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关于调整本市静脉输液等部分医疗服务价格的通知 

沪价费〔2016〕11号  

各公立医疗机构：  

根据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卫生计生委有关文件要求，以及本市管理规定，

现就本市调整部分医疗服务价格等事项通知如下：  

一、适当调整部分医疗服务价格。附件所列医疗服务价格标准为本市公立医

疗机构的最高价格标准。鼓励各医疗机构通过加强管理、降低成本，逐步降低服

务价格。  

二、华山医院北院等四家医改试点医院的有关医疗服务项目现行价格低于附

件价格标准的，按照附件价格标准执行。  

三、医疗服务项目医保支付范围与标准，应当按照本市基本医疗保险有关规

定执行。  

四、加强监督检查。各医疗机构要严格按照本通知要求，进一步规范医疗服

务及收费行为，完善价格公示、门急诊收费明细账单、住院费用一日清等制度，

加强医疗服务价格信息统计汇总工作。各级价格、卫生计生、医保部门要加强对

医疗服务及收费行为、医保支付政策执行情况的监督检查，对违反本通知规定的，

依法严肃查处。  

本通知自 2016年 10月 12日起执行。以前规定与本通知不符的，以本通知

为准。  

附件：本市部分医疗服务项目和价格调整表  

                                       上海市物价局  

                                      上海市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  

                                       上海市医疗保险办公室  

                                        2016年 9月 30日  

http://www.shdrc.gov.cn/wcm.files/upload/CMSshfgw/201610/201610100151053.x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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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码 项目名称 项目内涵 除外内容
计价

单位

价格标准

(元)
说明

120400006 静脉输液 静脉留置针
向门急诊单纯输液病人提供输液

床位的，每次可加收4元

120400006a 静脉输液
含输液躺椅、注药、静脉针留置；包

括输血
次 12

120400006b 微量泵输液 含静脉输液；包括输液泵输液 日 14

120400007 小儿头皮静脉输液 静脉留置针

120400007a 小儿头皮静脉输液 含输液床（位）、注药、静脉针留置 次 18

120400007b 微量泵输液
含小儿头皮静脉输液；包括输液泵输

液
日 20

1207 雾化吸入

120700001 雾化吸入

含材料；包括超声、高压泵、氧气雾

化及蒸气雾化吸入及机械通气经呼吸

机管道雾化给药

次 8

1208 鼻饲管置管

120800001 鼻饲管置管 含胃肠营养滴入；含一般消耗材料

120800001a 鼻饲管置管 包括胃管置管 次 30

120800001b 鼻饲 含注食、注药、十二指肠灌注等 日 10

1306 家庭病床

130600002 家庭病床巡诊费
需作其他检查、治疗的，按规定

的价格标准计收

130600002a 家庭病床巡诊费
指医生定期上门为病人诊疗；含建立

病历、定期查房和病情记录及诊查
次 80

1.同一天须两个及以上科室医生

上门者作一次计算；2.对家庭病

床病人不再收取出诊费

130600002b 家庭病床上门服务费
指因医疗需要医护人员上门进行各项

检查、治疗服务
次 40

兼做多项项目的，上门服务费按

一次计收

1307 出诊费
需作其他检查、治疗的，按规定

的价格标准计收

130700001 出诊
指非家庭病房病人有特殊需要，单次

出诊进行诊疗、检查、治疗
次 80 不另收诊查费

2507
遗传疾病的分子生物学

诊断

250700010 唐氏综合征检查

均包含检验样本采集、存储、冷链运

输、临床信息录入、核对、软件分析

、报告反馈、追踪随访等管理费用

仅限于经许可开展唐氏综合征产

前筛查的产前诊断（筛查）及助

产医疗机构

250700010a
唐氏综合征孕中期三联

血清学产前筛查

含游离雌三醇（uE3）、β人绒毛膜促

性腺激素（β-HCG）、甲胎蛋白(AFP)

测定

次 220

250700010b
唐氏综合征孕中期四联

血清学产前筛查

含游离雌三醇（uE3）、β人绒毛膜促

性腺激素（β-HCG）、甲胎蛋白(AFP)

、抑制素-A（IhnA）测定

次 280

27 病理检查
若病人要求提供病理白片，按每

张12元计收

2702 细胞病理学检查与诊断

不含采集标本的临床操作、细胞病理

学标本的非常规诊断技术，如：电镜

检查、组织化学与免疫组化染色、图

象分析技术、流式细胞术、计算机细

胞筛选技术、分子病理学检查

270200001 体液细胞学检查与诊断

包括胸水、腹水、心包液、脑脊液、

精液、各种囊肿穿刺液、唾液、龈沟

液的细胞学检查与诊断

 例 75

270200002 拉网细胞学检查与诊断 指食管、胃等拉网细胞学检查与诊断 例 60

270200003
细针穿刺细胞学检查与

诊断

指各种实质性脏器的细针穿刺标本的

涂片(压片)检查及诊断
 例 140

270200004 脱落细胞学检查与诊断

包括子宫内膜、宫颈、阴道、痰、乳

腺溢液、窥镜刷片及其他脱落细胞学

的各种涂片检查及诊断加口腔粘液涂

片

 例 70

附件：                本市部分医疗服务项目和价格调整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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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码 项目名称 项目内涵 除外内容
计价

单位

价格标准

(元)
说明

270200005 细胞学计数
包括支气管灌洗液、脑脊液等细胞的

计数；不含骨髓涂片计数
 例 20

2703 组织病理学检查与诊断

不含采集标本的临床操作、组织病理

学标本的非常规诊断技术，如：电镜

检查、组织化学与免疫组化染色、图

象分析技术、流式细胞术、计算机细

胞筛选技术、分子病理学检查

270300001
穿刺组织活检检查与诊

断

包括肾、肝、前列腺、乳腺、淋巴结

、体表肿块等穿刺组织活检及诊断
 例 150

270300002
内镜组织活检检查与诊

断

包括各种内镜采集的小组织标本的病

理学检查与诊断
例 150

270300003
局部切除组织活检检查

与诊断

包括切除组织、咬取组织、切除肿块

部分组织的活检
 

每个

部位
150

270300004
骨髓组织活检检查与诊

断
指骨髓组织标本常规染色检查 例 140

270300005 手术标本检查与诊断

270300005a
手术标本检查与诊断(小

标本)
例 160

阑尾、胆囊、单纯卵巢切除等标

本(3个蜡块及以下)

270300005b
手术标本检查与诊断(中

标本)
例 260

子宫加附件、胃、肠、肿瘤等切

除标本(4--8个蜡块)

270300005c
手术标本检查与诊断(大

标本)
例 400

恶性肿瘤根治标本等(9个蜡块及

以上)

270300006
截肢标本病理检查与诊

断
包括上下肢截肢标本

270300006a 普通截肢标本 例 180

270300006b
截肢标本不脱钙直接切

片
例 130

270300007
牙齿及骨骼磨片诊断(不

脱钙)
例 120

270300008
牙齿及骨骼磨片诊断(脱

钙)
例 160

270300009
颌骨样本及牙体牙周样

本诊断
例 120

270300010
全器官大切片检查与诊

断
例 330

2704
冰冻切片与快速石蜡切

片检查与诊断
不含非常规的特殊染色技术

270400001 冰冻切片检查与诊断 例 150
每增送一次可加收150元。每病例

不得超过750元。

270400002
快速石蜡切片检查与诊

断
包括快速细胞病理诊断 例 90

每增送一次可加收90元。每病例

不得超过450元。

2705 特殊染色诊断技术
第9只开始，每增一只标记减半计

收

270500001
特殊染色及酶组织化学

染色诊断
每种 80

270500002 免疫组织化学染色诊断 每只 120 全自动操作加收60元

270500003 免疫荧光染色诊断
每个标

本，每

种染色
110

270600001
普通透射电镜检查与诊

断
例 450

270600002 免疫电镜检查与诊断 例 470

270600003 扫描电镜检查与诊断 例 450

270700001 原位杂交技术

270700001a 组织化学法 项 220

270700001b 荧光素法(FISH) 次 1200

270700001c 多色荧光素法(M-FISH) 次 2400

270700002 印迹杂交技术
包括Southern Northern Western杂交

技术
项 2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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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码 项目名称 项目内涵 除外内容
计价

