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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医疗服务操作项目分类与编码》（2010 版） 

(Chinese Classification of Health Interventions, CCHI) 

使用说明 

 

一、前言 

《中国医疗服务操作项目分类与编码》（2010版）（以下简称《分

类与编码》）所言医疗服务操作项目是指为了改善个人或者人群健康，

通过诊断或者改变疾病（或者健康状况）的进程，所进行的服务或者

操作项目。本初所言医疗服务操作项目是指目前我国各级各类医疗卫

生机构和执业医疗技术人员向社会所提供的医疗服务操作项目，是建

立在 2010年全国临床医疗服务基础上的医疗服务操作项目。 

所列项目不包括：非医疗的服务项目、仅用于医学科研目的的项

目、技术尚不成熟的新技术服务项目和预防保健机构组织提供的公共

卫生服务项目。凡在本《分类与编码》公布之后出现的新医疗服务操

作项目，经各省市自治区医政主管部门批准后可列为新增地方项目试

行，待国家统一修订《分类与编码》时再按国家有关规定统一申报进

入国家医疗服务操作项目。 

世界卫生组织于 1978年出版了国际医学操作分类--- ICPM

（International Classification of Procedure in Medicine, 

ICPM），但此后再无新版本问世。随着医学科学技术的进步，WHO颁

布的国际医学操作分类---ICPM越来越不能满足世界各国的应用需



 
 

2 

求。于是，各国开始在 ICPM的基础上开发符合自己国情的医疗服务

操作项目分类及其编码。其中有： 

美国在 ICPM第五章的基础上，在 ICD-9的第 3卷进行了修订，

形成 ICD-9-CM-3广泛用于美国医疗机构的手术操作分类。加上由美

国医学会（AMA）开发的医生使用的当代医学术语集（Current 

Procedure Terminology，CPT）、当代牙科术语集（Current Dental 

Terminology，CDT）等多种体系共同组成了美国的医疗服务操作编码

体系。 

随着时间的推移，ICD-9-CM-3已经越来越不适应美国医疗机构

住院手术与操作分类的需要，美国将在 2013年 10月 1日起正式实施

ICD-10-操作编码系统（ICD-10 Procedure Coding System，

ICD-10-PCS），代替现在使用的 ICD-9-CM-3。 

德国也在 ICPM基础上，开发了德国医疗服务操作分类 OPS 301

（Operationen- und Prozedurenschlüssel 301，OPS301）； 

英国开发了手术与操作分类第 4版---OPCS 4 （Office of 

Population, Censuses and Surveys Classification of Surgical 

Operations and Procedures (4th revision)，OPCS 4）； 

法国开发了医学操作分类--- CCAM（La classification commune 

des actes médicaux，CCAM)； 

澳大利亚开发了澳大利亚卫生干预分类---ACHI（Australian 

Classification of Health Interventions, ACH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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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拿大开发了加拿大卫生干预分类--- CCI（Canadian 

Classification of Health Interventions, CCI）。这些国家都会针对

不断出现的新技术和新项目进行定期更新和维护。 

 

 

 

 

 

 

 

图 1：多国医学分类一览图 

 

中国一直没有属于自己的医疗服务操作分类与编码体系。2006年卫

生部卫生经济研究所医学编码中心在世界卫生组织国际分类家族（WHO 

Family of International Classification，WHO-FIC）家族发展委员

会（Family Development Committee，FDC）的具体指导下，开始设计，

2007年进入研制阶段，2009年初步完成，2010年进行了完善和论证。

在项目研究过程中，WHO-FIC医疗服务操作分类委员会的主席和副主席

是本项目的技术组顾问。本项目在研制过程中由国内 48个临床专业学

术组织的主任委员或副主任委员为组长全国抽调 508名临床专家组成48

个专业组对我国现有的医疗服务操作项目进行了细致的拆分努力使之

成为一个达到终极独立的操作项目，并分别撰写了项目内涵。在此基础

医学分类 

疾病分类 

中国：ICD- 10（翻译版） 

德国：ICD- 10-GM 

美国：ICD- 9-CM，1-2 

 中国:医疗服务操作分类编码（CCHI） 

加拿大：CCI 

美国： ICD-9-CM-3/CPT 

澳大利亚：ICD- 10-AM 

医疗服务操

作分类 

 WHO：国际卫生干预分类(ICHI,在建） 

 
WHO：ICD- 10（拥有版权） 

澳大利亚：ACHI 

 

其他分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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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全国的医疗服务操作项目首次得到了统一，填补了国内的空白。本

项目在设计之初，就广泛参考了 CCI、ICD-10-PCS、ACHI、CCAM等多种

医疗服务操作分类体系，整体的设计原则和分类原则都得到了世界卫生

组织 WHO-FIC的充分肯定。 

 

（一）、《分类与编码》的作用及应用范围 

随着各级医疗机构信息化工作的不断发展，计算机信息系统的应

用越来越广泛。电子病历的运用要求医疗机构逐渐形成一体化的网

络。作为电子病历数据中非常重要的基础信息，医疗服务操作分类与

编码的信息标准化对于医院内部各个系统之间是否能够顺利进行信

息交换并进行实时管理非常重要。本《分类和编码》为保证医院内部、

医院之间和医院与各级管理部门之间的信息交换，为使信息能够被准

确、合理被拆分与整合，从而进一步被分析和利用而编制。 

管理部门看重的是概要的综合信息，而基层工作需要的是具体数

据。只有制定一套从一线使用者到各级管理层都统一的信息标准，才

能保证管理部门最终得到信息的准确可靠。 

本医疗服务标准将用于电子病历中各种医疗服务操作，包括各种

检查申请，医疗文书中的手术操作名称的书写和编目。为促进医院管

理规范化、标准化、正规化，提高病案质量起到积极作用。也为进行

支付制度改革，如单病种、疾病诊断相关分组等研究，分析医院质量

指标奠定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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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分类与编码》的编排格式及分项说明 

《分类与编码》主要有三栏，第一栏是操作项目编码，第二栏是

项目名称，第三类是项目内涵。本操作项目名称采用标准、规范的中

文项目名称，特殊需标注英文的项目采用英文缩写（或全称）标注于

中文名称后面的括号中。项目内涵指对该项目操作过程中所必需的操

作过程、主要步骤、技术服务内容的描述及在操作过程中主要涉及的

设施、设备等等。在操作项目中，所有由麻醉科医生完成的麻醉（不

含临床医生完成的局麻）、各种病理学检查及项目操作中需要使用的

药品，并未列出。 

 

二． 分类 

（一） 分类基本原则 

1.科学性：本分类采取多轴分类，即《信息分类和编码的基本原

则与方法（GB/T 7027-2002）》中所指的面分类法及混合分类法，才

能满足医疗服务操作的复杂性和多重属性。通常描述属性越多越能清

晰定义事物本质，但应根据目的和主要特征予以取舍。本分类选择医

学服务操作最核心和稳定的本质属性或特征作为分类的基础和依据。

分类要合理，不能过粗或者过细。在同一类上的事物应该保持同质性。 

2.系统性及唯一性：基本涵盖 2009 年医疗服务操作水平的所有

医疗服务操作项目。每项医疗操作和服务都能找到相应的编码，每个

类目独立、相互排斥、互不包括。编码具有唯一性，每项操作仅在一

处分类类目下，且仅有一个编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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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可扩展性：分类的设计应具有可扩展性。在《分类与编码》中

预留了一些空间以适应未来不断更新的科学和技术的发展，以保证增

加新医疗服务操作项目时，不打乱已建立的分类体系，同时，还应为

下级信息管理系统在本分类体系的基础上进行延拓细化创造条件。 

4.兼容性：应与相关标准（包括国际标准）协调一致。本《分类

与编码》既与信息分类和编码的基本原则与方法(GB/T 7027-2002)、

国内相关医疗服务操作规范等国内标准相一致，也与国际疾病分类体

系（ICD 系列）、国际医疗服务操作相关标准相一致，同时也要符合

国内、外医疗服务操作未来的发展趋势。 

5.综合实用性：本分类要从系统工程角度出发，把局部问题放在

系统整体中处理，达到系统最优。即在满足系统总任务、总要求的前

提下，尽量满足系统内各相关单位的实际需要。在与国际接轨的同时，

要适合中国医疗卫生系统和卫生服务操作体系的国情，分类有逻辑

性、简单易懂。 

 

（二）分类说明 

1.章节分类 

所列《分类与编码》根据医疗服务操作项目的性质主要分为综合

服务类操作、诊断性服务操作、治疗性服务操作、中医及民族医服务

操作和辅助操作五大类。为了提高分类和编码的可操作性和使用效

率，特别将几个亚类提前至第一位，具体方法如下： 

诊断性服务操作分为实验室诊断、病理学诊断、影像学诊断和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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床诊断四大部分，将这四个亚分类提前至章节部分。治疗性服务操作

分为临床物理治疗、临床非手术治疗和手术治疗三大部分，并将这三

个亚分类提前至章节部分。故《分类与编码》的第一位即章节部分共

分为综合服务类、实验室诊断、病理学诊断、影像学诊断、临床诊断、

临床物理治疗、临床非手术治疗、临床手术治疗、中医医疗服务和辅

助操作等十个部分。 

为了满足新项目和新技术不断发展和更新的需求，《分类与编码》

在上述十个部分之外，另单独设置一个临时过渡类操作章节，代码为

T，该章节可将纳入一些经各省市自治区医政主管部门批准仅在地方

试行的新增医疗服务操作。这些临时过渡类操作项目，在通过中央审

批之后，可以变成正式的医疗服务操作项目，也可能被淘汰删除。具

体的章节分类及编码如表 1所示。 

表 1：《分类与编码》（2010版）章节分类与编码 

项目分类 章节名称  章节编码 

综合服务类操作 综合服务操作 A  

诊断性服务操作 

实验室诊断  B  

病理学诊断  C  

影像学诊断  E  

临床诊断  F  

治疗性服务操作 

临床物理治疗  G  

临床非手术治疗  H  

临床手术治疗  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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辅助操作 辅助操作 K 

中医及民族医服务操作 中医医疗服务操作  L （待定） 

临时过渡类操作 临时过渡类操作 T 

注：中医医疗服务操作项目正在研制中，故本次征求意见稿不含中医医疗服

务操作项目。 

 

（1）综合服务类 

综合服务类操作指除了诊断性干预、治疗性干预、中医及民族医

干预之外的其他操作和服务。主要分为五个亚类：一般医疗服务、一

般治疗操作、护理、社区和其他服务。 

（2）实验室诊断：是指专业技术人员通过目视观察、物理、化学、

仪器或分子生物学等方法对患者及来自患者的血液、体液、分泌物、

排泄物和脱落物等标本进行定性或定量分析，获得反映患者机体功能

状态、病理变化或病因等的客观资料。 

（3）病理学诊断：是指医生或者专业技术人员通过对从病人体内获

取的器官、组织、体液或细胞等运用形态学观察、组化、免疫组化、

分子生物学及癌基因检查等方法确定疾病的发病机制，判断疾病的病

因和发病程度。 

（4）影像学诊断：是指医生或者专业技术人员为了明确疾病诊断，

通过 X 线、CT、MRI、核素等手段显示患者身体內部结构的影像，对

病变進行定性和/或定量分析。 

（5）临床诊断：是指医生通过感官、检查器具、药物和辅助设备等

侵入性或非侵入性方法检查患者身体功能状况，收集患者相关生理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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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判断疾病的发生，分析疾病的程度。 

（6）临床物理治疗：是指医务人员或者专业技术人员利用一些放疗、

理疗康复、核素等物理手段，为使患者尽可能地恢复生活、学习、工

作和劳动的能力，改善生活质量。  

（7）临床非手术治疗：是指医务人员针对病变的组织器官进行非倾

袭性操作，以达到治疗疾病的目的。 

（8）临床手术治疗：是指医务人员在患者局部采用倾袭性操作，切

除病变的组织器官；保留有功能的组织器官；修补和重建有缺陷的组

织器官，以达到治疗疾病的目的。 

（9）临床辅助操作：是指在主入路的操作项目中需要该设备辅助操

作完成的项目，不适用于独立完成的项目。 

（10）中医及民族医服务操作：是指用我国传统的中医和民族医的技

术和手段，对病人（或个体）进行诊疗和处置，以达到改善健康，改

变疾病病程或者促进健康的服务和操作。 

 

2.分类方法 

在《信息分类和编码的基本原则与方法（GB/T 7027-2002）》的

基础上，将九大类医疗服务分为九个章节，在每个章节下，根据各类

服务的不同属性或特征，采取面分类法和混合分类法，将每类服务分

为多个“面”或者“轴”，每个“面”或者“轴”有固定位置，互相

之间不交叉，不能重复出现。每个“面”或者“轴”下面的码按照一

定的规则赋值。 



 
 

10 

以临床手术治疗为例，参照欧洲标准化委员会卫生信息学技术委

员会(CEN/TC 251)颁布的欧洲标准 EN 1828：卫生信息学－手术操作

分类与编码系统的分类结构（2001）与正在开发中的世界卫生组织国

际卫生服务分类（ International Classification of Health 

Interventions, ICHI）的基本原则，结合中国医疗服务操作中手术

项目命名的自身特点，按照该类项目“操作对象-行为-方法-其他”

的属性，将其分为“系统-解剖部位”、“基本操作”和“入路”3 个

“面”或者“轴”。其中，操作对象分为 2 个层级，第一个层级为系

统，第二个层级为解剖部位或功能。系统和部位参照《疾病和有关健

康问题的国际统计分类-第十次修订本（ICD-10） 第二版，以系统解

剖学和局部解剖学为基础进行分类。解剖部位按照从上至下、由近端

到远端、由浅层到深层的原则排序并赋值给码。 

 

关于基本操作的特别说明：本项目针对术式分类有以下 2个方案

可以选择。 

（1）术式分类征求方案 1： 

世界卫生组织根据临床操作的根本目的将操作进行了归类，本项

目中来自内科、普外、神外、心外、心血管外科、骨科、眼外、孕产、

口腔颌面外科等多个临床专家组根据这个分类标准和定义，结合中国

临床操作的实际情况进行了归类。由于中国的医疗服务操作项目的名

称尚未标准化，项目名称里面出现操作性质的文字和按照操作根本目

的进行的归类有所不同。本次征求意见稿是按照方案 1中的规则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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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类和编码的。 

 

（2）术式分类征求方案 2： 

完全按照手术字面的名称进行分类和编码，而不考虑该术式的根

本目的。本项目根据这样的规则进行了另外的分类和编码，并保留了

该方案。 

以上 2个方案放在全国征求意见稿中，请大家提出宝贵意见！ 

 

三． 编码 

（一） 编码基本原则 

1. 在《分类和编码》中，每一个医疗服务操作项目仅有唯一一个

代码。 

2. 该代码由八位数字或字母组成，采用数字字母混合式代码。其

中 10 个数字为 0-9，24 个字母为 A-H,J-N,P-Z。因为字母 O 和 I 与

数字 0和 1相似，因此，不采用这 2个字母。每个数字和字母在每个

“面”或“轴”上都有特定的含义，且是唯一的。首字母始终代表章

节号。 

3. 每一个章节下面的分类框架根据各章自身的特点有所不同。各

章的框架根据各大类的具体特征自行分类与编码。同样的字母或者数

字在不同章节或分类下的含义可能不同。 

4. 在同一个分类章节下，要素的编码是唯一的。以临床手术治疗

为例，操作部位、基本操作和入路的编码是唯一的。对于不同系统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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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的部位，按照一定的规则仅归在某一个系统或者亚类下。遇到特殊

情况，比如孕产期子宫和女性生殖系统里的非孕产期子宫可独立编

码。 

5. 复合部位的处理： 

（1）根据操作的主要目的部位进行编码 

（2）如果为同一系统内部的几个部位，则可以按照国际疾病分类的

放大法进行处理，比如食指第一、二关节按“食指”分类。 

（3）如果部位是跨系统的局部部位，比如，头、颈、胸、腹、躯干、

四肢全身等，则设有专门的局部大体部位码一一对应。 

（4）对于涉及到几个部位旁路或者分流等操作，按照起始部位进行

编码。 

6. 对于基本操作的编码，针对操作的主要目的进行分类，分为诊

断性类操作、非手术类操作和手术类操作三类。每一类中的基本操作

都有具体的定义。比如切除，是指切掉或者切断身体某部位的全部且

没有替换。而吻合，仅是旁路或者切除等基本操作过程中的一部分，

不能被记为一个基本操作。 

7. 复合式操作的处理：将为了同一诊疗目的，但涉及到多项连续

相关性操作且不能将其分成多个独立的操作项目，视为一次复合式操

作，仅给这类复合式操作一个编码，以该操作的根本目的作为编码的

依据。当某一具体操作只是该操作中的一个先行步骤时，不必编码，

比如胆囊切除术，因开腹的目的只是为了切除胆囊，所以开腹不必编

码。当一项操作中既有诊断又有治疗时，比如面颈深部异物探查取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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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此处以治疗性干预“异物取出”为主要编码对象，并不对“探查”

过程进行编码。 

8. 对称器官的左右部位编码分类相同。当部位过于详细，可采用

类似国际疾病分类的放大法进行处理。但对特殊部位，需要指明具体

部位或者其他特征时，则单独给码。 

9. 在同类医疗服务操作项目中，具有相同分类属性的项目以顺序

码加以区别。 

 

 

 

 

 

 

 

 

 

 

 

 

 

图 2：手术事件的要素拆分及分类编码示意图 

（一） 编码方法 

以临床手术治疗为例，将该类项目按照“操作对象-行为-方法-

其他”的属性，将某手术事件分为操作对象（解剖部位）、基本术式、

入路和病因等核心元素。除此之外，还描述了“数量、方位（单/双

侧）和程度（大小、次数等）等非核心要素。因 ICD-10分类中已经

 

经腹腔镜阑尾切除术的编码：

J-PP-62-4-01 

 

病原/病变 

基本操作 

手术事件 

方法/设备 

状态/范围 

个数 

操作部位 

核心要素 

其它要素 

单双侧 

急性单纯性阑尾炎的ICD-10编

码: K35.1/ K3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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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病因等核心信息，为了提高编码的使用效率，避免重复，在医疗服

务操作分类中，诊断信息或者其他与操作无关的信息不包含在操作编

码中，除非诊断或者病原学的详细信息会影响编码的选择。例如，一

个主诊断为急性单纯性阑尾炎（K35.1/K35.9）的住院病人，做了经

腹腔镜阑尾切除术，那么其编码为：JPP62401。 

表 2：经腹腔镜阑尾切除术分类与编码 

第 1位 第 2位 第 3位 第 4-5位 第 6位 第 7-8位 

章节 系统 部位 基本操作 入路 顺序码 

临床手术治疗 消化系统管腔 阑尾 切除 经内镜 第 1位 

J P P 62 4 01 

 

四． 分章节分类与编码说明 

（一） 综合服务类 

    本章说明： 

1.本章包括一般医疗服务、一般治疗操作、护理、社区和其它五

个部分。 

2.本章编码框架如下： 

第 1位 第 2位 第 3位 第 4位 第 5-8位 

章节 亚类 1 亚类 2 亚类 3 顺序码 

A A-Z A-Z  A-Z 0001-9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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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实验室诊断 

本章说明： 

1.本章包括临床血液学检验、临床体液检验、临床化学检验、临

床免疫学检验、临床微生物与寄生虫学检查、临床分子生物学检验、

六个部分。 

2.本章编码框架如下： 

第 1位 第 2位 第 3-4位 第 5-6位 第 7位 第 8位 

章节 亚类 1 分析物 实验方法 标本 顺序码 

B A-Z AA-ZZ  01-99 1-9 1-9 

 

（三） 病理学诊断 

本章说明： 

1.本章包括尸检病理学诊断、细胞病理学检查与诊断、组织病理

学检查与诊断、组织病理学检查与诊断、特染和免疫组织化学染色与

诊断、电子显微镜技术与诊断、其它七个部分，共计 56项。 

2.本章编码框架如下： 

第 1位 第 2位 第 3位 第 4位 第 5-8位 

章节 亚类 1 亚类 2 亚类 3 顺序码 

C A-Z A-Z A-Z 0001-9999 

 

（四） 影像学诊断 

本章说明： 

1.本章包括 X线检查、X线计算机体层检查、磁共振检查、超声

诊断、核医学诊断、其它成像检查六个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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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本章编码框架如下： 

第 1位 第 2位 第 3位 第 4 位 第 5位 第 6-8位 

章节 亚类 1 基本操作 系统 部位 顺序码 

E A-Z A-Z  A-Z A-Z 001-999 

 

（五） 临床诊断 

本章说明： 

1.本章包括神经系统、内分泌系统、眼、耳、鼻咽喉、口腔、呼

吸系统、循环系统、造血及淋巴系统、消化系统、泌尿系统、男性生

殖系统、女性生殖系统、孕产及新生儿、肌肉骨骼系统、体被系统、

精神心理诊断、物理诊断、康复诊断十九个部分。 

2.本章编码框架如下： 

第 1位 第 2 位 第 3位 第 4-5位 第 6位 第 7-8位 

章节 系统 部位或功能 基本操作 入路 顺序码 

F B-Z A-Z 01-09 1-9 01-99 

其中，系统编码说明参加附件 1，部位或功能编码说明参见附件

2，操作编码说明参见附件 3，入路编码说明参加附件 4。 

 

（六） 临床物理治疗 

本章说明： 

1.本章包括放射治疗、放射性核素治疗、聚焦超声治疗、理疗、

康复五个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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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本章编码框架如下： 

第 1位 第 2 位 第 3位 第 4-5位 第 6位 第 7-8位 

章节 系统 部位或功能 基本操作 入路 顺序码 

G B-Z A-Z 11-28,99 1-9 01-99 

 

（七） 临床非手术治疗 

本章说明： 

1. 本章包括神经系统、内分泌系统、眼、耳、鼻咽喉、口腔、

呼吸系统、循环系统、造血及淋巴系统、消化系统、泌尿系统、男性

生殖系统、女性生殖系统、孕产及新生儿、肌肉骨骼系统、体被系统、

精神心理治疗十七个部分。 

2.本章编码框架如下： 

第 1位 第 2 位 第 3位 第 4-5位 第 6位 第 7-8位 

章节 系统 部位或功能 基本操作 入路 顺序码 

H B-Z A-Z 11-28,99 1-9 01-99 

其中，系统编码说明参加附件 1，部位或功能编码说明参见附件

2，操作编码说明参见附件 3，入路编码说明参见附件 4。 

 

（八） 临床手术治疗 

本章说明： 

1. 本章包括麻醉、神经系统、内分泌系统、眼、耳、鼻咽喉、

口腔、呼吸系统、循环系统、造血及淋巴系统、消化系统、泌尿系统、

男性生殖系统、女性生殖系统、孕产及新生儿、肌肉骨骼系统、体被

系统十七个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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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本章编码框架如下： 

第 1位 第 2 位 第 3位 第 4-5位 第 6位 第 7-8位 

章节 系统 部位 基本术式 入路 顺序码 

J A-Z A-Z 31-99 1-9 01-99 

其中，系统编码说明参加附件 1，部位或功能编码说明参见附件

2，操作编码说明参见附件 3，入路编码说明参加附件 4。 

 

（九） 辅助操作 

本章说明： 

1.本章包括设备辅助操作和其他操作二个部分。 

2.本章编码框架如下： 

第 1位 第 2位 第 3-4位 第 5-6位 第 7-8位 

章节 亚类 1 亚类 2 亚类 3 顺序码 

K A-Z AA-ZZ 01-99 01-99 

 

（十） 中医医疗服务 

本章说明： 

1.本章包括中医诊断、中医治疗、中医其它三个部分。 

2.本章编码框架如下： 

第 1位 第 2位 第 3-4位 第 5-6位 第 7-8位 

章节 亚类 1 亚类 2 亚类 3 顺序码 

L A-Z AA-ZZ 00-99 01-99 

 

（十一） 临时过渡码 

本项目设临时过渡码，主要是针对地方已经审批的新项目，但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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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为中央正式审批项目前的一个过渡码，其主要的结构为： 

第 1位 第 2-3位 第 4位 第 5-8位 

章节 省级行政区域码 项目所属章节代码 顺序码 

T 01-99 A-L 0001-9999 

注：省级行政区域码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标准  GB 

11643-1999〗确定 

 

五、《分类与编码》的更新与维护 

随着医学不断进步，一些新的技术和操作不断涌现，一些原有项

目可能被淘汰，因此需要对医疗服务操作分类项目及时进行调整，而

其他国家都会定期进行更新和维护。由卫生部卫生发展研究中心医疗

服务支付制度与医学编码中心负责《分类与编码》的更新与维护。在

使用标准编目时，各地应及时记录下出现的标准以外的名称，并通报

中心备案。另外，专设了临时过渡类操作章节，用于项目的更新。以

便不断增补和完善。 

 

 

附件 1：系统编码说明 

附件 2：部位和功能编码说明 

附件 3：基本操作编码说明 

附件 4：入路编码说明 

 



项目名称 项目内涵

一.综合服务类
(一)一般医疗服务
1.挂号

AAAA0001 挂号

在医院门诊区域提供分诊初检挂号，门诊病案存取，科室分诊与护士巡诊等服务过程。含门诊公用

设施(房间座椅、电梯、空调暖气、公用卫生间、门诊清洁消毒、煤、水、电等消耗)的使用，诊室

内一般物理检查器械的使用，各类单据的消耗，医生计算机工作站的使用，医疗垃圾和污水处理

等，含预约挂号。

AAAA0002 急诊挂号

24小时开放的独立急诊区域，提供挂号，收费，药房，检验等独立服务。由专业护士严格初检分诊

和巡诊，危重病人院内诊疗护送等服务。含急诊公用设施(房间、座椅、担架车、电梯、空调暖气

、公用卫生间、诊区清洁消毒、煤、水、电等消耗)的使用，诊室内一般物理检查器械的使用，各

类单据的消耗，医生计算机工作站的使用，医疗垃圾和污水处理等。

AAAB0001 初诊建病历
初建病历(电子或纸质病历)，核实就诊者信息，病历材料消耗，就诊病历传送，病案管理，装订，

印刷，运输，保管等。
2.诊查
西医诊查

AABA0001 普通门诊诊查
指各级医师提供的普通门诊诊疗服务。含询问病情，听取主诉，病史采集，向患者或家属告知，进

行一般物理检查，书写病历，开具检查单，根据病情提供治疗方案(治疗单、处方)等。必要时给予

健康指导。

AABA0002 副主任医师门诊诊查
指由副主任医师提供技术劳务的诊疗服务。含询问病情，听取患者主诉，病史采集，向患者或家属

告知，进行一般物理检查，书写病历，开具检查单，根据病情提供治疗方案(治疗单、处方)等病情

诊治和健康指导。

AABA0003 主任医师门诊诊查
指由主任医师提供技术劳务的诊疗服务。含询问病情，听取患者主诉，病史采集，向患者或家属告

知，进行一般物理检查，书写病历，开具检查单，根据病情提供治疗方案(治疗单、处方)等病情诊

治和健康指导。

AABA0004 知名专家门诊诊查
指由各省、自治区、直辖市确定的知名医学专家提供技术劳务的诊疗服务。含询问病情，听取患者

主诉，病史采集，向患者或家属告知，进行一般物理检查，书写病历，开具检查单，根据病情提供

治疗方案(治疗单、处方)和健康指导。

AABB0001 急诊诊查
指急诊医师在护士配合下于急诊区域全时提供的急诊诊疗服务。急诊医师询问病情，听取主诉，病

史采集，向患者或家属告知，进行一般物理检查，书写病历，开具检查单，提供治疗方案(治疗单

、处方)等服务，记录病人生命体征。必要时开通绿色通道。

AABB0002 急诊留观诊查
在急诊留观室内，医护人员根据病情需求随时巡视患者，观察患者病情及生命体征变化，病史采

集，向患者或家属告知，准确记录并提出相应的治疗方案，及时与患者家属交待病情。必要时进行

抢救工作。

AABC0001 住院诊查
指医务人员对住院患者进行的日常诊查工作。含检查及观察患者病情，病案讨论，制定和调整治疗

方案，住院日志书写，向患者或家属告知病情，解答患者咨询，院、科级大查房。不含邀请院际或

院内会诊进行治疗指导。
3.药事服务

AACA0001 门诊药事服务

组织专家遴选药品，依据中标的药品实施药品招标采购，保证药品的供应和质量合格。实施药品的

全过程管理，如鉴别真伪等次，入库验收，分类，抽检，质量控制，盘点，保管和养护，效期管

理，销毁等。依据处方管理办法规定实施用药医嘱的适宜性审核及“四查十对”，正确调配药品，

对患者进行用药交待和指导安全用药(标识用法用量、储存条件、重要注意事项等)，为临床合理用

药提供信息支持与咨询服务，进行用药安全管理，例如严重药品不良反应监测，药物警戒，药害事

件监测和组织实施处方点评与超常预警。贮存场地(药库)房屋，场地和设施设备(如药品存放柜

架，控制温度与湿度设施，防盗防火及防鼠虫设置等)，根据药品的分类和性质，特点分别设置低

温库，阴凉库，常温库，危险药品，中药饮片，中成药，西药及“毒、麻、精、放”等药品分别设

库贮存。

AACB0001 急诊药事服务

指急诊室内专业药师24小时连续服务。依据处方管理办法规定实施用药医嘱的适宜性审核及“四查

十对”，正确调配药品，对患者进行用药交待和指导安全用药(标识用法用量，储存条件，重要注

意事项等)，为临床合理用药提供信息支持与咨询服务，进行用药安全管理。

AACC0001 住院药事服务

组织专家遴选药品，依据中标的药品，实施药品招标采购，保证药品的供应和质量合格。实施药品

的全过程管理，如鉴别真伪等次，入库验收，分类，抽检，质量控制，盘点，保管和养护，效期管

理，销毁等。依据处方管理办法规定实施用药医嘱的适宜性审核，正确调配药品，用药核对和对特

殊病人用药交待及指导安全用药，为临床合理用药提供信息支持与咨询服务，进行用药安全管理，

例如严重药品不良反应监测，药物警戒，药害事件监测和组织实施处方点评与超常预警。贮存场地

(药库)房屋，场地和设施设备(如药品存放柜架，控制温度与湿度设施，防盗防火及防鼠虫设置

等)，根据药品的分类和性质，特点分别设置低温库，阴凉库，常温库，危险药品，中药饮片，中

成药，西药及“毒，麻，精，放”等药品分别设库贮存。

4.体检

AAEA0001 体检
指普通体检。综合分析，做出体检结论，写总检报告，建立个人健康体检档案。含内、外、妇、眼

、耳鼻喉科常规检查。不含影像、化验、特殊检查。
5.会诊
西医会诊

AAFA0001 副主任医师会诊 指由副主任医师参加的院际间会诊。根据病情提供相关医疗诊断治疗服务。
AAFA0002 主任医师会诊 指由主任医师参加的院际间会诊。根据病情提供相关医疗诊断治疗服务。

AAFA0003 知名医学专家会诊
指由知名专家参加的院际间会诊（知名专家资格认定由各省，自治区，直辖市确定）。根据病情提

供相关医疗诊断治疗服务。
AAFB0001 护理会诊 指由主管护士及以上职称的人员参加的院际会诊。
AAFC0001 院内会诊 因病情需要在医院内进行的科室间的医疗、护理会诊。

AAFD0001 远程会诊
指临床各专业和/或病理，影像等专业会诊。开通网络计算机系统，通过远程视频系统提供医学资

料(影像、化验、各种检查)，对患者的病情进行研讨的多学科、多专家的会诊诊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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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名称 项目内涵

6.营养咨询与评估

AAGA0001 营养状况评估与咨询
具有营养师资格的营养师，调查基本膳食状况、疾病状况、用药史等(含婴儿母乳喂养状况)，计算

每日膳食能量及营养素摄入量，测定能量消耗，测量人体身高、体重、腰围、臀围、上臂围、上臂

肌围等，计算体重指数，进行综合营养评定。

AAGA0002 围孕期营养咨询
医生向患者解答孕前，孕期，产褥期相关营养问题如孕前，孕期及产褥期各阶段的营养需要，如何

进行营养状况评估，如何进行膳食补充，以及如何进行合并症的营养治疗等。
7.儿童生长发育检查

AAHA0001 幼儿神经心理发育筛查

指针对0-3岁儿童，尤其是围生期高危儿。通过对其粗大运动能力，手部精细动作能力，与视觉相

关的姿势语言的理解，表达能力，与听觉相关的语言理解能力，口头语言的理解，表达能力和生活

自理能力，个人交往能力的评估，以期及早发现与运动，听觉，视觉，语言发育相关的异常及广泛

发育障碍类疾病(如孤独症)，从而进行早期干预，减少远期异常发育可能，降低伤残率，提高儿童

生存质量。

AAHB0001
婴幼儿生长发育综合评

价

指针对0-18岁所有儿童。通过对其体格发育和神经心理行为发育测量值的综合评价，及早发现儿童

身高(尤其是矮小症或巨人症)，体型，营养状况，智力水平，行为水平的发育异常等情况，及时为

异常者提供医疗干预及家庭长期管理的方案，或转介到特殊教育机构。含生长水平，生长速度，身

材匀称度，体型匀称度，骨龄评估，粗大运动能力，精细运动能力，语言理解及表达能力，生活自

理能力，个人交往能力，智力水平，行为水平的测量及评价。
AAHC0001 儿童听力筛查 电测听仪测定儿童听力。

AAHD0001 儿童口腔检查
检查口腔一般情况，记录乳牙数量及生长情况，检查龋齿发生情况，传授口腔卫生保健知识，指导

掌握正确刷牙方法。
(二)一般治疗操作
1.注射

ABAA0001 肌肉注射

核对医嘱及患者信息，评估患者，检查注射器及药物，使用无菌注射器配制药物，取适当体位，选

择并确定注射部位，皮肤消毒(直径>5厘米)，再次核对患者信息，将药物注入肌肉组织，拔针后按

压注射部位并核对患者信息，协助患者采取舒适体位，处理用物，用药后观察用药反应，做好健康

教育及心理护理，必要时记录。

ABAB0001 皮下注射
核对医嘱及患者信息，评估患者，检查注射及药物，用无菌注射器配制药物，取适当体位，选择并

确定注射部位，皮肤消毒(直径>5厘米)，再次核对患者信息，将药物注入皮下组织并核对患者信

息，协助患者采取舒适体位，处理用物，用药后观察用药反应，做好健康教育及心理护理，必要时

ABAC0001 皮内注射

指皮内注射治疗或药物皮内注射试验。核对医嘱及患者信息，评估患者，检查注射及药物，用无菌

注射器配制药物，取舒适体位，选择注射部位，皮肤消毒(直径>5厘米)，再次核对患者信息，将药

物注入皮内组织，拔针后按压注射部位并核对患者信息，处理用物，用药后观察用药反应，做好健

康教育及心理护理，必要时记录。

ABAD0001 静脉注射
核对医嘱及患者信息，用无菌注射器配制药物，取适当体位，选择注射部位，皮肤消毒(直径>5厘

米)，再次核对患者信息，将药物注入静脉，拔针后按压注射部位并核对患者信息，协助患者恢复

舒适体位，处理用物，用药后观察用药反应，做好健康教育及心理护理，必要时记录。

ABAE0001 微量泵辅助静脉注射

核对医嘱及患者信息，用无菌注射器配制药物，检查微量泵，将注射器置于微量泵装置并连接无菌

延长管，开机自检，排气，取适当体位，选择注射部位，皮肤消毒(直径>5厘米)，核对患者信息，

用无菌头皮针穿刺，连接管路，调整速度，拔针后按压注射部位，再次核对患者信息，协助患者采

取舒适体位，处理用物，用药后观察用药反应，做好健康教育及心理护理，必要时记录。
2.采血

ABBA0001 动脉采血
确定采血动脉穿刺点后，消毒，以连接无菌注射器的无菌针头垂直进针穿刺动脉，见鲜红色动脉血

进入无菌注射器并达到检测需要的血量后，退出穿刺针，以无菌棉签压迫穿刺点止血，以胶塞封闭

注射器针头以隔绝空气，将血样以冰袋或冰壶保存送检。

ABBB0001 静脉采血
核对医嘱及患者信息，评估患者，取适当体位，选择穿刺部位，皮肤消毒(直径>5厘米)，用无菌注

射器静脉穿刺并固定，取适量血，拔针后按压穿刺部位，将血缓慢注入无菌采血管，再次核对患者

信息，协助患者采取舒适体位，用物处理，标本送检，做好健康教育及心理护理。
3.静脉输注

ABCA0001 静脉输液

评估患者及穿刺部位等，核对医嘱及患者信息，用无菌注射器配制药物，连接无菌输液器或避光输

液器，取适当体位，选择穿刺部位，皮肤消毒(直径>5厘米)，排气，再次核对患者信息，头皮针穿

刺，用无菌敷料进行固定，调节滴速并核对患者信息，协助患者采取舒适体位，处理用物，观察输

液反应，做好健康教育及心理护理，必要时记录。如需连续输注几组液体，要核对患者信息，注意

药物之间的配伍禁忌，密切观察输液反应，协助患者舒适体位。

ABCB0001 门诊静脉输液
指门诊患者在门诊输液室中的静脉输液。护士根据医嘱，三查七对，严格无菌操作，进行静脉输

液，在患者输液过程中，护士巡视患者输液情况，用药反应，及时处理突发问题，并对患者进行健

康指导。含场所，设施等，含输液过程中各种药物注入。

ABCC0001 输液泵辅助静脉输液

评估患者及穿刺静脉情况等，核对医嘱及患者信息，用无菌注射器配制药物，检查输液泵，用输液

管连接输液泵装置，排尽空气，将无菌泵管置于输液泵上，开机并调节输液泵，取适当体位，选择

注射部位，皮肤消毒(直径>5厘米)，再次核对患者信息，用无菌头皮针穿刺，无菌敷料固定，设定

速度并核对患者信息，协助患者采取舒适体位，处理用物，用药后观察，做好健康教育及心理护

理，必要时记录。

ABCC0002 微量泵辅助静脉输液

评估患者及穿刺部位等，核对医嘱及患者信息，用无菌注射器配制药物，检查微量输液泵，将注射

器置于微量泵装置并连接无菌泵管，开机并调节输液泵，排尽空气，取适当体位，选择注射部位，

皮肤消毒(直径>6厘米)，再次核对患者信息，用无菌头皮针穿刺，连接管路，设定速度并核对患者

信息，协助患者采取舒适体位，处理用物，用药后观察，做好健康教育及心理护理，必要时记录。

ABCD0001 小儿静脉输液

评估患者及穿刺部位等，核对医嘱及患者信息，解释其目的取得配合，用无菌注射器配制药品，连

接无菌输液装置，取适当体位，选择穿刺部位，无菌备皮刀备皮并清洁，皮肤消毒(直径6-8厘

米)，排气，再次核对患者信息，静脉穿刺，无菌敷料固定，调节滴速并核对患者信息，协助患儿

采取舒适体位，处理用物，观察输液反应并记录，做好健康教育和心理护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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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名称 项目内涵

ABCD0002 新生儿脐血管置管术
选择合适的脐导管并测量所需插入长度，消毒术野皮肤，铺巾，切断脐带残端，暴露脐血管(动脉

或静脉)，插入导管至所需刻度，抽回血并推注输液，拍X片确定位置后，缝合固定，接输液器。不

含监护。

ABCD0003 新生儿换血术
术前准备(给镇静剂、备皮)，入换血室，在辐射抢救台上铺巾，断脐，插脐静脉导管，反复抽取和

推注血液，术中监测中心静脉压4次，术前后留取血样检查，术毕拔管，脐部压迫止血，每次换血

量600毫升。不含监护。

ABCE0001 留置针静脉穿刺

评估患者病情，合作程度及穿刺血管情况等，核对医嘱及患者信息，用无菌注射器准备药物，取适

当体位，选择穿刺部位，皮肤消毒(直径大于5厘米)，排气，再次核对患者信息，留置针穿刺，拔

出针芯连接无菌肝素帽，无菌敷料固定留置针并注明穿刺时间(留置针留置小于7天，贴膜2-3天更

换一次)，保持贴膜干燥清洁，处理用物，观察，做好健康教育和心理护理，必要时记录。
ABCE0002 经烧伤创面静脉穿刺术 穿刺皮肤消毒，根据解剖位置，触摸确定血管位置，穿刺静脉放置并固定留置管。

ABCF0001 静脉输血

评估患者及穿刺部位等，血制品检查，核对医嘱及患者信息，严格查对制度，解释其目的取得配

合，取适当体位，连接无菌输血器，选择穿刺部位，皮肤消毒(直径>5厘米)，排气，核对患者信

息，用头皮针穿刺并固定，遵医嘱输液前输注生理盐水，用无菌注射器给予抗过敏药物，输入血制

品，调节滴速，生理盐水冲管，再次核对患者信息，观察有无输血反应及血压变化，协助患者采取

舒适体位，输血毕血袋低温保存24小时，记录，做好健康教育及心理护理。

ABCF0002 加压快速输血

指用于经人工或加压设备快速补充血容量的患者。评估患者及穿刺部位等，血制品检查，将血制品

置于加压装置，核对医嘱及患者信息，严格查对制度，解释其目的取得配合，取适当体位，连接无

菌输血器，选择穿刺部位，皮肤消毒(直径>5厘米)，排气，再次核对信息，选择穿刺针，进行静脉

穿刺，无菌敷料固定，调节滴速，遵医嘱用输血前输注生理盐水，无菌注射器给予抗过敏药物，快

速输入血制品，守护患者观察有无输血反应及血压变化等，生理盐水冲管并核对患者信息，协助患

者采取舒适体位，血袋低温保存24小时，记录，做好健康教育及心理护理。

ABCG0001
全胃肠外营养深静脉输

注

指经深部静脉置管的高营养治疗。评估患者病情及静脉置管管路情况等，营养液配制，核对医嘱及

患者信息，解释其目的取得配合，观察敷料情况及静脉置管局部情况，无菌敷料/贴膜固定管路，

再次核对患者信息，连接无菌输液器，用无菌注射器吸取生理盐水，检查管通畅并输注全胃肠外营

养液，取适当体位，选择穿刺静脉置管管腔并消毒，排气，连接管路，调节滴速，保持管路通畅，

无菌敷料/贴膜固定，协助患者恢复舒适体位，第三次核对患者信息，30-60分钟巡视并充分摇匀袋

内液体及药物，观察并记录，封管，处理用物，做好健康教育及心理护理。

ABCH0001 外周静脉营养输注

将机体所需要的高营养混合液(指碳水化合物、氨基酸、脂肪乳、电解质、维生素、微量元素和水

等全营养混合液)，遵医嘱通过外周静脉匀速注入机体内，从而达到对机体进行营养代谢支持目的

的高营养治疗，评估患者病情及静脉置管管路情况，在无菌操作原则下进行营养液配制，核对医嘱

及患者信息，解释其目的取得配合，观察敷料，管路及静脉置管局部情况，无菌敷料，贴膜固定管

路，再次核对患者信息，连接无菌输液器，用无菌注射器吸取生理盐水，检查管通畅并输注全胃肠

外营养液，取适当体位，第三次核对患者信息，适时巡视并充分摇匀袋内液体或药物，同时做好患

者病情观察，预防并发症，记录出入液量，封管，处理用物，做好健康教育及心理护理等工作。

ABCJ0001
输液泵辅助全胃肠外营

养深静脉输注

指经深部静脉置管的高营养治疗。评估患者病情及静脉置管管路情况等，药物及营养液配制，核对

医嘱及患者信息，解释其目的取得配合，检查输液泵，用无菌泵管连接输液装置，排尽空气，将无

菌泵管置于输液泵上，开机并调节输液泵，观察敷料情况及置管局部情况，无菌敷料/贴膜固定管

路，再次核对患者信息，用无菌注射器吸取生理盐水，检查管通畅并输注全胃肠外营养液，取适当

体位，选择穿刺管腔并消毒，排气，连接管路，调节滴速，保持管路通畅，无菌敷料/贴膜固定，

协助患者恢复舒适体位，第三次核对患者信息，30-60分钟巡视并充分摇匀袋内液体及药物，观察

并记录，封管，处理用物，做好健康教育及心理护理。

ABCK0001 抗肿瘤化学药物配置
遵医嘱，核对治疗方案，准备药物，穿无菌防护服，戴无菌手套及无菌防护眼镜，打开层流柜，严

格按无菌操作原则将药物加入相应的无菌液体中，再次核对患者信息。必要时将药物放入特殊装

置，处理用物。
4.清创缝合

ABDA0001 清创缝合术(小)
指符合下列任一情况者，表浅切伤，裂伤，刺伤，伤口长度1-5厘米等。消毒铺巾，清除血肿，冲

洗，切口及表浅软组织缝合。

ABDA0002 清创缝合术(中)
指符合下列任一情况者，轻微污染伤口，软组织轻度损伤，皮肤轻度损伤或缺损，异物存在，伤口

长度5-10厘米等。消毒铺巾，伤口探查，扩大切口，清除坏死组织及异物，冲洗，缝合伤口。必要

时置引流管引出固定。

ABDA0003 清创缝合术(大)

指符合下列任一情况者，严重污染伤口，软组织严重损伤，皮肤严重损伤或缺损，特殊感染伤口，

二期清创，多发异物伤口，血管，神经，肌肉，骨骼，关节严重损伤伤口，化学武器创口，伤口长

度大于10厘米等。消毒铺巾，伤口探查，扩大切口，切开深筋膜，清除坏死组织及异物，冲洗，新

鲜伤口逐层缝合。必要时置引流管引出固定，包扎伤口。不含神经、血管、肌腱吻合。
5.换药

ABEA0001 换药(小)
指符合下列任一情况者，清洁伤口，缝合3针以内伤口拆线含皮内连续缝合拆线等。消毒铺巾，更

换敷料，引流物，包扎固定。

ABEA0002 换药(中)
指符合下列任一情况者，污染伤口，缝合3-10针伤口拆线，轻度烧伤伤口，单个褥疮，深静脉置管

伤口，有引流管的伤口等。消毒铺巾，更换敷料，引流物，包扎固定。

ABEA0003 换药(大)
指符合下列任一情况者，感染伤口，缝合11-30针伤口拆线，中度烧伤伤口，多个褥疮，皮瓣移植

物伤口，大棉垫1-2块，渗出50-100毫升伤口等。消毒铺巾，更换敷料，引流物，包扎固定。

ABEA0004 换药(特大)

指符合下列任一情况者，特殊感染伤口，缝合30针以上伤口拆线，重度及特重度烧伤伤口，多个褥

疮感染，体表大于10%的皮瓣移植物及化学武器伤口，特殊部位伤口(会阴、切口裂开、内脏、软组

织及皮下)，纱布需50块以上者，大棉垫3块以上，渗出大于100毫升伤口等。消毒铺巾，更换敷

料，引流物，包扎固定。
6.胃肠治疗操作

ABFA0001 胃肠减压
指胃肠减压测压。根据病情需要连续观察，评估患者病情及腹部体征等，核对医嘱及患者信息，解

释其目的取得配合，取适当体位，插入胃肠减压管，连接胃肠减压装置，调节负压，随时观察患者

症状体征，协助患者恢复舒适体位，观察胃液的量及性质，记录，做好健康教育及心理护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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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FB0001 胃管置管术

评估患者病情及合作程度等，核对医嘱及患者信息，解释其目的取得配合，适当检查床头，取适当

体位，选择并清洁鼻腔，测量插入深度，用麻醉润滑剂润滑消毒胃管前端约10厘米，插入胃管，检

查患者口腔情况，注入液体前听取气过水声，用注射器抽吸胃液，确认胃管位置，固定外管封口并

作标记，协助患者采取舒适体位，处理用物，观察患者反应并记录，做好健康教育及心理护理。

ABFC0001 人工洗胃

评估患者病情，中毒程度及有无禁忌症等，准备洗胃液，核对医嘱及患者信息，解释其目的取得配

合，取适当体位，防止误吸，选择并清洁鼻孔，测量插入深度，用麻醉润滑剂润滑胃管前端约10厘

米，插入胃管，用注射器注气听气过水声抽吸胃液，确认胃管位置，固定并作标记，注射器吸尽胃

内容物，注入洗胃液约200毫升后抽出，反复冲洗至洗净，拔胃管，漱口，清洁面部，处理用物，

评价并记录，做好健康教育及心理护理。

ABFC0002 电动洗胃

评估患者病情，中毒程度及有无禁忌症等，连接好洗胃机装置，准备洗胃液，核对医嘱及患者信

息，解释其目的取得配合，取适当体位，选择并清洁鼻孔，测量插入深度，用麻醉润滑剂润滑胃管

前端约10厘米，插入胃管，用注射器确认胃管位置，固定并作标记，将胃管与洗胃机连接，接通电

源吸尽胃内容物，反复冲洗至洗净，拔胃管，处理用物，清洁洗胃机（包括进水和出水管路），评

价并记录，做好健康教育及心理护理。

ABFC0003 漏斗胃管洗胃

评估患者病情，中毒程度及有无禁忌症等，准备洗胃液，核对医嘱及患者信息，解释其目的取得配

合，取适当体位，选择并清洁鼻孔，测量插入深度，用麻醉润滑剂润滑胃管前端约10厘米，插入胃

管，用注射器确认胃管位置，固定并作标记，将漏斗低于胃的位置吸尽胃内容物，再将洗胃液约

300-500毫升注入高过头30-50厘米的漏斗后吸出，反复冲洗至洗净，拔胃管，处理用物，评价并记

录，做好健康教育及心理护理。

ABFC0004 负压吸引器洗胃

评估患者病情，中毒程度及有无禁忌症等，准备洗胃液，核对医嘱及患者信息，解释其目的取得配

合，取适当体位，选择并清洁鼻孔，测量插入深度，用麻醉润滑剂润滑胃管前端约10厘米，插入胃

管，用注射器确认胃管位置，固定并作标记，开吸引器吸尽胃内容物后关闭，开输液管输入洗胃液

约300-500毫升后关闭，反复冲洗至洗净，拔胃管，处理用物，评价并记录，做好健康教育及心理

护理。
ABFC0005 新生儿洗胃 测量插入深度，放置胃管，腹部听诊确定位置，注入生理盐水洗胃，重复数次，直至胃液清亮。

ABFD0001 肠内营养灌注

指经鼻置入胃管，小肠营养管，小肠造瘘，胃造瘘药物灌注或要素饮食灌注。评估患者病情及管路

情况，核对医嘱及患者信息，配制营养液或药物等，调节适宜温度，解释其目的取得配合，确定管

路位置并妥善固定，取适当体位，注入少量温开水冲洗管路，调节速度(必要时用营养泵)，用无菌

注射器/无菌营养泵管/无菌营养袋注入药物或要素饮食，观察腹部体征，排泄情况及相关并发症

等，灌注完毕冲洗管路，记录，做好健康教育及心理护理。

ABFE0001 一般灌肠

评估患者病情及腹胀程度等，核对医嘱及患者信息，解释其目的取得配合，排空膀胱，备好灌肠装

置，配好灌肠液，屏风遮挡，取适当体位，合理暴露臀部，用麻醉润滑剂润滑肛管前端，并用温水

促进肛门括约肌松弛，嘱病人深呼吸，插入肛管适宜深度，并固定，松开止血钳灌入所需灌肠液，

夹闭肛管并拔出，嘱患者平卧规定时间后排便，协助患者恢复舒适体位，处理用物，观察患者反应

并记录，做好健康教育及心理护理。

ABFF0001 保留灌肠治疗

评估患者病情及腹胀程度等，核对医嘱及患者信息，解释其目的取得配合，排空膀胱，备好灌肠装

置，配好灌肠液，屏风遮挡，取适当体位，合理暴露臀部，用麻醉润滑剂润滑肛管约5-10厘米，插

肛管约10-15厘米并固定，松开止血钳将灌肠液滴入最多200毫升，夹闭肛管并拔出，嘱患者平卧尽

可能至少1小时后排便，处理用物，观察患者反应并记录，做好健康教育及心理护理。

ABFF0002 三通氧气灌肠治疗

评估，核对患者信息，做好解释取得配合，备好三通氧气灌肠装置，调节室温，屏风遮挡，摆体

位，必要时给予解痉止痛或基础麻醉，合理暴露臀部，润滑肛管前端，插入肛管，注气约25-30毫

升至肛管气囊，稍向下牵拉肛管以固定，调节安全阀旋钮，设定灌肠时最大耐压值，将气体注入结

肠，观察氧气表上的压力值，X线透视下观察结肠内气体前进的情况至套叠复位，拔管，协助患者

取舒适体位，处理用物，观察并记录，做好健康教育及心理护理。不含X线检查。

ABFF0003 清洁灌肠

评估患者病情及腹胀程度等，核对医嘱及患者信息，解释其目的取得配合，排空膀胱，备好灌肠装

置，配好灌肠液，屏风遮挡，取适当体位，合理暴露臀部，用麻醉润滑剂润滑肛管约5-10厘米，插

肛管约10-15厘米并固定，松开止血钳灌肠500-1000毫升，夹闭肛管并拔出，患者排便后重复以上

操作过程至大便为清水样便，处理用物，观察并记录，做好健康教育及心理护理。

ABFG0001 经口全消化道清洁洗肠
配置洗肠液，评估患者病情及合作程度等，核对医嘱及患者信息，解释其目的，协助患者饮用(1小

时内饮完)，观察有无腹痛，呕吐，排便情况，必要时重复饮用口服洗肠液，记录，做好健康教育

及心理护理。

ABFH0001 人工辅助通便
评估患者病情及腹胀程度等，核对医嘱及患者信息，解释其目的取得配合，屏风遮挡，取适当体

位，合理暴露臀部，指润滑剂涂抹手指，手工协助排便或挤入开塞露或甘油灌肠剂或栓剂插入肛

门，处理用物，观察并记录，做好健康教育及心理护理。

ABFJ0001 肛管排气

评估患者病情及腹胀情况，肛门及皮肤情况等，核对患者信息，解释其目的取得配合，调节室温，

屏风遮挡，取适当体位，连接好肛管排气装置，戴手套，用麻醉润滑剂润滑无菌肛管前端，润滑肛

门使肛门括约肌松弛，插肛管约15-18厘米(新生儿约5-7厘米)并固定，观察患者情况，连接灌肠袋

观察液面水泡情况，保留约20分钟后拔肛管，协助患者恢复舒适体位，处理用物，评价并记录，做

好健康教育及心理护理。
7.导尿与冲洗

ABGA0001 导尿

评估患者病情，膀胱充盈情况等，核对医嘱及患者信息，解释其目的取得配合，屏风遮挡，取适当

体位，会阴擦洗，打开无菌导尿包，戴无菌手套，用麻醉润滑剂润滑导尿管，按顺序消毒，确定尿

道口，插入尿管，观察尿液颜色，量及性质等，引流完闭拔出，擦净会阴，协助患者恢复舒适体

位，处理用物，评价并记录，做好健康教育及心理护理。

ABGA0002 留置导尿

评估患者病情，膀胱充盈情况等，核对患者信息，解释其目的取得配合，屏风遮挡，取适当体位，

会阴擦洗，打开无菌导尿包，戴无菌手套，用麻醉润滑剂润滑导尿管，按顺序消毒，确定尿道口，

插入尿管，并注入5-10ml无菌注射用水再回抽2ml待有阻力后固定，接通无菌尿袋，观察尿液颜

色，量及性质等，及时倾倒尿液，必要时更换无菌尿袋，协助患者恢复舒适体位，处理用物，评价

并记录，做好健康教育及心理护理。

ABGA0003 导引法导尿术
常规消毒，铺无菌巾，应用前端有孔的金属导尿管插进膀胱，通过内腔放入一根细的导丝，拔出金

属导尿管，通过导丝放入双腔气囊导尿管，置入后导尿管球囊注水固定。不含导尿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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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GB0001 膀胱冲洗

评估患者病情及自理程度等，核对医嘱及患者信息，解释其目的取得配合，准备冲洗药物及用物，

屏风遮挡，取适当体位，戴无菌手套，将棉垫垫于尿管接头处，分开尿管与引流袋连接处，消毒尿

管末端，用无菌膀胱冲洗器吸取冲洗液，从尿管末端注入膀胱后吸出，如此反复操作，冲洗毕夹闭

尿管30分钟后排空膀胱，必要时更换无菌引流袋，观察冲洗过程中患者反应，冲洗情况及冲洗出的

液体颜色，性质，量并记录，处理用物，做好健康指导及心理护理。

ABGB0002 持续膀胱冲洗

评估患者病情，自理程度及有无禁忌症等，核对医嘱及患者信息，解释其目的取得配合，准备冲洗

药物及用物，屏风遮挡，取适当体位，戴无菌手套，用无菌输血器连接冲洗液并排气，连接冲洗入

口，冲洗出口处接无菌引流袋/瓶，遵守持续冲洗原则细管冲入粗管冲出，根据引流液颜色调节冲

洗速度，观察患者生命体征，冲洗情况，引流液颜色，性质，量并记录，冲洗毕协助患者恢复舒适

体位，处理用物，做好健康指导及心理护理。
8.吸氧

ABHA0001 氧气吸入

评估患者缺氧情况，病情等，核对医嘱及患者信息，解释吸氧目的，湿化瓶备蒸馏水，根据需要选

择吸氧管或面罩，将无菌鼻导管或面罩连接吸氧装置，检查导管通畅，取适当体位，检查鼻腔通

畅，清洁湿润鼻腔，调节氧流量，固定吸氧装置，处理用物。定时观察患者病情及缺氧缓解程度并

记录，做好氧气吸入的健康教育及心理护理。

ABHA0002 密闭式氧气吸入

指用于粒细胞缺少或骨髓移植的患者。评估患者缺氧情况，病情等，核对医嘱及患者信息，解释吸

氧的目的，安装封闭式一体湿化瓶，根据需要选择吸氧管或面罩，将无菌鼻导管或面罩连接到氧气

装置，检查导管通畅，取舒适体位，检查鼻腔通畅，清洁湿润鼻孔，调流量，固定吸氧装置，处理

用物，定时观察患者病情及缺氧缓解程度并记录，做好氧气吸入的健康教育及心理护理。
9.雾化吸入

ABJA0001 超声雾化吸入

评估患者病情及呼吸系统状况等，核对医嘱及患者信息，解释其目的取得配合，用无菌注射器配制

药物，取适当体位，打开超声雾化器开关，定时，调节雾量，用无菌口含嘴/面罩遮住患者口鼻，

嘱其用口深吸气，吸入15-20分钟，关闭开关，漱口，擦干患者面部，协助患者排痰并采取舒适体

位，处理用物，评价并记录，做好健康教育及心理护理。

ABJA0002 氧气雾化吸入

评估患者病情及呼吸系统状况等，核对医嘱及患者信息，解释其目的取得配合，用无菌注射器配制

药物，连接氧气管，取适当体位，将药物加入储药瓶，调节氧流量6-8升/分钟使药液呈雾状喷出，

用无菌口含嘴/雾化面罩遮住患者口鼻，嘱其用口深吸气，吸入15-20分钟，关氧气，协助排痰，协

助患者采取舒适体位，处理用物，评价并记录，做好健康教育及心理护理。

ABJA0003 空气压缩泵雾化吸入

评估患者病情及呼吸系统状况等，核对医嘱及患者信息，解释其目的取得配合，用无菌注射器配制

药物，取适当体位，打开空气压缩泵雾化器开关，用无菌口含嘴/雾化面罩遮住患者口鼻，嘱其用

口深吸气，吸入15-20分钟，关闭开关，漱口，擦干患者面部，协助排痰，协助患者恢复舒适体

位，处理用物，评价并记录，做好健康教育及心理护理。

ABJA0004 蒸汽雾化吸入
评估患者病情及呼吸系统状况等，核对医嘱及患者信息，解释其目的取得配合，用无菌注射器配制

药物，准备蒸汽装置，取适当体位，接电源，加入药液，随蒸汽雾化吸入15分钟，观察患者生命体

征及气道情况，协助排痰，协助患者采取舒适体位，处理用物，评价并记录，做好健康教育及心理

ABJA0005 经呼吸机管道雾化吸入

评估患者病情及呼吸系统状况等，核对医嘱及患者信息，解释其目的取得配合，用无菌注射器配制

药物，加入呼吸机雾化瓶，取适当体位，清理呼吸道，打开雾化器开关，根据病情决定雾化时间，

观察患者生命体征及气道情况，及时吸痰，协助患者采取舒适体位，处理用物，评价并记录，做好

健康教育和心理护理。
10.物理降温

ABKA0001 冰帽降温
指冰帽及冰枕头部降温。评估患者病情等，备好冰装入冰帽，核对患者信息，解释其目的取得配

合，将冰帽放入布套内，将冰帽置于患者头部，开始计时，保护耳部，随时观察患者神志，体温及

冰帽使用安全，取下冰帽，协助患者采取舒适体位，处理用物，观察并记录，做好健康教育及心理

ABKA0002 冰袋降温
指冰袋及冰囊降温。评估患者病情等，备好冰装入冰袋，核对患者信息，解释其目的取得配合，将

冰袋放入布套内，置于患者所需部位，开始计时，保护易冻伤部位，冷敷后取下冰袋，观察有无冻

伤，协助患者恢复舒适体位，30分钟后测量体温，处理用物，观察并记录，做好健康教育及心理护

ABKA0003 酒精擦浴降温
指酒精或温水擦浴。评估患者病情等，备酒精，核对患者信息，解释其目的取得配合，调节室温，

屏风遮挡，头部放冰袋，足底用热水袋，按上-下及前-后的顺序擦拭全身，撤去冰袋和热水袋，协

助患者穿衣并恢复舒适体位，30分钟后测量体温，观察并记录，做好健康教育及心理护理。

ABKA0004 冰毯降温
评估患者病情等，核对患者信息，解释其目的取得配合，准备冰毯机，取适当体位，将冰毯置于患

者合适部位，将温度传感器放于腋下，打开冰毯机，设置温度及循环流量，调节降温范围，监测降

温效果及皮肤情况，观察患者反应及生命体征变化，处理用物，记录。

ABKA0005 降温贴降温
评估患者病情，核对医嘱，解释其目的，选择适宜部位并清洁，将降温贴贴于相应部位，30分钟后

测量体温，观察记录，并保持6小时以上效果，做好健康教育及心理护理。
11.抢救

ABLA0001 抢救(小)

指因病情需要，由主治医师以上参加的抢救小组进行的抢救。负责抢救的医师不能离开现场，必要

时请上级医师到场，严密监测患者生命体征，及时采取抢救措施，观察和记录患者出入量，做好监

测，治疗，护理，做好各种管道的管理，做好患者基础护理，适时对患者进行健康教育及心理护

理，负责护士配合抢救，做好抢救记录。

ABLA0002 抢救(中)

指因病情需要，由副主任医师参加的抢救小组进行的抢救。负责医师不离开现场，二线以上高年资

医师到场，必要时请示上级医师到场，并组织相关会诊，严密监测患者生命体征，及时采取抢救措

施，迅速开放必要的管路，观察和记录患者出入量，及时完成各种治疗，护理，做好各种管道的管

理，做好患者基础护理，适时对患者进行健康教育及心理护理，专人负责，填写病重通知单，并向

家属交代患者病情，做好抢救记录。

ABLA0003 抢救(大)

指因病情需要，由主任医师参加的一整套抢救班子进行的抢救。负责医师不离开现场，采取紧急救

治措施，迅速开放必要的管路，以观察和保证生命体征的稳定，根据患者病情及时组织院内外会诊

。严密监测生命体征，血氧饱和度，神志等病情变化，及时采取抢救措施，用呼吸机的患者根据情

况调节呼吸机仪器参数，观察和记录患者出入量，及时完成各种治疗，护理，做好各种管道的管

理，做好患者基础护理，适时对患者进行健康教育及心理护理，专人护理，填写病危或病重通知

单，并向家属交代患者病情，做好抢救记录。

ABLB0001 新生儿人工呼吸
吸引口咽分泌物，面罩复苏气囊加压通气，听诊双肺呼吸音并观察病人情况，操作1-2分钟后无缓

解，立即气管插管正压通气。不含监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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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LB0002 新生儿辐射抢救台治疗 使用辐射抢救台预热，设置箱温，放置体温探头，调节床头高度，X线托盘。
12.院前急救

ABMA0001 院前急救
指院前医务人员出诊对一般急症患者(指突发疾病、不经治疗可加重病情严重损伤身体的疾患)提供

现场诊查，救治及途中监护的医疗技术劳务性服务。不含监护。

ABMA0002 院前危急重症抢救
指院前医务人员对危重急症患者(由于各种原因造成危及生命、不采取抢救措施难以缓解的疾病，

如心脏骤停、休克、昏迷、急性呼吸衰竭、急性心衰、多发严重创伤等)提供现场诊查，救治及途

中监护的医疗技术劳务性服务。
13.重症监护

ABNA0001 急诊重症监测
指急诊室内专业护士连续监护。医生护士严密观察病情变化，密切观察血氧饱和度，呼吸，血压，

脉压差，心率，心律及神志，体温，出入量等变化，发现问题及时调整治疗方案，预防并发症的发

生，并作好监护，治疗及病情记录，随时配合抢救。

ABNA0002 重症监测
指重症监护室内连续监测。医生护士严密观察病情变化，密切观察血氧饱和度，呼吸，血压，脉压

差，心率，心律及神志，体温，出入量等变化，发现问题及时调整治疗方案，预防并发症的发生，

并作好监测，治疗及病情记录，随时配合抢救。
14.其它

ABPA0001 术前备皮
评估患者病情及备皮部位皮肤情况等，核对医嘱及患者信息，解释其目的取得配合，调节室温，屏

风遮挡，暴露备皮部位，涂肥皂水，使用备皮用品分区剔净备皮部位毛发，清洁备皮处皮肤，处理

用物并记录，做好健康教育和心理护理。
ABPA0002 烧伤特殊备皮 剃除埋置扩张器的头皮上的或全身各部位瘢痕组织上及其手术区域周围的毛发。

ABPB0001 机械辅助排痰

评估患者病情，意识状态及呼吸系统情况等，核对患者信息，解释其重要性取得配合，检查排痰机

功能状态，取适当体位，根据病情设置排痰机的强度频率及时间，用机械辅助排痰仪，按解剖部位

依次震动不同部位，观察患者反应，生命体征变化等，协助患者排痰，评价患者排痰效果及痰液性

质，用物处理，记录，做好健康教育和心理护理。

ABPC0001 冷湿敷法
评估患者病情及皮肤情况等，核对患者信息，解释其目的取得配合，铺橡胶单和治疗巾，局部冷湿

敷15-20分钟(反复更换湿敷布2-3分钟/次)，协助患者穿衣并恢复舒适体位，处理用物，观察并记

录，做好健康教育及心理护理。

ABPD0001 热湿敷法
评估患者病情及皮肤情况等，核对患者信息并解释其目的取得配合，铺橡胶单和治疗巾，局部热

敷，热敷15-20分钟，协助患者穿衣并恢复舒适体位，处理用物，观察并记录，做好健康教育及心

理护理。

ABPE0001 坐浴
评估患者病情及会阴，肛周皮肤情况等，核对医嘱及患者信息，解释其目的取得配合，备坐浴液，

调节室温，屏风遮挡，协助患者将会阴部浸在液体中20-30分钟，擦干会阴部或肛门周围，处理用

物，观察并记录，做好健康教育及心理护理。

ABPF0001 会阴擦洗

指会阴擦洗或会阴冲洗。评估患者病情及合作程度等，核对患者信息，做好解释取得配合，协助患

者排空膀胱，屏风遮挡，取适当体位，垫清洁棉垫及坐便器，打开消毒会阴擦洗或冲洗包，按顺序

擦洗或冲洗，擦干会阴部，协助患者采取舒适体位，必要时协助更衣，处理用物，评价并记录，做

好健康教育及心理护理。

ABPG0001 阴道冲洗
评估患者病情及会阴情况等，核对医嘱及患者信息，解释其目的取得配合，协助患者排空膀胱，无

菌注射器配制冲洗液，准备冲洗装置，取适当体位，连接冲洗管，排气，将冲洗管插入阴道进行冲

洗，协助患者坐起排空残留液并穿好衣服，处理用物并记录，做好健康教育和心理指导。

ABPH0001 引流管冲洗

严格按无菌原则消毒伤口和消毒引流管，反复冲洗，直至引流液清亮(遵医嘱向引流管内注射药

物，并夹闭引流管1-2小时)，再次消毒引流管，连接引流袋或引流瓶，接头处用无菌纱布包扎并固

定，记录并观察患者病情变化。

ABPJ0001 引流管更换
更换无菌引流袋或引流装置，固定，观察患者生命体征，预防并发症，处理用物，记录，做好健康

教育及心理护理。
(三)护理
1.分级护理

ACAA0001 特级护理

指病情危重、重症监护、复杂或大手术后，严重外伤和大面积烧伤，使用呼吸机辅助呼吸，实施连

续性肾脏替代治疗，及其他生命体征不稳定患者的护理。严密观察患者病情变化和生命体征的改

变，做好监测，根据医嘱正确实施治疗，用药，准确测量24小时出入量，做好基础护理，压疮预防

和护理，管路护理等措施，实施安全措施，保持患者的舒适和功能体位，实施床旁交接班，完成健

康教育及心理护理，书写特护记录。

ACAA0002 I级护理

指病情趋向稳定的重症患者、手术后或者治疗期间需要严格卧床、生活完全不能自理或生活部分自

理、病情随时可能发生变化的患者的护理。每小时巡视患者，观察患者病情变化，根据病情每日测

量生命体征，根据医嘱正确实施治疗，用药，压疮预防和护理，管路护理等护理措施，实施安全措

施，对患者提供适宜的照顾和康复，健康指导。

ACAA0003 Ⅱ级护理
指病情稳定、生活部分自理的患者或行动不便的老年患者的护理。每2-3小时巡视患者，观察患者

病情变化，根据患者病情测量患者生命体征，根据医嘱正确实施治疗，用药，根据患者身体状况，

实施护理措施和安全措施，对患者提供适宜的照顾和康复，健康指导。

ACAA0004 Ⅲ级护理
指生活完全自理、病情稳定的患者、处于康复期患者的护理。每3小时巡视患者，观察患者病情变

化，根据患者病情测量患者生命体征，根据医嘱，正确实施治疗，用药，指导患者完成生理需求及

康复，健康指导。完成健康教育及心理护理，书写护理记录。
2.专项护理

ACBA0001 新生儿护理
评估新生儿适应环境能力，新生儿口腔护理，喂养，称体重，脐部残端护理，臀部护理，换尿布，

观察排泄物形态并记录，洗浴，新生儿床位清洁消毒。

ACBA0002 新生儿治疗浴
评估新生儿情况、日龄，调节操作台温度及环境湿度，核对医嘱及患儿信息，检查患儿皮肤情况，

用无菌注射器配制治疗浴液，按新生儿沐浴顺序进行治疗浴，治疗浴毕擦干皮肤，再次检查皮肤情

况及效果，操作毕为患儿穿衣，处理用物，记录。

ACBA0003 新生儿监测
开启监护仪，连接病人，调节心率和呼吸报警上下限及报警音量，连接血压袖带，调节血压报警限

和测量间隔时间，启动测量开关，连接经皮血氧探头，调节血氧报警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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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名称 项目内涵

ACBA0004 新生儿抚触
评估新生儿情况，日龄，调节操作台温度及环境湿度，将新生儿置于操作台上检查，检查病情皮肤

反应情况，及时更换尿布，操作者手涂润肤油按顺序抚触全身，操作毕为新生儿穿衣，处理用物，

记录，必要时配音乐。

ACBA0005 早产儿护理
评估早产儿病情，核对医嘱，患儿日龄等信息，准备暖箱，水槽中加适量蒸馏水，设置适宜温度，

监护早产儿面色，呼吸，体温，心率变化及各器官功能的成熟情况，定期做暖箱消毒并送细菌培养

标本，记录。含新生儿护理及暖箱的应用等。不含实验室检验。

ACBB0001 精神病人护理
指用于精神病患者的护理。随时巡视患者，观察患者情绪变化，根据患者病情测量患者体温，脉

搏，呼吸等生命体征，根据医嘱，正确实施治疗，用药，对患者提供适宜的照顾和康复，健康指

导，完成健康教育及心理护理，做好记录。

ACBB0002 精神科监护
指对急性，冲动，自杀，伤人，毁物的病人实施监护。监护并记录的内容包括，生命体征，意识状

态，精神状况，认知，情感，意向行为，对治疗合作度，安全，进食，排泄，一般生活自理，药物

不良反应及躯体合并症等。

ACBC0001 一般传染病护理
指经消化道，呼吸道，接触等传播的传染病的护理。评估病情，既往史及合作情况等，洗手，戴口

罩，帽子，穿隔离衣，戴手套，做好解释取得配合，患者用物擦拭消毒，患者分泌物及污物严格消

毒处理，每日房间空气消毒，定期做隔离环境的细菌学采样检测，协助患者外出检查时做好防护。

ACBC0002 严密隔离护理

指烈性传染病的护理。评估病情及合作情况等，洗手，戴口罩，帽子，穿消毒隔离衣及隔离鞋，戴

手套，戴防护眼镜，做好解释取得配合，禁止探视，设置警示牌，患者分泌物，呕吐物及排泄物严

格消毒处理，污染敷料装入袋中，做好标记集中焚烧，每日房间及用物消毒，定期做隔离环境的细

菌学采样检测。

ACBC0003 保护性隔离护理

指用于抵抗力低或极易感染患者的护理。了解患者病情及血象，评估病情及合作情况等，洗手，戴

口罩，帽子，穿隔离衣，戴手套，做好解释取得配合，注意保护患者，患者用物经消毒后带入房

间，餐具每日消毒，便后清洁肛门，每日房间紫外线空气消毒，定期做隔离环境的细菌学采样检

测，限制探视。

ACBD0001 动脉置管护理
评估患者病情等，核对患者信息并做好解释取得配合，准备用物，使用无菌注射器吸取抗凝剂或生

理盐水定时冲管保持管道通畅，取适当体位，调整零点，测压，观察穿刺点，更换无菌敷料保持干

燥清洁，固定导管，做好健康教育和心理护理。

ACBD0002 静脉置管护理

是指中心静脉置管护理、PICC置管护理。核对患者信息，评估患者病情、合作程度及置管周围皮肤

情况等，解释其目的取得配合，观察管路通畅情况，测量外管路长度等，必要时测量臂围，严格无

菌操作进行消毒，防止留置管阻塞和管路感染，使用无菌注射器或一次性封管针脉冲式正压封管，

严谨提前配置冲管液当日用于多人封管，更换无菌敷料并固定、再次测量管路长度、记录、做好健

康教育和心理护理。

ACBE0001 口腔护理

评估患者病情，合作程度及口腔状况，核对患者信息，做好解释取得配合，取适当体位，打开消毒

口腔护理包，清点棉球，漱口，检查口腔，观察有无口腔粘膜疾患，必要时通知医生，按需要选择

漱口液，按顺序清洁口腔，再次漱口并检查口腔，再次清点棉球，协助患者恢复舒适体位，处理用

物，观察患者生命体征并记录，做好健康教育及心理护理。

ACBF0001 气管切开护理

评估患者病情，意识状态，气管切开周围皮肤情况等，核对患者信息，做好解释取得配合，监测并

保持气囊的压力，必要时人工气道内药物滴入(打开人工气道，吸气相时滴入药物，观察用药后效

果并记录)，随时清理呼吸道分泌物，局部消毒，更换敷料，保持气管切开处清洁干燥，固定，观

察伤口有无感染并记录，做好健康教育及心理护理。

ACBF0002 气管切开更换内套管
评估患者病情，意识状态，气管切开周围皮肤情况，核对患者信息，做好解释取得配合，准备用

物，取出并更换内套管，内套管消毒，评价并记录，做好健康教育及心理护理。

ACBF0003 气管插管护理

评估患者病情，意识状态，气管插管深度及导管型号等，核对患者信息，做好解释取得配合，监测

并保持气囊的压力，必要时人工气道内药物滴入(打开人工气道，吸气相时滴入药物，观察用药后

效果并记录)，随时清理呼吸道分泌物，必要时使用呼吸过滤器保持气道温湿度，更换固定胶布，

无菌牙垫及无菌敷料，保持固定带清洁干燥，观察气管外置长度并记录，做好健康教育及心理护理

ACBF0004 吸痰护理

评估患者病情，意识状态，呼吸道分泌物情况等，核对患者信息，做好解释取得配合，连接吸引器

调整负压，取适当体位，高流量氧气，戴无菌手套，检查连接好的无菌吸痰管通畅，将吸痰管插入

气道，缓慢旋转提取进行抽吸，高流量氧气，观察患者生命体征及痰液性质，协助患者采取舒适体

位，评价吸痰效果，记录，完成健康教育及心理护理。

ACBF0005 呼吸机吸痰护理

评估患者病情，意识状态及呼吸道分泌物情况等，核对患者信息，做好解释取得配合，连接吸引器

调整负压，取适当体位，遵医嘱滴入化痰药，观察患者生命体征，呼吸机消警，给纯氧2分钟，戴

无菌手套，检查连接好的无菌吸痰管通畅，打开气道，按无菌操作原则将吸痰管插入气道，缓慢旋

转提取进行抽吸(时间小于15秒)，再次给纯氧2分钟，观察患者生命体征及痰液性质，评价吸痰效

果，记录，完成健康教育及心理护理。

ACBG0001 引流管护理

指各种引流管护理。评估患者病情及引流情况等，核对患者信息，解释其目的取得配合，准备用

物，取适当体位，戴手套，合理暴露伤口，观察引流液的量，色及性质，严格无菌操作原则用蘸有

消毒液的棉签消毒，更换无菌敷料，倾倒引流液，观察患者生命体征，预防并发症，处理用物，记

录，做好健康教育及心理护理。含胃，小肠，胆囊，膀胱，肾等造瘘管护理

ACBH0001 造口护理

指回肠、结肠造口，尿路造口的护理。评估患者病情，合作程度，造口周围皮肤情况等，核对患者

信息，做好解释取得配合，造口周围皮肤，排泄物及并发症的观察和处理，根据造口缺血坏死，皮

肤粘膜分离，造口回缩，造口狭窄，造口脱垂，造口旁疝，造口周围皮肤问题，出血等选择适宜的

敷料，药物和造口用品，并清洁皮肤及造口，测量造口大小，剪裁无菌底盘，粘贴底盘，固定无菌

造口袋，记录，做好健康教育和心理指导。
ACBJ0001 肛周护理 观察肛周皮肤粘膜，肛周换药，湿敷。

ACBK0001 压疮护理

指使用压疮评估表确定压疮分级及危险因素，评估病情，压疮伤口类型，对有发生压疮危险的患者

采取定时翻转，取适当体位，必要时采取保护措施。核对患者信息，做好解释取得配合，取适当体

位，根据伤口干湿组织范围大小等，选择相应的无菌伤口敷料和药物，暴露创面，用生理盐水清理

创面去除坏死组织，用蘸有消毒液的棉签消毒周围皮肤，测量创面大小并确定压疮分期，如有腔隙

或窦道用装有生理盐水的无菌注射器/头皮针冲洗，按无菌操作原则换药，观察受压部位情况防止

压疮再次发生或加重，处理用物，并记录，做好健康教育和心理护理。必要时报告医生请求相关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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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名称 项目内涵

ACBL0001 康复专项护理

护士先对患者进行全面的评估；向患者说明所要实施护理内容的目的、方法以取得患者配合；实施

功能位或良肢位体位护理；实施膀胱功能训练护理、实施膀胱容量测定、残余尿量测定护理；实施

肠道功能训练护理；实施破损皮肤护理；实施残端压力用品穿戴护理；实施吞咽障碍的进食护理；

实施认知障碍的定向、记忆、计算训练护理；实施肩手综合症的缠绕毛线法、冰水训练护理。
(四)社区

ADAA0001 普通家庭出诊 根据病人或其家属要求到本辖区内家庭、单位或社区出诊。
ADAA0002 副主任医师家庭出诊 指由副主任医师根据病人或其家属要求到本辖区内家庭、单位或社区出诊。
ADAA0003 主任医师家庭出诊 指由主任医师根据病人或其家属要求到本辖区内家庭、单位或社区出诊。

ADAB0001 家庭新生儿诊查

指应患儿家长要求进行家庭新生儿诊查。检查新生儿检查器械及其他物品是否齐全并可正常使用后

携带家访，穿鞋套后，审视新生儿居室环境与卫生状况并指导其改善新生儿环境质量，询问新生儿

出生情况和异常表现，洗手清洁、戴口罩，对新生儿进行体格检查，提出诊疗方案。向新生儿家长

交待注意事项与联系方式，记录新生儿检查情况与指导家长内容，将诊查相关用品放入废物收集

袋，洗手简单消毒后离开新生儿家庭。不含相关检验与医技检查。

ADAC0001 家庭产后诊查

指应产妇或其家属要求进行家庭产后诊查。检查产后检查器械及其他物品是否齐全并可正常使用

后，携带消毒器械包家访，穿鞋套后，审视产妇居室环境与卫生状况并指导其改善居室环境质量，

询问生产与产后情况及异常症状、体征，洗手、戴口罩、手套，铺检查垫后，对产妇进行体格检

查，进行必要处理，提出诊疗方案，向产妇交待注意事项与联系方式，记录产妇诊查处理情况以及

对产妇及其家属指导内容，将诊查相关用品放入废物收集袋，洗手简单消毒后离开产妇家庭。不含

相关检验与医技检查。

ADAD0001 病人健康指导

指群体健康指导。通过总结分析本辖区主要健康问题，针对居民常见疾病的诊断，治疗与危险因素

以及就医，遵医方面存在的问题，或应病人要求，集中安排，采取讲课，电教多种形式对病人进行

具体健康指导，综合分析评价疾病情况，根据个体特点，指导形成健康生活行为方式，制定合理的

有针对性的疾病诊疗计划。

ADAE0001 个人健康咨询
对有咨询需求的辖区居民，包括病人或其家属，疾病高危人群以及亚健康人群，进行个体健康咨

询，回答其咨询问题，了解问题发生背景与相关情况，解释有关疾病发生，诊断和治疗问题，进行

心理疏导，提出诊断，治疗路径建议，指导合理就医，遵医行为以及减少健康危险因素。

ADAF0001
精神疾病患者家庭诊查

咨询

指应病人家属要求，对精神疾病患者进行家庭诊查咨询。穿鞋套后，审视患者居室环境与卫生状况

并指导其改善居室环境质量，询问患者的疾病诊断与病情变化，社会功能情况、服药、各项实验室

检查结果及其家庭支持情况，洗手清洁，进行体格检查及患者的精神状况，包括感觉、知觉、思维

、情感和意志行为、自知力等，提出诊疗方案，进行药物咨询和康复指导，指导家属对患者照顾支

持的内容与方法，常见意外伤害的预防救护、自救和他人救护等预防和自我保健知识，记录患者诊

查处理情况以及对患者家属的指导内容后，将诊查相关用品放入废物收集袋，洗手简单消毒后离开

患者家庭。不含相关检验与医技检查。

ADAH0001 慢性病家庭访视与干预

指应病人或其家属要求，对慢性病患者进行家庭访视与干预。穿鞋套后，审视患者居室环境与卫生

状况并指导其改善居室环境质量，询问病人一般情况、疾病诊断、服药情况、近期病情变化及其家

庭支持情况，洗手清洁、戴口罩后，进行体格检查，根据疾病严重程度，提出诊疗方案，进行药物

咨询和康复指导，针对患者的健康危险因素，与患者及其家属共同制定疾病干预指导计划，建立该

患者疾病诊疗干预专案，包括首页、访视干预与健康评估表，以及告诉患者及其家属出现哪些异常

时立即就诊，记录患者访视诊查与处理情况以及对患者家属的指导内容后，将诊查相关用品放入废

物收集袋，洗手简单消毒后离开患者家庭。不含相关化验、医技检查。

ADAJ0001 家庭病床建床

对有需求并适宜在家庭中进行治疗的患者建立家庭病床。检查出诊箱器械物品是否齐全并可正常使

用，携带出诊箱到新建床的患者家庭，审视家庭卫生情况，洗手清洁戴口罩，询问病人病史，进行

一般物理检查，对患者病情进行全面评估，并提出化验，医技检查以及治疗，护理的医嘱意见，指

导病人健康生活行为方式与改善居室卫生环境，向病人及其家属交待注意事项与联系方式，按照家

庭病床病历书写规范以及统一病历格式，在患者收治后24小时内完成家庭病床病历书写。

ADAJ0002 家庭病床查床

按照家庭病床管理规范执行查床制度，责任医师根据患者情况制定查床计划，每周查床1-3次，病

情变化随时查床，查床前，检查出诊箱器械物品是否齐全并可正常使用，携带出诊箱到家床患者家

庭，审视家庭卫生情况，洗手清洁，询问病人病情变化情况，查看病情，进行一般物理检查，必要

的化验与医技检查，提出下一步治疗，护理医嘱，指导病人健康生活行为方式与改善居室卫生环

境，向病人及其家属交待注意事项，按照家庭病床病历书写规范以及统一病历格式，在查床当日完

成查床记录，及时将病情变化与进一步检查，治疗护理方案记入查床记录中，洗手简单消毒后离开

ADAK0001 家庭康复清洁导尿培训

向患者(如高位脊髓损伤)或家属说明清洁导尿的方法，目的和步骤，要求取得配合，讲解尿道的生

理解剖结构及泌尿系相关知识，介绍发生泌尿系感染时的症状，介绍清洁导尿的并发症，指导患者

采取适当体位，示范操作清洁导尿的具体步骤及动作要点，操作训练过程中指导患者如何操正确和

作动作轻柔，仔细观察训练过程避免损伤尿道。

ADAL0001 家庭腹膜透析培训

向患者或家属进行一对一操作培训(使用示范模具)环境，清洁及消毒换液操作，规范洗手，外出口

换药护理，腹透液加药技术，淋浴技术，相关知识培训，透析原理，腹膜炎的预防，体重血压，血

糖及透析液的测量，环境及物品的清洁，饮食及营养(用食物模型)，水盐平衡，居家透析常见问题

的处理，运动指导，透析液的加温和储藏，物品的订购。
(五)其它

AEAC0001 一般尸体料理

尊重死者民族及信仰，评估尸体清洁情况，有无伤口及家属合作程度等，备齐用物，屏风遮挡，撤

去一切治疗，拔除各种管道，摆平卧位，头下垫枕头，清洁面部并梳理头发，帮死者合上双眼和

嘴，有假牙者为其安装，脱衣，用止血钳夹纱布或棉球填入口腔，鼻腔，耳道，肛门及阴道，按顺

序清洁全身，更换尸衣服，核对尸体鉴别卡，通知太平间，与家属清点遗物，护送尸体出病房，床

单位终末消毒，整理病历。

AEAC0002 特殊传染病尸体料理

尊重死者民族及信仰，评估尸体清洁情况，有无伤口及家属合作程度等，严格按照传染病管理办法

进行尸体处理，备齐用物，屏风遮挡，撤去一切治疗，拔除各种管道，摆平卧位，头下垫枕头，清

洁面部并梳理头发，帮死者合上双眼和嘴，有假牙者为其安装，脱衣，用止血钳夹纱布或棉球填入

口腔，鼻腔，耳道，肛门及阴道，按顺序清洁全身，更换尸衣服，核对尸体鉴别卡，通知太平间，

与家属清点遗物，护送尸体出病房，严格按照传染病管理办法进行床单位终末消毒，整理病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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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EAC0003 死婴料理
核对死婴身份，备齐用物，屏风遮挡，撤去一切治疗，拔除各种管道，摆平卧位，清洁全身皮肤，

用止血钳夹纱布或棉球填入口腔，鼻腔，耳道，肛门及阴道，安慰家属，通知太平间，护送尸体出

病房，床单位终末消毒，整理病历。

AEAC0004 一般尸体整容

由家属提出整容要求。准备用物，清洁弯盘，纱布，湿纸巾，手套，美容眉笔，眼影，口红，胭

脂，发胶等。与家属核对确认尸体后将尸体移至整容床上(或平车)，戴手套，用湿纸巾清洁面部，

将纱布置一次性弯盘内，倒入酒精，再用酒精纱布清洁，消毒，予以尸体整容化妆，请家属过目满

意后整理用物，处理废弃物。

AEAC0005 专业尸体整容

指伤残尸体整容。请相关专业人员进行的伤残尸体整容，由家属提出整容要求。准备用物，清洁—

弯盘，纱布，湿纸巾，手套，相关整容器械等，与家属核对确认尸体后将尸体移至整容床上(或平

车)，戴手套，将伤残部位整理，请家属过目满意后整理用物，处理废弃物。

AEAC0006 尸体存放
太平间工作人员接到通知后备齐用物(一次性尸单，尸体袋，手套等)前往病房，在其他人员协助下

移尸体至铺有尸单的平车上，盖尸单，送至太平间，尸体装入尸体袋中，放入冰柜存放(含冰柜的

设备及电消耗)，核对尸体鉴别卡。

AEAD0001 离体残肢处理
评估患者心理状况等，确认放弃离体残肢并签字，防渗漏，必要时进行消毒处理，装入医用处理装

置并标注标签，通知太平间，太平间工作人员签字后取走残肢，按有关规定处理，做好心理疏导。
二.实验室诊断
(一)临床血液学检验
1.血液一般检验

BAAA2911
血常规七项—血细胞分

析仪器法

样本类型：血液。取血，稀释，仪器质控，上血细胞计数仪测定，报告结果。包括红细胞计数

(RBC)、白细胞计数(WBC)、血红蛋白测定(HB)、平均红细胞体积(MCV)、平均红细胞血红蛋白包括

量(MCH)、平均红细胞血红蛋白浓度(MCHC)、红细胞比积测定(HCT)。

BAAA2912
血常规八项—血细胞分

析仪器法

样本类型：血液。取血，稀释，仪器质控，上血细胞计数仪测定，报告结果。包括红细胞计数

(RBC)、白细胞计数(WBC)、血红蛋白测定(HB)、平均红细胞体积(MCV)、平均红细胞血红蛋白包括

量(MCH)、平均红细胞血红蛋白浓度(MCHC)、红细胞比积测定(HCT)、血小板计数(PLT)。

BAAA2913
血常规—血液分析仪3

分群法

样本类型：血液。取血，稀释，仪器质控，上3分群血细胞分析仪测定，报告结果（含白细胞三分

群结果）。

BAAA2914
血常规—血液分析仪5

分类法

样本类型：血液。取血，稀释，仪器质控，上5分类法血细胞分析仪测定，报告结果（含白细胞五

分类结果）。

BAAB0511
血红蛋白(Hb)测定—分

光光度法
样本类型：血液。取血，稀释，溶血，分光光度计比色，计算，报告结果。

BAAC0111
红细胞计数(RBC)—显

微镜法
样本类型：血液。取血，稀释，充池，显微镜下计数，计算，报告结果。

BAAD0411
红细胞比积(HCT)测定

—温氏管法

样本类型：血液。取血，装入温氏管，离心，报告结果。

BAAD0412
红细胞比积(HCT)测定

—毛细管法
样本类型：血液。取血，装入毛细管，封口，离心，报告结果。

BAAD2911
红细胞比积(HCT)测定

—血液分析仪法

样本类型：血液。由仪器测定的红细胞计数和红细胞平均体积的结果直接导出，HCT=红细胞计数×

红细胞平均体积。

BAAE2911
红细胞参数平均值测定

—计算法

样本类型：血液。需预先测定获得RBC，HB，HCT结果后再计算，报告结果。包括平均红细胞体积

(MCV)、平均红细胞血红蛋白量(MCH)、平均红细胞血红蛋白浓度(MCHC)。

BAAE2912
红细胞参数平均值测定

—血液分析仪法

样本类型：血液。平均红细胞体积(MCV)由仪器直接测定导出，平均红细胞血红蛋白量(MCH)、平均

红细胞血红蛋白浓度(MCHC)需要仪器首先测定获得RBC和HB后再计算，报告结果。

BAAF0111
网织红细胞(Ret)计数

—显微镜法
样本类型：血液。取血，染色，制片，显微镜计数，报告结果。

BAAF2911
网织红细胞分析—血液

分析仪法

样本类型：血液。仪器质控，血细胞分析仪测定标本，审核报告（含网织红细胞百分比、绝对值和

分群等参数）。

BAAF4411
网织红细胞分析—流式

细胞仪法

样本类型：血液。取血，染色，预先计数红细胞，仪器质控，流式细胞分析仪测定标本，审核报告

（含网织红细胞百分比和分群等参数）。

BAAF2912
网织红细胞血红蛋白

(CHr)含量—血液分析

仪法

样本类型：血液。仪器质控，具有CHr分析功能的网织红细胞分析仪器测定标本，审核报告。

BAAG0111
嗜碱性点彩红细胞计数

—显微镜法
样本类型：血液。取血，制片，染色，显微镜观察，报告结果。

BAAH0111
红细胞形态检查—显微

镜法
样本类型：血液。手工/仪器制片，染色，显微镜观察，报告结果。

BAAJ0411
红细胞沉降率(ESR)测

定—魏氏法
样本类型：血液。抗凝血，充入魏氏管，定时，观察结果，报告结果。

BAAJ0412
红细胞沉降率(ESR)测

定—压力血沉管法
样本类型：血液。抗凝血，充入压力血沉管，定时，观察结果，报告结果。

BAAJ0413
红细胞沉降率(ESR)测

定—血沉仪法
样本类型：血液。专用试管抗凝血，混匀，血沉仪仪器测定，观察结果，报告结果。

BAAK0111
白细胞(WBC)计数—显

微镜法
样本类型：血液。取血，稀释，充池，显微镜下计数，计算，报告结果。

BAAL0111
白细胞分类(DC)计数—

显微镜法
样本类型：血液。人工/仪器制片，染色，显微镜观察，报告结果。

BAAM0111
嗜酸性粒细胞直接计数

—显微镜法

样本类型：血液。取血，特殊染色，充池，计数，计算，或者稀释，仪器质控，上机测定。报告结

果。

BAAN0111
嗜碱性粒细胞直接计数

—显微镜法
样本类型：血液。取血，特殊染色，充池，计数，计算，报告结果。

BAAP0111
淋巴细胞直接计数—显

微镜法
样本类型：血液。取血，特殊染色，充池，计数，计算，报告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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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AAQ0111
单个核细胞直接计数—

显微镜法
样本类型：血液。取血，特殊染色，充池，计数，计算，报告结果。

BAAU0111 血小板计数—显微镜法 样本类型：血液。取血，稀释，充池，显微镜下计数，计算，报告结果。

BAAR0111
白细胞形态检查—显微

镜法
样本类型：血液。手工/仪器制片，染色，显微镜观察，报告结果。

BAAS0111
外周血细胞形态学分析

—显微镜法
样本类型：血液。手工/仪器制片，染色，显微镜观察，报告结果。

BABB0111
血小板形态检查—显微

镜法
样本类型：血液。手工/仪器制片，染色，显微镜观察，报告结果。

BAAT0111
浓缩血恶性组织细胞检

查—显微镜法
样本类型：血液。浓缩血细胞，取白细胞层，染色，显微镜观察，报告结果。

BAAV2911
红细胞九分图分析—血

细胞分析仪法
样本类型：血液。标本采集，仪器质控，血细胞分析仪器测定，报告结果。

BAAW2911
出血时间(BT)测定—测

定器法
样本类型：血液。消毒，血压计加压，测定器测定，记录结果，报告结果。

BAAX4111
凝血时间(CT)测定—试

管法
样本类型：血液。消毒，穿刺静脉抽血，专用试管内观察凝血时间，报告结果。

BAAY4111
血块收缩时间测定—试

管法
样本类型：血液。抽取静脉血，水浴箱，测量结果，报告结果。

BAAZ0111
红斑狼疮细胞(LEC)检

查—显微镜法
样本类型：血液。取血，研磨，过筛，涂片，染色，显微镜检查，报告结果。

BABA0111
有核红细胞计数—显微

镜法
样本类型：血液。取血，涂片，染色，显微镜下观察，计数，报告结果。

BABA2911
有核红细胞计数—血细

胞分析仪法

样本类型：血液。取血，抗凝处理，血细胞分析仪专用通道测定，报告结果（包括百分比和绝对

值）。
2.骨髓细胞学检验

BACA0161
骨髓涂片细胞学检验—

显微镜法
样本类型：骨髓。涂片，染色，显微镜人工检查，或者由仪器完成细胞分类计数检查，报告结果。

BACB0161
骨髓有核细胞计数—显

微镜法
样本类型：骨髓。骨髓稀释，计数，报告结果。

BACB0162
骨髓巨核细胞计数—显

微镜法
样本类型：骨髓。标本采集，抗凝，稀释，计数板计数，报告结果。

BACC4481
造血干细胞计数—流式

细胞仪法
样本类型：骨髓、血液。标本采集，抗凝，稀释，免疫荧光染色，流式细胞仪计数，报告结果。

BACC4581
造血干细胞计数—免疫

荧光法
样本类型：骨髓、血液。标本采集，抗凝，稀释，免疫荧光染色，荧光显微镜计数，报告结果。

BACD7381
造血干细胞移植后植活

状态定性分析—聚合酶

链反应及产物分析法

样本类型：骨髓、血液。指脱氧核糖核酸(DNA)指纹图。收集造血干细胞移植后患者外周血或骨髓

标本、患者移植前外周血(或口腔黏膜)、供者外周血标本，提取脱氧核糖核酸(DNA)，聚核酶链反

应(PCR)扩增，定性分析应用核苷酸片段分析系统(变性高效液相色谱仪)分析结果。

BACD7382

造血干细胞移植后植活

状态定量分析—聚合酶

链反应及产物分析法

样本类型：骨髓、血液。指脱氧核糖核酸(DNA)指纹图。收集造血干细胞移植后患者外周血或骨髓

标本、患者移植前外周血(或口腔黏膜)、供者外周血标本，提取脱氧核糖核酸(DNA)，检测浓度，

实时荧光定量聚核酶链反应(PCR)扩增多态性单核苷酸(SNP)位点，筛选有信息的多态性单核苷酸

(SNP)位点，定量分析每批聚核酶链反应(PCR)均包括阳性对照及阴性对照及用于制备标准曲线的系

列稀释的质粒标准品，同时扩增内参基因，软件分析结果。
BACE9981 骨髓造血祖细胞培养 样本类型：骨髓、血液。标本采集，抗凝，体外培养，显微镜计数，报告结果。

BACF4481
白血病免疫分型—流式

细胞仪法

样本类型：血液、骨髓、脑脊液。标本采集，抗凝，稀释，免疫荧光染色，流式细胞仪计数，报告

结果。

BACF5981
白血病免疫分型—免疫

酶染色法
样本类型：血液、骨髓、脑脊液。标本采集，抗凝，稀释，免疫酶染色，显微镜计数，报告结果。

BACF4581
白血病免疫分型—免疫

荧光法

样本类型：血液、骨髓、脑脊液。标本采集，抗凝，稀释，免疫荧光染色，荧光显微镜计数，报告

结果。

BACG4481
细胞周期分析—流式细

胞仪法

样本类型：血液、骨髓、脑脊液。标本采集，抗凝，稀释，免疫荧光染色，流式细胞仪计数，报告

结果。

BACH7381

血液病相关基因定性检

测―聚合酶链反应及产

物分析法

样本类型：血液、骨髓、脑脊液。淋巴细胞分层液分离单个核细胞，提取脱氧核糖核酸(DNA)，溶

解脱氧核糖核酸(DNA)后测定浓度，进行定性聚核酶链反应(PCR)扩增特异性基因，每批聚核酶链反

应(PCR)均包括阳性对照及阴性对照，电泳，人工分析报告。

BACH7382

血液病相关基因定量检

测―聚合酶链反应及产

物分析法

样本类型：血液、骨髓、脑脊液。淋巴细胞分层液分离单个核细胞，提取RNA或DNA，溶解核糖核酸

(RNA)或脱氧核糖核酸(DNA)后测定浓度。核糖核酸(RNA)样品需逆转录成cDNA。进行实时定量聚核

酶链反应(PCR)扩增特异性基因，每批聚核酶链反应(PCR)均包括阳性对照、阴性对照及用于制备标

准品曲线的系列稀释的质粒标准品包括4个浓度：106，105，104，102，每份检测样品除目的基因外

均需扩增内参基因，每份样品的每个基因均需重复检测，目的基因阴性的样品根据实际情况还需进

一步扩增排除其他少见基因类型，人工分析报告。

BACJ4481

血液病细胞膜抗原/胞

浆抗原检测―流式细胞

仪法

样本类型：血液、骨髓、脑脊液。细胞计数后计算标记所需血量，加入膜表面抗体后室温孵育，溶

红细胞，离心，用包括牛血清白蛋白(BSA)的磷酸盐缓冲液(PBS)洗涤，离心，破膜剂破膜，加入胞

浆抗体后室温或4℃孵育，用包括BSA的PBS洗涤，离心后加入PBS，上机检测，每管获取1-6万细

胞，运用软件分析，人工报告。

BACK0181
过氧化物酶染色检查—

显微镜法
样本类型：血液、骨髓。标本采集，涂片，染色，显微镜观察，报告结果。

BACK0111
中性粒细胞碱性磷酸酶

染色检查—显微镜法
样本类型：血液。标本采集，涂片，染色，显微镜观察，报告结果。

BACK0182 酯酶染色检查—显微镜 样本类型：血液、骨髓。标本采集，涂片，染色，显微镜观察，报告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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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ACK0183
过碘酸雪夫反应—显微

镜法
样本类型：血液、骨髓。标本采集，涂片，染色，显微镜观察，报告结果。

BACK0184 铁染色检查—显微镜法 样本类型：血液、骨髓。标本采集，涂片，染色，显微镜观察，报告结果。

BACK0185
酸性磷酸酶染色检查—

显微镜法
样本类型：血液、骨髓。标本采集，涂片，染色，显微镜观察，报告结果。

BACK0186
苏丹黑染色检查—显微

镜法
样本类型：血液、骨髓。标本采集，涂片，染色，显微镜观察，报告结果。

BACL4481
白细胞分化抗原检测—

流式细胞仪法

样本类型：血液、骨髓、脑脊液。标本采集，抗凝，稀释，免疫荧光染色，流式细胞仪分析，报告

结果。

BACM4481
微量残留白血病细胞检

测—流式细胞仪法

样本类型：血液、骨髓、脑脊液。标本采集，抗凝，稀释，免疫荧光染色，流式细胞仪分析，报告

结果。

BACM4581
微量残留白血病细胞检

测—荧光原位杂交法
样本类型：血液、骨髓、脑脊液。标本采集，抗凝，稀释，荧光染色，荧光图像分析，报告结果。

BACM7481
微量残留白血病细胞检

测—分子杂交法
样本类型：血液、骨髓、脑脊液。标本采集，抗凝，稀释，核酸杂交，杂交信号检测，报告结果。

BACN3081
粒细胞集落刺激因子测

定—酶联免疫吸附法
样本类型：血清、体液。标本采集，上样，免疫分析仪测定，报告结果。

3.贫血、溶血检验

BADA0111
红细胞包涵体检查—显

微镜法
样本类型：血液。标本采集，染色，涂片，显微镜检查，报告结果。

BADB0511
血浆游离血红蛋白测定

—比色法
样本类型：血液。标本采集，分离血浆，显色，比色分析，报告结果。

BADC1211
血清结合珠蛋白(HP)测

定—电泳法
样本类型：血液。标本采集，分离血浆，电泳，显色，比色分析，报告结果。

BADD0511
高铁血红素白蛋白过筛

试验—比色法
样本类型：血液。标本采集，分离血浆，稀释，分光光度计分析，报告结果。

BADE0511
红细胞自身溶血过筛试

验—比色法
样本类型：血液。标本采集，孵育，比色，计算溶血率，报告结果。

BADF0511
红细胞自身溶血试验及

纠正试验—比色法
样本类型：血液。标本采集，加入试剂孵育，比色，计算溶血率，报告结果。

BADG1711
红细胞渗透脆性试验—

化学法
样本类型：血液。标本采集，加入试剂，观察结果，报告结果。

BADH1711
红细胞孵育渗透脆性试

验—化学法
样本类型：血液。标本采集，加入试剂，孵育，观察结果，报告结果。

BADJ1711 热溶血试验—化学法 样本类型：血液。标本采集，加入试剂，观察结果，报告结果。
BADJ1712 冷溶血试验—化学法 样本类型：血液。标本采集，加入试剂，观察结果，报告结果。
BADJ1713 蔗糖溶血试验—化学法 样本类型：血液。标本采集，加入试剂，观察结果，报告结果。

BADJ1714
血清酸化溶血(Ham)试

验—化学法
样本类型：血液。标本采集，加入试剂，观察结果，报告结果。

BADJ1715
酸化甘油溶血试验—化

学法
样本类型：血液。标本采集，加入试剂，观察结果，报告结果。

BADJ1716
微量补体溶血敏感试验

—化学法
样本类型：血液。标本采集，加入试剂，观察结果，报告结果。

BADJ1717
蛇毒因子溶血试验—化

学法
样本类型：血液。标本采集，加入试剂，观察结果，报告结果。

BADK1711
高铁血红蛋白还原

(MHB-RT)试验—化学法
样本类型：血液。标本采集，加入试剂，观察结果，报告结果。

BADL4511
葡萄糖6-磷酸脱氢酶荧

光斑点试验—荧光斑点
样本类型：血液。标本采集，加入试剂，观察结果，报告结果。

BADM0511
葡萄糖6-磷酸脱氢酶活

性检测—比色法
样本类型：血液。标本采集，加入试剂，分光光度计测定，报告结果。

BADN0111
变性珠蛋白小体(Heinz

小体)检测—显微镜法
样本类型：血液。标本采集，与试剂孵育，涂片，染色，显微镜观察结果，报告结果。

BADP0511
红细胞谷胱甘肽(GSH)

含量—比色法
样本类型：血液。标本采集，加入试剂，分光光度计测定，报告结果。

BADQ0511
红细胞丙酮酸激酶(PK)

—比色法
样本类型：血液。标本采集，加入试剂，分光光度计测定，报告结果。

BADQ4511
红细胞丙酮酸激酶(PK)

—荧光斑点法
样本类型：血液。标本采集，加入试剂，观察荧光斑点。报告结果。

BADR1711 热变性试验—化学法 样本类型：血液。标本采集，加入试剂，加热观察结果，报告结果。

BADS0111
红细胞镰变试验—显微

镜法
样本类型：血液。标本采集，加入试剂，封片，显微镜观察结果，报告结果。

BADT1211 血红蛋白—电泳法 样本类型：血液。标本采集，制备血红蛋白液，电泳，观察结果，报告结果。

BADU1211
血红蛋白A2(HbA2)测定

—电泳法
样本类型：血液。标本采集，制备血红蛋白液，电泳，观察结果，报告结果。

BADV0511
抗碱血红蛋白(HbF)测

定—比色法
样本类型：血液。标本采集，制备血红蛋白液，碱变性，比色，测定结果，报告结果。

BADW1511
胎儿血红蛋白(HbF)测

定—酸洗脱法
样本类型：血液。标本采集，涂片，酸处理、染色，显微镜观察，报告结果。

BADX0111
血红蛋白H包涵体检测

—显微镜法
样本类型：血液。标本采集，染色，涂片，显微镜观察，报告结果。

BADY5911 异丙醇试验—沉淀法 样本类型：血液。标本采集，制备血红蛋白液，变性，沉淀，观察结果，报告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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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ADZ0111
血红蛋白C试验—显微

镜法
样本类型：血液。标本采集，孵育，涂片，显微镜观察结果，报告结果。

BAEA0511
血红蛋白S溶解度试验

—比色法
样本类型：血液。标本采集，加入试剂，比色测定，报告结果。

BAEB4211
直接抗人球蛋白

(Coombs')试验—凝集
样本类型：血液。标本采集，加入试剂，观察凝集结果，报告结果。

BAEB4212
直接抗人球蛋白

(Coombs')试验—卡式

柱凝集法

样本类型：血液。标本采集，加入试剂，观察凝集结果，报告结果。

BAEC4211
间接抗人球蛋白试验—

凝集法
样本类型：血液。标本采集，加入试剂，观察凝集结果，报告结果。

BAEC4212
间接抗人球蛋白试验—

卡式柱凝集法
样本类型：血液。标本采集，加入试剂，观察凝集结果，报告结果。

BAED1211 红细胞测定—电泳法 样本类型：血液。标本采集，加入红细胞悬液，电泳，记录时间，报告结果。

BAEE1211
红细胞膜蛋白测定—电

泳法
样本类型：血液。标本采集，提取细胞膜蛋白，电泳，观察结果，报告结果。

BAEF1211 肽链裂解试验—电泳法 样本类型：血液。标本采集，肽链裂解，电泳，观察结果，报告结果。

BAEG0711
红细胞游离原卟啉测定

—荧光比色法
样本类型：血液。标本采集，加入试剂，荧光光度分析，报告结果。

4.血栓与止血检验

BAFA2011
凝血酶时间(TT)测定—

凝固法
样本类型：血液。标本采集，分离血浆，加入试剂，手工/凝血仪测定结果，报告结果。

BAFB4111
活化部分凝血活酶时间

(APTT)测定—试管法

样本类型：血液。标本采集，分离血浆，加入试剂，人工观察凝固时间，或者凝血仪测定凝固时

间，报告结果。

BAFC2011
血浆凝血酶原时间(PT)

测定—凝固法

样本类型：血液。标本采集，分离血浆，加入PT试剂，人工观察凝固时间，或者凝血仪测定凝固时

间，报告结果。

BAFD0511
血浆纤维蛋白原测定—

比色法
样本类型：血液。标本采集，分离血浆，加入试剂，比浊或比色测定，报告结果。

BAFD1611
血浆纤维蛋白原测定—

凝血酶法
样本类型：血液。标本采集，分离血浆，加入试剂，凝血仪测定，报告结果。

BAFE3011
血小板相关免疫球蛋白

(PAIg)测定—酶联免疫

吸附法

样本类型：血液。标本采集，分离血清或血小板，加入酶标试剂，酶标仪测定，可分别测定血小板

结合免疫球蛋白PAIg和血清PAIg，报告结果。

BAFE4411
血小板相关免疫球蛋白

(PAIg)测定—流式细胞

仪法

样本类型：血液。标本采集，分离血清或血小板，加入荧光标记抗体，流式细胞仪测定，可分别测

定血小板结合免疫球蛋白PAIg和血清PAIg，报告结果。

BAFF3011
血小板相关补体

C3(PAC3)测定—酶联免

疫吸附法

样本类型：血液。标本采集，分离血清或血小板，加入酶标试剂，酶标仪测定，可分别测定血小板

相关补体PAC3和血清PAC3，报告结果。

BAFF4411
血小板相关免疫球蛋白

(PAC3)测定—流式细胞

仪法

样本类型：血液。标本采集，分离血清或血小板，加入荧光标记抗体，流式细胞仪测定，可分别测

定血小板相关补体PAC3和血清PAC3，报告结果。

BAFG3011
抗血小板膜糖蛋白自身

抗体测定—酶联免疫吸

样本类型：血液。标本采集，分离血清或血小板，加入酶标试剂，酶标仪测定，可分别测定血小板

结合抗体和血清中的抗体，报告结果。

BAFG4411
抗血小板膜糖蛋白自身

抗体测定—流式细胞仪

样本类型：血液。标本采集，分离血清或血小板，加入荧光标记抗体，流式细胞仪测定，可分别测

定血小板结合抗体和血清中的抗体，报告结果。

BAFH4411
血小板膜糖蛋白检测—

流式细胞仪法
样本类型：血液。标本采集，分离血小板，加入荧光标记抗体，流式细胞仪测定，报告结果。

BAFH3011
血清可溶性血小板膜糖

蛋白检测—酶联免疫吸
样本类型：血液。标本采集，分离血清，加入酶标试剂，酶标仪测定，报告结果。

BAFJ3011
可溶性血小板膜α 颗粒

膜蛋白140(GMP-140)测

定—酶联免疫吸附法

样本类型：血液。标本采集，分离血清，加入酶标试剂，酶标仪测定，报告结果。

BAFJ4411
血小板膜α 颗粒膜蛋白

140(GMP-140)测定—流

式细胞仪法

样本类型：血液。标本采集，分离血小板，加入荧光标记抗体，流式细胞仪测定，报告结果。

BAFK0461
毛细血管脆性试验—加

压法
样本类型：皮肤。消毒，加压，一定时间内观察结果，报告结果。

BAFL2961
阿斯匹林耐量(ATT)试

验—出血时间测定器法
样本类型：皮肤。消毒，加压，针刺、一定时间内观察结果，报告结果。

BAFM3011
血管性血友病因子

(VWF)抗原测定—酶联

免疫吸附法

样本类型：血液。标本采集，分离血浆，加入酶标试剂，酶标仪测定，报告结果。

BAFM3811
血管性血友病因子

(VWF)抗原测定—乳胶

透射比浊法

样本类型：血液。标本采集，分离血浆，凝血分析仪测定，报告结果。

BAFN3811
血管性血友病因子

(VWF)活性测定—乳胶

透射比浊法

样本类型：血液。标本采集，分离血浆，凝血分析仪测定，报告结果。

BAFP3011
血浆内皮素(ET)测定—

酶联免疫吸附法
样本类型：血液。标本采集，分离血浆，加入酶标试剂，酶标仪测定，报告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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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AFQ5911
血小板粘附(PAdT)试验

—玻珠柱法
样本类型：血液。标本采集，计数血小板、过滤、计算结果，报告结果。

BAFQ5912
血小板粘附(PAdT)试验

—玻璃滤器法
样本类型：血液。标本采集，计数血小板、过滤、计算结果，报告结果。

BAFR2911
血小板聚集(PAgT)试验

—阻抗法
样本类型：血液。标本采集，分离血小板，加诱导剂，血小板聚集仪测定，报告结果。

BAFR3811
血小板聚集(PAgT)试验

—比浊法
样本类型：血液。标本采集，分离血小板，加诱导剂，血小板聚集仪测定，报告结果。

BAFS3811
瑞斯托霉素诱导血小板

凝集法—比浊法
样本类型：血液。标本采集，分离血小板，加诱导剂，血小板聚集仪测定，报告结果。

BAFT2011
血小板第3因子有效性

(PF3)—凝固法
样本类型：血液。标本采集，分离血小板和血浆、测定与对照标本混合后的凝固时间，报告结果。

BAFU3011
血小板第4因子(PF4)测

定—酶联免疫吸附法
样本类型：血液。标本采集，分离血浆，加入酶标试剂，酶标仪测定，报告结果。

BAFV3011
血小板寿命测定—酶联

免疫吸附法
样本类型：血液。标本采集，分离血浆，加入酶标试剂，酶标仪测定，报告结果。

BAFV3711
血小板寿命测定—放射

免疫分析法
样本类型：血液。标本采集，分离血浆，加入同位素标记试剂，放免分析仪测定，报告结果。

BAFW4411
血小板钙流测定—流式

细胞仪法
样本类型：血液。标本采集，分离血小板，加入荧光试剂和诱导剂，流式细胞仪测定，报告结果。

BAFX3011
血浆β -血小板球蛋白

测定—酶联免疫吸附法
样本类型：血液。标本采集，分离血浆，加入酶标试剂，酶标仪测定，报告结果。

BAFY3011
血浆血栓烷B2(TXB2)测

定—酶联免疫吸附法
样本类型：血液。标本采集，分离血浆，加入酶标试剂，酶标仪测定，报告结果。

BAFY3711
血浆血栓烷B2(TXB2)测

定—放射免疫分析法
样本类型：血液。标本采集，分离血浆，加入同位素标记试剂，放免分析仪测定，报告结果。

BAFZ4111
复钙时间及其纠正试验

—试管法
样本类型：血液。标本采集，分离血浆，加入试剂，观察凝固时间，报告结果。

BAGA4111
凝血酶原时间纠正试验

—试管法

样本类型：血液。标本采集，分离血浆，加入乏因子血浆和凝血酶原时间试剂，观察凝固时间，报

告结果。

BAGB4111
凝血酶原消耗及纠正试

验—试管法

样本类型：血液。标本采集，分离血清，加入乏因子血浆和凝血酶原时间试剂，观察凝固时间，报

告结果。

BAGC4111
白陶土部分凝血活酶时

间(KPTT)测定—试管法

样本类型：血液。标本采集，分离血浆，加入试剂，人工观察凝固时间，或者凝血仪测定凝固时

间，报告结果。

BAGD4111
活化凝血时间(ACT)测

定—试管法

样本类型：血液。标本采集，加入包括活化试剂试管，手工测定凝固时间，或者凝血仪测定凝固时

间，报告结果。

BAGE4111
简易凝血活酶生成试验

—试管法
样本类型：血液。标本采集，分离血浆，加入试剂，观察凝固时间，报告结果。

BAGF4111
血浆蝰蛇毒时间测定—

试管法
样本类型：血液。标本采集，分离血浆，加入试剂，观察凝固时间，报告结果。

BAGG4111
血浆蝰蛇毒磷脂时间测

定—试管法
样本类型：血液。标本采集，分离血浆，加入试剂，观察凝固时间，报告结果。

BAGH2011
血浆凝血因子活性测定

—凝固法
样本类型：血液。标本采集，分离血浆，加入试剂，测定血浆凝固时间，报告结果。

BAGH3011
血浆凝血因子含量测定

—酶联免疫吸附法
样本类型：血液。标本采集，分离血浆，加入试剂，酶标仪测定，报告结果。

BAGH9911
血浆凝血因子XⅢ活性

测定
样本类型：血液。标本采集，分离血浆，加入试剂，测定结果，报告结果。

BAGH9912
血浆因子Ⅷ抑制物定性

测定
样本类型：血液。标本采集，分离血浆，加入试剂，测定结果，报告结果。

BAGH9913
血浆因子Ⅷ抑制物定量

测定
样本类型：血液。标本采集，分离血浆，加入试剂，手工测定结果，报告结果。

BAGJ9911
血浆因子XⅢ缺乏筛选

试验
样本类型：血液。标本采集，分离血浆，加入试剂，手工测定结果，报告结果。

BAGK2011
甲苯胺蓝纠正试验—凝

固法
样本类型：血液。标本采集，分离血浆，加入试剂，手工测定结果，报告结果。

BAGL2011
复钙交叉时间测定—凝

固法
样本类型：血液。标本采集，分离血浆，加入试剂，手工测定结果，报告结果。

BAGM3811
瑞斯托霉素辅因子

(VWF:ROOF)测定—比浊

法

样本类型：血液。标本采集，分离血浆，加入试剂，凝血仪测定结果，报告结果。

BAGN2011
优球蛋白溶解时间

(ELT)测定—凝固法
样本类型：血液。标本采集，分离血浆，加入试剂，手工测定结果，报告结果。

BAGP2011
血浆鱼精蛋白副凝(3P)

试验—凝固法
样本类型：血液。标本采集，分离血浆，加入试剂，手工测定结果，报告结果。

BAGQ9911
连续血浆鱼精蛋白稀释

试验
样本类型：血液。标本采集，分离血浆，加入试剂，手工测定结果，报告结果。

BAGR9911 乙醇胶试验 样本类型：血液。标本采集，分离血浆，加入试剂，手工测定结果，报告结果。

BAGS0511
血浆纤溶酶原活性

(PLG:A)测定—比色法
样本类型：血液。标本采集，分离血浆，加入试剂，手工/凝血仪测定结果，报告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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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AGT3011
血浆纤溶酶原抗原

(PLG:Ag)测定—酶联免

疫吸附法

样本类型：血液。标本采集，分离血浆，加入试剂，酶标仪测定，报告结果。

BAGU0511
血浆α 2纤溶酶抑制物

活性(α 2-PI:A)测定—

比色法

样本类型：血液。标本采集，分离血浆，加入试剂，手工/仪器测定结果，报告结果。

BAGU3011
血浆α 2纤溶酶抑制物

抗原(α 2-PI:Ag)测定

—酶联免疫吸附法

样本类型：血液。标本采集，分离血浆，加入试剂，酶标仪测定，报告结果。

BAGV0511
血浆抗凝血酶活性

(AT:A)测定—比色法
样本类型：血液。标本采集，分离血浆，加入试剂，手工/凝血仪测定结果，报告结果。

BAGW3011
血浆抗凝血酶抗原

(AT:Ag)测定—酶联免

疫吸附法

样本类型：血液。标本采集，分离血浆，加入试剂，酶标仪测定，报告结果。

BAGX3011
凝血酶抗凝血酶复合物

(TAT)测定—酶联免疫

吸附法

样本类型：血液。标本采集，分离血浆，加入试剂，酶标仪测定，报告结果。

BAGY0511
血浆肝素含量测定—比

色法
样本类型：血液。标本采集，分离血浆，加入试剂，手工/凝血仪测定结果，报告结果。

BAGZ0511
血浆蛋白C活性(PC)测

定—比色法
样本类型：血液。标本采集，分离血浆，加入试剂，手工/凝血仪测定结果，报告结果。

BAHA3011
血浆蛋白C抗原(PC:Ag)

测定—酶联免疫吸附法
样本类型：血浆。标本采集，分离血浆，加入试剂，酶标仪测定，报告结果。

BAHB9911
活化蛋白C抵抗(APCR)

试验
样本类型：血液。标本采集，分离血浆，加入试剂，凝血仪测定结果，报告结果。

BAHC3011
血浆蛋白S含量(PS:Ag)

测定—酶联免疫吸附法
样本类型：血液。标本采集，分离血浆，加入试剂，酶标仪测定结果，报告结果。

BAHC9911
血浆蛋白S活性(PS:A)

测定
样本类型：血液。标本采集，分离血浆，加入试剂，凝血仪测定结果，报告结果。

BAHD2011
狼疮抗凝物质检测—凝

固法
样本类型：血液。标本采集，分离血浆，加入试剂，凝血仪测定结果，报告结果。

BAHE0511
血浆组织纤溶酶原活化

物活性(t-PA:A)检测—

比色法

样本类型：血液。标本采集，分离血浆，加入试剂，手工/凝血仪测定结果，报告结果。

BAHF3011
血浆组织纤溶酶原活化

物抗原(t-PA:Ag)检测

—酶联免疫吸附法

样本类型：血液。标本采集，分离血浆，加入试剂，酶标仪测定结果，报告结果。

BAHG0511
血浆组织纤溶酶原活化

物抑制物活性(PAI:A)

检测—比色法

样本类型：血液。标本采集，分离血浆，加入试剂，手工/凝血仪测定结果，报告结果。

BAHG3011
血浆组织纤溶酶原活化

物抑制物抗原(PAI:Ag)

检测—酶联免疫吸附法

样本类型：血液。标本采集，分离血浆，加入试剂，酶标仪测定结果，报告结果。

BAHH3011
血浆凝血酶调节蛋白抗

原(TM:Ag)检测—酶联

免疫吸附法

样本类型：血液。标本采集，分离血浆，加入试剂，酶标仪测定结果，报告结果。

BAHJ9911
血浆凝血酶调节蛋白活

性(TM:A)检测
样本类型：血液。标本采集，分离血浆，加入试剂，凝血仪测定结果，报告结果。

BAHK3011
血浆凝血酶原片段

1+2(F1+2)检测—酶联

免疫吸附法

样本类型：血液。标本采集，分离血浆，加入试剂，酶标仪测定结果，报告结果。

BAHL3011
血浆纤维蛋白肽B检测

—酶联免疫吸附法
样本类型：血液。标本采集，分离血浆，加入试剂，酶标仪测定结果，报告结果。

BAHM3011
血浆纤溶酶-抗纤溶酶

复合物(PAP)测定—酶

联免疫吸附法

样本类型：血液。标本采集，分离血浆，加入试剂，酶标仪测定结果，报告结果。

BAHN3011
纤维蛋白(原)降解产物

(FDP)测定—酶联免疫

吸附法

样本类型：血液。标本采集，分离血浆，加入试剂，酶标仪测定结果，报告结果。

BAHN4211
纤维蛋白(原)降解产物

(FDP)测定—乳胶凝集

样本类型：血液。标本采集，分离血浆，不同倍比稀释，加入试剂，手工/凝血仪测定结果，报告

结果。

BAHP3011
血浆D-二聚体(D-

Dimer)测定—酶联免疫
样本类型：血液。标本采集，分离血浆，加入试剂，酶标仪测定结果，报告结果。

BAHP4211
血浆D-二聚体(D-

Dimer)测定—乳胶凝集

样本类型：血液。标本采集，分离血浆，不同倍比稀释，加入试剂，手工/凝血仪测定结果，报告

结果。
BAHQ9911 体外血栓形成试验 样本类型：血液。标本采集，上样，血流变仪测定结果，报告结果。

BAHR4511
血小板ATP释放试验—

荧光素酶法
样本类型：血液。标本采集，上样，仪器测定结果，报告结果。

BAHS3011
血浆纤维蛋白肽A检测

—酶联免疫吸附法
样本类型：血液。标本采集，分离血浆，加入试剂，酶标仪测定结果，报告结果。

BAHT3011
肝素辅因子Ⅱ活性测定

—酶联免疫吸附法
样本类型：血液。标本采集，分离血浆，加入试剂，酶标仪测定结果，报告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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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AHU9911 低分子肝素(LMWH)测定 样本类型：血液。标本采集，分离血浆，加入试剂，凝血仪测定结果，报告结果。

BAHV3011
血浆激肽释放酶原测定

—酶联免疫吸附法
样本类型：血液。标本采集，分离血浆，加入试剂，酶标仪测定结果，报告结果。

BAHW9911 简易凝血活酶纠正试验 样本类型：血液。标本采集，分离血浆，加入试剂，手工测定结果，报告结果。

BAHX9911
纤维蛋白溶解试验—平

板溶解法
样本类型：血液。标本采集，分离血浆，加入纤维蛋白平板，手工测定结果，报告结果。

BAHY2011 血栓弹力图试验—凝固 样本类型：血液。标本采集，上样，加入试剂，血浆弹力仪测定结果，报告结果。
5.血液流变学检验

BAKA9911 红细胞流变特性检测
样本类型：血液。标本采集，上样，血流变仪测定结果，报告结果（含红细胞取向、变形、聚集等

参数）。

BAKB9911 全血粘度测定
样本类型：血液。标本采集，上样，血流变仪测定结果，报告结果（含高切、中切、低切全血粘

度）。
BAKC9911 血浆粘度测定 样本类型：血浆。标本采集，上样，血流变仪测定结果，报告结果。

6.血型、输血及人类

组织相关性抗原检验

BALA4111
ABO血型鉴定(正定型)

—试管法

样本类型：血液。标本处理，待检细胞悬液制备，血清(抗-A，抗-B,抗-AB)测定未知抗原，室内质

控，专用孵育器、专用离心机、判读仪，结果分析确认，双人核对，记录，报告。

BALA4211
ABO血型鉴定(正定型)

—凝集法

样本类型：血液。包括玻片法(纸板)、试管法、微孔板法。标本处理，待检细胞悬液制备，血清

(抗-A，抗-B)测定未知抗原，室内质控，专用孵育器、专用离心机、判读仪，结果分析确认，双人

核对，记录，报告。

BALA4212
ABO血型鉴定(正定型)

—卡式柱凝集法

样本类型：血液。标本处理，待检细胞悬液制备，加样，孵育，离心，自身对照，室内质控，判读

仪，结果分析确认，双人核对，记录，或者血库系统仪器系统测试，结果分析确认，不确定报告人

工测试分析报告，报告结果。

BALB4211
ABO血型鉴定(反定型)

—凝集法

样本类型：血液。包括玻片法(纸板)、试管法、微孔板法。标本处理，待检血清制备，用标准红细

胞(A1细胞、B细胞)测定未知抗体，室内质控，专用孵育器、专用离心机、判读仪，结果分析确

认，双人核对，记录，报告结果。

BALB4212
ABO血型鉴定(反定型)

—卡式柱凝集法

样本类型：血液。标本处理，待检细胞悬液制备，加样，孵育，离心，自身对照，室内质控，判读

仪，结果分析确认，双人核对，记录，或者血库系统仪器系统测试，结果分析确认，不确定报告人

工测试分析报告，报告结果。

BALB4111
ABO血型鉴定(反定型)

—试管法

样本类型：血液。标本处理，待检血清制备，用标准红细胞(A1细胞、B细胞、A2细胞)测定未知抗

体，室内质控，专用孵育器、专用离心机、判读仪，结果分析确认，双人核对，记录，报告结果。

BALC7211
ABO血型鉴定—聚合酶

链反应法

样本类型：血液。包括PCR-SSP、PCR-SBT法。PCR-SBT流程为两次PCR、两次纯化，测序仪检测结

果，软件及人工分析结果。

BALD4111
ABO亚型鉴定(正定型)

—试管法

样本类型：血液。标本处理，待检细胞悬液制备，血清(抗-A，抗-B，抗-A1，抗-H)测定未知抗

原，室内质控，专用孵育器、专用离心机、判读仪，结果分析确认，双人核对，记录，报告。不含

血型物质。

BALD4112
ABO亚型鉴定(反定型)

—试管法

样本类型：血液。标本处理，待检血清制备，用标准红细胞(A1细胞、B细胞、A2细胞、AB细胞、脐

血细胞)测定未知抗体，室内质控，专用孵育器、专用离心机、判读仪，结果分析确认，双人核

对，记录，报告。不含血型物质。

BALE4211 RhD血型鉴定—凝集法
样本类型：血液。包括玻片法(纸板)、试管法、微孔板法。标本处理，待检细胞悬液制备，用标准

抗-D血清测定未知抗原，室内质控，孵育，离心，判读仪，结果分析确认，双人核对，记录，报告

BALE4212
RhD血型鉴定—卡式柱

凝集法

样本类型：血液。标本处理，待检细胞悬液制备，加样，孵育，离心，自身对照，室内质控，判读

仪，结果分析确认，双人核对，记录，或者血库系统仪器系统测试，结果分析确认，不确定报告人

工测试分析报告，报告结果。

BALF4211
Rh血型C抗原鉴定—凝

集法

样本类型：血液。标本处理，待检细胞悬液制备，用标准抗-D血清测定未知抗原，室内质控，孵

育，离心，判读仪，结果分析确认，双人核对，记录，报告。

BALF4212
Rh血型C抗原鉴定—卡

式柱凝集法

样本类型：血液。标本处理，待检细胞悬液制备，加样，孵育，离心，自身对照，室内质控，判读

仪，结果分析确认，双人核对，记录，报告。

BALF4213
Rh血型c抗原鉴定—凝

集法

样本类型：血液。标本处理，待检细胞悬液制备，用标准抗-D血清测定未知抗原，室内质控，孵

育，离心，判读仪，结果分析确认，双人核对，记录，报告。

BALF4214
Rh血型c抗原鉴定—卡

式柱凝集法

样本类型：血液。标本处理，待检细胞悬液制备，加样，孵育，离心，自身对照，室内质控，判读

仪，结果分析确认，双人核对，记录，报告。

BALF1511
Rh血型E抗原鉴定—微

孔板法

样本类型：血液。标本处理，待检细胞悬液制备，用标准抗-D血清测定未知抗原，室内质控，孵

育，离心，判读仪，结果分析确认，双人核对，记录，报告。

BALF4111
Rh血型E抗原鉴定—试

管法

样本类型：血液。标本处理，待检细胞悬液制备，用标准抗-D血清测定未知抗原，室内质控，孵

育，离心，判读仪，结果分析确认，双人核对，记录，报告。

BALF4215
Rh血型e抗原鉴定—凝

集法

样本类型：血液。标本处理，待检细胞悬液制备，用标准抗-D血清测定未知抗原，室内质控，孵

育，离心，判读仪，结果分析确认，双人核对，记录，报告。

BALF4216
Rh血型e抗原鉴定—卡

式柱凝集法

样本类型：血液。标本处理，待检细胞悬液制备，加样，孵育，离心，自身对照，室内质控，判读

仪，结果分析确认，双人核对，记录，报告。

BALF4217
Rh血型其他抗原鉴定—

卡式柱凝集法

样本类型：血液。标本处理，仪器测试，结果分析确认，不确定报告人工测试分析，报告，资料贮

存。含Rh血型的C、c、E、e抗原鉴定。

BALG4111
特殊血型抗原鉴定—试

管法

样本类型：血液。标本处理，待检细胞悬液制备，用标准血型血清测定未知抗原，室内质控，孵

育，离心，判读仪，结果分析确认，双人核对，记录，报告。含以下临床有意义的血型系统鉴定：

P、Lewis、MNSs、Lutheran、Kell、Duffy、Kidd、Xg血型系统。

BALG4211
特殊血型抗原鉴定—柱

凝集法

样本类型：血液。标本处理，待检细胞悬液制备，用标准血型血清测定未知抗原，室内质控，孵

育，离心，判读仪，结果分析确认，双人核对，记录，报告。含以下临床有意义的血型系统鉴定：

P、Lewis、MNSs、Lutheran、Kell、Duffy、Kidd、Xg血型系统。

BALH4111
红细胞抗体筛查—试管

法

样本类型：血液。包括凝聚胺、抗人球法测定。标本处理，待检血清制备，谱细胞测定未知抗体，

自身对照，室内质控，孵育，离心，判读仪，结果分析确认，双人核对，记录，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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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名称 项目内涵

BALH4211
红细胞抗体筛查—卡式

柱凝集法

样本类型：血液。标本处理，待检血清制备，柱凝集卡加样，谱细胞测定未知抗体，自身对照，室

内质控，专用孵育器孵育，专用离心机、判读仪，结果分析确认，双人核对，记录，或者血库系统

仪器系统测试，结果分析确认，不确定报告人工测试分析报告，报告结果。

BALH9911
红细胞抗体筛查(微孔)

—捕获技术法

样本类型：血液。标本处理，待检血清制备，柱凝集卡加样，谱细胞测定未知抗体，或仪器测试

(血型分析系统)，自身对照，室内质控，专用孵育器孵育，专用离心机、判读仪，结果分析确认，

双人核对，记录，报告。

BALJ4111
血型特异性抗体鉴定—

试管法

样本类型：血液。标本处理，待检血清制备，柱凝集卡加样，10种谱细胞测定、分别用生理盐水凝

集和间接抗人球蛋白法检测，室内质控，专用孵育器孵育，专用离心机、判读仪，结果分析确认，

双人核对，记录，报告。

BALJ4112
血型特异性抗体鉴定—

吸收放散实验法

样本类型：血液。标本处理，洗涤细胞，用非酶/ZZAP/聚乙二醇/热/冻融/酸/氯仿/三氯乙烯/二甲

苯/甘氨酸-盐酸/EDTA/氯喹等吸收放散处理红细胞，温育，离心，再洗涤，分别用生理盐水凝集或

间接抗人球蛋白法检测，结果分析，以上过程组合1至13个循环不定。

BALJ4211
血型特异性抗体鉴定—

卡式柱凝集法

样本类型：血液。标本处理，待检血清制备，柱凝集卡加样，10种谱细胞测定、分别用生理盐水凝

集和间接抗人球蛋白法检测，室内质控，专用孵育器孵育，专用离心机、判读仪，结果分析确认，

双人核对，记录，报告。

BALL3011
ABOIgG血型抗体亚型测

定—酶联免疫吸附法
样本类型：血液。主要流程包括加样，孵育，洗涤，上机检测结果及软件或人工分析，报告结果。

BALL4111
IgM血型(抗A)抗体效价

测定—试管法

样本类型：血液。标本处理，待检血清制备，倍比稀释血清12管，标准细胞十二管生理盐水凝集测

试，室内质控，孵育，洗涤离心三次，离心，判读，结果分析确认，双人核对，记录，报告。

BALL4112
IgM血型(抗B)抗体效价

测定—试管法

样本类型：血液。标本处理，待检血清制备，倍比稀释血清13管，标准细胞十二管生理盐水凝集测

试，室内质控，孵育，洗涤离心三次，离心，判读，结果分析确认，双人核对，记录，报告。

BALL4113
IgG血型(抗A)抗体效价

测定—试管法

样本类型：血液。标本处理，待检血清制备降解IgM抗体，孵育，倍比稀释血清13管，标准细胞生

理盐水凝集测试，标准细胞十二管(孔)间接抗人球蛋白测试，室内质控，室内质控，孵育，洗涤离

心三次，离心，判读，结果分析确认，双人核对，记录，报告。

BALL4114
IgG血型(抗B)抗体效价

测定—试管法

样本类型：血液。标本处理，待检血清制备降解IgM抗体，孵育，倍比稀释血清13管，标准细胞生

理盐水凝集测试，标准细胞十二管(孔)间接抗人球蛋白测试，室内质控，室内质控，孵育，洗涤离

心三次，离心，判读，结果分析确认，双人核对，记录，报告。

BALL4115
IgG血型(抗D)抗体效价

测定—试管法

样本类型：血液。标本处理，待检血清制备降解IgM抗体，孵育，倍比稀释血清13管，标准细胞生

理盐水凝集测试，标准细胞十二管(孔)间接抗人球蛋白测试，室内质控，室内质控，孵育，洗涤离

心三次，离心，判读，结果分析确认，双人核对，记录，报告。

BALL4116
IgG血型(抗E或抗e或抗

C或抗c)抗体效价测定

—试管法

样本类型：血液。标本处理，待检血清制备降解IgM抗体，孵育，倍比稀释血清13管，标准细胞生

理盐水凝集测试，标准细胞十二管(孔)间接抗人球蛋白测试，室内质控，室内质控，孵育，洗涤离

心三次，离心，判读，结果分析确认，双人核对，记录，报告。

BALM4111
生理盐水介质交叉配血

—试管法

样本类型：血液。标本核对处理，病历资料比对，制定配血计划，细胞洗涤三次，配制一定比例细

胞悬液，主侧：受者血清+供者血球，次侧：受者血球+供者血清检测，生理盐水介质，专用离心机

离心，凝集分析，核对，报告。

BALN4111
特殊介质交叉配血—试

管法

样本类型：血液。标本核对处理，病历资料比对，制定配血计划，细胞洗涤三次，配制一定比例细

胞悬液，主侧：受者血清+供者血球，次侧：受者血球+供者血清检测，聚凝胺介质，专用离心机离

心，凝集分析，核对，报告。

BALN4211
特殊介质交叉配血—卡

式柱凝集法

样本类型：血液。标本核对处理，病历资料比对，制定配血计划，细胞洗涤三次，细胞悬液制备，

柱凝集卡加样，主侧：受者血清+供者血球，次侧：受者血球+供者血清检测，专用离心机离心，凝

集分析，核对，报告。

BALN4212
特殊介质交叉配血—柱

凝集法

样本类型：血液。标本处理，血库系统仪器测试，结果分析确认，不确定报告人工测试分析，报

告，资料贮存。

BALN4311
特殊介质交叉配血—抗

人球蛋白法

样本类型：血液。标本核对处理，病历资料比对，制定配血计划，细胞洗涤三次，配制一定比例细

胞悬液，主侧：受者血清+供者血球，次侧：受者血球+供者血清检测，抗人球蛋白介质，专用离心

机离心，凝集分析，核对，报告。

BALP4111 疑难交叉配血—试管法

样本类型：血液。标本核对处理，病史比对，制定配血计划，细胞洗涤三次，细胞悬液制备，主

侧：受者血清+供者血球，次侧：受者血球+供者血清检测，凝集观察分析，多血液样本筛查，疑难

分析，附加相关检测，决策报告。含以下情况的交叉配血：ABB血型亚型不合、少见特殊血型、有

血型特异性抗体者、冷球蛋白血症、自身免疫性溶血性贫血等。

BALP4211
疑难交叉配血—卡式柱

凝集法

样本类型：血液。标本核对处理，病例历史比对，制定配血计划，细胞洗涤三次，配制一定比例细

胞悬液，微柱加样，主侧：受者血清+供者血球，次侧：受者血球+供者血清检测，凝集观察分析，

多血液样本筛查，疑难分析，附加相关检测，决策报告。

BALQ4151
唾液ABH血型物质测定

—试管法

样本类型：唾液。唾液标本收集、沸水煮10分钟，离心处理，制备最适稀释度的抗-A、抗-B标准血

清修正液，加样，中和，单克隆-H试剂、试剂A1细胞测定、试剂B细胞测定、试剂B细胞测定。

BALR4111
Rh阴性确诊试验—试管

法

样本类型：血液。在标准RhD测定的基础上，附加多克隆试剂(IgG+IgM)，在室温抗人球测试和37℃

抗人球测试，分析结果。

BALR4211
Rh阴性确诊试验—柱凝

集法

样本类型：血液。在标准RhD测定的基础上，附加多克隆试剂(IgG+IgM)，在室温抗人球测试和37℃

抗人球测试，分析结果。

BALS3011
血小板(HPA)抗体特异

性检测—酶联免疫吸附

样本类型：血液。HPA抗体特异性检测，主要流程包括加样，孵育，洗涤，上机检测结果及分析结

果。

BALS4311
血小板(HPA)抗体检测

—被动血凝法

样本类型：血液。HPA抗体筛查，不包括抗体特异性检测，主要流程包括加样，孵育，洗涤，上机

检测结果及分析结果。

BALS5911
血小板(HPA)抗体检测

—液相芯片杂交法

样本类型：血液。指Luminex法。HPA抗体特异性检测，主要流程包括加样，孵育，洗涤，上机检测

结果及分析结果。

BALT9911
ABO血型系统抗体致新

生儿溶血病检测

样本类型：血液。含母亲ABB正反定型、抗体筛检、ABB系统IgG抗体效价测定，新生儿ABB正定型、

抗体筛检、新生儿红细胞DAT、血清游离ABB系统抗体检测、酸洗离血红蛋白试验。

BALT9912
Rh血型系统抗体致新生

儿溶血病检测

样本类型：血液。含母亲Rh定型、抗体筛检、Rh系统IgG抗体效价测定、血清游离Rh系统抗体检

测，新生儿红细胞DAT、酸洗离血红蛋白试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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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ALU3011
血小板交叉配合试验—

酶联免疫吸附法

样本类型：血液。使用双抗体夹心ELISA法检测针对供者血小板GPⅡB/ⅢA和HLAI类抗原的IgG抗

体，制备并重悬供者及患者血小板扣后，将供者血小板与患者血清混合使其体外致敏，加入裂解液

使供者血小板糖蛋白更好地与板底的抗体结合，同时加阳性及阴性对照，加入二抗孵育后，加底物

显色，终止反应后在酶标仪上读取吸光光度值。

BALU4111
血小板交叉配合试验—

试管法

样本类型：血液。使用双抗体夹心ELISA法检测针对供者血小板GPⅡB/ⅢA和HLAI类抗原的IgG抗

体，制备并重悬供者及患者血小板扣后，将供者血小板与患者血清混合使其体外致敏，加入裂解液

使供者血小板糖蛋白更好地与板底的抗体结合，同时加阳性及阴性对照，加入二抗孵育后，加底物

显色，终止反应后在酶标仪上读取吸光光度值。

BALU4211
血小板交叉配合试验—

柱凝集法

样本类型：血液。使用双抗体夹心ELISA法检测针对供者血小板GPⅡB/ⅢA和HLAI类抗原的IgG抗

体，制备并重悬供者及患者血小板扣后，将供者血小板与患者血清混合使其体外致敏，加入裂解液

使供者血小板糖蛋白更好地与板底的抗体结合，同时加阳性及阴性对照，加入二抗孵育后，加底物

显色，终止反应后在酶标仪上读取吸光光度值。

BALU4311
血小板交叉配合试验—

被动血凝法

样本类型：血液。使用双抗体夹心ELISA法检测针对供者血小板GPⅡB/ⅢA和HLAI类抗原的IgG抗

体，制备并重悬供者及患者血小板扣后，将供者血小板与患者血清混合使其体外致敏，加入裂解液

使供者血小板糖蛋白更好地与板底的抗体结合，同时加阳性及阴性对照，加入二抗孵育后，加底物

显色，终止反应后在酶标仪上读取吸光光度值。

BALV4111
淋巴细胞毒试验—试管

法

样本类型：血液。用PBS溶液稀释抗凝血后，用淋巴细胞分离液分离淋巴细胞后，将其与抗HLA抗体

混合，孵育，再加入补体，孵育，加入染色液后固定，过夜或静置2小时后读取死细胞百分数。

BALW3011
群体反应抗体检测-抗

体筛查试验—酶联免疫

吸附法

样本类型：血液。使用ELISA法检测针对HLAI类和Ⅱ类抗原的抗体，用稀释液稀释阴阳性对照，病

人血清后，加入到包被有HLA抗原的板中，孵育后洗板，加入二抗，孵育，洗板，加入底物显色，

终止反应后在酶标仪上读取吸光光度值。

BALW3012
群体反应抗体检测-抗

体确定试验—酶联免疫

吸附法

样本类型：血液。使用ELISA法确定针对HLAI类或Ⅱ类抗原的抗体的特异性，用稀释液稀释抗体筛

查阳性病人血清后，加入到包被有HLAI类和Ⅱ类抗原的板中，孵育后洗板，加入二抗，孵育，洗

板，加入底物显色，终止反应后在酶标仪上读取吸光光度值。

BALX3011
人类白细胞抗原

B27(HLA-B27)测定—酶

联免疫吸附法

样本类型：血液。标本采集，分离细胞，加入试剂，免疫分析仪测定结果，报告结果。

BALX4411
人类白细胞抗原

B27(HLA-B27)测定—流

式细胞仪法

样本类型：血液。标本采集，分离细胞，加入试剂，流式细胞仪测定结果，报告结果。

BALX7211
人类白细胞抗原

B27(HLA-B27)测定—聚

合酶链反应法

样本类型：血液。标本采集，分离核酸，加入试剂，基因检测仪测定结果，报告结果。

BALX7511

人类白细胞抗原

B27(HLA-B27)测定—生

物芯片法

样本类型：血液。据标本不同进行相应前处理，提取模板DNA，加入到包括有配制好试剂的反应体

系中，经过位点特异性反应及通用PCR反应进行PCR，将扩增后的PCR产物变性，然后将变性的扩增

产物与芯片杂交液混合，加入到芯片上进行杂交，杂交完毕后将芯片取出，进行清洗和染色。用芯

片扫描仪进行检测，审核检验结果，发出报告，检测后标本留验及无害化处理。

BALX9911
人类白细胞抗原

B27(HLA-B27)测定—细

胞毒法

样本类型：血液。标本采集，分离细胞，加入试剂，孵育，肉眼观察结果，报告结果。

BALY3011
组织相容性(HLA)抗体

检测—酶联免疫吸附法

样本类型：血液。指HLA抗体筛查。加样，孵育，洗涤，上机检测结果及软件，人工分析结果。不

含抗体特异性检测。

BALY4311
组织相容性(HLA)抗体

检测—被动血凝法

样本类型：血液。指HLA抗体筛查。加样，孵育，洗涤，上机检测结果及软件，人工分析结果。不

含抗体特异性检测。

BALY5911
组织相容性(HLA)抗体

检测—液相芯片杂交法

样本类型：血液。指HLA抗体筛查。加样，孵育，洗涤，上机检测结果及软件，人工分析结果。不

含抗体特异性检测。

BALZ3011
HLA抗体特异性检测—

酶联免疫吸附法
样本类型：血液。加样，孵育，洗涤，上机检测结果及软件，人工分析结果。

BALZ5911
HLA抗体特异性检测—

液相芯片杂交法
样本类型：血液。指Luminex法。加样，孵育，洗涤，上机检测结果及软件，人工分析结果。

BAMA7211
HLA-A分型(低分辨)—

聚合酶链反应法

样本类型：血液。包括PCR-SSP、PCR-SSB法。指HLA-A位点基因分型。DNA提取，PCR扩增，电泳或

杂交，上机检测结果及软件，人工分析结果。

BAMA7212
HLA-B分型(低分辨)—

聚合酶链反应法

样本类型：血液。包括PCR-SSP、PCR-SSB。指HLA-B位点基因分型。DNA提取，PCR扩增，电泳或杂

交，上机检测结果及软件，人工分析结果。

BAMA7213
HLA-C分型(低分辨)—

聚合酶链反应法

样本类型：血液。包括PCR-SSP、PCR-SSB法。指HLA-C位点基因分型。DNA提取，PCR扩增，电泳或

杂交，上机检测结果及软件，人工分析结果。

BAMA7214
HLA-A分型(高分辨)—

聚合酶链反应法

样本类型：血液。包括PCR-SSP、PCR-SBT、PCR-SSB法。指HLA-A位点高分辨基因分型。PCR-SSP、

PCR-SSB流程见HLA-A位点低分辨分型，PCR-SBT流程为两次PCR，两次纯化，测序仪检测结果，软件

及人工分析结果。

BAMA7215
HLA-B分型(高分辨)—

聚合酶链反应法

样本类型：血液。包括PCR-SSP、PCR-SBT、PCR-SSB法。指HLA-B位点基因分型。PCR-SSP、PCR-SSB

流程见HLA-B位点低分辨分型，PCR-SBT流程为两次PCR，两次纯化，测序仪检测结果，软件及人工

分析结果。

BAMA7216
HLA-C分型(高分辨)—

聚合酶链反应法

样本类型：血液。包括PCR-SSP、PCR-SBT、PCR-SSB法。指HLA-C位点基因分型。PCR-SSP、PCR-SSB

流程见HLA-C位点低分辨分型，PCR-SBT流程为两次PCR，两次纯化，测序仪检测结果，软件及人工

分析结果。

BAMB7211
HLA-DQB1*分型(低分

辨)—聚合酶链反应法

样本类型：血液。包括PCR-SSP、PCR-SSB。指HLA-DQB1*位点基因分型。DNA提取，PCR扩增，电泳

或杂交，上机检测结果及软件，人工分析结果。

BAMB7212
HLA-DRB1*分型(低分

辨)—聚合酶链反应法

样本类型：血液。PCR-SSP、PCR-SSB法。指HLA-DRB1*位点基因分型。DNA提取，PCR扩增，电泳或

杂交，上机检测结果及软件，人工分析结果。

BAMB7213
HLA-DRB1*分型(高分

辨)—聚合酶链反应法

样本类型：血液。包括PCR-SSP、PCR-SBT、PCR-SSB法。指HLA-DRB1*位点基因分型。PCR-SSP、

PCR-SSB流程见HLA-DRB1位点低分辨分型，PCR-SBT流程为两次PCR，两次纯化，测序仪检测结果，

软件及人工分析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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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AMB7214
HLA-DQB1*分型(高分

辨)—聚合酶链反应法

样本类型：血液。包括PCR-SSP、PCR-SBT、PCR-SSB法。指HLA-DQB1*位点基因分型。PCR-SSP、

PCR-SSB流程见HLA-DQB1位点低分辨分型，PCR-SBT流程为两次PCR，两次纯化，测序仪检测结果，

软件及人工分析结果。

BAMC9911
混合淋巴细胞培养

(MCL)

样本类型：血液。肝素血分离并纯化淋巴细胞，培养，丝裂霉素刺激处理，洗涤并悬液制备和分

配，培养，氚胸腺嘧啶核苷标记，沉淀计数，做质控。
(二)临床体液检验
1.尿液一般检验

BBAA9921 尿常规检查 样本类型：尿液。包括外观、酸碱度、蛋白定性、糖定性、镜检，报告结果。

BBAB9921 尿酸碱度检查
样本类型：尿液。包括试带法、指示剂法、pH计法。用pH试纸浸入尿液，比色板比色观察结果，报

告结果。
BBAC0421 尿比重测定—比重计法 样本类型：尿液。尿液加入到量筒内，放入比重计，观察结果，报告结果。
BBAC0821 尿比重测定—折射计法 样本类型：尿液。尿液滴入折射计，观察结果，报告结果。
BBAD0481 渗透压检查—渗透压计 样本类型：血液、尿液。标本处理，仪器质控，取样，测定，报告结果。
BBAE1521 尿蛋白定性试验—试纸 样本类型：尿液。浸入尿液，比色观察，报告结果。
BBAE1721 尿蛋白定性试验—化学 样本类型：尿液。加试剂，观察浊度，报告结果。

BBAF5921
尿本-周蛋白定性试验

—沉淀法
样本类型：尿液。加热，冷却，观察结果，报告结果。

BBAG1721
尿肌红蛋白定性试验—

化学法
样本类型：尿液。尿液加硫酸铵溶解，沉淀，再通过潜血实验区分，报告结果。

BBAH1721
尿血红蛋白定性试验—

化学法

样本类型：尿液。包括联苯胺，氨基比林，愈创木等方法。假尿液，加溶解剂，显色剂和氧化剂，

观察结果，报告结果。

BBAH4821
尿血红蛋白定性试验—

金标法

样本类型：尿液。取尿，加入到单克隆抗体试纸上，观察结果，可特异性的反映尿中血红蛋白的有

或无，报告结果。
BBAJ0521 尿糖定量—比色法 样本类型：尿液。标本处理，仪器质控，取样，测定，报告结果。
BBAJ1521 尿糖定性试验—试纸法 样本类型：尿液。浸入尿液，比色观察，报告结果。
BBAJ1721 尿糖定性试验—化学法 样本类型：尿液。加班氏液，加热，观察结果，报告结果。
BBAK1521 尿酮体定性试验—粉剂 样本类型：尿液。加酮体粉，加尿液，观察结果，报告结果。
BBAK1522 尿酮体定性试验—试纸 样本类型：尿液。浸入尿液，比色观察，报告结果。
BBAL1721 尿三胆检查—化学法 样本类型：尿液。尿三胆包括尿胆红素定性、尿胆原、尿胆素定性三项。
BBAM1721 尿二胆检查—化学法 样本类型：尿液。尿二胆包括尿胆红素定性和尿胆原定性两项。

BBAN1721
尿胆红素定性试验—化

学法
样本类型：尿液。加试剂，混合，离心，再加试剂，观察结果，报告结果。

BBAP1721 尿胆原定性试验—化学 样本类型：尿液。加试剂，观察结果，报告结果。
BBAQ1721 尿胆素定性试验—化学 样本类型：尿液。加试剂，混合，离心，观察结果，报告结果。

BBAR1721
尿含铁血黄素定性试验

—化学法
样本类型：尿液。尿标本离心，加试剂，再离心，去上清液，显微镜检查，报告结果。

BBAS1521
苯丙酮尿定性试验—试

纸法
样本类型：尿液。干化学试纸插入尿液，比色观察结果，报告结果。

BBAS1721
苯丙酮尿定性试验—化

学法

样本类型：尿液。指用于新生儿苯丙酮尿症筛查。尿液加沉淀剂，混匀，过滤，过滤液中滴入三氯

化铁试剂，观察颜色变化，报告结果。
BBAT1781 乳糜定性试验—化学法 样本类型：尿液、穿刺及引流液。尿加乙醚，萃取脂肪，苏丹Ⅲ染色，显微镜检查确认，报告结果

BBAU0521 尿卟啉定量—比色法
样本类型：尿液。24小时尿，加试剂，分光光度计比色，计算结果(需要预先制备标准曲线)，报告

结果。
BBAU0721 尿卟啉定性试验—荧光 样本类型：尿液。尿液加试剂，振摇，紫外光线下观察荧光色，报告结果。

BBAU1021
尿卟啉定性试验—高效

液相色谱法

样本类型：尿液。采血，标本处理，用离心机离心，标本加入色谱柱，经过一系列处理后取上清

液，在液相色谱仪上进样分析，审核结果，发报告，接受临床咨询，废弃物处理。

BBAV1721 尿黑色素试验—化学法
样本类型：尿液。也称尿黑酸试验。尿液加硝酸银试剂，混匀，再加氢氧化铵溶液，振摇，观察变

化，报告结果。

BBAW0421
莫氏浓缩稀释试验—比

重计法
样本类型：尿液。分别准确测定昼夜多次尿量和比重结果，分析结果，报告结果。

BBAX0521
尿酚红排泄(PSP)试验

—比色法

样本类型：尿液。静脉穿刺，注射酚红染料，定时收集患者尿液，加试剂，与标准比色管比色，或

者用光度计测定(需预先制备标准曲线)，报告结果。

BBAY4821
特异人绒毛膜促性腺激

素(HCG)试验—金标法
样本类型：尿液。单克隆试纸浸入尿液后，一定时间内观察结果，报告结果。

BBAZ0121 尿沉渣镜检—显微镜法 样本类型：尿液。尿液离心，留取一定沉渣，涂片镜检，报告结果。
BBAZ0122 尿沉渣镜检—染色镜检 样本类型：尿液。尿液离心，留取一定沉渣，染色，涂片镜检，报告结果。

BBAZ0123
尿沉渣镜检—定量显微

镜法

样本类型：尿液。尿液离心，留取一定沉渣，滴入专用计数板，显微镜下计数沉渣结果，报告结果

。

BBAZ9921
尿沉渣镜检—数字图像

分析法
样本类型：尿液。尿液离心，仪器吸样染色，充池，图象分析仪，打印报告结果。

BBAZ9922
尿沉渣镜检—流式尿沉

渣分析
样本类型：尿液。仪器校准，质控，流式尿沉渣分析仪测定尿液标本，打印报告结果。

BBBA0121
尿液爱迪氏(Addis)计

数—显微镜法

样本类型：尿液。12h尿，测量尿量，离心沉淀，滴入计数池，计数各种成分，计算结果，报告结

果。

BBBB0121 尿三杯试验—显微镜法
样本类型：尿液。分三段留取尿标本，按留取顺序测定三次尿常规结果，报告结果（含尿沉渣报告

结果）。

BBBC0121
一小时尿沉渣计数—显

微镜法

样本类型：尿液。收集3小时尿，测量尿量，离心沉淀，滴入计数池，计数各种成分，计算出1小时

结果，报告结果。

BBBD0121
尿沉渣白细胞分类—显

微镜法

样本类型：尿液。离心尿液，取沉渣，染色，涂片(或涂片后染色)，显微镜下分类计数白细胞，报

告结果。

BBBE0121
尿中包涵体细胞检查—

显微镜法
样本类型：尿液。离心尿液，取沉渣，瑞姬染色，显微镜查找包括包涵体的细胞，报告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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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BBF0121
尿红细胞形态检查—相

差显微镜法

样本类型：尿液。尿液离心(也可不离心)，滴入计数板，相差显微镜下观察尿红细胞形态，定性或

定量报告。

BBBG0121
尿闪光细胞检验—相差

显微镜法

样本类型：尿液。尿液离心(也可不离心)，滴入计数板，相差显微镜下观察尿中闪光细胞，定性或

定量报告。

BBBH9921 尿干化学分析
样本类型：尿液。质控测定，新鲜尿液人工操作目测判读结果并审核发出报告，检测后标本留验及

无害化处理。检测项目涵但不限于白细胞、亚硝酸盐、尿胆素原、蛋白质、酸碱度(pH)、潜血、尿

比重、酮体、胆红素、葡萄糖。

BBBJ1721
尿胱氨酸定性试验—化

学法
样本类型：尿液。尿液加浓氨液，加氰化钠，加亚硝基铁氰化钠后观察显色反应，报告结果。

BBBK1021
24小时尿胱氨酸定量试

验—液相色谱法

样本类型：尿液。标本注入色谱仪，根据展开的距离进行分离，液相色谱仪计算比移值，根据斑点

面积和颜色进行定性和定量分析，报告结果。
BBBL9921 尿浓缩试验 样本类型：尿液。24小时分阶段7次留尿，每次测尿比重和尿量。

BBBM9921 酸负荷试验 样本类型：尿液。病人按规定的时间段口服NH4Cl，分5次留尿，每次测定PH值。

BBBN1521
碱负荷试验—酸碱滴定

法

样本类型：尿液。受试者口服NaHCO3，连服3日，生化分析仪，血气分析仪不断测定血中NaHCO3量，

直到正常浓度时，留取尿液，测定尿中HCO3及尿肌酐，同时取血测血中HCO3及肌酐，计算碳酸氢盐

部分排泄率(碱负荷)，血中NaHCO3，血、尿肌酐。

BBBP9921 尿碳酸氢盐(HCO3)测定

样本类型：尿液。取尿标本测定PH后，加入一定量0.1毫摩尔盐酸，使之与尿标本中碳酸氢盐反应

生成碳酸，再置沸水浴中使碳酸分解释放二氧化碳，以0.1毫摩尔 NaOH滴定尿液至原来PH值，通过

所消耗的0.1毫摩尔 NaOH得到尿中碳酸氢盐(HCO3)量。

BBBQ1521
尿可滴定酸测定—酸碱

滴定法

样本类型：尿液。取尿标本测定PH后，加入一定量0.1毫摩尔盐酸，使之与尿标本中碳酸氢盐反应

生成碳酸，再置沸水浴中使碳酸分解释放CO2，以0.1毫摩尔NaOH滴定尿液至原来PH值，通过所消耗

的0.1毫摩尔NaOH得到尿中碳酸氢盐(HCO3)量，继续以0.1毫摩尔NaOH滴定尿液至血液PH值，所消耗

的0.1毫摩尔NaOH量等于尿可滴定酸量。

BBBR1721
尿结石成份分析—化学

定性法

样本类型：尿液。结石标本取得后去污，干燥，根据结石外观性状初步判断为草酸钙结石，磷酸钙

结石，磷酸镁胺结，尿酸结石，胱氨酸结石。将四份结石粉末分别置于白色磁板凹形孔内，测定各

标本化学成份。顺序加入各种试剂，根据其颜色变化及反应判断结果，尿酸及尿酸盐，加入尿酸试

剂I及尿酸试剂Ⅱ各2滴，呈蓝色为阳性，磷酸盐：加磷酸盐试剂3滴，渐生黄色沉淀附于凹孔壁为

阳性，铵盐：加胺试剂2滴，桔黄色沉淀为阳性，胱氨酸：加胱氨酸试剂I约2毫克与结石粉末混

合，同时做空白对照，再加入胱氨酸试剂Ⅱ、胱氨酸试剂Ⅲ各2滴，渐生蓝色为阳性，碳酸盐：沿

已加结石粉末的试管壁加入3摩尔/升盐酸约0.5毫克，有气泡为阳性，草酸盐：于上述试管中加入

少许草酸试剂粉末，有气泡产生为阳性，钙：取另1支加结石粉末的试管，加3摩尔/升盐酸0.5毫

升，加热溶解，冷却后加入等量20%NaOH液，白色沉淀示有钙或镁，镁：将上述试管内溶液混匀，

沿试管壁加入镁试剂3滴，液而间有蓝色环为阳性。

BBBS1721
尿草酸定性试验—化学

定性法

样本类型：尿液。草酸盐：于四份结石粉末分别置于白色磁板凹形孔内，加入少许草酸试剂粉末，

有气泡产生为阳性。
BBBT9921 尿干化学分析+镜检 样本类型：尿液。包括尿干化学分析+尿沉渣镜检。

2.粪便检验
BBCA0131 粪便常规检查—显微镜 样本类型：粪便。外观观察，涂片，显微镜检查，报告结果。

BBCB1781
隐血试验(血红蛋白)—

化学法

样本类型：粪便、胃液、呕吐物。加标本，加红细胞破坏液，加显色剂，加氧化剂，观察颜色变

化，报告结果。

BBCB4881
隐血试验(血红蛋白)—

金标法
样本类型：粪便、胃液、呕吐物。取标本，稀释，插入试纸，观察结果，报告结果。

BBCB4882
隐血试验(转铁蛋白)—

金标法
样本类型：粪便、胃液、呕吐物。取标本，稀释，插入试纸，观察结果，报告结果。

BBCC1731 粪胆素检查—化学法 样本类型：粪便。白磁皿中加少许粪便，加饱和氧化汞液，玻棒搅拌，观察结果，报告结果。

BBCD1731
粪苏丹Ⅲ染色检查—化

学法
样本类型：粪便。粪便涂片，加饱和苏丹Ⅲ染液，显微镜下观察，报告结果。

BBCE1731 粪便脂肪定量—化学法
样本类型：粪便。粪便加氢氧化钾乙醇液，煮沸，冷却，加盐酸，石油醚提取脂酸，蒸发干燥，计

算结果，报告结果。
3.穿刺液检验

BBDA0141
胸腹水常规检查—显微

镜法

样本类型：胸腹水。观察外观，比浊法蛋白定性，显微镜法细胞计数和分类，比重计法测定比重，

报告结果。

BBDB0141
胸腹水细胞学检查—显

微镜法
样本类型：胸腹水。离心浓缩标本，制片，染色，显微镜检查，报告结果。

BBDC0141
脑脊液常规(CSF)检查

—显微镜法
样本类型：脑脊液。包括观察外观，细胞计数，分类，蛋白和糖检测，报告结果。

BBDC1541 脑脊液糖定性—试纸法 样本类型：脑脊液。试纸法定性测定，报告结果。
BBDC1741 脑脊液蛋白定性—化学 样本类型：脑脊液。试剂，脑脊液滴定，报告结果。

BBDD0141
脑脊液细胞学检查—显

微镜法
样本类型：脑脊液。离心，制片，染色，显微镜观察分析结果，报告结果。

BBDE0141 羊水结晶检查—显微镜 样本类型：羊水。涂片，显微镜检查，报告结果。

BBDF0181
穿刺液及引流液常规检

查—显微镜法
样本类型：各种穿刺液、引流液。外观观察，涂片，显微镜检查，报告结果。

4.分泌物检验

BBEA0151
前列腺液常规检查—显

微镜法
样本类型：前列腺液。外观，涂片，显微镜检查，报告结果。

BBEB0151
阴道分泌物检查—显微

镜法
样本类型：阴道分泌物。涂片，显微镜检查，报告结果（包括清洁度、滴虫、霉菌检查）。

BBEB0152
阴道分泌物细胞学检查

—显微镜法
样本类型：阴道分泌物。涂片，染色，显微镜检查，报告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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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BEB0551
阴道分泌物过氧化氢—

比色法

样本类型：阴道分泌物。处理标本，制备标准液，加入试剂，加温，再离心，比色，计算结果，报

告结果。
BBEB1751 阴道分泌物胺—化学法 样本类型：阴道分泌物。向标本内加入试剂，判断结果。

BBEB1752
阴道分泌物白细胞酯酶

—化学法
样本类型：阴道分泌物。向标本内加入试剂，判断结果。

BBEC0151 胃液常规检查—显微镜 样本类型：胃液。涂片，观察外观，显微镜检查，报告结果。

BBEC1751 胃酸分析—化学法
样本类型：胃液。记录胃液量，滴定法测定，报告结果（包括基础胃酸和五肽胃泌素刺激后最大胃

酸分泌和高峰胃酸分泌）。

BBED0151
十二指肠引流液及胆汁

检查—显微镜法

样本类型：十二指肠引流液、胆汁。外观观察，涂片，显微镜检查，可分为ABCD四管标本，报告结

果。
BBEE0151 痰液常规检查—显微镜 样本类型：痰液。外观观察，涂片，显微镜检查，报告结果。

BBEF0151
精液常规检查—显微镜

法

样本类型：精液。外观观察，稀释，计数，形态观察，存活率和活力观察，液化时间观察，测量标

本量等，报告结果。

BBEF0551
精液酸性磷酸酶—比色

法

样本类型：精液。离心分离精浆，制备标准液，制备标准曲线，加试剂，保温，比色，计算结果，

报告结果。

BBEF0552
精液果糖定量试验—比

色法
样本类型：精液。离心分离精浆，制备标准液，加入试剂，检测，计算结果，报告结果。

BBEF0553
精浆中性α -葡萄糖苷

酶—比色法
样本类型：精液。离心分离精浆，检测，计算结果，需要制备标准曲线和对照管，报告结果。

BBEF1751
精浆果糖定性试验—化

学法
样本类型：精液。标本制备，加试剂，加热，观察颜色变化，报告结果。

BBEF9951 精液分析
样本类型：精液。标本制备，仪器测定，报告多参数的检验结果，图文分析报告，参数包括轨迹速

度、平均路径速度、直线运动速度、直线性、侧摆幅度、前向性、摆动性、鞭打频率、平均移动角

度、运动精子密度、精子密度、活率、活力分级、畸形精子分析等参数，报告结果。

BBEG9951
精子运动轨迹分析—数

字图像分析法

样本类型：精液。精液滴于计数板上，相差显微镜下拍摄照片，根据图片上精子运动位置，绘制精

子运动轨迹，报告结果。
BBEG0151 精子畸形率—显微镜法 样本类型：精液。直接涂片或洗涤后涂片，染色，显微镜检查，报告结果。

BBEG0152
精子顶体完整率检查—

显微镜法
样本类型：精液。直接涂片或洗涤后涂片，染色，显微镜检查，报告结果。

BBEG0153
精子尾部低渗肿胀试验

—显微镜法
样本类型：精液。液化精液，37℃预温，加试剂，加染色剂，相差显微镜观察和计数，报告结果。

BBEG0551
精子顶体酶活性定量—

比色法
样本类型：精液。向标本内加入试剂，检测，判断结果。

BBEG4251
混合抗球蛋白反应

(MAR)实验—凝集法
样本类型：精液。向标本内加入试剂，判断结果。

BBEG4252 精子凝集法—凝集试验 样本类型：精液。向标本内加入试剂，判断结果。

BBEG9952 精子爬高试验
样本类型：精液。毛细管内包括营养液，插入精液中，37℃恒温情况下观察8小时内精子爬高情

况，报告结果。

BBEH0151
精液白细胞染色检查—

显微镜法
样本类型：精液。离心浓缩标本，制片，染色，显微镜检查，报告结果。

BBEH0551 精浆锌测定—比色法
样本类型：精液。比色计，制备标准曲线。精浆加试剂，加入酶标板中，振荡器混匀，测定吸光

度，根据标准曲线获得标本中锌的浓度，报告结果。

BBEH0552
精浆柠檬酸测定—比色

法

样本类型：精液。标本制备，加入试剂，离心，水浴，比色，计算，需预先制备标准曲线和空白对

照，报告结果。

BBEH0651
精浆锌测定—原子吸收

分光光度法
样本类型：精液。精浆加试剂，水浴，原子吸收光分光光度计，背景校正，测定标本，报告结果。

BBEH1251
精浆(全精)乳酸脱氢酶

X同工酶定量检测—电
样本类型：精液。加样，电泳检测，报告结果。

BBEH3051
精浆弹性硬蛋白酶定量

测定—酶联免疫吸附法

样本类型：精液。包被酶标板，孵育震荡，洗板，加显色液，加终止液，酶标仪比色测定，报告结

果。

BBEH4251
抗精子抗体混合凝集法

—凝集试验
样本类型：精液。试剂准备，标本检测，显微镜下观察结果，报告结果。

BBEH9951 免疫珠(IBT)试验 样本类型：精液。试剂准备，标本检测，可测定抗IgG、抗IgA、抗IgM免疫珠，报告结果。
(三)临床化学检验
1.蛋白质检验

BCAA0581
总蛋白(TP)测定—分光

光度法

样本类型：血液、体液(不包括脑脊液)。样本采集，标本处理，离心机离心，将试剂加入相应的空

白管、标准管及测定管，用分光光度计比色得到吸光度值，绘制标准曲线得到测定管待测物浓度，

或者项目的定标、质控及样本的生化分析仪检测(半自动生化分析时在检测前将试剂加入相应的空

白管、标准管及测定管)，结果审核，发报告，接受临床咨询，废弃物处理。

BCAA1981
总蛋白(TP)测定—干化

学法

样本类型：血液、体液(不包括脑脊液)。标本采集，标本处理，离心机离心，干化学分析仪需定期

做定标和质控，输入参数，进入标本检测程序，结果审核，发送告，接受临床咨询，废弃物处理。

BCAB0581
微量总蛋白(mTP)测定

—分光光度法

样本类型：脑脊液、尿液。样本采集，标本处理，离心机离心，将试剂加入相应的空白管、标准管

及测定管，用分光光度计比色得到吸光度值，绘制标准曲线得到测定管待测物浓度，或者项目的定

标、质控及样本的生化分析仪检测(半自动生化分析时在检测前将试剂加入相应的空白管、标准管

及测定管)，结果审核，发报告，接受临床咨询，废弃物处理。

BCAB1981
微量总蛋白(mTP)测定

—干化学法

样本类型：脑脊液、尿液。标本采集，标本处理，离心机离心，干化学分析仪需定期做定标和质

控，输入参数，进入标本检测程序，结果审核，发报告，接受临床咨询，废弃物处理。

BCAB3881
微量总蛋白(mTP)测定

—免疫透射比浊法

样本类型：脑脊液、尿液。样本采集，标本处理，离心机离心，项目的定标、质控及用生化分析仪

/特殊蛋白分析仪样本的检测，结果审核，发报告，接受临床咨询，废弃物处理。

BCAB3882
微量总蛋白(mTP)测定

—免疫散射比浊法

样本类型：脑脊液、尿液。样本采集，标本处理，离心机离心，项目的定标、质控及特殊蛋白分析

仪样本的检测，结果审核，发报告，接受临床咨询，废弃物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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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CAC1781
微量白蛋白(mAlb)测定

—化学法

样本类型：脑脊液、尿液。样本采集，标本处理，离心机离心，将试剂加入相应的空白管、标准管

及测定管，用分光光度计/浊度计测定得到吸光度值，绘制标准曲线得到测定管待测物浓度，或者

项目的定标、质控及样本的检测，结果审核，发报告，接受临床咨询，废弃物处理。

BCAC1782
微量白蛋白(mAlb)测定

—染料结合法

样本类型：脑脊液、尿液。样本采集，标本处理，离心机离心，将试剂加入相应的空白管、标准管

及测定管，用分光光度计测定得到吸光度值，绘制标准曲线得到测定管待测物浓度，或者项目的定

标、质控及生化分析仪样本的生化分析仪检测(半自动生化分析时在检测前将试剂加入相应的空白

管、标准管及测定管)，结果审核，发报告，接受临床咨询，废弃物处理。

BCAC3481
微量白蛋白(mAlb)测定

—化学发光免疫法

样本类型：脑脊液、尿液。采集标本，标本处理，离心机离心后，放置于化学发光仪上，装载试

剂，输入参数，进入标本检测程序，做定标和质控，结果审核，发报告，接受临床咨询，废弃物处

BCAC3781
微量白蛋白(mAlb)测定

—放射免疫分析法

样本类型：脑脊液、尿液。样本采集，标本处理，离心机离心，将试剂加入相应的空白孔、标准孔

、对照孔及测定孔，经过孵育，离心，加试剂等过程后用放免分析仪，晶体闪烁计数器测定放射

性，绘制标准曲线得到待测物浓度，结果审核，发报告，接受临床咨询，废弃物处理。

BCAC3881
微量白蛋白(mAlb)测定

—免疫比浊法

样本类型：脑脊液、尿液。样本采集，标本处理，离心机离心，将试剂加入相应的空白管、标准管

及测定管，用分光光度计/浊度计测定得到吸光度值，绘制标准曲线得到测定管待测物浓度，结果

审核，发报告，接受临床咨询，废弃物处理。

BCAC3882
微量白蛋白(mAlb)测定

—免疫透射比浊法

样本类型：脑脊液、尿液。样本采集，标本处理，离心机离心，项目的定标、质控及生化分析仪样

本的检测，结果审核，发报告，接受临床咨询，废弃物处理。

BCAC3883
微量白蛋白(mAlb)测定

—免疫散射比浊法

样本类型：脑脊液、尿液。样本采集，标本处理，离心机离心，项目的定标、质控及特殊蛋白分析

仪样本的检测，结果审核，发报告，接受临床咨询，废弃物处理。

BCAC5981
微量白蛋白(mAlb)测定

—干免疫法

样本类型：脑脊液、尿液。样本采集，标本处理，取新鲜晨尿5毫升用试纸条浸入尿液5秒钟，取出

平置1分钟后读取结果，审核结果，发报告，废弃物处理。

BCAD3011
妊娠相关蛋白A(PAPP)

测定—酶联免疫吸附法

样本类型：血液。标本采集，标本处理，离心机离心，进行标准品、质控物、对照及样本的酶标仪

检测，结果审核，发报告，接受临床咨询，废弃物处理。

BCAD3411
妊娠相关蛋白A(PAPP)

测定—化学发光免疫法

样本类型：血液。样本采集，标本处理，离心机离心，项目的定标、质控及样本的化学发光免疫分

析仪检测(半自动生化分析时在检测前将试剂加入相应的空白管、标准管及测定管)，结果审核，发

报告，接受临床咨询，废弃物处理。

BCAE0581
白蛋白(Alb)测定—分

光光度法

样本类型：血液、体液(不包括脑脊液)。样本采集，标本处理，离心机离心，将试剂加入相应的空

白管、标准管及测定管，用分光光度计测定得到吸光度值，绘制标准曲线得到测定管待测物浓度，

或者项目的定标、质控及样本的生化分析仪检测(半自动生化分析时在检测前将试剂加入相应的空

白管、标准管及测定管)，结果审核，发报告，接受临床咨询，废弃物处理。

BCAE1981
白蛋白(Alb)测定—干

化学法

样本类型：血液、体液(不包括脑脊液)。标本采集，标本处理，离心机离心，干化学分析仪需定期

做定标和质控，输入参数，进入标本生化分析仪检测程序，结果审核，发报告，接受临床咨询，废

弃物处理。

BCAF1211 血清蛋白—电泳法
样本类型：血液。样本采集，样本处理，离心机离心，凝胶及其它溶液、物品的准备，加样，接通

电泳仪电源，染色，通过光密度计扫描进行定量，结果审核，发报告，接受临床咨询，废弃物处理

BCAG1221 尿液蛋白—电泳法
样本类型：尿液。样本采集，样本处理，离心机离心，凝胶及其它溶液、物品的准备，加样，接通

电泳仪电源，染色，通过光密度计扫描进行定量，结果审核，发报告，接受临床咨询，废弃物处理

BCAH1281 免疫固定电泳—电泳法
样本类型：血液、尿液。样本采集，样本处理，离心机离心，凝胶及其它溶液、物品的准备，加

样，接通电泳仪电源，染色，通过光密度计扫描进行定量，结果审核，发报告，接受临床咨询，废

弃物处理。

BCAJ3481
前白蛋白(PA)测定—化

学发光免疫法

样本类型：血液、尿液。样本采集，标本处理，离心机离心，项目的定标、质控及样本的化学发光

免疫分析仪检测，结果审核，发报告，接受临床咨询，废弃物处理。

BCAJ3811
前白蛋白(PA)测定—免

疫比浊法

样本类型：血液。样本采集，标本处理，离心机离心，将试剂加入相应的空白管、标准管及测定

管，用分光光度计/浊度计测定得到吸光度值，绘制标准曲线得到测定管待测物浓度，结果审核，

发报告，接受临床咨询，废弃物处理。

BCAJ3812
前白蛋白(PA)测定—免

疫透射比浊法

样本类型：血液。样本采集，标本处理，离心机离心，项目的定标、质控及样本的生化分析仪/特

殊蛋白分析仪检测，结果审核，发报告，接受临床咨询，废弃物处理。

BCAJ3813
前白蛋白(PA)测定—免

疫散射比浊法

样本类型：血液。样本采集，标本处理，离心机离心，项目的定标、质控及样本的特殊蛋白分析仪

检测，结果审核，发报告，接受临床咨询，废弃物处理。

BCAK3081
转铁蛋白(TF)测定—酶

联免疫吸附法

样本类型：血液、尿液。样本采集，标本处理，离心机离心，将试剂加入相应的空白孔、标准孔、

对照孔及酶标仪/酶联免疫分析仪测定孔，经过孵育，洗板，加试剂等过程后用酶标仪/酶联免疫分

析仪比色得到吸光度值，绘制标准曲线得到待测物浓度，结果审核，发报告，接受临床咨询，废弃

物处理。

BCAK3481
转铁蛋白(TF)测定—化

学发光免疫法

样本类型：血液、尿液。样本采集，标本处理，离心机离心，将试剂加入相应的空白管、标准管及

测定管，用化学发光免疫分析仪，分光光度计/浊度计测定得到吸光度值，绘制标准曲线得到测定

管待测物浓度，结果审核，发报告，接受临床咨询，废弃物处理。

BCAK3781
转铁蛋白(TF)测定—放

射免疫分析法

样本类型：血液、尿液。样本采集，标本处理，离心机离心，将试剂加入相应的空白孔、标准孔、

对照孔及测定孔，经过孵育，离心，加试剂等过程后用放免分析仪，晶体闪烁计数器测定放射性，

绘制标准曲线得到待测物浓度，结果审核，发报告，接受临床咨询，废弃物处理。

BCAK3881
转铁蛋白(TF)测定—免

疫比浊法

样本类型：血液、尿液。样本采集，标本处理，离心机离心，将试剂加入相应的空白管、标准管及

测定管，用分光光度计/浊度计测定得到吸光度值，绘制标准曲线得到测定管待测物浓度，结果审

核，发报告，接受临床咨询，废弃物处理。

BCAK3882
转铁蛋白(TF)—免疫透

射比浊法

样本类型：血液、尿液。样本采集，标本处理，离心机离心，项目的定标、质控及样本的生化分析

仪/特殊蛋白分析仪检测，结果审核，发报告，接受临床咨询，废弃物处理。

BCAK3883
转铁蛋白(TF)—免疫散

射比浊法

样本类型：血液、尿液。样本采集，标本处理，离心机离心，项目的定标、质控及样本的特殊蛋白

分析仪检测，结果审核，发报告，接受临床咨询，废弃物处理。

BCAL3711
酸性铁蛋白(AIF)测定

—放射免疫分析法

样本类型：血液。样本采集，标本处理，离心机离心，将试剂加入相应的空白孔、标准孔、对照孔

及测定孔，经过孵育，离心，加试剂等过程后用放免分析仪，晶体闪烁计数器测定放射性，绘制标

准曲线得到待测物浓度，结果审核，发报告，接受临床咨询，废弃物处理。

BCAM3011
可溶性转铁蛋白受体

(sTfR)测定—酶联免疫

吸附法

样本类型：血液。样本采集，标本处理，离心机离心，将试剂加入相应的空白孔、标准孔、对照孔

及测定孔，经过孵育，洗板，加试剂等过程后用酶标仪、酶联免疫分析仪比色得到吸光度值，绘制

标准曲线得到待测物浓度，结果审核，发报告，接受临床咨询，废弃物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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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名称 项目内涵

BCAM3411
可溶性转铁蛋白受体

(sTfR)测定—化学发光

免疫法

样本类型：血液。样本采集，标本处理，离心机离心，项目的定标、质控及样本的化学发光免疫分

析仪检测，结果审核，发报告，接受临床咨询，废弃物处理。

BCAM3711
可溶性转铁蛋白受体

(sTfR)测定—放射免疫

分析法

样本类型：血液。样本采集，标本处理，离心机离心，将试剂加入相应的空白孔、标准孔、对照孔

及测定孔，经过孵育，离心，加试剂等过程后用放免分析仪，晶体闪烁计数器测定放射性，绘制标

准曲线得到待测物浓度，结果审核，发报告，接受临床咨询，废弃物处理。

BCAM3811
可溶性转铁蛋白受体

(sTfR)测定—乳胶增强

免疫比浊法

样本类型：血液。样本采集，标本处理，离心机离心，将试剂加入相应的空白管、标准管及测定

管，用分光光度计/浊度计测定得到吸光度值，绘制标准曲线得到测定管待测物浓度，或者项目的

定标、质控及样本的生化分析仪/特殊蛋白分析仪检测。结果审核，发报告，接受临床咨询，废弃

BCAN1241
寡克隆蛋白分析—电泳

法

样本类型：脑脊液。样本采集，标本处理，离心机离心，凝胶及其它溶液、物品的准备，加样，接

通电泳仪电源，染色，通过光密度计扫描进行定量，结果审核，发报告，接受临床咨询，废弃物处

BCAP1241
免疫球蛋白G(IgG)测定

—电泳法

样本类型：脑脊液。样本采集，标本处理，离心机离心，凝胶及其它溶液、物品的准备，加样，接

通电泳仪电源，染色，通过光密度计扫描进行定量，结果审核，发报告，接受临床咨询，废弃物处

BCAP3441
免疫球蛋白G(IgG)测定

—化学发光免疫法

样本类型：脑脊液。样本采集，标本处理，离心机离心，项目的定标、质控及样本的化学发光免疫

分析仪检测，结果审核，发报告，接受临床咨询，废弃物处理。

BCAP3841
免疫球蛋白G(IgG)测定

—免疫比浊法

样本类型：脑脊液。样本采集，标本处理，离心机离心，将试剂加入相应的空白管、标准管及测定

管，用分光光度计/浊度计测定得到吸光度值，绘制标准曲线得到测定管待测物浓度，结果审核，

发报告，接受临床咨询，废弃物处理。

BCAP3842
免疫球蛋白G(IgG)测定

—免疫透射比浊法

样本类型：脑脊液。样本采集，标本处理，离心机离心，项目的定标、质控及样本的生化分析仪/

特殊蛋白分析仪检测，结果审核，发报告，接受临床咨询，废弃物处理。

BCAP3843
免疫球蛋白G(IgG)测定

—免疫散射比浊法

样本类型：脑脊液。样本采集，标本处理，离心机离心，项目的定标、质控及样本的特殊蛋白分析

仪检测，结果审核，发报告，接受临床咨询，废弃物处理。

BCAQ3081
α 1微球蛋白(α 1-MG)

测定—酶联免疫吸附法

样本类型：血液、尿液。样本采集，样本处理，离心机离心，将试剂加入相应的空白孔、标准孔、

对照孔及测定孔，经过孵育，洗板，加试剂等过程后用酶标仪/酶联免疫分析仪比色得到吸光度

值，绘制标准曲线得到待测物浓度，结果审核，发报告，接受临床咨询，废弃物处理。

BCAQ3781
α 1微球蛋白(α 1-MG)

测定—放射免疫分析法

样本类型：血液、尿液。样本采集，标本处理，离心机离心，将试剂加入相应的空白孔、标准孔、

对照孔及测定孔，经过孵育，离心，加试剂等过程后用放免分析仪，晶体闪烁计数器测定放射性，

绘制标准曲线得到待测物浓度，结果审核，发报告，接受临床咨询，废弃物处理。

BCAQ3881
α 1微球蛋白(α 1-MG)

测定—免疫比浊法

样本类型：血液、尿液。样本采集，标本处理，离心机离心，将试剂加入相应的空白管、标准管及

测定管，用分光光度计/浊度计测定得到吸光度值，绘制标准曲线得到测定管待测物浓度，或者项

目的定标、质控及样本的特殊蛋白分析仪检测。结果审核，发报告，接受临床咨询，废弃物处理。

BCAQ3882
α 1微球蛋白(α 1-MG)

测定—免疫散射比浊法

样本类型：血液、尿液。样本采集，标本处理，离心机离心，项目的定标、质控及样本的特殊蛋白

分析仪检测，结果审核，发报告，接受临床咨询，废弃物处理。

BCAR3081
β 2微球蛋白(β 2-MG)

测定—酶联免疫吸附法

样本类型：血液、尿液。样本采集，标本处理，离心机离心，将试剂加入相应的空白孔、标准孔、

对照孔及测定孔，经过孵育，洗板，加试剂等过程后用酶标仪/酶联免疫分析仪比色得到吸光度

值，绘制标准曲线得到待测物浓度，结果审核，发报告，接受临床咨询，废弃物处理。

BCAR3481
β 2微球蛋白(β 2-MG)

测定—化学发光免疫法

样本类型：血液、尿液。样本采集，标本处理，离心机离心，项目的定标、质控及样本的化学发光

免疫分析仪检测，结果审核，发报告，接受临床咨询，废弃物处理。

BCAR3681
β 2微球蛋白(β 2-MG)

测定—微粒子发光免疫

分析法

样本类型：血液、尿液。样本采集，标本处理，离心机离心，将试剂加入相应的空白孔、标准孔、

对照孔及测定孔，经过孵育，离心，加试剂等过程后用微粒子发光免疫分析仪，晶体闪烁计数器测

定放射性，绘制标准曲线得到待测物浓度，结果审核，发报告，接受临床咨询，废弃物处理。

BCAR3781
β 2微球蛋白(β 2-MG)

测定—放射免疫分析法

样本类型：血液、尿液。样本采集，标本处理，离心机离心，将试剂加入相应的空白孔、标准孔、

对照孔及测定孔，经过孵育，离心，加试剂等过程后用放免分析仪，晶体闪烁计数器测定放射性，

绘制标准曲线得到待测物浓度，结果审核，发报告，接受临床咨询，废弃物处理。

BCAR3881

β 2微球蛋白(β 2-MG)

测定—乳胶增强免疫比

浊法

样本类型：血液、尿液。样本采集，标本处理，离心机离心，将试剂加入相应的空白管、标准管及

测定管，用分光光度计/浊度计测定得到吸光度值，绘制标准曲线得到测定管待测物浓度，或者项

目的定标、质控及样本的生化分析仪/特殊蛋白分析仪检测，结果审核，发报告，接受临床咨询，

废弃物处理。

BCAS3081
α 2巨球蛋白测定—酶

联免疫吸附法

样本类型：血液、尿液。样本采集，标本处理，离心机离心，将试剂加入相应的空白孔、标准孔、

对照孔及测定孔，经过孵育，洗板，加试剂等过程后用酶标仪/酶联免疫分析仪比色得到吸光度

值，绘制标准曲线得到待测物浓度，结果审核，发报告，接受临床咨询，废弃物处理。

BCAS3881
α 2巨球蛋白测定—免

疫比浊法

样本类型：血液、尿液。样本采集，标本处理，离心机离心，将试剂加入相应的空白管、标准管及

测定管，用分光光度计/浊度计测定得到吸光度值，绘制标准曲线得到测定管待测物浓度，结果审

核，发报告，接受临床咨询，废弃物处理。

BCAS3882
α 2巨球蛋白测定—免

疫透射比浊法

样本类型：血液、尿液。样本采集，标本处理，离心机离心，项目的定标、质控及样本的生化分析

仪/特殊蛋白分析仪检测，结果审核，发报告，接受临床咨询，废弃物处理。

BCAS3883
α 2巨球蛋白测定—免

疫散射比浊法

样本类型：血液、尿液。样本采集，标本处理，离心机离心，项目的定标、质控及样本的特殊蛋白

分析仪检测，结果审核，发报告，接受临床咨询，废弃物处理。

BCAT3011
超敏C反应蛋白(hs-

CRP)测定—酶联免疫吸

附法

样本类型：血液。样本采集，标本处理，离心机离心，将试剂加入相应的空白孔、标准孔、对照孔

及测定孔，经过孵育，洗板，加试剂等过程后用酶标仪/酶联免疫分析仪比色得到吸光度值，绘制

标准曲线得到待测物浓度，结果审核，发报告，接受临床咨询，废弃物处理。

BCAT3811
超敏C反应蛋白(hs-

CRP)测定—乳胶增强免

疫比浊法

样本类型：血液。样本采集，标本处理，离心机离心，将试剂加入相应的空白管、标准管及测定

管，用分光光度计/浊度计测定得到吸光度值，绘制标准曲线得到测定管待测物浓度，或者项目的

定标、质控及样本的检测，结果审核，发报告，接受临床咨询，废弃物处理。

BCAT3812
超敏C反应蛋白(hs-

CRP)测定—免疫比浊法

样本类型：血液。样本采集，标本处理，加入标本及试剂检测，结果审核，发报告，接受临床咨

询，废弃物处理。

BCAU3081
视黄醇结合蛋白(RBP)

测定—酶联免疫吸附法

样本类型：血液、尿液。样本采集，标本处理，离心机离心，将试剂加入相应的空白孔、标准孔、

对照孔及测定孔，经过孵育，洗板，加试剂等过程后用酶标仪/酶联免疫分析仪比色得到吸光度

值，绘制标准曲线得到待测物浓度，结果审核，发报告，接受临床咨询，废弃物处理。

BCAU3881
视黄醇结合蛋白(RBP)

测定—免疫比浊法

样本类型：血液、尿液。样本采集，标本处理，离心机离心，将试剂加入相应的空白管、标准管及

测定管，用分光光度计/浊度计测定得到吸光度值，绘制标准曲线得到测定管待测物浓度，结果审

核，发报告，接受临床咨询，废弃物处理。

第 22 页



项目名称 项目内涵

BCAU3882
视黄醇结合蛋白(RBP)

测定—免疫透射比浊法

样本类型：血液、尿液。样本采集，标本处理，离心机离心，项目的定标、质控及样本的生化分析

仪/特殊蛋白分析仪检测，结果审核，发报告，接受临床咨询，废弃物处理。

BCAU3883
视黄醇结合蛋白(RBP)

测定—免疫散射比浊法

样本类型：血液、尿液。样本采集，标本处理，离心机离心，项目的定标、质控及样本的特殊蛋白

分析仪检测，结果审核，发报告，接受临床咨询，废弃物处理。

BCAV3011
淀粉样蛋白测定—酶联

免疫吸附法

样本类型：血液。样本采集，标本处理，离心机离心，将试剂加入相应的空白孔、标准孔、对照孔

及测定孔，经过孵育，洗板，加试剂等过程后用酶标仪/酶联免疫分析仪比色得到吸光度值，绘制

标准曲线得到待测物浓度，结果审核，发报告，接受临床咨询，废弃物处理。

BCAV3711
淀粉样蛋白测定—放射

免疫分析法

样本类型：血液。样本采集，标本处理，离心机离心，将试剂加入相应的空白孔、标准孔、对照孔

及测定孔，经过孵育，离心，加试剂等过程后用放免分析仪，晶体闪烁计数器测定放射性，绘制标

准曲线得到待测物浓度，结果审核，发报告，接受临床咨询，废弃物处理。

BCAV3811
淀粉样蛋白测定—免疫

比浊法

样本类型：血液。样本采集，标本处理，离心机离心，将试剂加入相应的空白管、标准管及测定

管，用分光光度计/浊度计测定得到吸光度值，绘制标准曲线得到测定管待测物浓度，结果审核，

发报告，接受临床咨询，废弃物处理。

BCAV3812
淀粉样蛋白测定—免疫

透射比浊法

样本类型：血液。样本采集，标本处理，离心机离心，项目的定标、质控及样本的生化分析仪检

测，结果审核，发报告，接受临床咨询，废弃物处理。

BCAV3813
淀粉样蛋白测定—免疫

散射比浊法

样本类型：血液。样本采集，标本处理，离心机离心，项目的定标、质控及样本的特殊蛋白分析仪

检测，结果审核，发报告，接受临床咨询，废弃物处理。

BCAW1911
肌钙蛋白T(TnT)测定—

全血快速试验

样本类型：血液。采血，标本处理，标本编号，用加样器将定量全血标本加在试纸条上，金标抗体

与肌钙蛋白T的复合物发生沉淀，形成肉眼可见的沉淀线，观察结果，报告临床，并接受临床咨

询，废弃物处理。

BCAW3511
肌钙蛋白T(TnT)测定—

电化学发光免疫法

样本类型：血液。采血，标本处理，离心机离心，装载试剂，输入参数，进入标本电化学发光仪检

测程序，做定标和质控，结果审核，发报告，接受临床咨询，废弃物处理。

BCAX1911
肌钙蛋白Ⅰ(TnI)测定

—全血快速试验

样本类型：血液。采血，标本处理，标本编号，用加样器将定量全血标本加在试纸条上，金标抗体

与肌钙蛋白Ⅰ的复合物发生沉淀，形成肉眼可见的沉淀线，观察结果，报告临床，并接受临床咨

询，废弃物处理。

BCAX3011
肌钙蛋白Ⅰ(TnI)测定

—酶联免疫吸附法

样本类型：血液。样本采集，标本处理，离心机离心，将试剂加入相应的空白孔、标准孔、对照孔

及测定孔，经过孵育，洗板，加试剂等过程后用酶标仪/酶联免疫分析仪比色得到吸光度值，绘制

标准曲线得到待测物浓度，结果审核，发报告，接受临床咨询，废弃物处理。

BCAX3411
肌钙蛋白Ⅰ(TnI)测定

—化学发光免疫法

样本类型：血液。采集标本，标本处理，离心机离心后，放置于化学发光仪上，装载试剂，输入参

数，进入标本检测程序，做定标和质控，结果审核，发报告，接受临床咨询，废弃物处理。

BCAX3711
肌钙蛋白Ⅰ(TnI)测定

—放射免疫分析法

样本类型：血液。样本采集，标本处理，离心机离心，将试剂加入相应的空白孔、标准孔、对照孔

及测定孔，经过孵育，离心，加试剂等过程后用放免分析仪，晶体闪烁计数器测定放射性，绘制标

准曲线得到待测物浓度，结果审核，发报告，接受临床咨询，废弃物处理。

BCAX3811
肌钙蛋白Ⅰ(TnI)测定

—免疫比浊法

样本类型：血液。样本采集，标本处理，离心机离心，将试剂加入相应的空白管、标准管及测定

管，用分光光度计/浊度计测定得到吸光度值，绘制标准曲线得到测定管待测物浓度，结果审核，

发报告，接受临床咨询，废弃物处理。

BCAX3812
肌钙蛋白Ⅰ(TnI)测定

—免疫散射比浊法

样本类型：血液。样本采集，标本处理，离心机离心，项目的定标、质控及样本的特殊蛋白分析仪

检测，结果审核，发报告，接受临床咨询，废弃物处理。

BCAX4511
肌钙蛋白Ⅰ(TnI)测定

—酶联荧光分析法

样本类型：血液。采血，标本处理，离心机离心，装载试剂，输入参数，进入电化学发光仪标本检

测程序，做定标和质控，结果审核，发报告，接受临床咨询，废弃物处理。

BCAX5911
肌钙蛋白Ⅰ(TnI)测定

—干免疫法

样本类型：血液。采血，标本处理，用离心机离心后，用加样器将定量标本加在试纸条上，将试纸

条放置于干免疫分析仪上，干免疫分析仪需定期做定标和质控，输入参数后，仪器检测，显示结

果，传入实验室信息系统，报告临床，接受临床咨询。

BCAY1981
肌红蛋白(Mb)测定—全

血快速试验

样本类型：血液、尿液。采血，标本处理，标本编号，用加样器将定量全血标本加在试纸条上，金

标抗体与肌红蛋白的复合物发生沉淀，形成肉眼可见的沉淀线，观察结果，报告临床，并接受临床

咨询，废弃物处理。

BCAY3081
肌红蛋白(Mb)测定—酶

联免疫吸附法

样本类型：血液、尿液。样本采集，标本处理，离心机离心，将试剂加入相应的空白孔、标准孔、

对照孔及测定孔，经过孵育，洗板，加试剂等过程后用酶标仪/酶联免疫分析仪比色得到吸光度

值，绘制标准曲线得到待测物浓度，结果审核，发报告，接受临床咨询，废弃物处理。

BCAY3481
肌红蛋白(Mb)测定—化

学发光免疫法

样本类型：血液、尿液。采集标本，标本处理，离心机离心后，放置于化学发光仪上，装载试剂，

输入参数，进入标本检测程序，做定标和质控，结果审核，发报告，接受临床咨询，废弃物处理。

BCAY3581
肌红蛋白(Mb)测定—电

化学发光免疫法

样本类型：血液、尿液。采血，标本处理，离心机离心，装载试剂，输入参数，进入电化学发光仪

标本检测程序，做定标和质控，结果审核，发报告，接受临床咨询，废弃物处理。

BCAY3781
肌红蛋白(Mb)测定—放

射免疫分析法

样本类型：血液、尿液。样本采集，标本处理，离心机离心，将试剂加入相应的空白孔、标准孔、

对照孔及测定孔，经过孵育，离心，加试剂等过程后用放免分析仪，晶体闪烁计数器测定放射性，

绘制标准曲线得到待测物浓度，结果审核，发报告，接受临床咨询，废弃物处理。

BCAY3881
肌红蛋白(Mb)测定—免

疫比浊法

样本类型：血液、尿液。样本采集，标本处理，离心机离心，将试剂加入相应的空白管、标准管及

测定管，用分光光度计/浊度计测定得到吸光度值，绘制标准曲线得到测定管待测物浓度，结果审

核，发报告，接受临床咨询，废弃物处理。

BCAY3882
肌红蛋白(Mb)测定—乳

胶增强免疫透射比浊法

样本类型：血液、尿液。样本采集，标本处理，离心机离心，项目的定标、质控及样本的生化分析

仪/特殊蛋白分析仪检测，结果审核，发报告，接受临床咨询，废弃物处理。

BCAY3883
肌红蛋白(Mb)测定—乳

胶增强免疫散射比浊法

样本类型：血液、尿液。样本采集，标本处理，离心机离心，项目的定标、质控及样本的特殊蛋白

分析仪检测，结果审核，发报告，接受临床咨询，废弃物处理。

BCAY5981
肌红蛋白(Mb)测定—干

免疫法

样本类型：血液、尿液。采血，标本处理，用离心机离心后，用加样器将定量标本加在试纸条上，

将试纸条放置于干免疫分析仪上，干免疫分析仪需定期做定标和质控，输入参数后，仪器检测，审

核结果，发报告，接受临床咨询，废弃物处理。

BCAZ3021
尿T-H糖蛋白测定—酶

联免疫吸附法

样本类型：尿液。样本采集，样本处理，离心机离心，将试剂加入相应的空白孔、标准孔、对照孔

及测定孔，经过孵育，洗板，加试剂等过程后用酶标仪/酶联免疫分析仪比色得到吸光度值，绘制

标准曲线得到待测物浓度，结果审核，发报告，接受临床咨询，废弃物处理。

BCAZ3721
尿T-H糖蛋白测定—放

射免疫分析法

样本类型：尿液。样本采集，标本处理，离心机离心，将试剂加入相应的空白孔、标准孔、对照孔

及测定孔，经过孵育，离心，加试剂等过程后用放免分析仪，晶体闪烁计数器测定放射性，绘制标

准曲线得到待测物浓度，结果审核，发报告，接受临床咨询，废弃物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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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CBA1611
糖化血清白蛋白(GA)测

定—酶法

样本类型：血液。样本采集，标本处理，离心机离心，将试剂加入相应的空白管、标准管及测定

管，用生化分析仪，分光光度计比色得到吸光度值，绘制标准曲线得到测定管待测物浓度，结果审

核，发报告，接受临床咨询，废弃物处理。

BCBB1611
糖化血清蛋白(GSP)测

定—酶法

样本类型：血液。样本采集，标本处理，离心机离心，项目的定标、质控及样本的生化分析仪检测

(半自动生化分析时在检测前将试剂加入相应的空白管、标准管及测定管)，结果审核，发报告，接

受临床咨询，废弃物处理。

BCBB1612
糖化血清蛋白(GSP)测

定—果糖胺法

样本类型：血液。样本采集，标本处理，离心机离心，项目的定标、质控及样本的生化分析仪检测

(半自动生化分析时在检测前将试剂加入相应的空白管、标准管及测定管)，结果审核，发报告，接

受临床咨询，废弃物处理。

BCBC1011
糖化血红蛋白(GHb)测

定—高效液相色谱法

样本类型：血液。样本采集，标本处理，离心机离心，项目的定标、质控及样本的高效液相色谱分

析仪检测(半自动生化分析时在检测前将试剂加入相应的空白管、标准管及测定管)，结果审核，发

报告，接受临床咨询，废弃物处理。

BCBC1211
糖化血红蛋白(GHb)测

定—电泳法

样本类型：血液。样本采集，标本处理，离心机离心，凝胶及其它溶液、物品的准备，加样，接通

电泳仪电源，染色，通过光密度计扫描进行定量，结果审核，发报告，接受临床咨询，废弃物处理

BCBC3711
糖化血红蛋白(GHb)测

定—放射免疫分析法

样本类型：血液。样本采集，标本处理，离心机离心，将试剂加入相应的空白孔、标准孔、对照孔

及测定孔，经过孵育，离心，加试剂等过程后用放免分析仪，晶体闪烁计数器测定放射性，绘制标

准曲线得到待测物浓度，结果审核，发报告，接受临床咨询，废弃物处理。

BCBC3811
糖化血红蛋白(GHb)测

定—免疫比浊法

样本类型：血液。样本采集，标本处理，离心机离心，将试剂加入相应的空白管、标准管及测定

管，用分光光度计/浊度计测定得到吸光度值，绘制标准曲线得到测定管待测物浓度，结果审核，

发报告，接受临床咨询，废弃物处理。

BCBC3812
糖化血红蛋白(GHb)测

定—免疫透射比浊法

样本类型：血液。样本采集，标本处理，离心机离心，项目的定标、质控及样本的生化分析仪检

测，结果审核，发报告，接受临床咨询，废弃物处理。

BCBC3813
糖化血红蛋白(GHb)测

定—免疫散射比浊法

样本类型：血液。样本采集，标本处理，离心机离心，项目的定标、质控及样本的特殊蛋白分析仪

检测，结果审核，发报告，接受临床咨询，废弃物处理。

BCBD0511
粘蛋白测定—分光光度

法

样本类型：血液。样本采集，标本处理，离心机离心，将试剂加入相应的空白管、标准管及测定

管，用分光光度计比色得到吸光度值，绘制标准曲线得到测定管待测物浓度，或者项目的定标、质

控及样本的生化分析仪检测(半自动生化分析时在检测前将试剂加入相应的空白管、标准管及测定

管)，结果审核，发报告，接受临床咨询，废弃物处理。

BCBD3011
粘蛋白测定—酶联免疫

吸附法

样本类型：血液。样本采集，样本处理，离心机离心，将试剂加入相应的空白孔、标准孔、对照孔

及测定孔，经过孵育，洗板，加试剂等过程后用酶标仪/酶联免疫分析仪比色得到吸光度值，绘制

标准曲线得到待测物浓度，结果审核，发报告，接受临床咨询，废弃物处理。

BCBD5911 粘蛋白测定—沉淀法
样本类型：血液。样本采集，标本处理，样本中蛋白的沉淀(不包括粘蛋白)，离心，粘蛋白的沉

淀，离心，粘蛋白的测定(同时进行空白管及标准管的测定)，用分光光度计测定得到吸光度值，绘

制标准曲线得到测定管待测物浓度，结果审核，发报告，接受临床咨询，废弃物处理。

BCBE3011
Ⅲ型胶原(CGⅢ)测定—

酶联免疫吸附法

样本类型：血液。样本采集，标本处理，离心机离心，将试剂加入相应的空白孔、标准孔、对照孔

及测定孔，经过孵育，洗板，加试剂等过程后用酶标仪/酶联免疫分析仪比色得到吸光度值，绘制

标准曲线得到待测物浓度，结果审核，发报告，接受临床咨询，废弃物处理。

BCBE3411
Ⅲ型胶原(CGⅢ)测定—

化学发光免疫法

样本类型：血液。样本采集，标本处理，离心机离心，项目的定标、质控及样本的化学发光免疫分

析仪检测，结果审核，发报告，接受临床咨询，废弃物处理。

BCBE3711
Ⅲ型胶原(CGⅢ)测定—

放射免疫分析法

样本类型：血液。样本采集，标本处理，离心机离心，将试剂加入相应的空白孔、标准孔、对照孔

及测定孔，经过孵育，离心，加试剂等过程后用放免分析仪，晶体闪烁计数器测定放射性，绘制标

准曲线得到待测物浓度，结果审核，发报告，接受临床咨询，废弃物处理。

BCBE3811
Ⅲ型胶原(CGⅢ)测定—

乳胶增强免疫比浊法

样本类型：血液。样本采集，标本处理，离心机离心，将试剂加入相应的空白管、标准管及测定

管，用分光光度计/浊度计测定得到吸光度值，绘制标准曲线得到测定管待测物浓度，或者项目的

定标、质控及样本的检测，结果审核，发报告，接受临床咨询，废弃物处理。

BCBF3011
Ⅳ型胶原(CGⅣ)测定—

酶联免疫吸附法

样本类型：血液。样本采集，标本处理，离心机离心，将试剂加入相应的空白孔、标准孔、对照孔

及测定孔，经过孵育，洗板，加试剂等过程后用酶标仪/酶联免疫分析仪比色得到吸光度值，绘制

标准曲线得到待测物浓度，结果审核，发报告，接受临床咨询，废弃物处理。

BCBF3411
Ⅳ型胶原(CGⅣ)测定—

化学发光免疫法

样本类型：血液。样本采集，标本处理，离心机离心，项目的定标、质控及样本的化学发光免疫分

析仪检测，结果审核，发报告，接受临床咨询，废弃物处理。

BCBF3711
Ⅳ型胶原(CGⅣ)测定—

放射免疫分析法

样本类型：血液。样本采集，标本处理，离心机离心，将试剂加入相应的空白孔、标准孔、对照孔

及测定孔，经过孵育，离心，加试剂等过程后用放免分析仪，晶体闪烁计数器测定放射性，绘制标

准曲线得到待测物浓度，结果审核，发报告，接受临床咨询，废弃物处理。

BCBF3811
Ⅳ型胶原(CGⅣ)测定—

乳胶增强免疫比浊法

样本类型：血液。样本采集，标本处理，离心机离心，将试剂加入相应的空白管、标准管及测定

管，用分光光度计/浊度计测定得到吸光度值，绘制标准曲线得到测定管待测物浓度，或者项目的

定标、质控及样本的检测，结果审核，发报告，接受临床咨询，废弃物处理。

BCBG3081
透明质酸(HA)测定—酶

联免疫吸附法

样本类型：血液、尿液。样本采集，标本处理，离心机离心，将试剂加入相应的空白孔、标准孔、

对照孔及测定孔，经过孵育，洗板，加试剂等过程后用酶标仪/酶联免疫分析仪比色得到吸光度

值，绘制标准曲线得到待测物浓度，结果审核，发报告，接受临床咨询，废弃物处理。

BCBG3481
透明质酸(HA)测定—化

学发光免疫法

样本类型：血液、尿液。样本采集，标本处理，离心机离心，项目的定标、质控及样本的化学发光

免疫分析仪检测，结果审核，发报告，接受临床咨询，废弃物处理。

BCBG3781
透明质酸(HA)测定—放

射免疫分析法

样本类型：血液、尿液。样本采集，标本处理，离心机离心，将试剂加入相应的空白孔、标准孔、

对照孔及测定孔，经过孵育，离心，加试剂等过程后用放免分析仪，晶体闪烁计数器测定放射性，

绘制标准曲线得到待测物浓度，结果审核，发报告，接受临床咨询，废弃物处理。

BCBH3481
Ⅲ型前胶原肽(PⅢP)测

定—化学发光免疫法

样本类型：血清、尿液、体液。样本采集，标本处理，离心机离心，项目的定标、质控及样本的化

学发光免疫分析仪检测，结果审核，发报告，接受临床咨询，废弃物处理。

BCBH3781
Ⅲ型前胶原肽(PⅢP)测

定—放射免疫分析法

样本类型：血清、尿液、体液。样本采集，标本处理，离心机离心，将试剂加入相应的空白孔、标

准孔、对照孔及测定孔，经过孵育，离心，加试剂等过程后用放免分析仪，晶体闪烁计数器测定放

射性，绘制标准曲线得到待测物浓度，结果审核，发报告，接受临床咨询，废弃物处理。

BCBJ3021
尿Ⅰ型胶原羧基端肽

(CTx)测定—酶联免疫

吸附法

样本类型：尿液。样本采集，样本处理，离心机离心，将试剂加入相应的空白孔、标准孔、对照孔

及测定孔，经过孵育，洗板，加试剂等过程后用酶标仪/酶联免疫分析仪比色得到吸光度值，绘制

标准曲线得到待测物浓度，结果审核，发报告，接受临床咨询，废弃物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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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名称 项目内涵

BCBJ3421
尿Ⅰ型胶原羧基端肽

(CTx)测定—化学发光

免疫法

样本类型：尿液。采集标本，标本处理，离心机离心后，放置于化学发光仪上，装载试剂，输入参

数，进入标本检测程序，做定标和质控，结果审核，发报告，接受临床咨询，废弃物处理。

BCBJ3721
尿Ⅰ型胶原羧基端肽

(CTx)测定—放射免疫

分析法

样本类型：尿液。样本采集，标本处理，离心机离心，将试剂加入相应的空白孔、标准孔、对照孔

及测定孔，经过孵育，离心，加试剂等过程后用放免分析仪，晶体闪烁计数器测定放射性，绘制标

准曲线得到待测物浓度，结果审核，发报告，接受临床咨询，废弃物处理。

BCBJ4721
尿Ⅰ型胶原羧基端肽

(CTx)测定—时间分辨

荧光免疫分析法

样本类型：尿液。标本采集，标本处理，用离心机离心，取定量血清加入包被好抗体的反应板，加

入增强液置37℃水浴箱，冲洗包被板，在时间分辨荧光免疫分析仪上检测发光强度，需与标本同时

做标准曲线和质控，审核结果，发报告，接受临床咨询，废弃物处理。

BCBK3021
尿Ⅰ型胶原氨基端肽

(NTx)测定—酶联免疫

吸附法

样本类型：尿液。样本采集，样本处理，离心机离心，将试剂加入相应的空白孔、标准孔、对照孔

及测定孔，经过孵育，洗板，加试剂等过程后用酶标仪/酶联免疫分析仪比色得到吸光度值，绘制

标准曲线得到待测物浓度，结果审核，发报告，接受临床咨询，废弃物处理。

BCBK3421
尿Ⅰ型胶原氨基端肽

(NTx)测定—化学发光

免疫法

样本类型：尿液。采集标本，标本处理，离心机离心后，放置于化学发光仪上，装载试剂，输入参

数，进入标本检测程序，做定标和质控，结果审核，发报告，接受临床咨询，废弃物处理。

BCBK3721
尿Ⅰ型胶原氨基端肽

(NTx)测定—放射免疫

分析法

样本类型：尿液。样本采集，标本处理，离心机离心，将试剂加入相应的空白孔、标准孔、对照孔

及测定孔，经过孵育，离心，加试剂等过程后用放免分析仪，晶体闪烁计数器测定放射性，绘制标

准曲线得到待测物浓度，结果审核，发报告，接受临床咨询，废弃物处理。

BCBK4721
尿Ⅰ型胶原氨基端肽

(NTx)测定—时间分辨

荧光免疫分析法

样本类型：尿液。标本采集，标本处理，用离心机离心，取定量血清加入包被好抗体的反应板，加

入增强液置37℃水浴箱，冲洗包被板，在时间分辨荧光免疫分析仪上检测发光强度，需与标本同时

做标准曲线和质控，审核结果，发报告，接受临床咨询，废弃物处理。

BCBL3011
Ⅰ型胶原羧基端前肽

(PICP)测定—酶联免疫

吸附法

样本类型：血液。样本采集，样本处理，离心机离心，将试剂加入相应的空白孔、标准孔、对照孔

及测定孔，经过孵育，洗板，加试剂等过程后用酶标仪/酶联免疫分析仪比色得到吸光度值，绘制

标准曲线得到待测物浓度，结果审核，发报告，接受临床咨询，废弃物处理。

BCBL3411
Ⅰ型胶原羧基端前肽

(PICP)测定—化学发光

免疫法

样本类型：血液。采集标本，标本处理，离心机离心后，放置于化学发光仪上，装载试剂，输入参

数，进入标本检测程序，做定标和质控，结果审核，发报告，接受临床咨询，废弃物处理。

BCBL3511
总Ⅰ型胶原氨基端延长

肽(Total-P1NP)测定—

电化学发光免疫法

样本类型：血液。采血，标本处理，用离心机离心后，将血清放置于电化学发光仪上，电化学发光

仪需做定标和质控，输入参数后，仪器检测，审核结果，发报告，接受临床咨询，废弃物处理。

BCBL3711
Ⅰ型胶原羧基端前肽

(PICP)测定—放射免疫

分析法

样本类型：血液。样本采集，标本处理，离心机离心，将试剂加入相应的空白孔、标准孔、对照孔

及测定孔，经过孵育，离心，加试剂等过程后用放免分析仪，晶体闪烁计数器测定放射性，绘制标

准曲线得到待测物浓度，结果审核，发报告，接受临床咨询，废弃物处理。

BCBL4711
Ⅰ型胶原羧基端前肽

(PICP)测定—时间分辨

荧光免疫分析法

样本类型：血液。标本采集，标本处理，用离心机离心，取定量血清加入包被好抗体的反应板，加

入增强液置37℃水浴箱，冲洗包被板，在时间分辨荧光免疫分析仪上检测发光强度，需与标本同时

做标准曲线和质控，审核结果，发报告，接受临床咨询，废弃物处理。

BCBM3011
层粘连蛋白(LN)测定—

酶联免疫吸附法

样本类型：血液。样本采集，标本处理，离心机离心，将试剂加入相应的空白孔、标准孔、对照孔

及测定孔，经过孵育，洗板，加试剂等过程后用酶标仪/酶联免疫分析仪比色得到吸光度值，绘制

标准曲线得到待测物浓度，结果审核，发报告，接受临床咨询，废弃物处理。

BCBM3411
层粘连蛋白(LN)测定—

化学发光免疫法

样本类型：血液。样本采集，标本处理，离心机离心，项目的定标、质控及样本的化学发光免疫分

析仪检测，结果审核，发报告，接受临床咨询，废弃物处理。

BCBM3711
层粘连蛋白(LN)测定—

放射免疫分析法

样本类型：血液。样本采集，标本处理，离心机离心，将试剂加入相应的空白孔、标准孔、对照孔

及测定孔，经过孵育，离心，加试剂等过程后用放免分析仪，晶体闪烁计数器测定放射性，绘制标

准曲线得到待测物浓度，结果审核，发报告，接受临床咨询，废弃物处理。

BCBN0581
纤维连接蛋白(FN)测定

—分光光度法

样本类型：血液、尿液。样本采集，标本处理，离心机离心，将试剂加入相应的空白管、标准管及

测定管，用分光光度计比色得到吸光度值，绘制标准曲线得到测定管待测物浓度，或者项目的定标

、质控及样本的生化分析仪检测(半自动生化分析时在检测前将试剂加入相应的空白管、标准管及

测定管)，结果审核，发报告，接受临床咨询，废弃物处理。

BCBN3081
纤维连接蛋白(FN)测定

—酶联免疫吸附法

样本类型：血液、尿液。样本采集，标本处理，离心机离心，将试剂加入相应的空白孔、标准孔、

对照孔及测定孔，经过孵育，洗板，加试剂等过程后用酶标仪/酶联免疫分析仪比色得到吸光度

值，绘制标准曲线得到待测物浓度，结果审核，发报告，接受临床咨询，废弃物处理。

BCBN3781
纤维连接蛋白(FN)测定

—放射免疫分析法

样本类型：血液、尿液。样本采集，标本处理，离心机离心，将试剂加入相应的空白孔、标准孔、

对照孔及测定孔，经过孵育，离心，加试剂等过程后用放免分析仪，晶体闪烁计数器测定放射性，

绘制标准曲线得到待测物浓度，结果审核，发报告，接受临床咨询，废弃物处理。

BCBN3881
纤维连接蛋白(FN)测定

—免疫比浊法

样本类型：血液、尿液。样本采集，标本处理，离心机离心，将试剂加入相应的空白管、标准管及

测定管，用分光光度计/浊度计测定得到吸光度值，绘制标准曲线得到测定管待测物浓度，结果审

核，发报告，接受临床咨询，废弃物处理。

BCBN3882
纤维连接蛋白(FN)测定

—免疫透射比浊法

样本类型：血液、尿液。样本采集，标本处理，离心机离心，项目的定标、质控及样本的生化分析

仪检测，结果审核，发报告，接受临床咨询，废弃物处理。

BCBN3883
纤维连接蛋白(FN)测定

—免疫散射比浊法

样本类型：血液、尿液。样本采集，标本处理，离心机离心，项目的定标、质控及样本的特殊蛋白

分析仪检测，结果审核，发报告，接受临床咨询，废弃物处理。

BCBP1011
糖缺失性转铁蛋白

(CDT)检测—液相色谱

样本类型：血液。样本采集，标本处理，试剂的准备，通过色谱仪进行检测，结果审核，发报告，

接受临床咨询，废弃物处理。

BCBP1211
糖缺失性转铁蛋白

(CDT)检测—电泳法

样本类型：血液。样本采集，标本处理，离心机离心，试剂盒的准备，电泳，染色按照电泳仪设定

的程序进行，电泳结束后通过光密度计扫描进行定量，结果审核，发报告，接受临床咨询，废弃物

处理。

BCBP3011
糖缺失性转铁蛋白

(CDT)检测—酶联免疫

吸附法

样本类型：血液。样本采集，标本处理，离心机离心，将试剂加入相应的空白孔、标准孔、对照孔

及测定孔，经过孵育，洗板，加试剂等过程后用酶标仪/酶联免疫分析仪比色得到吸光度值，绘制

标准曲线得到待测物浓度，结果审核，发报告，接受临床咨询，废弃物处理。

BCBP3711
糖缺失性转铁蛋白

(CDT)检测—放射免疫

分析法

样本类型：血液。样本采集，标本处理，离心机离心，将试剂加入相应的空白孔、标准孔、对照孔

及测定孔，经过孵育，离心，加试剂等过程后用放免分析仪，晶体闪烁计数器测定放射性，绘制标

准曲线得到待测物浓度，结果审核，发报告，接受临床咨询，废弃物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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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CBP3811
糖缺失性转铁蛋白

(CDT)检测—免疫透射

样本类型：血液。样本采集，标本处理，离心机离心，项目的定标、质控及样本的生化分析仪检

测，结果审核，发报告，接受临床咨询，废弃物处理。

BCBP3812
糖缺失性转铁蛋白

(CDT)检测—免疫散射

样本类型：血液。样本采集，标本处理，离心机离心，项目的定标、质控及样本的特殊蛋白分析仪

检测，结果审核，发报告，接受临床咨询，废弃物处理。

BCBP3813
糖缺失性转铁蛋白

(CDT)检测—免疫比浊

样本类型：血液。样本采集，标本处理，离心机离心，项目的定标、质控及样本的特殊蛋白分析仪

检测，结果审核，发报告，接受临床咨询，废弃物处理。

BCBQ3011
中枢神经特异蛋白

(S100β )测定—酶联免

疫吸附法

样本类型：血液。样本采集，样本处理，离心机离心，将试剂加入相应的空白孔、标准孔、对照孔

及测定孔，经过孵育，洗板，加试剂等过程后用酶标仪/酶联免疫分析仪比色得到吸光度值，绘制

标准曲线得到待测物浓度，结果审核，发报告，接受临床咨询，废弃物处理。

BCBR9911 唐氏综合征三联筛查
样本类型：血液。包括甲胎蛋白(AFP)测定、β 人绒毛膜促性腺激素测定(β -HCG)、非结合型雌三

醇(UE3)测定或甲胎蛋白(AFP)测定、β 人绒毛膜促性腺激素测定(β -HCG)妊娠相关蛋白A(PAPP)。
BCBR9912 唐氏综合征二联筛查 样本类型：血液。包括β 人绒毛膜促性腺激素测定(β -HCG)和甲胎蛋白(AFP)测定。

2.酶及相关物质检验

BCCA0511
丙氨酸氨基转移酶

(ALT)测定—分光光度

法

样本类型：血液。样本采集，标本处理，离心机离心，将试剂加入相应的空白管、标准管及测定

管，用分光光度计比色得到吸光度值，绘制标准曲线得到测定管待测物浓度，结果审核，发报告，

接受临床咨询，废弃物处理。

BCCA1511
丙氨酸氨基转移酶

(ALT)测定—微孔板法
样本类型：血液。加血样于包被有试剂的载体上，温育比色。

BCCA1611
丙氨酸氨基转移酶

(ALT)测定—酶法

样本类型：血液。样本采集，标本处理，离心机离心，项目的定标、质控及样本的生化分析仪检测

(半自动生化分析时在检测前将试剂加入相应的空白管、标准管及测定管)，结果审核，发报告，接

受临床咨询，废弃物处理。

BCCA1911
丙氨酸氨基转移酶

(ALT)测定—干化学法

样本类型：血液。标本采集，标本处理，离心机离心，干化学分析仪需定期做定标和质控，输入参

数，进入生化分析仪标本检测程序，结果审核，发报告，接受临床咨询，废弃物处理。

BCCB0511
天门冬氨酸氨基转移酶

(AST)测定—分光光度

法

样本类型：血液。样本采集，标本处理，离心机离心，将试剂加入相应的空白管、标准管及测定

管，用分光光度计比色得到吸光度值，绘制标准曲线得到测定管待测物浓度，结果审核，发报告，

接受临床咨询，废弃物处理。

BCCB1611
天门冬氨酸氨基转移酶

(AST)测定—酶法

样本类型：血液。样本采集，标本处理，离心机离心，项目的定标、质控及样本的生化分析仪检测

(半自动生化分析时在检测前将试剂加入相应的空白管、标准管及测定管)，结果审核，发报告，接

受临床咨询，废弃物处理。

BCCB1911
天门冬氨酸氨基转移酶

(AST)测定—干化学法

样本类型：血液。标本采集，标本处理，离心机离心，干化学分析仪需定期做定标和质控，输入参

数，进入生化分析仪标本检测程序，结果审核，发报告，接受临床咨询，废弃物处理。

BCCC0581
γ -谷氨酰基转移酶

(GGT)测定—分光光度

法

样本类型：血液、尿液。样本采集，标本处理，离心机离心，将试剂加入相应的空白管、标准管及

测定管，用分光光度计比色得到吸光度值，绘制标准曲线得到测定管待测物浓度，结果审核，发报

告，接受临床咨询，废弃物处理。

BCCC1681
γ -谷氨酰基转移酶

(GGT)测定—酶法

样本类型：血液、尿液。样本采集，标本处理，离心机离心，项目的定标、质控及样本的生化分析

仪检测(半自动生化分析时在检测前将试剂加入相应的空白管、标准管及测定管)，结果审核，发报

告，接受临床咨询，废弃物处理。

BCCC1981
γ -谷氨酰基转移酶

(GGT)测定—干化学法

样本类型：血液、尿液。标本采集，标本处理，离心机离心，干化学分析仪需定期做定标和质控，

输入参数，进入生化分析仪标本检测程序，结果审核，发报告，接受临床咨询，废弃物处理。

BCCD1281
γ -谷氨酰基转移酶同

工酶—电泳法

样本类型：血液、尿液。样本采集，标本处理，离心机离心，凝胶及其它溶液、物品的准备，加

样，接通电泳仪电源，染色，通过光密度计扫描进行定量，结果审核，发报告，接受临床咨询，废

弃物处理。

BCCE0581
碱性磷酸酶(ALP)测定

—分光光度法

样本类型：血液、尿液。样本采集，标本处理，离心机离心，将试剂加入相应的空白管、标准管及

测定管，用分光光度计比色得到吸光度值，绘制标准曲线得到测定管待测物浓度，结果审核，发报

告，接受临床咨询，废弃物处理。

BCCE1681
碱性磷酸酶(ALP)测定

—酶法

样本类型：血液、尿液。样本采集，标本处理，离心机离心，项目的定标、质控及样本的生化分析

仪检测(半自动生化分析时在检测前将试剂加入相应的空白管、标准管及测定管)，结果审核，发报

告。或者留24小时尿，并记录尿量，标本送实验室签收，将尿标本放置于生化分析仪上(使用半自

动生化仪时，定标、质控和标本管需手工加入试剂后，进样)，生化分析仪需做定标和质控，装载

试剂，输入参数后，仪器检测，计算结果，并传入实验室信息系统，报告临床接受临床咨询，废弃

BCCE1981
碱性磷酸酶(ALP)测定

—干化学法

样本类型：血液、尿液。标本采集，标本处理，离心机离心，干化学分析仪需定期做定标和质控，

输入参数，进入生化分析仪标本检测程序，结果审核，发报告，接受临床咨询。

BCCF1211
碱性磷酸酶同工酶—电

泳法

样本类型：血液。样本采集，标本处理，离心机离心，凝胶及其它溶液、物品的准备，加样，接通

电泳仪电源，染色，通过光密度计扫描进行定量，结果审核，发报告，接受临床咨询，废弃物处理

BCCG3011
骨型碱性磷酸酶质量测

定—酶联免疫吸附法

样本类型：血液。样本采集，标本处理，离心机离心，将试剂加入相应的空白孔、标准孔、对照孔

及测定孔，经过孵育，洗板，加试剂等过程后用酶标仪/酶联免疫分析仪比色得到吸光度值，绘制

标准曲线得到待测物浓度，结果审核，发报告，接受临床咨询，废弃物处理。

BCCG3411
骨型碱性磷酸酶质量测

定—化学发光免疫法

样本类型：血液。样本采集，标本处理，离心机离心，项目的定标、质控及样本的化学发光免疫分

析仪检测，结果审核，发报告，接受临床咨询，废弃物处理。

BCCG3711
骨型碱性磷酸酶质量测

定—放射免疫分析法

样本类型：血液。样本采集，标本处理，离心机离心，将试剂加入相应的空白孔、标准孔、对照孔

及测定孔，经过孵育，离心，加试剂等过程后用放射免疫分析仪，晶体闪烁计数器测定放射性，绘

制标准曲线得到待测物浓度，结果审核，发报告，接受临床咨询，废弃物处理。

BCCH0511
胆碱脂酶(ChE)测定—

分光光度法

样本类型：血液。样本采集，标本处理，离心机离心，将试剂加入相应的空白管、标准管及测定

管，用分光光度计比色得到吸光度值，绘制标准曲线得到测定管待测物浓度，结果审核，发报告，

接受临床咨询，废弃物处理。

BCCH1611
胆碱脂酶(ChE)测定—

酶法

样本类型：血液。样本采集，标本处理，离心机离心，项目的定标、质控及样本的生化分析仪检测

(半自动生化分析时在检测前将试剂加入相应的空白管、标准管及测定管)，结果审核，发报告，接

受临床咨询，废弃物处理。

BCCH1911
胆碱脂酶(ChE)测定—

干化学法

样本类型：血液。标本采集，标本处理，离心机离心，干化学分析仪需定期做定标和质控，输入参

数，进入生化分析仪标本检测程序，结果审核，发报告，接受临床咨询，废弃物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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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CCJ0511
单胺氧化酶(MAO)测定

—分光光度法

样本类型：血液。样本采集，标本处理，离心机离心，将试剂加入相应的空白管、标准管及测定

管，用分光光度计比色得到吸光度值，绘制标准曲线得到测定管待测物浓度，结果审核，发报告，

接受临床咨询，废弃物处理。

BCCJ1611
单胺氧化酶(MAO)测定

—酶法

样本类型：血液。样本采集，标本处理，离心机离心，项目的定标、质控及样本的生化分析仪检测

(半自动生化分析时在检测前将试剂加入相应的空白管、标准管及测定管)，结果审核，发报告，接

受临床咨询，废弃物处理。

BCCK0511
5′核苷酸酶(5′NT)测

定—分光光度法

样本类型：血液。样本采集，标本处理，离心机离心，将试剂加入相应的空白管、标准管及测定

管，用分光光度计比色得到吸光度值，绘制标准曲线得到测定管待测物浓度，结果审核，发报告，

接受临床咨询，废弃物处理。

BCCK1611
5′核苷酸酶(5′NT)测

定—酶法

样本类型：血液。样本采集，标本处理，离心机离心，项目的定标、质控及样本的生化分析仪检测

(半自动生化分析时在检测前将试剂加入相应的空白管、标准管及测定管)，结果审核，发报告，接

受临床咨询，废弃物处理。

BCCK3711
5′核苷酸酶(5′NT)测

定—放射免疫分析法

样本类型：血液。样本采集，标本处理，离心机离心，将试剂加入相应的空白孔、标准孔、对照孔

及测定孔，经过孵育，离心，加试剂等过程后用放免分析仪，晶体闪烁计数器测定放射性，绘制标

准曲线得到待测物浓度，结果审核，发报告，接受临床咨询，废弃物处理。

BCCL0511
α -L-岩藻糖苷酶(AFU)

测定—分光光度法

样本类型：血液。样本采集，标本处理，离心机离心，将试剂加入相应的空白管、标准管及测定

管，用分光光度计比色得到吸光度值，绘制标准曲线得到测定管待测物浓度，结果审核，发报告，

接受临床咨询，废弃物处理。

BCCL1611
α -L-岩藻糖苷酶(AFU)

测定—酶法

样本类型：血液。样本采集，标本处理，离心机离心，项目的定标、质控及样本的生化分析仪检测

(半自动生化分析时在检测前将试剂加入相应的空白管、标准管及测定管)，结果审核，发报告，接

受临床咨询，废弃物处理。

BCCM0581
腺苷脱氨酶(ADA)测定

—分光光度法

样本类型：血液、体液。样本采集，标本处理，离心机离心，将试剂加入相应的空白管、标准管及

测定管，用分光光度计比色得到吸光度值，绘制标准曲线得到测定管待测物浓度，结果审核，发报

告，接受临床咨询，废弃物处理。

BCCM1681
腺苷脱氨酶(ADA)测定

—酶法

样本类型：血液、体液。样本采集，标本处理，离心机离心，项目的定标、质控及样本的生化分析

仪检测(半自动生化分析时在检测前将试剂加入相应的空白管、标准管及测定管)，结果审核，发报

告，接受临床咨询，废弃物处理。

BCCN0581
亮氨酰氨基肽酶(LAP)

测定—分光光度法

样本类型：血液、尿液。样本采集，标本处理，离心机离心，将试剂加入相应的空白管、标准管及

测定管，用分光光度计比色得到吸光度值，绘制标准曲线得到测定管待测物浓度，结果审核，发报

告，接受临床咨询，废弃物处理。

BCCN1681
亮氨酰氨基肽酶(LAP)

测定—酶法

样本类型：血液、尿液。样本采集，标本处理，离心机离心，项目的定标、质控及样本的生化分析

仪检测(半自动生化分析时在检测前将试剂加入相应的空白管、标准管及测定管)，结果审核，发报

告，接受临床咨询，废弃物处理。

BCCP0511
谷胱甘肽还原酶(GR)测

定—分光光度法

样本类型：血液。样本采集，标本处理，离心机离心，将试剂加入相应的空白管、标准管及测定

管，用分光光度计比色得到吸光度值，绘制标准曲线得到测定管待测物浓度，或者项目的定标、质

控及样本的生化分析仪检测(半自动生化分析时在检测前将试剂加入相应的空白管、标准管及测定

管)，结果审核，发报告，接受临床咨询，废弃物处理。

BCCQ0511
谷氨酸脱氢酶(GDH)测

定—分光光度法

样本类型：血液。样本采集，标本处理，离心机离心，将试剂加入相应的空白管、标准管及测定

管，用分光光度计比色得到吸光度值，绘制标准曲线得到测定管待测物浓度，结果审核，发报告，

接受临床咨询，废弃物处理。

BCCQ1611
谷氨酸脱氢酶(GDH)测

定—酶法

样本类型：血液。样本采集，标本处理，离心机离心，项目的定标、质控及样本的生化分析仪检测

(半自动生化分析时在检测前将试剂加入相应的空白管、标准管及测定管)，结果审核，发报告，接

受临床咨询，废弃物处理。

BCCR0511

磷酸葡萄糖异构酶

(GPI)测定—分光光度

法

样本类型：血液。样本采集，样本签收，样本编号、离心机离心，将试剂加入相应的空白管、标准

管及测定管，用分光光度计比色得到吸光度值，绘制标准曲线得到测定管待测物浓度，或者项目的

定标、质控及样本的生化分析仪检测(半自动生化分析时在检测前将试剂加入相应的空白管、标准

管及测定管)，结果输入实验室信息系统，审核，报告打印、发送报告，接受临床咨询。

BCCR3011

磷酸葡萄糖异构酶

(GPI)测定—酶联免疫

吸附法

样本类型：血液。半自动法样本采集，样本签收，样本编号、离心机离心，将试剂加入相应的空白

孔、标准孔、对照孔及测定孔，经过孵育，洗板，加试剂等过程后用酶标仪/酶联免疫分析仪比色

得到吸光度值，绘制标准曲线得到待测物浓度，结果输入实验室信息系统，审核，报告打印、发送

报告，接受临床咨询。

BCCS3011

磷酸葡萄糖变位酶

(PGM)测定—酶联免疫

吸附法

样本类型：血液。样本采集，样本签收，样本编号、离心机离心，将试剂加入相应的空白孔、标准

孔、对照孔及测定孔，经过孵育，洗板，加试剂等过程后用酶标仪/酶联免疫分析仪比色得到吸光

度值，绘制标准曲线得到待测物浓度，结果输入实验室信息系统，审核，报告打印、发送报告，接

受临床咨询。

BCCT0511
肌酸激酶(CK)测定—分

光光度法

样本类型：血液。样本采集，标本处理，离心机离心，将试剂加入相应的空白管、标准管及测定

管，用分光光度计比色得到吸光度值，绘制标准曲线得到测定管待测物浓度，结果审核，发报告，

接受临床咨询，废弃物处理。

BCCT1611
肌酸激酶(CK)测定—酶

法

样本类型：血液。样本采集，标本处理，离心机离心，项目的定标、质控及样本的生化分析仪检测

(半自动生化分析时在检测前将试剂加入相应的空白管、标准管及测定管)，结果审核，发报告，接

受临床咨询，废弃物处理。

BCCT1911
肌酸激酶(CK)测定—干

化学法

样本类型：血液。标本采集，标本处理，离心机离心，干化学分析仪需定期做定标和质控，输入参

数，进入生化分析仪标本检测程序，结果审核，发报告，接受临床咨询，废弃物处理。

BCCT3411
肌酸激酶(CK)测定—化

学发光免疫法

样本类型：血液。样本采集，标本处理，离心机离心，项目的定标、质控及样本的化学发光免疫分

析仪检测，结果审核，发报告，接受临床咨询，废弃物处理。

BCCU1211
肌酸激酶-MB同工酶活

性(CK-MB)测定—电泳

样本类型：血液。样本采集，标本处理，离心机离心，凝胶及其它溶液、物品的准备，加样，接通

电源，染色，通过光密度计扫描进行定量，结果审核，发报告，接受临床咨询，废弃物处理。

BCCU5911

肌酸激酶-MB同工酶活

性(CK-MB)测定—免疫

抑制法

样本类型：血液。样本采集，标本处理，离心机离心，将试剂加入相应的空白管、标准管及测定

管，用分光光度计比色得到吸光度值，绘制标准曲线得到测定管待测物浓度，或者项目的定标、质

控及样本的生化分析仪检测(半自动生化分析时在检测前将试剂加入相应的空白管、标准管及测定

管)，结果审核，发报告，接受临床咨询，废弃物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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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名称 项目内涵

BCCV1911
肌酸激酶-MB同工酶质

量(CK-MBmass)测定—

全血快速试验

样本类型：血液。采血，标本处理，标本编号，用加样器将定量全血标本加在试纸条上，金标抗体

与肌钙蛋白T的复合物发生沉淀，形成肉眼可见的沉淀线，观察结果，报告临床，并接受临床咨

询，废弃物处理。

BCCV3011
肌酸激酶-MB同工酶质

量(CK-MBmass)测定—

酶联免疫吸附法

样本类型：血液。样本采集，标本处理，离心机离心，将试剂加入相应的空白孔、标准孔、对照孔

及测定孔，经过孵育，洗板，加试剂等过程后用酶标仪/酶联免疫分析仪比色得到吸光度值，绘制

标准曲线得到待测物浓度，结果审核，发报告，接受临床咨询，废弃物处理。

BCCV3411
肌酸激酶-MB同工酶质

量(CK-MBmass)测定—

化学发光免疫法

样本类型：血液。采集标本，标本签收，标本编号，用离心机离心后，放置于化学发光仪上，装载

试剂，输入参数，进入标本检测程序，做定标和质控，显示结果，传入实验室信息系统，打印报

告，报告发放至临床或患者，接受临床咨询，废弃物处理。

BCCV3511
肌酸激酶-MB同工酶质

量(CK-MBmass)测定—

电化学发光免疫法

样本类型：血液。采血，标本签收，标本编号，用离心机离心后，将血清(浆)放置于电化学发光仪

上，装载试剂，输入参数，进入标本检测程序，做定标和质控，显示结果，传入实验室信息系统，

打印报告，报告发放至临床或患者，接受临床咨询，废弃物处理。

BCCW1211
肌酸激酶同工酶—电泳

法

样本类型：血液。样本采集，标本处理，离心机离心，试剂盒的准备，电泳，染色按照电泳仪设定

的程序进行，电泳结束后通过光密度计扫描进行定量，结果审核，发报告，接受临床咨询，废弃物

处理。

BCCX1611
乳酸脱氢酶(LD)测定—

酶法

样本类型：血液。采血，标本处理，离心机离心后，将血清(浆)放置于生化分析仪上(使用半自动

生化仪时，定标、质控和标本管需手工加入试剂后，进样)，装载试剂，输入参数，进入生化分析

仪标本检测程序，做定标和质控，结果审核，发报告，接受临床咨询，废弃物处理。

BCCX1911
乳酸脱氢酶(LD)测定—

干化学法

样本类型：血液。标本采集，标本处理，离心机离心，干化学分析仪需定期做定标和质控，输入参

数，进入生化分析仪标本检测程序，结果审核，发报告，接受临床咨询，废弃物处理，废弃物处理

BCCY1211
乳酸脱氢酶同工酶—电

泳法

样本类型：血液。样本采集，标本处理，离心机离心，试剂盒的准备，电泳，染色按照电泳仪设定

的程序进行，电泳结束后通过光密度计扫描进行定量，结果审核，发报告，接受临床咨询，废弃物

处理。

BCCZ1611
α 羟基丁酸脱氢酶(α -

HBD)测定—酶法

样本类型：血液。采血，标本处理，离心机离心后，将血清(浆)放置于生化分析仪上(使用半自动

生化仪时，定标、质控和标本管需手工加入试剂后，进样)，装载试剂，输入参数，进入标本检测

程序，做定标和质控，结果审核，发报告，接受临床咨询，废弃物处理。

BCDA0511
超氧化物歧化酶(SOD)

测定—分光光度法

样本类型：血液。采血，标本处理，用离心机离心后，将样本放置于生化分析仪上(使用半自动生

化仪时，定标、质控和标本管需手工加入试剂后，进样)，生化分析仪需做定标和质控，装载试

剂，输入参数后，仪器检测，显示结果传入实验室信息系统，报告临床，接受临床咨询，废弃物处

BCDB0581
酸性磷酸酶(ACP)测定

—分光光度法

样本类型：血液、尿液。样本采集，标本处理，离心机离心，将试剂加入相应的空白管、标准管及

测定管，用分光光度计比色得到吸光度值，绘制标准曲线得到测定管待测物浓度，或者项目的定标

、质控及样本的生化分析仪检测(半自动生化分析时在检测前将试剂加入相应的空白管、标准管及

测定管)，结果审核，发报告，接受临床咨询，废弃物处理。

BCDB1681
酸性磷酸酶(ACP)测定

—酶法

样本类型：血液、尿液。样本采集，标本处理，离心机离心，项目的定标、质控及样本的检测(半

自动生化分析时在检测前将试剂加入相应的空白管、标准管及测定管)，结果审核，发报告，接受

临床咨询，废弃物处理。

BCDC0511
酒石酸抑制酸性磷酸酶

测定—分光光度法

样本类型：血液。样本采集，标本处理，离心机离心，在检测前将试剂加入相应的空白管、标准管

及测定管，生化分析仪结果审核，发报告，接受临床咨询，废弃物处理。

BCDD0581
α 淀粉酶(AMY)测定—

分光光度法

样本类型：血液、尿液、体液。样本采集，标本处理，离心机离心，将试剂加入相应的空白管、标

准管及测定管，用分光光度计比色得到吸光度值，绘制标准曲线得到测定管待测物浓度，结果审

核，发报告，接受临床咨询，废弃物处理。

BCDD1681
α 淀粉酶(AMY)测定—

酶法

样本类型：血液、尿液、体液。采血，标本处理，离心机离心后，将血清(浆)放置于生化分析仪上

(使用半自动生化仪时，定标、质控和标本管需手工加入试剂后，进样)，装载试剂，输入参数，进

入标本检测程序，做定标和质控，结果审核，发报告，接受临床咨询，废弃物处理。

BCDD1981
α 淀粉酶(AMY)测定—

干化学法

样本类型：血液、尿液、体液。采血，标本处理，用离心机离心后，用加样器将定量标本加在试纸

条上，将试纸条放置于干化学分析仪上，干化学分析仪需定期做定标和质控，输入参数，进入标本

检测程序，显示结果，传入实验室信息系统，报告临床，接受临床咨询，废弃物处理。

BCDE0581
胰淀粉酶(AMS)测定—

分光光度法

样本类型：血液、尿液、体液。样本采集，标本处理，离心机离心，项目的定标、质控及样本的生

化分析仪检测(半自动生化分析时在检测前将试剂加入相应的空白管、标准管及测定管)，结果审

核，发报告，接受临床咨询，废弃物处理。

BCDE1681
胰淀粉酶(AMS)测定—

酶法

样本类型：血液、尿液、体液。采血，标本处理，离心机离心后，将血清(浆)放置于生化分析仪上

(使用半自动生化仪时，定标、质控和标本管需手工加入试剂后，进样)，装载试剂，输入参数，进

入标本检测程序，做定标和质控，结果审核，发报告，接受临床咨询，废弃物处理。

BCDE1981
胰淀粉酶(AMS)测定—

干化学法

样本类型：血液、尿液、体液。采血，标本处理，用离心机离心后，用加样器将定量标本加在试纸

条上，将试纸条放置于干化学分析仪上，干化学分析仪需定期做定标和质控，输入参数，进入标本

检测程序，显示结果，传入实验室信息系统，报告临床，接受临床咨询，废弃物处理。

BCDF1211 淀粉酶同工酶—电泳法

样本类型：血液。采血，标本签收，标本编号，用离心机离心后，试管中取定量血清，加活化液，

室温孵育，样品点样，置电泳仪上电泳，放上加样框，在加样框中注入显影液，孵育，除去基质，

加封闭溶液，清除封闭溶液，使用滤纸，印记显影过程，烘干凝胶，干燥的凝胶在光密度扫描仪上

扫描，显示结果，审核结果，发报告，接受临床咨询，废弃物处理。

BCDG3481
α 1抗胰蛋白酶(α 1-AT

测定—化学发光免疫法

样本类型：血液、肺泡灌洗液。样本采集，标本处理，离心机离心，项目的定标、质控及样本的化

学发光免疫分析仪检测，结果审核，发报告，接受临床咨询，废弃物处理。

BCDG3881
α 1抗胰蛋白酶(α 1-

AT)测定—免疫比浊法

样本类型：血液、肺泡灌洗液。样本采集，标本处理，离心机离心，将试剂加入相应的空白管、标

准管及测定管，用分光光度计/浊度计测定得到吸光度值，绘制标准曲线得到测定管待测物浓度，

结果审核，发报告，接受临床咨询，废弃物处理。

BCDG3882
α 1抗胰蛋白酶(α 1-

AT)测定—免疫透射比

样本类型：血液、肺泡灌洗液。样本采集，标本处理，离心机离心，项目的定标、质控及样本的生

化分析仪检测，结果审核，发报告，接受临床咨询，废弃物处理。

BCDG3883
α 1抗胰蛋白酶(α 1-

AT)测定—免疫散射比

样本类型：血液、肺泡灌洗液。样本采集，标本处理，离心机离心，项目的定标、质控及样本的特

殊蛋白分析仪检测，结果审核，发报告，接受临床咨询，废弃物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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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名称 项目内涵

BCDH0511
脂肪酶(LPS)测定—分

光光度法

样本类型：血液。样本采集，标本处理，离心机离心，项目的定标、质控及样本的生化分析仪检测

(半自动生化分析时在检测前将试剂加入相应的空白管、标准管及测定管)，结果审核，发报告，接

受临床咨询，废弃物处理。

BCDH1611
脂肪酶(LPS)测定—酶

法

样本类型：血液。采血，标本处理，用离心机离心后，将样本放置于生化分析仪上(使用半自动生

化仪时，定标、质控和标本管需手工加入试剂后，进样)，生化分析仪需做定标和质控，装载试

剂，输入参数后，仪器检测，显示结果传入实验室信息系统，报告临床，接受临床咨询，废弃物处

BCDH1911
脂肪酶(LPS)测定—干

化学法

样本类型：血液。采血，标本处理，用离心机离心后，用加样器将定量血清加在试纸条上，将试纸

条放置于干化学分析仪上，干化学分析仪需定期做定标和质控，输入参数，进入生化分析仪标本检

测程序，显示结果，传入实验室信息系统，报告临床，接受临床咨询，废弃物处理。

BCDJ0511
血管紧张素转化酶

(ACE)测定—分光光度

法

样本类型：血液。采血，标本处理，用离心机离心后，将样本放置于生化分析仪上(使用半自动生

化仪时，定标、质控和标本管需手工加入试剂后，进样)，生化分析仪需做定标和质控，装载试

剂，输入参数后，仪器检测，显示结果传入实验室信息系统，报告临床，接受临床咨询，废弃物处

BCDJ3411
血管紧张素转化酶

(ACE)测定—化学发光

样本类型：血液。采集标本，标本处理，离心机离心后，放置于化学发光仪上，装载试剂，输入参

数，进入标本检测程序，做定标和质控，结果审核，发报告，接受临床咨询，废弃物处理。

BCDJ3711
血管紧张素转化酶

(ACE)测定—放射免疫

分析法

样本类型：血液。样本采集，标本处理，离心机离心，将试剂加入相应的空白孔、标准孔、对照孔

及测定孔，经过孵育，离心，加试剂等过程后用放免分析仪，晶体闪烁计数器测定放射性，绘制标

准曲线得到待测物浓度，结果审核，发报告，接受临床咨询，废弃物处理。

BCDJ4711
血管紧张素转化酶

(ACE)测定—时间分辨

荧光免疫分析法

样本类型：血液。采血，标本处理，用离心机离心后，取定量血清加入包被好抗体的反应板，加入

增强液置37℃水浴箱，冲洗包被板3次，在时间分辨荧光免疫分析仪上检测发光强度，需与标本同

时做标准曲线和质控，打印报告，接受临床咨询，废弃物处理。

BCDK0511
醛缩酶(ALD)测定—分

光光度法

样本类型：血液。采血，标本处理，用离心机离心后，将样本放置于生化分析仪上(使用半自动生

化仪时，定标、质控和标本管需手工加入试剂后，进样)，生化分析仪需做定标和质控，装载试

剂，输入参数后，仪器检测，显示结果传入实验室信息系统，报告临床，接受临床咨询，废弃物处

BCDL0521
尿N-酰-β -D-氨基葡萄

糖苷酶(NAG)测定—分

光光度法

样本类型：尿液。尿标本处理，将标本放置于生化分析仪上(使用半自动生化仪时，定标、质控和

标本管需手工加入试剂后，进样)，装载试剂，输入参数，进入标本检测程序，做定标和质控，审

核结果，发报告，接受临床咨询，废弃物处理。

BCDM0521
尿β -D-半乳糖苷酶测

定—分光光度法

样本类型：尿液。尿标本处理，将标本放置于生化分析仪上(使用半自动生化仪时，定标、质控和

标本管需手工加入试剂后，进样)，装载试剂，输入参数，进入标本检测程序，做定标和质控，审

核结果，发报告，接受临床咨询，废弃物处理。

BCDN0521
尿丙氨酰氨基肽酶—分

光光度法

样本类型：尿液。尿标本处理，将标本放置于生化分析仪上(使用半自动生化仪时，定标、质控和

标本管需手工加入试剂后，进样)，装载试剂，输入参数，进入标本检测程序，做定标和质控，审

核结果，发报告，接受临床咨询，废弃物处理。
3.低分子氮化合物检

BCEA0581
尿素(Urea)测定—分光

光度法

样本类型：血液、尿液。采血，标本处理，离心机离心后，将血清(浆)放置于生化分析仪上(使用

半自动生化仪时，定标、质控和标本管需手工加入试剂后，进样)，装载试剂，输入参数，进入标

本检测程序，做定标和质控，结果审核，发报告，接受临床咨询，废弃物处理。

BCEA1681 尿素(Urea)测定—酶法
样本类型：血液、尿液。采血，标本处理，离心机离心后，将血清(浆)放置于生化分析仪上(使用

半自动生化仪时，定标、质控和标本管需手工加入试剂后，进样)，装载试剂，输入参数，进入标

本检测程序，做定标和质控，结果审核，发报告，接受临床咨询，废弃物处理。

BCEA1981
尿素(Urea)测定—干化

学法

样本类型：血液、尿液。标本采集，标本处理，离心机离心，干化学分析仪需定期做定标和质控，

输入参数，进入生化分析仪标本检测程序，结果审核，发报告，接受临床咨询，废弃物处理。

BCEB1581
肌酐(Cr)测定—苦味酸

法

样本类型：血液、尿液。采血，标本处理，离心机离心后，将血清(浆)放置于生化分析仪上(使用

半自动生化仪时，定标、质控和标本管需手工加入试剂后，进样)，装载试剂，输入参数，进入标

本检测程序，做定标和质控，结果审核，发报告，接受临床咨询，废弃物处理。

BCEB1681 肌酐(Cr)测定—酶法
样本类型：血液、尿液。采血，标本处理，离心机离心后，将血清(浆)放置于生化分析仪上(使用

半自动生化仪时，定标、质控和标本管需手工加入试剂后，进样)，装载试剂，输入参数，进入标

本检测程序，做定标和质控，结果审核，发报告，接受临床咨询，废弃物处理。

BCEB1981
肌酐(Cr)测定—干化学

法

样本类型：血液、尿液。标本采集，标本处理，离心机离心，干化学分析仪需定期做定标和质控，

输入参数，进入生化分析仪标本检测程序，结果审核，发报告，接受临床咨询，废弃物处理。

BCEC9981 内生肌酐清除率(CCr)

样本类型：血液、尿液。采血，标本处理，离心机离心后，将血清(浆)放置于生化分析仪上(使用

半自动生化仪时，定标、质控和标本管需手工加入试剂后，进样)，装载试剂，输入参数，进入标

本检测程序，做定标和质控，结果审核，发报告，接受临床咨询，废弃物处理，同时取定量的尿标

本同血标本检测，并记录尿量，根据检测的血肌酐、尿肌酐结果，计算内生肌酐清除率，结果审

核，发报告，接受临床咨询，废弃物处理。

BCED1591
指甲肌酐测定—苦味酸

法

样本类型：指甲。剪下指甲1-2毫米，用砂纸打磨，洗净，干燥后粉碎并过筛，用分析天平称取30

毫克加蒸馏水5毫升，在45℃水浴振荡器中持续振荡6小时，再恒温水浴18小时，然后将浸出液离心

沉淀，取上清液待检，将上清液放置于生化分析仪上(使用半自动生化仪时，定标、质控和标本管

需手工加入试剂后，进样)，做定标和质控，装载试剂，输入参数后，仪器检测，检测结果传入实

验室信息系统，报告临床，接受临床咨询，废弃物处理。

BCED1691 指甲肌酐测定—酶法

样本类型：指甲。剪下指甲1-2毫米，用砂纸打磨，洗净，干燥后粉碎并过筛，用分析天平称取30

毫克加蒸馏水5毫升，在45℃水浴振荡器中持续振荡6小时，再恒温水浴18小时，然后将浸出液离心

沉淀，取上清液待检，将上清液放置于半自动或生化分析仪上(使用半自动生化仪时，定标、质控

和标本管需手工加入试剂后，进样)，做定标和质控，装载试剂，输入参数后，仪器检测，检测结

果传入实验室信息系统，报告临床，接受临床咨询，废弃物处理。

BCEE0581
尿酸(UA)测定—分光光

度法

样本类型：血液、尿液。采血，标本处理，离心机离心后，将血清(浆)放置于生化分析仪上(使用

半自动生化仪时，定标、质控和标本管需手工加入试剂后，进样)，装载试剂，输入参数，进入标

本检测程序，做定标和质控，结果审核，发报告，接受临床咨询，废弃物处理。

BCEE1681 尿酸(UA)测定—酶法
样本类型：血液、尿液。采血，标本处理，离心机离心后，将血清(浆)放置于生化分析仪上(使用

半自动生化仪时，定标、质控和标本管需手工加入试剂后，进样)，装载试剂，输入参数，进入标

本检测程序，做定标和质控，结果审核，发报告，接受临床咨询，废弃物处理。
BCEF9911 肾脏功能三项 样本类型：血液。包括尿素测定(BU)、肌酐(Cr)测定、尿酸(UA)测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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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名称 项目内涵

BCEG3811
胱抑素(Cys-C)测定—

乳胶增强免疫比浊法

样本类型：血液。样本采集，标本处理，离心机离心，将试剂加入相应的空白管、标准管及测定

管，用分光光度计/浊度计测定得到吸光度值，绘制标准曲线得到测定管待测物浓度，结果审核，

发报告，接受临床咨询，废弃物处理。

BCEG3812
胱抑素(Cys-C)测定—

乳胶增强免疫透射比浊

样本类型：血液。样本采集，标本处理，离心机离心，项目的定标、质控及样本的生化分析仪检

测，结果审核，发报告，接受临床咨询，废弃物处理。

BCEG3813
胱抑素(Cys-C)测定—

乳胶增强免疫散射比浊

样本类型：血液。样本采集，标本处理，离心机离心，项目的定标、质控及样本的特殊蛋白分析仪

检测，结果审核，发报告，接受临床咨询，废弃物处理。

BCEH1011
同型半胱氨酸(Hcy)测

定—高效液相色谱法

样本类型：血液。采血，标本处理，处理后的样本进入色谱柱，经过高效液相色谱仪一系列处理

后，得到结果，结果审核，发报告，接受临床咨询，废弃物处理。

BCEH1611
同型半胱氨酸(Hcy)测

定—酶法

样本类型：血液。采血，标本签收，标本编号，用离心机离心后，将血清(浆)放置于生化分析仪上

(使用半自动生化仪时，定标、质控和标本管需手工加入试剂后，进样)，装载试剂，输入参数，进

入标本检测程序，做定标和质控，显示结果，传入实验室信息系统，打印报告，报告发放至临床或

患者，接受临床咨询，废弃物处理。

BCEH3411
同型半胱氨酸(Hcy)测

定—化学发光免疫法

样本类型：血液。采集标本，标本处理，离心机离心后，放置于化学发光仪上，装载试剂，输入参

数，进入标本检测程序，做定标和质控，结果审核，发报告，接受临床咨询，废弃物处理。

BCEH4511
同型半胱氨酸(Hcy)测

定—荧光偏振免疫分析

样本类型：血液。样本采集，标本处理，离心机离心，项目的定标、质控及样本的荧光偏振免疫分

析仪检测，结果审核，发报告，接受临床咨询，废弃物处理。

BCEJ1021
羟脯氨酸测定—液相色

谱法

样本类型：尿液。采血，标本处理，用离心机离心，标本加入色谱柱，经过液相色谱仪一系列处理

后，取上清液，在液相色谱仪上进样分析，审核结果，发报告，接受临床咨询，废弃物处理。

BCEJ1081
氨基酸测定—高效液相

色谱法

样本类型：血液、尿液。标本采集，标本处理，血浆去蛋白后，离心，取上清，过滤，氨基酸分析

仪预热和准备，氨基酸标准品在氨基酸分析仪上进样检测2-4小时，处理过的样本在氨基酸分析仪

上进样检测2-4小时，分析峰值，得到各类氨基酸的量，审核结果，发报告，接受临床咨询，废弃

物处理。

BCEK0511
氨(NH4+)测定—分光光

度法

样本类型：血液。样本采集，标本处理，离心机离心，将试剂加入相应的空白管、标准管及测定

管，用分光光度计比色得到吸光度值，绘制标准曲线得到测定管待测物浓度，结果审核，发报告，

接受临床咨询，废弃物处理。

BCEK1311
氨(NH4+)测定—离子选

择电极法

样本类型：血液。样本采集，标本处理，离心机离心，项目的定标、质控及样本的生化分析仪/电

解质分析仪检测，结果审核，发报告，接受临床咨询，废弃物处理。

BCEK1521 氨(NH4+)测定—滴定法
样本类型：尿液。样本采集，标本处理，加入相应的试剂进行酸碱滴定、煮沸、测定酸度等，计算

结果，结果审核，发报告，接受临床咨询，废弃物处理。

BCEK1611 氨(NH4+)测定—酶法
样本类型：血液。样本采集，标本处理，离心机离心，项目的定标、质控及样本的生化分析仪检测

(半自动生化分析时在检测前将试剂加入相应的空白管、标准管及测定管)，结果审核，发报告，接

受临床咨询，废弃物处理。

BCEK1911
氨(NH4+)测定—干化学

法

样本类型：血液。标本采集，标本处理，离心机离心，干化学分析仪需定期做定标和质控，输入生

化分析仪参数，进入标本检测程序，结果审核，发报告，接受临床咨询，废弃物处理。
4.碳水化合物及其相

关物质检验

BCFA1381
葡萄糖(Glu)测定—酶

电极法

样本类型：血液、体液。样本采集，标本处理，离心机离心，项目的定标、质控及样本的生化分析

仪检测(半自动生化分析时在检测前将试剂加入相应的空白管、标准管及测定管)，结果审核，发报

告，接受临床咨询，废弃物处理。

BCFA1681
葡萄糖(Glu)测定—酶

法

样本类型：血液、体液。样本采集，标本处理，离心机离心，将试剂加入相应的空白管、标准管及

测定管，用分光光度计比色得到吸光度值，绘制标准曲线得到测定管待测物浓度，或者项目的定标

、质控及样本的生化分析仪检测(半自动生化分析时在检测前将试剂加入相应的空白管、标准管及

测定管)，结果审核，发报告，接受临床咨询，废弃物处理。

BCFA1981
葡萄糖(Glu)测定—干

化学法

样本类型：血液、体液。标本采集，标本处理，离心机离心，干化学分析仪需定期做定标和质控，

输入参数，进入生化分析仪标本检测程序，结果审核，或者血糖仪取血检测，读取结果，发报告，

接受临床咨询，废弃物处理。

BCFB0581
半乳糖测定—分光光度

法

样本类型：血液、尿液。样本采集，标本处理，离心机离心，将试剂加入相应的空白管、标准管及

测定管，用分光光度计比色得到吸光度值，绘制标准曲线得到测定管待测物浓度，或者项目的定标

、质控及样本的生化分析仪检测(半自动生化分析时在检测前将试剂加入相应的空白管、标准管及

测定管)，结果审核，发报告，接受临床咨询，废弃物处理。
BCFB9921 半乳糖定性测定 样本类型：尿液。尿液加浓硝酸，沸腾水浴中加热，冷却后观察结果，需做阳性对照实验。

BCFC0511 果糖测定—分光光度法

样本类型：血液。样本采集，标本处理，离心机离心，将试剂加入相应的空白管、标准管及测定

管，用分光光度计比色得到吸光度值，绘制标准曲线得到测定管待测物浓度，或者项目的定标、质

控及样本的生化分析仪检测(半自动生化分析时在检测前将试剂加入相应的空白管、标准管及测定

管)，结果审核，发报告，接受临床咨询，废弃物处理。

BCFD0581 木糖测定—分光光度法

样本类型：血液、尿液。样本采集，标本处理，离心机离心，将试剂加入相应的空白管、标准管及

测定管，用分光光度计比色得到吸光度值，绘制标准曲线得到测定管待测物浓度，或者项目的定标

、质控及样本的生化分析仪检测(半自动生化分析时在检测前将试剂加入相应的空白管、标准管及

测定管)，结果审核，发报告，接受临床咨询，废弃物处理。
5.有机酸检验

BCGA1081
乳酸(LA)测定—液相色

谱法

样本类型：血液、脑脊液。样本采集，标本处理，试剂的准备，通过色谱仪进行检测，结果审核，

发报告，接受临床咨询，废弃物处理。

BCGA1681 乳酸(LA)测定—酶法

样本类型：血液、脑脊液。样本采集，标本处理，离心机离心，将试剂加入相应的空白管、标准管

及测定管，用分光光度计比色得到吸光度值，绘制标准曲线得到测定管待测物浓度，或者项目的定

标、质控及样本的生化分析仪检测(半自动生化分析时在检测前将试剂加入相应的空白管、标准管

及测定管)，结果审核，发报告，接受临床咨询，废弃物处理。

BCGA1881
乳酸(LA)测定—电化学

法

样本类型：血液、脑脊液。样本采集，标本处理，离心机离心，项目的定标、质控及样本的生化分

析仪/电解质分析仪检测(半自动生化分析时在检测前将试剂加入相应的空白管、标准管及测定

管)，结果审核，发报告，接受临床咨询，废弃物处理。

BCGA1981
乳酸(LA)测定—干化学

法

样本类型：血液、脑脊液。标本采集，标本处理，离心机离心，干化学分析仪需定期做定标和质

控，输入参数，进入生化分析仪标本检测程序，结果审核，发报告，接受临床咨询，废弃物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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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名称 项目内涵

