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医疗服务项目名称 单位 价格 费用分类
24小时胃食管pH值监测 次 250.00 检查

3小时口服葡萄糖C肽释放试验 次 25.00 检查
5小时口服葡萄糖C肽释放试验 次 25.00 检查

Ⅲ度直肠脱垂复位治疗 次 89.00 治疗
CT模拟机三维定位 次 2420.00 治疗

CT模拟机校位 次 1000.00 治疗
DSA下超选择肝叶动脉导管介入治疗 例 3000.00 特治

X线铅模制备 块 200.00 治疗
YAG(石榴石)激光  50W以上30分钟内 人次 60.00 特治

阿姆斯勒(Amsler)表检查 次 6.00 检查
艾条灸治疗 次 30.00 治疗

艾条灸治疗（特需） 次 60.00 治疗
白细胞增长(仪) 人次 15.00 检查

半导体激光照射（>500mw） 1分/光斑 10.00 特治
薄铅皮挡块制备 块 50.00 治疗

宝石激光（＜7毫米光斑） 脉冲 20.00 特治
宝石激光（≥7毫米光斑） 脉冲 40.00 特治

保持器制作 每件 500.00 治疗
保留闭式引流 日 5.00 治疗
保留灌肠治疗 次 18.00 护治
暴露疗法治疗 次 60.00 治疗

备皮 30cm2 5.00 护治
本体感觉神经肌肉促进训练(PNF) 次/20分 37.00 治疗

泵辅助动脉输液 小时 1.00 护治
泵辅助静脉输液 小时 1.00 护治

泵辅助静脉输液（特需） 小时 2.00 护治
鼻窦冲洗治疗 次 22.00 治疗

鼻负压置换治疗 次 15.00 治疗
鼻甲封闭[单侧] 单侧 15.00 治疗
鼻腔冲洗治疗 次 22.00 治疗

鼻腔割治 次 14.00 治疗
鼻腔热疗[人次] 人次 10.00 治疗
鼻腔针刺治疗 次 26.00 治疗

鼻腔针刺治疗（特需） 次 52.00 治疗
鼻饲 人次 1.00 护治

鼻饲（特需） 人次 2.00 护治
鼻饲泵（进口） 日 10.00 护治

鼻饲泵（进口）（特需） 日 20.00 护治
鼻息肉注射治疗 次 13.00 治疗

鼻针治疗 次 26.00 治疗
鼻针治疗（特需） 次 52.00 治疗
鼻中隔烙法治疗 单侧 10.00 治疗

碧蓝麻注射 人次 5.00 治疗
砭石治疗 次 250.00 治疗

扁桃体烙法治疗 次 13.00 治疗
扁桃体周脓肿穿刺术 人次 20.00 治疗

扁桃体啄治法 次 13.00 治疗
便秘推拿治疗 次 31.00 治疗

便秘推拿治疗（特需） 次 62.00 治疗
髌骨骨折手法整复术 次 158.00 治疗

髌骨骨折手法整复术（陈旧性骨折） 次 316.00 治疗



髌骨骨折手法整复术（粉碎骨折） 次 237.00 治疗
髌骨骨折手法整复术（骨折合并脱位） 次 237.00 治疗

髌骨脱位手法整复术 次 105.00 治疗
髌骨脱位手法整复术（陈旧性脱位） 次 210.00 治疗

冰帽降温 次 4.00 护治
冰毯降温 小时 5.00 护治
病损封闭 野 15.00 治疗

博巴斯训练(Bobath) 次/20分 37.00 治疗
博巴斯训练(Bobath)（特需） 次/20分 74.00 治疗
布伦斯特伦训练(Brunnstrom) 次/20分 37.00 治疗

步行浴训练 次 56.00 治疗
步态检查（徒手） 次 22.00 治疗

擦浴降温 次 6.00 护治
采用树脂粘接技术修复体再粘接 每牙 160.00 治疗

残余尿量测定-导尿法 次 20.00 检查
肠管置管术 次 20.00 护治

肠管置管术（特需） 次 40.00 护治
肠内营养灌注 次 17.00 护治

肠外营养液集中配置 次 28.00 治疗
超声波治疗//5分钟 5分钟 5.00 治疗

超声波治疗//5分钟（床旁） 5分钟 7.50 治疗
超声根管预备 根管 110.00 治疗

超声根尖倒充填术 根管 65.00 治疗
超声活体显微镜检查 次 200.00 检查

超声雾化吸入 次 4.00 护治
超声雾化吸入（特需） 次 8.00 护治

超声药物透入治疗//5分钟 5分钟 5.00 治疗
超声引导下微波、射频消融治疗 例 1466.00 手术

超选择脑血管造影术 次 1400.00 手术
陈旧骨折手法复位术 部位 304.00 治疗
成人Ⅰ类错合矫治 例 30000.00 治疗

成人Ⅰ类错合矫治（疑难病例两项及以上） 例 48000.00 治疗
成人Ⅰ类错合矫治（疑难病例一项） 例 39000.00 治疗

成人Ⅱ类错合矫治 例 35000.00 治疗
成人Ⅱ类错合矫治（疑难病例两项及以上） 例 56000.00 治疗

成人Ⅱ类错合矫治（疑难病例一项） 例 45500.00 治疗
成人Ⅲ类错合矫治 例 36000.00 治疗

成人Ⅲ类错合矫治（疑难病例两项及以上） 例 57600.00 治疗
成人Ⅲ类错合矫治（疑难病例一项） 例 46800.00 治疗

持续动态腹腔压力监测 小时 15.00 检查
持续膀胱冲洗 日 45.00 护治

持续性被动关节活动范围训练(CPM) 每关节 12.00 治疗
持续性被动关节活动范围训练(CPM)（特需） 每关节 24.00 治疗

尺骨上1/3骨折合并桡骨头脱位手法整复术 次 295.00 治疗
尺骨上1/3骨折合并桡骨头脱位手法整复术（陈旧

性骨折） 次 590.00 治疗

尺骨上1/3骨折合并桡骨头脱位手法整复术（粉碎
骨折） 次 442.00 治疗

尺骨上1/3骨折合并桡骨头脱位手法整复术（骨折
合并脱位） 次 442.00 治疗

尺骨鹰嘴骨折手法整复术 次 175.00 治疗
尺骨鹰嘴骨折手法整复术（陈旧性骨折） 次 350.00 治疗
尺骨鹰嘴骨折手法整复术（粉碎骨折） 次 262.00 治疗



尺骨鹰嘴骨折手法整复术（骨折合并脱位） 次 262.00 治疗
冲动行为干预治疗 次 212.00 治疗

充填体抛光 每牙 5.50 治疗
抽胃液 人次 4.00 护治

抽胃液（特需） 人次 8.00 护治
床边徒手肢体运动训练 次 15.00 治疗

床边徒手肢体运动训练（特需） 次 30.00 治疗
创伤包扎固定术 每部位 150.00 治疗
促大脑代谢治疗 人次 8.00 治疗

催眠治疗 次 72.00 治疗
错合的早期矫治 例 10000.00 治疗

错合的早期矫治（疑难病例） 例 15000.00 治疗
错合畸形治疗设计 次 1000.00 治疗
大关节松动训练 次/20分 37.00 治疗

大关节粘连手法松解术 次 70.00 治疗
大关节粘连手法松解术（特需） 次 140.00 治疗

大面积不规则野铅模制备 块 300.00 治疗
大隐静脉硬化剂注射治疗 每根血

管 1487.00 治疗
单腔永久起搏器安置术 次 1350.00 特治

单重血浆置换 次 300.00 治疗
导尿(次) 次 17.00 护治

导尿(次)（特需） 次 34.00 护治
导尿管留置 日 3.40 护治

导尿管留置（特需） 日 6.80 护治
导引法导尿术 次 42.00 治疗
倒睫拔除治疗 单侧 21.00 治疗
锝[99Tc]治疗 次 40.00 核素
等速肌力训练 次 56.00 治疗
等效胶体制备 块 58.00 治疗

低频脉冲磁场局部治疗 部位 4.00 治疗
骶管封闭+药物 人次 30.00 治疗

骶髂关节紊乱症推拿治疗 次 35.00 治疗
骶髂关节紊乱症推拿治疗（特需） 次 70.00 治疗

第三腰椎横突综合征推拿治疗 次 32.00 治疗
第三腰椎横突综合征推拿治疗（特需） 次 64.00 治疗

点剂量验证 次 1197.00 治疗
电动起立床训练 次 10.00 治疗

电动起立床训练（特需） 次 20.00 治疗
电动洗胃 次 30.00 治疗

电动浴缸训练 次 56.00 治疗
电冷针灸治疗 次 25.00 治疗

电冷针灸治疗（特需） 次 50.00 治疗
电脑验光//次 次 8.00 检查
电热针灸治疗 次 23.00 治疗

电热针灸治疗（特需） 次 46.00 治疗
电生理透视 人次 200.00 放射

电针经络氧疗法 次 71.00 治疗
电针脉冲疗法 次 71.00 治疗
电子耳蜗编程 次 300.00 治疗

电子束铅模制备 块 100.00 治疗
电子阴道镜检查 次 100.00 检查

耵聍取出 单侧 30.00 治疗
冬病夏治穴位贴敷 次 30.00 治疗



动脉采血 次 9.00 护治
动脉采血（特需） 次 18.00 护治

动脉穿刺 人次 5.00 护治
动脉穿刺（特需） 人次 10.00 护治
动脉导管置管术 次 88.00 治疗
动脉内高压注射 次 10.00 特治
动脉内压力监测 小时 15.00 监护
动脉置管拔除术 次 89.00 治疗

动脉置管护理（门、急诊） 次 6.00 护治
动态血糖检测 日 100.00 检查

腭裂常规语音治疗 次 50.00 治疗
腭裂腭护板制作 个 50.00 治疗
腭裂构音训练 次 47.00 治疗

腭裂术后鼻咽纤维镜反馈治疗 次 150.00 治疗
腭裂术后鼻音计反馈治疗 次 37.00 治疗

儿童认知能力训练 次 37.00 治疗
儿童适应能力训练 次 37.00 治疗

儿童听力障碍语言训练 次 47.00 治疗
儿童语言障碍训练 次 47.00 治疗

耳鼻喉多功能微波治疗 人次 20.00 治疗
耳部瘢痕注射治疗 单侧 13.00 治疗

耳部吹药治疗 单侧 6.00 治疗
耳廓假性囊肿穿刺压迫治疗 单侧 52.00 治疗

耳石复位治疗 次 250.00 治疗
耳穴压丸治疗 次 14.00 治疗

耳穴压丸治疗（特需） 次 28.00 治疗
耳针治疗 次 26.00 治疗

耳针治疗（特需） 次 52.00 治疗
耳正负压治疗 单侧 13.00 治疗

二维放疗计划设计 次 450.00 治疗
二维剂量验证 次 1212.00 治疗
发声障碍训练 次 45.00 治疗

凡士林垫块制备 块 58.00 治疗
反射泪液分泌功能测定 次 5.00 检查

防龋激光治疗 每牙 17.00 治疗
防褥疮气垫(床,褥) 日 8.00 护治

房间隔穿刺术 次 2300.00 特治
房速房扑射频消融术 次 3150.00 特治

房速房扑射频消融术（加收） 次 1575.00 特治
非贵金属烤瓷固定修复 每牙 1500.00 治疗

非贵金属烤瓷固定修复（疑难病例） 每牙 1950.00 治疗
非贵金属铸造固定修复 每牙 800.00 治疗

非贵金属铸造固定修复（疑难病例） 每牙 1040.00 治疗
非接触眼压计(NCT)测量 次 8.00 检查
非均匀性补偿铅模制备 块 300.00 治疗

非散瞳直接检眼镜眼底检查 次 3.00 检查
非在线血液透析滤过 次 300.00 特治

肺功能综合训练 次/20分 75.00 治疗
肺脏外周型肿块穿刺术 次 120.00 治疗

分娩性小儿臂丛神经损伤推拿治疗 次 31.00 治疗
粉刺挤压术 个 1.50 治疗
封闭疗法 人次 3.00 治疗

肤质调节激光治疗 平方厘
米 175.00 治疗



氟防龋治疗 每牙 5.00 治疗
辅助(器)具作业疗法训练 次 37.00 治疗

负压吸引（中心泵） 日 6.00 护治
负压吸引（中心泵）（特需） 日 12.00 护治

负压吸引器洗胃 次 26.00 治疗
附着体修复 每牙 3850.00 治疗

附着体修复（疑难病例） 每牙 5005.00 治疗
复合手法推拿治疗 次 24.00 治疗

复合手法推拿治疗（特需） 次 48.00 治疗
复视检查 次 15.00 检查

复杂根管预备 根管 150.00 治疗
复杂根管预备（加收） 根管 75.00 治疗

富血小板血浆注射美容技术 平方厘
米 30.00 特治

腹部穿刺 人次 8.00 治疗
腹膜透析液更换 次 30.00 特治

腹腔冲洗 人次 10.00 治疗
腹腔动脉化疗 人次 700.00 特治

腹腔动脉化疗,栓塞 人次 1000.00 特治
腹腔注射 人次 5.00 治疗

腹泻推拿治疗 次 30.00 治疗
腹泻推拿治疗（特需） 次 60.00 治疗

腹针治疗 次 26.00 治疗
腹针治疗（特需） 次 52.00 治疗

腹主动脉-髂动脉球囊成形术 次 3431.00 特治
腹主动脉-髂动脉球囊扩张支架成形术 次 4002.00 特治

腹主动脉-髂动脉旋磨腔内复通术 次 3431.00 特治
腹主动脉-髂动脉旋切腔内复通术 次 3431.00 特治

腹主动脉-髂动脉支架成形术 次 3431.00 特治
钙化桥打通术 根管 200.00 治疗

肝动脉化疗,栓塞 人次 1000.00 特治
感觉统合治疗 次 40.00 治疗

干髓术 每牙 50.00 治疗
肛管排气(次) 次 13.00 护治

肛门镜检查//次 次 15.00 检查
肛门直肠测压 次 150.00 检查

肛门直肠生物反馈治疗 次 19.00 治疗
肛门指诊 次 5.00 检查

高能量超脉冲二氧化碳激光  15分钟内 人次 80.00 治疗
高能量超脉冲二氧化碳激光  30分钟内 人次 160.00 治疗
高能量超脉冲二氧化碳激光  45分钟内 人次 240.00 治疗
高能量超脉冲二氧化碳激光  60分钟内 人次 320.00 治疗

