436 夹子装置（生物夹）AG-5104-1950-135 199 个 普通耗材 非类

5111438 医用透明质酸钠凝胶（眼科粘弹剂）浓度20mg/mL，规格0.5mL 49 支 普通耗材 非类

5111466
动态葡萄糖监测系统（传感器套装）(动态血糖仪探头)(限连续动态

血糖监测)FreeStyleLivreH
800 套 普通耗材 非类

5111470 一次性套管穿刺器（套管穿刺针）III型套装C（101Y.313） 1060 套 普通耗材 非类

5111473 一次性使用三联三通YY0585.2-3SM-P 50 个 普通耗材 非类

5111635 而至富士IXGP玻璃离子水门汀一套 303 盒 普通耗材 非类

5111645 登士伯根管充填材料（AH-plus）AHPlusJet(15g/管/盒） 282 盒 普通耗材 非类

5111717 硅橡胶印模材料9090313909373（909036909891） 372 套 普通耗材 非类

5111734 LAVA（拉瓦）氧化锆全瓷桥体定制式 1520 颗 普通耗材 非类

5111746 极美贴面定制式 906 颗 普通耗材 非类



5111747 极美氧化锆全瓷牙定制式 855 颗 普通耗材 非类

5111751 数码氧化锆嵌体定制式 450 颗 普通耗材 非类

5111752 数码氧化锆全瓷牙定制式 300 颗 普通耗材 非类

5111756 西诺德氧化锆全瓷牙定制式 1140 颗 普通耗材 非类

5111761 铸瓷嵌体定制式 380 颗 普通耗材 非类

5111762 铸瓷贴面定制式 380 颗 普通耗材 非类

5111771 纯钛种植烤瓷牙定制式 540 颗 普通耗材 非类

5111779 数码氧化锆全瓷种植体定制式 420 颗 普通耗材 非类

5111795 纯钛冠定制式 285 颗 普通耗材 非类

5111798 钴铬合金瓷牙定制式 100 颗 普通耗材 非类

5111817 纯钛桩核定制式 285 颗 普通耗材 非类



5111818 钴铬合金桩核定制式 61 颗 普通耗材 非类

5111819 极美桩核定制式 960 颗 普通耗材 非类

5111821 数码氧化锆桩核定制式 490 颗 普通耗材 非类

5111824 西诺德氧化锆桩核定制式 760 颗 普通耗材 非类

5111887 纯钛大钢托定制式 665 个 普通耗材 非类

5111888 纯钛小钢托定制式 570 个 普通耗材 非类

5111894 钴铬合金大钢托定制式 120 个 普通耗材 非类

5111895 钴铬合金小钢托定制式 190 个 普通耗材 非类

5111896 诺必灵大支架定制式 280 个 普通耗材 非类

5111898 维他灵大支架定制式 600 个 普通耗材 非类

5111909 胶托定制式 20 颗 普通耗材 非类



5111919 隐形义齿(二牙起)定制式 10 颗 普通耗材 非类

5111920 隐形义齿(首牙)定制式 80 付 普通耗材 非类

5111949 哈利保持器定制式 114 只 普通耗材 非类

5111963 平面导板定制式 71 只 普通耗材 非类

5111999 斜面导板定制式 100 只 普通耗材 非类

5112022
可旋转重复开闭软组织夹（加长II型）（结扎夹）ROCC-F-2.6-

（1650、1950、2300）-
285 根 普通耗材 非类

5112028 中心静脉导管4167139 318 套 普通耗材 甲类

5112048 辅助生殖导管IUI-60141D 43 支 普通耗材 非类

5112124 一次性使用无菌内镜注射管（特殊穿刺针）AF-D1810PN 220 根 普通耗材 非类

5112183 卵母细胞采集器（特殊穿刺针）I型17G-22G 180 支 普通耗材 非类

5112190 直肠电极HA-ZCDJ 600 支 普通耗材 非类



5112193 葡萄糖探头MMT-7008A 620 个 普通耗材 非类

5112199 一次性使用血液滤过管路M03108 1080 套 普通耗材 乙类

5112205 乳腺定位针(特殊穿刺针）47920 398 支 普通耗材 非类

5112206 射频热凝电极套管针(特殊穿刺针）24010222G*100*5 830 个 普通耗材 非类

5112207 射频热凝电极套管针（特殊穿刺针）24010420G*150*5 830 个 普通耗材 非类

5112209 射频热凝电极套管针(特殊穿刺针）24010820G*150*10 830 个 普通耗材 非类

5112210 一次性息肉勒除器（圈套器）M00561190-M00561290 530 把 普通耗材 非类

5112212 7环套扎器M00542250/M00542251/M00542253 2300 个 普通耗材 非类

5112214 呼吸通路过滤器BB25GS 66 个 普通耗材 非类

5112216 腹膜透析导管及附件MDC42S-C 1080 套 普通耗材 乙类

5112218 腹膜透析外接短管5C4482 128 个 普通耗材 乙类



5112231 一次性套管穿刺器（套管穿刺针）IX型12mm 690 套 普通耗材 非类

5112232 一次性套管穿刺器（套管穿刺针）IX型套装A 1800 套 普通耗材 非类

5112239 一次性性热湿交换器/过滤器11011 65 个 普通耗材 非类

5112248 食道阻抗-PH联合监测系统（阻抗-pH电极导管）JsIps-1 980 个 普通耗材 非类

5112251 医用透明质酸钠凝胶2.5ml 158 盒 普通耗材 非类

5112252 医用透明质酸钠凝胶8ml 388 盒 普通耗材 非类

5112253 一次性使用血细胞分离器（血回收耗材）10116 1500 套 普通耗材 非类

5112254 一次性使用血细胞分离器（血回收耗材）10226 1500 套 普通耗材 非类

5112261 自体血液回输系统耗材ATL2001 1350 个 普通耗材 非类

5112262 自体血液回输系统耗材BT725 900 个 普通耗材 非类

5112263 一次性使用贮血滤血器（血回收耗材）FCR-3000F 130 只 普通耗材 非类



5112266 可吸收结扎夹8886848813 230 颗 普通耗材 甲类

5112267 可吸收结扎夹8886848882 230 颗 普通耗材 甲类

5112288 腹膜透析导管及附件MPD263-C 3000 套 普通耗材 乙类

5112309 硅橡胶软组织皮肤扩张器肾型：50ml 1200 只 普通耗材 非类

5112310 硅橡胶软组织皮肤扩张器肾型：100ml 1200 只 普通耗材 非类

6010001 血管缝合器系统12673 2362 个 高值耗材 非类

6010114 带COPILOT止血阀的导丝套装配件1003330 296.9 套 高值耗材 非类

6010244 造影导管SRD5601 172 个 高值耗材 甲类

6010245 造影导管451-XXXXX 172 条 高值耗材 甲类

6010246 诊断导丝502-442E 98.8 根 高值耗材 甲类

6010247 诊断导丝502-555 98.8 根 高值耗材 甲类



6010248 诊断导丝502-521 98.8 个 高值耗材 甲类

6010249 可控导丝503-558X 911 个 高值耗材 甲类

6010260 镍钛支架系统PCXXX0XCE 11450 条 高值耗材 甲类

6010261 镍钛支架系统CXXXX0MV 9300 条 高值耗材 甲类

6010262 支架系统PBXXX0PPX 10600 条 高值耗材 甲类

6010265 可回收腔静脉滤器(滤网)466-F210A 15980 套 高值耗材 甲类

6010267 导管鞘及穿刺套件402-604（5-10）X 172 套 高值耗材 甲类

6010269 栓子捕获钢丝系统401814RE/501814RE/601814RE/701814RE 15210 个 高值耗材 非类

6010274 球囊扩张导管436-（2-4）XXXL 6025 条 高值耗材 甲类

6010275 球囊扩张导管424XXXXW 4005 条 高值耗材 甲类

6010276 球囊扩张导管DC-RJXX10EBW 2829 条 高值耗材 甲类



6010277 球囊扩张导管DC-RHXXXXEH（EHW） 3200 条 高值耗材 甲类

6010278 导丝TW-AS418FA 895 个 高值耗材 甲类

6010280 血管内造影导管RQ*5TIG110M 159 个 高值耗材 甲类

6010281 血管内造影导管RH*XXXXXXXM 159 个 高值耗材 甲类

6010282 导引导管GC-XXXXXXXN 830 个 高值耗材 甲类

6010287 微导管NC-F863A 2890 个 高值耗材 甲类

6010288 微导管NC-F865A 2890 个 高值耗材 甲类

6010291 导丝RF*GA35153M 200 个 高值耗材 甲类

6010293 导丝RF*GA35263M 285 个 高值耗材 甲类

6010299 (Avanti+)导管鞘及穿刺针套件各型号 172 个 高值耗材 甲类

6010300 (Infiniti)造影导管各型号 172 个 高值耗材 甲类



6010303 微导管105-50XX-1XX(C) 2366 个 高值耗材 甲类

6010307 导丝Mirage:103-0608 3100 根 高值耗材 甲类

6010308 可解脱弹簧圈QC-…各型号 7400 个 高值耗材 甲类

6010309 液态栓塞系统Onyx-18:105-7000-060 6120 个 高值耗材 甲类

6010314 神经血管重塑装置SAB-4-15/SAB-4-20/SAB-6-20/SAB-6-30 18900 个 高值耗材 甲类

6010322 血管覆膜支架FVM05020-FVM10080 15000 套 高值耗材 甲类

6010324 血管覆膜支架FVL05100-FVL14120,FVM05100-FVM14120 17910 套 高值耗材 甲类

6010325 血管覆膜支架FVL12030-FVL14080 16560 套 高值耗材 甲类

6010331 栓塞弹簧圈MWCE-18/35-14-/-NESTER 1470 包 高值耗材 甲类

6010332 栓塞弹簧圈MWCE-18S-/-TORNA 1750 包 高值耗材 甲类

6010334 血管鞘+Blakin预弯鞘KCFW-5.5/6.0-38-40-RB-BLKN 1144 个 高值耗材 甲类



6010341
聚乙烯醇泡沫栓塞微粒PVA-

100/200/300/500/700/1000/1500/2000
1480 瓶 高值耗材 甲类

6010344 血管鞘组RS*A50K10SQ 175 套 高值耗材 甲类

6010345 血管鞘组RS*A60K10SQ 175 套 高值耗材 甲类

6010347 血管鞘组RS*A80K10SQ 175 套 高值耗材 甲类

6010350 血管鞘组RS*A70N25AQ 220 套 高值耗材 甲类

6010354 血管内造影导管RF*EH15010M 175 条 高值耗材 甲类

6010355 血管内造影导管RF*DB55008M 158 条 高值耗材 甲类

6010356 血管内造影导管RF*DG35008M 158 条 高值耗材 甲类

6010357 血管内造影导管RF*DG15008M 158 条 高值耗材 甲类

6010364 血管内造影导管RF*YH15110M 400 条 高值耗材 甲类

6010374 微导管MC-PE27131 2486 条 高值耗材 甲类



6010376 血管鞘组RS*A60G16SQZ 175 套 高值耗材 甲类

6010385 导丝RF*PA35263M 285 根 高值耗材 甲类

6010387 大动脉覆膜支架系统XJZDZ（24、26~44）（180、200、220） 39055 套 高值耗材 甲类

6010388 大动脉覆膜支架系统XJZDZ（24、26~44）（040、060、080） 19500 套 高值耗材 甲类

6010391 大动脉覆膜支架系统XJZDF(24、26、28）（040、060~220） 47244 套 高值耗材 甲类

6010392 腔静脉滤器(滤网)XJLX3260 11440 只 高值耗材 甲类

6010398 导引导丝22824-002 1200 个 高值耗材 甲类

6010404 导丝76XX3035N-06 570 个 高值耗材 甲类

6010407 撕开鞘7F 248 个 高值耗材 甲类

6010408 撕开鞘8F 248 个 高值耗材 甲类

6010409 撕开鞘405116 248 个 高值耗材 甲类



6010420 可分离栓塞金球囊GOLDBAL2 1900 个 高值耗材 甲类

6010423 弹簧圈系统各型号 9000 个 高值耗材 甲类

6010425 导丝GW1420040 3040 个 高值耗材 甲类

6010426 微导管MC172150S 5072 个 高值耗材 甲类

6010427 微导管MC172150SX 5072 个 高值耗材 甲类

6010428 导引导管系统GC695M2VT 1726 个 高值耗材 甲类

6010429 扩张球囊导管34106202cm/Φ6mm(18F) 3300 个 高值耗材 甲类

6010430 扩张球囊导管34108303cm/Φ8mm(24F) 3300 个 高值耗材 甲类

6010433 导丝217354500.035”-450cm 2300 个 高值耗材 甲类

6010435 一次性使用无菌造影导管5F 178 个 高值耗材 甲类

6010437
一次性使用无菌血管内导管附件(亲水导丝）EX-A-(032-038)-

(650-2600)
220 个 高值耗材 甲类



6010440 一次性使用无菌血管内导管附件（血管鞘）HS-5-EXA(5F) 190 付 高值耗材 甲类

6010454 肾动脉支架系统（Hippocampus）各规格（IHP0X0XX0145） 11250 条 高值耗材 甲类

6010463 微导管2.6FrSTD125-26S 2755 个 高值耗材 甲类

6010464 微导丝0.018STM180-18S 820 个 高值耗材 甲类

6010466
双腔取血栓导管12TLW803F、12TLW804F、12TLW805F35、

12TLW806F、12TLW807F
2800 个 高值耗材 甲类

6010467 动脉取血栓导管12A0403F、12A0404F 1800 根 高值耗材 甲类

6010468 取陈旧型血栓导管140806、140808、1408010 3115 个 高值耗材 甲类

6010471 栓塞弹簧圈MWCE 1200 包 高值耗材 甲类

6010481
覆膜支架系统（Endurant）ENBF2313C145EE（直径：23-

36MM，长度：120MM/145MM/170MM，各型号）
81000 条 高值耗材 甲类

6010484
覆膜支架系统（Endurant）ENBF2316C145EE（直径：23-

36MM，长度：120MM/145MM/170MM，各型号）
90000 条 高值耗材 甲类

6010496
覆膜支架系统（Endurant）ENBF2816C145EE（直径：23-

36MM，长度：120MM/145MM/170MM，各型号）
81000 条 高值耗材 甲类



6010507 覆膜支架系统（Endurant）ENBF3616C145EE 90000 条 高值耗材 甲类

6010515
覆膜支架系统（Endurant）ENLW1613C95EE（直径：16MM，长

度：80MM/95MM/120MM，各型号）
16910 条 高值耗材 甲类

6010516
覆膜支架系统（Endurant）ENLW1613C120EE（直径：16MM，

长度：80MM/95MM/120MM，各型号）
16910 条 高值耗材 甲类

6010518
覆膜支架系统（Endurant）ENLW1616C95EE（直径：16MM，长

度：80MM/95MM/120MM，各型号）
16910 条 高值耗材 甲类

6010521
覆膜支架系统（Endurant）ENLW1620C95EE（直径：16MM，长

度：80MM/95MM/120MM，各型号）
16910 条 高值耗材 甲类

6010539
覆膜支架系统（Endurant）ENTF2323C70EE（直径：23-

36MM，长度：70MM，各型号）
65000 条 高值耗材 甲类

6010554 网篮导丝15mm*125cm* 2275 个 高值耗材 甲类

6010559 术中支架系统直径：21-24，26，28，30，32 20000 个 高值耗材 非类

6010564 静脉血管鞘I300F85 350 个 高值耗材 甲类

6010569 漂浮导管774F75 2300 个 高值耗材 非类

6010574 压力泵装置（Everest）AC3200 728 套 高值耗材 非类



6010578 动脉鞘（InPutTS） 164 套 高值耗材 甲类

6010579 药物洗脱冠脉支架系统（EndeavorResolute） 648 套 高值耗材 甲类

6010580 快速交换球囊扩张导管（NCSprinter） 3196 个 高值耗材 甲类

6010581 快速交换球囊扩张导管（SprinterLegend） 537.5 个 高值耗材 甲类

6010584 指引导管（Launcher） 576 根 高值耗材 甲类

6010591 冠脉雷帕霉素洗脱钴基合金支架系统（Firebird2）各型号 590 个 高值耗材 甲类

6010595 导引导丝1011880-1011883(J) 597 根 高值耗材 甲类

6010597 冠状动脉球囊扩张导管1012XXX-XX(U) 3280 个 高值耗材 甲类

6010598 药物洗脱冠脉支架系统10095XX-XX 6655 个 高值耗材 甲类

6010599 药物洗脱冠脉支架系统1070XXX-XX 17100 个 高值耗材 甲类

6010600 药物洗脱冠脉支架系统10117XX-XX 13280 个 高值耗材 甲类



6010601 导引导丝PILOT1010480-1010485-H(HJ) 929 个 高值耗材 甲类

6010610 扩张球囊导管34110303cm/Φ10mm(30F) 3300 个 高值耗材 甲类

6010611 扩张球囊导管3410880 3300 个 高值耗材 甲类

6010612 扩张球囊导管3411280 3300 个 高值耗材 甲类

6010613 扩张球囊导管3411680 3300 个 高值耗材 甲类

6010614 扩张球囊导管3411880 3300 个 高值耗材 甲类

6010626 临时腔静脉过滤器系统04430098 14400 套 高值耗材 甲类

6010630 静脉剥离器5523184 980 个 高值耗材 非类

6010632
球囊扩张导管JHY-BD-（04~40）-（20~100）-（60~240）-

A(B)
1530 个 高值耗材 甲类

6010635 亲水涂层导丝HPW/HPWA/HPWS/HPWAS-35-260 580 个 高值耗材 甲类

6010636 微导丝TPMG-16-180-/- 1050 个 高值耗材 甲类



6010638 微导管MF-2.5-18-135/150-15 2500 个 高值耗材 甲类

6010639 球囊扩张导管PTA5-35-80/135-/- 3761 个 高值耗材 甲类

6010640 引流导管ULT7.0/8.5/10.2/12.0/14.0-/- 1480 个 高值耗材 非类

6010641 经皮导入器NPAS 1371 个 高值耗材 甲类

6010643 胆道支架ZIB6-40-/- 10800 个 高值耗材 甲类

6010644 子宫填塞球囊导管J-SOS-100500 2380 个 高值耗材 非类

6010645 机械扩张鞘LR-EVN-9.0 49998 套 高值耗材 非类

6010649 血管鞘RCF5.0/6.0/7.0/8.0/9.0-35J 193 套 高值耗材 甲类

6010653 扩张球囊导管3411230 3300 个 高值耗材 甲类

6010656 聚乙烯醇栓塞微球蓝色型100-300微米 22000 瓶 高值耗材 甲类

6010657 聚乙烯醇栓塞微球蓝色型300-500微米 22000 瓶 高值耗材 甲类



6010663 血管内造影导管RF*EB15010M 175 条 高值耗材 甲类

6010665 房间隔缺损封堵器XJFS08~XJFS38 12000 个 高值耗材 非类

6010666 输送鞘SFAQ5F~SFAQ14F 999 个 高值耗材 非类

6010667 输送鞘（输送钢缆）SFG5F/SFG6F 999 个 高值耗材 非类

6010681 冠状动脉球囊扩张导管10122XX-XX 3570 个 高值耗材 甲类

6010682 冠状动脉球囊扩张导管10124XX-XX 547 个 高值耗材 甲类

6010686 导引导管8F各型号 833 个 高值耗材 甲类

6010687 导引导丝1000460-1000463(H,HJ) 991 个 高值耗材 甲类

6010696 冠状动脉棘突球囊导管NS20013~NS40013 4691 个 高值耗材 甲类

6010700 明胶海绵颗粒栓塞剂(限介入使用)710um-1000um 1143 瓶 高值耗材 甲类

6010701 明胶海绵颗粒栓塞剂(栓塞材料限介入使用)1000um-1400um 1143 瓶 高值耗材 甲类



6010702 明胶海绵颗粒栓塞剂(栓塞材料限介入使用)1400um-2000um 1143 瓶 高值耗材 甲类

6010703 聚乙烯醇颗粒栓塞剂150um-350um 1300 瓶 高值耗材 甲类

6010704 聚乙烯醇颗粒栓塞剂350um-560um 1300 瓶 高值耗材 甲类

6010705 聚乙烯醇颗粒栓塞剂560um-710um 1300 瓶 高值耗材 甲类

6010706 聚乙烯醇颗粒栓塞剂710um-1000um 1300 瓶 高值耗材 甲类

6010710 血管内异物圈套器EN2006015 4758 套 高值耗材 非类

6010711 异物抓捕器(圈套器)EN2006020 4700 套 高值耗材 非类

6010714 TIPS覆膜支架系统PTB084275（W）~PTB128275（W） 43000 套 高值耗材 甲类

6010715 漂浮导管131F7 1500 个 高值耗材 非类

6010723 灌注导管606S255X 5258 个 高值耗材 甲类

6010725 血管重建装置和传送系统（支架、导丝）ENC452212/25/00 25500 个 高值耗材 甲类



6010731 可分离弹簧圈系统各型号 11000 个 高值耗材 甲类

6010739 球囊扩张导管DC-RJXX15EHW 2829 条 高值耗材 甲类

6010741 一次性使用血管内抽吸导管（ExportAP）ExportAP 3489 套 高值耗材 甲类

6010747 栓塞用弹簧圈系统TJCSTXXXX 12000 套 高值耗材 甲类

6010752 颅内支架系统21XXXX-CAS 35000 套 高值耗材 甲类

6010757 腔内覆膜支架70S0XXXXS23-00 87000 个 高值耗材 甲类

6010758
PTA球囊扩张导管（BardRival）RV13532-RV135415，RV12032-

RV120415
4598 套 高值耗材 甲类

6010765
PTA球囊扩张导管（BardRival）RV135515-RV135615，

RV80515-RV80615，RV120515-RV120615
3030 套 高值耗材 甲类

6010770 输送鞘SFPQ5F~SFPQ14F* 999 个 高值耗材 非类

6010772 输送鞘SFA5F~SFA14F 999 个 高值耗材 非类

6010773 左心耳封堵器WC-XX06 49999 只 高值耗材 非类



6010775 导引系统 8000 套 高值耗材 非类

6010778 室间隔缺损封堵器XJFVMXX 9212 个 高值耗材 非类

6010780 房间隔缺损封堵器XJFSXX 9000 个 高值耗材 非类

6010785 微导管1XX-5091/5092-150 4608 个 高值耗材 甲类

6010786 颅内取栓支架（原名：血流重建装置）SFR-6-20/30 32124 个 高值耗材 非类

6010787 颅内取栓支架（原名：血流重建装置）SFR-4-15/20 32124 个 高值耗材 非类

6010788 颅内覆膜支架系统（Willis）（3.5~4.5）*（7~16） 116000 套 高值耗材 甲类

6010792 封堵球囊导管系统（HyperForm）104-4XXX 14500 套 高值耗材 甲类

6010793
PTA球囊扩张导管（BardRival）RV13552-135104，RV8052-

RV80104
2850 套 高值耗材 甲类

6010796
PTA球囊扩张导管（Ultraverse）U815022-U8150430，

U813022-U8130430，U41001H12-U4150430
7200 套 高值耗材 甲类

6010797 血管造影导管HNB4.1F/5.0F-40/80/100/125cm 180 个 高值耗材 甲类



6010800 灌注系统4F/135CM溶栓段10/20CM 1680 个 高值耗材 甲类

6010802 支持导管CXC3.4-2.2F/3.0-1.9F 2980 个 高值耗材 甲类

6010804 血管造影导管+黄金标记导管N5.0-35-100-P-10S-PIG-CSC-20 1300 个 高值耗材 甲类

6010805 导丝TSMG-35-260-LES 648 个 高值耗材 甲类

6010806 血栓抽吸导管M6-111L(P) 3200 个 高值耗材 甲类

6010809
冠状动脉钴铬合金可降解涂层雷帕霉素药物洗脱支架系统

AP08250~AP33400
7800 个 高值耗材 甲类

6010811 冠状动脉预装带膜支架系统10128XX-16/19/26* 25000 个 高值耗材 甲类

6010812 血管鞘DQ0XXXXXXXS(ES/LES) 129 套 高值耗材 甲类

6010813 撕开型血管鞘组件DPI07~DPI12(7F~12F) 260 套 高值耗材 非类

6010817 Y型连接器（介入三通）DPY0X(B) 201 套 高值耗材 非类

6010818 连通板DMK-T-XX 73 个 高值耗材 非类



6010826 穿通导管CSW135-26N 5500 个 高值耗材 甲类

6010827 穿通导管CSW150-26N 5500 个 高值耗材 甲类

6010831 PTCA导丝AG14M0XX 968 条 高值耗材 甲类

6010832 PTCA导丝AGH143090 600 根 高值耗材 甲类

6010835 PTCA导丝AGP140XXX(J) 1050 条 高值耗材 甲类

6010836 PTCA导丝APW14R009S 600 根 高值耗材 甲类

6010837 PTCA导丝AHW14R001S/AHW14R301S 600 根 高值耗材 甲类

6010838 PTCA导丝（商品名：ASAHISIONblue）AHW14R004S 600 根 高值耗材 甲类

6010839 PTCA导丝（商品名：ASAHISIONblack）APW14RX10S/P/J* 1056 条 高值耗材 甲类

6010840 PTCA导丝（商品名：ASAHIGaia）AHW14R007P 600 根 高值耗材 甲类

6010842 血管鞘RCFN4.0/5.0/6.0/7.0-18-MPIS-NT 380 套 高值耗材 甲类



6010845 支持导管（TrailBlazer）SC-018-090/135/150 3200 条 高值耗材 甲类

6010852
血栓去除术装置（AngioJetSOLENT）SOLENTomni（由导管、泵

、盐水输送管、废液管和收集袋组成）
20500 支 高值耗材 非类

6010857 外周导丝（商品名：ASAHI）PAGP140000 1665 个 高值耗材 甲类

6010858
血管鞘+Blakin预弯鞘KCFW-6.0/7.0/8.0/10.0/12.0-38-40-RB-

BLKN
1144 个 高值耗材 甲类

6010860 血管鞘KCFW-5.0/6.0/7.0/8.0/9.0（长度：70-90cm） 1300 个 高值耗材 甲类

6010862 血管鞘RCFN5.0/6.0-35-J 380 套 高值耗材 甲类

6010864 栓塞弹簧圈MWCE-18S-/-HILAL* 1700 包 高值耗材 甲类

6010865 栓塞弹簧圈IMWCE-35/38 1600 包 高值耗材 甲类

6010867
血管内药物（雷帕霉素）洗脱支架系统直径(mm):2.5-4.0;长度

(mm):12-36
7700 个 高值耗材 甲类

6010869
胸主动脉覆膜支架系统（ValiantCaptivia）直径22-46mm，长度

150mm，各型号
95000 套 高值耗材 甲类

6010870

胸主动脉覆膜支架系统（ValiantCaptivia）VAMF3030C200TE--

VAMF4646C200TE（直径：30-46MM，长度：200MM，各型

号）

98000 套 高值耗材 甲类



6010890
自膨式支架系统（ProtegeGPS）支架直径：12-14cm；支架长

度：20-80mmSERP65-XX-XX-120
8307 个 高值耗材 甲类

6010893 外周自膨式支架系统（ProtegeEverFlex）支架长度：20/30/40/60 14000 个 高值耗材 甲类

6010894 肝素涂层血管内覆膜支架系统（GOREVIABAHN）VBHXX1502W 38000 个 高值耗材 甲类

6010895 肝素涂层血管内覆膜支架系统（GOREVIABAHN）VBHXX1002W 30480 根 高值耗材 甲类

6010896 肝素涂层血管内覆膜支架系统（GOREVIABAHN）VBHXX0502W 30480 个 高值耗材 甲类

6010897 肝素涂层血管内覆膜支架系统（GOREVIABAHN）VBHXX0202W 30480 个 高值耗材 甲类

6010898 造影导管452-XXXHO 550 个 高值耗材 甲类

6010899 造影导管452-443VO 550 个 高值耗材 甲类

6010901 封堵止血系统（EXOSEAL）EX500/EX600/EX700 2900 套 高值耗材 非类

6010902 导引导管588842P/598942P 900 个 高值耗材 甲类

6010903 导引导管77821255 900 个 高值耗材 甲类



6010904 导引导管SM7406 1000 个 高值耗材 甲类

6010906 球囊扩张导管DC-RK1510EH(W)~DC-RK3020EH(W) 3086 条 高值耗材 甲类

6010908 紫杉醇释放冠脉球囊导管50222XX* 6297.7 条 高值耗材 甲类

6010913 生物降解药物涂层冠脉支架系统（2.5~4.0）ｘ（10~35） 4500 套 高值耗材 甲类

6010914 腔静脉滤器(滤网)04435140 21800 盒 高值耗材 甲类

6010915 血管造影导管4F-7F各规格* 134.9 条 高值耗材 甲类

6010920 球囊扩张导管4162060L 3060 条 高值耗材 甲类

6010921
药物涂层支架系统（雷帕霉素）直径：2.5-4.0mm，长度：14-

36mm
469 条 高值耗材 甲类

6010922 冠脉超声成像导管H749518100 8413 套 高值耗材 甲类

6010923 延长导管（Guidezilla）H7493924215050 4100 条 高值耗材 甲类

6010924 切割球囊系统直径：2.0-4.0mm，长度：6-15mm 5718 条 高值耗材 甲类



6010926
依维莫司洗脱冠状动脉支架系统（PromuElementPlus）直径：

2.25-4.0mm，长度：12-38mm
8050 条 高值耗材 甲类

6010938 磨头导管和推进器H80222782001A0 4920 个 高值耗材 甲类

6010941 主动脉覆膜支架型号：TM/TS；支撑架长度S：60、80 39500 支 高值耗材 甲类

6010950 自扩张型支架系统直径：5-8mm；长度：200mm 19800 条 高值耗材 甲类

6010951
带有推送系统的支架（TIPS支架和静脉支架）直径：10-16mm；

长度：20-94mm；操作长度：75cm
8721 个 高值耗材 甲类

6010953 球囊扩张导管直径：12mm/14mm 3350 个 高值耗材 甲类

6010954 球囊扩张导管直径：16MM/18MM 3170 个 高值耗材 甲类

6010955 带有亲水涂层的可控导丝直径：0.018；长度：300cm 845 条 高值耗材 甲类

6010956 可控导丝直径：0.035；长度：185/260/300cm 1200 条 高值耗材 甲类

6010957 气管支气管支架M00564740-M00564910 13600 个 高值耗材 甲类

6010960 一次性使用心内标测电极导管990063-020 18828 个 高值耗材 甲类



6010964 PTCA扩张导管直径：1.2-4.0mm，长度：8-30mm 3980 条 高值耗材 甲类

6010966 一次性使用经外周穿刺中心静脉导管PB-3Fr-1-A（30cm） 1260 套 高值耗材 甲类

6010969 一次性使用经外周穿刺中心静脉导管PB-4Fr-1-C-H（65cm） 1650 套 高值耗材 甲类

6010975
外周支架和输送器直径：外径：10-7/8-6mm长度：

30/40mmSEPX-10-7(8-6)-30(40)-135
10300 个 高值耗材 甲类

6010976
外周支架和输送器直径：外径：6/7/8/9/10长度：

20/30/40/60mmSEPX-(6~10)-30(40)-135
10300 个 高值耗材 甲类

6010977 肾动脉支架系统IHP0XXXX0XXX 11250 个 高值耗材 甲类

6010978
栓塞保护器（商品名：SpiderFX）（抽吸导管、撕开鞘）SPD2-

0X0-190/320
14100 个 高值耗材 非类

6010979 PTA导管（商品名：SubmarineRapido）各型号SBR0X00X0135 2500 个 高值耗材 甲类

6011002 颅内动脉支架系统A2508~A4023 14210 个 高值耗材 甲类

6011007 传送导管C315HIS 950 根 高值耗材 非类

6011013 弹簧圈系统10010XHS-V 10244 套 高值耗材 甲类



6011014 弹簧圈系统COSMOS各型号 11007 个 高值耗材 甲类

6011017 人造血管IGW0024(18、26、28)-30 8500 个 高值耗材 甲类

6011018 PTA球囊扩张导管（Rival）RV8052~80104 2850 套 高值耗材 甲类

6011020 弹簧圈系统10015XHS-V 10244 套 高值耗材 甲类

6011031
股静脉插管及导丝

VFEM018,VFEM020,VFEM022,VFEM024,VFEM028
2466 个 高值耗材 甲类

6011032 血管重建装置和传送系统ENC45**12/25 24500 个 高值耗材 甲类

6011036 回收导管466-C210F 2520 套 高值耗材 非类

6011040 亲水涂层导引鞘DSL2028 4200 个 高值耗材 甲类

6011048 PTA球囊扩张导管（商品名：CONQUEST）长度：50/75/120cm 4500 支 高值耗材 甲类

6011049 人工血管S0601 3400 根 高值耗材 甲类

6011052
PTA球囊扩张导管（Ultraverse）U8150510-U8150530，

U8130510-U8130630
6750 套 高值耗材 甲类



6011053 血管覆膜支架FVL05020-FVL10080 15000 套 高值耗材 甲类

6011059 导丝ST-32150 1050 个 高值耗材 甲类

6011061 自扩张型支架系统直径：5-8mm；长度：20-150mm 19800 条 高值耗材 甲类

6011063 药物洗脱外周球囊扩张导管ORC04200B-ORC07300B 29000 个 高值耗材 甲类

6011065
PTA球囊扩张导管直径:3-6mm;球囊长度:20-100mm;推送杆长

度:40/75mm
3600 套 高值耗材 甲类

6011066
PTA球囊扩张导管直径:7-12mm;球囊长度:20-100mm;推送杆长

度:40/75mm
3600 套 高值耗材 甲类

6011067
外周切割球囊直径:5-8mm;球囊长度:2cm;输送器长

度:50/90/135cm
6070 套 高值耗材 甲类

6011073 球囊扩张导管4161840L 3060 条 高值耗材 甲类

6011075 栓塞用弹簧圈系统TJCST0201-2D~TJCST0620-2D 8500 套 高值耗材 甲类

6011076 PTCA导丝AHW10S302S 600 根 高值耗材 甲类

6011078 人造血管IGW0016（14、24）-15 8100 个 高值耗材 甲类



6011079 人造血管IGW0010-30 8500 个 高值耗材 甲类

6011080 球囊扩张导管PDZ665Z-MEDII 15000 个 高值耗材 甲类

6011081 球囊扩张导管PDZ653Z-MEDII 15000 个 高值耗材 甲类

6011083 取栓支架90184 35000 个 高值耗材 非类

6011084 微导管90238 5000 根 高值耗材 甲类

6011085 药物洗脱外周球囊扩张导管DHA03020B-DHA12120B 33000 个 高值耗材 甲类

6011086 输送导管系统PNML6F088804M、PNML6F088804、PNM 10800 根 高值耗材 甲类

6011087 血栓抽吸导管系统5MAXACE132、4MAXC 42900 根 高值耗材 甲类

6011091 血管重建装置和传送系统ENC45**00 25000 个 高值耗材 甲类

6011092 人工血管ECH060040W 24000 根 高值耗材 甲类

6011093 颅内支撑导管（商品名：Navien）RFX058-115-08 12420 个 高值耗材 甲类



6011094 球囊扩张导管436-（5-6）XXXL 6000 条 高值耗材 甲类

6011098 生物可吸收冠状动脉雷帕霉素洗脱支架系统LPS2721* 29970 条 高值耗材 甲类

6011099 生物可吸收冠状动脉雷帕霉素洗脱支架系统LPS2724* 29970 条 高值耗材 甲类

6011104 生物可吸收冠状动脉雷帕霉素洗脱支架系统LPS3024* 29970 条 高值耗材 甲类

6011109 生物可吸收冠状动脉雷帕霉素洗脱支架系统LPS3524 29970 条 高值耗材 甲类

6011110 扩张鞘LR-PPLBES-8.5-XL 10300 个 高值耗材 非类

6011111 一次性使用无菌血管内导管KMF0114A 5336 个 高值耗材 甲类

6011114 人造血管HEWAA2610080810/1 25800 个 高值耗材 甲类

6011118 栓塞用弹簧圈系统TJCST0715-2D~TJCST2030-2D 9500 套 高值耗材 甲类

6011122 磨头导管和推进器H802227680020 7700 套 高值耗材 甲类

6011123 磨头导管和推进器H802227680030 7700 套 高值耗材 甲类



6011126 导引导丝H802228240022 1180 根 高值耗材 甲类

6011130 主动脉覆膜支架型号：TM/TS；支撑架长度S：160、180mm 66000 支 高值耗材 甲类

6011131 人工血管S0604 6980 个 高值耗材 甲类

6011132 人工血管S0804 6980 个 高值耗材 甲类

6011135 血管鞘组RM*ES7J16HQS 850 套 高值耗材 甲类

6011139 外周导丝（商品名：ASAHI）PAGP140300 1850 根 高值耗材 甲类

6011140 外周自膨式支架系统（ProtegeEverFlex）PRP35DR-06-200-120 14000 根 高值耗材 甲类

6011147 主动脉覆膜支架型号：AS；支撑架长度S：140mm-170 54500 支 高值耗材 甲类

6011149 主动脉覆膜支架型号：AM/AS；支撑架长度S：60mm 9500 支 高值耗材 甲类

6011151 导引鞘系统4FStraight-45IntroducerSheath 2255 根 高值耗材 甲类

6011154 PTA球囊导管PCE(020-070)-(020-120)-130/180 7550 根 高值耗材 甲类



6011155 自膨式镍钛合金外周血管支架系统Pulsar-18-(4-7)/(20-80)/135 14000 根 高值耗材 甲类

6011156 外周球囊扩张导管SBI(030-120)-(040-120)-130 2440 根 高值耗材 甲类

6011157 外周球囊扩张导管SBI(040-070)-(150-300)-130 2125 根 高值耗材 甲类

6011158 人工血管SBT1601D 12450 个 高值耗材 甲类

6011160 人工血管SBT2001D 12450 个 高值耗材 甲类

6011161 外周斑块切除系统(旋切导管）THS-LS-C 28928 根 高值耗材 非类

6011162 微血管吻合装置GEM2752 15000 套 高值耗材 非类

6011163 人工血管RR06030040L 11990 根 高值耗材 甲类

6011164 人工血管RR08030040L 11990 根 高值耗材 甲类

6011165 PTA导管SBR0X00X0135 2500 根 高值耗材 甲类

6011166 下腔静脉滤器(滤网)DL950F 19980 套 高值耗材 甲类



6011167 下腔静脉滤器(滤网)DL950J 19980 套 高值耗材 甲类

6011170
导引导丝（Hi-TORQUECommandGuideWire）2078172-

2078175
1000 套 高值耗材 甲类

6011171 导引导丝（Hi-TORQUEProgressGuideWire）1011836-1011845 980 套 高值耗材 甲类

6011172 血栓去除术导管ZelanteDVT 36800 条 高值耗材 甲类

6011173 漂浮微导管105-5056 4705 个 高值耗材 甲类

6011174 神经血管导丝WAIN-CKI-10-200 6000 个 高值耗材 甲类

6011177 导引导丝1000462H 597 根 高值耗材 甲类

6011182 导引导丝1013317-1013320 597 根 高值耗材 甲类

6011185 球囊扩张导管用球囊充压装置(压力泵)DMKID30S 616 个 高值耗材 非类

6011186 压力泵H74904526011 714 条 高值耗材 非类

6011188 血栓保护系统(输送导丝、鞘组)H749201001900 15208 个 高值耗材 非类



6011191 PTA球囊扩张导管直径:3-6mm;长度:120-200mm 3300 个 高值耗材 甲类

6011192 PTA球囊扩张导管直径：3-4mm,长度20-100mm 5000 个 高值耗材 甲类

6011193 PTA球囊扩张导管直径:7-12mm;长度:20-100mm 4700 个 高值耗材 甲类

6011194 PTA球囊扩张导管直径:7-12mm;长度:20-200mm 5200 个 高值耗材 甲类

6011195 PTCA球囊扩张导管LPRX20009-LPRX40030* 418 根 高值耗材 甲类

6011198 球囊扩张导管VDK-BD系列 1649 个 高值耗材 甲类

6011200 胸主动脉覆膜支架系统（ValiantCaptivia）VAMF3026C150TE 125000 套 高值耗材 甲类

6011206 输送鞘SFPQ12F 999 个 高值耗材 非类

6011207 可解脱弹簧圈（AxiumPrimeDetachbleCoil）APB-X-X-XX-ES 17020 个 高值耗材 甲类

6011210 切割球囊系统H749RB4300100* 5718 根 高值耗材 甲类

6011214 肝素涂层血管内覆膜支架系统VBJRXX1002W 45680 个 高值耗材 甲类



6011215 大动脉覆膜支架系统TAAXXXXB180 75800 套 高值耗材 甲类

6011220 血管鞘组直径4F-8F，长度25cm 225 个 高值耗材 甲类

6011221 血管鞘组直径4F-8F，长度7-15cm 169 个 高值耗材 甲类

6011222 血管鞘组直径9F-14F，长度11-15cm 175 个 高值耗材 甲类

6011223 肝素涂层血管内覆膜支架系统VBJRXX1502W 48780 根 高值耗材 甲类

6011224 陶瓷膜动脉导管未闭封堵器LT－PDA－1214 16830 个 高值耗材 非类

6011225 微导管60192405（1.9F）* 2800 盒 高值耗材 甲类

6011226 微导管60192404（1.9F）* 2800 盒 高值耗材 甲类

6011229 止血阀（三连三通接头）（限介入使用）MAP802 400 个 高值耗材 非类

6011234 导引导管6F各型号 833 个 高值耗材 甲类

6011235 导引导管7F各型号 833 个 高值耗材 甲类



6011238 远端通路导管DA6125ST 30000 根 高值耗材 甲类

6011240 颈动脉支架（单轨型）H965SCH647010 10338 个 高值耗材 甲类

6011241 颈动脉支架（单轨型）H965SCH647070 10338 个 高值耗材 甲类

6011242 颈动脉支架（单轨型）H965SCH647080 10338 个 高值耗材 甲类

6011243 颈动脉支架（单轨型）H965SCH647090 10338 个 高值耗材 甲类

6011244 颈动脉支架（单轨型）H965SCH647120 10338 个 高值耗材 甲类

6011245 颈动脉支架（单轨型）H965SCH647130 10338 个 高值耗材 甲类

6011246 颈动脉支架（单轨型）H965SCH647140 10338 个 高值耗材 甲类

6011247 弹簧圈系统VFC各型号 14418 个 高值耗材 甲类

6011251 球囊扩张导管480（02~04）XXXX 9750 条 高值耗材 甲类

6011254 可控导丝595-ME014 950 根 高值耗材 甲类



6011256 镍钛支架系统CXXXX0MV，长度120/150mm 14872 条 高值耗材 甲类

6011257 陶瓷膜房间隔缺损封堵器LT-ASD-XX* 23000 个 高值耗材 非类

6011259 导管鞘及穿刺套件504-616Z 172 套 高值耗材 甲类

6011260 导丝C3515-RSS(RSA/SSS/SSA） 620 个 高值耗材 甲类

6011262 导丝C3526-RSS(RSA/SSS/SSA） 720 个 高值耗材 甲类

6011263 一次性无菌经外周中心静脉导管套装12-1341（单腔） 930 套 高值耗材 甲类

6011265 一次性无菌经外周中心静脉导管套装12-1382（单腔） 1250 套 高值耗材 甲类

6011268 导引导管GC-(040-088)-(080-148) 16200 套 高值耗材 甲类

6011269 肝素涂层血管内覆膜支架系统VBJRXX0502W 42580 根 高值耗材 甲类

6011271 聚乙烯醇栓塞微球无色型300-500微米 1600 瓶 高值耗材 甲类

6011272 聚乙烯醇栓塞微球无色型500-700微米 1600 瓶 高值耗材 甲类



6011273 聚乙烯醇栓塞微球无色型700-900微米 1600 瓶 高值耗材 甲类

6011275 脑血栓取出装置RVV-I-(3，4，5，6)-(10，15，20， 28600 个 高值耗材 非类

6011278 一次性使用介入配件（Y型阀组件）（三连三通接头）LPJYP 175 个 高值耗材 非类

6011279 一次性使用导引导丝MMNSF18045~MMNSF38260 136 个 高值耗材 甲类

6011285 颅内球囊扩张导管SFX-（1.5~4.0）-（6~25）-RX 19550 个 高值耗材 甲类

6011286 球囊扩张导管直径：5-7mm（亲水） 3300 个 高值耗材 甲类

6011291 球囊扩张导管FLW054075W 3300 根 高值耗材 甲类

6011292 球囊扩张导管FLW064075W 3300 根 高值耗材 甲类

6011294 球囊扩张导管直径：5-7mm（非亲水） 3200 根 高值耗材 甲类

6011295 球囊扩张导管FLW054050 3200 根 高值耗材 甲类

6011300 球囊扩张导管FLW064075 3200 根 高值耗材 甲类



6011301 球囊扩张导管FLW074075 3200 根 高值耗材 甲类

6011302 球囊扩张导管A35HPV04(08/09/10/12)(020~100)(0 3900 根 高值耗材 甲类

6011303 球囊扩张导管M00550300-M00550350 4165 个 高值耗材 甲类

6011304 一次性使用血管成像导管C408644* 10800 根 高值耗材 甲类

6011306 导丝TNR2411 2080 套 高值耗材 甲类

6011307 微导管28MC24150ST 3999 套 高值耗材 甲类

6011308 可解脱带纤维毛弹簧圈栓塞系统M001361940 13800 套 高值耗材 甲类

6011309 可解脱带纤维毛弹簧圈栓塞系统M001361600 8288.6 套 高值耗材 甲类

6011310 可解脱带纤维毛弹簧圈栓塞系统M001361620 8289 套 高值耗材 甲类

6011311 可解脱带纤维毛弹簧圈栓塞系统M001363630 11000 套 高值耗材 甲类

6011312 血管重建装置和传送系统ENCR40(16/23/30/39）12 43000 个 高值耗材 甲类



6011313 血管重建装置和传送系统ENCR40(16/23/30/39）00 48450 个 高值耗材 甲类

6011314 外周球囊扩张导管BC(3~6）（020~100）S/(M、L) 3500 条 高值耗材 甲类

6011315 外周球囊扩张导管BC（3~6）（120~150）M/L 6800 条 高值耗材 甲类

6011316 外周球囊扩张导管BC（7~8）（020~100）S/（M、L） 5100 条 高值耗材 甲类

6011317 外周球囊扩张导管BC（7~8）（120~150）M/L 6500 条 高值耗材 甲类

6011319 球囊扩张导管AT120122-AT120204 3260 根 高值耗材 甲类

6011320 血管重建装置TB2510~TB6545 139000 盒 高值耗材 非类

6011321 诊断导丝502-542 98.8 个 高值耗材 甲类

6011322 诊断导丝502-455 98.8 个 高值耗材 甲类

6011323 气管支气管支架DUMON TD/TF/BD/CB/Y/ST/BB型 18000 盒 高值耗材 甲类

6011326 导引导管670-258-00 1328 个 高值耗材 甲类



6011327 导丝直径：0.018长度：195,300cm，头 1400 根 高值耗材 甲类

6011328 导丝直径：0.014长度：195,300cm，头 1400 根 高值耗材 甲类

6011329 一次性使用血管内成像导管TY-1* 9300 个 高值耗材 甲类

6011330 镍钛合金紫杉醇洗脱血管支架H74939295601210 38000 个 高值耗材 甲类

6011331 钴基合金雷帕霉素洗脱支架系统LPRPCXXXX* 645 个 高值耗材 甲类

6011332
铂铬合金依维莫司洗脱冠状动脉支架系统

PromusPREMIERMonorail*
775.98 个 高值耗材 甲类

6011333 可调弯鞘SVA（5~10）F-550/700 3600 套 高值耗材 甲类

6011337
预安装血管支架系统

（ExpressLDVascularPremountedStentSystem）各型号
9780 根 高值耗材 甲类

6011338
预安装血管支架系统

（ExpressSDVascularPremountedStentSystem）各型号
10800 个 高值耗材 甲类

6011340 微导管MC17215045X 5072 个 高值耗材 甲类

6011344 卵圆孔未闭封堵器9-PFO-030/9-PFO-035* 27998 个 高值耗材 非类



6011345 传送系统和交换系统（导鞘）9-ITV09F45/80 2250 个 高值耗材 非类

6011346 导丝9-GW-002* 977.43 个 高值耗材 甲类

6011348 颅内可电解脱弹簧圈FG900XXXX-XXXX 6000 个 高值耗材 甲类

6011349 可解脱弹簧圈（AxiumPrimeDetachbleCoil）APB-X-X-XX-SS 14000 个 高值耗材 甲类

6011350 PTCA球囊扩张导管PIXXXXX* 360 条 高值耗材 甲类

6011351 PTCA球囊扩张导管PHXXXX* 440 条 高值耗材 甲类

6011353 球囊扩张导管PWR-XXXX* 390 条 高值耗材 甲类

6011354 非顺应性PTCA球囊扩张导管NC-(2.5~5.0)-(06~20)-RX* 397 条 高值耗材 甲类

6011355 PTCA扩张导管直径1.5-4.0mm 416 条 高值耗材 甲类

6011356 PTCA扩张导管直径2.0-5.0mm* 470 条 高值耗材 甲类

6011357 非顺应性PTCA球囊扩张导管（2.0~4.5）*（10~30）* 485 根 高值耗材 甲类



6011358 PTCA球囊导管直径1.0-5.0mm，长度6-30mm 221 条 高值耗材 甲类

6011359 后扩张PTCA球囊导管直径2.0-5.0mm，长度6-30mm 235 条 高值耗材 甲类

6011360 紫杉醇释放冠脉球囊扩张导管R2.00-15~R4.00-30* 6237.77 个 高值耗材 甲类

6011361 球囊导引导管90495 17500 盒 高值耗材 甲类

6011362 球囊导引导管90485 17500 盒 高值耗材 甲类

6011363 血流导向栓塞器械M0031XXFPP0 158000 条 高值耗材 非类

6011366 微导管60212703 4500 条 高值耗材 甲类

6011368 微导管60242703 4500 条 高值耗材 甲类

6011369 微导管60263001 4800 条 高值耗材 甲类

6011371 球囊扩张导管ATG120144 7900 套 高值耗材 甲类

6011372 球囊扩张导管ATG120164 7900 套 高值耗材 甲类



6011373 卵圆孔未闭封堵器9-PFO-030 27998 个 高值耗材 非类

6011374 卵圆孔未闭封堵器9-PFO-025* 27998 个 高值耗材 非类

6011375 卵圆孔未闭封堵器9-PFO-018 27998 个 高值耗材 非类

6011376 延长导管H7493933515060 4100 个 高值耗材 甲类

6011377 切割球囊导管H74939403XXXXXX* 5718 个 高值耗材 甲类

6011379 大动脉覆膜支架系统TAAXXXXB160 72800 套 高值耗材 甲类

6011380 大动脉覆膜支架系统TAAXXXXB200 77800 套 高值耗材 甲类

6011381 微导管105-5095-000 19800 个 高值耗材 甲类

6011383 大动脉覆膜支架系统XJZDZXX040 19790 套 高值耗材 甲类

6011384 冠状动脉棘突球囊导管NS20013* 4691 个 高值耗材 甲类

6011385 冠状动脉棘突球囊导管NS22513* 4691 个 高值耗材 甲类



6011386 冠状动脉棘突球囊导管NS25013 4691 个 高值耗材 甲类

6011387 冠状动脉棘突球囊导管NS27513 4691 个 高值耗材 甲类

6011388 冠状动脉棘突球囊导管NS30013* 4691 个 高值耗材 甲类

6011394 弹簧圈系统10XXXXHCSR-R（S）-V 11007 个 高值耗材 甲类

6011395 颅内血管支架SAB-4-15/SAB-4-20/SAB-6-20/SAB-6 18900 套 高值耗材 甲类

6011397 可解脱弹簧圈（商品名：Axium）QC-3.5-15-3D 9580 个 高值耗材 甲类

6011398
经导管二尖瓣夹及可操控导引导管二尖瓣夹导管输送系统：

CDS0601-XT
270000 个 高值耗材 非类

6011399 经导管二尖瓣夹及可操控导引导管可操控导引导管：SGC0301 80000 个 高值耗材 非类

6011403 栓塞微球型号：DC2V001规格：70-150μm 24480 瓶 高值耗材 甲类

6011411 造影导管11510010 155 个 高值耗材 甲类

6011433 明胶海绵颗粒栓塞剂150um-350um 1143 瓶 高值耗材 甲类



6011434 明胶海绵颗粒栓塞剂350um-560um 1143 瓶 高值耗材 甲类

6011435 经导管主动脉瓣系统FG12000-AV23 192000 套 高值耗材 甲类

6011436 球囊扩张导管FG52000-BC2040 13000 套 高值耗材 甲类

6011437 静脉腔内射频闭合导管CF7-7-60 9300 个 高值耗材 甲类

6020064 乳头切开刀OE11018N-DL 1800 把 高值耗材 非类

6020080 乳头切开刀OK11018N-DL 2100 个 高值耗材 非类

6020082 取石网篮NGE-017115 4800 套 高值耗材 非类

6020083 取石网篮NGE-017115-MB 4800 套 高值耗材 非类

