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编码 项目名称 项目内涵 除外内容 计价单位 项目说明 价格

41 (一)中医外治 药物   
410000001 贴敷疗法 含药物调配 每个创面  10
410000002 中药化腐清创术 含药物调配  每个创面  20
410000003 中药涂擦治疗 含药物调配  10%体表面积  13
410000003-a 中药涂擦治疗   次 大于全身体表面积10％ 20
410000004 中药热奄包治疗 含药物调配  每个部位  13
410000005 中药封包治疗 含药物调配  每个部位  13
410000006 中药熏洗治疗 含药物调配  局部  26
410000006-a 中药熏洗治疗   半身  33
410000006-b 中药熏洗治疗   全身  46
410000007 中药蒸汽浴治疗 含药物调配  次 每次30分钟 39
410000007-a 中药蒸汽浴治疗   次 超过30分钟加收 6.5
410000008 中药塌渍治疗 含药物调配  10%体表面积  13
410000008-a 中药塌渍治疗   次 大于全身体表面积10％ 26
410000009 中药熏药治疗 含药物调配  次  39
410000010 赘生物中药腐蚀治疗 含药物调配  每个赘生物  13
410000011 挑治   次  20
410000012 割治   次  26
410000013 甲床放血治疗术 指穿透甲板，放出甲下积血  每甲  42
410000014 窦道刮骨治疗 含药物  次 市定价
42 (二)中医骨伤 不含X光透视、麻醉。部分项目参见肌肉骨骼系统手术   
420000001 骨折手法整复术   次  130
420000001-a 骨折手法整复术   次 掌(跖)、指(趾)骨折按脱位 65
420000002 骨折橇拨复位术   次  260
420000003 骨折经皮钳夹复位术   次  260
420000004 骨折闭合复位经皮穿刺(钉)内固定 含手法复位、穿针固定  次  455
420000004-a 骨折闭合复位经皮穿刺(钉)内固定   次 四肢长骨干、近关节 585
420000005 关节脱位手法整复术   次  78
420000005-a 关节脱位手法整复术   次 髋关节脱位 156

420000005-b 关节脱位手法整复术   次
下颌关节脱位、指(趾)间关节
脱位

39

420000006 骨折外固定架固定术 含整复固定,包括复查调整 外固定材料 次  195
420000007 骨折夹板外固定术 含整复固定,包括复查调整 外固定材料 次  130
420000007-a 手指骨折夹板外固定术 含整复固定，包括复查调整  每个手指  39
420000008 关节错缝术   次  65
420000009 麻醉下腰椎间盘突出症大手法治疗 含X光透视、麻醉  次  650
420000010 外固定架使用   日  6.5
420000011 关节粘连传统松解术   次  130
420000012 外固定调整术 包括骨折外固定架、外固定夹板调整，含整复固定,包括复查  次  195
420000013 中医定向透药疗法 含仪器使用,药物  部位  33
420000014 外固定架拆除术 含器械使用  次  65
420000015 腱鞘囊肿挤压术 含加压包扎  次  16

四、中医及民族医诊疗类
本类说明：1.本类包括中医外治、中医骨伤、针刺、灸法、推拿疗法、中医肛肠、中医特殊疗法、中医综合类8个二级分类。
          2.与西医相同的诊疗项目，需在相应的西医系统诊疗项目中查找，不在此重复列项。



420000016 骨折畸形愈合手法折骨术 含折骨过程、重新整复及固定过程 固定材料 次  90
420000017 脊柱相关性疾病姿态分析及训练 包含检测报告、评定及治疗建议 次 市定价
43 (三)针刺   
430000001 普通针刺 包括体针、快速针、磁针、金针、姜针、药针等 一次性银针 次  23
430000002 温针   次  30
430000003 手指点穴   次  15
430000004 馋针   每个部位  7.5
430000005 微针针刺 包括舌针、鼻针、腹针、腕踝针、手针、面针、口针、项针、 一次性银针 次  23
430000006 锋钩针   次  15
430000007 头皮针   次  23
430000008 眼针   次  23
430000009 梅花针   次  15
430000010 火针 包括电火针  次  15
430000011 埋针治疗 穴位包埋、穴位埋线、穴位结扎分别参照执行  每个穴位  12
430000012 耳针 包括耳穴压豆、耳穴埋针、磁珠压耳穴  单耳  15
430000013 芒针   次  15
430000014 针刺运动疗法 包括辅助运动  次 不得与其它项目相加收取 30
430000015 针刺麻醉   次  45
430000016 电针 包括普通电针、电热针灸、电冷针灸  次  15