割治 部位 50.00 治疗
割治（特需） 部位 100.00 治疗
隔物灸治疗 次 23.00 治疗

隔物灸治疗（特需） 次 46.00 治疗
根管壁穿孔修补术 根管 283.00 治疗

根管常温牙胶充填术 根管 80.00 治疗
根管常温牙胶充填术（加收） 根管 40.00 治疗

根管钉固位术 根管 23.00 治疗
根管内分离器械取出术 根管 1500.00 治疗

根管内固定术 根管 23.00 治疗
根管热塑牙胶垂直加压充填术 根管 120.00 治疗

根管热塑牙胶垂直加压充填术（加收） 根管 60.00 治疗



根管预备 每根管 16.00 治疗
根管再治疗 根管 200.00 治疗

根管长度测量//根管 根管 5.00 治疗
根尖倒充填术 根管 217.00 治疗

根尖段器械分离取出术 根管 2250.00 治疗
根尖屏障术 根管 300.00 治疗

根尖诱导成形术 根管 81.00 治疗
根面喷砂 每牙 30.00 治疗

跟骨骨折橇拨复位术 次 394.00 治疗
跟骨骨折橇拨复位术（陈旧性骨折） 次 788.00 治疗
跟骨骨折橇拨复位术（粉碎骨折） 次 591.00 治疗

跟骨骨折橇拨复位术（骨折合并脱位） 次 591.00 治疗
工娱治疗 次 4.00 治疗

工作行为教育与训练 次 37.00 治疗
工作模拟训练 次 37.00 治疗
工作强化训练 次 37.00 治疗

工作重塑 次 37.00 治疗
肱骨大结节骨折手法整复术 次 193.00 治疗

肱骨大结节骨折手法整复术（陈旧性骨折） 次 386.00 治疗
肱骨大结节骨折手法整复术（粉碎骨折） 次 289.00 治疗

肱骨大结节骨折手法整复术（骨折合并脱位） 次 289.00 治疗
肱骨干骨折手法整复术 次 341.00 治疗

肱骨干骨折手法整复术（陈旧性骨折） 次 682.00 治疗
肱骨干骨折手法整复术（粉碎骨折） 次 511.00 治疗

肱骨干骨折手法整复术（骨折合并脱位） 次 511.00 治疗
肱骨髁间骨折手法整复术 次 376.00 治疗

肱骨髁间骨折手法整复术（陈旧性骨折） 次 752.00 治疗
肱骨髁间骨折手法整复术（粉碎骨折） 次 564.00 治疗

肱骨髁间骨折手法整复术（骨折合并脱位） 次 564.00 治疗
肱骨髁上骨折手法整复术 次 335.00 治疗

肱骨髁上骨折手法整复术（陈旧性骨折） 次 670.00 治疗
肱骨髁上骨折手法整复术（粉碎骨折） 次 502.00 治疗

肱骨髁上骨折手法整复术（骨折合并脱位） 次 502.00 治疗
肱骨内上髁骨折橇拨复位术 次 370.00 治疗

肱骨内上髁骨折橇拨复位术（陈旧性骨折） 次 740.00 治疗
肱骨内上髁骨折橇拨复位术（粉碎骨折） 次 555.00 治疗

肱骨内上髁骨折橇拨复位术（骨折合并脱位） 次 555.00 治疗
肱骨内外髁骨折手法整复术 次 286.00 治疗

肱骨内外髁骨折手法整复术（陈旧性骨折） 次 572.00 治疗
肱骨内外髁骨折手法整复术（粉碎骨折） 次 429.00 治疗

肱骨内外髁骨折手法整复术（骨折合并脱位） 次 429.00 治疗
肱骨外科颈骨折手法整复术 次 219.00 治疗

肱骨外科颈骨折手法整复术（陈旧性骨折） 次 438.00 治疗
肱骨外科颈骨折手法整复术（粉碎骨折） 次 328.00 治疗

肱骨外科颈骨折手法整复术（骨折合并脱位） 次 328.00 治疗
肱骨外髁骨折橇拨复位术 次 405.00 治疗

肱骨外髁骨折橇拨复位术（陈旧性骨折） 次 810.00 治疗
肱骨外髁骨折橇拨复位术（粉碎骨折） 次 607.00 治疗

肱骨外髁骨折橇拨复位术（骨折合并脱位） 次 607.00 治疗
肱骨外上髁炎推拿治疗 次 24.00 治疗

肱骨外上髁炎推拿治疗（特需） 次 48.00 治疗
肱骨小头骨折橇拨复位术 次 338.00 治疗

肱骨小头骨折橇拨复位术（陈旧性骨折） 次 676.00 治疗



肱骨小头骨折橇拨复位术（粉碎骨折） 次 507.00 治疗
肱骨小头骨折橇拨复位术（骨折合并脱位） 次 507.00 治疗

宫颈刮片 人次 4.00 检查
宫颈管上药 次 20.00 治疗

宫颈红外线治疗 次 19.00 治疗
宫颈糜烂上药 人次 4.00 治疗
宫颈添纱布条 人次 12.00 治疗
宫颈粘液评分 次 100.00 检查

宫颈针刺 人次 5.00 治疗
宫颈注射 次 19.00 治疗
宫腔填塞 次 220.00 治疗

宫腔细胞采取 次 30.00 检查
构音障碍训练 次 45.00 治疗

孤独症儿童语言障碍训练 次 56.00 治疗
股/腘动脉支架成形术 次 4461.00 特治

股动脉成形 人次 1000.00 特治
股动脉假性动脉瘤凝血酶注入封闭术 次 1487.00 治疗

股骨干骨折手法整复术 次 353.00 治疗
股骨干骨折手法整复术（陈旧性骨折） 次 706.00 治疗
股骨干骨折手法整复术（粉碎骨折） 次 529.00 治疗

股骨干骨折手法整复术（骨折合并脱位） 次 529.00 治疗
股骨颈/股骨转子间骨折手法整复术 次 397.00 治疗股骨颈/股骨转子间骨折手法整复术（陈旧性骨

折） 次 794.00 治疗
股骨颈/股骨转子间骨折手法整复术（粉碎骨折） 次 595.00 治疗
股骨颈/股骨转子间骨折手法整复术（骨折合并脱

位） 次 595.00 治疗

股骨髁部骨折橇拨复位术 次 397.00 治疗
股骨髁部骨折橇拨复位术（陈旧性骨折） 次 794.00 治疗
股骨髁部骨折橇拨复位术（粉碎骨折） 次 595.00 治疗

股骨髁部骨折橇拨复位术（骨折合并脱位） 次 595.00 治疗
股骨髁上骨折手法整复术 次 382.00 治疗

股骨髁上骨折手法整复术（陈旧性骨折） 次 764.00 治疗
股骨髁上骨折手法整复术（粉碎骨折） 次 573.00 治疗

股骨髁上骨折手法整复术（骨折合并脱位） 次 573.00 治疗
骨穿刺 人次 20.00 治疗

骨盆内诊 人次 6.00 检查
骨圆针拔出术 根 57.00 治疗

骨折超关节夹板外固定术 次 136.00 治疗
骨折超关节夹板外固定术（陈旧性骨折） 次 272.00 治疗
骨折超关节夹板外固定术（粉碎骨折） 次 204.00 治疗

骨折超关节夹板外固定术（骨折合并脱位） 次 204.00 治疗
骨折畸形愈合手法折骨术 次 327.00 治疗
骨折夹板局部外固定术 次 101.00 治疗

骨折夹板局部外固定术（陈旧性骨折） 次 202.00 治疗
骨折夹板局部外固定术（粉碎骨折） 次 151.00 治疗

骨折夹板局部外固定术（骨折合并脱位） 次 151.00 治疗
骨折经皮钳夹复位术 次 370.00 治疗

骨折经皮钳夹复位术（陈旧性骨折） 次 740.00 治疗
骨折经皮钳夹复位术（粉碎骨折） 次 555.00 治疗

骨折经皮钳夹复位术（骨折合并脱位） 次 555.00 治疗
骨折脱位手法闭合复位术 单侧 273.00 治疗

鼓膜穿刺引流术 单侧 26.00 治疗
鼓膜贴补治疗 单侧 39.00 治疗



鼓室注药治疗 单侧 174.00 治疗
固定保持器安装或重做 每牙 200.00 治疗

固定矫治器部件脱落重粘 每件 50.00 治疗
固定修复体修理 每牙 200.00 治疗

固定修复体修理（加瓷） 每牙 300.00 治疗
固定修复体修理（加焊） 每牙 300.00 治疗

刮痧治疗 次 15.00 治疗
刮痧治疗（特需） 次 30.00 治疗

关节骨折外固定架固定术 次 300.00 治疗
关节骨折外固定架固定术（陈旧性骨折） 次 600.00 治疗
关节骨折外固定架固定术（粉碎骨折） 次 450.00 治疗

关节骨折外固定架固定术（骨折合并脱位） 次 450.00 治疗
关节粘连手法松解术 次 41.00 治疗

关节粘连手法松解术（特需） 次 82.00 治疗
管型石膏固定术(大) 次 132.00 治疗

管型石膏固定术(特大) 次 452.00 治疗
管型石膏固定术(小) 次 31.00 治疗
管型石膏固定术(中) 次 87.00 治疗

冠状动脉内超声溶栓术 次 1800.00 特治
冠状动脉内超声溶栓术（加收10%） 次 180.00 特治
冠状动脉内超声溶栓术（加收5%） 次 90.00 特治

冠状动脉内膜高速旋磨术 次 2700.00 特治
冠状动脉内膜高速旋磨术（加收10%） 次 270.00 特治
冠状动脉内膜高速旋磨术（加收50%） 次 1350.00 手术

冠状动脉内血栓抽吸术 次 900.00 特治
冠状动脉内血栓抽吸术（加收） 次 180.00 特治

光动力疗法(PDT) 单侧 350.00 特治
光动力治疗 平方厘

米 300.00 特治
光动力治疗//次 次 150.00 治疗

光机能检查 次 5.00 检查
光疗调节肤质 人次 90.00 特治

光疗治疗（斑秃、脱发等毛发疾病） 平方厘
米 100.00 特治

光疗治疗痤疮 人次 90.00 特治
光疗治疗色素性疾患 人次 90.00 特治
光学电子阴道镜检查 次 100.00 检查

光学阴道镜检查 次 50.00 检查
贵金属烤瓷固定修复 每牙 2475.00 治疗

贵金属烤瓷固定修复（疑难病例） 每牙 3217.00 治疗
贵金属铸造固定修复 每牙 1850.00 治疗

贵金属铸造固定修复（疑难病例） 每牙 2405.00 治疗
过夜地塞米松抑制试验 次 10.00 检查

行为观察治疗 次 127.00 治疗
行为矫正治疗 次 12.00 治疗
毫米波治疗 部位 10.00 治疗

毫米波治疗（床旁） 部位 15.00 治疗
合垫修复复查及维护 次 300.00 治疗

合垫治疗 每件 2000.00 治疗
合垫治疗（金属铸造支架式合垫） 每件 8000.00 治疗
合垫治疗（磨牙症弹性护齿器） 每件 500.00 治疗

合垫治疗（疑难病例） 每件 10400.00 治疗
颌骨缺损自体骨组织移植手术导板制作 每件 3000.00 治疗

恒牙初期Ⅰ类错合矫治 例 20000.00 治疗
恒牙初期Ⅰ类错合矫治（疑难病例两项及以上） 例 32000.00 治疗



恒牙初期Ⅰ类错合矫治（疑难病例一项） 例 26000.00 治疗
恒牙初期Ⅱ类错合矫治 例 25000.00 治疗

恒牙初期Ⅱ类错合矫治（疑难病例两项及以上） 例 40000.00 治疗
恒牙初期Ⅱ类错合矫治（疑难病例一项） 例 32500.00 治疗

恒牙初期Ⅲ类错合矫治 例 26000.00 治疗
恒牙初期Ⅲ类错合矫治（疑难病例两项及以上） 例 41600.00 治疗

恒牙初期Ⅲ类错合矫治（疑难病例一项） 例 33800.00 治疗
红光照射治疗 照射区 10.00 治疗

红外线局部照射治疗 照射区 10.00 治疗
红外线照射（特需） 部位 8.00 治疗

喉肌肉注射 次 70.00 治疗
呼吸机吸氧//小时 小时 7.00 输氧

呼吸睡眠暂停综合症正畸治疗(OSAS) 人次 500.00 治疗
滑囊炎推拿治疗 次 33.00 治疗

滑囊炎推拿治疗（特需） 次 66.00 治疗
化学焕肤术（国产） 平方厘

米 100.00 特治
化学焕肤术（进口） 平方厘

米 120.00 特治
化学伤结膜囊冲洗 单侧 7.00 治疗

踝关节单踝骨折手法整复术 次 230.00 治疗
踝关节单踝骨折手法整复术（陈旧性骨折） 次 460.00 治疗
踝关节单踝骨折手法整复术（粉碎骨折） 次 345.00 治疗