BCGB1011
丙酮酸(PA)测定—液相

色谱法

样本类型：血液。样本采集，标本处理，试剂的准备，通过色谱仪进行检测，结果审核，发报告，

接受临床咨询，废弃物处理。

BCGB1611 丙酮酸(PA)测定—酶法
样本类型：血液。样本采集，标本处理，离心机离心，将试剂加入相应的空白管、标准管及测定

管，用分光光度计比色得到吸光度值，绘制标准曲线得到测定管待测物浓度，结果审核，发报告，

接受临床咨询，废弃物处理。

BCGB3511
丙酮酸(PA)测定—电化

学发光免疫法

样本类型：血液。样本采集，标本处理，离心机离心，项目的定标、质控及样本的电化学发光分析

仪检测，结果审核，发报告，接受临床咨询，废弃物处理。

BCGC0581
苯丙氨酸(PKU)测定—

比色法

样本类型：血液、尿液。样本采集，样本签收，样本编号，样本的检测，结果输入实验室信息系

统，审核，报告打印，发送报告，接受临床咨询。

BCGC0681
苯丙氨酸(PKU)测定—

原子吸收分光光度法

样本类型：血液、尿液。标本采集，样本签收，样本编号、离心机离心，将原子吸收光谱仪/原子

吸收分光光度计调整到最佳测定状态、试剂空白、标准品、样品的测定及标准曲线的绘制，结果输

入实验室信息系统，审核，报告打印、发送报告，接受临床咨询。

BCGC0781
苯丙氨酸(PKU)测定—

荧光法

样本类型：血液、尿液。样本采集，样本签收，样本编号、离心机离心，将试剂加入相应的空白孔

、标准孔、对照孔及测定孔，经过孵育，洗板，加试剂等过程后用荧光测定仪比色得到荧光强度，

绘制标准曲线得到待测物浓度，结果输入实验室信息系统，审核，报告打印、发送报告，接受临床

BCGC1081
苯丙氨酸(PKU)测定—

高效液相色谱法

样本类型：血液、尿液。样本采集，样本签收，样本编号，试剂的准备，通过高效液相色谱分析仪

进行检测，结果输入实验室信息系统，审核，报告打印、发送报告，接受临床咨询。

BCGC1181
苯丙氨酸(PKU)测定—

气相色谱-质谱联用分

析法

样本类型：血液、尿液。采血，标本签收，编号，用离心机离心后，加入内标，混匀，加乙酸乙

酯，涡旋混匀，离心，分取上清液，于40℃水浴氮气吹干，残留物用流动相溶解，取上清液进样，

进行液相色谱仪分析，检测结果传入实验室信息系统，报告临床，接受临床咨询。

BCGC1281
苯丙氨酸(PKU)测定—

电泳法

样本类型：血液、尿液。样本采集，样本签收，样本编号、离心机离心，凝胶及其它溶液、物品的

准备，加样，接通电泳仪电源，染色，通过光密度计扫描进行定量，结果输入实验室信息系统，审

核，报告打印、发送报告，接受临床咨询。

BCGC1381
苯丙氨酸(PKU)测定—

酶电极法

样本类型：血液、尿液。样本采集，样本签收，样本编号、离心机离心，项目的定标、质控及样本

的生化分析仪/电解质分析仪检测(半自动生化分析时在检测前将试剂加入相应的空白管、标准管及

测定管)，结果传入实验室信息系统，结果审核，报告打印、发送报告，接受临床咨询。

BCGC1681
苯丙氨酸(PKU)测定—

酶法

样本类型：血液、尿液。样本采集，样本签收，样本编号、离心机离心，将试剂加入相应的空白管

、标准管及测定管，用分光光度计比色得到吸光度值，绘制标准曲线得到测定管待测物浓度，结果

输入实验室信息系统，审核，报告打印、发送报告，接受临床咨询。

BCGD1081
苯丙酮酸测定—高效液

相色谱法

样本类型：血液、尿液。样本采集，样本签收，样本编号，试剂的准备，通过高效液相色谱分析仪

进行检测，结果输入实验室信息系统，审核，报告打印、发送报告，接受临床咨询。

BCGD1181
苯丙酮酸测定—气相色

谱-质谱联用分析法

样本类型：血液、尿液。采血，标本签收，编号，用离心机离心后，加入内标，混匀，加乙酸乙

酯，涡旋混匀，离心，分取上清液，于40℃水浴氮气吹干，残留物用流动相溶解，取上清液进样，

液相色谱仪分析，检测结果传入实验室信息系统，报告临床，接受临床咨询。

BCGD1281 苯丙酮酸测定—电泳法
样本类型：血液、尿液。样本采集，样本签收，样本编号、离心机离心，凝胶及其它溶液、物品的

准备，加样，接通电源，染色，通过光密度计扫描进行定量，结果输入实验室信息系统，审核，报

告打印、发送报告，接受临床咨询。
6.脂质及其相关物质

检验

BCHA1611
总胆固醇(TC)测定—酶

法

样本类型：血液。样本采集，标本处理，离心机离心，将试剂加入相应的空白管、标准管及测定

管，用分光光度计比色得到吸光度值，绘制标准曲线得到测定管待测物浓度，或者项目的定标、质

控及样本的生化分析仪检测(半自动生化分析时在检测前将试剂加入相应的空白管、标准管及测定

管)，结果审核，发报告，接受临床咨询，废弃物处理。

BCHA1911
总胆固醇(TC)测定—干

化学法

样本类型：血液。标本采集，标本处理，离心机离心，干化学分析仪需定期做定标和质控，输入参

数，进入生化分析仪标本检测程序，结果审核，发报告，接受临床咨询，废弃物处理。

BCHB1611
甘油三酯(TG)测定—酶

法

样本类型：血液。样本采集，标本处理，离心机离心，将试剂加入相应的空白管、标准管及测定

管，用分光光度计比色得到吸光度值，绘制标准曲线得到测定管待测物浓度，或者质控及样本的生

化分析仪检测(半自动生化分析时在检测前将试剂加入相应的空白管、标准管及测定管)，结果审

核，发报告，接受临床咨询，废弃物处理。

BCHB1612
甘油三酯(TG)测定—去

游离甘油的酶法

样本类型：血液。样本采集，标本处理，离心机离心，项目的定标、质控及样本的生化分析仪检测

(半自动生化分析时在检测前将试剂加入相应的空白管、标准管及测定管)，结果审核，发报告，接

受临床咨询，废弃物处理。

BCHB1911
甘油三酯(TG)测定—干

化学法

样本类型：血液。标本采集，标本处理，离心机离心，干化学分析仪需定期做定标和质控，输入参

数，进入生化分析仪标本检测程序，结果审核，发报告，接受临床咨询，废弃物处理。

BCHC1911
高密度脂蛋白胆固醇

(HDL-C)测定—干化学

样本类型：血液。标本采集，标本处理，离心机离心，干化学分析仪需定期做定标和质控，输入参

数，进入生化分析仪标本检测程序，结果审核，发报告，接受临床咨询，废弃物处理。

BCHC2911
高密度脂蛋白胆固醇

(HDL-C)—匀相法

样本类型：血液。样本采集，标本处理，离心机离心，项目的定标、质控及样本的生化分析仪检测

(半自动生化分析时在检测前将试剂加入相应的空白管、标准管及测定管)，结果审核，发报告，接

受临床咨询，废弃物处理。

BCHC5911
高密度脂蛋白胆固醇

(HDL-C)—沉淀法

样本类型：血液。样本采集，标本处理，离心机离心，将试剂加入相应的空白管、标准管及测定

管，用分光光度计比色得到吸光度值，绘制标准曲线得到测定管待测物浓度，结果审核，发报告，

接受临床咨询，废弃物处理。

BCHD1911
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

(LDL-C)测定—干化学

样本类型：血液。标本采集，标本处理，离心机离心，干化学分析仪需定期做定标和质控，输入参

数，进入生化分析仪标本检测程序，结果审核，发报告，接受临床咨询，废弃物处理。

BCHD2911
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

(LDL-C)测定—匀相法

样本类型：血液。样本采集，标本处理，离心机离心，项目的定标、质控及样本的生化分析仪检测

(半自动生化分析时在检测前将试剂加入相应的空白管、标准管及测定管)，结果审核，发报告，接

受临床咨询，废弃物处理。

BCHD5911
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

(LDL-C)测定—沉淀法

样本类型：血液。样本采集，标本处理，离心机离心，将试剂加入相应的空白管、标准管及测定

管，用分光光度计比色得到吸光度值，绘制标准曲线得到测定管待测物浓度，结果审核，发报告，

接受临床咨询，废弃物处理。

BCHE9911 血脂四项
样本类型：血液。包括甘油三酯(TG)测定、总胆固醇(TC)测定、高密度脂蛋白胆固醇(HDL-C)、低

密度脂蛋白胆固醇(LDL-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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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名称 项目内涵

BCHF0511 磷脂测定—分光光度法

样本类型：血液。样本采集，标本处理，离心机离心，将试剂加入相应的空白管、标准管及测定

管，用分光光度计比色得到吸光度值，绘制标准曲线得到测定管待测物浓度，或者项目的定标、质

控及样本的生化分析仪检测(半自动生化分析时在检测前将试剂加入相应的空白管、标准管及测定

管)，结果审核，发报告，接受临床咨询，废弃物处理。

BCHG1211 脂蛋白分析—电泳法
样本类型：血液。样本采集，标本处理，离心机离心，凝胶及其它溶液、物品的准备，加样，接通

电泳仪电源，染色，通过光密度计扫描进行定量，结果审核，发报告，接受临床咨询，废弃物处理

BCHH3011
载脂蛋白AⅠ(apoAⅠ)

测定—酶联免疫吸附法

样本类型：血液。样本采集，标本处理，离心机离心，将试剂加入相应的空白孔、标准孔、对照孔

及测定孔，经过孵育，洗板，加试剂等过程后用酶标仪/酶联免疫分析仪比色得到吸光度值，绘制

标准曲线得到待测物浓度，结果审核，发报告，接受临床咨询，废弃物处理。

BCHH3411
载脂蛋白AⅠ(apoAⅠ)

测定—化学发光免疫法

样本类型：血液。样本采集，标本处理，离心机离心，项目的定标、质控及样本的化学发光免疫分

析仪检测，结果审核，发报告，接受临床咨询，废弃物处理。

BCHH3711
载脂蛋白AⅠ(apoAⅠ)

测定—放射免疫分析法

样本类型：血液。样本采集，标本处理，离心机离心，将试剂加入相应的空白孔、标准孔、对照孔

及测定孔，经过孵育，离心，加试剂等过程后用放免分析仪，晶体闪烁计数器测定放射性，绘制标

准曲线得到待测物浓度，结果审核，发报告，接受临床咨询，废弃物处理。

BCHH3811
载脂蛋白AⅠ(apoAⅠ)

测定—免疫比浊法

样本类型：血液。样本采集，标本处理，离心机离心，将试剂加入相应的空白管、标准管及测定

管，用分光光度计/浊度计测定得到吸光度值，绘制标准曲线得到测定管待测物浓度，结果审核，

发报告，接受临床咨询，废弃物处理。

BCHH3812
载脂蛋白AⅠ(apoAⅠ)

测定—免疫透射比浊法

样本类型：血液。样本采集，标本处理，离心机离心，项目的定标、质控及样本的生化分析仪检

测，结果审核，发报告，接受临床咨询，废弃物处理。

BCHH3813
载脂蛋白AⅠ(apoAⅠ)

测定—免疫散射比浊法

样本类型：血液。样本采集，标本处理，离心机离心，项目的定标、质控及样本的特殊蛋白分析仪

检测，结果审核，发报告，接受临床咨询，废弃物处理。

BCHJ3011
载脂蛋白AⅡ(apoAⅡ)

测定—酶联免疫吸附法

样本类型：血液。法样本采集，标本处理，离心机离心，将试剂加入相应的空白孔、标准孔、对照

孔及测定孔，经过孵育，洗板，加试剂等过程后用酶标仪/酶联免疫分析仪比色得到吸光度值，绘

制标准曲线得到待测物浓度，结果审核，发报告，接受临床咨询，废弃物处理。

BCHJ3411
载脂蛋白AⅡ(apoAⅡ)

测定—化学发光免疫法

样本类型：血液。样本采集，标本处理，离心机离心，项目的定标、质控及样本的化学发光免疫分

析仪检测，结果审核，发报告，接受临床咨询，废弃物处理。

BCHJ3711
载脂蛋白AⅡ(apoAⅡ)

测定—放射免疫分析法

样本类型：血液。样本采集，标本处理，离心机离心，将试剂加入相应的空白孔、标准孔、对照孔

及测定孔，经过孵育，离心，加试剂等过程后用放免分析仪，晶体闪烁计数器测定放射性，绘制标

准曲线得到待测物浓度，结果审核，发报告，接受临床咨询，废弃物处理。

BCHJ3811
载脂蛋白AⅡ(apoAⅡ)

测定—免疫比浊法

样本类型：血液。样本采集，标本处理，离心机离心，将试剂加入相应的空白管、标准管及测定

管，用分光光度计/浊度计测定得到吸光度值，绘制标准曲线得到测定管待测物浓度，结果审核，

发报告，接受临床咨询，废弃物处理。

BCHJ3812
载脂蛋白AⅡ(apoAⅡ)

测定—免疫透射比浊法

样本类型：血液。样本采集，标本处理，离心机离心，项目的定标、质控及样本的生化分析仪检

测，结果审核，发报告，接受临床咨询，废弃物处理。

BCHJ3813
载脂蛋白AⅡ(apoAⅡ)

测定—免疫散射比浊法

样本类型：血液。样本采集，标本处理，离心机离心，项目的定标、质控及样本的特殊蛋白分析仪

检测，结果审核，发报告，接受临床咨询，废弃物处理。

BCHK3011
载脂蛋白B(apoB)测定

—酶联免疫吸附法

样本类型：血液。样本采集，标本处理，离心机离心，将试剂加入相应的空白孔、标准孔、对照孔

及测定孔，经过孵育，洗板，加试剂等过程后用酶标仪/酶联免疫分析仪比色得到吸光度值，绘制

标准曲线得到待测物浓度，结果审核，发报告，接受临床咨询，废弃物处理。

BCHK3411
载脂蛋白B(apoB)测定

—化学发光免疫法

样本类型：血液。样本采集，标本处理，离心机离心，项目的定标、质控及样本的化学发光免疫分

析仪检测，结果审核，发报告，接受临床咨询，废弃物处理。

BCHK3711
载脂蛋白B(apoB)测定

—放射免疫分析法

样本类型：血液。样本采集，标本处理，离心机离心，将试剂加入相应的空白孔、标准孔、对照孔

及测定孔，经过孵育，离心，加试剂等过程后用放免分析仪，晶体闪烁计数器测定放射性，绘制标

准曲线得到待测物浓度，结果审核，发报告，接受临床咨询，废弃物处理。

BCHK3811
载脂蛋白B(apoB)测定

—免疫比浊法

样本类型：血液。样本采集，标本处理，离心机离心，将试剂加入相应的空白管、标准管及测定

管，用分光光度计/浊度计测定得到吸光度值，绘制标准曲线得到测定管待测物浓度，结果审核，

发报告，接受临床咨询，废弃物处理。

BCHK3812
载脂蛋白B(apoB)测定

—免疫透射比浊法

样本类型：血液。样本采集，标本处理，离心机离心，项目的定标、质控及样本的生化分析仪检

测，结果审核，发报告，接受临床咨询，废弃物处理。

BCHK3813
载脂蛋白B(apoB)测定

—免疫散射比浊法

样本类型：血液。样本采集，标本处理，离心机离心，项目的定标、质控及样本的特殊蛋白分析仪

检测，结果审核，发报告，接受临床咨询，废弃物处理。

BCHL3011
载脂蛋白CⅡ(apoCⅡ)

测定—酶联免疫吸附法

样本类型：血液。样本采集，标本处理，离心机离心，将试剂加入相应的空白孔、标准孔、对照孔

及测定孔，经过孵育，洗板，加试剂等过程后用酶标仪/酶联免疫分析仪比色得到吸光度值，绘制

标准曲线得到待测物浓度，结果审核，发报告，接受临床咨询，废弃物处理。

BCHL3411
载脂蛋白CⅡ(apoCⅡ)

测定—化学发光免疫法

样本类型：血液。样本采集，标本处理，离心机离心，项目的定标、质控及样本的化学发光免疫分

析仪检测，结果审核，发报告，接受临床咨询，废弃物处理。

BCHL3711
载脂蛋白CⅡ(apoCⅡ)

测定—放射免疫分析法

样本类型：血液。样本采集，标本处理，离心机离心，将试剂加入相应的空白孔、标准孔、对照孔

及测定孔，经过孵育，离心，加试剂等过程后用放免分析仪，晶体闪烁计数器测定放射性，绘制标

准曲线得到待测物浓度，结果审核，发报告，接受临床咨询，废弃物处理。

BCHL3811
载脂蛋白CⅡ(apoCⅡ)

测定—免疫比浊法

样本类型：血液。样本采集，标本处理，离心机离心，将试剂加入相应的空白管、标准管及测定

管，用分光光度计/浊度计测定得到吸光度值，绘制标准曲线得到测定管待测物浓度，结果审核，

发报告，接受临床咨询，废弃物处理。

BCHL3812
载脂蛋白CⅡ(apoCⅡ)

测定—免疫透射比浊法

样本类型：血液。样本采集，标本处理，离心机离心，项目的定标、质控及样本的生化分析仪检

测，结果审核，发报告，接受临床咨询，废弃物处理。

BCHL3813
载脂蛋白CⅡ(apoCⅡ)

测定—免疫散射比浊法

样本类型：血液。样本采集，标本处理，离心机离心，项目的定标、质控及样本的特殊蛋白分析仪

检测，结果审核，发报告，接受临床咨询，废弃物处理。

BCHM3011
载脂蛋白CⅢ(apoCⅢ)

测定—酶联免疫吸附法

样本类型：血液。样本采集，标本处理，离心机离心，将试剂加入相应的空白孔、标准孔、对照孔

及测定孔，经过孵育，洗板，加试剂等过程后用酶标仪/酶联免疫分析仪比色得到吸光度值，绘制

标准曲线得到待测物浓度，结果审核，发报告，接受临床咨询，废弃物处理。

BCHM3411
载脂蛋白CⅢ(apoCⅢ)

测定—化学发光免疫法

样本类型：血液。样本采集，标本处理，离心机离心，项目的定标、质控及样本的化学发光免疫分

析仪检测，结果审核，发报告，接受临床咨询，废弃物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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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CHM3711
载脂蛋白CⅢ(apoCⅢ)

测定—放射免疫分析法

样本类型：血液。样本采集，标本处理，离心机离心，将试剂加入相应的空白孔、标准孔、对照孔

及测定孔，经过孵育，离心，加试剂等过程后用放免分析仪，晶体闪烁计数器测定放射性，绘制标

准曲线得到待测物浓度，结果审核，发报告，接受临床咨询，废弃物处理。

BCHM3811
载脂蛋白CⅢ(apoCⅢ)

测定—免疫比浊法

样本类型：血液。样本采集，标本处理，离心机离心，将试剂加入相应的空白管、标准管及测定

管，用分光光度计/浊度计测定得到吸光度值，绘制标准曲线得到测定管待测物浓度，结果审核，

发报告，接受临床咨询，废弃物处理。

BCHM3812
载脂蛋白CⅢ(apoCⅢ)

测定—免疫透射比浊法

样本类型：血液。样本采集，标本处理，离心机离心，项目的定标、质控及样本的生化分析仪检

测，结果审核，发报告，接受临床咨询，废弃物处理。

BCHM3813
载脂蛋白CⅢ(apoCⅢ)

测定—免疫散射比浊法

样本类型：血液。样本采集，标本处理，离心机离心，项目的定标、质控及样本的特殊蛋白分析仪

检测，结果审核，发报告，接受临床咨询，废弃物处理。

BCHN3011
载脂蛋白E(apoE)测定

—酶联免疫吸附法

样本类型：血液。样本采集，标本处理，离心机离心，将试剂加入相应的空白孔、标准孔、对照孔

及测定孔，经过孵育，洗板，加试剂等过程后用酶标仪/酶联免疫分析仪比色得到吸光度值，绘制

标准曲线得到待测物浓度，结果审核，发报告，接受临床咨询，废弃物处理。

BCHN3411
载脂蛋白E(apoE)测定

—化学发光免疫法

样本类型：血液。样本采集，标本处理，离心机离心，项目的定标、质控及样本的化学发光免疫分

析仪检测，结果审核，发报告，接受临床咨询，废弃物处理。

BCHN3711
载脂蛋白E(apoE)测定

—放射免疫分析法

样本类型：血液。样本采集，标本处理，离心机离心，将试剂加入相应的空白孔、标准孔、对照孔

及测定孔，经过孵育，离心，加试剂等过程后用放免分析仪，晶体闪烁计数器测定放射性，绘制标

准曲线得到待测物浓度，结果审核，发报告，接受临床咨询，废弃物处理。

BCHN3811
载脂蛋白E(apoE)测定

—免疫比浊法

样本类型：血液。样本采集，标本处理，离心机离心，将试剂加入相应的空白管、标准管及测定

管，用分光光度计/浊度计测定得到吸光度值，绘制标准曲线得到测定管待测物浓度，结果审核，

发报告，接受临床咨询，废弃物处理。

BCHN3812
载脂蛋白E(apoE)测定

—免疫透射比浊法

样本类型：血液。样本采集，标本处理，离心机离心，项目的定标、质控及样本的生化分析仪检

测，结果审核，发报告，接受临床咨询，废弃物处理。

BCHN3813
载脂蛋白E(apoE)测定

—免疫散射比浊法

样本类型：血液。样本采集，标本处理，离心机离心，项目的定标、质控及样本的特殊蛋白分析仪

检测，结果审核，发报告，接受临床咨询，废弃物处理。

BCHP3011
载脂蛋白a(apoa)测定

—酶联免疫吸附法

样本类型：血液。样本采集，标本处理，离心机离心，将试剂加入相应的空白孔、标准孔、对照孔

及测定孔，经过孵育，洗板，加试剂等过程后用酶标仪/酶联免疫分析仪比色得到吸光度值，绘制

标准曲线得到待测物浓度，结果审核，发报告，接受临床咨询，废弃物处理。

BCHP3411
载脂蛋白a(apoa)测定

—化学发光免疫法

样本类型：血液。样本采集，标本处理，离心机离心，项目的定标、质控及样本的化学发光免疫分

析仪检测，结果审核，发报告，接受临床咨询，废弃物处理。

BCHP3711
载脂蛋白a(apoa)测定

—放射免疫分析法

样本类型：血液。样本采集，标本处理，离心机离心，将试剂加入相应的空白孔、标准孔、对照孔

及测定孔，经过孵育，离心，加试剂等过程后用放免分析仪，晶体闪烁计数器测定放射性，绘制标

准曲线得到待测物浓度，结果审核，发报告，接受临床咨询，废弃物处理。

BCHP3811
载脂蛋白a(apoa)测定

—免疫比浊法

样本类型：血液。样本采集，标本处理，离心机离心，将试剂加入相应的空白管、标准管及测定

管，用分光光度计/浊度计测定得到吸光度值，绘制标准曲线得到测定管待测物浓度，结果审核，

发报告，接受临床咨询，废弃物处理。

BCHP3812
载脂蛋白a(apoa)测定

—免疫透射比浊法

样本类型：血液。样本采集，标本处理，离心机离心，项目的定标、质控及样本的生化分析仪检

测，结果审核，发报告，接受临床咨询，废弃物处理。

BCHP3813
载脂蛋白a(apoa)测定

—免疫散射比浊法

样本类型：血液。样本采集，标本处理，离心机离心，项目的定标、质控及样本的特殊蛋白分析仪

检测，结果审核，发报告，接受临床咨询，废弃物处理。

BCHQ1211
脂蛋白a(LPa)测定—电

泳法

样本类型：血液。样本采集，标本处理，离心机离心，凝胶及其它溶液、物品的准备，加样，接通

电泳仪电源，染色，通过光密度计扫描进行定量，结果审核，发报告，接受临床咨询，废弃物处理

BCHQ3011
脂蛋白a(LPa)测定—酶

联免疫吸附法

样本类型：血液。样本采集，标本处理，离心机离心，将试剂加入相应的空白孔、标准孔、对照孔

及测定孔，经过孵育，洗板，加试剂等过程后用酶标仪/酶联免疫分析仪比色得到吸光度值，绘制

标准曲线得到待测物浓度，结果审核，发报告，接受临床咨询，废弃物处理。

BCHQ3411
脂蛋白a(LPa)测定—化

学发光免疫法

样本类型：血液。样本采集，标本处理，离心机离心，项目的定标、质控及样本的化学发光免疫分

析仪检测，结果审核，发报告，接受临床咨询，废弃物处理。

BCHQ3711
脂蛋白a(LPa)测定—放

射免疫分析法

样本类型：血液。样本采集，标本处理，离心机离心，将试剂加入相应的空白孔、标准孔、对照孔

及测定孔，经过孵育，离心，加试剂等过程后用放免分析仪，晶体闪烁计数器测定放射性，绘制标

准曲线得到待测物浓度，结果审核，发报告，接受临床咨询，废弃物处理。

BCHQ3811
脂蛋白a(LPa)测定—免

疫比浊法

样本类型：血液。样本采集，标本处理，离心机离心，将试剂加入相应的空白管、标准管及测定

管，用分光光度计/浊度计测定得到吸光度值，绘制标准曲线得到测定管待测物浓度，结果审核，

发报告，接受临床咨询，废弃物处理。

BCHQ3812
脂蛋白a(LPa)测定—免

疫透射比浊法

样本类型：血液。样本采集，标本处理，离心机离心，项目的定标、质控及样本的生化分析仪检

测，结果审核，发报告，接受临床咨询，废弃物处理。

BCHQ3813
脂蛋白a(LPa)测定—免

疫散射比浊法

样本类型：血液。样本采集，标本处理，离心机离心，项目的定标、质控及样本的特殊蛋白分析仪

检测，结果审核，发报告，接受临床咨询，废弃物处理。

BCHR1011
游离脂肪酸(FFA)测定

—液相色谱法

样本类型：血液。样本采集，标本处理，凝胶及其它溶液、物品的准备，加样、洗脱等，通过分光

光度计测定吸光度，色谱仪绘制标准曲线得到待测物浓度，结果审核，发报告，接受临床咨询，废

弃物处理。

BCHR1611
游离脂肪酸(FFA)测定

—酶法

样本类型：血液。样本采集，标本处理，离心机离心，将试剂加入相应的空白管、标准管及测定

管，用分光光度计比色得到吸光度值，绘制标准曲线得到测定管待测物浓度，或者项目的定标、质

控及样本的生化分析仪检测(半自动生化分析时在检测前将试剂加入相应的空白管、标准管及测定

管)，结果审核，发报告，接受临床咨询，废弃物处理。

BCHR3011
游离脂肪酸(FFA)测定

—酶联免疫吸附法

样本类型：血液。样本采集，标本处理，离心机离心，将试剂加入相应的空白孔、标准孔、对照孔

及测定孔，经过孵育，洗板，加试剂等过程后用酶标仪/酶联免疫分析仪比色得到吸光度值，绘制

标准曲线得到待测物浓度，结果审核，发报告，接受临床咨询，废弃物处理。

BCHS1051
胆酸(BA)测定—液相色

谱法

样本类型：胆汁。样本采集，标本处理，凝胶及其它溶液、物品的准备，加样、洗脱等，通过分光

光度计测定吸光度，色谱仪绘制标准曲线得到待测物浓度，结果审核，发报告，接受临床咨询，废

弃物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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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CHT0511
总胆汁酸(TBA)测定—

分光光度法

样本类型：血液。样本采集，标本处理，离心机离心，将试剂加入相应的空白管、标准管及测定

管，用分光光度计比色得到吸光度值，绘制标准曲线得到测定管待测物浓度，或者项目的定标、质

控及样本的生化分析仪检测(半自动生化分析时在检测前将试剂加入相应的空白管、标准管及测定

管)，结果审核，发报告，接受临床咨询，废弃物处理。

BCHT1611
总胆汁酸(TBA)测定—

酶法

样本类型：血液。样本采集，标本处理，离心机离心，项目的定标、质控及样本的生化分析仪检测

(半自动生化分析时在检测前将试剂加入相应的空白管、标准管及测定管)，结果审核，发报告，接

受临床咨询，废弃物处理。

BCHT1911
总胆汁酸(TBA)测定—

干化学法

样本类型：血液。标本采集，标本处理，离心机离心，干化学分析仪需定期做定标和质控，输入参

数，进入生化分析仪标本检测程序，结果审核，发报告，接受临床咨询，废弃物处理。

BCHT3711
总胆汁酸(TBA)测定—

放射免疫分析法

样本类型：血液。样本采集，标本处理，离心机离心，将试剂加入相应的空白孔、标准孔、对照孔

及测定孔，经过孵育，离心，加试剂等过程后用放免分析仪，晶体闪烁计数器测定放射性，绘制标

准曲线得到待测物浓度，结果审核，发报告，接受临床咨询，废弃物处理。

BCHU1011
甘胆酸(CG)检测—液相

色谱法

样本类型：血液。样本采集，标本处理，试剂的准备，通过色谱仪进行检测，结果审核，发报告，

接受临床咨询，废弃物处理。

BCHU3711
甘胆酸(CG)检测—放射

免疫分析法

样本类型：血液。样本采集，标本处理，离心机离心，将试剂加入相应的空白孔、标准孔、对照孔

及测定孔，经过孵育，离心，加试剂等过程后用放免分析仪，晶体闪烁计数器测定放射性，绘制标

准曲线得到待测物浓度，结果审核，发报告，接受临床咨询，废弃物处理。

BCHV0511 甘油测定—分光光度法

样本类型：血液。样本采集，标本处理，离心机离心，将试剂加入相应的空白管、标准管及测定

管，用分光光度计比色得到吸光度值，绘制标准曲线得到测定管待测物浓度，或者项目的定标、质

控及样本的生化分析仪检测(半自动生化分析时在检测前将试剂加入相应的空白管、标准管及测定

管)，结果审核，发报告，接受临床咨询，废弃物处理。

BCHV1011 甘油测定—液相色谱法
样本类型：血液。样本采集，标本处理，凝胶及其它溶液、物品的准备，加样、洗脱等，通过分光

光度计测定吸光度，色谱仪绘制标准曲线得到待测物浓度，结果审核，发报告，接受临床咨询，废

弃物处理。

BCHW0311
小而密低密度脂蛋白

(sdLDL)测定—密度梯

度离心法

样本类型：血液。普通离心机离心得到血清标本，超速离心机离心分离出各组分，利用分光光度计

对各种组分进行分析，结果审核，报告打印，接受临床咨询，废弃物处理。

BCHW1211
小而密低密度脂蛋白

(sdLDL)测定—梯度凝

胶电泳法

样本类型：血液。普通离心机离心得到血清标本，通过电泳仪梯度凝胶进行电泳分离出各组分，利

用分光光度计对各种组分进行分析，结果审核，报告打印，接受临床咨询，废弃物处理。

7.电解质、血气分析

检验

BCJA0681
钾(K)测定—火焰光度

法

样本类型：血液、尿液。样本采集，标本处理，离心机离心，项目的定标、质控及样本的火焰光度

计检测，结果审核，发报告，接受临床咨询，废弃物处理。

BCJA0682
钾(K)测定—原子吸收

分光光度法

样本类型：血液、尿液。标本采集，标本处理，离心机离心，将原子吸收光谱仪/原子吸收分光光

度计调整到最佳测定状态、试剂空白、标准品、样品的测定及标准曲线的绘制，结果审核，发报

告，接受临床咨询，废弃物处理。

BCJA1381
钾(K)测定—离子选择

电极法

样本类型：血液、尿液。样本采集，标本处理，离心机离心，项目的定标、质控及样本的生化分析

仪/电解质分析仪检测(半自动生化分析时在检测前将试剂加入相应的空白管、标准管及测定管)，

结果审核，发报告，接受临床咨询，废弃物处理。

BCJA1681 钾(K)测定—酶法

样本类型：血液、尿液。样本采集，标本处理，离心机离心，将试剂加入相应的空白管、标准管及

测定管，用分光光度计比色得到吸光度值，绘制标准曲线得到测定管待测物浓度，或者项目的定标

、质控及样本的生化分析仪检测(半自动生化分析时在检测前将试剂加入相应的空白管、标准管及

测定管)，结果审核，发报告，接受临床咨询，废弃物处理。

BCJA1981 钾(K)测定—干化学法
样本类型：血液、尿液。标本采集，标本处理，离心机离心，干化学分析仪需定期做定标和质控，

输入参数，进入生化分析仪标本检测程序，结果审核，发报告，接受临床咨询，废弃物处理。

BCJB0681
钠(Na)测定—火焰光度

法

样本类型：血液、尿液。样本采集，标本处理，离心机离心，项目的定标、质控及样本的火焰光度

计检测，结果审核，发报告，接受临床咨询，废弃物处理。

BCJB0682
钠(Na)测定—原子吸收

分光光度法

样本类型：血液、尿液。标本采集，标本处理，离心机离心，将原子吸收光谱仪/原子吸收分光光

度计调整到最佳测定状态、试剂空白、标准品、样品的测定及标准曲线的绘制，结果审核，发报

告，接受临床咨询，废弃物处理。

BCJB1381
钠(Na)测定—离子选择

电极法

样本类型：血液、尿液。样本采集，标本处理，离心机离心，项目的定标、质控及样本的生化分析

仪/电解质分析仪检测(半自动生化分析时在检测前将试剂加入相应的空白管、标准管及测定管)，

结果审核，发报告，接受临床咨询，废弃物处理。

BCJB1681 钠(Na)测定—酶法

样本类型：血液、尿液。样本采集，标本处理，离心机离心，将试剂加入相应的空白管、标准管及

测定管，用分光光度计比色得到吸光度值，绘制标准曲线得到测定管待测物浓度，或者项目的定标

、质控及样本的生化分析仪检测(半自动生化分析时在检测前将试剂加入相应的空白管、标准管及

测定管)，结果审核，发报告，接受临床咨询，废弃物处理。

BCJB1981 钠(Na)测定—干化学法
样本类型：血液、尿液。标本采集，标本处理，离心机离心，干化学分析仪需定期做定标和质控，

输入参数，进入生化分析仪标本检测程序，结果审核，发报告，接受临床咨询，废弃物处理。

BCJC0581
氯(Cl)测定—分光光度

法

样本类型：血液、尿液、体液。样本采集，标本处理，离心机离心，将试剂加入相应的空白管、标

准管及测定管，用分光光度计比色得到吸光度值，绘制标准曲线得到测定管待测物浓度，或者项目

的定标、质控及样本的生化分析仪检测(半自动生化分析时在检测前将试剂加入相应的空白管、标

准管及测定管)，结果审核，发报告，接受临床咨询，废弃物处理。

BCJC1381
氯(Cl)测定—离子选择

电极法

样本类型：血液、尿液、体液。样本采集，标本处理，离心机离心，项目的定标、质控及样本的生

化分析仪/电解质分析仪检测(半自动生化分析时在检测前将试剂加入相应的空白管、标准管及测定

管)，结果审核，发报告，接受临床咨询，废弃物处理。

BCJC1382
氯(Cl)测定—电量分析

法

样本类型：血液、尿液、体液。样本采集，标本处理，离心机离心，项目的定标、质控及样本的库

仑电量分析仪检测，结果审核，发报告，接受临床咨询，废弃物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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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名称 项目内涵

BCJC1581 氯(Cl)测定—滴定法

样本类型：血液、尿液、体液。样本采集，标本处理，离心机离心，测定管中加入标本及试剂、指

示剂等，微量滴定管边滴加边混匀直至终点，记录滴定用量，标准管中加入标准液，然后与测定管

同样操作，记录滴定用量，通过公式计算待测物包括量，结果审核，发报告，接受临床咨询，废弃

物处理。

BCJC1981 氯(Cl)测定—干化学法
样本类型：血液、尿液、体液。标本采集，标本处理，离心机离心，干化学分析仪需定期做定标和

质控，输入参数，进入生化分析仪标本检测程序，结果审核，发报告，接受临床咨询，废弃物处理

BCJD1511
总二氧化碳(TCO2)测定

—滴定法

样本类型：血液。样本采集，标本处理，离心机离心，测定管中加入标本及试剂、指示剂等，微量

滴定管边滴加边混匀直至终点，记录滴定用量，标准管中加入标准液，然后与测定管同样操作，记

录滴定用量，通过公式计算待测物包括量，结果审核，发报告，接受临床咨询，废弃物处理。

BCJD1311
总二氧化碳(TCO2)测定

—电极法

样本类型：血液。样本采集，标本处理，离心机离心，项目的定标、质控及样本的生化分析仪/电

解质分析仪检测(半自动生化分析时在检测前将试剂加入相应的空白管、标准管及测定管)，结果审

核，发报告，接受临床咨询，废弃物处理。

BCJD1611
总二氧化碳(TCO2)测定

—酶法

样本类型：血液。样本采集，标本处理，离心机离心，将试剂加入相应的空白管、标准管及测定

管，用分光光度计比色得到吸光度值，绘制标准曲线得到测定管待测物浓度，结果审核。或者项目

的定标、质控及样本的生化分析仪检测(半自动生化分析时在检测前将试剂加入相应的空白管、标

准管及测定管)。发报告，接受临床咨询，废弃物处理。

BCJD1911
总二氧化碳(TCO2)测定

—干化学法

样本类型：血液。标本采集，标本处理，离心机离心，干化学分析仪需定期做定标和质控，输入参

数，进入生化分析仪标本检测程序，结果审核，发报告，接受临床咨询，废弃物处理。

BCJE9911 电解质 样本类型：血液。包括钾(K)测定、钠(NA)测定、氯(Cl)测定、总二氧化碳(TCO2)测定。

BCJF0581
镁(Mg)测定—分光光度

法

样本类型：血液、尿液。样本采集，标本处理，离心机离心，将试剂加入相应的空白管、标准管及

测定管，用分光光度计比色得到吸光度值，绘制标准曲线得到测定管待测物浓度，或者项目的定标

、质控及样本的生化分析仪检测(半自动生化分析时在检测前将试剂加入相应的空白管、标准管及

测定管)，结果审核，发报告，接受临床咨询，废弃物处理。

BCJF0681
镁(Mg)测定—原子吸收

分光光度法

样本类型：血液、尿液。标本采集，标本处理，离心机离心，将原子吸收光谱仪/原子吸收分光光

度计调整到最佳测定状态、试剂空白、标准品、样品的测定及标准曲线的绘制，结果审核，发报

告，接受临床咨询，废弃物处理。

BCJF1381
镁(Mg)测定—离子选择

电极法

样本类型：血液、尿液。样本采集，标本处理，离心机离心，项目的定标、质控及样本的生化分析

仪/电解质分析仪检测(半自动生化分析时在检测前将试剂加入相应的空白管、标准管及测定管)，

结果审核，发报告，接受临床咨询，废弃物处理。

BCJF1981 镁(Mg)测定—干化学法
样本类型：血液、尿液。标本采集，标本处理，离心机离心，干化学分析仪需定期做定标和质控，

输入参数，进入生化分析仪标本检测程序，结果审核，发报告，接受临床咨询，废弃物处理。

BCJG0581
总钙(Ca)测定—分光光

度法

样本类型：血液、尿液。样本采集，标本处理，离心机离心，将试剂加入相应的空白管、标准管及

测定管，用分光光度计比色得到吸光度值，绘制标准曲线得到测定管待测物浓度，或者项目的定标

、质控及样本的生化分析仪检测(半自动生化分析时在检测前将试剂加入相应的空白管、标准管及

测定管)，结果审核，发报告，接受临床咨询，废弃物处理。

BCJG0681
总钙(Ca)测定—原子吸

收分光光度法

样本类型：血液、尿液。标本采集，标本处理，离心机离心，将原子吸收光谱仪/原子吸收分光光

度计调整到最佳测定状态、试剂空白、标准品、样品的测定及标准曲线的绘制，结果审核，发报

告，接受临床咨询，废弃物处理。

BCJG1381
总钙(Ca)测定—离子选

择电极法

样本类型：血液、尿液。样本采集，标本处理，离心机离心，项目的定标、质控及样本的生化分析

仪/电解质分析仪检测(半自动生化分析时在检测前将试剂加入相应的空白管、标准管及测定管)，

结果审核，发报告，接受临床咨询，废弃物处理。

BCJG1581 总钙(Ca)测定—滴定法
样本类型：血液、尿液。样本采集，标本处理，离心机离心，测定管中加入标本及试剂、指示剂

等，微量滴定管边滴加边混匀直至终点，记录滴定用量，标准管中加入标准液，然后与测定管同样

操作，记录滴定用量，通过公式计算待测物包括量，结果审核，发报告，接受临床咨询，废弃物处

BCJG1981
总钙(Ca)测定—干化学

法

样本类型：血液、尿液。标本采集，标本处理，离心机离心，干化学分析仪需定期做定标和质控，

输入参数，进入生化分析仪标本检测程序，结果审核，发报告，接受临床咨询，废弃物处理。

BCJH0511
游离钙(Ca2+)测定—分

光光度法

样本类型：血液。样本采集，标本处理，离心机离心，项目的定标、质控及样本的生化分析仪检测

(半自动生化分析时在检测前将试剂加入相应的空白管、标准管及测定管)，结果审核，发报告，接

受临床咨询，废弃物处理。

BCJH1311
游离钙(Ca2+)测定—离

子选择电极法

样本类型：血液。样本采集，标本处理，离心机离心，项目的定标、质控及样本的生化分析仪/电

解质分析仪检测(半自动生化分析时在检测前将试剂加入相应的空白管、标准管及测定管)，结果审

核，发报告，接受临床咨询，废弃物处理。

BCJJ1311
碳氧血红蛋白(COHb)测

定—电极法

样本类型：血液。样本采集，样本处理，定标、质控及样本的血气分析仪检测，结果审核，发报

告，接受临床咨询，废弃物处理。

BCJK1311
高铁血红蛋白(MetHb)

测定—电极法

样本类型：血液。样本采集，样本处理，定标、质控及样本的血气分析仪检测，结果审核，发报

告，接受临床咨询，废弃物处理。

BCJL1311
氧合血红蛋白(FO2Hb)

测定—电极法

样本类型：血液。样本采集，样本处理，定标、质控及样本的血气分析仪检测，结果审核，发报

告，接受临床咨询，废弃物处理。

BCJM1311
硫化血红蛋白(SulfHb)

测定—电极法

样本类型：血液。样本采集，样本处理，定标、质控及样本的血气分析仪检测，结果审核，发报

告，接受临床咨询，废弃物处理。

BCJN1311 血气分析—电极法
样本类型：血液。样本采集，样本处理，定标、质控及样本的血气分析仪检测，结果审核，发报

告，接受临床咨询，废弃物处理。

BCJN1312
血气分析(包括电解质)

—电极法

样本类型：血液。样本采集，样本处理，定标、质控及样本的血气分析仪检测，结果审核，发报

告，接受临床咨询，废弃物处理。
8.微量元素检验

BCKA0581
无机磷(P)测定—分光

光度法

样本类型：血液、尿液。样本采集，标本处理，离心机离心，将试剂加入相应的空白管、标准管及

测定管，用分光光度计比色得到吸光度值，绘制标准曲线得到测定管待测物浓度，或者项目的定标

、质控及样本的生化分析仪检测(半自动生化分析时在检测前将试剂加入相应的空白管、标准管及

测定管)，结果审核，发报告，接受临床咨询，废弃物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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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名称 项目内涵

BCKA1681 无机磷(P)测定—酶法

样本类型：血液、尿液。样本采集，标本处理，离心机离心，将试剂加入相应的空白管、标准管及

测定管，用分光光度计比色得到吸光度值，绘制标准曲线得到测定管待测物浓度，或者项目的定标

、质控及样本的生化分析仪检测(半自动生化分析时在检测前将试剂加入相应的空白管、标准管及

测定管)，结果审核，发报告，接受临床咨询，废弃物处理。

BCKA1981
无机磷(P)测定—干化

学法

样本类型：血液、尿液。标本采集，标本处理，离心机离心，干化学分析仪需定期做定标和质控，

输入参数，进入生化分析仪标本检测程序，结果审核，发报告，接受临床咨询，废弃物处理。

BCKB0511
铁(Fe)测定—分光光度

法

样本类型：血液。样本采集，标本处理，离心机离心，将试剂加入相应的空白管、标准管及测定

管，用分光光度计比色得到吸光度值，绘制标准曲线得到测定管待测物浓度，或者项目的定标、质

控及样本的生化分析仪检测(半自动生化分析时在检测前将试剂加入相应的空白管、标准管及测定

管)，结果审核，发报告，接受临床咨询，废弃物处理。

BCKB0611
铁(Fe)测定—原子吸收

分光光度法

样本类型：血液。标本采集，标本处理，离心机离心，将原子吸收光谱仪/原子吸收分光光度计调

整到最佳测定状态、试剂空白、标准品、样品的测定及标准曲线的绘制，结果审核，发报告，接受

临床咨询，废弃物处理。

BCKB1311
铁(Fe)测定—离子选择

电极法

样本类型：血液。样本采集，标本处理，离心机离心，项目的定标、质控及样本的生化分析仪/电

解质分析仪检测(半自动生化分析时在检测前将试剂加入相应的空白管、标准管及测定管)，结果审

核，发报告，接受临床咨询，废弃物处理。

BCKB1911 铁(Fe)测定—干化学法
样本类型：血液。标本采集，标本处理，离心机离心，干化学分析仪需定期做定标和质控，输入参

数，进入生化分析仪标本检测程序，结果审核，发报告，接受临床咨询，废弃物处理。

BCKC0511
总铁结合力(TIBC)测定

—分光光度法

样本类型：血液。样本采集，标本处理，离心机离心，将试剂加入相应的空白管、标准管及测定

管，用分光光度计比色得到吸光度值，绘制标准曲线得到测定管待测物浓度，或者项目的定标、质

控及样本的生化分析仪检测(半自动生化分析时在检测前将试剂加入相应的空白管、标准管及测定

管)，结果审核，发报告，接受临床咨询，废弃物处理。

BCKC1311
总铁结合力(TIBC)测定

—离子选择电极法

样本类型：血液。样本采集，标本处理，离心机离心，项目的定标、质控及样本的生化分析仪/电

解质分析仪检测(半自动生化分析时在检测前将试剂加入相应的空白管、标准管及测定管)，结果审

核，发报告，接受临床咨询，废弃物处理。

BCKD0681
铅(Pb)测定—原子吸收

分光光度法

样本类型：血液、尿液。标本采集，标本处理，离心机离心，将原子吸收光谱仪/原子吸收分光光

度计调整到最佳测定状态、试剂空白、标准品、样品的测定及标准曲线的绘制，结果审核，发报

告，接受临床咨询，废弃物处理。

BCKD1381
铅(Pb)测定—微分电位

溶出法

样本类型：血液、尿液。样本采集，标本处理，离心机离心，将试剂加入相应的空白管、标准管、

质控管及测定管，用微分电位溶出仪测定，绘制标准曲线得到测定管待测物浓度，结果审核，发报

告，接受临床咨询，废弃物处理。

BCKE0581
微量元素测定—分光光

度法

样本类型：血液、尿液。样本采集，标本处理，离心机离心，将试剂加入相应的空白管、标准管及

测定管，用分光光度计比色得到吸光度值，绘制标准曲线得到测定管待测物浓度，或者项目的定标

、质控及样本的生化分析仪检测(半自动生化分析时在检测前将试剂加入相应的空白管、标准管及

测定管)，结果审核，发报告，接受临床咨询，废弃物处理。检验项目指铜、硒、锌、锶、镉、汞

、铝、锰、钼、锂、砷、碘等。

BCKE0681
微量元素测定—原子吸

收分光光度法

样本类型：血液、尿液。标本采集，标本处理，离心机离心，将原子吸收光谱仪/原子吸收分光光

度计调整到最佳测定状态、试剂空白、标准品、样品的测定及标准曲线的绘制，结果审核，发报

告，接受临床咨询，废弃物处理。检测项目指铜、硒、锌、锶、镉、汞、铝、锰、钼、锂、砷、碘

BCKE0682
微量元素测定—原子发

射分光光度法

样本类型：血液、尿液。标本采集，标本处理，离心机离心，将发射光谱仪/火焰发射分光光度计

调整到最佳测定状态、试剂空白、标准品、样品的测定及标准曲线的绘制，结果审核，发报告，接

受临床咨询，废弃物处理。检验项目指铜、硒、锌、锶、镉、汞、铝、锰、钼、锂、砷、碘等。

BCKE1381 微量元素测定—电极法

样本类型：血液、尿液。样本采集，标本处理，离心机离心，项目的定标、质控及样本的生化分析

仪/电解质分析仪检测(半自动生化分析时在检测前将试剂加入相应的空白管、标准管及测定管)，

结果审核，发报告，接受临床咨询，废弃物处理。检测项目指铜、硒、锌、锶、镉、汞、铝、锰、

钼、锂、砷、碘等。

BCKE1382
微量元素测定—电量分

析法

样本类型：血液、尿液。样本采集，标本处理，离心机离心，项目的定标、质控及样本的库仑电量

分析仪检测，结果审核，发报告，接受临床咨询，废弃物处理。检测项目指铜、硒、锌、锶、镉、

汞、铝、锰、钼、锂、砷、碘等。

BCKE1383 微量元素测定—极谱法
样本类型：血液、尿液。样本采集，标本处理，离心机离心，项目的定标、质控及样本的极谱仪检

测，结果审核，发报告，接受临床咨询，废弃物处理。检测项目指铜、硒、锌、锶、镉、汞、铝、

锰、钼、锂、砷、碘等。
9.色素及其相关物质

检验

BCLA0511
总胆红素(T-Bil)测定

—分光光度法

样本类型：血液。样本采集，标本处理，离心机离心，将试剂加入相应的空白管、标准管及测定

管，用分光光度计比色得到吸光度值，绘制标准曲线得到测定管待测物浓度，或者项目的定标、质

控及样本的生化分析仪检测(半自动生化分析时在检测前将试剂加入相应的空白管、标准管及测定

管)，结果审核，发报告，接受临床咨询，废弃物处理。

BCLA1611
总胆红素(T-Bil)测定

—酶法

样本类型：血液。样本采集，标本处理，离心机离心，项目的定标、质控及样本的生化分析仪检测

(半自动生化分析时在检测前将试剂加入相应的空白管、标准管及测定管)，结果审核，发报告，接

受临床咨询，废弃物处理。

BCLA1911
总胆红素(T-Bil)测定

—干化学法

样本类型：血液。标本采集，标本处理，离心机离心，干化学分析仪需定期做定标和质控，输入参

数，进入生化分析仪标本检测程序，结果审核，发报告，接受临床咨询，废弃物处理。

BCLB0511
直接胆红素(D-Bil)测

定—分光光度法

样本类型：血液。样本采集，标本处理，离心机离心，将试剂加入相应的空白管、标准管及测定

管，用分光光度计比色得到吸光度值，绘制标准曲线得到测定管待测物浓度，或者项目的定标、质

控及样本的生化分析仪检测(半自动生化分析时在检测前将试剂加入相应的空白管、标准管及测定

管)，结果审核，发报告，接受临床咨询，废弃物处理。

BCLB1611
直接胆红素(D-Bil)测

定—酶法

样本类型：血液。样本采集，标本处理，离心机离心，项目的定标、质控及样本的生化分析仪检测

(半自动生化分析时在检测前将试剂加入相应的空白管、标准管及测定管)，结果审核，发报告，接

受临床咨询，废弃物处理。

BCLB1911
直接胆红素(D-Bil)测

定—干化学法

样本类型：血液。标本采集，标本处理，离心机离心，干化学分析仪需定期做定标和质控，输入参

数，进入生化分析仪标本检测程序，结果审核，发报告，接受临床咨询，废弃物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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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名称 项目内涵

BCLC1911
间接胆红素(I-Bil)测

定—干化学法

样本类型：血液。标本采集，标本处理，离心机离心，干化学分析仪需定期做定标和质控，输入参

数，进入生化分析仪标本检测程序，结果审核，发报告，接受临床咨询，废弃物处理。

BCLD1011
δ -胆红素测定—高效

液相色谱法

样本类型：血液。样本采集，标本处理，试剂的准备，通过高效液相色谱仪进行检测，结果审核，

发报告，接受临床咨询，废弃物处理。

BCLD1911
δ -胆红素测定—干化

学法

样本类型：血液。标本采集，标本处理，离心机离心，干化学分析仪需定期做定标和质控，输入参

数，进入生化分析仪标本检测程序，结果审核，发报告，接受临床咨询，废弃物处理。
10.维生素及其相关物

质检验

BCMA3411
叶酸(FA)测定—化学发

光免疫法

样本类型：血液。采集标本，标本处理，离心机离心后，放置于化学发光仪上，装载试剂，输入参

数，进入标本检测程序，做定标和质控，结果审核，发报告，接受临床咨询，废弃物处理。

BCMA3511
叶酸(FA)测定—电化学

发光免疫法

样本类型：血液。采血，标本处理，用离心机离心后，将血清放置于电化学发光仪上，电化学发光

仪需做定标和质控，输入参数后，仪器检测，审核结果，发报告，接受临床咨询，废弃物处理。

BCMA3512
红细胞内叶酸测定—电

化学发光免疫法

样本类型：血液。采血，标本处理，用离心机离心后，将血清放置于电化学发光仪上，电化学发光

仪需做定标和质控，输入参数后，仪器检测，审核结果，发报告，接受临床咨询，废弃物处理。

BCMB0711
维生素A(VitA)测定—

荧光光度法

样本类型：血液。采血，标本处理，用离心机离心，加入试剂，反应后使用荧光分光光度计测定荧

光强度。同时以水制备空白对照，和标准曲线，审核结果，发报告，接受临床咨询，废弃物处理。

BCMB1011
维生素A(VitA)测定—

液相色谱法

样本类型：血液。采血，标本处理，用离心机离心，标本加入色谱柱，经过一系列处理后，取上清

液，在液相色谱仪上进样分析，审核结果，发报告，接受临床咨询，废弃物处理。

BCMC1011
维生素B1(VitB1)测定

—液相色谱法

样本类型：血液。采血，标本处理，用离心机离心，标本加入色谱柱，经过一系列处理后，取上清

液，在液相色谱仪上进样分析，审核结果，发报告，接受临床咨询，废弃物处理。

BCMD3411
维生素B12(VitB12)测

定—化学发光免疫法

样本类型：血液。采集标本，标本处理，离心机离心后，放置于化学发光仪上，装载试剂，输入参

数，进入标本检测程序，做定标和质控，结果审核，发报告，接受临床咨询，废弃物处理。

BCMD3412
活性B12(ActiveB12)测

定-化学发光免疫法

样本类型：血液。采集标本，标本处理，离心机离心后，放置于化学发光仪上，装载试剂，输入参

数，进入标本检测程序，做定标和质控，结果审核，发报告，接受临床咨询，废弃物处理。

BCMD3511
维生素B12(VitB12)测

定—电化学发光免疫法

样本类型：血液。采血，标本处理，用离心机离心后，将血清放置于电化学发光仪上，电化学发光

仪需做定标和质控，输入参数后，仪器检测，审核结果，发报告，接受临床咨询，废弃物处理。

BCME0711
维生素C(VitC)测定—

荧光光度法

样本类型：血液。采血，标本处理，用离心机离心，加入试剂，反应后使用荧光分光光度计测定荧

光强度。同时以水制备空白对照，和标准曲线，审核结果，发报告，接受临床咨询，废弃物处理。

BCME1011
维生素C(VitC)测定—

液相色谱法

样本类型：血液。采血，标本处理，用离心机离心，标本加入色谱柱，经过一系列处理后，取上清

液，在液相色谱仪上进样分析，审核结果，发报告，接受临床咨询，废弃物处理。

BCMF0711
维生素D2(VitD2)测定

—荧光光度法

样本类型：血液。采血，标本处理，用离心机离心，加入试剂，反应后使用荧光分光光度计测定荧

光强度。同时以水制备空白对照，和标准曲线，审核结果，发报告，接受临床咨询，废弃物处理。

BCMF1011
维生素D2(VitD2)测定

—液相色谱法

样本类型：血液。采血，标本处理，用离心机离心，标本加入色谱柱，经过一系列处理后，取上清

液，在液相色谱仪上进样分析，审核结果，发报告，接受临床咨询，废弃物处理。

BCMG3511
25(羟基)维生素

D3[25(OH)D3]测定—电

化学发光免疫法

样本类型：血液。采血，标本处理，用离心机离心后，将血清放置于电化学发光仪上，电化学发光

仪需做定标和质控，输入参数后，仪器检测，审核结果，发报告，接受临床咨询，废弃物处理。

BCMH1011
25羟维生素D[25(OH)D]

测定—液相色谱法

样本类型：血液。采血，标本处理，用离心机离心，标本加入色谱柱，经过一系列处理后，取上清

液，在液相色谱仪上进样分析，审核结果，发报告，接受临床咨询，废弃物处理。

BCMH3011
25羟维生素D[25(OH)D]

测定—酶联免疫吸附法

样本类型：血液。样本采集，样本处理，离心机离心，将试剂加入相应的空白孔、标准孔、对照孔

及测定孔，经过孵育，洗板，加试剂等过程后用酶标仪/酶联免疫分析仪比色得到吸光度值，绘制

标准曲线得到待测物浓度，结果审核，发报告，接受临床咨询，废弃物处理。

BCMJ3411
1,25双羟维生素

D[1,25(OH)2D]测定—

化学发光免疫法

样本类型：血液。采集标本，标本处理，离心机离心后，放置于化学发光仪上，装载试剂，输入参

数，进入标本检测程序，做定标和质控，结果审核，发报告，接受临床咨询，废弃物处理。

BCMJ3511
1,25双羟维生素

D[1,25(OH)2D]测定—

电化学发光免疫法

样本类型：血液。采血，标本处理，用离心机离心后，将血清放置于电化学发光仪上，电化学发光

仪需做定标和质控，输入参数后，仪器检测，审核结果，发报告，接受临床咨询，废弃物处理。

BCMJ3711
1,25双羟维生素

D[1,25(OH)2D]测定—

放射免疫分析法

样本类型：血液。样本采集，标本处理，离心机离心，将试剂加入相应的空白孔、标准孔、对照孔

及测定孔，经过孵育，离心，加试剂等过程后用放免分析仪，晶体闪烁计数器测定放射性，绘制标

准曲线得到待测物浓度，结果审核，发报告，接受临床咨询，废弃物处理。
11.血药浓度及毒物检

验

BCNA1111
对乙酰氨基酚(APAP)测

定—气相色谱-质谱联

用分析法

样本类型：血液。采血，标本处理，用离心机离心后，加入内标，混匀，加乙酸乙酯，涡旋混匀，

离心，分取上清液，于40℃水浴氮气吹干，残留物用流动相溶解，取上清液进样，进行气相或液相

色谱仪分析，审核结果，发报告，接受临床咨询，废弃物处理。

BCNA3411
对乙酰氨基酚(APAP)测

定—化学发光免疫法

样本类型：血液。采血，标本处理，离心机离心后，放置于化学发光仪上，装载试剂，输入参数，

进入标本检测程序，做定标和质控，结果审核，发报告，接受临床咨询废弃物处理。

BCNA3811
对乙酰氨基酚(APAP)测

定—增强型比浊抑制免

疫分析法

样本类型：血液。采血，标本处理，用离心机离心后，将样本放置于生化分析仪上(使用半自动生

化仪时，定标、质控和标本管需手工加入试剂后，进样)，生化分析仪需做定标和质控，装载试

剂，输入参数后，仪器检测，显示结果传入实验室信息系统，报告临床，接受临床咨询，废弃物处

BCNA4511

对乙酰氨基酚(APAP)测

定—荧光偏振免疫分析

法

样本类型：血液。采血，标本处理，用离心机离心后，取血浆或血清于样本杯中放于转盘上，将转

盘锁住，放入荧光偏光免疫检测仪中按操作规程测定，审核结果，发报告，接受临床咨询，废弃物

处理。

BCNB0911
苯巴比妥(PBT)测定—

气相色谱法

样本类型：血液。采血，标本处理，用离心机离心后，取一定量血清，加磷酸盐缓冲液或盐酸，加

内标混匀，通过用甲醇和蒸馏水处理过的小柱，用蒸馏水2次冲洗柱子，再用定量甲醇洗脱药物，

洗脱液置氮流下吹干，残留物用氢氧化钠的甲醇溶液溶解，最后取样本注入色谱柱进行气相色谱仪

分析，审核结果，发报告，接受临床咨询，废弃物处理。

BCNB1011
苯巴比妥(PBT)测定—

液相色谱法

样本类型：血液。采血，标本处理，用离心机离心，标本加入色谱柱，经过一系列液相色谱仪处理

后，取上清液，在液相色谱仪上进样分析，审核结果，发报告，接受临床咨询，废弃物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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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CNB1911
苯巴比妥(PBT)测定—

干化学法

样本类型：血液。采血，标本处理，用离心机离心后，将血清放置于全自动干化学分析仪上，生化

分析仪需做定标和质控，输入参数后，仪器检测，审核结果，发报告，接受临床咨询，废弃物处理

BCNB3411
苯巴比妥(PBT)测定—

化学发光免疫法

样本类型：血液。采血，标本处理，离心机离心后，放置于化学发光仪上，装载试剂，输入参数，

进入标本检测程序，做定标和质控，结果审核，发报告，接受临床咨询废弃物处理。

BCNB3811
苯巴比妥(PBT)测定—

增强型比浊抑制免疫分

析法

样本类型：血液。采血，标本处理，用离心机离心后，将样本放置于生化分析仪上(使用半自动生

化仪时，定标、质控和标本管需手工加入试剂后，进样)，生化分析仪需做定标和质控，装载试

剂，输入参数后，仪器检测，显示结果传入实验室信息系统，报告临床，接受临床咨询，废弃物处

BCNB4511
苯巴比妥(PBT)测定—

荧光偏振免疫分析法

样本类型：血液。采血，标本处理，用离心机离心后，取血浆或血清于样本杯中放于转盘上，将转

盘锁住，放入荧光偏光免疫检测仪中按操作规程测定，审核结果，发报告，接受临床咨询，废弃物

处理。

BCNC0911
卡马西平(CBZ)测定—

气相色谱法

样本类型：血液。采血，标本处理，用离心机离心后，取一定量血清，加磷酸盐缓冲液或盐酸，加

内标混匀，通过用甲醇和蒸馏水处理过的小柱，用蒸馏水2次冲洗柱子，再用定量甲醇洗脱药物，

洗脱液置氮流下吹干，残留物用氢氧化钠的甲醇溶液溶解，最后取样本注入色谱柱进行气相色谱仪

分析，审核结果，发报告，接受临床咨询，废弃物处理。

BCNC1011
卡马西平(CBZ)测定—

液相色谱法

样本类型：血液。采血，标本处理，用离心机离心，标本加入色谱柱，经过液相色谱仪一系列处理

后，取上清液，在液相色谱仪上进样分析，审核结果，发报告，接受临床咨询，废弃物处理。

BCNC1911
卡马西平(CBZ)测定—

干化学法

样本类型：血液。标本采集，标本处理，离心机离心，干化学分析仪需定期做定标和质控，输入参

数，进入生化分析仪标本检测程序，结果审核，发报告，接受临床咨询，废弃物处理。

BCNC3411
卡马西平(CBZ)测定—

—化学发光免疫法

样本类型：血液。采血，标本处理，离心机离心后，放置于化学发光仪上，装载试剂，输入参数，

进入标本检测程序，做定标和质控，结果审核，发报告，接受临床咨询废弃物处理。

BCNC3811
卡马西平(CBZ)测定—

增强型比浊抑制免疫分

析法

样本类型：血液。采血，标本处理，用离心机离心后，将样本放置于生化分析仪上(使用半自动生

化仪时，定标、质控和标本管需手工加入试剂后，进样)，生化分析仪需做定标和质控，装载试

剂，输入参数后，仪器检测，显示结果传入实验室信息系统，报告临床，接受临床咨询，废弃物处

BCNC4511
卡马西平(CBZ)测定—

荧光偏振免疫分析法

样本类型：血液。采血，标本处理，用离心机离心后，取血浆或血清于样本杯中放于转盘上，将转

盘锁住，放入荧光偏光免疫检测仪中按操作规程测定，审核结果，发报告，接受临床咨询，废弃物

处理。

BCND1011
地高辛测定—液相色谱

法

样本类型：血液。采血，标本处理，用离心机离心，标本加入色谱柱，经过液相色谱仪一系列处理

后，取上清液，在液相色谱仪上进样分析，审核结果，发报告，接受临床咨询，废弃物处理。

BCND1911 地高辛测定—干化学法
样本类型：血液。标本采集，标本处理，离心机离心，干化学分析仪需定期做定标和质控，输入参

数，进入标本检测程序，结果审核，发报告，接受临床咨询，废弃物处理。

BCND3411
地高辛浓度测定—化学

发光免疫法

样本类型：血液。采血，标本处理，离心机离心后，放置于化学发光仪上，装载试剂，输入参数，

进入标本检测程序，做定标和质控，结果审核，发报告，接受临床咨询废弃物处理。

BCND3511
地高辛测定—电化学发

光免疫法

样本类型：血液。采血，标本处理，用离心机离心后，将血清放置于电化学发光仪上，电化学发光

仪需做定标和质控，输入参数后，仪器检测，审核结果，发报告，接受临床咨询，废弃物处理。

BCND3711
地高辛测定—放射免疫

分析法

样本类型：血液。样本采集，标本处理，离心机离心，将试剂加入相应的空白孔、标准孔、对照孔

及测定孔，经过孵育，离心，加试剂等过程后用放免分析仪，晶体闪烁计数器测定放射性，绘制标

准曲线得到待测物浓度，结果审核，发报告，接受临床咨询，废弃物处理。

BCND3811
地高辛测定—增强型比

浊抑制免疫分析法

样本类型：血液。采血，标本处理，用离心机离心后，将样本放置于生化分析仪上(使用半自动生

化仪时，定标、质控和标本管需手工加入试剂后，进样)，生化分析仪需做定标和质控，装载试

剂，输入参数后，仪器检测，显示结果，审核结果，发报告，接受临床咨询，废弃物处理。

BCND4511
地高辛测定—荧光偏振

免疫分析法

样本类型：血液。采血，标本处理，用离心机离心后，取血浆或血清于样本杯中放于转盘上，将转

盘锁住，放入荧光偏光免疫检测仪中按操作规程测定，审核结果，发报告，接受临床咨询，废弃物

处理。

BCNE3511
洋地黄毒甙测定—电化

学发光免疫法

样本类型：血液。采血，标本处理，用离心机离心后，将血清放置于电化学发光仪上，电化学发光

仪需做定标和质控，输入参数后，仪器检测，审核结果，发报告，接受临床咨询，废弃物处理。

BCNF1011
庆大霉素测定—液相色

谱法

样本类型：血液。采血，标本处理，用离心机离心，标本加入色谱柱，经过液相色谱仪一系列处理

后，取上清液，在液相色谱仪上进样分析，审核结果，发报告，接受临床咨询，废弃物处理。

BCNF3411
庆大霉素测定—化学发

光免疫法

样本类型：血液。采血，标本处理，离心机离心后，放置于化学发光仪上，装载试剂，输入参数，

进入标本检测程序，做定标和质控，结果审核，发报告，接受临床咨询废弃物处理。

BCNF3811
庆大霉素测定—增强型

比浊抑制免疫分析法

样本类型：血液。采血，标本处理，用离心机离心后，将样本放置于生化分析仪上(使用半自动生

化仪时，定标、质控和标本管需手工加入试剂后，进样)，生化分析仪需做定标和质控，装载试

剂，输入参数后，仪器检测，显示结果，审核结果，发报告，接受临床咨询，废弃物处理。

BCNF4511
庆大霉素测定—荧光偏

振免疫分析法

样本类型：血液。采血，标本处理，用离心机离心后，取血浆或血清于样本杯中放于转盘上，将转

盘锁住，放入荧光偏光免疫检测仪中按操作规程测定，审核结果，发报告，接受临床咨询，废弃物

处理。

BCNG0911
苯妥英测定—气相色谱

法

样本类型：血液。采血，标本处理，用离心机离心后，取一定量血清，加磷酸盐缓冲液或盐酸，加

内标混匀，通过用甲醇和蒸馏水处理过的小柱，用蒸馏水2次冲洗柱子，再用定量甲醇洗脱药物，

洗脱液置氮流下吹干，残留物用氢氧化钠的甲醇溶液溶解，最后取样本注入色谱柱进行气相色谱仪

分析，审核结果，发报告，接受临床咨询，废弃物处理。

BCNG1011
苯妥英测定—液相色谱

法

样本类型：血液。采血，标本处理，用离心机离心，标本加入色谱柱，经过液相色谱仪一系列处理

后，取上清液，在液相色谱仪上进样分析，审核结果，发报告，接受临床咨询，废弃物处理。

BCNG1911 苯妥英测定—干化学法
样本类型：血液。标本采集，标本处理，离心机离心，干化学分析仪需定期做定标和质控，输入参

数，进入标本检测程序，结果审核，发报告，接受临床咨询，废弃物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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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名称 项目内涵

BCNG3411
苯妥英测定—化学发光

免疫法

样本类型：血液。采血，标本处理，离心机离心后，放置于化学发光仪上，装载试剂，输入参数，

进入标本检测程序，做定标和质控，结果审核，发报告，接受临床咨询废弃物处理。

BCNG3811
苯妥英测定—增强型比

浊抑制免疫分析法

样本类型：血液。采血，标本处理，用离心机离心后，将样本放置于生化分析仪上(使用半自动生

化仪时，定标、质控和标本管需手工加入试剂后，进样)，生化分析仪需做定标和质控，装载试

剂，输入参数后，仪器检测，显示结果，审核结果，发报告，接受临床咨询，废弃物处理。

BCNG4511
苯妥英测定—荧光偏振

免疫分析法

样本类型：血液。采血，标本处理，用离心机离心后，取血浆或血清于样本杯中放于转盘上，将转

盘锁住，放入荧光偏光免疫检测仪中按操作规程测定，审核结果，发报告，接受临床咨询，废弃物

处理。

BCNH1011
水杨酸盐测定—液相色

谱法

样本类型：血液。采血，标本处理，用离心机离心，标本加入色谱柱，经过液相色谱仪一系列处理

后，取上清液，在液相色谱仪上进样分析，审核结果，发报告，接受临床咨询，废弃物处理。

BCNH1611 水杨酸盐测定—酶法
样本类型：血液。采血，标本处理，用离心机离心后，将样本放置于生化分析仪上(使用半自动生

化仪时，定标、质控和标本管需手工加入试剂后，进样)，生化分析仪需做定标和质控，装载试

剂，输入参数后，仪器检测，显示结果传入实验室信息系统，报告临床，接受临床咨询，废弃物处

BCNH1911
水杨酸盐测定—干化学

法

样本类型：血液。标本采集，标本处理，离心机离心，干化学分析仪需定期做定标和质控，输入参

数，进入生化分析仪标本检测程序，结果审核，发报告，接受临床咨询，废弃物处理。

BCNH3411
水杨酸盐测定—化学发

光免疫法

样本类型：血液。采血，标本处理，离心机离心后，放置于化学发光仪上，装载试剂，输入参数，

进入标本检测程序，做定标和质控，结果审核，发报告，接受临床咨询废弃物处理。

BCNH4511
水杨酸盐测定—荧光偏

振免疫分析法

样本类型：血液。采血，标本处理，用离心机离心后，取血浆或血清于样本杯中放于转盘上，将转

盘锁住，放入荧光偏光免疫检测仪中按操作规程测定，审核结果，发报告，接受临床咨询，废弃物

处理。

BCNJ1011 茶碱测定—液相色谱法
样本类型：血液。采血，标本处理，用离心机离心，标本加入色谱柱，经过液相色谱仪一系列处理

后，取上清液，在液相色谱仪上进样分析，审核结果，发报告，接受临床咨询，废弃物处理。

BCNJ1911 茶碱测定—干化学法
样本类型：血液。标本采集，标本处理，离心机离心，干化学分析仪需定期做定标和质控，输入参

数，进入生化分析仪标本检测程序，结果审核，发报告，接受临床咨询，废弃物处理。

BCNJ3411
茶碱测定—化学发光免

疫法

样本类型：血液。采血，标本处理，离心机离心后，放置于化学发光仪上，装载试剂，输入参数，

进入标本检测程序，做定标和质控，结果审核，发报告，接受临床咨询废弃物处理。

BCNJ3811
茶碱测定—增强型比浊

抑制免疫分析法

样本类型：血液。采血，标本处理，用离心机离心后，将样本放置于生化分析仪上(使用半自动生

化仪时，定标、质控和标本管需手工加入试剂后，进样)，生化分析仪需做定标和质控，装载试

剂，输入参数后，仪器检测，显示结果，审核结果，发报告，接受临床咨询，废弃物处理。

BCNJ4511
茶碱测定—荧光偏振免

疫分析法

样本类型：血液。采血，标本处理，用离心机离心后，取血浆或血清于样本杯中放于转盘上，将转

盘锁住，放入荧光偏光免疫检测仪中按操作规程测定，审核结果，发报告，接受临床咨询，废弃物

处理。

BCNK1011
托普霉素测定—液相色

谱法

样本类型：血液。采血，标本处理，用离心机离心，标本加入色谱柱，经过液相色谱仪一系列处理

后，取上清液，在液相色谱仪上进样分析，审核结果，发报告，接受临床咨询，废弃物处理。

BCNK3411
托普霉素测定—化学发

光免疫法

样本类型：血液。采血，标本处理，离心机离心后，放置于化学发光仪上，装载试剂，输入参数，

进入标本检测程序，做定标和质控，结果审核，发报告，接受临床咨询废弃物处理。

BCNK3811
托普霉素测定—增强型

比浊抑制免疫分析法

样本类型：血液。采血，标本处理，用离心机离心后，将样本放置于生化分析仪上(使用半自动生

化仪时，定标、质控和标本管需手工加入试剂后，进样)，生化分析仪需做定标和质控，装载试

剂，输入参数后，仪器检测，显示结果，审核结果，发报告，接受临床咨询，废弃物处理。

BCNK4511
托普霉素测定—荧光偏

振免疫分析法

样本类型：血液。采血，标本处理，用离心机离心后，取血浆或血清于样本杯中放于转盘上，将转

盘锁住，放入荧光偏光免疫检测仪中按操作规程测定，审核结果，发报告，接受临床咨询，废弃物

处理。

BCNL1011
万古霉素测定—液相色

谱法

样本类型：血液。采血，标本处理，用离心机离心，标本加入色谱柱，经过液相色谱仪一系列处理

后，取上清液，在液相色谱仪上进样分析，审核结果，发报告，接受临床咨询，废弃物处理。

BCNL3411
万古霉素测定—化学发

光免疫法

样本类型：血液。采血，标本处理，离心机离心后，放置于化学发光仪上，装载试剂，输入参数，

进入标本检测程序，做定标和质控，结果审核，发报告，接受临床咨询废弃物处理。

BCNL3811
万古霉素测定—增强型

比浊抑制免疫分析法

样本类型：血液。采血，标本处理，用离心机离心后，将样本放置于生化分析仪上(使用半自动生

化仪时，定标、质控和标本管需手工加入试剂后，进样)，生化分析仪需做定标和质控，装载试

剂，输入参数后，仪器检测，显示结果传入实验室信息系统，报告临床，接受临床咨询，废弃物处

BCNL4511
万古霉素测定—荧光偏

振免疫分析法

样本类型：血液。采血，标本处理，用离心机离心后，取血浆或血清于样本杯中放于转盘上，将转

盘锁住，放入荧光偏光免疫检测仪中按操作规程测定，审核结果，发报告，接受临床咨询，废弃物

处理。

BCNM1011
氨甲蝶呤测定—液相色

谱法

样本类型：血液。采血，标本处理，用离心机离心，标本加入色谱柱，经过一系列处理后，取上清

液，在液相色谱仪上进样分析，审核结果，发报告，接受临床咨询，废弃物处理。

BCNM3411
氨甲蝶呤测定—化学发

光免疫法

样本类型：血液。采血，标本处理，离心机离心后，放置于化学发光仪上，装载试剂，输入参数，

进入标本检测程序，做定标和质控，结果审核，发报告，接受临床咨询废弃物处理。

BCNM3811
氨甲蝶呤测定—增强型

比浊抑制免疫分析法

样本类型：血液。采血，标本处理，用离心机离心后，将样本放置于生化分析仪上(使用半自动生

化仪时，定标、质控和标本管需手工加入试剂后，进样)，生化分析仪需做定标和质控，装载试

剂，输入参数后，仪器检测，显示结果传入实验室信息系统，报告临床，接受临床咨询，废弃物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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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名称 项目内涵

BCNM4511
氨甲蝶呤测定—荧光偏

振免疫分析法

样本类型：血液。采血，标本处理，用离心机离心后，取血浆或血清于样本杯中放于转盘上，将转

盘锁住，放入荧光偏光免疫检测仪中按操作规程测定，审核结果，发报告，接受临床咨询，废弃物

处理。

BCNN1011
环孢霉素A测定—液相

色谱法

样本类型：血液。采血，标本处理，用离心机离心，标本加入色谱柱，经过液相色谱仪一系列处理

后，取上清液，在液相色谱仪上进样分析，审核结果，发报告，接受临床咨询，废弃物处理。

BCNN1111

环孢霉素A测定—高效

液相色谱-质谱联用分

析法

样本类型：血液。标本采集，标本处理，样品先经过液相色谱柱，经梯度洗脱程序分离后，其包括

有被测物的部分被送入高效液相色谱-串联质谱仪，串联质谱对被测物进行分析定量，每次测定时

都带有标准品和质控品，审核结果，发报告，接受临床咨询，废弃物处理。

BCNN3411
环孢霉素A测定—化学

发光免疫法

样本类型：血液。采血，标本处理，离心机离心后，放置于化学发光仪上，装载试剂，输入参数，

进入标本检测程序，做定标和质控，结果审核，发报告，接受临床咨询废弃物处理。

BCNN3811
环孢霉素A测定—增强

型比浊抑制免疫分析法

样本类型：血液。采血，标本处理，用离心机离心后，将样本放置于生化分析仪上(使用半自动生

化仪时，定标、质控和标本管需手工加入试剂后，进样)，生化分析仪需做定标和质控，装载试

剂，输入参数后，仪器检测，显示结果，审核结果，发报告，接受临床咨询，废弃物处理。

BCNN4511
环孢霉素A测定—荧光

偏振免疫分析法

样本类型：血液。采血，标本处理，用离心机离心后，取血浆或血清于样本杯中放于转盘上，将转

盘锁住，放入荧光偏光免疫检测仪中按操作规程测定，审核结果，发报告，接受临床咨询，废弃物

处理。

BCNP1111

普乐可复测定—高效液

相色谱-质谱联用分析

法

样本类型：血液。标本采集，标本处理，样品先经过液相色谱柱，经梯度洗脱程序分离后，其包括

有被测物的部分被送入高效液相色谱-串联质谱仪，串联质谱对被测物进行分析定量，每次测定时

都带有标准品和质控品，审核结果，发报告，接受临床咨询，废弃物处理。

BCNP3411
普乐可复测定—化学发

光免疫法

样本类型：血液。采血，标本处理，离心机离心后，放置于化学发光仪上，装载试剂，输入参数，

进入标本检测程序，做定标和质控，结果审核，发报告，接受临床咨询废弃物处理。

BCNQ1111

西罗莫司测定—高效液

相色谱-质谱联用分析

法

样本类型：血液。标本采集，标本处理，样品先经过液相色谱柱，经梯度洗脱程序分离后，其包括

有被测物的部分被送入高效液相色谱-串联质谱仪，串联质谱对被测物进行分析定量，每次测定时

都带有标准品和质控品，审核结果，发报告，接受临床咨询，废弃物处理。

BCNQ3411
西罗莫司测定—化学发

光免疫法

样本类型：血液。采血，标本处理，离心机离心后，放置于化学发光仪上，装载试剂，输入参数，

进入标本检测程序，做定标和质控，结果审核，发报告，接受临床咨询废弃物处理。

BCNR0911
丙戊酸测定—气相色谱

法

样本类型：血液。采血，标本处理，用离心机离心后，取一定量血清，加磷酸盐缓冲液或盐酸，加

内标混匀，通过用甲醇和蒸馏水处理过的小柱，用蒸馏水2次冲洗柱子，再用定量甲醇洗脱药物，

洗脱液置氮流下吹干，残留物用氢氧化钠的甲醇溶液溶解，最后取样本注入色谱柱进行气相色谱仪

分析，审核结果，发报告，接受临床咨询，废弃物处理。

BCNR3411
丙戊酸测定—化学发光

免疫法

样本类型：血液。采血，标本处理，离心机离心后，放置于化学发光仪上，装载试剂，输入参数，

进入标本检测程序，做定标和质控，结果审核，发报告，接受临床咨询废弃物处理。

BCNR3811
丙戊酸测定—增强型比

浊抑制免疫分析法

样本类型：血液。采血，标本处理，用离心机离心后，将样本放置于生化分析仪上(使用半自动生

化仪时，定标、质控和标本管需手工加入试剂后，进样)，生化分析仪需做定标和质控，装载试

剂，输入参数后，仪器检测，显示结果，审核结果，发报告，接受临床咨询，废弃物处理。

BCNR4511
丙戊酸测定—荧光偏振

免疫分析法

样本类型：血液。采血，标本处理，用离心机离心后，取血浆或血清于样本杯中放于转盘上，将转

盘锁住，放入荧光偏光免疫检测仪中按操作规程测定，审核结果，发报告，接受临床咨询，废弃物

处理。

BCNS1081
苯并二氮卓药物筛查—

液相色谱法

样本类型：血液、尿液。采血，标本处理，用离心机离心，标本加入色谱柱，经过液相色谱仪一系

列处理后，取上清液，在液相色谱仪上进样分析，审核结果，发报告，接受临床咨询，废弃物处理

BCNS3081
苯并二氮卓药物筛查—

酶联免疫吸附法

样本类型：血液、尿液。样本采集，样本处理，离心机离心，将试剂加入相应的空白孔、标准孔、

对照孔及测定孔，经过孵育，洗板，加试剂等过程后用酶标仪/酶联免疫分析仪比色得到吸光度

值，绘制标准曲线得到待测物浓度，结果审核，发报告，接受临床咨询，废弃物处理。

BCNS4581
苯并二氮卓药物筛查—

荧光偏振免疫分析法

样本类型：血液、尿液。采血，标本处理，用离心机离心后，取血浆或血清于样本杯中放于转盘

上，将转盘锁住，放入荧光偏光免疫检测仪中按操作规程测定，审核结果，发报告，接受临床咨

询，废弃物处理。

BCNS4881
苯并二氮卓药物筛查—

金标法

样本类型：血液、尿液。在标本孔内滴入200微升血清或血浆，将反应结果与标准比色卡比较后即

可得出浓度，审核结果，发报告，接受临床咨询，废弃物处理。

BCNT1081
可卡因代谢物药物筛查

—液相色谱法

样本类型：血液、尿液。样本留取，标本处理，标准色谱图及保留时间的测定，标准曲线绘制，取

处理过的样品进样至高效液相色谱仪上，检测后，得色谱图，审核结果，发报告，接受临床咨询，

废弃物处理。

BCNT3081
可卡因代谢物药物筛查

—酶联免疫吸附法

样本类型：血液、尿液。样本采集，样本处理，离心机离心，将试剂加入相应的空白孔、标准孔、

对照孔及测定孔，经过孵育，洗板，加试剂等过程后用酶标仪/酶联免疫分析仪比色得到吸光度

值，绘制标准曲线得到待测物浓度，结果审核，发报告，接受临床咨询。

BCNU3421
可卡因浓度药物筛查—

化学发光免疫法

样本类型：尿液。采血，标本处理，离心机离心后，放置于化学发光仪上，装载试剂，输入参数，

进入标本检测程序，做定标和质控，结果审核，发报告，接受临床咨询废弃物处理。

BCNU4821
可卡因浓度药物筛查—

金标法

样本类型：尿液。在标本孔内滴入200微升血清或血浆，将反应结果与标准比色卡比较后即可得出

浓度，审核结果，发报告，接受临床咨询，废弃物处理。

BCNV1081
巴比妥药物筛查—液相

色谱法

样本类型：血液、尿液。采血，标本处理，用离心机离心，标本加入色谱柱，经过液相色谱仪一系

列处理后，取上清液，在液相色谱仪上进样分析，审核结果，发报告，接受临床咨询，废弃物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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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名称 项目内涵

BCNV1181
巴比妥药物筛查—气相

色谱-质谱联用分析法

样本类型：血液、尿液。采血，标本处理，用离心机离心后，加入内标，混匀，加乙酸乙酯，涡旋

混匀，离心，分取上清液，于40℃水浴氮气吹干，残留物用流动相溶解，取上清液进样，进行气相

或液相色谱仪分析，审核结果，发报告，接受临床咨询，废弃物处理。

BCNV1981
巴比妥药物筛查—干化

学法

样本类型：血液、尿液。标本采集，标本处理，离心机离心，干化学分析仪需定期做定标和质控，

输入参数，进入生化分析仪标本检测程序，结果审核，发报告，接受临床咨询，废弃物处理。

BCNV3081
巴比妥药物筛查—酶联

免疫吸附法

样本类型：血液、尿液。样本采集，样本处理，离心机离心，将试剂加入相应的空白孔、标准孔、

对照孔及测定孔，经过孵育，洗板，加试剂等过程后用酶标仪/酶联免疫分析仪比色得到吸光度

值，绘制标准曲线得到待测物浓度，结果审核，发报告，接受临床咨询，废弃物处理。

BCNV3481
巴比妥药物筛查—化学

发光免疫法

样本类型：血液、尿液。采血，标本处理，离心机离心后，放置于化学发光仪上，装载试剂，输入

参数，进入标本检测程序，做定标和质控，结果审核，发报告，接受临床咨询废弃物处理。

BCNW4821
安非他明药物筛查—金

标法

样本类型：尿液。在标本孔内滴入200微升血清或血浆，将反应结果与标准比色卡比较后即可得出

浓度，审核结果，发报告，接受临床咨询，废弃物处理。

BCNX0981
安眠酮药物筛查—气相

色谱法

样本类型：血液、尿液。采血，标本处理，用离心机离心后，取一定量血清，加磷酸盐缓冲液或盐

酸，加内标混匀，通过用甲醇和蒸馏水处理过的小柱，用蒸馏水2次冲洗柱子，再用定量甲醇洗脱

药物，洗脱液置氮流下吹干，残留物用氢氧化钠的甲醇溶液溶解，最后取样本注入色谱柱进行气相

色谱仪分析，审核结果，发报告，接受临床咨询，废弃物处理。

BCNX1181
安眠酮药物筛查—气相

色谱-质谱联用分析法

样本类型：血液、尿液。采血，标本处理，用离心机离心后，加入内标，混匀，加乙酸乙酯，涡旋

混匀，离心，分取上清液，于40℃水浴氮气吹干，残留物用流动相溶解，取上清液进样，进行气相

或液相色谱仪分析，审核结果，发报告，接受临床咨询，废弃物处理。

BCNX3081
安眠酮药物筛查—酶联

免疫吸附法

样本类型：血液、尿液。样本采集，样本处理，离心机离心，将试剂加入相应的空白孔、标准孔、

对照孔及测定孔，经过孵育，洗板，加试剂等过程后用酶标仪/酶联免疫分析仪比色得到吸光度

值，绘制标准曲线得到待测物浓度，结果审核，发报告，接受临床咨询，废弃物处理。

BCNY1081
美沙酮药物筛查—液相

色谱法

样本类型：血液、尿液。采血，标本处理，用离心机离心，标本加入色谱柱，经过液相色谱仪一系

列处理后，取上清液，在液相色谱仪上进样分析，审核结果，发报告，接受临床咨询，废弃物处理

BCNY3081
美沙酮药物筛查—酶联

免疫吸附法

样本类型：血液、尿液。样本采集，样本处理，离心机离心，将试剂加入相应的空白孔、标准孔、

对照孔及测定孔，经过孵育，洗板，加试剂等过程后用酶标仪/酶联免疫分析仪比色得到吸光度

值，绘制标准曲线得到待测物浓度，结果审核，发报告，接受临床咨询，废弃物处理。

BCNY4821
美沙酮药物筛查—金标

法

样本类型：尿液。在标本孔内滴入200微升血清或血浆，将反应结果与标准比色卡比较后即可得出

浓度，审核结果，发报告，接受临床咨询，废弃物处理。

BCNZ3081
苯环己哌啶药物筛查—

酶联免疫吸附法

样本类型：血液、尿液。样本采集，样本处理，离心机离心，将试剂加入相应的空白孔、标准孔、

对照孔及测定孔，经过孵育，洗板，加试剂等过程后用酶标仪/酶联免疫分析仪比色得到吸光度

值，绘制标准曲线得到待测物浓度，结果审核，发报告，接受临床咨询，废弃物处理。

BCPA3081
鸦片制剂药物筛查—酶

联免疫吸附法

样本类型：血液、尿液。样本采集，样本处理，离心机离心，将试剂加入相应的空白孔、标准孔、

对照孔及测定孔，经过孵育，洗板，加试剂等过程后用酶标仪/酶联免疫分析仪比色得到吸光度

值，绘制标准曲线得到待测物浓度，结果审核，发报告，接受临床咨询，废弃物处理。

BCPA3481
鸦片制剂药物筛查—化

学发光免疫法

样本类型：血液、尿液。采血标本处理，离心机离心后，放置于化学发光仪上，装载试剂，输入参

数，进入标本检测程序，做定标和质控，结果审核，发报告，接受临床咨询废弃物处理。

BCPB3081
丙氧芬药物筛查—酶联

免疫吸附法

样本类型：血液、尿液。样本采集，样本处理，离心机离心，将试剂加入相应的空白孔、标准孔、

对照孔及测定孔，经过孵育，洗板，加试剂等过程后用酶标仪/酶联免疫分析仪比色得到吸光度

值，绘制标准曲线得到待测物浓度，结果审核，发报告，接受临床咨询，废弃物处理。

BCPC3081
大麻素药物筛查—酶联

免疫吸附法

样本类型：血液、尿液。样本采集，样本处理，离心机离心，将试剂加入相应的空白孔、标准孔、

对照孔及测定孔，经过孵育，洗板，加试剂等过程后用酶标仪/酶联免疫分析仪比色得到吸光度

值，绘制标准曲线得到待测物浓度，结果审核，发报告，接受临床咨询，废弃物处理。

BCPC4821
大麻素药物筛查—金标

法

样本类型：尿液。在标本孔内滴入200微升血清或血浆，将反应结果与标准比色卡比较后即可得出

浓度，审核结果，发报告，接受临床咨询，废弃物处理。

BCPD4821
冰毒(甲基安非他明)药

物筛查—金标法

样本类型：尿液。在标本孔内滴入200微升血清或血浆，将反应结果与标准比色卡比较后即可得出

浓度，审核结果，发报告，接受临床咨询，废弃物处理。

BCPE4821 吗啡药物筛查—金标法
样本类型：尿液。在标本孔内滴入200微升血清或血浆，将反应结果与标准比色卡比较后即可得出

浓度，审核结果，发报告，接受临床咨询，废弃物处理。

BCPF4821
氯胺酮药物筛查—金标

法

样本类型：尿液。在标本孔内滴入200微升血清或血浆，将反应结果与标准比色卡比较后即可得出

浓度，审核结果，发报告，接受临床咨询，废弃物处理。

BCPG4821
五合一毒品金标筛选测

试—金标法

样本类型：尿液。在标本孔内滴入200微升血清或血浆，将反应结果与标准比色卡比较后即可得出

浓度，审核结果，发报告，接受临床咨询，废弃物处理。

BCPH1081 毒物测定—液相色谱法
样本类型：呕吐物、排泄物。采血，标本处理，用离心机离心，标本加入色谱柱，经过一系列处理

后，取上清液，在液相色谱仪上进样分析，审核结果，发报告，接受临床咨询，废弃物处理。

BCPH1181
毒物测定—气相色谱-

质谱联用分析法

样本类型：呕吐物、排泄物。采血，标本处理，用离心机离心后，加入内标，混匀，加乙酸乙酯，

涡旋混匀，离心，分取上清液，于40℃水浴氮气吹干，残留物用流动相溶解，取上清液进样，进行

气相或液相色谱仪分析，审核结果，发报告，接受临床咨询，废弃物处理。
12.激素及相关物质检

验
丘脑下部－垂体激素

BCQA3411
抗利尿激素(ADH)测定

—化学发光免疫法

样本类型：血液。采血，标本处理，用离心机离心后，将血清放置于化学发光仪上，化学发光仪需

做定标和质控，装载试剂，输入参数后，仪器检测，审核结果，发报告，接受临床咨询，废弃物处

BCQA3511
抗利尿激素(ADH)测定

—电化学发光免疫法

样本类型：血液。采血，标本处理，用离心机离心后，将血清放置于电化学发光仪上，电化学发光

仪需做定标和质控，输入参数后，仪器检测，审核结果，发报告，接受临床咨询，废弃物处理。

BCQA3711
抗利尿激素(ADH)测定

—放射免疫分析法

样本类型：血液。样本采集，标本处理，离心机离心，将试剂加入相应的空白孔、标准孔、对照孔

及测定孔，经过孵育，离心，加试剂等过程后用放免分析仪，晶体闪烁计数器测定放射性，绘制标

准曲线得到待测物浓度，结果审核，发报告，接受临床咨询，废弃物处理。

BCQA4711
抗利尿激素(ADH)测定

—时间分辨荧光免疫分

析法

样本类型：血液。标本采集，标本处理，用离心机离心，取定量血清加入包被好抗体的反应板，加

入增强液置37℃水浴箱，冲洗包被板，在时间分辨荧光免疫分析仪上检测发光强度，需与标本同时

做标准曲线和质控，审核结果，发报告，接受临床咨询，废弃物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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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名称 项目内涵

BCQB3111
泌乳素(PRL)测定—磁

微粒酶联免疫法

样本类型：血液。采血，标本处理，用离心机离心后，将血清放置于磁微粒酶免分析仪上，磁微粒

酶免分析仪需做定期定标和质控，装载试剂，输入参数后，仪器运行实验检测，审核结果，发报

告，接受临床咨询，废弃物处理。

BCQB3381
泌乳素(PRL)测定—微

阵列酶联免疫法

样本类型：血液、尿液。样本稀释，加样，温育并37℃振荡，再洗涤，加样，温育第二次，37℃振

荡，洗涤，浓缩洗液稀释，拍干，酶免分析仪及生物芯片分析仪检测与结果判断，发光液A和B1：1

混匀，每孔加入40微升，用酶免分析仪及生物芯片分析仪检测，获得各指标发光信号值并进行结果

判断。

BCQB3481
泌乳素(PRL)测定—化

学发光免疫法

样本类型：血液、尿液。采血，标本处理，用离心机离心后，将血清放置于化学发光仪上，化学发

光仪需做定标和质控，装载试剂，输入参数后，仪器检测，审核结果，发报告，接受临床咨询，废

弃物处理。

BCQB3581
泌乳素(PRL)测定—电

化学发光免疫法

样本类型：血液、尿液。采血，标本处理，用离心机离心后，将血清放置于电化学发光仪上，电化

学发光仪需做定标和质控，输入参数后，仪器检测，审核结果，发报告，接受临床咨询，废弃物处

BCQB3681
泌乳素(PRL)测定—微

粒子发光免疫分析法

样本类型：血液、尿液。标本处理，用离心机离心后，将血清放置于微粒子发光免疫分析仪。装载

试剂，输入参数后，仪器检测，审核结果、发报告，接受临床咨询废弃物处理。

BCQB3781
泌乳素(PRL)测定—放

射免疫分析法

样本类型：血液、尿液。样本采集，标本处理，离心机离心，将试剂加入相应的空白孔、标准孔、

对照孔及测定孔，经过孵育，离心，加试剂等过程后用放免分析仪，晶体闪烁计数器测定放射性，

绘制标准曲线得到待测物浓度，结果审核，发报告，接受临床咨询，废弃物处理。

BCQB4781
泌乳素(PRL)测定—时

间分辨荧光免疫分析法

样本类型：血液、尿液。标本采集，标本处理，用离心机离心，取定量血清加入包被好抗体的反应

板，加入增强液置37℃水浴箱，冲洗包被板，在时间分辨荧光免疫分析仪上检测发光强度，需与标

本同时做标准曲线和质控，审核结果，发报告，接受临床咨询，废弃物处理。

BCQC3081
生长激素(GH)测定—酶

联免疫吸附法

样本类型：血液、尿液。样本采集，样本处理，离心机离心，将试剂加入相应的空白孔、标准孔、

对照孔及测定孔，经过孵育，洗板，加试剂等过程后用酶标仪/酶联免疫分析仪比色得到吸光度

值，绘制标准曲线得到待测物浓度，结果审核，发报告，接受临床咨询，废弃物处理。

BCQC3481
生长激素(GH)测定—化

学发光免疫法

样本类型：血液、尿液。采血，标本处理，用离心机离心后，将血清放置于化学发光仪上，化学发

光仪需做定标和质控，装载试剂，输入参数后，仪器检测，审核结果，发报告，接受临床咨询，废

弃物处理。

BCQC3581
生长激素(GH)测定—电

化学发光免疫法

样本类型：血液、尿液。采血，标本处理，用离心机离心后，将血清放置于电化学发光仪上，电化

学发光仪需做定标和质控，输入参数后，仪器检测，审核结果，发报告，接受临床咨询，废弃物处

BCQC3781
生长激素(GH)测定—放

射免疫分析法

样本类型：血液、尿液。样本采集，标本处理，离心机离心，将试剂加入相应的空白孔、标准孔、

对照孔及测定孔，经过孵育，离心，加试剂等过程后用放免分析仪，晶体闪烁计数器测定放射性，

绘制标准曲线得到待测物浓度，结果审核，发报告，接受临床咨询，废弃物处理。

BCQC4781
生长激素(GH)测定—时

间分辨荧光免疫分析法

样本类型：血液、尿液。标本采集，标本处理，用离心机离心，取定量血清加入包被好抗体的反应

板，加入增强液置37℃水浴箱，冲洗包被板，在时间分辨荧光免疫分析仪上检测发光强度，需与标

本同时做标准曲线和质控，审核结果，发报告，接受临床咨询，废弃物处理。

BCQC7681
生长激素(GH)测定—蛋

白芯片法

样本类型：血液、尿液。标本采集，标本处理，离心机离心，蛋白芯片分析仪检测，审核结果，发

报告，接受临床咨询，废弃物处理。

BCQD3111
促甲状腺激素(TSH)测

定—磁微粒酶联免疫法

样本类型：血液。采血，标本处理，用离心机离心后，将血清放置于磁微粒酶免分析仪上，磁微粒

酶免分析仪需做定期定标和质控，装载试剂，输入参数后，仪器运行实验检测，显示结果，报告临

床，接受临床咨询，废弃物处理。

BCQD3311
促甲状腺激素(TSH)测

定—微阵列酶联免疫法

样本类型：血液。样本稀释，加样，温育并37℃振荡，再洗涤，加样，温育第二次，37℃振荡，洗

涤，浓缩洗液稀释，拍干，酶免分析仪及生物芯片分析仪检测与结果判断，发光液A和B1：1混匀，

每孔加入40微升，用酶免分析仪及生物芯片分析仪检测，获得各指标发光信号值并进行结果判断。

BCQD3481
促甲状腺激素(TSH)测

定—化学发光免疫法

样本类型：血液、尿液。采集标本，标本处理，离心机离心后，放置于化学发光仪上，装载试剂，

输入参数，进入标本检测程序，做定标和质控，结果审核，发报告，接受临床咨询，废弃物处理。

BCQD3581
促甲状腺激素(TSH)测

定—电化学发光免疫法

样本类型：血液、尿液。采血，标本处理，用离心机离心后，将血清放置于电化学发光仪上，电化

学发光仪需做定标和质控，输入参数后，仪器检测，审核结果，发报告，接受临床咨询，废弃物处

BCQD3681
促甲状腺激素(TSH)测

定—微粒子发光免疫分

样本类型：血液、尿液。标本处理，用离心机离心后，将血清放置于微粒子发光免疫分析仪。装载

试剂，输入参数后，仪器检测，审核结果、发报告，接受临床咨询废弃物处理。

BCQD3781
促甲状腺激素(TSH)测

定—放射免疫分析法

样本类型：血液、尿液。样本采集，标本处理，离心机离心，将试剂加入相应的空白孔、标准孔、

对照孔及测定孔，经过孵育，离心，加试剂等过程后用放免分析仪，晶体闪烁计数器测定放射性，

绘制标准曲线得到待测物浓度，结果审核，发报告，接受临床咨询，废弃物处理。

BCQD4781
促甲状腺激素(TSH)测

定—时间分辨荧光免疫

分析法

样本类型：血液、尿液。标本采集，标本处理，用离心机离心，取定量血清加入包被好抗体的反应

板，加入增强液置37℃水浴箱，冲洗包被板，在时间分辨荧光免疫分析仪上检测发光强度，需与标

本同时做标准曲线和质控，审核结果，发报告，接受临床咨询，废弃物处理。

BCQE3111
卵泡刺激素(FSH)测定

—磁微粒酶联免疫法

样本类型：血液。采血，样本处理，用离心机离心后，将血清放置于磁微粒酶免分析仪上，磁微粒

酶免分析仪需做定期定标和质控，装载试剂，输入参数后，仪器运行实验检测，审核结果，发报

告，接受临床咨询，废弃物处理。

BCQE3381
卵泡刺激素(FSH)测定

—微阵列酶联免疫法

样本类型：血液、尿液。样本稀释，加样，温育并37℃振荡，再洗涤，加样，温育第二次，37℃振

荡，洗涤，浓缩洗液稀释，拍干，酶免分析仪及生物芯片分析仪检测与结果判断，发光液A和B1：1

混匀，每孔加入40微升，用酶免分析仪及生物芯片分析仪检测，获得各指标发光信号值并进行结果

判断。

BCQE3481
卵泡刺激素(FSH)测定

—化学发光免疫法

样本类型：血液、尿液。采血，标本处理，用离心机离心后，将血清放置于化学发光仪上，化学发

光仪需做定标和质控，装载试剂，输入参数后，仪器检测，审核结果，发报告，接受临床咨询，废

弃物处理。

BCQE3581
卵泡刺激素(FSH)测定

—电化学发光免疫法

样本类型：血液、尿液。采血，标本处理，用离心机离心后，将血清放置于电化学发光仪上，电化

学发光仪需做定标和质控，输入参数后，仪器检测，审核结果，发报告，接受临床咨询，废弃物处

BCQE3681
卵泡刺激素(FSH)测定

—微粒子发光免疫分析

样本类型：血液、尿液。标本处理，用离心机离心后，将血清放置于微粒子发光免疫分析仪。装载

试剂，输入参数后，仪器检测，审核结果、发报告，接受临床咨询废弃物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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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名称 项目内涵

BCQE3781
卵泡刺激素(FSH)测定

—放射免疫分析法

样本类型：血液、尿液。样本采集，标本处理，离心机离心，将试剂加入相应的空白孔、标准孔、

对照孔及测定孔，经过孵育，离心，加试剂等过程后用放免分析仪，晶体闪烁计数器测定放射性，

绘制标准曲线得到待测物浓度，结果审核，发报告，接受临床咨询，废弃物处理。

BCQE4781
卵泡刺激素(FSH)测定

—时间分辨荧光免疫分

析法

样本类型：血液、尿液。标本采集，标本处理，用离心机离心，取定量血清加入包被好抗体的反应

板，加入增强液置37℃水浴箱，冲洗包被板，在时间分辨荧光免疫分析仪上检测发光强度，需与标

本同时做标准曲线和质控，审核结果，发报告，接受临床咨询，废弃物处理。

BCQE4881
卵泡刺激素(FSH)测定

—金标法

样本类型：血液、尿液。在标本孔内滴入200微升血清或血浆，将反应结果与标准比色卡比较后即

可得出浓度，审核结果，发报告，接受临床咨询，废弃物处理。

BCQF3181
促黄体生成素(LH)测定

—磁微粒酶联免疫法

样本类型：血液、尿液。采血，标本处理，用离心机离心后，将血清放置于磁微粒酶免分析仪上，

磁微粒酶免分析仪需做定期定标和质控，装载试剂，输入参数后，仪器运行实验检测，显示结果，

报告临床，接受临床咨询。

BCQF3381
促黄体生成素(LH)测定

—微阵列酶联免疫法

样本类型：血液、尿液。样本稀释，加样，温育并37℃振荡，再洗涤，加样，温育第二次，37℃振

荡，洗涤，浓缩洗液稀释，拍干，酶免分析仪及生物芯片分析仪检测与结果判断，发光液A和B1：1

混匀，每孔加入40微升，用酶免分析仪及生物芯片分析仪检测，获得各指标发光信号值并进行结果

判断。

BCQF3481
促黄体生成素(LH)测定

—化学发光免疫法

样本类型：血液、尿液。采血，标本处理，用离心机离心后，将血清放置于化学发光仪上，化学发

光仪需做定标和质控，装载试剂，输入参数后，仪器检测，审核结果，发报告，接受临床咨询，废

弃物处理。

BCQF3581
促黄体生成素(LH)测定

—电化学发光免疫法

样本类型：血液、尿液。采血，标本处理，用离心机离心后，将血清放置于电化学发光仪上，电化

学发光仪需做定标和质控，输入参数后，仪器检测，审核结果，发报告，接受临床咨询，废弃物处

BCQF3681
促黄体生成素(LH)测定

—微粒子发光免疫分析

样本类型：血液、尿液。标本处理，用离心机离心后，将血清放置于微粒子发光免疫分析仪。装载

试剂，输入参数后，仪器检测，审核结果、发报告，接受临床咨询废弃物处理。

BCQF3781
促黄体生成素(LH)测定

—放射免疫分析法

样本类型：血液、尿液。样本采集，标本处理，离心机离心，将试剂加入相应的空白孔、标准孔、

对照孔及测定孔，经过孵育，离心，加试剂等过程后用放免分析仪，晶体闪烁计数器测定放射性，

绘制标准曲线得到待测物浓度，结果审核，发报告，接受临床咨询，废弃物处理。

BCQF4781
促黄体生成素(LH)测定

—时间分辨荧光免疫分

析法

样本类型：血液、尿液。标本采集，标本处理，用离心机离心，取定量血清加入包被好抗体的反应

板，加入增强液置37℃水浴箱，冲洗包被板，在时间分辨荧光免疫分析仪上检测发光强度，需与标

本同时做标准曲线和质控，审核结果，发报告，接受临床咨询，废弃物处理。

BCQF4881
促黄体生成素(LH)测定

—金标法

样本类型：血液、尿液。单克隆试纸浸入尿液后，一定时间内观察结果，审核结果，发报告，接受

临床咨询，废弃物处理。

BCQG3411
促肾上腺皮质激素

(ACTH)测定—化学发光

样本类型：血液。采血，标本处理，用离心机离心后，将血清放置于化学发光仪上，化学发光仪需

做定标和质控，装载试剂，输入参数后，仪器检测，审核结果，发报告，接受临床咨询，废弃物处

BCQG3511
促肾上腺皮质激素

(ACTH)测定—电化学发

样本类型：血液。采血，标本处理，用离心机离心后，将血清放置于电化学发光仪上，电化学发光

仪需做定标和质控，输入参数后，仪器检测，审核结果，发报告，接受临床咨询，废弃物处理。

BCQG3711
促肾上腺皮质激素

(ACTH)测定—放射免疫

分析法

样本类型：血液。样本采集，标本处理，离心机离心，将试剂加入相应的空白孔、标准孔、对照孔

及测定孔，经过孵育，离心，加试剂等过程后用放免分析仪，晶体闪烁计数器测定放射性，绘制标

准曲线得到待测物浓度，结果审核，发报告，接受临床咨询，废弃物处理。

BCQG4711
促肾上腺皮质激素

(ACTH)测定—时间分辨

荧光免疫分析法

样本类型：血液。标本采集，标本处理，用离心机离心，取定量血清加入包被好抗体的反应板，加

入增强液置37℃水浴箱，冲洗包被板，在时间分辨荧光免疫分析仪上检测发光强度，需与标本同时

做标准曲线和质控，审核结果，发报告，接受临床咨询，废弃物处理。
甲状腺激素及其结合

蛋白

BCQH3111
甲状腺素(T4)测定—磁

微粒酶联免疫法

样本类型：血液。采血，标本处理，用离心机离心后，将血清放置于磁微粒酶免分析仪上，磁微粒

酶免分析仪需做定期定标和质控，装载试剂，输入参数后，仪器运行实验检测，审核结果，发报

告，接受临床咨询。

BCQH3311
甲状腺素(T4)测定—微

阵列酶联免疫法

样本类型：血液。样本稀释，加样，温育并37℃振荡，再洗涤，加样，温育第二次，37℃振荡，洗

涤，浓缩洗液稀释，拍干，酶免分析仪及生物芯片分析仪检测与结果判断，发光液A和B1：1混匀，

每孔加入40微升，用酶免分析仪及生物芯片分析仪检测，获得各指标发光信号值并进行结果判断。

BCQH3411
甲状腺素(T4)测定—化

学发光免疫法

样本类型：血液。采血，标本处理，用离心机离心后，将血清放置于化学发光仪上，化学发光仪需

做定标和质控，装载试剂，输入参数后，仪器检测，审核结果，发报告，接受临床咨询，废弃物处

BCQH3511
甲状腺素(T4)测定—电

化学发光免疫法

样本类型：血液。采血，标本处理，用离心机离心后，将血清放置于电化学发光仪上，电化学发光

仪需做定标和质控，输入参数后，仪器检测，审核结果，发报告，接受临床咨询，废弃物处理。

BCQH3611
甲状腺素(T4)测定—微

粒子发光免疫分析法

样本类型：血液。标本处理，用离心机离心后，将血清放置于微粒子发光免疫分析仪。装载试剂，

输入参数后，仪器检测，审核结果、发报告，接受临床咨询废弃物处理。

BCQH3711
甲状腺素(T4)测定—放

射免疫分析法

样本类型：血液。样本采集，标本处理，离心机离心，将试剂加入相应的空白孔、标准孔、对照孔

及测定孔，经过孵育，离心，加试剂等过程后用放免分析仪，晶体闪烁计数器测定放射性，绘制标

准曲线得到待测物浓度，结果审核，发报告，接受临床咨询，废弃物处理。

BCQH4711
甲状腺素(T4)测定—时

间分辨荧光免疫分析法

样本类型：血液。标本采集，标本处理，用离心机离心，取定量血清加入包被好抗体的反应板，加

入增强液置37℃水浴箱，冲洗包被板，在时间分辨荧光免疫分析仪上检测发光强度，需与标本同时

做标准曲线和质控，审核结果，发报告，接受临床咨询，废弃物处理。

BCQJ3111
三碘甲状原氨酸(T3)测

定—磁微粒酶联免疫法

样本类型：血液。采血，标本处理，用离心机离心后，将血清放置于磁微粒酶免分析仪上，磁微粒

酶免分析仪需做定期定标和质控，装载试剂，输入参数后，仪器运行实验检测，审核结果，发报

告，接受临床咨询。

BCQJ3311
三碘甲状原氨酸(T3)测

定—微阵列酶联免疫法

样本类型：血液。样本稀释，加样，温育并37℃振荡，再洗涤，加样，温育第二次，37℃振荡，洗

涤，浓缩洗液稀释，拍干，酶免分析仪及生物芯片分析仪检测与结果判断，发光液A和B1：1混匀，

每孔加入40微升，用酶免分析仪及生物芯片分析仪检测，获得各指标发光信号值并进行结果判断。

BCQJ3411
三碘甲状原氨酸(T3)测

定—化学发光免疫法

样本类型：血液。采血，标本处理，用离心机离心后，将血清放置于化学发光仪上，化学发光仪需

做定标和质控，装载试剂，输入参数后，仪器检测，审核结果，发报告，接受临床咨询，废弃物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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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CQJ3511
三碘甲状原氨酸(T3)测

定—电化学发光免疫法

样本类型：血液。采血，标本处理，用离心机离心后，将血清放置于电化学发光仪上，电化学发光

仪需做定标和质控，输入参数后，仪器检测，审核结果，发报告，接受临床咨询，废弃物处理。

BCQJ3611
三碘甲状原氨酸(T3)测

定—微粒子发光免疫分

样本类型：血液。标本处理，用离心机离心后，将血清放置于微粒子发光免疫分析仪。装载试剂，

输入参数后，仪器检测，审核结果、发报告，接受临床咨询废弃物处理。

BCQJ3711
三碘甲状原氨酸(T3)测

定—放射免疫分析法

样本类型：血液。样本采集，标本处理，离心机离心，将试剂加入相应的空白孔、标准孔、对照孔

及测定孔，经过孵育，离心，加试剂等过程后用放免分析仪，晶体闪烁计数器测定放射性，绘制标

准曲线得到待测物浓度，结果审核，发报告，接受临床咨询，废弃物处理。

BCQJ4711
三碘甲状原氨酸(T3)测

定—时间分辨荧光免疫

分析法

样本类型：血液。标本采集，标本处理，用离心机离心，取定量血清加入包被好抗体的反应板，加

入增强液置37℃水浴箱，冲洗包被板，在时间分辨荧光免疫分析仪上检测发光强度，需与标本同时

做标准曲线和质控，审核结果，发报告，接受临床咨询，废弃物处理。

BCQK3411
反T3测定—化学发光免

疫法

样本类型：血液。采血，标本处理，用离心机离心后，将血清放置于化学发光仪上，化学发光仪需

做定标和质控，装载试剂，输入参数后，仪器检测，审核结果，发报告，接受临床咨询，废弃物处

BCQK3711
反T3测定—放射免疫分

析法

样本类型：血液。样本采集，标本处理，离心机离心，将试剂加入相应的空白孔、标准孔、对照孔

及测定孔，经过孵育，离心，加试剂等过程后用放免分析仪，晶体闪烁计数器测定放射性，绘制标

准曲线得到待测物浓度，结果审核，发报告，接受临床咨询，废弃物处理。

BCQK4711
反T3测定—时间分辨荧

光免疫分析法

样本类型：血液。标本采集，标本处理，用离心机离心，取定量血清加入包被好抗体的反应板，加

入增强液置37℃水浴箱，冲洗包被板3次，在时间分辨荧光免疫分析仪上检测发光强度，需与标本

同时做标准曲线和质控，审核结果，发报告，接受临床咨询，废弃物处理。

BCQL3111
游离甲状腺素(FT4)测

定—磁微粒酶联免疫法

样本类型：血液。采血，标本处理，用离心机离心后，将血清放置于磁微粒酶免分析仪上，磁微粒

酶免分析仪需做定期定标和质控，装载试剂，输入参数后，仪器运行实验检测，显示结果，报告临

床，接受临床咨询。

BCQL3311
游离甲状腺素(FT4)测

定—微阵列酶联免疫法

样本类型：血液。样本稀释，加样，温育并37℃振荡，再洗涤，加样，温育第二次，37℃振荡，洗

涤，浓缩洗液稀释，拍干，酶免分析仪及生物芯片分析仪检测与结果判断，发光液A和B1：1混匀，

每孔加入40微升，用酶免分析仪及生物芯片分析仪检测，获得各指标发光信号值并进行结果判断。

BCQL3411
游离甲状腺素(FT4)测

定—化学发光免疫法

样本类型：血液。采血，标本处理，用离心机离心后，将血清放置于化学发光仪上，化学发光仪需

做定标和质控，装载试剂，输入参数后，仪器检测，审核结果，发报告，接受临床咨询，废弃物处

BCQL3511
游离甲状腺素(FT4)测

定—电化学发光免疫法

样本类型：血液。采血，标本处理，用离心机离心后，将血清放置于电化学发光仪上，电化学发光

仪需做定标和质控，输入参数后，仪器检测，审核结果，发报告，接受临床咨询，废弃物处理。

BCQL3611
游离甲状腺素(FT4)测

定—微粒子发光免疫分

样本类型：血液。标本处理，用离心机离心后，将血清放置于微粒子发光免疫分析仪。装载试剂，

输入参数后，仪器检测，审核结果、发报告，接受临床咨询废弃物处理。

BCQL3711
游离甲状腺素(FT4)测

定—放射免疫分析法

样本类型：血液。样本采集，标本处理，离心机离心，将试剂加入相应的空白孔、标准孔、对照孔

及测定孔，经过孵育，离心，加试剂等过程后用放免分析仪，晶体闪烁计数器测定放射性，绘制标

准曲线得到待测物浓度，结果审核，发报告，接受临床咨询，废弃物处理。

BCQL4711
游离甲状腺素(FT4)测

定—时间分辨荧光免疫

分析法

样本类型：血液。标本采集，标本处理，用离心机离心，取定量血清加入包被好抗体的反应板，加

入增强液置37℃水浴箱，冲洗包被板，在时间分辨荧光免疫分析仪上检测发光强度，需与标本同时

做标准曲线和质控，审核结果，发报告，接受临床咨询，废弃物处理。

BCQM3111
游离三碘甲状原氨酸

(FT3)测定—磁微粒酶

联免疫法

样本类型：血液。采血，标本处理，用离心机离心后，将血清放置于磁微粒酶免分析仪上，磁微粒

酶免分析仪需做定期定标和质控，装载试剂，输入参数后，仪器运行实验检测，审核结果，发报

告，接受临床咨询，废弃物处理。

BCQM3311

游离三碘甲状原氨酸

(FT3)测定—微阵列酶

联免疫法

样本类型：血液。样本稀释，加样，温育并37℃振荡，再洗涤，加样，温育第二次，37℃振荡，洗

涤，浓缩洗液稀释，拍干，酶免分析仪及生物芯片分析仪检测与结果判断，发光液A和B1：1混匀，

每孔加入40微升，用酶免分析仪及生物芯片分析仪检测，获得各指标发光信号值并进行结果判断。

BCQM3411
游离三碘甲状原氨酸

(FT3)测定—化学发光

免疫法

样本类型：血液。采血，标本处理，用离心机离心后，将血清放置于化学发光仪上，化学发光仪需

做定标和质控，装载试剂，输入参数后，仪器检测，审核结果，发报告，接受临床咨询，废弃物处

理。

BCQM3412
T3摄取实验—化学发光

免疫法

样本类型：血液。采血，标本处理，用离心机离心后，将血清放置于化学发光仪上，化学发光仪需

做定标和质控，装载试剂，输入参数后，仪器检测，显示结果，报告临床，接受临床咨询。

BCQM3511
游离三碘甲状原氨酸

(FT3)测定—电化学发

光免疫法

样本类型：血液。采血，标本处理，用离心机离心后，将血清放置于电化学发光仪上，电化学发光

仪需做定标和质控，输入参数后，仪器检测，审核结果，发报告，接受临床咨询，废弃物处理。

BCQM3611
游离三碘甲状原氨酸

(FT3)测定—微粒子发

光免疫分析法

样本类型：血液。标本处理，用离心机离心后，将血清放置于微粒子发光免疫分析仪。装载试剂，

输入参数后，仪器检测，审核结果、发报告，接受临床咨询废弃物处理。

BCQM3711
游离三碘甲状原氨酸

(FT3)测定—放射免疫

分析法

样本类型：血液。样本采集，标本处理，离心机离心，将试剂加入相应的空白孔、标准孔、对照孔

及测定孔，经过孵育，离心，加试剂等过程后用放免分析仪，晶体闪烁计数器测定放射性，绘制标

准曲线得到待测物浓度，结果审核，发报告，接受临床咨询，废弃物处理。

BCQM4711
游离三碘甲状原氨酸

(FT3)测定—时间分辨

荧光免疫分析法

样本类型：血液。标本采集，标本处理，用离心机离心，取定量血清加入包被好抗体的反应板，加

入增强液置37℃水浴箱，冲洗包被板，在时间分辨荧光免疫分析仪上检测发光强度，需与标本同时

做标准曲线和质控，审核结果，发报告，接受临床咨询，废弃物处理。

BCQN3411
甲状腺结合球蛋白(TG)

测定—化学发光免疫法

样本类型：血液。采血，标本处理，用离心机离心后，将血清放置于化学发光仪上，化学发光仪需

做定标和质控，装载试剂，输入参数后，仪器检测，显示结果，报告临床，接受临床咨询。

BCQN3611
甲状腺结合球蛋白(TG)

测定—微粒子发光免疫

分析法

样本类型：血液。标本处理，用离心机离心后，将血清放置于微粒子发光免疫分析仪。装载试剂，

输入参数后，仪器检测，审核结果、发报告，接受临床咨询废弃物处理。

BCQN3711
甲状腺结合球蛋白(TG)

测定—放射免疫分析法

样本类型：血液。样本采集，标本处理，离心机离心，将试剂加入相应的空白孔、标准孔、对照孔

及测定孔，经过孵育，离心，加试剂等过程后用放免分析仪，晶体闪烁计数器测定放射性，绘制标

准曲线得到待测物浓度，结果审核，发报告，接受临床咨询，废弃物处理。

BCQP3111
促甲状腺素受体抗体

(TRAb)测定—磁微粒酶

联免疫法

样本类型：血液。采血，标本处理，用离心机离心后，将血清放置于磁微粒酶免分析仪上，磁微粒

酶免分析仪需做定期定标和质控，装载试剂，输入参数后，仪器运行实验检测，审核结果，发报

告，接受临床咨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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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名称 项目内涵

BCQP3411
促甲状腺素受体抗体

(TRAb)测定—化学发光

免疫法

样本类型：血液。采血，标本处理，用离心机离心后，将血清放置于化学发光仪上，化学发光仪需

做定标和质控，装载试剂，输入参数后，仪器检测，显示结果，报告临床，接受临床咨询。

BCQP3711
促甲状腺素受体抗体

(TRAb)测定—放射免疫

分析法

样本类型：血液。样本采集，标本处理，离心机离心，将试剂加入相应的空白孔、标准孔、对照孔

及测定孔，经过孵育，离心，加试剂等过程后用放免分析仪，晶体闪烁计数器测定放射性，绘制标

准曲线得到待测物浓度，结果审核，发报告，接受临床咨询，废弃物处理。

BCQP9911
促甲状腺素受体抗体

(TRAb)测定—细胞培养

法

样本类型：血液。受试者禁食过夜，抽取血标本，用人工表达重组促甲状腺激素(TSH)受体的细胞

系进行连续传代培养，生长融合后用胰酶消化，接种于24孔板，37℃培养至细胞融合后，用受试者

血清粗提IgG刺激，取上清检测cAMP量，医生分析结果。

BCQQ3011
甲状腺球蛋白(TG)测定

—酶联免疫吸附法

样本类型：血液。样本采集，样本处理，离心机离心，将试剂加入相应的空白孔、标准孔、对照孔

及测定孔，经过孵育，洗板，加试剂等过程后用酶标仪/酶联免疫分析仪比色得到吸光度值，绘制

标准曲线得到待测物浓度，结果审核，发报告，接受临床咨询，废弃物处理。

BCQQ3111
甲状腺球蛋白(TG)测定

—磁微粒酶联免疫法

样本类型：血液。采血，标本处理，用离心机离心后，将血清放置于磁微粒酶免分析仪上，磁微粒

酶免分析仪需做定期定标和质控，装载试剂，输入参数后，仪器运行实验检测，审核结果，发报

告，接受临床咨询，废弃物处理。

BCQQ3411
甲状腺球蛋白(TG)测定

—化学发光免疫法

样本类型：血液。采集标本，标本处理，离心机离心后，放置于化学发光仪上，装载试剂，输入参

数，进入标本检测程序，做定标和质控，结果审核，发报告，接受临床咨询，废弃物处理。

BCQQ3511
甲状腺球蛋白(TG)测定

—电化学发光免疫法

样本类型：血液。采血，标本处理，用离心机离心后，将血清放置于电化学发光仪上，电化学发光

仪需做定标和质控，输入参数后，仪器检测，审核结果，发报告，接受临床咨询，废弃物处理。

BCQQ3711
甲状腺球蛋白(TG)测定

—放射免疫分析法

样本类型：血液。样本采集，标本处理，离心机离心，将试剂加入相应的空白孔、标准孔、对照孔

及测定孔，经过孵育，离心，加试剂等过程后用放免分析仪，晶体闪烁计数器测定放射性，绘制标

准曲线得到待测物浓度，结果审核，发报告，接受临床咨询，废弃物处理。

BCQQ4711
甲状腺球蛋白(TG)测定

—时间分辨荧光免疫分

析法

样本类型：血液。标本采集，标本处理，用离心机离心，取定量血清加入包被好抗体的反应板，加

入增强液置37℃水浴箱，冲洗包被板，在时间分辨荧光免疫分析仪上检测发光强度，需与标本同时

做标准曲线和质控，审核结果，发报告，接受临床咨询，废弃物处理。

BCQR9911 甲状腺功能三项测定
样本类型：血液。含游离甲状腺素(FT4)测定、游离三碘甲状原氨酸(FT3)测定、促甲状腺激素

(TSH)测定。

BCQR9913 甲状腺功能五项测定
样本类型：血液。含游离甲状腺素(FT4)测定、游离三碘甲状原氨酸(FT3)测定、促甲状腺激素

(TSH)测定、甲状腺素(T4)测定、三碘甲状原氨酸(T3)测定。

BCQR9912 甲状腺功能七项测定
样本类型：血液。含游离甲状腺素(FT4)、游离三碘甲状原氨酸(FT3)测定、促甲状腺激素(TSH)测

定、甲状腺素(T4)测定、三碘甲状原氨酸(T3)测定、抗甲状腺球蛋白抗体(TGAB)测定、抗甲状腺过

氧化物酶抗体(TPBAB)测定。
甲状旁腺激素

BCQS3411
甲状旁腺激素(PTH)测

定—化学发光免疫法

样本类型：血液。采血，标本处理，用离心机离心后，将血清放置于化学发光仪上，化学发光仪需

做定标和质控，装载试剂，输入参数后，仪器检测，审核结果，发报告，接受临床咨询，废弃物处

BCQS3511
甲状旁腺激素(PTH)测

定—电化学发光免疫法

样本类型：血液。采血，标本处理，用离心机离心后，将血清放置于电化学发光仪上，电化学发光

仪需做定标和质控，输入参数后，仪器检测，审核结果，发报告，接受临床咨询，废弃物处理。

BCQS3611
甲状旁腺激素(PTH)测

定—微粒子发光免疫分

样本类型：血液。标本处理，用离心机离心后，将血清放置于微粒子发光免疫分析仪。装载试剂，

输入参数后，仪器检测，审核结果、发报告，接受临床咨询废弃物处理。

BCQS3711
甲状旁腺激素(PTH)测

定—放射免疫分析法

样本类型：血液。样本采集，标本处理，离心机离心，将试剂加入相应的空白孔、标准孔、对照孔

及测定孔，经过孵育，离心，加试剂等过程后用放免分析仪，晶体闪烁计数器测定放射性，绘制标

准曲线得到待测物浓度，结果审核，发报告，接受临床咨询，废弃物处理。

BCQS4711
甲状旁腺激素(PTH)测

定—时间分辨荧光免疫

分析法

样本类型：血液。标本采集，标本处理，用离心机离心，取定量血清加入包被好抗体的反应板，加

入增强液置37℃水浴箱，冲洗包被板，在时间分辨荧光免疫分析仪上检测发光强度，需与标本同时

做标准曲线和质控，审核结果，发报告，接受临床咨询，废弃物处理。

BCQT3411
降钙素(CT)测定—化学

发光免疫法

样本类型：血液。采血，标本处理，用离心机离心后，将血清放置于化学发光仪上，化学发光仪需

做定标和质控，装载试剂，输入参数后，仪器检测，审核结果，发报告，接受临床咨询，废弃物处

BCQT3811
降钙素(CT)测定—免疫

比浊法

样本类型：血液。样本采集，标本处理，离心机离心，将试剂加入相应的空白管、标准管及测定

管，用分光光度计/浊度计测定得到吸光度值，绘制标准曲线得到测定管待测物浓度，结果审核，

发报告，接受临床咨询，废弃物处理。

BCQT3812
降钙素(CT)测定—免疫

散射比浊法

样本类型：血液。样本采集，标本处理，离心机离心，项目的定标、质控及样本的特殊蛋白分析仪

检测，结果审核，发报告，接受临床咨询，废弃物处理。

BCQT4811
降钙素(CT)测定—金标

法

样本类型：血液。在标本孔内滴入200微升血清或血浆，将反应结果与标准比色卡比较后即可得出

浓度，审核结果，发报告，接受临床咨询，废弃物处理。

BCQU3011
降钙素原检测—酶联免

疫吸附法

样本类型：血液。样本采集，样本处理，离心机离心，将试剂加入相应的空白孔、标准孔、对照孔

及测定孔，经过孵育，洗板，加试剂等过程后用酶标仪/酶联免疫分析仪比色得到吸光度值，绘制

标准曲线得到待测物浓度，结果审核，发报告，接受临床咨询，废弃物处理。

BCQU3411
降钙素原检测—化学发

光免疫法

样本类型：血液。采集标本，标本处理，离心机离心后，放置于化学发光仪上，装载试剂，输入参

数，进入标本检测程序，做定标和质控，结果审核，发报告，接受临床咨询，废弃物处理。

BCQU3711
降钙素原检测—放射免

疫分析法

样本类型：血液。样本采集，标本处理，离心机离心，将试剂加入相应的空白孔、标准孔、对照孔

及测定孔，经过孵育，离心，加试剂等过程后用放免分析仪，晶体闪烁计数器测定放射性，绘制标

准曲线得到待测物浓度，结果审核，发报告，接受临床咨询，废弃物处理。

BCQU4711
降钙素原检测—时间分

辨荧光免疫分析法

样本类型：血液。标本采集，标本处理，用离心机离心，取定量血清加入包被好抗体的反应板，加

入增强液置37℃水浴箱，冲洗包被板，在时间分辨荧光免疫分析仪上检测发光强度，需与标本同时

做标准曲线和质控，审核结果，发报告，接受临床咨询，废弃物处理。

BCQU4811 降钙素原检测—金标法
样本类型：血液。在标本孔内滴入200微升血清或血浆，将反应结果与标准比色卡比较后即可得出

浓度，审核结果，发报告，接受临床咨询，废弃物处理。
肾上腺皮质激素及其

结合蛋白

BCQV3411
去氢表雄酮及硫酸酯测

定—化学发光免疫法

样本类型：血液。采集标本，标本处理，离心机离心后，放置于化学发光仪上，装载试剂，输入参

数，进入标本检测程序，做定标和质控，结果审核，发报告，接受临床咨询，废弃物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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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名称 项目内涵

BCQW3111
硫酸去氢表雄酮

(DHEAS)测定—磁微粒

酶联免疫法

样本类型：血液。采血，标本处理，用离心机离心后，将血清放置于磁微粒酶免分析仪上，磁微粒

酶免分析仪需做定期定标和质控，装载试剂，输入参数后，仪器运行实验检测，显示结果，报告临

床，接受临床咨询，废弃物处理。

BCQX3711
醛固酮(ALD)测定—放

射免疫分析法

样本类型：血液。样本采集，标本处理，离心机离心，将试剂加入相应的空白孔、标准孔、对照孔

及测定孔，经过孵育，离心，加试剂等过程后用放免分析仪，晶体闪烁计数器测定放射性，绘制标

准曲线得到待测物浓度，结果审核，发报告，接受临床咨询，废弃物处理。

BCQY0711 皮质醇测定—荧光法
样本类型：血液。采血，标本处理，用离心机离心后，将血清放置于荧光仪需做定标和质控，装载

试剂，输入参数后，仪器检测，审核结果，发报告，接受临床咨询，废弃物处理。

BCQY3111
皮质醇测定—磁微粒酶

联免疫法

样本类型：血液。采血，标本处理，用离心机离心后，将血清放置于磁微粒酶免分析仪上，磁微粒

酶免分析仪需做定期定标和质控，装载试剂，输入参数后，仪器运行实验检测，显示结果，报告临

床，接受临床咨询，废弃物处理。

BCQY3411
皮质醇测定—化学发光

免疫法

样本类型：血液。采血，标本处理，用离心机离心后，将血清放置于化学发光仪上，化学发光仪需

做定标和质控，装载试剂，输入参数后，仪器检测，显示结果，报告临床，接受临床咨询。

BCQY3421
尿游离皮质醇测定—化

学发光免疫法

样本类型：尿液。采集标本，标本处理，离心机离心后，放置于化学发光仪上，装载试剂，输入参

数，进入标本检测程序，做定标和质控，结果审核，发报告，接受临床咨询，废弃物处理。

BCQY3511
皮质醇测定—电化学发

光免疫法

样本类型：血液。采血，标本处理，用离心机离心后，将血清放置于电化学发光仪上，电化学发光

仪需做定标和质控，输入参数后，仪器检测，审核结果，发报告，接受临床咨询，废弃物处理。

BCQY3521
尿游离皮质醇测定—电

化学发光免疫法

样本类型：尿液。采血，标本处理，用离心机离心后，将血清放置于电化学发光仪上，电化学发光

仪需做定标和质控，输入参数后，仪器检测，审核结果，发报告，接受临床咨询，废弃物处理。

BCQY3711
皮质醇测定—放射免疫

分析法

样本类型：血液。样本采集，标本处理，离心机离心，将试剂加入相应的空白孔、标准孔、对照孔

及测定孔，经过孵育，离心，加试剂等过程后用放免分析仪，晶体闪烁计数器测定放射性，绘制标

准曲线得到待测物浓度，结果审核，发报告，接受临床咨询，废弃物处理。

BCQY3721
尿游离皮质醇测定—放

射免疫分析法

样本类型：尿液。样本采集，标本处理，离心机离心，将试剂加入相应的空白孔、标准孔、对照孔

及测定孔，经过孵育，离心，加试剂等过程后用放免分析仪，晶体闪烁计数器测定放射性，绘制标

准曲线得到待测物浓度，结果审核，发报告，接受临床咨询，废弃物处理。

BCQZ1021

尿17-羟皮质类固醇

(17-OHCS)测定—液相

色谱法

样本类型：尿液。采血，标本处理，用离心机离心，标本加入色谱柱，经过液相色谱仪一系列处理

后，取上清液，在液相色谱仪上进样分析，比色分析，分别将样本管(流出液)、空白管、标准管中

加入试剂A和试剂B，充分混合，25℃孵育25分钟，然后加入试剂C，振荡混匀，离心，取上清液在

分光光度计比色，计算出尿17-酮类固醇浓度，审核结果，发报告，接受临床咨询，废弃物处理。

BCRA3011
雄烯二酮(A2)测定—酶

联免疫吸附法

样本类型：血液。样本采集，样本处理，离心机离心，将试剂加入相应的空白孔、标准孔、对照孔

及测定孔，经过孵育，洗板，加试剂等过程后用酶标仪/酶联免疫分析仪比色得到吸光度值，绘制

标准曲线得到待测物浓度，结果审核，发报告，接受临床咨询，废弃物处理。

BCRA3111
雄烯二酮(A2)测定—磁

微粒酶联免疫法

样本类型：血液。采血，标本处理，用离心机离心后，将血清放置于磁微粒酶免分析仪上，磁微粒

酶免分析仪需做定期定标和质控，装载试剂，输入参数后，仪器运行实验检测，审核结果，发报

告，接受临床咨询，废弃物处理。

BCRA3411
雄烯二酮(A2)测定—化

学发光免疫法

样本类型：血液。采集标本，标本处理，离心机离心后，放置于化学发光仪上，装载试剂，输入参

数，进入标本检测程序，做定标和质控，结果审核，发报告，接受临床咨询，废弃物处理。

BCRA3711
雄烯二酮(A2)测定—放

射免疫分析法

样本类型：血液。样本采集，标本处理，离心机离心，将试剂加入相应的空白孔、标准孔、对照孔

及测定孔，经过孵育，离心，加试剂等过程后用放免分析仪，晶体闪烁计数器测定放射性，绘制标

准曲线得到待测物浓度，结果审核，发报告，接受临床咨询，废弃物处理。

BCRA4711
雄烯二酮(A2)测定—时

间分辨荧光免疫分析法

样本类型：血液。标本采集，标本处理，用离心机离心，取定量血清加入包被好抗体的反应板，加

入增强液置37℃水浴箱，冲洗包被板，在时间分辨荧光免疫分析仪上检测发光强度，需与标本同时

做标准曲线和质控，审核结果，发报告，接受临床咨询，废弃物处理。
肾上腺髓质激素

BCRB1011
肾上腺素(AD)测定—高

效液相色谱法

样本类型：血液。采血，标本处理，进样，分离，制备标准曲线和质控，高效液相分析仪分析，审

核结果，发报告，接受临床咨询，废弃物处理。

BCRB1811
肾上腺素(AD)测定—电

化学法

样本类型：血液。采血，标本处理，进样，分离，制备标准曲线和质控，电化学检测仪分析，审核

结果，发报告，接受临床咨询，废弃物处理。

BCRB3011
肾上腺素(AD)测定—酶

联免疫吸附法

样本类型：血液。样本采集，样本处理，离心机离心，将试剂加入相应的空白孔、标准孔、对照孔

及测定孔，经过孵育，洗板，加试剂等过程后用酶标仪/酶联免疫分析仪比色得到吸光度值，绘制

标准曲线得到待测物浓度，结果审核，发报告，接受临床咨询，废弃物处理。

BCRB3711
肾上腺素(AD)测定—放

射免疫分析法

样本类型：血液。样本采集，标本处理，离心机离心，将试剂加入相应的空白孔、标准孔、对照孔

及测定孔，经过孵育，离心，加试剂等过程后用放免分析仪，晶体闪烁计数器测定放射性，绘制标

准曲线得到待测物浓度，结果审核，发报告，接受临床咨询，废弃物处理。

BCRB4711
肾上腺素(AD)测定—时

间分辨荧光免疫分析法

样本类型：血液。标本采集，标本处理，用离心机离心，取定量血清加入包被好抗体的反应板，加

入增强液置37℃水浴箱，冲洗包被板，在时间分辨荧光免疫分析仪上检测发光强度，需与标本同时

做标准曲线和质控，审核结果，发报告，接受临床咨询，废弃物处理。

BCRC1011
去甲肾上腺素(Na)测定

—高效液相色谱法

样本类型：血液。采血，标本处理，进样，分离，制备标准曲线和质控，高效液相分析仪分析，审

核结果，发报告，接受临床咨询，废弃物处理。

BCRC1811
去甲肾上腺素(Na)测定

—电化学法

样本类型：血液。采血，标本处理，进样，分离，制备标准曲线和质控，电化学检测仪分析，审核

结果，发报告，接受临床咨询，废弃物处理。

BCRC3011
去甲肾上腺素(Na)测定

—酶联免疫吸附法

样本类型：血液。样本采集，样本处理，离心机离心，将试剂加入相应的空白孔、标准孔、对照孔

及测定孔，经过孵育，洗板，加试剂等过程后用酶标仪/酶联免疫分析仪比色得到吸光度值，绘制

标准曲线得到待测物浓度，结果审核，发报告，接受临床咨询，废弃物处理。

BCRC3711
去甲肾上腺素(Na)测定

—放射免疫分析法

样本类型：血液。样本采集，标本处理，离心机离心，将试剂加入相应的空白孔、标准孔、对照孔

及测定孔，经过孵育，离心，加试剂等过程后用放免分析仪，晶体闪烁计数器测定放射性，绘制标

准曲线得到待测物浓度，结果审核，发报告，接受临床咨询，废弃物处理。

BCRC4711
去甲肾上腺素(Na)测定

—时间分辨荧光免疫分

析法

样本类型：血液。标本采集，标本处理，用离心机离心，取定量血清加入包被好抗体的反应板，加

入增强液置37℃水浴箱，冲洗包被板，在时间分辨荧光免疫分析仪上检测发光强度，需与标本同时

做标准曲线和质控，审核结果，发报告，接受临床咨询，废弃物处理。

BCRD1011
5-羟色胺(5-HT)测定—

高效液相色谱法

样本类型：血液。采血，标本处理，进样，分离，制备标准曲线和质控，高效液相分析仪分析，审

核结果，发报告，接受临床咨询，废弃物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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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CRD3011
5-羟色胺(5-HT)测定—

酶联免疫吸附法

样本类型：血液。样本采集，样本处理，离心机离心，将试剂加入相应的空白孔、标准孔、对照孔

及测定孔，经过孵育，洗板，加试剂等过程后用酶标仪/酶联免疫分析仪比色得到吸光度值，绘制

标准曲线得到待测物浓度，结果审核，发报告，接受临床咨询，废弃物处理。

BCRD3711
5-羟色胺(5-HT)测定—

放射免疫分析法

样本类型：血液。样本采集，标本处理，离心机离心，将试剂加入相应的空白孔、标准孔、对照孔

及测定孔，经过孵育，离心，加试剂等过程后用放免分析仪，晶体闪烁计数器测定放射性，绘制标

准曲线得到待测物浓度，结果审核，发报告，接受临床咨询，废弃物处理。

BCRD4711
5-羟色胺(5-HT)测定—

时间分辨荧光免疫分析

法

样本类型：血液。标本采集，标本处理，用离心机离心，取定量血清加入包被好抗体的反应板，加

入增强液置37℃水浴箱，冲洗包被板，在时间分辨荧光免疫分析仪上检测发光强度，需与标本同时

做标准曲线和质控，审核结果，发报告，接受临床咨询，废弃物处理。

BCRE1021
儿茶酚胺(Ca)测定—液

相色谱法

样本类型：尿液。样本留取，标本处理，液相色谱仪测定：取处理过样本进色谱柱，计算尿儿茶酚

胺测定，需与标本同时做标准曲线，审核结果，发报告，接受临床咨询，废弃物处理。
性激素

BCRF3011
雌酮测定—酶联免疫吸

附法

样本类型：血液。样本采集，样本处理，离心机离心，将试剂加入相应的空白孔、标准孔、对照孔

及测定孔，经过孵育，洗板，加试剂等过程后用酶标仪/酶联免疫分析仪比色得到吸光度值，绘制

标准曲线得到待测物浓度，结果审核，发报告，接受临床咨询，废弃物处理。

BCRF3411
雌酮测定—化学发光免

疫法

样本类型：血液。采集标本，标本处理，离心机离心后，放置于化学发光仪上，装载试剂，输入参

数，进入标本检测程序，做定标和质控，结果审核，发报告，接受临床咨询，废弃物处理。

BCRF3611
雌酮测定—微粒子发光

免疫分析法

样本类型：血液。标本处理，用离心机离心后，将血清放置于微粒子发光免疫分析仪。装载试剂，

输入参数后，仪器检测，审核结果、发报告，接受临床咨询废弃物处理。

BCRF3711
雌酮测定—放射免疫分

析法

样本类型：血液。样本采集，标本处理，离心机离心，将试剂加入相应的空白孔、标准孔、对照孔

及测定孔，经过孵育，离心，加试剂等过程后用放免分析仪，晶体闪烁计数器测定放射性，绘制标

准曲线得到待测物浓度，结果审核，发报告，接受临床咨询，废弃物处理。

BCRF4711
雌酮测定—时间分辨荧

光免疫分析法

样本类型：血液。标本采集，标本处理，用离心机离心，取定量血清加入包被好抗体的反应板，加

入增强液置37℃水浴箱，冲洗包被板，在时间分辨荧光免疫分析仪上检测发光强度，需与标本同时

做标准曲线和质控，审核结果，发报告，接受临床咨询，废弃物处理。

BCRG3011
雌二醇(E2)测定—酶联

免疫吸附法

样本类型：血液。样本采集，样本处理，离心机离心，将试剂加入相应的空白孔、标准孔、对照孔

及测定孔，经过孵育，洗板，加试剂等过程后用酶标仪/酶联免疫分析仪比色得到吸光度值，绘制

标准曲线得到待测物浓度，结果审核，发报告，接受临床咨询，废弃物处理。

BCRG3111
雌二醇(E2)测定—磁微

粒酶联免疫法

样本类型：血液。采血，标本处理，用离心机离心后，将血清放置于磁微粒酶免分析仪上，磁微粒

酶免分析仪需做定期定标和质控，装载试剂，输入参数后，仪器运行实验检测，审核结果，发报

告，接受临床咨询，废弃物处理。

BCRG3311
雌二醇(E2)测定—微阵

列酶联免疫法

样本类型：血液。样本稀释，加样，温育并37℃振荡，再洗涤，加样，温育第二次，37℃振荡，洗

涤，浓缩洗液稀释，拍干，酶免分析仪及生物芯片分析仪检测与结果判断，发光液A和B1：1混匀，

每孔加入40微升，用酶免分析仪及生物芯片分析仪检测，获得各指标发光信号值并进行结果判断。

BCRG3411
雌二醇(E2)测定—化学

发光免疫法

样本类型：血液。采集标本，标本处理，离心机离心后，放置于化学发光仪上，装载试剂，输入参

数，进入标本检测程序，做定标和质控，结果审核，发报告，接受临床咨询，废弃物处理。

BCRG3511
雌二醇(E2)测定—电化

学发光免疫法

样本类型：血液。采血，标本处理，用离心机离心后，将血清放置于电化学发光仪上，电化学发光

仪需做定标和质控，输入参数后，仪器检测，审核结果，发报告，接受临床咨询，废弃物处理。

BCRG3611
雌二醇(E2)测定—微粒

子发光免疫分析法

样本类型：血液。标本处理，用离心机离心后，将血清放置于微粒子发光免疫分析仪。装载试剂，

输入参数后，仪器检测，审核结果、发报告，接受临床咨询废弃物处理。

BCRG3711
雌二醇(E2)测定—放射

免疫分析法

样本类型：血液。样本采集，标本处理，离心机离心，将试剂加入相应的空白孔、标准孔、对照孔

及测定孔，经过孵育，离心，加试剂等过程后用放免分析仪，晶体闪烁计数器测定放射性，绘制标

准曲线得到待测物浓度，结果审核，发报告，接受临床咨询，废弃物处理。

BCRG4711
雌二醇(E2)测定—时间

分辨荧光免疫分析法

样本类型：血液。标本采集，标本处理，用离心机离心，取定量血清加入包被好抗体的反应板，加

入增强液置37℃水浴箱，冲洗包被板，在时间分辨荧光免疫分析仪上检测发光强度，需与标本同时

做标准曲线和质控，审核结果，发报告，接受临床咨询，废弃物处理。

BCRH3011
雌三醇(E3)测定—酶联

免疫吸附法

样本类型：血液。样本采集，样本处理，离心机离心，将试剂加入相应的空白孔、标准孔、对照孔

及测定孔，经过孵育，洗板，加试剂等过程后用酶标仪/酶联免疫分析仪比色得到吸光度值，绘制

标准曲线得到待测物浓度，结果审核，发报告，接受临床咨询，废弃物处理。

BCRH3111
雌三醇(E3)测定—磁微

粒酶联免疫法

样本类型：血液。采血，标本处理，用离心机离心后，将血清放置于磁微粒酶免分析仪上，磁微粒

酶免分析仪需做定期定标和质控，装载试剂，输入参数后，仪器运行实验检测，显示结果，报告临

床，接受临床咨询，废弃物处理。

BCRH3411
雌三醇(E3)测定—化学

发光免疫法

样本类型：血液。采集标本，标本处理，离心机离心后，放置于化学发光仪上，装载试剂，输入参

数，进入标本检测程序，做定标和质控，结果审核，发报告，接受临床咨询，废弃物处理。

BCRH3511
雌三醇(E3)测定—电化

学发光免疫法

样本类型：血液。采血，标本处理，用离心机离心后，将血清放置于电化学发光仪上，电化学发光

仪需做定标和质控，输入参数后，仪器检测，审核结果，发报告，接受临床咨询，废弃物处理。

BCRH3611
雌三醇(E3)测定—微粒

子发光免疫分析法

样本类型：血液。标本处理，用离心机离心后，将血清放置于微粒子发光免疫分析仪。装载试剂，

输入参数后，仪器检测，审核结果、发报告，接受临床咨询废弃物处理。

BCRH3711
雌三醇(E3)测定—放射

免疫分析法

样本类型：血液。样本采集，标本处理，离心机离心，将试剂加入相应的空白孔、标准孔、对照孔

及测定孔，经过孵育，离心，加试剂等过程后用放免分析仪，晶体闪烁计数器测定放射性，绘制标

准曲线得到待测物浓度，结果审核，发报告，接受临床咨询，废弃物处理。

BCRH4711
雌三醇(E3)测定—时间

分辨荧光免疫分析法

样本类型：血液。标本采集，标本处理，用离心机离心，取定量血清加入包被好抗体的反应板，加

入增强液置37℃水浴箱，冲洗包被板，在时间分辨荧光免疫分析仪上检测发光强度，需与标本同时

做标准曲线和质控，审核结果，发报告，接受临床咨询，废弃物处理。

BCRJ3011
非结合型雌三醇(UE3)

测定—酶联免疫吸附法

样本类型：血液。样本采集，样本处理，离心机离心，将试剂加入相应的空白孔、标准孔、对照孔

及测定孔，经过孵育，洗板，加试剂等过程后用酶标仪/酶联免疫分析仪比色得到吸光度值，绘制

标准曲线得到待测物浓度，结果审核，发报告，接受临床咨询，废弃物处理。

BCRJ3111
非结合型雌三醇(UE3)

测定—磁微粒酶联免疫

法

样本类型：血液。采血，标本处理，用离心机离心后，将血清放置于磁微粒酶免分析仪上，磁微粒

酶免分析仪需做定期定标和质控，装载试剂，输入参数后，仪器运行实验检测，显示结果，报告临

床，接受临床咨询，废弃物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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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CRJ3411
非结合型雌三醇(UE3)

测定—化学发光免疫法

样本类型：血液。采集标本，标本处理，离心机离心后，放置于化学发光仪上，装载试剂，输入参

数，进入标本检测程序，做定标和质控，结果审核，发报告，接受临床咨询，废弃物处理。

BCRJ3711
非结合型雌三醇(UE3)

测定—放射免疫分析法

样本类型：血液。样本采集，标本处理，离心机离心，将试剂加入相应的空白孔、标准孔、对照孔

及测定孔，经过孵育，离心，加试剂等过程后用放免分析仪，晶体闪烁计数器测定放射性，绘制标

准曲线得到待测物浓度，结果审核，发报告，接受临床咨询，废弃物处理。

BCRJ4711
非结合型雌三醇(UE3)

测定—时间分辨荧光免

疫分析法

样本类型：血液。标本采集，标本处理，用离心机离心，取定量血清加入包被好抗体的反应板，加

入增强液置37℃水浴箱，冲洗包被板，在时间分辨荧光免疫分析仪上检测发光强度，需与标本同时

做标准曲线和质控，审核结果，发报告，接受临床咨询，废弃物处理。

BCRK3011
孕酮(P)测定—酶联免

疫吸附法

样本类型：血液。样本采集，样本处理，离心机离心，将试剂加入相应的空白孔、标准孔、对照孔

及测定孔，经过孵育，洗板，加试剂等过程后用酶标仪/酶联免疫分析仪比色得到吸光度值，绘制

标准曲线得到待测物浓度，结果审核，发报告，接受临床咨询，废弃物处理。

BCRK3111
孕酮(P)测定—磁微粒

酶联免疫法

样本类型：血液。采血，标本处理，用离心机离心后，将血清放置于磁微粒酶免分析仪上，磁微粒

酶免分析仪需做定期定标和质控，装载试剂，输入参数后，仪器运行实验检测，审核结果，发报

告，接受临床咨询，废弃物处理。

BCRK3311
孕酮(P)测定—微阵列

酶联免疫法

样本类型：血液。样本稀释，加样，温育并37℃振荡，再洗涤，加样，温育第二次，37℃振荡，洗

涤，浓缩洗液稀释，拍干，生物芯片分析仪检测与结果判断，发光液A和B1：1混匀，每孔加入40微

升，用酶免分析仪及生物芯片分析仪检测，获得各指标发光信号值并进行结果判断。

BCRK3411
孕酮(P)测定—化学发

光免疫法

样本类型：血液。采集标本，标本处理，离心机离心后，放置于化学发光仪上，装载试剂，输入参

数，进入标本检测程序，做定标和质控，结果审核，发报告，接受临床咨询，废弃物处理。

BCRK3581
孕酮(P)测定—电化学

发光免疫法

样本类型：血液、尿液。采血，标本处理，用离心机离心后，将血清放置于电化学发光仪上，电化

学发光仪需做定标和质控，输入参数后，仪器检测，审核结果，发报告，接受临床咨询，废弃物处

BCRK3611
孕酮(P)测定—微粒子

发光免疫分析法

样本类型：血液。标本处理，用离心机离心后，将血清放置于微粒子发光免疫分析仪。装载试剂，

输入参数后，仪器检测，审核结果、发报告，接受临床咨询废弃物处理。

BCRK3711
孕酮(P)测定—放射免

疫分析法

样本类型：血液。样本采集，标本处理，离心机离心，将试剂加入相应的空白孔、标准孔、对照孔

及测定孔，经过孵育，离心，加试剂等过程后用放免分析仪，晶体闪烁计数器测定放射性，绘制标

准曲线得到待测物浓度，结果审核，发报告，接受临床咨询，废弃物处理。

BCRK4711
孕酮(P)测定—时间分

辨荧光免疫分析法

样本类型：血液。标本采集，标本处理，用离心机离心，取定量血清加入包被好抗体的反应板，加

入增强液置37℃水浴箱，冲洗包被板，在时间分辨荧光免疫分析仪上检测发光强度，需与标本同时

做标准曲线和质控，审核结果，发报告，接受临床咨询，废弃物处理。

BCRL3011
睾酮(T)测定—酶联免

疫吸附法

样本类型：血液。样本采集，样本处理，离心机离心，将试剂加入相应的空白孔、标准孔、对照孔

及测定孔，经过孵育，洗板，加试剂等过程后用酶标仪/酶联免疫分析仪比色得到吸光度值，绘制

标准曲线得到待测物浓度，结果审核，发报告，接受临床咨询，废弃物处理。

BCRL3311
睾酮(T)测定—微阵列

酶联免疫法

样本类型：血液。样本稀释，加样，温育并37℃振荡，再洗涤，加样，温育第二次，37℃振荡，洗

涤，浓缩洗液稀释，拍干，酶免分析仪及生物芯片分析仪检测与结果判断，发光液A和B1：1混匀，

每孔加入40微升，用酶免分析仪及生物芯片分析仪检测，获得各指标发光信号值并进行结果判断。

BCRL3411
睾酮(T)测定—化学发

光免疫法

样本类型：血液。采血，标本转运送实验室签收，标本编号，离心后，上样，输入工作单，加样，

加抗体，孵育，清洗，加入发光剂，测定发光强度，定标和质控，审核结果，发报告，接受临床咨

询，废弃物处理。

BCRL3511
睾酮(T)测定—电化学

发光免疫法

样本类型：血液。采血，标本处理，用离心机离心后，将血清放置于电化学发光仪上，电化学发光

仪需做定标和质控，输入参数后，仪器检测，审核结果，发报告，接受临床咨询，废弃物处理。

BCRL3611
睾酮(T)测定—微粒子

发光免疫分析法

样本类型：血液。标本处理，用离心机离心后，将血清放置于微粒子发光免疫分析仪。装载试剂，

输入参数后，仪器检测，审核结果、发报告，接受临床咨询废弃物处理。

BCRL3711
睾酮(T)测定—放射免

疫分析法

样本类型：血液。样本采集，标本处理，离心机离心，将试剂加入相应的空白孔、标准孔、对照孔

及测定孔，经过孵育，离心，加试剂等过程后用放免分析仪，晶体闪烁计数器测定放射性，绘制标

准曲线得到待测物浓度，结果审核，发报告，接受临床咨询，废弃物处理。

BCRL4711
睾酮(T)测定—时间分

辨荧光免疫分析法

样本类型：血液。标本采集，标本处理，用离心机离心，取定量血清加入包被好抗体的反应板，加

入增强液置37℃水浴箱，冲洗包被板，在时间分辨荧光免疫分析仪上检测发光强度，需与标本同时

做标准曲线和质控，审核结果，发报告，接受临床咨询，废弃物处理。

BCRM3011
双氢睾酮(DHT)测定—

酶联免疫吸附法

样本类型：血液。样本采集，样本处理，离心机离心，将试剂加入相应的空白孔、标准孔、对照孔

及测定孔，经过孵育，洗板，加试剂等过程后用酶标仪/酶联免疫分析仪比色得到吸光度值，绘制

标准曲线得到待测物浓度，结果审核，发报告，接受临床咨询，废弃物处理。

BCRM3411
双氢睾酮(DHT)测定—

化学发光免疫法

样本类型：血液。采集标本，标本处理，离心机离心后，放置于化学发光仪上，装载试剂，输入参

数，进入标本检测程序，做定标和质控，结果审核，发报告，接受临床咨询，废弃物处理。

BCRM3711
双氢睾酮(DHT)测定—

放射免疫分析法

样本类型：血液。样本采集，标本处理，离心机离心，将试剂加入相应的空白孔、标准孔、对照孔

及测定孔，经过孵育，离心，加试剂等过程后用放免分析仪，晶体闪烁计数器测定放射性，绘制标

准曲线得到待测物浓度，结果审核，发报告，接受临床咨询，废弃物处理。

BCRM4711
双氢睾酮(DHT)测定—

时间分辨荧光免疫分析

法

样本类型：血液。标本采集，标本处理，用离心机离心，取定量血清加入包被好抗体的反应板，加

入增强液置37℃水浴箱，冲洗包被板，在时间分辨荧光免疫分析仪上检测发光强度，需与标本同时

做标准曲线和质控，审核结果，发报告，接受临床咨询，废弃物处理。

BCRN3011
17α 羟孕酮测定—酶联

免疫吸附法

样本类型：血液。样本采集，样本处理，离心机离心，将试剂加入相应的空白孔、标准孔、对照孔

及测定孔，经过孵育，洗板，加试剂等过程后用酶标仪/酶联免疫分析仪比色得到吸光度值，绘制

标准曲线得到待测物浓度，结果审核，发报告，接受临床咨询，废弃物处理。

BCRN3411
17α 羟孕酮测定—化学

发光免疫法

样本类型：血液。采集标本，标本处理，离心机离心后，放置于化学发光仪上，装载试剂，输入参

数，进入标本检测程序，做定标和质控，结果审核，发报告，接受临床咨询，废弃物处理。

BCRN3711
17α 羟孕酮测定—放射

免疫分析法

样本类型：血液。样本采集，标本处理，离心机离心，将试剂加入相应的空白孔、标准孔、对照孔

及测定孔，经过孵育，离心，加试剂等过程后用放免分析仪，晶体闪烁计数器测定放射性，绘制标

准曲线得到待测物浓度，结果审核，发报告，接受临床咨询，废弃物处理。

BCRN4711
17α 羟孕酮测定—时间

分辨荧光免疫分析法

样本类型：血液。标本采集，标本处理，用离心机离心，取定量血清加入包被好抗体的反应板，加

入增强液置37℃水浴箱，冲洗包被板，在时间分辨荧光免疫分析仪上检测发光强度，需与标本同时

做标准曲线和质控，审核结果，发报告，接受临床咨询，废弃物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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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名称 项目内涵

BCRP3011
6-酮前列腺素F1α 测定

—酶联免疫吸附法

样本类型：血液。样本采集，样本处理，离心机离心，将试剂加入相应的空白孔、标准孔、对照孔

及测定孔，经过孵育，洗板，加试剂等过程后用酶标仪/酶联免疫分析仪比色得到吸光度值，绘制

标准曲线得到待测物浓度，结果审核，发报告，接受临床咨询，废弃物处理。

BCRP3411
6-酮前列腺素F1α 测定

—化学发光免疫法

样本类型：血液。采集标本，标本处理，离心机离心后，放置于化学发光仪上，装载试剂，输入参

数，进入标本检测程序，做定标和质控，结果审核，发报告，接受临床咨询，废弃物处理。

BCRP3711
6-酮前列腺素F1α 测定

—放射免疫分析法

样本类型：血液。样本采集，标本处理，离心机离心，将试剂加入相应的空白孔、标准孔、对照孔

及测定孔，经过孵育，离心，加试剂等过程后用放免分析仪，晶体闪烁计数器测定放射性，绘制标

准曲线得到待测物浓度，结果审核，发报告，接受临床咨询，废弃物处理。

BCRP4711
6-酮前列腺素F1α 测定

—时间分辨荧光免疫分

析法

样本类型：血液。标本采集，标本处理，用离心机离心，取定量血清加入包被好抗体的反应板，加

入增强液置37℃水浴箱，冲洗包被板，在时间分辨荧光免疫分析仪上检测发光强度，需与标本同时

做标准曲线和质控，审核结果，发报告，接受临床咨询，废弃物处理。

BCRQ3081
人绒毛膜促性腺激素

(HCG)测定—酶联免疫

吸附法

样本类型：血液、尿液。样本采集，样本处理，离心机离心，将试剂加入相应的空白孔、标准孔、

对照孔及测定孔，经过孵育，洗板，加试剂等过程后用酶标仪/酶联免疫分析仪比色得到吸光度

值，绘制标准曲线得到待测物浓度，结果审核，发报告，接受临床咨询，废弃物处理。

BCRQ3181
人绒毛膜促性腺激素

(HCG)测定—磁微粒酶

联免疫法

样本类型：血液、尿液。采血，标本处理，用离心机离心后，将血清放置于磁微粒酶免分析仪上，

磁微粒酶免分析仪需做定期定标和质控，装载试剂，输入参数后，仪器运行实验检测，审核结果，

发报告，接受临床咨询，废弃物处理。

BCRQ3481
人绒毛膜促性腺激素

(HCG)测定—化学发光

免疫法

样本类型：血液、尿液。采集标本，标本处理，离心机离心后，放置于化学发光仪上，装载试剂，

输入参数，进入标本检测程序，做定标和质控，结果审核，发报告，接受临床咨询，废弃物处理。

BCRQ3581
人绒毛膜促性腺激素

(HCG)测定—电化学发

光免疫法

样本类型：血液、尿液。采血，标本处理，用离心机离心后，将血清放置于电化学发光仪上，电化

学发光仪需做定标和质控，输入参数后，仪器检测，审核结果，发报告，接受临床咨询，废弃物处

理。

BCRQ3681
人绒毛膜促性腺激素

(HCG)测定—微粒子发

光免疫分析法

样本类型：血液、尿液。标本处理，用离心机离心后，将血清放置微粒子发光免疫分析仪。装载试

剂，输入参数后，仪器检测，审核结果、发报告，接受临床咨询废弃物处理。

BCRQ3781
人绒毛膜促性腺激素

(HCG)测定—放射免疫

分析法

样本类型：血液、尿液。样本采集，标本处理，离心机离心，将试剂加入相应的空白孔、标准孔、

对照孔及测定孔，经过孵育，离心，加试剂等过程后用放免分析仪，晶体闪烁计数器测定放射性，

绘制标准曲线得到待测物浓度，结果审核，发报告，接受临床咨询，废弃物处理。

BCRQ4781
人绒毛膜促性腺激素

(HCG)测定—时间分辨

荧光免疫分析法

样本类型：血液、尿液。标本采集，标本处理，用离心机离心，取定量血清加入包被好抗体的反应

板，加入增强液置37℃水浴箱，冲洗包被板，在时间分辨荧光免疫分析仪上检测发光强度，需与标

本同时做标准曲线和质控，审核结果，发报告，接受临床咨询，废弃物处理。

BCRR3011
β 人绒毛膜促性腺激素

(β -HCG)测定—酶联免

疫吸附法

样本类型：血液。样本采集，样本处理，离心机离心，将试剂加入相应的空白孔、标准孔、对照孔

及测定孔，经过孵育，洗板，加试剂等过程后用酶标仪/酶联免疫分析仪比色得到吸光度值，绘制

标准曲线得到待测物浓度，结果审核，发报告，接受临床咨询，废弃物处理。

BCRR3411
β 人绒毛膜促性腺激素

(β -HCG)测定—化学发

光免疫法

样本类型：血液。采集标本，标本处理，离心机离心后，放置于化学发光仪上，装载试剂，输入参

数，进入标本检测程序，做定标和质控，结果审核，发报告，接受临床咨询，废弃物处理。

BCRR3511
β 人绒毛膜促性腺激素

(β -HCG)测定—电化学

发光免疫法

样本类型：血液。采血，标本处理，用离心机离心后，将血清放置于电化学发光仪上，电化学发光

仪需做定标和质控，输入参数后，仪器检测，审核结果，发报告，接受临床咨询，废弃物处理。

BCRR3512
β 人游离绒毛膜促性腺

激素(freeβ -HCG)测定

—电化学发光免疫法

样本类型：血液。采血，标本处理，用离心机离心后，将血清放置于电化学发光仪上，电化学发光

仪需做定标和质控，输入参数后，仪器检测，审核结果，发报告，接受临床咨询，废弃物处理。

BCRR3711
β 人绒毛膜促性腺激素

(β -HCG)测定—放射免

疫分析法

样本类型：血液。样本采集，标本处理，离心机离心，将试剂加入相应的空白孔、标准孔、对照孔

及测定孔，经过孵育，离心，加试剂等过程后用放免分析仪，晶体闪烁计数器测定放射性，绘制标

准曲线得到待测物浓度，结果审核，发报告，接受临床咨询，废弃物处理。

BCRR4711
β 人绒毛膜促性腺激素

(β -HCG)测定—时间分

辨荧光免疫分析法

样本类型：血液。标本采集，标本处理，用离心机离心，取定量血清加入包被好抗体的反应板，加

入增强液置37℃水浴箱，冲洗包被板，在时间分辨荧光免疫分析仪上检测发光强度，需与标本同时

做标准曲线和质控，审核结果，发报告，接受临床咨询，废弃物处理。

BCRR7611
β 人绒毛膜促性腺激素

(β -HCG)测定—蛋白芯

片法

样本类型：血液。标本采集，标本处理，离心机离心，蛋白芯片分析仪检测，审核结果，发报告，

接受临床咨询，废弃物处理。

BCRS3411
性激素结合球蛋白

(SHBG)测定—化学发光

样本类型：血液。采血标本处理，离心机离心后，放置于化学发光仪上，装载试剂，输入参数，进

入标本检测程序，做定标和质控，结果审核，发报告，接受临床咨询废弃物处理。

BCRT9911 生殖激素六项
样本类型：血液。含雌二醇(E2)测定、卵泡刺激素(FSH)测定、促黄体生成素(LH)测定、泌乳素

(PRL)测定、孕酮(P)测定、睾酮(T)测定。
胰腺及消化道激素

BCRU3011
胰岛素(Ins)测定—酶

联免疫吸附法

样本类型：血液。样本采集，样本处理，离心机离心，将试剂加入相应的空白孔、标准孔、对照孔

及测定孔，经过孵育，洗板，加试剂等过程后用酶标仪/酶联免疫分析仪比色得到吸光度值，绘制

标准曲线得到待测物浓度，结果审核，发报告，接受临床咨询，废弃物处理。

BCRU3111
胰岛素(Ins)测定—磁

微粒酶联免疫法

样本类型：血液。采血，标本处理，用离心机离心后，将血清放置于磁微粒酶免分析仪上，磁微粒

酶免分析仪需做定期定标和质控，装载试剂，输入参数后，仪器运行实验检测，审核结果，发报

告，接受临床咨询，废弃物处理。

BCRU3411
胰岛素(Ins)测定—化

学发光免疫法

样本类型：血液。采集标本，标本处理，离心机离心后，放置于化学发光仪上，装载试剂，输入参

数，进入标本检测程序，做定标和质控，结果审核，发报告，接受临床咨询，废弃物处理。

BCRU3511
胰岛素(Ins)测定—电

化学发光免疫法

样本类型：血液。采血，标本处理，用离心机离心后，将血清放置于电化学发光仪上，电化学发光

仪需做定标和质控，输入参数后，仪器检测，审核结果，发报告，接受临床咨询，废弃物处理。

BCRU3611
胰岛素(Ins)测定—微

粒子发光免疫分析法

样本类型：血液。标本处理，用离心机离心后，将血清放置于微粒子发光免疫分析仪。装载试剂，

输入参数后，仪器检测，审核结果、发报告，接受临床咨询废弃物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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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CRU3711
胰岛素(Ins)测定—放

射免疫分析法

样本类型：血液。样本采集，标本处理，离心机离心，将试剂加入相应的空白孔、标准孔、对照孔

及测定孔，经过孵育，离心，加试剂等过程后用放免分析仪，晶体闪烁计数器测定放射性，绘制标

准曲线得到待测物浓度，结果审核，发报告，接受临床咨询，废弃物处理。

BCRU4711
胰岛素(Ins)测定—时

间分辨荧光免疫分析法

样本类型：血液。标本采集，标本处理，用离心机离心，取定量血清加入包被好抗体的反应板，加

入增强液置37℃水浴箱，冲洗包被板，在时间分辨荧光免疫分析仪上检测发光强度，需与标本同时

做标准曲线和质控，审核结果，发报告，接受临床咨询，废弃物处理。

BCRV3011
胰高血糖素测定—酶联

免疫吸附法

样本类型：血液。样本采集，样本处理，离心机离心，将试剂加入相应的空白孔、标准孔、对照孔

及测定孔，经过孵育，洗板，加试剂等过程后用酶标仪/酶联免疫分析仪比色得到吸光度值，绘制

标准曲线得到待测物浓度，结果审核，发报告，接受临床咨询，废弃物处理。

BCRV3411
胰高血糖素测定—化学

发光免疫法

样本类型：血液。采集标本，标本处理，离心机离心后，放置于化学发光仪上，装载试剂，输入参

数，进入标本检测程序，做定标和质控，结果审核，发报告，接受临床咨询，废弃物处理。

BCRV3711
胰高血糖素测定—放射

免疫分析法

样本类型：血液。样本采集，标本处理，离心机离心，将试剂加入相应的空白孔、标准孔、对照孔

及测定孔，经过孵育，离心，加试剂等过程后用放免分析仪，晶体闪烁计数器测定放射性，绘制标

准曲线得到待测物浓度，结果审核，发报告，接受临床咨询，废弃物处理。

BCRV4711
胰高血糖素测定—时间

分辨荧光免疫分析法

样本类型：血液。标本采集，标本处理，用离心机离心，取定量血清加入包被好抗体的反应板，加

入增强液置37℃水浴箱，冲洗包被板，在时间分辨荧光免疫分析仪上检测发光强度，需与标本同时

做标准曲线和质控，审核结果，发报告，接受临床咨询，废弃物处理。

BCRW3011
C肽(C-P)测定—酶联免

疫吸附法

样本类型：血液。样本采集，样本处理，离心机离心，将试剂加入相应的空白孔、标准孔、对照孔

及测定孔，经过孵育，洗板，加试剂等过程后用酶标仪/酶联免疫分析仪比色得到吸光度值，绘制

标准曲线得到待测物浓度，结果审核，发报告，接受临床咨询，废弃物处理。

BCRW3111
C肽(C-P)测定—磁微粒

酶联免疫法

样本类型：血液。采血，标本处理，用离心机离心后，将血清放置于磁微粒酶免分析仪上，磁微粒

酶免分析仪需做定期定标和质控，装载试剂，输入参数后，仪器运行实验检测，审核结果，发报

告，接受临床咨询，废弃物处理。

BCRW3411
C肽(C-P)测定—化学发

光免疫法

样本类型：血液。采集标本，标本处理，离心机离心后，放置于化学发光仪上，装载试剂，输入参

数，进入标本检测程序，做定标和质控，结果审核，发报告，接受临床咨询，废弃物处理。

BCRW3511
C肽(C-P)测定—电化学

发光免疫法

样本类型：血液。采血，标本处理，用离心机离心后，将血清放置于电化学发光仪上，电化学发光

仪需做定标和质控，输入参数后，仪器检测，审核结果，发报告，接受临床咨询，废弃物处理。

BCRW3711
C肽(C-P)测定—放射免

疫分析法

样本类型：血液。样本采集，标本处理，离心机离心，将试剂加入相应的空白孔、标准孔、对照孔

及测定孔，经过孵育，离心，加试剂等过程后用放免分析仪，晶体闪烁计数器测定放射性，绘制标

准曲线得到待测物浓度，结果审核，发报告，接受临床咨询，废弃物处理。

BCRW4711
C肽(C-P)测定—时间分

辨荧光免疫分析法

样本类型：血液。标本采集，标本处理，用离心机离心，取定量血清加入包被好抗体的反应板，加

入增强液置37℃水浴箱，冲洗包被板，在时间分辨荧光免疫分析仪上检测发光强度，需与标本同时

做标准曲线和质控，审核结果，发报告，接受临床咨询，废弃物处理。

BCRX3011
胃泌素测定—酶联免疫

吸附法

样本类型：血液。样本采集，样本处理，离心机离心，将试剂加入相应的空白孔、标准孔、对照孔

及测定孔，经过孵育，洗板，加试剂等过程后用酶标仪/酶联免疫分析仪比色得到吸光度值，绘制

标准曲线得到待测物浓度，结果审核，发报告，接受临床咨询，废弃物处理。

BCRX3411
胃泌素测定—化学发光

免疫法

样本类型：血液。采集标本，标本处理，离心机离心后，放置于化学发光仪上，装载试剂，输入参

数，进入标本检测程序，做定标和质控，结果审核，发报告，接受临床咨询，废弃物处理。

BCRX3711
胃泌素测定—放射免疫

分析法

样本类型：血液。样本采集，标本处理，离心机离心，将试剂加入相应的空白孔、标准孔、对照孔

及测定孔，经过孵育，离心，加试剂等过程后用放免分析仪，晶体闪烁计数器测定放射性，绘制标

准曲线得到待测物浓度，结果审核，发报告，接受临床咨询，废弃物处理。

BCRX4711
胃泌素测定—时间分辨

荧光免疫分析法

样本类型：血液。标本采集，标本处理，用离心机离心，取定量血清加入包被好抗体的反应板，加

入增强液置37℃水浴箱，冲洗包被板，在时间分辨荧光免疫分析仪上检测发光强度，需与标本同时

做标准曲线和质控，审核结果，发报告，接受临床咨询，废弃物处理。

BCRY3011
胃泌素释放肽前体

(ProGRP)测定—酶联免

疫吸附法

样本类型：血液。样本采集，样本处理，离心机离心，将试剂加入相应的空白孔、标准孔、对照孔

及测定孔，经过孵育，洗板，加试剂等过程后用酶标仪/酶联免疫分析仪比色得到吸光度值，绘制

标准曲线得到待测物浓度，结果审核，发报告，接受临床咨询，废弃物处理。

BCRY3411
胃泌素释放肽前体

(ProGRP)测定—化学发

光免疫法

样本类型：血液。采集标本，标本处理，离心机离心后，放置于化学发光仪上，装载试剂，输入参

数，进入标本检测程序，做定标和质控，结果审核，发报告，接受临床咨询，废弃物处理。

BCRY3711
胃泌素释放肽前体

(ProGRP)测定—放射免

疫分析法

样本类型：血液。样本采集，标本处理，离心机离心，将试剂加入相应的空白孔、标准孔、对照孔

及测定孔，经过孵育，离心，加试剂等过程后用放免分析仪，晶体闪烁计数器测定放射性，绘制标

准曲线得到待测物浓度，结果审核，发报告，接受临床咨询，废弃物处理。

BCRY4211
胃泌素释放肽前体

(ProGRP)测定—乳胶凝

集法

样本类型：血液。标本采集，标本处理，离心机离心，标本检测，同时包括定标和质控，审核结

果，发报告，接受临床咨询，废弃物处理。

BCRY4711
胃泌素释放肽前体

(ProGRP)测定—时间分

辨荧光免疫分析法

样本类型：血液。标本采集，标本处理，用离心机离心，取定量血清加入包被好抗体的反应板，加

入增强液置37℃水浴箱，冲洗包被板，在时间分辨荧光免疫分析仪上检测发光强度，需与标本同时

做标准曲线和质控，审核结果，发报告，接受临床咨询，废弃物处理。

BCRZ3011
生长抑素(SS)测定—酶

联免疫吸附法

样本类型：血液。样本采集，样本处理，离心机离心，将试剂加入相应的空白孔、标准孔、对照孔

及测定孔，经过孵育，洗板，加试剂等过程后用酶标仪/酶联免疫分析仪比色得到吸光度值，绘制

标准曲线得到待测物浓度，结果审核，发报告，接受临床咨询，废弃物处理。

BCRZ3411
生长抑素(SS)测定—化

学发光免疫法

样本类型：血液。采集标本，标本处理，离心机离心后，放置于化学发光仪上，装载试剂，输入参

数，进入标本检测程序，做定标和质控，结果审核，发报告，接受临床咨询，废弃物处理。

BCRZ3711
生长抑素(SS)测定—放

射免疫分析法

样本类型：血液。样本采集，标本处理，离心机离心，将试剂加入相应的空白孔、标准孔、对照孔

及测定孔，经过孵育，离心，加试剂等过程后用放免分析仪，晶体闪烁计数器测定放射性，绘制标

准曲线得到待测物浓度，结果审核，发报告，接受临床咨询，废弃物处理。

BCRZ4711
生长抑素(SS)测定—时

间分辨荧光免疫分析法

样本类型：血液。标本采集，标本处理，用离心机离心，取定量血清加入包被好抗体的反应板，加

入增强液置37℃水浴箱，冲洗包被板，在时间分辨荧光免疫分析仪上检测发光强度，需与标本同时

做标准曲线和质控，审核结果，发报告，接受临床咨询，废弃物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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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CSA3011
促胰液素(secretin)测

定—酶联免疫吸附法

样本类型：血液。样本采集，样本处理，离心机离心，将试剂加入相应的空白孔、标准孔、对照孔

及测定孔，经过孵育，洗板，加试剂等过程后用酶标仪/酶联免疫分析仪比色得到吸光度值，绘制

标准曲线得到待测物浓度，结果审核，发报告，接受临床咨询，废弃物处理。

BCSA3411
促胰液素(secretin)测

定—化学发光免疫法

样本类型：血液。采集标本，标本处理，离心机离心后，放置于化学发光仪上，装载试剂，输入参

数，进入标本检测程序，做定标和质控，结果审核，发报告，接受临床咨询，废弃物处理。

BCSA3711
促胰液素(secretin)测

定—放射免疫分析法

样本类型：血液。样本采集，标本处理，离心机离心，将试剂加入相应的空白孔、标准孔、对照孔

及测定孔，经过孵育，离心，加试剂等过程后用放免分析仪，晶体闪烁计数器测定放射性，绘制标

准曲线得到待测物浓度，结果审核，发报告，接受临床咨询，废弃物处理。

BCSA4711
促胰液素(secretin)测

定—时间分辨荧光免疫

分析法

样本类型：血液。标本采集，标本处理，用离心机离心，取定量血清加入包被好抗体的反应板，加

入增强液置37℃水浴箱，冲洗包被板，在时间分辨荧光免疫分析仪上检测发光强度，需与标本同时

做标准曲线和质控，审核结果，发报告，接受临床咨询，废弃物处理。

BCSB3011
胆囊收缩素测定—酶联

免疫吸附法

样本类型：血液。样本采集，样本处理，离心机离心，将试剂加入相应的空白孔、标准孔、对照孔

及测定孔，经过孵育，洗板，加试剂等过程后用酶标仪/酶联免疫分析仪比色得到吸光度值，绘制

标准曲线得到待测物浓度，结果审核，发报告，接受临床咨询，废弃物处理。

BCSB3411
胆囊收缩素测定—化学

发光免疫法

样本类型：血液。采集标本，标本处理，离心机离心后，放置于化学发光仪上，装载试剂，输入参

数，进入标本检测程序，做定标和质控，结果审核，发报告，接受临床咨询，废弃物处理。

BCSB3711
胆囊收缩素测定—放射

免疫分析法

样本类型：血液。样本采集，标本处理，离心机离心，将试剂加入相应的空白孔、标准孔、对照孔

及测定孔，经过孵育，离心，加试剂等过程后用放免分析仪，晶体闪烁计数器测定放射性，绘制标

准曲线得到待测物浓度，结果审核，发报告，接受临床咨询，废弃物处理。

BCSB4711
胆囊收缩素测定—时间

分辨荧光免疫分析法

样本类型：血液。标本采集，标本处理，用离心机离心，取定量血清加入包被好抗体的反应板，加

入增强液置37℃水浴箱，冲洗包被板，在时间分辨荧光免疫分析仪上检测发光强度，需与标本同时

做标准曲线和质控，审核结果，发报告，接受临床咨询，废弃物处理。
激素受体

BCSC3011
甾体激素受体测定—酶

联免疫吸附法

样本类型：血液。样本采集，样本处理，离心机离心，将试剂加入相应的空白孔、标准孔、对照孔

及测定孔，经过孵育，洗板，加试剂等过程后用酶标仪/酶联免疫分析仪比色得到吸光度值，绘制

标准曲线得到待测物浓度，结果审核，发报告，接受临床咨询，废弃物处理。

BCSC3411
甾体激素受体测定—化

学发光免疫法

样本类型：血液。采集标本，标本处理，离心机离心后，放置于化学发光仪上，装载试剂，输入参

数，进入标本检测程序，做定标和质控，结果审核，发报告，接受临床咨询，废弃物处理。

BCSC3711
甾体激素受体测定—放

射免疫分析法

样本类型：血液。样本采集，标本处理，离心机离心，将试剂加入相应的空白孔、标准孔、对照孔

及测定孔，经过孵育，离心，加试剂等过程后用放免分析仪，晶体闪烁计数器测定放射性，绘制标

准曲线得到待测物浓度，结果审核，发报告，接受临床咨询，废弃物处理。

BCSC4711
甾体激素受体测定—时

间分辨荧光免疫分析法

样本类型：血液。标本采集，标本处理，用离心机离心，取定量血清加入包被好抗体的反应板，加

入增强液置37℃水浴箱，冲洗包被板，在时间分辨荧光免疫分析仪上检测发光强度，需与标本同时

做标准曲线和质控，审核结果，发报告，接受临床咨询，废弃物处理。
其它激素与生物活性

物质

BCSD3011
环磷酸腺苷(cAMP)测定

—酶联免疫吸附法

样本类型：血液。样本采集，样本处理，离心机离心，将试剂加入相应的空白孔、标准孔、对照孔

及测定孔，经过孵育，洗板，加试剂等过程后用酶标仪/酶联免疫分析仪比色得到吸光度值，绘制

标准曲线得到待测物浓度，结果审核，发报告，接受临床咨询，废弃物处理。

BCSD3411
环磷酸腺苷(cAMP)测定

—化学发光免疫法

样本类型：血液。采集标本，标本处理，离心机离心后，放置于化学发光仪上，装载试剂，输入参

数，进入标本检测程序，做定标和质控，结果审核，发报告，接受临床咨询，废弃物处理。

BCSD3711
环磷酸腺苷(cAMP)测定

—放射免疫分析法

样本类型：血液。样本采集，标本处理，离心机离心，将试剂加入相应的空白孔、标准孔、对照孔

及测定孔，经过孵育，离心，加试剂等过程后用放免分析仪，晶体闪烁计数器测定放射性，绘制标

准曲线得到待测物浓度，结果审核，发报告，接受临床咨询，废弃物处理。

BCSD4711
环磷酸腺苷(cAMP)测定

—时间分辨荧光免疫分

析法

样本类型：血液。标本采集，标本处理，用离心机离心，取定量血清加入包被好抗体的反应板，加

入增强液置37℃水浴箱，冲洗包被板，在时间分辨荧光免疫分析仪上检测发光强度，需与标本同时

做标准曲线和质控，审核结果，发报告，接受临床咨询，废弃物处理。

BCSE3011
环磷酸鸟苷(cGMP)测定

—酶联免疫吸附法

样本类型：血液。样本采集，样本处理，离心机离心，将试剂加入相应的空白孔、标准孔、对照孔

及测定孔，经过孵育，洗板，加试剂等过程后用酶标仪/酶联免疫分析仪比色得到吸光度值，绘制

标准曲线得到待测物浓度，结果审核，发报告，接受临床咨询，废弃物处理。

BCSE3411
环磷酸鸟苷(cGMP)测定

—化学发光免疫法

样本类型：血液。采集标本，标本处理，离心机离心后，放置于化学发光仪上，装载试剂，输入参

数，进入标本检测程序，做定标和质控，结果审核，发报告，接受临床咨询，废弃物处理。

BCSE3711
环磷酸鸟苷(cGMP)测定

—放射免疫分析法

样本类型：血液。样本采集，标本处理，离心机离心，将试剂加入相应的空白孔、标准孔、对照孔

及测定孔，经过孵育，离心，加试剂等过程后用放免分析仪，晶体闪烁计数器测定放射性，绘制标

准曲线得到待测物浓度，结果审核，发报告，接受临床咨询，废弃物处理。

BCSE4711
环磷酸鸟苷(cGMP)测定

—时间分辨荧光免疫分

析法

样本类型：血液。标本采集，标本处理，用离心机离心，取定量血清加入包被好抗体的反应板，加

入增强液置37℃水浴箱，冲洗包被板，在时间分辨荧光免疫分析仪上检测发光强度，需与标本同时

做标准曲线和质控，审核结果，发报告，接受临床咨询，废弃物处理。

BCSF1011
组织胺(Histamine)测

定—高效液相色谱法

样本类型：血液。采血，标本处理，进样，分离，制备标准曲线和质控，高效液相分析仪分析，审

核结果，发报告，接受临床咨询，废弃物处理。

BCSF3011
组织胺(Histamine)测

定—酶联免疫吸附法

样本类型：血液。样本采集，样本处理，离心机离心，将试剂加入相应的空白孔、标准孔、对照孔

及测定孔，经过孵育，洗板，加试剂等过程后用酶标仪/酶联免疫分析仪比色得到吸光度值，绘制

标准曲线得到待测物浓度，结果审核，发报告，接受临床咨询。

BCSF3711
组织胺(Histamine)测

定—放射免疫分析法

样本类型：血液。样本采集，标本处理，离心机离心，将试剂加入相应的空白孔、标准孔、对照孔

及测定孔，经过孵育，离心，加试剂等过程后用放免分析仪，晶体闪烁计数器测定放射性，绘制标

准曲线得到待测物浓度，结果审核，发报告，接受临床咨询，废弃物处理。

BCSF4711
组织胺(Histamine)测

定—时间分辨荧光免疫

分析法

样本类型：血液。标本采集，标本处理，用离心机离心，取定量血清加入包被好抗体的反应板，加

入增强液置37℃水浴箱，冲洗包被板，在时间分辨荧光免疫分析仪上检测发光强度，需与标本同时

做标准曲线和质控，审核结果，发报告，接受临床咨询，废弃物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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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名称 项目内涵

BCSG1021
尿香草苦杏仁酸(VMA)

测定—液相色谱法

样本类型：尿液。采血，标本处理，用离心机离心，标本加入色谱柱，经过液相色谱仪一系列处理

后，取上清液，在液相色谱仪上进样分析，比色分析，分别将样本管(流出液)、空白管、标准管中

加入试剂A和试剂B，充分混合，25℃孵育25分钟，然后加入试剂C，振荡混匀，离心，取上清液在

分光光度计比色，计算出尿17-酮类固醇浓度，审核结果，发报告，接受临床咨询，废弃物处理。

BCSH3711
肾素活性测定—放射免

疫分析法

样本类型：血液。样本采集，标本处理，离心机离心，将试剂加入相应的空白孔、标准孔、对照孔

及测定孔，经过孵育，离心，加试剂等过程后用放免分析仪，晶体闪烁计数器测定放射性，绘制标

准曲线得到待测物浓度，结果审核，发报告，接受临床咨询，废弃物处理。

BCSJ3711
血管紧张素Ⅰ(AngⅠ)

测定—放射免疫分析法

样本类型：血液。样本采集，标本处理，离心机离心，将试剂加入相应的空白孔、标准孔、对照孔

及测定孔，经过孵育，离心，加试剂等过程后用放免分析仪，晶体闪烁计数器测定放射性，绘制标

准曲线得到待测物浓度，结果审核，发报告，接受临床咨询，废弃物处理。

BCSJ3712
血管紧张素Ⅱ(AngⅡ)

测定—放射免疫分析法

样本类型：血液。样本采集，标本处理，离心机离心，将试剂加入相应的空白孔、标准孔、对照孔

及测定孔，经过孵育，离心，加试剂等过程后用放免分析仪，晶体闪烁计数器测定放射性，绘制标

准曲线得到待测物浓度，结果审核，发报告，接受临床咨询，废弃物处理。

BCSK3011
促红细胞生成素(EPO)

测定—酶联免疫吸附法

样本类型：血液。样本采集，样本处理，离心机离心，将试剂加入相应的空白孔、标准孔、对照孔

及测定孔，经过孵育，洗板，加试剂等过程后用酶标仪/酶联免疫分析仪比色得到吸光度值，绘制

标准曲线得到待测物浓度，结果审核，发报告，接受临床咨询，废弃物处理。

BCSK3411
促红细胞生成素(EPO)

测定—化学发光免疫法

样本类型：血液。采集标本，标本处理，离心机离心后，放置于化学发光仪上，装载试剂，输入参

数，进入标本检测程序，做定标和质控，结果审核，发报告，接受临床咨询，废弃物处理。

BCSK3711
促红细胞生成素(EPO)

测定—放射免疫分析法

样本类型：血液。样本采集，标本处理，离心机离心，将试剂加入相应的空白孔、标准孔、对照孔

及测定孔，经过孵育，离心，加试剂等过程后用放免分析仪，晶体闪烁计数器测定放射性，绘制标

准曲线得到待测物浓度，结果审核，发报告，接受临床咨询，废弃物处理。

BCSK4711
促红细胞生成素(EPO)

测定—时间分辨荧光免

疫分析法

样本类型：血液。标本采集，标本处理，用离心机离心，取定量血清加入包被好抗体的反应板，加

入增强液置37℃水浴箱，冲洗包被板，在时间分辨荧光免疫分析仪上检测发光强度，需与标本同时

做标准曲线和质控，审核结果，发报告，接受临床咨询，废弃物处理。

BCSL3011
骨钙素(BGP)测定—酶

联免疫吸附法

样本类型：血液。样本采集，样本处理，离心机离心，将试剂加入相应的空白孔、标准孔、对照孔

及测定孔，经过孵育，洗板，加试剂等过程后用酶标仪/酶联免疫分析仪比色得到吸光度值，绘制

标准曲线得到待测物浓度，结果审核，发报告，接受临床咨询，废弃物处理。

BCSL3711
骨钙素(BGP)测定—放

射免疫分析法

样本类型：血液。样本采集，标本处理，离心机离心，将试剂加入相应的空白孔、标准孔、对照孔

及测定孔，经过孵育，离心，加试剂等过程后用放免分析仪，晶体闪烁计数器测定放射性，绘制标

准曲线得到待测物浓度，结果审核，发报告，接受临床咨询，废弃物处理。

BCSM3011
前列腺素(PG)测定—酶

联免疫吸附法

样本类型：血液。样本采集，样本处理，离心机离心，将试剂加入相应的空白孔、标准孔、对照孔

及测定孔，经过孵育，洗板，加试剂等过程后用酶标仪/酶联免疫分析仪比色得到吸光度值，绘制

标准曲线得到待测物浓度，结果审核，发报告，接受临床咨询，废弃物处理。

BCSM3411
前列腺素(PG)测定—化

学发光免疫法

样本类型：血液。采集标本，标本处理，离心机离心后，放置于化学发光仪上，装载试剂，输入参

数，进入标本检测程序，做定标和质控，结果审核，发报告，接受临床咨询，废弃物处理。

BCSM3711
前列腺素(PG)测定—放

射免疫分析法

样本类型：血液。样本采集，标本处理，离心机离心，将试剂加入相应的空白孔、标准孔、对照孔

及测定孔，经过孵育，离心，加试剂等过程后用放免分析仪，晶体闪烁计数器测定放射性，绘制标

准曲线得到待测物浓度，结果审核，发报告，接受临床咨询，废弃物处理。

BCSM4711
前列腺素(PG)测定—时

间分辨荧光免疫分析法

样本类型：血液。标本采集，标本处理，用离心机离心，取定量血清加入包被好抗体的反应板，加

入增强液置37℃水浴箱，冲洗包被板，在时间分辨荧光免疫分析仪上检测发光强度，需与标本同时

做标准曲线和质控，审核结果，发报告，接受临床咨询，废弃物处理。

BCSN0511
一氧化氮(NO)分析—分

光光度法

样本类型：血液。样本采集，标本处理，离心机离心，将试剂加入相应的空白管、标准管及测定

管，用分光光度计比色得到吸光度值，绘制标准曲线得到测定管待测物浓度，或者项目的定标、质

控及样本的生化分析仪检测(半自动生化分析时在检测前将试剂加入相应的空白管、标准管及测定

管)，结果审核，发报告，接受临床咨询，废弃物处理。

BCSN3011
一氧化氮(NO)分析—酶

联免疫吸附法

样本类型：血液。样本采集，标本处理，离心机离心，将试剂加入相应的空白孔、标准孔、对照孔

及测定孔，经过孵育，洗板，加试剂等过程后用酶标仪/酶联免疫分析仪比色得到吸光度值，绘制

标准曲线得到待测物浓度，结果审核，发报告，接受临床咨询，废弃物处理。

BCSP3011
A型钠尿肽(ANP)测定—

酶联免疫吸附法

样本类型：血液。样本采集，样本处理，离心机离心，将试剂加入相应的空白孔、标准孔、对照孔

及测定孔，经过孵育，洗板，加试剂等过程后用酶标仪/酶联免疫分析仪比色得到吸光度值，绘制

标准曲线得到待测物浓度，结果审核，发报告，接受临床咨询。

BCSP3411
A型钠尿肽(ANP)测定—

化学发光免疫法

样本类型：血液。采集标本，标本处理，离心机离心后，放置于化学发光仪上，装载试剂，输入参

数，进入标本检测程序，做定标和质控，结果审核，发报告，接受临床咨询，废弃物处理。

BCSP3711
A型钠尿肽(ANP)测定—

放射免疫分析法

样本类型：血液。样本采集，标本处理，离心机离心，将试剂加入相应的空白孔、标准孔、对照孔

及测定孔，经过孵育，离心，加试剂等过程后用放免分析仪，晶体闪烁计数器测定放射性，绘制标

准曲线得到待测物浓度，结果审核，发报告，接受临床咨询，废弃物处理。

BCSP4711
A型钠尿肽(ANP)测定—

时间分辨荧光免疫分析

法

样本类型：血液。标本采集，标本处理，用离心机离心，取定量血清加入包被好抗体的反应板，加

入增强液置37℃水浴箱，冲洗包被板，在时间分辨荧光免疫分析仪上检测发光强度，需与标本同时

做标准曲线和质控，审核结果，发报告，接受临床咨询，废弃物处理。

BCSQ1911
B型钠尿肽(BNP)测定—

干式快速定量分析法

样本类型：血液。采血，标本处理，加入试剂进行快速定量B型钠尿肽检测，结果审核，发报告，

废弃物处理。

BCSQ3411
B型钠尿肽(BNP)测定—

化学发光免疫法

样本类型：血液。采集标本，标本处理，离心机离心后，放置于化学发光仪上，装载试剂，输入参

数，进入标本检测程序，做定标和质控，结果审核，发报告，接受临床咨询，废弃物处理。

BCSQ3711
B型钠尿肽(BNP)测定—

放射免疫分析法

样本类型：血液。样本采集，标本处理，离心机离心，将试剂加入相应的空白孔、标准孔、对照孔

及测定孔，经过孵育，离心，加试剂等过程后用放免分析仪，晶体闪烁计数器测定放射性，绘制标

准曲线得到待测物浓度，结果审核，发报告，接受临床咨询，废弃物处理。

BCSR1911
B型钠尿肽前体(PRO-

BNP)测定—干式快速定

量分析法

样本类型：血液。采集标本，标本处理，离心机离心后，放置于化学发光仪上，装载试剂，输入参

数，进入标本检测程序，做定标和质控，结果审核，发报告，接受临床咨询，废弃物处理。

BCSR3011
B型钠尿肽前体(PRO-

BNP)测定—酶联免疫吸

附法

样本类型：血液。样本采集，标本处理，离心机离心，将试剂加入相应的空白孔、标准孔、对照孔

及测定孔，经过孵育，洗板，加试剂等过程后用酶标仪/酶联免疫分析仪比色得到吸光度值，绘制

标准曲线得到待测物浓度，结果审核，发报告，接受临床咨询，废弃物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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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名称 项目内涵

BCSR3511
B型钠尿肽前体(PRO-

BNP)测定—电化学发光

免疫法

样本类型：血液。采血，标本处理，离心机离心，装载试剂，输入参数，进入标本检测程序，做定

标和质控，电化学发光仪分析，结果审核，发报告，接受临床咨询，废弃物处理。

BCSR3711
B型钠尿肽前体(PRO-

BNP)测定—放射免疫分

析法

样本类型：血液。样本采集，标本处理，离心机离心，将试剂加入相应的空白孔、标准孔、对照孔

及测定孔，经过孵育，离心，加试剂等过程后用放免分析仪，晶体闪烁计数器测定放射性，绘制标

准曲线得到待测物浓度，结果审核，发报告，接受临床咨询，废弃物处理。

BCSR4511
B型钠尿肽前体(PRO-

BNP)测定—荧光免疫分

析法

样本类型：血液。采血，标本处理，离心机离心后，取血浆加人检测板，采用荧光免疫分析技术，

荧光强度值与贮存的校准曲线自动算出被测样本中B型钠尿肽前体包括量，结果审核，发报告，废

弃物处理。
13.其它

BCTA0511
血酮体(KET)测定—分

光光度法

样本类型：血液。样本采集，标本处理，离心机离心，将试剂加入相应的空白管、标准管及测定

管，用分光光度计比色得到吸光度值，绘制标准曲线得到测定管待测物浓度，或者项目的定标、质

控及样本的生化分析仪检测(半自动生化分析时在检测前将试剂加入相应的空白管、标准管及测定

管)，结果审核，发报告，接受临床咨询，废弃物处理。

BCTB1011
β -羟基丁酸(β -HB)测

定—液相色谱法

样本类型：血液。样本采集，标本处理，凝胶及其它溶液、物品的准备，加样、洗脱等，通过分光

光度计测定吸光度，色谱仪绘制标准曲线得到待测物浓度，结果审核，发报告，接受临床咨询，废

弃物处理。

BCTB1211
β -羟基丁酸(β -HB)测

定—电泳法

样本类型：血液。样本采集，标本处理，离心机离心，凝胶及其它溶液、物品的准备，加样，接通

电泳仪电源，染色，通过光密度计扫描进行定量，结果审核，发报告，接受临床咨询，废弃物处理

BCTB1611
β -羟基丁酸(β -HB)测

定—酶法

样本类型：血液。样本采集，标本处理，离心机离心，将试剂加入相应的空白管、标准管及测定

管，用分光光度计比色得到吸光度值，绘制标准曲线得到测定管待测物浓度，或者项目的定标、质

控及样本的生化分析仪检测(半自动生化分析时在检测前将试剂加入相应的空白管、标准管及测定

管)，结果审核，发报告，接受临床咨询，废弃物处理。

BCTC3021
尿吡啶酚(PYD)测定—

酶联免疫吸附法

样本类型：尿液。样本采集，样本处理，离心机离心，将试剂加入相应的空白孔、标准孔、对照孔

及测定孔，经过孵育，洗板，加试剂等过程后用酶标仪/酶联免疫分析仪比色得到吸光度值，绘制

标准曲线得到待测物浓度，结果审核，发报告，接受临床咨询，废弃物处理。

BCTC3421
尿吡啶酚(PYD)测定—

化学发光免疫法

样本类型：尿液。采集标本，标本处理，离心机离心后，放置于化学发光仪上，装载试剂，输入参

数，进入标本检测程序，做定标和质控，结果审核，发报告，接受临床咨询，废弃物处理。

BCTC3721
尿吡啶酚(PYD)测定—

放射免疫分析法

样本类型：尿液。样本采集，标本处理，离心机离心，将试剂加入相应的空白孔、标准孔、对照孔

及测定孔，经过孵育，离心，加试剂等过程后用放免分析仪，晶体闪烁计数器测定放射性，绘制标

准曲线得到待测物浓度，结果审核，发报告，接受临床咨询，废弃物处理。

BCTC4721
尿吡啶酚(PYD)测定—

时间分辨荧光免疫分析

法

样本类型：尿液。标本采集，标本处理，用离心机离心，取定量血清加入包被好抗体的反应板，加

入增强液置37℃水浴箱，冲洗包被板，在时间分辨荧光免疫分析仪上检测发光强度，需与标本同时

做标准曲线和质控，审核结果，发报告，接受临床咨询，废弃物处理。

BCTD3021
尿脱氧吡啶酚(DPD)测

定—酶联免疫吸附法

样本类型：尿液。样本采集，样本处理，离心机离心，将试剂加入相应的空白孔、标准孔、对照孔

及测定孔，经过孵育，洗板，加试剂等过程后用酶标仪/酶联免疫分析仪比色得到吸光度值，绘制

标准曲线得到待测物浓度，结果审核，发报告，接受临床咨询，废弃物处理。

BCTD3421
尿脱氧吡啶酚(DPD)测

定—化学发光免疫法

样本类型：尿液。采集标本，标本处理，离心机离心后，放置于化学发光仪上，装载试剂，输入参

数，进入标本检测程序，做定标和质控，结果审核，发报告，接受临床咨询，废弃物处理。

BCTD3721
尿脱氧吡啶酚(DPD)测

定—放射免疫分析法

样本类型：尿液。样本采集，标本处理，离心机离心，将试剂加入相应的空白孔、标准孔、对照孔

及测定孔，经过孵育，离心，加试剂等过程后用放免分析仪，晶体闪烁计数器测定放射性，绘制标

准曲线得到待测物浓度，结果审核，发报告，接受临床咨询，废弃物处理。

BCTD4721
尿脱氧吡啶酚(DPD)测

定—时间分辨荧光免疫

分析法

样本类型：尿液。标本采集，标本处理，用离心机离心，取定量血清加入包被好抗体的反应板，加

入增强液置37℃水浴箱，冲洗包被板，在时间分辨荧光免疫分析仪上检测发光强度，需与标本同时

做标准曲线和质控，审核结果，发报告，接受临床咨询，废弃物处理。

BCTE3011
骨钙素N端中分子片段

(N-MID)测定—酶联免

疫吸附法

样本类型：血液。样本采集，样本处理，离心机离心，将试剂加入相应的空白孔、标准孔、对照孔

及测定孔，经过孵育，洗板，加试剂等过程后用酶标仪/酶联免疫分析仪比色得到吸光度值，绘制

标准曲线得到待测物浓度，结果审核，发报告，接受临床咨询，废弃物处理。

BCTE3411
骨钙素N端中分子片段

(N-MID)测定—化学发

光免疫法

样本类型：血液。采集标本，标本处理，离心机离心后，放置于化学发光仪上，装载试剂，输入参

数，进入标本检测程序，做定标和质控，结果审核，发报告，接受临床咨询，废弃物处理。

BCTE3511
骨钙素N端中分子片段

(N-MID)测定—电化学

发光免疫法

样本类型：血液。采血，标本处理，用离心机离心后，将血清放置于电化学发光仪上，电化学发光

仪需做定标和质控，输入参数后，仪器检测，审核结果，发报告，接受临床咨询，废弃物处理。

BCTE3711
骨钙素N端中分子片段

(N-MID)测定—放射免

疫分析法

样本类型：血液。样本采集，标本处理，离心机离心，将试剂加入相应的空白孔、标准孔、对照孔

及测定孔，经过孵育，离心，加试剂等过程后用放免分析仪，晶体闪烁计数器测定放射性，绘制标

准曲线得到待测物浓度，结果审核，发报告，接受临床咨询，废弃物处理。

BCTE4711
骨钙素N端中分子片段

(N-MID)测定—时间分

辨荧光免疫分析法

样本类型：血液。标本采集，标本处理，用离心机离心，取定量血清加入包被好抗体的反应板，加

入增强液置37℃水浴箱，冲洗包被板，在时间分辨荧光免疫分析仪上检测发光强度，需与标本同时

做标准曲线和质控，审核结果，发报告，接受临床咨询，废弃物处理。

BCTF3011
β -胶原降解产物(β -

CTX)测定—酶联免疫吸

附法

样本类型：血液。样本采集，样本处理，离心机离心，将试剂加入相应的空白孔、标准孔、对照孔

及测定孔，经过孵育，洗板，加试剂等过程后用酶标仪/酶联免疫分析仪比色得到吸光度值，绘制

标准曲线得到待测物浓度，结果审核，发报告，接受临床咨询，废弃物处理。

BCTF3411
β -胶原降解产物(β -

CTX)测定—化学发光免

疫法

样本类型：血液。采集标本，标本处理，离心机离心后，放置于化学发光仪上，装载试剂，输入参

数，进入标本检测程序，做定标和质控，结果审核，发报告，接受临床咨询，废弃物处理。

BCTF3711
β -胶原降解产物(β -

CTX)测定—放射免疫分

析法

样本类型：血液。样本采集，标本处理，离心机离心，将试剂加入相应的空白孔、标准孔、对照孔

及测定孔，经过孵育，离心，加试剂等过程后用放免分析仪，晶体闪烁计数器测定放射性，绘制标

准曲线得到待测物浓度，结果审核，发报告，接受临床咨询，废弃物处理。

BCTF4711
β -胶原降解产物(β -

CTX)测定—时间分辨荧

光免疫分析法

样本类型：血液。标本采集，标本处理，用离心机离心，取定量血清加入包被好抗体的反应板，加

入增强液置37℃水浴箱，冲洗包被板，在时间分辨荧光免疫分析仪上检测发光强度，需与标本同时

做标准曲线和质控，审核结果，发报告，接受临床咨询，废弃物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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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名称 项目内涵

BCTG3511
β -胶原特殊系列(β -

Crosslaps)测定—电化

学发光免疫法

样本类型：血液。采血，标本处理，用离心机离心后，将血清放置于电化学发光仪上，电化学发光

仪需做定标和质控，输入参数后，仪器检测，审核结果，发报告，接受临床咨询，废弃物处理。

BCTH0981 乙醇测定—气相色谱法

样本类型：血液、尿液。采血，标本处理，用离心机离心后，取一定量血清，加磷酸盐缓冲液或盐

酸，加内标混匀，通过用甲醇和蒸馏水处理过的小柱，用蒸馏水2次冲洗柱子，再用定量甲醇洗脱

药物，洗脱液置氮流下吹干，残留物用氢氧化钠的甲醇溶液溶解，最后取样本注入色谱柱进行气相

色谱仪分析，审核结果，发报告，接受临床咨询，废弃物处理。

BCTH1681 乙醇测定—酶法
样本类型：血液、尿液。样本留取，标本处理，将样本放置于生化分析仪上(使用半自动生化仪

时，定标、质控和标本管需手工加入试剂后，进样)，生化分析仪需做定标和质控，装载试剂，输

入参数后，仪器检测，显示结果传入实验室信息系统，报告临床，接受临床咨询，废弃物处理。

BCTH1981 乙醇测定—干化学法
样本类型：血液、尿液。标本采集，标本处理，离心机离心，干化学分析仪需定期做定标和质控，

输入参数，进入生化分析仪标本检测程序，结果审核，发报告，接受临床咨询，废弃物处理。

BCTH3481
乙醇测定—化学发光免

疫法

样本类型：血液、尿液。采血标本处理，离心机离心后，放置于化学发光仪上，装载试剂，输入参

数，进入标本检测程序，做定标和质控，结果审核，发报告，接受临床咨询废弃物处理。

BCTJ0511
唾液酸测定—分光光度

法

样本类型：血液。样本采集，标本处理，离心机离心，将试剂加入相应的空白管、标准管及测定

管，用分光光度计比色得到吸光度值，绘制标准曲线得到测定管待测物浓度，或者项目的定标、质

控及样本的生化分析仪检测(半自动生化分析时在检测前将试剂加入相应的空白管、标准管及测定

管)，结果审核，发报告，接受临床咨询，废弃物处理。

BCTJ1011
唾液酸测定—液相色谱

法

样本类型：血液。样本采集，标本处理，凝胶及其它溶液、物品的准备，加样、洗脱等，通过分光

光度计测定吸光度，色谱仪绘制标准曲线得到待测物浓度，结果审核，发报告，接受临床咨询，废

弃物处理。

BCTK0511
一氧化碳(CO)测定—分

光光度法

样本类型：血液。样本采集，标本处理，离心机离心，将试剂加入相应的空白管、标准管及测定

管，用分光光度计比色得到吸光度值，绘制标准曲线得到测定管待测物浓度，或者项目的定标、质

控及样本的生化分析仪检测(半自动生化分析时在检测前将试剂加入相应的空白管、标准管及测定

管)，结果审核，发报告，接受临床咨询，废弃物处理。

BCTK1911
一氧化碳(CO)测定—干

化学法

样本类型：血液。标本采集，标本处理，离心机离心，干化学分析仪需定期做定标和质控，输入参

数，进入生化分析仪标本检测程序，结果审核，发报告，接受临床咨询，废弃物处理。

BCTL9911 生化常规二十五项

样本类型：血液。含丙氨酸氨基转移酶(ALT)测定、天门冬氨酸氨基转移酶测定(AST)、总胆红素测

定(T-Bil)、直接胆红素测定(D-Bil)、γ -谷氨酰基转移酶测定(GGT)、血清总蛋白(TP)、血清白蛋

白(AlB)、碱性磷酸酶(ALP)测定、乳酸脱氢酶(LD)测定、尿素测定(BU)、肌酐(Cr)测定、尿酸(UA)

测定、肌酸激酶(CK)测定、肌酸激酶－MB同工酶质量测定(CK-MBmAss)、甘油三酯(TG)测定、总胆

固醇(TC)测定、高密度脂蛋白胆固醇(HDL-C)、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LDL-C)、葡萄糖(Glu)测定、

钙(CA)测定、无机磷(P)测定钾(K)测定、钠(NA)测定、氯(Cl)测定、总二氧化碳(TCO2)测定。

BCTM9911 肝功能八项

样本类型：血液。含丙氨酸氨基转移酶(ALT)测定、天门冬氨酸氨基转移酶测定(AST)、总胆红素测

定(T-Bil)、直接胆红素测定(D-Bil)、γ -谷氨酰基转移酶测定(GGT)、血清总蛋白(TP)、血清白蛋

白(AlB)、碱性磷酸酶(ALP)测定。

BCTN9911 心肌标志物三项
样本类型：血液。含肌钙蛋白Ⅰ(TNI)测定或肌钙蛋白T(TNT)测定、肌酸激酶－MB同工酶质量(CK-

MBmAss)测定、肌红蛋白(MB)测定。
BCTP9941 脑脊液生化三项 样本类型：脑脊液。含葡萄糖(Glu)测定、微量总蛋白测定(mTP)、氯(Cl)测定。

BCTQ9941 胸腹水生化五项
样本类型：胸腹水。含葡萄糖(Glu)测定、总蛋白测定(TP)、白蛋白测定(AlB)、乳酸脱氢酶测定

(LDH)、腺苷脱氨酶(ADA)测定。
(四)．临床免疫学检
1.免疫功能检验

BDAA3811
总补体(CH50)测定—免

疫比浊法

样本类型：血液。分离血清，校准分析仪，检査试剂，标本上机操作，同时作质控，生化分析仪分

析，审核检验结果，发出报告，检测后标本留验及无害化处理。

BDAA4911
总补体(CH50)测定—溶

血法

样本类型：血液。稀释血清，缓冲盐水、致敏羊红细胞按照一定比例混合置37℃水浴箱，取致敏羊

红细胞悬液，制成50%溶血管，各试验管经2000转/分钟离心5分钟，用分光光度计读取吸光度，测

出与50%溶血管发出报告，做质控。

BDAB3811 C1q测定—免疫比浊法
样本类型：血液。分离血清，校准分析仪，检査试剂，标本上机操作，同时作质控，生化分析仪/

特种蛋白仪分析，审核检验结果，发出报告，检测后标本留验及无害化处理。

BDAB3911
C1q测定—单向免疫扩

散法

样本类型：血液。浇注琼脂糖凝胶板，打孔，每孔中加稀释血清，37℃湿盒24小时，测沉淀环直

径，换算結果，检测完毕，审核检验结果，发出报告，校准品和质控样品的使用以保障结果的准确

。

BDAC3811 C1r测定—免疫比浊法
样本类型：血液。分离血清，校准分析仪，检査试剂，标本上机操作，同时作质控，生化分析仪/

特种蛋白仪分析，审核检验结果，发出报告，检测后标本留验及无害化处理。

BDAC3911
C1r测定—单向免疫扩

散法

样本类型：血液。配制试剂，浇注琼脂糖凝胶板，打孔，加稀释血清，37℃湿盒，测沉淀环直径，

换算結果，审检验结果，发出报告，校准品和质控样品的使用以保障结果的准确。

BDAD3811 C1s测定—免疫比浊法

样本类型：血液。标本接收，离心分离血清，使用移液器加样待检血清至样本杯中，上机操作，根

据仪器的标准操作程序测量患者样品，分析仪/特种蛋白分析仪检测完毕，审核检验项目、检验结

果，准确无误后发出报告，校准品和质控样品的使用以保障结果的准确，检测后标本4℃保存，不

能马上测定的标本处理：室温23℃，6小时-24小时，保持稳定性，冷冻-20℃至-70℃保持稳定，试

剂保存条件：2-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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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名称 项目内涵

BDAD3911
C1s测定—单向免疫扩

散法

样本类型：血液。标本接收，配制试剂，标本离心，浇注琼脂糖凝胶板，用直径3毫米的金属管打

孔，待测血清用硫柳汞盐水稀释，每孔中加稀释血清，37℃湿盒24小时，测沉淀环直径，换算結

果，检测完毕，审核检验项目、检验结果，准确无误后发出报告，校准品和质控样品的使用以保障

结果的准确。

BDAE3811 C2测定—免疫比浊法

样本类型：血液。标本接收离心分离血清，使用移液器加样待检血清至样本杯中，标本上生化分析

仪/特种蛋白分析仪操作，根据仪器的标准操作程序测量患者样品，检测完毕，审核检验项目、检

验结果，准确无误后发出报告，校准品和质控样品的使用以保障结果的准确。

BDAE3911
C2测定—单向免疫扩散

法

样本类型：血液。配制试剂，浇注琼脂糖凝胶板，打孔，加稀释血清，37℃湿盒，测沉淀环直径，

换算結果，审检验结果，发出报告，校准品和质控样品的使用以保障结果的准确。

BDAF3811 C3测定—免疫比浊法

样本类型：血液。分离血清，校准分析仪，检査试剂，标本上生化分析仪/特种蛋白分析仪操作，

同时作质控，审核检验结果，发出报告，检测后标本留验及无害化处理。

BDAF3911
C3测定—单向免疫扩散

法

样本类型：血液。配制试剂，浇注琼脂糖凝胶板，打孔，加稀释血清，37℃湿盒，测沉淀环直径，

换算結果，审检验结果，发出报告，校准品和质控样品的使用以保障结果的准确。

BDAG3811 C4测定—免疫比浊法

样本类型：血液。分离血清，校准分析仪，检査试剂，标本上生化分析仪/特种蛋白分析仪操作，

同时作质控，审核检验结果，发出报告，检测后标本留验及无害化处理。

BDAG3911
C4测定—单向免疫扩散

法

样本类型：血液。配制试剂，浇注琼脂糖凝胶板，打孔，加稀释血清，37℃湿盒，测沉淀环直径，

换算結果，审检验结果，发出报告，校准品和质控样品的使用以保障结果的准确。

BDAH3811 C5测定—免疫比浊法

样本类型：血液。分离血清，校准分析仪，检査试剂，标本上生化分析仪/特种蛋白分析仪操作，

同时作质控，审核检验结果，发出报告，检测后标本留验及无害化处理。

BDAH3911
C5测定—单向免疫扩散

法

样本类型：血液。配制试剂，浇注琼脂糖凝胶板，打孔，加稀释血清，37℃湿盒，测沉淀环直径，

换算結果，审检验结果，发出报告，校准品和质控样品的使用以保障结果的准确。

BDAK3811 C6测定—免疫比浊法
样本类型：血液。分离血清，校准分析仪，检査试剂，标本上生化分析仪/特种蛋白分析仪操作，

同时作质控，审核检验结果，发出报告，检测后标本留验及无害化处理。

BDAK3911
C6测定—单向免疫扩散

法

样本类型：血液。配制试剂，浇注琼脂糖凝胶板，打孔，加稀释血清，37℃湿盒，测沉淀环直径，

换算結果，审检验结果，发出报告，校准品和质控样品的使用以保障结果的准确。

BDAL3811 C7测定—免疫比浊法
样本类型：血液。分离血清，校准分析仪，检査试剂，标本上生化分析仪/特种蛋白分析仪操作，

同时作质控，审核检验结果，发出报告，检测后标本留验及无害化处理。

BDAL3911
C7测定—单向免疫扩散

法

样本类型：血液。配制试剂，浇注琼脂糖凝胶板，打孔，加稀释血清，37℃湿盒，测沉淀环直径，

换算結果，审检验结果，发出报告，校准品和质控样品的使用以保障结果的准确。

BDAM3811 C8测定—免疫比浊法
样本类型：血液。分离血清，校准分析仪，检査试剂，标本上生化分析仪/特种蛋白仪操作，同时

作质控，审核检验结果，发出报告，检测后标本留验及无害化处理。

BDAM3911
C8测定—单向免疫扩散

法

样本类型：血液。配制试剂，浇注琼脂糖凝胶板，打孔，加稀释血清，37℃湿盒，测沉淀环直径，

换算結果，审检验结果，发出报告，校准品和质控样品的使用以保障结果的准确。

BDAN3811 C9测定—免疫比浊法
样本类型：血液。分离血清，校准分析仪，检査试剂，标本上生化分析仪/特种蛋白分析仪操作，

同时作质控，审核检验结果，发出报告，检测后标本留验及无害化处理。

BDAN3911
C9测定—单向免疫扩散

法

样本类型：血液。配制试剂，浇注琼脂糖凝胶板，打孔，加稀释血清，37℃湿盒，测沉淀环直径，

换算結果，审检验结果，发出报告，校准品和质控样品的使用以保障结果的准确。

BDAP0111
补体C3b受体花环试验

—显微镜法

样本类型：血液。ET-RFC：分离单个核细胞并配成一定比例的细胞悬液，洗涤绵羊红细胞并配成悬

液，淋巴细胞液与SRBC反应后低速离心，置4℃，加入固定液，染色，人工显微镜计数，做质控，

计算结果，填写或录入报告并审核，发出报告，标本无害化处理。

BDAQ3811
补体1抑制因子测定—

免疫比浊法

样本类型：血液。分离血清，校准分析仪，检査试剂，标本上机操作，同时作质控，审核检验结

果，发出报告，检测后标本留验及无害化处理。

BDAQ3911
补体1抑制因子测定—

单向免疫扩散法

样本类型：血液。配制试剂，浇注琼脂糖凝胶板，打孔，加稀释血清，37℃湿盒，测沉淀环直径，

换算結果，审检验结果，发出报告，校准品和质控样品的使用以保障结果的准确。

BDAR3911
C3裂解产物(C3SP)测定

—单向免疫扩散法

样本类型：血液。配制试剂，浇注琼脂糖凝胶板，打孔，加稀释血清，37℃湿盒，测沉淀环直径，

换算結果，审检验结果，发出报告，校准品和质控样品的使用以保障结果的准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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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名称 项目内涵

BDAR4011
C3裂解产物(C3SP)测定

—对流免疫电泳法

样本类型：血液。配制试剂，浇注琼脂糖凝胶板，打孔，分别加稀释血清，抗体37℃湿盒，接通电

源电泳，观察沉淀线，测沉淀环直径，换算报告結果，审检验结果，发出报告，校准品和质控样品

的使用以保障结果的准确。

BDAR4012
C3裂解产物(C3SP)测定

—免疫固定电泳法

样本类型：血液。配制试剂，浇注琼脂糖凝胶板，待凝固后打孔，将稀释的血清加入样品孔，稳压

电泳，将兔抗血清加入抗体槽中，将琼脂板置湿盒内，于37℃扩散至沉淀线充分显现，做质控，审

核检验检验结果，发出报告。

BDAS3711
C3a测定—放射免疫分

析法

样本类型：血液。兔抗人C3a血清与稀释的标记抗原室温孵育，测定Sepharose4B的放射活性，将待

测样本与等体积缓冲液混合，0℃孵育60分钟，取标记抗原抗体复合物、待测血清、标记抗原室温

孵育，γ 计数仪根据待测样本得出的放射活性计算C3a的浓度，审核检验项目，检验结果，确认无

误后发出报告，为保结果准确，进行定标及做质控。

BDAT4081 C3d测定—火箭电泳法
样本类型：各种标本。标本与PEG混匀，制备C3d参考血清，取参考血清与PEG混匀，制备抗体琼脂

板，向孔中加入处理过的计算标本中C3d的百分浓度，检验完毕，审核检验结果，确认发出报告，

做质控。

BDAU3081
C3d测定—酶联免疫吸

附法

样本类型：各种标本。接标本，离心分离血清/血浆，取出酶标板加入标本，保温，洗涤，加试

剂，温育，洗涤，显色酶标仪比色。

BDAV3811
免疫球蛋白A(IgA)定量

测定—免疫比浊法

样本类型：血液。分离血清，校准分析仪，检査试剂，标本上生化分析仪/特种蛋白分析仪操作，

同时作质控，审核检验结果，发出报告，检测后标本留验及无害化处理。

BDAV3911
免疫球蛋白A(IgA)定量

测定—单向免疫扩散法

样本类型：血液。配制试剂，浇注琼脂糖凝胶板，打孔，加稀释血清，37℃湿盒，测沉淀环直径，

换算結果，审检验结果，发出报告，校准品和质控样品的使用以保障结果的准确。

BDAW3881
免疫球蛋白G(IgG)定量

测定—免疫比浊法

样本类型：血液、尿液。分离血清，校准分析仪，检査试剂，标本上生化分析仪/特种蛋白分析仪

操作，同时作质控，审核检验结果，发出报告，检测后标本留验及无害化处理。

BDAW3981
免疫球蛋白G(IgG)定量

测定—单向免疫扩散法

样本类型：血液、尿液。配制试剂，浇注琼脂糖凝胶板，打孔，加稀释血清，37℃湿盒，测沉淀环

直径，换算結果，审检验结果，发出报告，校准品和质控样品的使用以保障结果的准确。

BDAX3811
免疫球蛋白M(IgM)定量

测定—免疫比浊法

样本类型：血液。分离血清，校准分析仪，检査试剂，标本上生化分析仪/特种蛋白分析仪操作，

同时作质控，审核检验结果，发出报告，检测后标本留验及无害化处理。

BDAX3911
免疫球蛋白M(IgM)定量

测定—单向免疫扩散法

样本类型：血液。配制试剂，浇注琼脂糖凝胶板，打孔，加稀释血清，37℃湿盒，测沉淀环直径，

换算結果，审检验结果，发出报告，校准品和质控样品的使用以保障结果的准确。

BDAY3711
免疫球蛋白D(IgD)定量

测定—放射免疫分析法

样本类型：血液。标本进行离心，分离血清，将抗原、标记抗原和抗血清在一定温度下反应，沉淀

剂将上一步反应中形成的标记抗原抗体复合物沉淀，B、F分离后，用特定仪器γ 计数仪进行放射性

强度的测定，检测完毕，审核检验结果，发出报告，校准品和质控样品的使用以保障结果的准确。

BDAY3811
免疫球蛋白D(IgD)定量

测定—乳胶增强免疫比

样本类型：血液。检查生化分析仪的试剂、洗液及废液情况，标本上机操作，检测完毕，审核检验

结果，发出报告，校准品和质控样品的使用以保障结果的准确。

BDAZ3011
免疫球蛋白E(IgE)定量

测定—酶联免疫吸附法

样本类型：血液。接标本，离心分离血清/血浆，取出酶标板加入标本，保温，洗涤，加试剂，温

育，洗涤，显色酶标仪比色，为保结果准确，进行定标及做质控。

BDAZ3811
免疫球蛋白E(IgE)定量

测定—免疫比浊法

样本类型：血液。分离血清，校准分析仪，检査试剂，标本上生化分析仪/特种蛋白分析仪操作，

同时作质控，审核检验结果，发出报告，检测后标本留验及无害化处理。

BDAZ4811
免疫球蛋白E(IgE)定量

测定—金标法

样本类型：血液。标本进行离心，分离血清，加血清至试纸条，结果判断，检测完毕，审核检验结

果，发出报告。

BDBA3011
分泌型免疫球蛋白A测

定—酶联免疫吸附法

样本类型：血液。分离血清，稀释样本与微孔板孔反应，同时设立标准血清、阳性对照、阴性对

照，清洗，加酶结合物，清洗，加底物，加终止液，酶标仪测定并判定结果，发出报告。

BDBB3871
24小时IgG鞘内合成率

测定—免疫比浊法

样本类型：血液、脑脊液。分离血清，校准分析仪，检査试剂，标本上分析仪操作，同时作质控，

审核检验结果，发出报告，检测后标本留验及无害化处理。

BDBB3971
24小时IgG鞘内合成率

测定—单向免疫扩散法

样本类型：血液、脑脊液。离心血清，脑脊液取上清液，浇注琼脂糖凝胶板，打孔，每孔中加稀释

血清，37℃湿盒扩散，测沉淀环直径，换算結果，校准品和质控样品的使用以保障结果的准确。

BDBC3011
总IgE测定—酶联免疫

吸附法

样本类型：血液。将抗人IgE抗体包被在固相载体表面，加入待测血清，孵育形成抗原抗体复合

物，洗涤后再加入抗人IgE，经孵育、洗涤后，再加入酶标记羊抗兔IgG，洗去过剩的标记物，加入

酶底物，即可显色，酶标仪判读结果，同时做校准及质控。

BDBC3411
总IgE测定—化学发光

免疫法

样本类型：血液。采集标本，标本签收，标本编号，用离心机离心后，放置于化学发光仪上，装载

试剂，输入参数，进入标本检测程序，做定标和质控，显示结果，传入计算机LIS系统，打印报

告，报告发放至临床或患者，接受临床咨询，同时做校准及质控。

BDBC3711
总IgE测定—放射免疫

吸附法

样本类型：血液。将抗IgE抗体偶联到经溴化氢活化的滤纸上，使其与待测血清及IgE参考标准进行

反应，洗涤后加入125-I标记的抗人IgE，再经洗涤后测定滤纸片的放射活性，其测定值与标本中的

IgE包括量呈正相关，同时做校准及质控。

BDBC3811
总IgE测定—免疫比浊

法

样本类型：血液。标本进行离心分离血清，检查特种蛋白仪的试剂、洗液及废液情况，标本上机操

作，检测完毕，审核检验项目、检验结果，准确无误后发出报告，校准品和质控样品的使用以保障

结果的准确，同时做校准及质控。

BDBC4311
总IgE测定—间接血凝

法

样本类型：血液。用抗IgE致敏红细胞，将标本血清做系列稀释后与致敏红细胞反应，肉眼判读结

果，同时做质控。

BDBD3811
免疫球蛋白亚类IgG1定

量测定—免疫比浊法

样本类型：血液。分离血清，校准分析仪，检査试剂，标本上激光散射比浊仪操作，同时作质控及

空白对照，审核检验结果，发出报告，检测后标本留验及无害化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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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DBD3812
免疫球蛋白亚类IgG2定

量测定—免疫比浊法

样本类型：血液。分离血清，校准分析仪，检査试剂，标本上激光散射比浊仪操作，同时作质控及

空白对照，审核检验结果，发出报告，检测后标本留验及无害化处理。

BDBD3813
免疫球蛋白亚类IgG3定

量测定—免疫比浊法

样本类型：血液。分离血清，校准分析仪，检査试剂，标本上激光散射比浊仪操作，同时作质控及

空白对照，审核检验结果，发出报告，检测后标本留验及无害化处理。

BDBD3814
免疫球蛋白亚类IgG4定

量测定—免疫比浊法

样本类型：血液。分离血清，校准分析仪，检査试剂，标本上激光散射比浊仪操作，同时作质控及

空白对照，审核检验结果，发出报告，检测后标本留验及无害化处理。

BDBE3811
免疫球蛋白亚类IgA1定

量测定—免疫比浊法

样本类型：血液。分离血清，校准分析仪，检査试剂，标本上激光散射比浊仪操作，同时作质控及

空白对照，审核检验结果，发出报告，检测后标本留验及无害化处理。

BDBE3812
免疫球蛋白亚类IgA2定

量测定—免疫比浊法

样本类型：血液。分离血清，校准分析仪，检査试剂，标本上激光散射比浊仪操作，同时作质控及

空白对照，审核检验结果，发出报告，检测后标本留验及无害化处理。

BDBF3811
免疫球蛋白轻链Kappa

型Lambda型测定—免疫

比浊法

样本类型：血液。分离血清，校准分析仪，检査试剂，标本上生化分析仪/特种蛋白分析仪操作，

同时作质控，审核检验结果，发出报告，检测后标本留验及无害化处理。

BDBF3812
免疫球蛋白游离轻链

Kappa型和Lambda型测

定—免疫比浊法

样本类型：血液。分离血清，校准分析仪，检査试剂，标本上生化分析仪/特种蛋白分析仪操作，

同时作质控，审核检验结果，发出报告，检测后标本留验及无害化处理。

BDBG9911 免疫球蛋白检测三项 样本类型：血液。含免疫球蛋白定量测定(IgG， IgA， IgM)。

BDBH0111
T淋巴细胞转化试验—

显微镜法

样本类型：血液。肝素抗凝血加入培养液中同时加PHA温育，加试剂，置37℃水浴后离心，取沉淀

加固定液反应后离心，制片并染色，做质控，人工油镜计数并计算结果，审核，发出报告，标本无

害化处理。

BDBJ0511
淋巴细胞转化试验—比

色法

样本类型：血液。用淋巴细胞分离液分离外周血中单个核细胞，配成细胞悬液。将待测细胞培养，

加入有丝分裂原或特异抗原，培养。终止培养前4小时加入MTT试剂，每孔加入DMSO或其他试剂。每

次试验设不加有丝分裂原或特异抗原的对照孔，以及阳性和阴性对照，计算结果，填审核，发出报

告，标本无害化处理。

BDBJ1411
淋巴细胞转化试验—同

位素法

样本类型：血液。肝素抗凝血加入培养液中同时加PHA温育。加入3小时-TDR继续至37℃水浴72h。

如做特异淋巴细胞转化，则用特异抗原代替PHA，加入蒸馏水，破坏红细胞后离心，弃上清，滴入

抽滤装置上的玻璃纤维滤片中央，固定，脱色，脱水，烘干，将烘干滤片放入闪烁液的小瓶中置液

体闪烁仪中测定，做质控，计算结果，审核，发出报告，标本无害化处理。

BDBK0111
T淋巴细胞花环试验—

显微镜法

样本类型：血液。ET-RFC，分离单个核细胞并配成一定比例的细胞悬液，洗涤绵羊红细胞并配成悬

液，淋巴细胞液与SRBC反应后低速离心，置4℃，加入固定液，染色，人工显微镜计数，做质控，

计算结果，填写或录入报告并审核，发出报告，标本无害化处理。T淋巴细胞花环试验尚有Ea-

RFC：Es-RFC。

BDBL0111
红细胞花环试验—显微

镜法

样本类型：血液。EA花环：鸡或羊RBC悬液加相应抗血清混合，37℃水浴30分钟，取出洗涤3次，配

悬液，加分离的篱笆细胞悬液混合，37℃水浴30分钟，离心，固定，制片，染色，镜检，做质控。

红细胞花环试验尚有EAC，M-RFC。

BDBM4511
B细胞膜表面免疫球蛋

白测定—免疫荧光法

样本类型：血液。配制试剂，用淋巴细胞分离液分离淋巴细胞，离心洗涤两次，配成一定浓度淋巴

细胞液，加入荧光标记抗体混匀，在荧光显微镜下计数荧光阳性细胞百分比，检测完毕，审核检验

项目，检验结果，准确无误后发出报告。

BDBN4911
中性粒细胞趋化功能试

验—琼脂糖凝胶平板法

样本类型：血液。配制试剂，浇注琼脂糖凝胶板，上孔加趋化因子，中孔加白细胞悬液，下孔加

199或rpmI1640培养基，湿盒(烛缸)温育，染色镜检，做质控。换算結果，检测完毕，审核检验项

目，检验结果，准确无误后发出报告，校准品和质控样品的使用以保障结果的准确。

BDBP4911
中性粒细胞趋化功能试

验—滤膜法

样本类型：血液。配制试剂，趋化室上室加白细胞悬液，下室加趋化因子，37℃湿盒温育，取下滤

膜并将其透明化，在油镜下计数中性粒细胞，参照对比(如199或1640培养基)判断结果，检测完

毕，审核检验项目，检验结果，准确无误后发出报告，校准品和质控样品的使用以保障结果的准确

。

BDBQ4911
硝基四氮唑蓝还原实验

—内毒素刺激法

样本类型：血液。在两张盖玻片中央各滴内毒素工作液，空气中干燥。取患者和正常对照全血，分

别滴内毒素涂布区，至湿盒，37℃，在一张载玻片上分开滴NBT-血清PMA溶液，将2张盖玻片的血膜

面分别扣于液滴上，置湿盒中，取下盖玻片，用生理盐水冲洗，凉干，于甲醇中固定，沙皇复染用

40倍物镜观察，检测完毕，审核检验项目，检验结果，准确无误后发出报告。

BDBQ9911 硝基四氮唑蓝还原实验

样本类型：血液。肝素抗凝血与右旋糖酐混合，向沉积的细胞管中加入混合正常人新鲜血清、葡萄

糖液和NBT溶液，向管内加聚笨乙烯胶乳，置37℃，低速离心，吸弃上层液，混匀沉积的细胞，涂

片，甲醇固定，用甲绿染液染色，油镜下观察，计算NBT实验阳性细胞的百分率，做质控。

BDBR9911 白细胞黏附试验 样本类型：血液。取尼龙纤维塞入毛细管内，将其竖于试管内注入肝素抗凝血，涂片计数。

BDBS4411
白细胞黏附抑制试验—

流式细胞仪法

样本类型：血液。分别向管中加入单克隆抗体和同型对照，分别向试管中加入混匀的抗凝血，室温

孵育，溶血，上流式细胞仪测样，审核检验项目、检验结果，准确无误后发出报告，校准品和质控

样品的使用以保障结果的准确。

BDBT2911

白细胞杀伤功能试验—

内毒素刺激硝基四氮唑

蓝还原试验

样本类型：血液。制备NBT溶液，PBS溶液，大肠杆菌内毒素工作液，分装醋酸佛波肉豆蔻酸酯，盖

玻片中央各滴内毒素工作液，过夜，干燥，取患者和正常对照全血，分别加在玻片内毒素区置湿

盒，凉干，在一张载玻片上分开滴2滴NBT－血清－PMA溶液，将2张盖玻片的血膜面分别扣于液滴上

置湿盒，甲醇固定，沙黄复染，显微镜观察。

BDBT2912

白细胞杀伤功能试验—

简易硝基四氮唑蓝还原

试验

样本类型：血液。制备右旋糖酐溶液，NBT溶液，肝素抗凝血与右旋糖酐等体积混匀静置，吸取血

浆层，计数白细胞数，低速离心向沉积的细胞管中加正常人新鲜血清，葡萄糖液和NBT充分混匀室

温放置，向管内加聚苯乙烯胶乳混匀放置，低速离心弃上层液，细胞涂片，用甲绿染液染色，油镜

观察。

BDBT4911
白细胞杀伤功能试验—

白色念珠菌法

样本类型：血液。标本接收，制备白细胞悬液，制备白色念珠菌悬液，制备亚甲蓝染液，取白细胞

悬液加白色念珠菌悬液充分混匀后，将试管加塞、温育、离心，吸去上清液混匀沉淀后滴片，加亚

甲蓝溶液1滴混匀，加盖玻片，油镜检查，做质控。

第 57 页



项目名称 项目内涵

BDBT4912
白细胞杀伤功能试验—

溶菌法

样本类型：血液。制备白细胞悬液，制备菌液，制备调理素.取嗜中性粒细胞悬液，加调理素和菌

液，混匀后置水浴，不断地振荡混匀，定时取定量菌液加入蒸馏水中涂布于营养琼脂平板培养，计

菌落数。

BDBU2911

白细胞吞噬功能试验—

内毒素刺激硝基四氮唑

蓝还原试验

样本类型：血液。制备NBT溶液，PBS溶液，大肠杆菌内毒素工作液，制备分装醋酸佛波肉豆蔻酸

酯，在２张盖玻片中央各滴内毒素工作液，过夜，取患者和正常对照全血，分别加在玻片内毒素区

置湿盒温育，凉干，在一张载玻片上分开滴2滴PMA溶液，将2张盖玻片的血膜面分别扣于液滴上，

置湿盒，甲醇固定，沙黄复染，物镜观察，做质控。

BDBU2912

白细胞吞噬功能试验—

简易硝基四氮唑蓝还原

试验

样本类型：血液。制备右旋糖酐溶液，NBT溶液，肝素抗凝血与右旋糖酐等体积混匀静置，向沉积

的细胞管中加正常人新鲜血清，葡萄糖液和NBT，室温放置，向管内加聚苯乙烯胶乳，低速离心，

细胞涂片，甲绿染液染色，油镜观察，做质控。

BDBU4911
白细胞吞噬功能试验—

白色念珠菌法

样本类型：血液。制备白细胞悬液，制备白色念珠菌菌液，取白细胞悬液加白色念珠菌悬液，温

育，取出后离心，沉淀后滴片，加亚甲蓝溶液，油镜检查，做质控。

BDBU4912
白细胞吞噬功能试验—

葡萄球菌法

样本类型：血液。制备葡萄球菌菌液，取末梢血注入葡萄球菌菌液混匀，震荡温浴，加入甘油，

Nacl混匀，离心，用滴管吸除红细胞膜沉淀物涂片，Wright染色，油镜检查。

BDBU9981 巨噬细胞吞噬功能试验
样本类型：外周血、前臂斑蛰发泡后的皮泡液。将受检细胞与适量的颗粒抗原混合后，置37℃保温

0.5-1小时，其间时加振摇，最后离心取测定细胞制成涂片，染色镜检，分别计数出吞噬百分比和

吞噬指数，做质控。

BDBV1411
自然杀伤淋巴细胞功能

试验—同位素标记法

样本类型：血液。将受检细胞与适量试剂混合后，其间时加振摇，然后上机检测或放射自显影做质

控。

BDBV4411
自然杀伤淋巴细胞功能

试验—流式细胞仪法

样本类型：血液。校准分析仪，检査试剂，标本上流式细胞仪操作，同时作阴性对照及质控，审核

检验结果，发出报告，检测后标本留验及无害化处理。

BDBW4911
抗体依赖性细胞毒性实

验—LDH稀释法

样本类型：血液。配制试剂，配制靶细胞，抗HElA细胞抗体，效应细胞，补加1640液，配制自然稀

释管，配制最大稀释管，将上述3管置37℃，5%二氧化碳培养箱培养，取上清液，LDH反应液，用分

光光度计测定吸光值，计算酶单位数，然后计算细胞毒指数，做质控。

BDBX3011
溶菌酶测定—酶联免疫

吸附法

样本类型：血液。接标本，离心分离血清/血浆，取出酶标板加入标本，保温，洗涤，加试剂，温

育，洗涤，显色酶标仪比色。

BDBX4911
溶菌酶测定—琼脂平板

溶菌环法

样本类型：血液。配制试剂，置备溶壁微球菌菌粉，置备包括菌琼脂平板，配制溶菌酶标准液，加

检样，溶菌酶标准液至包括菌琼脂平板孔内，放置，做质控，判定结果，审核检验项目，检验结

果，准确无误后发出报告。

BDBY1511
抗淋巴细胞抗体试验—

微孔板法

样本类型：血液。编组：T组(受体血清+供体细胞+补体)，CP组(标准抗血清+供体细胞+补体)，CN

组(同CP组仅补体预先灭活)，将实验微板浸入液体石蜡，各孔加供体淋巴细胞悬液，加补体或灭活

补体，加台盼篮，用40*光镜观察，审核检验结果，发出报告。

BDBY4111
抗淋巴细胞抗体试验—

试管法

样本类型：血液。T管中加受体血清，供体淋巴细胞悬液0.1毫升，混匀，37℃30分钟后加补体，CP

管加抗淋巴细胞血清，其余同T管，CN与CP管加反应物基本相同，只是补体预先56℃，30分钟灭

活，CA管为受体血清，受体淋巴细胞悬液，其余同T管，37℃，60分钟，离心弃去一半上清液，加

台盼兰，37℃，15分钟后观察，审核检验结果，发出报告，做质控。
BDCZ9911 肥大细胞脱颗粒试验 样本类型：血液。淋巴细胞分层液分离白细胞，加变应原，温育后染色鏡检。

BDCA4911 B因子测定—溶血法
样本类型：血液。血清稀释，每管，每管中加入RB和兔红细胞悬液，置37℃水浴箱水浴30分钟，离

心5分钟，用分光光度计读取吸光度，做质控，检测完毕，审核检验结果，发出报告。

BDCB0111
淋巴细胞免疫分析—荧

光显微镜法

样本类型：血液。用淋巴细胞分离液分离淋巴细胞，配细胞悬液。单克隆抗体加细胞悬液，另一管

加Hanks液对照，冰箱孵育。洗涤，加FITC-抗鼠IgG，滴在玻片上，加盖片在荧光显微镜下计算荧

光阳性细胞百分率。审核检验检验结果，发出报告。

BDCB3011
淋巴细胞免疫分析—酶

联免疫吸附法

样本类型：血液。Ficoll液分离淋巴细胞分离，淋巴细胞涂片，加抗体，加第二抗体，加第三抗体

复合物即酶标复合物，加酶底物，显色，然后用苏木素染，冲洗后封片镜检，做质控。

BDCB4211
淋巴细胞免疫分析—血

凝法

样本类型：血液。淋巴细胞分离：从外周抗凝血中用Ficoll液(D=077)离心(1850-1900rpm)20分钟

分离，在96孔(U型)反应板上进行血凝试验：淋巴细胞不同稀释后与单抗反应，再加入用抗小鼠IgG

致敏的红细胞，经孵育后观察凝集效价，结果判断：根据凝集效价作出判断，1孔凝集表示阳性率

为5%-20%，2孔凝集表示阳性率为20%-40%，3孔凝集表示阳性率为40%-60%，4孔凝集表示阳性率为

60%-80%，5孔凝集表示阳性率为80%-100%，发出报告，检测后标本4℃保存，做质控。

BDCB4411
淋巴细胞免疫分析—流

式细胞仪法

样本类型：血液。外周抗凝血标本上流式细胞仪操作，根据仪器和项目的标准操作程序进行淋巴细

胞免疫分析，检测完毕，审核检验项目，检验结果，准确无误后发出报告，校准品和质控样品的使

用以保障结果的准确，标本保存及消毒处理。

BDCC4411
活化淋巴细胞测定—流

式细胞仪法

样本类型：血液。检查流式细胞仪的试剂、洗液及废液情况，外周抗凝血标本上机操作，根据仪器

和项目的标准操作程序进行活化淋巴细胞测定，检测完毕，审核检验项目，检验结果，准确无误后

发出报告，校准品和质控样品的使用以保障结果的准确，标本保存及消毒处理。

BDCC4911
活化淋巴细胞测定—淋

巴细胞毒试验

样本类型：血液。标记靶细胞：将靶细胞浓度调为3-4×10 5/毫升。1毫升细胞悬液中加入50-200

μ CiNa251CrO4，在37℃下作用1小时并不停地振荡，然后用缓冲液离心洗涤3次，以包括10%FSC的

rpmI-1640培养液调整标记细胞，制备效应细胞：用Ficoll法分离制备淋巴细胞，浓度为3-4×10

7/毫升，然后按照不同的效-靶比例加入不同的小试管中，在37℃下反应4-5小时，中止反应，每管

加入1毫升冷rpmI-1640液中止反应，并在1500rpm下离心10分钟，测定并计算杀伤活性，每管取0.1

毫升上清液，在γ -计数仪上测定，同时做质控，检测完毕，发出报告。

BDCC9911
活化淋巴细胞测定—细

胞培养法

样本类型：血液。用Ficoll法分离制备淋巴细胞，浓度为2×106/毫升，悬浮在包括5%FSC的rpmI-

1640培养液中，加入1-2μ g/毫升PWM，37℃，5%二氧化碳条件下无菌培养6-7天，用ELISA方法测定

释放到上清液中的Ig，检测完毕，发出报告，标本保存及消毒处理，做质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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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名称 项目内涵

BDCD0111

血细胞簇分化抗原(CD)

系列检测—荧光显微镜

法

样本类型：血液。用淋巴细胞分离液分离淋巴细胞，配细胞悬液，单克隆抗体加细胞悬液，另一管

加Hanks液对照，冰箱孵育，洗涤，加FITC-抗鼠IgG，滴在玻片上，加盖片在荧光显微镜下计算荧

光阳性细胞百分率，审核检验检验结果，发出报告，做质控。常规检查项目：CD3、CD8、CD4、

CD34、CD19、CD56、CD16、CD45等。

BDCD4411

血细胞簇分化抗原(CD)

系列检测—流式细胞仪

法

样本类型：血液。单克隆荧光抗体标定抗凝血，同时带阴性或阳性对照，孵育20分钟，固定，根据

需要选择洗涤或不洗涤标本，在相应管中加入与血样等量的Flow-Count，上机测定，流式细胞仪分

析，审核检检验结果，准确发出报告。常规检查项目：CD3、CD8、CD4、CD34、CD10、CD19、CD56

、CD16、CD45等。

BDCE4411
CD4+T淋巴细胞绝对计

数—流式细胞仪法

样本类型：血液。单克隆荧光抗体标定抗凝血，同时带阴性或阳性对照，孵育20分钟，固定，根据

需要选择洗涤或不洗涤标本，绝对计数时，在相应管中加入与血样等量的Flow-Count，流式细胞仪

上机测定，审核检检验结果，准确发出报告。

BDCF4311
冷球蛋白测定—冷凝集

法

样本类型：血液。37℃-41℃取血立即送检，37℃-41℃充分凝固离心，取上清，分两管4℃保存，5

天之内观察结果。

BDCF9911 冷球蛋白测定
样本类型：血液。分离血清，用浴温的细长毛细滴管吸取血清注入红细胞比积管放4℃，取出后，

结果判断，检测完毕，审核检验结果，发出报告，校准品和质控样品的使用以保障结果的准确。

BDCG3811
C-反应蛋白(CRP)测定

—免疫比浊法

样本类型：血液。分离血清，校准分析仪，检査试剂，标本上分析仪/特种蛋白分析仪操作，同时

作质控，审核检验结果，发出报告，检测后标本留验及无害化处理。

BDCG3911
C-反应蛋白(CRP)测定

—单向免疫扩散法

样本类型：血液。配制试剂，分离血清，浇注琼脂糖凝胶板，打孔，取稀释后的标本加入孔中，置

37℃湿盒中24小时，测量各份标本的沉淀环直径并记录结果，检测完毕，审核检验结果，发出报

告，校准品和质控样品的使用以保障结果的准确。

BDCG4811
C-反应蛋白(CRP)测定

—金标法

样本类型：血液。标本进行离心，分离血清，加血清至试纸条，结果判断，检测完毕，审核检验结

果，发出报告。

BDCH0511 铜蓝蛋白测定—比色法
样本类型：血液。取试管3支标明测定管、标准管和空白管，使用移液器把血清、铜标准应用液、

去离子水、盐酸溶液加入试管中，再加入三氯醋酸室温中放置，离心沉淀取上清液，加入铜试剂，

用分光光度计读取各管吸光度，计算得出结果，发出报告，为保结果准确，进行定标及做质控。

BDCH0611
铜蓝蛋白测定—原子吸

收分光光度法

样本类型：血液。标本进行离心分离血清，用甘油蒸馏水稀释标本及质控血清，加铜标准液调至合

适的显示值，检查线性，测定标本及质控血清，原子吸收分光光度计检测完毕，计算结果，发出报

BDCH3011
铜蓝蛋白测定—酶联免

疫吸附法

样本类型：血液。接标本，离心分离血清/血浆，取出酶标板加入标本，保温，洗涤，加试剂，温

育，洗涤，显色酶标仪比色，为保结果准确，进行定标及做质控。

BDCH3811
铜蓝蛋白测定—免疫比

浊法

样本类型：血液。分离血清，校准分析仪，检査试剂，标本上分析仪/特种蛋白分析仪操作，同时

作质控，审核检验结果，发出报告，检测后标本留验及无害化处理。

BDCJ3071
碱性髓鞘蛋白测定—酶

联免疫吸附法

样本类型：血液、脑脊液。接标本，离心分离血清/血浆，取出酶标板加入标本，保温，洗涤，加

试剂，温育，洗涤，显色酶标仪比色，为保结果准确，进行定标及做质控。

BDCJ3771
碱性髓鞘蛋白测定—放

射免疫分析法

样本类型：血液、脑脊液。离心分离血清，检查特种蛋白仪的试剂、洗液及废液情况，标本上机操

作，检测完毕，审核检验结果，准确无误后发出报告，校准品和质控样品的使用以保障结果的准确
BDCK9991 巨噬细胞趋化功能试验 样本类型：皮疱液。斑蝥敫贴收集巨噬细胞，加CRBC，染色，显微镜检查.做质控。

BDCL3011
肿瘤坏死因子受体测定

—酶联免疫吸附法

样本类型：血液。接标本，离心分离血清/血浆，取出酶标板加入标本，保温，洗涤，加试剂，温

育，洗涤，显色酶标仪比色，为保结果准确，进行定标及做质控。

BDCM3011
p-选择素测定—酶联免

疫吸附法

样本类型：血液。接标本，离心分离血清/血浆，取出酶标板加入标本，保温，洗涤，加试剂，温

育，洗涤，显色酶标仪比色，为保结果准确，进行定标及做质控。

BDCN3011
E-选择素测定—酶联免

疫吸附法

样本类型：血液。接标本，离心分离血清/血浆，取出酶标板加入标本，保温，洗涤，加试剂，温

育，洗涤，显色酶标仪比色，为保结果准确，进行定标及做质控。

BDCP3011
细胞内粘附分子测定—

酶联免疫吸附法

样本类型：血液。接标本，离心分离血清/血浆，取出酶标板加入标本，保温，洗涤，加试剂，温

育，洗涤，显色酶标仪比色，为保结果准确，做质控，含细胞内粘附分子1、3。

BDCP4411
细胞内粘附分子测定—

流式细胞仪法

样本类型：血液。单克隆荧光抗体标定抗凝血，同时带阴性或阳性对照，孵育20分钟，固定，根据

需要选择洗涤或不洗涤标本，上流式细胞仪测定，审核检检验结果，准确发出报告，同时做校准及

质控，细胞内粘附分子1、3。

BDCQ3011
白细胞介素受体测定—

酶联免疫吸附法

样本类型：血液。接标本，离心分离血清/血浆，取出酶标板加入标本，保温，洗涤，加试剂，温

育，洗涤，显色酶标仪比色，为保结果准确，做质控，含白细胞介素受体2、4、6、7。

BDCQ4411
白细胞介素受体测定—

流式细胞仪法

样本类型：血液。单克隆荧光抗体标定抗凝血，同时带阴性或阳性对照，孵育20分钟，固定，根据

需要选择洗涤或不洗涤标本，上流式细胞仪测定，审核检检验结果，准确发出报告，同时做校准及

质控，含白细胞介素受体2、4、6、7。

BDCR3011
白细胞介素-2(IL-2)测

定—酶联免疫吸附法

样本类型：血液。接标本，离心分离血清/血浆，取出酶标板加入标本，保温，洗涤，加试剂，温

育，洗涤，显色酶标仪比色，为保结果准确，进行定标及做质控。

BDCR3012
白细胞介素-4(IL-4)测

定—酶联免疫吸附法

样本类型：血液。接标本，离心分离血清/血浆，取出酶标板加入标本，保温，洗涤，加试剂，温

育，洗涤，显色酶标仪比色，为保结果准确，进行定标及做质控。

BDCR3013
白细胞介素-6(IL-6)测

定—酶联免疫吸附法

样本类型：血液。接标本，离心分离血清/血浆，取出酶标板加入标本，保温，洗涤，加试剂，温

育，洗涤，显色酶标仪比色，为保结果准确，进行定标及做质控。

BDCR3014
白细胞介素-8(IL-8)测

定—酶联免疫吸附法

样本类型：血液。接标本，离心分离血清/血浆，取出酶标板加入标本，保温，洗涤，加试剂，温

育，洗涤，显色酶标仪比色。

BDCS3011
干扰素(IFN)测定—酶

联免疫吸附法

样本类型：血液。接标本，离心分离血清/血浆，取出酶标板加入标本，保温，洗涤，加试剂，温

育，洗涤，显色酶标仪比色，为保结果准确，进行定标及做质控。

BDCT3011
可溶性细胞间黏附分子

-1(sICAM-1)测定—酶

联免疫吸附法

样本类型：血液。分离血清，校准分析仪，检査试剂，标本上酶标仪操作，同时作质控，审核检验

结果，发出报告，检测后标本留验及无害化处理，为保结果准确进行定标及做质控。

BDCU3011
脂多糖结合蛋白测定—

酶联免疫吸附法

样本类型：血液。分离血清，稀释样本与微孔板孔反应，同时设立标准血清、阳性对照、阴性对

照，清洗，加酶结合物，清洗，加底物，加终止液，测定并判定结果，发出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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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名称 项目内涵

BDCV3011
血清淀粉样蛋白A测定

—酶联免疫吸附法

样本类型：血液。分离血清，稀释样本与微孔板孔反应，同时设立标准血清、阳性对照、阴性对

照，清洗，加酶结合物，清洗，加底物，加终止液，测定并判定结果，发出报告。

BDCV3811
血清淀粉样蛋白A测定

—免疫比浊法

样本类型：血液。分离血清，校准分析仪，检査试剂，标本上激光散射比浊仪操作，同时作质控及

空白对照，审核检验结果，发出报告，检测后标本留验及无害化处理。

BDCW3811
M蛋白测定—免疫比浊

法

样本类型：血液。分离血清，校准分析仪，检査试剂，标本上激光散射比浊仪操作，同时作质控及

空白对照，审核检验结果，发出报告，检测后标本留验及无害化处理。

BDCX4011
M蛋白测定—免疫固定

电泳法

样本类型：血液。琼脂板打孔，加样，电泳，覆盖塑料薄膜，加抗体，温育，干燥染色，判读结

果，做质控。

BDCX1411
自然杀伤(NK)细胞抗肿

瘤活性检测—同位素标

记共培养法

样本类型：血液。放射性核素标记肿瘤细胞后，NK细肥与舯瘤细肥作用后，计数仪计数夜舟性，活

性，强度。

BDCY4481
淋巴细胞亚类检测—流

式细胞仪法

样本类型：血液、关节液。单克隆荧光抗体标定抗凝血，同时带阴性或阳性对照，孵育20分钟，固

定，根据需要选择洗涤或不洗涤标本，上流式细胞仪测定，审核检检验结果，准确发出报告，同时

做校准及质控。

BDCZ3011
内皮生长因子检测—酶

联免疫吸附法

样本类型：血液。分离血清，稀释样本与微孔板孔反应，同时设立标准血清、阳性对照、阴性对

照，清洗，加酶结合物，清洗，加底物，加终止液，测定并判定结果，发出报告。
2.自身免疫检验

BDDA4211

系统性红斑狼疮因子

(LEF)试验—乳胶凝集

法

样本类型：血液。将被检血清20微升(同时设立阳性和阴性对照)和胶乳试剂20微升滴加于洁净凝集

玻璃板或玻片上，用搅拌棒(竹签或塑料棒)混匀，涂成2厘米直径的圆斑，缓缓旋转摇动玻璃板1分

钟后，在黑色背景下肉眼观察是否有凝集反应，结果判断是阳性时乳胶出现明显的凝集颗粒、阴性

时乳胶呈均匀悬液状态，同时做质控。

BDDB2911
抗核抗体(ANA)测定—

间接免疫过氧化物酶法

样本类型：血液。分离血清，稀释样本与抗原基质片反应，同时设立阳性和阴性对照，冲洗，与过

氧化物酶标记抗体反应，冲洗，加入底物，观察结果，发出报告，对于阳性样本可将待测标本稀释

后进一步作半定量的抗体滴度检测，操作方法同上，同时做质控。

BDDB3011
抗核抗体(ANA)测定—

酶联免疫吸附法

样本类型：血液。分离血清，稀释样本与微孔板孔反应，同时设立标准血清、阳性对照、阴性对

照，清洗，加酶结合物，清洗，加底物，加终止液，测定并判定结果，发出报告。

BDDB4411
抗核抗体(ANA)测定—

流式细胞仪法

样本类型：血液。按试剂盒要求稀释样本，稀释标本和微珠悬浮液结合，室温温育，用鞘液

（sheath溶液）冲洗微珠3次，加结合剂混匀，转移至反应盘中，室温温育，流式荧光/多重微珠分

析仪读取并计算结果，为保结果准确，进行定标及做质控。

BDDB4611
抗核抗体(ANA)测定—

间接免疫荧光法

样本类型：血液。分离血清，稀释样本与抗原基质片(HEP-2)反应，同时设立阳性和阴性对照及室

内质控，冲洗，与荧光标记抗体反应，冲洗，封片，荧光显微镜下观察结果，发出报告，对于阳性

样本可将待测标本稀释后进一步作半定量的抗体滴度检测，操作方法同上，做质控。

BDDB5911
抗核抗体(ANA)测定—

多重微珠免疫法

样本类型：血液。按试剂盒要求稀释样本，稀释标本和微珠悬浮液结合，室温温育，用鞘液

（sheath溶液）冲洗微珠3次，加结合剂混匀，转移至反应盘中，室温温育，流式荧光/多重微珠分

析仪读取并计算结果，为保结果准确，进行定标及做质控。

BDDB7611
抗核抗体(ANA)测定—

蛋白芯片法

样本类型：血液。接标本，离心分离血清/血浆，仪器清洗，蛋白芯片分析仪检测，仪器维护，做

质控，报告结果。

BDDC3311
ENA抗体谱六项测定—

微阵列酶联免疫法

样本类型：血液。样本稀释，加样，温育并37℃振荡，再洗涤，加样，温育第二次，37℃振荡，洗

涤，浓缩洗液稀释，拍干，生物芯片分析仪检测与结果判断，发光液A和B1：1混匀，每孔加入40微

升，用酶免分析仪及生物芯片分析仪检测，获得各指标发光信号值并进行结果判断。包括Sm、

nRNP/SmSS-A、SS-B、Scl-70和JO-1，做质控。

BDDC4411

抗核提取物抗体(抗ENA

抗体)七项测定—流式

细胞仪法

样本类型：血液。按试剂盒要求稀释样本，稀释标本和微珠悬浮液结合，室温温育，用鞘液

（sheath溶液）冲洗微珠4次，加结合剂混匀，转移至反应盘中，室温温育，流式荧光/多重微珠分

析仪读取并计算结果，同时做质控。含抗SSA、抗SSB、抗Jo－1、抗Sm、抗nRNP、抗Scl-70、抗

rRNP抗体测定，做质控。

BDDC5911

抗核提取物抗体(抗ENA

抗体)七项测定—多重

微珠免疫法

样本类型：血液。按试剂盒要求稀释样本，稀释标本和微珠悬浮液结合，室温温育，用鞘液

（sheath溶液）冲洗微珠4次，加结合剂混匀，转移至反应盘中，室温温育，流式荧光/多重微珠分

析仪读取并计算结果，同时做质控。包括抗SSA、抗SSB、抗Jo－1、抗Sm、抗nRNP、抗Scl-70、抗

rRNP抗体测定，做质控。

BDDC7111
抗核提取物抗体(抗ENA

抗体)七项测定—免疫

印迹法

样本类型：血液。分离血清，稀释样本与膜条反应，清洗，与酶结合物反应，清洗，与底物反应，

终止反应，判断结果，发出报告。包括抗SSA、抗SSB、抗JB－抗Sm、抗NRNP、抗Scl-70、抗rRNP抗

体测定，做质控。

BDDC7112
抗核提取物抗体(抗ENA

抗体)七项测定—免疫

斑点/免疫印迹法

样本类型：血液。分离血清，稀释样本与膜条反应，清洗，与酶结合物反应，清洗，与底物反应，

终止反应，判断结果，发出报告，同时做质控。包括抗SSA、抗SSB、抗Jo－1、抗Sm、抗nRNP、抗

Scl-70、抗rRNP抗体测定，做质控。

BDDC7611
抗核提取物抗体(抗ENA

抗体)七项测定—蛋白

芯片法

样本类型：血液。分离血清，稀释样本与抗原基质片反应，同时设立阳性和阴性对照，冲洗，与荧

光标记抗体反应，冲洗，芯片扫描，结果判定，发出报告。含抗SSA、抗SSB、抗Jo－1、抗Sm、抗

nRNP、抗Scl-70、抗rRNP抗体测定，做质控。

BDDC7612
抗核抗体谱八项测定—

蛋白芯片法

样本类型：血液。分离血清，稀释样本与抗原基质片反应，同时设立阳性和阴性对照，冲洗，与荧

光标记抗体反应，冲洗，芯片扫描，结果判定，发出报告。包括抗SSA-52抗体、抗SSA-60抗体、抗

SSB抗体、抗Sm抗体、抗Scl-70抗体、抗JO-1抗体、抗RNP抗体、抗着丝点抗体。
BDDC9911 ENA抗体谱六项测定 样本类型：血液。包括ENA抗体(SCL-70、Sm、RNP、SSA、SSB、JO-1)。

BDDD4011

抗核提取物抗体(抗ENA

抗体)测定—对流免疫

电泳法

样本类型：血液。用热溶的琼脂糖制作琼脂板，冷却后，角膜环钻打孔，在电泳槽内加入巴比妥钠

－盐酸缓冲液，将琼脂板放入电泳槽内，用双层滤纸搭桥，使琼脂板与槽内缓冲液连接，在正极一

侧的琼脂孔中加待测血清(即抗体)，通电半小时，电流强度4-5mA/厘米，半小时后，在负极一侧琼

脂孔中加ENA抗原约13微升，再通电一小时，电流维持2-3mA/厘米，关闭电泳，判断结果，做质控

BDDE3011
抗Jo-1抗体测定—酶联

免疫吸附法

样本类型：血液。分离血清，稀释样本与微孔板孔反应，同时设立标准血清、阳性对照、阴性对

照，清洗，加酶结合物，清洗，加底物，加终止液，酶标仪测定并判定结果，同时做质控，发出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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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DDE3311
抗Jo-1抗体测定—微阵

列酶联免疫法

样本类型：血液。样本稀释，加样，温育并37℃振荡，再洗涤，加样，温育第二次，37℃振荡，洗

涤，浓缩洗液稀释，拍干，生物芯片分析仪检测与结果判断，发光液A和B1：1混匀，每孔加入40微

升，用酶免分析仪及生物芯片分析仪检测，获得各指标发光信号值并进行结果判断。

BDDE3911
抗Jo-1抗体测定—免疫

扩散法

样本类型：血液。0.01M， pH=4 PBS配制0.5%琼脂糖，热融后制作琼脂板，待冷凝后用角膜环钻打

梅花孔，加入稀释血清，标准血清及抗原，置湿盒内，4℃48小时，判断结果。

BDDE7611
抗Jo-1抗体测定—蛋白

芯片法

样本类型：血液。分离血清，稀释样本与抗原基质片反应，同时设立阳性和阴性对照，冲洗，与荧

光标记抗体反应，冲洗，芯片扫描，结果判定，发出报告，做质控。

BDDF3011
抗nRNP/Sm抗体测定—

酶联免疫吸附法

样本类型：血液。分离血清，稀释样本与微孔板孔反应，同时设立标准血清、阳性对照、阴性对

照，清洗，加酶结合物，清洗，加底物，加终止液，酶标仪测定并判定结果，同时做质控，发出报

BDDF3311
抗nRNP/Sm抗体测定—

微阵列酶联免疫法

样本类型：血液。样本稀释，加样，温育并37℃振荡，再洗涤，加样，温育第二次，37℃振荡，洗

涤，浓缩洗液稀释，拍干，生物芯片分析仪检测与结果判断，发光液A和B1：1混匀，每孔加入40微

升，用酶免分析仪及生物芯片分析仪检测，获得各指标发光信号值并进行结果判断。

BDDF3911
抗nRNP/Sm抗体测定—

免疫扩散法

样本类型：血液。凝胶板中央孔内分别加入ENA抗原，上下孔内加入相应标准对照，左、右两侧孔

内加入原倍待测标本，置室温下反应24小时，摇床上室温温育30分钟，结果判断，半定量检测：对

于阳性样本可将待测标本稀释后进一步作半定量的抗体滴度检测，操作方法同上，做质控。

BDDF7611
抗nRNP/Sm抗体测定—

蛋白芯片法

样本类型：血液。分离血清，稀释样本与抗原基质片反应，同时设立阳性和阴性对照，冲洗，与荧

光标记抗体反应，冲洗，芯片扫描，结果判定，发出报告，做质控。

BDDG7611
抗RNP抗体测定—蛋白

芯片法

样本类型：血液。分离血清，稀释样本与抗原基质片反应，同时设立阳性和阴性对照，冲洗，与荧

光标记抗体反应，冲洗，芯片扫描，结果判定，发出报告。

BDDH3011
抗Scl-70抗体测定—酶

联免疫吸附法

样本类型：血液。分离血清，稀释样本与微孔板孔反应，同时设立标准血清、阳性对照、阴性对

照，清洗，加酶结合物，清洗，加底物，加终止液，酶标仪测定并判定结果，同时做质控，发出报

BDDH3311
抗Scl-70抗体测定—微

阵列酶联免疫法

样本类型：血液。样本稀释，加样，温育并37℃振荡，再洗涤，加样，温育第二次，37℃振荡，洗

涤，浓缩洗液稀释，拍干，生物芯片分析仪检测与结果判断，发光液A和B1：1混匀，每孔加入40微

升，用酶免分析仪及生物芯片分析仪检测，获得各指标发光信号值并进行结果判断。

BDDH3911
抗Scl-70抗体测定—免

疫扩散法

样本类型：血液。0.01M， pH=4 PBS配制0.5%琼脂糖，热融后制作琼脂板，待冷凝后用角膜环钻打

梅花孔，加入稀释血清，标准血清及抗原，置湿盒内，4℃48小时，判断结果。

BDDH7611
抗Scl-70抗体测定—蛋

白芯片法

样本类型：血液。分离血清，稀释样本与抗原基质片反应，同时设立阳性和阴性对照，冲洗，与荧

光标记抗体反应，冲洗，芯片扫描，结果判定，发出报告，做质控。

BDDJ3011
抗Sm抗体测定—酶联免

疫吸附法

样本类型：血液。分离血清，稀释样本与微孔板孔反应，同时设立标准血清、阳性对照、阴性对

照，清洗，加酶结合物，清洗，加底物，加终止液，酶标仪测定并判定结果，同时做质控，发出报

BDDJ3311
抗Sm抗体测定—微阵列

酶联免疫法

样本类型：血液。样本稀释，加样，温育并37℃振荡，再洗涤，加样，温育第二次，37℃振荡，洗

涤，浓缩洗液稀释，拍干，生物芯片分析仪检测与结果判断，发光液A和B1：1混匀，每孔加入40微

升，用酶免分析仪及生物芯片分析仪检测，获得各指标发光信号值并进行结果判断，做质控。

BDDJ3911
抗Sm抗体测定—免疫扩

散法

样本类型：血液。凝胶板中央孔内分别加入ENA抗原，上下孔内加入相应标准对照，左、右两侧孔

内加入原倍待测标本，置室温下反应24小时，摇床上室温温育30分钟，结果判断，半定量检测：对

于阳性样本可将待测标本稀释后进一步作半定量的抗体滴度检测，操作方法同上，做质控。

BDDJ7611
抗Sm抗体测定—蛋白芯

片法

样本类型：血液。分离血清，稀释样本与抗原基质片反应，同时设立阳性和阴性对照，冲洗，与荧

光标记抗体反应，冲洗，芯片扫描，结果判定，发出报告，做质控。

BDDK7611
抗SSA52抗体测定—蛋

白芯片法

样本类型：血液。分离血清，稀释样本与抗原基质片反应，同时设立阳性和阴性对照，冲洗，与荧

光标记抗体反应，冲洗，芯片扫描，结果判定，同时做质控，发出报告。

BDDL7611
抗SSA60抗体测定—蛋

白芯片法

样本类型：血液。分离血清，稀释样本与抗原基质片反应，同时设立阳性和阴性对照，冲洗，与荧

光标记抗体反应，冲洗，芯片扫描，结果判定，发出报告，做质控。

BDDM3011
抗SSA抗体测定—酶联

免疫吸附法

样本类型：血液。分离血清，稀释样本与微孔板孔反应，同时设立标准血清、阳性对照、阴性对

照，清洗，加酶结合物，清洗，加底物，加终止液，酶标仪测定并判定结果，同时做质控，发出报

BDDM3311
抗SSA抗体测定—微阵

列酶联免疫法

样本类型：血液。样本稀释，加样，温育并37℃振荡，再洗涤，加样，温育第二次，37℃振荡，洗

涤，浓缩洗液稀释，拍干，生物芯片分析仪检测与结果判断，发光液A和B1：1混匀，每孔加入40微

升，用酶免分析仪及生物芯片分析仪检测，获得各指标发光信号值并进行结果判断，做质控。

BDDM3911
抗SSA抗体测定—免疫

扩散法

样本类型：血液。手工操作。凝胶板中央孔内分别加入ENA抗原，上下孔内加入相应标准对照，左

、右两侧孔内加入原倍待测标本，置室温下反应24小时，摇床上室温温育30分钟，结果判断，半定

量检测：对于阳性样本可将待测标本稀释后进一步作半定量的抗体滴度检测，操作方法同上，做质

BDDM7611
抗SSA抗体测定—蛋白

芯片法

样本类型：血液。分离血清，稀释样本与抗原基质片反应，同时设立阳性和阴性对照，冲洗，与荧

光标记抗体反应，冲洗，芯片扫描，结果判定，同时做质控，发出报告。

BDDN3011
抗SS-B抗体测定—酶联

免疫吸附法

样本类型：血液。分离血清，稀释样本与微孔板孔反应，同时设立标准血清、阳性对照、阴性对

照，清洗，加酶结合物，清洗，加底物，加终止液，酶标仪测定并判定结果，同时做质控，发出报

BDDN3311
抗SS-B抗体测定—微阵

列酶联免疫法

样本类型：血液。样本稀释，加样，温育并37℃振荡，再洗涤，加样，温育第二次，37℃振荡，洗

涤，浓缩洗液稀释，拍干，生物芯片分析仪检测与结果判断，发光液A和B1：1混匀，每孔加入40微

升，用酶免分析仪及生物芯片分析仪检测，获得各指标发光信号值并进行结果判断，同时做质控。

BDDN3911
抗SS-B抗体测定—免疫

扩散法

样本类型：血液。凝胶板中央孔内分别加入ENA抗原，上下孔内加入相应标准对照，左、右两侧孔

内加入原倍待测标本，置室温下反应24小时，摇床上室温温育30分钟，结果判断，半定量检测：对

于阳性样本可将待测标本稀释后进一步作半定量的抗体滴度检测，操作方法同上，做质控。

BDDN7611
抗SS-B抗体测定—蛋白

芯片法

样本类型：血液。分离血清，稀释样本与抗原基质片反应，同时设立阳性和阴性对照，冲洗，与荧

光标记抗体反应，冲洗，芯片扫描，结果判定，发出报告，做质控。

BDDP7611
抗着丝点抗体测定—蛋

白芯片法

样本类型：血液。分离血清，稀释样本与抗原基质片反应，同时设立阳性和阴性对照，冲洗，与荧

光标记抗体反应，冲洗，芯片扫描，结果判定，同时做质控，发出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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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DDQ3011
抗单链DNA测定—酶联

