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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项目编码 项目名称 项目内涵 除外内容 计价单位 
省管公立医疗机构价格（元） 

计价说明 
三甲 三乙 二甲 二乙 

1 250103001 粪便常规 指手工操作；含外观、镜检  次 4 3 3 3 增加：仪器法加收 12元。 

2 250305022 
血清透明质酸

酶测定 
  项 24 22 20 18 

增加：化学发光法加收

17 元。 

3 250308008 
血清骨钙素测

定 
  项 65 60 55 50 

增加：化学发光法加收 9

元。 

4 250310026 
血浆肾素活性

测定 
  项 30 27 24 21 

增加：化学发光法加收

15 元。 

5 250310028 
血管紧张素Ⅱ

测定 
  项 40 36 32 29 

增加：化学发光法加收 9

元。 

6 250402003 

抗核提取物抗

体测定（抗 ENA

抗体） 

包括抗 SSA、抗 SSB、抗 JO

－1、抗 Sm、抗 nRNP、抗

ScL-70、抗着丝点抗体测定；

指免疫学法 

 项 7 7 6 5 

每项测定计费一次；免

疫印迹法加收 5 元；增

加：化学发光法加收 16

元。 

7 250402017 

抗甲状腺球蛋

白抗体测定
(TGAb) 

指凝集法  项 12 11 10 9 

各种免疫学方法加收 10

元。增加：化学发光法

加收 40 元。 

8 310902005 
纤维胃十二指

肠镜检查 

含活检、刷检。增加：不含食

管检查。 
 次 75 68 60 53 电子镜加收 30 元。 

9 310903005 
纤维结肠镜检

查 
含活检。增加：不含直肠检查。  次 188 163 138 113 电子镜加收 60 元。 

10 311300003 
关节腔灌注治

疗 
 

增加：医用

几丁糖 
次 88 79 70 63  



 

序号 项目编码 项目名称 项目内涵 除外内容 计价单位 
省管公立医疗机构价格（元） 

计价说明 
三甲 三乙 二甲 二乙 

11 

331301 卵巢手术   次     
增加：使用单孔腔镜加

收 35%。 
331302 输卵管手术   次     

331303 子宫手术   次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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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04 468 420 384 
增加：瘢痕子宫加收 658

元。 

13 440000001 灸法 
包括艾条灸、艾柱灸、艾箱灸、

天灸、热敏灸等 
 次 42 37 32 28 

增加：热敏灸治疗需要 1

医 1 护，时间不低于 45

分钟，不与其他灸法重

复使用，加收 100 元。 

14 CLDV8000 

修订：遗传性目

标序列检测技

术 

修订：采用分子遗传学技术一

次检测多种疾病、多个基因或

多个位点。样本类型：外周血、

引产胎儿组织、流产胚胎组

织、羊水细胞、绒毛组织、脐

血样本、囊胚等各种标本。样

本采集、签收、处理(据标本类

型不同进行相应的前处理)，提

取核酸，检测目标序列。将检

测结果与人类基因组数据库

进行比对，判断结果，进行验

证，审核结果，发送报告。按

规定处理废弃物，接受临床相

关咨询。 

 次 4800 4400 4000 3600 
增加：仅数据比对分析

减收 4126 元。 



 

序号 项目编码 项目名称 项目内涵 除外内容 计价单位 
省管公立医疗机构价格（元） 

计价说明 
三甲 三乙 二甲 二乙 

15 320500017 
冠脉血管内压
力导丝测定术 

在备有除颤仪及除颤电极的
条件下，消毒铺巾，局部麻醉，
穿刺动脉，放置鞘管，冠状动
脉造影后经鞘管在监护仪监
护及 DSA 引导下，沿引导钢
丝将指引导管送至冠状动脉
开口，根据冠状动脉造影结果
决定需要检查的病变，将压力
导丝尾端连接处理工作站后
将其尖端送至指引导管尖端，
以测得的压力进行校准，之后
将压力导丝通过病变送至病
变血管远端，缓慢回撤，同步
记录压力并计算血流储备分
数，对数据进行分析。必要时
可冠脉内或静脉内注射扩张
血管药物，了解冠脉血流储
备。含监护、DSA 引导。 

血管鞘 次 2628 2409 2190 1971 

增加：无创冠脉功能血
流储备分数测定适用于
稳定型冠心病（SCAD）
患者的血管功能评估、
急性冠脉综合征非罪犯
血管功能评估，价格按
该标准收取。 

16 330100003 椎管内麻醉 
含椎管内置管术,包括腰麻、
硬膜外阻滞 

腰麻硬膜
外联合套
件、硬膜外

套件 

2 小时 585 520 455 390 

不足 2 小时按 2 小时收
费，每增加 1 小时加收
50 元，双穿刺点加收 100

元。 

增加：椎管内分娩镇痛，
2 小时内加收 476 元，超
过 2 小时每增加 1 小时
在椎管内麻醉基础上加
收 146 元，加收总费用
不超过 1652 元，使用一
次性麻醉呼吸回路、镇
痛泵单独计费。椎管内
分娩镇痛不与术后镇痛
同时计费。 

注：附件 2 中黑色加粗字体为本次修订内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