踝关节单踝骨折手法整复术（骨折合并脱位） 次 345.00 治疗
踝关节骨折撬拨复位术 次 388.00 治疗

踝关节骨折撬拨复位术（陈旧性骨折） 次 776.00 治疗
踝关节骨折撬拨复位术（粉碎骨折） 次 582.00 治疗

踝关节骨折撬拨复位术（骨折合并脱位） 次 582.00 治疗
踝关节骨折脱位手法整复术 次 347.00 治疗

踝关节骨折脱位手法整复术（陈旧性骨折） 次 694.00 治疗
踝关节骨折脱位手法整复术（粉碎骨折） 次 520.00 治疗

踝关节骨折脱位手法整复术（骨折合并脱位） 次 520.00 治疗
踝关节损伤推拿治疗 次 24.00 治疗

踝关节损伤推拿治疗（特需） 次 48.00 治疗
环甲膜穿刺逆行气管插管术 次 169.00 治疗
环状混合痔硬化剂注射治疗 次 50.00 治疗

寰枢关节失稳推拿治疗 次 44.00 治疗
寰枢关节失稳推拿治疗（特需） 次 88.00 治疗

换药(大) 次 40.00 治疗
换药(大)（特需） 次 80.00 治疗

换药(特大) 次 65.00 治疗
换药(特大)（特需） 次 130.00 治疗

换药(小) 次 11.00 治疗
换药(小)（特需） 次 22.00 治疗

换药(中) 次 24.00 治疗
换药(中)（特需） 次 48.00 治疗

会阴擦洗 次 3.90 护治
会阴擦洗（特需） 次 7.80 护治

混合痔嵌顿手法还纳术 次 90.00 治疗
混合痔铜离子电化学治疗 次 90.00 治疗

活髓切断术 每牙 50.00 治疗
火针治疗 次 22.00 治疗

火针治疗（特需） 次 44.00 治疗
钬激光 人次 150.00 特治

饥饿试验 日 30.00 检查



机械辅助排痰 次 10.00 护治
机械煎药 剂 4.00 其他

机械煎药（特殊煎药） 剂 4.80 其他
肌肉注射(次) 次 3.50 护治

肌肉注射（特需） 次 7.00 护治
肌松弛治疗(Mymonitor) 次 10.00 治疗

基本手法推拿治疗 次 15.00 治疗
基本手法推拿治疗（特需） 次 30.00 治疗
基础代谢率测定-传统计算法 次 25.00 检查

基础泪液分泌功能测定（schirmer’s Test） 次 5.00 检查
激光根管预备 根管 110.00 治疗

激光磨削 平方厘
米 100.00 特治

激光扫描检眼镜眼底检查 次 155.00 检查
激光脱敏治疗 每牙 50.00 治疗
激光针治疗 次 15.00 治疗

激光针治疗（特需） 次 30.00 治疗
激光治疗（瘢痕） 平方厘

米 200.00 特治
激光治疗（色素） 平方厘

米 200.00 特治
激光治疗（脱毛） 部位 2000.00 特治
激光治疗（血管） 平方厘

米 200.00 特治
激光治疗皮肤赘生物 个 100.00 特治

激情素水平 人次 5.00 检查
急性坏死性龈炎局部清创 每牙 27.00 治疗

急性缺血性脑卒中静脉溶栓治疗 次 1800.00 化验
急性腰扭伤推拿治疗(次) 次 37.00 治疗

急性腰扭伤推拿治疗（特需） 次 74.00 治疗
急诊室重症监护 小时 15.00 监护

脊柱骨折手法整复术 次 423.00 治疗
脊柱骨折手法整复术（陈旧性骨折） 次 846.00 治疗
脊柱骨折手法整复术（粉碎骨折） 次 634.00 治疗

脊柱骨折手法整复术（骨折合并脱位） 次 634.00 治疗
脊柱关节松动训练 次/10分 37.00 治疗

脊柱关节松动训练（特需） 次/10分 74.00 治疗
加压快速输血 次 9.00 护治

加压快速输血（第二袋以上加收） 袋 3.60 护治
夹脊针治疗 次 26.00 治疗

夹脊针治疗（特需） 次 52.00 治疗
甲床放血治疗 每甲 6.00 治疗

甲状腺移植细胞培养 次 1315.00 治疗
假肢使用训练 次 37.00 治疗
间接盖髓术 每牙 29.00 治疗

间接喉镜下声带息肉摘除术[人次] 人次 60.00 治疗
间接树脂固定修复 每牙 1000.00 治疗

间接树脂固定修复（疑难病例） 每牙 1300.00 治疗
间接眼底镜检查 次 15.00 检查

间隙保持 例 1000.00 治疗
肩关节脱位手法整复术 次 158.00 治疗

肩关节脱位手法整复术（陈旧性脱位） 次 316.00 治疗
肩锁关节脱位手法整复术 次 111.00 治疗

肩锁关节脱位手法整复术（陈旧性脱位） 次 222.00 治疗
肩周炎推拿治疗(次) 次 34.00 治疗

肩周炎推拿治疗（特需） 次 68.00 治疗
减重支持系统训练 次/20分 37.00 治疗



减重支持系统训练（特需） 次/20分 74.00 治疗
睑板腺按摩//单侧 单侧 6.00 治疗

睑结膜伪膜去除冲洗 单侧 7.00 治疗
简单根管预备 根管 60.00 治疗

腱鞘囊肿挤压术 次 16.00 治疗
胶连可摘局部义齿修复 每件 1800.00 治疗

胶连可摘局部义齿修复（不跨越中线） 每件 900.00 治疗
胶连可摘局部义齿修复（简单托修复） 每件 900.00 治疗
胶连可摘局部义齿修复（疑难病例） 每件 2340.00 治疗

角膜地形图检查 次 140.00 检查
角膜厚度检查-超声法 单侧 60.00 检查
角膜厚度检查-光学法 单侧 60.00 检查

角膜结膜染色检查 次 10.00 检查
角膜内皮镜检查//单侧 单侧 78.00 检查

角膜曲率测量 次 20.00 检查
角膜知觉检查-棉丝法 次 20.00 检查

矫治器制作 每件 500.00 治疗
结肠水疗 次 50.00 治疗

结膜结石取出治疗 单侧 7.00 治疗
结膜囊冲洗 单侧 4.00 治疗

结膜囊取材检查 次 10.00 检查
睫状肌麻痹验光 次 19.00 检查

截瘫肢体综合训练 次/15分 75.00 治疗
截肢术后康复训练 次/30分 75.00 治疗
截肢肢体综合训练 次/15分 75.00 治疗

金属烤瓷冠桥修复-（钴铬合金 ） 牙 1989.00 治疗
金属支架可摘局部义齿修复 每件 7000.00 治疗

金属支架可摘局部义齿修复（不跨越中线） 每件 3500.00 治疗金属支架可摘局部义齿修复（附加金属合垫加
收） 每牙 200.00 治疗

金属支架可摘局部义齿修复（疑难病例） 每件 9100.00 治疗
金属桩核修复 每牙 1000.00 治疗

金属桩核修复（后牙多根管桩加收） 每桩 300.00 治疗
金属桩核修复（疑难病例） 每牙 1300.00 治疗

金针治疗 次 33.00 治疗
金针治疗（特需） 次 66.00 治疗

进食障碍治疗 次 212.00 治疗
经鼻肠梗阻导管置入术 次 830.00 特治
经鼻明视气管插管术 次 169.00 治疗

经电子内镜食管胃十二指肠黏膜切除术(EMR) 次 830.00 手术
经电子内镜食管胃十二指肠黏膜切除术(EMR)（第

2个息肉起加收） 个 166.00 手术

经电子支气管镜滴药治疗 次 399.00 治疗
经电子支气管镜吸痰 次 244.00 治疗

经耳内镜鼓膜穿刺引流术 单侧 26.00 治疗
经耳内镜鼓膜贴补治疗 单侧 39.00 治疗

经耳内镜咽鼓管吹张治疗-导管法 单侧 26.00 治疗
经耳纤维内镜鼓膜穿刺引流术 单侧 26.00 治疗

经腹腔穿刺插管注液 次 172.00 治疗
经肛门镜直肠肛门激光治疗 次 131.00 特治
经肛门镜直肠肛门冷冻治疗 次 149.00 治疗
经肛门镜直肠肛门微波治疗 次 298.00 特治经腘动脉穿刺单侧股浅动脉球囊扩张+支架置入

术 单侧 5204.00 特治
经呼吸机管道雾化吸入 次 5.00 护治



经间接喉镜喉部异物取出术 次 61.00 治疗
经筋膜囊球后注射 单侧 8.00 治疗经颈动脉穿刺单侧股浅动脉球囊扩张+支架置入

术 单侧 4461.00 特治经颈动脉穿刺单侧股深动脉球囊扩张+支架置入
术 单侧 4461.00 特治

经颈内静脉穿刺肝门静脉溶栓术 次 1338.00 特治
经颈内静脉穿刺肝内门腔静脉分流术(TIPS) 次 1338.00 特治

经颈内静脉穿刺肝胃底静脉曲张栓塞术 次 1636.00 特治经胫后动脉穿刺单侧腘动脉球囊扩张+支架置入
术 单侧 5948.00 特治

经胫后动脉穿刺单侧腘动脉球囊扩张+支架置入
术（第2个支架起加收） 支架 2974.00 特治

经胫后动脉穿刺单侧胫后动脉球囊扩张+支架置
入术 单侧 5948.00 特治

经胫后动脉穿刺单侧胫后动脉球囊扩张+支架置
入术（第2个支架起加收） 支架 2974.00 特治

经口气管插管术 次 105.00 治疗
经络穴位测评治疗 次 37.00 治疗

经络穴位测评治疗（特需） 次 74.00 治疗
经内镜食管胃十二指肠息肉高频电凝切除术 次 415.00 手术

经内镜食管胃十二指肠息肉高频电凝切除术（第2
个息肉起加收） 个 83.00 手术

经内镜食管胃十二指肠息肉激光切除术 次 277.00 手术
经内镜食管胃十二指肠息肉激光切除术（第2个息

肉起加收） 个 55.00 手术

经内镜食管胃十二指肠息肉微波切除术 次 277.00 手术
经内镜食管胃十二指肠息肉微波切除术（第2个息

肉起加收） 个 55.00 手术

经内镜食管胃十二指肠息肉氩离子凝固术 次 277.00 手术
经内镜食管胃十二指肠息肉氩离子凝固术（第2个

息肉起加收） 个 55.00 手术

经尿道膀胱镜肉毒杆菌毒素胱壁注射术 次 292.00 治疗
经尿道膀胱镜下膀胱注射 次 292.00 治疗

经尿道肉毒杆菌毒素括约肌注射术 次 292.00 治疗
经膀胱镜尿失禁治疗 次 88.00 治疗

经皮穿刺插管超选择性肝动脉造影术 次 1400.00 手术
经皮穿刺插管冠状动脉造影术 次 2000.00 手术

经皮穿刺插管间接门静脉造影术 次 568.00 手术
经皮穿刺插管脑血管造影术 次 1200.00 手术

经皮穿刺插管上腔静脉造影术 次 618.00 手术
经皮穿刺插管上肢静脉造影术 次 418.00 手术
经皮穿刺插管下腔静脉造影术 次 618.00 手术
经皮穿刺插管性腺静脉造影术 次 618.00 手术

经皮穿刺插管选择性肠系膜上动脉造影术 次 1200.00 手术
经皮穿刺插管选择性肠系膜下动脉造影术 次 1200.00 手术
经皮穿刺插管选择性腹腔动脉干造影术 次 1200.00 手术

经皮穿刺插管选择性肝动脉造影术 次 1200.00 手术
经皮穿刺插管选择性肝静脉造影术 次 818.00 手术

经皮穿刺插管选择性肋间动脉造影术 次 1200.00 手术
经皮穿刺插管选择性脾动脉造影术 次 1200.00 手术

经皮穿刺插管选择性髂内动脉造影术 次 1200.00 手术
经皮穿刺插管选择性上肢动脉造影术 次 1200.00 手术
经皮穿刺插管选择性肾动脉造影术 次 1200.00 手术
经皮穿刺插管选择性肾静脉造影术 次 818.00 手术

经皮穿刺插管选择性肾上腺动脉造影术 次 1200.00 手术



经皮穿刺插管选择性锁骨下动脉造影术 次 1200.00 手术
经皮穿刺插管选择性胃十二指肠动脉造影术 次 1200.00 手术

经皮穿刺插管选择性胃左动脉造影术 次 1200.00 手术
经皮穿刺插管选择性下肢动脉造影术 次 1200.00 手术

经皮穿刺插管选择性胸廓内动脉造影术 次 1200.00 手术
经皮穿刺插管选择性支气管动脉造影术 次 1200.00 手术
经皮穿刺插管选择性子宫动脉造影术 次 1200.00 手术

经皮穿刺插管主动脉造影术 次 1200.00 手术
经皮穿刺肠系膜上动脉瘤腔内隔绝术 次 5948.00 特治

经皮穿刺肠系膜上动脉瘤栓塞+支架置入术 次 5948.00 特治
经皮穿刺肠系膜上动脉瘤栓塞术 次 3717.00 特治
经皮穿刺肠系膜上动脉内溶栓术 次 1487.00 特治

经皮穿刺肠系膜上动脉球囊成形术 次 4461.00 特治
经皮穿刺肠系膜上动脉栓塞术 次 3717.00 特治

经皮穿刺肠系膜上动脉支架成形术 次 5024.00 特治
经皮穿刺肠系膜上动脉置管术 次 1487.00 特治

经皮穿刺肠系膜下动脉球囊成形术 次 4461.00 特治
经皮穿刺肠系膜下动脉栓塞术 次 3717.00 特治

经皮穿刺肠系膜下动脉支架成形术 次 5204.00 特治
经皮穿刺肠系膜下动脉置管术 次 1487.00 特治

经皮穿刺单侧股动脉激光再通+球囊成形术 单侧 4461.00 特治
经皮穿刺单侧股浅动脉球囊扩张+支架置入术 单侧 4461.00 特治
经皮穿刺单侧股深动脉球囊扩张+支架置入术 单侧 4461.00 特治
经皮穿刺单侧腘动脉激光再通+球囊成形术 单侧 4461.00 特治