免疫吸附法

样本类型：血液。通用酶联免疫吸附试验(ELISA)检测方法。样本稀释：根据检测试剂盒要求稀释

待检标本，加样：按加样草案向相应微孔板孔分别加标准血清、阳性对照、阴性对照和稀释后待检

血清，温育：室温温育30分钟，清洗：用清洗缓冲液在洗板机上自动洗板4次，保留30秒，清洗完

后在滤纸上拍板，酶结合物温育：加酶结合物至每一微孔板孔，室温温育30分钟，清洗：同，清洗

步骤，底物温育：加色原/底物液至每一微孔板孔，室温避光温育15分钟，终止反应：加终止液至

每一微孔板孔，测定：选择酶标仪比色波长及参考波长，加终止液后30分钟内比色，结果判定：分

别以标准血清的浓度(相对或参考单位数)和其吸光度为横、纵坐标作标准曲线，具此计算出血清中

抗体的浓度。如果血清标本吸光度超出了标准曲线可测范围，建议稀释血清后重新测定，同时做质

BDDR3011

抗中性粒细胞胞浆抗体

(ANCA)测定—酶联免疫

吸附法

样本类型：血液。通用酶联免疫吸附试验(ELISA)检测方法。样本稀释：根据检测试剂盒要求稀释

待检标本，加样：按加样草案向相应微孔板孔分别加标准血清、阳性对照、阴性对照和稀释后待检

血清，温育：室温温育30分钟，清洗：用清洗缓冲液在洗板机上自动洗板4次，保留30秒，清洗完

后在滤纸上拍板，酶结合物温育：加酶结合物至每一微孔板孔，室温温育30分钟，清洗：同，清洗

步骤，底物温育：加色原/底物液至每一微孔板孔，室温避光温育15分钟，终止反应：加终止液至

每一微孔板孔，测定：选择酶标仪比色波长及参考波长，加终止液后30分钟内比色，结果判定：分

别以标准血清的浓度(相对或参考单位数)和其吸光度为横、纵坐标作标准曲线，具此计算出血清中

抗体的浓度。如果血清标本吸光度超出了标准曲线可测范围，建议稀释血清后重新测定，同时做质

BDDR4611

抗中性粒细胞胞浆抗体

(ANCA)测定—间接免疫

荧光法

样本类型：血液。通用间接免疫荧光(ⅡF)检测方法。样本稀释：根据检测试剂盒要求稀释待检样

本，加样：将稀释待检样本至抗原基质片每一反应区，然后再开始温育。脑脊液、胸水、腹水标本

原倍检测，温育：稀释待检样本与抗原基质片反应，室温温育30分钟，冲洗：用PBS缓冲液冲洗抗

原基质片，将其放入洗缸中洗涤3次，每次1-5分钟，滴加荧光抗体：滴加荧光标记抗体至反应区，

温育：抗原基质片与荧光标记抗体反应，温育时间为30分钟，冲洗：操作同4，封片：用甘油/PBS

至盖玻片封片，结果判断：在荧光显微镜下观察结果，滴度检测：对于筛选实验检测出的阳性标

本，用PBS缓冲液将血清作倍比稀释后再进行检测抗体滴度。检测方法操作同1-7。荧光显微镜下观

察结果，以能观察到特异性荧光反应的最高稀释度，为被检阳性血清的抗体滴度，筛选及滴度检测

应同时设立阳性和阴性对照。

BDDR7111

抗中性粒细胞胞浆抗体

(ANCA)测定—斑点印迹

法

样本类型：血液。通用免疫斑点/免疫印迹法检测方法。样本稀释：根据检测试剂盒要求稀释待检

标本，加样：滴加稀释血清至斑点/条带反应区，温育：将稀释待检样本与斑点/条带反应区接触后

反应即开始。摇床上室温温育30分钟，清洗：流水冲洗载片后放入洗杯中用清洗缓冲液浸洗15分

钟，酶结合物温育：滴加酶结合物于每个反应区。旋转摇床上室温温育30分钟，清洗：同，清洗步

骤，底物温育：在温育槽中分别加入底物液，于摇摆摇床上室温温育10分钟，终止反应：吸去槽内

液体，用蒸馏水清洗膜条3次，每次1分钟，结果判断：观察反应区内各抗原带着色的深浅，可将结

果分为阴性、临界阳性和阳性，同时做质控。

BDDR7611

抗中性粒细胞胞浆抗体

(ANCA)测定—蛋白芯片

法

样本类型：血液。通用蛋白芯片检测方法。样本稀释：根据检测试剂盒要求稀释待检样本，一抗加

样：将稀释待检样本至芯片抗原基质每一反应区，加完所有待检标本后再开始温育，温育：稀释待

检样本与芯片抗原基质区反应，室温温育30分钟，清洗甩干，二抗加样：在芯片所有点阵中加入二

抗，温育：芯片抗原基质区与标记抗体反应，温育时间为30分钟，冲洗：操作同4，芯片扫描：将

芯片放入微列阵芯片扫描仪进行扫描、数据处理和结果判读，结果判定：根据判读软件计算出自身

抗体的检测值，筛选及滴度检测应同时设立阳性和阴性对照。

BDDS3011
抗双链DNA(抗dsDNA)测

定—酶联免疫吸附法

样本类型：血液。分离血清，稀释样本与微孔板孔反应，同时设立标准血清、阳性对照、阴性对

照，清洗，加酶结合物，清洗，加底物，加终止液，测定并判定结果，发出报告，同时做质控。

BDDS3711
抗双链DNA(抗dsDNA)测

定—放射免疫分析法

样本类型：血液。分离血清，血清标本和标准品与相应抗体、标记物反应，加入二抗反应，离心，

测放射性总计数(T)，吸去上清液，r-计数仪测沉淀放射性计数(B)，放免分析仪计算结果，发出报

告，同时做质控。

BDDS4411
抗双链DNA(抗dsDNA)测

定—流式细胞仪法

样本类型：血液。按试剂盒要求稀释样本，稀释标本和微珠悬浮液结合，室温温育，用鞘液

（sheath溶液）冲洗微珠6次，加结合剂混匀，转移至反应盘中，室温温育，同时做质控，流式细

胞仪/多重微珠分析仪读取并计算结果。

BDDS4611
抗双链DNA(抗dsDNA)测

定—间接免疫荧光法

样本类型：血液。分离血清，稀释样本与抗原基质片反应，同时设立阳性和阴性对照，冲洗，与荧

光标记抗体反应，冲洗，封片，荧光显微镜下观察结果，发出报告，对于阳性样本可将待测标本稀

释后进一步作半定量的抗体滴度检测，操作方法同上，同时做质控。

BDDS4811
抗双链DNA(抗dsDNA)测

定—金标法

样本类型：血液。分离血清，稀释样本与斑点/条带条反应，清洗，与酶结合物反应，清洗，与底

物反应，终止反应，判断结果，同时做质控，发出报告。

BDDS5911
抗双链DNA(抗dsDNA)测

定—多重微珠免疫法

样本类型：血液。按试剂盒要求稀释样本，稀释标本和微珠悬浮液结合，室温温育，用鞘液

（sheath溶液）冲洗微珠6次，加结合剂混匀，转移至反应盘中，室温温育，同时做质控，流式细

胞仪/多重微珠分析仪读取并计算结果。

BDDS7611
抗双链DNA(抗dsDNA)测

定—蛋白芯片法

样本类型：血液。接标本，离心分离血清/血浆，仪器清洗，蛋白芯片分析仪检测，同时做质控,仪

器维护，报告结果。

BDDT3011
抗线粒体M2亚型抗体

(AMA-M2)测定—酶联免

疫吸附法

样本类型：血液。分离血清，稀释样本与微孔板孔反应，同时设立标准血清、阳性对照、阴性对

照，清洗，加酶结合物，清洗，加底物，加终止液，测定并判定结果，发出报告，同时做质控。

BDDT3711
抗线粒体抗体(AMA)测

定—放射免疫分析法

样本类型：血液。按照试剂盒说明书要求将冻干品配成待用品,将不同浓度标准溶液按顺序精密加

到已编号的试管中，在标准管溶液的各试管中加0.1毫升正常人混合血清,在样品管中按照编号加入

所对应的待测样品0.1毫升，将各管依次加入相应抗体、标记物混匀，置37℃水浴30分钟，温浴后

各管加入第二抗体混匀后继续37℃水浴40-60分钟,4r-计数仪将离心好的各管测放射性总计数(T)，

仔细吸去上清液，再用放免分析仪测沉淀放射性计数(B)，算出结合率(B/T×100%)。结合率对标准

溶液浓度作图画出标准曲线，从样品管的结合率查出相应浓度，同时做质控。

BDDT4611
抗线粒体抗体(AMA)测

定—间接免疫荧光法

样本类型：血液。分离血清，稀释样本与抗原基质片反应，同时设立阳性和阴性对照，冲洗，与荧

光标记抗体反应，冲洗，封片，荧光显微镜下观察结果，发出报告，对于阳性样本可将待测标本稀

释后进一步作半定量的抗体滴度检测，操作方法同上，同时做质控。

BDDT7111
抗线粒体亚型抗体

(M2,M4,M9)测定—免疫

斑点/免疫印迹法

样本类型：血液。分离血清，稀释样本与斑点/条带条反应，清洗，与酶结合物反应，清洗，与底

物反应，终止反应，同时做质控,判断结果，发出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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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名称 项目内涵

BDDT7112
抗线粒体抗体(AMA)测

定—斑点免疫法

样本类型：血液。通用免疫斑点/免疫印迹法检测方法。样本稀释：根据检测试剂盒要求稀释待检

标本，加样：滴加稀释血清至斑点/条带反应区，温育：将稀释待检样本与斑点/条带反应区接触后

反应即开始,摇床上室温温育30分钟，清洗：流水冲洗载片后放入洗杯中用清洗缓冲液浸洗15分

钟，酶结合物温育：滴加酶结合物于每个反应区。旋转摇床上室温温育30分钟，清洗：同，清洗步

骤，底物温育：在温育槽中分别加入底物液，于摇摆摇床上室温温育10分钟，终止反应：吸去槽内

液体，用蒸馏水清洗膜条3次，每次1分钟，结果判断：观察反应区内各抗原带着色的深浅，可将结

果分为阴性、临界阳性和阳性，同时做质控。

BDDU3011
抗gp210抗体测定—酶

联免疫吸附法

样本类型：血液。分离血清，稀释样本与微孔板孔反应，同时设立标准血清、阳性对照、阴性对

照，清洗，加酶结合物，清洗，加底物，加终止液，酶标仪测定并判定结果，同时做质控，发出报

BDDU7111
抗gp210抗体测定—免

疫印迹法

样本类型：血液。分离血清，稀释样本与膜条反应，清洗，与酶结合物反应，清洗，与底物反应，

终止反应，判断结果，同时做质控，发出报告。

BDDU7112
抗gp210抗体测定—免

疫斑点/免疫印迹法

样本类型：血液。分离血清，稀释样本与斑点/条带条反应，清洗，与酶结合物反应，清洗，与底

物反应，终止反应，判断结果，同时做质控，发出报告。

BDDV3011
抗核糖体P蛋白(rRNP)

抗体测定—酶联免疫吸

样本类型：血液。分离血清，稀释样本与微孔板孔反应，同时设立标准血清、阳性对照、阴性对

照，清洗，加酶结合物，清洗，加底物，加终止液，酶标仪测定并判定结果，发出报告。

BDDV3911
抗核糖体P蛋白(rRNP)

抗体测定—免疫扩散法

样本类型：血液。0.01M， pH=4 PBS配制0.5%琼脂糖，热融后制作琼脂板，待冷凝后用角膜环钻打

梅花孔，加入稀释血清，标准血清及抗原，置湿盒内，4℃48小时，同时做质控,判断结果。

BDDV7111
抗核糖体P蛋白(rRNP)

抗体测定—免疫印迹法

样本类型：血液。分离血清，稀释样本与膜条反应，清洗，与酶结合物反应，清洗，与底物反应，

终止反应，判断结果，同时做质控，发出报告。

BDDV7112
抗核糖体P蛋白(rRNP)

抗体测定—免疫斑点/

免疫印迹法

样本类型：血液。分离血清，稀释样本与斑点/条带条反应，清洗，与酶结合物反应，清洗，与底

物反应，终止反应，判断结果，同时做质控，发出报告。

BDDW4211
抗DNP抗体测定—乳胶

凝集法

样本类型：血液。分离血清，稀释样本与乳胶RF试剂反应，同时设阳性与阴性对照，判断结果，发

出报告，同时做质控。

BDDX3011
抗染色体抗体检测—酶

联免疫吸附法

样本类型：血液。分离血清，稀释样本与微孔板孔反应，同时设立标准血清、阳性对照、阴性对

照，清洗，加酶结合物，清洗，加底物，加终止液，酶标仪测定并判定结果，发出报告。

BDDY4411
抗血液细胞抗体测定—

流式细胞仪法

样本类型：血液。按要求稀释样本，稀释标本和荧光抗体结合，室温温育，洗涤，同时做质控，流

式细胞仪读取并计算结果。包括红细胞抗体、淋巴细胞抗体、巨噬细胞抗体、血小板抗体测定。

BDDZ3011
抗肝细胞特异性脂蛋白

抗体测定—酶联免疫吸

样本类型：血液。分离血清，稀释样本与微孔板孔反应，同时设立标准血清、阳性对照、阴性对

照，清洗，加酶结合物，清洗，加底物，加终止液，同时做质控。酶标仪测定并判定结果，发出报

BDEA4611
抗组织细胞抗体测定—

间接免疫荧光法

样本类型：血液。分离血清，稀释样本与抗原基质片反应，同时设立阳性和阴性对照，冲洗，与荧

光标记抗体反应，冲洗，封片，荧光显微镜下观察结果，发出报告，对于阳性样本可将待测标本稀

释后进一步作半定量的抗体滴度检测，操作方法同上，同时做质控。

BDEB4611
抗胃壁细胞抗体检测—

间接免疫荧光法

样本类型：血液。分离血清，稀释样本与抗原基质片反应，同时设立阳性和阴性对照，冲洗，与荧

光标记抗体反应，冲洗，封片，荧光显微镜下观察结果，发出报告，对于阳性样本可将待测标本稀

释后进一步作半定量的抗体滴度检测，操作方法同上。

BDEC4611
抗胰岛细胞抗体(IAA)

检测测定—间接免疫荧

光法

样本类型：血液。分离血清，稀释样本与抗原基质片反应，同时设立阳性和阴性对照，冲洗，与荧

光标记抗体反应，冲洗，封片，荧光显微镜下观察结果，发出报告，对于阳性样本可将待测标本稀

释后进一步作半定量的抗体滴度检测，操作方法同上。

BDED4611
抗平滑肌抗体(SMA)检

测—间接免疫荧光法

样本类型：血液。分离血清，稀释样本与抗原基质片反应，同时设立阳性和阴性对照，冲洗，与荧

光标记抗体反应，冲洗，封片，荧光显微镜下观察结果，发出报告，对于阳性样本可将待测标本稀

释后进一步作半定量的抗体滴度检测，操作方法同上。

BDEE4611
抗骨骼肌抗体(ASA)检

测—间接免疫荧光法

样本类型：血液。分离血清，稀释样本与抗原基质片反应，同时设立阳性和阴性对照，冲洗，与荧

光标记抗体反应，冲洗，封片，荧光显微镜下观察结果，发出报告，对于阳性样本可将待测标本稀

释后进一步作半定量的抗体滴度检测，操作方法同上。

BDEF4611
抗肾上腺细胞抗体

(AAA)检测—间接免疫

荧光法

样本类型：血液。分离血清，稀释样本与抗原基质片反应，同时设立阳性和阴性对照，冲洗，与荧

光标记抗体反应，冲洗，封片，荧光显微镜下观察结果，发出报告，对于阳性样本可将待测标本稀

释后进一步作半定量的抗体滴度检测，操作方法同上。

BDEG4611
抗肝细胞抗体检测—间

接免疫荧光法

样本类型：血液。分离血清，稀释样本与抗原基质片反应，同时设立阳性和阴性对照，冲洗，与荧

光标记抗体反应，冲洗，封片，荧光显微镜下观察结果，发出报告，对于阳性样本可将待测标本稀

释后进一步作半定量的抗体滴度检测，操作方法同上。

BDEH3011
抗心肌抗体(AHA)测定

—酶联免疫吸附法

样本类型：血液。分离血清，稀释样本与微孔板孔反应，同时设立标准血清、阳性对照、阴性对

照，清洗，加酶结合物，清洗，加底物，加终止液，酶标仪测定并判定结果，发出报告。

BDEH4611
抗心肌抗体(AHA)测定

—间接免疫荧光法

样本类型：血液。分离血清，稀释样本与抗原基质片反应，同时设立阳性和阴性对照，冲洗，与荧

光标记抗体反应，冲洗，封片，荧光显微镜下观察结果，发出报告，对于阳性样本可将待测标本稀

释后进一步作半定量的抗体滴度检测，操作方法同上。

BDEJ3011
抗心磷脂抗体(ACA)测

定—酶联免疫吸附法

样本类型：血液。分离血清，稀释样本与微孔板孔反应，同时设立标准血清、阳性对照、阴性对

照，清洗，加酶结合物，清洗，加底物，加终止液，同时做质控，酶标仪测定并判定结果，发出报

BDEJ3711
抗心磷脂抗体(ACA)测

定—放射免疫分析法

样本类型：血液。按照试剂盒说明书要求将冻干品配成待用品，将不同浓度标准溶液按顺序精密加

到已编号的试管中，在标准管溶液的各试管中加0.1毫升正常人混合血清，在样品管中按照编号加

入所对应的待测样品0.1毫升，将各管依次加入相应抗体、标记物混匀，置37℃水浴30分钟，温浴

后各管加入第二抗体混匀后继续37℃水浴40-60分钟，r-计数仪将离心好的各管测放射性总计数

(T)，仔细吸去上清液，再测沉淀放射性计数(B)，算出结合率(B/T×100%)，结合率对标准溶液浓

度作图画出标准曲线，从样品管的结合率查出相应浓度。

BDEJ4411
抗心磷脂抗体(ACA)测

定—流式细胞仪法

样本类型：血液。按试剂盒要求稀释样本，稀释标本和微珠悬浮液结合，室温温育，用鞘液

（sheath溶液）冲洗微珠7次，加结合剂混匀，转移至反应盘中。室温温育，同时做质控。流式细

胞仪/多重微珠分析仪读取并计算结果。

BDEJ5911
抗心磷脂抗体(ACA)测

定—多重微珠免疫法

样本类型：血液。按试剂盒要求稀释样本，稀释标本和微珠悬浮液结合，室温温育，用鞘液

（sheath溶液）冲洗微珠7次，加结合剂混匀，转移至反应盘中，室温温育，同时做质控流式细胞

仪/多重微珠分析仪读取并计算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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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名称 项目内涵

BDEK3011
抗甲状腺球蛋白抗体

(TGAb)测定—酶联免疫

吸附法

样本类型：血液。分离血清，稀释样本与微孔板孔反应，同时设立标准血清、阳性对照、阴性对

照，清洗，加酶结合物，清洗，加底物，加终止液，同时做质控。测定并判定结果，发出报告。

BDEK3111
抗甲状腺球蛋白抗体

(TGAb)测定—磁微粒酶

联免疫法

样本类型：血液。采血，标本签收，编号，用离心机离心后，将血清放置于磁微粒酶免分析仪上，

磁微粒酶免分析仪需做定期定标和质控，装载试剂，输入参数后，仪器运行实验检测，显示结果，

报告临床，接受临床咨询。

BDEK3411
抗甲状腺球蛋白抗体

(TGAb)测定—化学发光

免疫法

样本类型：血液。采集标本，标本签收，标本编号，用离心机离心后，放置于化学发光仪上，装载

试剂，输入参数，进入标本检测程序，做定标和质控，显示结果，传入计算机LIS系统，打印报

告，报告发放至临床或患者，接受临床咨询。

BDEK3611
抗甲状腺球蛋白抗体

(TGAb)测定—微粒子发

光免疫分析法

样本类型：血液。标本处理，用离心机离心后，将血清放置于微粒子发光免疫分析仪。装载试剂，

输入参数后，仪器检测，审核结果，发报告，接受临床咨询废弃物处理。

BDEK3711
抗甲状腺球蛋白抗体

(TGAb)测定—放射免疫

分析法

样本类型：血液。分离血清，血清标本和标准品与相应抗体、标记物反应，加入二抗反应，离心，

放免分析仪测放射性总计数(T)，吸去上清液，测沉淀放射性计数(B)，计算结果，发报告，同时做

质控。

BDEK4411
抗甲状腺球蛋白抗体

(TGAb)测定—流式细胞

仪法

样本类型：血液。按试剂盒要求稀释样本，稀释标本和微珠悬浮液结合，室温温育，用鞘液

（sheath溶液）冲洗微珠8次，加结合剂混匀，转移至反应盘中，室温温育，流式荧光/多重微珠分

析仪读取并计算结果。

BDEK4611
抗甲状腺球蛋白抗体

(TGAb)测定—间接免疫

荧光法

样本类型：血液。分离血清，稀释样本与抗原基质片反应，同时设立阳性和阴性对照，冲洗，与荧

光标记抗体反应，冲洗，封片，荧光显微镜下观察结果，发出报告，对于阳性样本可将待测标本稀

释后进一步作半定量的抗体滴度检测，操作方法同上，同时做质控。

BDEK5911
抗甲状腺球蛋白抗体

(TGAb)测定—多重微珠

免疫法

样本类型：血液。按试剂盒要求稀释样本，稀释标本和微珠悬浮液结合，室温温育，用鞘液

（sheath溶液）冲洗微珠8次，加结合剂混匀，转移至反应盘中，室温温育，流式荧光/多重微珠分

析仪读取并计算结果。

BDEK7111
抗甲状腺球蛋白抗体

(TGAb)测定—免疫斑点

/免疫印迹法

样本类型：血液。分离血清，稀释样本与斑点/条带条反应，清洗，与酶结合物反应，清洗，与底

物反应，终止反应，同时做质控。判断结果，发出报告。

BDEK7611
抗甲状腺球蛋白抗体

(TGAb)测定—蛋白芯片

样本类型：血液。接标本，离心分离血清/血浆，仪器清洗，同时做质控。蛋白芯片分析仪检测，

仪器维护，报告结果。

BDEL3411
抗甲状腺微粒体抗体

(TMAb)测定—化学发光

免疫法

样本类型：血液。采集标本，标本签收，标本编号，用离心机离心后，放置于化学发光仪上，装载

试剂，输入参数，进入标本检测程序，做定标和质控，显示结果，传入计算机LIS系统，打印报

告，报告发放至临床或患者，接受临床咨询。

BDEL3711
抗甲状腺微粒体抗体

(TMAb)测定—放射免疫

分析法

样本类型：血液。分离血清，血清标本和标准品与相应抗体、标记物反应，加入二抗反应，离心，

放免分析仪测放射性总计数(T)，吸去上清液r-计数仪测沉淀放射性计数(B)，计算结果，发报告。

BDEL4611
抗甲状腺微粒体抗体

(TMAb)测定—间接免疫

荧光法

样本类型：血液。分离血清，稀释样本与抗原基质片反应，同时设立阳性和阴性对照，冲洗，与荧

光标记抗体反应，冲洗，封片，同时做质控。荧光显微镜下观察结果，发出报告，对于阳性样本可

将待测标本稀释后进一步作半定量的抗体滴度检测，操作方法同上。

BDEM3011
抗甲状腺过氧化物酶抗

体(TPOAb)测定—酶联

免疫吸附法

样本类型：血液。分离血清，稀释样本与微孔板孔反应，同时设立标准血清、阳性对照、阴性对

照，清洗，加酶结合物，清洗，加底物，加终止液，同时做质控，酶标仪测定并判定结果，发出报

告。

BDEM3111
抗甲状腺过氧化物酶抗

体(TPOAb)测定—磁微

粒酶联免疫法

样本类型：血液。采血，标本签收，编号，用离心机离心后，将血清放置于磁微粒酶免分析仪上，

磁微粒酶免分析仪需做定期定标和质控，装载试剂，输入参数后，仪器运行实验检测，显示结果，

报告临床，接受临床咨询。

BDEM3411
抗甲状腺过氧化物酶抗

体(TPOAb)测定—化学

发光免疫法

样本类型：血液。采集标本，标本签收，标本编号，用离心机离心后，放置于化学发光仪上，装载

试剂，输入参数，进入标本检测程序，做定标和质控，显示结果，传入计算机LIS系统，打印报

告，报告发放至临床或患者，接受临床咨询。

BDEM3711
抗甲状腺过氧化物酶抗

体(TPOAb)测定—放射

免疫分析法

样本类型：血液。分离血清，血清标本和标准品与相应抗体、标记物反应，加入二抗反应，离心，

放免分析仪测放射性总计数(T)，吸去上清液，测沉淀放射性计数(B)，计算结果，发报告，同时做

质控。

BDEM4411
抗甲状腺过氧化物酶抗

体(TPOAb)测定—流式

细胞仪法

样本类型：血液。按试剂盒要求稀释样本，稀释标本和微珠悬浮液结合，室温温育，用鞘液

（sheath溶液）冲洗微珠9次。加结合剂混匀，转移至反应盘中。室温温育，同时做质控，流式荧

光/多重微珠分析仪读取并计算结果。

BDEM4611
抗甲状腺过氧化物酶抗

体(TPOAb)测定—间接

免疫荧光法

样本类型：血液。分离血清，稀释样本与抗原基质片反应，同时设立阳性和阴性对照，冲洗，与荧

光标记抗体反应，冲洗，封片，荧光显微镜下观察结果，发出报告，对于阳性样本可将待测标本稀

释后进一步作半定量的抗体滴度检测，操作方法同上。

BDEM5911
抗甲状腺过氧化物酶抗

体(TPOAb)测定—多重

微珠免疫法

样本类型：血液。按试剂盒要求稀释样本，稀释标本和微珠悬浮液结合，室温温育，用鞘液

（sheath溶液）冲洗微珠9次，加结合剂混匀，转移至反应盘中。室温温育，同时做质控。流式荧

光/多重微珠分析仪读取并计算结果。

BDEM7111
抗甲状腺过氧化物酶抗

体(TPOAb)测定—免疫

斑点/免疫印迹法

样本类型：血液。分离血清，稀释样本与斑点/条带条反应，清洗，与酶结合物反应，清洗，与底

物反应，终止反应，同时做质控，判断结果，发出报告。

BDEM7611
抗甲状腺过氧化物酶抗

体(TPOAb)测定—蛋白

芯片法

样本类型：血液。接标本，离心分离血清/血浆，仪器清洗，同时做质控，蛋白芯片分析仪检测，

仪器维护，报告结果。

BDEN3011
抗肾小球基底膜抗体测

定—酶联免疫吸附法

样本类型：血液。分离血清，稀释样本与微孔板孔反应，同时设立标准血清、阳性对照、阴性对

照，清洗，加酶结合物，清洗，加底物，加终止液，酶标仪测定并判定结果，发出报告，同时做质

BDEN4411
抗肾小球基底膜抗体测

定—流式细胞仪法

样本类型：血液。按试剂盒要求稀释样本，稀释标本和微珠悬浮液结合，室温温育，用鞘液

（sheath溶液）冲洗微珠10次，加结合剂混匀，转移至反应盘中，室温温育，流式荧光/多重微珠

分析仪读取并计算结果，同时做质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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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DEN4611
抗肾小球基底膜抗体测

定—间接免疫荧光法

样本类型：血液。分离血清，稀释样本与抗原基质片反应，同时设立阳性和阴性对照，冲洗，与荧

光标记抗体反应，冲洗，封片，荧光显微镜下观察结果，发出报告，对于阳性样本可将待测标本稀

释后进一步作半定量的抗体滴度检测，操作方法同上，同时做质控。

BDEN5911
抗肾小球基底膜抗体测

定—多重微珠免疫法

样本类型：血液。按试剂盒要求稀释样本，稀释标本和微珠悬浮液结合，室温温育，用鞘液

（sheath溶液）冲洗微珠10次，加结合剂混匀，转移至反应盘中，室温温育，流式荧光/多重微珠

分析仪读取并计算结果，同时做质控。

BDEN7111
抗肾小球基底膜抗体测

定—免疫斑点/免疫印

样本类型：血液。分离血清，稀释样本与斑点/条带条反应，清洗，与酶结合物反应，清洗，与底

物反应，终止反应，判断结果，发出报告，同时做质控。

BDEN7611
抗肾小球基底膜抗体测

定—蛋白芯片法

样本类型：血液。接标本，离心分离血清/血浆，仪器清洗，蛋白芯片分析仪检测，仪器维护，报

告结果，同时做质控。

BDEP4611
抗脑组织抗体测定—间

接免疫荧光法

样本类型：血液。分离血清，稀释样本与抗原基质片反应，同时设立阳性和阴性对照，冲洗，与荧

光标记抗体反应，冲洗，封片，荧光显微镜下观察结果，发出报告，对于阳性样本可将待测标本稀

释后进一步作半定量的抗体滴度检测，操作方法同上。

BDEQ4611
抗腮腺管抗体测定—间

接免疫荧光法

样本类型：血液。分离血清，稀释样本与抗原基质片反应，同时设立阳性和阴性对照，冲洗，与荧

光标记抗体反应，冲洗，封片，荧光显微镜下观察结果，发出报告，对于阳性样本可将待测标本稀

释后进一步作半定量的抗体滴度检测，操作方法同上。

BDER3011
抗卵巢抗体测定—酶联

免疫吸附法

样本类型：血液。分离血清，稀释样本与微孔板孔反应，同时设立标准血清、阳性对照、阴性对

照，清洗，加酶结合物，清洗，加底物，加终止液，酶标仪测定并判定结果，发出报告，同时做质

BDER4211
抗卵巢抗体测定—乳胶

凝集法

样本类型：血液。按试剂要求稀释血清，将稀释血清1滴(约0.05毫升)，加于黑色方格玻片的方格

内，加乳胶RF试剂1滴，立即摇动反应板3分钟，使其充分混匀后，于直射光下观察，每次试验均设

阳性与阴性对照。

BDER4611
抗卵巢抗体测定—间接

免疫荧光法

样本类型：血液。分离血清，稀释样本与抗原基质片反应，同时设立阳性和阴性对照，冲洗，与荧

光标记抗体反应，冲洗，封片，荧光显微镜下观察结果，发出报告，对于阳性样本可将待测标本稀

释后进一步作半定量的抗体滴度检测，操作方法同上。

BDER4811
抗卵巢抗体测定—金标

法

样本类型：血液。通用免疫斑点/免疫印迹法检测方法。样本稀释：根据检测试剂盒要求稀释待检

标本，加样：滴加稀释血清至斑点/条带反应区，温育：将稀释待检样本与斑点/条带反应区接触后

反应即开始。摇床上室温温育30分钟，清洗：流水冲洗载片后放入洗杯中用清洗缓冲液浸洗15分

钟，酶结合物温育：滴加酶结合物于每个反应区。旋转摇床上室温温育30分钟，清洗：同，清洗步

骤，底物温育：在温育槽中分别加入底物液，于摇摆摇床上室温温育10分钟，终止反应：吸去槽内

液体，用蒸馏水清洗膜条3次，每次1分钟，结果判断：观察反应区内各抗原带着色的深浅，可将结

果分为阴性、临界阳性和阳性，同时做质控。

BDES3011
抗子宫内膜抗体(EMAb)

测定—酶联免疫吸附法

样本类型：血液。分离血清，稀释样本与微孔板孔反应，同时设立标准血清、阳性对照、阴性对

照，清洗，加酶结合物，清洗，加底物，加终止液，酶标仪测定并判定结果，发出报告。

BDES4611
抗子宫内膜抗体(EMAb)

测定—间接免疫荧光法

样本类型：血液。分离血清，稀释样本与抗原基质片反应，同时设立阳性和阴性对照，冲洗，与荧

光标记抗体反应，冲洗，封片，荧光显微镜下观察结果，发出报告，对于阳性样本可将待测标本稀

释后进一步作半定量的抗体滴度检测，操作方法同上。

BDES5911
抗子宫内膜抗体(EMAb)

测定—免疫渗滤法

样本类型：血液。滴入2滴试剂Ⅰ于反应板中央孔中待完全渗入，滴入100微升血清于反应板孔中待

完全渗入，滴入3滴试剂Ⅱ于反应板孔中待完全渗入，滴加3滴试剂Ⅰ于反应板中待完全渗入，结果

判断：反应板孔中央出现2个红色圆斑为阳性(可对照阳性对照卡)、反应板孔中央出现1个红色圆斑

为阴性(可对照阴性对照卡)。

BDET3011
抗精子抗体测定—酶联

免疫吸附法

样本类型：血液。分离血清，稀释样本与微孔板孔反应，同时设立标准血清、阳性对照、阴性对

照，清洗，加酶结合物，清洗，加底物，加终止液，酶标仪测定并判定结果，发出报告。

BDET3711
抗精子抗体测定—放射

免疫分析法

样本类型：血液。按照试剂盒说明书要求将冻干品配成待用品，将不同浓度标准溶液按顺序精密加

到已编号的试管中，在标准管溶液的各试管中加0.1毫升正常人混合血清，在样品管中按照编号加

入所对应的待测样品0.1毫升，将各管依次加入相应抗体、标记物混匀，置37℃水浴30分钟，温浴

后各管加入第二抗体混匀后继续37℃水浴40-60分钟，r-计数仪将离心好的各管测放射性总计数

(T)，仔细吸去上清液，再测沉淀放射性计数(B)，算出结合率(B/T×100%)。结合率对标准溶液浓

度作图画出标准曲线，从样品管的结合率查出相应浓度，同时做质控。

BDET4611
抗精子抗体测定—间接

免疫荧光法

样本类型：血液。分离血清，稀释样本与抗原基质片反应，同时设立阳性和阴性对照，冲洗，与荧

光标记抗体反应，冲洗，封片，荧光显微镜下观察结果，发出报告，对于阳性样本可将待测标本稀

释后进一步作半定量的抗体滴度检测，操作方法同上。

BDET4811
抗精子抗体测定—金标

法

样本类型：血液。通用免疫斑点/免疫印迹法检测方法。样本稀释：根据检测试剂盒要求稀释待检

标本，加样：滴加稀释血清至斑点/条带反应区，温育：将稀释待检样本与斑点/条带反应区接触后

反应即开始。摇床上室温温育30分钟，清洗：流水冲洗载片后放入洗杯中用清洗缓冲液浸洗15分

钟，酶结合物温育：滴加酶结合物于每个反应区。旋转摇床上室温温育30分钟，清洗：同，清洗步

骤，底物温育：在温育槽中分别加入底物液，于摇摆摇床上室温温育10分钟，终止反应：吸去槽内

液体，用蒸馏水清洗膜条3次，每次1分钟，结果判断：观察反应区内各抗原带着色的深浅，可将结

果分为阴性、临界阳性和阳性。

BDEU3011
抗PM-Scl抗体(抗PM-1

抗体)测定—酶联免疫

吸附法

样本类型：血液。分离血清，稀释样本与微孔板孔反应，同时设立标准血清、阳性对照、阴性对

照，清洗，加酶结合物，清洗，加底物，加终止液，酶标仪测定并判定结果，发出报告。

BDEU7111
抗PM-Scl抗体(抗PM-1

抗体)测定—免疫斑点/

免疫印迹法

样本类型：血液。分离血清，稀释样本与斑点/条带条反应，清洗，与酶结合物反应，清洗，与底

物反应，终止反应，判断结果，发出报告。

BDEU7112
抗PM-Scl抗体(抗PM-1

抗体)测定—免疫印迹

样本类型：血液。分离血清，稀释样本与微孔板孔反应，同时设立标准血清、阳性对照、阴性对

照，清洗，加酶结合物，清洗，加底物，加终止液，测定并判定结果，发出报告。

BDEV3011
抗胰岛素抗体测定—酶

联免疫吸附法

样本类型：血液。分离血清，稀释样本与微孔板孔反应，同时设立标准血清、阳性对照、阴性对

照，清洗，加酶结合物，清洗，加底物，加终止液，酶标仪测定并判定结果，发出报告，同时做质

BDEV3411
抗胰岛素抗体测定—化

学发光免疫法

样本类型：血液。采集标本，标本签收，标本编号，用离心机离心后，放置于化学发光仪上，装载

试剂，输入参数，进入标本检测程序，做定标和质控，显示结果，传入计算机LIS系统，打印报

告，报告发放至临床或患者，接受临床咨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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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DEV3711
抗胰岛素抗体测定—放

射免疫分析法

样本类型：血液。分离血清，血清标本和标准品与相应抗体、标记物反应，加入二抗反应，离心，

测放射性总计数(T)，吸去上清液，测沉淀放射性计数(B)，计算结果，发报告，同时做质控。

BDEV7111
抗胰岛素抗体测定—免

疫斑点法

样本类型：血液。通用免疫斑点/免疫印迹法检测方法。样本稀释：根据检测试剂盒要求稀释待检

标本，加样：滴加稀释血清至斑点/条带反应区，温育：将稀释待检样本与斑点/条带反应区接触后

反应即开始。摇床上室温温育30分钟，清洗：流水冲洗载片后放入洗杯中用清洗缓冲液浸洗15分

钟，酶结合物温育：滴加酶结合物于每个反应区。旋转摇床上室温温育30分钟，清洗：同，清洗步

骤，底物温育：在温育槽中分别加入底物液，于摇摆摇床上室温温育10分钟，终止反应，吸去槽内

液体，用蒸馏水清洗膜条3次，每次1分钟，结果判断：观察反应区内各抗原带着色的深浅，可将结

果分为阴性、临界阳性和阳性，同时做质控。

BDEW3011
抗胰岛素受体抗体测定

—酶联免疫吸附法

样本类型：血液。分离血清，稀释样本与微孔板孔反应，同时设立标准血清、阳性对照、阴性对

照，清洗，加酶结合物，清洗，加底物，加终止液，酶标仪测定并判定结果，发出报告，同时做质

BDEW3711
抗胰岛素受体抗体测定

—放射免疫分析法

样本类型：血液。分离血清，血清标本和标准品与相应抗体、标记物反应，加入二抗反应，离心，

测放射性总计数(T)，吸去上清液，测沉淀放射性计数(B)，计算结果，发报告，同时做质控。

BDEX3011
抗乙酰胆碱受体抗体测

定—酶联免疫吸附法

样本类型：血液。分离血清，稀释样本与微孔板孔反应，同时设立标准血清、阳性对照、阴性对

照，清洗，加酶结合物，清洗，加底物，加终止液，酶标仪测定并判定结果，发出报告，同时做质

BDEY3011
抗磷壁酸抗体测定—酶

联免疫吸附法

样本类型：血液。分离血清，稀释样本与微孔板孔反应，同时设立标准血清、阳性对照、阴性对

照，清洗，加酶结合物，清洗，加底物，加终止液，酶标仪测定并判定结果，发出报告，同时做质

BDEZ3011
抗鞘磷脂抗体测定—酶

联免疫吸附法

样本类型：血液。分离血清，稀释样本与微孔板孔反应，同时设立标准血清、阳性对照、阴性对

照，清洗，加酶结合物，清洗，加底物，加终止液，酶标仪测定并判定结果，发出报告，同时做质

BDFA3011
抗白蛋白抗体测定—酶

联免疫吸附法

样本类型：血液。分离血清，稀释样本与微孔板孔反应，同时设立标准血清、阳性对照、阴性对

照，清洗，加酶结合物，清洗，加底物，加终止液，酶标仪测定并判定结果，发出报告，同时做质

BDFB3011
抗补体抗体测定—酶联

免疫吸附法

样本类型：血液。分离血清，稀释样本与微孔板孔反应，同时设立标准血清、阳性对照、阴性对

照，清洗，加酶结合物，清洗，加底物，加终止液，酶标仪测定并判定结果，发出报告，同时做质

BDFC3011
抗载脂蛋白抗体测定—

酶联免疫吸附法

样本类型：血液。分离血清，稀释样本与微孔板孔反应，同时设立标准血清、阳性对照、阴性对

照，清洗，加酶结合物，清洗，加底物，加终止液，酶标仪测定并判定结果，发出报告，同时做质

BDFD3011
抗内因子抗体测定—酶

联免疫吸附法

样本类型：血液。分离血清，稀释样本与微孔板孔反应，同时设立标准血清、阳性对照、阴性对

照，清洗，加酶结合物，清洗，加底物，加终止液，酶标仪测定并判定结果，发出报告，同时做质

BDFD4611
抗内因子抗体测定—间

接免疫荧光法

样本类型：血液。分离血清，稀释样本与抗原基质片反应，同时设立阳性和阴性对照，冲洗，与荧

光标记抗体反应，冲洗，封片，荧光显微镜下观察结果，发出报告，对于阳性样本可将待测标本稀

释后进一步作半定量的抗体滴度检测，操作方法同上。

BDFE3011
类风湿因子(RF)测定—

酶联免疫吸附法

样本类型：血液。分离血清，稀释样本与微孔板孔反应，同时设立标准血清、阳性对照、阴性对

照，清洗，加酶结合物，清洗，加底物，加终止液，酶标仪测定并判定结果，发出报告，同时做质

BDFE3411
类风湿因子(RF)测定—

化学发光免疫法

样本类型：血液。采集标本，标本签收，标本编号，用离心机离心后，放置于化学发光仪上，装载

试剂，输入参数，进入标本检测程序，做定标和质控，显示结果，传入计算机LIS系统，打印报

告，报告发放至临床或患者，接受临床咨询。

BDFE3811
类风湿因子(RF)测定—

免疫比浊法

样本类型：血液。标本接收离心分离血清，使用移液器加样待检血清至样本杯中，标本上分析仪/

特种蛋白分析仪操作，根据仪器的标准操作程序测量患者样品，检测完毕，审核检验项目，检验结

果，准确无误后发出报告，校准品和质控样品的使用以保障结果的准确，不能马上测定的标本处

理：室温23℃，6小时-24小时，保持稳定性，冷冻-20℃至-70℃保持稳定，试剂保存条件：2-10℃

BDFE4211
类风湿因子(RF)测定—

乳胶凝集法

样本类型：血液。分离血清，稀释样本与乳胶RF试剂反应，同时设阳性与阴性对照，判断结果，发

出报告。

BDFE4411
类风湿因子(RF)测定—

流式细胞仪法

样本类型：血液。按试剂盒要求稀释样本，稀释标本和微珠悬浮液结合，室温温育，用鞘液

（sheath溶液）冲洗微珠11次，加结合剂混匀，转移至反应盘中，室温温育，流式荧光/多重微珠

分析仪读取并计算结果，同时做质控。

BDFE5911
类风湿因子(RF)测定—

多重微珠免疫法

样本类型：血液。按试剂盒要求稀释样本，稀释标本和微珠悬浮液结合，室温温育，用鞘液

（sheath溶液）冲洗微珠11次，加结合剂混匀，转移至反应盘中，室温温育，流式荧光/多重微珠

分析仪读取并计算结果，同时做质控。

BDFE7611
类风湿因子(RF)测定—

蛋白芯片法

样本类型：血液。接标本，离心分离血清/血浆，仪器清洗，蛋白芯片分析仪检测，仪器维护，报

告结果，同时做质控。

BDFF3011
抗增殖细胞核抗原抗体

(抗PCNA)测定—酶联免

疫吸附法

样本类型：血液。分离血清，稀释样本与微孔板孔反应，同时设立标准血清、阳性对照、阴性对

照，清洗，加酶结合物，清洗，加底物，加终止液，酶标仪测定并判定结果，发出报告，同时做质

控。

BDFF4611
抗增殖细胞核抗原抗体

(抗PCNA)测定—间接免

疫荧光法

样本类型：血液。分离血清，稀释样本与抗原基质片反应，同时设立阳性和阴性对照，冲洗，与荧

光标记抗体反应，冲洗，封片，荧光显微镜下观察结果，发出报告，对于阳性样本可将待测标本稀

释后进一步作半定量的抗体滴度检测，操作方法同上。

BDFF7111
抗增殖细胞核抗原抗体

(抗PCNA)测定—免疫印

迹法

样本类型：血液。分离血清，稀释样本与微孔板孔反应，同时设立标准血清、阳性对照、阴性对

照，清洗，加酶结合物，清洗，加底物，加终止液，测定并判定结果，发出报告。

BDFG3011
抗角蛋白抗体(AKA)测

定—酶联免疫吸附法

样本类型：血液。分离血清，稀释样本与微孔板孔反应，同时设立标准血清、阳性对照、阴性对

照，清洗，加酶结合物，清洗，加底物，加终止液，酶标仪测定并判定结果，发出报告，同时做质

BDFG4611
抗角蛋白抗体(AKA)测

定—间接免疫荧光法

样本类型：血液。分离血清，稀释样本与抗原基质片反应，同时设立阳性和阴性对照，冲洗，与荧

光标记抗体反应，冲洗，封片，荧光显微镜下观察结果，发出报告，对于阳性样本可将待测标本稀

释后进一步作半定量的抗体滴度检测，操作方法同上，同时做质控。

BDFH3011
抗可溶性肝抗原/肝-胰

抗原抗体(SLA/LP)测定

—酶联免疫吸附法

样本类型：血液。分离血清，稀释样本与微孔板孔反应，同时设立标准血清、阳性对照、阴性对

照，清洗，加酶结合物，清洗，加底物，加终止液，酶标仪测定并判定结果，发出报告，同时做质

控。

BDFH4611
抗可溶性肝抗原/肝-胰

抗原抗体(SLA/LP)测定

—间接免疫荧光法

样本类型：血液。分离血清，稀释样本与抗原基质片反应，同时设立阳性和阴性对照，冲洗，与荧

光标记抗体反应，冲洗，封片，荧光显微镜下观察结果，发出报告，对于阳性样本可将待测标本稀

释后进一步作半定量的抗体滴度检测，操作方法同上。

BDFH7111
抗可溶性肝抗原/肝-胰

抗原抗体(SLA/LP)测定

—免疫印迹法

样本类型：血液。分离血清，稀释样本与微孔板孔反应，同时设立标准血清、阳性对照、阴性对

照，清洗，加酶结合物，清洗，加底物，加终止液，测定并判定结果，发出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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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DFH7112
抗可溶性肝抗原/肝-胰

抗原抗体(SLA/LP)测定

—免疫斑点/免疫印迹

样本类型：血液。分离血清，稀释样本与斑点/条带条反应，清洗，与酶结合物反应，清洗，与底

物反应，终止反应，判断结果，发出报告，同时做质控。

BDFJ3011
抗肝肾微粒体抗体

(LKM)测定—酶联免疫

样本类型：血液。分离血清，稀释样本与微孔板孔反应，同时设立标准血清、阳性对照、阴性对

照，清洗，加酶结合物，清洗，加底物，加终止液，酶标仪测定并判定结果，发出报告，同时做质

BDFJ4611
抗肝肾微粒体抗体

(LKM)测定—间接免疫

荧光法

样本类型：血液。分离血清，稀释样本与抗原基质片反应，同时设立阳性和阴性对照，冲洗，与荧

光标记抗体反应，冲洗，封片，荧光显微镜下观察结果，发出报告，对于阳性样本可将待测标本稀

释后进一步作半定量的抗体滴度检测，操作方法同上。

BDFJ7111
抗肝肾微粒体抗体

(LKM)测定—免疫印迹

样本类型：血液。分离血清，稀释样本与微孔板孔反应，同时设立标准血清、阳性对照、阴性对

照，清洗，加酶结合物，清洗，加底物，加终止液，测定并判定结果，发出报告。

BDFJ7112
抗肝肾微粒体抗体

(LKM)测定—免疫斑点/

免疫印迹法

样本类型：血液。分离血清，稀释样本与斑点/条带条反应，清洗，与酶结合物反应，清洗，与底

物反应，终止反应，判断结果，发出报告，同时做质控。

BDFK3011
抗环瓜氨酸肽抗体

(Anti-CCP)测定—酶联

免疫吸附法

样本类型：血液。分离血清，稀释样本与微孔板孔反应，同时设立标准血清、阳性对照、阴性对

照，清洗，加酶结合物，清洗，加底物，加终止液，酶标仪测定并判定结果，发出报告，同时做质

控。

BDFK3611
抗环瓜氨酸肽抗体

(Anti-CCP)测定—微粒

子发光免疫分析法

样本类型：血液。标本处理，用离心机离心后，将血清放置于微粒子发光免疫分析仪，装载试剂，

输入参数后，仪器检测，审核结果，发报告。接受临床咨询废弃物处理。

BDFL3011
抗β 2-糖蛋白1抗体测

定—酶联免疫吸附法

样本类型：血液。分离血清，稀释样本与微孔板孔反应，同时设立标准血清、阳性对照、阴性对

照，清洗，加酶结合物，清洗，加底物，加终止液，酶标仪测定并判定结果，发出报告。

BDFL4411
抗β 2-糖蛋白1抗体测

定—流式细胞仪法

样本类型：血液。按试剂盒要求稀释样本，稀释标本和微珠悬浮液结合，室温温育，用鞘液

（sheath溶液）冲洗微珠12次，加结合剂混匀，转移至反应盘中，室温温育，流式荧光/多重微珠

分析仪读取并计算结果，同时做质控。

BDFL5911
抗β 2-糖蛋白1抗体测

定—多重微珠免疫法

样本类型：血液。按试剂盒要求稀释样本，稀释标本和微珠悬浮液结合，室温温育，用鞘液

（sheath溶液）冲洗微珠12次，加结合剂混匀，转移至反应盘中，室温温育，流式荧光/多重微珠

分析仪读取并计算结果，同时做质控。

BDFL7611
抗β 2-糖蛋白1抗体测

定—蛋白芯片法

样本类型：血液。接标本，离心分离血清/血浆，仪器清洗，蛋白芯片分析仪检测，仪器维护，报

告结果，同时做质控。

BDFM3011
抗透明带抗体测定—酶

联免疫吸附法

样本类型：血液。分离血清，稀释样本与微孔板孔反应，同时设立标准血清、阳性对照、阴性对

照，清洗，加酶结合物，清洗，加底物，加终止液，酶标仪测定并判定结果，发出报告。

BDFM4611
抗透明带抗体测定—间

接免疫荧光法

样本类型：血液。分离血清，稀释样本与抗原基质片反应，同时设立阳性和阴性对照，冲洗，与荧

光标记抗体反应，冲洗，封片，荧光显微镜下观察结果，发出报告，对于阳性样本可将待测标本稀

释后进一步作半定量的抗体滴度检测，操作方法同上。

BDFN3011
抗核小体抗体(AnuA)测

定—酶联免疫吸附法

样本类型：血液。分离血清，稀释样本与微孔板孔反应，同时设立标准血清、阳性对照、阴性对

照，清洗，加酶结合物，清洗，加底物，加终止液，酶标仪测定并判定结果，发出报告。

BDFP3011
抗核周因子抗体(APF)

测定—酶联免疫吸附法

样本类型：血液。分离血清，稀释样本与微孔板孔反应，同时设立标准血清、阳性对照、阴性对

照，清洗，加酶结合物，清洗，加底物，加终止液，酶标仪测定并判定结果，发出报告。

BDFP4611
抗核周因子抗体(APF)

测定—间接免疫荧光法

样本类型：血液。分离血清，稀释样本与抗原基质片反应，同时设立阳性和阴性对照，冲洗，与荧

光标记抗体反应，冲洗，封片，荧光显微镜下观察结果，发出报告，对于阳性样本可将待测标本稀

释后进一步作半定量的抗体滴度检测，操作方法同上。

BDFQ3011
抗肝细胞溶质抗原Ⅰ型

抗体(LC-1)测定—酶联

免疫吸附法

样本类型：血液。分离血清，稀释样本与微孔板孔反应，同时设立标准血清、阳性对照、阴性对

照，清洗，加酶结合物，清洗，加底物，加终止液，酶标仪测定并判定结果，发出报告。

BDFQ4611
抗肝细胞溶质抗原Ⅰ型

抗体(LC-1)测定—间接

免疫荧光法

样本类型：血液。分离血清，稀释样本与抗原基质片反应，同时设立阳性和阴性对照，冲洗，与荧

光标记抗体反应，冲洗，封片，荧光显微镜下观察结果，发出报告，对于阳性样本可将待测标本稀

释后进一步作半定量的抗体滴度检测，操作方法同上。

BDFQ7111
抗肝细胞溶质抗原Ⅰ型

抗体(LC-1)测定—免疫

斑点/免疫印迹法

样本类型：血液。分离血清，稀释样本与斑点/条带条反应，清洗，与酶结合物反应，清洗，与底

物反应，终止反应，判断结果，发出报告，同时做质控。

BDFR3011
抗RA33抗体测定—酶联

免疫吸附法

样本类型：血液。分离血清，稀释样本与微孔板孔反应，同时设立标准血清、阳性对照、阴性对

照，清洗，加酶结合物，清洗，加底物，加终止液，酶标仪测定并判定结果，发出报告。

BDFR7111
抗RA33抗体测定—免疫

印迹法

样本类型：血液。分离血清，稀释样本与微孔板孔反应，同时设立标准血清、阳性对照、阴性对

照，清洗，加酶结合物，清洗，加底物，加终止液，测定并判定结果，发出报告。

BDFS3011
抗DNA酶B抗体测定—酶

联免疫吸附法

样本类型：血液。分离血清，稀释样本与微孔板孔反应，同时设立标准血清、阳性对照、阴性对

照，清洗，加酶结合物，清洗，加底物，加终止液，酶标仪测定并判定结果，发出报告。

BDFT3011
抗组蛋白抗体(AHA)测

定—酶联免疫吸附法

样本类型：血液。分离血清，稀释样本与微孔板孔反应，同时设立标准血清、阳性对照、阴性对

照，清洗，加酶结合物，清洗，加底物，加终止液，酶标仪测定并判定结果，发出报告。

BDFT7111
抗组蛋白抗体(AHA)测

定—免疫印迹法

样本类型：血液。分离血清，稀释样本与微孔板孔反应，同时设立标准血清、阳性对照、阴性对

照，清洗，加酶结合物，清洗，加底物，加终止液，测定并判定结果，发出报告。

BDFT7112
抗组蛋白抗体(AHA)测

定—免疫斑点/免疫印

样本类型：血液。分离血清，稀释样本与斑点/条带条反应，清洗，与酶结合物反应，清洗，与底

物反应，终止反应，判断结果，发出报告，同时做质控。

BDFU3011
抗Sa抗体测定—酶联免

疫吸附法

样本类型：血液。分离血清，稀释样本与微孔板孔反应，同时设立标准血清、阳性对照、阴性对

照，清洗，加酶结合物，清洗，加底物，加终止液，酶标仪测定并判定结果，发出报告。

BDFV3011
抗聚角蛋白微丝蛋白抗

体(AFA)测定—酶联免

疫吸附法

样本类型：血液。分离血清，稀释样本与微孔板孔反应，同时设立标准血清、阳性对照、阴性对

照，清洗，加酶结合物，清洗，加底物，加终止液，酶标仪测定并判定结果，发出报告。

BDFW3011
抗杀菌通透性增高蛋白

(BPI)抗体测定—酶联

免疫吸附法

样本类型：血液。分离血清，稀释样本与微孔板孔反应，同时设立标准血清、阳性对照、阴性对

照，清洗，加酶结合物，清洗，加底物，加终止液，酶标仪测定并判定结果，发出报告。

BDFX3011
抗α 胞衬蛋白抗体测定

—酶联免疫吸附法

样本类型：血液。分离血清，稀释样本与微孔板孔反应，同时设立标准血清、阳性对照、阴性对

照，清洗，加酶结合物，清洗，加底物，加终止液，酶标仪测定并判定结果，发出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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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DFY3011
抗人绒毛膜促性腺激素

抗体(AHCGAb)测定—酶

联免疫吸附法

样本类型：血液。分离血清，稀释样本与微孔板孔反应，同时设立标准血清、阳性对照、阴性对

照，清洗，加酶结合物，清洗，加底物，加终止液，酶标仪测定并判定结果，发出报告。

BDFZ3081
抗神经节苷脂IgG,IgM

抗体测定—酶联免疫吸

样本类型：血液、脑脊液。分离血清，稀释样本与微孔板孔反应，同时设立标准血清、阳性对照、

阴性对照，清洗，加酶结合物，清洗，加底物，加终止液，酶标仪测定并判定结果，发出报告。

BDFZ7181
抗神经节苷脂IgG,IgM

抗体测定—免疫印迹法

样本类型：血液、脑脊液。分离血清，稀释样本与微孔板孔反应，同时设立标准血清、阳性对照、

阴性对照，清洗，加酶结合物，清洗，加底物，加终止液，测定并判定结果，发出报告。

BDGA4611
抗细胞浆抗体检测—间

接免疫荧光法

样本类型：血液。分离血清，稀释样本与抗原基质片反应，同时设立阳性和阴性对照，冲洗，与荧

光标记抗体反应，冲洗，封片，荧光显微镜下观察结果，发出报告，对于阳性样本可将待测标本稀

释后进一步作半定量的抗体滴度检测，操作方法同上。

BDGB3011
抗中性粒细胞组织蛋白

酶G抗体检测—酶联免

疫吸附法

样本类型：血液。分离血清，稀释样本与微孔板孔反应，同时设立标准血清、阳性对照、阴性对

照，清洗，加酶结合物，清洗，加底物，加终止液，酶标仪测定并判定结果，发出报告。

BDGC3011
抗中性粒细胞溶菌酶抗

体检测—酶联免疫吸附

样本类型：血液。分离血清，稀释样本与微孔板孔反应，同时设立标准血清、阳性对照、阴性对

照，清洗，加酶结合物，清洗，加底物，加终止液，酶标仪测定并判定结果，发出报告。

BDGD3011
抗中性粒细胞乳铁蛋白

抗体检测—酶联免疫吸

样本类型：血液。分离血清，稀释样本与微孔板孔反应，同时设立标准血清、阳性对照、阴性对

照，清洗，加酶结合物，清洗，加底物，加终止液，酶标仪测定并判定结果，发出报告。

BDGE3011
抗生长激素抗体检测—

酶联免疫吸附法

样本类型：血液。分离血清，稀释样本与微孔板孔反应，同时设立标准血清、阳性对照、阴性对

照，清洗，加酶结合物，清洗，加底物，加终止液，酶标仪测定并判定结果，发出报告。

BDGF3011
抗脱氧核糖核酸酶抗体

检测—酶联免疫吸附法

样本类型：血液。分离血清，稀释样本与微孔板孔反应，同时设立标准血清、阳性对照、阴性对

照，清洗，加酶结合物，清洗，加底物，加终止液，酶标仪测定并判定结果，发出报告。

BDGG4611
抗中心粒抗体检测—间

接免疫荧光法

样本类型：血液。分离血清，稀释样本与抗原基质片反应，同时设立阳性和阴性对照，冲洗，与荧

光标记抗体反应，冲洗，封片，荧光显微镜下观察结果，发出报告，对于阳性样本可将待测标本稀

释后进一步作半定量的抗体滴度检测，操作方法同上。

BDGH4611
抗肾上腺皮质抗体检测

—间接免疫荧光法

样本类型：血液。分离血清，稀释样本与抗原基质片反应，同时设立阳性和阴性对照，冲洗，与荧

光标记抗体反应，冲洗，封片，荧光显微镜下观察结果，发出报告，对于阳性样本可将待测标本稀

释后进一步作半定量的抗体滴度检测，操作方法同上。

BDGJ3011
抗谷氨酸脱羧酶抗体

(GAD)检测—酶联免疫

吸附法

样本类型：血液。分离血清，稀释样本与微孔板孔反应，同时设立标准血清、阳性对照、阴性对

照，清洗，加酶结合物，清洗，加底物，加终止液，酶标仪测定并判定结果，发出报告。

BDGJ3411
抗谷氨酸脱羧酶抗体

(GAD)检测—化学发光

免疫法

样本类型：血液。采集标本，标本处理，离心机离心后，放置于化学发光仪上，装载试剂，输入参

数，进入标本检测程序，做定标和质控，结果审核，发报告，接受临床咨询，废弃物处理。

BDGJ3711
抗谷氨酸脱羧酶抗体

(GAD)检测—放射免疫

分析法

样本类型：血液。样本采集，标本处理，离心机离心，将试剂加入相应的空白孔、标准孔、对照孔

及测定孔，经过孵育，离心，加试剂等过程后用放免分析仪，晶体闪烁计数器测定放射性，绘制标

准曲线得到待测物浓度，结果审核，发报告，接受临床咨询，废弃物处理。

BDGJ4711
抗谷氨酸脱羧酶抗体

(GAD)检测—时间分辨

荧光免疫分析法

样本类型：血液。标本采集，标本处理，用离心机离心，取定量血清加入包被好抗体的反应板，加

入增强液置37℃水浴箱，冲洗包被板，在时间分辨荧光免疫分析仪上检测发光强度，需与标本同时

做标准曲线和质控，审核结果，发报告，接受临床咨询，废弃物处理。

BDGK3011
抗酪氨酸磷酸酶(IA2)

抗体检测—酶联免疫吸

样本类型：血液。分离血清，稀释样本与微孔板孔反应，同时设立标准血清、阳性对照、阴性对

照，清洗，加酶结合物，清洗，加底物，加终止液，酶标仪测定并判定结果，发出报告。

BDGL4611
抗胎盘抗原抗体检测—

间接免疫荧光法

样本类型：血液。分离血清，稀释样本与抗原基质片反应，同时设立阳性和阴性对照，冲洗，与荧

光标记抗体反应，冲洗，封片，荧光显微镜下观察结果，发出报告，对于阳性样本可将待测标本稀

释后进一步作半定量的抗体滴度检测，操作方法同上。

BDGM4611
抗神经抗原抗体检测—

间接免疫荧光法

样本类型：血液。分离血清，稀释样本与抗原基质片反应，同时设立阳性和阴性对照，冲洗，与荧

光标记抗体反应，冲洗，封片，荧光显微镜下观察结果，发出报告，对于阳性样本可将待测标本稀

释后进一步作半定量的抗体滴度检测，操作方法同上。

BDGN3011
抗有髓神经纤维抗体检

测—酶联免疫吸附法

样本类型：血液。分离血清，稀释样本与微孔板孔反应，同时设立标准血清、阳性对照、阴性对

照，清洗，加酶结合物，清洗，加底物，加终止液，酶标仪测定并判定结果，发出报告。

BDGP3011
抗无髓神经纤维抗体检

测—酶联免疫吸附法

样本类型：血液。分离血清，稀释样本与微孔板孔反应，同时设立标准血清、阳性对照、阴性对

照，清洗，加酶结合物，清洗，加底物，加终止液，酶标仪测定并判定结果，发出报告。

BDGQ3011
抗眼部结构抗体检测—

酶联免疫吸附法

样本类型：血液。分离血清，稀释样本与微孔板孔反应，同时设立标准血清、阳性对照、阴性对

照，清洗，加酶结合物，清洗，加底物，加终止液，酶标仪测定并判定结果，发出报告。

BDGR4611
抗肺泡基底膜抗体检测

—间接免疫荧光法

样本类型：血液。分离血清，稀释样本与抗原基质片反应，同时设立阳性和阴性对照，冲洗，与荧

光标记抗体反应，冲洗，封片，荧光显微镜下观察结果，发出报告，对于阳性样本可将待测标本稀

释后进一步作半定量的抗体滴度检测，操作方法同上。

BDGS4611
肝脏特异抗原抗体筛查

—间接免疫荧光法

样本类型：血液。分离血清，稀释样本与抗原基质片反应，同时设立阳性和阴性对照，冲洗，与荧

光标记抗体反应，冲洗，封片，荧光显微镜下观察结果，发出报告，对于阳性样本可将待测标本稀

释后进一步作半定量的抗体滴度检测，操作方法同上。

BDGT3011
抗胃G细胞抗体检测—

酶联免疫吸附法

样本类型：血液。分离血清，稀释样本与微孔板孔反应，同时设立标准血清、阳性对照、阴性对

照，清洗，加酶结合物，清洗，加底物，加终止液，酶标仪测定并判定结果，发出报告。

BDGU4611
抗小肠杯状细胞抗体检

测—间接免疫荧光法

样本类型：血液。分离血清，稀释样本与抗原基质片反应，同时设立阳性和阴性对照，冲洗，与荧

光标记抗体反应，冲洗，封片，荧光显微镜下观察结果，发出报告，对于阳性样本可将待测标本稀

释后进一步作半定量的抗体滴度检测，操作方法同上。

BDGV4611
抗胰外分泌腺排出道和

腺泡抗体检测—间接免

疫荧光法

样本类型：血液。分离血清，稀释样本与抗原基质片反应，同时设立阳性和阴性对照，冲洗，与荧

光标记抗体反应，冲洗，封片，荧光显微镜下观察结果，发出报告，对于阳性样本可将待测标本稀

释后进一步作半定量的抗体滴度检测，操作方法同上。

BDGW4611
抗泪腺外分泌腺排出道

和腺泡抗体检测—间接

免疫荧光法

样本类型：血液。分离血清，稀释样本与抗原基质片反应，同时设立阳性和阴性对照，冲洗，与荧

光标记抗体反应，冲洗，封片，荧光显微镜下观察结果，发出报告，对于阳性样本可将待测标本稀

释后进一步作半定量的抗体滴度检测，操作方法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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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DGX4611
抗腮腺外分泌腺排出道

和腺泡抗体检测—间接

免疫荧光法

样本类型：血液。分离血清，稀释样本与抗原基质片反应，同时设立阳性和阴性对照，冲洗，与荧

光标记抗体反应，冲洗，封片，荧光显微镜下观察结果，发出报告，对于阳性样本可将待测标本稀

释后进一步作半定量的抗体滴度检测，操作方法同上。

BDGY3011
抗钙通道抗体检测—酶

联免疫吸附法

样本类型：血液。分离血清，稀释样本与微孔板孔反应，同时设立标准血清、阳性对照、阴性对

照，清洗，加酶结合物，清洗，加底物，加终止液，酶标仪测定并判定结果，发出报告。

BDGZ4611
抗软骨抗体检测—间接

免疫荧光法

样本类型：血液。分离血清，稀释样本与抗原基质片反应，同时设立阳性和阴性对照，冲洗，与荧

光标记抗体反应，冲洗，封片，荧光显微镜下观察结果，发出报告，对于阳性样本可将待测标本稀

释后进一步作半定量的抗体滴度检测，操作方法同上。

BDHA4611
抗表皮棘细胞桥粒连接

抗体检测—间接免疫荧

光法

样本类型：血液。分离血清，稀释样本与抗原基质片反应，同时设立阳性和阴性对照，冲洗，与荧

光标记抗体反应，冲洗，封片，荧光显微镜下观察结果，发出报告，对于阳性样本可将待测标本稀

释后进一步作半定量的抗体滴度检测，操作方法同上。

BDHA3011
抗表皮棘细胞桥粒连接

抗体检测—酶联免疫吸

样本类型：血液。分离血清，稀释样本与微孔板孔反应，同时设立标准血清、阳性对照、阴性对

照，清洗，加酶结合物，清洗，加底物，加终止液，酶标仪测定并判定结果，发出报告。

BDHC4611
抗表皮基底膜抗体检测

—间接免疫荧光法

样本类型：血液。分离血清，稀释样本与抗原基质片反应，同时设立阳性和阴性对照，冲洗，与荧

光标记抗体反应，冲洗，封片，荧光显微镜下观察结果，发出报告，对于阳性样本可将待测标本稀

释后进一步作半定量的抗体滴度检测，操作方法同上。

BDHD3011
抗变异上皮抗体检测—

酶联免疫吸附法

样本类型：血液。分离血清，稀释样本与微孔板孔反应，同时设立标准血清、阳性对照、阴性对

照，清洗，加酶结合物，清洗，加底物，加终止液，酶标仪测定并判定结果，发出报告。

BDHE4611
抗内皮细胞抗体检测—

间接免疫荧光法

样本类型：血液。分离血清，稀释样本与抗原基质片反应，同时设立阳性和阴性对照，冲洗，与荧

光标记抗体反应，冲洗，封片，荧光显微镜下观察结果，发出报告，对于阳性样本可将待测标本稀

释后进一步作半定量的抗体滴度检测，操作方法同上。

BDHF4611
抗主动脉抗体检测—间

接免疫荧光法

样本类型：血液。分离血清，稀释样本与抗原基质片反应，同时设立阳性和阴性对照，冲洗，与荧

光标记抗体反应，冲洗，封片，荧光显微镜下观察结果，发出报告，对于阳性样本可将待测标本稀

释后进一步作半定量的抗体滴度检测，操作方法同上。

BDHG3011
抗磷脂酰丝氨酸抗体检

测—酶联免疫吸附法

样本类型：血液。分离血清，稀释样本与微孔板孔反应，同时设立标准血清、阳性对照、阴性对

照，清洗，加酶结合物，清洗，加底物，加终止液，酶标仪测定并判定结果，发出报告。

BDHH3011
抗促甲状腺素抗体检测

—酶联免疫吸附法

样本类型：血液。分离血清，稀释样本与微孔板孔反应，同时设立标准血清、阳性对照、阴性对

照，清洗，加酶结合物，清洗，加底物，加终止液，酶标仪测定并判定结果，发出报告。

BDHJ3411
抗促甲状腺素受体抗体

检测—化学发光免疫法

样本类型：血液。采集标本，标本签收，标本编号，用离心机离心后，放置于化学发光仪上，装载

试剂，输入参数，进入标本检测程序，做定标和质控，显示结果，传入计算机LIS系统，打印报

告，报告发放至临床或患者，接受临床咨询。

BDHJ3011
抗促甲状腺素受体抗体

检测—酶联免疫吸附法

样本类型：血液。分离血清，稀释样本与微孔板孔反应，同时设立标准血清、阳性对照、阴性对

照，清洗，加酶结合物，清洗，加底物，加终止液，酶标仪测定并判定结果，发出报告。

BDHK4611
抗滋养膜抗体检测—间

接免疫荧光法

样本类型：血液。分离血清，稀释样本与抗原基质片反应，同时设立阳性和阴性对照，冲洗，与荧

光标记抗体反应，冲洗，封片，荧光显微镜下观察结果，发出报告，对于阳性样本可将待测标本稀

释后进一步作半定量的抗体滴度检测，操作方法同上。

BDHL3011
抗胶原I-VI抗体检测—

酶联免疫吸附法

样本类型：血液。分离血清，稀释样本与微孔板孔反应，同时设立标准血清、阳性对照、阴性对

照，清洗，加酶结合物，清洗，加底物，加终止液，酶标仪测定并判定结果，发出报告。

BDHM4611
抗网硬蛋白抗体检测—

间接免疫荧光法

样本类型：血液。分离血清，稀释样本与抗原基质片反应，同时设立阳性和阴性对照，冲洗，与荧

光标记抗体反应，冲洗，封片，荧光显微镜下观察结果，发出报告，对于阳性样本可将待测标本稀

释后进一步作半定量的抗体滴度检测，操作方法同上。

BDHN7111
抗BB抗体蛋白印迹测定

—免疫印迹法

样本类型：血液。标本采集，标本离心，将样本离心分离出血清，进行蛋白质裂解，分离各抗原组

分，再转印至醋酸纤维素膜上，封闭转印膜，加待检血清，反应，洗涤，加酶，加底物，洗膜等过

程，移膜片至滤纸上观察结果，通过目测进行结果判断，并将结果传入计算机LIS系统，报告临床

BDHP3011
青霉素抗体检测—酶联

免疫吸附法

样本类型：血液。分离血清，稀释样本与微孔板孔反应，同时设立标准血清、阳性对照、阴性对

照，清洗，加酶结合物，清洗，加底物，加终止液，酶标仪测定并判定结果，发出报告。

BDHQ3011
葡萄糖-6-磷酸异构酶

(GPI)抗原测定—酶联

免疫吸附法

样本类型：血液。分离血清，稀释样本与微孔板孔反应，同时设立标准血清、阳性对照、阴性对

照，清洗，加酶结合物，清洗，加底物，加终止液，酶标仪测定并判定结果，发出报告。

BDHR7111
抗髓鞘相关糖蛋白抗体

(抗MAG抗体)测定—免

疫斑点/免疫印迹法

样本类型：血液。分离血清，稀释样本与斑点/条带条反应，清洗，与酶结合物反应，清洗，与底

物反应，终止反应，判断结果，发出报告。

BDHR3011
抗髓鞘相关糖蛋白抗体

(抗MAG抗体)测定—酶

联免疫吸附法

样本类型：血液。分离血清，稀释样本与微孔板孔反应，同时设立标准血清、阳性对照、阴性对

照，清洗，加酶结合物，清洗，加底物，加终止液，酶标仪测定并判定结果，发出报告。

BDHS4681
抗Ri抗体(抗神经元核

抗体2型,ANNA-2)测定

—间接免疫荧光法

样本类型：血液、脑脊液。分离血清，稀释样本与抗原基质片反应，同时设立阳性和阴性对照，冲

洗，与荧光标记抗体反应，冲洗，封片，荧光显微镜下观察结果，发出报告，对于阳性样本可将待

测标本稀释后进一步作半定量的抗体滴度检测，操作方法同上。

BDHS7181
抗Ri抗体(抗神经元核

抗体2型,ANNA-2)测定

—免疫斑点/免疫印迹

样本类型：血液、脑脊液。分离血清，稀释样本与斑点/条带条反应，清洗，与酶结合物反应，清

洗，与底物反应，终止反应，判断结果，发出报告。

BDHS7182

抗Ri抗体(抗神经元核

抗体2型,ANNA-2)测定

—免疫印迹法

样本类型：血液、脑脊液。标本采集，标本离心，将样本离心分离出血清，进行蛋白质裂解，分离

各抗原组分，再转印至醋酸纤维素膜上，封闭转印膜，加待检血清，反应，洗涤，加酶，加底物，

洗膜等过程，移膜片至滤纸上观察结果，通过目测进行结果判断，并将结果传入计算机LIS系统，

报告临床。

BDHT4681
抗Hu抗体(抗神经元核

抗体1型,ANNA-1)测定

—间接免疫荧光法

样本类型：血液、脑脊液。分离血清，稀释样本与抗原基质片反应，同时设立阳性和阴性对照，冲

洗，与荧光标记抗体反应，冲洗，封片，荧光显微镜下观察结果，发出报告，对于阳性样本可将待

测标本稀释后进一步作半定量的抗体滴度检测，操作方法同上。

BDHT7181
抗Hu抗体(抗神经元核

抗体1型,ANNA-1)测定

—免疫斑点/免疫印迹

样本类型：血液、脑脊液。分离血清，稀释样本与斑点/条带条反应，清洗，与酶结合物反应，清

洗，与底物反应，终止反应，判断结果，发出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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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DHT7182
抗Hu抗体(抗神经元核

抗体1型,ANNA-1)测定

—免疫印迹法

样本类型：血液、脑脊液。分离血清，稀释样本与微孔板孔反应，同时设立标准血清、阳性对照、

阴性对照，清洗，加酶结合物，清洗，加底物，加终止液，测定并判定结果，发出报告。

BDHU4611
抗Yo抗体(抗浦肯野细

胞抗体,PCA-1)测定—

间接免疫荧光法

样本类型：血液。分离血清，稀释样本与抗原基质片反应，同时设立阳性和阴性对照，冲洗，与荧

光标记抗体反应，冲洗，封片，荧光显微镜下观察结果，发出报告，对于阳性样本可将待测标本稀

释后进一步作半定量的抗体滴度检测，操作方法同上。

BDHU7111
抗Yo抗体(抗浦肯野细

胞抗体，PCA-1)测定—

免疫斑点/免疫印迹法

样本类型：血液。分离血清，稀释样本与斑点/条带条反应，清洗，与酶结合物反应，清洗，与底

物反应，终止反应，判断结果，发出报告。

BDHU7112
抗Yo抗体(抗浦肯野细

胞抗体,PCA-1)测定—

免疫印迹法

样本类型：血液。分离血清，稀释样本与微孔板孔反应，同时设立标准血清、阳性对照、阴性对

照，清洗，加酶结合物，清洗，加底物，加终止液，测定并判定结果，发出报告。

BDHV4611
抗下丘脑抗体测定—间

接免疫荧光法

样本类型：血液。分离血清，稀释样本与抗原基质片反应，同时设立阳性和阴性对照，冲洗，与荧

光标记抗体反应，冲洗，封片，荧光显微镜下观察结果，发出报告，对于阳性样本可将待测标本稀

释后进一步作半定量的抗体滴度检测，操作方法同上。

BDHW4611
抗脑垂体抗体测定—间

接免疫荧光法

样本类型：血液。分离血清，稀释样本与抗原基质片反应，同时设立阳性和阴性对照，冲洗，与荧

光标记抗体反应，冲洗，封片，荧光显微镜下观察结果，发出报告，对于阳性样本可将待测标本稀

释后进一步作半定量的抗体滴度检测，操作方法同上。

BDHX4611
抗甲状旁腺抗体测定—

间接免疫荧光法

样本类型：血液。分离血清，稀释样本与抗原基质片反应，同时设立阳性和阴性对照，冲洗，与荧

光标记抗体反应，冲洗，封片，荧光显微镜下观察结果，发出报告，对于阳性样本可将待测标本稀

释后进一步作半定量的抗体滴度检测，操作方法同上。

BDHY4611
抗胎盘合体滋养层细胞

抗体测定—间接免疫荧

光法

样本类型：血液。分离血清，稀释样本与抗原基质片反应，同时设立阳性和阴性对照，冲洗，与荧

光标记抗体反应，冲洗，封片，荧光显微镜下观察结果，发出报告，对于阳性样本可将待测标本稀

释后进一步作半定量的抗体滴度检测，操作方法同上。

BDHY3011
抗胎盘合体滋养层细胞

抗体测定—酶联免疫吸

样本类型：血液。分离血清，稀释样本与微孔板孔反应，同时设立标准血清、阳性对照、阴性对

照，清洗，加酶结合物，清洗，加底物，加终止液，酶标仪测定并判定结果，发出报告。

BDHZ4611
抗睾丸间质细胞抗体测

定—间接免疫荧光法

样本类型：血液。分离血清，稀释样本与抗原基质片反应，同时设立阳性和阴性对照，冲洗，与荧

光标记抗体反应，冲洗，封片，荧光显微镜下观察结果，发出报告，对于阳性样本可将待测标本稀

释后进一步作半定量的抗体滴度检测，操作方法同上。

BDJA4611
抗眼肌抗体测定—间接

免疫荧光法

样本类型：血液。分离血清，稀释样本与抗原基质片反应，同时设立阳性和阴性对照，冲洗，与荧

光标记抗体反应，冲洗，封片，荧光显微镜下观察结果，发出报告，对于阳性样本可将待测标本稀

释后进一步作半定量的抗体滴度检测，操作方法同上。

BDJB3011
抗促甲状腺激素刺激激

素(TSH)受体抗体测定

—酶联免疫吸附法

样本类型：血液。分离血清，稀释样本与微孔板孔反应，同时设立标准血清、阳性对照、阴性对

照，清洗，加酶结合物，清洗，加底物，加终止液，酶标仪测定并判定结果，发出报告。

BDJB3411
抗促甲状腺激素刺激激

素(TSH)受体抗体测定

—化学发光免疫法

样本类型：血液。采集标本，标本签收，标本编号，用离心机离心后，放置于化学发光仪上，装载

试剂，输入参数，进入标本检测程序，做定标和质控，显示结果，传入计算机LIS系统，打印报

告，报告发放至临床或患者，接受临床咨询。

BDJC3011
抗胶原抗体测定—酶联

免疫吸附法

样本类型：血液。分离血清，稀释样本与微孔板孔反应，同时设立标准血清、阳性对照、阴性对

照，清洗，加酶结合物，清洗，加底物，加终止液，酶标仪测定并判定结果，发出报告。

BDJD3011
抗中性粒细胞胞浆抗体

谱六项测定—酶联免疫

吸附法

样本类型：血液。分离血清，稀释样本与微孔板孔反应，同时设立标准血清、阳性对照、阴性对

照，清洗，加酶结合物，清洗，加底物，加终止液，酶标仪测定并判定结果，发出报告。包括抗蛋

白酶，抗髓过氧化物酶、抗组织蛋白酶G、抗弹性蛋白酶、抗杀菌/通透性增高蛋白、抗乳铁蛋白。

BDJE4611
抗滑膜抗体测定—间接

免疫荧光法

样本类型：血液。分离血清，稀释样本与抗原基质片反应，同时设立阳性和阴性对照，冲洗，与荧

光标记抗体反应，冲洗，封片，荧光显微镜下观察结果，发出报告，对于阳性样本可将待测标本稀

释后进一步作半定量的抗体滴度检测，操作方法同上。

BDJF4611
抗粒细胞特异性抗核抗

体测定—间接免疫荧光

法

样本类型：血液。分离血清，稀释样本与抗原基质片反应，同时设立阳性和阴性对照，冲洗，与荧

光标记抗体反应，冲洗，封片，荧光显微镜下观察结果，发出报告，对于阳性样本可将待测标本稀

释后进一步作半定量的抗体滴度检测，操作方法同上。

BDJG4611
抗类风湿关节炎核抗原

抗体测定—间接免疫荧

光法

样本类型：血液。分离血清，稀释样本与抗原基质片反应，同时设立阳性和阴性对照，冲洗，与荧

光标记抗体反应，冲洗，封片，荧光显微镜下观察结果，发出报告，对于阳性样本可将待测标本稀

释后进一步作半定量的抗体滴度检测，操作方法同上。

BDJH3011
抗角蛋白丝聚集素(丝

集蛋白)抗体测定—酶

联免疫吸附法

样本类型：血液。分离血清，稀释样本与微孔板孔反应，同时设立标准血清、阳性对照、阴性对

照，清洗，加酶结合物，清洗，加底物，加终止液，酶标仪测定并判定结果，发出报告。

BDJJ3011
抗麦胶蛋白(麦醇溶蛋

白)抗体(AGA)(IgA、

IgG)测定—酶联免疫吸

样本类型：血液。分离血清，稀释样本与微孔板孔反应，同时设立标准血清、阳性对照、阴性对

照，清洗，加酶结合物，清洗，加底物，加终止液，酶标仪测定并判定结果，发出报告。

BDJK3011
抗肌内膜抗体

(EMA)(IgA、IgG)测定

—酶联免疫吸附法

样本类型：血液。分离血清，稀释样本与微孔板孔反应，同时设立标准血清、阳性对照、阴性对

照，清洗，加酶结合物，清洗，加底物，加终止液，酶标仪测定并判定结果，发出报告。

BDJK4611
抗肌内膜抗体

(EMA)(IgA、IgG)测定

—间接免疫荧光法

样本类型：血液。分离血清，稀释样本与抗原基质片反应，同时设立阳性和阴性对照，冲洗，与荧

光标记抗体反应，冲洗，封片，荧光显微镜下观察结果，发出报告，对于阳性样本可将待测标本稀

释后进一步作半定量的抗体滴度检测，操作方法同上。

BDJL3011
抗去非唾液糖蛋白受体

(抗ASGPR抗体)测定—

酶联免疫吸附法

样本类型：血液。分离血清，稀释样本与微孔板孔反应，同时设立标准血清、阳性对照、阴性对

照，清洗，加酶结合物，清洗，加底物，加终止液，酶标仪测定并判定结果，发出报告。

BDJM3011
抗肝细胞胞浆抗原1型

抗体(抗LC1抗体)测定

—酶联免疫吸附法

样本类型：血液。分离血清，稀释样本与微孔板孔反应，同时设立标准血清、阳性对照、阴性对

照，清洗，加酶结合物，清洗，加底物，加终止液，酶标仪测定并判定结果，发出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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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名称 项目内涵

BDJM4611
抗肝细胞胞浆抗原1型

抗体(抗LC1抗体)测定

—间接免疫荧光法

样本类型：血液。分离血清，稀释样本与抗原基质片反应，同时设立阳性和阴性对照，冲洗，与荧

光标记抗体反应，冲洗，封片，荧光显微镜下观察结果，发出报告，对于阳性样本可将待测标本稀

释后进一步作半定量的抗体滴度检测，操作方法同上。

BDJM7111
抗肝细胞胞浆抗原1型

抗体(抗LC1抗体)测定

—免疫印迹法

样本类型：血液。分离血清，稀释样本与微孔板孔反应，同时设立标准血清、阳性对照、阴性对

照，清洗，加酶结合物，清洗，加底物，加终止液，测定并判定结果，发出报告。

BDJM7112
抗肝细胞胞浆抗原1型

抗体(抗LC1抗体)测定

—免疫斑点/免疫印迹

样本类型：血液。分离血清，稀释样本与斑点/条带条反应，清洗，与酶结合物反应，清洗，与底

物反应，终止反应，判断结果，发出报告。

BDJN3011
抗sp100抗体测定—酶

联免疫吸附法

样本类型：血液。分离血清，稀释样本与微孔板孔反应，同时设立标准血清、阳性对照、阴性对

照，清洗，加酶结合物，清洗，加底物，加终止液，酶标仪测定并判定结果，发出报告。

BDJN7111
抗sp100抗体测定—免

疫印迹法

样本类型：血液。分离血清，稀释样本与微孔板孔反应，同时设立标准血清、阳性对照、阴性对

照，清洗，加酶结合物，清洗，加底物，加终止液，测定并判定结果，发出报告。

BDJN7112
抗sp100抗体测定—免

疫斑点/免疫印迹法

样本类型：血液。分离血清，稀释样本与斑点/条带条反应，清洗，与酶结合物反应，清洗，与底

物反应，终止反应，判断结果，发出报告。

BDJP3011
抗肝/肾微粒体1型抗体

(抗LKM-1抗体)测定—

酶联免疫吸附法

样本类型：血液。分离血清，稀释样本与微孔板孔反应，同时设立标准血清、阳性对照、阴性对

照，清洗，加酶结合物，清洗，加底物，加终止液，酶标仪测定并判定结果，发出报告。

BDJP4611
抗肝/肾微粒体1型抗体

(抗LKM-1抗体)测定—

间接免疫荧光法

样本类型：血液。分离血清，稀释样本与抗原基质片反应，同时设立阳性和阴性对照，冲洗，与荧

光标记抗体反应，冲洗，封片，荧光显微镜下观察结果，发出报告，对于阳性样本可将待测标本稀

释后进一步作半定量的抗体滴度检测，操作方法同上。

BDJP7111
抗肝/肾微粒体1型抗体

(抗LKM-1抗体)测定—

免疫印迹法

样本类型：血液。分离血清，稀释样本与微孔板孔反应，同时设立标准血清、阳性对照、阴性对

照，清洗，加酶结合物，清洗，加底物，加终止液，测定并判定结果，发出报告。

BDJP7112
抗肝/肾微粒体1型抗体

(抗LKM-1抗体)测定—

免疫斑点/免疫印迹法

样本类型：血液。分离血清，稀释样本与斑点/条带条反应，清洗，与酶结合物反应，清洗，与底

物反应，终止反应，判断结果，发出报告。

BDJQ3011

抗线粒体抗体亚型抗体

(AMA-M2,AMA-M4,AMA-

M9)分型、定量测定—

酶联免疫吸附法

样本类型：血液。分离血清，稀释样本与微孔板孔反应，同时设立标准血清、阳性对照、阴性对

照，清洗，加酶结合物，清洗，加底物，加终止液，酶标仪测定并判定结果，发出报告。

BDJQ7111

抗线粒体抗体亚型抗体

(AMA-M2,AMA-M4,AMA-

M9)分型、定量测定—

免疫斑点/免疫印迹法

样本类型：血液。分离血清，稀释样本与斑点/条带条反应，清洗，与酶结合物反应，清洗，与底

物反应，终止反应，判断结果，发出报告。

BDJR3011
抗酿酒酵母抗体

(ASCA)(IgA、IgG)测定

—酶联免疫吸附法

样本类型：血液。分离血清，稀释样本与微孔板孔反应，同时设立标准血清、阳性对照、阴性对

照，清洗，加酶结合物，清洗，加底物，加终止液，酶标仪测定并判定结果，发出报告。

BDJR4611
抗酿酒酵母抗体

(ASCA)(IgA,IgG)测定

—间接免疫荧光法

样本类型：血液。分离血清，稀释样本与抗原基质片反应，同时设立阳性和阴性对照，冲洗，与荧

光标记抗体反应，冲洗，封片，荧光显微镜下观察结果，发出报告，对于阳性样本可将待测标本稀

释后进一步作半定量的抗体滴度检测，操作方法同上。

BDJS4611
抗肠杯状细胞抗体测定

—间接免疫荧光法

样本类型：血液。分离血清，稀释样本与抗原基质片反应，同时设立阳性和阴性对照，冲洗，与荧

光标记抗体反应，冲洗，封片，荧光显微镜下观察结果，发出报告，对于阳性样本可将待测标本稀

释后进一步作半定量的抗体滴度检测，操作方法同上。

BDJT4611
抗胰腺腺胞抗体测定—

间接免疫荧光法

样本类型：血液。分离血清，稀释样本与抗原基质片反应，同时设立阳性和阴性对照，冲洗，与荧

光标记抗体反应，冲洗，封片，荧光显微镜下观察结果，发出报告，对于阳性样本可将待测标本稀

释后进一步作半定量的抗体滴度检测，操作方法同上。

BDJU3011
抗PL-12抗体测定—酶

联免疫吸附法

样本类型：血液。分离血清，稀释样本与微孔板孔反应，同时设立标准血清、阳性对照、阴性对

照，清洗，加酶结合物，清洗，加底物，加终止液，酶标仪测定并判定结果，发出报告。

BDJU7111
抗PL-12抗体测定—免

疫斑点/免疫印迹法

样本类型：血液。分离血清，稀释样本与斑点/条带条反应，清洗，与酶结合物反应，清洗，与底

物反应，终止反应，判断结果，发出报告。

BDJU7112
抗PL-12抗体测定—免

疫印迹法

样本类型：血液。分离血清，稀释样本与微孔板孔反应，同时设立标准血清、阳性对照、阴性对

照，清洗，加酶结合物，清洗，加底物，加终止液，测定并判定结果，发出报告。

BDJV3011
抗PL-7抗体测定—酶联

免疫吸附法

样本类型：血液。分离血清，稀释样本与微孔板孔反应，同时设立标准血清、阳性对照、阴性对

照，清洗，加酶结合物，清洗，加底物，加终止液，酶标仪测定并判定结果，发出报告。

BDJV7111
抗PL-7抗体测定—免疫

斑点/免疫印迹法

样本类型：血液。分离血清，稀释样本与斑点/条带条反应，清洗，与酶结合物反应，清洗，与底

物反应，终止反应，判断结果，发出报告。

BDJV7112
抗PL-7抗体测定—免疫

印迹法

样本类型：血液。分离血清，稀释样本与微孔板孔反应，同时设立标准血清、阳性对照、阴性对

照，清洗，加酶结合物，清洗，加底物，加终止液，测定并判定结果，发出报告。

BDJW3011
抗Mi-2抗体测定—酶联

免疫吸附法

样本类型：血液。分离血清，稀释样本与微孔板孔反应，同时设立标准血清、阳性对照、阴性对

照，清洗，加酶结合物，清洗，加底物，加终止液，酶标仪测定并判定结果，发出报告。

BDJW7111
抗Mi-2抗体测定—免疫

斑点/免疫印迹法

样本类型：血液。分离血清，稀释样本与斑点/条带条反应，清洗，与酶结合物反应，清洗，与底

物反应，终止反应，判断结果，发出报告。

BDJX3011
抗Ku抗体测定—酶联免

疫吸附法

样本类型：血液。分离血清，稀释样本与微孔板孔反应，同时设立标准血清、阳性对照、阴性对

照，清洗，加酶结合物，清洗，加底物，加终止液，酶标仪测定并判定结果，发出报告。

BDJX7111
抗Ku抗体测定—免疫印

迹法

样本类型：血液。分离血清，稀释样本与微孔板孔反应，同时设立标准血清、阳性对照、阴性对

照，清洗，加酶结合物，清洗，加底物，加终止液，测定并判定结果，发出报告。

BDJY4611
抗表皮细胞基底膜抗体

(类天疱疮抗体)测定—

间接免疫荧光法

样本类型：血液。分离血清，稀释样本与抗原基质片反应，同时设立阳性和阴性对照，冲洗，与荧

光标记抗体反应，冲洗，封片，荧光显微镜下观察结果，发出报告，对于阳性样本可将待测标本稀

释后进一步作半定量的抗体滴度检测，操作方法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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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DJZ3011
桥粒芯糖蛋白-3抗体

(抗Dsg-3抗体)测定—

酶联免疫吸附法

样本类型：血液。分离血清，稀释样本与微孔板孔反应，同时设立标准血清、阳性对照、阴性对

照，清洗，加酶结合物，清洗，加底物，加终止液，酶标仪测定并判定结果，发出报告。

BDKA3011
抗桥粒芯糖蛋白-1抗体

(抗Dsg-1抗体)测定—

酶联免疫吸附法

样本类型：血液。分离血清，稀释样本与微孔板孔反应，同时设立标准血清、阳性对照、阴性对

照，清洗，加酶结合物，清洗，加底物，加终止液，酶标仪测定并判定结果，发出报告。

BDKB3011
抗BP180抗体测定—酶

联免疫吸附法

样本类型：血液。分离血清，稀释样本与微孔板孔反应，同时设立标准血清、阳性对照、阴性对

照，清洗，加酶结合物，清洗，加底物，加终止液，酶标仪测定并判定结果，发出报告。

BDKC4611
抗涎(腮)腺导管抗体测

定—间接免疫荧光法

样本类型：血液。分离血清，稀释样本与抗原基质片反应，同时设立阳性和阴性对照，冲洗，与荧

光标记抗体反应，冲洗，封片，荧光显微镜下观察结果，发出报告，对于阳性样本可将待测标本稀

释后进一步作半定量的抗体滴度检测，操作方法同上。

BDKD3011
抗突变型瓜氨酸波型蛋

白(MCV)抗体测定—酶

联免疫吸附法

样本类型：血液。分离血清，稀释样本与微孔板孔反应，同时设立标准血清、阳性对照、阴性对

照，清洗，加酶结合物，清洗，加底物，加终止液，酶标仪测定并判定结果，发出报告。

BDKE3011
抗C1q抗体测定—酶联

免疫吸附法

样本类型：血液。分离血清，稀释样本与微孔板孔反应，同时设立标准血清、阳性对照、阴性对

照，清洗，加酶结合物，清洗，加底物，加终止液，酶标仪测定并判定结果，发出报告。

BDKF3011
DNA酶活性(DnaseI)检

测—酶联免疫吸附法

样本类型：血液。分离血清，稀释样本与微孔板孔反应，同时设立标准血清、阳性对照、阴性对

照，清洗，加酶结合物，清洗，加底物，加终止液，酶标仪测定并判定结果，发出报告。

BDKG3011
抗凝血酶原抗体测定—

酶联免疫吸附法

样本类型：血液。分离血清，稀释样本与微孔板孔反应，同时设立标准血清、阳性对照、阴性对

照，清洗，加酶结合物，清洗，加底物，加终止液，酶标仪测定并判定结果，发出报告。

BDKH4611
抗肌内膜抗体检测—间

接免疫荧光法

样本类型：血液。分离血清，稀释样本与抗原基质片反应，同时设立阳性和阴性对照，冲洗，与荧

光标记抗体反应，冲洗，封片，荧光显微镜下观察结果，发出报告，对于阳性样本可将待测标本稀

释后进一步作半定量的抗体滴度检测，操作方法同上。

BDKJ3011
干扰素-α 抗体测定—

酶联免疫吸附法

样本类型：血液。接标本，离心分离血清/血浆，取出酶标板加入标本，保温，洗涤，加试剂，温

育，洗涤，显色酶标仪比色，为保结果准确，进行定标及做质控。
3.感染免疫学检验

BDLA3011
甲型流感病毒抗体测定

—酶联免疫吸附法

样本类型：血液。标本采集，标本离心，手工进行加样，加试剂，温育，洗板，通过酶标仪进行测

定，测定结果传入计算机LIS系统，报告临床，同时做质控。

BDLA3411
甲型流感病毒抗体测定

—化学发光免疫法

样本类型：血液。标本采集，标本离心，通过化学发光分析仪自动进行加样，加试剂，温育，洗板

和测定，通过目测进行结果判断，传入计算机LIS系统，报告临床，同时做质控。

BDLA3611
甲型流感病毒抗体测定

—微粒子发光免疫分析

样本类型：血液。标本处理，用离心机离心后，将血清放置于微粒子发光免疫分析仪，装载试剂，

输入参数后，仪器检测，审核结果、发报告，接受临床咨询废弃物处理。

BDLB3011
乙型流感病毒抗体测定

—酶联免疫吸附法

样本类型：血液。标本采集，标本离心，手工进行加样，加试剂，温育，洗板，通过酶标仪进行测

定，测定结果传入计算机LIS系统，报告临床，同时做质控。

BDLB3411
乙型流感病毒抗体测定

—化学发光免疫法

样本类型：血液。标本采集，标本离心，通过化学发光分析仪自动进行加样，加试剂，温育，洗板

和测定，通过目测进行结果判断，传入计算机LIS系统，报告临床，同时做质控。

BDLB3611
乙型流感病毒抗体测定

—微粒子发光免疫分析

样本类型：血液。标本处理，用离心机离心后，将血清放置于微粒子发光免疫分析仪，装载试剂，

输入参数后，仪器检测，审核结果，发报告，接受临床咨询废弃物处理。

BDLC3011
禽型流感病毒抗体测定

—酶联免疫吸附法

样本类型：血液。标本采集，标本离心，手工进行加样，加试剂，温育，洗板，通过酶标仪进行测

定，测定结果传入计算机LIS系统，报告临床，同时做质控。

BDLC3411
禽型流感病毒抗体测定

—化学发光免疫法

样本类型：血液。标本采集，标本离心，通过化学发光学发光分析仪自动进行加样，加试剂，温

育，洗板和测定，通过目测进行结果判断，传入计算机LIS系统，报告临床，同时做质控。

BDLD5911
甲型流感病毒抗原检测

—免疫渗滤法

样本类型：血液。Dot-Elisa，样品类型：鼻咽拭子样本、咽拭子样本，原理：以双抗体夹心法检

测人甲型流感病毒抗原，使用微生物拭子采集鼻咽部或咽部样品经裂解液裂解处理后，滴入配套渗

滤装置，经加酶、洗涤、显色，终止等操作过程，在20-30分钟内观察记录检测结果。

BDLE7211
甲型流感病毒核酸检测

—实时荧光聚合酶链反

样本类型：血液。采用聚合酶链反应原理，使用微生物拭子采集鼻咽部或咽部样品进行核酸纯化，

然后加入引物和荧光探针进行核酸扩增和检测，根据荧光曲线变化确定检测结果。

BDLE7251
流感病毒核酸检测—实

时荧光聚合酶链反应

样本类型：鼻咽拭子样本、咽拭子样本。采用聚合酶链反应原理，使用微生物拭子采集鼻咽部或咽

部样品进行核酸纯化，然后加入引物和荧光探针进行核酸扩增和实时荧光PCR仪检测，根据荧光曲

线变化确定检测结果。检测包括甲型流感、乙型流感、副流感、禽流感等流感病毒核酸检测。

BDLF3011
甲型肝炎抗体

IgM(Anti-HAVIgM)测定

—酶联免疫吸附法

样本类型：血液。标本采集，标本离心，手工进行加样，加试剂，温育，洗板，通过酶标仪进行测

定，读取结果，传入计算机LIS系统，报告临床，同时做质控。

BDLF3211
甲型肝炎抗体

IgM(Anti-HAVIgM)测定

—微粒子酶免疫分析法

样本类型：血液。标本采集，标本离心，通过微粒子酶免分析仪自动进行加样，加试剂，温育，洗

板和测定，测定结果传入计算机LIS系统，报告临床，同时做质控。

BDLF3411
甲型肝炎抗体

IgM(Anti-HAVIgM)测定

—化学发光免疫法

样本类型：血液。标本采集，标本离心，加样，加试剂，温育，洗板和化学发光分析仪测定，通过

目测进行结果判断，传入计算机LIS系统，报告临床，同时做质控。

BDLF3511
甲型肝炎抗体

IgM(Anti-HAVIgM)测定

—电化学发光免疫法

样本类型：血液。标本采集，标本离心，通过电化学发光分析仪自动进行加样，加试剂，温育，洗

涤和测定，通过目测进行结果判断，传入计算机LIS系统，报告临床，同时做质控。

BDLF4711
甲型肝炎抗体

IgM(Anti-HAVIgM)测定

—时间分辨荧光免疫分

样本类型：血液。标本采集，标本离心，手工/全自动加样，加试剂，温育，洗板，通过时间分辨

荧光分析仪仪进行测定，测定结果传入计算机LIS系统，报告临床，同时做质控。

BDLF4811
甲型肝炎抗体

IgM(Anti-HAVIgM)测定

样本类型：血液。标本采集，标本离心，用金标检测试剂进行测定分离出来的血清或血浆，测定结

果传入计算机LIS系统，报告临床，同时做质控。

BDLG3011
甲型肝炎抗体

IgG(Anti-HAVIgG)测定

—酶联免疫吸附法

样本类型：血液。标本采集，标本离心，手工进行加样，加试剂，温育，洗板，通过酶标仪进行测

定，测定结果传入计算机LIS系统，报告临床，同时做质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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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DLG3211
甲型肝炎抗体

IgG(Anti-HAVIgG)测定

—微粒子酶免疫分析法

样本类型：血液。标本采集，标本离心，通过微粒子酶免分析仪自动进行加样，加试剂，温育，洗

板和测定，测定结果传入计算机LIS系统，报告临床，同时做质控。

BDLG3411
甲型肝炎抗体

IgG(Anti-HAVIgG)测定

—化学发光免疫法

样本类型：血液。标本采集，标本离心，手工进行加样，加试剂，孵育，洗板，通过电化学发光分

析仪进行测定，测定结果传入计算机LIS系统，报告临床，同时做质控。

BDLG3511
甲型肝炎抗体

IgG(Anti-HAVIgG)测定

—电化学发光免疫法

样本类型：血液。标本采集，标本离心，标本通过电化学发光分析仪自动进行加样，加试剂，温

育，洗涤和测定，测定结果传入计算机LIS系统，报告临床，同时做质控。

BDLG4711
甲型肝炎抗体

IgG(Anti-HAVIgG)测定

—时间分辨荧光免疫分

样本类型：血液。标本采集，标本离心，手工/全自动加样，加试剂，温育，洗板，通过时间分辨

荧光分析仪仪进行测定，测定结果传入计算机LIS系统，报告临床，同时做质控。

BDLG4811
甲型肝炎抗体

IgG(Anti-HAVIgG)测定

样本类型：血液。标本采集，标本离心，用金标检测试剂进行测定分离出来的血清或血浆，测定结

果传入计算机LIS系统，报告临床，同时做质控。

BDLH3411
甲肝病毒抗体(Anti-

HAV)测定—化学发光免

疫法

样本类型：血液。标本采集，标本离心，加样、加试剂、温育、洗板和测定，通过化学发光免疫分

析仪进行结果判断，传入计算机LIS系统，报告临床，同时做质控。

BDLH3511
甲肝病毒抗体(Anti-

HAV)测定—电化学发光

免疫法

样本类型：血液。采血，标本签收，编号，用离心机离心后，将血清放置于电化学发光仪上，电化

学发光仪需做定标和质控，输入参数后，仪器检测，显示结果，报告临床，接受临床咨询，同时做

质控。

BDLJ0231
甲型肝炎抗原(HAVAg)

测定—电子显微镜法

样本类型：粪便。免疫电镜法：标本采集，标本经提取液提取上清液，上清夜与包括有特异性抗体

的免疫血清混合，孵育，染色，用免疫电镜检查HAV颗粒，通过目测进行结果判断，并将结果传入

计算机LIS系统，报告临床，同时做质控。

BDLJ3031
甲型肝炎抗原(HAVAg)

测定—酶联免疫吸附法

样本类型：粪便。标本采集，标本经提取液提取上清液，手工进行加样，加试剂，温育，洗板，通

过酶标仪进行测定，测定结果传入计算机LIS系统，报告临床，同时做质控。

BDLK3011
乙型肝炎表面抗原定性

(HBsAg)测定—酶联免

疫吸附法

样本类型：血液。标本采集，标本离心，标本通过手工加样，加试剂，温育，洗板和，在酶标仪上

测定，将测定结果传入计算机LIS系统，报告临床，同时做质控。

BDLK3211
乙型肝炎表面抗原定性

(HBsAg)测定—微粒子

酶免疫分析法

样本类型：血液。标本采集，标本离心，通过微粒子酶免分析仪自动进行加样，加试剂，温育，洗

板和测定，测定结果传入计算机LIS系统，报告临床，同时做质控。

BDLK3411
乙型肝炎表面抗原定性

(HBsAg)测定—化学发

光免疫法

样本类型：血液。标本采集，标本离心，标本通过手工加样、加试剂、手工温育，洗板，化学发光

免疫分析仪测定，将测定结果传入计算机LIS系统，报告临床，同时做质控。

BDLK3412
乙型肝炎表面抗原定量

(HBsAg)测定—化学发

光免疫法

样本类型：血液。标本采集，标本离心，标本通过手工加样、加试剂、手工温育，洗板，化学发光

免疫分析仪测定，将测定结果传入计算机LIS系统，报告临床，同时做校准及质控。

BDLK3511
乙型肝炎表面抗原定量

(HBsAg)测定—电化学

发光免疫法

样本类型：血液。标本采集，标本离心，通过电化学发光分析仪自动进行加样，加试剂，温育，洗

涤和测定，将测定结果传入计算机LIS系统，报告临床，同时做校准及质控。

BDLK3711
乙型肝炎表面抗原定量

(HBsAg)测定—放射免

疫分析法

样本类型：血液。标本采集，标本离心，制备抗原抗体复合物，并进行分离r-计数仪测定，绘制标

准曲线，得出各标本浓度，将测定结果传入计算机LIS系统，报告临床，同时做校准及质控。

BDLK4711
乙型肝炎表面抗原定量

(HBsAg)测定—时间分

辨荧光免疫分析法

样本类型：血液。标本采集，标本离心，通过手工/全自动加样，加试剂、温育、洗涤，时间分辨

荧光免疫分析测定，将测定结果传入计算机LIS系统，报告临床，同时做校准及质控。

BDLK4811
乙型肝炎表面抗原定性

(HBsAg)测定—金标法

样本类型：血液。标本采集，标本离心，用金标检测试剂进行测定分离出来的血清或血浆，测定结

果传入计算机LIS系统，报告临床，同时做质控。

BDLK3413
乙肝病毒表面抗原确证

试验(HBsAgConfirm)—

化学发光免疫法

样本类型：血液。标本采集，标本离心，标本通过手工加样、加试剂、手工温育、洗板，化学发光

免疫分析仪测定，将测定结果传入计算机系统，报告临床，同时做质控。

BDLK3512
乙肝病毒表面抗原确证

试验(HBsAgConfirm)测

定—电化学发光免疫法

样本类型：血液。采血，标本签收，编号，用离心机离心后，将血清放置于电化学发光仪上，电化

学发光仪需做定标和质控，输入参数后，仪器检测，显示结果，报告临床，接受临床咨询同时做质

控。

BDLK3611
乙肝病毒表面抗原确证

试验(HBsAgConfirm)测

定—微粒子发光免疫分

样本类型：血液。标本采集，标本离心，通过微粒子酶免分析仪自动进行加样、加试剂、温育、洗

板和测定，测定结果传入计算机LIS系统，报告临床，同时做质控。

BDLM3011
乙型肝炎表面抗体定性

(AntiHBs)测定—酶联

免疫吸附法

样本类型：血液。标本采集，标本离心，手工进行加样，加试剂，温育，洗板，通过酶标仪进行测

定，测定结果传入计算机LIS系统，报告临床。恒温器进行温育，洗板机进行洗板，通过酶标仪进

行测定，同时做质控。

BDLM3211
乙型肝炎表面抗体定性

(AntiHBs)测定—微粒

子酶免疫分析法

样本类型：血液。标本采集，标本离心，通过微粒子酶免分析仪自动进行加样，加试剂，温育，洗

板和测定，测定结果传入计算机LIS系统，报告临床，同时做质控。

BDLM3411
乙型肝炎表面抗体定性

(AntiHBs)测定—化学

发光免疫法

样本类型：血液。标本采集，标本离心，标本通过手工加样、加试剂、手工温育，洗板，化学发光

免疫分析仪测定，将测定结果传入计算机LIS系统，报告临床，同时做质控。

BDLM3412
乙型肝炎表面抗体定量

(AntiHBs)测定—化学

发光免疫法

样本类型：血液。标本采集，标本离心，标本通过手工加样、加试剂、手工温育，洗板，化学发光

免疫分析仪测定，将测定结果传入计算机LIS系统，报告临床，同时做质控。

BDLM3511
乙型肝炎表面抗体定量

(AntiHBs)测定—电化

学发光免疫法

样本类型：血液。标本采集，标本离心，通过电化学发光分析仪自动进行加样，加试剂，温育，洗

涤和测定，通过目测进行结果判断，传入计算机LIS系统，报告临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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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DLM3711
乙型肝炎表面抗体定量

(AntiHBs)测定—放射

免疫分析法

样本类型：血液。标本采集，标本离心，制备抗原抗体复合物，并进行分离r-计数仪测定，绘制标

准曲线，得出各标本浓度，将测定结果传入计算机LIS系统，报告临床，同时做质控。

BDLM4711
乙型肝炎表面抗体定量

(AntiHBs)测定—时间

分辨荧光免疫分析法

样本类型：血液。标本采集，标本离心，手工/全自动加样、加试剂、温育、洗涤，通过时间分辨

荧光免疫分析仪测定，将测定结果传入计算机LIS系统，报告临床，同时做质控。

BDLM4811
乙型肝炎表面抗体定性

(AntiHBs)测定—金标

样本类型：血液。标本采集，标本离心，用金标检测试剂进行测定分离出来的血清或血浆，测定结

果传入计算机LIS系统，报告临床，同时做质控。

BDLN3011
乙型肝炎e抗原定性

(HBeAg)测定—酶联免

疫吸附法

样本类型：血液。标本采集，标本离心，手工进行加样，加试剂，温育，洗板，通过酶标仪进行测

定，测定结果传入计算机LIS系统，报告临床。恒温器进行温育，洗板机进行洗板，通过酶标仪进

行测定，同时做质控。

BDLN3211
乙型肝炎e抗原定性

(HBeAg)测定—微粒子

酶免疫分析法

样本类型：血液。标本采集，标本离心，通过微粒子酶免分析仪自动进行加样，加试剂，温育，洗

板和测定，测定结果传入计算机LIS系统，报告临床，同时做质控。

BDLN3411
乙型肝炎e抗原定性

(HBeAg)测定—化学发

光免疫法

样本类型：血液。标本采集，标本离心，标本通过手工加样、加试剂、手工温育，洗板，化学发光

免疫分析仪测定，将测定结果传入计算机LIS系统，报告临床，同时做质控。

BDLN3412
乙型肝炎e抗原定量

(HBeAg)测定—化学发

光免疫法

样本类型：血液。标本采集，标本离心，通过化学发光分析仪自动进行加样、加试剂、温育、洗板

和测定，通过目测进行结果判断，传入计算机LIS系统，报告临床，同时做质控。

BDLN3511
乙型肝炎e抗原定性

(HBeAg)测定—电化学

发光免疫法

样本类型：血液。标本采集，标本离心，通过电化学发光分析仪自动进行加样，加试剂，温育，洗

涤和测定，通过目测进行结果判断，传入计算机LIS系统，报告临床，同时做质控。

BDLN3711
乙型肝炎e抗原定性

(HBeAg)测定—放射免

疫分析法

样本类型：血液。分离血清，室温平衡试剂，加样、反应、洗涤处理后用放免仪检测，审核检验结

果，发出报告，检测后标本留验及无害化处理.同时做质控。

BDLN4711
乙型肝炎e抗原定性

(HBeAg)测定—时间分

辨荧光免疫分析法

样本类型：血液。标本采集，标本离心，手工/全自动加样、加试剂、温育、洗涤，通过时间分辨

荧光免疫分析仪测定，将测定结果传入计算机LIS系统，报告临床，同时做质控。

BDLN4811
乙型肝炎e抗原定性

(HBeAg)测定—金标法

样本类型：血液。标本采集，标本离心，用金标检测试剂进行测定分离出来的血清或血浆，测定结

果传入计算机LIS系统，报告临床，同时做质控。

BDLP3011
乙型肝炎e抗体(HBeAg)

测定—酶联免疫吸附法

样本类型：血液。标本采集，标本离心，手工进行加样，加试剂，温育，洗板，通过酶标仪进行测

定，测定结果传入计算机LIS系统，报告临床，同时做质控。

BDLP3211
乙型肝炎e抗体(HBeAg)

测定—微粒子酶免疫分

析法

样本类型：血液。标本采集，标本离心，通过微粒子酶免分析仪自动进行加样，加试剂，温育，洗

板和测定，测定结果传入计算机LIS系统，报告临床，同时做质控。

BDLP3411
乙型肝炎e抗体(HBeAg)

测定—化学发光免疫法

样本类型：血液。标本采集，标本离心，标本通过手工加样、加试剂、手工温育，洗板，化学发光

免疫分析仪测定，将测定结果传入计算机LIS系统，报告临床，同时做质控。

BDLP3511
乙型肝炎e抗体(HBeAg)

测定—电化学发光免疫

样本类型：血液。标本采集，标本离心，通过电化学发光分析仪自动进行加样，加试剂，温育，洗

涤和测定，通过目测进行结果判断，传入计算机LIS系统，报告临床。

BDLP3711
乙型肝炎e抗体(HBeAg)

测定—放射免疫分析法

样本类型：血液。分离血清，室温平衡试剂，加样、反应、洗涤处理后用放免仪检测，审核检验结

果，发出报告，检测后标本留验及无害化处理,同时做质控。

BDLP4711
乙型肝炎e抗体(HBeAg)

测定—时间分辨荧光免

疫分析法

样本类型：血液。标本采集，标本离心，手工/全自动加样、加试剂、温育、洗涤，通过时间分辨

荧光免疫分析仪测定，将测定结果传入计算机LIS系统，报告临床。

BDLP4811
乙型肝炎e抗体(HBeAg)

测定—金标法

样本类型：血液。标本采集，标本离心，用金标检测试剂进行测定分离出来的血清或血浆，测定结

果传入计算机LIS系统，报告临床，同时做质控。

BDLQ3761
乙型肝炎核心抗原定量

(HBcAg)测定—放射免

疫分析法

样本类型：肝活检组织。标本采集，标本处理，制备抗原抗体复合物，并进行分离r-计数仪测定，

绘制标准曲线，得出各标本浓度，将测定结果传入计算机LIS系统，报告临床，同时做质控。

BDLQ4461
乙型肝炎核心抗原

(HBcAg)测定—流式细

胞仪法

样本类型：肝活检组织。标本采集，将样本制成单细胞悬液，加入抗人HBcAg抗体标记，用流式细

胞仪进行测定，将测定结果传入计算机LIS系统，报告临床。

BDLQ4561
乙型肝炎核心抗原

(HBcAg)测定—免疫荧

光法

样本类型：肝活检组织。标本采集，标本处理，标本经过处理后加入到包括有荧光标记抗体的样本

片上，在荧光显微镜下观察结果，结果传入计算机LIS系统，报告临床，同时做质控。

BDLR3011
乙型肝炎核心抗体

(Anti-HBc)测定—酶联

免疫吸附法

样本类型：血液。标本采集，标本离心，手工进行加样，加试剂，温育，洗板，通过酶标仪进行测

定，测定结果传入计算机LIS系统，报告临床。恒温器进行温育，洗板机进行洗板，通过酶标仪进

行测定，同时做质控。

BDLR3211
乙型肝炎核心抗体

(Anti-HBc)测定—微粒

子酶免疫分析法

样本类型：血液。标本采集，标本离心，通过微粒子酶免分析仪自动进行加样，加试剂，温育，洗

板和测定，测定结果传入计算机LIS系统，报告临床，同时做质控。

BDLR3411
乙型肝炎核心抗体

(Anti-HBc)测定—化学

发光免疫法

样本类型：血液。标本采集，标本离心，通过化学发光分析仪自动进行加样，加试剂，温育，洗板

和测定，通过目测进行结果判断，传入计算机LIS系统，报告临床，同时做质控。

BDLR3511
乙型肝炎核心抗体

(Anti-HBc)测定—电化

学发光免疫法

样本类型：血液。标本采集，标本离心，通过电化学发光分析仪自动进行加样，加试剂，温育，洗

涤和测定，通过目测进行结果判断，传入计算机LIS系统，报告临床，同时做质控。

BDLR3711
乙型肝炎核心抗体

(Anti-HBc)测定—放射

免疫分析法

样本类型：血液。分离血清，室温平衡试剂，加样、反应、洗涤处理后用放免仪检测，审核检验结

果，发出报告，检测后标本留验及无害化处理，同时做质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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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DLR4711
乙型肝炎核心抗体

(Anti-HBc)测定—时间

分辨荧光免疫分析法

样本类型：血液。标本采集，标本离心，手工/全自动加样、加试剂、温育、洗涤，通过时间分辨

荧光免疫分析仪测定，将测定结果传入计算机LIS系统，报告临床，同时做质控。

BDLR4811
乙型肝炎核心抗体

(Anti-HBc)测定—金标

样本类型：血液。标本采集，标本离心，用金标检测试剂进行测定分离出来的血清或血浆，测定结

果传入计算机LIS系统，报告临床，同时做质控。

BDLS3011
乙型肝炎核心IgM抗体

(Anti-HBcIgM)测定—

酶联免疫吸附法

样本类型：血液。标本采集，标本离心，手工进行加样，加试剂，温育，洗板，通过酶标仪进行测

定，测定结果传入计算机LIS系统，报告临床，恒温器进行温育，洗板机进行洗板，通过酶标仪进

行测定，同时做质控。

BDLS3211
乙型肝炎核心IgM抗体

(Anti-HBcIgM)测定—

微粒子酶免疫分析法

样本类型：血液。标本采集，标本离心，通过微粒子酶免分析仪自动进行加样，加试剂，温育，洗

板和测定，测定结果传入计算机LIS系统，报告临床，同时做质控。

BDLS3411
乙型肝炎核心IgM抗体

(Anti-HBcIgM)测定—

化学发光免疫法

样本类型：血液。标本采集，标本离心，标本通过手工加样、加试剂、手工温育，洗板，化学发光

免疫分析仪测定，将测定结果传入计算机LIS系统，报告临床，同时做质控。

BDLS3511
乙型肝炎核心IgM抗体

(Anti-HBcIgM)测定—

电化学发光免疫法

样本类型：血液。标本采集，标本离心，通过电化学发光分析仪自动进行加样，加试剂，温育，洗

涤和测定，通过目测进行结果判断，传入计算机LIS系统，报告临床，同时做质控。

BDLS4711
乙型肝炎核心IgM抗体

(Anti-HBcIgM)测定—

时间分辨荧光免疫分析

样本类型：血液。标本采集，标本离心，手工/全自动加样、加试剂、温育、洗涤，通过时间分辨

荧光免疫分析仪测定，将测定结果传入计算机LIS系统，报告临床，同时做质控。

BDLS4811
乙型肝炎核心IgM抗体

(Anti-HBcIgM)测定—

金标法

样本类型：血液。标本采集，标本离心，用金标检测试剂进行测定分离出来的血清或血浆，测定结

果传入计算机LIS系统，报告临床，同时做质控。

BDLT9911 乙肝五项
样本类型：血液。包括乙型肝炎表面抗原定量(或定性)(HBsAg)测定、乙型肝炎表面抗体定量(或定

性)(AntiHBs)测定、乙型肝炎E抗原定性(HBEAg)测定、乙型肝炎E抗体(HBEAg)测定、乙型肝炎核心

抗体测定(Anti-HBc)。

BDLU3011
乙型肝炎病毒外膜蛋白

前S1抗原测定—酶联免

疫吸附法

样本类型：血液。标本采集，标本离心，手工进行加样，加试剂，温育，洗板，通过酶标仪进行测

定，测定结果传入计算机LIS系统，报告临床，恒温器进行温育，洗板机进行洗板，通过酶标仪进

行测定，同时做质控。

BDLU3411
乙型肝炎病毒外膜蛋白

前S1抗原测定—化学发

光免疫法

样本类型：血液。标本采集，标本离心，通过化学发光分析仪自动进行加样，加试剂，温育，洗板

和测定，通过目测进行结果判断，传入计算机LIS系统，报告临床，同时做质控。

BDLU3012
乙型肝炎病毒外膜蛋白

前S1抗体测定—酶联免

疫吸附法

样本类型：血液。标本采集，标本离心，手工进行加样，加试剂，温育，洗板，通过酶标仪进行测

定，测定结果传入计算机LIS系统，报告临床，同时做质控。

BDLV3011
乙型肝炎病毒外膜蛋白

前S2抗原测定—酶联免

疫吸附法

样本类型：血液。标本采集，标本离心，手工进行加样，加试剂，温育，洗板，通过酶标仪进行测

定，测定结果传入计算机LIS系统，报告临床，恒温器进行温育，洗板机进行洗板，通过酶标仪进

行测定，同时做质控。

BDLW3011
乙型肝炎病毒外膜蛋白

前S2抗体测定—酶联免

疫吸附法

样本类型：血液。标本采集，标本离心，手工进行加样，加试剂，温育，洗板，通过酶标仪进行测

定，测定结果传入计算机LIS系统，报告临床，恒温器进行温育，洗板机进行洗板，通过酶标仪进

行测定，同时做质控。

BDLX3011
乙型肝炎病毒外膜大蛋

白抗原测定—酶联免疫

吸附法

样本类型：血液。标本采集，标本离心，手工进行加样，加试剂，温育，洗板，通过酶标仪/酶标

仪进行测定，测定结果传入计算机LIS系统，报告临床，同时做质控。

BDLY3011
丙型肝炎抗体(Anti-

HCV)测定—酶联免疫吸

附法

样本类型：血液。标本采集，标本离心，手工进行加样，加试剂，温育，洗板，通过酶标仪进行测

定，测定结果传入计算机LIS系统，报告临床，恒温器进行温育，洗板机进行洗板，通过酶标仪进

行测定，同时做质控。

BDLY3211
丙型肝炎抗体(Anti-

HCV)测定—微粒子酶免

疫分析法

样本类型：血液。标本采集，标本离心，通过微粒子酶免分析仪自动进行加样，加试剂，温育，洗

板和测定，测定结果传入计算机LIS系统，报告临床，同时做质控。

BDLY3411
丙型肝炎抗体(Anti-

HCV)测定—化学发光免

疫法

样本类型：血液。标本采集，标本离心，通过化学发光分析仪自动进行加样，加试剂，温育，洗板

和测定，通过目测进行结果判断，传入计算机LIS系统，报告临床，同时做质控。

BDLY3511
丙型肝炎抗体(Anti-

HCV)测定—电化学发光

免疫法

样本类型：血液。标本采集，标本离心，通过电化学发光分析仪自动进行加样，加试剂，温育，洗

涤和测定，通过目测进行结果判断，传入计算机LIS系统，报告临床，同时做质控。

BDLY4711
丙型肝炎抗体(Anti-

HCV)测定—时间分辨荧

光免疫分析法

样本类型：血液。标本采集，标本离心，手工/全自动加样、加试剂、温育、洗涤，通过时间分辨

荧光免疫分析仪测定，将测定结果传入计算机LIS系统，报告临床，同时做质控。

BDLY4811
丙型肝炎抗体(Anti-

HCV)测定—金标法

样本类型：血液。标本采集，标本离心，用金标检测试剂进行测定分离出来的血清或血浆，测定结

果传入计算机LIS系统，报告临床，同时做质控。

BDLY7111
丙型肝炎抗体(Anti-

HCV)测定—免疫印迹法

样本类型：血液。标本采集，标本离心，将重组的HCV不同片段抗原分别固化至醋酸纤维素膜上，

加待检血清与其反应，洗涤、加酶、加底物、洗膜等过程，移膜片至滤纸上，根据呈色的特异性条

带来判断结果，测定结果传入计算机LIS系统，报告临床，同时做质控。

BDLZ3011
丁型肝炎抗体

IgM(Anti-HDVIgM)测定

—酶联免疫吸附法

样本类型：血液。标本采集，标本离心，手工进行加样，加试剂，温育，洗板，通过酶标仪进行测

定，测定结果传入计算机LIS系统，报告临床，恒温器进行温育，洗板机进行洗板，通过酶标仪进

行测定，同时做质控。

BDLZ3012
丁型肝炎抗体

IgG(Anti-HDVIgG)测定

—酶联免疫吸附法

样本类型：血液。标本采集，标本离心，手工进行加样，加试剂，温育，洗板，通过酶标仪进行测

定，测定结果传入计算机LIS系统，报告临床。恒温器进行温育，洗板机进行洗板，通过酶标仪进

行测定，同时做质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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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DLZ3013
丁型肝炎抗原(HDVAg)

测定—酶联免疫吸附法

样本类型：血液。标本采集，标本离心，手工进行加样，加试剂，温育，洗板，通过酶标仪进行测

定，测定结果传入计算机LIS系统，报告临床。恒温器进行温育，洗板机进行洗板，通过酶标仪进

行测定，同时做质控。

BDLZ4811
丁型肝炎抗体

IgM(Anti-HDVIgM)测定

样本类型：血液。标本采集，标本离心，用金标检测试剂进行测定分离出来的血清或血浆，测定结

果传入计算机LIS系统，报告临床，同时做质控。

BDLZ4812
丁型肝炎抗体

IgG(Anti-HDVIgG)测定

样本类型：血液。标本采集，标本离心，用金标检测试剂进行测定分离出来的血清或血浆，测定结

果传入计算机LIS系统，报告临床，同时做质控。

BDLZ4813
丁型肝炎抗原(HDVAg)

测定—金标法

样本类型：血液。标本采集，标本离心，用金标检测试剂进行测定分离出来的血清或血浆，测定结

果传入计算机LIS系统，报告临床，同时做质控。

BDMA3011
戊型肝炎抗体

IgM(Anti-HEVIgM)测定

—酶联免疫吸附法

样本类型：血液。标本采集，标本离心，手工进行加样，加试剂，温育，洗板，通过酶标仪进行测

定，测定结果传入计算机LIS系统，报告临床，恒温器进行温育，洗板机进行洗板，通过酶标仪进

行测定，同时做质控。

BDMA3012
戊型肝炎抗体

IgG(Anti-HEVIgG)测定

—酶联免疫吸附法

样本类型：血液。标本采集，标本离心，手工进行加样，加试剂，温育，洗板，通过酶标仪进行测

定，测定结果传入计算机LIS系统，报告临床，恒温器进行温育，洗板机进行洗板，通过酶标仪进

行测定，同时做质控。

BDMA4811
戊型肝炎抗体

IgM(Anti-HEVIgM)测定

样本类型：血液。标本采集，标本离心，用金标检测试剂进行测定分离出来的血清或血浆，测定结

果传入计算机LIS系统，报告临床，同时做质控。

BDMA4812
戊型肝炎抗体

IgG(Anti-HEVIgG)测定

样本类型：血液。标本采集，标本离心，用金标检测试剂进行测定分离出来的血清或血浆，测定结

果传入计算机LIS系统，报告临床，同时做质控。

BDMA7111

戊型肝炎抗体

IgM(Anti-HEVIgM)测定

—免疫印迹法

样本类型：血液。由护士站采集血液样本，实验室对样本进行核收。将样本离心分离出血清，进行

蛋白质裂解，应用蛋白电泳仪通过SDS-聚丙烯酰氨凝胶电泳分离各抗原组分，再转印至醋酸纤维素

膜上，将转印膜进行封闭，加待检血清，经过反应，洗涤，加酶，加底物，洗膜等过程，移膜片至

滤纸上观察结果，同时做质控。

BDMA7112

戊型肝炎抗体

IgG(Anti-HEVIgG)测定

—免疫印迹法

样本类型：血液。标本采集，标本离心，将样本离心分离出血清，进行蛋白质裂解，分离各抗原组

分，再转印至醋酸纤维素膜上，封闭转印膜，加待检血清，反应，洗涤，加酶，加底物，洗膜等过

程，移膜片至滤纸上观察结果，通过目测进行结果判断，并将结果传入计算机LIS系统，报告临

床，同时做质控。

BDMB3011
庚型肝炎抗体

IgM(Anti-HGVIgM)测定

—酶联免疫吸附法

样本类型：血液。标本采集，标本离心，手工进行加样，加试剂，温育，洗板，通过酶标仪进行测

定，测定结果传入计算机LIS系统，报告临床，恒温器进行温育，洗板机进行洗板，通过酶标仪进

行测定，同时做质控。

BDMB3012
庚型肝炎抗体

IgG(Anti-HGVIgG)测定

—酶联免疫吸附法

样本类型：血液。标本采集，标本离心，手工进行加样，加试剂，温育，洗板，通过酶标仪进行测

定，测定结果传入计算机LIS系统，报告临床，恒温器进行温育，洗板机进行洗板，通过酶标仪进

行测定，同时做质控。

BDMB4811
庚型肝炎抗体

IgG(Anti-HGVIgG)测定

样本类型：血液。标本采集，标本离心，用金标检测试剂进行测定分离出来的血清或血浆，测定结

果传入计算机LIS系统，报告临床，同时做质控。

BDMC3011
人免疫缺陷病毒抗体

(Anti-HIV)测定—酶联

免疫吸附法

样本类型：血液。标本采集，标本离心，手工进行加样，加试剂，温育，洗板，通过酶标仪进行测

定，测定结果传入计算机LIS系统，报告临床，恒温器进行温育，洗板机进行洗板，通过酶标仪进

行测定，同时做质控。

BDMC3211
人免疫缺陷病毒抗体

(Anti-HIV)测定—微粒

子酶免疫分析法

样本类型：血液。标本采集，标本离心，通过微粒子酶免分析仪自动进行加样，加试剂，温育，洗

板和测定，测定结果传入计算机LIS系统，报告临床，同时做质控。

BDMC3411
人免疫缺陷病毒抗体

(Anti-HIV)测定—化学

发光免疫法

样本类型：血液。标本采集，标本离心，通过化学发光分析仪自动进行加样，加试剂，温育，洗板

和测定，通过目测进行结果判断，传入计算机LIS系统，报告临床，同时做质控。

BDMC3511
人免疫缺陷病毒抗体

(Anti-HIV)测定—电化

学发光免疫法

样本类型：血液。标本采集，标本离心，通过电化学发光分析仪自动进行加样，加试剂，温育，洗

涤和测定，通过目测进行结果判断，传入计算机LIS系统，报告临床。

BDMC4211
人免疫缺陷病毒抗体

(Anti-HIV)测定—乳胶

凝集法

样本类型：血液。标本采集，标本离心，将离心分离出血清或血浆，加入到反应板孔内，按要求进

行稀释，在孔内加入致敏颗粒，振荡混匀，室温肉眼观察结果，通过目测进行结果判断，并将结果

传入计算机LIS系统，报告临床，同时做质控。

BDMC4811
人免疫缺陷病毒抗体

(Anti-HIV)测定—金标

法

样本类型：血液。标本采集，标本离心，用金标检测试剂进行测定分离出来的血清或血浆，测定结

果传入计算机LIS系统，报告临床，同时做质控。

BDMC7111

人免疫缺陷病毒抗体

(Anti-HIV)测定—免疫

印迹法

样本类型：血液。标本采集，标本离心，将样本离心分离出血清，进行蛋白质裂解，分离各抗原组

分，再转印至醋酸纤维素膜上，封闭转印膜，加待检血清，反应，洗涤，加酶，加底物，洗膜等过

程，移膜片至滤纸上观察结果，通过目测进行结果判断，并将结果传入计算机LIS系统，报告临

床，同时做质控。

BDMD3011
艾滋病联合试验

(HIVcombin)—酶联免

疫吸附法

样本类型：血液。标本采集，标本离心，手工进行加样、加试剂，温育、洗板，通过酶标仪进行测

定，测定结果传入计算机LIS系统，报告临床，恒温器进行温育、洗板机进行洗板，通过酶标仪进

行测定，同时做质控。

BDMD3411
艾滋病联合试验

(HIVcombin)—化学发

光免疫法

样本类型：血液。标本采集，标本离心，通过化学发光分析仪自动进行加样，加试剂，温育，洗板

和测定，通过目测进行结果判断，传入计算机LIS系统，报告临床，同时做质控。

BDMD3511
艾滋病联合试验

(HIVcombin)—电化学

发光免疫法

样本类型：血液。采血，标本签收，编号，用离心机离心后，将血清放置于电化学发光仪上，电化

学发光仪需做定标和质控，输入参数后，仪器检测，显示结果，报告临床，接受临床咨询同时做质

控。

BDME3011
人免疫缺陷病毒P24抗

原测定—酶联免疫吸附

样本类型：血液。标本采集，标本离心，标本通过化酶标仪仪自动进行加样，加试剂，温育，洗板

和测定，将测定结果传入计算机LIS系统，报告临床，同时做质控。

BDME3411
人免疫缺陷病毒P24抗

原测定—化学发光免疫

样本类型：血液。标本采集，标本离心，通过化学发光分析仪自动进行加样，加试剂，温育，洗板

和测定，通过目测进行结果判断，传入计算机LIS系统，报告临床，同时做质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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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DMF7111
人免疫缺陷病毒抗体确

认试验—免疫印迹法

样本类型：血液。标本采集，标本离心，将样本离心分离出血清，进行蛋白质裂解，SDS-PAGE电泳

分离各抗原组分，再转印至醋酸纤维素膜上，封闭转印膜，加待检血清，反应，洗涤，加酶，加底

物，洗膜等过程，移膜片至滤纸上观察结果，通过目测进行结果判断，并将结果传入计算机LIS系

统，报告临床，同时做质控。

BDMG3011
风疹病毒抗体IgM测定

—酶联免疫吸附法

样本类型：血液。标本采集，标本离心，手工进行加样，加试剂，温育，洗板，通过酶标仪进行测

定，测定结果传入计算机LIS系统，报告临床，同时做质控。

BDMG3012
风疹病毒抗体IgG测定

—酶联免疫吸附法

样本类型：血液。标本采集，标本离心，手工进行加样，加试剂，温育，洗板，通过酶标仪进行测

定，测定结果传入计算机LIS系统，报告临床，恒温器进行温育，洗板机进行洗板，通过酶标仪进

行测定，同时做质控。

BDMG3311
风疹病毒抗体IgM测定

—微阵列酶联免疫法

样本类型：血液。样本稀释，加样，温育并37℃振荡，再洗涤，加样，温育第二次，37℃振荡，洗

涤，浓缩洗液稀释，拍干，生物芯片分析仪检测与结果判断，发光液A和B1：1混匀，每孔加入40微

升，用酶免分析仪及生物芯片分析仪检测，获得各指标发光信号值并进行结果判断，同时做质控。

BDMG3312
风疹病毒抗体IgG测定

—微阵列酶联免疫法

样本类型：血液。样本稀释，加样，温育并37℃振荡，再洗涤，加样，温育第二次，37℃振荡，洗

涤，浓缩洗液稀释，拍干，生物芯片分析仪检测与结果判断，发光液A和B1：1混匀，每孔加入40微

升，用酶免分析仪及生物芯片分析仪检测，获得各指标发光信号值并进行结果判断，同时做质控。

BDMG3411
风疹病毒抗体IgM测定

—化学发光免疫法

样本类型：血液。标本采集，标本离心，通过化学发光分析仪自动进行加样，加试剂，温育，洗板

和测定，通过目测进行结果判断，传入计算机LIS系统，报告临床，同时做质控。

BDMG3412
风疹病毒抗体IgG测定

—化学发光免疫法

样本类型：血液。标本采集，标本离心，通过化学发光分析仪自动进行加样，加试剂，温育，洗板

和测定，通过目测进行结果判断，传入计算机LIS系统，报告临床，同时做质控。

BDMG4211
风疹病毒抗体IgG测定

—血凝抑制试验

样本类型：血液。标本采集，标本离心，将样本离心分离出血清或血浆，加入到反应板孔内并进行

倍比稀释，加入试剂、混匀、温育，室温读取结果，将结果传入计算机LIS系统，报告临床，同时

做质控。

BDMG4611
风疹病毒抗体IgM测定

—间接免疫荧光法

样本类型：血液。标本采集，标本离心，在包括有感染风疹病毒细胞的抗原片上加入待检血清，用

荧光标记抗体染色，在荧光显微镜下观察结果，将结果传入计算机LIS系统，报告临床，同时做质

BDMG4612
风疹病毒抗体IgG测定

—间接免疫荧光法

样本类型：血液。标本采集，标本离心，在包括有感染风疹病毒细胞的抗原片上加入待检血清，用

荧光标记抗体染色，在荧光显微镜下观察结果，将结果传入计算机LIS系统，报告临床，同时做质

BDMG4811
风疹病毒抗体IgM测定

—金标法

样本类型：血液。标本采集，标本离心，用金标检测试剂进行测定分离出来的血清或血浆，测定结

果传入计算机LIS系统，报告临床，同时做质控。

BDMG4812
风疹病毒抗体IgG测定

—金标法

样本类型：血液。标本采集，标本离心，用金标检测试剂进行测定分离出来的血清或血浆，测定结

果传入计算机LIS系统，报告临床，同时做质控。

BDMH4681
巨细胞病毒抗原血症

(CMVPP65)测定—间接

免疫荧光法

样本类型：血液、脑脊液。血清提白细胞，洗涤细胞，调整白细胞数，在甩片机上制片，制好的片

子分步固定后行染色，染片通过加抗体，冲洗，浸泡，封片等步骤后，镜检，人工分析结果。

BDMJ3011
巨细胞病毒抗体IgM测

定—酶联免疫吸附法

样本类型：血液。标本采集，标本离心，手工进行加样，加试剂，温育，洗板，通过酶标仪进行测

定，测定结果传入计算机LIS系统，报告临床。恒温器进行温育，洗板机进行洗板，通过酶标仪进

行测定，同时做质控。

BDMJ3012
巨细胞病毒抗体IgG测

定—酶联免疫吸附法

样本类型：血液。标本采集，标本离心，手工进行加样，加试剂，温育，洗板，通过酶标仪进行测

定，测定结果传入计算机LIS系统，报告临床，同时做质控。

BDMJ3311
巨细胞病毒抗体IgM测

定—微阵列酶联免疫法

样本类型：血液。样本稀释，加样，温育并37℃振荡，再洗涤，加样，温育第二次，37℃振荡，洗

涤，浓缩洗液稀释，拍干，生物芯片分析仪检测与结果判断，发光液A和B1：1混匀，每孔加入40微

升，用酶免分析仪及生物芯片分析仪检测，获得各指标发光信号值并进行结果判断，同时做质控。

BDMJ3312
巨细胞病毒抗体IgG测

定—微阵列酶联免疫法

样本类型：血液。样本稀释，加样，温育并37℃振荡，再洗涤，加样，温育第二次，37℃振荡，洗

涤，浓缩洗液稀释，拍干，生物芯片分析仪检测与结果判断，发光液A和B1：1混匀，每孔加入40微

升，用酶免分析仪及生物芯片分析仪仪检测，获得各指标发光信号值并进行结果判断，同时做质控

。

BDMJ3411
巨细胞病毒抗体IgM测

定—化学发光免疫法

样本类型：血液。标本采集，标本离心，通过化学发光分析仪自动进行加样，加试剂，温育，洗板

和测定，通过目测进行结果判断，传入计算机LIS系统，报告临床，同时做质控。

BDMJ3412
巨细胞病毒抗体IgG测

定—化学发光免疫法

样本类型：血液。标本采集，标本离心，通过化学发光分析仪自动进行加样，加试剂，温育，洗板

和测定，通过目测进行结果判断，传入计算机LIS系统，报告临床，同时做质控。

BDMJ4611
巨细胞病毒抗体IgM测

定—间接免疫荧光法

样本类型：血液。标本采集，标本离心，在包括有感染弓形虫细胞的抗原片上加入待检血清，用荧

光标记抗体染色，在荧光显微镜下观察结果，将结果传入计算机LIS系统，报告临床，同时做质控

BDMJ4612
巨细胞病毒抗体IgG测

定—间接免疫荧光法

样本类型：血液。标本采集，标本离心，在包括有感染巨细胞病毒细胞的抗原片上加入待检血清，

用荧光标记抗体染色，在荧光显微镜下观察结果，将结果传入计算机LIS系统，报告临床，同时做

质控。

BDMJ4811
巨细胞病毒抗体IgM测

定—金标法

样本类型：血液。标本采集，标本离心，用金标检测试剂进行测定分离出来的血清或血浆，测定结

果传入计算机LIS系统，报告临床，同时做质控。

BDMJ4812
巨细胞病毒抗体IgG测

定—金标法

样本类型：血液。标本采集，标本离心，用金标检测试剂进行测定分离出来的血清或血浆，测定结

果传入计算机LIS系统，报告临床，同时做质控。

BDMK3011
单纯疱疹病毒抗体-Ⅰ

型IgM测定—酶联免疫

吸附法

样本类型：血液。标本采集，标本离心，手工进行加样，加试剂，温育，洗板，通过酶标仪进行测

定，测定结果传入计算机LIS系统，报告临床，同时做质控。

BDMK3012
单纯疱疹病毒抗体-Ⅰ

型IgG测定—酶联免疫

吸附法

样本类型：血液。标本采集，标本离心，手工进行加样，加试剂，温育，洗板，通过酶标仪进行测

定，测定结果传入计算机LIS系统，报告临床，同时做质控。

BDMK3013
单纯疱疹病毒抗体-Ⅱ

型IgM测定—酶联免疫

吸附法

样本类型：血液。标本采集，标本离心，手工进行加样，加试剂，温育，洗板，通过酶标仪进行测

定，测定结果传入计算机LIS系统，报告临床，同时做质控。

第 77 页



项目名称 项目内涵

BDMK3014
单纯疱疹病毒抗体-Ⅱ

型IgG测定—酶联免疫

吸附法

样本类型：血液。标本采集，标本离心，手工进行加样，加试剂，温育，洗板，通过酶标仪进行测

定，测定结果传入计算机LIS系统，报告临床，同时做质控。

BDMK3015
单纯疱疹病毒抗体IgM

测定—酶联免疫吸附法

样本类型：血液。标本采集，标本离心，手工进行加样，加试剂，温育，洗板，通过酶标仪进行测

定，测定结果传入计算机LIS系统，报告临床，同时做质控。

BDMK3016
单纯疱疹病毒抗体IgG

测定—酶联免疫吸附法

样本类型：血液。标本采集，标本离心，手工进行加样，加试剂，温育，洗板，通过酶标仪进行测

定，测定结果传入计算机LIS系统，报告临床，同时做质控。

BDMK3311

单纯疱疹病毒抗体-Ⅰ

型IgM测定—微阵列酶

联免疫法

样本类型：血液。样本稀释，加样，温育并37℃振荡，再洗涤，加样，温育第二次，37℃振荡，洗

涤，浓缩洗液稀释，拍干，生物芯片分析仪检测与结果判断，发光液A和B1：1混匀，每孔加入40微

升，用酶免分析仪及生物芯片分析仪检测，获得各指标发光信号值并进行结果判断，同时做质控。

BDMK3312

单纯疱疹病毒抗体-Ⅰ

型IgG测定—微阵列酶

联免疫法

样本类型：血液。样本稀释，加样，温育并37℃振荡，再洗涤，加样，温育第二次，37℃振荡，洗

涤，浓缩洗液稀释，拍干，酶免分析仪及生物芯片分析仪检测与结果判断，发光液A和B1：1混匀，

每孔加入40微升，用酶免分析仪及生物芯片分析仪检测，获得各指标发光信号值并进行结果判断，

同时做质控。

BDMK3313

单纯疱疹病毒抗体-Ⅱ

型IgM测定—微阵列酶

联免疫法

样本类型：血液。样本稀释，加样，温育并37℃振荡，再洗涤，加样，温育第二次，37℃振荡，洗

涤，浓缩洗液稀释，拍干，生物芯片分析仪检测与结果判断，发光液A和B1：1混匀，每孔加入40微

升，用酶免分析仪及生物芯片分析仪检测，获得各指标发光信号值并进行结果判断，同时做质控。

BDMK3314

单纯疱疹病毒抗体-Ⅱ

型IgG测定—微阵列酶

联免疫法

样本类型：血液。样本稀释，加样，温育并37℃振荡，再洗涤，加样，温育第二次，37℃振荡，洗

涤，浓缩洗液稀释，拍干，生物芯片分析仪检测与结果判断，发光液A和B1：1混匀，每孔加入40微

升，用酶免分析仪及生物芯片分析仪检测，获得各指标发光信号值并进行结果判断，同时做质控。

BDMK3411
单纯疱疹病毒抗体-Ⅰ

型IgM测定—化学发光

免疫法

样本类型：血液。标本采集，标本离心，通过化学发光分析仪自动进行加样，加试剂，温育，洗板

和测定，通过目测进行结果判断，传入计算机LIS系统，报告临床，同时做质控。

BDMK3412
单纯疱疹病毒抗体-Ⅰ

型IgG测定—化学发光

免疫法

样本类型：血液。标本采集，标本离心，通过化学发光分析仪自动进行加样，加试剂，温育，洗板

和测定，通过目测进行结果判断，传入计算机LIS系统，报告临床，同时做质控。

BDMK3413
单纯疱疹病毒抗体-Ⅱ

型IgM测定—化学发光

免疫法

样本类型：血液。标本采集，标本离心，通过化学发光分析仪自动进行加样，加试剂，温育，洗板

和测定，通过目测进行结果判断，传入计算机LIS系统，报告临床，同时做质控。

BDMK3414
单纯疱疹病毒抗体-Ⅱ

型IgG测定—化学发光

免疫法

样本类型：血液。标本采集，标本离心，通过化学发光分析仪自动进行加样，加试剂，温育，洗板

和测定，通过目测进行结果判断，传入计算机LIS系统，报告临床，同时做质控。

BDMK3415
单纯疱疹病毒抗体IgM

测定—化学发光免疫法

样本类型：血液。标本采集，标本离心，通过化学发光分析仪自动进行加样，加试剂，温育，洗板

和测定，通过目测进行结果判断，传入计算机LIS系统，报告临床单纯疱疹病毒抗体IgM，同时做质

控。

BDMK3416
单纯疱疹病毒抗体IgG

测定—化学发光免疫法

样本类型：血液。标本采集，标本离心，通过化学发光分析仪自动进行加样，加试剂，温育，洗板

和测定，通过目测进行结果判断，传入计算机LIS系统，报告临床，同时做质控。

BDMK4611
单纯疱疹病毒抗体IgM

测定—间接免疫荧光法

样本类型：血液。标本采集，标本离心，在包括有感染单纯疱疹病毒细胞的抗原片上加入待检血

清，用荧光标记抗体染色，在荧光显微镜下观察结果，将结果传入计算机LIS系统，报告临床，同

时做质控。

BDMK4681
单纯疱疹病毒抗体IgG

测定—间接免疫荧光法

样本类型：血液、脑脊液。标本采集，标本离心，在包括有感染单纯疱疹病毒细胞的抗原片上加入

待检血清，用荧光标记抗体染色，在荧光显微镜下观察结果，将结果传入计算机LIS系统，报告临

床，同时做质控。

BDMK4811
单纯疱疹病毒抗体-Ⅰ

型IgM测定—金标法

样本类型：血液。标本采集，标本离心，用金标检测试剂进行测定分离出来的血清或血浆，测定结

果传入计算机LIS系统，报告临床，同时做质控。

BDMK4812
单纯疱疹病毒抗体-Ⅰ

型IgG测定—金标法

样本类型：血液。标本采集，标本离心，用金标检测试剂进行测定分离出来的血清或血浆，测定结

果传入计算机LIS系统，报告临床，同时做质控。

BDMK4813
单纯疱疹病毒抗体-Ⅱ

型IgM测定—金标法

样本类型：血液。标本采集，标本离心，用金标检测试剂进行测定分离出来的血清或血浆，测定结

果传入计算机LIS系统，报告临床，同时做质控。

BDMK4814
单纯疱疹病毒抗体-Ⅱ

型IgG测定—金标法

样本类型：血液。标本采集，标本离心，用金标检测试剂进行测定分离出来的血清或血浆，测定结

果传入计算机LIS系统，报告临床，同时做质控。

BDMK4815
单纯疱疹病毒抗体IgM

测定—金标法

样本类型：血液。标本采集，标本离心，用金标检测试剂进行测定分离出来的血清或血浆，测定结

果传入计算机LIS系统，报告临床，同时做质控。

BDMK4816
单纯疱疹病毒抗体IgG

测定—金标法

样本类型：血液。标本采集，标本离心，用金标检测试剂进行测定分离出来的血清或血浆，测定结

果传入计算机LIS系统，报告临床，同时做质控。

BDML3311
TORCH-IgM&IgG测定—

微阵列酶联免疫法

样本类型：血液。样本稀释，加样，温育并37℃振荡，再洗涤，加样，温育第二次，37℃振荡，洗

涤，浓缩洗液稀释，拍干，生物芯片分析仪检测与结果判断，发光液A和B1：1混匀，每孔加入40微

升，用酶免分析仪及生物芯片分析仪检测，获得各指标发光信号值并进行结果判断，同时做质控。

包括抗TOXO，抗RV，抗CMV，抗HSV1型2型。

BDMM3011
EB病毒抗体IgM测定—

酶联免疫吸附法

样本类型：血液。标本采集，标本离心，手工进行加样，加试剂，温育，洗板，通过酶标仪进行测

定，测定结果传入计算机LIS系统，报告临床，同时做质控。

BDMM3012
EB病毒抗体IgA测定—

酶联免疫吸附法

样本类型：血液。标本采集，标本离心，手工进行加样，加试剂，温育，洗板，通过酶标仪进行测

定，测定结果传入计算机LIS系统，报告临床，同时做质控。

BDMM3411
EB病毒抗体IgM测定—

化学发光免疫法

样本类型：血液。标本采集，标本离心，通过化学发光分析仪自动进行加样，加试剂，温育，洗板

和测定，通过目测进行结果判断，传入计算机LIS系统，报告临床，同时做质控。

BDMM4811
EB病毒抗体IgA测定—

金标法

样本类型：血液。标本采集，标本离心，用金标检测试剂进行测定分离出来的血清或血浆，测定结

果传入计算机LIS系统，报告临床，同时做质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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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DMN3011
EB病毒壳膜抗原抗体

IgM(anti-VCAIgM)测定

—酶联免疫吸附法

样本类型：血液。标本采集，标本离心，手工进行加样，加试剂，温育，洗板，通过酶标仪进行测

定，测定结果传入计算机LIS系统，报告临床，同时做质控。

BDMN3012
EB病毒壳膜抗原抗体

IgG(anti-VCAIgG)测定

—酶联免疫吸附法

样本类型：血液。标本采集，标本离心，手工进行加样，加试剂，温育，洗板，通过酶标仪进行测

定，测定结果传入计算机LIS系统，报告临床，同时做质控。

BDMN3411
EB病毒壳膜抗原抗体

IgG(anti-VCAIgG)测定

—化学发光免疫法

样本类型：血液。标本采集，标本离心，通过化学发光分析仪自动进行加样，加试剂，温育，洗板

和测定，通过目测进行结果判断，传入计算机LIS系统，报告临床，同时做质控。

BDMN4811
EB病毒壳膜抗原抗体

IgM(anti-VCAIgM)测定

—金标法

样本类型：血液。标本采集，标本离心，用金标检测试剂进行测定分离出来的血清或血浆，测定结

果传入计算机LIS系统，报告临床，同时做质控。

BDMN4812
EB病毒壳膜抗原抗体

IgG(anti-VCAIgG)测定

—金标法

样本类型：血液。标本采集，标本离心，用金标检测试剂进行测定分离出来的血清或血浆，测定结

果传入计算机LIS系统，报告临床，同时做质控。

BDMP3011
EB病毒早期抗原抗体

IgG(anti-EAIgG)测定

—酶联免疫吸附法

样本类型：血液。标本采集，标本离心，手工进行加样，加试剂，温育，洗板，通过酶标仪进行测

定，测定结果传入计算机LIS系统，报告临床，同时做质控。

BDMP3012
EB病毒核抗原抗体

IgG(anti-EBNAIgG)测

定—酶联免疫吸附法

样本类型：血液。标本采集，标本离心，手工进行加样，加试剂，温育，洗板，通过酶标仪进行测

定，测定结果传入计算机LIS系统，报告临床，同时做质控。

BDMP3411
EB病毒早期抗原抗体

IgG(anti-EAIgG)测定

—化学发光免疫法

样本类型：血液。标本采集，标本离心，通过化学发光分析仪自动进行加样，加试剂，温育，洗板

和测定，通过目测进行结果判断，传入计算机LIS系统，报告临床，同时做质控。

BDMP3412
EB病毒核抗原抗体

IgG(anti-EBNAIgG)测

定—化学发光免疫法

样本类型：血液。标本采集，标本离心，通过化学发光分析仪自动进行加样，加试剂，温育，洗板

和测定，通过目测进行结果判断，传入计算机LIS系统，报告临床，同时做质控。

BDMP4811
EB病毒早期抗原抗体

IgG(anti-EAIgG)测定

—金标法

样本类型：血液。标本采集，标本离心，用金标检测试剂进行测定分离出来的血清或血浆，测定结

果传入计算机LIS系统，报告临床，同时做质控。

BDMP4812
EB病毒核抗原抗体

IgG(anti-EBNAIgG)测

定—金标法

样本类型：血液。标本采集，标本离心，用金标检测试剂进行测定分离出来的血清或血浆，测定结

果传入计算机LIS系统，报告临床，同时做质控。

BDMQ3011
呼吸道合胞病毒抗体

IgM测定—酶联免疫吸

样本类型：血液。标本采集，标本离心，手工进行加样，加试剂，温育，洗板，通过酶标仪进行测

定，测定结果传入计算机LIS系统，报告临床，同时做质控。

BDMQ3012
呼吸道合胞病毒抗体

IgG测定—酶联免疫吸

样本类型：血液。标本采集，标本离心，手工进行加样，加试剂，温育，洗板，通过酶标仪进行测

定，测定结果传入计算机LIS系统，报告临床，同时做质控。

BDMQ4611
呼吸道合胞病毒抗体

IgM测定—间接免疫荧

光法

样本类型：血液。标本采集，标本离心，在包括有感染呼吸道合胞病毒细胞的抗原片上加入待检血

清，用荧光标记抗体染色，在荧光显微镜下观察结果，将结果传入计算机LIS系统，报告临床，同

时做质控。

BDMQ4612
呼吸道合胞病毒抗体

IgG测定—间接免疫荧

光法

样本类型：血液。标本采集，标本离心，在包括有感染呼吸道合胞病毒的抗原片上加入待检血清，

用荧光标记抗体染色，在荧光显微镜下观察结果，将结果传入计算机LIS系统，报告临床，同时做

质控。

BDMQ4811
呼吸道合胞病毒抗体

IgM测定—金标法

样本类型：血液。标本采集，标本离心，用金标检测试剂进行测定分离出来的血清或血浆，测定结

果传入计算机LIS系统，报告临床，同时做质控。

BDMQ4812
呼吸道合胞病毒抗体

IgG测定—金标法

样本类型：血液。标本采集，标本离心，用金标检测试剂进行测定分离出来的血清或血浆，测定结

果传入计算机LIS系统，报告临床，同时做质控。

BDMR3051
呼吸道合胞病毒抗原测

定—酶联免疫吸附法

样本类型：鼻咽分泌物。标本采集，标本经提取液提取上清液，手工进行加样，加试剂，温育，洗

板，通过酶标仪进行测定，测定结果传入计算机LIS系统，报告临床，同时做质控。

BDMR4551
呼吸道合胞病毒抗原测

定—免疫荧光法

样本类型：鼻咽分泌物。由护士站采集样本，实验室对样本进行核收。标本经过处理后加入到包括

有荧光标记抗体的样本片上，在荧光显微镜下观察结果，同时做质控。

BDMR4851
呼吸道合胞病毒抗原测

定—金标法

样本类型：鼻咽分泌物。标本采集，标本离心，用金标检测试剂进行测定分离出来的血清或血浆，

测定结果传入计算机LIS系统，报告临床，同时做质控。

BDMS3011
副流感病毒抗体IgM测

定—酶联免疫吸附法

样本类型：血液。标本采集，标本离心，手工进行加样，加试剂，温育，洗板，通过酶标仪进行测

定，测定结果传入计算机LIS系统，报告临床，同时做质控。

BDMS3012
副流感病毒抗体IgG测

定—酶联免疫吸附法

样本类型：血液。标本采集，标本离心，手工进行加样，加试剂，温育，洗板，通过酶标仪进行测

定，测定结果传入计算机LIS系统，报告临床，同时做质控。

BDMS4811
副流感病毒抗体IgM测

定—金标法

样本类型：血液。标本采集，标本离心，用金标检测试剂进行测定分离出来的血清或血浆，测定结

果传入计算机LIS系统，报告临床，同时做质控。

BDMS4812
副流感病毒抗体IgG测

定—金标法

样本类型：血液。标本采集，标本离心，用金标检测试剂进行测定分离出来的血清或血浆，测定结

果传入计算机LIS系统，报告临床，同时做质控。

BDMS4611
副流感病毒抗体IgM测

定—间接免疫荧光法

样本类型：血液。标本采集，标本离心，在包括有感染副流感病毒细胞的抗原片上加入待检血清，

用荧光标记抗体染色，在荧光显微镜下观察结果，将结果传入计算机LIS系统，报告临床，同时做

质控。

BDMS4612
副流感病毒抗体IgG测

定—间接免疫荧光法

样本类型：血液。标本采集，标本离心，在包括有感染副流感病毒细胞的抗原片上加入待检血清，

用荧光标记抗体染色，在荧光显微镜下观察结果，将结果传入计算机LIS系统，报告临床，同时做

质控。

BDMT3011
天疱疮抗体测定—酶联

免疫吸附法

样本类型：血液。标本采集，标本离心，手工进行加样，加试剂，温育，洗板，通过酶标仪进行测

定，测定结果传入计算机LIS系统，报告临床，同时做质控。

BDMT4611
天疱疮抗体测定—间接

免疫荧光法

样本类型：血液。标本采集，标本离心，在包括有感染天疱疮细胞的抗原片上加入待检血清，用荧

光标记抗体染色，在荧光显微镜下观察结果，将结果传入计算机LIS系统，报告临床，同时做质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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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DMU3081
水痘-带状疱疹病毒抗

体IgM测定—酶联免疫

吸附法

样本类型：血液、疱疹液。标本采集，标本离心，手工进行加样，加试剂，温育，洗板，通过酶标

仪进行测定，测定结果传入计算机LIS系统，报告临床，同时做质控。

BDMU3082
水痘-带状疱疹病毒抗

体IgG测定—酶联免疫

吸附法

样本类型：血液、疱疹液。标本采集，标本离心，手工进行加样，加试剂，温育，洗板，通过酶标

仪进行测定，测定结果传入计算机LIS系统，报告临床，同时做质控。

BDMU3481
水痘-带状疱疹病毒抗

体IgM测定—化学发光

免疫法

样本类型：血液、疱疹液。标本采集，标本离心，通过化学发光分析仪自动进行加样，加试剂，温

育，洗板和测定，通过目测进行结果判断，传入计算机LIS系统，报告临床，同时做质控。

BDMU3482
水痘-带状疱疹病毒抗

体IgG测定—化学发光

免疫法

样本类型：血液、疱疹液。标本采集，标本离心，通过化学发光分析仪自动进行加样，加试剂，温

育，洗板和测定，通过目测进行结果判断，传入计算机LIS系统，报告临床，同时做质控。

BDMU4681
水痘-带状疱疹病毒抗

体IgM测定—间接免疫

荧光法

样本类型：血液、疱疹液。标本采集，标本离心，在包括有感染水痘-带状疱疹病毒细胞的抗原片

上加入待检血清，用荧光标记抗体染色，在荧光显微镜下观察结果，将结果传入计算机LIS系统，

报告临床，同时做质控。

BDMU4682
水痘-带状疱疹病毒抗

体IgG测定—间接免疫

荧光法

样本类型：血液、疱疹液。标本采集，标本离心，在包括有感染水痘-带状疱疹病毒细胞的抗原片

上加入待检血清，用荧光标记抗体染色，在荧光显微镜下观察结果，将结果传入计算机LIS系统，

报告临床，同时做质控。

BDMV3011
腺病毒抗体IgM测定—

酶联免疫吸附法

样本类型：血液。标本采集，标本离心，手工进行加样，加试剂，温育，洗板，通过酶标仪进行测

定，测定结果传入计算机LIS系统，报告临床，同时做质控。

BDMV3012
腺病毒抗体IgG测定—

酶联免疫吸附法

样本类型：血液。标本采集，标本离心，手工进行加样，加试剂，温育，洗板，通过酶标仪进行测

定，测定结果传入计算机LIS系统，报告临床，同时做质控。

BDMV4611
腺病毒抗体IgM测定—

间接免疫荧光法

样本类型：血液。标本采集，标本离心，在包括有感染腺病毒细胞的抗原片上加入待检血清，用荧

光标记抗体染色，在荧光显微镜下观察结果，将结果传入计算机LIS系统，报告临床，同时做质控

BDMV4612
腺病毒抗体IgG测定—

间接免疫荧光法

样本类型：血液。标本采集，标本离心，在包括有感染腺病毒细胞的抗原片上加入待检血清，用荧

光标记抗体染色，在荧光显微镜下观察结果，将结果传入计算机LIS系统，报告临床，同时做质控

BDMV4811
腺病毒抗体IgM测定—

金标法

样本类型：血液。标本采集，标本离心，用金标检测试剂进行测定分离出来的血清或血浆，测定结

果传入计算机LIS系统，报告临床，同时做质控。

BDMV4812
腺病毒抗体IgG测定—

金标法

样本类型：血液。标本采集，标本离心，用金标检测试剂进行测定分离出来的血清或血浆，测定结

果传入计算机LIS系统，报告临床，同时做质控。

BDMW3031
人轮状病毒抗原测定—

酶联免疫吸附法

样本类型：粪便。标本采集，标本经提取液提取上清液，手工进行加样，加试剂，温育，洗板，通

过酶标仪进行测定，测定结果传入计算机LIS系统，报告临床，同时做质控。

BDMW4231
人轮状病毒抗原测定—

乳胶凝集法

样本类型：粪便。标本采集，标本离心，将样本离心分离出血清或血浆，加入到反应板孔内，按要

求进行稀释，在孔内加入单克隆抗体的乳胶颗粒，振荡混匀，室温肉眼观察结果，将结果传入计算

机LIS系统，报告临床，同时做质控。

BDMW4331
人轮状病毒抗原测定—

反向间接血凝法

样本类型：粪便。将粪便标本用进行适当稀释后，加入到U型反应板中，进行倍比稀释后加入致敏

红细胞，在震荡器上混匀，置37℃或室温1-2h后观察结果，将结果报告临床，同时做质控。

BDMW4531
人轮状病毒抗原测定—

免疫荧光法

样本类型：粪便。标本采集，标本处理，处理后标本加入到包括有荧光标记抗体的样本片上，在荧

光显微镜下观察结果，将结果传入到计算机LIS系统，报告临床，同时做质控。

BDMW4831
人轮状病毒抗原测定—

金标法

样本类型：粪便。标本采集，标本离心，用金标检测试剂进行测定分离出来的血清或血浆，测定结

果传入计算机LIS系统，报告临床，同时做质控。

BDMX3011
流行性出血热病毒抗体

IgM测定—酶联免疫吸

附法

样本类型：血液。标本采集，标本离心，手工进行加样，加试剂，温育，洗板，通过酶标仪进行测

定，测定结果传入计算机LIS系统，报告临床，恒温器进行温育，洗板机进行洗板，通过酶标仪进

行测定，同时做质控。

BDMX3012
流行性出血热病毒抗体

IgG测定—酶联免疫吸

附法

样本类型：血液。标本采集，标本离心，手工进行加样，加试剂，温育，洗板，通过酶标仪进行测

定，测定结果传入计算机LIS系统，报告临床，同时做质控。

BDMX4611
流行性出血热病毒抗体

IgM测定—间接免疫荧

光法

样本类型：血液。标本采集，标本离心，在包括有感染流行性出血热病毒细胞的抗原片上加入待检

血清，用荧光标记抗体染色，在荧光显微镜下观察结果，将结果传入计算机LIS系统，报告临床，

同时做质控。

BDMX4612
流行性出血热病毒抗体

IgG测定—间接免疫荧

光法

样本类型：血液。标本采集，标本离心，在包括有感染流行性出血热病毒细胞的抗原片上加入待检

血清，用荧光标记抗体染色，在荧光显微镜下观察结果，将结果传入计算机LIS系统，报告临床，

同时做质控。

BDMY3081
狂犬病毒抗体测定—酶

联免疫吸附法

样本类型：血液、脑脊液。标本采集，标本离心，手工进行加样，加试剂，温育，洗板，通过酶标

仪进行测定，测定结果传入计算机LIS系统，报告临床，同时做质控。

BDMY3481
狂犬病毒抗体测定—化

学发光免疫法

样本类型：血液、脑脊液。标本采集，标本离心，通过化学发光分析仪自动进行加样，加试剂，温

育，洗板和测定，通过目测进行结果判断，传入计算机LIS系统，报告临床，同时做质控。

BDMY4681
狂犬病毒抗体测定—间

接免疫荧光法

样本类型：血液、脑脊液。标本采集，标本离心，在包括有感染狂犬病毒细胞的抗原片上加入待检

血清，用荧光标记抗体染色，在荧光显微镜下观察结果，将结果传入计算机LIS系统，报告临床，

同时做质控。

BDMZ3081
脊髓灰质炎病毒抗体

IgM测定—酶联免疫吸

样本类型：血液、脑脊液。标本采集，标本离心，手工进行加样，加试剂，温育，洗板，通过酶标

仪进行测定，测定结果传入计算机LIS系统，报告临床，同时做质控。

BDMZ3082
脊髓灰质炎病毒抗体

IgG测定—酶联免疫吸

样本类型：血液、脑脊液。标本采集，标本离心，手工进行加样，加试剂，温育，洗板，通过酶标

仪进行测定，测定结果传入计算机LIS系统，报告临床，同时做质控。

BDMZ4681
脊髓灰质炎病毒抗体

IgM测定—间接免疫荧

样本类型：血液、脑脊液。标本采集，标本离心，在包括有感染脊髓灰质炎病毒细胞的抗原片上加

入待检血清，用荧光标记抗体染色，在荧光显微镜下观察结果，将结果传入计算机同时做质控。

BDMZ4682
脊髓灰质炎病毒抗体

IgG测定—间接免疫荧

光法

样本类型：血液、脑脊液。标本采集，标本离心，在包括有感染脊髓灰质炎病毒细胞的抗原片上加

入待检血清，用荧光标记抗体染色，在荧光显微镜下观察结果，将结果传入计算机LIS系统，报告

临床，同时做质控。

BDNA3011
柯萨奇病毒抗体IgM测

定—酶联免疫吸附法

样本类型：血液。标本采集，标本离心，手工进行加样，加试剂，温育，洗板，通过酶标仪进行测

定，测定结果传入计算机LIS系统，报告临床，同时做质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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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DNA3012
柯萨奇病毒抗体IgG测

定—酶联免疫吸附法

样本类型：血液。标本采集，标本离心，手工进行加样，加试剂，温育，洗板，通过酶标仪进行测

定，测定结果传入计算机LIS系统，报告临床，同时做质控。

BDNA4681
柯萨奇病毒抗体IgM测

定—间接免疫荧光法

样本类型：血液、脑脊液。标本采集，标本离心，在包括有感染柯萨奇病毒细胞的抗原片上加入待

检血清，用荧光标记抗体染色，在荧光显微镜下观察结果，将结果传入计算机LIS系统，报告临

床，同时做质控。

BDNA4682
柯萨奇病毒抗体IgG测

定—间接免疫荧光法

样本类型：血液、脑脊液。标本采集，标本离心，在包括有感染柯萨奇病毒细胞的抗原片上加入待

检血清，用荧光标记抗体染色，在荧光显微镜下观察结果，将结果传入计算机LIS系统，报告临

床，同时做质控。

BDNB3081
流行性乙型脑炎病毒抗

体IgM测定—酶联免疫

吸附法

样本类型：血液、脑脊液。标本采集，标本离心，手工进行加样，加试剂，温育，洗板，通过酶标

仪进行测定，测定结果传入计算机LIS系统，报告临床，同时做质控。

BDNB3082
流行性乙型脑炎病毒抗

体IgG测定—酶联免疫

吸附法

样本类型：血液、脑脊液。标本采集，标本离心，手工进行加样，加试剂，温育，洗板，通过酶标

仪进行测定，测定结果传入计算机LIS系统，报告临床，同时做质控。

BDNB4281
流行性乙型脑炎病毒抗

体测定—血凝抑制试验

样本类型：血液、脑脊液。标本采集，标本离心，将样本离心分离出血清或血浆，加入到反应板孔

内并进行倍比稀释，加入试剂，混匀，温育，室温读取结果，将结果传入计算机LIS系统，报告临

床，同时做质控。

BDNB4681
流行性乙型脑炎病毒抗

体IgM测定—间接免疫

荧光法

样本类型：血液、脑脊液。标本采集，标本离心，在包括有感染流行性乙型脑炎病毒细胞的抗原片

上加入待检血清，用荧光标记抗体染色，在荧光显微镜下观察结果，将结果传入计算机LIS系统，

报告临床，同时做质控。

BDNB4682
流行性乙型脑炎病毒抗

体IgG测定—间接免疫

荧光法

样本类型：血液、脑脊液。标本采集，标本离心，在包括有感染流行性乙型脑炎病毒细胞的抗原片

上加入待检血清，用荧光标记抗体染色，在荧光显微镜下观察结果，将结果传入计算机LIS系统，

报告临床，同时做质控。

BDNC3011
流行性腮腺炎病毒IgM

测定—酶联免疫吸附法

样本类型：血液。标本采集，标本离心，手工进行加样，加试剂，温育，洗板，通过酶标仪进行测

定，测定结果传入计算机LIS系统，报告临床，同时做质控。

BDNC3012
流行性腮腺炎病毒IgG

测定—酶联免疫吸附法

样本类型：血液。标本采集，标本离心，手工进行加样，加试剂，温育，洗板，通过酶标仪进行测

定，测定结果传入计算机LIS系统，报告临床，同时做质控。

BDNC4211
流行性腮腺炎病毒抗体

测定—血凝抑制试验

样本类型：血液。标本采集，标本离心，将样本离心分离出血清或血浆，加入到反应板孔内并进行

倍比稀释，加入试剂、混匀、温育，室温读取结果，将结果传入计算机LIS系统，报告临床，同时

做质控。

BDNC4611
流行性腮腺炎病毒IgM

测定—间接免疫荧光法

样本类型：血液。标本采集，标本离心，在包括有感染流行性腮腺炎病毒细胞的抗原片上加入待检

血清，用荧光标记抗体染色，在荧光显微镜下观察结果，将结果传入计算机LIS系统，报告临床，

同时做质控。

BDND3011
麻疹病毒抗体IgM测定

—酶联免疫吸附法

样本类型：血液。标本采集，标本离心，手工进行加样，加试剂，温育，洗板，通过酶标仪进行测

定，测定结果传入计算机LIS系统，报告临床，同时做质控。

BDND3012
麻疹病毒抗体IgG测定

—酶联免疫吸附法

样本类型：血液。标本采集，标本离心，手工进行加样，加试剂，温育，洗板，通过酶标仪进行测

定，测定结果传入计算机LIS系统，报告临床，同时做质控。

BDND4211
麻疹病毒抗体IgG测定

—血凝抑制试验

样本类型：血液。标本采集，标本离心，将样本离心分离出血清或血浆，加入到反应板孔内并进行

倍比稀释，加入试剂，混匀，温育，室温读取结果，将结果传入计算机LIS系统，报告临床，同时

做质控。

BDND4611
麻疹病毒抗体IgM测定

—间接免疫荧光法

样本类型：血液。标本采集，标本离心，在包括有感染麻疹病毒细胞的抗原片上加入待检血清，用

荧光标记抗体染色，在荧光显微镜下观察结果，将结果传入计算机LIS系统，报告临床，同时做质

BDND4612
麻疹病毒抗体IgG测定

—间接免疫荧光法

样本类型：血液。标本采集，标本离心，在包括有感染麻疹病毒细胞的抗原片上加入待检血清，用

荧光标记抗体染色，在荧光显微镜下观察结果，将结果传入计算机LIS系统，报告临床，同时做质

BDNE3011
冠状病毒(变异株)IgG

抗体检测—酶联免疫吸

样本类型：血液。标本采集，标本离心，手工进行加样，加试剂，恒温器进行温育，洗板机进行洗

板，通过酶标仪进行测定，测定结果传入计算机LIS系统，报告临床，同时做质控。

BDNE3012
冠状病毒(变异株)IgM

抗体检测—酶联免疫吸

样本类型：血液。标本采集，标本离心，手工进行加样，加试剂，恒温器进行温育，洗板机进行洗

板，通过酶标仪进行测定，测定结果传入计算机LIS系统，报告临床，同时做质控。

BDNF3011
病毒血清学试验—酶联

免疫吸附法

样本类型：血液。标本采集，标本离心，标本加样温育，酶标仪进行测定，将测定结果传入计算机

LIS系统，报告临床，同时做质控。

BDNF3411
病毒血清学试验—化学

发光免疫法

样本类型：血液。标本采集，标本离心，加样，加试剂，温育，洗板和测定，进行结果判断，传入

计算机LIS系统，报告临床，同时做质控。

BDNF4311
病毒血清学试验—间接

血凝法

样本类型：血液。依次倍比稀释待检血清，同时准备好2%马红细胞，离心后生理盐水洗涤，取离心

洗涤后的红细胞加入到生理盐水中，最后加入配好的红细胞，混合后放入冰箱中后判断凝集现象，

同时做质控。

BDNG3011
埃可病毒抗体IgM检测

—酶联免疫吸附法

样本类型：血液。标本采集，标本离心，手工进行加样，加试剂，温育，洗板，通过酶标仪进行测

定，测定结果传入计算机LIS系统，报告临床，同时做质控。

BDNG3012
埃可病毒抗体IgG检测

—酶联免疫吸附法

样本类型：血液。标本采集，标本离心，手工进行加样，加试剂，温育，洗板，通过酶标仪进行测

定，测定结果传入计算机LIS系统，报告临床，同时做质控。

BDNG4611
埃可病毒抗体IgM检测

—间接免疫荧光法

样本类型：血液。标本采集，标本离心，在包括有感染埃可病毒细胞的抗原片上加入待检血清，用

荧光标记抗体染色，在荧光显微镜下观察结果，将结果传入计算机LIS系统，报告临床，同时做质

BDNG4612
埃可病毒抗体IgG检测

—间接免疫荧光法

样本类型：血液。标本采集，标本离心，在包括有感染埃可病毒细胞的抗原片上加入待检血清，用

荧光标记抗体染色，在荧光显微镜下观察结果，将结果传入计算机LIS系统，报告临床，同时做质

BDNH3021
尿液人类免疫缺陷病毒

Ⅰ型(HIV-I)抗体测定

—酶联免疫吸附法

样本类型：尿液。标本采集，标本离心，手工进行加样，加试剂，温育，洗板，通过酶标仪进行测

定，测定结果传入计算机LIS系统，报告临床，同时做质控。

BDNJ3011
严重急性呼吸综合征冠

状病毒抗体IgM测定—

酶联免疫吸附法

样本类型：血液。标本采集，标本离心，手工进行加样，加试剂，温育，洗板，通过酶标仪进行测

定，测定结果传入计算机LIS系统，报告临床，同时做质控。

BDNJ3012
严重急性呼吸综合征冠

状病毒抗体IgG测定—

酶联免疫吸附法

样本类型：血液。标本采集，标本离心，手工进行加样，加试剂，温育，洗板，通过酶标仪进行测

定，测定结果传入计算机LIS系统，报告临床，同时做质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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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名称 项目内涵

BDNJ4611
严重急性呼吸综合征冠

状病毒抗体IgM测定—

间接免疫荧光法

样本类型：血液。标本采集，标本离心，在包括有感染严重急性呼吸综合征冠状病毒细胞的抗原片

上加入待检血清，用荧光标记抗体染色，在荧光显微镜下观察结果，将结果传入计算机LIS系统，

报告临床，同时做质控。

BDNJ4612
严重急性呼吸综合征冠

状病毒抗体IgG测定—

间接免疫荧光法

样本类型：血液。标本采集，标本离心，在包括有感染严重急性呼吸综合征冠状病毒细胞的抗原片

上加入待检血清，用荧光标记抗体染色，在荧光显微镜下观察结果，将结果传入计算机LIS系统，

报告临床，同时做质控。

BDNK3081
单纯疱疹病毒抗原测定

—酶联免疫吸附法

样本类型：疱疹液、唾液粪便、尿液、阴道分泌物。标本采集，标本经提取液提取上清液，手工进

行加样，加试剂，温育，洗板，通过酶标仪进行测定，测定结果传入计算机LIS系统，报告临床，

同时做质控。

BDNK4581
单纯疱疹病毒抗原测定

—免疫荧光法

样本类型：疱疹液、唾液粪便、尿液、阴道分泌物。标本采集，标本离心，在包括有感染单纯疱疹

病毒细胞的抗原片上加入待检血清，用荧光标记抗体染色，在荧光显微镜下观察结果，将结果传入

计算机LIS系统，报告临床，同时做质控。

BDNK4881
单纯疱疹病毒抗原测定

—金标法

样本类型：疱疹液、唾液粪便、尿液、阴道分泌物。标本采集，标本离心，用金标检测试剂进行测

定分离出来的血清或血浆，测定结果传入计算机LIS系统，报告临床，同时做质控。

BDNL3011
TT病毒抗体检测—酶联

免疫吸附法

样本类型：血液。标本采集，标本离心，手工进行加样，加试剂，温育，洗板，通过酶标仪进行测

定，测定结果传入计算机LIS系统，报告临床，同时做质控。

BDQA3011
弓形虫抗体IgM测定—

酶联免疫吸附法

样本类型：血液。标本采集，标本离心，手工进行加样，加试剂，温育，洗板，通过酶标仪进行测

定，测定结果传入计算机LIS系统，报告临床，恒温器进行温育，洗板机进行洗板，通过酶标仪进

行测定，同时做质控。

BDQA3012
弓形虫抗体IgG测定—

酶联免疫吸附法

样本类型：血液。标本采集，标本离心，手工进行加样，加试剂，温育，洗板，通过酶标仪进行测

定，测定结果传入计算机LIS系统，报告临床，恒温器进行温育，洗板机进行洗板，通过酶标仪进

行测定，同时做质控。

BDQA3311
弓形虫抗体IgM测定—

微阵列酶联免疫法

样本类型：血液。样本稀释，加样，温育并37℃振荡，再洗涤，加样，温育第二次，37℃振荡，洗

涤，浓缩洗液稀释，拍干，生物芯片分析仪检测与结果判断，发光液A和B1：1混匀，每孔加入40微

升，用酶免分析仪及生物芯片分析仪检测，获得各指标发光信号值并进行结果判断，同时做质控。

BDQA3312
弓形虫抗体IgG测定—

微阵列酶联免疫法

样本类型：血液。样本稀释，加样，温育并37℃振荡，再洗涤，加样，温育第二次，37℃振荡，洗

涤，浓缩洗液稀释，拍干，生物芯片分析仪检测与结果判断，发光液A和B1：1混匀，每孔加入40微

升，用酶免分析仪及生物芯片分析仪检测，获得各指标发光信号值并进行结果判断，同时做质控。

BDQA3411
弓形虫抗体IgM测定—

化学发光免疫法

样本类型：血液。标本采集，标本离心，通过化学发光分析仪自动进行加样，加试剂，温育，洗板

和测定，通过目测进行结果判断，传入计算机LIS系统，报告临床，同时做质控。

BDQA3412
弓形虫抗体IgG测定—

化学发光免疫法

样本类型：血液。标本采集，标本离心，通过化学发光分析仪自动进行加样，加试剂，温育，洗板

和测定，通过目测进行结果判断，传入计算机LIS系统，报告临床，同时做质控。

BDQA4211
弓形虫抗体IgM测定—

乳胶凝集法

样本类型：血液。标本采集，标本离心，将样本离心分离出血清或血浆，加入到反应板孔内，按要

求进行稀释，在孔内加入致敏颗粒，振荡混匀，室温肉眼观察结果，将结果传入计算机LIS系统，

报告临床，同时做质控。

BDQA4212
弓形虫抗体IgG测定—

乳胶凝集法

样本类型：血液。标本采集，标本离心，将样本离心分离出血清或血浆，加入到反应板孔内，按要

求进行稀释，在孔内加入致敏颗粒，振荡混匀，室温肉眼观察结果，将结果传入计算机LIS系统，

报告临床，同时做质控。

BDQA4611
弓形虫抗体IgM测定—

间接免疫荧光法

样本类型：血液。标本采集，标本离心，在包括有感染弓形虫细胞的抗原片上加入待检血清，用荧

光标记抗体染色，在荧光显微镜下观察结果，将结果传入计算机LIS系统，报告临床，同时做质控

BDQA4612
弓形虫抗体IgG测定—

间接免疫荧光法

样本类型：血液。标本采集，标本离心，在包括有感染弓形虫细胞的抗原片上加入待检血清，用荧

光标记抗体染色，在荧光显微镜下观察结果，将结果传入计算机LIS系统，报告临床，同时做质控

BDQA4811
弓形虫抗体IgM测定—

金标法

样本类型：血液。标本采集，标本离心，用金标检测试剂进行测定分离出来的血清或血浆，测定结

果传入计算机LIS系统，报告临床，同时做质控。

BDQA4812
弓形虫抗体IgG测定—

金标法

样本类型：血液。标本采集，标本离心，用金标检测试剂进行测定分离出来的血清或血浆，测定结

果传入计算机LIS系统，报告临床，同时做质控。

BDQB4211
嗜异性凝集法—凝集试

验

样本类型：血液。依次倍比稀释待检血清，同时准备好2%马红细胞，离心后生理盐水洗涤，取离心

洗涤后的红细胞加入到生理盐水中，最后加入配好的红细胞，混合后放入冰箱中后判断凝集现象，

同时做质控。

BDQC4211 冷凝集法—凝集试验
样本类型：血液。依次倍比稀释待检血清，同时准备好2%“O”型红细胞，离心后生理盐水洗涤，

取离心洗涤后的红细胞加入到生理盐水中，最后加入配好的红细胞，混合后放入冰箱中后判断凝集

现象，同时做质控。

BDQD4211
肥达氏反应测定—凝集

法

样本类型：血液。包括血清离心后倍比稀释，加试剂反应，孵育，人工观察结果并分析报告，同时

做质控。

BDQE4211
外斐氏反应测定—凝集

法

样本类型：血液。包括OX2、OX19、Oxk。血清离心后，倍比稀释，加试剂，孵育，人工判读结果并

分析报告，同时做质控。

BDQF4211
斑疹伤寒抗体测定—凝

集法
样本类型：血液。标本离心，抗原抗体反应，水浴，人工判读结果，同时做质控。

BDQG4211
布氏杆菌凝集法—凝集

法

样本类型：血液。血清离心后，加试剂，手工混匀，人工肉眼判读凝集结果并报告试验，同时做质

控。

BDQH3081
细菌抗体测定—酶联免

疫吸附法

样本类型：各种标本。标本采集，标本离心，手工进行加样，加试剂，恒温器进行温育，洗板机进

行洗板，通过酶标仪进行测定，测定结果传入计算机LIS系统，报告临床。可检测的抗体有：核杆

菌、破伤风杆菌、百日咳杆菌、军团菌、幽门螺杆菌、生殖道支原体抗体、解脲脲原体抗体、人型

支原体抗体测定、小肠结肠炎耶尔森氏菌抗体测定、单核细胞增多性李斯特菌抗体、流感嗜血杆菌

抗体测定、肺炎克雷伯杆菌抗体测定、空肠弯曲菌抗体测定、结肠弯曲菌抗体测定、副百日咳杆菌

抗体测定、脑膜炎奈瑟菌抗体测定等，同时做质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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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名称 项目内涵

BDQH3481
细菌抗体测定—化学发

光免疫法

样本类型：各种标本。标本采集，标本离心，通过化学发光分析仪自动进行加样，加试剂，温育，

洗板和测定，结果判断，传入计算机LIS系统，报告临床。可检测的抗体有：核杆菌、破伤风杆菌

、百日咳杆菌、军团菌、幽门螺杆菌、生殖道支原体抗体、解脲脲原体抗体、人型支原体抗体测定

、小肠结肠炎耶尔森氏菌抗体测定、单核细胞增多性李斯特菌抗体、流感嗜血杆菌抗体测定、肺炎

克雷伯杆菌抗体测定、空肠弯曲菌抗体测定、结肠弯曲菌抗体测定、副百日咳杆菌抗体测定、脑膜

炎奈瑟菌抗体测定等，同时做质控。

BDQH4281 细菌抗体测定—凝集法

样本类型：各种标本。标本或培养物，加试剂，手工混匀，人工肉眼判读凝集结果并报告试验，可

检测的抗体有：核杆菌、破伤风杆菌、百日咳杆菌、军团菌、幽门螺杆菌、生殖道支原体抗体、解

脲脲原体抗体、人型支原体抗体测定、小肠结肠炎耶尔森氏菌抗体测定、单核细胞增多性李斯特菌

抗体、流感嗜血杆菌抗体测定、肺炎克雷伯杆菌抗体测定、空肠弯曲菌抗体测定、结肠弯曲菌抗体

测定、副百日咳杆菌抗体测定、脑膜炎奈瑟菌抗体测定等同时做质控。

BDQH3311

结核分枝杆菌IgG抗体

谱检测—微阵列酶联免

疫法

样本类型：血液。样本稀释，加样，温育并37℃振荡，再洗涤，加样，温育第二次，37℃振荡，洗

涤，浓缩洗液稀释，拍干，生物芯片分析仪检测与结果判断，发光液A和B1：1混匀，每孔加入40微

升，用酶免分析仪及生物芯片分析仪检测，获得各指标发光信号值并进行结果判断，同时做质控。

BDQH4811
结核分枝杆菌抗体(TB)

检测—金标法

样本类型：血液。标本采集，标本离心，收集血清，标本检测，结果读取，传入计算机LIS系统，

报告临床，同时做质控。

BDQK3811
抗链球菌溶血素O(ASO)

测定—免疫散射比浊法

样本类型：血液。标本采集，标本离心，分离血清，标本上免疫分析仪检，结果读取，传入计算机

LIS系统，报告临床，同时做质控。

BDQK4211
抗链球菌溶血素O(ASO)

测定—乳胶凝集法

样本类型：血液。标本采集，标本离心，分离血清，滴加试剂，振荡，观察凝集现象，报告结果，

传入计算机LIS系统，报告临床，同时做质控。

BDQL4211
抗链球菌透明质酸酶试

验—凝集法

样本类型：血液。标本采集，标本离心，分离血清，滴加试剂，振荡，观察凝集现象，报告结果，

传入计算机LIS系统，报告临床，同时做质控。

BDQM4211
鼠疫血清学试验—凝集

法

样本类型：血液。标本采集，标本离心，分离血清，滴加试剂，振荡，观察凝集现象，报告结果，

传入计算机LIS系统，报告临床，同时做质控。

BDQN4211
芽生菌血清学试验—凝

集法

样本类型：血液。标本采集，标本离心，分离血清，滴加试剂，振荡，观察凝集现象，报告结果，

传入计算机LIS系统，报告临床，同时做质控。

BDQP4211
耶尔森氏菌血清学试验

—凝集法

样本类型：血液。标本采集，标本离心，分离血清，滴加试剂，振荡，观察凝集现象，报告结果，

传入计算机LIS系统，报告临床，同时做质控。

BDQQ4211
组织胞浆菌血清学试验

—凝集法

样本类型：血液。标本采集，标本离心，分离血清，滴加试剂，振荡，观察凝集现象，报告结果，

传入计算机LIS系统，报告临床，同时做质控。

BDQR4211
野兔热血清学试验—凝

集法

样本类型：血液。标本采集，标本离心，分离血清，滴加试剂，振荡，观察凝集现象，报告结果，

传入计算机LIS系统，报告临床，同时做质控。

BDSA4281
肺炎支原体免疫学试验

—凝集法

样本类型：血液、脑脊液。稀释血清，反应，振荡混匀，观察结果，人工判读结果并分析报告，同

时做质控。

BDSB4681
沙眼衣原体免疫学试验

—间接免疫荧光法

样本类型：血液、脑脊液。包括IgG和IgM。稀释血清滴，抗原抗体反应，冲洗，浸泡，荧光染色，

封片等步骤后，镜检，人工判读结果并分析报告，同时做质控。

BDSC3011
立克次体血清学试验—

酶联免疫吸附法

样本类型：血液。包被酶标板，稀释血清，抗原抗体反应，加底物，终止反应，酶标仪吸光度，同

时做质控。

BDSC4211
立克次体血清学试验—

凝集法

样本类型：血液。稀释血清，反应，振荡混匀，观察结果，人工判读结果并分析报告，同时做质控

。

BDSC4611
立克次体血清学试验—

间接免疫荧光法

样本类型：血液。血清灭活，离心机离心，抗原抗体反应，冲洗，浸泡，加荧光二抗，封片等，镜

检，人工分析结果，同时做质控。

BDSD3011
梅毒螺旋体抗体(Anti-

TP)测定—酶联免疫吸

附法

样本类型：血液。梅毒螺旋体采用酶标仪，洗板机梅毒螺旋体标本采集，标本离心，加待检血清于

试剂盒中，反应，加终止液，终止反应，测吸光度值，读取结果，传入计算机LIS系统，报告临

床，同时做质控。

BDSD3411
梅毒螺旋体抗体(Anti-

TP)测定—化学发光免

疫法

样本类型：血液。分离血清，室温平衡试剂，标本、对照血清、质控品及酶标记物加样，温育，洗

板，加发光底物液用发光仪检测，审核检验结果，发出报告，检测后标本留验及无害化处理，同时

做质控。

BDSD4211
梅毒螺旋体抗体(Anti-

TP)测定—凝集法

样本类型：血液。标本采集，标本离心，收集血清，加试剂于试剂盒进行反应，静置后观察结果并

记录，传入计算机LIS系统，报告临床，同时做质控。

BDSD4511
梅毒螺旋体抗体(Anti-

TP)测定—荧光探针法

样本类型：血液。标本采集，标本准备，标本处理(采用煮沸法、低速离心法、碱裂解法暴露梅毒

螺旋体DNA)，PCR扩增、产物与特异的探针进行杂交，观察结果，结果传入计算机LIS系统，报告临

床，同时做质控。

BDSD4811
梅毒螺旋体抗体(Anti-

TP)测定—金标法

样本类型：血液。标本采集，标本离心，收集血清，标本检测，结果读取，传入计算机LIS系统，

报告临床，同时做质控。

BDSD7111
梅毒螺旋体抗体(Anti-

TP)测定—免疫印迹法

样本类型：血液。梅毒螺旋体标本采集，标本离心，收集血清，标本检测，观察条斑位置，读取结

果，传入计算机LIS系统，报告临床，同时做质控。

BDSE4211
快速血浆反应素(RPR)

试验—凝集法

样本类型：血液。标本采集，标本离心，滴加试剂，旋转摇动，立即用肉眼观察结果，结果传入计

算机LIS系统，报告临床，同时做质控。

BDSF4211
甲苯胺红不加热血清试

验(TRUST)—凝集法

样本类型：血液。标本采集，标本离心，收集血清，加试剂于试剂盒进行反应，静置后观察结果并

记录，传入计算机LIS系统，报告临床，同时做质控。

BDSG4211
不加热血清反应素试验

—凝集法

样本类型：血液。标本采集，标本离心，加试剂，观察结果，结果传入计算机LIS系统，报告临

床，同时做质控。

BDSH4211
钩端螺旋体病血清学测

定—凝集法

样本类型：血液。标本采集，标本离心及前处理，抗原制备，抗原抗体反应，显微镜下观察结果，

人工判读，同时做质控。

BDSJ4211
密螺旋体颗粒凝集

(TPPA)试验—凝集法

样本类型：血液。标本采集，标本离心，滴加试剂，旋转摇动，立即用肉眼观察结果，结果传入计

算机LIS系统，报告临床，同时做质控。此法测定抗梅毒螺旋体抗体。

BDSK4511
莱姆氏螺旋体抗体测定

—免疫荧光法

样本类型：血液。稀释血清，抗原抗体反应，冲洗，浸泡，荧光染色，封片等步骤后，镜检，人工

判读结果并分析报告，同时做质控。

BDTA3811
念珠菌病血清学试验(G

试验)—免疫比浊法

样本类型：血液。采用试剂盒进行前处理，上检测仪检测，软件计算结果，人工分析报告，同时做

质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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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名称 项目内涵

BDTB3011
曲霉菌血清学试验(GM

试验)—酶联免疫吸附

样本类型：血液。标本离心，血清前处理，抗原抗体反应，孵育，冲洗，显色，酶标仪测吸光度，

计算结果，人工分析报告，同时做质控。

BDTC4281
新型隐球菌荚膜抗原测

定—凝集法

样本类型：脑脊液、血液。包括血清和脑脊液标本，脑脊液离心，煮沸后，加试剂，凝集试验.血

清离心，水浴，加终止液，凝集试验，人工判读结果并分析报告，同时做质控。

BDTD3011
孢子丝菌血清学试验—

酶联免疫吸附法

样本类型：血液。标本采集，标本离心，加试剂，观察结果，结果传入计算机LIS系统，报告临

床，同时做质控。

BDTD4211
孢子丝菌血清学试验—

凝集法

样本类型：血液。标本采集，标本离心，加试剂，观察结果，结果传入计算机LIS系统，报告临

床，同时做质控。

BDTD5911
孢子丝菌血清学试验—

沉淀法

样本类型：血液。标本采集，标本离心，加试剂，观察结果，结果传入计算机LIS系统，报告临

床，同时做质控。

BDTE3011
球孢子菌血清学试验—

酶联免疫吸附法

样本类型：血液。标本采集，标本离心，加试剂，观察结果，结果传入计算机LIS系统，报告临

床，同时做质控。

BDTE4211
球孢子菌血清学试验—

凝集法

样本类型：血液。标本采集，标本离心，加试剂，观察结果，结果传入计算机LIS系统，报告临

床，同时做质控。

BDTE5911
球孢子菌血清学试验—

沉淀法

样本类型：血液。标本采集，标本离心，加试剂，观察结果，结果传入计算机LIS系统，报告临

床，同时做质控。

BDTF3011
猪囊尾蚴抗原和抗体测

定—酶联免疫吸附法

样本类型：血液。标本采集，标本离心，加试剂，观察结果，结果传入计算机LIS系统，报告临

床，同时做质控。

BDTF4211
猪囊尾蚴抗原和抗体测

定—凝集法

样本类型：血液。标本采集，标本离心，加试剂，观察结果，结果传入计算机LIS系统，报告临

床，同时做质控。

BDTF5911
猪囊尾蚴抗原和抗体测

定—沉淀法

样本类型：血液。标本采集，标本离心，加试剂，观察结果，结果传入计算机LIS系统，报告临

床，同时做质控。

BDTG3011
肺吸虫抗原和抗体测定

—酶联免疫吸附法

样本类型：血液。标本采集，标本离心，加试剂，观察结果，结果传入计算机LIS系统，报告临

床，同时做质控。

BDTG4211
肺吸虫抗原和抗体测定

—凝集法

样本类型：血液。标本采集，标本离心，加试剂，观察结果，结果传入计算机LIS系统，报告临

床，同时做质控。

BDTG5911
肺吸虫抗原和抗体测定

—沉淀法

样本类型：血液。标本采集，标本离心，加试剂，观察结果，结果传入计算机LIS系统，报告临

床，同时做质控。

BDTH3011
寄生虫病抗原和抗体测

定—酶联免疫吸附法

样本类型：血液。标本采集，标本离心，加试剂，观察结果，结果传入计算机LIS系统，报告临

床，同时做质控。

BDTH4211
寄生虫病抗原和抗体测

定—凝集法

样本类型：血液。标本采集，标本离心，加试剂，观察结果，结果传入计算机LIS系统，报告临

床，同时做质控。

BDTH5911
寄生虫病抗原和抗体测

定—沉淀法

样本类型：血液。标本采集，标本离心，加试剂，观察结果，结果传入计算机LIS系统，报告临

床，同时做质控。

BDTJ4581
鹦鹉热衣原体检测—免

疫荧光法

样本类型：血液、痰、鼻分泌物。标本采集，标本处理，处理后标本加入到包括有荧光标记抗体的

样本片上，在荧光显微镜下观察结果，将结果传入计算机LIS系统，报告临床，同时做质控。

BDTJ4881
鹦鹉热衣原体检测—金

标法

样本类型：血液、痰、鼻分泌物。标本采集，将标本与提取液混匀并离心，吸取上清液，加入测试

卡中，读取结果，将结果传入计算机LIS系统，报告临床，同时做质控。

BDTK3011
肺炎衣原体抗体IgM检

测—酶联免疫吸附法

样本类型：血液。标本采集，标本离心，手工进行加样，加试剂，温育，洗板，通过酶标仪进行测

定，测定结果传入计算机LIS系统，报告临床，同时做质控。

BDTK3012
肺炎衣原体抗体IgG检

测—酶联免疫吸附法

样本类型：血液。标本采集，标本离心，手工进行加样，加试剂，温育，洗板，通过酶标仪进行测

定，测定结果传入计算机LIS系统，报告临床，同时做质控。

BDTK4611
肺炎衣原体抗体IgM检

测—间接免疫荧光法

样本类型：血液。标本采集，标本离心，在包括有肺炎衣原体细胞的抗原片上加入待检血清，用荧

光标记抗体染色，在荧光显微镜下观察结果，将结果传入计算机LIS系统，报告临床，同时做质控

BDTK4612
肺炎衣原体抗体IgG检

测—间接免疫荧光法

样本类型：血液。标本采集，标本离心，在包括有感染肺炎衣原体细胞的抗原片上加入待检血清，

用荧光标记抗体染色，在荧光显微镜下观察结果，将结果传入计算机LIS系统，报告临床，同时做

质控。

BDTL1661
幽门螺杆菌尿素酶快速

检测—酶法

样本类型：胃黏膜组织。标本采集，标本检测，结果读取，传入计算机LIS系统，报告临床，同时

做质控。

BDTM1191
13碳尿素呼气试验—质

谱法

样本类型：呼吸气体。制备基线呼气样本，制备服用13 C2尿素后呼气样本，使用质谱仪测定服13

C2尿素前后呼气样本，采用欧洲标准判断结果阴阳性，传入计算机LIS系统，报告临床，同时做校

准及质控。

BDTM1491
14碳尿素呼气诊断试验

—同位素液闪法

样本类型：呼吸气体。制备基线呼气样本，制备服用14 C2尿素后呼气样本(特制样本瓶或卡)，使

用液闪计数仪测定服14C2尿素前后呼气样本，采用欧洲标准判断结果阴阳性，传入计算机LIS系

统，报告临床，同时做校准及质控。

BDTN3031
幽门螺杆菌粪便抗原检

查—酶联免疫吸附法

样本类型：粪便。标本采集，标本稀释，离心，收集上清夜，滴加试剂，洗板，拍干，温孵育，加

终止液，测吸光光度值、判断阴阳性，传入计算机LIS系统，报告临床，同时做质控。

BDTP3031
粪便空肠弯曲菌抗原测

定—酶联免疫吸附法

样本类型：粪便。标本采集，标本稀释，离心，滴加试剂，洗板，拍干，温孵育，加终止液，测吸

光光度值，判断阴阳性，传入计算机LIS系统，报告临床，同时做质控。

BDTQ9911 感染疾病筛查四项
样本类型：血液。包括梅毒螺旋体抗体(Anti-TP)测定、人免疫缺陷病毒抗体测定(Anti-HIV)、丙

型肝炎抗体测定(Anti-HCV)、乙型肝炎表面抗原定量(或定性)(HBsAg)测定。

BDTQ9912 感染疾病筛查八项

样本类型：血液。包括丙型肝炎抗体测定(Anti-HCV)、人免疫缺陷病毒抗体测定(Anti-HIV)、梅毒

螺旋体抗体(Anti-TP)测定、乙型肝炎表面抗原定量(或定性)(HBsAg)测定、乙型肝炎表面抗体定量

(或定性)(AntiHBs)测定、乙型肝炎E抗原定性(HBEAg)测定、乙型肝炎E抗体(HBEAg)测定、乙型肝

炎核心抗体测定(Anti-HBc)。
4.肿瘤标志物检验

BDVA3011
癌胚抗原(CEA)测定—

酶联免疫吸附法

样本类型：血液。接标本，离心分离血清/血浆，取出酶标板加入标本，保温，洗涤，加试剂，酶

标仪检测，报告同时做质控.同时做校准及质控。

BDVA3111
癌胚抗原(CEA)测定—

磁微粒酶联免疫法

样本类型：血液。采血，标本签收，编号，用离心机离心后，将血清放置于磁微粒酶免分仪上，磁

微粒酶免分析仪需做定期定标和质控，装载试剂，输入参数后，仪器运行实验检测，显示结果，报

告临床，接受临床咨询同时做校准及质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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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DVA3311
癌胚抗原(CEA)测定—

微阵列酶联免疫法

样本类型：血液。样本稀释，加样，温育并37℃振荡，再洗涤，加样，温育第二次，37℃振荡，洗

涤，浓缩洗液稀释，拍干，生物芯片分析仪检测与结果判断，发光液A和B1：1混匀，每孔加入40微

升，用酶免分析仪及生物芯片分析仪检测，获得各指标发光信号值并进行结果判断，同时做校准及

质控。

BDVA3411
癌胚抗原(CEA)测定—

化学发光免疫法

样本类型：血液。接标本，离心分离血清/血浆，仪器清洗，上化学发光分析仪检测，仪器维护，

报告结果，同时做校准及质控。

BDVA3511
癌胚抗原(CEA)测定—

电化学发光免疫法

样本类型：血液。接标本，离心分离血清/血浆，仪器清洗，上电化学发光分析仪检测检测，仪器

维护，报告结果，同时做校准及质控。

BDVA3611
癌胚抗原(CEA)测定—

微粒子发光免疫分析法

样本类型：血液。标本采集，标本离心，通过微粒子酶免分析仪自动进行加样、加试剂、温育、洗

板和测定，测定结果传入计算机LIS系统，报告临床，同时做质控。

BDVA3711
癌胚抗原(CEA)测定—

放射免疫分析法

样本类型：血液。分离血清，室温平衡试剂加样、反应、沉淀处理后用放免仪检测，审核检验结

果，发出报告，检测后标本留验及无害化处理，同时做校准及质控。

BDVA4711
癌胚抗原(CEA)测定—

时间分辨荧光免疫分析

样本类型：血液。接标本，离心分离血清/血浆，仪器清洗，上时间分辨检测仪检测，仪器维护，

报告结果，同时做校准及质控。

BDVA4811
癌胚抗原(CEA)测定—

金标法

样本类型：血液。标本采集，标本离心，收集血清，标本检测，结果读取，传入计算机LIS系统，

报告临床，同时做质控。

BDVA7611
癌胚抗原(CEA)测定—

蛋白芯片法

样本类型：血液。接标本，离心分离血清/血浆，仪器清洗，蛋白芯片分析仪检测，仪器维护，报

告结果，同时做校准及质控。

BDVB3011
甲胎蛋白(AFP)测定—

酶联免疫吸附法

样本类型：血液。接标本，离心分离血清/血浆，取出酶标板加入标本，保温，洗涤，加试剂，酶

标仪检测，报告同时做校准及质控。

BDVB3111
甲胎蛋白(AFP)测定—

磁微粒酶联免疫法

样本类型：血液。采血，标本签收，编号，用离心机离心后，将血清放置于磁微粒酶免分仪上，磁

微粒酶免分析仪需做定期定标和质控，装载试剂，输入参数后，仪器运行实验检测，显示结果，报

告临床，接受临床咨询同时做校准及质控。

BDVB3311
甲胎蛋白(AFP)测定—

微阵列酶联免疫法

样本类型：血液。样本稀释，加样，温育并37℃振荡，再洗涤，加样，温育第二次，37℃振荡，洗

涤，浓缩洗液稀释，拍干，生物芯片分析仪检测与结果判断，发光液A和B1：1混匀，每孔加入40微

升，用酶免分析仪及生物芯片分析仪检测，获得各指标发光信号值并进行结果判断，同时做校准及

质控。

BDVB3411
甲胎蛋白(AFP)测定—

化学发光免疫法

样本类型：血液。接标本，离心分离血清/血浆，仪器清洗，上机检测，仪器维护，报告结果，同

时做校准及质控。

BDVB3511
甲胎蛋白(AFP)测定—

电化学发光免疫法

样本类型：血液。接标本，离心分离血清/血浆，仪器清洗，上机检测，仪器维护，报告结果，同

时做校准及质控。

BDVB3611
甲胎蛋白(AFP)测定—

微粒子发光免疫分析法

样本类型：血液。标本采集，标本离心，通过微粒子酶免分析仪自动进行加样、加试剂、温育、洗

板和测定，测定结果传入计算机LIS系统，报告临床，同时做质控。

BDVB3711
甲胎蛋白(AFP)测定—

放射免疫分析法

样本类型：血液。分离血清，室温平衡试剂，加样、反应、沉淀处理后用放免仪检测，审核检验结

果，发出报告，检测后标本留验及无害化处理，同时做校准及质控。

BDVB4711
甲胎蛋白(AFP)测定—

时间分辨荧光免疫分析

样本类型：血液。接标本，离心分离血清/血浆，仪器清洗，上时间分辨荧光免疫检测仪检测，仪

器维护，报告结果，同时做校准及质控。

BDVB4811
甲胎蛋白(AFP)测定—

金标法

样本类型：血液。标本采集，标本离心，收集血清，标本检测，结果读取，传入计算机LIS系统，

报告临床，同时做质控。

BDVB7611
甲胎蛋白(AFP)测定—

蛋白芯片法

样本类型：血液。接标本，离心分离血清/血浆，仪器清洗，蛋白芯片分析仪检测，仪器维护，报

告结果，同时做校准及质控。

BDVC3011
碱性胎儿蛋白(BFP)测

定—酶联免疫吸附法

样本类型：血液。接标本，离心分离血清/血浆，取出酶标板加入标本，保温，洗涤，加试剂，酶

标仪检测，报告，同时做校准及质控。

BDVC3411
碱性胎儿蛋白(BFP)测

定—化学发光免疫法

样本类型：血液。接标本，离心分离血清/血浆，仪器清洗，上机检测，仪器维护，报告结果，同

时做校准及质控。

BDVD3011
总前列腺特异性抗原

(TPSA)测定—酶联免疫

吸附法

样本类型：血液。接标本，离心分离血清/血浆，取出酶标板加入标本，保温，洗涤，加试剂，酶

标仪检测，报告，同时做校准及质控。

BDVD3012
游离前列腺特异性抗原

(FPSA)测定—酶联免疫

吸附法

样本类型：血液。接标本，离心分离血清/血浆，取出酶标板加入标本，保温，洗涤，加试剂，酶

标仪检测，报告，同时做校准及质控。

BDVD3013
复合前列腺特异性抗原

(CPSA)测定—酶联免疫

吸附法

样本类型：血液。接标本，离心分离血清/血浆，取出酶标板加入标本，保温，洗涤，加试剂，酶

标仪检测，报告，同时做校准及质控。

BDVD3111
总前列腺特异性抗原

(TPSA)测定—磁微粒酶

联免疫法

样本类型：血液。采血，标本签收，编号，用离心机离心后，将血清放置于磁微粒酶免分仪上，磁

微粒酶免分析仪需做定期定标和质控，装载试剂，输入参数后，仪器运行实验检测，显示结果，报

告临床，接受临床咨询，同时做校准及质控。

BDVD3112
游离前列腺特异性抗原

(FPSA)测定—磁微粒酶

联免疫法

样本类型：血液。采血，标本签收，编号，用离心机离心后，将血清放置于磁微粒酶免分仪上，磁

微粒酶免分析仪需做定期定标和质控，装载试剂，输入参数后，仪器运行实验检测，显示结果，报

告临床，接受临床咨询，同时做校准及质控。

BDVD3311

总前列腺特异性抗原

(TPSA)测定—微阵列酶

联免疫法

样本类型：血液。样本稀释，加样，温育并37℃振荡，再洗涤，加样，温育第二次，37℃振荡，洗

涤，浓缩洗液稀释，拍干，生物芯片分析仪检测与结果判断，发光液A和B1：1混匀，每孔加入40微

升，用酶免分析仪及生物芯片分析仪检测，获得各指标发光信号值并进行结果判断，同时做校准及

质控。

BDVD3312

游离前列腺特异性抗原

(FPSA)测定—微阵列酶

联免疫法

样本类型：血液。样本稀释，加样，温育并37℃振荡，再洗涤，加样，温育第二次，37℃振荡，洗

涤，浓缩洗液稀释，拍干，生物芯片分析仪检测与结果判断，发光液A和B1：1混匀，每孔加入40微

升，用酶免分析仪及生物芯片分析仪检测，获得各指标发光信号值并进行结果判断，同时做校准及

质控。

BDVD3411
总前列腺特异性抗原

(TPSA)测定—化学发光

免疫法

样本类型：血液。接标本，离心分离血清/血浆，仪器清洗，上化学发光分析仪检测，仪器维护，

报告结果，同时做校准及质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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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DVD3412
游离前列腺特异性抗原

(FPSA)测定—化学发光

免疫法

样本类型：血液。接标本，离心分离血清/血浆，仪器清洗，上化学发光分析仪检测，仪器维护，

报告结果，同时做校准及质控。

BDVD3413
复合前列腺特异性抗原

(CPSA)测定—化学发光

免疫法

样本类型：血液。接标本，离心分离血清/血浆，仪器清洗，上化学发光分析仪检测，仪器维护，

报告结果，同时做校准及质控。

BDVD3511
总前列腺特异性抗原

(TPSA)测定—电化学发

光免疫法

样本类型：血液。接标本，离心分离血清/血浆，仪器清洗，上电化学发光分析仪检测检测，仪器

维护，报告结果，同时做校准及质控。

BDVD3512
游离前列腺特异性抗原

(FPSA)测定—电化学发

光免疫法

样本类型：血液。接标本，离心分离血清/血浆，仪器清洗，上电化学发光分析仪检测检测，仪器

维护，报告结果，同时做校准及质控。

BDVD3513
复合前列腺特异性抗原

(CPSA)测定—电化学发

光免疫法

样本类型：血液。接标本，离心分离血清/血浆，仪器清洗，上电化学发光分析仪检测检测，仪器

维护，报告结果，同时做校准及质控。

BDVD3611
总前列腺特异性抗原

(TPSA)测定—微粒子发

光免疫分析法

样本类型：血液。标本采集，标本离心，通过微粒子酶免分析仪自动进行加样、加试剂、温育、洗

板和测定，测定结果传入计算机LIS系统，报告临床，同时做质控。

BDVD3612
游离前列腺特异性抗原

(FPSA)测定—微粒子发

光免疫分析法

样本类型：血液。接标本，离心分离血清/血浆，仪器清洗，上化学发光分析仪检测，仪器维护，

报告结果，同时做校准及质控。

BDVD3711
总前列腺特异性抗原

(TPSA)测定—放射免疫

分析法

样本类型：血液。分离血清，室温平衡试剂，加样，反应，洗涤处理后用放免仪检测，审核检验结

果，发出报告，检测后标本留验及无害化处理，同时做校准及质控。

BDVD3712
游离前列腺特异性抗原

(FPSA)测定—放射免疫

分析法

样本类型：血液。分离血清，室温平衡试剂，加样，反应，洗涤处理后用放免仪检测，审核检验结

果，发出报告，检测后标本留验及无害化处理，同时做校准及质控。

BDVD4711
总前列腺特异性抗原

(TPSA)测定—时间分辨

荧光免疫分析法

样本类型：血液。接标本，离心分离血清/血浆，仪器清洗，上时间分辨检测仪检测，仪器维护，

报告结果，同时做校准及质控。

BDVD4712
游离前列腺特异性抗原

(FPSA)测定—时间分辨

荧光免疫分析法

样本类型：血液。接标本，离心分离血清/血浆，仪器清洗，上时间分辨检测仪检测，仪器维护，

报告结果，同时做校准及质控。

BDVD4811
总前列腺特异性抗原

(TPSA)测定—金标法

样本类型：血液。标本采集，标本离心，收集血清，标本检测，结果读取，传入计算机LIS系统，

报告临床，同时做质控。

BDVD4812
游离前列腺特异性抗原

(FPSA)测定—金标法
样本类型：血液。接标本，离心分离血清/血浆，上金标板检测，报告结果，同时做校准及质控。

BDVD7611
总前列腺特异性抗原

(TPSA)测定—蛋白芯片

样本类型：血液。接标本，离心分离血清/血浆，仪器清洗，蛋白芯片分析仪检测，仪器维护，报

告结果，同时做校准及质控。

BDVD7612
游离前列腺特异性抗原

(FPSA)测定—蛋白芯片

样本类型：血液。接标本，离心分离血清/血浆，仪器清洗，蛋白芯片分析仪检测，仪器维护，报

告结果，同时做校准及质控。

BDVE1611
前列腺酸性磷酸酶

(PAP)测定—酶法

样本类型：血液。接标本，离心分离血清/血浆，仪器清洗，上生化分析仪检测，仪器维护，报告

结果，同时做校准及质控。

BDVE3011
前列腺酸性磷酸酶

(PAP)测定—酶联免疫

样本类型：血液。接标本，离心分离血清/血浆，取出酶标板加入标本，保温，洗涤，加试剂，酶

标仪检测，报告，同时做校准及质控。

BDVE3411
前列腺酸性磷酸酶

(PAP)测定—化学发光

样本类型：血液。接标本，离心分离血清/血浆，仪器清洗，上化学发光分析仪检测，仪器维护，

报告结果，同时做校准及质控

BDVF3011
神经元特异性烯醇化酶

(NSE)测定—酶联免疫

吸附法

样本类型：血液。接标本，离心分离血清/血浆，取出酶标板加入标本，保温，洗涤，加试剂，酶

标仪检测，报告，同时做校准及质控。

BDVF3311

神经元特异性烯醇化酶

(NSE)测定—微阵列酶

联免疫法

样本类型：血液。样本稀释，加样，温育并37℃振荡，再洗涤，加样，温育第二次，37℃振荡，洗

涤，浓缩洗液稀释，拍干，生物芯片分析仪检测与结果判断，发光液A和B1：1混匀，每孔加入40微

升，用酶免分析仪及生物芯片分析仪检测，获得各指标发光信号值并进行结果判断，同时做校准及

质控。

BDVF3411
神经元特异性烯醇化酶

(NSE)测定—化学发光

免疫法

样本类型：血液。接标本，离心分离血清/血浆，仪器清洗，上机检测，仪器维护，报告结果，同

时做校准及质控。

BDVF3511
神经元特异性烯醇化酶

(NSE)测定—电化学发

光免疫法

样本类型：血液。接标本，离心分离血清/血浆，仪器清洗，上电化学发光分析仪检测检测，仪器

维护，报告结果，同时做校准及质控。

BDVF3711
神经元特异性烯醇化酶

(NSE)测定—放射免疫

分析法

样本类型：血液。分离血清，室温平衡试剂，加样、反应、洗涤处理后用放免仪检测，审核检验结

果，发出报告，检测后标本留验及无害化处理，同时做校准及质控。

BDVF4711
神经元特异性烯醇化酶

(NSE)测定—时间分辨

荧光免疫分析法

样本类型：血液。接标本，离心分离血清/血浆，仪器清洗，上机(时间荧光分辨检测仪)检测，仪

器维护，报告结果，同时做校准及质控。

BDVF7611
神经元特异性烯醇化酶

(NSE)测定—蛋白芯片

样本类型：血液。接标本，离心分离血清/血浆，仪器清洗，蛋白芯片分析仪检测，仪器维护，报

告结果，同时做校准及质控。

BDVG3011
细胞角蛋白19片段

(CYFRA21-1)测定—酶

联免疫吸附法

样本类型：血液。接标本，离心分离血清/血浆，取出酶标板加入标本，保温，洗涤，加试剂，酶

标仪检测，报告，同时做校准及质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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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DVG3311

细胞角蛋白19片段

(CYFRA21-1)测定—微

阵列酶联免疫法

样本类型：血液。样本稀释，加样，温育并37℃振荡，再洗涤，加样，温育第二次，37℃振荡，洗

涤，浓缩洗液稀释，拍干，生物芯片分析仪检测与结果判断，发光液A和B1：1混匀，每孔加入40微

升，用酶免分析仪及生物芯片分析仪检测，获得各指标发光信号值并进行结果判断，同时做校准及

质控。

BDVG3411
细胞角蛋白19片段

(CYFRA21-1)测定—化

学发光免疫法

样本类型：血液。接标本，离心分离血清/血浆，仪器(化学发光分析仪)清洗，上机检测，仪器维

护，报告结果，同时做校准及质控。

BDVG3412
细胞角蛋白19片段测定

—化学发光免疫法

样本类型：血液。接标本，离心分离血清/血浆，仪器(化学发光分析仪)清洗，上机检测，仪器维

护，报告结果，同时做校准及质控。

BDVG3511
细胞角蛋白19片段

(CYFRA21-1)测定—电

化学发光免疫法

样本类型：血液。接标本，离心分离血清/血浆，仪器清洗，上电化学发光分析仪检测检测，仪器

维护，报告结果，同时做校准及质控。

BDVG4711
细胞角蛋白19片段

(CYFRA21-1)测定—时

间分辨荧光免疫分析法

样本类型：血液。接标本，离心分离血清/血浆，仪器清洗，上时间分辨检测仪检测，仪器维护，

报告结果，同时做校准及质控。

BDVG7611
细胞角蛋白19片段

(CYFRA21-1)测定—蛋

白芯片法

样本类型：血液。接标本，离心分离血清/血浆，仪器清洗，蛋白芯片分析仪检测，仪器维护，报

告结果，同时做校准及质控。

BDVG7612
细胞角蛋白19片段测定

—蛋白芯片法

样本类型：血液。接标本，离心分离血清/血浆，仪器清洗，蛋白芯片分析仪检测，仪器维护，报

告结果，同时做校准及质控。

BDVH3411
细胞角蛋白18片段测定

—化学发光免疫法

样本类型：血液。接标本，离心分离血清/血浆，仪器(化学发光分析仪)清洗，上机检测，仪器维

护，报告结果，同时做校准及质控。

BDVJ3011
糖类抗原CA-27测定—

酶联免疫吸附法

样本类型：血液。接标本，离心分离血清/血浆，取出酶标板加入标本，保温，洗涤，加试剂，酶

标仪检测，报告，同时做校准及质控。

BDVJ3012
糖类抗原CA-29测定—

酶联免疫吸附法

样本类型：血液。接标本，离心分离血清/血浆，取出酶标板加入标本，保温，洗涤，加试剂，酶

标仪检测，报告，同时做校准及质控。

BDVJ3013
糖类抗原CA-50测定—

酶联免疫吸附法

样本类型：血液。接标本，离心分离血清/血浆，取出酶标板加入标本，保温，洗涤，加试剂，酶

标仪检测，报告，同时做校准及质控。

BDVJ3014
糖类抗原CA-125测定—

酶联免疫吸附法

样本类型：血液。接标本，离心分离血清/血浆，取出酶标板加入标本，保温，洗涤，加试剂，酶

标仪检测，报告，同时做校准及质控。

BDVJ3015
糖类抗原CA-153测定—

酶联免疫吸附法

样本类型：血液。接标本，离心分离血清/血浆，取出酶标板加入标本，保温，洗涤，加试剂，酶

标仪检测，报告同时做校准及质控。

BDVJ3016
糖类抗原CA-199测定—

酶联免疫吸附法

样本类型：血液。接标本，离心分离血清/血浆，取出酶标板加入标本，保温，洗涤，加试剂，比

色.同时做校准及质控。

BDVJ3017
糖类抗原CA-242测定—

酶联免疫吸附法

样本类型：血液。接标本，离心分离血清/血浆，取出酶标板加入标本，保温，洗涤，加试剂，酶

标仪检测，报告，同时做校准及质控。

BDVJ3018
糖类抗原CA-724测定—

酶联免疫吸附法

样本类型：血液。接标本，离心分离血清/血浆，取出酶标板加入标本，保温，洗涤，加试剂，酶

标仪检测，报告，同时做校准及质控。

BDVJ3111
糖类抗原CA-125测定—

磁微粒酶联免疫法

样本类型：血液。采血，标本签收，编号，用离心机离心后，将血清放置于磁微粒酶免分仪上，磁

微粒酶免分析仪需做定期定标和质控，装载试剂，输入参数后，仪器运行实验检测，显示结果，报

告临床，接受临床咨询，同时做校准及质控。

BDVJ3112
糖类抗原CA-153测定—

磁微粒酶联免疫法

样本类型：血液。采血，标本签收，编号，用离心机离心后，将血清放置于磁微粒酶免分仪上，磁

微粒酶免分析仪需做定期定标和质控，装载试剂，输入参数后，仪器运行实验检测，显示结果，报

告临床，接受临床咨询，同时做校准及质控。

BDVJ3113
糖类抗原CA-199测定—

磁微粒酶联免疫法

样本类型：血液。采血，标本签收，编号，用离心机离心后，将血清放置于磁微粒酶免分仪上，磁

微粒酶免分析仪需做定期定标和质控，装载试剂，输入参数后，仪器运行实验检测，显示结果，报

告临床，接受临床咨询，同时做校准及质控。

BDVJ3311
糖类抗原CA-125测定—

微阵列酶联免疫法

样本类型：血液。样本稀释，加样，温育并37℃振荡，再洗涤，加样，温育第二次，37℃振荡，洗

涤，浓缩洗液稀释，拍干，生物芯片分析仪检测与结果判断，发光液A和B1：1混匀，每孔加入40微

升，用酶免分析仪及生物芯片分析仪检测，获得各指标发光信号值并进行结果判断，同时做校准及

质控。

BDVJ3312
糖类抗原CA-153测定—

微阵列酶联免疫法

样本类型：血液。样本稀释，加样，温育并37℃振荡，再洗涤，加样，温育第二次，37℃振荡，洗

涤，浓缩洗液稀释，拍干，生物芯片分析仪检测与结果判断，发光液A和B1：1混匀，每孔加入40微

升，用酶免分析仪及生物芯片分析仪检测，获得各指标发光信号值并进行结果判断，同时做校准及

质控。

BDVJ3313
糖类抗原CA-199测定—

微阵列酶联免疫法

样本类型：血液。样本稀释，加样，温育并37℃振荡，再洗涤，加样，温育第二次，37℃振荡，洗

涤，浓缩洗液稀释，拍干，生物芯片分析仪检测与结果判断，发光液A和B1：1混匀，每孔加入40微

升，用酶免分析仪及生物芯片分析仪检测，获得各指标发光信号值并进行结果判断，同时做校准及

质控。

BDVJ3314
糖类抗原CA-724测定—

微阵列酶联免疫法

样本类型：血液。样本稀释，加样，温育并37℃振荡，再洗涤，加样，温育第二次，37℃振荡，洗

涤，浓缩洗液稀释，拍干，生物芯片分析仪检测与结果判断，发光液A和B1：1混匀，每孔加入40微

升，用酶免分析仪及生物芯片分析仪检测，获得各指标发光信号值并进行结果判断，同时做校准及

质控。

BDVJ3411
糖类抗原CA-50测定—

化学发光免疫法

样本类型：血液。分离血清，室温平衡试剂，标本、校准品、质控品及酶标记物加样，温育反应，

洗板，加发光底物液，用发光仪检测，审核检验结果，发出报告，检测后标本留验及无害化处理，

同时做校准及质控。

BDVJ3412
糖类抗原CA-125测定—

化学发光免疫法

样本类型：血液。接标本，离心分离血清/血浆，仪器清洗，上机检测，仪器维护，报告结果，同

时做校准及质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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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DVJ3413
糖类抗原CA-153测定—

化学发光免疫法

样本类型：血液。接标本，离心分离血清/血浆，仪器清洗，上化学发光分析仪检测，仪器维护，

报告结果，同时做校准及质控。

BDVJ3414
糖类抗原CA-199测定—

化学发光免疫法

样本类型：血液。接标本，离心分离血清/血浆，仪器清洗，上化学发光分析仪检测，仪器维护，

报告结果，同时做校准及质控。

BDVJ3415
糖类抗原CA-242测定—

化学发光免疫法

样本类型：血液。分离血清，室温平衡试剂，标本、校准品、质控品及酶标记物加样，温育反应，

洗板，加发光底物液，用发光仪检测，审核检验结果，发出报告，检测后标本留验及无害化处理。

BDVJ3416
糖类抗原CA-724测定—

化学发光免疫法

样本类型：血液。接标本，离心分离血清/血浆，仪器清洗，上机检测，仪器维护，报告结果，同

时做校准及质控。

BDVJ3511
糖类抗原CA-125测定—

电化学发光免疫法

样本类型：血液。接标本，离心分离血清/血浆，仪器清洗，上机检测，仪器维护，报告结果，同

时做校准及质控。

BDVJ3512
糖类抗原CA-153测定—

电化学发光免疫法

样本类型：血液。接标本，离心分离血清/血浆，仪器清洗，上电化学发光分析仪检测检测，仪器

维护，报告结果，同时做校准及质控。

BDVJ3513
糖类抗原CA-199测定—

电化学发光免疫法

样本类型：血液。接标本，离心分离血清/血浆，仪器清洗，上电化学发光分析仪检测检测，仪器

维护，报告结果，同时做校准及质控。

BDVJ3611
糖类抗原CA-125测定—

微粒子发光免疫分析法

样本类型：血液。接标本，离心分离血清/血浆，仪器清洗，上机检测，仪器维护，报告结果，同

时做校准及质控。

BDVJ3612
糖类抗原CA-153测定—

微粒子发光免疫分析法

样本类型：血液。接标本，离心分离血清/血浆，仪器清洗，上化学发光分析仪检测，仪器维护，

报告结果，同时做校准及质控。

BDVJ3613
糖类抗原CA-199测定—

微粒子发光免疫分析法

样本类型：血液。接标本，离心分离血清/血浆，仪器清洗，上化学发光分析仪检测，仪器维护，

报告结果，同时做校准及质控。

BDVJ3711
糖类抗原CA-27测定—

放射免疫分析法

样本类型：血液。分离血清，室温平衡试剂，加样，反应，洗涤处理后用放免仪检测，审核检验结

果，发出报告，检测后标本留验及无害化处理，同时做校准及质控。

BDVJ3712
糖类抗原CA-50测定—

放射免疫分析法

样本类型：血液。分离血清，室温平衡试剂，加样，反应，洗涤处理后用放免仪检测，审核检验结

果，发出报告，检测后标本留验及无害化处理，同时做校准及质控。

BDVJ3713
糖类抗原CA-125测定—

放射免疫分析法

样本类型：血液。分离血清，室温平衡试剂，加样，反应，洗涤处理后用放免仪检测，审核检验结

果，发出报告，检测后标本留验及无害化处理，同时做校准及质控。

BDVJ3714
糖类抗原CA-153测定—

放射免疫分析法

样本类型：血液。分离血清，室温平衡试剂，加样，反应，洗涤处理后用放免仪检测，审核检验结

果，发出报告，检测后标本留验及无害化处理，同时做校准及质控。

BDVJ3715
糖类抗原CA-199测定—

放射免疫分析法

样本类型：血液。分离血清，室温平衡试剂，加样，反应，洗涤处理后用放免仪检测，审核检验结

果，发出报告，检测后标本留验及无害化处理，同时做校准及质控。

BDVJ3716
糖类抗原CA-242测定—

放射免疫分析法

样本类型：血液。分离血清，室温平衡试剂，加样，反应，洗涤处理后用放免仪检测，审核检验结

果，发出报告，检测后标本留验及无害化处理，同时做校准及质控。

BDVJ4711
糖类抗原CA-50测定—

时间分辨荧光免疫分析

样本类型：血液。接标本，离心分离血清/血浆，仪器清洗，上时间分辨检测仪检测，仪器维护，

报告结果，同时做校准及质控。

BDVJ4712
糖类抗原CA-125测定—

时间分辨荧光免疫分析

样本类型：血液。接标本，离心分离血清/血浆，仪器清洗，上时间分辨检测仪检测，仪器维护，

报告结果，同时做校准及质控。

BDVJ4713
糖类抗原CA-153测定—

时间分辨荧光免疫分析

样本类型：血液。接标本，离心分离血清/血浆，仪器清洗，上时间分辨检测仪检测，仪器维护，

报告结果，同时做校准及质控。

BDVJ4714
糖类抗原CA-199测定—

时间分辨荧光免疫分析

样本类型：血液。接标本，离心分离血清/血浆，仪器清洗，上时间分辨检测仪检测，仪器维护，

报告结果，同时做校准及质控。

BDVJ7611
糖类抗原CA-125测定—

蛋白芯片法

样本类型：血液。接标本，离心分离血清/血浆，仪器清洗，蛋白芯片分析仪检测，仪器维护，报

告结果，同时做校准及质控。

BDVJ7612
糖类抗原CA-153测定—

蛋白芯片法

样本类型：血液。接标本，离心分离血清/血浆，仪器清洗，蛋白芯片分析仪检测，仪器维护，报

告结果，同时做校准及质控。

BDVJ7613
糖类抗原CA-199测定—

蛋白芯片法

样本类型：血液。接标本，离心分离血清/血浆，仪器清洗，蛋白芯片分析仪检测，仪器维护，报

告结果，同时做校准及质控。

BDVJ7614
糖类抗原CA-242测定—

蛋白芯片法

样本类型：血液。接标本，离心分离血清/血浆，仪器清洗，蛋白芯片分析仪检测，仪器维护，报

告结果，同时做校准及质控。

BDVJ3514
糖类抗原CA-724测定—

电化学发光免疫法

样本类型：血液。接标本，离心分离血清/血浆，仪器清洗，上机检测，仪器维护，报告结果，同

时做校准及质控。

BDVJ7615
糖类抗原CA-724测定—

蛋白芯片法

样本类型：血液。接标本，离心分离血清/血浆，仪器清洗，蛋白芯片分析仪检测，仪器维护，报

告结果，同时做校准及质控。

BDVK3011
鳞状细胞癌相关抗原

(SCC)测定—酶联免疫

吸附法

样本类型：血液。接标本，离心分离血清/血浆，取出酶标板加入标本，保温，洗涤，加试剂，酶

标仪检测，报告，同时做校准及质控。

BDVK3311

鳞状细胞癌相关抗原

(SCC)测定—微阵列酶

联免疫法

样本类型：血液。样本稀释，加样，温育并37℃振荡，再洗涤，加样，温育第二次，37℃振荡，洗

涤，浓缩洗液稀释，拍干，生物芯片分析仪检测与结果判断，发光液A和B1：1混匀，每孔加入40微

升，用酶免分析仪及生物芯片分析仪检测，获得各指标发光信号值并进行结果判断，同时做校准及

质控。

BDVK3411
鳞状细胞癌相关抗原

(SCC)测定—化学发光

免疫法

样本类型：血液。接标本，离心分离血清/血浆，仪器清洗，上机检测，仪器维护，报告结果，同

时做校准及质控。

BDVK3711
鳞状细胞癌相关抗原

(SCC)测定—放射免疫

分析法

样本类型：血液。分离血清，室温平衡试剂，加样，反应，洗涤处理后用放免仪检测，审核检验结

果，发出报告，检测后标本留验及无害化处理，同时做校准及质控。

BDVK7611
鳞状细胞癌相关抗原

(SCC)测定—蛋白芯片

样本类型：血液。接标本，离心分离血清/血浆，仪器清洗，蛋白芯片分析仪检测，仪器维护，报

告结果，同时做校准及质控。

BDVL3011
肿瘤坏死因子(TNF)测

定—酶联免疫吸附法

样本类型：血液。接标本，离心分离血清/血浆，取出酶标板加入标本，保温，洗涤，加试剂，酶

标仪检测，报告，同时做校准及质控。

BDVL3711
肿瘤坏死因子α (TNF-

α )测定—放射免疫分

样本类型：血液。分离血清，室温平衡试剂，加样，反应，沉淀处理后用放免仪检测，审核检验结

果，发出报告，检测后标本留验及无害化处理，同时做校准及质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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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DVM3011
肿瘤相关抗原(MG-Ags)

测定—酶联免疫吸附法

样本类型：血液。接标本，离心分离血清/血浆，取出酶标板加入标本，保温，洗涤，加试剂，比

色.同时做校准及质控。

BDVM3012
肿瘤相关抗原(TA-2)测

定—酶联免疫吸附法

样本类型：血液。接标本，离心分离血清/血浆，取出酶标板加入标本，保温，洗涤，加试剂，酶

标仪检测，报告，同时做校准及质控。

BDVN1711
铁蛋白(Fer)测定—化

学法

样本类型：血液。接标本，离心分离血清/血浆，仪器清洗，上生化分析仪检测，仪器维护，报告

结果，同时做校准及质控。

BDVN3011
铁蛋白(Fer)测定—酶

联免疫吸附法

样本类型：血液。接标本，离心分离血清/血浆，取出酶标板加入标本，保温，洗涤，加试剂，酶

标仪检测，报告，同时做校准及质控。

BDVN3111
铁蛋白(Fer)测定—磁

微粒酶联免疫法

样本类型：血液。采血，标本签收，编号，用离心机离心后，将血清放置于磁微粒酶免分仪上，磁

微粒酶免分析仪需做定期定标和质控，装载试剂，输入参数后，仪器运行实验检测，显示结果，报

告临床，接受临床咨询，同时做校准及质控。

BDVN3311
铁蛋白(Fer)测定—微

阵列酶联免疫法

样本类型：血液。样本稀释，加样，温育并37℃振荡，再洗涤，加样，温育第二次，37℃振荡，洗

涤，浓缩洗液稀释，拍干，生物芯片分析仪检测与结果判断，发光液A和B1：1混匀，每孔加入40微

升，用酶免分析仪及生物芯片分析仪检测，获得各指标发光信号值并进行结果判断，同时做校准及

质控。

BDVN3411
铁蛋白(Fer)测定—化

学发光免疫法

样本类型：血液。接标本，离心分离血清/血浆，仪器清洗，上化学发光分析仪检测，仪器维护，

报告结果，同时做校准及质控。

BDVN3511
铁蛋白(Fer)测定—电

化学发光免疫法

样本类型：血液。接标本，离心分离血清/血浆，仪器清洗，上电化学发光分析仪检测检测，仪器

维护，报告结果，同时做校准及质控。

BDVN3611
铁蛋白(Fer)测定—微

粒子发光免疫分析法

样本类型：血液。接标本，离心分离血清/血浆，仪器清洗，上化学发光分析仪检测，仪器维护，

报告结果，同时做校准及质控。

BDVN3711
铁蛋白(Fer)测定—放

射免疫分析法

样本类型：血液。分离血清，室温平衡试剂，加样，反应，沉淀处理后用放免仪检测，审核检验结

果，发出报告，检测后标本留验及无害化处理，同时做校准及质控。

BDVN4811
铁蛋白(Fer)测定—金

标法

样本类型：血液。标本采集，标本离心，收集血清，标本检测，结果读取，传入计算机LIS系统，

报告临床。检测项目：幽门螺旋杆菌，同时做质控。

BDVN7611
铁蛋白(Fer)测定—蛋

白芯片法

样本类型：血液。接标本，离心分离血清/血浆，仪器清洗，蛋白芯片分析仪检测，仪器维护，报

告结果，同时做校准及质控。

BDVP3011
显形胶质蛋白(AP)测定

—酶联免疫吸附法

样本类型：血液。接标本，离心分离血清/血浆，取出酶标板加入标本，保温，洗涤，加试剂，酶

标仪检测，报告，同时做校准及质控。

BDVQ1611
恶性肿瘤特异生长因子

(TSGF)测定—酶法

样本类型：血液。接标本，离心分离血清/血浆，仪器清洗，上生化分析仪检测，仪器维护，报告

结果，同时做校准及质控。

BDVQ3011
恶性肿瘤特异生长因子

(TSGF)测定—酶联免疫

吸附法

样本类型：血液。接标本，离心分离血清/血浆，取出酶标板加入标本，保温，洗涤，加试剂，酶

标仪检测，报告，同时做校准及质控。

BDVR1611
肿瘤相关物质(BXTM)测

定—生化法

样本类型：血液。接标本，离心分离血清/血浆，仪器清洗，上生化分析仪检测，仪器维护，报告

结果。包括小分子糖蛋白类，糖脂类及羟脯氨酸类物质，同时做校准及质控。

BDVS3011
人附睾分泌蛋白(HE4)

测定—酶联免疫吸附法

样本类型：血液。接标本，离心分离血清/血浆，取出酶标板加入标本，保温，洗涤，加试剂，酶

标仪检测，报告，同时做校准及质控。

BDVS3411
人附睾分泌蛋白(HE4)

测定-化学发光免疫法

样本类型：血液。化学发光免疫分析法：接标本，离心分离血清/血浆，取出酶标板加入标本，保

温，洗涤，加试剂，酶标仪检测，报告，同时做校准及质控。

BDVT3011
高尔基体蛋白GP73测定

—酶联免疫吸附法

样本类型：血液。标本采集，标本离心，手工进行加样，加试剂，温育，洗板，通过或酶标仪进行

测定，测定结果传入计算机LIS系统，报告结果，同时做校准及质控。

BDVT3411
高尔基体蛋白GP73测定

—化学发光免疫法

样本类型：血液。接标本，离心分离血清/血浆，仪器清洗，上化学发光分析仪检测，仪器维护，

报告结果，同时做校准及质控。

BDVU3811
触珠蛋白测定—免疫比

浊法

样本类型：血液。接标本，离心分离血清/血浆，仪器清洗，上生化分析仪/特定免疫分析仪检测，

仪器维护，报告结果，同时做校准及质控。

BDVV3011
酸性糖蛋白测定—酶联

免疫吸附法

样本类型：血液。接标本，离心分离血清/血浆，取出酶标板加入标本，保温，洗涤，加试剂，酶

标仪检测，报告，同时做校准及质控。

BDVV3411
酸性糖蛋白测定—化学

发光免疫法

样本类型：血液。接标本，离心分离血清/血浆，仪器清洗，上化学发光分析仪检测，仪器维护，

报告结果，同时做校准及质控。

BDVV3711
酸性糖蛋白测定—放射

免疫分析法

样本类型：血液。分离血清，室温平衡试剂，加样，反应，沉淀处理后用放免仪检测，审核检验结

果，发出报告，检测后标本留验及无害化处理，同时做校准及质控。

BDVV3811
酸性糖蛋白测定—免疫

比浊法

样本类型：血液。接标本，离心分离血清/血浆，仪器清洗，上生化分析仪/特定免疫分析仪检测，

仪器维护，报告结果，同时做校准及质控。

BDVW9981 细菌抗原检测
样本类型：各种标本。包括凝集试验、酶法、金标法。标本采集，标本离心，加试剂，观察结果，

结果传入计算机LIS系统，报告临床。可进行军团菌尿抗原测定，沙眼衣原体抗原测定，衣原体抗

原测定等，同时做质控。

BDVX3011
Ⅰ型胶原吡啶交联终肽

(ICTP)测定—酶联免疫

吸附法

样本类型：血液。接标本，离心分离血清/血浆，取出酶标板加入标本，保温，洗涤，加试剂，酶

标仪检测，报告，同时做校准及质控。

BDVY3011
组织多肽特异抗原

(TPS)测定—酶联免疫

样本类型：血液。接标本，离心分离血清/血浆，取出酶标板加入标本，保温，洗涤，加试剂，酶

标仪检测，报告，同时做校准及质控。

BDVZ3011
端粒酶活性检测—酶联

免疫吸附法

样本类型：血液。接标本，离心分离血清/血浆，取出酶标板加入标本，保温，洗涤，加试剂，酶

标仪检测，报告，同时做校准及质控。

BDVZ7211
端粒酶活性检测—聚合

酶链反应
样本类型：血液。接标本，核酸提取，基因扩增，报告结果，同时做校准及质控。

BDWA3011
等克分子前列腺特异抗

原测定—酶联免疫吸附

样本类型：血液。接标本，离心分离血清/血浆，取出酶标板加入标本，保温，洗涤，加试剂，酶

标仪检测，报告，同时做校准及质控。

BDWA7211
等克分子前列腺特异抗

原测定—聚合酶链反应
样本类型：血液。接标本，核酸提取，基因扩增，报告结果，同时做校准及质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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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DWB3011
尿核基质蛋白(NMP22)

测定—酶联免疫吸附法

样本类型：血液。接标本，离心分离血清/血浆，取出酶标板加入标本，保温，洗涤，加试剂，酶

标仪检测，报告，同时做校准及质控。

BDWC0311
甲胎蛋白异质体测定—

离心法

样本类型：血液。接标本，样本处理，离心机离心分离血清/血浆中的甲胎蛋白异质体，仪器清

洗，上机检测甲胎蛋白异质体包括量，同时做校准及质控。

BDWC1611
甲胎蛋白异质体测定—

酶法

样本类型：血液。接标本，离心分离血清/血浆，仪器清洗，上生化分析仪检测，仪器维护，报告

结果，同时做校准及质控。

BDWC3011
甲胎蛋白异质体测定—

酶联免疫吸附法

样本类型：血液。接标本，离心分离血清/血浆，取出酶标板加入标本，保温，洗涤，加试剂，酶

标仪检测，报告，同时做校准及质控。

BDWD3311
肿瘤标志物十二项测定

—微阵列酶联免疫法

样本类型：血液。样本稀释，加样，温育并37℃振荡，再洗涤，加样，温育第二次，37℃振荡，洗

涤，浓缩洗液稀释，拍干，生物芯片分析仪检测与结果判断，发光液A和B1：1混匀，每孔加入40微

升，用酶免分析仪及生物芯片分析仪检测，获得各指标发光信号值并进行结果判断，同时做校准及

质控。包括CA199、CA125、CA153、CEA、PSA、AFP、f-PSA、NSE、SCC、Cyfra21-1、Ferritin、

CA724。

BDWD3312
肿瘤标志物六项测定—

微阵列酶联免疫法

样本类型：血液。样本稀释，加样，温育并37℃振荡，再洗涤，加样，温育第二次，37℃振荡，洗

涤，浓缩洗液稀释，拍干，生物芯片分析仪检测与结果判断，发光液A和B1：1混匀，每孔加入40微

升，用酶免分析仪及生物芯片分析仪检测，获得各指标发光信号值并进行结果判断，同时做校准及

质控。包括CA19、CA12、CA15、CEA、PSA、AFP。

BDWD7611
肿瘤标志物十二项测定

—蛋白芯片法

样本类型：血液。试验前准备，加待测样本、标准品复溶液、质控品复溶液，温育，振荡，洗涤，

加反应液，温育，振荡，洗涤，检测，阅读，同时做校准及质控。分析检测项目(12项)：CA199、

NSE、CEA、CA242、Ferritin、Beta-HCG、AFP、PSA、f-PSA、CA125、HGH、CA153。

BDWD7612
肿瘤标志物六项测定—

蛋白芯片法

样本类型：血液。试验前准备，加待测样本、标准品复溶液、质控品复溶液，温育，振荡，洗涤，

加反应液，温育，振荡，洗涤，检测，阅读，同时做校准及质控。分析检测项目：

CA199/AFP/CA125CEA/SCC/CK19。
BDWD9911 乳腺癌标志物三项测定 样本类型：血液。包括糖类抗原CA-153测定、糖类抗原CA-125测定、癌胚抗原(CEA)测定。

BDWD9912 卵巢癌标志物四项测定
样本类型：血液。包括糖类抗原CA-125测定、癌胚抗原(CEA)测定、组织多肽特异抗原(TPS)测定、

人附睾分泌蛋白(HE4)测定。

BDWD9913 子宫癌标志物四项测定
样本类型：血液。包括鳞状细胞癌相关抗原(SCC)测定、癌胚抗原(CEA)测定、糖类抗原CA-125测定

、β 人绒毛膜促性腺激素测定(β -HCG)。
BDWD9914 前列腺癌标志物二项测 样本类型：血液。包括总前列腺特异性抗原(TPSA)测定、游离前列腺特异性抗原(FPSA)测定。
BDWD9981 肝癌标志物三项测定 样本类型：血液、腹水。包括甲胎蛋白(AFP)测定、癌胚抗原(CEA)测定、糖类抗原CA-199测定。

BDWD9982
胆囊癌和胆管癌标志物

二项测定
样本类型：血液、腹水。包括癌胚抗原(CEA)测定、糖类抗原CA-199测定。

BDWD9983 结直肠癌标志物三项测 样本类型：血液、腹水。包括癌胚抗原(CEA)测定、糖类抗原CA-199测定、糖类抗原CA-125测定。
BDWD9984 胰腺癌标志物三项测定 样本类型：血液、腹水。包括癌胚抗原(CEA)测定、糖类抗原CA-199测定、糖类抗原CA-242测定。
BDWD9985 胃癌标志物三项测定 样本类型：血液、腹水。包括癌胚抗原(CEA)测定、糖类抗原CA-199测定、糖类抗原CA-724测定。

BDWD9986 食管癌标志物三项测定
样本类型：血液、胸水。包括鳞状细胞癌相关抗原(SCC)测定、癌胚抗原(CEA)测定、糖类抗原CA-

199测定。

BDWD9987 肺癌标志物六项测定
样本类型：血液、胸水。包括鳞状细胞癌相关抗原(SCC)测定、癌胚抗原(CEA)测定、糖类抗原CA-

199测定、细胞角蛋白19片段测定(CYFRA21-1)、神经元特异性烯醇化酶(NSE)测定、胃泌素释放肽

前体(PrBGRP)测定。
5.变态反应检验

BDXA3011
血清过敏原特异IgE测

定—酶联免疫吸附法

样本类型：血液。用纯化的抗体包被微孔板，制成固相抗体，往包被单抗的微孔中依次加入待测稀

释血清、标准品、生物素化的抗嗜酸粒细胞阳离子蛋白（ECP）抗体、HRP标记的亲和素，经过彻底

洗涤后用底物TMB显色，TMB在过氧化物酶的催化下转化成蓝色，并在酸的作用下转化成最终的黄

色，颜色的深浅和样品中的嗜酸粒细胞阳离子蛋白（ECP）呈正相关，用酶标仪在450nm波长下测定

吸光度(吸光光度值)，计算样品浓度，同时做校准及质控。

BDXB3011
吸入物变应原测定—酶

联免疫吸附法

样本类型：血液。将抗体包被在固相载体表面，加入待测血清，洗涤后再加入抗人Ig，经孵育，洗

涤后，再加入酶标记羊抗兔IgG，洗去过剩的标记物，加入酶底物，即可显色，酶标仪判读结果，

同时做质控。

BDXB4511
吸入物变应原测定—荧

光酶联免疫法

样本类型：血液。利用荧光酶联免疫法分析血清中特异性IgE(sIgE)，标本进行离心分离血清，加

样，检查分析仪的试剂、洗液及废液情况，上荧光分析仪操作，检测完毕，审核检验项目，检验结

果，准确无误后发出报告，校准品和质控样品的使用以保障结果的准确，同时做质控。

BDXB7111
吸入物变应原测定—免

疫印迹法

样本类型：血液。疫印迹法：标本进行离心分离血清，将提取的样品蛋白喷洒在硝化纤维膜或PVPF

膜上，孵育30-60分钟，洗涤，加入酶标记物，孵育，洗涤，加底物呈现出有颜色的斑点，斑点的

深浅与抗原的包括量成比例，同时做质控。

BDXC3011
食入物变应原筛查—酶

联免疫吸附法

样本类型：血液。标本进行离心分离血清，将抗体包被在固相载体表面，加入待测血清，洗涤后加

入抗人Ig，孵育，洗涤后，再加入酶标记物，洗去过剩的标记物，加入酶底物，即可显色，酶标仪

判读结果，同时做质控。

BDXC4511
食入物变应原筛查—荧

光酶联免疫法

样本类型：血液。利用荧光酶联免疫法分析血清中特异性IgE(sIgE)。标本进行离心分离血清，加

样，检查分析仪的试剂、洗液及废液情况，上机操作，检测完毕，审核检验项目，检验结果，准确

无误后发出报告，同时做质控。

BDXC7111
食入物变应原筛查—免

疫印迹法

样本类型：血液。标本进行离心分离血清，将提取的样品蛋白喷洒在硝化纤维膜或PVPF膜上，孵

育，洗涤，用特定的与目标抗原结合的抗体进行酶标记，孵育，洗涤，加底物呈现有颜色的斑点，

斑点的深浅与抗原的包括量成比例，同时做质控。

BDXD3011
特殊变应原筛查—酶联

免疫吸附法

样本类型：血液。混合螨虫、混合霉菌、多价动物毛等的过敏原。将抗体包被在固相载体表面，加

入待测血清，洗涤后再加入抗人Ig，经孵育，洗涤后，再加入酶标记羊抗兔IgG，洗去过剩的标记

物，加入酶底物，即可显色，酶标仪判读结果，同时做质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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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名称 项目内涵

BDXD4511
特殊变应原筛查—荧光

酶联免疫法

样本类型：血液。混合螨虫、混合霉菌、多价动物毛等的过敏原。利用荧光酶联免疫法分析血清中

特异性变应原，标本进行离心分离血清，使用移液器加样待检血清至样本杯中，检查自动分析仪的

试剂、洗液及废液情况，标本上机操作，根据仪器的标准操作程序测量患者样品，检测完毕，审核

检验项目，检验结果，准确无误后发出报告，校准品和质控样品的使用以保障结果的准确，不能马

上测定的标本处理：室温23℃，6小时-24小时，保持稳定性，冷冻-20℃至-70℃保持稳定，试剂保

存条件：2-10℃，同时做质控。

BDXD7111
特殊变应原筛查—免疫

印迹法

样本类型：血液。混合螨虫、混合霉菌、多价动物毛等的过敏原。标本进行离心分离血清，将提取

的样品蛋白喷洒在硝化纤维膜或PVPF膜上，孵育，洗涤，用特定的与目标抗原结合的抗体进行酶标

记，孵育，洗涤，酶与底物反应呈现出有颜色的斑点，斑点的深浅与抗原的包括量成比例，同时做

BDXE1211
专项变应原筛查—双向

电泳法

样本类型：血液。通过三氯乙酸法提取某食入物的总蛋白质，通过等电聚焦和第2向SDS-PAGE分析

获得完整的某食入物蛋白质的图谱，并应用相应分析软件对电泳图谱进行分析，同时做质控。

BDXE3011
专项变应原筛查—酶联

免疫吸附法

样本类型：血液。将抗体包被在固相载体表面，加入待测血清，洗涤后再加入抗人Ig，经孵育，洗

涤后，再加入酶标记羊抗兔IgG，洗去过剩的标记物，加入酶底物，即可显色，酶标仪判读结果，

同时做质控。

BDXE4511
专项变应原筛查—荧光

酶联免疫法

样本类型：血液。利用荧光酶联免疫法分析血清中特异性IgE(sIgE)。标本进行离心分离血清，加

样，检查分析仪的试剂、洗液及废液情况，上机操作，检测完毕，审核检验项目，检验结果，准确

无误后发出报告，同时做质控。

BDXE7111
专项变应原筛查—免疫

印迹法

样本类型：血液。标本进行离心分离血清，将提取的样品蛋白喷洒在硝化纤维膜或PVPF膜上，孵

育，洗涤，用特定的与目标抗原结合的抗体进行酶标记，孵育，洗涤，酶与底物反应呈现出有颜色

的斑点，斑点的深浅与抗原的包括量成比例，同时做质控。

BDXF1211
动物性过敏原筛查—双

向电泳法

样本类型：血液。通过三氯乙酸法提取某食入物的总蛋白质，通过等电聚焦和第2向SDS-PAGE分析

获得完整的某食入物蛋白质的图谱，并应用相应分析软件对电泳图谱进行分析，同时做质控。

BDXF3011
动物性过敏原筛查—酶

联免疫吸附法

样本类型：血液。将抗体包被在固相载体表面，加入待测血清，洗涤后再加入抗人Ig，经孵育，洗

涤后，再加入酶标记羊抗兔IgG，洗去过剩的标记物，加入酶底物，即可显色，酶标仪判读结果，

同时做质控。

BDXF4511
动物性过敏原筛查—荧

光酶联免疫法

样本类型：血液。利用荧光酶联免疫法分析血清中嗜酸粒细胞阳离子蛋白（ECP），标本进行离心

分离血清，使用移液器加样待检血清至样本杯中，检查分析仪的试剂、洗液及废液情况，标本上机

操作，根据仪器的标准操作程序测量患者样品，检测完毕，审核检验项目，检验结果，准确无误后

发出报告，校准品和质控样品的使用以保障结果的准确，不能马上测定的标本处理：室温23℃，6

小时-24小时，保持稳定性，冷冻-20℃至-70℃保持稳定，试剂保存条件：2-10℃。

BDXF4512
动物性过敏原特异性

IgE筛查—荧光酶联免

疫法

样本类型：血液。利用荧光酶联免疫法分析血清中特异性IgE(sIgE)。标本进行离心分离血清，加

样，检查分析仪的试剂、洗液及废液情况，上机操作，检测完毕，审核检验项目，检验结果，准确

无误后发出报告，同时做质控。

BDXF7111
动物性过敏原筛查—免

疫印迹法

样本类型：血液。标本进行离心分离血清，将提取的样品蛋白喷洒在硝化纤维膜或PVPF膜上，孵

育，洗涤，用特定的与目标抗原结合的抗体进行酶标记，孵育，洗涤，酶与底物反应呈现出有颜色

的斑点，斑点的深浅与抗原的包括量成比例，同时做质控。

BDXG3011
昆虫毒液过敏原筛查—

酶联免疫吸附法

样本类型：血液。将抗体包被在固相载体表面，加入待测血清，洗涤后再加入抗人Ig，经孵育，洗

涤后，再加入酶标记羊抗兔IgG，洗去过剩的标记物，加入酶底物，即可显色，酶标仪判读结果，

同时做质控。

BDXG4511
昆虫毒液过敏原筛查—

荧光酶联免疫法

样本类型：血液。利用荧光酶联免疫法分析血清中嗜酸粒细胞阳离子蛋白（ECP）。标本进行离心

分离血清，使用移液器加样待检血清至样本杯中，检查分析仪的试剂、洗液及废液情况，标本上机

操作，根据仪器的标准操作程序测量患者样品，检测完毕，审核检验项目，检验结果，准确无误后

发出报告，校准品和质控样品的使用以保障结果的准确，不能马上测定的标本处理：室温23℃，6

小时-24小时，保持稳定性，冷冻-20℃至-70℃保持稳定，试剂保存条件：2-10℃。

BDXG7111
昆虫毒液过敏原筛查—

免疫印迹法

样本类型：血液。标本进行离心分离血清，将提取的样品蛋白喷洒在硝化纤维膜或PVPF膜上，孵

育，洗涤，用特定的与目标抗原结合的抗体进行酶标记，孵育，洗涤，酶与底物反应呈现出有颜色

的斑点，斑点的深浅与抗原的包括量成比例，同时做质控。

BDXH1211
乳胶及其相关的过敏原

筛查—双向电泳法

样本类型：血液。通过三氯乙酸法提取某食入物的总蛋白质，通过等电聚焦和第2向SDS-PAGE分析

获得完整的某食入物蛋白质的图谱，并应用相应分析软件对电泳图谱进行分析，同时做质控。

BDXH3011
乳胶及其相关的过敏原

筛查—酶联免疫吸附法

样本类型：血液。将抗体包被在固相载体表面，加入待测血清，洗涤后再加入抗人Ig，经孵育，洗

涤后，再加入酶标记羊抗兔IgG，洗去过剩的标记物，加入酶底物，即可显色，酶标仪判读结果，

同时做质控。

BDXH4511
乳胶及其相关的过敏原

特异性IgE筛查—荧光

酶联免疫法

样本类型：血液。利用荧光酶联免疫法分析血清中特异性IgE(sIgE)。标本进行离心分离血清，加

样，检查分析仪的试剂、洗液及废液情况，上机操作，检测完毕，审核检验项目，检验结果，准确

无误后发出报告，同时做质控。

BDXH4512
乳胶及其相关的过敏原

筛查—荧光酶联免疫法

样本类型：血液。利用荧光酶联免疫法分析血清中嗜酸粒细胞阳离子蛋白（ECP）。标本进行离心

分离血清，使用移液器加样待检血清至样本杯中，检查分析仪的试剂、洗液及废液情况，标本上机

操作，根据仪器的标准操作程序测量患者样品，检测完毕，审核检验项目，检验结果，准确无误后

发出报告，校准品和质控样品的使用以保障结果的准确，不能马上测定的标本处理：室温23℃，6

小时-24小时，保持稳定性，冷冻-20℃至-70℃保持稳定，试剂保存条件：2-10℃，同时做质控。

BDXH7111
乳胶及其相关的过敏原

筛查—免疫印迹法

样本类型：血液。标本进行离心分离血清，将提取的样品蛋白喷洒在硝化纤维膜或PVPF膜上，孵

育，洗涤，用特定的与目标抗原结合的抗体进行酶标记，孵育，洗涤，酶与底物反应呈现出有颜色

的斑点，斑点的深浅与抗原的包括量成比例，同时做质控。

BDXJ4511

花粉相关的食物性过敏

原筛查—荧光酶联免疫

法

样本类型：血液。利用荧光酶联免疫法分析血清中嗜酸粒细胞阳离子蛋白（ECP）。标本进行离心

分离血清，使用移液器加样待检血清至样本杯中，检查分析仪的试剂、洗液及废液情况，标本上机

操作，根据仪器的标准操作程序测量患者样品，检测完毕，审核检验项目，检验结果，准确无误后

发出报告，校准品和质控样品的使用以保障结果的准确，不能马上测定的标本处理：室温23℃，6

小时-24小时，保持稳定性，冷冻-20℃至-70℃保持稳定，试剂保存条件：2-10℃，同时做质控。

第 91 页



项目名称 项目内涵

BDXK3011

嗜酸细胞阳离子蛋白

(ECP)测定—酶联免疫

吸附法

样本类型：血液。用纯化的抗体包被微孔板，制成固相抗体，往包被单抗的微孔中依次加入待测稀

释血清、标准品、生物素化的抗嗜酸粒细胞阳离子蛋白（ECP）抗体、HRP标记的亲和素，经过彻底

洗涤后用底物TMB显色，TMB在过氧化物酶的催化下转化成蓝色，并在酸的作用下转化成最终的黄

色，颜色的深浅和样品中的嗜酸粒细胞阳离子蛋白（ECP）呈正相关，用酶标仪在450nm波长下测定

吸光度(吸光光度值)，计算样品浓度，同时做校准及质控。

BDXK4511

嗜酸细胞阳离子蛋白

(ECP)测定—荧光酶联

免疫法

样本类型：血液。利用荧光酶联免疫法分析血清中嗜酸粒细胞阳离子蛋白（ECP）。标本进行离心

分离血清，使用移液器加样待检血清至样本杯中，检查分析仪的试剂、洗液及废液情况，标本上机

操作，根据仪器的标准操作程序测量患者样品，检测完毕，审核检验项目，检验结果，准确无误后

发出报告，校准品和质控样品的使用以保障结果的准确，不能马上测定的标本处理：室温23℃，6

小时-24小时，保持稳定性，冷冻-20℃至-70℃保持稳定，试剂保存条件：2-10℃，同时做校准及

BDXL3011
循环免疫复合物(CIC)

测定—酶联免疫吸附法

样本类型：血液。用PBS稀释SPA，包被聚苯乙烯反应板微孔，待测血清准备，将已溶解的待测血清

沉淀物加至上述包被孔和对照孔中，置37℃，60分钟，洗3次，各孔加底物溶液，37℃，20分钟使

呈色，置酶标仪492纳米测各孔吸光值，同时做校准及质控。

BDXL3012
免疫复合物花环试验—

酶联免疫吸附法

样本类型：血液。用PBS稀释SPA，包被聚苯乙烯反应板微孔，待测血清准备，将已溶解的待测血清

沉淀物加至上述包被孔和对照孔中，置37℃，60分钟，洗3次，各孔加底物溶液，37℃，20分钟使

呈色，置酶标仪492纳米测各孔吸光值，同时做校准及质控。

BDXL3013
IgA免疫复合物测定—

酶联免疫吸附法

样本类型：血液。用纯化的抗体包被微孔板，制成固相抗体，往包被单抗的微孔中依次加入待测稀

释血清、标准品、生物素化的抗嗜酸粒细胞阳离子蛋白（ECP）抗体、HRP标记的亲和素，经过彻底

洗涤后用底物TMB显色，TMB在过氧化物酶的催化下转化成蓝色，并在酸的作用下转化成最终的黄

色，颜色的深浅和样品中的嗜酸粒细胞阳离子蛋白（ECP）呈正相关，用酶标仪在450纳米波长下测

定吸光度(吸光光度值)，计算样品浓度，同时做校准及质控。

BDXL3014
IgG免疫复合物测定—

酶联免疫吸附法

样本类型：血液。用纯化的抗体包被微孔板，制成固相抗体，往包被单抗的微孔中依次加入待测稀

释血清、标准品、生物素化的抗嗜酸粒细胞阳离子蛋白（ECP）抗体、HRP标记的亲和素，经过彻底

洗涤后用底物TMB显色，TMB在过氧化物酶的催化下转化成蓝色，并在酸的作用下转化成最终的黄

色，颜色的深浅和样品中的嗜酸粒细胞阳离子蛋白（ECP）呈正相关，用酶标仪在450纳米波长下测

定吸光度(吸光光度值)，计算样品浓度，同时做校准及质控。

BDXL3015
IgM免疫复合物测定—

酶联免疫吸附法

样本类型：血液。用纯化的抗体包被微孔板，制成固相抗体，往包被单抗的微孔中依次加入待测稀

释血清、标准品、生物素化的抗嗜酸粒细胞阳离子蛋白（ECP）抗体、HRP标记的亲和素，经过彻底

洗涤后用底物TMB显色，TMB在过氧化物酶的催化下转化成蓝色，并在酸的作用下转化成最终的黄

色，颜色的深浅和样品中的嗜酸粒细胞阳离子蛋白（ECP）呈正相关，用酶标仪在450纳米波长下测

定吸光度(吸光光度值)，计算样品浓度，同时做校准及质控。

BDXL3016
终末补体复合物测定—

酶联免疫吸附法

样本类型：血液。用纯化的抗体包被微孔板，制成固相抗体，往包被单抗的微孔中依次加入待测稀

释血清、标准品、生物素化的抗嗜酸粒细胞阳离子蛋白（ECP）抗体、HRP标记的亲和素，经过彻底

洗涤后用底物TMB显色，TMB在过氧化物酶的催化下转化成蓝色，并在酸的作用下转化成最终的黄

色，颜色的深浅和样品中的嗜酸粒细胞阳离子蛋白（ECP）呈正相关，用酶标仪在450纳米波长下测

定吸光度(吸光光度值)，计算样品浓度，同时做校准及质控。

BDXL5911
循环免疫复合物(CIC)

