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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 海 市 医 疗 保 障 局 
上 海 市 卫 生 健 康 委 员 会 

 
 

沪医保价采〔2019〕84 号 
 

 
 
关于公布本市医疗机构《可另收费的一次性使

用医疗器械目录》的通知 

 

各区医保局、卫生健康委，各医疗机构： 

为规范医疗机构收费行为，明确医保支付政策，保障患者合

法权益，根据本市医疗服务价格和医保支付管理有关规定，现就

本市医疗机构可另行向患者收费的医疗器械相关问题通知如下： 

一、各医疗机构应当严格按照本通知公布的《可另收费的一

次性使用医疗器械目录》（见附件）收取费用，并按医保支付政

策结算，不得超范围、超标准收费和结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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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可另收费的一次性使用医疗器械目录》根据新增医疗

服务项目价格集体审议结果以及医保支付政策调整等实际情况

实施动态调整。 

三、各医疗机构采购可另收费的一次性使用医疗器械，应当

按照规定在本市“阳光平台”（即“上海市医药采购服务与监管

信息系统”）全量采购，纳入院内财务管理范围。 

四、各医疗机构应当提供已包含在医疗服务内涵中的医疗器

械，不得让患者自行采购或者另外收费。 

五、区医保、卫生健康部门要切实规范医疗机构收费，维护

广大群众就医权益。 

 

 

 

附件：《可另收费的一次性使用医疗器械目录》 

 

 

 

 

上海市医疗保障局            上海市卫生健康委员会 

 

2019 年 9 月 3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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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可另收费的一次性使用医疗器械目录 

一级目录 二级目录 三级目录 四级目录 支付办法 备注 

植入器材 分流器材 房水分流器   支付   

植入器材 分流器材 脑脊液分流器及附件 分流系统（定压） 支付   

植入器材 分流器材 脑脊液分流器及附件 分流系统（调压） 支付   

植入器材 分流器材 脑脊液分流器及附件 分流阀（定压） 支付   

植入器材 分流器材 脑脊液分流器及附件 分流阀（调压） 支付   

植入器材 分流器材 脑脊液分流器及附件 分流管 支付   

植入器材 分流器材 脑脊液分流器及附件 抗虹吸装置 支付   

植入器材 分流器材 脑脊液分流器及附件 储液囊 支付   

植入器材 分流器材 脑脊液分流器及附件 三通 支付   

植入器材 缝合线 不可吸收   支付 限眼部、心脏、血管缝合 

植入器材 缝合线 可吸收   不支付   

植入器材 骨内固定材料 脊柱内固定材料   支付   

植入器材 骨内固定材料 其它骨内固定材料   支付   

植入器材 悬吊带 尿道用   支付   

植入器材 悬吊带 阴道用   支付   

植入器材 组织结扎夹 可吸收   支付   

植入器材 组织结扎夹 不可吸收   支付   

植入器材 妊娠控制器械     不支付   

植入器材 神经刺激器及配件 骶神经刺激器及配件 刺激器 不支付   

植入器材 神经刺激器及配件 骶神经刺激器及配件 患者控制器 不支付   

植入器材 神经刺激器及配件 骶神经刺激器及配件 电极 不支付   

植入器材 神经刺激器及配件 
脊髓神经刺激器及配

件 

刺激器（双通道、

非充电） 
不支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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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级目录 二级目录 三级目录 四级目录 支付办法 备注 