经皮穿刺单侧腘动脉内球囊成形术 单侧 2974.00 特治
经皮穿刺单侧腘动脉球囊扩张+支架置入术 单侧 4461.00 特治

经皮穿刺单侧小腿动脉激光再通+球囊成形术 单侧 4461.00 特治
经皮穿刺单侧小腿动脉激光再通+球囊成形术

（第2支血管起加收） 血管 3568.00 特治

经皮穿刺单侧小腿动脉球囊扩张+支架置入术 单侧 4461.00 特治
经皮穿刺单侧小腿动脉球囊扩张+支架置入术

（第2个支架起加收） 支架 892.00 特治

经皮穿刺单侧小腿动脉球囊扩张+支架置入术
（第2支血管起加收） 血管 3568.00 特治

经皮穿刺对侧股浅动脉球囊成形术 次 2974.00 特治
经皮穿刺对侧股深动脉内球囊成形术 次 2974.00 特治

经皮穿刺肺动脉内溶栓术 次 1487.00 特治
经皮穿刺肺动脉栓塞术 次 1338.00 特治

经皮穿刺腹腔干动脉瘤栓塞术 次 4461.00 特治
经皮穿刺腹腔干动脉球囊成形术 次 4461.00 特治

经皮穿刺腹腔干动脉栓塞术 次 4461.00 特治
经皮穿刺腹腔干动脉支架成形术 次 5204.00 特治

经皮穿刺肝动脉内溶栓术 次 1338.00 特治
经皮穿刺肝动脉置管术 次 2230.00 特治

经皮穿刺肝固有动脉瘤栓塞术 次 4461.00 特治
经皮穿刺肝固有动脉球囊成形术 次 4461.00 特治

经皮穿刺肝固有动脉栓塞术 次 4461.00 特治
经皮穿刺肝固有动脉支架成形术 次 5204.00 特治

经皮穿刺肝静脉球囊成形术 次 1338.00 特治
经皮穿刺肝静脉支架置入术 次 1338.00 特治

经皮穿刺肝总动脉瘤栓塞+支架置入术 次 5948.00 特治
经皮穿刺肝总动脉瘤栓塞术 次 4461.00 特治

经皮穿刺肝总动脉球囊成形术 次 4461.00 特治



经皮穿刺肝总动脉栓塞术 次 4461.00 特治
经皮穿刺肝总动脉支架成形术 次 5204.00 特治

经皮穿刺股动脉插管全脑血管造影术 次 1200.00 手术
经皮穿刺股动脉球囊成形术 次 2974.00 特治

经皮穿刺股静脉肝静脉成形术 次 1338.00 特治
经皮穿刺股浅动脉旋切＋球囊成形术 次 4461.00 特治
经皮穿刺股总静脉内激光再通成形术 次 1338.00 特治

经皮穿刺股总静脉内激光再通成形术（第2支血管
起加收） 血管 802.00 特治

经皮穿刺股总静脉内溶栓术 次 1338.00 特治
经皮穿刺股总静脉内血管异物取出术 次 1338.00 特治
经皮穿刺股总静脉血栓超声消融术 次 1338.00 特治

经皮穿刺关节骨折闭合复位内固定术 次 341.00 治疗
经皮穿刺关节骨折闭合复位内固定术（陈旧性骨

折） 次 682.00 治疗
经皮穿刺关节骨折闭合复位内固定术（粉碎骨

折） 次 511.00 治疗
经皮穿刺关节骨折闭合复位内固定术（骨折合并

脱位） 次 511.00 治疗

经皮穿刺管状骨骨折闭合复位内固定术 次 368.00 治疗
经皮穿刺管状骨骨折闭合复位内固定术（陈旧性

骨折） 次 736.00 治疗

经皮穿刺管状骨骨折闭合复位内固定术（粉碎骨
折） 次 552.00 治疗

经皮穿刺管状骨骨折闭合复位内固定术（骨折合
并脱位） 次 552.00 治疗

经皮穿刺颈静脉透析管拔除术 次 149.00 特治
经皮穿刺颈内静脉肝静脉成形术 次 1338.00 特治

经皮穿刺逆行腘动脉旋切＋球囊成形术 次 4461.00 特治
经皮穿刺膀胱动脉栓塞术 次 1338.00 特治

经皮穿刺脾动脉瘤栓塞+支架置入术 次 5948.00 特治
经皮穿刺脾动脉球囊成形术 次 4461.00 特治

经皮穿刺脾动脉栓塞术 次 3717.00 特治
经皮穿刺脾动脉支架置入术 次 5204.00 特治

经皮穿刺髂动脉创伤性动静脉瘘修补术 次 2573.00 特治
经皮穿刺髂动脉创伤性动静脉瘘修补术（第2个支

架起加收） 支架 1286.00 特治

经皮穿刺髂动脉激光再通术 次 1784.00 特治
经皮穿刺髂动脉球囊成形术 次 3717.00 特治

经皮穿刺髂动脉球囊扩张+支架置入术 次 4461.00 特治
经皮穿刺髂动脉射频消融再通术 次 2230.00 特治

经皮穿刺髂动脉旋磨再通术 次 1784.00 特治
经皮穿刺髂动脉旋切再通术 次 1784.00 特治
经皮穿刺髂动脉置管溶栓术 次 2974.00 特治

经皮穿刺髂股动脉支架置入术 次 4461.00 特治
经皮穿刺髂静脉内激光再通成形术 次 1338.00 特治

经皮穿刺髂静脉内激光再通成形术（第2支血管起
加收） 血管 802.00 特治

经皮穿刺髂静脉内球囊扩张+支架置入术 次 1338.00 特治
经皮穿刺髂静脉内球囊扩张+支架置入术（第2个

支架起加收） 支架 669.00 特治

经皮穿刺髂静脉内溶栓术 次 1338.00 特治
经皮穿刺髂静脉内血管异物取出术 次 1338.00 特治
经皮穿刺髂静脉血栓超声消融术 次 1338.00 特治



经皮穿刺髂静脉支架置入术 次 1338.00 特治
经皮穿刺髂静脉支架置入术（第2个支架起加收） 支架 669.00 特治

经皮穿刺髂内动脉球囊成形术 次 3717.00 特治
经皮穿刺髂内动脉球囊扩张+支架置入术 次 4461.00 特治

经皮穿刺髂内动脉栓塞术 次 1338.00 特治
经皮穿刺桡动脉插管全脑血管造影术 次 1200.00 手术

经皮穿刺上腔静脉滤器取出术 次 1338.00 特治
经皮穿刺上腔静脉滤器置入术 次 1338.00 特治

经皮穿刺上腔静脉内插管溶栓术 次 1338.00 特治
经皮穿刺上腔静脉内血管异物取出术 次 1338.00 特治

经皮穿刺上腔静脉内支架置入术 次 1338.00 特治
经皮穿刺上腔静脉内支架置入术（第2个支架起加

收） 支架 669.00 特治

经皮穿刺上腔静脉球囊成形术 次 1338.00 特治
经皮穿刺上腔静脉球囊扩张+支架置入术 次 1338.00 特治

经皮穿刺上腔静脉球囊扩张+支架置入术（第2个
支架起加收） 支架 669.00 特治

经皮穿刺上肢动脉置管术 次 1338.00 特治
经皮穿刺肾动脉瘤腔内隔绝术 次 5948.00 特治

经皮穿刺肾动脉瘤栓塞+支架置入术 次 5948.00 特治
经皮穿刺肾动脉瘤栓塞术 次 4461.00 特治

经皮穿刺肾动脉球囊成形术 次 4461.00 特治
经皮穿刺肾动脉溶栓术 次 1487.00 特治
经皮穿刺肾动脉栓塞术 次 3717.00 特治

经皮穿刺肾动脉支架成形术 次 5204.00 特治
经皮穿刺肾动脉置管术 次 1487.00 特治

经皮穿刺肾上腺动脉瘤栓塞术 次 4461.00 特治
经皮穿刺肾上腺动脉栓塞术 次 4461.00 特治
经皮穿刺双肾静脉取血术 次 2082.00 特治

经皮穿刺顺行单侧股深动脉内球囊成形术 单侧 2974.00 特治
经皮穿刺顺行股浅动脉旋切＋球囊成形术 次 4461.00 特治
经皮穿刺顺行股深动脉旋切＋球囊成形术 次 4461.00 特治
经皮穿刺顺行腘动脉旋切＋球囊成形术 次 4461.00 特治
经皮穿刺顺行同侧股浅动脉球囊成形术 次 2974.00 特治
经皮穿刺顺行同侧腘动脉内球囊成形术 次 2974.00 特治

经皮穿刺顺行同侧小腿动脉内球囊成形术 次 2974.00 特治
经皮穿刺顺行同侧小腿动脉内球囊成形术（第2支

血管起加收） 血管 2379.00 特治

经皮穿刺顺行同侧足部动脉球囊成形术 次 2974.00 特治
经皮穿刺顺行同侧足部动脉球囊成形术（第2支血

管起加收） 血管 2379.00 特治

经皮穿刺顺行小腿动脉旋切＋球囊成形术 次 4461.00 特治
经皮穿刺顺行小腿动脉旋切＋球囊成形术（第2支

血管起加收） 血管 2676.00 特治

经皮穿刺锁骨下动脉球囊成形术 次 1201.00 特治
经皮穿刺锁骨下动脉支架置入术 次 1201.00 特治
经皮穿刺锁骨下静脉内溶栓术 次 1338.00 特治

经皮穿刺锁骨下静脉内血管异物取出术 次 1338.00 特治
经皮穿刺胃十二指肠动脉栓塞术 次 3717.00 特治

经皮穿刺胃网膜动脉栓塞术 次 3717.00 特治
经皮穿刺胃左动脉瘤栓塞术 次 4461.00 特治
经皮穿刺胃左动脉栓塞术 次 4461.00 特治

经皮穿刺无名/锁骨下静脉球囊扩张术 次 1338.00 特治



经皮穿刺无名/锁骨下静脉支架置入术 次 1338.00 特治
经皮穿刺无名静脉内激光再通成形术 次 1338.00 特治

经皮穿刺无名静脉内溶栓术 次 1338.00 特治
经皮穿刺无名静脉内血管异物取出术 次 1338.00 特治

经皮穿刺下腔静脉滤器取出术 次 1338.00 特治
经皮穿刺下腔静脉滤器置入术 次 1338.00 特治

经皮穿刺下腔静脉内插管溶栓术 次 1338.00 特治
经皮穿刺下腔静脉内血管异物取出术 次 1338.00 特治

经皮穿刺下腔静脉内支架置入术 次 1338.00 特治
经皮穿刺下腔静脉内支架置入术（第2个支架起加

收） 支架 669.00 特治

经皮穿刺下腔静脉球囊成形术 次 1338.00 特治
经皮穿刺下腔静脉球囊扩张+支架置入术 次 1487.00 特治

经皮穿刺下腔静脉球囊扩张+支架置入术（第2个
支架起加收） 支架 743.00 特治

经皮穿刺下肢动脉斑块旋切术 次 1338.00 特治经皮穿刺下肢动脉斑块旋切术（第2支血管起加
收） 血管 401.00 特治

经皮穿刺下肢动脉闭塞激光再通术 次 1338.00 特治
经皮穿刺下肢动脉闭塞激光再通术（第2支血管起

加收） 血管 401.00 特治

经皮穿刺下肢动脉内超声消融术 次 1338.00 特治
经皮穿刺下肢动脉栓塞术 次 1338.00 特治
经皮穿刺下肢动脉置管术 次 1338.00 特治

经皮穿刺下肢静脉内激光再通成形术 次 1338.00 特治
经皮穿刺下肢静脉血栓超声消融术 次 1338.00 特治

经皮穿刺下肢静脉造影术 次 418.00 手术
经皮穿刺下肢血管瘤腔内药物灌注术 次 1338.00 特治
经皮穿刺选择性上下腔静脉取血术 次 743.00 特治

经皮穿刺选择性肾静脉取血术 次 5948.00 特治
经皮穿刺选择性肾上腺静脉取血术 次 5948.00 特治

经皮穿刺选择性下肢动脉置管溶栓术 次 1487.00 特治
经皮穿刺选择性下肢动脉置管溶栓术（第2支血管

起加收） 血管 446.00 特治

经皮穿刺腋静脉内溶栓术 次 1338.00 特治
经皮穿刺腋静脉内血管异物取出术 次 1338.00 特治
经皮穿刺胰十二指肠动脉栓塞术 次 3717.00 特治

经皮动脉内灌注化疗术 次 4461.00 特治
经皮腹腔穿刺注药术 次 72.00 治疗

经皮肝穿刺肝静脉球囊扩张+支架置入术 次 1338.00 特治
经皮肝穿刺门静脉化疗术 次 1338.00 特治
经皮肝穿刺门静脉栓塞术 次 2454.00 特治

经皮肝穿刺门静脉系统支架置入术 次 1338.00 特治
经皮肝穿刺胃底静脉曲张栓塞术 次 1636.00 特治

经皮肝动脉栓塞术 次 4461.00 特治
经皮肝动脉栓塞术（移动CT下加收） 半小时 2500.00 特治

经皮冠状动脉腔内激光成形术 次 2700.00 特治
经皮冠状动脉腔内激光成形术（加收10%） 个 270.00 特治
经皮冠状动脉腔内激光成形术（加收50%） 支 1350.00 特治