6020089 金属输尿管支架RMS-060024-R 18800 套 高值耗材 甲类

6020090 金属输尿管支架RMS-060026-R 18800 套 高值耗材 甲类

6020092 输尿管鞘FUS-120035 2300 套 高值耗材 非类



6020093 输尿管鞘FUS-120045 2300 套 高值耗材 非类

6020101 镍钛合金泌尿系统取石网M0063903200 5900 套 高值耗材 非类

6020102 输尿管支架M0061752520-40 980 个 高值耗材 甲类

6020103 输尿管支架M0061552230/M0061552330 2450 个 高值耗材 甲类

6020113 输尿管支架管UFH-526-R 3000 套 高值耗材 甲类

6020122 输尿管导引鞘IVX-UA-1045 2000 套 高值耗材 非类

6020124 输尿管导引鞘IVX-UA-1235 2000 套 高值耗材 非类

6020125 输尿管导引鞘IVX-UA-1245 2000 套 高值耗材 非类

6020130 导丝（商品名：Jagwire）M00556581 2200 个 高值耗材 甲类

6020131 括约肌切开刀（商品名：AutotomeRX）(乳头切开刀)M00545150 2400 个 高值耗材 非类

6020132 导丝导引球囊扩张导管（商品名：CRE）M00558420 4300 个 高值耗材 甲类



6020133 导丝导引球囊扩张导管（商品名：CRE）M00558410 4300 个 高值耗材 甲类

6020134 取石球囊导管（商品名：ExtractorProXL）M00547110 2070 个 高值耗材 甲类

6020136 一次性使用括约肌切开刀(乳头切开刀)M00545170 2400 个 高值耗材 非类

6020162 导丝导引球囊扩张导管(商品名:CRE)M00558430 4300 个 高值耗材 甲类

6020171 取石球囊导管(商品名:ExtractorProXL)M00547120 2070 个 高值耗材 甲类

6020182 食管支架系统（商品名：Uitraflex）M00513730 11040 个 高值耗材 甲类

6020199 带推送系统的肠道支架（商品名：WallFlex）M00565020 16370 个 高值耗材 甲类

6020202 带推送系统的肠道支架（商品名：WallFlex）M00565050 16374 个 高值耗材 甲类

6020232
胆管支架（配有NaviFlexRX输送系统）（商品名：Advanix）

M00534210
1280 个 高值耗材 甲类

6020239
胆管支架（配有NaviFlexRX输送系统）（商品名：Advanix）

M00534280
1280 个 高值耗材 甲类

6020240
胆管支架（配有NaviFlexRX输送系统）（商品名：Advanix）

M00534290
1280 个 高值耗材 甲类



6020241
胆管支架（配有NaviFlexRX输送系统）（商品名：Advanix）

M00534300
1280 个 高值耗材 甲类

6020254
带推送系统的胆道金属支架（商品名：UnistepPlusWallstent）

H965430600
13495 个 高值耗材 甲类

6020264
全覆膜快速交换胆道金属支架系统（商品名：WallFlexRX）

M00570530
18810 个 高值耗材 甲类

6020265
全覆膜快速交换胆道金属支架系统（商品名：WallFlexRX）

M00570540
18810 个 高值耗材 甲类

6020272 覆膜食管支架CZES-II-各型号 7000 盒 高值耗材 甲类

6020273 覆膜食管支架CZES-III-各型号 8000 盒 高值耗材 甲类

6020278 镍钛记忆合金胆道支架NTJ-A 3220 套 高值耗材 甲类

6020287 一次性使用取石网篮WSL-2040-L-Y 1630 个 高值耗材 非类

6020303 覆膜硅胶食道支架系统MTN-SE-S-20/100-A-8/650 3360 套 高值耗材 甲类

6020304 一次性无菌腹腔引流导管及附件导丝导入型（22G） 750 套 高值耗材 非类

6020309 一次性使用输尿管导引鞘Y型：12Fr*36cm 2600 套 高值耗材 非类



6020313 导丝150NSS35 1060 套 高值耗材 甲类

6020314 肠道支架MTN-CG-S-24/80-A-3.3/1600 5000 套 高值耗材 甲类

6020316 气管支架+直型和L型MTN-QA(QB)-S-(10~22)-(20~100) 3500 把 高值耗材 甲类

6020317 气管支架+Y型MTN-QA(QB)-S-(10~22)-(20~100) 8900 把 高值耗材 甲类

6020318 取石篮M0063903000/M0063903010 6500 套 高值耗材 非类

6020321 一次性使用输尿管导引鞘Y型：12Fr*46cm 2600 套 高值耗材 非类

6020325 导丝RFSPC-035145(038145)-O-I-(AQ) 750 支 高值耗材 甲类

6020330 输尿管改道术支架025707 1390 个 高值耗材 甲类

6020333 双猪尾硅胶输尿管支架133626 2700 个 高值耗材 甲类

6020348 输尿管支架M0061752620-30 980 个 高值耗材 甲类

6020349 输尿管支架M0061552120 2450 根 高值耗材 甲类



6020351 输尿管支架M0061552320 2450 根 高值耗材 甲类

6020354 输尿管支架M0061921320 1850 个 高值耗材 甲类

6020358 输尿管支架786426 3000 套 高值耗材 甲类

6020360 带/不带覆膜的快速交换胆道金属支架M00569610-M00569720 14000 个 高值耗材 甲类

6020363 幽门/十二指肠无覆膜支架PDT2208 13000 套 高值耗材 甲类

6020364 幽门/十二指肠无覆膜支架PDT2210 13000 套 高值耗材 甲类

6020365 输尿管扩张球囊导管M0062251220 7600 套 高值耗材 甲类

6020367 快速交换胆道球囊扩张导管M00545900 4164 个 高值耗材 甲类

6020369 快速交换胆道球囊扩张导管M00545920 4164 个 高值耗材 甲类

6020377 一次性使用取石球囊QS-2A 1680 个 高值耗材 甲类

6020381 单切口悬带系统M0068507000 11500 套 高值耗材 非类



6020382 一次性使用球囊扩张导管BDC-6(8、15、18、20)/(55、80)-7/ 899 根 高值耗材 甲类

6020384 非血管腔道导丝MTN-QF-90/26-B 499 根 高值耗材 甲类

6020386 一次性使用取石网篮AMH-RNAS2024 1444 个 高值耗材 非类

6020388 覆膜胆道支架BDS-Z-8/40(50，60，70，80)-3/180 5420 套 高值耗材 甲类

6020396 胆管支架M00532160-M00532310 722 个 高值耗材 甲类

6020397 一次性乳头括约肌切开刀(乳头切开刀)DSP-25A-AC-Y-Y-Y-B-3 1430 把 高值耗材 非类

6020398 一次性使用取石网篮AMH-RNBN2018 1444 个 高值耗材 非类

6020400 胆道用导丝（斑马导丝）MTN-BM-53/12-A-J 1100 根 高值耗材 甲类

6020402 柱状水囊前列腺扩裂导管FHG-39B 16170 根 高值耗材 甲类

6020406 颅内支持导管M003ICO58115AO 16000 根 高值耗材 甲类

6020408 颅内支持导管M003ICO60132AO 16000 条 高值耗材 甲类



6020411 微导管XT275081 4500 根 高值耗材 甲类

6020413 颅内支架系统EN3E25150-EN3E45300 20966 根 高值耗材 甲类

6020415 输尿管扩张球囊导管M0062251280 7600 套 高值耗材 甲类

6020416 输尿管扩张球囊导管M0062251370 7600 套 高值耗材 甲类

6020417 镍钛记忆合金自扩张式医用内支架（气道支架）JSNB 5600 套 高值耗材 甲类

6020418 双极电止血导管M00560150 3200 个 高值耗材 甲类

6020420 非血管腔道导丝IVX-UG-3515TSO 1600 根 高值耗材 甲类

6020421 非血管腔道导丝IVX-UG-3215TSO 1600 根 高值耗材 甲类

6020422 输尿管扩张球囊导管IVX-UB-MN05060 5600 根 高值耗材 甲类

6020423 输尿管扩张球囊导管IVX-UB-MN07060 5600 根 高值耗材 甲类

6020424 一次性使用取石网篮IVX-US-T0810 3300 套 高值耗材 非类



6020425 一次性使用取石网篮IVX-US-T1110 3300 套 高值耗材 非类

6020426 取石网篮M0063905000/M0063905010 5800 套 高值耗材 非类

6020430 一次性无菌腹腔引流导管及附件简装导丝导入型直型6F-16F 950 套 高值耗材 非类

6020433
一次性无菌腹腔引流导管及附件导丝导入型弯型：52-1184/52-

1284/
330 套 高值耗材 非类

6020435 一次性无菌腹腔引流导管及附件多通道型 450 套 高值耗材 非类

6020437 输尿管扩张球囊导管010015 3000 个 高值耗材 甲类

6020438 一次性使用电子输尿管肾盂内窥镜导管PU3022A 5700 条 高值耗材 甲类

6020439 气管支架MTN-QA-S-(10~22)-(20~100)-A/B-(3 3500 套 高值耗材 甲类

6020440 气管支架MTN-QB-S-(10~22)-(20~100)-A/B-(3 4700 个 高值耗材 甲类

6020442 导丝HWS-025150/HWS-035150/HWS-038150 1000 个 高值耗材 甲类

6020446 覆膜气管支架MTN-QA-G-(10~22)/(20~100)-A-(4~6 12000 套 高值耗材 甲类



6020447 覆膜气管支架MTN-QA-S-(10~22)-(20~100)-A/B-(3 16500 套 高值耗材 甲类

6020450
一次性气道三级球囊扩张导管MTB-

(1030/1230/0655/0855/1055/1255/1555/1855)-10
3500 个 高值耗材 甲类

6020451 镍钛记忆合金自扩张式医用内支架（食道支架）JSMA 2500 套 高值耗材 甲类

6020454 输尿管支架TD-291228-UE 2916 支 高值耗材 甲类

6020455 输尿管支架TM-291228-UE 2916 支 高值耗材 甲类

6020456 输尿管支架TP-291228-UE 2916 支 高值耗材 甲类

6020462 微导管导丝系统MS-C26G21AS5 3980 套 高值耗材 甲类

6020463 镍钛记忆合金自扩张式医用内支架（胆道支架）JSND-XXXXX 3819 套 高值耗材 甲类

6020465 胰腺管支架及导引系统SPSOF-7-2/2.5/3/4/5/6/7/8/9/10/1 756 根 高值耗材 甲类

6020466 肾造瘘球囊扩张导管996081 6600 个 高值耗材 甲类

6020467 可扭转微导管M001195240 6900 条 高值耗材 甲类



6020470 可扭转微导管M001195500 6900 条 高值耗材 甲类

6020473 球囊扩张导管ETB30150 5800 套 高值耗材 甲类

6020474 球囊扩张导管ETB30200 5800 套 高值耗材 甲类

6020481 一次性使用导丝0.035*450 1680 个 高值耗材 甲类

6020482 乳头括约肌切开刀ST0725 1624 把 高值耗材 非类

6020483 一次性使用球囊扩张导管KZ1055-3M 2251 个 高值耗材 甲类

6020484 一次性使用取石网篮LOB2324 2200 个 高值耗材 非类

6030007 骨水泥OsteopalV 1022 盒 高值耗材 甲类

6030009 金属锁定接骨板系统+桡骨远端掌桡侧锁定钢板 10255 块 高值耗材 甲类

6030010 金属锁定接骨板系统+桡骨远端背侧T型锁定钢板 10360 块 高值耗材 甲类

6030011 金属锁定接骨板系统+桡骨远端背侧三角型锁定钢板 14800 块 高值耗材 甲类



6030012 金属锁定接骨板系统+肱骨远端后外侧锁定钢板 14900 块 高值耗材 甲类

6030013 金属锁定接骨板系统+肱骨远端内侧锁定钢板 10430 块 高值耗材 甲类

6030014 金属锁定接骨板系统+肱骨远端内侧锁定钢板，短型 10430 块 高值耗材 甲类

6030015 金属锁定接骨板系统+尺骨近端锁定钢板 14800 块 高值耗材 甲类

6030016 金属锁定接骨板系统+2.4mm锁定螺钉 1050 支 高值耗材 甲类

6030017
金属锁定接骨板系统3.5mm围关节皮质骨螺钉，自攻，内六角

/2.7mm钉头
200 支 高值耗材 甲类

6030018 金属锁定接骨板系统3.5mm锁定螺钉2.7mm钉头 1050 支 高值耗材 甲类

6030020
金属锁定接骨板系统+5.5mm胫骨近端外侧锁定钢板18-22孔，左/

右,47-2357-005(006)-(18~22)
10430 块 高值耗材 甲类

6030021 金属锁定接骨板系统+腓骨远端外侧锁定钢板 10360 块 高值耗材 甲类

6030022 金属锁定接骨板系统+肱骨远端外侧锁定钢板 10430 块 高值耗材 甲类

6030023 金属接骨板系统+股骨远端内侧钢板 9270 块 高值耗材 甲类



6030027 金属接骨板系统4.0mm/6.5mm松质骨螺钉部分螺纹内六角 200 支 高值耗材 甲类

6030028 金属接骨板系统4.0mm/6.5mm松质骨螺钉,全螺纹，内六角 140 支 高值耗材 甲类

6030035 金属锁定接骨板+1/3管状锁定钢板 828.63 块 高值耗材 甲类

6030037
接骨钢板螺钉系统-直型锁定钢板+3.5mm加压锁定钢板4-20孔，

47-4936-(004~020)-07
871.83 块 高值耗材 甲类

6030038
接骨钢板螺钉系统-直型锁定钢板+3.5mm直型重建锁定钢板3-22

孔，47-4936-(003~022)-13
828.63 块 高值耗材 甲类

6030040 索邦系统缆索610mm 3900 根 高值耗材 非类

6030051 索绑系统 7320 块 高值耗材 甲类

6030054 索绑系统GTR近端1.8mm缆索(钴铬钨镍合金,635mm) 2380 个 高值耗材 非类

6030066 金属锁定接骨板系统+胫骨近端外侧锁定钢板 8400 块 高值耗材 甲类

6030067
金属锁定接骨板系统+胫骨近端外侧锁定钢板3.5mm,10-16

孔;5.5mm,10-14孔，左/右
9065 块 高值耗材 甲类

6030068
金属锁定接骨板系统+胫骨远端内侧锁定钢板6-10孔左/右00-

2357-007(008)-(06~10)
10115 块 高值耗材 甲类



6030070 金属锁定接骨板系统+胫骨远端外侧锁定钢板 10115 块 高值耗材 甲类

6030071 金属锁定接骨板系统+胫骨远端外侧锁定钢板14-18孔，左/右 12152 块 高值耗材 甲类

6030072 金属锁定接骨板系统+股骨远端外侧锁定钢板 9170 块 高值耗材 甲类

6030073 金属锁定接骨板系统+股骨远端外侧锁定钢板14-18孔，左/右 9405 块 高值耗材 甲类

6030074
金属锁定接骨板系统+肱骨近端外侧锁定钢板4-8孔左/右00-2358-

001(002)-(04~08)
9170 块 高值耗材 甲类

6030076
金属锁定接骨板系统(3.5mm/5.5mm中空圆锥形螺

钉)3.5mm/5.5mm中空圆锥形螺钉
1160 颗 高值耗材 甲类

6030078
金属接骨板系统-异型钢板系列+4.5mmL型凸钢板左/右4孔00-

4945-004-(11/12)
1015 颗 高值耗材 甲类

6030079
金属接骨板系统-异型钢板系列+2.7mmT型钢板长32mm00-4927-

003-04
1050 块 高值耗材 甲类

6030084
金属接骨板系统-直型钢板系列+1/4径管状钢板3-8孔00-4927-

(003~008)-03
1050 块 高值耗材 甲类

6030085 金属接骨板系统-直型钢板系列+1/3径管状钢板 798 块 高值耗材 甲类

6030086
金属接骨板系统-异型钢板系列+3.5mm三叶型钢板3-10孔00-

4935-(003~010)-16
1064 块 高值耗材 甲类



6030087
金属接骨板系统-异型钢板系列+3.5mm曲型重建钢板6/8孔00-

1179-006-（06/08）
2303 块 高值耗材 甲类

6030094 中空螺钉 1500 颗 高值耗材 甲类

6030106 金属接骨螺钉 178.14 颗 高值耗材 甲类

6030107 金属接骨螺钉Herbert/Whipple3.0mm骨钉 178.14 颗 高值耗材 甲类

6030112 金属接骨板系统+压缩钢板 1140 块 高值耗材 甲类

6030113 金属接骨板系统+窄型压缩钢板 1040 块 高值耗材 甲类

6030117 金属接骨板系统+直型重建钢板3-9孔00-1179-005-(03~09) 1750 块 高值耗材 甲类

6030124
金属接骨板系统(小六角形槽皮质骨螺钉,自攻型Φ2.7mm)小六角形

槽皮质骨螺钉,自攻型Φ2.7mm
133 颗 高值耗材 甲类

6030133 金属接骨板系统+小垫圈00-4900-040-51 250 个 高值耗材 非类

6030135 金属接骨板系统+Φ3.5mmΦ4.5mm胫骨外侧近端钢板 6230 块 高值耗材 甲类

6030136 金属接骨板系统+胫骨内侧远端钢板 8400 块 高值耗材 甲类



6030137 金属接骨板系统+胫骨外侧远端钢板 8540 块 高值耗材 甲类

6030138
金属接骨板系统+3.5mm胫骨内侧近端钢板左/右侧，4-10孔，00-

2347-011(012)-(04~10)
5978 块 高值耗材 甲类

6030139 金属接骨板系统+4.5mm胫骨内侧近端钢板 8960 块 高值耗材 甲类

6030140
金属接骨板系统+腓骨远端后侧/外侧钢板左/右侧，2-20孔，00-

2347-015(016)-(02~20)
5978 块 高值耗材 甲类

6030143 金属接骨板系统+3.5mm肱骨近端外侧钢板 7320 块 高值耗材 甲类

6030145 金属接骨板系统+肱骨远端内侧小钢板 7320 块 高值耗材 甲类

6030148
金属接骨板系统(皮质骨螺钉，细螺纹，自攻型3.5mm×10-

150mm)皮质骨螺钉，细螺纹，自攻型3.5mm×10-150mm
154 颗 高值耗材 甲类

6030150
金属接骨板系统(皮质骨螺钉，自攻型，内六角，4.5mm×26-

150mm)皮质骨螺钉，自攻型，内六角，4.5mm×26-150mm
220 颗 高值耗材 甲类

6030202 髋关节假体-股骨头+VerSys12/14锥形00-8018-0XX-XX 907 个 高值耗材 甲类

6030203 髋关节假体-双极杯双极杯00-5001-0XX-00 4300 个 高值耗材 甲类

6030204 髋关节假体-双极杯双极杯衬垫00-5001-0XX-XX 1550 个 高值耗材 甲类



6030205
髋关节假体+无颈抛光锥形髋关节柄II型，标准偏心X型00-8114-

00X00
8500 个 高值耗材 甲类

6030209 髋关节假体-髋臼内衬10度高边型衬垫00-6310-0XX-XX 706 个 高值耗材 甲类

6030210 髋关节假体-髋臼系统Trilogy3孔髋臼杯00-6200-0XX-22 7100 个 高值耗材 甲类

6030211 髋关节假体-髋臼系统 7110 个 高值耗材 甲类

6030216 髋关节假体-非骨水泥股骨柄 5880 个 高值耗材 甲类

6030220 髋关节假体金属丝髋关节柄+Versys金属丝锥形髋关节柄 12000 个 高值耗材 甲类

6030224 膝关节假体+NexGen预涂型胫骨盘干部件1-6号00-5980-0XX0X 2386 个 高值耗材 甲类

6030225
膝关节假体+NexGenLCCK可选型股骨部件（左、右）00-5994-

01X9X
16500 个 高值耗材 甲类

6030226 膝关节假体+NexGenLCCK关节面部件)00-5994-0XX-XX 5790 个 高值耗材 甲类

6030227 膝关节假体+偏心式(直)延长干部件00-5988-020(010)-(10-18) 3000 个 高值耗材 甲类

6030228 膝关节假体+NEXGEN胫骨楔(垫)块00-5988-00X-2X 3000 个 高值耗材 甲类



6030229 膝关节假体+NEXGEN股骨远端垫块00-5990-03X-XX 3000 个 高值耗材 甲类

6030230
高屈曲度膝关节假体+LPS高屈曲度骨水泥型Option股骨部件00-

5964-(11-016)-(51,52)
1185 个 高值耗材 甲类

6030232 高屈曲度膝关节假体+LPS高屈曲度胫骨衬垫00-5962-0XX-XX 528 个 高值耗材 甲类

6030237 髋关节假体-骨金属组合髋臼00-6202-0XX-22(20) 20100 个 高值耗材 甲类

6030238 翻修型股骨柄(WagnerSL)01.00101.9(14-20) 12768 个 高值耗材 甲类

6030240
髋关节假体-股骨柄（CLSSpotorno135o股骨柄）29.00.39(050-

200)
776 个 高值耗材 甲类

6030241 股骨头坏死重建棒00-1197-XXX-10 19584 根 高值耗材 非类

6030242
人工肩关节系统+Bigliani/Flatow模组式标准型肱骨柄

0043000(0606-1613)
15810 个 高值耗材 甲类

6030243
人工肩关节系统+Bigliani/Flatow偏心式肱骨头0043020(4015-

5230)
10940 个 高值耗材 甲类

6030244 髋关节假体-股骨柄01.00561.213-224/01.00561.313-32 9600 个 高值耗材 甲类

6030252 髋关节假体-髋臼填充块00-4894-XXX-XX 20000 个 高值耗材 甲类



6030255 一次性清洗系统/创伤清洗组合配髋手术用清洗头00-5150-482-00 1345 盒 高值耗材 非类

6030256 骨水泥型全肘关节假体3281-050(579)3(0102) 16900 个 高值耗材 甲类

6030258 髋关节假体-陶瓷股骨头和衬垫+股骨头00-8775-0XX-0X 1984 个 高值耗材 甲类

6030259 髋关节假体-陶瓷股骨头和衬垫+锥形衬垫00-8775-0XX-XX 2019 个 高值耗材 甲类

6030260 髋关节假体组件-髋臼外杯及孔塞00-8753-0XX-01 1185 个 高值耗材 甲类

6030261 髋关节假体-髋臼系统+骨金属（单孔、3孔、多孔）髋臼杯 29260 个 高值耗材 甲类

6030262 单件式胫骨平台+NEXGEN骨小梁金属LPS单件式胫骨平台 23780 个 高值耗材 甲类

6030264 脊柱前路固定系统+矫形棒 1660 根 高值耗材 甲类

6030270 脊柱前路固定系统+单轴螺钉 3320 颗 高值耗材 甲类

6030274 颈椎融合器6741205-6741209 4297 个 高值耗材 甲类

6030275 颈椎融合器 7540 个 高值耗材 甲类



6030277 椎间融合器673XXX（X） 6083 个 高值耗材 甲类

6030286 脊柱钉板后路固定系统枕颈板，48551040 3800 块 高值耗材 甲类

6030296 颈前路钉板固定系统一节段板12-22mm/(48651112-48651122) 6290 块 高值耗材 甲类

6030300
颈前路钉板固定系统+固定（可调节）角度（骨）自攻（自钻）螺

钉4869(40.45)(14.16)
910 颗 高值耗材 甲类

6030310
脊柱动力型非融合内固定系统（Dynesys）+中空椎弓根螺钉/配阻

滞螺钉01.0390.X.XXX
15190 盒 高值耗材 甲类

6030314 椎体植入物 5720 个 高值耗材 非类

6030322 颈前路固定板+一节段板12MM-24MM 16250 块 高值耗材 甲类

6030331 脊柱内固定系统组件长臂螺钉（单轴）03828425-03828755 5950 颗 高值耗材 甲类

6030332 脊柱内固定系统组件长臂螺钉（多轴）03829425-03829755 6900 颗 高值耗材 甲类

6030340 胸腰椎后路脊柱钉棒系统组件/空心多轴螺钉 7800 颗 高值耗材 甲类

6030341 胸腰椎后路脊柱钉棒系统组件/矫形棒 2760 根 高值耗材 甲类



6030344 脊柱内固定系统组件偏角度多轴松质骨螺钉48557310-48557324 4870 颗 高值耗材 甲类

6030349 脊柱内固定系统组件-矫形棒直棒48552240 4321 个 高值耗材 甲类

6030352 人工肩关节系统+反球形平台 11160 个 高值耗材 甲类

6030353 人工肩关节系统+正转/反转螺钉 1400 颗 高值耗材 甲类

6030354 人工肩关节系统+肩盂部件 5800 个 高值耗材 甲类

6030355 人工肩关节系统+反球型肱骨柄 49400 个 高值耗材 甲类

6030356 人工肩关节系统+标准7°聚乙烯内衬 2900 个 高值耗材 甲类

6030358 人工肩关节系统+肱骨柄间隔器 6000 个 高值耗材 甲类

6030359 人工肩关节系统+双椎型插入器 9405 个 高值耗材 非类

6030360 人工肩关节系统+凸起形肩盂杯 7656 个 高值耗材 甲类

6030384 骨科外固定螺钉-羟基磷灰石螺钉99-60100--99-65101 1145 个 高值耗材 甲类



6030411
医用纳米羟基磷灰石/聚酰胺66复合骨充填材料颗粒型

NNGP/40/120-4000；1克
850 盒 高值耗材 甲类

6030414
医用纳米羟基磷灰石/聚酰胺66复合骨充填材料圆柱型，致密型

NNBD/40B/￠1-15*￠0-14*1-40
5700 盒 高值耗材 非类

6030415
医用纳米羟基磷灰石/聚酰胺66复合骨充填材料NNBD/40D/（14-

16）*（11-13）*（5
6215 盒 高值耗材 甲类

6030444 脊柱固定器+椎弓根螺钉JJXAJJXB 1500 支 高值耗材 甲类

6030445 脊柱固定器+调节杠JJXAJJXB 2201.6 支 高值耗材 甲类

6030447 脊柱固定器+连接块JJXAJJXBJJXC 4600 个 高值耗材 非类

6030452 金属接骨螺钉-皮质骨螺钉HAZ(Q)01-04 294 支 高值耗材 甲类

6030453 人同种异体骨-髌腱-骨植入物YKBPTB（长度大于5公分） 12320 根 高值耗材 非类

6030454 人同种异体骨-髌腱-骨植入物YKBPTB（长度小于5公分） 8930 个 高值耗材 非类

6030455 人同种异体半月板植入物YKLM 21760 袋 高值耗材 非类

6030460 带袢钛板72200146-72200155 4150 个 高值耗材 非类



6030464 聚乳酸羟基磷灰石螺钉72201768-72201791 4000 颗 高值耗材 甲类

6030465 胫骨固定翼72202744--72202747 4200 个 高值耗材 甲类

6030466 聚醚醚酮界面螺钉72202259-72202282 4400 个 高值耗材 甲类

6030473 半月板缝合系统722014907220149172201492 3000 盒 高值耗材 非类

6030474 半月板缝合系统72201493/72201494/72201495 3750 盒 高值耗材 非类

6030477 双固定螺钉系统螺钉Φ2.8/Φ3.5 3130 个 高值耗材 甲类

6030478 双固定螺钉系统螺钉Φ5.0/Φ6.5 3130 个 高值耗材 甲类

6030481 椎间融合系统+颈椎融合器173301104~173301208 8500 个 高值耗材 甲类

6030485 外科钛网椎间固定系统+圆形钛网10*50mm176010050 13200 个 高值耗材 非类

6030486 外科钛网椎间固定系统+圆形钛网12*90mm176012090 22000 个 高值耗材 非类

6030487 外科钛网椎间固定系统+圆形钛网14*90mm176014090 16000 个 高值耗材 非类



6030489 外科钛网椎间固定系统+椭圆钛网17*22*90mm174150000 32400 个 高值耗材 非类

6030491 外科钛网椎间固定系统+椭圆钛网26*33*90mm 46700 根 高值耗材 非类

6030516 脊柱系统+MM钛5.5横连标准型175565000 3000 个 高值耗材 非类

6030518 脊柱系统+MM钛5.5棒48cm175570000 2000 个 高值耗材 甲类

6030528 颈椎前路固定系统+SlimLoc单节钛板 12600 块 高值耗材 甲类

6030529 颈椎前路固定系统+SlimLoc两节钛板 16600 块 高值耗材 甲类

6030530 颈椎前路固定系统+SlimLoc三节钛板 20500 块 高值耗材 甲类

6030531 颈椎前路固定系统+SlimLoc自攻螺钉179606012~179606026 985 粒 高值耗材 甲类

6030546
螺钉+MossMiamiSI万向螺钉179710525-179710550、

179710630-179710655、179710730-179710755
4200 枚 高值耗材 甲类

6030548 螺钉+MossMiamiSI复位螺钉 6000 枚 高值耗材 甲类

6030551 螺钉+MMSI内锁紧螺钉179712000 950 枚 高值耗材 甲类



6030552 颈椎前路固定系统+Skyline单节段板186801012-186801030 18000 块 高值耗材 甲类

6030553 颈椎前路固定系统+Skyline双节段板186802030-186802044 20000 块 高值耗材 甲类

6030554 颈椎前路固定系统+Skyline三节段板186803042-186803066 21800 块 高值耗材 甲类

6030555 颈椎前路固定系统+Skyline四节段板 32000 块 高值耗材 甲类

6030557 颈椎前路固定系统+Skyline螺钉186850012-186864018 1200 枚 高值耗材 甲类

6030560
脊柱微创固定系统+Viper钛合金微创空心万向螺钉186715520-

186715799
9000 枚 高值耗材 甲类

6030561 脊柱微创固定系统+MIS预弯型钛合金棒186762630-186762690 1400 个 高值耗材 甲类

6030562 脊柱系统+枕骨固定螺钉 1600 枚 高值耗材 甲类

6030566 脊柱系统+枕骨板 13440 块 高值耗材 甲类

6030567 脊柱系统+标准万向螺钉 6480 枚 高值耗材 甲类

6030570 脊柱系统+钛棒 2800 根 高值耗材 甲类



6030571 脊柱系统+钛棒（枕颈胸后路内固定系统Mountaineer-钛棒） 2400 根 高值耗材 甲类

6030579 脊柱系统+内锁紧螺钉 1120 个 高值耗材 非类

6030594 脊柱系统+EXP4.5直棒末端六角 9000 个 高值耗材 甲类

6030597 脊柱系统+EXP4.5单向螺钉(4mm） 9500 个 高值耗材 甲类

6030618 脊柱系统+EXP4.5锁紧螺钉 2200 个 高值耗材 甲类

6030624 脊柱系统+EXP单锁万向螺5钉:179712765179712780 7050 个 高值耗材 甲类

6030625 脊柱系统+EXP侧方连接器 19000 个 高值耗材 非类

6030627 脊柱系统+EXP单锁万向螺钉（5-7mm）179712525-179712755 7050 枚 高值耗材 甲类

6030643 LISS股骨远端微创固定接骨板(钛合金) 12750 块 高值耗材 甲类

6030649 锁定加压T型接骨板(纯钛)4/5/6孔440.141、440.151、440.161 8075 块 高值耗材 甲类

6030659 PHILOS肱骨近端接骨板3-13孔441.901-926 12600 块 高值耗材 甲类



6030664 锁定加压远端胫骨接骨板(纯钛)6孔左/右439.904/439.905 12930 块 高值耗材 甲类

6030666 锁定加压远端胫骨接骨板(纯钛)10孔左/右439.912/439.913 13906 块 高值耗材 甲类

6030668 锁定加压锁骨干前上部接骨板2.7/3.53-8孔,左右04.112.006-021 11668 块 高值耗材 甲类

6030669 锁定加压锁骨干前上部接骨板3.56-8孔,左右04.112.026-031 11813 块 高值耗材 甲类

6030671 限制接触-锁定加压接骨板3.54-12孔423.541-621 7225 块 高值耗材 甲类

6030672 锁定加压重建接骨板3.55-16孔445.051-445.161 7990 块 高值耗材 甲类

6030674 锁定加压T型接骨板3．53+3-6+4孔向左右成角441.051-951 4600 块 高值耗材 甲类

6030677 LCP2.4mm桡骨近端桡骨头锁定接骨板杆部2-4孔左右441.680-692 10687 块 高值耗材 甲类

6030678 LCP“Y”/“T结合型接骨板2.0447.350-351 5270 块 高值耗材 甲类

6030679 LCP接骨板2.0直的4-8孔447.344-348 4845 块 高值耗材 甲类

6030680 锁定加压T型接骨板2.03+7孔447.615 5600 块 高值耗材 甲类



6030681 LCP髁接骨板2.0干端7孔,头端2447.349 4257 块 高值耗材 甲类

6030683 锁定加压干骺端接骨板3.5/4.5/5.05+6-8424.756-758 9239 块 高值耗材 甲类

6030684 锁定加压1/3管形接骨板3.5 5000 块 高值耗材 甲类

6030695 带领1/3管状接骨板3.5(纯钛)5孔441.350 1560 块 高值耗材 甲类

6030696 带领1/3管状接骨板3.5(纯钛)6孔441.360 1860 块 高值耗材 甲类

6030697 带领1/3管状接骨板3.5(纯钛)7孔441.370 1860 块 高值耗材 甲类

6030699 直重建接骨板3.5(纯钛)5孔445.150 3520 块 高值耗材 甲类

6030700 直重建接骨板3.5(纯钛)6孔445.160 3620 块 高值耗材 甲类

6030701 直重建接骨板3.5(纯钛)7孔445.170 3820 块 高值耗材 甲类

6030702 直重建接骨板3.5(纯钛)8孔445.180 4010 块 高值耗材 甲类

6030707 直重建接骨板3.5mm10-12孔445.000-020 4200 块 高值耗材 甲类



6030738 2.4mm星型内角皮质骨螺钉L6-40mm401.756-790 1000 颗 高值耗材 甲类

6030739 2.7mm星型内角皮质骨螺钉L6-60402.866-969 1000 颗 高值耗材 甲类

6030740 3.5mm皮质骨螺钉L10-110404.010-110 400 颗 高值耗材 甲类

6030741 4.5mm皮质骨螺钉L14-100414.014-100 600 颗 高值耗材 甲类

6030742 4.0mm松质骨螺钉(纯钛)16-50mm（406.016~406.050） 290 颗 高值耗材 甲类

6030744 2.7mm-4.0mm螺钉用垫片419.980-419.980.05(S) 210 颗 高值耗材 非类

6030745 4.5mm-7.3mm螺钉用垫片419.990-419.990.05(S) 210 颗 高值耗材 非类

6030746 4.5mm空心螺钉垫圈419.910-419.960 300 颗 高值耗材 非类

6030747 2.0mm星型内角皮质骨螺钉，自攻型L=7-30mm401.358-370 700 颗 高值耗材 甲类

6030748 2.4mm锁定头螺钉L6-30mm412.806-830 850 颗 高值耗材 甲类

6030749 2.7mm星型内角锁定头螺钉L20-60403.920-960 950 颗 高值耗材 甲类



6030750 3.5mm锁定头螺钉(钛合金)12-50mm413.012-413.050 600 颗 高值耗材 甲类

6030751 5.0mm锁定头螺钉自攻(钛合金)16-90mm413.316-413.390 980 颗 高值耗材 甲类

6030752 5.0mm锁定头螺钉自攻/自钻(钛合金)18-85mm413.418-413.485 1100 颗 高值耗材 甲类

6030754 2.0mm锁定螺钉，自攻型L=6-30mm401.878-900 765 颗 高值耗材 甲类

6030757 锁定加压接骨板2.4直，左/右442.479-494 9350 块 高值耗材 甲类

6030758 锁定加压L型接骨板2.42-3孔442.500-512 11000 块 高值耗材 甲类

6030759 锁定加压低弯度胫骨远端内侧接骨板3.5 10700 块 高值耗材 甲类

6030760 3.5mm空心螺钉3.5mm*36-50405.436-450 8750 颗 高值耗材 甲类

6030761 HCSФ2.4自钻空心L=10-30mm04.226.210-330 2247 块 高值耗材 甲类

6030762 HCS3.0自钻空心L10/4-40/1604.226.010-140 3240 颗 高值耗材 甲类

6030763 空心螺钉3.0自钻L8/4-40/8,42-50402.608-650 3240 颗 高值耗材 甲类



6030765 空心螺钉?4.5自钻L20/7-72/24414.520-572 3700 颗 高值耗材 甲类

6030767 6.5mm空心螺钉L30/16-150/32408.401-452 3825 颗 高值耗材 甲类

6030768 7.3mm自钻空心螺钉(钛合金)70-105mm408.870-408.905 1281 颗 高值耗材 甲类

6030770 限制接触-锁定加压接骨板4.5/5.0(窄) 10115 块 高值耗材 甲类

6030771 锁定加压T型接骨板4．5/5.07孔440.171 8075 块 高值耗材 甲类

6030773 锁定加压尺骨远端接骨板2.0，纯钛2.0带钩7孔长46mm442.531 9350 块 高值耗材 甲类

6030775 3.9通用胫骨髓内钉锁定螺栓L=16-80mm458.160-800(S) 900 颗 高值耗材 非类

6030776 4.9通用股骨髓内钉锁定螺栓L=26-100mm459.260(S)-960(S) 900 颗 高值耗材 非类

6030777 6.5髋螺钉L=60-110434.072-110(S) 2300 颗 高值耗材 非类

6030779
非扩髓胫骨髓内钉8.0mm(纯钛)270-400mm478.270-478.400

（蓝色）
9400 颗 高值耗材 非类

6030788
非扩髓胫骨髓内钉UTN直径9-12L=300-480

（476.250~479.420）
9500 个 高值耗材 非类



6030790 DHS螺旋刀片65-145mm04.224.065(S)-145(S) 9100 块 高值耗材 甲类

6030791 LCP动力髋接骨板135°1-20孔04.224.221-240 5870 块 高值耗材 甲类

6030792 腓骨远端外侧锁定接骨板2.7/3.53-7孔左右04.112.136-144 16065 块 高值耗材 甲类

6030793 腓骨远端后外侧锁定加压接骨板2.7/3.53-7孔左右04.112.106-115 18700 块 高值耗材 甲类

6030795 TomoFix胫骨高位内侧接骨板 23120 块 高值耗材 甲类

6030796 TomoFix股骨高位侧向接骨板 23120 块 高值耗材 甲类

6030797 TomoFix股骨远端内侧接骨板 23120 块 高值耗材 甲类

6030799 限制接触-锁定加压接骨板4.5/5.0(宽)6-24孔426.561-741 5000 块 高值耗材 甲类

6030800 锁定加压近端胫骨接骨板liss5-13孔,左右422.220-229 20910 块 高值耗材 甲类

6030801 锁定加压远端股骨接骨板liss5-13孔,左右422.250-259 24600 块 高值耗材 甲类

6030803 3.5mm胫骨远端前外侧锁定加压接骨板5-21孔,左右441.440-457 15725 块 高值耗材 甲类



6030804
2.7/3.5mm肱骨远端锁定加压接骨板背外侧3-14孔,左右441.262-

301
12920 块 高值耗材 甲类

6030806 2.7/3.5mm肱骨远端锁定加压接骨板内侧3-14孔,左右441.304-305 7548 块 高值耗材 甲类

6030807 鹰嘴锁定加压接骨板2-12孔,左右436.502-513 11050 块 高值耗材 甲类

6030808 锁定加压桡骨远端关节外接骨板2.4掌侧3-5孔,左右442.458-468 15000 块 高值耗材 甲类

6030809 3.5mm锁定加压胫骨近端接骨板4-16孔,左右439.934-947 12521 块 高值耗材 甲类

6030810 4.5mm胫骨近端内侧锁定加压接骨板4-16孔,左右439.984-997 10000 块 高值耗材 甲类

6030811 3.5mm胫骨近端内侧锁定加压接骨板4-20孔,左右439.954-971 12521 块 高值耗材 甲类

6030812 锁定跟骨接骨板64-81mm,左右441.618-627 13855 块 高值耗材 甲类

6030813
锁定加压桡骨远端掌侧支柱关节外接骨板2.4干3-5+头8-9孔

04.110.330-451
20700 块 高值耗材 甲类

6030814 锁定加压桡骨远端接骨板2.4超长型8-12孔441.145-147 14490 块 高值耗材 甲类

6030816 弹性髓内钉 3485 根 高值耗材 甲类



6030825 髓内钉系统组件ExpertA2FN直径9-14,左右04.009.236(S)-773( 17595 个 高值耗材 非类

6030826 ExpertA2FN尾帽延长0-20mm04.009.000(S)-004(S) 1105 颗 高值耗材 非类

6030827 PFNAII近端股骨髓内钉直径9-12473.800(S)-810(S) 13000 个 高值耗材 甲类

6030830 PFNAII近端股骨髓内钉螺旋刀片L75-120456.759(S)-768(S) 11700 块 高值耗材 非类

6030831 PFNAII尾帽延长0-15mm473.170(S)-173(S) 1350 颗 高值耗材 非类

6030832
PFNA-II近端股骨髓内钉加长型直径9-10mm*320-380左右

473.015S-075S
14962 个 高值耗材 甲类

6030833 胫骨髓内钉，空心直径8-1304.004.231(S)-773(S) 5000 根 高值耗材 甲类

6030834 Expert胫骨髓内钉 23120 根 高值耗材 甲类

6030835 胫骨髓内钉尾帽直径8-13,0-20延长04.004.000(S)-004(S) 720 颗 高值耗材 非类

6030836 三代陶瓷头{髋关节假体-陶瓷头}128-760~128-762 7000 个 高值耗材 甲类

6030838 髋关节陶瓷球头+四代陶瓷头128-791/01~128-793/03 1771 个 高值耗材 甲类



6030840 TOP髋臼杯{髋臼杯系统}290-300／40~290-300／68 7500 个 高值耗材 甲类

6030842
双极头+Classic臼杯（双极头）120-050~120-090，107-

210/39~107-220/60
4388 个 高值耗材 甲类

6030847
Classic股骨柄{髋关节假体(骨水泥型)-股骨柄及附件}120-400／

26~120-415／26
8300 个 高值耗材 甲类

6030848
髋关节假体(骨水泥型)-股骨柄及附件{股骨柄（SPII假体柄初置换

150mm）}127-720/35~127-729/35
16000 个 高值耗材 甲类

6030849
髋关节假体(骨水泥型)-股骨柄及附件{股骨柄（SPII假体柄初置换

170mm}127-710/35~127-737/35
16650 个 高值耗材 甲类

6030850 髋关节假体(骨水泥型)-股骨柄及附件+SPII假体柄初次置换200mm 20300 个 高值耗材 甲类

6030853
髋关节假体（骨水泥型）-股骨柄及附件+SPII假体柄股骨近段缺损

型99-0655/05~99-0658/10
39000 个 高值耗材 甲类

6030856
骨水泥(PalacosR+G抗生素骨水泥)40g、15-1208/01

（PalacosR+G）
1100 套 高值耗材 甲类

6030857 髋关节假体-金属头{球头【金属头（含加长）】}各型号 1771 个 高值耗材 甲类

6030858
Ribbed微孔柄{非骨水泥型解剖型髋关节假体柄系统}173-366／

35~173-395/35,173-366/26~173-395/26
14200 个 高值耗材 甲类

6030859
非骨水泥型解剖型髋关节假体柄系统{股骨柄（RibbedHX涂

层）}271-366/35~271-395/35
19000 个 高值耗材 甲类



6030860
髋关节假体(非骨水泥型)-股骨柄及附件+生物型微孔先髋柄(Ribbed

先髋柄)173-882/35~171-889/42S,271-900/35~271-903/42S
28500 个 高值耗材 甲类

6030861
CFP假体柄微孔{非骨水泥型保留股骨颈型髋关节假体柄系统}290-

094/26~290-167/26
16000 个 高值耗材 甲类

6030865 髋关节固定螺钉+TOP髋臼螺钉180-656/15~180-656/30 300 粒 高值耗材 甲类

6030867
髋关节假体-髋臼内杯{TOP髋臼内杯防脱位式}290-321／44~290-

321／68
2596 个 高值耗材 甲类

6030872
膝关节假体(骨水泥型)-Gemini活动平台CR假体股骨假体318-102

（103）／01~318-102（103
11165 套 高值耗材 甲类

6030875 旋转铰链型膝关节假体（RK)15-2450／11~15-8024／12 38800 套 高值耗材 甲类

6030917 脊柱后路内固定系统+连接棒CFS02 1290 支 高值耗材 甲类

6030919 脊柱后路内固定系统+万向钉CFS03 2230 枚 高值耗材 甲类

6030921 脊柱后路内固定系统+横向连接器CFS05 1400 套 高值耗材 非类

6030922 脊柱后路钉棒系统+COX钉/COX长臂钉FJD3 2052 枚 高值耗材 甲类

6030928 脊柱后路钉棒系统+长臂万向椎弓根钉FJD5 2794 枚 高值耗材 甲类



6030936 脊柱后路钉棒系统+横向连接棒FJB4 180 支 高值耗材 非类

6030939 颈椎后路钉板系统+颈椎后路板FJH-B01 4600 块 高值耗材 甲类

6030940 颈椎后路钉板系统+颈椎后路板用钉FJH-B01 460 枚 高值耗材 甲类

6030946 动力加压型接骨钢板+髁动力加压钢板 5443 块 高值耗材 甲类

6031053
骨接合植入物-空心钉接骨螺钉/骑缝钉/钢针固定系统+K-WIRE克氏

针115070~115111dia1.0mm
600 枚 高值耗材 非类

6031056
骨接合植入物-空心钉接骨螺钉/骑缝钉/钢针固定系统+QWIX空心

加压螺钉111530S~111580Sdia5.5mm,L:30-80mm
4500 枚 高值耗材 甲类

6031057
骨接合植入物-空心钉接骨螺钉/骑缝钉/钢针固定系统+QWIX空心

加压螺钉111740~111820dia7.5mm,L:40-120mm
4500 枚 高值耗材 甲类

6031065 金属锁定接骨板系统+胫骨远端锁定接骨板21093-4~21093-14 14000 块 高值耗材 甲类

6031096 脊柱内固定系统组件+普通单向椎弓根螺钉 4494 枚 高值耗材 甲类

6031097
脊柱内固定系统组件+普通万向椎弓根螺钉12VTLP45-

25~12VTLP45-80dia4.5-7.0mm,L25-80mm
5938 枚 高值耗材 甲类

6031098 脊柱内固定系统组件+螺帽12BDS01 1000 枚 高值耗材 非类



6031099
金属锁定接骨板系统+胫骨远端锁定钢板Ⅱ21091-4~21091-84~8

孔
17850 块 高值耗材 甲类

6031100
金属锁定接骨板系统+预弯重建锁定钢板21195-4~21195-164~16

孔
8925 块 高值耗材 甲类

6031101 金属接骨板系统+松质骨锁定螺钉37302-10~37302-20dia3.0mm 2125 枚 高值耗材 甲类

6031106
金属锁定接骨板系统+干骺端空心加压螺钉38651-50~38651-

120dia6.5mmL50-
6162.5 枚 高值耗材 甲类

6031107
金属接骨板系统+直型尺骨锁定钢板21234-4～21234-10（4-10

孔）
8925 块 高值耗材 甲类

6031114 金属接骨板系统+胫骨远端接骨板 17850 块 高值耗材 甲类

6031116 金属接骨板系统+股骨远端锁定钢板 12495 块 高值耗材 甲类

6031120
金属接骨板系统+皮质骨多角度锁定螺钉37351-10~37351-

40dia3.5mm，L10-40mm
1260 枚 高值耗材 甲类

6031123
金属接骨板系统+松质骨多角度锁定螺钉37241-12~37241-

34dia2.5mm，L12-34mm
1487.5 枚 高值耗材 甲类

6031125 金属接骨板系统+松质骨多角度锁定螺钉 1487.5 枚 高值耗材 甲类

6031130
金属接骨板系统+空心加压螺钉31207-10~31207-30dia2.0mm，

L10-30mm
6162 枚 高值耗材 甲类



6031131
金属接骨板系统+空心加压螺钉31257-10~31257-30dia2.5mm，

L10-30mm
6162 枚 高值耗材 甲类

6031150 干预螺钉+MILAGROADVANCE挤压螺钉231803-231814 4446 个 高值耗材 甲类

6031161 前交叉韧带修复系统+Bio-Intrafix螺钉系统254622 3400 支 高值耗材 甲类

6031162 前交叉韧带修复系统+Bio-Intrafix护套254628 3400 支 高值耗材 甲类

6031166 椎体成形成套手术器械+球囊Ф12*19 9200 支 高值耗材 甲类

6031167 椎体成形成套手术器械+带表加压器 1200 支 高值耗材 非类

6031168 椎体成形成套手术器械+旋转穿刺针Ф3.0*100 785 支 高值耗材 非类

6031172 椎体成形成套手术器械+骨水泥注入器Ф3.4*195 770 支 高值耗材 非类

6031173 椎体成形成套手术器械+实芯椎体钻Ф3.4*190 480 支 高值耗材 非类

6031175 骨水泥OsteopalV(1*20g) 1022 盒 高值耗材 甲类

6031215
人工髋关节假体组件（Pinnacle)+限制性内衬121828748-

121836760
8190 个 高值耗材 甲类



6031217 骨填充网袋（Mesh-Hold）GT-0330 15400 支 高值耗材 非类

6031222 椎体成形成套手术器械+螺旋推进器20ml 5856 支 高值耗材 非类

6031224 陶瓷股骨头+28mm氧化铝陶瓷头9111121-9111123 4962 个 高值耗材 甲类

6031246 股骨柄（Corail）+标准无领柄3L92507-3L92520 9720 个 高值耗材 甲类

6031247
生物型髋臼杯系统（Pinnacle)+Bantam髋臼杯121720038-

121720046
9720 个 高值耗材 甲类

6031249
生物型髋臼杯系统（Pinnacle)+松质骨螺钉121715500-

121770500
936 个 高值耗材 甲类

6031257 庆大霉素骨水泥（CMW）3095040 1600 包 高值耗材 甲类

6031263 髋臼杯系统（DURALOC)+10D内衬122028148-122028166 2574 个 高值耗材 甲类

6031265 髋臼杯系统（DURALOC)+松质骨螺钉117215000-117270000 300 个 高值耗材 甲类

6031271 椎体成形成套手术器械+扩张管Ф3.4*140 500 支 高值耗材 非类

6031272 椎体成形成套手术器械+工作套管Ф4.0*123 441 支 高值耗材 非类



6031274 椎体成形成套手术器械+导针Ф1.5*300 225 支 高值耗材 非类

6031288
双极头(self-centering)+双动髋关节假体头部双极杯

103539000~103556000
5823 个 高值耗材 甲类

6031307 股骨头+Oxinium股骨头71342200～71343612 7050 个 高值耗材 甲类

6031313 非骨水泥股骨柄+多孔加HA涂层非骨水泥柄71309009～71309118 13203 个 高值耗材 甲类

6031321 胫骨部件-胫骨衬垫GenesisIIPS/CR衬垫71421501-71421552 6399 个 高值耗材 甲类

6031326 髋臼外杯系统+R33孔髋臼外杯71335540～71335564 14000 个 高值耗材 甲类

6031339 颈椎椎间盘系统(Prestige)6971250～6971880CK 49837 个 高值耗材 甲类

6031344 脊柱内固定系统（VERTEX)+棒6900240 1720 个 高值耗材 甲类

6031346 脊柱内固定系统（VERTEX)+螺塞6950315 1370 个 高值耗材 非类

6031347 脊柱内固定系统（VERTEX)+万向螺钉6958710～6958942 4290 个 高值耗材 甲类

6031364 钛网+圆形钛网905-194 5851 个 高值耗材 非类



6031369 脊柱内固定系统（固定板）8530000 6817 个 高值耗材 甲类

6031380 脊柱内固定系统（CDHORIZON)+自断螺塞7540020 1314 个 高值耗材 甲类

6031394 脊柱内固定系统（CDHORIZON)+万向螺钉75444020～75448565 5095 个 高值耗材 甲类

6031401 脊柱内固定系统（CDHORIZON)+钛合金棒855-011 2633 个 高值耗材 甲类

6031404 脊柱内固定系统（CDHORIZON)+横连接8115516～8116458 10180 个 高值耗材 非类

6031405 脊柱内固定系统（CDHORIZON)+螺塞7049855 1422 个 高值耗材 非类

6031406 万向螺钉+闭口万向螺钉 4200 个 高值耗材 甲类

6031416 脊柱内固定系统（CENTERPIECE）+钢板8530000～853416LH 8930 个 高值耗材 甲类

6031417 脊柱内固定系统（CENTERPIECE）+螺钉853-465～853-511 1500 个 高值耗材 甲类

6031418
颈椎前路固定板系统（VENTURE）+颈椎前路固定板9790019～

9790110
21236 个 高值耗材 甲类

6031422 颈椎前路固定板系统（VENTURE）+自攻螺钉9790311～9790319 2655 个 高值耗材 甲类



6031439
脊柱动力型非融合内固定系统（Dynesys）+万用间隔器

01.03706.045
6270 个 高值耗材 非类

6031441
脊柱动力型非融合内固定系统（Dynesys）+L.I.S连接器

10001.03731.100
11381 个 高值耗材 非类

6031491 人工骨修复材料SM-C（8*8*3mm） 3950 盒 高值耗材 甲类

6031495 TiNi环抱式接骨器（肋间）各型号 3000 套 高值耗材 甲类

6031497 TiNi环抱式接骨器（肋骨）各型号 4000 套 高值耗材 甲类

6031499 TiNi环抱式接骨器（胸骨）（人工植入体钛板）各型号 8000 套 高值耗材 甲类

6031543 胶原基骨修复材料S44*16*15mm 2800 盒 高值耗材 甲类

6031544 胶原基骨修复材料S4型块状4*24*25 4000 个 高值耗材 甲类

6031552 髋关节假体(钴铬钼球头)6260-4-122~6260-5-628 1313 个 高值耗材 甲类

6031553 髋关节假体(氧化铝球头)6565-0-028~6565-0-236 1313 个 高值耗材 甲类

6031556 髋关节球头(Delta陶瓷头)6570-0-028~6570-0-736 1313 个 高值耗材 甲类



6031560 松质骨螺钉2030-6516-1~2030-6560-1 388 个 高值耗材 甲类

6031561 髋臼假体(Trident)+髋臼外杯502-01-42A~502-01-74J 6807 个 高值耗材 甲类

6031562 髋臼假体(Trident)+髋臼外杯542-11-40A~542-11-64H 724 个 高值耗材 甲类

6031567 膝关节假体+Triathlon股骨髁5515-F-101~5515-F-801 455 个 高值耗材 甲类