植入器材 神经刺激器及配件 
脊髓神经刺激器及配

件 

刺激器（双通道、

可充电） 
不支付   

植入器材 神经刺激器及配件 
脊髓神经刺激器及配

件 
电极（16 触点） 不支付   

植入器材 神经刺激器及配件 
脊髓神经刺激器及配

件 
电极（4触点） 不支付   

植入器材 神经刺激器及配件 
脊髓神经刺激器及配

件 
电极（8触点） 不支付   

植入器材 神经刺激器及配件 
脊髓神经刺激器及配

件 
固定锚 不支付   

植入器材 神经刺激器及配件 
脊髓神经刺激器及配

件 
患者控制器 不支付   

植入器材 神经刺激器及配件 
脊髓神经刺激器及配

件 
延伸导线 不支付   

植入器材 神经刺激器及配件 
迷走神经刺激器及配

件 
刺激器 不支付   

植入器材 神经刺激器及配件 
迷走神经刺激器及配

件 
电极 不支付   

植入器材 神经刺激器及配件 
迷走神经刺激器及配

件 

迷走神经刺激系

统 
不支付   

植入器材 神经刺激器及配件 脑起搏器及配件 电极 支付   

植入器材 神经刺激器及配件 脑起搏器及配件 刺激器（单通道） 支付   

植入器材 神经刺激器及配件 脑起搏器及配件 刺激器（双通道） 支付   

植入器材 神经刺激器及配件 脑起搏器及配件 
刺激器（双通道、

可充电） 
支付   

植入器材 神经刺激器及配件 脑起搏器及配件 延伸导线 支付   

植入器材 神经刺激器及配件 脑起搏器及配件 患者控制器 支付   

植入器材 神经刺激器及配件 脑起搏器及配件 适配器 支付   

植入器材 心脏起搏器及配件 单腔起搏器   支付   

植入器材 心脏起搏器及配件 双腔起搏器   支付   

植入器材 心脏起搏器及配件 三腔起搏器   支付   

植入器材 心脏起搏器及配件 除颤器   支付   

植入器材 心脏起搏器及配件 起搏除颤器   支付   

植入器材 心脏起搏器及配件 起搏电极   支付   

植入器材 心脏起搏器及配件 起搏器导线递送器材   支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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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级目录 二级目录 三级目录 四级目录 支付办法 备注 

植入器材 人工器官 人工耳蜗   不支付   

植入器材 人工器官 骨桥   不支付   

植入器材 人工器官 人工瓣膜及配件 瓣膜成形环 支付   

植入器材 人工器官 人工瓣膜及配件 心脏瓣膜 支付   

植入器材 人工器官 人工关节及配件 肩关节及配件 支付   

植入器材 人工器官 人工关节及配件 腕关节及配件 支付   

植入器材 人工器官 人工关节及配件 膝关节及配件 支付   

植入器材 人工器官 人工关节及配件 指关节及配件 支付   

植入器材 人工器官 人工关节及配件 肘关节及配件 支付   

植入器材 人工器官 人工关节及配件 颞颌关节及配件 支付   

植入器材 人工器官 人工关节及配件 踝关节及配件 支付   

植入器材 人工器官 人工关节及配件 髋关节及配件 支付   

植入器材 人工器官 人工关节及配件 趾关节及配件 支付   

植入器材 人工器官 人工间盘及配件   不支付   

植入器材 人工器官 人工晶体及配件 普通晶体 支付   

植入器材 人工器官 人工晶体及配件 屈光晶体 不支付   

植入器材 人工器官 人工晶体及配件 双焦晶体 不支付   

植入器材 人工器官 人工晶体及配件 多焦晶体 不支付   

植入器材 人工器官 人工晶体及配件 张力环 支付   

植入器材 人工器官 人工肋骨   不支付   

植入器材 人工器官 人工韧带   不支付   

植入器材 人工器官 人工听骨   不支付   

植入器材 人工器官 人工血管   不支付   

植入器材 人工器官 人工泪管   不支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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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级目录 二级目录 三级目录 四级目录 支付办法 备注 

