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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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0400014 
骨髓腔穿刺

输注 

选择部位行骨髓腔穿刺，置入穿刺

针，快速建立骨髓腔内输注通路。含

骨髓腔输液、输血及用药。 

 次 101 92 84 76 

限急需经血管通路补液

治疗或药物治疗，但无法

建立常规静脉通路的急

危重患者。输注从第二组

起，每加一组液体加收 6

元。 

2 121500003 
人工辅助通

便 
人工辅助扩肛、排便，观察并记录。  次 30 28 25 23  

3 210102018 

数字化乳腺

三维断层 X

线摄影(DBT) 

核对患者信息，摆位，对乳腺区域进

行数字三维断层摄影，旋转曝光，获

得数幅低剂量图像，计算机重建得出

断层图像，医生完成诊断报告。 

胶片 单侧 213 196 178 160  

4 240300017 

图像引导的

调强放射治

疗（IGRT） 

调用治疗计划，摆位，对肿瘤、正常

组织器官或患者体表轮廓进行定位，

图像引导操作及照射，以达到靶区精

确放疗和减少正常组织受照的目的。 

 次 1395 1279 1163 1047 

不与适型调强放射治疗

（IMRT）、直线加速器

适型治疗同时计费。 

5 240700005 
经皮肿瘤冷

冻消融术 

麻醉，消毒铺巾，在影像设备引导下，

对实体性肿瘤、囊实性肿瘤行冷冻消

融治疗。不含监护、影像学引导。 

一次性消

融针 
次 2106 1931 1755 1580  

6 250104039 
精浆肉碱检

测 

样本类型:精液。样本采集、签收、

处理、上机，分析后录入实验室信息

系统或人工登记，审核发送报告，按

规定处理废弃物，接受临床相关咨

询。 

 次 124 113 103 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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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250402058 

抗突变型瓜

氨酸波型蛋

白(MCV)抗

体测定 

样本类型：血液。样本采集、签收、

处理，加试剂，检测，质控，审核结

果，录入实验室信息系统或人工登

记，发送报告；按规定处理废弃物；

接受临床相关咨询。 

 项 70 64 58 52  

8 310100036 
术中喉返神

经功能监测 

经口神经监护专用气管插管，将表面

电极紧密贴合声带，在甲状腺后方探

查、显露、刺激喉返神经,术中收集

声带等肌电信号，确定有无损伤。 

神经监护

气管插

管、一次

性刺激探

头 

小时 233 213 194 175 

术中监测按小时计价，不

足 1 小时按 1 小时计费，

每增加 1 小时加收 223

元，最多计费不超过 679

元。 

9 310513009 
口腔抗菌光

动力治疗 

牙周或种植体周灌注光敏剂，进行光

动力治疗。治疗过程中全程监测患者

是否出现不良反应，并及时处理。 

光敏剂 每牙 79 73 66 59 
不与激光口内治疗同时

计费 

10 330100019 
麻醉风险监

测与调控 

麻醉手术前，由麻醉医师对患者围术

期困难气道、心血管不良事件、卒中、

谵妄、中重度疼痛、恶心呕吐等不良

事件，开展一对一风险监测，并出具

监测评定报告和围术期个体化监测、

干预、调控措施和方案，以降低不良

事件发生率，提升围术期安全性。 

 次 67 62 56 50 

同次麻醉手术限收一次。

需完成不少于 6 个不良事

件。 

11 330202019 

经皮三叉神

经半月节球

囊压迫术 

在影像学引导下行半月神经节穿刺，

将穿刺鞘管置入半月神经节麦克氏

（Meckel's）囊后，放入球囊，注入

造影剂，将球囊调整至合适形状，压

迫。释放造影剂，拔出球囊及穿刺鞘

管。不含影像学引导。 

 次 4076 3737 3397 30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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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 330405023 

舒莱姆氏

（Schlemm）

管成形术 

消毒铺巾，开睑，置手术贴膜，制备

结膜瓣、表层巩膜瓣及深层巩膜瓣，

将导管穿入 schlemm 管，通过注入

粘弹剂及植入缝线的方式扩张

schlemm 管及集液管，降低房水流出

阻力，降低眼压。包括舒莱姆氏管的

扩张术、切开术。 

导管 单侧 2989 2740 2491 2242  

13 330611010 
鼻咽部肿物

切除术 

全麻，消毒铺巾，鼻内镜下，经鼻腔

进入鼻咽肿物一侧，也可切除中鼻甲

部分、下鼻甲后部，充分暴露术腔，

暴露鼻咽部肿物，切除肿物，填塞止

血。 

 次 2292 2101 1910 1719 
恶性肿瘤切除加收 473

元。 

14 331306011 

宫腔镜下妊

娠残留组织

清除术 

麻醉，外阴阴道消毒辅巾，放置扩阴

器，暴露宫颈，置入宫腔镜，探查妊

娠残留组织，明确病灶部位、大小、

数量，观察残留组织周围的粘连情

况，清除残留妊娠组织，止血。 

一次性电

切环 
次 2097 1923 1748 1573 

主要适用于：1.人工流产

术、刮宫术后，存在妊娠

残留组织，经传统治疗无

效的或异常部位妊娠（如

宫角妊娠、瘢痕妊娠、宫

颈妊娠等）的；2.分娩后

或大月份引产术后宫内

妊娠组织有残留的。 

15 331501062 
椎间盘激光

修复术 

局部麻醉，经皮穿刺，导入激光光纤，

采用低强度激光照射，修复纤维环和

髓核，修复椎间盘完整性。 

一次性激

光光纤 
每间盘 2181 2000 1818 1636 

每增加一间盘加收 397

元。  

16 410000014 
中药外敷治

疗 

根据患者疾病，中医辨证施治后，选

定外用方剂，调配后外敷于患处。主

要用于颈椎病、腰椎病、肩周炎、关

节炎、闭合型骨折、软组织损伤、乳

痈、痛风、蜂窝组织炎。 

药物 次 80 74 67 60 

面积每次不低于

10cmx10cm，每周不超过

3 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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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 470000017 拨针疗法 

消毒，铺巾，局部麻醉，破皮，用拨

针刺入到达浅筋膜层，作局部松解。

主要适用于筋膜炎、颈椎病、腰椎病、

肩周炎。 

 每个部位 138 127 115 104 

每个部位治疗次数不超

过三次，治疗间隔时间不

少于 10 天。每次计费不

超过两个部位，超过两个

部位按两个部位计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