单位

价格标准

(元)
说明

31 临床各系统诊疗

1、在临床各系统诊疗项目中的“

XX术”是指以诊疗为主要目的非

手术操作方式的服务项目；2、活

检均不含病理检查

3101 神经系统

310100016 腰椎穿刺术 含测压、注药 次 100

310100017 侧脑室穿刺术 含引流、注药 次 280

310100018 枕大池穿刺术 次 400

310100019 硬脑膜下穿刺术 次 390

310100027 神经阻滞治疗 次 140

310100033 周围神经毁损术 含神经穿刺及注射 次 720

310100034 交感神经节毁损术
指颈、胸、腰交感神经节穿刺及注

射，含神经穿刺及注射
次 680

3103 眼部

310300036 泪道冲洗 次 8

310300091 取结膜结石 眼 10

310300093 眼部脓肿切开引流术 眼 35

310300096 眶上神经封闭 含注射 眼 20

310300102 角膜异物剔除术 包括结膜异物剔除(浅层) 眼 36

310300105 泪小点扩张 眼 12

310300106 泪道探通术 眼 30 激光可加收100元

3104 耳鼻咽喉

310401039 上鼓室冲洗术 耳 12

310401040 鼓膜穿刺术 含抽液、注药 耳 30

310401042 耳正负压治疗 耳 10

310401044 导管法咽鼓管吹张 耳 10

310401046 鼓膜贴补治疗 包括烧灼法、针拨法 耳 45

310401048
耳廓假性囊肿穿刺压迫

治疗

含穿刺、抽吸和压迫、压迫材料；不

含抽液检验
次 60

310402013 鼻腔取活检术 次 90

310402014 上颌窦穿刺术  次 50

310402016 鼻咽部活检术 次 100

310402018 鼻腔粘连分离术 次 45

310402022 前鼻孔填塞 次 50

310402023 后鼻孔填塞 次 60

310403014 咽封闭 次 15

310403015 喉上神经封闭术 次 30

3105 口腔颌面

学校牙病防治现场服务计价不得

高于相应项目价格标准的三分之

一；"合”通“牙合”

310511001 简单充填术
指I、V类洞的充填；含备洞、垫底、

洞型设计、充填、材料

310511001a 复合树脂类充填 每牙 50

310511001b 银汞合金类充填 每牙 35

310511001c 玻璃离子类充填 每牙 40

310511002 复杂充填术

指II、III、IV类洞充填，以及大面积

缺损的充填；包括化学微创祛龋术；

含龋齿的特殊检查(如检知液、光纤透

照仪等)、备洞、垫底、洞形设计、充

填、材料

310511002a 复合树脂类充填 每牙 120

310511002b 银汞合金类充填 每牙 50

310511002c 玻璃离子类充填 每牙 70

310511018 显微根管治疗术
指显微镜下复杂根管治疗、根尖屏障

制备；含根管预备

每根

管
1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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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0511021 根管再治疗术

含取根管内充物、疑难根管口的定位

、不通根管的扩通；包括：1.取根管

内折断器械；2.超声扩根；3.拆桩钉

取根管内异物；4.镍钛器械预备弯曲

细小根管

每根

管
70

310514003 口腔黏膜病特殊治疗
指红外线、微波、冷冻、频谱、湿敷

治疗等方法
次 38

310516002 关节腔灌洗治疗 单侧 150

310521002 义颌修复

含：1．阻塞口鼻孔，制印模、模型；

2． 制作个别托盘；3．牙体预备；

4．制作阻塞器和恒基托；5．临床试

戴阻塞器和恒基托，确定合关系，取

连带恒基托及颌位关系的印模，灌制

新模型；6．临床试戴、修改义颌及义

齿；7．临床试戴义颌及试排牙

310521002a 义颌修复 指上颌骨缺损，单侧有基牙 每区 400

310521002b 义颌修复
指上或下颌骨一侧全切，上颌骨缺

损，单侧无基牙
次 800

310521002c 义颌修复

指双侧全切；分段或分区双重印模；

上颌骨缺损，双侧无基牙；下颌骨缺

损，单侧有基牙；下颌骨缺损，双侧

无基牙

次 1000

3106 呼吸系统 含特殊设备使用费及活检

310604003 人工气胸术 次 140

310604004 人工气腹术 次 100

310604005 胸腔穿刺术 含抽气、抽液、注药 次 200

310604006 经皮穿刺肺活检术
包括胸膜活检，不含CT、X线、B超引

导
次 180

310605001 硬性气管镜检查 次 570

310605002 纤维支气管镜检查

310605002a 纤维支气管镜检查 次 145

310605002b
电子（荧光）支气管镜

检查
次 400

310605003 经纤支镜治疗
指取异物、滴药、止血、化疗，含经

纤支镜痰吸引，包括经电支镜
次 100

310605006 经纤支镜肺泡灌洗诊疗 包括经电支镜 次 150

310605008 经纤支镜特殊治疗
包括气管、支气管良恶性肿瘤及气道

狭窄的治疗，包括经电支镜
次 150

310605009 经内镜气管扩张术 指经支气管镜球囊扩张术 次 200

310605012
经内镜气管内肿瘤切除

术
次 500

310606001
经内镜胸部肿瘤特殊治

疗

包括食管、气管、支气管、肺良性肿

瘤或狭窄的治疗
次 600 激光、电凝方法分别可加收150元

3107 心脏及血管系统

310701001 常规心电图检查

310701001a 常规心电图检查 含单通道、常规导联，包括三通道 次 20

310701001b 电脑多导联心电图 含六通道，包括十二通道心电图检查 次 30

310701002 食管内心电图 次 50

310701004 频谱心电图 含电极费用 次 30

310701005 标测心电图 含电极费用 次 20

310701006 体表窦房结心电图 次 30

310701010 心电图踏车负荷试验 含电极费用

310701010a 二阶梯 次 60

310701010b 平板运动试验 含电脑分析 次 300

310701012 心电向量图 次 40

310701013 心音图 次 10

310701014 心阻抗图 次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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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0701017 倾斜试验 含心电图纪录、血压测定、电极 次 150