植入器材 人工器官 人工椎体   不支付   

植入器材 人工器官 义眼   不支付   

植入器材 软组织扩张器     支付   

植入器材 栓塞器材 弹簧圈   支付   

植入器材 栓塞器材 载药缓释微球   不支付   

植入器材 栓塞器材 栓塞剂   支付   

植入器材 栓塞器材 左心耳封堵 导引系统 支付 

限非瓣膜性房颤、高凝风

险、高出血风险或不能用

华法林患者 

植入器材 栓塞器材 左心耳封堵 左心耳封堵器 支付 

限非瓣膜性房颤、高凝风

险、高出血风险或不能用

华法林患者 

植入器材 栓塞器材 栓塞球囊   支付   

植入器材 心电监测器材 植入式心脏监测仪   不支付   

植入器材 标记材料 乳腺定位针   支付   

植入器材 血管滤器     支付   

植入器材 眼内植入材料 眼内填充材料   支付   

植入器材 非血管支架 肠道支架   不支付   

植入器材 非血管支架 胆道支架   不支付   

植入器材 非血管支架 尿道支架   不支付   

植入器材 非血管支架 气管支架   不支付   

植入器材 非血管支架 食道支架   不支付   

植入器材 非血管支架 输尿管支架   不支付   

植入器材 非血管支架 鼻窦支架   支付   

植入器材 非血管支架 胰管支架   不支付   

植入器材 血管支架 冠脉支架 金属裸支架 支付   

植入器材 血管支架 冠脉支架 药物涂层支架 支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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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级目录 二级目录 三级目录 四级目录 支付办法 备注 

植入器材 血管支架 脑血管支架 金属裸支架 支付   

植入器材 血管支架 脑血管支架 覆膜支架 支付 

限外伤性、假性动脉瘤、

血泡样动脉瘤、夹层动脉

瘤、巨大宽颈动脉瘤、颈

动脉海绵窦瘘以及弹簧

圈栓塞治疗后复发的动

脉瘤患者 

植入器材 血管支架 脑血管支架 密网支架 支付 

限大型、巨大型动脉瘤、

多发串联的动脉瘤，血泡

样动脉瘤，梭型或夹层动

脉瘤患者 

植入器材 血管支架 外周血管支架 金属裸支架 支付   

植入器材 血管支架 外周血管支架 覆膜支架 支付   

植入器材 血管支架 大血管支架 金属裸支架 支付   

植入器材 血管支架 大血管支架 覆膜支架 支付   

植入器材 
植入式注药器及配

件 
输液泵及导管   不支付   

植入器材 
植入式注药器及配

件 
注药针   不支付   

植入器材 种植体及配件 耳种植体及配件   不支付   

植入器材 种植体及配件 牙种植体及配件   不支付   

植入器材 种植体及配件 眼种植体及配件   不支付   

植入器材 组织缺损修复材料 鼻修复材料   不支付   

植入器材 组织缺损修复材料 齿科修复材料 活动义齿及配件 不支付   

植入器材 组织缺损修复材料 骨修复材料 骨水泥 支付   

植入器材 组织缺损修复材料 骨修复材料 人工骨 不支付   

植入器材 组织缺损修复材料 骨修复材料 异体骨 不支付   

植入器材 组织缺损修复材料 骨修复材料 成骨诱导蛋白 不支付   

植入器材 组织缺损修复材料 骨修复材料 骨填充袋 不支付   

植入器材 组织缺损修复材料 骨修复材料 异种骨 不支付   

植入器材 组织缺损修复材料 颌面修复材料   不支付   

植入器材 组织缺损修复材料 口腔修复材料   不支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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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级目录 二级目录 三级目录 四级目录 支付办法 备注 