6031568 膝关节假体+Triathlon股骨髁5515-F-102~5515-F-802 21168 个 高值耗材 甲类

6031574 膝关节假体+Triathlon胫骨平台5520-B-100~5520-B-800 755 个 高值耗材 甲类

6031577 全膝关节系统+ScorpioNRG股骨髁81-4403L/R~81-4411L/Rx 2029 个 高值耗材 甲类

6031579 全膝关节系统+ScorpioNRG胫骨平台7155-0003~7115-0011x 755 个 高值耗材 甲类

6031599 脊柱微创椎间融合器+Concorde融合器187823107-187827513 8800 个 高值耗材 甲类

6031606
髋关节假体(非骨水泥型)-股骨柄{CaP涂层柄(LCU)}165-

012/26~165-020/26
2131 个 高值耗材 甲类

6031614 髋臼杯系统{TopII髋臼杯系统}292-300/42~292-300/68 2276 个 高值耗材 甲类



6031616
髋关节假体-髋臼内杯{TopII髋臼内杯防脱位式}290-323/42~290-

323/68
3150 个 高值耗材 甲类

6031617
CombicupPF外杯{髋关节假体（非骨水泥型）-髋臼杯}182-

001/44~182-001/62
2276 个 高值耗材 甲类

6031618
髋臼杯系统-陶瓷内衬{Combicup陶瓷内衬}182-150/02、182-

150/03、182-150/04
1328 个 高值耗材 甲类

6031628 可吸收结扎夹与可重复使用单发施夹钳8886848882 230 颗 高值耗材 甲类

6031631 可吸收结扎夹与可重复使用单发施夹钳8886848813 230 颗 高值耗材 甲类

6031633 骨水泥1*20g（TecresS.P.A） 1480 盒 高值耗材 甲类

6031637 干预螺钉（商品名：MILAGRO）231814231803231807 7300 个 高值耗材 甲类

6031643 半月板修复系统228141 4800 个 高值耗材 非类

6031644 半月板修复系统228144 4000 个 高值耗材 非类

6031646 椎体成形成套手术器械+空芯椎体钻Ф3.4*190 480 支 高值耗材 非类

6031655 椎体成形成套手术器械+扩张矫形器Φ3.4*190 4200 支 高值耗材 非类



6031680 金属接骨螺钉HBZ(Q)02 427 支 高值耗材 甲类

6031693 6.5mm松质骨螺钉45-85mm416.035-416.085 490 颗 高值耗材 甲类

6031697 骨水泥搅拌器（套管）2B-102/03 871 套 高值耗材 非类

6031703 带缝线金属骨锚钉+FastinRC骨锚钉带Orthocord缝线222993 4160 盒 高值耗材 甲类

6031734 合成外科缝线223114 716 根 高值耗材 非类

6031792 前交叉韧带修复系统+Bio-Intrafix螺钉系统254624 3400 盒 高值耗材 甲类

6031793 前交叉韧带修复系统+Bio-Intrafix螺钉系统254625 3400 盒 高值耗材 甲类

6031794 前交叉韧带修复系统+Bio-Intrafix螺钉系统254660 3400 盒 高值耗材 甲类

6031795 前交叉韧带修复系统+Bio-Intrafix护套254629 3400 盒 高值耗材 甲类

6031803 翻修型股骨柄(WagnerSL)01.00102.2(14-22) 12768 个 高值耗材 甲类

6031857 股骨柄（Corail）L20106 13990 个 高值耗材 甲类



6031858
生物型髋臼杯系统（Pinnacle)+Sector髋臼杯

121722048~121722066
11700 个 高值耗材 甲类

6031865
髋臼杯系统（DURALOC）+SECTOR系列髋臼杯+固定环

124580049~124580058+124938503~124946503
6104 套 高值耗材 甲类

6031875 髋臼杯系统（Pinnacle)+陶瓷头136532310~136532330 10111 个 高值耗材 甲类

6031877 髋臼杯系统（Pinnacle)+36mm陶瓷头136536310~136536340 14000 个 高值耗材 甲类

6031883 干预螺钉+MILAGRO挤压螺钉231816~231831 4940 个 高值耗材 甲类

6031931
金属锁定接骨板系统皮质骨螺钉32455-16～32455-

60(dia4.5mm,L16-80mm)
700 枚 高值耗材 甲类

6031942 金属接骨板系统+跟骨锁定钢板Ⅱ 19800 块 高值耗材 甲类

6031945 金属接骨板系统尺骨鹰嘴锁定钢板Ⅱ 17850 块 高值耗材 甲类

6031948 金属接骨板系统股骨远端锁定钢板 17850 块 高值耗材 甲类

6031965 微型可吸收缝线锚钉212859 3484 个 高值耗材 甲类

6031966 干预螺钉231831 7300 个 高值耗材 甲类



6031972 颅颌骨内固定夹板ZQ17 2500 块 高值耗材 甲类

6031973 颅颌骨内固定夹板ZQ18 2430 块 高值耗材 甲类

6031975 颅颌骨内固定夹板钛板6孔ZQ19 1400 块 高值耗材 甲类

6031979 颅颌骨内固定夹板钛板6孔EQ56 1860 块 高值耗材 甲类

6031980 颅颌骨内固定夹板钛板8孔ZQ05 1550 块 高值耗材 甲类

6031982 颅颌骨内固定夹板钛板8孔ZQ21 1560 块 高值耗材 甲类

6031983 颅颌骨内固定夹板钛板8孔EQ11 1550 块 高值耗材 甲类

6031984 颅颌骨内固定夹板钛板16孔ZQ23 2700 块 高值耗材 甲类

6031987 颅颌骨内固定夹板重建板ZQ31 6350 块 高值耗材 甲类

6031990 颅颌骨内固定夹板EQ08 12500 块 高值耗材 甲类

6031994 颅颌骨内固定夹板钛网120*120mmWQ01 8800 片 高值耗材 甲类



6031997 颅颌骨内固定夹板钛网150*150MMWQ03 10800 片 高值耗材 甲类

6031998 颅颌骨内固定螺钉上颌钉HE1.5*5 320 颗 高值耗材 甲类

6032003 颅颌骨内固定螺钉下颌钉HF2.0*7 320 颗 高值耗材 甲类

6032015 颅颌骨内固定螺钉牵引钉HF2.0*9 320 颗 高值耗材 甲类

6032017
脊柱内固定系统（CENTERPIECE）+钢板853008WM～

853018WM
8437 个 高值耗材 甲类

6032019 聚左旋乳酸可吸收骨固定系统MP-4S-22 3400 块 高值耗材 甲类

6032021 聚左旋乳酸可吸收骨固定系统MP-4L-28 3400 块 高值耗材 甲类

6032038 聚左旋乳酸可吸收骨固定系统MS-2207 1900 颗 高值耗材 甲类

6032041 聚左旋乳酸可吸收骨固定系统MS-2307 1900 颗 高值耗材 甲类

6032043 自固化磷酸钙人工骨RB-FM-05G(5g/盒） 3600 盒 高值耗材 甲类

6032044 自固化磷酸钙人工骨RB-ZS-38G(3.8g/盒） 4854 盒 高值耗材 甲类



6032045 自固化磷酸钙人工骨RB-SK-02G(2g/盒） 2300 盒 高值耗材 甲类

6032047 自固化磷酸钙人工骨RB-a-02G(2g/盒） 9730 盒 高值耗材 甲类

6032048 自固化磷酸钙人工骨RB-A-SK-2V 4000 盒 高值耗材 甲类

6032054 颅颌面接骨板447.004（迷你型下鄂接骨板，2.0，4孔，纯钛) 2592 块 高值耗材 甲类

6032068 颅颌面接骨板04.503.801(预成形眶底网板小左） 8800 块 高值耗材 甲类

6032080 颅颌面接骨板04.503.811(预成形眶底网板，小，右) 8800 块 高值耗材 甲类

6032095
颅颌面外科内固定系统04.503.226.01C(MatrixMIDFACE螺钉，

1.5mm，自钻，长6mm)
598 颗 高值耗材 甲类

6032099 颅颌面用接骨螺钉411.908(2.0mm下颚皮质骨螺钉,自攻,长8mm) 491.92 颗 高值耗材 甲类

6032109
颅颌面用接骨螺钉201.928(2.0mm颌面皮质骨螺钉，自钻、自攻，

长8mm)
1199 颗 高值耗材 甲类

6032119 颅颌骨内固定夹板钛板4孔（ZQ08） 1200 块 高值耗材 甲类

6032121 颅颌骨内固定夹板钛板4孔（ZQ10） 1200 块 高值耗材 甲类



6032141 椎间融合器(Capstone)299XX22-299XX26（22-26mm） 6817 个 高值耗材 甲类

6032192 同种异体骨修复材料松质骨长条状3ml 2100 包 高值耗材 非类

6032193 同种异体骨修复材料松质骨长条状4ml 3800 包 高值耗材 非类

6032194 钛合金异型接骨板及配套螺钉系统SCBP直形接骨板I0.8mm 850 片 高值耗材 甲类

6032198 颅骨网板及螺钉系统CSD-01自攻自钻型锥型螺钉2.0*5mm 142.5 颗 高值耗材 甲类

6032199 脊柱前路钉板系统+颈椎前路板FJQ-A(a)/FJQ-B(b) 6295 块 高值耗材 甲类

6032200 脊柱前路钉板系统+颈椎前路板用钉FJQ-A(a)/FJQ-B(b) 782 枚 高值耗材 甲类

6032209 脊柱后路钉棒系统+COX万向钉/COX长臂万向钉FJD3 4380 枚 高值耗材 甲类

6032211 脊柱后路钉棒系统+螺塞FJD5 250 枚 高值耗材 甲类

6032213 脊柱后路钉棒系统+六方头连接棒FJB1 2150 支 高值耗材 甲类

6032214 椎间融合器Anter融合器FRP02 9600 个 高值耗材 甲类



6032215 椎间融合器Poster融合器FRP09 13157 个 高值耗材 甲类

6032218 肌腱韧带固定锚钉 7750 个 高值耗材 甲类

6032219 带缝线可吸收锚钉210813 5670 个 高值耗材 甲类

6032224 悬吊钛板232009~232034 5640 个 高值耗材 非类

6032225 悬吊钛板232447~232449 7200 个 高值耗材 非类

6032227 颈椎前路钢板系统+钢板 13392 块 高值耗材 甲类

6032229 颈椎前路钢板系统+自攻螺钉 1795 枚 高值耗材 甲类

6032232 人工韧带及附件+下肢韧带L020801~L021602 25760 条 高值耗材 非类

6032246 人工韧带及附件+韧带螺钉 2975 颗 高值耗材 甲类

6032251 同种骨植入材料骨粒、骨条：1g 1500 克 高值耗材 非类

6032256 椎间融合器Anter融合器FRP06 10784 个 高值耗材 甲类



6032257 椎间融合器Poster融合器FRP08 8712 个 高值耗材 甲类

6032265 椎体扩张球囊导管FG1015/FG1020 8330 支 高值耗材 甲类

6032266 椎体成形器系列-压力充盈器FG4002 792 支 高值耗材 非类

6032267 椎体成形器系列-KMC椎体成形导向系统FG7001/FG7006 4653 套 高值耗材 非类

6032268 椎体成形器系列-经皮穿刺针FG3002/FG3006 400 支 高值耗材 非类

6032269 椎体成形器系列-KMC骨导向器FG2500/FG2501 600 支 高值耗材 非类

6032272 椎体成形器系列-KMC骨钻 600 支 高值耗材 非类

6032307 脊柱固定器+椎弓根螺钉JJXC 2822 支 高值耗材 甲类

6032308 脊柱固定器+调节杠JJXC 2201.6 支 高值耗材 非类

6032309 聚左旋乳酸可吸收骨固定系统皮质骨螺钉；松质骨螺钉；固定棒； 3200 枚 高值耗材 甲类

6032450 脊柱后路钉棒内固定系统（Legerity5.5）固定复位螺钉 2500 个 高值耗材 甲类



6032456 脊柱后路钉棒内固定系统（Legerity5.5）-连接杆 1000 个 高值耗材 甲类

6032458
脊柱后路钉棒内固定系统（Legerity5.5）-连接杆Φ5.5*140mm~Φ

5.5*180mmDF-II
2142 个 高值耗材 甲类

6032466 脊柱后路钉棒内固定系统（Legerity5.5）凸边螺纹-顶丝 800 个 高值耗材 甲类

6032471 脊柱后路钉棒内固定系统（vivo6.0）多轴复位螺钉 2700 个 高值耗材 甲类

6032472
脊柱后路钉棒内固定系统（vivo6.0）-连接杆Φ6.0*30mm~Φ

6.0*180mm
589 个 高值耗材 甲类

6032480 脊柱后路钉棒内固定系统（vivo6.0）方形螺纹-顶丝 500 个 高值耗材 甲类

6032495 腰椎间融合器（8；9；10；11；12；13；14）*22；YZIP 5860 个 高值耗材 甲类

6032515 双固定螺钉系统+缝线7211080 650 个 高值耗材 非类

6032516 双固定螺钉系统+缝线和缝针组合 650 个 高值耗材 非类

6032517
交锁髓内钉系统+TriGen粗隆入路标准或重建股骨交锁髓内钉

71647230-71647250
1494.28 枚 高值耗材 甲类

6032523 交锁髓内钉系统+TriGen肱骨交锁髓内钉 1305.37 枚 高值耗材 甲类



6032524 交锁髓内钉系统+TriGen肱骨近端直型交锁髓内钉 1305.37 枚 高值耗材 甲类

6032526
交锁髓内钉系统+TriGen青少年粗隆入路顺行标准或重建股骨交锁

髓内钉
14768 枚 高值耗材 甲类

6032528
髋部联合加压交锁髓内钉系统+TriGenInterTAN髋部联合加压交锁

髓内钉71675207
1494.28 枚 高值耗材 甲类

6032530
髋部联合加压交锁髓内钉系统+TriGenInterTAN10S髋部联合加压

交锁髓内钉
24438 枚 高值耗材 甲类

6032536 锁定型交锁髓内钉系统+TriGenMETA锁定型股骨倒打交锁髓内钉 1494.28 枚 高值耗材 甲类

6032537
锁定型交锁髓内钉系统+TriGenMETA锁定型胫骨交锁髓内钉

71655116-71655150
1366.33 枚 高值耗材 甲类

6032539 交锁髓内钉系统+TriGen可把持肱骨松质骨交锁螺钉 1317 枚 高值耗材 非类

6032540 交锁髓内钉系统+TriGen可把持肱骨皮质骨交锁螺钉 1317 枚 高值耗材 非类

6032547
髋部联合加压交锁髓内钉系统+TriGenInterTAN髋部联合加压交锁

髓内钉尾帽
2279 枚 高值耗材 非类

6032548 交锁髓内钉系统+肱骨髓内钉尾帽 1219 枚 高值耗材 非类

6032549 交锁髓内钉系统+内六角髓内钉尾帽 926 枚 高值耗材 非类



6032550
锁定型交锁髓内钉系统+TriGen内六角可把持交锁螺钉71642125-

71642165
1317 枚 高值耗材 非类

6032552 锁定型交锁髓内钉系统+TriGenMETA锁定型交锁髓内钉稳定尾帽 4000 枚 高值耗材 非类

6032553
髋部联合加压交锁髓内钉系统+联合加压交锁螺钉71677070-

71677100
7350 枚 高值耗材 非类

6032555 髓内钉远端锁钉定位器71692803 2470 枚 高值耗材 非类

6032558 股骨部件6077-0130~6077-0840 1600 个 高值耗材 甲类

6032560 股骨柄6720（6721）-0027~6720（6721）-1 1600 个 高值耗材 甲类

6032565 脊柱后路钉棒系统+多轴螺钉 6000 颗 高值耗材 甲类

6032568 脊柱后路钉棒系统+直型矫形棒* 8510 根 高值耗材 甲类

6032569 脊柱后路钉棒系统+螺塞 1520 颗 高值耗材 甲类

6032571 脊柱后路固定系统+直型矫形棒03802040-03802140 1660 根 高值耗材 甲类

6032572 脊柱后路固定系统+直型矫形棒* 1660 根 高值耗材 甲类



6032573 脊柱后路固定系统+螺塞 600 个 高值耗材 甲类

6032574 脊柱前路固定系统+多轴螺钉 4990 颗 高值耗材 甲类

6032581 髋臼内衬（TridentX3)623-00(10)-22A~623-00(10)-36J 506 个 高值耗材 甲类

6032584 髋臼杯500(502)-03-44A~500(502)-03-66H 724 个 高值耗材 甲类

6032588 全膝关节系统（Scorpio）82-3-0308~82-3-1124 455 个 高值耗材 甲类

6032609 脊柱内固定系统组件+棒棒横连接 5840 个 高值耗材 非类

6032610 脊柱内固定系统组件+骨钩 4380 块 高值耗材 非类

6032641 股骨柄+内外侧股骨柄 1699 个 高值耗材 甲类

6032673
脊柱内固定系统（CDHORIZON)+万向螺钉

54840006515~54840006580
5966 个 高值耗材 甲类

6032674
脊柱内固定系统（CDHORIZON)+万向螺钉

55890006515~55890006580
7961 个 高值耗材 甲类

6032705 股骨髁 2600 个 高值耗材 甲类



6032707 全膝修复系统+胫骨托无多孔被膜 1220 个 高值耗材 甲类

6032717 人工膝关节组件+II中心对称胫骨衬垫 907 个 高值耗材 甲类

6032733
锁定型金属接骨板固定系统/腓骨远端外侧（加压）锁定板（全灭

菌）左/右（7孔-9孔）
567.55 块 高值耗材 甲类

6032738
锁定型金属接骨板固定系统/（限制型）胫骨近端外侧锁定板（全灭

菌）左/右（12孔-15孔）
636 块 高值耗材 甲类

6032742 锁定型金属接骨板固定系统/锁定螺钉（全灭菌）7.0；7.3；8.0 1105 枚 高值耗材 甲类

6032748 锁定型金属接骨板固定系统/胫骨近端内侧锁定板Ⅰ型（全灭菌） 10274 块 高值耗材 甲类

6032749 锁定型金属接骨板固定系统/弧形重建锁定板（全灭菌）14孔-18孔 640.79 块 高值耗材 甲类

6032751 锁定型金属接骨板固定系统/弧形重建锁定板（全灭菌）3孔-8孔 640.79 块 高值耗材 甲类

6032760
锁定型金属接骨板固定系统/肱骨近端（加压）锁定板Ⅲ型（全灭

菌）9孔、10孔
10591 块 高值耗材 甲类

6032762
锁定型金属接骨板固定系统/肱骨近端外侧锁定板Ⅱ型（全灭菌）9

孔、10孔
10583 块 高值耗材 甲类

6032766
锁定型金属接骨板固定系统/（限制型）上肢加压锁定板（全灭菌）

9孔-12孔
9359 块 高值耗材 甲类



6032769
锁定型金属接骨板固定系统/胫骨远端外侧（加压)锁定接骨板Ⅱ型

（全灭菌）左/右（9孔-11孔）
11255 块 高值耗材 甲类

6032774
锁定型金属接骨板固定系统/胫骨远端内侧锁定板Ⅱ型（全灭菌）左

/右（12孔、13孔）
11782 块 高值耗材 甲类

6032781 锁定型金属接骨板固定系统/股骨远端外侧锁定板（全灭菌） 618.79 块 高值耗材 甲类

6032791 锁定型金属接骨板固定系统/跟骨锁定板Ⅰ型（全灭菌） 11358 块 高值耗材 甲类

6032795 锁定型金属接骨板固定系统/锁骨S型锁定锁定板（全灭菌） 567.55 块 高值耗材 甲类

6032796
锁定型金属接骨板固定系统/小T型（加压）锁定板（全灭菌）6孔-8

孔
567.55 块 高值耗材 甲类

6032799 锁定型金属接骨板固定系统/股骨锁定板（全灭菌） 10558 块 高值耗材 甲类

6032803 锁定型金属接骨板固定系统/重建型锁定板(全灭菌)9孔-12孔 8091 块 高值耗材 甲类

6032806
锁定加压骨接合固定系统锁定螺钉φ2.4/2.7mm3.5/5.0mm

HCD0307
909 枚 高值耗材 甲类

6032808 人工髋关节+Universal2孔髋臼外杯组件 6658 个 高值耗材 甲类

6032810 人工髋关节+低位外观钛合金自攻螺钉 450 个 高值耗材 甲类



6032811 人工髋关节+ArcomRingloc髋臼内衬 1800 个 高值耗材 甲类

6032817 髋关节假体+ExceedABT微孔涂层髋臼杯生物固定型 10380 个 高值耗材 甲类

6032819 髋关节假体+ExceedABTBLOLOXDELTA陶瓷髋臼内衬 11000 个 高值耗材 甲类

6032820 髋关节假体+BLOLOXDELTA陶瓷股骨头 9100 个 高值耗材 甲类

6032821 髋关节假体+高交联聚乙烯内衬 5490 个 高值耗材 甲类

6032832 髋关节组件+钴铬钼合金股骨头I型锥度（22MM\28MM） 2700 个 高值耗材 甲类

6032833 髋关节组件+钴铬钼合金股骨头I型锥度（32MM） 2226 个 高值耗材 甲类

6032834 髋关节组件+钴铬钼合金股骨头I型锥度（36MM） 2700 个 高值耗材 甲类

6032835 髋关节假体+BioloxDelta陶瓷股骨头（28MM） 14800 个 高值耗材 甲类

6032836 股骨柄组件+无领近端缩窄型标准型偏心距微孔表面股骨柄 13316 个 高值耗材 甲类

6032837 髋关节假体组件-股骨柄+Taperloccomplete初次置换股骨柄 13000 个 高值耗材 甲类



6032838 股骨柄组件+TaperloccompleteMicroplasty微孔涂层股骨柄 29458 个 高值耗材 甲类

6032839 单髁膝关节系统+Oxford第三代单髁膝关节骨水泥型股骨组件 11380 个 高值耗材 甲类

6032840
单髁膝关节系统+Oxford第三代单髁膝关节骨水泥型高灵活度股骨

组件
11475 个 高值耗材 甲类

6032841
单髁膝关节系统+Oxford第三代单髁膝关节骨水泥型解剖标准型胫

骨底板
6980 个 高值耗材 甲类

6032842
单髁膝关节系统+Oxford第三代单髁膝关节解剖型Arcom超高分子

量聚乙烯半月板衬垫
4299 个 高值耗材 甲类

6032843 丙烯酸树脂骨水泥R10R20R40R60 1100 包 高值耗材 甲类

6032992 解剖型桡骨头假体（桡骨头）TR-H2XXR-S/TR-H2XXL-S 12880 件 高值耗材 甲类

6032993 解剖型桡骨头假体（桡骨柄）TR-S0XXX-S 16120 件 高值耗材 甲类

6032996 空心接骨螺钉+空心接骨螺钉/自攻空心钉 866 枚 高值耗材 甲类

6032998
脊柱后路内固定系统+棒12TG55-035～12TG55-110（L:35-

110mm）
2400 枚 高值耗材 甲类

6033029 金属接骨板系统+皮质骨螺钉 490 枚 高值耗材 甲类



6033042 金属接骨板系统+空心皮质骨螺钉 6162 枚 高值耗材 甲类

6033044
空心螺钉系统+空心埋头加压螺钉31257-6；31257-8；31257-

20；31207-6；31207-8；31207-10（Φ2.1-Φ2.5mm）
6162 枚 高值耗材 甲类

6033045 空心螺钉系统+空心松质骨螺钉 6162 枚 高值耗材 甲类

6033047 空心螺钉系统+干骺端空心加压螺钉 4313.75 枚 高值耗材 甲类

6033048 空心螺钉系统+垫圈 557.2 枚 高值耗材 非类

6033052 金属接骨板系统+直型加压锁钢板 10080 块 高值耗材 甲类

6033053 金属接骨板系统+骶髂关节锁定钢板Ⅱ 14400 块 高值耗材 甲类

6033054 金属接骨板系统+预弯重建锁定钢板 14400 块 高值耗材 甲类

6033055 金属接骨板系统+耻骨联合锁定钢板Ⅱ 14400 块 高值耗材 甲类

6033056
金属锁定接骨板系统+足部锁定接骨板21441；21442；21452；

21461～21463；21471～21472；21481～21486（4-6孔）
12000 块 高值耗材 甲类

6033057 金属锁定接骨板系统+跟骨锁定接骨板 19800 块 高值耗材 甲类



6033062 金属锁定接骨板系统+骨盆重建锁定接骨板Ⅱ 14400 块 高值耗材 甲类

6033063 金属锁定接骨板系统+预弯重建锁定钢板Ⅱ 14400 块 高值耗材 甲类

6033084 金属接骨板系统+松质骨锁定螺钉 1680 枚 高值耗材 甲类

6033094
空心螺钉系统+空心埋头加压螺钉31307-10～31307-40（Φ

3.0mm）
4313.75 枚 高值耗材 甲类

6033095
空心螺钉系统+空心埋头加压螺钉31437-16～31437-60（Φ

4.3mm）
4313.75 枚 高值耗材 甲类

6033122 金属接骨板系统+直型锁定钢板 8700 块 高值耗材 甲类

6033125 金属接骨板系统+直型钢板，1.5mm 6090 块 高值耗材 甲类

6033126 金属接骨板系统+3.5mm/锁骨锁定钢板，侧面 11700 块 高值耗材 甲类

6033127 金属接骨板系统+桡骨远端锁定钢板，小 9800 块 高值耗材 甲类

6033128 金属接骨板系统+桡骨远端锁定钢板 17850 块 高值耗材 甲类

6033130 金属接骨板系统+跟骨锁定钢板 8190 块 高值耗材 甲类



6033133 脊柱后路固定系统+多轴螺钉 3300 颗 高值耗材 甲类

6033137 髋臼后柱解剖型记忆固定器KHII-(30-65) 7100 套 高值耗材 甲类

6033143 金属锁定接骨板系统+松质骨多角度锁定螺钉37251-5~37251-24 1260 枚 高值耗材 甲类

6033167 金属接骨板系统+空心松质骨螺钉 6162 枚 高值耗材 甲类

6033253 带线可吸收骨锚钉系统222297 9500 个 高值耗材 甲类

6033259 骨科用外固定支架+连接杆3,5,8 1399 个 高值耗材 非类

6033262 骨科用外固定支架+骨针2~5mm 1542 个 高值耗材 非类

6033280 颅颌骨内固定螺钉59-2412 800 颗 高值耗材 甲类

6033294
金属锁定接骨板系统+皮质骨多角度锁定螺钉37151-5~37151-

24；37201-5~37201-24
1487.5 枚 高值耗材 甲类

6033298 胸腰椎后路微创内固定系统组件+短臂一体化叶片螺钉 11875 颗 高值耗材 甲类

6033303 双固定螺钉系统 5000 个 高值耗材 甲类



6033311 颅颌骨内固定夹板钛板21孔ZQ25 3500 块 高值耗材 甲类

6033312 金属锁定接骨板系统+桡骨远端掌尺侧锁定钢板 9762 块 高值耗材 甲类

6033328 金属髓内钉+头髓钉短钉 20000 支 高值耗材 甲类

6033329 金属髓内钉+头髓钉长钉 20000 支 高值耗材 甲类

6033331 金属髓内钉+拉力螺钉 5544 支 高值耗材 非类

6033332 金属髓内钉+5.0mm皮质骨螺钉，固定角 480 支 高值耗材 非类

6033336 金属髓内钉+头髓钉钉帽 2300 个 高值耗材 非类

6033354 中空螺钉（商品名：ZCS）+7.0mm中空螺钉 2688 个 高值耗材 甲类

6033363 索邦系统+延长型大转子再接合装置，4孔，含4根线缆 26535 根 高值耗材 非类

6033370 颈椎前路固定板系统+颈椎可变方向螺钉 3000 枚 高值耗材 甲类

6033373 颈椎前路固定板系统+颈部固定板 16100 块 高值耗材 甲类



6033379 带线可吸收骨锚钉系统222298 6720 个 高值耗材 甲类

6033382 髋关节-交联型超高分子量聚乙烯髋臼翻修衬垫 11000 个 高值耗材 甲类

6033386 金属锁定接骨板统+皮质骨螺钉 490 枚 高值耗材 甲类

6033390 大转子螺钉（非骨水泥型解剖型髋关节假体柄系统） 300 个 高值耗材 甲类

6033391 髋关节假体-金属头 4000 个 高值耗材 甲类

6033395 髋关节假体-髋臼内杯110-652/40、110-652/42、110-656/44 6500 个 高值耗材 甲类

6033397 髋关节固定螺钉 450 个 高值耗材 甲类

6033399 固定螺钉 300 个 高值耗材 甲类

6033411 髋关节假体(骨水泥型)-股骨柄及附件 20300 个 高值耗材 甲类

6033461 单髁膝关节系统+单髁-股骨假体+胫骨假体（带金属托） 15513 个 高值耗材 甲类

6033462 单髁膝关节系统+单髁-胫骨假体（带金属托） 8357 个 高值耗材 甲类



6033464 肩关节假体-肱骨柄 19000 个 高值耗材 甲类

6033465 肩关节假体-肱骨头 18000 个 高值耗材 甲类

6033469 髓腔塞 105 个 高值耗材 非类

6033635 脊柱内固定系统-椎板成型系统+Arch单弯迷你板 7900 个 高值耗材 甲类

6033636 脊柱内固定系统-椎板成型系统+Arch双弯迷你板 6200 个 高值耗材 甲类

6033638 脊柱内固定系统-椎板成型系统+2.0mm皮质骨自攻螺钉 1200 个 高值耗材 甲类

6033639 脊柱内固定系统-椎板成型系统+2.4mm补救自攻螺钉 2800 个 高值耗材 甲类

6033659 颈椎前路椎间融合固定系统+Zero-PVA 25800 个 高值耗材 非类

6033660 颈椎前路椎间融合固定系统+Zero-PVA颈椎螺钉 2800 个 高值耗材 非类

6033672 脊柱骨水泥系统+CONFIDENCE脊柱骨水泥系统 21880 个 高值耗材 甲类

6033673 骨水泥套装+骨水泥套装 11000 个 高值耗材 甲类



6033674 骨水泥用注射包+骨水泥用注射包 2400 个 高值耗材 非类

6033675 脊柱空心螺钉+Viper皮纹空心有孔螺钉 7200 个 高值耗材 甲类

6033680 椎间融合器+oracle椎间融合器 25600 个 高值耗材 甲类

6033699 颈椎人工椎间盘+Prodisc-CVivoProdisc-CVivo 56000 个 高值耗材 甲类

6033719 颈椎前路固定系统+Slim-Loc自钻螺钉 985 个 高值耗材 甲类

6033720 颈椎前路固定系统+Slim-Loc植骨螺钉 1900 个 高值耗材 甲类

6033721
颈椎前路固定系统+Skyline螺钉(颈椎前路固定系统Skyline可变型

自钻螺钉）Skyline螺钉(Skyline可变型自钻螺
1000 枚 高值耗材 甲类

6033728 骨科外固定支架-肘关节支架带直型夹10070 15752 件 高值耗材 非类

6033730 骨科外固定支架-骨盆（长）支架套件带独立支架钉夹 19344 件 高值耗材 非类

6033740 骨科外固定支架-LRS外侧直型钉夹 6750 件 高值耗材 非类

6033748 脊柱内固定系统+螺塞 3826 个 高值耗材 甲类



6033749 脊柱内固定系统+中空万向螺钉 6880 个 高值耗材 甲类

6033750 椎间融合器+融合器2968040-2968860 25190 个 高值耗材 甲类

6033753 骨水泥Palacos R+G(MV+G,LV+G) 1100 个 高值耗材 甲类

6033754 骨科外固定支架-杆 4142 件 高值耗材 非类

6033758 骨科外固定支架-TL,半环 15413 件 高值耗材 非类

6033765 脊柱内固定系统（CDHORIZON)+棒 3960 个 高值耗材 甲类

6033770 人工髋关节+球头 1316 个 高值耗材 甲类

6033771 人工髋关节+生物型金属髋臼（钛杯）36mm-72mm 3000 个 高值耗材 甲类

6033772 人工髋关节+生物型金属髋臼（内衬） 1387 个 高值耗材 甲类

6033773 人工髋关节+髋臼钛钉 158 枚 高值耗材 甲类

6033774 人工髋关节+无领珍珠面弯柄AuxoI(00#-10#) 4860 个 高值耗材 甲类



6033775 人工膝关节+表面置换膝关节股骨髁 11600 个 高值耗材 甲类

6033776 人工膝关节+表面置换膝关节胫骨垫 4500 个 高值耗材 甲类

6033777 人工膝关节+表面置换膝关节胫骨托 9800 个 高值耗材 甲类

6033779 带缝线可吸收骨锚钉 8400 个 高值耗材 甲类

6033780 脊柱内固定系统组件+螺塞48551000 580 个 高值耗材 非类

6033781 人工髋关节+双极头（内衬卡环） 2800 个 高值耗材 甲类

6033782 人工髋关节+定制股骨柄 16000 个 高值耗材 甲类

6033783 人工膝关节+(旋转)铰链式膝关节I/II型-运动支撑部件 22000 个 高值耗材 甲类

6033784 人工膝关节+股骨旋转铰链式胫骨部件（胫骨托、胫骨髁） 16000 个 高值耗材 甲类

6033786 人工膝关节+股骨旋转铰链式股骨髁 32000 个 高值耗材 甲类

6033789 脊柱内固定系统组件+平行棒棒连接器 4380 个 高值耗材 非类



6033796 椎间融合器柱形融合器FRZ02 5400 个 高值耗材 非类

6033798 骨科外固定支架-夹 3727 件 高值耗材 非类

6033801 脊柱后路内固定系统+EXP单平面螺钉 9400 枚 高值耗材 甲类

6033802 旋转铰链式膝关节假体系统+肿瘤膝胫骨胫骨缺损 106000 套 高值耗材 甲类

6033806
旋转铰链式膝关节假体系统+肿瘤膝股骨股骨缺损15-8027/11~15-

8031/22
101660 套 高值耗材 甲类

6033807 人工髋关节+无领抛光弯柄 9800 个 高值耗材 甲类

6033809 人工髋关节+远端塞 980 个 高值耗材 非类

6033814
全内半月板360度缝合系统72202467-

72202469,72202674/72202675/7210450
6800 个 高值耗材 非类

6033817 带线锚钉及配套工具 7000 个 高值耗材 甲类

6033822
金属锁定接骨板系统+锁骨锁定接骨板21121-12；21122-12；

21125/6-6~21
11760 块 高值耗材 甲类

6033823 颅颌面外科内固定系统04.503.346（MatrixMIDFACE适形板 3694 块 高值耗材 甲类



6033824 颅骨网板及螺钉系统CSD-01自攻自钻型锥型螺钉2.0*5.5mm 230 颗 高值耗材 甲类

6033825 髋关节假体+BioloxDelta陶瓷股骨头（32MM） 12000 个 高值耗材 甲类

6033827 椎体成形器系列-KMC骨导向器 808 支 高值耗材 非类

6033844 肩关节假体+髓针+截骨段+肱骨头+肱骨上端各型号 42000 套 高值耗材 甲类

6033845 颅颌面接骨板（钛板）421.024(直型接骨板，1.3,4孔，纯 1422 块 高值耗材 甲类

6033846 颅颌面外科内固定系统04.503.344/374(MatrixMIDFACE适 1565 颗 高值耗材 甲类

6033847 颅颌面外科内固定系统04.503.345/375(MatrixMIDFACE适 1583 块 高值耗材 甲类

6033848 颅颌面外科内固定系统04.503.343(MatrixMIDFACE眶板， 3167 块 高值耗材 甲类

6033849
钛合金异型接骨板及配套螺钉系统SCBP直形接骨板I厚度

0.6mm/0.8mm
1020 片 高值耗材 甲类

6033850
钛合金异型接骨板及配套螺钉系统CSD-01自攻自钻型锥型螺钉

2.0*5.0
256 枚 高值耗材 甲类

6033851 微小型接骨板、螺钉系统O形接骨板0210-07（ONLS07） 950 片 高值耗材 甲类



6033852 颅颌面接骨板447.004(迷你型下颚接骨板，2.0,4 2592 块 高值耗材 甲类

6033853 颅颌面接骨板447.500/510(L型接骨板，2.0,左/右 2650 块 高值耗材 甲类

6033855 颅颌面用接骨螺钉201.928(2.0mm颌面皮质骨螺钉，自 1199 颗 高值耗材 甲类

6033857 无结带线锚钉 5900 个 高值耗材 甲类

6033858 可吸收弯曲导向带线锚钉 7920 个 高值耗材 甲类

6033859 一次性使用刨刀/磨头/锯片（刨刀）7205313 1650 个 高值耗材 甲类

6033860 一次性使用刨刀/磨头/锯片（刨刀）7205310 1295 个 高值耗材 甲类

6033861 同种骨植入材料松质骨条3ml 3000 盒 高值耗材 非类

6033863 同种骨植入材料专用骨件（股骨头GJ-DG/SD） 19800 个 高值耗材 非类

6033868 脊柱固定器JJXC 80-400mm，连接杆 钛合金 1650 个 高值耗材 非类

6033881 颅颌骨内固定夹板WQ03-200*200 18800 块 高值耗材 甲类



6033882 脊柱内固定系统+钛合金棒 3025 个 高值耗材 甲类

6033883 脊柱内固定系统+棒 3726 个 高值耗材 甲类

6033886 髋关节假体髋臼部件+金属髋臼外杯（加强I型） 24500 个 高值耗材 甲类

6033887 髋关节假体髋臼部件+金属髋臼外杯（金属骨小梁V型） 22000 个 高值耗材 甲类

6033888 髋关节假体髋臼部件+内衬（XPE-I型） 1600 个 高值耗材 甲类

6033889 髋关节假体-股骨柄+股骨柄（CL-TH型） 1600 个 高值耗材 甲类

6033894
金属脊柱内固定器/万向钉长度20-90mm，直径3.0-9.0mm/USS-

CAIV型
5180 枚 高值耗材 甲类

6033895
金属脊柱内固定器/脊柱钉棒固定系统-提拉钉长度20-90mm，直径

3.0-9.0mm/USS-CAIV型
6420 枚 高值耗材 甲类

6033896
金属脊柱内固定器/脊柱钉棒固定系统-长万向钉长度20-60mm，直

径3.0-7.5mm/USS-CAII型
2682 枚 高值耗材 甲类

6033897
金属脊柱内固定器/连接棒直径5.0-6.0mm，长度210-

500mm/USS-CAIV型
4500 枚 高值耗材 甲类

6033899 金属脊柱内固定器/螺母 950 枚 高值耗材 甲类



6033901 脊柱椎间融合器/脊柱椎间融合器高度4-25mm/RHQ07 6800 个 高值耗材 甲类

6033905 多孔型金属骨植入材料椎体假体ZJT-e型12-30mm 22500 个 高值耗材 甲类

6033909 多孔型金属骨植入材料椎体假体ZJT-b型/d型25-40mm 35500 个 高值耗材 非类

6033913 金属脊柱内固定器/提拉钉6.6*45mm/USS-CAII型 2734 枚 高值耗材 甲类

6033918 金属脊柱内固定器/螺母直径6-11mm/USS-CAII型 313 枚 高值耗材 甲类

6033922 骨修复材料0.5mg-IIrhBMP-2/瓶 2520 瓶 高值耗材 甲类

6033923
髋臼杯系统DuralocAcetabularCupSystem（DuralocBANTAM型

髋臼杯）124538503~124546503
5000 个 高值耗材 甲类

6033924
髋臼杯系统DuralocAcetabularCupSystem（DuralocSECTOR系

列髋臼杯）124580050~124580058
5000 个 高值耗材 甲类

6033925
生物型髋臼杯系统PinnacleAcetabularSystem（PinnacleBantam

髋臼杯）121720038~121720046
710 个 高值耗材 甲类

6033926
生物型髋臼杯系统PinnacleAcetabularSystem（PinnacleSector髋

臼杯）121722048~121722066
710 个 高值耗材 甲类

6033928
髋臼杯PinnaclewithGriptionAcetabularCups

（PINNACLEGriptionBantam髋臼杯）121730038~121730046
21000 个 高值耗材 甲类



6033929
髋臼杯PinnaclewithGriptionAcetabularCups

（PINNACLEGriptionSector髋臼杯）121732048~121732066
3656 个 高值耗材 甲类

6033930

髋臼杯PinnaclewithGriptionAcetabularCups

（PINNACLEGriptionMULTIHOLE髋臼杯）

121730048~121730072

21000 个 高值耗材 甲类

6033931
双极头self-CenteringHipSystem（SELFCENT双动髋关节假体头部

双极杯）103540000~103558000
5823 个 高值耗材 甲类

6033932
髋臼杯系统DuralocAcetabularCupSystem（DURBANTAM型髋

臼杯内衬10D）124138526~124146526
1800 个 高值耗材 甲类

6033933
髋臼杯系统DuralocAcetabularCupSystem（DURMAR10D内衬）

122028148~122028166
2574 个 高值耗材 甲类

6033934

高交联聚乙烯内衬MarathonAcetabularLiner

（22.225MMNeutralMarathon聚乙烯内衬OD）

121922038~121922042

1300 个 高值耗材 甲类

6033935

高交联聚乙烯内衬MarathonAcetabularLiner

（28mm+410DegreeMarathon聚乙烯内衬OD）

121928144~121928150

1300 个 高值耗材 甲类

6033936
高交联聚乙烯内衬MarathonAcetabularLiner（32mm+410度

Marathon聚乙烯内衬OD）121932148~121932150
1300 个 高值耗材 甲类

6033937

高交联聚乙烯内衬MarathonAcetabularLiner

（32mm+410DegreeMarathon聚乙烯内衬OD）

121932152~121932166

1300 个 高值耗材 甲类

6033938

高交联聚乙烯内衬MarathonAcetabularLiner（36mm+410度

Marathon聚乙烯内衬OD）121936152；

121936168~121936172

1300 个 高值耗材 甲类

6033939

高交联聚乙烯内衬MarathonAcetabularLiner

（36mm+410DegreeMarathon聚乙烯内衬OD）

121936154~121936166

1300 个 高值耗材 甲类



6033940
高交联聚乙烯内衬（商品名：AltrX）AltrXAcetabularLiner（AltrX

内衬Neutral）122128044~122132058
9800 个 高值耗材 甲类

6033941
人工髋关节假体组件PinnacleAcetabularCupSystem

（Pinnacle+410度限制性内衬）121828748~121836760
6000 个 高值耗材 甲类

6033942
髋臼杯系统PinnacleAcetabularCupSystem（DELTA陶瓷臼衬）

121883744~121883746
1400 个 高值耗材 甲类

6033943
髋臼杯系统PinnacleAcetabularCupSystem（DELTA陶瓷臼衬）

121882748~121882752
1400 个 高值耗材 甲类

6033944
髋臼杯系统PinnacleAcetabularCupSystem（DELTA陶瓷臼衬）

121881752~121881766
1400 个 高值耗材 甲类

6033946
股骨头FemoralHead（ARTICUL/EZE股骨头）

136511000~136515000
1300 个 高值耗材 甲类

6033947
股骨头FemoralHead（ARTICUL/EZE股骨头）

136521000~136525000
1300 个 高值耗材 甲类

6033948
金属头MetalHeads（S-ROMM36MM股骨头）

136531000~136535000
3843 个 高值耗材 甲类

6033949
金属头MetalHeads（S-ROMM28MM股骨头）

136516500~136518500
3843 个 高值耗材 甲类

6033950 金属头MetalHeads（S-RomM股骨头）136526000；136536000 3843 个 高值耗材 甲类

6033951
金属头MetalHeads（ARTICUL/EZEM股骨头）136511500-

136513500
3281 个 高值耗材 甲类



6033952
金属头MetalHeads（ARTICUL/EZEM股骨头）

136550000~136554000
3281 个 高值耗材 甲类

6033953
股骨头FemoralHead（股骨头12/1422.225）136529000；

136530000
1300 个 高值耗材 甲类

6033954
髋臼杯系统PinnacleAcetabularCupSystem（DELTA陶瓷球头）

136528210~136528230
9779 个 高值耗材 甲类

6033955
髋臼杯系统PinnacleAcetabularCupSystem（DELTA陶瓷球头）

136528310~136528330
1100 个 高值耗材 甲类

6033956
髋臼杯系统PinnacleAcetabularCupSystem（DELTA陶瓷球头）

136532210~136532230
10111 个 高值耗材 甲类

6033957
髋臼杯系统PinnacleAcetabularCupSystem（DELTA陶瓷球头）

136532310~136532330
1100 个 高值耗材 甲类

6033958
髋臼杯系统PinnacleAcetabularCupSystem（DELTA陶瓷球头）

136536210~136536240
11464 个 高值耗材 甲类

6033959
髋臼杯系统PinnacleAcetabularCupSystem（DELTA陶瓷球头）

136536310~136536340
1100 个 高值耗材 甲类

6033960

生物型髋臼杯系统PinnacleAcetabularSystem（BIOLOXdelta钛合

金袖套股骨头12/14）136528710~136528740；

136532710~136532730；136536710~136536740；

24000 个 高值耗材 甲类

6033961
生物型髋臼杯系统PinnacleAcetabularSystem（Pinnacle松质骨螺

钉）121715500~121770500
450 颗 高值耗材 甲类

6033962
髋臼杯系统DuralocAcetabularCupSystem（松质骨螺钉）

117215000~117270000
295 颗 高值耗材 甲类



6033963
股骨柄CorailHipSystem（Corail股骨柄标准无领

3L92507~3L92520
3946 根 高值耗材 甲类

6033964
股骨柄CorailHipSystem（Corail股骨柄DDH无领6号）L20106；

L20006；
12415 根 高值耗材 甲类

6033965
股骨柄CorailHipSystem（Corail股骨柄髋内翻有领）

3L93709~3L93720
12415 根 高值耗材 甲类

6033966 股骨柄CorailHipSystem（Corail高偏心距无领）L20309~L20320 12415 根 高值耗材 甲类

6033969
髋关节系统组件S-ROMHIPSYSTEM（Srom小号DDH）

523206~523208；
17680 根 高值耗材 甲类

6033970
髋关节系统组件S-ROMHIPSYSTEM（Srom标准柄长/标准颈型）

523191~523294
17680 根 高值耗材 甲类

6033971
髋关节系统组件S-ROMHIPSYSTEM（S-ROMZTT近端袖套微孔涂

层）5505XX/5214XX
4900 根 高值耗材 甲类

6033973
骨水泥柄C-StemHipStem（C-STEM标准偏心距股骨柄）

157004070~157004150
11000 根 高值耗材 甲类

6033974
股骨柄CorailHipSystem（Corail翻修长柄标准偏心距）

L98010~L98016；L98018；L98020；
18600 根 高值耗材 甲类

6033975
股骨柄SolutionHipSystem（SOL6.3全涂层）

157142000~157150000
11100 根 高值耗材 甲类

6033976
股骨柄SolutionHipSystem（SOL8.0全涂层）

157152000~157158000
12453 根 高值耗材 甲类



6033983
全膝关节置换系统AttuneTotalKneeSystem（ATTUNE交叉韧带保

留型股骨假体）
26000 个 高值耗材 甲类

6033985
股骨假体PFCSigmaPS150（SIGPS150股骨）

196081100~196081600196091100~196091600
13000 个 高值耗材 甲类

6033986

后稳定型股骨假体SigmaPSFemurComponent（改良Sigma膝关

节系统PS股骨部件）

196040150~196040600196050150~196050600

3369 个 高值耗材 甲类

6033987
全膝关节置换系统AttuneTotalKneeSystem（ATTUNE交叉韧带保

留型固定平台胫骨垫片）151620XXX/151621XXX
2825 个 高值耗材 甲类

6033988
全膝关节置换系统AttuneTotalKneeSystem（ATTUNE交叉韧带保

留型旋转平台胫骨垫片）151630XXX/151631XXX
14800 个 高值耗材 甲类

6033989
全膝关节置换系统AttuneTotalKneeSystem（ATTUNE后稳定型固

定平台胫骨垫片）151640XXX/151641XXX
480 个 高值耗材 甲类

6033990
全膝关节置换系统AttuneTotalKneeSystem（ATTUNE后稳定型旋

转平台胫骨垫片）151650XXX/151651XXX
480 个 高值耗材 甲类

6033991
人工膝关节系统PFCSigmaKneeSystem（PFCGVFi2后稳定型胫骨

垫片）15812X008~15812X017
2225 个 高值耗材 甲类

6033992 高交联垫片XLKInserts15812X108~15812X117 180 个 高值耗材 甲类

6033993
人工膝关节系统PFCSigmaKneeSystem（PFCSTAB+胫骨垫片）

962700~962753；
5040 个 高值耗材 甲类

6033994
人工膝关节系统PFCSigmaKneeSystem（PFCRPF胫骨垫片）

951015~951052
9900 个 高值耗材 甲类



6033995
人工膝关节系统PFCSigmaKneeSystem（PFCRPF胫骨垫片）

950010~950026；
11100 个 高值耗材 甲类

6033996
人工膝关节系统PFCSigmaKneeSystem（PFCRPSTB胫骨垫片）

972101~972103；962111~962153；
180 个 高值耗材 甲类

6033997
全膝关节置换系统AttuneTotalKneeSystem（ATTUNE固定平台胫

骨托）150600001~150600010
700 个 高值耗材 甲类

6033998
全膝关节置换系统AttuneTotalKneeSystem（ATTUNE旋转平台胫

骨托）150610001~150610010
700 个 高值耗材 甲类

6033999
人工膝关节系统PFCSigmaRPKneeSystem（MBTCEMKEEL胫骨平

台）129433115~129433150
3045 个 高值耗材 甲类

6034000
人工膝关节系统PFCSigmaKneeSystem（PFCNPORSTD胫骨平

台）866022~866029860127
3045 个 高值耗材 甲类

6034003
人工膝关节系统PFCSIGMATC3KneeSystem（人工膝关节系统

PFCSIGMATC3KneeSystem）960081~960092
22000 个 高值耗材 甲类

6034006
膝关节翻修组件MBTRevisionKneeComponents（MBT骨水泥翻

修胫骨平台）129435110~129435160
13000 个 高值耗材 甲类

6034007
人工膝关节系统PFCSigmaKneeSystem（MODPLUS胫骨平台）

860122~860127
9000 个 高值耗材 甲类

6034008
人工膝关节系统PFCSIGMATC3KneeSystem（PFC*CEM胫骨延长

杆）866401~866404
6000 个 高值耗材 甲类

6034010
人工膝关节系统PFCSIGMATC3KneeSystem（PFCTC3远端增强垫

块）960820~960848
8000 个 高值耗材 甲类



6034011
人工膝关节系统PFCSIGMATC3KneeSystem（PFCMOD+半楔形

胫骨垫块）860173~860195；860378~860381
9000 个 高值耗材 甲类

6034012
膝关节翻修组件MBTRevisionKneeComponents（MBT翻修阶梯

型垫块）129456110~129456147
7000 个 高值耗材 甲类

6034013
膝关节翻修组件MBTRevisionKneeComponents（MBT翻修胫骨

袖套骨水泥型）129454140
20000 个 高值耗材 甲类

6034014

膝关节翻修生物型组件

MBTRevisionKneeCementlessComponents（MBT翻修胫骨袖套

生物型）129454000~129454130

20000 个 高值耗材 甲类

6034015

膝关节翻修生物型组件

MBTRevisionKneeCementlessComponents

（Sigma/LCSComplete翻修股骨袖套生物型）

17500 个 高值耗材 甲类

6034016

人工膝关节组件FemoralComponents（Universal股骨袖套/全涂

层/Universal股骨袖套/远端涂层）

129453216~129453246129453205~129453245

20000 个 高值耗材 甲类

6034017
人工膝关节组件FemoralComponents（Sigma股骨袖套接口）

960781；960782
3500 个 高值耗材 甲类

6034018
人工膝关节组件FemoralComponents（Sigma股骨袖套接口螺

栓）960783；960784
2100 个 高值耗材 甲类

6034019
庆大霉素骨水泥GentamicinBoneCement（Smartset庆大霉素高

粘度骨水泥）3095020；3095040
1600 盒 高值耗材 甲类

6034020
庆大霉素骨水泥GentamicinBoneCement（Smartset庆大霉素中

粘度Endurance骨水泥）3105040；
756 盒 高值耗材 甲类

6034023
带锁髓内钉(胫骨髓内钉)GA1Z028/9/10/11/12/13*240-465mm

（左右）
6318 枚 高值耗材 甲类



6034024 带锁髓内钉(股骨髓内钉)GA4Z029*170-240mm 7290 枚 高值耗材 甲类

6034025
带锁髓内钉(股骨逆行髓内钉)GA2Z029/9.4/10/11/12/13/*160-

460mm
6232 枚 高值耗材 甲类

6034026
带锁髓内钉(加长伽玛型髓内钉)GA3Z049/9.4/10/11/12/*340-

420mm（左右）
7477 枚 高值耗材 甲类

6034027 带锁髓内钉(骨螺钉)GA4Z4.0/6.5*20-130mmGA4Z024. 400 枚 高值耗材 甲类

6034028 带锁髓内钉(拉力螺钉)GA4Z0275-120mm 1539 枚 高值耗材 甲类

6034029 带锁髓内钉(封帽)GA1Z020,5,10,15 540 枚 高值耗材 甲类

6034037
金属锁定接骨板系统(桡骨远端T型加压锁定板)GC12Z082-18孔纯

钛
4153 枚 高值耗材 甲类

6034038
金属锁定接骨板系统(斜T型加压锁定板-1)GC12Z052-10孔（左

右）纯钛
885.18 枚 高值耗材 甲类

6034039
金属锁定接骨板系统(斜T型加压锁定板-2)GC12Z052-10孔（左

右）纯钛
4153 枚 高值耗材 甲类

6034040
金属锁定接骨板系统(桡骨远端直型加压锁定板)GC12Z082-18孔纯

钛
3960 枚 高值耗材 甲类

6034041 金属锁定接骨板系统(T型加压锁定板-2)GC12Z052-10孔纯钛 885.18 枚 高值耗材 甲类



6034042 金属锁定接骨板系统(T型加压锁定板-1)GC12Z052-10孔钛合金 885.18 枚 高值耗材 甲类

6034043
金属锁定接骨板系统(微型加压锁定板-1（1.5）)GC12Z082-18孔纯

钛
877.15 枚 高值耗材 甲类

6034044
金属锁定接骨板系统(微型加压锁定板-1（2.0）)GC12Z082-18孔纯

钛
885.18 枚 高值耗材 甲类

6034045
金属锁定接骨板系统(微型加压锁定板-1（2.4）)GC12Z082-18孔纯

钛
887.87 枚 高值耗材 甲类

6034046
金属锁定接骨板系统(微型加压锁定板-1（2.7）)GC12Z082-18孔纯

钛
877.15 枚 高值耗材 甲类

6034047
金属锁定接骨板系统(小Y型加压锁定重建板(1.5))GC12Z082-18孔

纯钛