310702004 射频消融术 含电生理检查 次 2800

310702007 永久起搏器安置术 次 1800

310702013
体外经胸型心脏临时起

搏术
次 75

310702014 经食管心脏起搏术 次 160

310702017 心脏电除颤术 次 40

310702018
体外自动心脏复律除颤

术
包括半自动 次 75

310702020 右心导管检查术 含右室造影术 次 900

310702021 左心导管检查术 含左室造影术 次 1040

310702022 心包穿刺术 含引流 次 260

3108 血液及淋巴系统

310800001 骨髓穿刺术 含活检 次 100

310800012 骨髓采集术 含保存；包括脐血采集 次 1500

310800027 脾穿刺术 次 120

3109 消化系统 含活检

310901005 经食管镜取异物 次 300

310901006 食管腔内支架置入术
包括内镜下或透视下置入或取出支

架；含扩张
 次 360

与310902007经胃镜胃内支架置入

术不可同时计收

310901008 食管狭窄扩张术

指经内镜扩张、器械扩张、透视下气

囊或水囊扩张及逆行扩张、贲门、幽

门、十二指肠狭窄扩张术

次 400

310901010 经内镜食管瘘填堵术 次 200

310902005 纤维胃十二指肠镜检查

310902005a 纤维胃十二指肠镜检查 次 145

310902005b 电子胃十二指肠镜检查 次 350

310902006 经胃镜特殊治疗

指取异物、粘膜切除、粘膜血流量测

定、止血、息肉肿物切除等病变及内

镜下胃食道返流治疗、药疗、化疗、

硬化剂治疗

次 240
激光、电凝、电切等方法分别可

加收150元

310902007 经胃镜胃内支架置入术

310902007a 经胃镜胃内支架置入术 包括食管、贲门支架置入术 次 180

310902007b 经胃镜胃内支架置入术 包括幽门、十二指肠支架置入术 次 240

310902008 经胃镜碎石术 含取石 次 300

310902009 超声胃镜检查术

310902009a 超声胃镜检查术 含穿刺 次 700

310902009b 超声肠镜检查术 含穿刺 次 960

310903001 经胃镜胃肠置管术 次 200

310903003
经十二指肠镜胆道结石

取出术

含碎石；包括胰管结石；包括乳头肌

切开/引流术、乳头肌切开/取石/碎石

术；包括取异物、取蛔虫

次 360

310903004 小肠镜检查

310903004a 纤维小肠镜检查 次 240

310903004b 电子小肠镜检查 次 480

310903004c 双气囊小肠镜检查 次 1440

310903005 纤维结肠镜检查

310903005a 纤维结肠镜检查 次 180

310903005b 电子结肠镜检查 次 400

310903006 乙状结肠镜检查

310903006a 纤维乙状结肠镜检查 次 100

310903006b 电子乙状结肠镜检查 次 200

310903007 经内镜肠道球囊扩张术 次 200

310903008 经内镜肠道支架置入术 含扩张；包括取出术 次 300

310903010 经肠镜特殊治疗 包括息肉肿物切除 次 300
激光、电凝、电切等方法分别可

加收15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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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0903012 肠套叠手法复位 包括嵌顿疝手法复位 次 150

310904006 直肠肛门特殊治疗
指微波、激光、冷冻、超声聚焦等方

法；包括痔、息肉、瘘管等
次 200

310905001 腹腔穿刺术 指抽液、注药、放腹水治疗 次 100

310905003 肝穿刺术 次 200

310905004
经皮肝穿刺门静脉插管

术
包括化疗、栓塞 次 900

310905005
经皮穿刺肝肿物特殊治

疗
次 300 激光方法可加收150元

310905008 膈下脓肿穿刺引流术
包括腹腔脓肿、胆汁穿刺引流；不含

超声定位引导
次 240

310905010
经皮肝穿胆道引流术

（PTCD）
不含超声定位引导或X线引导 次 600

310905011
经内镜胆管内引流术＋

支架置入术
不含X线监视 次 750

310905012
经内镜鼻胆管引流术

（ENBD）
次 450

310905013 经胆道镜瘘管取石术 包括肝内、外胆道结石取出 次 600

310905014
经胆道镜胆道结石取出

术
含插管引流 次 600

310905015
经皮胆囊超声碎石取石

术

含胆囊穿刺后超声碎石，取出结石；

不含超声引导
次 720

310905016 经皮经肝胆道镜取石术 次 750

310905019 经内镜胰管内引流术 包括胰腺囊肿内引流 次 450

310905020
经内镜胰胆管扩张术＋

支架置入术
次 550

310905021 胆道球囊扩张术 次 350

310905022 胆道支架置入术 次 300

3110 泌尿系统 含活检

311000015 肾穿刺术
含抽液；包括造瘘、囊肿硬化治疗；

不含影像学引导
次 300

311000016 肾封闭术 次 30

311000017 肾周脓肿引流术 包括积液引流术 次 350

311000019 经皮肾盂镜取石术
包括肾上腺肿瘤切除、肾盂肿瘤切除

、取异物
次 2000

311000022 经皮输尿管内管置入术 次 500

311000026 经输尿管镜碎石取石术 次 1750

311000035
经膀胱镜尿道镜特殊治

疗
次 750 激光方法可加收150元

311000036 尿道狭窄扩张术 次 100

3111 男性生殖系统

311100001
小儿包茎气囊导管扩张

术
次 120

311100002 嵌顿包茎手法复位术 次 90

311100012 阴茎海绵体灌流治疗术 次 200

311100014
前列腺针吸细胞学活检

术
次 200

311100017 前列腺特殊治疗

311100017a 前列腺特殊治疗 包括微波、射频治疗 次 200

311100017b 前列腺特殊治疗 指电化学治疗 次 500

311100018 鞘膜积液穿刺抽液术 次 60

3112
女性生殖系统及孕产(含

新生儿诊疗)

311201018 宫腔粘连分离术 次 750

311201058
经皮盆腔脓肿穿刺引流

术

包括盆腔液性包块穿刺；不含影像引

导
次 300

311202013 新生儿囟门穿刺术 包括前后囟门 次 60

3113 肌肉骨骼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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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1300002 关节穿刺术 含加压包扎；包括关节腔减压术 次 60

311300004 持续关节腔冲洗 含穿刺 次 100

311300012 骨穿刺术 含活检、加压包扎及弹性绷带 次 60

3114 体被系统

311400017 白癜风皮肤移植术 含取材、移植
每平

方厘
120

311400030 鸡眼刮除术 包括切除 每个 30

311400057 皮下组织穿刺术 含活检；包括浅表脓肿、血肿穿刺 次 30

3205 冠脉介入诊疗

320500009
经皮主动脉气囊反搏动

术(IABP)

含主动脉气囊植入、反搏动治疗、气

囊取出；不含心电、压力连续示波监

护

次 1500

3206 脑和脊髓血管介入诊疗

320600002 单纯脑动静脉瘘栓塞术 次 1750

33 手术治疗

1、经同一切口进行两种以上不同

手术，主要手术按全价收费，第

二项手术按75%收费，第三项手术

按50%收费,第四项手术及以上不

得收费；2、联合手术和分列手术

项目同时存在的，按联合手术项

目计价；3、活检均不含病理检

查；4、三级医院的手术治疗类价

格（编码前四位为3302-3316）可

加收不超过15%；5、六岁以下儿

童手术治疗类价格（编码前四位

为3302-3316）可加收不超过

15%，其中三级医院六岁以下儿童

手术治疗类价格合计可加收不超

过30%

3301 麻醉

因病情需要确需同时进行两种以

上麻醉的，第一麻醉按全价收

费，第二麻醉按75%收取，第三麻

醉及以上均不另行收费

330100017 体外循环 指人工心肺机 次 1740

3302 神经系统手术

330201006 开放性颅脑损伤清除术 包括火器伤 次 2320

330201009 颅骨修补术 包括假体植入 次 1700

330201011 经颅眶肿瘤切除术 次 3620

330201014 颅内多发血肿清除术
含同一部位硬膜外、硬膜下、脑内血

肿清除术
次 2400

330201015 颅内血肿清除术
包括单纯硬膜外、硬膜下、脑内血肿

清除术
次 2400

330201016 开颅颅内减压术
包括大脑颞极、额极、枕极切除、颞

肌下减压
次 2100

330201017 经颅视神经管减压术 次 2400

330201021 颅内蛛网膜囊肿分流术 含囊肿切除 次 2650

330201022 幕上浅部病变切除术

包括大脑半球胶质瘤、转移癌、胶质

增生、大脑半球凸面脑膜瘤、脑脓

肿，不含矢状窦旁脑膜瘤

次 2700

330201023
大静脉窦旁脑膜瘤切除+

血管窦重建术
包括矢状窦、横窦、窦汇区脑膜瘤

330201023a
大静脉窦旁脑膜瘤切除+

血管窦重建术
次 5100

330201023b
大静脉窦旁脑膜瘤切除+

血管窦重建术
指前1/3上矢状窦脑膜瘤 次 3400

330201024 幕上深部病变切除术

包括侧脑主室肿瘤、三脑室肿瘤、海

绵状血管瘤、胼胝体肿瘤、突入到第

三脑室颅咽管瘤、三脑室后部肿瘤、

脑脓肿、大脑镰旁脑膜瘤，不含矢状

窦旁脑膜瘤

次 4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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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0201025 第四脑室肿瘤切除术

