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附件1 100个病种及收费标准

编码 病种名称 主操作/主麻醉 除外内容
计价

单位

市级最

高限价

610000001 急性单纯性阑尾炎 阑尾切除术/椎管内麻醉+基础麻醉 次 4200

610000002 急性单纯性阑尾炎 经腹腔镜阑尾切除术/全麻 次 5400

610000003 急性单纯性阑尾炎（6岁以下儿
童）

阑尾切除术/全麻 次 6100

610000004 急性单纯性阑尾炎（6岁以下儿
童）

经腹腔镜阑尾切除术/全麻 次 7500

610000005 胆管结石（无胆管炎或胆囊炎） 胆总管探查“T”管引流术/全麻 次 9000

610000006 胆管结石（无胆管炎或胆囊炎） 胆总管切开取石+空肠Roux-y吻合术/全麻 次 13000

610000007 胆管结石（无胆管炎或胆囊炎） 经腹腔镜胆管异物取出术/全麻 次 10000

610000008 慢性胆囊炎 开腹胆囊切除/全麻 次 7000

610000009 慢性胆囊炎 经腹腔镜胆囊切除/全麻 次 9000

610000010 腹股沟斜疝（单侧） 腹股沟疝修补术/椎管内麻醉+基础麻醉 补片 次 4400

610000011 腹股沟斜疝（单侧） 经腹腔镜腹股沟疝修补术/全麻 补片 次 5600

610000012 腹股沟斜疝（双侧） 腹股沟疝修补术/椎管内麻醉+基础麻醉 补片 次 5200

610000013 腹股沟斜疝（双侧） 经腹腔镜腹股沟疝修补术/全麻 补片 次 6700

610000014 腹股沟直疝（单侧） 腹股沟疝修补术/椎管内麻醉+基础麻醉 补片 次 4400

610000015 腹股沟直疝（单侧） 经腹腔镜腹股沟疝修补术/全麻 补片 次 5800

610000016 腹股沟直疝（双侧） 腹股沟疝修补术/椎管内麻醉+基础麻醉 补片 次 5200

610000017 腹股沟直疝（双侧） 经腹腔镜腹股沟疝修补术/全麻 补片 次 6700

610000018 老年性白内障（单侧） 白内障超声乳化摘除术/局麻 次 3000

610000019 老年性白内障（单侧） 白内障超声乳化吸除+人工晶状体植入术/

局麻
人工晶体 次 4000

610000020 老年性白内障（双侧） 白内障超声乳化摘除术/局麻 次 5000

610000021 老年性白内障（双侧） 白内障超声乳化吸除+人工晶状体植入术/
局麻

人工晶体 次 6000

610000022 上睑下垂 上睑提肌缩短上睑下垂矫正术/局麻 次 3000

610000023 上睑下垂 额肌筋膜瓣悬吊上睑下垂矫正术/局麻 次 2500

610000024 上睑下垂 颞筋膜悬吊上睑下垂矫正术/局麻 次 2500

610000025 乳腺良性肿瘤（单侧） 乳腺肿物切除术/局麻 旋切针 次 2700

610000026 乳腺良性肿瘤（双侧） 乳腺肿物切除术/局麻 旋切针 次 3100

610000027 子宫腺肌病
经腹子宫腺肌病灶切除术/椎管内麻醉+基

础麻醉
次 7500

610000028 子宫腺肌病 经腹腔镜子宫腺肌病灶切除术/全麻 次 9300

610000029 卵巢良性肿瘤
经腹单侧卵巢囊肿剥除术/椎管内麻醉+基

础麻醉
次 7500

610000030 卵巢良性肿瘤 经腹腔镜单侧卵巢囊肿剥除术/全麻 次 9300

610000031 卵巢良性肿瘤 经腹单侧卵巢切除术/椎管内麻醉+基础麻
醉

次 7500

610000032 卵巢良性肿瘤 经腹腔镜单侧卵巢切除术/全麻 次 9300

610000033 输卵管妊娠 经腹单侧输卵管切除术/椎管内麻醉+基础
麻醉

次 7500

610000034 输卵管妊娠 经腹腔镜单侧输卵管切除术/全麻 次 9300

610000035 输卵管妊娠 经腹单侧输卵管开窗术/椎管内麻醉+基础
麻醉

次 7500

610000036 输卵管妊娠 经腹腔镜单侧输卵管开窗术/全麻 次 9300

610000037 子宫平滑肌瘤 经腹全子宫切除术/椎管内麻醉+基础麻醉 次 9700

610000038 子宫平滑肌瘤 经腹腔镜全子宫切除术/全麻 次 9700

610000039 子宫平滑肌瘤 经阴道全子宫切除术/椎管内麻醉+基础麻

醉
次 9700

610000040 子宫平滑肌瘤 经腹子宫次全切除术/椎管内麻醉+基础麻
醉

次 9700

610000041 子宫平滑肌瘤 腹腔镜联合阴式全子宫切除术全麻 次 9700

610000042 子宫平滑肌瘤 经宫腔镜黏膜下肌瘤切除术/全麻 次 9700

610000043 肾结石 经皮肾镜超声碎石取石术/全麻 次 13100

610000044 精索静脉曲张
精索静脉曲张高位结扎术/椎管内麻醉+基

础麻醉
次 4100



610000045 精索静脉曲张 经腹腔镜精索静脉曲张高位结扎术/全麻 次 5500

610000046 隐睾（睾丸可触及）（单侧） 隐睾下降固定术/椎管内麻醉+基础麻醉 次 6100

610000047 隐睾（睾丸可触及）（单侧） 经腹腔镜隐睾下降固定术/全麻 次 7400

610000048 隐睾（睾丸可触及）（双侧） 隐睾下降固定术/椎管内麻醉+基础麻醉 次 6800

610000049 隐睾（睾丸可触及）（双侧） 经腹腔镜隐睾下降固定术/全麻 次 8500