5544 枚 高值耗材 甲类

6034048
金属锁定接骨板系统(小T型加压锁定重建板-1(1.5))GC12Z082-18

孔纯钛
5265 枚 高值耗材 甲类

6034049 金属锁定接骨板系统(微型骨髁锁定板（1.5）)GC12Z082-18孔纯钛 877.15 枚 高值耗材 甲类

6034050
金属锁定接骨板系统(小T型加压锁定重建板-1(2.0))GC12Z082-18

孔纯钛
5265 枚 高值耗材 甲类

6034051
金属锁定接骨板系统(小T型加压锁定板（2.0）)GC12Z082-18孔纯

钛
877.15 枚 高值耗材 甲类

6034052 金属锁定接骨板系统(微型骨髁锁定板-2)GC12Z082-18孔纯钛 885.18 枚 高值耗材 甲类



6034053 金属锁定接骨板系统(微型骨髁加压锁定板-2)GC12Z082-18孔纯钛 877.15 枚 高值耗材 甲类

6034054
金属锁定接骨板系统(微型骨髁加压锁定板（2.0）)GC12Z082-18孔

纯钛
885.18 枚 高值耗材 甲类

6034055
金属锁定接骨板系统(微型骨髁加压锁定板（1.5）)GC12Z082-18孔

纯钛
877.15 枚 高值耗材 甲类

6034056
金属锁定接骨板系统(微型骨髁加压锁定板（2.4）)GC12Z082-18孔

纯钛
5400 枚 高值耗材 甲类

6034057
金属锁定接骨板系统(微型骨髁加压锁定板（2.7）)GC12Z082-18孔

纯钛
885.18 枚 高值耗材 甲类

6034058 金属锁定接骨板系统(微型加压锁定板-2(1.5))GC12Z082-18孔纯钛 877.15 枚 高值耗材 甲类

6034059 金属锁定接骨板系统(微型加压锁定板-2(2.0))GC12Z082-18孔纯钛 877.15 枚 高值耗材 甲类

6034060 金属锁定接骨板系统(微型加压锁定板-2(2.4))GC12Z082-18孔纯钛 877.15 枚 高值耗材 甲类

6034061 金属锁定接骨板系统(微型加压锁定板-2(2.7))GC12Z082-18孔纯钛 877.15 枚 高值耗材 甲类

6034062 金属锁定接骨板系统(微型骨髁锁定板（2.0）)GC12Z082-18孔纯钛 877.15 枚 高值耗材 甲类

6034063
金属锁定接骨板系统(小T型加压锁定板（2.4）)GC12Z082-18孔纯

钛
877.15 枚 高值耗材 甲类



6034064 金属锁定接骨板系统(跟骨锁定板-1)GC12Z08左右纯钛 864.88 枚 高值耗材 甲类

6034065 金属锁定接骨板系统(跟骨锁定板-2)GC12Z08左右纯钛 864.88 枚 高值耗材 甲类

6034066 金属锁定接骨板系统(跟骨锁定板-3)GC12Z08大、中、小纯钛 864.88 枚 高值耗材 甲类

6034067
金属锁定接骨板系统(肱骨远端内侧加压锁定板-1)GC12Z071-15孔

纯钛
895.26 枚 高值耗材 甲类

6034068
金属锁定接骨板系统(肱骨远端内侧加压锁定板-2)GC12Z071-15孔

纯钛
895.26 枚 高值耗材 甲类

6034069
金属锁定接骨板系统(腓骨远端外侧锁定板)GC12Z063-12孔左右纯

钛
841.31 枚 高值耗材 甲类

6034070
金属锁定接骨板系统(腓骨远端外侧加压锁定板-3)GC12Z063-12孔

左右纯钛
841.31 枚 高值耗材 甲类

6034071
金属锁定接骨板系统(腓骨远端外侧加压锁定板-2)GC12Z063-12孔

左右纯钛
841.31 枚 高值耗材 甲类

6034072
金属锁定接骨板系统(髋臼锁定板-1)GC12Z027孔大中小（左右）钛

合金
949.88 枚 高值耗材 甲类

6034073 金属锁定接骨板系统(髋臼锁定板-2)GC12Z027孔大中小钛合金 949.88 枚 高值耗材 甲类

6034075
金属锁定接骨板系统(加压锁定重建板（上肢）)GC11Z022-24孔钛

合金
885.18 枚 高值耗材 甲类



6034076
金属锁定接骨板系统(加压锁定重建板（上肢）)GC11Z022-24孔纯

钛
4153 枚 高值耗材 甲类

6034077 金属锁定接骨板系统(弯型锁定重建板3.5)GC11Z022-24孔纯钛 949.88 枚 高值耗材 甲类

6034078 金属锁定接骨板系统(弯型锁定重建板-1)GC11Z022-24孔纯钛 4716 枚 高值耗材 甲类

6034079
金属锁定接骨板系统(J型锁定重建板)GC11Z022-24孔(左右）钛合

金
949.88 枚 高值耗材 甲类

6034080 金属锁定接骨板系统(J型锁定重建板)GC11Z022-24孔(左右）纯钛 949.88 枚 高值耗材 甲类

6034081 金属锁定接骨板系统(锁定重建板3.5)GC11Z022-24孔纯钛 949.88 枚 高值耗材 甲类

6034082 金属锁定接骨板系统(锁定重建板3.5)GC11Z022-24孔钛合金 949.88 枚 高值耗材 甲类

6034083
金属锁定接骨板系统(加压锁定接骨板-1（下肢）)GC11Z012-24孔

钛合金
885.18 枚 高值耗材 甲类

6034084
金属锁定接骨板系统(加压锁定接骨板-1（下肢）)GC11Z012-24孔

纯钛
4023 枚 高值耗材 甲类

6034085
金属锁定接骨板系统(加压锁定接骨板-2（上肢）)GC11Z012-24孔

钛合金
885.18 枚 高值耗材 甲类

6034086
金属锁定接骨板系统(加压锁定接骨板-2（上肢）)GC11Z012-24孔

纯钛
5130 枚 高值耗材 甲类



6034087
金属锁定接骨板系统(加压锁定接骨板-1（上肢）)GC11Z012-24孔

（上肢）钛合金
885.18 枚 高值耗材 甲类

6034088 金属锁定接骨板系统(锁骨锁定板)GC11Z012-24孔（左右）纯钛 841.31 枚 高值耗材 甲类

6034089 金属锁定接骨板系统(锁骨锁定板)GC11Z012-24孔（左右）钛合金 841.31 枚 高值耗材 甲类

6034090
金属锁定接骨板系统(锁骨加压锁定板-2)GC11Z012-24孔纯钛（左

右）
4153 枚 高值耗材 甲类

6034091 金属锁定接骨板系统(锁骨加压锁定板-2)GC11Z012-24孔钛合金 841.31 枚 高值耗材 甲类

6034092
金属锁定接骨板系统(锁骨加压锁定板-3)GC11Z012-24孔（左右）

钛合金
841.31 枚 高值耗材 甲类

6034093
金属锁定接骨板系统(锁骨加压锁定板-3)GC11Z012-24孔(左右）纯

钛
841.31 枚 高值耗材 甲类

6034094 金属锁定接骨板系统(锁定重建板-1)GC11Z022-24孔钛合金 4570 枚 高值耗材 甲类

6034095 金属锁定接骨板系统(锁定重建板-1)GC11Z022-24孔纯钛 3877 枚 高值耗材 甲类

6034096

中空螺钉(中空螺

钉)GC4Z2.4/2.7/3.0/3.5/4.0/4.5/5.0/6.5/7.0/7.3*6-120mm半/全

螺纹

124.89 枚 高值耗材 甲类

6034097 中空螺钉(垫片Ⅰ/Ⅱ/III)GC4Z5.5/6.5/7.0/8.0/10/13 702 枚 高值耗材 非类



6034098 金属接骨螺钉(金属接骨螺钉)HAQ033.5/4.5/5.0*8-130mm 11.31 枚 高值耗材 甲类

6034099 金属接骨螺钉(金属接骨螺钉)HBQ034.0/6.5*8-130mm 17.05 枚 高值耗材 甲类

6034100
金属锁定接骨板系统(股骨远端外侧加压锁定板)GC12Z022-19孔

（左右）钛合金
917.27 枚 高值耗材 甲类

6034101 金属锁定接骨板系统(股骨干加压锁定板-2)GC12Z045-16孔纯钛 917.27 枚 高值耗材 甲类

6034102
金属锁定接骨板系统(股骨远端外侧加压锁定板-1)GC12Z045-16孔

（左右）钛合金
917.27 枚 高值耗材 甲类

6034103
金属锁定接骨板系统(胫骨近端外侧加压锁定板-3)GC12Z032-19孔

左右纯钛
943 枚 高值耗材 甲类

6034104
金属锁定接骨板系统(胫骨近端外侧加压锁定板)GC12Z032-19孔

（左右）钛合金
943 枚 高值耗材 甲类

6034105
金属锁定接骨板系统(胫骨近端外侧加压锁定板)GC12Z032-19孔

（左右）纯钛
943 枚 高值耗材 甲类

6034106
金属锁定接骨板系统(胫骨近端加压锁定板-1)GC12Z032-19孔（左

右）纯钛
4140 枚 高值耗材 甲类

6034107
金属锁定接骨板系统(胫骨近端加压锁定板-1)GC12Z032-19孔（左

右）钛合金
943 枚 高值耗材 甲类

6034108
金属锁定接骨板系统(尺骨近端背侧加压锁定板)GC12Z082-18孔左

右纯钛
5694 枚 高值耗材 甲类



6034109
金属锁定接骨板系统(尺骨近端背侧加压锁定板)GC12Z082-18孔左

右钛合金
6093 枚 高值耗材 甲类

6034110 金属锁定接骨板系统(桡骨近端加压锁定板-2)GC12Z082-18孔纯钛 892.31 枚 高值耗材 甲类

6034111 金属锁定接骨板系统(鹰嘴钩加压锁定板)GC12Z082-18孔纯钛 937.62 枚 高值耗材 甲类

6034112
金属锁定接骨板系统(桡骨远端掌侧锁定板-标准)GC12Z082-18孔左

右纯钛
892.31 枚 高值耗材 甲类

6034113
金属锁定接骨板系统(桡骨远端掌侧T型加压锁定板)GC12Z082-18

孔左右纯钛
892.31 枚 高值耗材 甲类

6034114
金属锁定接骨板系统(桡骨远端斜L型加压锁定板头部三

孔)GC12Z082-18孔左右纯钛
892.31 枚 高值耗材 甲类

6034115
金属锁定接骨板系统(桡骨远端L型加压锁定板头部三孔)GC12Z082-

18孔左右纯钛
892.31 枚 高值耗材 甲类

6034116 金属锁定接骨板系统(干骺端加压锁定板-1)GC12Z013-19孔纯钛 943 枚 高值耗材 甲类

6034117 金属锁定接骨板系统(干骺端加压锁定板-2)GC12Z013-19孔纯钛 917.27 枚 高值耗材 甲类

6034118 金属锁定接骨板系统(干骺端加压锁定板-2)GC12Z013-19孔钛合金 708.14 枚 高值耗材 甲类

6034119 金属锁定接骨板系统(肱骨近端加压锁定板-1)GC12Z071-15孔纯钛 895.26 枚 高值耗材 甲类



6034120 金属锁定接骨板系统(肱骨近端加压锁定板-2)GC12Z071-15孔纯钛 895.26 枚 高值耗材 甲类

6034121 金属锁定接骨板系统(肱骨近端加压锁定板-3)GC12Z071-15孔纯钛 895.26 枚 高值耗材 甲类

6034122
金属锁定接骨板系统(肱骨远端背外侧加压锁定板-1)GC12Z071-15

孔纯钛
895.26 枚 高值耗材 甲类

6034123
金属锁定接骨板系统(肱骨远端背外侧加压锁定板-2)GC12Z071-15

孔纯钛
895.26 枚 高值耗材 甲类

6034124
金属锁定接骨板系统(胫骨远端前外侧加压锁定板)GC12Z032-19孔

（左右）钛合金
943 枚 高值耗材 甲类

6034125
金属锁定接骨板系统(胫骨远端前外侧加压锁定板)GC12Z032-19孔

（左右）纯钛
4486 枚 高值耗材 甲类

6034126
金属锁定接骨板系统(胫骨远端内侧加压锁定板-1)GC12Z032-19孔

（左右）钛合金
943 枚 高值耗材 甲类

6034127
金属锁定接骨板系统(胫骨远端内侧加压锁定板-1)GC12Z032-19孔

（左右）纯钛
5832 枚 高值耗材 甲类

6034128
金属锁定接骨板系统(胫骨近端外侧加压锁定板-2)GC12Z032-19孔

（左右）钛合金
943 枚 高值耗材 甲类

6034129
金属锁定接骨板系统(自攻型锥形头锁定螺钉(钛合

金))WGC13Z011.5/2.0/2.4/2.7/3.5/4
429 枚 高值耗材 甲类

6034130
金属锁定接骨板系统(自攻自钻型锁定螺

钉)GC13Z011.5/2.0/2.4/2.7/3.5/5.0/7.0/7.3*10-120mm
418 枚 高值耗材 甲类



6034131 金属锁定接骨板系统(Y型加压锁定重建板)GC12Z082-18孔纯钛 892.31 枚 高值耗材 甲类

6034132 动力锁定螺钉(动力锁定螺钉（无菌）)GC13Z06-23.7*24-46mm 2654 枚 高值耗材 甲类

6034133 动力锁定螺钉(动力锁定螺钉（无菌）)GC13Z065.0*30-60mm 2731 枚 高值耗材 甲类

6034134
金属锁定接骨板系统(锁骨加压锁定板)GC11Z012-24孔（左右）纯

钛
4716 枚 高值耗材 甲类

6034135 金属锁定接骨板系统(锁骨加压锁定板)GC11Z012-24左右钛合金 841.31 枚 高值耗材 甲类

6034136
金属锁定接骨板系统(锁骨钩加压锁定板)GC12Z071-15孔（左右）

纯钛
841.31 枚 高值耗材 甲类

6034137
金属锁定接骨板系统(股骨近端外侧加压锁定板-1)GC12Z022-19孔

（左右）纯钛
917.27 枚 高值耗材 甲类

6034138
金属锁定接骨板系统(股骨近端外侧加压锁定板-1)GC12Z022-19孔

（左右）钛合金
917.27 枚 高值耗材 甲类

6034139
金属锁定接骨板系统(股骨近端外侧加压锁定板-2)GC12Z022-19孔

（左右）钛合金
917.27 枚 高值耗材 甲类

6034140
金属锁定接骨板系统(股骨近端外侧加压锁定板-2)GC12Z022-19孔

纯钛
5220 枚 高值耗材 甲类

6034141
金属锁定接骨板系统(股骨近端外侧加压锁定板-3)GC12Z022-19孔

左右钛合金
917.27 枚 高值耗材 甲类



6034142
金属锁定接骨板系统(股骨近端外侧加压锁定板-3)GC12Z022-19孔

左右纯钛
6390 枚 高值耗材 甲类

6034143 金属锁定接骨板系统(H型锁定板)GC12Z082-18孔钛合金 841.31 枚 高值耗材 甲类

6034144 金属锁定接骨板系统(肱骨近端锁定板-1)GC12Z071-15孔纯钛 5130 枚 高值耗材 甲类

6034145 金属锁定接骨板系统(肱骨近端锁定板-2)GC12Z071-15孔纯钛 895.26 枚 高值耗材 甲类

6034146 金属锁定接骨板系统(肱骨近端锁定板-3)GC12Z071-15孔纯钛 895.26 枚 高值耗材 甲类

6034147 金属锁定接骨板系统(距骨锁定板)GC12Z08钛合金 887.87 枚 高值耗材 甲类

6034148 金属锁定接骨板系统(舟骨锁定板)GC12Z08钛合金 887.87 枚 高值耗材 甲类

6034149
金属锁定接骨板系统(小L型加压锁定板（2.7）)GC12Z082-18孔左

右纯钛
885.18 枚 高值耗材 甲类

6034150
金属锁定接骨板系统(小斜L型加压锁定板（2.0）)GC12Z082-18孔

左右纯钛
841.31 枚 高值耗材 甲类

6034151
金属锁定接骨板系统(小斜L型加压锁定板（2.4）)GC12Z082-18孔

左右纯钛
877.15 枚 高值耗材 甲类

6034152
金属锁定接骨板系统(小斜L型加压锁定板（2.7）)GC12Z082-18孔

左右纯钛
5130 枚 高值耗材 甲类



6034153
金属锁定接骨板系统(小T型加压锁定板（2.7）)GC12Z082-18孔纯

钛
949.88 枚 高值耗材 甲类

6034154
金属锁定接骨板系统(小Y型加压锁定重建板(2.0))GC12Z082-18孔

纯钛
5544 枚 高值耗材 甲类

6034155
金属锁定接骨板系统(T型加压锁定重建板-1)GC12Z082-18孔钛合

金
943 枚 高值耗材 甲类

6034156
金属锁定接骨板系统(小T型加压锁定重建板-2（2.0）)GC12Z082-

18孔纯钛
877.15 枚 高值耗材 甲类

6034157 金属锁定接骨板系统(干骺端锁定接骨板-1)GC12Z013-19孔钛合金 5953 枚 高值耗材 甲类

6034158 金属锁定接骨板系统(干骺端锁定接骨板-1)GC12Z013-19孔纯钛 4023 枚 高值耗材 甲类

6034161
金属锁定接骨板系统(胫骨近端内侧锁定板-1)GC12Z032-19孔（左

右）纯钛
943 枚 高值耗材 甲类

6034162
金属锁定接骨板系统(胫骨近端内侧锁定板-2)GC12Z032-19孔（左

右）钛合金
943 枚 高值耗材 甲类

6034163
金属锁定接骨板系统(胫骨远端内侧加压锁定板)GC12Z032-19孔

（左右）纯钛
943 枚 高值耗材 甲类

6034164
金属锁定接骨板系统(胫骨远端外侧加压锁定板)GC12Z032-19孔

（左右）纯钛
943 枚 高值耗材 甲类

6034165
金属锁定接骨板系统(胫骨远端外侧锁定板)GC12Z032-19孔（左

右）纯钛
943 枚 高值耗材 甲类



6034166
金属锁定接骨板系统(股骨远端髁上支持外侧加压锁定

板)GC12Z022-19孔纯钛
6372 枚 高值耗材 甲类

6034167
金属锁定接骨板系统(股骨远端外侧锁定板-1)GC12Z045-16孔（左

右）纯钛
917.27 枚 高值耗材 甲类

6034168 金属锁定接骨板系统(股骨干锁定板)GC12Z045-16孔（左右）纯钛 917.27 枚 高值耗材 甲类

6034169
金属锁定接骨板系统(胫骨远端内侧加压锁定板-2)GC12Z032-19孔

（左右）纯钛
943 枚 高值耗材 甲类

6034170 金属锁定接骨板系统(T型加压锁定板-1)GC12Z052-10孔纯钛 885.18 枚 高值耗材 甲类

6034171 金属锁定接骨板系统(T型锁定板-1)GC12Z052-10孔钛合金 5832 枚 高值耗材 甲类

6034172 金属锁定接骨板系统(股骨干加压锁定板-1)GC12Z045-16孔钛合金 917.27 枚 高值耗材 甲类

6034173 金属锁定接骨板系统(股骨干加压锁定板-2)GC12Z045-16孔钛合金 917.27 枚 高值耗材 甲类

6034174
金属锁定接骨板系统(L型加压锁定板-1)GC12Z052-10孔（左右）

纯钛
885.18 枚 高值耗材 甲类

6034175 金属锁定接骨板系统(L型锁定板-1)GC12Z052-10孔（左右）纯钛 885.18 枚 高值耗材 甲类

6034176
金属锁定接骨板系统(L型加压锁定板-2)GC12Z052-10孔（左右）

纯钛
885.18 枚 高值耗材 甲类



6034177 金属锁定接骨板系统(L型锁定板-2)GC12Z052-10孔（左右）纯钛 885.18 枚 高值耗材 甲类

6034179 金属锁定接骨板系统(直型锁定板)GC12Z082-18孔钛合金 949.88 枚 高值耗材 甲类

6034180
金属锁定接骨板系统(跖趾关节加压锁定板)GC12Z084/5/7孔左右钛

合金
887.87 枚 高值耗材 甲类

6034181
金属锁定接骨板系统(跖骨基底钢板（中度）)GC12Z08中/重度左右

钛合金
887.87 枚 高值耗材 甲类

6034188 肩关节不稳固定螺钉 6850 个 高值耗材 甲类

6034199 缝线锚钉 7300 个 高值耗材 甲类

6034202 半月板修复系统 4800 个 高值耗材 非类

6034203 不可吸收带线锚钉SA-I锚钉直径：5.0mm；锚钉长度： 3230 个 高值耗材 甲类

6034204
不可吸收带线锚钉SA-I锚钉直径：5.0mm；锚钉长度：16mm；缝

线数量：D；线号：2；缝线长度：900mm
2975 个 高值耗材 甲类

6034205 不可吸收带线锚钉SA-I锚钉直径：3.5mm；锚钉长度： 2805 个 高值耗材 甲类

6034206
不可吸收带线锚钉SA-I锚钉直径：3.5mm；锚钉长度：12mm；缝

线数量：S；线号：2；缝线长度：1000mm
2533 个 高值耗材 甲类



6034207
不可吸收带线锚钉SA-II锚钉直径：2.9mm；锚钉长度：12mm；缝

线数量：S；线号：2；缝线长度：1200mm
2720 个 高值耗材 甲类

6034208
不可吸收带线锚钉SA-III锚钉直径：2.0mm；锚钉长度：4mm；缝

线数量：S；线号：0；缝线长度：900mm
2890 个 高值耗材 甲类

6034209
不可吸收带线锚钉SAN03规格：2.0*4mm，S，0，900mm，○1/2

弧，8*12mm
4420 个 高值耗材 甲类

6034212 带袢钛板FBII规格：01单线可调节长度线圈 5440 个 高值耗材 非类

6034213
带袢钛板FBII规格：01单线可调节长度线圈：15-60mm，线号：

7，钛板厚度：1.5mm
9180 个 高值耗材 非类

6034227 带锁髓内钉锁钉φ4.8*25-85mm 238 个 高值耗材 非类

6034228 带锁髓内钉盖帽M8*100/15/20/25mm 280 个 高值耗材 非类

6034230 带线锚钉 6120 个 高值耗材 甲类

6034233 空心螺钉 1465 枚 高值耗材 甲类

6034239
金属髓内钉系统\亚洲解剖型前倾髋部髓内钉7500-0912-17~7500-

1212-17；
1495.33 枚 高值耗材 甲类

6034240
金属髓内钉系统\亚洲解剖型前倾髋部髓内钉7500-0922-17~7500-

1222-17
1495.33 枚 高值耗材 甲类



6034241
金属髓内钉系统\亚洲解剖型前倾髋部髓内钉7500-0912-20~7500-

1212-20；
10152 枚 高值耗材 甲类

6034242
金属髓内钉系统\亚洲解剖型前倾髋部髓内钉7500-0922-20~7500-

1222-20；
10152 枚 高值耗材 甲类

6034243
金属髓内钉系统\亚洲解剖型前倾髋部髓内钉7500-0912-24~7500-

1212-24；
10152 枚 高值耗材 甲类

6034244
金属髓内钉系统\亚洲解剖型前倾髋部髓内钉7500-0922-24~7500-

1222-24；
10152 枚 高值耗材 甲类

6034245
金属髓内钉系统\亚洲解剖型前倾髋部髓内钉7500-0910-26；

7500-0911-26~7500-1110-30；7500-1111-30
1495.33 枚 高值耗材 甲类

6034246
金属髓内钉系统\亚洲解剖型前倾髋部髓内钉7500-0910-32；

7500-0911-32~7500-1110-36；7500-1111-36；
13482 枚 高值耗材 甲类

6034247
金属髓内钉系统\亚洲解剖型前倾髋部髓内钉7500-0910-38；

7500-0911-38~7500-1110-42；7500-1111-42
13482 枚 高值耗材 甲类

6034248
金属髓内钉系统\亚洲解剖型前倾髋部髓内钉7500-0920-26；

7500-0921-26~7500-1120-30；7500-1121-30；
13482 枚 高值耗材 甲类

6034249
金属髓内钉系统\亚洲解剖型前倾髋部髓内钉7500-0920-32；

7500-0921-32~7500-1120-36；7500-1121-36；
13482 枚 高值耗材 甲类

6034250
金属髓内钉系统\亚洲解剖型前倾髋部髓内钉7500-0920-38；

7500-0921-38~7500-1120-42；7500-1121-42
13482 枚 高值耗材 甲类

6034251 金属髓内钉系统\锁定螺栓7500-9849-26~7500-9849-40； 972 枚 高值耗材 非类



6034252 金属髓内钉系统\锁定螺栓7500-9849-42~7500-9849-60； 972 枚 高值耗材 非类

6034253 金属髓内钉系统\锁定螺栓7500-9849-64~7500-9849-100 972 枚 高值耗材 非类

6034254 金属髓内钉系统\螺叶刀7500-9610-75~7500-9610-85； 5886 枚 高值耗材 非类

6034255 金属髓内钉系统\螺叶刀7500-9610-90~7500-9610-105； 5886 枚 高值耗材 非类

6034256 金属髓内钉系统\螺叶刀7500-9610-110~7500-9610-120； 5886 枚 高值耗材 非类

6034257
金属髓内钉系统\拉力螺钉7500-9510-75；7500-9510-80；7500-

9510-85；
5886 枚 高值耗材 非类

6034258 金属髓内钉系统\拉力螺钉7500-9510-90~7500-9510-105； 5886 枚 高值耗材 非类

6034259
金属髓内钉系统\拉力螺钉7500-9510-110;7500-9510-115;7500-

9510-120
5886 枚 高值耗材 非类

6034260 金属髓内钉系统\未端盖7500-9910-00;7500-9910-05 972 个 高值耗材 非类

6034261 金属髓内钉系统\未端盖7500-9910-10;7500-9910-15 972 个 高值耗材 非类

6034262 金属髓内钉系统\限动盖1307500-9309-16 3150 个 高值耗材 非类



6034263 金属髓内钉系统\牵引螺栓7500-9412-14 3150 个 高值耗材 非类

6034264 金属髓内钉系统\限动盖1257500-9209-16 3150 个 高值耗材 非类

6034265
金属锁定接骨板系统（愛派司金屬鎖定骨釘骨板系統組）\半螺纹

（空心）锁定螺钉0825-0304-12~0825-0304-42
2280 枚 高值耗材 甲类

6034266
金属锁定接骨板系统（愛派司金屬鎖定骨釘骨板系統組）\半螺纹

（空心）锁定螺钉0825-0304-45~0825-0304-81
2280 枚 高值耗材 甲类

6034267
金属锁定接骨板系统（愛派司金屬鎖定骨釘骨板系統組）\半螺纹

（空心）锁定螺钉0825-0304-84~0825-0304-120
2280 枚 高值耗材 甲类

6034268
金属锁定接骨板系统APSMetalPlate+ScrewSystem\松质骨螺钉

（半螺纹）1065-0303-30~1065-0303-65
10.39 枚 高值耗材 甲类

6034269
金属锁定接骨板系统APSMetalPlate+ScrewSystem\松质骨螺钉

（半螺纹）1065-0303-70~1065-0303-120
357 枚 高值耗材 甲类

6034270
金属锁定接骨板系统APSMetalPlate+ScrewSystem\松质骨螺钉

（半螺纹）1040-0303-20~1040-0303-65
10.39 枚 高值耗材 甲类

6034271
金属锁定接骨板系统APSMetalPlate+ScrewSystem\松质骨螺钉

（半螺纹）1040-0303-70~1040-0303-95
357 枚 高值耗材 甲类

6034272
金属锁定接骨板系统APSMetalPlate+ScrewSystem\硬质骨实心螺

钉（全螺纹）0940-0302-10~0940-0302-36
6.89 枚 高值耗材 甲类

6034273
金属锁定接骨板系统APSMetalPlate+ScrewSystem\硬质骨实心螺

钉（全螺纹）0940-0302-38~0940-0302-56
160 枚 高值耗材 甲类



6034274
金属锁定接骨板系统APSMetalPlate+ScrewSystem\硬质骨实心螺

钉（全螺纹）0940-0302-58~0940-0302-95
160 枚 高值耗材 甲类

6034275
金属锁定接骨板系统APSMetalPlate+ScrewSystem\硬质骨实心螺

钉（全螺纹）0945-0302-10~0945-0302-56
6.89 枚 高值耗材 甲类

6034276
金属锁定接骨板系统APSMetalPlate+ScrewSystem\硬质骨实心螺

钉（全螺纹）0945-0302-58~0945-0302-95
160 枚 高值耗材 甲类

6034277
金属锁定接骨板系统（爱派司金属锁定骨钉骨板系统组）\硬质骨实

心螺钉（全螺纹0935-0302-08~0935-0302-90
6.89 枚 高值耗材 甲类

6034278
金属锁定接骨板系统（爱派司金属锁定骨钉骨板系统组）\\硬质骨

实心螺钉（全螺纹0927-0302-08~0927-0302-60
6.89 枚 高值耗材 甲类

6034279

金属锁定接骨板系统（爱派司金属锁定骨钉骨板系统组）\硬质骨实

心螺钉（全螺纹）0924-0302-08~0924-0302-38；0924-0302-

40；

6.89 枚 高值耗材 甲类

6034280
金属锁定接骨板系统（爱派司金属锁定骨钉骨板系统组）\硬质骨实

心螺钉（全螺纹）0920-0302-06~0920-0302-30
6.89 枚 高值耗材 甲类

6034281
金属锁定接骨板系统（爱派司金属锁定骨钉骨板系统组）\硬质骨实

心螺钉（全螺纹）0915-0302-06~0915-0302-30
6.89 枚 高值耗材 甲类

6034282
金属锁定接骨板（爱派司金属锁定骨钉骨板系统组）\直式加压骨板

0502-0806-05~0502-0806-22
1089.79 块 高值耗材 甲类

6034283
金属锁定接骨板（愛派司金屬鎖定骨釘骨板系統組）0202-0806-

04~0202-0806-08
1154.35 块 高值耗材 甲类

6034284
金属锁定接骨板（愛派司金屬鎖定骨釘骨板系統組）0202-0806-

10;0202-0806-12
5780 块 高值耗材 甲类



6034285
金属锁定接骨板系统（愛派司金屬鎖定骨釘骨板系統組）\重建骨板

0201-0005-04~0201-0005-14
1169.45 块 高值耗材 甲类

6034286
金属锁定接骨板系统APSMetalPlate+ScrewSystem\跟骨外侧骨板

骨板（Topus1202-0800-01;1202-0801-01
1064.8 块 高值耗材 甲类

6034287
金属锁定接骨板系统APSMetalPlate+ScrewSystem\跟骨外侧骨板

骨板（Topus1202-0800-02;1202-0801-02
8160 块 高值耗材 甲类

6034288
金属锁定接骨板系统APSMetalPlate+ScrewSystem\跟骨外侧骨板

骨板（Topus1202-0800-03;1202-0801-03
8160 块 高值耗材 甲类

6034289
金属锁定接骨板系统APSMetalPlate+ScrewSystem\股骨远端外侧

骨板（DLF）0502-0000-06~0502-0001-08
1129.3 块 高值耗材 甲类

6034290

金属锁定接骨板系统APSMetalPlate+ScrewSystem\\股骨远端外

侧骨板（DLF）0502-0000-10;0502-0001-10;0502-0000-

12;0502-0001-12

8160 块 高值耗材 甲类

6034291

金属锁定接骨板系统APSMetalPlate+ScrewSystem\\股骨远端外

侧骨板（DLF）0502-0000-14;0502-0001-14;0502-0000-

16;0502-0001-16

8160 块 高值耗材 甲类

6034292
金属锁定接骨板系统APSMetalPlate+ScrewSystem\肱骨近端外侧

骨板0202-0100-04;0202-0101-04;0202-0100-06;0202-0101-06
1102.21 块 高值耗材 甲类

6034293
金属锁定接骨板系统APSMetalPlate+ScrewSystem\肱骨近端外侧

骨板0202-0100-08;0202-0101-08;0202-0100-10;0202-0101-10
8160 块 高值耗材 甲类

6034294
金属锁定接骨板系统APSMetalPlate+ScrewSystem\肱骨近端外侧

骨板0202-0100-12;0202-0101-12
8160 块 高值耗材 甲类

6034295

金属锁定接骨板系统（爱派司金属锁定骨钉骨板系统组）\肱骨近端

外侧骨板0202-0100-03;0202-0101-03~0202-0100-11;0202-

0101-11

1102.21 块 高值耗材 甲类



6034296
金属锁定接骨板系统APSMetalPlate+ScrewSystem\肱骨远端内侧

骨板0201-0000-10;0201-0000-12
1102.21 块 高值耗材 甲类

6034298
金属锁定接骨板系统APSMetalPlate+ScrewSystem\肱骨远端后外

侧骨板（DMH）0215-0000-04;0215-0001-04
1102.21 块 高值耗材 甲类

6034299

金属锁定接骨板系统APSMetalPlate+ScrewSystem\肱骨远端后外

侧骨板（DMH）0215-0000-05;0215-0001-05;0215-0000-

06;0215-0001-06

8160 块 高值耗材 甲类

6034300
金属锁定接骨板系统（爱派司金属锁定骨钉骨板系统组）\肱骨远端

后侧骨板(DLH)1515-0000-03~1515-0001-07
1102.21 块 高值耗材 甲类

6034301
金属锁定接骨板系统APSMetalPlate+ScrewSystem/\胫骨远端内

侧骨板0701-0000-04;0701-0001-04
1161.6 块 高值耗材 甲类

6034302

金属锁定接骨板系统APSMetalPlate+ScrewSystem/\胫骨远端内

侧骨板0701-0000-06;0701-0001-06;0701-0000-08;0701-0001-

08

8160 块 高值耗材 甲类

6034303

金属锁定接骨板系统APSMetalPlate+ScrewSystem/\\胫骨远端内

侧骨板0701-0000-10;0701-0001-10;0701-0000-12;0701-0001-

12

1161.6 块 高值耗材 甲类

6034304

金属锁定接骨板系统APSMetalPlate+ScrewSystem\胫骨近端内侧

骨板0701-0100-04;0701-0101-04~0701-0100-08;0701-0101-

08

1161.6 块 高值耗材 甲类

6034305
金属锁定接骨板系统APSMetalPlate+ScrewSystem\胫骨近端内侧

骨板0701-0100-10;0701-0101-10;0701-0100-12;0701-0101-12
8160 块 高值耗材 甲类

6034306
金属锁定接骨板系统APSMetalPlate+ScrewSystem\胫骨近端内侧

骨板0701-0100-14;0701-0101-14
8160 块 高值耗材 甲类

6034307
金属锁定接骨板系统APSMetalPlate+ScrewSystem\胫骨近端外侧

骨板0702-0100-04;0702-0101-04;0702-0100-06;0702-0101-06
1161.6 块 高值耗材 甲类



6034308
金属锁定接骨板系统APSMetalPlate+ScrewSystem\胫骨近端外侧

骨板0702-0100-08;0702-0101-08;0702-0100-10;0702-0101-10
8160 块 高值耗材 甲类

6034309
金属锁定接骨板系统APSMetalPlate+ScrewSystem\胫骨近端外侧

骨板0702-0100-12;0702-0101-12;0702-0100-14;0702-0101-14
8160 块 高值耗材 甲类

6034310

金属锁定接骨板系统APSMetalPlate+ScrewSystem\桡骨远端內侧

斜骨板（DR）0401-0006-02;0401-0006-04;0401-0006-

06;0401-0006-08

1098.57 块 高值耗材 甲类

6034311
金属锁定接骨板系统APSMetalPlate+ScrewSystem\桡骨远端內侧

斜骨板（DR）0401-0006-10;0401-0006-12
8160 块 高值耗材 甲类

6034312
金属锁定接骨板系统（爱派司金属锁定骨钉骨板系统组）\桡骨远端

内侧斜骨板（RAF-S）1400-0000-02~1400-0001-12
1098.57 块 高值耗材 甲类

6034313
金属锁定接骨板系统（爱派司金属锁定骨钉骨板系统组）\桡骨远端

内侧斜骨板（TDR/RAF-B）0401-0000-02~0401-0001-20
1098.57 块 高值耗材 甲类

6034314
金属锁定接骨板系统APSMetalPlate+ScrewSystem\锁定金属骨螺

钉（全螺纹）0824-0302-08~0824-0302-40
816 枚 高值耗材 甲类

6034315
金属锁定接骨板系统APSMetalPlate+ScrewSystem\锁定金属骨螺

钉（全螺纹）0827-0302-08~0827-0302-60
800 枚 高值耗材 甲类

6034316
金属锁定接骨板系统APSMetalPlate+ScrewSystem\锁定金属骨螺

钉（全螺纹）0840-0302-10~0840-0302-58
800 枚 高值耗材 甲类

6034317
金属锁定接骨板系统APSMetalPlate+ScrewSystem\锁定金属骨螺

钉（全螺纹）0840-0302-60~0840-0302-95
800 枚 高值耗材 甲类

6034318
金属锁定接骨板系统APSMetalPlate+ScrewSystem\锁定金属骨螺

钉（全螺纹0850-0302-12~0850-0302-55
816 枚 高值耗材 甲类



6034319
金属锁定接骨板系统APSMetalPlate+ScrewSystem\锁定金属骨螺

钉（全螺纹0850-0302-60~0850-0302-120
816 枚 高值耗材 甲类

6034320
金属锁定接骨板系统（爱派司金属锁定骨钉骨板系统组）\锁定金属

骨螺钉（全螺纹）0815-0302-06~0815-0302-30
800 枚 高值耗材 甲类

6034321
金属锁定接骨板系统（爱派司金属锁定骨钉骨板系统组）\锁定金属

骨螺钉（全螺纹）0820-0302-06~0820-0302-30
800 枚 高值耗材 甲类

6034322
金属锁定接骨板系统APSMetalPlate+ScrewSystem\远端锁骨钩骨

板（Hook）0000-0000-03;0000-0001-03
1035.78 块 高值耗材 甲类

6034323
金属锁定接骨板系统APSMetalPlate+ScrewSystem\远端锁骨钩骨

板（Hook）0000-0000-04;0000-0001-04
8160 块 高值耗材 甲类

6034324
金属锁定接骨板系统APSMetalPlate+ScrewSystem\远端锁骨钩骨

板（Hook）0000-0000-05;0000-0001-05
8160 块 高值耗材 甲类

6034325
金属锁定接骨板系统APSMetalPlate+ScrewSystem\远端锁骨钩骨

板（Hook）0000-0001-06;0000-0000-06
8160 块 高值耗材 甲类

6034326
金属锁定接骨板系统（爱派司金属锁定骨钉骨板系统组）\远端锁骨

钩骨板(CAS/CAM0002-0000-02~0002-0001-14
1035.78 块 高值耗材 甲类

6034327
金属锁定接骨板（爱派司金属锁定骨钉骨板系统组）\直式加压L型

骨板(迷你锁定板)1600-1215-03；1600-1215-04
1079.9 块 高值耗材 甲类

6034328

金属锁定接骨板（爱派司金属锁定骨钉骨板系统组）\直式加压Y型

骨板(迷你锁定板)1600-1216-05；1600-1216-06；1600-1216-

07

1079.9 块 高值耗材 甲类

6034329
金属锁定接骨板（爱派司金属锁定骨钉骨板系统组）\直式加压弧型

骨板(迷你锁定板)1600-1217-08
1079.9 块 高值耗材 甲类



6034330
金属锁定接骨板（爱派司金属锁定骨钉骨板系统组）\直式加压X型

骨板(迷你锁定板)1600-1219-04
1079.9 块 高值耗材 甲类

6034331
金属锁定接骨板（爱派司金属锁定骨钉骨板系统组）\直式加压H型

骨板(迷你锁定板)1600-1218-04
1079.9 块 高值耗材 甲类

6034332
金属锁定接骨板（爱派司金属锁定骨钉骨板系统组）\跟骨外侧一型

骨板(迷你锁定板)1600-1313-04~1600-1313-12
1093.1 块 高值耗材 甲类

6034333

金属锁定接骨板（爱派司金属锁定骨钉骨板系统组）\跟骨外侧Y型

骨板(迷你锁定板)1600-1316-05；1600-1316-06；1600-1316-

07

1093.1 块 高值耗材 甲类

6034334
金属锁定接骨板（爱派司金属锁定骨钉骨板系统组）\跟骨外侧X型

骨板(迷你锁定板)1600-1319-04
1093.1 块 高值耗材 甲类

6034335
金属锁定接骨板（爱派司金属锁定骨钉骨板系统组）\跟骨外侧H型

骨板(迷你锁定板)1600-1318-04
1093.1 块 高值耗材 甲类

6034336
金属锁定接骨板（爱派司金属锁定骨钉骨板系统组）\跟骨外侧弧型

骨板(迷你锁定板)1600-1317-08
1093.1 块 高值耗材 甲类

6034337
金属锁定接骨板（爱派司金属锁定骨钉骨板系统组）\跟骨外侧L型

骨板(迷你锁定板)1600-1315-03；1600-1315-04
1093.1 块 高值耗材 甲类

6034338
金属锁定接骨板系统APSMetalPlate+ScrewSystem\胫骨远端外侧

骨板0702-0000-04;0702-0001-04
1161.6 块 高值耗材 甲类

6034339
金属锁定接骨板系统APSMetalPlate+ScrewSystem\胫骨远端外侧

骨板0702-0000-06;0702-0001-06;0702-0000-08;0702-0001-08
8160 块 高值耗材 甲类

6034340
金属锁定接骨板系统APSMetalPlate+ScrewSystem\胫骨远端外侧

骨板0702-0000-10;0702-0001-10;0702-0000-12;0702-0001-12
1161.6 块 高值耗材 甲类



6034341
金属锁定接骨板系统（爱派司金属锁定骨钉骨板系统组）\腓骨远端

外侧骨板(FDH)0602-0000-02~0602-0001-14
1035.78 块 高值耗材 甲类

6034342
金属锁定接骨板系统（爱派司金属锁定骨钉骨板系统组）\无头骨螺

钉（全螺纹）0828-0202-08~0828-0202-20
3200 枚 高值耗材 甲类

6034343
金属锁定接骨板系统（爱派司金属锁定骨钉骨板系统组）\无头骨螺

钉（全螺纹）0828-0202-22~0828-0202-30
3200 枚 高值耗材 甲类

6034344
金属锁定接骨板系统（爱派司金属锁定骨钉骨板系统组）\无头骨螺

钉（全螺纹）0836-0202-16~0836-0202-30
3500 枚 高值耗材 甲类

6034345
金属锁定接骨板系统（爱派司金属锁定骨钉骨板系统组）\无头骨螺

钉（全螺纹）0836-0202-32~0836-0202-60；
3500 枚 高值耗材 甲类

6034346
金属锁定接骨板系统（爱派司金属锁定骨钉骨板系统组）\无头骨螺

钉（全螺纹）0841-0202-16~0841-0202-34
3600 枚 高值耗材 甲类

6034347
金属锁定接骨板系统（爱派司金属锁定骨钉骨板系统组）\无头骨螺

钉（全螺纹）0841-0202-36~0841-0202-75；
3600 枚 高值耗材 甲类

6034348
金属锁定接骨板系统（爱派司金属锁定骨钉骨板系统组）\无头骨螺

钉（全螺纹）0847-0202-20~0847-0202-110
3600 枚 高值耗材 甲类

6034349
金属锁定接骨板系统（爱派司金属锁定骨钉骨板系统组）\无头骨螺

钉（全螺纹）0855-0202-25~0855-0202-50
3600 枚 高值耗材 甲类

6034350
金属锁定接骨板系统（爱派司金属锁定骨钉骨板系统组）\无头骨螺

钉（全螺纹）0855-0202-55~0855-0202-110
3600 枚 高值耗材 甲类

6034351
金属锁定接骨板系统（愛派司金屬鎖定骨釘骨板系統組）\迫紧螺钉

全螺纹0835-0302-08~0835-0302-30
1200 枚 高值耗材 甲类



6034352
金属锁定接骨板系统（愛派司金屬鎖定骨釘骨板系統組）\迫紧螺钉

全螺纹0835-0302-32~0835-0302-55
1200 枚 高值耗材 甲类

6034353
金属锁定接骨板系统（愛派司金屬鎖定骨釘骨板系統組）\迫紧螺钉

全螺纹0835-0302-60~0835-0302-90
1200 枚 高值耗材 甲类

6034354
金属锁定接骨板系统（愛派司金屬鎖定骨釘骨板系統組）\双螺纹锁

定螺钉2050-0304-12~2050-0304-135
1200 枚 高值耗材 甲类

6034355 金属解剖型接骨板重建骨板(四肢)A,3-20孔，长度16- 4200 块 高值耗材 甲类

6034356 脊柱后路固定板系统脊柱后路螺钉φ1.5*6-32mmHAQ01 196 枚 高值耗材 甲类

6034363 膝关节假体-股骨假体PSII型 13072.5 个 高值耗材 甲类

6034364 膝关节假体-胫骨托固定平台II型（PSII） 11210 个 高值耗材 甲类

6034365 膝关节半月板假体-固定平台PSI型 2474 个 高值耗材 甲类

6034368 金属脊柱内固定器/脊柱钉棒固定系统-横连器II型 1700 枚 高值耗材 非类

6034370 髋关节假体（髋臼外杯） 1100 个 高值耗材 甲类

6034371 髋关节假体（髋臼内衬） 2065 个 高值耗材 甲类



6034373 髋关节假体（股骨头） 1880 个 高值耗材 甲类

6034374 髋关节假体（钛钉） 280 个 高值耗材 甲类

6034375 髋关节假体（股骨柄） 1100 个 高值耗材 甲类

6034377 膝关节假体（股骨髁）B1001+R 17000 个 高值耗材 甲类

6034378 膝关节假体（股骨髁）B1001+L 17000 个 高值耗材 甲类

6034386 膝关节假体（胫骨垫）B2078-9 4750 个 高值耗材 甲类

6034387 膝关节假体（胫骨垫）B2078-9+ 8500 个 高值耗材 甲类

6034391 膝关节假体（胫骨托）B3001+R 14000 个 高值耗材 甲类

6034393 膝关节假体（胫骨托）B3001+L 14000 个 高值耗材 甲类

6034401 金属带锁髓内钉（金属带锁髓内钉（股骨钉I型）（标准型）） 836 根 高值耗材 甲类

6034404
金属带锁髓内钉（金属带锁髓内钉（胫骨钉I型））SNJ01-01；φ

8.0-12.5；L：240~360（每10mm为一规格）
763.82 根 高值耗材 甲类



6034405 金属带锁髓内钉（金属带锁髓内钉（股骨钉III型）（分左右）） 836 根 高值耗材 甲类

6034409 金属带锁髓内钉（金属带锁髓内钉（锁钉02）） 1250 枚 高值耗材 非类

6034410
金属带锁髓内钉（金属带锁髓内钉（锁钉04））SNSD04；φ4.0；

L：20~95/φ4.5,φ4.9；L：25~100
1190 枚 高值耗材 非类

6034411 金属带锁髓内钉（金属带锁髓内钉（锁钉06）） 1488 枚 高值耗材 非类

6034413 金属带锁髓内钉（金属带锁髓内钉（锁钉01）） 1250 枚 高值耗材 非类

6034414 金属带锁髓内钉（金属带锁髓内钉（尾帽1）） 1071 枚 高值耗材 非类

6034415 金属带锁髓内钉（金属带锁髓内钉（尾帽2）） 1071 枚 高值耗材 非类

6034416 金属带锁髓内钉（金属带锁髓内钉（尾帽3））SNWM03 1071 枚 高值耗材 非类

6034417 颅颌面外科内固定系统04.503.702(MatrixMANDIBLE微型张 1845 块 高值耗材 甲类

6034418 颅颌面外科内固定系统04.503.704(MatrixMANDIBLE微型张 1845 块 高值耗材 甲类

6034419 颅颌面外科内固定系统04.503.756(MatrixMIDFACE适形板 3687.3 块 高值耗材 甲类



6034420 颅颌面外科内固定系统04.503.(406-416).01C(MatrixMANDI 739.5 颗 高值耗材 甲类

6034424 人工髋关节假体烧结髋臼杯系统/单半径髋臼杯36mm~70mm 16150 个 高值耗材 甲类

6034427 人工髋关节假体/微孔全髋臼-髋臼杯（多半径型）36mm~68mm 10450 个 高值耗材 甲类

6034428 人工髋关节假体/微孔全髋臼-髋臼杯（I型）36mm~68mm 500 个 高值耗材 甲类

6034429 人工髋关节假体/双极头-双极杯36mm~68mm 2450 个 高值耗材 甲类

6034430 双极头-双极卡环36mm~68mm 950 个 高值耗材 甲类

6034431 双极头-双极内衬Ф36-22.225mm~Ф44-22.225mm 1870 个 高值耗材 甲类

6034432 双极头-双极内衬Ф46-28mm~Ф68-28mm 1870 个 高值耗材 甲类

6034433 双极头-双极内衬Ф52-32mm~Ф68-32mm 1870 个 高值耗材 甲类

6034434
人工髋关节假体/微孔全髋臼-髋臼内衬（+4,10°型）Ф36-

22.225mm~Ф44-22.225mm
3896.9 个 高值耗材 甲类

6034440
微孔全髋臼-髋臼内衬（标准型）Ф36-22.225mm~Ф44-

22.225mm
2050 个 高值耗材 甲类



6034441 微孔全髋臼-髋臼内衬（标准型）Ф46-28mm~Ф68-28mm 2050 个 高值耗材 甲类

6034442 微孔全髋臼-髋臼内衬（标准型）Ф52-32mm~Ф68-32mm 2050 个 高值耗材 甲类

6034443 人工髋关节假体/聚乙烯全髋臼-防脱位Ⅰ36mm~72mm 2394 个 高值耗材 甲类

6034444
人工髋关节假体-高交联髋臼内衬/高交联髋臼内衬

+236/22.225~46/22.225
4987.5 个 高值耗材 甲类

6034449
人工髋关节假体-高交联髋臼内衬/高交联髋臼内衬+410°

36/22.225~46/22.225
4500 个 高值耗材 甲类

6034450
人工髋关节假体-高交联髋臼内衬/高交联髋臼内衬+410°44/24；

46/24~44/28；46/28
4500 个 高值耗材 甲类

6034451
人工髋关节假体-高交联髋臼内衬/高交联髋臼内衬+410°

48/28~56/28
4500 个 高值耗材 甲类

6034452
人工髋关节假体-高交联髋臼内衬/高交联髋臼内衬+410°

48/32~70/32
4500 个 高值耗材 甲类

6034453
人工髋关节假体-高交联髋臼内衬/高交联髋臼内衬+410°

52/36~70/36
4500 个 高值耗材 甲类

6034454 人工髋关节假体髋臼内衬/陶瓷髋臼内衬44/28~62/28 1140 个 高值耗材 甲类

6034458 人工髋关节假体高碳钴铬钼球头/高碳钴铬钼球头36-3 8547 个 高值耗材 甲类



6034459 人工髋关节假体高碳钴铬钼球头/高碳钴铬钼球头36-4 8547 个 高值耗材 甲类

6034460 人工髋关节假体高碳钴铬钼球头/高碳钴铬钼球头36+0 8547 个 高值耗材 甲类

6034461 人工髋关节假体高碳钴铬钼球头/高碳钴铬钼球头36+3 8547 个 高值耗材 甲类

6034462 人工髋关节假体高碳钴铬钼球头/高碳钴铬钼球头36+4 8547 个 高值耗材 甲类

6034463 人工髋关节假体高碳钴铬钼球头/高碳钴铬钼球头36+6 8547 个 高值耗材 甲类

6034464 人工髋关节假体高碳钴铬钼球头/高碳钴铬钼球头36+8 8547 个 高值耗材 甲类

6034465 人工髋关节假体高碳钴铬钼球头/高碳钴铬钼球头36+9~36+15 8547 个 高值耗材 甲类

6034466
人工髋关节假体高碳钴铬钼球头/高碳钴铬钼球头22.225-3.5；

22.225+0~28-3.5；28+0；28+3.5
8547 个 高值耗材 甲类

6034469 人工髋关节假体/球头32-4mm~32+12mm 2400 个 高值耗材 甲类

6034470 人工髋关节假体/球头22+0mm 2400 个 高值耗材 甲类

6034471 人工髋关节假体/球头22+3mm 2400 个 高值耗材 甲类



6034472 人工髋关节假体/球头28-4mm 2400 个 高值耗材 甲类

6034473 人工髋关节假体/球头28+0mm~28+12mm； 2400 个 高值耗材 甲类

6034474
人工髋关节假体陶瓷球头/陶瓷球头

28S;28M;28L;32S;32M;32L;32XL~40S;40M;40L;40XL
2571 个 高值耗材 甲类

6034475

人工髋关节假体/髋臼螺钉

20*5.0mm;20*5.5mm;20*6.5mm~35*5.0mm；35*5.5mm；

35*6.5mm

450 个 高值耗材 甲类

6034477

人工髋关节假体烧结髋臼杯系统/髋臼钉

20*5.0mm;20*5.5mm;20*6.5mm~35*5.0mm;35*5.5mm;35*6.5

mm

684 个 高值耗材 甲类

6034479 人工髋关节假体烧结髋臼杯系统/髋臼杯堵通用 1140 个 高值耗材 非类

6034480 人工髋关节假体烧结髋臼杯系统/髋臼杯堵I通用I 1330 个 高值耗材 非类

6034481
人工髋关节假体股骨柄系统/无领双锥度全涂层柄Ⅲ型（羟基磷灰石

喷涂）0#;0.5#~10.5#;11#
2310 个 高值耗材 甲类

6034482
人工髋关节假体股骨柄系统/无领双锥度全涂层柄Ⅱ型（羟基磷灰石

喷涂）0#~12#
17024 个 高值耗材 甲类

6034484 人工髋关节假体/股骨柄（直柄）1#(115,26.2,135°,13,128.5) 8690 个 高值耗材 甲类

6034503 人工髋关节假体/股骨柄/直柄HXDZ441#(128,32.8,130°,134.1) 9500 个 高值耗材 甲类



6034504 人工髋关节假体/股骨柄/直柄HXDZ442#(132,33.9,130°,139.2) 9500 个 高值耗材 甲类

6034505 人工髋关节假体/股骨柄/直柄HXDZ443#(137,35,130°,144.3) 9500 个 高值耗材 甲类

6034506 人工髋关节假体/股骨柄/直柄HXDZ444#(141,36.1,130°,148.4) 9500 个 高值耗材 甲类

6034507 人工髋关节假体/股骨柄/直柄HXDZ445#(145,37.2,130°,152.5) 9500 个 高值耗材 甲类

6034508 人工髋关节假体/股骨柄/直柄HXDZ446#(150,38.2,130°,157.6) 9500 个 高值耗材 甲类

6034509 人工髋关节假体/股骨柄/直柄HXDZ447#(154,39.4,130°,159.3) 9500 个 高值耗材 甲类

6034510 人工髋关节假体/股骨柄/直柄HXDZ448#(159,40.6,130°,167.1) 9500 个 高值耗材 甲类

6034511 人工髋关节假体/股骨柄/直柄HXDZ449#(163,41.8,130°,172.2) 9500 个 高值耗材 甲类

6034512 人工髋关节假体/股骨柄/直柄HXDZ4410#(168,43,130°,177.5) 9500 个 高值耗材 甲类

6034513 人工髋关节假体/股骨柄/直柄HXDZ4411#(173,44.2,130°,182.6) 9500 个 高值耗材 甲类

6034514 人工髋关节假体/股骨柄/直柄HXDZ4412#(178,45.4,130°,187.7) 9500 个 高值耗材 甲类



6034515 人工髋关节假体/股骨柄/直柄HXDZ4413#(183,47.8,130°,194) 9500 个 高值耗材 甲类

6034516 人工髋关节假体/股骨柄/直柄HXDZ4414#(188,49.3,130°,200.3) 9500 个 高值耗材 甲类

6034519 人工髋关节假体烧结股骨柄系统/三锥度楔形骨量保留柄I1#~13# 9975 个 高值耗材 甲类

6034520 人工髋关节假体/股骨柄-直柄（圆柱锥形柄I）1#~18# 12777 个 高值耗材 甲类

6034521 人工髋关节假体/股骨柄-直柄（圆柱锥型柄II）1#~18# 13528 个 高值耗材 甲类

6034522
人工髋关节假体/股骨柄-直柄（三锥度楔形骨量保留柄I）

1#~15#；
10944 个 高值耗材 甲类

6034523 人工髋关节假体/股骨柄-直柄（三锥度股骨柄）1#~18# 9640 个 高值耗材 甲类

6034524 人工髋关节假体/股骨柄-弯柄（无领双锥度全涂层柄I型）1#~9#； 4747 个 高值耗材 甲类

6034526 人工髋关节假体/股骨柄-直柄（圆肩）Ⅰ01#~7# 4461 个 高值耗材 甲类

6034527 人工髋关节假体/中置器8mm~20mm 1330 个 高值耗材 非类

6034528 人工髋关节假体/远端塞Ⅰ6mm~28mm 1581 个 高值耗材 非类



6034529
人工髋关节假体/股骨柄（直柄）1-1#(165,42,135°,14,194.7)~1-

7#(165,44,135°,20,195.2)
16765 个 高值耗材 甲类

6034539 人工膝关节/股骨髁-高屈曲后稳定型1L~8L 2133 个 高值耗材 甲类

6034540 人工膝关节/股骨髁-高屈曲后稳定型1R~8R 2133 个 高值耗材 甲类

6034541

人工膝关节/胫骨垫-后稳定型

II1#(6/7/8/10/12/14/16/18/20)~10#(6/7/8/10/12/14/16/18/2

0)