植入器材 组织缺损修复材料 颅脑修复材料 颅骨修复材料 不支付   

植入器材 组织缺损修复材料 颅脑修复材料 
脑(脊)膜修复材

料 
支付   

植入器材 组织缺损修复材料 皮肤修复材料   不支付   

植入器材 组织缺损修复材料 乳房修复材料   不支付   

植入器材 组织缺损修复材料 腹壁修复材料   不支付   

植入器材 组织缺损修复材料 心脏修复材料 封堵器 支付   

植入器材 组织缺损修复材料 心脏修复材料 心包补片 支付   

植入器材 组织缺损修复材料 心脏修复材料 心脏补片 支付   

植入器材 组织缺损修复材料 神经修复材料   不支付   

植入器材 组织缺损修复材料 直肠肛周修复材料   不支付   

植入器材 组织缺损修复材料 多功能补片   不支付   

植入器材 组织缺损修复材料 角膜修复材料   不支付   

植入器材 组织缺损修复材料 宫颈修复材料   支付   

植入器材 组织缺损修复材料 肌腱修复材料 异体肌腱 不支付   

植入器材 组织缺损修复材料 阴茎修复材料   不支付   

手术器材 穿刺器材 穿刺器   支付   

手术器材 穿刺器材 穿刺针   支付   

手术器材 穿刺器材 活检针   支付   

手术器材 穿刺器材 乳房穿刺旋切装置   不支付   

手术器材 穿刺造瘘器材 膀胱造瘘   支付   

手术器材 穿刺造瘘器材 肠造瘘   支付   

手术器材 穿刺造瘘器材 胆道造瘘   支付   

手术器材 穿刺造瘘器材 肾造瘘   支付   

手术器材 穿刺造瘘器材 胃造瘘   支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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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级目录 二级目录 三级目录 四级目录 支付办法 备注 

手术器材 穿刺造瘘器材 胸腹腔造瘘   支付   

手术器材 穿刺造瘘器材 造瘘管   支付   

手术器材 穿刺造瘘器材 造瘘管置换导管   支付   

手术器材 穿刺造瘘器材 气管造瘘   不支付   

手术器材 
非血管介入手术器

材 
导管 胆道扩张导管 支付   

手术器材 
非血管介入手术器

材 
导管 食道扩张导管 支付   

手术器材 
非血管介入手术器

材 
导管 输卵管扩张导管 支付   

手术器材 
非血管介入手术器

材 
导管 输尿管封堵导管 支付   

手术器材 
非血管介入手术器

材 
导管 输尿管扩张导管 支付   

手术器材 
非血管介入手术器

材 
导管 输卵管造影导管 支付   

手术器材 
非血管介入手术器

材 
导管 前列腺扩裂导管 不支付   

手术器材 
非血管介入手术器

材 
导管 尿道扩张导管 支付   

手术器材 
非血管介入手术器

材 
导管 宫颈扩张导管 不支付   

手术器材 
非血管介入手术器

材 
导管 直肠扩张导管 支付   

手术器材 
非血管介入手术器

材 
导管 支气管扩张导管 支付   

手术器材 
非血管介入手术器

材 
导管 肠道扩张导管 支付   

手术器材 
非血管介入手术器

材 
导管 子宫填塞球囊 支付   

手术器材 
非血管介入手术器

材 
导管 子宫加热球囊 支付   

手术器材 
非血管介入手术器

材 
导管 胰胆导引导管 不支付 

限常规办法不能明确的

胆胰管疾病和巨大胆总

管结石直视下激光碎石 

手术器材 
非血管介入手术器

材 
导管鞘   支付   

手术器材 
非血管介入手术器

材 
导丝   支付   

手术器材 
非血管介入手术器

材 
取石器   支付   

手术器材 
非血管介入手术器

材 
支架置入器   不支付   

手术器材 
非血管介入手术器

材 
注射针   支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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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级目录 二级目录 三级目录 四级目录 支付办法 备注 