610000050 输尿管结石 经尿道输尿管镜超声碎石取石术/全麻 次 7700

610000051 输尿管结石 经尿道输尿管镜激光碎石取石术/全麻 次 7800

610000052 输尿管结石 经尿道输尿管镜气压弹道碎石取石术/全麻 次 7800

610000053 闭合性髌骨骨折 髌骨骨折闭合复位内固定术/全麻 内固定材料 次 8100

610000054 闭合性髌骨骨折 髌骨骨折切开复位内固定术/全麻 内固定材料 次 8500

610000055 闭合性尺骨鹰嘴骨折
尺骨鹰嘴骨折切开复位内固定术/神经阻滞

麻醉
内固定材料 次 6900

610000056 闭合性尺骨鹰嘴骨折
尺骨鹰嘴骨折闭合复位内固定术/神经阻滞

麻醉
内固定材料 次 6400

610000057 闭合性尺桡骨干骨折
尺骨干骨折闭合复位钢板螺丝钉内固定术/

神经阻滞麻醉
内固定材料 次 6400

610000058 闭合性尺桡骨干骨折
桡骨干骨折切开复位钢板螺丝钉内固定术/

神经阻滞麻醉
内固定材料 次 7200

610000059 闭合性尺桡骨干骨折
尺骨干骨折切开复位髓内针内固定术/神经

阻滞麻醉
内固定材料 次 7200

610000060 闭合性尺桡骨干骨折
桡骨干骨折切开复位髓内针内固定术/神经

阻滞麻醉
内固定材料 次 7200

610000061 胫腓骨干骨折 胫骨骨折闭合复位钢板螺丝钉内固定术/全

麻
内固定材料 次 8100

610000062 胫腓骨干骨折 胫骨骨折闭合复位髓内针内固定术/全麻 内固定材料 次 8100

610000063 胫腓骨干骨折 胫骨骨折切开复位髓内针内固定术/全麻 内固定材料 次 8600

610000064 胫腓骨干骨折 胫骨骨折切开复位内固定术/全麻 内固定材料 次 8600

610000065 胫腓骨干骨折 腓骨骨折闭合复位钢板螺丝钉内固定术/全
麻

内固定材料 次 8100

610000066 胫腓骨干骨折 腓骨骨折切开复位髓内针内固定术/全麻 内固定材料 次 8600

610000067 支气管扩张 肺叶切除术/支气管内麻醉 次 28600

610000068 支气管扩张 右侧双肺叶切除术/支气管内麻醉 次 28600

610000069 支气管扩张 胸膜肺叶切除术/支气管内麻醉 次 28600

610000070 支气管扩张 经胸腔镜肺叶切除术/支气管内麻醉 次 29300

610000071 支气管扩张 肺段切除术/支气管内麻醉 次 27200

610000072 支气管扩张 经胸腔镜肺段切除术/支气管内麻醉 次 27800

610000073 支气管扩张 全肺切除术/支气管内麻醉 次 29100

610000074 自发性气胸 肺大泡切除修补术/支气管内麻醉 次 25000

610000075 自发性气胸
经胸腔镜肺大泡切除胸膜固定术/支气管内

麻醉
次 27000

610000076 自发性气胸 胸膜固定术/支气管内麻醉 次 20200

610000077 自发性气胸 经胸腔镜胸膜固定术/支气管内麻醉 次 21100

610000078 不稳定性心绞痛 经皮冠状动脉支架置入术/局麻 导管、导丝、支
架

次 12100

610000079 慢性稳定性心绞痛 经皮冠状动脉支架置入术/局麻 导管、导丝、支
架

次 12100

610000080 病态窦房结综合征 单腔永久起搏器安置术/局麻
起搏器、心导管

、电极
次 8200

610000081 病态窦房结综合征 双腔永久起搏器安置术/局麻
起搏器、心导管

、电极
次 8500

610000082 唇裂 单侧唇皮下裂修复术/全麻 次 5000

610000083 唇裂 唇正中裂修复术/全麻 次 5000

610000084 腭裂 Ⅰ度腭裂修复术/全麻 次 5400

610000085 腭裂 Ⅱ度腭裂修复术/全麻 次 5600

610000086 慢性扁桃体炎 扁桃体切除术/全麻 次 5500

610000087 鼻中隔偏曲 经鼻内镜鼻中隔偏曲矫正术/全麻 次 6200

610000088 声带息肉 经支撑喉镜激光辅助声带肿物切除术/局麻 次 3500

610000089 慢性化脓性中耳炎 I型鼓室成形术/全麻 次 7700



610000090 慢性化脓性中耳炎 经耳内镜I型鼓室成形术/全麻 次 8000

610000091 慢性化脓性中耳炎 Ⅱ型鼓室成形术/全麻 次 7700

610000092 慢性化脓性中耳炎 Ⅲ型鼓室成形术/全麻 次 9700

610000093 慢性化脓性中耳炎 Ⅳ型鼓室成形术/全麻 次 9700

610000094 慢性化脓性中耳炎 Ⅴ型鼓室成形术/全麻 次 9700

610000095 慢性化脓性中耳炎 外耳道鼓室成形术/全麻 次 7700

610000096 结节性甲状腺肿 甲状腺全切术/全麻 次 8000

610000097 结节性甲状腺肿 甲状腺次全切除术/全麻 次 8000

610000098 结节性甲状腺肿 甲状腺部分切除术/全麻 次 6500

610000099 肛裂 肛周常见疾病手术治疗/椎管内麻醉 次 6000

610000100 肛瘘 复杂肛瘘切除术/椎管内麻醉 次 690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