350 个 高值耗材 甲类

6034544 人工膝关节/胫骨托I1L~9L 650 个 高值耗材 甲类

6034545 人工膝关节/胫骨托I1R~9R 650 个 高值耗材 甲类

6034546 人工膝关节/髌骨I1#~4# 2000 个 高值耗材 甲类

6034565 可折断万向钉SP01（6.5长度25～65mm） 2937 只 高值耗材 甲类

6034566 可折断万向钉 4196.25 只 高值耗材 甲类

6034571 连接棒 2937 根 高值耗材 甲类

6034581 椎间融合器SF01(高度10，长度20/22/26） 8400 个 高值耗材 甲类



6034590 脊柱后路内固定系统+EXP复位螺钉 8000 枚 高值耗材 甲类

6034592 髋臼系统+R320°IDXLPE髋臼内衬71334940～71337662 6000 个 高值耗材 甲类

6034593 全膝关节系统-锆铌合金股骨髁+LEGION锆铌合金后稳定型股骨髁 42500 个 高值耗材 甲类

6034594 全膝系统-胫骨托71420160~71420191 8500 个 高值耗材 甲类

6034595 固定带袢钛板800800200-800800500 3500 块 高值耗材 非类

6034607 不可吸收带线锚钉 3580 颗 高值耗材 甲类

6034620 固定带袢钛板800802500-800803000 5680 块 高值耗材 非类

6034630 胶原基骨修复材料S5，φ10*8*5mm 4000 盒 高值耗材 甲类

6034644 脊柱前路钉板系统颈椎前路板用钉FJQ-D 2093 枚 高值耗材 甲类

6034662 颈椎后路钉板系统颈椎后路板FJH-A07 6697 块 高值耗材 甲类

6034664 颈椎后路钉板系统颈椎后路板用钉FJH-A02 1225 枚 高值耗材 甲类



6034676 脊柱后路内固定系统单轴钉CFS03 3895 枚 高值耗材 甲类

6034684 枕颈胸后路内固定系统Fix万向螺钉ZJX-D5 2760 枚 高值耗材 甲类

6034685 枕颈胸后路内固定系统压紧螺塞ZJX-D4 404 枚 高值耗材 非类

6034687 枕颈胸后路内固定系统枕骨钛板ZJX-b1 6640 块 高值耗材 甲类

6034689 枕颈胸后路内固定系统枕骨螺钉ZJX-D1 801 枚 高值耗材 甲类

6034692 枕颈胸后路内固定系统直钛棒ZJX-B1 1200 支 高值耗材 甲类

6034693 枕颈胸后路内固定系统弯钛棒ZJX-B2 2443 支 高值耗材 甲类

6034695 枕颈胸后路内固定系统横连接棒ZJX-B3 1710 支 高值耗材 非类

6034696 枕颈胸后路内固定系统横连接钩ZJX-G1 900 个 高值耗材 非类

6034700 脊柱后路钉棒系统横向连接棒FJB4 315 支 高值耗材 非类

6034710 肩关节假体肱骨头 37620 个 高值耗材 甲类



6034712 脊柱后路钉棒系统六方头连接棒FJB1长度：40-90mm 3150 个 高值耗材 甲类

6034713 脊柱后路钉棒系统六方头连接棒FJB1长度：200-500mm 2600 支 高值耗材 甲类

6034714 脊柱后路钉棒系统X横连FJG4 2941 个 高值耗材 非类

6034731 脊柱后路钉棒系统M螺塞FJG6 1211 个 高值耗材 甲类

6034732 脊柱后路钉棒系统横连螺塞FJG4 300 枚 高值耗材 非类

6034740 椎体工作通道系统（经皮穿刺针）经皮穿刺针FQNC01 1800 枚 高值耗材 非类

6034742 椎体工作通道系统（扩张器）扩张器FQNK01 1800 枚 高值耗材 非类

6034743 椎体工作通道系统（骨钻）骨钻FQNZ01 1500 枚 高值耗材 非类

6034744 椎体工作通道系统（骨导向器）骨导向器FQNG01 1980 枚 高值耗材 非类

6034745 脊柱骨水泥S-MV-20(M20g/10mL) 3800 盒 高值耗材 甲类

6034749
脊柱内固定系统（椎弓根多轴长臂螺钉）直径：4mm-8.5mm，长

度：20mm-65mm RP4020-RP7550
5016 个 高值耗材 甲类



6034755
脊柱内固定系统(金属矫形用棒)PNB01：直径6.0mm，长度55～

500mm
922 个 高值耗材 甲类

6034761
脊柱内固定系统（钛合金-直棒）棒直径：6.0mm，棒长度：

40mm-90mm
2394 个 高值耗材 甲类

6034766
脊柱内固定系统(横向连接装置)PNHL01：宽度6.0mm，杆长度40-

80m
1901 个 高值耗材 非类

6034769 脊柱内固定系统(紧定螺钉)PNLD05：长度4.9mm 74 个 高值耗材 甲类

6034772 脊柱内固定系统（螺塞）D(mm):10SB100；SA100 735 个 高值耗材 甲类

6034777 椎间融合器26*9*8-26*9*16mm；30*9*8-30*9*16 15800 个 高值耗材 甲类

6034780 椎间融合器BN00925-BN41527: 7995 个 高值耗材 甲类

6034786 椎体成形术器械（穿刺系统）ZTQX012，ZTQX1314 1140 个 高值耗材 非类

6034789 椎体成形术器械（骨水泥注入系统）ZTQX910 1940 个 高值耗材 非类

6034790 同种骨植入材料SZGX-DG\SDΦ(1.0-9.9mm)3g 3040 个 高值耗材 非类

6034803
颈椎后路内固定系统(万向椎弓根螺钉)GJD-V直径：3.5、4.0mm，

长度：12
2770 个 高值耗材 甲类



6034805
脊柱内固定系统(金属矫形用棒)RF-S-01直径：3.5mm，长度：60-

26
1500 个 高值耗材 甲类

6034806 脊柱内固定系统(横向连接钩)HLG03宽度：3.5mm，长度：12mm 562.6 套 高值耗材 非类

6034807 颈椎后路内固定系统(紧定螺钉)GJD-Ⅴ直径：6.1mm 263 个 高值耗材 非类

6034812 颈椎后路内固定系统(颈椎钢板)GJD-V长度：31、37、45mm 3000 个 高值耗材 甲类

6034813
颈椎后路内固定系统(枕骨螺钉)GJD-Ⅴ直径：4.5mm、5.2mm，长

度
536 个 高值耗材 甲类

6034819
脊柱内固定系统(金属矫形用钉)PND01：直径4.5～7.5mm，长度

25～
3850 个 高值耗材 甲类

6034827
脊柱内固定系统(金属矫形用钉)PND02：直径4.5～7.5mm，长度

25～
2529 个 高值耗材 甲类

6034832 椎间融合器型号：XYZ 8790 个 高值耗材 甲类

6034834 同种骨植入材料松质骨小块SZGXK3cm3 2800 盒 高值耗材 非类

6034835 同种骨植入材料松质骨小块SZGXK5cm3 4332 盒 高值耗材 非类

6034841 同种骨植入材料松质骨条SZGT2cm3 2400 盒 高值耗材 非类



6034978 膝关节假体+NEXGEN后置股骨垫块 3000 个 高值耗材 甲类

6034988 脊柱前路内固定板 9600 块 高值耗材 甲类

6034989 金属解剖型接骨板 3200 块 高值耗材 甲类

6034993 金属脊柱接骨板系统/胸腰椎前路钛板系统II型 19800 块 高值耗材 甲类

6034995 金属脊柱接骨板系统/多向钉 4980 颗 高值耗材 甲类

6035010 同种骨植入材料通用同种骨-混合骨小块（表面脱矿 2500 袋 高值耗材 非类

6035011 同种骨植入材料骨内固定器-专用骨件（深冻、冻干 17550 袋 高值耗材 非类

6035013 同种骨植入材料骨内固定器-专用骨件（骨柱）（深 6080 盒 高值耗材 非类

6035083
金属脊柱内固定器/脊柱钉棒固定系统-连接棒长度210-500mm，直

径5.0-6.0mm/USS-CAI型
2087 枚 高值耗材 甲类

6035084
金属脊柱内固定器/脊柱钉棒固定系统-连接棒长度30-200mm，直

径5.0-6.0mm/USS-
788 枚 高值耗材 甲类

6035089 锁定型金属接骨板固定系统YSDC0918孔 55000 个 高值耗材 甲类



6035090
膝关节假体(骨水泥型)-Gemini活动平台CR假体318-431／

12~318-448／18
3610 个 高值耗材 甲类

6035091
膝关节假体(骨水泥型)-Gemini活动平台CR假体胫骨托318-312

（313）／01~318-312（313
9800 个 高值耗材 甲类

6035093
金属脊柱内固定器/脊柱钉棒固定系统-多轴钉长度10-50mm，直径

3.0-5.0mm/CSS型
3557 块 高值耗材 甲类

6035094
金属脊柱内固定器/脊柱钉棒固定系统-连接棒长度100-

400mm/CSS型
1590 枚 高值耗材 甲类

6035096 金属脊柱内固定器/脊柱钉棒固定系统-螺母直径4-12mm/CSS型 396 枚 高值耗材 非类

6035098 髋关节假体生物型股骨柄BG-IX-12# 10335 个 高值耗材 甲类

6035099 髋关节假体陶瓷球头28-S 10000 个 高值耗材 甲类

6035101 脊柱后路固定板系统 4孔*25-32mm，纯钛，开门钛板/YJQ 05 4900 块 高值耗材 甲类

6035106 颅颌骨内固定夹板LQ28 2800 块 高值耗材 甲类

6035109 同种异体骨植入材料深冻松质骨块，（10-30mm）*（10-4 3586 袋 高值耗材 非类

6035117 肿瘤型膝关节假体3# 69300 套 高值耗材 甲类



6035118 金属锁定接骨板系统（半螺纹锁定螺钉）0828-0304-60 1698 枚 高值耗材 甲类

6035119 金属锁定接骨板系统（半螺纹锁定螺钉）0828-0304-63 1698 枚 高值耗材 甲类

6035120 金属锁定接骨板系统（股骨远端外侧骨板）0502-0000-06 8160 枚 高值耗材 甲类

6035121 前路颈椎椎间融合器（融合器固定夹）MC1005T 7950 个 高值耗材 甲类

6035122 前路颈椎椎间融合器（融合器固定夹）MC1006T 7950 个 高值耗材 甲类

6035123 前路颈椎椎间融合器（颈椎融合器）MC1341P 11262 个 高值耗材 甲类

6035124 前路颈椎椎间融合器（颈椎融合器）MC1342P 11262 个 高值耗材 甲类

6035125 前路颈椎椎间融合器（颈椎融合器）MC1343P 11262 个 高值耗材 甲类

6035127 金属解剖型接骨板重建骨板（锁骨）A，3-20孔，长度1 3150 块 高值耗材 甲类

6035130 金属解剖型接骨板手足部骨板（掌骨）A，2-22孔，长 1680 块 高值耗材 甲类

6035131 金属直型接骨板1/3管形接骨板（桡骨）A，2-20孔， 3010 块 高值耗材 甲类



6035146 脊柱固定系统脊柱钉及附件-脊柱钉椎弓根螺钉（ 3664 枚 高值耗材 甲类

6035147 脊柱固定系统脊柱钉及附件-脊柱钉长臂椎弓根螺 2755 枚 高值耗材 甲类

6035150 脊柱固定系统连接棒φ5.5*400mm，钛合金/JJX-I 3273 个 高值耗材 甲类

6035151 脊柱固定系统脊柱钉及附件-附件螺塞M9，钛合 499 个 高值耗材 甲类

6035155 全膝关节系统（LEGIONNarrow后稳定型股骨髁）71933653 26100 个 高值耗材 甲类

6035157 全膝系统（后稳定型胫骨衬垫）71420816 4200 个 高值耗材 甲类

6035271 脊柱椎间融合器RHQ06长度：50mm，宽度18mm，高度 12670 个 高值耗材 甲类

6035279 金属解剖型接骨板髁骨板（胫骨远端胫侧）A，9孔，长 5140 块 高值耗材 甲类

6035283 金属解剖型接骨板髁骨板（腓骨远端前侧）A左，3孔 3010 块 高值耗材 甲类

6035295 颅颌面外科内固定系统04.503.718（MatrixMANDIBLE固定板 4539 块 高值耗材 甲类

6035298 带锁髓内钉股骨粗隆间，φ10*180mm，DDSIV 3745 个 高值耗材 甲类



6035303 带锁髓内钉拉力螺钉，φ10.3*85 7800 个 高值耗材 非类

6035305
金属锁定接骨板-肱骨近端锁定板-1SDP-13，3孔，长度：90mm，

宽度：1
798.45 块 高值耗材 甲类

6035306 金属锁定接骨螺钉直径：3.5，长度30mm，全螺纹自攻 648 颗 高值耗材 甲类

6035309
胸腰椎后路钉棒内固定系统-长尾万向椎弓根钉型号：II型（非灭

菌）直径：6.5mm
2520 个 高值耗材 甲类

6035310
胸腰椎后路钉棒内固定系统-锁紧螺丝型号：II型（非灭菌）规格：

M9
588 颗 高值耗材 甲类

6035311
胸腰椎后路钉棒内固定系统-直型棒型号：II型（非灭菌）直径：

6.0mm
1860 个 高值耗材 甲类

6035317
金属锁定接骨板-桡骨远端掌侧柱锁定板SDYZ-41，3孔，长度：

51mm，宽度：
795.82 块 高值耗材 甲类

6035319 金属锁定接骨螺钉型号：HAZ03，直径：2.4，长度20mm 960 颗 高值耗材 甲类

6035320 金属锁定接骨螺钉型号：HAZ03，直径：2.0，长度10mm 648 颗 高值耗材 甲类

6035321
金属锁定接骨板-直型锁定板-3SDP(YZ)-91，5孔，长度：

29.5mm，
847.17 块 高值耗材 甲类

6035322 骨科用外固定支架-针-杆固定夹（PEEK）FE8P-J030 822 个 高值耗材 非类



6035323 骨科用外固定支架-杆-杆固定夹（PEEK）FE8P-J020 835 个 高值耗材 非类

6035324 骨科用外固定支架-连接杆FE8P-T400 691 个 高值耗材 非类

6035325 骨科用外固定支架-半环框（中号）FE8M型 900 个 高值耗材 非类

6035326 骨牵引针-5mm骨针FE8M-1518 1200 支 高值耗材 非类

6035327
金属锁定接骨板-腓骨远端锁定板SDP-38，4孔，长度：72.5mm，

宽度
750.34 块 高值耗材 甲类

6035329
金属锁定接骨板-上肢有限接触锁定板SDYZ-28，7孔，长度：

124mm，宽度
836.23 块 高值耗材 甲类

6035330 金属锁定接骨螺钉型号：HAZ03，直径：2.7，长度12mm 1020 颗 高值耗材 甲类

6035331
金属锁定接骨板-重建锁定板SDP-06，12孔，长度：210mm，宽

度
847.17 块 高值耗材 甲类

6035333 空心接骨螺钉KDLW104，直径：3.0，长度30mm 171.25 颗 高值耗材 甲类

6035334 空心接骨螺钉SDP-06，12孔，长度：210mm，宽度 171.25 颗 高值耗材 甲类

6035336 椎间融合器-腰椎融合器YZRH-1，高度：10mm，，宽度：10mm 4920 个 高值耗材 甲类



6035338 肿瘤型膝关节假体φ9*102 42471 套 高值耗材 甲类

6035343 金属解剖型接骨板JPLZ06高尔夫球棒型骨板（胫骨平 4900 块 高值耗材 甲类

6035358 金属解剖型接骨板JPKZ13髁骨板（肱骨近端）右A5孔 3136 块 高值耗材 甲类

6035363
金属锁定接骨板-股骨远端锁定板-3SDP-59，9孔，长度：

270mm，宽度：
7740 块 高值耗材 甲类

6035365
金属锁定接骨板-胫骨远端内侧锁定板SDP-09，11孔，长度：

213mm，宽度
841 块 高值耗材 甲类

6035367 金属锁定接骨螺钉型号：HAZ03，直径：5.0，长度50mm 1140 颗 高值耗材 甲类

6035368
金属脊柱接骨板系统/颈椎前路钛板系统Ⅲ型板，19mm，4孔

/ACPSIII
12967 块 高值耗材 甲类

6035369
金属脊柱接骨板系统/颈椎前路钛板系统Ⅲ型自攻钉，φ

3.5*16mm/ACPSIII
1105 块 高值耗材 甲类

6035370 脊柱椎间融合器/脊柱椎间融合器高度7mm/RHQ02 8800 个 高值耗材 甲类

6035371 脊柱椎间融合器/脊柱椎间融合器高度6mm/RHQ02 8800 个 高值耗材 甲类

6035372
金属带锁髓内钉-股骨带锁髓内钉SGG-IS(K)，直径11.0，长度

360mm
986.9 根 高值耗材 甲类



6035373
金属带锁髓内钉-伽玛带锁髓内钉φ5.0锁钉SGM-IIS(K)，直径5.0，

长度50mm
1260 颗 高值耗材 非类

6035374 金属带锁髓内钉-股骨带锁髓内钉封帽SGG-IIS(K)，M10，长度20 540 颗 高值耗材 非类

6035375
金属脊柱接骨板系统/颈椎前路钛板系统III型板，长度38mm，6孔

/ACPSIII
12967 块 高值耗材 甲类

6035376
金属脊柱接骨板系统/颈椎前路钛板系统III型自攻钉，

3.5*18mm/ACPSIII
1105 块 高值耗材 甲类

6040015 脑脊液分流管及附件93522 3699 套 高值耗材 甲类

6040016 脑脊液分流管及附件91503 4199 套 高值耗材 甲类

6040018 脑脊液分流管及附件44010 3180 套 高值耗材 非类

6040021 体外引流及监测系统46700 1500 套 高值耗材 非类

6040025 脑室外引流及监测导管26020 2300 套 高值耗材 非类

6040026 腰椎外引流及监测系统27303 3000 套 高值耗材 非类

6040028 神经补片10640296*8 4990 片 高值耗材 甲类



6040029 神经补片10640454*5 3200 片 高值耗材 甲类

6040033 颅骨固定钛网及螺钉系统FM921T 600 枚 高值耗材 甲类

6040043 可吸收颅骨固定夹FF016 2851 枚 高值耗材 甲类

6040046 T型脑动脉瘤夹T-barFT854T 8800 枚 高值耗材 甲类

6040096 Yasargil钛合金脑动脉瘤夹FT250T 3000 枚 高值耗材 甲类

6040097 Yasargil钛合金脑动脉瘤夹FT252T 3000 枚 高值耗材 甲类

6040130 Yasargil钛合金脑动脉瘤夹FT740T 2895 枚 高值耗材 甲类

6040131 Yasargil钛合金脑动脉瘤夹FT742T 2895 枚 高值耗材 甲类

6040136 Yasargil钛合金脑动脉瘤夹FT750T 2895 枚 高值耗材 甲类

6040137 Yasargil钛合金脑动脉瘤夹FT752T 2895 枚 高值耗材 甲类

6040141 Yasargil钛合金脑动脉瘤夹FT760T 2895 枚 高值耗材 甲类



6040143 Yasargil钛合金脑动脉瘤夹FT762T 2895 枚 高值耗材 甲类

6040204 Yasargil钛合金脑动脉瘤夹FT720T 3000 枚 高值耗材 甲类

6040205 Yasargil钛合金脑动脉瘤夹FT722T 3000 枚 高值耗材 甲类

6040210 Yasargil钛合金脑动脉瘤夹FT806T 3000 枚 高值耗材 甲类

6040211 Yasargil钛合金脑动脉瘤夹FT807T 3000 枚 高值耗材 甲类

6040215 生物膜+人工硬脊膜SJ30*70 4920 片 高值耗材 甲类

6040234 生物型硬脑（脊）膜补片NⅡ0406 4400 片 高值耗材 甲类

6040242 生物膜(硬膜修补材料) 3300 片 高值耗材 甲类

6040309 动脉瘤夹17-001-01～17-001-99 8250 枚 高值耗材 甲类

6040310 动脉瘤夹17-002-15～17-002-21 8250 枚 高值耗材 甲类

6040490 植入式脑深部电刺激延伸导线套件E202 3050 条 高值耗材 非类



6040491 植入式脑深部电刺激电极导线套件L301 10400 条 高值耗材 非类

6040493 植入式脑深部电刺激脉冲发生器套件37601 98290 个 高值耗材 非类

6040496 双通道可充电植入式脑深部电刺激脉冲发生器套件G102R 195500 个 高值耗材 非类

6040501 硬膜修补材料ID-3305-I 5600 片 高值耗材 甲类

6040536 一次性使用颅脑外引流器F12 585.2 套 高值耗材 非类

6040537 可吸收硬脑（脊）膜补片ZY-5.5*8cm2 4300 片 高值耗材 甲类

6040541 脑脊液分流管及附件823832 24000 个 高值耗材 非类

6040561 颅颌面固定系统015-044 1080 片 高值耗材 甲类

6040562 颅颌面固定系统9001640 290 颗 高值耗材 甲类

6040571 可吸收硬脑（脊）膜补片RDS-4 6500 个 高值耗材 甲类

6040575 脑脊液分流器及其组件DE-308 4200 套 高值耗材 甲类



6040578 颅内压测量及脑脊液引流套装PSO-VT 14500 套 高值耗材 非类

6040579 颅内压测量及脑脊液引流套件PSO-PBT 17500 套 高值耗材 非类

6040582 植入式脑深部电刺激电极导线套件L302 10400 条 高值耗材 非类

6040585 颅内压测量及脑脊液引流套装PSO-PB 12800 套 高值耗材 非类

6040586 颅内压测量及脑脊液引流套装PSO-PT 12300 套 高值耗材 非类

6040590 双通道植入式脑深部电刺激脉冲发生器套件G102 92000 个 高值耗材 非类

6040599 脑动脉瘤夹Yasargil(FT990D)FT990D 10680 枚 高值耗材 甲类

6040604 生物膜（商品名：海奥）(硬膜修补材料)ZY-4*5 4000 片 高值耗材 甲类

6040607 一次性脑科手术用球囊导管套件QK-08S50 9300 个 高值耗材 非类

6040632
双通道可充电植入式脑深部电刺激脉冲发生器套件

(G102RZ)G102RZ
225000 个 高值耗材 非类

6040634 远端通路导引导管671-258-05D 11000 个 高值耗材 甲类



6040635 颅内压测量及引流针SND13.1.13XL/FV533P 12500 个 高值耗材 非类

6040636 脑脊液分流管及附件42866 21930 套 高值耗材 非类

6040637 脑脊液分流管及附件41101 1510 套 高值耗材 甲类

6040638 脑脊液分流管及附件43103 1510 套 高值耗材 甲类

6040639 脑脊液分流管及附件42365 22430 套 高值耗材 非类

6040641 脑脊液分流管及附件92866 32500 套 高值耗材 非类

6040646 颅骨固定钛网及螺钉系统FM961T 490 颗 高值耗材 甲类

6040647 内固定钛网板系统两孔直链钛链接板L14.8 238 片 高值耗材 甲类

6040650 内固定钛网板系统螺钉a：1.9*5，灭菌 265 枚 高值耗材 甲类

6040651 体外引流及监测系统46913 6800 套 高值耗材 非类

6040654 可吸收硬脑（脊）膜补片方形/长方形RDS-081180mm*110mm 7840 片 高值耗材 甲类



6040658 血流导向栓塞器械(密网支架）PED-(250~500)-(10~35) 169000 盒 高值耗材 非类

6041739 脑脊液分流器及其组件LPS50+SM8A 30310 套 高值耗材 甲类

6050176 灌注管路系统CFT001 397.9 个 高值耗材 非类

6050178 电生理电极导管（二极标测）901302 942 条 高值耗材 甲类

6050179 电生理电极导管（四极标测）901454* 2070 条 高值耗材 甲类

6050180 电生理电极导管（四极标测）901446 2070 条 高值耗材 甲类

6050181 电生理电极导管（十极冠状窦标测）901533 2800 条 高值耗材 甲类

6050187 可控射频消融电极导管（温控）902128 6551 条 高值耗材 甲类

6050188 可控射频消融电极导管（温控）902129 6551 条 高值耗材 甲类

6050189 可控射频消融电极导管（温控）902132 6551 条 高值耗材 甲类

6050190 可控射频消融电极导管902122 6551 条 高值耗材 甲类



6050192 导引鞘管(fast-cath）406844/406845/406846/406847/4068 1616 套 高值耗材 甲类

6050193
房间隔穿刺鞘（fast-cath）

406948/406849/406850/406851/406852
1548 套 高值耗材 甲类

6050195 一次性使用房间隔穿刺针（BRK+BRK-2）407200 2970 套 高值耗材 非类

6050224 体表参考电极(射频消融电极)CREFP6 6000 个 高值耗材 非类

6050228 诊断/消融可调弯头端导管NI75TCDH 20230 个 高值耗材 甲类

6050247 星形磁电双定位标测导管D128207~D128212 25000 根 高值耗材 甲类

6050248 三维诊断超声导管（SOUNDSTAR）SNDSTR10* 21000 个 高值耗材 甲类

6050251 带止血阀导管鞘950806XX* 1572 包 高值耗材 甲类

6050268 电生理电极导管901667 5387 条 高值耗材 甲类

6050269 电生理电极导管901900 850 条 高值耗材 非类

6050271 可控射频消融电极导管902404 1240 条 高值耗材 非类



6050272 电生理电极导管901907 1080 条 高值耗材 非类

6050273 诊断/消融可调弯头端导管D13360(4/5/6)IL 26500 个 高值耗材 甲类

6050276 诊断/消融可调弯头端导管NS7TX(X)L174HS 14696.5 个 高值耗材 甲类

6050303 可调弯标测导管EPD6DH282 4850 根 高值耗材 甲类

6050304 冷盐水灌注射频消融导管EPN8BTC、EPN8DTC 17000 根 高值耗材 甲类

6050305 可控射频消融电极导管902406 1240 条 高值耗材 非类

6050307 球囊型冷冻消融导管2AF283* 40000 根 高值耗材 甲类

6050308 磁定位微电极消融导管M004MR45000* 21000 盒 高值耗材 甲类

6050309 磁定位微电极消融导管M004MR4500K20* 21000 盒 高值耗材 甲类

6050310 诊断用电极导管M0042011020* 5000 盒 高值耗材 甲类

6050311 诊断用电极导管M0044000100* 3200 盒 高值耗材 甲类



6050313 三维标测导管M004RC64S0* 36875 盒 高值耗材 甲类

6050314 三维定位参考电极M004RAPATCH10* 7000 盒 高值耗材 非类

6050332 冷盐水灌注射频消融导管EPN8DTC 17000 根 高值耗材 甲类

6050333 磁定位型射频消融导管EPN8DT1* 15000 根 高值耗材 甲类

6050334 一次性使用固定弯标测导管EPD6DB010* 2070 根 高值耗材 甲类

6050335 一次性使用可调弯标测导管EPD6DH282 4850 根 高值耗材 甲类

6050337 磁定位型射频消融导管EPN7BT1* 13570 根 高值耗材 甲类

6050338 可控射频消融电极导管902310 11100 条 高值耗材 甲类

6050339 可控射频消融电极导管902309* 11100 条 高值耗材 甲类

6050340 磁定位型射频消融导管EPN7DT1* 13570 根 高值耗材 甲类

6050341 磁定位型射频消融导管EPN8DT2* 18750 根 高值耗材 甲类



6050347 可控射频消融电极导管902302 11100 条 高值耗材 甲类

6050348 冷盐水灌注射频消融导管EPN8FTC 17000 根 高值耗材 甲类

6050349 磁定位可调弯标测导管R7F282CT 4500 个 高值耗材 甲类

6050350 磁定位可调弯标测导管R7D282CT* 4500 个 高值耗材 甲类

6060011 植入式心脏起搏器SESR01 23600 台 高值耗材 甲类

6060031 植入式心脏起搏电极导线4574 2736 根 高值耗材 甲类

6060032 起搏电极导线3830 3712 个 高值耗材 甲类

6060033 起搏电极导线5076 4531 根 高值耗材 甲类

6060036 植入式心脏除颤电极导线SprintQuattroSecure6947 10443 个 高值耗材 非类

6060043 植入式心脏起搏电极导线4196 12360 个 高值耗材 甲类

6060070 植入式心脏起搏电极导线4470 2909 个 高值耗材 甲类



6060071 植入式心脏起搏电极导线4471 2909 个 高值耗材 甲类

6060078 植入式心脏起搏电极导线4480 2129 根 高值耗材 甲类

6060092 植入式心律转复除颤器D394VRG 68620 台 高值耗材 非类

6060095 植入式心脏起搏器XLDR5356 28000 台 高值耗材 甲类

6060097 植入式心脏起搏器XLDR5816 32340 台 高值耗材 甲类

6060101 植入式左心室起搏电极导线QuickFlexμ1258T 9306 条 高值耗材 甲类

6060104 起搏电极导线1888TC 2390 个 高值耗材 甲类

6060105 除颤电极导线7120 8270 根 高值耗材 非类

6060107 除颤电极导线7122 8270 根 高值耗材 非类

6060109 植入式心脏起搏器ZephyrXLDR5826 18213 台 高值耗材 甲类

6060112 植入式心脏起搏器PM1210 26000 台 高值耗材 甲类



6060113 植入式心脏起搏器PM2112 49990 台 高值耗材 甲类

6060115 植入式心脏再同步治疗起搏器PM3112 56980 台 高值耗材 甲类

6060120 植入式心脏起搏电极导线1944 1998 条 高值耗材 甲类

6060143 植入式心内电极导线SeloxJT53 2069 个 高值耗材 甲类

6060154 双极临时起搏电极导管4017716F（不飘浮） 1140 个 高值耗材 甲类

6060157 植入式心脏起搏器EviaSR 23000 台 高值耗材 甲类

6060178 植入式心脏复律除颤器Iforia7VR-TDX 77398 台 高值耗材 非类

6060179 植入式心脏复律除颤器Iforia7DR-T 95990 台 高值耗材 非类

6060180 植入式心脏起搏器电极导线SoliaS53 4500 根 高值耗材 甲类

6060183 植入式心脏复律除颤器电极导线LinoxSmartProMRISDX65/15 8845 个 高值耗材 非类

6060190 植入式心脏起搏器EstellaDR 44400 台 高值耗材 甲类



6060197 植入式心脏复律除颤器Iforia7HF-T 106798 台 高值耗材 非类

6060203 植入式心脏起搏器电极导线SetroxS60 2425 个 高值耗材 甲类

6060212 植入式心脏起搏器电极导线SoliaS60 4500 个 高值耗材 甲类

6060227 植入式心脏起搏器XLSR5626 24252 台 高值耗材 甲类

6060232 植入式心脏起搏器（商品名：AccentMRI）PM1124 31500 台 高值耗材 甲类

6060238 植入式心脏复律除颤器CD2231-40 92966 台 高值耗材 非类

6060239 植入式心脏复律除颤器CD2231-40Q 105000 台 高值耗材 非类

6060242 植入式心脏再同步复律除颤器CD3231-40 100000 台 高值耗材 非类

6060244 植入式心脏再同步复律除颤器CD3249-40 113041 台 高值耗材 非类

6060249 起搏电极导线（商品名：TendrilMRI）LPA1200M 4682 台 高值耗材 甲类

6060250 植入式左心室起搏电极导线1458Q 19600 台 高值耗材 甲类



6060251 植入式心脏除颤电极导线7122Q 11760 个 高值耗材 非类

6060257
剥离式外导引导管（商品名：CPSDirectPL)410210~410225;附

件:410194
1680 台 高值耗材 非类

6060270 临时心脏起搏电极导线401763* 1140 个 高值耗材 甲类

6060277 植入式心律转复除颤器D142 88000 台 高值耗材 非类

6060278 植入式心脏起搏器3102 16800 台 高值耗材 甲类

6060280 植入式心脏起搏器7102* 37700 台 高值耗材 甲类

6060281 植入式心脏起搏器3201* 29900 台 高值耗材 甲类

6060282 植入式心脏起搏器3202 13592.84 台 高值耗材 甲类

6060283 植入式心脏起搏器5201 17742.67 台 高值耗材 甲类

6060286 植入式心脏再同步治疗起搏器C2TR01 56500 台 高值耗材 甲类

6060289 植入式心律转复除颤器DVBC3D4 96000 台 高值耗材 非类



6060290 植入式再同步治疗心律转复除颤器DTBC2QQ 155000 台 高值耗材 非类

6060291 植入式心脏起搏器A3DR01 13002 台 高值耗材 甲类

6060293 植入式除颤电极导线6935M 16500 个 高值耗材 非类

6060294 植入式左心室起搏电极导线4298 22500 个 高值耗材 甲类

6060296 植入式心脏起搏器（商品名：SustainXL）PM2134 28000 台 高值耗材 甲类

6060297 植入式心脏再同步起搏器PM3242 79200 台 高值耗材 甲类

6060303 植入式冠状窦电极导线CoroxProMRIOTW75-BP 7950 根 高值耗材 甲类

6060310 植入式心脏复律除颤器电极导线LinoxSmartProMRISD65/16 7960 根 高值耗材 非类

6060311 植入式心脏起搏器Etrinsa6DR 62000 台 高值耗材 甲类

6060312 植入式心脏起搏器SEDRL1 43500 台 高值耗材 甲类

6060313 CTO专用重入真腔球囊扩张导管H749393130SR0 15490 个 高值耗材 甲类



6060314 植入式心脏复律除颤器电极导线LinoxSmartProMRIS65（Protego 9000 个 高值耗材 非类

6060315 植入式心脏起搏电极导线2088TC-65* 2995 根 高值耗材 甲类

6060316 植入式心脏再同步化治疗起搏器Enitra8HF-TQP* 78000 台 高值耗材 甲类

6060317 植入式左心室心脏起搏电极导线SentusProMRIOTWQPL-85/49* 22000 个 高值耗材 甲类

6060318 植入式心脏起搏器Enticos4DR 39800 台 高值耗材 甲类

6060319 植入式心脏起搏器Enticos4D 31605 台 高值耗材 甲类

6060320 植入式心脏起搏器Enticos4S 22800 台 高值耗材 甲类

6060321 植入式心脏起搏器Enticos4SR 26500 台 高值耗材 甲类

6060322 植入式心脏起搏器Enitra6DR 19500 台 高值耗材 甲类

6060323 植入式心脏起搏器LD300S 14906 个 高值耗材 甲类

6060325 植入式心脏起搏器PM2224 45000 台 高值耗材 甲类



6060327 植入式心脏起搏器LD300SR 19087 个 高值耗材 甲类

6060328 植入式心脏起搏器LD300D 17980 个 高值耗材 甲类

6060331 植入式心脏起搏器SR5620 16000 台 高值耗材 甲类

6060332 植入式心脏起搏器PM1160 25850 台 高值耗材 甲类

6060333 植入式心脏起搏器PM1172* 31500 台 高值耗材 甲类

6060338 植入式心脏起搏器X3SR01 59800 台 高值耗材 甲类

6060339 植入式心脏起搏器X3DR01 35575 台 高值耗材 甲类

6060341 植入式心脏起搏器PM2172 37791 台 高值耗材 甲类

6060342 植入式心脏再同步复律除颤器CD3371-40Q 140000 台 高值耗材 非类

6060343 经导管植入式无导线起搏器系统MC1VR01 158000 个 高值耗材 甲类

6070001 一次性使用血液灌流器HA-330 1860 个 高值耗材 甲类



6070002 一次性使用血液灌流器HA330-II 2350 个 高值耗材 甲类

6070004 一次性使用血液灌流器HA-130 599 个 高值耗材 甲类

6070011 血细胞分离机分离吸附置换治疗套件P1YAWhiteBloodCellSet 1000 套 高值耗材 非类

6070014 一次性使用血液透析滤过器及配套管路PrismaFlexM150set 1350 套 高值耗材 乙类

6070022 一次性血液浓缩器CX*HC11S 875 个 高值耗材 非类

6070023 一次性血液浓缩器CX*HC05S 875 个 高值耗材 非类

6070024 中空纤维膜式氧合器CX*RX05RW 3800 个 高值耗材 非类

6070027 透析液过滤器Ultra(7107365) 880 支 高值耗材 非类

6070028 一次性使用体外循环血路7210657 690 套 高值耗材 乙类

6070029 膜型血浆分离器OP-08W 2000 套 高值耗材 甲类

6070032 膜型血浆成分分离器EC-30W 2400 套 高值耗材 甲类



6070042 膜型血浆分离器PE-08 3000 只 高值耗材 甲类

6070050 膜型血浆分离器EC-4A20 2500 只 高值耗材 甲类

6070066 血液净化装置的体外循环血路K-PD-90PP 1100 只 高值耗材 非类

6070067 血液净化装置的体外循环血路K-PE-90PE 1100 只 高值耗材 非类

6070087 中空纤维膜式氧合器CX*RX25RW 3800 个 高值耗材 非类

6070091 一次性使用血浆胆红素吸附器BS330 3900 支 高值耗材 甲类

6070096 血小板套件C5LPlateletSet 1050 套 高值耗材 非类

6070097 血浆置换组件PL1PlasmaExchangeSet 1000 套 高值耗材 非类

6070098 中心静脉导管套件8888145014 3700 套 高值耗材 甲类

6070099 中心静脉导管套件8888145015 3700 套 高值耗材 甲类

6070110 一次性使用红细胞去白细胞过滤器（血回收耗材）RCEZKS 392 个 高值耗材 非类



6070111 中空纤维膜式氧合器CX*RX15RW30 3800 个 高值耗材 非类

6070116 血液透析管及附件8833074001 2165 套 高值耗材 甲类

6070117 血液透析管及附件8833074002 2165 套 高值耗材 甲类

6070118 体外循环套包（含离心泵泵头、氧合器和管路）BE-PLS2050 38800 套 高值耗材 非类

6070121 动脉灌注插管OPTI18 5600 个 高值耗材 甲类

6070122 动脉灌注插管OPTI20 5600 个 高值耗材 甲类

6070123 动脉灌注插管OPTI22 5600 个 高值耗材 甲类

6070127 体外循环插管及穿刺附件（BE-PAL1723)BE-PAL1723 8800 根 高值耗材 非类

6070132 体外循环插管及穿刺附件BE-PVL2155 8800 个 高值耗材 甲类

6070135 体外循环插管及穿刺附件PIK-150 2000 个 高值耗材 甲类

6070139 一次性使用血液透析滤过器及配套管路oXirisSet 7000 套 高值耗材 乙类



6070140 中心静脉导管套件8888145016 3700 套 高值耗材 甲类

6070141 一次性使用血液灌流器HA-380 3680 个 高值耗材 甲类

6070142 一次性使用血液透析滤过器及配套管路PrismaflexST100set 2100 套 高值耗材 乙类

6070144 一次性使用体腔热灌注治疗管道组件BR-TRG-II型 6800 套 高值耗材 非类

6070151 血液浓缩器DHF06 920 套 高值耗材 非类

6070152 膜式氧合器INSPIRE6 4320 个 高值耗材 非类

6070153 膜式氧合器INSPIRE8 4320 个 高值耗材 非类

6070154 一次性使用血液透析滤过器及配套管路PrismaflexST150set 2200 套 高值耗材 乙类

6070155 血液透析器BLS816SD 180 个 高值耗材 乙类

6070156 血液透析器BLS819SD 230 个 高值耗材 乙类

6070157 血浆分离器MICROPLASMPS05 1750 个 高值耗材 甲类



6070158 膜式氧合器hilite2800 10500 套 高值耗材 非类

6070159 膜式氧合器hilite7000 14500 套 高值耗材 非类

6070162 血液净化用管路SubstituateSystemmultiFiltrate 254 支 高值耗材 乙类

6070163 血液净化用管路DialysateSystemmultiFiltrate 254 支 高值耗材 乙类

6070165 血浆滤过器PlasmaFluxP2dry 1500 支 高值耗材 甲类

6070166 血液净化用管路附件血液滤过用T型连接管尖头连接器 59 把 高值耗材 非类

6070167 连续性血液净化管路MultifiltrateCassette 508 个 高值耗材 乙类

6070168
连续性静脉静脉血液透析局部抗凝管路系统MultifiltrateKitCi-

CaCVVHD10
1790 套 高值耗材 乙类

6070170 中心静脉导管套件8888145043 5000 套 高值耗材 甲类

6070171 中心静脉导管套件8888145044 5000 套 高值耗材 甲类

6070174 心肺辅助膜式氧合器BE-HLS7050 80000 套 高值耗材 非类



6080001 聚丙烯酸酯类后房型人工晶体AR40e 850 枚 高值耗材 甲类

6080002 折叠式后房丙烯酸人工晶状体ZCB00 1300 枚 高值耗材 甲类

6080004 囊袋张力环275001G 1260 盒 高值耗材 非类

6080008 羟基磷灰石义眼台ZC-J基本型 2300 枚 高值耗材 非类

6080011 肝素表面处理亲水性丙烯酸非球面人工晶状体HQ-201HEPXO 1234 片 高值耗材 甲类

6080012 人工晶状体AkreosAdapt 774 枚 高值耗材 甲类

6080013 人工晶状体AkreosAdaptAO 1177 枚 高值耗材 甲类

6080017 眼科手术用硅油VRL600 1000 盒 高值耗材 非类

6080018 眼科手术用重水DK-Line 1100 盒 高值耗材 非类

6080022 眼科治疗系统（23G高速气动玻切头）BL5623 2260 个 高值耗材 甲类

6080024 青光眼引流阀FP7 4300 盒 高值耗材 非类



6080040 聚丙烯酸酯类后房型人工晶体AR40M 850 枚 高值耗材 甲类

6080041 聚丙烯酸酯类后房型人工晶体AR40E 850 枚 高值耗材 甲类

6080061 眼科治疗系统（25G高速气动玻切头）BL5625 2450 个 高值耗材 甲类

6080066 预装式非球面单件式丙烯酸人工晶状体PCB00 1702 枚 高值耗材 甲类

6080068 折叠式人工晶状体860UV 402 枚 高值耗材 甲类

6080069 折叠式非球面人工晶状体868UV 1258 枚 高值耗材 甲类

6080070 人工晶状体SN6AD1 7800 盒 高值耗材 甲类

6080071 虹膜夹无晶体眼人工晶状体205001R、205001Y 2790 盒 高值耗材 非类

6080073 人工晶体SN60WF 3000 盒 高值耗材 甲类

6080075 人工晶体SND1T2-T6 12000 盒 高值耗材 甲类

6080076 预装式丙烯酸人工晶状体QUATRIXAsphericEvolutive 3700 枚 高值耗材 甲类



6080077 人工晶状体ACR6DSE 1650 枚 高值耗材 甲类

6080079 中心孔后房屈光型人工晶状体VICMO12.1 11800 片 高值耗材 非类

6080080 中心孔后房屈光型人工晶状体VICMO12.6 11800 片 高值耗材 非类

6080081 中心孔后房屈光型人工晶状体VICMO13.2 11800 片 高值耗材 非类

6080084 中心孔后房散光屈光型人工晶状体VTICMO12.6 15000 片 高值耗材 非类

6080085 中心孔后房散光屈光型人工晶状体VTICMO13.2 15000 片 高值耗材 非类

6080087 单件式多焦人工晶状体ZMB00 4798 枚 高值耗材 甲类

6080089 人工晶状体ATLISAtri839MP 22999 枚 高值耗材 甲类

6080092 囊袋张力环1G，1L 3200 个 高值耗材 非类

6080097 人工晶状体ZXR00 11065.8 枚 高值耗材 甲类

6080101 可吸收泪小管塞栓直径0.5mm 540 支 高值耗材 非类



6080104 人工晶状体SN6AT3~SN6AT9 4223.23 盒 高值耗材 甲类

6080105 疏水性丙烯酸折叠式人工晶状体B1AD00、S1AD00 1368 枚 高值耗材 甲类

6080109 人工晶状体ATTORBI709M 2998 片 高值耗材 甲类

6080111 可折叠一件式人工晶状体A1－UV 1345 枚 高值耗材 甲类

6080112 可折叠一件式人工晶状体ALD 1050 枚 高值耗材 甲类

6080119 羟基磷灰石义眼台ZC-D-JQ 5000 枚 高值耗材 非类

6080120 眼科用重水5ml 855 支 高值耗材 非类

6080122 眼用全氟丙烷气体（膨胀气体）GOT009-00（75ml) 5800 瓶 高值耗材 非类

6080128 玻切头套件23G双向玻切头：2420BB 2200 个 高值耗材 甲类

6080129 玻切头套件25G双向玻切头：2440BB 2400 个 高值耗材 甲类

6080130 玻切头套件23GA套管穿刺刀：5700 2000 套 高值耗材 甲类



6080131 玻切头套件25GA套管穿刺刀：5600 2200 套 高值耗材 甲类

6080132 折叠式人工玻璃体球囊AV-13.5P 23000 个 高值耗材 非类

6080138 25Ga+玻切套包-5000CPM，普通照明光纤8065751462 5110 个 高值耗材 非类

6080139 25Ga+UltraVit玻璃体切除探头-5000CPM8065751438 2970 个 高值耗材 甲类

6080141
一次性使用眼科穿刺系统（25G自闭阀穿刺系统，3支装）

8065751658
1930 包 高值耗材 非类

6080149 区域折射多焦人工晶状体LS-313MF30 12500 枚 高值耗材 甲类

6080177 硅胶眼科植入物实体：环型带276（A31±2、B7±1、 100 只 高值耗材 非类

6080181 硅胶眼科植入物海绵体：硅海绵509（A7.5±0.5、B3 120 条 高值耗材 非类

6081757 硅油S5.7570 1200 盒 高值耗材 非类

6081759 青光眼引流器P50 4427 盒 高值耗材 非类

6081760 青光眼引流器P200 4949 盒 高值耗材 非类



6090002 TS-III种植体系统BTS3XXXXXS 1728 颗 高值耗材 非类

6090003 基台系统（TS转移基台套装）GSTAXXXXWH 621 颗 高值耗材 非类

6090078 口腔修复膜3cm*4cmB型 2240 片 高值耗材 非类

6090079 口腔修复膜4cm*6cmB型 3225.6 片 高值耗材 非类

6090080 口腔修复膜5cm*5cmB型 3360 片 高值耗材 非类

6090081 口腔修复膜6cm*8cmB型 6400 片 高值耗材 非类

6090082 口腔修复膜1.5cm*2cmC型 840 片 高值耗材 非类

6090083 口腔修复膜2.5cm*2cmC型 1344 片 高值耗材 非类

6090172 Lava（拉瓦）氧化锆全瓷冠 1425 颗 高值耗材 非类

6090256 牙科种植体(NOBELREPLACE) 2520 个 高值耗材 非类

6090257 牙科种植体系统(NobelActive内连接种植体) 3920 个 高值耗材 非类



6090258 牙科种植体(DENTALIMPLANT) 3220 个 高值耗材 非类

6090259 口腔修复膜3cm*4cmC型 3207.6 片 高值耗材 非类

6090264 基台系统（TS愈合基台）TSHAXXXX 184 颗 高值耗材 非类

6090269 口腔修复膜5cm*7cmC型 8400 片 高值耗材 非类

6090276 定制式固定义齿（PZ拉）（拉瓦）切削全瓷冠/桥 880 颗 高值耗材 非类

6090277 定制式活动义齿（钢补）激光熔融支架可摘局部义齿 90 件 高值耗材 非类

6090278 定制式活动义齿（胶补）激光熔融支架可摘局部义齿 30 件 高值耗材 非类

6090279 定制式固定义齿（P玻嵌）（易美全瓷嵌体）切削全瓷贴面/嵌体 460 颗 高值耗材 非类

6090280 定制式固定义齿（PZ优）（瓷优健）切削全瓷冠/桥 399 颗 高值耗材 非类

6090281 定制式固定义齿（PZ亮）（亮瓷）切削全瓷冠/桥 519 颗 高值耗材 非类

6090282 定制式固定义齿（R嵌）（树脂嵌体）切削全瓷贴面/嵌体 250 颗 高值耗材 非类



6090283 定制式固定义齿（PZ力）（特力瓷）切削全瓷冠/桥 219 颗 高值耗材 非类

6090284 定制式固定义齿（生物威娜烤瓷）金属合金激光熔融冠/桥 100 颗 高值耗材 非类

6090285 定制式固定义齿（PZ美）（瓷美）切削全瓷冠/桥 299 颗 高值耗材 非类

6090286 定制式固定义齿（PZ臻）（臻瓷）切削全瓷冠/桥 539 颗 高值耗材 非类

6090287 定制式固定义齿（PZ德）（德瓷）切削全瓷贴面/嵌体 559 颗 高值耗材 非类

6090288 定制式固定义齿（PZZ德）（德瓷）切削全瓷冠/桥 559 颗 高值耗材 非类

6090289 定制式固定义齿（PX嵌）（锆锂复合瓷嵌体）切削全瓷贴面/嵌体 700 颗 高值耗材 非类

6090290 定制式固定义齿（PZN)（臻瓷nature）切削全瓷冠/桥 699 颗 高值耗材 非类

6090291 定制式固定义齿(PEM)（易美全瓷）压铸全瓷冠/桥 460 颗 高值耗材 非类

6090292 定制式固定义齿（生物威娜钢牙）金属合金激光熔融冠/桥 95 颗 高值耗材 非类

6090293 定制式固定义齿(PEM嵌）（易美全瓷嵌体）压铸全瓷贴面/嵌体 460 颗 高值耗材 非类



6090294 定制式固定义齿（PR贴）（局部贴面）切削全瓷贴面/嵌体 850 颗 高值耗材 非类

6090295 定制式固定义齿（P贴）（超薄贴面）切削全瓷贴面/嵌体 660 颗 高值耗材 非类

6090296 定制式固定义齿（PG贴）（易美全瓷贴面）压铸全瓷贴面/嵌体 460 颗 高值耗材 非类

6090298 定制式固定义齿（无铍无镍烤瓷）金属合金激光熔融冠/桥 100 颗 高值耗材 非类

6090299 正畸颊面管直丝弓颊面管（20颗/袋） 141.79 袋 高值耗材 非类

6090308
定制式固定义齿（PCTL）（3D激光钛瓷牙）金属合金激光熔融嵌

体
468 颗 高值耗材 非类

6090309
定制式固定义齿（PBL）（德贝尔激光生物瓷牙）金属合金激光熔

融冠/桥
189 颗 高值耗材 非类

6090311
定制式固定义齿（FBL）（德贝尔激光生物瓷牙）金属合金激光熔融

嵌体
189 颗 高值耗材 非类

6090313 定制式活动义齿（OSRM）（修复数模）树脂基托可摘局部义齿 80 颗 高值耗材 非类

6090316
定制式固定义齿（ZT模）（数码插销桩纯钛）金属合金激光熔融嵌

体
180 颗 高值耗材 非类

6090317
定制式固定义齿（ZBL模）（数码插销桩钴铬）金属合金激光熔融

桩核
180 颗 高值耗材 非类



6090318
定制式固定义齿（ZBL）（数码插销桩纯钛）金属合金激光熔融桩

核
100 颗 高值耗材 非类

6090320 定制式固定义齿（PZZ美）（瓷美）压铸全瓷桩核 299 颗 高值耗材 非类

6090321 定制式固定义齿（PZZ臻）（臻瓷）压铸全瓷桩核 539 颗 高值耗材 非类

6090322 定制式固定义齿（PZZ德）（德瓷）压铸全瓷桩核 559 颗 高值耗材 非类

6090323 定制式固定义齿（PX贴）（锆锂复合瓷）压铸全瓷桩核 700 颗 高值耗材 非类