430000017 浮针  
一次性使用浮
针

一个穴位  15

430000018 微波针   次  15
430000019 激光针   次  15
430000020 磁热疗法   次  15
430000021 放血疗法 包括穴位放血、静脉放血  每个穴位  15
430000022 穴位注射 包括穴位封闭、自血疗法 药物 二个穴位  15
430000023 穴位贴敷治疗 含药物调配、纳米敷贴等敷贴药物及材料 药物 每个穴位  7.5
430000024 子午流注开穴法 包括灵龟八法  次  30
430000025 经络穴位测评疗法 包括体穴、耳穴、经络测评、经络导评  次  15
430000029 通脑活络针刺疗法 重用头针、形成立体网络，头、体针并用，针刺手法量化。 一次性银针 次 市定价
44 (四)灸法   
440000001 灸法 包括艾条灸、艾柱灸、艾箱灸、天灸等  次  15
440000002 隔物灸法 包括隔姜灸、药饼灸、隔盐灸等  次  15
440000003 灯火灸   次  15
440000004 拔罐疗法 包括火罐、电火罐、闪罐、着罐、电罐、磁疗罐、真空拔罐等  3罐  15
440000005 药物罐 包括水罐  单罐  15
440000006 游走罐   次  15
440000007 督灸 包括大灸；不含灸后处理 中医特殊药物 次  44
440000008 雷火灸 包括太乙神针灸  部位  53
45 (五)推拿疗法   
450000001 落枕推拿治疗   次  28
450000002 颈椎病推拿治疗   次  49
450000003 肩周炎推拿治疗   次  35
450000004 网球肘推拿治疗   次  35
450000005 急性腰扭伤推拿治疗   次  35
450000006 腰椎间盘突出推拿治疗   次  63



450000007 膝关节骨性关节炎推拿治疗   次  35

450000008 内科疾病推拿治疗
包括II型糖尿病、慢性胃病、便秘、腹泻、胃下垂、失眠、月
经不调、痛经等

 次 每次20分钟 49

450000008-a   次 超过10分钟加收 21

450000009 其他推拿治疗   次
指原发性高血压、冠心病、痛
(闭经)等内科、妇科疾病推拿
。每次20分钟

42

450000009-a   次 超过10分钟加收 21
450000010 小儿捏脊治疗   次  21
450000011 药棒穴位按摩治疗   三个穴位  21
450000012 脊柱小关节紊乱推拿治疗 含手法理筋治疗和手法调整关节  部位 颈椎、胸椎、腰椎分别计价 36
450000013 小儿斜颈推拿治疗 含手法理筋治疗和手法调整关节  次  28
450000014 环枢关节半脱位推拿治疗 含手法理筋治疗和手法调整关节  次  74
 整脊治疗 通过整复手法调整脊柱内外平衡，整复错位、紊乱的脊柱关节  次 市定价
46 (六)中医肛肠   
460000001 直肠脱出复位治疗   次  65
460000001-a   次 三度直肠脱垂加收 33
460000002 直肠周围硬化剂注射治疗  药物 次  52
460000003 内痔硬化剂注射治疗(枯痔治疗)  药物 每个痔核  20
460000004 高位复杂肛瘘挂线治疗   次  715
460000005 血栓性外痔切除术   次  130
460000006 环状混合痔切除术 包括混合痔脱出嵌顿  次  650
460000007 混合痔外剥内扎术   次  260
460000008 肛周脓肿一次性根治术   次  260
460000009 肛外括约肌折叠术   次  650
460000010 直肠前突修补术   次  650
460000011 肛瘘封堵术   次  260