手术器材 
非血管介入手术器

材 
细胞刷   支付   

手术器材 
非血管介入手术器

材 
圈套器   支付   

手术器材 
非血管介入手术器

材 
活检钳（有源）   支付 

不得与经胃镜、肠镜特殊

治疗激光、电凝、电切加

收 150 元同时收取 

手术器材 
非血管介入手术器

材 
活检钳（无源）   支付   

手术器材 
非血管介入手术器

材 
活检针   支付   

手术器材 
非血管介入手术器

材 
施加钳及配件 夹子 支付   

手术器材 
非血管介入手术器

材 
施加钳及配件 施加钳 不支付   

手术器材 
非血管介入手术器

材 
电刀及配件 括约肌切开刀 支付   

手术器材 
非血管介入手术器

材 
电刀及配件 粘膜切开刀 不支付 

限肿瘤大于3cm或占管壁

半圈以上的 ESD 手术 

手术器材 
非血管介入手术器

材 
水刀及配件   不支付   

手术器材 
非血管介入手术器

材 
组织钳   不支付   

手术器材 内镜手术器材(硬) 缝合器及配件   不支付   

手术器材 内镜手术器材(硬) 腹壁修补装置及配件   不支付   

手术器材 内镜手术器材(硬) 开创保护器   支付 限内镜手术使用 

手术器材 内镜手术器材(硬) 腔镜手助器   不支付   

手术器材 内镜手术器材(硬) 取物袋   不支付   

手术器材 内镜手术器材(硬) 刨削刀头   不支付   

手术器材 吻合器及配件 直线型吻合器   不支付   

手术器材 吻合器及配件 环型吻合器 血管吻合器 不支付   

手术器材 吻合器及配件 环型吻合器 胃肠吻合器 不支付   

手术器材 吻合器及配件 环型吻合器 肛肠吻合器 不支付 限环型、脱垂痔 

手术器材 吻合器及配件 腔镜吻合器   不支付   

手术器材 吻合器及配件 钉匣   不支付   

手术器材 吻合器及配件 吻合环   不支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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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级目录 二级目录 三级目录 四级目录 支付办法 备注 

手术器材 消融器材 射频消融器材 关节消融 不支付   

手术器材 消融器材 射频消融器材 肿瘤消融 不支付   

手术器材 消融器材 射频消融器材 心脏消融 不支付   

手术器材 消融器材 射频消融器材 脑消融 不支付   

手术器材 消融器材 射频消融器材 子宫内膜消融 不支付   

手术器材 消融器材 激光消融器材 肿瘤消融 不支付   

手术器材 消融器材 激光消融器材 前列腺消融 支付   

手术器材 消融器材 微波消融器材 肿瘤消融 不支付   

手术器材 消融器材 冷冻消融器材 肿瘤消融 不支付   

手术器材 血管介入手术器材 导管 瓣膜成形导管 支付   

手术器材 血管介入手术器材 导管 导引导管 支付   

手术器材 血管介入手术器材 导管 扩张导管 支付   

手术器材 血管介入手术器材 导管 
血管滤器回收装

置 
支付   

手术器材 血管介入手术器材 导管 旋切导管（冠脉） 支付   

手术器材 血管介入手术器材 导管 旋切导管（外周） 不支付   

手术器材 血管介入手术器材 导管 取栓导管 支付   

手术器材 血管介入手术器材 导管 药物涂层导管 支付   

手术器材 血管介入手术器材 导管 微导管 支付   

手术器材 血管介入手术器材 导管 消融导管 支付   

手术器材 血管介入手术器材 导管 
消融导管（血管

斑块） 
不支付   

手术器材 血管介入手术器材 导管 
消融导管（多极

除颤） 
不支付   

手术器材 血管介入手术器材 导管 
消融导管（静脉

闭合） 
不支付   

手术器材 血管介入手术器材 导管 心腔超声导管 不支付   

手术器材 血管介入手术器材 导管 血管超声导管 支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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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级目录 二级目录 三级目录 四级目录 支付办法 备注 

手术器材 血管介入手术器材 导管 远端保护器 支付   

手术器材 血管介入手术器材 导管 造影导管 支付   

手术器材 血管介入手术器材 导管 标测/消融导管 支付   

手术器材 血管介入手术器材 导管 标测导管 支付   

手术器材 血管介入手术器材 导管 抓捕器 支付   

手术器材 血管介入手术器材 导管 阻断导管 支付   

手术器材 血管介入手术器材 导管 成像导管 不支付   

手术器材 血管介入手术器材 导管 重返真腔导管 不支付   

手术器材 血管介入手术器材 导管鞘   支付   

手术器材 血管介入手术器材 导丝 测压导丝 支付 

限稳定型心绞痛病人，冠

脉临界病变、长病变、分

叉病变患者 

手术器材 血管介入手术器材 导丝 导引导丝 支付   

手术器材 血管介入手术器材 房间隔穿刺器材   支付   

手术器材 血管介入手术器材 封堵器输送系统   支付   

手术器材 血管介入手术器材 
经颈静脉肝内穿刺器

材 
  不支付   

手术器材 血管介入手术器材 圈套器   支付   

手术器材 血管介入手术器材 血管闭合器   不支付 
限使用 7F 以上穿刺鞘管

的患者 

手术器材 血管介入手术器材 心肌活检钳   支付   

手术器材 血管介入手术器材 心内电极取出装置   不支付   

手术器材 血管介入手术器材 配件 体表电极 不支付   

手术器材 血管介入手术器材 配件 解脱泵连接线 支付   

手术器材 血管介入手术器材 配件 Y 阀 支付   

手术器材 血管介入手术器材 配件 连通板 支付   

手术器材 血管介入手术器材 配件 压力泵 支付   

手术器材 眼科手术器材 玻切头   支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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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级目录 二级目录 三级目录 四级目录 支付办法 备注 