测定—沉淀法

样本类型：血液。取血清以生理盐水稀释，加PEG溶液置4℃冰箱过夜，取细沉淀管加氯化铯溶液，

上层加上述反应液，离心，测定白色沉淀环吸光度，同时做校准及质控。

BDXM3011
脱敏免疫球蛋白IgG测

定—酶联免疫吸附法

样本类型：血液。用纯化的抗体包被微孔板，制成固相抗体，往包被单抗的微孔中依次加入待测稀

释血清、标准品、生物素化的抗嗜酸粒细胞阳离子蛋白（ECP）抗体、HRP标记的亲和素，经过彻底

洗涤后用底物TMB显色，TMB在过氧化物酶的催化下转化成蓝色，并在酸的作用下转化成最终的黄

色，颜色的深浅和样品中的嗜酸粒细胞阳离子蛋白（ECP）呈正相关，用酶标仪在450纳米波长下测

定吸光度(吸光光度值)，计算样品浓度，同时做校准及质控。

BDXM3012
血清过敏原特异IgG测

定—酶联免疫吸附法

样本类型：血液。用纯化的抗体包被微孔板，制成固相抗体，往包被单抗的微孔中依次加入待测稀

释血清、标准品、生物素化的抗嗜酸粒细胞阳离子蛋白（ECP）抗体、HRP标记的亲和素，经过彻底

洗涤后用底物TMB显色，TMB在过氧化物酶的催化下转化成蓝色，并在酸的作用下转化成最终的黄

色，颜色的深浅和样品中的嗜酸粒细胞阳离子蛋白（ECP）呈正相关，用酶标仪在450纳米波长下测

定吸光度(吸光光度值)，计算样品浓度，同时做校准及质控。

BDXM3013
脱敏免疫球蛋白IgG4测

定—酶联免疫吸附法

样本类型：血液。用纯化的抗体包被微孔板，制成固相抗体，往包被单抗的微孔中依次加入待测稀

释血清、标准品、生物素化的抗嗜酸粒细胞阳离子蛋白（ECP）抗体、HRP标记的亲和素，经过彻底

洗涤后用底物TMB显色，TMB在过氧化物酶的催化下转化成蓝色，并在酸的作用下转化成最终的黄

色，颜色的深浅和样品中的嗜酸粒细胞阳离子蛋白（ECP）呈正相关，用酶标仪在450纳米波长下测

定吸光度(吸光光度值)，计算样品浓度，同时做校准及质控。

BDXN3081
白三烯B4测定—酶联免

疫吸附法

样本类型：各种标本。标本采集，标本前处理，检测，测定结果传入计算机LIS系统，报告临床，

同时做质控。
(五)临床微生物与寄

生虫学检查
1.细菌检验

BEAA6031
粪便涂片革兰染色镜检

查细菌

样本类型：粪便标本。涂片制备，涂片消毒，固定，染色，镜检，按照球、杆的比例进行分析，报

告结果。

BEAA6051
生殖道标本涂片革兰染

色镜检查细菌

样本类型：女性阴道、宫颈、肛拭子和男性尿道拭子。涂片制备，涂片消毒，固定，染色，镜检，

按照规则评分，报告结果。

BEAA6081
直接涂片革兰染色镜检

查细菌
样本类型：各种标本。涂片制备，涂片消毒，固定，染色，镜检，人工分析结果。

BEAA6082
浓缩集菌涂片革兰染色

镜检查细菌

样本类型：各种标本。标本离心，取沉淀制备涂片，涂片消毒，固定，染色，镜检，人工分析结果

。

BEAA6083
呼吸道标本涂片革兰染

色镜检查细菌

样本类型：痰、气管内吸取物等。涂片制备，涂片消毒，固定，染色，镜检、按照规则报告细菌计

数和形态，并对标本质量进行评价。
BEAB6081 直接涂片抗酸染色镜检 样本类型：痰、其他标本、分离株。涂片制备，涂片消毒，固定，染色，镜检，人工分析结果。

BEAB6082
浓缩集菌涂片抗酸染色

镜检

样本类型：体液标本。离心沉淀集菌或漂浮集菌，涂片制备，涂片消毒，固定，染色，镜检，人工

分析结果。
BEAB6083 直接涂片荧光染色镜检 样本类型：痰、其他标本。涂片制备，涂片消毒，固定，染色，荧光显微镜镜检，人工分析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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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EAB6084
浓缩集菌涂片荧光染色

镜检

样本类型：体液标本。离心沉淀集菌或漂浮集菌，涂片制备，涂片消毒，固定，染色，荧光显微镜

镜检，人工分析结果。
BEAC6031 霍乱弧菌直接涂片镜检 样本类型：粪便标本。制作悬滴标本，镜检，制动试验，人工判读结果并分析报告。

BEAD6081 特殊细菌涂片染色镜检
样本类型：各种标本。包括放线菌，革兰阳性芽孢杆菌，卡氏孢子菌，包涵体等。涂片制备，涂片

消毒，固定，特殊染色，镜检，人工分析结果。

BEAD6181
一般细菌培养—直接分

离接种法
样本类型：各种标本。各种标本(痰标本须先消化)分区划线接种培养和/或增菌培养、观察结果。

BEAD6182
一般细菌培养—自动化

接种分离法

样本类型：各种标本。自动化法：各种标本(痰标本须先消化)的全自动接种仪划线接种，培养，观

察结果。

BEAD6281
一般细菌培养—显色培

养法
样本类型：各种标本。标本接种(痰需前处理)，孵育，依菌落颜色，人工判读结果并分析报告。

BEAE6281 厌氧菌培养—厌氧法
样本类型：抽吸物和组织标本。接种特殊培养基，厌氧产气袋中厌氧孵育，或者厌氧培养系统或厌

氧培养箱或厌氧手套箱中厌氧孵育，可疑菌落制备涂片，染色，镜检，做耐氧试验，转种做纯培

养，人工判读结果并分析报告。

BEAF6281 结核菌培养
样本类型：各种标本。标本前处理(离心或消化)，接种，孵育，观察结果，涂片抗酸染色镜检，人

工判读结果，初步报告。

BEAG6251 淋球菌培养
样本类型：生殖道样本。用接种环或拭子伸入男性尿道2-4厘米，转动取分泌物，或将拭子插入宫

颈管2厘米(事先用一拭子擦去宫颈口分泌物)取得分泌物。标本取后立即接种于培养基中，在5-10%

二氧化碳36℃环境中培养24-48小时，研判结果。出具报告。
BEAH6281 O-157大肠埃希菌培养 样本类型：血液、粪便。接种，孵育，鉴定，人工判读结果并分析报告。
BEAJ6281 L型细菌培养 样本类型：各种标本。返祖试验。标本接种，孵育，传代，人工判读结果并分析报告。

BEAK6281 特殊细菌培养
样本类型：各种标本。包括白喉、百日咳、嗜血杆菌，副溶血弧菌等特殊细菌培养。根据细菌生长

条件选择培养基及培养条件，孵育，鉴定，人工判读结果并分析报告。

BEAL6281
无菌体液细菌培养—肉

汤增菌法

样本类型：各种标本。接种，孵育，人工判读结果，镜检，初步报告，取肉汤并转种，观察结果，

镜检，次级报告。

BEAL6282
无菌体液细菌培养—双

相瓶增菌法

样本类型：各种标本。接种，孵育，人工判读结果，镜检，初级报告，取肉汤或生长的菌落并转

种，观察结果，镜检，次级报告。

BEAL6283
无菌体液细菌培养—增

菌法

样本类型：各种标本。接种，孵育，自动判读结果，镜检，初步报告，取肉汤并转种，观察结果，

镜检、人工判读结果并分析，次级报告。

BEAM0591 细菌鉴定—比色法
样本类型：分离株。制备涂片，镜检，挑取菌落根据需要接种一组生化鉴定管(板)，人工/仪器判

读结果并分析报告。不含培养。
BEAN0591 结核菌鉴定—比色法 样本类型：分离株。挑取菌落接种一组生化鉴定管，人工/仪器判读结果并分析报告。不含培养。

BEAQ6391
志贺菌血清学分型鉴定

—凝集法

样本类型：分离株。取纯培养菌落于玻片上和志贺菌多价、单价血清进行凝集试验，人工判读结果

并分析报告。不含培养。

BEAQ6392
致病性大肠菌血清学分

型鉴定—凝集法

样本类型：分离株。取纯培养菌落于玻片上和致病性大肠杆菌血清进行凝集试验，人工判读结果并

分析报告。不含培养。

BEAR6391
链球菌血清学分型鉴定

—凝集法

样本类型：分离株。取纯培养菌落于玻片上和链球菌血清进行凝集试验，人工判读结果并分析报告

。不含培养。

BEAS6391
霍乱弧菌血清学分型鉴

定—凝集法

样本类型：分离株。取纯培养菌落于玻片上和霍乱弧菌血清进行凝集试验，人工判读结果并分析报

告。不含培养。

BEAT6491
普通细菌药敏试验—纸

片扩散法

样本类型：分离株。制配菌悬液，均匀涂布于M-H平皿上，贴药敏纸片，孵育，测量抑菌圈直径，

人工判读结果并分析报告。不含培养。

BEAT6492
普通细菌药敏试验—肉

汤稀释法

样本类型：分离株。制配菌悬液，均匀涂布于M-H平皿，贴E Test条，孵育，人工判读结果并分析

报告。不含培养。

BEAU6491
结核分枝杆菌药敏试验

—绝对浓度法

样本类型：分离株。制配菌悬液，接种包括有不同药物浓度的培养基，孵育，人工判读生长结果并

分析报告。不含培养。

BEAU6492
结核分枝杆菌药敏试验

—肉汤稀释法

样本类型：分离株。制配菌悬液，混匀后加入配套药物瓶，孵育，自动判读生长结果并分析报告。

不含培养。

BEAV6491
厌氧菌药敏试验—肉汤

稀释法

样本类型：分离株。制配菌悬液，加入包括有浓度梯度药物的试管或微量反应板，孵育，人工判读

生长结果并分析报告。不含培养、鉴定。

BEAW6491
脆弱拟杆菌药敏试验—

肉汤稀释法

样本类型：分离株。配制菌悬液，加入包括有梯度药物的试管或微量反应板，于5%二氧化碳环境孵

育20-24小时，人工判读生长结果并分析报告。不含培养、鉴定。
BEAX6581 一般细菌培养+鉴定 样本类型：各种标本。包括一般细菌培养，细菌鉴定。
BEAY6581 结核菌培养+鉴定 样本类型：各种标本。包括结核菌培养，结核菌鉴定。
BEAZ6581 厌氧菌培养+鉴定 样本类型：各种标本。包括厌氧菌培养，细菌鉴定。

BEBA6531 艰难梭菌培养+鉴定
样本类型：粪便。厌氧培养法：接种特殊培养基，厌氧孵育，可疑菌落制备涂片，染色，镜检、做

耐氧试验，转种做纯培养，鉴定，人工判读结果并分析报告。

BEBB6551 淋病奈瑟菌培养+鉴定
样本类型：生殖道分泌物。标本接种，培养，观察结果，镜检，生化反应，人工判读结果并分析报

告。
BEBC6531 空肠弯曲菌培养+鉴定 样本类型：粪便。接种，孵育，鉴定，人工判读结果并分析报告。
BEBD6531 幽门螺杆菌培养+鉴定 样本类型：粪便。接种，孵育，鉴定，人工判读结果并分析报告。
BEBE6551 军团菌培养+鉴定 样本类型：呼吸道分泌物。接种，孵育，鉴定，人工判读结果并分析报告。

BEBF6531 霍乱弧菌培养+鉴定
样本类型：粪便。接种，孵育，挑取可疑菌落进行动力试验和抗血清制动试验，人工判读结果并分

析报告。
BEBG6581 无菌体液细菌培养+鉴 样本类型：血液、穿刺及引流液。包括无菌体液培养，细菌及真菌鉴定。

BEBH7581
革兰阳性细菌鉴定+耐

药检测—生物芯片法

样本类型：各种标本来源及其分离株。对标本进行相应前处理，提取模板DNA，加入到包括有配制

好试剂的反应管中，与阴、阳性对照同时经扩增仪进行多重PCR，将扩增后的PCR产物变性，然后将

变性的扩增产物与配制好的芯片杂交液混合，加入到芯片上进行杂交，杂交完毕后将芯片取出，进

行清洗和离心甩干，用芯片扫描仪进行检测，用软件报告结果，审核检验结果，发出报告，检测后

标本留验及无害化处理。
BEBJ6681 一般细菌培养+鉴定+药 样本类型：各种标本。包括一般细菌培养，细菌鉴定，普通细菌药敏试验。
BEBK6681 结核菌培养+鉴定+药敏 样本类型：各种标本。包括结核菌培养，结核菌鉴定，结核分枝杆菌药敏试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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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EBL6681 厌氧菌培养+鉴定+药敏 样本类型：各种标本。包括厌氧菌培养，细菌鉴定，厌氧菌药敏试验。

BEBM6681
无菌体液细菌培养+鉴

定+药敏

样本类型：血液、穿刺及引流液。包括无菌体液培养，细菌及真菌鉴定，普通细菌药敏试验或真菌

药敏试验。

BEBN6681
一般细菌革兰染色+培

养+鉴定
样本类型：各种标本。包括一般细菌培养，细菌鉴定，直接涂片革兰染色镜检。

BEBP6681
一般细菌革兰染色+培

养+鉴定+药敏

样本类型：各种标本。包括一般细菌培养，细菌鉴定，普通细菌药敏试验，直接涂片革兰染色镜检

。

BEBQ1291
细菌分型—脉冲场凝胶

电泳

样本类型：分离株。待检标本接种，置孵育箱过夜培养，用接种环挑取菌落接种分纯培养基，过夜

培养。PFGE法：将分纯后菌落接种在包括相应抗生素的MH平皿或肉汤中，置孵育箱过夜培养，将纯

的菌液至于缓冲液中洗涤后以内切酶酶切过夜，以脉冲场凝胶电泳电泳，软件分析DNA指纹图。

RAPD法：以相应的引物进行PCR。不含培养。

BEBQ7291
细菌分型—聚合酶链反

应

样本类型：分离株。待检标本接种，置孵育箱过夜培养，用接种环挑取菌落接种分纯培养基，过夜

培养。PFGE法：将分纯后菌落接种在包括相应抗生素的MH平皿或肉汤中，置孵育箱过夜培养，将纯

的菌液至于缓冲液中洗涤后以内切酶酶切过夜，以脉冲场凝胶电泳电泳，软件分析DNA指纹图。

RAPD法：以相应的引物进行PCR。不含培养。
BEBR4291 细菌乳胶凝集法快速检 样本类型：分离株。取标本或新鲜菌落分别与试剂盒内试剂凝集，观察结果，人工分析结果。

BEBR4292
B族链球菌乳胶凝集法

检测
样本类型：分离株。取标本或新鲜菌落分别与试剂盒内试剂凝集，观察结果，人工分析结果。

BEBR4293
A族链球菌乳胶凝集法

检测
样本类型：分离株。取标本或新鲜菌落分别与试剂盒内试剂凝集，观察结果，人工分析结果。

BEBR4294
淋病奈瑟菌乳胶凝集法

检测
样本类型：分离株。取标本或新鲜菌落分别与试剂盒内试剂凝集，观察结果，人工分析结果。

BEBR4295 艰难梭菌乳胶凝集法检 样本类型：分离株。取标本或新鲜菌落分别与试剂盒内试剂凝集，观察结果，人工分析结果。

BEBR4296
金黄色葡萄球菌乳胶凝

集法检测
样本类型：分离株。取标本或新鲜菌落分别与试剂盒内试剂凝集，观察结果，人工分析结果。

BEBR4297
肺炎双球菌乳胶凝集法

检测
样本类型：分离株。取标本或新鲜菌落分别与试剂盒内试剂凝集，观察结果，人工分析结果。

BEBR4298
β 溶血性链球菌乳胶凝

集法检测
样本类型：分离株。取标本或新鲜菌落分别与试剂盒内试剂凝集，观察结果，人工分析结果。

BEBR4299
脑膜炎双球菌乳胶凝集

法检测
样本类型：分离株。取标本或新鲜菌落分别与试剂盒内试剂凝集，观察结果，人工分析结果。

BEBS4291
耐甲氧西林葡萄球菌检

测—乳胶凝集法

样本类型：分离株。取新鲜分纯菌落提取青霉素结合蛋白2a（PBP2a），与抗青霉素结合蛋白2a

（PBP2a）试剂凝集，观察有无凝集现象，人工分析结果。不含培养、鉴定。

BEBS6291
耐甲氧西林葡萄球菌检

测—显色培养法

样本类型：分离株。标本接种，孵育，依据菌落颜色，人工判读结果并分析报告。不含培养、鉴定

。

BEBS6491
耐甲氧西林葡萄球菌检

测—纸片扩散法

样本类型：分离株。纸片扩散法：制配菌悬液，涂布平皿，贴头孢西丁、苯唑西林药敏纸片，孵

育，测量抑菌环直径，根据CLSI公布的药敏折点，判断测定菌株是否为MRS。不含培养、鉴定。

BEBS6492
耐甲氧西林葡萄球菌检

测—肉汤稀释法

样本类型：分离株。MIC法：制配菌悬液，接种药敏卡片，孵育，根据CLSI公布的药敏折点，判断

测定菌株是否为MRS。不含培养、鉴定。

BEBT7581
肺炎细菌检测—生物芯

片法

样本类型：各种标本。对标本进行相应前处理，提取模板DNA，与配制好试剂混合后加入微流体芯

片中，把芯片放入核酸分析仪中进行反应和检测，芯片杂交仪、芯片洗干仪、芯片判别系统、芯片

扫描仪，报告结果，审核检验结果，发出报告，检测后标本留样及无害化处理。

BEBU3011
肠毒素检测—酶联免疫

吸附法

样本类型：血液 。包括LT和ST，产毒培养，包被，封闭，洗板，加样本及试剂，酶底物反应，酶

标仪测吸光度。
BEBU4811 肠毒素检测—金标法 样本类型：血液 。标本前处理，加入金标试条，人工判读结果并分析报告。
BEBU0511 肠毒素检测—比色法 样本类型：血液 。采血，离心，标本前处理，上机检测，结果判断。
BEBV0531 艰难梭菌A毒素—比色 样本类型：粪便。标本前处理，上机检测，结果判断。

BEBV3031
艰难梭菌A毒素—酶联

免疫吸附法
样本类型：粪便。标本前处理，凝集反应，人工判读并分析报告。

BEBW4211
其他细菌毒素—乳胶凝

集法
样本类型：血液 。采血，离心，采血，离心，标本前处理，凝集反应，工判读并分析报告。

BEBX7591
β -内酰胺类抗生素耐

药检测—生物芯片法

样本类型：细菌菌株。对标本进行相应前处理，提取模板DNA，与配制好试剂混合后加入微流体芯

片中，把芯片放入核酸分析仪中进行反应和检测，用芯片杂交仪、芯片洗干仪、芯片判别系统、芯

片扫描仪软件，报告结果，审核检验结果，发出报告，检测后标本留样及无害化处理。

BEBX7592
碳青霉烯类抗生素耐药

检测—生物芯片法

样本类型：细菌菌株。对标本进行相应前处理，提取模板DNA，与配制好试剂混合后加入微流体芯

片中，把芯片放入核酸分析仪中进行反应和检测，用芯片杂交仪、芯片洗干仪、芯片判别系统、芯

片扫描仪，报告结果，审核检验结果，发出报告，检测后标本留样及无害化处理。

BEBX7593
大环内酯类抗生素耐药

检测—生物芯片法

样本类型：细菌菌株。对标本进行相应前处理，提取模板DNA，与配制好试剂混合后加入微流体芯

片中，把芯片放入核酸分析仪中进行反应和检测，用芯片杂交仪、芯片洗干仪、芯片判别系统、芯

片扫描仪，报告结果，审核检验结果，发出报告，检测后标本留样及无害化处理。

BEBX7594
氟喹诺酮类抗生素耐药

检测—生物芯片法

样本类型：细菌菌株。对标本进行相应前处理，提取模板DNA，与配制好试剂混合后加入微流体芯

片中，把芯片放入核酸分析仪中进行反应和检测，用芯片杂交仪、芯片洗干仪、芯片判别系统、芯

片扫描仪，报告结果，审核检验结果，发出报告，检测后标本留样及无害化处理。

BEBX7595
氨基糖苷类抗生素耐药

检测—生物芯片法

样本类型：细菌菌株。对标本进行相应前处理，提取模板DNA，与配制好试剂混合后加入微流体芯

片中，把芯片放入核酸分析仪中进行反应和检测，用芯片杂交仪、芯片洗干仪、芯片判别系统、芯

片扫描仪，报告结果，审核检验结果，发出报告，检测后标本留样及无害化处理。

BEBX7596
磺胺类药物耐药检测—

生物芯片法

样本类型：细菌菌株。对标本进行相应前处理，提取模板DNA，与配制好试剂混合后加入微流体芯

片中，把芯片放入核酸分析仪中进行反应和检测，用芯片杂交仪、芯片洗干仪、芯片判别系统、芯

片扫描仪，报告结果，审核检验结果，发出报告，检测后标本留样及无害化处理。

BEBY1651
细菌性阴道病唾液酸酶

测定—酶法

样本类型：女性阴道分泌物。采集标本、取BV检测管与拭子充分混匀，孵育，人工判读结果并分析

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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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EBZ6481
β -内酰胺酶检测—纸

片扩散法

样本类型：各种标本。取头孢硝噻吩纸片蘸取可疑菌落，根据纸片颜色变化人工分析判读结果。不

含培养、鉴定。

BECA6291
产超广谱β -内酰胺酶

检测—显色培养法

样本类型：分离株。标本接种，孵育，依据菌落颜色，人工判读结果并分析报告。不含培养、鉴定

。

BECA6491
产超广谱β -内酰胺酶

检测—纸片扩散法

样本类型：分离株。制配菌悬液，涂布平皿，按要求贴两对药敏纸片，孵育，测量抑菌环直径，根

据CLSI标准判断结果。不含培养、鉴定。

BECA6492
产超广谱β -内酰胺酶

检测—肉汤稀释法

样本类型：分离株。制配菌悬液，接种，孵育，根据CLSI公布的最新药敏折点，自动判断测定菌株

是否为超广谱β -内酰胺酶（ESBLs）。不含培养、鉴定。

BECB6491
耐万古霉素肠球菌检测

—琼脂筛选法

样本类型：分离株。培养、挑取可疑菌落接种在包括6微克/毫升万古霉素的药敏上，孵育，人工观

察结果并分析报告。不含培养、鉴定。

BECB6492
耐万古霉素金黄色葡萄

球菌检测—琼脂筛选法

样本类型：分离株。培养、挑取可疑菌落接种在包括6微克/毫升万古霉素的药敏上，孵育，人工观

察结果并分析报告。不含培养、鉴定。

BECC6491
红霉素诱导克林霉素耐

药D-试验—纸片扩散法

样本类型：分离株。制配菌悬液，涂布平皿，按要求贴红霉素和克林霉素纸片，孵育，人工观察是

否有D－环，并分析报告。不含培养、鉴定。
BECD0511 内毒素鲎定量—比浊法 样本类型：血液 。采血，离心，标本前处理，上机检测，结果判断。

BECD4211
内毒素鲎定性试验—凝

集法
样本类型：血液 。采血，离心，采血，离心，标本前处理，凝集反应，工判读并分析报告。

2.衣原体检验

BEDA6581 衣原体培养+鉴定
样本类型：各种标本。标本处理，接种，培养，普通显微镜镜检，电子显微镜镜检等方法初步鉴

定，判读结果并分析报告。
BEDB6521 尿培养细菌菌落计数 样本类型：尿液。接种，孵育，观察结果、计数、人工判读结果，初级报告。
BEDC4851 衣原体检测—金标法 样本类型：男性尿道、女性宫颈样本。标本前处理，加入金标试条，人工判读结果并分析报告。

3.支原体检验
BEEA6581 支原体培养+鉴定 样本类型：各种标本。接种，孵育，鉴定，人工判读结果并分析报告。

BEEB6491
支原体药敏试验—肉汤

稀释法

样本类型：支原体菌株。制配菌悬液，定量加入药敏板条，孵育，人工判读结果并分析报告药敏结

果。不含培养。
4.螺旋体检验

BEFA0161 梅毒螺旋体暗视野镜检 样本类型：感染灶的活检取材。涂片制备，暗视野镜检，人工判读结果并分析报告。

BEFB4681
梅毒荧光抗体FTA-ABS

—间接免疫荧光法

样本类型：血液、穿刺及引流液。血清灭活，离心机离心，抗原抗体反应，冲洗，浸泡，加荧光二

抗，封片等，镜下检，人工分析结果。
5.真菌检验

BEGA6031
粪便涂片革兰染色镜检

查真菌

样本类型：粪便标本。涂片制备，涂片消毒，固定，染色，镜检，按照球、杆的比例进行分析，报

告结果。

BEGA6051
生殖道标本涂片革兰染

色镜检查真菌

样本类型：女性阴道、宫颈、肛拭子和男性尿道拭子。涂片制备，涂片消毒，固定，染色，镜检，

按照规则评分，报告结果。

BEGA6052
呼吸道标本涂片革兰染

色镜检查真菌

样本类型：呼吸道分泌物。涂片制备，涂片消毒，固定，染色，镜检、按照规则报告细菌计数和形

态，并对标本质量进行评价。

BEGA6081
直接涂片革兰染色镜检

查真菌
样本类型：各种标本。涂片制备，涂片消毒，固定，染色，镜检，人工分析结果。

BEGA6082
浓缩集菌涂片革兰染色

镜检查真菌

样本类型：各种标本。标本离心，取沉淀制备涂片，涂片消毒，固定，染色，镜检，人工分析结果

。
BEGB6041 新型隐球菌墨汁染色镜 样本类型：脑脊液。涂片制备，墨汁染色，加盖盖玻片，镜检，人工分析结果。
BEGB6081 真菌直接涂片镜检 样本类型：各种标本。标本涂片，灭菌，加盖盖玻片处理标本，镜检，人工判读结果并分析报告。
BEGC6181 真菌培养—直接接种 样本类型：各种标本。接种，孵育，观察结果，镜检，人工判读结果并分析，初级报告。
BEGC6281 真菌培养—显色培养法 样本类型：各种标本。标本接种(痰需前处理)，孵育，依菌落颜色，人工判读结果并分析报告。

BEGD6281
无菌体液真菌培养—肉

汤增菌法

样本类型：各种标本。接种，孵育，人工判读结果，镜检，初步报告，取肉汤并转种，观察结果，

镜检，次级报告。

BEGD6282
无菌体液真菌培养—双

相瓶增菌法

样本类型：各种标本。接种，孵育，人工判读结果，镜检，初级报告，取肉汤或生长的菌落并转

种，观察结果，镜检，次级报告。

BEGD6283
无菌体液真菌培养—增

菌法

样本类型：各种标本。接种，孵育，自动判读结果，镜检，初步报告，取肉汤并转种，观察结果，

镜检，人工判读结果并分析，次级报告。

BEGE0591 真菌鉴定—比色法
样本类型：分离株。制备涂片，镜检，挑取菌落根据需要接种一组生化鉴定管(板)，人工/仪器判

读结果并分析报告。不含培养。
BEGF6581 真菌培养+鉴定 样本类型：各种标本。包括真菌培养，真菌鉴定。
BEGG6581 无菌体液真菌培养+鉴 样本类型：血液、脑脊液、胸腔积液等无菌体液。包括无菌体液培养，细菌及真菌鉴定。
BEGH6681 真菌培养+鉴定+药敏 样本类型：各种标本。包括真菌培养，真菌鉴定，真菌药敏试验。

BEGJ6681
无菌体液真菌培养+鉴

定+药敏

样本类型：血液、脑脊液、胸腔积液等无菌体液。包括无菌体液培养，细菌及真菌鉴定，普通细菌

药敏试验或真菌药敏试验。

BEGK0581
真菌D-葡聚糖检测—比

色法

样本类型：各种体液。标本前处理，加检测液，放入检测仪，孵育，仪器自动判读结果并分析报告

。

BEGK3081
真菌D-葡聚糖检测—酶

联免疫吸附法
样本类型：各种体液。标本前处理，加检测液，温和摇晃，孵育，人工判读结果并分析报告。

BEGK4881
真菌D-葡聚糖检测—金

标法
样本类型：各种体液。标本前处理，加入金标试条，人工判读结果并分析报告。

BEGL0581
半乳甘露聚糖检测—比

色法

样本类型：各种体液。标本前处理，加检测液，放入检测仪，孵育，仪器自动判读结果并分析报告

。

BEGL3081
半乳甘露聚糖检测—酶

联免疫吸附法
样本类型：各种体液。标本前处理，加检测液，温和摇晃，孵育，人工判读结果并分析报告。

BEGL4881
半乳甘露聚糖检测—金

标法
样本类型：各种体液。标本前处理，加入金标试条，人工判读结果并分析报告。

BEGM6491
真菌药敏试验—纸片扩

散法
样本类型：分离株。制配菌悬液，涂布平皿，贴药敏纸片，孵育，测量抑菌环直径。不含培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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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EGM6492
真菌药敏试验—肉汤稀

释法

样本类型：分离株。制配菌悬液，加入包括有浓度梯度药物的试管或微量反应板，孵育，人工判读

生长结果并分析报告。或者加入配套药敏板，孵育24-48小时，仪器自动读取结果并分析报告。不

含培养。
BEGN6521 尿培养真菌菌落计数 样本类型：尿液。接种，孵育，观察结果、计数、人工判读结果，初级报告。
BEGN4291 真菌乳胶凝集法快速检 样本类型：分离株。取标本或新鲜菌落分别与试剂盒内试剂凝集，观察结果，人工分析结果。

6.病毒检验

BEHA6581 病毒培养+鉴定
样本类型：各种标本。标本处理，接种，培养，普通显微镜、电子显微镜、免疫学等方法初步鉴

定，判读结果并分析报告。
7.寄生虫检验

BEJA6051 滴虫直接涂片镜检 样本类型：生殖道标本。湿片制备，加盖盖玻片，镜检，人工判读并报告结果。
BEJB6551 滴虫培养+鉴定 样本类型：女性阴道分泌物、男性尿道分泌物。接种，孵育，鉴定，人工判读结果并分析报告。

BEJC0111
血液疟原虫检查—显微

镜法
样本类型：血液。薄血涂片，厚血涂片，末梢取血涂片，固定染色，人工判读结果并分析报告。

BEJD0111
血液微丝蚴检查—显微

镜法

样本类型：血液。包括血涂片染色法、新鲜血检查法、离心沉淀浓集法。新鲜血涂片镜检，离心沉

淀镜检，染色，人工判读结果并分析报告。

BEJE0181
血液黑热病利-杜氏体

检查—显微镜法
样本类型：血液、骨髓。血、骨髓涂片染色，人工分判读结果并分析报告。

BEJF0181
血液弓形虫检查—显微

镜法

样本类型：腹水、胸水、羊水、脑脊液、血液。血涂片，腹水、胸水脑脊液、羊水离心沉淀涂片，

染色试剂，人工判读结果并分析报告。

BEJF6181
血液弓形虫检查—动物

接种

样本类型：腹水、胸水、羊水、脑脊液、血液。血涂片，腹水、胸水脑脊液、羊水离心沉淀涂片，

染色试剂，人工判读结果并分析报告。

BEJG3011
血液回归热螺旋体检查

—酶联免疫吸附法
样本类型：血液。标本稀释，离心，取上清液，抗原抗体反应，温育，测吸光度，报告临床。

BEJH6031 粪寄生虫镜检
样本类型：粪便。包括生理盐水涂片法、碘染色法、铁苏木素染色法、改良抗酸染色法。检查蠕虫

卵及幼虫、原虫包囊及滋养体，生理盐水涂片，碘盐水涂片，染色，抗酸染色，固定剂、染色剂，

人工判读结果并分析报告。

BEJH6032 粪寄生虫卵集卵镜检
样本类型：粪便。包括生理盐水涂片法、碘染色法、铁苏木素染色法。检查蠕虫卵、原虫包囊，生

理盐水涂片，碘盐水涂片，离心机、洗涤铜筛，人工判读结果并分析报告。
BEJH6033 粪寄生虫卵计数 样本类型：粪便。直接涂片法，计数单位虫卵浓度，换算成虫数量，人工判读结果并分析报告。

BEJJ6231
寄生虫卵孵化试验—毛

蚴孵化法
样本类型：粪便。浓集，加清水，温箱20-30℃、放大镜观察，人工判读结果并分析报告。

BEJK4281
寄生虫免疫学检查—血

凝法

样本类型：各种标本。标本稀释，离心，取上清液，抗原抗体反应，温育，测吸光度，人工判读结

果并分析报告。

BEJK4581
寄生虫免疫学检查—荧

光免疫分析法

样本类型：各种标本。标本稀释，离心，取上清液，抗原抗体反应，温育，测吸光度，人工判读结

果并分析报告。
8.其它

BEJL6411
肿瘤细胞化疗药物敏感

试验

样本类型：血液。分离淋巴细胞，制备肿瘤细胞悬液，调整细胞浓度，接种96孔板，分别加抗癌药

物，设空白对照组，孵育，培养，离心，去掉上清液，加试剂震荡，用酶标仪测吸光度。

BEJM6491 联合药物敏感试验
样本类型：分离株。包括扩散法、稀释法、联合用药杀菌试验。制配菌悬液，加入包括不同浓度药

物的微量反应板，孵育，人工判读生长结果并分析报告。不含培养、鉴定。
(六)临床分子生物学

检验
1.感染性疾病分子生

物学检验

BFAA7281
病原体脱氧核糖核酸扩

增定性检测—实时荧光

聚合酶链反应

样本类型：各种标本。据标本不同进行相应前处理，提取模板DNA，加入到包括有配制好试剂的反

应管中，与阴、阳性对照同时经实时荧光扩增仪扩增后，读取扩增曲线，判断阴、阳性进行定性分

析。

BFAA7282
病原体脱氧核糖核酸扩

增定量检测—实时荧光

聚合酶链反应

样本类型：各种标本。从血标本中提取模板DNA，加入到包括有配制好定量试剂的反应管中，与阴

、阳性对照、阳性参考品同时经实时荧光扩增仪扩增后，读取扩增曲线，判断阴、阳性及对阳性标

本进行定量分析。

BFAA7381
病原体脱氧核糖核酸扩

增定性检测—聚合酶链

反应后测序

样本类型：各种标本。提取模板DNA，加入到包括有配制好试剂的反应管中进行扩增，PCR仪扩增后

应用基因测序仪进行序列分析，判断结果。

BFAA7382
病原体脱氧核糖核酸扩

增定性检测—聚合酶链

反应后杂交

样本类型：各种标本。据标本不同进行相应前处理，提取模板DNA经普通PCR仪PCR扩增后，变性(标

本及阴、阳性对照的变性、探针变性)，探针与样本(及阴、阳性对照)杂交，反应可在不同的载体

上(如膜、微孔板、芯片等)进行，杂交仪杂交后经洗涤、色等步骤，图像分析，人工分析并报告结

BFAA7383

病原体脱氧核糖核酸扩

增定量检测—聚合酶链

反应后杂交

样本类型：各种标本。从血标本中提取模板DNA经普通PCR仪PCR扩增后，变性(标本及阴、阳性对照

、阳性参考品的变性、探针变性)、探针与样本(及阴、阳性对照、阳性参考品)杂交，反应可在不

同的载体上(如膜、微孔板、芯片等)进行，杂交仪杂交后经洗涤、色等步骤，图像分析，人工分析

并报告结果。

BFAA7481
病原体脱氧核糖核酸非

扩增定性检测—直接杂

交

样本类型：各种标本。据标本不同进行相应前处理，提取模板RNA，变性(标本及阴、阳性对照的变

性、探针变性)，杂交仪上探针与样本(及阴、阳性对照)杂交(杂交、洗涤、复染)，图像分析，人

工分析并报告结果。

BFAA7482
病原体脱氧核糖核酸非

扩增定量检测—直接杂

交

样本类型：各种标本。据标本不同进行相应前处理，提取模板DNA，变性(标本及阴、阳性对照、阳

性参考品的变性、探针变性)、探针与样本(及阴、阳性对照、阳性参考品)杂交，杂交仪杂交后经

洗涤，色等步骤，图像分析，人工分析并报告结果。

BFAA7581

病原体脱氧核糖核酸扩

增定性检测—生物芯片

法

样本类型：各种标本。据标本不同进行相应前处理，提取模板DNA，加入到包括有配制好试剂的反

应管中，与阴、阳性对照同时经扩增仪进行多重PCR，将扩增后的PCR产物变性，然后将变性的扩增

产物与配制好的芯片杂交液混合，加入到芯片上进行杂交，杂交完毕后将芯片取出，进行清洗和离

心甩干，用芯片扫描仪进行检测，用PCR仪、芯片杂交仪、芯片洗干仪、芯片判别系统、芯片扫描

仪，报告结果，审核检验结果，发出报告，检测后标本留验及无害化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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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FAB7281
病原体核糖核酸扩增定

性检测—实时荧光聚合

酶链反应

样本类型：各种标本。据标本不同进行相应前处理，提取模板RNA，加入到包括有配制好试剂的反

应管中，与阴、阳性对照同时经实时荧光扩增仪扩增后，读取扩增曲线，判断阴、阳性进行定性分

析。

BFAB7282
病原体核糖核酸扩增定

量检测—实时荧光聚合

酶链反应

样本类型：各种标本。据标本不同进行相应前处理，提取模板RNA，加入到包括有配制好定量试剂

的反应管中，与阴、阳性及阳性参考品同时经实时荧光扩增仪扩增后，读取扩增曲线，判断阴、阳

性及对阳性标本进行定量分析。

BFAB7381

病原体核糖核酸扩增定

性检测—聚合酶链反应

后杂交

样本类型：各种标本。据标本不同进行相应前处理，提取模板RNA，经普通PCR仪反转录PCR扩增

后，变性(标本及阴、阳性对照的变性、探针变性)，探针与样本(及阴、阳性对照)杂交，反应可在

不同的载体上(如膜、微孔板、芯片等)进行，杂交仪杂交后经洗涤、色等步骤，图像分析，人工分

析并报告结果。

BFAB7382
病原体核糖核酸扩增定

性检测—聚合酶链反应

后测序

样本类型：各种标本。提取模板RNA，加入到包括有配制好试剂的反应管中PCR仪进行扩增，扩增后

应用基因测序仪进行序列分析，判断结果。

BFAB7383

病原体核糖核酸扩增定

量检测—聚合酶链反应

后杂交

样本类型：各种标本。从血标本中提取模板RNA，经普通PCR仪反转录PCR扩增后，变性(标本及阴、

阳性对照、阳性参考品的变性、探针变性)、探针与样本(及阴、阳性对照、阳性参考品)杂交，反

应可在不同的载体上(如膜、微孔板、芯片等)进行，杂交仪杂交后经洗涤，色等步骤，图像分析，

人工分析并报告结果。

BFAB7481
病原体核糖核酸非扩增

定性检测—直接杂交

样本类型：各种标本。据标本不同进行相应前处理，提取模板DNA，变性(标本及阴、阳性对照的变

性、探针变性)，探针与样本(及阴、阳性对照)杂交仪杂交(杂交、洗涤、复染)，图像分析，人工

分析并报告结果。

BFAB7482
病原体核糖核酸非扩增

定量检测—直接杂交

样本类型：各种标本。据标本不同进行相应前处理，提取模板RNA，变性(标本及阴、阳性对照、阳

性参考品的变性、探针变性)、探针与样本(及阴、阳性对照、阳性参考品)杂交，杂交仪杂交后经

洗涤，色等步骤，图像分析，人工分析并报告结果。

BFAB7581
病原体核糖核酸扩增定

性检测—生物芯片法

样本类型：各种标本。据标本不同进行相应前处理，提取模板DNA，加入到包括有配制好试剂的反

应管中，与阴、阳性对照同时经扩增仪进行多重PCR，将扩增后的PCR产物变性，然后将变性的扩增

产物与配制好的芯片杂交液混合，加入到芯片上进行杂交，杂交完毕后将芯片取出，进行清洗和离

心甩干，用芯片扫描仪进行检测，用软件报告结果，审核检验结果，发出报告，检测后标本留验及

无害化处理。

BFAC7281
乙型肝炎病毒脱氧核糖

核酸扩增定性检测—实

时荧光聚合酶链反应

样本类型：各种标本。据标本不同进行相应前处理，提取模板DNA，加入到包括有配制好试剂的反

应管中，与阴、阳性对照同时经实时荧光扩增仪扩增后，读取扩增曲线，判断阴、阳性，对标本进

行定性分析。

BFAC7282
乙型肝炎病毒脱氧核糖

核酸扩增定量检测—实

时荧光聚合酶链反应

样本类型：各种标本。从血标本中提取模板DNA，加入到包括有配制好定量试剂的反应管中，与阴

、阳性对照、阳性参考品同时经实时荧光扩增仪扩增后，读取扩增曲线，判断阴、阳性及对阳性标

本进行定量分析。

BFAC7381
乙型肝炎病毒脱氧核糖

核酸扩增定性检测—聚

合酶链反应后杂交

样本类型：各种标本。据标本不同进行相应前处理，提取模板DNA经普通PCR仪PCR扩增后，变性(标

本及阴、阳性对照的变性、探针变性)，探针与样本(及阴、阳性对照)杂交，反应可在不同的载体

上(如膜、微孔板、芯片等)进行，杂交仪杂交后经洗涤，色等步骤，图像分析，人工分析并报告结

BFAC7382
乙型肝炎病毒脱氧核糖

核酸扩增定性检测—聚

合酶链反应后测序

样本类型：各种标本。提取模板DNA，加入到包括有配制好试剂的反应管中进行PCR仪扩增，扩增后

应用基因测序仪进行序列分析，判断结果。

BFAC7383

乙型肝炎病毒脱氧核糖

核酸扩增定量检测—聚

合酶链反应后杂交

样本类型：各种标本。从血标本中提取模板DNA经普通PCR仪PCR扩增后，变性(标本及阴、阳性对照

、阳性参考品的变性、探针变性)、探针与样本(及阴、阳性对照、阳性参考品)杂交，反应可在不

同的载体上(如膜、微孔板、芯片等)进行，杂交仪杂交后经洗涤、色等步骤，图像分析，人工分析

并报告结果。

BFAC7481
乙型肝炎病毒脱氧核糖

核酸非扩增定性检测—

直接杂交

样本类型：各种标本。据标本不同进行相应前处理，提取模板DNA，变性(标本及阴、阳性对照的变

性、探针变性)，探针与样本(及阴、阳性对照)杂交仪杂交(杂交、洗涤、复染)，图像分析，人工

分析并报告结果。

BFAC7482
乙型肝炎病毒脱氧核糖

核酸非扩增定量检测—

直接杂交

样本类型：各种标本。据标本不同进行相应前处理，提取模板DNA，变性(标本及阴、阳性对照、阳

性参考品的变性、探针变性)、探针与样本(及阴、阳性对照、阳性参考品)杂交，杂交仪杂交后经

洗涤、色等步骤，图像分析，人工分析并报告结果。

BFAD7281
丙型肝炎病毒核糖核酸

扩增定性检测—实时荧

光聚合酶链反应

样本类型：各种标本。据标本不同进行相应前处理，提取模板RNA，加入到包括有配制好试剂的反

应管中，与阴、阳性对照同时经实时荧光扩增仪扩增后，读取扩增曲线，判断阴、阳性进行定性分

析。

BFAD7282
丙型肝炎病毒核糖核酸

扩增定量检测—实时荧

光聚合酶链反应

样本类型：各种标本。据标本不同进行相应前处理，提取模板RNA，加入到包括有配制好定量试剂

的反应管中，与阴、阳性及阳性参考品同时经实时荧光扩增仪扩增后，读取扩增曲线，判断阴、阳

性及对阳性标本进行定量分析。

BFAD7381

丙型肝炎病毒核糖核酸

扩增定性检测—聚合酶

链反应后杂交

样本类型：各种标本。据标本不同进行相应前处理，提取模板RNA，经普通PCR仪反转录PCR扩增

后，变性(标本及阴、阳性对照的变性、探针变性)，探针与样本(及阴、阳性对照)杂交，反应可在

不同的载体上(如膜、微孔板、芯片等)进行，杂交仪杂交后经洗涤、色等步骤，图像分析，人工分

析并报告结果。

BFAD7382
丙型肝炎病毒核糖核酸

扩增定性检测—聚合酶

链反应后测序

样本类型：各种标本。提取模板RNA，加入到包括有配制好试剂的反应管中进行PCR仪扩增，扩增后

应用基因测序仪进行序列分析，判断结果。

BFAD7383

丙型肝炎病毒核糖核酸

扩增定量检测—聚合酶

链反应后杂交

样本类型：各种标本。从血标本中提取模板RNA，经普通PCR仪反转录PCR扩增后，变性(标本及阴、

阳性对照、阳性参考品的变性、探针变性)、探针与样本(及阴、阳性对照、阳性参考品)杂交，反

应可在不同的载体上(如膜、微孔板、芯片等)进行，杂交仪杂交后经洗涤、色等步骤，图像分析，

人工分析并报告结果。

BFAE7281
丁型肝炎病毒核糖核酸

扩增定性检测—实时荧

光聚合酶链反应

样本类型：各种标本。据标本不同进行相应前处理，提取模板RNA，加入到包括有配制好试剂的反

应管中，与阴、阳性对照同时经实时荧光扩增仪扩增后，读取扩增曲线，判断阴、阳性进行定性分

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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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FAE7282
丁型肝炎病毒核糖核酸

扩增定量检测—实时荧

光聚合酶链反应

样本类型：各种标本。据标本不同进行相应前处理，提取模板RNA，加入到包括有配制好定量试剂

的反应管中，与阴、阳性及阳性参考品同时经实时荧光扩增仪扩增后，读取扩增曲线，判断阴、阳

性及对阳性标本进行定量分析。

BFAE7381

丁型肝炎病毒核糖核酸

扩增定性检测—聚合酶

链反应后杂交

样本类型：各种标本。据标本不同进行相应前处理，提取模板RNA，经普通PCR仪反转录PCR扩增

后，变性(标本及阴、阳性对照的变性、探针变性)，探针与样本(及阴、阳性对照)杂交，反应可在

不同的载体上(如膜、微孔板、芯片等)进行，杂交仪杂交后经洗涤、色等步骤，图像分析，人工分

析并报告结果。

BFAE7382
丁型肝炎病毒核糖核酸

扩增定性检测—聚合酶

链反应后测序

样本类型：各种标本。提取模板RNA，加入到包括有配制好试剂的反应管中进行PCR仪扩增，扩增后

应用基因测序仪进行序列分析，判断结果。

BFAE7383

丁型肝炎病毒核糖核酸

扩增定量检测—聚合酶

链反应后杂交

样本类型：各种标本。从血标本中提取模板RNA，经普通PCR仪反转录PCR扩增后，变性(标本及阴、

阳性对照、阳性参考品的变性、探针变性)、探针与样本(及阴、阳性对照、阳性参考品)杂交，反

应可在不同的载体上(如膜、微孔板、芯片等)进行，杂交仪杂交后经洗涤，色等步骤，图像分析，

人工分析并报告结果。

BFAF7281
戊型肝炎病毒核糖核酸

扩增定性检测—实时荧

光聚合酶链反应

样本类型：各种标本。据标本不同进行相应前处理，提取模板RNA，加入到包括有配制好试剂的反

应管中，与阴、阳性对照同时经实时荧光扩增仪扩增后，读取扩增曲线，判断阴、阳性进行定性分

析。

BFAF7282
戊型肝炎病毒核糖核酸

扩增定量检测—实时荧

光聚合酶链反应

样本类型：各种标本。据标本不同进行相应前处理，提取模板RNA，加入到包括有配制好定量试剂

的反应管中，与阴、阳性及阳性参考品同时经实时荧光扩增仪扩增后，读取扩增曲线，判断阴、阳

性及对阳性标本进行定量分析。

BFAF7381

戊型肝炎病毒核糖核酸

扩增定性检测—聚合酶

链反应后杂交

样本类型：各种标本。据标本不同进行相应前处理，提取模板RNA，经普通PCR仪反转录PCR扩增

后，变性(标本及阴、阳性对照的变性、探针变性)，探针与样本(及阴、阳性对照)杂交，反应可在

不同的载体上(如膜、微孔板、芯片等)进行，杂交仪杂交后经洗涤、色等步骤，图像分析，人工分

析并报告结果。

BFAF7382
戊型肝炎病毒核糖核酸

扩增定性检测—聚合酶

链反应后测序

样本类型：各种标本。提取模板RNA，加入到包括有配制好试剂的反应管中进行扩增，扩增后应用

测序仪进行序列分析，判断结果。

BFAF7383

戊型肝炎病毒核糖核酸

扩增定量检测—聚合酶

链反应后杂交

样本类型：各种标本。从血标本中提取模板RNA，经普通PCR仪反转录PCR扩增后，变性(标本及阴、

阳性对照、阳性参考品的变性、探针变性)、探针与样本(及阴、阳性对照、阳性参考品)杂交，反

应可在不同的载体上(如膜、微孔板、芯片等)进行，杂交仪杂交后经洗涤、色等步骤，图像分析，

人工分析并报告结果。

BFAG7281
人类免疫缺陷病毒-1型

核糖核酸扩增定性检测

—实时荧光聚合酶链反

样本类型：各种标本。据标本不同进行相应前处理，提取模板RNA，加入到包括有配制好试剂的反

应管中，与阴、阳性对照同时经实时荧光扩增仪扩增后，读取扩增曲线，判断阴、阳性进行定性分

析。

BFAG7282
人类免疫缺陷病毒-1型

核糖核酸扩增定量检测

—实时荧光聚合酶链反

样本类型：各种标本。据标本不同进行相应前处理，提取模板RNA，加入到包括有配制好定量试剂

的反应管中，与阴、阳性及阳性参考品同时经实时荧光扩增仪扩增后，读取扩增曲线，判断阴、阳

性及对阳性标本进行定量分析。

BFAG7381

人类免疫缺陷病毒-2型

核糖核酸扩增定性检测

—聚合酶链反应后杂交

样本类型：各种标本。据标本不同进行相应前处理，提取模板RNA，经普通PCR仪反转录PCR扩增

后，变性(标本及阴、阳性对照的变性、探针变性)，探针与样本(及阴、阳性对照)杂交，反应可在

不同的载体上(如膜、微孔板、芯片等)进行，杂交仪杂交后经洗涤、色等步骤，图像分析，人工分

析并报告结果。

BFAG7382
人类免疫缺陷病毒-3型

核糖核酸扩增定性检测

—聚合酶链反应后测序

样本类型：各种标本。提取模板RNA，加入到包括有配制好试剂的反应管中进行扩增，扩增后应用

测序仪进行序列分析，判断结果。

BFAG7383

人类免疫缺陷病毒-2型

核糖核酸扩增定量检测

—聚合酶链反应后杂交

样本类型：各种标本。从血标本中提取模板RNA，经普通PCR仪反转录PCR扩增后，变性(标本及阴、

阳性对照、阳性参考品的变性、探针变性)、探针与样本(及阴、阳性对照、阳性参考品)杂交，反

应可在不同的载体上(如膜、微孔板、芯片等)进行，杂交仪杂交后经洗涤、色等步骤，图像分析，

人工分析并报告结果。

BFAG7481
人类免疫缺陷病毒-1型

核糖核酸非扩增定性检

测—直接杂交

样本类型：各种标本。据标本不同进行相应前处理，提取模板DNA，变性(标本及阴、阳性对照的变

性、探针变性)，探针与样本(及阴、阳性对照)杂交仪杂交(杂交、洗涤、复染)，图像分析，人工

分析并报告结果。

BFAG7482
人类免疫缺陷病毒-2型

核糖核酸非扩增定量检

测—直接杂交

样本类型：各种标本。据标本不同进行相应前处理，提取模板RNA，变性(标本及阴、阳性对照、阳

性参考品的变性、探针变性)、探针与样本(及阴、阳性对照、阳性参考品)杂交，杂交后经洗涤、

色等步骤，图像分析，人工分析并报告结果。

BFAH7281
结核分支杆菌核酸扩增

定性检测—实时荧光聚

合酶链反应

样本类型：各种标本。据标本不同进行相应前处理，提取模板DNA，加入到包括有配制好试剂的反

应管中，与阴、阳性对照同时经实时荧光扩增仪扩增后，读取扩增曲线，判断阴、阳性进行定性分

析。

BFAJ7381
分枝杆菌菌种鉴定—聚

合酶链反应后杂交

样本类型：各种标本。据标本不同进行相应前处理，提取模板DNA经PCR扩增后，变性(标本及阴、

阳性对照的变性、探针变性)，探针与样本(及阴、阳性对照)杂交仪杂交(杂交、洗涤、复染)，图

像分析，人工分析并报告结果。

BEAJ7581
分枝杆菌菌种鉴定—生

物芯片法

样本类型：各种标本。据标本不同进行相应前处理，提取模板DNA，加入到包括有配制好试剂的反

应管中，与阴、阳性对照同时经扩增仪进行PCR，将扩增后的PCR产物变性，然后将变性的扩增产物

与配制好的芯片杂交液混合，加入到芯片上进行杂交，杂交完毕后将芯片取出，进行清洗和离心甩

干，用芯片扫描仪进行检测，审核检验结果，发出报告，检测后标本留验及无害化处理。包括1种

结核分枝杆菌复合群和16种非结核分枝杆菌等。

BFAK7281
结核/非结核分枝杆菌

核酸检测—实时荧光聚

合酶链反应

样本类型：痰样、胸水、腹水。仪器法(PCR仪、电泳仪、凝胶成像分析仪)定性：样品制备，实时

荧光PCR扩增，计算机软件自动报告检测结果，审核检验结果，发出报告，检测后标本留验及无害

化处理。

BFAL7281
巨细胞病毒脱氧核糖核

酸扩增定性检测—实时

荧光聚合酶链反应

样本类型：各种标本。据标本不同进行相应前处理，提取模板DNA，加入到包括有配制好试剂的反

应管中，与阴、阳性对照同时经实时荧光扩增仪扩增后，读取扩增曲线，判断阴、阳性，对标本进

行定性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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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FAL7282
巨细胞病毒脱氧核糖核

酸扩增定量检测—实时

荧光聚合酶链反应

样本类型：各种标本。从血标本中提取模板DNA，加入到包括有配制好定量试剂的反应管中，与阴

、阳性对照、阳性参考品同时经实时荧光扩增仪扩增后，读取扩增曲线，判断阴、阳性及对阳性标

本进行定量分析。

BFAL7381
巨细胞病毒脱氧核糖核

酸扩增定性检测—聚合

酶链反应后杂交

样本类型：各种标本。据标本不同进行相应前处理，提取模板DNA经PCR扩增后，变性(标本及阴、

阳性对照的变性、探针变性)，探针与样本(及阴、阳性对照)杂交，反应可在不同的载体上(如膜、

微孔板、芯片等)进行，杂交仪杂交后经洗涤、色等步骤，图像分析，人工分析并报告结果。

BFAL7382
巨细胞病毒脱氧核糖核

酸扩增定性检测—聚合

酶链反应后测序

样本类型：各种标本。提取模板DNA，加入到包括有配制好试剂的反应管中进行扩增，扩增后应用

测序仪进行序列分析，判断结果。

BFAL7383
巨细胞病毒脱氧核糖核

酸扩增定量检测—聚合

酶链反应后杂交

样本类型：各种标本。从血标本中提取模板DNA经PCR扩增后，变性(标本及阴、阳性对照、阳性参

考品的变性、探针变性)、探针与样本(及阴、阳性对照、阳性参考品)杂交，反应可在不同的载体

上(如膜、微孔板、芯片等)进行，杂交仪杂交后经洗涤、色等步骤，图像分析，人工分析并报告结

BFAM7281
多瘤病毒脱氧核糖核酸

扩增定性检测—实时荧

光聚合酶链反应

样本类型：各种标本。据标本不同进行相应前处理，提取模板DNA，加入到包括有配制好试剂的反

应管中，与阴、阳性对照同时经实时荧光扩增仪扩增后，读取扩增曲线，判断阴、阳性，对标本进

行定性分析。

BFAM7282
多瘤病毒脱氧核糖核酸

扩增定量检测—实时荧

光聚合酶链反应

样本类型：各种标本。从血标本中提取模板DNA，加入到包括有配制好定量试剂的反应管中，与阴

、阳性对照、阳性参考品同时经实时荧光扩增仪扩增后，读取扩增曲线，判断阴、阳性及对阳性标

本进行定量分析。

BFAM7381
多瘤病毒脱氧核糖核酸

扩增定性检测—聚合酶

链反应后杂交

样本类型：各种标本。据标本不同进行相应前处理，提取模板DNA经PCR扩增后，变性(标本及阴、

阳性对照的变性、探针变性)，探针与样本(及阴、阳性对照)杂交，反应可在不同的载体上(如膜、

微孔板、芯片等)进行，杂交仪杂交后经洗涤、色等步骤，图像分析，人工分析并报告结果。

BFAM7382
多瘤病毒脱氧核糖核酸

扩增定性检测—聚合酶

链反应后测序

样本类型：各种标本。提取模板DNA，加入到包括有配制好试剂的反应管中进行扩增，扩增后应用

测序仪进行序列分析，判断结果。

BFAM7383
多瘤病毒脱氧核糖核酸

扩增定量检测—聚合酶

链反应后杂交

样本类型：各种标本。从血标本中提取模板DNA经PCR扩增后，变性(标本及阴、阳性对照、阳性参

考品的变性、探针变性)、探针与样本(及阴、阳性对照、阳性参考品)杂交，反应可在不同的载体

上(如膜、微孔板、芯片等)进行，杂交仪杂交后经洗涤、色等步骤，图像分析，人工分析并报告结

BFAN7281
EB病毒脱氧核糖核酸扩

增定性检测—实时荧光

聚合酶链反应

样本类型：各种标本。据标本不同进行相应前处理，提取模板DNA，加入到包括有配制好试剂的反

应管中，与阴、阳性对照同时经实时荧光扩增仪扩增后，读取扩增曲线，判断阴、阳性，对标本进

行定性分析。

BFAN7282
EB病毒脱氧核糖核酸扩

增定量检测—实时荧光

聚合酶链反应

样本类型：各种标本。从血标本中提取模板DNA，加入到包括有配制好定量试剂的反应管中，与阴

、阳性对照、阳性参考品同时经实时荧光扩增仪扩增后，读取扩增曲线，判断阴、阳性及对阳性标

本进行定量分析。

BFAN7381
EB病毒脱氧核糖核酸扩

增定性检测—聚合酶链

反应后杂交

样本类型：各种标本。据标本不同进行相应前处理，提取模板DNA经PCR扩增后，变性(标本及阴、

阳性对照的变性、探针变性)，探针与样本(及阴、阳性对照)杂交，反应可在不同的载体上(如膜、

微孔板、芯片等)进行，杂交仪杂交后经洗涤、色等步骤，图像分析，人工分析并报告结果。

BFAN7382
EB病毒脱氧核糖核酸扩

增定性检测—聚合酶链

反应后测序

样本类型：各种标本。提取模板DNA，加入到包括有配制好试剂的反应管中进行扩增，扩增后应用

测序仪进行序列分析，判断结果。

BFAN7383
EB病毒脱氧核糖核酸扩

增定量检测—聚合酶链

反应后杂交

样本类型：各种标本。从血标本中提取模板DNA经PCR扩增后，变性(标本及阴、阳性对照、阳性参

考品的变性、探针变性)、探针与样本(及阴、阳性对照、阳性参考品)杂交，反应可在不同的载体

上(如膜、微孔板、芯片等)进行，杂交仪杂交后经洗涤、色等步骤，图像分析，人工分析并报告结

BFAP7281
细小病毒脱氧核糖核酸

扩增定性检测—实时荧

光聚合酶链反应

样本类型：各种标本。据标本不同进行相应前处理，提取模板DNA，加入到包括有配制好试剂的反

应管中，与阴、阳性对照同时经实时荧光扩增仪扩增后，读取扩增曲线，判断阴、阳性，对标本进

行定性分析。

BFAP7282
细小病毒脱氧核糖核酸

扩增定量检测—实时荧

光聚合酶链反应

样本类型：各种标本。从血标本中提取模板DNA，加入到包括有配制好定量试剂的反应管中，与阴

、阳性对照、阳性参考品同时经实时荧光扩增仪扩增后，读取扩增曲线，判断阴、阳性及对阳性标

本进行定量分析。

BFAP7381
细小病毒脱氧核糖核酸

扩增定性检测—聚合酶

链反应后杂交

样本类型：各种标本。据标本不同进行相应前处理，提取模板DNA经PCR扩增后，变性(标本及阴、

阳性对照的变性、探针变性)，探针与样本(及阴、阳性对照)杂交，反应可在不同的载体上(如膜、

微孔板、芯片等)进行，杂交仪杂交后经洗涤、色等步骤，图像分析，人工分析并报告结果。

BFAP7382
细小病毒脱氧核糖核酸

扩增定性检测—聚合酶

链反应后测序

样本类型：各种标本。提取模板DNA，加入到包括有配制好试剂的反应管中进行扩增，扩增后应用

测序仪进行序列分析，判断结果。

BFAP7383
细小病毒脱氧核糖核酸

扩增定量检测—聚合酶

链反应后杂交

样本类型：各种标本。从血标本中提取模板DNA经PCR扩增后，变性(标本及阴、阳性对照、阳性参

考品的变性、探针变性)、探针与样本(及阴、阳性对照、阳性参考品)杂交，反应可在不同的载体

上(如膜、微孔板、芯片等)进行，杂交仪杂交后经洗涤、色等步骤，图像分析，人工分析并报告结

BFAQ7281
腺病毒脱氧核糖核酸扩

增定性检测—实时荧光

聚合酶链反应

样本类型：各种标本。据标本不同进行相应前处理，提取模板DNA，加入到包括有配制好试剂的反

应管中，与阴、阳性对照同时经实时荧光扩增仪扩增后，读取扩增曲线，判断阴、阳性，对标本进

行定性分析。

BFAQ7282
腺病毒脱氧核糖核酸扩

增定量检测—实时荧光

聚合酶链反应

样本类型：各种标本。从血标本中提取模板DNA，加入到包括有配制好定量试剂的反应管中，与阴

、阳性对照、阳性参考品同时经实时荧光扩增仪扩增后，读取扩增曲线，判断阴、阳性及对阳性标

本进行定量分析。

BFAQ7381
腺病毒脱氧核糖核酸扩

增定性检测—聚合酶链

反应后杂交

样本类型：各种标本。据标本不同进行相应前处理，提取模板DNA经PCR扩增后，变性(标本及阴、

阳性对照的变性、探针变性)，探针与样本(及阴、阳性对照)杂交，反应可在不同的载体上(如膜、

微孔板、芯片等)进行，杂交仪杂交后经洗涤，色等步骤，图像分析，人工分析并报告结果。

BFAQ7382
腺病毒脱氧核糖核酸扩

增定性检测—聚合酶链

反应后测序

样本类型：各种标本。提取模板DNA，加入到包括有配制好试剂的反应管中进行扩增，扩增后应用

测序仪进行序列分析，判断结果。

BFAQ7383
腺病毒脱氧核糖核酸扩

增定量检测—聚合酶链

反应后杂交

样本类型：各种标本。从血标本中提取模板DNA经PCR扩增后，变性(标本及阴、阳性对照、阳性参

考品的变性、探针变性)、探针与样本(及阴、阳性对照、阳性参考品)杂交，反应可在不同的载体

上(如膜、微孔板、芯片等)进行，杂交仪杂交后经洗涤、色等步骤，图像分析，人工分析并报告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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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名称 项目内涵

BFAR7281
淋球菌脱氧核糖核酸扩

增定性检测—实时荧光

聚合酶链反应

样本类型：各种标本。据标本不同进行相应前处理，提取模板DNA，加入到包括有配制好试剂的反

应管中，与阴、阳性对照同时经实时荧光扩增仪扩增后，读取扩增曲线，判断阴、阳性进行定性分

析。

BFAR7381
淋球菌脱氧核糖核酸扩

增定性检测—聚合酶链

反应后杂交

样本类型：各种标本。据标本不同进行相应前处理，提取模板DNA经PCR扩增后，变性(标本及阴、

阳性对照的变性、探针变性)，探针与样本(及阴、阳性对照)杂交，反应可在不同的载体上(如膜、

微孔板、芯片等)进行，杂交仪杂交后经洗涤、色等步骤，图像分析，人工分析并报告结果。

BFAR7382
淋球菌脱氧核糖核酸扩

增定性检测—聚合酶链

反应后测序

样本类型：各种标本。提取模板DNA，加入到包括有配制好试剂的反应管中进行扩增，扩增后应用

测序仪进行序列分析，判断结果。

BFAS7281
沙眼衣原体脱氧核糖核

酸扩增定性检测—实时

荧光聚合酶链反应

样本类型：各种标本。据标本不同进行相应前处理，提取模板DNA，加入到包括有配制好试剂的反

应管中，与阴、阳性对照同时经实时荧光扩增仪扩增后，读取扩增曲线，判断阴、阳性进行定性分

析。

BFAS7381
沙眼衣原体脱氧核糖核

酸扩增定性检测—聚合

酶链反应后杂交

样本类型：各种标本。据标本不同进行相应前处理，提取模板DNA经PCR扩增后，变性(标本及阴、

阳性对照的变性、探针变性)，探针与样本(及阴、阳性对照)杂交，反应可在不同的载体上(如膜、

微孔板、芯片等)进行，杂交仪杂交后经洗涤、色等步骤，图像分析，人工分析并报告结果。

BFAS7382
沙眼衣原体脱氧核糖核

酸扩增定性检测—聚合

酶链反应后测序

样本类型：各种标本。提取模板DNA，加入到包括有配制好试剂的反应管中进行扩增，扩增后应用

测序仪进行序列分析，判断结果。

BFAT7281
解脲脲原体脱氧核糖核

酸扩增定性检测—实时

荧光聚合酶链反应

样本类型：各种标本。据标本不同进行相应前处理，提取模板DNA，加入到包括有配制好试剂的反

应管中，与阴、阳性对照同时经实时荧光扩增仪扩增后，读取扩增曲线，判断阴、阳性进行定性分

析。

BFAT7381
解脲脲原体脱氧核糖核

酸扩增定性检测—聚合

酶链反应后杂交

样本类型：各种标本。据标本不同进行相应前处理，提取模板DNA经PCR扩增后，变性(标本及阴、

阳性对照的变性、探针变性)，探针与样本(及阴、阳性对照)杂交，反应可在不同的载体上(如膜、

微孔板、芯片等)进行，杂交仪杂交后经洗涤、色等步骤，图像分析，人工分析并报告结果。

BFAT7382
解脲脲原体脱氧核糖核

酸扩增定性检测—聚合

酶链反应后测序

样本类型：各种标本。提取模板DNA，加入到包括有配制好试剂的反应管中进行扩增，扩增后应用

测序仪进行序列分析，判断结果。

BFAT7383
解脲脲原体型别鉴定—

聚合酶链反应后杂交

样本类型：各种标本。据标本不同进行相应前处理，提取模板DNA经PCR扩增后，变性(标本及阴、

阳性对照的变性、探针变性)，探针与样本(及阴、阳性对照)杂交仪杂交(杂交、洗涤、复染)，图

像分析，人工分析并报告结果。

BFAU7281
人乳头瘤病毒脱氧核糖

核酸扩增定性检测—实

时荧光聚合酶链反应

样本类型：各种标本。据标本不同进行相应前处理，提取模板DNA，加入到包括有配制好试剂的反

应管中，与阴、阳性对照同时经实时荧光扩增仪扩增后，读取扩增曲线，判断阴、阳性进行定性分

析。

BFAU7381
人乳头瘤病毒脱氧核糖

核酸扩增定性检测—聚

合酶链反应后杂交

样本类型：各种标本。据标本不同进行相应前处理，提取模板DNA经PCR扩增后，变性(标本及阴、

阳性对照的变性、探针变性)，探针与样本(及阴、阳性对照)杂交，反应可在不同的载体上(如膜、

微孔板、芯片等)进行，杂交仪杂交后经洗涤、色等步骤，图像分析，人工分析并报告结果。

BFAU7382
人乳头瘤病毒脱氧核糖

核酸扩增定性检测—聚

合酶链反应后测序

样本类型：各种标本。提取模板DNA，加入到包括有配制好试剂的反应管中进行扩增，扩增后应用

测序仪进行序列分析，判断结果。

BFAU7481
人乳头瘤病毒脱氧核糖

核酸非扩增定性检测—

直接杂交

样本类型：各种标本。提取目的HPV-DNA，使预先标记的RNA探针与DNA进行杂交，此杂交体被捕获

到载体介质上，再通过特异性的单克隆抗体检测，加入化学发光底物，对HPV-DNA进行半定量检

测，进行高危型和低危型分析。

BFAV7281
人乳头瘤病毒脱氧核糖

核酸分型检测—实时荧

光聚合酶链反应

样本类型：各种标本。据标本不同进行相应前处理，提取模板DNA，加入到包括有配制好试剂的反

应管中，与阴、阳性对照同时经实时荧光扩增仪扩增后，读取扩增曲线，判断阴、阳性进行定性分

析。

BFAV7381
人乳头瘤病毒脱氧核糖

核酸分型检测—聚合酶

链反应后杂交

样本类型：各种标本。据标本不同进行相应前处理，提取模板DNA经PCR扩增后，变性(标本及阴、

阳性对照的变性、探针变性)，探针与样本(及阴、阳性对照)杂交，反应可在不同的载体上(如膜、

微孔板、芯片等)进行，杂交仪杂交后经洗涤、色等步骤，图像分析，人工分析并报告结果。

BFAV7382
人乳头瘤病毒脱氧核糖

核酸分型检测—聚合酶

链反应后测序

样本类型：各种标本。提取模板DNA，加入到包括有配制好试剂的反应管中进行扩增，扩增后应用

测序仪进行序列分析，判断结果。

BFAW7281
丙型肝炎病毒核糖核酸

基因分型检测—实时荧

光聚合酶链反应

样本类型：各种标本。提取模板RNA，反转录成DNA后加入到包括有配制好试剂的反应管中，与阴、

阳性对照同时经实时荧光定量扩增仪扩增后，读取扩增曲线，判断阴、阳性进行定性分析。

BFAW7381
丙型肝炎病毒核糖核酸

基因分型检测—聚合酶

链反应后测序

样本类型：各种标本。提取模板RNA，反转录成DNA后加入到包括有配制好试剂的反应管中PCR仪进

行扩增，基因测序仪进行测序，判断结果。

BFAW7481
丙型肝炎病毒核糖核酸

基因分型检测—直接杂

交

样本类型：各种标本。提取模板RNA，经相应处理后，变性(标本及阴、阳性对照的变性、探针变

性)，探针与样本(及阴、阳性对照)杂交仪杂交(杂交、洗涤、复染)，图像分析，人工分析并报告

结果。

BFAW7382
丙型肝炎病毒核糖核酸

基因分型检测—聚合酶

链反应后杂交

样本类型：各种标本。提取模板RNA，反转录成DNA后，经PCR扩增后，变性(标本及阴、阳性对照的

变性、探针变性)，探针与样本(及阴、阳性对照)杂交仪杂交(杂交、洗涤、复染)，图像分析，人

工分析并报告结果。

BFAX7281
乙型肝炎病毒脱氧核糖

核酸基因分型检测—实

时荧光聚合酶链反应

样本类型：各种标本。据标本不同进行相应前处理，提取模板DNA，加入到包括有配制好试剂的反

应管中，与阴、阳性对照、阳性参考品同时经实时荧光定量扩增仪扩增后，读取扩增曲线，判断阴

、阳性进行定性分析。

BFAX7381
乙型肝炎病毒脱氧核糖

核酸基因分型检测—聚

合酶链反应后测序

样本类型：各种标本。提取模板DNA，加入到包括有配制好试剂的反应管中PCR仪进行扩增，基因测

序仪进行测序，判断结果。

BFAX7382
乙型肝炎病毒脱氧核糖

核酸基因分型检测—聚

合酶链反应后杂交

样本类型：各种标本。据标本不同进行相应前处理，提取模板DNA经PCR扩增后，变性(标本及阴、

阳性对照的变性、探针变性)，探针与样本(及阴、阳性对照)杂交仪杂交(杂交、洗涤、复染)，图

像分析，人工分析并报告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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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名称 项目内涵

BFAX7481
乙型肝炎病毒脱氧核糖

核酸基因分型检测—直

接杂交

样本类型：各种标本。据标本不同进行相应前处理，变性(标本及阴、阳性对照的变性、探针变

性)，探针与样本(及阴、阳性对照)杂交仪杂交(杂交、洗涤、复染)，图像分析，人工分析并报告

结果。

BFAY7281
乙型肝炎病毒前C区变

异检测—实时荧光聚合

酶链反应

样本类型：各种标本。据标本不同进行相应前处理，提取模板DNA，加入到包括有配制好定量试剂

的反应管中，与阴、阳性对照、阳性参考品同时经实时荧光定量扩增仪扩增后，读取扩增曲线，判

断阴、阳性及对阳性标本进行定量分析。

BFAZ7281
庚型肝炎病毒核糖核酸

扩增定性检测—实时荧

光聚合酶链反应

样本类型：各种标本。据标本不同进行相应前处理，提取模板RNA，加入到包括有配制好试剂的反

应管中，与阴、阳性对照同时经实时荧光扩增仪扩增后，读取扩增曲线，判断阴、阳性进行定性分

析。

BFAZ7381

庚型肝炎病毒核糖核酸

扩增定性检测—聚合酶

链反应后杂交

样本类型：各种标本。据标本不同进行相应前处理，提取模板RNA，经普通PCR仪反转录PCR扩增

后，变性(标本及阴、阳性对照的变性、探针变性)，探针与样本(及阴、阳性对照)杂交，反应可在

不同的载体上(如膜、微孔板、芯片等)进行，杂交仪杂交后经洗涤、色等步骤，图像分析，人工分

析并报告结果。

BFAZ7382
庚型肝炎病毒核糖核酸

扩增定性检测—聚合酶

链反应后测序

样本类型：各种标本。提取模板RNA，加入到包括有配制好试剂的反应管中进行扩增，扩增后应用

测序仪进行序列分析，判断结果。

BFBA7281
乙型肝炎病毒基因变异

检测—实时荧光聚合酶

链反应

样本类型：各种标本。据标本不同进行相应前处理，提取模板DNA，加入到包括有配制好定量试剂

的反应管中，与阴、阳性对照、阳性参考品同时经实时荧光定量扩增仪扩增后，读取扩增曲线，判

断阴、阳性及对阳性标本进行定量分析。

BFBA7381
乙型肝炎病毒基因变异

检测—聚合酶链反应后

样本类型：各种标本。提取模板DNA，加入到包括有配制好试剂的反应管中PCR仪进行扩增，基因测

序仪进行测序，判断结果。

BFBA7382
乙型肝炎病毒基因变异

检测—聚合酶链反应后

杂交

样本类型：各种标本。据标本不同进行相应前处理，提取模板DNA经PCR扩增后，变性(标本及阴、

阳性对照的变性、探针变性)，探针与样本(及阴、阳性对照)杂交仪杂交(杂交、洗涤、复染)，图

像分析，人工分析并报告结果。
2.遗传性疾病分子生

物学检验

BFCA7781
染色体核型分析—常规

染色体显带法

样本类型：各种标本。标本离心，吸取白细胞层加入装有培养基的培养瓶中，培养箱中培养24-72

小时，移出标本低渗30分钟，离心，去上层，加固定液固定10分钟2次，滴片3-4张，80℃烤片4小

时，老化2天，胰酶消化，染色，显微镜下分析染色体核型，审核，出报告。不含核型图。

BFCA7782
脆性X染色体核型分析

—常规染色体显带法

样本类型：各种标本。细胞培养、收获、制片、染片、核型分析，检查具有脆性部位的分裂相100-

200/标本，记录分析。

BFCA7783
高分辨染色体核型分析

—常规染色体显带法

样本类型：各种标本。细胞培养56小时，用药物同步化后继续培养17小时，洗去培养物中的残余药

物，最后一次洗涤细胞后，吸去上清液，将底物细胞移至另一新鲜的生长培养液中，继续培养6小

时，可用秋水仙素或秋水酰胺阻止分裂，低渗处理进行预固定、固定、离心和制片，G显带、

Giemsa染色，核型分析。

BFCA7784
姐妹染色体互换分析—

常规染色体显带法

样本类型：各种标本。细胞培养24小时后，加入BrDU液，混匀，在暗处继续培养48小时，加入秋水

仙素后收获、制片，标本置室温放置2-3天，标本处理后进行分化染色，冲洗、晾干，镜下分析，

计数姊妹染色单体互换量及M1期和M2期中期的数量，可计算出细胞的周期。

BFCB7281
遗传性肌营养不良基因

分析—实时荧光聚合酶

链反应

样本类型：各种标本。据标本不同进行相应前处理，提取模板DNA，加入到包括有配制好定量试剂

的反应管中，与阴、阳性对照、阳性参考品同时经实时荧光定量扩增仪扩增后，读取扩增曲线，判

断阴、阳性及对阳性标本进行耐药基因的分析。

BFCB7381

遗传性肌营养不良基因

分析—聚合酶链反应及

产物分析法

样本类型：各种标本。PCR(核酸扩增)、PCR-SSCP(PCR单链构象多态性分析)、PCR-SSP(序列特异引

物法)、PCR-ASO(等位基因特异性寡核苷酸探针杂交技术)、PCR-RFLP(扩增片段限制性长度多态性

技术)、PCR-DGGE(变性梯度凝胶电泳技术)。(定性)标本前处理，提取基因组DNA，对目的基因进行

实时荧光PCR扩增，或者扩增后进行电泳仪电泳，凝胶成像分析仪对检测结果进行人工分析并报告

结果。

BFCB7382
遗传性肌营养不良基因

分析—聚合酶链反应后

杂交

样本类型：各种标本。据标本不同进行相应前处理，提取模板DNA经PCR扩增后，变性(标本及阴、

阳性对照的变性、探针变性)，探针与样本(及阴、阳性对照)杂交仪杂交(杂交、洗涤、复染)，图

像分析，人工分析并报告结果。

BFCB7383
遗传性肌营养不良基因

分析—聚合酶链反应后

样本类型：各种标本。标本前处理，提取基因组DNA，对目的基因PCR仪扩增后进行测序，对检测结

果进行测序仪软件分析，人工分析并报告结果。

BFCB7481
遗传性肌营养不良基因

分析—直接杂交

样本类型：各种标本。据标本不同进行相应前处理，变性(标本及阴、阳性对照的变性、探针变

性)，杂交仪杂交，探针与样本(及阴、阳性对照)杂交(杂交、洗涤、复染)，图像分析，人工分析

并报告结果。

BFCB7581
遗传性肌营养不良基因

分析—生物芯片法

样本类型：各种标本。标本前处理，提取基因组DNA，加入到包括有配制好试剂的反应管中，与阴

、阳性对照同时经扩增仪进行PCR，将扩增后的PCR产物变性，然后将变性的扩增产物与配制好的芯

片杂交液混合，加入到芯片上进行杂交，杂交完毕后将芯片取出，进行清洗和离心甩干，用芯片扫

描仪进行检测，审核检验结果，发出报告，检测后标本留验及无害化处理。

BFCC7281
肝豆状核变性基因分析

—实时荧光聚合酶链反

应

样本类型：各种标本。据标本不同进行相应前处理，提取模板DNA，加入到包括有配制好定量试剂

的反应管中，与阴、阳性对照、阳性参考品同时经实时荧光定量扩增仪扩增后，读取扩增曲线，判

断阴、阳性及对阳性标本进行耐药基因的分析。

BFCC7381

肝豆状核变性基因分析

—聚合酶链反应及产物

分析法

样本类型：各种标本。PCR(核酸扩增)、PCR-SSCP(PCR单链构象多态性分析)、PCR-SSP(序列特异引

物法)、PCR-ASO(等位基因特异性寡核苷酸探针杂交技术)、PCR-RFLP(扩增片段限制性长度多态性

技术)、PCR-DGGE(变性梯度凝胶电泳技术)。(定性)标本前处理，提取基因组DNA，对目的基因进行

实时荧光PCR扩增，或者扩增后进行电泳仪电泳，凝胶成像分析仪对检测结果进行人工分析并报告

结果。

BFCC7382
肝豆状核变性基因分析

—聚合酶链反应后杂交

样本类型：各种标本。据标本不同进行相应前处理，提取模板DNA经PCR扩增后，变性(标本及阴、

阳性对照的变性、探针变性)，探针与样本(及阴、阳性对照)杂交仪杂交(杂交、洗涤、复染)，图

像分析，人工分析并报告结果。

BFCC7383
肝豆状核变性基因分析

—聚合酶链反应后测序

样本类型：各种标本。标本前处理，提取基因组DNA，对目的基因PCR仪扩增后进行测序，对检测结

果进行测序仪软件分析，人工分析并报告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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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名称 项目内涵

BFCC7481
肝豆状核变性基因分析

—直接杂交

样本类型：各种标本。据标本不同进行相应前处理，变性(标本及阴、阳性对照的变性、探针变

性)，杂交仪杂交，探针与样本(及阴、阳性对照)杂交(杂交、洗涤、复染)，图像分析，人工分析

并报告结果。

BFCC7581
肝豆状核变性基因分析

—生物芯片法

样本类型：各种标本。标本前处理，提取基因组DNA，加入到包括有配制好试剂的反应管中，与阴

、阳性对照同时经扩增仪进行PCR，将扩增后的PCR产物变性，然后将变性的扩增产物与配制好的芯

片杂交液混合，加入到芯片上进行杂交，杂交完毕后将芯片取出，进行清洗和离心甩干，用芯片扫

描仪进行检测，审核检验结果，发出报告，检测后标本留验及无害化处理。

BFCD7281
血友病基因分析—实时

荧光聚合酶链反应

样本类型：各种标本。据标本不同进行相应前处理，提取模板DNA，加入到包括有配制好定量试剂

的反应管中，与阴、阳性对照、阳性参考品同时经实时荧光定量扩增仪扩增后，读取扩增曲线，判

断阴、阳性及对阳性标本进行耐药基因的分析。

BFCD7381
血友病基因分析—聚合

酶链反应及产物分析法

样本类型：各种标本。包括PCR(核酸扩增)、PCR-SSCP(PCR单链构象多态性分析)、PCR-SSP(序列特

异引物法)、PCR-ASO(等位基因特异性寡核苷酸探针杂交技术)、PCR-RFLP(扩增片段限制性长度多

态性技术)。(定性)标本前处理，提取基因组DNA，对目的基因进行实时荧光PCR扩增，或者扩增后

进行电泳仪电泳，凝胶成像分析仪对检测结果进行人工分析并报告结果。

BFCD7382
血友病基因分析—聚合

酶链反应后杂交

样本类型：各种标本。据标本不同进行相应前处理，提取模板DNA经PCR扩增后，变性(标本及阴、

阳性对照的变性、探针变性)，探针与样本(及阴、阳性对照)杂交仪杂交(杂交、洗涤、复染)，图

像分析，人工分析并报告结果。

BFCD7383
血友病基因分析—聚合

酶链反应后测序

样本类型：各种标本。标本前处理，提取基因组DNA，对目的基因PCR仪扩增后进行测序，对检测结

果进行测序仪软件分析，人工分析并报告结果。

BFCD7481
血友病基因分析—直接

杂交

样本类型：各种标本。据标本不同进行相应前处理，变性(标本及阴、阳性对照的变性、探针变

性)，杂交仪杂交，探针与样本(及阴、阳性对照)杂交(杂交、洗涤、复染)，图像分析，人工分析

并报告结果。

BFCD7581
血友病基因分析—生物

芯片法

样本类型：各种标本。标本前处理，提取基因组DNA，加入到包括有配制好试剂的反应管中，与阴

、阳性对照同时经扩增仪进行PCR，将扩增后的PCR产物变性，然后将变性的扩增产物与配制好的芯

片杂交液混合，加入到芯片上进行杂交，杂交完毕后将芯片取出，进行清洗和离心甩干，用芯片扫

描仪进行检测，审核检验结果，发出报告，检测后标本留验及无害化处理。

BFCE7281
脆性X综合症基因分析

—实时荧光聚合酶链反

应

样本类型：各种标本。据标本不同进行相应前处理，提取模板DNA，加入到包括有配制好定量试剂

的反应管中，与阴、阳性对照、阳性参考品同时经实时荧光定量扩增仪扩增后，读取扩增曲线，判

断阴、阳性及对阳性标本进行耐药基因的分析。

BFCE7381

脆性X综合症基因分析

—聚合酶链反应及产物

分析法

样本类型：各种标本。包括PCR(核酸扩增)、PCR-SSCP(PCR单链构象多态性分析)、PCR-SSP(序列特

异引物法)、PCR-ASO(等位基因特异性寡核苷酸探针杂交技术)、PCR-RFLP(扩增片段限制性长度多

态性技术)。(定性)标本前处理，提取基因组DNA，对目的基因进行实时荧光PCR扩增，或者扩增后

进行电泳仪电泳，凝胶成像分析仪对检测结果进行人工分析并报告结果。

BFCE7382
脆性X综合症基因分析

—聚合酶链反应后测序

样本类型：各种标本。标本前处理，提取基因组DNA，对目的基因PCR仪扩增后进行测序，对检测结

果进行测序仪软件分析，人工分析并报告结果。

BFCE7481
脆性X综合症基因分析

—直接杂交

样本类型：各种标本。据标本不同进行相应前处理，变性(标本及阴、阳性对照的变性、探针变

性)，探针与样本(及阴、阳性对照)杂交仪杂交(杂交、洗涤、复染)，图像分析，人工分析并报告

BFCE7581
脆性X综合症基因分析

—生物芯片法

样本类型：各种标本。标本前处理，提取基因组DNA，加入到包括有配制好试剂的反应管中，与阴

、阳性对照同时经扩增仪进行PCR，将扩增后的PCR产物变性，然后将变性的扩增产物与配制好的芯

片杂交液混合，加入到芯片上进行杂交，杂交完毕后将芯片取出，进行清洗和离心甩干，用芯片扫

描仪进行检测，审核检验结果，发出报告，检测后标本留验及无害化处理。

BFCF7381

Y染色体性别基因分析

—聚合酶链反应及产物

分析法

样本类型：各种标本。包括PCR(核酸扩增)、PCR-SSCP(PCR单链构象多态性分析)、PCR-SSP(序列特

异引物法)、PCR-ASO(等位基因特异性寡核苷酸探针杂交技术)、PCR-RFLP(扩增片段限制性长度多

态性技术)。(定性)标本前处理，提取基因组DNA，对目的基因进行实时荧光PCR扩增，或者扩增后

进行电泳仪电泳，凝胶成像分析仪对检测结果进行人工分析并报告结果。

BFCF7382
Y染色体性别基因分析

—聚合酶链反应后杂交

样本类型：各种标本。据标本不同进行相应前处理，提取模板DNA经PCR扩增后，变性(标本及阴、

阳性对照的变性、探针变性)，探针与样本(及阴、阳性对照)杂交仪杂交(杂交、洗涤、复染)，图

像分析，人工分析并报告结果。

BFCF7383
Y染色体性别基因分析

—聚合酶链反应后测序

样本类型：各种标本。标本前处理，提取基因组DNA，对目的基因PCR仪扩增后进行测序，对检测结

果进行测序仪软件分析，人工分析并报告结果。

BFCF7481
Y染色体性别基因分析

—直接杂交

样本类型：各种标本。据标本不同进行相应前处理，变性(标本及阴、阳性对照的变性、探针变

性)，探针与样本(及阴、阳性对照)杂交仪杂交(杂交、洗涤、复染)，图像分析，人工分析并报告

BFCF7581
Y染色体性别基因分析

—生物芯片法

样本类型：各种标本。标本前处理，提取基因组DNA，加入到包括有配制好试剂的反应管中，与阴

、阳性对照同时经扩增仪进行PCR，将扩增后的PCR产物变性，然后将变性的扩增产物与配制好的芯

片杂交液混合，加入到芯片上进行杂交，杂交完毕后将芯片取出，进行清洗和离心甩干，用芯片扫

描仪进行检测，审核检验结果，发出报告，检测后标本留验及无害化处理。

BFCG4481
脱氧核糖核酸倍体分析

—流式细胞仪法

样本类型：各种标本。据标本不同进行离心，固定，荧光抗体染色，经流式细胞仪检测，经软件分

析，人工分析后再出报告。

BFCH4511
血细胞荧光原位杂交分

析

样本类型：血液。外周血细胞预处理(消化、低渗、固定、RNA酶处理、漂洗)，变性(标本变性、探

针变性)，探针与样本杂交(杂交、洗涤、复染)，图像分析。包括21、13和X、Y染色体。

BFCH4541
未经处理的羊水细胞荧

光原位杂交分析

样本类型：羊水。羊水细胞预处理(消化、低渗、固定、RNA酶处理、漂洗)、变性(标本变性、探针

变性)，探针与样本杂交(杂交、洗涤、复染)，图像分析，观察染色体数目与结构的异常。

BFCH4581
染色体荧光原位杂交分

析

样本类型：各种标本。标本离心，吸取白细胞层加入装有培养基的培养瓶中，置于培养箱中培养

24-72小时，移出标本低渗30分钟，离心去上清，加入固定液固定2次，每次10分钟，滴片2张，相

差显微镜下观看细胞和分裂相，预处理玻片，探针混合物变性、原位杂交仪杂交，次日洗涤，DAPI

复染，荧光显微镜下阅片，审核出报告。

BFCH7741
羊水细胞染色体分析—

常规染色体显带法

样本类型：羊水。利用羊水专用培养基培养羊水细胞2-3周，根据细胞生长情况捕捉最佳收获时

机，收获后再制片、染片，并利用染色体分析仪进行染色体核型分析。包括23对染色体数目、结构

。不含核型图。

BFCH7761
绒毛组织染色体分析—

常规染色体显带法

样本类型：绒毛组织。利用专用培养基培养绒毛细胞1-2周，根据细胞生长情况捕捉最佳收获时

机，收获后再制片、染片，并利用染色体分析仪进行染色体核型分析。包括23对染色体数目、结构

。不含核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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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FCH7781 染色体分析—短期培养
样本类型：各种标本。标本离心，吸取白细胞层加入装有培养基的培养瓶中，加入秋水仙素，放入

二氧化碳培养箱中培养2小时，移出标本低渗固定，滴片，烤片，胰酶消化，染色，显微镜下分析

染色体核型，审核，出报告。

BFCJ7281
白血病融合基因检测—

聚合酶链反应

样本类型：骨髓、外周血。包括(PCR、PCR-SSCP、PCR-SSP、PCR-ASO等)。(定性)标本前处理，提

取基因组DNA，对目的基因进行实时荧光PCR扩增，或者扩增后进行电泳仪电泳，凝胶成像分析仪对

检测结果进行人工分析并报告结果。

BFCJ7282
白血病融合基因检测—

实时荧光聚合酶链反应

样本类型：骨髓、外周血。提取模板RNA，反转录成DNA后加入到包括有配制好定量试剂的反应管

中，与阴、阳性对照同时经实时荧光定量扩增仪扩增后，读取扩增曲线，判断阴、阳性及对阳性标

本进行定量分析。

BFCJ7381
白血病融合基因检测—

聚合酶链反应后杂交

样本类型：骨髓、外周血。据标本不同进行相应前处理，提取模板DNA经PCR扩增后，变性(标本及

阴、阳性对照的变性、探针变性)，探针与样本(及阴、阳性对照)杂交仪杂交(杂交、洗涤、复

染)，图像分析，人工分析并报告结果。

BFCJ7382
白血病融合基因检测—

聚合酶链反应后测序

样本类型：骨髓、外周血。标本前处理，提取基因组DNA，对目的基因PCR仪扩增后进行测序，对检

测结果进行测序仪软件分析，人工分析并报告结果。

BFCJ7481
白血病融合基因检测—

直接杂交

样本类型：骨髓、外周血。据标本不同进行相应前处理，变性(标本及阴、阳性对照的变性、探针

变性)，探针与样本(及阴、阳性对照)杂交仪杂交(杂交、洗涤、复染)，图像分析，人工分析并报

告结果。

BFCK1081
单基因遗传病基因突变

检查—高效液相色谱法

样本类型：各种标本。包括线粒体基因突变。仪器法HPLC。(定性)标本前处理，提取基因组DNA，

对目的基因进行实时荧光PCR扩增，或者扩增后进行电泳仪电泳，凝胶成像分析仪对检测结果进行

人工分析并报告结果。

BFCK7281
单基因遗传病基因突变

检查—聚合酶链反应法

样本类型：各种标本。包括线粒体基因突变。包括PCR(核酸扩增)、PCR-SSCP(PCR单链构象多态性

分析)、PCR-SSP(序列特异引物法)、PCR-ASO(等位基因特异性寡核苷酸探针杂交技术)、PCR-

RFLP(扩增片段限制性长度多态性技术)、Melting curve analysis(熔点曲线分析)。(定性)标本前

处理，提取基因组DNA，对目的基因进行实时荧光PCR扩增，或者扩增后进行电泳仪电泳，凝胶成像

分析仪对检测结果进行人工分析并报告结果。

BFCK7282
单基因遗传病基因突变

检查—实时荧光聚合酶

链反应

样本类型：各种标本。包括线粒体基因突变。提取模板RNA，反转录成DNA后加入到包括有配制好定

量试剂的反应管中，与阴、阳性对照同时经实时荧光定量扩增仪扩增后，读取扩增曲线，判断阴、

阳性及对阳性标本进行定量分析。

BFCK7381
单基因遗传病基因突变

检查—聚合酶链反应后

杂交

样本类型：各种标本。据标本不同进行相应前处理，提取模板DNA经PCR扩增后，变性(标本及阴、

阳性对照的变性、探针变性)，探针与样本(及阴、阳性对照)杂交仪杂交(杂交、洗涤、复染)，图

像分析，人工分析并报告结果。

BFCK7382
单基因遗传病基因突变

检查—聚合酶链反应后

样本类型：各种标本。标本前处理，提取基因组DNA，对目的基因PCR仪扩增后进行测序，对检测结

果进行测序仪软件分析，人工分析并报告结果。

BFCK7481
单基因遗传病基因突变

检查—直接杂交

样本类型：各种标本。据标本不同进行相应前处理，变性(标本及阴、阳性对照的变性、探针变

性)，探针与样本(及阴、阳性对照)杂交仪杂交(杂交、洗涤、复染)，图像分析，人工分析并报告

BFCK7581
单基因遗传病基因突变

检查—生物芯片法

样本类型：各种标本。标本前处理，提取基因组DNA，加入到包括有配制好试剂的反应管中，与阴

、阳性对照同时经扩增仪进行PCR，将扩增后的PCR产物变性，然后将变性的扩增产物与配制好的芯

片杂交液混合，加入到芯片上进行杂交，杂交完毕后将芯片取出，进行清洗和离心甩干，用芯片扫

描仪进行检测，审核检验结果，发出报告，检测后标本留验及无害化处理。

BFCL7581
遗传性耳聋基因检测—

生物芯片法

样本类型：各种标本。据标本不同进行相应前处理，提取模板DNA，加入到包括有配制好试剂的反

应管中，与阴、阳性对照同时经扩增仪进行PCR，将扩增后的PCR产物变性，然后将变性的扩增产物

与配制好的芯片杂交液混合，加入到芯片上进行杂交，杂交完毕后将芯片取出，进行清洗和离心甩

干，用芯片扫描仪进行检测，审核检验结果，发出报告，检测后标本留验及无害化处理。包括GJB2

基因，SLC26A4基因，GJB3基因，线粒体DNA12SrRNA基因等。
3.其它

BFDA4581
载脂蛋白E基因分型—

荧光原位杂交法

样本类型：各种标本。标本预处理，变性(标本变性、探针变性)，探针与样本杂交(杂交、洗涤、

复染)，图像分析，人工分析并报告结果。

BFDA7381

载脂蛋白E基因分型—

聚合酶链反应及产物分

析法

样本类型：各种标本。包括PCR(核酸扩增)、PCR-SSCP(PCR单链构象多态性分析)、PCR-SSP(序列特

异引物法)、PCR-ASO(等位基因特异性寡核苷酸探针杂交技术)、PCR-RFLP(扩增片段限制性长度多

态性技术)。标本前处理，提取基因组DNA，应用PCR仪对目的基因进行实时荧光PCR扩增，或者扩增

后酶切后电泳仪电泳，凝胶成像仪对检测结果进行软件分析，人工分析并报告结果。

BFDA7382
载脂蛋白E基因分型—

聚合酶链反应后测序

样本类型：各种标本。标本前处理，提取基因组DNA，对目的基因PCR仪扩增后进行测序，对检测结

果进行测序仪软件分析，人工分析并报告结果。

BFDA7481
载脂蛋白E基因分型—

Southernblot杂交法

样本类型：各种标本。标本预处理，变性(标本变性、探针变性)，探针与样本杂交(杂交、洗涤、

复染)，图像分析，人工分析并报告结果。

BFDA7482
载脂蛋白E基因分型—

比较基因组杂交法

样本类型：各种标本。标本预处理，变性(标本变性、探针变性)，探针与样本杂交(杂交、洗涤、

复染)，图像分析，人工分析并报告结果。

BFDA7581
载脂蛋白E基因分型—

生物芯片法

样本类型：各种标本。标本前处理，提取基因组DNA，加入到包括有配制好试剂的反应管中，与阴

、阳性对照，同时经扩增仪进行PCR，将扩增后的PCR产物变性，然后将变性的扩增产物与配制好的

芯片杂交液混合，加入到芯片上进行杂交，杂交完毕后将芯片取出，进行清洗和离心甩干，用芯片

扫描仪进行检测，审核检验结果，发出报告，检测后标本留验及无害化处理。

BFDB7511
乙型肝炎恩替卡韦耐药

基因检测—生物芯片法

样本类型：血清。对标本进行相应前处理，提取模板DNA，加入到包括有配制好试剂的反应管中，

与阴、阳性对照同时经扩增仪进行多重PCR，将扩增后的PCR产物变性，然后将变性的扩增产物与配

制好的芯片杂交液混合，加入到芯片上进行杂交，杂交完毕后将芯片取出，进行清洗和离心甩干，

用芯片扫描仪进行检测，用软件报告结果，审核检验结果，发出报告，检测后标本留验及无害化处

BFDB7512
乙型肝炎替比夫定耐药

基因检测—生物芯片法

样本类型：血清。对标本进行相应前处理，提取模板DNA，加入到包括有配制好试剂的反应管中，

与阴、阳性对照同时经扩增仪进行多重PCR，将扩增后的PCR产物变性，然后将变性的扩增产物与配

制好的芯片杂交液混合，加入到芯片上进行杂交，杂交完毕后将芯片取出，进行清洗和离心甩干，

用芯片扫描仪进行检测，用软件报告结果，审核检验结果，发出报告，检测后标本留验及无害化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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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名称 项目内涵

BFDB7513
乙型肝炎替诺福韦耐药

基因检测—生物芯片法

样本类型：血清。对标本进行相应前处理，提取模板DNA，加入到包括有配制好试剂的反应管中，

与阴、阳性对照同时经扩增仪进行多重PCR，将扩增后的PCR产物变性，然后将变性的扩增产物与配

制好的芯片杂交液混合，加入到芯片上进行杂交，杂交完毕后将芯片取出，进行清洗和离心甩干，

用芯片扫描仪进行检测，用软件报告结果，审核检验结果，发出报告，检测后标本留验及无害化处

BFDB7514
乙型肝炎恩曲他滨耐药

基因检测—生物芯片法

样本类型：血清。对标本进行相应前处理，提取模板DNA，加入到包括有配制好试剂的反应管中，

与阴、阳性对照同时经扩增仪进行多重PCR，将扩增后的PCR产物变性，然后将变性的扩增产物与配

制好的芯片杂交液混合，加入到芯片上进行杂交，杂交完毕后将芯片取出，进行清洗和离心甩干，

用芯片扫描仪进行检测，用软件报告结果，审核检验结果，发出报告，检测后标本留验及无害化处

BFDB7515
乙型肝炎克拉夫定耐药

基因检测—生物芯片法

样本类型：血清。对标本进行相应前处理，提取模板DNA，加入到包括有配制好试剂的反应管中，

与阴、阳性对照同时经扩增仪进行多重PCR，将扩增后的PCR产物变性，然后将变性的扩增产物与配

制好的芯片杂交液混合，加入到芯片上进行杂交，杂交完毕后将芯片取出，进行清洗和离心甩干，

用芯片扫描仪进行检测，用软件报告结果，审核检验结果，发出报告，检测后标本留验及无害化处

BFDB7516

乙型肝炎拉米夫定/阿

德福韦耐药基因检测—

生物芯片法

样本类型：血清。对标本进行相应前处理，提取模板DNA，加入到包括有配制好试剂的反应管中，

与阴、阳性对照同时经扩增仪进行多重PCR，将扩增后的PCR产物变性，然后将变性的扩增产物与配

制好的芯片杂交液混合，加入到芯片上进行杂交，杂交完毕后将芯片取出，进行清洗和离心甩干，

用芯片扫描仪进行检测，用软件报告结果，审核检验结果，发出报告，检测后标本留验及无害化处

BFDC7281
结核分枝杆菌耐药基因

检测—实时荧光聚合酶

链反应

样本类型：各种标本。据标本不同进行相应前处理，提取模板DNA，加入到包括有配制好定量试剂

的反应管中，与阴、阳性对照、阳性参考品同时经实时荧光定量扩增仪扩增后，读取扩增曲线，判

断阴、阳性及对阳性标本进行耐药基因的分析。

BFDC7381
结核分枝杆菌耐药基因

检测—核酸扩增定性分

析

样本类型：各种标本。提取纯培养物模板DNA，加入到包括有配制好试剂的反应管中，与阴、阳性

对照同时经扩增仪扩增后，进行琼脂糖凝胶电泳，紫外灯下观察扩增条带，判断阴、阳性进行定性

分析。

BFDC7382
结核分枝杆菌耐药基因

检测—聚合酶链反应后

样本类型：各种标本。提取病原体核酸，通过特异性引物进行目的片断扩增，对扩增得到的目的片

断进行双向测序，通过软件自动分析，最终获得标本中细菌的耐药信息。

BFDC7383
结核分枝杆菌耐药基因

检测—聚合酶链反应后

杂交

样本类型：各种标本。据标本不同进行相应前处理，提取模板DNA经PCR扩增后，变性(标本及阴、

阳性对照的变性、探针变性)，探针与样本(及阴、阳性对照)杂交仪杂交(杂交、洗涤、复染)，图

像分析，人工分析并报告结果。

BFDC7481
结核分枝杆菌耐药基因

检测—直接杂交

样本类型：各种标本。据标本不同进行相应前处理，变性(标本及阴、阳性对照的变性、探针变

性)，探针与样本(及阴、阳性对照)杂交仪杂交(杂交、洗涤、复染)，图像分析，人工分析并报告

BFDC7581
结核分枝杆菌耐药基因

检测—生物芯片法

样本类型：各种标本。据标本不同进行相应前处理，提取模板DNA，加入到包括有配制好试剂的反

应管中，与阴、阳性对照同时经扩增仪进行多重PCR，将扩增后的PCR产物变性，然后将变性的扩增

产物与配制好的芯片杂交液混合，加入到芯片上进行杂交，杂交完毕后将芯片取出，进行清洗和离

心甩干，用芯片扫描仪进行检测，用软件报告结果，审核检验结果，发出报告，检测后标本留验及

无害化处理。

BFDD7581

结核分枝杆菌利福平耐

药基因检测—生物芯片

法

样本类型：各种标本。据标本不同进行相应前处理，提取模板DNA，加入到包括有配制好试剂的反

应管中，与阴、阳性对照同时经扩增仪进行多重PCR，将扩增后的PCR产物变性，然后将变性的扩增

产物与配制好的芯片杂交液混合，加入到芯片上进行杂交，杂交完毕后将芯片取出，进行清洗和离

心甩干，用芯片扫描仪进行检测，用软件报告结果，审核检验结果，发出报告，检测后标本留验及

无害化处理。

BFDD7582

结核分枝杆菌异烟肼耐

药基因检测—生物芯片

法

样本类型：各种标本。据标本不同进行相应前处理，提取模板DNA，加入到包括有配制好试剂的反

应管中，与阴、阳性对照同时经扩增仪进行多重PCR，将扩增后的PCR产物变性，然后将变性的扩增

产物与配制好的芯片杂交液混合，加入到芯片上进行杂交，杂交完毕后将芯片取出，进行清洗和离

心甩干，用芯片扫描仪进行检测，用软件报告结果，审核检验结果，发出报告，检测后标本留验及

无害化处理。

BFDD7583

结核分枝杆菌链霉素耐

药基因检测—生物芯片

法

样本类型：各种标本。据标本不同进行相应前处理，提取模板DNA，加入到包括有配制好试剂的反

应管中，与阴、阳性对照同时经扩增仪进行多重PCR，将扩增后的PCR产物变性，然后将变性的扩增

产物与配制好的芯片杂交液混合，加入到芯片上进行杂交，杂交完毕后将芯片取出，进行清洗和离

心甩干，用芯片扫描仪进行检测，用软件报告结果，审核检验结果，发出报告，检测后标本留验及

无害化处理。

BFDD7584

结核分枝杆菌乙胺丁醇

耐药基因检测—生物芯

片法

样本类型：各种标本。据标本不同进行相应前处理，提取模板DNA，加入到包括有配制好试剂的反

应管中，与阴、阳性对照同时经扩增仪进行多重PCR，将扩增后的PCR产物变性，然后将变性的扩增

产物与配制好的芯片杂交液混合，加入到芯片上进行杂交，杂交完毕后将芯片取出，进行清洗和离

心甩干，用芯片扫描仪进行检测，用软件报告结果，审核检验结果，发出报告，检测后标本留验及

无害化处理。

BFDD7585

结核分枝杆菌吡嗪酰胺

耐药基因检测—生物芯

片法

样本类型：各种标本。据标本不同进行相应前处理，提取模板DNA，加入到包括有配制好试剂的反

应管中，与阴、阳性对照同时经扩增仪进行多重PCR，将扩增后的PCR产物变性，然后将变性的扩增

产物与配制好的芯片杂交液混合，加入到芯片上进行杂交，杂交完毕后将芯片取出，进行清洗和离

心甩干，用芯片扫描仪进行检测，用软件报告结果，审核检验结果，发出报告，检测后标本留验及

无害化处理。

BFDD7586

结核分枝杆菌喹诺酮类

耐药基因检测—生物芯

片法

样本类型：各种标本。据标本不同进行相应前处理，提取模板DNA，加入到包括有配制好试剂的反

应管中，与阴、阳性对照同时经扩增仪进行多重PCR，将扩增后的PCR产物变性，然后将变性的扩增

产物与配制好的芯片杂交液混合，加入到芯片上进行杂交，杂交完毕后将芯片取出，进行清洗和离

心甩干，用芯片扫描仪进行检测，用软件报告结果，审核检验结果，发出报告，检测后标本留验及

无害化处理。

BFDD7587

结核分枝杆菌阿米卡星

耐药基因检测—生物芯

片法

样本类型：各种标本。据标本不同进行相应前处理，提取模板DNA，加入到包括有配制好试剂的反

应管中，与阴、阳性对照同时经扩增仪进行多重PCR，将扩增后的PCR产物变性，然后将变性的扩增

产物与配制好的芯片杂交液混合，加入到芯片上进行杂交，杂交完毕后将芯片取出，进行清洗和离

心甩干，用芯片扫描仪进行检测，用软件报告结果，审核检验结果，发出报告，检测后标本留验及

无害化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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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FDD7588

结核分枝杆菌卡那霉素

耐药基因检测—生物芯

片法

样本类型：各种标本。据标本不同进行相应前处理，提取模板DNA，加入到包括有配制好试剂的反

应管中，与阴、阳性对照同时经扩增仪进行多重PCR，将扩增后的PCR产物变性，然后将变性的扩增

产物与配制好的芯片杂交液混合，加入到芯片上进行杂交，杂交完毕后将芯片取出，进行清洗和离

心甩干，用芯片扫描仪进行检测，用软件报告结果，审核检验结果，发出报告，检测后标本留验及

无害化处理。

BFDD7589

结核分枝杆菌卷曲霉素

耐药基因检测—生物芯

片法

样本类型：各种标本。据标本不同进行相应前处理，提取模板DNA，加入到包括有配制好试剂的反

应管中，与阴、阳性对照同时经扩增仪进行多重PCR，将扩增后的PCR产物变性，然后将变性的扩增

产物与配制好的芯片杂交液混合，加入到芯片上进行杂交，杂交完毕后将芯片取出，进行清洗和离

心甩干，用芯片扫描仪进行检测，用软件报告结果，审核检验结果，发出报告，检测后标本留验及

无害化处理。

BFDE7581

结核分枝杆菌乙硫异烟

胺耐药基因检测—生物

芯片法

样本类型：各种标本。据标本不同进行相应前处理，提取模板DNA，加入到包括有配制好试剂的反

应管中，与阴、阳性对照同时经扩增仪进行多重PCR，将扩增后的PCR产物变性，然后将变性的扩增

产物与配制好的芯片杂交液混合，加入到芯片上进行杂交，杂交完毕后将芯片取出，进行清洗和离

心甩干，用芯片扫描仪进行检测，用软件报告结果，审核检验结果，发出报告，检测后标本留验及

无害化处理。

BFDE7582

结核分枝杆菌对氨基水

杨酸耐药基因检测—生

物芯片法

样本类型：各种标本。据标本不同进行相应前处理，提取模板DNA，加入到包括有配制好试剂的反

应管中，与阴、阳性对照同时经扩增仪进行多重PCR，将扩增后的PCR产物变性，然后将变性的扩增

产物与配制好的芯片杂交液混合，加入到芯片上进行杂交，杂交完毕后将芯片取出，进行清洗和离

心甩干，用芯片扫描仪进行检测，用软件报告结果，审核检验结果，发出报告，检测后标本留验及

无害化处理。

BFDF7281
万古霉素耐药基因试验

—实时荧光聚合酶链反

应

样本类型：各种标本。据标本不同进行相应前处理，提取模板DNA，加入到包括有配制好定量试剂

的反应管中，与阴、阳性对照、阳性参考品同时经实时荧光定量扩增仪扩增后，读取扩增曲线，判

断阴、阳性及对阳性标本进行耐药基因的分析。

BFDF7381
万古霉素耐药基因试验

—聚合酶链反应后测序

样本类型：各种标本。提取病原体核酸，通过特异性引物进行目的片断扩增，对扩增得到的目的片

断进行双向测序，通过软件自动分析，最终获得标本中细菌的耐药信息。

BFDF7382
万古霉素耐药基因试验

—聚合酶链反应后杂交

样本类型：各种标本。据标本不同进行相应前处理，提取模板DNA经PCR扩增后，变性(标本及阴、

阳性对照的变性、探针变性)，探针与样本(及阴、阳性对照)杂交仪杂交(杂交、洗涤、复染)，图

像分析，人工分析并报告结果。

BFDF7481
万古霉素耐药基因试验

—直接杂交

样本类型：各种标本。据标本不同进行相应前处理，变性(标本及阴、阳性对照的变性、探针变

性)，探针与样本(及阴、阳性对照)杂交仪杂交(杂交、洗涤、复染)，图像分析，人工分析并报告

BFDG7281
耐甲氧西林葡萄球耐药

基因—实时荧光聚合酶

链反应

样本类型：各种标本。据标本不同进行相应前处理，提取模板DNA，加入到包括有配制好定量试剂

的反应管中，与阴、阳性对照、阳性参考品同时经实时荧光定量扩增仪扩增后，读取扩增曲线，判

断阴、阳性及对阳性标本进行耐药基因的分析。

BFDG7381
耐甲氧西林葡萄球耐药

基因—聚合酶链反应后

样本类型：各种标本。提取病原体核酸，通过特异性引物进行目的片断扩增，对扩增得到的目的片

断进行双向测序，通过软件自动分析，最终获得标本中细菌的耐药信息。

BFDG7382
耐甲氧西林葡萄球耐药

基因—聚合酶链反应后

杂交

样本类型：各种标本。据标本不同进行相应前处理，提取模板DNA经PCR扩增后，变性(标本及阴、

阳性对照的变性、探针变性)，探针与样本(及阴、阳性对照)杂交仪杂交(杂交、洗涤、复染)，图

像分析，人工分析并报告结果。

BFDG7481
耐甲氧西林葡萄球耐药

基因—直接杂交

样本类型：各种标本。据标本不同进行相应前处理，变性(标本及阴、阳性对照的变性、探针变

性)，探针与样本(及阴、阳性对照)杂交仪杂交(杂交、洗涤、复染)，图像分析，人工分析并报告

BFDH1081
化学药物用药指导的基

因检测—高效液相色谱

样本类型：各种标本。仪器法。(定性)标本前处理，提取基因组DNA，对目的基因进行实时荧光PCR

扩增，或者扩增后进行电泳仪电泳，凝胶成像分析仪对检测结果进行人工分析并报告结果。

BFDH7281

化学药物用药指导的基

因检测—聚合酶链反应

法

样本类型：各种标本。包括PCR(核酸扩增)、PCR-SSCP(PCR单链构象多态性分析)、PCR-SSP(序列特

异引物法)、PCR-ASO(等位基因特异性寡核苷酸探针杂交技术)、PCR-RFLP(扩增片段限制性长度多

态性技术)、Melting curve analysis(熔点曲线分析)、HPLC。(定性)标本前处理，提取基因组

DNA，对目的基因进行实时荧光PCR扩增，或者扩增后进行电泳仪电泳，凝胶成像分析仪对检测结果

进行人工分析并报告结果。

BFDH7282
化学药物用药指导的基

因检测—实时荧光聚合

酶链反应

样本类型：各种标本。提取模板RNA，反转录成DNA后加入到包括有配制好定量试剂的反应管中，与

阴、阳性对照同时经实时荧光定量扩增仪扩增后，读取扩增曲线，判断阴、阳性及对阳性标本进行

定量分析。

BFDH7381
化学药物用药指导的基

因检测—聚合酶链反应

后测序

样本类型：各种标本。提取目的基因，通过特异性引物进行目的片断扩增，对扩增得到的目的片断

进行双向测序，通过软件自动分析。

BFDH7382
化学药物用药指导的基

因检测—聚合酶链反应

后杂交

样本类型：各种标本。据标本不同进行相应前处理，提取模板DNA经PCR扩增后，变性(标本及阴、

阳性对照的变性、探针变性)，探针与样本(及阴、阳性对照)杂交仪杂交(杂交、洗涤、复染)，图

像分析，人工分析并报告结果。

BFDJ1081
病毒细菌用药基因检测

—高效液相色谱法

样本类型：各种标本。(定性)标本前处理，提取基因组DNA，对目的基因进行实时荧光PCR扩增，或

者扩增后进行电泳仪电泳，凝胶成像分析仪对检测结果进行人工分析并报告结果。

BFDJ7281
病毒细菌用药基因检测

—聚合酶链反应法

样本类型：各种标本。包括PCR(核酸扩增)、PCR-SSCP(PCR单链构象多态性分析)、PCR-SSP(序列特

异引物法)、PCR-ASO(等位基因特异性寡核苷酸探针杂交技术)、PCR-RFLP(扩增片段限制性长度多

态性技术)、Melting curve analysis(熔点曲线分析)。(定性)标本前处理，提取基因组DNA，对目

的基因进行实时荧光PCR扩增，或者扩增后进行电泳仪电泳，凝胶成像分析仪对检测结果进行人工

分析并报告结果。

BFDJ7282
病毒细菌用药基因检测

—实时荧光聚合酶链反

应

样本类型：各种标本。据标本不同进行相应前处理，提取模板DNA，加入到包括有配制好定量试剂

的反应管中，与阴、阳性对照、阳性参考品同时经实时荧光定量扩增仪扩增后，读取扩增曲线，判

断阴、阳性及对阳性标本进行耐药基因的分析。

BFDJ7381
病毒细菌用药基因检测

—聚合酶链反应后测序

样本类型：各种标本。提取病原体核酸，通过特异性引物进行目的片断扩增，对扩增得到的目的片

断进行双向测序，通过软件自动分析，最终获得标本中病毒、细菌的耐药信息。

BFDJ7382
病毒细菌用药基因检测

—聚合酶链反应后杂交

样本类型：各种标本。据标本不同进行相应前处理，提取模板DNA经PCR扩增后，变性(标本及阴、

阳性对照的变性、探针变性)，探针与样本(及阴、阳性对照)杂交仪杂交(杂交、洗涤、复染)，图

像分析，人工分析并报告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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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FDJ7481
病毒细菌用药基因检测

—直接杂交

样本类型：各种标本。据标本不同进行相应前处理，变性(标本及阴、阳性对照的变性、探针变

性)，探针与样本(及阴、阳性对照)杂交仪杂交(杂交、洗涤、复染)，图像分析，人工分析并报告

BFDJ7581
病毒细菌用药基因检测

—生物芯片法

样本类型：各种标本。标本前处理，提取基因组DNA，加入到包括有配制好试剂的反应管中，与阴

、阳性对照同时经扩增仪进行PCR，将扩增后的PCR产物变性，然后将变性的扩增产物与配制好的芯

片杂交液混合，加入到芯片上进行杂交，杂交完毕后将芯片取出，进行清洗和离心甩干，用芯片扫

描仪进行检测，审核检验结果，发出报告，检测后标本留验及无害化处理。

BFDK7561
基因表达水平对肿瘤预

后的判断—生物芯片法

样本类型：组织。对组织标本进行相应前处理，提取RNA，加入到包括有配制好试剂的反应管中，

与阴、阳性对照同时经扩增仪进行RNA的体外扩增并进行标记，然后将变性的扩增产物与配制好的

芯片杂交液混合，加入到芯片上进行杂交，杂交完毕后将芯片取出，进行清洗和离心甩干，用芯片

扫描仪进行检测，根据基因的表达量，用软件报告肿瘤预后的风险结果，审核检验结果，发出报

告，检测后标本留验及无害化处理。

BFDL7561

基因表达水平对肿瘤药

物敏感性的判断—生物

芯片法

样本类型：组织。对组织标本进行相应前处理，提取RNA，加入到包括有配制好试剂的反应管中，

与阴、阳性对照同时经扩增仪进行RNA的体外扩增并进行标记，然后将变性的扩增产物与配制好的

芯片杂交液混合，加入到芯片上进行杂交，杂交完毕后将芯片取出，进行清洗和离心甩干，用芯片

扫描仪进行检测，根据基因的表达量，用软件报告肿瘤预后的风险结果，审核检验结果，发出报

告，检测后标本留验及无害化处理。
三.病理学诊断
(一)尸检病理学诊断
1.尸检病理学诊断

CAAA0001 常规尸检病理诊断

适用3岁及以上儿童、成人尸体，且涉及颅腔、胸腔、腹腔中两腔以上的尸体解剖病理诊断。检查

内容包括于常规尸体解剖台，观察和记录尸体体表一般情况及病变。行锁骨至耻骨联合切开胸及腹

腔，检查记录内脏器官情况及病变，游离肠管，分离颈部皮肤至颌下，将舌、双侧扁桃体、气管、

甲状腺、胸腔、腹腔、盆腔器官整体取出，取部分髂骨或椎体。检查、分离各器官，并秤重和测量

体积，记录病变及测量结果。根据需要可进行颅腔检查，剪开头皮,用电钻锯开颅骨，取出大脑、

小脑、部分延髓，观察病变，秤重及测量体积。尸检后常规缝合处理，废弃物处理。将所有取出器

官于10%中性福尔马林液固定1-2周后，各器官取材(平均60个组织块)，进行常规HE染色制片。医师

阅片，做出病理诊断与死亡原因分析，签发报告。不含除HE、巴氏染色以外的特殊染色及分子病理

CAAB0001 头颅尸检病理诊断

指3岁及以上儿童、成人头颅尸体解剖病理诊断。于常规尸体解剖台，观察和记录头颅一般情况及

病变。剪开头皮，用电钻锯开颅骨，取出大脑、小脑、部分延髓，观察病变，秤重及测量体积。尸

检后常规缝合头颅，废弃物处理。将所有取出物于10%中性福尔马林液固定2周后，取材(平均30个

组织块)，进行常规HE染色制片。医师阅片，做出病理诊断与死亡原因分析，签发报告。不含除HE

、巴氏染色以外的特殊染色及分子病理学诊断。

CAAB0002 胸腔尸检病理诊断

指3岁及以上儿童、成人胸腔尸体解剖病理诊断。于常规尸体解剖台，观察和记录胸部一般情况及

病变。行锁骨至剑突切开胸腔，检查记录胸器官情况及病变，自颈部将胸腔器官整体取出，分离各

器官，并秤重和测量体积，记录病变及测量结果。尸检后常规缝合胸腔，废弃物处理。将所有取出

物于10%中性福尔马林液固定1周后，取材(平均30个组织块)，进行常规HE染色制片。医师阅片，做

出病理诊断、死亡原因分析，签发报告。

CAAB0003 腹腔尸检病理诊断

指3岁及以上儿童、成人腹腔尸体解剖病理诊断。于常规尸体解剖台，观察和记录胸部一般情况及

病变。行剑突至耻骨联合切开腹腔，检查记录腹腔器官情况及病变，自颈部将腹腔器官整体取出，

分离各器官，并秤重和测量体积，记录病变及测量结果。尸检后常规缝合腹腔，废弃物处理。将所

有取出物于10%中性福尔马林液固定1周后，取材(平均30个组织块)，进行常规HE染色制片。医师阅

片，做出病理诊断与死亡原因分析、签发报告。

CAAB0004 局部尸检病理诊断

指3岁及以上儿童、成人除头颅、胸腔及腹腔以外的器官、体表及四肢等局部尸体解剖病理诊断。

于常规尸体解剖台，观察和记录局部一般情况及病变。切开解剖，检查记录局部器官情况及病变，

取出局部器官，并秤重和测量体积，记录病变及测量结果。尸检后常规缝合局部器官，废弃物处理

。将所有取出物于10%中性福尔马林液固定1周后，取材(平均30个组织块)，进行常规HE染色制片。

医师阅片，做出病理诊断与死亡原因分析，签发报告。

CAAC0001
3岁以下儿童尸检病理

诊断

指1月龄以上，3岁以下儿童及婴儿尸解。检查内容包括：于常规尸体解剖台，观察和记录尸体体表

一般情况及病变。行锁骨至耻骨联合切开胸及腹腔，检查记录内脏器官情况及病变，游离肠管，分

离颈部皮肤至颌下，将舌、双侧扁桃体、气管、甲状腺、胸腔、腹腔、盆腔器官整体取出，取部分

髂骨或椎体。检查、分离各器官，并秤重和测量体积，记录病变及测量结果。根据需要可进行颅腔

检查，剪开头皮，用电钻锯开颅骨，取出大脑、小脑、部分延髓，观察病变，秤重及测量体积。尸

检后常规缝合处理，废弃物处理。将所有取出器官于10%中性福尔马林液固定1-2周后，各器官取材

(平均60个组织块)，进行常规HE染色制片。医师阅片、做出病理诊断与死亡原因分析，签发报告。

不含除HE、巴氏染色以外的特殊染色及分子病理学诊断。

CAAD0001
胎儿新生儿尸检病理诊

断

指1月龄以内新生儿及胎儿(含胎盘)尸解。检查内容包括：于常规尸体解剖台，观察和记录尸体体

表一般情况及病变。行锁骨至耻骨联合切开胸及腹腔，检查记录内脏器官情况及病变，游离肠管，

分离颈部皮肤至颌下，将舌、双侧扁桃体、气管、甲状腺、胸腔、腹腔、盆腔器官整体取出，取部

分髂骨或椎体。检查、分离各器官，并秤重和测量体积，记录病变及测量结果。根据需要可进行颅

腔检查，剪开头皮，用电钻锯开颅骨，取出大脑、小脑、部分延髓，观察病变，秤重及测量体积。

尸检后常规缝合处理、废弃物处理。将所有取出器官于10%中性福尔马林液固定1-2周后，各器官取

材(平均60个组织块)，进行常规HE染色制片。医师阅片、做出病理诊断与死亡原因分析，签发报告

。不含除HE、巴氏染色以外的特殊染色及分子病理学诊断。
2.尸体防腐、防护处

CABA0001 尸体灌注化学防腐处理
通过局部切开动脉血管内插管，高压灌注10%福马林固定液(平均8000毫升)，达到尸体防腐要求。

含各种手术操作及消耗材料、废弃物处理。

CABA0002 尸体注射化学防腐处理
10%福马林液经皮穿刺注入颅、胸、腹三腔，同时向躯干四肢行皮下注射(平均6000毫升)，到达尸

体防腐要求。含各种手术操作及消耗材料、废弃物处理。

CABB0001
传染病和特异性感染尸

检特殊防护消毒处理

适用病例为甲类传染病和卫生行政部门规定的按甲类处理的乙类传染病确诊或疑似病例，乙类传染

病病例，丙类传染病中的麻风病、流行性和地方性斑疹伤寒、黑热病病例，破伤风、气性坏疽等特

异性感染病例。卫生行政部门规定的新发传染病病例。项目涉及解剖室、尸检台、设备、器械的特

殊防污染处理和全面消毒，操作人员特殊防护，以及尸检后废弃物特殊处理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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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细胞病理学检查

与诊断

CBAA0001
细针穿刺细胞学检查与

诊断

体表肿物及各种实质脏器经细针穿刺获得的样本进行涂片，固定，染色，封片，光学显微镜下观察

诊断。所有针吸病例均由医师直接签发报告。含上述技术过程中所产生的废液、废物的处理。

CBAB0001
妇科脱落细胞学巴氏染

色检查与诊断

妇科标本涂片，固定，巴氏染色，脱水，透明，封片，显微镜下诊断(判读至少8万个细胞)。含上

述技术过程中所产生的废液、废物的处理。显微镜下规范诊断程序：首先由技师筛选涂片，两张涂

片，判读至少8万个细胞，对异常细胞和有疑问的细胞在涂片上做标记后上交主检医师，由医师复

诊后签发诊断报告。

CBAB0002
妇科脱落细胞学苏木素

-伊红染色检查与诊断

妇科标本涂片，固定，苏木素-伊红(HE)染色，脱水，透明，封片，显微镜下诊断(判读至少8万个

细胞)。含上述技术过程中所产生的废液、废物的处理。显微镜下规范诊断程序：首先由技师筛选

涂片，两张涂片，判读至少8万个细胞，对异常细胞和有疑问的细胞在涂片上做标记后上交主检医

师，由医师复诊后签发诊断报告。

CBAC0001
非妇科脱落细胞学巴氏

染色检查与诊断

非妇科标本，含痰、乳腺溢液、窥镜刷片、食管或胃拉网涂片、其他体液和灌洗液如胸水、腹水、

尿液、心包液、脑脊液、精液、唾液、龈沟液经离心，涂片，固定，巴氏染色，脱水，透明，封

片，显微镜下诊断。两张涂片(细胞数量依病例而不同)，技师筛选涂片后，有异常细胞的病例，医

师再复诊，复诊后签发报告。含上述技术过程中所产生的废液、废物的处理。

CBAC0002
非妇科脱落细胞学苏木

素-伊红检查与诊断

非妇科标本，含痰、乳腺溢液、窥镜刷片及其他脱落细胞经离心，涂片，固定，HE染色，脱水，透

明，封片，显微镜下诊断。两张涂片(细胞数量依病例而不同)，技师筛选涂片后，有异常细胞的病

例，医师再复诊，复诊后签发报告。含上述技术过程中所产生的废液、废物的处理。

CBAD0001
液基薄层细针穿刺细胞

学检查与诊断

体表肿物及各种实质脏器经细针穿刺获得的样本进行经膜式液基制片机或沉淀离心液基制片机制片

(血细胞及粘液较多的标本需经两次离心)，固定，染色，脱水，透明，封片。含上述技术过程中所

产生的废液、废物的处理。显微镜下诊断：所有针吸病例均由医师直接签发报告。

CBAE0001
妇科液基薄层细胞学检

查与诊断

将含有标本的保存液，经膜式液基制片机或沉淀离心液基制片机制片(血细胞及粘液较多的妇科标

本需经两次离心后)，固定，染色，脱水，透明，封片，显微镜下观察诊断(每个样本细胞数依病例

而不同)技师筛选涂片后，有异常细胞的病例，医师复诊并签发报告。含上述技术过程中所产生的

废液、废物的处理。

CBAE0002
非妇科液基薄层细胞学

检查与诊断

将含有标本的保存液，经膜式液基制片机或沉淀离心液基制片机制片(血细胞及粘液较多的标本需

经两次离心后)，固定，染色，脱水，透明，封片，显微镜下观察诊断(每个样本细胞数依病例而不

同)技师筛选涂片后，有异常细胞的病例，医师复诊并签发报告。含上述技术过程中所产生的废液

、废物的处理。
(三)组织病理学检查

与诊断
1.常规组织病理学诊

CCAA0001 穿刺组织活检病理诊断

穿刺技术采集的各种组织，器官的标本，经过甲醛固定，由初检医师进行大体标本检查和取材，自

动组织处理机脱水，透明，由技师进行石蜡组织包埋机包埋，组织切片机切片，自动染色机进行常

规HE染色，自动封片机封片，由病理医师在显微镜下做出病理诊断，病理报告。含上述技术过程中

所产生的废液、废物的处理。

CCAB0001
活检钳组织活检病理诊

断

由活检钳采集的各种组织，器官的标本，经过甲醛固定，由初检医师进行大体标本检查和取材，自

动组织处理机脱水，透明，由技师进行石蜡组织包埋机包埋，组织切片机切片，自动染色机进行常

规HE染色，自动封片机封片，由病理医师在显微镜下做出病理诊断，病理报告。含上述技术过程中

所产生的废液、废物的处理。

CCAC0001 骨髓组织活检病理诊断

骨髓穿刺技术采集的骨髓标本，经过甲醛固定，由初检医师进行大体标本检查和取材，脱钙，由技

师进行自动组织处理机脱水，透明，石蜡组织包埋机包埋，组织切片机切片，自动染色机进行常规

HE染色，自动封片机封片，由病理医师在显微镜下做出病理诊断，病理报告。含上述技术过程中所

产生的废液、废物的处理。

CCAD0001 手术标本病理诊断

手术方式获得的各种组织，器官的标本，经过甲醛固定，由初检医师进行大体标本检查和取材，由

技师进行自动组织处理机脱水，透明，石蜡组织包埋机包埋，组织切片机切片，自动染色机进行常

规HE染色，自动封片机封片，由病理医师在显微镜下做出病理诊断，病理报告。含上述技术过程中

所产生的废液、废物的处理。

CCAE0001
不脱钙牙/骨骼切片病

理诊断

手术切除的方式获得的牙或骨骼标本，经过甲醛固定，由初检医师进行大体标本检查和取材，由技

师进行脱水，塑料类浸透剂浸透，透明，经硬组织切片机切片，研磨，超声清洗，染色，脱水，透

明，封片，由病理医师在显微镜下做出病理诊断，病理报告。含上述技术过程中所产生的废液、废

物的处理。

CCAE0002
不脱钙牙/骨骼磨片病

理诊断

手术切除的方式获得的牙或骨骼标本，经过甲醛固定，由初检医师进行大体标本检查和取材，由技

师进行粗磨，细磨，超声清洗，脱水，透明，封片，由病理医师在显微镜下做出病理诊断，病理报

告。含上述技术过程中所产生的废液、废物的处理。

CCAE0003
脱钙牙/骨骼切片病理

诊断

手术切除的方式获得的牙齿或骨骼标本，经过甲醛固定，由初检医师进行大体标本检查和取材，脱

钙，由技师进行自动组织处理机脱水，透明，石蜡组织包埋机包埋，组织切片机切片，自动染色机

进行常规HE染色，自动封片机封片，由病理医师在显微镜下做出病理诊断，病理报告。含上述技术

过程中所产生的废液、废物的处理。

CCAF0001
全器官大切片检查与诊

断

根据预约提前一小时进行设备准备，由专人核对并接收临床送检的标本，经过甲醛固定，由初检医

师进行大体标本检查和取材，自动组织处理机脱水，透明，由技师进行石蜡组织包埋机包埋，应用

大切片机进行全器官大切片，自动染色机进行常规HE染色，自动封片机封片，由病理医师在显微镜

下做出病理诊断，病理报告。含上述技术过程中所产生的废液、废物的处理。
2.术中冰冻及石蜡快

速切片与诊断

CCBA0001 冷冻切片病理诊断

根据预约提前一小时进行设备准备，手术中采集的各种组织，器官的标本，由初检医师进行检查和

取材，由技师进行冷冻，低温恒冷切片机切片，常规HE染色，封片，按相关规定由二名以上病理医

师在显微镜下做出病理诊断，病理报告，全部过程要求在20-30分钟内完成。含上述技术过程中所

产生的废液、废物的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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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CBB0001
特异性感染标本冷冻切

片病理诊断

根据预约提前一小时进行设备准备，手术中采集的各种特异性感染如结核，肝炎，梅毒，艾滋等组

织，器官的标本，由初检医师进行检查和取材，由技师进行冷冻，低温恒冷切片机切片，常规HE染

色，封片，按相关规定由两名病理医师在显微镜下做出病理诊断，病理报告，全部过程要求在20-

30分钟内完成。含上述技术过程中所产生的废液、废物的处理。

CCBC0001 快速石蜡切片病理诊断

根据预约提前一小时进行设备准备，通过活检手术方式采集的各种组织，器官的标本，经过甲醛固

定，由初检医师进行大体标本检查和取材，由技师进行快速组织处理机脱水，透明，石蜡组织包埋

机包埋，组织切片机切片，自动染色机进行常规HE染色，自动封片机封片，按相关规定由两名病理

医师在显微镜下做出病理诊断，病理报告，全部过程要求在2-3小时内完成。含上述技术过程中所

产生的废液、废物的处理。
(四)分子病理学技术

与诊断

CDAA0001
组织/细胞原位杂交检

查诊断

石蜡包埋组织，新鲜冷冻组织，细胞涂片，组织切片机切片，进行二甲苯脱蜡，系列乙醇水化，微

波炉，高压锅，及蛋白酶处理，标记探针杂交反应，洗涤，酶或亲合物结合反应，显色，判读结果

。含上述技术过程中所产生的废液、废物的处理。

CDAB0001
组织/细胞荧光原位杂

交检查诊断

石蜡包埋组织，新鲜冷冻组织，细胞涂片，于组织切片机切片，进行二甲苯脱蜡，系列乙醇水化，

微波炉，高压锅，及蛋白酶处理，荧光素标记探针杂交反应(一种探针)，洗涤，复染，荧光显微镜

观察，图像记录处理及判读结果。包括技术对照。含上述技术过程中所产生的废液、废物的处理。

CDAB0002
组织/细胞多色荧光原

位杂交检查诊断

石蜡包埋组织，新鲜冷冻组织，细胞涂片，于组织切片机切片，进行二甲苯脱蜡，系列乙醇水化，

微波炉，高压锅，及蛋白酶处理，荧光素标记探针杂交反应(二种或以上探针)，洗涤，复染，荧光

显微镜观察，记录及判读结果。含上述技术过程中所产生的废液、废物的处理。

CDAB0003
组织/细胞荧光原位杂

交技术计量分析诊断

石蜡包埋组织，新鲜冷冻组织，细胞涂片，于组织切片机切片，进行二甲苯脱蜡，系列乙醇水化，

微波炉，高压锅，及蛋白酶处理，荧光素标记探针杂交反应(二种或以上探针)，洗涤，复染，荧光

显微镜观察，记录及判读结果，图象定量分析。含上述技术过程中所产生的废液、废物的处理。

CDAC0001
组织/细胞原位脱氧核

糖核酸(DNA)多聚酶链

式反应检查诊断

石蜡包埋组织，新鲜冷冻组织，细胞涂片，于切片机切片，进行二甲苯脱蜡，系列乙醇水化，微波

炉，高压锅，及蛋白酶处理，原位PCR反应，亲合物结合，显色，复染，观察，诊断。含上述技术

过程中所产生的废液、废物的处理。

CDAD0001
组织/细胞原位核糖核

酸(RNA)多聚酶链式反

应检查诊断

石蜡包埋组织，新鲜冷冻组织，细胞涂片，切片机切片，进行二甲苯脱蜡，系列乙醇水化，微波

炉，高压锅，及蛋白酶处理，原位逆转录-PCR反应，亲合物结合，显色，复染，观察，诊断。含上

述技术过程中所产生的废液、废物的处理。

CDAE0001
组织/细胞荧光定量脱

氧核糖核酸(DNA)多聚

酶链式反应检查诊断

甲醛固定组织，石蜡包埋组织，新鲜或冷冻组织，离心收集细胞；于组织粉萃机匀浆化，组织裂

解，经反复离心及相应化学试剂去除蛋白，回收DNA，于荧光PCR仪行荧光素PCR反应，分析结果，

诊断。含上述技术过程中所产生的废液、废物的处理。

CDAF0001

组织/细胞荧光定量核

糖核酸(RNA)多聚酶链

式反应检查诊断

甲醛固定组织，石蜡包埋组织，新鲜或冷冻组织，离心收集细胞；组织粉淬机匀浆化，或切片机切

片，或离心收集细胞洗涤，对上述处理样本进行组织裂解，经反复离心及相应化学试剂去除蛋白，

回收RNA，于荧光PCR仪行荧光素逆转录-PCR反应，分析结果，诊断。含上述技术过程中所产生的废

液、废物的处理。

CDAG0001 组织显微切割
石蜡组织，新鲜冷冻组织切片，细胞涂片，于激光显微切割仪切割。含上述技术过程中所产生的废

液、废物的处理。
(五)特染和免疫组织

化学染色与诊断
1.特殊染色及酶组织

化学染色与诊断

CEAA0001 特殊染色及诊断
指除HE和巴氏以外的组织化学染色，也不包括酶组织化学染色和免疫组织化学染色和免疫荧光染色

。石蜡包埋组织，新鲜冷冻组织，细胞涂片，于组织切片机切片，进行二甲苯脱蜡，系列乙醇水

化，然后配置染液进行每种染色，判读结果。含上述技术过程中所产生的废液、废物。

CEAB0001 酶组织化学染色及诊断
石蜡包埋组织于切片机切片，进行二甲苯脱蜡，系列乙醇水化，然后配置染液或酶底物进行每种染

色，判读结果。含上述技术过程中所产生的废液、废物。新鲜冷冻组织，细胞涂片，组织印片参照

相应方法制片。
2.免疫组织化学及免

疫荧光染色与诊断

CEBA0001
免疫组织化学染色诊断

-一步法

石蜡包埋组织于切片机切片，进行二甲苯脱蜡，系列乙醇水化，微波炉，高压锅或蛋白酶抗原修

复，血清封闭，过氧化酶或相应酶标记一抗反应(多克隆或单克隆)，显色，判读结果。含处理上述

技术过程中所产生的废液、废物。

CEBA0002
免疫组织化学染色诊断

-二步法

石蜡包埋组织于切片机切片，进行二甲苯脱蜡，系列乙醇水化，微波炉，高压锅或蛋白酶抗原修

复，血清封闭，一抗反应(多克隆或单克隆)，酶标记二抗，亲合物或多聚物反应，显色，判读结果

。含处理上述技术过程中所产生的废液、废物。新鲜冷冻组织，细胞涂片，组织印片参照相应方法

CEBB0001
免疫荧光染色诊断-一

步法

石蜡包埋组织于切片机切片，进行二甲苯脱蜡，系列乙醇水化，微波炉，高压锅或蛋白酶抗原修

复，血清封闭，荧光素标记一抗反应(多克隆或单克隆)，荧光显微镜观察，判读结果。含上述技术

过程中所产生的废液，废物的处理。新鲜冷冻组织，细胞涂片，组织印片参照相应方法制片。

CEBB0002
免疫荧光染色诊断-二

步法

石蜡包埋组织切片机切片，进行二甲苯脱蜡，系列乙醇水化，微波炉，高压锅或蛋白酶抗原修复，

血清封闭，一抗反应(多克隆或单克隆)，荧光素标记二抗，亲合物或多聚物结合反应，荧光显微镜

观察，判读结果。含上述技术过程中所产生的废液、废物的处理。新鲜冷冻组织，细胞涂片，组织

印片参照相应方法制片。
(六)电子显微镜技术

与诊断

CFAA0001
普通透射电镜检查与诊

断

样本包括：组织，细胞。基本程序：电镜固定液固定，后固定，梯度脱水，树脂包埋，半薄组织切

片及定位，超薄组织切片机切片，双氧铀染色，透射电子显微镜观察，采取图象，判读结果。含上

述技术过程中所产生的废液、废物的处理。

CFAB0001 酶组化电镜检查与诊断
样本包括：经过处理及制备的石蜡包埋组织，新鲜冷冻组织，细胞；基本程序：电镜固定液固定，

组织处理，树脂包埋，半薄组织切片及定位，超薄组织切片机切片，酶底物染色，透射电子显微镜

观察，采取图象，判读结果。含上述技术过程中所产生的废液、废物的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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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FAC0001 免疫电镜检查与诊断
石蜡包埋组织，新鲜冷冻组织，细胞；电镜固定液固定，组织处理，树脂包埋，半薄组织切片及定

位，超薄组织切片机切片，生物素或酶标记一抗反应(多胶体金合物或二抗反应，胶体金还原，透

射电子显微镜观察，采取图象，判读结果。含上述技术过程中所产生的废液、废物的处理。

CFAD0001 扫描电镜检查与诊断
样本包括：组织，细胞。基本程序：电镜固定液固定，组织处理，真空干燥，表面喷涂，扫描电子

显微镜观察，采取图象，判读结果。含上述技术过程中所产生的废液、废物的处理。
(七)其它

CGAA0001 院外会诊用切片复制
从原石蜡块制作供院外会诊的普通染色(HE)，不染色的切片，涂胶切片或组织膜片（不超过50微米

厚）。
CGAA0002 院外会诊用石蜡块制作 固定标本上重新取材，脱水，透明，石蜡包埋。

CGAB0001
组织流式细胞学倍体分

析

石蜡包埋组织，新鲜冷冻组织，离心收集细胞，于组织切片机切片，进行二甲苯脱蜡，系列乙醇水

化，蛋白酶消化制备单细胞悬液，或新鲜冷冻组织直接蛋白酶消化制备单细胞悬液，或收集细胞固

定，上述标本处理，DNA染色，流式细胞仪，结果分析，诊断。

CGAB0002
组织流式细胞术细胞标

志染色分析

石蜡包埋组织，新鲜冷冻组织，离心收集细胞，于组织切片机切片，进行二甲苯脱蜡，系列乙醇水

化，蛋白酶消化制备单细胞悬液，或新鲜冷冻组织直接蛋白酶消化制备单细胞悬液，或收集细胞固

定，上述标本处理，荧光素标记抗体或类似亲合物染色，流式细胞仪，结果分析，诊断。

CGAB0003
组织流式细胞技术多参

数染色分析

石蜡包埋组织，新鲜冷冻组织，离心收集细胞，于组织切片机切片，进行二甲苯脱蜡，系列乙醇水

化，蛋白酶消化制备单细胞悬液，或新鲜冷冻组织直接蛋白酶消化制备单细胞悬液，或收集细胞固

定，上述标本处理，DNA染色加荧光素标记抗体或类似亲合物染色，及二种或以上荧光素标记抗体

或类似亲合物染色，流式细胞仪分析，结果分析，诊断。

CGAC0001 组织显微分光光度检测
石蜡包埋组织，新鲜冷冻组织，细胞涂片，于组织切片机切片，进行二甲苯脱蜡，系列乙醇水化，

或涂片，印片固定，微波炉，高压锅或蛋白酶抗原修复，血清封闭，荧光素标记抗体，亲合物或多

聚物结合反应，荧光显微分光光度显微镜观察，判读结果。

CGAC0002
组织多参数显微分光光

度检测

石蜡包埋组织，新鲜冷冻组织，细胞涂片，于组织切片机切片，进行二甲苯脱蜡，系列乙醇水化，

或涂片，印片固定，微波炉，高压锅或蛋白酶抗原修复，血清封闭，二种或以上荧光素标记抗体，

亲合物或多聚物结合反应，荧光显微分光光度显微镜观察，判读结果。

CGAD0001
宫颈细胞学计算机辅助

诊断

细胞学涂片经染色处理，通过专用计算机细胞形态学自动诊断系统，对细胞进行图像分析，分类筛

选与统计处理，作出诊断报告。
四.影像学诊断
(一)X线检查
1.透视

EAAZA001 头部X线透视
操作人员核对登记病人信息，去除患者透视部位体表金属等异物，操作X光机多个体位透视观察目

标结构，医生完成诊断报告。

EAAZB001 颈部X线透视
操作人员核对登记病人信息，去除患者透视部位体表金属等异物，操作X光机多个体位透视观察目

标结构，医生完成诊断报告。

EAAZD001 胸部X线透视
操作人员核对登记病人信息，去除患者透视部位体表金属等异物，操作X光机多个体位透视观察目

标结构，医生完成诊断报告。

EAAZE001 腹部X线透视
操作人员核对登记病人信息，去除患者透视部位体表金属等异物，操作X光机多个体位透视观察目

标结构，医生完成诊断报告。

EAAZF001 盆部X线透视
操作人员核对登记病人信息，去除患者透视部位体表金属等异物，操作X光机多个体位透视观察目

标结构，医生完成诊断报告。

EAAXX001 四肢关节X线透视
操作人员核对登记病人信息，去除患者透视部位体表金属等异物，操作X光机多个体位透视观察目

标结构，医生完成诊断报告。
EAAZZ001 床旁透视 临床操作过程中的透视或床边的透视。
EAAZZ002 术中透视 指在手术室中，临床操作过程中的透视。

2.摄影

EABZA001 头颅X线摄影
操作人员核对登记病人信息，去除患者摄影部位体表金属等异物，根据需要完成多个体位(头颅正

位、头颅侧位、蝶鞍侧位、头颅切线位、颅底颌顶位)摆位、曝光，冲洗照片(胶片)，医生完成诊

断报告。

EABVA001 茎突X线摄影
操作人员核对登记病人信息，去除患者摄影部位体表金属等异物，根据需要完成茎突正位、茎突侧

位的投照体位摆位、曝光，冲洗照片(胶片)，医生完成诊断报告。

EABBN001 视神经孔X线摄影
操作人员核对登记病人信息，去除患者摄影部位体表金属等异物，摆位，曝光，冲洗照片(胶片)，

医生完成诊断报告。

EABBV001 舌下神经孔X线摄影
操作人员核对登记病人信息，去除患者摄影部位体表金属等异物，摆位，曝光，冲洗照片(胶片)，

医生完成诊断报告。

EABEP001 眼眶X线摄影
操作人员核对登记病人信息，去除患者摄影部位体表金属等异物，根据需要完成眼眶正位、眼眶侧

位、眼球异物定位等投照体位摆位、曝光，冲洗照片(胶片)，医生完成诊断报告。

EABFF001 乳突X线摄影
操作人员核对登记病人信息，去除患者摄影部位体表金属等异物，根据需要完成许氏位、梅氏位的

投照体位摆位、曝光，冲洗照片(胶片)，医生完成诊断报告。

EABFH001 内听道正位X线摄影
指耳蜗位X线摄影。操作人员核对登记病人信息，去除患者摄影部位体表金属等异物，摆位、曝

光，冲洗照片(胶片)，医生完成诊断报告。

EABGA001 鼻骨侧位X线摄影
操作人员核对登记病人信息，去除患者摄影部位体表金属等异物，摆位，曝光，冲洗照片(胶片)，

医生完成诊断报告。

EABGD001 副鼻窦X线摄影
操作人员核对登记病人信息，去除患者摄影部位体表金属等异物，根据需要完成副鼻窦柯氏位、副

鼻窦瓦氏位的投照体位摆位、曝光，冲洗照片(胶片)，医生完成诊断报告。

EABGF001 鼻咽侧位X线摄影
操作人员核对登记病人信息，去除患者摄影部位体表金属等异物，摆位，曝光，冲洗照片(胶片)，

医生完成诊断报告。

EABHH001 颧弓X线摄影
操作人员核对登记病人信息，去除患者摄影部位体表金属等异物，摆位，曝光，冲洗照片(胶片)，

医生完成诊断报告。

EABHG001 颞颌关节X线摄影
操作人员核对登记病人信息，去除患者摄影部位体表金属等异物，根据需要完成颞颌关节开口位、

颞颌关节闭口位的投照体位摆位、曝光，冲洗照片(胶片)，医生完成诊断报告。

EABHK001 下颌骨X线摄影
操作人员核对登记病人信息，去除患者摄影部位体表金属等异物，根据需要完成下颌骨正位、下颌

骨侧位的投照体位摆位、曝光，冲洗照片(胶片)，医生完成诊断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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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ABHS001 牙片X线一次成像(RVG)
操作人员核对登记病人信息，去除患者摄影部位体表金属等异物，摆位，曝光，使用明室冲洗牙片

及冲洗液一次成像，医生完成诊断报告。

EABHS002 牙片X线摄影
操作人员核对登记病人信息，去除患者摄影部位体表金属等异物，摆位，曝光，冲洗胶片，医生完

成诊断报告。

EABHS003 咬合片X线摄影
操作人员核对登记病人信息，去除患者摄影部位体表金属等异物，摆位，曝光，冲洗胶片，医生完

成诊断报告。

EABHY004 口腔曲面体层摄影
指颌全景摄影。操作人员核对登记病人信息，去除患者摄影部位体表金属等异物，摆位、曝光，冲

洗胶片，医生完成诊断报告。

EABKT001 心脏X线摄影
操作人员核对登记病人信息，去除患者摄影部位体表金属等异物，根据需要完成心脏正位、侧位、

左前斜位、右前斜位、吞钡像等投照体位摆位、曝光，冲洗照片(胶片)，医生完成诊断报告。

EABZD001 胸部X线摄影
操作人员核对登记病人信息，去除患者摄影部位体表金属等异物，根据需要完成胸部正位、胸部侧

位、前弓位等投照体位摆位、曝光，冲洗照片(胶片)，医生完成诊断报告。

EABZE001 腹部X线摄影
操作人员核对登记病人信息，去除患者摄影部位体表金属等异物，根据需要完成立位、仰卧位、俯

卧位等投照体位摆位、曝光，冲洗照片(胶片)，医生完成诊断报告。

EABRK001 腹部尿路X线摄影(KUB)
对患者事先进行肠道准备，操作人员核对登记病人信息，去除患者摄影部位体表金属等异物，摆位

、曝光，冲洗照片(胶片)，医生完成诊断报告。

EABVB001 颈椎X线摄影
操作人员核对登记病人信息，去除患者摄影部位体表金属等异物，根据需要完成颈椎正位、颈椎侧

位、颈椎前屈位、颈椎后伸位、颈椎开口位、颈椎左前斜位、颈椎右前斜位等投照体位摆位、曝

光，冲洗照片(胶片)，医生完成诊断报告。

EABVE001 胸椎X线摄影
操作人员核对登记病人信息，去除患者摄影部位体表金属等异物，根据需要完成胸椎正位、胸椎侧

位等投照体位摆位、曝光，冲洗照片(胶片)，医生完成诊断报告。

EABVG001 胸腰段X线摄影
操作人员核对登记病人信息，去除患者摄影部位体表金属等异物，根据需要完成胸腰段正位、胸腰

椎侧位的投照体位摆位、曝光，冲洗照片(胶片)，医生完成诊断报告。

EABVH001 腰椎X线摄影
操作人员核对登记病人信息，去除患者摄影部位体表金属等异物，根据需要完成腰椎正位、腰椎侧

位、腰椎左斜位、腰椎右斜位、腰椎前屈位、腰椎后伸位等投照体位摆位、曝光，冲洗照片(胶片)

、医生完成诊断报告。

EABVL001 骶髂关节X线摄影
操作人员核对登记病人信息，去除患者摄影部位体表金属等异物，根据需要完成骶髂关节正位、骶

髂关节左斜位、骶髂关节右斜位等投照体位摆位、曝光，冲洗照片(胶片)，医生完成诊断报告。

EABVN001 尾骨X线摄影
操作人员核对登记病人信息，去除患者摄影部位体表金属等异物，根据需要完成尾骨正位、尾骨侧

位的投照体位摆位、曝光，冲洗照片(胶片)，医生完成诊断报告。

EABVU001 肋骨X线摄影
操作人员核对登记病人信息，去除患者摄影部位体表金属等异物，根据需要完成肋骨正位相、左前

斜位、右前斜位等投照体位摆位、曝光，冲洗照片(胶片)，医生完成诊断报告。

EABVE002 胸骨X线摄影
操作人员核对登记病人信息，去除患者摄影部位体表金属等异物，根据需要完成胸骨正位、胸骨侧

位等投照体位摆位、曝光，冲洗照片(胶片)，医生完成诊断报告。

EABWB001 肩胛骨X线摄影
操作人员核对登记病人信息，去除患者摄影部位体表金属等异物，根据需要完成肩胛骨正位、肩胛

骨侧位的投照体位摆位、曝光，冲洗照片(胶片)，医生完成诊断报告。

EABWC001 肩关节X线摄影
操作人员核对登记病人信息，去除患者摄影部位体表金属等异物，根据需要完成左肩关节正位、右

肩关节正位、左侧穿胸位、右侧穿胸位等投照体位摆位、曝光，冲洗照片(胶片)，医生完成诊断报

EABWC002 肩锁关节X线摄影
操作人员核对登记病人信息，去除患者摄影部位体表金属等异物，摆位，曝光，冲洗照片(胶片)，

医生完成诊断报告。

EABWE001 肱骨X线摄影
操作人员核对登记病人信息，去除患者摄影部位体表金属等异物，根据需要完成左肱骨正位、左肱

骨侧位、右肱骨正位、右肱骨侧位等投照体位摆位、曝光，冲洗照片(胶片)，医生完成诊断报告。

EABWH001 肘关节X线摄影
操作人员核对登记病人信息，去除患者摄影部位体表金属等异物，根据需要完成左肘关节正位、左

肘关节侧位、右肘关节正位、右肘关节侧位、左肘关节轴位、右肘关节轴位等投照体位摆位、曝

光，冲洗照片(胶片)，医生完成诊断报告。

EABWJ001 尺桡骨X线摄影
操作人员核对登记病人信息，去除患者摄影部位体表金属等异物，根据需要完成左尺桡骨正位、左

尺桡骨侧位、右尺桡骨正位、右尺桡骨侧位等投照体位摆位、曝光，冲洗照片(胶片)，医生完成诊

断报告。

EABXX001 手腕关节X线摄影
操作人员核对登记病人信息，去除患者摄影部位体表金属等异物，根据需要完成左腕关节正位、左

腕关节侧位、右腕关节正位、右腕关节侧位、舟状骨位、左手正位、左手侧位、左手斜位、右手正

位、右手侧位、右手斜位等投照体位摆位、曝光，冲洗照片(胶片)，医生完成诊断报告。

EABXA001 骨盆X线摄影
操作人员核对登记病人信息，去除患者摄影部位体表金属等异物，根据需要完成骨盆正位、侧位、

骨盆入口位等投照体位摆位、曝光，冲洗照片(胶片)，医生完成诊断报告。

EABXB001 髋关节X线摄影
操作人员核对登记病人信息，去除患者摄影部位体表金属等异物，根据需要完成髋关节正位、左髋

侧位、右髋侧位、髋关节蛙式位等投照体位摆位、曝光，冲洗照片(胶片)，医生完成诊断报告。

EABXE003 股骨X线摄影
操作人员核对登记病人信息，去除患者摄影部位体表金属等异物，根据需要完成左股骨正位、左股

骨侧位、右股骨正位、右股骨侧位等投照体位摆位、曝光，冲洗照片(胶片)，医生完成诊断报告。

EABXG001 膝关节X线摄影
操作人员核对登记病人信息，去除患者摄影部位体表金属等异物，根据需要完成左膝关节正位、左

膝关节侧位、右膝关节正位、右膝关节侧位、膝关节轴位(髌骨轴位)、膝关节负重位等投照体位摆

位、曝光，冲洗照片(胶片)，医生完成诊断报告。

EABXL001 胫腓骨X线摄影
操作人员核对登记病人信息，去除患者摄影部位体表金属等异物，根据需要完成左胫腓骨正位、左

胫腓骨侧位、右胫腓骨正位、右胫腓骨侧位等投照体位摆位、曝光，冲洗照片(胶片)，医生完成诊

断报告。

EABXN001 踝关节X线摄影
操作人员核对登记病人信息，去除患者摄影部位体表金属等异物，根据需要完成左踝关节正位、左

踝关节侧位、右踝关节正位、右踝关节侧位等投照体位摆位、曝光，冲洗照片(胶片)，医生完成诊

断报告。

EABXU001 足X线摄影
操作人员核对登记病人信息，去除患者摄影部位体表金属等异物，根据需要完成左足正位、左足侧

位、右足正位、右足侧位、左足斜位、右足斜位等投照体位摆位、曝光，冲洗照片(胶片)，医生完

成诊断报告。

EABXU002 跟骨X线摄影
操作人员核对登记病人信息，去除患者摄影部位体表金属等异物，根据需要完成跟骨侧位、左侧跟

骨轴位、右侧跟骨轴位等投照体位摆位、曝光，冲洗照片(胶片)，医生完成诊断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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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ABXC001 双下肢负重位X线摄影
操作人员核对登记病人信息，去除患者摄影部位体表金属等异物，摆位，含髋膝踝关节在内的全下

肢站立负重条件下，完成正侧位曝光，冲洗照片(胶片)，医生完成诊断报告。

EABXW001 骨龄相X线摄影
操作人员核对登记病人信息，去除患者摄影部位体表金属等异物，完成含单侧手腕关节正位、单侧

肘关节正位、单侧跟骨侧位、单侧髂骨翼正位等投照体位在内的摆位、曝光，冲洗照片(胶片)，医

生完成诊断报告。

EABYA001 乳腺X线摄影
操作人员核对登记患者信息，褪去患者上衣以便检查摆位，基本摆位四次，曝光四次，完成含乳腺

轴位、乳腺内斜位、乳腺外斜侧位、乳腺夸大位、乳腺局部点压位、全乳放大位、乳腺局部点压放

大位等体位摄片，冲洗照片(胶片)，医生完成诊断报告。

EABJA002 气管相X线摄影
操作人员核对登记病人信息，去除患者摄影部位体表金属等异物，根据需要完成气管正位、气管侧

位的投照体位摆位、曝光，冲洗照片(胶片)，医生完成诊断报告。

EABZZ001 床旁X线摄影
指对行动不便或重症患者，技术人员利用移动X线摄影机到患者床旁操作。对行动不便或重症患

者，技术人员操作X线摄影机到患者床旁，根据临床要求完成各部位的X线摄影，冲洗照片(胶片)，

医生完成诊断报告。
3.X线造影

EACEB001 泪道X线造影
去除检查部位体表金属物品，向泪道内注入对比剂，摆位、透视下多角度观察并根据需要点片，冲

洗照片(胶片)，医生完成诊断报告。

EACHG001 颞下颌关节X线造影
去除检查部位体表金属物品，消毒、麻醉、向颞下颌关节腔内注入对比剂，摆位、透视下多角度观

察并根据需要点片，冲洗照片(胶片)，医生完成诊断报告。

EACHE001 唾液腺X线造影
去除检查部位体表金属物品，消毒、向唾液腺导管内注入对比剂，摆位、透视下多角度观察并根据

需要点片，冲洗照片(胶片)，医生完成诊断报告。

EACPA001 食管X线造影
去除检查部位体表金属物品，准备好口服对比剂，摆位，在患者配合下、于透视下行吞咽对比剂动

作时、在多角度下根据需要点片，冲洗照片(胶片)，医生完成诊断报告。

EACPA002 食管异物X线造影
去除检查部位体表金属物品，准备好专用口服对比剂，在患者配合下、于透视下行吞咽对比剂动作

时、在多角度下观察，根据需要点片，冲洗照片(胶片)，医生完成诊断报告。

EACGH001 下咽X线造影
去除检查部位体表金属物品，准备好口服对比剂，摆位，在患者配合下、于透视下行吞咽对比剂动

作时、在多角度下根据需要点片，冲洗照片(胶片)，医生完成诊断报告。

EACPT001 上消化道X线造影
去除检查部位体表金属物品，准备好口服对比剂，摆位，在患者配合下、吞咽对比剂后、在透视下

、在多角度下观察食道、胃、十二指肠的形态及蠕动并根据需要点片，冲洗照片(胶片)，医生完成

诊断报告。

EACPV002
胃肠排空试验—钡餐透

视法

口服钡条，去除检查部位体表金属物品，72小时内反复间断透视，观察钡条移动情况，必要时点

片，冲洗照片，人工报告。

EACPM001 小肠X线造影
去除检查部位体表金属物品，准备好口服对比剂，摆位，在患者配合下、吞咽对比剂后、在透视下

、在多角度下观察各组小肠的形态及蠕动并根据需要点片，冲洗照片(胶片)，医生完成诊断报告。

EACPM002 小肠插管X线造影
去除检查部位体表金属物品，摆位，将胃肠导管经口插入十二指肠起始部，自导管注入对比剂(或

及气体)，透视下观察胃肠道，根据需要点片，冲洗照片(胶片)，医生完成诊断报告。

EACPN001 结肠X线造影
去除检查部位体表金属物品，摆位，经肛管导管自肛门人工注入钡剂(或及气体)，透视下多体位观

察各段结肠及直肠，根据需要点片，冲洗照片(胶片)，医生完成诊断报告。

EACQL001 经T管胆道X线造影
去除检查部位体表金属物品，摆位，消毒，经T管内注入对比剂，透视，根据需要点片，冲洗胶

片，医生完成诊断报告。

EACRM001 泌尿系逆行X线造影
局麻下，插入膀胱镜，找到输尿管口，插入输尿管导管，在透视下注入对比剂，使肾盂输尿管显影

。点片，冲洗胶片，医生完成诊断报告。

EACRC001 静脉肾盂X线造影
对患者事先进行肠道准备，去除检查部位体表金属物品，摆位，外周静脉穿刺注入对比剂，经过固

定时间后间断透视，根据需要点片，冲洗照片(胶片)，医生完成诊断报告。

EACRE001 膀胱逆行X线造影
去除检查部位体表金属物品，摆位，经尿道向膀胱内注入对比剂或经膀胱造瘘口注入对比剂，多体

位点片，冲洗照片(胶片)，医生完成诊断报告。

EACRF001 排泄性尿道X线造影
去除检查部位体表金属物品，摆位，静脉内注入对比剂，经过固定时间后于患者排尿时透视，点

片，冲洗照片(胶片)，医生完成诊断报告。

EACRF002 尿道逆行X线造影
尿道外口消毒，自尿道口注入对比剂，摄正位，侧位片，显示狭窄段尿道，对比剂注入膀胱后，让

病人一边解尿一边点摄尿道侧位片，显示狭窄段近端。

EACSC001
阴囊切开输精管X线造

影

消毒，局部麻醉下，阴囊外上方皮肤切口，显露输精管，穿刺针向附睾方向穿刺进入输精管腔。缓

慢注入对比剂后摄片。图文报告。术后加压包扎。

EACSH001
阴茎海绵体动脉X线造

影

局部麻醉，股动脉穿刺，荧光屏监视下，经股动脉插入导管到同侧髂内动脉，注入对比剂后快速摄

片。图文报告。

EACSH002
阴茎海绵体静脉X线造

影

消毒，局部麻醉下，阴茎海绵体内注射药物诱发勃起，荧光屏监视下，穿刺针刺入阴茎海绵体末

端，缓慢注入对比剂后摄片。术后加压包扎。图文报告。

EACSC002
经皮穿刺输精管X线造

影

消毒，局部麻醉下，经阴囊皮肤直接穿刺进入输精管腔，缓慢注入对比剂后摄片。图文报告。术后

加压包扎。

EACTT001 子宫输卵管X线造影
去除检查部位体表金属物品，摆位，局部消毒铺巾，在影像设备监视下，经阴道及宫颈插管，向子

宫内注入对比剂，透视下观察对比剂经宫腔进入输卵管的过程，间断点片，冲洗照片(胶片)，医生

完成诊断报告。
EACVC001 颈椎间盘X线造影 常规消毒，局麻，穿刺，X线定位，注入对比剂，X线点片，冲洗胶片，医生完成诊断报告。
EACCA001 颈椎神经根X线造影 常规消毒，局麻，穿刺，X线定位，注入对比剂，X线点片，冲洗胶片，医生完成诊断报告。
EACVJ001 腰椎间盘X线造影 常规消毒，局麻，穿刺，X线定位，注入对比剂，X线点片，冲洗胶片，医生完成诊断报告。
EACB6001 颈椎穿刺脊髓X线造影 常规消毒，局麻，颈椎穿刺，X线定位，注入对比剂，X线点片，冲洗胶片，医生完成诊断报告。
EACB6002 腰椎穿刺脊髓X线造影 常规消毒，局麻，腰椎穿刺，X线定位，注入对比剂，X线点片，冲洗胶片，医生完成诊断报告。

EACXX001 四肢关节X线造影
去除检查部位体表金属物品，摆位，消毒铺巾，麻醉，向目标关节腔内注入对比剂，透视，根据需

要点片，冲洗照片(胶片)，医生完成诊断报告。

EACNJ001
四肢直接淋巴管X线造

影

去除检查部位体表金属物品，摆位，消毒铺巾、局部麻醉，于肢端行皮下切开找到淋巴管并穿刺插

管，在影像设备监视下，经导管注入碘油等对比剂，X线透视下观察相应肢体淋巴管显影情况，间

断点片，冲洗照片(胶片)，医生完成诊断报告。

EACNQ002
四肢间接淋巴管X线造

影

患肢消毒后于各指(趾)蹼皮内及皮下注入水溶性对比剂，使患肢淋巴管显影，间接点片，照相。冲

洗胶片，医生完成诊断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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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ACYA001 乳腺导管X线造影
去除检查部位体表金属物品，消毒、局部麻醉，向乳腺导管内注入对比剂，摆位、透视下多角度观

察并根据需要点片，冲洗照片(胶片)，医生完成诊断报告。

EACYX001 窦道/瘘管X线造影
去除检查部位体表金属物品，摆位，可疑腔道内注入对比剂，透视，根据需要点片，冲洗照片(胶

片)，医生完成诊断报告。
4.其它

EAZZZ001 数字化摄影(DR)
指利用数字化摄影机(DR)摄片、图像处理与输出。患者数据登记、使用DR X线机，直接数字化进行

检查部位的X线摄影、图像及患者信息存贮及图象显示及后处理，冲洗照片(胶片)，医生完成诊断

报告。

EAZZZ002 计算机X线摄影(CR)
指利用加装计算机X线摄影(Computed Radiography，CR)附件的模拟X线机进行图像处理和输出。患

者数据登记、使用CR X线摄影机进行检查部位的X线摄影，并通过读取成像信息实现图像数字化、

进行图像及患者信息数字化存贮及图象显示及后处理，冲洗照片(胶片)，医生完成诊断报告。
(二)X线计算机体层检

查
1.平扫

EBAZA001
头部X线计算机体层

(CT)平扫

操作人员核对登记病人信息，去除扫描部位金属物品，摆位，扫描，根据需要重建轴位序列，完成

胶片或其他储存介质的处理，医生完成诊断报告。

EBABK001
鞍区X线计算机体层

(CT)平扫

操作人员核对登记病人信息，去除扫描部位金属物品，摆位，扫描，根据需要重建轴位序列，冲洗

照片(胶片)，医生完成诊断报告。

EBADE001
肾上腺X线计算机体层

(CT)平扫

操作人员核对登记病人信息，去除扫描部位金属物品，摆位，扫描，根据需要重建轴位序列，冲洗

照片(胶片)，医生完成诊断报告。

EBAER001
眼部X线计算机体层

(CT)平扫

操作人员核对登记病人信息，去除扫描部位金属物品，摆位，扫描，根据需要重建轴位序列，冲洗

照片(胶片)，医生完成诊断报告。

EBAFJ001
耳部X线计算机体层

(CT)平扫

操作人员核对登记病人信息，去除扫描部位金属物品，摆位，扫描，根据需要重建轴位序列，冲洗

照片(胶片)，医生完成诊断报告。含颞骨。

EBAGD001
鼻部鼻窦X线计算机体

层(CT)平扫

操作人员核对登记病人信息，去除扫描部位金属物品，摆位，扫描，根据需要重建轴位序列，冲洗

照片(胶片)，医生完成诊断报告。

EBAHJ001
上颌部X线计算机体层

(CT)平扫

操作人员核对登记病人信息，去除扫描部位金属物品，摆位，扫描，根据需要重建轴位序列，冲洗

照片(胶片)，医生完成诊断报告。

EBAHK001
下颌部X线计算机体层

(CT)平扫

操作人员核对登记病人信息，去除扫描部位金属物品，摆位，扫描，根据需要重建轴位序列，冲洗

照片(胶片)，医生完成诊断报告。

EBAHV001
齿科X线计算机体层

(CT)平扫

操作人员核对登记病人信息，去除扫描部位金属物品，摆位，扫描，根据需要重建轴位序列，打印

照片(胶片)，医生完成诊断报告。

EBAZB001
颈部X线计算机体层

(CT)平扫

检查范围包含口部和咽部，操作人员核对登记病人信息，去除扫描部位金属物品，摆位，扫描，根

据需要重建轴位序列，冲洗照片(胶片)，医生完成诊断报告。

EBAVB001
颈椎X线计算机体层

(CT)平扫

操作人员核对登记病人信息，去除扫描部位金属物品，摆位，扫描，根据需要重建轴位序列，冲洗

照片(胶片)，医生完成诊断报告。

EBAZD001
胸部X线计算机体层

(CT)平扫

检查范围包含乳腺，操作人员核对登记病人信息，去除扫描部位金属物品，摆位，扫描，根据需要

重建轴位序列，冲洗照片(胶片)，医生完成诊断报告。

EBAZE001
上腹部X线计算机体层

(CT)平扫

操作人员核对登记病人信息，去除扫描部位金属物品，摆位，扫描，根据需要重建轴位序列，冲洗

照片(胶片)，医生完成诊断报告。

EBAZE002
下腹部X线计算机体层

(CT)平扫

操作人员核对登记病人信息，去除扫描部位金属物品，摆位，扫描，根据需要重建轴位序列，冲洗

照片(胶片)，医生完成诊断报告。

EBAZF001
盆腔X线计算机体层

(CT)平扫

操作人员核对登记病人信息，去除扫描部位金属物品，摆位，扫描，根据需要重建轴位序列，冲洗

照片(胶片)，医生完成诊断报告。

EBAVE001
胸椎X线计算机体层

(CT)平扫

操作人员核对登记病人信息，去除扫描部位金属物品，摆位，扫描，根据需要重建轴位序列，冲洗

照片(胶片)，医生完成诊断报告。

EBAVH001
腰椎X线计算机体层

(CT)平扫

操作人员核对登记病人信息，去除扫描部位金属物品，摆位，扫描，根据需要重建轴位序列，冲洗

照片(胶片)，医生完成诊断报告。

EBAVL001
骶尾部X线计算机体层

(CT)平扫

操作人员核对登记病人信息，去除扫描部位金属物品，摆位，扫描，根据需要重建轴位序列，冲洗

照片(胶片)，医生完成诊断报告。

EBAVM001
全脊柱X线计算机体层

(CT)平扫

操作人员核对登记病人信息，去除扫描部位金属物品，摆位，扫描，根据需要重建轴位序列，冲洗

照片(胶片)，医生完成诊断报告。

EBAWY001
肢带骨骨骼计算机体层

(CT)平扫

检查范围胸骨、锁骨、肋骨等，操作人员核对登记病人信息，去除扫描部位金属物品，摆位，扫

描，根据需要重建轴位序列，冲洗照片(胶片)，医生完成诊断报告。

EBAWY002
上臂X线计算机体层

(CT)平扫

检查范围包含肩关节和肱骨，操作人员核对登记病人信息，去除扫描部位金属物品，摆位，扫描，

根据需要重建轴位序列，冲洗照片(胶片)，医生完成诊断报告。

EBAWY003
前臂X线计算机体层

(CT)平扫

范围包含肘关节和尺桡骨，操作人员核对登记病人信息，去除扫描部位金属物品，摆位，扫描，根

据需要重建轴位序列，冲洗照片(胶片)，医生完成诊断报告。

EBAWX001
手部X线计算机体层

(CT)平扫

检查范围包含腕关节，操作人员核对登记病人信息，去除扫描部位金属物品，摆位，扫描，根据需

要重建轴位序列，冲洗照片(胶片)，医生完成诊断报告。

EBAXA001
骨盆部X线计算机体层

(CT)平扫

操作人员核对登记病人信息，去除扫描部位金属物品，摆位，扫描，根据需要重建轴位序列，冲洗

照片(胶片)，医生完成诊断报告。

EBAVL002
骶髂关节X线计算机体

层(CT)平扫

操作人员核对登记病人信息，去除扫描部位金属物品，摆位，扫描，根据需要重建轴位序列，冲洗

照片(胶片)，医生完成诊断报告。

EBAXB001
髋部X线计算机体层

(CT)平扫

操作人员核对登记病人信息，去除扫描部位金属物品，摆位，扫描，根据需要重建轴位序列，冲洗

照片(胶片)，医生完成诊断报告。

EBAZN001
大腿X线计算机体层

(CT)平扫

操作人员核对登记病人信息，去除扫描部位金属物品，摆位，扫描，根据需要重建轴位序列，冲洗

照片(胶片)，医生完成诊断报告。

EBAZP001
小腿X线计算机体层

(CT)平扫

检查范围含包含膝关节，操作人员核对登记病人信息，去除扫描部位金属物品，摆位，扫描，根据

需要重建轴位序列，冲洗照片(胶片)，医生完成诊断报告。

EBAXU001
足踝部X线计算机体层

(CT)平扫

检查范围包含踝关节，操作人员核对登记病人信息，去除扫描部位金属物品，摆位，扫描，根据需

要重建轴位序列，冲洗照片(胶片)，医生完成诊断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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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增强扫描

EBBZA001
头部X线计算机体层

(CT)增强扫描

操作人员核对登记病人信息，抗过敏药物，去除扫描部位金属物品，摆位，静脉留置针，扫描及对

比剂的高压注射器注射，根据需要重建轴位序列，冲洗照片(胶片)，医生完成诊断报告。

EBBBK001
鞍区X线计算机体层

(CT)增强扫描

操作人员核对登记病人信息，抗过敏药物，去除扫描部位金属物品，摆位，静脉留置针，扫描及对

比剂的高压注射器注射，根据需要重建轴位序列，冲洗照片(胶片)，医生完成诊断报告。

EBBDE001
肾上腺X线计算机体层

(CT)增强扫描

操作人员核对登记病人信息，抗过敏药物，去除扫描部位金属物品，摆位，静脉留置针，扫描及对

比剂的高压注射器注射，根据需要重建轴位序列，冲洗照片(胶片)，医生完成诊断报告。

EBBER001
眼部X线计算机体层

(CT)增强扫描

操作人员核对登记病人信息，抗过敏药物，去除扫描部位金属物品，摆位，静脉留置针，扫描及对

比剂的高压注射器注射，根据需要重建轴位序列，冲洗照片(胶片)，医生完成诊断报告。

EBBFJ001
耳部X线计算机体层

(CT)增强扫描

操作人员核对登记病人信息，抗过敏药物，去除扫描部位金属物品，摆位，静脉留置针，扫描及对

比剂的高压注射器注射，根据需要重建轴位序列，冲洗照片(胶片)，医生完成诊断报告。含颞骨。

EBBGD001
鼻部鼻窦X线计算机体

层(CT)增强扫描

操作人员核对登记病人信息，抗过敏药物，去除扫描部位金属物品，摆位，静脉留置针，扫描及对

比剂的高压注射器注射，根据需要重建轴位序列，冲洗照片(胶片)，医生完成诊断报告。

EBBHJ001
上颌部X线计算机体层

(CT)增强扫描

操作人员核对登记病人信息，抗过敏药物，去除扫描部位金属物品，摆位，静脉留置针，扫描及对

比剂的高压注射器注射，根据需要重建轴位序列，冲洗照片(胶片)，医生完成诊断报告。

EBBHK001
下颌部X线计算机体层

(CT)增强扫描

操作人员核对登记病人信息，抗过敏药物，去除扫描部位金属物品，摆位，静脉留置针，扫描及对

比剂的高压注射器注射，根据需要重建轴位序列，冲洗照片(胶片)，医生完成诊断报告。

EBBHV001
齿科X线计算机体层

(CT)增强扫描

操作人员核对登记病人信息，抗过敏药物，去除扫描部位金属物品，摆位，静脉留置针，扫描及对

比剂的高压注射器注射，根据需要重建轴位序列，冲洗照片(胶片)，医生完成诊断报告。

EBBZB001
颈部X线计算机体层

(CT)增强扫描

检查范围包含口部、咽部，操作人员核对登记病人信息，抗过敏药物，去除扫描部位金属物品，摆

位，静脉留置针，扫描及对比剂的高压注射器注射，根据需要重建轴位序列，冲洗照片(胶片)，医

生完成诊断报告。

EBBVB001 颈椎X线计算机体层(CT)增强扫描
操作人员核对登记病人信息，抗过敏药物，去除扫描部位金属物品，摆位，静脉留置针，扫描及对

比剂的高压注射器注射，根据需要重建轴位序列，冲洗照片(胶片)，医生完成诊断报告。

EBBZD001
胸部X线计算机体层

(CT)增强扫描

检查范围包含乳腺，操作人员核对登记病人信息，抗过敏药物，去除扫描部位金属物品，摆位，静

脉留置针，扫描及对比剂的高压注射器注射，根据需要重建轴位序列，冲洗照片(胶片)，医生完成

诊断报告。

EBBZE001
上腹部X线计算机体层

(CT)增强扫描

操作人员核对登记病人信息，抗过敏药物，去除扫描部位金属物品，摆位，静脉留置针，扫描及对

比剂的高压注射器注射，根据需要重建轴位序列，冲洗照片(胶片)，医生完成诊断报告。

EBBZE002
下腹部X线计算机体层

(CT)增强扫描

操作人员核对登记病人信息，抗过敏药物，去除扫描部位金属物品，摆位，静脉留置针，扫描及对

比剂的高压注射器注射，根据需要重建轴位序列，冲洗照片(胶片)，医生完成诊断报告。

EBBZF001
盆腔X线计算机体层

(CT)增强扫描

操作人员核对登记病人信息，抗过敏药物，去除扫描部位金属物品，摆位，静脉留置针，扫描及对

比剂的高压注射器注射，根据需要重建轴位序列，冲洗照片(胶片)，医生完成诊断报告。

EBBVE001
胸椎X线计算机体层

(CT)增强扫描

操作人员核对登记病人信息，抗过敏药物，去除扫描部位金属物品，摆位，静脉留置针，扫描及对

比剂的高压注射器注射，根据需要重建轴位序列，冲洗照片(胶片)，医生完成诊断报告。

EBBVH001
腰椎X线计算机体层

(CT)增强扫描

操作人员核对登记病人信息，抗过敏药物，去除扫描部位金属物品，摆位，静脉留置针，扫描及对

比剂的高压注射器注射，根据需要重建轴位序列，冲洗照片(胶片)，医生完成诊断报告。

EBBVL001
骶尾部X线计算机体层

(CT)增强扫描

操作人员核对登记病人信息，抗过敏药物，去除扫描部位金属物品，摆位，静脉留置针，扫描及对

比剂的高压注射器注射，根据需要重建轴位序列，冲洗照片(胶片)，医生完成诊断报告。

EBBVM001
全脊柱X线计算机体层

(CT)增强扫描

操作人员核对登记病人信息，抗过敏药物，去除扫描部位金属物品，摆位，静脉留置针，扫描及对

比剂的高压注射器注射，根据需要重建轴位序列，冲洗照片(胶片)，医生完成诊断报告。

EBBXW001
肢带骨骨骼计算机体层

(CT)增强扫描

操作人员核对登记病人信息，抗过敏药物，去除扫描部位金属物品，摆位，静脉留置针，扫描及对

比剂的高压注射器注射，根据需要重建轴位序列，冲洗照片(胶片)，医生完成诊断报告。

EBBWY001
上臂X线计算机体层

(CT)增强扫描

检查范围包含肩关节和肱骨，操作人员核对登记病人信息，抗过敏药物，去除扫描部位金属物品，

摆位，静脉留置针，扫描及对比剂的高压注射器注射，根据需要重建轴位序列，冲洗照片(胶片)，

医生完成诊断报告。

EBBWY002
前臂X线计算机体层

(CT)增强扫描

检查范围包含肘关节和尺桡骨，操作人员核对登记病人信息，抗过敏药物，去除扫描部位金属物

品，摆位，静脉留置针，扫描及对比剂的高压注射器注射，根据需要重建轴位序列，冲洗照片(胶

片)，医生完成诊断报告。

EBBWX001
手部X线计算机体层

(CT)增强扫描

检查范围包含腕关节，操作人员核对登记病人信息，抗过敏药物，去除扫描部位金属物品，摆位，

静脉留置针，扫描及对比剂的高压注射器注射，根据需要重建轴位序列，冲洗照片(胶片)，医生完

成诊断报告。

EBBXA001
骨盆部X线计算机体层

(CT)增强扫描

操作人员核对登记病人信息，抗过敏药物，去除扫描部位金属物品，摆位，静脉留置针，扫描及对

比剂的高压注射器注射，根据需要重建轴位序列，冲洗照片(胶片)，医生完成诊断报告。

EBBVL002
骶髂关节X线计算机体

层(CT)增强扫描

操作人员核对登记病人信息，抗过敏药物，去除扫描部位金属物品，摆位，静脉留置针，扫描及对

比剂的高压注射器注射，根据需要重建轴位序列，冲洗照片(胶片)，医生完成诊断报告。

EBBXB001
髋部X线计算机体层

(CT)平扫增强扫描

操作人员核对登记病人信息，抗过敏药物，去除扫描部位金属物品，摆位，静脉留置针，扫描及对

比剂的高压注射器注射，根据需要重建轴位序列，冲洗照片(胶片)，医生完成诊断报告。

EBBZN001
大腿X线计算机体层

(CT)增强扫描

操作人员核对登记病人信息，抗过敏药物，去除扫描部位金属物品，摆位，静脉留置针，扫描及对

比剂的高压注射器注射，根据需要重建轴位序列，冲洗照片(胶片)，医生完成诊断报告。

EBBZP001
小腿X线计算机体层

(CT)增强扫描

检查范围包含膝关节，操作人员核对登记病人信息，抗过敏药物，去除扫描部位金属物品，摆位，

静脉留置针，扫描及对比剂的高压注射器注射，根据需要重建轴位序列，冲洗照片(胶片)，医生完

成诊断报告。

EBBXU001
足踝部X线计算机体层

(CT)增强扫描

检查范围包含踝关节，操作人员核对登记病人信息，抗过敏药物，去除扫描部位金属物品，摆位，

静脉留置针，扫描及对比剂的高压注射器注射，根据需要重建轴位序列，冲洗照片(胶片)，医生完

成诊断报告。
3.特殊三维成像

EBCKT001
心脏CT成像+心功能分

析

操作人员核对登记病人信息，抗过敏药物，去除扫描部位金属物品，心电监测，摆位，扩血管喷

剂，静脉留置针，采用多排螺旋CT扫描及对比剂注射，根据需要重建轴位序列，多种三维后处理软

件分析心腔、心肌、心功能、瓣膜情况，冲洗照片(胶片)，医生完成诊断报告。不含心电监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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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BCLB001 肺动脉CT三维成像
操作人员核对登记病人信息，抗过敏药物，去除扫描部位金属物品，摆位，静脉留置针，多排螺旋

CT扫描及对比剂注射，根据需要重建轴位序列，多种三维后处理软件分析处理图像，冲洗照片(胶

片)，医生完成诊断报告。

EBCMA001 肺静脉CT三维成像
操作人员核对登记病人信息，抗过敏药物，去除扫描部位金属物品，摆位，静脉留置针，多排螺旋

CT扫描及对比剂注射，根据需要重建轴位序列，多种三维后处理软件分析处理图像，冲洗照片(胶

片)，医生完成诊断报告。

EBCB1001 颅内动脉CT三维成像
操作人员核对登记病人信息，抗过敏药物，去除扫描部位金属物品，摆位，静脉留置针，多排螺旋

CT扫描及对比剂注射，根据需要重建轴位序列，多种三维后处理软件分析处理图像，冲洗照片(胶

片)，医生完成诊断报告。

EBCLA001 冠状动脉钙化积分
操作人员核对登记病人信息，抗过敏药物，去除扫描部位金属物品，心电监测，摆位，采用多排螺

旋CT扫描，根据需要重建轴位序列，图像后处理，冲洗照片(胶片)，医生完成诊断报告。不含心电

监测。

EBCLA002 冠状动脉CT三维成像
操作人员核对登记病人信息，抗过敏药物，去除扫描部位金属物品，心电监测，摆位，扩血管喷

剂，静脉留置针，采用多排螺旋CT扫描及对比剂注射，根据需要重建轴位序列，多种三维后处理软

件分析处理图像，图像后处理，冲洗照片(胶片)，医生完成诊断报告。不含心电监测。

EBCLF001 颈动脉CT三维成像
操作人员核对登记病人信息，抗过敏药物，去除扫描部位金属物品，摆位，静脉留置针，多排螺旋

CT扫描及对比剂注射，根据需要重建轴位序列，多种三维后处理软件分析处理图像，冲洗照片(胶

片)，医生完成诊断报告。

EBCLG001 上肢动脉CT三维成像
操作人员核对登记病人信息，抗过敏药物，去除扫描部位金属物品，摆位，静脉留置针，多排螺旋

CT扫描及对比剂注射，根据需要重建轴位序列，多种三维后处理软件分析处理图像，冲洗照片(胶

片)，医生完成诊断报告。

EBCLD001 主动脉CT三维成像
操作人员核对登记病人信息，抗过敏药物，去除扫描部位金属物品，摆位，静脉留置针，多排螺旋

CT扫描及对比剂注射，根据需要重建轴位序列，多种三维后处理软件分析处理图像，冲洗照片(胶

片)，医生完成诊断报告。

EBCLY001 上腹部动脉CT三维成像
操作人员核对登记病人信息，抗过敏药物，去除扫描部位金属物品，摆位，静脉留置针，多排螺旋

CT扫描及对比剂注射，根据需要重建轴位序列，多种三维后处理软件分析处理图像，冲洗照片(胶

片)，医生完成诊断报告。

EBCLY002 下腹部动脉CT三维成像
操作人员核对登记病人信息，抗过敏药物，去除扫描部位金属物品，摆位，静脉留置针，多排螺旋

CT扫描及对比剂注射，根据需要重建轴位序列，多种三维后处理软件分析处理图像，冲洗照片(胶

片)，医生完成诊断报告。

EBCLY003 盆腔动脉CT三维成像
操作人员核对登记病人信息，抗过敏药物，去除扫描部位金属物品，摆位，静脉留置针，多排螺旋

CT扫描及对比剂注射，根据需要重建轴位序列，多种三维后处理软件分析处理图像，冲洗照片(胶

片)，医生完成诊断报告。

EBCLX001 下肢动脉CT三维成像
操作人员核对登记病人信息，抗过敏药物，去除扫描部位金属物品，摆位，静脉留置针，多排螺旋

CT扫描及对比剂注射，根据需要重建轴位序列，多种三维后处理软件分析处理图像，冲洗照片(胶

片)，医生完成诊断报告。

EBCMH001
下腔静脉下肢深静脉CT

三维成像

操作人员核对登记病人信息，抗过敏药物，去除扫描部位金属物品，摆位，静脉留置针，扫描及对

比剂注射，根据需要重建轴位序列，多种三维后处理软件分析处理图像，图像后处理，冲洗照片

(胶片)，医生完成诊断报告。

EBCMU001 门脉系统CT三维成像
操作人员核对登记病人信息，抗过敏药物，去除扫描部位金属物品，摆位，静脉留置针，多排螺旋

CT扫描及对比剂注射，根据需要重建轴位序列，多种三维后处理软件分析处理图像，冲洗照片(胶

片)，医生完成诊断报告。

EBCJA001 气管树CT三维成像
操作人员核对登记病人信息，去除扫描部位金属物品，摆位，多排螺旋CT扫描，根据需要重建轴位

序列，多种三维后处理软件分析处理图像，冲洗照片(胶片)，医生完成诊断报告。

EBCJC001 肺小结节CT三维成像
操作人员核对登记病人信息，去除扫描部位金属物品，摆位，扫描，根据需要重建轴位序列，多种

三维后处理软件分析处理图像，冲洗照片(胶片)，医生完成诊断报告。

EBCPN001 结肠CT三维成像
操作人员核对登记病人信息，肠道准备，去除扫描部位金属物品，摆位及注气，多期扫描，根据需

要重建轴位序列，多种三维后处理软件分析处理图像，冲洗照片(胶片)，医生完成诊断报告。

EBCZV001 单脏器灌注成像
操作人员核对登记病人信息，抗过敏药物，去除扫描部位金属物品，摆位，静脉留置针，扫描及对

比剂注射，根据需要重建轴位序列，多种三维后处理软件分析处理图像，冲洗照片(胶片)，医生完

成诊断报告。
(三)磁共振检查
1.成像

ECABA001 颅脑磁共振成像
去除身体金属物品，摆放适宜线圈，摆位，扫描，至少含T1、T2加权相序列及两体位成像，冲洗照

片(胶片)，医生完成诊断报告。

ECABA002 脑功能磁共振成像
去除身体金属物品，摆放适宜线圈，摆位，扫描，医生使用磁共振脑功能刺激仪等专用设备对患者

进行刺激，然后进行功能磁共振（fMRI）、ASL等序列扫描，冲洗照片(胶片)，图像后处理，医生

完成诊断报告。

ECABE001 海马磁共振成像
去除身体金属物品，摆放适宜线圈，摆位，扫描，至少含T1、T2加权相序列及两体位成像，冲洗照

片(胶片)，医生完成诊断报告。

ECABA003 海绵窦磁共振成像
去除身体金属物品，摆放适宜线圈，摆位，扫描，至少含T1、T2加权相序列及两体位成像，冲洗照

片(胶片)，医生完成诊断报告。

ECABK001 鞍区磁共振成像
去除身体金属物品，摆放适宜线圈，摆位，扫描，至少含T1、T2加权相序列及两体位成像，冲洗照

片(胶片)，医生完成诊断报告。

ECABK002 颅底磁共振成像
去除身体金属物品，摆放适宜线圈，摆位，扫描，至少含T1、T2加权相序列及两体位成像，冲洗照

片(胶片)，医生完成诊断报告。

ECAEP001 眶磁共振成像
去除身体金属物品，摆放适宜线圈，摆位，扫描，至少含T1、T2加权相序列及两体位成像，冲洗照

片(胶片)，医生完成诊断报告。

ECAFH001 内听道磁共振成像
去除身体金属物品，摆放适宜线圈，摆位，扫描，至少含T1、T2加权相序列及两体位成像，冲洗照

片(胶片)，医生完成诊断报告。

ECAGF001 鼻咽磁共振成像
去除身体金属物品，摆放适宜线圈，摆位，扫描，至少含T1、T2加权相序列及两体位成像，冲洗照

片(胶片)，医生完成诊断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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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CAGD001 鼻窦磁共振成像
去除身体金属物品，摆放适宜线圈，摆位，扫描，至少含T1、T2加权相序列及两体位成像，冲洗照

片(胶片)，医生完成诊断报告。

ECAHG001 颞下颌关节磁共振成像
去除身体金属物品，摆放适宜线圈，摆位，扫描，至少含T1、T2加权相序列及两体位成像，冲洗照

片(胶片)，医生完成诊断报告。

ECAZB001 颈部磁共振成像
去除身体金属物品，摆放适宜线圈，摆位，扫描，至少含T1、T2加权相序列及两体位成像，冲洗照

片(胶片)，医生完成诊断报告。

ECAKT001 心脏磁共振平扫成像
去除身体金属物品，摆放适宜线圈，摆位，心电门控，扫描，冲洗照片(胶片)，图像后处理，医生

完成诊断报告。不含心电监护。

ECAKT002 磁共振心脏功能评价
去除身体金属物品，摆放适宜线圈，摆位，心电门控，扫描，冲洗照片(胶片)，图像后处理，医生

完成诊断报告。不含心电监护。

ECAB1001
头颅非增强磁共振动脉

血管成像

去除身体金属物品，摆放适宜线圈，摆位，扫描，冲洗照片(胶片)，图像后处理，医生完成诊断报

告。

ECAB2002
头颅非增强磁共振静脉

血管成像

去除身体金属物品，摆放适宜线圈，摆位，扫描，冲洗照片(胶片)，图像后处理，医生完成诊断报

告。

ECAMY001 血管斑块成像
去除身体金属物品，摆放适宜线圈，摆位，扫描，至少含T1、T2加权相序列及两体位成像，冲洗照

片(胶片)，医生完成诊断报告。

ECAVB001 颈椎磁共振成像
去除身体金属物品，摆放适宜线圈，摆位，扫描，至少含T1、T2加权相序列及两体位成像，冲洗照

片(胶片)，医生完成诊断报告。

ECAVE001 胸椎磁共振成像
去除身体金属物品，摆放适宜线圈，摆位，扫描，至少含T1、T2加权相序列及两体位成像，冲洗照

片(胶片)，医生完成诊断报告。

ECAVH001 腰椎磁共振成像
去除身体金属物品，摆放适宜线圈，摆位，扫描，至少含T1、T2加权相序列及两体位成像，冲洗照

片(胶片)，医生完成诊断报告。

ECAVL001 骶髂关节磁共振成像
去除身体金属物品，摆放适宜线圈，摆位，扫描，至少含T1、T2加权相序列及两体位成像，冲洗照

片(胶片)，医生完成诊断报告。

ECAB6001
脊髓磁共振水成像

(MRM)

去除身体金属物品，摆放适宜线圈，摆位，扫描，冲洗照片(胶片)，图像后处理，医生完成诊断报

告。

ECAZD001 胸部磁共振成像
去除身体金属物品，摆放适宜线圈，摆位，扫描，至少含T1、T2加权相序列及两体位成像，冲洗照

片(胶片)，医生完成诊断报告。

ECAYA001 乳腺磁共振成像
去除身体金属物品，摆放适宜线圈，摆位，扫描，至少含T1、T2加权相序列及两体位成像，冲洗照

片(胶片)，医生完成诊断报告。

ECAQL001
胰胆管系统磁共振水成

像(MRCP)

去除身体金属物品，摆放适宜线圈，摆位，扫描，冲洗照片(胶片)，图像后处理，医生完成诊断报

告。

ECAZE001 上腹部磁共振成像
去除身体金属物品，摆放适宜线圈，摆位，扫描，至少含T1、T2加权相序列及两体位成像，冲洗照

片(胶片)，医生完成诊断报告。

ECAZE002 下腹部磁共振成像
去除身体金属物品，摆放适宜线圈，摆位，扫描，至少含T1、T2加权相序列及两体位成像，冲洗照

片(胶片)，医生完成诊断报告。

ECARH001
泌尿系统磁共振水成像

(MRU)

去除身体金属物品，摆放适宜线圈，摆位，扫描，冲洗照片(胶片)，图像后处理，医生完成诊断报

告。

ECADE001 肾上腺磁共振成像
去除身体金属物品，摆放适宜线圈，摆位，扫描，至少含T1、T2加权相序列及两体位成像，冲洗照

片(胶片)，医生完成诊断报告。

ECAZF001 盆腔磁共振成像
去除身体金属物品，摆放适宜线圈，摆位，扫描，至少含T1、T2加权相序列及两体位成像，冲洗照

片(胶片)，医生完成诊断报告。

ECASE001 前列腺磁共振成像
去除身体金属物品，摆放适宜线圈，摆位，扫描，至少含T1、T2加权相序列及两体位成像，冲洗照

片(胶片)，医生完成诊断报告。

ECAPT001 直肠磁共振成像
去除身体金属物品，摆放适宜线圈，摆位，扫描，至少含T1、T2加权相序列及两体位成像，冲洗照

片(胶片)，医生完成诊断报告。

ECAWC001 肩关节磁共振成像
去除身体金属物品，摆放适宜线圈，摆位，扫描，至少含T1、T2加权相序列及两体位成像，冲洗照

片(胶片)，医生完成诊断报告。

ECAWH001 肘关节磁共振成像
去除身体金属物品，摆放适宜线圈，摆位，扫描，至少含T1、T2加权相序列及两体位成像，冲洗照

片(胶片)，医生完成诊断报告。

ECAXG001 膝关节磁共振成像
去除身体金属物品，摆放适宜线圈，摆位，扫描，至少含T1、T2加权相序列及两体位成像，冲洗照

片(胶片)，医生完成诊断报告。

ECAXB001 双髋关节磁共振成像
去除身体金属物品，摆放适宜线圈，摆位，扫描，至少含T1、T2加权相序列及两体位成像，冲洗照

片(胶片)，医生完成诊断报告。

ECAZJ001 上臂磁共振成像
去除身体金属物品，摆放适宜线圈，摆位，扫描，至少含T1、T2加权相序列及两体位成像，冲洗照

片(胶片)，医生完成诊断报告。

ECAZK001 前臂磁共振成像
去除身体金属物品，摆放适宜线圈，摆位，扫描，至少含T1、T2加权相序列及两体位成像，冲洗照

片(胶片)，医生完成诊断报告。

ECAZL001 手磁共振成像
去除身体金属物品，摆放适宜线圈，摆位，扫描，至少含T1、T2加权相序列及两体位成像，冲洗照

片(胶片)，医生完成诊断报告。

ECAZN001 大腿磁共振成像
去除身体金属物品，摆放适宜线圈，摆位，扫描，至少含T1、T2加权相序列及两体位成像，冲洗照

片(胶片)，医生完成诊断报告。

ECAZP001 小腿磁共振成像
去除身体金属物品，摆放适宜线圈，摆位，扫描，至少含T1、T2加权相序列及两体位成像，冲洗照

片(胶片)，医生完成诊断报告。

ECAXN001 踝关节磁共振成像
去除身体金属物品，摆放适宜线圈，摆位，扫描，至少含T1、T2加权相序列及两体位成像，冲洗照

片(胶片)，医生完成诊断报告。

ECAZQ001 足磁共振成像
去除身体金属物品，摆放适宜线圈，摆位，扫描，至少含T1、T2加权相序列及两体位成像，冲洗照

片(胶片)，医生完成诊断报告。
2.磁共振增强成像

ECBZA001 头部磁共振增强成像
去除身体金属物品，摆放适宜线圈，摆位，扫描，至少含T1、T2加权相序列及两体位成像，于指定

时刻注射对比剂，冲洗照片(胶片)，医生完成诊断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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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CBBA001 海绵窦磁共振增强成像
去除身体金属物品，摆放适宜线圈，摆位，扫描，至少含T1、T2加权相序列及两体位成像，于指定

时刻注射对比剂，冲洗照片(胶片)，医生完成诊断报告。

ECBBK001 鞍区磁共振增强成像
去除身体金属物品，摆放适宜线圈，摆位，扫描，至少含T1、T2加权相序列及两体位成像，于指定

时刻注射对比剂，冲洗照片(胶片)，医生完成诊断报告。

ECBBK002 颅底磁共振增强成像
去除身体金属物品，摆放适宜线圈，摆位，扫描，至少含T1、T2加权相序列及两体位成像，于指定

时刻注射对比剂，冲洗照片(胶片)，医生完成诊断报告。

ECBDE001 肾上腺磁共振增强成像
去除身体金属物品，摆放适宜线圈，摆位，扫描，至少含T1、T2加权相序列及两体位成像，于指定

时刻注射对比剂，冲洗照片(胶片)，医生完成诊断报告。

ECBEP001 眶磁共振增强成像
去除身体金属物品，摆放适宜线圈，摆位，扫描，至少含T1、T2加权相序列及两体位成像，于指定

时刻注射对比剂，冲洗照片(胶片)，医生完成诊断报告。

ECBFH001 内听道磁共振增强成像
去除身体金属物品，摆放适宜线圈，摆位，扫描，至少含T1、T2加权相序列及两体位成像，于指定

时刻注射对比剂，冲洗照片(胶片)，医生完成诊断报告。

ECBGD001 鼻窦磁共振增强成像
去除身体金属物品，摆放适宜线圈，摆位，扫描，至少含T1、T2加权相序列及两体位成像，于指定

时刻注射对比剂，冲洗照片(胶片)，医生完成诊断报告。

ECBGF001 鼻咽磁共振增强成像
去除身体金属物品，摆放适宜线圈，摆位，扫描，至少含T1、T2加权相序列及两体位成像，于指定

时刻注射对比剂，冲洗照片(胶片)，医生完成诊断报告。

ECBZB001 颈部磁共振增强成像
去除身体金属物品，摆放适宜线圈，摆位，扫描，至少含T1、T2加权相序列及两体位成像，于指定

时刻注射对比剂，冲洗照片(胶片)，医生完成诊断报告。

ECBKT001 心脏磁共振增强成像
去除身体金属物品，摆放适宜线圈，摆位，心电门控，扫描并于指定时刻注射对比剂，冲洗照片

(胶片)，图像后处理，医生完成诊断报告。

ECBKR001 心肌灌注磁共振成像
去除身体金属物品，摆放适宜线圈，摆位，心电门控，扫描并于指定时刻注射对比剂，冲洗照片

(胶片)，图像后处理，医生完成诊断报告。不含心电监护。

ECBLA001 冠脉磁共振成像
去除身体金属物品，摆放适宜线圈，摆位，心电门控，扫描并于指定时刻注射对比剂，冲洗照片

(胶片)，图像后处理，医生完成诊断报告。不含心电监护。

ECBB1001
头颅动脉磁共振血管增

强成像

去除身体金属物品，摆放适宜线圈，摆位，于指定时刻注射对比剂扫描，冲洗照片(胶片)，医生完

成诊断报告。

ECBLF001
颈动脉磁共振血管增强

成像

去除身体金属物品，摆放适宜线圈，摆位，于指定时刻注射对比剂扫描，冲洗照片(胶片)，医生完

成诊断报告。

ECBLH001
胸主动脉磁共振血管增

强成像

去除身体金属物品，摆放适宜线圈，摆位，于指定时刻注射对比剂扫描，冲洗照片(胶片)，医生完

成诊断报告。

ECBLJ001
腹主动脉磁共振血管增

强成像

去除身体金属物品，摆放适宜线圈，摆位，于指定时刻注射对比剂扫描，冲洗照片(胶片)，医生完

成诊断报告。

ECBLX001
下肢动脉磁共振血管增

强成像

去除身体金属物品，摆放适宜线圈，摆位，于指定时刻注射对比剂扫描，冲洗照片(胶片)，医生完

成诊断报告。

ECBLB001
肺动脉磁共振血管增强

成像

去除身体金属物品，摆放适宜线圈，摆位，于指定时刻注射对比剂扫描，冲洗照片(胶片)，医生完

成诊断报告。

ECBMH001
下腔静脉磁共振血管增

强成像

去除身体金属物品，摆放适宜线圈，摆位，于指定时刻注射对比剂扫描，冲洗照片(胶片)，医生完

成诊断报告。

ECBMY002 血管斑块增强成像
去除身体金属物品，摆放适宜线圈，摆位，扫描，至少含T1、T2加权相序列及两体位成像，于指定

时刻注射对比剂，冲洗照片(胶片)，医生完成诊断报告。

ECBZD001 胸部磁共振增强成像
去除身体金属物品，摆放适宜线圈，摆位，扫描，至少含T1、T2加权相序列及两体位成像，于指定

时刻注射对比剂，冲洗照片(胶片)，医生完成诊断报告。

ECBZE001 上腹部磁共振增强成像
去除身体金属物品，摆放适宜线圈，摆位，扫描，至少含T1、T2加权相序列及两体位成像，于指定

时刻注射对比剂，冲洗照片(胶片)，医生完成诊断报告。

ECBZE002 下腹部磁共振增强成像
去除身体金属物品，摆放适宜线圈，摆位，扫描，至少含T1、T2加权相序列及两体位成像，于指定

时刻注射对比剂，冲洗照片(胶片)，医生完成诊断报告。

ECBZF001 盆腔磁共振增强成像
去除身体金属物品，摆放适宜线圈，摆位，扫描，至少含T1、T2加权相序列及两体位成像，于指定

时刻注射对比剂，冲洗照片(胶片)，医生完成诊断报告。

ECBVB001 颈椎磁共振增强成像
去除身体金属物品，摆放适宜线圈，摆位，扫描，至少含T1、T2加权相序列及两体位成像，于指定

时刻注射对比剂，冲洗照片(胶片)，医生完成诊断报告。

ECBVE001 胸椎磁共振增强成像
去除身体金属物品，摆放适宜线圈，摆位，扫描，至少含T1、T2加权相序列及两体位成像，于指定

时刻注射对比剂，冲洗照片(胶片)，医生完成诊断报告。

ECBVH001 腰椎磁共振增强成像
去除身体金属物品，摆放适宜线圈，摆位，扫描，至少含T1、T2加权相序列及两体位成像，于指定

时刻注射对比剂，冲洗照片(胶片)，医生完成诊断报告。

ECBWC001 肩关节磁共振增强成像
去除身体金属物品，摆放适宜线圈，摆位，扫描，至少含T1、T2加权相序列及两体位成像，于指定

时刻注射对比剂，冲洗照片(胶片)，医生完成诊断报告。

ECBZJ001 上臂磁共振增强成像
去除身体金属物品，摆放适宜线圈，摆位，扫描，至少含T1、T2加权相序列及两体位成像，于指定

时刻注射对比剂，冲洗照片(胶片)，医生完成诊断报告。

ECBZK001 前臂磁共振增强成像
去除身体金属物品，摆放适宜线圈，摆位，扫描，至少含T1、T2加权相序列及两体位成像，于指定

时刻注射对比剂，冲洗照片(胶片)，医生完成诊断报告。

ECBZL001 双手磁共振增强成像
去除身体金属物品，摆放适宜线圈，摆位，扫描，至少含T1、T2加权相序列及两体位成像，于指定

时刻注射对比剂，冲洗照片(胶片)，医生完成诊断报告。

ECBVL001
骶髂关节磁共振增强成

像

去除身体金属物品，摆放适宜线圈，摆位，扫描，至少含T1、T2加权相序列及两体位成像，于指定

时刻注射对比剂，冲洗照片(胶片)，医生完成诊断报告。

ECBZN001 大腿磁共振增强成像
去除身体金属物品，摆放适宜线圈，摆位，扫描，至少含T1、T2加权相序列及两体位成像，于指定

时刻注射对比剂，冲洗照片(胶片)，医生完成诊断报告。

ECBZP001 小腿磁共振增强成像
去除身体金属物品，摆放适宜线圈，摆位，扫描，至少含T1、T2加权相序列及两体位成像，于指定

时刻注射对比剂，冲洗照片(胶片)，医生完成诊断报告。

ECBXN001 踝关节磁共振增强成像
去除身体金属物品，摆放适宜线圈，摆位，扫描，至少含T1、T2加权相序列及两体位成像，于指定

时刻注射对比剂，冲洗照片(胶片)，医生完成诊断报告。

ECBZQ001 双足磁共振增强成像
去除身体金属物品，摆放适宜线圈，摆位，扫描，至少含T1、T2加权相序列及两体位成像，于指定

时刻注射对比剂，冲洗照片(胶片)，医生完成诊断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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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特殊磁共振检查

ECZZV001
单脏器磁共振动态增强

成像

去除身体金属物品，摆放适宜线圈，摆位，扫描，至少含T1、T2加权相序列及两体位成像，于指定

时刻注射对比剂，冲洗照片(胶片)，医生完成诊断报告。

ECZZV002 单脏器薄层扫描
去除身体金属物品，摆放适宜线圈，摆位，扫描，至少含T1、T2加权相序列及两体位成像，冲洗照

片(胶片)，医生完成诊断报告。

ECZZV003 磁共振器官体积测量
去除身体金属物品，摆放适宜线圈，摆位，扫描，冲洗照片(胶片)，图像后处理，医生完成诊断报

告。

ECZZZ001 磁共振三维导航定位
去除身体金属物品，摆放适宜线圈，摆位，扫描，冲洗照片(胶片)，图像后处理，医生完成诊断报

告。

ECZZZ002
磁共振增强三维导航定

位

去除身体金属物品，摆放适宜线圈，摆位，扫描并在指定时刻注射对比剂，冲洗照片(胶片)，图像

后处理，医生完成诊断报告。

ECZZV004 单脏器灌注磁共振成像
去除身体金属物品，摆放适宜线圈，摆位，采用ASL方法或对比剂增强法(于指定时刻注射对比剂)

进行心、脑、肝、肾、前列腺等器官的灌注成像，冲洗照片(胶片)，图像后处理，医生完成诊断报

ECZZV005
磁共振单脏器弥散加权

成像

去除身体金属物品，摆放适宜线圈，摆位，扫描，对脑、心、肝、肾、前列腺等器官进行弥散加权

成像，冲洗照片(胶片)，图像后处理，医生完成诊断报告。

ECZZV006
磁共振单脏器磁敏感加

权成像

去除身体金属物品，摆放适宜线圈，摆位，扫描进行心、脑、肝、肾、前列腺等器官的灌注成像，

冲洗照片(胶片)，图像后处理，医生完成诊断报告。

ECZZY001
磁共振全身弥散加权成

像

去除身体金属物品，摆放适宜线圈，摆位，行全身(含头颈胸腹盆)弥散加权序列扫描，冲洗照片

(胶片)，图像后处理，医生完成诊断报告。

ECZZX001 磁共振弥散张量成像
去除身体金属物品，摆放适宜线圈，摆位，扫描，冲洗照片(胶片)，图像后处理，医生完成诊断报

告。

ECZZV007
单脏器单体素磁共振波

谱分析

去除身体金属物品，摆放适宜线圈，摆位，扫描，冲洗照片(胶片)，图像后处理，医生完成诊断报

告。

ECZZV008
单脏器多体素磁共振波

谱分析

去除身体金属物品，摆放适宜线圈，摆位，扫描，冲洗照片(胶片)，图像后处理，医生完成诊断报

告。
(四)超声诊断
1.A超

EDAER001 眼部A超
查看申请单要求，了解患者相应病史后，嘱咐患者做好检查准备，含测量单侧眼部的前房深度、晶

体厚度、玻璃体腔长度和轴长度，并做出相应诊断。图文报告。
2.B超

EDBZA001 小儿颅腔B超检查
检查颅内各结构大小、形态、回声，是否有肿物及肿物囊实性质、边界、形态情况，是否有脑积水

等，并作出相应诊断。图文报告。
EDBER001 双眼B超检查 检查含双眼及其附属器的解剖结构、各组织结构的大小、形态、回声，并作出相应诊断。图文报告

EDBHE001 涎腺B超检查
检查双侧涎腺及其引流区域淋巴结的大小、形态、回声，颈部淋巴结的大小、形态、皮髓分界、纵

横比例，并作出相应诊断。图文报告。

EDBZB001 颈部浅表器官B超检查
指甲状腺、甲状旁腺及其引流区域淋巴结B超检查。检查甲状腺及甲状旁腺的大小、回声，是否有

结节及结节的形态是否规则，边界是否清晰，回声特点，颈部淋巴结的大小、形态、皮髓分界、纵

横比例，并作出相应诊断。图文报告。
EDBNE001 腋窝淋巴结B超检查 检查双侧腋窝淋巴结的大小、形态、皮髓分界、纵横比例，并作出相应诊断。图文报告。
EDBNG001 腹股沟淋巴结B超检查 检查双侧腹股沟淋巴结的大小、形态、皮髓分界、纵横比例，并作出相应诊断。图文报告。

EDBYA001 乳腺B超检查
指乳腺、副乳及其引流区淋巴结区域的检查，检查乳腺及副乳的腺体结构，是否有结节及结节的形

态是否规则，边界是否清晰，回声特点，引流区淋巴结的大小、形态、皮髓分界、纵横比例，并作

出相应诊断。图文报告。
EDBYP001 体表肿物B超检查 检查体表组织是否有肿物，及肿物大小、形态、边界，囊实性质，并作出相应诊断。图文报告。

EDBXX001 关节B超检查
检查关节滑膜厚度、关节囊内是否有积液、若为膝关节时是否合并腘窝囊肿，并作出相应诊断。图

文报告。

EDBZD001 胸部B超检查
指肺、胸腔、纵隔区域的检查。沿各肋间检查患者双侧胸腔有无积液、双肺有无超声下可见异常等

。观察并分析图像特点。并做出相应诊断。图文报告。

EDBPV001 胃肠道B超检查
查看申请单要求，了解患者相应病史后，检查胃肠壁有无超声下可见的增厚，胃肠道有无异常扩

张，胃肠道区域有无超声下可见的包块等。观察并分析图像特点，并作出相应诊断。图文报告。

EDBPE001
胃充盈排空功能B超检

查

查看申请单要求，了解患者相应病史后，嘱患者服用对比剂，检查胃充盈及排空情况。观察并分析

图像特点。作出诊断报告，图文报告。

EDBPV002 胃肠充盈造影B超检查
指胃、小肠及其附属结构检查。查看申请单要求、了解患者相应病史后，嘱患者服用对比剂，检查

胃肠壁有无增厚，胃肠道有无异常扩张及占位等。观察并分析图像特点，并作出相应诊断。图文报

EDBPF001
小肠充盈排空功能B超

检查

查看申请单要求，了解患者相应病史后，嘱患者服用对比剂，检查小肠充盈及排空情况。观察并分

析图像特点。作出诊断报告，图文报告。

EDBPU001 大肠灌肠造影B超检查
指大肠及其附属结构检查。查看申请单要求，了解患者相应病史后，检查大肠壁有无增厚，肠道有

无异常扩张及占位等。观察并分析图像特点，并作出相应诊断。图文报告。

EDBQZ001 肝胆胰脾B超检查

指肝、胆(胆囊及胆管)、胰、脾检查。查看申请单要求，了解患者相应病史后，检查肝脏大小、回

声、有无占位性病变，胆囊大小、壁及囊内情况，胆管宽度及有无占位，胰腺大小、回声、有无占

位性病变、胰管宽度，脾脏大小、有无占位性病变等。观察并分析图像特点，并作出相应诊断。图

文报告。

EDBQM001
胆囊胆道收缩功能B超

检查

指脂餐前后胆囊及胆道检查。查看申请单要求，了解患者相应病史后，于患者空腹时检查胆囊大小

及胆总管宽度，脂餐(患者自备)后再次检查并对比。作出诊断报告，图文报告。

EDBDE001 肾上腺B超检查
指双侧肾上腺区检查。查看申请单要求，了解患者相应病史后，检查双侧肾上腺区及可能的异位区

如腹主动脉旁等有无增生及占位性病变等。观察并分析图像特点，并作出相应诊断。图文报告。

EDBZE001 腹腔积液B超检查
指腹盆腔各间隙检查。查看申请单要求，了解患者相应病史后，检查腹盆腔各间隙积液深度，必要

时在适宜位置体表定位，并作出相应诊断。图文报告。

EDBZE002 右下腹B超检查
含阑尾。查看申请单要求，了解患者相应病史后，检查右下腹阑尾区及其周围区域有无阑尾炎性病

变及占位性病变，观察并分析图像特点，并作出相应诊断。图文报告。

EDBZE003 腹膜后B超检查
指腹膜后肿物、淋巴结检查。查看申请单要求，了解患者相应病史后，检查腹膜后有无占位性病变

及肿大淋巴结。观察并分析图像特点，并作出相应诊断。图文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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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DBRG001 泌尿系B超检查
指双肾、输尿管、膀胱、前列腺检查。在查看申请单要求，了解患者相应病史后，检查双肾大小、

回声、有无结石及占位性病变、肾盂有无扩张，双侧输尿管有无扩张及占位性病变，膀胱壁及腔内

情况，前列腺大小、回声、有无占位性病变等。观察并分析图像特点，并作出相应诊断，图文报告

EDBRE001 膀胱残余尿量B超测定
含检查患者排尿前及排尿后的膀胱情况。患者需要憋尿后先检查膀胱是否充盈良好，膀胱有无异

常，然后嘱咐患者尽量排空尿后，再检查膀胱的大小，以计算残存尿量，作出诊断报告。图文报告

EDBZW001 经直肠B超常规检查
查看申请单要求，了解患者相应病史后，含子宫双附件，或尿道、直肠(女性)，或前列腺、精囊

腺，或尿道、直肠(男性)。查看申请单要求、了解患者相应病史后，将腔内探头置入患者直肠内检

查上述脏器结构有无异常，观察并分析图像特点，作出诊断报告。图文报告。

EDBTU001 经腹部妇科B超检查
查看申请单要求，了解患者相应病史后，探查子宫，宫颈，宫旁组织，双侧卵巢及输卵管，盆腔内

情况。并作出相应诊断，图文报告。

EDBTU002 经阴道妇科B超检查
铺垫，探头套消毒套后插入阴道，探查宫颈、子宫、宫旁组织、双卵巢及附件区。作出诊断报告，

图文报告。

EDBTT001
宫腔输卵管B超造影检

查

查看申请单要求、了解患者相应病史后，内诊检查、外阴、阴道消毒铺巾、上窥器、宫颈管消毒，

插入并固定球囊导管、注射对比剂、超声观察子宫腔、双侧输卵管和盆腔情况，留存图像，并作出

相应诊断。图文报告。

EDBUH001
经腹部胎儿常规B超检

查

查看申请单要求，了解患者相应病史后，胎儿结构大体观察、测量双顶径、股骨长、羊水量、胎盘

位置，并作出相应诊断。图文报告。
EDBUH002 胎儿生物物理相评分 通过超声观察胎儿约30分钟内的呼吸样运动，肌张力，胎动，羊水量。作出诊断报告，图文报告。

EDBZZ002 床旁B超检查
从超声科移动灰阶超声仪到相应临床科室的患者床边，查看申请单要求，进行相应部位的B超检

查，检查结束后设备送回。含往返临床科室的人工和占机时间。

EDBZZ003 术中B超检查
从超声科移动灰阶超声仪到手术室，设备消毒，操作者消毒和穿手术衣，查看申请单要求，进行相

应部位的B超检查，定位病灶，明确血供，确定病变是否存在残余，检查结束后设备送回。
3.彩色多普勒超声

EDCB3001 经颅彩色多普勒超声
查看申请单要求，了解患者相应病史后，双侧颅内段血管彩色多普勒超声检查。作出诊断报告，图

文报告。

EDCZA001
小儿颅腔彩色多普勒超

声检查

查看申请单要求，了解患者相应病史后，观察颅内结构、形态和和颅内血管彩色血流情况，有无肿

物和脑积水。作出诊断报告，图文报告。

EDCB1002
经颅多普勒超声发泡试

验

指判断心脏卵园孔未闭的诱发试验。在TCD和动脉栓子监测基础上，为病人建立静脉通道，将2毫升

空气和葡萄糖盐水充分混合后静脉推入，观测大脑中动脉栓子信号。根据结果记录，专业医师审核

EDCB1003
经颅多普勒CO2吸入试

验

指观察颅内血流代偿和灌注功能。在TCD基础上，病人用特定的二氧化碳发生器吸入，同时观测大

脑中动脉血流及频谱变化。根据结果记录，专业医师审核。

EDCB3004 经颅多普勒卧立位试验
指观察体位变化时脑血流的代偿功能。在TCD基础上，嘱病人站立，观察即刻，3分钟后大脑中动脉

的血流和频谱。同时注意病人的血压和心率。有严重体位性低血压病人慎重。

EDCB1005
经颅多普勒超声动脉压

迫试验

指观察颅底大脑动脉环血管的检查。在TCD基础上，压迫单侧颈动脉，观测颅内血流及频谱变化。

根据结果记录，专业医师审核。

EDCB1006
经颅多普勒超声动脉栓

子监测

指观察血管内栓子动态的检查。在TCD基础上，用特殊的栓子监测探头架固定病人头部后观察大脑

中动脉血流及频谱变化。根据结果记录，专业医师审核。

EDCBD001
脑室引流通畅性彩色多

普勒超声检查

用彩色多普勒超声检查脑室内引流管位置、脑室大小、脑脊液引流是否通畅。作出诊断报告，图文

报告。

EDCER001
双眼彩色多普勒超声检

查

检查双眼及附属器的解剖结构、各组织结构的大小、形态、回声和彩色血流情况、频谱形态、峰值

流速、阻力指数。作出诊断报告，图文报告。

EDCHE001
涎腺彩色多普勒超声检

查

检查双侧涎腺及引流区淋巴结的大小、形态、回声和和彩色血流情况、频谱形态、峰值流速、阻力

指数，颈部淋巴结的大小、形态、皮髓分界、纵横比例和彩色血流情况。作出诊断报告，图文报告

EDCZB001
颈部彩色多普勒超声检

查

指甲状腺、甲状旁腺、其他浅表肿物及其引流区域淋巴结B超检查。检查甲状腺及甲状旁腺的大小

、回声，是否有结节及结节的形态是否规则，边界是否清晰，回声特点和彩色血流情况、频谱形态

、峰值流速、阻力指数，颈部淋巴结的大小、形态、皮髓分界、纵横比例和彩色血流情况。作出诊

断报告，图文报告。

EDCNE001
腋窝淋巴结彩色多普勒

超声检查

查看申请单要求，了解患者相应病史后，含淋巴结的大小、形态、皮髓分界、纵横比例和彩色程度

及分部血流情况。作出诊断报告。图文报告。

EDCNG001
腹股沟淋巴结彩色多普

勒超声检查

查看申请单要求，了解患者相应病史后，含淋巴结的大小、形态、皮髓分界、纵横比例和彩色程度

及分部血流情况。作出诊断报告。图文报告。

EDCYA001
乳腺彩色多普勒超声检

查

检查乳腺、副乳及其引流区淋巴结的腺体结构，是否有结节及结节的形态是否规则、边界是否清晰

、回声特点和彩色血流情况，引流区淋巴结的大小、形态、皮髓分界、纵横比例和彩色血流情况。

作出诊断报告。图文报告。

EDCYP001
体表肿物彩色多普勒超

声检查

指体表或四肢皮下组织、脂肪层、肌肉层的形态、回声的检查。是否有肿物，及肿物大小、形态、

边界，囊实性质和肿物的彩色血流情况、频谱形态、峰值流速、阻力指数。作出诊断报告，图文报

EDCSZ001
男性生殖系统彩色多普

勒超声检查

查看申请单要求，了解患者相应病史后，检查阴囊、睾丸、隐睾、附睾、输精管、精索，了解含睾

丸(隐睾)、附睾的大小、形态、回声，隐睾的位置，输精管及精索内径，阴囊内有无鞘膜积液。作

出诊断报告，图文报告。

EDCXX001
关节彩色多普勒超声检

查

查看申请单要求，了解患者相应病史后，含关节滑膜厚度、关节囊内是否有积液、若为膝关节时是

否合并腘窝囊肿和彩色血流情况。作出诊断报告，图文报告。

EDCZD001
胸部彩色多普勒超声检

查

含肺、胸腔、纵隔。查看申请单要求，了解患者相应病史后，沿各肋间检查患者双侧胸腔有无积液

、双肺有无超声下可见异常、纵隔有无体积较大占位性病变等。利用彩色及频谱多普勒协助诊断。

观察并分析图像特点。作出诊断报告，图文报告。

EDCLF001
颈动脉彩色多普勒超声

检查

查看申请单要求，了解患者相应病史后，双侧颈总动脉、颈内动脉、颈外动脉近段的二维、彩色和

脉冲多普勒超声检查。作出诊断报告，图文报告。

EDCLF002
椎动脉彩色多普勒超声

检查

查看申请单要求，了解患者相应病史后，双侧椎动脉二维、彩色和脉冲多普勒超声检查。作出诊断

报告，图文报告。

EDCMD001
颈静脉彩色多普勒超声

检查

查看申请单要求，了解患者相应病史后，双侧颈内静脉、颈外静脉二维、彩色和脉冲多普勒超声检

查。作出诊断报告，图文报告。

EDCMU001
门脉系统彩色多普勒超

声检查

查看申请单要求，了解患者相应病史后，肝内门静脉及门静脉主干、脾静脉、肠系膜上静脉二维、

彩色及脉冲多普勒超声检查。作出诊断报告，图文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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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DCMH001
下腔静脉彩色多普勒超

声检查

查看申请单要求，了解患者相应病史后，下腔静脉二维、彩色及脉冲多普勒超声检查(布加氏综合

征检查时含肝静脉)。作出诊断报告，图文报告。

EDCMJ001
肝静脉彩色多普勒超声

检查

查看申请单要求，了解患者相应病史后，肝静脉二维、彩色及脉冲多普勒超声检查(布加氏综合征

检查时含下腔静脉)。作出诊断报告，图文报告。

EDCMM001
髂静脉彩色多普勒超声

检查

查看申请单要求，了解患者相应病史后，双侧髂总静脉、髂内静脉近段、髂外静脉二维、彩色及脉

冲多普勒超声检查。作出诊断报告，图文报告。

EDCLJ001
腹主动脉彩色多普勒超

声检查

查看申请单要求，了解患者相应病史后，腹主动脉的二维、彩色及脉冲多普勒超声检查。作出诊断

报告，图文报告。

EDCLY002
腹腔动脉彩色多普勒超

声检查

查看申请单要求，了解患者相应病史后，腹腔动脉、肝动脉及脾动脉的二维、彩色及脉冲多普勒超

声检查。作出诊断报告。图文报告。

EDCLP001
肠系膜上下动脉彩色多

普勒超声检查

查看申请单要求，了解患者相应病史后，一般在患者空腹情况下行肠系膜上下动脉的二维、彩色及

脉冲多普勒超声检查。作出诊断报告，图文报告。

EDCLS001
髂动脉彩色多普勒超声

检查

查看申请单要求，了解患者相应病史后，行双侧髂总动脉、髂内动脉近段及髂外动脉的二维、彩色

及脉冲多普勒超声检查。作出诊断报告，图文报告。

EDCLR001
双肾动脉彩色多普勒超

声检查

查看申请单要求，了解患者相应病史后，含彩色血流充盈情况、频谱形态观察、峰值流速、加速度

、加速时间及阻力指数的测量。作出诊断报告，图文报告。

EDCMK001
双肾静脉彩色多普勒超

声检查

查看申请单要求，了解患者相应病史后，含双肾静脉主干及分支的血流充盈程度，通畅情况。必要

时行左肾静脉“胡桃夹”综合征测量，腹主动脉与肠系膜上动脉间左肾静脉内径测量，远端左肾静

脉主干内径测量，并计算比值。作出诊断报告，图文报告。

EDCLG001
上肢动脉彩色多普勒超

声检查

查看申请单要求，了解患者相应病史后，单侧腋动脉、肱动脉、尺动脉及桡动脉的二维、彩色及脉

冲多普勒超声检查。作出诊断报告，图文报告。

EDCMF001
上肢深静脉彩色多普勒

超声检查

查看申请单要求，了解患者相应病史后，单侧腋静脉、肱静脉静脉二维、彩色及脉冲多普勒超声检

查。作出诊断报告，图文报告。

EDCMF002
上肢浅静脉彩色多普勒

超声检查

查看申请单要求，了解患者相应病史后，单侧头静脉及贵要静脉二维、彩色及脉冲多普勒超声检查

。作出诊断报告，图文报告。

EDCMY001
透析造瘘术前上肢血管

评价及标记

查看申请单要求，了解患者相应病史后，对相应血管的二维、彩色及脉冲多普勒超声检查、必要时

应标记血管位置。作出诊断报告，图文报告。

EDCRZ001
透析内瘘彩色多普勒超

声检查

查看申请单要求，了解患者相应病史后，内瘘相关血管及内瘘通道的二维、彩色及脉冲多普勒超声

检查。作出诊断报告，图文报告。

EDCLX001
下肢动脉彩色多普勒超

声检查

查看申请单要求，了解患者相应病史后，单侧股总动脉、股深动脉近段、股浅动脉、腘动脉、小腿

动脉的二维、彩色及脉冲多普勒超声。作出诊断报告，图文报告。

EDCMQ001
下肢浅静脉彩色多普勒

超声检查

单侧大隐静脉、小隐静脉的二维、彩色及脉冲多普勒超声检查，必要时含穿静脉。作出诊断报告，

图文报告。

EDCMT001
下肢深静脉彩色多普勒

超声检查

查看申请单要求，了解患者相应病史后，单侧股总静脉、股深静脉近段、股浅静脉、腘静脉、胫后

静脉、小腿肌肉静脉丛的二维、彩色及脉冲多普勒超声检查。作出诊断报告，图文报告。

EDCLW001
足动脉彩色多普勒超声

检查

查看申请单要求，了解患者相应病史后，行单侧胫前动脉远侧段、胫后动脉远侧段、足背动脉、足

底内侧动脉、足底外侧动脉的二维、彩色及脉冲多普勒超声检查。作出诊断报告，图文报告。

EDCYP002
体表血管彩色多普勒超

声标记
其他血管(双侧)超声检查及体表标记。图文报告。

EDCER002
球后血管彩色多普勒超

声检查

查看申请单要求，了解患者相应病史后，含眼动脉、视网膜中央动静脉、睫状后动脉和眼上静脉的

彩色血流显像及频谱多普勒分析。作出诊断报告，图文报告。

EDCSD001
双侧精索静脉彩色多普

勒超声检查

查看申请单要求，探查双侧精索静脉，观察其走行，测量其内径，并嘱咐患者行乏氏实验，观察有

无返流。

EDCSH001
彩色多普勒超声药物血

管功能试验

指用于阳痿等检查。查看申请单要求，了解患者相应病史后，应用相应药物，注入阴茎海绵体内

(注意严格无菌操作)，在注射后应用彩色多普勒检查，确切地测出血流速度及血管扩张状态。作出

诊断报告，图文报告。

EDCPV001
胃肠道彩色多普勒超声

检查

查看申请单要求，了解患者相应病史后，检查胃肠壁有无超声下可见的增厚，胃肠道有无异常扩

张，胃肠道区域有无超声下可见的包块等。利用彩色及频谱多普勒协助诊断。观察并分析图像特点

。作出诊断报告，图文报告。

EDCQZ001
肝胆胰脾彩色多普勒超

声检查

指肝、胆(胆囊及胆管)、胰、脾检查。查看申请单要求，了解患者相应病史后，检查肝脏大小、回

声、有无占位性病变，胆囊大小、壁及囊内情况，胆管宽度及有无占位性病变，胰腺大小、回声、

有无占位性病变、胰管宽度，脾脏大小、有无占位性病变等。利用彩色及频谱多普勒协助诊断。观

察并分析图像特点。作出诊断报告，图文报告。

EDCDE001
肾上腺彩色多普勒超声

检查

指双侧肾上腺区检查。查看申请单要求，了解患者相应病史后，检查双侧肾上腺区及异位区如腹主

动脉旁有无增生及占位性病变等。利用彩色及频谱多普勒协助诊断。观察并分析图像特点。作出诊

断报告，图文报告。

EDCZE001
右下腹彩色多普勒超声

检查

含阑尾。查看申请单要求，了解患者相应病史后，检查右下腹阑尾区及其周围区域有无阑尾炎性病

变及占位性病变。利用彩色及频谱多普勒协助诊断。观察并分析图像特点。作出诊断报告，图文报

EDCZE002
腹膜后彩色多普勒超声

检查

指腹膜后肿物、淋巴结检查。查看申请单要求，了解患者相应病史后，检查腹膜后有无占位性病变

及肿大淋巴结。利用彩色及频谱多普勒协助诊断。观察并分析图像特点。作出诊断报告，图文报告

EDCRH002
泌尿系彩色多普勒超声

检查

指双肾、输尿管、膀胱、前列腺检查。查看申请单要求，了解患者相应病史后，检查双肾大小、回

声、有无结石及占位性病变、肾盂有无扩张，双侧输尿管有无扩张及占位性病变，膀胱壁及腔内情

况，前列腺大小、回声、有无占位性病变等。利用彩色及频谱多普勒协助诊断。观察并分析图像特

点。作出诊断报告，图文报告。

EDCZW001
经直肠彩色多普勒超声

检查

指子宫双附件或尿道直肠(女性)或前列腺精囊腺或尿道直肠(男性)检查。在查看申请单要求，了解

患者相应病史后，将腔内探头置入患者直肠内检查上述脏器结构有无异常。利用彩色及频谱多普勒

协助诊断。观察并分析图像特点。作出诊断报告，图文报告。

EDCTU001
经腹部妇科彩色多普勒

超声检查

查看申请单要求，了解患者相应病史后，探查子宫，宫颈，宫旁组织，双侧卵巢及输卵管，盆腔内

情况并做血流情况探查。作出诊断报告，图文报告。

EDCTU002
经阴道彩色多普勒超声

检查

查看申请单要求，了解患者相应病史后，用彩色超声仪经阴道探查宫颈、子宫、宫旁组织、双卵巢

及附件区，观察血流情况，进行术前、术中观察。图文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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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DCUH001
胎儿彩色多普勒超声检

查

查看申请单要求，了解患者相应病史后，胎儿基本值的测量，含双顶径，头围，腹围，股骨长。作

出诊断报告，图文报告。

EDCUH002
胎儿系统性彩色多普勒

超声筛查

查看申请单要求，了解患者相应病史后，20-24周胎儿畸形系统性检查，胎儿颅骨、颅内结构，脊

柱，口鼻，心脏四腔心，胸部，腹部，膀胱，四肢长骨等，并进行胎儿双顶径、头围、腹围、股骨

、羊水量测量，观察脐带血流、胎盘。配有医学超声影像工作站进行标准切面图像留存。作出诊断

报告，图文报告。

EDCUH003
可疑胎儿异常的产前彩

色多普勒超声诊断

查看申请单要求，了解患者相应病史后，(由卫生行政机关批准的有资质的产前诊断机构及人员完

成)除胎儿超声筛查项目内容外，还含对可疑异常结构进行进一步详细诊断和评估。配有医学超声

影像工作站进行标准切面及异常部位图像留存。作出诊断报告，图文报告。

EDCUC001
孕妇—胎儿血流动力学

彩超检测

查看申请单要求，了解患者相应病史后，子宫动脉、MCA、DV，配有医学超声影像工作站进行标准

切面及异常部位图像留存。作出诊断报告，图文报告。

EDCUH004
胎儿颈后透明层彩色多

普勒超声测定
测量胎儿双顶径、头围、股骨，羊水、在标准切面测量胎儿颈项透明层厚度几次，取平均值。

EDCZV001 脏器超声造影检查
患者完善相关检查后，查看申请单要求，了解患者相应病史后，静脉注入对比剂，实时动态在一段

时间内观察相应脏器的血流灌注及廓清情况。同时注意患者造影过程的生命体征。作出诊断报告，

图文报告。

EDCTD001
宫腔彩色多普勒声学造

影检查

查看申请单要求，了解患者相应病史后，内诊检查、外阴、阴道消毒铺巾、上窥器、宫颈管消毒，

插入并固定球囊导管、注射对比剂、彩色多普勒超声观察子宫腔、双侧输卵管和盆腔情况，留存图

像，并作出相应诊断。图文报告。

EDCMY002 血管超声造影
查看申请单要求，了解患者相应病史后，静脉注射造影后，观察指定对血管的灌注情况，并予以分

析报告的超声造影检查。图文报告。

EDCZZ002
床旁彩色多普勒超声检

查

从超声科移动彩超仪到相应临床科室的患者床边，查看申请单要求，进行相应部位的彩色多普勒超

声检查，检查结束后设备送回。含往返临床科室的人工和占机时间。

EDCZZ003
术中彩色多普勒超声检

查

从超声科移动彩超仪到手术室，设备消毒，操作者消毒和穿手术衣，查看申请单要求，进行相应部

位的彩色多普勒超声检查，检查结束后设备送回。含往返的人工和占机时间。
4.多普勒超声

EDDB1001 经颅多普勒超声检查
为超声测定颅内动脉血流的方法。病人平卧，局部皮肤脱脂并置导电膏，取4兆赫探头在颈部检查

相关动脉的血流方向，速度，频谱形态及声频，取2兆赫在颅外颞部，眼部和枕部分别检查相关颅

内动脉。根据结果记录，专业医师审核。

EDDKE002
经颅多普勒法卵圆孔未

闭鉴别检查

将病人和检查装置摆好位置，病人处于仰卧位、头部轻轻抬起，调节探头处于最佳位置，将探头放

在颞窗，用于检查颅内血管，可探测出注射的手振生理盐水微泡，采用多通道TCD技术，可同时探

测多个深度和多条血管，调节合适的取样容积和探测深度，在肘前静脉进行穿刺快速注射手振生理

盐水，根据分级量表对栓子数和“雨帘”进行量化分级，给病人出打印好的报告。图文报告。

EDDZM001 上肢多普勒血流图 双侧上肢动脉频谱多普勒检查。作出诊断报告，图文报告。
EDDZR001 下肢多普勒血流图 双侧下肢动脉频谱多普勒检查。作出诊断报告，图文报告。
EDDUJ001 多普勒胎心记数 定位胎心后，用多普勒胎心听筒计数每分钟胎心频率。
EDDKY001 多普勒小儿血压检测 用超声发射器及接收器置于肱动脉之上，血压计袖带之下，进行测量收缩压及舒张压。

EDDLY001 多普勒踝臂指数测定
采用标准仰卧位，使用多普勒超声探头辅助测量上臂和踝部(胫后动脉或足背动脉)的收缩压，分别

使用踝部和上臂的收缩压最高值，踝臂指数的计算为足背动脉或胫后动脉收缩压的最高值与两上臂

收缩压的最高值之比。
5. 三维超声

EDEZV001
超声图象计算机三维重

建技术(3DE)

查看申请单要求，了解患者相应病史后，用具备三维成像功能的超声仪获取单个脏器的结构、血流

二维图像，并进行三维成像，多角度多切面观察图像特点。作出诊断报告，图文报告。
EDEZV002 单脏器灰阶立体成像 用具有灰阶立体成像的超声仪对单个脏器的结构进行立体成像。作出诊断报告，图文报告。

EDEUH001 胎儿三维超声成像
采用具有三维成像功能的超声仪，对胎儿获取二维图像后，合成三维超声图像，并多切面，多角度

进行观察。作出诊断报告，图文报告。
6.心脏超声

EDFKT001 普通心脏M型超声检查 用B型超声仪，进行常规基本波群成像和检测。作出诊断报告，图文报告。

EDFKT002
全方位心脏M型超声检

查

用高档超声仪或后处理工作站进行常规基本波群以外的运动曲线成像和检测。作出诊断报告，图文

报告。

EDFKT003 普通二维超声心动图
用黑白超声仪检查，观测心房、心室、心瓣膜、大动脉等形态结构和运动状态。作出诊断报告，图

文报告。
EDFKT004 胎儿二维超声心动图 用黑白超声仪检查胎儿心房、心室、心瓣膜、大动脉等结构和功能状态。作出诊断报告，图文报告

EDFKT005 心脏彩色多普勒超声
查看申请单要求，了解患者相应病史后，用彩色超声仪观测各心腔及大血管形态结构及血流情况。

作出诊断报告，图文报告。

EDFKT006
胎儿心脏彩色多普勒超

声检查

查看申请单要求，了解患者相应病史后，确定胎儿心脏位置、心脏四腔心、流出道、主动脉弓等多

个切面检查，胎儿心脏血流动力学检测，胎儿心脏功能检测等。配有医学超声影像工作站进行标准

切面及异常部位图像留存。作出诊断报告，图文报告。

EDFKT007
经食管彩色超声心动图

检查

查看申请单要求，了解患者相应病史后，含咽部麻醉、镇静、润滑、经食管超声探头插入、观测心

房、心室、心瓣膜、大动脉等结构及血流，作出诊断报告。不含心电图监护、图文报告。

EDFKT008 负荷超声心动图
指普通心脏超声检查基础上对负荷状态前、中、后各节段心肌运动状态观测，含多次检查录像，静

脉药物输注或运动试验(平板、踏车)，作出诊断报告。不含心电监护、图文报告。

EDFKT009
心脏多普勒超声声学定

量

在心脏多普勒超声检查的基础上，利用声学定量技术记录容积曲线，使用计算机软件自动生成压力

容积环，对心脏大血管特定功能进行无创性评价。图文报告。

EDFKV010
经胸实时三维超声心动

图检查

用具备三维成像功能的高档超声仪经胸部对心脏和大血管的结构和血流进行三维成像。作出诊断报

告，图文报告。

EDFKV011
经食管实时三维超声心

动图检查

在常规经食管超声检查基础上对心脏和大血管的结构和/或血流进行三维成像，作出诊断报告。图

文报告。不含心电监护。

EDFKV012 超声斑点跟踪成像
在普通心脏超声检查基础上对心脏和大血管进行超声斑点跟踪成像成像和相关参数检测。作出诊断

报告，图文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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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DFKD001
左心室收缩功能超声测

定

用超声仪观测射血分数(EF)、短轴缩短率(FS)、心室舒张容量(EDV)、每搏输出量(SV)、每分输出

量(CO)、心脏指数(CI)等参数，作出诊断报告。图文报告。

EDFKD002
左心室舒张功能超声测

定

用彩色多普勒超声仪观测二尖瓣和或肺静脉血流频谱各波峰速度，速度比值，时间，彩色多普勒M

型舒张早期左室血流传导时间，组织多普勒E/E'等参数，作出诊断报告。图文报告。

EDFKR019 组织多普勒显象(TDI)
在普通心脏超声检查基础上对心肌运动进行M型、二维、频谱及TDI成像和相关参数检测。作出诊断

报告，图文报告。

EDFKT013
心脏机械运动同步功能

超声检测

采用多种超声技术对房室之间、左室与右室之间以及左心室内机械运动同步功能进行检测。作出诊

断报告，图文报告。

EDFLJ022 彩色室壁动力学检查
在普通心脏超声检查基础上对室壁运动进行彩色室壁动力学检查成像和相关参数检测。作出诊断报

告，图文报告。

EDFKT014
术中经食管彩色超声心

动图监测

查看申请单要求，了解患者相应病史后，用彩色超声仪进行手术开始前、术中和术后疗效观察。含

多次检查以及往返手术室人工和术中等待占机时间。作出诊断报告，图文报告。

EDFKT015
术中经心外膜超声心动

图

用彩色超声仪进行手术开始前、术中和术后疗效观察(含介入治疗术中监测)。含多次检查以及往返

手术室人工和术中占机时间。作出诊断报告，图文报告。

EDFKD003 左心超声造影
在普通心脏超声检查基础上经静脉推注对比剂，观测左心室充盈和室壁运动状态。作出诊断报告，

图文报告。

EDFKA018 右心超声造影
在普通二维心脏超声检查基础上，经静脉推注对比剂观测右心腔充盈状态、分流方向、分流量与返

流量等，作出诊断报告。图文报告。
EDFKR021 心肌灌注超声造影 在普通心脏超声检查基础上经静脉推注对比剂，观测心肌灌注状态。作出诊断报告，图文报告。

(五)核医学诊断
1.静态显像与功能测

EEABL001 脑静态显像
含脏器血流灌注显像。使用单光子发射计算机断层扫描仪(SPECT)进行脑血流灌注显像，放射性药

品标记、分装和注射，视听封闭，摆位、静态图像采集(四个体位)、处理、人工报告，检查中防护

器材使用、放射性废弃物的处理。图文报告。

EEABB001 脑池显像
使用单光子发射计算机断层扫描仪(SPECT)进行脑池显像。放射性药品标记、分装和经蛛网膜下腔

注射，摆位、图像采集(四个体位)、处理、人工报告，检查中防护器材使用、放射性废弃物的处理

。图文报告。不含腰椎穿刺术。

EEABD001 脑室显像
使用单光子发射计算机断层扫描仪(SPECT)进行脑室显像。放射性药品标记、分装和经蛛网膜下腔

注射，摆位、图像采集(四个体位)、处理、人工报告，检查中防护器材使用、放射性废弃物的处理

。图文报告。不含脑室穿刺术。

EEADB001 甲状腺静态显像
使用单光子发射计算机断层扫描仪(SPECT)进行甲状腺静态显像。放射性药品标记、分装和注射或

口服给药，摆位、静态图像采集(一个体位)、处理、人工报告，检查中防护器材使用、放射性废弃

物的处理。图文报告。

EEADB002 甲状腺有效半衰期测定
放射性药品分装、口服，功能测定仪测定记录空气本底、甲状腺部位计数，人工报告，检查中防护

器材使用、放射性废弃物的处理。图文报告。

EEADB003
甲状腺激素抑制试验显

像

使用单光子发射计算机断层扫描仪(SPECT)进行甲状腺激素抑制显像。按规范口服甲状腺激素，放

射性药品标记、分装和注射，摆位、图像采集、处理、人工报告，检查中防护器材使用、放射性废

弃物的处理。图文报告。

EEADB004
促甲状腺激素兴奋试验

显像

使用单光子发射计算机断层扫描仪(SPECT)进行促甲状腺激素兴奋显像。按规范口服促甲状腺激

素，放射性药品标记、分装和注射，摆位、图像采集、处理、人工报告，检查中防护器材使用、放

射性废弃物的处理。图文报告。

EEADC001 甲状旁腺显像
使用单光子发射计算机断层扫描仪(SPECT)进行甲状旁腺显像。放射性药品标记、分装和注射，摆

位、注药15分钟和120分钟行图像采集处理、人工报告，检查中防护器材使用、放射性废弃物的处

理。含双核素减影法。图文报告。

EEADF001 肾上腺皮质静态显像
使用单光子发射计算机断层扫描仪(SPECT)进行肾上腺皮质静态显像。放射性药品标记、分装和注

射，摆位、静态图像采集、处理、人工报告，检查中防护器材使用、放射性废弃物的处理。图文报

告，24小时、48小时和72小时多时间点显像。

EEADF002
地塞米松抑制试验肾上

腺皮质显像

使用单光子发射计算机断层扫描仪(SPECT)进行地塞米松抑制试验肾上腺皮质显像。显像前2天按要

求口服地塞米松，放射性药品标记、分装和注射，摆位、图像采集、处理、人工报告，检查中防护

器材使用、放射性废弃物的处理。含局部后位显像、72小时多时间点观察。图文报告。

EEAEB001 泪管显像
使用单光子发射计算机断层扫描仪(SPECT)进行泪管显像。放射性药品标记、分装和泪管给药，摆

位、图像采集、处理、人工报告，检查中防护器材使用、放射性废弃物的处理。图文报告。

EEAJC001 肺灌注显像
使用单光子发射计算机断层扫描仪(SPECT)进行肺灌注显像。放射性药品标记、分装和注射，摆位

、静态图像采集(八个体位)、处理、人工报告，检查中防护器材使用、放射性废弃物的处理。图文

报告。

EEAJC002 肺通气显像—锝气法
使用单光子发射计算机断层扫描仪(SPECT)进行肺通气显像(锝气法)。放射性药品高温氩气化制备

和经口吸入，摆位、静态图像采集(八个体位)、处理、人工报告，检查中防护器材使用、放射性废

弃物的处理。图文报告。

EEAJC003 肺通气显像—气溶胶法
使用单光子发射计算机断层扫描仪(SPECT)进行肺通气显像(气溶胶法)。放射性药品氧气雾化制备

和经口吸入，摆位、静态图像采集(八个体位)、处理、人工报告，检查中防护器材使用、放射性废

弃物的处理。图文报告。

EEAQK001 肝静态显像
使用单光子发射计算机断层扫描仪(SPECT)进行肝静态显像。放射性药品标记、分装和注射，摆位

、静态图像采集、处理、人工报告，检查中防护器材使用、放射性废弃物的处理。图文报告。

EEAQP001 胰腺显像
使用单光子发射计算机断层扫描仪(SPECT)进行胰腺显像。核素药物分装和注射，摆位、静态图像

采集、处理、人工报告，检查中防护器材使用、放射性废弃物的处理。图文报告。

EEARA001 肾静态显像
使用单光子发射计算机断层扫描仪(SPECT)进行肾静态显像。放射性药品标记、分装和注射，摆位

、静态图像采集、处理、人工报告，检查中防护器材使用、放射性废弃物的处理。图文报告。

EEANB001 脾显像
使用单光子发射计算机断层扫描仪(SPECT)进行脾显像。放射性药品标记、分装和注射，摆位、静

态图像采集、处理、人工报告，检查中防护器材使用、放射性废弃物的处理。图文报告。

EEAXW001 局部骨静态显像
使用单光子发射计算机断层扫描仪(SPECT)进行局部骨静态显像。放射性药品标记、分装和注射，

摆位、静态图像采集(二个体位)、处理、人工报告，检查中防护器材使用、放射性废弃物的处理。

图文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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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EAXW002 骨密度测定 图像采集、处理、人工报告，检查中防护器材使用。图文报告。

EEAXW003 骨三相显像
使用单光子发射计算机断层扫描仪(SPECT)进行骨三相显像。放射性药品标记、分装和“弹丸”注

射，摆位、血流、早期血池、局部静态(两个体位)图像采集、处理、人工报告，检查中防护器材使

用、放射性废弃物的处理。含骨4相。图文报告。不含全身显像。

EEAXW004 全身骨显像
使用单光子发射计算机断层扫描仪(SPECT)进行全身骨显像。放射性药品标记、分装和注射，摆位

、前后位全身图像采集、处理、人工报告，检查中防护器材使用、放射性废弃物的处理。含局部体

位。图文报告。

EEAKR001 静息心肌灌注显像
使用单光子发射计算机断层扫描仪(SPECT)进行静息心肌灌注显像。放射性药品标记、分装和注

射，摆位、心肌图像采集(三个体位)、处理、人工报告，检查中防护器材使用、放射性废弃物的处

理。图文报告。

EEAKR002
急性心肌梗死灶静态显

像

使用单光子发射计算机断层扫描仪(SPECT)进行急性心肌梗塞灶静态显像。放射性药品标记、分装

和注射，摆位、静态图像采集(三个体位)、处理、人工报告，检查中防护器材使用、放射性废弃物

的处理。图文报告。

EEAKR003
负荷心肌灌注显像—运

动试验法

使用单光子发射计算机断层扫描仪(SPECT)进行负荷心肌灌注显像(运动试验法)。放射性药品标记

、分装，运动负荷试验，放射性药品注射，摆位、心肌图像采集(三个体位)、处理、人工报告，检

查中防护器材使用、放射性废弃物的处理。含双核素法。图文报告。不含心电监护、急救设备使用

EEAKR004
负荷心肌灌注显像—药

物法

使用单光子发射计算机断层扫描仪(SPECT)进行负荷心肌灌注显像(药物负荷法)。放射性药品标记

、分装，建立静脉通道、输注负荷药物，动态心电监护，放射性药品注射，摆位、心肌图像平面采

集(三个体位)、处理、人工报告，检查中防护器材使用、放射性废弃输物的处理。含双核素法。图

文报告。不含心电监护、输液泵、急救设备使用。

EEAMT001 下肢深静脉显像
使用单光子发射计算机断层扫描仪(SPECT)进行下肢静脉显像。放射性药品标记、分装、自静脉远

端注射，摆位、全身图像采集、处理、人工报告，检查中防护器材使用、放射性废弃物的处理。含

双侧肢体。图文报告。

EEANZ001 红细胞破坏部位测定
核素标记红细胞制备、分装和注射，心前区、肝区、脾区测定，曲线处理、人工报告，检查中防护

器材使用、放射性废弃物的处理。图文报告。

EEANZ002 淋巴显像
使用单光子发射计算机断层扫描仪(SPECT)进行局部淋巴显像。放射性药品标记、分装和双侧皮下

注射，摆位、图像采集、处理、人工报告，检查中防护器材使用、放射性废弃物的处理。图文报告

EEAHE001 唾液腺静态显像
使用单光子发射计算机断层扫描仪(SPECT)进行唾液腺静态显像。放射性药品标记、分装和注射，

摆位、静态图像采集(三个体位)、处理、人工报告，检查中防护器材使用、放射性废弃物的处理。

图文报告。

EEAZX001 炎症局部显像
使用单光子发射计算机断层扫描仪(SPECT)进行炎症局部显像。放射性药品标记、分装和注射，静

态图像采集(两个体位，一个时相)、处理、人工报告，检查中防护器材使用、放射性废弃物的处理

。图文报告。

EEAZY001 炎症全身显像
使用单光子发射计算机断层扫描仪(SPECT)进行炎症全身显像。放射性药品标记、分装和注射，摆

位、前后位全身图像采集、处理、人工报告，检查中防护器材使用、放射性废弃物的处理。图文报

EEAZX003 亲肿瘤局部显像
使用单光子发射计算机断层扫描仪(SPECT)进行亲肿瘤局部显像。放射性药品标记、分装和注射，

摆位、静态图像采集、处理、人工报告，检查中防护器材使用、放射性废弃物的处理。图文报告。

EEAZY002 亲肿瘤全身显像
使用单光子发射计算机断层扫描仪(SPECT)进行亲肿瘤全身显像。放射性药品标记、分装和注射，

摆位、前后位全身图像采集、处理、人工报告，检查中防护器材使用、放射性废弃物的处理。图文

报告。

EEAZX004 放射免疫局部显像
使用单光子发射计算机断层扫描仪(SPECT)进行放射免疫局部显像。放射性药品标记、分装和静脉

滴注，摆位、静态图像采集、处理、人工报告，检查中防护器材使用、放射性废弃物的处理。图文

报告。

EEAZY003 放射免疫全身显像
使用单光子发射计算机断层扫描仪(SPECT)进行放射免疫全身显像。放射性药品标记、分装和注

射，摆位、前后位全身图像采集、处理、人工报告，检查中防护器材使用、放射性废弃物的处理。

图文报告。

EEAZX005 放射受体局部显像
使用单光子发射计算机断层扫描仪(SPECT)进行放射受体局部显像(一个体位)。放射性药品标记、

分装和注射，摆位、静态图像采集、处理、人工报告，检查中防护器材使用、放射性废弃物的处理

。图文报告。

EEAZY004 放射受体全身显像
使用单光子发射计算机断层扫描仪(SPECT)进行放射受体全身显像。放射性药品标记、分装和注

射，摆位、前后位全身图像采集、处理、人工报告，检查中防护器材使用、放射性废弃物的处理。

图文报告。

EEAZV001 生长抑素受体显像
使用单光子发射计算机断层扫描仪(SPECT)进行生长抑素受体显像(一个床位)。放射性药品标记、

分装和注射，摆位、注药后24小时和48小时分别行前后位全身图像和1次断层图像采集、处理、人

工报告，检查中防护器材使用、放射性废弃物的处理。图文报告。

EEAZY005 全身显像
使用单光子发射计算机断层扫描仪(SPECT)进行全身显像。放射性药品标记、分装和注射，摆位、

前后位全身图像采集、处理、人工报告，检查中防护器材使用、放射性废弃物的处理。图文报告。
2.动态显像

EEBB3001 脑血管显像
使用单光子发射计算机断层扫描仪(SPECT)进行脑血管显像。放射性药品标记、分装和“弹丸”注

射，视听封闭，摆位、动态图像采集(四个体位)、处理、人工报告，检查中防护器材使用、放射性

废弃物的处理。图文报告。

EEBDB001 甲状腺血流显像
使用单光子发射计算机断层扫描仪(SPECT)进行甲状腺血流显像。放射性药品标记、分装和“弹丸

”注射，摆位、动态图像采集、处理、人工报告，检查中防护器材使用、放射性废弃物的处理。含

静态显像。图文报告。

EEBKV001 心血管显像
使用单光子发射计算机断层扫描仪(SPECT)进行首次通过法心血管显像。放射性药品标记、分装和

“弹丸”注射，摆位、动态心脏图像连续采集、心室功能参数测定、处理、人工报告，检查中防护

器材使用、放射性废弃物的处理。图文报告。

EEBKT001 门控心血池显像
使用单光子发射计算机断层扫描仪(SPECT)进行平衡法门控心血池显像。放射性药品标记、分装和

注射，摆位、图像门控采集(三个体位)、心室功能测定、处理、人工报告，检查中防护器材使用、

放射性废弃物的处理。图文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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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EBKT002
药物负荷门控心血池显

像

使用单光子发射计算机断层扫描仪(SPECT)进行平衡法负荷门控心血池显像(药物负荷法)。药物负

荷试验的建立静脉通道、分时测量血压、心电动态监护和纪录，负荷药物匀速推注，放射性药品标

记、分装和注射，摆位、图像门控采集(三个体位)、心室功能测定、处理、人工报告，检查中防护

器材使用、放射性废弃物的处理。图文报告。不含心电监护、输液泵、急救设备使用。

EEBKJ001 运动负荷门控心室显像

使用单光子发射计算机断层扫描仪(SPECT)进行平衡法负荷门控心室显像(运动负荷法)。运动负荷

试验的建立静脉通道、分时测量血压、心电动态监护和纪录，放射性药品标记、分装和注射，摆位

、图像门控采集(三个体位)、心室功能测定、处理、人工报告，检查中防护器材使用、放射性废弃

物的处理。含双核素法。图文报告。不含心电监护。

EEBLY001 动脉显像
使用单光子发射计算机断层扫描仪(SPECT)进行动脉显像。放射性药品标记、分装和“弹丸”注

射，摆位、动态图像采集、处理、人工报告，检查中防护器材使用、放射性废弃物的处理。含脏器

血流显像。图文报告。

EEBMU001 门脉血流测定显像
使用单光子发射计算机断层扫描仪(SPECT)进行门脉血流测定显像。放射性药品标记、分装和直肠

腔给药，摆位、动态图像采集、处理、人工报告，检查中防护器材使用、放射性废弃物的处理。图

文报告。

EEBMU002 门静脉分流显像
使用单光子发射计算机断层扫描仪(SPECT)进行门静脉分流显像。放射性药品标记、分装和直肠腔

给药，摆位、动态图像采集、处理、人工报告，检查中防护器材使用、放射性废弃物的处理。图文

报告。

EEBHE001 唾液腺动态显像
使用单光子发射计算机断层扫描仪(SPECT)进行唾液腺动态显像。放射性药品标记、分装和“弹丸

”注射，摆位、动态图像采集、处理、人工报告。含同时做唾液腺静态显像及检查中防护器材使用

、放射性废弃物的处理。图文报告。

EEBPA001 食管通过显像
使用单光子发射计算机断层扫描仪(SPECT)进行食管通过显像。放射性药品标记、分装和经口吞

服，摆位、动态图像采集、处理、人工报告。含检查中防护器材使用、放射性废弃物的处理。含食

道通过时间测定。图文报告。

EEBPE001 胃食管返流显像
使用单光子发射计算机断层扫描仪(SPECT)进行胃食管返流显像。放射性药品标记、与液体饮料混

合后口服，摆位、动态图像采集、处理、人工报告，检查中防护器材使用、放射性废弃物的处理。

图文报告。

EEBPF001 十二指肠胃返流显像
使用单光子发射计算机断层扫描仪(SPECT)进行十二指肠胃返流显像。放射性药品标记、分装，摆

位、动态图像采集、处理、人工报告，检查中防护器材使用、放射性废弃物的处理。含静态显像。

图文报告。

EEBPE002 胃排空试验
使用单光子发射计算机断层扫描仪(SPECT)进行胃排空试验。放射性药品与食物或液体饮料标记后

口服，摆位、动态图像采集、处理、人工报告，检查中防护器材使用、放射性废弃物的处理。图文

报告。

EEBPE003 异位胃黏膜显像
使用单光子发射计算机断层扫描仪(SPECT)进行异位胃黏膜显像。放射性药品分装和注射或口服，

摆位、动态图像采集、处理、人工报告，检查中防护器材使用、放射性废弃物的处理。含脏器血流

显像。图文报告。

EEBPV001 消化道出血显像
使用单光子发射计算机断层扫描仪(SPECT)进行消化道出血显像。放射性药品标记、分装和注射，

摆位、动态图像采集、处理、人工报告，检查中防护器材使用、放射性废弃物的处理。含脏器血流

显像。图文报告。

EEBQK001 肝血流血池显像
使用单光子发射计算机断层扫描仪(SPECT)进行肝血流血池显像。放射性药品分装和“弹丸”注

射，摆位、动态图像采集、处理、人工报告，检查中防护器材使用、放射性废弃物的处理。含静态

显像。注药后30分钟、90分钟行图像采集处理，图文报告。

EEBQK002 肝血流显像
使用单光子发射计算机断层扫描仪(SPECT)进行肝血流显像。放射性药品分装和“弹丸”注射，摆

位、动态图像采集、处理、人工报告，检查中防护器材使用、放射性废弃物的处理。图文报告。

EEBQK003 肝血池显像
使用单光子发射计算机断层扫描仪(SPECT)进行肝血池显像。放射性药品分装和注射，摆位、注药

后30分钟、90分钟行图像采集处理，人工报告，检查中防护器材使用、放射性废弃物的处理。图文

报告。

EEBQK004 肝胆动态显像
使用单光子发射计算机断层扫描仪(SPECT)进行肝胆动态显像。放射性药品标记、分装和注射，摆

位、动态图像采集(常规采集1小时，必要时增加体位、时相和介入试验)、处理、人工报告，检查

中防护器材使用、放射性废弃物的处理。含脏器血流显像。图文报告。

EEBPU001 肠道通过时间测定
使用单光子发射计算机断层扫描仪(SPECT)进行肠道通过时间测定(显像法)。放射性药品标记食物

后口服，摆位、动态图像采集、处理、人工报告，检查中防护器材使用、放射性废弃物的处理。含

小肠通过时间和小肠残留率。图文报告。

EEBPU002 肠道蛋白丢失显像
使用单光子发射计算机断层扫描仪(SPECT)进行肠道蛋白丢失显像。放射性药品标记、分装和注

射，摆位、动态图像采集、处理、人工报告，检查中防护器材使用、放射性废弃物的处理。图文报

EEBRA001 肾动态显像
使用单光子发射计算机断层扫描仪(SPECT)进行肾动态显像。放射性药品标记，测定注射器前后放

射性计数，分装和“弹丸”注射，摆位、动态图像采集、处理、人工报告，检查中防护器材使用、

放射性废弃物的处理。含血流相。图文报告。

EEBRA002
肾动态显像肾小球滤过

率(GFR)测定

使用单光子发射计算机断层扫描仪(SPECT)进行肾动态显像肾小球滤过率(GFR)测定。放射性药品标

记，测定注射器前后放射性计数，分装和“弹丸”注射，摆位、动态图像采集、处理、人工报告，

检查中防护器材使用、放射性废弃物的处理。图文报告。

EEBRA003
肾动态显像肾有效血浆

流量(ERPF)测定

使用单光子发射计算机断层扫描仪(SPECT)进行肾动态显像肾有效血浆流量(ERPF)测定。放射性药

品标记，测定注射器前后放射性计数，分装和“弹丸”注射，摆位、动态图像采集、处理、人工报

告，检查中防护器材使用、放射性废弃物的处理。含血流相。图文报告。

EEBRA004 介入肾动态显像
使用单光子发射计算机断层扫描仪(SPECT)进行药物介入肾动态显像。放射性药品标记，测定注射

器前后放射性计数，分装和“弹丸”注射，摆位、动态图像采集、处理、人工报告，检查中防护器

材使用、放射性废弃物的处理。图文报告。

EEBRE001
膀胱输尿管返流显像—

直接法

使用单光子发射计算机断层扫描仪(SPECT)进行膀胱输尿管返流显像(直接法)。放射性药品标记、

分装和经导尿管注射之膀胱，摆位、动态图像采集、处理、人工报告，检查中防护器材使用、放射

性废弃物的处理。不含导尿术。图文报告。

EEBRE002
膀胱输尿管返流显像—

间接法

使用单光子发射计算机断层扫描仪(SPECT)进行膀胱输尿管返流显像(间接法)。放射性药品标记、

分装和注射，摆位、动态图像采集、处理、人工报告，检查中防护器材使用、放射性废弃物的处理

。图文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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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EBSG001 阴囊显像
使用单光子发射计算机断层扫描仪(SPECT)进行阴囊显像。放射性药品分装和“弹丸”注射，摆位

、动态图像采集、处理、人工报告，检查中防护器材使用、放射性废弃物的处理。图文报告。
3.断层显像

EECB3001 脑灌注断层显像
使用单光子发射计算机断层扫描仪(SPECT)进行脑灌注断层显像。放射性药品标记、分装和注射，

摆位、断层图像采集、处理、人工报告，检查中防护器材使用、放射性废弃物的处理。含血流、血

池、静息灌注等显像。图文报告。

EECB3002
负荷介入脑灌注断层显

像—人为干预法

使用单光子发射计算机断层扫描仪(SPECT)进行负荷介入脑灌注断层显像(人为干预法)。放射性药

品标记、分装和注射，摆位、断层图像采集、处理、人工报告，检查中防护器材使用、放射性废弃

物的处理。含人为干预介入性操作、血流、血池、静息灌注等显像。图文报告。

EECB3003
负荷介入脑灌注断层显

像—生理刺激法

使用单光子发射计算机断层扫描仪(SPECT)进行负荷介入脑灌注断层显像(生理刺激法)。放射性药

品标记、分装和注射，摆位、断层图像采集、处理、人工报告，检查中防护器材使用、放射性废弃

物的处理。含生理刺激介入性操作、血流、血池、静息灌注等显像。图文报告。

EECB3004
负荷介入脑灌注断层显

像—物理干预法

使用单光子发射计算机断层扫描仪(SPECT)进行负荷介入脑灌注断层显像(物理干预法)。放射性药

品标记、分装和注射，摆位、断层图像采集、处理、人工报告，检查中防护器材使用、放射性废弃

物的处理。含物理干预介入性操作、血流、血池、静息灌注等显像。图文报告。

EECB3005
负荷介入脑灌注断层显

像—药物法

使用单光子发射计算机断层扫描仪(SPECT)进行负荷介入脑灌注断层显像(药物法)。放射性药品标

记、分装和注射，摆位、断层图像采集、处理、人工报告，检查中防护器材使用、放射性废弃物的

处理。含药物介入性操作、血流、血池、静息灌注等显像。图文报告。

EECDB001 甲状腺断层显像
使用单光子发射计算机断层扫描仪(SPECT)进行甲状腺断层显像。放射性药品标记、分装和注射，

摆位、断层图像采集、处理、人工报告，检查中防护器材使用、放射性废弃物的处理。含脏器血流

显像。图文报告。

EECDC001 甲状旁腺断层显像
使用单光子发射计算机断层扫描仪(SPECT)进行甲状旁腺断层显像。放射性药品标记、分装和注

射，摆位、注药后15分钟和120分钟分别行图像采集、处理、人工报告，检查中防护器材使用、放

射性废弃物的处理。含脏器血流显像。图文报告。

EECDG001 肾上腺髓质断层显像
使用单光子发射计算机断层扫描仪(SPECT)进行肾上腺髓质断层显像。放射性药品标记、分装和注

射，摆位、注药后24小时和48小时分别行前后位全身图像和1次断层图像采集、衰减校正、处理、

人工报告，检查中防护器材使用、放射性废弃物的处理。图文报告。

EECJC001 肺断层显像
使用单光子发射计算机断层扫描仪(SPECT)进行肺断层显像。放射性药品标记、分装和注射，摆位

、图像断层采集、处理、人工报告，检查中防护器材使用、放射性废弃物的处理。含脏器血流显像

。图文报告。

EECKR001 静息心肌灌注断层显像
使用单光子发射计算机断层扫描仪(SPECT)进行静息心肌灌注断层显像。放射性药品标记、分装和

注射，摆位、断层图像采集、处理、人工报告，检查中防护器材使用、放射性废弃物的处理。含脏

器血流、脏器血池、静息灌注等显像。图文报告。

EECKR002
负荷心肌灌注断层显像

—运动法

使用单光子发射计算机断层扫描仪(SPECT)进行负荷心肌灌注断层显像(运动试验法)。运动负荷试

验的建立静脉通道、分时测量血压、心电动态监护和纪录，放射性药品标记、分装，摆位、图像门

控采集、处理、人工报告，检查中防护器材使用、放射性废弃物的处理。含双核素法。图文报告。

不含心电监护。

EECKR003
负荷心肌灌注断层显像

—药物法

使用单光子发射计算机断层扫描仪(SPECT)进行负荷心肌灌注断层显像(药物负荷法)。药物负荷试

验的建立静脉通道、分时测量血压、心电动态监护和纪录、负荷药物匀速推注，放射性药品标记、

分装和注射，摆位、图像门控采集、心室功能测定、处理、人工报告，检查中防护器材使用、放射

性废弃物的处理。图文报告。不含心电监护。

EECQK001 肝断层显像
使用单光子发射计算机断层扫描仪(SPECT)进行肝断层显像。放射性药品标记、分装和注射，摆位

、图像断层采集、处理、人工报告，检查中防护器材使用、放射性废弃物的处理。含脏器血流显

像，血池断层显像，注药30分钟、90分钟后图像采集处理。图文报告。

EECNB001 脾断层显像
使用单光子发射计算机断层扫描仪(SPECT)进行脾断层显像。放射性药品标记、分装和注射，摆位

、图像断层采集、处理、人工报告，检查中防护器材使用、放射性废弃物的处理。含脏器血流显像

。图文报告。

EECXW001 骨断层显像
使用单光子发射计算机断层扫描仪(SPECT)进行骨断层显像。放射性药品标记、分装和注射，摆位

、图像断层采集、处理、人工报告，检查中防护器材使用、放射性废弃物的处理。含血流显像。图

文报告。

EECZX001 炎症断层显像
使用单光子发射计算机断层扫描仪(SPECT)进行炎症断层显像。放射性药品标记、分装和注射，摆

位、图像断层采集、处理、人工报告，检查中防护器材使用、放射性废弃物的处理。含脏器血流显

像。图文报告。

EECZX002 亲肿瘤断层显像
使用单光子发射计算机断层扫描仪(SPECT)进行亲肿瘤断层显像。核素药物分装和注射，摆位、图

像断层采集、处理、人工报告，检查中防护器材使用、放射性废弃物的处理。含血流显像。图文报

EECZX003 放射免疫断层显像
使用单光子发射计算机断层扫描仪(SPECT)进行放射免疫断层显像。放射性药品标记、分装和注

射，摆位、图像断层采集、处理、人工报告，检查中防护器材使用、放射性废弃物的处理。含脏器

血流显像。图文报告。

EECZX004 放射受体断层显像
使用单光子发射计算机断层扫描仪(SPECT)进行放射受体断层显像。放射性药品标记、分装和注

射，摆位、图像断层采集、处理、人工报告，检查中防护器材使用、放射性废弃物的处理。含脏器

血流显像。图文报告。

EECZX005
氟[18F]—脱氧葡萄糖

断层显像

使用双探头单光子发射计算机断层扫描仪(双探头SPECT)进行氟[18F]—脱氧葡萄糖断层显像。放射

性药品分装和注射，摆位、符合线路断层图像采集、处理、人工报告，检查中防护器材使用、放射

性废弃物的处理。含脑、心肌代谢、肿瘤等显像、衰减校正。图文报告。不含心电监护、快速血糖
4.断层融合显像

EEDB3001 SPECT/CT脑断层显像

使用单光子发射计算机断层扫描及X线发射计算机断层扫描融合显像仪(SPECT/CT)进行脑断层显像

。放射性药品标记、分装和注射，CT平扫定位、SPECT/CT断层图像摆位、采集、重建、处理、图像

融合、人工报告，检查中防护器材使用、放射性废弃物的处理。含脏器血流显像。图文报告。不含

透射显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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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EDB3002