包括小脑下蚓部、四室室管膜瘤、四

室导水管囊虫；不含桥脑、延髓突入

四室胶质瘤

次 4130

330201027 桥小脑角肿瘤切除术

包括听神经瘤、三叉神经鞘瘤、胆脂

瘤、蛛网膜囊肿；不含面神经吻合术

、术中神经电监测

330201027a 桥小脑角肿瘤切除术 次 4400

330201027b 桥小脑角肿瘤切除术 指听神经瘤、三叉神经鞘瘤 次 5500

330201029 大脑半球切除术 次 4820

330201030
选择性杏仁核海马切除

术
次 3560

330201031 胼胝体切开术 不含癫痫病灶切除术 次 3560

330201032
多处软脑膜下横纤维切

断术
次 2800

330201033 癫痫病灶切除术
包括病灶切除、软脑膜下烧灼术、脑

叶切除
次 3260

330201036 小脑半球病变切除术
包括小脑半球胶质瘤、血管网织细胞

瘤、转移癌、脑脓肿、自发性出血
次 3600

330201037 脑干肿瘤切除术

包括中脑、桥脑、延髓、丘脑肿瘤、

自发脑干血肿、脑干血管畸形、小脑

实性血网、脑干实质性血网

次 8700

330201038 鞍区占位病变切除术

包括鞍区颅咽管瘤、视神经胶质瘤；

不含侵袭性垂体瘤、突入到第三脑室

颅咽管瘤、鞍结节脑膜瘤、下丘脑胶

质瘤

次 3910

330201039 垂体瘤切除术 含取脂肪填塞 次 2700

330201040
经口腔入路颅底斜坡肿

瘤切除术

包括上颌入路颅底海绵窦侵入肿瘤切

除术
次 5935

330201041 颅底肿瘤切除术 颅底再造按颅骨修补收费

330201041a 颅底肿瘤切除术

包括前、中颅窝颅内外沟通性肿瘤，

前、中、后颅窝底肿瘤(脊索瘤、神经

鞘瘤)、中、后颅窝哑铃状肿瘤(三叉

神经瘤、脑膜瘤)，颈静脉孔区肿瘤、

上颌外旋颅底手术；不含胆脂瘤、囊

肿

次 8000

330201041b 颅底肿瘤切除术
指前、中、后颅窝底肿瘤(鞍结节脑膜

瘤、侵袭性垂体瘤)
次 5000

330201041c 颅底肿瘤切除术 指鼻内镜下鼻颅底肿瘤切除术 次 3500

330201042
经颅内镜第三脑室底造

瘘术
次 2650

330201046
经颅内镜脑内囊肿造口

术
次 1950

330201048
经颅内镜脑室脉络丛烧

灼术
次 2025

330201051 脑脊液漏修补术
包括额窦修补、前颅窝、中颅窝底修

补

人工硬膜、

钛钢板
次 3200

330201052 脑脊膜膨出修补术 指单纯脑脊膜膨出
重建硬膜及

骨性材料
次 3300

330201053 环枕畸形减压术
含骨性结构减压、小脑扁桃体切除、

硬膜减张缝合术
次 2650

330202010 面神经跨面移植术 次 2850

330202017
经乙状窦后进路神经切

断术
包括三叉神经、舌咽神经、前庭神经 次 2620

330203001
颅内巨大动脉瘤夹闭切

除术

包括基底动脉瘤、大脑后动脉瘤；不

含血管重建术
次 7060

动脉瘤直径>2.5cm；多夹除一个

动脉瘤，可加收700元

330203002 颅内动脉瘤夹闭术
不含基底动脉瘤、大脑后动脉瘤、多

发动脉瘤
次 4000

动脉瘤直径≤2.5cm；多夹除一个

动脉瘤，可加收700元

330203003 颅内动脉瘤包裹术
包括肌肉包裹、生物胶包裹、单纯栓

塞
次 36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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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0203004
颅内巨大动静脉畸形栓

塞后切除术

指直径>4cm的动静脉畸形切除，包括

脑干和脑室周围的直径≤4cm深部血管

畸形

次 7660

330203005 颅内动静脉畸形切除术

330203005a 颅内动静脉畸形切除术
指直径≤4cm的动静脉畸形切除，含血

肿清除
次 4000

330203005b
颅内硬脑动静脉瘘回流

静脉切断术
次 4500

330203006
脑动脉瘤动静脉畸形切

除术

含动静脉畸形直径≤4cm、动脉瘤与动

静脉畸形在同一部位
次 5950

330203007 颈内动脉内膜剥脱术 不含术中血流监测

330203007a 颈内动脉内膜剥脱术 次 1740

330203007b
颈内动脉内膜剥脱术+动

脉成形术
次 2610

330203008 椎动脉内膜剥脱术

330203008a 椎动脉内膜剥脱术 次 2200

330203008b
椎动脉内膜剥脱术+动脉

成形术
次 3000

330203012 颅外内动脉搭桥术

330203012a
颈总动脉大脑中动脉吻

合术
次 6400

330203012b

颈总动脉大脑中动脉吻

合术+取桡动脉吻合或取

大隐静脉吻合

次 7400

330203012c 颅内外其他血管搭桥术 次 6000

330204001
脊髓和神经根粘连松解

术
次 3120

330204004 脊髓栓系综合征手术 次 2620

330204005 脊髓前连合切断术
包括选择性脊神经后根切断术，不含

电生理监测
次 2400

330204006 椎管内脓肿切开引流术 包括硬膜下脓肿 次 2680

330204007 脊髓内病变切除术 包括髓内肿瘤、髓内血肿清除 次 5220

330204008 脊髓硬膜外病变切除术

包括硬脊膜外肿瘤、血肿、结核瘤、

转移瘤、黄韧带增厚、椎间盘突出；

不含硬脊膜下、脊髓内肿瘤

次 3600

330204009
髓外硬脊膜下病变切除

术

包括硬脊膜下肿瘤、血肿；不含脊髓

内肿瘤
次 4000

330204010 脊髓外露修补术 次 2620

330204011 脊髓动静脉畸形切除术
包括脊髓硬脊膜动静脉瘘切断术、脊

髓髓周动静脉瘘切断术
次 4600

330204014
选择性脊神经后根切断

术(SPR)
次 3650

330204019 马尾神经吻合术 次 2150

3303 内分泌系统手术

330300003 甲状旁腺大部切除术 次 2500

330300011 甲状腺癌根治术
包括甲状腺癌改良根治术、标准根治

术
次 3200

330300012 甲状腺癌扩大根治术
含甲状腺癌切除、同侧淋巴结清扫、

所累及颈其他结构切除
次 3800

3304 眼部手术

330401001 眼睑肿物切除术

330401001a 眼睑肿物切除术 次 500 植皮时可加收120元

330401001b
眼睑肿物切除合并前层/

后层再造
次 2000 全层再造可加收600元

330401010 游离植皮睑成形术 次 800

330402007 鼻腔泪囊吻合术 次 1500

330405016
小梁切开联合小梁切除

术
 次 2000

330405017 青光眼引流物植入术 次 29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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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0407001 玻璃体穿刺抽液术 含玻璃体注气、注液;包括注药 次 300