经皮冠状动脉球囊扩张术 次 2050.00 特治
经皮冠状动脉球囊扩张术（加收） 支 1025.00 特治

经皮冠状动脉支架置入术 次 4320.00 特治
经皮冠状动脉支架置入术（加收10%） 个 432.00 特治
经皮冠状动脉支架置入术（加收50%） 支 2160.00 特治



经皮颌面痛点封闭术 次 11.00 治疗
经皮甲状腺穿刺 人次 60.00 治疗

经皮经肝穿刺胆管造影术 次 100.00 手术
经皮经肝穿刺门静脉造影术 次 568.00 手术
经皮脾穿刺门静脉化疗术 次 1338.00 特治
经皮脾穿刺门静脉栓塞术 次 2454.00 特治
经皮髂静脉球囊扩张术 次 1338.00 特治

经皮肾动脉内血栓抽吸术 次 1487.00 特治
经皮肾动脉内血栓碎栓术 次 1487.00 特治

经皮肾静脉球囊扩张+支架置入术 次 2230.00 特治
经皮无名/锁骨下静脉球囊扩张+支架置入术 次 1859.00 特治

经皮胸腔引流管调管术 次 133.00 治疗
经皮选择性髂内静脉栓塞术 次 1338.00 特治
经皮选择性性腺静脉栓塞术 次 2454.00 特治
经皮选择性腰动脉造影术 次 1200.00 手术
经皮选择性主动脉造影术 次 1200.00 手术

经上肢动脉穿刺单侧股浅动脉球囊扩张+支架置
入术 单侧 4461.00 特治

经上肢动脉穿刺单侧股深动脉球囊扩张+支架置
入术 单侧 4461.00 特治

经西格氏耳镜鼓膜按摩 次 3.00 治疗
经纤维支气管镜滴药治疗 次 233.00 治疗

经纤维支气管镜吸痰 次 233.00 治疗
经纤维支气管镜支气管胸膜瘘堵塞术 次 1000.00 手术

经支气管镜支气管肺泡灌洗术 次 150.00 治疗
经直肠电刺激取精 次 50.00 治疗

经直肠中药滴入治疗 次 10.00 治疗
经直肠中药滴入治疗（特需） 次 20.00 治疗经足背动脉穿刺单侧腘动脉球囊扩张+支架置入

术 单侧 5948.00 特治
经足背动脉穿刺单侧腘动脉球囊扩张+支架置入

术（第2个支架起加收） 支架 2974.00 特治

经足背动脉穿刺单侧胫前动脉球囊扩张+支架置
入术 单侧 5948.00 特治

经足背动脉穿刺单侧胫前动脉球囊扩张+支架置
入术（第2个支架起加收） 支架 2974.00 特治

精神分析治疗（ 正主任医师） 人次 60.00 治疗
精神分析治疗（副主任医师） 人次 50.00 治疗
精神分析治疗（主治医师） 人次 40.00 治疗

精神障碍作业疗法训练 次 37.00 治疗
颈部综合运动训练 次/30分 37.00 治疗

颈部综合运动训练（特需） 次/30分 74.00 治疗
颈椎2-5横突局部封闭术 次 169.00 治疗

颈椎2-5横突局部封闭术（加收） 部位 84.00 治疗
颈椎病推拿治疗 次 43.00 治疗

颈椎病推拿治疗（特需） 次 86.00 治疗
颈椎第6横突局部封闭术 次 169.00 治疗

颈椎第6横突局部封闭术（加收） 次 84.00 治疗
颈椎电动牵引 次 20.00 治疗

颈椎小关节紊乱推拿治疗 次 44.00 治疗
颈椎小关节紊乱推拿治疗（特需） 次 88.00 治疗

胫腓骨干骨折手法整复术 次 359.00 治疗
胫腓骨干骨折手法整复术（陈旧性骨折） 次 718.00 治疗
胫腓骨干骨折手法整复术（粉碎骨折） 次 538.00 治疗



胫腓骨干骨折手法整复术（骨折合并脱位） 次 538.00 治疗
胫骨髁部骨折橇拨复位术 次 391.00 治疗

胫骨髁部骨折橇拨复位术（陈旧性骨折） 次 782.00 治疗
胫骨髁部骨折橇拨复位术（粉碎骨折） 次 586.00 治疗

胫骨髁部骨折橇拨复位术（骨折合并脱位） 次 586.00 治疗
胫骨髁骨折手法整复术 次 324.00 治疗

胫骨髁骨折手法整复术（陈旧性骨折） 次 648.00 治疗
胫骨髁骨折手法整复术（粉碎骨折） 次 486.00 治疗

胫骨髁骨折手法整复术（骨折合并脱位） 次 486.00 治疗
痉挛肢体外周神经切断治疗 次 15.00 治疗

静脉采血 次 6.00 护治
静脉采血（特需） 次 12.00 护治
静脉导管置管术 次 88.00 治疗

静脉导管置管术（特需） 次 176.00 治疗
静脉放血治疗 次 22.00 治疗

静脉输血 次 7.00 护治
静脉输血（第二袋以上加收） 袋 2.80 护治

静脉输血（第二袋以上加收）（特需） 次 5.60 护治
静脉输血（特需） 次 14.00 护治

静脉输液(次) 次 7.00 护治
静脉输液（特需） 次 14.00 护治

静脉置管护理（门、急诊） 次 6.00 护治
静脉注射(次) 次 5.50 护治

静脉注射（特需） 次 11.00 护治
局部麻醉（检查、治疗） 次 3.50 麻醉

局部正畸矫治（4个牙以内） 每单位 12000.00 治疗
卡托普利试验 次 10.00 检查
开髓引流术 每牙 16.00 治疗

康复踏车训练（次） 次 22.00 治疗
康复踏车训练（特需） 次 44.00 治疗
康复心电图平板运动 次 37.00 治疗

康复咨询 次 27.00 治疗
康复咨询（特需） 次 54.00 治疗

抗肿瘤化疗药物集中配置 次 28.00 治疗
髁突骨折开口合板治疗 单颌 150.00 治疗

可视喉镜辅助下气管插管术 次 169.00 治疗
可摘局部义齿美容修复-（vitallium-大） 单颌 2918.00 治疗
可摘局部义齿美容修复-（vitallium-小） 单颌 2768.00 治疗
可摘局部义齿美容修复-（钴铬支架-大） 单颌 2918.00 治疗
可摘局部义齿美容修复-（钴铬支架-小） 单颌 2768.00 治疗

可摘义齿修理 每件 200.00 治疗
可摘义齿修理（加收） 每件 100.00 治疗
空气压缩泵雾化吸入 次 8.00 护治

空气压缩泵雾化吸入（特需） 次 16.00 护治
控制性降压 两小时 127.00 治疗

控制性降压（麻醉2小时后加收） 小时 63.00 治疗
口吃训练 次 47.00 治疗

口服葡萄糖耐量试验(OGTT)-3小时法 次 10.00 检查
口服葡萄糖耐量试验(OGTT)-5小时法 次 10.00 检查

口内扫描及非实体模型上的修复体设计加收 每牙 2000.00 治疗
口腔颌面部良性病变冷冻治疗 部位 11.00 治疗

口腔局部冲洗上药 人次 6.00 治疗
口腔局部止血 每牙 32.00 治疗



口腔黏膜病局部上药 次 20.00 治疗
口腔黏膜物理治疗 次 38.00 治疗
口腔黏膜雾化治疗 次 4.00 治疗

口腔修复导板 每件 1500.00 治疗
口腔修复导板（金属） 每件 3000.00 治疗

口腔修复导板（疑难病例） 每件 1950.00 治疗
口外脓肿切开:大 每次 60.00 治疗
口外脓肿切开:小 每次 20.00 治疗
口外脓肿切开:中 每次 40.00 治疗

口针治疗 次 26.00 治疗
口针治疗（特需） 次 52.00 治疗

髋关节脱位手法整复术 次 309.00 治疗
髋关节脱位手法整复术（陈旧性脱位） 次 618.00 治疗

困难气道盲探气管插管术 次 211.00 治疗
扩肛术 次 72.00 治疗

蜡敷治疗 部位 10.00 治疗
蜡模制备 块 58.00 治疗

铼[186/188Re]骨转移瘤治疗 次 78.00 核素
肋骨骨折叠瓦式外固定术 次 88.00 治疗

泪道冲洗 单侧 8.00 治疗
泪道探通 人次 5.00 治疗

泪膜破裂时间测定 次 12.00 检查
泪小点扩张治疗 单侧 8.00 治疗

泪液分泌功能检查治疗（干眼仪） 人次 50.00 治疗
泪液分析仪测定 次 50.00 检查

冷湿敷法 次 5.00 治疗
梨状肌综合征推拿治疗 次 32.00 治疗

梨状肌综合征推拿治疗（特需） 次 64.00 治疗
连续二氧化碳激光治疗 每个皮

损 19.00 治疗
连续性肾脏替代治疗 小时 50.00 特治

裂隙灯检查//次 次 6.00 检查
邻面去釉 每牙 9.50 治疗

临时固定修复 每牙 160.00 治疗
临时固定修复（间接法制作） 每牙 220.00 治疗
临时固定修复（疑难病例） 每牙 208.00 治疗

临时起搏器安置术 次 900.00 特治
临时起搏器应用 小时 15.00 治疗

留置针穿刺 人次 8.00 护治
留置针穿刺（特需） 人次 16.00 护治

漏斗胃管洗胃 次 30.00 治疗
轮椅技能训练 次 22.00 治疗
轮椅篮球训练 次 22.00 治疗
轮椅跑台训练 次 22.00 治疗
轮椅体操训练 次 22.00 治疗
落枕推拿治疗 次 40.00 治疗

落枕推拿治疗（特需） 次 80.00 治疗
麻醉恢复室监护 小时 105.00 监护

麻醉恢复室监护（特需） 小时 210.00 监护
麻醉监护下镇静术 两小时 169.00 治疗

麻醉监护下镇静术（麻醉2小时后加收） 小时 84.00 治疗
埋藏式单腔心脏复律除颤器安置术 次 2700.00 特治
埋藏式三腔心脏复律除颤器安置术 次 4500.00 特治
埋藏式双腔心脏复律除颤器安置术 次 3600.00 特治



脉冲短波治疗 部位 10.00 治疗
脉冲短波治疗（床旁） 部位 15.00 治疗

馒头餐C肽释放试验 次 25.00 检查
馒头餐糖耐量试验 次 10.00 检查

慢性胆囊炎推拿治疗 次 30.00 治疗
慢性胆囊炎推拿治疗（特需） 次 60.00 治疗

芒针治疗 3个穴位 28.00 治疗
芒针治疗（特需） 3个穴位 56.00 治疗

梅花针治疗 次 36.00 治疗
梅花针治疗（特需） 次 72.00 治疗

蒙特利尔认知评估(MoCA) 次 34.00 检查
密闭式氧气吸入 小时 7.00 输氧
面神经功能训练 次 19.00 治疗
面瘫推拿治疗 次 31.00 治疗

面瘫推拿治疗（特需） 次 62.00 治疗
面针治疗 次 26.00 治疗

面针治疗（特需） 次 52.00 治疗
末梢血采集费（六岁以下儿童） 次 6.00 治疗

耐力训练 次 22.00 治疗
脑电双频指数监测//小时 小时 50.00 监护

脑静脉+静脉窦造影术 次 900.00 手术
脑瘫肢体综合训练 次/15分 75.00 治疗
脑循环功能治疗 人次 20.00 治疗
内镜图像显示仪 人次 15.00 检查

内痔硬化剂注射治疗 次 40.00 治疗
黏膜病离子导入治疗 次 38.00 治疗

尿流动力学检测 次 85.00 检查
尿流率检测 次 10.00 检查

颞颌关节脱位手法整复术 次 92.00 治疗
颞颌关节脱位手法整复术（陈旧性脱位） 次 184.00 治疗

颞下颌关节腔灌洗治疗 单侧 129.00 治疗
颞下颌脱位关节复位术 次 30.00 治疗

脓肿穿刺 每次 4.00 治疗
膀胱冲洗(次) 次 7.90 护治

膀胱冲洗(次)（特需） 次 15.80 护治
膀胱穿刺造瘘术 次 146.00 手术
膀胱功能训练 次 12.00 治疗

膀胱功能训练（特需） 次 24.00 治疗
膀胱灌注 次 73.00 治疗

膀胱灌注注药 人次 1.00 治疗
膀胱区封闭术 次 22.00 治疗
跑台康复训练 次 22.00 治疗

跑台康复训练（特需） 次 44.00 治疗
疱病清疮术 (大) 人次 120.00 治疗
疱病清疮术 (小) 人次 40.00 治疗
疱病清疮术 (中) 人次 80.00 治疗