SPECT/CT负荷介入脑灌

注断层显像—人为干预

法

使用单光子发射计算机断层扫描及X线发射计算机断层扫描融合显像仪(SPECT/CT)进行负荷介入脑

灌注断层显像(人为干预法)。放射性药品标记、分装和注射，CT平扫定位、SPECT/CT断层图像摆位

、采集、重建、处理、图像融合、人工报告，检查中防护器材使用、放射性废弃物的处理。含人为

干预介入性操作，含血流、血池、静息灌注等显像。图文报告。不含透射显像。

EEDB3003

SPECT/CT负荷介入脑灌

注断层显像—生理刺激

法

使用单光子发射计算机断层扫描及X线发射计算机断层扫描融合显像仪(SPECT/CT)进行负荷介入脑

灌注断层显像(生理刺激法)。放射性药品标记、分装和注射，CT平扫定位、SPECT/CT断层图像摆位

、采集、重建、处理、图像融合、图像融合、人工报告，检查中防护器材使用、放射性废弃物的处

理。含生理刺激介入性操作、血流、血池、静息灌注等显像。图文报告。

EEDB3004

SPECT/CT负荷介入脑灌

注断层显像—物理干预

法

使用单光子发射计算机断层扫描及X线发射计算机断层扫描融合显像仪(SPECT/CT)进行负荷介入脑

灌注断层显像(物理干预法)。放射性药品标记、分装和注射，CT平扫定位、SPECT/CT断层图像摆位

、采集、重建、处理、图像融合、人工报告，检查中防护器材使用、放射性废弃物的处理。含物理

干预介入性操作、血流、血池、静息灌注等显像。图文报告。

EEDB3005
SPECT/CT负荷介入脑灌

注断层显像—药物法

使用单光子发射计算机断层扫描及X线发射计算机断层扫描融合显像仪(SPECT/CT)进行负荷介入脑

灌注断层显像(药物法)。放射性药品标记、分装和注射，CT平扫定位、SPECT/CT断层图像摆位、采

集、重建、处理、图像融合、人工报告，检查中防护器材使用、放射性废弃物的处理。含药物介入

性操作、血流、血池、静息灌注等显像。图文报告。不含输液泵。

EEDDB001
SPECT/CT甲状腺断层显

像

使用单光子发射计算机断层扫描及X线发射计算机断层扫描融合显像仪(SPECT/CT)进行甲状腺断层

显像。放射性药品标记、分装和注射，CT平扫定位、SPECT/CT断层图像摆位、采集、重建、处理、

图像融合、人工报告，检查中防护器材使用、放射性废弃物的处理。含脏器血流显像。图文报告。

不含透射显像。

EEDDC001
SPECT/CT甲状旁腺断层

显像

使用单光子发射计算机断层扫描及X线发射计算机断层扫描融合显像仪(SPECT/CT)进行甲状旁腺断

层显像。放射性药品标记、分装和注射，CT平扫定位、SPECT/CT图像断层摆位、采集、重建、处理

、图像融合、人工报告，检查中防护器材使用、放射性废弃物的处理。含脏器血流显像。图文报告

。不含透射显像。

EEDDG001
SPECT/CT肾上腺髓质断

层显像

使用单光子发射计算机断层扫描及X线发射计算机断层扫描融合显像仪(SPECT/CT)进行肾上腺髓质

断层显像。放射性药品标记、分装和注射，CT平扫定位，注药24小时、48小时后分别行前后位全身

图像和1次SPECT/CT断层图像摆位、采集、衰减校正、处理、图像融合、人工报告，检查中防护器

材使用、放射性废弃物的处理。图文报告。不含透射显像。

EEDJC001 SPECT/CT肺断层显像

使用单光子发射计算机断层扫描及X线发射计算机断层扫描融合显像仪(SPECT/CT)进行肺断层显像

。放射性药品标记、分装和注射，CT平扫定位、SPECT/CT图像断层摆位、采集、重建、处理、图像

融合、人工报告，检查中防护器材使用、放射性废弃物的处理。含脏器血流显像。图文报告。不含

透射显像。

EEDKR001
SPECT/CT静息心肌灌注

断层显像

使用单光子发射计算机断层扫描及X线发射计算机断层扫描融合显像仪(SPECT/CT)进行静息心肌灌

注断层显像。放射性药品标记、分装和注射，CT平扫定位、SPECT/CT断层图像摆位、采集、处理、

图像融合、人工报告，检查中防护器材使用、放射性废弃物的处理。含脏器血流、脏器血池、静息

灌注等显像。图文报告。不含透射显像。

EEDKR002
SPECT/CT负荷心肌灌注

断层显象—运动法

使用单光子发射计算机断层扫描及X线发射计算机断层扫描融合显像仪(SPECT/CT)进行负荷心肌灌

注断层显象(运动试验法)。运动负荷试验的建立静脉通道、分时测量血压、心电动态监护和纪录，

放射性药品标记、分装和注射，CT平扫定位、SPECT/CT图像门控摆位、采集、处理、图像融合、人

工报告，检查中防护器材使用、放射性废弃物的处理。含双核素法。图文报告。不含心电监护。

EEDKR003
SPECT/CT负荷心肌灌注

断层显像—药物法

使用单光子发射计算机断层扫描及X线发射计算机断层扫描融合显像仪(SPECT/CT)进行负荷心肌灌

注断层显像(药物负荷法)。药物负荷试验的建立静脉通道、分时测量血压、心电动态监护和纪录、

负荷药物匀速推注，放射性药品标记、分装和注射，CT平扫定位、SPECT/CT图像门控摆位、采集、

心室功能测定、处理、图像融合、人工报告，检查中防护器材使用、放射性废弃物的处理。图文报

告。不含心电监护。

EEDQK001 SPECT/CT肝断层显像

使用单光子发射计算机断层扫描及X线发射计算机断层扫描融合显像仪(SPECT/CT)进行肝断层显像

。放射性药品标记、分装和注射，CT平扫定位、SPECT/CT图像断层摆位、采集、重建、处理、人工

报告，检查中防护器材使用、放射性废弃物的处理。含脏器血流显像，注药后30分钟、90分钟后图

文采集处理。不含透射显像。

EEDXW001 SPECT/CT骨断层显像
使用单光子发射计算机断层扫描及X线发射计算机断层扫描融合显像仪(SPECT/CT)进行骨断层显像

。放射性药品标记、分装和注射，CT平扫定位、SPECT/CT图像断层摆位、采集、重建、处理、图像

融合、人工报告，检查中防护器材使用、放射性废弃物的处理。含血流显像。图文报告。

EEDZX001 SPECT/CT炎症断层显像

使用单光子发射计算机断层扫描及X线发射计算机断层扫描融合显像仪(SPECT/CT)进行炎症断层显

像。放射性药品标记、分装和注射，CT平扫定位、SPECT/CT图像断层摆位、采集、重建、处理、图

像融合、人工报告，检查中防护器材使用、放射性废弃物的处理。含脏器血流显像。图文报告。不

含透射显像。

EEDZX002
SPECT/CT亲肿瘤断层显

像

使用单光子发射计算机断层扫描及X线发射计算机断层扫描融合显像仪(SPECT/CT)进行亲肿瘤断层

显像。放射性药品标记、分装和注射，CT平扫定位、SPECT/CT图像断层摆位、采集、重建、处理、

图像融合、人工报告，检查中防护器材使用、放射性废弃物的处理。含脏器血流显像。图文报告。

不含透射显像。

EEDZX003
SPECT/CT放射免疫断层

显像

使用单光子发射计算机断层扫描及X线发射计算机断层扫描融合显像仪(SPECT/CT)进行放射免疫断

层显像。放射性药品标记、分装和注射，CT平扫定位、SPECT/CT图像断层摆位、采集、重建、处理

、图像融合、人工报告，检查中防护器材使用、放射性废弃物的处理。含脏器血流显像。图文报告

。不含透射显像。

EEDZX004
SPECT/CT放射受体断层

显像

使用单光子发射计算机断层扫描及X线发射计算机断层扫描融合显像仪(SPECT/CT)进行放射受体断

层显像。放射性药品标记、分装和注射，CT平扫定位、SPECT/CT图像断层摆位、采集、重建、处理

、人工报告，检查中防护器材使用、放射性废弃物的处理。含脏器血流显像。图文报告。不含透射

显像。

EEDZX005
SPECT/CT生长抑素受体

显像

使用单光子发射计算机断层扫描及X线发射计算机断层扫描融合显像仪(SPECT/CT)进行生长抑素受

体显像。放射性药品标记、分装和注射，CT平扫定位、SPECT/CT图像断层摆位、采集、重建、处理

、图像融合、人工报告，检查中防护器材使用、放射性废弃物的处理。含脏器血流显像。图文报告

。不含透射显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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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正电子发射断层显

EEEB3001 PET脑血流断层显像
使用正电子发射计算机断层扫描仪(PET)进行脑血流断层显像。放射性药品标记、分装和注射，摆

位、脑断层图像采集、衰减校正、处理、人工报告，检查中防护器材使用、放射性废弃物的处理。

含脏器血流显像。图文报告。不含心电监护、快速血糖。

EEEB3002 PET脑代谢断层显像
使用正电子发射计算机断层扫描仪(PET)进行脑代谢断层显像。放射性药品标记、分装和注射，摆

位、脑断层图像采集、衰减校正、处理、人工报告，检查中防护器材使用、放射性废弃物的处理。

图文报告。不含心电监护、快速血糖。

EEEKR001
PET静息心肌灌注断层

显像

使用正电子发射计算机断层扫描仪(PET)进行静息心肌灌注断层显像。放射性药品标记、分装和注

射，摆位、心肌断层图像采集、处理、人工报告，检查中防护器材使用、放射性废弃物的处理。图

文报告。不含心电监护。

EEEKR002 PET心肌代谢断层显像
使用正电子发射计算机断层扫描仪(PET)进行心肌代谢断层显像。放射性药品标记、分装和注射，

摆位、心肌断层图像采集、衰减校正、处理、人工报告，检查中防护器材使用、放射性废弃物的处

理。图文报告。不含快速血糖。

EEEKR003
PET负荷心肌灌注显像

—运动法

使用正电子发射计算机断层扫描仪(PET)进行荷心肌灌注显像(运动试验法)。放射性药品标记、分

装，运动试验，放射性药品注射，摆位、心肌断层图像采集、衰减校正、处理、人工报告，检查中

防护器材使用、放射性废弃物的处理。图文报告。不含心电监护、快速血糖。

EEEKR004
PET负荷心肌灌注显像

—药物法

使用正电子发射计算机断层扫描仪(PET)进行负荷心肌灌注显像(药物负荷法)。放射性药品标记、

分装，药物负荷试验，放射性药品注射，摆位、心肌图像采集、衰减校正、处理、人工报告，检查

中防护器材使用、放射性废弃物的处理。含双核素法。图文报告。不含心电监护。

EEEZX001 PET肿瘤局部断层显像
使用正电子发射计算机断层扫描仪(PET)进行肿瘤局部断层显像。放射性药品标记、分装和注射，

摆位、断层图像采集(三个床位以内)、衰减校正、处理、人工报告，检查中防护器材使用、放射性

废弃物的处理。含脏器、脏器血流、脏器血池等显像。图文报告。不含心电监护、快速血糖。

EEEZY001 PET肿瘤全身断层显像
使用正电子发射计算机断层扫描仪(PET)进行肿瘤全身断层显像。核素药物分装和注射，摆位、断

层图像采集、衰减校正、处理、人工报告，检查中防护器材使用、放射性废弃物的处理。含脏器、

脏器血流、脏器血池等显像。图文报告。不含心电监护、快速血糖。
6.正电子发射断层融

合显像

EEFB3001 PET/CT脑血流显像

使用正电子发射计算机断层扫描及X线发射计算机断层扫描融合显像仪(PET/CT)进行脑血流显像。

放射性药品标记、分装和注射，CT平扫定位、PET/CT脑断层图像摆位、采集、处理、衰减校正、图

像融合、人工报告，检查中防护器材使用、放射性废弃物的处理。含脏器血流显像。图文报告。不

含心电监护、快速血糖。

EEFB3002 PET/CT脑代谢显像

使用正电子发射计算机断层扫描及X线发射计算机断层扫描融合显像仪(PET/CT)进行脑代谢显像。

放射性药品标记、分装和注射，CT平扫定位、摆位、PET/CT脑断层图像摆位、采集、处理、衰减校

正、图像融合、人工报告，检查中防护器材使用、放射性废弃物的处理。图文报告。不含心电监护

、快速血糖。

EEFKR001
PET/CT静息心肌灌注显

像

使用正电子发射计算机断层扫描及X线发射计算机断层扫描融合显像仪(PET/CT)进行静息心肌灌注

显像。放射性药品标记、分装和注射，CT平扫定位、PET/CT心肌图像摆位、采集、衰减校正、处理

、图像融合、人工报告，检查中防护器材使用、放射性废弃物的处理。图文报告。不含心电监护、

快速血糖。

EEFKR002
PET/CT负荷心肌灌注显

像—运动法

使用正电子发射计算机断层扫描及X线发射计算机断层扫描融合显像仪(PET/CT)进行负荷心肌灌注

显像(运动试验法)。放射性药品标记、分装，运动试验，放射性药品注射，CT平扫定位、CT平扫定

位、PET/CT心肌断层图像摆位、采集、衰减校正、处理、图像融合、人工报告，检查中防护器材使

用、放射性废弃物的处理。图文报告。不含心电监护。

EEFKR003
PET/CT负荷心肌灌注显

像—药物法

使用正电子发射计算机断层扫描及X线发射计算机断层扫描融合显像仪(PET/CT)进行负荷心肌灌注

显像(药物负荷法)。放射性药品标记、分装，药物负荷试验，放射性药品注射，CT平扫定位、

PET/CT心肌图像摆位、采集、衰减校正、处理、图像融合、人工报告，检查中防护器材使用、放射

性废弃物的处理。含双核素法。图文报告。不含心电监护。

EEFZX001 PET/CT肿瘤局部显像

使用正电子发射计算机断层扫描及X线发射计算机断层扫描融合显像仪(PET/CT)进行肿瘤局部显像

。放射性药品标记、分装和注射，CT平扫定位、PET/CT断层图像摆位、采集(三个床位以内)、处理

、衰减校正、图像融合、人工报告，检查中防护器材使用、放射性废弃物的处理。含脏器、脏器血

流、脏器血池等显像。图文报告。不含心电监护、快速血糖。

EEFZY001 PET/CT肿瘤全身显像

使用正电子发射计算机断层扫描及X线发射计算机断层扫描融合显像仪(PET/CT)进行肿瘤全身显像

。放射性药品标记、分装和注射，CT平扫定位、PET/CT断层图像摆位、采集、处理、衰减校正、图

像融合、人工报告，检查中防护器材使用、放射性废弃物的处理。图文报告。不含心电监护、快速

血糖。
7.核素功能试验

EEGDB001 甲状腺摄碘试验 放射性药品分装、口服，颈部模型标准源制备，本底测定、甲状腺计数(2-3次)、摄碘[131I]时间-

放射性曲线、人工报告，检查中防护器材使用、放射性废弃物的处理。图文报告。

EEGDB002 甲状腺激素抑制试验 放射性药品分装、口服，颈部模型标准源制备、本底测定、甲状腺计数(2次)、摄碘[131I]时间-放

射性曲线、人工报告，检查中防护器材使用、放射性废弃物的处理。含介入试验。图文报告。

EEGDB003 过氯酸钾释放试验 放射性药品分装、口服，颈部模型标准源制备、本底测定、甲状腺计数(2次)、摄碘[131I]时间-放

射性曲线、人工报告，检查中防护器材使用、放射性废弃物的处理。含介入试验。图文报告。

EEGJK001 碳[14C]呼气试验
口服放射性药品，测定收集瓶本底，采集呼出气体样本，测定14CO2放射性计数，试验报告。含分析

试剂药盒。

EEGNM001 红细胞容量测定
核素标记红细胞制备、标准源制备、静脉注射、各时段全血抽取抗凝、洗脱，放射性计数和比容测

定，人工报告，检查中防护器材使用、放射性废弃物的处理。含血浆容量测定。图文报告。

EEGNM002 血浆容量测定
核素标记红细胞制备、分装，标准品制备，药物静脉注射、各时段全血抽取抗凝、洗脱，测定本底

、放射性计数和比容测定，人工报告，检查中防护器材使用、放射性废弃物的处理。含介入试验。

图文报告。

EEGNM003 红细胞寿命测定
核素标记红细胞制备和静脉注射，标准源制备、各时段体外测定和血样测定，人工报告，检查中防

护器材使用、放射性废弃物的处理。含介入试验。图文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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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EGRA001 肾图检查
放射性药品分装和“弹丸”注射、人工报告，检查中防护器材使用、放射性废弃物的处理。图文报

告。

EEGRA002 介入肾图检查
放射性药品分装和注射、人工报告，检查中防护器材使用、放射性废弃物的处理。含介入试验。图

文报告。

EEGRA003
肾图+肾小球滤过率测

定

放射性药品分装和注射，测定注射器前后放射性计数，肾小球滤过率测定、人工报告，检查中防护

器材使用、放射性废弃物的处理。图文报告。

EEGRA004
肾图+肾有效血浆流量

测定

放射性药品分装和注射，测定注射器前后放射性计数，肾有效血浆流量测定、人工报告，检查中防

护器材使用、放射性废弃物的处理。图文报告。
(六)其它成像检查

EFZZX001 红外热象检查
患者暴露检查部位，使用红外热象检查设备图象采集，计算机平面图象处理，医师判读结果。图文

报告。
EFZZX002 局部热断层成像检查 患者脱衣，在技术员指导下摆放体位，图象采集，计算机图象处理，医师判读结果。图文报告。

EFZZY001 全身热断层成像检查
患者脱衣，在技术员指导下摆放体位，使用热断层成像设备图象采集，计算机断层图象处理，医师

判读结果。图文报告。

EFZYA001
计算机断层扫描激光乳

腺成像检查

患者脱上衣，在技术员指导下摆放体位，使用断层扫描激光乳腺成像设备扫描，计算机断层图象处

理，医师判读结果。图文报告。
五.临床诊断
(一)神经系统

FBA01601 16导常规脑电图检查

指16导及其以下导联的脑电图的检查。用90%的酒精去除电极部位的油脂和角化层，安装桥式或盘

状头皮记录电极和参考电极，用16导常规脑电图仪进行电极电阻测定，定标，嘱病人安静闭目，开

始做睁、闭眼和过度换气诱发试验，记录时间不少于20分钟。记录结束后由技术人员和医师阅图、

分析、出报告。

FBA01602 32导常规脑电图检查
用90%的酒精去除电极部位的油脂和角化层，安装桥式或盘状头皮记录电极和参考电极，用32导脑

电图仪进行电极电阻测定，定标，嘱病人安静闭目，开始做睁、闭眼和过度换气诱发试验，记录时

间不少于20分钟。记录结束后由技术人员和医师阅图、分析、出报告。

FBA01603 64导脑电图检查
安装盘状记录电极和参考电极或安装电极帽，用64导脑电图仪进行电极电阻测定，定标，嘱病人安

静闭目，开始做睁、闭眼和过度换气诱发试验，记录时间不少于120分钟。记录结束后由技术人员

和医师阅图、分析、出报告。

FBA01604 128导脑电图检查
用90%的酒精去除电极部位的油脂和角化层，安装桥式或盘状头皮记录电极和参考电极，用128导脑

电图仪进行电极电阻测定，定标，嘱病人安静闭目，开始做睁、闭眼和过度换气诱发试验，记录时

间不少于120分钟。记录结束后由技术人员和医师阅图、分析、出报告。

FBA01605
闪光刺激诱发脑电图检

查

用90%的酒精去除电极部位的油脂和角化层，安装桥式或盘状头皮记录电极和参考电极，进行电极

电阻测定，定标，嘱病人安静闭目，记录脑电图过程中闪光刺激诱发试验。记录结束后由技术人员

和医师阅图、分析、出报告。

FBA01606 动态脑电图检查
用90%的酒精去除电极部位的油脂和角化层，安装盘状头皮记录电极和参考电极或电极帽，进行电

极电阻测定，定标，嘱病人安静闭目，开始做睁、闭眼和过度换气诱发试验，用脑电图仪记录，记

录时间24小时。记录结束后由技术人员和医师阅图、分析、出报告。

FBA01607 脑电图录像检查
用16导视频脑电图仪(至少16导电极)，含行睁闭眼和过度换气诱发试验，安装电极、调试电阻、记

录至少40分钟的脑电图，人工出报告。

FBA01608 脑电地形图检查
用90%的酒精去除电极部位的油脂和角化层，安装桥式或盘状头皮记录电极和参考电极，进行电极

电阻测定，定标，嘱病人安静闭目，开始做睁、闭眼和过度换气诱发试验，用脑电图仪记录。记录

结束后由技术人员和医师阅图、选取合理的部分，计算机分析、制图、出报告。

FBB01101 蝶骨电极脑电图检查
将一次性的针电极穿刺入碟骨下方的软组织内，进行脑电图记录。需要与常规脑电图同时检查。记

录结束后由医师阅图、分析、出报告。

FBB01102
线性蝶骨软电极脑电图

检查

利用套针，将一次性的软蝶骨电极穿刺入碟骨下方的软组织内，退出套针，长期保留蝶骨电极进行

长时间录像脑电图记录。记录结束后由医师对全部的脑电图进行人工分析、出报告。

FBB01201 鼻咽电极脑电图检查
在鼻咽喷雾局麻的之后，将特制的鼻咽电极固定在咽腔上壁后，进行脑电图记录，需要与常规脑电

图同时检查。记录结束后由医师阅图、分析、出报告。

FBB01603
皮层电刺激脑功能区定

位

在开颅手术中在大脑表面埋植皮层电极后，对患者皮层进行逐点电刺激，同时记录脑电，给患者各

种作业，同时观察对患者皮层高级功能的干扰、定位脑功能区。不含脑电图记录。

FBB01602 眼动检查(EM)
由技师指导受检者观测眼动检测仪的荧屏，由仪器自动跟踪眼球进行眼动轨迹记录，按程序判断凝

视点和反应探索评分，最终由精神科医师判定结果，打印彩色或黑白图文报告。
FBB02601 脑电超慢涨落分析 由技师操作，通过头皮电极，记录脑电活动，继而由精神科医师分析脑内神经递质的变化。

FBB09601
32导颅内电极脑电图录

像监测

利用埋植在颅内的电极进行长时间录像脑皮层电图的记录，记录结束后由有经验的医师阅图、分析

、出报告。

FBB09602
64导颅内电极脑电图录

像监测

利用埋植在颅内的电极用64导脑电图仪进行长时间录像脑皮层电图的记录，记录结束后由有经验的

医师阅图、分析、出报告。

FBB09603
128导颅内电极脑电图

录像监测

利用埋植在颅内的电极用128导脑电图仪进行长时间录像脑皮层电图的记录，记录结束后由有经验

的医师阅图、分析、出报告。

FBB09604
256导颅内电极脑电图

录像监测

利用埋植在颅内的电极用256导脑电图仪进行长时间录像脑皮层电图的记录，记录结束后由有经验

的医师阅图、分析、出报告。

FBB09605 脑电图录像监测
用90%的酒精去除电极部位的油脂和角化层，安装盘状头皮记录电极和参考电极，或利用电极帽，

进行电极电阻测定，定标，用视频脑电图仪记录监测，记录监测过程中的事件，对于监测过程中的

发作性事件进行人工分析、出报告。

FBB09606 脑电双频指数监测
通过使用脑电双频指数监护仪实时连续监测脑电参数，可以反映中枢电活动的变化过程，有效地监

测麻醉镇静水平减少麻醉药的用量，术后清醒快，术中知晓发生率低。

FBC01601 脑磁图检查
患者进入屏蔽室，进行头颅三维定位、使用脑磁图设备进行脑磁图信号记录，对获得的脑磁信号进

行人工去伪差，对获得信号电流源计算，与头颅影像融合，出具报告。不含磁共振检查。

FBD01601 上肢体感诱发电位检查
用于评定上肢深感觉传入通路的功能。局部皮肤脱脂并置导电膏，在Erb氏点、颈7、头部中央顶旁

安装记录电极，参考电极置于相应位置，地线置于腕部，用肌电图诱发电位仪在正中神经或尺神经

刺激并记录，直至出现稳定波形，重复并叠加后分析。根据结果，人工出报告，专业医师审核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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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BD01602 下肢体感诱发电位检查
用于评定下肢感觉传入通路的功能。局部皮肤脱脂并置导电膏，在帼窝，臀线，胸12、头部中央顶

旁安装记录电极，参考电极置于相应位置，地线置于踝部，用肌电图诱发电位仪在胫神经刺激，记

录至出现稳定波形，重复并叠加后分析。根据结果，人工出报告，专业医师审核报告。

FBD01603 阴部神经诱发电位检查
用于检查感觉传导通路的完整性。采用盆底电生理治疗仪，平卧位，暴露阴茎或阴蒂，用磨砂膏完

成皮肤准备，将刺激电极黏贴与阴茎或阴蒂部，记录电极置于患者头部。人工报告。

FBD01604
上肢触热痛觉诱发电位

检查

用于评定上肢热痛觉感觉传入通路的功能。局部皮肤脱脂并置导电膏，在头部中央顶旁安装记录电

极，参考电极置于额部，地线置于腕部，采用接触性热痛觉刺激器在上肢皮肤刺激(如大鱼际皮

肤)，利用肌电图诱发电位仪记录，对所记录波形重复并叠加后分析。根据结果，人工出报告，专

业医师审核报告。

FBD01605
下肢触热痛觉诱发电位

检查

采用肌电图诱发电位仪记录。用于评定下肢热痛觉感觉传入通路的功能，在头部中央顶旁放置记录

电极，参考电极置于额部，地线置于踝部，采用接触性热痛觉刺激器在下肢局部皮肤(如足背)刺

激，对获得波形重复并叠加后分析。根据结果，人工出报告，专业医师审核报告。

FBD01606 脑干听觉诱发电位检查

用于评定听觉传导通路功能。局部皮肤脱脂并置导电膏，按照10-20国际分区法在头部中央顶安置

记录电极，耳垂安放参考电极，地线安置于额部，双耳依次测定。先测定主观听阈，然后用肌电图

诱发电位仪分别测定双侧听觉诱发电位，直至出现满意的波形，重复并叠加后分析。根据结果，人

工出报告，专业医师审核报告。

FBD01607 上肢运动诱发电位检查

采用肌电图仪记录。用于评定支配上肢的锥体束的功能，在测定神经所支配的肌肉(如正中神经在

拇短展肌)安置表面电极记录，接地线，用磁刺激器在神经干(如正中神经在肘部)、Erb点，颈7棘

突水平，对侧额区分别刺激，不断调整刺激部位，观察所记录到的波形并分析，其中皮层刺激时可

运用普通和易化方法。根据结果，人工出报告，专业医师审核报告。

FBD01608 下肢运动诱发电位检查

采用肌电图仪进行记录。用于评定下肢锥体束的功能，在下肢神经所指派肌肉(如胫神经在胫前肌)

安置表面电极记录，连接地线，采用磁刺激器在下肢神经通路(如胫神经在腘窝)、胸12椎体水平、

对侧额叶皮层刺激，观察肌肉动作电位波形并分析，其中皮层刺激运用普通和易化方法。根据结

果，人工出报告，专业医师审核报告。

FBD01609
盆底磁刺激运动诱发电

位检查

用于检查运动传导通路的完整性。采用盆底电生理治疗仪，平卧位，暴露阴茎或阴蒂，用磨砂膏完

成皮肤准备，将刺激电极置于患者头部，记录电极黏贴与肛门或女性大阴唇外侧，人工报告。

FBD01610 视觉刺激N270检查

用于大脑皮层对事件相关反应的检测。局部皮肤脱脂并置导电膏，在Fz，Cz，Pz放置记录电极，参

考电极置于双耳连线，地线置于前额，在开始前给与病人视觉靶刺激与非靶刺激的培训。给与视觉

刺激系列，嘱病人计靶刺激数，观察波形，重复并叠加后分析。根据结果，人工出报告，专业医师

审核报告。

FBD01611 视觉刺激P300检查

用于评定大脑皮层对事件的相关反应。局部皮肤脱脂并置导电膏，在Fz，Cz，Pz放置记录电极，参

考电极置于双耳连线，地线置于前额Fpz，在开始前给与病人电刺激靶刺激与非靶刺激的培训，给

与电刺激系列，嘱病人计靶刺激数，观察波形，重复并叠加后分析。根据结果，人工出报告，专业

医师审核报告。

FBD01612 视觉刺激P400检查

用于大脑皮层对事件相关反应的检测。局部皮肤脱脂并置导电膏，在Fz，Cz，Pz放置记录电极，参

考电极置于双耳连线，地线置于前额，在开始前给与病人视觉靶刺激与非靶刺激的培训，给与视觉

刺激系列，嘱病人计靶刺激数，观察波形，重复并叠加后分析。根据结果，人工出报告，专业医师

审核报告。

FBD01613 听觉刺激P300检查

用于大脑皮层对事件相关反应的检测。局部皮肤脱脂并置导电膏。在Fz，Cz，Pz放置记录电极，参

考电极置于双耳连线，地线置于前额Fpz，在开始前给与病人听觉靶刺激与非靶刺激的培训。给与

听觉刺激系列，嘱病人计靶刺激数，观察波形，重复并叠加后分析。根据结果，人工出报告，专业

医师审核报告。

FBD01614 体感刺激P300检查

用于评定大脑皮层对事件的相关反应。局部皮肤脱脂并置导电膏，在Fz，Cz，Pz放置记录电极，参

考电极置于双耳连线，地线置于前额Fpz，在开始前给与病人电刺激靶刺激与非靶刺激的培训，给

与电刺激系列，嘱病人计靶刺激数，观察波形，重复并叠加后分析。根据结果，人工出报告，专业

医师审核报告。

FBE01601 同心圆针极肌电图检查

指所需检查的肌肉使用同心圆针和一次性针极的方法。采用肌电图诱发电位仪进行测定，根据病史

和体格检查判断检查部位和范围，地线放置在所检肌肉的肢体，在需要检测的肌肉消毒后进针，然

后移动针电极，观察示波器发放。分别观察静息电位，运动单位电位和募集收缩时的表现。运动单

位测定时，同一肌肉取10-20个波形分析并与正常值比较。人工出报告，专业医师审核报告。

FBE01602
经颅磁刺激语言功能区

定位

利用肌电图仪测定运动域值、固定线圈，调试刺激强度，指导患者语言作业，连续刺激，进行语言

功能区定位。

FBE01603 经颅磁刺激诊断(TMS)

在单独诊查室进行，仪器准备、核对医嘱、排除禁忌证、告知注意事项、去除患者身上所有影响治

疗的物品。如计算机软盘或磁带、假牙等、取半卧位，戴耳罩、使用经颅磁刺激仪(TMS)、将一刺

激磁头(大饼型或8字型)放在特定部位的头皮上，调节合适的频率，强度等参数进行刺激，在相应

的效应器记录刺激颅脑的即时反应，分析结果，得出结论，撰写报告。

FBE01604 瞬目反射

采用肌电图仪进行测定。用于评定面神经、三叉神经和脑干的功能。局部皮肤脱脂并置导电膏。将

表面记录电极置于双眼下睑中部，参考电极置于眼角外侧，地线置于手腕处，在眶上切迹刺激一侧

眶上神经，双侧眼轮匝肌记录其反应的潜伏期，不断调整电流直至出现满意波形。根据结果，结合

诊断人工出报告，专业医师审核报告。

FBE02601 运动单位计数
采用肌电图诱发电位仪测定。含统计法和递增法，在需要检测的肌肉安放表面电极，地线放置在刺

激电极和记录电极之间，根据测定方法的不同，按程序刺激神经，进行测定，获得运动单位的数目

。根据结果，与正常值比较，人工出报告，专业医师审核报告。

FBE01605 单纤维肌电图检查

采用特殊针电极，利用肌电图诱发电位仪测定。地线放置在所检肌肉的肢体，确定部位后在需要检

测的肌肉消毒后进针，移动针电极，并嘱病人配合，轻微收缩待测定肌肉，观察示波器发放，直至

出现满意波形，测定内容含颤抖、阻滞和纤维密度。同一肌肉取10-20个波形分析。根据结果，结

合诊断人工出报告，专业医师审核报告。

FBE01606 盆底定量肌电图检查
用于检测集群肌肉活动度。采用盆底电生理治疗仪，截石位，暴露检查部位，将同心圆针电极插入

待检查肌肉，如肛门括约肌、尿道括约肌、球海绵体肌等，人工报告。
FBE01607 面神经肌电图检查 指使用肌电功能检测仪器对额、眼、上唇及下唇四个面神经支配区的肌肉运动功能检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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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BE09601 肌电图监测
采用肌电图诱发电位仪进行监测。用于肉毒毒素治疗，根据操作所需确定监测部位和范围，在需要

检测的肌肉消毒后进针，地线放置在所检肌肉的肢体，然后移动针尖，观察示波器发放，观察静息

电位，运动单位电位，根据肌电的发放提示下一步操作。监测结束后完成监测报告并审核。

FBF02601 阴部神经传导测定
用于检查阴部神经传导。采用盆底电生理治疗仪，截石位，暴露检查部位，用磨砂膏完成皮肤准

备，将电极(Stmark专用电极)经肛门插入刺激阴部神经，人工报告。

FBF02602 运动神经传导速度测定

用于评定周围运动神经功能。根据病史和体格检查初步判断检查部位和范围，采用表面电极记录，

作用电极置于检测肌肉肌腹，参考电极置于远端肌腱，地线置于刺激电极和记录电极之间，用肌电

图诱发电位仪在运动或复合神经刺激并记录，观察肌肉复合动作电位，不断调整电流，达到超强刺

激，出现满意波形，在神经走行的皮肤表面选择近远二点刺激，测量两刺激点之间的距离，分析潜

伏期，波幅、传导速度。最后根据结果，人工出报告，专业医师审核报告。

FBF02603 感觉神经传导速度测定

用于评定周围感觉神经功能。分逆向法和顺向法，根据病史和体格检查初步判断检查部位和范围，

顺向记录时，将环状刺激电极置于手指或足趾远端，地线置于记录和刺激电极之间，记录电极置于

神经近端。用肌电图诱发电位仪在环状电极处刺激神经，不断调整电流，直至出现满意波形，需要

时进行重复叠加。重复测定2-3次，保证测定结果的可重复性。测量刺激电极至记录电极之间的距

离，计算神经传导速度和波幅。最后根据结果，并结合诊断人工出报告，专业医师审核报告。

FBF02604 神经传导测定—寸移法

用于评定周围运动神经功能。根据病史和体格检查初步判断检查部位和范围，确定检测内容后，将

记录表面电极置于检测肌肉肌腹，参考电极置于远端肌腱，地线置于刺激电极和记录电极之间，用

肌电图诱发电位仪在运动或复合神经刺激并记录，观察肌肉复合动作电位，不断调整电流直至出现

满意波形。之后沿神经走行，在皮肤表面逐步移动刺激电极，两个刺激点之间的距离为2—3厘米，

分别记录复合肌肉动作电位波形，波幅、面积、时限、潜伏期等。最后根据结果和正常值的比较，

结合诊断人工出报告，专业医师审核报告。

FBF02605 F波测定
用于评定周围神经近端功能。将记录表面电极置于检测肌肉肌腹，参考电极置于远端肌腱，地线置

于刺激电极和记录电极之间，用肌电图诱发电位仪在运动或复合神经刺激并记录，观察F波出现率

和潜伏期，计算F波传导速度。最后根据结果和正常值的比较，人工出报告，专业医师审核报告。

FBF02606 H反射
利用肌电图仪测定。用于评定周围神经近端功能，在腓肠肌进行记录，在腘窝处刺激胫神经，地线

置于刺激电极和记录电极之间，不断调整电流直至出现满意波形，最后根据结果和正常值比较，人

工出报告，专业医师审核报告。

FBF01602 重复神经电刺激检查

指用于评定神经肌肉接头功能检查。根据病史和体格检查初步判断检查部位和范围，将记录表面电

极置于检测肌肉，地线置于刺激电极和记录电极之间，采用肌电图仪在运动或复合神经刺激，观察

肌肉复合动作电位，不断调整电流和位置直至出现稳定电位，然后分别以低频(如3Hz、5Hz)和高频

(如10Hz、20Hz)重复刺激，观察动作电位波幅或面积的变化趋势。根据结果，人工出报告，专业医

师审核报告。

FBG02601 定量感觉测定

用感觉定量测定仪评定小纤维功能。含不同频率电刺激和温度刺激两种方法，根据病史和体格检查

初步判断检查部位和范围，将探头置于病人所需检测皮肤表面，在开始前给与病人培训。并按程序

分别进行不同电刺激或温度刺激的检测，要求病人在感知到特定温度后按键或提示操作者，重复并

平均后分析。根据结果，并结合诊断人工出报告，专业医师审核报告。

FBG01602 面神经功能电脑检测
指用数码相机及专门的软件包而进行的对额、眼、上唇及下唇四个面神经支配区的肌肉运动功能客

观检测方法。

FBG02602 心率变化测定
指R-R间期测定。采用肌电图诱发电位仪测定，用于植物神经功能的检测，在心前区放置记录表面

电极，地线置于腕横纹处，分别记录安静状态和深呼吸时的心率变化。人工出报告，专业医师审核

报告。

FBG02603 皮肤交感反应
用于四肢植物神经功能的检测。在双侧手掌中央和双足底中央放置记录表面电极，掌背足背放置参

考电极，地线置于腕横纹处，用肌电图诱发电位仪在正中神经腕部刺激或采用其他刺激方式。人工

出报告，专业医师审核报告。

FBG02604 盆底交感神经反应测定
用于检查交感神经传导通路的完整性。采用盆底电生理治疗仪，平卧位，用磨砂膏完成皮肤准备，

将刺激电极置于手腕部，记录电极黏贴与肛门或女性大阴唇外侧，人工报告。

FBG02605
盆底副交感神经反应测

定

用于检查副交感神经传导通路的完整性。采用盆底电生理治疗仪，截石位，暴露检查部位，用磨砂

膏完成皮肤准备，将刺激电极通过尿道置于膀胱颈部，肛门塞记录电极置入肛门，人工报告。

FBG03601 半定量音叉传导试验
在安静环境下进行。测试时受试者平卧、闭目，64Hz刻度音叉，震动后放置于患者挠骨茎突、内外

踝，根据患者感觉读数。医生分析结果。

FBG01601 心脏自主神经功能检查

在安静环境下进行。受试者在试验前坐位安静休息30分钟，检查前夜及当日禁饮咖啡、茶、酒，禁

吸烟，禁用任何影响血压、心率的药物，并对受检者就试验内容进行短时培训。检查含瓦氏比值检

测（让受试者做瓦尔萨瓦（Valsalva）动作，用无菌的一次性输液管将口与血压计的橡皮管相接，

然后用力吹气，使血压计的压力上升到5.2千帕，并保持用力吹气15秒，同时记录瓦尔萨瓦

（Valsalva）动作时及动作后40秒内的心率变化。计算瓦尔萨瓦（Valsalva）动作后40秒以内最长

的RR间期与瓦尔萨瓦（Valsalva）动作时的最短RR间期之间的比值，即VR比值）、深呼吸时心率的

变化（受试者平卧，以6次/分钟的速度进行深呼吸，共1分钟，反复做5次，同时记录心率变化，计

算平均最快和最慢心率差）、立卧位血压差（测量受试者平卧10分钟后的血压，及迅速站起来后的

即刻血压）。医生分析结果。不含心电图检查。

FBH09601 术中神经电生理监测
局部消毒，电生理监测人员根据病情依照国际10-20标准于标准监测点埋入一次性皮下针电极，应

用神经电生理监测仪于麻醉前监测初始多指标参考值，术中切除占位性病变、夹闭动脉瘤及阻断血

管时持续重复行神经电生理监测，操作结束后再次行神经电生理监测以获得连续监测结果。

FBH09301 有创颅内压监测
利用侧脑室引流管或腰穿引流管，或利用外科手术放入脑室系统或蛛网膜下腔的液压传感装置，对

颅内压进行监测。不含引流管或测压装置的放置操作。

FB306501
经颈动脉穿刺全脑血管

造影术

消毒铺巾，局部麻醉，经颈动脉穿刺，置血管鞘，经血管鞘注入对比剂，造影成功后分析诊断造影

结果。不含三维影像。

FB306502
经颈动脉插管全脑血管

造影术

消毒铺巾，局部麻醉，经颈动脉穿刺，置血管鞘，导管插入颈动脉，经导管注入对比剂，造影成功

后分析诊断造影结果。不含三维影像。

FB306503
经桡/肱动脉插管脑血

管造影术

消毒铺巾，局部麻醉，经桡/肱动脉穿刺，置血管鞘，导管分别插入颈动脉或椎动脉，经导管注入

对比剂，造影成功后分析诊断造影结果。不含三维影像。

FB306504
经股动脉插管全脑血管

造影术

消毒铺巾，局部麻醉，经股动脉穿刺，置血管鞘，导管分别插入颈动脉和椎动脉，经导管注入对比

剂，造影成功后分析诊断造影结果。不含三维造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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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B306505 超选择脑血管造影术 消毒，麻醉，穿刺置管，造影摄片，穿刺点压迫包扎，人工报告。不含监护。

FB306506 脑静脉+静脉窦造影术
消毒铺巾，局部麻醉，经股静脉穿刺，置血管鞘，导管插入脑静脉和静脉窦，经导管或微导管注入

对比剂，人工报告。不含三维影像。
FB306507 术中脑血管荧光造影 动脉瘤、动静脉血管畸形、烟雾病、动静脉瘘、脑血管搭桥手术和动脉瘤搭桥孤立术荧光造影。
FB706501 脊髓动脉造影术 消毒，麻醉，穿刺置管，造影摄片，拔管，穿刺点压迫包扎，人工报告。不含监护。
FB706502 脊髓血管造影术 经颈动脉穿刺，置血管鞘，导管插入供血动脉，经导管注入对比剂，人工报告。不含三维影像。

FYZ05301 皮肤神经活检术
消毒，局麻，用皮肤活检钻垂直于皮肤钻入约2毫米，分离皮肤及皮下组织，取下的皮肤组织立即

置入2%PLP固定液中送检。局部敷料包扎。不含病织学检查。

FCV05302 周围神经活检术
消毒铺巾，局麻，切口起于外踝与跟腱的中份，由该点向近端切开，切口约4-5厘米处 ，切开后钝

性分离，探察腓肠神经，在神经近端欲切取处以上麻醉阻滞，轻轻牵拉神经，用虹膜刀，尽量靠近

上方切取神经约3厘米送检。间断缝合皮肤切口。不含病理学检查。
(二)内分泌系统
1.下丘脑—垂体

FDA03501
生长激素释放激素

(GRH)兴奋试验

受试者禁食过夜，试验期间卧床，试验前1小时预先留置静脉通道，将生长激素释放激素(GRH)(剂

量由医生精确计算而得)快速静推，分别于-30、0、15、30、60、90、120分钟在前臂采血，测激素

水平。医生分析试验结果。不含实验室检验。

FDA03502
促甲状腺激素释放激素

(TRH)兴奋试验

受试者禁食过夜，试验期间卧床。促甲状腺激素释放激素(TRH)(剂量由医生精确计算而得)静推，

分别于0、15、30、60、120分钟分别取血5次，测定激素水平。医生分析试验结果。不含实验室检

FDA03503
促肾上腺皮质激素释放

激素(CRF)兴奋试验

受试者禁食过夜，试验期间卧床，试验前1小时预先留置静脉通道，给予促肾上腺皮质激素释放激

素(CRF)(剂量由医生精确计算而得)静推前15分钟和0分钟分别取静脉血。静推促肾上腺皮质激素释

放激素(CRF)后的15、30、60、90、120、150和180分钟分别取静脉血测定激素水平。医生分析试验

结果。不含实验室检验。

FDA03504
促性腺激素释放激素

(GnRH)兴奋试验

受试者禁食过夜，试验期间卧床，试验前1小时预先留置静脉通道，将促性腺激素释放激素(GnRH10

肽)(剂量由医生精确计算而得)快速静推，分别于0、15、30、45、60、90、120分钟在前臂采血测

定激素水平。医生分析试验结果。不含实验室检验。

FDA03505 胰岛素低血糖兴奋试验

在安静环境下及医生严密监者测生命体征下进行，受试者禁食过夜，卧床休息。试验前1小时预先

留置静脉通道，静注胰岛素(剂量由医生精确计算而得)，于0、30、60、90、120分钟分别采血测定

血糖和激素水平，于低血糖出现时抽血测血糖和激素水平。必要时提前终止试验、抢救。医生分析

试验结果。不含实验室检验。

FDA03506 精氨酸兴奋试验
受试者禁食过夜，卧床休息，盐酸精氨酸(剂量由医生精确计算而得)溶于150-200毫升注射用水

中，在30分钟内静滴完毕。分别于0、30、60、90、120分钟采血测定激素水平。医生分析试验结果

。不含实验室检验。

FDA03507
人绒毛膜促性腺激素

(HCG)兴奋试验

试验日上午8-9时肌肉注射人绒毛膜促性腺激素(HCG) (剂量由医生判断)，分别于注射前15分钟，0

分钟和注射后24，48，72小时在前臂采血测定睾酮。医生分析试验结果。不含实验室检验。

FDA03508
甲氧氯普胺兴奋催乳素

(PRL)动态试验

受试者禁食过夜，空腹甲氧氯普胺(剂量由医生精确计算而得)缓慢静脉推注。分别于给药前30及0

分钟，给药后20、30、60、90、120和180分钟抽取血测定激素水平。医生分析试验结果。不含实验

室检验。

FDA03509
药物兴奋催乳素(PRL)

动态试验

受试者禁食过夜，试验期间卧床，将促甲状腺激素释放激素(TRH)(剂量由医生精确计算而得)快速

静脉推注，分别于-30、0、20、30、60、120和180分钟在前臂采血测定激素水平。医生分析试验结

果。不含实验室检验。

FDA03201
左旋多巴抑制催乳素

(PRL)试验

受试者禁食过夜，清晨空腹口服左旋多巴(剂量由医生精确计算而得)，分别于-30、0、30、60、

120、180分钟采血测定激素水平。医生分析试验结果。不含实验室检验。

FDA03202
溴隐停抑制催乳素

(PRL)试验

受试者禁食过夜，清晨空腹口服溴隐亭(剂量由医生精确计算而得)，分别于0、2、4、6、8小时采

血测定激素水平。医生分析试验结果。不含实验室检验。

FDA03203
葡萄糖抑制生长激素

(GH)试验

受试者禁食过夜，清晨空腹口服葡萄糖(剂量由医生精确计算而得)，分别于0、30、60、90、120和

180分钟采血测定血糖和激素水平。医生分析试验结果。不含实验室检验。

FDA03204
24小时尿比重渗透压试

验

于试验前一日和当日，受试者饮食如常，但每餐含水在500-600毫升 间，除此之外，不再进水，清

晨8时受试者排尿弃去后开始试验，自晨8点至晚8点，每2小时留尿一次，晚8点至次晨8点留取全部

尿液一次，分别测定各次尿量和尿比重、尿渗透压，并每次采血测定血渗透压及测定体重、血压，

由医生计算总尿量、白天尿量、夜间尿量、最大尿比重、最小尿比重、尿比重差，决定是否进行后

续检查。不含实验室检验。

FDA03901 禁水试验
主动限水8-12小时后开始试验。试验前及开始禁水后每小时测体重、尿量、血压、心率、尿比重、

血及尿的渗透压，直至尿渗透压稳定(由医生精确计算判断)，试验前及结束时取血测激素水平。必

要时提前终止试验。医生分析试验结果，决定是否进行后续检查。不含实验室检验。

FDA03902 禁水加压素试验

主动限水8-12小时后进行试验。试验前及开始禁水后每小时测体重、尿量、血压、心率、尿比重、

血尿渗透压，直至尿渗透压稳定(由医生精确计算判断)，皮下注射垂体后叶素(剂量由医生精确计

算而得)，继续观察2小时，每小时测体重、尿量、血压、心率、尿比重、血尿渗透压。试验前及注

射垂体后叶素前时取血测激素水平。必要时提前终止试验。医生分析试验结果。不含实验室检验。

FDA03510 高渗盐水试验—静脉法

禁水8小时后饮水(剂量由医生精确计算而得)，20—30分钟排空膀胱后每15分钟留尿测尿量。静脉

滴注氯化钠(具体浓度剂量由医生判断)45分钟，若滴注完毕尿量不减少注射垂体后叶素(剂量由医

生精确计算而得)。继续每15分钟留尿测尿量、比重及尿渗透压共4次。试验前及试验期间每30分钟

取血测血渗透压及激素水平。医生分析试验结果。不含实验室检验。

FDA03205 高渗盐水试验—口服法
清晨空腹排尿测比重后饮15分钟内饮入氯化钠溶液(具体浓度剂量由医生判断)，每15分钟留尿测比

重计算尿量共4次。医生分析试验结果。不含实验室检验。

FDA03206 水负荷试验
早餐后2小时排尿，测体重、血尿渗透压。饮水后(剂量由医生精确计算而得)每小时测定尿量、血

尿渗透压共4小时，测定血激素水平3次，医生分析试验结果。不含实验室检验。

FDA03903
去氨加压素(DDAVP)治

疗试验

需时三天，受试者需住院，医生严密监测生命体征。每日两次测体重、记出入量、测定血钠、血和

尿渗透压，第3日晨8时肌注去氨加压素(DDAVP)(剂量由医生判断)，医生分析试验结果。不含实验

室检验。

FDA03904 醋酸去氨加压素试验
需时三天，受试者需住院，医生严密监测生命体征。每日两次测体重、记出入量、测定血钠、血和

尿渗透压。第3日晨8时口服醋酸去氨加压素(剂量由医生判断)，医生分析试验结果。不含实验室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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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DA08501
双侧岩下窦静脉采血比

较垂体激素水平

试验在介入室进行，试验前知情同意。试验当日患者空腹，取仰卧位，局部麻醉后，采用静脉血管

造影技术，利用血管穿刺针进行股静脉穿刺，将两根血管鞘置入左右两侧股静脉中，随后将两根导

管置入血管鞘中。通过导引钢丝引导导管自股静脉，经右心房插入颈内静脉，然后进入岩下窦中。

当导管放置入岩下窦后，推注1-2毫升非离子性的对比剂确定插管成功后，于0分钟及5分钟经过导

管以及其侧孔同时抽取左右两侧岩下窦内血样以及和外周血样股静脉血样测定激素水平，抽取血样

前需丢弃留存在导管中的4毫升血液。医生分析测定结果。不含实验室检验。
2.甲状腺

FDB03201
三碘甲状腺原氨酸(T3)

抑制试验

受试者口服L-三碘甲腺原氨酸(L-T3)(剂量由医生精确计算而得)每天3次，连续6日，服药前后测定

131I摄取率。医生分析试验结果。不含核医学检测。

FDB03202 甲状腺素(T4)抑制试验
受试者口服L-甲状腺素(L-T4)(剂量由医生精确计算而得)，连续10日，服药前后测定99mTc摄取率

。医生分析试验结果。不含核医学检测。

FDB02901
基础代谢率测定—传统

计算法

病人禁食12小时，充分睡眠8小时，室温20℃左右，清晨空腹静卧半小时后测量脉博及血压，再按

以下公式计算：基础代谢率(%)=每分钟脉博数+脉压差(收缩压—舒张压)—111。医生分析试验结果

FDB02201
基础代谢率测定—仪器

法

使用代谢率测定器，让受试者通过呼吸面罩在备有氧气的密闭容器中进行呼吸，测定受试者在一定

时间内的吸氧量，再按以下公式计算：基础代谢率(千焦/平方米/小时)= 20.2 ×每小时耗氧量

(升)/体表面积(平方米)。医生分析试验结果。

FDB03501 五肽胃泌素激发试验
受试者禁食过夜，试验期间卧床。静脉推注五肽胃泌素(剂量由医生精确计算而得)，10秒内推完。

于注射前及注射后3、5、10和15分钟内分别采血测定血清降钙素。医生分析试验结果。不含实验室

检验。
FDB05101 甲状腺针吸细胞活检术 定位，消毒铺巾，局麻，经皮穿刺抽出甲状腺细胞组织，送检。不含病理学检查。

FDB05102 甲状腺穿刺组织活检术
定位，消毒铺巾、局麻，应用特殊活检针经皮穿刺、切取甲状腺条样组织、压迫止血、送检。不含

病理学检查。
3.甲状旁腺

FDC03901 钙耐量试验

普通饮食，连续3天，收集第2日(即当天上午8时至次日8时)及第3日(时间同第2日)的尿液测定24小

时尿钙磷，第3日早餐后1小时，静脉滴注钙剂，在盐水中加入(剂量由医生精确计算而得)，历时4

小时，静脉滴注钙剂应在病房或功能室，分别于静滴前、静滴后2小时、静滴完、静滴后4小时和开

始静滴后24小时采5次血测定血钙磷及相关激素，医生分析试验结果。不含实验室检验。

FDC03501 快速钙滴注抑制试验

低钙低磷饮食5天，第5日后晚餐后开始禁食，第6日(对照日)晨7点饮蒸馏水250-500毫升，以后每

小时饮水250毫升，直到试验完毕至。8点时排尿弃去以后每小时收集尿1次，共4次(即9、10、11、

12时各1次)测尿钙磷、肌酐。第7日(试验日)9点时在10分钟内静滴钙剂钙(剂量由医生精确计算而

得)溶于5%葡萄糖100毫升内，并留尿4次测尿钙磷、肌酐，方法与对照日相同。静滴钙剂应在病房

或功能室进行，医生分析试验结果，不含实验室检验、特殊饮食的配餐。

FDC03201 磷廓清试验—2小时法
受试者禁食过夜，清晨空腹，8点排空膀胱，喝蒸馏水300毫升，2小时后取血测肌酐和磷及相关激

素，同时留尿记录尿量，测肌酐和磷，医生分析试验结果。不含实验室检验。

FDC03202 磷廓清试验—3日法
服固定的低肌酐普通钙普通磷的饮食3—5天，喝蒸馏水，试验的最后一天取空腹血查肌酐、钙、磷

及相关激素，并收集最后一天24小时尿，测尿中的肌酐、钙、磷含量，医生分析试验结果。不含实

验室检验、特殊饮食的配餐。

FDC03203 中性磷负荷试验

受试者空腹过夜，试验日晨禁食、水，试验前排空膀胱，将尿弃去，服磷1.5克，即相当于中性磷

192毫升(中性磷由医生精确配制)，于2分钟内喝完，然后饮水15毫升，去除口腔内苦味。于服磷前

、服磷后30、60、90、150、210分别采血测磷(共6次)，服磷后210分钟(3。5小时)排空膀胱，收集

尿标本，记录尿量，测尿磷。不含实验室检验。

FDC03902 低钙试验
低钙正常磷饮食6天，予上述特殊饮食后第1、3、6天分别空腹抽血测血钙、磷及相关激素同时留24

小时尿测24小时尿钙磷。医生分析试验结果。不含实验室检验、特殊饮食的配餐。

FDC03903 低磷试验
低磷饮食6天，若钙不足，可额外增加钙片(剂量由医生精确计算而得)，予上述特殊饮食后第1、3

、6天分别空腹抽血测血钙、磷及激素相关，同时留24小时尿测24小时尿钙磷。医生分析试验结果

。不含实验室检验、特殊饮食的配餐。
4.胰岛

FDD03201
口服葡萄糖耐量试验

(OGTT)—3小时法

受试者前一天晚餐后禁食10—16小时，当日清晨空腹静脉采血测定血糖，75克葡萄糖溶液让受试者

5分钟内口服完成，从服第一口糖水开始计算时间，分别于30、60、120、180分钟采血测定血糖。

医生分析试验结果。不含实验室检验。

FDD03202
口服葡萄糖耐量试验

(OGTT)—5小时法

受试者前一天晚餐后禁食10-16小时，当日清晨空腹静脉采血测定血糖，75克葡萄糖溶液让受试者5

分钟内口服完成，从服第一口糖水开始计算时间，分别于30、60、120、180、240和300分钟采血测

定血糖。医生分析试验结果。不含实验室检验。

FDD03501
静脉推注葡萄糖耐量试

验(IVGTT)

受试者前一天晚餐后禁食10-16小时，清晨空腹，一侧前臂置留置针，对侧前臂50%葡萄糖(剂量由

医生精确计算而得)，在2 分钟内快速静推，从注射葡萄糖起开始记时，分别在时间为0、2、3、4

、5、8、10 分钟共7点从留置针取血测血糖。医生分析试验结果。不含实验室检验。

FDD03502
静脉推注葡萄糖耐量试

验(IVGTT)—延长法

受试者前一天晚餐后禁食10—16小时，当日清晨空腹，一侧肘静脉固定，采血测定血糖后，50%葡

萄糖液(剂量由医生精确计算而得)静脉推注2—4分钟完成，以葡萄糖推注开始时为零点，分别于1

、2、3、10、30、60、120、180分钟采静脉血糖(可根据需要时间增加至240分钟和300分钟)。医生

分析试验结果。不含实验室检验。

FDD03203 馒头餐糖耐量试验
受试者前一天晚餐后禁食10-16小时，当日清晨空腹采血测定血糖，馒头100克(干面粉重)受试者5

分钟内吃完，从第一口开始计算时间，分别于30、60、120、180分钟采血测定血糖(可根据需要时

间增加至240分钟和300分钟)。医生分析试验结果。不含实验室检验。

FDD03204
馒头餐胰岛功能相关激

素释放试验

多与糖耐量试验同时进行。受试者前一天晚餐后禁食10-16小时，当日清晨空腹采血测定胰岛功能

相关激素(如胰高糖素、胰岛素原)，馒头100克(干面粉重)受试者者5分钟内吃完，从第一口开始计

算时间，分别于30、60、120、180分钟采血测定胰岛功能相关激素(可根据需要时间增加至240分钟

和300分钟)。医生分析试验结果。不含实验室检验。

FDD03205
口服葡萄糖胰岛素释放

试验－3小时法

多与糖耐量试验同时进行。受试者前一天晚餐后禁食10-16小时，当日清晨空腹采血测定胰岛素，

300毫升75克葡萄糖水受试者5分钟内口服完成，从服第一口糖水开始计算时间，分别于30、60、

120、180分钟静脉采血测定胰岛素。医生分析试验结果。不含实验室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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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DD03206
口服葡萄糖胰岛素释放

试验－5小时法

多与糖耐量试验同时进行。受试者前一天晚餐后禁食10-16小时，当日清晨空腹采血测定胰岛素，

300毫升75克葡萄糖水受试者5分钟内口服完成，从服第一口糖水开始计算时间，分别于30、60、

120、180、240、300分钟静脉采血测定胰岛素。医生分析试验结果。不含实验室检验。

FDD03207
口服葡萄糖胰岛功能相

关激素释放试验

多与糖耐量试验同时进行。受试者前一天晚餐后禁食10-16小时，当日清晨空腹采血测定胰岛功能

相关激素(如胰高糖素、胰岛素原)，300毫升75克葡萄糖水受试者5分钟内口服完成，从服第一口糖

水开始计算时间，分别于30、60、120、180分钟采血测定胰岛相关功能激素(可根据需要时间增加

至240分钟和300分钟)。医生分析试验结果。不含实验室检验。

FDD03503
静脉推注葡萄糖胰岛素

释放实验

受试者前一天晚餐后禁食10-16小时，清晨空腹，一侧前臂置留置针，对侧前臂50%葡萄糖(剂量由

医生精确计算而得)，在2 分钟内快速静推，从注射葡萄糖起开始记时，分别在时间为0、2、3、4

、5、8、10 分钟共7点从留置针取血测胰岛素。医生分析试验结果。不含实验室检验。

FDD03504
静脉推注葡萄糖胰岛素

释放试验—延长法

多与糖耐量试验同时进行。受试者前一天晚餐后禁食10—16小时，当日清晨空腹一侧静脉采血测定

胰岛素，50%葡萄糖液(剂量由医生精确计算而得)静脉推注2—4分钟完成，以葡萄糖推注开始时为

零点，分别于1、2、3、10、30、60、120、180分钟采血测定胰岛素(可根据需要时间增加至240分

钟和300分钟)。医生分析试验结果。不含实验室检验。

FDD03901 胰岛素钳夹试验

受试者实验前禁食12小时，静卧于检查床，一侧小臂置于加温毯中，当加热毯温度达到动脉化要求

后开始实验。分别于受试者双侧前臂行静脉穿刺，利用三通管组成2 条静脉通道。一侧用于输注胰

岛素及葡萄糖液，另一侧用于试验中采血，不采血时缓慢静滴生理盐水，采血前临时关闭输液器。

钳夹开始10分钟内以4mU(Kg•min)(具体由医生精确计算而得)速率输注人胰岛素溶液使血液胰岛素

浓度迅速升高，随后110分钟内以2mU(Kg•min)(具体由医生精确计算而得)速率持续输注。 在此期

间每5分钟测一次静脉血糖值，根据血糖值调整200毫摩尔/升葡萄糖液输注率，使受试者血糖值维

持在5.0毫摩尔/升左右(具体由医生精确计算而得)。 每10分钟采静脉血测定血清胰岛素浓度，每

30分钟测定血清C肽浓度，计算试验中每10分钟的平均葡萄糖输注率、机体总葡萄糖利用率和最大

葡萄糖利用率。医生分析试验结果。不含实验室检验。

FDD03208
3小时口服葡萄糖C肽释

放试验

多与糖耐量试验和胰岛素释放试验同时进行。受试者前一天晚餐后禁食10-16小时，当日清晨空腹

静脉采血测定C肽，300毫升75克葡萄糖水溶解受试者者5分钟内口服完成，从服第一口糖水开始计

算时间，分别于30、60、120、180分钟采血测定C肽。医生分析试验结果。不含实验室检验。

FDD03209
5小时口服葡萄糖C肽释

放试验

多与糖耐量试验和胰岛素释放试验同时进行。受试者前一天晚餐后禁食10-16小时，当日清晨空腹

静脉采血C肽，300毫升75克葡萄糖水溶解受试者5分钟内口服完成，从服第一口糖水开始计算时

间，分别于30分钟、60分钟、120分钟、180分钟采静脉血C肽(可根据需要时间增加至240分钟和300

分钟)。医生分析试验结果。不含实验室检验。

FDD03210 馒头餐C肽释放试验
受试者前一天晚餐后禁食10-16小时，当日清晨空腹采血测定C肽，馒头100克(干面粉重)受试者5分

钟内吃完，从第一口开始计算时间，分别于30、60、120、180分钟采血测定C肽(可根据需要时间增

加至240分钟和300分钟)。医生分析试验结果。不含实验室检验。

FDD03505
静脉推注葡萄糖C肽释

放实验

受试者前一天晚餐后禁食10-16小时，清晨空腹，一侧前臂置留置针，对侧前臂50%葡萄糖(剂量由

医生精确计算而得)，在2 分钟内快速静推，从注射葡萄糖起开始记时，分别在时间为0、2、3、4

、5、8、10 分钟共7点从留置针取血测C肽。医生分析试验结果。不含实验室检验。

FDD03506
静脉推注葡萄糖C肽释

放实验—延长法

多与糖耐量试验和胰岛素释放试验同时进行。受试者前一天晚餐后禁食10—16小时，当日清晨空腹

一侧静脉采血测定C肽，50%葡萄糖液(剂量由医生精确计算而得)静脉推注2—4分钟完成，以葡萄糖

推注开始时为零点，分别于1、2、3、10、30、60、120、180分钟(可根据需要时间增加至240分钟

和300分钟)采静脉血C肽。医生分析试验结果。不含实验室检验。

FDD03507 胰高糖素C肽刺激试验
受试者前一天晚餐后禁食10-16小时，当日清晨空腹，一侧前臂置留置针，对侧前臂静推胰高糖素

(剂量由医生精确计算而得)，从静推胰高血糖素起开始记时，分别在时间为0、2、3、4、5、8、10

分钟共7点从留置针取血测血糖、胰岛素和C-肽。医生分析试验结果。不含实验室检验。

FDD03902 饥饿试验

受试者晚餐后禁食，次日晨8时测指尖血糖，继续禁食并且密切观察，每4小时或出现低血糖症状时

测指尖血糖。如果仍然不出现低血糖则在禁食后12、24、36、48小时各加作2小时运动，以促进发

作，必要时延长至72小时，出现低血糖时同时采静脉血测定血糖和胰岛素(具体情况由医生判断)。

医生分析试验结果。不含实验室检验。

FDD09501
连续床旁血糖仪血糖监

测

调校便携血糖仪与试纸代码，消毒手指皮肤，测指尖血糖，床旁监测血糖5-9次/天，必要时增加监

测次数(具体情况由医生判断)。血糖数值经电脑处理后医生分析并得出报告，打印结果报表。

FDD09502 连续动态血糖监测

将监测仪调整时间，清除旧数据，输入新信息，连接探头，探头取下腹部最佳输注部位，皮肤消毒

待干燥后将探头插入皮下固定，植入后检查监测仪电流电压情况，并给予初始化，60分钟测血糖，

将血糖值输入监测器，建立连续血糖监测登记表，将每次测量的血糖值、运动、进食、降糖治疗及

时输入在检测仪并登记，共监测72小时血糖的变化。密切观察探头植入部位有无出血、红肿、触

痛，监测仪有无报警，佩戴是否安全。医生分析结果及打印报告。
5.肾上腺

FDE02501 昼夜皮质醇节律测定
早8时、下午4时、午夜12时分别抽血测血皮质醇或/和促肾上腺皮质激素（ACTH）。同时监测病人

状态及分析试验结果。不含实验室检验。

FDE03901

促肾上腺皮质激素

(ACTH)兴奋试验—传统

法

试验前1日留24小时尿测24小时尿游离皮质醇或24小时尿17—羟皮质类固醇(17—OHCS)、17—酮皮

质类固醇(17—KS)，试验日可照常进食，上午8时起静滴促肾上腺皮质激素(ACTH)水剂(加入5%葡萄

糖中)(剂量由医生精确计算而得)维持8小时，连续用3天。静脉滴注促肾上腺皮质激素(ACTH)期间

每日留24小时尿测24小时尿游离皮质醇或24小时尿17—羟皮质类固醇(17—OHCS)、17—酮皮质类固

醇(17—KS)。医生分析试验结果。不含实验室检验。

FDE03501
促肾上腺皮质激素

(ACTH)兴奋试验—快速

促肾上腺皮质激素(ACTH)(剂量由医生精确计算而得)静脉注射，注射前和注射后20、60分钟抽血测

血皮质醇。医生分析试验结果。不含实验室检验。

FDE03201 地塞米松抑制试验

试验前一周内禁用促肾上腺皮质激素（ACTH）及其它肾上腺其他皮质激素类药物和避孕药、女性激

素、中枢兴奋药、抑制药和抗癫痫药等。试验前1天收集24小时尿测24小时尿游离皮质醇或24小时

尿17－羟皮质类固醇(17-OHCS)、17－酮皮质类固醇(17-KS)。试验日内服地塞米松(剂量由医生判

断而得)，每6小时1次，连服2天。服药第2日留24小时尿测24小时尿游离皮质醇或24小时尿17－羟

皮质类固醇(17-OHCS)、17－酮皮质类固醇(17-KS)。医生分析试验结果。不含实验室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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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DE03202 过夜地塞米松抑制试验

试验前一周内禁用促肾上腺皮质激素（ACTH）及其它肾上腺其他皮质激素类药物和避孕药、女性激

素、中枢兴奋药、抑制药和抗癫痫药等。试验日上午8时取血测血皮质醇或促肾上腺皮质激素

(ACTH)、血睾酮(T)、17α -羟孕酮(17α -OHP)、硫酸去氢表雄酮(DHEAS)等激素水平(具体由医生判

断)，午夜12时服地塞米松(剂量由医生判断而得)，次日上午8时取血测血皮质醇或促肾上腺皮质激

素(ACTH)、血睾酮(T)、17α -羟孕酮(17α -OHP)、硫酸去氢表雄酮(DHEAS)等激素水平(具体由医生

判断)。医生分析试验结果。不含实验室检验。

FDE03204
地塞米松抑制试验—5

日法

试验前一周内禁用促肾上腺皮质激素（ACTH）及其它肾上腺其他皮质激素类药物和避孕药、女性激

素、中枢兴奋药、抑制药和抗癫痫药等。口服地塞米松(剂量由医生判断而得)每6小时1次，连服5

天，于服药前对照日和服药后第2、第6日上午8时抽血测定促肾上腺皮质激素(ACTH)、血睾酮(T)、

17α —羟孕酮(17α —OHP)、硫酸去氢表雄酮(DHEAS)等激素水平(具体由医生判断)。不含实验室检

FDE03205
口服地塞米松醛固酮抑

制试验

试验期间每天口服地塞米松(剂量由医生判断而得)，每6小时1次，共3-4周，时间前及试验结束当

天晨起8点空腹卧位抽血测血肾素活性、血管紧张素-Ⅱ、醛固酮、电解质。试验期间需监测血电解

质、24小时尿电解质，每日测血压至少2次。医生分析试验结果。不含实验室检验。

FDE03203
皮质醇节律加过夜地塞

米松抑制试验

试验前一周内禁用促肾上腺皮质激素（ACTH）及其它肾上腺其他皮质激素类药物和避孕药、女性激

素、中枢兴奋药、抑制药和抗癫痫药等。试验日上午8时、下午4时、午夜12时分别取血测血皮质

醇，午夜12时服地塞米松(剂量由医生判断而得)，次日上午8时取血测血皮质醇。医生分析试验结

果。不含实验室检验。

FDE03206 氟氢可的松抑制试验

试验前尽可能停用ACEI、β 受体拮抗剂、ARB、利尿剂、安体舒通等药物至少1周，每6小时口服氟

氢可的松0。1 毫克，连续4天，同时口服缓释氯化钾(每6小时服一次足够的剂量维持血钾接近4。0

毫摩尔/升，每天抽血测量4次血钾)，补充缓释氯化钠(30 毫摩尔每日3次同3餐一起)和饮食中提供

足够的盐维持尿钠排泄至少3 毫摩尔/千克体重(具体由医生精确计算而得)。第4天，空腹上午10点

坐位抽血测醛固酮和PRA，7点和10点抽血查皮质醇。每日测血压至少2次。医生分析试验结果。不

含实验室检验。

FDE03207 水利尿试验
试验前1天晚饭后开始禁食水，试验日晨起床仍禁水，试验前将尿排空弃去。在20分钟内饮水1000

毫升。饮水后每20分钟排尿1次，每次将膀胱排空，一共8次，每次测尿量。医生分析试验结果。

FDE03208 皮质素水试验
试验前1天晚饭后开始禁食水，试验日晨起床仍禁水，试验前将尿排空弃去。在20分钟内饮水1000

毫升。饮水后每20分钟排尿1次，每次将膀胱排空，一共8次，每次测尿量。在饮水前4小时内服可

的松(或泼尼松)(剂量由医生精确计算而得)。医生分析试验结果。

FDE03209
醛固酮肾素测定卧立位

试验

试验前尽可能停用ACEI、β 受体拮抗剂、ARB、利尿剂、安体舒通等药物至少1周，空腹卧位过夜，

4点-8点卧床，8点抽血测血肾素活性、血管紧张素-Ⅱ、醛固酮、血钾、血钠，此后肌注速尿40毫

克(具体由医生根据情况决定是否使用)，立位活动2小时，10点再次抽血测血肾素活性、血管紧张

素-Ⅱ、醛固酮。试验前一天留24小时尿测定24小时尿钾、钠。必要时输液。医生分析试验结果。

不含实验室检验。

FDE03210
醛固酮肾素比值测定试

验

试验前尽可能停用ACEI、β 受体拮抗剂、ARB、利尿剂、安体舒通等药物至少1周，试验前受试者膳

食盐摄入不受限制。清晨空腹，起床后至少直立(坐、站或者行走)2小时以上，取血前坐位休息5-

15分钟，在室温下保持血样直至送到实验室先离心然后速冻血浆成分，测量血肾素活性、血管紧张

素-Ⅱ、醛固酮。医生分析试验结果。不含实验室检验。

FDE03211 口服钠负荷试验

试验前尽可能停用ACEI、β 受体拮抗剂、ARB、利尿剂、安体舒通等药物至少1周，受试者钠摄入

>200毫摩尔连续3天，通过留24小时尿测定尿钠证明，补充足够的缓释氯化钾维持血钾在正常范围

(具体由医生判断)，第3天早上到第4天早上收集24小时尿测量尿醛固酮。每日测血压至少2次。医

生分析试验结果。不含实验室检验。

FDE03502 盐水输注试验

试验前尽可能停用ACEI、β 受体拮抗剂、ARB、利尿剂、安体舒通等药物至少1周，试验开始于上午

8点-9点半(空腹)，试验开始前受试者卧位休息1小时，0.9%盐水2000毫升静脉滴注，4小时内滴完

。在试验开始时和4小时时抽血查肾素、血管紧张素-Ⅱ、醛固酮、皮质醇、血钾。医生分析试验结

果。不含实验室检验。

FDE03212 低钠试验

固定低钠(小于20毫摩尔/天)，相当于1.2g氯化钠)正常钾(60毫摩尔/天)饮食7天。进固定低钠饮食

前1天，留24小时尿，次日晨取血。固定代钠饮食的第3、5、7天分别留24小时尿测24小时尿钾、钠

、氯，并于第4天和第7、6、8天晨空腹取血测血钾、钠、氯。每日测血压至少2次。医生分析试验

结果。不含实验室检验、特殊饮食的配餐。

FDE03213 高钠试验

试验前1天空腹抽血及留24小时尿。吃固定高钠饮食7天，每日钠量240毫摩尔/天以上或氯化钠14克

/天，或普通饮食加氯化钠6克/天。于吃固定高钠饮食的第3天和第6天，分别留24小时尿测24小时

尿钾、钠、氯，并于第4天和第7天上取血测血钾、钠、氯。每日测血压至少2次。医生分析试验结

果。不含实验室检验、特殊饮食的配餐。

FDE03214 赛庚啶试验
清晨空腹口服赛庚啶(剂量由医生判断)，服药前及服药后每30分钟抽血1次测血醛固酮，共2小时。

医生分析试验结果。不含实验室检验。

FDE03215 安体舒通试验

对照和试验时期，进固定量钾钠饮食，最好饮蒸馏水。对照期为3-7天，期间晨取血2次测血钾、

钠，同步留24小时尿测24小时尿钾、钠2次以上。要求至少有2次血钾小于3-4毫摩尔/升，24小时尿

钾大于30毫摩尔、再进行试验方有意义(具体情况由医生判断)。试验期为7-14天，口服螺内酯300

毫克/天、，期间晨空腹取血2次测血钾、钠，同步留24小时尿测24小时尿钾、钠。对照期和试验期

每日测2次至少血压。医生分析试验结果。不含实验室检验、特殊饮食的配餐。

FDE03216 氨苯喋啶试验

对照和试验时期，进固定钾钠饮食，最好饮蒸馏水。对照期为3-7天，期间晨取血2次测血钾、钠，

同步留24小时尿测24小时尿钾、钠2次以上。试验期为7-14天，口服氨苯喋啶(具体剂量由医生判

断)，期间晨取血2次测血钾、钠，同步留24小时尿测24小时尿钾、钠。对照期和试验期每日至少测

2次血压。医生分析试验结果。不含实验室检验、特殊饮食的配餐。

FDE03217 卡托普利试验

试验前尽可能停用ACEI、β 受体拮抗剂、ARB、利尿剂、安体舒通等药物至少1周，空腹卧位过夜，

4点-8点卧床，8点抽血测血肾素活性、血管紧张素-Ⅱ、醛固酮、血钾、血钠，后口服卡托普利(具

体由医生判断)，继续平卧2小时至10点，再抽血测血肾素活性、血管紧张素-Ⅱ、醛固酮。试验前

一天留24小时尿测定24小时尿钾、钠。医生分析试验结果。不含实验室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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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DE03503 酚妥拉明试验

在病情允许情况下，试验前1周内受试者需停用各种降压药。试验48小时内不用镇静药及麻醉性镇

痛药。试验日受试者应卧床休息。静脉滴注生理盐水以保持通路，每2-5分钟测血压1次，直至血压

平稳，持续在22。7/14。7千帕(170/110毫米汞柱)以上者。静推酚妥拉明(剂量由医生确定)应历时

1分钟，开始时每30秒测1次血压、心率，共3分钟，以后每分钟测血压、心率1次，至10分钟，以后

每15分钟、20分钟时测血压、心率1次，或血压恢复至原来水平。试验开始前后各抽血1次测血儿茶

酚胺，试验当日留24小时尿测定尿儿茶酚胺。试验应在病房进行，试验前后心电监护1-2小时，必

要时静脉输液及抢救。医生分析试验结果。不含实验室检验。

FDE03504 可乐宁试验
安静平卧，静脉滴注生理盐水以保持通路，30分钟时抽血，口服可乐宁(剂量由医生判断)，服药后

1、2、3小时分别抽血测血儿茶酚胺。试验当日留24小时尿测定尿儿茶酚胺。试验前后心电监护1-2

小时。医生分析试验结果。不含实验室检验。

FDE03505
胰高糖素儿茶酚胺激发

试验

试验前2-3天不用任何降低血压药、镇静剂及麻醉剂。空腹10小时以上，病人平卧休息至血压稳

定，或在冷加压试验后血压恢复到原来基础水平时开始(具体由医生判断)。静脉滴注生理盐水以保

持通路，迅速静脉注射胰高血糖素(剂量由医生判断)，注射前及注射注完后2-3分钟分别抽血1次测

定血儿茶酚胺，注射后每分钟测血压、心率1次，连续10分钟。试验当日留24小时尿测定尿儿茶酚

胺。试验应在病房进行，试验前后心电监护1-2小时，必要时静脉输液及抢救。不含实验室检验。

FDE03601 冷加压试验

在病情允许情况下，试验前1周内受试者需停用各种降压药。试验48小时内不用镇静药及麻醉性镇

痛药。试验前病人卧床休息30分钟，每5分钟测右臂血压1次，待血压稳定后(具体由医生判断)才能

做冷加压试验。将病人左手浸入4摄氏度(℃)冰水中，浸至腕关节，1分钟后取出。自左手浸入冰水

中开始，30秒、60秒、90秒、2分钟、3分钟、5分钟、10分钟、20分钟测右臂血压1次，或至血压恢

复。试验当日留24小时尿测定尿儿茶酚胺。若试验前血压超过160/100毫米汞柱者是不宜行此试验

。试验前后心电监护1-2小时，医生分析试验结果。

FDE03506 酪胺激发试验

试验前2-3天不用任何降压药、镇静剂及麻醉剂(具体情况由医生判断)。空腹10小时以上，病人平

卧休息至血压稳定。静脉滴注生理盐水以保持通路，迅速静脉注射酪胺(剂量由医生判断)，注射前

及注射注完后2-3分钟分别抽血1次测定血儿茶酚胺，注射后每分钟测血压、心率1次，连续10分钟

。试验当日留24小时尿测定尿儿茶酚胺。试验应在病房进行，试验前后心电监护1-2小时，必要时

静脉输液及抢救。医生分析试验结果。不含实验室检验。

FDE08501
双侧肾上腺静脉采血比

较肾上腺激素水平

试验在介入室进行，试验前知情同意。试验当日患者空腹 ，取仰卧位，局部麻醉后，采用静脉血

管造影技术，利用血管穿刺针进行股静脉穿刺，将血管鞘置入右侧股静脉中，随后将导管置入血管

鞘中。通过导引钢丝引导导管自股静脉放置入右侧肾上腺静脉，推注1-2毫升非离子性的对比剂确

定插管成功后，经过导管以及其侧孔同时抽取肾上腺静脉内血样以及和外周血样股静脉血样测定激

素水平，抽取血样前需丢弃留存在导管中的4毫升血液。左侧重复操作。医生分析结果。医生分析

测定结果。不含实验室检验。
6.其它

FDZ02601 踝肱指数
在安静环境下进行。受试者安静平卧10分钟后，测量踝部胫后动脉或胫前动脉以及肱动脉的收缩

压，得到踝部动脉压与肱动脉压之间的比值。医生分析结果。

FDZ08501
分段采血比较全身不同

部位激素水平

试验在介入室进行，试验前知情同意。试验当日患者空腹，取仰卧位，局部麻醉后，采用静脉血管

造影技术，利用血管穿刺针进行股静脉穿刺，将血管鞘置入右侧股静脉中，随后将导管置入血管鞘

中。通过导引钢丝引导导管自股静脉到达预定位置后，推注1-2毫升非离子性的对比剂确定到位，

经过导管抽取血样测定激素水平，抽取血样前需丢弃留存在导管中的4毫升血液。其他部位重复。

医生分析测定结果。不含实验室检验。
(三)眼

FEA01601 普通远视力检查
应用远视力表在一定的照明度下进行检查。用遮眼板分别遮盖受检者左右眼后检查左右眼远视力，

记录结果。不含伪盲检查。

FEA01602 普通近视力检查
应用近视力表在一定的照明下进行检查。用遮眼板分别遮盖受检者左右眼后检查左右眼近视力，记

录结果。不含伪盲检查。

FEA01603 光机能检查
受检者分别遮盖左、右眼，在一定距离(5米)远处看烛光源，判断是否看见，然后再看1米远处九个

方位的烛光源，判断是否看见，再在受检眼前或光源前置红、绿镜片，让患者辨认颜色，并记录结
FEA01604 伪盲检查 通过物理、光学、动作等检查本体反射、防御反射、屈光状态，分析结果，判断有伪盲。

FEA01605 特殊视力检查
应用图形视力表、点视力表、条栅视力卡、或视动性眼球震颤仪等进行检查，分别遮盖左、右眼检

查视力，记录结果。

FEA01606 选择性观看检查
适用于1-3岁婴幼儿视力检查。用遮眼板或纱布分别遮盖左右眼，观看十几种空间频率的条栅与灰

板，记录结果。
FEA01607 视网膜视力检查 向受检者说明检查注意事项。应用激光视网膜视力测定仪分别检查左、右眼，记录并打印结果。

FEA01608 普通视野计检查
向受检者说明检查注意事项。应用视野屏或弧形视野计进行检查。根据受检者屈光状态，进行适当

屈光矫正。应用不同规格及颜色的视标分别检查左、右眼，人工记录并分析结果。

FEA01609 视野检查—静态法
向受检者说明检查注意事项。应用静态视野计进行检查。根据受检者屈光状态，进行适当屈光矫正

。分别检查左、右眼。检查过程式中监督受检者合作情况并予以校正。应用计算机处理数据，打印

报告单，人工分析结果。

FEA01610 视野检查—动态法
向受检者说明检查注意事项。应用动态视野计进行检查。根据受检者屈光状态，进行适当屈光矫正

。分别检查左、右眼。检查过程中监督受检者合作情况并予以校正。计算机处理数据，打印报告

单，人工分析结果。

FEA01611
色觉检查—假同色图谱

法

向受检者说明检查注意事项。在特定距离，特定室内照明下进行，指导患者读色盲图，分析并记录

结果。

FEA01612 色觉检查—色相排列法
向受检者说明检查注意事项。在特定距离、特定室内照明下，指导患者排列色子或挑选彩色绒线，

分析并记录结果。
FEA01613 色觉镜色觉检查 向受检者说明检查注意事项。应用色觉镜检查，记录并分析结果。
FEA01614 暗适应测定 向受检者说明检查注意事项。应用暗适应仪进行检查。图文报告。
FEA01615 明适应测定 向受检者说明检查注意事项。应用明适应仪进行检查。图文报告。
FEA01616 对比敏感度仪检查 向受检者说明检查注意事项。分别遮盖双眼，应用对比敏度仪进行检查。图文报告。
FEA01617 印刷图片对比敏感度检 向受检者说明检查注意事项。在特定室内照明下，指导受检者读Arden印刷图片，记录结果。

FEA01618 综合验光
向受检者说明检查方法及配合内容，采用综合验光仪查视力、瞳距、屈光状态、主视眼等，记录结

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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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EA03601 云雾试验
向受检者说明检查注意事项。戴试镜架，应用镜片箱的镜片进行检查。左、右眼分别遮盖，放置过

矫镜片并查视力。佩戴20分钟后，递减镜片度数，直至获得最佳视力，记录屈光度和视力结果。

FEA01619 显然验光
向受检者说明检查注意事项。戴试镜架，应用镜片箱的镜片进行检查。左、右眼分别遮盖，根据患

者屈光状态放置矫正镜片，直至获得最佳视力。调整镜片度数，记录屈光度和视力结果。

FEA01620 睫状肌麻痹验光
指睫状肌麻痹下视网膜检影法验光。向受检者说明检查注意事项，滴用睫状肌麻痹剂，戴试镜架，

应用镜片箱及检影镜，左右眼分别遮盖，根据患者屈光状态放置矫正片并检影，戴镜查视力，记录

结果。
FEA01621 电脑验光 向受检者说明检查注意事项。应用电脑验光仪分别测量受检者左、右眼屈光度，记录结果。
FEA02601 镜片检测 将镜片置于焦度计上，调整镜片位置，测量并记录结果。

FEA19601 角膜接触镜配置
向受检者说明佩戴角膜接触镜的注意事项。测算屈光度数、试戴角膜接镜，应用裂隙灯显微镜检查

结膜、角膜及接触镜的拟合度状况，并记录结果。

FEB01605
图形视网膜电流图(P—

ERG)检查

向受检者说明检查注意事项。在暗室内进行暗适应，散大瞳孔，受检眼表面麻醉，放置电极。应用

电生理仪分别检测左、右眼，刺激暗视8条，明视力5条，记录结果，拆洗电极，分析结果。图文报

FEB01606
多焦视网膜电图(m—

ERG)检查

向受检者说明检查注意事项。散大瞳孔，受检眼表面麻醉，放置电极，应用电生理仪分别检测左、

右眼，进行3—8个刺激循环，记录结果，结束时拆洗电极，分析结果。图文报告。

FEB01601 眼电图(EOG)检查
向检查者说明检查注意事项。清洁眼部皮肤，放置电极，(暗、明适应)眼追随光运动，应用眼电图

电生理仪记录结果，结束时拆洗电极，分析结果。图文报告。

FEB01602 视诱发电位(VEP)检查
向受检者说明检查注意事项。清洁眼部皮肤，放置电极，应用视诱发电位仪进行检查，进行三个空

间频率的光刺激，电生理仪记录结果，检查结束时拆洗电极，分析结果。图文报告。

FEC01601
阿姆斯勒(Amsler)表检

查

向受检者说明检查注意事项。应用阿姆斯勒(Amsler)表，对左、右眼分别进行检查。在专用记录纸

上记录结果。
FEC01602 主眼检查 向受检者说明检查注意事项。通过带孔的主眼检查板确定主眼。

FEC01603 复视检查
向受检者说明检查注意事项。受检者右眼戴红色镜片，看蜡烛光或条形灯，记录在九个方向上受检

者看到的物象位置，以及各个诊断眼位上复视像之间的位置关系、倾斜与否，记录结果。

FEC01604 三棱镜斜视度检查
向受检者说明检查注意事项。应用三棱镜遮盖法检查两只眼分别注视、看远与看近时的斜视度，记

录结果。

FEC01605 线状镜检查
向受检者说明检查注意事项。应用线状镜检查视网膜对应、单眼抑制、复视等异常双眼视觉，记录

结果。
FEC01606 黑氏(Hess)屏检查 向受检者说明检查注意事项。检查Hess屏上各个注视点重合的位置、记录、分析结果。

FEC01607 双眼视觉检查
向受检者说明检查注意事项。应用同视机进行，测量瞳距，调整同视机各个刻度盘，依次选择三级

功能画片，分别测量双眼同时视、分开与集合的融合范围以及立体视觉，记录检查结果。

FEC01608 注视性质检查
指导受检者注视检眼镜投射同心圆中心的标志，用检眼镜观察受检者黄斑中心凹所在位置，记录结

果。
FEC01609 眼像差检查 向受检者说明检查注意事项。应用像差仪进行测定。图文报告。

FEC01610 上睑下垂检查
用米尺测量受检者向前平视时、眼睑抬举时睑裂宽度。嘱受检者闭眼，压迫固定额肌后，让受检者

睁眼，再次测量睑裂宽度，记录结果。

FEC03101 上睑下垂药物试验
受检者肌肉或皮下注射药物，并在注射前后用米尺测量眼睑抬举时睑裂宽度，计算上睑缘升高的幅

度，记录结果。
FEC02601 代偿头位测定 用弧形视野计或头位检测仪检查5米距离时的代偿头位，测量头位的异常程度。
FEC02602 诊断眼位斜视度测定 向受检者说明检查注意事项。应用三棱镜联合遮盖法检查9个诊断眼位上的斜视度，记录结果。
FEC02603 普通调节集合测定 向受检者说明检查注意事项。用普通尺子测定集合近点、调节近点，记录结果。
FEC02604 调节集合仪调节集合测 向受检者说明检查注意事项。应用调节集合仪测定集合近点、调节近点，记录结果。

FEC02605 压陷式眼压计测量
向受检者说明检查注意事项。受检者仰卧，表面麻醉后进行。校准SchiÕtz眼压计，测量眼压，读

取并记录结果。滴抗感染眼水。查表换算得眼压。

FEC02606
非接触眼压计(NCT)测

量

向受检者说明检查注意事项。取坐位，应用非接触眼压计(NCT)，分别测量在、右眼眼压，测1-3次

取均值，并打印眼压结果。

FEC02607
压平眼压计（Goldmann

眼压计）测量

向受检者说明检查注意事项。取坐位，表面麻醉，滴荧光素滴眼液(或用荧光素条染色结膜囊)，头

置于裂隙灯显微镜头架上，应用Goldmann眼压计测量左、右眼眼压，记录结果。测量结束时滴抗感

染滴眼液。

FEC02608 动态轮廓眼压计测量
向受检者说明检查注意事项。患者取坐位，表面麻醉，头置于裂隙灯显微镜头架上，应用动态轮廓

眼压计(DCT)测量左、右眼眼压，记录测量结果。测量结束时滴抗感染滴眼液。

FEC02609 电子压平眼压计测量
向受检者说明检查注意事项。表面麻醉，应用电子压平眼压计测量左、右眼眼压，记录结果。测量

结束时滴用抗感染滴眼液。
FEC02610 回弹式眼压计测量 向受检者说明检查注意事项。取坐位，应用回弹式眼压计测量左、右眼眼压，并记录结果。

FEC02611 眼压日曲线描记
向受检者说明检查注意事项。应用眼压计昼夜24小时内多次测量左、右眼眼压，记录结果。每次测

量眼压结束时滴抗感染滴眼液。填写专用眼压曲线记录和报告单。

FEC02612 眼压描记
向受检者说明检查注意事项。取仰卧，双眼表面麻醉，应用SchiÕtz电眼压计通电预热，零点校

准，将眼压计分别置于左、右眼角膜表面，进行眼压描记，开启记录装置，持续4分钟。描记结束

后滴抗感染滴眼液。分析描记曲线，获得C值、F值、Po/C值。
FEC02613 米尺眼球突出度测量 向受检者说明检查注意事项。就用米尺进行测量，将米尺的一端置于颞侧眶缘，观察并记录结果。

FEC02614
眼球突出计眼球突出度

测量
向受检者说明检查注意事项。应用眼球突出计进行，观察并记录结果。

FEC01611
相干光断层(OCT)眼底

扫描

向受检者说明检查注意事项。受检者取坐位，应用相干光断层扫描仪，采集眼底图像，计算机处理

数据，打印结果报告单，人工分析结果。图文报告。

FEC01612
视网膜断层(HRT)眼底

扫描

向受检者说明检查注意事项。受检者取坐位，应用视网膜断层扫描仪采集左、右眼眼底图像，计算

机处理数据，打印结果报告单，并进行人工分析。图文报告。

FEC01613
激光扫描检眼镜眼底检

查

向受检者说明检查注意事项。受检者散大瞳孔。输入患者信息，患者头置于激光扫描眼底镜头架，

扫描，图文报告。
FEC01614 角膜结膜染色检查 受检者结膜囊内滴用眼用染料，应用裂隙灯显微镜观察角膜、结膜状况，记录结果。

FEC01615 角膜地形图检查
向受检者说明检查注意事项。受检者头部置于角膜地形图仪的头架上，分别用左、右眼注视光标，

计算机扫描。图文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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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EC02615 角膜曲率测量
向受检者说明检查注意事项。受检者头部置于角膜曲率计的头架上，嘱其用左、右眼分别注视视光

标，应用角膜曲率仪，检查者调节方向与屈光度，记录结果。图文报告。

FEC01616 角膜内皮镜检查
向受检者说明检查注意事项。受检者头部置于角膜内皮镜头架上，分别用左、右眼注视光标，计算

机扫描，人工分析。图文报告。

FEC01617
眼前节分析仪角膜厚度

检查

向受检者说明检查注意事项。向前节分析仪输入受检者信息。受检者头部置于前节分析仪头架上，

分别用左、右眼注视光标，计算机扫描。图文报告。

FEC01618 角膜厚度检查—光学法
向受检者说明检查注意事项。受检者头部置于裂隙灯显微镜头架上，应用光学法测厚仪进行测量，

记录结果。

FEC01619 角膜厚度检查—超声法
向受检者说明检查注意事项。受检者角膜表面麻醉，应用角膜超声测厚仪进行测量。超声探头接触

待测部位的角膜，测量角膜厚度，记录结果。
FEC01620 角膜知觉检查—棉丝法 向受检者说明检查注意事项。应用无菌棉丝，分别触及双眼角膜，观察患者反应，记录结果。
FEC01621 角膜知觉检查—知觉仪 向受检者说明检查注意事项。应用角膜知觉仪探头分别触及左、右眼角膜，记录结果。

FEC01622 角膜刮片检查
向受检者说明检查注意事项。受检眼表面麻醉，开睑。在显微镜下刮取角膜病变组织送微生物检查

。刮片结束时滴用抗菌药物滴眼液，消毒纱布遮盖。不含实验室检验。

FEC01623 结膜印痕细胞检查
向受检者说明检查注意事项。受检眼表面麻醉，应用乙酸纤维(或其它)薄膜轻压于结膜表面，采集

脱落细胞，经PAS和苏木精染色、显微镜观察结果。图文报告。不含病理学检查。

FEC08601 结膜囊取材检查
向受检者说明检查注意事项。清洁外眼，受检眼表面麻醉，开睑。应用棉拭子在结膜囊内拭取受检

物，置于培养器皿内，送微生物检查。不含实验室检验。
FEC01624 巩膜透照检查 散瞳，表面麻醉，置巩膜透照仪，以检眼镜观察，记录结果。

FEC01625 裂隙灯检查
向受检者说明检查注意事项。受检者取坐位，头部置于裂隙灯显微镜头架上，分别检查左、右眼，

记录结果。

FEC01626 三面镜眼底检查
向受检者说明检查注意事项。散瞳后进行表面麻醉，受检者头部置于裂隙灯显微镜头架上，将三面

镜或视网膜镜清洁消毒，以透明质酸钠眼膏或其他类似的透明眼膏作为耦合剂，安装于角膜表面，

应用裂隙灯显微镜分别检查左、右眼底，记录结果。检查结束时滴用抗感染滴眼液。

FEC01627 前房角镜检查
向受检者说明检查注意事项。双眼表面麻醉，受检者头部置于裂隙灯头架上，前房角镜清洁消毒，

以透明质酸钠或类似的透明眼膏作为耦合剂，安装于角膜表面，以裂隙灯显微镜分别检查左、右前

房角，以简图及文字记录结果。检查结束时滴用抗感染滴眼液。

FEC01628 眼位照相
向受检者说明检查注意事项。嘱受检者向不同方向注视，应用专用照相机照相，获取受检者眼位

相，打印照片。

FEC01629 眼前节照相
向受检者说明检查注意事项。输入受检者信息，嘱受检者头部置于裂隙灯显微镜照相机头架，对眼

前节进行拍照，图文报告。

FEC01630 眼底照相
向受检者说明检查注意事项。输入受检者信息，嘱受检者头部置于眼底照相机头架，对眼底的适当

部位进行照相，图文报告。

FEC01631 儿童眼底照相
向受检者及其家长说明检查注意事项。输入受检者信息，开睑，涂透明眼膏，应用专用眼底照相机

对眼底适当部位照相，图文报告。

FEC01632 免散瞳眼底检查
在安静环境下进行。将专业用照影机准备妥当，患者取坐位，头部固定，位置调整合适。通过提供

低强度照明的红外光作为聚焦照明光源，直接检查眼底并照相。医生分析结果。

FEC01633
非散瞳直接检眼镜眼底

检查
在受检者非散瞳情况下，应用直接眼底镜观察眼底，记录结果。

FEC01634 前置镜眼底检查
向受检者说明检查注意事项。嘱受检者头部置于裂隙灯显微镜头架上，应用前置镜分别观察眼底，

记录结果。
FEC01635 间接眼底镜检查 向受检者说明检查注意事项。用间接检眼镜观察眼底，记录结果。

FEC01636 相干光断层扫描
向受检者说明检查注意事项。散大检查眼瞳孔。输入受检者信息。将受检者头部置于相干光断层扫

描仪的头架上，进行扫描。人工分析结果。图文报告。

FEC01637 视网膜裂孔定位检查
向受检者说明检查注意事项。散瞳后，用直接检眼镜观察测算、双目间接检眼镜或巩膜加压法观察

眼底，记录结果。

FEC01638 视网膜厚度检查(HRT)
向受检者说明检查注意事项。输入患者信息，患者头置于海德堡视网膜分析仪头架上，分别扫描左

、右眼，图文报告。
FEC01639 眼血流图检查 向受检者说明检查注意事项，表面麻醉、用眼血流图电极、测量。图文报告。
FEC01640 临界融合频率检查 向受检者说明检查注意事项，调节临界融合频率检查仪的参数，进行检查。图文报告。

FEC01641 超声活体显微镜检查

向受检者说明检查注意事项。使用超声活体显微镜进行检查。受检者仰卧于检查床上，眼球表面麻

醉后，安装眼杯于结膜囊内，眼杯内充填耦合介质。超声活体显微镜探头探测前节不同部位，采集

图像。检查结束时，抗菌药物滴眼液滴眼。应用图像分析工作站对图像进行人工选择和分析，打印

结果报告单。图文报告。

FEC02616 视盘立体照相
向受检者说明检查注意事项。受检者取坐位，应用视盘立体照相机采集眼底图像，人工确定视盘边

界，计算机数据处理，打印结果报告单。图文报告。

FEC02617
偏振激光(GDx)眼底扫

描

向受检者说明检查注意事项。受检者取坐位，应用偏振激光扫描仪GDx，采集眼底图像，计算机处

理数据，打印结果报告单，人工分析结果。图文报告。

FEC02618 泪膜破裂时间测定
向受检者说明检查注意事项。滴荧光素滴眼液或置荧光素纸条后，用裂隙灯显微镜观察泪膜状况，

秒表记录泪膜破裂时间，测3次，记录平均值。

FEC02619
基础泪液分泌功能测定

(schirmer'sTest)

向受检者说明检查注意事项。将专用滤纸条或试纸条置于下结膜囊。以秒表计时，5分钟后测定滤

纸浸湿长度，记录结果。

FEC02620 反射泪液分泌功能测定
向受检者说明检查注意事项。刺激受检者鼻黏膜，应用专用滤纸条或试纸条置于下结膜囊。以秒表

计时，5分钟后测定滤纸湿长，记录结果。

FEC02621 泪液清除率测定
向受检者说明检查注意事项。受检者结膜囊内滴荧光素，以秒表计时，15分钟后，应用泪液荧光光

度计检查，记录结果。

FEC02622 泪膜分析仪测定
向受检者说明检查注意事项。受检者的头部置于头架上，应用泪膜分析仪测量，记录打印结果，并

进行人工分析。图文报告。

FEC02623 泪液分析仪测定
应用吸管吸取受检者泪液，或用泪液试纸吸取泪液，置于泪液分析仪进行分析，打印结果。图文报

告。

FEC03601 泪液分泌试验
取0.1毫米厚，长50毫米，宽5毫米，滤纸两条，将其一端5毫米处，折线后放置于受试者两侧下眼

睑穹窿处，5分钟后取出测量滤纸被泪液浸湿的长度，正常人两侧差别不超过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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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EC02624 眼轴测量
向受检者说明检查注意事项。受检眼表面麻醉，受检者信息输机，生物测量仪分别测定左、右眼眼

轴，重复测多次，取平均值，计算机分析。图文报告。

FEC02625
眼轴人工晶状体度数测

量—超声法

向受检者说明检查注意事项。表面麻醉。受检者信息输机。超声测量仪测定左、右眼眼轴，重复测

多次，取平均值。输入角膜曲率的结果，计算机分析。图文报告。

FEC02626
眼轴人工晶状体度数测

量—光学法

向受检者说明检查注意事项。受检者头部置于光学生物测量仪头架上，分别用左、右眼注视光标，

计算机扫描，重复测3-5次。输入角膜曲率的结果，计算机分析。图文报告。

FEC02627 眼前节形态测定
向受检者说明检查注意事项。受检者取坐位，应用前节分析仪采集眼前节图像，计算机数据处理，

打印结果报告单。图文报告。

FEC02628
中央前房深度测量—裂

隙灯法

向受检者说明检查注意事项。受检者头部放于裂隙灯显微镜头架上，以裂隙灯光照射前房中央部，

以角膜厚度为单位，判断中央前房的深度，记录结果。

FEC02629
中央前房深度测量—光

学法

向受检者说明检查注意事项。受检者头部放于裂隙灯显微镜头架上，在分光目镜帮助下，先用前房

深度测量器测出中央角膜顶点上皮层到晶状体前囊的距离，再用角膜厚度测量器测出角膜厚度，二

值相减获前房中央深度，连测3次取均值，记录结果。

FEC02630
周边前房深度测量—裂

隙灯法

向受检者说明检查注意事项。受检者取坐位，头部置于裂隙灯头架上。以裂隙灯光照射角膜缘，以

角膜厚度为标准，判断周边前房深度深度，记录结果。

FEC02501 房水荧光测定
向受检者说明检查注意事项。受检者取坐位，静脉注射荧光素，应用房水荧光测定仪采集前房内房

水荧光素信息，计算机数据处理，打印结果报告单。图文报告。

FEC02631 房水闪辉测定
向受检者说明检查注意事项。受检者取坐位，应用房水闪辉测定仪采集前房内房水信息，计算机数

据处理，打印结果报告单。图文报告。

FEC02632 视网膜动脉压测定
向受检者说明检查注意事项。散大瞳孔，表面麻醉，测血压，应用眼血压计压迫眼球，观察眼底视

网膜血管搏动情况，记录结果。
FEC19602 低视力助视器验配 指导患者挑选不同的助视器(眼镜式、放大镜式助视器等)至患者感觉到最佳视觉效果。

FEC03602 马氏(Maddox)杆试验
向受检者说明检查注意事项。在试镜架上分别放置一红一白两个马氏杆，检查各个诊断眼位上的旋

转斜视的度数,也可以一只眼前放置马氏杆，检查垂直斜视或水平斜视的度数。

FEC03603 牵拉试验
表面麻醉下进行(如果幼儿需要判断眼球运动是否有限制因素，应在全身麻醉下进行)，眼局部消毒

。应用消毒齿镊牵拉角膜缘外结膜，判断眼球运动是否有限制性因素、双眼对照判断主动肌收缩力

量，记录结果。

FEC03604 暗室俯卧试验
向受检者说明检查注意事项。受检者在明室内表面麻醉后测量眼压，然后进入暗室内取俯卧位1或2

小时后，在红光或弱光的照明下再次在表面麻醉下测眼压，并记录结果，了解进入暗室前后的眼压

变化，填写暗室俯卧试验专用的结果报告单。每次测量眼压后要滴用抗感染滴眼液。

FEC03605 磁铁试验
向受检者说明检查注意事项。应用电磁铁由远至近接触受检眼，在裂隙灯显微镜下或手术显微镜下

进行观察有无异物的活动性，记录结果。

FEC06501 荧光素眼底血管造影
向受检者说明检查注意事项。双眼散瞳,受检者安坐于眼底照相机前，头部安放于照相机的头架上,

静脉注射对比剂，应用眼底照相机分时段对眼底适当部位照相，人工分析结果。图文报告。

FEC06502
吲哚青绿脉络膜血管造

影

向受检者说明检查注意事项。双眼散瞳,受检者安坐于眼底照相机前，头部置于照相机头架上,静脉

注射吲哚青绿对比剂，应用眼底照相机或类似的眼底造影摄相仪分时段对眼底适当部位照相，人工

分析结果。图文报告。

FEC01642
共聚焦显微镜眼活体组

织检查

向受检者说明检查注意事项。受检眼表面麻醉，应用眼用共聚焦显微镜的探头触及角膜，调整焦

距，扫描不同部位和不同深度的病变,结束时滴用抗菌药物滴眼液。人工分析结果、图文报告。
(四)耳

FFC03201 鼓膜贴补试验
外耳道消毒，制作相应鼓膜穿孔大小贴补材料，比较鼓膜穿孔贴补前后纯音听阈改变。不含测听检

查。

FFE02201 镫骨活动度检测

指盖来试验。使用声导抗仪器，隔声电磁屏蔽室,在确保耳道通畅，鼓膜完整的前提下，以骨导耳

机给声，选择合适的阈上给声强度及频率给予持续纯音,将波氏球置于耳道口，封闭外耳道,以手快

速反复挤压波氏球改变耳道内压力,嘱患者在耳道压力变化的同时注意聆听刺激声，判断声音强度

有无变化。不含纯音听阈测试。

FFE03601 镫骨肌反射衰减试验
使用声导抗仪器，在声反射阈测试基础上，以大小合适的耳塞封闭外耳道口，以声反射阈上10分贝

作为给声强度，给声时间持续10秒，记录镫骨肌反射衰减时间。不含声导抗测试。

FFG02201 咽鼓管压力测定

根据患者鼓膜是否完整选择不同程序，选择大小合适的耳塞封闭外耳道口，当鼓膜完整时，第一次

在外耳道加压测试生理状态下的鼓室压，后在外耳道加正压，并嘱患者做吞咽动作，测试其鼓室

压，再于外耳道加负压，并嘱患者做吞咽动作，测试其鼓室压，当鼓膜不完整时，直接在外耳道加

压，并嘱患者做连续吞咽动作，观察曲线变化，并记录结果。
FFG01401 电子耳咽鼓管内镜检查 电子耳咽鼓管内镜检查检查咽鼓管、中耳、鼓室病变。

FFJ02601 中耳共振频率测定
确保外耳道通畅及鼓膜完整条件下，以大小合适的耳塞封闭外耳道口，嘱患者保持安静，先行鼓室

声导抗测试，后将扫频声引入耳道，同时检测耳道内声压强度，寻找中耳处于共振的频率。不含声

导抗测试。
FFJ01401 耳内镜检查 使用硬性耳内镜检查耳道及鼓膜、鼓室。
FFJ01402 电光源耳镜检查 使用电光源耳镜检查耳道及鼓膜、鼓室。
FFJ01403 耳纤维内镜检查 使用耳纤维内镜检查耳道及鼓膜、鼓室。
FFJ01404 耳显微镜检查 耳显微镜下检查耳道及鼓膜、鼓室。
FFJ01405 西格氏耳镜检查 西格耳镜下检查耳道及鼓膜、鼓室及鼓膜运动情况。
FFJ03401 经西格氏耳镜瘘管试验 西格耳镜下检查耳道及鼓膜、鼓室并行瘘管试验。

FFK01601 皮层慢反应检查
隔声电磁屏蔽室。以酒精及磨砂膏清洁前额、耳后局部皮肤，一次性电极耦合。通过气导耳机给予

刺激速率小于7次/秒的声音刺激，记录脑电反应，测试结果需检查人员根据经验判断。需测试双耳

各四个频率。

FFK02601
听性脑干反应潜伏期测

试

隔声电磁屏蔽室,以酒精及磨砂膏给局部皮肤去脂，一次性电极耦合,通过导线与脑电记录仪相连,

通过气导耳机给予分析强度的声音信号进行刺激，至少测试两遍，记录脑电反应波形,测试者根据

经验辨识波形，确定各波潜伏期、波间期。6岁以下儿童需在药物镇静睡眠状态下方可进行。

FFK02602 听性脑干反应阈值测试

隔声电磁屏蔽室,以酒精及磨砂膏给局部皮肤去脂，一次性电极耦合,通过导线与脑电记录仪相连,

通过气导耳机给予不同强度的声音刺激，每一强度至少刺激两遍，记录脑电反应波形。测试者根据

经验辨识波形，确定能够引出反应的最小刺激信号强度。6岁以下儿童需在药物镇静睡眠状态下方

可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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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FK02603
听性脑干反应骨导阈值

测试

隔声电磁屏蔽室,以酒精及磨砂膏清洁局部皮肤，一次性电极耦合。通过骨导耳机给予声音刺激，

每一强度至少刺激两遍，记录脑电反应波形。测试者根据经验辨识波形，确定各波潜伏期、波间期

及能够引出脑电反应的最小刺激声强度,需进行掩蔽。6岁以下儿童需在药物镇静睡眠状态下方可进

FFK02604 纯音听阈测定

应用纯音测听仪器，在隔声室内,经气、骨导耳机分别给予不同强度及频率的声音信号，嘱患者以

某种方式对听到的声音信号作出反应，检查者根据以一定的方法及临床经验判定患者反应的可靠

性,通过改变给声强度以确定患者能够听到声音的最低强度,需分别测试气导双耳各六个频率听阈及

骨导双耳各五个频率听阈。当双耳听阈差别达一定程度时，需进行掩蔽，即在好耳(或相对好耳)给

予不同强度噪声条件下再次测试相对差耳听阈，需要检查人员具备相当的临床经验以取得准确的结

果。测试仅适用于成人及大龄儿童(年龄大于6岁)。不含偏侧试验。

FFK03601 偏侧试验
应用纯音测听仪器，隔声室,骨导耳机佩戴于前额正中，给予患者骨导听阈上不同频率声音刺激，

确定声音方向,需测试5个频率。

FFK03602 纯音衰减试验
应用纯音测听仪器，隔声室,在纯音听阈测试基础上，通过气导耳机给予纯音听阈阈值强度声音刺

激，嘱患者听到声信号举手，声信号消失就放下手,当患者听不到信号时以5分贝为步距增加声音强

度，直至患者听到声信号达到一定时间,需测试双耳各2频率。不含纯音听阈测试。

FFK03603
纯音短增量敏感指数试

验

应用纯音测听仪器，隔声室。在纯音听阈测试基础上，通过气导耳机给出持续纯音信号，嘱患者每

当感觉到响度增大时作出反应,先进行预试验，患者熟悉测试方法后，开始正式测试并记分,需测试

双耳各2个频率。不含纯音听阈测试。

FFK02605 响度不适与舒适阈检测

应用纯音测听仪器，在隔声室中，通过听力计的气导耳机给声，声强从小到大，当患者感到不舒适

时，记下该强度，双耳分别测试，记录各个频率的测试结果,舒适阈为患者感到最舒适的声音强

度，通过听力计的气导耳机给声，声强从小到大，当患者感到舒适时，记下该强度，双耳分别测

试，记录各个频率的测试结果。需测试双耳各5个频率。

FFK02606 裸耳言语识别阈测试

测试需在隔声室中进行,测试设备采用纯音听力计与专业录音卡座，二者连接组成给声系统。测试

材料需事先经专业录音(播音人员为专业播音员),言语识别阈需采用录音双音节词表作为刺激声，

通过耳机给声,嘱患者听到测试词后复述,选择适当给声强度播放练习表，使患者熟悉测试要求，后

改用正式测试表(每表10个词)。以10分贝步距改变强度，每个给声强度播放一个测试词表，检查者

记录患者反应，当患者出现复述错误时再以5分贝增加给声强度，直至某一强度患者能够2次正确复

述测试词。双耳听力相差较多时需进行掩蔽。

FFK02607 助听言语识别阈测试

测试需在隔声室中进行,测试设备采用纯音听力计与专业录音卡座，二者连接组成给声系统,测试材

料需事先经专业录音(播音人员为专业播音员),言语识别阈需采用录音双音节词词表作为刺激声,患

者佩戴助听器，通过扬声器给声,嘱患者听到测试词后复述,选择适当给声强度播放练习表，使患者

熟悉测试要求，后改用正式测试表(每表10个词),以10分贝步距改变强度，每个给声强度播放一个

测试词表，检查者记录患者反应，当患者出现复述错误时再以5分贝增加给声强度，直至某一强度

患者能够2次正确复述测试词。

FFK02608
裸耳单音节词识别率测

试

测试需在隔声室中进行,测试设备采用纯音听力计与专业录音卡座，二者连接组成给声系统,测试材

料需事先经专业录音(播音人员为专业播音员),言语识别率测试前需先进行言语识别阈测试,以录音

单音节词词表作为刺激声，通过耳机给声。测试者逐一记录患者的反应，单音节词以音素方式记

分,患者听到测试词后复述，鼓励猜测,测试不同给声强度下患者对测试材料的识别率。不含言语识

别阈测试。

FFK02609
助听单音节词识别率测

试

测试需在隔声室中进行,测试设备采用纯音听力计与专业录音卡座，二者连接组成给声系统,测试材

料需事先经专业录音(播音人员为专业播音员),言语识别率测试前需先进行言语识别阈测试,以录音

单音节词或语句词表作为刺激声,患者佩戴助听器，在开放声场中通过扬声器给声,测试者逐一记录

患者的反应，单音节词以音素方式记分,患者听到测试词后复述，鼓励猜测,测试不同给声强度下患

者对测试材料的识别率。不含言语识别阈测试。

FFK02610 裸耳语句识别率测试

测试需在隔声室中进行,测试设备采用纯音听力计与专业录音卡座，二者连接组成给声系统。测试

材料需事先经专业录音(播音人员为专业播音员),言语识别率测试前需先进行言语识别阈测试,以录

音语句句表作为刺激声，通过耳机给声,测试者逐一记录患者的反应，语句以关键词记分,患者听到

测试词后复述，鼓励猜测。测试不同给声强度下患者对测试材料的识别率。不含言语识别阈测试。

FFK02611 助听语句识别率测试

测试需在隔声室中进行,测试设备采用纯音听力计与专业录音卡座，二者连接组成给声系统。测试

材料需事先经专业录音(播音人员为专业播音员),言语识别率测试前需先进行言语识别阈测试,以录

音语句句表作为刺激声,患者佩戴助听器，在开放声场中通过扬声器给声,测试者逐一记录患者的反

应，语句以关键词记分,患者听到测试词后复述，鼓励猜测。测试不同给声强度下患者对测试材料

的识别率。不含言语识别阈测试。

FFK02612 声导抗测听

使用声导抗仪器，在确保耳道通畅，鼓膜完整的前提下，以大小合适的耳塞封闭外耳道口，通过置

于耳道中的探头改变耳道压力，记录中耳导抗随压力变化的主要参数,后在两侧耳分别给予纯音作

为刺激声，记录中耳导抗变化，间接了解镫骨肌反射情况,改变刺激强度，寻找引起镫骨肌反射的

最小给声强度,每侧耳均需在同侧给声和对侧给声条件下分别测试4个频率。不含耳镜检查。

FFK01201 畸变产物耳声发射检查
隔声电磁屏蔽室,确保外耳道通畅及鼓膜完整条件下，以大小合适的耳塞封闭外耳道口，嘱患者保

持安静，通过耳道内探头给出2个频率的初始纯音刺激，同时采集耳道内反应信号，经计算机处理

绘制耳声发射图。儿童测试需镇静睡眠。

FFK01202
瞬态声诱发性耳声发射

检查

隔声电磁屏蔽室,确保外耳道通畅及鼓膜完整条件下，以大小合适的耳塞封闭外耳道口，嘱患者保

持安静，通过耳道内探头给出瞬时声刺激，同时采集耳道内反应信号，经计算机处理绘制耳声发射

图。儿童测试需镇静睡眠。

FFK01602 稳态听觉诱发反应检查

隔声电磁屏蔽室,以酒精及磨砂膏清洁前额、耳后局部皮肤，一次性电极耦合,通过气导耳机给予不

同强度和不同频率的声音信号进行刺激，记录脑电反应，由计算机对所得数据在频域中进行处理，

得到各个频率的阈值,需测试双耳各4个频率。6岁以下儿童需在药物镇静睡眠状态下方可进行。不

含骨导听阈测试。

FFK01603 中潜伏期诱发电位检查
隔声电磁屏蔽室,以酒精及磨砂膏清洁前额、耳后局部皮肤，一次性电极耦合,通过气导耳机给予刺

激速率小于7次/秒的声音刺激，记录脑电反应，测试结果需检查人员根据经验判断,需测试双耳各

四个频率。

FFK01604 迟期成分检查
隔声电磁屏蔽室,以酒精及磨砂膏清洁前额、耳后局部皮肤，一次性电极耦合,通过气导耳机给予刺

激速率小于7次/秒的声音刺激，记录脑电反应，测试结果需检查人员根据经验判断,需测试双耳各

四个频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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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FK01605 鼓岬电刺激反应检查
隔声电磁屏蔽室,局麻(成人)或全麻(儿童)，鼓膜经消毒处理后，将针装电极置于鼓岬上，给予不

同强度的声音刺激，记录耳蜗电反应。

FFK01203 耳蜗电图检查

使用耳蜗电图仪器，隔声电磁屏蔽室,以酒精及磨砂膏清洁前额、耳后及耳道内局部皮肤(若放置鼓

岬电极需清洁鼓膜表面，电极穿透鼓，属有创操作，风险程度提高)，一次性电极耦合,通过插入式

耳机给予声音刺激，强度从小到大，直至记录到清晰、可重复波形或仪器允许最大输出,检查人员

根据经验辨识波形，记录各波幅度并计算比值。6岁以下儿童需在药物镇静睡眠状态下方可进行。

FFK01606 耳鸣检查
使用纯音听力仪器，隔声室,在纯音听阈测试基础上，给予患者不同频率，不同强度的声音信号，

寻找与患者耳鸣频率及响度一致的声音信号。

FFK02613 小儿行为听力测试

在隔声室适合儿童的轻松游戏环境中，以听力计的耳机或扬声器给予不同强度和不同频率的声音信

号进行刺激，在游戏中训练儿童完成测试，由于儿童活泼好动的特点，要求检查人员除了具备听力

学知识和临床经验，还要具备良好的沟通能力，测试往往需要多次重复以得到可靠结果,需要测试

双耳各5个频率。对于6月龄及以下小龄婴幼儿需结合测试人员对受试儿行为观察以确定其听力情况

FFL01601 眼震电图检查

含自发眼震及诱发眼震,首先为病人眼周贴上电极，坐在专用椅上，启动电脑及视靶，技术人员操

作计算机并通过电极反应出来的眼震情况进行分析，其次受试者30°卧位躺在转椅上，为其耳内进

行不同温度刺激，观察受试者的前庭反应，同时注意受试者可能会出现不同程度迷走神经兴奋症

状，技术人员通过电极对计算机描计出的图形进行分析，关键要保持受试者觉醒，最后受试者平卧

于测试床上，通过红外成像系统观察并记录各种变换体位时眼震情况进行分析。

FFL01602
冷热水试验眼震电图检

查

向外耳道内注射温水，用眼震电图仪记录眼震，随后向外耳道内注射冷水，记录眼震。计算机分

析，人工出报告。

FFL01603 红外眼震电图检查
用红外眼震电图仪红外录像记录下列情况下的眼震，闭目监测眼震，注视固定目标监测眼震，眼球

跟踪移动目标监测眼震，眼球扫描变换目标监测眼震，人工报告。

FFL03601 平衡试验

含平衡台试验,行感觉结构分析，分别在六种条件下行静态平衡功能检查，每个条件下做两次，观

察各条件下足底压力中心的晃动面积及前后、左右的晃动长度及平衡得分，行感觉结构分析，分别

观察视觉、本体觉以及前庭觉在平衡维持中的得分，计算Romberg商，行稳定极限范围试验，观察

患者在保持不跌倒的情况下身体中心晃动的最大范围。行跌倒评估试验，在平板运动情况下让患者

睁眼、闭眼，观察患者身体随平板运动时的增益、幅值及能量消耗情况，预估跌倒的机率。视动试

验旋转试验,甘油试验。不含平板。

FFL03602 位置平衡试验

首先让受试者戴上红外摄像眼罩平卧于测试床上，技术人员通过红外成像系统观察几种不同体位时

的眩晕症状和眼震情况，并对计算机描计出的图形进行分析，并依据位置试验(Hall pallike 和

Roll test)确定诊断，明确受累半规管的位置及侧别，同时注意受试者可能出现的不同程度迷走神

经兴奋症状。

FFL03603 转椅平衡试验
指旋转试验。首先让受试者戴上红外摄像眼罩，坐在转椅上。技术人员操作计算机并通过红外成像

系统观察受试者在多种测试条件下的眼动情况并对眼动图形进行分析，通过红外成像系统观察受试

者在旋转过程中的眼震情况。技术人员通过计算机记录到的眼震情况进行分析。

FFL03604 平板平衡试验
受试者立于平衡板上，不断的变换姿势以达到与投影设施上目标一致来锻炼自己的平衡能力，技术

人员根据受试者当前平衡状态控制目标移动的方式、速度、大小等来控制平衡训练的难度，同时保

护受试者安全。

FFL03605 双耳交替响度平衡试验
应用纯音测听仪器，隔声室，在纯音听阈测试基础上，通过气导耳机给声，首先在一耳给予一定强

度的参考声信号，然后在另一耳给出刺激声信号，嘱患者集中精力听测试声，辨别变化双耳声音响

度的差别，测试声信号从低强度给起，直至双耳响度一致，需测试双耳各2个频率。不含纯音听阈

FFL03606 视动试验
首先让受试者戴上红外摄像眼罩，坐在专用转椅上，技术人员操作计算机并通过红外成像系统、投

影观察受试者多测试条件下眼动情况并对眼动图形进行分析，其次受试者30°卧位躺在转椅上，为

其耳内进行不同温度刺激，技术人员通过红外成像系统观察眼震情况并对计算机描计出的图形进行

FFL03201 前庭温度试验

首先观察受试者外耳道及鼓膜情况，随后患者取30°仰卧位，检查者为其耳内进行冷或热温度刺

激，双温试验则为冷热温度试验均做，试验期间观察受试者的前庭反应，温度刺激的同时注意受试

者可能会出现不同程度迷走神经兴奋症状，技术人员通过红外成像系统观察眼震情况并对计算机描

计出的图形进行分析，采用双温及单温。

FFL01604
动态平衡姿势描记图检

查

受试者立于平衡台上，借助投影设施以及受试者姿势变换，通过平衡台上的传感器系统记录受试者

各个平衡系统功能状态，技术人员对计算机记录到的图形进行分析。

FFL01605 主观重力垂直线检查
为受试者戴上眼罩，使其视线局限在投影区的一定范围内，受试者操纵摇杆使测试线处于特定位

置，技术人员通过计算机成像结果分析受试者的平衡功能。

FFL01201 红外视觉眼动图检查

首先让受试者戴上红外摄像眼罩，坐在转椅上，技术人员操作计算机并通过红外成像系统观察受试

者多测试条件下眼动情况并对眼动图形进行分析，其次受试者30°卧位躺在转椅上，为其耳内进行

不同温度刺激，观察受试者的前庭反应，同时注意受试者可能会出现不同程度迷走神经兴奋症状，

技术人员通过红外成像系统观察眼睛情况对计算机描计出的图形进行分析，关键要保持受试者觉醒

和睁眼以便红外成像系统工作，最后受试者平卧于测试床上，通过红外成像系统观察并记录各种变

换体位时眼震情况进行分析，一次性枪状镊、自发眼震及诱发眼震。

FFB05201 外耳道肿物活检术
耳道清洁消毒，用小型圈套器或用微型耳肉芽钳将耳肿物摘除或部分钳，如为骨性则需用骨凿凿

除，送病理学检查，术腔用抗菌素纱条填塞。必要时显微镜下操作。不含病理学检查。

FFB05401
经耳内镜外耳道肿物活

检术

耳内镜下，耳道清洁消毒，用小型圈套器(或用微型耳肉芽钳)将耳肿物摘除(或部分钳除)，如为骨

性则需用骨凿凿除，送病理学检查。术腔用抗菌素纱条填塞。不含病理学检查。
(五)鼻咽喉

FGA02201 声反射鼻腔测量

应用鼻声反射仪器，开机启动程序，调试探头，测基线，探头放置患者左侧鼻孔前，将鼻孔完全封

闭，嘱病人闭嘴憋气，探头开始测试，同时电脑出现相应曲线，当屏幕右上角出现红点时可以结

束，反复2次，以确定曲线的正确性，探头换至右侧鼻孔前，同法测试，反复2次，患者双侧鼻腔给

药(麻黄素)，等待5分钟后，同法测试双侧鼻腔，获得两条曲线，检查正确性后结束，将患者信息

录入，人工分析，打印报告。

FGA03201 鼻黏膜激发试验
鼻腔内放置微量过敏原，数分钟后观察病人是否出现鼻粘膜肿胀、苍白，并出现流涕、鼻堵、喷嚏

症状，从而判断该患者是否对该过敏原过敏。

FGA03202 糖精试验
取适量糖精，前鼻镜引导下放入鼻腔内，应用秒表记录口中尝到甜味的时间，可反映鼻纤毛运动情

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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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GE01201 鼻阻力检查

应用鼻阻力计，将鼻塞填堵在患者右侧鼻腔中，同时面罩罩住患者口鼻部，不留缝隙，嘱患者闭嘴

均匀呼吸，同时电脑开始记录数据，计算后形成相应曲线，20秒后停止，将鼻塞换至左侧鼻腔相同

方法进行，将电脑显示最终数据填写报告，人工报告。

FGE01202 嗅觉功能检查

采用嗅觉套装试剂盒，含A、B、C、D、E五种嗅物(为目前国际上通用的标准嗅素)，分别代表不同

性质及成分的物质：花香、焦味、墨臭味、桃味、粪臭味，以嗅物稀释倍数作为定量分析依据，每

种嗅物各8个稀释浓度(102-105)，分别用5、4、3、2、1、0、-1、-2表示，5为浓度最高，-2为浓

度最低。用15x0.7厘米的无味滤纸前端沾取1厘米的嗅素液，置受试者前鼻孔下方1-2厘米处，闻嗅

2-3次，按由低浓度到高浓度顺序检测，在以嗅物名称为横坐标、嗅物浓度为纵坐标的嗅觉表上记

录受试者的感知阈和辨别阈，并判断嗅觉状况。以可测嗅觉察觉阈和嗅觉识别阈，5种嗅素每种各8

个浓度(102-105)。根据5种嗅物识别阈的平均嗅觉阈值做嗅觉图，将嗅觉功能分6级。把嗅觉感知

阈及识别阈记录于嗅觉检测表上，取五种嗅素的识别阈的分数总和的平均值，即平均嗅觉值，并以

此判断嗅觉损伤的程度。

FGE01401 鼻内镜检查
鼻腔黏膜1%地卡因表面麻醉，1%麻黄素收缩，应用0°、30°、70°鼻内镜下检查鼻腔总鼻道、中

鼻道、上鼻道及鼻咽部观察鼻腔黏膜、鼻甲、鼻道是否有肿物、分泌物等、鼻中隔是否偏曲。

FGE01402 前鼻镜检查
鼻腔黏膜1%地卡因表面麻醉，1%麻黄素收缩，前鼻镜检查鼻腔总鼻道、中鼻道、上鼻道及鼻咽部观

察鼻腔黏膜、鼻甲、鼻道是否有肿物、分泌物等、鼻中隔是否偏曲。

FGE01203 鼻分泌物细胞检测

用棉拭子涂擦鼻粘膜采集分泌物并涂片，伊红-美兰染色法(嗜酸细胞)：吸管蘸取0.5%伊红，滴在

标本表面等待15-20秒钟，清水冲洗标本，95%无水乙醇脱色，吸管蘸取1%美兰溶液，滴在标本表面

等待10秒钟，清水冲洗标本，95%无水乙醇脱色，清水冲洗标本。将水渍擦干，标本晾干后即可观

察细胞。甲苯胺兰染色(肥大细胞)吸管蘸取0.4%甲苯胺兰溶液，滴在标本表面等待5分钟，清水冲

洗标本，95%无水乙醇脱色，清水冲洗标本。将水渍擦干，标本晾干后即可观察细胞。染色结束

后，镜下观察，分辨细胞种类及数量，并定级，出报告。显微镜下计数嗜酸细胞、肥大细胞。

FGJ01201 喉声图检查

电声门图(EGG)是应用多功能声门图仪通过放置在两侧甲状软骨板的金属体表电极记录受声带振动

调制的颈部电子阻抗的变化来反映声门接触面积的变化。采样时让患者发自然胸声区稳态元音/i/

3-4秒，用金属电极放置在相当于两侧声带位置的甲状软骨板表面的皮肤上获取EGG信号，应用计算

机采样，信号处理、屏幕测量，多种方式显示，曲线与参数打印，人工报告。

FGJ01202 嗓音频谱检查

应用嗓音频谱仪器，环境噪声小于45分贝，受试者采取自然舒适位，口距麦克风约15厘米，平稳自

然发元音，从声样中提取平稳段(大于等于1.0秒)，通过前置放大器将嗓音信号输入计算机，以专

业软件行嗓音频谱分析，人工报告。

FGJ01203 喉空气动力学检查

受试者将面罩紧贴面部，罩住口鼻，测气流率时发持续性元音，气流信号经通气面罩、呼吸气流速

度描记仪传至气压传感器，再经放大、滤波处理输入计算机，经数模转换显示为随时间而变化的气

流曲线图，可间接反映声门开闭及声带振动状态。测口腔内压力时将一硅胶管置于面罩内，将其近

端放在口内门齿后1厘米处，远端连接气压传感器，测试时受试者紧带面罩发间断音节(含pa、ma、

ba 、pi及i等)气压信号经气压传感器放大后输入计算机，经数模转换描记为口腔气体压力图，并

计算出压力数值。检测指标：峰值气流率、变动气流率、稳定气流率(平均气流率)、最小气流率、

口腔内压力及鼻腔内压力等，人工报告。

FGJ01204 咽喉肌电生理检查

咽、喉、颈部肌电图检查，喉上神经及喉返、迷走、副等神经诱发电位检查，肌电检查时应用最多

的是双极同心针电极，其参考电极位于针的外围，与针尖检测电极距离近，经皮进针，确定进针位

置后，根据不同肌肉嘱受试者作平静呼吸、深呼吸、发音、咳嗽、吞咽、屏气等各功能活动，以进

行喉肌运动单位肌电检测、喉肌干扰相量化分析，固定喉肌记录电极，单极针电极刺激相应喉返神

经、喉上神经内、外支及迷走神经，检测诱发肌电反应潜伏期、时程、波幅。人工报告。

FGJ01401 经鼻咽镜检查
1%地卡因鼻腔黏膜表面麻醉，1%麻黄素收缩，硬质鼻咽镜检查，鼻咽部黏膜，圆枕、咽鼓管等有无

异常。人工报告。

FGJ01402 经纤维鼻咽镜检查
1%地卡因鼻腔、鼻咽粘膜表面麻醉，纤维鼻咽镜经一侧鼻腔进入检查，鼻腔、鼻咽口咽腔，黏膜情

况，是否有肿物、异物、或其他情况，人工报告。

FGJ01403 经间接鼻咽镜检查
1%地卡因粘膜表面麻醉，间接鼻咽镜检查，医师通过间接镜观察患者下咽腔、舌根、会厌、双侧梨

状窝、喉腔及声门下结构。人工报告。

FGJ01404 直达喉镜检查
粘膜表面麻醉，直达喉镜检查，口咽、舌根部、咽喉壁、会厌谷、会厌喉面、双室带、声带声门下

、双侧梨状窝等部位有无病变。人工报告。

FGJ01405 间接喉镜检查
粘膜表面麻醉，间接喉镜检查，口咽、舌根部、咽喉壁、会厌谷、会厌喉面、双室带、声带声门下

、双侧梨状窝等部位有无病变。人工报告。

FGJ01406 支撑喉镜检查
麻醉、消毒铺巾，支撑喉镜检查，口咽、舌根部、咽喉壁、会厌谷、会厌喉面、双室带、声带声门

下、双侧梨状窝等部位有无病变。人工报告。

FGJ01407 经频闪喉镜检查

喉动态镜系统由频闪光源、硬质窥镜(70°或90°)或纤维喉镜、麦克风、脚踏开关、摄象系统及显

示系统组成，可通过气体吹张、加热及涂固体防雾剂等方法，防止镜头起雾，麦克风固定于甲状软

骨处或直接连接在喉窥镜上，将喉窥镜深入患者口咽部，患者平静呼吸，旋转使镜头对准喉。使用

70°镜时，镜头接近咽后壁，使用90°镜则镜头应位于硬腭、软腭交界处、平行于声带，嘱患者发

“i”，检查者可通过脚踏开关启动并控制声脉冲与闪光光源间的相位角，从0°-360°连续可调，

从而观察声带振动过程中任何瞬间的动相(缓慢振动)及静止相。人工报告。

FGJ01408 经纤维喉镜检查
1%地卡因鼻腔、鼻咽、口腔、下咽粘膜表面麻醉，纤维鼻咽镜经一侧鼻腔进入检查，鼻腔、鼻咽口

咽腔、喉咽腔及下咽梨状窝，黏膜情况，是否有肿物、异物、或其他情况。人工报告。

FGJ01409 经电子纤维喉镜检查
1%地卡因鼻腔、鼻咽、口腔、下咽粘膜表面麻醉，电子纤维鼻咽镜经一侧鼻腔进入检查，鼻腔、鼻

咽口咽腔、喉咽腔及下咽梨状窝，黏膜情况，是否有肿物、异物、或其他情况。人工报告。

FGA05201 鼻腔组织活检术
鼻腔黏膜1%地卡因表面麻醉，1%麻黄素收缩，应用0°、30°或70°鼻内镜以活检钳钳取可疑病变

鼻腔黏膜组织送病理，局部出血应用棉片压迫止血，若出血较多可压迫凡士林纱条，或电烧止血。

不含病理学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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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GA05401
经鼻内镜鼻腔组织活检

术

鼻腔黏膜1%地卡因表面麻醉，2%麻黄素收缩，经鼻内镜以活检钳钳取可疑病变鼻腔黏膜组织送病

理，局部出血应用棉片压迫止血，若出血较多可压迫凡士林纱条，或电烧止血。不含病理学检查。

FGF05401 鼻咽部组织活检术
鼻腔黏膜1%地卡因表面麻醉，1%麻黄素收缩，应用鼻内镜引导下以活检钳深入鼻咽腔钳取可疑病变

组织，若有出血，应用麻黄素棉片压迫，或凡士林纱条压迫止血。不含病理学检查。

FGF05402
经鼻内镜鼻咽组织活检

术

鼻腔黏膜1%地卡因表面麻醉，2%麻黄素收缩，应用间接鼻咽镜引导下以活检钳深入鼻咽腔钳取可疑

病变组织，若有出血，应用麻黄素棉片压迫，或凡士林纱条压迫止血。不含病理学检查。

FGH05201 咽部组织活检术
1%地卡因咽部表面麻醉，压舌板压迫舌体暴露咽腔，病理钳夹取咽部病变组织，送病理。不含病理

学检查。

FGH05401
经直达喉镜咽喉肿物活

检术

咽喉腔1%地卡因表麻，经口置入直达喉镜，暴露咽喉部，使用病理钳钳夹喉部肿物并送病理。不含

病理学检查。

FGH05402
经纤维喉镜咽喉肿物活

检术

1%地卡因鼻腔、鼻咽、口腔、下咽及喉部黏膜麻醉，经鼻置入纤维喉镜，暴露咽喉部，应用活检钳

行肿物活检。不含病理学检查。

FGJ05401 喉部组织活检术
1%地卡因咽、下咽、喉部表面麻醉，在间接喉镜下，应用喉多功能钳夹取病变组织，送病理。不含

病理学检查。
FGK05201 扁桃体活检术 1%地卡因咽腔表面麻醉，应用病理钳夹取扁桃体部分组织，止血。不含病理学检查。

(六)口腔
1.口腔综合检查

FHA02201 咬合力测量检查
指使用悬臂梁式压力传感器，进行单牙位咬合测力检查，将探头置于被测牙齿的咬合面，测定被测

牙齿的咬合力大小。

FHA01201
咀嚼效率检查—食物过

筛法

在固定时间内咀嚼定量定质食物(花生米)，漱口，将残渣烘干称重，计算残渣与总量之间的百分

比，得到的数值即为咀嚼效率。

FHA01601 下颌运动检查
嘱受检者做各个方向的下颌运动，从矢状面、冠状面和水平面三维方向分别描记出下颌运动的轨

迹，或戴用专用的描计板于双侧面侧方以及颏前方，描计下颌运动时双侧髁突与切点在水平板和垂

直板上的运动轨迹。

FHA01602
下颌运动计算机辅助检

查

戴用数字化下颌运动分析仪，嘱受检者做各个方向的下颌运动，记录下颌运动时双侧髁突与切点在

矢状面、冠状面和水平面三维方向的运动轨迹并分析，计算髁道斜度、切道斜度。
FHA02202 唾液流量测定 静止无刺激状态下，测定30分钟自然分泌的全唾液流量。
FHA02601 咬合记录 普通蜡记录口内现有的咬合关系。

FHA02602 常规面部与口内照相
指面部与口内数码照相。进行面部定位，使用口内专业相机拍摄。含面部正位、侧位、45度斜侧位

、顶颏位、颏顶位、口内正位、左右侧位、上下咬合面相。

FHA02603 面部三维照相
指使用面部云纹仪拍摄面部外形照片。正位、侧位及斜位等各种位置的云纹仪照相及测量、云纹图

分析。不含打印照片。
FHA02301 种植体动度测量 采用专用种植体动度测量仪，测量并纪录种植体的动度值。

FHA01202 牙周探诊
用牙周专用刻度探针进行牙周袋、附着水平测量和判定：每牙检测6个位点，取平均值；全口所有

检测牙同法测定，计算全口平均值；并记录于专用记录表内。

FHA01203 牙周指数检查
用牙周专用刻度探针、以小于25g力量沿每牙龈缘探查，并按时间节点进行判读和记录：各种牙龈

指数、菌斑指数、口腔卫生指数、牙石指数等。

FHA01204 牙周电子探针检查
用牙周电子探针以恒定力量检查并记录全口每个牙齿（6个位点）的牙周袋、附着水平，并打印彩

色报表。

FHA05201 口腔活检术
根据病损性质，选择口腔病损中具有代表性的部位，局麻下，切取适当大小和深度的病变组织、缝

合伤口。不含病理学检查。
2.牙体牙髓检查

FHB01201 牙髓电活力检查 使用牙髓电活力测试仪数字式检查牙髓活力指数。
FHB02201 根管长度测量 使用根管长度测量仪，将与之相连的诊断丝插入根管，数字式确定工作长度，电子、人工检查。

3.牙周检查
FHC02201 龈沟液量测定 以牙周专用滤纸条进行每牙龈沟液的采集，以专用龈沟液测定仪进行定量分析。

FHC01201 菌斑微生物检测
以牙菌斑显示剂处理全口牙面，按时间节点含漱清洗，进行菌斑指数判定。以位点为单位进行菌斑

采集，涂片，染色，微生物检测，含刚果红负染法、暗视野显微镜法。
4.口腔颌面功能检查

FHD01401 口腔内窥镜检查 用口腔内窥镜检查显示牙齿表面形态、结构以及口腔情况。
FHD01402 腭咽闭合功能检查 指鼻咽纤维镜进行鼻音计检查、语音仪检查、计算机语音检查。
FHD03201 味觉试验 以卷棉子分别沾糖水、盐水、奎宁(或硫酸镁)及醋，试一侧舌前2/3甜咸苦酸的味觉。

5.口腔关节病检查
FHE01401 颞下颌关节内镜检查 局部麻醉，耳前切口，关节镜进入关节上腔或下腔检查关节腔内病变。
FHE02301 关节腔压力测定 局部麻醉，耳前切口，将关节内压传感器置入关节腔，测定关节内压大小。

FHE18202 颞下颌关节病系统设计
通过问诊、视诊和触诊对颞下颌关节、咀嚼肌和下颌运动进行检查。含颞下颌关节、咀嚼肌、下颌

运动等项目的临床检查。不含借助仪器的颞下颌关节专科系统检查、专科咬合检查。
6.口腔修复检查

FHF01201 光合仪检查 将光合膜片置于上下牙列咬合面之间，嘱正中紧咬或前伸、侧方咬合来测定全牙列咬合接触点分布

FHF01202 纸蜡咬合图像分析检查
将专用纸蜡膜片置于上下牙列咬合面之间，嘱正中紧咬或前伸或侧方咬合，通过纸蜡咬合图像分析

仪来测定全牙列咬合接触点分布。

FHF01203
T—咬合测定分析系统

检查

将马蹄形专用压电薄膜置于上下牙列咬合面之间，嘱正中紧咬或前伸或侧方咬合，测定全牙列咬合

接触点分布与咬合力的测定。
FHF01601 测色仪检查 指用测色仪测定牙齿不同部位的颜色。
FHF01605 触痛仪检查(PPT) 将触痛仪的压力传感器贴在受检部位，匀速加压，检测局部压痛阈值或耐受值，并记录。

FHF03301 诊断性排牙试验
指用于进行矫治方案设计需要的模型排牙试验。含面弓转移、上合架、石膏模型牙齿切割、排牙等

操作。不含印模与石膏模型制备。
(七)呼吸系统
1.气管

FJA01401 硬性气管镜检查
在监护和全身麻醉下，进行硬质气管镜插管，接高频通气呼吸机，通过硬质气管镜通路联合软性支

气管镜观察气道病变和进行经硬质气管镜气道腔内检查，病变处活检，术中如有出血给予冰盐水、

肾上腺素盐水、凝血酶以及机械填塞止血治疗。不含监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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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JA05401 硬性气管镜活检术
在监护和全身麻醉下，进行硬质气管镜插管，接高频通气呼吸机，通过硬质气管镜通路联合软性支

气管镜观察气道病变和进行经硬质气管镜气道腔内检查，病变处活检。术中如有出血给予冰盐水、

肾上腺素盐水、凝血酶以及机械填塞止血治疗。不含监护、病理学检查。
2.支气管

FJB03201 支气管激发试验

患者使用一次性口器或硅胶口器(可同时使用一次性细菌过滤器)，在吸入不同浓度乙酰甲胆碱(或

组胺)等或不同剂量的含有5%二氧化碳的常温空气或冷空气前后分别进行肺功能检测，如患者第一

秒用力呼气容积(FEV1）较基础值下降10-20%或气道阻力较基础值增高1倍以上则终止试验，并给予

支气管舒张剂。

FJB01401 纤维支气管镜检查
咽部麻醉、润滑，插入纤维支气管镜，观察气道变化，必要时病变部位进行刷片和活检检查，如有

出血给予冰盐水、肾上腺素盐水或凝血酶局部治疗。标本送细胞学和组织学等检查。不含监护。

FJB01402 电子支气管镜检查
咽部麻醉、润滑，插入超声支气管镜，观察气道变化，将超声水囊充满，观察支气管壁及壁外结

构，定位后进行经支气管淋巴结针吸活检。标本送细胞学和组织学等检查。

FJB01403 超声支气管镜检查
咽部麻醉、润滑，插入超声支气管镜，观察气道变化，将超声水囊充满，观察支气管壁及壁外结

构，定位后进行经支气管淋巴结针吸活检。标本送细胞学和组织学等检查。

FJB08401
经纤维支气管镜采样刷

采样

插入纤维支气管镜，观察气道变化，应用采样刷对目标肺段进行毛刷采样，标本送微生物学、细胞

学等检查。不含监护、实验室检验。

FJB08402
经电子支气管镜采样刷

采样

插入电子支气管镜，观察气道变化，应用采样刷对目标肺段进行毛刷采样，标本送微生物学、细胞

学等检查。不含监护、实验室检验。

FJB08403
经纤维支气管镜防污染

采样刷采样

插入纤维支气管镜，观察气道变化，应用一次性防污染采样刷对目标肺段进行毛刷采样，标本送微

生物学检查。不含监护、实验室检验。

FJB08404
经电子支气管镜防污染

采样刷采样

插入电子支气管镜，观察气道变化，应用一次性防污染采样刷对目标肺段进行毛刷采样，标本送微

生物学检查。不含监护。

FJB08405
经纤维支气管镜防污染

保护性灌洗采样

局麻，插入纤维支气管镜，观察气道变化，应用一次性保护性灌洗导管对目标肺段进行生理盐水肺

泡灌洗。标本送微生物学等检查。含纤维支气管镜检查术。不含监护。

FJB08406
经电子支气管镜防污染

保护性灌洗采样

局麻，插入电子支气管镜，观察气道变化，应用一次性保护性灌洗导管对目标肺段进行生理盐水肺

泡灌洗。标本送微生物学等检查。含电子支气管镜检查术。不含监护。

FJB05401
经纤维支气管镜针吸活

检术

咽部麻醉、润滑，插入纤支镜，观察气道变化，定位后，进行经支气管淋巴结针吸活检。标本送细

胞学和组织学等检查。不含监护、病理学检查。

FJB05402
经电子支气管镜针吸活

检术

咽部麻醉、润滑，插入电子支气管镜，观察气道变化，定位后，进行经支气管淋巴结针吸活检。标

本送组织学等检查。不含监护、病理学检查。

FJB05403 经纤维支气管镜活检术
插入纤维支气管镜后，观察气道变化，对病变粘膜或病灶进行活检。如有出血给予冰盐水、肾上腺

素盐水或凝血酶局部治疗。标本送组织学等检查。不含监护、病理学检查。

FJB05404 经电子支气管镜活检术
插入电子支气管镜，观察气道变化，对病变粘膜或病灶进行活检。如有出血给予冰盐水、肾上腺素

盐水或凝血酶局部治疗。标本送细胞学和组织学等检查。不含监护、病理学检查。
3.肺

FJC01201 肺通气功能检查

患者使用一次性口器或同时使用一次性细菌过滤器，通过肺量计平静呼吸，测定潮气量、呼吸频

率，须至少重复测定3次，取最佳值，嘱患者在肺功能仪上做深吸气，测定深吸气量、补吸气量、

补呼气量，须至少重复测定3次，取最佳值，嘱患者在肺功能仪上做深吸气后用力快速的呼气，测

定用力肺活量、一秒钟呼气容积，须至少重复测定3次，人工报告。

FJC01202 肺每分通气量功能检查
患者使用一次性口器或同时使用一次性细菌过滤器，通过肺量计平静呼吸，测定潮气量、呼吸频

率，须至少重复测定3次，取最佳值，人工报告。

FJC01203 肺活量功能检查
患者使用一次性口器或同时使用一次性细菌过滤器，通过肺量计平静呼吸后，做深吸气、深呼气，

测定深吸气量、补吸气量、补呼气量，须至少重复测定3次，取最佳值，人工报告。

FJC01204 用力肺活量功能检查
患者使用一次性口器或同时使用一次性细菌过滤器，通过肺量计平静呼吸，再做深吸气后用力快速

的呼气，测定用力肺活量、一秒钟呼气容积，测定潮气量、呼吸频率，须至少重复测定3次，取最

佳值，人工报告。

FJC01205 最大通气量功能检查
患者使用一次性口器或同时使用一次性细菌过滤器，在肺功能仪上平静呼吸，再做快速深大的呼吸

12秒，休息至少2分钟后重复测定1次，取最佳值，人工报告。

FJC01206
肺弥散功能检查—一口

气法

患者使用一次性口器或同时使用一次性细菌过滤器，在肺功能仪上平静呼吸后，做深吸气吸入混合

气体并屏气10秒钟，再做深呼气，休息4—10分钟后重复测定1次，取平均值，人工报告。

FJC01207
肺弥散功能检查—重复

呼吸法

患者使用一次性口器或同时使用一次性细菌过滤器，在肺功能仪上做深吸气后，平静呼吸吸入混合

气体5分钟，再做深吸气、深呼气，休息4—10分钟后重复测定1次，取平均值，人工报告。

FJC02601
残气容积测定—体描箱

法

患者使用一次性口器或同时使用一次性细菌过滤器，在肺功能仪体描箱中做平静呼吸后，阻断患者

呼吸后做深吸气、深呼气，至少重复测定3次，人工报告。

FJC02602 残气容积测定
指氦气、氮气及混合气体的残气容积测定。患者使用一次性口器或同时使用一次性细菌过滤器，在

肺功能仪上做平静呼吸，吸入含有氦气的混合气体7分钟，休息4-10分钟后重复测定1次，人工报告

FJC01208 脉冲振荡肺功能检查
患者使用一次性口器或同时使用一次性细菌过滤器，在脉振冲震荡仪上做平静呼吸1分钟，须至少

重复测定3次，取最佳值，人工报告。

FJC01209 床边简易肺功能测定
指床边肺每分通气量、肺活量、用力肺活量功能检查。患者使用一次性口器或同时使用一次性细菌

过滤器，在床旁简易肺功能仪上平静呼吸，测定潮气量、肺活量、用力肺活量等通气肺功能指标，

须至少重复测定3次，取最佳值，人工报告。

FJC01210 肺阻抗血流图检查
患者使用一次性口器或同时使用一次性细菌过滤器，在肺阻抗血流检测仪上按照操作者要求的方式

呼吸，人工报告。

FJC02603 气道阻力测定
患者使用一次性口器或同时使用一次性细菌过滤器，在肺功能仪体描箱中做平静呼吸，进行气道阻

力测定，须至少重复测定3次，取最佳值，人工报告。

FJC02604
第0.1秒平静吸气口腔

闭合压测定

患者使用一次性口器或同时使用一次性细菌过滤器，在肺功能仪上做平静呼吸或深呼吸，测定在气

道关闭时，吸气0.1秒的口腔压力，重复测定10次，取平均值，人工报告。

FJC02605
吸入二氧化碳第0.1秒

平静吸气口腔闭合压测

定

患者使用一次性口器或同时使用一次性细菌过滤器，在肺功能仪上做平静呼吸或深呼吸，吸入含有

二氧化碳的混合气体，测定在气道关闭时，吸气0.1秒的口腔压力，重复测定10次，取平均值，人

工报告。

FJC02606
流速容量曲线(V—V曲

线)测定

患者使用一次性口器或同时使用一次性细菌过滤器，在肺功能仪上做深吸气后用力快速的呼气，进

行流速容量测定，须至少重复测定3次，取最佳值，人工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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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JC02607 二氧化碳反应曲线测定
患者使用一次性口器或同时使用一次性细菌过滤器，肺功能仪上做深呼吸，进行二氧化碳反应曲线

测定，须至少重复测定6次，取最佳值，人工报告。

FJC02608 呼出气一氧化氮测定
患者使用一次性口器，可同时使用一次性细菌过滤器，在呼出气一氧化氮测定仪上深吸气后，以一

定流速，匀速呼气10秒钟，重复3-6次，人工报告。

FJC02201 持续呼吸功能检测
在有创/无创呼吸机辅助通气后，监测潮气量，呼吸频率，肺顺应性，压力容积曲线，内源性呼气

末正压，气道阻力等。

FJC02609 呼吸肌功能测定
指最大吸气，呼气压，膈肌功能测定。患者使用一次性口器或同时使用一次性细菌过滤器，在肺功

能仪上做用力深吸气同时阻断患者呼吸，须至少重复测定3次，取最佳值，人工报告。

FJC03901 运动激发试验

患者使用一次性口器或同时使用一次性细菌过滤器，在肺量计上做用力肺活量测定，为患者连接心

电监测，血氧监测，血压监测，在功率自行车等上做负荷运动，4分钟达到极量负荷维持4分钟后

(运动过程中随时监测患者心电、血氧以及血压，如有异常随时终止运动)，于即刻、5、10、15、

20、30分钟分别测定患者第一秒用力呼气容积（FEV1），如果患者FEV1较基础FEV1下降10%，给予

支气管舒张剂。

FJC03201 支气管舒张试验
患者使用一次性口器或同时使用一次性细菌过滤器，在肺功能仪上做用力肺活量测定，至少测定3

次，取最佳值，吸入支气管舒张剂，30分钟后测定用力肺活量，人工报告。
FJC09201 呼出气二氧化碳监测 连接并校正二氧化碳监测电极，将电极与人工气道或面罩相连，监测二氧化碳分压数值及波形。

FJC05101 经皮穿刺肺活检术
消毒、局部麻醉，通过CT或X线或B超引导将活检套管针刺入病灶组织，并调节穿刺针位置而后切取

肺组织。不含CT/X线/B超引导、病理学检查。

FJC05401
经纤维支气管镜透支气

管壁肺活检术

插入纤维支气管镜，观察气道变化，对目标肺段进行透壁肺活检，必要时照相，如有出血给予冰盐

水、肾上腺素盐水或凝血酶局部治疗，标本送病理科检查。不含监护、病理学检查。

FJC05402
经电子支气管镜支气管

透壁肺活检术

插入电子支气管镜，观察气道变化，对目标肺段进行透壁肺活检，必要时照相，如有出血给予冰盐

水、肾上腺素盐水或凝血酶局部治疗，标本送病理科检查。人工报告。不含监护、病理学检查。

FJC05403
X线引导下经纤维支气

管镜支气管透壁肺活检

插入纤维支气管镜，观察气道变化，X线引导下，对目标肺段进行透壁肺活检，必要时照相，如有

出血给予冰盐水、肾上腺素盐水或凝血酶局部治疗，标本送病理科检查。不含X线引导、病理学检

FJC05404
X线引导下经电子支气

管镜支气管透壁肺活检

术

插入电子支气管镜，观察气道变化，X线引导下，对目标肺段进行透壁肺活检，必要时照相，如有

出血给予冰盐水、肾上腺素盐水或凝血酶局部治疗，标本送病理科检查，人工报告。不含监护、X

线引导、病理学检查。

FJC05405 经单孔胸腔镜肺活检术
局麻，切口皮肤，逐层剥离至壁层胸膜，置入胸腔穿刺套管，置入电子胸腔镜，观察胸腔内变化，

脏层表面明显结节样病变处进行组织活检。不含监护、病理学检查。

FJC05406 胸腔镜肺活检术
侧卧位，肋间Trocar三处，胸腔镜、操作钳两个，取肺组织，圈套器，结扎，放胸腔闭式引流管，

关胸。不含病理学检查。
4.胸部及纵隔

FJH03601 小睡试验
心电，4导脑电，肌电，眼电电极安装，记录多种生物信号，摄像观测患者行为，每两小时记录一

次、当天连续记录5次，计算机辅助人工分析数据，出具报告。

FJH09604 无创通气智能压力滴定

睡眠监测时间指21：00至次日早晨6：00。用磨砂膏及酒精进行头面部皮肤清洁处理，依次粘贴固

定脑电电极，眼电电极，肌电电极，参考电极和地线，放置鼾声探头，心电电极，胸部活动探头，

腹部活动探头，体位探头，指端氧饱和度探头，腿动探头，选择合适鼻罩，佩戴智能呼吸机，呼吸

机自动调压，必要时人工干预，计算机辅助记录数据，人工持续值守8小时(夜班)，可使用视频监

控，观察各项记录信号及时处理电极脱落及紧急事件，如突发严重心律失常等，计算机辅助人工分

析数据，出具报告。

FJH09605 无创通气手动压力滴定

用磨砂膏及酒精进行头面部皮肤清洁处理，依次粘贴固定脑电电极，眼电电极，肌电电极，参考电

极和地线，放置鼾声探头，心电电极，胸部活动探头，腹部活动探头，体位探头，指端氧饱和度探

头，腿动探头，选择合适鼻罩，佩戴呼吸机，计算机辅助记录数据，人工持续值守8小时，根据患

者呼吸气流，血样饱和度及脑电图(睡眠觉醒情况)调节无创通气的压力以达到合适的治疗压力，观

察记录各项信号及时处理电极脱落及紧急事件，如突发严重心律失常等，计算机辅助人工分析数

据，出具报告。

FJH09601 标准多导睡眠监测

用磨砂膏及酒精进行头面部皮肤清洁处理，依次粘贴固定脑电电极，眼电电极，肌电电极，参考电

极和地线，放置口鼻气流探头(热敏探头和/或一次性压力传感探头)，鼾声探头，心电电极，胸部

活动探头，腹部活动探头，体位探头，指端氧饱和度探头，腿动探头，计算机辅助记录数据，人工

持续值守8小时，可使用视频监控，观察记录各项信号及时处理电极、探头脱落及紧急事件，如突

发严重心律失常等，计算机辅助人工分析数据，出具报告。

FJH09602 多导脑电睡眠监测
含心电，16导脑电，肌电，眼电电极的安装，胸腹式呼吸监测，口鼻气流，鼾声，体位和血氧饱和

度传感器的安装，整夜监测，同时摄像观测患者行为，计算机辅助人工分析数据，出具报告。

FJH09603 加强多导脑电睡眠监测
含心电、32导脑电、肌电、眼电电极的安装，胸腹式呼吸监测、口鼻气流、鼾声、体位和血氧饱和

度传感器的安装，整夜监测，同时摄像观测患者行为，计算机辅助人工分析数据，出具报告。

FJH03602 睡眠呼吸监测过筛试验

放置口鼻气流探头(热敏探头和/或一次性压力传感探头)、鼾声探头、胸部或腹部活动探头、体位

探头、指端氧饱和度探头，计算机辅助记录数据，人工持续值守8小时(夜班)，观察各项记录信号

及时处理电极脱落及紧急事件，如突发严重心律失常等。计算机辅助人工分析数据、出具报告。不

含视频监控。

FJH09606
分段睡眠监测—智能压

力滴定

用磨砂膏及酒精进行头面部皮肤清洁处理，依次粘贴固定脑电电极、眼电电极、肌电电极、参考电

极和地线。放置口鼻气流探头(热敏探头和/或一次性压力传感探头)、鼾声探头、心电电极、胸部

活动探头、腹部活动探头、体位探头、指端氧饱和度探头、腿动探头。计算机辅助记录数据，3—4

小时后，选择合适鼻罩，佩戴智能呼吸机，呼吸机自动调压，必要时人工干预。全夜人工值守3—4

小时，可使用视频监控。观察各项记录信号及时处理电极脱落及紧急事件，如突发严重心律失常等

。计算机辅助人工分析数据，出具报告。

FJH09607
分段睡眠监测—手工压

力滴定

用磨砂膏及酒精进行头面部皮肤清洁处理，依次粘贴固定脑电电极、眼电电极、肌电电极、参考电

极和地线。放置口鼻气流探头(热敏探头和/或一次性压力传感探头)、鼾声探头、心电电极、胸部

活动探头、腹部活动探头、体位探头、指端氧饱和度探头、腿动探头。计算机辅助记录数据，3—4

小时后，选择合适鼻罩，佩戴呼吸机，根据患者呼吸气流、血样饱和度及脑电图(睡眠觉醒情况)调

节合适的治疗压力3—4小时。观察各项记录信号或使用视频监控器及时处理电极脱落及紧急事件，

如突发严重心律失常等。计算机辅助人工分析数据，出具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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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JZ09601
无创舱内碳氧血红蛋白

连续监测
在舱内治疗过程中用无创碳氧血红蛋白含量检测仪连续监测碳氧血红蛋白含量。

FJZ01601
无创舱内碳氧血红蛋白

检测
舱内治疗过程中用无创碳氧血红蛋白含量检测仪检测碳氧血红蛋白。

FZD01401 单孔胸腔镜检查
局麻，切口皮肤，逐层剥离至壁层胸膜，置入一次性胸腔穿刺套管，置入电子胸腔镜，观察胸腔内

变化充分吸引胸水，必要时对病变部位进行活检，拨出胸腔镜，置入胸腔闭式引流管，术中录像和

照相，人工报告。不含活检、监护。
FJD05301 胸壁组织活检术 局麻或全麻，将胸壁软组织、肋骨、胸骨局部切除送病理学检查，引流。不含病理学检查。

FJE05401 胸腔镜胸膜活检术
侧卧位，肋间Trocar三处，胸腔镜、操作钳两个，取胸膜组织，止血，放胸腔闭式引流管，关胸。

不含病理学检查。

FJE05402
经单孔胸腔镜胸膜活检

术

局麻，切口皮肤，逐层剥离至壁层胸膜，置入胸腔穿刺套管，置入电子胸腔镜，观察胸腔内变化并

行胸膜活检，送病理组织检查。必要时照相和录像。不含监护、病理学检查。

FJE05101 经皮穿刺胸膜活检术
消毒铺巾，局部麻醉，在穿刺点将活检套管针刺入胸壁，抵达胸膜腔后拔出针芯，切取胸膜壁层及

病变。不含X线引导、病理学检查。

FJF05401
经纵隔镜纵隔病变活检

术

指气管周围，隆突下纵隔及(胸骨后)前纵隔肿物，肿大淋巴结的活检。全麻，消毒铺巾，贴膜，经

颈部小切口或胸骨旁小切口行纵隔镜探查，对上述部位的肿物或肿大淋巴结进行活检，缝合切口。

不含病理学检查。

FZD05401 经胸腔镜术中活检术
经胸外侧径路，消毒铺巾，贴膜，单肺通气，建立气胸，胸腔镜探查胸腔、胸壁、肺组织、纵隔及

淋巴结。取相关病变组织用标本袋取出，送病理学检查。用电刀或超声刀止血。置放胸腔闭式引流

。关胸。不含病理学检查。
(八)循环系统

FKT01601 单通道常规心电图检查 皮肤清洁处理，使用单通道心电图机，安放电极，完成标准十二导联心电图记录，人工报告。

FKT01602 多通道常规心电图检查
皮肤清洁处理，使用多通道心电图机，安放电极，使用纸宽大于等于110毫米的心电图记录纸，完

成标准十二导联心电图记录，人工报告。

FKT01603
十二通道常规心电图检

查

皮肤清洁处理，使用十二通道心电图机，安放电极，完成标准十二导联心电图同步采集，同步记录

十二导联心电图，人工报告。

FKT01604 食管内心电图检查
润滑鼻腔(需要时可口咽局部麻醉)，经鼻将电极导管送至食管内合适位置，安放体表电极，使用心

电图机记录食管内心电图及体表心电图，人工报告。

FKT01605 三通道动态心电图检查
皮肤清洁处理，安放电极，固定电极及导线，使用三通道动态心电图机，指导患者记录，一般连续

记录24小时，有效记录时间应在22小时以上，计算机辅助人工分析数据，出具报告。

FKT01606
十二通道动态心电图检

查

皮肤清洁处理，安放电极，固定电极及导线，使用十二通道心电图机，指导患者记录，一般连续记

录24小时，有效记录时间应在22小时以上，计算机辅助人工分析数据，出具报告。
FKT01607 频谱心电图检查 皮肤清洁处理，安放电极，使用频谱心电图仪进行心电信号的采集、转换和频谱分析，人工报告。
FKT01608 标测心电图检查 皮肤清洁处理，安放电极，应用电生理记录仪进行心电标测，人工报告。
FKT01609 心电向量图检查 皮肤清洁处理，安放电极，采用心电向量图机设定心电信号，采集心电向量信息，人工报告。
FKT01610 心音图检查 皮肤清洁处理，连接心电信号，放置探查探头，用心音图机记录，人工报告。

FKT01611 心阻抗图检查
皮肤清洁处理，安放探查电极，采用心阻抗分析仪同步采集多导联胸部体表阻抗变化、心电图和心

音图，重建心阻抗图，可计算获得心导纳图，人工报告。

FKT01612 无创心血流图检查
皮肤清洁处理，安放探查电极，采用阻抗监测分析仪探查并分析随时间变化的胸部体表阻抗变化并

自动估算心血流的变化，评估心功能，打印报告。

FKT01613 心房心室晚电位检查
指对心房或心室的晚电位检查，皮肤清洁处理，安放电极，记录心电图，采用晚电位分析软件对心

电图进行特殊处理并判断结果。

FKT01501 有创性心内电生理检查
消毒铺巾，局部麻醉，穿刺3-5处深静脉，放置鞘管，在监护仪监护下，经鞘管在血管造影机X线透

视下放置多根标测导管至心腔内不同位置，采用电生理刺激仪进行心房心室程序刺激并采用多通道

电生理记录仪记录，人工报告。不含监护、DSA引导。

FKT01503 左心导管检查
在监护仪监护下，经鞘管在血管造影机X线透视下将造影导管经动脉逆行送至主动脉根部及左心室

内，测定压力并取血进行血气分析。不含血气分析、监护、DSA引导。

FKT01502 右心导管检查
在监护仪监护下经鞘管在血管造影机X线透视下将造影导管顺序送至下腔静脉、右心房、右心室以

及肺动脉，测定压力并取血进行血气分析。不含血气分析、监护、DSA引导。
FKT01614 起搏器胸壁刺激法检查 皮肤清洁处理，安放电极于胸壁起搏器表面皮肤，给予电刺激，观察自身心率情况。

FKT01615 起搏器程控功能检查
皮肤清洁处理，安放电极，进行无创心电监测，进行起搏器功能分析，评价起搏器起搏及感知功

能，对起搏器起搏方式、频率、阈值、感知度、不应期、房室间期、导线极性、模式转换等的程控

。其他生理性起搏、频率适应性起搏等的优化。不含无创心电监测和记录。

FKT01616 除颤器程控功能检查
将除颤器程控仪探头放置在除颤器所处皮肤表面，利用程控仪检测除颤器工作情况，心律失常识别

情况和电池能量，调试除颤器参数。

FKT01901 运动心肺功能检查

为患者连接心电检测，气体检测，血压监测，患者在功率自行车或运动平板上做负荷运动，至患者

运动受限或患者有不适主诉止(运动过程中随时监测患者心电图ST段偏移情况、血氧以及血压，如

有异常随时终止运动)，运动前后及运动过程中，实时监测在不同负荷条件下氧耗量、二氧化碳排

出量以及心率等指标。含心电图负荷试验。不含运动前、后血气分析。

FKT09601 短程心率变异性分析
皮肤清洁处理，安放电极，使用动态心电图机连续记录心电图，应用分析软件测量30分钟或30分钟

内连续心跳速率变化程度，人工报告。

FKT09602 24小时心率变异性分析
皮肤清洁处理，安放电极，使用动态心电图机连续记录24小时心电图，应用分析软件测量24小时连

续心跳速率变化程度，人工报告。

FKT09603 心电事件记录
皮肤清洁处理，安放并固定电极，使用心电事件记录仪，指导患者使用，事件发生时患者触发心电

事件记录仪记录、存储并分析，人工报告。

FKT09604 心电监测远程传输
皮肤清洁处理，安放并固定电极，使用心电监测远程传输系统，指导患者使用，事件发生时患者触

发心电事件记录器记录并处理，经电话，手机，网络，卫星系统等传输至医师工作站进行分析。

FKT03601 心电图踏车负荷试验
在备有抢救措施的条件下进行，皮肤清洁处理，安放并固定电极，记录静息时心电图，按照分级方

法逐渐增加运动量，直到达到中止运动试验的指标，监测心电变化和血压，中止运动后继续监 测

心电变化和血压，直至恢复正常，人工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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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KT03602 心电图平板负荷试验
在备有抢救措施的条件下进行，皮肤清洁处理，安放并固定电极，记录静息时心电图，按照分级方

法逐渐增加运动量，直到达到中止运动试验的指标，监测心电变化和血压，中止运动后继续监测心

电变化和血压，直至恢复正常，人工报告。

FKT03603 心电图二阶梯负荷试验
在备有抢救措施的条件下进行，皮肤清洁处理，安放并固定电极，记录静息时心电图，按照分级方

法逐渐增加运动量，直到达到中止运动试验的指标，监测心电变化和血压，中止运动后继续监测心

电变化和血压，直至恢复正常，人工报告。

FKT03604 心电图药物试验
在备有抢救措施的条件下进行，皮肤清洁处理，安放电极，使用心电图机记录静息时的心电图，持

续心电监测，给予药物后记录不同时间心电图的变化。

FKT03605 倾斜试验
在备有抢救措施的条件下进行，患者平卧倾斜台上，采用固定带保护患者，开放静脉通路，使用监

护仪监测患者心率和血压，进行基础倾斜试验，阴性结果者可采用药物激发试验，实时监测患者心

率和血压变化，打印报告。

FKT02602 T波电交替

在备有抢救措施的条件下进行，皮肤清洁处理，安放并固定电极，采用T波电交替心脏诊断系统记

录静息时心电图，描记心电图特征，进行动态的时域定量分析检测，也可通过分级递增运动的方式

(运动试验、药物负荷试验或起搏)增加心率，采用频域分析法或时域分析法检测，计算机辅助人工

分析数据、出具报告。

FKT02603 窦性心率震荡
皮肤清洁处理，安放电极，使用动态心电图机连续记录24小时心电图，应用分析软件测量心率震荡

初始和震荡斜率，人工报告。

FKT02604 QT离散度
皮肤清洁处理，安放电极，完成标准十二导联心电图记录，测量QT间期，根据公式计算校正QT间期

和QT离散度。

FKT02605
心搏出量测定—无创阻

抗法

皮肤清洁处理，安放探查电极，采用阻抗监测分析仪探查并分析随时间变化的胸部体表阻抗变化并

自动分析结果，打印报告。
FKT02501 有创心输出量测定 应用漂浮导管，利用心输出量测量仪测得心输出量。不含漂浮导管植入术。

FKP02901 心腔三维标测术
使用三维标测系统，应用三维标测技术(三维电解剖标测技术、非接触电极标测技术、三维接触标

测技术、磁导航标测技术、网篮导管标测技术、影像融合技术等)，构建心腔三维图像，明确诊断

及指导相关治疗。

FLA01401 冠脉血管内窥镜检查

在备有除颤仪及除颤电极的条件下，消毒铺巾，局部麻醉，穿刺动脉，放置鞘管，冠状动脉造影后

经鞘管在监护仪监护及DSA引导下，沿引导钢丝将指引导管送至冠状动脉开口，根据冠状动脉造影

结果决定需要治疗的病变，沿指引钢丝将内窥镜导管送至病变前1-2厘米处，经灌注腔注入硝酸甘

油后充盈球囊阻断血流，观察病变。不含监护、DSA引导。

FLA01501
冠脉血管内超声检查

(IVUS)

消毒铺巾，局部麻醉，穿刺动脉，放置鞘管，冠状动脉造影后经鞘管在监护仪监护及DSA引导下，

沿引导钢丝将指引导管送至冠状动脉开口，根据冠状动脉造影结果决定需要检查的病变，将指引钢

丝通过病变送至病变血管远端，沿指引钢丝送入超声导管至病变远端，打开血管内超声仪开始记录

超声影像，并手动或应用自动回撤装置匀速缓慢后撤超声导管，同步记录影像。对影像进行测量分

析。术中准备除颤仪及除颤电极备用。不含监护、DSA引导。

FLA01502
冠脉光学相干断层扫描

(OCT)检查

在备有除颤仪及除颤电极的条件下，消毒铺巾，局部麻醉，穿刺动脉，放置鞘管，冠状动脉造影后

经鞘管在监护仪监护及DSA引导下，沿引导钢丝将指引导管送至冠状动脉开口，根据冠状动脉造影

结果决定需要检查的病变，沿指引钢丝将OCT导管送至病变以远1-2厘米处，经灌注腔注入硝酸甘油

后充盈球囊阻断血流，持续生理盐水灌注，打开光学相干断层扫描仪回撤导管、观察病变并记录分

析影像。不含监护、DSA引导。

FLA02501
冠脉血管内多普勒血流

测量术

在备有除颤仪及除颤电极的条件下，消毒铺巾，局部麻醉，穿刺动脉，放置鞘管，冠状动脉造影后

经鞘管在监护仪监护及DSA引导下，沿引导钢丝将指引导管送至冠状动脉开口，根据冠状动脉造影

结果决定需要检查的病变，将多普勒血流导丝通过病变送至病变血管远端，缓慢回撤，同步记录血

流信号和数据，对数据进行分析，必要时可冠脉内注射扩张血管药物，了解冠脉血流储备。不含监

护、DSA引导。

FLA02502
冠脉血管内压力导丝测

定术

在备有除颤仪及除颤电极的条件下，消毒铺巾，局部麻醉，穿刺动脉，放置鞘管，冠状动脉造影后

经鞘管在监护仪监护及DSA引导下，沿引导钢丝将指引导管送至冠状动脉开口，根据冠状动脉造影

结果决定需要检查的病变，将压力导丝尾端连接处理工作站后将其尖端送至指引导管尖端，以测得

的压力进行校准，之后将压力导丝通过病变送至病变血管远端，缓慢回撤，同步记录压力并计算血

流储备分数，对数据进行分析，必要时可冠脉内或静脉内注射扩张血管药物，了解冠脉血流储备。

不含监护、DSA引导。

FLB02501 肺循环血流动力学检查

在漂浮导管置入后，用注射器向气囊内注气，观察监护仪上监测的右心房、右心室及肺动脉压力波

形及数值并实时记录，根据波形及压力值确定并调节漂浮导管所在位置，测量肺毛细血管嵌顿压

(PCWP)，记录肺循环血流动力学参数，含中心静脉压(CVP)/右房平均压(RAPM)，右室收缩、舒张、

平均压(RVPS、RVPD、RVPM)，肺动脉收缩、舒张、平均压(PAPS、PAPD、PAPM)，肺毛细血管嵌顿压

(PCWP)。人工报告。不含心电监测、心输出量测定及漂浮导管置入术。

FLB09502 肺动脉楔压测量
放置或调整漂浮导管至合适位置后，将漂浮导管远端的气囊充气，使用压力换能器由漂浮导管远端

直接测得。不含漂浮导管植入术。

FLX02601 反射波增强指数
使用桡动脉压力波形分析仪记录桡动脉脉搏压力波形，并实时转换成中心动脉(主动脉) 压力波

形，自动测量中心动脉收缩压，舒张压，脉压，计算反射波增强指数，打印报告。

FLX09503
有创血压监测动脉置管

术

消毒铺巾，局部麻醉，穿刺深动脉，放置套管针，穿刺动脉，放置鞘管，连接测压套件，进行动脉

内压力监测。

FLV09501 漂浮导管置入术

连接监护仪，压力套装，一次性连接管，肝素盐水，三通接头与压力换能器，并排空所有管腔内空

气，平衡压力监测，协助患者摆好体位，穿无菌手术衣，戴口罩帽子及无菌手套，打开一次性漂浮

导管套件，连接肺动脉导管与压力套装，消毒穿刺处局部皮肤，铺巾，以2%利多卡因作局部麻醉，

穿刺，扩皮，边进针边抽吸，抽到血液后交换导丝，置换导管鞘，观察监护仪上监测的右心房、右

心室及肺动脉压力波形及数值并实时记录，根据波形及压力值确定并调节漂浮导管所在位置，测量

肺毛细血管嵌顿压(PCWP)。不含心电监测。

FLY02601 肢体动脉节段性测压
患者仰卧，连接测压仪于四肢不同部位，开启测压仪，分别检测上肢上臂、前臂、各手指、股、腘

、足背、胫后和各足趾动脉的收缩压力。

FMX02501 人工中心静脉压测定
评估患者病情及体位等，核对医嘱及患者信息，解释其目的取得配合，确认中心静脉置管位置，测

量外置长度，连接测压系统，协助患者平卧位，正确固定压力传感器，冲洗管路，调零，测压并记

录，协助患者采取舒适体位，做好健康教育及心理护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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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MX02502 检测仪中心静脉压测定
评估患者病情及体位等，核对医嘱及患者信息，解释其目的取得配合，确认中心静脉置管位置，测

量外置长度，连接测压系统，协助患者平卧位，正确固定压力传感器，冲洗管路，调零，测压并记

录，协助患者采取舒适体位，做好健康教育及心理护理。
FMX02503 周围静脉压测定 穿刺肘静脉后，将肘静脉穿刺针连接测压管，根据静脉血上升到的刻度测定。

FMX02504
经皮穿刺上/下腔静脉

压力测定

患者仰卧于造影台，局麻下经皮穿刺腋静脉/股静脉，放置血管鞘管，沿鞘管放入导丝和周围造影

导管入上/下腔静脉，导管外连测压装置，测压，完毕后拔出导管和鞘管，穿刺处弹力绷带加压包

扎。不含DSA引导。

FMY02601 经皮肢体氧分压测定
患者仰卧，连接氧分压测定仪于肢体不同部位，开启氧分压测定仪，分别检测肢体不同部位的氧分

压，记录并报告。

FMY02602
激光多普勒肢体血流测

定

患者仰卧，连接激光多普勒仪于肢体不同部位，开启激光多普勒仪，分别检测肢体不同部位的微循

环数值，记录并报告。

FKT09605 无创心电监测
皮肤清洁处理，安放电极，使用无创心电监测设备，设定监测参数，实时监测心电变化，含呼吸频

率监测。
FKS09501 心包腔内压力监测 心包引流导管与测压导管、压力换能器连接，校正零点，连续测压。

FKT09606 起搏器远程监测
安置带有远程监测功能的起搏器后，通过程控打开远程监测设置，利用无线网络将起搏器的数据收

集传输到相应的数据信息处理中心，专业医师根据有关数据判断起搏器的工作状态，确定患者到医

院程控和随访的时间。不含起搏器程控功能检查。

FKT09607 除颤器远程监测
安置带有远程监测功能的除颤器后，通过程控打开远程监测设置，利用无线网络将除颤器的数据收

集传输到相应的数据信息处理中心，专业医师根据有关数据判断除颤器的工作状态，确定患者到医

院程控和随访的时间。不含除颤器程控功能检查。

FLA09501 肺动脉压持续监测
在漂浮导管置入后，连接漂浮导管，压力套装与监护仪，持续监测肺动脉压，若患者体位发生改

变，需根据患者体位实时调整压力换能器位置并校零。
FLA09503 肺动脉压右心房压力监 应用漂浮导管，使用压力换能器由漂浮导管远端直接测得。不含漂浮导管植入术。

FLX09601 动态血压监测
气袖均匀紧贴皮肤缠于上臂，以动态血压监测仪自动测量血压，并按设定间期记录20小时以上血

压，打印报告。
FLX09602 无创血压监测 气袖均匀紧贴皮肤缠于上臂，以无创心电监护系统按设定间期自动测量血压。
FLX09502 动脉内压力监测 将动脉套管连接测压套件，实时监测血压变化。
FLX09603 无创指脉血氧饱和度监 用光电或红外传感器与患者的手指连接，利用床旁监测仪自动连续测量。

FKD06501 左心室造影术

在备有除颤仪及除颤电极的条件下，消毒铺巾，局部麻醉，穿刺动脉，放置鞘管，经鞘管在监护仪

监护及DSA引导下，沿引导钢丝将猪尾导管送入左心室，应用高压注射泵或者手推对比剂完成左心

室造影，导管尾端接压力监测，测定左心室舒张末压力，回撤猪尾导管，测定左心室与主动脉根部

间压力阶差。不含监护、DSA引导。

FKB06501 右心室造影术

在备有除颤仪及除颤电极的条件下，消毒铺巾，局部麻醉，穿刺静脉，放置鞘管，经鞘管在监护仪

监护及DSA引导下，沿引导钢丝将猪尾导管送入右心室，应用高压注射泵或者手推对比剂完成右心

室造影，导管尾端接压力监测，分别测定肺动脉、右心室、右心房和下腔静脉内的压力。不含监护

、DSA引导。

FLA06501
经皮穿刺选择性肺动脉

造影术

消毒，麻醉，穿刺置管，经股/腋静脉途径穿刺，置管。上/下腔静脉造影，经右心房、右心室至肺

动脉选择性造影摄片，穿刺点压迫包扎，人工报告。不含监护、DSA引导。

FLC06501 经皮冠状动脉造影术
在备有除颤仪及除颤电极的条件下，消毒铺巾，局部麻醉，穿刺动脉，放置鞘管，经鞘管在监护仪

监护及DSA引导下，沿引导钢丝将造影导管送至冠状动脉开口，在不同体位注射对比剂，获得冠脉

影像，并对影像进行分析。不含监护、DSA引导。

FLE06501 主动脉弓造影术
消毒铺巾，局部麻醉，经深动脉穿刺，置血管鞘，导管插入主动脉弓，经导管注入对比剂，造影成

功后分析诊断造影结果。不含三维影像。

FLD06501
经皮选择性主动脉造影

术

消毒，麻醉，穿刺置管，经股/腋动脉途径穿刺，置管。主动脉造影，摄片，穿刺点压迫包扎，人

工报告。不含监护、DSA引导。

FLE06502
经皮选择性锁骨下动脉

造影术

消毒，麻醉，穿刺置管，经股/腋动脉途径穿刺，置管，主动脉造影，锁骨下动脉选择性造影摄

片，穿刺点压迫包扎，人工报告。不含监护、DSA引导。

FLF06501
经皮穿刺选择性甲状腺

动脉造影术

消毒，麻醉，穿刺置管，经股/腋动脉途径穿刺，置管，主动脉造影，甲状腺动脉选择性造影摄

片，穿刺点压迫包扎，人工报告。不含监护、DSA引导。

FLF06502
经皮穿刺选择性甲状颈

干动脉造影术

消毒，麻醉，穿刺置管，经股/腋动脉途径穿刺，置管，主动脉造影，甲状颈干动脉选择性造影摄

片，穿刺点压迫包扎，人工报告。不含监护、DSA引导。

FLG06501
经皮穿刺上肢动脉造影

术

患者仰卧于造影台，局麻下穿刺腋动脉，植入血管鞘管，肝素抗凝，导丝引导下将导管选择到锁骨

下动脉，逐段行上肢动脉造影，造影结束拔除血管鞘管，穿刺点压迫止血20分钟后弹力绷带加压包

扎。不含DSA引导。

FLH06501
经皮穿刺选择性支气管

动脉造影术

消毒，麻醉，穿刺置管，经股动脉途径穿刺、置管，腹主动脉造影，支气管动脉选择性造影摄片，

穿刺点压迫包扎，人工报告。不含监护、DSA引导。

FLH06502
经皮选择性胸廓内动脉

造影术

消毒，麻醉，穿刺置管，经股/腋动脉途径穿刺，置管，主动脉造影，胸廓内动脉选择性造影摄

片，穿刺点压迫包扎，人工报告。不含监护、DSA引导。

FLH06503
经皮选择性肋间动脉造

影术

消毒，麻醉，穿刺置管，经股/腋动脉途径穿刺，置管，主动脉造影，肋间动脉选择性造影摄片，

穿刺点压迫包扎，人工报告。不含监护、DSA引导。

FLH06504
经皮穿刺选择性肋颈干

动脉造影术

消毒，麻醉，穿刺置管，经股/腋动脉途径穿刺，置管，主动脉造影，肋颈干动脉选择性造影摄

片，穿刺点压迫包扎，人工报告。不含监护、DSA引导。

FLK06501
经皮穿刺选择性胃左动

脉造影术

消毒，麻醉，穿刺置管，经股动脉途径穿刺，置管，腹主动脉造影，胃左动脉选择性造影摄片，穿

刺点压迫包扎，人工报告。不含监护、DSA引导。

FLL06501
经皮穿刺腹腔干动脉造

影术

局麻，经股动脉途径穿刺，置管，腹主动脉造影，腹腔干动脉选择性造影，酌情动脉瘤瘤体和动脉

直径测量，不含DSA引导。

FLM06501
经皮穿刺选择性肝总动

脉造影术

消毒，麻醉，穿刺置管，经股动脉途径穿刺，置管，腹主动脉造影，肝动脉选择性造影摄片，穿刺

点压迫包扎，人工报告。不含监护、DSA引导。

FLM06502
经皮穿刺肝固有动脉造

影术

局麻，经股动脉途径穿刺，置管，腹主动脉造影，肝固有动脉选择性造影，酌情动脉瘤瘤体和动脉

直径测量。不含DSA引导。

FLM06503
经皮超选择性肝动脉造

影术

消毒，麻醉，穿刺置管，超选择造影摄片，穿刺点压迫包扎，人工报告。不含监护、DSA引导、超

声引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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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LM06504
经皮穿刺选择性胃十二

指肠动脉造影术

消毒，麻醉，穿刺置管，经股/腋动脉途径穿刺，置管，腹主动脉造影，胃十二指肠动脉选择性造

影摄片，穿刺点压迫包扎，人工报告。不含监护、DSA引导。

FLN06501
经皮穿刺选择性脾动脉

造影术

消毒，麻醉，穿刺置管，经股动脉途径穿刺，置管，腹主动脉造影，脾动脉选择性造影摄片，穿刺

点压迫包扎，人工报告。不含监护、DSA引导。

FLP06501
经皮选择性肠系膜上动

脉造影术

消毒，麻醉，穿刺置管，经股/腋动脉途径穿刺，置管，主动脉造影，肠系膜上动脉选择性造影摄

片，穿刺点压迫包扎，人工报告。不含监护、DSA引导。

FLP06502
经皮穿刺选择性肠系膜

上动脉间接门静脉造影

术

患者仰卧于造影台，局麻下穿刺股/腋/肱动脉，放植血管鞘管，沿鞘管放入导丝至腹主动脉，超选

到肠系膜上动脉，退出导丝，将猪尾导管与高压注射器连接，注入对比剂进行动脉造影，延迟显像

至在静脉期血管成像拍片。造影完毕，退出导管和血管鞘，穿刺处弹力绷带加压包扎。不含DSA引

FLQ06501
经皮选择性肠系膜下动

脉造影术

消毒，麻醉，穿刺置管，经股/腋动脉途径穿刺，置管，主动脉造影，肠系膜下动脉选择性造影摄

片，穿刺点压迫包扎，人工报告。不含监护、DSA引导。

FLR06501
经皮选择性肾动脉造影

术

消毒，麻醉，穿刺置管，经股/腋动脉途径穿刺，置管，主动脉造影，肾动脉选择性造影摄片，穿

刺点压迫包扎，人工报告。不含监护、DSA引导。

FLR06502
经皮穿刺选择性肾上腺

动脉造影术

消毒，麻醉，穿刺置管，经股/腋动脉途径穿刺，置管，主动脉造影，肾上腺动脉选择性造影摄

片，穿刺点压迫包扎，人工报告。不含监护、DSA引导。

FLS06501
经皮选择性腰动脉造影

术

消毒，麻醉，穿刺置管，经股/腋动脉途径穿刺，置管，主动脉造影，超选腰动脉选择性造影摄

片，穿刺点压迫包扎，人工报告。不含监护、DSA引导。

FLT06501
经皮选择性髂内动脉造

影术

消毒，麻醉，穿刺置管，经股/腋动脉途径穿刺，置管，主动脉造影，髂内动脉选择性造影摄片，

穿刺点压迫包扎，人工报告。不含监护、DSA引导。

FLT06502
经皮穿刺选择性子宫动

脉造影术

消毒，麻醉，穿刺置管，经股/腋动脉途径穿刺，置管，主动脉造影，子宫动脉选择性造影摄片，

穿刺点压迫包扎，人工报告。不含监护、DSA引导。

FLX06501
经皮选择性下肢动脉造

影术
消毒，麻醉，穿刺置管，造影摄片，穿刺点压迫包扎，人工报告。不含监护、DSA引导。

FMB06501
经皮穿刺选择性上腔静

脉造影术

患者仰卧于造影台，局麻下穿刺针穿刺腋静脉、肱静脉、颈内静脉或锁骨下静脉，穿刺成功后放植

血管鞘管，沿鞘管放入导丝和猪尾造影导管入上腔静脉近端，退出导丝，将猪尾导管与高压注射器

连接，注入对比剂进行静脉造影，造影完毕，退出导管和血管鞘，穿刺处弹力绷带加压包扎。不含

DSA引导。

FMC06501
经皮穿刺无名静脉造影

术

患者仰卧于造影台，局麻下穿刺腋静脉、肱静脉、颈内静脉或锁骨下静脉，放植血管鞘管，沿鞘管

放入导丝和导管入无名静脉远端，退出导丝，将造影导管与高压注射器连接，注入对比剂进行静脉

造影。造影完毕，退出导管和血管鞘，穿刺处弹力绷带加压包扎。不含DSA引导。

FME06501
经皮穿刺锁骨下静脉造

影术

患者仰卧于造影台，局麻下穿刺腋静脉或肱静脉，放植血管鞘管，沿鞘管放入导丝和导管入锁骨下

静脉远端，退出导丝，将造影导管与高压注射器连接，注入对比剂进行静脉造影。造影完毕，退出

导管和血管鞘，穿刺处弹力绷带加压包扎。不含DSA引导。

FMF06502
经皮穿刺上肢静脉顺行

造影术

患者仰卧于造影台，局麻下穿刺手背浅静脉，建立输液通道，用三通连接输液通道，阻断上肢浅静

脉，注入对比剂，数字减影造影机下透视，显示上肢静脉有无病变及病变情况并拍片。造影完毕，

退出穿刺针，穿刺处弹力绷带加压包扎。不含DSA引导。

FMF06501
经皮穿刺上肢静脉逆行

造影术

患者仰卧于造影台，局麻下穿刺腋静脉，放植血管鞘管，沿鞘管放入导丝及造影导管入腋静脉，退

出导丝，嘱患者做瓦尔萨瓦（Valsalva）动作补加胸内压，后注入对比剂进行上肢静脉远端显影。

造影完毕，退出导管和血管鞘，穿刺处弹力绷带加压包扎。不含DSA引导。

FMF06301 上肢切开静脉造影术

用于上肢淋巴水肿体表静脉穿刺造影困难的病例。导管室血管造影机下，患者平卧位，造影侧手背

消毒铺巾，手背行局麻后切开皮肤，于皮下组织中寻得浅静脉，前臂上止血带，行静脉穿刺成功结

扎固定穿刺针后高压注射器注入对比剂，使上肢深静脉显影至锁骨下静脉出口，留取影像资料，了

解深静脉通畅度及瓣膜功能，留取影像资料。造影完毕，拔除静脉穿刺针，手背切口间断缝合。敷

料覆盖伤口。不含DSA引导。

FMH06501
经皮穿刺选择性下腔静

脉插管造影术

患者仰卧于造影台，局麻下穿刺股静脉，成功后放植血管鞘管，沿鞘管放入导丝和猪尾造影导管入

下腔静脉远端，退出导丝，将猪尾导管与高压注射器连接，注入对比剂进行静脉造影，必要时可深

入导管至下腔静脉近端造影，造影完毕，退出导管和血管鞘，穿刺处弹力绷带加压包扎。不含DSA

FMH06502
经皮穿刺下腔静脉造影

术

患者仰卧于造影台，局麻下穿刺股静脉，成功后放植血管鞘管，沿鞘管放入导丝和猪尾造影导管入

下腔静脉远端，退出导丝，将猪尾导管与高压注射器连接，注入对比剂进行静脉造影，必要时可深

入导管至下腔静脉近端造影，造影完毕，退出导管和血管鞘，穿刺处弹力绷带加压包扎。不含DSA

FMJ06501
经皮穿刺选择性肝静脉

造影术

患者仰卧于造影台，局麻下穿刺股/颈内/腋/肱静脉，放植血管鞘管，沿鞘管放入导丝，沿导丝造

影导管入肝后段下腔静脉，超选肝静脉，退出导丝，将导管与高压注射器连接，注入对比剂进行静

脉造影，造影完毕，退出导管和血管鞘，穿刺处弹力绷带加压包扎。不含DSA引导。
FMJ06502 经皮肝穿刺肝静脉造影 消毒麻醉，经皮肝穿刺，肝静脉插管造影并摄片，拔管压迫止血，冲洗胶片，人工报告。不含监护

FMK06501
经皮穿刺选择性肾静脉

造影术

患者仰卧于造影台，局麻下穿刺股/颈内/腋/肱静脉，放植血管鞘管，沿鞘管放入导丝，沿导丝造

影导管入下腔静脉，超选肾静脉，退出导丝，将导管与高压注射器连接，注入对比剂进行静脉造影

。造影完毕，退出导管和血管鞘，穿刺处弹力绷带加压包扎。不含DSA引导。

FMM06501
经皮穿刺选择性髂内静

脉造影术

患者仰卧于造影台，局麻下穿刺股静脉或颈静脉或上肢静脉，放植血管鞘管，沿鞘管放入导丝和猪

尾造影导管入髂静脉远端，退出导丝，将猪尾导管与高压注射器连接，注入对比剂进行静脉显影摄

片，造影完毕，退出导管和血管鞘，穿刺处弹力绷带加压包扎。不含DSA引导。

FMQ06501
经皮穿刺下肢静脉逆行

造影术

患者仰卧于造影台，局麻下穿刺股静脉，放植血管鞘管，沿鞘管放入导丝及造影导管入对侧/同侧

髂外静脉远端，退出导丝，将导管与高压注射器连接，嘱患者做瓦尔萨瓦（Valsalva）动作补加腹

压，同时注入对比剂进行下肢静脉远端造影，造影完毕，退出导管和血管鞘，穿刺处弹力绷带加压

包扎。不含DSA引导。

FMQ06502
经皮穿刺下肢静脉顺行

造影术

患者仰卧于造影台，局麻下穿刺足背浅静脉，建立输液通道，用三通连接输液通道，应用止血带阻

断下肢浅静脉，注入对比剂，数字减影机下透视，显示下肢深静脉有无病变及病变情况并摄片，造

影完毕，退出穿刺针，穿刺处弹力绷带加压包扎。不含DSA引导。

FMQ06301 下肢切开静脉造影术

导管室血管造影机下，患者平卧位，造影侧足背消毒铺巾，足背行局麻后切开皮肤，于皮下组织中

寻得浅静脉，小腿下1/3上止血带，行静脉穿刺成功后高压注射器注入对比剂，使下肢深静脉显

影，了解深静脉通畅度及瓣膜功能，留取影像资料，造影完毕，拔除静脉穿刺针，足背切口间断缝

合，敷料覆盖伤口。不含DSA引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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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MQ06101
经内踝骨髓穿刺静脉造

影术

用于下肢象皮肿体表静脉穿刺及切开皮肤造影困难的病例。导管室血管造影机下，患者平卧位，造

影侧足踝区消毒铺巾，内踝行局麻后行骨穿，高压注射器自骨穿针注入对比剂，通过骨髓静脉使下

肢深静脉显影，了解深静脉通畅度及瓣膜功能，留取影像资料。造影完毕，拔除骨髓穿刺针，敷料

覆盖穿刺口。内踝处加压包扎止血。不含DSA引导。

FMU06501
经皮肝穿刺门静脉造影

术

局麻下患者平卧于造影床，应用肝穿针在右侧肋间向肝脏穿刺，边穿刺边注入对比剂，透视下寻找

门静脉，直到肝内门静脉显影，交换导丝，进行门静脉插管，并注入适量对比剂进行血管造影，造

影完毕后拔出导管，压迫止血，并用弹力绷带加压固定不少于8小时。不含DSA、超声引导。

FMU06502
经皮脾穿刺门静脉插管

造影术

局麻下患者平卧于造影床，应用穿刺针在左侧肋间向脾脏穿刺，边穿刺边注入对比剂，透视下寻找

脾静脉，直到门静脉显影，交换导丝，进行门静脉插管，并注入适量对比剂进行血管造影，造影完

毕后拔出导管，压迫止血，并用弹力绷带加压固定不少于8小时。不含DSA引导。

FMW06501
经皮穿刺超选脾动脉间

接门静脉造影术

患者仰卧于造影台，局麻下穿刺股/腋/肱动脉，放植血管鞘管，沿鞘管放入导丝至腹主动脉，超选

到脾动脉，退出导丝，将猪尾导管与高压注射器连接，注入对比剂进行动脉造影，延迟显像至在静

脉期血管成像拍片，造影完毕，退出导管和血管鞘，穿刺处弹力绷带加压包扎。不含DSA引导。

FKS05301 心包活检术
前胸外侧壁小切口，显露心包，切取小块心包组织，关闭切口，止血，留置引流管，关胸，不含病

理学检查。

FKS05401
经胸腔镜辅助心包活检

术

前胸外侧壁小切口，胸腔镜下操作，显露心包，切取小块心包组织，关闭切口，止血，留置引流

管，关胸，不含病理学检查。

FKT05501 经皮心内膜心肌活检术

消毒铺巾，局部麻醉，根据需要活检的部位穿刺静脉或动脉，在监护仪监护及DSA引导下，长鞘管

随引导管送入心室，拔出引导管，长鞘管继续留在心室内，经长鞘管送入活检钳。在不同部位取材

后撤出活检钳，标本送病理学检查。术中准备除颤仪及除颤电极备用。不含病理学检查、监护、

DSA引导。

FLX05501 经皮穿刺动脉内活检术
消毒，麻醉，穿刺置管，造影摄片，腔内活检，拔管，穿刺点压迫包扎，人工报告。不含监护、病

理学检查。

FMX06502
经皮穿刺选择性性腺静

脉造影术

消毒麻醉，股静脉或颈静脉或上肢静脉穿刺插管，选择卵巢静脉或精索静脉，注射对比剂并摄片，

拔管压迫止血，冲洗胶片，人工报告。不含监护、DSA引导。
(九)造血及淋巴系统

FNA01601 骨髓细胞彩色图像分析
骨髓片/血片染色，照相显微镜下采集并分析有特色区域的骨髓/血细胞图像，打印彩色图文报告，

审核。

FNA05101 骨髓活检术
消毒铺巾、局麻，注射器抽取局麻药局部麻醉，使用骨髓活检针穿刺取骨髓组织1-2块，拔出活检

针，盖无菌敷料。不含病理学检查。

FND01601

血细胞分化簇抗原

(CD)34阳性造血干细胞

分选

密度梯度离心法或羟乙基淀粉沉降法分离单个核细胞，磷酸盐缓冲液(PBS)洗涤，加入1640制成悬

液，混匀人工计数细胞，加入CD34阳性磁珠，混匀后4℃孵育30min，磷酸盐缓冲液(PBS)洗涤，利

用免疫磁珠细胞分选仪(MACS)进行分选，用磷酸盐缓冲液(PBS)加压冲洗吸附柱，获得纯化的CD34

阳性细胞。不含血细胞分化簇抗原(CD)34阳性细胞流式细胞检测。

FND01602 染色体核型图像分析
选择合适的染色体中期分裂相或染色体荧光原位杂交检测(FISH)图像，利用染色体自动分析仪进行

染色体图像采集分析，出核型图。

FND05501 自体血采集
指使用一次性采血袋采集自身全血。自体血申请审核，血袋材料准备，皮肤消毒，肘静脉穿刺，血

液采集，采集过程中血袋持续混匀，血量称重，止血包扎，血袋封口，血型鉴定，登记贴标、入库

保存。含放血治疗。

FNJ06101 颈干直接淋巴管造影术

用于诊断头颈面部淋巴回流障碍。导管室血管造影机下，患者平卧位，于造影侧头部皮下注入淋巴

管染色剂，于乳突区行局麻后切开皮肤，在手术显微镜下，用显微器械解剖寻找乳突淋巴结所属蓝

染淋巴管，以淋巴管造影导管行淋巴管穿刺后注入对比剂，造影行颈干淋巴管造影，造影完毕，拔

除造影针，皮肤切口间断缝合，敷料覆盖伤口。

FNJ06102
经上肢淋巴结直接淋巴

管造影术

用于诊断上肢淋巴回流障碍。导管室血管造影机下，患者平卧位，造影侧手背消毒铺巾，于各手指

指蹼间注入淋巴管染色剂，手背行局麻后切开皮肤，在手术显微镜下，用显微器械解剖寻找蓝染淋

巴管，以淋巴管造影导管行淋巴管穿刺后注入对比剂，使上肢淋巴管显影并寻找病变位置，造影完

毕，拔除造影针，手背切口间断缝合，敷料覆盖伤口。

FNJ06103
经腹股沟淋巴结穿刺直

接淋巴管造影术

用于经下肢淋巴管直接淋巴管造影困难的病例。导管室血管造影机下，患者平卧位，造影侧腹股沟

区消毒铺巾，行局麻后切开皮肤，在手术显微镜下，用显微器械解剖寻找腹股沟淋巴结，以淋巴管

造影导管行淋巴结输入淋巴管穿刺后注入对比剂，使淋巴管显影并寻找病变位置，造影完毕，拔除

造影针，皮肤切口间断缝合。敷料覆盖伤口。

FNJ06104
经下肢淋巴管直接淋巴

管造影术

用于诊断下肢淋巴回流障碍。导管室血管造影机下，患者平卧位，造影侧足背消毒铺巾，于各足趾

间注入淋巴管染色剂，足背行局麻后切开皮肤，在手术显微镜下，用显微器械解剖寻找蓝染淋巴

管，以淋巴管造影导管行淋巴管穿刺后注入对比剂，使下肢淋巴管显影并寻找病变位置。造影完

毕，拔除造影针，足背切口间断缝合。敷料覆盖伤口。

FNJ06105
经下肢淋巴管淋巴管系

造影

用于乳糜回流障碍患者乳糜回流状态动态检查。导管室血管造影机下，患者平卧位，造影侧足背消

毒铺巾，于各足趾间注入淋巴管染色剂，足背行局麻后切开皮肤，在手术显微镜下，用显微器械解

剖寻找蓝染淋巴管，以淋巴管造影导管行淋巴管穿刺后注入对比剂，使淋巴系统全程显影并寻找病

变位置，造影中动态观察，分段留取动态影像，充分观察淋巴干盆腹胸回流返流以及漏出情况，直

至胸导管颈段显影，观察胸导管出口情况，观察各部淋巴返流情况，造影完毕，拔除造影针，足背

切口间断缝合，敷料覆盖伤口，患者下地活动后，再次动态观察淋巴回流与返流情况。不含DSA引

FNL06301
开腹术中经小肠淋巴管

造影术

主要用于小肠淋巴管扩张症小肠淋巴回流状况不明，小肠淋巴管扩张症病变肠管术中不能判断的病

例。于开腹探查术中，在手术显微镜下，用显微器械解剖寻找游离小肠浆膜或肠系膜淋巴管，以淋

巴管造影导管行淋巴管穿刺后注入显影剂，行小肠及肠系膜淋巴管、肠干、乳糜池、胸导管造影，

留取乳糜池、胸导管回流的X线影像。

FNL06302
开腹术中腹膜后淋巴管

造影术

主要用于盆腹部淋巴管发育不全、盆腹部淋巴管扩张性病变乳糜池胸导管术前淋巴管造影未能显影

、腹盆部淋巴漏术前未能明确诊断的病例。术前造影于开腹探查术中，打开后腹膜，在手术显微镜

下，用显微器械解剖寻找腹膜后淋巴管，以淋巴管造影导管行淋巴管穿刺后注入对比剂，行腰干、

乳糜池、胸导管造影，留取乳糜池、胸导管回流的X线影像。
FNC05101 经皮脾穿刺活检术 局部消毒铺巾、麻醉，在影像设备导引下，以活检针穿刺活检。不含监护、影像学引导。

FNG05101 淋巴结针吸细胞活检术
指全身各部位体表淋巴结。定位，消毒铺巾，穿刺，抽吸细胞成分，送检，压迫止血。不含病理学

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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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NG05102 淋巴结穿刺组织活检术
指全身各部位体表淋巴结。定位，消毒铺巾，用特殊活检针穿刺，切取成条组织，送检，压迫止血

。不含病理学检查。

FNG05301

放射性同位素示踪腋窝

前哨淋巴结活检术
术前在核医学科在肿瘤周围注射前哨淋巴结示踪药物(放射性锝标记的硫胶体或右旋糖酐)，送至手

术室，消毒铺巾，局麻，皮肤切开，使用前哨淋巴结探测仪识别并切除前哨淋巴结，送检，缝合切

口。

FNG05302

蓝色染料示踪腋窝前哨

淋巴结活检术 术前在肿瘤周围含注射蓝色染料(异硫蓝或专利蓝等)，送至手术室，消毒铺巾，局麻，皮肤切开，

沿蓝色示踪解剖淋巴管，识别并切除前哨淋巴结，送检，缝合切口。不含病理学检查。

FNG05401
经腹腔镜腹腔淋巴结活

检术

腹壁多处戳孔，造气腹，插入观察镜，插入操作内镜，插入辅助器械，探查，切取可疑淋巴结，送

检，止血，置管引出固定，缝合伤口。不含病理学检查。
(十)消化系统
1.食管

FPA02201 食管测压
麻醉，润滑鼻腔，经鼻食管内插管，通过低顺应性液态灌注系统、放大和记录装置，至少4通道多

位点测压。检测上、下食管括约肌压力、长度及松弛功能，食管体部蠕动功能。计算机辅助人工分

析数据，出具报告。不含X线检查。

FPA02202
24小时食管胃肠压力测

定

将测压固态导管(至少3个位点)置入待测位点(必要时胃镜下辅助插管)，确认到达正确位置后，记

录肠管压力，在检查过程中进食标准试餐，分析检测数据。

FPA03201 食管药物激发试验
麻醉，润滑鼻腔，经鼻食管内插管，分别持续滴入生理盐水和试验药物，分析出现症状与试验药物

的相关性。人工报告。

FPA09201
小儿24小时食管运动连

续监测

插探头进入胃部测定胃内基础值，连续拖拽测定食管下括约肌长度及静息压，患儿进行干咽或湿

咽，测定食管收缩，蠕动传导，食管下括约肌松弛。

FPA09202
小儿24小时食管pH及运

动连续监测

插探头进入胃部测定胃内基础值，连续拖拽测定食管下括约肌长度及静息压，患儿进行干咽或湿

咽，测定食管收缩，蠕动传导，食管下括约肌松弛，将pH探头放置于食管下括约肌上2-5厘米处，

连续观测24小时pH并分析结果。
FPA05201 食管拉网术 局部麻醉，润滑，经口(或鼻)插入拉网，收集食管黏膜脱落细胞。人工报告。不含病理学检查。

FPA01401 硬式食管镜检查
镇静及咽部麻醉，插入硬性(式)食管镜，观察食管黏膜。人工报告。不含监护、活检、内镜下止血

处置术。

FPA01402 纤维食管镜检查
咽部麻醉，润滑，消泡，经口插入纤维食管镜，观察食管黏膜。人工报告。不含监护、活检、内镜

下止血处置术。

FPA01403 电子食管镜检查
咽部麻醉，润滑，消泡，经口插入电子食管镜，观察食管黏膜。图文报告。不含监护、活检、内镜

下止血处置术。
2.胃

FPC01601 胃电图检查(EGG)
电极放置部位的皮肤准备，沿胃窦轴线方向放置检测电极，于检测餐前30分钟，进标准餐后60-90

分钟，检测胃电。图文报告。

FPC02201
胃—幽门—十二指肠压

力测定

空腹，将测压导管(至少3个位点)经鼻插至十二指肠，确认到达正确位置，记录餐前(至少30分钟)

、进标准餐后(2-3小时)胃窦—幽门—十二指肠压力，分析检测数据。图文报告。

FPC02401
经内镜胃黏膜血流量测

定

咽部麻醉，润滑，消泡，插入电子胃镜，经内镜活检通道插入多普勒激光血流检测仪血流检测探

头，检测黏膜血流量。人工报告。不含监护。

FPC09201
24小时胃—食管胆汁监

测

体外标定胆汁监测探条，空腹，将监测导管经鼻置于经测压确定的位点，24小时连续监测胆汁变

化，分析监测数据。图文报告。

FPC09202 24小时胃食管pH值监测
体外标定pH电极(玻璃电极或单晶锑电极)，空腹，将pH值监测导管经鼻置于经测压确定的位点，24

小时连续监测pH值变化，分析检测数据。图文报告。

FPC01401 纤维胃镜检查
咽部麻醉，润滑，消泡，插入纤维胃镜，观察食管、胃、十二指肠球部及降部黏膜。人工报告。不

含监护、活检、内镜下止血处置术、实验室检验。

FPC01402 电子胃镜检查
咽部麻醉，润滑，消泡，插入电子胃镜，观察食管、胃、十二指肠球部及降部黏膜。图文报告。不

含监护、活检、内镜下止血处置术、实验室检验。

FPC01403 经鼻电子胃镜检查
鼻腔麻醉，润滑，消泡，经鼻插入鼻胃镜，观察食管、胃、十二指肠球部及降部黏膜。图文报告。

不含监护、活检、内镜下止血处置术。

FPC01404 超声胃镜检查
带有超声探头的胃镜检查。咽部麻醉，润滑，消泡，经口插入电子胃镜，采用超声探头检测食管、

胃、十二指肠黏膜肠壁、十二指肠乳头、胰头、下段胆管部位病变。图文报告。不含活检、监护、

内镜下止血处置术。

FPC01405
经电子胃镜超声微探头

检查

咽部麻醉，润滑，消泡，经口插入电子胃镜，经活检钳通道插入超声微探头，观察食管、胃、十二

指肠黏膜肠壁、十二指肠乳头、胰头、下段胆管，于病变部位进行超声检查。图文报告。不含活检

、监护、内镜下止血处置术。

FPC05401
超声胃镜引导下穿刺活

检术

咽部麻醉，润滑，消泡，经口插入电子胃镜，于病变部位采用超声探头检测病变，在超声引导下于

病变部位穿刺、钳取活体组织。图文报告。不含活检、监护、内镜下止血处置术、病理学检查。
3.小肠

FPL02401
经电子内镜奥迪括约肌

压力测定

咽部麻醉，润滑，消泡，电子十二指肠镜经口插至十二指肠乳头部位，将测压导管经活检通道置入

胆总管，确认导管位置，检测胆总管内压、奥迪括约肌高压带基础压、相性收缩压。图文报告。不

含十二指肠乳头括约肌切开术、内镜下止血处置术、监护、X线检查。

FPJ01401 纤维小肠镜检查
清洁肠道，咽部麻醉、润滑，经口插入纤维小肠镜，观察十二指肠球部及降部、空肠黏膜。人工报

告。不含监护、活检、内镜下止血处置术、病理学检查。

FPJ01402 推进式小肠镜检查
清洁肠道，咽部麻醉，润滑，消泡，经口插入电子小肠镜，观察十二指肠球部及降部、空肠黏膜。

图文报告。不含监护、活检、内镜下止血处置术、病理学检查。

FPJ01403 双气囊小肠镜检查
清洁肠道，镇静，咽部麻醉，经口或肛门插入双气囊小肠镜，采用充气-放气及牵拉的方法，逐渐

将小肠镜插入，达到需检查部位，观察小肠黏膜。图文报告。不含监护、活检、内镜下止血处置术

、病理学检查。
4.结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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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PQ01401 电子结肠镜检查
清洁肠道，镇静，润滑肠道，将电子结肠镜自肛门插入，循腔至回盲部，观察全结肠黏膜。图文报

告。不含监护、活检、内镜下止血处置术、病理学检查。

FPQ01402 超声结肠镜检查
清洁肠道，镇静，润滑肠道，电子结肠镜自肛门插入，结肠镜检查，于病变部位采用超声内镜探头

检测。图文报告。不含监护、内镜下止血处置术。

FPQ01403 纤维结肠镜检查
清洁肠道，镇静，润滑肠道，将纤维结肠镜自肛门插入，循腔至回盲部，观察全结肠黏膜。人工报

告。不含监护、活检、内镜下止血处置术、病理学检查。

FPS01401 纤维乙状结肠镜检查
清洁肠道，镇静，润滑肠道，将纤维乙状结肠镜自肛门插入，循腔至降结肠，观察乙状结肠及直肠

黏膜。人工报告。不含活检。

FPS01402 电子乙状结肠镜检查
清洁肠道，镇静，润滑肠道，将电子乙状结肠镜自肛门插入，循腔至降结肠，观察乙状结肠及直肠

黏膜。图文报告。不含活检。

FPT05301
先天性巨结肠肠壁活检

术

平卧，消毒铺巾，开腹，分别于各段(常规部位为1-4处)肠管取肠壁全层各1块，5-0可吸收线缝合

肠壁切口，活检组织送病理学检查。不含病理学检查。

FPT05401
经腹腔镜先天性巨结肠

肠壁活检术

平卧，消毒铺巾，腹腔镜探查，分别将各段(常规部位为1-4处)肠管自套管处提出切口，取肠壁全

层各1块，5-0可吸收线缝合肠壁切口后还纳于腹腔。活检组织送病理学检查。不含病理学检查。

FPT05302
先天性巨结肠直肠黏膜

活检术

截石位，消毒铺巾，左右各1针牵引线，活检钳于齿状线上3、4厘米分别取直肠壁组织各1块，1-0

丝线“8”字缝合结扎止血，油纱填塞。不含病理学检查。
5.直肠、肛门

FPU01201 肛门指诊 肛门，肛管外观，肛管，直肠下段指诊检查，盆底肌肉张力检查，取粪便标本。

FPU02201 肛门直肠测压
清洁肠道，经肛门插入测压导管(3个以上位点)，测量肛门括约肌长度、压力，检测直肠肛门抑制

反射，直肠顺应性，气囊扩张感觉阈值。人工分析。图文报告。

FPT01401 直肠镜检查
肛门指诊，插入直肠镜，观察肛管、直肠内有无病变及异常，取粪便标本和直肠下段黏膜擦拭、消

毒。不含活检。

FPU01401 肛门镜检查
肛门指诊，插入肛门镜，观察肛管、直肠内有无病变及异常，取粪便标本和直肠下段黏膜擦拭、消

毒。不含活检。

FPT05402 直肠镜活检术
肛门指诊，插入直肠镜，观察肛管、直肠内有无病变及异常，取粪便标本和直肠下段黏膜擦拭、消

毒、病变部位多点活检止血。不含病理学检查。
6.肝

FQA05101 经皮肝穿活检术 定位，消毒铺巾，局麻，经皮穿刺，在病变部位抽取组织送检，止血。

FQA05301 开腹肝活检术
逐层进腹，探查，游离肝脏，楔形切除部分病变肝组织或以肝活检针吸取病变组织送检，止血，缝

合，清点器具，纱布无误关腹。

FQA05401 经腹腔镜肝活检术
腹壁多处戳孔，造气腹，插入观察镜，插入操作内镜，插入辅助器械，探查，游离肝脏，楔形切除

部分病变肝组织送检，止血，缝合伤口。不含病理学检查。

FQA05501
经皮穿刺颈内静脉肝活

检术(TJLB)

消毒麻醉，颈内静脉穿刺，肝静脉插管造影，引入特殊活检装置进行肝脏活检，拔管压迫止血，冲

洗胶片，人工报告。不含监护、病理学检查。
7.胆

FQP01101 经皮经肝胆道镜检查
消毒铺巾，局麻，穿刺，扩张，插入胆道镜观察胆道树内病变，置管引出固定。图文报告。不含超

声引导、CT引导。

FQP01401 开腹胆道镜检查
逐层进腹，切开胆总管前壁，以胆道镜观察肝内胆道树和肝外胆管及十二指肠乳头开口有无病变。

不含活检。

FQP01402 经瘘管胆道镜检查
经腹壁胆道造瘘口插入胆道镜，观察肝内胆道树和肝外胆管及十二指肠乳头开口有无病变。不含活

检。

FQP01403 经口电子胆管镜检查
咽部麻醉，镇静，润滑，消泡，电子十二指肠镜经口插至十二指肠乳头部位，胰胆管造影，将胆管

镜自母镜活检通道插入，经乳头开口沿导管插入胆管内，通过胆管镜进行检查。图文报告。不含监

护、活检、内镜下止血处置术、病理学检查、X线检查。

FQP01404
经内镜胆管腔内超声检

查

咽部麻醉，镇静，电子十二指肠镜经口插至十二指肠乳头部位，胆管造影，置入导丝，将微型超声

探头经活检通道沿导丝插入胆管至病变部位，超声检查。图文报告。不含监护、内镜下止血处置术

、X线检查。

FQP05401
经电子内镜胆管细胞采

集

咽部麻醉，镇静，润滑，消泡，电子十二指肠镜插至十二指肠乳头部位，胆管造影，明确病变位

置，经活检通道插入胆管细胞刷，于病变处反复摩擦，将细胞刷退至抬举器前，与十二指肠镜一起

拔出，迅速涂片，固定液固定。图文报告。不含监护、病理学检查、X线检查。

FQP06101
经皮经肝穿刺胆管造影

术

术前准备，彩色多普勒超声确认肝内胆管位置，选择穿刺点及深度，局部皮肤消毒，麻醉，穿刺引

导套组，在超声引导下将穿刺针刺入胆管内，注入对比剂，超声造影。

不含超声引导。
8.胰

FQR01401 经口电子胰管镜检查
咽部麻醉，镇静，润滑，消泡，电子十二指肠镜经口插至十二指肠乳头部位，胰胆管造影，将胰管

镜自母镜活检通道插入，经乳头开口沿导管插至胰管内，通过胰管镜进行检查。图文报告。不含监

护、活检、内镜下止血处置术、病理学检查、X线检查。

FQR01402
经内镜胰管腔内超声检

查

咽部麻醉、镇静，电子十二指肠镜到达乳头部位，胰胆管造影，置入导丝，将微型超声探头沿导丝

经活检通道插入胰管至病变部位，超声检查。图文报告。不含监护、内镜下止血处置术、X线检查

FQR06401
经纤维内镜逆行胰胆管

造影术(ERCP)

咽部麻醉，镇静，润滑，消泡，纤维十二指肠镜经口插至十二指肠乳头部位，经活检通道插入装有

导丝的造影导管进入十二指肠乳头，退出导丝，注入对比剂，分别对胆管、胰管进行造影检查。人

工报告。不含监护、X线检查。

FQR06402
经电子内镜逆行胰胆管

造影术(ERCP)

咽部麻醉，镇静，润滑，消泡，电子十二指肠镜经口插至十二指肠乳头部位，经活检通道插入装有

导丝的造影导管进入十二指肠乳头，退出导丝，注入对比剂，分别对胆管、胰管进行造影检查。图

文报告。不含监护、X线检查。

FQR05401
经电子内镜胰管细胞采

集

咽部麻醉，镇静，润滑，消泡，电子十二指肠镜插至十二指肠乳头部位，胰管造影，明确病变位

置，经活检通道插入胰管细胞刷，于病变处反复摩擦，将细胞刷退至抬举器前，与十二指肠镜一起

拔出，迅速涂片，固定液固定。图文报告。不含监护、病理学检查、X线检查。

FQQ05301 开腹胰腺穿刺活检术
开腹手术胰腺解剖，分离，确定肿瘤部位，应用特殊组织活检针进行多点穿刺活检，缝扎止血。不

含病理学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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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其它
FUH02601 新生儿经皮胆红素测定 测胆仪分别测新生儿头部及胸部皮肤各2次，读取平均值，查换算表，得出相应结果。

FPZ01401 经瘘口纤维内镜检查
清洁肠道，镇静，润滑肠道，通过皮肤瘘口，进行纤维结肠镜检查。人工报告。不含监护、活检、

内镜下止血处置术、病理学检查。

FPZ01402 经瘘口电子内镜检查
清洁肠道，镇静，润滑肠道，通过皮肤瘘口，进行电子结肠镜检查。图文报告。不含监护、活检、

内镜下止血处置术、病理学检查。
FPZ01403 经手术切口纤维内镜检 通过外科手术切口，进行纤维结肠镜检查。人工报告。不含监护、活检、内镜下止血处置术。

FPZ01404
经手术切口电子内镜检

查

通过外科手术切口，进行电子结肠镜检查。图文报告。不含监护、活检、内镜下止血处置术、病理

学检查。
FPZ01405 内镜色素检查 内镜下于病变部位喷洒染色药物或电子染色，以暴露病变部位黏膜及边界。图文报告。不含监护。

FPZ01407 胶囊内镜检查
清洁肠道，将接收装置固定于腹部，于空腹状态下吞入胶囊内镜，确认胶囊顺利通过幽门后，连续

记录，检查结束后电脑程序分析。图文报告。不含活检。
FZE05101 经皮腹部肿物活检术 局部消毒铺巾，以活检针穿刺腹部或盆腔肿物。不含监护、影像学引导。
FZE05301 开腹腹腔病变活检术 指任何腹腔手术中各种器官组织可疑病变切取，送检，止血，缝合。不含病理学检查。

FPZ01406 内镜下活检术
在内镜检查中，于病变部位(含食管、胃、十二指肠、小肠、结肠、直肠等部位)钳取活体组织。此

项指在内镜检查时，对发现异常的组织需要取活体组织检查时的操作。图文报告。不含内镜检查、

病理学检查。
(十一)泌尿系统

FRC02101 肾盂测压 局麻下，穿刺进入肾盂，置入测压管，测量肾盂压力。
FRE02201 尿流率检测 连接尿流率检测仪，嘱患者按检查要求排尿，开始检测，分析结果，打印报告。

FRE02202 尿流动力学检测
会阴消毒，膀胱插管润滑，膀胱插管，连接灌注泵，连接压力感受器，直肠管润滑，直肠插管，连

接压力感受器，调节尿动学仪器，开始检测，分析结果，打印报告。

FRE02203 影像尿流动力学检测
会阴消毒，膀胱插管润滑，膀胱插管，连接灌注泵，连接压力感受器，直肠管润滑，直肠插管，连

接压力感受器，调节尿动学仪器，准备透视拍片系统，开始检测，透视，拍片，分析结果，打印报

FRE02204 残余尿量测定—导尿法
向患者说明残余尿测量方法，测量目，注意事项等内容，指导患者饮水300-500毫升，观察膀胱是

否充盈，膀胱充盈后协助患者坐位或半坐位，诱导患者自行排尿后采取无菌导尿术、排空膀胱内残

余尿量，记录残余尿量，计算自解尿量与残余尿量的比例、观察患者有无不适。

FRZ02502
心输出量测定—盐水稀

释法

透析时从静脉端快速注入一定量一定温度的盐水，仪器采用超声法或光电法监测动脉端的盐水浓度

变化，软件自动计算心输出量。

FRZ03101 腹膜平衡试验

定时，分段取腹腔液。分别于透析液存腹0小时、2小时及4小时留取腹透液标本，2小时取血标本，

先将加温好的2.5%腹膜透析液2000毫升的灌入(每灌入400毫升翻身一次，灌入结束时记为0小

时），取标本时要将腹腔内液体先放出200毫升于空袋中，再用无菌方法取出10毫升标本，将余下

190毫升液体再注入腹腔，每次取标本都要遵循腹膜透析换液的无菌操作要求，整个4个多小时过程

中患者都处于在腹膜透析中心消毒好的换液操作室留医观察状态中。不含化验检查。

FRA05401 经皮肾镜检查
消毒，一次性穿刺针穿刺，插入导丝，扩张管套装扩张通道，插入硬性肾镜，放置肾造瘘管，缝合

固定。不含超声引导定位、X线引导、活检。

FRA05402 经皮电子肾镜检查
消毒，一次性穿刺针穿刺，插入导丝，扩张管套装扩张通道，插入经皮电子肾镜检查，放置肾造瘘

管，缝合固定。不含超声引导定位、X线引导、活检。

FRA05403 经皮纤维肾镜检查
消毒，一次性穿刺针穿刺，插入导丝，扩张管套装扩张通道，插入经皮纤维肾镜检查，放置肾造瘘

管，缝合固定。不含超声引导定位、X线引导、活检。

FRE01401 经尿道输尿管镜检查
会阴区消毒，利多卡因凝胶润滑尿道，连接显示器，光源，经尿道插入膀胱镜，检查膀胱内情况，

寻找输尿管口，扩张输尿管口，插入导丝引导，插入输尿管镜检查，必要时取活检。不含活检。

FRE01402
经尿道电子输尿管镜检

查

会阴区消毒，利多卡因凝胶润滑尿道，连接显示器，光源，经尿道插入膀胱镜，检查膀胱内情况，

寻找输尿管口，扩张输尿管口，插入导丝引导，插入电子输尿管镜检查，必要时取活检。不含活检

FRE01403
经尿道纤维输尿管镜检

查

会阴区消毒，利多卡因凝胶润滑尿道，连接显示器，光源，经尿道插入膀胱镜，检查膀胱内情况，

寻找输尿管口，扩张输尿管口，插入导丝引导，插入纤维输尿管镜检查，必要时取活检。不含活检

FRG01401 电子膀胱镜检查
会阴消毒，润滑麻醉尿道，置入套管及闭孔器，推出闭孔器，插入电子膀胱镜，尿道镜，连接显示

器光源，检查尿道膀胱。不含活检。

FRG01402 纤维膀胱镜检查
会阴消毒，润滑麻醉尿道，置入套管及闭孔器，推出闭孔器，插入纤维膀胱镜，尿道镜，连接显示

器光源，检查尿道膀胱。不含活检。

FRG01403 膀胱镜尿道镜检查
会阴消毒，润滑麻醉尿道，置入套管及闭孔器，推出闭孔器，插入膀胱镜，尿道镜，连接显示器光

源，检查尿道膀胱。不含活检。

FRZ02501
再循环测定—盐水稀释

法

透析时从静脉端快速注入一定量盐水，仪器采用超声法或光电法监测动脉端的盐水浓度变化，软件

自动计算再循环。

FRZ09501 在线血透监测
指血温，血压，血容量，在线尿素，在线血钠监测。血液透析时将特制的动脉管路和静脉管路放置

到血温监测仪中，监测和调整血温。含再循环测定、能量丢失测定、温度补偿治疗。不含尿素测定

、尿素清除率检测。

FRA05101 经皮肾穿刺活检术
消毒铺巾，经皮穿刺，穿刺活检，使用肾活检装置在局麻下利用影像学引导经皮穿刺行肾组织活检

。肾活检装置可以分为穿刺针，手动、半自动或全自动活检枪。不含影像学引导、病理学检查。

FRE05401 经尿道输尿管镜活检术
会阴区消毒，利多卡因凝胶润滑尿道，连接显示器，光源，经尿道插入膀胱镜，检查膀胱内情况，

寻找输尿管口，扩张输尿管口，插入导丝引导，插入输尿管镜检查，取活检。不含病理学检查。

FRE05402
经尿道电子输尿管镜活

检术

会阴区消毒，利多卡因凝胶润滑尿道，连接显示器，光源，经尿道插入膀胱镜，检查膀胱内情况，

寻找输尿管口，扩张输尿管口，插入导丝引导，插入电子输尿管镜检查，取活检。不含病理学检查

FRE05403
经尿道纤维输尿管镜活

检术

会阴区消毒，利多卡因凝胶润滑尿道，连接显示器，光源，经尿道插入膀胱镜，检查膀胱内情况，

寻找输尿管口，扩张输尿管口，插入导丝引导，插入纤维输尿管镜检查，取活检。不含病理学检查

FRE05404 经膀胱镜活检术
会阴消毒，润滑麻醉尿道，置入套管及闭孔器，推出闭孔器，插入膀胱镜，连接显示器光源，检查

膀胱，取组织。不含病理学检查。

FRE05405 经电子膀胱镜活检术
会阴消毒，润滑麻醉尿道，置入套管及闭孔器，推出闭孔器，插入电子膀胱镜，连接显示器光源，

检查膀胱，取组织。不含病理学检查。

FRE05406 经纤维膀胱镜活检术
会阴消毒，润滑麻醉尿道，置入套管及闭孔器，推出闭孔器，插入纤维膀胱镜，连接显示器光源，

检查膀胱，取组织。不含病理学检查。
(十二)男性生殖系统

第 151 页



项目名称 项目内涵

FSA02601 睾丸体积测量
试验在病房或诊室进行，在安静环境下进行。检查者将睾丸拉起，绷紧阴囊皮肤，将测量子(即睾

丸模型)于睾丸旁逐一比较，与睾丸大小相近的测量子体积即可视为睾丸体积。每次使用后消毒睾

丸计。医生分析结果。

FSH02601 阴茎长度测量
试验在病房或诊室进行，在安静环境下进行。检查者以拇指和食指握持阴茎冠状沟两侧，在水平位

置(阴茎与身体或90°夹角)牵拉阴茎至不能再牵长为止(包皮过长者应先翻起包皮再牵拉龟头)，测

量龟头前端至耻骨联合的距离长度。每次使用后消毒尺子。医生分析结果。

FSH02602
夜间生物电阻抗容积测

定

清洁阴茎，用夜间生物电阻抗容积测定装置检测阴茎勃起前后血流变化所致电阻反应，计算机分析

阴茎血容积，阴茎长度和阴茎截面积变化率及勃起持续时间。图文报告。
FSE01201 前列腺指检 局部清洁，润滑，经直肠检查前列腺体积及质地。不含前列腺液检测。

FSH01601 阴茎超声血流图检查
使用彩色多普勒。超声探头置于阴茎背侧检查阴茎血管及海绵体，观察阴茎血管和血流变化。图文

报告。
FSH02603 阴茎生物感觉阈值测定 使用触觉器接触阴茎体两侧，龟头，阴囊，记录各自生物感觉阈值。
FSH02604 阴茎动脉测压 清洁阴茎，固定专用阴茎测压带，连接血压计测定阴茎血压。

FSH02605 球海绵体反射测定
指用于判断骶反射弧的完整性测定。采用盆底电生理诊断治疗仪，截石位，暴露检查部位，用磨砂

膏完成皮肤准备，将刺激电极黏贴与阴茎或阴蒂部位，记录电极置于球海绵体肌，人工报告。

FSH02606
阴茎球海绵体肌反射潜

伏期测定

阴茎及会阴消毒，刺激电极放置阴茎，记录电极置入球海绵体肌，使用肌电图记录仪观察刺激后球

海绵体肌肌电图反射潜伏时间。图文报告。

FSH02607
阴茎坐骨海绵体肌反射

潜伏期测定

阴茎及会阴消毒，刺激电极放置阴茎，记录电极置入坐骨海绵体肌，使用肌电图记录仪观察刺激后

坐骨海绵体肌肌电图反射潜伏时间。图文报告。

FSH02608
阴茎背神经躯体感觉诱

发电位测定
阴茎及会阴消毒，刺激电极放置阴茎，使用脑电图分析仪观察刺激后脑电图波变化。图文报告。

FSH02609
阴茎背神经感觉传导测

定

用于检查阴茎背神经感觉传导的完整性及速率。采用盆底电生理治疗仪，平卧位，暴露阴茎，用磨

砂膏完成皮肤准备，将刺激电极黏贴与阴茎头部，记录电极置于阴茎根部。人工报告。

FSH03601 夜间阴茎勃起试验
清洁阴茎，固定张力环及记录电极，连接阴茎勃起测定记录盒，记录并分析夜间阴茎周长变化、勃

起硬度。图文报告。

FSH09601 夜间阴茎勃起监测
清洁阴茎，固定张力环，连接阴茎勃起测定记录盒并固定，使用硬度测试仪记录夜间阴茎周长变

化，勃起硬度，次数，持续时间，计算机分析，图文报告。

FSH09602
视听性刺激阴茎勃起监

测

清洁阴茎，固定张力环，连接阴茎勃起测定记录盒并固定，视听觉(DVD、液晶电视或液晶视听眼

镜)性刺激(必要时使用药物)，监测阴茎周长变化，勃起硬度，次数，持续时间，计算机分析，图

文报告。

FSA05101 睾丸穿刺活检术
外生殖器消毒，局部麻醉，穿刺针刺入睾丸，抽取生精组织，送病理学检查，包扎伤口。不含病理

学检查。

FSA05301 睾丸切开活检术
外生殖器消毒，局部麻醉，切开睾丸，取生精组织，缝合睾丸，标本送病理学检查，包扎伤口，冰

敷。不含病理学检查。

FSE05101 前列腺针吸活检术
会阴及肛周消毒，局部麻醉，经会阴穿刺针刺入前列腺，获取前列腺组织，送病理学检查。不含病

理学检查、超声引导。

FSE05102
经直肠前列腺穿刺活检

术

病人取侧卧屈膝位，直肠消毒，经直肠超声引导前列腺穿刺活检，对超声所见可疑回声区随机增加

穿刺点，对Ⅱ度以上前列腺双侧各增加2个穿刺点，每一穿刺点，当穿刺针抵前列腺被膜即弹射，

长约1厘米，穿刺组织送病理。不含病理学检查、超声引导。

FSE05103
经会阴前列腺穿刺活检

术

病人胸膝位，会阴部消毒，超声引导前列腺穿刺活检，对超声所见可疑回声区随机增加穿刺点，对

Ⅱ度以上前列腺双侧各增加2个穿刺点，每一穿刺点，当穿刺针抵前列腺被膜即弹射，长约1厘米。

穿刺组织送病理。不含病理学检查、超声引导。

FSH05101 阴茎海绵体穿刺活检术
阴茎消毒，局部麻醉，穿刺针刺入海绵体，获取海绵体组织，送病理学检查，加压包扎并冰敷。不

含病理学检查。

FSZ05801
两性畸形腹腔镜探查+

性腺活检术

仰卧位，头低足髙位，脐下1.0厘米长横切口，穿刺放气腹针，建立气腹，放入套管以及腹腔镜，

探查盆腔内性腺组织及有否子宫等，分别于盆腔内两侧的性腺组织上下极取活体组织检查，判定是

何种性腺组织，电刀止血，查腹腔内无活动出血以及肠管脏器损伤，取出腹腔镜，皮内缝合切口各

层。不含病理学检查。
(十三)女性生殖系统

FTA01201 促排卵治疗综合评估
只对卵巢储备功能及排卵情况的评估，阴道超声检查含子宫，卵巢大小，卵泡个数以及卵巢血流，

结合血基础激素水平及既往卵巢对促排卵的反应进行综合评估，测量子宫内膜厚度，分型及血流。

FTB01401 经宫腔输卵管镜检查

取出术前放置的宫颈扩张棒，消毒铺巾，留置导尿，器械准备：拿取灭菌好的输卵管镜、宫腔镜部

件，连接部件并与气腹机膨宫、光源、主机、电凝装置连接，放置窥器暴露宫颈，再次消毒阴道、

宫颈，适当扩张宫颈放置带操作孔道的宫腔镜，常规探查宫腔情况，确定双单侧输卵管开口，经宫

腔镜操作孔道放置输卵管镜，并在宫腔镜直视下送入输卵管开口内，探查输卵管腔内情况，明确输

卵管病变原因，术毕再次消毒宫颈、阴道。不含活检。

FTC01201 宫颈粘液评分
常规截石位，暴露外阴，术者戴手套，窥阴器暴露子宫颈，棉球擦净阴道及宫颈，用长平镊夹取宫

颈口粘液，检查拉丝程度并在显微镜下观察粘液羊齿状结晶情况。

FTD05201 宫腔细胞采取
膀胱截石位，外阴阴道消毒铺巾，放置窥器，暴露宫颈，探宫腔，将吸片管置入子宫腔并固定，抽

吸宫腔组织细胞，将吸引管内容物涂抹在玻片上并固定。

FTD01401 宫腔镜检查
术前日行宫颈预处理，消毒铺巾，放置窥器，暴露宫颈，再次消毒阴道及宫颈，置镜，检查双侧输

卵管开口、子宫底、子宫前后壁、子宫腔形态、宫颈管内情况、宫颈，必要时B超联合宫腔镜完善

诊断，采集图片，再次消毒。不含活检、超声引导。

FTD01402 特殊宫腔镜检查
对幼女、未婚、绝经期患者实施宫腔镜检查。消毒铺巾，置纤维宫腔镜，检查双侧输卵管开口、子

宫底、子宫前后壁、子宫腔形态、宫颈管内情况、宫颈，必要时B超联合宫腔镜完善诊断，采集图

片，再次消毒。不含活检、超声引导。

FTF05201 分段诊断性刮宫术
膀胱截石位，消毒外阴阴道，消毒宫颈，搔刮宫颈管组织，探宫腔深度，扩张宫颈，遍刮宫腔，送

检组织，撰写手术记录。不含病理学检查、超声引导。

FTJ01201 阴道荧光检查
含外阴，阴道，宫颈的荧光检查，膀胱截石位，消毒阴道和外阴，铺无菌巾，初步检查外阴、阴道

、宫颈等部位 ，涂布荧光，观察阴道部位病变荧光变化 ，确定需检查的疑似病变部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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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名称 项目内涵

FTJ01401 光学阴道镜检查

膀胱截石位，臀、腹部铺、盖消毒巾，放入窥阴器，暴露宫颈阴道，阴道镜目镜下360°依次观

察：宫颈转化区对生理盐水、5%冰醋酸、复方碘溶液的化学反应，明确标明转化区为满意或不满

意，观察宫颈、阴道、外阴、肛周被覆上皮有无病变，绘图记录观察所见，人工书写阴道镜检查报

告。图文报告。

FTJ01402 光学电子阴道镜检查

膀胱截石位，臀、腹部铺、盖消毒巾，放入窥阴器、暴露宫颈阴道，双目镜下及/或电子监视器上

360°依次观察：宫颈转化区对生理盐水、5%冰醋酸、复方碘溶液的化学反应，明确标明转化区为

满意或不满意，观察宫颈、阴道、外阴、肛周被覆上皮有无病变，计算机数码成像记录以上观察所

见。图文报告。

FTJ01403 电子阴道镜检查
膀胱截石位，臀、腹部铺、盖消毒巾，放入窥阴器、暴露宫颈阴道，电子监视器上360°依次观

察：宫颈转化区对生理盐水、5%冰醋酸、复方碘溶液的化学反应，明确标明转化区为满意或不满

意，观察宫颈、阴道、外阴、肛周被覆上皮有无病变，计算机数码成像记录以上观察所见。图文报

FTH05201 阴道壁活检术
膀胱截石位，臀部铺消毒巾，外阴消毒，臀、腹部铺、盖消毒无菌巾，放入窥阴器、暴露宫颈阴

道，消毒宫颈阴道，在阴道壁可疑部位行活检术，压迫止血。不含病理学检查。

FTR05201 外阴活检术
膀胱截石位，臀部铺消毒巾，外阴消毒、铺盖无菌巾，局部麻醉，活检钳或组织剪，钳取或剪除病

变区域或赘生物，局部压迫止血。不含病理学检查。

FTC05201 宫颈活检术

膀胱截石位，外阴消毒，臀、腹部铺、盖消毒巾，放入窥阴器、暴露宫颈阴道，消毒宫颈阴道，5%

冰醋酸宫颈染色实验观察醋白反应或(和)复方碘溶液染色宫颈外口转化区，裸眼观察碘染不着色

区，或应用荧光染色、阴道镜等方法进行病变初步定位，在可疑部位取宫颈活检，压迫止血。不含

病理学检查。

FTC05202 宫颈管内膜活检术
膀胱截石位，外阴阴道消毒铺巾，必要时行宫颈局麻 ，放置窥器，暴露宫颈，碘酒酒精消毒宫颈

，刮匙进入宫颈管，5-3厘米，按顺时针方向骚刮宫颈管组织。不含病理学检查。

FTE05201 子宫内膜活检术
膀胱截石位，外阴阴道消毒铺巾，必要时行宫颈局麻，放置窥器，暴露宫颈，碘酒酒精消毒宫颈，

探宫腔深，扩宫器依次扩张宫颈，用刮匙刮取子宫内膜(宫腔前、后、侧壁、宫角内膜组织)。不含

病理学检查。

FTE05401
经宫腔镜子宫内膜活检

术

消毒铺巾。2拉钩拉开阴道暴露纵隔、消毒，放置窥器暴露宫颈，再次消毒，探宫深，扩张宫颈至

11号，置镜常规探查宫腔形态，用环状电极依次切割镜下确认病变组织、宫腔3、6、9、12点内膜

组织送病检，再次探查宫腔，内镜下电凝止血，探宫深，术毕再次消毒。不含病理学检查。

FZF05101
经阴盆腔包块穿刺活检

术

术前准备，彩色多普勒超声引导下经阴，选择穿刺点及深度，采用穿刺引导套组活检枪(毫克

1522)，可调式枪用活检针，进行穿刺。图文报告。不含经阴道超声引导、病理学检查。
(十四)孕产

FUC01201 产前常规检查
测量体重、宫高、腹围、血压及听胎心，中晚孕期还含四步触诊，了解胎儿大小是否与孕周相符、

胎位及胎先露是否入盆。不含多普勒听胎心、胎心监护。
FUC01202 高危妊娠产前常规检查 孕妇全身主要脏器检查及评估，胎儿发育和安危评估。含产前检查项目。

FUC02601 骨盆内外测量
铺一次性检查垫，取膀胱截石位，消毒外阴，分别测量对角径、出口横径、耻骨弓角度、坐骨棘间

径和坐骨切迹间径。

FUC03601 羊水泡沫震荡试验
将取出的羊水，离心后取上清，分装四管，按不同比例加入生理盐水和酒精，静置后观察泡沫环情

况，人工报告。

FUC01601
羊水卵磷脂鞘磷脂(LB)

比值检测
检测羊水卵磷脂、鞘磷脂的比值，评价胎儿肺成熟度。

FUC01401 经阴道羊膜镜检查
消毒铺巾，取平卧位，超声监测下用灰阶超声仪，使用羊膜镜经阴道进行检查。观察羊水性状，出

具报告。

FUG01601 胚胎染色体病诊断

在体视镜下，将活检后的单卵裂球胚胎或极体用吸管吸出，转移至NaAc低渗液中低渗5分钟，转移

至载玻片上，用微量吸管从其上方滴加少量固定剂(盐酸/吐温-20或3：1甲醇/冰醋酸)，固定后观

察核形态并记录位置。老化的玻片经系列酒精脱水，75℃变性液中变性处理，加入已经配好的经变

性处理的探针混合液，加盖盖玻片，封片胶封片，放入湿盒内在37℃的恒温箱内进行杂交，过夜后

取出氨基玻片，揭开盖玻片，洗脱非特异性杂交，加入4，6-联脒-2-苯基吲哚(DAPI)进行复染，然

后在荧光显微镜下观察信号。整个荧光原位杂交(FISH)过程需在暗室内操作。在受精后第5-6天根

据胚胎的信号结果和胚胎发育情况，选择无遗传学疾患且发育良好的囊胚进行移植。需使用实体显

微镜、倒置显微镜合、杂交仪、荧光显微镜、多色或光谱荧光原位杂交成相分析系统。

FUG01602 胚胎单基因病诊断
在体视镜下将活检后的单卵裂球或极体经裂解液裂解，加中和液中和，PCR技术扩增产物经常规遗

传学分析(电泳、酶切、dHPLC进行突变分析、DNA测序等)，选择遗传学正常且发育良好囊胚进行移

植。需使用各类分子生物学分析系统。

FUG01603 胚胎评分

受精后在倒置显微镜下观察早期卵裂期胚胎，对胚胎形态进行评估。分裂期胚胎观察分裂球数，分

裂球是否均匀，碎片多少等，并将胚胎分级。倒置显微镜下对囊胚胚胎进行观察，根据囊胚腔大

小，内细胞团细胞的多少和排列以及滋养层细胞的多少和排列情况对囊胚形态进行评价，记录，存

档，根据形态挑选移植及冷冻的胚胎，在体视显微镜下用转移胚胎用吸管将移植和冷冻的胚胎分别

移入不同的培养滴内，置于培养箱内分别培养，等待移植或冷冻，所有操作均在万级层流的培养室

内，在百级层流超净工作台内完成，所有体外操作设备均配备有热台。需使用实体显微镜、倒置显

FTZ03601 性交试验
除外宫颈阴道病变，确定排卵周期，指导排卵前2-3天内同房，同房后到医院收集宫颈内精液，制

片，镜检，精子计数及活动力评估，判断结果。

FUL28601 孕早期绒毛细胞培养
绒毛在显微镜下分离，胰酶及胶元酶分次消化，离心，加入无菌培养瓶或平皿(至少2份)，加培养

液在5%二氧化碳孵箱中培养1-2周，定时换液，倒置显微镜下观察细胞生长及收获时机。不含细胞

收获、制片及染色体核型分析过程。

FUL11601 卵子赠送技术咨询
正在接受体外授精－胚胎移植技术的患者自愿赠卵，临床医生向赠受双方分别谈话，受者夫妇完善

相关检查，在取卵当日受者方男方取精，IVF实验室工作人员随机分出所赠卵子，根据精液情况决

定受精方式，实施受精和胚胎培养，100％随访到婴儿至出生后1个月，并在结婚前做婚前排查。

FUJ28601 胎儿细胞制片
指绒毛，脐血细胞。细胞收获前期各项处理，用特制细胞刷刮出细胞，细胞低渗，固定，离心，滴

片，烤片，染色。不含细胞培养过程、染色体核型分析。

FUJ09601 胎儿脐血流B超监测
铺一次性检查垫，取平卧位，超声监测脐动脉速度波形，测定波动指数，阻力指数，测量5次取平

均值。

FUH01401 经腹胎儿镜检查
消毒铺巾，取平卧位，超声监测下，在局麻或复合麻醉下，使用胎儿镜经腹进入宫腔内进行检查。

不含超声引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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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名称 项目内涵

FUH05501 经腹脐静脉穿刺术
铺一次性检查垫，取平卧位，超声定位，选取腹部远离胎儿且利于脐静脉穿刺处为穿刺点，消毒铺

巾，穿刺抽出脐血后送相关检查。不含超声引导、脐血检查。

FUK05101
产前诊断性羊膜腔穿刺

术

铺一次性检查垫，取平卧位，超声定位，选取腹部远离胎儿且羊水平面较大的位置为穿刺点，消毒

铺巾，穿刺抽取羊水送相关检查。不含超声引导监测、羊水实验室检验。

FUK05102 经皮羊膜穿刺活检术
用灰阶超声仪对羊膜进行术前观察，消毒铺巾，局麻，在B超监视下将穿刺针经皮刺入羊膜，取活

检。图文报告。不含超声引导、病理学检查。

FUG05601 卵裂球/极体活检术
活检前一日准备胚胎培养液、培养皿，活检当日早上准备胚胎活检操作皿，将待检胚胎用巴斯特吸

管转入胚胎活检皿内，可以采用机械法或激光法在胚胎透明带上打孔，打孔后用活检针取出卵裂

球，然后将活检后胚胎转出至囊胚培养皿。不含病理学检查。
(十五)肌肉骨骼系统

FWU01401 腕掌关节镜检查
消毒，铺单，气囊止血带止血，切开皮肤，开通关节囊，放入关节镜，依次检视韧带，关节软骨，

关节间隙，切取组织做病理学检查。不含病理学检查。

FWU01402 指间关节镜检查
指掌指关节检查。消毒铺巾，气囊止血带止血，切开皮肤，开通关节囊，放入关节镜，依次检视韧

带，关节软骨，关节间隙，切取组织做病理学检查。不含病理学检查。

FXB01401 髋关节镜检查
消毒铺巾，铺一次性防水无菌单，穿一次性防水手术衣，X线引导下定位髋关节外单侧入路，牵引

下关节镜探查股骨头与髋臼软骨面、股骨头韧带、盂唇、周围滑膜，放松牵引，X线定位引导下髋

关节下入路探查股骨头下，髋臼周围，髋关节前内、前外、后外滑膜。不含X线引导。

FXG01401 膝关节镜检查
消毒铺巾，铺防水材料，膝关节前方入路，关节镜探查含检查髌上囊、髌股关节、滑车软骨、内外

侧隐窝、内外侧间室软骨探查，内外侧半月板探查，前后交叉韧带探查，全关节滑膜检查，缝合，

加压包扎。不含活检。

FXG01402
膝关节镜下后侧关节囊

检查

消毒铺巾，铺防水材料，膝关节前方、后方入路含后内外侧间室的探查，股骨髁后方的软骨探查，

内外侧半月板后角周围连接的探查，后交叉韧带探查，后纵隔的探查，缝合，加压包扎，不含活检

FVM05101
脊柱骨与软组织穿刺活

检术

选取穿刺点，局麻，避开重要脏器、血管、神经，椎体病变一般经椎弓根取材，反复穿刺2-3次，

处理标本。不含影像学引导。

FXA05101
骨盆骨与软组织穿刺活

检术

选取穿刺点，局麻，避开重要脏器、血管、神经，取材，反复穿刺2-3次，处理标本。不含影像学

引导。
FVZ05101 经皮椎体穿刺活检术 影像学引导，局部消毒麻醉，骨活检针穿刺，压迫止血。不含监护、病理学检查、影像学引导。
FVB05301 颈椎病灶切开椎体活检 经前或后入路显露颈椎病变，取出病灶组织活检术。不含病理学检查。

FXZ05101
四肢骨与软组织穿刺活

检术

选取穿刺点，局麻，避开重要脏器、血管、神经，取材，反复穿刺2-3次，处理标本。不含影像学

引导。

FVM05301 脊柱骨肿瘤切开活检术
麻醉，消毒，选择前或后入路，避开重要血管神经，暴露肿瘤，切取部分病灶送活检，注意勿伤及

脊髓，缝合肿瘤包膜，仔细止血，逐层关闭伤口。不含超声引导、X线引导、CT引导、不含病理学

检查。

FXA05301 骨盆骨肿瘤切开活检术
麻醉，消毒，选择与最终手术切口相同的入路，避开重要血管神经与盆腔脏器，暴露肿瘤，切取部

分病灶送活检，缝合肿瘤包膜，仔细止血，逐层关闭伤口。不含超声引导、X线引导、CT引导、病

理学检查。

FZS05301 肢体骨肿瘤切开活检术
麻醉，消毒，选择与最终手术切口相同的入路，避开重要血管神经，暴露肿瘤，切取部分病灶送活

检，缝合肿瘤包膜，仔细止血，逐层关闭伤口。不含超声引导、X线引导、CT引导、病理学检查。

FXY05301 肌肉活检术
消毒铺巾，局麻，切开皮肤，钝性分离皮下脂肪和筋膜至肌肉组织，注意肌纤维的纵横方向，一般

采用横切，肌肉标本大小为0.5厘米×0.5厘米×0.5厘米以上送检。间断缝合皮肤切口。不含病理

学检查。
(十六)体被系统

FYH01601 性病检查
指对可疑性病患者进行一般性检查和取材。为预防交叉感染、保护患者隐私，设立单独性病检查室

进行操作，铺巾、使用扩阴器行阴道检查，观察阴道、宫颈情况或前列腺检查，进行尿道或阴道分

泌物取材等并送检。
FYQ01601 毛发检查 收集患者头发，由专业人员在放大镜和显微镜下就毛发状况进行比较分析，出具分析报告。

FYX01601 皮肤直接免疫荧光检查
指检查皮肤组织中有否免疫球蛋白或补体的沉积。使用荧光抗体试剂盒，将已取出的皮肤组织用专

门试剂包埋，再行冰冻切片，用特异荧光抗体直接滴加于待检标本上，发生特异结合，用荧光显微

镜检测并出具报告。

FYX01602 皮肤间接免疫荧光检查
指检测患者血清中是否存在某特异抗体或自身抗体。使用底物和荧光抗体试剂盒，首先用底物与待

测血清结合，然后再用特异的荧光标记抗体进行第二次结合，在荧光显微镜下检测，出具报告。

FYX01603 皮肤寄生虫检查
指阴虱、疥虫、毛囊虫等寄生虫的检查。局部消毒，用刮刀或粉刺挤压器刮取标本，置于载玻片

上，滴加相关试剂，覆以盖玻片，用棉签吸去多余溶液，在显微镜下检测，出具报告。

FYX01401 皮肤镜检测诊断
选取不同的皮肤镜镜头以不同距离予皮损微距摄影，应用皮肤镜所带的软件就皮损色泽、边界、形

态进行量化分析，出具检测报告。

FYX01604 皮肤色素检测分析
利用皮肤镜或专用照相设备(固定角度固定光源)及电脑和软件，进行局部皮肤微观图像分析，出具

分析报告。

FYX02601 皮肤皮脂检测分析

指在特定的温度和湿度条件下，定量测定即刻分泌状况和测定皮脂分泌率。测定即刻分泌状况：首

先彻底清洁皮肤表面油脂，用皮脂检测仪配套的皮脂带帖敷皮肤表面，收集30秒后，将探头插入，

然后利用皮脂检测仪器进行检测，根据数值出具分析报告。测定皮脂分泌率：彻底清洁皮肤后在一

定时间后，收集皮脂，根据数值除以时间计算皮脂分泌率。

FYX02602 皮肤水分检测分析
指利用皮肤水分检测仪进行探测皮肤表面的电导或电容，由此推算皮肤角质层中水分含量，评价皮

肤干燥状态及皮肤屏障功能情况。清洁皮肤，在特定的温度和湿度条件下安静等待30分钟，用皮肤

水分检测仪进行检测，需要对不同部位取多个点进行测试，进行计算机计算，出具分析报告。

FYX02603 皮肤PH值检测分析
清洁皮肤，在特定的温度和湿度条件下安静等待30分钟，利用皮肤PH值检测仪进行检测，最后出具

分析报告。

FYX02604 皮肤纹理检测分析

指对皮肤表面的纹理进行三维成像，然后测量皮肤纹理在各个轴上的参数，从而了解皱纹的深度、

宽度和长度等。清洁皮肤，在特定的温度和湿度条件下安静等待30分钟，根据皮肤纹理摄像设备要

求直接采集参数或对皮肤表面纹理制作硅胶倒模，然后激光扫描。利用专用软件进行数据采集，计

算机成像、分析，得出定性的报告。

FYX02605 最小红斑量测定(MED)
指检测皮肤对光的敏感度及耐受性。使用特定紫外线照射设备及用特制遮盖物遮盖皮肤。用标准紫

外线光源(固定距离和能量)照射不同时间，研判结果，出具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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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YX03101 变应原皮内试验
消毒皮肤，使用标准化变应原，应用1毫升注射器吸取相应标准变应原行皮内注射，同时以注射用

水和组织胺作为阴性对照和阳性对照，20分钟后观察皮丘反应，研判结果并出具报告。如需要48小

时再次研判结果，出具报告。

FYX03102 变应原点刺试验
消毒皮肤，使用标准化变应原，用点刺针按照一定排列顺序间隔刺入皮肤，形成微小出血点，然后

将变应原滴加在伤口上，同时用注射用水和组织胺作为阴性对照和阳性对照，20分钟后研判结果并

出具报告。必要时48小时再次研判结果，出具报告。

FYX03601 皮肤斑贴变应原试验
使用标准斑贴试验变应原试剂盒或自制变应原。清洁皮肤，将变应原挤入铝质小室，再将铝制小室

按照顺序外敷于受试部位，48小时后揭去，72小时研判结果，出具报告。
FYX03602 皮肤光斑贴变应原试验 将光斑贴变应原涂于受试和对照部位，用紫外线仪照射，一定时间后，观察结果，出具报告。
FYX03605 醋酸白试验 将5%醋酸敷于可疑皮损处，3分钟后研判结果，出具报告。

FYZ01601 伍德灯检查
指用滤过紫外线检查色素性、卟啉代谢性、真菌性等疾患。在暗室条件下使用伍德氏灯照射可疑患

处，根据颜色出具报告。

FYX05301 环钻皮肤活检术
消毒铺巾，局部麻醉，环钻钻取组织，必要时使用电凝器止血，将标本置入10%福尔马林溶液中，

缝合伤口，处理创面。不含病理学检查。

FYX05302 切除皮肤活检术
消毒铺巾，局部麻醉，描记手术轨迹，手术刀梭形切取组织，必要时使用电凝器止血，将标本置入

10%福尔马林溶液中，缝合伤口，处理创面。不含病理学检查。

FYA05101
乳腺肿物针吸细胞活检

术

定位，消毒铺巾，局麻，穿刺针吸乳腺肿物细胞，将细胞滴在玻片上待检，压迫止血。 不含定位

引导，病理学检查。

FYA05102
乳腺肿物穿刺组织活检

术

定位，消毒铺巾，局麻，用特殊活检针穿刺取出乳腺肿物条状组织送检，压迫止血。 不含定位引

导，病理学检查。

(十七)精神心理诊断

FCA04601
蒙特利尔认知评估

(MoCA)

指用于额叶损伤患者认知障碍首诊检查。量表包含12个检查项目，分别测定执行功能，失认症，瞬

时和延迟记忆，听觉注意，视觉注意，复述，语言流畅性，抽象分类，时间/地点定向，结构性失

用等功能。人工报告。

FCA04602
宗(Zung)氏焦虑自评量

表测评

用于焦虑症状的自我评定。在心理师指导、看护下，由被试者完成人机对话式测查。由20个陈述句

和相应问题的条目组成。每一条目相当于一个有关症状，按1-4级评分。20个条目反映抑郁状态四

组特异性症状，观测被试行为、情绪，记录观测内容，指导答题，分析测量数据，出具报告。

FCA04603
宗(Zung)氏抑郁自评量

表测评

用于抑郁症状的自我评定。在心理师指导、看护下，由被试完成人机对话式测查。由20个陈述句和

相应问题的条目组成。每一条目相当于一个有关症状，按1-4级评分。20个条目反映抑郁状态四组

特异性症状，观测被试行为、情绪，记录观测内容，指导答题，分析测量数据。出具报告。

FCA04604 瞬时记忆测验
用于脑损伤严重程度及老年精神障碍的辅助检查。由心理师以一对一的方式对患者实施测验，指导

答题，测验次数不定，观测被试行为、情绪，记录观测内容，分析测量数据，出具报告。

FCA04605
长谷川痴呆测验(HDS—

R)

用于痴呆的筛选。由心理师(或精神科医师)以一对一的方式对患者实施测验，共24个小项，9大

项，观测被试思维、行为、情绪，记录观测内容，需要系统地询问，精神科医师分析测量数据，出

具报告。

FCA04606 认知方式测评(CCES)
用于检查认知方式的量表。由心理师以一对一的方式对患者实施测验，测验含30个题目，观测被试

行为、情绪，记录观测内容，指导答题，分析测量数据，出具报告。
FCA04607 小学生推理能力测验 用于评定儿童推理能力。在心理师看护指导下，计算机辅助人工分析数据、出具报告。

FCA04608 儿童内外控量表测评
用于评定3-6年级儿童的内外控倾向。在心理师指导下由家长或其他知情者填写量表，共40个条

目，由心理师根据家长或其他知情者填写结果完成量表评定，根据评定结果出评定报告。

FCA04609
儿童行为量表

(Conners)测评

用于筛查儿童(特别是多动症儿童)的行为问题。在心理师看护下，由患者父母完成人机对话式测查

(48项)，计算机出报告。

FCA04610 注意分配测评
用于辅助检查注意功能。由心理师以一对一的方式对患者实施测验，测验含三种测验条件，测验共

10次，观测被试行为、情绪，记录观测内容，指导答题，分析测量数据，出具报告。

FCA04611 短时记忆广度测评
用于脑损伤严重程度及老年精神障碍的辅助检查。由心理师以一对一的方式对患者实施测验，测验

含正背数和倒背数，观测被试行为、情绪，记录观测内容，指导答题，分析测量数据，出具报告。

FCA04612 空间位置记忆广度测评
用于脑损伤严重程度及老年精神障碍的辅助检查。由心理师以一对一的方式对患者实施测验，测验

含三种形式，两个评分系统，观测被试行为、情绪，记录观测内容，指导答题，分析测量数据，出

具报告。

FCA04613
再认能力测定感统量表

测评

用于脑损伤严重程度及老年精神障碍的辅助检查。由心理师以一对一的方式对患者实施测验，测验

含20个目标刺激和20个混入刺激，一个评分系统，观测被试行为、情绪，记录观测内容，指导答

题，分析测量数据，出具报告。
FCA04614 气质量表测评 用于评定儿童气质特点，共72题，由父母在计算机上操作填写，由精神科医师分析结果并出具报告

FCA04615
儿童孤独症评定量表检

查

由精神科医师借助电脑辅助测验系统完成。用于测量儿童与孤独症相关的15个方面行为表现，评估

儿童是否有孤独症倾向，作出电脑文本测试报告。

FCA04616 图片词汇测验
辅助语言功能的检查。由心理师以一对一的方式对患者实施测验，测验含30个词汇，观测被试行为

、情绪，记录观测内容，指导答题，分析测量数据，出具报告。

FCA04617 进食障碍态度问卷测评
属于进食障碍的筛查问卷。由心理师指导下完成人机对话式的测查，共26个条目，每个条目描述一

种进食障碍相关的心理、情绪、行为症状，采用0-3分的四级记分法，计算机分析报告，由精神科

医师根据问卷得分得出被试罹患进食障碍的可能性及严重程度，出具报告。

FCA04618
进食障碍相关症状问卷

测评

属于进食障碍心理倾向和情绪行为的评估问卷。由心理师指导下完成人机对话式的测查，共66个条

目，每个条目描述了一种进行行为、态度或情绪、思维方式、价值观，采用1-0正误型评分法，人

工报告，得出10个因子分，由精神科医师判断患者进食障碍症状特点倾向及伴随的个性、价值观、

情绪特点，辅助治疗方案的制定和疗效观察。

FCA04619
蒙哥马利量表抑郁评定

量表(MADRS)测评

用于抑郁症状的评定。测验由10个条目组成，主要评定被试抑郁情绪的严重程度，由精神科医师观

测被试行为、情绪，记录观测内容，分析测量数据，出具报告。

FCA04620 中国儿童发展量表测评
用于评定3-6岁儿童的智力发展水平。在心理测查室由心理师看护下，由患者父母完成人机对话式

测查(16项)，测试者出发育情况的报告。

FCA04621
A型性格问卷(TABP)测

评

用于评定被试者的行为模式。在心理测查室心理师指导下，完成人机对话式测查(60项)，计算机出

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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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CA04622 成人智残评定量表测评
用于评定被试者的社会适应能力，分7个项目判定。由精神科医师对被试进行检查并询问知情人，

将测试结果输入计算机并出具报告。

FCA04623 压力评估量表测评
用于心理压力的量化检查。在心理测查室的心理师看护指导下，完成人机对话式测查(53项)，计算

机出报告。

FCA04624
社会功能缺陷筛选量表

测评

用在社区中生活的精神病人，特别适合于慢性病人生活功能的评定，精神科医师观察后，做一次评

定。量表10项，每项都有2级操作性评分标准。观测被试行为、情绪、思维，记录观测内容，分析

测量数据，出具报告。

FCA04625
贝克抑郁自评问卷

(BDI)测评

用于抑郁症状的自我评定。在心理测查室的心理师指导、看护下，由被试完成人机对话式测查。共

13项，四级评分，选择答题。心理师记录观测内容，指导答题，分析测量数据，出具报告。

FCA04626
酒精依赖调查表(MAST)

测评

用于人群中有酒精依赖问题对象的流行病学调查。在心理测查室的心理师指导、看护下，由被试完

成人机对话式测查。共13项，39个题目，四级评分，选择答题。心理师记录观测内容，指导答题，

分析测量数据。

FCA04627 注意划消测验
用于评定注意缺陷多动障碍患儿的注意力状况。由心理师以一对一的方式对患者实施测验，共完成

3页纸的实施、计分和结果分析，并出示测验报告。

FCA04628
幼儿人格发展趋势问卷

测评

用于评定婴幼儿的人格发展趋势。在心理测查室的心理师看护下，由患者父母完成人机对话式测查

(45项)，心理师做出人格发展趋势的报告。

FCA04629
帕金森病统一评分量表

测评
采用帕金森统一评分量表，由专业人员根据量表中的项目进行评定，含填表指导与评分。

FCA04630
匹兹堡睡眠质量指数量

表检查
由精神科医师采用特定量表进行评定，获得匹兹堡睡眠质量指数，并出具报告。

FCA04631 阿森斯失眠量表检查 由精神科医师采用阿森斯失眠量表进行评定，并出具报告。
FCA04632 爱泼沃斯嗜睡量表检查 由精神科医师采用爱泼沃斯嗜睡量表进行评定，并出具报告。
FCA04633 睡眠卫生知识量表检查 由精神科医师对个体进行睡眠习惯量表评定，并出具报告。

FCB04601
简明精神状况测验

(MMSE)

用于认知缺损筛选。由精神科医师以一对一的方式对患者实施测验，共19大项30个小项，观测被试

思维、行为、情绪，记录观测内容，分析测量数据，出具报告。

FCC04601
临床总体印象量表

(CGI)测评

用于评定临床疗效，可适用于任何精神科治疗和研究对象。精神科医师对患者进行精神检查，做一

次评定，量表共分S1、G1和El三项，采用0－7分的8级记分法。观测被试行为、情绪，记录观测内

容，需要系统地询问每一个症状，分析测量数据，出具报告。

FCC04602
药物不良反应量表

(TESS)测评

用于评定抗精神病药物不良反应程度的量表。精神科医师检查患者后，做一次评定，由18个项目组

成，6个分类，分成0-6分7个等级。观测被试行为、情绪，记录观测内容，需要系统地询问、查看

每一个症状，分析测量数据，出具报告。

FCC04603
不自主运动评定量表测

评

用于评定药源性不自主运动的量表。精神科医师检查患者后，做一次评定，量表共12个项目，0-4

级评分，观测被试行为、情绪，记录观测内容，需要系统地询问、查看每一个症状，分析测量数

据，出具报告。

FCC04604
锥体外系副作用量表测

评

用于评定抗精神病药物治疗副不良反应的评定量表。精神科医师检查患者后，做一次评定，共10个

项目，0-4分5级评分法。观测被试行为、情绪，记录观测内容，需要系统地询问、查看每一个症

状，分析测量数据，出具报告。

FCC04605
老年谵妄检查表(GDCL)