330407002 玻璃体切除术

330407002a 玻璃体切除术 指前段玻璃体切除术 次 2500

330407002b 玻璃体切除术 指全玻璃体切除术 次 3520

330407005 复杂视网膜脱离修复术

指巨大裂孔、黄斑裂孔、伴有增殖膜

、伴有视网膜下膜等；含硅油充填、

球内注气、前膜剥膜

次 3960

330407008 黄斑前膜术 次 3000

330409007 眼内容摘除术 次 660

330409009 眼球摘除+植入术 含取真皮脂肪垫 次 1070

330409014 眶内肿物摘除术 包括前路摘除术、眶尖部肿物摘除术 次 2800 侧劈开眶可加收600元

330409017 眼窝填充术 次 790

330409018 眼窝再造术 次 1660

330409021 眶膈修补术 次 568

330409022 眼眶减压术 指单壁减压 单眼 2100
两壁减压可加收600元，三壁减压

可加收1200元

3305 耳部手术

330501010 外耳道良性肿物切除术 包括外耳道骨瘤、胆脂瘤、附耳切除 次 1080

330501018 耳廓再造术 含部分再造；不含皮肤扩张术 次 1800

330501021 外耳道成形术 包括狭窄、闭锁 次 2350

330502001 鼓膜置管术 侧 350

330502008 听骨链松解术 次 1600

330502009 鼓室成形术
含鼓膜修补、病变探查手术；包括1—

5型
次 1800

330502010 人工听骨听力重建术 次 1800

330502011 经耳内镜鼓室探查术
含鼓膜切开、病变探查切除，含内窥

镜使用费
次 1200

330502015 完壁式乳突根治术
含鼓室探查术、病变清除；不含鼓室

成形
次 1600

330502016 开放式乳突根治术
含鼓室探查术；不含鼓室成形和听骨

链重建
次 1600

330503014 颞骨部分切除术 不含乳突范围 次 4500

3306 鼻、口、咽部手术

330602001 上颌窦鼻内开窗术 指鼻下鼻道开窗 次 650

330602008 鼻内额窦开放手术 次 1200

330602010 鼻内筛窦开放手术 侧 1000

330602012 鼻内蝶窦开放手术 次 1000

330602013 经鼻内镜鼻窦手术 包括额窦、筛窦、蝶窦、上颌窦 侧 1040

330603001
鼻外脑膜脑膨出颅底修

补术
不含其他部分取材 次 2430

330604001 乳牙拔除术 含麻醉 每牙 18

330604002 前牙拔除术 含麻醉，包括该区段多生牙 每牙 25

330604003 前磨牙拔除术 含麻醉，包括该区段多生牙 每牙 50

330604004 磨牙拔除术
指后磨牙，含麻醉，包括该区段多生

牙
每牙 50

330604005 复杂牙拔除术 含麻醉

330604005a 复杂牙拔除术

包括正常位牙齿因解剖变异、局部慢

性炎症刺激使牙槽骨发生致密性改变

、牙-骨间骨性结合、与上颌窦关系密

切、增龄性变化等所致的拔除困难，

折裂牙

每牙 150

330604005b 复杂牙拔除术 指死髓或牙体治疗后其脆性增加 每牙 300

330604006 阻生牙拔除术

330604006a 阻生牙拔除术 包括中位、高位阻生、多生牙 每牙 180

330604006b 阻生牙拔除术 指完全性骨埋伏阻生牙拔除术 每牙 7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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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0604006c 阻生牙拔除术
包括完全性软组织埋伏阻生牙拔除术

、低位阻生
每牙 400

330605022
口咽部恶性肿瘤局部扩

大切除术

包括肿瘤切除及邻位瓣修复；不含口

咽部大面积缺损游离皮瓣及带蒂皮瓣

修复

次 3000

330605027 腮腺浅叶肿物切除术
包括腮腺区肿物切除、腮腺浅叶切除

及面神经解剖术；不含面神经修复术
次 1725

330605028 腮腺全切除术
包括腮腺深叶肿物切除、腮腺切除及

面神经解剖术；不含面神经修复术
次 2265

330605029
腮腺恶性肿瘤扩大切除

术

包括腮腺深叶肿瘤切除、腮腺切除及

面神经解剖术；不含面神经修复术
次 2850

330606003 舌再造术 次 1650

330606006 腭咽成形术 包括咽成形术、激光腭咽部成型术 次 1500

330606010 唇缺损修复术
包括部分或全唇缺损；不含岛状组织

瓣切取移转术
次 1970

330606028
口腔颌面部软组织缺损

局部组织瓣修复术

含局部组织瓣制备及修复；包括唇缺

损修复、舌再造修复、颊缺损修复、

腭缺损修复、口底缺损修复、颊脂肪

垫修复术

次 2400

330606033

颜面部软组织不对称带

血管游离组织瓣修复畸

形矫正术

含带血管游离组织瓣制备及移植 次 2600

330607010
下颌角嚼肌肥大畸形矫

正术

包括：1．下颌角的三角形去骨术或改

良下颌升支矢状劈开去骨术；2．嚼肌

部分切除术；3.下颌骨角与嚼肌肥大

整复术

单侧 2200

330608014 眶鼻额区骨折整复术 含内呲韧带和泪器处理 次 2130

330608020 下颌骨缺损植骨修复术

包括颌间固定和邻位皮瓣修复，自体

骨、异体骨、异种骨移植；不含骨瓣

切取

单颌 2470

330608021
下颌骨缺损网托碎骨移

植术
包括颌间固定和邻位皮瓣修复 单颌 2120

330608022
下颌骨缺损带蒂骨移植

术

包括颌间固定和邻位皮瓣修复；不含

取骨及制备术
单颌 2620

330608024 下颌骨缺损假体重建术 包括颌间固定和邻位皮瓣修复 单颌 1510

330609009
颜面器官缺损种植体植

入术

包括外耳或鼻或眼缺损或颌面缺损的

种植体植入，颅面种植体种植术(Ⅰ期

手术)

每牙 2540

330611006
颈外进路咽旁间隙肿物

摘除术
次 2700

3307 呼吸系统手术

330701001
经直达喉镜喉肿物摘除

术
含活检，包括经喉镜声带息肉摘除术 次 1200

330701006 喉全切除术 次 2700

330701008 喉功能重建术
含肌肉、会厌、舌骨瓣、咽下缩肌等

局部修复手段
次 2200

330701010 喉次全切除术 含切除环舌、会厌固定术 次 2700

330701012
垂直半喉切除术及喉功

能重建术
次 2900

330701038 会厌良性肿瘤切除术 含囊肿 次 1500

330701041 气管内肿瘤切除术
包括开胸气管部分切除成形、气管环

状袖状切除再吻合术
次 2400

330701042 气管成形术 包括气管隆凸成形术 次 3500

330702001 肺内异物摘除术 次 3480

330702002 肺癌根治术 含淋巴结清扫 次 5650

330702003 肺段切除术 次 3200

330702005 肺楔形切除术 次 3000

330702006 肺叶切除术 包括同侧肺两叶切除术 次 3910

330702007 袖状肺叶切除术 含肺动脉袖状切除成形术 次 4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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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0702008 全肺切除术 次 4200