6090324 定制式固定义齿（PEM）（易美全瓷）压铸全瓷桩核 460 颗 高值耗材 非类

6090325
定制式活动义齿（AT沟）（插销式附着体）激光熔融支架可摘局部

义齿
250 颗 高值耗材 非类

6090327
定制式活动义齿（AT球）（球帽式附着体）激光熔融支架可摘局部

义齿
450 颗 高值耗材 非类

6090331
定制式活动义齿（IT强杆）（纯钛连杆式）激光熔融支架可摘局部

义齿
900 颗 高值耗材 非类

6090332
定制式活动义齿（I强杆）（钴铬合金连杆式）激光熔融支架可摘局

部义齿
600 颗 高值耗材 非类

6090333
定制式活动义齿（L悬）（钴铬合金按扣式）激光熔融支架可摘局部

义齿
500 颗 高值耗材 非类



6090334 定制式活动义齿（TAT）（太极扣）激光熔融支架可摘局部义齿 680 颗 高值耗材 非类

6090335
定制式活动义齿（AT磁）（磁性附着体）激光熔融支架可摘局部义

齿
880 颗 高值耗材 非类

6090337 定制式活动义齿（CO）（数码套筒冠）激光熔融支架可摘局部义齿 300 颗 高值耗材 非类

6090338 定制式固定义齿（PC）（普通饰面瓷）切削全瓷冠/桥 40 颗 高值耗材 非类

6090339 定制式固定义齿（IM粘）（临时冠）切削全瓷冠/桥 250 颗 高值耗材 非类

6090340 定制式固定义齿（美蜡）（美蜡）切削全瓷冠/桥 80 颗 高值耗材 非类

6090341
定制式活动义齿（T光上）（拉丝美激光生物钢托）激光熔融支架可

摘局部义齿
349 个 高值耗材 非类

6090342
定制式活动义齿（TC光大）（3D激光钛支架大）激光熔融支架可摘

局部义齿
839 个 高值耗材 非类

6090343
定制式活动义齿（TC光下）（3D激光钛支架小）激光熔融支架可摘

局部义齿
739 个 高值耗材 非类

6090346
定制式活动义齿（T大）（拉丝美激光生物钢托大）激光熔融支架可

摘局部义齿
159 个 高值耗材 非类

6090347
定制式活动义齿（T下）（拉丝美激光生物钢托小）激光熔融支架可

摘局部义齿
159 个 高值耗材 非类



6090348
定制式活动义齿（T光大）（完美支架全数化大）激光熔融支架可摘

局部义齿
299 个 高值耗材 非类

6090349
定制式活动义齿（TB光下）（完美支架全数化小）激光熔融支架可

摘局部义齿
349 个 高值耗材 非类

6090350
定制式活动义齿（TB光大）（完美支架激光大）激光熔融支架可摘

局部义齿
479 个 高值耗材 非类

6090351
定制式活动义齿（TB光下）（完美支架激光小）激光熔融支架可摘

局部义齿
349 个 高值耗材 非类

6090352 定制式活动义齿（Q）（美国不碎胶）树脂基托可摘局部义齿 180 颗 高值耗材 非类

6090353
定制式活动义齿（YD基）（德国3D瓷化树脂牙)树脂基托可摘局部

义齿
60 颗 高值耗材 非类

6090354 定制式活动义齿（B）（冲胶牙）树脂基托可摘局部义齿 15 颗 高值耗材 非类

6090356
定制式活动义齿（Q）（美国不随碎胶基托）树脂基托可摘局部义

齿
180 颗 高值耗材 非类

6090358 定制式活动义齿（F）（个别托盘）树脂基托可摘局部义齿 60 颗 高值耗材 非类

6090359 定制式活动义齿（K)（卡环）树脂基托可摘局部义齿 50 颗 高值耗材 非类

6090360 定制式活动义齿（托）（基托费）树脂基托可摘局部义齿 20 颗 高值耗材 非类



6090362 定制式活动义齿（YG）（日本山八牙）树脂基托可摘局部义齿 16 颗 高值耗材 非类

6090364 定制式活动义齿（V）（日本隐性基托）树脂基托可摘局部义齿 100 颗 高值耗材 非类

6090382 定制式活动义齿（树夹）（定位导板）树脂基托可摘局部义齿 230 颗 高值耗材 非类

6090401 定制式活动义齿（IM膏）（卡通图片）树脂基托可摘局部义齿 50 颗 高值耗材 非类

6090454
牙科种植导板（I钉）（牙科种植导板）钛合金导管三维打印树脂手

术导板
200 个 高值耗材 非类

6090457 定制式固定义齿（PZ力）（特力瓷）切削全瓷贴面/嵌体 219 颗 高值耗材 非类

6090458 定制式固定义齿（PZ云）（云瓷）切削全瓷冠/桥 449 颗 高值耗材 非类

6090459 定制式固定义齿（烤龈）（易美全瓷）压铸全瓷贴面/嵌体 100 颗 高值耗材 非类

6090460 定制式固定义齿（R冠）（树脂全关）光固化树脂贴面/嵌体 350 颗 高值耗材 非类

6090461 定制式固定义齿（烤塑龈）（烤塑龈）切削全瓷冠/桥 100 颗 高值耗材 非类

6090462 定制式活动义齿（OSS）（种植数模）树脂基托可摘局部义齿 60 颗 高值耗材 非类



6090473 定制式固定义齿（IZ诺台）（NOBELASC锆基牙）切削全瓷冠/桥 2500 颗 高值耗材 非类

6090474 定制式固定义齿（FT云）（FT云体）（钛基牙）金属合金切削冠/桥 500 颗 高值耗材 非类

6090478 定制式固定义齿（FT体）（钛基牙一体化）金属合金切削冠/桥 700 颗 高值耗材 非类

6090482 定制式固定义齿（TC光大）（纯钛大支架切削）金属合金切削冠/桥 839 颗 高值耗材 非类

6090483 定制式固定义齿（TC光下）（纯小支架切削）金属合金切削冠/桥 739 颗 高值耗材 非类

6090484 定制式固定义齿（IBA）（纯钛大支架）金属合金切削冠/桥 799 颗 高值耗材 非类

6090485 定制式固定义齿（TC光下）（纯钛小支架）金属合金切削冠/桥 739 颗 高值耗材 非类

6090488 定制式固定义齿（T光大）（赝附体）金属合金激光熔融冠/桥 479 颗 高值耗材 非类

6090489
定制式活动义齿（丝）（备牙）（EB）（卡环）铸造支架可摘局部

义齿
10 颗 高值耗材 非类

6090490 定制式活动义齿（透卡）（铸造卡环）铸造支架可摘局部义齿 70 颗 高值耗材 非类

6090499 定制式活动义齿（BPSS5）（临床服务）树脂基托可摘局部义齿 2000 颗 高值耗材 非类



6090500
定制式活动义齿（中空托）（L盘）（德国软衬）树脂基托可摘局部

义齿
200 颗 高值耗材 非类

6090501 定制式活动义齿（YX）（日本高档塑钢牙）树脂基托可摘局部义齿 23 颗 高值耗材 非类

6090502 定制式活动义齿（YE）（沪鸽塑钢牙）树脂基托可摘局部义齿 28 颗 高值耗材 非类

6090504
定制式活动义齿（YB）（德国贺利氏三层色牙）树脂基托可摘局部

义齿
18 颗 高值耗材 非类

6090506 定制式活动义齿（YE基）（沪鸽树脂牙）树脂基托可摘局部义齿 80 颗 高值耗材 非类

6090509 定制式活动义齿（IR）（种植临时冠）树脂基托可摘局部义齿 200 颗 高值耗材 非类

6090510 根管清洗糊剂MDChelCream 155 盒 高值耗材 非类

6090511 EDTA根管润滑凝胶6g/支 75 支 高值耗材 非类

6090512 光固化垫底材料1.2mL/支 110 支 高值耗材 非类

6090535
牙科树脂水门汀33872-33876，白、透明、不透明白色、黄色、棕

色
980 盒 高值耗材 非类

6090536 光固化复合树脂P60型4g/支 185 支 高值耗材 非类



6090537 流动性复合树脂修复材料3438-34386（2g/支） 160 支 高值耗材 非类

6090538 通用树脂（Z250XT）注射器补充装1470A2/1470A3/1470A3.5 130 支 高值耗材 非类

6090539
光固化复合树脂(Z350XT)7018A2B（A2牙体色）/7018A3B（A3

牙体色）/7018A3.5B（A3.5牙体色）
220 支 高值耗材 非类

6090540 流动树脂(Z350XT)7032A2/7032A3 220 袋 高值耗材 非类

6090541 复合树脂34358-34367，34782-34785 180 支 高值耗材 非类

6090542 窝沟封闭剂2g/支 66.67 支 高值耗材 非类

6090550 玻璃离子体水门汀粉20G 6 瓶 高值耗材 非类

6090551 玻璃离子体水门汀液15ML 5 瓶 高值耗材 非类

6090552 玻璃离子修复材料ChemFil 201.42 盒 高值耗材 非类

6090553 增强型玻璃离子体水门汀I型 52 盒 高值耗材 非类

6090554 聚羧酸锌水门汀粉液对装 42 盒 高值耗材 非类



6090555 不含丁香酚水门汀29676； 350 盒 高值耗材 非类

6090572 树脂型水门汀212035 400 支 高值耗材 非类

6090582 正畸丝矩形丝 100 筒 高值耗材 非类

6090583 不锈钢正畸丝圆丝/方丝 29.24 袋 高值耗材 非类

6090591 复合树脂充填材料A2,A3,A3.5 80 支 高值耗材 非类

6090592 玻璃离子水门汀A3 297 盒 高值耗材 非类

6090593 玻璃离子水门汀A2 371.92 盒 高值耗材 非类

6090594 玻璃离子水门汀A3.5 360 盒 高值耗材 非类

6090602 通用粘接系统41282补充装 480 瓶 高值耗材 非类

6090603 自酸蚀粘接剂35129，6ml 320 瓶 高值耗材 非类

6090626 临时冠桥1104065*76克/管，75*Automlx混合头 650 支 高值耗材 非类



6090628 光固化正畸粘接用水门汀粉末15g 147 瓶 高值耗材 非类

6090629 光固化正畸粘接用水门汀液体8G 133 瓶 高值耗材 非类

6090630 光固化正畸粘接剂712-035 680 盒 高值耗材 非类

6090631 自酸蚀粘接剂5ml/瓶 350 瓶 高值耗材 非类

6090637 牙用锉SX、S1、S2、F1、F2、F3、F4、F5、D1、D2、D3 326.7 板 高值耗材 非类

6090642 硅橡胶印模材料33951-LightBodyWashRS 234 盒 高值耗材 非类

6090643 正畸颊面管直丝弓颊面管 40 袋 高值耗材 非类

6090653 正畸用托槽和颊面管DAMONDQ(740-1503) 2650 付 高值耗材 非类

6090655 聚羧酸锌水门汀poly-Fplus粉：50g/瓶 225.18 盒 高值耗材 非类

6090665 口腔修复膜1.5cm*2cm 600 片 高值耗材 非类

6090666 口腔修复膜2.0cm*2.5cm 800 片 高值耗材 非类



6090673 颅颌面接骨板颌颅面接骨螺钉(Φ1.5/1.6/1.7/2.0/2.4/2.5/2.7) 220 颗 高值耗材 甲类

6090678 脱敏剂5ml 230 瓶 高值耗材 非类

6090683
镍钛合金牙弓丝圆丝

SE021201/02/SE0214/02/SE0216/02/SE021801/02
18.19 袋 高值耗材 非类

6090684 镍钛合金牙弓丝方丝SE02XXXXXX 28.6 袋 高值耗材 非类

6090685 牙锉WaveOnefileA0700XXXXXX01 143.55 支 高值耗材 非类

6090686 镍钛合金牙弓丝SM02XXXXXX 55 袋 高值耗材 非类

6090687 排龈线0#/00#/000#/1#/2#/3# 105 瓶 高值耗材 非类

6090694 纤维桩锥形固位桩（1.0、1.2、1.4、1.6） 250 盒 高值耗材 非类

6090695 天然煅烧骨修复材料0.25gCBB-G5-C 650 盒 高值耗材 非类

6090696 天然煅烧骨修复材料0.5gCBB-G5-C;CBB-G3-C 880 盒 高值耗材 非类

6090698 氢氟酸凝胶氢氟酸凝胶:5ml 440 套 高值耗材 非类



6090701 龋齿凝胶0.3g/支 145 支 高值耗材 非类

6090702 根管充填及修复材料IRSP08KI-1 980 盒 高值耗材 非类

6090703 根管充填及修复材料iRBPP4610U5 1080 盒 高值耗材 非类

6090719 牙科树脂水门汀33872 980 瓶 高值耗材 非类

6090728 齿科酸蚀剂GlumaEtch35Gel，2.5ml/支 20 瓶 高值耗材 非类

6090733 光固化水门汀NX333682透明白色（1.8g/支+1.8g/支）/盒 1400 套 高值耗材 非类

6090739 游离牵引钩问号钩 29.64 袋 高值耗材 非类

6090752 纤维根管桩修复系统Size0-Size3 165 支 高值耗材 非类

6090760 牙胶尖DIA-ISO(8#-130#) 13.5 盒 高值耗材 非类

6090765 义齿基托树脂II型粉:100克，1#、2#、3#、4# 13.5 瓶 高值耗材 非类

6090766 牙釉质粘合树脂化学固化型(非调拌型) 160 盒 高值耗材 非类



6090767 牙周袋探针单头：KPC15；KPQW；KPQ2N 55 把 高值耗材 非类

6090775 一次性使用口腔器械盒(限口腔颌面诊疗用)KQH-III 1.37 套 高值耗材 非类

6090779 一次性使用无菌牙龈冲洗器（口腔特殊一次性卫生材料）CXQ-1 25 套 高值耗材 非类

6090785 游离牵引钩游离止扣 23.4 袋 高值耗材 非类

6090786 暂时填充材料15g/瓶 30 瓶 高值耗材 非类

6090791 托槽直丝陶瓷托槽MBT 2300 付 高值耗材 非类

6090803 牙科复合树脂36055/36056/36057 550 盒 高值耗材 非类

6090804 硅橡胶印膜材34070 360 盒 高值耗材 非类

6090806 金属正畸托槽020-195 950 付 高值耗材 非类

6090808 陶瓷托槽006-110 3300 付 高值耗材 非类

6090809 非金属正畸托槽007-110 4200 付 高值耗材 非类



6090810 磷酸锌水门汀粉(30g) 7 瓶 高值耗材 非类

6090811 磷酸锌水门汀液(15ml) 4 瓶 高值耗材 非类

6090812 定制式固定义齿（PZZ拉）（拉瓦）切削全瓷冠/桥 880 颗 高值耗材 非类

6090814 定制式固定义齿（PME嵌）（易美全瓷嵌体）切削全瓷贴面/嵌体 460 颗 高值耗材 非类

6090815 定制式固定义齿（PEM全）（易美全瓷）压铸全瓷冠/桥 460 颗 高值耗材 非类

6090817 定制式固定义齿（ICT桥）（数码钛种植桥架）金属合金切削冠/桥 800 颗 高值耗材 非类

6090821
定制式固定义齿（FCTL）（3D激光钛瓷牙）金属合金激光熔融冠/

桥
388 颗 高值耗材 非类

6090822 定制式固定义齿（FCTL）（3D激光钛瓷牙）金属合金激光熔融嵌体 388 颗 高值耗材 非类

6090823
定制式固定义齿（PBL）（德贝尔激光生物瓷牙）金属合金激光熔

融嵌体
189 颗 高值耗材 非类

6090827 定制式固定义齿（ZT）（数码插销桩纯钛）金属合金激光熔融桩核 130 颗 高值耗材 非类

6090828
定制式活动义齿（AT插）（插销式附着体）激光熔融支架可摘局部

义齿
500 颗 高值耗材 非类



6090833
定制式活动义齿（T光下）（拉丝美激光生物钢托）激光熔融支架可

摘局部义齿
299 个 高值耗材 非类

6090834
定制式活动义齿（T上）（拉丝美激光生物钢托大）激光熔融支架可

摘局部义齿
159 个 高值耗材 非类

6090835 定制式活动义齿（遮）（冲胶牙）树脂基托可摘局部义齿 15 颗 高值耗材 非类

6090837 定制式活动义齿（特）（基托费）树脂基托可摘局部义齿 20 颗 高值耗材 非类

6090839 定制式活动义齿（VL）（日本隐性基托）树脂基托可摘局部义齿 120 颗 高值耗材 非类

6090881 定制式活动义齿（烤塑）（易美全瓷）压铸全瓷贴面/嵌体 100 颗 高值耗材 非类

6090882 定制式活动义齿（OSIM）（种植数模）树脂基托可摘局部义齿 100 颗 高值耗材 非类

6090883
牙科种植导板（I阻）牙科种植导板钛合金导管三维打印树脂手术导

板
50 个 高值耗材 非类

6090884
牙科种植导板（I放导）牙科种植导板钛合金导管三维打印树脂手术

导板
400 个 高值耗材 非类

6090885
牙科种植导板（I导）牙科种植导板钛合金导管三维打印树脂手术导

板
1000 个 高值耗材 非类

6090888
定制式固定义齿（PZZ云）（登贝尔激光生物瓷牙）金属合金激光

熔融冠/桥
449 颗 高值耗材 非类



6090892 定制式固定义齿（FZ云）（FZ云体）（锆基牙）切削全瓷冠/桥 800 颗 高值耗材 非类

6090896 定制式固定义齿（I强杆）（钛基牙一体化）金属合金切削冠/桥 600 颗 高值耗材 非类

6090897 定制式固定义齿（TB光大）（赝附体）金属合金激光熔融冠/桥 479 颗 高值耗材 非类

6090901 定制式活动义齿（YBS全）（美国不碎胶）树脂基托可摘局部义齿 4000 颗 高值耗材 非类

6090902 定制式活动义齿（YBS半）（美国不碎胶）树脂基托可摘局部义齿 2000 颗 高值耗材 非类

6090903
定制式活动义齿（YD）（德国3D瓷化树脂牙）树脂基托可摘局部

义齿
28 颗 高值耗材 非类

6090904 定制式活动义齿（YG）（日本三八牙）树脂基托可摘局部义齿 16 颗 高值耗材 非类

6090905 定制式活动义齿（盘）（个别托盘）树脂基托可摘局部义齿 60 颗 高值耗材 非类

6100002 连发施夹器和钉夹ER320 2680 件 高值耗材 甲类

6100025 经闭孔经阴道前壁尿道悬吊器810081 6600 件 高值耗材 非类

6100028 腔镜关节头直线型切割吻合器和钉仓EC45A 1840.92 件 高值耗材 甲类



6100031 腔镜关节头直线型切割吻合器和钉仓EC60A 1820 件 高值耗材 甲类

6100032 腔镜关节头直线型切割吻合器和钉仓SC60A 4200 件 高值耗材 甲类

6100033 腔镜关节头直线型切割吻合器和钉仓LONG60A 2545.86 件 高值耗材 甲类

6100035 腔镜直线切割吻合器和钉仓+钉仓ECR45W 960.76 件 高值耗材 非类

6100036 腔镜直线切割吻合器和钉仓+钉仓ECR45B 964 件 高值耗材 非类

6100037 腔镜直线切割吻合器和钉仓+钉仓ECR45D 2100 件 高值耗材 非类

6100038 腔镜直线切割吻合器和钉仓+钉仓ECR45G 2100 件 高值耗材 非类

6100045 生物疝修补片C-IHM-6*13-P 2700 片 高值耗材 甲类

6100054 直线形切割吻合器和钉仓+枪(含钉仓)TLC75 3000 件 高值耗材 甲类

6100069 腔镜关节头直线型切割吻合器和钉仓+钉仓ECR60W 972.17 件 高值耗材 非类

6100070 腔镜关节头直线型切割吻合器和钉仓+钉仓ECR60B 980 件 高值耗材 非类



6100072 腔镜关节头直线型切割吻合器和钉仓+钉仓ECR60G 1980 件 高值耗材 非类

6100082 圆形痔吻合器+枪(含钉仓)PPH03 3320 件 高值耗材 甲类

6100086 穿刺器（ENDOPATHXCEL）B12LT 1600 件 高值耗材 非类

6100096 直线形切割吻合器和可调节钉仓+枪NTLC75 2200 件 高值耗材 甲类

6100098 直线形切割吻合器和可调节钉仓+钉仓SR75 2800 件 高值耗材 非类

6100104 弯型和直型腔内吻合器+枪(含钉仓)CDH25A 3610 件 高值耗材 甲类

6100105 弯型和直型腔内吻合器+枪(含钉仓)CDH29A* 3610 件 高值耗材 甲类

6100108 内窥镜弯型腔内吻合器ECS25A* 5400 件 高值耗材 甲类

6100109 内窥镜弯型腔内吻合器+枪(含钉仓)ECS29A 5400 件 高值耗材 甲类

6100110 内窥镜弯型腔内吻合器+枪(含钉仓)ECS33A 6650 件 高值耗材 甲类

6100114
经外周穿刺的中心静脉导管+Per-Q-Cath安全型预连式

PICC4134115
576 套 高值耗材 甲类



6100117
经外周插管的中心静脉导管套件及附件（三向瓣膜式PICC导管）

7715405
1300 套 高值耗材 甲类

6100119 外周插管中心静脉导管（巴德高压注射型PICC导管）3174118 2200 套 高值耗材 甲类

6100120 外周插管中心静脉导管（巴德高压注射型PICC导管）3275118 2450 套 高值耗材 甲类

6100122 涤纶心脏修补材料DFS-P-1010 2400 盒 高值耗材 非类

6100124 封堵取石导管IVX-SC10 3200 套 高值耗材 非类

6100156 一次性切割吻合器及钉匣+枪GIA8038S 2000 把 高值耗材 甲类

6100163 一次性切割吻合器及钉匣+钉匣GIA8038L 1300 个 高值耗材 非类

6100182 内镜用切割吻合器及一次性钉匣+钉匣030454 1507.49 个 高值耗材 非类

6100183 内镜用切割吻合器及一次性钉匣+钉匣030455 3300 个 高值耗材 非类

6100185 内镜用切割吻合器及一次性钉匣+钉匣030457 3000 个 高值耗材 非类

6100192 端端吻合器+枪EEA25 5600 把 高值耗材 甲类



6100193 端端吻合器+枪EEA28 5600 把 高值耗材 甲类

6100194 端端吻合器EEA31 5800 把 高值耗材 甲类

6100200 端端吻合器EEAXL25 5900 把 高值耗材 甲类

6100201 端端吻合器EEAXL28 5900 把 高值耗材 甲类

6100220 腔镜下切割吻合器及一次性钉匣+钉匣EGIA45AVM 2604.37 个 高值耗材 非类

6100221 腔镜下切割吻合器及一次性钉匣+钉匣EGIA45AMT 5500 个 高值耗材 非类

6100222 腔镜下切割吻合器及一次性钉匣+钉匣EGIA45AXT 6100 个 高值耗材 非类

6100223 腔镜下切割吻合器及一次性钉匣+钉匣EGIA60AVM 5500 个 高值耗材 非类

6100224 腔镜下切割吻合器及一次性钉匣+钉匣EGIA60AMT 2576.8 个 高值耗材 非类

6100225 腔镜下切割吻合器及一次性钉匣+钉匣EGIA60AXT 5800 个 高值耗材 非类

6100226 腔镜下切割吻合器及一次性钉匣+枪EGIAUXL* 2537.84 个 高值耗材 甲类



6100227 腔镜下切割吻合器及一次性钉匣+枪EGIAUSTND 2399.4 把 高值耗材 甲类

6100229 内镜用切割吻合器及一次性钉匣+钉匣030458 1599.6 个 高值耗材 非类

6100230 内镜用切割吻合器及一次性钉匣+钉匣030459 1605.33 个 高值耗材 非类

6100232 主动脉内球囊反搏导管及附件IAB-S730C 8800 套 高值耗材 甲类

6100233 主动脉内球囊反搏导管及附件IAB-S840C 8800 套 高值耗材 甲类

6100240 聚丙烯和聚乳酸复合补片PP1208DR 3945 张 高值耗材 甲类

6100241 聚丙烯和聚乳酸复合补片PP1208DL 3750 张 高值耗材 甲类

6100303 人造血管F4006C,F4008C,F5006C-F5010C,F600 7700 套 高值耗材 甲类

6100343 人造血管CF4006C-CF5007C 14000 套 高值耗材 甲类

6100344
人工乳房植入体+毛面圆形凝胶乳房植入体(凝胶凝度为Ⅰ)354-

XXXX
9450 个 高值耗材 非类

6100345
人工乳房植入体+毛面自然形凝胶乳房植入体(凝胶凝度为Ⅲ)334-

XXXX/354-XXXX
15950 个 高值耗材 非类



6100346 植入式给药装置及其附件04438663 4300 套 高值耗材 非类

6100348 无线镇痛泵系统(输注装置)REHN（11） 3000 套 高值耗材 非类

6100352 植入式给药装置及其附件04436946 6250 套 高值耗材 非类

6100408 补片PCDN1,10cm*15cm 12400 片 高值耗材 甲类

6100409 补片PCDM1,15cm*15cm 16519 片 高值耗材 甲类

6100411 补片PCDG1，15cm*20cm 21000 片 高值耗材 甲类

6100412 补片PCDH1,20cm*25cm 24500 片 高值耗材 甲类

6100418 补片UMS3，6cm*11cm 465 片 高值耗材 甲类

6100420 补片UMN3,10cm*15cm 2630 片 高值耗材 甲类

6100421 补片UMM3,15cm*15cm 950 片 高值耗材 甲类

6100422 补片UML1,30cm*30cm 6000 片 高值耗材 甲类



6100425 补片UPPL1 3800 片 高值耗材 甲类

6100427 补片UHSL1 3740 片 高值耗材 甲类

6100431 双绒编织人造血管（四分叉）M00202175924P0 29780 个 高值耗材 甲类

6100432 双绒编织人造血管（四分叉）M00202175926P0 29780 个 高值耗材 甲类

6100437 鼻窦球囊导管+鼻窦球囊导管体NC0716 4553 个 高值耗材 非类

6100439 鼻窦球囊导管+鼻窦引导导管000 848 个 高值耗材 非类

6100440 鼻窦球囊导管+鼻窦引导导管030 848 个 高值耗材 非类

6100441 鼻窦球囊导管+鼻窦引导导管070 848 个 高值耗材 非类

6100442 鼻窦球囊导管+鼻窦引导导管090 848 个 高值耗材 非类

6100448 机械心脏瓣膜MJ-501 12250 只 高值耗材 甲类

6100451 主动脉带瓣管道CAVGJ-51400 20500 只 高值耗材 非类



6100456
双叶式机械心脏瓣膜

GKS(19A,21A,23A,25A,27A,23M,25M,27M,29M,31M)
8200 只 高值耗材 甲类

6100463 颅内皮层电极PSE-16A 8700 条 高值耗材 非类

6100479 乳腺穿刺定位针LW0077 460 支 高值耗材 非类

6100494
ENDORLC通用内镜直线切割吻合器及一次性钉匣+钉匣

ENDORLC4548L
500.81 颗 高值耗材 非类

6100499 一次性使用术后局部麻醉镇痛系统TJPS060-2-250-5 2500 套 高值耗材 非类

6100505 一次性使用术后局部麻醉镇痛系统TJPS120-2-250-5 2500 套 高值耗材 非类

6100533 一次性使用RCS系列端端吻合器+枪(含钉匣)RCS25C 1098 把 高值耗材 甲类

6100534 一次性使用RCS系列端端吻合器+枪(含钉)RCS28C 1098 把 高值耗材 甲类

6100535 一次性使用RCS系列端端吻合器+枪(含钉匣)RCS31C 2950 把 高值耗材 甲类

6100541 ENDOSRC通用腔镜直线切割吻合器+枪（不含钉）ENDOSRC 1128 把 高值耗材 甲类

6100546
ENDORLC通用内镜直线切割吻合器用一次性钉匣弯转型+钉匣

ENDORLC6035R
752 支 高值耗材 非类



6100547
ENDORLC通用内镜直线切割吻合器用一次性钉匣弯转型+钉匣

ENDORLC6040R
758.09 支 高值耗材 非类

6100549
ENDORLC通用内镜直线切割吻合器用一次性钉匣弯转型+钉匣

ENDORLC4525R
2397 支 高值耗材 非类

6100551
ENDORLC通用内镜直线切割吻合器用一次性钉匣弯转型+钉匣

ENDORLC4548R
746.43 支 高值耗材 非类

6100571 听小骨假体12200（带脚，灰） 4000 套 高值耗材 甲类

6100578 人工血管IRS46045L 12771 个 高值耗材 甲类

6100579 人工血管IRS47045L 12900 根 高值耗材 甲类

6100596 球囊扩张导管2080-1300320 13600 个 高值耗材 甲类

6100598 管型吻合器FCSLWBE26 2500 把 高值耗材 甲类

6100599 管型吻合器FCSLWBE29 2500 把 高值耗材 甲类

6100600 管型吻合器FCSLWBE32 2500 把 高值耗材 甲类

6100603 管型吻合器FCSSWBE32 2500 把 高值耗材 甲类



6100623 生物疝修补片C-IHM-8*15-P 6324 片 高值耗材 甲类

6100624 生物疝修补片C-SLH-8H-10*10 16800 片 高值耗材 甲类

6100625 生物疝修补片C-IHM-10*15 8500 片 高值耗材 甲类

6100626 生物疝修补片C-SLH-8H-13*15 23800 片 高值耗材 甲类

6100632 软组织修补片C-SLH-4S-2*3 3500 套 高值耗材 非类

6100633 软组织修补片C-SLH-4S-4*7 7900 片 高值耗材 非类

6100637 软组织修补片C-PHR-7*10-U 12632 片 高值耗材 非类

6100640 软组织修补片J-SLH-4S-7*20 18500 片 高值耗材 非类

6100643 富血小板血浆（PRP）制备用套装（II型） 3900 套 高值耗材 #N/A

6100645 选择性血浆成份吸附器BR-350(L) 5350 支 高值耗材 甲类

6100653 多电极测试电缆（神经刺激器耗材）355531 6500 个 高值耗材 非类



6100732 咽鼓管球囊导管MXOT-3020 9200 套 高值耗材 非类

6100750 腔镜直线型切割吻合器钉匣+钉匣ENDOSRC4535L* 946.65 支 高值耗材 非类

6100752 腔镜直线型切割吻合器钉匣+钉匣ENDOSRC6035L 921.28 支 高值耗材 非类

6100755
一次性双极射频等离子体手术电极(消融电极限临床各系统诊疗

用)MC304
1600 支 高值耗材 非类

6100757
一次性双极射频等离子体手术电极(消融电极限临床各系统诊疗

用)MC401
2500 支 高值耗材 非类

6100758
一次性双极射频等离子体手术电极(消融电极限临床各系统诊疗

用)MC402
3500 支 高值耗材 非类

6100759
一次性双极射频等离子体手术电极(消融电极限临床各系统诊疗

用)MC404
3290 支 高值耗材 非类

6100761
一次性双极射频等离子体手术电极(消融电极限临床各系统诊疗

用)MC405
3290 支 高值耗材 非类

6100762 双向真空辅助乳房活检与旋切系统(特殊穿刺针)MHUS08 4500 件 高值耗材 非类

6100768 超声高频外科集成系统超声刀头HAR36CN 3580 把 高值耗材 非类

6100772 手术电极（射频电极)LDDJS1-0200250 8000 支 高值耗材 甲类



6100773 手术电极（射频电极)LDDJS1-0160250 8000 支 高值耗材 甲类

6100774 手术电极（射频电极)LDDJS1-0200200 7900 支 高值耗材 甲类

6100776 手术电极（射频电极)LDDJC1-0100404 8000 支 高值耗材 非类

6100777 机械心脏瓣膜19AGFN-756 15000 只 高值耗材 甲类

6100778 机械心脏瓣膜21AGFN-756 15000 只 高值耗材 甲类

6100782 机械心脏瓣膜17AGFN-756 15000 只 高值耗材 甲类

6100797 血管通路泵系统61.635.03.070V3 6000 套 高值耗材 非类

6100798 血管通路泵系统61.635.07.070V3 6000 套 高值耗材 非类

6100799 一次性使用腔镜下切割吻合器CEAA-30 3700 把 高值耗材 甲类

6100811 一次性使用肛肠吻合器及组件FCSSWBE32 2500 把 高值耗材 甲类

6100813 门型钉固定系统+门型钉AR-1006 3192 个 高值耗材 甲类



6100814 复合可吸收螺钉系统AR-1360C 4389 个 高值耗材 甲类

6100823 电动腔镜直线型切割吻合器和钉仓GST60W 2024.54 把 高值耗材 非类

6100824 电动腔镜直线型切割吻合器和钉仓GST60B 2017.02 把 高值耗材 非类

6100825 电动腔镜直线型切割吻合器和钉仓GST60D 2085.5 把 高值耗材 非类

6100826 电动腔镜直线型切割吻合器和钉仓GST60G 2008.28 把 高值耗材 非类

6100827 电动腔镜直线型切割吻合器和钉仓PSEE60A 3682.89 把 高值耗材 甲类

6100828 疝补片7.5*15cm/1064715 5760 片 高值耗材 甲类

6100829 疝补片15*15CM/1064705 6750 片 高值耗材 甲类

6100830 疝补片20*30cm/1064940 23000 片 高值耗材 甲类

6100831 神经刺激测试电极3873/3874/3875 6500 个 高值耗材 非类

6100835 神经刺激电极3777 17000 个 高值耗材 非类



6100845 补片UMN1，10cm*15cm 3150 片 高值耗材 甲类

6100855 穿刺器2B12LT 1320 件 高值耗材 非类

6100856 植入式迷走神经刺激电极导线套件L311 16000 套 高值耗材 非类

6100861 可吸收钉修补固定器ABSTACK15 6200 把 高值耗材 非类

6100864 穿刺器（ENDOPATHXCEL）B12XT 1600 件 高值耗材 非类

6100870 穿刺器TB12LT 770 件 高值耗材 非类

6100871 穿刺器TB5LT 780 件 高值耗材 非类

6100872 听小骨假体10640425、10560450 3000 套 高值耗材 甲类

6100875 微血管吻合装置（吻合器）CEM2751 15000 个 高值耗材 非类

6100876 球囊扩张式血管覆膜支架LSM1350626 35000 个 高值耗材 甲类

6100882 经外周穿刺的中心静脉导管套件及附件7655405 1850 套 高值耗材 甲类



6100883 一次性使用开环式微创肛肠吻合器TST33-D120 3584 把 高值耗材 甲类

6100885 压力导丝C12008 8280 个 高值耗材 甲类

6100886 无张力尿道悬吊带（悬吊器）DI-001/002/003/004/005 8500 盒 高值耗材 非类

6100887 宾格听小骨假体12915 3000 个 高值耗材 甲类

6100889 骨盆底修复网片PM1015 3750 片 高值耗材 非类

6100891 骨盆底修复网片PM30830 10800 片 高值耗材 非类

6100892 骨盆底修复网片PM41230 11000 片 高值耗材 非类

6100893 宾格听小骨假体11940 3000 个 高值耗材 甲类

6100895 植入式给药装置SP10210 9800 套 高值耗材 非类

6100897 人造血管补片HEK08/75CPUT(1)8*75mm 2135 片 高值耗材 甲类

6100901 电动腔镜直线型血管切割吻合器和钉仓PVE35A* 3059.47 把 高值耗材 甲类



6100906 一次性使用腹腔镜用穿刺器VTB05 680 支 高值耗材 非类

6100907 一次性使用腹腔镜用穿刺器VTB10 680 支 高值耗材 非类

6100908 一次性使用腹腔镜用穿刺器VTB12 680 支 高值耗材 非类

6100909 植入式迷走神经刺激脉冲发生器套件G111 112000 套 高值耗材 非类

6100910 外周插管中心静脉导管套件8295118 3580 套 高值耗材 甲类

6100911
射频消融电极及配件（双极球形射频消融电极）(限31类诊疗系统使

用)JVP32024
11700 支 高值耗材 非类

6100914 电动腔镜直线型血管切割吻合器和钉仓VASECR35* 2310.16 件 高值耗材 非类

6100922
一次性钼靶引导下麦默通11号穿刺旋切（探）针刀头(特殊穿刺

针)MST11B
3500 件 高值耗材 非类

6100923 植入式神经刺激电极3389 26772 个 高值耗材 非类

6100927
等离子体多功能手术刀头（射频电极/消融电极）DXR-G0900-

A105
6000 把 高值耗材 非类

6100928
等离子体多功能手术刀头（射频电极/消融电极）DXR-G1100-

A185
6000 把 高值耗材 非类



6100929 植入式给药装置及其附件04433734 6500 套 高值耗材 非类

6100932 1.85mm*16mm双刃铣刀A-CRN 2045 个 高值耗材 甲类

6100933 2.15mm*22mm四刃铣刀A-CRN-S 2045 个 高值耗材 甲类

6100934 1mm西瓜磨头，标准型S-1SB 1901 个 高值耗材 甲类

6100935 2mm西瓜磨头，标准型S-2SB 1901 个 高值耗材 甲类

6100936 3mm西瓜磨头，标准型S-3SB 1901 个 高值耗材 甲类

6100937 5mm西瓜磨头S-5B 1901 个 高值耗材 甲类

6100938 6mm西瓜磨头*S-6B 1901 个 高值耗材 甲类

6100939 1mm西瓜磨头，标准型M-1SB 1901 个 高值耗材 甲类

6100940 2mm西瓜磨头，标准型M-2SB 1901 个 高值耗材 甲类

6100941 3mm西瓜磨头，标准型M-3SB 1901 个 高值耗材 甲类



6100942 5mm西瓜磨头*M-5B 1901 个 高值耗材 甲类

6100945 2mm粗金刚磨头，标准型S-2SDC 1834 个 高值耗材 甲类

6100946 3mm粗金刚磨头，标准型S-3SDC 1834 个 高值耗材 甲类

6100947 5mm粗金刚磨头*S-5DC 1834 个 高值耗材 甲类

6100948 6mm粗金刚磨头*S-6DC 1834 个 高值耗材 甲类

6100949 2mm粗金刚磨头，标准型M-2SDC 1834 个 高值耗材 甲类

6100950 5mm粗金刚磨头*M-5DC 1834 个 高值耗材 甲类

6100951 1.4mm*12.8mm双刃铣刀S-1R 2138 个 高值耗材 甲类

6100952 5mm橡子形磨头S-5AC 2138 个 高值耗材 甲类

6100953 2mm西瓜磨头，15cmMA15-2SB 2363 个 高值耗材 甲类

6100954 3mm西瓜磨头，15cmMA15-3SB 2363 个 高值耗材 甲类



6100955 2mm金刚磨头，15cmMA15-2SD 2393 个 高值耗材 甲类

6100956 3mm金刚磨头，15cmMA15-3SD 2393 个 高值耗材 甲类

6100969 一次性使用可视腹腔外腔扩张穿刺器D-φ10-100 860 套 高值耗材 非类

6100970 一次性使用无菌光纤SLIMLINEEZ550 5500 个 高值耗材 非类

6100974
一次性双极射频等离子体手术电极(消融电极限临床各系统诊疗

用)MC303
1600 把 高值耗材 非类

6100976 人工血管IRH463845W 17000 个 高值耗材 甲类

6100977 人工血管IRH473845W 17500 个 高值耗材 甲类

6100978 连发施夹钳和钛夹1112 1980 包 高值耗材 甲类

6100979 一次性多通道单孔腹腔镜穿刺器IIA-4E-70*150 1780 盒 高值耗材 非类

6100980 一次性多通道单孔腹腔镜穿刺器IIIA-3E-50*150 2080 盒 高值耗材 非类

6100981 一次性多通道单孔腹腔镜穿刺器IVA-3D-70*150 4000 盒 高值耗材 非类



6100982 一次性多通道单孔腹腔镜穿刺器IVC-3D-70*70 4000 盒 高值耗材 非类

6100983 患者程控充电器R802 15680 个 高值耗材 非类

6100984 电动腔镜直线型切割吻合器和钉仓PSEE45A 3613.53 把 高值耗材 甲类

6100985 电动腔镜直线型切割吻合器和钉仓GST45W 2224.41 把 高值耗材 非类

6100986 电动腔镜直线型切割吻合器和钉仓GST45B 2152.77 把 高值耗材 非类

6100987 电动腔镜直线型切割吻合器和钉仓GST45G 2257.76 把 高值耗材 非类

6100989 连发施夹器和钉夹MCM20 2400 把 高值耗材 甲类

6100994 硅橡胶面部整形填充材料T10-555 1700 只 高值耗材 非类

6101000 膨体聚四氟乙烯面部植入物块状植入物TPR05 6480 盒 高值耗材 非类

6101004 膨体聚四氟乙烯面部植入物鼻部植入物TPN13 6750 盒 高值耗材 非类

6101009 膨体聚四氟乙烯面部植入物梨孔状植入物TPF01 2700 盒 高值耗材 非类



6101010 膨体聚四氟乙烯面部植入物梨孔状植入物TPF02 2700 盒 高值耗材 非类

6101018 硅胶鼻部假体和面部假体鼻梁、鼻中柱型（I）：HN-104 1275 只 高值耗材 非类

6101019 硅胶鼻部假体和面部假体鼻梁、鼻中柱型（I）：HN-105 1275 只 高值耗材 非类

6101023 硅胶鼻部假体和面部假体鼻梁鼻中柱组合型（I）：HN-206 1785 只 高值耗材 非类

6101025 硅胶鼻部假体和面部假体鼻梁鼻中柱组合型（II）：HN-214 2040 只 高值耗材 甲类

6101031 硅胶鼻部假体和面部假体扩展解剖下颌假体：HC-614 3442.5 只 高值耗材 非类

6101037 电动腔镜直线型切割吻合器和钉仓GCFLGW 2657.62 把 高值耗材 非类

6101038 电动腔镜直线型切割吻合器和钉仓GCFLGB 2679.47 把 高值耗材 非类

6101039 电动腔镜直线型切割吻合器和钉仓GCFRGB 2739.38 把 高值耗材 非类

6101040 电动腔镜直线型切割吻合器和钉仓GCFLGD 2850 把 高值耗材 非类

6101043 一次性多通道单孔腹腔镜穿刺器IIIA-4E-50*150 2180 盒 高值耗材 非类



6101045 一体式取石/碎石网篮M00510860-M00510890 2384 个 高值耗材 非类

6101046 腔镜下切割吻合器及一次性钉匣+钉匣EGIA45CTAVM* 3162.33 个 高值耗材 非类

6101048 腔镜下切割吻合器及一次性钉匣+钉匣EGIA60CTAMT* 6200 个 高值耗材 非类

6101052 腔镜下切割吻合器预置可吸收膜钉匣EGIATRS60AXT 2807.25 个 高值耗材 非类

6101053 电动腔镜直线型切割吻合器和钉仓GCFLGG* 2630.64 把 高值耗材 非类

6101054 一次性使用腔镜切割吻合器及组件FREM45* 3400 把 高值耗材 甲类

6101055 一次性使用腔镜切割吻合器及组件FREM60* 3400 把 高值耗材 甲类

6101056 一次性使用腔镜切割吻合器及组件FRCV45* 1950 把 高值耗材 非类

6101057 一次性使用腔镜切割吻合器及组件FRCS45 167.6 把 高值耗材 非类

6101058 一次性使用腔镜切割吻合器及组件FRCM45 128.96 把 高值耗材 非类

6101059 一次性使用腔镜切割吻合器及组件FRCT45* 1950 把 高值耗材 非类



6101060 一次性使用腔镜切割吻合器及组件FRCV60* 1950 把 高值耗材 非类

6101061 一次性使用腔镜切割吻合器及组件FRCS60* 1950 把 高值耗材 非类

6101062 一次性使用腔镜切割吻合器及组件FRCM60* 1950 把 高值耗材 非类

6101063 一次性使用腔镜切割吻合器及组件FRCT60* 1950 把 高值耗材 非类

6101064 一次性使用腔镜切割吻合器及组件FREL60* 3400 把 高值耗材 甲类

6101067 一次性使用腹腔镜用穿刺器及穿刺套管BLTC5* 650 盒 高值耗材 非类

6101068 一次性使用腹腔镜用穿刺器及穿刺套管BLTC10* 650 盒 高值耗材 非类

6101069 一次性使用腹腔镜用穿刺器及穿刺套管BLTC12* 650 盒 高值耗材 非类

6101074 一次性使用腹腔镜用穿刺器及穿刺套管BLPC12 650 套 高值耗材 非类

6101075 结扎钉夹AP4022钉*6包* 210 颗 高值耗材 甲类

6101076 尿路支架系统URS-0-R-10-100 49000 套 高值耗材 甲类



6101078 一次性使用三腔针状切开刀M00532810 2042 个 高值耗材 非类

6101080 可吸收钉修补固定器MFA05L（5钉） 2800 片 高值耗材 非类

6101082 可吸收钉修补固定器MFA15L（15钉） 5980 片 高值耗材 非类

6101083 尿路支架系统URS-0-R-8-120 49000 套 高值耗材 甲类

6101090 脱细胞异体真皮J-1型，3*4平方厘米 4900 片 高值耗材 非类

6101092 脱细胞异体真皮J-1型，4*6平方厘米 7200 片 高值耗材 非类

6101093 脱细胞异体真皮J-1型，5*6平方厘米 9900 片 高值耗材 非类

6101095 电动腔镜直线型切割吻合器和钉仓(钉仓)GCFRGD* 2850 把 高值耗材 非类

6101096 电动腔镜直线型切割吻合器和钉仓（钉仓）GST45D* 2272.47 把 高值耗材 非类

6101097 手术电极（射频电极)LDDJS3-0200200A 7900 支 高值耗材 甲类

6101099 胸普外科修补膜（修补材料）TP-S4060 4250 盒 高值耗材 非类



6101104 一次性管型消化道吻合器FAEEA26* 2700 把 高值耗材 甲类

6101108 一次性使用微创筋膜缝合器EFC001 920 套 高值耗材 非类

6101110 盆底修复系统QB520*100-B-W（前盆底网片） 6800 件 高值耗材 非类

6101113 聚酯和聚乳酸补片TEM1208GL 5350 张 高值耗材 甲类

6101114 聚酯和聚乳酸补片TEM1208GR 5450 片 高值耗材 甲类

6101115 聚酯和聚乳酸补片TEM1509G 5468 张 高值耗材 甲类

6101116 聚酯和聚乳酸补片TEM1515G 6585 片 高值耗材 甲类

6101117
一次性双极射频等离子体手术电极(消融电极限临床各系统诊疗

用)MC302
7900 支 高值耗材 非类

6101120 部分可吸收疝修补材料UPLUG401 4320 片 高值耗材 甲类

6101122 一次性使用端端吻合器RCS25G* 3704 把 高值耗材 甲类

6101123 一次性使用端端吻合器RCS28G* 3704 把 高值耗材 甲类



6101125 一次性使用端端吻合器RCS31G* 3704 把 高值耗材 甲类

6101132 腹腔外置疝修补补片MP4-8X15 576 盒 高值耗材 甲类

6101133 腹腔外置疝修补补片MP1-15X15 1850 盒 高值耗材 甲类

6101136 子宫角套管J=NCS-504070 1350 套 高值耗材 非类

6101138 富血小板血浆制备器ABS-10014 5000 个 高值耗材 甲类

6101144 疝修补网600060910*15cm 4500 片 高值耗材 甲类

6101147 疝修补网600067715*15cm 7790 片 高值耗材 甲类

6101151 奥羽超轻补片7.5*15cm1064715 5760 片 高值耗材 甲类

6101152 疝修补网600068020*15cm 14500 片 高值耗材 甲类

6101154 全降解鼻窦药物支架系统SDES4216-1 6800 个 高值耗材 甲类

6101155 全降解鼻窦药物支架系统SDES4212-1 5800 个 高值耗材 甲类



6101156 全降解鼻窦药物支架系统SDES2514-1 4300 个 高值耗材 甲类

6101157 全降解鼻窦药物支架系统SDES2514-2 3400 个 高值耗材 甲类

6101158 全降解鼻窦药物支架系统SDES2514-3 4500 个 高值耗材 甲类

6101159 电动腔镜直线型切割吻合器和钉仓（钉仓）GCFRGW* 2841.05 把 高值耗材 非类

6101160 电动腔镜直线型切割吻合器和钉仓（钉仓）GCFRGG* 2845.87 把 高值耗材 非类

6101161 封堵拦截导管IVX-OC16 3200 根 高值耗材 非类

6101162 穿刺器及其附件iAS12-100 4000 套 高值耗材 非类

6101163 穿刺器及其附件iAS5-100LP 3980 套 高值耗材 非类

6101164 一次性筋膜缝合器J-5.5/J-8.5/J-10.5/J-12.5/J-15.5 500 把 高值耗材 非类

6101165 超声高频外科集成系统超声刀头HARH36 3580 把 高值耗材 非类

6101166 超声手术刀系统（一次性刀具）AH-631-L/AH-631-S 1100 把 高值耗材 非类



6101167 经导管人工主动脉瓣膜置换系统L23/L26/L29/L32* 200000 套 高值耗材 甲类

6101168 一次性使用乳房旋切活检针XNMMT08S 3000 个 高值耗材 非类

6101170 一次性管形吻合器YH-W-26 662.78 把 高值耗材 甲类

6101173 一次性肛肠吻合器YGH-34 632 把 高值耗材 甲类

6101174 尿路支架系统URS-0-R-10-120 49000 套 高值耗材 甲类

6101175 疝气网塞(补片）WGY-J 59 片 高值耗材 甲类

6101177 一次性使用肺结节定位针（特殊穿刺针）SS510-10 1600 支 高值耗材 非类

6101178 支气管导航系统（Edge定位导管）SD300LG 10200 盒 高值耗材 非类

6101180
支气管导航系统（Edge180°工作延长导管及可伸缩式延长导管）

SD180EWCTE-FT
4500 盒 高值耗材 非类

6101183 腹股沟疝生物补片SIS-HRP-8L-6*11 980 片 高值耗材 甲类

6101184 高频内窥镜手术电极 7200 支 高值耗材 非类



6101185 定位针 294 支 高值耗材 非类

6101193 一次性微波消融针（特殊穿刺针）EC0-100AI15 19000 根 高值耗材 非类

6101194 外科修补网A1-6*11 29.8 片 高值耗材 甲类

6101195 一次性使用无菌施夹钳及钛夹133650 2400 把 高值耗材 甲类

6101196 外科修补网A1-15*15 78 片 高值耗材 甲类

6101199 疝修补补片BLJ110150110*150mm 140 片 高值耗材 甲类

6101202 一次性管形吻合器WHY-26 1147 把 高值耗材 甲类

6101203 一次性使用管形吻合器TDCS25 720 把 高值耗材 甲类

6101204 颅内深部电极SDE-10/12/16 14000 条 高值耗材 非类

6101205 射频超声刀具BTW-US-F47C 1100 把 高值耗材 非类

6101209 外科生物补片5*5cm 4046 片 高值耗材 甲类



6101212 一次性肛肠吻合器YGH-32 632 把 高值耗材 甲类

6101214
SM-DZX系列等离子体止血刀头(消融电极限31类临床各系统诊疗

用)DZX-T2430-A160
7500 支 高值耗材 非类

6101226 膜式氧合器Hilite7000LT 39500 套 高值耗材 非类

6101227 一次性使用动脉插管BMAO116 8800 支 高值耗材 甲类

6101228 一次性使用动脉插管BMAO118 8800 支 高值耗材 甲类

6101229 一次性使用静脉插管BMV3120 8800 支 高值耗材 非类

6101230 一次性使用静脉插管BMV3122 8800 支 高值耗材 非类

6101231 植入式骶神经刺激电极导线套件L331 10800 个 高值耗材 非类

6101232 1.85mm*16mm双刃铣刀A-CRN-4-G1 2040 个 高值耗材 甲类

6101233 2.15mm*22mm四刃铣刀A-CRN-S-4-G1 2040 个 高值耗材 甲类

6101234 5mm西瓜磨头S-5B-4-G1 1900 个 高值耗材 甲类



6101236 3mm西瓜磨头，标准型S-3SB-4-G1 1901 个 高值耗材 甲类

6101237 6mm西瓜磨头S-6B-4-G1 1901 个 高值耗材 甲类

6101238 3mm西瓜磨头，标准型M-3SB-4-G1 1900 个 高值耗材 甲类

6101239 5mm西瓜磨头M-5B-4-G1 1901 个 高值耗材 甲类

6101241 3mm粗金刚磨头，标准型S-3SDC-G1 1834 个 高值耗材 甲类

6101242 5mm粗金刚磨头S-5DC-G1 1830 个 高值耗材 甲类

6101243 6mm粗金刚磨头S-6DC-G1 1834 个 高值耗材 甲类