疱液抽取术 个 6.00 治疗
盆底定量肌电图检查 次 60.00 检查
皮肤肿物电解治疗 每个皮

损 62.00 治疗
皮内针治疗 部位 17.00 治疗

皮内针治疗（特需） 部位 34.00 治疗
皮内注射(次) 次 3.50 护治

皮内注射（特需） 次 7.00 护治



皮损冷冻治疗 每个皮
损 6.00 治疗

皮下气肿切开减压术 次 749.00 手术
皮下注射 次 3.50 护治

皮下注射（特需） 次 7.00 护治
皮质醇节律加过夜地塞米松抑制试验 次 10.00 检查

脾动脉瘤栓塞术 次 3717.00 特治
匹兹堡睡眠质量指数量表检查//次 次 14.00 检查

偏瘫肢体综合训练 次/15分 75.00 治疗
偏瘫肢体综合训练（特需） 次/15分 150.00 治疗

频谱治疗 人次 1.50 治疗
平衡生物反馈训练 次 60.00 治疗

平衡训练 次 80.00 治疗
普通拔罐治疗 次 18.00 治疗

普通拔罐治疗（特需） 次 36.00 治疗
普通电针治疗 次 25.00 治疗

普通电针治疗（特需） 次 50.00 治疗
普通近视力检查 次 4.00 检查

普通室上性心动过速射频消融术 次 2700.00 特治
普通室上性心动过速射频消融术（加收） 次 1350.00 特治

普通调强放疗 次 2500.00 特治
普通型面罩制备 个 100.00 治疗
普通远视力检查 次 4.00 检查

普通针刺 次 26.00 治疗
普通针刺（特需） 次 52.00 治疗

起搏器程控功能检查 次 40.00 检查
起搏器电极取出术 次 4500.00 特治
起搏器囊袋清创术 次 900.00 特治

气管插管护理（门、急诊） 次 29.00 护治
气管切开护理（门、急诊） 次 29.00 护治

气压式血液循环驱动（器）（进口） 单肢 15.00 治疗
气压式血液循环驱动(器)（进口）（特需） 单肢 30.00 治疗

器械扩肛治疗 次 65.00 治疗
器械手功能训练 次 30.00 治疗

器械手功能训练（特需） 次 60.00 治疗
器械运动训练 次 15.00 治疗

髂动静脉瘘腔内隔绝术 次 2573.00 特治
髂内动脉化疗,栓塞 人次 1000.00 特治

前房角镜检查 次 8.00 检查
前列腺按摩 次 10.00 治疗
前列腺穿刺 人次 20.00 治疗

前列腺指检//次 次 5.00 检查
前牙根折根牵引术 每牙 300.00 治疗
前牙美容修复术 每牙 50.00 治疗
前置镜眼底检查 次 15.00 检查

嵌顿包茎手法复位 次 78.00 治疗
强脉冲光治疗（去皱、嫩肤等） 平方厘

米 200.00 特治
强脉冲光治疗（色素、血管等） 平方厘

米 200.00 特治
强直性脊柱炎推拿治疗 次 36.00 治疗

强直性脊柱炎推拿治疗（特需） 次 72.00 治疗
鞘膜积液穿刺抽液术 次 60.00 治疗

切开引流 人次 10.00 治疗
清创(缝合)术(大) 次 155.00 手术
清创(缝合)术(小) 次 33.00 手术



清创(缝合)术(中) 次 70.00 手术
清洁灌肠 次 43.00 护治

球海绵体反射测定 次 200.00 检查
球后注射[单侧] 单侧 8.00 治疗
球结膜下注射 单侧 7.00 治疗

球旁注射 单侧 8.00 治疗
祛痰清肺仪治疗（次） 次 10.00 治疗

取角结膜异物 人次 10.00 治疗
去龋激光治疗 每牙 50.00 治疗
全瓷固定修复 每牙 5400.00 治疗

全瓷固定修复（疑难病例） 每牙 7020.00 治疗
全瓷冠修复-(计算机切削二氧化锆） 牙 3214.00 治疗

全瓷冠修复-（进口二氧化锆-新泽康） 牙 3881.00 治疗
全瓷冠种植固定修复 每牙 5500.00 治疗

全口义齿修复 单颌 3500.00 治疗
全口义齿修复（钴铬合金铸托/铸网） 单颌 5500.00 治疗

全口义齿修复（钴铬钼合金铸托/铸网） 单颌 8500.00 治疗
全口义齿修复（加收） 单颌 3000.00 治疗

全口义齿修复（软衬基托） 单颌 5000.00 治疗
全口义齿修复（钛合金铸托/铸网） 单颌 11500.00 治疗

全口义齿修复（疑难病例） 单颌 4550.00 治疗
全口义齿修复（注塑技术） 单颌 5000.00 治疗

全麻下拆线 人次 15.00 治疗
全数字化固定修复 每牙 8000.00 治疗

全数字化固定修复（疑难病例） 每牙 10400.00 治疗
全胃肠外营养深静脉输注 日 6.50 护治
全牙弓种植固定过渡修复 每牙 1800.00 治疗

全牙弓种植固定修复 每牙 5400.00 治疗
全牙弓种植即刻修复 每牙 3600.00 治疗

醛固酮肾素比值测定试验 次 10.00 检查
醛固酮肾素测定卧立位试验 次 10.00 检查
桡尺骨干单骨折手法整复术 次 254.00 治疗

桡尺骨干单骨折手法整复术（陈旧性骨折） 次 508.00 治疗
桡尺骨干单骨折手法整复术（粉碎骨折） 次 381.00 治疗

桡尺骨干单骨折手法整复术（骨折合并脱位） 次 381.00 治疗
桡尺骨干双骨折手法整复术 次 394.00 治疗

桡尺骨干双骨折手法整复术（陈旧性骨折） 次 788.00 治疗
桡尺骨干双骨折手法整复术（粉碎骨折） 次 591.00 治疗

桡尺骨干双骨折手法整复术（骨折合并脱位） 次 591.00 治疗
桡骨茎突狭窄性腱鞘炎推拿治疗 次 24.00 治疗

桡骨茎突狭窄性腱鞘炎推拿治疗（特需） 次 48.00 治疗
桡骨头半脱位手法整复术 次 70.00 治疗

桡骨头半脱位手法整复术（陈旧性脱位） 次 140.00 治疗
桡骨头骨折手法整复术 次 172.00 治疗

桡骨头骨折手法整复术（陈旧性骨折） 次 344.00 治疗
桡骨头骨折手法整复术（粉碎骨折） 次 258.00 治疗

桡骨头骨折手法整复术（骨折合并脱位） 次 258.00 治疗
桡骨头颈部骨折橇拨复位术 次 391.00 治疗

桡骨头颈部骨折橇拨复位术（陈旧性骨折） 次 782.00 治疗
桡骨头颈部骨折橇拨复位术（粉碎骨折） 次 586.00 治疗

桡骨头颈部骨折橇拨复位术（骨折合并脱位） 次 586.00 治疗
桡骨头脱位手法整复术 次 163.00 治疗

桡骨头脱位手法整复术（陈旧性脱位） 次 326.00 治疗



桡骨下1/3骨折合并下尺桡关节脱位手法整复术 次 260.00 治疗
桡骨下1/3骨折合并下尺桡关节脱位手法整复术

（陈旧性骨折） 次 520.00 治疗

桡骨下1/3骨折合并下尺桡关节脱位手法整复术
（粉碎骨折） 次 390.00 治疗

桡骨下1/3骨折合并下尺桡关节脱位手法整复术
（骨折合并脱位） 次 390.00 治疗

桡骨下端骨折手法整复术 次 210.00 治疗
桡骨下端骨折手法整复术（陈旧性骨折） 次 420.00 治疗
桡骨下端骨折手法整复术（粉碎骨折） 次 315.00 治疗

桡骨下端骨折手法整复术（骨折合并脱位） 次 315.00 治疗
桡腕关节脱位手法整复术 次 130.00 治疗

桡腕关节脱位手法整复术（陈旧性脱位） 次 260.00 治疗
热湿敷法 次 5.00 治疗

人工辅助通便 次 16.00 护治
人工煎药 剂 4.00 其他

人工煎药（每增3剂加收） 3剂 0.80 其他
人工煎药（特殊煎药） 剂 4.80 其他

人工扩肛治疗 次 29.00 治疗
人工气腹术 次 72.00 治疗

人工洗胃(次) 次 30.00 治疗
人工制定治疗计划 次 120.00 治疗

认知功能障碍作业疗法训练 次 37.00 治疗
认知行为塑造训练 次 37.00 治疗

认知矫正治疗(CCRT) 次 35.00 治疗
认知障碍康复训练 次 45.00 治疗

日常生活动作训练（次） 次 37.00 治疗
日常生活动作训练（特需） 次 74.00 治疗

肉毒杆菌素眼部注射 部位 105.00 治疗
肉毒素注射 部位 500.00 特治

乳牙期错合的早期矫治 例 4000.00 治疗
乳牙期错合的早期矫治（疑难病例） 例 6000.00 治疗

软腭抬高器治疗 个/疗程 50.00 治疗
腮腺导管内药物灌注治疗 次 25.00 治疗

三叉神经射频治疗 支/例 350.00 治疗
三面镜眼底检查 次 22.00 检查

三腔两囊管安置术 次 104.00 治疗
三腔永久起搏器安置术 次 4050.00 特治

三维剂量验证 次 1222.00 治疗
三维适形放疗计划设计 次 1500.00 治疗

散瞳查眼底 人次 5.00 检查
色觉检查-假同色图谱法 次 3.00 检查

色觉镜色觉检查 次 12.00 检查
色素性疾患激光治疗 平方厘

米 175.00 治疗
森田疗法 次 30.00 治疗

钐[153Sm]骨转移瘤治疗 次 78.00 核素
上颌窦术后冲洗术[单侧] 单侧 10.00 治疗

上睑下垂检查 单侧 20.00 检查
上睑下垂药物试验 单侧 20.00 检查

上肢动脉支架成形术 次 4461.00 特治
上肢静脉切开造影术 次 418.00 手术
上肢综合运动训练 次/15分 37.00 治疗

上肢综合运动训练（特需） 次/15分 74.00 治疗



烧伤功能训练床治疗 次 63.00 治疗
烧伤后关节功能训练 每关节 37.00 治疗
烧伤后手功能训练 单侧 37.00 治疗

烧伤特殊备皮 部位 38.00 治疗
舌侧矫治 例 30000.00 治疗
舌针治疗 次 26.00 治疗

舌针治疗（特需） 次 52.00 治疗
射频治疗 平方厘

米 300.00 特治
射频治疗（瘢痕） 平方厘

米 300.00 特治
身体功能障碍作业疗法训练 次 75.00 治疗

身体功能障碍作业疗法训练（特需） 次 150.00 治疗
肾封闭术 次 22.00 治疗

失眠推拿治疗 次 30.00 治疗
失眠推拿治疗（特需） 次 60.00 治疗

失语症训练 次 47.00 治疗
石膏拆除术 次 50.00 治疗

石膏固定术(特大) 次 452.00 治疗
石膏托固定术(大) 次 132.00 治疗
石膏托固定术(小) 次 31.00 治疗
石膏托固定术(中) 次 87.00 治疗