330702009 肺大泡切除修补术 包括结扎、固化、全肺灌洗术 次 2800

330702011 肺修补术 次 2500

330702012 肺移植术 不含供肺切取及保存和运输 次 12000

330703012 胸壁肿瘤切除术
包括胸壁软组织、肋骨、胸骨的肿瘤

切除
次 2000

330703022 胸膜粘连烙断术 次 800

330703026 纵隔肿物切除术

包括经胸后外切口及正中胸骨劈开切

口、胸骨后甲状腺和胸腺切除、血管

成形及心包切除

次 4200

3308 心脏及血管系统手术

330801002 二尖瓣直视成形术

包括各种类型的二尖瓣狭窄或／和关

闭不全的瓣膜的处理，如交界切开、

睫索替代、瓣叶切除、瓣环成形

次 4200

330801003 二尖瓣替换术 包括保留部分或全部二尖瓣装置 次 5910

330801004 三尖瓣直视成形术 包括交界切开、瓣环环缩术 次 4350

330801009 主动脉瓣置换术 次 5300

330801012 肺动脉瓣狭窄矫治术
含肺动脉扩大补片术、肺动脉瓣交界

切开(或瓣成形)、右室流出道重建术
次 4000

330801014 双瓣置换术 包括多瓣置换 次 6500

330801017 房间隔缺损修补术
包括单心房间隔再造术，Ⅰ、Ⅱ孔房

缺
次 3500

330801018 室间隔缺损修补术 含直接和补片修补法 次 5000

330802003 冠状动脉搭桥术

含搭桥血管材料的获取术；包括大隐

静脉、桡动脉、左右乳内动脉、胃网

膜右动脉、腹壁下动脉

次 6960

330802006
非体外循环冠状动脉搭

桥术
次 8700

330802014 动脉导管闭合术 含导管结扎、切断、缝合 次 2000

330802024 左室流出道狭窄疏通术

包括主动脉瓣下肌性、膜性狭窄的切

除、肥厚性梗阻性心肌病的肌肉切除

疏通

次 5650

330802029 升主动脉替换术 含成形 次 7000

330803017
心脏表面临时起搏器安

置术
次 870

330803020 心脏移植术 次 18000

330803021 心肺移植术 次 22000

330803023
主动脉内球囊反搏置管

术

指切开法；含主动脉内球囊及导管撤

离术
次 715

330804070 大隐静脉闭合术 次 1800

330804071 夹层动脉瘤腔内隔绝术 次 3480

3309 造血及淋巴系统手术

330900003 颈淋巴结清扫术 次 2500

330900004 腋窝淋巴结清扫术 包括肝十二指肠韧带淋巴结清扫 次 2700

330900005 腹股沟淋巴结清扫术
含区域淋巴结切除，包括纵隔淋巴结

清扫
次 2870

330900008 髂腹股沟淋巴结清扫术
含区域淋巴结切除，包括腹膜后淋巴

结清扫
次 3350

330900021 前哨淋巴结探查术 包括淋巴结标记术 次 900

3310 消化系统手术

331001004 食管良性肿物切除术
含肿瘤局部切除；不含肿瘤食管切除

胃食管吻合术
次 2600

331001011 食管癌根治术
包括胸内胃食管吻合(主动脉弓下、弓

上胸顶部吻合)及颈部吻合术
次 5000 三切口联合可加收1500元

331001014
食管癌根治+胃/肠代食

管术
次 6200

331002003 近端胃大部切除术 次 34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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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1002004 远端胃大部切除术

包括胃、十二指肠吻合(BillrothI式)

、胃空肠吻合(BillrothⅡ式)或胃—

空肠Roux-y型吻合、十二指溃疡旷置

次 2800

331002005 胃癌根治术

含保留胃近端与十二指肠或空肠吻合

、区域淋巴结清扫；不含联合其他脏

器切除

次 4000

331002006 胃癌扩大根治术 含胃癌根治及联合其他侵及脏器切除 次 5200

331002008 全胃切除术

含食道空肠吻合(Roux-y型或袢式)、

食道—十二指肠吻合，含区域淋巴结

清扫

次 4000

331002009 胃肠造瘘术 包括胃或小肠切开置造瘘管 次 1500

331002011 胃肠穿孔修补术 次 1500

331003007 肠切除术

331003007a 肠切除术 包括小肠、回盲部结肠部分切除 次 2350

331003007b 回结肠旁路手术 次 1740

331003008 肠粘连松解术

331003008a 肠粘连松解术 次 1700

331003008b 广泛肠粘连松解术 次 2700

331003011 肠造瘘还纳术 含肠吻合术 次 2000

331003020 结肠癌根治术
包括左、右半横结肠切除、淋巴清扫

、小肠恶性肿瘤根治术
次 3500

331004011
经腹会阴直肠癌根治术

(Miles手术)

含结肠造口，区域淋巴结清扫；不含

子宫、卵巢切除
次 3500

331004012
经腹直肠癌根治术

(Dixon手术)

含保留肛门，区域淋巴结清扫；不含

子宫、卵巢切除
次 4000

331004013 直肠癌扩大根治术
含盆腔联合脏器切除；包括拖出式直

肠癌根治术
次 4500

331005007 肝癌切除术

指癌肿局部切除术；不含第一、第二

肝门血管及下腔静脉受侵犯的肝癌切

除、安置化疗泵

次 3000

331005013 肝部分切除术 含肝活检术；包括各肝段切除

331005013a 肝楔形切除 次 2610

331005013b 特殊肝段切除 次 5220

331005015 半肝切除术 包括左半肝或右半肝切除术 次 4500

331005016 肝三叶切除术
包括左三叶或右三叶切除术、复杂肝

癌切除
次 5200

331005017 异体供肝切除术 含修整术 次 5000

331005018 肝移植术 含全肝切除术 次 20000

331006001 胆囊肠吻合术 包括Roux-y胆肠吻合术 次 2610

331006004 高位胆管癌根治术 含肝部分切除、肝胆管—肠吻合术 次 4600

331006006 肝门部胆管病变切除术
含胆总管囊肿、胆道闭锁；不含高位

胆管癌切根治
次 3200

331006008 胆管修补成形术 次 2800

331006011 胆总管探查T管引流术

包括肝内胆管探查取石术，含术中取

石、冲洗，不含术中B超、术中胆道镜

检查和术中胆道造影

次 1800

331006014
经十二指肠奥狄氏括约

肌切开成形术
包括十二指肠乳头括约肌切开术 次 2000

331006015
经内镜奥狄氏括约肌切

开取石术(ECT)
包括取蛔虫 次 2000

331006016
经内镜奥狄氏括约肌切

开胰管取石术
次 1800

331006018

先天胆道闭锁肝空肠

Roux-y成形术(即葛西氏

术)

含胃体劈裂管肝门吻合 次 3320

331006020 胆囊癌根治术 含淋巴清扫 次 52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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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1007006
胰十二指肠切除术

(Whipple手术)

含各种胰管空肠吻合、胃空肠吻合术

、胆管肠吻合术；包括胰体癌或壶腹

周围癌根治术；不含脾切除术

次 5000

331007007 胰体尾切除术 不含血管切除吻合术 次 3500

331007015 胰腺移植术 包括胎儿胰腺移植术 次 12000

331008015 腹膜后肿瘤切除术
不含其它脏器切除术、血管切除吻合

术
次 3500

331008026 门体静脉断流术

含食管、胃底周围血管离断加脾切除

术及食管横断吻合术、经网膜静脉门

静脉测压术

次 3200

3311 泌尿系统手术

331101009 肾部分切除术 次 3500 病灶侵犯到肾盂可加收900元

331101010 根治性肾切除术
指直径7cm及以下肿瘤切除，含肾上腺

切除、淋巴清扫；不含开胸手术
次 3500

直径7cm以上肿瘤切除可加一倍计

收

331101018 自体肾移植术 次 5000

331101019 异体肾移植术 不含异体供肾取肾术 次 4200

331102001 肾盂癌根治术 含输尿管全长、部分膀胱切除 次 4000

331103006 根治性膀胱全切除术 含盆腔淋巴结清扫术 次 4800

331103007 膀胱尿道全切除术 次 4230

331103009 回肠膀胱术 含阑尾切除术；包括结肠 次 2300

331103010 可控性回肠膀胱术 含阑尾切除术；包括结肠 次 5170

331103011 回肠扩大膀胱术 包括结肠 次 2500

331103012 直肠膀胱术 含乙状结肠造瘘 次 3050

331103013 胃代膀胱术 次 3770

331103014 肠道原位膀胱术 次 4750

331103027 经尿道膀胱碎石取石术 包括血块、异物取出 次 900

331104011 尿道癌根治术 次 4140

3312 男性生殖系统手术

331201001 前列腺癌根治术 含淋巴结清扫和取活检 次 5000

331204011 阴茎再造术 含龟头再造和假体置放，含阴茎切除 次 6885

3313 女性生殖系统手术

331301002 卵巢囊肿剔除术
包括烧灼术，包括输卵管系膜囊肿切

除术
次 1740

331303011 经腹子宫肌瘤剔除术
含肌瘤粉碎装置；包括经阴道肌瘤剔

除术
次 1740

331303013 阴式全子宫切除术 次 1910

331303014 腹式全子宫切除术 次 1480

331303017
广泛性子宫切除+盆腹腔

淋巴结清除术
次 3650

331303018
经腹阴道联合子宫切除

术
 次 1830

331303028 根治性宫颈切除术
含盆腔淋巴结清扫、卵巢动静脉高位

结扎术
次 3000

331304008 阴道成形术
不含植皮、取乙状结肠(代阴道)等所

有组织瓣切取
次 2200

331306005 经宫腔镜输卵管插管术 次 1300

331306008
经宫腔镜子宫肌瘤切除

术
不含术中B超监视 次 1220

3314 产科手术与操作
一次性脐带

夹

331400002 单胎顺产接生

含产程观察、阴道或肛门检查、胎心

监测及脐带处理、会阴裂伤修补及侧

切

次 750

331400003 双胎接生

含产程观察、阴道或肛门检查、胎心

监测及脐带处理、会阴裂伤修补及侧

切

次 13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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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1400004 多胎接生