测评

用于老年患者瞻妄的评定。精神科医师检查患者后，做一次评定，由11个症状描述组成，各项目采

4级评分法。观测对被试行为、情绪，记录观测内容，分析测量数据并出具报告。

FCC04606
套瓦(TOVA)注意力竞量

测评

由心理师根据受检者的“遗漏”，“错认”，“反应时”，“反应时变化”四项指标对患者的注意

力水平进行评估，最后由精神科医师判定结果，出具报告。

FCC04607 儿童智能50项测验
由精神科医师借助电脑辅助测验系统完成。全量表含六个方面50项智力问题，主要用于评估4-7岁

脑损伤及肢功能障碍患儿的智力，作出电脑文本测验报告。不含心理咨询和治疗。

FCC04608
简明精神病评定量表

(BPRS)测评

用于评定精神病症状的严重程度。精神科医师对患者进行精神检查，做一次评定，由18个项目组

成，所有项目采用1--7分的7级评分法。检查被试行为、情绪，记录观测内容，需要系统地询问每

一个症状，分析测量数据，出具报告。

FCC04609 汉密尔顿焦虑量表测评
用于焦虑症状的评定。由24个陈述句组成，大部分项目采用0-4分的5级评分法，少数项目采用0-2

分的3级评分法，观测对被试行为、情绪，记录观测内容，指导答题，分析测量数据，出具报告。

FCC04610 汉密尔顿抑郁量表测评
用于抑郁症状的评定。由14个陈述句组成，所有项目采用0--4分的5级评分法，观测被试行为、情

绪，记录观测内容，指导答题，分析测量数据，出具报告。

FCC04611
艾森贝格(Asberg)抗抑

郁剂不良反应表测评

用于评定抗抑郁剂不良反应程度的量表。精神科医师检查患者后，做一次评定，由14个症状描述组

成，所有项目均采用0－3分的4级评分法。检查被试的思维、行为、情绪，记录观测内容，需要系

统地询问每一个症状，分析测量数据，出具报告。

FCC04612 躁狂状态评定量表测评
用于评定躁狂症状严重程度的量表。精神科医师对患者进行精神检查，做一次评定，由11个症状描

述组成，各项目采用0-4分的5级评分法。观测被试行为、情绪，记录观测内容，需要系统地询问每

一个症状，分析测量数据，出具报告。

FCC04613
迟发运动障碍评定量表

测评

用于迟发性运动障碍的筛选诊断。精神科医师检查患者后，做一次评定，量表共43个项目。观测被

试行为、情绪，记录观测内容，需要系统地询问、查看每一个症状，分析测量数据，出具报告。

FCC04614
儿童孤独症筛查量表测

评

用于儿童孤独症的筛查。在心理师指导下由家长或其他知情者填写量表，共19个条目，由心理师根

据家长或其他知情者填写结果完成量表评定，根据评定结果出评定报告。

FCC04615 婴儿孤独症量表测评
用于婴儿孤独症的筛查。在心理师指导下由家长或其他知情者填写量表，共30个条目，由心理师根

据家长或其他知情者填写结果完成量表评定，根据评定结果出评定报告。

FCC04616
阿奇班克(Achenbach)

儿童行为量表(CBCL)测

用于评定4-16岁儿童的社交能力和行为问题。在心理师看护下，由患者父母完成人机对话式测查

(113项)，计算机出报告。

FCC04617
日常生活能力评定量表

测评

用于评定被试的日常生活能力。对患者的个人卫生，进食，更衣，排泄，入浴，器具使用，床上运

动，移动，步行，交流以及自助具的使用进行评定。医师检查患者后，做一次评定，由14个项目组

成，所有项目采用1-4级评分法，检查被试行为，情绪，记录观测内容，需要系统地询问每一个症

状，分析测量数据，出具报告。

FCC04618 日常生活能力评定
对患者的个人卫生、进食、更衣、排泄、入浴、器具使用、床上运动、移动、步行、交流以及自助

具的使用进行评定。人工报告。

FCC04619 智力成就责任问卷测评
用于智力检查。由心理师以一对一的方式对患者实施测验，各分测验的评分标准不同，观测被试行

为、情绪，记录观测内容，指导答题，分析测量数据，出具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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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CC04620
丹佛小儿智能发育筛查

表(DDST)测评

用于评定4周-3岁儿童的智力发展水平。由心理师以一对一的方式对患者实施测验，共完成105个项

目的实施、记分和结果分析，并出示测验报告。

FCC04621 绘人智力测验
用于智力检查。由心理师以一对一的方式对患者实施测验，各分测验的评分标准不同，观测被试行

为、情绪，记录观测内容，指导答题，由精神科医师分析测量数据，出具测验报告。

FCC04622 思维型/艺术型测验
用于能力倾向的调查。由心理师以一对一的方式对患者实施测验，各分测验的评分标准不同，观测

被试行为、情绪，记录观测内容，指导答题，分析测量数据。

FCC04623
生活事件评定量表

(LES)测评

用于应激事件强度的评定。在心理测查室的心理师指导、看护下，由被试完成人机对话式测查，本

量表共48个项目，观测被试行为、情绪，记录观测内容，指导答题，分析测量数据，并出具报告。

FCC04624
强迫症状问卷(YALE—

BROWN)测评

用于强迫症状的量化检查。该量表是一个他评的强迫症量表，由精神科医师根据病人的情况作出相

应的评定，用来反映强迫症状的严重程度，分为反映强迫观念和强迫行为各5项，每项按5级评分

法，观测被试行为、情绪，记录观测内容，分析测量数据。

FCC04625
精神护理观察量表

(NOSIE)测评

是指精神科护士观察量表。用于评定病房中各类精神病人的各类行为，精神科护士观察后，做一次

评定，由30个项目组成，所有项目采用0——4分的5级评分法。观测对被试行为、情绪，记录观测

内容，需要系统地询问每一个症状，分析测量数据，并出具报告。

FCC04626
布雷德(Bleied)痴呆评

定量表测评

用于辅助痴呆筛查。精神科医师检查患者后，做一次评定，量表30项，每项都有2级操作性评分标

准。观测被试心理活动，记录观测内容，分析测量数据，出具报告。

FCC04627 瑞文推理测验
用于评定言语障碍患者的智力水平。在心理测查室的心理师看护、指导下，完成人机对话式智力测

查。共60项，分析结果并出具报告。

FCC04628
本顿视觉保持测验

(BVRT)

用于评定成人及患儿视觉功能的完整性，含视知觉、视觉记忆和视觉结构能力。由心理师以一对一

的方式对患者实施测验，要求被试者凭记忆临摹所看过的几何图形，有C、D、E三式图片和A、B、C

、D四种实施方法，心理心理师完成测验的实施、记分和结果分析，并出示测验报告。

FCC04629
慢性精神病标准化量表

测评

用于评定慢性精神病人的阳性症状，阴性症状，情感症状和自知力。为他评量表，由两名精神科医

师共同进行评定，共9项，五级评分，选择答题，观测被试行为、情绪，记录观测内容，分析测量

数据。

FCC04630
康奈尔医学指数(CMI)

测评

用于在综合医院及精神病院门诊筛查精神障碍的可疑者，正常人群中筛查躯体和心理障碍者，流行

病学研究中，作为一般健康状况的评价指标。在心理师指导、看护下，由被试完成人机对话式测

查，全表分18个部分，共有195个问题，判断评分。测对被试行为、情绪，记录观测内容，指导答

题。由精神科医师分析测量数据，出具报告。

FCC04631
阿尔茨海默病病理行为

评定量表

用于评定阿尔茨海默病患者的行为症状。由两名主治医师以上老年精神科专科医师共同进行评定。

涉及妄想、幻觉、行为紊乱、攻击、昼夜节律、情绪方面内容。共26项，四级评分，选择答题。观

测被试行为、情绪，记录观测内容，分析测量数据，出具报告。

FCC04632
症状自评量表(SCL—

90)测评

适用于神经症、适应障碍其它轻性精神障碍患者自我评定，在心理测查室的心理师指导、看护下，

由被试完成人机对话式测查，本量表共90个项目，项目均采取5级评分制，观测被试行为、情绪，

记录观测内容，指导答题，分析测量数据，出具报告。

FCC04633
防御机制问卷(DSQ)测

评

用于心理防御机制方式的调查，在心理测查室的心理师指导、看护下，由被试完成人机对话式测

查，共88项，9级评分选择答题，心理师测对被试行为、情绪，记录观测内容，指导答题，分析测

量数据，出具报告。

FCC04634
儿童行为问卷测评

(Rutter)

用于评定儿童的行为和情绪问题。在心理测查室的心理师看护下，由患者父母完成人机对话式测查

(31项)，心理师做出行为状态报告。

FCC04635
儿童气质问卷(PTQ)测

评

用于评定儿童的气质类型。在心理测查室的心理师看护下，由患者父母完成人机对话式测查(72

项)，心理师做出气质特征报告。

FCC04636
注意缺陷多动障碍诊断

量表测评

用于筛查注意缺陷多动障碍儿童。由心理师询问家属、教师或其他知情者，根据家属、教师或其他

知情者反映的情况完成18个项目的评定，根据评定结果出评定报告。

FCC04637
贝利婴幼儿发展量表

(BSID)测评

用于评定评估2岁半以内儿童的智力发展水平。由心理师以一对一的方式对患者实施测验，共完成

244个项目的实施、记分和结果分析，并出示测验报告。

FCC04638
婴儿—初中学生社会生

活能力量表测评

用于评定6个月婴儿至15岁儿童的社会生活能力。在心理测查室的心理师看护下，由临床精神科医

师通过直接询问知情人完成人机对话式测查。共132项，计算机出报告。

FCC04639
儿童气质量表(Carey)

测评

用于评定1个月婴儿至12岁儿童的气质类型。在心理测查室的心理师看护下，由临床精神科医师通

过直接询问知情人完成五套量表之一的人机对话式测查，76-100项，计算机出报告。

FCC04640 婴幼儿智能发育测验
用于评定2月-3岁婴幼儿的智力发展水平。由心理师以一对一的方式对患者实施测验，共完成121个

项目的实施，计分和结果分析，并出示测验报告。

FCC04641
儿童自我意识量表

(CSCS)测评

用于8-16岁患儿自我意识的评价、治疗追踪，也可用于筛查行为问题和情绪障碍儿童。在心理师看

护下，完成人机对话式测查(80项)，计算机出报告。

FCC04642
儿童适应行为评定量表

(GABRS)测评

用于评定儿童的社会适应行为。在心理测查室的心理师看护下，由临床精神科医师通过检查儿童或

直接询问知情人完成人机对话式测查，共58项，计算机出报告。

FCC04643 进食障碍筛查问卷测评
属于进食障碍的病情严重程度及疗效评估工具，在心理师看护下，由精神科医师施测，共三部分，

89项，前两部分为进食障碍症状检查部分，第三部分为精神科医师的总结分析，得出病情严重程度

、治疗进展情况并判断评估的可靠性。

FCC04644 性格测验(Y—G)
可用于评估被试者的人格特征，较多应用于心理咨询方面。在心理测查室的心理师看护下，完成人

机对话式测查，共120项，计算机出报告。

FCC04645
人格诊断问卷(PDQ—

4+)测评

用于评估被试者的人格障碍，多用于精神病临床或心理咨询门诊。在心理测查室的心理师看护下，

完成人机对话式测查，共107项，由精神科医师分析并出具报告。

FCC04646 五态性格问卷测评
可用于评定被试者的性格特征。在心理测查室的心理师看护下，完成人机对话式测查，共103项，

由精神科医师分析并出具报告。

FCC04647
酒精戒断综合征量表测

评

用于酒精依赖患者戒断状态严重程度的评估及替代药物治疗剂量的参考。主要分为两个部分，植物

神经部分6条，精神症状5条，共计11项。由精神科医师系统询问患者，及观测患者行为和体征，记

录测试数据，分析严重程度，用于指导治疗。

FCC04648 多动症诊断量表测评
用于辅助多动症的诊断。共18题，由心理师询问家长，予以评定，或在心理师指导下由家长填写，

由心理师分析并出具报告。

FCC04649 激越问卷测评
用于评定有认知功能损害患者的激越行为。由两名主治医师以上精神科医师共同进行评定，共29

项，七级评分。记录观测内容，分析测量数据并出具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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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CC04650 自杀风险测评
用于评定精神病患者的自杀风险。在心理师看护下，由两名主治医师以上精神科医师共同进行评

定，共20项，2-3级评分，根据精神检查和病史资料进行评定。将患者自杀风险分为较安全、危险

、很危险和极危险四个级别。

FCC04651 攻击风险测评
用于评定精神病患者的攻击风险。由两名主治医师以上精神科医师共同进行评定，共16项，根据精

神检查和病史资料将患者攻击风险分为四个级别，并给出不同的处理建议。

FCC04652 行为记忆测验

模拟日常生活环境(专用测试用房间、桌子、椅子、窗户、照片、生活用图片、生活用品等)下对患

者进行记姓名，记被藏物品，记预约时间，记图片，回忆故事(立即)，图片再认，记相貌，回忆路

线(即刻)，信息回忆(即刻)，相貌再认，定向和时间，回忆预约时间，回忆故事，回忆路线，回忆

信息，回忆姓名，回忆被藏物品等检查，计算和换算原始分，标准分和筛查分，人工报告。

FCD04601
重复性神经心理测验

(RBANS)

辅助脑损伤严重程度的诊断。由心理师指导进行，测验由12个条目组成，通过词汇学习、故事复

述，图形临，线条定位、图画命名，语义流畅性测验，数字广度、编码测验、词汇回忆，词汇再识

、故事回忆的完成情况，分析被试的认知功能，出具报告。

FCD04602
孤独症诊断访谈量表

(ADI)测评

用于诊断儿童孤独症。由经过系统培训的心理师在单独房间对患儿家长进行一对一逐项询问和检查

。共93个项目。精神科医师根据评定结果出评定报告。

FCD04603 各种个别能力测验
用于个别能力倾向的检查，在心理师指导、看护下，由被试完成人机对话式测查。观测被试行为、

情绪，记录观测内容，指导答题，分析测量数据，出具报告。

FCD04604 联合型瑞文测验(CRT)
用于评定言语障碍患者的智力水平。在心理测查室的心理师看护下，完成人机对话式智力测查。72

项，计算机出报告。

FCD04605 中国比内测验
由心理师对2－18岁儿童的智力发展水平进行评估，以一对一的方式实施测验，完成51个项目的计

分，由精神科医师分析数据并出具报告。

FCD04606
威斯康星卡片分类测验

(WCST)

用于认知功能的辅助检查。在心理测查室的心理师指导、看护下，由被试完成人机对话式测查。共

128项，选择答题。心理师指导答题，分析测量数据并出具报告。

FCD04607
科赫(Kohs)立方体组合

测验

可辅助脑器质损伤定位的诊断，由心理师以一对一的方式对患者实施测验，测验含17种图板，16块

立方体，记录观测内容，指导答题，由精神科医师分析测量数据并出具报告。

FCD04608
艾森克人格测评(少年

版)

用于了解被试人格特点。在心理师指导、看护下，由被试完成人机对话式测查。共88个项目，含4

个分量表，采取2级评分，观测被试行为、情绪、处世态度，记录观测内容，指导答题。由精神科

医师分析测量数据，出具报告。

FCD04609 艾森克个性测验
用于人格检查。在心理测查室的心理师指导、看护下，由被试完成人机对话式测查。共88个项目，

含4个分量表，采取2级评分，由精神科医师分析测量数据并出具报告。

FCD04610
格式塔测验(Bender—

Gestalt)

用于测定3岁以上儿童和成人的视觉运动功能和视觉结构能力。并作为有无脑损伤的初步筛查工

具，由心理师以一对一的方式对患者实施测验，要求被试者临摹一张纸上的9个几何图形，根据临

摹错误多少和错误特征判定测验结果，心理心理师完成测验的实施、记分和结果分析，并出示测验

FCD04611 临床记忆测验
用于记忆检查，由心理师以一对一的方式对患者实施测验，该量表有五个分测验组成，根据被试年

龄、受教育年限和职业标化后评分，由精神科医师分析测量数据并出具报告。

FCD04612
阳性症状量表(SAPS)测

评

用于精神病阳性症状的量化评定。精神科医师检查患者后，做一次评定。34个单项，分为4个分量

表，评分为6级评分，记录观测内容，分析测量数据并出具报告。

FCD04613
阴性症状量表(SANS)测

评

用于精神病阴性症状的量化评定。精神科医师检查患者后，做一次评定。24条项目被分为5个分量

表，评分为6级，记录观测内容，分析测量数据并出具报告。

FCD04614
阳性阴性精神症状评定

(PANSS)量表测评

用于评定精神症状的有无及各项症状的严重程度。精神科医师检查患者后，做一次评定。53个单

项，分为7个分量表，评分为6级评分，观测被试思维、情绪、行为，记录观测内容，指导答题，分

析测量数据，出具报告。

FCD04615 催眠感受性测评
催眠前由受过催眠训练的心理师和精神科医师各一名对受试者进行的感受性测试，评定受试者接受

暗示水平，以判断是否适合接受催眠治疗以及选择哪项催眠治疗方式。

FCD04617 儿童认知能力测查
采用儿童认知能力测查工具对患儿检查，含颜色识别，比较大小，序列关系，体积守恒，重量辨

别，常识知识，推理，简单概率等内容，计算机分析数据，人工报告。

FCD04618 行为注意测验(TEA)
采用日常注意检查工具(光盘、录音设备、地图、测试图卡等)，对患者依次进行注意的保持，选

择，转移，分配等注意的状况进行全面检查。人工报告。

FCD04619
感觉统合能力发展评定

量表测评

用于筛查感觉统合失调儿童。在心理师指导下由家属、教师或其他知情者填写量表，共58个条目，

由心理师将填写结果进行输机和计算机分析处理，根据计算机分析处理结果出评定报告。

FCE04601
爱德华个人偏好量表

(EPPS)测评

用于个性偏好的调查。在心理测查室的心理师指导、看护下，由被试完成人机对话式测查。共225

项，选择答题。记录观测内容，指导答题，分析测量数据，出具报告。

FCE04602
米隆临床诊断问卷

(MCMI)

可用于评估被试者的人格特征，辅助临床诊断。在心理测查室的心理师看护下，完成人机对话式测

查。255项，计算机出报告。

FCE04603
精神现状检查(PSE)测

评

用于精神病症状评定。精神科医师对患者进行精神检查后，做一次评定。量表140余项，每项都有2

级操作性评分标准。观测被试思维、行为、情绪，记录观测内容，分析测量数据，出具报告。

FCE04604
精神分裂症认知功能测

验MCCB

对精神分裂症认知功能进行全面测量，含10个分测验，7个因子及总分。由心理测师以一对一的方

式对患者实施测验，各分测验的评分标准不同，由精神科医师分析测量数据，出具报告。

FCE04605 注意成套测验
用于注意功能的全面测量。含8个分测验，4个因子及总分。由心理师以一对一的方式对患者实施测

验，各分测验的评分标准不同，由精神科医师分析测量数据，出具报告。

FCE04606 卡特尔16项人格测验
用于人格检查。在心理测查室的心理师指导、看护下，由被试完成人机对话式测查。共187个项

目，采取3级评分，由精神科医师分析测量数据。

FCE04607
洛文斯顿认知成套测验

(LOTCA)

采用洛文斯顿认知成套测验，对患者的时间定向，地点定向，物体失认，形状失认，重叠图形识

别，特征不明显物体识别，自身位置辨认，实际空间位置辨认，图片空间位置辨认，动作模仿，物

品运用，象征性动作，复制几何图形，复制二维图形，拼钉盘图，彩色积木设计，无色积木设计，

拼蝴蝶，绘钟，范畴测验，无组织几何图形分类，有组织几何图形分类，排序A，排序B，几何推

理，逻辑提问，注意与集中等26项进行测验。人工报告。

FCE04608
中国幼儿智力量表

(ISCYC)测验

用于评估3-7岁儿童的智力发展水平。由心理师以一对一的方式对患者实施测验，共完成10余个分

测验的实施、计分，由精神科医师分析数据并出具报告。需必备评定所需标准化工具。

FCE04609
婴幼儿智能发育检查

(CDCC，0—3岁)

由精神科医师一对一完成所有测验项目。用于测量0—3岁婴幼儿智力发展指数、基限和顶限。人工

统计检查结果出具报告。不含心理咨询和治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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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CE04610
中国韦氏幼儿智力量表

测验(C—WYCSI)

运用最新修订版本的中国韦氏幼儿智力量表进行智力检查。用于评估4—6.5岁儿童的智力发展水平

。需必备评定所需标准化工具。由心理师以一对一的方式对患者实施测验，共完成12个分测验的实

施、计分，由精神科医师分析数据并出具报告。

FCE04611
中国韦氏儿童智力量表

测验(C—WISC)

运用最新修订版本的中国韦氏儿童智力量表进行智力检查。用于评估6—16岁儿童的智力发展水平

。由心理师以一对一的方式对患者实施测验，共完成11个分测验的实施、记分，由精神科医师分析

数据并出具报告。需必备评定所需标准化工具。

FCE04612 中国韦氏成人记忆测验
运用最新修订版本的中国韦氏成人记忆量表进行记忆检查。由心理师以一对一的方式对患者实施测

验，该量表有多个分测验组成，各分测验的评分标准受年龄、文化等因素影响，由精神科医师分析

测量数据并出具报告。

FCE04613 中国韦氏成人智力测验
运用最新修订版本的中国韦氏成人智力量表进行智力检查。由心理师以一对一的方式对患者实施测

验，含言语量表和操作量表两部分，共10余个分测验，根据被试年龄、受教育年限和职业标化后评

分，由精神科医师分析测量数据并出具报告。

FCF04601
复合性国际诊断问卷

(CIDI)测评

用于精神科的临床诊断。在心理测查室由精神科医师指导，被试完成人机对话式测查。全表分18个

部分，共有550个问题，判断评分。记录观测内容，指导答题，分析测量数据并出具报告。

FCF04602 进食障碍诊断问卷测评

由精神科医师进行定式访谈，需一间独立测查室，问卷共分16部分，126大项，系统涵盖进食障碍

患者病史特点、个性特征、家庭特征、躯体症状、进食行为心理特征、情绪症状、共病情况等等，

用于治疗前的评估，经人工总结分析报告，得出患者总体病情严重程度，下一步的治疗方案、预后

估计、注意事项等。

FCF04603
神经精神病学临床测评

(SCAN)

用于辅助精神病的诊断。由四部分组成。第一部分：为非精神病性节段，诊断ICD-10障碍如一般躯

体性疾病、躯体形式障碍、神经症、应激和适应障碍、心理生理障碍、情感障碍、酒和药物滥用问

题，共14节，第二部分：先进行筛选，如无阳性评分即结束。含各种精神病性症状的检查和观察项

目，以及认知障碍检查项目，共10节，第三部分：条目组清单，用于将PSE-10(精神现状检查)检查

各种阳性症状予以聚类，共41个症状群，第四部分：临床资料表，含智力水平、人格问题、社会功

能缺陷、与全病程有关的问题，以及涉及疾病发作、病因病理等内容的条目，由1名精神科医师和2

名心理师共同完成并出具报告。

FCF04604

精神障碍轴Ⅰ(DSM—Ⅳ

—TR)结构式临床检查

诊断(SCID)

应用美国精神疾病诊断标准第四版，由两名精神科医师对各类精神病患者进行测评，共19项内容，

以半定式的方法作出有无DSM—Ⅳ标准的45种疾病诊断。记录观测内容，分析测量数据，出具报告

。

FCF04606
葛塞尔发育诊断量表测

评

用于评估4周至3个月婴儿的智力发展水平。由经过系统培训的心理师在安静单独房间、对患儿进行

一对一检查和评定，内容共含五个功能区63个项目。根据检查和评定结果完成量表评定，根据评定

结果出评定报告。需必备评定所需标准化工具。

FCF04607 明尼苏达多相个性测验
用于人格检查，在心理师指导、看护下，由被试完成人机对话式测查。共566个题目，这些题目组

成14个量表(10个临床量表和4个效度量表)，采取两级评定，观测被试心理活动，由精神科医师分

析测量数据并出具报告。

FCF04608 神经心理测验(H—R)
可辅助于脑损伤严重程度的诊断，由心理师以一对一的方式对患者实施测验，测验含10个分测验组

成，根据被试年龄、受教育年限和职业标化后评分，由精神科医师分析测量数据并出具报告。

FCF04609 希—内学习能力测验
由精神科医师一对一完成所有测验项目。全量表含12个方面的学习能力，要求以操作的方式完成，

主要用于评定3—18岁脑损伤患儿或有听力、语言障碍儿童的总体学习能力，人工统计并作出测验

结果文字报告。不含心理咨询和治疗。

FCF04610
0—6岁儿童发育检查

(Gesel)

由精神科医师一对一完成所有测验项目。测量0—6岁儿童智力，主要评价儿童的适应性、大运动、

精细运动、语言、个人—社交五个方面的能力。人工统计检查结果出具报告。不含心理咨询和治疗

FCF04611
中国儿童发展量表智能

检查(CDCC，3—6岁)

由精神科医师一对一完成所有测验项目。用于测量3—6岁儿童智力，主要评价孩子的语言、认知及

社会化等11个分项智力发展状况。人工统计检查结果出具报告。不含心理咨询和治疗。

FCG04601
儿童发育量表(PEP)测

验

用于评估儿童的智力发展水平。由经过系统培训的心理师在安静单独房间对患儿进行一对一的97个

项目的检查。根据检查结果完成量表评定，由精神科医师分析数据并出具发育商报告。需必备评定

所需标准化工具。

FCA01601 定向力检查
采用问答与书面相结合的方式依次检查时间定向(年月日、星期、季节、时间、患病时间等)，地点

定向(所在区域、城市、常住地址等)。人工报告。

FCD01616 首诊精神病学检查
对于第一次就诊于精神科的患者，进行病史收集，对患者认知活动、情感活动和意志行为活动进行

全面精神检查和评估，给出患者精神状态的症状学诊断和(或)疾病分类学诊断。

FCF04605 精神病临床鉴定
由三名精神科医师，一名护士共同完成病史收集，对患者认知活动、情感活动和意志行为活动进行

全面精神检查和评估，给出患者精神状态的症状学诊断或疾病分类学诊断。
(十八)其它

FXZ02601 紫外线生物剂量测定
仪器准备，选定被测定的正常皮区，摆体位，使用紫外线灯测定皮肤的最小红斑量。用测定器覆盖

并固定，遮盖非测定区，检查者戴防护镜，调节适宜距离，抽动测定器的盖板，每隔一定时间露出

一个孔直至6个孔照完，查皮肤，记录，数小时后观察结果再记录。

FXZ01601
直流—感应电电诊断检

查

指使用断续直流电和感应电进行神经肌肉功能检查。仪器准备，核对医嘱，排除禁忌证，选定部

位，告知相关事项，放置辅电极，先用感应电后用直流电，主电极在所测肌肉或神经干上确定运动

点，降低电流并观察肌肉反应，测定阈电流并记录，直流电检查时先测阴极阈电流，再改为阳极刺

激，比较肌肉收缩强度，记录，分析结果，写出报告，电极衬垫洗净，消毒，晾干备用。

FXZ01602
低频电强度—时间曲线

检查

指使用不同波宽的方波低频电进行神经肌肉功能检查。仪器准备，核对医嘱，选定部位，排除禁忌

证，摆体位，暴露检查部位，告知相关事项，低频电强度时间曲线诊断，放置辅电极，主电极放在

所测肌肉运动点，依次用12种不同波宽方波刺激，分别记录引起肌肉收缩最小输出强度，各旋钮复

位，描记强度—时间曲线，求得时值，分析结果，写出报告，电极衬垫洗净，消毒，晾干备用。
FGE01204 鼻流量检查 使用鼻流量检查仪，在发音和言语状态下，检查患者异常鼻漏气的定量指标，人工报告。

FGG01901 吞咽功能障碍检查
使用口颜面功能检查表，吞咽功能检查表，吞咽失用检查表对患者的口唇、舌、颊、颌、软腭、喉

的运动及功能进行检查，对患者的吞咽动作和饮水过程有无呛咳，所需时间，饮水状况进行分级。

人工报告。

FGJ01205 喉发声检查
使用喉发声检查仪，对患者发声的单位时间内的气流量，最长发声时间，声音的强度，声音的高度

进行检测，人工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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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E02205 膀胱容量测定

向患者说明测量膀胱容量的方法、目的和要求并取得配合，采取无菌导尿方法插入三腔导尿管后放

净尿液，导尿管进液通道连接输液器及室温无菌生理盐水，保持生理盐水瓶高于耻骨联合100厘

米，匀速向膀胱内注入生理盐水，当患者出现溢尿时记录注入盐水量作为膀胱容量，排净膀胱、拔

出尿管、观察患者有无不适。
FRE02601 仪器法膀胱容量测定 采用膀胱容量测定仪器，在患者耻骨上涂抹耦合剂，测量膀胱容量，显示数据并记录。

FXY01601 表面肌电图检查
采用表面肌电图仪采集患者在某一种特定运动中各组肌群收缩的起止时间，收缩的强度以及不同肌

群收缩的顺序情况以及频谱分析特点，进行数据后处理与分析，判断肌肉运动正常与否以及异常发

生的原因。人工报告。

FXY02601 肌张力评定
采用肌张力测定仪对患者进行检查，标准测试体位，将压力传感器垂直置于被测肌腹上，依次在休

息位和最大等长收缩状态下各进行5次重复测量。取同名肌双侧比较。人工报告。

FXY02602 等速肌力测定
采用等速运动肌力测试系统。依次标定被试体重、被测肢体重量，然后在仪器预先选定的速度(慢

速、中速和快速)下进行被测肢体的等速运动测试。人工报告。
FXY02603 等长肌力评价 采用等长肌力测试仪器对患者进行不同关节角度下等长肌力的测试。人工报告。

FXY02604 肌肉疲劳度测定
表面肌电图和等肌力测试系统相结合，对被测工作肌群进行测定，要求连续完成动作20-30次，取

前5次平均和后5次平均数值进行比较，并进行频谱分析。根据所提供多项数据。人工报告。

FXX01601 关节活动度检查
利用徒手的方式，摆放不同体位，让患者被动或主动地进行关节活动，根据动作完成的状况与质

量，利用量角器准确地摆放量角器的移动臂和固定臂，记录关节的活动度与患者的反应或状况。人

工报告。

FBV01604 感觉障碍检查
使用定量感觉障碍测定仪，将温度觉探头或振动觉探头置于被测部位，测量受检者的温度觉、振动

觉和痛觉。人工报告。

FYX01605 单丝皮肤感觉检查
采用单丝触觉测量计，即通过采用20种不同直径、不同压力的单丝垂直作用于皮肤，定量测定受检

者的触觉。根据感觉减退时所用单丝水平，确定损伤部位、损伤水平、损伤性质以及神经损伤恢复

程度。人工报告。

FZQ01601 足底压力检查
采用足底压力测试系统。患者静止站立在压力传感器平台上，观察足底压力分布状况，双侧比较。

人工报告。
FZR01601 6分钟步行测试 采用标准化方法，对患者进行时间限定的步行距离、步行速度以及不适症状的检查。

FZR01602 步态分析检查
采用步态分析系统进行检查操作，在躯干、骨盆、髋、膝、踝及第5趾骨等关节处贴标志点，采集

步态视频，图像后处理，对步行速度，站立相与摆动相比例百分比，步长，步态对称性，步行周期

中各环节特征识别，步宽，下肢诸关节运动曲线及数据进行处理分析。图文报告。

FZR01603 步态动力学分析检查
采用动力学步态分析系统，患者从铺设在地面的压力传感器上走过，通过该系统对行走中下肢(髋

、膝、踝关节)受力情况进行地反力，关节力矩，人体代谢性能量与机械能转换与守恒等的诊断。

人工报告。

FZS01601 运动协调性检查
采用计算机辅助的肢体三维运动检查设备，记录指鼻试验，指指试验，跟膝胫试验等的运动轨迹并

进行定量分析。人工报告。

FZZ04601 言语能力筛查
使用失语症筛查表，构音障碍筛查表，儿童言语障碍筛查表，言语失用检查表对患者进行言语测

查，人工报告。
FZZ04602 失语症筛查 使用失语症筛查表对患者进行听理解，命名，复述，手语理解，手语表示等方面的测查，人工报告
FZZ04603 构音障碍筛查 使用构音障碍筛查表对患者进行会话，单词检查，喉功能检查，构音器官等方面的测查，人工报告
FZZ04604 儿童言语障碍筛查表 使用儿童言语障碍筛查表对患者进行名词，动词，词句等言语方面的测查。人工报告。

FZZ01601 构音障碍检查

使用构音器官检查表对患者的肺、喉、面部、口部肌肉、硬腭、腭咽机制、下颌等是否存在器官异

常和运动障碍进行检查，使用构音检查表对患者的发音清晰度，以及各个言语水平及其异常的运动

障碍进行系统评价，使用吹气法，鼻息镜检查法，呼吸流量计对患者的鼻漏气进行检查，评定。人

工报告。

FZZ01602 腭裂构音检查
使用构音器官检查表对患者的肺、喉、面部、口部肌肉、硬腭、腭咽机制、下颌等是否存在器官异

常和运动障碍进行检查，使用构音检查表对患者的发音正确率，以及各个言语水平及其异常的运动

障碍进行系统评价。人工报告。
FZZ01603 言语失用检查 使用言语失用检查表对患者进行口失用和言语失用的测查。人工报告。

FZZ01604 言语评估检查
含主观评估及及计算机评估，指对患者呼吸功能评估、发声功能评估、共鸣功能评估和构音功能评

估及其参考标准，通过医师对患者构音评估方法就是让患者发音素、词及短句，最长声时是指深吸

气后的最长发声能力。应用《汉语言构音能力测验》记录表对患者进行语言应用的评估。

FZZ01605 失语症检查
使用失语症检查表对患者的听理解，复述，命名，描述，朗读，阅读，抄写，描写，听写，计算各

个方面在单词水平，短句水平，复杂句水平方面的残存能力进行检查，评分，分析。人工报告。

FZZ01606 代币检查(TokenTest)
使用代币检查表对患者的听理解在单词水平，短句水平，复杂句水平方面的残存能力进行检查，评

分，分析。人工报告。

FZZ01607
实用性语言交流能力检

查(CADL)

使用实用性语言交流能力检查表，根据交流的实用性对患者进行日常言语交流能力的分类、检查，

判断患者言语交流障碍的程度并分析功能障碍的代偿方法，人工报告。

FZZ01608 100单词听理解检查
使用100单词检查表，对患者进行不同范畴词、同范畴词共200个词的听理解检查，分析听理解能力

和水平，并以此作为制定今后训练的内容。人工报告。

FZZ01609 100单词命名检查
使用单词命名检查表，对患者进行100个词的命名能力的检查，分析命名能力，并以此作为今后训

练的内容。人工报告。

FZZ01610 口吃检查
利用问诊、会话、命名、描述、单词和句子朗读、回答问题等方法对患者进行检查、分析。人工报

告。

FZZ01611 语音频谱分析检查
使用语音频谱分析仪，对患者在发音、发声的状态下，其音声特点、发音部位和发音方法、声韵母

的共振峰、音调、音量等嗓音多维度的实时检查、分析，人工报告。

FZZ01612 听力障碍儿童语言检查
使用语言清晰度检查表，构音检查表，语言发育检查表对患儿的言语表达能力，口唇，舌等构音器

官的形态是否异常，构音器官的运动是否有障碍，语言发育处于哪一个水平进行检查，评价人工报

FZZ01613 发声障碍检查
使用声质评价表(GRBAS)对患者的声音的特点进行检查，评价，使用鼻流量计检查患者的鼻漏气情

况，使用主观检查法对患者进行音量和音调的匹配，音量变化，音调变化，最大发声时间进行检

查，评价。人工报告。

FZZ01614 儿童语言障碍检查
使用语言发育迟缓检查表对患儿的交流态度、符号形式与指示内容关系、促进和学习有关的基础性

过程三方面进行评定，并对其语言障碍进行诊断、评定、分类。使用孤独症筛查表对患儿是否有孤

独症或孤独症倾向进行评定。人工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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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ZZ01615 失算症检查
采用失算症评定系统对患者进行数字序列，点计数，数字符号转换，计算符号，比较大小，心算，

估算，书写运算式，笔算，数学常识等项目的检查。人工报告。

FZZ01616 反应时检查
采用反应时检查仪测定患者对刺激信号做出反应的时间的长短或快慢，根据目标刺激不同，被试选

择相应按键进行应答，对患者进行简单反应时和复杂反应时检查。人工报告。

FZS02601 肢体形态学测量
利用量尺对患者肢体的外观、长度、肌围度与肿胀的状况进行测量，并与对侧肢体进行比较、认真

记录。人工报告。

FKA01901 心功能康复评定
利用仪器监测生命体征，连接电极、面罩，留取静息心电图，患者在平板或踏车上按运动方案运

动，根据心电图S-T段变化、心律失常以及耗氧量、分钟潮气量、呼吸商、代谢当量进行判断，评

价运动心功能，指导患者进行有氧运动训练，制定运动处方。

FJC01901 肺功能康复评定
利用肺功能测定仪，监测生命体征，连接电极、面罩，留取静息心电图，患者在平板或踏车上按运

动方案运动，根据心电图S-T段变化、心律失常以及耗氧量、分钟潮气量、呼吸商、代谢当量进行

判断，评价运动肺功能，指导患者进行有氧运动训练，制定运动处方。

FJH01201
呼吸方式+呼吸肌功能

的评定

测试前说明目的和要求并取得患者配合，装置呼吸肌功能检测仪，患者按要求完成呼吸动作，分析

患者呼吸形式、呼吸肌目前的状况和肺功能的客观检查，人工报告。
FXY01602 肌萎缩侧索硬化功能评 采用肌萎缩侧索硬化功能评分量表，由专业人员根据量表中的项目进行评定，含填表指导与评分。

FZL01601 手功能评定
利用计算机上肢功能评价系统对患者进行手部功能的检查，其中有速度、协调性以及动作完成的准

确性等量化指标，同时电脑记录相关数据。人工报告。

FZS01602 偏瘫肢体功能评定
采用偏瘫肢体功能评定量表对偏瘫患者上肢，手指，下肢的联合反应，随意收缩，痉挛，屈伸肌联

带运动，部分分离运动，分离运动，速度协调性，运动控制，平衡，感觉，关节活动度及疼痛等方

面进行综合检查。人工报告。

FZS01603 肢体残疾评定
对脑瘫，偏瘫，脊髓疾病及损伤，小儿麻痹后遗症，截肢，严重骨/关节/肌肉疾病和损伤，周围神

经疾病和损伤患者的肢体残缺，畸形，瘫痪所致人体运动功能障碍进行综合检查评定。人工报告。

FZS01604 截肢患者初期评价

通过对下述内容：残端皮肤条件，有无皮肤破溃，有无红肿，有无窦道形成，残端肌肉固定情况，

有无锥形残端，有无肌肉固定，有无肌肉成形，残端骨骼处理情况：有无骨刺形成，有无行骨融合

术，残端有无压痛，残端皮肤感觉情况：有无感觉减弱或消失，局部有无神经瘤形成，有无残肢

痛，有无幻肢痛，残肢相邻关节的活动度，有无功能障碍，残肢周围肌肉力量的大小的综合评价，

确定残端的综合康复治疗。残端不良但不需要手术治疗：行残端的综合康复治疗 。

FZS01605 截肢患者中期评价

通过对下述内容的综合评定，决定何时更换正式假肢：残端皮肤无破溃、无红肿、无窦道形成，残

端肌肉固定好，无锥形残端，肌肉瓣条件好，残端骨骼无骨刺形成、骨融合固定好、残端无压痛，

残端皮肤感觉无感觉减弱或消失、局部无神经瘤形成，无残肢痛、无幻肢痛，残肢相邻关节的活动

度好，无功能障碍，残肢周围肌肉力量正常，穿戴临时假肢连续3周残端体积不变，穿戴临时假肢

很适应，能满足日常生活需要。

FZS01606 截肢患者末期评价
下肢假肢的步态评定：坐位站起，转移，闭目站立，双脚并拢站立，单腿站立，双足一前一后站立

等动作，负重平衡评定，负重量的评定，假肢质量的评定：假肢的悬吊情况，接受腔的情况，与残

端的匹配情况。

FZS01901 截肢前评定
全身情况评定：一般状况、营养水平、有无内科疾患；局部情况评定：行血管彩超或MRI判断血管

情况、肢体红外热像、X-ray、CT、截肢平面的选择及手术方式，截肢后应选择的假肢类型，人工

报告。

FZZ01901 疼痛综合评定
进行麦吉尔疼痛问卷评定，视觉模拟评分法评定，慢性疼痛状况分级等，对患者疼痛的部位，程

度，性质，频率和对日常生活的影响等方面进行综合评定。人工报告。

FZZ01617 失认症评定
通过对患者进行物品辨认，面容辨认，图形辨认，颜色辨认等检查，判断患者是否存在物品失认，

面容失认，同时失认以及颜色失认。人工报告。

FZZ01618 失用症评定
通过对患者进行空间构成能力，动作模仿，工具运用，系列动作等检查，诊断患者是否存在结构性

失用，运动性失用，运动意念性失用，意念性失用等。人工报告。

FZZ01619 徒手职业能力评定
对患者进行与职业功能状态相关的徒手技术操作能力评定，含日常生活中与职业相关的各种运动技

能和操作技能的评定。人工报告。

FZZ01620 器械职业能力评定
利用仪器或器械模拟进行与职业功能状态相关的技术能力评定，含对患者日常生活中与职业相关的

各种运动技能和操作技能的评定。人工报告。

FZZ01621 假肢的评定
对假肢的接受腔的大小和深度，悬吊能力，对线，长度和患者穿戴假肢后各项功能活动能力进行综

合评价，人工报告。

FZZ01622 综合能力评估
对肢体运动功能，认知功能，日常生活活动能力，生存质量，就业能力等做综合定量评定。人工报

告。

FZZ01623 轮椅肢位摆放评定
利用专业的轮椅系统矫正设备，数据收集设备，坐位和背部传感器，轮椅模拟器和组合式气垫以及

电脑软件对轮椅基本功能进行规范的测评，含轮椅类型，尺寸的评定以及肢体摆位时的坐姿以及臀

部和背部压力的测评。

FZZ01624 康复综合评定

以康复评价会的形式进行。根据患者具体情况，康复医生、康复护士、运动、作业、语言、社会工

作者、心理治疗师、假肢技师参与评价会。评价会对患者身体功能，家庭状况，社会环境等材料进

行收集，对患者身体功能及残存能力进行量化，制定近期、远期目标和训练计划的目的，调整训练

计划，在患者出院前，判定康复治疗的效果，继续恢复的可能性，是否达到预期的康复目标及为患

者出院后如何进行自我训练提供依据，为回归家庭、社会提供必要的帮助。

FZZ01625
多发性硬化功能残缺评

分检查(EDSS)

对多发性硬化功能残缺的评分。量表分8大项，分别检测大脑，小脑，脑干，脊髓，共济，大小便

等功能，每项内根据功能缺损程度分0-3分。由专业医师一对一完成病人的问答和体格检查完成并

计分。

FZZ01626 卒中功能评分(NIHSS)
指：美国国立卫生院对卒中的功能评分。量表分7大项，分别检测唤醒，眼球活动，语言，肢体运

动等功能，每项内根据功能缺损程度分0-5分。由专业医师一对一完成病人的问答和体格检查完成

并计分。

FCZ04601 生活质量评定
对患者进行主观生活质量(日常生活满意指数)和客观生活质量(功能性限制分布量表)的评定。人工

报告。

FCZ04602 跌倒风险评估
采用姿势稳定测试系统对患者进行评估，要求患者站立在压力传感器不同硬度的垫上依次完成睁

眼，闭眼，头部向前，后，左前，右前等检查动作。给予跌倒风险程度的分析报告。根据测试数

据，甄别产生跌倒风险的原因。人工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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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ZZ13605 辅助器具使用评价
根据患者需要使用的辅助器具类别评定所用辅助器具是否符合患者的功能需要，评价辅助器具的适

合性并观察患者使用情况，为确定康复目标和康复治疗方案提供依据，给出具体建议并出具报告。
六.临床物理治疗
(一)放射治疗
1.放射计划设计

GAAZZ001 人工制定治疗计划 人工二维计划设计，查表进行计量计算，填写患者基本资料、放疗示意图、摆位要求、照射剂量。

GAAZZ002 二维放疗计划设计
使用计算机辅助治疗计划系统(TPS)，进行内照射或外照射二维计划设计、剂量计算和剂量显示，

医生审核，填写治疗单。

GAAZZ003 三维适形放疗计划设计
使用专用计算机治疗计划系统，进行三维影像接收,靶区及危及器官勾画，正向三维治疗计划设

计，计划确认及传输，计划验证及填写治疗单。

GAAZZ004 调强放疗计划设计
使用专用计算机治疗计划系统，进行三维影像接收，靶区及危及器官勾画，逆向调强治疗计划设

计，计划确认及传输。不含图像采集，传输，计划验证及填写治疗单。

GAAZZ005 伽玛刀治疗计划设计
使用专用计算机治疗计划系统，进行三维影像接收，靶区及危及器官勾画，伽玛刀治疗计划设计，

计划确认。不含图像采集，传输，计划验证及填写治疗单。

GAAZZ006 X刀治疗计划设计
使用专用计算机治疗计划系统，进行三维影像接收，靶区及危及器官勾画，x刀治疗计划设计，计

划确认及传输。不含图像采集，传输，计划验证及填写治疗单。

GAAZZ007
图像引导的三维立体定

向放疗计划设计

使用专用计算机治疗计划系统，进行三维或四维影像接收/多重影像融合(CT/MRI/MRS/PET-CT)，靶

区及危及器官逐层勾画/图像引导方式确定(呼吸追踪/颅骨追踪/椎体追踪/金标追踪/病灶追踪)，

图像引导坐标建立，逆向治疗计划设计、确认及传输和打印。
2.剂量验证与监控

GABZZ001 点剂量验证 采用实验测量或者独立计算的方法，验证一个计划中的一个特征点或数个特征点的剂量。
GABZZ002 二维剂量验证 采用实验测量或者独立计算的方法，验证个计划中的一个特征面的剂量分布。
GABZZ003 三维剂量验证 采用实验测量或者独立计算的方法，验证一个计划中所有射野合成的剂量分布。

GABZZ004 二维实时显像监控
摆位，采用电子射野影像系统或KV级X线摄片和透视等设备获取影像，验证射野的大小、形状、位

置，患者摆位。

GABZZ005 三维实时显像监控
适用于三维图像引导放疗、CT在线校位、自适应放疗等。摆位，采用锥形束CT等设备获取三维影像

、调整摆位、影像保存。
GABZZ006 超声实时监控 摆位，采用超声设备获取影像，调整摆位，影像保存。图文报告。

GABZZ007 呼吸门控
患者在定位和治疗过程中可平静自由呼吸。采用门控设备监测患者的呼吸，采集、传输及分析呼吸

信号，在呼吸的某一时相才开启射线放疗。
3.模拟定位与校位

GACZZ001 X线机简易模拟定位 非专用定位机之定位。含摆位，X线透视，射野标记，拍摄X线片。
GACZZ002 B超简易模拟定位 摆位，B超定位，射野标记。图文报告。
GACZZ003 CT简易模拟定位 摆位，CT扫描，影像资料保存及传输。
GACZZ004 专用X线模拟机定位 摆位及体位固定，x线机操作，确定靶区及危及器官，射野标记及记录。
GACZZ005 专用X线模拟机校位 摆位及体位固定，x线机操作，射野调整及记录。
GACZZ006 CT模拟机三维定位 摆位及体位固定，参考中心标记，静脉输注对比剂，机器操作，三维影像获取，传输及记录。

GACZZ007 四维CT模拟机定位
摆位及体位固定，将中心移至治疗中心并标记，必要时静脉输注对比剂，机器操作，CT影像获取及

比较，校正治疗中心并标记，使用呼吸门控技术将三维影像分解、重建获取四维影像。

GACZZ008 CT模拟机校位
摆位及体位固定，将中心移至治疗中心并标记，必要时静脉输注对比剂，机器操作，CT影像获取及

比较，校正治疗中心并标记。
4.外照射治疗

GADND001 血液照射 指加速器或60钴照射源对血液进行照射。
GADZU001 上半身照射 摆位，体位固定，使用铅模遮挡，机器操作及照射。
GADZR001 下半身照射 摆位，体位固定，使用铅模遮挡，机器操作及照射。

GADZY001 全身60钴照射 摆位，体位固定，使用铅模遮挡，遮挡之后加补偿物，机器操作及照射。

GADZY002 全身X线照射 摆位，体位固定，使用铅模遮挡，遮挡之后加补偿物，机器操作及照射。
GADZY003 全身电子线照射 摆位，体位固定，使用铅模遮挡，遮挡之后加补偿物，机器操作及照射。
GADZZ001 深/浅部X线照射 选择限光桶、铅皮遮挡，机器操作及照射。

GADZZ002 60钴固定源皮距照射 摆位，模遮挡，机器操作及照射。

GADZZ003 60钴旋转等中心照射 摆位，铅模遮挡，机器操作及照射。

GADZZ004 60钴楔形滤板照射 摆位，机器操作及照射，治疗时使用楔形板。

GADZZ005 60钴多叶光栅照射 摆位，体位固定，机器操作及照射，手动或自动调节使用多叶光栅。

GADZZ006 直线加速器固定照射 摆位，体位固定，铅模遮挡，机器操作及照射。

GADZZ007
直线加速器普通准直器

照射
摆位，铅模遮挡，机器操作及照射。

GADZZ008 直线加速器楔形滤板照 摆位，铅模遮挡，机器操作及照射，治疗时使用楔形板。
GADZZ009 直线加速器多叶光栅照 摆位，体位固定，机器操作及照射，手动或自动调节使用多叶光栅。
GADZZ010 直线加速器三维适形照 摆位，体位固定，调入放疗计划，机器操作及照射。
GADZA001 头部X线立体定向放疗 摆位，体位固定，调入放疗计划，机器操作及照射。
GADZW001 体部X线立体定向放疗 摆位，体位固定，调入放疗计划，机器操作及照射。
GADZA002 头部伽马刀治疗 摆位，体位固定，调入放疗计划，机器操作及照射。
GADZW002 体部伽马刀治疗 摆位，体位固定，调入放疗计划，机器操作及照射。
GADZW003 不规则野大面积照射 摆位，体位固定，使用铅模遮挡，机器操作及照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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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ADZZ011
图像引导的三维立体定

向放疗

摆位，体位固定，开启呼吸同步追踪系统，调入放疗计划和患者CT扫描重建DRR影像，实时数字影

像采集，计算和消除患者6维方位位置误差，建立呼吸模型，建立肿瘤随呼吸的运动模型，行5-8次

验证运动模型的准确度，确认准确度，执行治疗。治疗中，加速器跟随肿瘤运动在动态中照射，每

隔1-5个照射野(按需要设定)进行图像采集，计算患者位置误差并利用治疗床的运动进行调整，消

除误差，计算肿瘤随呼吸运动模型误差并进行修正(误差大于阈值则重新建立肿瘤随呼吸运动模型)

。每次治疗时间大概60分钟-110分钟。治疗后，激光打印治疗中根据所有图像引导计算的三维位置

数据变化，呼吸模型和肿瘤运动模型预测误差变化。备注：本项目治疗单次剂量为常规剂量的10倍

左右，图像引导次数为其他图像引导技术的20倍左右，并在治疗中多次图像引导和调整，治疗前需

要15-20分钟消除体位误差和呼吸建模，分割次数根据肿瘤大小、部位、既往治疗情况多为1-5次，

治疗中的图像引导次数大概为40-80次/次治疗。含实时监控(呼吸追踪/颅骨追踪/椎体追踪)，实时

调整，对肺、肝等部位病灶要建立肿瘤四维运动模型，治疗中定期监控并调整位置及所建运动模型

。
GADZZ012 术中电子线放疗 确定靶区，选择限光筒，遮蔽重要器官，确定处方剂量，机器操作及照射。
GADZZ013 普通调强放疗 调用治疗计划，摆位，体位固定，机器操作及照射。
GADZZ014 旋转调强放疗 调用治疗计划，摆位，体位固定，机器操作及照射。
GADZX001 局部断层调强放疗 调用治疗计划，摆位，体位固定，机器操作及照射。
GADZY004 全身断层调强放疗 调用治疗计划，摆位，体位固定，机器操作及照射。
GADZZ015 图像引导的调强放疗 调用治疗计划，摆位，体位固定，机器操作及照射。
GADZZ016 质子放疗 调用治疗计划，摆位，体位固定，机器操作及照射。
GADZZ017 重粒子放疗 调用治疗计划，摆位，体位固定，机器操作及照射。

5.后装放疗
GAEYW001 浅表部位后装治疗 摆位，体位固定，剂量计算，放置放射源，机器操作及照射。
GAEGF001 鼻咽鼻腔腔内后装放疗 摆位，体位固定，利用临床操作放置施源器，剂量计算，机器操作及照射。不含影像学引导。

GAEJA001
经鼻气管支气管腔内放

疗

鼻腔、口咽麻醉，润滑，在影像设备导引下，利用喉镜或直接经导丝导引置入模拟后装施源器定

位，放置施源器，剂量计算，机器操作及照射。不含监护、影像学引导。

GAEJA002
经支气管镜气管支气管

腔内放疗

剂量计算，局麻，插入支气管镜，观察测量气道肿瘤，置入施源管，X线透视下调整位置。剂量计

算，机器操作及照射。不含监护、影像学引导。
GAEPA001 食管腔内放疗 摆位，体位固定，借助临床操作放置施源器，剂量计算，机器操作及照射。不含影像学引导。
GAEPT001 直肠内后装放疗 摆位，体位固定，利用临床操作放置施源器，剂量计算，机器操作及照射。不含影像学引导。
GAEQP001 胆管内后装放疗 胆管内支架置入，放疗。
GAETT001 妇科三管腔内后装放疗 摆位，体位固定，利用妇科操作放置施源器，剂量计算，机器操作及照射。不含影像学引导。
GAETT002 妇科单管腔内后装放疗 摆位，体位固定，利用妇科操作放置施源器，剂量计算，机器操作及照射。不含影像学引导。

GAETT003
妇科卵型容器腔内后装

放疗
摆位，体位固定，利用妇科操作放置施源器，剂量计算，机器操作及照射。不含影像学引导。

GAETG011 阴道内腔内放疗
摆位，体位固定，利用妇科操作在阴道内放置施源器，剂量计算，机器操作及照射。不含影像学引

导。
GAEYA001 乳腺手术残腔后装放疗 摆位，体位固定，剂量计算，乳腺残腔内植入施源器，机器操作及照射。不含影像学引导。
GAEZZ001 手术置管后装放疗 采用手术方式向靶点放置施源管，剂量计算，机器操作及照射。
GAEZZ002 快中子后装治疗 指中子刀治疗。摆位，调入放疗计划，机器操作及照射。
GAEZZ003 术中后装放疗 确定靶区，选择及固定施源器，遮蔽重要器官，确定处方剂量，机器操作及照射。

6.模具制备与使用
GAFZC001 头颈肩网罩制备 摆位，加热软化塑料头颈肩罩，将罩固定于头颈肩部，冷却塑形，在固定罩上进行体位标记及修饰
GAFZZ001 薄铅皮挡块制备 勾画挡块轮廓，挡块切割。
GAFZZ002 电子束铅模制备 勾画铅模轮廓，切割制作泡沫模具，灌注低熔点铅，冷却成型。
GAFZZ003 X线铅模制备 勾画铅模轮廓，切割制作泡沫模具，灌注低熔点铅，冷却成型，铅模固定。
GAFZZ004 大面积不规则野铅模制 勾画铅模轮廓，切割制作泡沫模具，灌注低熔点铅，冷却成型，铅模固定。
GAFZZ005 非均匀性补偿铅模制备 勾画铅模轮廓，切割制作泡沫模具，灌注低熔点铅，冷却成型，铅模固定。
GAFZZ006 校位模板制备 电脑输入挡块轮廓，有机玻璃板自动描记挡块轮廓，按轮廓固定铅丝。
GAFZZ007 填充模具制备 填充模具设计及制作。
GAFZZ008 等效胶体制备 确定并选择胶体厚度。
GAFZZ009 蜡模制备 确定蜡膜厚度，加热软化蜡模，贴敷于被补偿部位，冷却塑形。
GAFZZ010 凡士林垫块制备 确定垫块厚度，制作垫块。
GAFZZ011 水囊补偿物制备 设计并制作水囊，填充于组织缺损处。
GAFZZ012 压舌器补偿物制备 设计并制作压舌板或器。
GAFZZ013 X刀与伽玛刀固定膜制 摆位，加热软化塑料固定模，将模罩于被固定部位，冷却塑形，在模上进行体位标记及修饰。
GAFZZ014 普通型面罩制备 摆位，加热软化塑料面罩，将面罩固定于头面部，冷却塑形，在面罩上进行体位标记及修饰。
GAFZZ015 体部固定膜制备 摆位，加热软化塑料头颈肩罩，将罩固定于体部，冷却塑形，在固定罩上进行体位标记及修饰。
GAFZZ016 真空垫制备 真空垫充气，摆位，将患者固定部位置于真空垫上，真空垫抽气塑形及体位标记。

GAFZZ017 体位固定器辅助固定
在定位和放疗过程中采用头架、体架、乳腺癌放疗固定架、腹盆放疗托架等对患者体位进行辅助固

定。
7.肿瘤热疗

GAGZX001 局部微波热疗 填写患者基本资料、摆位要求。采用浅部微波热疗仪治疗，热疗范围温度要求40-45℃。

GAGZX002 区域大功率微波热疗
填写患者基本资料、摆位要求。采用大功率微波热疗仪治疗，温度测量，热疗范围温度要求39.5-

43℃。
GAGZX003 区域射频热疗 填写患者基本资料、摆位要求。采用射频热疗仪治疗，温度测量，热疗范围温度要求39.5-45℃。
GAGZX004 区域超声热疗 填写患者基本资料、摆位要求。采用超声热疗仪治疗，温度测量，热疗范围温度要求40-45°C。

GAGZX005 区域环形阵列热疗
填写患者基本资料、摆位要求。采用BSD-1000或2000热疗仪治疗，温度测量，热疗范围温度要求

39.5-45°C。
GAGZX006 区域热循环灌注热疗 填写患者基本资料、摆位要求。采用热循环灌注仪治疗，温度测量，热疗范围温度要求40-45°C。
GAGZY001 全身大功率微波热疗 填写患者基本资料、摆位要求。采用全身大功率微波热疗仪治疗，温度测量，温度要求39.5-42℃
GAGZY002 全身射频热疗 填写患者基本资料、摆位要求。采用全身射频热疗仪治疗，温度测量，热疗范围温度要求40-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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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AGZY003 全身体外循环热疗
填写患者基本资料、摆位要求。采用全身体外热循环灌注仪治疗，温度测量，热疗范围温度要求

40-43°。

GAGZY004 全身红外热疗
填写患者基本资料、摆位要求。采用全身红外热疗仪治疗，温度测量，热疗范围温度要求39.5-42

°C。
(二)放射性核素治疗

GBADB001 碘[131I]甲亢治疗

病史采集，查体，病历书写，病人告知及培训，治疗剂量计算，治疗计划，放射性药品分装、标定

、口服，治疗中放射性气体过滤系统、摄像监控系统、放射性污染监控系统、防护器材使用，放射

性废弃物的处理，存储(>80天)，环境监测。

GBADB002
碘[131I]功能自主性甲

状腺瘤治疗

病史采集、查体、病历书写，病人告知及培训，治疗剂量设定，治疗计划，放射性药品分装、标定

、口服，治疗中放射性气体过滤系统、摄像监控系统、放射性污染监控系统、防护器材使用，放射

性废弃物的处理，存储(>80天)，环境监测。

GBADB003 碘[131I]甲状腺癌治疗

病史采集、查体、病历书写，病人告知及培训，治疗剂量设定，治疗计划，放射性药品分装、标定

、口服，治疗中放射性气体过滤系统、摄像监控系统、放射性污染监控系统、防护器材使用，放射

性废弃物的处理、存储(>80天)，环境监测。

GBAZZ001
碘[131I]—间碘苄胍恶

性肿瘤治疗

病史采集，查体，病历书写，病人告知及培训，治疗剂量设定，治疗计划，放射性药品分装、标定

、点滴，治疗中放射性气体过滤系统、摄像监控系统、放射性污染监控系统、防护器材使用，放射

性废弃物的处理、存储(大于80天)，环境监测。不含监护、全身显像。

GBAZX001
碘[131I]肿瘤抗体放免

治疗

病史采集，查体，病历书写，病人告知及培训，治疗剂量设定，治疗计划，放射性药品分装，标

定，点滴或注射，治疗中放射性气体过滤系统、摄像监控系统、放射性污染监控系统、防护器材使

用，放射性废弃物的处理，存储(>80天)，环境监测。

GBAZX002 磷[32P]胶体腔内治疗

病史采集、查体、病历书写，病人告知及培训，治疗剂量设定，治疗计划，放射性药品质控、标

定，经腔内导管注射药物，治疗中空气过滤系统、放射性污染监控系统、防护器材使用，放射性废

弃物的处理、存储，环境监测。不含腔内穿刺术。

GBAZZ002 磷[32P]血液病治疗

病史采集、查体、病历书写，病人告知及培训，治疗剂量设定，治疗计划，放射性药品质控、标

定，给药，治疗中空气过滤系统、放射性污染监控系统、防护器材使用，放射性废弃物的处理、存

储，环境监测。

GBAZZ003 磷[32P]微球介入治疗

病史采集，查体，病历书写，病人告知及培训，治疗剂量设定，治疗计划，放射性药品质控，标

定，经动脉给药，治疗中放射性污染监控系统、防护器材使用，放射性废弃物的处理，存储，环境

监测。不含腔内穿刺术。

GBAZZ004 磷[32P]贴敷治疗
病史采集，查体，病历书写，病人告知及培训，治疗剂量设定，治疗计划，敷贴器制备，敷 贴，

放射性污染监控系统、防护器材使用，放射性废弃物的处理，存储，环境监测。

GBAXW001 锶[89Sr]骨转移瘤治疗
病史采集、查体、病历书写，病人告知及培训，放射性药品质控、标定，治疗计划，给药，治疗中

放射性污染监控系统、防护器材使用，放射性废弃物的处理、存储，环境监测。

GBAXW002 钐[153Sm]骨转移瘤治疗
病史采集、查体、病历书写，病人告知及培训，放射性药品质控、标定，治疗计划，给药，治疗中

放射性污染监控系统、防护器材使用，放射性废弃物的处理、存储，环境监测。不含全身显像。

GBAXW003 铼[186/188Re]骨转移瘤

治疗

病史采集，查体，病历书写，病人告知及培训，放射性药品质控、标定，治疗计划，给药，治疗中

放射性污染监控系统、防护器材使用，放射性废弃物的处理、存储，环境监测。

GBAZZ005 钇[90Y]微球介入治疗

病史采集，查体、病历书写，病人告知及培训，治疗剂量设定，治疗计划，放射性药品质控，标

定，经动脉给药，治疗中放射性污染监控系统、防护器材使用，放射性废弃物的处理，存储，环境

监测。不含腔内穿刺术。

GBAZZ006 钇[90Y]敷贴治疗
病史采集，查体，病历书写，病人告知及培训，治疗剂量设定，治疗计划， 敷贴(一个照射野20毫

米×20毫米)，放射性污染监控系统、防护器材使用，放射性废弃物的处理、存储，环境监测。

GBAZX003 核素组织间介入治疗

病史采集、查体、病历书写，病人告知及培训，治疗剂量设定，治疗计划，放射性药品剂量质控，

标定，经预置导管抽出过多组织间积液，注射药物，导管覆盖棉垫、绷带，治疗中空气过滤系统、

放射性污染监控系统、防护器材使用，放射性废弃物的处理，存储，环境监测。不含腔内穿刺术、

组织间隙弥散均匀性显像。

GBAMY001 核素血管内介入治疗
病史采集，查体，病历书写，病人告知及培训，治疗剂量设定，治疗计划，放射性药品剂量质控，

标定，治疗药物经预置血管导管注射至肿瘤病灶，导管覆盖棉垫、绷带，治疗中空气过滤系统、放

射性污染监控系统、防护器材使用，放射性废弃物的处理，存储，环境监测。不含血管插管术。

GBAZZ007 锝[99Tc]治疗 病史采集，查体，病历书写，病人告知及培训，治疗剂量设定，治疗计划，点滴。

GBAZZ008
核素组织间粒子植入治

疗

病史采集、查体、病历书写，病人告知及培训，治疗剂量设定，治疗计划，放射性药品剂量质控、

标定、消毒，经植入枪植入药物粒子、治疗剂量确认，治疗中空气过滤系统、放射性污染监控系统

、防护器材使用，放射性废弃物的处理，存储，环境监测。不含治疗计划及验证、腔内穿刺术。
(三)聚焦超声治疗

GCATC001 宫颈高强聚焦超声治疗

治疗前，用专用定标器检测治疗头的输出，查看病变部位，用专用工具测定病变范围，确定治疗剂

量和扫描方案。膀胱截石位，外阴阴道消毒铺巾，消毒宫颈，使用聚焦超声仪聚焦探头接触宫颈病

灶并移动探头治疗病变部位，创面止血。治疗中，根据局部组织的反应调节计划治疗剂量，当达到

治疗有效的标准，停止治疗。治疗后，即刻用冰生理盐水冲洗30分钟。

GCATR001 外阴高强聚焦超声治疗

治疗前，用专用定标器检测治疗头的输出，用专用工具测定病变范围，确定治疗剂量和扫描方案。

膀胱截石位，外阴阴道消毒铺巾。病变周围多点麻醉，将专用治疗超声耦合剂充填于治疗头与皮肤

之间，根据扫描方案进行不同方式的扫描或结合不同的扫描方式扫描，覆盖整个计划治疗区。治疗

中，根据局部组织的反应调节计划治疗剂量，当达到治疗有效的标准，停止治疗。治疗后，即刻行

局部间歇性冰敷2小时。

GCAGE001 聚焦超声治疗鼻炎

用定标器检测治疗头的能量输出。固定患者体位(半坐卧或平卧位)，鼻腔黏膜表面麻醉或局部浸润

麻醉或静脉麻醉，在鼻内镜直视下，测定病变的范围，确定计划治疗剂量，将装有一次性透声管的

治疗头沿下鼻甲上缘、内侧面和下缘，鼻中隔前上1/3，鼻丘和中鼻甲前下缘进行匀速直线扫描治

疗，根据局部组织的反应调节计划治疗剂量，当局部组织出现治疗有效的反应时停止治疗。立即用

冰生理盐水间隙性冲洗45分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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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CAZZ001
高强度精确聚焦超声热

消融肿瘤治疗

指使用高强度精确聚焦超声热消融设备将靶组织一次性整块完全热消融的治疗。定标器检测换能器

输出能量，制备超声偶和介质，在麻醉或镇静镇痛下，安放封水装置，皮肤脱气，固定病人，成像

系统定位病灶，TPS获得治疗剂量分布和给予方式。照射中，当B超显示靶区灰度增加到一定值或

MRI温度图显示≥60°，停止照射。消融后立刻根据超声灰度增加区域或增强MRI的无灌注区估计消

融体积。四周内可根据增强MRI或CT、放射性核素显像或超声造影确定消融的体积。图文报告。含

超声监控。不含术中监护、MRI监控、超声引导、造影学引导、治疗前和治疗后立即的MRI增强扫描

GCAZZ002
高强度聚焦超声热消融

肿瘤治疗

指使用高强度超声聚焦设备对实体性肿瘤实行的疗程式损毁治疗(由于治疗设备的超声强度和精确

度的限制，无法实现肿瘤的一次性毁损，需要多次治疗才能完成)。换能器输出能量测定，术前麻

醉或镇痛，体表准备，超声病灶定位，剂量与分布设计，照射，消融区超声实时监测。不含MRI术

后评价。
(四)理疗

GDAZX001 红外线局部照射治疗
指远近红外仪、特定电磁波(TOP)辐射器、频谱仪。仪器准备，核对医嘱，排除禁忌证，告知注意

事项，摆位，暴露照射部位，评估皮肤，使用红外线辐射治疗仪局部照射治疗，调节适宜距离，计

时。记录治疗单。必要时用治疗巾遮盖非照射部位。

GDAZY001 红外线全身照射治疗
适用单独治疗室，仪器准备，核对医嘱，测量心率血压，排除禁忌证，告知注意事项，暴露照射部

位，评估皮肤，使用由多个红外线辐射器组成的光浴舱对全身照射，调节参数，计时，检查一般情

况，必要时调整剂量。治疗后，查皮肤，测量心率血压，记录治疗单。

GDPZX001 场效应治疗
指使用场效应治疗仪将其产生的低频交变磁场和远红外线热辐射对人体进行治疗。仪器准备，核对

医嘱，皮肤评估，排除禁忌证，告知注意事项，按医嘱将效应带外敷于治疗部位，选择治疗强度和

时间，治疗中观察询问患者。治疗后，检查皮肤，记录治疗单。

GDAZZ001 红外线光浴治疗
仪器准备，核对医嘱，排除禁忌证，告知注意事项，摆位，暴露照射部位，评估皮肤，使用由多个

红外线辐射器组成的光浴器对肢体或半身照射，调节适宜距离，计时。治疗后，查皮肤，记录治疗

GDAZZ002 红光照射治疗
仪器准备，核对医嘱，排除禁忌证，告知注意事项，摆位，暴露照射部位，评估皮肤，使用红光灯

照射进行治疗。调节适宜距离，计时，必要时用治疗巾遮盖，戴防护眼镜。治疗后，查皮肤，记录

治疗单。

GDAZZ003 蓝光照射治疗
仪器准备，核对医嘱，排除禁忌证，摆位，暴露照射部位，评估皮肤、使用蓝光灯照射仪治疗。调

节适宜距离、计时、必要时用治疗巾遮盖、戴防护眼镜。治疗后，查皮肤，记录治疗单。

GDAZZ004 新生儿蓝光治疗

评估患儿日龄、病情、皮肤及黄疸情况，核对医嘱及患儿信息，检查蓝光灯箱、水槽中加入2/3的

蒸馏水，预热蓝光箱，调节蓝光箱温，湿度，给患儿清洁皮肤、剪指甲、戴眼罩、手套并穿袜子、

遮盖会阴部，将患儿置于蓝光箱内，每小时记录箱温，观察并记录新生儿黄疸的程度变化及光疗副

作用，勤喂水，治疗毕抱出患儿，观察并记录蓝光治疗的效果，清洁并检查皮肤情况，记录，处理

用物，蓝光箱的消毒和保养并记录灯管使用时间，定期做细菌培养。

GDAZZ005 蓝紫光浴照射治疗

指新生儿蓝紫光照射治疗。仪器准备，核对医嘱，排除禁忌证，摆位，暴露全身，评估皮肤，使用

装有多个荧光灯的蓝紫光浴器照射进行治疗。戴防护镜，计时，密切观察体温和全身状况，每小时

翻身1次。治疗后，查皮肤和全身状况，如需连续或间断治疗，每次治疗6-12小时，间隔2-4小时。

记录治疗单。

GDAZZ006 可见光照射治疗
指仪器准备，核对医嘱，排除禁忌证，告知注意事项，摆位，暴露治疗部位，评估皮肤，使用白织

灯照射器照射治疗。调节适宜距离，计时，必要时用治疗巾遮盖，戴防护眼镜。治疗后，查皮肤，

记录治疗单。

GDAZZ007 偏振光照射治疗
仪器准备，核对医嘱，排除禁忌证，告知注意事项，摆位，暴露治疗部位，评估皮肤，使用红外偏

振光治疗仪照射。调节适宜距离，选择恰当功率和模式，必要时用治疗巾遮盖，戴防护眼镜。治疗

后，查皮肤、记录治疗单。

GDAZZ008 长波紫外线黑光治疗
仪器准备，核对医嘱，测量心率血压，排除禁忌证，评估皮肤，使用由多个黑光灯组成的光浴舱对

全身照射。告知注意事项，患者更衣入舱，佩戴防护镜，调节参数，计时。治疗后，查皮肤，测量

心率血压，记录治疗单。

GDAZZ009 高压汞灯紫外线治疗
仪器准备，核对医嘱，评估皮肤，排除禁忌证，告知注意事项，摆位，使用产生中长波紫外线的高

压水银石英灯治疗仪照射。用治疗巾或孔巾界定照射区，遮盖非照射区，调节适宜距离，按要求红

斑等级以秒为单位开始照射，治疗人员戴防护眼镜。治疗后，查皮肤，记录治疗单。

GDAZZ010 低压汞灯紫外线治疗
仪器准备，核对医嘱，评估皮肤，排除禁忌证，告知注意事项，摆位，使用主要产生短波紫外线的

冷光水银石英灯治疗仪照射。用治疗巾或孔巾界定照射区，遮盖非照射区，调节适宜距离，按要求

红斑等级以秒为单位开始照射，治疗人员戴防护眼镜。治疗后，查皮肤，交待事项，记录治疗单。

GDAZZ011 紫外线导子治疗
仪器准备，核对医嘱，排除禁忌证，使用石英导子连接紫外线输出进行照射，告知注意事项，选择

合适形状尺寸的石英导子，用生理盐水冲洗导子上的消毒液，安装导子，摆位，预设时间，将导子

伸入体腔内，计时。治疗后，取出导子，消毒导子，记录治疗单。

GDAZZ012 紫外线全身光敏治疗
仪器准备，核对医嘱，评估皮肤，排除禁忌证，告知注意事项，使用24-48支黑光灯组成的光浴舱

对应用光敏剂的患者进行全身照射治疗。患者口服或外用光敏剂，2小时(口服)或30分钟(外用)后

治疗，暴露全身，佩戴防护眼镜，进入灯浴舱，按测定剂量开始照射。治疗后，查皮肤，记录治疗

GDAZZ013 紫外线局部光敏治疗
仪器准备，核对医嘱，评估皮肤，排除禁忌证，告知注意事项，使用黑光灯对应用光敏剂的患者进

行局部照射。患者照射区外用光敏剂，30分钟后治疗，暴露治疗部位，遮盖非照射区，佩戴防护眼

镜，按测定剂量开始照射。治疗后，查皮肤，记录治疗单。

GDAZZ014 紫外线光浴光敏治疗

仪器准备，核对医嘱，评估皮肤，排除禁忌证，告知注意事项，使用数支黑光灯组成的光浴器对用

过光敏剂的患者进行肢体或半身照射治疗。患者口服或外用光敏剂，2小时(口服)或30分钟(外用)

后治疗，暴露治疗部位，佩戴防护眼镜，放置灯浴器，按测定剂量开始照射。治疗后，查皮肤，记

录治疗单。

GDAZZ015
紫外线照射充氧血液回

输治疗

指将静脉血抽出经紫外线照射充氧后回输静脉的治疗。单独治疗室，无菌环境准备，仪器及无菌用

品、急救药物准备，核对医嘱，排除禁忌证，告知注意事项，摆位，静脉穿刺，取血并入无菌血

袋，血袋标注患者姓名和血型，震荡20分钟后，装入无菌石英玻璃罐进行紫外线照射。同时，充

氧，回输静脉血，观察患者一般情况。治疗后，压迫止血，处理一次性用品，石英玻璃罐灭菌处

理，记录治疗单。不含吸氧。

GDAZZ016 原光束激光治疗
指使用激光原光束照射治疗。仪器准备，核对医嘱，评估皮肤，排除禁忌证，告知注意事项，摆

位，暴露治疗部位，选定照射区，调节适宜距离，计时，必要时佩戴防护眼镜。治疗后查皮肤，记

录治疗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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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DAZZ017 散焦激光治疗
指使用激光散焦照射治疗。仪器准备，核对医嘱，评估皮肤，排除禁忌证，告知注意事项，摆位，

暴露治疗部位，选定照射区，调节适宜距离，计时，必要时用治疗巾遮盖，戴防护眼镜。治疗后，

查皮肤、记录治疗单。

GDAZZ018 激光光敏治疗
指使用激光器对应用光敏剂的患者进行照射治疗。仪器准备，药品准备，核对医嘱，评估皮肤，排

除禁忌证，告知注意事项，静脉注射光敏剂，48-72小时后进行激光照射，照射区暴露，摆位，佩

戴防护眼镜，照射中，观察患者一般情况。治疗后，查皮肤，记录治疗单。

GDBYW001 直流电体表治疗

核对医嘱，排除禁忌证，选择合适的铅板和衬垫，将铅板套入已经消毒、温度湿度适宜的衬垫中，

患者取舒适体位，暴露治疗部位，评估皮肤，固定电极，告知注意事项，使用直流电疗仪，逐渐增

加输出电流至预计强度的2/3，询问患者感觉，记录时间，治疗3-5分钟后根据患者感觉可调整电流

强度。治疗后，查皮肤，告知注意事项，记录治疗单，衬垫清洗，消毒，晾干备用。

GDBZX001 直流电体腔治疗

仪器准备，核对医嘱，排除禁忌症，选择合适的电极，告知注意事项，使用直流电疗仪，将电极放

入体腔内( 阴道、直肠 )，缓慢旋转电流输出旋钮，逐渐增加输出电流至预计强度的2/3，询问患

者感觉，再缓慢增加电流强度，记录时间。治疗中，巡视患者。治疗后，查患者治疗部位反应，记

录治疗单，清洗消毒电极及其附件。

GDBYW002
直流电体表药物离子导

入治疗

指通过体表电极将药物离子经皮肤、粘膜或伤口导入体内进行治疗。仪器准备，药物准备，核对医

嘱，评估患者皮肤，排除禁忌证，核实药物过敏史，选择合适的铅板和衬垫，铅板套入消毒且温度

湿度适宜的衬垫中，按药物的极性连接治疗机的极性，患者取舒适体位，暴露治疗部位，去除治疗

部位及附近金属物品，固定电极，告知注意事项，使用直流电疗仪，逐渐增加输出电流至预计强度

的2/3，询问患者感觉，记录时间，逐渐减小电流输出直至输出为零。治疗后，检查患者治疗部位

皮肤，指导患者保护治疗部位皮肤，记录治疗单，衬垫清洗，消毒，晾干备用。

GDBER001
直流电眼杯药物离子导

入治疗

指通过特制眼杯电极将药物离子导入前房、玻璃体、晶体、视网膜、脉络膜等组织进行治疗。仪器

准备，药品准备，核对医嘱，排除禁忌证，将眼杯电极内盛药液，让患者低头睁眼，使角膜和球结

膜与药液接触，固定眼杯电极使其边缘与眼眶密切接触。按照药物极性连接相应的治疗机极性，体

表电极放置于枕部，连接治疗机的另一极性，告知注意事项，使用直流电疗仪逐渐增加输出电流至

预计强度的2/3，询问患者感觉，缓慢增加电流强度，记录时间，调整电流强度，缓慢旋转电流强

度旋钮逐渐减小电流输出直至输出为零。治疗后，检查患者治疗部位皮肤反应，指导患者保护治疗

部位皮肤，记录治疗单，清洗眼杯电极，衬垫清洗，煮沸，消毒，晾干备用。

GDBZX002
直流电体腔药物离子导

入治疗

将药物离子经体腔粘膜或伤口导入体内进行治疗。仪器准备，药品准备，核对医嘱，排除禁忌证，

选择合适的电极，根据所用药物的极性决定体腔电极与治疗机应连接的极性，体表电极与治疗机的

另一极性相连接，告知注意事项，使用直流电疗仪，将电极放入体腔( 阴道、直肠等)逐渐增加输

出电流至预计强度的2/3，询问患者感觉，缓慢增加电流强度，记录时间，调整电流强度。治疗

后，缓慢旋转电流强度旋钮逐渐减小电流输出直至输出为零，检查患者治疗部位，关记录治疗单，

清洗消毒电极及其附件。

GDBZY001 直流电全身水浴治疗

仪器准备，药品准备，核对医嘱，排除禁忌证，告知注意事项，使用直流电疗仪，将电极放入体腔

(宫颈、阴道、直肠等)，取半卧位，患者全身浸入浴盆，缓慢调节电流至预计治疗强度的2/3，询

问患者感觉，逐步调节电流强度至治疗应有强度，定时。治疗后、缓慢调节电流强度至零位，记录

治疗单，浴盆消毒备用。

GDBZS001 直流电肢体水浴治疗
仪器准备，核对医嘱，排除禁忌证，告知注意事项，使用直流电疗机，患者肢体浸入浴槽，缓慢调

节电流至预计治疗强度的2/3，询问患者感觉，逐步调节电流强度至治疗应有强度，定时。治疗

后，缓慢调节电流强度至零位，记录治疗单、浴槽消毒备用。

GDBZZ001 电化学疗法

指在手术室使用直流电疗仪通过针状电极直接作用于肿瘤等异常组织，利用直流电两极处发生的电

生理、电化学反应破坏局部组织的治疗。仪器准备，核对医嘱，告知注意事项，常规清洁消毒，局

麻，定位，用套管针穿刺，送进阴阳极针状电极，阳极进入肿瘤等异常组织中心区，阴极进入周围

正常组织区，将阴阳电极分别连接直流电疗机，根据具体病情选择治疗剂量，治疗过程中密切观察

患者反应。治疗后，压迫止血，患者休息数分钟，没有不适主诉后送患者返回病房。记录治疗单。

GDBZZ002 感应电治疗

仪器准备，核对医嘱，排除禁忌证，取舒适体位，评估皮肤，暴露治疗部位，使用感应电疗机，告

知注意事项，进行体表感应电流治疗，按固定法、点状法和滚动法，选择适宜电极及衬垫，缓慢调

节电流强度至所需，定时、治疗过程中密切观察患者反应。治疗后，检查治疗部位皮肤，记录治疗

单，衬垫清洗，消毒，晾干备用。

GDBZZ003 电兴奋治疗

指使用直流-感应电疗机或电兴奋治疗机综合应用感应电和直流电进行治疗。仪器准备，核对医

嘱，评估皮肤，排除禁忌证，取舒适体位，暴露治疗部位，告知注意事项，固定电极， 先后选用

感应电与直流电，调节电流强度，手柄电极在患者皮肤上暂时固定或移动，引起治疗局部强刺激感

或肌肉收缩。治疗中，密切观察患者反应。治疗后，电流调零，检查治疗部位皮肤，记录治疗单，

衬垫清洗，消毒，晾干备用。

GDBZZ004 间动电治疗

仪器准备，核对医嘱，评估皮肤，排除禁忌证，告知注意事项，使用间动电疗机，取舒适体位，暴

露治疗部位，根据病情、部位和医嘱选择合适的电极和治疗波形，强度和时间，固定电极，调节输

出电流，定时。治疗中，密切观察患者反应。治疗后，电流调零，记录治疗单，衬垫清洗，消毒，

晾干备用。

GDBZZ007 温热电脉冲治疗
仪器准备，核对医嘱，评估皮肤，排除禁忌证，准备电极，保证电极适度的温度与湿度，告知注意

事项，取舒适体位，暴露治疗部位，使用温热低频治疗机，固定电极。治疗中，密切观察患者反应

。治疗后，输出调零，记录治疗单。电极晾干备用。
GDHZZ006 微电流疼痛治疗 使用微电流技术对痛点进行长时间治疗。

GDBZZ005 经皮神经电刺激治疗
仪器准备，核对医嘱，评估皮肤，排除禁忌证，告知注意事项，取舒适体位，暴露治疗部位，使用

经皮神经电刺激治疗机，固定电极，调节电流，定时。治疗中，密切观察患者反应。治疗后，取下

电极，检查皮肤，记录治疗单，衬垫清洗，消毒，晾干备用。

GDBZX003 神经肌肉电刺激治疗

指使用低频脉冲电疗机于体表刺激运动神经或肌肉的治疗。仪器准备，核对医嘱，评估皮肤，排除

禁忌证，告知注意事项，取舒适体位，暴露治疗部位，在运动点摆放电极或局部使用手柄电极，根

据病情选择电刺激的波形、频率、脉宽和强度，以达到产生最佳的肌肉收缩。治疗中，密切观察患

者反应。治疗后，电流调零，检查皮肤，记录治疗单，衬垫消毒，晾干备用。

GDBRE006 膀胱腔内电刺激治疗
用于刺激膀胱反射的恢复。采用盆底电生理治疗仪，截石位，暴露检查部位，将刺激电极经尿道置

于膀胱腔内，向膀胱腔内灌注100-200毫升盐水，给予适当电刺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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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DBCZ001 阴部神经电刺激治疗

用于治疗神经源性难治性急迫性尿失禁、严重尿急尿频和非梗阻性尿潴留、神经源性膀胱(不全性

脊髓损伤、骶裂和多发性硬化)、间质性膀胱炎、盆底疼痛、大便失禁等的治疗。通过经皮穿刺方

法将刺激电极穿刺置入阴部神经周围，刺激器模拟神经电信号通过阴部神经调控膀胱、尿道、直肠

等盆底器官。

GDBCZ002
阴茎/阴蒂背神经电刺

激

用于治疗神经源性难治性急迫性尿失禁、严重尿急尿频综合征、神经源性膀胱(不全性脊髓损伤、

骶裂和多发性硬化)、间质性膀胱炎、盆底疼痛、大便失禁等的治疗。患者平卧位，表面粘贴电极/

电极夹连接神经电调节仪器，负极固定于阴茎/阴蒂背部皮肤远端，正极位于阴茎近端皮肤(女性粘

贴于大阴唇)，电调节信号经过阴茎/阴蒂背神经、阴部神经作用于脊髓后角细胞以及脊髓内部中间

GDBZZ008 功能性电刺激治疗
仪器准备，核实医嘱，评估皮肤，排除禁忌证，分析患者功能缺失的原因，制定电刺激方案，告知

注意事项，取舒适体位，暴露治疗部位，使用低频脉冲电疗机。治疗中，密切观察患者反应。治疗

后，电流调零，检查皮肤，记录治疗单，消毒衬垫，晾干备用。

GDBZZ009 微机功能性电刺激治疗

仪器准备，核实医嘱，评估皮肤，排除禁忌证，分析患者功能缺失的原因，制定电刺激方案，用微

机将患者个体化信息与治疗方案储存，应用和调整，告知注意事项，取舒适体位，暴露治疗部位，

使用多通道低频脉冲电疗机。治疗中，密切观察患者反应。治疗后，电流调零，检查皮肤，记录治

疗单，衬垫，消毒，晾干备用。

GDBZZ010
银棘电极负压电刺激治

疗(SSP)

指使用具有银棘电极和负压装置的低频脉冲电疗机进行治疗。仪器准备，核对医嘱，评估皮肤，排

除禁忌证，取舒适体位，暴露治疗部位，注意事项，根据医嘱选取治疗频率，负压强度和治疗时

间，准确选取治疗点将银棘电极吸附，调节电流至所需强度。治疗中，密切观察患者反应。治疗

后，记录治疗单，电极消毒备用。

GDBZZ011 中频电治疗
仪器准备，核对医嘱，排除禁忌证，评估皮肤，告知患者注意事项，取舒适体位，暴露治疗部位，

使用音频电治疗机或可产生频率为1000-100000赫兹等幅正弦电流的仪器，摆放并固定电极，调节

电流至所需强度。治疗中，巡视患者。治疗后记录治疗单，衬垫清洗，消毒，晾干备用。

GDBZZ012 干扰电治疗
仪器准备，核对医嘱，皮肤评估，排除禁忌证，取舒适体位，暴露治疗部位，告知注意事项，使用

干扰电治疗机，固定电极，调节电流至所需强度。治疗中，巡视患者，根据需要调整治疗输出。治

疗后，记录治疗单，衬垫清洗，消毒，晾干备用。

GDBZZ013 负压干扰电治疗
仪器准备，核对医嘱，皮肤评估，排除禁忌证，取舒适体位，暴露治疗部位，工作人员检查患者皮

肤，告知注意事项、使用带有负压装置的干扰电治疗机，电极吸附于体表，调节电流至所需强度。

治疗中，巡视患者，根据需要调整治疗输出。治疗后，记录治疗单，衬垫清洗，消毒，晾干备用。

GDBZZ014 动态干扰电治疗
仪器准备，核对医嘱，皮肤评估，排除禁忌证，取舒适体位，暴露治疗部位，告知注意事项，使用

动态干扰电治疗机，固定电极，调节电流至所需强度。治疗中，巡视患者，根据需要调整治疗输出

。治疗后，记录治疗单，衬垫清洗，消毒，晾干备用。

GDBZZ015 负压动态干扰电治疗
仪器准备，核对医嘱，皮肤评估，排除禁忌证，取舒适体位，暴露治疗部位，告知注意事项，使用

带负压装置的动态干扰电治疗机，电极吸附于体表，调节电流至所需强度。治疗中，巡视患者，根

据需要调整治疗输出。治疗后，记录治疗单，衬垫清洗，消毒，晾干备用。

GDBZZ016 立体动态干扰电治疗
仪器准备，核对医嘱，皮肤评估，排除禁忌证，取舒适体位，暴露治疗部位，告知注意事项，使用

立体动态干扰电治疗机，固定电极，调节电流至所需强度。治疗中巡视患者，根据需要调整治疗输

出。治疗后，记录治疗单，衬垫清洗，消毒，晾干备用。

GDBZZ017
负压立体动态干扰电治

疗

仪器准备，核对医嘱，皮肤评估，排除禁忌证，取舒适体位，暴露治疗部位，工作人员检查患者皮

肤，告知注意事项、使用带负压装置的立体动态干扰电治疗机，按医嘱以形成立体动态干扰电场方

式将吸附电极吸附于体表，调节电流至所需强度。治疗中，巡视患者，根据需要调整治疗输出。治

疗后，记录治疗单，衬垫清洗，消毒，晾干备用。

GDBZZ018 音乐电治疗
仪器准备，核对医嘱，排除禁忌，取合适体位，暴露部位，评估皮肤，告知注意事项，使用音乐电

疗仪器，按医嘱选定乐曲，固定电极，放音乐，调节输出所需流量，观察治疗反应，根据需要调整

治疗输出。治疗后，记录治疗单，衬垫清洗，消毒，晾干备用。

GDCZZ001  共鸣火花治疗

仪器准备，核对医嘱，皮肤评估，排除禁忌证，告知注意事项，确定治疗部位，暴露部位，使用共

鸣火花治疗仪，皮肤表面涂少量化石粉，操作者带防护眼镜，选择治疗电极，将消毒后的电极涂润

滑剂对准治疗部位往复体表移动，计时。治疗中，注意患者病情变化。治疗后，检查治疗部位状

况，记录治疗单，电极清洗，消毒后置于消毒液内。

GDDZZ001 短波治疗
仪器准备，核对医嘱，评估皮肤，排除禁忌证，在屏蔽房间进行，告知注意事项，确定治疗部位，

暴露部位，使用短波治疗仪，选择并固定电极，调节仪器输出，达到治疗量，计时。治疗中，巡视

患者，治疗治疗后检查治疗部位，记录治疗单。

GDCZZ003 小功率短波治疗
仪器准备，核对医嘱，评估皮肤，排除禁忌证，在屏蔽房间进行，告知注意事项，确定治疗部位，

暴露部位，使用小功率短波治疗仪，选择并固定电极，调节仪器输出，达到治疗量、计时。治疗

中，巡视患者。治疗后检查治疗部位，记录治疗单。

GDCZZ004 脉冲短波治疗
仪器准备，核对医嘱，评估皮肤，排除禁忌证，在屏蔽房间进行，告知注意事项，确定治疗部位，

暴露部位，使用脉冲短波治疗仪，选择并固定电极，调节仪器输出，达到治疗量，计时。治疗中，

巡视患者。治疗后，检查治疗部位、记录治疗单。

GDCZX001 短波体腔治疗
仪器准备，核对医嘱，排除禁忌证，告知注意事项，在屏蔽手术室进行，确定治疗部位，暴露部

位，使用短波体腔治疗仪，局部清洁消毒，选择体腔电极并消毒，将电极置于治疗部位，调节仪器

输出，计时。治疗中，询问有无异常感觉。治疗后，检查治疗部位、记录治疗单、清洗消毒电极。

GDCZZ005 短波热疗
仪器准备，核对医嘱，排除禁忌证，告知注意事项，确定治疗部位，使用短波热疗机将输出频率为

3-30兆赫大功率短波作用于肿瘤组织体表投影部位进行治疗，暴露部位，选择并固定电极，调节仪

器输出，计时。治疗中，巡视患者。治疗后，检查治疗部位，记录治疗单。

GDCZZ006 超短波治疗
仪器准备，核对医嘱，评估皮肤，排除禁忌证，在屏蔽房间进行，告知注意事项，确定治疗部位，

暴露部位，使用大功率超短波治疗仪，选择并固定电极，调节仪器输出，达到治疗量、计时。治疗

中，巡视患者。治疗后，检查治疗部位、记录治疗单。

GDCZZ007 小功率超短波治疗
仪器准备，核对医嘱，皮肤评估，排除禁忌证，在屏蔽房间进行，告知注意事项，确定治疗部位，

暴露部位，使用小功率超短波治疗仪，选择并固定电极，调节仪器输出，达到治疗量，计时。治疗

中，巡视患者。治疗后检查治疗部位，记录治疗单。

GDCZZ008 脉冲超短波治疗
仪器准备，核对医嘱，评估皮肤，排除禁忌证，在屏蔽房间进行，告知注意事项，确定治疗部位，

暴露部位，使用脉冲超短波治疗仪，选择并固定电极，调节仪器输出，达到治疗量、计时。治疗

中，巡视患者。治疗后，检查治疗部位、记录治疗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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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DCZX002 超短波体腔治疗
仪器准备，核对医嘱，排除禁忌证，告知注意事项，在屏蔽手术室进行，确定治疗部位，暴露部

位，使用超短波体腔治疗仪，局部清洁消毒，选择体腔电极并消毒，将电极置于治疗部位，调节仪

器输出，计时。治疗中，询问有无异常感觉。治疗后，检查治疗部位，记录治疗单，清洗消毒电极

GDCZZ009 超短波热疗
仪器准备，核对医嘱，排除禁忌证，告知注意事项、确定治疗部位，使用超短波热疗机将输出频率

为30-300兆赫大功率超短波作用于体内肿瘤组织，暴露部位，选择并固定电极，调节仪器输出，计

时。治疗中，巡视患者。治疗后，检查治疗部位，记录治疗单。

GDCZZ010 分米波治疗
仪器准备，核对医嘱，排除禁忌证，告知注意事项在屏蔽房间进行，确定治疗部位，暴露部位，使

用分米波治疗仪，选择并固定电极，调节仪器输出，计时。治疗中，巡视患者。治疗后，检查治疗

部位，记录治疗单。

GDCZX003 分米波体腔治疗
指放入体腔(阴道、肛门)电极治疗。仪器准备，核对医嘱，排除禁忌证，告知注意事项，确定治疗

部位，暴露部位，使用分米波体腔治疗仪将输出频率为300-3000兆赫的分米波进行治疗，选择并固

定电极，调节仪器输出，计时。治疗中，巡视患者。治疗后检查治疗部位，记录治疗单。

GDCZZ011 分米波热疗
仪器准备，核对医嘱，排除禁忌证，告知注意事项，确定治疗部位，使用分米波热疗机将输出频率

为300-3000兆赫大功率分米波作用于体内肿瘤组织暴露部位，选择并固定电极，调节仪器输出，计

时。治疗中，巡视患者。治疗后检查治疗部位，记录治疗单。

GDCZZ012 厘米波治疗
仪器准备，核对医嘱，排除禁忌证，告知注意事项在屏蔽房间进行，确定治疗部位，暴露部位，使

用厘米波治疗仪，选择并固定电极，调节仪器输出，计时。治疗中，巡视患者。治疗后，检查治疗

部位，记录治疗单。

GDCZX004 厘米波体腔治疗
仪器准备，核对医嘱，排除禁忌证，告知注意事项，确定治疗部位，暴露部位，使用厘米波体腔治

疗仪将输出频率为3000-30000兆赫的厘米波进行治疗，选择并固定电极、调节仪器输出，计时。治

疗中，巡视患者。治疗后，检查治疗部位，记录治疗单。

GDCZZ013 厘米波热疗
仪器准备，核对医嘱，排除禁忌证，告知注意事项，确定治疗部位，使用厘米波热疗机将输出频率

为3000-30000兆赫大功率分米波作用于体内肿瘤组织，暴露部位，选择并固定电极，调节仪器输

出，计时。治疗中，巡视患者。治疗后，检查治疗部位、记录治疗单。

GDCZZ014 毫米波治疗
仪器准备，核对医嘱，排除禁忌证，告知注意事项在屏蔽房间进行，确定治疗部位，暴露部位，使

用毫米波治疗仪，选择并固定电极，调节仪器输出，计时。治疗中，巡视患者。治疗后，检查治疗

部位，记录治疗单。

GDCZX005 毫米波体腔治疗
仪器准备，核对医嘱，排除禁忌证，告知注意事项，确定治疗部位，暴露部位，使用毫米波体腔治

疗仪将输出频率为30-300吉赫兹（GHz）的毫米波，选择并固定电极、调节仪器输出，计时。治疗

中，巡视患者。治疗后，检查治疗部位、记录治疗单。

GDCYW002 体表微波消融术

仪器准备，核对医嘱，排除禁忌证，告知注意事项，在独立手术室进行，检查评估患者全身及局部

情况，核对诊断，治疗部位及患者需要达到的目的，使用微波治疗仪，治疗电极消毒后备用，局部

消毒，麻醉，检查麻醉效果，选择输出强度，确定手术操作方式，选择治疗电极，祛除病变，检查

祛除的病变是否完全及祛除的范围及深度，是否有出血，敷料包扎。术后交代注意事项，开药，记

录手术过程。

GDDZZ002 低压静电治疗
仪器准备，核对医嘱，排除禁忌证，告知注意事项，患者双足踏于带有绝缘底座的足踏电极上，使

用低压静电治疗仪，调节仪器输出，计时。治疗中，巡视患者。治疗后，记录治疗单。

GDDZZ003 高压静电治疗
仪器准备，核对医嘱，排除禁忌证，告知注意事项，在单独治疗室中进行，患者双足踏于带有绝缘

底座的足踏电极上，使用高压静电治疗仪，另一电极置于头部上方，调节仪器输出，计时。治疗

中，巡视患者。治疗后，记录治疗单。

GDDZZ004
9000V以下高压交变电

场治疗

指将输出电压小于等于9000伏的高压交变电场作用于人体的治疗。仪器准备，核对医嘱，排除禁忌

证，告知注意事项，在单独治疗室中进行，患者双足踏于带有绝缘底座的足踏电极上，使用高压交

变电场治疗仪，另一电极置于头部上方，调节仪器输出，计时。治疗中，巡视患者。治疗后，记录

治疗。

GDDZZ005
9000V以上高压交变电

场治疗

将输出电压大于9000伏的高压交变电场作用于人体的治疗。仪器准备，核对医嘱，排除禁忌证，告

知注意事项，在单独治疗室中进行，患者双足踏于带有绝缘底座的足踏电极上，使用高压交变电场

治疗仪，另一电极置于头部上方，调节仪器输出，计时。治疗中，巡视患者。治疗后，记录治疗。

GDEZZ001 空气负离子治疗
仪器准备，核对医嘱，排除禁忌证，告知注意事项，使用空气负离子治疗仪、在单独治疗室中进行

、调节仪器输出，计时。治疗中，巡视患者。治疗后，记录治疗单。

GDFZZ001 超声波治疗
仪器准备，核对医嘱，排除禁忌证，告知注意事项，取舒适体位，确定清洗治疗部位，确定治疗类

型，使用超声波治疗仪，治疗者持超声声头治疗，调节仪器输出，计时。治疗中，巡视患者。治疗

后，检查治疗部位，记录治疗单、清洗消毒超声头。

GDFZZ002 超声波药物透入治疗
仪器准备，药品准备，核对医嘱，排除禁忌证，询问有无药物过敏史，告知注意事项，取舒适体

位，确定并清洗治疗部位，涂布药液，确定治疗类型，使用超声波治疗仪，治疗者持超声声头治

疗，调节仪器输出，计时。治疗后，检查治疗部位，记录治疗单，清洗消毒超声头。

GDGZZ001 肌电生物反馈治疗

在单独治疗室进行，仪器准备，核对医嘱，排除禁忌证，告知注意事项，取舒适体位，使用肌电生

物反馈治疗仪，选择采集信号部位，清洗，酒精脱脂，电极涂导电膏，固定在皮肤上，确定治疗类

型，调节仪器输出，指导患者主观参与调节信号，计时。治疗中，巡视患者，治疗后检查治疗部

位，记录治疗单，清洗消毒电极，晾干备用。

GDGZZ002 皮温生物反馈治疗

指使用皮温生物反馈治疗仪将皮肤温度传感器测出的信号转换成声、光等信号，指导患者主观参与

调整皮温的治疗。在单独治疗室进行、仪器准备、核对医嘱，排除禁忌证，告知注意事项、取舒适

体位，选择采集信号部位，清洗擦干，传感器固定、确定治疗类型，调节仪器输出，指导患者主观

参与调节信号、计时，治疗中巡视患者，治疗后检查治疗部位、记录治疗单。

GDGZZ003 皮肤电阻生物反馈治疗

在单独治疗室进行，仪器准备，核对医嘱，排除禁忌证，告知注意事项，取舒适体位，使用皮肤电

阻生物反馈治疗仪，选择采集信号部位，清洗，酒精脱脂，电极涂导电膏并固定在皮肤上，确定治

疗类型，调节仪器输出，指导患者主观参与调节信号，计时。治疗中，巡视患者，询问有无异常感

觉。治疗后，询问病情，检查治疗部位，记录治疗单，清洗消毒电极，晾干备用。

GDGZZ004 心率生物反馈治疗

在单独治疗室进行，仪器准备，核对医嘱，排除禁忌证，告知注意事项、取舒适体位，使用心率生

物反馈治疗仪，选择采集心率信号的部位清洗，酒精脱脂，电极涂导电膏，固定在皮肤上，确定治

疗类型，调节仪器输出，指导患者主观参与调节信号、计时。治疗中，巡视患者，询问有无异常感

觉。治疗后，检查治疗部位，记录治疗单，清洗消毒电极，晾干备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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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DGCA1060

5
脑电生物心理反馈治疗

由经过培训的专业治疗师在独立的治疗室内，根据详细临床评估和脑电图检查定量测试分析，确定

每位患者的治疗参数，即奖励和抑制的频率范围及治疗位点，清洁头顶和双耳垂皮肤，按照国际

10/20系统安放电极至少1个位点＋2个接地电极，用导电膏粘附电极，设定参数，对患者情绪、行

为、认知功能、睡眠等方面进行生物心理治疗。

GDHZZ001 电磁场治疗
仪器准备，核对医嘱，排除禁忌证，告知注意事项，取舒适体位，使用低频交变磁场治疗机，选取

合适磁极摆放，并调节治疗参数，计时。治疗中，询问患者感觉。治疗后，移开磁极，记录治疗单

GDHZZ002 磁热治疗
选用热磁器，通过其温热效应和强磁穿割作用于特定的穴位，进行治疗和保健，根据病情选定磁力

强度和治疗时间。

GDHZZ003 磁热振治疗
仪器准备，核对医嘱，排除禁忌证，告知注意事项，取舒适体位，使用磁热振治疗仪器，摆放治疗

袋并调节治疗参数，计时。治疗中，询问患者感觉。治疗后，检查治疗部位，记录治疗单。

GDHZX004 低频脉冲磁场局部治疗
仪器准备，核对医嘱，排除禁忌证，告知注意事项，取舒适体位，使用低频脉冲磁场治疗机，选取

合适磁极并摆放，调节治疗参数，计时。治疗中，询问患者感觉。治疗后，记录治疗单。

GDHZY005 低频脉冲磁场全身治疗
仪器准备，核对医嘱，排除禁忌证，告知注意事项，取舒适体位，使用低频脉冲磁场治疗机，选取

合适磁极并摆放，调节治疗参数，计时。治疗中，询问患者感觉。治疗后，记录治疗单。

GDHZX006 旋转磁场治疗
仪器准备，核对医嘱，排除禁忌证，告知注意事项，取舒适体位，使用旋转磁场治疗机，按医嘱摆

放磁极，调节治疗参数，计时。治疗中，询问患者感觉。治疗后，记录治疗单。

GDHZF001
阴部/盆底肌磁刺激治

疗

用于刺激和调节盆底神经和肌肉功能。采用盆底电生理治疗仪，患者取坐位，将磁刺激器置于盆

底，给予适当刺激治疗。

GDHZZ005
放射式冲击波疼痛治疗

(RSWT)

应用体外冲击波技术，在超声波定位下，确定治疗区域。使用治疗能量为2-4巴，冲击次数2000

次，冲击频率5-10赫兹，治疗足底筋膜炎、钙化性肌腱炎、非钙化性肌腱炎、跟腱痛、转子滑囊炎

、骼胫摩擦综合症、桡侧/尺侧肱骨上髁炎、胫骨缘综合症、常见性附着肌腱炎、肌触发痛点等。

不含心电图检查、血凝检查、超声引导。

GDKZZ001 浸蜡治疗
核对医嘱，排除禁忌证，告知注意事项，评估皮肤，检查恒温蜡容器，测量蜡温度，快速反复数次

进出蜡液，使治疗部位被蜡包裹后再浸入蜡容器中，计时。治疗中，观察患者情况。治疗后，检查

皮肤、定期洗蜡并加新蜡。

GDKZZ002 刷蜡治疗
核对医嘱，排除禁忌证，告知注意事项，评估治疗皮肤，测量石蜡温度、用软毛排笔取蜡液，迅速

而均匀的涂在治疗部位，形成1-2厘米蜡层、计时。治疗中，观察患者情况。治疗后，检查皮肤，

定期洗蜡并加新蜡。

GDKZZ003 蜡敷治疗
核对医嘱，排除禁忌证，告知注意事项，检查评估皮肤，熔化的石蜡并冷却到一定程度后保温待用

、石蜡外敷于治疗部位，包裹后用棉垫毛毯保温，计时。治疗中，观察患者情况。治疗后，检查皮

肤，定期洗蜡并加新蜡。不含蜡袋法。

GDKZZ004 泥敷治疗
核对医嘱，排除禁忌证，告知注意事项，检查评估治疗部位皮肤，将治疗用泥加温至40-55℃备

用，在治疗部位涂一层薄泥后将泥饼外敷于患部，包裹保温、计时。治疗中，观察患者情况。治疗

后，检查皮肤，记录治疗单。

GDKZY001 全身泥疗
核对医嘱，排除禁忌证，告知注意事项，测量血压，心率，在专用场地将医疗泥放入浴盆内，加盐

水或温泉水至需要稀度，患者胸部以下浸入泥水中，计时。治疗中，观察询问患者。治疗后，记录

血压，心率治疗单。

GDKZZ005 电泥疗
仪器准备，核对医嘱，排除禁忌证，告知注意事项，制作或准备泥饼，检查评估治疗部位皮肤，使

用直流电疗机或透热电疗机，将泥饼放置于皮肤表面后按医嘱选择连接电极，调节治疗参数，计时

。治疗中，观察患者情况。治疗后，检查皮肤，记录治疗单。

GDLVB001 颈椎机械牵引
核对医嘱、检查牵引装置，排除禁忌证，告知注意事项，按医嘱选取治疗体位并固定，使用颈椎机

械牵引装置对颈椎进行牵引治疗，调整牵引角度和重量，计时，观察患者反应。治疗后，询问患者

感觉，记录治疗单。

GDLVB002 颈椎电动牵引
核对医嘱，检查牵引装置，排除禁忌证，告知注意事项，按医嘱选取治疗体位并固定，使用颈椎电

动牵引装置对颈椎进行牵引治疗，调整牵引角度，选择牵引重量和时间，开机，观察患者反应。治

疗后，时询问患者感觉，记录治疗单。

GDLVH001 腰椎机械牵引
核对医嘱，检查牵引装置，排除禁忌证，告知注意事项，按医嘱选取治疗体位并固定，使用腰椎机

械牵引装置对腰椎进行牵引治疗，调整牵引重量，计时，观察患者反应。治疗后，询问患者感觉，

记录治疗单。

GDLVH002 腰椎电动牵引

核对医嘱，检查牵引装置，排除禁忌证，告知注意事项，按医嘱选取治疗体位并固定，使用腰椎电

动牵引装置对腰椎进行牵引治疗，选择牵引重量和时间，开机，观察患者反应。治疗后，询问患者

感觉，记录治疗单。

GDLVH003 三维快速牵引

指使用三维牵引仪器对腰椎进行三维快速牵引治疗。根据患者身高、体重、性别、年龄、发病部位

、病变状态等，确定其牵引距离、成角方向、成角度数、旋转方向、旋转度数等数据，并将其输入

计算机。患者解除腰带，俯卧于牵引床上，暴露腰部，并固定好，检查无误时启动牵引床。医者之

手置于病变椎间，嘱患者放松，不要屏气，不要对抗。脚踏开关，牵引床按照指令自动完成定距离

快速牵引与定角度旋转同步动作，同时医生辅以手法顶推或按压：每次动作1-3下。三维快速牵引

后嘱患者平卧3-6小时，可配用消炎利水药物。三天内限制活动，尤其不能弯腰和扭腰，此后配合

手法等辅助治疗。

GDLYX001 四肢关节功能牵引
核对医嘱，排除禁忌证，告知注意事项，使用四肢关节机械牵引器械，检查牵引装置，患者取相应

体位并固定，按医嘱要求部位和牵引参数进行治疗，治疗中观察询问患者、结束后记录。

GDLZX001 悬吊治疗

指使用滑道、悬吊配件、锁定装置，将病人的相应肢体或整个身体处于悬吊状态进行的治疗。一手

抓住悬吊带，另一手抓住悬吊绳，向开放槽一侧慢慢拉动悬吊绳，直到悬吊带放松，把悬吊带调节

到所需高度，将悬吊绳向闭锁一侧快速拉动，锁定悬吊绳，以此过程完成对悬吊带高度调节的操作

。将患者相应肢体或整个身体固定在悬吊带中，调整所需高度，可以进行肌肉放松训练、关节活动

度训练、牵引、关节稳定性训练、感觉运动的协调训练、肌肉势能训练等。

GDLZS001 肢体加压治疗

指使用正压顺序循环治疗仪，促使组织经静脉、淋巴管回流以消除肢体局部水肿的治疗。将排空气

体的袖(腿)套套在患肢上，设定气袋压力，开机，从位于肢体末端的气袋开始逐一充气，四只气袋

完全充气后，压力维持一段时间，再从肢体近端气袋开始依次排气，直至末端，此为一个作用周期

。压力大小可根据患者的感觉和耐受情况随时调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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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DLZS002 肢体负压吸引治疗

产生机械震动的按摩作用的治疗。患者采取坐位或仰卧位、使用负压治疗仪、调整好压力舱的高度

和倾斜角度，将肢体裸露伸入舱内，用与患肢周径相符的柔软而有弹性的垫圈在压力舱口处固定，

并密封舱口、将患者座椅或床与仪器用皮带固定、调节压力大小，计时，治疗后，询问患者反应，

检查治疗部位，记录治疗单。

GDMZZ001 冷空气治疗

指使用特殊设计的转换器，除去空气中的水分和灰尘，用处理过的冷空气(温度-15℃以下)作用于

治疗部位的冷疗方法。仪器准备，核对医嘱，排除禁忌证，评估治疗部位，告知注意事项，取舒适

体位，暴露治疗部位，非治疗部位部位保暖，选择相应的冷空气喷嘴，相隔45厘米左右的距离向治

疗部位进行喷射，持续数分钟至十分钟。治疗后，观察局部反应，记录治疗单。

GDMZZ002 冰敷治疗

特殊制冰机制备冰片，塑料袋内装入小冰块，空气排出，封紧口袋，将冰袋放在病变部位，严密观

察，根据病情和医嘱决定治疗时间，治疗后，评估皮肤状况并记录。

GDMZZ003 冰按摩治疗
使用冰块，冰按摩器，冰棉棒对受累部位进行摩擦的治疗。核对医嘱，评估皮肤，告知注意事项，

取舒适体位，非治疗部位保暖，在治疗过程中给患者鼓励、用冰块以中等速度有节律的摩擦治疗部

位，直至皮肤感觉麻木，通常时间为5-10分钟。治疗后，检查皮肤状况和全身生理反应，评定和记

GDNZY001 全身电动按摩
指使用电动按摩床或按摩椅对人体全身进行治疗。仪器准备，核对医嘱，选定记录参数，评估皮

肤，告知注意事项，取舒适体位，计时，观察，必要时用治疗巾遮盖，询问患者感觉。治疗后，查

皮肤，记录治疗单。

GDNZX001 局部电动按摩
指使用电动按摩仪对人体局部进行的治疗。仪器准备，核对医嘱，评估皮肤，告知注意事项，取舒

适体位，计时，必要时用治疗巾遮盖，询问患者感觉。治疗后，查皮肤，记录治疗单。

GDNZY002 全身电热按摩
指使用合并热疗的电动按摩床或按摩椅对人体全身进行治疗。仪器准备，核对医嘱，评估皮肤，告

知注意事项，取舒适体位，计时，必要时用治疗巾遮盖，询问患者感觉。治疗后，查皮肤，记录治

疗单。

GDNZX002 局部电热按摩
指使用合并热疗的电动按摩仪对人体局部进行治疗。仪器准备，核对医嘱，评估皮肤，告知注意事

项，取舒适体位，计时，必要时用治疗巾遮盖，询问患者感觉。治疗后，查皮肤，记录治疗单。
(五)康复

GEACM005 经皮骶神经电刺激测试

用于治疗神经源性难治性急迫性尿失禁、严重尿急尿频和非梗阻性尿潴留、神经源性膀胱(不全性

脊髓损伤、骶裂和多发性硬化)、间质性膀胱炎、盆底疼痛、大便失禁等疾病的治疗，采用经皮穿

刺方法将刺激电极置入骶神经根周围进行电刺激，刺激器模拟神经电信号，体外刺激观察肛门的运

动应答、询问患者感觉，调整穿刺深度。

GEAZB001 颈部综合运动训练
利用各种颈部综合运动训练设备，为患者进行被动的、辅助主动的、主动的、抗阻的关节活动范围

训练，肌力训练，局部缓解肌肉痉挛训练，功能活动能力训练，姿势矫正训练及器械训练。

GEAZG002 腰部综合运动训练
利用各种腰部综合运动训练设备，为患者进行被动的、辅助主动的、主动的、抗阻的关节活动范围

训练，肌力训练，局部缓解肌肉痉挛训练，功能活动能力训练，姿势矫正训练及器械训练。

GEAZM003 上肢综合运动训练
利用各种上肢综合运动训练设备，为患者进行被动的、辅助主动的、主动的、抗阻的关节活动范围

训练，肌力训练，局部缓解肌肉痉挛训练，局部肌肉牵拉训练，协调性训练，功能活动能力训练及

器械训练。

GEAZR004 下肢综合运动训练
利用各种下肢综合运动训练仪器或设备，徒手为患者进行被动的、辅助主动的、主动的、抗阻的关

节活动范围训练，肌力训练，局部缓解肌肉痉挛训练，局部肌肉牵拉训练，协调性训练，平衡能力

训练，步行能力训练，功能活动能力训练及器械训练。

GEAZR005
站立+步行能力综合训

练

利用各种站立与步行能力综合训练设备，为患者进行被动的、辅助主动的、主动的、抗阻的下肢负

重训练，立位平衡训练，身体重心转移训练，步态矫正训练，步行的耐力训练，功能性步行训练及

器械训练。

GEAZD006 呼吸训练
徒手为患者胸部及其周围部位的肌肉进行被动的、辅助主动的、主动的放松训练、腹式呼吸训练、

呼吸肌训练、缩唇式呼吸训练、咳嗽训练，体位引流，特殊手法操作训练及器械训练。

GEAZZ007 转移动作训练
利用各种转移动作训练设备，为患者进行被动的、辅助主动的、主动的床上翻身、起坐、站立、床

与轮椅(座椅)之间的转移动作的训练，功能性活动训练及器械训练。

GEAZZ029 等速肌力训练
采用等速肌力训练仪，选择不同训练肌群，选择不同的训练配件，将患者固定，选择训练速度，训

练模式，设定训练量。

GEAZZ030
持续性被动关节活动范

围训练(CPM)

利用持续性被动关节活动范围训练专用设备，对患者肩、肘、腕、髋、膝、踝关节，设定持续性被

动关节活动范围训练的时间、阻力、速度和间歇时间等参数，在监测的状况下，进行被动关节活动

范围的训练。
GEAZZ031 床边徒手肢体运动训练 利用徒手的方法，对患者进行早期或维持性的关节活动范围训练，提高肌力或肢体主动活动训练等

GEAZZ079 烧伤后手部功能训练

分为被动活动和主动活动两种训练方式。被动活动是通过按摩、推拿、牵拉的方法，使手部腕、掌

指、指间关节增加活动度。主动活动是以拇指尖掌面与其余四指指尖掌面做对掌运动，利用健手帮

助患手进行掌指关节及指间关节屈伸活动，站立位手掌放置桌面上靠重力下压使腕背屈，2-5指背

放置在桌面上进行掌指关节屈曲运动。

GEAZZ080 烧伤后关节功能训练
指除手部以外的肢体关节主被动活动。由医生通过按摩、推拿、牵拉的方法以及特殊仪器给予关节

被动屈伸活动，以及在医生指导下患者采取主动屈伸活动。

GEAZZ032 博巴斯训练(Bobath)
把异常的身体部位被动地、辅助主动地、主动地摆放于良肢位，并对身体的关键点进行徒手的控制

能力训练，异常肌张力的调整训练，利用反射模式进行功能活动训练，诱发患者主动参与功能性活

动训练及器械训练。

GEAZZ033 布伦斯特伦训练
把异常的身体部位被动地、辅助主动地、主动地摆放于功能位，并对异常的肌张力进行相应的手法

训练，利用反射模式进行功能活动训练，诱发患者主动参与功能性活动训练及器械训练。

GEAZX034
本体感觉神经肌肉促进

训练(PNF)

徒手对患者单侧、双侧、对侧、对称与非对称肢体进行螺旋对交差运动模式的训练，并利用患者现

存的运动能力进行被动的、辅助主动的、主动的、抗阻的关节活动范围训练，肌力训练，运动控制

能力训练，功能性活动训练及器械训练。

GEAZZ035 运动再学习训练(MRP)
徒手对患者进行上肢功能训练，口面部功能活动训练，从仰卧到床边坐起训练，从侧卧到坐起训

练，坐位平衡训练，站起坐下训练，站立平衡训练，步行训练及器械训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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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EAZZ008 减重支持系统训练
利用减重支持仪，穿戴悬吊背心，根据其残存的运动功能状况调整气压，并固定气压阀，拉紧悬吊

拉扣后，徒手对患者进行被动的、辅助主动的、主动的减重步行训练，平衡功能训练，下肢协调性

训练 。
GEAZZ009 电动起立床训练 利用电动起立床，根据病情在不同的角度下，对患者实施被动的站立训练。
GEAZZ010 跑台康复训练 根据患者具体情况，采用可调速度、可调坡度的康复训练跑台对患者进行康复训练。

GEAZZ011 功率自行车康复训练
根据患者具体情况，采用可调速度、可调功率的功率车对患者进行康复训练。训练中对心率进行监

测。

GEAZZ012 肢体平衡功能训练
指小脑性疾病、前庭功能障碍及肢体功能障碍的平衡训练。利用坐位、爬行位、单膝跪位、双膝跪

位、单足立位、双足立位，对患者进行徒手的静态平衡训练，动态平衡训练，保护性姿势反应的动

作训练，功能性平衡能力训练。

GEAZR013 平衡生物反馈训练
采用视听觉生物反馈训练仪对双下肢对称负重、重心转移、单腿负重、重心主动控制转移、稳定极

限等技能进行训练。
GEAXY014 腰背肌器械训练 采用腰背肌训练器进行腰背肌训练，训练时根据腰背肌力量选择负荷量。

GEAZX015 运动协调性训练
利用徒手的方式，进行手眼协调性训练，双侧上肢、双侧下肢、上肢与下肢、肢体与躯干间的运动

协调性训练。
GEAZL016 徒手手功能训练 利用徒手的方法进行的各种手部功能训练或者进行手工艺制作和训练，必要时进行手法治疗或指导

GEAZL017 器械手功能训练
利用仪器设定特定的治疗程序或者器械进行手部功能训练，含使用电脑辅助游戏以及手工艺制作活

动，必要时给予指导。

GEAXX018 小关节松动训练
利用不同手法力度，徒手对患者腕、掌指、指间、踝及足部的关节，进行不同方向的被动手法操作

训练，扩大关节活动范围训练，缓解疼痛训练。

GEAXX019 大关节松动训练
利用不同手法力度，徒手对患者肩、肘、髋及膝关节进行不同方向的被动手法操作训练，扩大关节

活动范围训练，缓解疼痛训练。

GEAVM020 脊柱关节松动训练
利用不同手法力度，徒手对患者颈椎、胸椎、腰椎、骶尾各关节进行不同方向的被动手法操作训

练，扩大关节活动范围训练，缓解疼痛训练。

GEAZZ081 烧伤功能训练床治疗

将患者平卧于烧伤功能训练床，将患肢固定于训练床的机械转臂上，接通电源，设定转速和治疗时

间，打开运动开关进行训练，训练毕，关闭运动开关，松解固定带，将病人安全送回原病床，随时

观察病人反应，防治意外伤害。

GEACY001
痉挛肢体外周神经切断

治疗

神经阻滞(Nerve　block)是指采用化学(含局麻药、神经破坏药)或物理(加热、加压、冷却)的方法

作用于神经节、神经根、神经丛、神经干和神经末梢的周围，使神经传导功能被暂时或永久性阻断

的一种技术。通过神经功能的阻断从而达到消除或缓解异常及过度的肌肉收缩，重建主动与拮抗肌

之间的力量平衡，达到减轻症状、矫正姿势、提高和改善运动能力的目的。

GEAZZ021 耐力训练
利用康复训练设备与仪器，辅助或指导患者在结合心肺功能训练的前提下，进行全身性的肌肉耐久

性训练。

GEAZZ022 轮椅技能训练
指导患者乘坐轮椅正确的坐姿以及驱动轮椅的正确技术动作、转移动作，进行驱动轮椅快速起动、

急停和转弯训练，绕障碍物行走、抬前轮、上下台阶及坡道练等训练。

GEAZZ023 轮椅篮球训练
指导患者驱动轮椅进行各方向跑动练习，各种姿势的传球和接球、原地投篮、跑动投篮以及从地面

拾球练习，并分组进行练习比赛，将各种基本技术综合应用，进一步提高轮椅使用技术，改善残疾

患者心理状态。

GEAZZ024 轮椅跑台训练
根据患者具体情况，设置电子轮椅跑台变速时间、距离、阻力等数据，通过患者在轮椅跑台上用力

摇动轮椅来完成所预定的目标。

GEAZZ025 轮椅体操训练
根据患者具体情况，按照颈部、肩关节、肘关节、手腕、手指、躯干、髋关节、膝关节、踝关节进

行体操练习，以保持肢体各关节正常的活动范围，提高身体的灵活性和柔韧性。

GEAZZ026 引导式教育训练
对智力和行为有障碍的患儿进行注意力、操作能力、模仿能力、依从行为、行为控制力、交往沟通

能力康复训练。

GEAZZ027 儿童认知能力训练
根据患儿的心理行为特点，利用实物、图片、玩具、教材对患儿注意力、基本概念、观察能力、分

类、判断、解决问题、计算等方面的能力进行训练。

GEAZZ028 儿童适应能力训练
根据患儿的社会生活能力特点，利用实物、图片、玩具、游戏、生活情景训练患儿对外界刺激的反

应、满足自己及他人的需求、自我管理、社会交往、社会常识、生活自理等能力。

GEAZZ036
身体功能障碍作业疗法

训练

利用各种运动训练设备，对身体功能障碍的患者进行主动、被动、辅助主动的关节活动度、肌力、

缓解局部痉挛以及姿势矫正等功能训练。

GEAZZ037 精神障碍作业疗法训练

应用专业理论和不同的治疗模式对精神障碍的患者进行治疗，患者可以有机会自己选择并积极参与

一些有意义符合个人能力和程度以及环境需求的活动。目的是让患者得以重新适应并在其所处的社

会文化的环境中生活，选择“适宜”的作业及活动通过有目的的活动实践促使活动功能建立，使生

命有意义。

GEAZZ038
认知功能障碍作业疗法

训练

针对从各种感觉(刺激)输入到运动性的输出，含知觉与感觉、注意、记忆、计划或者策划能力以及

执行能力等，作业疗法在整体过程中都会按一定的顺序，进行评价及制订治疗计划促进肢体机能的

恢复与日常生活活动的提高，改善障碍者的自立程度。

GEAZZ039 日常生活动作训练
对独立生活而每天所必须反复进行的、最基本的一系列身体动作，即进行衣、食、住、行、个人卫

生等日常生活的基本动作进行系统的评定，发现存在的问题并将制定相关的训练计划付诸实施的过

GEAZZ041
辅助(器)具作业疗法训

练

通过各种辅助(器)具与日常生活活动相结合的训练使用，提高患者使用各种矫形器、轮椅、拐杖、

洗澡椅、坐便椅等辅助器具的能力，提高患者的个人生活自理能力的训练。

GEAZZ040 自助具制作
针对患者需要使用的辅助器具种类、所用辅助器具的功能需要以及正确使用辅助器具的方法进行评

定和制作，使之适合并弥补患者的功能缺失水平，提高患者康复水平和康复治疗效果。

GEAZZ042 家居环境改造咨询

根据患者对家居环境的使用目的和要求指导患者进行家居环境改造建议和咨询，含住房入口、卫生

间、厨房、卧室、客厅的门、斜坡、开关、手柄等的测量和改造设计以及物品放置指导等，为患者

进行居家改造提供图纸并对患者进行环境改造后的适应性训练。

GEAZZ043 职业功能训练
使用仪器或器械模拟对患者进行与职业功能状态相关的训练，含日常生活中与职业相关的各种运动

技能和操作技能的训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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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EAZZ044 工作模拟训练
使用仪器或器械模拟对患者进行与职业功能状态或就业目标相关的训练，含单个工作任务的训练及

提高患者的工作行为意识，重新找回工作者角色。
GEAZZ045 工作强化训练 在相关的工作环境下设计或使用真实或模拟的工作活动，一般配合身体重塑项目进行。

GEAZZ046 工作行为教育与训练
通过小组学习与治疗，协助患者认识自身的工作行为限制，提高患者的工作行为意识，重新找回工

作者角色。

GEAZZ047 工作重塑
在相关的工作环境下设计或使用真实或模拟的工作活动。制定与工作有关的、密集的和以目标为导

向的治疗计划，特别设计用来恢复个人的肌力、耐力、移动能力、灵活度、四肢控制能力及心肺功

GEAZZ048 言语矫正治疗
言语治疗医师对患者呼吸功能评估、发声功能评估、共鸣功能评估和构音功能进行有针对性的训练

和矫正，可通过计算机软件，患者应用耳机和麦克风，通过人机对话方式进行训练。

GEAZZ049 口吃训练
利用直接训练方法和对家属的指导，帮助患者控制言语节律与速度、音量、语音、呼吸和呼吸气流

的控制、韵律、说话态度等方面进行训练。

GEAZZ050 失语症训练
利用实物、图片或仪器，对患者在听理解、复述、命名、朗读、阅读理解、书写等语言模式及其在

单词水平、句子水平、短文水平、文章水平等方面的训练。
GEAZZ051 腭裂构音训练 指导患者进行呼吸训练、发声训练、吞咽运动训练、构音训练，使患者逐步建立正常的语音体系。

GEAZZ052 儿童语言障碍训练
利用实物、玩具、图片、镶嵌板、交流图板治疗仪对患儿进行交流态度、事物基本概念的理解、事

物符号(含手势语、幼儿语、成人语)的理解、语法规则的理解以及文字的认读、书写和言语表达方

面训练。
GEAZZ053 孤独症儿童语言障碍训 利用实物、玩具、图片、镶嵌板、交流图板治疗仪等用具对患儿语言交流方面进行综合训练。
GEAZZ054 儿童听力障碍语言训练 利用乐器、听觉训练仪、图片、实物等对患儿的听觉能力和言语表达能力进行训练。

GEAZZ055 构音障碍训练
指导患者进行呼吸训练、放松训练、构音改善训练、克服鼻音化训练、克服费力音训练、克服气息

音训练、韵律训练、语音工作站、交流系统应用训练等对患者进行发声及矫正错误发音的训练。

GEAZZ056 发声障碍训练
通过体位与呼吸功能的改善训练、放松训练、持续发声训练，改善异常音调、音量、音质训练以及

正确用声方法的指导和发声障碍后的治疗。

GEAZZ057 无喉者发声障碍训练
通过特殊培训对喉摘除患者利用食管打嗝的练习、空咽的练习、元音的加入、辅音的加入、加快速

度、延长气流时间、词和句子的联系、音调和语气等方法进行特殊的发声训练。

GEAZZ058 吞咽障碍电刺激训练
利用电刺激治疗仪对患者的吞咽肌群进行低频电刺激，同时进行冰刺激、舌唇、下颌运动训练、进

食训练。

GEAZZ059 认知障碍康复训练
对注意障碍、记忆障碍、失算症、分类障碍、推理障碍、序列思维障碍、执行功能障碍等进行一对

一康复训练。训练成绩自动记录。

GEAZZ060 知觉障碍康复训练
对单侧忽略、躯体失认、手指失认、空间知觉障碍、物品失认、面容失认、结构性失用、意念运动

性失用、意念性失用等进行一对一康复训练。记录训练成绩。

GEAZZ061 认知行为塑造训练
由心理医生一对一对患者的情绪、注意力、操作能力、模仿能力、依从行为、行为控制力、交往沟

通能力等进行矫正和塑造训练。

GEAZS062 偏瘫肢体综合训练
通过徒手的方式，对患者进行身体关节活动度训练，调整异常肌张力训练，诱发患者主动活动能力

训练，协调性功能训练，平衡功能训练，日常生活动作能力综合训练。

GEAZS063 脑瘫肢体综合训练
通过徒手的方式，对患者进行身体关节活动度训练，调整异常肌张力训练，诱发患者主动活动能力

训练，协调性功能训练，平衡功能训练，日常生活动作能力综合训练及运动发育的诱发和感觉统合

训练。

GEAZS064 截瘫肢体综合训练
通过徒手的方式，对患者躯干及双侧下肢进行关节活动度训练，调整异常肌张力训练，提高患者残

存肌力训练，转移动作训练，平衡功能训练，步行能力训练，日常生活动作能力综合训练。

GEAZS065 四肢瘫肢体综合训练
通过徒手及辅助器具协助的方式，对患者四肢及躯干进行关节活动度训练，调整异常肌张力训练，

提高患者残存肌力训练，呼吸训练，转移动作训练，平衡功能训练，日常生活动作能力综合训练。

GEAZS066 截肢肢体综合训练
通过徒手的方式，对患者假肢安装前后进行身体关节活动度训练，肌力训练，协调功能训练，平衡

功能训练，日常生活动作能力综合训练及假肢清理、穿脱动作的训练。不含假肢的制作。

GEAZZ077 截肢术后康复训练
协助指导四肢主要肌肉肌力训练、关节活动度的训练、站立平衡的训练、迈步的训练、假肢穿戴的

训练、肌电手的开手和闭手训练、抛物训练、日常生活能力训练。
GEAZZ074 假肢使用训练 对患者假肢的应用进行控制训练及使用假肢模拟日常生活活动进行的训练。

GEAZZ072 上肢矫形器制作
根据患者上肢功能障碍状况，通过评定、制样、取材、塑型、调试，进行上肢及手的矫形器的制

作，达到改善或维持手及上肢功能，使患者最大程度的提高或代偿部分丧失的手及上肢功能。

GEAZZ073 下肢矫形器制作
根据患者下肢功能障碍状况，通过评定、制样、取材、塑型、调试，进行下肢的矫形器的制作，达

到改善或维持下肢功能，使患者最大程度的提高或代偿部分丧失的下肢功能。

GEAZZ076 即刻假肢安装
手术结束后在手术间安装即刻假肢，由于接受腔的压迫，限制了残端肿胀，加速了残肢定型，减少

了幻肢痛，术后尽早离床，对患者心理也起到鼓舞作用。

GEAZZ078 压力衣制作

根据患者的功能情况，为其制作压力衣裤等，以达控制瘢痕增生、消除肢体肿胀，促进残端塑形的

作用。瘢痕评定、量身、计算、画图、剪纸样、画布样、剪布样、缝制、试穿、修改、详细向患者

说明穿戴压力衣的作用，注意事项，清洗方法，最后交付患者使用，并定期进行复查及修改，保证

压力的有效性。

GEARE075 膀胱功能训练

向患者介绍膀胱功能训练方法和目的等相关知识，取得患者配合，判断膀胱类型，选择适宜的膀胱

训练方法，按既定程序讲解并示范操作动作，指导患者和家属学习训练方法，观察有无放射性排

尿，有无植物神经反射亢进，有无血压升高，膀胱压力升高，记录训练效果，避免因训练方法不当

而引起的尿液返流。不含导尿。

GEAZY001 药物浸浴治疗
核对医嘱，排除禁忌证，告知注意事项，询问药物过敏史，向专用浴盆加入药物，测量患者心率血

压，患者全身浸入药液中，取半卧位，定时，在治疗过程中密切观察患者情况，治疗治疗后再测心

率血压，患者休息数分钟无不适主诉后方可离开，记录治疗单，消毒浴盆。

GEAZM001 上肢旋涡浴治疗
核对医嘱，排除禁忌证，告知注意事项，检查涡流装置，将上肢浸入漩涡装置水中，定时。治疗

中，观察患者情况。治疗后，患者休息数分钟方可离开，记录治疗单，消毒浴盆。

GEAZR001 下肢旋涡浴治疗
核对医嘱，排除禁忌证，告知注意事项，检查涡流装置，将下肢浸入漩涡装置水中，定时。治疗

中，观察患者情况。治疗后，患者休息数分钟方可离开，记录治疗单，消毒浴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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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EAZZ003 烧伤浸浴治疗

利用水疗槽(池)进行烧伤病人的创面浸泡冲洗，去除死皮等污垢并清洁创面，需要时可在水中加入

高锰酸钾等消毒剂(0.5克/吨)。对于烧伤程度严重，无法独立转移的患者，可以结合升降器械辅助

患者进出水疗槽(池)。教会患者在浸泡5-10分钟之后，进行预防疤痕挛缩的自我牵拉，以提高相应

肢体的活动功能。

GEAZZ067 步行浴训练

准备热水，调节水温，开启无障碍电动升降装置将患者运入水中，开启气泡浴、喷流浴、消毒循环

过滤装置，并指导患者进行水中关节活动度训练及肌力增强训练，坐位及立位平衡训练，步态纠正

训练，步行训练。结束水疗后，开启无障碍电动升降装置将患者运出水中，放水，洗浴，进行水疗

设备的清洁消毒处理。

GEAZZ001 气泡浴治疗
核对医嘱，排除禁忌证，告知注意事项，在浴盆中放置气泡性装置。患者全身浸入水中，检查气泡

浴装置将其置，开动气泡发生器，测量患者心率血压，取半卧位，定时，在治疗过程中密切观察患

者情况，治疗治疗后再测心率血压，患者休息数分钟无不适主诉后方可离开，记录治疗单，消毒浴

GEAZZ002 哈巴氏槽治疗

核对医嘱，排除禁忌证，告知注意事项，测量患者心率血压，检查浴槽、取站立位，治疗师在槽外

指导或帮助患者进行运动训练，使用“8”字形或葫芦形等各种形状供个人全身运动用浴槽，可同

时加入涡流浴、气泡浴、局部喷射浴等的治疗，密切观察患者情况，治疗治疗后再测患者心率血

压，患者休息数分钟无不适主诉后方可离开，记录治疗单、消毒浴盆。

GEAZZ069 电动浴缸训练
准备热水，开启气泡浴及喷流浴发生装置、自动消毒循环过滤装置及水温控制系统，使用无障碍运

送轮椅车装置，将患者运入电动浴缸中，并指导进行水中关节活动度训练、肌力增强训练、翻身坐

起训练、呼吸训练等。水疗后，洗浴，进行水疗设备的清洁消毒处理。

GEAZS068 水中肢体功能训练
准备热水，开启消毒循环过滤加热系统，使用无障碍电动升降装置搬运患者，利用水中治疗椅、水

中治疗台、水中肋木、水中双杠、救生圈、浮板等设施器具，指导患者进行水中关节活动训练、肌

力增强训练、耐力训练、平衡协调性训练、步态训练。水疗后洗浴，进行水疗设备的清洁消毒处理

GEAZZ070 水中步行运动训练
准备热水，开启无障碍出入装置、自动消毒循环过滤及温控装置、喷流装置，设定患者水中电动步

行平板训练参数，透过地上水槽侧壁透明玻璃窗，指导进行定量化的水中步行能力训练，并记录水

中步行的定量结果。水疗后，洗浴，进行水疗设备的清洁消毒处理。
七.临床非手术治疗
(一)神经系统

HBF09901
脑干听觉诱发电位术中

监护

采用肌电图诱发电位仪记录，用于脑桥小脑角区和脑干内等病变的术中监护。在采用耳机发声作为

刺激，于头部相应位置进行记录。首先术前测定作为基线，术中进行监测观察变化，术后测定判断

功能变化。

HBL26601 经颅重复磁刺激治疗

用于特定疾病的中枢治疗。在胫前肌或小指展肌安置记录表面电极，地线置于踝部，对侧额叶皮层

刺激，观察肌肉动作电位波形，判断运动阈值。据此判断最佳刺激部位并根据阈值设置刺激强度。

根据病情需要设置刺激的参数，含强度，频率，间隔时间和总时程，对病人进行治疗。治疗中，观

察病人反应并随时调整。治疗后，记录治疗反应。

HBT13901 面神经功能训练
面神经周围支支配区共十项面部表情运动功能的示教及训练，在医生指导下分别做抬眉、闭眼、鼓

腮、裂嘴等系列表情动作并记录。

HB809902 体感诱发电位术中监护

采用肌电图诱发电位仪记录，用于脊髓手术的术中监测。在双侧上肢神经(如正中神经)和双侧下肢

神经(如胫神经)远端采用表面电极或针电极进行刺激，分别于头部相应位置、外周神经干走行通路

(如正中神经在Erb点，胫神经在腘窝)和脊髓进行记录，观察不同不同部位记录电位的潜伏期和波

幅、波形变化。首先术前测定作为基线，术中进行监测观察变化，术后测定判断功能变化。
(二)内分泌系统
(三)眼部

HEA26601 倒睫拔除治疗 向患者说明治疗的注意事项。应用睫毛镊或平台镊夹取倒睫毛后将其拔除。

HEA60301 倒睫电解治疗
向患者说明治疗的注意事项。眼局部消毒，局部麻醉，放置电极片，应用睫毛电解仪电解毛囊处，

镊子夹取倒睫后将其拔除。结束时眼局部涂用抗菌药物眼膏。
HEA15601 睑板腺按摩 向患者说明治疗的注意事项。眼部表面麻醉，涂抗菌药物眼膏，置睑板托，按摩睑板腺，清洁局部
HEB65301 泪小点扩张治疗 向患者说明治疗的注意事项。泪小点及其周边区域进行表面麻醉，以扩张器扩张泪小点。
HEB38201 泪道冲洗 表面麻醉下扩张泪小点及泪小管，应用带有泪道冲冼针头的注射器冲洗泪道，记录结果。
HEC38601 结膜囊冲洗 眼部表面麻醉，以生理盐水冲洗结膜囊。

HEC38602 睑结膜伪膜去除冲洗
向患者说明治疗的注意事项。眼部表面麻醉，在裂隙灯下应用镊子或棉签去除伪膜，以生理盐水冲

洗结膜囊。
HEC38603 化学伤结膜囊冲洗 向患者说明治疗的注意事项。眼部表面麻醉，以大量生理盐水较长时间冲洗结膜囊。

HEC48301 结膜结石取出治疗
向患者说明治疗的注意事项。眼部表面麻醉，以注射针挑除或拨除结石，结膜囊内涂抗菌药物眼

膏，消毒纱布盖眼。

HEC61601 沙眼磨擦压挤术
向患者说明治疗的注意事项。眼部表面麻醉，翻转眼睑，暴露睑结膜，摩擦挤压结膜，结束时涂抗

菌药物眼膏，消毒纱布盖眼。

HEM26902 后像治疗
向患者说明检查方法和配合内容。用后像镜炫耀黄斑中心窝周围的视网膜，使之产生后像，指导患

者指点正前方的十子图案，直至后像消失，重复上述过程。

HEN13901 弱视训练
应用视觉刺激疗法，含利用反差强、空间频率不同的条栅作为刺激源来刺激弱视眼，以及近距离精

细目力训练。

HEN26901 弱视协调器治疗
指黑丁格氏刷疗法。采用同视机进行治疗。向患者说明检查方法和配合内容，用弱视眼注视旋转的

毛刷和图形视标，努力使光刷中心移至图形视标中央部，消除旁中心注视，建立中心凹注视。

HER13901 双眼单视功能训练
应用同视机进行治疗。指导患者进行视功能训练，包含脱抑制、异常视网膜对应矫治、运动性融合

功能训练(即融合性集合幅度)和外展融合幅度训练。

HER26201 经瞳孔温热疗法(TTT)
向患者说明治疗的注意事项。治疗眼散瞳，表面麻醉，置接触镜(镜面涂耦合剂)。调节半导体激光

机参数，光凝病变部位。治疗后，取下接触镜，眼部滴用抗菌药物滴眼液。
(四)耳部

HFB48201 耵聍取出
对栓塞之硬性和/或软化之耵聍用耵聍钩和/或枪镊取出，和/或用负压吸引取出。检查鼓膜情况，

对耳道消毒。
HFC15401 经西格氏耳镜鼓膜按摩 通过西格氏耳镜检查行鼓膜按摩五次以上。
HFC61201 中耳吸脓 徒手或窥耳器下，对中耳分泌物吸出清洁，以便看清中耳病变，进行相应治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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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FG26201
咽鼓管吹张治疗-波氏

法

检查鼻咽部无脓性分泌物，鼻腔表麻。病人口含饮用水，用波氏球通过一侧鼻孔挤压皮球对咽鼓管

吹张，至少三次。
HFG26202 咽鼓管吹张治疗-导管 用导管自鼻腔放入鼻咽部，对准咽鼓管，行正压治疗，同时检查鼓膜情况。

HFJ26901 耳石复位治疗

首先让受试者戴上红外摄像眼罩平卧于测试床上。不断变换体位。先行位置试验。依据位置试验的

结果确定耳石症的诊断。明确受累半规管的位置和侧别。根据诊断结果进行耳石手法复位，如为垂

直半规管良性阵发性位置性眩晕(BPPV)。选用Epley手法复位法、水平半规管BPPV采用翻滚复位

法，如多个不同半规管同时受累，则选用综合耳石复位法。治疗中，可能出现恶心呕吐等不同程度

迷走神经兴奋症状。复位过程中通过红外成像系统观察眼震情况判断耳石复位情况。

HFJ26201 耳正负压治疗
耳道消毒，用特制鼓膜穿刺长针头对鼓室注药后，通过正压将药液压入咽鼓管及鼓窦乳突处病变或

负压吸引中耳脓性分泌物。

HFK03601 助听器选配试验
电脑与助听器编程器相连。将患者听力图输入电脑。选择适合此患者听力的助听器与编程器连接。

将各个频率的听力补偿与患者听力相匹配。

HFK02601 真耳分析
将真耳分析仪与电脑相连，将患者听力图输入电脑，将测试探管放入患者外耳道，测试外耳道共振

峰，将耳模与助听器同时戴入患者耳内，将助听器按患者听力情况编入程序，测试助听器补偿效果

是否达到目标曲线，微调助听器再进行测试，直到各个频率的实际听力补偿达到目标曲线。

HFL13901 平衡训练
受试者立于平衡台上。不断的变换姿势以达到与投影设施上目标一致来锻炼自己的平衡能力。技术

人员根据受试者当前平衡状态控制目标移动的方式。速度。大小等来控制平衡训练的难度，同时保

护受试者安全。

HFZ02601 电子耳蜗编程
电子耳蜗置入术后，将人工耳蜗言语处理器通过编程接口与电脑连接。进行耳蜗内电极阻抗测试。

测试耳蜗内每个通道患者可感受到的最小电流刺激强度。测试耳蜗内每个通道患者可接受的最大电

流刺激强度。进行响度平衡测试。整体调整，以使患者感觉声音最舒适。 上述测试需要患者主动
(五)鼻咽喉

HGA38201 鼻腔冲洗治疗 患者头低位，应用特定的鼻腔冲洗器，以生理盐水或其它药液冲洗双侧鼻腔。

HGD38201 鼻窦冲洗治疗
鼻腔黏膜1%地卡因表面麻醉，1%麻黄素收缩，在前鼻镜引导下以各种角度吸引器头进入各鼻窦冲

洗，应用注射器连接冲洗。

HGE61201 鼻负压置换治疗
患者垂头仰卧位，一侧鼻腔滴入0.5%或1%的麻黄素，同一侧应用吸引头置于前鼻孔连接吸引器，堵

住另一侧前鼻孔，同时病人发“kai-kai”音，以清除窦内分泌物。
(六)口腔
1.一般治疗

HHC26201 腭裂术后鼻音计反馈治 使用鼻音计进行鼻音检查，分析及报告，治疗。图文报告。

HHC26401
腭裂术后鼻咽纤维镜反

馈治疗
表面麻醉，润滑，插入鼻咽纤维镜，观察腭咽闭合，消泡。图文报告。

HHC26901 腭裂常规语音治疗
指常规语音清晰度评价，语音矫正，按标准汉语拼音和字表让患者朗读并录音，语音清晰度评价分

析，按评价结果分类个体化矫正。不含制作腭托。
HHE65201 涎腺导管扩大术 用器械探查导管口，用不同口径的针头扩张导管口，冲洗。
HHE38201 腮腺导管内药物灌注治 对腮腺导管冲洗后再进行药物灌注。
HHM55601 颞下颌脱位关节复位术 指颞下颌关节脱位的常规手法复位及限制张口的固定措施。
HHM38301 颞下颌关节腔灌洗治疗 采用注射器局部注射麻醉的方法进行关节腔冲洗或灌洗 。
HHS26201 氟防龋治疗 用慢机毛刷蘸取清洁膏清洁牙面及窝沟、吹干隔湿、棉棒蘸取氟制剂反复涂牙齿各面。
HHS43201 牙面光洁术 对每个牙面以橡皮轮抛光。
HHS43301 牙齿脱色术 牙齿浅表色斑的磨除，抛光。
HHS61201 邻面去釉 指牙齿邻面去釉(片切)。含牙齿邻面片切、牙面形态修整、磨光、抛光。
HHT26201 药物脱敏治疗 确定患牙过敏区域，用氟化物、银锶制剂、酚制剂等药物多次涂抹，进行脱敏治疗。

HHT26202 激光脱敏治疗
确定患牙过敏区域，采用专用的激光脱敏治疗设备，用激光光纤头辅以专用材料地毯式脉冲式数字

式照射，进行脱敏治疗。

HHT26203 牙列套脱敏治疗
多部位多牙位过敏的检查、标记、设计，取模，灌注石膏模型，用成型机在石膏模型上制作常规塑

料膜套，临床调整，一个疗程的脱敏药物。不含临床取模和石膏模型制备。
HHV60301 去龋激光治疗 检查患牙龋坏情况，局麻，用激光治疗仪去龋。
HHV60302 防龋激光治疗 用激光治疗仪防龋。激光辐照牙齿，使牙釉质吸收激光能量增强抗酸性，达到防治龋齿的目的。

HHV26201 橡皮障隔湿治疗
用专用的橡皮障套装，打孔，橡皮障夹，就位，面弓固定，楔线辅助固定。利用橡皮布的弹性，打

孔后套在牙颈部作为屏障，使接受治疗的牙冠与口腔隔的一种隔湿方法。

HHW38202 牙周局部冲洗上药
消毒，用3%双氧水或0.12%洗必泰生理盐水交替冲洗，清除牙周袋深部游离或堆积的污染物，患者

反复含漱后牙周袋内上药液、药膜或药膏等缓释或控释药物。
HHW26201 冠周局部治疗 生理盐水，双氧水交替反复冲洗盲袋，上碘合剂冠周炎药膜。
HHW57201 牙龈保护剂塞治 用牙周塞治剂覆盖创面及牙间隙。

HHW54201 牙周夹板固定
尼龙丝、钢丝结扎固定松动患牙。牙面清洁，预备，酸蚀，粘接，树脂塑形，固化。调整咬合，抛

光。

HHW61201 龈上洁治
消毒，用专用手工龈上洁治器或龈上超声工作尖彻底去除自然牙齿各面(颊侧、舌侧、近中、远中

邻面)龈上牙石、色素、菌斑、软垢等洁治过程，龈沟冲洗、上药。

HHW61202 龈下刮治
口内消毒，用龈下超声工作尖或手持刮治器去除自然牙根各面龈下牙石、菌斑等的治疗过程，牙周

袋冲洗上药。

HHX18301
口腔黏膜病系统治疗设

计

对患者口腔黏膜进行系统临床检查后，结合患者全身情况和身心状态，对口腔黏膜病制定出诊断、

治疗方案，并进行卫生健康宣教。

HHX26201 口腔黏膜物理治疗
口腔粘膜病的物理治疗，用冷冻、红外线、微波、频谱、特殊波段光等物理方法局部治疗口腔粘膜

病损，如糜烂、溃疡等取模、导板设计制作、牙龈翻瓣、牙槽骨切除及成形。

HHX26202 口腔黏膜雾化治疗 使用药物和雾化仪对口腔黏膜病进行局部治疗。
HHX26203 黏膜病离子导入治疗 离子导入治疗粘膜病。
HHX38201 口腔黏膜病局部上药 粘膜病湿敷、局部上药。
HHY48202 非铸造修复体拆除术 指拆除各类非铸造的不良修复体。
HHY21601 调磨合板 复诊时以临床检测为基础对合板咬合面进行的调改，含咬合纸检查诊出的咬合印记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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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HY26901 辅助性调合治疗
在修复、正畸、充填等治疗后，用咬合纸在口内进行咬合检查，发现咬合高点以及不均匀接触处，

用车针进行形态调整。

HHY26902 专科调合治疗
针对颞下颌关节紊乱病或牙周病而进行的多次逐量咬合磨改专科治疗。含咬合纸检查诊出的咬合印

记分析。
HHY36301 口腔局部止血 指各类拔牙后伤口血肿血块处理、创面清理、局部止血，不同原因的牙位出血，上止血药。

HHZ48201 拆除口内牙齿固定装置
拆除各种正畸托槽、舌侧钮、颊面管等特殊矫治器与成品附件﹙腭杠、舌弓、扩弓器、口外弓、头

帽、颈带、颏兜、前牵器等﹚及牙周固定夹板。含矫治器拆除、牙面清洁、普通抛光等。

HHZ26601
肌松弛治疗

(Mymonitor)

用酒精消毒双侧三叉神经主干区表面皮肤，贴专用电极薄片，以专用仪器给予特定电脉冲刺激，使

咀嚼肌放松的治疗。

HHZ26901 合板治疗
针对颞下颌关节紊乱病、磨牙症、重度磨耗等而进行的以自凝树脂为材料的下颌合板治疗，首次戴

用酌情进行咬合衬垫与调磨。不含模型制备。

HHZ01601 腭裂语音频谱分析
使用语音频谱分析仪，对患者在发音、发声的状态下，其音声特点、发音部位和发音方法、声韵母

的共振峰、音调、音量等嗓音多维度的实时检查、分析。语音资料采集，导入语音工作站。图文报
HHZ21602 牵张器加力调整 专用器械对牵张器加力与力量方向调整。

2.牙体牙髓

HHR43301 窝沟封闭
封闭窝沟，预防牙齿龋坏的治疗。用慢机毛刷蘸取清洁膏清洁牙面及窝沟，清洁剂和冲洗机交替冲

洗，吹干，酸蚀，冲洗，干燥隔湿，窝沟内注入封闭剂，光固化，调合，抛光。
HHR57301 牙体缺损充填术 患牙龋坏情况只涉及一个牙面，局麻，去龋，备洞，垫底，洞型设计，银汞充填、刻形、磨光。
HHR68305 牙体缺损直接粘接修复 局麻，洞型设计，牙体预备，牙髓保护，垫基底，比色，酸蚀，粘接，分层分色充填，调合，磨光
HHR54301 牙本质钉固位术 洞形设计，制备钉道，打桩(钉)，直接就位或粘固就位。
HHT35301 开髓引流术 局麻，开髓，药物安抚，引流。

HHT42301 活髓切断术
判断牙髓状况，局麻，去龋，开髓备洞，洞型设计，高速球型钻磨除冠髓，生理盐水反复冲洗，止

血，置盖髓剂，氧化锌丁香油水门汀暂封。
HHT60301 牙髓失活术 局麻，开髓，放置失活剂，氧化锌丁香油水门汀封药。
HHT60302 干髓术 去封药，揭髓顶，切冠髓，放置干髓剂，垫基底，银汞充填等。

HHT57301 间接盖髓术
深龋近髓。去净龋坏组织，预备窝洞，清洁窝洞。隔湿并干燥窝洞，调制盖髓剂，涂敷盖髓剂于近

髓区，垫基底，银汞充填，刻形，磨光。
HHT62301 牙髓摘除术 局麻下去龋，备洞，开髓，揭髓顶，拔髓，荡洗根管。

HHT68301 髓腔穿孔充填修补术
龋损，牙内吸收以及根管治疗中的一些操作可能引起髓腔和根管各部位的穿孔。暴露穿孔部位，去

除病变组织，并将修补材料放入穿孔处，充填，磨光。
HHT43301 金属类充填体抛光术 各种金属类充填体的修整，抛光。
HHT43302 非金属类充填体抛光术 各种非金属类充填体的修整，抛光。

HHT57302 直接盖髓术
适用于意外穿髓、穿髓孔直径不超过0.5毫米者，年轻恒牙的急性牙髓炎，或无明显自发痛的患

牙，在除腐质穿髓时，其穿髓孔小，牙髓组织鲜红而敏感者。局麻下除去腐质，冲洗窝洞，隔湿，

在近髓处或已暴露的牙髓创面上敷盖髓剂，垫基底，银汞充填，刻形，磨光。

HHU31301 简单根管预备
指直或轻度弯曲的粗大根管。局麻下开髓，髓腔预备，髓腔修整，暴露根管口、不锈钢K锉以逐步

后退法预备根管至根尖孔、双氧水生理盐水交替冲洗，无菌纸尖吸干，氢氧化钙等药物或采用微波

、激光进行根管内持续消毒，氧化锌丁香油水门汀暂封，7天为一疗程。不含根管长度测定、X线检

HHU31302 复杂根管预备

指术前检查和X线判断有额外根管、根管狭窄、中重度弯曲、根管阻塞、钙化以及有侧枝根管、副

根管、C形根管及根管间交通枝，或者感染严重、经久不愈的根管。局麻下开髓，髓腔修整，暴露

根管口，＃15初尖锉探查根管，测定根管工作长度，在根管润滑剂下用不锈钢K锉、H锉、C锉、G钻

、P钻、各种旋转镍钛器械、髓针等二十余种器械辅以微型马达等机用根管设备采用逐步深入法清

理预备根管系统，15-17%乙二胺四乙酸、0.5-5.25％次氯酸钠等冲洗液与生理盐水交替冲洗根管，

无菌纸尖吸干，氢氧化钙等药物或采用微波、激光进行根管内持续消毒，高强度材料暂封，7天为

一疗程。不含根管长度测定、X线检查、超声、激光以及显微镜下根管治疗。
HHU31303 超声根管预备 采用超声根管治疗仪辅助进行复杂根管预备，含根管荡洗，根管清理成形。
HHU31304 激光根管预备 采用激光治疗仪辅助进行复杂根管预备、消毒根管。

HHU26201 根管再治疗
针对根管治疗后疾病进行的治疗。用药物、器械以及专用的超声治疗仪取根管内充物(干髓剂、充

填材料、牙胶、糊剂等)。

HHU26202 显微根管治疗
在根管显微镜下寻找根管口，复杂根管的辅助治疗， 根尖屏障制备，钙化根管的输通，根管内分

离器械的取出等。
HHU48301 根管内分离器械取出术 根管内分离器械的定位，建立旁路，超声振荡取出分离器械。

HHU68301 根管壁穿孔修补术
病变组织较深，无法直接修补，采用外科手术方法暴露穿孔部位进行修复。消毒、麻醉，切开牙

龈，翻起龈瓣，暴露穿孔部位，去除病变组织，并将修补材料放入穿孔处，充填、磨光，缝合。

HHU70301 钙化桥打通术
局麻下去除充填料，髓腔预备，髓腔修整，暴露根管口，用G钻或长柄球钻去除牙本质桥，修整根

管壁，双氧水生理盐水交替冲洗，无菌纸尖吸干，氢氧化钙等药物根管内持续消毒，氧化锌丁香油

水门汀暂封。
HHU54301 根管内固定术 根折后的根管内桩钉固定。钉道预备，粘结固定。
HHU54302 根管钉固位术 用P钻去除根管内充填物，麻花钻预备钉道，桩钉试合，就位，处理剂处理钉道和桩钉，粘固。

HHU57301 根管冷牙胶侧压充填术
去除暂封料，清理髓腔和根管，无菌纸尖吸干，试尖，常规根管糊剂导入，主尖就位，冷牙胶侧方

加压充填。

HHU57302
根管热塑牙胶垂直加压

充填术

去除暂封料，清理髓腔和根管，无菌纸尖吸干，试尖，常规根管糊剂导入，放置主牙胶尖，采用专

用的热塑牙胶充填仪垂直加压充填。

HHU57303
根管常温牙胶注射式加

压充填术

去除暂封料、清理髓腔和根管、无菌纸尖吸干、试尖、放置主牙胶尖、采用专用的常温牙胶注射仪

垂直加压充填、主尖就位。

HHU55301 前牙根折根牵引术
指对冠根折或根折的外伤牙齿，采用正畸牵引的方法将断面牵引至龈上的治疗。局麻下切除覆盖牙

龈，设计，制作粘接或制戴牵引装置，牵引，加力，定期复诊。不含根管治疗、牙冠修复。
HHZ68304 微创修复术 指MI技术。检查患牙龋坏情况，使用微创器械去龋，充填。

3.口腔修复

第 175 页



项目名称 项目内涵

HHZ55601 金属冠桥嵌体修复术

指普通铸造钴铬合金冠、桥、嵌体修复。局麻，牙体预备(调整椅位和体位、选择合适手机头和车

针、预备引导沟、切端和合面开辟间隙、邻面片切分离、颊舌邻面消除倒凹及预留空间、颈部肩台

制备、轴面角修整、精修抛光)，蜡咬合记录，技工室制作可卸代型，涂布间隙涂料，制作蜡型，

蜡型内包埋、外包埋，用烤炉烤圈，高频铸造机精密铸造，铸件切割，喷砂机清理，打磨机粗磨、

细磨，模型上试戴，调整修形，上合架调合抛光，临床口内戴牙，调整咬合，抛光完成。不含制取

印模、模型。不含制取印模、模型、修复体粘固及特殊加工工艺。
HHZ55602 暂时塑料冠桥修复术 普通自凝塑料口内直接制作暂时冠、桥。不含修复体粘固。

HHZ55603 烤瓷冠桥嵌体修复术

指普通镍铬合金烤瓷冠、桥、嵌体修复。局麻、牙体预备(调整椅位和体位、选择合适手机头和车

针、预备引导沟、切端和合面开辟间隙、邻面片切分离、颊舌邻面消除倒凹及预留空间、颈部肩台

制备、轴面角修整、精修抛光)、蜡咬合记录、比色板目测选色，技工室制作可卸代型，涂布间隙

涂料，制作基底支架蜡型，蜡型内包埋、外包埋，用烤炉烤圈，高频铸造机精密铸造，铸件切割，

喷砂机清理，打磨机粗磨、细磨，模型上基底支架试合，调整修形，临床金属基底试戴，技工室基

底支架清理，预氧化，遮色，分层堆瓷，高温烤瓷炉多次烧结，修形，上合架调合，上釉，临床口

内戴牙，调整咬合，抛光完成。不含制取印模和模型、修复体个性调色。不含修复体粘固及特殊加

HHZ55604 金属桩核修复术

指普通铸造镍铬合金桩核修复。牙体预备(调整椅位和体位、选择合适手机头和车针、残冠修整、

专用车针根管分级预备、根管口颈袖制备)，蜡咬合记录技工室制作可卸代型，制作蜡型，蜡型内

包埋、外包埋，用烤炉烤圈，高频铸造机精密铸造，铸件切割，喷砂机清理，打磨机粗磨、细磨，

模型上试戴，调整修形，抛光，临床口内戴牙，调磨修整，抛光完成。不含制取印模、模型。不含

修复体粘固及特殊加工工艺。

HHZ55605 纤维桩核修复术
残根残冠基牙预备和清理，使用专用套装根管预备钻进行牙齿根管逐级预备，消毒，隔湿，纤维桩

粘固，普通树脂核材料塑核，桩核外形打磨修整。

HHZ55606 光固化树脂贴面修复术
指普通光固化树脂口内贴面直接修复。局麻，牙体预备，排龈，选色，采用光固化设备，酸蚀，清

洁，沾接面处理，普通光固化树脂牙齿表面分层固化，修形，抛光完成。

HHZ55607 瓷贴面修复术
局麻、牙体预备、排龈、选色，技工室加工制作瓷贴面，含铸瓷/烤瓷设备的使用，临床口内戴

牙，调整咬合，试色，专用粘固剂粘固，抛光完成。不含制取印模、模型。

HHZ55608
塑料可摘局部义齿修复

术

普通塑料可摘局部义齿的设计，临床基牙预备，相关牙齿的咬合调整，上下牙列咬合关系的蜡记录

及转移至口外(牙合)架上，口内试排前牙，技工室模型修整和模型设计，采用精密铸造工艺制作支

托、卡环，模型排牙，蜡型制作，装盒包埋，高温去蜡，热凝塑料调配及充填，温控热处理，出

盒，分级打磨和抛光，临床戴牙，调整就位，修改基托，调合，抛光，试戴，复诊调整，完成治疗

。含预成即可义齿。不含制取印模、模型。

HHZ55609
铸造可摘局部义齿修复

术

普通铸造钴铬合金支架牙可摘局部义齿的设计，临床基牙预备，相关牙齿的咬合调整，上下牙列咬

合关系的蜡记录及转移至口外合架上，技工室模型修整，用模型观测仪进行模型设计，硅橡胶翻制

阴模，耐火模型材料灌制阳模，制作金属支架蜡型，蜡型内包埋、外包埋，用烤炉烤圈，高频铸造

机精密铸造，铸件切割，喷砂机清理，打磨机粗磨、细磨，模型上试戴，调整修形，调合抛光，临

床口内试戴支架，调整咬合，检查合位关系，必要时重新口内记录和转移合位关系，口内试排前

牙，技工室模型排牙，蜡型制作，装盒包埋，高温去蜡，热凝塑料调配及充填，温控热处理，出

盒，分级打磨和抛光，临床戴牙，调整就位，修改基托，调合，抛光，试戴，复诊调整，完成治疗

。不含制取印模、模型。

HHZ55610 塑料基托全口义齿

无牙颌颌位关系、牙槽嵴和黏膜等口腔状况检查，普通塑料全口义齿设计，测量垂直距离，口内确

定正中合关系，精确记录和转移正中合关系至口外合架上，试排前牙，技工室模型排牙，在合架上

调合，蜡型制作，临床试戴，装盒包埋，高温去蜡，热凝塑料调配及充填，温控热处理义齿加工，

出盒，分级打磨和抛光，临床戴牙，调整就位，修改基托，调合，抛光，复诊调整，完成治疗。不

含临床制取印模、模型。

HHZ55611 铸造基托全口义齿

无牙颌颌位关系、牙槽嵴和黏膜等口腔状况检查，普通铸造全口义齿设计，技工室在两次法制取的

石膏模型基础上用硅橡胶翻制阴模，耐火模型材料灌制阳模，制作金属基托蜡型，蜡型内、外包

埋，用烤炉烤圈，高频铸造机精密铸造，铸件切割，喷砂机清理，打磨机粗磨、细磨、抛光，临床

口内试戴基托，测量垂直距离，口内确定正中合关系，精确记录和转移正中合关系至口外合架上，

试排前牙，技工室模型排牙，在合架上调合，蜡型制作，临床试戴，装盒包埋，高温去蜡，热凝塑

料调配及充填，温控热处理义齿加工，出盒，分级打磨和抛光，临床戴牙，调整就位，修改基托，

调合，抛光，复诊调整，完成治疗。不含临床制取印模、模型。
HHZ55301 乳磨牙金属预成冠修复 用于乳磨牙大面积缺损的修复。牙体预备，选择，修整，试戴预成冠，粘固，调合。

HHZ55302
树脂冠桥嵌体贴面间接

制作修复术

指冠、桥、嵌体、贴面的树脂间接制作，用光、热固化设备完成。含临床牙齿局麻、牙体预备(调

整椅位和体位、选择合适手机头和车针、预备引导沟、切端和合面开辟间隙、邻面片切分离、颊舌

邻面消除倒凹及预留空间、颈部肩台制备、轴面角修整、精修抛光)、排龈、蜡咬合记录，选色，

技工室制作可卸代型、间接法制作树脂修复体，临床口内戴牙、调整咬合、抛光完成。不含制取印

模、模型。

HHZ18601 固定修复体设计
指全冠、固定桥、嵌体、桩核的计算机辅助设计制作。不含各类固定义齿、特殊加工工艺。不含各

类义齿修复术。

HHZ18602 可摘义齿设计
指可摘和全口义齿计算机辅助设计制作。不含各类可摘义齿和全口义齿、特殊加工工艺。不含各类

义齿修复术。

HHZ18603 咬合重建设计
咬合重建义齿设计，暂基托和蜡合堤制作，垂直距离测量，合位关系的口内确定，合位关系由口内

精确转移至口外合架上。
HHZ19601 粘结术 指嵌体、冠、桥、桩核等修复体用普通粘接剂粘结(消毒、隔湿、干燥、粘固、清理)。

HHZ19602
塑料可摘局部义齿连续

增加修复缺牙

指在同一区内有多个牙齿缺失需要用塑料可摘局部义齿修复时，缺牙总数减去1即为要连续增加修

复的缺牙数。（全牙列分4区：1、2、3、4或A、B、C、D区，或左上、右上、左下、右下区。）

HHZ19603
铸造可摘局部义齿连续

增加修复缺牙

指在同一区内有多个牙齿缺失需要用铸造可摘义齿修复时，缺牙总数减去1即为要连续增加修复的

缺牙数。（全牙列分4区：1、2、3、4或A、B、C、D区，或左上、右上、左下、右下区。）
HHZ19604 附着体设计与制作 附着体及其附属结构的临床针对性设计和技工室使用各种专业设备精密制作。不含各类义齿、粘接
HHZ19605 套通冠设计安装 套筒冠的临床针对性设计和技工室使用各种专业设备精密制作。不含各类义齿。
HHZ19606 激光焊接 采用激光焊接机将义齿金属部件焊接。
HHZ19607 烤瓷冠桥崩瓷修理 烤瓷修复体崩瓷面的打磨，清理，酸蚀，耦联，粘接处理，树脂修理，调合，抛光。
HHZ19608 调改义齿 检查，调改义齿外形和咬合，缓冲基托，调整卡环，抛光。不含义齿制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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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HZ19609 加人造牙
普通自凝塑料和普通硬质树脂牙口内加人造牙，调合，修形，抛光。不含口腔模型制备、热凝塑料

加高。

HHZ19610 义齿基托修理
指基托折裂、缺损的口内普通自凝塑料修理。含口内复位，断面处理，自凝塑料调制和口内修复，

调合，修形，抛光。不含口腔模型制备、热凝塑料加高。

HHZ19611 义齿组织面重衬
指口内直接法普通自凝塑料硬衬。含义齿组织面处理，自凝塑料调制和口内重衬，调磨修形，抛光

。不含口腔模型制备、热凝塑料加高。
HHZ19612 义齿增加弯制部件 指弯制卡环、支托、加强丝等，用普通自凝塑料口内直接修理。不含口腔模型制备、热凝塑料加高

HHZ19613 义齿增加铸造部件
指铸造法制作卡环、支托、加强网、合面等，用普通热凝塑料修理。不含口腔模型制备、热凝塑料

加高。

HHZ19614 塑料加高咬合面
指口内普通自凝塑料加高咬合面。含义齿咬合面处理，自凝塑料调制和口内加高咬合，调合，修

形，抛光。不含口腔模型制备、热凝塑料加高。
HHZ19615 修复体个性调色 指修复体的个性化染色、修饰，使用高温烤瓷炉，分层塑形、逐级染色、多次烧结。
HHZ55612 弹性假牙龈 指普通弹性假牙龈的临床设计、技工室制作及口内戴牙。
HHZ19616 镀金加工工艺 采用镀金仪对修复体表面进行镀金加工。不含各类固定、可摘和全口义齿修复术。

HHZ19617 铸钛加工工艺
采用真空铸钛机对含纯钛及以钛为主要成分合金的修复体进行铸造加工。不含各类固定、可摘和全

口义齿修复术。
HHZ19618 铸瓷加工工艺 采用铸瓷机对铸瓷修复体进行铸造加工。不含各类固定义齿修复术。
HHZ19619 高强度复合陶瓷加工工 各类修复体的高强度氧化铝、氧化锆基底支架的加工制作。不含各类烤（饰）瓷。
HHZ19620 贵金属铸造加工工艺 指各种贵金属修复体的铸造加工。不含各类固定、可摘和全口义齿修复术。
HHZ19621 金沉积加工工艺 指各种修复体的金沉积加工制作。不含各类义齿修复术。
HHZ48601 拆冠桥 指锤造和铸造冠、桥及其它固定铸造修复体。
HHZ48602 拆桩 指预成桩、各种材料的桩核临床拆除。

4.颌面缺损材料修复
HHC19201 腭裂腭护板制作 在研究模型上设计，制作护板并试戴修整。

HHC19202 软腭缺损阻塞器修复
单侧指单侧软腭、不超出中线。常规软腭阻塞器部件的设计、技工室制作。不含制取印模、模型、

各类可摘局部义齿。
HHC19203 软腭抬高器治疗 常规软腭抬高器设计、技工室制作、戴牙、复诊。不含制取印模、模型、各类可摘局部义齿。
HHJ19201 上颌骨缺损阻塞器修复 上颌阻塞器部件的设计、技工室制作。不含制取印模、模型、各类可摘局部义齿。
HHK19201 下颌骨带翼导板修复 常规带翼导板设计、制作。不含制取印模、模型、各类可摘局部义齿。

HHM19201 髁突骨折开口合板治疗
用于外伤性颞下颌关节骨折、或疑似骨折与渗出的保守治疗，含制作全牙列自凝树脂材料合板、试

戴、首次咬合衬垫与调磨。不含模型制备。

HHN19201
颌骨缺损自体骨组织移

植手术导板
导板设计、技工室制作。不含制取印模、模型、各类可摘局部义齿。

HHZ51301
覆盖义齿种植附着体部

件更换
含各种附着体部件的取出和更换。

HHZ48303
种植基台及修复体固定

螺丝折断取出
固定螺丝、临时和永久基台、中心螺丝折断的拆除和更换。

HHZ48304
螺丝固位种植义齿拆卸

清洗

指拆除固定螺丝，取下种植义齿，清洗种植义齿，种植体颈部以及周围软组织冲洗，重新安装种植

义齿，固定螺丝固定，螺丝孔光固化树脂材料封闭，调合，抛光。
5.正畸治疗

HHA26201 唇腭裂序列正畸治疗

指有牙槽突裂与腭裂，前牙或前后牙反合、伴轻度颌骨畸形和面部畸形的正畸治疗。含替牙期或恒

牙早期正畸治疗，使用固定矫治器、上颌扩弓、前方牵引矫治。含错合畸形诊断分析、矫治方案设

计、矫治器安装，以及治疗期间每次复诊检查、矫治器调整、加力等处置。（约25－30次复诊需要

治疗24个月左右）

HHA26202
复杂唇腭裂序列正畸治

疗

指有牙槽突裂与腭裂，前后牙反合、伴严重颌骨与面部畸形的矫治，含替牙期或恒牙早期正畸治疗

、使用固定矫治器、上颌扩弓、前方牵引、配合上颌骨牵张或正颌手术矫治。含错合畸形诊断分析

、矫治方案设计、矫治器安装，以及治疗期间每次复诊检查、矫治器调整、加力等处置。（约35－

40次复诊需要治疗36个月左右）

HHF26201
复杂颅颌面畸形的辅助

正畸治疗

指各种复杂颅颌面发育综合征伴牙弓狭窄、深覆合、深覆盖、反合、开合、偏合畸形的正畸治疗，

使用固定矫治器、扩弓、上颌前牵、配合颌骨牵张或正颌手术矫治。含错合畸形诊断分析、矫治方

案设计、矫治器安装，以及治疗期间每次复诊检查、矫治器调整、加力等处置。（约35－40次复诊

需要治疗36个月左右）

HHM26201
颞下颌关节病的正畸辅

助治疗

指伴有颞下颌关节弹响、疼痛、关节盘移位等表现，合板伴牙列拥挤、深覆合、反合、锁合畸形的

正畸辅助治疗，使用固定矫治器矫治。含错合畸形诊断分析、矫治方案设计、矫治器安装，以及治

疗期间每次复诊检查、矫治器调整、加力等处置。（约25－30次复诊需要治疗24个月左右）

HHM26202
复杂颞下颌关节病的正

畸辅助治疗

指伴有颞下颌关节弹响、疼痛、关节盘移位等表现，伴牙列拥挤、深覆合、反合、偏合、锁合等畸

形的正畸治疗，使用固定矫治器矫治，含错合畸形诊断分析、矫治方案设计、矫治器安装，以及治

疗期间每次复诊检查、矫治器调整、加力等处置。（约35－40次复诊需要治疗36个月左右）

HHV26202 咬合创伤的正畸治疗
指由错合引起的咬合创伤，拔牙或非拔牙矫治，使用固定矫治器治疗。含错合畸形诊断分析、矫治

方案设计、矫治器安装，以及治疗期间每次复诊检查、矫治器调整、加力等处置。（约25-30次复

诊需要治疗24个月左右）

HHV26203
复杂咬合创伤的正畸治

疗

指由错合引起的咬合创伤，伴有开合、偏合、锁合、埋藏牙导萌等矫治，使用固定矫治器治疗。含

错合畸形诊断分析、矫治方案设计、矫治器安装，以及治疗期间每次复诊检查、矫治器调整、加力

等处置。（约35－40次复诊需要治疗36个月左右）

HHV26204
正颌外科手术前后的正

畸治疗

指严重骨性Ⅱ类、Ⅲ类错合、骨性开合、深覆合、面部偏斜等畸形的正颌外科术前与术后正畸治

疗，使用固定矫治器矫治。含错合畸形诊断分析、矫治方案设计、矫治器安装、治疗期间每次复诊

检查、矫治器调整、加力等处置。（约25－30次复诊需要治疗24个月左右）

HHV26205
睡眠呼吸暂停综合征的

正畸辅助治疗

指阻塞性睡眠呼吸暂停综合征(OSAS)的正畸治疗，使用活动或固定矫治器矫治，含错合畸形诊断分

析、矫治方案设计、矫治器安装，以及治疗期间每次复诊检查、矫治器调整、加力等处置。（约25

－30次复诊需要治疗24个月左右)

HHV26206 活动正畸保持器治疗
指戴用常规和改良Hawley式保持器保持，含保持期间每次复诊检查、保持器调整。不含保持器损坏

的修理、印模、模型制备。(需要复诊6－8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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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HV26207 压膜式正畸保持器治疗
指戴用常规压膜式正畸保持器保持，含保持期间每次复诊检查、保持器调整。不含保持器损坏的修

理、印模、模型制备。(平均需要复诊6－8次)

HHV26208 固定式正畸保持器治疗
指戴用固定式正畸保持器保持，含保持期间每次复诊检查、保持器调整。不含保持器损坏的修理、

印模、模型制备。(平均需要复诊6－8次)

HHV26209 局部矫治器正畸治疗

指个别牙伸长、倾斜、局部小间隙关闭、局部间隙开辟、微小牙齿移动等矫治。使用局部矫治器矫

治(矫治器局限于3－4个牙单位以内)。含错合畸形诊断分析、矫治方案设计、矫治器安装，以及治

疗期间每次复诊检查、矫治器调整、加力、矫治器损坏的修理等处置。(约15－20次复诊需要治疗

12个月左右)

HHV19301 制戴固定式缺隙保持器
指用于乳牙早失，使继承恒牙正常萌出替换使用的固定式缺隙保持器。含试冠或带环、缺隙保持器

制作、焊接、磷酸锌水门汀粘固等操作。不含印摸、模型制备。

HHV19302 制戴活动式缺隙保持器
指乳牙早失后牙列间隙的维持。含预备基牙，选择义齿，保持器设计，制作，试戴，调合。不含印

模、模型制备。

HHW26202
牙周病伴错合畸形正畸

治疗

指轻中度牙周病伴拥挤、深覆合、深覆盖、反合矫治，使用固定矫治器矫治。含错合畸形诊断分析

、矫治方案设计、矫治器安装，以及治疗期间每次复诊检查、矫治器调整、加力等处置。（约25－

30次复诊需要治疗24个月左右）

HHW26203
重度牙周病伴错合畸形

正畸治疗

指中重度牙周病，或牙周病伴开合、严重深覆合、反合、锁合、偏合等，使用固定矫治器矫治。含

错合畸形诊断分析、矫治方案设计、矫治器安装，以及治疗期间每次复诊检查、矫治器调整、加力

等处置。（约35－40次复诊需要治疗36个月左右）

HHZ18604 错合畸形诊断设计
指错合畸形的诊断与矫治方案设计。含手工牙模型测量与二维X线头影测量描图、定点、测量与分

析、错合畸形诊断与矫治方案设计。不含模型制备、排牙试验、X线摄影。

HHZ18605 错合畸形二维诊断设计
指错合畸形的计算机诊断与矫治方案设计。含牙模型测量与计算机二维X线头影测量描图、定点、

测量与分析、错合畸形计算机二维诊断与矫治方案设计。不含模型制备、X线摄影。

HHZ18606 错合畸形三维诊断设计
指错合畸形的三维诊断与矫治方案设计。含模型三维扫描与测量、颅颌面外形与结构的三维形态扫

描、测量与分析、进行错合畸形的三维诊断与矫治设计。不含模型制备、X线摄影。
HHZ21201 固定矫治器复诊处置 指固定矫治器的复诊检查与处理。含常规检查及矫治器调整、加力，更换弓丝与矫治器附件操作。

HHZ21202 活动矫治器复诊处置
指活动矫治器的复诊检查与处理。含常规检查及矫治器调整(卡环、弹簧加力)与更换、增加矫治器

附件。

HHZ21203 功能矫治器复诊处置
指功能矫治器的复诊检查与处理。含常规检查及矫治器调整(卡环、弹簧加力)与更换、增加矫治器

附件等操作。
HHZ21204 舌侧固定矫治器复诊处 指舌侧固定矫治器的复诊检查与处理。含常规检查及矫治器调整，增加、更换弓丝与矫治器附件。

HHZ21205
无托槽隐形矫治器复诊

处置
指无托槽隐形矫治器的复诊检查与处理。含常规检查及矫治器调整，更换、增加矫治器各种附件。

HHZ26201
乳牙期安氏I类错合正

畸治疗

指乳牙期Ⅰ类错合矫治。使用缺隙保持器、活动矫治器矫治。含错合畸形诊断分析、矫治方案设计

、矫治器安装，以及治疗期间每次复诊检查、矫治器调整、加力等处置。（约20－25次复诊需要治

疗12个月左右）

HHZ26202
乳牙期复杂安氏I类错

合正畸治疗

指乳牙期前牙或后牙开合、深覆合、偏颌矫治，使用活动矫治器、功能矫治器或颌骨矫形治疗。含

错合畸形诊断分析、矫治方案设计、矫治器安装，以及治疗期间每次复诊检查、矫治器调整、加力

等处置。（约30－35次复诊需要治疗18个月左右）

HHZ26203
替牙期安氏I类错合活

动矫治器正畸治疗

指替牙期轻度牙列拥挤、个别牙反合、间隙等矫治。含替牙障碍、不良习惯的矫治，使用活动矫治

器矫治。含错合畸形诊断分析、矫治方案设计、矫治器安装，以及治疗期间每次复诊检查、矫治器

调整、加力等处置。（约30－35次复诊需要治疗18个月左右）

HHZ26204
替牙期安氏I类错合固

定矫治器正畸治疗

指替牙期轻度牙列拥挤、个别牙反合、间隙等矫治。使用固定矫治器矫治。含错合畸形诊断分析、

矫治方案设计、矫治器安装，以及治疗期间每次复诊检查、矫治器调整、加力等处置。（约20－25

次复诊需要治疗18个月左右）

HHZ26205
替牙期复杂安氏I类错

合固定矫治器正畸治疗

指替牙期前牙或后牙开合、深覆合的矫治。使用固定矫治器治疗。含错合畸形诊断分析、矫治方案

设计、矫治器安装，以及治疗期间每次复诊检查、矫治器调整、加力等处置。（约25－30次复诊需

要治疗24个月左右）

HHZ26206
恒牙期安氏I类错合固

定矫治器正畸治疗

指恒牙期牙列拥挤病例，使用拔牙或扩弓、推磨牙远移矫治。使用固定矫治器矫治。含错合畸形诊

断分析、矫治方案设计、矫治器安装，以及治疗期间每次复诊检查、矫治器调整、加力等处置。

（约25－30次复诊需要治疗24个月左右）

HHZ26207
恒牙期复杂安氏I类错

合固定矫治器正畸治疗

指恒牙期牙列拥挤拔牙间隙调整病例、颌骨前突或伴有开合、深覆合、偏颌等疑难病例、阻生齿开

窗导萌等矫治。使用固定矫治器矫治。含错合畸形诊断分析、矫治方案设计、矫治器安装，以及治

疗期间每次复诊检查、矫治器调整、加力等处置。（约35－40次复诊需要治疗36个月左右）

HHZ26208
成人安氏I类错合固定

矫治器正畸治疗

指成人拥挤拔牙病例、或扩弓、推磨牙远移病例，使用固定矫治器矫治，含错合畸形诊断分析、矫

治方案设计、矫治器安装，以及治疗期间每次复诊检查、矫治器调整、加力等处置。（约25－30次

复诊需要治疗24个月左右）

HHZ26209
成人复杂安氏Ⅰ类错合

固定矫治器正畸治疗

指成人拥挤拔牙间隙调整病例、伴有颌骨前突、开合、深覆合、偏合等疑难病例、阻生齿开窗导萌

等矫治。使用固定矫治器矫治。含错合畸形诊断分析、矫治方案设计、矫治器安装，以及治疗期间

每次复诊检查、矫治器调整、加力等处置。（约35－40次复诊需要治疗36个月左右）

HHZ26210
乳牙期安氏Ⅱ类错合正

畸治疗

指乳牙期上颌前突的矫治。使用活动矫治器、功能矫治器治疗。含错合畸形诊断分析、矫治方案设

计、矫治器安装，以及治疗期间每次复诊检查、矫治器调整、加力等处置。（约20-25次复诊需要

治疗12个月左右）

HHZ26211
乳牙期复杂安氏Ⅱ类错

合正畸治疗

指乳牙期伴有上颌前突或下颌后缩、深覆合、深覆盖畸形矫治。使用活动矫治器或活动功能矫治器

矫治。含错合畸形诊断分析、矫治方案设计、矫治器安装，以及治疗期间每次复诊检查、矫治器调

整、加力等处置。（约30－35次复诊需要治疗18个月左右）

HHZ26212
替牙期安氏Ⅱ类错合活

动矫治器正畸治疗

指替牙期轻度上颌前突、深覆合、深覆盖，及口腔不良习惯矫治。使用活动矫治器或活动功能矫治

器矫治。含错合畸形诊断分析、矫治方案设计、矫治器安装，以及治疗期间每次复诊检查、矫治器

调整、加力等处置。（约30－35次复诊需要治疗18个月左右）

HHZ26213
替牙期复杂安氏Ⅱ类错

合活动矫治器正畸治疗

指替牙期中重度上颌前突、深覆合、深覆盖，伴有开合、偏合等畸形，使用活动矫治器或活动功能

矫治器矫治，含错合畸形诊断分析、矫治方案设计、矫治器安装，以及治疗期间每次复诊检查、矫

治器调整、加力等处置。（约35－40次复诊需要治疗24个月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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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HZ26214
替牙期安氏Ⅱ类错合固

定矫治器正畸治疗

指替牙期轻度上颌前突、深覆合、深覆盖，及口腔不良习惯矫治。使用固定矫治器或固定功能矫治

器矫治。含错合畸形诊断分析、矫治方案设计、矫治器安装，以及治疗期间每次复诊检查、矫治器

调整、加力等处置。（约20－25次复诊需要治疗18个月左右）

HHZ26215
替牙期复杂安氏Ⅱ类错

合固定矫治器正畸治疗

指替牙期中重度上颌前突、深覆合、深覆盖，伴有开合、偏合等畸形，使用固定矫治器或固定功能

矫治器矫治，含错合畸形诊断分析、矫治方案设计、矫治器安装，以及治疗期间每次复诊检查、矫

治器调整、加力等处置。（约25－30次复诊需要治疗24个月左右）

HHZ26216
替牙期骨性Ⅱ类错合正

畸治疗

指替牙期轻度骨性上颌前突、深覆合、深覆盖矫治。使用固定矫治器或固定功能矫治器矫治。含错

合畸形诊断分析、矫治方案设计、矫治器安装，以及治疗期间每次复诊检查、矫治器调整、加力等

处置。（约25－30次复诊需要治疗24个月左右）

HHZ26217
替牙期复杂骨性Ⅱ类错

合正畸治疗

指替牙期中重度骨性上颌前突、深覆合、深覆盖或伴有开合、偏合、牙齿埋藏导萌等复杂病例矫

治，使用固定矫治器或固定功能矫治器矫治，含错合畸形诊断分析、矫治方案设计、矫治器安装，

以及治疗期间每次复诊检查、矫治器调整、加力等处置。（约35－40次复诊需要治疗36个月左右）

HHZ26218
恒牙期安氏Ⅱ类错合功

能矫治器正畸治疗

指恒牙期轻中度安氏Ⅱ类错合，深覆合与深覆盖矫治。使用肌激动器、肌功能调节器、双阻板功能

矫治器，固定功能矫治器等矫治。含错合畸形诊断分析、矫治方案设计、矫治器安装，以及治疗期

间每次复诊检查、矫治器调整、加力等处置。（约20－25次复诊需要治疗18个月左右）

HHZ26219
恒牙期复杂安氏Ⅱ类错

合功能矫治器正畸治疗

指恒牙期中重度安氏Ⅱ类错合，深覆合与深覆盖、伴有开合、偏合的矫治。使用肌激动器、肌功能

调节器、双阻板功能矫治器、固定功能矫治器等矫治，含错合畸形诊断分析、矫治方案设计、矫治

器安装，以及治疗期间每次复诊检查、矫治器调整、加力等处置。（约25－30次复诊需要治疗24个

月左右）

HHZ26220
恒牙期安氏Ⅱ类错合固

定矫治器正畸治疗

指恒牙期轻中度安氏Ⅱ类错合、深覆合与深覆盖矫治，非拔牙或简单拔牙矫治，使用固定矫治器矫

治。含错合畸形诊断分析、矫治方案设计、矫治器安装，以及治疗期间每次复诊检查、矫治器调整

、加力等处置。（约25－30次复诊需要治疗24个月左右）

HHZ26221
恒牙期复杂安氏Ⅱ类错

合固定矫治器正畸治疗

指恒牙期中重度安氏Ⅱ类错合，深覆合、深覆盖，伴前牙开合、偏合、埋藏牙导萌矫治、磨牙拔除

病例等，使用固定矫治器矫治，含错合畸形诊断分析、矫治方案设计、矫治器安装，以及治疗期间

每次复诊检查、矫治器调整、加力等处置。（约35－40次复诊需要治疗36个月左右）

HHZ26222
成人安氏Ⅱ类错合固定

矫治器正畸治疗

指成人轻中度安氏Ⅱ类错合、深覆合与深覆盖，非拔牙或简单拔牙矫治，使用固定矫治器矫治。含

错合畸形诊断分析、矫治方案设计、矫治器安装，以及治疗期间每次复诊检查、矫治器调整、加力

等处置。（约25－30次复诊需要治疗24个月左右）

HHZ26223
成人复杂安氏Ⅱ类错合

固定矫治器正畸治疗

指成人中重度安氏Ⅱ类错合，深覆合、深覆盖，伴前牙开合、偏合、埋藏牙导萌矫治、磨牙拔除病

例等，使用固定矫治器矫治，含错合畸形诊断分析、矫治方案设计、矫治器安装，以及治疗期间每

次复诊检查、矫治器调整、加力等处置。（约35－40次复诊需要治疗36个月左右）

HHZ26224
恒牙期骨性Ⅱ类错合固

定矫治器正畸治疗

指恒牙期轻度骨性Ⅱ类错合、深覆合与深覆盖矫治，非拔牙或简单拔牙矫治，使用固定矫治器矫治

。含错合畸形诊断分析、矫治方案设计、矫治器安装，以及治疗期间每次复诊检查、矫治器调整、

加力等处置。（约25－30次复诊需要治疗24个月左右）

HHZ26225
恒牙期复杂骨性Ⅱ类错

合固定矫治器正畸治疗

指恒牙期中重度骨性Ⅱ类错合、深覆合、深覆盖，伴前牙开合、偏合、埋藏牙导萌矫治、磨牙拔除

病例等，使用固定矫治器矫治。含错合畸形诊断分析、矫治方案设计，以及治疗期间每次复诊检查

、矫治器调整、加力等处置。（约35－40次复诊需要治疗36个月左右）

HHZ26226
乳牙期安氏Ⅲ类错合正

畸治疗

指乳牙期前牙反合及不良习惯的改正，使用活动矫治器矫治。含错合畸形诊断分析、矫治方案设计

、矫治器安装，以及治疗期间每次复诊检查、矫治器调整、加力等处置。（约20－25次复诊需要治

疗12个月左右）

HHZ26227
乳牙期复杂安氏Ⅲ类错

合正畸治疗

指乳乳牙期前牙反合或牙全牙列反合，使用活动或半固定矫治器、上颌前方牵引、颏兜等矫治。含

错合畸形诊断分析、矫治方案设计、矫治器安装，以及治疗期间每次复诊检查、矫治器调整、加力

等处置。（约30－35次复诊需要治疗18个月左右）

HHZ26228
替牙期安氏Ⅲ类错合活

动矫治器正畸治疗

指替牙期前牙反合，使用活动矫治器矫治。含错合畸形诊断分析、矫治方案设计、矫治器安装，以

及治疗期间每次复诊检查、矫治器调整、加力等处置。（约30－35次复诊需要治疗18个月左右）

HHZ26229
替牙期复杂安氏Ⅲ类错

合活动矫治器正畸治疗

指替牙期前牙反合或全牙列反合，使用活动矫治器矫治，上颌扩弓、前方牵引或颏兜牵引矫治。含

错合畸形诊断分析、矫治方案设计、矫治器安装，以及治疗期间每次复诊检查、矫治器调整、加力

等处置。（约35－40次复诊需要治疗24个月左右）

HHZ26230
替牙期安氏Ⅲ类错合固

定矫治器正畸治疗

指替牙期前牙反合，使用固定矫治器矫治。含错合畸形诊断分析、矫治方案设计、矫治器安装，以

及治疗期间每次复诊检查、矫治器调整、加力等处置。（约20－25次复诊需要治疗18个月左右）

HHZ26231
替牙期复杂安氏Ⅲ类错

合固定矫治器正畸治疗

指替牙期前牙反合或全牙列反合，使用固定矫治器矫治，上颌扩弓、前方牵引或颏兜牵引矫治，含

错合畸形诊断分析、矫治方案设计、矫治器安装，以及治疗期间每次复诊检查、矫治器调整、加力

等处置。（约25－30次复诊需要治疗24个月左右）

HHZ26232
替牙期安氏Ⅲ类错合功

能矫治器正畸治疗

指替牙期安氏Ⅲ类错合，轻度下颌前突，使用功能矫治器矫治。含错合畸形诊断分析、矫治方案设

计、矫治器安装，以及治疗期间每次复诊检查、矫治器调整、加力等处置。（约20－25次复诊需要

治疗18个月左右）

HHZ26233
替牙期复杂安氏Ⅲ类错

合功能矫治器正畸治疗

指替牙期安氏Ⅲ类错合，下颌前突，反合、伴开合、偏合等疑难病例，使用功能矫治器矫治。含错

合畸形诊断分析、矫治方案设计、矫治器安装，以及治疗期间每次复诊检查、矫治器调整、加力等

处置。（约25－30次复诊需要治疗24个月左右）

HHZ26234
恒牙期安氏Ⅲ类错合固

定矫治器正畸治疗

指前牙反合，伴拥挤不拔牙病例和简单拔牙病例，使用固定矫治器矫治。含错合畸形诊断分析、矫

治方案设计、矫治器安装，以及治疗期间每次复诊检查、矫治器调整、加力等处置。（约25－30次

复诊需要治疗24个月左右）

HHZ26235
恒牙期复杂安氏Ⅲ类错

合固定矫治器正畸治疗

指前牙或前后牙反合、轻度下颌前突，伴开合、偏合、磨牙拔除矫治、埋藏牙导萌等，使用固定矫

治器矫治。含错合畸形诊断分析、矫治方案设计、矫治器安装，以及治疗期间每次复诊检查、矫治

器调整、加力等处置。（约35－40次复诊需要治疗36个月左右）

HHZ26236
成人安氏Ⅲ类错合固定

矫治器正畸治疗

包指成人前牙反合，伴拥挤不拔牙病例和简单拔牙病例，使用固定矫治器矫治。含错合畸形诊断分

析、矫治方案设计、矫治器安装，以及治疗期间每次复诊检查、矫治器调整、加力等处置。（约25

－30次复诊需要治疗24个月左右）

HHZ26237
成人复杂安氏Ⅲ类错合

固定矫治器正畸治疗

指成人前牙或前后牙反合、轻度下颌前突，伴开合、偏合、磨牙拔除矫治、埋藏牙导萌等，使用固

定矫治器矫治。含错合畸形诊断分析、矫治方案设计、矫治器安装，以及治疗期间每次复诊检查、

矫治器调整、加力等处置。（约35－40次复诊需要治疗36个月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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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HZ26238
恒牙期骨性Ⅲ类错合固

定矫治器正畸治疗

指恒牙期轻度骨性下颌前突、上颌后缩、前牙反合，拔牙或非拔牙、上颌扩弓、前方牵引、固定矫

治器矫治。含错合畸形诊断分析、矫治方案设计、矫治器安装，以及治疗期间每次复诊检查、矫治

器调整、加力等处置。（约25－30次复诊需要治疗24个月左右）

HHZ26239
恒牙期复杂骨性Ⅲ类错

合固定矫治器正畸治疗

指恒牙期中度骨性上颌后缩、下颌前突，伴前牙或前后牙反合、开合、偏合、埋藏牙导萌及磨牙拔

除矫治等，使用固定矫治器、上颌扩弓、前方牵引、骨牵张矫治，含错合畸形诊断分析、矫治方案

设计、矫治器安装，以及治疗期间每次复诊检查、矫治器调整、加力等处置。（约35－40次复诊需

要治疗36个月左右）

HHZ26240
牙周病伴错合畸形活动

矫治器正畸治疗

指轻中度牙周病伴前牙轻度唇倾、关闭小间隙、个别牙错位的简单正畸治疗，使用活动矫治器矫治

。含错合畸形诊断分析、矫治方案设计、矫治器安装，以及治疗期间每次复诊检查、矫治器调整、

加力等处置。（约30－35次复诊需要治疗18个月左右）

HHZ26241
乳牙期颜面不对称畸形

正畸治疗

指乳牙期颜面不对称伴偏合、反合畸形，使用活动矫治器矫治，含错合畸形诊断分析、矫治方案设

计、矫治器安装，以及治疗期间每次复诊检查、矫治器调整、加力等处置。（约30－35次复诊需要

治疗18个月左右）

HHZ26242
替牙期颜面不对称畸形

的正畸治疗

指替牙期颜面不对称伴偏合、反合畸形，使用活动或固定矫治器矫治，含错合畸形诊断分析、矫治

方案设计、矫治器安装，以及治疗期间每次复诊检查、矫治器调整、加力等处置。（约25－30次复

诊需要治疗24个月左右）

HHZ26243
恒牙期颜面不对称畸形

的正畸治疗

指恒牙期颜面不对称伴反合、偏合畸形的正畸治疗，使用固定矫治器矫治。含错合畸形诊断分析、

矫治方案设计、矫治器安装，以及治疗期间每次复诊检查、矫治器调整、加力等处置。（约35－40

次复诊需要治疗36个月左右）
6.口腔种植

HHZ55201 种植过渡义齿
含覆盖帽的安卸，个别托盘的应用，印模的制取，比色，模型修整，临时基台的选择，技工室制作

树脂过渡义齿，冠桥的试戴，棘轮扳手的紧固，螺丝孔封闭。

HHZ55202 种植覆盖义齿

指全口杆卡式，磁附着式，球帽式等固位方式。具体含研究模制取，制作个别托盘、卸种植愈合

帽，安装种植取模部件，连接种植替代体，牙龈硅胶、超硬石膏模型灌制模型，合关系记录、转

移，试排牙，连接基台和种植固位体，种植固位体支架临床试戴，热凝树脂义齿技工制作，义齿试

戴、修改、咬合检查、调整咬合。不含金沉积加工工艺。

HHZ55203 全口种植固定树脂义齿
含种植模型制备、关系转移、种植基台选择和调改、铸造普通钴铬合金支架、排牙、技工室制作完

成全口种植义齿、种植基台口内转移和安装、义齿临床试戴、修改、咬合检查、抛光完成等。
HHZ21603 种植过渡义齿颈缘调整 根据种植周围软组织形态以及预期目标，用树脂调整过渡义齿颈缘形态。
HHZ55613 颅颌面赝复种植固位 种植固位方式的设计、种植取模、固位体的制备、基台与固位体的临床转移和安装等。

HHZ21617 种植金属固定冠桥修复
含覆盖帽的安卸，安装种植取模部件，普通硅橡胶口腔印模制取，连接种植替代体，牙龈硅胶、超

硬石膏模型灌制，基台的选择及安装，共同就位道的确定，基台调磨，棘轮扳手的使用，个别托盘

的应用，钴铬金属修复体技工室制作，基台的试戴，冠桥的试戴粘固或螺丝固定。

HHZ21618 种植烤瓷固定冠桥修复
含覆盖帽的安卸，安装种植取模部件，普通硅橡胶口腔印模制取，连接种植替代体，牙龈硅胶、超

硬石膏模型灌制，基台的选择及安装，共同就位道的确定，基台调磨，棘轮扳手的使用，个别托盘

的应用，比色，钴铬金属烤瓷修复体技工室制作，基台的试戴，冠桥的试戴粘固或螺丝固定。
(七)呼吸系统

HZD38101 胸腔灌注治疗 在胸腔穿刺或置管后，根据患者病情向胸腔注入药物。不含胸腔穿刺术或胸腔穿刺置管术。

HJH29401 无创呼吸机辅助通气

消毒呼吸机及重复使用的管路和面罩，组装连接重复使用或一次性使用的呼吸机管路与面罩，开机

检测呼吸机功能。向患者解释说明，为患者选择合适大小的面罩，协助患者佩戴面罩并连接呼吸机

辅助通气，及时向湿化罐内添加无菌蒸馏水并更换湿化纸，密切监测患者病情变化，根据病情实时

调节通气参数及模式。

HJH29402 有创呼吸机辅助通气

消毒呼吸机及可重复使用的管路，组装连接重复使用或一次性使用的呼吸机管路及细菌过滤器并检

测呼吸机功能。建立人工气道(气管插管或气管切开)成功后，连接呼吸机辅助通气，根据患者病情

设置合理通气模式及参数，使用人工鼻进行气道湿化时无需应用加热湿化器，使用加热湿化器时需

及时向湿化罐内添加无菌蒸馏水并更换湿化纸，当有分泌物污染管路时更换呼吸机管路或定期更换

呼吸机管路，及时吸痰保持气道通畅。密切观察患者病情，根据病情实时调节通气参数及模式。不

含气管插管或气管切开术。
HJH16403 舱内直排吸氧 重症病人、气管切开病人占用抢救用平车位、使用舱内急救供氧管道，特制头罩直排吸氧。
HJH16404 常压高流量吸氧 常压下使用肺式氧阀(非鼻导管或文式)高流量吸氧。

HJH26901 高压氧舱常规治疗

病人在高压氧舱内升高环境压力， 应用吸氧管和面罩吸入高流量纯氧治疗，压力为1.0以上-2.5个

大气压。含头罩和安全防护措施。吸氧，使用加压空气、空气压缩机及储气罐、储水罐、冷干机，

舱体及安全阀等。每次治疗后舱内消毒。

HJH26902 舱内婴儿车治疗
舱内使用急救供氧管道用婴儿吸氧车吸氧(压力与高压氧舱同步)。舱内需有医护人员操作婴儿吸氧

车并进行病情观察。
HJH26903 婴儿氧舱治疗 使用婴儿氧舱对患儿进行加压治疗，压力为1.0以上-2个大气压。

HJH26904 超高压力高压氧治疗
病人在高压氧舱内，升高环境压力，应用吸氧管和面罩吸入高流量纯氧治疗，压力为1.0不含1.0)-

2.5个大气压(不含2.5)。舱内医护人员监护和指导。不含舱内心电、呼吸、血压血氧监护、雾化吸

入。
HJH26905 高浓度氧射流雾化治疗 高压氧常规治疗中应用高浓度氧射流雾化装置进行雾化吸入治疗。
HJH26906 单人舱治疗 使用单人高压氧舱加压吸氧治疗，含纯氧舱，压力1.0(不含1.0)-2.5个大气压(含2.5)。
HJH26907 医护陪舱治疗 病人在高压氧舱治疗中有医生或护士在舱中监护和指导治疗。
HJH26908 非常规开舱治疗 使用多人氧舱为重症病人非常规开舱治疗。医、护、技人员和氧舱使用消耗与多人氧舱开舱时一样

HJH86901 高压氧舱内抢救
危重病人在高压氧舱内进行抢救治疗。患者生命体征不稳定，舱内需采取多种抢救措施，有丰富高

压氧舱抢救治疗经验的医护人员两人以上在舱内，舱外有医护技人员配合。

HJH09901 高压氧舱监护
指重症病人在舱内通过特殊连接的监测线路进行心电、血压、血氧监测。检测仪需放在氧舱外，导

线穿过舱体，通过密封防爆处理，连接到病人体表进行监测。

HJZ26601 体外膈肌起搏治疗
确定双侧膈神经运动点和胸大肌位置，连接电极板，开启膈肌起搏器，选择合适的起搏方式，逐渐

调节起搏强度，监测治疗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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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JZ26903
吸入性损伤气道灌洗治

疗

将导管经气管切开处放入气道直到左右支气管，注入一定量清洗液，随后吸出清洗液以达到清除气

道内异物、附着物、分泌物、脱落坏死组织及炎性介质的目的，重复灌洗2-5回，操作期间给予吸

氧并监护生命体征变化。
(八)循环系统

HKT09901 院内遥测心电监护 皮肤清洁处理，安放并固定电极，通过中心工作站实时监护心电变化。

HKT01201 经食管心脏调搏
口咽局部麻醉，润滑鼻腔，将电极导管经鼻送至食管内合适位置，安放体表电极，记录食管内心电

图及体表心电图，将刺激仪与食道电极连接，给予电刺激，评价心脏电生理功能(含窦房结功能、

房室结功能、诱发心动过速并判断心动过速类型等)。

HKT26201
经食管心脏超速抑制治

疗

口咽局部麻醉，润滑鼻腔，将电极导管经鼻送至食管内合适位置，安放体表电极，记录食管内心电

图及体表心电图，将刺激仪与食道电极连接，给予快速电刺激终止心动过速。

HKT26601 心脏电复律
静脉麻醉(可由本科医生执行，但最好麻科医生在场)，皮肤清洁处理，使用体外心脏复律除颤器，

放置复律电极片或电极板，采用同步法给予不同能量电击复律。

HKT26602 心脏电除颤
静脉麻醉(可由本科医生执行，但最好麻科医生在场)，皮肤清洁处理，使用体外心脏复律除颤器，

放置除颤电极片或电极板，采用非同步法给予不同能量电击除颤。
HKT26603 体外反搏治疗 皮肤清洁处理，安放电极，连接体外反搏器行反搏治疗。

HKT26604 体外自动心脏除颤术
识别室颤，皮肤清洁处理，使用体外自动心脏除颤器，放置除颤电极片或电极板，采用非同步法给

予不同能量电击除颤。

HKT21601
心脏再同步化治疗的程

控功能检查

在超声心动图评价心脏同步化程度的基础上，对三腔起搏器的房室间期和心室间差异间期等参数进

行程控，比较不同参数设置下的心脏同步化程度，最终达到最佳设置。不含影像学检查。
HLF13901 颈动脉压迫训练 指手法将颈动脉压闭(mata's)，促进颅内侧枝循环建立的训练方法。

(九)造血及淋巴系统

HNA61601 骨髓红细胞去除
指ABO血型主要不合的供者。将骨髓血袋混匀，取样人工白细胞计数，称重，加入羟乙基淀粉沉

降，待红细胞完全沉降后将红细胞分流至另一血袋中，分别混匀，取样人工白细胞计数，称重，热

合封口、贴标签。

HNA61602 骨髓血浆去除
指ABO血型次要不合的供者。混匀骨髓，取样人工计数白细胞，称重，离心，用分浆夹将血浆去

除，分别混匀，取样人工白细胞计数，热合封口血袋，称重，贴标签。

HNB23501 造血干细胞回输
在无菌层流房间内进行。新鲜造血干细胞或解冻复苏后的造血干细胞从中心静脉插管输注，需床旁

严密监测输注过程，防止不良反应。含骨髓血、外周血干细胞、脐带血回输。不含冻存造血干细胞

解冻。

HNB22601 造血干细胞超低温冻存
指骨髓或外周血或脐带血冻存。将造血干细胞在无菌操作下按比例加入人血白蛋白、二甲基亚砜、

羟乙基淀粉溶液，混匀后分装入冷冻袋中，封口，放入-80℃深低温冰箱中冻存。

HNB22602 造血干细胞液氮冻存
指骨髓或外周血或脐带血冻存。将造血干细胞在无菌操作下按比例加入人血白蛋白、二甲基亚砜、

羟乙基淀粉溶液，混匀后分装入冷冻袋中，封口，用冷冻降温仪进行程控降温，当样品温度降到－

90℃时，取出样本冷冻盒迅速放入液氮冻存。
HNB25601 造血干细胞解冻 将液氮或超低温冰箱保存的造血干细胞取出，迅速放入恒温水箱内解冻。

HNB26501 干细胞分离单采治疗

指用血细胞分离机进行干细胞分离单采。审核患者信息及医嘱，患者准备，仰卧位，安装配套一次

性管路，设置单采程序及输入相关数据，管路预冲，连接一次性穿刺针，皮肤消毒，双侧肘静脉

(桡动脉)穿刺双通路，调整抗凝剂比例，启动体外循环血液采集，采集过程监控，随时调整血流速

度及抗凝剂比例，静脉小壶钙剂补充，并发症处理，实施治疗给药，回输血液，冲洗管路，封口钳

铝钉封闭管路，压迫止血，包扎，拆卸管路，设备复原。不含监护。

HND26501 血浆分离单采治疗

指用血细胞分离机进行血浆分离单采。审核患者信息及医嘱，患者准备，仰卧位，安装配套一次性

管路，设置单采程序及输入相关数据，管路预冲，连接一次性穿刺针，皮肤消毒，双侧肘静脉(桡

动脉)穿刺双通路，调整抗凝剂比例，启动体外循环血液采集，采集过程监控，随时调整血流速度

及抗凝剂比例，静脉小壶钙剂补充，并发症处理，实施治疗给药，回输血液有效成份，冲洗管路，

封口钳铝钉封闭管路，压迫止血，包扎，拆卸管路，设备复原。不含监护。

HND26601 血液光量子照射治疗

指用一次性采血袋采集自身静脉血液200毫升或用库血200毫升，超净台内将所采血液转移至紫外线

专用袋中，放入紫外线治疗仓内，无菌连接输氧管后，开启光量子仪，照射剂量2500毫焦/平方厘

米，10分钟，夹住氧气和血液通路，从紫外线仓移至超净台，将照射过血液转移至原血袋，热合机

封口，贴签标注，待输用。

HND23501 术中自体血回输
安装自体血回收装置，连接自体血回收机，术中持续自体血回收、洗涤，将回收悬红细胞回输给病

人。

HND23502 等容血液稀释治疗
建立静脉输液和采血通路，在生命体征监测下按需要采血并储存于保存袋中，同时输入相应容量的

液体维持有效循环血容量不变。采出的血液在需要时再输入病人体内。

HND28601 白细胞除滤

指对全血或红细胞、血小板、血浆成分的白细胞过滤。使用一次性白细胞除滤器将血液成分过滤至

转移袋的过程，用无菌接合机或在超净台中穿刺操作进行血袋与过滤器的接合，悬挂血袋，排气充

实滤器，经白细胞除滤器非压力自然悬挂过滤，滤后闭合过滤通道，打开排气通道排气，热合转移

袋，脱离滤器，贴签标注。

HND51501 单膜血浆置换
用专用血浆置换装置，将病人血液引出体外，并利用血浆分离器，用健康新鲜血浆(或白蛋白溶液

、其它血浆代用品)置换出含有致病因子的血浆。

HND51502 双膜血浆置换
用专用血浆置换装置，将病人血液引出体外，并利用血浆分离器和血浆成分分离器，用健康新鲜血

浆(或白蛋白溶液、其它血浆代用品)置换出含有致病因子的血浆。

HNE26501 粒细胞分离单采治疗

指用血细胞分离机进行粒细胞分离单采。审核患者信息及医嘱、患者准备、仰卧位、安装配套一次

性管路、设置单采程序及输入相关数据、管路预冲、连接一次性穿刺针、皮肤消毒、双侧肘静脉

(桡动脉)穿刺双通路、调整抗凝剂比例、启动体外循环血液采集、采集过程监控、随时调整血流速

度及抗凝剂比例、静脉小壶钙剂补充、并发症处理、实施治疗给药、回输血液、冲洗管路、封口钳

铝钉封闭管路、压迫止血、包扎、拆卸管路，设备复原。不含监护。

HNE26502 淋巴细胞分离单采治疗

指用血细胞分离机进行淋巴细胞分离单采。审核患者信息及医嘱、患者准备、仰卧位、安装配套一

次性管路、设置单采程序及输入相关数据、管路预冲、连接一次性穿刺针、皮肤消毒、双侧肘静脉

(桡动脉)穿刺双通路、调整抗凝剂比例、启动体外循环血液采集、采集过程监控、随时调整血流速

度及抗凝剂比例、静脉小壶钙剂补充、并发症处理、实施治疗给药、回输血液、冲洗管路、封口钳

铝钉封闭管路、压迫止血、包扎、拆卸管路，设备复原。不含监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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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名称 项目内涵

HNE26503 红细胞分离单采治疗

指用血细胞分离机进行红细胞分离单采。审核患者信息及医嘱，患者准备，仰卧位，安装配套一次

性管路，设置单采程序及输入相关数据，管路预冲，连接一次性穿刺针，皮肤消毒，双侧肘静脉

(桡动脉)穿刺双通路，调整抗凝剂比例，启动体外循环血液采集，采集过程监控、随时调整血流速

度及抗凝剂比例，静脉小壶钙剂补充，并发症处理，实施治疗给药，回输血液，冲洗管路，封口钳

铝钉封闭管路，压迫止血，包扎，拆卸管路，设备复原。不含监护。

HNE26601 血小板分离单采治疗

指用血细胞分离机进行血小板分离单采。审核患者信息及医嘱，患者准备，仰卧位，安装配套一次

性管路，设置单采程序及输入相关数据，管路预冲，连接一次性穿刺针，皮肤消毒，双侧肘静脉

(桡动脉)穿刺双通路，调整抗凝剂比例，启动体外循环血液采集，采集过程监控，随时调整血流速

度及抗凝剂比例，静脉小壶钙剂补充，并发症处理，实施治疗给药，回输血液，冲洗管路，封口钳

铝钉封闭管路，压迫止血，包扎，拆卸管路，设备复原。不含监护。

HNE38101
细胞因子活化杀伤

(CIK)细胞输注治疗

提前20日采集患者骨髓进行体外树突状细胞培养，提前10日用血细胞分离机采集患者外周血单个核

细胞进行培养，将培养的上述细胞进行混匀，于当日和次日离心富集回输给患者。
(十)消化系统

HPC26601 体表胃起搏治疗 将体表胃起搏器电极贴敷于胃体及胃窦的体表投影处，输送电刺激信号。

HPN38201
先天性巨结肠回流洗肠

治疗

取截石位固定，肛查1次，插入肛管10-15厘米，经灌肠器注入生理盐水，按摩揉压腹部，再排出，

反复数次，直至排出液清洁。

HPN38202
先天性巨结肠术前清洁

洗肠治疗

取截石位固定，肛查1次，插入肛管10-15厘米，经灌肠器注入生理盐水，按摩揉压腹部，再排出，

反复数次，直至排出液清洁。药物保留灌肠1次。
HPR55601 混合痔嵌顿手法还纳术 检查嵌顿痔核，适度以手指推入还纳。

HPR26201 肛门直肠生物反馈治疗
清洁远段肠道，左侧卧位，经肛门置入肌电反馈治疗仪电极及直肠肛门测压导管，根据肌电信号及

测压图形，训练患者正确的排便动作。
HPU55601 肠套叠手法复位 腹部检查，明确肠套叠部位，反复变换体位，手法推拿复位，检验效果。
HPU55602 嵌顿疝手法复位 疝检查，内外环检查，注射局麻药物，复位后评估效果。

(十一)泌尿系统

HRA26501
连续性肾脏替代治疗—

人工法

利用简易血泵、输液泵、简易管路(可用普通血液透析管路改造)等设备，对病人进行连续肾脏替代

(连续性血液净化)治疗，含连续性血液滤过、连续性血液透析、连续性血液透析滤过、缓慢单纯超

滤、高容量血液滤过、缓慢低流量每日透析等。根据病情不同，治疗时间可以从数小时到数十小时

不间断治疗。

HRA26502
连续性肾脏替代治疗—

机器法

利用专业设备，对病人进行连续肾脏替代(连续性血液净化)治疗，含连续性血液滤过、连续性血液

透析、连续性血液透析滤过、缓慢单纯超滤、高容量血液滤过、缓慢低流量每日透析等。根据病情

不同，治疗时间可以从数小时到数十小时不间断治疗。

HRZ38501 功能不良导管处理
对于导管在使用过程中出现出血不畅，不能保证足够的血流量供血液净化治疗，经过一系列检查考

虑有血栓形成，需要用溶栓药物治疗导管功能不良。一般用尿激酶等溶栓药物封堵导管的管腔，保

留一段时间后抽出溶栓药物，可以重复两至三次上述过程。不含血液透析导管封管术。

HRZ38502 功能不良内瘘溶栓处理
对于内瘘在使用过程中出现出血不畅，不能保证足够的血流量供血液净化治疗，经过一系列检查考

虑有血栓形成，需要用溶栓药物治疗内瘘功能不良。一般用尿激酶等溶栓药物注射进瘘管，保留一

段时间后观察内瘘通畅程度是否改善，必要时可以重复两至三次上述过程。
HRZ60601 体外冲击波碎石 患者取适当体位，X线或B超定位，调整冲击波，实时监视。

HRZ17601 腹透机自动腹膜透析
使用自动化腹透机完成腹膜透析。含自动腹透液加温，定量、定时注入透析液，按时引流透析液，

引流液的自动测量及超滤量的计算。引流缓慢、负超滤等自动报警。

HRZ43601 腹膜透析管封管
操作者洗手，带好口罩帽子。将药物(肝素钠、尿激酶、抗菌素等)吸入到注射器中，打开短管处的

一次性碘伏帽，将注射器的针乳头对接短管外口，打开短管处螺旋开关，将药物推入管中，关闭螺

旋开关，取下注射器，用一个新一次性碘伏帽封闭短管外口。将废液和废液袋进行测量和处理。

HRZ44101 腹膜透析液标本留取
操作者洗手，带好口罩帽子，戴一次性手套。先自腹腔中的透析液引流至空袋子中，将此袋子与病

人短管分离后置于一台面上，采用无菌方法，用注射器自透析液袋上的取样口处抽取引流液，分别

放置于不同的标本容器中。

HRZ21601 腹膜透析液更换

在治疗室进行。含腹透液加温、加药、腹透换液操作、废液的测量和处理。室内用紫外线消毒40分

钟、清洗消毒液擦洗地面、用75%酒精擦洗桌面，洗手(6步骤)至少2分钟，戴口罩，取出加温好的

透析液并检查(有效日前、浓度、是否浑浊、是否漏液、温度)，打开透析液外包装袋，再次检查内

袋是否有渗漏，用蓝夹子夹住入水管路，再将透析液袋子堵塞管折断，并将袋子挂在透析液架子

上，将透析短管与透析液管路快速对接，拧紧，打开腹部短管旋转开关，将腹腔中前次灌入的透析

液排入至空袋中，关闭短管，将入水管夹打开，排空管路中空气，打开透析短管，将新的透析液灌

入腹腔，关闭透析短管，将碘伏小帽与短管接口处拧紧。不含腹透换液操作培训。
HRZ21602 腹膜透析体外短管换管 在无菌条件下，更换腹膜透析体外专用短管。

HRZ21603 人工透析器复用
人工方法用反渗水冲洗使用过的透析器、将透析器膜内外灌满消毒后保存，待下次使用。含手工容

量测定、破膜试验。

HRZ21604 半自动透析器复用
半自动方法用反渗水冲洗使用过的透析器、将透析器膜内外灌满消毒后保存，待下次使用。含半自

动容量测定、破膜试验。

HRZ21605 全自动透析器复用
将用过的透析器连接全自动复用机，全自动方法用反渗水冲洗使用过的透析器、将透析器膜内外灌

满消毒后保存，待下次使用。含全自动容量测定、破膜试验。
HRZ17501 血液透析 使用血液透析机和相应管路，将病人血液引出体外并利用透析器进行普通透析治疗。

HRZ17502 在线血液滤过
使用在线血液透析滤过机和相应管路，将病人血液引出体外并利用血液滤过器进行血液滤过治疗，

从血液滤过器前或者后注入在线产生的置换液。需要置换液滤过装置。

HRZ17503 非在线血液滤过
使用血液透析滤过机和相应管路，将病人血液引出体外并利用血液滤过器进行血液滤过治疗，从血

液滤过器前或者后注入成品包装的置换液。

HRZ17504 在线血液透析滤过
使用血液透析滤过机和相应管路，将病人血液引出体外并利用血液滤过器进行血液透析加滤过治

疗，从血液滤过器前或者后注入在线产生的置换液。需要置换液滤过装置。

HRZ17505 非在线血液透析滤过
使用血液透析滤过机和相应管路，将病人血液引出体外并利用血液滤过器进行血液透析加滤过治

疗，从血液滤过器前或者后注入成品包装的置换液。

HRZ26501 血液灌流治疗
主要用于急性中毒的抢救以及需要清除一些大分子有害物质的治疗，可用常规血液透析机，连续性

肾脏替代治疗设备或者独立的血泵进行，用专用的管路和血液灌流器，对血液进行非特异性的吸附

治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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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RZ26502
连续性血浆滤过吸附

(CPFA)治疗

利用专业设备，对分离出的病人血浆，进行去除致病因子的吸附处置，处置后的血浆再输回病人体

内。治疗时间可以从数小时到数十小时不间断治疗。

HZW26501
分子吸附循环系统治疗

(MARS)

指人工肝系统。需连续性肾脏替代治疗(CRRT系统)及分子吸附循环系统治疗(MARS系统)整合完成治

疗。用于治疗各种原因的肝功能衰竭，因主要采用血液净化的一些原理和设备，如透析，滤过，血

浆分离，吸附等。不含重症肝衰竭病人的心电监护。
(十二)男性生殖系统

HSE15201 前列腺按摩 局部清洁，润滑，经直肠按摩前列腺。
HSJ55601 嵌顿包茎手法复位 阴茎消毒，润滑阴茎头，使用手法包皮复位。

HSK44601 电动模拟辅助取精
专用取精室。清洁外生殖器，双手消毒，视听觉性刺激(DVD、液晶电视或液晶视听眼镜)，使用模

拟阴道电动促射精，获取精液。不含精液分析、精子优选处理、精子培养及冷冻。
HSK44602 电动按摩辅助取精 阴茎消毒，电动按摩阴茎头，辅助取精。不含精子优选处理、精液分析、精子培养及冷冻。

HSK44603 精子优选处理
层流实验室，恒温无菌操作台，专用精子培养液，恒温离心机。使用精子上游法处理精液，获取前

向运动精子。显微镜下观察。不含精液采集、精液分析、精子培养及冷冻。

HSK44604
精子优选处理—密度梯

度离心法

留取精液，层流实验室，恒温无菌操作台，专用密度梯度离心液，恒温离心机。梯度离心处理精

液，获取前向运动精子。显微镜下观察精子质量。不含精液采集、精液分析、精子培养及冷冻。

HSK22601 精液冷冻
取精室内采集精液，标准化精液分析。预先准备好精子冷冻保护剂，恢复至室温。与精液混合后分

装为4管。置于程序冷冻仪内行程序冷冻后移入液氮罐中保存。一周之内预解冻一管，再次行标准

化精液分析，决定冷冻精液是否可用，登记，存档。

HSK22602 供精冷冻精液

捐精志愿者招募、体检、精液常规分析、血生化、遗传学及传染病学检查，初筛合格率20%。在取

精室内消毒(手和外生殖器)、采集精液，标准化精液分析、计数并记录。预先准备好精子冷冻保护

剂，恢复至室温。与精液混合后分装。置于程序冷冻仪内行程序冷冻后移入液氮罐中保存。一周之

内预解冻一管，再次行精液分析，记录，决定冷冻精液是否可用，登记，存档。捐精完成后检疫6

个月再次进行传染病、HIV检查及精液常规分析，合格者保存外供。信息反馈收集。
HSK22603 精液冷冻保存 冷冻精液放入液氮罐中保存，需每日添加液氮，做记录，核对冷冻记录，安全监控。

HSK25601 精液冷冻复苏
从冷冻库里取出存有冷冻精液的冷冻管，置于室温15分钟，融化后行标准化精液形态分析，记录。

常规处理精液后，置于三气培养箱内待用。需使用相差显微镜。

HSK11601
精子库供精信息技术咨

询

从人类精子库购买精子标本，清点，记录，冷冻待用。严格筛查病人，建立档案，预约安排实施供

精人工授精(AID)，严格每份供精源最多使5位妇女受孕，严密保存供受双方档案70年。100％随访

到婴儿至出生后1个月，并在结婚前做婚前排查。
(十三)女性生殖系统

HTA22601 卵巢组织冷冻
麻醉，开腹，取出卵巢组织，放入4℃培养液中迅速转移到实验室，切成小块，应用快速冷冻或慢

速程序化冷冻(置于冷冻仪中)方法冷冻，放入液氮罐中保存。需使用程序冷冻仪。
HTA22602 卵巢组织冷冻保存 卵巢组织放入液氮罐中保存，需每日添加液氮，做记录，定期清洁液氮罐外表面，核对冷冻记录。

HTA25601 卵巢组织冷冻复苏
从冷冻库里取出卵巢组织，按程序解冻，将解冻后组织放入准备好的培养液中置于二氧化碳培养箱

中培养。用于自体或异体移植。或体外培养用于获得卵母细胞。

HTC38201 宫颈管上药
膀胱截石位，臀部铺消毒巾，外阴消毒铺巾，双合诊或三和诊盆腔检查，放入窥器、暴露宫颈阴

道，干棉球擦净宫颈粘液，消毒宫颈阴道，钳夹牵引宫颈，将药拴放入宫颈管内，带尾消毒棉球或

纱条放置阴道内，嘱患者6-8小时内自行取出。

HTC60201 宫颈红外线治疗
膀胱截石位，外阴阴道消毒铺巾，消毒宫颈，查看病变部位 ， 红外线治疗宫颈病变部位，创面止

血，宣教术后注意事项。

HTD57201 宫腔填塞
经阴道或经剖宫产子宫切口填塞。经阴道膀胱截石位，外阴阴道消毒铺巾，助手按压宫底，术者持

填塞钳依次充填纱条，填满宫腔，末端引出阴道口。

HTJ38201 阴道灌洗上药
膀胱截石位，消毒铺巾，放置窥器，将3‰碘伏稀释液或1‰新洁尔灭液200-300毫升等，置于悬挂

式冲洗桶内，手控液体流量，依次冲洗宫颈外口、阴道穹窿及全部阴道，遵医嘱将相关药物放置阴

道内。
HTJ57201 阴道填塞 膀胱截石位 ，消毒外阴、阴道，铺无菌巾 ，填塞纱布。

HTP26201 外阴病变光照射治疗
膀胱截石位，将5‰碘伏稀释液或1‰新洁尔灭液等擦洗外阴，依据仪器的设置要求，选择光谱照射

的功率、时间与照射距离。
(十四)孕产

HUD09901 产程观察

观察患者精神状态，进行精神安慰。管理患者饮食与活动、排尿与排便情况。测血压，脉搏，观察

宫缩和胎膜破裂。进入产程后建立并绘制产程图。定时听胎心，摸宫缩，观察宫口扩张和胎头下

降，动态观察产程进展。产程中阴道检查或肛门检查，了解宫颈软硬度、厚薄、宫口扩张、确定胎

方位及胎头下降情况。不含胎心监护。

HUF19601 未成熟卵体外成熟培养

取卵前一天准备好未成熟卵体外成熟培养(IVM)培养液及培养皿，置于培养箱内平衡过夜，取卵日B

超下取卵，将抽吸出的卵泡液通过特殊的细胞筛过滤、充分清洗，然后置于体视显微镜下仔细寻

找，将抽吸出的未成熟卵母细胞捡出，清洗后置于未成熟卵体外成熟培养(IVM)培养液中，培养箱

内培养。培养24小时、48小时后分别剥卵，在倒置显微镜下观察卵母细胞成熟情况。登记，单精子

成熟卵细胞内显微注射法受精，存档。所有操作均在万级层流的培养室内，在百级层流超净工作台

内完成。所有体外操作设备均配备有热台。需使用装有恒温热台的实体显微镜、倒置显微镜合格和

显微操作-显微注射系统。

HUF19602 囊胚培养

预先用囊胚培养液准备好培养用微滴，置于培养箱内平衡过夜。取卵后第3天将用于囊胚培养的胚

胎从早期卵裂期培养液内转入预先准备好的囊胚培养液内，置于三气培养箱内继续培养2-3天，在

倒置显微镜下观察并记录囊胚的形态，待有囊胚形成即进行囊胚的移植和冷冻。所有操作均在万级

层流的培养室内，在百级层流超净工作台内完成。所有体外操作设备均配备有热台。最后进行登

记，存档(不含囊胚评分)。需使用装有恒温热台的实体显微镜、倒置显微镜。

HUF22601 卵子冷冻

取卵前一天下午准备好卵子培养液及培养皿，置于培养箱内平衡过夜，取卵后准备操作液及酶，将

取出的卵子置于培养液中培养， 适宜时间后将卵冠丘复合体(OCCCS)在酶内消化，转至操作液内用

不同内径的胚胎转移管脱去卵丘，用操作液反复清洗，再放入培养滴中，倒置镜下观察并评估卵母

细胞的成熟程度，记录，准备玻璃化冷冻保护剂，室温下放置待用，准备冷冻支架及载体，书写姓

名病例号、冷冻日期等信息，液氮容器盛满液氮，将2至4枚卵子转移至冷冻液1器皿内，然后移至2

器皿内，装入冷冻载体上，投入液氮。再转移入液氮罐内保存。所有操作均在万级层流的培养室

内，在百级层流超净工作台内避光完成。最后进行记录，存档。需使用实体显微镜、倒置显微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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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UF22602 卵子冷冻保存 冷冻卵子放入液氮罐中保存，需每日添加液氮，做记录，核对冷冻记录。

HUF25601 卵子冷冻复苏

将卵子预热，将解冻液1、解冻液2及洗卵液置于室温，从冷冻库里取出卵子冷冻管，液氮置于保温

瓶中待用。迅速将冷冻卵子从液氮中取出，按解冻程序解冻卵子，显微镜下观察，记录。置于准备

好的培养皿中放入二氧化碳培养箱中培养。所有操作均在万级层流的培养室内，在百级层流超净工

作台内完成。需使用实体显微镜、倒置显微镜。

HUG19601 体外受精胚胎培养

取卵前一天准备培养系统平衡过夜。取卵日在显微镜下完成卵子收集、评估，在二氧化碳培养箱中

完成卵成熟培养。无菌无毒杯内精液采集，精液分析，精液洗涤，离心收集，优选回收，再次计

数，精卵混合、体外受精等过程。取卵次日检查受精和原核形成情况，转换培养皿，更换培养液，

记录。第二天或第三天更换培养液，观察受精卵及胚胎分裂情况，选择胚胎，确定移植胚胎和冷冻

胚胎。所有操作均在万级层流培养室，百级净化体外受精(IVF)工作站完成。培养过程在二氧化碳

(或三气)培养箱内完成。需使用装有恒温热台的倒置显微镜和实体显微镜等。

HUG22601 胚胎冷冻

前一天准备冻存原液。当天在万级层流实验室内的百级层流超净工作台将3-4根巴斯特管在酒精灯

上烧软拉细用砂轮切断，100毫米培养皿放置无菌物品，将冷冻原液与人血清替代品同放入四孔皿

中，置于37℃培养箱内预热。定时器定时，将胚胎转移至冷冻液1孔内5分钟，2孔内15分钟，3孔内

15分钟，装入冷冻麦管内，每管约3个胚胎，放入程序冷冻仪中按常规程序冷冻。待程序结束后，

将装有冷冻胚胎的麦管插入冷冻支架，置于液氮罐内保存。需使用实体显微镜、倒置显微镜、程序
HUG22602 胚胎冷冻保存 冷冻胚胎放入液氮罐中保存，需每日添加液氮，做记录，核对冷冻记录，安全监控。

HUG22603 胚胎玻璃化冷冻

前一天，配制冻存原液，在万级层流实验室内的百级层流超净工作台内制备原液，放入4℃冰箱保

存。当天在万级层流实验室内的百级层流超净工作台内将3-4根巴斯特管在酒精灯上烧软拉细用砂

轮切断，100毫米培养皿放置无菌物品，将冷冻原液与人血清替代品同放入四孔皿中，置于37℃培

养箱内预热。冷冻支架上书写姓名病例号，根据胚胎数量准备冷冻环数个，安装到冷冻管盖上，2

升液氮容器盛满液氮。定时器定时，将胚胎转移至冷冻液第一培养皿内1分钟，第二培养皿内2分

钟，第三培养皿内30秒钟，装入冷冻环上，每环2-3个，放入液氮，再转移入液氮罐内保存。需使

用实体显微镜、倒置显微镜。

HUG25601 冷冻胚胎复苏

预先准备好培养解冻后胚胎的培养微滴，置于三气培养箱内平衡过夜。准备好解冻液，置于四孔培

养皿中，恢复至室温。从胚胎库中取出存有冷冻胚胎管，双人核对无误后，置于室温静置40秒，放

入30℃水浴中，取出冷冻管，剪断两头，使冷冻液及胚胎流入四孔皿中间。转入解冻液1孔内5分

钟，2孔内5分钟，3孔内5分钟，4孔内5分钟，后放入恒温箱复温10分钟。移入预先平衡好的培养滴

中培养。倒置镜下观察胚胎形态，记录。完成后将胚胎放回三气培养箱内培养，记录，存档。所有

胚胎操作均在万级层流的培养室内，在百级层流超净工作台内避光完成。需使用实体显微镜、倒置

HUJ09901 胎心监护
铺一次性检查垫，使用胎心监护仪，定位胎心并固定胎心探头，将宫缩探头固定于宫底，持续监护

20分钟。出具监护报告。
HUT26601 新生儿暖箱治疗 使用新生儿培育箱，预热，加湿器加蒸馏水，设置箱温及体温报警限，放置体温探头。

HUT26602 新生儿多功能暖箱治疗
使用新生儿多功能培育箱，预热，加湿器加蒸馏水，设置箱温及体温报警限，放置体温探头，称体

重，录入患儿信息。根据需要开启或闭合遮篷，床体360°旋转，升降床体，X线托盘。

HUZ11901 体外受精随访
胚胎移植后2周确定生化妊娠，5周B超下确定临床妊娠，从5周后开始到婴儿出生进行不定期随访。

所有随访结果记录并保存50年以上、95％以上的随访率。

HUZ99901
辅助生育技术安全性措

施

为保证辅助生殖技术的安全和伦理，谨防患者的私自换人以达到其私自赠精、代孕的目的，医院采

取一系列安全措施，如指纹系统等。

HUZ26101
复发性流产主动免疫治

疗

空腹、抗凝采患者丈夫或健康男性静脉血，无菌生理盐水稀释，分别加入到4支加好淋巴细胞分离

液离心管中离心。吸出中间的淋巴细胞层，用生理盐水洗涤后离心，吸净上清，此过程重复3次，

再用0.8毫升生理盐水制成悬浊液。用白细胞计数板在显微镜下进行淋巴细胞计数，根据计数结果

将悬液稀释成0.7×1012个/毫升，在患者前臂分4-6点皮内注射。怀孕前做4次，怀孕后再做2次。

整个操作过程在百级超净工作台。
(十五)肌肉骨骼系统

HVZ55301 陈旧骨折手法复位术 麻醉后透视机定位找到骨折远近端，复位骨折，石膏固定。不含C型臂引导。

HVZ55601
骨折脱位手法闭合复位

术

对骨折脱位的部位进行手法闭合复位。手法牵引闭合整复骨折或脱位后，一般应用石膏类物品进行

外固定。不含石膏固定。
HZT54601 创伤包扎固定术 对患处用绷带、敷料、多头巾或其他布料等对患处进行包扎固定。
HZT54602 石膏托固定术(小) 以石膏托方式进行不跨越大关节的石膏固定。
HZT54603 石膏托固定术(中) 以石膏托方式进行跨越1个大关节的石膏固定。
HZT54604 石膏托固定术(大) 以石膏托方式进行跨越2个及以上大关节的石膏固定。
HZT54605 石膏固定术(特大) 以石膏托方式进行包括躯干的石膏固定。
HZT54606 管型石膏固定术(小) 以缠绕管型的方式进行不跨越大关节的石膏固定。
HZT54607 管型石膏固定术(中) 以缠绕管型的方式进行1个大关节的石膏固定。
HZT54608 管型石膏固定术(大) 以缠绕管型的方式进行跨越2个及以上大关节的石膏固定。
HZT54609 管型石膏固定术(特大) 以缠绕管型的方式进行包括躯干的石膏固定。
HZT54610 伊氏架拆除石膏固定术 麻醉后患肢消毒，小心剪断克氏针，勿伤及皮肤，取下伊氏架，患肢消毒包扎，相应石膏固定。
HZT48601 石膏拆除术 将石膏固定物拆开，将固定石膏从人体上取下。

(十六)体被系统
HYA15601 产后围产期乳房按摩 用常规手法或仪器辅助疏通乳管或用吸乳器将积乳吸出。
HYD26601 药物面膜综合治疗 清洁面部，进行局部按摩20分钟，外敷药物面膜。
HYD26602 面部药物熏蒸治疗 清洁面部，利用熏蒸机雾化药物，熏蒸或冷喷面部。
HYJ60601 腋臭激光治疗 消毒，必要时实施局部麻醉，使用专用激光照射设备反复照射治疗区域。
HYN54601 皮肤牵引术 用粘贴物连接皮肤进行肢体重物牵引。
HYP26601 全身熏蒸治疗 洗浴清洁，使用熏蒸机熬制药物，形成蒸汽熏蒸。
HYR26601 甲癣封包治疗 指利用药物封包作用治疗甲癣。消毒，修剪磨平病甲，外涂相关药物，封包。

HYX60601
氦氖(He—Ne)激光照射

治疗
皮肤消毒后将光源针刺入静脉，打开光源照射，将光源对准皮损，将光源打开照射。

HYX60602 血管性疾患激光治疗 消毒，必要时外用表面麻醉剂和冷凝胶，使用专用激光设备，调整激光能量等参数，反复照射患处
HYX60603 瘢痕激光治疗 消毒，必要时外用表面麻醉剂和冷凝胶，使用专用激光设备，调整激光能量等参数，反复照射患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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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YX60604 肤质调节激光治疗
含除皱治疗。消毒，必要时外用表面麻醉剂和冷凝胶，使用专用激光设备，调整激光能量等参数，

反复照射患处。
HYX60605 色素性疾患激光治疗 消毒，必要时外用表面麻醉剂和冷凝胶，使用专用激光设备，调整激光能量等参数，反复照射患处

HYX60606 化学换肤术
指利用药物可控性破坏皮肤一定层次，促进皮肤再生。清洁皮肤表面，用有机溶剂去除油脂，表面

麻醉，保护伤口和皮肤凹陷部位，外敷换肤液，判断换肤终点，用特殊的中和液进行中和，冷湿

敷，涂特殊的药膏或使用敷料。
HYX61601 粟丘疹去除术 消毒，用针头挑破粟丘疹，再用粉刺挤压器挤出粟丘疹内容物，创面处理。
HYX61602 粉刺挤压术 消毒，利用粉刺挤压器挤压出粉刺内容物，创面处理。
HYX61603 刮疣治疗 消毒，用刮匙刮除疣体，创面处理。

HYX26601 护架烤灯照射

适用于单个肢体或单个解剖部位，将患者(肢)放置在正确体位，接通小型远红外烤灯电源，设置温

度及治疗时间，观察治疗区皮肤有无红肿、水疱等不良反应，及时调节温度及烤灯与创面的距离，

治疗完毕，关闭小型远红外烤灯并切断电源。

HYX26602 烧伤远红外治疗

适用于全身，将患者(肢)放置在正确体位，遮盖患者双眼，接通大型远红外烤灯电源，设置温度及

治疗时间，观察治疗区皮肤有无红肿、水疱等不良反应，及时调节温度及烤灯与创面的距离，治疗

完毕，关闭大型远红外烤灯并切断电源。

HYX26603 窄谱UVB紫外线治疗 暴露患处皮肤，使用紫外线照射设备，调整照射时间、能量等参数，应用窄谱紫外线照射皮损。
HYX26604 宽波UVB紫外线治疗 暴露患处皮肤，使用紫外线照射设备，调整照射时间、能量等参数，应用宽谱紫外线照射皮损。

HYX26605 光化学疗法(PUVA)
指利用光敏剂和长波紫外线治疗皮肤病。使用光敏药物和特定长波紫外线照射设备。内服或外涂光

敏剂，等待一定时间后，使用特定紫外线光疗设备照射皮损，每次照射前调整照射时间和能量。

HYX26606 光动力治疗
指利用光敏剂和光学原理治疗皮肤疾患。敷药或静脉给药，等待相应时间后采用激光照射设备激光

照射。
HYX26607 连续二氧化碳激光治疗 指利用激光热效应烧灼皮肤损害。消毒，局部麻醉，使用二氧化碳激光设备照射皮损，创面处理。
HYX26608 皮肤黏膜溃疡紫外线照 观察皮肤粘膜，局部擦洗，紫外线仪器照射。

HYX38101
吸入过敏原注射免疫治

疗

吸入变应原免疫治疗分剂量递增和剂量维持两个阶段，递增阶段注射变应原剂量逐渐由低到高，维

持阶段注射固定剂量的变应原注射液。具体方法：消毒皮肤，用1ml一次性注射器抽取特定浓度

（0.1至1ml）的吸入变应原注射液，在接受治疗者上臂外侧皮肤进行皮下注射，缓慢推入注射液，

为防止将变应原注射液直接推入血管，每推入0.2ml时需回抽一次，观察有无回血。注射完成后接

受治疗者需在治疗室观察至少30分钟，确定无不良反应以后方可离开。注射免疫治疗是高风险的治

疗方法，整个治疗过程中需要不断依据病情和环境变化调整注射剂量和注射间隔，因此进行吸入变

应原注射免疫治疗的医生和护士必须接受过变态反应专门培训，为防止严重过敏反应发生，注射地

点必须有急救设备和肾上腺素等抢救药品，严禁在没有抢救设备和药品的环境进行该项治疗。
HYX60607 体表肿瘤电化学治疗 皮肤消毒、麻醉，插入铂电极，连接治疗仪，通电治疗。

HYX38601 烧伤换药
戴一次性无菌手套去除创面敷料，检查创面，清除坏死组织，脓性分泌物，有水疱者最低位剪开引

流，清洗创面，最后应用敷料妥善包扎。

HYX38602 烧伤特殊部位换药
指头部、面部、颈部、双耳、会阴、手指、足趾部位的换药，戴一次性无菌手套去除创面敷料，检

查创面，清除坏死组织，脓性分泌物，有水疱者最低位剪开引流，清洗创面，最后应用敷料妥善包

HYZ86901 烧伤抢救(小)
指烧伤面积大于等于20%且小于等于30% ，儿童、老年人烧伤面积大于等于10%，小于等于15%。专

门医生现场抢救病人，有专门护士配合，严密观察病情变化，根据病情变化及时给予相应的抢救治

疗，并及时详细记录抢救病志。不含重症监护。

HYZ86902 烧伤抢救(中)

指成人烧伤面积大于等于30%且小于等于50%，儿童、老年人烧伤面积大于15%，小于25%。在抢救病

房成立由正(副)主任医师负责的专门抢救小组，制定专门的抢救方案，根据病情及时调整治疗方

案，主管医师根据患者的心率、呼吸、脉搏、神智、尿量、体温等生命体征变化的观测指标，随时

调整输液速度及输液量，根据病情变化及时给予相应的抢救治疗，并及时详细记录抢救病志。不含

重症监护。

HYZ86903 烧伤抢救(大)

指成人烧伤面积大于等于50%，儿童、老年人烧伤面积大于等于25%。在配备有中央监护系统和呼吸

机的层流或洁净病房内，进行抢救。由正(副)主任医师负责组成的专门抢救小组，并有专门的护士

配合抢救，制定专门的抢救方案，根据病情及时调整治疗方案，主管医师根据患者的心率、呼吸、

脉搏、神智、尿量、体温等生命体征变化的观测指标，随时调整输液速度及输液量，根据病情变化

及时给予相应的抢救治疗，并及时详细记录抢救病志。不含重症监护。

HYZ26901 悬浮床治疗

打开悬浮床开关，设置床温38℃±，预热4小时，悬浮床上铺消毒烧伤单，将清创处理完毕病人放

置悬浮床上进行治疗，四肢呈“大”字形并抬高30°，头部后仰，观察患者创面渗血、渗液情况，

更换烧伤单，观察并调整悬浮床温度，使之不低于37℃，不高于40℃。

HYZ26902 翻身床治疗
将患者四肢并拢，更换烧伤单，受压、浸渍创面用专科敷料换药。按操作规程手动或电动翻身，每

日不少于4次，将患者体位重新摆置呈“大”字型。不含换药。

HYZ86904 严重电烧伤抢救

指伴严重电烧伤，现场已行心肺复苏患者存在反复出现心律失常的风险，严密监测及时采取治疗，

有电休克者先行正规复苏，恢复意识及生命体征，严密观察电烧伤创面损伤情况，随时警惕血管破

裂大出血，床边备止血带，大出血者立即手术止血，观察电烧伤肢体血运，确定是否需要急诊手术

探查，根据病情变化及时给予相应的抢救治疗，并及时详细记录抢救病志。不含重症监护。

HYZ86905
烧伤合并吸入性损伤抢

救

指中、重度吸入性损伤应进行气管插管或预防性气管切开，保持气道通畅，必要时行呼吸机人工辅

助通气，呼吸道湿化治疗，吸氧，心电监测心律失常，定时吸痰，根据病情变化及时给予相应的抢

救治疗，并及时详细记录抢救病志。不含重症监护。

HYZ86906 烧伤合并爆震伤抢救

指合并呼吸窘迫综合症时由抢救小组决定行气管插管或气管切开及呼吸机治疗，根据患者各项指标

调整呼吸机参数，根据病情采取诊断性胸腔、腹腔穿刺，胸腔闭式引流， 行X光或CT检测协助诊断

骨折及颅脑损伤，根据病情变化及时给予相应的抢救治疗，并及时详细记录抢救病志。不含X线引

导、CT检查、重症监护。

HYZ86907 烧伤合并中毒抢救
指烧伤患者合并各种中毒，医生根据患者病情采取生命体征支持，以及化验血尿便进行针对性毒物

检测，采取相应的解毒治疗。不含毒物检测。
(十七)精神心理治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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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CA26601 电针脉冲疗法
在独立的治疗室由专业培训的中医师进行诊断，操作针灸疗法(特殊手法及取穴)、电热针灸治疗、

脉冲治疗。

HCA26602 电针经络氧疗法
在独立的治疗室由专业培训的中医师进行诊断，操作经络测评、针灸疗法(特殊手法及取穴)、电热

针灸治疗，同时配合高流量吸氧30分钟(3－5升每分钟)。

HCA26603 电休克治疗
使用电休克治疗仪进行治疗。首先对躯体状况、精神状况作出评估，给予肢体保护、电极安放部位

皮肤的导电性处理、口腔及牙齿保护、电刺激，在强直期保护患者避免骨折，恢复期协助自主呼吸

恢复，对生命体征、意识状态给予监测，填写治疗记录单。不含精神科监护、心电监护。

HCA26604
多参数监护无抽搐电休

克治疗

使用多参数监护无抽搐电休克治疗仪进行治疗。首先进行躯体状况、精神状况的评估。进行脑电、

肌电、心电及生命体征监护，静脉全麻、肌松，人工呼吸维持，必要时使用呼吸机辅助呼吸。电极

安放部位皮肤的导电性处理、口腔及牙齿保护，电阻测定、能量滴定、电刺激，麻醉醒复监护，填

写麻醉、治疗、护理记录单，对治疗参数人工分析，进行治疗前后综合评估。不含呼吸机辅助呼吸

HCA09901 抗精神病药物治疗

在精神科医师和精神科护士一同看管下完成治疗监测。在治疗前完成相关的疾病信息和以往治疗历

史的各种信息的详细采集，具体填写各种汇总表格，就整体情况给予人工评估，根据既往治疗的效

果预测可能的治疗结局，每天评价患者用药的配合情况、依从性、目前临床症状和疾病风险、药物

治疗的效果和不良反应的监测，及时汇总各种信息，调整药物治疗方案。不含各类量表测查、实验

HCA09902 常温冬眠治疗

在精神科医师和精神科护士一同看管下完成治疗监测。精神科医师在治疗前完成相关的疾病信息和

以往治疗历史的各种信息的详细采集，具体填写各种汇总表格，根据患者具体情况评估常温冬眠治

疗的目的和注意事项，具体治疗操作由精神科护士实施，每天评价患者的躯体情况、常温治疗的各

项指标如睡眠时间、体温血压变化等，同时观察注射部位皮肤肌肉改变等。精神科医师评估目前临

床症状和疾病风险、药物治疗的效果和不良反应，需要评估各类量表和进行相应的躯体和化验室的

检查，并给予人工评定，治疗将近结束时由精神科医师和护士共同评价整体常温治疗的效果、实施

情况、未来治疗预计等等，作出相应的总结。不含各类量表测查、实验室检验。

HCA09903 进食障碍治疗

由医护人员对住院进食障碍患者进行躯体并发症、精神状态、营养状况评估。24小时监护生命体征

和生命维持，持续监护胃肠道反应、记录24小时出入量。根据医嘱监测血尿常规、电解质、出凝血

时间、血氧饱和度。持续监护水肿、褥疮、体重指数的变化。执行调整性营养支持和行为矫正的动

态方案。协助物理和实验室检验。完成低体重病人褥疮护理观察表，进食紊乱症状观察表。不含实

验室检验。

HCA26901 暴露疗法治疗

精神科医师和精神科护士一同看管下完成治疗。精神科医师在治疗前完成相关的疾病信息和以往治

疗历史的各种信息的详细采集，并详细评估相关的躯体疾病情况和可能在治疗中出现的各种风险，

并计划疗法进行的方案如频度、程度、时间等，向病人和相关人员解释治疗的相关情况，做好病人

的治疗前工作，在精神科医师和精神科护士的陪同下，进入造成恐惧焦虑的情景中并在精神科医师

的指导下完成暴露治疗。评价治疗当天的躯体和心理状态，给予治疗并监测病人的躯体和心理情

况，给予言语支持和心理安抚，必要时进行严格的精神科特级护理措施保证安全，每次治疗后，由

精神科医师和护士共同评价本次的效果、实施情况、未来治疗预计等等，并出相应的总结并设计下

几次的可能计划方案，在所有治疗结束后评价整体治疗的实施经过，病人的躯体和心理状态，治疗

的效果和预后，后期的治疗建议等。含半暴露疗法。不含各类量表、生命体征监护。

HCA26902 行为观察治疗

精神科医师和精神科护士一同看管下完成治疗。精神科医师在治疗前完成相关的疾病信息和以往治

疗历史的各种信息的详细采集，并详细列出需要评估的各类行为，并确定需要的方法，评估的时间

间隔、疗程等，评估由主要的治疗和观察人员进行，每天具体评估并汇总资料，具体治疗操作由专

业精神科医师和护士实施，评价给予各类行为治疗的效果，必要时进行严格的精神科特级护理措施

保证安全，每次治疗后，由精神科医师和护士共同评价本次的效果、实施情况、未来治疗预计等

等，并出相应的总结并设计下几次的可能计划方案，在所有治疗结束后评价整体治疗的实施经过，

病人的心理状态，治疗的效果和预后，后期的治疗建议等。

HCA26915 行为矫正治疗
由精神科医师评估患者的症状，分析症状的严重程度和缓急，制订行为矫正的计划。进行基线评

估，制订治疗计划。督促患者严格按照计划实施治疗，定期观察监测。根据患者疗效，适当调整治

疗计划。治疗工程需精神科护士协助。

HCA26903 冲动行为干预治疗

精神科医师和精神科护士共同完成治疗。精神科医师在治疗前完成相关的疾病信息和以往治疗历史

的各种信息的详细采集，精神科医师护士共同完成病房内的短时间观察，评估病人的攻击和冲动、

自杀风险，并填写相应的表格，制定具体干预的模式和方法，具体治疗操作由精神科医师和精神科

护士实施，具体方法有言语应对、约束、隔离等。对急性的冲动行为的干预可以在1名精神科医师

的紧急决定下进行，对实施约束的患者需每半小时评估1次躯体和精神状况，并填写观察表格直至

急性冲动的风险有所改善。约束期间进行严格的特级护理，保障病人的躯体和精神安全。不含精神

HCA26905 感觉统合治疗
指专人制定训练计划针对。大肌肉及平衡感 触觉防御及情绪 本体感及身体协调 学习能力发展等

方面，制定相应训练计划。专人进行滑板系列，平衡系列，手眼协调系列，秋千系列 ，特训系列

等全程专人看护，独立测查室及训练室。

HCA26908 音乐心理治疗
在独立的治疗室，由受过专业培训的治疗师完成治疗，在心理治疗技术指导下，根据患者的情绪状

况，选择不同的音乐和简易的乐器。对患者在音乐和乐器影响下表现出来的情绪和心理感受进行分

析，帮助他们疏泄负性情绪，引导他们体验正性情绪和积极的认知。

HCA26904 认知矫正治疗(CCRT)

用于精神分裂症患者认知缺陷的非药物治疗。它采用一系列能特异针对各种认知缺陷的计算机化的

神经认知矫正任务，对病人进行治疗，包含认知灵活性、工作记忆、计划训练、社会认知四个治疗

模块。每个模块包含6-10项不同的认知矫正练习，每个练习包含10-30个不同难度的矫正任务，系

统采用高度智能化的处理方法，治疗结果全程记录，系统可根据患者的治疗表现，及时自动调整治

疗方案，真正实现治疗的个体化。

HCA26910 松驰治疗
在单独房间，安静环境。由受过专业培训的精神科医师使用规范的治疗指导语，使逐步放松。可配

合使用生物反馈仪，或音像设备。

HCA13901 听力统合训练
在安静单独的房间由经过系统培训的治疗师运用专门的听力统合治疗仪、对患儿进行一对一听力统

合训练，并进行全程看护。

HCA26906 工娱治疗
提供活动场地及活动用物(集体活动形式，提供室内、外训练及活动：如音乐、影视欣赏、卡拉OK

、棋牌活动、图书阅览、球类运动、手工作业、综合健身等。按每20名患者配备以上治疗场所和工

作人员。

第 186 页



项目名称 项目内涵

HCA26907 特殊工娱治疗
指社会康复训练。提供活动场地及训练用物(以个体化或小组治疗的活动形式 )，个体化体能训

练，个体化基本生活技能训练，个体化城市生活技能训练，个体化职业技能训练，个体化社交技能

训练，个体化服药依从性训练，个体化书法、绘画、音乐、舞蹈等训练。

HCA26909 暗示治疗
在单独房间，安静环境。由受过专业培训的精神科医师，判断患者的易感性和依从性。根据患者的

症状，制订适当的暗示语，必要时给予一定的药物暗示。

HCA26911 漂浮治疗
限制环境刺激疗法之一。患者的疾病判断，是否适合该治疗方法。与外界环境隔离的环境，患者漂

浮于一定的漂浮仪器和药液中。选择性限制部分的感觉器官，或者配合一定的松弛指导语。
HCA11901 心理咨询 精神科医师或具备二级以上心理咨询师资格者，就来访者的心理困惑，提供建设性的指导和建议。

HCA26912 心理治疗
在单独房间，安静环境。具有足够的理论知识、实践培训和督导基础的专业人员，进行相关精神心

理学诊断，选择相应的心理治疗方法，应用规范化的治疗技术和个体化的治疗方案进行心理调整，

解除心理障碍。

HCA26913 催眠治疗
在单独房间，安静环境，由精神科医师对患者的易感性和依从性进行评估。按照规范的指导语，或

者借助一定的仪器和药物，帮助患者进入催眠状态。根据患者的症状，制订适当的暗示语。催眠结

束时，按照一定的指导语，将患者恢复清醒。治疗中应有一名精神科护士协助。

HCA26914 森田疗法

适用于神经症治疗。分为经典及改良方法。前者含绝对卧床阶段、工作治疗阶段、生活训练阶段。

第一阶段要求单独房间、安静环境。后两个阶段及改良方法，针对患者的症状，制订一系列的活动

计划，观察和督促患者执行计划。可门诊或住院实施。在这个治疗过程中由精神科医师和精神科护

士给予指导。

HCA26916 厌恶治疗
确定目标行为和负性强化刺激物，基线评估。规律的将目标行为和负性强化刺激结合，督促和规律

监测，可配合一定的药物和仪器。

HCA26917 脱瘾治疗
由精神科医师和精神科护士对精神活性物质(酒精、兴奋剂、毒品、镇静催眠药等)依赖的患者进行

躯体戒断症状及心理渴求症状治疗。不含精神科监护、冲动行为干预治疗、抗精神病药物治疗监测
八.临床手术治疗
(一)麻醉

JAA32101 内镜检查麻醉术 静脉输注镇静、麻醉药物，基本生命监测。仅指静脉输注药物。不含内镜检查。

JAA32601 表面麻醉
粘膜上喷洒或涂布局麻药。连续监测生命体征，每五分钟记录血压、脉搏。必要时，进行特殊监测

、实验室检验。
JAA32102 局部浸润麻醉 注射处消毒铺巾，在血压、心电图、脉搏血氧饱和度监测下，穿刺注药，进行麻醉处浸润注射。

JAA32103 局部静脉内麻醉
在麻醉肢体建立静脉通路，麻醉肢体上止血带，在监测下通过静脉注射局麻药，使止血帯远端部位

无痛。

JAB32101 眶上神经阻滞麻醉
指用于手术麻醉或镇痛治疗。注射处消毒铺巾，穿刺注药进行单侧神经阻滞。不含基本生命体征监

测、特殊神经定位方法、麻醉监护下镇静。

JAB32102 眶下神经阻滞麻醉
指用于手术麻醉或镇痛治疗。注射处消毒铺巾，穿刺注药进行单侧神经阻滞。不含基本生命体征监

测、特殊神经定位方法、麻醉监护下镇静。

JAB32103 滑车上神经阻滞麻醉
指用于手术麻醉或镇痛治疗。注射处消毒铺巾，穿刺注药进行单侧神经阻滞。不含监测、特殊神经

定位方法、麻醉监护下镇静。
JAB32104 三叉神经节阻滞麻醉 注射处消毒铺巾，穿刺注药进行单侧神经节阻滞。不含监测、特殊神经定位方法、麻醉监护下镇静

JAB32105 上颌神经阻滞麻醉
指用于手术麻醉或镇痛治疗。注射处消毒铺巾，穿刺注药进行单侧神经阻滞。不含监测、特殊神经

定位方法、麻醉监护下镇静。

JAB32106 下颌神经阻滞麻醉
指用于手术麻醉或镇痛治疗。注射处消毒铺巾，穿刺注药进行单侧神经阻滞。不含监测、特殊神经

定位方法、麻醉监护下镇静。

JAB32107 面神经阻滞麻醉
指用于手术麻醉或镇痛治疗。注射处消毒铺巾，穿刺注药进行单侧神经阻滞。不含监测、特殊神经

定位方法、麻醉监护下镇静。

JAB32108 舌咽神经阻滞麻醉
指用于手术麻醉或镇痛治疗。注射处消毒铺巾，穿刺注药进行单侧神经阻滞。不含监测、特殊神经

定位方法、麻醉监护下镇静。

JAB32109 喉上神经阻滞麻醉
指用于手术麻醉或镇痛治疗。注射处消毒铺巾，穿刺注药进行单侧神经阻滞。不含监测项目、特殊

检查、特殊神经地位方法、麻醉监护下镇静。

JAB32110 颏神经阻滞麻醉
指用于手术麻醉或镇痛治疗。注射处消毒铺巾，穿刺注药进行单侧神经阻滞。不含监测、特殊神经

定位方法、麻醉监护下镇静。

JAB32111
舌/下牙槽神经阻滞麻

醉

指用于手术麻醉或镇痛治疗。注射处消毒铺巾，穿刺注药进行单侧神经阻滞。不含监测、特殊神经

定位方法、麻醉监护下镇静。
JAC32101 颈丛神经阻滞麻醉 以局部麻醉药对单(双)侧颈丛神经进行注射阻滞。

JAC32102
枕大、枕小神经阻滞麻

醉

指用于手术麻醉或镇痛治疗。注射处消毒铺巾，穿刺注药进行单侧神经阻滞。不含监测、特殊神经

定位方法、麻醉监护下镇静。

JAD32101 臂丛神经单次阻滞麻醉
含腋路、锁骨上、锁骨下和肌间沟入路。指用于手术麻醉，通过单次注射阻滞神经。注射处消毒铺

巾，穿刺注药进行单侧神经阻滞。连接麻醉机监测仪持续监测心电图(ECG)，脉搏氧饱和度(SpO2)

和无创动脉血压监测。不含监测、特殊神经定位方法、麻醉监护下镇静。

JAD32102 臂丛神经连续阻滞麻醉
含腋路、锁骨上、锁骨下和肌间沟入路。指用于手术麻醉，通过置入导管持续阻滞神经。注射处消

毒铺巾，穿刺注药进行单侧神经阻滞。不含特殊神经定位方法、麻醉监护下镇静。

JAD32103 肩岬上神经阻滞麻醉
指用于手术麻醉，通过注射阻滞神经。注射处消毒铺巾，穿刺注药进行单侧神经阻滞。连接麻醉机

监测仪持续监测心电图(ECG)，脉搏氧饱和度(SpO2)和无创动脉血压监测。不含监测、特殊神经定

位方法、麻醉监护下镇静。

JAD32104 桡神经单次阻滞麻醉
指用于手术麻醉，通过单次注射阻滞神经。注射处消毒铺巾，穿刺注药进行单侧神经阻滞。不含监

测、特殊神经定位方法、麻醉监护下镇静。

JAD32105 桡神经连续阻滞麻醉
指用于手术麻醉，通过置入导管持续阻滞神经。注射处消毒铺巾，穿刺注药进行单侧神经阻滞。连

接麻醉机监测仪持续监测心电图(ECG)，脉搏氧饱和度(SpO2)和无创动脉血压监测。不含特殊神经

定位方法、麻醉监护下镇静。

JAD32106 尺神经阻滞麻醉
指用于手术麻醉，通过注射阻滞神经。注射处消毒铺巾，穿刺注药进行单侧神经阻滞。连接麻醉机

监测仪持续监测心电图(ECG)，脉搏氧饱和度(SpO2)和无创动脉血压监测。不含监测、特殊神经定

位方法、麻醉监护下镇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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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名称 项目内涵

JAD32107 正中神经阻滞麻醉
指用于手术麻醉，通过注射阻滞神经。注射处消毒铺巾，穿刺注药进行单侧神经阻滞。连接麻醉机

监测仪持续监测心电图(ECG)，脉搏氧饱和度(SpO2)和无创动脉血压监测。不含监测、特殊神经定

位方法、麻醉监护下镇静。

JAD32108 指间神经阻滞麻醉
指用于手术麻醉，通过注射阻滞神经。注射处消毒铺巾，穿刺注药进行单侧神经阻滞。连接麻醉机

监测仪持续监测心电图(ECG)，脉搏氧饱和度(SpO2)和无创动脉血压监测。不含监测、特殊神经定

位方法、麻醉监护下镇静。

JAE32101 肋间神经阻滞麻醉
指用于手术麻醉，通过注射阻滞神经。注射处消毒铺巾，穿刺注药进行单侧神经阻滞。连接麻醉机

监测仪持续监测心电图(ECG)，脉搏氧饱和度(SpO2)和无创动脉血压监测。不含监测、特殊神经定

位方法、麻醉监护下镇静。

JAF32101 腰丛神经单次阻滞麻醉
指用于手术麻醉，通过单次注射阻滞神经。注射处消毒铺巾，穿刺注药进行单侧神经阻滞。连接麻

醉机监测仪持续监测心电图(ECG)，脉搏氧饱和度(SpO2)和无创动脉血压监测。不含监测、特殊神

经定位方法、麻醉监护下镇静。

JAF32102 腰丛神经连续阻滞麻醉
指用于手术麻醉，通过置入导管持续阻滞神经。注射处消毒铺巾，穿刺注药进行单侧神经阻滞。连

接麻醉机监测仪持续监测心电图(ECG)，脉搏氧饱和度(SpO2)和无创动脉血压监测。不含特殊神经

定位方法、麻醉监护下镇静。

JAG32101 股神经单次阻滞麻醉
指用于手术麻醉，通过单次注射阻滞神经。注射处消毒铺巾，穿刺注药进行单侧神经阻滞。连接麻

醉机监测仪持续监测心电图(ECG)，脉搏氧饱和度(SpO2)和无创动脉血压监测。不含监测、特殊神

经定位方法、麻醉监护下镇静。

JAG32102 股神经连续阻滞麻醉
指用于手术麻醉，通过置入导管持续阻滞神经。注射处消毒铺巾，穿刺注药进行单侧神经阻滞。连

接麻醉机监测仪持续监测心电图(ECG)，脉搏氧饱和度(SpO2)和无创动脉血压监测。不含特殊神经

定位方法、麻醉监护下镇静。

JAG32103
股外侧皮神经单次阻滞

麻醉

指用于手术麻醉，通过注射阻滞神经。注射处消毒铺巾，穿刺注药进行单侧神经阻滞。连接麻醉机

监测仪持续监测心电图(ECG)，脉搏氧饱和度(SpO2)和无创动脉血压监测。不含监测、特殊神经定

位方法、麻醉监护下镇静。

JAG32104
股外侧皮神经连续阻滞

麻醉

指用于手术麻醉，通过置入导管阻滞神经。注射处消毒铺巾，穿刺注药进行单侧神经阻滞。连接麻

醉机监测仪持续监测心电图(ECG)，脉搏氧饱和度(SpO2)和无创动脉血压监测。不含监测、特殊神

经定位方法、麻醉监护下镇静。

JAG32105 坐骨神经单次阻滞麻醉
指用于手术麻醉，通过单次注射阻滞神经。注射处消毒铺巾，经各种入路穿刺注药进行单侧神经阻

滞。连接麻醉机监测仪持续监测心电图(ECG)，脉搏氧饱和度(SpO2)和无创动脉血压监测。不含监

测、特殊神经定位方法、麻醉监护下镇静。

JAG32106 坐骨神经连续阻滞麻醉
指用于手术麻醉，通过置入导管持续阻滞神经。注射处消毒铺巾，经各种入路穿刺注药进行单侧神

经阻滞。连接麻醉机监测仪持续监测心电图(ECG)，脉搏氧饱和度(SpO2)和无创动脉血压监测。不

含监测、特殊神经定位方法、麻醉监护下镇静。

JAG32107 隐神经阻滞麻醉
指用于手术麻醉或镇痛治疗。注射处消毒铺巾，穿刺注药进行单侧神经阻滞。不含监测、特殊神经

定位方法、麻醉监护下镇静。

JAG32108
腘窝入路胫神经单次阻

滞麻醉

指用于手术麻醉，通过单次注射阻滞神经。注射处消毒铺巾，穿刺注药进行单侧神经阻滞。连接麻

醉机监测仪持续监测心电图(ECG)，脉搏氧饱和度(SpO2)和无创动脉血压监测。不含特殊神经定位

方法、麻醉监护下镇静。

JAG32109
腘窝入路胫神经连续阻

滞麻醉

指用于手术麻醉，通过置入导管持续阻滞神经。注射处消毒铺巾，穿刺注药进行单侧神经阻滞。连

接麻醉机监测仪持续监测心电图(ECG)，脉搏氧饱和度(SpO2)和无创动脉血压监测。不含特殊神经

定位方法、麻醉监护下镇静。

JAG32110 腓总神经阻滞麻醉
指用于手术麻醉、镇痛治疗或置入导管持续阻滞。注射处消毒铺巾，在血压、心电图、脉搏血氧饱

和度监测下，穿刺注药进行单侧神经阻滞。不含监测、特殊神经定位方法、麻醉监护下镇静。

JAH32101 骶管单次阻滞麻醉
指用于手术麻醉，通过单次注射阻滞神经。注射处消毒铺巾，经穿刺针向骶管内注射局麻药物、阿

片类药物等。连接心电监测仪持续监测心电图(ECG)，脉搏氧饱和度(SpO2)和无创动脉血压。不含

特殊神经定位方法、麻醉监护下镇静。

JAH32102 骶管连续阻滞麻醉
指用于手术麻醉，通过置入导管持续阻滞神经。注射处消毒铺巾，经穿刺针向骶管内注射局麻药物

、阿片类药物等。连接麻醉机监测仪持续监测心电图(ECG)，脉搏氧饱和度(SpO2)和无创动脉血压

监测。不含特殊神经定位方法、麻醉监护下镇静。

JAJ32101 椎旁神经单次阻滞麻醉
指用于手术麻醉，通过单次注射阻滞神经。注射处消毒铺巾，在血压、心电图、脉搏血氧饱和度监

测下，穿刺注药进行单侧神经阻滞。连接麻醉机监测仪持续监测心电图(ECG)，脉搏氧饱和度

(SpO2)和无创动脉血压监测。不含监测、特殊神经定位方法、麻醉监护下镇静。

JAJ32102 椎旁神经连续阻滞麻醉
指用于手术麻醉，通过置入导管持续阻滞神经。注射处消毒铺巾，在血压、心电图、脉搏血氧饱和

度监测下，穿刺注药进行单侧神经阻滞。连接麻醉机监测仪持续监测心电图(ECG)，脉搏氧饱和度

(SpO2)和无创动脉血压监测。不含特殊神经定位方法、麻醉监护下镇静。
JAK32103 星状神经节阻滞麻醉 注射处消毒铺巾，穿刺注药进行单侧神经节阻滞。不含监测、特殊神经定位方法、麻醉监护下镇静