使用钴铬钼合金支架可摘局部义齿修复 每件 11000.00 治疗
使用数字化技术设计和制作加收 每牙 2500.00 治疗

使用钛合金支架可摘局部义齿修复 每件 13000.00 治疗
视听性刺激阴茎勃起监测 次 341.00 检查

视野检查-动态法 次 150.00 检查
视诱发电位(VEP)检查 次 90.00 检查

室速射频消融术 次 4050.00 特治
室速射频消融术（加收） 次 2025.00 特治

收缩鼻腔 人次 2.00 治疗
手腕部脱位手法整复术 次 120.00 治疗

手腕部脱位手法整复术（陈旧性脱位） 次 240.00 治疗
手针治疗 次 26.00 治疗

手针治疗（特需） 次 52.00 治疗
手指点穴治疗 5个穴位 24.00 治疗

手指点穴治疗（特需） 5个穴位 48.00 治疗
输尿管冲洗 次 7.00 治疗

输血输液加温治疗 次 21.00 护治
输血输液加温治疗（第2袋以后加收） 袋 8.00 护治

输液泵辅助全胃肠外营养深静脉输注（小时） 小时 1.00 护治
术中自体血回输 次 1500.00 治疗
双膜血浆置换 次 300.00 治疗

双腔永久起搏器安置术 次 2700.00 特治
水罐治疗 次 60.00 治疗

水罐治疗（特需） 次 120.00 治疗
水囊补偿物制备 个 50.00 治疗

水中步行运动训练 次 75.00 治疗
水中肢体功能训练 次 75.00 治疗

睡眠呼吸暂停综合征的正畸辅助治疗 例 10000.00 治疗
睡眠呼吸暂停综合征的正畸辅助治疗（疑难病例

两项及以上） 例 16000.00 治疗

睡眠呼吸暂停综合征的正畸辅助治疗（疑难病例
一项） 例 13000.00 治疗

锶[89Sr]骨转移瘤治疗 次 78.00 核素



四维CT模拟机定位 次 2770.00 治疗
四肢骨干骨折外固定架固定术 次 300.00 治疗

四肢骨干骨折外固定架固定术（陈旧性骨折） 次 600.00 治疗
四肢骨干骨折外固定架固定术（粉碎骨折） 次 450.00 治疗

四肢骨干骨折外固定架固定术（骨折合并脱位） 次 450.00 治疗
四肢关节错缝推拿治疗 次 54.00 治疗

四肢关节错缝推拿治疗（陈旧性骨折） 次 108.00 治疗
四肢关节错缝推拿治疗（陈旧性骨折）（特需） 次 216.00 治疗

四肢关节错缝推拿治疗（粉碎骨折） 次 81.00 治疗
四肢关节错缝推拿治疗（粉碎骨折）（特需） 次 162.00 治疗

四肢关节错缝推拿治疗（骨折合并脱位） 次 81.00 治疗四肢关节错缝推拿治疗（骨折合并脱位）（特
需） 次 162.00 治疗

四肢瘫肢体综合训练 次/15分 75.00 治疗
四肢瘫肢体综合训练（特需） 次/15分 150.00 治疗

松驰治疗 次 60.00 治疗
粟丘疹去除术 个 1.50 治疗

髓腔穿孔充填修补术 每牙 300.00 治疗
锁骨骨折手法整复术 次 178.00 治疗

锁骨骨折手法整复术（陈旧性骨折） 次 356.00 治疗
锁骨骨折手法整复术（粉碎骨折） 次 267.00 治疗

锁骨骨折手法整复术（骨折合并脱位） 次 267.00 治疗
锁骨骨折锁骨带外固定术 次 98.00 治疗
锁骨骨折外固定架固定术 次 300.00 治疗

钛合金烤瓷固定修复 每牙 2500.00 治疗
烫熨治疗(大) 部位 13.00 治疗

烫熨治疗(大)（特需） 部位 26.00 治疗
烫熨治疗(特大) 部位 16.00 治疗

烫熨治疗(特大)（特需） 部位 32.00 治疗
烫熨治疗(小) 部位 6.00 治疗

烫熨治疗(小)（特需） 部位 12.00 治疗
烫熨治疗(中) 部位 10.00 治疗

烫熨治疗(中)（特需） 部位 20.00 治疗
套筒冠修复 每牙 3850.00 治疗

套筒冠修复（疑难病例） 每牙 5005.00 治疗
特殊备皮 人次 10.00 护治

特殊工娱治疗 次 15.00 治疗
特殊手法针刺 次 54.00 治疗

特殊手法针刺（特需） 次 108.00 治疗
特殊穴位针刺 次 54.00 治疗

特殊穴位针刺（特需） 次 108.00 治疗
特需静脉采血 次 10.00 护治
体表加温治疗 小时 21.00 护治

体部固定膜制备 个 195.00 治疗
体外冲击波碎石（第二次） 次 750.00 手术
体外冲击波碎石（第三次） 次 375.00 手术

体外冲击波碎石（第四次起） 次 0.00 手术
体外冲击波碎石（第一次） 次 1500.00 手术
体外经胸壁心脏临时起搏术 次 75.00 治疗

体外膜肺氧合(ECMO)运行监测 小时 150.00 监护
体外自动心脏除颤术 次 68.00 治疗

填充模具制备 个 58.00 治疗
填充物注射 部位 1000.00 特治

挑治（穴位） 穴位 6.00 治疗



调合治疗 每牙 4.00 治疗
调磨合板 次 4.00 治疗

调强放疗的图像引导 次 887.00 治疗
调强放疗计划设计 次 3000.00 治疗

贴敷降温 次 3.90 护治
贴敷降温（特需） 次 7.80 护治

贴敷治疗(大) 部位 25.00 治疗
贴敷治疗(大)（特需） 部位 50.00 治疗

贴敷治疗(特大) 部位 30.00 治疗
贴敷治疗(特大)（特需） 部位 60.00 治疗

贴敷治疗(小) 部位 15.00 治疗
贴敷治疗(小)（特需） 部位 30.00 治疗

贴敷治疗(中) 部位 20.00 治疗
贴敷治疗(中)（特需） 部位 40.00 治疗

听觉电知电位 次 60.00 治疗
痛经推拿治疗 次 31.00 治疗

痛经推拿治疗（特需） 次 62.00 治疗
头颈肩网罩制备 个 195.00 治疗
头痛推拿治疗 次 30.00 治疗

头痛推拿治疗（特需） 次 60.00 治疗
头针治疗 次 26.00 治疗

头针治疗（特需） 次 52.00 治疗
透皮导入治疗 平方厘

米 20.00 特治
图形视网膜电流图(P-ERG)检查 次 250.00 检查

徒手手功能训练 次 56.00 治疗
徒手手功能训练（特需） 次 112.00 治疗
退行性脊柱炎推拿治疗 次 35.00 治疗

退行性脊柱炎推拿治疗（特需） 次 70.00 治疗
退行性膝关节炎推拿治疗 次 32.00 治疗

退行性膝关节炎推拿治疗（特需） 次 64.00 治疗
吞咽障碍电刺激训练 次 28.00 治疗

臀上皮神经损伤推拿治疗 次 31.00 治疗
臀上皮神经损伤推拿治疗（特需） 次 62.00 治疗

脱位合并撕脱骨折手法整复术 次 327.00 治疗
脱位合并撕脱骨折手法整复术（陈旧性脱位） 次 654.00 治疗

外耳道疖切开术[单侧] 单侧 20.00 治疗
外固定架拆除术 次 57.00 治疗
外固定架使用 日 22.00 治疗

外固定架调整术 次 73.00 治疗
外阴病变光照射治疗 次 10.00 治疗
外周静脉营养输注 日 6.50 护治

外周静脉营养输注（特需） 日 13.00 护治
完全性唇腭裂婴儿期唇裂术前鼻-齿槽整形治疗 例 3000.00 治疗

完全性直肠脱垂双层硬化剂注射治疗 次 146.00 治疗
腕部经舟骨月骨周围脱位橇拨复位术 次 236.00 治疗

腕部经舟骨月骨周围脱位橇拨复位术（陈旧性脱
位） 次 472.00 治疗

腕关节损伤推拿治疗 次 24.00 治疗
腕关节损伤推拿治疗（特需） 次 48.00 治疗

腕踝针治疗 次 26.00 治疗
腕踝针治疗（特需） 次 52.00 治疗

腕舟骨骨折手法整复术 次 149.00 治疗
腕舟骨骨折手法整复术（陈旧性骨折） 次 298.00 治疗



腕舟骨骨折手法整复术（粉碎骨折） 次 223.00 治疗
腕舟骨骨折手法整复术（骨折合并脱位） 次 223.00 治疗

危重病人抢救 日 178.00 治疗
微创修复术 每牙 300.00 治疗

胃肠减压(日) 日 11.00 护治
胃肠减压（特需） 日 22.00 护治

胃管置管术 次 20.00 护治
胃管置管术（特需） 次 40.00 护治

胃脘痛推拿治疗 次 30.00 治疗
胃脘痛推拿治疗（特需） 次 60.00 治疗

温灸器灸法 次 15.00 治疗
温灸器灸法（特需） 次 30.00 治疗

温针灸治疗 次 44.00 治疗
温针灸治疗（特需） 次 88.00 治疗

窝沟封闭术 每牙 21.00 治疗
无创呼吸机辅助通气 小时 20.00 监护

无创心电监测 小时 10.00 监护
无创血压监测 小时 2.00 监护

无创指脉血氧饱和度监测 小时 2.00 监护
无喉者发声障碍训练 次 45.00 治疗

无托槽隐形矫治 例 15000.00 治疗
吸痰护理（术中） 次 4.00 护治

下桡尺关节脱位手法整复术 次 184.00 治疗
下桡尺关节脱位手法整复术（陈旧性脱位） 次 368.00 治疗

下肢曲张浅静脉硬化剂治疗 单侧 1115.00 治疗
下肢综合运动训练 次/15分 37.00 治疗

下肢综合运动训练（特需） 次/15分 74.00 治疗
先天性巨结肠回流洗肠治疗 次 234.00 治疗

先天性巨结肠术前清洁洗肠治疗 次 234.00 治疗
纤维支气管镜引导下气管插管术 次 169.00 治疗

纤维桩核修复 每牙 1000.00 治疗
纤维桩核修复（根管加收） 根管 300.00 治疗
纤维桩核修复（疑难病例） 每牙 1300.00 治疗

涎腺导管扩大术 次 44.00 治疗
显然验光//次 次 19.00 检查

显微镜下牙体牙髓治疗 次 260.00 治疗
相干光断层(OCT)眼底扫描 次 200.00 检查

项背肌筋膜炎推拿治疗 次 32.00 治疗
项背肌筋膜炎推拿治疗（特需） 次 64.00 治疗

项针治疗 次 26.00 治疗
项针治疗（特需） 次 52.00 治疗

橡皮障隔湿 次 60.00 治疗
消渴推拿治疗 次 30.00 治疗

消渴推拿治疗（特需） 次 60.00 治疗
小儿便秘推拿治疗 次 31.00 治疗
小儿发热推拿治疗 次 31.00 治疗
小儿腹痛推拿治疗 次 31.00 治疗
小儿腹泻推拿治疗 次 30.00 治疗
小儿疳积推拿治疗 次 30.00 治疗

小儿肌性斜颈推拿治疗 次 31.00 治疗
小儿咳嗽推拿治疗 次 30.00 治疗

小儿捏脊治疗 次 15.00 治疗
小儿厌食推拿治疗 次 30.00 治疗



小儿夜啼推拿治疗 次 30.00 治疗
小儿遗尿推拿治疗 次 30.00 治疗
小关节松动训练 次/20分 37.00 治疗
小夹板调整术 次 51.00 治疗

心包腔内压力监测 小时 8.00 监护
心电图平板负荷试验 次 160.00 检查

心肺复苏术 次 422.00 治疗
心理治疗 （团体） 人/次 42.00 治疗
心理治疗（个别） 次 147.00 治疗
心理治疗（家庭） 次 267.00 治疗

心理咨询 次 113.00 治疗
心内注射[次] 次 103.00 治疗

心外按压 人次 15.00 治疗
心脏电除颤 次 40.00 治疗
心脏电复律 次 40.00 治疗

新生儿复苏术 次 100.00 治疗
新生儿气管插管术 次 422.00 治疗

性病激光治疗 野 100.00 治疗
胸穿刺 人次 20.00 治疗

胸腔冲洗 人次 10.00 治疗
胸腔穿刺术 次 266.00 手术

胸腔灌注治疗 次 6.00 治疗
胸锁关节脱位手法整复术 次 120.00 治疗

胸锁关节脱位手法整复术（陈旧性脱位） 次 240.00 治疗
胸椎小关节紊乱推拿治疗 次 38.00 治疗

胸椎小关节紊乱推拿治疗（特需） 次 76.00 治疗
修复复查及维护 次 150.00 治疗

修复体拆除 每牙 100.00 治疗
修复体拆除（疑难病例） 每牙 130.00 治疗

修复体再粘接 每牙 60.00 治疗
修复研究模型分析 次 170.00 治疗

修复研究模型分析（加收） 人次 500.00 治疗
修复研究模型分析（疑难病例） 次 221.00 治疗

修复研究模型分析（诊断蜡型制作加收） 每牙位 100.00 治疗
旋转调强放疗 次 3000.00 特治
眩晕推拿治疗 次 31.00 治疗

眩晕推拿治疗（特需） 次 62.00 治疗
穴位放血治疗 次 22.00 治疗

穴位放血治疗（特需） 次 44.00 治疗
穴位埋线疗法术 穴位 100.00 特治
穴位埋线治疗 部位 29.00 治疗

穴位埋线治疗（特需） 部位 58.00 治疗
穴位贴敷治疗 次 12.00 治疗

穴位贴敷治疗（特需） 次 24.00 治疗
穴位注射治疗 次 18.00 治疗

穴位注射治疗（特需） 次 36.00 治疗
血管瘤硬化剂注射治疗 部位 30.00 治疗

血浆置换(HP) 人次 300.00 特治
血液灌流治疗 次 220.00 特治

血液净化用中心静脉临时管拔除术 次 70.00 治疗
血液净化用中心静脉长期管拔除术 次 400.00 治疗

血液透析//次 次 483.00 特治
压疮护理（门、急诊） 次 5.50 护治



压舌器补偿物制备 个 50.00 治疗
牙本质钉固位术 每牙 26.00 治疗
牙齿冷光漂白术 次 2000.00 治疗
牙齿内漂白术 每牙 30.00 治疗
牙齿脱色术 每牙 5.00 治疗

牙列套脱敏漂白治疗（单颌） 每疗程 154.00 治疗
牙面光洁术//每牙 每牙 3.50 治疗

牙面抛光 每牙 6.00 治疗
牙面喷砂 每牙 5.00 治疗

牙髓失活术 每牙 25.00 治疗
牙髓再生治疗 根管 500.00 治疗
牙髓摘除术 根管 35.00 治疗

牙体缺损充填术 每牙 35.00 治疗
牙体缺损直接粘接修复术 每牙 200.00 治疗

牙龈保护剂塞治 每牙 2.00 治疗
牙周夹板固定//每牙 每牙 65.00 治疗
牙周局部冲洗上药 每牙 10.00 治疗

咽部吹药治疗 次 6.00 治疗
咽鼓管吹张治疗-波氏法 单侧 4.00 治疗
咽鼓管吹张治疗-导管法 单侧 10.00 治疗

言语矫正治疗 次 45.00 治疗
眼YAG激光 人次 160.00 特治
眼底照相 次 40.00 检查

眼电生理检查 人次/项 70.00 检查
眼电图(EOG)检查 次 250.00 检查

眼氪激光100-200点 100-200 300.00 特治
眼氪激光100点 100点 150.00 特治

眼前节分析仪检查 次 60.00 检查
眼前节形态测定 次 20.00 检查

眼前节照相 次 40.00 检查
眼球突出计眼球突出度测量 次 3.00 检查

眼外肌按摩 人次 10.00 治疗
眼针治疗 次 26.00 治疗

眼针治疗（特需） 次 52.00 治疗
眼轴测量 眼 50.00 检查

眼轴人工晶状体度数测量-超声法 眼 50.00 检查
眼轴人工晶状体度数测量-光学法 眼 50.00 检查

厌恶治疗 次 72.00 治疗
氧化锆修复体拆除 每牙 200.00 治疗

氧气雾化吸入 次 4.00 护治
氧气雾化吸入（特需） 次 8.00 护治

氧气吸入(小时) 小时 3.00 输氧
腰背肌器械训练 次 27.00 治疗

腰部综合运动训练 次/30分 75.00 治疗
腰部综合运动训练（特需） 次/30分 150.00 治疗

腰肌劳损推拿治疗 次 35.00 治疗
腰肌劳损推拿治疗（特需） 次 70.00 治疗

腰椎穿刺 人次 20.00 治疗
腰椎穿刺术 次 39.00 检查

腰椎电动牵引 次 20.00 治疗
腰椎间盘三维牵引复位法 次 50.00 治疗
腰椎间盘突出推拿治疗 次 77.00 治疗

腰椎间盘突出推拿治疗（特需） 次 154.00 治疗



腰椎小关节紊乱推拿治疗 次 38.00 治疗
腰椎小关节紊乱推拿治疗（特需） 次 76.00 治疗

遥测心电图康复训练监测 次 22.00 监护
药棒穴位按摩治疗 3个穴位 16.00 治疗

药棒穴位按摩治疗（特需） 3个穴位 32.00 治疗
药物面膜综合治疗//次 次 45.00 治疗

药物脱敏治疗 每牙 10.00 治疗
药线引流治疗 每窦道 13.00 治疗
药浴治疗仪 人次 55.00 治疗

药浴治疗仪（痔疮治疗系统）（特需） 人次 110.00 治疗
夜间生物电阻抗容积测定 次 70.00 检查

夜间阴茎勃起监测 次 341.00 检查
夜间阴茎勃起试验 次 341.00 检查
腋动脉支架成形术 次 4461.00 特治

一般穿刺 人次 5.00 治疗
一般灌肠 次 18.00 护治

伊氏架拆除石膏固定术 次 172.00 治疗
医疗保障服务费（初级职称） 人次 100.00 治疗
医疗保障服务费（高级职称） 人次 400.00 治疗
医疗保障服务费（中级职称） 人次 200.00 治疗