含产程观察、阴道或肛门检查、胎心

监测及脐带处理、会阴裂伤修补及侧

切

次 1450

331400007 难产接生

指臀位助产、臀位牵引、胎头吸引、

胎头旋转、产钳助产；含产程观察、

阴道或肛门检查，胎心监测及脐带处

理，会阴裂伤修补及侧切

次 1500

331400012 剖宫产术
包括古典式、子宫下段及腹膜外剖宫

取胎术
次 1180

3315 肌肉骨骼系统手术 不含C型臂和一般X光透视

331501021
颈椎体次全切除植骨融

合术
 次 5000

椎体次全切加前路复位术可加收

300元

331501022 颈椎钩椎关节切除术 含植骨 次 3910

331501029 胸椎融合术
含前入路开胸、植骨、椎体后缘减压

术
次 4350

331501032
胸腰椎骨折切开复位内

固定术
含前侧方入路脊髓前外侧减压术  次 3040

331501036 椎管扩大减压术
含全椎板切除、神经根管减压；包括

多节段椎管狭窄减压
次 2800

331501037 椎管扩大成形术 次 3400

331501038 腰椎间盘突出摘除术

331501038a 腰椎间盘突出摘除术
含椎板开窗间盘切除；不含极外侧突

出
次 3200 一节间盘减半计收

331501038b 腰椎间盘突出摘除术 指髓核摘除加神经根管扩大 次 3040

331501040
后路腰椎间盘镜椎间盘

髓核摘除术(MED)
次 3500 一节间盘减半计收

331501042
腰椎滑脱椎弓根螺钉内

固定植骨融合术

含椎板切除减压间盘摘除，包括脊柱

滑脱复位内固定、腰椎滑脱椎弓根螺

钉内固定横突间植骨融合、腰椎滑脱

椎弓根内固定加椎间融合、腰椎滑脱

椎弓根螺钉内固定360°融合

次 3800

331501046
骨盆骨折切开复位内固

定术
次 4200

331501048 脊柱侧弯矫正术(后路) 含前方入路松解手术、植骨融合 次 4800

331501052
脊柱椎间融合器植入植

骨融合术

含脊髓神经根松解、椎板切除减压、

脊髓探查、骨折切开复位
次 4200

331501059 经皮椎体成形术 包括髓核成形术、后凸成形术 次 4350

331502002
臂丛神经损伤神经探查

松解术
次 3800

331502004
臂丛神经损伤神经移位

术

包括膈神经移位、肋间神经移位、颈

丛移位、对侧颈7移位、副神经移位
次 6500

331502005 神经吻合术 次 2520

331502009 周围神经嵌压松解术 次 2170

331502010 坐骨神经松解术 次 2150

331503016 骨肿瘤切开活检术

331503016a 骨肿瘤切开活检术 指四肢 次 2000

331503016b 骨肿瘤切开活检术 包括脊柱、骨盆 次 2610

331504008
股骨头坏死病灶刮除植

骨术
次 3500

331505001
锁骨骨折切开复位内固

定术

331505001a
锁骨骨折切开复位内固

定术
包括骨折复位克氏针固定 次 2610

331505001b
肩胛骨骨折切开复位内

固定术
次 3000

331505002
肱骨近端骨折切开复位

内固定术
次 3000

331505003
肱骨干骨折切开复位内

固定术
次 3000

331505004
肱骨骨折切开复位内固

定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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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1505004a
肱骨骨折切开复位内固

定术
指髁上 次 2000

331505004b
肱骨骨折切开复位内固

定术
指髁间、髁上髁间 次 3040

331505011
科雷氏骨折切开复位内

固定术
包括史密斯骨折、巴顿骨折 次 3000

331505013
股骨颈骨折闭合复位内

固定术
包括其他部位骨折闭合复位内固定术 次 2610

331505016
股骨转子间骨折内固定

术
包括粗隆下骨折 次 3200

331505017
股骨干骨折切开复位内

固定术
次 3040

331505019
髌骨骨折切开复位内固

定术
次 1520

331505020
胫骨髁间骨折切开复位

内固定术
包括胫骨平台骨折切开复位内固定术 次 3040

331505021
胫骨干骨折切开复位内

固定术
次 2600

331505023
三踝骨折切开复位内固

定术

331505023a
三踝骨折切开复位内固

定术
次 3040

331505023b
Pilon骨折切开复位内固

定
次 3040

331505037 骨折内固定装置取出术
包括克氏针、三叶钉、钢板等各部位

内固定装置
次 1740

331505038
足部骨骨折切开复位内

固定术

包括关节内骨折，包括掌骨、指骨、

腕骨骨折
次 1600 四处及以上骨折可加一倍计收

331506009
髌骨半脱位外侧切开松

解术

包括髌韧带挛缩松解、前（后）交叉

韧带紧缩、内侧/外侧支持带紧缩（修

补）、内侧髌股韧带重建

次 3000 胫骨结节内移抬高术可加收600元

331506016 关节滑膜切除术(大) 包括膝、肩、髋 次 2780

331506017 关节滑膜切除术(中) 包括肘、腕、踝 次 1900

331506019 半月板切除术

331506019a 半月板切除术 指外侧 次 2000
成形可加收300元，修补可加收

700元

331506019b 半月板切除术 指内侧 次 3220
成形可加收300元，修补可加收

700元

331506019c 半月板切除术 指内侧/外侧半月板移植术 次 4000

331506020 膝关节清理术

331506020a 膝关节清理术

包括踝、肩、肘、足、腕关节清理

术，包括软骨下骨修整、游离体摘除

、骨质增生清除

次 3200 髋关节清理可加收1000元

331506020b 踝关节游离体取出术 次 1740

331506020c
肘关节骨性关节炎关节

镜下清理成形术
次 4000

331506020d 网球肘关节镜下清理术 次 3040

331506021 踝关节稳定手术 次 2600

331506024 关节骨软骨损伤修复术

331506024a 关节骨软骨损伤修复术
包括骨软骨移植、骨膜移植、微骨折

术、软骨成形术
次 3000

331506024b 股骨髁间窝成形术 次 1800

331506024c 髋关节盂唇修补术 次 4000

331506024d
关节镜下骨软骨镶嵌植

骨术
次 3480

331507006 人工股骨头置换术 次 3040

331507007 人工膝关节表面置换术

331507007a 人工膝关节表面置换术 包括单髁人工膝关节置换术 次 3800

331507007b 人工膝关节表面置换术 指导航下 次 52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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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1507007c
人工全膝关节翻修术+腓