手术器材 眼科手术器材 粘弹剂   支付   

手术器材 眼科手术器材 重水   支付   

手术器材 眼科手术器材 硅油   支付   

手术器材 体外循环器材 离心泵泵头 泵头 支付   

手术器材 体外循环器材 体外循环套包   不支付   

手术器材 体外循环器材 血液浓缩器   支付   

手术器材 体外循环器材 贮血器   支付   

手术器材 体外循环器材 微栓过滤器   支付   

手术器材 体外循环器材 心肺转流管   支付   

手术器材 体外循环器材 氧合器 鼓泡式 支付   

手术器材 体外循环器材 氧合器 膜式 支付   

手术器材 动脉转流管     支付   

手术器材 心脏外科手术器材 主动脉打孔器   支付   

手术器材 心脏外科手术器材 心脏固定器   不支付   

手术器材 骨科手术器材 椎体成形器材及配件 
经皮骨水泥注入

器材 
不支付   

手术器材 骨科手术器材 椎体成形器材及配件 
经皮椎体成形工

具 
不支付   

手术器材 骨科手术器材 椎体成形器材及配件 
经皮椎体扩张导

管 
不支付   

手术器材 骨科手术器材 跟腱缝合导向器   不支付   

手术器材 骨科手术器材 纤维环缝合器   不支付   

手术器材 妇产科手术器材 宫腔组织吸引管   支付   

手术器材 妇产科手术器材 脐带剪   不支付   

手术器材 一般手术器材 包皮环切器   不支付   

手术器材 一般手术器材 腹壁吻合器   不支付 

限腹腔镜下>10mm 的穿刺

戳孔的肥胖患者及减重

手术患者 

手术器材 一般手术器材 切口闭合贴   不支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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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级目录 二级目录 三级目录 四级目录 支付办法 备注 

手术器材 一般手术器材 手术切口贴膜   不支付 
 

手术器材 麻醉器材 硬膜外麻醉器材   支付   

手术器材 麻醉器材 神经阻滞麻醉器材   不支付   

手术器材 
手术导航仪相关器

材 
标记贴   不支付   

手术器材 
手术导航仪相关器

材 
反光球   不支付   

其它器材 采血器材 采血器 动脉采血器 支付   

其它器材 肠内营养器材 胃肠管   支付   

其它器材 肠内营养器材 营养袋   支付   

其它器材 肠内营养器材 营养供应管路   支付   

其它器材 敷料 泡沫敷料   支付 限溃疡、感染性伤口 

其它器材 敷料 水胶体敷料   支付 限溃疡、感染性伤口 

其它器材 敷料 水凝胶敷料   支付 限溃疡、感染性伤口 

其它器材 敷料 藻酸盐敷料   支付 
限溃疡、感染性伤口及鼻

腔填塞 

其它器材 敷料 纤维素敷料   支付 限溃疡、感染性伤口 

其它器材 敷料 液体敷料 皮肤用 支付 限溃疡、感染性伤口 

其它器材 敷料 液体敷料 鼻腔用 不支付   

其它器材 敷料 粉末敷料   不支付 限溃疡、烧伤伤口 

其它器材 敷料 生物敷料   不支付   

其它器材 敷料 抗菌敷料   支付 限溃疡、感染性伤口 

其它器材 敷料 止血敷料   支付   

其它器材 敷料 薄膜敷料   不支付   

其它器材 敷料 固定敷料   不支付   

其它器材 监测器材 颅压监测器材   不支付   

其它器材 监测器材 脑电监测器材   不支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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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级目录 二级目录 三级目录 四级目录 支付办法 备注 