6101244 2mm粗金刚磨头，标准型M-2SDC-G1 1830 个 高值耗材 甲类

6101245 3mm粗金刚磨头，标准型M-3SDC-G1 1834 个 高值耗材 甲类

6101246 5mm粗金刚磨头M-5DC-G1 1834 个 高值耗材 甲类

6101247 5mm橡子形磨头S-5AC-G1 2130 个 高值耗材 甲类



6101248 1.4mm*12.8mm双刃铣刀S-1R-4-G1 2138 个 高值耗材 甲类

6101249 一次性使用超声软组织切割止血系统刀头CS1405Y 980 把 高值耗材 非类

6101252 一次性管形吻合器WHY-29 1147 把 高值耗材 甲类

6101258 经导管主动脉瓣膜系统瓣膜：TAV30 193000 套 高值耗材 甲类

6101259 一次性使用腔镜切割吻合器及组件FRCH45 128.96 把 高值耗材 非类

6101260 微创跟腱断裂通道吻合器GJQX-B 8800 套 高值耗材 非类

6101262 一次性使用管型消化道吻合器TGXW(B)-26(L) 398 个 高值耗材 甲类

6101263 一次性使用管型消化道吻合器TGXW(B)-29(L) 398 个 高值耗材 甲类

6101264 一次性使用管形吻合器TDCS29 720 把 高值耗材 甲类

6101266 穿刺器及其附件SEM-EVAC 2500 套 高值耗材 非类

6101267 一次性使用腔镜切割吻合器及组件FRCH60 128.96 把 高值耗材 非类



6101268 通用腔镜直线切割吻合器ENDOSRCP 1620 把 高值耗材 甲类

6101270 腔镜弯转型切割吻合器钉匣ENDOSRC4525R 884.42 把 高值耗材 非类

6101273 腔镜弯转型切割吻合器钉匣ENDOSRC4548R 864.6 把 高值耗材 非类

6101276 腔镜弯转型切割吻合器钉匣ENDOSRC6035R 880.65 把 高值耗材 非类

6101277 腔镜弯转型切割吻合器钉匣ENDOSRC6040R 1051.5 把 高值耗材 非类

6101318 经导管人工主动脉瓣膜置换系统（可回收）L23/L26/L29/L32 193000 套 高值耗材 甲类

6101319 一次性电动腔镜用直线型切割吻合器DSMM45 4340 把 高值耗材 甲类

6101320 一次性电动腔镜用直线型切割吻合器DSMM60 4470 把 高值耗材 甲类

6101321 一次性电动腔镜用直线型切割吻合器DSML60 4490 把 高值耗材 甲类

6101329 一次性使用腔镜切割吻合器及组件DRCV60 2500 个 高值耗材 非类

6101330 一次性使用腔镜切割吻合器及组件DRCS60 2500 个 高值耗材 非类



6101331 一次性使用腔镜切割吻合器及组件DRCT60 2500 个 高值耗材 非类

6101339 外科生物补片心胸外科生物补片6.5*1.5（cm） 1841 片 高值耗材 非类

6101340 外科生物补片心胸外科生物补片6.5*1.3（cm） 1526 片 高值耗材 非类

6101343 一次性管形吻合器YH-W-29 662.78 把 高值耗材 甲类

6101344 一次性使用腔镜切割吻合器及组件DRCM60 2500 个 高值耗材 甲类

6101346 耐高压输液港型中心静脉导管及附件8808561 7800 套 高值耗材 非类

6101348 耐高压输液港型中心静脉导管及附件8716001 6500 个 高值耗材 非类

6101353 人造血管VL5006C 5000 个 高值耗材 甲类

6101355 人造血管VLT4046C 10000 个 高值耗材 甲类

6101356 人造血管VLT4047C 10000 个 高值耗材 甲类

6101360 一次性微创筋膜闭合器ZZ-BH-90 810 套 高值耗材 非类



6101587 3DMAXLightMesh疝修补补片0117311 4333 片 高值耗材 甲类

6101588 3DMAXLightMesh疝修补补片0117321 4333 片 高值耗材 甲类

6101591 电动腔镜关节头直线型切割吻合器+枪PCE45A 5700 件 高值耗材 甲类

6101594 电动腔镜关节头直线型切割吻合器+枪PCE60A 5700 件 高值耗材 甲类

6101596 电动腔镜关节头直线型切割吻合器+枪PLE60A 6580 件 高值耗材 甲类

6101606 复合可吸收螺钉系统AR-1370TC~AR-1400TC 4389 个 高值耗材 甲类

6101608 复合可吸收螺钉系统AR-1380TC 4389 个 高值耗材 甲类

6101610 复合可吸收螺钉系统AR-1390TC 4389 个 高值耗材 甲类

6101612 复合可吸收螺钉系统AR-1400TC 4389 个 高值耗材 甲类

6101618 半月板缝合系统+双钉双线半月板缝合钉,带2-0缝线AR-4500 6986 个 高值耗材 非类

6101623 复合可吸收骨锚钉AR-1934BCF 6125 个 高值耗材 甲类



6101624 复合可吸收骨锚钉AR-1934BCF-2 6125 个 高值耗材 甲类

6101626 复合可吸收骨锚钉AR-1927BCF 6125 个 高值耗材 甲类

6101627 复合可吸收骨锚钉AR-1927BCF-45 6125 个 高值耗材 甲类

6101628 复合可吸收骨锚钉AR-1927BCF-65 6125 个 高值耗材 甲类

6101633 复合可吸收骨锚钉AR-1662BC-7 8370 个 高值耗材 甲类

6101636 复合可吸收旋入式免打结锚钉AR-2323BCC 7360 个 高值耗材 甲类

6101637 复合可吸收旋入式免打结锚钉AR-2324BCC 7360 个 高值耗材 甲类

6101639 复合可吸收旋入式免打结锚钉AR-2324BCCT 7360 个 高值耗材 甲类

6101640 复合可吸收旋入式免打结锚钉AR-2324BCCTT 7360 个 高值耗材 甲类

6101649 钛合金缝线锚钉+带线锚钉AR-1915SF 4390 个 高值耗材 甲类

6101650 钛合金缝线锚钉+带线锚钉AR-1920SF 4390 个 高值耗材 甲类



6101690 锁扣带袢钛板套装AR-1588RT 7200 个 高值耗材 非类

6101697 锁扣带袢钛板+免打结锁扣带袢钛板，6.5mmAR-8926T 16800 个 高值耗材 非类

6100971
一次性射频等离子体手术电极(消融电极 限临床各系统诊疗

用)MC304
1600 把 高值耗材 非类

6100972
一次性射频等离子体手术电极(消融电极 限临床各系统诊疗

用)MC401
2500 把 高值耗材 非类

6100973
一次性射频等离子体手术电极(消融电极 限临床各系统诊疗

用)MC402
2500 把 高值耗材 非类

6033009 丙烯酸树脂骨水泥R40 950 盒 高值耗材 甲类

6033297 带线可吸收骨锚钉系统222295 9500 个 高值耗材 甲类

6033378 带线可吸收骨锚钉系统222296 6720 个 高值耗材 甲类

6033380 带线可吸收骨锚钉系统222299 9025 个 高值耗材 甲类

6033727 带线可吸收骨锚钉系统222343 6976 个 高值耗材 甲类

6030257
骨水泥型全肘关节假体3281-0502(57)(040608)3281-

05035(0608)
10625 个 高值耗材 甲类



6033878 脊柱固定器连接块 1#/2#/8mm/9mm/10mm JJXB 6840 个 高值耗材 非类

6033877 脊柱固定器连接块（TL），φ16/18/20*90 JJXA;JJXB 8294 个 高值耗材 非类

6034362 脊柱固定器椎弓根螺钉φ3.5*10-32mm，钛合金/JJXA 1750 枚 高值耗材 甲类

6033875
脊柱固定器椎弓根螺钉φ4.5-7.0mm，钛合金，HXN长尾万向钉

/JJXC
2736 枚 高值耗材 甲类

6032473
脊柱后路钉棒内固定系统（vivo6.0）-连接杆Φ6.0*200mm~Φ

6.0*350mm
2200 个 高值耗材 甲类

6033135 脊柱后路固定系统+直型矫形棒03802150~03802400 3320 根 高值耗材 甲类

6032999
脊柱后路内固定系统+棒12TG55-130～12TG55-230（L:130-

230mm）
3400 枚 高值耗材 甲类

6033000
脊柱后路内固定系统+棒12TG55-240～12TG55-360（L:240-

360mm）
6800 枚 高值耗材 甲类

6033001
脊柱后路内固定系统+棒12TG55-400～12TG55-600（L:400-

600mm）
9800 枚 高值耗材 甲类

6032671 脊柱内固定系统（CD HORIZON)+螺塞5540030 1807 个 高值耗材 甲类

6032672 脊柱内固定系统（CD HORIZON)+螺塞5540230 3223 个 高值耗材 甲类



6034400
脊柱内固定系统（CD HORIZON)+万向螺钉

55840005520~55840005540
7920 个 高值耗材 甲类

6033763
脊柱内固定系统（CD HORIZON)+万向螺钉

55840006515~55840006595、55840006511
5966 个 高值耗材 甲类

6034828
脊柱内固定系统（椎弓根多轴长臂螺钉）直径：4mm-8.5mm，长

度：20mm-65mm;MRP4020-MRP7550
3522.6 个 高值耗材 甲类

6032639 脊柱内固定系统组件皮质骨板螺钉48554306-48554324 1160 颗 高值耗材 甲类

6034183
脊柱椎间融合器/脊柱椎间融合器直径21mm，高度10-

25mm/RHQ03
5600 个 高值耗材 非类

6032519
交锁髓内钉系统+TriGen粗隆入路标准或重建股骨交锁髓内钉

71647330-71647350
20286 枚 高值耗材 甲类

6032518
交锁髓内钉系统+TriGen粗隆入路标准或重建股骨交锁髓内钉

71648230-71648250
20510 枚 高值耗材 甲类

6032520
交锁髓内钉系统+TriGen粗隆入路标准或重建股骨交锁髓内钉

71648330-71648350
1494.28 枚 高值耗材 甲类

6033915
金属脊柱内固定器/脊柱钉棒固定系统-长万向钉长度20-90mm，直

径3.0-9.0mm/USS-IV型
6700 枚 高值耗材 甲类

6033898
金属脊柱内固定器/连接棒直径5.0-6.0mm，长度30-200mm/USS-

CAIV型
2000 枚 高值耗材 甲类

6033914
金属脊柱内固定器/万向钉长度20-60mm，直径3.0-7.5mm/USS-

CAII型
2700 枚 高值耗材 甲类



6030130 金属接骨板系统大六角形槽松质骨螺钉16mm螺纹Φ6.5mm 190 颗 高值耗材 甲类

6030131 金属接骨板系统大六角形槽松质骨螺钉32mm螺纹Φ6.5mm 190 颗 高值耗材 甲类

6030120 金属接骨板系统六角形槽皮质骨螺钉自攻型Φ1.5mmΦ2.0mm 190 颗 高值耗材 甲类

6030118 金属接骨板系统+直型重建钢板10-22孔00-1179-005-(10~22) 2500 块 高值耗材 甲类

6030088
金属接骨板系统-异型钢板系列+3.5mm曲型重建钢板10-24孔00-

1179-006-(10~24)
3290 块 高值耗材 甲类

6030039
金属锁定接骨板系统2.7mm锁定螺钉/2.7mm zimmer通用锁定螺

钉
1050 支 高值耗材 甲类

6030077 金属锁定接骨板系统3.5mm/5.5mm中空锁定螺钉 1148 颗 高值耗材 甲类

6033313 金属锁定接骨板系统3.5mm锁定螺钉，12-90mm 766 支 高值耗材 甲类

6033314 金属锁定接骨板系统4.5mm锁定螺钉，12-70mm 910 支 高值耗材 甲类

6030075
金属锁定接骨板系统+肱骨近端外侧锁定钢板12/16孔左/右00-

2358-001(002)-(12/16)
15990 块 高值耗材 甲类

6030069
金属锁定接骨板系统+胫骨远端内侧锁定钢板14-18孔左/右00-

2357-007(008)-(14~18)
12000 块 高值耗材 甲类



6033295
金属锁定接骨板系统+皮质骨多角度锁定螺钉37301-8~37301-

30；37304-8~37304-30
1487.5 枚 高值耗材 甲类

6033147 金属锁定接骨板系统+松质骨多角度锁定螺钉37422-10~37422-60 1800 枚 高值耗材 甲类

6033068
金属锁定接骨板系统+足部锁定接骨板214XX-X(X)；21431-LA；

21431-ME；21431-SM；（2-6孔，ME,SM）
12000 块 高值耗材 甲类

6033097
空心螺钉系统+空心埋头加压螺钉31757-100～31757-120；

31757-35～31757-95（φ7.5mm）
6162.5 枚 高值耗材 甲类

6032534
髋部联合加压交锁髓内钉系统+TriGen InterTAN髋部联合加压交锁

髓内钉71675213-71675233
1494.28 枚 高值耗材 甲类

6032535
髋部联合加压交锁髓内钉系统+TriGen InterTAN髋部联合加压交锁

髓内钉71675238-71675256
1494.28 枚 高值耗材 甲类

6032532
髋部联合加压交锁髓内钉系统+TriGen InterTAN髋部联合加压交锁

髓内钉71675257-71675277
22890 枚 高值耗材 甲类

6032554
髋部联合加压交锁髓内钉系统+联合加压交锁螺钉71677105-

71677125
11000 枚 高值耗材 非类

6033396
髋关节假体-髋臼内杯190-310/42~190-310/48、190-

312/50~190-312/68、190-314/54~190-314/68
1322 个 高值耗材 甲类

6032556 髓内钉远端锁钉定位器71692814 3360 枚 高值耗材 非类

6032557 髓内钉远端锁钉定位器71692815 3360 枚 高值耗材 非类



6030041 索邦系统长型大粗隆再接合装置 5000 块 高值耗材 非类

6033301 锁定加压骨接合固定系统锁定螺钉φ2.4/2.7mm HCD0307 909 枚 高值耗材 甲类

6034236 锁定加压骨接合固定系统直型锁定板I型，5/8孔 ZSP0101 10980 块 高值耗材 甲类

6032538
锁定型交锁髓内钉系统+TriGen META锁定型胫骨交锁髓内钉

71655016-71655050
1366.33 枚 高值耗材 甲类

6032551
锁定型交锁髓内钉系统+TriGen内六角可把持交锁螺钉71642230-

71642265
1317 枚 高值耗材 非类

6032741
锁定型金属接骨板固定系统/（限制型）胫骨近端外侧锁定板（全灭

菌）左/右（3孔-5孔）
636 块 高值耗材 甲类

6032740
锁定型金属接骨板固定系统/（限制型）胫骨近端外侧锁定板（全灭

菌）左/右（6孔-8孔）
636 块 高值耗材 甲类

6032739
锁定型金属接骨板固定系统/（限制型）胫骨近端外侧锁定板（全灭

菌）左/右（9孔-11孔）
636 块 高值耗材 甲类

6032767
锁定型金属接骨板固定系统/（限制型）上肢加压锁定板（全灭菌）

4孔-8孔
5569 块 高值耗材 甲类

6032734
锁定型金属接骨板固定系统/腓骨远端外侧（加压）锁定板（全灭

菌）左/右（3孔-6孔）
567.55 块 高值耗材 甲类

6032761
锁定型金属接骨板固定系统/肱骨近端（加压）锁定板Ⅲ型（全灭

菌）4孔-8孔
8340 块 高值耗材 甲类



6032763
锁定型金属接骨板固定系统/肱骨近端外侧锁定板Ⅱ型（全灭菌）4

孔-8孔
10583 块 高值耗材 甲类

6032750 锁定型金属接骨板固定系统/弧形重建锁定板（全灭菌）9孔-12孔 640.79 块 高值耗材 甲类

6032776
锁定型金属接骨板固定系统/胫骨远端内侧锁定板Ⅱ型（全灭菌）左

/右（6孔-8孔）
8400 块 高值耗材 甲类

6032775
锁定型金属接骨板固定系统/胫骨远端内侧锁定板Ⅱ型（全灭菌）左

/右（9孔-11孔）
11782 块 高值耗材 甲类

6032770
锁定型金属接骨板固定系统/胫骨远端外侧（加压)锁定接骨板Ⅱ型

（全灭菌）左/右（6孔-8孔）
11255 块 高值耗材 甲类

6032744
锁定型金属接骨板固定系统/锁定螺钉（全灭菌）1.5、2.0、2.4、

2.7、
572 枚 高值耗材 甲类

6032743
锁定型金属接骨板固定系统/锁定螺钉（全灭菌）3.0；3.5；4.0；

4.5；5.0；6.0；6.5
424 枚 高值耗材 甲类

6032797
锁定型金属接骨板固定系统/小T型（加压）锁定板（全灭菌）3孔-5

孔
9732.5 块 高值耗材 甲类

6032804 锁定型金属接骨板固定系统/重建型锁定板(全灭菌)4孔-8孔 10583 块 高值耗材 甲类

6032497 腰椎间融合器（8；9；10；11；12；13；14）*26；YZIP 3504 个 高值耗材 甲类

6101251 一次性使用超声软组织切割止血系统刀头CS3605Y 980 把 高值耗材 非类



6030416
医用纳米羟基磷灰石/聚酰胺66复合骨充填材料NNBD/40B/￠

18/23*￠12/16*20-55
7200 盒 高值耗材 非类

6033819
医用纳米羟基磷灰石/聚酰胺66复合骨充填材料NNBD/40D/20-

32*10-12*8-14
5700 盒 高值耗材 甲类

6034583 椎间融合器SF01(高度12，长度20/22/26） 10212 个 高值耗材 甲类

6034990 椎间融合器+融合器6272414-6272419 6961 个 高值耗材 甲类

6101804 一次性使用腔镜直线切割吻合器及组件REC45A 2277.6 把 高值耗材 甲类

6101805 腔镜弯转型切割吻合器钉匣ENDO AFT45TNBR 1810.89 支 高值耗材 非类

6101806 腔镜弯转型切割吻合器钉匣ENDO AFT60PLBR 1810.89 支 高值耗材 非类

6101807 通用内镜直线切割吻合器弯转型钉匣ENDO RLC 6025R 937.36 支 高值耗材 非类

6101811 一次性使用电动式腔镜直线型切割吻合器及钉仓IM45GRA 1914.14 支 高值耗材 #N/A

6101818 一次性使用电动式腔镜直线型切割吻合器及钉仓IM60WHT 1906.2 支 高值耗材 #N/A

6101824 电动腔镜直线型切割吻合器和钉仓PCEE60A 3552 件 高值耗材 甲类



6101825 腔镜关节头直线型切割吻合器和钉仓CEC45A 1800.83 件 高值耗材 甲类

6101826 腔镜关节头直线型切割吻合器和钉仓CEC60A 1820 件 高值耗材 甲类

6101827 腔镜关节头直线型切割吻合器和钉仓CLONG60A 2069.06 件 高值耗材 甲类

6101828 电动腔镜直线型切割吻合器和钉仓PLEE45A 3675.92 件 高值耗材 甲类

6101829 电动腔镜直线型切割吻合器和钉仓GCFLGT 2168.67 件 高值耗材 非类

6101830 电动腔镜直线型切割吻合器和钉仓GST60T 2170.76 件 高值耗材 非类

6101831 腔镜关节头直线型切割吻合器和钉仓CECR45W 1054.24 件 高值耗材 非类

6101832 腔镜关节头直线型切割吻合器和钉仓CECR60W 1008.64 件 高值耗材 非类

6101833 腔镜关节头直线型切割吻合器和钉仓CECR45B 1053.38 件 高值耗材 非类

6101834 腔镜关节头直线型切割吻合器和钉仓CECR60B 980 件 高值耗材 非类

6101835 腔镜关节头直线型切割吻合器和钉仓CECR45D 1014.18 件 高值耗材 非类



6101836 腔镜关节头直线型切割吻合器和钉仓CECR60D 982.63 件 高值耗材 非类

6101837 腔镜关节头直线型切割吻合器和钉仓CECR45G 1088.09 件 高值耗材 非类

6101838 腔镜关节头直线型切割吻合器和钉仓CECR60G 925.3 件 高值耗材 非类

6101839 电动腔镜直线型切割吻合器和钉仓GCFRGT 2168.67 件 高值耗材 非类

6101840 一次性电动腔镜用直线型切割吻合器DNMM45 3064.57 把 高值耗材 甲类

6101841 一次性使用腔镜切割吻合器及组件FREM60 216.45 把 高值耗材 甲类

6101842 一次性使用腔镜切割吻合器及组件FREM45 213.09 把 高值耗材 甲类

6101843 一次性使用腔镜切割吻合器及组件FREL60 202.8 把 高值耗材 甲类

6101844 一次性使用腔镜切割吻合器及组件FRCV45 177.51 把 高值耗材 非类

6101845 一次性使用腔镜切割吻合器及组件FRCV60 122.29 把 高值耗材 非类

6101847 一次性使用腔镜切割吻合器及组件FRCS60 116.55 把 高值耗材 非类



6101849 一次性使用腔镜切割吻合器及组件DACM60 128.96 把 高值耗材 非类

6101850 一次性使用腔镜切割吻合器及组件FRCM60 128.96 把 高值耗材 非类

6101851 一次性使用腔镜切割吻合器及组件FRCT45 144.66 把 高值耗材 非类

6101852 一次性使用腔镜切割吻合器及组件FRCT60 136.28 把 高值耗材 非类

6101855 一次性电动腔镜用直线型切割吻合器钉仓组件FMCB45 144.75 把 高值耗材 非类

6101856 一次性电动腔镜用直线型切割吻合器钉仓组件FMCG45 144.75 把 高值耗材 非类

6101857 一次性电动腔镜用直线型切割吻合器钉仓组件FMCW45 144.75 把 高值耗材 非类

6101858 一次性电动腔镜用直线型切割吻合器钉仓组件FMCX45 144.75 把 高值耗材 非类

6101859 一次性电动腔镜用直线型切割吻合器钉仓组件FMCY45 144.75 把 高值耗材 非类

6101860 一次性电动腔镜用直线型切割吻合器钉仓组件FMCC60 144.75 把 高值耗材 非类

6101861 一次性电动腔镜用直线型切割吻合器钉仓组件FMCX60 144.75 把 高值耗材 非类



6101862 一次性电动腔镜用直线型切割吻合器钉仓组件FMCY60 144.75 把 高值耗材 非类

6101863 腔镜直线型切割吻合器钉匣ENDO SRC 6025L 730.71 把 高值耗材 非类

6101864 通用腔镜切割吻合器及钉匣U12L 1281.32 把 高值耗材 甲类

6101865 通用腔镜切割吻合器及钉匣L60B 512.25 把 高值耗材 非类

6101866 一次性腔镜用直线型切割吻合器及组件ZNQ-A 1128 把 高值耗材 甲类

6101867 一次性腔镜用直线型切割吻合器及组件ZN-60-3.5 752 把 高值耗材 非类

6035377 金属锁定接骨板-肱骨远端外侧锁定板-ISDP-29，5孔 798.45 块 高值耗材 甲类

6035378 金属锁定接骨板-肱骨远端内侧锁定板SDP-31，5孔 798.45 块 高值耗材 甲类

6035392 锁定接骨板系统-小T形锁定板I型YSP0105，6孔，纯钛 903.26 块 高值耗材 甲类

3021614 真空采血管&采血管99367884 绿色 4.0ml 1.05 支 普通耗材 非类

5030273 活检针701118090 18G(1.2mm)*9cm 443 支 普通耗材 非类



5030308 密闭式静脉留置针24G Y型 0.7mm*19mm 29.8 支 普通耗材 甲类

5031731 一次性内窥镜超声吸引活检针EUS-19-0-N 2300 根 普通耗材 非类

5031732 一次性内窥镜超声吸引活检针EUS-22-0-N 2400 根 普通耗材 非类

5040724 一次性使用可调压无菌脑积水分流管及附件FV434-T 30655 根 普通耗材 非类

5040746 一次性使用高压造影注射器及附件150ml SSC202 59 套 普通耗材 非类

5041734 一次性使用气管插管套件（导管）加强柔性型 7.0mm 108 包 普通耗材 甲类

5041735 一次性使用气管插管套件（导管）加强柔性型 7.5mm 108 包 普通耗材 甲类

5041738
一次性使用压力连接管（经血管（内、外）介入诊疗用）250cm

WLU250
35 根 普通耗材 非类

5041744 外周神经丛刺激针（D型）4892105CN 150 根 普通耗材 非类

5041746 连续神经丛阻滞套件4894235NCN 280 套 普通耗材 非类

5050602 可吸收性外科缝线PDO 2,1,0,2-0,3-0,4-0,5-0,6-0 35 根 普通耗材 甲类



5050621 可吸收缝合线VLOCL0803 660 包 普通耗材 甲类

5051762 可吸收性外科缝线YA-2005Q 648 根 普通耗材 甲类

5051772 可吸收性外科缝线VRB945G，2-0 160 根 普通耗材 甲类

5060004 可吸收止血纱1963 1900 包 普通耗材 非类

5060077 可吸收再生氧化纤维素（植物止血材料）2081 2.5*5.1cm 730 包 普通耗材 非类

5060078 可吸收再生氧化纤维素（植物止血材料）2082（5.1cm*10.2cm） 1760 包 普通耗材 非类

5060103 消融电极JBW/X-B（B10）（滴水型消融电极） 900 支 普通耗材 非类

5060113 复合微孔多聚糖止血粉1.2g/支 800 支 普通耗材 非类

5060115 胶原蛋白海绵5.5×5.5×0.4 cm 509 盒 普通耗材 非类

5060116 壳聚糖基可吸收止血非织布25mm*100mm 630 片 普通耗材 非类

5070092 超薄敷料（限压疮护理）10*10（187955） 18 片 普通耗材 非类



5071760
一次性使用封闭式负压引流护创材料FWS-WJ-006A

（200*100*25mm）
2400 片 普通耗材 甲类

5071761
一次性使用封闭式负压引流护创材料FWS-WJ-006B

（150*100*25mm）
2240 片 普通耗材 甲类

5071762
一次性使用封闭式负压引流护创材料FWS-WJ-006D

（100*100*25mm）
1120 片 普通耗材 甲类

5111325 内窥镜施夹钳176625 2450 把 普通耗材 甲类

5112293 一次性使用胃肠营养输送器E113M01 36 个 普通耗材 非类

5112315 胃肠充盈超声造影剂25g/袋 80 袋 普通耗材 非类

5112324 导管鞘器械MAK501N 670 套 普通耗材 甲类

5112325 导管鞘器械MAK401N 700 套 普通耗材 甲类

5112327 导管鞘器械PSS-5F-4-018MT 206 套 普通耗材 甲类

5112328 导管鞘器械PSS-6F-4-018MT 206 套 普通耗材 甲类

6010002 血管闭合系统14679 2461 根 高值耗材 非类



6011096 生物可吸收冠状动脉雷帕霉素洗脱支架系统LPS2715* 29580 条 高值耗材 甲类

6011097 生物可吸收冠状动脉雷帕霉素洗脱支架系统LPS2718* 29970 条 高值耗材 甲类

6011103 生物可吸收冠状动脉雷帕霉素洗脱支架系统LPS3021* 29580 条 高值耗材 甲类

6011107 生物可吸收冠状动脉雷帕霉素洗脱支架系统LPS3518* 29970 条 高值耗材 甲类

6011159 人工血管SBT1801D 12450 根 高值耗材 甲类

6011325 肝素涂层血管内覆膜支架系统VBJRXX0202W 42580 根 高值耗材 甲类

6011390 冠状动脉棘突球囊导管NS35013 4691 个 高值耗材 甲类

6011392 冠状动脉棘突球囊导管NS40013 4691 个 高值耗材 甲类

6011424 导引延伸导管20505603 3800 个 高值耗材 甲类

6011457 颅内取栓支架HC*TDE-4040 19630.62 条 高值耗材 非类

6011458 卵圆孔未闭封堵器PF2525 20000 个 高值耗材 非类



6011459 封堵器输送系统9F，45°，加强型 1000 个 高值耗材 非类

6011465 支持导管SK15018 4670 套 高值耗材 甲类

6011466 导引导丝1013829 1957 套 高值耗材 甲类

6011468 外周球囊扩张导管ZW100100006035B 2500 根 高值耗材 甲类

6011469 药物洗脱PTA球囊扩张导管ZW130050022035A 24500 根 高值耗材 甲类

6011470 外周球囊扩张导管ZW130060004035B 2500 根 高值耗材 甲类

6011471 外周球囊扩张导管ZW130060006035B 2500 根 高值耗材 甲类

6011472 亲水性涂层导丝LWSTDA18180 798 套 高值耗材 甲类

6011473 微导管28MC24130SN 3999 套 高值耗材 甲类

6011477 充盈压力泵系统(限介入手术使用)IN8130 980 套 高值耗材 非类

6011478 血管内造影导管7602-20M 1146 套 高值耗材 甲类



6011482 药物洗脱PTA球囊扩张导管ZW130040015035A 22500 根 高值耗材 甲类

6011483 微血管吻合装置（吻合器）GEM2753 15000 套 高值耗材 非类

6011484 药物洗脱PTA球囊扩张导管ZW130050015035A 22500 根 高值耗材 甲类

6011513 外周球囊扩张导管ZW130040002035B 2500 根 高值耗材 甲类

6011514 药物洗脱PTA球囊扩张导管ZW130030022035A 24500 根 高值耗材 甲类

6011515 药物洗脱PTA球囊扩张导管ZW130040022035A 24500 根 高值耗材 甲类

6011516 镍钛合金紫杉醇洗脱血管支架H74939295601010 38000 个 高值耗材 甲类

6011518 含纤维铂金弹簧圈M0013726040 2500 套 高值耗材 甲类

6011526 冠状动脉钴铬合金可降解涂层雷帕霉素药物洗脱支架系统AP23250 798 个 高值耗材 甲类

6011528 冠状动脉钴铬合金可降解涂层雷帕霉素药物洗脱支架系统AP23300 798 个 高值耗材 甲类

6011529 冠状动脉钴铬合金可降解涂层雷帕霉素药物洗脱支架系统AP23350 798 个 高值耗材 甲类



6011531 冠状动脉钴铬合金可降解涂层雷帕霉素药物洗脱支架系统AP28250 798 个 高值耗材 甲类

6011537 冠状动脉钴铬合金可降解涂层雷帕霉素药物洗脱支架系统AP33300 798 个 高值耗材 甲类

6011539 带纤维铂金弹簧圈M0013120210 1898 套 高值耗材 甲类

6011542 取栓支架RVV-I-3-20 19200 个 高值耗材 #N/A

6011544 取栓支架RVV-I-4-20 19200 个 高值耗材 非类

6011568 冠脉药物释放球囊扩张导管200501300-020 6263.75 根 高值耗材 甲类

6011582 药物洗脱球囊导管DEB2020 6285 套 高值耗材 甲类

6011583 药物洗脱球囊导管DEB2025 6285 套 高值耗材 甲类

6011584 药物洗脱球囊导管DEB2030 6285 套 高值耗材 甲类

6011585 药物洗脱球囊导管DEB2220 6285 套 高值耗材 甲类

6011586 药物洗脱球囊导管DEB2230 6285 套 高值耗材 甲类



6011587 药物洗脱球囊导管DEB2510 6285 套 高值耗材 甲类

6011589 药物洗脱球囊导管DEB2520 6285 套 高值耗材 甲类

6011594 药物洗脱球囊导管DEB2725 6285 套 高值耗材 甲类

6011616 药物涂层冠脉球囊导管LPCDB20016 6285 套 高值耗材 甲类

6011623 药物涂层冠脉球囊导管LPCDB25031 6285 套 高值耗材 甲类

6011628 药物涂层冠脉球囊导管LPCDB27031 6285 套 高值耗材 甲类

6011637 药物涂层冠脉球囊导管LPCDB35031 6285 套 高值耗材 甲类

6011640 药物洗脱冠脉支架系统ERES22524X 6850 支 高值耗材 甲类

6011642 药物洗脱冠脉支架系统ERES30018X 6850 支 高值耗材 甲类

6011643 药物洗脱冠脉支架系统ERES30030X 6850 支 高值耗材 甲类

6011684 药物洗脱冠脉支架系统ERES25024X 6850 支 高值耗材 甲类



6011685 药物洗脱冠脉支架系统ERES27530X 6850 支 高值耗材 甲类

6021711 超声下胰腺假性囊肿和包裹性坏死电切引流支架M00553550 35000 个 高值耗材 甲类

6030223 膝关节假体&NexGen聚乙烯髌骨部件00-5972-065-XX 1500 个 高值耗材 甲类

6030930 脊柱后路钉棒系统&长臂万向单芯椎弓根钉FJD5 2705 枚 高值耗材 甲类

6033841 颅颌骨内固定夹板LQ27 2800 块 高值耗材 甲类

6033843 颅颌骨内固定夹板EQ05 8550 块 高值耗材 甲类

6033945
金属股骨头 Metallic Modular Femoral Heads（S ROM 股骨头）

522022~522034875953~875956
1813 个 高值耗材 甲类

6033972
髋关节系统组件 S-ROM HIP SYSTEM（S-ROM SPA 锥形近端袖

套）535341~535366
4900 根 高值耗材 甲类

6034624 固定带袢钛板800804000-800804500 6100 块 高值耗材 非类

6035126 前路颈椎椎间融合器（颈椎融合器）MC1344P 11262 个 高值耗材 甲类

6035142 一次性使用刨刀/磨头/锯片（4.5mm切骨刨刀）72202531 3500 把 高值耗材 甲类



6035332
金属锁定接骨板-重建锁定板SDP-06，7孔，长度：98mm，宽度：

1
847.17 块 高值耗材 甲类

6035366
金属锁定接骨板-尺骨鹰嘴锁定板SDP-68，3孔，长度：64mm，宽

度：1
9900 块 高值耗材 甲类

6035379 金属锁定接骨板系统(T型加压锁定板-3)WGC12Z05 5孔 885.18 块 高值耗材 甲类

6035380 金属锁定接骨板-锁骨S型锁定板-2SDYZ-63，5孔 750.34 块 高值耗材 甲类

6035381 髋关节假体 陶瓷球头36-XL 1300 个 高值耗材 甲类

6035382 髋关节假体 生物型股骨柄BG-IX-33# 10335 个 高值耗材 甲类

6035383 髋关节假体 陶瓷球头32-S 10000 个 高值耗材 甲类

6035384 金属锁定接骨板-股骨近端外侧锁定板-5SDYY-55，3孔 818.08 块 高值耗材 甲类

6035386 可吸收螺钉OSC-3545 5920 颗 高值耗材 甲类

6035387 可吸收螺钉OSC-4555 7000 颗 高值耗材 甲类

6035388 锁定接骨板系统-肱骨近端V型锁定板YHP0101，3孔*96mm 921.91 块 高值耗材 甲类



6040643 颅骨固定钛网及螺钉系统016-152 11420 片 高值耗材 甲类

6040644 颅颌面固定系统016-100 8287 片 高值耗材 甲类

6040660 神经外科微血管减压垫片（人工植入体）10mm*15mm 6600 片 高值耗材 非类

6041753 植入式脊髓神经刺激延伸导线套件37081 3350 套 高值耗材 非类

6041754 植入式可充电脊髓神经刺激器97716 213000 套 高值耗材 非类

6041755 植入式脊髓神经刺激电极套件977A275 25500 套 高值耗材 非类

6050229 诊断/消融可调弯头端导管NI75TCFH* 20230 根 高值耗材 甲类

6060186 植入式心脏起搏器Effecta D 13503 台 高值耗材 甲类

6060344 植入式心脏起搏器Edora 8 DR 37277 台 高值耗材 甲类

6060345 植入式心脏复律除颤器Ilivia 7 VR-T DX 78398 台 高值耗材 非类

6060346 植入式心脏复律除颤器电极导线Plexa ProMRI DF-1 S DX 65/15 8845 根 高值耗材 非类



6070048 膜型血浆分离器EC-2A20 2500 只 高值耗材 甲类

6070105 一次性使用血液过滤器（血回收耗材）SQ40S 276 个 高值耗材 非类

6070176 血液浓缩器HPH400 2200 套 高值耗材 乙类

6070178 一次性使用血液透析管路A008/V608/V609 800 套 高值耗材 非类

6070183 一次性使用血细胞分离器（血回收耗材）CSE-P-225 610 套 高值耗材 非类

6081761 人工晶状体CT ASPHINA 409MP 2296 盒 高值耗材 甲类

6081762 预装式黄色疏水性丙烯酸人工晶状体CT LUCIA 601PY 2298 枚 高值耗材 甲类

6081763 人工晶状体AT LISA 809M 4299 枚 高值耗材 甲类

6081765 单件式复曲面人工晶状体ZCT150 4237 枚 高值耗材 甲类

6081766 单件式复曲面人工晶状体ZCT225 4237 枚 高值耗材 甲类

6081769 单件式多焦复曲面人工晶状体ZMT150 6106 枚 高值耗材 甲类



6081770 单件式多焦复曲面人工晶状体ZMT225 6106 枚 高值耗材 甲类

6081771 单件式多焦复曲面人工晶状体ZMT300 6106 片 高值耗材 甲类

6081772 单件式多焦复曲面人工晶状体ZMT400 6106 片 高值耗材 甲类

6081773 预装式非球面后房人工晶状体PY-60AD 1339 片 高值耗材 甲类

6081774 预装式非球面后房人工晶状体250 1835 片 高值耗材 甲类

6081775 预装式非球面后房人工晶状体251 1349 片 高值耗材 甲类

6081776 人工晶状体TFNT00 22495.71 盒 高值耗材 甲类

6100087 穿刺器（ENDOPATHXCEL）B5LT 1600 件 高值耗材 #N/A

6100874 电动腔镜直线型切割吻合器和钉仓PLEE60A 4426.3 把 高值耗材 甲类

6100902 选择性血浆成份吸附器PH-350 5350 支 高值耗材 甲类

6101001 膨体聚四氟乙烯面部植入物块状植入物 TPR07 5400 盒 高值耗材 非类



6101041 一次性多通道单孔腹腔镜穿刺器IA-3A-50*150* 580 盒 高值耗材 非类

6101094 脱细胞异体真皮J-1型，8*10平方厘米 23200 片 高值耗材 非类

6101256 经导管主动脉瓣膜系统瓣膜：TAV24 193000 套 高值耗材 甲类

6101280 一次性使用电动式腔镜直线型切割吻合器IM60AL 4282.53 把 高值耗材 甲类

6101281 一次性使用电动式腔镜直线型切割吻合器IM60AM 4271.75 把 高值耗材 甲类

6101284 一次性使用电动式腔镜直线型切割吻合器IM45AM 4292.88 把 高值耗材 甲类

6101595 电动腔镜关节头直线型切割吻合器&枪PSE60A 3953.39 件 高值耗材 甲类

6101788 球囊扩张式血管覆膜支架LSM1351258 35000 个 高值耗材 甲类

6101800 尿失禁吊带(悬吊器)6000524 9000 条 高值耗材 非类

6101808 一次性使用电动式腔镜直线型切割吻合器及钉仓IM45BLK 1906.2 支 高值耗材 #N/A

6101809 一次性使用电动式腔镜直线型切割吻合器及钉仓IM45BLU 1922.09 支 高值耗材 #N/A



6101810 一次性使用电动式腔镜直线型切割吻合器及钉仓IM45GLD 1906.2 支 高值耗材 #N/A

6101812 一次性使用电动式腔镜直线型切割吻合器及钉仓IM45GRN 1906.2 支 高值耗材 #N/A

6101813 一次性使用电动式腔镜直线型切割吻合器及钉仓IM45WHT 1932.67 支 高值耗材 #N/A

6101814 一次性使用电动式腔镜直线型切割吻合器及钉仓IM60BLK 1906.2 支 高值耗材 #N/A

6101815 一次性使用电动式腔镜直线型切割吻合器及钉仓IM60BLU 1906.2 支 高值耗材 #N/A

6101816 一次性使用电动式腔镜直线型切割吻合器及钉仓IM60GLD 1906.2 支 高值耗材 #N/A

6101817 一次性使用电动式腔镜直线型切割吻合器及钉仓IM60GRN 1906.2 支 高值耗材 #N/A

6101819 一次性电动腔镜用直线型切割吻合器DNMM60 3162 把 高值耗材 甲类

6101820 一次性电动腔镜用直线型切割吻合器钉仓组件FMCB60 144.75 把 高值耗材 非类

6101821 一次性电动腔镜用直线型切割吻合器钉仓组件FMCG60 144.75 把 高值耗材 非类

6101822 一次性电动腔镜用直线型切割吻合器钉仓组件FMCW60 144.75 把 高值耗材 非类



6101823 一次性电动腔镜用直线型切割吻合器DNML60 3119.38 把 高值耗材 甲类

6011581 药物洗脱球囊导管DEB2015 6285 套 高值耗材 甲类

5050574 聚丙烯不可吸收缝合线（普理灵）EH7242H 210 根 普通耗材 甲类

6033518 金属锁定接骨板系统（干骺端锁定板-2）2-19孔 钛合金 943 块 高值耗材 甲类

6035401 金属接骨螺钉-自攻型皮质骨螺钉Φ3.5×16mm 22.7 块 高值耗材 甲类

6035398 金属空心接骨螺钉-双螺纹空心螺钉Φ3.0×32mm 174.27 块 高值耗材 甲类

6035400 金属空心接骨螺钉-自攻全螺纹空心螺钉Φ2.4×24mm 174.27 块 高值耗材 甲类

6035397 金属锁定接骨板系统-微创小型远端锁定板右7孔 800.42 块 高值耗材 甲类

6100003 连发施夹器和钉夹ER420* 2680 块 高值耗材 甲类

6081777 人工晶状体AQBHL 1778 枚 高值耗材 甲类

5112824 一次性使用不可吸收结扎夹RJLK-S 37 枚 普通耗材 #N/A



5112825 一次性使用不可吸收结扎夹RJLK-M 37 枚 普通耗材 #N/A

5112826 一次性使用不可吸收结扎夹RJLK-L 37 枚 普通耗材 #N/A

6035399 金属空心接骨螺钉-双螺纹空心螺钉Φ3.0×28mm 174.27 块 高值耗材 甲类

5041765
一次性使用无菌硅胶导尿管三腔标准型7.3mm（22Fr），球囊容积

30ml
37 根 普通耗材 甲类

6010791 封堵球囊导管系统（HyperGlide）104-4XXX 10080 套 高值耗材 甲类

6060279 植入式心脏起搏器5102 23400 台 高值耗材 甲类

6060234
植入式心脏复律除颤器Implantable Cardioverter

DefibrillatorCD1231-40
73516 台 高值耗材 非类

6070016 透析导管14.5F*19cm 2700 支 高值耗材 甲类

6011533 冠状动脉钴铬合金可降解涂层雷帕霉素药物洗脱支架系统AP28300 798 个 高值耗材 甲类

6011389 冠状动脉棘突球囊导管NS32513 4691 个 高值耗材 甲类

6011562 冠脉药物释放球囊扩张导管200501250-015 6263.75 根 高值耗材 甲类



6060284 植入式心脏起搏器5202 20862.4 台 高值耗材 甲类

6020485 可扭转微导管M001195300 6900 条 高值耗材 甲类

5031747 一次性使用高压注射器针筒及附件XP 65/115VS 248 个 普通耗材 非类

6031679 骨生长负压富集器FWS-WJ-002A/FWS-WJ-002AT 3000 个 高值耗材 甲类

6011593 药物洗脱球囊导管DEB2720 6285 套 高值耗材 甲类

6011683 药物洗脱冠脉支架系统ERES35030X 6850 套 高值耗材 甲类

5040873 镇痛泵系统&一次性专用储液药盒REHN（11）-106 300 套 普通耗材 非类

6010346 血管鞘组RS*A70K10SQ 175 套 高值耗材 甲类

6011698 药物涂层冠脉球囊导管LPCDB20020 6285 套 高值耗材 甲类

6011618 药物涂层冠脉球囊导管LPCDB20031 6285 套 高值耗材 甲类

6035402 聚左旋乳酸可吸收骨固定系统皮质骨螺钉SHO-27024 3400 盒 高值耗材 甲类



5040642 一次性使用引流管(限换药使用)XY-Y12Fr 650 套 普通耗材 非类

6081778 人工晶状体404型 1699 枚 高值耗材 甲类

5031746 一次性活检针QZDA型 530 套 普通耗材 非类

5013375 一次性使用圈套器MTN-PFS-E-15/1800 299 根 普通耗材 非类

5030038 一次性使用静脉留置针24G*19mm 4.8 支 普通耗材 甲类

5030067 泵用注射器带针&泵用空针8728828F（避光型50ML） 32 支 普通耗材 非类

5030259 密闭式防针刺伤型静脉留置针22G直型和Y型，0.9mm*25mm 31 支 普通耗材 甲类

5030294 密闭式防针刺伤型静脉留置针（欣玛）24GY型0.7mm*19mm 16.8 支 普通耗材 甲类

5030295 密闭式防针刺伤型静脉留置针（欣玛）22GY型0.9mm*25mm 16.8 支 普通耗材 甲类

5040043 安舒造口袋1970（造口腰带） 66 个 普通耗材 乙类

5040096 三通及附件&三通(介入使用)8501712 5.8 只 普通耗材 #N/A



5040151 一次性使用麻醉穿刺包（麻醉导管）AS-E 33 个 普通耗材 #N/A

5040249 一次性使用高压造影注射器及附件CM-200（含连接管） 85 套 普通耗材 #N/A

5040252 一次性使用高压造影注射器及附件CM-150（含连接管） 85 套 普通耗材 #N/A

5040403 一次性使用高压注射器针筒及附件SDS-CTP-QFT 98 套 普通耗材 非类

5040553 植入式输液港型中心静脉导管及套件0606100C 4560 支 普通耗材 非类

5040677 经鼻喂养管7980111CN，CH/FR15，100cm 138 根 普通耗材 甲类

5040806 一次性使用高压造影注射器及附件200/200mlSSC104 59 套 普通耗材 #N/A

5040807 喉罩气道导管A3:3 320 根 普通耗材 非类

5040818 造口底盘404594 68 支 普通耗材 乙类

5040820 两件式造口袋401508 17 个 普通耗材 乙类

5040857 一次性使用引流管(限换药使用)普通型（HR-PT）;Fr18 3.6 支 普通耗材 乙类



5041745 外周神经丛刺激针（D型）4892112CN 150 根 普通耗材 非类

5050614 可吸收性外科缝线SO-2-36 38 根 普通耗材 甲类

5050615 可吸收性外科缝线SO-3-20 38 根 普通耗材 甲类

5050619 可吸收性外科缝线SV-4-18 38 根 普通耗材 甲类

5050626 可吸收缝合线VLOCL0336 660 包 普通耗材 甲类

5050627 可吸收缝合线VLOCL0326 660 包 普通耗材 甲类

5070173 水胶体敷料（限压疮护理）187900（5*10cm） 17.8 片 普通耗材 非类

5070285 甲壳胺医用脐带敷料7CM*40CM 38 片 普通耗材 非类

5080005 医用射线防护喷剂30ml 345 盒 普通耗材 甲类

5110416 永磁速愈贴18×10cm 36.4 贴 普通耗材 非类

5110529 医用透明质酸钠凝胶（眼科粘弹剂）0.5ml 72 支 普通耗材 非类



5110878 多克自热炎痛贴DT-70B*8片 7.25 贴 普通耗材 非类

5111243 一次性脑电传感器186-0200 295 片 普通耗材 非类

5112064
一次性使用输液器（超低密度聚乙烯材料）（限抗肿瘤药品使用）

进气式（精密）带静脉输液针
15.6 支 普通耗材 非类

6010366 血管内造影导管RF*ZG94107Km 400 条 高值耗材 甲类

6010676
PTA球囊扩张导管（Dorado）DR13551H-DR135104，

DR12052-DR120108
4500 套 高值耗材 甲类

6010698 明胶海绵颗粒栓塞剂350um-560um- 1143 瓶 高值耗材 甲类

6010889
自膨式支架系统（ProtegeGPS）支架直径：6-10cm；支架长度：

20-80mm（SERP65
8307 根 高值耗材 甲类

6011038
外周切割球囊直径:5/6/7/8mm;长度：2cm；输送器长度：

50/90/135
6070 套 高值耗材 甲类

6011082 PTA球囊扩张导管（BardRival）RV8032-RV8415 3120 套 高值耗材 甲类

6011102 生物可吸收冠状动脉雷帕霉素洗脱支架系统LPS3018* 29580 条 高值耗材 甲类

6011133 人工血管S1004 6980 根 高值耗材 甲类



6011134 人工血管IRS06040L 11500 个 高值耗材 甲类

6011138 外周导丝（商品名：ASAHI）PAGH18M370 1850 根 高值耗材 甲类

6011168 支持导管（TrailBlazer）SC-035-065/090/135/150 3200 条 高值耗材 甲类

6011270 聚乙烯醇栓塞微球无色型100-300微米 1600 瓶 高值耗材 甲类

6011396 非顺应性外周动脉血管球囊扩张导管25-40040870 3800 个 高值耗材 甲类

6011448 紫杉醇释放高压分流球囊扩张导管APS7.00-60OTW 12800 根 高值耗材 甲类

6011452 紫杉醇释放高压分流球囊扩张导管APS8.00-60OTW 12800 根 高值耗材 甲类

6011462 球囊扩张导管ATG120146 7900 套 高值耗材 甲类

6011467 外周球囊扩张导管ZW075050008035B 2500 根 高值耗材 甲类

6011481 紫杉醇释放高压分流球囊扩张导管APL10.00-60OTW 8900 根 高值耗材 甲类

6011491 球囊扩张导管H74939207050470 3600 个 高值耗材 甲类



6011590 药物洗脱球囊导管DEB2525 6285 套 高值耗材 甲类

6011611 外周球囊扩张导管ZW100120008035B 2500 根 高值耗材 甲类

6011612 外周球囊扩张导管ZW100120004035B 2500 根 高值耗材 甲类

6011613 外周球囊扩张导管ZW130080008035B 2500 根 高值耗材 甲类

6011614 外周球囊扩张导管ZW075050004035B 2500 根 高值耗材 甲类

6011619 药物涂层冠脉球囊导管LPCDB20038 6285 套 高值耗材 甲类

6011644 药物洗脱PTA球囊扩张导管ZW130060015035A 22500 根 高值耗材 甲类

6011645 外周球囊扩张导管ZW075050006035B 2500 根 高值耗材 甲类

6011646 外周球囊扩张导管ZW075060008035B 2500 根 高值耗材 甲类

6011656 药物涂层冠脉球囊导管DP0122525 6333 根 高值耗材 甲类

6020432 覆膜硅胶食道支架系统MTN-SE-S-20/80-A-8/650 3400 套 高值耗材 甲类



6030249
膝关节假体-股骨部件&GSF高屈曲度后十字韧带保留型股骨部件，

预涂型00-5750-(013-017)-0X/00-5764-(013-017)-51/52
19230 个 高值耗材 甲类

6031135 复合缝线骨锚钉210808 5200 支 高值耗材 #N/A

6031397 脊柱内固定系统（CDHORIZON)&万向螺钉75494520～7549856 6370 个 高值耗材 甲类

6031992 颅颌骨内固定夹板EQ01 12500 块 高值耗材 甲类

6033862 同种骨植入材料专用骨件（股骨干GJ-DG/SD） 39600 个 高值耗材 非类

6033984

全膝关节置换系统AttuneTotalKneeSystem（ATTUNE后稳定型股

骨假体）”