肠肌肌瓣创面修复术
次 6500

331507014 人工关节翻修术 次 5000

331511003 踝关节融合手术
包括三关节融合、四关节融合术，胫

、距关节融合
次 2780

331512014
先天性马蹄内翻足松解

术
包括前路和后路  次 2780

331512015 踇外翻矫形术 含截骨或有肌腱移位 次 2700

331515007 舟骨骨折不愈合植骨术 次 2070

331518004 舟骨近端切除术 次 1900

331519007 拇指再造术Ⅵ型 含虎口加深重建拇指功能 次 3950

331519009 其他指再造术
含部分再造和指延长术；不含假体植

入和延长器应用
次 7050

331519011 手部瘢痕挛缩整形术 含掌侧和背侧；不含指关节成形术 次 2950

331519012 指关节成形术
含侧副韧带切除、关节融合；包括趾

、关节成形术
 

每指

(趾)
1650

331519013 复合组织游离移植

指带有皮肤(皮下组织)、骨、肌、软

骨等任何两种以上组织瓣的游离移植

手术、带血管蒂肌瓣、肌皮瓣、骨、

软骨组织移植术

次 4350

331519014 带蒂复合组织瓣成形术 次 3130

331521001 手外伤腹部埋藏皮瓣术 包括手外伤清创术后患指带蒂术、断 次 2500

331521003 手外伤交臂皮瓣术 次 1600

331521007
手外伤邻指交叉皮下组

织瓣术
次 1760

331521012 伸腕功能重建术 含切取肌腱重建伸腕、伸指等 次 2750

331521013 伸指功能重建术 含切取肌腱重建伸腕、伸指等 次 2780

331521014 屈指功能重建术 含切取肌腱重建伸腕、伸指等 次 2800

331521015 拇指对掌功能重建术
包括掌长肌移位、屈指浅移位、伸腕

肌移位、外展小指肌移位
次 3200

331521018 掌筋膜挛缩切除术 次 1100

331521021 手部皮肤撕脱伤修复术 次 2730

331521023
手外伤大网膜移植植皮

术
不含取皮、大网膜切取 次 2760

331521035 手内肌麻痹功能重建术 次 3000

331521040 指蹼成形术 包括趾蹼成形术 次 2000

331522001
骨骼肌软组织肿瘤切除

术
次 2800

转移皮瓣修复可加收800元，游离

皮瓣修复可加收1600元

331522008 肩袖破裂修补术

331522008a 肩袖破裂修补术 指前/后盂唇损伤修补术 次 3200

331522008b 肩袖破裂修补术 指上盂唇撕裂修复术 次 2500

331522008c 肩袖破裂修补术 指盂唇修复术 次 4350

331522008d 肩袖破裂修补术 指肩峰成形术、喙突成形术 次 2610

331522008e 肩袖破裂修补术 指肩关节囊紧缩术 次 3480

3316 体被系统手术

331601002 乳腺肿物切除术

331601002a 乳腺肿物切除术
包括窦道、乳头状瘤、小叶、巨大脓

肿切开引流
单侧 600

331601002b 乳腺肿物旋切术
包括象限切除，含B超、X线等引导，

含材料
单侧 900

331601004 单纯乳房切除术 含皮内腺体全切 单侧 1500

331601005 乳腺癌根治术 包括传统与改良根治两种方式 单侧 3200

331601007 乳房再造术 不含乳头乳晕重建和乳腺切除 单侧 2700

331602003 胼胝病变切除修复术 含鸡眼切除术等 次 260

331602004 浅表肿物切除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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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1602004a 浅表肿物切除术

包括全身各部位皮肤和皮下组织皮脂

腺囊肿、痣、疣、脂肪瘤、纤维瘤、

小血管瘤；不含乳腺肿物和淋巴结切

除

次 450

331602004b 浅表肿物切除术 指头面部 次 930

331602005
海绵状血管瘤切除术

(大)

指面积＞10c㎡，达到肢体一周及超过

肢体1/4长度；包括体表血管瘤、脂肪

血管瘤、淋巴血管瘤、纤维血管瘤、

神经纤维血管瘤；不含皮瓣或组织移

植

次 1900

331602006
海绵状血管瘤切除术

(中)

指3c㎡<面积≤10c㎡，未达肢体一周

及肢体1／4长度；包括体表血管瘤、

脂肪血管瘤、淋巴血管瘤、纤维血管

瘤、神经纤维血管瘤；不含皮瓣或组

织移植

次 1400

331602007
海绵状血管瘤切除术

(小)

指面积≤3c㎡，位于躯干、四肢体表

、侵犯皮肤脂肪层、浅筋膜未达深筋

膜；包括体表血管瘤、脂肪血管瘤、

淋巴血管瘤、纤维血管瘤、神经纤维

血管瘤；不含皮瓣或组织移植

次 385

331602009 头皮撕脱清创修复术 不含大网膜切取移植 次 900

331602013 皮肤恶性肿瘤切除术 次 2440

331603009 切削痂术 不含植皮
1％体

表面积
740

331603019 磨痂自体皮移植术
1％体

表面积
505

331603023
切(削)痂网状自体皮移

植术
1％体

表面积
1850

331603027 异体皮移植术 异体皮制备
1％体

表面积
625

331603030 游离皮片移植术
包括刃厚、中厚、全厚、瘢痕皮、反

鼓取皮
1％体

表面积
1700

331603032 颜面切痂植皮术 次 1350

331603033
胸部切削痂自体皮移植

术
次 1580

331603036 全手切削痂植皮术 次 1700

331604002 慢性溃疡修复术 包括褥疮、下肢慢性溃疡、足底溃疡 次 2900

331604012 颊部缺损修复术 侧 2500

331604013 面瘫畸形矫正术 不含神经切取术

331604013a 面瘫畸形矫正术 侧 4450

331604013b 面瘫修复术 侧 4450

331604015 面部瘢痕切除整形术 2c㎡ 1280

331604016 面部外伤清创整形术 次 720

331604024 任意皮瓣形成术 包括各种带蒂皮瓣；不含岛状皮瓣
每个

部位
1130

331604026 筋膜组织瓣形成术 包括含轴型，非轴型
每个

部位
1440

331604028 游离皮瓣切取移植术 次 2850

331604029 带蒂筋膜瓣切取移植术 次 1740

331604031 带蒂肌瓣切取移植术 次 1420

331604034 带毛囊皮瓣移植术 包括头皮、眉毛 次 1600

44 灸法 含灸条等材料

440000004 拔罐疗法

440000004a 拔罐疗法
包括火罐、电火罐、闪罐、着罐、电

罐、磁疗罐、真空拔罐
3罐/次 8 每增加1罐2元，每次最高20元

440000004b 刺络拔罐 含穴位放血、拔罐疗法
3罐/

次
14 每增加1罐3元，每次最高31元

440000005 药物罐 含药物，包括水罐 罐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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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码 项目名称 项目内涵 除外内容
计价

单位

价格标准

(元)
说明

440000006 游走罐 次 15

45 推拿疗法 含手法理筋治疗和手法调整关节

450000001 落枕推拿治疗 次 48
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包括一级医

院）每次36元

450000002 颈椎病推拿治疗 次 48
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包括一级医

院）每次36元

450000003 肩周炎推拿治疗 包括肩周疾病 次 48
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包括一级医

院）每次36元

450000004 网球肘推拿治疗 次 48

450000005 急性腰扭伤推拿治疗 次 60

450000006 腰椎间盘突出推拿治疗
包括强直性脊柱炎、退行性脊柱炎，

包括腰部疾病
次 60

450000007 骨性关节炎推拿治疗

450000007a 骨关节炎(大) 指胸、腰、骨盆 次 60

450000007b 骨关节炎(中)
指颈、髋、膝、肘；包括关节软组织

挫伤、骨折后遗症
次 43

450000007c 骨关节炎(小)
指趾、指、腕、髁；包括关节软组织

挫伤、骨折后遗症、颞颌关节炎
次 24

450000008 内科妇科疾病推拿治疗

包括II型糖尿病、慢性胃病、非穿孔

性胃溃疡、便秘、腹泻、胃下垂、肺

气肿、失眠、月经不调、原发性高血

压、中风后遗症、冠心病、 咳嗽、头

痛、眩晕、面神经麻痹、痛经、闭经

、乳痈

次 66

450000009 其他推拿治疗 包括婴儿泄泻、斜视、遗尿 次 48

450000010 小儿捏脊治疗 次 30

450000012
脊柱小关节紊乱推拿治

疗
包括颈椎、胸椎、腰椎 次 60

450000013 小儿斜颈推拿治疗 次 50

450000014
环枢关节半脱位推拿治

疗
次 60

说明：医疗服务价格按规定浮动后，最小计价单位为元，计算出现的角分，不得进位计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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