其它器材 监测器材 
有创氧饱和度监测器

材 
  不支付   

其它器材 监测器材 有创血压监测器材   支付   

其它器材 监测器材 有创血容量监测器材   支付   

其它器材 可吸收止血材料 止血粉   支付 

限手术中通过加压、结扎

或其它常规止血措施无

效或不能实施时，对动

脉、静脉及弥散性血管内

凝血止血 

其它器材 可吸收止血材料 止血纱   支付 

限手术中通过加压、结扎

或其它常规止血措施无

效或不能实施时，对动

脉、静脉及弥散性血管内

凝血止血 

其它器材 可吸收止血材料 止血海绵   支付   

其它器材 可吸收止血材料 黏合剂   支付 
皮肤切口闭合不纳入医

保支付 

其它器材 可吸收防粘连材料 防黏连凝胶   支付   

其它器材 可吸收防粘连材料 防黏连膜   支付   

其它器材 可吸收防粘连材料 防黏连冲洗液   支付   

其它器材 可吸收防粘连材料 生物羊膜   支付   

其它器材 口腔科器材 牙齿脱敏材料   支付   

其它器材 气管导管 喉罩   支付   

其它器材 气管导管 气管插管 加强型 支付   

其它器材 气管导管 气管插管 普通型 支付   

其它器材 气管导管 气管插管 监护型 不支付 

限高度怀疑或确认甲状

腺恶性肿瘤，病变超 2cm

以上 

其它器材 气管导管 气切插管   支付   

其它器材 气管导管 气切套管   支付   

其它器材 气管导管 纤支镜软管   支付 

限活动性肺结核、艾滋

病、有明确药敏结果的广

泛耐药菌感染、涉及公共

卫生安全的不明原因肺

炎的危重症患者 

其它器材 气管导管 支气管插管   支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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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级目录 二级目录 三级目录 四级目录 支付办法 备注 

其它器材 气管插管辅助器材 一体式可视喉镜   支付 
限烈性传染病和急救插

管 

其它器材 气管插管辅助器材 分体式可视喉镜   支付 限困难气道插管使用 

其它器材 
麻醉、呼吸机相关

器材 
气体加湿过滤器   不支付   

其它器材 输液器材 输液袋 静脉营养袋 支付   

其它器材 输液器材 输液袋 血液加温管（袋） 支付   

其它器材 输液器材 输液器 避光输液器 支付   

其它器材 输液器材 输液器 精密过滤输液器 不支付   

其它器材 输液器材 输液器 
精密过滤输液器

（1.2μm） 
支付 限输注质子泵抑制剂 

其它器材 输液器材 输液器 
非聚氯乙烯输液

器 
支付 

限 16 岁以下人群、孕妇

及输注醇溶性和脂溶性

药物患者 

其它器材 输液器材 输液器 输液泵专用管 支付   

其它器材 输液器材 输液器 泵用输液器 支付 限压力输液 

其它器材 输液器材 输液器 非 DEHP 输液器 支付 限 16 岁以下人群及孕妇 

其它器材 输液器材 输液针头 留置针头 支付   

其它器材 输液器材 输液器接头 无针封闭接头 支付   

其它器材 输液器材 输液器接头 三通联板 支付   

其它器材 输液器材 输液器接头 双通接头 支付   

其它器材 输液器材 输液器接头 三通接头 支付   

其它器材 输液器材 液体过滤器   不支付   

其它器材 输液器材 
体腔热灌注治疗管道

组件 
  不支付   

其它器材 输液器材 预充导管   支付   

其它器材 输液器材 输注泵   不支付   

其它器材 
富血小板血浆制备

器材 
    不支付   

其它器材 外固定器材 骨外固定支架及配件 配件 支付   

其它器材 外固定器材 骨外固定支架及配件 支架 支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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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级目录 二级目录 三级目录 四级目录 支付办法 备注 