医学多学科专家会诊（副主任医师） 次 60.00 诊疗
医学多学科专家会诊（特需100） 次 100.00 诊疗
医学多学科专家会诊（特需1000） 次 1000.00 诊疗
医学多学科专家会诊（特需200） 次 200.00 诊疗
医学多学科专家会诊（特需300） 次 300.00 诊疗
医学多学科专家会诊（特需400） 次 400.00 诊疗
医学多学科专家会诊（特需500） 次 500.00 诊疗
医学多学科专家会诊（特需600） 次 600.00 诊疗
医学多学科专家会诊（特需700） 次 700.00 诊疗
医学多学科专家会诊（特需800） 次 800.00 诊疗
医学多学科专家会诊（特需900） 次 900.00 诊疗
医学多学科专家会诊（知名专家） 次 100.00 诊疗
医学多学科专家会诊（主任医师） 次 80.00 诊疗

胰岛素泵安装术 日 180.00 治疗
胰岛素泵持续皮下注射胰岛素 日 200.00 治疗

胰岛素泵持续皮下注射胰岛素（第二日起） 日 150.00 治疗
胰岛素皮下注射 次 10.00 护治
异体/种皮制备 1%体表 48.00 治疗

异体/种组织制备 部位 375.00 治疗
镱铝石榴石激光前节治疗 单侧 210.00 特治

阴道冲洗(次) 次 7.50 治疗
阴道灌洗上药 次 6.00 治疗

阴道检查 人次 5.00 检查
阴道填塞 次 19.00 治疗

阴道荧光检查 次 30.00 检查
阴茎背神经躯体感觉诱发电位测定 次 40.00 检查

阴茎超声血流图检查 次 170.00 检查
阴茎动脉测压 次 80.00 检查

阴茎海绵体内药物注射 次 22.00 治疗
阴茎球海绵体肌反射潜伏期测定 次 200.00 检查

阴茎坐骨海绵体肌反射潜伏期测定 次 200.00 检查
音乐心理治疗 次 11.00 治疗

龈上洁治 每牙 10.00 治疗



龈下刮治 每牙 30.00 治疗
引导式教育训练 次 22.00 治疗

引导式教育训练（特需） 次 44.00 治疗
引流管更换 次 2.70 护治

引流管更换（特需） 次 5.40 护治
引流管护理（门、急诊） 次 5.00 护治
吲哚菁绿脉络膜血管造影 次 445.00 检查

隐形义齿美容修复 牙 1500.00 治疗
荧光素眼底血管造影 次 175.00 检查

营养风险筛查与营养评估 次 40.00 检查
影像尿流动力学检测 次 101.00 检查

硬纤维喉镜引导下气管插管术 次 105.00 治疗
永久起搏器更换术 次 1800.00 特治

有创呼吸机辅助通气 小时 20.00 监护
院际会诊//副主任医师 科/次 200.00 诊疗
院际会诊//主任医师 科/次 300.00 诊疗

院际中医辨证论治会诊 科/次 200.00 诊疗
院内会诊（副主任护师） 科/次 60.00 诊疗
院内会诊（副主任药师） 科/次 60.00 诊疗
院内会诊（副主任医师） 科/次 60.00 诊疗
院内会诊（知名专家） 科/次 100.00 诊疗
院内会诊（主管护师） 科/次 50.00 诊疗
院内会诊（主管药师） 科/次 50.00 诊疗
院内会诊（主任护师） 科/次 80.00 诊疗
院内会诊（主任药师） 科/次 80.00 诊疗
院内会诊（主任医师） 科/次 80.00 诊疗
院内会诊（主治医师） 科/次 50.00 诊疗

院内遥测心电监护 小时 10.00 监护
院内中医辨证论治会诊（副主任医师） 科/次 60.00 诊疗
院内中医辨证论治会诊（主任医师） 科/次 80.00 诊疗
院内中医辨证论治会诊（主治医师） 科/次 50.00 诊疗

院外影像学资料会诊(副高，超片加收) 张 6.00 诊疗
院外影像学资料会诊（副高≦6张胶片） 次 60.00 诊疗
院外影像学资料会诊(正高，超片加收) 张 8.00 诊疗

院外影像学资料会诊（正高≦6张胶片） 次 80.00 诊疗
院外诊疗 / 0.00 诊疗

月经不调推拿治疗 次 30.00 治疗
月经不调推拿治疗（特需） 次 60.00 治疗

云雾试验 次 20.00 检查
运动关节手法推拿治疗 次 18.00 治疗

运动关节手法推拿治疗（特需） 次 36.00 治疗
运动协调性训练 次 27.00 治疗

运动协调性训练（特需） 次 54.00 治疗
运动再学习训练(MRP) 次/20分 37.00 治疗

运动再学习训练(MRP)（特需） 次/20分 74.00 治疗
在线血液透析滤过 次 300.00 特治

造口护理（门、急诊） 次 6.00 护治
窄谱UVB紫外线治疗 次 25.00 治疗

站立+步行能力综合训练 次/30分 37.00 治疗
站立+步行能力综合训练（特需） 次/30分 74.00 治疗

长波紫外线黑光治疗 次 30.00 治疗
掌指骨骨折手法整复术 次 127.00 治疗

掌指骨骨折手法整复术（陈旧性骨折） 次 254.00 治疗



掌指骨骨折手法整复术（粉碎骨折） 次 190.00 治疗
掌指骨骨折手法整复术（骨折合并脱位） 次 190.00 治疗

针刺运动治疗 是 9.00 治疗
针刺运动治疗（特需） 次 18.00 治疗

真空垫制备 个 100.00 治疗
诊断眼位斜视度测定 次 25.00 检查

蒸汽雾化吸入 次 4.00 护治
正畸支抗钉植入 每枚 500.00 治疗
支气管内插管术 次 211.00 治疗

知觉障碍康复训练 次 37.00 治疗
肢体动脉节段性测压 单肢 120.00 检查
肢体平衡功能训练 次 60.00 治疗

肢体平衡功能训练（特需） 次 120.00 治疗
直肠镜检查//次 次 117.00 检查

直肠前突出注射治疗 次 111.00 治疗
直肠脱垂复位治疗 次 35.00 治疗

直肠脱垂黏膜下注射治疗 次 92.00 治疗
直肠狭窄扩张术 次 358.00 治疗

直接盖髓术 每牙 37.00 治疗
直接灸治疗 次 39.00 治疗

直接灸治疗（特需） 次 78.00 治疗
直线加速器多叶光栅照射 野 160.00 治疗

直线加速器固定照射 野 90.00 治疗
直线加速器三维适形照射 次 1300.00 治疗
直线加速器楔形滤板照射 野 160.00 治疗

职业功能训练 次 37.00 治疗
中耳吸脓 单侧 13.00 治疗

中频电治疗 每对电
极 6.00 治疗

中频电治疗（床旁） 每对电
极 9.00 治疗

中央前房深度测量-裂隙灯法 次 20.00 检查
中药半身熏洗治疗 次 14.00 治疗

中药半身熏洗治疗（特需） 次 28.00 治疗
中药粉剂外用美容技术膜剂美容治疗 次 100.00 特治

中药封包治疗(大) 部位 13.00 治疗
中药封包治疗(大)（特需） 部位 26.00 治疗

中药封包治疗(特大) 部位 21.00 治疗
中药封包治疗(特大)（特需） 部位 42.00 治疗

中药封包治疗(小) 部位 8.00 治疗
中药封包治疗(小)（特需） 部位 16.00 治疗

中药封包治疗(中) 部位 10.00 治疗
中药封包治疗(中)（特需） 部位 20.00 治疗

中药膏摩 次 74.00 治疗
中药膏摩（特需） 次 148.00 治疗

中药化腐清创术(大) 创面 86.00 治疗
中药化腐清创术(大)（特需） 创面 172.00 治疗

中药化腐清创术(特大) 创面 163.00 治疗
中药化腐清创术(特大)（特需） 创面 326.00 治疗

中药化腐清创术(小) 创面 27.00 治疗
中药化腐清创术(小)（特需） 创面 54.00 治疗

中药化腐清创术(中) 创面 41.00 治疗
中药化腐清创术(中)（特需） 创面 82.00 治疗

中药火灸治疗 部位 70.00 治疗
中药局部熏洗治疗 次 12.00 治疗



中药局部熏洗治疗（特需） 次 24.00 治疗
中药面膜综合治疗及调节肤质 次 150.00 特治

中药其他剂型美容治疗 次 100.00 特治
中药全身熏洗治疗 次 19.00 治疗

中药全身熏洗治疗（特需） 次 38.00 治疗
中药热奄包治疗(大) 部位 14.00 治疗

中药热奄包治疗(大)（特需） 部位 28.00 治疗
中药热奄包治疗(特大) 部位 16.00 治疗

中药热奄包治疗(特大)（特需） 部位 32.00 治疗
中药热奄包治疗(小) 部位 10.00 治疗

中药热奄包治疗(小)（特需） 部位 20.00 治疗
中药热奄包治疗(中) 部位 13.00 治疗

中药热奄包治疗(中)（特需） 部位 26.00 治疗
中药溶液外用美容技术湿敷美容治疗 次 100.00 特治

中药塌渍治疗 10%体表 40.00 治疗
中药塌渍治疗（特需） 10%体表 80.00 治疗

中药涂擦治疗 10%体表 10.00 治疗
中药涂擦治疗（特需） 10%体表 20.00 治疗

中药熏药治疗 10%体表 8.00 治疗
中药熏药治疗（特需） 10%体表 16.00 治疗

中药熏蒸综合治疗及调节肤质 次 300.00 特治
中药硬膏热贴敷治疗 部位 6.00 治疗

中药硬膏热贴敷治疗（特需） 部位 12.00 治疗
中药蒸汽浴治疗 次 25.00 治疗

中药蒸汽浴治疗（特需） 次 50.00 治疗
中医定向透药治疗 次 16.00 治疗

中医定向透药治疗（特需） 次 32.00 治疗
中医美容拔罐术 人次 200.00 特治

中医美容耳针治疗（耳针、穴位贴） 人次 200.00 特治
中医美容灸术 人次 200.00 特治

中医美容针刺技术 人次 200.00 特治
中医五音疗法 次 90.00 治疗
肿瘤检测(仪) 人次 15.00 检查

种植复查及维护 每牙 200.00 治疗
种植固定过渡修复 每牙 1500.00 治疗

种植固定过渡修复（疑难病例） 每牙 1950.00 治疗
种植固定修复 每牙 4500.00 治疗

种植固定修复（疑难病例） 每牙 5850.00 治疗
种植即刻修复 每牙 3000.00 治疗

种植即刻修复（疑难病例） 每牙 3900.00 治疗
种植可摘修复 每种植

体 4500.00 治疗
种植可摘修复(套筒冠、切削杆类可摘义齿) 每种植

体 6300.00 治疗
种植可摘修复（疑难病例） 每种植

体 5850.00 治疗
种植体龈上洁治 每牙 70.00 治疗

种植修复导板制作 每件 1500.00 治疗
重复经颅磁刺激治疗 次 90.00 治疗

重症监护 小时 15.00 监护
周边前房深度测量-裂隙灯法 次 20.00 检查

肘关节脱位手法整复术 次 140.00 治疗
肘关节脱位手法整复术（陈旧性脱位） 次 280.00 治疗

昼夜皮质醇节律测定 次 10.00 检查
蛛网膜下腔注药 次 211.00 治疗

主动脉内球囊反搏安装术 次 1144.00 手术



专科调合治疗 次 200.00 治疗
转移动作训练 次 37.00 治疗

转移动作训练（特需） 次 74.00 治疗
桩核拆除 每牙 200.00 治疗

桩核冠修复-（金属桩核） 牙 1849.00 治疗
桩核冠修复-（纤维桩核） 牙 1836.00 治疗

椎间小关节封闭阻滞 次 211.00 治疗
赘生物中药腐蚀治疗 每赘生

物 6.00 治疗
自控静脉镇痛治疗 日 63.00 治疗

自控硬膜外镇痛治疗 日 105.00 治疗
自体血采集 次 88.00 治疗

自体血采集（每增加200ml以上加收） 200ml 70.40 治疗
综合验光 次 50.00 检查
走罐治疗 次 31.00 治疗

走罐治疗（特需） 次 62.00 治疗
足部骨折手法整复术 次 195.00 治疗

足部骨折手法整复术（陈旧性骨折） 次 390.00 治疗
足部骨折手法整复术（粉碎骨折） 次 292.00 治疗

足部骨折手法整复术（骨折合并脱位） 次 292.00 治疗
足部关节脱位手法整复术 次 108.00 治疗

足部关节脱位手法整复术（陈旧性脱位） 次 216.00 治疗
坐浴 次 5.00 护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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