JAK32104
内脏神经丛单次阻滞麻

醉

指用于手术麻醉，通过单次注射阻滞神经。注射处消毒铺巾，穿刺注药进行单侧神经阻滞。连接麻

醉机监测仪持续监测心电图(ECG)，脉搏氧饱和度(SpO2)和无创动脉血压监测。不含监测、特殊神

经定位方法、麻醉监护下镇静。

JAK32105
内脏神经丛连续阻滞麻

醉

指用于手术麻醉，通过置入导管持续阻滞神经。注射处消毒铺巾，穿刺注药进行单侧神经阻滞。连

接麻醉机监测仪持续监测心电图(ECG)，脉搏氧饱和度(SpO2)和无创动脉血压监测。不含特殊神经

定位方法、麻醉监护下镇静。

JAL32103
颈部硬膜外单次阻滞麻

醉

指用于手术麻醉，通过单次注射阻滞神经。注射处消毒铺巾，经穿刺在硬膜外腔置入导管，经导管

间断或持续注射局麻药、阿片类镇痛药等。连接麻醉机监测仪持续监测心电图(ECG)，脉搏氧饱和

度(SpO2)和无创动脉血压监测。不含特殊神经定位方法、麻醉监护下镇静。

JAL32104
颈部硬膜外连续阻滞麻

醉

指用于手术麻醉，通过置入导管持续阻滞神经。注射处消毒铺巾，经穿刺在硬膜外腔置入导管，经

导管间断或持续注射局麻药、阿片类镇痛药等。连接麻醉机监测仪持续监测心电图(ECG)，脉搏氧

饱和度(SpO2)和无创动脉血压监测。不含特殊神经定位方法、麻醉监护下镇静。

JAL32105
胸部硬膜外单次阻滞麻

醉

指用于胸部的手术麻醉，通过单次注射阻滞神经。注射处消毒铺巾，穿刺注药进行单侧神经阻滞。

连接麻醉机监测仪持续监测心电图(ECG)，脉搏氧饱和度(SpO2)和无创动脉血压监测。不含特殊神

经定位方法、麻醉监护下镇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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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AL32106
胸部硬膜外连续阻滞麻

醉

指用于胸部的手术麻醉，通过置入导管持续阻滞神经。注射处消毒铺巾，穿刺注药进行神经阻滞。

连接麻醉机监测仪持续监测心电图(ECG)，脉搏氧饱和度(SpO2)和无创动脉血压监测。不含特殊神

经定位方法、麻醉监护下镇静。

JAL32107
腰部硬膜外单次阻滞麻

醉

指用于腰背腹下肢及会阴部的手术麻醉，通过注射阻滞神经。注射处消毒铺巾，穿刺注药进行单侧

神经阻滞。连接麻醉机监测仪持续监测心电图(ECG)，脉搏氧饱和度(SpO2)和无创动脉血压监测。

不含特殊神经定位方法、麻醉监护下镇静。

JAL32108
腰部硬膜外连续阻滞麻

醉

指用于腰背腹下肢及会阴部的手术麻醉，通过置入导管持续阻滞神经。注射处消毒铺巾，穿刺注药

进行单侧神经阻滞。连接麻醉机监测仪持续监测心电图(ECG)，脉搏氧饱和度(SpO2)和无创动脉血

压监测。不含特殊神经定位方法、麻醉监护下镇静。
JAL32110 单次腰麻 注射处消毒铺巾，经穿刺针向蛛网膜下腔注射药物及阿片类药物等。

JAL32111 连续腰麻
指用于手术麻醉、镇痛治疗或置入导管持续阻滞。注射处消毒铺巾，经穿刺向蛛网膜下腔置入导

管，经导管注射局麻药物、阿片类药物等。不含监测项目、特殊检查、麻醉监护下镇静。

JAL32112
腰麻复合连续硬膜外阻

滞麻醉

指用于手术麻醉、镇痛治疗或置入导管持续阻滞。注射处消毒铺巾，经穿刺以针内针穿刺方法完成

腰麻和硬膜外腔置管，经导管向硬膜外腔注射局麻药物、阿片药物等。不含监测项目、特殊检查、

麻醉监护下镇静。

JAM32901 全身麻醉

开放静脉通路，麻醉机给氧及呼吸支持。麻醉维持管理：麻醉前访视，麻醉诱导，气道管理，全程

连续观察各项生命体征，每5分钟记录一次，分析调整病情，调节麻醉深度至手术结束，处理各类

合并症，预防并发症，平稳从麻醉状态中苏醒恢复，麻醉后访视。术中使用输液泵输注药物，含普

通输液泵，靶控输注泵。不含监测项目、特殊气管插管术、特殊检查等。

JAM32902 无插管全麻
药物经静脉或吸入作用于中枢神经系统产生全身麻醉，诱导迅速、病人舒适、苏醒较快，单独应用

仅适用于短时间体表手术。不含监护。

JAN32202 支气管内麻醉

开放静脉通路，麻醉机给氧及呼吸支持，经口支气管内插管，术中需单肺通气，防治低氧血症。麻

醉维持管理：麻醉前访视，麻醉诱导，气道管理，单肺通气的管理，全程连续观察各项生命指征，

每5分钟记录一次，分析调整病情，调节麻醉深度至手术结束，处理各类合并症，预防并发症，平

稳从麻醉状态中苏醒恢复，麻醉后访视。不含特殊气管插管术。

JAN32201 肺灌洗麻醉

开放静脉通路，麻醉机给氧及呼吸支持，经口支气管内插管，术中需单肺通气，患者一般状况差，

术中需防治低氧血症，肺灌洗术的主要风险在麻醉方面，肺灌洗术对支气管插管的导管位置要求很

精确，常需纤支镜定位。麻醉维持管理：麻醉前访视，麻醉诱导，气道管理，单肺通气的管理，全

程连续观察各项生命指征，每5分钟记录一次，分析调整病情，调节麻醉深度至手术结束，处理各

类合并症，预防并发症，平稳从麻醉状态中苏醒恢复，麻醉后访视。不含特殊气管插管术。

JAN32101 踝关节局部阻滞麻醉
指用于手术麻醉或镇痛治疗或。注射处消毒铺巾，在血压、心电图、脉搏血氧饱和度监测下，穿刺

注药进行单侧神经阻滞。不含监测、特殊神经定位方法、麻醉监护下镇静。
JAP26601 输血输液加温治疗 使用液体电加温装置给术中的输血、输液加温。
JAP26602 体表加温治疗 使用体表加温装置维持手术患者体温正常。
JAQ47301 镇痛泵体内置入术 消毒铺巾，局麻，皮下切开，将治疗泵置入体内（皮下、脑室、椎管内），缝合伤口，固定。
JAQ48301 镇痛泵体内取出术 消毒铺巾，局麻，皮下切开，将以前置入（皮下、脑室、椎管内）的治疗泵取出，缝合伤口。

JAQ38101 自控静脉镇痛治疗
指患者或产妇通过硬膜外自行控制给药的镇痛治疗。可使用电子泵或一次性镇痛泵。观察镇痛效

果，患者生命体征，并发症等。不含特殊检查、特殊监测。

JAQ38102 自控硬膜外镇痛术治疗
指患者或产妇自行控制给药的镇痛治疗。经硬膜外导管放置患者自控镇痛泵进行持续镇痛。观察镇

痛效果，患者生命体征，并发症等。不含监测项目和特殊检查。不含硬膜外穿刺置管。

JAQ32104 麻醉监护下镇静术
在麻醉监护下注射镇静药物和麻醉性镇痛药物，使病人处于清醒镇静状态，为有创操作创造条件。

不含基本生命体征监测。

JAQ47201 喉罩置入术
手术室内静脉给药，喉罩塑形润滑，经口置入喉罩，调节位置，判断漏气程度，连接呼吸回路，麻

醉机机械控制呼吸，放置胃管等。
JAQ47101 椎管内置管术 在局部麻醉下，以针穿刺进入蛛网膜下腔或硬膜外腔，置入和留置导管。

JAR86901 心肺复苏术
指手术室内外所有行心肺复苏的治疗。气管插管，气道管理，开放静脉通路，心外按压，心外除颤

等治疗。不含特殊气管插管术、特殊监测、心内注射。

JAR86902 新生儿复苏术
开放气道，吸引口咽分泌物，面罩复苏气囊加压通气，心率小于60-80次/分，同时胸外按压，操作

1-2分钟，无缓解，立即行气管插管术，正压通气，建立静脉通道给药。不含监护。

JAS47201 经口气管插管术
指在手术室外急诊抢救所进行的普通经口气管插管。静脉给药，清理口腔分泌物，咽喉表面麻醉，

置入喉镜，暴露声门后插管，听诊判断气管导管的位置，固定气管导管，连接麻醉机或呼吸机行机

械通气。

JAS47202 经鼻明视气管插管术
指在手术室或重症监护室内进行的经鼻明视气管插管。静脉给药，鼻腔和气管导管润滑，清理口腔

分泌物，置入喉镜，明视下插管或插管钳引导插管，听诊判断气管导管的位置，固定气管导管，连

接呼吸回路，麻醉机或呼吸机行机械通气。

JAS47203
困难气道盲探气管插管

术

手术室内静脉给药，盲探下经鼻或经口气管插管，听诊判断气管导管的位置，固定气管导管，连接

呼吸回路，麻醉机或呼吸机行机械通气。

JAS47401
可视喉镜辅助下气管插

管术

手术室内在可视喉镜引导下行气管插管术。静脉给药，清理口腔分泌物，咽喉表面麻醉，经口置入

喉镜，暴露声门后插管，听诊判断气管导管位置，固定气管导管，连接呼吸回路，麻醉机或呼吸机

行机械通气。

JAS47402
硬纤维喉镜引导下气管

插管术

手术室内在硬纤维喉镜引导下行气管插管术。静脉给药，清理口腔分泌物，咽喉表面麻醉，经口置

入喉镜，暴露声门后插管，听诊判断气管导管的位置，固定气管导管，连接呼吸回路，麻醉机或呼

吸机行机械通气。

JAS47403
纤维支气管镜引导下气

管插管术

手术室内在纤维支气管镜引导下行气管插管术。静脉给药，清理口腔分泌物，咽喉表面麻醉，置入

气管镜喉镜，通过声门后看见隆突，置入气管内导管，退出纤维支气管镜，听诊判断气管导管的位

置，固定气管导管，连接呼吸回路，麻醉机或呼吸机行机械通气。

JAS47101
环甲膜穿刺逆行气管插

管术

手术室内静脉给药，消毒，环甲膜穿刺，经穿刺针往喉方向置入细导引丝或细导引管使之进入咽

腔，顺导引管置入气管导管，听诊判断气管导管的位置，固定气管导管，连接呼吸回路，麻醉机或

呼吸机行机械通气。

JAS47404 新生儿气管插管术
吸引口咽分泌物，直接喉镜开放气道，将气管导管经声门插入气管，接复苏气囊加压通气，听诊双

肺呼吸音，调整气管插管位置，固定气管导管，吸引气管导管内分泌物。不含监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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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AS47405 支气管内插管术
指在手术室外急诊抢救所进行的普通经口支气管插管。咽喉、气管、支气管表面麻醉，用石蜡油润

滑双腔管，给药，置入喉镜，暴露声门下插入双腔管或支气管导管，听诊和用纤支镜调节双腔管或

支气管导管深度准确定位固定。连接呼吸回路、麻醉机或呼吸机行机械通气。不含纤支镜检查定位
JAT09501 有创连续动脉血压监测 将动脉置管连接压力传感器和监测仪，调节零点，及时测定和记录血压。

JAT09602
全身麻醉下呼吸功能监

测

高档麻醉机监测呼吸频率、潮气量、分钟通气量、气道压、吸入氧浓度、呼气末二氧化碳分压、呼

气末麻醉气体浓度等，详细记录并根据病人的情况和手术的要求，及时调节呼吸参数。
JAT09603 特殊呼吸功能监测 通过人工气道，连接呼吸功能监测仪，监测肺顺应性、呼吸容量环等。
JAT09604 术中体温监测 经鼻或经肛门放置鼻温、肛温管，连接监测仪，记录体温变化。
JAT09605 无创血流动力学监测 连接专用传感器，使用专用监测仪连续测定心排血量、外周血管阻力、肺水等。

JAT09502 有创血流动力学监测
将漂浮导管连接心排监测仪，体内或体外混合静脉氧饱和度校对，采集数据，记录分析肺毛压、心

排量、混合静脉氧饱和度、外周血管阻力、血温监测等数据。不含漂浮导管置入术。

JAT09503
经外周动脉连续心排出

量监测

消毒，动脉和中心静脉穿刺，连接高档专用监测仪，记录各项血流动力学指标、心脏每搏量变异

(SVV)、肺水等监测数据。不含中心动脉导管置入。
JAT09606 脑氧饱和度监测 通过放置于颅骨上的发光电极，感应脑氧饱合度的变化，监测仪自动记录分析数据变化。
JAT09607 麻醉中肌松监测 手术中在肌松监测仪指导下间断或持续给予肌松药，术后拔管时残余肌松药作用监测。

JAT09608 麻醉深度电生理监测
连接电极或传感器，使用神经电生理监测仪，根据脑电图、双频谱指数(BIS)、诱发电位等图形数

据的变化调节麻醉深度。

JAT09609
麻醉期基本生命体征监

测

连接麻醉机监测仪持续监测心电图(ECG)，脉搏氧饱和度(SpO2)和无创动脉血压监测。监测呼吸频

率、潮气量、分钟通气量、气道压、吸入氧浓度、呼气末二氧化碳分压、呼气末麻醉气体浓度等，

详细记录并根据病人的情况和手术的要求及时调节呼吸参数。

JAT09610
凝血功能和血小板功能

动态监测

消毒，采血，放置到特殊血样管中，使用专用凝血功能监测仪，根据图形和数值分析凝血功能的变

化和血小板功能的变化。
JAT09611 脊髓监测 术中应用脊髓监护仪监测脊髓功能。

JAT09612 麻醉恢复室监护
在麻醉恢复室内，监测仪连续无创血压、心电图、脉搏血氧饱和度监测，经气管内导管或面罩吸

氧，吸痰，拔除气管导管等呼吸道管理或呼吸机支持，静脉输液，麻醉作用拮抗等。
JAT26603 控制性降压 监测动静脉压，使用药物根据手术需要，调节控制血压，维护重要器官功能。

(二)神经系统
1.颅脑
脑被膜

JBA35301 硬脑膜外脓肿引流术
消毒铺巾，切皮，双极止血，气钻或电钻颅骨钻孔，局部感染处理，放置引流装置，冲洗引流，缝

合，骨蜡止血，包扎。

JBA35302
硬脑膜外血肿钻孔引流

术

消毒铺巾，切皮，双极止血，气钻或电钻颅骨钻孔，放置引流装置，引流血肿，冲洗引流，缝合，

包扎。

JBA35303
经乳突硬膜外切开引流

术

麻醉，术野消毒铺巾。耳后切开，乳突根治，根据术前定位，自乳突壁向大脑或小脑或乙状窦用粗

针头穿刺，吸尽脓肿或积液，双氧水、抗菌素冲洗浸泡，放置引流条，包扎。

JBA61301 硬脑膜外血肿清除术
消毒铺巾，切皮，双极止血，气钻或电钻颅骨钻孔，铣刀取下骨瓣，清除硬脑膜外血肿，必要时放

置引流装置，悬吊硬脑膜，止血，骨瓣复位，缝合，包扎。

JBA61303
开放性颅脑损伤清创缝

合术

局部伤口消毒，清创，清除碎骨片，异物及坏死组织，修补硬脑膜，双极止血，必要时放置引流装

置，清创缝合，包扎。

JBA61304
火器伤开放性颅脑损伤

清创术

局部伤口消毒，清创，清除碎骨片，异物及坏死组织，修补硬脑膜，局部伤口处理，双极止血，必

要时放置引流装置，清创缝合，包扎。

JBA34101 新生儿硬脑膜下穿刺术
剃除穿刺部位毛发，消毒皮肤，铺巾，穿刺针刺入囟门处相应部位，留取硬膜下液体，拔针，纱布

按压，胶布固定。

JBA35304
慢性硬脑膜下血肿钻孔

术

局麻加镇痛，消毒铺巾，切皮，双极止血，气钻或电钻颅骨钻孔，切开硬脑膜，冲洗血肿，放置一

次性引流装置，止血，处理骨窗，缝合，包扎。

JBA61302 硬脑膜下血肿清除术
消毒铺巾，切皮，双极止血，气钻或电钻颅骨钻孔，铣刀取下骨瓣，切开硬脑膜，清除硬脑膜下血

肿，必要时放置引流装置，悬吊硬脑膜，止血，骨瓣复位，缝合，包扎。

JBA68301 脑膜膨出修补术
上头架，消毒铺巾，切皮，双极止血，气钻或电钻颅骨钻孔，铣刀取下骨瓣，显微镜下硬脑膜修

补，止血，必要时放置引流装置，骨瓣复位，缝合，包扎。不含神经导航、神经电生理监测、神经

外科显微手术操作。

JBA68401 经鼻内镜脑膜修补术
麻醉。消毒包头铺巾，副肾纱条收缩鼻腔后，经鼻腔，鼻窦，开放筛窦，查找前颅底缺损处，清除

缺损处肉芽，暴露病损，以自体或异体材料修补缺损创面，碘坊纱条术腔填塞粘合材料封闭颅底。

JBA61305 海绵窦肿物切除术

指胶质瘤、脑膜瘤、血管性肿瘤、转移瘤及其他肿瘤。上头架，消毒铺巾，切皮，双极止血，气钻

或电钻颅骨钻孔，铣刀取下骨瓣，头架附加，切开硬脑膜，显微镜切除肿物，必要时行超声吸引，

该处有重要神经及大血管，手术时极易出血，肿瘤切除困难，需耐心分离，止血需严密牢靠，手术

风险较大，技术要求高，肿瘤切除后还需再止血，缝合硬脑膜，骨瓣复位，缝合，包扎。不含神经

导航、神经电生理监测、术中超声监测、超声吸引、神经外科显微手术操作。

JBB71301 颅内蛛网膜囊肿分流术
消毒铺巾，切皮，双极止血，气钻或电钻颅骨钻孔，切开硬脑膜，显微镜下置入分流管囊肿端，打

通皮下隧道，切开腹壁至腹腔，置入分流管腹腔端，缝合，包扎。不含神经外科显微手术操作。

JBB61301 颅内蛛网膜囊肿摘除术

上头架，消毒铺巾，切皮，双极止血，气钻或电钻颅骨钻孔，铣刀取下骨瓣，头架附加，切开硬脑

膜，显微镜及颅内镜下切除血肿，该病最大的危险是术后颅内出血，因此术中止血需耐心细致。止

血，必要时放置引流装置，缝合硬脑膜，骨瓣复位，缝合，包扎。不含神经导航、神经电生理监测

、神经外科显微手术操作。

JBC42301
多处软脑膜下横纤维切

断术

上头架，消毒铺巾，切皮，双极止血，气钻或电钻颅骨钻孔，铣刀取下骨瓣，头架附加，切开硬脑

膜，行脑电监测，显微镜下软脑膜下横纤维切断，切除前后均需行神经电生理监测，止血，必要时

放置引流装置，缝合硬脑膜，骨瓣复位，缝合，包扎。不含神经电生理监测、神经外科显微手术操

JBC62301 桥小脑角肿物切除术

指位于该部位的听神经瘤、脑膜瘤、三叉神经鞘瘤、胆脂瘤、蛛网膜囊肿。上头架，消毒铺巾，切

皮，双极电刀止血，气钻或电钻颅骨钻孔，铣刀取下骨瓣，头架附加，切开硬脑膜，显微镜下切除

肿物，必要时行超声吸引，该部位位置深在，操作空间狭小，且靠近脑干及与颅神经粘连，分离肿

瘤困难，极易损伤重要结构。肿瘤切除后还需止血，必要时放置引流装置，缝合硬脑膜，骨瓣复

位，缝合，包扎。不含颅骨成型术、神经导航、神经电生理监测、超声吸引、颅内镜下手术、术中

超声监测、神经外科显微手术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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脑室
JBD35301 脑室钻孔置管引流术 消毒铺巾，局部麻醉，颅骨锥颅，置入一次性引流装置，头皮固定。

JBD47302 脑室内药物泵置入术
用于治疗慢性顽固性疼痛，消毒铺巾，根据穿刺脑室的部位不同标记头皮切口，颅骨钻孔，切开硬

脑膜，穿刺侧脑室额角或枕角，将药物泵导管植入侧脑室，并稳妥固定，药物泵植入胸前皮下。不

含生命体征监测、影像学引导、术中监护。

JBD60401
经颅内镜脑室脉络丛烧

灼术

消毒铺巾，切皮，双极止血，气钻或电钻颅骨钻孔，切开硬脑膜，颅内镜下脑室脉络丛烧灼，止

血，处理骨窗，缝合，包扎。不含神经导航。

JBD61401
经脑室镜胶样囊肿切除

术

上头架，消毒铺巾，切皮，双极止血，气钻或电钻钻孔，铣刀取下骨瓣，切开硬脑膜，脑室镜下切

除胶样囊肿，止血，必要时放置引流装置，缝合硬脑膜，骨瓣复位，缝合，包扎。
JBD35302 侧脑室引流术 消毒铺巾，切皮，双极止血，气钻或电钻颅骨钻孔，切开硬脑膜，置入引流管，固定，缝合，包扎
JBD47301 侧脑室钻孔穿刺置管术 剃头，额部消毒后于发际内中线旁冠状缝前1厘米，行颅骨钻孔后穿刺置管。

JBD34101 新生儿侧脑室穿刺术
剃除穿刺部位毛发，消毒铺巾，定位，穿刺针刺入侧脑室，留取侧脑室液后，拔针，纱布按压，胶

布固定。

JBD38301 侧脑室连续镇痛术
在具有无菌和抢救设备的治疗室内或CT室，局麻或全麻下侧脑室置入导管，使用隧道器建立皮下隧

道引出导管，导管连接特殊镇痛泵，敷料固定。不含基本生命体征监测。

JBD71301 侧脑室—心房分流术
消毒铺巾，切皮，双极止血，气钻或电钻颅骨钻孔，切开硬脑膜，置入分流管脑室端，打通皮下隧

道，置入分流管心房端，缝合，包扎。

JBD71302 侧脑室—膀胱分流术
消毒铺巾，切皮，双极止血，气钻或电钻颅骨钻孔、切开硬脑膜、置入分流管脑室端、打通皮下隧

道、置入分流管膀胱端、缝合、包扎。

JBD71303 侧脑室—腹腔分流术
消毒铺巾，切皮，双极止血，气钻或电钻颅骨钻孔，切开硬脑膜，置入分流管脑室端，打通皮下隧

道，切开腹壁至腹腔，置入分流管腹腔端，缝合，包扎。

JBD61301 第三脑室前肿物切除术

指胶质瘤、脑膜瘤、血管瘤、垂体瘤、错构瘤、颅咽管瘤、生殖细胞肿瘤、表皮样囊肿、松果体细

胞瘤、转移瘤及其他肿物等。上头架，消毒铺巾，切皮，双极止血，气钻或电钻颅骨钻孔，铣刀取

下骨瓣，头架附加，切开硬脑膜，显微镜下切除肿物，必要时行超声吸引，该处肿瘤位置较深，靠

近脑干及颅神经，手术中肿瘤分离困难。手术时间长，术后感染发生率高。肿瘤切除后需严格止

血，必要时放置引流装置，缝合硬脑膜，骨瓣复位，缝合，包扎。不含神经导航、神经电生理监测

、术中超声监测、超声吸引、神经外科显微手术操作。

JBD61302 第三脑室肿物切除术

指胶质瘤、脑膜瘤、血管瘤、垂体瘤、错构瘤、颅咽管瘤、生殖细胞肿瘤、表皮样囊肿、松果体细

胞瘤、转移瘤等。上头架，消毒铺巾，切皮，双极止血，气钻或电钻颅骨钻孔、铣刀取下骨瓣，头

架附加，切开硬脑膜，显微镜下切除肿物，必要时行超声吸引，该处肿瘤位于深部脑室，靠近脑干

及颅神经，手术中肿瘤分离困难。手术时间长，术后脑积水，颅内感染发生率高，可能需要术后二

次分流手术。肿瘤切除后需严格止血，缝合硬脑膜，骨瓣复位，缝合，包扎。不含神经导航、神经

电生理监测、术中超声监测、超声吸引、神经外科显微手术操作。

JBD61303 第三脑室后肿物切除术

指胶质瘤、脑膜瘤、血管瘤、生殖细胞肿瘤、表皮样囊肿、松果体细胞瘤、转移瘤及其他肿物等。

上头架，消毒铺巾，切皮，双极止血，气钻或电钻颅骨钻孔，铣刀取下骨瓣，头架附加，切开硬脑

膜，显微镜下切除肿物，必要时行超声吸引，该处肿瘤位置较深，靠近脑干及颅神经，手术中肿瘤

分离困难。手术时间长，术后感染发生率高。肿瘤切除后需严格止血，必要时放置引流装置，缝合

硬脑膜，骨瓣复位，缝合，包扎。不含神经导航、神经电生理监测、术中超声监测、超声吸引、神

经外科显微手术操作。

JBD41302 第三脑室底造瘘术
上头架，消素铺巾，切皮，双极止血，气钻或电钻钻孔，铣刀取下骨瓣，切开硬脑膜，显微镜或脑

室镜下三脑室底造瘘，止血，缝合硬脑膜，骨瓣复位，缝合，包扎。不含神经外科显微手术操作、

颅内镜下手术。

JBD62304
第四脑室小脑下蚓部肿

物切除术

指位于该部位的胶质瘤、脑膜瘤、血管性瘤及其他良恶性肿瘤等。上头架，消毒铺巾，切皮，双极

电刀止血，气钻或电钻颅骨钻孔，铣刀取下骨瓣，切开硬脑膜，显微镜下切除肿物，必要时行超声

吸引，该部位较深，分离及切除肿瘤要细致耐心，出血要及时止住，且不要损伤重要血管及神经，

技术要求高，风险大。需反复止血，必要时放置引流装置，缝合硬脑膜，骨瓣复位，缝合、包扎。

不含颅骨成型术、神经导航、超声吸引、术中超声监测、神经电生理监测、神经外科显微手术操作

JBD61305
第四脑室导水管囊虫切

除术

上头架，消毒铺巾，切皮，双极电刀止血、气钻或电钻颅骨钻孔，铣刀取下骨瓣，头架附加，切开

硬脑膜，显微镜下切除肿物，必要时行超声吸引，止血，放置引流装置，缝合硬脑膜，骨瓣复位，

缝合，包扎。不含颅骨成型术、神经导航、神经外科显微手术操作。

JBD41301 透明膈造瘘术
上头架，消毒铺巾，切皮，双极止血，气钻或电钻钻孔，铣刀取下骨瓣，切开硬脑膜，显微镜或颅

内镜下透明膈造瘘，止血，缝合硬脑膜，骨瓣复位，缝合，包扎。不含神经外科显微手术操作、颅

内镜下手术。
脑

JBE38301 运动皮层电刺激镇痛术

用于治疗慢性顽固性疼痛，消毒，根据中央沟解剖位置标记头部较大“U”型切口，切口范围需包

含中央沟、中央前回和中央后回，骨瓣开颅，硬膜外刺激电极可不打开硬脑膜，硬膜下电极需打开

硬脑膜，术中唤醒患者，根据对侧正中神经体感诱发电位、直接皮层电刺激、肌电图监测等技术，

确定中央前回，将刺激电极覆盖中央前回，并与硬脑膜妥善固定，连接导线进行术中试验刺激，效

果满意可同期植入导线和脉冲发生器。不含影像学引导、术中监护、监测、硬膜外腔镜使用。

JBE62302 功能区癫痫灶切除术

上头架，消毒铺巾，切皮，双极止血，气钻或电钻颅骨钻孔，铣刀取下骨瓣，头架附加，切开硬脑

膜，显微镜下癫痫病灶切除，因操作范围位于脑功能区域，过多切除可造成神经功能障碍，切除前

后均需行神经电生理监测，手术时间长、技术要求高。还需止血，必要时放置引流装置，缝合硬脑

膜，骨瓣复位，缝合，包扎。不含神经电生理监测、神经外科显微手术操作。

JBE62303 癫痫灶切除术
上头架，消毒铺巾，切皮，双极止血，气钻或电钻颅骨钻孔，铣刀取下骨瓣，切开硬脑膜，行脑电

监测，显微镜下癫痫病灶切除，切除前后均需行神经电生理监测，止血，必要时放置引流装置，缝

合硬脑膜，骨瓣复位，缝合，包扎。不含神经电生理监测、神经外科显微手术操作。

JBE40301 胼胝体切开术
上头架，消毒铺巾，切皮，双极止血，气钻或电钻颅骨钻孔，铣刀取下骨瓣，头架附加，切开硬脑

膜，行脑电监测，显微镜下胼胝体切开，切除前后均需行神经电生理监测，止血，必要时放置引流

装置，缝合硬脑膜，骨瓣复位，缝合，包扎。不含神经电生理监测、神经外科显微手术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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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BE62304
选择性杏仁核海马切除

术

上头架，消毒铺巾，切皮，双极止血，气钻或电钻颅骨钻孔，铣刀取下骨瓣，头架附加，切开硬脑

膜，显微镜下杏仁核海马切除，因位于脑深部，手术操作要求精确，熟悉解剖结构，切除前后均需

行神经电生理监测，止血耐心，技术要求高。另外还需反复止血，必要时放置引流装置，缝合硬脑

膜，骨瓣复位，缝合，包扎。不含神经电生理监测、神经外科显微手术操作。

JBE62301 大脑半球切除术

上头架，消毒铺巾，切皮，双极止血，气钻或电钻颅骨钻孔，铣刀取下骨瓣，头架附加，切开硬脑

膜，显微镜下大脑半球切除，脑组织切除前后均需行神经电生理监测、切除范围较大、且有一定标

准、重要结构及血管需保护、止血有一定难度、必要时放置引流装置、缝合硬脑膜、骨瓣复位、缝

合、包扎。不含神经电生理监测、神经外科显微手术操作。

JBF61301 脑干血肿清除术

上头架，消毒铺巾，切皮，双极电刀止血，气钻或电钻颅骨钻孔，铣刀取下骨瓣，切开硬脑膜，显

微镜下清除血肿，因位于脑的高级中枢，因此手术操作要求较高，避免脑干的再次损伤，还需止

血，必要时放置引流装置，缝合硬脑膜，骨瓣复位，缝合，包扎。不含颅骨成型术、神经导航、神

经电生理监测、神经外科显微手术操作。

JBF62302 脑干肿物切除术

指脑干及周围的胶质瘤、脑膜瘤、血管瘤及其他肿物等。上头架，消毒铺巾，切皮，双极电刀止

血，气钻或电钻颅骨钻孔，铣刀取下骨瓣，头架附加，切开硬脑膜，显微镜下切除肿物，必要时行

超声吸引，脑干为神经高级中枢，结构及功能复杂，该部位肿瘤位置深，分离及切除过程较困难，

手术危险性极大，技术含量高，手术时间长，还需止血，缝合硬脑膜，骨瓣复位，缝合，包扎。不

含颅骨成型术、神经导航、神经电生理监测、术中超声监测、超声吸引、神经外科显微手术操作。

JBG62301 丘脑肿物切除术

指胶质瘤、淋巴瘤、转移瘤、错构瘤、生殖细胞肿瘤、血管性肿瘤等。上头架，消毒铺巾，切皮，

双极止血，气钻或电钻颅骨钻孔，铣刀取下骨瓣，头架附加，切开硬脑膜，显微镜下切除肿物，必

要时行超声吸引。丘脑解剖及功能复杂，手术要求精确，手术时间长，术后并发症多。肿瘤切除后

止血困难，必要时放置引流装置，缝合硬脑膜，骨瓣复位，缝合，包扎。不含神经导航、神经电生

理监测、术中超声监测、超声吸引、神经外科显微手术操作。

JBH68301
幕上开颅脑脊液漏修补

术

上头架，消毒铺巾，切皮，双极止血，气钻或电钻颅骨钻孔，铣刀取下骨瓣，显微镜下探查瘘口并

修补，止血，必要时放置引流装置，骨瓣复位，缝合，包扎。不含神经导航、神经电生理监测、神

经外科显微手术操作。

JBH07301 幕上开颅探查术
上头架，消毒铺巾，幕上开颅，切皮，双极止血，气钻或电钻颅骨钻孔，铣刀取下骨瓣，头架附

加，切开硬脑膜，显微镜下肿物探查，止血，必要时放置引流装置，缝合硬脑膜，骨瓣复位，缝

合，包扎。不含神经电生理监测、神经外科显微手术操作。

JBH62301 幕上浅部脑脓肿清除术
上头架，消毒铺巾，切皮，双极止血，气钻或电钻颅骨钻孔，铣刀取下骨瓣，切开硬脑膜，显微镜

下切除脑脓肿，止血，必要时放置引流装置，缝合硬脑膜，骨瓣复位，缝合，包扎。不含神经导航

、神经外科显微手术操作。

JBH48301 幕上浅部异物切除术
上头架，消毒铺巾，切皮，双极止血，气钻或电钻颅骨钻孔，铣刀取下骨瓣，切开硬脑膜，显微镜

下取出异物，止血，必要时放置引流装置，缝合硬脑膜，骨瓣复位，缝合，包扎。不含神经导航、

神经外科显微手术操作。

JBH62303 幕上浅部肿物切除术

指胶质瘤，脑转移瘤，胶质增生，脑膜瘤。上头架，消毒铺巾，切皮，双极止血，气钻或电钻颅骨

钻孔，铣刀取下骨瓣，头架附加，切开硬脑膜，显微镜下暴露并切除肿瘤，必要时行超声吸引、止

血、必要时放置引流装置、骨瓣复位、缝合、包扎。不含神经导航、神经电生理监测、术中超声监

测、神经外科显微手术操作、超声吸引。

JBH62302 幕上深部脑脓肿清除术
上头架，消毒铺巾，切皮，双极止血，气钻或电钻颅骨钻孔，铣刀取下骨瓣，切开硬脑膜，显微镜

下切除脑脓肿，必要时放置引流装置，缝合硬脑膜，骨瓣复位，缝合，包扎。不含神经导航、神经

外科显微手术操作。

JBH48302 幕上深部异物切除术
上头架，消毒铺巾，切皮，双极止血，气钻或电钻颅骨钻孔，铣刀取下骨瓣，头架附加，切开硬脑

膜，显微镜下取出异物，止血，必要时放置引流装置，缝合硬脑膜，骨瓣复位，缝合，包扎。不含

神经导航、神经外科显微手术操作。

JBH62304 幕上深部肿物切除术

指胶质瘤、脑膜瘤、血管性肿瘤及其他良、恶性肿瘤。上头架，消毒铺巾，切皮，双极止血，气钻

或电钻颅骨钻孔，铣刀取下骨瓣，头架附加，切开硬脑膜，显微镜下切除肿物，静脉窦修补，肿瘤

位置较深，手术难度大，切除时间长，需止血，必要时放置引流装置，缝合硬脑膜，骨瓣复位，缝

合，包扎。不含神经导航、超声吸引、术中超声监测、神经电生理监测、神经外科显微手术操作。

JBH62305
幕上深部脑室内肿物切

除术

指胶质瘤，脑膜瘤，先天性肿瘤，血管性肿瘤及其他肿物。上头架，消毒铺巾，切皮，双极止血，

气钻或电钻颅骨钻孔，铣刀取下骨瓣，头架附加，切开硬脑膜，显微镜下切除肿物，必要时行超声

吸引，因肿瘤位于深部，操作难度大，术中还需保护脑室内重要血管，避免损伤，切除后还需止

血，必要时放置引流装置，缝合硬脑膜，骨瓣复位，缝合，包扎。不含神经导航、超声吸引、术中

超声监测、神经电生理监测、神经外科显微手术操作。

JBJ68301
幕下开颅脑脊液漏修补

术

上头架，消毒铺巾，切皮，双极止血，气钻或电钻颅骨钻孔，铣刀取下骨瓣，显微镜下探查瘘口并

修补，止血，骨瓣复位，缝合，包扎。不含神经导航、神经电生理监测、神经外科显微手术操作。

JBJ07301 幕下开颅探查术
上头架，消毒铺巾，幕下开颅，切皮，双极止血，气钻或电钻颅骨钻孔，铣刀取下骨瓣，头架附

加，切开硬脑膜，显微镜下肿物探查，止血，必要时放置引流装置，缝合硬脑膜，骨瓣复位，缝

合，包扎。不含神经电生理监测、神经外科显微手术操作。

JBJ61301 小脑半球血肿清除术
上头架，消毒铺巾，切皮，双极电刀止血，气钻或电钻颅骨钻孔，铣刀取下骨瓣，切开硬脑膜，显

微镜下血肿清除，止血，必要时放置引流装置，缝合硬脑膜，骨瓣复位，缝合，包扎。不含颅骨成

型术、神经电生理监测、神经外科显微手术操作。

JBJ62302 小脑脓肿切除术
上头架，消毒铺巾，枕下头皮切皮，双极电刀止血，气钻或电钻行后颅凹钻孔，铣刀取下骨瓣，切

开硬脑膜，显微镜下切除肿物，术中要防止脓肿破溃，止血，缝合硬脑膜，骨瓣复位，缝合，包扎

。不含颅骨成型术、神经导航、神经电生理监测、术中超声监测、神经外科显微手术操作。

JBJ62303 小脑肿物切除术

指位于该部位的脑膜瘤、胶质瘤、血管性肿瘤及其他肿物等。上头架，消毒铺巾，切皮，双极电刀

止血，气钻或电钻颅骨钻孔，铣刀取下骨瓣，头架附加，切开硬脑膜，显微镜下切除肿物，必要时

行超声吸引，止血，放置引流装置，缝合硬脑膜，骨瓣复位，缝合，包扎。不含颅骨成型术、神经

导航、神经电生理监测、术中超声监测、超声吸引、神经外科显微手术操作。
颅底

JBK68301 脑膜脑膨出颅底修补术
麻醉后，额部皮瓣掀开，经前颅窝入路，气钻或电钻开颅，双极止血，暴露前颅底，显微镜下行颅

底修补术，止血，必要时放置引流装置，缝合硬脑膜，人工硬脑膜修补，骨瓣复位，逐层缝合，包

扎。不含神经导航、神经电生理监测、神经外科显微手术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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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名称 项目内涵

JBK68401
经鼻内镜脑膜脑膨出颅

底修补术

麻醉，消毒包头铺巾，收缩鼻腔后，经内镜探查鼻腔，检查脑膜脑膨出的范围，充分暴露肿物，适

当开放鼻窦，清除突入鼻腔鼻窦的病变组织，防止过度深入颅内，嵌钝的脑组织可以清除，未嵌钝

的可换那颅内，鼻腔鼻窦颅底组织，缺损处清除肉芽，可选取肌筋膜，脂肪，肌肉，粘合材料等填

充与缺损处，术后术腔碘坊纱条填压。

JBK69301
面中部掀翻径路肿瘤切

除鼻颅底重建术

上头架，麻醉，消毒铺巾，面中掀翻入路，口前庭穹窿部横贯两侧的唇龈沟切口、鼻小住贯通切口

、两侧软骨间切口、两侧鼻前庭弧形切口，将上唇连同两侧鼻翼，及含上部鼻软骨在内的外鼻锥体

与其下方放入骨壁分离，暴露两侧上颌骨前壁、上颌骨额突、鼻骨及梨状孔等。经鼻腔鼻窦彻底暴

露肿瘤，切除肿瘤，切除部分前颅底骨质，术中使用电动切割器电钻等，使用钛钉钛板修复颅底，

缝合，鼻腔填塞。

JBK62301
上颌进路颅底肿瘤切除

术

全麻插管，上头架，消毒铺巾，沿鼻侧切开分离，暴露上颌骨，应用电锯据开上颌骨与其他骨的连

接处，掀翻暴露翼腭窝及前中颅底，行肿瘤切除，若肿瘤有颅内受侵，可行颅面联合切除。不含颌

面联合切除。

JBK62302
鼻颅联合径路肿瘤切除

术

上头架，消毒铺巾，鼻内镜下应用电动切割器，切除前颅底肿瘤，头部常规切口，切开电烧止血，

暴露露骨，应用电锯切开露骨，暴露前颅底肿瘤切除修复前颅底，缝合，鼻腔填塞。

JBK62303 颅底肿物切除术

颅底是颅骨的基地部、分为前、中、后颅凹、容纳大脑、小脑、脑干及神经、大血管等、其结构复

杂。该处肿瘤含胶质瘤、脑膜瘤、血管性肿瘤、骨性肿瘤、转移瘤、表皮样囊肿、神经鞘瘤及其他

肿瘤等。上头架，消毒铺巾，切皮，双极止血，气钻或电钻颅骨钻孔，铣刀取下骨瓣，头架附加，

切开硬脑膜，显微镜或颅内镜下切除肿物，必要时行超声吸引，因该处结构复杂，部位较深，因此

对肿瘤的分离，切除，止血等操作造成很大困难，较深要求高，风险大，手术时间长。还需止血，

必要时放置引流装置、缝合硬脑膜，骨瓣复位，缝合，包扎。不含神经导航。

JBK62404
经鼻内镜前颅底肿瘤切

除术

上头架，麻醉，消毒包头铺巾，收缩鼻腔后，经内镜探查鼻腔，检查前颅底肿物的范围，充分暴露

肿物，适当开放鼻窦，清除突入鼻腔鼻窦的病变组织，防止过度深入颅内，鼻腔鼻窦颅底组织，缺

损处清楚肉芽，可选取肌筋膜、脂肪、肌肉等填充与缺损处，术后术腔碘坊纱条填压。

JBK62304 斜坡肿物切除术

指胶质瘤、脑膜瘤、血管瘤、脊索瘤、神经鞘瘤、表皮样囊肿、生殖细胞瘤、颅咽管瘤及其他肿物

等。上头架，消毒铺巾，切皮，双极电刀止血，气钻或电钻颅骨钻孔，铣刀取下骨瓣，头架附加，

切开硬脑膜，切除肿物，必要时行超声吸引，斜坡肿瘤位置深在，靠近脑干及重要血管，且常与颅

神经粘连，切除困难，分离肿瘤时间长，风险较大，不慎可造成生命危险。还需止血，必要时放置

引流装置，缝合硬脑膜，骨瓣复位，缝合，包扎。不含颅骨成型术、神经导航、神经电生理监测、

术中超声监测、超声吸引。

JBK62305
显微镜下经蝶入路颅底

斜坡肿物切除术

上头架，消毒铺巾，上鼻镜，气钻磨除鞍底，显微镜下切开口腔上颚，并进行分离，然后切开颅底

骨质，暴露肿瘤并小心分离，止血。进行斜坡肿瘤切除，该部位靠近脑干及重要血管，术中要仔细

辨认分离及加以保护，避免损伤脑干及血管，以免引起严重后果。止血，鼻腔填塞油纱。不含神经

JBK62401
经颅内镜经蝶入路颅底

斜坡肿物切除术

上头架，消毒铺巾，上鼻镜，气钻磨除鞍底，颅内镜下切开口腔上颚，并进行分离，然后切开颅底

骨质，暴露肿瘤并小心分离，止血。进行斜坡肿瘤切除，该部位靠近脑干及重要血管，术中要仔细

辨认分离及加以保护，避免损伤脑干及血管，电生理监测，以免引起严重后果。止血，粘合材料封

闭颅底，鼻腔填塞油纱。不含神经导航。

JBK62402
鼻内镜蝶窦径路斜坡占

位性病变切除术

上头架，消毒铺巾，鼻内镜下，经鼻腔相对宽敞一侧暴露蝶窦，也可切除上鼻甲，中鼻甲后1/3，

以便更充分暴露术腔，开放蝶窦口，尽可能扩大开放，暴露蝶窦后壁、下壁，切开蝶窦后壁黏膜，

去除骨质，防止视神经及动脉损伤，暴露斜坡，切除肿瘤，术腔应用脂肪、肌肉颗粒筋膜填塞，粘

合材料封闭颅底，碘彷砂条填压。

JBK62306 侧颅底肿瘤切除术
上头架，麻醉，消毒铺巾，经颞骨、颞下窝入路，切开皮肤至颅骨，电锯电钻颅骨切开，暴露侧颅

底肿瘤，显微镜下切除肿瘤，粘合材料封闭颅底，复位颅骨，缝合包扎。

JBK62403
经鼻内镜侧颅底肿瘤切

除术

上头架，消毒铺巾，鼻内镜开放上颌窦，也可以开放鼻腔外侧壁，暴露上颌窦后壁，电钻开放上颌

窦后壁，暴露翼腭窝，充分暴露侧颅底肿瘤，避免血管神经损伤，切除肿瘤，鼻腔填塞。

JBK62405
经鼻内镜中颅窝及岩尖

部肿瘤切除术

上头架，消毒铺巾，使用导航仪器，鼻内镜下，经鼻腔相对宽敞一侧暴露蝶窦，也可切除上鼻甲、

中鼻甲后1/4，以便更充分暴露术腔，开放蝶窦口，尽可能扩大开放，暴露蝶窦后壁、外侧壁，切

开蝶窦后壁黏膜，去除骨质，防止视神经及动脉损伤，暴露中颅窝及岩尖，切除肿瘤，术腔应用脂

肪、肌肉颗粒筋膜填塞，碘纺纱条填压。

JBK62307 鞍区肿物切除术

指该部位常见肿瘤及其他肿物。上头架，消毒铺巾，切皮，双极止血，气钻或电钻颅骨钻孔，铣刀

取下骨瓣，头架附加，切开硬脑膜，显微镜或颅内镜下切除肿物，鞍区解剖结构及功能复杂，紧靠

视神经及颈内动脉、大脑前和中动脉，术中极易损伤这些结构，手术不慎可造成致命性大出血，手

术技术要求高，手术时间长。还需止血，必要时放置引流装置，缝合硬脑膜，骨瓣复位，缝合，包

扎。不含神经导航、神经电生理监测、术中超声监测、神经外科显微手术操作、颅内镜下手术。

JBK62406 鼻内镜鞍区肿物切除术

上头架，消毒铺巾，鼻内镜下，经鼻腔相对宽敞一侧暴露蝶窦，也可切除上鼻甲、中鼻甲后1/3，

以便更充分暴露术腔，开放蝶窦口，尽可能扩大开放，暴露蝶窦后壁、上壁，切开蝶窦后壁黏膜，

去除骨质，防止视神经及动脉损伤，暴露鞍区，切除肿瘤，术腔应用脂肪、肌肉颗粒筋膜填塞，碘

彷砂条填压。

JBK62407
鼻内镜鞍上区肿物切除

术

上头架，消毒铺巾，使用导航仪器，鼻内镜下，经鼻腔相对宽敞一侧暴露蝶窦，也可切除上鼻甲、

中鼻甲后1/3，以便更充分暴露术腔，开放蝶窦口，尽可能扩大开放，暴露蝶窦后壁、上壁，切开

蝶窦上壁黏膜，去除骨质，防止视神经及动脉损伤，暴露鞍区，切除肿瘤，术腔应用脂肪、肌肉颗

粒筋膜填塞，碘彷砂条填压。

JBK53301 环枕畸形减压术
上头架，消毒铺巾，切皮，双极电刀止血，气钻或电钻钻孔，铣刀取下骨片，显微镜或颅内镜下硬

脑膜切开减压，止血，缝合，包扎。不含神经电生理监测、神经外科显微手术操作、颅内镜下手术

JBK53401
经颅内镜环枕畸形减压

术

上头架，消毒铺巾，切皮，双极电刀止血，气钻或电钻钻孔，铣刀取下骨片，颅内镜下硬脑膜切开

减压，止血，缝合，包扎。不含神经电生理监测、神经外科显微手术操作。

JBK53302
环枕畸形枕大孔区减压

+枕颈固定术

上头架，消毒铺巾，切皮，双极电刀止血，气钻或电钻钻孔，铣刀取下骨片，显微镜下硬脑膜切开

减压，枕颈固定，止血，缝合，包扎。不含神经电生理监测、神经外科显微手术操作。

JBK62308 枕大孔区肿物切除术

上头架，指胶质瘤、脑膜瘤、化感瘤、转移瘤等。上头架，消毒铺巾，切皮，双极电刀止血，气钻

或电钻颅骨钻孔，铣刀取下骨瓣，头架附加，切开硬脑膜，显微镜下切除肿物，因肿瘤靠近脑干及

椎动脉，手术中这些重要结构极易损伤，因此要求操作仔细、耐心、双极电凝避免过大，必要时行

超声吸引，止血，缝合硬脑膜，骨瓣复位，缝合，包扎。不含颅骨成型术、神经导航、神经电生理

监测、术中超声监测、超声吸引、神经外科显微手术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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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BK62309 颈静脉孔区肿物切除术

指胶质瘤、脑膜瘤、颈静脉球瘤、神经鞘瘤、化感瘤、转移瘤等及其他肿物。上头架，消毒铺巾，

切皮，双极止血，气钻或电钻颅骨钻孔，铣刀取下骨瓣，头架附加，切开硬脑膜，显微镜下切除肿

物，必要时行超声吸引，该部位结构复杂、有重要神经及血管、肿瘤位置较深、分离时有较大难

度，手术操作要求耐心细致、止血有一定难度、手术时间长、危险性大。还需止血，必要时放置引

流装置，缝合硬脑膜，骨瓣复位，缝合，包扎。不含神经导航、神经电生理监测、术中超声监测、

超声吸引、神经外科显微手术操作。
其它

JBL51101 脑脊液置换术 脑室穿刺置入引流管，腰大池穿刺置管，接外引流。

JBL68301 脑脊液漏修补术
指手术切口的脑脊液漏的修补。上头架，消毒铺巾，切皮，双极止血，气钻或电钻颅骨钻孔，铣刀

取下骨瓣，显微镜下探查瘘口并修补，止血，必要时放置引流装置，骨瓣复位，缝合，包扎。不含

神经导航、神经电生理监测、神经外科显微手术操作。

JBL47301 颅内皮层电极置入术
局麻及镇痛，消毒铺巾，切皮，双极止血，气钻或电钻颅骨钻孔，铣刀取下骨瓣，切开硬脑膜，皮

层电极置入，止血，缝合硬脑膜，骨瓣复位，缝合，包扎。不含神经电生理监测。
JBL48301 颅内皮层电极拔除术 局麻及镇痛，消毒铺巾，切皮，双极止血，拔除皮层电极装置，缝合，包扎。

JBL47302 颅内压监测探头置入术
消毒铺巾，局部麻醉，经股动脉穿刺，颅骨锥颅，置入监测探头(颅内硬脑膜下，硬脑膜外，脑

内，脑室内各型探头)，头皮固定。

JBL61301
立体定向颅内血肿清除

术

消毒铺巾，切皮，双极止血，气钻或电钻钻孔，骨止血，切开硬脑膜，立体定向下行血肿清除，止

血，处理骨窗，缝合，包扎。不含神经导航。

JBL61302
立体定向颅内脓肿清除

术

消毒铺巾，切皮，双极止血，气钻或电钻钻孔，止血，切开硬脑膜，立体定向下行颅内脓肿清除，

注意保护肿物脑组织，止血，处理骨窗，缝合，包扎。

JBL62302
立体定向颅内肿物切除

术

消毒铺巾，切皮，双极止血，气钻或电钻钻孔，骨止血，切开硬脑膜，立体定向下肿物切除，止

血，处理骨窗，缝合，包扎。不含神经导航。

JBL48302
立体定向颅内异物取出

术

消毒铺巾，立体定向下切开皮，双极止血，气钻或电钻钻孔，切开硬脑膜，立体定向下将颅内异物

取出，止血，处理骨窗，缝合，包扎。不含神经导航。

JBL53301 开颅颅内减压术
消毒铺巾，切皮，双极止血，气钻或电钻颅骨钻孔，铣刀取下骨瓣，切开硬脑膜，显微镜下切除颞

极，额极，枕极，止血，骨瓣复位，缝合，包扎。不含神经外科显微手术操作、神经电生理监测。

JBL61303 颅内多发血肿清除术
指同一部位硬膜外、硬膜下、脑内。消毒铺巾，切皮，双极止血，气钻或电钻颅骨钻孔，铣刀取下

骨瓣，切开硬脑膜，显微镜下清除硬膜外，硬膜下及脑内血肿，必要时放置引流装置，悬吊硬脑

膜，止血，骨瓣复位，缝合，包扎。不含神经外科显微手术操作。

JBL53302 颅内颞肌下减压术
消毒铺巾，切皮，双极止血，气钻或电钻颅骨钻孔，咬除骨窗，切开硬脑膜，止血，缝合，包扎。

不含神经外科显微手术操作、神经电生理监测。

JBL47303 脑深部刺激器置入术
消毒铺巾，切皮，双极止血，打通头部至锁骨下隧道，锁骨下放置刺激器，延伸导线连接头部脑深

部电极和刺激器，缝合，包扎。

JBL51301 脑深部刺激器置换术
消毒铺巾，切皮，双极止血，取出锁骨下刺激器，更换刺激器重新置入并与延伸导线连接，缝合，

包扎。

JBL38301 脑深部电刺激镇痛术

用于治疗慢性顽固性疼痛，消毒，患者佩戴立体定向头架，行磁共振扫描重建图像，计算刺激靶点

三维定位坐标，手术室标识头部切口，颅骨钻孔，切开硬脑膜，导入神经微电极行电生理定位，验

证解剖定位坐标，植入刺激电极，连接导线进行术中刺激试验，效果满意可同期植入导线和脉冲发

生器。常用刺激靶点可选择丘脑腹后外侧核、腹后内侧核、中央中核、束旁核、枕核、第三脑室旁

灰质、中央导水管周围灰质等。不含监测、影像学引导、术中监护。

JBL35101 脑脓肿穿刺引流术
消毒，切皮，双极止血，气钻或电钻颅骨钻孔，切开硬脑膜，局部感染处理，放置引流装置，冲洗

引流，缝合，包扎。

JBL35301
经乳突脑脓肿切开引流

术

麻醉，术野消毒铺巾。耳后切开，乳突根治，(根据术前定位)，自乳突壁向(大脑或小脑或乙状窦)

用粗针头穿刺，吸尽脓液，双氧水、抗菌素冲洗浸泡，放置引流条，包扎。

JBL61304 脑内血肿清除术
消毒铺巾，切皮，双极止血，气钻或电钻颅骨钻孔，铣刀取下骨瓣，切开硬脑膜，显微镜下清除脑

内血肿，必要时放置引流装置，悬吊硬脑膜，止血，骨瓣复位、缝合、包扎。不含神经外科显微手

术操作。

JBL60601
立体定向脑内靶点毁损

术

上头架,核磁共振定位,局麻加镇痛，消毒铺巾，切皮，双极止血，气钻/电钻颅骨钻孔，切开硬脑

膜，立体定向下脑深部针电极行脑内核团和传导束毁损，处理骨窗，缝合，包扎。不含核磁共振。

2.脑神经
JBN38301 眶上神经封闭 向患者说明治疗的注意事项。局部消毒，注射药物，局部压迫。

JBN42301 岩浅大神经切断术
全麻，术野消毒铺无菌巾，耳后切开，乳突骨骼化，迷路后寻面神经第一分支岩浅大神经，切断，

脂肪填塞。缝合切口，包扎。

JBN53301 视神经减压术
向患者说明治疗的注意事项。手术区消毒，牵引眼睑，结膜切开，电凝或压迫止血，断内直肌，暴

露视神经，切开视神经鞘，缝合肌肉及结膜，加压包扎。

JBN53302 鼻外视神经减压术
麻醉，消毒包头铺巾，收缩鼻腔后，副肾纱条收缩鼻腔后，经鼻侧切开，开放筛窦，暴露视神经

管，骨钻磨薄骨壁，剥离子去除骨壁，暴露视神经，应用尖刀或镰状刀轻轻对神经鞘膜松解，进行

减压，术后术腔应用适当的填塞材料填压。

JBN53303 经颅视神经管减压术
消毒铺巾，切皮，双极止血，气钻或电钻颅骨钻孔，骨瓣取下，显微镜下分离硬脑膜，磨开眶顶，

磨除视神经管上壁，止血，骨瓣复位，缝合，包扎。不含神经外科显微手术操作。

JBN53401 鼻内镜视神经减压术
麻醉，消毒包头铺巾，收缩鼻腔后，副肾纱条收缩鼻腔后，应用内镜手术钳和电动切割器开放筛

窦，暴露视神经管，骨钻磨薄骨壁，剥离子去除骨管的骨壁，暴露视神经，应用尖刀或镰状刀轻轻

对视神经鞘膜松解，进行减压，术后术腔应用适当的填塞材料填压。

JBQ60101
经皮穿刺滑车上神经射

频术

用于滑车神经痛。监测生命体征，确定穿刺点，穿刺处消毒铺巾，穿刺到位后，实施射频热凝或脉

冲射频调节治疗。不含监测、术中监护。

JBR38101
经皮穿刺三叉神经干阻

滞镇痛术

用于三叉神经第2支，第3支疼痛的治疗。监测生命体征，消毒铺巾，影像学引导下穿刺，经影像及

麻醉药阻滞确认无误，注射酚制剂或无水乙醇。不含影像学引导、术中监护。

JBR60102
经皮穿刺三叉神经半月

节射频毁损术

消毒铺巾，螺旋CT三维重建确定穿刺针进入卵圆孔、电压/电流测试并调整穿刺针至正确位置、进

行射频稳控热凝术。

JBR60103
经皮穿刺三叉神经末稍

化学毁损术

用于三叉神经痛治疗。含眶上神经、眶下神经、颏神经。体表定位下穿刺，经麻醉药阻滞确认无

误，注射酚制剂或无水乙醇。不含基本生命体征监测、影像学引导、术中监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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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BR60104
经皮穿刺三叉神经干化

学毁损术

消毒铺巾，螺旋CT三维重建确定穿刺神经干位置，接神经电刺激器，注射实验药物，确定穿刺部位

准确，测定疗效范围，注射治疗药物。不含监护、CT引导。

JBR60301
三叉神经感觉根射频电

凝毁损术

上头架，消毒铺巾，切皮，双极止血，气钻或电钻颅骨钻孔，铣刀取下骨瓣，切开硬脑膜，显微镜

下将三叉神经感觉用射频根电凝损毁，止血，缝合硬脑膜，骨瓣复位，缝合，包扎。

JBR42301
三叉神经感觉根部分切

断术

用于治疗三叉神经痛，监测生命体征下，消毒，乙状窦后入路，骨窗开颅，显微镜下暴露三叉神经

根，切断三叉神经感觉根的背外侧。不含听觉诱发电位监测、脑干诱发电位监测、影像学引导、术

中监护。
JBR42302 三叉神经周围支切断术 X线透视定位、心电监测、神经电生理监测、找到三叉神经周围支、双极电凝后切断。

JBR53301
显微镜下三叉神经根血

管减压术

用于治疗三叉神经痛，消毒，乙状窦后入路，骨窗开颅，显微镜下暴露三叉神经根，辨别确认责任

血管，用减压材料将血管与神经根垫开。不含影像学引导、术中监护。

JBR42401
鼻内镜下筛前神经切断

术

麻醉，消毒包头铺巾，收缩鼻腔后，经内镜探查鼻腔，鼻内镜中鼻甲前上距鼻顶0.3毫米切开分离

切除部分筛窦至额窦口或放暴露筛前神经，可切断，电凝，微波等治疗，术腔适当材料填压。也可

应用微波，电凝，激光对鼻丘，中隔前上部分筛前神经分支进行部分切除。

JBR60105
经皮穿刺耳颞神经射频

术

用于耳颞神经痛，确定穿刺点，穿刺处消毒铺巾，穿刺到位后，实施射频热凝或脉冲射频调节治疗

。不含监测、术中监护。

JBT38101 面神经阻滞镇痛术
治疗面神经痉挛和面神经麻痹。患者平卧位，头偏向健侧。穿刺点定位于乳突前缘外耳道下方，约

与下颌支后缘中点相对。消毒铺巾。按规范穿刺到位后，固定针头，回抽无血、液体后注射治疗药

物。术中监测基本生命体征。术后留观。不含监测。

JBT38102
经皮穿刺蝶腭神经阻滞

镇痛术

治疗蝶腭神经痛，监测生命体征下，消毒铺巾，影像学引导下穿刺，经影像及神经刺激器神经诱

发，注射阻滞药物，或注射酚制剂或无水乙醇。不含监测、影像学引导、术中监护。

JBT07301 面神经探查术
麻醉，术野消毒铺巾。耳后切开，乳突根治，探察面神经垂直段，鼓室探察，探察面神经水平段。

鼓膜复位(或修补)，耳道抗菌素纱条填塞，包扎。

JBT07302 面神经全程探查术
麻醉，术野消毒铺巾。耳后切开，乳突根治，探察面神经垂直段，鼓室探察，探察面神经水平段。

耳前切口，开颅，自中颅窝探察面神经迷路段。鼓膜复位(或修补)，耳道抗菌素纱条填塞，包扎。

JBT53301 经耳面神经梳理术

麻醉，消毒铺巾，耳后切口，将乳突暴露出来，切除乳突小房，与面神经垂直段走形方向，逐层用

电钻磨去骨质，使垂直段薄如纸状，然后用小刮匙将菲薄骨层刮除，使面神经暴露出2/3部分，再

用纤刀沿其长轴做纵形贯穿性剖开约1-1.5厘米，根据痉挛轻重做1-2个剖开平面，再用硅胶薄膜插

入剖层之间，以隔离断面免除断层愈合。
JBT26301 面神经解剖术 指在下颌后窝或腮腺咬肌区的响应手术，有时需要单独解剖面神经，保护面神经。

JBT60101 经皮穿刺面神经射频术
用于面肌痉孪。监测生命体征，确定穿刺点，穿刺处消毒铺巾，穿刺到位后，实施脉冲射频调节治

疗。不含监测、影像学引导、术中监护。

JBT60102
经皮穿刺蝶腭神经节射

频术

治疗蝶腭神经痛，消毒铺巾，影像学引导下穿刺，经影像及神经诱发确认无误，实施射频热凝或脉

冲射频调节治疗。不含监测、影像学引导、术中监护。

JBT53302 面神经减压术
麻醉，术野消毒铺巾。耳后切开，乳突根治，探察面神经垂直段，鼓室探察，探察面神经水平段。

根据面神经受累部位，向其前后磨开骨管，实施减压术，直至正常鞘膜完全正常之面神经，抗菌素

冲洗，激素浸泡。筋膜覆盖。鼓膜复位(或修补)，耳道抗菌素纱条填塞，包扎。

JBT53303 面神经全程减压术

麻醉，术野消毒铺巾。耳后切开，乳突根治，探察面神经垂直段，鼓室探察，探察面神经水平段。

耳前切口，开颅，自中颅窝探察面神经迷路段。根据面神经受累部位，向其前后磨开骨管，实施减

压术，直至正常鞘膜完全正常之面神经，抗菌素冲洗，激素浸泡。筋膜覆盖。鼓膜复位(或修补)，

耳道抗菌素纱条填塞，包扎。

JBT53304
经乳突面神经松解减压

术

经乳突法：耳后切口，留置巨型骨膜瓣，暴露乳突骨皮质，行乳突轮廓化，暴露乳突段及锥段面神

经，锥段面神经显露清楚后，沿神经管向前既鼓室段面神经，部分病人可在不动砧骨及锤骨的情况

下，一直显露面神经至膝状神经节处。若操作有困难可将砧骨取出，锤骨头减下，使整个上鼓室皆

为操作空间。面神经操作治疗后，按听骨链重建方法，重建镫骨锤骨联系。在膝状神经节后部，向

内后成75度角走形的神经为迷路段面神经。将拟减压段面神经骨管打开约相当骨壁的一半，充分使

面神经鞘显露后，用缝利小刀纵轴切开面神经鞘，即可见水肿之神经并切开。

JBT73301 面神经周围神经移植术

麻醉，消毒铺巾，移植的神经可采用耳大神经，自外耳道口向下做一假想线，再自乳突尖到下颌角

做一直线，此两线相交处，约距外耳道口4厘米，即为耳大神经所在，做一由后上向前下的斜切

口，切开皮肤及皮下组织即见颈阔肌，分开颈阔肌即见颈外静脉，耳大神经即在静脉之后。先用粗

丝线测量面神经两端段相距的距离。将取下的神经用盐水纱布包好备用。将面神经短段用缝利小刀

切齐，再用移植的神经置于两端段之间，应毫无张力与两断端对齐。因神经在开放的面神经骨管之

内，故无需缝合，用纤维蛋白胶粘着即可。

JBT71301 面神经吻合术
上头架，消毒铺巾，切皮，双极止血，气钻或电钻颅骨钻孔，铣刀取下骨瓣，切开硬脑膜，显微镜

下面神经吻合，止血，缝合硬脑膜，骨瓣复位，缝合，包扎。不含神经电生理监测。

JBT71302
面神经吻合面瘫畸形整

复术

消毒铺巾，根据面神经断裂部位解剖面神经的近、远心端，两个面神经断端在无张力的情况下，进

行神经吻合，矫正面瘫畸形。电凝止血，留置引流。

JBT68301
跨面神经移植面瘫畸形

整复术

消毒铺巾，切开皮肤，解剖两侧面神经，根据需要切取一定长度的腓肠神经，将移植的神经分别与

健侧和患侧的面神经进行吻合，矫正面瘫畸形。电凝止血，留置引流。不含神经切取。

JBT62301
面部神经纤维瘤切除术

(小)

指瘤体小于5平方厘米，麻醉，设计，沿切口线切开皮肤，切除瘤体，止血，切除部分多余皮肤，

放置负压引流管，关闭切口。

JBT62302
面部神经纤维瘤切除术

(中)

指瘤体在5-10平方厘米，麻醉，设计，沿切口线切开皮肤，切除瘤体，止血，切除部分多余皮肤，

放置负压引流管，关闭切口。

JBT62303
面部神经纤维瘤切除术

(大)

指瘤体在大于10平方厘米，麻醉，设计，于瘤体周边以7号丝线贯穿皮下缝合止血。沿切口线切开

皮肤，切除瘤体，止血，切除部分多余皮肤，放置负压引流管，关闭切口。

JBU42301 迷路后前庭神经切断术
麻醉，消毒铺巾，耳后切口，乳突轮廓化，沿乙状窦后磨除骨质，在硬膜外，磨除部分岩骨嵴。暴

露内听道，暴露前庭神经，用纤维剪刀剪除前庭神经上下支及耳蜗神经的末端，应含前庭神经节，

缝合包扎。

JBU42401 经内镜前庭神经切断术
麻醉，消毒铺巾，应用显微镜及耳内镜耳后切口，乳突轮廓化，沿乙状窦后磨除骨质，在硬膜外，

磨除部分岩骨嵴。暴露内听道，暴露前庭神经，用纤维剪刀剪除前庭神经上下支及耳蜗神经的末

端，应含前庭神经节，缝合包扎。

JBU62304 经迷路听神经瘤切除术
全麻，术野消毒铺无菌巾，耳后切开，乳突骨骼化，迷路切除，开放内听道，辨明肿瘤，保护面神

经，切除肿瘤，脂肪填塞。缝合切口，包扎。不含面神经监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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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BV42302 舌咽神经切断术 消毒铺巾，经颈侧切开，分离暴露舌咽神经结扎切断，止血缝合，放置引流，切口加压包扎。

JBV38103 舌咽神经阻滞镇痛术
治疗舌咽神经痛。患者仰卧位，头转向健侧。穿刺点定位于茎突尖部与下颌骨后缘水平连线的中点

。消毒铺巾。按规范穿刺到位后，固定针头，回抽无血、液体后注射治疗药物。术中监测基本生命

体征。术后留观。不含影像学引导、术中监护。

JBV38104
经皮穿刺舌咽神经射频

术

用于治疗舌咽神经痛。消毒铺巾，影像学引导下穿刺，经影像及神经诱发确认无误，实施脉冲射频

调节治疗。不含影像学引导、术中监护。

JBV42303
经枕下乙状窦后入路舌

咽神经切断术

指三叉神经、舌咽神经。上头架，消毒铺巾，切皮，双极止血，气钻或电钻颅骨钻孔，铣刀取下骨

瓣，头架附加，切开硬脑膜，显微镜下三叉神经或舌咽神经神经切断，止血，缝合硬脑膜，骨瓣复

位，缝合，包扎。不含神经电生理监测、神经外科显微手术操作。

JBV53305
显微镜下舌咽神经根血

管减压术

用于治疗舌咽神经痛，消毒，乙状窦后入路，骨窗开颅，显微镜下暴露舌咽神经根，辨别确认责任

血管，用减压材料将血管与神经根垫开。不含监测。

JBW38101 喉上神经阻滞镇痛术
治疗喉上神经痛。患者平卧位，头稍后仰。喉上神经阻滞穿刺点在颈外侧甲状软骨上角和舌骨大角

之间。消毒铺巾。按规范穿刺到位后，固定针头，回抽无血、液体后注射治疗药物。术中监测基本

生命体征。术后留观。不含监测。

JBW38102 喉返神经封闭术
应用注射器抽取药物(如氟美松5毫克 ，2%利多卡因2毫升)，颈部皮肤消毒，于一侧喉返神经封闭

点颈部一侧进针并注射适量药物。

JBW07301 喉返神经探查术
颈部原切口瘢痕切除，逐层切开，游离患侧甲状腺，在其后方探查显露喉返神经全程、确定有无损

伤，止血，切口逐层缝合。

JBW68301 喉返神经吻合术
颈部原切口瘢痕切除，逐层切开，游离患侧甲状腺，在其后方探查显露喉返神经全程、确定损伤部

位，行神经吻合，止血，置管引出固定，切口逐层缝合。

JBW73301 喉返神经移植术
颈部原切口瘢痕切除，逐层切开，游离患侧甲状腺，在其后方探查显露喉返神经全程，确定损伤缺

损部位，分离临近的供吻合用的神经，手术显微镜下行神经吻合，止血，置管引出固定，切口逐层

缝合。

JBX38103 副神经阻滞镇痛术
治疗胸锁乳突肌或斜方肌痉挛或抽搐性疼痛。患者平卧位，头转向健侧。乳突尖与下颌角连线中

点，经胸锁乳突肌后缘中上1/3交点为穿刺点，或斜方肌前缘下缘交点为穿刺点。消毒铺巾。按规

范穿刺到位后，固定针头，回抽无血、液体后注射治疗药物。术后留观。不含监测。
3.脑血管

JB143501 脑动脉瘤栓塞术
经颈动脉穿刺，置血管鞘，导管插入供血动脉，经导管注入对比剂，微导管到位，使用栓塞材料栓

塞。

JB143502 脑肿瘤供血动脉栓塞术
经颈动脉穿刺，置血管鞘，导管插入供血动脉，经导管注入对比剂，微导管到位，使用栓塞材料栓

塞。
JB160501 超选择脑动脉灌注溶栓 消毒，麻醉，穿刺置管，造影摄片，灌注溶栓，造影复查，穿刺点压迫包扎，人工报告。不含监护

JB160502
超选择脑动脉接触性溶

栓术

消毒，麻醉，穿刺置管，造影摄片，超选择置管，溶栓碎栓，造影复查，穿刺点压迫包扎，人工报

告。不含监护。

JB165501
经皮穿刺大脑前动脉球

囊成形术

消毒，麻醉，穿刺置管，造影摄片，球囊扩张，造影复查，穿刺点压迫包扎，人工报告。不含监护

。

JB165502
经皮穿刺大脑中动脉球

囊成形术

消毒，麻醉，穿刺置管，造影摄片，球囊扩张，造影复查，穿刺点压迫包扎，人工报告。不含监护

。

JB147501
经皮穿刺大脑中动脉腔

内支架置入术

消毒，麻醉，穿刺置管，造影摄片，球囊扩张，造影复查，穿刺点压迫包扎，人工报告。不含监护

。

JB165503
经皮穿刺大脑后动脉球

囊成形术

消毒，麻醉，穿刺置管，造影摄片，球囊扩张，造影复查，穿刺点压迫包扎，人工报告。不含监护

。

JB147502
经皮穿刺大脑后动脉支

架置入术

消毒，麻醉，穿刺置管，造影摄片，球囊扩张，支架置入，造影复查，穿刺点压迫包扎，人工报告

。不含监护。

JB165504
经皮穿刺基底动脉球囊

成形术

消毒，麻醉，穿刺置管，造影摄片，球囊扩张，造影复查，穿刺点压迫包扎，人工报告。不含监护

。

JB147503
经皮穿刺基底动脉腔内

支架置入术

消毒，麻醉，穿刺置管，造影摄片，球囊扩张，支架置入，造影复查，穿刺点压迫包扎，人工报告

。不含监护。

JB148501
超选择脑动脉腔内血栓

取出术
消毒，麻醉，穿刺置管，造影摄片，取栓，造影复查，穿刺点压迫包扎，人工报告。不含监护。

JB161302
脑动脉瘤动静脉畸形切

除术

上头架，消毒铺巾，切皮，双极止血，气钻或电钻颅骨钻孔，铣刀取下骨瓣，头架附加，切开硬脑

膜，显微镜下分离，切除动脉瘤，血管畸形。切除动脉瘤血管畸形前后均需行脑血管荧光造影。动

脉瘤及血管畸形均为血管性疾病，两病合在一起使手术难度大。止血，缝合硬脑膜，骨瓣复位，缝

合，包扎。不含神经导航、荧光造影、神经电生理监测、术中超声监测、神经外科显微手术操作。

JB168501 颅内动脉瘤支架夹闭术
消毒，麻醉，穿刺置管，造影摄片，支架置入，复查造影，拔管，穿刺点压迫包扎。人工报告。不

含监护。

JB143301 颅内动脉瘤夹闭术

上头架，消毒铺巾，切皮，双极止血，气钻或电钻颅骨钻孔，铣刀取下骨瓣，切开硬脑膜、显微镜

下分离、夹闭动脉瘤，该处操作空间狭小，分离及处理动脉瘤有较大困难、术中一旦动脉瘤破裂可

造成致命性的大出血，因此要仔细操作、时间较长、技术要求很高，还需止血，缝合硬脑膜，骨瓣

复位，缝合，包扎。不含神经导航、荧光造影、神经电生理监测、术中超声监测、神经外科显微手

JB161303
颅内巨大动脉瘤夹闭切

除术

巨大瘤指动脉瘤直径大于2.5厘米。上头架，消毒铺巾，切皮，双极止血，气钻或电钻颅骨钻孔，

铣刀取下骨瓣，头架附加，切开硬脑膜，显微镜下分离，夹闭并切除动脉瘤，颅内巨大动脉瘤手术

风险很大、因解剖关系、可操作空间狭小、分离及处理动脉瘤有较大困难，术中一旦动脉瘤破裂可

造成致命性的大出血。动脉瘤夹闭后还需再止血，缝合硬脑膜，骨瓣复位，缝合，包扎。不含神经

导航、荧光造影、神经电生理监测、术中超声监测、神经外科显微手术操作。

JB161304
颅内巨大动脉瘤夹闭切

除术+颈动脉暴露术

巨大瘤指动脉瘤直径大于2.5厘米。上头架，消毒铺巾，颈部行颈动脉暴露，使用临时阻断夹。头

部切皮，双极止血，气钻或电钻颅骨钻孔，铣刀取下骨瓣，头架附加，切开硬脑膜，显微镜下分

离，夹闭并切除动脉瘤，颅内巨大动脉瘤手术风险很大，为防治术中破裂出血，术前需将该侧颈内

动脉暴露，以防不测。因解剖关系，可操作空间狭小、分离及处理动脉瘤有较大困难，术中一旦动

脉瘤破裂可造成致命性的大出血。动脉瘤夹闭后还需再止血，缝合硬脑膜，骨瓣复位，缝合，包

扎，颈部伤口缝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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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B168301 颅内动脉瘤包裹旷置术
上头架，消毒铺巾，切皮，双极止血，气钻或电钻颅骨钻孔，铣刀取下骨瓣，切开硬脑膜，显微镜

下分离，包裹动脉瘤，止血，缝合硬脑膜，骨瓣复位，缝合，包扎。不含神经导航、荧光造影、神

经电生理监测、术中超声监测、神经外科显微手术操作。

JB171301 颅外内动脉旁路移植术

上头架，消毒铺巾，切皮，双极止血，分离颅外动脉，常规开颅，气钻钻孔，铣刀取下骨瓣，头架

附加，切开硬脑膜，显微镜下分离颅内动脉，做血管搭桥吻合，临时阻断要吻合的动脉，止血，缝

合硬脑膜，骨瓣复位，缝合，包扎。不含神经导航、荧光造影、神经电生理监测、术中超声监测、

神经外科显微手术操作。

JB171302
颅外内动脉旁路移植术

+颈动脉暴露术

上头架，消毒铺巾，颈部行颈动脉暴露，使用临时阻断夹。头部切皮，双极止血，分离颅外动脉，

常规开颅，气钻钻孔，铣刀取下骨瓣，头架附加，切开硬脑膜，显微镜下分离颅内动脉，血管搭桥

吻合，需临时阻断颈内动脉，止血，缝合硬脑膜，骨瓣复位，缝合，包扎。不含神经导航、荧光造

影、神经电生理监测、术中超声监测、神经外科显微手术操作。

JB165505
经皮穿刺椎动脉颅内段

球囊成形术

消毒，麻醉，穿刺置管，造影摄片，球囊扩张，造影复查，穿刺点压迫包扎。人工报告。不含监护

。

JB147504
经皮穿刺椎动脉颅内段

支架置入术

消毒，麻醉，穿刺置管，造影摄片，球囊扩张，支架置入，造影复查，穿刺点压迫包扎。人工报告

。不含监护。

JB244501
经皮穿刺选择性岩下窦

静脉取血术

消毒麻醉，股静脉穿刺插管，选择岩下窦静脉，注射对比剂并摄片取血，拔管压迫止血，冲洗胶

片，人工报告。不含监护。

JB269301
大静脉矢状窦脑膜瘤切

除血管窦旁重建术

上头架，消毒铺巾，切皮，双极止血，气钻或电钻颅骨钻孔，铣刀取下骨瓣，切开硬脑膜，显微镜

下切除肿物，静脉窦修补，该手术操作范围位于大血管及周围组织、术中极易损伤大血管、需耐心

分离。另外，静脉窦重建技术含量高，有一定难度。肿瘤切除后还要止血，必要时放置引流装置，

缝合硬脑膜，骨瓣复位，缝合，包扎。不含神经导航、神经电生理监测、超声吸引、术中超声监测

、神经外科显微手术操作。

JB269302
大静脉窦汇区脑膜瘤切

除血管窦重建术

上头架，消毒铺巾，切皮，双极止血，气钻或电钻颅骨钻孔，铣刀取下骨瓣，头架附加，切开硬脑

膜，显微镜下切除肿物，必要时行超声吸引，静脉窦修补，该手术操作范围位于大血管及周围组

织，术中极易损伤大血管，另外，静脉窦重建技术含量高，有一定难度。肿瘤切除后还要止血，必

要时放置引流装置，缝合硬脑膜，骨瓣复位，缝合，包扎。不含神经导航、神经电生理监测、超声

吸引、术中超声监测、神经外科显微手术操作。

JB269303 静脉窦破裂重建修复术
消毒铺巾，切皮，双极止血，清除碎骨片，气钻或电钻颅骨钻孔，颅骨止血，静脉窦破口处理(缝

合重建、压迫)，必要时放置引流装置，骨瓣处理，缝合，包扎。

JB247505 静脉窦支架置入术
消毒，麻醉，穿刺置管，造影摄片，超选择置管，溶栓，支架置入，造影复查，穿刺点压迫包扎，

人工报告。不含监护。

JB260503
超选择脑静脉窦接触性

溶栓术

消毒，麻醉，穿刺置管，造影摄片，超选择置管，溶栓，造影复查，穿刺点压迫包扎，人工报告。

不含监护。

JB260504
脑静脉系统血栓间接溶

栓术

消毒，麻醉，穿刺置管，造影摄片，经动脉灌注溶栓，造影复查，穿刺点压迫包扎，人工报告。不

含监护。

JB248502
超选择脑静脉系统血栓

取出术
消毒，麻醉，穿刺置管，造影摄片，取栓，造影复查，穿刺点压迫包扎，人工报告。不含监护。

JB338501
经皮穿刺脑血管腔内化

疗术
消毒，麻醉，穿刺置管，造影摄片，药物灌注，拔管，穿刺点压迫包扎，人工报告。不含监护。

JB343503 脑动静脉畸形栓塞术
经颈动脉穿刺，置血管鞘，导管插入供血动脉，经导管注入对比剂，微导管到位，使用栓塞材料栓

塞。

JB361305 脑干动静脉畸形切除术

上头架，消毒铺巾，切皮，双极止血，气钻或电钻颅骨钻孔，铣刀取下骨瓣，头架附加，切开硬脑

膜，显微镜下切除病变，脑干血管畸形手术难度很大，易损伤脑干及重要血管，术中易发生致命性

出血，手术技术要求很高，时间较长，还需耐心止血，必要时放置引流装置，缝合硬脑膜，骨瓣复

位，缝合，包扎。不含颅骨成型术、神经导航、神经电生理监测、术中脑血管荧光造影、术中超声

监测、神经外科显微手术操作。

JB361306 颅内动静脉畸形切除术

上头架，消毒铺巾，切皮，双极止血，气钻或电钻颅骨钻孔，铣刀取下骨瓣，头架附加，切开硬脑

膜，显微镜下分离，切除血管畸形，因畸形血管缺乏正常血管结构、术中切除过程中极易出血、分

离时还易损伤脑组织及正常血管、因此手术要求较高、仔细分离及切除。止血，缝合硬脑膜、骨瓣

复位，缝合，包扎。不含神经导航、荧光造影、神经电生理监测、术中B超监测、神经外科显微手

术操作。

JB362307
颅内巨大动静脉畸形切

除术

巨大指直径＞4厘米动静脉畸形。上头架，消毒铺巾，切皮，双极止血，气钻或电钻颅骨钻孔，铣

刀取下骨瓣，头架附加，切开硬脑膜，显微镜下分离，切除血管畸形，由于血管畸形巨大、出血异

常凶猛、操作非常困难。创面大止血难度高，需仔细止血。缝合硬脑膜，骨瓣复位，缝合，包扎。

不含神经导航、荧光造影、神经电生理监测、术中超声监测、神经外科显微手术操作。

JB343506
经动静脉联合途径颅内

动静脉瘘栓塞术
置血管鞘，导管插入目标血管，经导管注入对比剂，微导管到位，使用栓塞材料栓塞。

JB343507
经颅静脉窦穿刺置管动

静脉瘘栓塞术
穿刺静脉窦，导管插入静脉窦，经导管注入对比剂，经导管或微导管填入栓塞材料。

JB343504
经动脉颅内动静脉瘘栓

塞术

经颈动脉穿刺，置血管鞘，导管插入供血动脉，经导管注入对比剂，微导管到位，使用栓塞材料栓

塞。

JB343505
经静脉颅内动静脉瘘栓

塞术
含眼上静脉穿刺。置血管鞘，导管插入脑静脉，微导管到位，使用栓塞材料栓塞。

4.脊髓
脊髓被膜

JB438101
颈部硬膜外单次阻滞镇

痛术

指用于镇痛治疗，通过单次注射阻滞神经。注射处消毒铺巾，经穿刺在硬膜外腔置入导管，经导管

间断或持续注射局麻药、阿片类镇痛药等。不含特殊神经定位方法、麻醉监护下镇静。

JB438102
颈部硬膜外连续阻滞镇

痛术

指用于镇痛治疗，通过置入导管持续阻滞神经。注射处消毒铺巾，经穿刺在硬膜外腔置入导管，经

导管间断或持续注射局麻药、阿片类镇痛药等。不含特殊神经定位方法、麻醉监护下镇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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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B438103
胸部硬膜外单次阻滞镇

痛术

指用于胸部镇痛治疗，通过注射阻滞神经。注射处消毒铺巾，穿刺注药进行单侧神经阻滞。不含特

殊神经定位方法、麻醉监护下镇静。

JB438104
胸部硬膜外连续阻滞镇

痛术

指用于胸部镇痛治疗，通过置入导管持续阻滞神经。注射处消毒铺巾，穿刺注药进行单侧神经阻滞

。不含特殊神经定位方法、麻醉监护下镇静。

JB438105
腰部硬膜外单次阻滞镇

痛术

指用于腰背腹下肢及会阴部镇痛治疗，通过注射阻滞神经。注射处消毒铺巾，穿刺注药进行单侧神

经阻滞。不含特殊神经定位方法、麻醉监护下镇静。

JB438106
腰部硬膜外连续神经阻

滞镇痛术

指用于腰背腹下肢及会阴部镇痛治疗，通过置入导管持续阻滞神经。注射处消毒铺巾，穿刺注药进

行单侧神经阻滞。不含特殊神经定位方法、麻醉监护下镇静。

JB438107
蛛网膜下腔神经阻滞镇

痛术

用于脊神经相关顽固性疼痛治疗，含颈胸腰段。消毒铺巾，经皮穿刺在蛛网膜腔或置入导管，经穿

刺针和导管间断和持续注入药物等。不含监测、影像学引导、术中监护。

JB460101
经皮穿刺蛛网膜下腔神

经根选择化学毁损术

应用于神经分布区的顽固性癌性疼痛，局限的癌性躯体性疼痛、癌性鞍区疼痛。取特殊体位，选择

需治疗的神经根，确定穿刺点，体表定位下穿刺，到位后行麻醉药阻滞所需毁损神经根明确无误，

注射酚制剂或无水乙醇。密切观察生命体征变化6小时。不含监测、影像学引导、术中监护。

JB453301 硬膜外神经根减压术
消毒铺巾，切皮，双极电刀止血，显微镜下气钻或电钻切除部分椎板，切除压迫硬膜囊和神经根的

异常结构，扩大椎间孔，缝合，包扎。不含神经电生理监测、神经外科显微手术操作。

JB460102
经皮穿刺硬膜外间隙神

经化学毁损术

用于颈腰髓膨大部分以外的脊神经分布的癌痛，颈腰髓膨大部分以外的带状疱疹后神经痛。确定穿

刺点，穿刺处消毒铺巾，穿刺到位后注射酚制剂或无水乙醇。不含影像学引导、硬膜外腔镜使、用

监测、检查。

JB462301 硬脊膜外肿物切除术
消毒铺巾，切皮，双极电刀止血，气钻或电钻铣刀取下椎板，切开硬脊膜，显微镜下分离切除肿

瘤，缝合硬脊膜，覆以脊柱膜，椎板复位，缝合，包扎。不含神经导航、神经电生理监测、术中超

声监测、神经外科显微手术操作。

JB462302 硬脊膜下肿物切除术
消毒铺巾，切皮，双极电刀止血，气钻或电钻铣刀取下椎板，切开硬脊膜，显微镜下分离切除肿

瘤，缝合硬脊膜，覆以脊柱膜，椎板复位，缝合，包扎。不含神经导航、神经电生理监测、术中超

声监测、神经外科显微手术操作。

JB438108 蛛网膜下腔注药
病人侧卧位，屈膝含胸。定位后局部皮肤消毒铺巾，局麻，然后以腰穿针皮下刺入逐渐深入至有突

破感后拔出针芯，有脑脊液流出后测压，然后将所需药品按要求缓慢注入蛛网膜下腔，再测压，最

后将针芯放置针内后拔除穿刺针，局部消毒包扎。瞩病人去枕平卧4-6小时。

JB471301
脊髓蛛网膜下腔腹腔分

流术

消毒铺巾，切皮，双极电刀止血，气钻或电钻铣刀取下椎板，显微镜下切开硬脑膜，打开蛛网膜并

置入分流管，缝合硬脊膜，固定引流管，将引流管贮液器置于椎旁皮下，通过皮下隧道常规安放腹

腔端，缝合包扎。不含神经外科显微手术操作。

JB471302
脊髓蛛网膜下腔输尿管

分流术

消毒铺巾，切皮，双极止血，气钻或电钻铣刀取下椎板，显微镜下切开硬脑膜，打开蛛网膜并置入

分流管，缝合硬脊膜，固定引流管，将引流管贮液器置于椎旁皮下，通过皮下隧道常规安放输尿管

端，缝合，包扎。不含神经外科显微手术操作。

JB468301 脊膜膨出修补术
消毒铺巾，切皮，双极电刀止血，气钻或电钻，铣刀取下椎板，显微镜下硬脊膜修补，止血，椎板

复位，缝合，包扎。不含神经电生理监测、神经外科显微手术操作。

JB468302
脊膜膨出修补+椎管成

形术

消毒铺巾，切皮，双极电刀止血，气钻或电钻，铣刀取下椎板，显微镜下硬脊膜修补，止血，椎板

复位，缝合，包扎。不含神经电生理监测、神经外科显微手术操作。

JB468303
脊膜膨出修补+脊髓与

神经根松解术+终丝切

消毒铺巾、切皮、双极电刀止血、气钻或电钻、铣刀取下椎板、显微镜下硬脊膜修补、脊髓及脊神

经根松解、终丝切断、止血、椎板复位、缝合、包扎。不含神经电生理监测、神经外科显微手术操
椎管

JB538101 骶管单次阻滞镇痛术
指用于镇痛治疗，通过单次注射阻滞神经。注射处消毒铺巾，经穿刺针向骶管内注射局麻药物、阿

片类药物等。不含特殊神经定位方法、麻醉监护下镇静。

JB538102 骶管连续阻滞镇痛术
指用于镇痛治疗，通过连续注射阻滞神经。注射处消毒铺巾，经穿刺针向骶管内注射局麻药物、阿

片类药物等。不含特殊神经定位方法、麻醉监护下镇静。

JB546101 椎管内镇痛装置置入术
用于癌性疼痛及其他痛性疾病的治疗。消毒铺巾，穿刺入硬膜外腔或蛛网膜下腔后，经穿刺针向腔

内置管并留置，经皮下隧道引出导管，在患者方便的地方埋藏药物持续输注装置，切口处固定敷

料，术毕。密切观察生命体征变化。不含监测。
JB548101 椎管内镇痛装置取出术 用于药物泵的取出，消毒，原切口入路，拆除固定装置，取出药物泵及导管。不含监测。

JB546102
椎管内镇痛装置置入持

续镇痛术

用于癌性疼痛及其他痛性疾病的治疗。消毒铺巾，穿刺入硬膜外腔后，经穿刺针向腔内置管并留

置，经皮下隧道引出导管至体外连接体外药物持续输注装置持续应用药物，切口处固定敷料，术毕

。不含监测、术后监测、影像学引导、硬膜外腔镜使用。

JB535301 椎管内脓肿切开引流术

消毒铺巾，切皮，双极电刀止血，气钻或电钻铣刀取下椎板，清除硬脊膜外脓肿和坏死组织，反复

大量生理盐水冲洗，如有硬脊膜下脓肿，显微镜下切开硬脊膜，探查硬脊膜下腔，打开冲洗脓腔，

同时松解粘连的神经根，修补硬脊膜，放置引流，椎板复位，缝合，包扎。不含神经电生理监测、

神经外科显微手术操作。

JB553301 椎管减压术
消毒铺巾，切皮，双极电刀止血，气钻或电钻铣刀取下椎板，切除压迫硬膜囊和神经根的异常结

构，缝合，包扎。不含神经电生理监测、神经外科显微手术操作。

JB562301
椎管内外哑铃型肿物切

除术

消毒铺巾，切皮，双极电刀止血，气钻或电钻铣刀取下椎板，切开硬脊膜，显微镜下分离切除肿

瘤，椎板复位，再经颈部，胸部或腹部另行切口切除椎管外的肿瘤，分别缝合切口，包扎。不含神

经导航、神经电生理监测、术中超声监测、神经外科显微手术操作。
脊髓

JB646301 脊髓电极置入术
消毒铺巾，切皮，双极电刀止血，气钻或电钻铣刀取下椎板，切开硬脊膜，皮层电极置入，止血，

缝合硬脊膜，椎板复位，缝合，包扎。不含神经电生理监测。

JB648301 脊髓电刺激电极取出术
适用于刺激电极的取出。手术在具有无菌、抢救设备的手术室，监测生命体征下，消毒，局麻下原

切口入路逐层暴露临时延长导线及电极，拆除电极固定装置，拔除完整电极，逐层缝合，敷料固定

。不含影像学引导、术中监护。

JB638301 脊髓电刺激器镇痛术
在具有无菌、抢救设备的治疗室或CT室内，基本生命体征监测，局麻或全麻下，神经定位准确(C臂

或CT下定位)，消毒，刺激电极置入，电刺激试验，电极导线固定，电刺激器皮下固定，敷料固定

。不含C型臂或CT引导。

JB642301 脊髓丘脑束切断术
消毒铺巾，切皮，双极止血，气钻或电钻铣刀取下椎板，切开硬脊膜，显露疼痛对侧脊髓，显微镜

下切断手术平面的齿状韧带，将脊髓向后适度旋转，在上下两神经根间切断脊髓前外侧部分，缝

合，包扎。不含术中超声监测、神经外科显微手术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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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B642302 脊髓前外侧束切断术
用于治疗慢性顽固性疼痛，监测生命体征下，消毒，手术暴露相应脊椎节段的棘突和椎板，行部分

椎板切除并切开硬脊膜和蛛网膜，在手术显微镜下切断脊髓前外侧束。不含吸氧监测、影像学引导

、术中监护、运动诱发电位监测、体感诱发电位监测。

JB642303 脊髓前连合切断术
消毒铺巾，切皮，双极电刀止血，气钻或电钻铣刀取下椎板，切开硬脊膜，显微镜下找出相应节段

的脊髓正中线、在脊髓后正中沟纵向切开，缝合硬脊膜，覆以脊柱膜，椎板复位，缝合，包扎。不

含神经电生理监测、神经外科显微手术操作。

JB668301 脊髓外露修补术
消毒铺巾，切皮，双极电刀止血，气钻或电钻铣刀取下椎板，切除异常骨组织，显露缺损的硬脊膜

和外露脊髓，显微镜下分离粘连，将正常神经组织还纳、修补缺损硬脊膜、椎板复位，缝合，结扎

。不含神经电生理监测、神经外科显微手术操作。

JB662301 脊髓髓内肿物切除术
消毒铺巾，切皮，双极电刀止血，气钻或电钻铣刀取下椎板，切开硬脊膜，显微镜下切开蛛网膜和

脊髓，显露，分离切除肿瘤，缝合硬脊膜，覆以脊柱膜，椎板复位，缝合，包扎。不含神经导航、

神经电生理监测、术中超声监测、神经外科显微手术操作。

JB662303 脊髓栓系综合症手术
消毒铺巾，切皮，双极电刀止血，气钻或电钻铣刀取下椎板，显微镜下切开硬脊膜，电生理监测仪

检测到终丝并切断，同时松解粘连的脊髓和神经根、修补硬脊膜、覆盖脊柱膜，放置引流，椎板复

位，缝合、包扎。不含神经电生理监测。
脊髓血管

JB762301 脊髓动静脉畸形切除术

消毒铺巾，切皮，双极电刀止血，气钻或电钻铣刀取下椎板，切开硬脊膜，显微镜下分离切除动静

脉畸形，手术有难度，技术要求高、术中操作时间长、一旦破裂出血可能加重脊髓损伤，造成术后

功能障碍。缝合硬脊膜，覆以脊柱膜，椎板复位，缝合，包扎。不含神经电生理监测、术中超声监

测、神经外科显微手术操作。

JB743501 脊髓血管畸形栓塞术
经颈动脉穿刺，置血管鞘，导管插入供血动脉，经导管注入对比剂，微导管到位，使用栓塞材料栓

塞。
5.周围神经
脊神经

JCA38101 脊神经阻滞镇痛术
在具有无菌、空调、抢救设备的治疗室内或CT室，基本生命体征监测下，神经定位准确(C臂下或CT

下定位)，消毒，局麻，穿刺注药，穿刺点固定敷料。不含C型臂引导、CT引导。

JCA60101 脊神经疼痛射频治疗
在具有无菌、空调、抢救设备的治疗室内或CT室，基本生命体征监测下，神经定位准确(C臂下或CT

下定位)，消毒，局麻，射频针穿刺，射频治疗，固定敷料。不含C型臂引导、CT引导。

JCA53301 脊髓神经根粘连松解术
消毒铺巾，切皮，双极电刀止血，气钻或电钻铣刀取下椎板，显微镜下分离硬脊膜，蛛网膜，脊髓

之间的粘连，松解神经根，椎板复位，缝合，包扎。不含神经电生理监测、神经外科显微手术操作

JCA40302 脊髓后根入髓区切开术
用于治疗慢性顽固性疼痛，消毒，手术暴露相应节段棘突和椎板，行部分椎板切除并切开硬脊膜和

蛛网膜，在手术显微镜下辨别确认脊髓后根入髓区，用双极电凝镊子或射频毁损电极行显微切开。

不含监测、影像学引导、术中监护、运动诱发电位监测、体感诱发电位监测、脊髓电图监测。

JCA42304
选择性脊神经后根切断

术(SPR)

消毒铺巾，切皮，双极电刀止血，气钻或电钻铣刀取下椎板，切开硬脊膜，显微镜下显露脊髓神经

根，区分后根和前根，电生理监测，电凝切断选择的后根，椎板复位，缝合，包扎。不含神经电生

理监测、神经外科显微手术操作。

JCA60301 背根入髓区毁损术
消毒铺巾，切皮，双极电刀止血，气钻或电钻铣刀取下椎板，切开硬脑脊膜，显微镜下病理节段损

毁，损毁前后均需行神经电生理监测，止血，缝合硬脊膜，椎板复位，缝合，包扎。不含神经电生

理监测、神经外科显微手术操作。

JCB38101
经皮颈椎椎间孔神经阻

滞镇痛术

治疗颈椎神经根性痛。患者坐位或平卧位，颈转向健侧。消毒铺巾。按规范穿刺到位后，固定针

头，回抽无血、液体后注射治疗药物。术中监测基本生命体征，术后留观。不含影像学引导、术中

JCB38102
颈7—胸2神经根阻滞镇

痛术

消毒，局麻，在颈胸结合部位采用不同穿刺针穿刺，注意角度和深度，避免出现气胸，必要时在X

线透视或CT引导下。不含X线透视、CT引导。

JCB38103 颈脊神经阻滞镇痛术
治疗颈脊神经后支卡压痛、颈椎病，颈源性头痛。患者坐位或俯卧位。穿刺点定位于腰椎棘突旁开

2-3.5厘米处。消毒铺巾。按规范穿刺到位后，固定针头，回抽无血、液体后注射治疗药物。术中

监测基本生命体征。术后留观。不含影像学引导、术中监护、臭氧治疗。

JCB60102 颈脊神经后支射频术
治疗颈脊神经后支卡压所致疼痛、颈源性头痛等。含颈后支阻滞，患者坐位或俯卧位。消毒铺巾。

按规范穿刺，影像监测，到位后行诱发电位监测确认无误，实施射频治疗。射频结束后注射治疗药

物。术中监测基本生命体征。术后留观。不含监测、影像学引导、术中监护。

JCB60103
经皮穿刺经颈椎间孔颈

脊神经根射频术

用于臂丛神经病理痛、癌性臂丛神经损伤性疼痛等。消毒铺巾，选择需治疗的神经根，影像学引导

下穿刺，影像及神经诱发确认无误，实施射频热凝或脉冲射频调节治疗。不含影像学引导、监测。

JCB60101
经皮穿刺颈椎间孔颈脊

神经根化学毁损术

监测生命体征，消毒铺巾，选择需治疗的神经根，影像学引导下穿刺，影像及神经刺激器神经诱发

确认同时行麻醉药阻滞定位无误，注射酚制剂或无水乙醇。不含影像学引导、术中监护、监测。

JCC38101
经皮穿刺胸椎间孔胸脊

神经根阻滞镇痛术

用于治疗胸背腹部带状疱疹后神经痛、癌性神经疼痛、脊柱源性腹痛等。监测生命体征，消毒铺

巾，选择需治疗的神经根，影像学引导下穿刺，影像及神经刺激器神经诱发确认，注射阻滞药物。

必要时注射酚制剂或无水乙醇。不含监测。

JCC38102 胸脊神经阻滞镇痛术
治疗胸脊神经后支卡压所致胸背疼痛。含胸后支阻滞，患者俯卧位。消毒铺巾。按规范穿刺到位

后，固定针头，回抽无血、液体后注射治疗药物。术中监测基本生命体征。术后留观。不含影像学

引导、术中监护、监测。

JCC60101
经皮穿刺经胸椎间孔胸

脊神经根射频术

用于治疗胸背腹部带状疱疹后神经痛、癌性神经疼痛、脊柱源性腹痛等。监测生命体征，消毒铺

巾，选择需治疗的神经根，影像学引导下穿刺，影像及神经诱发确认无误，实施射频热凝或脉冲射

频调节治疗。不含监测、影像学引导。

JCD38101
经皮穿刺经腰椎间孔腰

脊神经根阻滞镇痛术

用于治疗腰背腿部带状疱疹后神经痛、癌性痛等。监测生命体征，消毒铺巾，选择需治疗的神经

根，影像学引导下穿刺，影像确认无误，注射阻滞药物。不含影像学引导、术中监护。

JCD38102 腰脊神经根阻滞镇痛术
消毒，局麻，在腰1-骶1部位采用不同穿刺针穿刺，必要时在X线透视或CT引导下。不含X线透视、

CT引导。

JCD38103 腰脊神经后支阻滞术
治疗脊神经后支卡压所致腰臀疼痛。患者俯卧位。穿刺点定位于腰椎棘突旁开2-3.5厘米处。消毒

铺巾。按规范穿刺到位后，固定针头，回抽无血、液体后注射治疗药物。术中监测基本生命体征。

术后留观。不含监测。

JCD60101
经皮穿刺经腰椎间孔腰

脊神经根射频术

用于治疗腰背腿部带状疱疹后神经痛、癌性痛等。消毒铺巾，选择需治疗的神经根，影像学引导下

穿刺，影像及神经诱发确认无误，实施射频热凝或脉冲射频调节治疗。不含影像学引导、监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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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CD60102
经皮穿刺选择性腰脊神

经后根射频术

用于脑瘫、腰腿癌性痛等治疗。影像学引导确定穿刺点，消毒铺巾。影像学引导下穿刺，经影像及

神经诱发确认无误。实施射频热凝治疗。不含影像学引导、监测。

JCD60103
经皮穿刺腰椎背根神经

节射频术

用于腰椎间盘突出症，腰椎管狭窄症，带状疱疹后神经痛，癌性痛等。监测生命体征，影像学引导

确定穿刺点，消毒铺巾。影像学引导下穿刺，经影像及神经诱发确认无误。实施射频热凝或脉冲射

频调节治疗。不含影像学引导、监测。

JCD60104 腰脊神经后支射频术
治疗脊神经后支卡压所致腰臀疼痛。含腰后支阻滞，患者俯卧位。消毒铺巾。按规范穿刺，影像监

测，到位后行诱发电位监测确认无误，实施射频治疗。射频结束后注射治疗药物。术中监测基本生

命体征。术后留观。不含监测、影像学引导。

JCD71301 马尾神经吻合术
消毒铺巾，切皮，双极止血，气钻或电钻铣刀取下椎板，切开硬脊膜，显微镜下行马尾神经吻合，

缝合硬脊膜，椎板复位，缝合，包扎。不含神经电生理监测。
JCE38101 颈丛神经阻滞镇痛术 含颈浅丛、颈深丛神经阻滞。不含臭氧治疗。
JCE38103 枕神经阻滞镇痛术 含枕大神经、枕小神经。不含臭氧治疗。

JCE38104 耳大神经阻滞镇痛术
治疗耳大神经痛。患者平卧位，头转向健侧。穿刺点定位于胸锁乳突肌后缘中点。消毒铺巾。按规

范穿刺到位后，固定针头，回抽无血、液体后注射治疗药物。术中监测基本生命体征。术后留观。

不含监测、臭氧治疗。

JCE38105 膈神经阻滞镇痛术
治疗顽固性呃逆和膈肌痉挛。患者去枕平卧位，头转向健侧。嘱患者抬头使胸锁乳突肌显露清楚，

在胸锁乳突肌锁骨头外侧缘，距锁骨2.5-3厘米处为穿刺点。消毒铺巾。按规范穿刺到位后，固定

针头，回抽无血、液体后注射治疗药物。术中监测基本生命体征。术后留观。不含监测、术中监护

JCE60101 经皮穿刺枕神经射频术
用于治疗枕大小神经痛。确定穿刺点，穿刺处消毒铺巾，穿刺到位后，实施射频热凝或脉冲射频调

节治疗。不含影像学引导、术中监护。

JCE60102
经皮穿刺耳大神经射频

术

治疗耳大神经痛。消毒铺巾，穿刺，经神经诱发确认无误，实施射频热凝或脉冲射频调节治疗。不

含监测、影像学引导、术中监护。

JCE60103 经皮穿刺膈神经射频术
用于顽固性膈神经痉挛，呃逆。消毒铺巾，影像学引导下穿刺，经影像及神经诱发确认无误，实施

脉冲射频调节治疗。不含监测、术中监护。

JCF60101
经皮穿刺选择性臂丛神

经射频术

用于臂丛神经病理痛、癌性臂丛神经损伤性疼痛等。监测生命体征，消毒铺巾，影像学引导下穿

刺，经影像及神经诱发确认无误，实施射频热凝或脉冲射频调节治疗。不含监测、影像学引导、术

中监护。

JCF60102
经皮穿刺指/趾端神经

瘤射频术

用于治疗末稍神经瘤。监测生命体征，确定穿刺点，穿刺处消毒铺巾，穿刺到位后，行神经诱发定

位，进行射频热凝。不含监测、影像学引导、术中监护。

JCF60103 上肢周围神经干射频术
治疗原发性或继发性神经支配区疼痛性疾病，消毒铺巾。按规范穿刺，到位后行诱发电位监测确认

无误，实施射频治疗。射频结束后注射治疗药物。术中监测基本生命体征。术后留观。不含监测、

影像学引导、术中监护、臭氧治疗。

JCF73303 臂丛神经移位移植术
消毒铺巾，气囊止血带止血，切开皮肤，显露臂丛神经，神经移位和移植，缝合断裂神经，或切断

锁骨。不含神经移植、骨折复位内固定术、术中显微镜下操作。

JCF45301 肘管切开尺神经前置术
消毒铺巾，气囊止血带止血，切开皮肤，切开肘管，将尺神经迁移，或神经松解，或肱骨内上髁切

断固定。不含骨折复位内固定术。

JCF53301
锁骨上臂丛神经探查松

解术

消毒铺巾，气囊止血带止血，颈部切口，显露并松解臂丛神经根、干、股及部分分支，或切断锁骨

。不含骨折复位内固定术、术中显微镜下操作。

JCF53302
锁骨下臂丛神经探查松

解术

消毒铺巾，气囊止血带止血，肩关节前侧切口，显露并松解臂丛神经股、束及分支，或切断锁骨。

不含骨折复位内固定术、术中显微镜下操作。

JCF53303
全臂丛神经损伤神经探

查松解术

消毒铺巾，气囊止血带止血，颈及肩关节前侧切口，显露并松解臂丛神经根、干、股、束及分支，

或切断锁骨。不含骨折复位内固定、术中显微镜下操作。
JCF53401 腔镜下臂丛神经松解术 消毒铺巾，气囊止血带止血，切开皮肤，插入窥镜，诊视并松解臂丛神经。

JCF68301 臂丛神经缝合术
消毒铺巾，气囊止血带止血，切开皮肤，显露臂丛神经，或切断锁骨，缝合断裂神经。不含骨折复

位内固定术、术中显微镜下操作。

JCF73301
神经移植臂丛神经缝合

术

消毒铺巾，气囊止血带止血，切开皮肤，显露臂丛神经，或切断锁骨，移植神经，缝合断裂神经。

不含骨折复位内固定术、术中显微镜下操作。

JCF73302
神经移位臂丛神经缝合

术

指一个切口，一条神经移位。消毒铺巾，气囊止血带止血，切开皮肤，显露臂丛神经，神经移位，

缝合断裂神经，或切断锁骨。不含骨折复位内固定术、术中显微镜下操作。

JCF53304 尺神经松解术
消毒铺巾，内上髁切开，切开肘管，游离尺神经，松解内侧肌间隔等，确定松解范围足够。尺神经

前移并固定，确定无卡压，冲洗伤口，缝合包扎。

JCF53305 关节镜下尺神经松解术

消毒铺巾，铺防水材料，肘关节后入路和前入路分别置入关节镜和器械，全关节探查。内上髁周围

创造皮下腔隙，置入关节镜，清理周围组织，切开肘管，游离尺神经，松解内侧肌间隔等，确定松

解范围足够。尺神经前移并固定，确定无卡压，生理盐水(18000毫升)冲洗伤口，缝合包扎。必要

时切开手术。

JCF38101
臂丛神经单次阻滞镇痛

术

含腋路、锁骨上、锁骨下和肌间沟入路。指用于镇痛治疗，通过注射阻滞神经。注射处消毒铺巾，

穿刺注药进行单侧神经阻滞。连接麻醉机监测仪持续监测心电图(ECG)，脉搏氧饱和度(SpO2)和无

创动脉血压监测。不含特殊神经定位方法、麻醉监护下镇静。

JCF38102
臂丛神经连续阻滞镇痛

术

含腋路、锁骨上、锁骨下和肌间沟入路。指用于镇痛治疗，通过置入导管阻滞神经。注射处消毒铺

巾，穿刺注药进行单侧神经阻滞。连接麻醉机监测仪持续监测心电图(ECG)，脉搏氧饱和度(SpO2)

和无创动脉血压监测。不含特殊神经定位方法、麻醉监护下镇静。

JCF38103 肩岬上神经阻滞镇痛术
指用于镇痛治疗，指通过注射阻滞神经。注射处消毒铺巾，穿刺注药进行单侧神经阻滞。连接麻醉

机监测仪持续监测心电图(ECG)，脉搏氧饱和度(SpO2)和无创动脉血压监测。不含特殊神经定位方

法、麻醉监护下镇静。
JCF38104 腋神经阻滞镇痛术 消毒，局麻，在腋神经部位穿刺，注射药物。

JCF38105 正中神经阻滞镇痛术
指用于镇痛治疗，通过注射阻滞神经。注射处消毒铺巾，穿刺注药进行单侧神经阻滞。连接麻醉机

监测仪持续监测心电图(ECG)，脉搏氧饱和度(SpO2)和无创动脉血压监测。不含特殊神经定位方法

、麻醉监护下镇静。

JCF38106 尺神经阻滞镇痛术
指用于镇痛治疗，通过注射阻滞神经。注射处消毒铺巾，穿刺注药进行单侧神经阻滞。连接麻醉机

监测仪持续监测心电图(ECG)，脉搏氧饱和度(SpO2)和无创动脉血压监测。不含特殊神经定位方法

、麻醉监护下镇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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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CF38107 桡神经阻滞镇痛术
指用于镇痛治疗，通过注射阻滞神经。注射处消毒铺巾，穿刺注药进行单侧神经阻滞。连接麻醉机

监测仪持续监测心电图(ECG)，脉搏氧饱和度(SpO2)和无创动脉血压监测。不含特殊神经定位方法

、麻醉监护下镇静。

JCF38108 指间神经阻滞镇痛术
指用于镇痛治疗，通过注射阻滞神经。注射处消毒铺巾，穿刺注药进行单侧神经阻滞。连接麻醉机

监测仪持续监测心电图(ECG)，脉搏氧饱和度(SpO2)和无创动脉血压监测。不含特殊神经定位方法

、麻醉监护下镇静。

JCG60101
经皮穿刺肋间神经化学

毁损术

用于治疗肋间神经痛、带状疱疹后神经痛，胸椎转移性癌痛等。监测生命体征，确定穿刺点，穿刺

处消毒铺巾，行神经刺激器神经诱发，局麻醉药阻滞定位后，注射酚制剂或无水乙醇。不含影像学

引导、术中监护、监测。

JCG38101 肋间神经阻滞镇痛术
治疗肋间神经痛。患者取患侧向上侧卧位，患肢上举。穿刺点定位于腋后线上，预定阻滞部位的相

应肋骨下缘。消毒铺巾。按规范穿刺到位后，固定针头，回抽无血、液体后注射治疗药物。术中监

测基本生命体征。术后留观。不含监测、臭氧治疗。

JCG60102
经皮穿刺肋间神经射频

治疗

用于治疗肋间神经痛、带状疱疹后神经痛，胸椎转移性癌痛等。监测生命体征，确定穿刺点，穿刺

处消毒铺巾，行神经诱发定位，进行射频热凝。不含影像学引导、监测。

JCG60103 胸神经后支射频术
治疗胸脊神经后支卡压所致胸背疼痛。含胸后支阻滞，患者俯卧位。消毒铺巾。按规范穿刺，影像

监测，到位后行诱发电位监测确认无误，实施射频治疗。射频结束后注射治疗药物。术中监测基本

生命体征。术后留观。不含影像学引导、监测。

JCH38101
腰丛神经单次阻滞镇痛

术

指用于镇痛治疗，通过注射阻滞神经。注射处消毒铺巾，穿刺注药进行单侧神经阻滞。连接麻醉机

监测仪持续监测心电图(ECG)，脉搏氧饱和度(SpO2)和无创动脉血压监测。不含特殊神经定位方法

、麻醉监护下镇静。

JCH38102
腰丛神经连续阻滞镇痛

术

指用于镇痛治疗，通过注射阻滞神经。注射处消毒铺巾，穿刺注药进行单侧神经阻滞。连接麻醉机

监测仪持续监测心电图(ECG)，脉搏氧饱和度(SpO2)和无创动脉血压监测。不含特殊神经定位方法

、麻醉监护下镇静。

JCJ38101
股外侧皮神经单次阻滞

镇痛术

指用于镇痛治疗，通过注射阻滞神经。注射处消毒铺巾，穿刺注药进行单侧神经阻滞。连接麻醉机

监测仪持续监测心电图(ECG)，脉搏氧饱和度(SpO2)和无创动脉血压监测。不含特殊神经定位方法

、麻醉监护下镇静。

JCJ38102
股外侧皮神经连续阻滞

镇痛术

指用于镇痛治疗，通过置入导管持续阻滞神经。注射处消毒铺巾，穿刺注药进行单侧神经阻滞。连

接麻醉机监测仪持续监测心电图(ECG)，脉搏氧饱和度(SpO2)和无创动脉血压监测。不含特殊神经

定位方法、麻醉监护下镇静。

JCK38101 股神经单次阻滞镇痛术
指用于镇痛治疗，通过注射阻滞神经。注射处消毒铺巾，穿刺注药进行单侧神经阻滞。连接麻醉机

监测仪持续监测心电图(ECG)，脉搏氧饱和度(SpO2)和无创动脉血压监测。不含特殊神经定位方法

、麻醉监护下镇静。

JCK38102 股神经连续阻滞镇痛术
指用于镇痛治疗，通过置入导管持续阻滞神经。注射处消毒铺巾，穿刺注药进行单侧神经阻滞。连

接麻醉机监测仪持续监测心电图(ECG)，脉搏氧饱和度(SpO2)和无创动脉血压监测。不含特殊神经

定位方法、麻醉监护下镇静。

JCK60101
经皮穿刺股神经化学毁

损术

用于治疗癌性痛等。监测生命体征，确定穿刺点，消毒铺巾。体表定位穿刺，到位后经神经刺激器

诱发定位并局部麻醉药阻滞确认无误，注射酚制剂或无水乙醇。不含监测、影像学引导、术中监护

JCK60102 经皮穿刺股神经射频术
用于治疗癌性痛等。监测生命体征，确定穿刺点，消毒铺巾。体表定位穿刺，经神经诱发确认无误

。实施射频热凝治疗。不含影像学引导、术中监护、监测。

JCL38101 闭孔神经阻滞镇痛术
治疗闭丛神经痛。仰卧位，双手置于脑后，患肢稍外展、外旋，小腿稍屈曲。穿刺点定位：耻骨结

节下方和外侧各1.5-2.5厘米处。消毒铺巾。按规范穿刺到位后，固定针头，回抽无血、液体后注

射治疗药物。术中监测基本生命体征。术后留观。不含影像学引导、术中监护、臭氧治疗。

JCL60101
经皮穿刺闭孔神经射频

术

治疗闭孔神经痛、癌性痛。监测生命体征，影像学引导确定穿刺点，消毒铺巾。影像学引导下穿

刺，经影像及神经诱发确认无误。实施射频热凝或脉冲射频调节治疗。不含影像学引导、术中监护

、监测。
JCM38103 腰骶神经丛阻滞镇痛术 消毒，局麻，穿刺，对相应腰骶丛神经注射药物。

JCM38101 臀上皮神经阻滞镇痛术
治疗臀上皮神经痛。患者俯卧位，腹下垫薄枕。穿刺点定位于髂嵴中点下方2-3厘米有明显压痛处

。消毒铺巾。按规范穿刺到位后，固定针头，回抽无血、液体后注射治疗药物。术中监测基本生命

体征。术后留观。不含影像学引导、术中监护、臭氧治疗。

JCM46101
经皮穿刺骶神经刺激装

置永久置入术

根据测试效果满意进行刺激装置永久植入。于腰骶部左侧或右侧切开皮肤，皮下潜行，将测试电极

与装置相连，反复调试，达到满意应答后，固定装置。

JCM35101
经皮穿刺骶神经囊肿切

除术
计算机断层扫描、核磁共振影像、定位后行骶管内囊肿穿刺。

JCM53301 骶丛神经探查松解术 消毒铺巾，切开皮肤，显露并松解骶丛神经。不含术中显微镜下操作。

JCP38101
坐骨神经单次阻滞镇痛

术

指用于镇痛治疗，通过注射阻滞神经。注射处消毒铺巾，经各种入路穿刺注药进行单侧神经阻滞。

连接麻醉机监测仪持续监测心电图(ECG)，脉搏氧饱和度(SpO2)和无创动脉血压监测。不含特殊神

经定位方法、麻醉监护下镇静。

JCP38102
坐骨神经连续阻滞镇痛

术

指用于镇痛治疗，通过置入导管阻滞神经。注射处消毒铺巾，经各种入路穿刺注药进行单侧神经阻

滞。连接麻醉机监测仪持续监测心电图(ECG)，脉搏氧饱和度(SpO2)和无创动脉血压监测。不含特

殊神经定位方法、麻醉监护下镇静。

JCP53301
坐骨/股神经探查松解

术

消毒铺巾，切开皮肤，显露并松解坐骨/股神经，或切断臀大肌及相邻肌肉。不含术中显微镜下操

作。

JCP53302
经盆腔坐骨/股神经探

查松解术
消毒铺巾，切开皮肤，经盆腔内显露并松解坐骨/股神经。不含术中显微镜下操作。

JCP68301 坐骨/股神经缝合术 消毒铺巾，切开皮肤，经盆腔内显露并缝合坐骨/股神经。不含术中显微镜下操作。
JCP68302 坐骨/股神经移植缝合 消毒铺巾，切开皮肤，经盆腔内显露坐骨/股神经，移植神经缝合。不含术中显微镜下操作。

JCQ60101
经皮穿刺足底内侧神经

射频术

用于足底内侧神经痛、跖筋膜炎等。监测生命体征，确定穿刺点，穿刺处消毒铺巾，体表定位下穿

刺、穿刺到位后，经神经诱发确认无误。实施射频热凝或脉冲射频调节治疗。不含影像学引导、术

中监护、监测。

JCQ42301
胫后神经肌支部分切断

术

腘窝横切口，切开皮肤，分离皮下组织，肌间探查胫后神经肌支约3-4支，行纵行劈开部分切断，

止血后缝合皮下组织及切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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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CQ38101
腘窝入路胫神经单次阻

滞镇痛术

指用于镇痛治疗，通过注射阻滞神经。注射处消毒铺巾，穿刺注药进行单侧神经阻滞。连接麻醉机

监测仪持续监测心电图(ECG)，脉搏氧饱和度(SpO2)和无创动脉血压监测。不含特殊神经定位方法

、麻醉监护下镇静。

JCQ38102
腘窝入路胫神经连续阻

滞镇痛术

指用于镇痛治疗，通过置入导管持续阻滞神经。注射处消毒铺巾，穿刺注药进行单侧神经阻滞。连

接麻醉机监测仪持续监测心电图(ECG)，脉搏氧饱和度(SpO2)和无创动脉血压监测。不含特殊神经

定位方法、麻醉监护下镇静。
JCR38101 腓总神经阻滞镇痛术 消毒，局麻，在腓总神经部位穿刺，注射药物。

JCS38102
腰大肌肌间沟神经阻滞

镇痛术

治疗坐骨神经痛、股神经痛、隐神经痛、股外侧皮神经痛、急性腰肌扭伤及腰椎退行性变导致的腰

痛，及各种原因引起根性神经痛。患者取患侧向上侧卧位或俯卧位，腹下垫薄枕。两髂嵴最高点连

线为L4棘突水平，此连线下方3厘米，中线旁开5厘米处为穿刺点。消毒铺巾。按规范穿刺到位后，

固定针头，回抽无血、液体后注射治疗药物。术中监测基本生命体征。术后留观。不含监测、影像

学引导、术中监护、臭氧治疗。

JCS38103
下肢周围神经干阻滞镇

痛术

含股神经阻滞术、腓神经阻滞术、足底神经阻滞术、胫神经阻滞术等，用于治疗原发或继发支配区

疼痛性疾病。不含影像学引导、术中监护、臭氧治疗。

JCS60101 下肢周围神经干射频术
治疗原发性或继发性神经支配区疼痛性疾病，消毒铺巾。按规范穿刺，到位后行诱发电位监测确认

无误，实施射频治疗。射频结束后,注射治疗药物。术中监测基本生命体征。术后留观。不含监测

、臭氧治疗。

JCS38101
经皮穿刺奇神经节注射

术

适应于尾骨痛、直肠癌后肛周痛或会阴痛等。监测生命体征，骶后入路，影像学引导确定骶2/3关

节正中处穿刺点，消毒铺巾，影像介导穿刺，到位后，经影像及神经诱发定位无误，注射消炎镇痛

药或无水乙醇。不含影像学引导、术中监护、监测。

JCS60102
经皮穿刺奇神经节射频

术

适应于尾骨痛、直肠癌后肛周痛或会阴痛等。监测生命体征，骶后入路，影像学引导确定骶2/3关

节正中处穿刺点，消毒铺巾，影像介导穿刺，到位后，经影像及神经诱发定位无误，实施射频热凝

或脉冲射频调节治疗。 不含影像学引导、术中监护、监测。
内脏神经

JCT38101 交感神经阻滞镇痛术
在具有无菌、抢救设备的治疗室或CT室内，基本生命体征监测，局麻或全麻下，神经定位准确(C臂

或CT下定位)，消毒，局麻，穿刺注药，穿刺点敷料固定。不含C型臂或CT引导。

JCT38102 星状神经节阻滞镇痛术
主治交感神经相关痛症。注射处消毒铺巾，在血压、心电图、脉搏血氧饱和度监测下，穿刺注药进

行单侧神经节阻滞。不含监测、影像学引导、 术中监护。

JCT38103
椎旁神经单次阻滞镇痛

术

指用于镇痛治疗，通过注射阻滞神经。注射处消毒铺巾，在血压、心电图、脉搏血氧饱和度监测

下，穿刺注药进行单侧神经阻滞。连接麻醉机监测仪持续监测心电图(ECG)，脉搏氧饱和度(SpO2)

和无创动脉血压监测。不含特殊神经定位方法、麻醉监护下镇静。

JCT38104
椎旁神经连续阻滞镇痛

术

指用于镇痛治疗，通过置入导管阻滞神经。注射处消毒铺巾，在血压、心电图、脉搏血氧饱和度监

测下，穿刺注药进行单侧神经阻滞。连接麻醉机监测仪持续监测心电图(ECG)，脉搏氧饱和度

(SpO2)和无创动脉血压监测。不含特殊神经定位方法、麻醉监护下镇静。

JCT38105
胸交感神经节阻滞镇痛

术

指用于神经性疼痛及癌痛的镇痛治疗。注射处消毒铺巾，在血压、心电图、脉搏血氧饱和度监测

下，需在影像显示器引导下定位穿刺注药进行单侧神经节阻滞。不含监测、特殊神经定位方法、影

像学引导、术中监护。

JCT38106
腰交感神经节阻滞镇痛

术

指用于神经性疼痛及癌痛的镇痛治疗。注射处消毒铺巾，在血压、心电图、脉搏血氧饱和度监测

下，需在影像显示器引导下定位穿刺注药进行单侧神经节阻滞。不含监测、特殊神经定位方法、影

像学引导、术中监护。

JCT60101
经皮穿刺腰交感神经节

(链)射频术

用于治疗腰交感神经功能紊乱，下肢闭塞性脉管炎等。监测生命体征，影像学引导确定穿刺点，消

毒铺巾。影像学引导下穿刺，经影像及局麻药注射确认无误，神经诱发无运动及感觉变化。实施射

频热凝或脉冲射频调节治疗。不含监测、影像学引导、术中监护。

JCT60102
经皮穿刺颈交感神经射

频毁损术

用于治疗交感型颈椎病，汗手症、胸背/上肢神经病理性疼痛等。监测生命体征，影像学引导确定

穿刺点，消毒铺巾。影像学引导下穿刺，经影像及局麻药注射确认无误，神经诱发无运动及感觉变

化。实施射频热凝或脉冲射频调节治疗。不含监测、影像学引导、术中监护。

JCT60103 交感神经射频毁损术
在具有无菌、抢救设备的治疗室或CT室内，基本生命体征监测，局麻或全麻下，神经定位准确(C臂

或CT下定位)，消毒，局麻，射频针穿刺，射频治疗，穿刺点敷料固定。不含C型臂或CT引导。

JCT60104 交感神经毁损术
在具有无菌、抢救设备的治疗室或CT室内，基本生命体征监测，局麻或全麻下，神经定位准确(C臂

或CT下定位)，消毒，试验量局麻药，穿刺注射毁损药物，穿刺点敷料固定。不含C型臂或CT引导。

JCT60105
经皮腰交感神经节毁损

术

局部消毒麻醉，影像学引导下以穿刺针穿刺至腰交感神经节位置，药物注射行神经毁损术。不含监

护、影像学引导。

JCT60106
经皮穿刺腰交感神经节

/链化学毁损术

用于治疗腰交感神经功能紊乱，下肢闭塞性脉管炎等。监测生命体征，影像学引导确定穿刺点，消

毒铺巾。影像学引导下穿刺，经影像及局麻药注射确认无误，神经刺激器神经诱发无运动及感觉变

化。注射酚制剂或无水乙醇。不含监测。

JCT62301
经胸腔镜交感神经链切

除术

消毒铺巾，切皮，双极止血，气钻或电钻铣刀取下椎板，切开硬脊膜，插入胸腔镜，显微镜下切除

交感神经节，缝合硬脊膜，椎板复位，缝合，包扎。不含神经电生理监测、神经外科显微手术操作

JCT62302 胸腰交感神经节切断术
消毒铺巾，切皮，双极止血，气钻或电钻铣刀取下椎板，切开硬脊膜，显微镜下切除交感神经节，

缝合硬脊膜，椎板复位，缝合，包扎。不含神经电生理监测、神经外科显微手术操作。

JCU38101
内脏神经丛单次阻滞镇

痛术

指用于镇痛治疗，通过注射阻滞神经。注射处消毒铺巾，穿刺注药进行单侧神经阻滞。连接麻醉机

监测仪持续监测心电图(ECG)，脉搏氧饱和度(SpO2)和无创动脉血压监测。不含特殊神经定位方法

、麻醉监护下镇静。

JCU38102
内脏神经丛连续阻滞镇

痛术

指用于镇痛治疗，通过置入导管持续阻滞神经。注射处消毒铺巾，穿刺注药进行单侧神经阻滞。连

接麻醉机监测仪持续监测心电图(ECG)，脉搏氧饱和度(SpO2)和无创动脉血压监测。不含特殊神经

定位方法、麻醉监护下镇静。

JCU38103 腹腔神经丛阻滞镇痛术
指用于神经性疼痛及癌痛的镇痛治疗。注射处消毒铺巾，在血压、心电图、脉搏血氧饱和度监测

下，需在影像显示器引导下定位穿刺注药进行单侧神经节阻滞。不含监测、特殊神经定位方法、影

像学引导、术中监护。

JCU60101
经皮穿刺腹腔神经丛化

学毁损术

用于治疗腹部或盆腔肿瘤引起的疼痛，如胰腺癌痛等。监测生命体征，消毒铺巾，选择体表穿刺点

(平腰1横突上)，经膈脚影像学引导下穿刺，穿刺到位后，经影像(对比剂)及麻醉药阻滞定位无

误，注射无水乙醇。不含影像学引导、监测。
其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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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名称 项目内涵

JCV38102 周围神经电刺激镇痛术
用于治疗慢性顽固性疼痛，监测生命体征下，消毒，根据准备刺激的神经标记皮肤切口，手术显露

神经干，植入刺激电极，连接导线术中进行刺激试验，效果满意可同期植入导线和脉冲发生器。不

含监测、影像学引导、术中监护 。

JCV38103 周围神经减压镇痛术
用于糖尿病性周围神经病等慢性疼痛，监测生命体征下，消毒，根据神经病变部位设计手术入路，

在显微镜下分离显露病变神经及其周围血管、韧带、肌腱等组织，松解病变神经周围的韧带和肌腱

。不含监测、影像学引导、术中监护 。

JCV46301
周围神经刺激电极置入

术

用于治疗慢性顽固性疼痛，监测生命体征下，消毒，根据准备刺激的神经标记皮肤切口，手术显露

神经干，植入刺激电极，连接导线术中进行刺激试验，不同期植入脉冲发生器。不含监测、影像学

引导、术中监护。

JCV53301
周围神经卡压切开减压

术

消毒铺巾，气囊止血带止血，切开皮肤，切开卡压神经的结构，或松解神经。不含术中显微镜下操

作。

JCV53401
腔镜下周围神经卡压减

压术
消毒铺巾，气囊止血带止血，切开皮肤，插入窥镜，切开卡压神经的结构，或松解神经。

JCV53302 周围神经微创减压术
治疗外周神经疾病。消毒铺巾，神经阻滞麻醉，切皮，近，远端松解受压神经，止血，处理创面，

缝合，包扎。

JCV53303 周围神经松解术
消毒铺巾，气囊止血带止血，切开皮肤，显露损伤神经，切除表面及外周瘢痕。不含术中显微镜下

操作。
JCV53402 腔镜下周围神经松解术 消毒铺巾，气囊止血带止血，切开皮肤，插入窥镜，松解神经。
JCV42301 周围神经切断术 消毒铺巾，气囊止血带止血，切开皮肤，显露神经，将其切断。不含术中显微镜下操作。
JCV42302 周围神经部分切断术 消毒铺巾，气囊止血带止血，切开皮肤，显露神经，将其部分(束)切断。不含术中显微镜下操作。
JCV44401 腔镜下周围神经切取术 消毒铺巾，气囊止血带止血，切开皮肤，插入窥镜，切取神经。
JCV42303 周围神经关节支切断术 消毒铺巾，气囊止血带止血，切开皮肤，显露神经，将其关节支切断。不含术中显微镜下操作。
JCV42304 周围神经皮支切断术 消毒铺巾，气囊止血带止血，切开皮肤，显露神经，将其皮支切断。不含术中显微镜下操作。
JCV42305 周围神经肌支切断术 消毒铺巾，气囊止血带止血，切开皮肤，显露神经，将其肌支切断。不含术中显微镜下操作。
JCV68301 周围神经缝合术 消毒铺巾，气囊止血带止血，切开皮肤，显露损伤神经，缝合断裂神经。不含术中显微镜下操作。

JCV73301 周围神经移植缝合术
消毒铺巾，气囊止血带止血，切开皮肤，显露并切取神经，将其缝合于神经损伤处。不含术中显微

镜下操作。

JCV68302 周围神经移位缝合术
消毒铺巾，气囊止血带止血，切开皮肤，显露并切断神经(束)，将其与损伤神经缝合。不含术中显

微镜下操作。

JCV68303
带血管蒂周围神经移位

缝合术

消毒铺巾，气囊止血带止血，切开皮肤，显露并切断神经，保留其血管蒂，将其与损伤神经缝合。

不含术中显微镜下操作。

JCV68304
吻合血管周围神经移植

缝合术

消毒铺巾，气囊止血带止血，切开皮肤，显露并切取神经，保留其营养血管，将其缝合于神经损伤

处，并作血管吻合。不含术中显微镜下操作。

JCV68305 周围神经端侧缝合术
消毒铺巾，气囊止血带止血，切开皮肤，显露损伤神经，将断裂神经与周围正常神经端侧缝合。不

含术中显微镜下操作。

JCV62301 周围神经瘤切除术
消毒铺巾，气囊止血带止血，切开皮肤，显露并切除神经瘤，将断端留置于肌肉或移位于骨髓腔内

。不含术中显微镜下操作。

JCV62302 周围神经肿瘤切除术
消毒铺巾，气囊止血带止血，切开皮肤，显露并切除神经内或外膜肿瘤，必要时行神经逢合。不含

术中显微镜下操作。

JCZ62301 腰骶部潜毛窦切除术
消毒铺巾，切皮，双极止血，气钻或电钻铣刀取下椎板，切开硬脊膜，显微镜下切除潜毛窦，缝合

硬脊膜，椎板复位，缝合，包扎。不含神经电生理监测、神经外科显微手术操作。

JCZ43401
神经束膜切断外膜结扎

术

将神经外膜纵行切开，把神经束剥离，切断神经束，再将神经外膜结扎闭锁，使神经纤维被包埋在

闭锁的神经外膜管内，切断的神经残端不能向外生长，防止神经瘤形成。

JCZ47301
欧玛亚(Omaya)管置入

术

消毒，切皮，双极止血，气钻或电钻钻孔，切开硬脑膜，放置Omaya管，止血，处理骨窗，缝合，

包扎。
JCZ51301 分流管置换术 消毒铺巾，切皮，双极止血，取出分流管，并置入分流管，缝合，包扎。

JCZ21301 分流管调整术
头部：消毒铺巾，切皮和皮下组织，双极止血，气钻或电钻颅骨钻孔，切开硬脑膜，探查分流管脑

室端状况，重新调整分流管脑室端位置。腹部：消毒铺巾，切开腹壁至腹腔探查分流管腹腔端、重

新调整后置入，缝合、包扎。
JCZ48301 分流管取出术 消毒铺巾，切皮，双极止血，取出分流管，缝合，包扎。

(三)内分泌系统
1.垂体

JDA62301 经颅入路垂体瘤切除术
消毒铺巾，气钻磨除鞍底，切开，行垂体瘤切除，止血，鼻腔填塞油纱或高膨胀止血海绵。不含手

术导航引导。

JDA62302
显微镜下经蝶入路垂体

瘤切除术

消毒铺巾，上鼻镜，气钻磨除鞍底，切开，显微镜下行垂体瘤切除，止血，鼻腔填塞油纱或高膨胀

止血海绵。不含神经导航。

JDA62401
经颅内镜经蝶入路垂体

瘤切除术
消毒铺巾，上鼻镜，气钻磨除鞍底，脑室镜下行垂体瘤切除，止血，鼻腔填塞油纱。不含导航。

JDA62402
经鼻内镜蝶窦径路垂体

瘤切除术

消毒铺巾，鼻内镜下，经鼻腔相对宽敞一侧暴露蝶窦，也可切除上鼻甲、中鼻甲后1/4，以便更充

分暴露术腔，开放蝶窦口，尽可能扩大开放，暴露垂体窝，切开蝶窦后壁黏膜，去除骨质，防止视

神经及动脉损伤，暴露垂体肿瘤，切除，术腔应用脂肪、肌肉颗粒筋膜填塞，碘彷砂条填压。
2.甲状腺

JDB34101 甲状腺肿块穿刺术
用灰阶超声仪对甲状腺肿块进行术前观察，消毒铺巾，局麻，在B超监视下将穿刺针或穿刺枪经皮

刺入甲状腺肿块内，抽吸活检、置管引流或注药。不含超声引导、病理学检查。

JDB73301
胎儿甲状腺大网膜移植

术

消毒铺巾，逐层进腹，探查，将胎儿甲状腺植入大网膜，包埋固定，创面止血，经腹壁另戳孔置管

引出固定，清点器具，纱布无误，冲洗腹腔，逐层关腹。

JDB62301 甲状舌管囊肿切除术
定位，消毒铺巾，局麻，切开，探查，显露舌管囊肿至舌骨根部，切除部分舌骨，切除囊肿，结扎

根部，置管引出固定，切口缝合。

JDB62302 甲状舌管瘘切除术
定位，消毒铺巾，局麻，封闭瘘口，沿瘘管周围分离至舌骨根部，切除部分舌骨，切除瘘管，结扎

根部，置管引出固定，切口缝合。

JDB61301 甲状腺腺瘤摘除术
颈部切口，逐层切开显露全叶甲状腺，探查，处理血管，切除甲状腺腺肿瘤(或囊肿)，保护喉上、

喉返神经，处理残端，止血，放置引流，缝合切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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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DB61302 甲状腺部分切除术
颈部切口，逐层切开显露全叶甲状腺，探查，处理血管，行病变侧甲状腺部分切除，保护喉上、喉

返神经，处理残端，止血，置管引出固定，缝合切口。

JDB61303 甲状腺次全切除术
颈部切口，逐层切开显露全叶甲状腺，探查，处理血管，保留病变侧甲状腺背外侧薄层组织，行病

变侧甲状腺大部切除，保护喉上、喉返神经，处理残端，止血，置管引出固定，缝合切口。

JDB62304 胸骨后甲状腺肿切除术
经颈部横切口，必要时加胸骨正中切口。消毒铺巾，贴膜，探查，解剖切断甲状腺下血管，于包膜

下摘除胸骨后甲状腺肿，术后置引流管(片)。

JDB62303 甲状腺全切术
颈部切口，逐层切开显露全叶甲状腺，探查，处理血管，行病变侧全叶甲状腺切除，保护喉上、喉

返神经，止血，置管引出固定，缝合切口。

JDB63301 甲状腺癌根治术

行颈部切口，于颈阔肌浅面游离皮瓣，结扎切断颈外静脉，显露甲状腺，明确诊断后，延成双叉切

口，切断胸骨舌骨肌、胸骨甲状肌、胸锁乳突肌和颈内静脉，由下向上清除淋巴结和脂肪组织，切

开显露全叶甲状腺，探查、处理血管，行病变侧全叶甲状腺及峡部切除，保护喉上、喉返神经、舌

下神经、膈神经，止血，置管引出固定，缝合切口。

JDB63302 甲状腺癌扩大根治术

行颈部切口，于颈阔肌浅面游离皮瓣，结扎切断颈外静脉，显露甲状腺，明确诊断后，延成双叉切

口，切断胸骨舌骨肌、胸骨甲状肌、胸锁乳突肌和颈内静脉，由下向上清除淋巴结和脂肪组织，切

开显露全叶甲状腺，探查、处理血管，行病变侧全叶甲状腺及峡部切除，受累器官切除，尽量保护

喉上、喉返神经、舌下神经、膈神经，止血，置管引出固定，缝合切口。

JDB63303
甲状腺癌根治+上纵隔

淋巴清扫术

行颈部切口，于颈阔肌浅面游离皮瓣，结扎切断颈外静脉，显露甲状腺，明确诊断后，延成双叉切

口，切断胸骨舌骨肌、胸骨甲状肌、胸锁乳突肌和颈内静脉，由下向上清除淋巴结和脂肪组织，切

开显露全叶甲状腺，探查、处理血管，行病变侧全叶甲状腺及峡部切除，应用胸骨锯劈开胸骨，清

扫上纵隔淋巴结，保护膈神经，创面止血，置管引出固定，缝合切口。

JDB73302 甲状腺细胞移植术
定位，消毒铺巾，局麻，将甲状腺细胞植入胸锁乳突肌或前壁肱桡肌，钛夹标志，创面止血，置管

引出固定，缝合切口。

JDB28301 甲状腺移植细胞培养
含甲状腺细胞培养制备(甲状腺组织消化、分离、提纯、二氧化碳细胞培养箱内孵育、细胞活性检

测)。
3.甲状旁腺

JDC07301 甲状旁腺探查术 颈部切口，逐层切开，探查，显露全部甲状旁腺(4-6个)，了解是否有病变。

JDC61301 甲状旁腺大部切除术
颈部切口，逐层切开，探查，显露全部甲状旁腺(4-6个)，处理血管，甲状旁腺大部切除，包埋残

端，保护喉上、喉返神经，止血，放置引流，逐层缝合切口。

JDC62301 甲状旁腺腺瘤切除术
颈部切口，逐层切开，探查，显露甲状腺，甲状旁腺肿瘤，处理血管，切除腺瘤，保护喉上、喉返

神经，处理残端，止血，放置引流，逐层缝合切口。

JDC63301 甲状旁腺癌根治术
颈部切口，逐层切开，显露甲状腺，探查，活检，处理血管，切除病变侧全叶甲状腺及旁腺肿瘤，

保护喉上，喉返神经，清扫区域淋巴结，止血，置管引出固定，缝合切口。

JDC73301 甲状旁腺移植术
定位，消毒铺巾，局麻，将自体新鲜甲状旁腺组织植入胸锁乳突肌或前壁肱桡肌，留置钛夹标志，

创面止血，放置引流，缝合切口。

JDC73302 甲状旁腺细胞移植术
定位，消毒铺巾，局麻，将甲状旁腺细胞植入胸锁乳突肌或前壁肱桡肌，钛夹标志，创面止血，放

置引流，缝合切口。

JDC28301
甲状旁腺移植细胞培养

制备

含甲状腺细胞培养制备(甲状旁腺组织消化、分离、提纯、二氧化碳细胞培养箱内孵育、细胞活性

检测)。
4.胰岛

JDD47301 胰岛素泵安装术
安装胰岛素泵电池调节时间等各项设置，遵医嘱设定基础量(具体由医生精确计算而得)，所用一次

性胰岛素泵耗材登记，取下腹部最佳输注部位，皮肤消毒待干燥后将针头插入皮下，透明贴膜固定

并贴上穿刺时间，于别针固定。

JDD38101
胰岛素泵持续皮下注射

胰岛素

安装胰岛素泵电池调节时间等各项设置，遵医嘱设定基础量(具体由医生精确计算而得)，所用一次

性胰岛素泵耗材登记，取下腹部最佳输注部位，皮肤消毒待干燥后将针头插入皮下，透明贴膜固定

并贴上穿刺时间，于别针固定，根据血糖情况，遵医嘱调节基础量及定时定量输注餐前大剂量(具

体由医生精确计算而得)，建立胰岛素泵观察表，随时观察输注部位皮肤针眼处有无异常，电量和

药量是否充足，管路是否通畅，有无报警情况，携带是否安全，3-7天更换注射部位及耗材，输注

部位出现红肿、出血、脱出情况立即更换。
5.肾上腺

JDE73301 肾上腺组织自体移植术
在肾上腺全切后，部分组织若必要则进行自体移植，选择移植部位、将肾上腺组织移植于种植部

位，观察血运变化。周围组织止血，缝合。

JDE61301 肾上腺部分切除术
消毒，电刀逐层切开，暴露游离肾上腺，分离肾上腺动静脉，游离肾上腺下极或上极，切除部分肾

上腺，结扎，止血，缝合。

JDE61401
经腹腔镜肾上腺部分切

除术

消毒，选择穿刺部位，插入穿刺器，若经腹膜后腔先用球囊扩张腹膜后间隙，连接气腹机，建立气

腹，置入观察镜，分别置入操作孔道套管及操作器械，暴露游离肾上腺，分离动静脉，用超声刀分

离，用钛夹、血管夹夹壁血管或组织，游离肾上腺上极或下极，切除部分肾上腺，结扎，止血，缝

合。

JDE62301 肾上腺切除术
消毒，电刀逐层切开，游离肾上极，下拉，暴露游离肾上腺，以无损伤组织钳抓起肾上腺，向上牵

拉并翻起，分离显露肾上腺中央静脉，结扎，丝线贯穿缝扎一次后切断肾上腺静脉，完整切除肾上

腺，止血，复位内脏，分层缝合。

JDE62401 经腹腔镜肾上腺切除术

消毒，选择穿刺部位，插入穿刺器，若经腹膜后腔先用球囊扩张腹膜后间隙，连接气腹机，建立气

腹，置入腹腔镜，分别置入操作孔道套管及操作器械，用超声刀分离，用钛夹、血管夹夹壁血管或

组织，游离肾上极，暴露游离肾上腺，向上牵拉并翻起，分离显露肾上腺静脉，结扎切断肾上腺静

脉，完整切除肾上腺，止血，缝合。

JDE62302 肾上腺腺瘤切除术
消毒，电刀逐层切开，游离肾脏及肾上腺并向下牵拉，将胰腺(左)或肝脏(右)向上牵拉，剥离腺

瘤，暴露结扎肾上腺静脉，切除腺瘤，缝合肾上腺，结扎，止血，缝合。

JDE62402
经腹腔镜肾上腺腺瘤切

除术

消毒，选择穿刺部位，插入穿刺器，若经腹膜后腔先用球囊扩张腹膜后间隙，连接气腹机，建立气

腹，置入观察镜，分别置入操作孔道套管及操作器械，用超声刀分离，用钛夹、血管夹夹壁血管或

组织，游离肾脏及肾上腺并向下牵拉，将胰腺(左)或肝脏(右)向上牵拉，剥离腺瘤时对腺体的触动

操作宜轻柔，以免造成水肿与渗出，暴露结扎肾上腺静脉，切除腺瘤，缝合肾上腺，结扎，止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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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DE62303
肾上腺嗜铬细胞瘤切除

术

消毒，电刀逐层切开，游离肾脏及肾上腺并向下牵拉，将胰腺(左)或肝脏(右)向上牵拉，剥离腺瘤

时对腺体的触动操作宜轻柔，以免造成水肿与渗出，暴露结扎肾上腺静脉，切除肿瘤，创面止血，

缝合，当发现肿瘤后最好先钳夹肾上腺静脉，以防止大量血管收缩物质涌入血循环，术中注意观察

患者血压变化，适当给与降压补液对症处理。

JDE62403
经腹腔镜肾上腺嗜铬细

胞瘤切除术

消毒，选择穿刺部位，插入穿刺器，若经腹膜后腔先用球囊扩张腹膜后间隙，连接气腹机，建立气

腹，置入观察镜，分别置入操作孔道套管及操作器械，游离肾脏及肾上腺并向下牵拉，将胰腺(左)

或肝脏(右)向上牵拉，剥离肿瘤时对腺体的触动操作宜轻柔，以免造成水肿与渗出，暴露结扎肾上

腺静脉，切除肿瘤，创面止血，当发现肿瘤后最好先钳夹肾上腺静脉，以防止大量血管收缩物质涌

入血循环，术中注意观察患者血压变化，适当给与降压补液对症处理。

JDE62304 异位嗜铬细胞瘤切除术

消毒，电刀逐层切开，显露肿瘤，用超声刀分离周围组织与临近脏器，使用血管夹、超声刀处理周

围血管，避免损伤周围脏器、血管，充分显露周围血管、组织、器官，暴露肿瘤，剥离肿瘤，当发

现肿瘤后最好先钳夹肾上腺静脉，以防止大量血管收缩物质涌入血循环，术中注意观察患者血压变

化，适当给与降压补液对症处理。

JDE62404
经腹腔镜异位嗜铬细胞

瘤切除术

消毒，选择穿刺部位，插入穿刺器，若经腹膜后腔先用球囊扩张腹膜后间隙，连接气腹机，建立气

腹，置入观察镜，分别置入操作孔道套管及操作器械，用超声刀分离，用钛夹、管路夹夹壁血管或

组织，暴露异位肾上腺，充分显露周围血管、组织、器官，暴露肿瘤，剥离腺瘤时对腺体的触动操

作宜轻柔，以免造成水肿与渗出，暴露结扎肾上腺静脉，切除肾上腺及周围组织，止血，缝合，当

发现肿瘤后最好先钳夹肾上腺静脉，以防止大量血管收缩物质涌入血循环，术中注意观察患者血压

变化，适当给与降压补液对症处理。
(四)眼
1.眼睑

JEA68318 双行睫矫正术
手术区消毒，在手术显微镜下切开睑结膜面和灰线，电凝或压迫止血，切除双行睫，黏膜组织或异

体组织修补，缝合，消毒纱布盖眼。

JEA69301
头皮游离移植睫毛再造

术

局麻，设计手术切口，切开原睫毛处，止血，在头皮处切取头皮全层，移植于创面，关闭头皮供区

。毛根制备。
JEA68301 眦部睑裂缝合术 手术区消毒，根据手术切口的设计，消毒，设计切口，切开，电凝或压迫止血，缝合，加压包扎。

JEA68313 内眦韧带断裂修复术
向患者说明治疗注意事项。消毒手术区，手术显微镜下切开，电凝或压迫止血，暴露内眦韧带断

端，缝合固定，缝合切口，加压包扎。
JEA68314 内眦赘皮矫治术 手术区消毒，根据手术切口的设计，改形（墨氏法或Z字形）切开内眦，电凝或压迫止血，缝合。
JEA68315 内眦移位矫正局部整形 麻醉，根据内眦移位程度，设计皮瓣，用丝线将内眦固定于鼻背筋膜上，关闭皮肤。
JEA68316 内眦成形术 局麻，设计手术切口，切开，形成对偶瓣，止血，换位缝合。
JEA68317 外眦成形术 局麻，设计手术切口，切开，止血，缝合。

JEA57301
创伤性眦距过宽内眦韧

带复位固定术

辅助局部浸润麻醉后，经鼻根部切口入路，切开翻瓣，显露鼻眶筛区骨质，保护泪囊和鼻泪管系

统，解剖分离出内眦韧带断端，用丝线或医用金属结扎丝缝扎内眦韧带断端，将线(丝)另一端固定

于局部骨上或局部先固定钛板钛钉，再将线(丝)的另一端固定于钛板钛钉上+B53，调整线(丝)的松

紧度以解决眦距过宽畸形。处理术区，完善止血，放置引流，缝合伤口。手术需使用微动力系统。

手术同时探查眶内侧壁。不含眶壁重建、计算机辅助设计、颌骨模型制备、口外重建板预成型。
JEA68302 眼睑结膜裂伤缝合术 消毒手术区，直视或手术显微镜下清创，缝合，消毒纱布遮盖。

JEA68303 复杂眼睑裂伤缝合术
向患者说明治疗注意事项。消毒手术区，直视或手术显微镜下清创，电凝或压迫止血，眼睑、结膜

、睑板及皮肤分层缝合，消毒纱布遮盖。
JEA42301 睑缘粘连分离术 手术区消毒，上下睑缘粘连处切开，电凝或压迫止血，缝合睑缘伤口。
JEA68304 睑缘粘连术 手术区消毒，上下睑缘切开，电凝或压迫止血，缝合上、下睑缘。

JEA42302 睑球粘连分离术
手术区消毒，开睑，在手术显微镜下，分离睑球粘连，电凝或压迫止血，异体组织或羊膜移植，缝

合，涂抗菌药物眼药膏，消毒纱布遮盖。

JEA62301 睑板腺囊肿切除术
手术区消毒，睑板夹夹住囊肿，切开，刮除内容物，分离剪除部分囊壁，压迫止血，缝合，消毒纱

布遮盖。
JEA62302 眼睑肿物切除术 局麻，根据肿物位置和大小，设计手术切口，去除肿物，包扎。

JEA61301 眼睑肿物切除整形术
局麻，根据肿物位置和大小，设计手术切口，去除肿物，根据创面大小及缺损情况，使用游离皮片

移植或局部皮瓣修复眼睑创面。不含游离皮片切取移植术、皮瓣形成术。
JEA73301 眼睑脂肪填充术 局麻设计，受区切口，注射纯化之颗粒脂肪，轻揉，供区加压包扎。

JEA73302
眼睑分裂痣切除游离植

皮术

局麻，设计手术切口，切除分裂痣，根据创面大小，在供皮区取中厚皮片，关闭供皮区创面，将皮

片植于创面，打包，加压包扎。

JEA68305 经皮下睑袋整形术
局麻，设计手术切口，沿下睑缘下2毫米，切开，暴露眶隔，去除眶下部分脂肪，钝性剥离到眶下

缘，去除多余皮肤，并修整眼轮匝肌，将眼轮匝肌瓣悬吊固定于外眦骨膜上，缝合眶隔筋膜，缝合

皮肤。

JEA68306 结膜入路下睑袋整形术
局麻，于睑结膜处，切开，暴露眶隔，去除眶下部分脂肪，电凝或压迫止血，涂红霉素眼膏，加压

包扎。
JEA68307 下睑袋切除术后修整术 局麻，设计手术切口，切开，止血，松解以前形成的瘢痕组织，游离眶下脂肪，缝合。
JEA68308 重睑成形术—切开法 局麻，设计重睑线，切开，去除部分组织以及眶上脂肪，止血，缝合。
JEA68309 重睑成形术—埋线法 手术区消毒，设计重睑线，缝合埋线，加压包扎。
JEA68310 重睑成形术—缝线法 设计定点，局麻，在皮下和睑板之间用特殊缝线行间断缝合，使眼睑皮肤发生粘连，形成重睑线。
JEA68311 重睑术后修整术 局麻，设计手术切口，切开，止血，去除以前形成的瘢痕组织，游离眶上脂肪，缝合。

JEA68312
重睑术后修整+上睑颗

粒脂肪注射术

采用脂肪抽吸技术，抽取颗粒脂肪3毫升备用，局麻，设计手术切口，切开，止血，松解以前形成

的瘢痕组织，游离眶上脂肪，缝合，注射自体颗粒脂肪，加压包扎。

JEA68319
额肌筋膜瓣悬吊上睑下

垂矫正术

局麻或者全麻，设计重睑线，切开，沿眼轮匝肌深面潜行剥离，找到额肌在眶上止点，剥离额肌筋

膜瓣，将额肌肌膜瓣缝合固定于睑板前筋膜，缝合切口，加压包扎额部剥离范围。

JEA68320
颞筋膜悬吊上睑下垂矫

正术

局麻或者全麻，设计重睑线，切开，沿眶上脂肪潜行剥离，找到额肌在眶上止点，将颞浅筋膜缝合

于额肌，将另一端缝合固定于睑板前筋膜，缝合，加压包扎。

JEA68321
上睑提肌缩短上睑下垂

矫正术

手术区消毒，根据手术切口的设计，切开，电凝或压迫止血，暴露提上睑肌，根据术前提上睑肌肌

力情况，确定缩短长度，缝合切口，加压包扎。

JEA68322
上睑下垂矫正联合眦整

形术

手术区消毒，根据手术切口的设计，改形切开内眦，缝合。切开暴露提上睑肌，电凝或压迫止血，

缩短提上睑肌，或暴露额肌，将睑板悬吊于额肌瓣断端，缝合切口，加压包扎。不含肌瓣移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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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EA68323 睑退缩矫正术

含上睑、下睑及额肌悬吊、提上睑肌缩短、睑板再造、异体巩膜移植或植皮、眼睑缺损整形术。以

上睑退缩矫正前路术式为例：手术区消毒，根据手术切口的设计，切开，电凝或压迫止血，分离暴

露提上睑肌腱膜及眶隔，分离结膜与米勒肌，切除或后退部分米勒肌，调整眼睑高度，缝合切口，

加压包扎。不含睫毛再造、肌瓣移植。

JEA68324 非瘢痕性睑内翻矫正术
手术区消毒，根据手术切口的设计，切开，电凝或压迫止血，分离皮下组织及眼轮匝肌，剪除部分

皮肤，消毒纱布遮盖。

JEA68325
非瘢痕性睑内翻缝线矫

正术

手术区消毒，设计缝线位置，从皮肤进针和从结膜出针，调整缝线张力至睑缘位置合适，结扎缝

线，消毒纱布遮盖。

JEA68326
瘢痕性眼睑内翻中厚植

皮矫正术

手术区消毒，根据手术切口的设计，切开，电凝或压迫止血，分解挛缩瘢痕，取耳后全厚皮瓣，移

植，加压包扎。

JEA68327
非瘢痕性睑外翻材料植

入矫正术

手术区消毒，根据手术切口的设计，切开，电凝或压迫止血，切除部分眼睑，植入材料，眦韧带缝

合，缝合皮肤，加压包扎。

JEA68328
瘢痕性眼睑外翻中厚皮

瓣转移矫正术

手术区消毒，根据手术切口的设计，切开，电凝或压迫止血，分解挛缩瘢痕，取耳后全厚皮瓣，移

植，加压包扎。

JEA68329
瘢痕性睑外翻颞眼轮匝

肌瓣瓣转移修复矫正术

手术区消毒，根据手术切口的设计，切开，电凝或压迫止血，分解挛缩瘢痕，切取眼轮匝肌瓣转移

修复，轻加压包扎。

JEA68330
颞浅动脉岛状瓣转移睑

外翻矫正术

局麻，设计手术切口，切开，松解挛缩，使眼睑充分复位，确定皮肤组织缺损量，利用颞浅动脉额

枝岛状瓣转移，矫正睑外翻，缝合切口。

JEA68331
瘢痕性睑外翻鼻唇沟皮

瓣转移修复矫正术

手术区消毒，根据手术切口的设计，切开，电凝或压迫止血，分解挛缩瘢痕，切取鼻唇沟皮瓣转移

修复，轻加压包扎。

JEA68332 游离植皮睑外翻矫正术
局麻，设计手术切口，切开，松解创面，确定需要皮片大小，在供皮区取相应大小中厚皮片，关闭

供皮区，将皮片植于创面，打包，加压包扎。

JEA68333 睑凹陷畸形矫正术
手术区消毒，根据手术切口的设计，切开皮肤，电凝或压迫止血，移植带脂肪皮瓣，注入脂肪粒，

缝合。不含吸脂术。

JEA68334
睑凹陷畸形假体植入矫

正术

局麻，于下睑缘下2毫米切开，潜行剥离，植入雕刻好假体，用可吸收线固定假体，止血，缝合切

口。

JEA68335
金属片置入眼脸闭合不

全矫治术

常规消毒，铺无菌巾，设计颞部切口，皮下分离，将金属片制成所需形状通过上下眼脸皮下隧道转

移至上下脸，在内眦韧带处，在一定张力下缝合固定，放置引流管一根。

JEA68336
颞肌筋膜瓣转移眼脸闭

合不全矫治术

常规消毒，铺无菌巾，设计颞部切口，皮下分离，电凝止血，将形成的内侧颞骨筋膜瓣通过上下眼

脸皮下隧道转移至上下脸，在内眦韧带处，在一定张力下缝合固定，放置引流管一根。
2.泪器与泪道

JEB43301 泪小点封闭术 手术区消毒，在手术显微镜下电凝泪小点及泪小管。
JEB68301 泪小点成形术 手术区消毒，根据设计的切口，在手术显微镜下剪开泪小点，冲洗泪道。必要时在管道内置管。
JEB68303 泪小点外翻矫正术 手术区消毒，在手术显微镜下梭形切除泪小点旁结膜及睑板组织，电凝或压迫止血，缝合。
JEB48301 人工泪管取出术 手术区消毒，鼻内镜下拔取泪管，冲洗泪道。
JEB47301 泪小管填塞术 手术区消毒，在裂隙灯或用手术显微镜下自泪小点向泪小管植入填塞物。
JEB71301 泪小管吻合术 手术区消毒，在手术显微镜下，应用特殊器械寻找泪小管断端，植入人工泪管，缝合。

JEB61301 泪囊摘除术
手术区消毒，切开皮肤，分离皮下组织，电凝或压迫止血，暴露泪囊，切除，碘酊烧灼泪囊窝，冲

洗，分层缝合。
JEB62301 泪阜部肿瘤切除术 手术区消毒，手术显微镜下切除肿物，电凝或压迫止血，缝合，送病理。不含病理学检查。

JEB62302 睑部泪腺切除术
手术区消毒，切开结膜，电凝或压迫止血，分离暴露泪腺，切除部分泪腺，缝合。含泪腺部分切除

、泪腺肿瘤摘除。
JEB62303 泪囊瘘管切除术 手术区消毒，切开皮肤，分离皮下组织，电凝或压迫止血，分离和切除瘘管，冲洗，分层缝合。
JEB68302 泪道成形术 手术区消毒，扩张泪小点及泪小管，置管，固定管，冲洗泪道。

JEB68304 泪腺脱垂矫正术
手术区消毒，在手术显微镜下切开皮肤，电凝或压迫止血，分离暴露眶隔，切开眶隔，缝合泪腺，

缝合眶隔及皮肤。
JEB70301 鼻泪管再通术 手术区消毒，探通或用仪器(泪道高频电灼仪等)疏通，置管，冲洗泪道。

JEB70302 泪道探通术
泪小点及其周边区域进行表面麻醉，扩张器扩张泪小点，选择恰当型号的泪道探针探通泪道，在泪

道内留置探针约10分钟，冲洗泪道。
JEB70303 激光泪道探通术 泪小点及其周边区域表面麻醉，扩张器扩张泪小点，调整激光器参数，以激光疏通泪道。冲洗泪道

JEB71302 泪囊结膜囊吻合术
手术区消毒，切开皮肤，分离皮下组织，电凝或压迫止血，暴露泪囊，切开，内眦角结膜切开，结

膜泪囊吻合，置管，冲洗泪道，缝合皮肤。
3.结膜

JEC38101 球结膜下注射
向患者说明治疗的注意事项。眼部表面麻醉，注射针刺入球结膜下，注射药物，抗菌药物滴眼液滴

眼。

JEC38301
球结膜放射状切开冲洗

术

手术区消毒，开睑，在手术显微镜下放射状剪开结膜，冲洗结膜下组织，电凝或压迫止血，缝合，

消毒纱布遮盖。

JEC73301 球结膜瓣覆盖术
手术区消毒，开睑，在手术显微镜下清除病变组织，剪开和分离球结膜做球结膜瓣，电凝或压迫止

血，覆盖于病变组织处，缝合，消毒纱布遮盖。

JEC62301 结膜肿物切除术
手术区消毒，开睑，在手术显微镜下剪除肿物，电凝或压迫止血，分层缝合球筋膜及结膜，涂抗菌

药物眼膏，消毒纱布遮盖，切除物送病理学检查。不含病理学检查。

JEC62302 结膜淋巴管切除术
手术区消毒，开睑，在手术显微镜下剪开结膜，分离和剪除扩张的淋巴管组织，电凝或压迫止血，

缝合，消毒纱布遮盖，切除物送病理学检查。不含病理学检查。

JEC73302
结膜肿物切除联合组织

移植术

手术区消毒，开睑，在手术显微镜下剪除肿物，电凝或压迫止血，异体组织移植，分层缝合球筋膜

及结膜，涂抗菌药物眼膏，消毒纱布遮盖，切除物送病理学检查。不含病理学检查。
JEC68301 下穹窿成形术 手术区消毒，开睑，在手术显微镜下分离和剪除部分结膜，电凝或压迫止血，缝合。不含植皮。

JEC68302 结膜囊成形术
手术区消毒，开睑，在手术显微镜下剪开结膜，分离瘢痕组织，电凝或压迫止血，自体组织、羊膜

、异体组织或生物材料移植，缝合，义眼模支撑，消毒纱布遮盖。
4.角膜

JED99301 角膜白斑染色术
手术区消毒，置手术贴膜，开睑，在手术显微镜下刮除角膜白斑处上皮，将病变角膜组织染色，消

毒纱布遮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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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ED60301 角膜溃疡灼烙术
眼球表面麻醉，消毒，开睑。在手术显微镜下应用刀片对溃疡面进行清创，并以烧灼剂来烧灼，生

理盐水冲洗，结膜囊涂抗菌药物眼膏，消毒纱布盖眼。

JED48301 浅层角膜异物剔除术
眼球表面麻醉，消毒，在裂隙灯或手术显微镜下剔除角膜异物。结膜囊内涂抗菌药物眼膏，消毒纱

布盖眼。

JED48302 深层角膜异物取出术
手术区消毒，开睑，在手术显微镜下，切开角膜，取出异物，必要时缝合角膜，消毒纱布遮盖。必

要时前房内注入黏弹剂后再行手术。

JED69301 散光性角膜切开术(AK)
手术区消毒，置手术贴膜，开睑，在手术显微镜下标记器标记切口，调整钻石刀并作角膜切口，冲

洗，纱布消毒纱布遮盖。

JED47301 角膜基质环置入术
手术区消毒，开睑，在手术显微镜下定位瞳孔中心，作角膜切口，以角膜环形隧道刀制作隧道，植

入角膜基质环，定位，消毒纱布遮盖。

JED68301 传导性角膜成形术(CK)
手术区消毒，开睑，在手术显微镜下标记角膜，插入探针释放射频能，角膜曲率计测量或电脑验

光，消毒纱布遮盖。

JED73301 羊膜移植术
手术区消毒，开睑，置手术贴膜，在手术显微镜下清除角膜、结膜病灶，置羊膜，并行缝合或生物

胶粘合，角膜接触镜或加压包扎。

JED47302 表层角膜镜片镶嵌术
手术区消毒，开睑。制作角膜植片。在手术显微镜下标记、钻切角膜，缝合植片，检查植片散光，

调整缝线，消毒纱布遮盖。不含眼库保存、角膜镜片加工。

JED69302 飞秒激光角膜切削术
调试飞秒激光机，输入患者信息及角膜参数。眼部表面麻醉，置手术贴膜，开睑。在显微镜下进行

操作。负压吸引，固定角膜接触镜，用应用飞秒激光切削。结束时放置一次性角膜接触镜及透明眼

JED69303
准分子激光屈光性角膜

切削术(PRK)

调试准分子激光机，输入患者信息及角膜参数。眼部表面麻醉，置手术贴膜，开睑。在显微镜下定

位瞳孔中心，去除角膜上皮，以准分子激光对角膜浅层组织实施屈光性切削。结束时放置一次性角

膜接触镜及透明眼罩。

JED69304
准分子激光治疗性角膜

切削术(PTK)

调试准分子激光机，输入患者信息及角膜参数。眼部表面麻醉，置手术贴膜，开睑。在用显微镜下

应用准分子激光对角膜上皮、前弹力层以及浅基质等浅层组织实施治疗性切削。结束时放置一次性

角膜接触镜及透明眼罩。

JED69305
个体化准分子激光屈光

性角膜切削术

手术前进行像差检查、多点角膜厚度的测量、角膜地形图前表面和后表面分析，根据患者个体的角

膜和眼的屈光状态进行设计，确定个体化切削方案。治疗前调试准分子激光机，输入患者信息及角

膜参数。治部时眼部表面麻醉，置手术贴膜，开睑。手术中对瞳孔、眼位、视轴与光轴对应的角膜

激光中心进行调整，应用准分子激光对角膜浅层组织实施屈光性切削。结束时放置一次性角膜接触

镜及透明眼罩。

JED69306
个体化上皮角膜切割准

分子激光矫正手术

手术前经像差检查、多点角膜厚度的测量、角膜地形图前表面和后表面分析，根据患者个体的角膜

和眼屈光状态进行设计，确定个体化治疗方案。治疗前调试准分子激光机，输入患者信息及角膜参

数。治疗时眼部表面麻醉，置手术贴膜，开睑。在显微镜下机械制作带蒂角膜上皮瓣，依个体化切

削方案进行治疗，对瞳孔，眼位、视轴与光轴对应的角膜激光中心进行调整，应用准分子激光对角

膜前弹力层和浅基质等浅层组织实施屈光性切削，冲洗、复位角膜上皮瓣。结束时放置一次性角膜

接触镜及透明眼罩。

JED69307
准分子激光原位角膜磨

镶术(LASIK)

调试准分子激光机，输入患者信息及角膜参数。眼部表面麻醉，置手术贴膜，开睑。在显微镜应用

微型板层角膜刀制作带蒂角膜瓣，以准分子激光对角膜基质进行屈光性切削，冲洗、复位角膜瓣。

结束时放置一次性角膜接触镜及透时眼罩。

JED69308
个体化准分子激光原位

角膜磨镶术

手术前经进行像差检查、多点角膜厚度的测量、角膜地形图前表面和后表面分析，根据患者个体的

角膜和眼屈光状态进行设计，确定个体化治疗方案。治疗前调试准分子激光机，输入患者信息及角

膜参数。治疗时眼部表面麻醉，置手术贴膜，开睑。在显微镜下应用微型板层角膜刀制作带蒂角膜

瓣，依个体化切削方案进行治疗，对瞳孔、眼位、视轴与光轴对应的角膜激光中心进行调整，应用

准分子激光对角膜基质进行屈光性切削，冲洗、复位角膜瓣。结束时放置一次性角膜接触镜及透明

JED69309
个体化准分子激光上皮

瓣下角膜磨镶术

手术前经像差检查、多点角膜厚度测量、角膜地形图前表面和后表面分析，根据患者个体的角膜和

眼屈光状态进行设计，确定个体化治疗方案。治疗前调试准分子激光机，输入患者信息及角膜参数

。治疗时眼部面麻醉，置手术贴膜，开睑。在显微镜下以化学法制作带蒂角膜上皮瓣，依个体化切

削方案，对瞳孔、眼位、视轴与光轴对应的角膜激光中心进行调整，应用准分子激光对角膜前弹力

层和浅基质等浅层组织实施屈光性切削，冲洗、复位角膜上皮瓣。结束时放置一次性角膜接触镜及

透明眼罩。

JED62301 翼状胬肉切除术
手术区消毒，开睑，置手术贴膜，在直视下或手术显微镜下剪开结膜，分离和剪除胬肉组织，处理

角巩膜伤口，将球结膜伤口缝合于巩膜浅层，消毒纱布遮盖。

JED45302
翼状胬肉切除组织移植

术

手术区消毒，开睑，置手术贴膜，在手术显微镜下剪开结膜，分离和剪除胬肉组织，处理角巩膜伤

口，移植组织，并行缝合或粘合，B122加压包扎。

JED75303 穿透性角膜移植术
手术区消毒，开睑，在手术显微镜下缝巩膜环，电凝或压迫止血，钻、切、剪或激光切割病变处角

膜，制备植片，行内皮活性检查，缝合植片，形成前房，检查植片散光程度，调整缝线，加压包扎

。不含植片制备、组织保存。

JED75304 角膜内皮移植术
手术区消毒，开睑，置手术贴膜，在手术显微镜下做角巩膜缘切口进入前房，刮除受体后弹力层，

制备供体内皮植片，植入前房，前房内注入气体，形成前房，植片复位，缝合，消毒纱布遮盖。不

含植片制备、组织保存。

JED75305 板层角膜移植术
手术区消毒，置手术贴膜，开睑，在手术显微镜下止血、钻、切、剪病变角膜，制备植片，缝合植

片，检查植片散光，调整缝线，加压包扎。不含植片制备、组织保存。

JED75306 深板层角膜移植术
手术区消毒，开睑，置手术贴膜，在手术显微镜下止血，钻、剥除病变角膜，至角膜后弹力层，制

备植片，缝合植片，检查植片散光，调整缝线，加压包扎。不含植片制备、组织保存。
JED19301 角膜植片制备 将角膜植片取出，平衡盐溶液浸洗，手术显微镜下修剪、环切或激光切削成需要的大小及形状备用
JED48303 显微镜下角膜拆线 手术区消毒，开睑，在手术显微镜下拆除缝线，消毒纱布遮盖。

5.前房

JEE38101 前房冲洗术
手术区消毒，开睑，置手术贴膜，根据前房的情况，在手术显微镜下做角膜或角膜缘1-2个穿刺切

口，必要时前房内注射尿激酶或组织纤维蛋白溶解酶原激活剂，以平衡盐溶液冲洗前房，缝合穿刺

口，涂抗菌药物眼膏，消毒纱布遮盖。

JEE38102 前房穿刺冲洗术
眼球表面麻醉，冲洗结膜囊，消毒眼睑，在裂隙灯或手术显微镜下穿刺前房，结膜囊内涂抗菌药物

眼药膏，消毒纱布盖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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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名称 项目内涵

JEE38103 前房注气术
眼球表面麻醉，冲洗结膜囊，消毒眼睑，在裂隙灯或手术显微镜下穿刺前房，注入气体。结膜囊内

涂抗菌药物眼膏、消毒纱布盖眼。

JEE68301 前房成形术
手术区消毒，开睑，置手术贴膜，在手术显微镜下穿剌角膜缘，前房内注射消毒空气或黏弹剂，涂

抗菌药物、糖皮质激素眼膏，消毒纱布遮盖。

JEE53301 前房角粘连分离术
手术区消毒，开睑，置手术贴膜，在手术显微镜下进行操作，于粘连对侧的角膜缘内穿刺，前房注

射黏弹剂，应用分离器进至粘连一侧前房角，分离粘连后退出，虹膜周边切除，涂抗菌药物等眼

膏，消毒纱布遮盖。

JEE61301
镱铝石榴石激光前节治

疗

眼部表面麻醉。将患者头部置于镱铝石榴石(YAG)激光机头架上。激光治疗镜镜面涂耦合剂，安置

于角膜表面。应用激光清除或切断渗出膜、机化膜、玻璃体或色素等。结束时取下激光治疗镜，眼

部滴用抗菌药物滴眼液。

JEE68302
选择性激光小粱成形术

(SLT)

治疗眼表面麻醉。将患者头部安置于532倍频激光治疗仪的头架上，调整激光机参数。激光治疗镜

镜面涂耦合剂，安置于角膜表面。应用激光分点击射全周360°小梁网。治疗结束时取下激光治疗

镜，眼部滴用抗菌药物滴眼液。

JEE62302 小梁切除术
手术区消毒，开睑，置手术贴膜，在手术显微镜下做上直肌或角膜缘牵引缝线，剪开结膜制备结膜

瓣，电凝或压迫止血，角膜缘预穿刺，做浅层巩膜瓣，小梁切除，虹膜周边切除，巩膜瓣和结膜瓣

分别缝合，恢复前房，结膜囊涂抗菌药物和糖皮质激素眼膏，消毒纱布遮盖。

JEE40301 小梁切开术
手术区消毒，开睑，置手术贴膜，在手术显微镜下做上直肌或角膜缘牵引缝线、结膜瓣，电凝或压

迫止血，做板层巩膜瓣，舒莱姆氏管(Schlemm管)定位和外壁切开，小梁切开，巩膜瓣和结膜瓣分

别缝合，结膜囊涂眼膏，消毒纱布遮盖。

JEE62303 非穿透小梁手术(NPTS)

手术区消毒，开睑，置手术贴膜，在手术显微镜下做上直肌或角膜缘牵引缝线、结膜瓣，止血，做

表层巩膜瓣，深层巩膜切除，撕除舒莱姆氏管(Schlemm管)内壁和邻管组织，植入抗纤维化植入物

(透明质酸钠凝胶等)，表层巩膜瓣复位并缝合，结膜瓣缝合，结膜囊涂抗菌药物和糖皮质激素眼

膏，消毒纱布遮盖。

JEE68303 青光眼滤过泡分离术
手术区消毒，开睑，置手术贴膜，在手术手术显微镜或裂隙灯显微镜下将穿剌针进至滤过泡内，分

离其基底部增殖的组织，划断巩膜瓣缝线或拨开巩膜瓣，待前房深度恢复后，滤过泡周围筋膜囊下

可以分点注射抗代谢药物，以抗菌药物滴眼液滴眼，消毒纱布遮盖。

JEE68304 青光眼滤过泡修补术
手术区消毒，开睑，置手术贴膜，在手术显微镜下做上直肌牵引缝线，剪开滤过泡基底周围结膜，

并潜行分离或做穹隆松解切口，上方结膜下移，滤过泡整个切除，角膜缘角膜上皮刮除，结膜前徙

或应用修补材料缝合固定于角膜缘内，涂抗菌药物和糖皮质激素眼膏，消毒纱布遮盖。

JEE68305
青光眼包裹性滤过泡修

补术

手术区消毒，开睑，置手术贴膜，在手术显微镜下做直肌牵引缝线、结膜切口，电凝或压迫止血，

分离和暴露滤过泡，切除囊壁，结膜瓣缝合，涂抗菌药物和糖皮质激素眼膏，消毒纱布遮盖。

JEE60303
新生血管性青光眼冷凝

治疗

手术区消毒，开睑，置手术贴膜，在手术显微镜下切开结膜，电凝或压迫止血，吊置眼外肌，前房

穿刺，应用冷冻器和冷冻头(二氧化碳或氮气制冷)在间接眼底镜下行周边视网膜冷凝，睫状体冷

凝，缝合，消毒纱布遮盖。不含间接眼底镜检查。

JEE68306 难治性青光眼滤过手术

手术区消毒，开睑，置手术贴膜，在手术显微镜下做上直肌或角膜缘牵引缝线，剪开结膜制备结膜

瓣，电凝或压迫止血，角膜缘预穿刺，做表层巩膜瓣，表层巩膜瓣下和筋膜囊下分别放置抗代谢药

物棉片，生理盐水冲洗，小梁切除，虹膜周边切除，巩膜瓣和结膜瓣分别缝合，恢复前房，结膜囊

涂眼膏，消毒纱布遮盖。

JEE47301 房水引流物置入术

手术区消毒，开睑，置手术贴膜，在手术显微镜下做上直肌牵引缝线、结膜瓣，置入并固定引流

盘，引流管试通后修剪，其前端经由角膜缘穿刺口植入前房，后部覆盖以异体巩膜片并缝线固定，

缝合球结膜伤口。术毕时结膜囊内涂抗菌药物和糖皮质激素眼膏，消毒纱布遮盖。此外，对于玻璃

体切除术后和无晶状体眼，引流管前端可经由睫状体平坦部穿刺口植入前部玻璃体腔。不含玻璃体
6.虹膜

JEF40301
镱铝石榴石(YAG)激光

瞳孔括约肌切开术

治疗眼滴缩瞳剂，表面麻醉。将患者头部安置于镱铝石榴石（YAG）激光机的头架上。调整激光机

的参数。将激光治疗镜镜面涂耦合剂，安置于角膜表面。应用激光切开瞳孔缘处括约肌。治疗结束

时取下激光治疗镜，眼部滴用抗菌药物滴眼液。

JEF68301 氩激光瞳孔成形术
治疗眼表面麻醉。将患者头部安置于激光机的头架上。将激光治疗镜镜面涂耦合剂，安置于角膜表

面。应用氩激光机进行治疗，调整激光参数，应用激光对瞳孔缘周围做环形光凝，并向周边做多条

放射状光凝。结束时取下激光治疗镜，眼部滴用抗菌药物滴眼液。

JEF68302 激光瞳孔成形术
治疗眼表面麻醉。将患者头部安置于激光机的头架上。调整激光机的参数。激光治疗镜镜面涂耦合

剂，安置于角膜表面。应用激光切开虹膜或机化组织，形成瞳孔。治疗结束时取下激光治疗镜，眼

部滴用抗菌药物滴眼液。

JEF68303 瞳孔成形术
手术区消毒，开睑，置手术贴膜，在手术显微镜下剪开结膜，电凝或压迫止血，制备巩膜瓣，穿刺

前房，开大或缝合缩小瞳孔，缝合角巩膜切口及结膜，平衡盐溶液形成前房，消毒纱布遮盖。

JEF65301 瞳孔开大术
手术区消毒，开睑，置手术贴膜，在手术显微镜下剪开结膜，电凝或压迫止血，制备巩膜瓣，穿刺

前房，注入黏弹剂，分离虹膜粘连，虹膜拉钩或虹膜扩张器开大瞳孔，缝合角巩膜切口及结膜，平

衡盐溶液形成前房，消毒纱布遮盖。

JEF47301 人工虹膜隔植入术
手术区消毒，开睑，置手术贴膜，在手术显微镜下剪开结膜，电凝或压迫止血，做巩膜瓣，穿刺前

房，植入人工虹膜，缝线固定，缝合角膜切口，巩膜及结膜，结膜囊涂抗菌药物眼膏，消毒纱布遮

盖。

JEF61301 节段性虹膜切除术
手术区消毒，开睑，置手术贴膜，在手术显微镜下做上直肌牵引缝线，剪开结膜，电凝或压迫止

血，做与角膜缘垂直的大切口进入前房，切除含瞳孔缘在内的扇形虹膜，整复虹膜和瞳孔，平衡盐

溶液形成前房，缝合角膜缘切口，复位并缝合结膜瓣，消毒纱布遮盖。

JEF61302 虹膜囊肿切除术
手术区消毒，开睑，置手术贴膜，在手术显微镜下剪开结膜，电凝或压迫止血，板层切开巩膜，穿

刺前房，剪除病变虹膜，缝合，平衡盐溶液形成前房，消毒纱布遮盖。切除物送病理学检查。不含

病理学检查。

JEF61303
镱铝石榴石(YAG)激光

周边虹膜切除术

向患者说明治疗的注意事项，治疗眼缩瞳，滴表面麻醉剂，患者头部安置于激光机的头架上，应用

镱铝石榴石(YAG)激光机进行治疗，调整激光参数，激光治疗镜涂耦合剂后安置于角膜表面，在周

边部虹膜寻找合适部位进行治疗，切开虹膜并扩大切口，治疗结束时取下激光治疗镜，眼部滴用抗

菌药物滴眼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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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EF61304

镱铝石榴石(YAG)激光

联合氩激光周边虹膜切

除术

治疗眼缩瞳，表面麻醉。将患者头部安置于激光机的头架上。激光治疗镜镜面涂用耦合剂，安置于

角膜表面。先应用氩激光机进行治疗，调整激光参数，寻找合适部位激光，进行烧灼。再用镱铝石

榴石(YAG)激光机的激光切开烧灼处虹膜，并扩大切口，直至穿通虹膜。治疗结束时取下激光治疗

镜，眼部滴抗菌药物滴眼液。

JEF61305 虹膜周边切除术
手术区消毒，开睑，置手术贴膜，在手术显微镜下做上直肌牵引缝线，切开结膜，电凝或压迫止

血，做与角膜缘垂直的小切口进入前房，周边虹膜切除，整复虹膜和瞳孔，平衡盐溶液形成前房，

缝合角膜切口，复位结膜瓣，消毒纱布遮盖。

JEF68304 激光周边虹膜成形术
治疗眼缩瞳，表面麻醉。将患者头部安置于激光机的头架上。应用氩激光或多波长激光机进行治

疗，调整激光机参数。激光治疗镜的镜面涂耦合剂，安置于角膜表面。应用激光烧灼全周360°周

边部虹膜。治疗结束时取下激光治疗镜，眼部滴用抗菌药物滴眼液。

JEF68305 虹膜根部离断修复术
手术区消毒，开睑，置手术贴膜，在手术显微镜下剪开结膜，电凝或压迫止血，板层切开巩膜，穿

刺前房，缝合虹膜，缝合巩膜及结膜，平衡盐溶液形成前房，消毒纱布遮盖。
7.睫状体

JEG62301 睫状体剥离术
手术区消毒，开睑，置手术贴膜，在手术显微镜下做上直肌牵引缝线，切开结膜，电凝或压迫止

血，角膜预穿刺，平坦部巩膜切口，以睫状体分离器分离睫状体，巩膜口和结膜口分别缝合，恢复

前房，涂抗菌药物眼膏，消毒纱布遮盖。

JEG60301
外路经巩膜激光睫状体

光凝术

治疗眼球后麻醉。在显微镜下应用半导体激光(波长810纳米)进行治疗，调整激光机参数，根据患

眼术前眼压，于角膜缘后经球结膜、巩膜域击射睫状体。治疗结束时眼部涂阿托品眼膏和糖皮质激

素眼膏。

JEG60302 睫状体冷冻术
手术区消毒，开睑，置手术贴膜。冷冻器以二氧化碳或氮气制冷，选择冷冻器参数，直视或手术显

微镜下应用冷冻器和冷冻头于角膜缘后进行逐点冷冻、解冻。术毕时涂抗菌药物、糖皮质激素和阿

托品眼膏，消毒纱布遮盖。

JEG55301 睫状体断离复位术
手术区消毒，开睑，置手术贴膜，在手术显微镜下剪开结膜，电凝或压迫止血，巩膜板层切开，间

断巩膜全层切开，间断缝合睫状体，穿刺刀穿刺前房，分层缝合巩膜、结膜，结膜囊内涂抗菌药物

眼膏，消毒纱布遮盖。

JEG35301
睫状体脉络膜上腔放液

术

手术区消毒，开睑，置手术贴膜，在手术显微镜下做上或下直肌牵引缝线，切开结膜，电凝或压迫

止血，角膜预穿刺，平坦部巩膜切口，分离睫状体，排放睫状体和脉络膜上腔液体，结膜瓣关闭，

恢复前房，涂眼膏，消毒纱布遮盖。
8.巩膜

JEH66301 巩膜缩短术
手术区消毒，开睑，置手术贴膜，在手术显微镜下剪开结膜，电凝或压迫止血，直肌牵引，板层切

开巩膜，切除部分巩膜，缝合，消毒纱布遮盖。

JEH43301 巩膜环扎术
手术区消毒，开睑，置手术贴膜，在手术显微镜下切开结膜，电凝或压迫止血，吊置眼肌，必要时

和穿剌巩膜放液，视网膜裂孔定位及封闭，环扎带放置和固定，必要时眼内注气，前房穿刺，缝

合，消毒纱布遮盖。

JEH57304 巩膜后兜带术
手术区消毒，开睑，置手术贴膜，在手术显微镜下切开结膜，电凝或压迫止血，吊置眼外肌，兜带

材料放置和固定，缝合伤口，消毒纱布遮盖。

JEH62301 钬激光巩膜切除术

治疗眼球后或球周麻醉，开睑。在显微镜下操作。剪开球结膜，电凝止血，将黏弹剂注射针头经此

注入筋膜囊下，到达巩膜切开部位，并注射黏弹剂后撤出。角膜预穿刺。应用钬激光机治疗，调整

激光机参数，光导纤维探针进至巩膜切开部位，切开巩膜后取出，缝合结膜，恢复前房，并形成滤

过泡。结束时滴用抗菌药物滴眼液。
9.晶状体

JEJ61301 白内障截囊吸取术
手术区消毒，开睑，置手术贴膜，在手术显微镜下做结膜切口，电凝或压迫止血，前房穿刺，巩膜

切口，注入黏弹剂，截开晶状体囊膜，水化，以手法或超声乳化仪吸除晶状体，形成前房，电凝或

缝合切口，消毒纱布遮盖。

JEJ61302 白内障超声乳化摘除术
手术区消毒，开睑，置手术贴膜，在手术显微镜下做结膜切口，电凝或压迫止血，前房穿刺，做角

巩膜切口或透明角膜切口，撕晶状体前囊膜，用超声乳化仪乳化，注吸皮质，形成前房，电凝或普

通电凝仪电凝，缝合切口，消毒纱布遮盖。

JEJ62301 白内障囊膜切除术
手术区消毒，开睑，置手术贴膜，在手术显微镜下做结膜切口，前房穿刺，巩膜切口，前房内注入

黏弹剂，应用玻璃体切除机的切除头去除中央部晶状体囊膜，做前部玻璃体切除，形成前房，电凝

或缝合切口，消毒纱布遮盖。

JEJ61303 白内障囊内摘除术
手术区消毒，开睑，置手术贴膜，在手术显微镜下做结膜切口，电凝或压迫止血，前房穿刺，做巩

膜切口，以冷冻或其他方法取出晶状体，必要时做周边虹膜切除，缝合角巩膜伤口，形成前房，电

凝或缝合切口，消毒纱布遮盖。

JEJ61304 白内障囊外摘除术
手术区消毒，开睑，置手术贴膜，在手术显微镜下做结膜切口，前房穿刺，做角巩膜切口，撕囊，

手法碎核、套核，注吸皮质，形成前房，电凝或缝合切口，消毒纱布遮盖。

JEJ62302
白内障囊外摘除+人工

晶状体植入术

手术区消毒，开睑，置手术贴膜，在手术显微镜下做结膜切口，前房穿刺，做角巩膜切口，撕晶状

体前囊膜，娩核，注吸皮质，植入人工晶状体，注吸黏弹剂，形成前房，电凝或缝合切口，消毒纱

布遮盖。

JEJ46301
白内障超声乳化吸除+

人工晶状体植入术

行手术区消毒，开睑，置手术贴膜，在手术显微镜下做结膜切口和角巩膜切口，或做透明角膜切

口，电凝或压迫止血，前房穿刺，撕晶状体前囊膜，应用超声乳化仪粉碎和吸出晶状体核，应用灌

吸头注吸晶状体皮质，植入后房型人工晶状体，注吸黏弹剂，形成前房，电凝或缝合切口，消毒纱

JEJ46302

小瞳孔白内障超声乳化

吸除+人工晶状体植入

术

手术区消毒，开睑，置手术贴膜，在手术显微镜下做结膜切口，电凝或压迫止血，前房穿刺，做角

巩膜切口，分离虹膜，应用虹膜显微拉钩或虹膜扩张器开大瞳孔，撕晶状体前囊膜，应用超声乳化

仪乳化和吸除晶状体核，注吸晶状体皮质，后囊膜抛光，植入人工晶状体，注吸黏弹剂，形成前

房，电凝或缝合切口，消毒纱布遮盖。

JEJ46303
玻璃体切除术后白内障

超声乳化吸除+人工晶

状体植入术

手术区消毒，开睑，置手术贴膜，在手术显微镜下剪开并分离粘连的结膜，电凝或压迫止血，前房

穿刺，做角巩膜切口，分离粘连的虹膜，撕晶状体前囊膜，采用超声乳化仪乳化和吸除晶状体核，

注吸皮质，植入人工晶状体，注吸黏弹剂，形成前房，消毒纱布遮盖。

JEJ46304
晶状体半脱位白内障超

声乳化吸除+人工晶状

体植入术

手术区消毒，开睑，置手术贴膜，在手术显微镜下做结膜切口，电凝或压迫止血，前房穿刺，做角

巩膜切口，分离虹膜，撕晶状体前囊膜，应用囊膜钩牵引囊膜或植入晶状体事袋张力环，采用超声

乳化仪乳化和吸除晶状体核，注吸皮质，植入人工晶状体，注吸粘弹剂，形成前房，消毒纱布遮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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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EJ46305
晶状体囊袋张力环植入

术

手术区消毒，开睑，置手术贴膜，在手术显微镜下做结膜切口，电凝或压迫止血，前房穿刺，做角

巩膜切口，分离虹膜，撕晶状体前囊膜，应用超声乳化仪乳化和吸除晶状体核，植入晶状体张力

环，调整张力环位置，进一步进行其它手术治疗。

JEJ47305
Ⅱ期后房型人工晶状体

睫状沟缝入术

本手术适用于无未保留完整晶状体后囊膜的无晶状体眼的再次手术。行手术区消毒，开睑，置手术

贴膜，在手术显微镜下做结膜切口，电凝或压迫止血，必要时行玻璃体腔灌注，前房穿刺，做角巩

膜切口，巩膜瓣，植入后房型人工晶状体、人工晶状体缝合线缝合固定人工晶状体于睫状沟，超声

乳化仪灌注头注吸黏弹剂，形成前房，电凝或缝合角巩膜切口，消毒纱布遮盖。不含玻璃体切除术

JEJ47306
铒激光白内障吸出+人

工晶状体植入术

治疗眼表面麻醉，开睑。在显微镜下进行操作。做结膜切口，电凝止血，前房穿刺，经角巩膜进入

前房，撕晶状体前囊膜，铒激光乳化仪乳化晶状体核，灌吸晶状体皮质，植入人工晶状体，注吸黏

弹剂，形成前房，缝合结膜。手术结束时滴用抗菌药物滴眼液。

JEJ46306
有晶状体眼人工晶状体

植入术

行手术区消毒，开睑，置手术贴膜，在手术显微镜下做结膜切口，电凝或压迫止血，前房穿刺，做

角巩膜切口，巩膜瓣，植入人工晶状体，应用超声乳化仪的灌注头注吸黏弹剂，形成前房，电凝或

缝合切口，消毒纱布遮盖。

JEJ46307
Ⅱ期虹膜夹持型人工晶

状体植入术

向患者说明治疗的注意事项。本手术适用于无晶状体眼的再次手术。行手术区消毒，开睑，置手术

贴膜，在手术显微镜下做结膜切口，电凝或压迫止血，前房穿刺，做角巩膜切口，必要时行玻璃体

切除术，缩瞳，植入前房型人工晶状体、周边虹膜切除，应用超声乳化仪的灌注头注吸黏弹剂，缝

合角膜及结膜，形成前房，消毒纱布遮盖。不含玻璃体切除术。

JEJ21301 人工晶状体调位术
手术区消毒，开睑，置手术贴膜，在手术显微镜下做结膜切口，电凝或压迫止血，前房穿刺，做角

巩膜切口，调整人工晶状体位置，注吸黏弹剂，形成前房，电凝或缝合切口，消毒纱布遮盖。

JEJ51301 人工晶状体置换术
手术区消毒，开睑，置手术贴膜，在手术显微镜下做结膜切口，电凝或压迫止血，前房穿刺，做角

巩膜切口，取出人工晶状体，必要时行玻璃体切除术。再植入新的人工晶状体，注吸黏弹剂，形成

前房，电凝或缝合切口，消毒纱布遮盖。不含玻璃体切除术。

JEJ47307
Ⅱ期前房型人工晶状体

植入术

本手术适用于无晶状体眼的再次手术。行手术区消毒，开睑，置手术贴膜，在手术显微镜下做结膜

切口，电凝或压迫止血，前房穿刺，做角巩膜切口，必要时行玻璃体切除术，缩瞳，植入前房型人

工晶状体、周边虹膜切除，应用超声乳化仪的灌注头注吸黏弹剂，缝合角膜及结膜，形成前房，消

毒纱布遮盖。不含玻璃体切除术。

JEJ46308
Ⅱ期后房型人工晶状体

植入术

本手术适用于保留晶状体后囊膜的无晶状体眼再手术。行手术区消毒，开睑，置手术贴膜，在手术

显微镜下做结膜切口，电凝或压迫止血，前房穿刺，做角巩膜切口，分离晶状体囊膜或吸除残留的

晶状体皮质，必要时行玻璃体切除术，植入后房型人工晶状体、超声乳化仪灌注头注吸黏弹剂，形

成前房，电凝或缝合切口，消毒纱布遮盖。不含玻璃体切除术。
10.玻璃体

JEK38101 玻璃体腔注药术
消手术区消毒，开睑，置手术贴膜，在手术显微镜下剪开结膜，电凝，角尺确定穿刺部位，经巩膜

穿刺玻璃体腔注药，指测眼压，缝合伤口，消毒纱布遮盖。

JEK38102 玻璃体腔注气术
手术区消毒，开睑，置手术贴膜，在手术显微镜下剪开结膜，电凝，角尺确定穿刺部位，经巩膜穿

刺玻璃体腔内注气，指测眼压，缝合保伤口，消毒纱布遮盖。

JEK61101 玻璃体腔穿刺抽液术
手术区消毒，开睑，置手术贴膜，在手术显微镜下剪开结膜，电凝，角尺确定穿刺部位，行巩膜穿

刺，抽吸眼内液，缝合伤口，消毒纱布遮盖。

JEK40301
镱铝石榴石激光晶状体

后囊膜+玻璃体前界膜

切开术

治疗眼表面麻醉。将患者头部安置于YAG(石榴石)激光机的头架上。将激光治疗镜镜面涂耦合剂，

安置于角膜表面。应用激光切开切开晶状体后囊膜，再切开玻璃体前界膜。治疗结束时取下激光治

疗镜，眼部滴用抗菌药物滴眼液。

JEK62101
经结膜微创玻璃体切除

术

手术区消毒，开睑，置手术贴膜，应用倒像系统、眼内照明系统、光学透镜辅助手术，在手术显微

镜下应用眼用穿刺器穿刺，眼内灌注建立，应用25G玻璃体切除头行玻璃体切除，机械性行玻璃体

后脱离，清除周边玻璃体皮质，查找视网膜裂孔，应用眼内激光系统、眼部冷凝系统处理变性区或

裂孔，拔管，检查切口并使其自闭，消毒纱布遮盖。

JEK62301 玻璃体切除术

手术区消毒，开睑，置手术贴膜，应用倒像系统、眼内照明系统、光学透镜辅助手术，在手术显微

镜下切开结膜，电凝或压迫止血，巩膜穿刺，眼内灌注建立，用玻璃体切除机行玻璃体切除，机械

性行玻璃体后脱离，清除周边玻璃体皮质，查找视网膜裂孔，应用眼内激光系统、眼部冷凝系统处

理视网膜变性区或裂孔，拔管，缝合伤口，消毒纱布遮盖。

JEK62302
玻璃体切除+眼内填充

术

手术区消毒，开睑，置手术贴膜，应用倒像系统、眼内照明系统、光学透镜辅助手术，在手术显微

镜下做结膜切开，电凝或压迫止血，巩膜穿刺，眼内灌注建立，应用玻璃体切除机行玻璃体切除，

机械性行玻璃体后脱离，清除周边玻璃体皮质，查找视网膜裂孔，应用眼内激光系统或眼部冷凝系

统封闭裂孔，行视网膜复位，填充物与眼内气体置换，测眼压，调整眼内填充物的量至眼压近正

常，缝合，消毒纱布遮盖。

JEK62303
玻璃体腔内猪囊尾蚴切

除取出术

手术区消毒，开睑，置手术贴膜，应用倒像系统、眼内照明系统、光学透镜辅助手术，在手术显微

镜下切开结膜，电凝或压迫止血，巩膜穿刺，眼内灌注建立，应用玻璃体切除机行玻璃体切除，取

出猪囊尾蚴或其他眼内异物，查找视网膜裂孔，应用眼内激光系统或眼部冷凝系统处理视网膜变性

区或裂孔，缝合伤口，消毒纱布遮盖。

JEK48301
玻璃体腔内猪囊尾蚴切

除取出+视网膜复位术

手术区消毒，开睑，置手术贴膜，应用倒像系统、眼内照明系统、光学透镜辅助手术，在手术显微

镜下切开结膜，电凝或压迫止血，巩膜穿刺，眼内灌注建立，应用玻璃体切除机行玻璃体切除，取

出猪囊尾蚴或其他眼内异物，查找视网膜裂孔，应用眼内激光系统或眼部冷凝系统封闭视网膜裂

孔，使视网膜复位，填充物与眼内气体置换，测眼压，调整眼内填充物的量至眼压近正常，缝合，

消毒纱布遮盖。
11.脉络膜

JEL62301
经巩膜葡萄膜肿物切除

术

手术区消毒，开睑，置手术贴膜，在手术显微镜下切开结膜，电凝或压迫止血，肿瘤定位，分离板

层巩膜，应用玻璃体切除机切除部分玻璃体，切除内板层巩膜和葡萄膜肿瘤，外板层巩膜缝合，玻

璃体腔内注气，缝合伤口，消毒纱布遮盖。必要时放置放射敷贴器。不含放射敷贴器治疗。

JEL62302
经内眼葡萄膜肿物切除

术

手术区消毒，开睑，置手术贴膜，应用倒像系统、眼内照明系统、光学透镜辅助手术，在手术显微

镜下切开结膜，电凝或压迫止血，巩膜穿刺，眼内灌注建立，应用玻璃体切除机行玻璃体切除，切

开视网膜，切除葡萄膜肿瘤，应用眼内激光系统或眼部冷凝系统封闭视网膜裂孔，使视网膜复位，

气体与眼内液体交换，填充物与眼内气体置换，测眼压，调整眼内填充物的量至眼压近正常，缝合

伤口，消毒纱布遮盖。必要时放置放射敷贴器。放射敷贴器治疗除外。
12.视网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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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名称 项目内涵

JEM60301 局部视网膜激光光凝术
治疗眼散瞳、表面麻醉，置接触镜(镜面涂耦合剂)。调节氩激光或倍频激光等激光仪器参数，光凝

视网膜局部病灶(小于1个象限)。治疗束时取下接触镜，眼部滴用抗菌药物滴眼液。

JEM60302 次全视网膜激光光凝术
治疗眼散瞳、表面麻醉，置接触镜(镜面涂耦合剂)。调节氩激光或倍频激光等激光仪器参数，光凝

视网膜病变部位(大于1个象限小于3个象限)。治疗结束时取下接触镜，眼部滴用抗菌药物滴眼液。

JEM60303 全视网膜激光光凝术
患者说明治疗的注意事项。治疗眼散瞳、表面麻醉，置接触镜(镜面涂耦合剂)。调节氩激光或倍频

激光等激光仪器参数，光凝视网膜病变部位(大于3个象限)。治疗结束时取下接触镜，眼部滴用抗

菌药物滴眼液。

JEM60306 黄斑部激光光凝术
治疗眼散瞳，表面麻醉。治疗接触镜镜面涂耦合剂后安置于角膜表面。应用激光治疗仪治疗，调整

激光机参数，光凝黄斑病变部位。结束时取下接触镜，眼部滴用抗菌药物滴眼液。

JEM60304 周边视网膜冷凝术
手术区消毒，开睑，置手术贴膜，在手术显微镜下切开结膜，电凝或压迫止血，吊置眼外肌，应用

冷冻器和冷冻头(二氧化碳或氮气制冷)周边视网膜冷凝，缝合伤口，消毒纱布遮盖。

JEM60305
间接眼底镜视网膜光凝

术

治疗眼散瞳，表面麻醉或全身麻醉。置手术贴膜，开睑。调节激光机参数，应用间接眼底镜激光系

统对病变部位光凝。治疗结束时取下开睑器，眼部滴用抗菌药物滴眼液。

JEM38301 视网膜注气复位术
手术区消毒，开睑，置手术贴膜，在手术显微镜下穿剌巩膜，眼内注入气体，前房穿刺，缝合，消

毒纱布遮盖。

JEM55301
伴有增生膜的视网膜脱

离复位术

手术区消毒，开睑，置手术贴膜，应用倒像系统、眼内照明系统、光学透镜辅助手术，在手术显微

镜下切开结膜，电凝或压迫止血，吊置眼肌，必要时行环扎带放置和固定，穿剌巩膜，眼内灌注建

立，应用玻璃体切除机切除玻璃体，剥除增生膜，必要时切开视网膜，应用眼内激光系统或眼部冷

凝系统封闭视网膜裂孔，玻璃体腔内注入全氟化碳，使视网膜复位，气体与眼内液体交换，填充物

与眼内气体置换，测眼压，调整眼内填充物的量至眼压近正常，缝合伤口，消毒纱布遮盖。

JEM55302
黄斑裂孔性视网膜脱离

复位术

手术区消毒，开睑，置手术贴膜，应用倒像系统、眼内照明系统、光学透镜辅助手术，在手术显微

镜下切开结膜，穿剌巩膜，眼内灌注建立，应用玻璃体切除机切除玻璃体，剥除裂孔周围玻璃体皮

质及内界膜，应用眼内激光系统或眼部冷凝系统封闭视网膜裂孔，使视网膜复位，气体与眼内液体

交换，填充物与眼内气体置换，测眼压，调整眼内填充物的量至眼压近正常，缝合，消毒纱布遮盖

JEM55303
巨大裂孔性视网膜脱离

复位术

手术区消毒，开睑，置手术贴膜，应用倒像系统、眼内照明系统、光学透镜辅助手术，在手术显微

镜下切开结膜，电凝或压迫止血，巩膜穿刺，眼内灌注建立，应用眼内照明和玻璃体切除机进行玻

璃体切除，机械性行玻璃体后脱离，清除周边玻璃体皮质，应用眼内激光系统或眼部冷凝系统封闭

视网膜裂孔，全氟化碳注入玻璃体腔，将视网膜复位，气体与眼内液体交换，填充物与眼内气体置

换，测眼压，调整眼内填充物的量至眼压近正常，缝合伤口，消毒纱布遮盖。

JEM55304
伴有视网膜下膜的视网

膜脱离复位术

手术区消毒，开睑，置手术贴膜，应用倒像系统、眼内照明系统、光学透镜辅助手术，在手术显微

镜下切开结膜，电凝或压迫止血，巩膜穿刺，眼内灌注建立，应用玻璃体切除机行玻璃体切除，切

开视网膜，剥除增生膜，应用眼内激光系统或眼部冷凝系统封闭视网膜裂孔，玻璃体腔注入全氟化

碳，使视网膜复位，气体与眼内液体交换，填充物与眼内气体置换，测眼压，调整眼内填充物的

量，至眼压近正常缝合，消毒纱布遮盖。

JEM52302 巩膜外加压术
手术区消毒，开睑，置手术贴膜，在手术显微镜下切开结膜，电凝或压迫止血，吊置眼肌，必要时

穿剌巩膜放液，定位视网膜裂孔，并封闭之，外加压物放置和固定，必要时眼内注气，前房穿刺，

缝合，消毒纱布遮盖。

JEM52303 巩膜内加压术
手术区消毒，开睑，置手术贴膜，在手术显微镜下视网膜裂孔定位及封闭，巩膜穿刺，眼内加压物

置入，前房穿刺，缝合，消毒纱布遮盖。

JEM43301 黄斑裂孔封闭术

手术区消毒，开睑，置手术贴膜，应用倒像系统、眼内照明系统、光学透镜辅助手术，在手术显微

镜下切开结膜，巩膜穿刺，眼内灌注建立，应用玻璃体切除机切除玻璃体，剥除黄斑裂孔周玻璃体

皮质及内界膜，必要时注入血小板提取物，气体与眼内液体交换，填充物与眼内气体置换，测眼

压，调整眼内填充物的量至眼压近正常，缝合，消毒纱布遮盖。不含血小板提取制备。

JEM61301 黄斑前膜剥除术

手术区消毒，开睑，置手术贴膜，应用倒像系统、眼内照明系统、光学透镜辅助手术，在手术显微

镜下切开结膜，电凝或压迫止血，巩膜穿刺，眼内灌注建立，应用玻璃体切除机切除玻璃体，剥除

玻璃体皮质和黄斑前膜，查找视网膜裂孔，应用眼内激光系统或眼部冷凝系统处理视网膜变性区或

裂孔，缝合伤口，消毒纱布遮盖。

JEM50301 黄斑下膜取出术

手术区消毒，开睑，置手术贴膜，应用倒像系统、眼内照明系统、光学透镜辅助手术，在手术显微

镜下切开结膜，电凝或压迫止血，巩膜穿刺，眼内灌注建立，应用玻璃体切除机切除玻璃体，切开

视网膜，剥除增生膜，应用眼内激光系统或眼部冷凝系统封闭视网膜裂孔，使视网膜复位，气体与

眼内液体交换，填充物与眼内气体置换，测眼压，调整眼内填充物的量至眼压近正常，缝合，消毒

纱布遮盖。

JEM55305 黄斑转位术

手术区消毒，开睑，置手术贴膜，应用倒像系统、眼内照明系统、光学透镜辅助手术，在手术显微

镜下切开结膜，电凝或压迫止血，巩膜穿刺，眼内灌注建立，应用玻璃体切除机切除玻璃体，360

°周边视网膜切开，增生膜剥除，应用眼内激光系统或眼部冷凝系统裂孔封闭，使视网膜复位，气

体与眼内液体交换，填充物与眼内气体置换，测眼压，调整眼内填充物的量至眼压近正常缝合，消

毒纱布遮盖。必要时行眼肌手术。不含眼肌手术。
13.眼外肌

JEN68301 水平直肌减弱术
手术区消毒，开睑，置手术贴膜，在直视或手术显微镜下切开结膜，钩直肌，分离，套环缝线，断

肌腱或边缘切开，巩膜固定缝线，检查眼位，调节缝线位置及松紧至眼位正，缝合伤口、消毒纱布

遮盖。含水平直肌后徙、边缘切开、断腱。

JEN68302 水平直肌加强术
手术区消毒，开睑，置手术贴膜，在直视或手术显微镜下切开结膜，钩直肌，分离，套环缝线，断

肌腱、缩短或折叠、巩膜固定缝线、检查眼位，调节缝线位置及松紧至眼位正、缝合、消毒纱布遮

盖。含水平直肌前徙、缩短、折叠术。

JEN68303 非水平肌减弱术
手术区消毒，开睑，置手术贴膜，在直视或手术显微镜下切开结膜，钩斜肌，分离，止血，套环缝

线、断肌腱、边缘切开，巩膜固定缝线，检查眼位，调节缝线位置及松紧至眼位正、缝合伤口、消

毒纱布遮盖。含后徙或前转位、边缘切开、断腱。

JEN68304 非水平肌加强术
手术区消毒，开睑，置手术贴膜，在直视或手术显微镜下切开结膜，钩斜肌，分离，套环缝线，断

肌腱、缩短或折叠、巩膜缝线检查眼位，调节缝线位置及松紧至眼位正，缝合伤口，消毒纱布遮盖

。含前徙、缩短、折叠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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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EN68305
单眼两条直肌移位联结

术

手术区消毒，开睑，置手术贴膜，在直视或手术显微镜下切开结膜，分别钩取直肌、分离，套环缝

线，断肌腱，移位或联结相邻肌肉、固定，检查眼位，调节缝线位置及松紧至眼位正，缝合伤口，

消毒纱布遮盖。含部分移位、联结和全部移位、联结术。

JEN68306 直肌调整缝线术
手术区消毒，开睑，置手术贴膜，在直视或手术显微镜下切开结膜，钩取直肌，分离，套环缝线，

断肌腱，后徙或缩短，制作调整缝线，固定缝线，缝合伤口，消毒纱布遮盖。

JEN57305
直肌减弱联合眶壁固定

术

手术区消毒，开睑，置手术贴膜，在直视或手术显微镜下切开结膜，钩取直肌，分离，套环缝线，

断肌腱，后徙，眶壁固定缝线，缝合伤口，消毒纱布遮盖。

JEN68307
眼外肌探查+斜视矫正

术

手术区消毒，开睑，置手术贴膜。行被动牵拉试验。在直视或手术显微镜下切开结膜，分离、松解

结膜和肌肉粘连，探查受累肌肉，行后徙或缩短，边缘切开或断肌腱，前徙等，取活组织，检查眼

位，调节缝线位置及松紧至眼位正，缝合伤口，消毒纱布遮盖。含二次手术、外伤修补术、限制性

斜视矫正术。

JEN66306
双眼水平垂直直肌后徙

缩短术

手术区消毒，开睑，置手术贴膜，在直视或手术显微镜下切开结膜，钩取直肌，分离，套环缝线，

断肌腱、缩短或折叠、巩膜固定缝线，缝合伤口中，消毒纱布遮盖。

JEN68308 眼轮匝肌整形术
局麻，眼下睑缘切口切开，潜行锐性剥离下睑区域，嘱患者用力睁眼，观察可去除眼轮匝肌，剪去

该范围眼轮匝肌和皮肤，缝合切口。
14.眼眶和眼球

JEP34101 眶内血肿穿刺术 手术区消毒，开睑，置手术贴膜，在超声波引导下，穿刺血肿，消毒纱布遮盖。

JEP48301 眶内异物取出术
手术区消毒，开睑，置手术贴膜，定位异物，在手术显微镜下切开结膜，电凝或压迫止血，分离组

织，取出异物，缝合。不含异物定位。

JEP62301
侧壁开眶眶内肿物摘除

术

手术区消毒，设计切口，切开皮肤，电凝或压迫止血，分离暴露眶外侧壁，锯开眶骨，暴露肿物并

切除，分层缝合，加压包扎。

JEP62302 前路眶内肿物摘除术
手术区消毒，设计切口，切开皮肤，电凝或压迫止血，分离暴露眶隔，切开眶隔，暴露肿物并切

除，分层缝合，加压包扎。

JEP62401
经鼻内镜筛窦纸板径路

眶内肿瘤切除术

消毒铺巾，鼻内镜下，使用电动切割器，开放筛窦，暴露眶纸板，切开纸板，暴露眶内肿瘤，切

除，鼻腔填塞。

JEP44401
经鼻内镜筛窦纸板径路

眶内异物取出术

消毒铺巾，鼻内镜下，使用电动切割器，开放筛窦，暴露眶纸板，切开纸板，暴露眶内异物，取

出，鼻腔填塞。
JEP61301 眶内容摘除术 手术区消毒，设计切口，切除全部眶内容，止血，碘纱条充填，加压包扎。

JEP62303
上颌骨切除+眶内容摘

除术
手术区消毒，设计切口，骨锯切除上颌骨，切除全部眶内容，止血，碘纱条充填，加压包扎。

JEP68401
鼻内镜筛窦纸板径路眶

内壁整复术

消毒铺巾，鼻内镜下，使用电动切割器，开放筛窦，暴露眶纸板，对骨折缺损纸板修复，鼻腔填塞

。

JEP68402
经鼻内镜上颌窦径路眶

底壁骨折整复术

消毒铺巾，鼻内镜下，使用电动切割器，开放上颌窦，暴露眶底壁，对骨折缺损修复，鼻腔及上颌

窦填塞。

JEP68301
眶隔脂肪整复术+眶隔

脂肪整形术

麻醉，沿切口线切开，暴露眶上脂肪或者眶下脂肪，松解释放内中外眶隔脂肪，嘱患者睁眼闭眼，

观察可去除或者保留的脂肪，去除或者固定保留上述脂肪，缝合切口。
JEP68302 眶隔修补术 手术区消毒，设计切口，切开，电凝或压迫止血，暴露眶隔，修复，缝合切口，加压包扎。

JEP62304 经颅眶肿物切除术

上头架，消毒铺巾，切皮，双极止血，气钻或电钻颅骨钻孔，铣刀取下骨瓣，头架附加，分离硬脑

膜，开放眶骨，切开眶骨膜，显微镜下暴露并切除肿瘤。必要时使用超声吸引、止血、缝合硬脑膜

、骨瓣复位、缝合、包扎。不含神经外科导航引导、神经电生理监测、术中B超监测、超声吸引、

神经外科显微手术操作。

JEP68303 颅外眶距增宽矫正术

消毒铺巾，头皮冠状切口或鼻背和下眼睑设计切口，局部注射副肾麻药。骨膜下剥离显露眶内侧

壁，下壁和鼻背过宽骨质。仔细分离保护内眦韧带。先截除鼻中隔的过宽鼻骨及筛窦，然后应用动

力系统，将部分或全部眶内侧壁和鼻眶缘截断后连同内眦韧带向中央靠拢，截骨时要保护泪囊，最

后进行钢丝结扎固定，或应用微型钢板或可吸收板固定。两旁的截骨后间隙则进行嵌入植骨。止

血，冲洗，缝合放置引流，头部加压包扎。不含负压引流。

JEP57301 眶颧骨折复位内固定术
手术区消毒，设计切口，切开，电凝或压迫止血，暴露骨折处，眶钛钉、钛板固定，缝合切口，加

压包扎。

JEP68304 眶周骨折修复术
消毒铺巾，切口设计，切开，骨膜下剥离显露上颌骨、鼻骨、眶骨、梨状孔，应用动力系统，自骨

折处截开骨质，将错位愈合的骨质复位，人工材料或自体骨植入修复骨折，钛板钛钉内固定，止

血，冲洗，缝合切口，留置引流。不含自体骨切取。

JEP68305
眶骨缺损修复人工材料

植入+眼球内陷矫正术

手术区消毒，设计切口，切开，电凝或压迫止血，暴露眶骨缺损处，羟基磷灰石/MEDPOR等充填，

固定，缝合切口，加压包扎。

JEP53301 眼眶减压术
手术区消毒，直肌牵引，外眦韧带切开，电凝或压迫止血，分离皮肤及结膜组织，去骨，止血，缝

合，加压包扎。

JEP53401 经鼻内镜眶减压术
麻醉，消毒包头铺巾，收缩鼻腔后，副肾纱条收缩鼻腔后，应用内镜手术钳和电动切割器开放筛

窦，暴露眶内壁，骨钻磨薄骨壁，剥离子去除骨壁，暴露筋膜，应用尖刀或镰状刀轻轻对眶筋膜松

解，进行减压，术后术腔应用适当的填塞材料填压。

JEP68306
颅内外“O”形截骨眶

距增宽矫正术

消毒铺巾，头皮冠状切口或鼻背和下眼睑设计切口，局部注射副肾麻药。骨膜下剥离显露眶内侧

壁，下壁，外侧壁，上壁和鼻背过宽骨质。保护内眦韧带。在眶内侧壁、外侧壁、眶下缘，眶底，

眶上缘和额窦窦底应用动力系统，进行截骨，截下骨块呈“O”形，同时截除中央部过宽的鼻根部

及筛窦组织，将整个截下的眼眶向中央靠拢，结扎，小钛板或可吸收板固定。止血，冲洗，缝合放

置引流，头部加压包扎。

JEP68307
颅外“U”形截骨眶距

增宽矫正术

消毒铺巾，头皮冠状切口或鼻背和下眼睑设计切口，局部注射副肾麻药。骨膜下剥离显露眶内侧

壁，下壁，外侧壁和鼻背过宽骨质。保护内眦韧带。在眶内侧壁、外侧壁、眶下缘和眶底应用动力

系统，进行截骨，截下骨块呈“U”形，同时截除中央部过宽的鼻根部及筛窦组织，将眶下部向中

央靠拢，结扎，小钛板或可吸收板固定。止血，冲洗，缝合放置引流，头部加压包扎。不含负压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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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EP68801
颅内外联合入路眶距增

宽矫正术

消毒铺巾，头皮冠状切口或鼻背和下眼睑设计切口，局部注射副肾麻药。骨膜下剥离颅骨，显露颅

骨，眶内侧壁，下壁，外侧壁，上壁和鼻背过宽骨质。仔细分离保护内眦韧带。应用动力系统，铣

刀前额开窗，制备前额眶上骨桥，保护脑组织，如有脑膜破裂需要进行修补。保留鼻骨中央一条于

眶上额带的完整，截断眼眶并向中央靠拢，既中面部截骨形成两个游离的框架和中央骨条的三个骨

块。劈开颅骨部分内外板进行两旁的截骨后间隙植骨。最后进行钢丝结扎固定，或应用微型钢板或

可吸收板固定。止血，冲洗，缝合放置引流，头部加压包扎。不含负压引流。

JEP47301 眼窝填充术
手术区消毒，摘除眼球，止血，羟基磷灰石眼台(阔筋膜或异体巩膜或其它生物材料包被)充填，缝

合，加压包扎。不含阔筋膜取出。
JEP69301 人工材料置入眼窝再造 手术区消毒，设计切口，切开，电凝或压迫止血，置假体，缝合切口，加压包扎。

JEP69302
游离皮片移植眼窝再造

术

局麻，设计手术切口，切开，止血，充分游离眼窝，在供皮取相应大小全厚皮片，植皮，缝合切口

并关闭供皮区。

JEP69303
局部皮瓣转移眼窝再造

术

局麻，设计手术切口，切开，止血，充分游离眼窝，制成眼轮匝肌瓣，将该瓣转移至眼窝，关闭供

区，缝合切口。

JEP69304 岛状瓣转移眼窝再造术
局麻，设计手术切口，切开，止血，充分游离眼窝，制成颞浅动脉岛状瓣，将该瓣转移至眼窝，关

闭供区，缝合切口。

JEP69305
游离皮瓣移植眼窝再造

术

局麻或者全麻，于眼窝距睑缘2-3毫米处平行切口，切除瘢痕组织与残余的结合膜，剖开穹隆组

织，扩大囊腔，在睑板下向上剥离，直至眶上缘，止血，将取好的合适大小的皮瓣用5-0丝线缝合

固定，打包堆，加压包扎。

JEP26302 义眼眶治疗
含义鼻、义耳治疗。常规颜面缺损赝复体设计、雕刻修复体蜡型、试戴蜡型、技工翻制成硅橡胶修

复体、内外着色。不含制取印模和模型、各类可摘局部义齿。
JEQ38101 球旁注射 向患者说明治疗的注意事项。眼部消毒，注射器的针头经皮肤刺入球旁部位，注射药物，局部压迫

JEQ38102 球后注射
向患者说明治疗的注意事项。眼部消毒，注射器针头经皮肤刺入眼球后部，注射药物，压迫眼球数

分钟。

JEQ38103 经筋膜囊球后注射
向患者说明治疗的注意事项。眼部消毒，开睑。手术显微镜下剪开球结膜，采用特殊针头伸入眼球

后部近黄斑区附近，注射药物，涂抗菌药物眼膏，消毒纱布盖眼。

JEQ48301
球内异物定位环置入取

出术

向受检者说明检查注意事项。受检眼表面麻醉，缝合带缺口的金属环。送放射科拍X光片。X摄像定

位。结束后拆除金属环，抗菌药物滴眼液滴眼，消毒纱布遮盖。人工分析和报告X光片结果。不含X

线引导。

JEQ48302 球内磁性异物取出术
手术区消毒，开睑，置手术贴膜，在手术显微镜下切开结膜，再次异物定位，切开巩膜，磁铁吸取

异物，缝合巩膜，必要时行巩膜外加压，缝合结膜，消毒纱布遮盖。不含巩膜外加压。

JEQ48303 球内非磁性异物取出术

手术区消毒，开睑，置手术贴膜，应用倒像系统、眼内照明系统、光学透镜辅助手术，在手术显微

镜下切开结膜，电凝或压迫止血，巩膜穿刺，眼内灌注建立，应用玻璃体切除机切除玻璃体，异物

镊取出眼内异物，查找视网膜裂孔，并加以封闭，使视网膜脱离复位，消毒纱布遮盖。视网膜修复

术除外。

JEQ48304 球壁异物取出术
手术区消毒，开睑，置手术贴膜，定位异物，在手术显微镜下切开结膜，切开和分离巩膜，取出异

物、缝合伤口，消毒纱布遮盖。不含异物定位。

JEQ62301 眼球摘除术
手术区消毒，开睑，置手术贴膜，在手术显微镜下切开结膜，电凝或压迫止血，分离和剪断眼外

肌，剪断视神经，摘除眼球，缝合伤口，填油纱条，加压包扎。必要时送摘除的眼球病理学检查。

不含病理学检查。

JEQ62302
眼球摘除+义眼台植入

术

手术区消毒，开睑，置手术贴膜，在手术显微镜下切开结膜，电凝或压迫止血，分离和剪断眼外

肌，摘除眼球，置义眼台，分层缝合，填油纱条，加压包扎。

JEQ61301 眼内容摘除术
手术区消毒，开睑，置手术贴膜，在直视或手术显微镜下切开结膜，电凝或压迫止血，剪开角巩

膜，去除葡萄膜，断视神经，缝合伤口，置引流条，加压包扎。

JEQ62303
眼内容摘除+义眼台植

入术

手术区消毒，开睑，置手术贴膜，在手术显微镜下切开结膜，电凝或压迫止血，分离和剪断眼外

肌，剜除眼球，置经阔筋膜、异体巩膜或其它生物材料包被的义眼台，缝合伤口，填油纱条，加压

JEQ68301
自体骨移植眼球内陷矫

正术

消毒铺巾，切口设计，局部麻醉后，切开头皮，骨膜下剥离，显露取骨区，标记取骨大小形状，应

用动力系统，钻或锯截开颅骨外板，骨凿切取外板，骨蜡止血，缝合切口，取下睑缘切口，自眼轮

匝肌下分离至眶下缘，切开骨膜，自骨膜下剥离眶内，将疝出至上颌窦和/或筛窦内的软组织复

位，松解神经粘连，显露骨折处，颅骨外板修整后植入修复缺损，钛钉钛板内固定，缝合骨膜及切

口，留置引流。不含颅骨外板、自体骨切取。

JEQ68302
人工材料植入眼球内陷

矫正术

消毒铺巾，切口设计，局部麻醉后，下睑缘切口，自眼轮匝肌深层分离至眶下缘，切开骨膜，自骨

膜下剥离眶内，将疝出至上颌窦和/或筛窦内的软组织复位，松解神经粘连，显露骨折处，人工材

料修复缺损，应用动力系统，钛钉钛板或缝线固定，止血，冲洗，缝合骨膜及切口，留置引流。

JEQ68303 小眼畸形矫正术
局麻或者全麻，设计手术切口，切开，于内眦处做局部皮瓣改形，开大内眦，沿眼轮匝肌深面潜行

剥离，找到额肌在眶上止点，剥离额肌筋膜瓣，将额肌肌膜瓣缝合固定于睑板前筋膜，缝合，加压

包扎。

JEQ07301 眼球裂伤探查缝合术
手术区消毒，开睑，置手术贴膜，在手术显微镜下探查结膜、角膜、巩膜伤口、清创、电凝或压迫

止血、还纳或切除眼内组织、分层缝合，平衡盐溶液形成前房，消毒纱布遮盖。

JEQ46302 眼缺损种植体植入术
分期手术，第一期埋置骨种植根(秆卡式或磁性)。第二期制作外部器官。不含特殊种植体和外部器

官假体的制作。

JEQ26301 义眼治疗
制作义眼蜡型、试戴、瞳孔巩膜绘色、技工室制作、试戴、抛光、复诊调改。不含制取印模和模型

、各类可摘局部义齿。
JEQ47301 义眼安装 手术区消毒，开睑，根据外观，选择适合的义眼片，放置义眼。

JEQ47302
义眼台打孔+义眼安装

术

手术区消毒，开睑，置手术贴膜，在直视或手术显微镜下标记打孔部位，打孔，置钉，安装义眼，

消毒纱布遮盖。

JEQ46301 活动性义眼座植入术
手术区消毒，开睑，置手术贴膜，在手术显微镜下剪开结膜，电凝或压迫止血，分离肌肉，阔筋膜

、异体巩膜或其它生物材料包被义眼座，植入义眼座，分层缝合，填油纱条，加压包扎。不含阔筋

膜取出。

JEQ48305 义眼台取出术
手术区消毒，开睑，置手术贴膜，在直视或手术显微镜下剪开结膜及筋膜，电凝或压迫止血，分离

眼外肌，取出义眼台，分层缝合，消毒纱布遮盖。
15.其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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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EZ48301 硅油取出术
手术区消毒，开睑，置手术贴膜，应用倒像系统、眼内照明系统、光学透镜辅助手术，在手术显微

镜下切开结膜，电凝或压迫止血，巩膜穿刺，眼内灌注建立，应用玻璃体切除机辅助硅油取出，探

查眼底，必要时行视网膜修复术。缝合伤口，消毒纱布遮盖。不含视网膜再修复术。

JEZ60307 光动力疗法(PDT)
治疗眼散瞳。配置光敏剂。采用微泵静脉注入光敏剂。眼部表面麻醉、将接触镜镜面涂耦合剂后安

置于角膜表面。应用用光动力激光治疗机进行治疗，以激光光凝病变部位。结束时取下治疗镜，眼

部滴用抗菌药物滴眼液。
JEZ35301 眼表浅脓肿切开引流术 眼部表面麻醉，切开表浅脓肿，拭去脓液，置引流条，消毒纱布盖眼。
JEZ35302 眼深部脓肿切开引流术 眼部表面麻醉，切开深部脓肿，排出和拭去脓液，置引流条，消毒纱布盖眼。

JEZ38301 肉毒杆菌素眼部注射
用于眼睑痉挛和麻痹性斜视、上睑后退的治疗。局部消毒，注射肉毒杆菌素，应用肌电图仪监测相

应部位肌电，调整注射部位及剂量，消毒纱布盖眼。

JEZ69301 眼表重建术
手术区消毒，开睑，置手术贴膜，在手术显微镜下剪开结膜，切除新生血管膜，电凝或压迫止血，

移植组织，并行缝合或粘合，加压包扎。

JEZ47303
眼内肿物放射敷贴器置

入术

手术区消毒，开睑，置手术贴膜，在手术显微镜下切开结膜，电凝或压迫止血，吊置眼肌，必要时

断离眼外肌，肿瘤三维定位，放射敷贴器放置和固定，放射敷贴器位置核对调整，前房穿刺，缝

合，消毒纱布遮盖。不含间接眼底镜检查。

JEZ48304
眼内肿物放射敷贴器取

出术

手术区消毒，开睑，置手术贴膜，在手术显微镜下切开结膜，电凝或压迫止血，吊置眼外肌，必要

时断离眼外肌，取出放射敷贴器，缝合伤口，消毒纱布遮盖。

JEZ22303 眼移植用组织保存
含眼部移植用组织角膜、结膜、巩膜取材、裂隙灯显微镜检查、超净台内清洁消毒、眼库用内皮镜

细胞活性检测、致病微生物检测、置于保存液、专用冰箱保存(眼库保存)。

JEZ60301 内眼孤立病灶冷凝术
手术区消毒，开睑，置手术贴膜，在手术显微镜下切开结膜，电凝或压迫止血，吊置眼外肌，应用

用冷冻器和冷冻头(二氧化碳或氮气制冷)，病灶定位及冷冻，缝合，消毒纱布遮盖。

JEZ48305 眼内置入物取出术

本手术适用于眼内植入物，如人工晶状体、房水引流装置的植入管、虹膜隔或虹膜张力环等取出。

手术区消毒，开睑，置手术贴膜，在手术显微镜下做结膜切口，电凝或压迫止血，前房穿刺，做角

巩膜切口，前房内注入黏弹剂，将植入物完整或剪断后取出，行玻璃体切除术，注吸黏弹剂，形成

前房，电凝或缝合角巩膜切口，消毒纱布遮盖。
JEZ60302 眼部冷冻治疗 麻醉拟冷冻的部位，开睑，冷冻病变部位(炎性肉芽肿等)。

(五)耳
1.外耳
耳廓

JFA38301 耳部瘢痕注射治疗 指对耳部瘢痕疙瘩。进行药物注射治疗。局部消毒铺巾，应用激素或其他药物在瘢痕周围注射。

JFA26101
耳廓假性囊肿穿刺压迫

治疗

耳廓消毒，于囊肿最隆起处或最低处穿刺，抽吸渗液，挤压，使之抽净后，用备好之压迫材料对原

囊肿处压迫或加压包扎。

JFA60301 耳廓假性囊肿激光治疗
耳廓消毒，局麻，于囊肿最隆起处或最低处用二氧化碳激光仪，使用二氧化碳激光切开，抽吸渗

液，骚刮囊壁后，缝合切口，不缝者用备好之压迫材料对原囊肿处压迫或加压包扎。

JFA40301 耳廓假性囊肿切开术
耳廓消毒，局麻，于囊肿最隆起处或最低处切开，抽吸渗液，骚刮囊壁后，缝合切口，不缝者用备

好之压迫材料对原囊肿处压迫或加压包扎。

JFA61301 耳廓软骨膜清创术
指炎性清创术(Ⅰ期)。麻醉消毒铺巾，耳廓周围及局部消毒麻醉，切开，排脓，做脓培养。搔刮，

生理盐水及抗菌素冲洗，放置引流。不含脓培养及药敏。

JFA61302 耳廓软骨膜清创缝合术
指炎性清创缝合术(Ⅱ期)。耳廓周围及局部消毒麻醉，切开，排脓，做脓培养。搔刮，用三种以上

不同抗菌素冲洗。重新铺无菌单，更换无菌器械，缝合切口。加压包扎。不含脓培养及药敏。
JFA61303 耳廓离断清创术 消毒铺巾，局部麻醉，清创，缝合，包扎固定。不含游离皮肤移植。

JFA62301 耳廓良性肿物切除术
含耳廓痣，血管瘤，瘢痕，囊肿等切除。术野消毒铺巾，肿物皮下分离切除，缝合切口，如肿物因

粘连等因素造成切除后局部缺皮，则需转移皮瓣缝合。

JFA62302
耳廓良性肿瘤激光切除

术

激光辅助耳廓良性肿瘤(含耳廓痣、血管瘤、瘢痕、囊肿等切除)切除可减少术中出血，保障肿物切

除彻底。术野消毒铺巾，激光切除肿物，缝合切口(如肿物因粘连等因素造成切除后局部缺皮，则

需转移皮瓣缝合)。

JFA62303 耳廓恶性肿瘤切除术
局部消毒麻醉，耳廓恶性肿瘤切除，切缘送冰冻快速活检(保障足够安全界)。减张后(或加做减张

切口后)端端缝合。包扎。不含病理学检查、耳廓成形。

JFA62304
耳廓恶性肿瘤激光切除

术

局部消毒麻醉，用二氧化碳激光将耳廓恶性肿瘤切除，切缘送冰冻快速活检(保障足够安全界)。减

张后(或加做减张切口后)端端缝合，包扎。不含病理学检查、耳廓成形。

JFA68301
耳廓缺损游离皮瓣移植

修复术

局部消毒麻醉，耳廓恶性肿瘤切除，切缘送冰冻快速活检(保障足够安全界)。取游离皮瓣(全层或

断层)修补缺损，缝合，包扎。不含病理学检查、皮瓣制备。

JFA68302
耳廓缺损转移皮瓣修复

术

局部消毒麻醉，耳廓恶性肿瘤切除，切缘+B344送冰冻快速活检(保障足够安全界)。就近转移待蒂

皮瓣修补缺损，缝合(含供皮区和授皮区)，包扎。不含病理学检查、皮瓣制备。

JFA46301 耳廓种植体植入术
消毒铺巾，手术设计，局部麻醉，处理残耳，掀起皮瓣，骨膜，埋植固定种植体(秆卡式或磁性)，

分层缝合。
JFA44301 耳廓软骨取骨术 手术设计，局部麻醉，切开耳部皮肤，切取耳廓软骨，电凝止血，缝合包扎。
JFA44302 耳廓复合组织采取术 手术设计，局部麻醉，切取耳廓复合组织(皮肤、皮下组织等)，电凝止血，缝合切口，包扎。

JFA68303 耳廓畸形矫正术
消毒铺巾，设计耳廓皮瓣、软骨瓣，局部麻醉，切开形成局部皮瓣或复合组织瓣、转移后矫正耳廓

畸形、分层缝合包扎固定。

JFA68304
再造耳廓修整+耳甲腔

耳屏成形术

消毒铺巾，设计切口，局部麻醉，切开剥离切除残耳软骨，形成耳甲腔，局部皮瓣再造耳屏，调整

再造耳位置，钢丝固定，止血，切取中厚皮片游离移植，加压包扎。不含游离皮肤移植术。

JFA69301 Ⅰ期耳廓再造术
消毒铺巾，设计皮下剥离范围，局部麻，形成皮下腔隙，残耳垂转位。肋软骨采取，耳廓支架雕

刻，耳廓支架置入皮下固定，放置负压引流，电凝止血，分层缝合，包扎固定。不含肋软骨采取术

JFA69302 Ⅱ期耳廓再造术
消毒铺巾，设计切口，局部麻醉，切开掀起耳廓，游离软骨块或带蒂软骨瓣移植，局部筋膜瓣覆

盖，中厚游离植皮包堆固定。不含肋软骨采取术。

JFA69303 Ⅱ期全耳廓再造术
耳周围消毒铺巾，将一期植入之耳廓解剖复位，再造耳廓材料植入预先之皮囊，缺皮区用自体皮瓣

修补。

JFA69304 一次成形耳廓再造术
消毒铺巾，手术设计，局部麻醉，形成皮瓣筋膜瓣，残耳垂转位。肋软骨采取，耳廓支架雕刻，耳

廓支架固定，放置负压引流，皮瓣筋膜瓣包埋，中厚植皮，包扎固定。不含肋软骨采取、颞浅筋膜

岛状瓣转移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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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FA69305 扩张皮瓣耳廓再造术
消毒铺巾，设计，局部麻醉，扩张器取出，形成皮瓣筋膜瓣，残耳垂转位。肋软骨采取，耳廓支架

雕刻，耳廓支架固定，放置负压引流，皮瓣筋膜瓣包埋，中厚植皮，包扎固定。不含肋软骨采取术

JFA74301 部分断耳再植术
消毒铺巾，术前设计，局部麻醉，消毒铺巾，清创，解剖分离需吻合血管，受区处理，电凝止血，

显微镜下血管吻和合，缝合，包扎固定。

JFA74302 完全断耳再植术
术前设计，局部麻醉，消毒铺巾，清创，解剖分离需吻合血管，受区处理，显微镜下血管吻和合，

缝合，包扎固定。

JFA47301
再造耳软骨支架取出皮

下埋植术

消毒铺巾，切口设计，局部麻醉，切开分离取出耳支架，埋植皮下，舒平耳后皮瓣，卷起头皮，分

层缝合切口，包扎。

JFA68305 环缩耳畸形矫正术
消毒铺巾，设计切口，局部麻醉，切开松解环缩耳廓组织，局部改形，或从对侧耳廓切取耳廓复合

组织，将耳廓复合组织游离移植患耳创区处，电凝止血，分层缝合，包扎固定。含耳轮局部改形。

不含对侧耳廓复合组织移植。

JFA68306 隐耳畸形矫正术
消毒铺巾，设计局部皮瓣，局部麻醉，切开并松解挛缩组织成形耳颅角局部皮瓣转移，电凝止血，

中厚植皮加压包扎，油纱丁固定。不含游离植皮术。

JFA68307 招风耳畸形矫正术
消毒铺巾，切口设计，局部麻醉，切开皮肤暴露耳廓软骨，切开反折耳廓软骨瓣，塑造对耳轮结

构，电凝止血，分层缝合切口，油纱丁固定，包扎。

JFA68308 菜花耳畸形矫正术
消毒铺巾，切口设计，局部麻醉，切开皮肤暴露耳廓软骨，切除挛缩瘢痕及变形的软骨组织，塑造

耳廓软骨结构，修复创面，缝合切口，油纱丁固定，包扎。不含软骨移植、皮瓣、植皮修复。

JFA68309 杯状耳畸形矫正术
消毒铺巾，切口设计，局部麻醉，切开皮肤暴露耳廓软骨，切开反折耳廓软骨瓣，塑造耳轮，对耳

轮结构，钢丝悬吊，分层缝合切口，油纱丁固定，包扎。不含对侧耳廓复合组织移植修复。

JFA62305 附耳切除术
消毒铺巾，切口设计，局部麻醉，切开，分离软骨组织，切除多余皮肤及软骨组织，分层缝合切

口，包扎。

JFA62306 耳息肉摘除术
耳道清洁消毒(有脓液吸净)，用小型圈套器(或微型耳肉芽钳)将耳息肉摘除，息肉基底用药物或电

烧或激光烧灼(以求切除彻底并防止其复发)。术腔用抗菌素纱条填塞。必要时显微镜下操作。不含

病理学检查。

JFA62401 经耳内镜耳息肉摘除术
消毒、铺巾，在耳内镜导引及监视下，耳道清洁消毒(有脓液吸净)，用小型圈套器(或微型耳肉芽

钳)将耳息肉摘除，息肉基底用药物或电烧或激光烧灼(以求切除彻底并防止其复发)。术腔用抗菌

素纱条填塞。不含病理学检查。

JFA62307
耳前瘘管脓肿切开引流

术

局部消毒麻醉，依感染腔最隆起处或最低处，平行皮纹切开，吸脓，双氧水浸泡(至少两次)，抗菌

素冲洗，引流。

JFA35301
耳后骨膜下脓肿切开引

流术

消毒铺巾，耳后局麻切开，暴露脓腔，盐水及抗生素冲洗，刮出肉芽组织及坏死组织，防止引流。

包扎。

JFA62308 耳前瘘管切除术
局部消毒麻醉，沿瘘管外口注入美蓝示踪。(有因反复感染外漏口已瘢痕闭死)瘘管切除(连同与其

粘连之表皮瘢痕)，(如伤及耳廓软骨，用碘酒再消毒)缝合，加压包扎。不含病理学检查。
JFA68310 耳后瘘孔修补术 局部消毒麻醉，探察耳后瘘孔，清理瘘孔周围坏死组织，缝合瘘管，包扎。

JFA47302 耳后扩张器埋置术
消毒铺巾，设计切口，局部麻醉，切开剥离形成皮下腔隙，止血，置入扩张器，放置负压引流，分

层缝合切口，加压包扎。
JFA62309 耳垂瘢痕疙瘩切除术 消毒铺巾，设计切口，局部麻醉，切除瘢痕疙瘩，止血，分层缝合切口。

JFA68311 耳垂畸形矫正术
指应用耳后皮瓣、耳前皮瓣、乳突区皮瓣修复。消毒铺巾，设计局部皮瓣，局部麻醉，切开形成局

部皮瓣，皮瓣转移后矫正耳畸形，分层缝合，包扎固定。不含需耳垂复合组织移植。
JFA73301 耳垂转位术 消毒铺巾，切口设计，局部麻醉，切除残耳上2/3，去除不规则软骨团块，分层缝合切口，包扎。

外耳道

JFB35301 外耳道脓肿切开引流术
局部消毒，用棉片保护鼓膜，沿耳道长轴用尖刀切开，吸脓，双氧水浸泡(至少两次)，抗生素冲

洗，引流。

JFB38302 耳药物烧灼治疗
耳道清洁消毒后，用消毒棉签蘸药物，对耳道或鼓膜病变，或穿孔行烧灼治疗。必要时显微镜下操

作。
JFB38401 经耳内镜药物烧灼治疗 耳道清洁消毒后，在耳内镜监视下，用消毒棉签蘸药物，对耳道或鼓膜病变，或穿孔行烧灼治疗。

JFB65301 耳道狭窄扩张术
局麻消毒铺巾，应用扩张器放置于狭窄耳道扩张，可应用刀放射切开进一步扩大耳道，再放置扩张

管，包扎固定。

JFB48301 耳道异物取出术
明视异物(不能配合的儿童全麻)位置，用耵聍钩或枪镊将异物取出。取出后耳道消毒，并检查鼓膜

情况。

JFB48401
经耳内镜耳道异物取出

术

在耳内镜导引及监视下，明视异物(不能配合的儿童全麻)位置，用耵聍钩或枪镊将其取出。取出后

耳道消毒，并检查鼓膜情况。

JFB48402 经耳内镜耵聍取出术
在耳内镜辅助下对栓塞之硬性和/或软化之耵聍用耵聍钩和/或枪镊取出，和/或用负压吸引取出。

检查鼓膜情况，对耳道消毒。

JFB48302 耳道切开异物取出术
消毒铺巾，耳道切开后(成人局麻)，(可配合的成人)明视异物(不能配合的儿童全麻)位置，用耵聍

钩或枪镊将其取出。取出后耳道消毒，并检查鼓膜情况。切口缝合，填塞。必要时显微镜下操作。

JFB48403
经耳内镜耳道切开异物

取出术

消毒铺巾，耳道切开后(成人局麻)，在耳内镜导引及监视下，(可配合的成人)明视异物(不能配合

的儿童全麻)位置，用耵聍钩或枪镊将其取出。取出后耳道消毒，并检查鼓膜情况。切口缝合，填
JFB50304 耳术腔痂皮取出术 对栓塞之硬性（或软化）之术腔痂皮用耵聍钩（或枪镊）取出，负压吸引取出。

JFB50404
经耳内镜耳术腔痂皮取

出术

在耳内镜辅助下对栓塞之硬性和/或软化之术腔痂皮用耵聍钩和/或枪镊取出，和/或用负压吸引取

出。检查鼓膜情况，对耳道消毒。
JFB50303 外耳道胆脂瘤取出术 对外耳道胆脂瘤使用耵聍钩，枪镊，吸引器取出。检查鼓膜情况，对耳道消毒。

JFB50403
经耳内镜耳道胆脂瘤取

出术

在耳内镜辅助下对外耳道胆脂瘤用耵聍钩和/或枪镊取出，和/或用负压吸引取出。检查鼓膜情况，

对耳道消毒。

JFB62301 外耳道良性肿物切除术
耳道清洁消毒，用小型圈套器(或微型耳肉芽钳)将耳肿物摘除，(如为骨性则需用骨凿凿除)肿物基

底用药物或电烧或激光烧灼(以求切除彻底并防止其复发)。术腔用抗菌素纱条填塞。必要时显微镜

下操作。

JFB62401
经耳内镜外耳道良性肿

物切除术

耳内镜下，耳道清洁消毒，用小型圈套器(或微型耳肉芽钳)将耳肿物摘除，(如为骨性则需用骨凿

凿除)肿物基底用药物或电烧或激光烧灼(以求切除彻底并防止其复发)。术腔用抗菌素纱条填塞。

JFB62302 外耳道恶性肿瘤切除术
全麻后，术野消毒铺巾。局限于软骨部之恶性肿瘤，外耳道全部切除，扩大耳甲腔切除，根据肿物

范围扩大腮腺及下颌关节切除。缺损用皮瓣修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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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FB62303
外耳道恶性肿瘤激光切

除术
激光辅助上述肿瘤切除过程，更好保障肿瘤切缘之安全，防止可能之局部种植及远位血循转移。

JFB68301 外耳道成形术
术野消毒铺巾，耳道瘢痕切除，耳道扩宽(如骨部狭窄则需进一部磨宽)，缺皮区植自体断层皮片。

耳道抗菌素纱条压迫。

JFB68201 外耳道鼓室成形术
消毒铺巾，设计切口，局部麻醉，切开暴露乳突区骨质、钻开骨质并扩大形成耳道深达中耳腔，显

微镜下调整听小骨，切取颞筋膜瓣转移，鼓膜再造，中厚植皮，成形外耳道，加压包扎固定，应用

动力系统，手术显微镜。
2.中耳
鼓膜

JFC34101 鼓膜穿刺术
外耳道消毒，鼓膜麻醉，用特制鼓膜穿刺长针头于鼓膜前下或后下象限进行穿刺，并抽吸鼓室渗液

。必要时显微镜下操作。不含鼓室注药。

JFC34401
经耳纤维内镜鼓膜穿刺

术

外耳道消毒，鼓膜麻醉在耳纤维内镜导引及监视下用特制鼓膜穿刺长针头于鼓膜前下或后下象限进

行穿刺，并抽吸鼓室渗液。可应用激素、糜蛋白酶的药物注射。

JFC34402 经耳内镜鼓膜穿刺术
外耳道消毒，鼓膜麻醉在硬性耳内镜导引及监视下用特制鼓膜穿刺长针头于鼓膜前下或后下象限进

行穿刺，并抽吸鼓室渗液。不含鼓室注药。
JFC68301 鼓膜贴补治疗 贴补材料制备并消毒，耳道清洁消毒后，对鼓膜穿孔进行贴补治疗。必要时显微镜下操作。
JFC68401 经耳内镜鼓膜贴补治疗 贴补材料制备并消毒，在耳内镜监视下，耳道清洁消毒，对鼓膜穿孔进行贴补治疗。

JFC47301 鼓膜置管术
局麻或全麻，耳道消毒，鼓膜麻醉，切开，吸尽鼓室分泌物，激素浸泡，置入通气管。必要时显微

镜下操作。

JFC47401 经耳内镜鼓膜置管术
局麻或全麻，耳内镜监视下，耳道消毒，鼓膜麻醉，切开，吸尽鼓室分泌物，激素浸泡，置入通气

管。
JFC40301 鼓膜切开术 局麻或全麻，耳道消毒，鼓膜麻醉，切开，吸尽鼓室分泌物，激素浸泡。必要时显微镜下操作。
JFC40401 经耳内镜鼓膜切开术 局麻或全麻，耳内镜监视下耳道消毒，鼓膜麻醉，切开，吸尽鼓室分泌物，激素浸泡。

JFC68302 显微镜下鼓膜修补术
局麻或全麻，耳显微镜监视下耳道消毒，鼓膜麻醉，用消毒好之移植材料修补鼓膜穿孔。不含移植

材料切取。

JFC68402 经耳内镜鼓膜修补术
局麻或全麻，耳内镜监视下耳道消毒，用消毒好之移植材料修补鼓膜穿孔(主要为外贴法)。不含移

植材料切取。
鼓室

JFD38301 鼓室注药治疗 耳道消毒，用特制鼓膜穿刺长针头对鼓室注药。

JFD38401 经耳内镜上鼓室冲洗术
在硬性耳内镜导引及监视下用适宜体温之生理盐水及药物(抗菌素和/或激素)，通过长针头对上鼓

室冲洗。

JFD38302 上鼓室冲洗术
用适宜体温之生理盐水及药物(抗菌素和/或激素)，通过长针头对上鼓室冲洗。必要时显微镜下操

作。
JFD38402 经耳纤维镜上鼓室冲洗 在耳纤维内镜导引下用适宜体温之生理盐水及药物(抗菌素和/或激素)，通过长针头对上鼓室冲洗

JFD07401 经耳内镜鼓室探查术
局麻或全麻，耳内镜视下：耳道消毒，耳内切口，鼓膜切开或掀起，用不同角度的耳内镜详查鼓室

病变，并做相应之处理，鼓膜复位耳道抗菌素填塞，切口缝合。不含面神经监测。

JFD68301 Ⅰ型鼓室成形术
局麻或全麻，显微镜下：耳道消毒，耳内(或耳后)做切口，取修补材料(多为颞肌筋膜)，分离耳道

皮片及残存鼓膜上皮，抗菌素冲洗鼓室，激素浸泡，用备好之修补材料修补鼓膜穿孔，耳道填塞，

切口缝合。不含面神经监测。

JFD68401
经耳内镜Ⅰ型鼓室成形

术

局麻或全麻，在耳内镜监视下：耳道消毒，耳内(或耳后)做切口，取修补材料(多为颞肌筋膜)，分

离耳道皮片及残存鼓膜上皮，抗菌素冲洗鼓室，激素浸泡，用备好之修补材料修补鼓膜穿孔，耳道

填塞，切口缝合。不含面神经监测。

JFD68302 Ⅱ型鼓室成形术
局麻或全麻，显微镜下：耳道消毒，耳内(或耳后)做切口，取修补材料(多为颞肌筋膜)，分离耳道

皮片及残存鼓膜上皮，抗菌素冲洗鼓室，激素浸泡，用备好之修补材料修补鼓膜穿孔(直接与残存

之锤骨头相贴)，耳道填塞，切口缝合。不含面神经监测。

JFD68303 Ⅲ型鼓室成形术
局麻或全麻，显微镜下：耳道消毒，耳内(或耳后)做切口，取修补材料(多为颞肌筋膜)，分离耳道

皮片及残存鼓膜上皮，抗菌素冲洗鼓室，激素浸泡，用备好之修补材料修补鼓膜穿孔(直接与镫骨

头相贴)，耳道填塞，切口缝合。不含面神经监测。

JFD68304 Ⅳ型鼓室成形术
局麻或全麻，耳显微镜监视下：耳道消毒，耳内(或耳后)做切口，取修补材料(多为颞肌筋膜)，分

离耳道皮片及残存鼓膜上皮，抗菌素冲洗鼓室，激素浸泡，用备好之修补材料修补鼓膜穿孔(封闭

蜗窗成一小鼓室)，耳道填塞，切口缝合。不含面神经监测。

JFD68305 Ⅴ型鼓室成形术
局麻或全麻，耳显微镜监视下：耳道消毒，耳内(或耳后)做切口，取修补材料(多为颞肌筋膜)，分

离耳道皮片及残存鼓膜上皮，抗菌素冲洗鼓室，激素浸泡，于内耳(多为水平半规管)开一骨窗，脂

肪封闭，用备好之修补材料修补鼓膜穿孔，耳道填塞，切口缝合。不含面神经监测。

JFD62301 鼓室球瘤切除术
麻醉，术野消毒铺巾。耳后切开，(乳突根治)，鼓室探察，明视肿瘤各壁，分离，切除肿瘤，止

血，鼓膜复位(或修补)，耳道抗菌素纱条填塞，包扎。
听骨

JFE68301 镫骨撼动术
局麻或全麻，耳道消毒，鼓膜掀开，暴露砧镫关节及镫骨全貌，分离砧镫骨关节，撼动镫骨及底

板，复位砧镫骨关节，填塞，鼓膜复位，耳道填塞。不含术中用药。

JFE61301 镫骨底板部分切除术
局麻或全麻，耳道消毒，鼓膜掀开，暴露砧镫关节及镫骨全貌，分离砧镫骨关节，剪断镫骨前后

弓，用微型针于底板打孔，微型钩钩除(切除)部分镫骨底板，脂肪填塞后复位镫骨及砧镫骨关节，

鼓膜复位，耳道填塞。不含面神经监测。

JFE62301 镫骨底板全切除术
局麻或全麻，耳道消毒，鼓膜掀开，暴露砧镫关节及镫骨全貌，分离砧镫骨关节，剪断镫骨前后

弓，用微型针于底板打孔，微型钩钩除(切除)全部镫骨底板，脂肪填塞后复位镫骨及砧镫骨关节，

鼓膜复位，耳道填塞。不含面神经监测。

JFE61302 激光镫骨底板开窗术
局麻或全麻，耳道消毒，鼓膜掀开，暴露砧镫关节及镫骨全貌，分离砧镫骨关节，剪断镫骨前后

弓，用二氧化碳激光于底板打孔(可更有效防止切除过程的出血，保护内耳)，微型钩钩除(切除)全

部镫骨底板，脂肪填塞后复位镫骨及砧镫骨关节，鼓膜复位，耳道填塞。不含面神经监测。

JFE53301 听骨链松解术
局麻或全麻，耳道消毒，鼓膜掀开，暴露砧镫关节及镫骨，松解听骨周围之粘连，直至听骨链完整

弹性活动。鼓膜复位，耳道填塞。不含面神经监测。

JFE53401 经耳内镜听骨链松解术
局麻或全麻，耳内镜监视下耳道消毒，麻醉，鼓膜掀开，暴露砧镫关节及镫骨，松解听骨周围之粘

连，直至听骨链完整弹性活动。鼓膜复位，耳道填塞。不含面神经监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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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FE69301
部分人工听骨链成形听

力重建术

局麻或全麻，耳显微镜监视下：耳道消毒，耳内(或耳后)做切口，取修补材料(多为颞肌筋膜)，分

离耳道皮片及残存鼓膜上皮，抗菌素冲洗鼓室，激素浸泡，植P型人工听骨于镫骨头上，用备好之

修补材料修补鼓膜穿孔，耳道填塞，切口缝合。不含面神经监测。

JFE69302
全人工听骨链成形听力

重建术

局麻或全麻，耳显微镜监视下：耳道消毒，耳内(或耳后)做切口，取修补材料(多为颞肌筋膜)，分

离耳道皮片及残存鼓膜上皮，抗菌素冲洗鼓室，激素浸泡，植T型人工听骨于镫骨底板上，用备好

之修补材料修补鼓膜穿孔，耳道填塞，切口缝合。不含面神经监测。
乳突

JFF41301 单纯乳突凿开术
局麻或全麻，术野消毒铺无菌巾，耳后切开，乳突凿开并充分骨骼化，彻底清除乳突病变，探察鼓

室病变(尽量清除)抗菌素冲洗，术腔压碘纺纱条。必要时显微镜下操作。不含面神经监测。

JFF63301 完壁式乳突根治术
局麻或全麻，术野消毒铺无菌巾，耳后切开，乳突骨骼化，保留外耳道后上壁。开放面神经隐窝，

清除中耳病变，根据具体病变情况做相应鼓室成型。缝合切口，加压包扎。不含面神经监测、移植

材料切取。

JFF63401
经耳内镜完壁式乳突根

治术

局麻或全麻，术野消毒铺无菌巾，耳后切开，乳突骨骼化，保留外耳道后上壁。开放面神经隐窝，

在耳内镜下明视并清除中耳病变，根据具体病变情况做相应鼓室成型。缝合切口，加压包扎。不含

面神经监测、移植材料切取。

JFF63302 开放式乳突根治术
局麻或全麻，术野消毒铺无菌巾，耳后(或耳内)切口，乳突骨骼化，凿除(磨除)外耳道后上壁。清

除中耳病变，根据具体病变情况做相应鼓室成型。缝合切口，加压包扎。不含面神经监测、移植材

料切取。

JFF68301 经耳脑脊液耳漏修补术
全麻，术野消毒铺无菌巾，耳后切开，乳突骨骼化，保留外耳道后上壁。开放面神经隐窝，详查乳

突及中耳可疑之脑脊液漏病灶，用脂肪或颞肌瓣充填，加固。缝合切口，包扎。不含移植材料切取

JFF68401
经耳内镜脑脊液耳漏修

补术

全麻，术野消毒铺无菌巾，耳后切开，乳突骨骼化，保留外耳道后上壁。开放面神经隐窝，在耳内

镜下详查乳突及中耳可疑之脑脊液漏病灶，用脂肪或颞肌瓣充填，加固。缝合切口，包扎。不含面

神经监测、移植材料切取。
咽鼓管

JFG38401
经耳内镜咽鼓管吹张治

疗-导管法

在硬性耳内镜导引及监视下，鼻腔表麻，用导管自鼻腔放入鼻咽，对准咽鼓管，行正压治疗，同时

检查鼓膜情况。

JFG38402
经耳纤维内镜咽鼓管吹

张治疗-导管法

在耳纤维内镜导引及监视下，用导管自鼻腔放入鼻咽部，对准咽鼓管，行正压治疗，同时检查鼓膜

情况。
JFG65401 经耳内镜咽鼓管扩张术 耳内镜下，耳道消毒麻醉，鼓膜掀起，探察咽鼓管鼓室口并置入扩张探条。不含面神经监测。

JFG65402 经内镜鼻咽鼓管扩张术
鼻腔表面麻醉，内镜监视下自咽鼓管咽口置入咽鼓管探条并留置，自鼓膜监视置入深度。不含面神

经监测。
JFG65301 显微镜下耳咽鼓管扩张 显微镜监视下，耳道消毒麻醉，鼓膜掀起，探察咽鼓管鼓室口并置入扩张探条。

JFG46301 电子耳蜗置入术
全麻，术野消毒铺无菌巾，耳后切开，乳突骨骼化，保留外耳道后上壁。开放面神经隐窝，自蜗窗

导入电极用脂肪充填或生物胶加固。于颅骨上做一骨龛放置体外感应器，缝合切口，包扎。不含面

神经监测、移植材料切取。

JFG46302
伴有内耳硬化的电子耳

蜗置入术

全麻，术野消毒铺无菌巾，耳后切开，乳突骨骼化，保留外耳道后上壁。开放面神经隐窝，自蜗窗

导入电极用脂肪充填或生物胶加固。于颅骨上做一骨龛放置体外感应器，缝合切口，包扎。不含面

神经监测、移植材料切取。

JFG46303
二次电子耳蜗同侧置入

术

同侧电子耳蜗植入失败，同侧植入。全麻，术野消毒铺无菌巾，耳后切开，乳突骨骼化，保留外耳

道后上壁。开放面神经隐窝，自蜗窗导入电极用脂肪充填或生物胶加固。于颅骨上做一骨龛放置体

外感应器，缝合切口，包扎。

JFG46304
二次电子耳蜗对侧置入

术

电子耳蜗植入失败，进行对侧耳植入。全麻，术野消毒铺无菌巾，耳后切开，乳突骨骼化，保留外

耳道后上壁。开放面神经隐窝，自蜗窗导入电极用脂肪充填或生物胶加固。于颅骨上做一骨龛放置

体外感应器，缝合切口，包扎。
3.内耳

JFH61301 内耳开窗术
全麻，术野消毒铺无菌巾，耳后切开，分离外耳道皮片，掀起鼓膜进入鼓室，半规管开窗后脂肪填

塞，或迷路切除，或球囊破坏或，脂肪填塞，鼓膜复位，耳道填压抗菌素纱条，缝合切口，包扎。

不含面神经监测、移植材料切取。

JFH53301 内耳淋巴囊减压术
全麻，术野消毒铺无菌巾，耳后切开，乳突骨骼化，迷路后寻至内淋巴囊，造漏，脂肪填塞，缝合

切口，包扎。不含面神经监测。
4.其它

JFZ35301 经迷路岩尖引流术
全麻，术野消毒铺无菌巾，耳后切开，乳突骨骼化，迷路径路暴露岩尖，探查脓肿，并冲洗引流。

缝合切口，包扎。

JFZ35302 经中颅窝岩尖引流术
麻醉消毒铺巾，沿患侧耳部上方切开暴露露骨，电锯切开，经中颅窝暴露岩尖，探查脓肿，冲洗引

流，缝合包扎。

JFZ62301
经迷路岩部胆脂瘤切除

术

全麻，术野消毒铺无菌巾，耳后切开，乳突骨骼化，迷路切除，至岩尖，分离肿瘤，保护面神经，

切除肿瘤，脂肪填塞，缝合切口，包扎。不含面神经监测。

JFZ62302
经中颅窝岩部胆脂瘤切

除术

全麻，术野消毒铺无菌巾，耳前切开，颅骨开窗，释放脑脊液，压缩颞叶，寻至岩尖，辨明肿瘤，

保护面神经，半规管，切除肿瘤，(脂肪填塞)。缝合切口，包扎。不含面神经监测。

JFZ62303 耳颞部血管瘤切除术
术前设计，消毒铺巾，局部麻醉，切除病变，血管结扎，形成皮瓣，转移皮瓣，电凝止血，放置引

流，缝合切口，包扎固定。
(六)鼻咽喉
1.鼻

JGA36401 经前鼻镜电凝止血术
鼻腔黏膜1%地卡因表面麻醉，1%麻黄素收缩，前鼻镜下寻找可疑出血点，使用电烧器应用电烧器探

头于鼻腔黏膜出血处烧灼，可应用各种止血海绵或止血纱布、凡士林纱条填压。

JGA36402
经前鼻镜药物烧灼止血

术

鼻腔黏膜1%地卡因表面麻醉，1%麻黄素收缩，前鼻镜下寻找可疑出血点，使用30%三氯醋酸于鼻腔

黏膜出血处烧灼，可应用各种止血海绵或止血纱布、凡士林纱条填压。

JGA61301 鼻外伤清创缝合术

消毒铺巾，1%利多卡因局部麻醉或全麻后，生理盐水冲洗伤口，双氧水冲洗，外鼻，鼻前庭撕裂处

皮肤粘膜修整尽可能按原有外形对位，若有一定的缺损，松解皮下组织，必要时可应用小的转移皮

瓣尽可能恢复原有外鼻形态和功能，尽可能保留原有的鼻翼软骨，应用碘酒清洗，保持鼻小柱及鼻

中隔原有解剖形态及位置，前鼻孔外形，防止粘连狭窄，外伤清创缝合术，鼻腔及前鼻孔填塞止血

材料及扩张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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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GA73301 鼻外伤清创植皮术
消毒铺巾，局部麻醉，鼻部外伤创面的清创，异物取出，双极电凝止血，创面全厚植皮。不含取皮

术。

JGA62301 鼻部肿物切除术
消毒铺巾，设计切口，局部麻醉，将肿物完整切除或扩大切除，双极电凝止血，送检病理，切口直

接拉拢缝合或植皮或者皮瓣转移。不含植皮、皮瓣转移术。
JGA61302 酒渣鼻切割术 消毒，局部麻醉，用电刀或普通手术刀切割塑形，使用电凝器止血，创面处理包扎。
JGA68301 人中沟成形术 消毒铺巾，设计切口，局部麻醉，局部改形、皮瓣转移以形成人中沟，双极电凝止血，缝合切口。

JGA47301 鼻尖充填术
消毒铺巾，设计鼻孔缘鼻前庭切口，局部麻醉，分离腔隙，修整鼻尖部位皮下组织，双极电凝止

血，取耳甲腔软骨或肋软骨或鼻中隔软骨或人工材料，修剪后置于鼻尖相应位置，缝合切口。不含

软骨采取术。

JGA68302 鼻头肥大矫正术
消毒铺巾，设计鼻孔缘及鼻前庭切口，局部麻醉，分离皮下腔隙，去除多余皮下组织，游离鼻翼软

骨并悬吊缝合，双极电凝止血，缝合切口。
JGA67304 鼻小柱延长术 消毒铺巾，设计切口，局部麻醉，局部改形延长鼻小柱，上抬鼻尖，双极电凝止血，缝合切口。

JGA68303 鼻槛成形术
消毒铺巾，设计切口，局部麻醉，局部改形、皮瓣转移以形成鼻槛，必要时植入假体或自体软骨，

双极电凝止血，缝合切口。不含软骨采取术。
JGA68304 鼻翼肥厚矫正术 消毒铺巾，设计鼻孔缘切口，局部麻醉，切除多余皮肤及皮下组织，双极电凝止血，分层缝合切口

JGA62302 鼻翼肿瘤切除成形术
消毒铺巾，麻醉后，鼻翼肿瘤切除术，缺损处应用转移皮瓣，鼻翼成形术，术后包扎固定，肿物送

病理。不含病理学检查。

JGA68305 鼻翼沟成形术
消毒铺巾，设计鼻孔缘及鼻前庭切口，局部麻醉，分离腔隙，去除鼻翼沟多余皮下组织，双极电凝

止血，皮下缝合固定，切口缝合。
JGA47302 脂肪注射鼻唇沟填充术 设计，手术在局麻下进行，受区切口，注射纯化颗粒脂肪，轻揉，供区加压包扎。

JGA66301 鼻背缩窄术
消毒铺巾，设计鼻孔内或外径路切口，局部麻醉，使用鼻科器械将宽大的鼻背截骨、缩窄，充分止

血，切口缝合，鼻腔填塞，鼻外固定石膏或可塑性材料。

JGA68306
自体肋软骨移植鞍鼻畸

形矫正术

消毒铺巾，设计切口，局部麻醉，分离鼻背筋膜下腔隙，双极电凝止血，雕刻并置入自体软骨，局

部改形，必要时行皮瓣转移，缝合切口。不含皮瓣转移术、骨及软骨采取术。

JGA68307
假体植入鞍鼻畸形矫正

术

消毒铺巾，设计切口，局部麻醉，分离鼻大翼软骨内侧脚，鼻中隔软骨上缘背筋膜下腔隙，双极电

凝止血，雕刻并置入假体，局部改形，必要时行皮瓣转移，缝合切口。不含皮瓣转移术。

JGA67301 假体植入隆鼻术
消毒铺巾，设计切口于鼻孔缘及前庭，局部麻醉，分离鼻背筋膜下腔隙，雕刻并置入假体，缝合切

口。

JGA68308
自体骨移植鼻根塌陷矫

正术

切口设计，切开，剥离，显露颅骨外板及鼻根部位，采用动力系统，钻或锯截开颅骨外板，骨凿凿

取外板备用，骨蜡止血，将切取的外板修整至合适的形状，移植于鼻根部，观察外观满意后，钛钉

或钛板内固定，止血，冲洗，缝合切口，留置引流。包扎石膏固定。
JGA48301 隆鼻术后假体取出术 消毒铺巾，设计切口于原切口或对侧切口，局部麻醉，取出原鼻假体，冲洗腔隙，切口缝合。