其它器材 外固定器材 外耳矫形支架及配件 外耳矫形支架 不支付   

其它器材 外固定器材 腹腔外肠道保护器   支付   

其它器材 外固定器材 支具   不支付   

其它器材 外固定器材 鼾症矫治器   不支付   

其它器材 消化道诊断胶囊 胶囊结肠镜   不支付   

其它器材 消化道诊断胶囊 胶囊小肠镜   支付   

其它器材 血管内留置导管 脐血管导管   支付   

其它器材 血管内留置导管 球囊反搏导管   支付   

其它器材 血管内留置导管 中心静脉导管 单腔 支付   

其它器材 血管内留置导管 中心静脉导管 双腔 支付   

其它器材 血管内留置导管 中心静脉导管 三腔 支付   

其它器材 血管内留置导管 外周中心静脉导管   支付   

其它器材 
血液、体液处理器

材 
腹膜透析器材 碘伏帽 支付   

其它器材 
血液、体液处理器

材 
腹膜透析器材 腹膜透析管 支付   

其它器材 
血液、体液处理器

材 
腹膜透析器材 腹透外接短管 支付   

其它器材 
血液、体液处理器

材 
腹膜透析器材 腹透钛接头 支付   

其它器材 
血液、体液处理器

材 
血液净化器材 

持续血液净化管

路 
支付   

其它器材 
血液、体液处理器

材 
血液净化器材 血浆吸附器 支付   

其它器材 
血液、体液处理器

材 
血液净化器材 血液灌流器 支付   

其它器材 
血液、体液处理器

材 
血液净化器材 血液过滤器 支付   

其它器材 
血液、体液处理器

材 
血液净化器材 血液滤过系统 不支付   

其它器材 
血液、体液处理器

材 
血液净化器材 血浆分离器 支付   

其它器材 引流器材 
负压封闭引流护创材

料 
  不支付   

其它器材 引流器材 引流管（鈦质） 耳道引流管 支付 限成人分泌性中耳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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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级目录 二级目录 三级目录 四级目录 支付办法 备注 

其它器材 引流器材 引流管 胆道引流管 支付   

其它器材 引流器材 引流管 泪道引流管 支付   

其它器材 引流器材 引流管 脑脊液引流管 支付   

其它器材 引流器材 引流管 脑引流管 支付   

其它器材 引流器材 引流管 胸腹腔引流管 支付   

其它器材 引流器材 引流管 肠引流管 支付   

其它器材 引流器材 引流管 胰管引流管 支付   

其它器材 引流器材 导尿管   支付   

其它器材 引流器材 导尿管 测温导尿管 不支付   

其它器材 引流器材 尿套   不支付   

其它器材 引流器材 粪便收集管袋   不支付   

其它器材 引流器材 引流容器   支付 限术后引流使用 

其它器材 引流器材 引流容器 胸腔引流专用 支付 限院外持续引流患者 

其它器材 造口袋及配件 底盘   支付   

其它器材 造口袋及配件 防漏材料   支付   

其它器材 造口袋及配件 护肤材料   支付 限造瘘口周围炎症患者 

其它器材 造口袋及配件 减压环   支付   

其它器材 造口袋及配件 造口袋   支付   

其它器材 注射器材 注射器 胰岛素注射器 支付   

其它器材 注射器材 注射器 
笔式胰岛素注射

器 
不支付   

其它器材 注射器材 注射针头 胰岛素笔用针 支付   

其它器材 压迫止血器材 桡动脉型   支付   

其它器材 压迫止血器材 股动脉型   支付   

其它器材 雾化吸入器材 喷雾器   不支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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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1、支付办法为“支付”，备注表述为“限……"指在此场景下使用纳入医保支付。如引流管

鈦（ 质）“限成人分泌性中耳炎”指只有成人分泌性中耳炎患者使用纳入医保支付。支付

办法为“支付”的，备注表述为“限……使用"指只有在此场景下使用可以单独收费并纳

入医保支付。如分体式可视喉镜“限困难气道插管使用”，指只有困难气道插管时可以单

独收费并纳入医保支付。支付办法为“不支付”的，备注表述为“限……"指在此使用场

景下使用可单独收费。 

2、可吸收止血材料、可吸收防黏连材料指按三类医疗器械注册的产品。 

3、血液加温管（袋）仅指术中、肝肾移植病人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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