150410101~150410108150410201~150410208150410123~1

3369 个 高值耗材 甲类

6034005 胫骨垫片TibialInsert（胫骨垫片TibialInsert）962311~962368 8000 个 高值耗材 甲类

6034381 膝关节假体（胫骨垫）B2012-9+ 8500 个 高值耗材 甲类

6034468 人工髋关节假体高碳钴铬钼球头/高碳钴铬钼球头32-4~32+15； 8547 个 高值耗材 甲类

6034532 人工膝关节/股骨髁-后稳定II型3NL~6NL 11740 个 高值耗材 甲类

6034534 人工膝关节/股骨髁-后稳定II型3NR~6NR 11740 个 高值耗材 甲类



6034999 同种骨植入材料通用同种骨-骨粉（全脱矿）1g 1017 袋 高值耗材 非类

6035004 同种骨植入材料通用同种骨-松质骨条（冻干）1g 2300 袋 高值耗材 非类

6035389 金属接骨螺钉-普通型皮质骨螺钉φ2.0*20mmSTQ06-UT 22.7 颗 高值耗材 甲类

6035390 金属锁定接骨板系统-T型板厚度1.3mm3孔MCLP02III型 834.51 块 高值耗材 甲类

6035396 带锁髓内钉主钉股骨粗隆间钉DDSIV，φ11*170mm，钛合金 1171.8 颗 高值耗材 甲类

6100357 埋入式输注系统及其附件44333734 6500 套 高值耗材 非类

6100407 补片PCDR1,7.5cm*15cm 7500 片 高值耗材 甲类

6100617 巴德3DMax疝修补补片0115311 5250 片 高值耗材 甲类

6100619 巴德3DMax疝修补补片0115321 5250 片 高值耗材 甲类

6100748 一次性使用痔切除吻合器&枪(含钉)PPH33D 3200 把 高值耗材 甲类

6100809 疝修补网织片0115814 4350 套 高值耗材 甲类



6100858 外科补片PCO1510 8262 张 高值耗材 甲类

6100860 外科补片PCO2520 21000 张 高值耗材 甲类

6101142 疝修补补片PV101015F310*15cm 4600 片 高值耗材 甲类

6101921 腔内连发施夹器EL5ML 2300 把 高值耗材 甲类

6011641 药物洗脱冠脉支架系统ERES25030X 6850 把 高值耗材 甲类

6033766 去细胞同种异体神经修复材料ZDMED-1520 12000 盒 高值耗材 非类

6033769 去细胞同种异体神经修复材料ZDMED_5060 47500 盒 高值耗材 非类

6060324 植入式心脏起搏器PM2160* 26343 台 高值耗材 甲类

6011624 药物涂层冠脉球囊导管LPCDB25038 6285 套 高值耗材 甲类

6011629 药物涂层冠脉球囊导管LPCDB27038 6285 套 高值耗材 甲类

6011548 取栓支架RVV-I-6-30 19200 个 高值耗材 #N/A



6060330 植入式心脏起搏器LD100DR* 26863 个 高值耗材 甲类

6050351 弯型可视双向可调弯导引鞘管D138501 6900 套 高值耗材 甲类

4010005 医用干式激光胶片OKI-M-1105（8in*10in） 5.4 张 普通耗材 乙类

6060004 植入式心脏起搏器ADDRL1* 29980 台 高值耗材 甲类

5112819 一次性穿刺针及附件F型 330 支 普通耗材 非类

5112818 一次性穿刺针及附件B型 550 支 普通耗材 非类

5112822
神经封闭针USG TYPE CCR 0.7（22G）*70mm(限神经阻滞麻醉使

用）
550 支 普通耗材 非类

6011522 冠状动脉钴铬合金可降解涂层雷帕霉素药物洗脱支架系统AP18275 798 个 高值耗材 甲类

6011510 球囊扩张导管H74939207120470 3600 个 高值耗材 甲类

6011493 球囊扩张导管H74939207070670 3600 个 高值耗材 甲类

6011492 球囊扩张导管H74939207070470 3600 个 高值耗材 甲类



6011500 球囊扩张导管H74939207060470 3600 个 高值耗材 甲类

5050625 可吸收缝合线VLOCL0614 660 包 普通耗材 甲类

6060355 植入式心脏起搏电极导线Beflex RF45D 4888 根 高值耗材 甲类

6035404 直型接骨钢板 直型重建接骨板4-270 5孔 722.04 块 高值耗材 甲类

6035406 聚左旋乳酸可吸收骨固定系统皮质骨螺钉SHO-45046 3400 盒 高值耗材 甲类

6060359 植入式心脏起搏电极导线LL30058 5170 套 高值耗材 甲类

6101922 一次性使用弯头闭合切割手术器械 5800 套 高值耗材 非类

6101124 一次性使用端端吻合器 3704 把 高值耗材 甲类

6101098 手术电极 7900 支 高值耗材 甲类

6035393 空心螺钉HBKQ03，φ3.5mm，钛合金 149 颗 高值耗材 甲类

6032675 髋臼后柱解剖型记忆固定器 7100 套 高值耗材 甲类



6060361 冠状窦电极导线递送系统及附件 4250 根 高值耗材 #N/A

6060364 冠状窦电极导线递送系统及附件Selectra Accessory Kit 1280 根 高值耗材 非类

5112834 血糖探头 450 个 普通耗材 非类

6060285 植入式心脏起搏器 26983 台 高值耗材 甲类

5040849 一次性使用防逆流引流袋 9 套 普通耗材 非类

6011736 左心耳封堵器 48500 只 高值耗材 非类

6021718 一次性使用输尿管导引鞘 1520 根 高值耗材 非类

6021720 一次性使用输尿管导引鞘直型：14Fr*45cm 1520 根 高值耗材 非类

6034627 可调带袢钛板 12800 块 高值耗材 非类

5013738 一次性腹腔镜高频手术器械（一次性L形电凝）（系统配套刀头） 810 个 普通耗材 非类

6035408 弹力聚合器(内固定材料) 2500 套 高值耗材 甲类



6035403 聚左旋乳酸可吸收骨固定系统 3400 盒 高值耗材 甲类

6035425 聚左旋乳酸可吸收骨固定系统皮质骨螺钉SHO-45060 3400 盒 高值耗材 甲类

6035426 髋关节假体 生物型股骨柄 10335 个 高值耗材 甲类

6035427 髋关节假体 陶瓷球头 1300 个 高值耗材 甲类

6011524 冠状动脉钴铬合金可降解涂层雷帕霉素药物洗脱支架系统 798 个 高值耗材 甲类

6011739 卵圆孔未闭封堵器PF1825 20000 个 高值耗材 非类

6011719 一次性使用无菌血管内导管附件：导丝 145 根 高值耗材 #N/A

6060356 植入式心脏起搏电极导线Beflex RF46D 4988 根 高值耗材 甲类

6011487 可解脱带纤维毛弹簧圈栓塞系统 11000 套 高值耗材 甲类

6011488 可解脱带纤维毛弹簧圈栓塞系统M001363810 11000 套 高值耗材 甲类

6011735 左心耳封堵器M635WC270060 48500 只 高值耗材 非类



5041777 微量泵前管8722935 16.2 根 普通耗材 非类

5030214 一次性使用泵用注射器 带针 20 支 普通耗材 非类

6101931 一次性腹腔镜用穿刺器 2850 套 高值耗材 非类

5030329 一次性使用植入式给药装置留置针 160 支 普通耗材 非类

6060363 冠状窦电极导线递送系统及附件Selectra 3D-65-39 4250 根 高值耗材 #N/A

6035428 髋关节假体 生物型股骨柄BG-IX-28# 10335 个 高值耗材 甲类

6035092 膝关节假体-胫骨平台假体 2046 个 高值耗材 甲类

6035087 膝关节假体-股骨髁假体 1700 个 高值耗材 甲类

6035088 膝关节假体-半月板衬垫 600 个 高值耗材 甲类

5112823 神经封闭针USG TYPE CCR 0.8（21G）*100mm 550 支 普通耗材 非类

5112821 神经封闭针PM-Echo 22G*50mm 350 支 普通耗材 非类



6101904 一次性无菌磨钻头DR3014B150.DS 1300 支 高值耗材 #N/A

5041783 一次性宫腔组织吸引管包D 68 包 普通耗材 非类

6021717 一次性使用输尿管导引鞘直型：12Fr*35cm 1520 根 高值耗材 非类

6021719 一次性使用输尿管导引鞘直型：14Fr*35cm 1520 根 高值耗材 非类

6011699 药物涂层冠脉球囊导管LPCDB25020 6285 套 高值耗材 甲类

6070160 空心纤维血液透析滤过器Ultraflux AV1000S 600 支 高值耗材 乙类

6070190 连续性血液净化管路multiFiltrate PRO HDF 1498 套 高值耗材 乙类

6070192 连续性血液净化管路multiFiltrate PRO Ci-Ca HDF 1998 套 高值耗材 乙类

6035455 脊柱椎间融合器/脊柱椎间融合器高度 7mm/RHQ05 12762 个 高值耗材 非类

6035430 髋关节假体-髋臼外杯/髋臼螺钉00-6250-065-25 450 个 高值耗材 甲类

5071763
一次性使用封闭式负压引流护创材料FWS-WJ-006F

（200*100*20mm）
2800 片 普通耗材 甲类



6035456 金属锁定接骨板系统-微创中L型锁定板 898 块 高值耗材 甲类

6035457 金属锁定接骨板系统-中型远端锁定板LCLP10胫骨远端外侧II型 898 块 高值耗材 甲类

6035458 金属锁定接骨板系统-重建锁定板SCLP16 I型 842.15 块 高值耗材 甲类

6035459 金属接骨螺钉-自攻型皮质骨螺钉STQ06-ST 22.7 枚 高值耗材 甲类

6035460 金属接骨螺钉-自攻型皮质骨螺钉STQ06-STΦ3.5×50mm 22.7 枚 高值耗材 甲类

6011734 左心耳封堵器M635WC240060 48500 只 高值耗材 非类

6011626 药物涂层冠脉球囊导管LPCDB27016 6285 套 高值耗材 甲类

6011622 药物涂层冠脉球囊导管LPCDB25024 6285 套 高值耗材 甲类

6035431 髋关节假体-髋臼外杯/髋臼螺钉00-6250-065-30 450 个 高值耗材 甲类

5031748 植入式给药装置专用输液针581707 79 支 普通耗材 非类

6101930 化疗泵输送系统2015ISP 5380 个 高值耗材 非类



6101929 化疗泵输送系统3017ISP 4980 个 高值耗材 非类

5112843 一次性使用中心静脉导管包MMCVCB 2-115-20 268 套 普通耗材 甲类

6035461 金属锁定接骨板系统(小T型加压锁定重建板-2（1.5））3孔 877.15 个 高值耗材 甲类

6035449 全膝关节置换系统(ATTUNE后稳定狭窄型股骨假体)150410125 1024 个 高值耗材 甲类

6035443 全膝关节置换系统(ATTUNE胫骨平台胫骨托)150670005 3045 个 高值耗材 甲类

6011507 球囊扩张导管H74939207100470 3600 个 高值耗材 甲类

6011502 球囊扩张导管H74939207060870 3600 个 高值耗材 甲类

6011527 冠状动脉钴铬合金可降解涂层雷帕霉素药物洗脱支架系统AP23275 798 个 高值耗材 甲类

6011632 药物涂层冠脉球囊导管LPCDB30031 6285 套 高值耗材 甲类

6011741 卵圆孔未闭封堵器PF3030 20000 个 高值耗材 非类

6011671 药物涂层冠脉球囊导管DP0130025 6333 根 高值耗材 甲类



6101785 疝修补补片0115312 5400 片 高值耗材 甲类

6101786 疝修补补片0115322 5400 片 高值耗材 甲类

6035463 金属空心接骨螺钉-自攻全螺纹空心螺钉CDQ03-F-ST 174.27 块 高值耗材 甲类

6035464
金属空心接骨螺钉-自攻全螺纹空心螺钉CDQ03-F-ST/Φ5.0×

60mm
174.27 块 高值耗材 甲类

6035447
全膝关节置换系统（ATTUNE后稳定狭窄型股骨假体）150410123

SZ3左侧
1024 个 高值耗材 甲类

6035448
全膝关节置换系统（ATTUNE后稳定狭窄型股骨假体）150410124

SZ4左侧
1024 个 高值耗材 甲类

6035450
全膝关节置换系统（ATTUNE后稳定狭窄型股骨假体）150410126

SZ6左侧
1024 个 高值耗材 甲类

6035451
全膝关节置换系统（ATTUNE后稳定狭窄型股骨假体）150410223

SZ3右侧
1024 个 高值耗材 甲类

6035452
全膝关节置换系统（ATTUNE后稳定狭窄型股骨假体）150410224

SZ4右侧
1024 个 高值耗材 甲类

6035453
全膝关节置换系统（ATTUNE后稳定狭窄型股骨假体）150410225

SZ5右侧
1024 个 高值耗材 甲类

6035454
全膝关节置换系统（ATTUNE后稳定狭窄型股骨假体）150410226

SZ6右侧
1024 个 高值耗材 甲类



6035439 全膝关节置换系统（ATTUNE胫骨平台胫骨托）150670001  SZ1 3045 个 高值耗材 甲类

6035440 全膝关节置换系统（ATTUNE胫骨平台胫骨托）150670002  SZ2 3045 个 高值耗材 甲类

6035441 全膝关节置换系统（ATTUNE胫骨平台胫骨托）150670003  SZ3 3045 个 高值耗材 甲类

6035442 全膝关节置换系统（ATTUNE胫骨平台胫骨托）150670004  SZ4 3045 个 高值耗材 甲类

6035444 全膝关节置换系统（ATTUNE胫骨平台胫骨托）150670006  SZ6 3045 个 高值耗材 甲类

6035445 全膝关节置换系统（ATTUNE胫骨平台胫骨托）150670007  SZ7 3045 个 高值耗材 甲类

6035446 全膝关节置换系统（ATTUNE胫骨平台胫骨托）150670008  SZ8 3045 个 高值耗材 甲类

6035432 人工膝关节系统（PFC*NPOR STD胫骨平台）864176 1000 个 高值耗材 甲类

6035433 人工膝关节系统（PFC*NPOR STD胫骨平台）864177 1000 个 高值耗材 甲类

6035434 人工膝关节系统（PFC*NPOR STD胫骨平台）864180 1000 个 高值耗材 甲类

6035435 人工膝关节系统（PFC*NPOR STD胫骨平台）864181 1000 个 高值耗材 甲类



6035436 人工膝关节系统（PFC*NPOR STD胫骨平台）864182 1000 个 高值耗材 甲类

6035437 人工膝关节系统（PFC*NPOR STD胫骨平台）864183 1000 个 高值耗材 甲类

6035438 人工膝关节系统（PFC*NPOR STD胫骨平台）864184 1000 个 高值耗材 甲类

6011630 药物涂层冠脉球囊导管LPCDB30016 6285 套 高值耗材 甲类

6060347 植入式心脏复律除颤器Ilivia 7 DR-T 106500 台 高值耗材 非类

6060348 植入式心脏复律除颤器电极导线Plexa ProMRI DF-1 S 65 11400 根 高值耗材 非类

6011753 可解脱带纤维毛弹簧圈栓塞系统M001363760 11000 套 高值耗材 #N/A

6011754 可解脱带纤维毛弹簧圈栓塞系统M001363730 11000 套 高值耗材 #N/A

6011755 可解脱带纤维毛弹簧圈栓塞系统M001363800 11000 套 高值耗材 #N/A

6011342 微导管28MC24130ST 3999 套 高值耗材 甲类

6050354 一次性使用磁定位心脏射频消融导管M004R5031THO 17000 根 高值耗材 甲类



6011742 压力微导管1-14-1W 12000 根 高值耗材 甲类

6011703 带纤维铂金弹簧圈M0013822030 1898 套 高值耗材 甲类

6011748 带纤维铂金弹簧圈M0013812040 1898 套 高值耗材 甲类

6011747 带纤维铂金弹簧圈M0013812030 1898 套 高值耗材 甲类

5013186 一次性使用包皮切割吻合器P-BQ-29 600 把 普通耗材 非类

5013183 一次性使用包皮切割吻合器P-BQ-17 600 把 普通耗材 非类

5041758
一次性使用无菌硅胶导尿管 双腔标准型6.0mm（18Fr），球囊容积

30ml
19 根 普通耗材 甲类

6011534 冠状动脉钴铬合金可降解涂层雷帕霉素药物洗脱支架系统AP28350 798 个 高值耗材 甲类

6035465 空心接骨螺钉（加压空心钉）6.5 94.31 块 高值耗材 甲类

6035466 金属接骨螺钉-自攻型皮质骨螺钉Φ3.5×28mm STQ06-ST 22.7 枚 高值耗材 甲类

6035467 金属接骨螺钉-自攻型皮质骨螺钉Φ3.5×30mm STQ06-ST 22.7 枚 高值耗材 甲类



6035468 金属锁定接骨板系统-小型远端锁定板左3孔 SCLP03腓骨远端I型 800.42 块 高值耗材 甲类

6035469 金属锁定接骨板系统-小型远端锁定板 右7孔 SCLP03腓骨远端I型 800.42 块 高值耗材 甲类

6035470
金属锁定接骨板系统-中型远端锁定板 左4孔 LCLP10胫骨远端内侧II

型
898 块 高值耗材 甲类

6035471
足踝内固定系统-胫骨远端钩锁定板II FA-Pe-Fe-TH 4孔 LCLP10胫

骨远端内侧II型
898 块 高值耗材 甲类

6011756 PTA球囊导管CH18-120-50120 OTW 16000 根 高值耗材 甲类

5050597 带线缝合针（国产针）缝合针：0.2mm~1.3mm 16 根 普通耗材 甲类

6011523 冠状动脉钴铬合金可降解涂层雷帕霉素药物洗脱支架系统AP18300 798 个 高值耗材 甲类

6035473 肩关节假体（肱骨柄）105 15725 个 高值耗材 甲类

6035472 肩关节假体（肱骨头）36 37620 个 高值耗材 甲类

6011687 人工血管HT074050W 23000 根 高值耗材 甲类

6060326 植入式心脏起搏电极导线2088TC 2995 个 高值耗材 甲类



6041756 植入式神经刺激系统37702 100214 套 高值耗材 非类

6041757 脊髓神经刺激器患者程控仪97740 25000 套 高值耗材 非类

6011148 主动脉覆膜支架 型号：AM/AS；支撑架长度S：110mm、130mm 44100 支 高值耗材 甲类

6090908 面部重建植入物SynPOR网，多孔/光滑表面，50*50mm,厚0.8mm 9152 块 高值耗材 甲类

6011546 取栓支架 RVV-I-5-30 19200 个 高值耗材 #N/A

6011762 药物洗脱PTA球囊扩张导管ZW075070006035A 19500 根 高值耗材 甲类

6040645 颅颌面固定系统016-120 7474 片 高值耗材 甲类

6035476 金属接骨螺钉-自攻全螺纹空心螺钉Φ5.0×75mm 174.27 枚 高值耗材 甲类

6035475 金属接骨螺钉-自攻全螺纹空心螺钉Φ5.0×70mm 174.27 枚 高值耗材 甲类

6035474 金属空心接骨螺钉-部分螺纹空心钉Φ4.0×45mm 174.27 枚 高值耗材 甲类

6011763 PTA球囊导管CB14-135-40120 OTW 17000 根 高值耗材 甲类



6081779 人工晶状体AT LISA toric 909M 14800 枚 高值耗材 甲类

6035481 金属空心接骨螺钉-部分螺纹空心钉Φ4.0×35mm 174.27 枚 高值耗材 甲类

6035480 金属接骨螺钉-自攻全螺纹空心螺钉Φ5.0×65mm 174.27 枚 高值耗材 甲类

6035482 金属带锁髓内钉-A型大型带锁髓内钉主钉（左）Φ10×400mm 1288 枚 高值耗材 甲类

6070195 一次性使用血液灌流器OC-160（A） 445 支 高值耗材 甲类

6070194 一次性使用血液灌流器OC-130（A） 445 支 高值耗材 甲类

6101966 盆底修补网TiLoop Total 4 6000711 18800 片 高值耗材 非类

5112852 血液净化补液管路HDIT-02 18 套 普通耗材 乙类

6035477
锁定加压骨接合固定系统-锁定骨板股骨远端外侧I型锁定板，5孔，

TC20
944.57 块 高值耗材 甲类

6035485 金属带锁髓内钉-B型大型带锁髓内钉主钉 φ10*360mm 1288 枚 高值耗材 甲类

6035483 金属接骨螺钉-自攻型皮质骨螺钉Φ3.5×18mm STQ06-ST 22.7 枚 高值耗材 甲类



6035484 金属锁定接骨板系统-小型锁定板7孔SCLP01 有限接触型 892.04 块 高值耗材 甲类

6011766 肝素涂层血管内覆膜支架系统VBHR081502W 38000 根 高值耗材 甲类

6011617 药物涂层冠脉球囊导管LPCDB20024 6285 套 高值耗材 甲类

5031763 一次性使用活检针MBN 1410A 260 根 普通耗材 非类

5031767 一次性使用活检针MBN 1810A 260 根 普通耗材 非类

5041756
一次性使用无菌硅胶导尿管双腔标准型4.7mm（14Fr），球囊容积

5-15ml
19 根 普通耗材 甲类

6011627 药物涂层冠脉球囊导管LPCDB27024 6285 套 高值耗材 甲类

6070126 体外循环插管及穿刺附件BE-PAL1523 8800 根 高值耗材 非类

6070133 体外循环插管及穿刺附件BE-PVL2355 8800 根 高值耗材 甲类

6101341 外科生物补片心胸外科生物补片 5.0*1.3（cm） 1526 片 高值耗材 非类

5112331 导管鞘器械PSI-6F-11-035-18G 170 套 普通耗材 甲类



6011486 亲水性涂层导丝LWSTDA35150 230 套 高值耗材 甲类

5041780 胰岛素泵用一次性输注管路和针头MMT-382A 80 套 普通耗材 非类

6035486 骨科外固定支架-支架连接钉夹10023 6769 件 高值耗材 非类

6035488 骨科外固定支架-TL，直形撑开器50-1015 17860 件 高值耗材 非类

6011339 PTCA球囊扩张导管H7493919108200 3388 个 高值耗材 甲类

6035489 金属空心接骨螺钉-双螺纹空心钉Φ3.0×30mm CSQ03-DH 174.27 件 高值耗材 甲类

5041778 微量泵前管2米 22 根 普通耗材 非类

6021729 亲水涂层输尿管支架YTS2-60-26 650 根 高值耗材 甲类

6035492 金属接骨螺钉-普通型皮质骨螺钉φ2.7*20mm STQ06-UT 22.7 枚 高值耗材 甲类

6035493 金属接骨螺钉-自攻型皮质骨螺钉Φ3.5×14mm STQ06-ST 22.7 枚 高值耗材 甲类

6035494 金属接骨螺钉-自攻型皮质骨螺钉Φ3.5×24mm STQ06-ST 22.7 枚 高值耗材 甲类



6035496 金属锁定接骨板系统-微创中T型支撑锁定板4孔LCLP12 微创II型 898 块 高值耗材 甲类

6035495
金属锁定接骨板系统-微创小型远端锁定板右3孔SCLP03 腓骨远端

微创I型
800.42 块 高值耗材 甲类

6035491
金属锁定接骨板系统-小型远端锁定板8孔 SCLP03 肱骨远端外侧II

型 左8孔
841.74 块 高值耗材 甲类

6041746 可充电植入式神经刺激器 37612 199500 个 高值耗材 非类

6041747 可充电植入式神经刺激器 37651 16000 个 高值耗材 非类

6041745 植入式脑深部神经刺激电极3389 26772 根 高值耗材 非类

6041743 脑深部电刺激延伸导线套装 37086 4033 盒 高值耗材 非类

6041744 患者程控仪 37642 4255 个 高值耗材 非类

6011636 药物涂层冠脉球囊导管LPCDB35024 6285 套 高值耗材 甲类

6011536 冠状动脉钴铬合金可降解涂层雷帕霉素药物洗脱支架系统AP33275 798 个 高值耗材 甲类

6020346 输尿管鞘FUS-095035 2300 个 高值耗材 非类



6020353 输尿管支架M0061921230 1850 根 高值耗材 甲类

6034636 颅颌面接骨板447.016(迷你型下颚接骨板2.0,6孔，纯钛) 2860 块 高值耗材 甲类

6011598 药物洗脱球囊导管DEB3020 6285 套 高值耗材 甲类

5031768 一次性使用活检针（特殊穿刺针）MBN 1816A 260 根 普通耗材 非类

5031758 一次性使用活检针（特殊穿刺针）MBN-CBN1616A 350 套 普通耗材 非类

5031780
一次性使用骨髓活检针（特殊穿刺针）BNMA/CB-1-3.0（11G）

/70
544 套 普通耗材 非类

5031760 一次性使用活检针（特殊穿刺针）MBN-CBN1816A 350 套 普通耗材 非类

5031779
一次性使用骨髓活检针（特殊穿刺针）BNMA/CB-1-2.4（13G）

/100
544 套 普通耗材 非类

6011540 带纤维铂金弹簧圈M0013822060 1898 套 高值耗材 甲类

6035503 金属接骨螺钉-部分螺纹空心螺钉φ4.0*40mm 174.27 枚 高值耗材 甲类

6035497 金属接骨螺钉-自攻全螺纹空心螺钉Φ5.0×45mm 174.27 枚 高值耗材 甲类



6035502 金属接骨螺钉-普通型皮质骨螺钉STZ02-UT1.5*14mm 22.7 枚 高值耗材 甲类

6035498 金属接骨螺钉-自攻全螺纹空心螺钉Φ5.0×50mm 174.27 枚 高值耗材 甲类

6035500 金属锁定接骨板系统-直型板 厚度1.0mm 6孔 834.51 块 高值耗材 甲类

6035501 金属锁定接骨板系统-T型板 厚度1.0mm 4孔 834.51 块 高值耗材 甲类

5031765 一次性使用活检针MBN 1610A 260 根 普通耗材 非类

6035499 金属锁定接骨板系统-弧形重建锁定板 右7孔 800.42 块 高值耗材 甲类

5031766 一次性使用活检针MBN 1616A 260 根 普通耗材 非类

6031502 弹力聚合器(内固定材料)PI 35 2500 套 高值耗材 甲类

6011767 肝素涂层血管内覆膜支架系统VBHR060502W 30480 根 高值耗材 甲类

6011499 球囊扩张导管H74939207050870 3600 个 高值耗材 甲类

6011503 球囊扩张导管H74939207070870 3600 个 高值耗材 甲类



6011440 紫杉醇释放高压分流球囊扩张导管APS 5.00-60OTW 8900 根 高值耗材 甲类

6011770 外周球囊扩张导管ZW100040010035B 2500 根 高值耗材 甲类

6011744 外周球囊扩张导管ZW100100010035B 2500 根 高值耗材 甲类

6011772 外周球囊扩张导管ZW075040004035B 2500 根 高值耗材 甲类

6011771 外周球囊扩张导管ZW130030012035B 2500 根 高值耗材 甲类

6011773 外周球囊扩张导管ZW075060004035B 2500 根 高值耗材 甲类

6011774 外周球囊扩张导管ZW075070004035B 2500 根 高值耗材 甲类

6011621 药物涂层冠脉球囊导管LPCDB25016 6285 套 高值耗材 甲类

5031755 一次性使用活检针18ga*15cm 980 支 普通耗材 非类

6010833 PTCA导丝AGP140002 600 根 高值耗材 甲类

6070198 空心纤维血液透析器LoF16 65 支 高值耗材 乙类



5112864 中空纤维透析器NV-1.5T 90 支 普通耗材 乙类

5112857 胚胎转移导管K-JETS-7019 310 支 普通耗材 非类

6011595 药物洗脱球囊导管DEB2730 6285 套 高值耗材 甲类

6010104 导引导丝PILOT1010481-H 597 根 高值耗材 甲类

6035504 金属带锁髓内钉-股骨近端带锁髓内钉主钉 φ16*240mm（9#） 1288 枚 高值耗材 甲类

5013742
一次性腹腔镜高频手术器械（一次性尖头弯剪）(系统配套刀头）

122-3E352
872 只 普通耗材 非类

6011806 颅内支架ENCR401612 43000 个 高值耗材 甲类

6011796 导引导管67000400 568.9 根 高值耗材 甲类

6010608 PTCA导丝APW14R005S 600 根 高值耗材 甲类

5041757
一次性使用无菌硅胶导尿管双腔标准型5.3mm（16Fr），球囊容积

5-15ml
19 根 普通耗材 甲类

6011797 导引导管67008200 568.9 根 高值耗材 甲类



6010740 血管鞘组RS*A50G16SQZ 175 套 高值耗材 甲类

6070186 血液滤过管路Aqualine RCA 900 套 普通耗材 乙类

6070188 血液滤过器HF1200 950 套 普通耗材 乙类

6011792 导引导管67005200 568.9 根 高值耗材 甲类

6101932
一次性双极射频等离子体手术电极(消融电极限临床各系统诊疗

用)BC304
1460 支 高值耗材 非类

6101935
一次性双极射频等离子体手术电极(消融电极限临床各系统诊疗

用)BC402
2480 支 高值耗材 非类

6101934
一次性双极射频等离子体手术电极(消融电极限临床各系统诊疗

用)BC401
2450 支 高值耗材 非类

6101937
一次性双极射频等离子体手术电极(消融电极限临床各系统诊疗

用)MC303A
2200 支 高值耗材 非类

6101938
一次性双极射频等离子体手术电极(消融电极限临床各系统诊疗

用)BC303A
2200 支 高值耗材 非类

6041758 脑脊液分流器及其组件RE-1021 6652 支 高值耗材 非类

5040601 过滤器Barrierbac S 53 个 普通耗材 非类



5013550 一次性使用粘膜切开刀KD-650L/Q/U 2632 把 普通耗材 非类

5112200 一次性针电极双绞线 NCD-40 35 根 普通耗材 非类

6101967 球形钻头（一次性使用钻头）10BA30 1100 套 高值耗材 甲类

6101968 锥形钻头（一次性使用钻头）F2/8TA23 1100 套 高值耗材 甲类

6101969 球形钻头（一次性使用钻头）10BA50 1100 套 高值耗材 甲类

6060351 植入式心脏起搏器L131 37000 个 高值耗材 甲类

6035143
等离子刀头/电凝切割器（带有集成电缆的TriStar50等离子刀头/电

凝切割器
3000 把 高值耗材 非类

5013387 一次性无菌眼耳鼻喉钻头BZT1204070J.DS 1890 个 普通耗材 甲类

6035508 金属锁定接骨板-小型远端万向锁定板右 厚度2.4mm 3孔 848.94 块 高值耗材 甲类

6011810 导丝直径：0.014 600 根 高值耗材 甲类

6035505 金属接骨螺钉-自攻全螺纹空心螺钉Φ3.5×45mm 174.27 枚 高值耗材 甲类



6035506 金属锁定接骨板系统-重建锁定板9孔 842.15 块 高值耗材 甲类

6035507 金属锁定接骨板系统-中型远端锁定板左5孔 898 块 高值耗材 甲类

6021724 输尿管支架ST-197626-SP 1050 根 高值耗材 甲类

6011661 药物涂层冠脉球囊导管DP0125025 6333 根 高值耗材 甲类

5041764
一次性使用无菌硅胶导尿管三腔标准型6.7mm（20Fr），球囊容积

30ml
37 根 普通耗材 甲类

3021646 真空采血管（血凝管）0023柠檬酸钠 玻璃 0.37 支 普通耗材 非类

6010102 导引导丝PILOT1010480-H 597 根 高值耗材 甲类

5030276 同轴引导活检针MCXS1810BP 17G(1.4mm)*6.8cm 294 支 普通耗材 非类

6035509
锁定加压骨接合固定系统-锁定骨板胫骨近端内侧I型锁定板，5孔

*112mm，Ti6A17Nb（TC20）
971.8 块 高值耗材 甲类

6011811 导引导管 GC-F6IL350N 576 根 高值耗材 甲类

6060374 植入式心脏再同步复律除颤器Rivacor 7 HF-T QP 103500 根 高值耗材 非类



6060375 植入式心脏除颤电极导线Plexa ProMRI S 65 15000 根 高值耗材 非类

5031781 一次性使用骨髓活检针BNMA/CB-1-3.0（11G）/100 544 套 普通耗材 非类

5031778 一次性使用骨髓活检针BNMA/CB-1-2.4（13G）/70 544 套 普通耗材 非类

6035515 髋关节假体 金属髋臼螺钉 30mm 450 枚 高值耗材 甲类

6035514 髋关节假体 金属髋臼螺钉 25mm 450 枚 高值耗材 甲类

6035513 髋关节假体 金属髋臼螺钉 20mm 450 枚 高值耗材 甲类

6035516 髋关节假体 生物型股骨柄瓦格纳型 BG-IX-36# 10335 个 高值耗材 甲类

6035510 金属接骨螺钉-普通型皮质骨螺钉2.4*16mm 22.7 枚 高值耗材 甲类

6035511 金属接骨螺钉-普通型皮质骨螺钉2.4*18mm 22.7 枚 高值耗材 甲类

6035512 金属锁定接骨板系统-小型远端万向锁定板 右 4孔 厚度2.4mm 848.94 块 高值耗材 甲类

6070177 血液浓缩器HPH JUNIOR 2400 套 高值耗材 乙类



5041784 通气管（带穿刺器） 1440 个 普通耗材 非类

6011631 药物涂层冠脉球囊导管LPCDB30024 6285 套 高值耗材 甲类

6011794 导引导管67000200 568.9 根 高值耗材 甲类

5041759
一次性使用无菌硅胶导尿管双腔标准型6.7mm（20Fr），球囊容积

30ml
19 根 普通耗材 甲类

6011789 PTCA导丝AG149001 600 根 高值耗材 甲类

6021730 输尿管支架335526 4500 根 高值耗材 甲类

6101134 腹腔外置疝修补补片MP1-30X30 5800 盒 高值耗材 甲类

6011638 药物涂层冠脉球囊导管LPCDB40016 6285 套 高值耗材 甲类

6011651 药物涂层冠脉球囊导管DP0120030 6333 根 高值耗材 甲类

6011106 生物可吸收冠状动脉雷帕霉素洗脱支架系统LPS3515* 29580 条 高值耗材 甲类

6060354 植入式心脏起搏器L221 32000 个 高值耗材 甲类



6060360 植入式心脏起搏电极导线LL30052 4658 套 高值耗材 甲类

6033842 颅颌骨内固定螺钉HF2.0*15 454 颗 高值耗材 甲类

6011460 球囊扩张导管ATG120124 7900 套 高值耗材 甲类

6035517 金属空心接骨螺钉-双螺纹空心螺钉Φ3.0×22mm 174.27 块 高值耗材 甲类

6035518 金属空心接骨螺钉-自攻全螺纹空心螺钉Φ4.0×40mm 174.27 块 高值耗材 甲类

6101250 一次性使用超声软组织切割止血系统刀头CS2305Y 980 把 高值耗材 非类

6011597 药物洗脱球囊导管DEB3015 6285 套 高值耗材 甲类

6011588 药物洗脱球囊导管DEB2515 6285 套 高值耗材 甲类

6011795 导引导管67008000 568.9 根 高值耗材 甲类

6011832 导丝直径0.014 600 根 高值耗材 甲类

6011787 PTCA导丝（商品名：ASAHI Gaia）AHW14R008P 600 根 高值耗材 甲类



6011824 导引导管 HW60SP350P10000 576 根 高值耗材 甲类

6011818 肝素涂层血管内覆膜支架系统VBHR061002W 30670 根 高值耗材 甲类

6031993 颅颌骨内固定夹板眶底板60*80mm WQ01 5980 片 高值耗材 甲类

6035519 金属锁定接骨板系统-弧形重建锁定板左6孔 800.42 块 高值耗材 甲类

6035520 金属接骨螺钉-普通型皮质骨螺钉2.7*18mm 22.7 枚 高值耗材 甲类

6035521 金属接骨螺钉-普通型皮质骨螺钉2.7*16mm 22.7 枚 高值耗材 甲类

6011769 导引导丝H802228240020 1180 根 高值耗材 甲类

6101255 经导管主动脉瓣膜系统瓣膜：TAV21 193000 套 高值耗材 甲类

6060370 植入式心脏起搏电极导线7741 4900 根 高值耗材 甲类

6060371 植入式心脏起搏电极导线7742 4900 根 高值耗材 甲类

6035525 髋关节假体-髋臼内杯182-152/06 1322 个 高值耗材 甲类



6035524 髋关节假体-髋臼内杯182-152/05 1322 个 高值耗材 甲类

6035523 髋关节假体-髋臼内杯182-152/03 1322 个 高值耗材 甲类

6035522 髋关节假体-髋臼内杯182-152/01 1322 个 高值耗材 甲类

6011833 髂股静脉支架VENEM16080 29600 根 高值耗材 甲类

6011836 药物洗脱PTA球囊扩张导管ZW130050010035A 19500 根 高值耗材 甲类

6011444 紫杉醇释放高压分流球囊扩张导管APS 6.00-60OTW 12800 根 高值耗材 甲类

6030263
髋关节假体-髋臼系统&高交联超高分子量聚乙烯（高边型 ）髋臼衬

垫00-8751-XXX-XX/00-8752-XXX-XX
1019 个 高值耗材 甲类

6011802 导引导管53610098 398 根 高值耗材 甲类

6011602 药物洗脱球囊导管DEB3515 6285 套 高值耗材 甲类

5112876 鼻中隔固定器FN-M 436 支 普通耗材 #N/A

6101871 一次性无菌磨钻头SR3008B95.DS 1500 支 高值耗材 #N/A



6035526 金属带锁髓内钉-B型大型带锁髓内钉主钉 φ11*320mm 22.7 枚 高值耗材 甲类

6011700 药物涂层冠脉球囊导管LPCDB27020 6285 套 高值耗材 甲类

6080098 眼科手术用硅油Arciolane5500 850 盒 高值耗材 非类

5060118 消融电极（外科术中止血装置）SYWDJ-B 630 支 普通耗材 非类

5041773 一件式造口袋（肠造口袋）19011 72 个 普通耗材 乙类

6101952 鼓室成形术假体1002226 4500 个 高值耗材 甲类

6101958 鼓室成形术假体1004238 4500 个 高值耗材 甲类

6101941 镫骨成形术假体1006106 4500 个 高值耗材 甲类

6011660 药物涂层冠脉球囊导管DP0125020 6333 根 高值耗材 甲类

6035534 金属接骨螺钉-自攻型皮质骨螺钉Φ3.5×20mm 22.7 枚 高值耗材 甲类

6035535
金属锁定接骨板系统-微创小型远端锁定板右5孔SCLP03 腓骨远端

微创I型
800.42 块 高值耗材 甲类



6035536
金属锁定接骨板系统-中型远端锁定板右9孔LCLP10 胫骨远端外侧II

型
898 块 高值耗材 甲类

6011701 药物涂层冠脉球囊导管LPCDB30020 6285 套 高值耗材 甲类

6060376 经导管植入式无导线起搏系统MC1AVR1 168000 根 高值耗材 甲类

6011652 药物涂层冠脉球囊导管DP0120025 6333 根 高值耗材 甲类

6081796 眼科手术用全氟辛烷（重水）7ml 950 瓶 高值耗材 非类

6080124
眼科治疗系统（23G带穿刺阀门有注压附件和广视野光纤后节套

包）（23GA玻切头）BL5423WV
5100 个 高值耗材 非类

6101976 一次性无菌颅骨钻头LT12D.DS 1800 支 高值耗材 甲类

6101975 一次性无菌颅骨钻头LT09D.DS 1800 支 高值耗材 甲类

6101991 一次性无菌铣刀XD2019A.DS 800 支 高值耗材 甲类

6011657 药物涂层冠脉球囊导管DP0122530 6333 根 高值耗材 甲类

6081798 义眼用羟基磷灰石生物陶瓷500μm 4580 枚 高值耗材 非类



5051781 可吸收缝合线VLOCL0305 660 包 普通耗材 甲类

5051782 可吸收缝合线VLOCL0345 660 包 普通耗材 甲类

6011655 药物涂层冠脉球囊导管DP0122520 6333 根 高值耗材 甲类

3020407 真空采血管&CS K2EDTA/53 0.37 支 普通耗材 非类

6011688 人工血管HT066080W 28000 根 高值耗材 甲类

6020350 输尿管支架M0061552220 2450 根 高值耗材 甲类

6011783 肝素涂层血管内覆膜支架系统VBHR070502W 30480 根 高值耗材 甲类

5051783 可吸收缝合线VLOCL0644 660 包 普通耗材 甲类

6011845 导引导丝H749393011900 594.8 根 高值耗材 甲类

6035541 金属空心接骨螺钉-部分螺纹空心钉Φ6.5×60mm 174.27 块 高值耗材 甲类

6035542 金属锁定接骨板系统-跟骨锁定板 左60mm SCLP12 I型 822.84 枚 高值耗材 甲类



6035543 金属锁定接骨板系统-跟骨锁定板 右60mm 822.84 枚 高值耗材 甲类

6035540 金属骨针GZZh01Y 1320 支 高值耗材 非类

6010490
覆膜支架系统（Endurant）ENBF2516C145EE（直径：23-

36MM，长度：120MM/145MM/170MM，各型号）
81000 条 高值耗材 甲类

5041786 输氧管鼻管型 180 套 普通耗材 甲类

5041785 输氧管 面罩型 180 套 普通耗材 甲类

6011634 药物涂层冠脉球囊导管LPCDB35016 6285 套 高值耗材 甲类

6011788 PTCA导丝AHW14R011P 600 根 高值耗材 甲类

6011633 药物涂层冠脉球囊导管LPCDB30038 6285 套 高值耗材 甲类

6011829 一次性使用指引导管76JR-3500-7-3 570 根 高值耗材 甲类

6033255 臂外展固定器FE5M-D040 9000 套 高值耗材 非类

6101358 人造血管VLT4546C 10000 个 高值耗材 甲类



6101926 射频消融电极（针）L222 6900 个 高值耗材 #N/A

6011776 肝素涂层血管内覆膜支架系统VBHR071002W 30670 根 高值耗材 甲类

6035547 金属带锁髓内钉-胫骨带锁髓内钉-B10*280mmB-MIN-02 1838.11 枚 高值耗材 甲类

6035545
金属锁定接骨板系统-微创小型远端锁定板左5孔SCLP03 腓骨远端

微创 I 型
800.42 块 高值耗材 甲类

6035544 金属接骨螺钉-自攻型皮质骨螺钉Φ3.5×22mmSTQ06-ST 22.7 枚 高值耗材 甲类

6011745 外周球囊扩张导管ZW130070006035B 2500 根 高值耗材 甲类

6011799 外周球囊扩张导管ZW100100008035B 2500 根 高值耗材 甲类

6010717 外周球囊扩张导管（Admiral Xtreme）SBI040040130 2440 条 高值耗材 甲类

6010106 导引导丝PILOT1010482-H 597 根 高值耗材 甲类

5112891 一次性套管穿刺器套装AH 1100 套 普通耗材 非类

6011822 导引导管HW60JR400P10000 576 根 高值耗材 甲类



6035548 股骨髁 尺寸2左 2600 个 高值耗材 甲类

6035550 胫骨托 尺寸2+左 1220 个 高值耗材 甲类

6035552 胫骨垫片 尺寸2总厚度12mm左 907 个 高值耗材 甲类

6035549 股骨髁 尺寸6右 2600 个 高值耗材 甲类

6035551 胫骨托 尺寸6右 1220 个 高值耗材 甲类

6035553 胫骨垫片 尺寸6总厚度10mm右 907 个 高值耗材 甲类

6011826 一次性使用指引导管76JR-4000-7-3 570 根 高值耗材 甲类

6011737 左心耳封堵器M635WC330060 48500 只 高值耗材 非类

6035554 金属接骨螺钉-自攻型皮质骨螺钉Φ3.5×12mmSTQ06-ST 22.7 枚 高值耗材 甲类

6035556 金属锁定接骨板系统-重建锁定板6孔SCLP16 I型 842.15 块 高值耗材 甲类

6035546
金属锁定接骨板系统-微创小型远端锁定板（左4孔）SCLP03 腓骨

远端微创 I 型
800.42 块 高值耗材 甲类



6035555 金属接骨螺钉-普通型皮质骨螺钉2.4*20mm STQ06-UT 22.7 枚 高值耗材 甲类

6102012 电动骨组织手术工具（刀具）（锥形铣刀刀头）5407-FA2-023 1800 片 高值耗材 甲类

6101994 骨动力系统（工具头）（环形磨头）5820-010-010 1700 个 高值耗材 甲类

6102007 骨动力系统（工具头）（磨头）5820-013-030 1700 个 高值耗材 甲类

6102010 骨动力系统（工具头）（磨头）5820-013-060 1700 个 高值耗材 甲类

6101998 骨动力系统（工具头）（磨头）5820-010-130 1700 个 高值耗材 甲类

6101996 骨动力系统（工具头）（磨头）5820-010-120 1700 个 高值耗材 甲类

6102009 骨动力系统（工具头）（磨头）5820-013-050 1700 个 高值耗材 甲类

6102002 骨动力系统（工具头）（磨头）5820-010-150 1700 个 高值耗材 甲类

6102004 骨动力系统（工具头）（磨头）5820-010-160 1700 个 高值耗材 甲类

6011804 导引导管536100100 398 根 高值耗材 甲类



6035558 多孔型金属骨植入材料 椎体假体ZJT-e型 1418/4° 22500 个 高值耗材 非类

6035557 金属带锁髓内钉-胫骨带锁髓内钉-B10*320mm 1838.11 枚 高值耗材 甲类

6035560 金属锁定接骨板系统-直型板厚度1.7mm 8孔 834.51 块 高值耗材 甲类

6035559 金属锁定接骨板系统-中型远端锁定板右5孔 898 块 高值耗材 甲类

6011691 外周球囊扩张导管ZW130060015035B 2500 根 高值耗材 甲类

6011692 外周球囊扩张导管ZW130070004035B 2500 根 高值耗材 甲类

6011693 外周球囊扩张导管ZW130080006035B 2500 根 高值耗材 甲类

6011550 外周球囊扩张导管ZW130050004035B 2500 根 高值耗材 甲类

6011490 球囊扩张导管H74939207040470 3600 个 高值耗材 甲类

6011662 药物涂层冠脉球囊导管DP0125030 6333 根 高值耗材 甲类

6031008 直型金属接骨板&直型重建钢板17-11400/17-11420  6、8孔 926.79 块 高值耗材 甲类



6011848 PTCA导丝AHW14R017S 600 根 高值耗材 甲类

6035569 髋关节假体-髋臼外杯/髋臼螺钉00-6250-065-35 450 个 高值耗材 甲类

5041763
一次性使用无菌硅胶导尿管三腔标准型6.0mm（18Fr），球囊容积

30ml
37 根 普通耗材 甲类

5112326 导管鞘器械PSS-7F-4-018MT 179 套 普通耗材 甲类

5041800 一次性使用无菌导尿管22Fr三腔112223010 345 根 普通耗材 甲类

5051784 钛质缝线YD008 1710 根 普通耗材 甲类

6020469 可扭转微导管M001195440 6900 条 高值耗材 甲类

6035563 金属接骨螺钉-普通型皮质骨螺钉2.7*22mm 22.7 枚 高值耗材 甲类

6035562 金属接骨螺钉-普通型皮质骨螺钉2.7*20mm 22.7 枚 高值耗材 甲类

6035561 金属锁定接骨板系统-小型远端锁定板右 8孔 851.74 块 高值耗材 甲类

6035570 金属带锁髓内钉-B型大型带锁髓内钉主钉 φ9*360mm 1288 枚 高值耗材 甲类



6035565 金属锁定接骨板系统-中型近端锁定板右 9孔 898 块 高值耗材 甲类

6035564 金属锁定接骨板系统-微创中T型支撑锁定板右 8孔 898 块 高值耗材 甲类

6035566 金属锁定接骨板系统-锁骨钩锁定板右 5孔 800.42 块 高值耗材 甲类

6035567 金属带锁髓内钉-B型大型带锁髓内钉主钉 φ10*320mm 1288 枚 高值耗材 甲类

6035568 金属接骨螺钉-自攻全螺纹空心螺钉Φ4.5×55mm 174.27 枚 高值耗材 甲类

6102006 骨动力系统（工具头）（一次性无菌磨头）5820-013-020 1700 个 高值耗材 甲类

6035571
锁定加压骨接合固定系统-锁定骨板 胫骨近端外侧I型锁定板，6孔，

TC20 YHP0101
971.8 块 高值耗材 甲类

6035572 金属锁定接骨板系统-微创中T型支撑锁定板6孔 LCLP12 微创 I 型 898 块 高值耗材 甲类

6035573
金属锁定接骨板系统-微创中T型支撑锁定板11孔 LCLP09 胫骨近端

外侧 I 型
898 块 高值耗材 甲类

6011675 药物涂层冠脉球囊导管DP0135020 6333 根 高值耗材 甲类

5051792 可吸收性外科缝线1 460 根 普通耗材 甲类



5051790 可吸收性外科缝线4-0 460 根 普通耗材 甲类

5051794 可吸收性外科缝线2-0 460 根 普通耗材 甲类

5031806 一次性使用无针连接式留置针IVW1-02A-24 7.12 支 普通耗材 甲类

5031757 一次性使用活检针（特殊穿刺针）MBN-CBN1610A 350 套 普通耗材 非类

5041789 一次性使用无菌导尿管双腔16Fr111163010 320 根 普通耗材 甲类

5041790 一次性使用无菌导尿管双腔18Fr111183010 320 根 普通耗材 甲类

6035538 空心接骨螺钉3.5 94.31 颗 高值耗材 甲类

6035579 脊柱内固定系统&10mm固定板853-010 7371 个 高值耗材 甲类

6101091 脱细胞异体真皮J-1型，1*15平方厘米 4500 片 高值耗材 非类

6031410 固定板（钢板）853408LH-853416LH 7706 个 高值耗材 甲类

6021732 一次性使用输尿管测压导引鞘12Fr*420mmQS 4400 套 高值耗材 #N/A



6035575 锁定接骨板系统-股骨远端锁定板4孔，纯钛 944.57 块 高值耗材 甲类

6011805 导引导丝40S019B06 436 根 高值耗材 甲类

6101257 经导管主动脉瓣膜系统瓣膜：TAV27 193000 套 高值耗材 甲类

6035581 髋关节假体 金属髋臼螺钉 35mm 450 枚 高值耗材 甲类

6035582 髋关节假体 金属髋臼螺钉 40mm 450 枚 高值耗材 甲类

6035580 髋关节假体-陶瓷球头32/S 1300 个 高值耗材 甲类

5031810 一次性使用骨髓活检针1107001 620 根 普通耗材 #N/A

5031811 一次性使用髂骨穿刺针MN201 290 根 普通耗材 非类

6035590 空心螺钉&无头加压螺钉φ2.5*18mm 149 颗 高值耗材 甲类

6035589 空心螺钉&无头加压螺钉φ2.5*20mmHFHA 149 颗 高值耗材 甲类

6011635 药物涂层冠脉球囊导管LPCDB35020 6285 套 高值耗材 甲类



6035591 锁定接骨板系统-股骨锁定板I型8孔*152mmZHX0101 944.57 块 高值耗材 甲类

6081789 义眼用羟基磷灰石生物陶瓷300μmBP/φ18 3660 枚 高值耗材 非类

6081782 义眼用羟基磷灰石生物陶瓷200μmBP/φ18 2500 枚 高值耗材 非类

5041767
一次性使用乳胶导尿管三腔导尿管标准型5.3mm（16Fr），球囊容

积30m		
7.5 根 普通耗材 甲类

6011849 一次性使用激光光纤导管425-011 37000 条 高值耗材 非类

6035592
锁定加压骨接合固定系统-锁定骨板 桡骨远端掌侧II型锁定板，8孔

*45mm，TC20 YWX0101
918.87 块 高值耗材 甲类

6035593
锁定加压骨接合固定系统-锁定骨板胫骨远端外侧II型锁定板，9孔

*132mm，TC20
971.8 块 高值耗材 甲类

6035598 金属空心接骨螺钉-自攻全螺纹空心螺钉Φ5.0×65mm 174.27 块 高值耗材 甲类

6035597 金属空心接骨螺钉-自攻全螺纹空心螺钉Φ4.5×45mm 174.27 块 高值耗材 甲类

6035596 金属空心接骨螺钉-自攻全螺纹空心螺钉Φ4.5×40mm 174.27 块 高值耗材 甲类

6035599 金属接骨螺钉直径4.5，长度50 HAQ03 22.99 颗 高值耗材 甲类



5112130 医用高分子夹板KSF312 7.5cm*30cm 27.2 袋 普通耗材 非类

6035537 空心接骨螺钉3.0 94.31 颗 高值耗材 甲类

6035594 锁定接骨板系统-直形锁定板II型6孔*51.6mmZHX0101 903.26 块 高值耗材 甲类

6035595 带锁髓内钉主钉 股骨重建钉φ9*300mm，钛合金DDSVI 右 1171.8 颗 高值耗材 甲类

5051796 可吸收性外科缝线3-0MDJ-3-0-30-03 460 根 普通耗材 甲类

6102013 尿道支架系统051CW 73800 根 高值耗材 甲类

6021735 胆道用导丝（斑马导丝）MTN-BM-89/45-A 920 根 高值耗材 甲类

6011851 髂动脉分叉支架系统IB-1412-080-150 64000 套 高值耗材 甲类

6011852 髂动脉分叉支架系统PS-C-10060XL 27800 套 高值耗材 甲类

6011853 栓塞微粒球S210GH 1520 套 高值耗材 甲类

6035600 锁定接骨板系统-骨盆IV型锁定板6孔*78mm 978.15 块 高值耗材 甲类



6035602 金属直型接骨板7孔SSQ04 775.76 块 高值耗材 甲类

6035601 锁定接骨板系统-骨盆I型锁定板10孔*130mm 978.15 块 高值耗材 甲类

6035588 空心螺钉φ7.3*60mmHBKQ03 149 颗 高值耗材 甲类

6035587 空心螺钉φ4.5*50mmHBKQ03 149 颗 高值耗材 甲类

5060120 一次性使用鼻腔止血海绵100*20*15mmA型（A2） 33 片 普通耗材 非类

6011676 药物涂层冠脉球囊导管DP0135025 6333 根 高值耗材 甲类

6035603 带锁髓内钉主钉 股骨粗隆间钉φ10*180mm，钛合金DDSIV 1171.8 颗 高值耗材 甲类

6035604  锁定接骨板系统-胫骨远端外侧II型锁定板5孔*80mmYHP0101 971.8 块 高值耗材 甲类

6035605
锁定加压骨接合固定系统-锁定骨板腓骨远端外侧锁定板，6孔

*112mm，TC20YHP0101
866.35 块 高值耗材 甲类

6021722 输尿管支架ST-197526-SP 1050 根 高值耗材 甲类

6034001
全膝关节置换系统 Attune Total Knee System（ATTUNE圆形髌

骨）151820029~151820041
2600 个 高值耗材 甲类



6035612 膝关节假体 胫骨垫片（A3高屈曲PS型（Ⅱ型）BC 8mm 179 个 高值耗材 甲类

6035613 膝关节假体 股骨髁（A3高屈曲后稳定PS型）R 3# 2400 个 高值耗材 甲类

6035614 全膝关节假体-胫骨平台(TMK胫骨平台 通用解剖Ⅲ型)C+R 320 个 高值耗材 甲类

6035610 髋关节假体 陶瓷内衬36/44 1600 个 高值耗材 甲类

6035609 髋关节假体-陶瓷球头36/S 1300 个 高值耗材 甲类

6035608 带锁髓内钉主钉 胫骨钉9*330mm，钛合金DDS II 1071.49 颗 高值耗材 甲类

6035611 髋关节假体 髋臼部件-金属髋臼外杯（金属骨小梁Ⅰ型）52/44 1290 个 高值耗材 甲类

6011850 外周球囊扩张导管ZW075070006035B 2500 条 高值耗材 甲类

6011690 外周球囊扩张导管ZW100100004035B 2500 根 高值耗材 甲类

6081767 单件式复曲面人工晶状体ZCT300 4237 枚 高值耗材 甲类

6035621 锁定接骨板 锁骨中段锁定板10孔×116mmYSC0101 866.35 块 高值耗材 甲类



6035618 锁定接骨板系统 跟骨Ⅲ型锁定板11孔×67mmYSP0101 890.62 块 高值耗材 甲类

6035615 锁定接骨板系统 尺骨鹰嘴Ⅱ型锁定板4孔×86mmYHP0101 965.52 块 高值耗材 甲类

6035616 锁定接骨板系统 胫骨近端外侧Ⅲ型锁定板16孔×232mmYHP0102 971.8 块 高值耗材 甲类

6035617 锁定接骨板系统 骨盆Ⅲ型锁定板14孔ZSC0101 978.15 块 高值耗材 甲类

6036229 锁定接骨板系统 胫骨近端外侧II型锁定板14孔×262mmYHP0101 971.8 块 高值耗材 甲类

6036232
锁定加压骨接合固定系统-锁定骨板 胫骨近端内侧 I 型锁定板，10

孔*210mmYHX0101
971.8 块 高值耗材 甲类

6035626 锁定接骨板系统 锁定骨板（2）11孔×198mmZHX0101 921.91 块 高值耗材 甲类

6036233 空心螺钉&无头加压螺钉φ2.5*30mmHFHA 149 颗 高值耗材 甲类

6036234 空心螺钉&无头加压螺钉φ5.5*60mmHFHB 149 颗 高值耗材 甲类

6036235 空心螺钉4.5*45mmHBKQ 03 149 颗 高值耗材 甲类

6036231
锁定加压骨接合固定系统-锁定骨板胫骨远端内侧I型锁定板，12孔

*213mmYHP0101
971.8 块 高值耗材 甲类



6036230 锁定接骨板系统 骨盆Ⅲ型锁定板5孔*58mmZSC0101 978.15 块 高值耗材 甲类

6036548 空心螺钉-空心螺钉φ5.5×40mm 149 个 高值耗材 甲类

6037261 锁定接骨板系统-肱骨干骺端Ⅰ型锁定板9孔×126mm 921.91 个 高值耗材 甲类

6037582 空心螺钉&无头加压螺钉φ3.5*40mm 149 颗 高值耗材 甲类

6037150 锁定接骨板系统-Ⅰ型锁定板7孔×96mm 965.52 个 高值耗材 甲类

6011838 一次性使用指引导管6FJL4 338 根 高值耗材 甲类

6037160 锁定接骨板系统-小L形锁定板Ⅰ型8孔×57mmYSP0105 914.29 个 高值耗材 甲类

6037296 锁定接骨板系统-胫骨近端内侧Ⅰ型锁定板6孔×142mmYHP0102 971.8 个 高值耗材 甲类

6036405 带锁髓内钉-主钉-股骨粗隆间钉φ10×170mmDDSⅣ 1171.8 个 高值耗材 甲类

6037104
锁定加压骨接合固定系统-锁定骨板 腓骨远端外侧锁定板7孔×

129mmYHP0101
866.35 个 高值耗材 甲类

6037064
锁定加压骨接合固定系统-锁定骨板 胫骨远端内侧Ⅰ型锁定板12孔×

213mmYHP0101
971.8 个 高值耗材 甲类



6060352 植入式心脏起搏器L311 37277 个 高值耗材 甲类

6011793 导引导管67005400 568.9 根 高值耗材 甲类

6037166 锁定接骨板系统-小T形锁定板Ⅰ型4孔×72mm 903.26 个 高值耗材 甲类

6037094
锁定加压骨接合固定系统-锁定骨板 腓骨远端外侧锁定板4孔×

86mm
866.35 个 高值耗材 甲类

6037495 锁定接骨板系统-骨盆Ⅳ型锁定板8孔×104mm 978.15 个 高值耗材 甲类

6036506 空心螺钉-空心螺钉φ3.5×30mm 149 个 高值耗材 甲类

3015476 新型冠状病毒（2019-nCoV）抗原检测试剂盒（胶体金法） 2.48 人份 普通耗材 #N/A

6037422 锁定接骨板系统-锁骨上部锁定板Ⅰ型6孔×109.5mmYHC0101 866.35 个 高值耗材 甲类

6011367 微导管60242702 4500 条 高值耗材 甲类

6033788 脊柱内固定系统组件&皮质骨多轴螺杆48552410-48552436 3500 颗 高值耗材 甲类

6036562 空心螺钉-空心螺钉φ5×45mm 149 个 高值耗材 甲类



6036561 空心螺钉-空心螺钉φ5×40mm 149 个 高值耗材 甲类

6037226 锁定接骨板系统-桡骨远端背侧T形锁定板6孔×60mm 918.87 个 高值耗材 甲类

6037337 锁定接骨板系统-胫骨远端Ⅰ型锁定板14孔×239mm 971.8 个 高值耗材 甲类

6037200 锁定接骨板系统-手足部骨板Ⅲ型7孔×58mm 903.26 个 高值耗材 甲类

6037280 锁定接骨板系统-肱骨远端外侧Ⅲ型锁定板3孔×65mmYHP0101 921.91 个 高值耗材 甲类

6037271 锁定接骨板系统-肱骨远端内侧Ⅱ型锁定板5孔×84mmYHP0101 921.91 个 高值耗材 甲类

6037204 锁定接骨板系统-手足部骨板Ⅵ型4孔×39.7mmYHP0101 903.26 个 高值耗材 甲类

6037029
锁定加压骨接合固定系统-锁定骨板 胫骨近端内侧Ⅰ型锁定板4孔×

93mmYHX0101
971.8 个 高值耗材 甲类

6037315 锁定接骨板系统-胫骨近端外侧Ⅲ型锁定板4孔×76mmYHP0102 971.8 个 高值耗材 甲类

6011855 外周球囊扩张导管CQF7564 6800 套 高值耗材 甲类

5041803 一次性使用加热呼吸管路医用大号/中号/小号 500 套 普通耗材 #N/A



5041804 呼吸过滤器1545000 30 个 普通耗材 非类

6070206 体外循环管路成人型 2000 个 高值耗材 非类

6070205 离心泵头Revolution 5 8000 个 高值耗材 非类

6070203 膜式氧合器D905 EOS ECMO 32000 个 高值耗材 非类

6011504 球囊扩张导管H74939207080470 3600 个 高值耗材 甲类

6011549 外周球囊扩张导管ZW130040022035B 2500 根 高值耗材 甲类

6011489 球囊扩张导管H74939207030470 3600 个 高值耗材 甲类

6011695 外周球囊扩张导管ZW075060006035B 2500 根 高值耗材 甲类

6011780 外周球囊扩张导管ZW130060008035B 2500 根 高值耗材 甲类

6036171 锁定型胫骨交锁髓内钉10mm直径10mm;长度16-50cm 1366.33 个 高值耗材 甲类

6041742 脑脊液分流器及其组件SM8A-2010 30300 套 高值耗材 非类



6036690 金属接骨螺钉-皮质骨螺钉φ2×18mmHAQ04 6.89 个 高值耗材 甲类

6036691 金属接骨螺钉-皮质骨螺φ2×20mmHAQ04 6.89 个 高值耗材 甲类

5112912 导管鞘器械PSI-4F-11-018 170 套 普通耗材 甲类

6011857 亲水性涂层导丝LWSTDA35180 230 套 高值耗材 甲类

5041807 正压通气面罩中号（M） 247 套 普通耗材 #N/A

6011201 胸主动脉覆膜支架系统（Valiant Captivia）VAMF3228C150TE 124500 套 高值耗材 #N/A

6036512 空心螺钉-空心螺钉φ3.5×40mm 149 个 高值耗材 甲类

6036527 空心螺钉-空心螺钉φ4.5×70mm 149 个 高值耗材 甲类

6036526 空心螺钉-空心螺钉φ4.5×65mm 149 个 高值耗材 甲类

6037347 锁定接骨板系统-胫骨远端外侧Ⅱ型锁定板11孔×158mm 971.8 个 高值耗材 甲类

6037464 锁定接骨板系统-骨盆Ⅲ型锁定板7孔×82mm 978.15 个 高值耗材 甲类



6037585 髋关节假体 生物型股骨柄BG-IX-27# 10335 个 高值耗材 甲类

6037584 髋关节假体 金属髋臼螺钉 55mm 450 枚 高值耗材 甲类

6034422
颅颌面外科内固定系统04.503.739/740(MatrixMANDIBLE重建板,

角形,左/右,7+23孔,厚2.5mm，纯钛)
14501 块 高值耗材 甲类

6034635
颅颌面外科内固定系统04.503.(638-646).01C(MatrixMANDIBLE

螺钉,2.4mm,自攻,长8-16mm,钛合金)
598 颗 高值耗材 甲类

5051787 可吸收性外科缝线MDJ-1-53-02 460 根 普通耗材 #N/A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