460000012 结肠水疗 包括结肠灌洗治疗和肠腔内给药
药物、一次性
结肠透析管

次  126

460000013 肛周药物注射封闭术 包括肛周皮下封闭、穴位封闭 药物 次  53
460000014 手术扩肛治疗 指通过手术扩肛 止血材料 次  78
460000015 人工扩肛治疗 包括器械扩肛  次  29
460000016 化脓性肛周大汗腺炎切开清创引流 含合并肛门直肠周围脓肿清创引流 止血材料 次  296
460000017 肛周坏死性筋膜炎清创术 含合并肛门直肠周围脓肿清创 止血材料 次  390
460000018 肛门直肠周围脓腔搔刮术 包括双侧及1个以上脓腔、窦道 止血材料 次 指一个病灶 169
460000018-a    次 每增加一个病灶加收 85
460000019 中医肛肠术后紧线术 含取下挂线  次  25
460000020 混合痔铜离子电化学治疗术 包括内痔 铜离子针 次  169
460000021 直肠前突出注射术 指直肠前壁粘膜下层柱状注射 药物 次  156
460000022 直肠脱垂注射术 含直肠内注射及直肠外注射 药物 次  351
47 (七)中医特殊疗法   
470000001 白内障针拨术  粘弹剂 单眼  312
470000002 白内障针拨吸出术  粘弹剂 单眼  312
470000003 白内障针拨套出术  粘弹剂 单眼  312
470000004 眼结膜囊穴位注射 含穴位针刺  单眼  24
470000005 小针刀治疗   每个部位  72



470000006 红皮病清消术 含药物调配 药物 次  24
470000007 扁桃体烙法治疗   次  120
470000008 药线引流治疗 含药物调配 药物 3公分  4.8
470000009 耳咽中药吹粉治疗 含药物调配 药物 次  4.8
470000010 中药硬膏热贴敷治疗  药物 次  9.6
470000011 中药直肠滴入治疗 含药物调配 药物 次  3.6
470000012 刮痧治疗   每个部位  12
470000013 烫熨治疗   每个部位  12
470000014 医疗气功治疗   次  12
470000015 体表瘘管切开搔爬术 包括耳前瘘管、乳腺瘘管  次  96
470000016 足底反射治疗   次  18

470000017 中医经络疏通术

选定相关经络上的2-4个穴位，局部消毒，覆盖洞巾，用手术
刀经皮贯通上述经络与穴位，完成上述经络十二皮部上的贯
通，用直径2cm的负压罐吸附在上述相关经络穴位上，加强相
关经络的连通效果，10分钟后取下负压罐。

一次性负压罐 次 市定价

48
(八)中医综合（不含中医辨证论
治费）

 自主定价

480000001 辩证施膳指导   次  自主定价
480000002 脉图诊断   次  自主定价
480000003 中药特殊调配   次  自主定价

480000003-a 中医保健配方、膏药配制费
开配方、膏方专家必须为省级以上名老中医、名中西医结合专
家称号，并享有政府津贴的专家。含配制配方、膏方等人工、
燃料、辅料、包装用品

药物  特需服务项目 自主定价

480000004 人工煎药   副  自主定价
480000005 煎药机煎药   2袋/副  自主定价

480000008 中药临方加工
根据中医辨证论治理论，对于一定时期内服用个体化固定处方
的患者，进行临方加工。

 次 自主定价

480000008-a 中药片剂临方加工 包括胶囊  次 以3公斤药材为基价 自主定价
480000008-b   次 超过3公斤每增加1公斤加收 自主定价
480000008-c 中药水丸临方加工 包括蜜丸、水蜜丸  次 以3公斤药材为基价 自主定价
480000008-d   次 超过3公斤每增加1公斤加收 自主定价
480000008-e 中药颗粒剂临方加工   次 以3公斤药材为基价 自主定价
480000008-f   次 超过3公斤每增加1公斤加收 自主定价

480000009 中医体质辨识

指通过问诊结合“舌面脉信息采集体质辨识系统”收集中医四
诊信息，依据中医理论进行辩证分析病因、病位、病性及病机
转化，作出体质状态、易患疾病的诊断结果，并提出养生治疗
方案。含中医体质养生报告

 次  自主定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