JGA67302
隆鼻术后假体置换重新

隆鼻术

消毒铺巾，设计切口于原切口或对侧切口，局部麻醉，取出原鼻假体，分离松解瘢痕挛缩，将新假

体材料雕刻修整后植入。

JGA73302 再造鼻断蒂术
消毒铺巾，设计切口，局部麻醉，再造鼻断蒂，将鼻根部皮瓣修整后缝合，蒂部修整，放回原位，

调整后缝合。双极电凝止血，留置引流，缝合切口。

JGA66302 再造鼻修薄术
消毒铺巾，设计切口，局部麻醉，修整再造鼻皮瓣，软组织修薄，双极电凝止血，留置引流，缝合

切口。

JGA69301
局部皮瓣转移鼻部分再

造术

消毒铺巾，设计切口，局部麻醉，松解周围瘢痕组织，暴露创面，在临近组织形成局部皮瓣，双极

电凝止血，修复鼻缺损，留置引流，切口缝合，皮瓣供区直接缝合或植皮。不含供区植皮。

JGA69302
鼻唇沟皮瓣转移鼻部分

再造术

消毒铺巾，设计切口，局部麻醉，制备鼻唇沟皮瓣，转移至受区，必要时移植骨或软骨支架，供区

双极电凝止血，留置引流，缝合。不含骨及软骨采取术。

JGA69303
血管蒂皮瓣转移鼻部分

再造术

消毒铺巾，设计切口，局部麻醉，制备额部滑车上血管轴型皮瓣或耳廓复合组织瓣，将皮瓣翻转至

受区修复鼻缺损，必要时植入软骨支架，供区双极电凝止血，留置引流，直接缝合或植皮。不含骨

及软骨采取术、供区植皮术。

JGA69304
颊部皮瓣转移鼻部分再

造术

消毒铺巾，设计切口，局部麻醉，设计，制备颊部皮瓣，转至受区修复鼻缺损，供区双极电凝止

血，留置引流，直接缝合或植皮。不含骨及软骨采取术、供区植皮术。

JGA68309
耳廓复合组织带蒂转移

鼻部分缺损修复术

消毒铺巾，设计切口，局部麻醉，制备耳廓复合组织及血管蒂，带蒂经皮下转移至鼻部缺损部位，

双极电凝止血，留置引流，供区直接缝合或头皮皮瓣转移修复。不含头皮皮瓣转移修复，植皮。

JGA69305
耳廓复合组织游离移植

鼻部分再造术

消毒铺巾，设计切口，局部麻醉，切取耳廓复合组织，双极电凝止血，移植于受区创面，打包加压

包扎，供区直接缝合。

JGA69306 额部皮瓣全鼻再造术

消毒铺巾，设计切口，局部麻醉，鼻缺损处皮肤向下翻转形成衬里，额部按照术前多普勒血流仪探

测滑车上血管轴型皮瓣设计，制备额部皮瓣，向鼻缺损处转移，必要时取耳廓软骨或肋软骨形成鼻

支架置入腔隙，双极电凝止血，留置引流，额部创面直接缝合或中厚植皮，鼻腔填塞。不含骨软骨

采取术。

JGA69307
额部扩张后皮瓣全鼻再

造术

消毒铺巾，设计切口，局部麻醉，将鼻缺损部位及周边瘢痕松解，形成鼻衬里，将额部扩张器取

出，额部按照术前多普勒血流仪探测滑车上血管轴型皮瓣设计，制备额部皮瓣，向鼻缺损处转移，

必要时取耳廓软骨或肋软骨形成鼻支架置入腔隙，双极电凝止血，留置引流，缝合切口，鼻腔填塞

。不含软骨采取术。

JGA47303 额部扩张器置入术
消毒铺巾，设计切口于发迹内，局部麻醉，于帽状腱膜下分离腔隙，双极电凝止血，将扩张器及其

小壶置入腔隙，留置引流，分层缝合切口，适当注水。

JGA69308 颊部皮瓣全鼻再造术
消毒铺巾，设计切口，局部麻醉，鼻缺损处皮肤向下翻转形成衬里，设计、制备颊部皮瓣，向鼻缺

损处转移，必要时取耳廓软骨或肋软骨形成鼻支架置入腔隙，双极电凝止血，留置引流，缝合鼻部

切口，颊部切口拉拢缝合或者中厚植皮，鼻腔填塞。不含骨软骨采取术、供区植皮术。

JGA69309 上臂皮管全鼻再造术
消毒铺巾，设计切口，局部麻醉，将鼻缺损部位及周边瘢痕松解，翻转形成鼻衬里，将上臂皮管断

蒂一侧，转移至鼻部，必要时耳廓软骨或肋软骨形成鼻支架置入腔隙，双极电凝止血，留置引流，

缝合切口，鼻腔填塞，上臂与头部向外固定石膏或绷带制动。不含骨软骨采取术。

JGA69310
上臂扩张后皮瓣鼻再造

术

消毒铺巾，设计切口，局部麻醉，将鼻缺损部位及周边瘢痕松解，翻转形成鼻衬里，将上臂扩张器

取出，扩张皮瓣带蒂转移至鼻部，必要时耳廓软骨或肋软骨形成鼻支架置入腔隙，双极电凝止血，

留置引流，缝合切口，鼻腔填塞，上臂与头部之间外固定石膏或绷带制动。不含骨软骨采取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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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GA68310 再造鼻预构术
消毒铺巾，设计切口，局部麻醉，取肋软骨或耳廓软骨，鼻支架成形，胸部取皮，修剪为中厚皮

片，分离皮下腔隙，将鼻支架固定植入分离皮瓣内侧，软骨后方中厚植皮固定，双极电凝止血，留

置引流，分层缝合切口，适当注水。不含软骨采取术。
JGA46301 鼻缺损种植体植入术 分期手术，第一期埋置骨种植根(秆卡式或磁性)。第二期制作外部器官。

JGA68311
单侧唇裂术后继发鼻畸

形矫正术

指阻滞麻醉下设计、手术切开，切除疤痕，皮瓣移位，矫正畸形，鼻翼软骨悬吊、鼻中隔矫正、鼻

骨复位、鼻翼基部衬垫，伤口缝合。消毒铺巾，设计切口，形成叉状瓣延长鼻小柱，调整白唇瓣，

红唇粘膜瓣，重组口轮匝肌，止血，缝合。双侧鼻翼缘切口，游离鼻翼软骨，调整鼻翼软骨至正常

位置，缝合。
JGA68312 唇裂初期鼻畸形矫正术 指麻醉下测量，设计，阻滞麻醉，分离鼻翼软骨，鼻翼悬吊，伤口缝合。

JGA68313 鼻翼塌陷矫正术
消毒铺巾，设计切口，局部麻醉，暴露缺损，游离鼻翼软骨，调整鼻翼形态，双极电凝止血，局部

皮瓣转移，必要时植皮，缝合切口。不含植皮术。

JGA68314 驼峰鼻畸形矫正术
消毒铺巾，设计鼻孔内或外径路切口，局部麻醉，使用鼻科器械将驼峰部位及宽大的鼻背截骨、复

位，充分止血，必要时可同时行假体或自体骨或软骨材料移植，切口缝合，鼻腔填塞，鼻外固定石

膏或可塑性材料。不含骨软骨采取术、假体植入术。

JGA68315 鹰钩鼻畸形矫正术
消毒铺巾，设计鼻中隔粘膜及鼻前庭切口，局部麻醉，分离鼻背腔隙，游离鼻中隔软骨及鼻翼软骨

并修整，调整其位置，充分止血，必要时可同时行假体或自体骨或软骨材料移植，切口缝合，鼻腔

填塞，鼻外固定石膏或可塑性材料。不含骨软骨采取术、假体植入术。

JGA68316 歪鼻畸形矫正术
消毒铺巾，设计鼻孔内或外径路切口，局部麻醉，使用鼻科器械行截骨、复位，充分止血，切口缝

合，鼻腔填塞，鼻外固定石膏或可塑性材料。不含鼻中隔偏曲矫正术。

JGA68317 面裂鼻畸形矫正术
消毒铺巾，设计切口，局部麻醉，切除多余皮肤，行数个局部改形，皮瓣转移双极电凝止血，留置

引流，鼻孔内径路入路上颌骨额突截骨，缩窄鼻背，必要时行自体骨软骨移植或者假体植入术，缝

合切口，鼻腔填塞，鼻外固定石膏或可塑性材料。不含取软骨。

JGA68318 分叉鼻畸形矫正术
消毒铺巾，设计切口，局部麻醉，局部修整改形，通过皮瓣转移修复鼻畸形，双极电凝止血，留置

引流，必要时行自体骨软骨移植或者假体植入术，缝合切口，鼻腔填塞。不含皮瓣转移术、骨软骨

采取术。

JGA55301 鼻骨骨折闭合复位术
鼻腔黏膜1%地卡因表面麻醉，1%麻黄素收缩鼻腔后，以前鼻镜引导鼻骨整复器放入一侧鼻腔适当位

置，按一定方向推移骨折部位的骨板尽可能回复原有的鼻骨形态，可嘱患者自查鼻部形态，不满意

可再次调整骨板位置，鼻腔一侧或双侧凡士林纱条填压，也可应用其他止血材料。

JGA55302 鼻骨骨折切开复位术

消毒铺巾，局麻或全麻，外鼻面部切口或上唇龈切口，自鼻小柱两侧内缘(整形方式)切开，向上分

离鼻翼软骨暴露骨折的鼻骨，骨折时间超过两周的先打断错位愈合的骨痂，回复原有的位置，可应

用钛板钛钉或钢丝应用股钻固定骨折的骨板，充分止血缝合切口，鼻腔填塞止血纱条或其他的鼻腔

填塞材料。

JGA48302
鼻部液体人工材料取出

术

消毒铺巾，设计切口于原切口或对侧切口，局部麻醉，分离腔隙，将人工材料尽可能取出，充分冲

洗腔隙，切口缝合，必要时放置引流管。

JGA62303 鼻息肉切除术
消毒铺巾，局麻或全麻后，前鼻镜下，收缩鼻腔行应用圈套器或筛窦钳摘除鼻息肉切除术，术后术

腔填塞凡士林纱条或其他填塞材料。

JGA62404 经鼻内镜鼻息肉切除术
消毒铺巾，局麻或全麻后，前鼻镜下，收缩鼻腔行应用圈套器或筛窦钳摘除鼻息肉切除术，也可应

用电动切割器切除息肉，术后术腔填塞凡士林纱条或其他填塞材料。
JGA68319 前鼻孔成形术 麻醉后消毒铺巾，松解瘢痕转移周边组织，可行皮瓣转移，缝合并放置扩张管。

JGA66303 鼻孔缩小术
消毒铺巾，设计鼻基底前庭楔形切口，局部麻醉，切除多余皮肤及皮下组织，双极电凝止血，分层

缝合切口。

JGA65301 鼻孔开大术
消毒铺巾，设计切口，局部麻醉，将狭窄鼻孔周围组织的瘢痕松解，应用临近皮瓣转移或改形，开

大狭窄鼻孔，双极电凝止血，必要时植皮，缝合切口。不含植皮术。

JGA68320 鼻孔闭锁修复术
消毒包头铺巾，前鼻孔闭锁切开，松解周围组织的瘢痕，可磨除部分梨状孔缘的骨质扩大，应用临

近皮瓣转移或改形，局部填塞扩张管，防止瘢痕粘连。必要时植皮。不含植皮术。

JGA73303
鼻侧壁移位伴骨质充填

术

麻醉后，消毒包头铺巾，收缩鼻腔后，口腔洗必泰冲洗，与患侧唇龈沟切开，分离剥离子分离粘骨

膜，暴露梨状孔缘，分离鼻腔外侧壁，选取已取材好的骨质或羟基磷灰石材料充填，鼻腔填压，切

口缝合。患侧唇龈沟区敷料压迫。

JGA47304 前鼻孔填塞术
鼻腔黏膜1%地卡因表面麻醉，1%麻黄素收缩，前鼻镜下用枪状镊夹取凡士林纱条或其他填塞物经前

鼻孔填塞鼻腔。

JGA47305 后鼻孔填塞术
鼻腔黏膜1%地卡因表面麻醉，1%麻黄素收缩，先将导尿管经出血侧鼻腔进入，自口腔引出，口腔侧

系凡士林纱球，拉动鼻腔侧导尿管使纱球进入鼻咽部及后鼻孔，然后行前鼻孔填塞术。

JGA68406 经鼻内镜后鼻孔成形术
麻醉后、消毒包头铺巾，收缩鼻腔后，经内镜探查鼻腔，鼻窦后鼻孔闭锁或后鼻孔狭窄松解，黏膜

行粘连可切开松解，防止扩张管，骨性狭窄，可使用电钻磨除，扩大后鼻孔，防止扩张管，术腔选

取适当的填塞材料填压。

JGA48303 鼻腔异物取出术
成人可黏膜表面麻醉，幼儿可由家长或护士固定患儿同步，难取异物可以全麻，前鼻镜下以鼻腔异

物钩或其它器械行鼻腔异物取出术。

JGA48401
经鼻内镜鼻腔异物取出

术

成人可黏膜表面麻醉，幼儿可由家长或护士固定患儿同步，难取异物可以全麻，鼻内镜直视下以鼻

腔异物钩或其它器械行鼻腔异物取出术。

JGA48304 鼻腔填塞物取出术

对鼻出血行前后鼻孔填塞的患者、鼻腔鼻窦手术患者鼻腔填塞后，24-72小时需取出填塞材料，首

先抽取鼻腔填塞材料，黏膜1%地卡因表面麻醉，2%麻黄素面片收缩，可在鼻内镜下检查是否还有可

疑出血点，有出血情况的可再次应用各种止血海绵或止血纱布、凡士林纱条填压，没有出血或少量

渗出的可以观察不予处理。

JGA53301 鼻腔粘连松解术
鼻腔黏膜1%地卡因表面麻醉，1%麻黄素收缩，经前鼻镜应用黏膜刀切开鼻腔粘连带应用凡士林纱条

压迫分离，或放置硅胶板、硅胶管、其他特殊的止血分离材料。

JGA53401
经鼻内镜鼻腔粘连松解

术

鼻腔黏膜1%地卡因表面麻醉，1%麻黄素收缩，经鼻内镜应用黏膜刀切开鼻腔粘连带应用凡士林纱条

压迫分离，或放置硅胶板、硅胶管、其他特殊的止血分离材料。

JGA62401 鼻内镜鼻腔清理术
鼻腔黏膜1%地卡因表面麻醉，1%麻黄素收缩，应用0°，30°，70°鼻内镜下检查鼻腔黏膜，手术

开放的鼻窦(额窦，上颌窦，筛窦，蝶窦)窦口黏膜是否水肿，窦内黏膜是否肿胀，窦内是否有分泌

物，清理，黏膜附着的干痂及时清除，轻度的黏膜粘连分离，肉芽组织清除。+B560
JGA71301 鼻腔泪囊吻合术 手术区消毒，切开皮肤，分离皮下组织，暴露泪囊，造骨孔，泪囊鼻腔吻合，冲洗泪道，缝合皮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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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GA71401 鼻内镜鼻腔泪囊吻合术
麻醉消毒铺巾，收缩鼻腔后，经内镜探查鼻腔，在勾突前部泪囊相对应的解剖区做一弧形瓣，应用

骨钻磨除上颌骨鼻突，暴露鼻泪管，应用泪道探针，由眼部导入，鼻内镜下切开鼻泪管地黏膜，缝

合或压迫等，也可放置扩张管，并固定，鼻腔填塞。

JGA66304 鼻腔缩窄术
消毒包头铺巾，收缩鼻腔后，经内镜下或鼻侧切开经梨状孔缘进入鼻腔，鼻内侧壁于下鼻甲或下鼻

道前切开黏膜，骨质充填鼻腔缩窄术、其它组织(如羟基磷灰石等)充填术，术后术腔填塞。

JGA61402 鼻内镜鼻腔扩容术
使用鼻内镜及监视系统，电动切割器，鼻中隔保留骨性支架的修正，下鼻甲骨折外移，中鼻甲骨折

内移，勾突切除、前中筛窦开放，上颌窦口开放，鼻腔填塞。

JGA62402
经鼻内镜鼻腔肿瘤切除

术

麻醉后，消毒包头铺巾，收缩鼻腔后，经内镜探查，暴露肿瘤，手术中应用鼻内镜手术钳，可以应

用鼻窦电动切割器切除肿瘤，术后术腔填塞。

JGA62304
鼻侧切开鼻腔鼻窦肿瘤

切除术

消毒包头铺巾，麻醉后经鼻侧切开进路暴露上颌窦、筛窦、额窦行鼻腔鼻窦肿瘤切除术，术后术腔

填塞，局部缝合，包扎固定。

JGA62201 鼻腔鼻窦肿瘤切除术
麻醉，消毒包头铺巾，收缩鼻腔后，经前鼻镜，应用圈套器、筛窦钳等将鼻腔鼻窦肿瘤切除术，术

后术腔填塞。

JGA62403
经鼻内镜鼻腔鼻窦肿瘤

切除术

麻醉后，消毒包头铺巾，收缩鼻腔后，经内镜探查，开放肿瘤所在鼻窦，切除鼻腔鼻窦肿瘤，手术

中应用鼻内镜手术钳，可以应用鼻窦电动切割器切除肿瘤，术后术腔填塞。

JGA36403 经鼻内镜微波止血术
鼻腔黏膜1%地卡因表面麻醉，1%麻黄素收缩，鼻内镜下寻找可疑出血点，使用微波治疗仪应用微波

探头于鼻腔黏膜出血处烧灼，可应用各种止血海绵或止血纱布、凡士林纱条填压。

JGA36404 经鼻内镜电烧止血术
鼻腔黏膜1%地卡因表面麻醉，1%麻黄素收缩，鼻内镜下寻找可疑出血点，使用电烧器应用电烧器探

头于鼻腔黏膜出血处烧灼，可应用各种止血海绵或止血纱布、凡士林纱条填压。

JGA36405 经鼻内镜激光止血术
鼻腔黏膜1%地卡因表面麻醉，2%麻黄素收缩，鼻内镜下寻找可疑出血点，使用激光仪(如半导体激

光、二氧化碳激光等)应用激光探头于鼻腔黏膜出血处烧灼，可应用各种止血海绵或止血纱布、凡

士林纱条填压。

JGB62301 鼻前庭囊肿切除术
消毒铺巾，局麻或全麻后，一侧唇龈沟进路，切开黏膜分离暴露鼻前庭，暴露囊肿分离并摘除，术

腔止血，生理盐水冲洗，缝合切口，患侧上唇部位应用敷料加压，鼻腔黏膜若有破损，可填塞凡士

林纱条或其他鼻腔填塞材料。

JGB61401
经鼻内镜鼻前庭囊肿开

窗术

消毒包头铺巾，收缩鼻腔后，经内镜探查鼻腔，应用黏膜刀、或电动切割器于黏膜膨隆处切开，清

理分泌物，止血，选取适当填塞材料填塞患侧鼻腔。

JGB34101 鼻中隔血肿穿刺术
前鼻镜下应用穿刺针穿刺鼻中隔血肿，抽出液体，可应用抗生素盐水冲洗，回抽，见中隔复位，双

侧鼻腔填塞压迫。

JGB35301 鼻中隔血肿切开引流术
消毒铺巾，局麻或全麻后，前鼻镜下，与鼻腔一侧鼻中隔血肿切开，清理凝血块、查找出血点、止

血，应用生理盐水、抗生素盐水冲洗术腔，双侧鼻腔对称填塞压迫。

JGB35302 鼻中隔脓肿切开引流术
消毒铺巾，局麻或全麻后，前鼻镜下，与鼻腔一侧鼻中隔脓肿切开，清理分泌物，可做培养，应用

生理盐水、抗生素盐水冲洗术腔，双侧鼻腔对称填塞压迫。

JGB35401
经鼻内镜鼻中隔血肿切

开引流术

消毒铺巾，局麻或全麻后，鼻内镜下，与鼻腔一侧鼻中隔血肿切开，清理凝血块、查找出血点、止

血，应用生理盐水、抗生素盐水冲洗术腔，双侧鼻腔对称填塞压迫。

JGB35402
经鼻内镜鼻中隔脓肿切

开引流术

消毒铺巾，局麻或全麻后，鼻内镜下，与鼻腔一侧鼻中隔脓肿切开，清理分泌物，可做培养，应用

生理盐水，抗生素盐水冲洗术腔，双侧鼻腔对称填塞压迫。

JGB36301 鼻中隔黏膜划痕术
消毒铺巾，麻醉后，前鼻镜下或鼻内镜下，鼻腔黏膜1%地卡因表面麻醉，1%麻黄素面片或纱条收

缩，于鼻中隔前端出血处的黏膜应用小球刀划痕，患侧术腔填塞止血。

JGB44301 鼻中隔软骨取骨术
前鼻镜下麻醉后，鼻腔一侧切开粘膜去分离暴露软骨，取出软骨，黏膜复位，双侧鼻腔填压适当填

塞材料。软骨取出后进行修整以备其他手术用于修复缺损充填。

JGB68301 鼻中隔偏曲矫正术
消毒铺巾，前鼻镜下麻醉后，鼻腔一侧切开粘膜去分离暴露偏曲骨质或软骨，取出偏曲骨质和或软

骨，黏膜复位，双侧鼻腔填压适当填塞材料。

JGB68401
经鼻内镜鼻中隔偏曲矫

正术

消毒铺巾，局麻或全麻后，鼻内镜下，鼻腔一侧切开粘膜去分离暴露偏曲骨质或软骨，取出偏曲骨

质和或软骨，黏膜复位，双侧鼻腔填压适当填塞材料。

JGB53402
经鼻内镜鼻中隔偏曲三

线减张术

消毒铺巾，局麻或全麻后，鼻内镜下，鼻腔一侧切开粘膜去分离暴露偏曲骨质或软骨，游离鼻中隔

软骨，暴露筛骨垂直板，暴露上颌骨鼻脊和梨骨，保留大部分结构，去除对偏曲有影响的骨板连接

处骨质，松解软骨及骨板，复位黏膜，双侧鼻腔填压适当填塞材料。

JGB68302 鼻中隔穿孔修补术
消毒铺巾，局麻或全麻后，前鼻镜下，鼻中隔穿孔出黏膜分离应用，含局部粘膜转瓣术。移植骨

片，或选取鼻腔其他部位(如下鼻甲、中鼻甲)的黏膜瓣，缝合术后填塞止血。

JGB68402
经鼻内镜鼻中隔穿孔黏

膜瓣修补术

消毒铺巾，局麻或全麻后，鼻内镜下，鼻中隔穿孔处黏膜分离应用，使用局部粘膜、移植骨片支

撑，修复缺损，缝合术后填塞止血。

JGB68403
经鼻内镜鼻中隔穿孔黏

膜转移瓣修补术

消毒铺巾，局麻或全麻后，鼻内镜下，鼻中隔穿孔处黏膜分离，使用局部粘膜转瓣术，移植骨片支

撑，修复缺损，缝合术后填塞止血。

JGB68404
经鼻内镜鼻中隔穿孔带

蒂黏膜瓣修补术

消毒铺巾，局麻或全麻后，鼻内镜下，鼻中隔穿孔处黏膜分离，应用下鼻甲或中鼻甲的带蒂粘膜转

瓣术，移植骨片支撑，修复缺损，缝合术后填塞止血。

JGB68405
经鼻内镜鼻中隔穿孔带

蒂肌瓣修补术

消毒铺巾，局麻或全麻后，鼻内镜下，鼻中隔穿孔出黏膜分离，应用带蒂的肌骨膜瓣，转移肌骨膜

瓣、移植骨片支撑，缝合术后填塞止血。

JGC60301 鼻甲微波烧灼术
鼻腔黏膜1%地卡因表面麻醉，1%麻黄素收缩，前鼻镜引导下以微波烧灼下鼻甲，若有出血，应用麻

黄素面片压迫，或凡士林纱条压迫止血。

JGC60401
经鼻内镜鼻甲低温等离

子射频消融术

鼻腔黏膜1%地卡因表面麻醉，1%麻黄素收缩，鼻内镜引导下应用低温等离子射频消融仪，使用鼻甲

射频刀头，鼻甲刀头插入下鼻甲，启动开关，使之缩小体积。

JGC68407
经鼻内镜中鼻甲骨折内

移术

鼻腔黏膜1%地卡因表面麻醉，1%麻黄素面片或纱条收缩，鼻内镜下，收缩鼻腔后，从中鼻道进入应

用剥离子沿中鼻甲内侧紧贴中鼻甲根部骨折并向鼻腔内侧挤压，扩大鼻腔同期的空间，应用凡士林

纱条或其他填塞材料填塞填塞手术侧鼻腔。

JGC68408
经鼻内镜下鼻甲骨折外

移术

鼻腔黏膜1%地卡因表面麻醉，2%麻黄素面片或纱条收缩，鼻内镜下，收缩鼻腔后，应用剥离子沿下

鼻甲内侧紧贴下鼻甲根部骨折并向鼻腔外侧挤压，扩大鼻腔同期的空间，应用凡士林纱条或其他填

塞材料填塞填塞手术侧鼻腔。

JGC61301 中鼻甲部分切除术
鼻腔黏膜1%地卡因表面麻醉，1%麻黄素面片或纱条收缩，前鼻镜下，收缩鼻腔后，应用鼻甲剪、小

圆刀切除病变或肥大的中鼻甲，扩大鼻腔同期的空间，应用凡士林纱条或其他填塞材料填塞填塞手

术侧鼻腔。

第 220 页



项目名称 项目内涵

JGC61403
经鼻内镜中鼻甲部分切

除术

鼻腔黏膜1%地卡因表面麻醉，1%麻黄素面片或纱条收缩，鼻内镜下，收缩鼻腔后，应用鼻甲剪、小

圆刀、或电动切割器切除病变或肥大的中鼻甲，扩大鼻腔同期的空间，应用凡士林纱条或其他填塞

材料填塞填塞手术侧鼻腔。

JGC61302 下鼻甲部分切除术
鼻腔黏膜1%地卡因表面麻醉，1%麻黄素收缩，前鼻镜下，收缩鼻腔后，应用下鼻甲剪剪去部分肥厚

增生的下鼻甲粘膜，应用凡士林纱条或其他填塞材料填塞填塞手术侧鼻腔。

JGC61404
经鼻内镜下鼻甲部分切

除术

鼻腔黏膜1%地卡因表面麻醉，1%麻黄素收缩，鼻内镜下，收缩鼻腔后，应用下鼻甲剪剪去部分肥厚

增生的下鼻甲粘膜，应用凡士林纱条或其他填塞材料填塞填塞手术侧鼻腔。

JGC62406
经鼻内镜下鼻甲黏膜下

切除术

鼻腔黏膜1%地卡因表面麻醉，1%麻黄素面片或纱条收缩，鼻内镜下，收缩鼻腔后，沿下鼻甲缘切开

分离黏骨膜，暴露下鼻甲骨，切除骨质，电动切割器从黏膜内切除部分组织，扩大鼻腔同期的空

间，应用凡士林纱条或其他填塞材料填塞填塞手术侧鼻腔。

JGC62405 鼻内镜下钩突切除术
麻醉、消毒包头铺巾，收缩鼻腔后，经内镜探查鼻腔，鼻窦，应用内镜手术钳、切除患侧勾突，术

后术腔填塞。

JGD61301 鼻外额窦开放术
消毒包头铺巾，收缩鼻腔后，经鼻外进路，经眉弓处切开，暴露额窦前壁，骨钻或骨凿开放额窦前

壁，切开黏膜，探针由上向下，扩大额窦口，进入中鼻道，清除额窦口病变组织，防止应留观或扩

张管，术后术腔填塞，局部缝合包扎固定，防止损伤额窦后壁、筛前神经及血管。

JGD61401 经鼻内镜额窦开放术
消毒包头铺巾，收缩鼻腔后，经鼻内镜，开放欠前组筛窦，鼻丘气房，暴露额窦口，清除额窦口病

变组织，术后术腔填塞。

JGD62301 额窦病变切除术
麻醉、消毒包头铺巾，收缩鼻腔后，经鼻镜探查鼻腔，鼻窦，于眶纸板和中鼻甲之间开放额窦，应

用额窦钳摘除额窦内病变组织，术后术腔填塞。

JGD62401 经鼻内镜额窦底切除术
消毒包头铺巾，收缩鼻腔后，经鼻镜探查鼻腔，鼻窦，开放前组筛窦，于眶纸板内，开放，切除额

窦口中隔部分骨质，额窦底切除，双侧额窦开放。术后术腔填塞，术中使用电动切割器及骨钻磨除

骨质。含改良Lothrop手术。

JGD43301 筛动脉结扎术
麻醉后，鼻内眦出切开皮肤分离，暴露内眦韧带后1.5毫米筛前孔，分离筛前动脉，丝线结扎，缝

合伤口。包扎固定。

JGD61302 鼻外筛窦开放术
消毒包头铺巾，收缩鼻腔后，经鼻外患侧鼻侧切开进路，切开皮肤，暴露上颌骨鼻突，咬骨钳咬除

骨质，进入鼻腔，开放筛窦，术后术腔填塞，局部缝合包扎固定。

JGD61201 鼻内筛窦开放术
麻醉、消毒包头铺巾，收缩鼻腔后，经鼻镜探查鼻腔，应用内镜手术器械、电动切割器开放筛窦，

切除勾突，开放筛泡，开放中后组筛窦，直至蝶窦前壁，清除眶纸板周围骨质及黏膜组织，清除前

颅底前为额窦口后至蝶窦的蜂房，清除病变组织，术后术腔填塞。

JGD61402
经鼻内镜部分筛窦开放

术

麻醉、消毒包头铺巾，收缩鼻腔后，经鼻镜探查鼻腔，应用内镜手术器械、电动切割器开放筛窦，

切除勾突，开放筛泡，根据病变情况开放中或后组筛窦，清除病变组织，术后术腔填塞。

JGD61403 经鼻内镜全筛窦开放术
麻醉、消毒包头铺巾，收缩鼻腔后，经鼻镜探查鼻腔，应用内镜手术器械、电动切割器开放筛窦，

切除勾突，开放筛泡，根据病变情况开放中、后组筛窦，清除病变组织，术后术腔填塞。

JGD61404 经鼻内镜蝶窦开放术
消毒包头铺巾，收缩鼻腔后，经鼻内镜探查鼻腔，应用内镜手术器械、鼻电动切割器开放筛窦暴露

蝶窦前壁，寻找蝶窦自然开口，咬骨钳开放窦口，必要时应用骨钻扩大窦口，清除窦内病变组织，

送病理，防止视神经、蝶窦后外壁损伤血管及中颅窝底的损伤，术后术腔填塞。

JGD62402
鼻内镜下蝶窦病变切除

术

消毒包头铺巾，收缩鼻腔后，经鼻内镜探查鼻腔，应用内镜手术器械、鼻电动切割器开放筛窦暴露

蝶窦前壁，寻找蝶窦自然开口，咬骨钳开放窦口，必要时应用骨钻扩大窦口，术后术腔填塞。

JGD38101 上颌窦穿刺冲洗术
鼻腔黏膜1%地卡因表面麻醉，1%麻黄素收缩，前鼻镜下以长针头沿下鼻道进入在下鼻甲附着缘前中

1/3穿刺进入上颌窦，应用注射器连接，用药物或含有抗生素的生理盐水冲洗，冲洗完毕拔出穿刺

针，若有出血可压迫麻黄素面片，或应用凡士林纱条压迫下鼻道。

JGD07201 上颌窦探查术
麻醉后、消毒包头铺巾，收缩鼻腔后，口腔洗必泰冲洗，与患侧唇龈沟切开，分离剥离子分离粘骨

膜，暴露上颌窦前壁，电钻或骨凿打开上颌窦前壁，切开黏膜，打开上颌窦内侧壁，清除窦内病

变，鼻腔内填压适当填塞材料。唇龈沟切口缝合。患侧唇龈沟区敷料压迫。

JGD61202 上颌窦鼻内开窗术
麻醉后、消毒包头铺巾，收缩鼻腔后，经前鼻镜引导，收缩鼻腔后于下鼻道应用上颌窦开窗器穿刺

进入下鼻道，咬骨钳扩大下鼻道的骨窗，清理上颌窦内病变，术腔用凡士林纱条填压。也可以用其

他填塞材料。

JGD61405
经鼻内镜上颌窦下鼻道

开窗术

麻醉，消毒包头铺巾，收缩鼻腔后，经内镜探查鼻腔，鼻窦，于下鼻道切开粘膜去除骨质，行下鼻

道开窗，术后术腔填塞。

JGD61406
经鼻内镜上颌窦中鼻道

开放术

消毒包头铺巾，收缩鼻腔后，经内镜探查鼻腔，鼻窦，切除钩突扩大上颌窦自然口，中鼻道开放，

术后术腔填塞。

JGD63201 上颌窦根治术
指柯-路氏手术。麻醉后、消毒包头铺巾，收缩鼻腔后，口腔洗必泰冲洗，与患侧唇龈沟切开，分

离剥离子分离粘骨膜，暴露上颌窦前壁，电钻或骨凿打开上颌窦前壁，切开黏膜，打开上颌窦内侧

壁，清除窦内病变，鼻腔内填压适当填塞材料，唇龈沟切口缝合，患侧唇龈沟区敷料压迫。

JGD63401 经鼻内镜上颌窦根治术
麻醉后、消毒包头铺巾，收缩鼻腔后，经中鼻道切开勾突，开放上颌窦自然口，扩大窦口，经下鼻

道应用电钻或骨凿打开上颌窦下鼻道窗口，切开黏膜，进入上颌窦，清除窦内病变及黏膜、鼻腔内

填压适当填塞材料。

JGD62403
经鼻内镜保留鼻腔外侧

壁上颌窦病变切除术

麻醉后、消毒包头铺巾，收缩鼻腔后，经中鼻道切开勾突，开放上颌窦自然口，扩大窦口，经下鼻

道应用电钻或骨凿打开上颌窦下鼻道窗口，切开黏膜，进入上颌窦，清除窦内病变，切除下鼻甲的

大部分，仅保留前部防止鼻泪管损伤，是上颌窦内壁完全开放，鼻腔内填压适当填塞材料。

JGD45301
上颌窦底提升术-开窗

法

局部浸润或阻滞麻醉，切开黏膜，翻瓣显露上颌窦颊侧骨壁，利用专用外科动力系统及配套系列工

作头，上颌窦颊侧骨壁开窗，利用上颌窦黏膜专用系列剥离器完整抬起上颌窦黏膜，术区局部取

骨，植入骨充填材料，缝合口腔黏膜。术中反复检查上颌窦黏膜的完整性。不含其他部位(下颌骨

颏部、磨牙后区及外斜嵴、髂骨)取骨。

JGD45302
上颌窦底提升术-冲顶

法

局部浸润或阻滞麻醉，利用专用、系列上颌窦底提升冲顶工具，从制备的种植窝向上完整抬高上颌

窦底黏膜，同时植入骨充填材料。

JGD43401
经鼻内镜上颌窦动脉结

扎术

麻醉，消毒包头铺巾，收缩鼻腔后，于中鼻道后方下鼻甲后上方，切开黏膜，打开上颌窦后内侧

壁，暴露翼腭窝，分离神经血管暴露上颌动脉，结扎或电烧，鼻腔内填压适当填塞材料。

JGD48301 鼻窦异物取出术
鼻外进路经患侧鼻侧切开，开放鼻窦，暴露异物，分离松解，异物取出术，术后术腔填塞。防止视

神经，眶纸板损伤，若异物已经造成损伤可根据病损情况进行修补或减压。不含眶减压、视神经管

减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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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GD48401
经鼻内镜鼻窦异物取出

术

麻醉、消毒包头铺巾，收缩鼻腔后，经鼻内镜探查鼻腔，鼻窦，应用鼻窦手术钳、电动切割器开放

异物所在鼻窦，充分暴露异物，分离松解，异物取出术，术后术腔填塞。防止视神经，眶纸板损

伤，若异物已经造成损伤可根据病损情况进行修补或减压。不含眶减压、视神经管减压。

JGD62404
经鼻内镜鼻窦肿瘤切除

术

麻醉后，消毒包头铺巾，收缩鼻腔后，经内镜探查，开放肿瘤所在鼻窦，切除鼻腔鼻窦肿瘤，手术

中应用鼻内镜手术钳，可以应用鼻窦电动切割器切除肿瘤，术后术腔填塞。

JGD62302
经前颅窝鼻窦肿物切除

术

麻醉，额部皮瓣掀开，经前颅窝入路，气钻/电钻前额部开颅，双极止血，暴露前颅底，显微镜下

清除位于前颅底及鼻窦的肿物，颅底缺损处修补，额部骨板复位，缝合包扎。不含神经外科手术导

航引导、神经电生理监测、神经外科显微手术操作。

JGD61407
经鼻内镜全组鼻窦开放

术

麻醉，消毒包头铺巾，收缩鼻腔后，经内镜探查鼻腔，鼻窦，应用内镜手术钳、鼻电动切割器开放

筛窦、上颌窦、额窦、蝶窦，扩大各窦的自然开口，清除窦内的脓性分泌物及水肿的黏膜，术后术

腔填塞。病变黏膜可送病理学检查。

JGD68401
经鼻内镜脑脊液鼻漏修

补术

麻醉，消毒包头铺巾，副肾纱条收缩鼻腔后，经内镜探查鼻腔、鼻窦，开放筛窦、额窦，或蝶窦，

查找前、中颅底骨质缺损处，清除缺损处肉芽，暴露病损，以自体或异体材料修补缺损创面(可取

中鼻甲、下鼻甲或中隔等处的黏膜，也可去耳后部分肌肉、肌筋膜及脂肪)，碘坊纱条术腔填塞。
2.咽

JGF68201 鼻咽闭锁矫正术
消毒铺巾，开口器暴露咽腔，可用头灯或配光源的专用开口器直视口咽腔，部分软腭切开暴露鼻咽

闭锁部位，若为骨性闭锁可使用骨钻磨除骨质扩大鼻咽腔，保护黏膜，应用黏膜瓣修复狭窄，扩大

鼻咽腔，黏膜修补缝合，可以放置扩张管。

JGF68202
硬腭径路鼻咽狭窄闭锁

切开成形术

消毒铺巾，开口器暴露咽腔，可用头灯或配光源的专用开口器直视口咽腔，硬腭部黏膜切开暴露硬

腭，咬骨钳咬除部分硬腭暴露狭窄部位，可使用电钻磨除骨质，应用黏膜瓣修复狭窄，扩大鼻咽

腔，黏膜修补缝合。可以放置扩张管。

JGF62301
颈侧径路鼻咽肿瘤切除

术

消毒铺巾，取颈侧部切开切开皮肤、需要应用电锯下颌骨裂开暴露术野，暴露鼻咽部，分离并切除

肿瘤，鼻咽部止血，腭部黏膜缝合。不含预防性气管切开。

JGF62302
硬腭径路鼻咽肿瘤切除

术

消毒铺巾，取硬腭黏骨膜切口，去除部分腭骨水平板，暴露鼻咽部，切除肿瘤，鼻咽部止血，碘坊

纱条鼻腔填塞，腭部黏膜缝合，有时需要鼻内镜辅助下操作。不含鼻内镜使用。

JGF62303
鼻侧径路鼻咽肿瘤切除

术

消毒铺巾，鼻侧切开，分离暴露一侧上颌骨，使用电锯电钻行上颌骨掀翻暴露鼻咽部，切除肿瘤，

术腔碘坊纱条填塞，上颌骨钛钉钛板固定，缝合关闭术腔。

JGF62401 鼻内镜鼻咽肿物切除术
消毒铺巾，鼻内镜下，经鼻咽肿物一侧进入，也可切除中鼻甲部分、下鼻甲后部，以便更充分暴露

术腔，暴露鼻咽部肿物，可应用电动切割器切除肿物，碘彷砂条填压。

JGF62304
颈外径路咽旁间隙肿物

摘除术

全麻经口气管插管，颈部切口，暴露重要的神经血管，结扎瘤体滋养血管，切除肿瘤，封闭术腔，

缝合切口，如瘤体高位需行下颌骨裂开暴露术野，或做预防性气管切开则后者单独计费，如为颈动

脉体瘤行Ⅰ期血管重建。电烧止血，加压包扎，防止引流。不含气管切开、血管重建。

JGG48301 口咽部异物取出术
1%地卡因咽部表面麻醉，用压舌板压舌，暴露口咽腔，检查扁桃体、咽侧壁舌体前部等处，发现异

物，镊子或钳子夹取异物拔出。

JGG62301
下颌进路口咽肿瘤切除

术

全麻消毒铺巾，下颌骨正中或旁正中或升支裂开，暴露咽旁，行肿瘤完整切除，下颌骨钛板、钛钉

复位固定缝合包扎。

JGG45201 软腭前移术
消毒铺巾，开口器暴露口腔，可用头灯或配光源的专用开口器直视口咽腔，硬腭部位弧形切开，分

离，暴露硬腭，切开鼻底黏膜，咬骨钳咬除大约1厘米骨质，电钻打孔，缝合线固定软腭，缝合切

口止血，局部可应用碘坊纱布压迫或戴腭托保护。不含腭托的制作。

JGG62401
经鼻内镜翼腭窝病变切

除术

消毒包头铺巾，收缩鼻腔后，经内镜探查鼻腔，应用骨钻，开放上颌窦后内侧壁，暴露翼腭窝，防

止损伤上颌动脉，必要时结扎，翼管血管神经防止损伤，暴露病变肿物，分离并切除翼腭窝病变，

修补手术缺损，术后术腔填塞。

JGG62402
经鼻内镜上颌窦翼腭窝

颞下窝病变切除术

消毒包头铺巾，收缩鼻腔后，经内镜探查鼻腔，应用骨钻，开放上颌窦后壁、内侧壁，暴露翼腭

窝，颞下窝，防止损伤上颌动脉，必要时结扎，翼管血管神经防止损伤，暴露病变肿物，分离并切

除翼腭窝病变，修补手术缺损，术后术腔填塞。

JGH38301 咽封闭治疗
行口咽粘膜表面喷雾麻醉3次后，用扁桃体麻醉针抽取药物(如氟美松5毫克，2%利多卡因1毫升)。

术者右手持针，左手用压舌板充分暴露咽后壁，以咽侧壁、淋巴滤泡丛生处为注射点进针，回抽无

血时注射药物。分次行粘膜下多点注射。

JGH62304 咽部病损激光切除术
全麻或局麻下，可用头灯或配光源的专用开口器直视口咽腔，局麻应用压舌板暴露咽腔，应用激光

器，选取合适功率，用激光切除咽腔病损并止血。不含激光使用。

JGH35201
口咽径路咽旁脓肿切开

引流术

咽部表面麻醉，局部麻醉，压舌板压迫暴露咽腔，切开脓腔，吸引脓液做培养，生理盐水冲洗，或

抗生素盐水冲洗。不含脓培养、药敏。

JGH35301
颈外径路咽旁脓肿切开

引流术

局麻下，以下颌角为中点，的胸锁乳突肌前缘纵行切开，分离暴露脓腔，吸引脓液做培养，生理盐

水冲洗，或抗生素盐水冲洗，放置引流条。不含脓培养、药敏。

JGH35302 咽后壁脓肿切开引流术
1%地卡因咽部表面麻醉，或全麻插管，可用头灯或配光源的专用开口器直视口咽腔，垂头仰卧位，

压舌板压迫暴露咽腔，应用尖刀切开脓腔，吸引脓液做培养，生理盐水冲洗，或抗生素盐水冲洗。

不含脓培养、药敏。

JGH68302 咽部撕裂修补术
消毒铺巾，开口器暴露咽腔，可用头灯或配光源的专用开口器直视口咽腔，生理盐水冲洗术腔，黏

膜尽可能回复原有形态，电烧充分止血，粘膜撕裂缝合。

JGH62301 咽部囊肿切除术
局麻或全麻，压舌板后开口器暴露咽腔，可用头灯或配光源的专用开口器直视口咽腔，可用钳夹肿

物，圈套器套除。电烧止血。

JGH62302 咽部肿瘤切除术
局麻或全麻，压舌板后开口器暴露咽腔，可用头灯或配光源的专用开口器直视口咽腔，可用钳夹肿

物，圈套器套除。电烧止血。

JGH62303
颈侧径路咽食管肿瘤切

除术

全麻插管，颈侧切口，咽侧或食道侧壁进入咽腔或食道腔内，直视下切除肿瘤，原位缝合关闭，电

烧止血，加压包扎，防止引流。

JGH53301 咽粘连松解术
消毒铺巾，开口器暴露咽腔，可用头灯或配光源的专用开口器直视口咽腔，粘连粘膜切开松解，扩

大咽腔，缝合。

JGH68301 咽瘘修复术
局麻或全麻，根据瘘口大小，设计所用修复组织类型，局部皮瓣或直接拉拢缝合，或带蒂游离组织

瓣修复。不含皮瓣修复。

JGH62313
颈侧径路下咽肿瘤切除

术

局麻气管切开，自气管切开口置入麻醉导管全麻，分离颈部皮瓣，分离带状肌暴露喉体，切断附着

于舌骨的带状肌，切开咽缩肌、咽粘膜，进入咽腔切除肿瘤，残余咽粘膜对位缝合或与甲状软骨膜

缝合封闭咽腔，冲洗术腔，置引流，缝合皮下组织、皮肤切口，颈部敷料加压包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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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喉
JGJ38301 喉肌肉注射 注射器抽取适量药物，颈部皮肤消毒，通过颈部皮肤与相应喉肌的穿刺部位进针，注射药物。

JGJ35301 会厌脓肿切开引流术
咽腔1%地卡因表面麻醉，患者垂头仰卧位，喉直达镜下，应用镰状刀切开会厌脓肿，吸引器吸出脓

液。

JGJ62301
颈外径路会厌肿物切除

术

经口全麻插管或气管切开全麻，颈前上部沿皮纹横行切口，分离皮下组织颈阔肌，自甲舌膜进入咽

腔，直视下行会厌肿瘤切除，缝合关闭咽腔，加压包扎。可下鼻饲管。肿物送病理。不含病理学检

查。

JGJ62302
颈部径路会厌良性肿瘤

切除术

经口全麻插管或气管切开全麻，颈前上部沿皮纹横行切口，分离皮下组织颈阔肌，自甲舌膜进入咽

腔，直视下行会厌肿瘤切除，缝合关闭咽腔，加压包扎。肿物送病理。不含病理学检查。

JGJ62303
经间接喉镜会厌良性肿

瘤切除术

鼻腔、鼻咽、口腔、下咽、喉部黏膜1%地卡因表面麻醉，在间接喉镜引导下，应用多功能钳摘除肿

物。肿物送病理。不含病理学检查。

JGJ62402
经纤维喉镜会厌良性肿

瘤切除术

鼻腔、咽腔、下咽及喉腔黏膜表面麻醉，在纤维喉镜引导下，应用多功能钳摘除肿物。肿物送病理

。不含病理学检查。

JGJ62403
经支撑喉镜会厌良性肿

瘤切除术

全麻，消毒铺巾，支撑喉镜暴露会厌部位，可应用显微镜、内镜引导，应用激光、微波、或射频切

除肿瘤，电烧止血。肿物送病理。不含病理学检查。

JGJ62404
经支撑喉镜会厌病变切

除术

全麻，消毒铺巾，支撑喉镜暴露会厌病损，在显微镜或内镜引导，应用显微手术器械，激光切除会

厌病损。送病理。不含病理学检查。

JGJ62304 梨状窝癌切除术
行局麻气管切开，自气管切开口置入麻醉导管全麻，作颈部切口，分离颈部皮瓣，分离带状肌暴露

健侧喉体，保留正常的甲状软骨膜，自患侧切开甲状软骨外骨膜，分离患侧梨状窝内壁，自咽侧进

入咽腔，行梨状窝切除，颈淋巴结清扫，残端黏膜缝合关闭咽腔。

JGJ62401
经支撑喉镜梨状窝肿物

切除术

全麻，消毒铺巾，支撑喉镜暴露梨状窝，在内镜或显微镜引导下，使用各种类型激光或射频手术器

械，切除梨状窝肿物，电烧止血，也可应用显微手术器械缝合创缘。送病理。不含病理学检查。
JGJ34101 环甲膜穿刺术 颈外消毒，注射器抽取1%地卡因，触诊环甲膜进行穿刺回抽有气体，嘱患者摒弃，推入适量药物。

JGJ40301 环甲膜切开术
局麻，消毒铺巾，环甲膜水平切开皮肤，环甲膜，钝性分离撑开器暴露喉腔，置入气管套管或麻醉

导管并固定。

JGJ55301
经间接喉镜环杓关节拨

动术

咽腔、下咽腔和喉腔黏膜表面麻醉，患者坐位，间接喉镜下，应用喉多功能钳，对环杓关节拨动，

并观察患者发音的变化。

JGJ55401
经直达喉镜环杓关节拨

动术

咽腔、下咽腔和喉腔黏膜表面麻醉，患者仰卧位，直达喉镜下，应用喉钳，对环杓关节拨动，并观

察患者发音的变化。

JGJ43301 环甲软骨接近术
局麻下，颈部入路，切开皮肤、皮下、颈前肌，暴露甲状软骨板，用四根不可吸收缝线将甲状软骨

和环状软骨前部缝合固定，缝合术腔，放置引流。加压包扎。

JGJ55402
经支撑喉镜环杓关节复

位术
全麻下，支撑喉镜下暴露喉腔，在显微镜、内镜下，应用手术钳对病变的环杓关节进行复位。

JGJ62407
经纤维喉镜咽喉异物取

出术

1%地卡因鼻腔、鼻咽、口腔、下咽及喉部黏膜麻醉，经鼻置入纤维喉镜，暴露咽喉部，应用异物钳

夹取出异物并取出。

JGJ48401
经直达喉镜咽喉异物取

出术
咽喉腔1%地卡因表麻，经口置入直达喉镜，暴露咽喉部，使用异物钳夹取异物。

JGJ48301
经间接喉镜喉部异物取

出术

1%地卡因咽部、下咽及喉腔黏膜表面麻醉，在间接鼻咽镜下，检查舌根、扁桃体下级、会厌谷、喉

腔、双侧的梨状窝等处，发现异物应用喉多功能钳夹异物取出，在间接喉镜下再次检查确认有无黏

膜损伤。

JGJ47301
喉全切除术后发音管安

装术

全麻，硬质食道镜经口插入下咽食道，经气管后壁向食管腔穿刺，度量人工窦道长度，置入发音

管，固定。

JGJ62405
经直达喉镜喉肿物摘除

术

咽喉腔1%地卡因表麻，经口置入直达喉镜，暴露咽喉部，使用多功能钳夹喉部肿物并送病理。不含

病理学检查。

JGJ62406
经纤维喉镜喉肿物摘除

术

1%地卡因鼻腔、鼻咽、口腔、下咽及喉部黏膜麻醉，经鼻置入纤维喉镜，暴露咽喉部，应用异物钳

夹取出肿物并送病理。不含病理学检查。

JGJ62305 喉良性肿瘤切除术
全麻，消毒铺巾，颈部切开，分离皮下组织和颈前肌群，暴露喉腔，沿中线或一侧切开甲状软骨

板，暴露喉部病变，切除病变组织，缺损处修补，减张，甲状软骨板对位缝合，逐层缝合，防止引

流，加压包扎。据情况行气管切开。不含监护、气管切开。

JGJ62306 喉裂开肿瘤切除术
颈前皮纹横切开或纵切口，分离双侧带状肌，暴露喉体前份，自正中纵行切开甲状软骨板，进入喉

腔，直视下行一定安全界下肿瘤切除，多数利用喉腔内黏膜重建喉腔，或术腔旷置，软骨板关闭喉

腔。据情况行气管切开。不含气管切开。

JGJ62307
颈侧径路喉部肿瘤切除

术

局麻气管切开，插管全麻，颈部横行切口，分离皮下组织、颈阔肌、带状肌，喉裂开暴露喉腔，可

从一侧或喉喉部进入喉腔，暴露肿瘤并切除，修复缺损部位黏膜，逐层缝合，防止引流，加压包扎

JGJ62308
环状软骨上部分喉切除

术

局麻气管切开，自气管造瘘口置入麻醉导管全麻，分离颈部皮瓣，分离带状肌暴露喉体，保留未受

侵的甲状软骨膜，切断附着于舌骨的带状肌，经舌骨水平咽侧或环甲膜进入喉腔，观察肿瘤范围，

偏健侧裂开甲状软骨板，切除一侧半喉及对侧声门上组织切除含肿瘤在内的近全喉体，仅保留健侧

杓部，及喉腔后中线正常黏膜，利用残喉后中线黏膜缝合喉腔构建发音管。缝合并放置引流，加压

包扎。不含颈淋巴结清扫。

JGJ62309 声门上水平喉切除术
局麻气管切开，插管全麻，舌骨水平咽侧进入喉腔，直视下切除声门上会厌、会厌前间隙、双侧杓

会厌襞、喉室及室带，并自前连合上水平水平裂开甲状软骨板，将舌根与残喉甲状软骨断端缝合关

闭喉腔。缝合并放置引流，加压包扎。不含颈淋巴结清扫。

JGJ61301 喉次全切除术

局麻气管切开，自气管造瘘口置入麻醉导管全麻，分离颈部皮瓣，分离带状肌暴露喉体，保留未受

侵的甲状软骨膜，切断附着于舌骨的带状肌，经舌骨水平咽侧或环甲膜进入喉腔，观察肿瘤范围，

偏健侧裂开甲状软骨板，切除一侧半喉及对侧声门上组织切除含肿瘤在内的近全喉体，仅保留健侧

杓部，及喉腔后中线正常黏膜，利用残喉后中线黏膜缝合喉腔构建发音管。缝合并放置引流，加压

包扎。不含颈淋巴结清扫。

JGJ62310 喉全切除术

局麻气管切开，自气管造瘘口置入麻醉导管全麻，分离颈部皮瓣，分离带状肌暴露喉体，切断附着

于舌骨的带状肌，切断结扎喉上血管，切开咽缩肌、咽粘膜，切除全喉，封闭咽腔，置引流，缝合

皮下组织，皮肤切口，气管断端与颈部皮肤缝合造瘘。缝合并放置引流，加压包扎。清醒后更换气

管套管。不含颈淋巴结清扫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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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GJ69301 喉功能重建术
麻醉消毒铺巾，喉部缺损后利用带状肌喉功能重建术，会厌下拉喉功能重建术，舌骨瓣喉功能重建

术，咽下缩肌喉功能重建术。

JGJ69302
垂直半喉切除+喉功能

重建术

局麻气管切开，插管全麻，环甲膜入喉腔，纵行裂开甲状软骨板，直视下切除含一侧半喉，利用甲

状软骨外骨膜、带状肌或舌骨瓣重建喉腔。缝合并放置引流，加压包扎。不含颈淋巴结清扫。

JGJ69303
3/4喉切除+喉功能重建

术

局麻气管切开，插管全麻。环甲膜或咽侧进入喉腔，直视下切除含一侧半喉连双侧声门上，健侧仅

保留一声带及杓，利用带状肌或舌骨瓣重建喉腔。缝合并放置引流，加压包扎。不含颈淋巴结清扫

JGJ65301 喉瘢痕狭窄扩张术
全麻，消毒铺巾，支撑喉镜暴露喉腔，显微镜、内镜引导下，应用扩张子进行喉狭窄扩张。据情况

行气管切开。不含监护、气管切开。

JGJ68301 喉结整形术
常规消毒，铺无菌巾，于颈前切开，分离颈前肌群，显露喉结(甲状软骨)，电凝止血，切除部分喉

结，塑形，缝合切口。

JGJ68401
支撑喉镜下喉狭窄成形

术+喉模置入术

全麻，消毒铺巾，支撑喉镜暴露喉腔，显微镜或内镜辅助下应用激光切除狭窄，扩大喉腔，经颈外

与甲状软骨板上下缘穿刺带线针，刺入喉腔，固定喉模与狭窄部位，颈外缝线固定。不含监护。

JGJ48402 经支撑喉镜喉模取出术
全麻，消毒铺巾，支撑喉镜暴露喉腔，显微镜或内镜下应用喉显微外科手术钳，取出固定的喉模。

不含监护。

JGJ47302 喉狭窄成形T管置入术
全麻，消毒铺巾，颈部切口，喉或气管裂开，暴露狭窄部位，松解瘢痕，"T"管置入，调整位置，

缝合切口，防止引流，加压包扎。不含监护。

JGJ21301 喉T管调整术
全麻，消毒铺巾，支撑喉镜或内镜下观察"T"管位置，由颈部造瘘口处取出位置不合适的"T"管，重

新放入长度适合的"T"管。不含监护。

JGJ48302 喉T管取出术
全麻，消毒铺巾，支撑喉镜或内镜下暴露喉腔，经颈部气管造瘘口取出"T"管，观察狭窄段是否扩

张成功，颈部造瘘口处放入不锈钢气管套管。不含监护。

JGJ47303 喉支架置入术
全麻，消毒铺巾，支撑喉镜或喉裂开，暴露狭窄部位，切除瘢痕松解，放入成形支架。颈部裂开手

术的缝合伤口，加压包扎。不含监护。
JGJ51301 喉支架置换术 全麻，消毒铺巾，支撑喉镜暴露声门，或内镜下喉支架取出术，重新放入新支架。不含监护。

JGJ38401 内镜下声带注射术
全麻，支撑喉镜下暴露声带，腹部切口取部分脂肪组织，止血缝合，脂肪组织经处理后放入脂肪高

压注射器，内镜下注射于声门旁间隙。

JGJ38302 颈外径路声带注射术
全麻，支撑喉镜下暴露声带，局麻下，纤维喉镜下暴露声带，腹部切口取部分脂肪组织，止血缝

合，脂肪组织经处理后放入脂肪高压注射器，经颈外一侧甲状软骨板刺入注射于声门旁间隙。

JGJ45301 声带外展术
局麻下，颈部入路，切开皮肤、皮下、颈前肌，暴露甲状软骨板，在甲状软骨版中部切开骨窗，可

切除声带肌或缝合固定声带，缝合术腔，放置引流。

JGJ69304 喉结再造声带调整术
常规消毒，铺无菌巾，局部麻醉，设计颈前切口，分离显露喉部甲状软骨和环状软骨，行甲状-环

状软骨改形调整，调整声带张力和音色。缝合切口，电凝止血。不含甲状软骨前置入少量软骨或假

体行喉结再造。

JGJ62408
经支撑喉镜室带肿物切

除术

全麻，消毒铺巾，支撑喉镜暴露室带肿物，在显微镜或内镜引导，应用显微手术器械，激光切除室

带病损。送病理。不含病理学检查。

JGJ62311 喉裂开声带切除术
颈前皮纹横切开或纵切口，分离双侧带状肌，暴露喉体前份，自正中纵行切开甲状软骨板，进入喉

腔，直视下行病变侧声带切除，利用喉室或室带黏膜与声门下黏膜缝合关闭术腔，软骨板对位缝合

关闭喉腔。必要时行气管切开。不含气管切开。

JGJ62409
经支撑喉镜激光辅助声

带肿物切除术

全麻，消毒铺巾，支撑喉镜暴露声带肿物，在显微镜或内镜引导，应用显微手术器械和激光切除声

带病损，送病理。不含病理学检查。

JGJ42401
经支撑喉镜声带粘连分

离术

全麻，应用支撑喉镜暴露声带，在喉显微镜、内窥镜引导下，应用显微手术钳分离粘连，可以缝合

黏膜创缘。必要时行气管切开。不含气管切开。

JGJ62410
支撑喉镜下激光杓状软

骨切除术

全麻，消毒铺巾，支撑喉镜暴露声门，在喉科专用显微镜下，应用激光(二氧化碳激光、钬激光、

半导体激光等)切除杓状软骨，应用喉科特殊缝合器械可以缝合创面。必要时行气管切开。不含气

管切开。

JGJ45302 杓状软骨内收术
局麻下，颈部入路，切开皮肤、皮下、颈前肌，暴露甲状软骨板，缝合杓状软骨固定，缝合术腔，

放置引流。

JGJ68302
颈侧径路杓状软骨切除

声带外移术

全麻，消毒铺巾，颈侧切开，分离皮下，颈前肌群，暴露喉部一侧后部，切除杓状软骨，逐层缝合

包扎。

JGJ68303
甲状软骨成形声带内移

术

局麻下，颈部入路，切开皮肤、皮下、颈前肌，暴露甲状软骨板，于甲状软骨一侧开一骨窗，垫入

植入物(硅胶或骨板)依据患者的发音调整大小，缝合固定，缝合术腔，放置引流。

JGJ68304
甲状软骨成形声带外移

术

局麻下，消毒铺巾，颈部入路，切开皮肤、皮下、颈前肌，暴露甲状软骨板，可正中切开甲状软骨

或沿一侧前中1/3切开，板)依据患者的发音调整外移位置大小，应用金属钛板固定，缝合术腔，放

置引流。

JGJ67305
甲状软骨成形声带拉长

术

局麻下，颈部入路，切开皮肤、皮下、颈前肌，暴露甲状软骨板，切开甲状软骨，垫入植入物(硅

胶或骨板)依据患者的发音调整大小，缝合术腔，放置引流。

JGJ62312
喉气管裂开瘢痕切除喉

模置入术

全麻，消毒铺巾，颈部入路，切开皮肤，分离皮下颈前肌群，暴露狭窄段气管及喉腔，对狭窄段进

行清理，置入喉模，逐层缝合包扎。

JGJ68306 喉气管外伤缝合成形术
局麻气管切开，经颈部作切口，分离皮瓣，分离双侧带状肌，暴露喉体，喉黏膜对位缝合，缝合带

状肌肌筋膜，冲洗术腔，置引流，缝合皮下组织，皮肤切口，颈部敷料加压包扎。

JGJ47304 喉气管狭窄支架置入术
全麻，消毒铺巾，颈部入路，切开皮肤，分离皮下颈前肌群，暴露狭窄段气管及喉腔，对狭窄段进

行清理，置入支架，逐层缝合包扎。

JGJ73301 喉部神经肌蒂移植术
全麻，消毒铺巾，颈部切口，逐层分离皮肤，皮下，颈阔肌，带状肌，暴露患侧喉返神经，选取膈

神经或其他神经(舌下神经、颈袢)游离松解，进行神经吻合，或神经和喉肌的吻合，缝合伤口防止

引流，加压包扎。必要时行气管切开。不含气管切开。

JGJ73302
全喉全下咽切除皮瓣修

复术

行局麻气管切开，插管全麻。自气管切开口置入麻醉导管全麻，作颈部切口，分离颈部皮瓣，分离

带状肌暴露健侧喉体，自舌骨水平切断舌骨上下肌群，切开进入咽腔，自上而下切除全喉及全下

咽，取胸大肌肌皮瓣与咽腔残端黏膜缝合重建咽腔。缝合并放置引流，加压包扎。

JGJ62313
全喉全下咽全食管切除

+全胃上提修复术

行局麻气管切开，插管全麻。自气管切开口置入麻醉导管全麻，作颈部切口，分离颈部皮瓣，分离

带状肌暴露健侧喉体，自舌骨水平切断舌骨上下肌群，切开进入咽腔，自上而下切除全喉及下咽，

并由胸科辅助行全食道拔脱，上提胃与咽腔残端黏膜对位缝合重建咽腔食道。缝合并放置引流，加

压包扎。不含淋巴结清扫。
4.扁桃体和腺样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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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GK62301 扁桃体切除术
局麻、1%地卡因咽腔表面麻醉，全麻醉，全麻需要开口器暴露咽腔，可用头灯或配光源的专用开口

器直视口咽腔，应用镰状刀、剥离子、手术钳等分离并切除扁桃体，棉球压迫止血，电烧、结扎缝

合止血，可选用可吸收缝线。

JGK62302 扁桃体残体切除术
局麻、1%地卡因咽腔表面麻醉，全麻醉，全麻需要开口器暴露咽腔，应用镰状刀、剥离子、手术钳

等分离切除扁桃体残体，扁桃体窝创面电烧、结扎缝合止血。

JGK62303 扁桃体挤切术
局麻、1%地卡因咽腔表面麻醉，助手固定患者头部，全麻醉，全麻需要开口器暴露咽腔，可用头灯

或配光源的专用开口器直视口咽腔，应用扁桃体挤切刀切除扁桃体，电烧、结扎缝合止血。

JGK60301 扁桃体激光毁损术
局麻、1%地卡因咽腔表面麻醉，全麻醉，全麻需要开口器暴露咽腔，可用头灯或配光源的专用开口

器直视口咽腔，多种类型激光探头切除扁桃体，电烧、结扎缝合止血。

JGK60302 扁桃体射频消融术
开口器暴露咽腔，可用头灯或配光源的专用开口器直视口咽腔，钳夹扁桃体，应用射频消融仪器，

使用扁桃体专用射频消融刀头延扁桃体被膜切除扁桃体，电烧或缝扎止血。

JGK36301 扁桃体切除术后止血术
局麻、咽腔表面麻醉，全麻醉，全麻需要开口器暴露咽腔，可用头灯或配光源的专用开口器直视口

咽腔，查找出血处，电烧、结扎缝合止血。

JGK35301
扁桃体周脓肿切开引流

术

1%地卡因咽部表面麻醉，压舌板压迫暴露咽腔，在穿刺点处切开脓腔，吸出脓液，做培养，生理盐

水冲洗、或抗生素盐水冲洗。不含脓培养、药敏。

JGK62304 舌扁桃体切除术
全麻下，开口器暴露咽腔，可用头灯或配光源的专用开口器直视口咽腔，应用圈套器，电烧，电动

吸切器切除舌扁桃体，电烧、缝合止血。

JGK62305 舌扁桃体激光切除术
全麻下，开口器暴露咽腔，可用头灯或配光源的专用开口器直视口咽腔，应用激光切除舌扁桃体，

止血。

JGK60303 舌扁桃体射频消融术
全麻下，开口器暴露咽腔，可用头灯或配光源的专用开口器直视口咽腔，应用低温等离子射频消融

仪器，使用舌扁桃体专用刀头，插入舌扁桃体进行消融术。

JGK61301 腺样体刮除术
局麻或全麻，局麻时需要助手协助固定患者头部及肩部，防止患者手术时疼痛是活动影响手术，压

舌板或开口器暴露咽腔，可用头灯或配光源的专用开口器直视口咽腔，应用腺样体刮匙刮出腺样

体，棉球压迫或电烧止血。

JGK62401 经鼻内镜腺样体切除术
全麻，开口器暴露咽腔，应用0°内镜经鼻腔或70°内镜经口腔，使用导尿管经鼻腔口腔上拉软

腭，暴露鼻咽腔，使用腺样体刮匙刮除腺样体，棉球压迫或电烧止血。

JGK62402
经鼻内镜腺样体电切除

术

全麻，开口器暴露咽腔，可用头灯或配光源的专用开口器直视口咽腔，应用0度内镜经鼻腔或70°

内镜经口腔，使用导尿管经鼻腔口腔上拉软腭，暴露鼻咽腔，应用鼻电动切割器切除腺样体，棉球

压迫或电烧止血。

JGK60401
经鼻内镜腺样体射频消

融术

全麻，开口器暴露咽腔，鼻内镜经鼻腔或口腔，应用0°内镜经鼻腔或70°内镜经口腔，使用导尿

管经鼻腔口腔上拉软腭，暴露鼻咽腔，应用低温等离子射频消融仪器，使用专用腺样体的消融刀头

切除腺样体，棉球压迫或电烧止血。

JGK36302
经鼻内镜腺样体切除术

后止血术

全麻，开口器暴露咽腔，可用头灯或配光源的专用开口器直视口咽腔，应用0°内镜经鼻腔或70°

内镜经口腔，使用导尿管经鼻腔口腔上拉软腭，暴露鼻咽腔，鼻内镜下棉球压迫或电烧止血。
(七)口腔
1.唇

JHA73301 唇部脂肪填充术 局麻设计，受区切口注射纯化之颗粒脂肪，轻揉，供区加压包扎。
JHA61301 唇瘘切除术 消毒铺巾，切开，切除唇部瘘管，止血，缝合。
JHA61302 厚唇切除术 消毒铺巾，梭形切除唇部黏膜和部分口轮匝肌，止血，分层缝合。
JHA61303 唇部肿物局部切除术 唇部良性肿物切除。不含淋巴结清扫拉拢缝合或局部修复。
JHA62301 唇部恶性肿物切除术 唇恶性肿物切除，淋巴清扫，拉拢缝合或局部皮瓣修复。不含远位瓣切取、缺损修复。
JHA63301 唇部恶性肿物扩大切除 唇恶性肿物扩大切除，淋巴清扫术，拉拢缝合或局部皮瓣修复。不含远位瓣切取、缺损修复。

JHA73302
交叉唇瓣(Abbes'瓣)断

蒂术
消毒铺巾，切断唇瓣(Abbes'瓣)蒂部，修整红唇粘膜，缝合。

JHA73303
唇外翻畸形矫正皮片移

植术

消毒铺巾，切除唇部瘢痕，彻底松解孪缩，于供皮区切取皮片，移植于唇部创面，包堆包扎，修复

缺损。

JHA73304
唇外翻畸形矫正局部皮

瓣转移修复术
消毒铺巾，切除唇部瘢痕，彻底松解孪缩，于唇部创面附近切取局部皮瓣转移，修复唇部创面。

JHA68302 唇系带成形术 牵开唇，在唇系带最薄弱处切开，应用Z成形术或V-Y成形术进行矫正，延长唇系带。修整缝合。

JHA68303 唇颊沟加深术
消毒、麻醉，拟整形区局部黏膜半层切开、向前庭沟底推移、固定。取皮(粘膜)，植皮(粘膜)、皮

(粘膜)片加压固定，供皮(粘膜)区创面处理。

JHA67303 口角开大术
消毒铺巾，确定新口角位置，将瘢痕组织切除，沿正常唇红缘和口内粘膜各做水平切口，形成上下

唇红组织瓣，于新口角位置缝合。
JHA68304 唇珠成形术 消毒铺巾，设计切口，麻醉，重组口轮匝肌，转移红唇粘膜瓣，缝合。

JHA68305 大口畸形矫正术
消毒铺巾，确定新口角位置，设计红唇粘膜瓣，向内翻转做口内粘膜，缝合口轮匝肌，对偶缝合口

角皮肤。
JHA68306 唇弓不齐矫正术 指阻滞麻醉下设计、手术切开，皮瓣移位，矫正唇弓不齐，缝合。
JHA68307 厚唇重唇矫正术 指阻滞麻醉下设计，手术切除部分唇红组织，修整，缝合成形。

JHA68308 薄唇矫正术
指阻滞麻醉下，设计，手术切开，制作移植床、植入增厚组织或抽取的脂肪。不含自体组织切取术

、脂肪抽取。

JHA68309 唇瘢痕切除整形术
消毒铺巾，设计切口，切除唇部瘢痕，形成白唇皮瓣、红唇粘膜瓣，重组口轮匝肌，止血，调整唇

部形态，缝合。
JHA68310 口哨唇矫正术 指阻滞麻醉下设计、手术切开，皮瓣移位，矫正口哨畸形，缝合。

JHA68311
部分唇缺损局部组织瓣

修复术
含易位、滑行、旋转组织瓣设计，唇缺损的关闭与修整，组织瓣转移后的成形。

JHA68312 上唇缺损鼻唇沟瓣修复 含两侧皮瓣的设计，切取，隧道的制备，转移修复。不含带蒂皮瓣Ⅱ期断蒂术。
JHA68313 唇缺损皮管修复术 消毒，设计切口，切开，切取下唇瓣，含皮管展开，唇缺损修复与成形。

JHA68314
全唇缺损局部组织瓣修

复术
含易位、滑行、旋转组织瓣设计，唇缺损的关闭与修整，组织瓣转移后成形。

JHA68315 唇缺损交叉唇瓣修复术
含唇瓣（Abbes'瓣）的制备，转移，受区准备，唇外形成形消毒，设计切口，切开，切取下唇瓣，

保护蒂部的唇动脉，转移唇瓣至上唇，修复缺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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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名称 项目内涵

JHA19601
新生儿唇腭裂术前修复

矫治器制备

单侧指单侧唇或腭裂.新生儿唇腭裂修复矫治器设计、技工室制作、试戴、复诊、添加鼻撑。不含

制取印模、模型、各类可摘局部义齿。
JHA43301 唇粘连术 指新生儿唇裂的裂隙关闭。含裂隙缘切开皮肤红唇交界区，成创面，缝合减张，需使用手术放大镜
JHA68316 唇正中裂修复术 指麻醉下测量，定点，设计，阻滞麻醉，手术切开，组织瓣转移，修复裂隙，唇红修整，伤口减张
JHA68317 单侧唇皮下裂修复术 消毒铺巾，红白唇交界处切口，重组口轮匝肌，缝合。
JHA68318 单侧Ⅰ度唇裂修复术 消毒铺巾，设计切口，将白唇的皮下裂和红唇的裂缘用曲线切除，然后将红唇做Z形缝合。

JHA68319 单侧Ⅱ度唇裂修复术
消毒铺巾，设计切口，切开，充分下降患侧唇峰，剪断口轮匝肌异位止点，重建口轮匝肌环。分层

缝合。调整红唇形态，分层缝合。

JHA68320
单侧Ⅱ度唇裂修复+鼻

畸形修复术

消毒铺巾，设计切口，切开，充分下降患侧唇峰，剪断口轮匝肌异位止点，重建口轮匝肌环。分层

缝合。调整红唇形态，分层缝合。切开患侧鼻翼缘，游离鼻翼软骨，调整至适当位置，缝合。鼻翼

缘切口，设计鼻翼软骨粘膜瓣，调整鼻部形态，缝合。
JHA68321 双侧Ⅰ度唇裂修复术 消毒铺巾，设计切口，切开，将两侧皮下裂和红唇缘用曲线切除，分层缝合。

JHA68322
双侧Ⅱ度唇裂修复+鼻

畸形修复术

消毒铺巾，设计切口，切开，调整白唇瓣和红唇黏膜瓣的位置，调整口轮匝肌至正常解剖位置，分

层缝合白唇，口轮匝肌和红唇黏膜。鼻翼缘切口，设计鼻翼软骨粘膜瓣，调整鼻部形态，缝合。

JHA68323
双侧Ⅲ度唇裂修复+鼻

畸形修复术

消毒铺巾，设计切口，切开，调整白唇瓣和红唇黏膜瓣的位置，调整口轮匝肌至正常解剖位置，分

层缝合白唇，口轮匝肌和红唇黏膜。鼻翼缘切口，设计鼻翼软骨粘膜瓣，调整鼻部形态，缝合。

JHA68324
单侧Ⅲ度唇裂修复+鼻

畸形修复术

消毒铺巾，设计切口，切开，充分下降患侧唇峰，剪断口轮匝肌异位止点，重建口轮匝肌环。分层

缝合。调整红唇形态，分层缝合。切开患侧鼻翼缘，游离鼻翼软骨，调整至适当位置，缝合。

JHA68325
单侧唇裂术后继发唇畸

形矫正术

消毒铺巾，设计切口，切除瘢痕，切断口轮匝肌异位止点，使其解剖复位，调整白唇皮瓣、红唇粘

膜瓣，止血，缝合。

JHA68326
双侧唇裂术后继发唇畸

形矫正术

消毒铺巾，设计切口，形成叉状瓣延长鼻小柱，调整白唇瓣，红唇粘膜瓣，重组口轮匝肌，止血，

缝合。
2.颊

JHB68301 颊系带成形术 牵开颊部组织，在颊系带最薄弱处横行切开，纵行缝合，延长颊系带。修整缝合。

JHB62301 颊脂垫切除术
设计，口内颊部粘膜切口，切开，在颊肌下分离显露颊脂垫，取出部分颊脂垫体部，彻底止血。注

意保护腮腺导管和面神经。缝合，包扎，加压包扎。

JHB62302
口外入路颊部肿物切除

术

设计颊部切口，在颊部恶性肿物外扩大切除，拉拢缝合和邻位皮瓣的转移修复。不含远位瓣切取、

面神经探查术、淋巴清扫术。

JHB63201
口内入路颊部恶性肿物

扩大切除术

指小于2厘米颊部恶性肿物经口内扩大切除，淋巴结清扫，拉拢缝合和邻位皮瓣的转移修复，植皮

修复。不含远位瓣切取、取皮术、面神经探查术。

JHB68302 颊部洞穿性损伤修复术
消毒铺巾，处理缺损，形成创面，设计皮瓣，按设计切取皮瓣，游离转移至面部，显微镜下吻合血

管，分别缝合皮肤面和粘膜面缝合皮瓣，供区直接缝合。留置引流。不含自体皮片移植。
3.腭

JHC43301 腭咽环扎腭裂修复术
指麻醉下先行粘膜下浸润麻醉，切开，腭咽腔环形缩窄，缝合。不含硬、软腭裂修复、硬腭前部牙

槽裂关闭。
JHC61301 腭部良性肿物切除术 指良性肿物局部切除，无洞穿缺损，缺损打包或植皮修复。不含取皮术、淋巴结清扫。

JHC63301
腭部恶性肿瘤扩大切除

术

指腭部恶性肿物表面或周围设计切口，扩大切除邻近软组织(含淋巴结)，部分硬腭的切除，处理创

面。不含洞穿缺损邻近组织瓣的转移修复、远位瓣的切取。

JHC73301 牙槽嵴植骨增高术
麻醉，切开黏膜，翻瓣，使用微动力系统牙槽嵴修整，植骨，修正形态，植骨固定，伤口缝合。不

含取骨术。

JHC68301 牙槽突裂植骨成形术
指麻醉下牙槽突裂隙切开，翻瓣，缝合鼻腔侧粘膜，植骨床准备，髂部小切口切开至骨面，取骨器

取松质骨，骨移植、裂隙关闭。

JHC47301
牙槽嵴低平牵张成骨增

高术

经口内或口外入路切开软组织显露牙槽嵴，水平截开拟牵张区域的骨质并作必要的修整，先进行牵

张器塑形，然后安置并固定，处理术区缝合伤口。手术需使用微动力系统。

JHC47302
牙槽嵴低平种植型牵张

器增高术

经口内入路切开牙龈显露牙槽嵴，水平截开拟牵张区域的骨质并作必要的修整，安置种植牵张器，

处理术区缝合伤口。手术需使用微动力系统。

JGG68301 咽腭弓成形术
消毒铺巾，开口器暴露咽腔，可用头灯或配光源的专用开口器直视口咽腔，沿悬雍垂两侧，切除部

分软腭，缝合切口。

JGG68302 腭咽成形术
消毒铺巾，开口器暴露咽腔，可用头灯或配光源的专用开口器直视口咽腔，切除双侧扁桃体，沿悬

雍垂两侧切开、切除部分组织，电烧、缝合止血，缝合切口扩大鼻咽、口咽腔。

JHC68302 咽后壁瓣腭咽成形术
指设计，浸润麻醉，咽后壁瓣掀起，咽喉壁创面关闭，与软腭鼻面伤口缝合，口腔面伤口缝合，悬

雍垂成形。不含腭裂修复术。

JHC68303 T形瓣上提腭咽成形术
消毒，设计，将咽后壁粘膜T行切开，形成蒂位于两侧的两个咽后壁瓣，并分别于软腭的两个鼻侧

切缘缝合，形成两个通气管。

JHC68304
伸母短肌游离腭咽环扎

成形术

消毒，采取去神经后的伸拇短肌，通过上颌结节后和咽后壁切口，将其引入咽上缩肌的后面和软腭

肌肉的表面，对鼻咽腔进行环扎成形，矫正腭咽闭合不全。不含足伸拇短肌去神经术。

JHC68305
颊肌黏膜瓣转移+腭咽

成形术

全麻，消毒，剥离口腔侧及鼻腔侧黏膜，鼻腔侧黏膜做Ｚ改形，口腔侧用颊肌粘膜瓣转移修复，延

长软腭，矫正腭咽闭合不全。+B800

JHC68306 腭咽肌瓣成形术
于两侧腭咽弓各形成腭咽肌瓣，于咽后壁掀起一短粘膜瓣，将腭咽肌瓣转移至咽喉壁缺损处。不含

腭部裂隙关闭。
JHC68307 腭咽肌瓣转移成形术 于两侧腭咽弓各形成腭咽肌瓣，于咽后壁掀起一短粘膜瓣，将腭咽肌瓣转移至咽喉壁缺损处。

JHC68308 咽后嵴成形术
消毒铺巾，设计切口，切开，植入充填材料或在咽后壁两侧各形成一个纵行咽瓣，各旋转90°，缝

合形成咽后嵴。

JHC68309 咽后壁组织瓣成形术
消毒，设计，掀起咽后壁粘膜瓣，咽后壁创面拉拢缝合，剖开软腭后缘，将咽后壁瓣缝合于软腭鼻

腔侧粘膜，缝合软腭肌层和口腔侧粘膜。不含腭部裂隙关闭。
JHC66310 悬雍垂缩短术 消毒铺巾，设计切口，局部注射肿胀液，软硬腭交界处切除部分黏膜，暴露其下肌肉，缩短缝合。

JHC68310 悬雍垂腭咽成形术
消毒铺巾，设计切口，局部注射肿胀液，分离剪除腭咽弓和腭舌弓间的黏膜和黏膜下组织，将腭咽

弓和腭舌肌缝合。

JHC68311 腭弓成形术
指设计、浸润麻醉、切开、分离、组织瓣转移成形，或将舌腭弓和咽腭弓做Z改形以延长之，伤口

缝合。
JHC66302 腭帆缩短术 含设计，浸润麻醉，切开，分离，组织瓣转移成形，伤口缝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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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HC68312 腭咽过度闭合矫正术
消毒，切除过长的软腭后缘，肥大的悬雍垂和松弛的咽侧壁粘膜，必要时切除肥大的扁桃体，将咽

侧壁粘膜向前绷紧缝合。不含扁桃体切除术。

JHC68313 单侧齿槽嵴裂修复术

消毒铺巾，唇侧裂隙两侧切口，掀起粘膜瓣，形成封闭的植骨袋，取髂骨前上缘处的骨松质，植入

植骨袋，将瘘孔周围粘膜翻转做为衬里，用邻近的粘膜瓣转移修复创面，转移白唇皮瓣、红唇粘膜

瓣，调整上唇形态，重组口轮匝肌，鼻翼缘切口，设计鼻翼软骨粘膜瓣，调整鼻部形态，缝合。不

含自体骨取骨术。

JHC68314 Ⅰ度腭裂修复术
Ⅰ度腭裂指仅软腭裂开。麻醉下先行粘膜下浸润麻醉，裂隙缘切开，游离腭帆提肌，重建腭帆吊

带，缝合鼻腔粘膜及口腔粘膜，悬雍垂成形。含悬雍垂裂、软腭裂、隐裂修复。

JHC68315 Ⅱ度腭裂修复术
Ⅱ度腭裂指硬腭的不完全裂开。麻醉下先行粘膜下浸润麻醉，裂隙缘切开，腭侧龈缘内侧做松弛切

口，粘骨膜下分离，切断腭腱膜，松解腭大神经血管束，凿断翼钩，游离腭帆提肌，重建腭帆吊

带，缝合鼻腔粘膜、肌肉及口腔粘膜，悬雍垂成形。

JHC68316 Ⅲ度腭裂修复术
Ⅲ度腭裂指硬腭的全层裂开。麻醉下先行粘膜下浸润麻醉，裂隙缘切开，腭侧龈缘内侧做松弛切

口，粘骨膜下分离，切断腭腱膜，松解腭大神经血管束，凿断翼钩，游离腭帆提肌，重建腭帆吊

带，缝合鼻腔粘膜、肌肉及口腔粘膜，悬雍垂成形。

JHC68317
反向双“Z”腭裂修复

术

麻醉下先行粘膜下浸润麻醉，裂隙缘切开，腭侧龈缘内侧做松弛切口，粘骨膜下分离，切断腭腱

膜，松解腭大神经血管束，凿断翼钩，游离腭帆提肌，重建腭帆吊带，鼻腔粘膜反向“Z”字成形

术，缝合鼻腔粘膜、肌肉及口腔粘膜，悬雍垂成形。

JHC68318 单瓣后退腭裂修复术
消毒铺巾，设计切口，将舌形粘骨膜瓣由前向后剥离，剪断腭腱膜及鼻侧黏膜，缝合鼻侧黏膜，肌

层和口腔侧黏膜。

JHC68319
颊肌黏膜瓣转移腭裂修

复术
消毒铺巾，设计切口，切开，按两瓣后推术形成腭部两大黏膜瓣，将颊肌黏膜瓣缝合于遗留创面。

JHC68320 萨氏微创腭裂修复术 消毒铺巾，设计切口，自裂隙缘切口，切开解剖腭帆提肌，腭帆提肌吊带，缝合。

JHC68321 腭瘘修复术
指应用兰氏法、舌瓣和局部粘骨膜瓣等修复腭瘘。消毒铺巾，于腭瘘边缘分别剥离，剥离两侧松弛

切口，止血，分别缝合鼻腔侧黏膜和口腔侧黏膜。

JHC68322
颊肌黏膜瓣转移腭瘘修

复术
全麻，消毒，于口腔内切取颊肌粘膜瓣，转移至腭瘘处修补。

4.舌
JHD68201 舌系带成形术 舌腹舌系带最薄弱处切开，纵行缝合，或应用Z成形术或V-Y成形术进行矫正，延长舌系带。
JHD61201 舌肿物切除术 舌尖、舌体、舌根良性肿瘤，完整切除，创面拉拢缝合

JHD61202 半舌切除术
舌背、舌缘肿物外正常组织范围内切开，恶性肿物一般在肿物外1.5厘米左右切开，扩大切除，完

整切除，止血，术中结扎舌动脉，然后将残留的舌体组织拉拢缝合，将舌背黏膜与舌腹黏膜对位间

断缝合。不含舌缺损再造术。

JHD62201 全舌切除术
含切开，止血，结扎舌动静脉，恶性肿物全舌及周围组织的扩大切除。不含颈淋巴清扫术、舌缺损

再造术。

JHD62301
舌骨上进路舌根部肿瘤

切除术

指口外舌骨上入路，逐层切开，剪断结扎舌骨上肌群，保护舌下神经，保护或结扎切断一侧舌动

脉，切开会厌与舌根间的咽部粘膜进入舌根部，切除肿瘤后分别关闭舌部伤口与会厌部黏膜伤口，

重建舌骨上肌群和舌骨的附丽关系。

JHD62302
正中进路舌根肿瘤切除

术

剖开下唇正中，截开下颌骨颏部中线，牵开下颌骨颏部断端向两侧，剖开口底和舌正中，直接进入

舌根部肿瘤，扩大切除肿瘤，止血，处理创面，间断缝合伤口。不含下颌骨骨截开处的骨断端内固

定、舌修复术、淋巴结清扫。
JHD63201 舌恶性肿物扩大切除术 指舌恶性肿物切除，缺损拉拢缝合。
JHD68202 巨舌畸形矫正术 对淋巴管瘤、血管畸形及先天性巨舌畸形进行治疗。设计切除肥大舌体，止血，缝合。
JHD68203 局部皮瓣舌整形术 指因为外伤和肿瘤切除后造成舌体缺损，采用舌自身组织局部瓣修复整形舌形态。

JHD69201
带蒂复合组织瓣舌再造

术

指舌恶性肿瘤切除后舌体部分缺损，接受远处自体游离瓣来修复重建舌体。含受床制备，带蒂皮瓣

或带蒂肌皮瓣就位缝合，舌外形修整。不含肌皮瓣切取。

JHD69202 血管化组织瓣舌再造术
舌部缺损区的受区及血管准备，血管化组织瓣就位，血管准备，纤维外科技术和显微外科器械吻合

血管，舌成形，伤口处理。不含带血管蒂组织瓣切取。
5.唾液腺

JHE34101 涎腺肿块穿刺术
用灰阶超声仪对涎腺肿块进行术前观察，消毒铺巾，局麻，在B超监视下将穿刺针或穿刺枪经皮刺

入涎腺肿块内，抽吸活检，置管引流或注药。图文报告。不含超声引导。
JHE62301 涎腺瘘切除导管结扎术 含皮肤切开，翻瓣，解剖面神经，切除涎瘘，结扎导管，缝合皮肤，加压包扎伤口。

JHE69301 涎腺瘘切除导管重建术
含皮肤切开，解剖面神经，切除涎瘘，导管断端确认，导管改道或导管缺损静脉血管移植吻合再

造，关闭伤口。不含静脉血管切取术。

JHE61302 腮腺浅叶肿物切除术
耳屏前绕耳垂至颌下S形切口，从腮腺咬肌筋膜表面翻瓣，暴露肿物，含腮腺浅叶肿物切除，腮腺

浅叶切除、面神经解剖导管处理，缝合伤口，加压包扎。不含淋巴清扫术。
JHE61301 腮腺部分切除术 含翻瓣，解剖面神经，腮腺浅叶切除，不含淋巴结清扫。
JHE62302 腮腺全切除术 含翻瓣，解剖面神经，腮腺深叶肿物切除，腮腺全切除，导管处理。不含淋巴结清扫。

JHE63301
腮腺恶性肿瘤扩大切除

术

耳屏前绕耳垂至颌下S形切口，从腮腺咬肌筋膜表面翻瓣，暴露肿物，解剖面神经，腮腺恶性肿

瘤，全腮腺组织切除，肿瘤邻近组织切除，导管处理及伤口处理。含颈淋巴清扫术。

JHE48301 腮腺导管结石取出术
指麻醉下口内或口外皮肤切开，探查导管，明确结石后导管结石取出，导管冲洗，缝合导管破损口

及伤口。

JHE48302 腺导管探查取石术
指腮腺、颌下腺出现相应的导管功能障碍，探查其病因。切开、寻找探查导管，摘除结石，缝合导

管，关闭伤口。
JHE71301 腮腺导管断裂吻合术 解剖保护面神经，导管探查分离解剖，端端吻合。

JHE73301
腮腺导管缺损静脉移植

修复术
解剖保护面神经，导管探查分离解剖，静脉与导管端端吻合。不含血管切取术。

JHE62303
腮腺咬肌区静脉畸形切

除术
指切开皮肤，翻瓣，肿瘤显露，腮腺导管，面神经解剖，切除肿瘤。不含微波热凝、射频止血。

JHE73302 颌下腺移植术
受区颞部切开皮肤和皮下，颞浅动静脉解剖，制备接受颌下腺体的受床，供体颌下腺切取移植及动

静脉吻合血管吻合术及导管吻合术，导管口易位。
JHE62304 颌下腺摘除术 含切开翻瓣，颌外动、静脉结扎、舌神经处理颌下腺摘除，导管结扎及神经处理。
JHE68301 舌下腺囊肿袋形术 在舌下腺囊中表面，切除圆形或卵圆形粘膜和囊壁，然后囊肿壁和口底粘膜拉拢缝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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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HE62305 舌下腺摘除术
指口内舌颌沟切口，切开粘膜和粘膜下层，显露舌下腺，探查舌神经和颌下腺导管走行，并摘除舌

下腺，处理创面，缝合伤口。
6.颌面
颌面部

JHF60301
口腔颌面部良性病变冷

冻治疗
指对口腔及颌面部各类小肿物，使用液氮对血管瘤、淋巴管瘤及良性病变冻融治疗。

JHF60302
口腔颌面部恶性肿瘤冷

冻治疗
指对口腔及颌面部恶性肿瘤，使用液氮冻融治疗。

JHF61301
口腔颌面软组织浅表创

伤清创术

指涉及一个解剖区域的浅表软组织损伤，无骨折，神经及导管损伤。辅助局部麻醉下用过氧化氢液

及生理盐水(必要时还需加用合适药物)反复冲洗伤口，清除异物，完善止血，缝合伤口。

JHF61302
颌面部软组织挫裂伤清

创缝合术

指涉及两个解剖部位的软组织不规则伤。未通口内和窦腔。辅助局部麻醉下用过氧化氢液及生理盐

水(必要时还需加用合适药物)反复冲洗伤口，清除异物，完善止血，缝合伤口。不含面神经损伤修

复、腮腺导管损伤修复、颌骨骨折处理。

JHF61303
颌面部严重软组织挫裂

伤清创缝合术

指涉及三个解剖区的软组织挫裂伤，与口内相通，未涉及眼、鼻，无组织缺损，可伴有骨折，导管

断裂，面神经分支损伤。行软组织的清创缝合术。不含面神经损伤修复、腮腺导管修复、颌骨骨折

处理。

JHF38301
颌面部血管畸形腔内注

射术
含硬化剂注射，治疗药物配制。不含巨型血管畸形造影指导下硬化栓塞。

JHF38101 经皮颌面痛点封闭治疗 含颞下颌关节、翼外肌等咀嚼肌以及颈部肌肉痛点的局部注射麻醉治疗。
JHF35301 颌面部脓肿切开引流术 局麻下行颌面部单间隙脓肿切开，探查脓腔，引流脓液，冲洗，放置引流条。必要时神经阻滞麻醉

JHF35302
颌面部多间隙脓肿切开

引流术

两个间隙以上脓肿的切开引流，按照脓肿部位不同采用不同的入路。局麻下可经颞部、颌下或口内

切口，分层切开局部组织，止血钳在尽可能低位钝性进入脓腔，扩大引流通道，冲洗脓腔，放置引

流条。术中要防止损伤颌面颈部重要血管、神经如颈动静脉系统、面神经，将所有脓腔扩通，必要

时神经阻滞麻醉。
JHF62301 颌面皮肤瘘管病灶切除 麻醉，切开探查病灶，切除病灶及瘘管。

JHF62302 颌面小肿物切除整形术
小是指10-20毫米范围的肿瘤、肿物等，需要做整形缝合。指肿物位于皮下或皮肤内，设计切口，

切除肿物后拉拢缝合伤口，颌面部痣，疣，癍，皮脂腺囊肿，血管瘤，脂肪瘤，纤维瘤等切除。不

含解剖面神经。
JHF46301 颌面缺损种植体植入术 分期手术，第一期埋置骨种植根(秆卡式或磁性)。第二期制作外部器官。

JHF62303
颌面部神经纤维瘤切除

成形术(小)

指直径小于等于5厘米的肿瘤切除及邻位瓣成形。指单纯手术切开，翻瓣，止血，切除肿瘤，然后

拉拢缝合伤口。不含解剖面神经。

JHF62304
颌面部神经纤维瘤切除

成形术(中)

指直径小于等于10厘米的肿瘤切除。单纯手术切开皮肤，翻瓣，止血。切除肿瘤，重要部位需解剖

面神经，设计局部皮瓣转移，关闭伤口。

JHK32301
半侧颜面巨大神经纤维

瘤切除术(大)

指巨大瘤体大部切除，伤口处理。术前设计好肿瘤切除范围，并划切口线，皮肤切开、止血、解剖

重要神经血管颈外动脉结扎、肿瘤部分切除，关闭伤口，止血。不含组织缺损修复术。

JHF73301
颌面创伤性软组织缺损

局部组织瓣修复术

软组织清创后，面部组织缺损用局部组织瓣转移、滑行、易位修复。不含面神经损伤修复、腮腺导

管修复、颌骨骨折处理。

JHF73302
口腔颌面部软组织缺损

带蒂皮瓣修复术
含皮瓣转移、就位与修整，缺损区修复与成形。不含远位肌皮瓣修复术。

JHF73303
颌面部软组织缺损远位

肌皮瓣修复术

口内或内外入路。含非手术区远位肌皮瓣制备及转移，应用颈阔肌皮瓣，胸大肌皮瓣，胸锁乳突肌

皮瓣等等带蒂皮瓣或肌皮瓣等。

JHF73305
口腔颌面部软组织缺损

游离皮瓣移植修复术

指舌、颊、腭、口底软组织缺损的修复。含受床准备，血管准备，血管化皮瓣的转移就位，皮瓣血

管准备，吻合血管，缺损修复成形，洞穿缺损植皮。不含带血管游离皮瓣切取。

JHF68301 面横裂修复术
指麻醉下测量、定点、设计，阻滞麻醉、分层切开，分离口轮匝肌，肌功能修整，按照设计作组织

瓣的旋转移位，伤口减张分层缝合。

JHF68302 面斜裂修复术
指麻醉下测量，定点，设计，阻滞麻醉，分层切开，分离口轮匝肌，肌功能修整，按照设计作组织

瓣的旋转移位，伤口减张分层缝合。

JHF68303 复杂面裂修复术
指麻醉下测量，定点，设计，阻滞麻醉，分层切开，分离表情肌，肌功能修整，按照设计作组织瓣

的旋转移位，伤口减张分层缝合，常需多个局部皮瓣转移修复。

JHF68304
面部软组织不对称畸形

局部组织瓣矫正术
指在麻醉下设计，局部组织瓣切取，换位，旋转，滑行，缝合矫正畸形。

JHF68305
面部软组织不对称畸形

游离组织矫正术

指在麻醉下设计，皮下分离，畸形区受床准备，游离脂肪或真皮充填，缝合，组织对称性成形。不

含游离脂肪切取、游离真皮切取。

JHF68306
颜面部软组织不对称局

部组织瓣修复畸形矫正
含局部组织瓣制备及转移。

JHF68307
口腔颌面部复合缺损游

离骨肌皮瓣移植修复术

指颌面部软组织、骨组织复合缺损的修复。含受床准备，血管准备、血管吻合，肌皮骨瓣就位塑形

与移植固定，颌间固定。手术需使用微动力系统。不含带血管游离肌皮骨瓣切取。

JHF68308
陈旧性面瘫血管化游离

肌瓣矫正术

指在麻醉下设计，双侧翻瓣，解剖面神经，受区血管准备，肌瓣就位固定，显微镜吻合血管神经，

面部成形。不含神经血管蒂游离肌瓣切取术。

JHF57301
全面部骨折手术复位内

固定术

指涉及鼻眶、颧眶、颧骨颧弓、上下颌骨等全面部新鲜(非陈旧性)骨折的整复。经冠状切口、鼻根

部、口内、颌下、睑缘多部位联合切口分别切开翻瓣，显露骨折区域，并保护面部血管神经，颌间

结扎保持咬合关系，按先后顺序依次作复位、内固定，颅骨眶底缺损者还需同期修复，重建面部轮

廓和咬合关系，处理术区，缝合伤口。需使用微动力系统。不含取骨植骨术、计算机辅助重建设计

、头模制备、模型外科、眼耳鼻整复(容)术。

JHF68309
全面部陈旧性复杂骨折

畸形整复术

指涉及鼻、眶、颧骨、上下颌骨等全面部陈旧骨折的整复。经冠状切口、口内、颌下、睑缘多部位

联合切口分别切开翻瓣，显露骨折区域，保护面部血管神经，截开畸形愈合的骨折区，处理骨断

面，颌间结扎保持咬合关系，按先后顺序作复位、内固定，重建面部轮廓和咬合关系，处理术区，

缝合伤口。需使用微动力系统。不含取骨植骨术、计算机辅助重建设计、头模制备、模型外科、眼

耳鼻整复(容)术。

JZB62305 颈部囊状水瘤切除术
消毒铺巾，沿颈侧皮纹切开，分离掀起皮瓣，暴露肿物区，沿包膜暴露分离肿瘤，保护好周围结

构，完整切除逐层缝合，防止引流，加压包扎，根据病情可气管切开。不含气管切开、病理学检查
JZB07301 颈部开放性损伤探查术 定位，消毒铺巾，局麻，伤口探查，止血，清创，缝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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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HF48301
面颈部浅表异物探查取

出术
位于皮下或浅筋膜为浅。含面部表浅部位异物(金属、非金属异物)的探查取出。

JHF48302
面颈深部异物探查取出

术

位于颈深筋膜深面或特殊结构如骨内，骨间隙，咽旁，颈鞘等深在位置。含面部深在异物如(翼腭

窝、颞下及翼颌区)的探查，根据具体情况设计口内或者口外颌下切口，逐层进入，异物取出。不

含截骨术、再固定术。

JHF62305 腮裂瘘管切除术
局部消毒麻醉，沿瘘管外口注入美蓝示踪。瘘管切除，(仔细辨认可能与之伴行或其周围之面神经

主干或分支，必要时做面神经监测)缝合，包扎。不含面神经监测。

JHF62306 复发性腮裂瘘管切除术
局部消毒麻醉，沿瘘管外口注入美蓝示踪。瘘管(连同与其粘连之表皮瘢痕)切除，(仔细辨认可能

与之伴行或其周围之面神经主干或分支，必要时做面神经监测)缝合，包扎。不含面神经监测。
JHF62307 鳃裂囊肿瘘切除术 含翻瓣，追踪囊肿蒂部所在，解除粘连，囊肿及鳃裂瘘切除。颈动脉探查保护，解剖保护面神经。

JHF62308 第一鳃裂囊肿摘除术
耳后或者颌后切口，逐层进入，探查鳃裂囊肿的位置，解剖面神经总干或者各个分支，保护好面神

经后，探查鳃裂囊肿和外耳道及面神经总干的关系，然后完整摘除囊肿，处理创面，缝合伤口。

JHF62309 第二鳃裂囊肿摘除术
颌下区或者颈侧区囊肿表面弧形切口，切开皮肤、皮下和颈阔肌，翻瓣暴露囊肿位置和范围，探查

囊中和颈部血管鞘的关系，沿着囊肿周围剥离，探查囊肿蒂部的走形，完整切除囊肿和其蒂部，如

果和咽部相通，要缝合咽部伤口，处理创面，止血，缝合伤口。

JHF62310
第三、四鳃裂囊肿摘除

术

颈根部囊肿表面水平切口，从颈阔肌下翻瓣，翻瓣暴露囊肿位置和范围，探查囊中和颈部血管鞘的

关系，沿着囊肿周围剥离，探查囊肿蒂部的走形，完整切除囊肿和其蒂部，如果和相通，要缝合食

道开口端的伤口，处理创面，止血，缝合伤口。

JHF62311 鳃裂囊肿切除术
消毒铺巾，经颈侧切开，逐层切开，应用电烧止血。分离暴露鳃裂囊肿，注意保护血管和相关的神

经。切除囊肿，止血缝合，放置引流，切口加压包扎。肿物送病理。不含病理学检查。

JHF68310 颌下脂肪袋整形术
消毒铺巾，设计，局麻，注射肿胀液，在下颌角外下方或颏部进针，在颈阔肌浅层行扇形抽吸，保

留3-5毫米皮下脂肪层，加压包扎。

JHF69301 引导骨再生术
局部麻醉，彻底清除种植体周围骨缺损区或牙槽突骨缺损区表面的软组织，准备植骨床，局部取自

体骨，将植骨材料(自体骨和/或骨代用品)植于缺损区，表面覆盖生物隔膜，必要时用膜固定钉加

以固定，软组织瓣减张处理，伤口严密缝合。

JHF62312
口腔颌面部巨大静脉畸

形切除术

指面颈部海绵状血管瘤大部切除面神经解剖，血管探查结扎及组织成形。不含微波热凝、射频止血

。

JHF62313
口腔颌面部巨大动静脉

畸形切除术

含畸形病灶的显露，神经探查解剖。不含组织缺损修复大部切除及组织成形、微波热凝、射频止血

。

JHF62314
颌骨中心性血管畸形切

除术

含病变的显露，然后截除病变骨，止血植皮，创面严密止血。不含骨缺损修复术、血管介入栓塞术

。

JHF62315
口腔颌面部巨大淋巴管

畸形切除术
含面颈部巨大淋巴管瘤的切除，解剖神经组织成形。不含微波热凝或射频止血。

JHG47301
自体脂肪注射颞部充填

术

局部麻醉，设计，于身体的其它部位采用脂肪抽吸技术，获得自体颗粒脂肪，清洗纯化，用表皮生

长因子清洗，注射移植到颞部，加压包扎。

JHG62301 颞部肿物切除术
消毒铺巾，设计切口，含肿物切除及邻位瓣转移修复，植皮修复。止血，冲洗，缝合，包扎。不含

远位瓣切取、取皮术。

JHG48301 颞部假体取出术
局部麻醉，切开颞部至硅橡胶充填层次，游离、取出假体，彻底清洗，放置引流片，缝合、加压包

扎。
JHG48302 颞部注射性填充物取出 局部麻醉，切开颞部至充填层次，反复清洗后刮勺刮除，彻底清洗，放置引流管，缝合、加压包扎

JHG67301 假体置入颞部充填术
麻醉，设计，雕刻假体，亚甲蓝标记，剥离腔隙，止血，将设计好大小的假体材料放入，用特殊缝

线固定假体，冲洗，逐层缝合切口，加压包扎。

JHG61301 嚼肌部分切除术
消毒铺巾，麻醉，口内切开显露嚼肌，在嚼肌内侧面用组织剪或电刀将嚼肌深层均匀分离，根据术

前设计去处部分嚼肌。不含下颌角的三角形去骨。
JHG62302 颈部入路茎突过长切除 指麻醉下切开，翻瓣，过长的茎突探查，切除，伤口关闭。
JHG62201 口内入路茎突过长切除 指麻醉下舌颌沟切开，确认过长茎突，切除并关闭伤口。

JHG61302 颞骨部分切除术
全麻，术野消毒铺无菌巾，耳后切开，外耳道骨部切除，乳突切除，颞颌关节切除，(腮腺切除)。

肌皮瓣修复，缝合切口，包扎。不含颞颌关节切除、腮腺切除、监视输出系统、面神经监测。

JHG61303 颞骨次全切术
全麻，术野消毒铺无菌巾，耳后切开，外耳道骨部切除，乳突切除，迷路切除。颞颌关节切除，

(腮腺切除)。肌皮瓣修复，缝合切口，包扎。不含监视输出系统、面神经监测。

JHG62306 颞骨全切术
全麻，术野消毒铺无菌巾，耳后切开，外耳道骨部切除，乳突切除，迷路切除，岩尖切除，颞颌关

节切除，(腮腺切除)。肌皮瓣修复，缝合切口，包扎。不含颞颌关节的切除、腮腺切除、监视输出

系统、面神经监测。

JHG66301 颧骨磨削术
消毒铺巾，口内上颌粘膜设计切口，骨膜下剥离显露上颌骨前壁，颧骨和部分颧弓，保护眶下神经

。用磨球将颧骨颧结节等高处磨除，彻底止血，观察左右是否对称，冲洗，放置引流，缝合，包扎

。不含负压引流。

JHH66302 颧骨凿低术
口内上颌粘膜设计切口，骨膜下剥离显露上颌骨前壁，颧骨和部分颧弓，保护眶下神经。用骨凿将

颧骨结节等高处凿除，彻底止血，观察左右是否对称，冲洗，放置引流，缝合，包扎。不含负压引

JHH55201
口内入路颧弓骨折复位

术

局麻下经口内上颌前庭沟切口切开粘骨膜，在骨膜下翻瓣剥离经颧牙槽嵴颧骨体达颧弓区域，偱骨

膜下间隙将颧弓复位专用器械伸入达颧弓骨折区域深面，按照复位方向用恰当的力量抬起塌陷颧

弓，使骨折复位，恢复颧弓高度，检查颧弓高度恢复后缝合伤口。

JHH55301
颞部入路颧弓骨折复位

术

局麻下经颞部切口切开头皮翻瓣，在正确的层次将颧弓复位专用器械伸入达颧弓骨折区域深面，保

护好面神经，按照复位方向用恰当的力量抬起塌陷颧弓，使骨折复位，恢复颧弓高度，检查颧弓高

度恢复后缝合伤口。

JHH55302
齿钩牵拉颧弓骨折复位

术-口外法

局麻下避开面神经走行区域在颧弓骨折区域将颧弓复位专用齿钩刺入达颧弓深面，按照复位方向用

恰当的力量拉起塌陷颧弓，使骨折准确复位，恢复颧弓高度，必要时缝合皮肤伤口。

JHH57301
颧骨颧弓截骨坚固内固

定术
根据具体条件进行骨内固定，含钢丝结扎或小型或微型钛板坚固内固定。

JHH57302 颧骨骨折复位内固定术
消毒铺巾，设计口内粘膜切口，局部麻醉后，切开，自骨膜下剥离显露颧骨颧弓，复位嵌入的软组

织，将骨折复位，钛钉钛板内固定，缝合骨膜及切口，留置引流。不含负压引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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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HH57303
颧骨陈旧性骨折截骨复

位固定术

辅助局部浸润麻醉后，经颞部切口联合口内切口入路，切开翻瓣，妥善处理颞部血管，保护好面神

经、眶下神经，显露颧骨骨折区域，应用微动力系统将已畸形愈合的骨块切割、松解，使其能移位

、拼对、连接并作塑形、修整，用钛板钛钉将骨块复位固定，修整骨块使其无锐的边缘，将软组织

复位检查面部双侧对称性。处理术区，完善止血，放置引流，缝合伤口。手术需使用微动力系统。

含眶底探查。不含眶底重建、计算机辅助设计、颌骨模型制备、口外重建板预成型。

JHH57304
颧骨颧弓骨折复位内固

定术

经冠状切口、睑缘多部位联合切口分别切开翻瓣，显露骨折区域，并保护面部血管神经，松解骨折

块并作复位，分别固定颧额缝、颧上颌缝、眶下、颧弓，行眶底探查并作必要的修复。处理术区，

缝合伤口。内固定需使用微动力系统。不含取骨术。

JHH57305
颞部入路颧弓骨折复位

内固定术

辅助局部浸润麻醉后，经颞部切口切开翻瓣，妥善处理颞部血管，保护好面神经，显露颧骨颧弓骨

折区域，依次作骨折复位、内固定，软组织悬吊缝合，重建面部轮廓，处理术区，放置引流，缝合

伤口。内固定需使用微动力系统。
JHH46301 颧骨种植体植入术 局部浸润或阻滞麻醉，使用专用种植机和配套种植外科系列工具，经牙槽突将种植体植入颧骨内。

JHH46302
下睑入路人工材料植入

颧骨充填术

消毒铺巾，额颞部和下眼睑设计切口或可附加口内切口，骨膜下剥离显露上颌骨前壁，颧骨和部分

颧弓，保护眶下神经。采取羟基磷灰石等人工骨质帖附或嵌入植入颧骨表面，增高颧骨颧弓等处，

用钛板，钛钉或可吸收材料进行固定，彻底止血，观察左右是否对称，冲洗，放置引流，缝合，包

扎。不含自体骨质的采取、负压引流。

JHH46201
口内入路人工材料植入

颧骨充填术

消毒铺巾，切口设计(同前)，局部麻醉后，切开，骨膜下剥离显露颧骨，复位嵌入的软组织，人工

骨修复塌陷处，钛钉钛板或钢丝内固定，缝合切口，留置引流。不含负压引流。

JHH46303 颧骨过低衬垫成形术
经上颌前庭沟入路，切开并于骨膜下翻瓣显露上颌窦前壁、颧牙槽嵴，并向上分离显露颧骨体及颧

弓前份。置入专用拉钩保护软组织、暴露手术区，将拟植入的材料塑形并反复调整形态与位置，最

后植入并固定，处理术区，伤口关闭。手术需使用微动力系统。不含取骨术。

JHH67301
颧骨截骨自体骨移植增

宽术

消毒铺巾，口内上颌粘膜设计切口，骨膜下剥离显露上颌骨前壁，颧骨和部分颧弓，保护眶下神经

。用裂钻或来复锯将颧骨于上颌骨和额部连接截断，将颧骨和颧弓向前和外侧抬起，骨间隙应用自

体骨质充填，小钛板进行坚固内固定。彻底止血，观察左右是否对称，冲洗，放置引流，缝合，包

扎。不含负压引流。
JHH48301 内置式骨牵张器拆除术 切开局部软组织，显露牵张器，旋出固定螺钉，取出牵张器。处理术区缝合伤口。
JHH48302 外置式牵张器支架拆除 剪断牵引丝，旋出固定螺钉，拆除支架。

JHH68301
颧骨颧弓过窄截骨成形

术

经上颌前庭沟入路，切开并于骨膜下翻瓣显露上颌窦前壁、颧牙槽嵴，并向上分离显露颧骨体及颧

弓前份。置入专用拉钩保护软组织、暴露手术区，用微型骨锯截开颧骨颧突根部的骨质，骨断面之

间植入适当大小的骨块以使颧骨颧弓外展增高增宽。修整骨断面，截骨线两侧用金属结扎丝或钛板

钛钉固定。处理术区，缝合伤口。手术需使用微动力系统。不含取骨术。

JHH66303
颧骨颧弓截骨缩小降低

整复术

消毒铺巾，口内上颌粘膜设计切口，骨膜下剥离显露上颌骨前壁，颧骨和部分颧弓，保护眶下神经

。用裂钻或来复锯将颧骨于上颌骨和额部连接截断，去处部分骨质，将颧骨颧弓按设计下降内收，

应用小钛板进行坚固内固定，同时可设计头皮或耳前切口将颧弓根部离断，将颧骨颧弓降低。彻底

止血，观察左右是否对称，冲洗，放置引流，缝合，包扎。不含负压引流。

JHH68302
颧骨陈旧性骨折植骨矫

治术

用微动力系统将畸形的颧骨磨改修整，用植骨材料或生物材料矫正畸形。含自体植骨、固定。不含

取骨术。

JHH57306
MarkowitzⅠ类鼻眶筛

骨折复位内固定术

指鼻眶筛区线性骨折的治疗。辅助局部浸润麻醉后，经鼻根部切口入路，切开翻瓣，显露探查鼻眶

筛区骨折区域、内眦韧带附丽、眶内侧壁，保护泪囊和鼻泪管系统，先将中央骨段复位内固定，再

根据情况作内眦韧带的再附丽。处理术区，完善止血，放置引流，缝合伤口。手术需使用微动力系

统。不含鼻泪管系统修复重建、计算机辅助设计、颌骨模型制备、口外重建板预成型。

JHH57307
MarkowitzⅡ类鼻眶筛

骨折复位内固定术

指鼻眶筛区粉碎性骨折不伴骨缺损的治疗。辅助局部浸润麻醉后，经鼻根部切口入路，切开翻瓣，

显露探查鼻眶筛区骨折区域、内眦韧带附丽，眶内侧壁，保护泪囊和鼻泪管系统，先将中央骨段复

位内固定，再作内眦韧带的再附丽(用丝线或医用金属结扎丝缝扎内眦韧带断端，将线(丝)另一端

固定于重建后的眶内侧中央骨段上，调整线(丝)的松紧度以复位移位的内眦韧带)。必要时探查眶

内侧壁。处理术区，完善止血，放置引流，缝合伤口。手术需使用微动力系统。不含鼻泪管系统修

复重建、计算机辅助设计、颌骨模型制备、口外重建板预成型。

JHH57308
MarkowitzⅢ类鼻眶筛

骨折复位内固定术

指鼻眶筛区粉碎性骨折伴骨缺损、内眦韧带移位的治疗。辅助局部浸润麻醉后，经鼻根部切口入

路，切开翻瓣，显露鼻眶筛区骨折区域，保护泪囊和鼻泪管系统，解剖分离出内眦韧带断端，探查

眶内侧壁，先行眶内侧壁及中央骨段植骨重建，修整固定植骨块，再用丝线或医用金属结扎丝缝扎

内眦韧带断端，将线(丝)另一端固定于重建后的眶内侧中央骨段上，调整线(丝)的松紧度以复位移

位的内眦韧带。处理术区，完善止血，放置引流，缝合伤口。手术需使用微动力系统。不含取骨术

、鼻泪管系统修复重建、计算机辅助设计、颌骨模型制备、口外重建板预成型。

JHZ46301 种植Ⅱ期术
局部浸润或阻滞麻醉，种植体表面切开黏膜，显露种植体，更换愈合基台，对位缝合，必要时需组

织瓣成形。不含组织瓣成形术。

JHZ48301 松动种植体拔除术
局部浸润或阻滞麻醉，将松动的种植体拔除，彻底刮除炎症组织。必要时使用专用切割钻去除骨组

织阻挡。

JHZ48302 骨结合种植体取出术
局部浸润或阻滞麻醉，使用牙种植机以及专用配套空心钻种植体外缘切割周围骨组织，最后取出种

植体。

JHZ46302 骨挤压种植体植入术
局部浸润或阻滞麻醉，在使用专用种植机和配套种植外科系列工具制备种植窝过程中，由于骨质疏

松或骨床宽度略薄，使用专用系列骨挤压器逐渐扩大种植窝，最后植入种植体，以增加种植体的初

期稳定性，避免种植体外露。

JHZ46303 颅面种植体植入术
局部浸润或阻滞麻醉，利用专用种植机和配套种植外科系列工具，鼻旁、耳周、眶周以及其它颅颌

面骨内制备种植窝，植入颅面种植体。
JHZ68301 种植体周软组织成形术 局部浸润或阻滞麻醉，采用局部三角瓣旋转、组织滑行等方法。
JHZ61301 种植体周围洁治术 使用种植体专用洁治器，洁牙机配合彻底清除种植修复体以及基台周围的软垢、结石等，上药。

JHZ61302 种植体周围翻瓣刮治术
局部浸润或阻滞麻醉，种植体周围软组织翻瓣，显露炎症累及的种植体表面，彻底清除周围炎症组

织，冲洗，缝合。
JHZ68302 种植区黏膜缺损修复 应用自体硬腭粘膜进行种植区软组织的不足修复。

上颌骨

JHJ68301
口腔上颌窦瘘黏骨膜瓣

转移修补术

指用黏骨膜瓣转移修复瘘口。局麻下创口创面的准备，黏骨膜瓣制备，转移至瘘口创面及缝合。不

含口腔模型制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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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HJ48301 上颌窦开窗异物取出术
局麻下切开黏骨膜，翻瓣，上颌窦开窗，探查，异物(拔牙断根)取出，缝合伤口。不含口腔内窥镜

使用。
JHJ68302 上颌结节成形术 麻醉，切开黏骨膜，翻瓣，骨凿去骨，修整骨形态。不含取皮术。

JHJ62201 上颌骨囊肿摘除术
口内牙龈切开，或前庭沟切开，骨膜下翻瓣，咬骨钳或电钻磨头开窗，刮治囊腔，病源牙根尖截

除，摘除囊肿，骨腔处理，缝合伤口。加压包扎。不含囊肿侵犯上颌窦而所做的上颌窦根治术、拔

JHJ61301 上颌骨部分切除术
口内前庭沟切口加上腭部切口，也可以辅助面部韦伯切口，切开暴露牙槽突根尖上截骨范围，用电

锯或骨刀截开，撬动骨块，摘除病变骨，止血后打包关闭伤口。手术需使用微动力系统。不含取皮

术、植皮术、腭护板制作、缺损修复。

JHJ61302 上颌骨次全切除术

口内前庭沟和上腭部切口，加上面部韦伯切口，切开暴露上颌骨前壁，剥离鼻腔鼻底黏膜，用电锯

或骨刀截开腭中缝、上颌骨鼻突和翼上颌连接，保留眶底，撬动骨块，摘除病变骨，止血后打包关

闭伤口。手术需使用微动力系统。不含邻近瓣转移修复、取皮术和植皮、腭护板制作、缺损修复、

淋巴结清扫。

JHJ62301 上颌骨全切术

指保留眶底的一侧上颌骨肿瘤及邻近受侵犯软组织切除，植皮覆盖创面。口内前庭沟和上腭部切

口，加上面部韦伯切口，切开暴露上颌骨前壁，剥离鼻腔鼻底黏膜和眶底骨膜，用电锯或骨刀截开

腭中缝、上颌骨鼻突、翼上颌连接和上颌骨颧突，保留眶底，撬动骨块，摘除病变骨，止血后打包

关闭伤口。手术需使用微动力系统。不含缺损修复术、取皮术、腭护板制作、缺损修复、淋巴结清

JHJ63301 上颌骨扩大切除术
指扩大至颧骨、眶及对侧上颌骨肿瘤及周围受侵犯的软组织和骨组织切除。切口和翻瓣暴露手术区

和全上颌骨切除类似，但是切除范围超过一侧上颌骨，手术需使用微动力系统、眶底缺损修复术和

上颌骨缺损修复和腭护板制作、淋巴结清扫。不含眶内容物切除、植皮覆盖、取皮术。

JHJ68303
上颌骨缺损游离植骨修

复术

经口内或口外入路分层切开显露骨折错位愈合部位，用微型骨锯将其截开，修整截骨断面，行颌间

固定恢复咬合关系后，骨缺损区植骨，重新坚强内固定。手术需使用微动力系统。不含取骨术、计

算机辅助设计、颌骨模型制备、口外重建板预成型。

JHJ73301
上颌骨缺损带蒂骨移植

术

含受床准备，带蒂骨瓣转移植入固定，颌间固定和邻位皮瓣修复缺损。手术需使用微动力系统。不

含取瓣术、计算机辅助设计、颌骨模型制备、口外重建板预成型。

JHJ73302
上颌骨缺损吻合血管骨

移植修复术

采用韦伯切口，含受床及血管准备，解剖出颞浅动静脉或者颌外动静脉为供区营养血管，供骨成

形，骨瓣连接固定，显微镜下微血管吻合，受区伤口处理。手术需使用微动力系统。

JHJ73303
上颌骨缺损吻合血管复

合瓣移植修复术

采用韦伯切口，含受床及血管准备，解剖出颞浅动静脉或者颌外动静脉为供区营养血管，供骨成

形，骨瓣连接固定，皮瓣缺损修复，显微镜下微血管吻合，受区伤口处理。手术需使用微动力系统

、复合组织瓣切取。

JHJ73304
上颌骨缺损网托加松质

骨移植术

指部分上颌骨缺损的修复。含受床、钛网及松质骨植入，颌间固定。不含取骨术、取皮术。手术需

使用微动力系统。不含计算机辅助设计、颌骨模型制备、口外重建板预成型。
JHJ66303 上颌骨额突截骨整形术 术区消毒，局部麻醉，设计口内粘膜切口，梨状孔入路，上颌骨额突截骨，重新排列，缝合切口。

JHJ57301
上颌骨骨折截骨复位内

固定术

消毒铺巾，设计口内粘膜切口，显露上颌骨各个壁和上颌突等，将骨折部位暴露清楚，应用牙钻和

锯将骨质截断，复位，应用小钛板进行坚固内固定。彻底止血，冲洗，缝合，包扎。

JHJ67304
上颌骨内置式牵引器植

入牵张成骨术

上颌骨截骨完成后，将内置牵张器塑形，植入，固定于上颌骨上。处理术区，缝合伤口。需使用微

动力系统。不含上颌骨截骨术。

JHJ67305
上颌骨外置式牵张器植

入牵张成骨术

上颌骨截骨完成后将外牵张支架置入固定。处理术区，缝合伤口。需使用微动力系统。不含上颌骨

截骨术。

JHJ68304 上颌雷弗特Ⅰ型截骨术

经上颌前庭沟入路，切开并于骨膜下翻瓣显露上颌骨前部区域、颧牙槽嵴，潜行分离直至翼上颌联

结，剥离鼻底粘膜，保护眶下神经，依次切开上颌窦前壁、内侧壁、后外侧壁，保护颌内动脉，离

断翼上颌联结和鼻中隔，用专用上颌骨复位钳将上颌骨折下并松解，修整骨断面。骨段移动至预定

位置后，分别在双侧梨状孔外侧和颧牙槽嵴部作坚强内固定。处理术区，缝合伤口。手术需使用微

动力系统，术中需行颌间结扎维持咬合关系。

JHJ68305
上颌雷弗特Ⅰ型加分块

截骨术

经上颌前庭沟入路，切开并于骨膜下翻瓣显露上颌骨前部区域、颧牙槽嵴，潜行分离直至翼上颌联

结，剥离鼻底粘膜，保护眶下神经，依次切开上颌窦前壁、内侧壁、后外侧壁，保护颌内动脉，用

专用上颌骨复位钳将上颌骨折下并松解，按照手术设计将上颌骨切割分块，修整骨断面。骨段移动

至预定位置后，分别在双侧梨状孔外侧、颧牙槽嵴部必要时在分块区作坚强内固定。根据需要在骨

缺损去植骨。处理术区，缝合伤口。手术需使用微动力系统，术中需行颌间结扎维持咬合关系。不

JHJ68306
口内外联合入路上颌雷

弗特Ⅱ型截骨术

分别经上颌前庭沟黏膜和鼻根部皮肤入路，切开粘骨膜并于骨膜下翻瓣显露上颌骨前部区域、颧牙

槽嵴，向后潜行分离直至翼上颌联结，向上分离达眶下缘，保护眶下神经，切开鼻根部皮肤及皮下

达骨面，向外侧剥离经眶内侧壁、泪囊窝后方剥离达眶底并向前达眶缘，在鼻额缝下方作水平截

骨，骨切开线向外侧经泪囊窝后方眶内侧的筛骨向下达眶底，转向前达眶下缘。然后在口内将骨切

开线从眶下缘向下后延伸，依次切开上颌窦前壁、后外侧壁直达翼上颌联结，并保护颌内动脉。离

断翼上颌联结和鼻额联结，用专用上颌骨复位钳将上颌骨折下并松解，修整骨断面，骨段移动至预

定位置后作坚强内固定。根据需要在骨缺损区植骨。处理术区，缝合伤口。手术需使用微动力系

统，术中需行颌间结扎维持咬合关系。不含取骨术。

JHJ68307 上颌雷弗特Ⅲ型截骨术

分别经上颌前庭沟粘膜和头皮冠状切口入路，上颌前庭沟黏膜切口切开粘骨膜并于骨膜下翻瓣显露

上颌骨前部区域、颧牙槽嵴，向后潜行分离直至翼上颌联结，向上分离达眶下缘，保护眶下神经，

冠状切口切开头皮于骨膜上翻瓣至眶上缘上约1厘米处切开骨膜继续翻瓣，显露鼻根、眶周及颧骨

颧弓区骨质，注意保护眶上神经和面神经，在鼻额缝下方作水平截骨，骨切开线向外侧经泪囊窝后

方眶内侧的筛骨向下达眶底，转向外达眶外侧缘，离断颧额联结。截骨过程中注意保护眼球及眶下

神经血管束。截骨线转向后下经上颌窦后外侧壁达翼上颌联结。保护颌内动脉，离断翼上颌联结和

颧颞联结，离断鼻额联结是注意防止脑损伤。用专用上颌骨复位钳将颧上颌骨折下并松解，修整骨

断面，骨段移动至预定位置后作坚强内固定。根据需要在骨缺损区植骨。处理术区，缝合伤口。手

术需使用微动力系统，术中需行颌间结扎维持咬合关系。不含取骨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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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HJ68308
上颌前牙骨段截骨后退

术

经上颌前庭沟入路(也可经唇腭侧联合入路)，切开粘骨膜向上翻起黏骨膜瓣，显露上颌窦前壁、前

鼻棘、梨状孔边缘及鼻底，注意保持鼻底粘骨膜的完整性，避免撕裂后骨切开区与鼻腔相通。拔除

双侧上颌第一前磨牙(也可在术前正畸过程中先拔除第一前磨牙)，在上颌根尖上方5毫米处作第一

前磨牙间的水平向骨切开线，该水平骨切开线经两侧相应之梨状孔边缘横贯骨性鼻底。继而剥离第

一前磨牙相应区的颊侧粘骨膜，在第一前磨牙的近中和远中缘分别作垂直骨切开，并与水平骨切开

线相连，注意勿伤及粘骨膜。去除两条垂直骨切开线之间的骨质，用鼻中隔骨凿自鼻底部将鼻中隔

与上颌前份分离直至超过水平切骨线之后方，用骨钻与骨凿配合，切除二骨切开线之间的硬腭部的

计划去骨区。在骨切开过程中应防止损伤腭侧粘骨膜。用上颌钳断离前颌骨块，用骨钻修平或补充

切骨并修整骨断面，使骨块能顺利移动至计划位置，然后用钛板作内固定。如需将骨段向上复位，

则应在鼻中隔相应部按所需程度磨成沟状或切除相应的鼻中隔下份，以避免骨段复位后造成鼻中隔

偏曲或复位不全及术后骨段移位。处理术区，缝合伤口。手术需使用微动力系统，术中需行颌间结

扎维持咬合关系。不含牙拔除术、取骨术。

JHJ68309
上颌前部根尖下截骨前

移术

消毒铺巾，设计口内第一双尖牙之间粘膜切口，应用动力系统做两侧垂直和腭部水平骨切开，游离

上颌前部牙骨质段，保护粘骨膜，按设计向前移动上颌前部骨块，骨缺损间隙应用自体骨移植。应

用小钛板进行坚固内固定。相邻牙齿进行钢丝固定，彻底止血，冲洗，缝合，包扎。不含自体骨移

植、负压引流。

JHJ68310 上颌后部牙骨段截骨术

经上颌颊侧前庭沟入路(也可经颊腭侧联合入路)，切开粘骨膜向上翻起黏骨膜瓣，显露接骨所需的

上颌窦前壁、外侧壁和后壁部分以及翼上颌联结。用锯和钻在牙根尖上约5毫米处作水平骨切开

线，然后在拟移动骨段的前后端分别作垂直骨切开线，然后用专用薄骨刀或摆动据经颊侧骨切开线

或经腭侧切口切断腭侧水平板。在骨切开过程中应防止损伤腭侧粘骨膜。用器械离断牙骨块，用骨

钻修平或补充切骨并修整骨断面，使骨块能顺利移动至计划位置，然后用钛板作坚强内固定。如需

将骨段上抬，则应在第一条水平骨切开线上方再作第二条水平骨切开线，两线之间的距离就是需要

上抬的距离。处理术区，缝合伤口。手术需使用微动力系统，术中需行颌间结扎维持咬合关系。

JHJ68311
上颌骨骨皮质截骨扩弓

术

经上颌前庭沟入路，切开并于骨膜下翻瓣显露上颌骨前部梨状孔、颧牙槽嵴区域，潜行分离直至翼

上颌联结，剥离并保护鼻腔粘膜，保护眶下神经，依次切开上颌窦前壁、内侧壁、后外侧壁，保护

颌内动脉，必要时作上颌中线切开和翼上颌联结离断。安装扩弓器，处理术区，缝合伤口。手术需

使用微动力系统，术中需行颌间结扎维持咬合关系。

JHJ68312
联合入路额眶颧上颌截

骨矫正术

消毒铺巾，切口设计(含冠状切口、下睑缘切口、上颌前庭沟切口)，切开，骨膜下剥离显露额骨、

鼻根、眶缘眶壁、颧骨颧弓和/或上颌骨，应用动力系统，钻或锯开颅取下额骨瓣，硬脑膜外剥离

显露眶顶颅内侧，截开眶上壁，截开额鼻缝、眶内壁、眶外壁和眶下壁，凿开筛骨垂直板和梨骨，

截断颧弓，于上方切口或口内凿开翼上颌连接，或同时做上颌LeFortI型截骨，作为一体向前牵拉

推移额、眶、鼻、颧及上颌骨，额骨瓣回植，额、鼻根、眶壁、颧弓及翼上颌连接处形成的缺损植

骨修复，钛钉钛板或钛网或钢丝固定，止血，冲洗，分层缝合切口。留置引流。加压包扎。不含自

JHJ68313 上颌梨状孔周围截骨术
消毒铺巾，切口设计，切开，骨膜下剥离显露上颌骨、梨状孔、眶下神经、在梨状孔周围设计截骨

线，应用动力系统钻或锯截开骨质，松动前移截骨段，钛钉钛板内固定，骨间隙植骨，止血，冲

洗，引流，缝合切口。不含取骨术。

JHJ73305 梨状孔周围植骨术
消毒铺巾，口内粘膜切口设计，切开，骨膜下剥离显露上颌骨、梨状孔、眶下神经，植入自体骨或

人工骨矫正凹陷，观察两侧对称后，钛钉钛板内固定，缝合切口。不含自体骨切取。

JHJ68314 颌骨缺损修复术
经口内或口外入路。上、下颌骨因为肿瘤切除后缺损，术前计算机辅助设计成型修复重建钛网，将

钛网植入缺损区固定，将松质骨充填入太网内，修复骨性上颌骨。不含松质骨取骨术、软组织重建

、钛网制作。

JHJ61303 颌骨牙源性病灶刮治术
麻醉，口外或口内切开显露，病灶探查，刮治，化学品烧灼，创面处理及缝合伤口。不含液氮冷冻

治疗。
JHJ61304 颌骨骨髓炎病灶刮治术 麻醉，瘘道肉芽组织彻底刮治及坏死骨质清除，创面抗生素冲洗，伤口关闭。不含截骨术。
JHJ73306 颌骨增高术 应用自体或生物材料进行牙槽骨或颌骨增高。

JHJ62202
颌面骨骨纤维异常增殖

症病变铲除术

在上颌骨颧骨一般从口内前庭沟切开，从骨膜下分离至病变区，拉钩牵开暴露手术区，骨刀、电磨

头去除病变骨质，下颌骨根据不同情况可以从口内前庭沟或颌下逐层进入，暴露手术区，去除病变

骨质。伤口处理。手术需使用微型骨钻、骨锯去除增生骨质。如果进入上颌窦手术不含上颌窦根治

JHJ62302
颌骨骨纤维异常增殖症

切除成形术

指颌面部异常增殖骨样组织切除手术，含异常骨组织部分或全部切除及骨及邻近软组织成形术。消

毒铺巾，设计切口，切开显露骨肿瘤部位，应用动力系统，牙科钻，摆动锯，来复锯或骨凿将肿瘤

部分或全部去除。彻底止血，冲洗，缝合，关闭创口，放置引流，包扎。

JHJ57303
颌骨骨折单颌牙弓夹板

结扎固定术
骨折手法复位，安置结扎牙弓夹板。

JHJ57304
上颌骨雷弗特Ⅰ型骨折

切开复位内固定术

经口内前庭沟入路，切开显露上颌骨前壁、颧牙槽嵴区域，行颌间结扎维持咬合关系，骨折复位作

坚强内固定。需使用微动力系统。

JHJ57305
上颌骨雷弗特Ⅱ型/Ⅲ

型骨折切开复位内固定

分别经冠状切口、鼻根皮肤切口、下睑缘切口及口内入路显露骨折，行颌间结扎维持咬合关系，骨

折复位作坚强内固定。需使用微动力系统。

JHJ68315
上颌骨陈旧性骨折整复

术

分别经冠状切口，鼻根皮肤切口，下睑缘切口及口内入路显露骨折，专用器械再复位，或用锯、钻

作雷弗特（LeFort）截骨加分块截骨，修整骨块，待其复位后行颌间结扎恢复咬合关系，骨折复位

后作坚强内固定。需使用微动力系统。

JHJ57306
颧骨上颌骨骨折切开复

位内固定术

经冠状、睑缘及口内切口入路，分别切开翻瓣，显露骨折区域，并保护面部血管神经，松解骨折块

并作复位，用牙弓夹板或颌间牵引钉作颌间结扎保持咬合关系，复位骨块并作内固定。行眶底探查

并作必要的修复。处理术区，缝合伤口。内固定需使用微动力系统。不含取骨术、计算机辅助设计

、颌骨模型制备、口外重建板预成型。
下颌骨

JHK62201
口内入路下颌骨囊肿摘

除术

口内牙龈切开，或前庭沟切开，骨膜下翻瓣，咬骨钳或电钻磨头开窗，刮治囊腔，病源牙根尖截

除，下牙槽神经血管束探查，摘除囊肿，骨腔处理，缝合伤口。加压包扎。不含拔牙术。

JHK62301
口外入路下颌骨囊肿摘

除术

下颌下切口，切开皮肤、皮下组织和颈阔肌，结扎切断颌外动脉及面前静脉，保护面神经下颌缘

支，切开下颌骨下缘骨膜，骨膜下翻瓣，咬骨钳或电钻磨头开窗，刮治囊腔，病源牙根尖截除，下

牙槽神经或颏神经血管束探查，摘除囊肿，骨腔处理，缝合伤口。加压包扎。不含病理性骨折的骨

折内固定术、颌间固定术、拔牙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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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HK61301
下颌骨边缘性骨髓炎刮

治术
麻醉，切开黏骨膜，显露病变区，刮除病变组织，创面处理及缝合。不含液氮冷冻治疗。

JHK61201
口内入路下颌骨部分切

除术

根据要切除的下颌骨范围，切开下颌牙龈缘，骨膜下翻瓣，暴露手术区骨质，电锯截除下颌骨骨

块，磨头修整骨创面，保持下颌骨下缘的连续性，关闭伤口。不含拔除相关牙齿、病理性骨折内固

JHK61302
口外入路下颌骨部分切

除术

下颌下切口，切开皮肤，皮下颈阔肌，结扎颌外动脉及面前静脉，保护面神经下颌缘支，切开下颌

骨下缘骨膜，翻瓣暴露截骨区，电锯截除下颌骨骨块，磨头修整骨创面，探查颏神经或下齿槽神经

血管束，保持下颌骨连续性，关闭伤口。不含拔除相关牙齿、病理性骨折内固定术。

JHK62302 半侧下颌骨切除术

指经口内外联合切口的下颌骨及肿瘤切除。颌下切口，切开皮肤，皮下颈阔肌，结扎颌外动脉及面

前静脉，保护面神经下颌缘支，切开下颌骨下缘骨膜，翻瓣暴露截骨区，电锯截截开下颌骨，口内

切开相应手术区的牙龈缘，分离下颌骨颊舌侧的骨膜，摘除半侧下颌骨。止血，绑牙弓夹板并行颌

间结扎，维持余留牙咬合关系，植入重建钛板以保证余留下颌位置和运动形态。处理术区，缝合伤

口。手术需使用微动力系统。不含术前预绑的牙弓夹板、术前计算机辅助设计预成型钛重建板、钛

重建板的植入重建咬合关系、植入骨瓣的切取。

JHK61303 下颌骨大部切除术

指经口内外联合切口的下颌骨及肿瘤切除。颌下切口，切开皮肤，皮下颈阔肌，结扎颌外动脉及面

前静脉，保护面神经下颌缘支，切开下颌骨下缘骨膜，翻瓣暴露截骨区，电锯截截开下颌骨，口内

切开相应手术区的牙龈缘，分离下颌骨颊舌侧的骨膜，摘除半侧下颌骨。止血，绑牙弓夹板并行颌

间结扎，维持余留牙咬合关系，植入重建钛板以保证余留下颌位置和运动形态。处理术区，缝合伤

口。手术需使用微动力系统。不含术前预绑的牙弓夹板、术前计算机辅助设计预成型钛重建板、钛

重建板的植入重建咬合关系、植入骨瓣的切取、重建下颌骨、计算机辅助设计、淋巴结清扫。

JHK62303 全下颌骨切除术

指经口内外联合切口的下颌骨及肿瘤切除。双侧颌下颏下切口，切开皮肤，皮下颈阔肌，结扎颌外

动脉及面前静脉，保护面神经下颌缘支，切开下颌骨下缘骨膜，切断下颌骨周围肌肉附丽，翻瓣暴

露截骨区，切除范围含双侧颏状突或保留部分升支和颏状突，电锯截截开下颌骨，口内切开相应手

术区的牙龈缘，分离下颌骨颊舌侧的骨膜，摘除全下颌骨。止血，植入重建钛板以及人工下颌骨，

以保证余留下颌位置和运动形态。处理术区，缝合伤口。手术需使用微动力系统。不含术前计算机

辅助设计预成型钛重建板以及钛重建板的植入重建咬合关系、术前预制人工下颌骨和模型制作、植

入骨瓣的切取、切除后的下颌骨重建和气管切开术、淋巴结清扫。

JHK68301
下颌骨缺损游离植骨修

复术

经口内或口外切口。指下颌骨缺损以游离植骨的形式修复其连续性，含颌间固定，植骨床制备和植

骨小于等于3厘米。手术需使用微动力系统。不含计算机辅助设计、颌骨模型制备、口外重建板预

成型。

JHK68302
下颌骨缺损修复体植入

修复术

经口内或口外切口。指用快速成型技术制作的个体化支架，重建骨连续性，含颌间固定，受床准备

及支架固定。手术需使用微动力系统。不含计算机辅助设计、颌骨模型制备、口外重建板预成型。

JHK73301
下颌骨缺损网托加松质

骨移植术

指下颌骨缺损以钛网加松质骨修复其连续性，含颌间固定，植骨床制备和固定。手术需使用微动力

系统。不含供骨区手术、计算机辅助设计、颌骨模型制备、口外重建板预成型。

JHK73302
下颌骨缺损带蒂骨移植

术

含颌间固定，邻近带蒂骨瓣修复。手术需使用微动力系统。不含计算机辅助设计、颌骨模型制备、

口外重建板预成型。

JHK73303
下颌骨缺损带血管蒂游

离骨瓣移植术

指下颌骨缺损用带血管骨瓣移植修复缺损。含颌间固定，受床制备，骨床准备，血管准备及植骨固

定，手术需使用微动力系统、计算机辅助设计、颌骨模型制备、口外重建板预成型。不含复合骨瓣

切取。
JHK69301 下颌骨缺损钛板重建术 指下颌骨缺损以重建钛板恢复其连续性。含颌间固定手术需使用微动力系统。

JHK68201
口内入路下颌骨不对称

畸形材料衬垫矫正术
指在麻醉下设计，切开翻瓣，显露下颌骨颊侧，材料塑形，衬垫植入并固定。需使用微动力系统。

JHK57301
下颌骨陈旧性骨折截骨

再复位固定术

经口内或口外入路分层切开显露骨折错位愈合部位，用微型骨锯将其截开，修整截骨断面，行颌间

固定恢复咬合关系后，将截骨区域重新坚强固定。手术需使用微动力系统。

JHK68303
下颌骨陈旧性骨折截骨

植骨整复术

经口内或口外入路分层切开显露骨折错位愈合部位，用微型骨锯将其截开，修整截骨断面，行颌间

固定恢复咬合关系后，将截骨区域重新坚强固定。手术需使用微动力系统。不含计算机辅助设计、

颌骨模型制备、口外重建板预成型。

JHK57302
口外入路下颌骨骨折内

固定术

经口外入路分层切开显露骨折区域，清除骨痂，将骨折复位并行颌间牵引固定保持咬合关系，骨折

行坚强内固定。手术需使用微动力系统。

JHK68304

带血管游离骨复合组织

瓣移植下颌骨缺损修复

术

应用游离髂骨，肩胛骨，腓骨等行带血管骨复合组织瓣游离移植重建下颌骨。以腓骨为例，经口内

或口外切口，消毒铺巾，小腿腓侧设计游离骨肌皮瓣，切开皮肤，制取骨肌皮瓣。解剖面部受区血

管，显露下颌骨缺损区。吻合受区血管和腓骨瓣血管，骨断段应用坚固内固定术固定。彻底止血，

冲洗，缝合，放置引流，包扎。

JHK57201
口内入路下颌骨骨折切

开复位内固定术

经口内前庭沟入路切开局部软组织，显露骨折，清除骨痂，将骨折复位并行颌间牵引固定保持咬合

关系，骨折行坚强内固定。手术需使用微动力系统。

JHK68305
下颌骨缺损牵张成骨修

复术

经口外切口进路，分层切开，显露下颌骨缺损区，颌间结扎固定维持缺损区域大小，必要时钛板固

定。用微型锯或钻制备转移盘，牵张器塑形后安装并固定。术中需保护面神经。需使用微动力系统

JHK68306
下颌骨畸形外牵张器牵

张成骨术

下颌骨截骨完成后将外牵张支架置入固定。处理术区，缝合伤口。需使用微动力系统。不含下颌骨

截骨术。

JHK68202
口内入路下颌升支矢状

劈开颌骨畸形矫正术

经口内下颌升支前缘及外斜线区粘膜切口骨膜下翻瓣，显露下颌支前缘、内外侧面部分、下颌骨体

颊侧。在下颌小舌之上方水平用骨锯或钻作水平骨切开线，切开升支内侧皮质骨，切开线后界止于

下颌神经沟前端经升支前缘向下延伸，沿外斜线至下颌第二磨牙相应颊侧骨外板，再转向下形成垂

直骨切开线直达下颌下缘偏内侧。全线切开单层皮质骨，用专用骨刀及劈开器将近远心骨段完全分

开。术中要保护下牙槽神经血管束、面神经和面动静脉。修整骨断面，去除阻挡骨段移位就位的骨

质，骨段进行坚强内固定。处理术区，缝合伤口。手术需使用微动力系统，术中需行颌间结扎维持

JHK68307
下颌升支矢状劈开截骨

术

消毒铺巾，设计切口，骨膜下剥离和暴露升支内侧面准备做升支内侧水平骨切口的部位，剥离升支

前缘的骨面，和第一、二磨牙颊侧面至下颌体部下缘，做水平，矢状和垂直骨切开，劈开近远心骨

段，佩戴咬合导板，近远心骨段的骨间固定，冲洗缝合伤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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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HK68203
口内入路下颌升支垂直

截骨术

沿下颌升支前缘及外斜线切开粘膜达骨面，骨膜下分离并显露下颌支前缘、外侧面、乙状切迹、喙

突及髁突颈下部。下颌支内侧的软组织不作剥离。用微型摆动骨锯经下颌支外侧骨面，上起乙状切

迹、下达下颌角前切迹全层切开下颌支骨质。用骨膜分离器将续连髁突的近心骨段撬引向外侧，使

之重叠贴附于续连牙列的远心骨段下颌支部的颊侧骨面。修整骨断面，远心骨段移动至预定位置后

将近心骨段悬吊固定。术中注意保护下牙槽神经血管束、面神经、面动静脉。处理术区，缝合伤口

。手术需使用微动力系统，术中需行颌间结扎维持咬合关系。

JHK42301 下颌升支异型截骨术

可选用口内或口外手术进路。口外经颌下切口，分层切开，显露下颌升支外侧面，口内经路沿下颌

升支前缘及外斜线切开粘膜达骨面，骨膜下分离并显露下颌支前缘、外侧面、乙状切迹、喙突及髁

突颈下部。下颌支内侧的软组织可不作剥离。按照设计用微型骨锯在下颌支外侧骨面作L或C形截

骨，全层切开下颌支骨质。近远心骨段完全分离后修整骨断面，将远心骨段移动至预定位置，行坚

强内固定。如需要植骨同期植骨固定。术中注意保护并妥善处理下牙槽神经血管束、面神经、面动

静脉。处理术区，缝合伤口。手术需使用微动力系统，术中需行颌间结扎维持咬合关系。不含取骨

JHK68308
口外入路下颌升支垂直

截骨术

控制性降压麻醉，切口，骨膜下剥离和暴露喙突根部，升支外侧面，截骨上至乙状切迹，下至角前

切迹，后退远心骨段，固定，冲洗缝合伤口。

JHK68309 下颌体部截骨术

可选用口内或口外手术进路。口外经颌下切口，分层切开，显露下颌骨体，口内经路沿下颌前庭沟

切开粘膜达骨面，骨膜下分离并显露下颌骨。按照设计用微型骨锯在下颌骨体作截骨，全层切开下

颌体部骨质，修整骨断面，将骨段移动至预定位置，行坚强内固定。如需要植骨同期植骨并固定。

术中注意保护并妥善处理下牙槽神经血管束、面神经、面动静脉。处理术区，缝合伤口。手术需使

用微动力系统，术中需行颌间结扎维持咬合关系。不含取骨术。

JHK61304
下颌骨去皮质术解剖下

牙槽神经血管束

消毒铺巾，设计切口，显露下颌骨颊侧面和颏孔，判断下颌管的走行方向和位置，用小圆钻在颊侧

骨皮质标记下颌管位置，将下颌管表面的颊侧骨板纵向分成数块，用骨凿将其劈下，显露骨松质，

使下齿槽神经血管束游离。

JHK68310
下颌骨外板劈开植骨增

宽术

消毒铺巾，设计口内粘膜切口，切开，骨膜下剥离显露下颌骨颊侧骨质，后至升支后缘，上至咬合

平面，下至下颌骨下缘，前至颏孔区。应用牙科钻，裂钻和锯做下颌骨体颊侧骨质区做水平，矢状

和垂直截骨线，用骨凿劈开，保护下牙槽神经，劈开间隙应用人工骨或自体骨充填。应用小钛板进

行坚固内固定术，彻底止血。冲洗缝合，放置引流，包扎。不含自体骨质的取出。

JHK68311
下颌骨体前部垂直截骨

颌骨畸形矫正术

消毒铺巾，设计口内黏膜切口切开、剥离和显露截骨部位至下颌骨下缘，截骨上至齿槽嵴下至下颌

骨下缘。去除多余骨块，就位植骨，固定和缝合。

JHK68312 下颌前部根尖下截骨术

经下颌双侧第二前磨牙间前庭沟处入路，切开黏膜、肌层至骨面，用骨膜剥离器分离至下颌下缘之

上，小心分离并显露出自颏孔的颏神经束，妥为保护。按设计线于下颌牙根尖下约5毫米平面，用

微型骨锯或骨钻作第一前磨牙间的水平向骨切开线直达舌侧相应骨板。在完成水平骨切开后，仔细

由骨面剥离第一前磨牙区粘骨膜。如需后退前颌骨块，则在拔除第一前磨牙后，分别在第一前磨牙

近中和远中作两条垂直骨切开线，两条垂直骨切开线之间的距离就是前颌骨块需要后退的距离，如

果不需后退前颌骨块，则用微型骨锯或骨钻分别由已拔除的第一前磨牙区牙槽嵴顶部，向下垂直切

开牙槽骨，垂直骨切开线与水平骨切开线相交。慎勿伤及尖牙、第二前磨牙的牙周膜及舌侧粘骨

膜，在未拔除第一前磨牙的病例更应特别注意。如需下降前颌牙骨段，则在第一条水平截骨线下方

再作第二条水平截骨线，两条水平骨切开线之间的距离就是前颌骨块需要下降的高度。修整骨断

面，将前颌骨块移动至预定位置，行坚强内固定。处理术区缝合伤口。术中需行颌间结扎维持咬合

关系。不含取骨术、拔牙术。

JHK68313 下颌骨体后部截骨术
消毒铺巾，设计口内黏膜切口切开、剥离和显露截骨部位至下颌骨下缘，截骨上至齿槽嵴下至下颌

骨下缘。去除多余骨块，就位植骨，固定，和缝合。

JHK68314
下颌骨体部阶梯状截骨

术

消毒铺巾，设计口内黏膜切口，切开、剥离和显露截骨部位至下颌骨下缘，做阶梯状截骨，截骨至

颏孔上方约2毫米时，停止垂直截骨，转向前方做根尖下水平，至颏孔前3毫米，做垂直截骨至下颌

骨下缘，就位植骨，固定，和缝合。
JHK66301 下颌骨骨质打磨术 使用口腔微动力系统对下颌骨骨质打磨。

JHK44301 下颌骨外板切取术
消毒铺巾，局部麻醉，切开口内粘膜，骨膜下剥离显露下颌骨颊侧骨质，后至升支后缘，上至咬合

平面，下至下颌骨下缘，前至颏孔区。在颊侧骨质区做水平，矢状和垂直截骨线，用骨凿劈开，取

下下颌骨外板，保护下牙槽神经。彻底止血。冲洗缝合。不含负压引流。
JHK62305 颌骨隆突切除术 消毒铺巾，设计口内黏膜切口，剥离显露，用凿子和磨球等将颌骨隆突等增生骨质去除成型。
JHK68315 下颌全牙列根尖下截骨 综合前部和后部截骨。不含负压引流。

JHK68316 下颌后部根尖下截骨术

经下颌前庭沟处入路，切开粘膜、肌层至骨面，用骨膜剥离器分离至下颌下缘之上，小心分离并显

露出自颏孔的颏神经束，妥为保护。按设计线于下颌牙根尖下约5毫米平面，用微型骨锯或骨钻作

水平向骨切开线切开颊侧皮质骨，颊侧骨板开窗探查下牙槽神经血管束位置，仔细分离并保护好下

牙槽神经血管束后，将水平骨切开线穿透舌侧相应骨板，完成水平骨切开。然后在设计骨段的近远

中进行垂直骨切开。术中特别注意保护好舌侧粘骨膜。截骨完成后修整骨断面，将骨块移动至预定

位置，行坚强内固定。处理术区缝合伤口。术中需行颌间结扎维持咬合关系。不含取骨术、拔牙术

JHK66302 下颌角肥大二次修整术

消毒铺巾，设计口内粘膜切口，切开，骨膜下剥离显露下颌骨颊侧骨质，后至升支后缘，上至咬合

平面，下至下颌骨下缘，前至颏孔区。在颊侧骨质区应用球钻、来复锯和摆动锯将下颌升支、下颌

角和下颌体部进行连续的弧形截骨，将宽大骨质切除。保护下牙槽神经。彻底止血。冲洗缝合，放

置引流，包扎。

JHK62306 下颌角弧形截骨去骨术

消毒铺巾，设计口内粘膜切口，切开，骨膜下剥离显露下颌骨颊侧骨质，后至升支后缘，上至咬合

平面，下至下颌骨下缘，前至颏孔区。在颊侧骨质区应用球钻，来复锯和摆动锯将下颌升支，下颌

角和下颌体部进行连续的弧形截骨，将宽大骨质切除。保护下牙槽神经。止血。冲洗缝合，放置引

流，包扎。不含负压引流。

JHK62307 下颌下缘去骨成形术

可选用口内或口外手术进路。口外经颌下切口，分层切开，显露下颌骨体，口内经路沿下颌前庭沟

切开粘膜达骨面，骨膜下分离并显露下颌骨。按照设计用微型骨锯在下颌骨体作截骨至下颌骨达到

设计形态，进一步修整骨断面及外形。术中注意保护并妥善处理下牙槽神经血管束，面神经，面动

静脉。处理术区，缝合伤口。手术需使用微动力系统。

JHK68317
下颌角嚼肌肥大畸形矫

正术

经下颌升支前缘及外斜线前庭沟处入路，切开粘膜、肌层至骨面，于骨膜下分离并升支及下颌角外

侧骨质。口外经颌下切口入路，分层切开，保护面神经下颌缘支，妥善处理颌外动脉面前静脉，用

微型骨锯或骨钻截除下颌角骨质，用磨头作外侧皮质去除，根据需要还可以切除内层咬肌。术中注

意防止面神经、腮腺损伤。处理术区缝合伤口。需使用微动力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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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HK66303
下颌角打磨术下颌角肥

大打磨术

消毒铺巾，设计口内粘膜切口，切开，骨膜下剥离显露下颌骨颊侧骨质，后至升支后缘，上至咬合

平面，下至下颌骨下缘，前至颏孔区，应用磨球将下颌骨外板和下颌角区进行打磨，使下颌骨缩

小，彻底止血。冲洗缝合，放置引流，包扎。
JHL66301 颏部骨质打磨术 指对颏部骨质进行打磨。

JHL68301 水平截骨颏成形术

经下颌前庭沟切口入路，骨膜下翻瓣分离显露颏部骨质，注意保护颏神经血管束，可适当分离二腹

肌的颏附着。按设计的水平截骨线用微型骨锯或骨钻由唇侧骨板至舌侧骨板全层切开下颌骨颏部，

然后用骨凿分离、松动颏部骨段，牵引移动颏部骨段至设计位置。然后将移动后的骨块用钛板固定

。特别注意防止颏部及口底软组织损伤，以免口底过度肿胀引起上呼吸道梗阻，同时注意勿使附着

于颏部的肌肉和骨膜牵拉骨段回位。修整外形，处理术区，缝合伤口。手术需使用微动力系统。不

含自体骨采取及植骨。

JHL68302
水平截骨自体(人工)骨

移植颏成形术

消毒铺巾，局部麻醉，在双侧下颌第一双尖牙口腔前庭粘膜切开，骨膜下剥离，暴露设计截骨部位

。标记截骨线：双侧颏孔下方5毫米，下颌下缘上约10－15毫米，用裂钻或矢状锯、来复锯或摆动

据完成截骨，移动颏部骨断至适当位置，应用自体骨或人工骨移植充填骨间隙，应用坚固内固定术

进行固定，缝合，加压包扎。

JHL68303 颏水平截骨植骨成形术

经下颌前庭沟切口入路，骨膜下翻瓣分离显露颏部骨质，注意保护颏神经血管束，可适当分离二腹

肌的颏附着。按设计的水平截骨线用微型骨锯或骨钻由唇侧骨板至舌侧骨板全层切开下颌骨颏部，

然后用骨凿分离、松动颏部骨段，牵引移动颏部骨段至设计位置，移植骨置于骨间隙内，然后将移

动后的骨块及移植骨用钛板固定。特别注意防止颏部及口底软组织损伤，以免口底过度肿胀引起上

呼吸道梗阻，同时注意勿使附着于颏部的肌肉和骨膜牵拉骨段回位。进一步修整外形，处理术区，

缝合伤口。手术需使用微动力系统。不含取骨术。

JHL68304 颏部衬垫术
经下颌前庭沟切口入路，骨膜下翻瓣分离显露颏部骨质，注意保护颏神经血管束。按术前设计将植

入材料塑形、固定。进一步修整外形，处理术区，缝合伤口。手术需使用微动力系统。

JHL68305 阶梯式颏成形术

消毒铺巾，局部麻醉，在双侧下颌第一双尖牙口腔前庭粘膜切开，骨膜下剥离，暴露设计截骨部位

。标记截骨线：双侧颏孔下方5毫米，下颌下缘上约10－15毫米，用裂钻或矢状锯、来复锯或摆动

据完成阶梯式及其他截骨，移动颏部骨断至适当位置，应用坚固内固定术进行固定，缝合，加压包

扎。不含负压引流。

JHL47301 隆颏术
消毒铺巾，设计，局麻，下颌前庭沟切口，切开粘骨膜，剥离，显露下颌骨颏部，双极电凝止血，

剥离骨膜下间隙，雕刻假体，放入腔隙，调整位置，固定，缝合切口。
JHL48301 颏部假体取出术 消毒铺巾，局麻，下唇前庭沟切口，切开粘膜直至骨膜，打开包膜，取出假体。冲洗缝合。

JHL51301 颏部假体置换术
消毒铺巾，设计，局麻，下颌前庭沟切口，切开粘骨膜，打开包膜，取出假体，修整或雕刻新的假

体，剥离腔隙，止血，重新植入假体，固定，缝合切口。

JHL68306
颏部截骨前徙舌骨悬吊

术

经下颌前庭沟切口入路，骨膜下翻瓣分离显露颏部骨质，注意保护颏神经血管束，可适当分离二腹

肌的颏附着。按设计的水平截骨线用微型骨锯或骨钻由唇侧骨板至舌侧骨板全层切开下颌骨颏部，

然后用骨凿分离、松动颏部骨段，牵引移动颏部骨段至设计位置。然后将移动后的骨块用钛板固定

。特别注意防止颏部及口底软组织损伤，以免口底过度肿胀引起上呼吸道梗阻，同时注意勿使附着

于颏部的肌肉和骨膜牵拉骨段回位。然后分离显露舌骨，切断部分舌骨下肌群，以阔筋膜或金属结

扎丝将舌骨悬吊至颏部并固定。修整外形，处理术区，缝合伤口。手术需使用微动力系统。不含阔

JHL42301
颏部截骨前徙舌骨下肌

群切断术

经下颌前庭沟切口入路，骨膜下翻瓣分离显露颏部骨质，注意保护颏神经血管束，可适当分离二腹

肌的颏附着。按设计的水平截骨线用微型骨锯或骨钻由唇侧骨板至舌侧骨板全层切开下颌骨颏部，

然后用骨凿分离、松动颏部骨段，牵引移动颏部骨段至设计位置。然后将移动后的骨块用钛板固定

。同时做舌骨下肌群切断术。

JHL44301
颏部及下颌外斜嵴取骨

术

局部麻醉，切开黏膜，显露取骨区，使用外科专用骨锯或骨钻，避开周围牙根以及下牙槽神经，切

取下颌骨外侧骨板，明胶海绵骨床止血，缝合伤口。

JHM62301 髁状突良性肿物切除术
指耳屏前和发际内切口，显露髁突肿物并切除，髁突及关节修整。不含各种材料的关节重建术、淋

巴结清扫。

JHM63301
髁状突恶性肿物扩大切

除术

含髁突恶性肿物切除，部分升支切除，肿物周围组织(含淋巴结)扩大切除。手术需使用微动力系统

。不含骨缺损修复术、淋巴清扫术。
JHM62302 髁状突高位切除术 含显露，髁状突高位切除，髁状突关节面磨改。手术需使用微动力系统。

JHM68301
髁突骨球截除血管化骨

移植重建术

经颞部耳屏前切口入路，分层切开翻瓣，注意保护面神经和腮腺。到达关节区后打开关节囊，显露

关节区及融合骨球，截除骨球，修整骨断面。解剖受区血管为血管吻合做准备。将带血管蒂的移植

骨转移至受区后先吻合血管，再将骨块修整外形、成形、固定，重建关节。处理术区，缝合伤口。

手术需使用微动力系统。不含取骨术。

JHM68302
髁突陈旧骨折错位升支

截骨矫正术

经口内下颌升支前缘和前庭沟入路作下颌升支矢状劈开，颌间固定恢复咬合关系后将截骨部位作坚

强内固定。手术需使用微动力系统。

JHM62303
髁突陈旧性骨折髁状突

摘除术

经耳屏前入路分层切开显露髁突骨折区域，注意保护面神经。行颌间牵引维持咬合关系，将异常的

髁状突摘除，修整髁突头，处理术区，缝合伤口。需使用微动力系统。

JHM57301
髁突陈旧性骨折复位内

固定术

经耳屏前或颌下入路分层切开显露髁突骨折区域，注意保护面神经。行颌间牵引维持咬合关系，在

错位愈合部位截开髁状突或作升支垂直截骨，修整骨断面，将髁状突位置调整后再行坚强内固定。

处理术区，缝合伤口。

JHM57302
髁突骨折切开复位内固

定术

经耳屏前入路分层切开显露髁突骨折区域，注意保护面神经。行颌间固定恢复咬合关系后将骨折复

位，作钛板钉坚强内固定。需使用微动力系统。不含内镜辅助口内入路内固定。

JHM62304
髁突粉碎性骨折骨折片

摘除术

经耳屏前入路分层切开显露髁突骨折区域，注意保护面神经。行颌间牵引维持咬合关系，将无法固

定的髁状突碎骨片摘除，修整髁突头，处理术区，缝合伤口。

JHM26401 颞下颌关节镜手术治疗
局部麻醉，耳前切口，关节镜进入关节腔(上腔或下腔)，根据术前检查和制订的手术方案以及镜下

显示的关节腔内病变，进行颞下颌关节盘复位术、修补术、粘连剥离术、微小滑膜软骨瘤清除术、

关节面骨关节病刨削术、活检术等。

JHM62305 颞下颌关节盘摘除术
经颞部耳屏前切口入路，分层切开翻瓣，注意保护面神经和腮腺。到达关节区后打开关节囊，显露

病变关节盘并摘除。处理术区，缝合伤口。

JHM57303
颞下颌关节盘复位固定

术

经颞部耳屏前切口入路，分层切开翻瓣，注意保护面神经和腮腺。到达关节区后打开关节囊，显露

移位的关节盘，将其松解复位并缝合固定于周围组织。处理术区，缝合伤口。

JHM57401
关节镜下颞下颌关节盘

复位固定术
在麻醉下，关节镜置入探查关节盘位置，复位关节盘并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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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HM68303 颞下颌关节成形术

经颞部耳屏前切口入路，分层切开翻瓣，注意保护面神经和腮腺。到达关节区后打开关节囊，显露

关节区及融合骨球，截开骨球，修整骨断面，制造人工间隙，间隙内植入或不植入间置物(钛网、

硅胶、高分子材料或邻近组织瓣等)。截除或不截除喙突，处理术区，缝合伤口。手术需使用微动

力系统。

JHM69301
颞下颌关节成形加游离

植骨重建术

经颞部耳屏前切口入路，分层切开翻瓣，注意保护面神经和腮腺。到达关节区后打开关节囊，显露

关节区及融合骨球，截除骨球，修整骨断面，制造人工间隙，截除或不截除喙突，将游离骨块塑形

后移植并固定于关节区形成关节头，处理术区，缝合伤口。手术需使用微动力系统。不含取骨术。

JHM51301 颞下颌关节置换术

经颞部耳屏前切口入路，分层切开翻瓣，注意保护面神经和腮腺。到达关节区后打开关节囊，显露

关节区及融合骨球，截除骨球，修整骨断面做关节窝成形，然后将关节代用品植入，关节窝部分固

定于颧弓根部，髁状突部分固定于升支区域，分别作坚强固定。处理术区，缝合伤口。手术需使用

微动力系统。

JHN62201
口内入路颌间挛缩瘢痕

切除松解术
指麻醉下颊部瘢痕切除，下颌升支内外侧瘢痕松解，颌间支撑，咀嚼肌松解，植皮。不含取皮术。

JHN42301
口内外联合入路颌间挛

缩松解术

指麻醉下颊部瘢痕切除，升支内外侧粘连松解，喙突截除，咀嚼肌松解，颌间支撑，创面植皮。不

含取皮术。
JHN48301 颌间固定物拆除术 拆除上、下颌牙弓夹板橡皮圈及结扎钢丝，取下牙弓夹板，清洗牙列。
JHN48302 颌间牵引钉拆除术 用专用工具旋出上、下颌牵引钉，拆除颌间固定。
JHN57301 颌骨骨折颌间结扎固定 骨折手法复位，上、下颌牙列安置并结扎牙弓夹板，橡皮圈颌间牵引固定，恢复咬合关系。

JHN57302
颌骨骨折牙间钢丝结扎

固定术
骨折手法复位，牙间钢丝栓结，颌间固定。

JHN57303
颌骨骨折颌间牵引钉颌

间固定术
骨折手法复位，微型骨钻打孔，拧入颌间牵引钉，弹性或钢丝颌间固定。需使用微动力系统。

JHN57304 颌骨骨折外固定术 指颌骨骨折临时采用颌骨悬吊或支架固定的方法。
7.舌骨
8.犁骨

JHQ68301 犁骨瓣修复术 指在浸润麻醉下，切开犁骨粘膜，犁骨瓣成形，缝合于鼻侧粘膜，关闭硬腭前部裂隙。
9.牙
牙

JHV36301 口腔局部缝合止血 指拔牙后、口腔内小手术及非外伤性局部出血，创面血肿清理，缝合伤口，上止血药。

JHV62301
软组织内阻生恒牙开窗

助萌术
局麻下，切开牙龈，止血，显露牙冠，安装牵引装置，缝合伤口。

JHV62302 骨阻生恒牙开窗助萌术 局麻下切开分离，翻瓣，去骨，暴露埋藏于颌骨内牙齿，安装牵引装置，缝合伤口。
JHV62303 劈裂牙治疗 设计、局麻下去除残片、结扎固定。
JHV50301 乳牙拔除术 局麻下对乳牙前，后牙残冠，残根，不松动乳牙的拔除，伤口处理。
JHV50302 恒前牙拔除术 局麻下对该区段已萌出多生牙拔除，伤口处理。
JHV50303 恒前磨牙拔除术 局麻下对该区段多生牙拔除，伤口处理。
JHV50304 恒磨牙拔除术 局麻下对该区段多生牙拔除，伤口处理。

JHV50305 半牙拔除术
指因修复需要而拔除一个牙根的牙齿。麻醉，使用专用切割钻切割牙齿，分根，拔除牙根，止血，

伤口处理。

JHV62304 半牙切除术
消毒，麻醉，设计切口，切开牙龈，翻起龈瓣，暴露根分叉，分离病变侧牙冠及牙根、去骨、拔除

牙齿的病变部分并保留相对健康的部分冠根，修整外形，设计缝合方式、缝合，冲洗，缝合。不含

牙周塞治、牙龈翻瓣术、骨成形术、翻瓣术、骨成形术。

JHV57301 牙外伤结扎固定术
局麻下牙槽骨及牙齿复位、常规牙弓夹板结扎固定及调合，伤口处理及缝合。含牙根折、挫伤、松

动及嵌入牙的复位固定，常规固定2-4周。

JHV50306 骨融合牙拔除术
指因解剖变异、死髓牙牙槽骨致密性改变导致牙骨融合、与上颌窦关系密切、增龄性变化所致的复

杂牙拔除。阻滞麻醉，使用专用切割钻去骨，显露牙根，拔除，止血。
JHV50307 微创复杂牙拔除术 指用微创器械和技术拔除各种复杂牙。麻醉，使用专用切割钻切割、拔除，止血，伤口处理。

JHV50308 弓外牙拔除术
指位于正常牙弓之外，低位，倾斜，扭转的恒牙的拔除。核对牙位，麻醉，使用专用切割钻切割、

拔除，止血，伤口处理。

JHV50309 萌出阻生牙拔除术
指已萌出黏膜的近中、远中、颊舌向阻生牙。麻醉，需使用专用切割钻解除阻力，分根，拔除，止

血及伤口处理。

JHV50310
未完全萌出阻生牙拔除

术

指被牙龈覆盖的各类垂直阻生牙齿的拔除。麻醉，使用专用切割钻切开黏骨膜，翻瓣，去骨解除阻

力，牙齿拔除，止血，伤口处理及缝合。

JHV50311 骨性埋藏阻生牙拔除术
指完全埋藏颌骨内的各类阻生牙及多生牙的拔除。局麻下切开牙龈，翻开黏骨膜瓣，使用专用切割

钻去除埋藏牙表面的骨质，解除阻力，去冠分根，拔除阻生牙，清理牙槽窝，止血，伤口缝合。不

含拔牙窝内植骨术。

JHV73301 牙再植术
指脱落于体外一定时间的牙齿重新植入与固定。麻醉，牙槽嵴复位及牙槽窝处理，牙齿无菌处理，

植入，牙弓夹板接扎固定或树脂粘接固定，调合防止咬合创伤，伤口处理及缝合。

JHV73302 牙移植术
指自体牙移植和异体牙移植，麻醉，准备受植区牙槽窝，植入供体牙，牙塑形及消毒，植入牙的牙

弓夹板固定，调合防止合创伤，伤口处理。不含异位牙拔除。
JHV68301 牙槽骨修整术 麻醉，切开牙龈，翻瓣，显露去骨去骨区，修整修平，伤口处理。
JHV61305 拔牙创面搔刮术 局麻下对拔牙创面愈合不良的创面，重新搔刮处理及缝合。
JHY99201 干槽症创面处理 局部阻滞麻醉后清理拔牙创面、药物冲洗、常规骨创填塞。
JHV57302 牙槽突骨折结扎固定术 局麻下牙槽突复位、固定、调合，钢丝结扎固定或牙弓夹板牵引复位固定。

JHV62306 截根术

消毒，麻醉，根据患牙局部情况，设计切口(沟内切口，内斜切口或垂直切口等)，切开牙龈，翻起

龈瓣，暴露牙周病变，软组织清创，硬组织清创（根面，骨面及根分叉区刮治），截断病根，拔除

断根，牙根及牙冠外形和断面修整，备洞，倒充填，设计缝合方式，缝合。不含牙周塞治、牙龈翻

瓣术、骨成形术。

JHV62307 根尖囊肿摘除术
局麻下切开黏骨膜，翻瓣，显露囊肿并摘除，病灶刮治，必要时化学药品烧灼囊腔壁，冲洗，止

血，缝合。局部加压包扎。不含根管治疗及植骨。

JHV62308 根尖切除术
消毒，麻醉，根据牙位局部情况，设计切口，翻瓣，暴露根尖区病变，根尖区搔刮，以微动力系统

行根尖切除，冲洗，缝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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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HV47301 根尖倒充填术 以微动力系统行根尖倒预备，充填，刻形，磨光。
JHV47302 超声根尖倒充填术 用专用的超声仪器和工作尖进行根尖倒预备，充填，刻形，磨光。
JHV62309 根尖搔刮术 消毒，麻醉，根据牙位局部情况，设计切口，翻瓣，暴露根尖区病变，根尖区搔刮，冲洗，缝合。
JHV68302 显微镜下根管外科手术 显微镜下，采用专用的显微根管外科器械进行根管外修复及根尖手术。
JHV48312 牙弓夹板拆除术 去除结扎丝，取下牙弓夹板，清洗牙列。

JHV68303 分根术
消毒、麻醉，设计切口、切开牙龈，翻起龈瓣，暴露根分叉，截开牙冠、牙外形及断面修整成形，

设计缝合方式、缝合。不含牙周塞治、翻瓣术、骨成形术。
JHV68304 阻生智齿龈瓣修整术 局麻下切除阻生牙周围龈瓣及龈袋，牙龈修整，缝合伤口。

JHV68305 根尖诱导成形术

指年轻恒牙牙髓坏死需利用药物诱导根尖继续发育的治疗。开髓，髓腔预备，髓腔修整，暴露根管

口，使用拔髓针和不锈钢扩大针去除坏死牙髓，预备根管，双氧水生理盐水冲洗，无菌纸尖吸干，

抗生素药物等药物行根管内持续消毒，氢氧化钙药物持续诱导，氧化锌丁香油水门汀暂封，每1

周，1月，3月，6月复诊。
JHV57303 后牙纵折固定术 设计，局麻下复位，牙体预备，结扎外固定，调合。

JHV46301 牙种植体植入术
局部浸润或阻滞麻醉，采用黏膜翻瓣或不翻瓣的方法，利用专用种植机和配套种植外科系列工具制

备、并逐级扩大种植窝，植入牙种植体，缝合伤口。

JHV57304 恒牙外伤固定术
指恒牙外伤松动固定与脱落后再植入牙的固定。局部浸润麻醉，外伤牙齿复位，普通钢丝固定，调

合处理。
JHV61301 牙槽骨烧伤清创术 牙髓治疗药物所致烧伤的处理，含去除坏死组织和死骨、上药。

JHV45301 下牙槽神经解剖移位术
局部浸润或阻滞麻醉，切开黏膜，翻瓣显露下颌管颊侧骨壁，使用专用切割钻及配套系列工作头，

下颌管颊侧骨壁开窗，显露下牙槽神经，利用特殊剥离器将神经牵向颊侧。

JHV46302 骨劈开种植体植入术
局部浸润或阻滞麻醉，显露牙槽嵴，利用专用骨锯和/或骨凿劈开牙槽突，同时利用特制器械撑开

骨床，利用专用种植机和配套种植外科系列工具制备、并逐级扩大种植窝，植入牙种植体，黏膜减

张处理，缝合。

JHV73303 缺牙区游离骨移植术
局部麻醉，将取自于下颌骨颏部、下颌外斜嵴、髂骨等其它部位自体骨用长螺钉固定于缺牙区牙槽

突，用外置法和“三明治”夹层法，骨块周围充填颗粒状植骨材料(自体骨和/或骨代用品)，表面

覆盖生物隔膜。

JHV73304
缺牙区游离骨移植术-

外置法
含取骨术、外置式植骨术，应用坚固内固定系统或钢丝固定。

JHV73305
缺牙区游离骨移植术-

夹层法
含取骨术、夹层法植骨术，应用坚固内固定系统或钢丝固定。

JHV73306
缺牙区游离骨移植术-

内置法
含取骨术、内置式植骨术，应用坚固内固定系统或钢丝固定。

牙周

JHW61301
急性坏死性龈炎局部清

创

局麻下局部清创，去除龈缘坏死组织，暴露创面。双氧水、生理盐水反复冲洗。去除局部大块牙石

等刺激物。止血、上药。
JHW62301 牙龈切除术 消毒，麻醉，设计牙龈切口，牙龈切除，牙龈成形，冲洗，止血，上牙周塞治剂。
JHW62302 龈瘤切除术 牙龈局部增生性肿物切除。不含牙龈翻瓣术、骨修整、牙周塞治。

JHW73301 游离龈组织移植术

消毒、麻醉，根据患牙局部情况，设计切口(沟内切口、内斜切口或垂直切口等)，切开牙龈，翻起

龈瓣，暴露牙周病变，软组织清创，硬组织清创（根面、骨面及根分叉区刮治），根面机械处理、

化学处理以及生物处理，冲洗，牙周骨修整成形，供区组织切口设计、取材(含全厚、半厚组织等)

、游离组织的修整，游离组织植入、固定、设计缝合方式、缝合，供区创面处理。
JHW68301 牙龈成形术 消毒铺巾，设计切口，切开，将游离粘膜，牙龈创面制备、游离牙龈植入，植皮或人工皮成形。

JHW67301 牙冠延长术
取模，导板设计制作，牙龈翻瓣，牙槽骨切除及成形，牙龈成形。

JHW68306 根面平整术
消毒，局麻下用专用手工龈下刮治器去除残留的龈下菌斑、细小牙石、表层病变牙骨质及牙周袋内

壁肉芽组织，平整根面，牙周袋冲洗、上药。
JHW60301 牙周激光治疗 牙龈及牙周袋的激光手术切除，根面激光平整。不含激光脱敏治疗。

JHW62303 牙周翻瓣术
消毒，麻醉，根据患牙局部情况，设计切口(沟内切口，内斜切口或垂直切口等)，切开牙龈，翻起

龈瓣，暴露牙周病变。软组织清创。硬组织清创（根面，骨面及根分叉区刮治）。冲洗。牙周骨修

整成形。设计缝合方式，缝合，上牙周保护剂。不含牙周骨成形术、全厚瓣/半厚瓣的根向或冠向

JHW46301 牙周植骨术

消毒，麻醉，根据患牙局部情况，设计切口(沟内切口，内斜切口或垂直切口等)，切开牙龈，翻起

龈瓣，暴露牙周病变，软组织清创，硬组织清创（根面，骨面及根分叉区刮治），根面机械处理，

化学处理以及生物处理，冲洗，牙周骨修整成形，植入各种成骨材料，设计缝合方式，缝合，上牙

周塞治剂。不含取自体骨。

JHW73302 牙周组织瓣转移术

消毒、麻醉，根据患牙局部情况，设计切口(沟内切口、内斜切口或垂直切口等)，切开牙龈，翻起

龈瓣，暴露牙周病变，软组织清创，硬组织清创（根面、骨面及根分叉区刮治），根面机械处理、

化学处理以及生物处理，冲洗，牙周骨修整成形，供区组织切口设计、取材(含全厚、半厚组织等)

、翻瓣(侧向、冠向、根向)转位、组织修整，组织转移植入、固定，设计缝合方式、缝合，供区创

JHW68304 牙周骨成形术
根据需要对由于牙周炎导致的牙槽骨外形异常，以骨凿，牙钻，骨锉等工具进行牙槽骨修整，成

形，使其恢复正常生理外形，以利于牙周组织再生修复。

JHW69301 引导性牙周组织再生术

消毒、麻醉，根据患牙局部情况，设计切口(沟内切口、内斜切口或垂直切口等)，切开牙龈，翻起

龈瓣，暴露牙周病变，软组织清创，硬组织清创（根面、骨面及根分叉区刮治），根面机械处理、

化学处理以及生物处理，冲洗，牙周骨修整成形，生物膜放入及固定、龈瓣的冠向复位及固定，设

计缝合方式、缝合，上牙周塞治剂。不含翻瓣术、骨成形术、自体骨取骨术。
JHW42301 牙周纤维环状切断术 麻醉，正畸牙齿的牙周纤维环状切断。不含牙周塞治。

口腔黏膜
JHX62301 口腔黏膜激光治疗 粘膜病损的激光理疗及切除。

JHX62302 口腔黏膜小肿物切除术
小是指5-10毫米范围的粘膜病变等，切开肿物表面黏膜或切除肿物表面黏膜，完整摘除肿物后，间

断缝合创面伤口。

JHX38301
口腔黏膜病局部注射药

物治疗
根据病损性质，选择药物种类，常规消毒、将其注射于口腔粘膜病病损局部的特定深度和范围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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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HX44301 口腔黏膜切取术
常规消毒面部，铺无菌巾，设计口腔内切口，注射局麻药，切开粘膜，粘膜下，切取粘膜。电凝止

血，缝合口内创缘。修剪口腔粘膜。其它粘膜采取参照此标准。
JHX62303 口底粘液囊肿摘除术 指麻醉下口底囊肿周围切开，剥离囊肿，完整摘除囊肿后缝合伤口。不含舌下腺摘除术。

JHX62304
口内黏膜下粘液囊肿切

除术
指颊部、舌腹、唇部粘液囊肿局部切除缝合伤口。

JHX73302 腭黏膜游离移植术 局部浸润或阻滞麻醉，从口内硬腭切取全层或黏膜下结缔组织，游离移植于牙槽突种植区。
10.口腔手术设计与制

备
口腔手术设计

JHZ31301 正颌外科手术设计 指人工对X线头影测量，定点连线，数据分析，剪纸外科分析，作出诊断，模拟手术与方案设计。

JHZ31302
正颌外科手术数字化设

计与预测

指X线影像输入，定点测量，软件数据分析，作出诊断，数据输出，模拟手术效果，提供方案设计

。图文报告。

JHZ31303 颌面缺损重建手术设计
指数字化影像数据输入软件，计算机图像重建缺损与畸形，提供模拟手术，数据分析，提供手术方

案。图文报告。

JHZ31304 模型外科设计
指为正颌手术需要的模型外科设计。含面弓转移、模型上合架、模型画线、测量、切割、模拟手术

拼对等操作。不含印模与石膏模型制备。

JHZ31305 种植治疗方案设计
指种植外科与种植修复计划的制定，植体的种类、数量、位置、角度、手术方式、修复体的类型及

材质、固位方式等。
手术材料制备

JHZ19301 带环制备
指形态异常牙齿带环制作。含带环制作，托槽、颊面管、舌侧鞘等附件的焊接等操作。不含带环粘

接。

JHZ19302 唇弓制备
指唇弓，舌弓，腭杠的弯制，焊接及口内安装，含多曲唇弓，四圈式扩弓器的弯制，焊接及口内安

装。
JHZ19303 复杂唇弓器制备 指多曲唇弓，四圈式扩弓器的弯制，焊接及口内安装。

JHZ19304 合导板制备
指平导板，斜导板，咬合垫的制备。含面弓转移合关系，模型上合架，普通塑料平导板，斜导板，

咬合垫的设计，制作，打磨，抛光及口内试戴与修整。不含印模与石膏模型制备。

JHZ19601 正颌外科咬合导板制备
指正颌外科手术后维持咬合关系的定位与固定合板制作。含面弓转移合关系，模型上合架，咬合板

设计，制作，试戴及修整。不含印模与石膏模型制备、计算机辅助制作。

JHZ19305 颌面头骨模型制作
指数字化影像数据输入软件，计算机图像重建，数据输出，快速成型机加工制作头骨模型。图文报

告。

JHZ19306 种植模型制备
卸种植愈合帽，安装种植取模部件，硅橡胶口腔印模制取，连接种植替代体，注射牙龈硅胶、超硬

石膏模型灌制。

JHZ19602 种植体模型制备

调整患者体位，卸种植愈合帽，安装种植取模部件，选取成品一次性塑料托盘或可消毒不锈钢托

盘，选用精细印模材料、按其工艺要求一步法或两步法制取口腔内印模，肌功能修整，口内取出印

模，印模范围、清晰度及印模-托盘结合情况检查，必要时重新制取印模，连接种植替代体，牙龈

硅胶、高强度人造石灌制模型，模型修整。

JHZ19307 牙槽突模型测绘
局部浸润或区域阻滞麻醉，用测量针沿纵轴测量缺牙区牙槽突唇(颊)侧和舌(腭)侧黏膜的厚度，制

备相应缺牙区牙槽突可卸代型，在可卸代型截面根据黏膜厚度描绘牙槽突形态，用电磨头按照黏膜

厚度，将石膏模型对应点的石膏磨除，并连线，制备成牙槽突石膏模型。

JHZ19308 颌骨缺损斜面导板制作
指下颌骨肿瘤切除术后为防止咬合偏斜或治疗制作的咬合导板。经过牙齿预备，取模，模型在研究

模型上设计，制作及修整、试戴。
JHZ19309 种植外科导板制备 在研究模型上排牙，根据设计方案用压模或热凝的方法制备种植体植入导板。

JHZ31306
计算机辅助设计种植外

科导板

根据牙槽骨CT数据，利用专业计算机口腔种植设计软件进行三维重建，设计种植体的数量、部位、

规格、方向等，以计算机辅助制作手术用种植体植入导板。

JHZ31307
计算机辅助设计固定种

植义齿

含种植取模、种植模型计算机扫描仪扫描、必要时对基底冠或桥架扫描代型制作、计算机辅助设计

。

JHZ19603 口腔常规模型制备
选取成品一次性塑料托盘或可消毒不锈钢托盘，调整患者体位，调拌机或手工调拌普通印模料，制

取口腔内印模，肌功能修整，口内取出印模，印模范围、清晰度及印模-托盘结合情况检查，必要

时重新制取印模，调拌模型石膏，震荡灌模机灌制口腔石膏模型，模型修整机修整模型。

JHZ19604 口腔功能模型制备

选取成品一次性塑料托盘或可消毒不锈钢托盘，调整患者体位，调拌机或手工调拌普通印模料，制

取口腔内初印模，肌功能修整，口内取出印模，印模范围、清晰度及印模-托盘结合情况检查，必

要时重新制取印模，调拌模型石膏，震荡灌模机灌制口腔石膏模型，模型修整机修整模型。去除初

模型缺牙区石膏，利用铸造支架制作局部个别托盘，用普通印模料制取口颌主动功能运动下的功能

性印模，口内取出印模，印模范围、清晰度及印模-托盘结合情况检查，必要时重新制取印模，调

拌模型石膏，震荡灌模机初模型上灌制缺牙区功能性石膏模型，模型修整机修整模型。

JHZ19605 面部模型制备
调整患者体位，面部保护处理，真空调拌机或手工调拌普通印模料，放置加强材料，制取面部印

模，取下印模，印模范围、清晰度及印模-托盘结合情况检查，必要时重新制取印模，调拌模型石

膏，震荡灌模机灌制面部石膏模型，模型修整。

JHZ19606 正畸记存模型制备
指用于观察记录牙齿与咬合关系的口腔牙合模型制备。含印模制取、石膏模型灌制与模型修整、使

用普通藻酸盐印模材、普通超硬石膏灌制模型。
11.其它

JHZ35301 口内脓肿切开引流术 口内入路，局麻下行切开脓肿，引流脓腔，冲洗，放置引流条。必要时神经阻滞麻醉。
JHZ68303 颞肌筋膜瓣切取术 含供区设计，皮瓣翻起，隧道转移至受区，供区创面处理及关闭。

JHZ68304 修复前软组织成形术
局麻下切开黏骨膜，翻瓣，软、硬组织松解，修整成型，植皮或黏骨膜瓣转移修复，缝合。不含取

皮术、口腔模型及腭护板制备。

JHZ60101
睡眠呼吸暂停综合征射

频消融术

指鼻甲，软腭，舌根肥大，鼻鼾症，阻塞性睡眠呼吸暂停综合症诊断的治疗。含上述范围内肥大软

组织利用射频探针的插入，组织消融等过程。不含射频。

JHZ35302
口底颌下脓肿切开引流

术

局麻下作自一侧下颌角下经颏下至对侧下颌角下的皮肤切口，分层切开，钝性广泛彻底分离口底各

层组织，使感染各间隙彼此相通，探查脓腔，大量生理盐水、过氧化氢液冲洗、引流。必要时神经

阻滞麻醉。

JHZ62201
口内入路口底皮样囊肿

摘除术

口内从舌颌沟弧形切口或者舌腹正中纵形切口，入路切开口底黏膜，剥离口底及部分舌肌，暴露囊

肿并且摘除，止血，处理创面，放入引流条，缝合伤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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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HZ62301
口外入路口底皮样囊肿

摘除术
指经颏下或颌下切口，切开皮肤、皮下、口底肌肉，结扎相关血管，暴露囊肿并摘除。

JHZ62302
口内外联合入路口底皮

样囊肿摘除术
指口底巨大囊肿，口内切口和颏下、颌下切口联合暴露囊肿并摘除。

JHZ63301
口底恶性肿瘤扩大切除

术

口底舌颌沟恶性肿物周围扩大切开，切除口底恶性肿物及邻近组织扩大切除，含舌下腺切除。不含

舌神经缺损修复、淋巴清扫术、取皮术。

JHZ61303 口咽部肿物局部切除术
指舌腭弓、咽腭弓、翼颌韧带区恶性肿瘤，口内肿物表面切开或者肿物周围切开，邻近组织切除，

打包缝合，邻近瓣转移修复缺损。不含远位瓣切取、淋巴清扫。

JHZ63302
口内外联合入路口咽部

肿瘤扩大切除术

设计剖开下唇正中和颌下弧形联合切口，从下颌骨颊侧表面翻开软组织，结扎颌外动脉和面前静

脉，暴露舌腭、咽腭、咽侧翼颌韧带区恶性肿瘤，口内肿物表面切开或者肿物周围切开，及邻近软

组织(含淋巴结)和颌骨的扩大切除。软后临近组织瓣修复或打包，处理创面，缝合伤口。不含远位

瓣切取和转移修复、括颌骨的切除和修复处理。
JHZ68305 口鼻腔前庭瘘修补术 指麻醉下进行切口设计，浸润麻醉，瘘周围黏骨膜切开分离，转移、滑行粘骨膜瓣，关闭瘘口。
JHZ68306 前庭沟加深术 应用局部组织，粘膜和皮片进行前庭沟加深，固定，止血。

JHZ44601
钛重建板弯制复制口内

咬合关系

指下颌骨手术截骨前，人工弯制钛重建板，使它和下颌骨表面紧密贴附，维持口内咬合关系，以便

骨修复时利用重建板恢复咬合关系。
(八)呼吸系统
1.气管

JJA40301 气管切开术
消毒铺巾，局麻，切皮，分离皮下组织及带状肌，暴露气管前壁，横型或纵形切开气管前壁，置入

气管套管或麻醉导管，缝合部分切口。
JJA40302 经烧伤创面气管切开术 术区皮肤消毒，逐层切开，暴露并切开气管，止血，放置，固定气管套管，局部包扎。

JJA69301 颈部气管造口再造术
局部麻醉或全麻，消毒铺巾，原造口周边十字形切口，切开气管壁，与颈部皮肤缝合扩大造口。置

入气管套管。

JJA07401
硬质气管镜下气管及支

气管探查术

全麻或口咽，喉部表面麻醉，根据患者的年龄选择合适型号的硬质气管镜，有一位助手负责固定患

者头部，表面麻醉时还有一位助手负责固定幼儿患者的身体，经口腔径路，儿童须由直达喉镜引导

经口腔下咽声门进入气管，检查气管，左、右支气管。确定是否有异物位置，大小，与周围气管壁

的关系，是否有肿物，可应用气管内窥镜进一步详细检查，必要时取病理。送病理学检查。不含病

理学检查。

JJA47401
经硬质气管镜支架置入

术

在监护和全身麻醉下，硬质气管镜插管，接高频通气呼吸机，通过硬质气管镜通路联合软镜观察测

量气道狭窄处，置入引导钢丝引导置入支架，在气管镜直视下于狭窄部位放置支架，气管镜观察支

架位置，X线透视确定位置。含硬质气管镜检查术。不含狭窄扩张术、X线定位、监护。

JJA48401
硬质气管镜下气管异物

取出术

全麻或口咽，喉部表面麻醉，根据患者的年龄选择合适型号的硬质气管镜，有一位助手负责固定患

者头部，表面麻醉时还有一位助手负责固定幼儿患者的身体，经口腔径路，儿童须由直达喉镜引导

经口腔下咽声门进入气管，检查气管，左、右支气管。确定异物位置，大小，与周围气管壁的关

系，可应用气管内窥镜进一步详细检查，选取合适的异物钳夹取异物。

JJA48301 开胸气管异物取出术
侧卧位，备皮铺巾，侧肋间后外侧切口，暴露胸腔。找出不张肺叶。游离肺门，游离迷走神经及主

支气管。触及异物后切开气管，取出异物，吸净气管内脓性分泌物，缝合气管。放置胸引管。

JJA68301 气管瘘修复术
胸后外侧或前外侧切口，消毒铺巾，贴膜，电刀开胸。探查并寻找瘘口部位，游离相应的气管、支

气管，切除部分瘘口坏死组织，直接修补或采用其它组织材料(如胸膜等)修补缺损。止血并放置胸

腔引流管，关胸。

JJA68302 颈段气管食管瘘修补术
经口或气管切开插管全麻，颈部颈侧入路，分离带状肌及胸锁乳突肌显露气管食管沟区，在此处仔

细寻找喉返神经，保护好喉返神经，对气管食管瘘口清理坏死组织，修补，逐层缝合，放置引流

管，敷料加压包扎，有气管切开的更换套管。

JJA62301 气管囊肿切除术
侧卧位，肋间后外侧切口，暴露胸腔根据肿瘤位置，分离与周围组织粘连，尤其注意与气管及支气

管的关系，如气管与支气管损伤应及时缝合或修补。完整切除囊肿，放置胸引管。

JJA62401
经胸腔镜气管囊肿切除

术

侧卧位，肋间取三处放套管，其一放置胸腔镜，余两处放置操作钳，暴露胸腔根据肿瘤位置，分离

与周围组织粘连，尤其注意与气管及支气管的关系，如气管与支气管损伤应及时缝合或修补。完整

切除囊肿，放置胸引管。

JJA62302 气管肿瘤切除术
经颈部、右胸或胸部前正中切口，游离气管，显露肿瘤，距肿瘤0.5厘米以上袖状切除气管，端端

吻合，必要时松解喉及肺门。电刀或超声刀止血。放置颈部或胸腔引流管。不含病理学检查。

JJA60401 经硬质气管镜微波治疗
在监护和全身麻醉下，硬质气管镜插管，接高频通气呼吸机，通过硬质气管镜通路联合软镜观察气

道，对气道病变或新生物进行微波切除治疗。术中出血给予局部止血治疗。含硬质气管镜检查术。

不含监护。

JJA60402 经硬质气管镜激光治疗
在监护和全身麻醉下，硬质气管镜插管，接高频通气呼吸机，通过硬质气管镜通路联合软镜观察气

道，对气道病变或新生物进行激光切除治疗。术中出血给予局部止血治疗。含硬质气管镜检查术。

不含监护。

JJA60403
经硬质气管镜高频电治

疗

在监护和全身麻醉下，硬质气管镜插管，接高频通气呼吸机，通过硬质气管镜通路联合软镜观察气

道，对气道病变或新生物进行高频电切除治疗。术中出血给予局部止血治疗。含硬质气管镜检查术

。不含监护。

JJA60404
经硬质气管镜氩离子凝

固治疗

在监护和全身麻醉下，硬质气管镜插管，接高频通气呼吸机，通过硬质气管镜通路联合软镜观察气

道，对气道病变或新生物进行氩离子凝固切除治疗。术中出血给予局部止血治疗。含硬质气管镜检

查术。不含监护。

JJA60405 经硬质气管镜冷冻治疗
在监护和全身麻醉下，硬质气管镜插管，接高频通气呼吸机，通过硬质气管镜通路联合软镜观察气

道，对气道病变或新生物进行冷冻切除治疗。术中出血给予局部止血治疗。含硬质气管镜检查术。

不含监护。

JJA60406
经硬质气管镜电套圈治

疗

在监护和全身麻醉下，硬质气管镜插管，接高频通气呼吸机，通过硬质气管镜通路联合软镜观察气

道，对气道新生物进行电套圈切除治疗。术中出血给予局部止血治疗。含硬质气管镜检查术。不含

监护。
2.支气管

JJB68401
经纤维支气管镜支气管

胸膜瘘堵塞术

鼻咽部麻醉，润滑，消泡，经鼻或口置入纤维支气管镜，探查气管、支气管，寻找瘘口，经操作通

道注入阻塞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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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JB61401 经纤维支气管镜吸痰
局麻，插入纤维支气管镜，观察气道变化，向分泌物较多的目标肺段注入生理盐水，充分吸痰。含

纤维支气管镜检查术。不含监护。

JJB61402 经电子支气管镜吸痰
咽部麻醉，润滑，插入电子支气管镜、观察气道变化，向分泌物较多的目标肺段注入生理盐水和药

物，充分吸痰。含电子支气管镜检查术。不含监护。

JJB38401
经纤维支气管镜滴药治

疗

局麻，插入纤维支气管镜，观察气道变化，向目标肺段注入药物。含纤维支气管镜检查术。不含监

护。

JJB38402
经电子支气管镜滴药治

疗

局麻，插入电子支气管镜，观察气道变化，向目标肺段注入药物。含电子支气管镜检查术。不含监

护。

JJB60401
经纤维支气管镜高频电

凝治疗

局麻，插入纤支镜，观察气道变化，对气道病变或新生物进行高频电治疗。如有出血给予冰盐水、

肾上腺素盐水或凝血酶局部治疗。切除组织送病理科检查。含纤维支气管镜检查术。不含监护、病

理学检查。

JJB60402
经电子支气管镜高频电

凝治疗

局麻，插入电子支气管镜，观察气道变化，对气道病变或新生物进行高频电治疗。如有出血给予冰

盐水、肾上腺素盐水或凝血酶局部治疗。切除组织送病理科检查。含电子支气管镜检查术。不含监

护、病理学检查。

JJB60403
经纤维支气管镜微波治

疗

局麻，插入纤维支气管镜，观察气道变化，对气道病变或新生物进行微波治疗。如有出血给予冰盐

水、肾上腺素盐水或凝血酶局部治疗。切除组织送病理科检查。含纤维支气管镜检查术。不含监护

、病理学检查。

JJB60404
经电子支气管镜微波治

疗

局麻，插入电子支气管镜，观察气道+B1335变化，对气道病变或新生物进行微波治疗。如有出血给

予冰盐水、肾上腺素盐水或凝血酶局部治疗。切除组织送病理科检查。含电子支气管镜检查术。不

含监护、病理学检查。

JJB60405
经纤维支气管镜激光治

疗

局麻，插入纤维支气管镜，观察气道变化，对气道病变或新生物进行激光治疗。如有出血给予冰盐

水、肾上腺素盐水或凝血酶局部治疗。切除组织送病理科检查。含纤维支气管镜检查术。不含监护

、病理学检查。

JJB60406
经电子支气管镜激光治

疗

局麻，插入电子支气管镜，观察气道变化，对气道病变或新生物进行激光治疗。如有出血给予冰盐

水、肾上腺素盐水或凝血酶局部治疗。切除组织送病理科检查。含电子支气管镜检查术。不含监护

、病理学检查。

JJB60407
经纤维支气管镜氩离子

凝固治疗

局麻，插入纤支镜、观察气道变化，对气道病变或新生物进行氩离子凝固治疗。如有出血给予冰盐

水、肾上腺素盐水或凝血酶局部治疗。切除组织送病理科检查。含纤维支气管镜检查术。不含监护

、病理学检查。

JJB60408
经电子支气管镜氩离子

凝固治疗

局麻，插入电子支气管镜，观察气道变化，对气道病变或新生物进行氩离子凝固治疗。如有出血给

予冰盐水、肾上腺素盐水或凝血酶局部治疗。切除组织送病理科检查。含电子支气管镜检查术。不

含监护、病理学检查。

JJB60409
经纤维支气管镜冷冻治

疗

局麻，插入纤支镜、观察气道变化，对气道病变或新生物进行冷冻治疗。如有出血给予冰盐水、肾

上腺素盐水或凝血酶局部治疗。切除组织送病理科检查。含纤维支气管镜检查术。不含监护、病理

学检查。

JJB60410
经电子支气管镜冷冻治

疗

局麻，插入电子支气管镜，观察气道变化，对气道病变或新生物进行冷冻治疗。如有出血给予冰盐

水、肾上腺素盐水或凝血酶局部治疗。切除组织送病理科检查。含电子支气管镜检查术。不含监护

、病理学检查。

JJB60411
经纤维支气管镜电套圈

治疗

局麻，插入纤支镜，观察气道变化，应用电套圈对气道肿瘤进行机械切除。如有出血给予冰盐水、

肾上腺素盐水或凝血酶局部治疗。必要时照相。切除组织送病理科检查。含纤维支气管镜检查术。

不含监护、病理学检查。

JJB60412
经电子支气管镜电套圈

治疗

局麻，插入电子支气管镜，观察气道变化，应用电套圈等工具对气道肿瘤进行机械切除。如有出血

给予冰盐水、肾上腺素盐水或凝血酶局部治疗。必要时照相。切除组织送病理科检查。含电子支气

管镜检查术。不含监护、病理学检查。

JJB68301
气管支气管损伤开胸修

补术

胸后外侧或前外侧切口，消毒铺巾，贴膜，电刀开胸。探查损伤部位，游离胸内适当长度的气管、

支气管，直接修补或采用其它组织材料(如胸膜等)修补损伤，恢复气道的连续性和完整性。止血并

放置胸腔引流管，关胸。

JJB47401
经纤维支气管镜气管支

架置入术

局麻，插入纤维支气管镜，观察测量气道狭窄处，置入引导钢丝引导置入支架，在气管镜直视下于

狭窄部位放置支架，气管镜观察支架位置，X线透视确定位置。含纤维支气管镜检查术。不含监护

、病理学检查。

JJB47402
经电子支气管镜支架置

入术

局麻，插入电子支气管镜，观察测量气道狭窄处，置入引导钢丝引导置入支架，在气管镜直视下于

狭窄部位放置支架，气管镜观察支架位置，X线透视确定位置。含电子支气管镜检查术。不含监护

、病理学检查。

JJB62401
经纤维支气管镜异物取

出术

局麻，插入纤维支气管镜，观察气道变化，寻找异物，采用异物取出工具取出异物。如有出血给予

冰盐水、肾上腺素盐水或凝血酶局部治疗。含纤维支气管镜检查术。不含监护。

JJB62402
经电子支气管镜异物取

出术

局麻，插入电子支气管镜，观察气道变化，寻找异物，采用异物取出工具取出异物。如有出血给予

冰盐水、肾上腺素盐水或凝血酶局部治疗。含电子支气管镜检查术。不含监护。

JJB65401
经纤维支气管镜气管扩

张术

局麻，插入纤维支气管镜，观察气道，确认狭窄部位，球囊扩张。如有出血给予冰盐水，肾上腺素

盐水或凝血酶局部治疗。含纤维支气管镜检查术。不含监护。

JJB65402
经电子支气管镜气管扩

张术

局麻，插入电子支气管镜，观察气道，确认狭窄部位，球囊扩张。如有出血给予冰盐水，肾上腺素

盐水或凝血酶局部治疗。含电子支气管镜检查术。不含监护。

JJB65403
经硬质气管镜支气管扩

张术

在监护和全身麻醉下，硬质气管镜插管，接高频通气呼吸机，通过硬质气管镜通路联合软镜观察气

道，确认狭窄部位，球囊扩张。如有出血给予冰盐水，肾上腺素盐水或凝血酶局部治疗。术中出血

给予局部止血治疗。含硬质气管镜检查术。不含监护。

JJB62301
气管支气管隆凸切除成

形术

指气管内肿瘤或肺癌等疾病，需要切除部分气管并重建气管或隆凸者。胸后外侧或前外侧切口，消

毒铺巾，贴膜，电刀开胸。探查病变部位，游离胸内适当长度的气管、支气管、隆凸，部分切除或

者环状切除病变所在的气管、支气管或隆凸，按照设计方案，行气管与支气管的吻合，重建隆凸，

或者补片成形，恢复主气道的连续性和完整性。电刀或超声刀止血。放置胸腔引流管，关胸。
3.肺

JJC34101 肺脏外周型肿块穿刺术
用灰阶超声仪对肺脏外周型肿块进行术前观察，消毒铺巾，局麻，在B超监视下将穿刺针或穿刺枪

经皮刺入肿块，取活检或注药。图文报告。不含超声引导、病理学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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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JC62301 肺大泡切除修补术
胸后外侧或前外侧切口，消毒铺巾，贴膜，电刀开胸。探查肺大泡部位，切除或结扎肺大泡并修补

肺组织。电刀止血，放置胸腔引流管，关胸。不含胸膜固定术、病理学检查。

JJC62401
经胸腔镜肺大泡切除胸

膜固定术

经胸外侧径路，消毒铺巾，贴膜，单肺通气，建立气胸，胸腔镜探查胸腔，探查肺大泡部位，切除

或结扎肺大泡，修补肺组织。特殊标本袋取出切除组织。胸腔镜下用粗纱布摩擦壁层胸膜或胸膜腔

内喷洒药物，进行胸膜粘连，固定。用电刀或超声刀止血。置放胸腔闭式引流。关胸。

JJC68301 肺修补术
胸后外侧或前外侧切口，消毒铺巾，贴膜，电刀开胸。探查病损部位并修补肺组织。止血并放置胸

腔引流管，关胸。

JJC68401 经胸腔镜肺修补术
经胸外侧径路，消毒铺巾，贴膜，单肺通气，建立气胸，胸腔镜探查胸腔，探查病损部位并修补肺

组织。用电刀或超声刀止血。置放胸腔闭式引流。关胸。

JJC61301 肺减容术
胸后外侧或前外侧切口，消毒铺巾，贴膜，电刀开胸，探查减容部位后，用肺缝合器和生物贴膜切

除。止血并放置胸腔引流管，关胸。不含病理学检查。

JJC61401 经胸腔镜肺减容术
经胸外侧径路，消毒铺巾，贴膜，单肺通气，建立气胸，胸腔镜探查胸腔，探查，明确减容部位

后，用肺缝合器和生物贴膜切除。用标本袋取出切除组织。用电刀或超声刀止血，放置胸腔闭式引

流。关胸。不含病理学检查。

JJC61302
胸骨正中入路两侧肺减

容术

胸骨正中切口，消毒铺巾，贴膜，电刀开胸。探查双肺减容部位，切除双肺减容肺组织。止血并放

置双侧胸腔引流管，关胸。不含病理学检查。

JJC62302 肺楔形切除术
指按楔形将肺组织部分切除。胸后外侧或前外侧切口，消毒铺巾，贴膜，电刀开胸。探查病变部

位，可用肺切割缝合器切除，修补肺组织。止血并放置胸腔引流管，关胸。不含病理学检查、淋巴

结清扫。

JJC62402 经胸腔镜肺楔形切除术
经胸外侧径路，消毒铺巾，贴膜。单肺通气，建立气胸，胸腔镜探查胸腔，探查病变部位，用肺切

割缝合器楔形切除，修补肺组织。将切除组织用特殊标本袋取出。用电刀或超声刀止血，放置胸腔

闭式引流。关胸。不含淋巴结清扫术、病理学检查。

JJC62303 肺段切除术
胸后外侧或前外侧切口，消毒铺巾，贴膜，电刀开胸，探查病变部位，解剖肺裂和血管，结扎切断

肺段的动脉，切断及闭合段支气管，切断及修补肺断面。电刀或超声刀止血。放置胸腔引流管，关

胸。不含淋巴结清扫术、病理学检查。

JJC62403 经胸腔镜肺段切除术
经胸外侧径路，消毒铺巾，贴膜，单肺通气，建立气胸，胸腔镜探查胸腔，探查病变部位，解剖肺

裂和血管，结扎切断肺段的动脉，切断及闭合段支气管，切断及修补肺断面。用标本袋取出切除组

织。用电刀或超声刀止血，置放胸腔闭式引流。关胸。不含淋巴结清扫术、病理学检查。

JJC62304 胸膜肺叶切除术
胸后外侧或前外侧切口，消毒铺巾，贴膜，电刀开胸。于胸膜外径路分离。探查病变部位，结扎切

断肺叶动脉，静脉，切断及闭合叶支气管，切除相应肺叶壁层胸膜和肺叶。电刀或超声刀止血，放

置胸腔引流管，关胸。不含淋巴结清扫、病理学检查。

JJC62305 肺叶切除术
胸后外侧或前外侧切口，消毒铺巾，贴膜，电刀开胸。探查病变部位，解剖肺裂和血管，结扎切断

肺叶动脉，静脉，切断及闭合叶支气管，摘除肺叶。可包埋支气管残端。电刀或超声刀止血，放置

胸腔引流管。关胸。不含淋巴结清扫、病理学检查。

JJC62404 经胸腔镜肺叶切除术
经胸外侧径路，消毒铺巾，贴膜，单肺通气，建立气胸，胸腔镜探查胸腔，胸腔镜下探查病变部

位，解剖肺裂和血管，结扎或器械切断肺动脉，静脉，切断及闭合支气管，摘除肺叶。用特殊标本

袋取出切除组织。用电刀或超声刀止血，放置胸腔闭式引流。关胸。不含淋巴结清扫、病理学检查

JJC62306 右侧双肺叶切除术
胸后外侧或前外侧切口，消毒铺巾，贴膜，电刀开胸。探查病变部位，解剖肺裂和血管，结扎切断

肺叶的动脉，静脉，切断及闭合支气管，摘除两肺叶。可包埋支气管残端。电刀或超声刀止血，放

置胸腔引流管，关胸。不含淋巴结清扫、病理学检查。

JJC62307 袖状肺叶切除术
胸后外侧或前外侧切口，消毒铺巾，贴膜，电刀开胸。探查病变部位，解剖肺裂和血管，结扎切断

肺叶的动脉，静脉，切断病变肺叶支气管的上端及下端，摘除肺叶，并将保留肺叶的支气管的近端

与主支气管或气管吻合。电刀或超声刀止血，放置胸腔引流管，关胸。不含淋巴结清扫、病理学检

JJC62308
袖状肺叶切除+肺动脉

切除成形术

取胸后外侧或前外侧切口，消毒铺巾，贴膜，电刀开胸。探查病变部位，解剖肺裂和血管，结扎切

断肺叶的动脉，静脉，切断病变肺叶支气管的上端及下端，摘除肺叶，并将保留肺叶的支气管的近

端与主支气管或气管吻合。切断病变肺叶动脉干的上端及下端，并将保留的肺叶动脉的近端和远端

吻合。或肺动脉侧壁切除成形。用电刀或超声刀止血，放置胸腔引流管，关胸。不含淋巴结清扫、

病理学检查。

JJC62309 全肺切除术
胸后外侧或前外侧切口，消毒铺巾，贴膜，电刀开胸。探查病变部位，解剖肺裂和血管，结扎切断

肺动脉，静脉，切断及闭合主支气管，摘除全肺，可包埋主支气管残端。止血并放置胸腔引流管。

关胸。不含淋巴结清扫、病理学检查。

JJC62310 胸膜全肺切除术
胸后外侧或前外侧切口，消毒铺巾，贴膜，电刀开胸。于胸膜外径路分离，探查病变部位，解剖血

管，结扎切断肺动脉，静脉，切断及闭合主支气管，切除全部壁层胸膜和全肺，可包埋主支气管残

端。止血并放置胸腔引流管，关胸。不含淋巴结清扫、病理学检查。

JJC62311 肺上沟癌切除术
颈胸联合切口，消毒铺巾，贴膜，逐层切开，探查癌肿部位，切除癌肿侵及肺叶，肋骨，肋间肌肉

和部分椎体。电刀或超声刀止血。同时切除肋间神经根，臂丛下干和交感链。清扫肺内及肺门部位

淋巴结。放置胸腔引流管，关胸。不含纵隔淋巴结清扫、病理学检查、血管重建。

JJC44301 供体肺获取术
消毒，开胸，主动脉根部灌注心肌保护液，肺动脉灌注肺保护液，肺膨胀后闭合气管使肺保持膨胀

状态，游离腔静脉、主动脉和气管，切断主动脉弓，将肺整体从食管和主动脉上剥离，置入4℃生

理盐水中。

JJC62313 肺包虫病内囊摘除术
胸后外侧或前外侧切口，消毒铺巾，贴膜，电刀开胸。探查包虫病部位，注药，行包虫内囊摘除并

修补肺组织。止血并放置胸腔引流管，关胸。不含病理学检查。

JJC62406
经胸腔镜肺包虫病内囊

摘除术

经胸外侧径路，消毒铺巾，贴膜，单肺通气，建立气胸，胸腔镜探查胸腔，探查包虫病部位，注

药，行包虫内囊摘除并修补肺组织。标本袋取出切除组织。用电刀或超声刀止血并放置胸腔引流

管，关胸。

JJC75301 单肺移植术

消毒铺巾，开胸，分离粘连，用激光刀或氩气刀彻底止血，切开、悬吊心包，游离主动脉根部，套

带，预置荷包线，右心耳预置荷包线，全身肝素化，主动脉造孔插管，右心房插入腔房管，连接体

外循环机，建立体外循环，控制体温，解剖、游离肺动脉，无损伤血管钳夹闭，切断远端分支，解

剖游离结扎上下肺静脉，解剖游离切断支气管远端，纵隔彻底止血，游离左房，无损伤血管钳夹

闭，切开上下肺静脉形成左房袖，置入移植肺、低温保护，对端对线套入式吻合支气管，周围组织

包埋，对端对线吻合肺动脉，肝素液冲洗排气后打结，对端对位吻合左房袖，恢复术侧通气。不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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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JC75302 双肺移植术

蚌壳式开胸(横断胸骨)，分离粘连，彻底止血，切开心包，游离主动脉根部，套带，预置荷包线，

右心耳预置荷包线，全身肝素化，主动脉造孔插管，右心房插入腔房管，连接体外循环机，建立体

外循环，解剖、游离一侧肺动脉，无损伤血管钳夹闭，切断远端分支，解剖游离结扎上下肺静脉，

解剖游离切断支气管远端，纵隔彻底止血，游离左房，无损伤血管钳夹闭，切开上下肺静脉形成左

房袖，置入移植肺，胸腔内低温保护，对端对线套入式吻合支气管，周围组织包埋，对端对线吻合

肺动脉，肝素液冲洗排气后打结，对端对位吻合左房袖，血管内排气后打结，留置上下胸。不含体

JJC38201 全肺灌洗术

双腔气管插管(由纤维支气管镜引导或麻醉医师置入)，分侧肺机械通气。证实两肺完全分离后，让

两肺同时吸入100%氧气10-15分钟以驱出肺内氮气，再夹住肺灌洗侧的导管5分钟以便氧气吸入，另

一侧肺维持通气。灌洗侧的气管插管与一Y型管相连，接输液装置与吸引装置，对目标肺进行大量

生理盐水全肺灌洗。记录出入量。含支气管镜检查术。不含监护。

JJC62314 心包内全肺切除术
胸后外侧或前外侧切口，消毒铺巾，贴膜，电刀开胸。打开心包，探查病变部位，解剖血管，结扎

切断肺动脉，静脉，切断及闭合主支气管，摘除全肺，可包埋主支气管残端。必要时心包补片修补

。止血并放置胸腔引流管，关胸。不含淋巴结清扫、病理学检查。

JJC62315
心包内全肺切除+部分

心房切除术

胸后外侧或前外侧切口，消毒铺巾，贴膜，电刀开胸。打开心包，探查病变部位，解剖血管，结扎

切断肺动脉、切断及闭合主支气管，与上、下肺静脉一同切除部分心房，摘除全肺，可包埋主支气

管残端。止血并放置胸腔引流管，关胸。不含淋巴结清扫、病理学检查。
4.胸壁、胸膜

JJD62301 胸壁软组织肿瘤切除术
消毒铺巾，贴膜，切开肿瘤表面皮肤及包被组织，探查肿瘤大小及范围，包膜外完整切除肿瘤，送

病理学检查。根据病理结果决定是否进行扩大切除。逐层缝合切口。不含病理学检查。

JJD61301 胸壁创口扩清术
消毒铺巾，贴膜，逐层切开胸壁，胸壁异物及坏死物质清除、胸壁穿透伤创口扩大清创，电刀止血

、引流。逐层缝合切口。不含胸部或肋骨骨折固定。

JJD61302 胸壁结核病灶清除术
消毒铺巾，贴膜，电刀逐层切开胸壁，切除结核病灶，结核窦道，死骨清除，肋骨局部切除，肌肉

瓣充填，局部引流，加压包扎。
JJD68301 胸壁缺损修复术 消毒铺巾，贴膜，修复胸壁的软组织或骨性结构缺损，使用自体组织转移替代或人工材料替代。

JJD68302
个性化假体植入胸壁畸

形矫正术

消毒铺巾，体位摆放，设计个性化硅胶假体，设计假体植入位置及范围，自乳晕切口切开皮肤，皮

下至胸壁，剥离假体腔隙，植入硅胶假体并固定，放置引流管，分层关闭切口。不含去除肋骨或移

植皮瓣。

JJD68303
肋骨切除胸壁畸形矫正

术

术前设计，消毒铺巾体位摆放。根据畸形程度，切除部分肋骨及肋软骨，并将断面磨削，放置引

流，分层关闭切口。不含去除肋骨、移植皮瓣。

JJD34101 胸壁肿块穿刺术
用灰阶超声仪对胸壁肿块进行术前观察，消毒铺巾，局麻，在B超监视下将穿刺针或穿刺枪经皮刺

入胸壁肿块内，抽吸活检，置管引流或注药。图文报告。不含超声引导。
JJD57301 胸骨骨折内固定术 消毒铺巾，贴膜，逐层切开胸壁，胸骨骨折复位内固定。缝合切口。

JJD43301 延迟胸骨闭合术
全麻后，消毒铺巾，准备吸引器、电刀，沿原切口进胸，或清除心包内血凝块和积液，温盐水冲洗

心包腔，置心包和/或纵隔引流管，胸骨后止血，4-5根钢丝关闭胸骨，缝合皮下组织及皮肤。不含

体外循环。

JJD62302 胸骨肿瘤切除术
消毒铺巾，贴膜，切开肿瘤表面皮肤及包被组织，探查肿瘤大小及范围，包膜外完整切除肿瘤，并

切除部分胸骨及胸壁软组织。逐层缝合切口。不含胸壁缺损修复术、病理学检查。
JJD55301 胸骨肋骨骨折牵引术 消毒铺巾，确定骨折部位后，用器械牵引，达到复位和固定目的。

JJD48301
胸壁矫形内固定物取出

术

取固定器侧原口，逐层切开，去除钢板周围缝线，拆除钢丝，取出固定器。术中折弯器掰直钢板一

端。再取对侧原切口，同法，掰直钢板另一端，从一侧伤口取出钢板，缝合伤口。

JJD68305 小儿鸡胸矫正术
胸部突起处纵切口，游离肌肉、畸形的肋软骨及软骨膜，于肋软骨中段切断畸形肋软骨并向两侧游

离。切除多余肋软骨，自上而下尼龙线8字缝合固定，矫正畸形，关闭骨膜。逐层缝合并放置橡皮

片引流。必要时放置胸腔闭式引流。

JJD57302
小儿漏斗胸胸肋截骨内

固定术

仰卧位，胸部正中纵型切口，在胸大肌和前锯肌筋表面进行游离。暴露畸形胸骨及肋软骨，切开并

游离肋软骨膜，于肋软骨中断切断双侧畸形肋软骨，于3肋软骨水平V形截断胸骨，保留后骨皮质。

将凹凸处矫平。自左向右于胸骨后水平放置2。5毫米克氏针，用7x17尼龙线固定，切除双侧畸形肋

多余肋软骨。7x17尼龙线8字缝合固定。关闭骨膜，缝合胸大肌及皮下组织并放橡皮片引流。必要

时放置胸腔闭式引流。

JJD57401
经胸腔镜小儿漏斗胸胸

骨抬举内固定术(NUSS

手术)

仰卧位，备皮铺巾，取凹陷最低点所在肋间双侧腋中线切口，置入胸腔镜，直视下传入引道器，于

心包前穿过胸骨于对侧凹陷起始点穿出。引入弧形金属支架，翻转支架将凹陷矫平，用固定器固定

支架。缝合切口。

JJE53301 胸膜粘连松解术
指广泛胸膜粘连造成肺膨胀不全、需要手术治疗者。消毒铺巾，贴膜，开胸探查，电刀松解各种性

状的胸膜粘连，暴露胸腔内的组织器官，关胸。

JJE53401
经胸腔镜胸膜粘连松解

术

指广泛胸膜粘连造成肺膨胀不全、需要手术治疗者。经胸外侧径路，消毒铺巾，贴膜，单肺通气、

建立气胸，胸腔镜探查胸腔，松解、分离胸腔内粘连，暴露胸内组织和器官。用电刀或超声刀止血

。放置胸腔闭式引流。关胸。
JJE57301 胸膜固定术 消毒铺巾，贴膜，开胸探查，用粗纱布摩擦壁层胸膜或胸膜腔内喷洒药物，进行胸膜粘连、固定。

JJE57401 经胸腔镜胸膜固定术
经胸外侧径路，消毒铺巾，贴膜，单肺通气，建立气胸，胸腔镜探查胸腔，用粗纱布摩擦壁层胸膜

或胸膜腔内喷洒药物，进行胸膜粘连、固定。用电刀或超声刀止血。置放胸腔闭式引流，关胸。

JJE50301 胸膜剥脱术
消毒铺巾，贴膜，开胸探查，松解、分离胸腔内粘连，锐性剥脱脏层胸膜，电刀止血，放置胸腔闭

式引流，关胸。

JJE50401 经胸腔镜胸膜剥脱术
经胸外侧径路，消毒铺巾，贴膜，单肺通气、建立气胸，胸腔镜探查胸腔，松解、分离胸腔内粘

连，剥除脏层胸膜。用电刀或超声刀止血。放置胸腔闭式引流，关胸。

JJE57402
经单孔胸腔镜胸膜粘连

术

局麻，切口皮肤，逐层剥离至壁层胸膜，置入胸腔穿刺套管，置入电子胸腔镜，观察胸腔内变化，

注入药物等胸膜粘连剂进行胸膜粘连。必要时录像和照相。含胸腔镜检查术。不含监护。

JZD48301 胸内异物取出术
胸外侧切口，消毒铺巾，贴膜，电刀开胸。探查胸腔内异物部位，解剖并取出异物，必要时对受损

伤肺进行修补。胸腔闭式引流，关胸。不含气管、血管修补。

JZD48401
经胸腔镜胸内异物取出

术

经胸外侧径路，消毒铺巾，贴膜，单肺通气、建立气胸，胸腔镜探查胸腔、胸壁、肺组织、纵隔等

部位，寻找胸腔内异物，用标本袋完整和全部取出异物，必要时对受损肺进行修补。用电刀或超声

刀止血。置放胸腔闭式引流。关胸。不含气管、血管修补。
JZD34101 胸腔穿刺术 消毒铺巾，局麻，肋间切口，经肋间胸腔穿刺，抽吸胸内气体、液体或胸腔内注药。不含超声引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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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ZD35101 胸腔穿刺置管引流术
消毒、局部麻醉，用穿刺针进行穿刺，进入胸腔后置入导丝，用扩张管扩张后，置入深静脉导管或

胸腔引流导管并留置，抽液、抽气。不含超声、X线引导。
JZD35301 经肋间胸腔开放引流术 肋间切口，局麻，切开肋间肌肉及壁层胸膜，经肋间置入引流管，开放引流。
JZD35302 经肋床胸腔开放引流术 局麻或全麻，消毒铺巾，游离并切除部分肋骨，打开壁层胸膜，经肋床置入引流管，开放引流。

JZD35303 经肋间胸腔闭式引流术
消毒铺巾，局麻，肋间切口，切开肋间肌肉及壁层胸膜，经肋间置入胸腔闭式引流管，并缝合固

定，连接闭式引流装置。

JZD35304 经肋床胸腔闭式引流术
局麻或全麻，消毒铺巾，游离并切除部分肋骨，打开壁层胸膜，经肋床置入胸腔闭式引流管，连接

闭式引流装置。
JZD35102 经皮气胸穿刺引流术 局部消毒铺巾，以穿刺针穿刺胸膜腔后，沿此通路置换气胸引流管。不含监护、X线引导。

JZD21301 经皮胸腔引流管调管术
局部消毒铺巾，沿原引流管经导丝导引对引流管进行位置调整或置换引流管。不含监护、影像学引

导。
JZD38301 人工气胸术 消毒铺巾，监护，局麻，穿刺向胸腔注入气体。图文报告。不含监护。

JZD68401
经单孔胸腔镜气胸修补

术

局麻，切口皮肤，逐层剥离至壁层胸膜，置入胸腔穿刺套管，置入电子胸腔镜，观察胸腔内变化，

找到脏层胸膜破口，给予药物或医用材料封闭破口。含胸腔镜检查术。不含监护。

JZD07301 开胸探查术
胸后外侧或前外侧切口，消毒铺巾，贴膜，电刀开胸。探查胸膜腔、胸壁、肺组织、纵隔及淋巴结

。必要时活检，电刀或超声刀止血，放置胸腔引流管，关胸。不含病理学检查。

JZD07401 经胸腔镜胸腔探查术
经胸外侧径路，消毒铺巾，贴膜，单肺通气、建立气胸，胸腔镜探查胸腔、胸壁、肺组织、纵隔及

淋巴结。必要时取活检，电刀或超声刀止血，放置胸腔引流管，关胸。不含病理学检查。

JZD60301 开胸冷冻治疗术
消毒铺巾，贴膜，电刀开胸探查，于病变部位取活检组织，采用冷冻治疗，胸腔闭式引流。关胸。

不含病理学检查。

JZD60101
经皮胸部肿瘤冷冻消融

治疗术

局部麻醉、消毒铺巾，在影像设备导引下，以冷冻治疗针穿刺至胸部肿瘤，行冷冻消融治疗。不含

监护、影像学引导。

JZD60302 开胸肿瘤激光治疗术
消毒铺巾，贴膜，电刀开胸探查，于病变部位取活检组织，采用激光治疗，胸腔闭式引流。关胸。

不含病理学检查。

JZD60303 开胸肿瘤微波治疗术
消毒铺巾，贴膜，电刀开胸探查，于病变部位取活检组织，采用微波治疗，胸腔闭式引流。关胸。

不含病理学检查。

JZD60304
开胸肿瘤射频消融治疗

术

消毒铺巾，贴膜，电刀开胸探查，于病变部位取活检组织，采用射频消融治疗，胸腔闭式引流。关

胸。不含病理学检查。

JZD60102
经皮胸部肿瘤射频消融

治疗术

局部麻醉、消毒铺巾，在影像设备导引下，以射频电极针穿刺至胸部肿瘤，行射频温控治疗。不含

监护、影像学引导。
JZD35305 开胸清创引流术 正中切口，清创，止血，钢丝固定胸骨，留置引流管，关胸。

JZD61301 脓胸清除术
消毒铺巾，贴膜，开胸探查，松解、分离胸腔内粘连，清理脓腔，引流脓液，清理纤维素膜，胸腔

冲洗，放置胸腔闭式引流，关胸。

JZD61401 经胸腔镜脓胸清除术
经胸外侧径路，消毒铺巾，贴膜，单肺通气、建立气胸，胸腔镜探查胸腔，松解、分离胸腔内粘

连，清理脓腔，冲洗胸腔，剥除脏壁层胸膜表面的纤维素膜或纤维板。用电刀或超声刀止血。放置

胸腔闭式引流，关胸。

JZD47301 脓胸大网膜填充术
消毒铺巾，贴膜，开胸探查，松解、分离胸腔内粘连，清理脓腔，冲洗胸腔，剥除脏壁层胸膜表面

的纤维素膜或纤维板，打开膈肌，游离大网膜，填充胸内残腔，缝合膈肌，电刀或超声刀止血，关

胸。不含肺组织切除。

JZD36301 开胸止血术
胸后外侧或前外侧切口，消毒铺巾，贴膜，电刀开胸。探查出血部位、出血量及性质，清创，止血

。放置胸腔引流管，关胸。

JZD36401 经胸腔镜胸腔止血术
经胸外侧径路，消毒铺巾，贴膜，单肺通气、建立气胸，胸腔镜探查胸腔、胸壁、肺组织、纵隔等

出血部位、出血量及性质，清创，用电刀或超声刀止血。放置胸腔闭式引流，关胸。
5.纵隔

JJF53301 纵隔气肿切开减压术 消毒铺巾，贴膜，局麻，在颈部经一处或多处皮下切口，切开排气，置放橡皮片引流。

JJF35301
胸腔纵隔感染清创引流

术

经外侧剖胸切口，消毒铺巾，贴膜，解剖，清除纵隔及胸腔内感染和坏死组织，彻底冲洗，置放纵

隔引流和胸腔闭式引流。

JJF35302
脊柱旁入路纵隔感染清

创引流术

经脊柱旁纵行切口，消毒铺巾，贴膜，分离椎旁肌组织，直至后纵隔，解剖、清除纵隔内感染和坏

死组织，彻底冲洗，术后置放纵隔引流。

JJF35303
颈部入路纵隔感染清除

引流术

局麻或全麻后，经颈部切口，消毒铺巾，贴膜，清除纵隔内感染和坏死组织，彻底冲洗，术后置放

纵隔引流。

JJF62301 前纵隔肿物切除术
胸骨正中切口或后外侧切口，消毒铺巾，贴膜，开胸探查，游离、切除全部肿瘤，可行术中快速冰

冻病理学检查，电刀或超声刀彻底止血，置放纵隔引流或胸腔闭式引流。逐层关胸。不含淋巴结清

扫、病理学检查。

JJF62302 后纵隔肿物切除术
经后外侧剖胸切口，消毒铺巾，贴膜，电刀开胸探查，解剖、充分游离，完整切除肿瘤。侵犯脊柱

及脊髓的哑铃型肿瘤需请神经外科协助。放置胸腔引流管，关胸。不含淋巴结清扫、病理学检查。

JJF62401
经胸腔镜纵隔肿物切除

术

经胸外侧径路，消毒铺巾，贴膜，单肺通气、建立气胸，胸腔镜探查胸腔，探查肿物，充分游离并

切除。用标本袋取出切除组织。用电刀或超声刀止血。置放胸腔闭式引流。关胸。不含淋巴结清扫

、病理学检查。

JJF62303
纵隔肿物切除血管成形

+心包切除术

取胸骨正中或胸后外侧或前外侧切口，消毒铺巾，贴膜，电刀开胸或纵隔。探查，充分游离、切除

纵隔肿物，探查血管及心包病变部位，血管成形、心包切除。电刀或超声刀止血并放置引流管，逐

层关胸。必要时放置胸腔闭式引流。不含淋巴结清扫、病理学检查。
6.横膈

JJG68301 膈疝修补术
含先天性膈疝修补。胸后外侧或前外侧切口，消毒铺巾，贴膜，电刀开胸。探查膈疝部位，还纳腹

腔脏器，修补膈缺损，必要时用人工合成材料修补。止血并放置胸腔闭式引流管，关胸。

JJG68302 经腹先天性膈疝修补术
指左侧急性、慢性膈疝修补术、膈膨升折叠修补术。全麻插管，肋下切口，将疝入肠管复位，探查

有无疝囊及肺发育情况，缝合缺损或折叠膈肌。不含合并畸形。

JJG68401 经胸腔镜膈疝修补术
经胸外侧径路，消毒铺巾，贴膜，单肺通气、建立气胸，胸腔镜探查胸腔，探查膈疝部位，还纳腹

腔脏器，胸腔镜下修补膈缺损，用电刀或超声刀止血，置放胸腔闭式引流，关胸。

JJG68303 膈肌折叠术
胸后外侧或前外侧切口，消毒铺巾，贴膜，电刀开胸探查，折叠缝合膈肌，止血并放置胸腔闭式引

流管，关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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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JG62301 膈肌肿物切除术
胸后外侧或前外侧切口，消毒铺巾，贴膜，电刀开胸，探查膈肌肿瘤部位，切除膈肌肿瘤，修补膈

肌或者用人工材料修补膈肌缺损，止血并放置胸腔闭式引流管，关胸。
(九)循环系统
1.心
心腔

JKA62301 右心房良性肿物摘除术
含粘液瘤及囊肿等。正中切口，显露心包，建立体外循环，心脏停跳，切开右房，摘除粘液瘤，关

闭切口，心脏复跳，止血，钢丝固定胸骨，留置引流管，关胸。

JKA68301 外通道再次矫治术
正中开胸，建立体外循环，切开右心房，探查心内畸形，如无其他畸形，去除原外通道，将新的外

通道缝至，关闭切口，逐渐撤离体外循环，留置引流管，止血，钢丝固定胸骨，关胸。不含体外循

JKB68301 右室双腔心矫治术
正中开胸，建立体外循环，切开右心房，探查心内畸形，如无其他畸形，探查是否伴有其他畸形，

经心房或心室切口切除右室狭窄环，关闭切口，逐渐撤离体外循环，留置引流管，止血，钢丝固定

胸骨，关胸。不含体外循环。

JKB68302
右心室流出道梗阻矫治

手术

正中开胸，建立体外循环，切开右心房，探查心内畸形，如无其他畸形，探查是否伴有其他畸形，

清除右室异常肌束或纤维，关闭切口，逐渐撤离体外循环，留置引流管，止血，钢丝固定胸骨，关

胸。不含体外循环。

JKB47301 右心室辅助泵安装术
消毒，全麻，体外循环，右心房插静脉引流管，肺动脉插灌注管，管道排气，启动血泵，撤离体外

循环，止血，置引流，关胸。不含体外循环。

JKB47302
右心室长期辅助泵安装

术

消毒，全麻，体外循环，右心房插静脉引流管，肺动脉插灌注管，管道排气，启动血泵，固定或包

埋泵头，撤离体外循环，止血，置引流，关胸。

JKB48301 右心室辅助泵撤除术
消毒，全麻，逐步减小血泵流量至停止，拔除灌注管及引流管，闭合肺动脉及右心房切口，止血，

置引流，关胸。

JKB68304
右室－肺动脉外管道置

入术

正中开胸，建立体外循环，切开右心房，探查心内畸形，如无其他畸形，带瓣管道连接右室与肺动

脉，重建主肺动脉，关闭切口，逐渐撤离体外循环，留置引流管，止血，钢丝固定胸骨，关胸。不

含体外循环。

JKB68305
右心室双出口心室内隧

道矫治术

正中开胸，建立体外循环，切开右心房，探查心内畸形，如无其他畸形，探查是否伴有其他畸形，

修补室间隔缺损将主动脉隔至左室，关闭切口，逐渐撤离体外循环，留置引流管，止血，钢丝固定

胸骨，关胸。不含体外循环。

JKB68306
法洛氏四联症根治术-

不切右室

正中开胸，建立体外循环，切开右心房，探查心内畸形，如无其他畸形，探查是否伴有其他畸形，

经右房切口，去除异常肌束与纤维，疏通右心室流出道，切开肺动脉瓣粘连，补片修补室间隔缺

损，关闭切口，逐渐撤离体外循环，留置引流管，止血，钢丝固定胸骨，关胸。不含体外循环。

JKB68307
法洛氏四联症非跨环补

片根治术-切右室

正中开胸，建立体外循环，切开右心房，探查心内畸形，如无其他畸形，探查是否伴有其他畸形，

经右室切口，去除异常肌束与纤维，疏通右心室流出道，切开肺动脉瓣粘连，补片修补室间隔缺

损，直接缝合右室切口或补片扩大右室流出道，关闭切口，逐渐撤离体外循环，留置引流管，止

血，钢丝固定胸骨，关胸。不含体外循环。

JKB68308
法洛氏四联症跨环补片

根治术-切右室

正中开胸，建立体外循环，切开右心房，探查心内畸形，如无其他畸形，探查是否伴有其他畸形，

跨肺动脉瓣环切开右心室，经右室切口，去除异常肌束与纤维，疏通右心室流出道，补片修补室间

隔缺损，补片或带瓣牛心包修补右室肺动脉切口，关闭切口，逐渐撤离体外循环，留置引流管，止

血，钢丝固定胸骨，关胸。不含体外循环。

JKB68309
法洛氏四联症右室－肺

动脉外管道根治术

正中开胸，建立体外循环，切开右心房，探查心内畸形，如无其他畸形，探查是否伴有其他畸形，

经右室切口，去除异常肌束与纤维，疏通右心室流出道，补片修补室间隔缺损，带瓣管道连接右室

与肺动脉，重建主肺动脉，关闭切口，逐渐撤离体外循环，留置引流管，止血，钢丝固定胸骨，关

胸。不含体外循环。

JKB68310
法洛氏四联症肺动脉瓣

缺如根治术

正中开胸，建立体外循环，切开右心房，探查心内畸形，如无其他畸形，探查是否伴有其他畸形，

经右房或右室切口，去除异常肌束与纤维，疏通右心室流出道，补片修补室间隔缺损，带瓣管道置

于肺动脉瓣处，扩大的肺动脉成型，关闭切口，逐渐撤离体外循环，留置引流管，止血，钢丝固定

胸骨，关胸。不含体外循环。

JKB68311
法洛氏四联症合并完全

型房室通道根治术

正中开胸，建立体外循环，切开右心房，探查心内畸形，如无其他畸形，探查是否伴有其他畸形，

去除右室异常肌束和纤维，疏通右心室流出道，补片修补室间隔缺损，二尖瓣成型，三尖瓣成型，

肺动脉瓣成型，关闭切口，逐渐撤离体外循环，留置引流管，止血，钢丝固定胸骨，关胸。不含体

外循环。

JKC61301 左房血栓清除术
正中切口，显露心包，建立体外循环，心脏停跳，切开心脏，取出血栓，关闭切口，心脏复跳，止

血，钢丝固定胸骨，留置引流管，关胸。

JKC62301 左心房良性肿物摘除术
含粘液瘤及囊肿等。正中切口，显露心包，建立体外循环，心脏停跳，切开左房，摘除粘液瘤，关

闭切口，心脏复跳，止血，钢丝固定胸骨，留置引流管，关胸。

JKD68302 左心室双出口矫治术
正中开胸，建立体外循环，切开右心房，探查心内畸形，如无其他畸形，探查是否伴有其他畸形，

修补室间隔缺损将主动脉隔至左室，关闭切口，逐渐撤离体外循环，留置引流管，止血，钢丝固定

胸骨，关胸。不含体外循环。

JKD68301
左室－肺动脉外管道置

入术

正中开胸，建立体外循环，切开右心房，探查心内畸形，如无其他畸形，带瓣管道连接左室与肺动

脉，重建主肺动脉，关闭切口，逐渐撤离体外循环，留置引流管，止血，钢丝固定胸骨，关胸。不

含体外循环。

JKD68303
左室－主动脉通道修补

术

正中开胸，建立体外循环，切开右心房，探查心内畸形，如无其他畸形，探查是否伴有其他畸形，

切开主动脉，缝合通道左室开口和主动脉开口，关闭切口，逐渐撤离体外循环，留置引流管，止

血，钢丝固定胸骨，关胸。不含体外循环。

JKD47302
左心室长期辅助泵安装

术

消毒，全麻，体外循环，左心房或心尖插静脉引流管，主动脉或股动脉插灌注管，管道排气，启动

血泵，固定或包埋泵头，撤离体外循环，止血，置引流，关胸。不含体外循环。

JKD61301
左室减容术(Batista手

术)

正中开胸，建立体外循环，切除部分左心室组织，重新左心室朔型，关闭切口，逐渐撤离体外循

环，留置引流管，止血，钢丝固定胸骨，关胸。不含体外循环。

JKD47301 左心室辅助泵安装术
消毒，全麻，体外循环，左心房或心尖插静脉引流管，主动脉或股动脉插灌注管，管道排气，启动

血泵，撤离体外循环，止血，置引流，关胸。不含体外循环。

JKD48301 左心室辅助泵撤除术
消毒，全麻，开胸，逐步减小血泵流量至停止，拔除灌注管及引流管，闭合主动脉及心尖或左心房

切口，止血，置引流，关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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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KE34501 房间隔穿刺术
监护仪监护下，经皮穿刺股静脉，放置鞘管，血管造影机X线透视引导下将长导丝头端送至上腔静

脉，沿长导丝送入长鞘，长鞘内置换为房间隔穿刺针，逐渐同时下撤长鞘及穿刺针至房间隔待穿刺

部位，验证穿刺方向和角度，穿刺房间隔成功后，送入长鞘备用。不含监护、DSA引导。

JKE43301 房间隔缺损封堵术

在备有除颤仪及除颤电极的条件下，局麻下穿刺股静脉，行常规超声心动图观察房缺的位置、大小

和形态特征。监护仪监护及血管造影机X线引导下，将封堵器送入左房，在透视监视下左房盘在左

房内释放，回撤输送器内芯，在透视监视下使“腰部”完全卡于缺损房间隔内。少许回撤鞘管使右

房盘张开，装置位置稳定后行床边经胸超声心动图确定缺损房间隔的边缘与周围结构关系处于良好

状态，且无分流后将封堵器释放，撤出输送系统完成手术。不含监护、DSA引导。

JKE68301 房间隔缺损缝合术
正中开胸，建立体外循环，切开右心房，探查心内畸形，如无其他畸形，直接缝合房间隔缺损，关

闭切口，逐渐撤离体外循环，留置引流管，止血，钢丝固定胸骨，关胸。不含体外循环。

JKE68302 房间隔缺损补片修补术
正中开胸，建立体外循环，切开右心房，探查心内畸形，如无其他畸形，探查是否伴有其他畸形，

补片修补房间隔缺损，关闭切口，逐渐撤离体外循环，留置引流管，止血，钢丝固定胸骨，关胸。

不含体外循环。

JKE68303 房间隔缺损部分修补术
正中开胸，建立体外循环，切开右心房，探查心内畸形，如无其他畸形，补片部分修补房间隔缺

损，关闭切口，逐渐撤离体外循环，留置引流管，止血，钢丝固定胸骨，关胸。不含体外循环。

JKE68304 卵圆孔未闭缝合术
正中开胸，建立体外循环，切开右心房，探查心内畸形，如无其他畸形，直接缝合卵圆孔，关闭切

口，逐渐撤离体外循环，留置引流管，止血，钢丝固定胸骨，关胸。不含体外循环。

JKE41301 房间隔打孔术
正中开胸，建立体外循环，切开右心房，探查心内畸形，如无其他畸形，房间隔打孔，关闭切口，

逐渐撤离体外循环，留置引流管，止血，钢丝固定胸骨，关胸。不含体外循环。

JKE41302
房间隔造口/房间隔缺

损扩大术

正中开胸，建立体外循环，切开右心房，探查心内畸形，如无其他畸形，房间隔造口或房间隔缺损

扩大，关闭切口，逐渐撤离体外循环，留置引流管，止血，钢丝固定胸骨，关胸。不含体外循环。

JKF68301 室间隔缺损缝合术
正中开胸，建立体外循环，切开右心房，探查心内畸形，如无其他畸形，探查是否伴有其他畸形，

直接缝合室间隔缺损，关闭切口，逐渐撤离体外循环，留置引流管，止血，钢丝固定胸骨，关胸。

不含体外循环。

JKF68302 室间隔缺损补片修补术
正中开胸，建立体外循环，切开右心房，探查心内畸形，如无其他畸形，探查是否伴有其他畸形，

补片修补室间隔缺损，关闭切口，逐渐撤离体外循环，留置引流管，止血，钢丝固定胸骨，关胸。

不含体外循环。

JKF68303 多发室间隔缺损修补术
正中开胸，建立体外循环，切开右心房，探查心内畸形，如无其他畸形，探查确定VSD位置和数

量，修补多个室间隔缺损，关闭切口，逐渐撤离体外循环，留置引流管，止血，钢丝固定胸骨，关

胸。不含体外循环。

JKF41301 室间隔打孔术
正中开胸，建立体外循环，切开右心房，探查心内畸形，如无其他畸形，室间隔打孔，关闭切口，

逐渐撤离体外循环，留置引流管，止血，钢丝固定胸骨，关胸。不含体外循环。

JKF41302
室间隔造口/室间隔缺

损扩大术

正中开胸，建立体外循环，切开右心房，探查心内畸形，如无其他畸形，室间隔造口或室间隔扩

大，多与其他需要行内通道的手术同时进行，关闭切口，逐渐撤离体外循环，留置引流管，止血，

钢丝固定胸骨，关胸。不含体外循环。
JKF68304 室间隔穿孔修补术 全麻，气管插管，体外循环，心脏停跳，修补室间隔穿孔。

JKF43301 室内隔缺损封堵术

在备有除颤仪及除颤电极的条件下，在局麻下穿刺股静脉和动脉，行超声心动图确定室间隔缺损的

位置和大小，监护仪监护及血管造影机X线引导下，送入长导丝，经一侧股动脉、主动脉、左心室

、室间隔缺损、右心室、右心房、股静脉建立一轨道，后从股静脉侧导丝送伞堵长鞘，经室间隔缺

损处送到左室固定长鞘，将封堵伞与输送器内芯连接，缓慢从长鞘送入，待封堵器左室侧盘及“腰

部”张开后，回撤输送器内芯，在X线透视和超声心动图的监视下，使“腰部”完全卡于缺损内，

回撤鞘管使右室侧盘张开，经超声心动图或左室造影证实封堵器位置合适后将封堵器释放。不含监

护、X线引导。

JKG68302 部分型房室通道矫治术
正中开胸，建立体外循环，切开右心房，探查心内畸形，如无其他畸形，探查是否伴有其他畸形，

二尖瓣成型，补片修补房间隔缺损，关闭切口，逐渐撤离体外循环，留置引流管，止血，钢丝固定

胸骨，关胸。不含体外循环。

JKG68303 完全型房室通道矫治术
正中开胸，建立体外循环，切开右心房，探查心内畸形，如无其他畸形，探查是否伴有其他畸形，

补片修补室间隔缺损，二尖瓣成型，补片修补房间隔缺损，三尖瓣成型，1片法，2片法，关闭切

口，逐渐撤离体外循环，留置引流管，止血，钢丝固定胸骨，关胸。不含体外循环。

JKG68304 过渡型房室通道矫治术
正中开胸，建立体外循环，切开右心房，探查心内畸形，如无其他畸形，探查是否伴有其他畸形，

二尖瓣成型，补片修补房间隔缺损，关闭切口，逐渐撤离体外循环，留置引流管，止血，钢丝固定

胸骨，关胸。不含体外循环。

JKH68301 单心房分隔术
正中开胸，建立体外循环，切开右心房，探查心内畸形，如无其他畸形，探查是否伴有其他畸形，

补片分隔单心房，关闭切口，逐渐撤离体外循环，留置引流管，止血，钢丝固定胸骨，关胸。不含

体外循环。

JKH68302 三房心矫治术
正中开胸，建立体外循环，切开右心房，探查心内畸形，如无其他畸形，探查是否伴有其他畸形，

剪除房内隔膜，缝合切口边缘，修补房间隔缺损，关闭切口，逐渐撤离体外循环，留置引流管，止

血，钢丝固定胸骨，关胸。不含体外循环。

JKH69301
心房内转换术

(Senning)

正中开胸，建立体外循环，切开右心房，探查心内畸形，如无其他畸形，房间隔缺损向上下腔静脉

开口剪开，房间隔组织片缝合覆盖于左上下肺静脉开口左缘，切开左房壁，将右心房切口的右缘与

房间隔前缘缝合并绕过上下腔静脉开口，使上下腔静脉血流人左心房，用心包补片补于左房切口右

缘和右房切口左缘，形成左房一右室间的血流通道，关闭切口，逐渐撤离体外循环，留置引流管，

止血，钢丝固定胸骨，关胸。不含体外循环。

JKH69302
心房内转换术

(Mustard)

正中开胸，建立体外循环，切开右心房，探查心内畸形，如无其他畸形，扩大房间隔缺损，心包补

片沿肺静脉开口左缘绕经上下肺静脉开口与上下腔静脉开口之间的左右心房后壁缝，修剪心包片，

环绕上下腔静脉缝于房间隔残端，在上下腔静脉与二尖瓣之间建立心内通道，关闭切口，逐渐撤离

体外循环，留置引流管，止血，钢丝固定胸骨，关胸。不含体外循环。

JKH69304 心房调转+动脉调转术

指纠正性大动脉转位双调转术。正中开胸，建立体外循环，切开右心房，探查心内畸形，如无其他

畸形，探查是否伴有其他畸形，心房调转(Senning手术或mustard手术)，切断主动脉，游离冠状动

脉，切断肺动脉，将冠状动脉开口移植至肺动脉近心端，将主动脉远心端与肺动脉近心端吻合，补

片修补主动脉近心端冠状动脉开口处，将肺动脉远心端与主动脉近心端吻合，关闭切口，逐渐撤离

体外循环，留置引流管，止血，钢丝固定胸骨，关胸。不含体外循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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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KH69305
心房调转+心内隧道外

管道手术

指纠正性大动脉转位双调转术。正中开胸，建立体外循环，切开右心房，探查心内畸形，如无其他

畸形，探查是否伴有其他畸形，心房调转(Senning手术或mustard)，修补室间隔缺损将主动脉隔至

左室，切开右心室，带瓣管道连接右室切口与肺动脉，重建主肺动脉，关闭切口，逐渐撤离体外循

环，留置引流管，止血，钢丝固定胸骨，关胸。不含体外循环。

JKH69303
心房调转+双动脉根部

调转术

指纠正性大动脉转位双调转术。正中开胸，建立体外循环，切开右心房，探查心内畸形，如无其他

畸形，探查是否伴有其他畸形，心房调转(Senning手术或mustard)，切断主动脉，游离主动脉瓣及

瓣环，切断肺动脉，游离肺动脉瓣及瓣环，将主动脉瓣缝至肺动脉瓣处，将肺动脉瓣缝至主动脉瓣

处，关闭切口，逐渐撤离体外循环，留置引流管，止血，钢丝固定胸骨，关胸。不含体外循环。

JKH68307
半房坦手术

(Hemifontan)

正中开胸，建立体外循环，切开右心房，探查心内畸形，如无其他畸形，将上腔静脉切断，近心端

与肺动脉吻合，补片缝闭上腔静脉开口，上腔静脉远心端与肺动脉端侧吻合，逐渐撤离体外循环，

留置引流管，止血，钢丝固定胸骨，关胸。不含体外循环。

JKH68303
房坦手术(心房－肺动

脉连接)

正中开胸，建立体外循环，切开右心房，探查心内畸形，如无其他畸形，将右心房与肺动脉吻合，

关闭切口，逐渐撤离体外循环，留置引流管，止血，钢丝固定胸骨，关胸。不含体外循环。

JKH68304
房坦手术(心房－心室

连接)

正中开胸，建立体外循环，切开右心房，探查心内畸形，如无其他畸形，带瓣血管分别吻合心房和

心室，关闭切口，逐渐撤离体外循环，留置引流管，止血，钢丝固定胸骨，关胸。不含体外循环。

JKJ68301 一个半心室矫治术
正中开胸，建立体外循环，切开右心房，探查心内畸形，如无其他畸形，将上腔静脉(含双上腔)切

断，近心端封闭，远心端与肺动脉端侧吻合，矫治心内畸形，如室间隔缺损修补，房间隔缺损修补

等，关闭切口，逐渐撤离体外循环，留置引流管，止血，钢丝固定胸骨，关胸。不含体外循环。

JKJ68302
左心发育不良综合征双

心室修复术

正中开胸，建立体外循环，切开右心房，探查心内畸形，修补矫正，关闭切口，逐渐撤离体外循

环，留置引流管，止血，钢丝固定胸骨，关胸。不含体外循环。

JKJ62303 心室良性肿物摘除术
含粘液瘤及囊肿等。正中切口，显露心包，建立体外循环，心脏停跳，经心室或主动脉切口，摘除

粘液瘤，关闭切口，心脏复跳，止血，钢丝固定胸骨，留置引流管，关胸。
JKJ62301 室壁瘤切除直接缝合术 正中切口，建立体外循环，切开室壁瘤，直接缝合，止血，钢丝固定胸骨，留置引流管，关胸。

JKJ62302
室壁瘤切除+左室成形

术

正中切口，建立体外循环，切开室壁瘤，毡垫片几何构型修补，止血，钢丝固定胸骨，留置引流

管，关胸。

JKJ68303 室壁瘤折叠术
正中切口，不建立体外循环，将室壁瘤折叠缝合，止血，钢丝固定胸骨，留置引流管，关胸。不含

体外循环。

JKJ47301 双心室辅助泵安装术
消毒，全麻，体外循环，左右心房插静脉引流管，主，肺动脉插灌注管，管道排气，启动血泵，撤

离体外循环，止血，置引流，关胸。不含体外循环。

JKJ47302
长期双心室辅助泵安装

术

消毒，全麻，体外循环，左右心房插静脉引流管，主、肺动脉插灌注管，管道排气，启动血泵，固

定或包埋泵头，撤离体外循环，止血，置引流，关胸。

JKJ48301 双心室辅助泵撤除术
消毒，全麻，逐步减小血泵流量至停止，拔除灌注管及引流管，闭合主动脉，肺动脉，心尖或左右

心房切口，止血，置引流，关胸。

JKJ51301 双心室辅助血泵更换术
指左心室或右心室或双心室的辅助泵的更换。消毒、短暂全麻、减小血泵流量，暂停辅助，夹闭灌

注管及引流管，更换血泵，重新排气、启动血泵。

JKJ09301 双心室辅助循环监测
含左心室、右心室、双心室。监测生命体征，呼吸循环及重要脏器功能，测ACT、游离血红蛋白浓

度，抗凝治疗，血泵工作及管道情况等。不含实验室检查、纤维蛋白原浓度监测。

JKK68301
心内隧道+肺动脉右心

室连接术

指REV手术。正中开胸，建立体外循环，切开右心房，探查心内畸形，如无其他畸形，切断主动

脉，切断肺动脉，闭合肺动脉近端，将主动脉远端移植肺动脉下与主动脉近端吻合，切开右心室，

将肺动脉远端下缘与右室切口上缘吻合，补片或带瓣牛心包修补肺动脉远端上缘与右室切口下缘，

关闭切口，逐渐撤离体外循环，留置引流管，止血，钢丝固定胸骨，关胸。不含体外循环。

JKK68302
心内隧道外管道手术

(Rastelli手术)

正中开胸，建立体外循环，切开右心房，探查心内畸形，如无其他畸形，修补室间隔缺损将主动脉

隔至左室，切断肺动脉，近端闭合，切开右心室，带瓣管道连接右室切口与肺动脉远端，重建主肺

动脉，关闭切口，逐渐撤离体外循环，留置引流管，止血，钢丝固定胸骨，关胸。不含体外循环。
心脏瓣膜

JKL62301 三尖瓣瓣膜切除术
正中开胸，建立体外循环，切开右心房，探查心内畸形，如无其他畸形，切除三尖瓣，关闭切口，

逐渐撤离体外循环，留置引流管，止血，钢丝固定胸骨，关胸。不含体外循环。

JKL68301 三尖瓣下移畸形矫治术
指Ebstein畸形矫治术。正中开胸，建立体外循环，切开右心房，探查心内畸形，如无其他畸形，

切下下移的瓣膜，缝至三尖瓣瓣环上，或用成型环固定，折叠房化右心室，关闭切口，逐渐撤离体

外循环，留置引流管，止血，钢丝固定胸骨，关胸。不含体外循环。

JKL68302
三尖瓣病变/Ebstein's

畸形单心室化矫治的三

尖瓣口闭合术

正中开胸，建立体外循环，切开右心房，探查心内畸形，如无其他畸形，缝合三尖瓣口，关闭切

口，逐渐撤离体外循环，留置引流管，止血，钢丝固定胸骨，关胸。不含体外循环。

JKL51301 三尖瓣置换术
正中切口，建立体外循环，经右心房切口显露三尖瓣，切除病变三尖瓣，植入人工瓣膜，关闭切

口，心脏复跳，止血，钢丝固定胸骨，留置引流管，关胸。

JKL51302 再次三尖瓣手术
既往有过心脏手术史，经正中开胸，分离心包腔粘连，建立体外循环，经右心房切口显露三尖瓣，

切除三尖瓣(含三尖瓣假体)，植入新的人工瓣膜或成形，关闭切口，心脏复跳，止血，钢丝固定胸

骨，留置引流管，关胸。

JKL51303 右侧径路三尖瓣置换术
右胸前外侧切口，建立体外循环，经右心房显露三尖瓣，切除病变三尖瓣，植入人工瓣膜，关闭切

口，心脏复跳，止血，钢丝固定胸骨，留置引流管，关胸。

JKL51304
胸腔镜辅助的三尖瓣置

换术

经胸骨右缘3或4肋间、右腋中线3肋间和右腋前线6或7肋间，及腹股沟处切口作股动静脉插管建立

体外循环。特制的长阻闭钳阻闭升主动脉，切病变三尖瓣，行人工瓣膜置换，关闭切口，心脏复

跳，止血，置引流管，关胸。

JKL68303 三尖瓣瓣环成形术
正中切口，建立体外循环，经右心房切口显露三尖瓣，瓣环折叠，成形环固定瓣环，关闭切口，心

脏复跳，止血，钢丝固定胸骨，留置引流管，关胸。

JKL68304 三尖瓣瓣叶成形术
正中切口，建立体外循环，经右心房切口显露三尖瓣，瓣叶部分切除，瓣叶缝合，瓣叶重建，关闭

切口，心脏复跳，止血，钢丝固定胸骨，留置引流管，关胸。

JKL68305 三尖瓣瓣下结构成形术
正中切口，建立体外循环，经右心房切口显露三尖瓣，重建腱索，切或缝乳头肌，关闭切口，心脏

复跳，止血，钢丝固定胸骨，留置引流管，关胸。

JKL68306
胸腔镜辅助的三尖瓣瓣

成形术

经胸骨右缘3或4肋间、右腋中线3肋间和右腋前线6或7肋间，及腹股沟处切口作股动静脉插管建立

体外循环。特制的长阻闭钳阻闭升主动脉，进行三尖瓣成形，关闭切口，心脏复跳，止血，置引流

管，关胸。

第 246 页



项目名称 项目内涵

JKL68501 经皮三尖瓣球囊成形术

在备有除颤仪及除颤电极的条件下，局麻下穿刺股静脉，监护仪监护及血管造影机X线引导下，将

球囊导管沿导丝送入右心室，回拉导管使球囊中部卡在三尖瓣口处，迅速推注所需的稀释对比剂，

使球囊完全充盈，然后迅速排空，确定扩张效果及是否需要重复扩张。术中全身肝素化，并进行心

电监护和压力监测。不含监护、DSA引导。

JKM68301
二尖瓣狭窄/瓣上环狭

窄矫治术

正中开胸，建立体外循环，切开右心房，探查心内畸形，如无其他畸形，探查是否伴有其他畸形，

视瓣膜情况行二尖瓣成型或置换术，关闭切口，逐渐撤离体外循环，留置引流管，止血，钢丝固定

胸骨，关胸。不含体外循环。

JKM40301 二尖瓣交界直视切开术
正中切口，建立体外循环，经右心房、房间隔切口或左心房切口显露二尖瓣，直视切开二尖瓣交

界，关闭切口，止血，钢丝固定胸骨，留置引流管，关胸。

JKM65301
左侧径路二尖瓣闭式扩

张术

左胸前外侧切口开胸，切开心包，显露左心耳和心尖，经心耳或心尖切口，闭式扩张器扩张二尖

瓣，关闭切口，止血，留置引流管，关胸。

JKM65302
右侧径路二尖瓣闭式扩

张术

右侧胸腔切口进胸腔，切开心包，显露左心房，经心房切口，闭式扩张器扩张二尖瓣，关闭切口，

止血，留置引流管，关胸。

JKM51301 二尖瓣置换术
正中切口，建立体外循环，经右心房、房间隔切口或左心房切口显露二尖瓣，切除病变二尖瓣，植

入人工瓣膜，关闭切口，心脏复跳，止血，钢丝固定胸骨，留置引流管，关胸。

JKM51302 右侧径路二尖瓣置换术
右胸前外侧切口，建立体外循环，经右心房、房间隔切口或左心房切口显露二尖瓣，切除病变二尖

瓣，植入人工瓣膜，关闭切口，心脏复跳，止血，留置引流管，关胸。

JKM51303 再次二尖瓣手术
既往有过心脏手术史，经正中开胸，分离心包腔粘连，建立体外循环，经右心房-房间隔切口或左

心房切口显露二尖瓣，切除二尖瓣(含二尖瓣假体)，植入新的人工瓣膜，含半周漏修补、再次成

形，关闭切口，心脏复跳，止血，钢丝固定胸骨，留置引流管，关胸。

JKM51304
自体肺动脉瓣二尖瓣置

换术(ROSSⅡ)

正中切口，建立体外循环，经肺动脉切口，获取自体肺动脉瓣，缝合同种异体瓣于右室流出道。经

右心房、房间隔切口或左心房切口显露二尖瓣，切除病变二尖瓣，植入自体肺动脉瓣，关闭切口，

心脏复跳，止血，钢丝固定胸骨，留置引流管，关胸。

JKM51305
无支架生物瓣二尖瓣置

换术

正中切口，建立体外循环，经右心房、房间隔切口或左心房切口显露二尖瓣，切除病变二尖瓣，植

入无支架人工生物瓣膜，关闭切口，心脏复跳，止血，钢丝固定胸骨，留置引流管，关胸。

JKM51306 同种异体二尖瓣置换术
正中切口，建立体外循环，经右心房、房间隔切口或左心房切口显露二尖瓣，切除病变二尖瓣，植

入同种异体瓣膜，关闭切口，心脏复跳，止血，钢丝固定胸骨，留置引流管，关胸。

JKM51307
胸腔镜辅助下二尖瓣置

换术

经胸骨右缘3或4肋间、右腋中线3肋间和右腋前线6或7肋间，及腹股沟处切口作股动静脉插管建立

体外循环。特制的长阻闭钳阻闭升主动脉，经房间隔切口切除病变二尖瓣，植入人工瓣膜，关闭心

脏切口，心脏复跳，止血，置引流管，关胸。

JKM68302 二尖瓣瓣环成形术
正中切口，建立体外循环，经右心房、房间隔切口或左心房切口显露二尖瓣，瓣环折叠，成形环固

定瓣环，关闭切口心脏复跳，止血，钢丝固定胸骨，留置引流管，关胸。

JKM68303 二尖瓣瓣叶成形术
正中切口，建立体外循环，经右心房、房间隔切口或左心房切口显露二尖瓣，瓣叶部分切除，瓣叶

缝合，瓣叶重建，关闭切口心脏复跳，止血，钢丝固定胸骨，留置引流管，关胸。

JKM68304 二尖瓣瓣下结构成形术
正中切口，建立体外循环，经右心房、房间隔切口或左心房切口显露二尖瓣，重建腱索，切或缝乳

头肌，关闭切口，心脏复跳，止血，钢丝固定胸骨，留置引流管，关胸。

JKM68501 经皮二尖瓣球囊成形术

在备有除颤仪及除颤电极的条件下，局麻下穿刺股静脉，监护仪监护及血管造影机X线引导下，行

房间隔穿刺术，将二尖瓣球囊导管沿特殊导丝导入左室，回拉导管使球囊中部卡在二尖瓣口处，迅

速推注所需的稀释对比剂，使球囊完全充盈，然后迅速排空，确定扩张效果及是否需要重复扩张。

术中全身肝素化，并进行心电监护和压力监测。含房间隔穿刺术。不含监护、DSA引导。

JKN68301 主动脉瓣上狭窄矫治术
正中开胸，建立体外循环，切开右心房，探查心内畸形，如无其他畸形，探查是否伴有其他畸形，

经主动脉切口，切除主动脉瓣上异常纤维，补片修补扩大主动脉，关闭切口，逐渐撤离体外循环，

留置引流管，止血，钢丝固定胸骨，关胸。不含体外循环。

JKN68302 主动脉瓣下狭窄矫治术
正中开胸，建立体外循环，切开右心房，探查心内畸形，如无其他畸形，探查是否伴有其他畸形，

经主动脉切口，切除主动脉瓣下异常肌束或纤维，关闭切口，逐渐撤离体外循环，留置引流管，止

血，钢丝固定胸骨，关胸。不含体外循环。

JKN68303 科诺(Konno)手术
正中开胸，建立体外循环，切开右心房，探查心内畸形，如无其他畸形，切除主动脉瓣下异常肌

束，切开主动脉瓣肺动脉瓣下室间隔，补片修补扩大室间隔，关闭切口，逐渐撤离体外循环，留置

引流管，止血，钢丝固定胸骨，关胸。不含体外循环。

JKN51301
主动脉根部扩大瓣环置

换术

正中开胸，建立体外循环，切开右心房，探查心内畸形，如无其他畸形，切下主动脉，剪开主动脉

瓣环，扩大瓣环，剪除主动脉瓣叶，人工瓣膜置换，关闭切口，逐渐撤离体外循环，留置引流管，

止血，钢丝固定胸骨，关胸。不含体外循环。

JKN51302
自体肺动脉瓣替换主动

脉瓣术(ROSS手术)

正中开胸，建立体外循环，切开右心房，探查心内畸形，如无其他畸形，切断主肺动脉，游离肺动

脉瓣及瓣环，切除主动脉瓣及瓣环，将肺动脉瓣及瓣环缝至主动脉瓣位置，带瓣外管道重建肺动脉

瓣，关闭切口，逐渐撤离体外循环，留置引流管，止血，钢丝固定胸骨，关胸。不含体外循环。

JKN51303

自体肺动脉瓣替换主动

脉瓣术-科诺(Ross–

Konno)手术

正中开胸，建立体外循环，切开右心房，探查心内畸形，如无其他畸形，切除主动脉瓣下异常肌

束，切开主动脉瓣肺动脉瓣下室间隔，切断主肺动脉，游离肺动脉瓣及瓣环，切除主动脉瓣及瓣

环，将肺动脉瓣及瓣环缝至主动脉瓣位置，带瓣外管道重建肺动脉瓣，补片修补扩大室间隔，关闭

切口，逐渐撤离体外循环，留置引流管，止血，钢丝固定胸骨，关胸。不含体外循环。

JLN68301 主动脉窦瘤破裂修补术
正中开胸，建立体外循环，切开右心房，探查心内畸形，如无其他畸形，探查是否伴有其他畸形，

切开主动脉，补片修补主动脉窦，关闭切口，逐渐撤离体外循环，留置引流管，止血，钢丝固定胸

骨，关胸。不含体外循环。

JKN51304 主动脉瓣置换术
正中切口，建立体外循环，经升主动脉切口显露主动脉瓣，切病变瓣膜，行人工瓣膜置换，关闭切

口，心脏复跳，止血，钢丝固定胸骨，留置引流管，关胸。

JKN51305
胸骨小切口主动脉瓣置

换术

正中切口，建立体外循环，经升主动脉切口显露主动脉瓣，切除病变主动脉瓣，行人工瓣膜置换，

关闭切口，心脏复跳，止血，钢丝固定胸骨，留置引流管，关胸。

JKN51306
无支架生物瓣主动脉瓣

置换术

正中切口，建立体外循环，经升主动脉切口显露主动脉瓣，切除病变主动脉瓣，植入无支架生物

瓣，缝合固定冠状动脉口，关闭切口，心脏复跳，止血，钢丝固定胸骨，留置引流管，关胸。

JKN51307
同种异体主动脉瓣置换

术

正中切口，建立体外循环，经升主动脉切口显露主动脉瓣，切除病变主动脉瓣，植入同种异体瓣，

缝合固定冠状动脉口，关闭切口，心脏复跳，止血，钢丝固定胸骨，留置引流管，关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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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KN51308
胸腔镜辅助的主动脉瓣

置换术

经胸骨右缘3或4肋间、右腋中线3肋间和右腋前线6或7肋间，及腹股沟处切口作股动静脉插管建立

体外循环。特制的长阻闭钳阻闭升主动脉，经升主动脉切口显露主动脉瓣，切病变瓣膜，行人工瓣

膜置换，关闭切口，心脏复跳，止血，置引流管，关胸。

JKN51309
主动脉瓣二尖瓣双瓣置

换术

正中切口，建立体外循环，经右心房、房间隔切口或左心房切口显露二尖瓣，经升主动脉切口显露

主动脉瓣，切除病变二尖瓣及主动脉瓣，植入人工瓣膜，关闭切口，心脏复跳，止血，钢丝固定胸

骨，留置引流管，关胸。

JKN51310
主动脉瓣环切开成形+

主动脉瓣置换术(Nicks

手术)

正中切口，建立体外循环，降温阻断，切开主动脉，切开瓣环，测量修剪人工补片，跨环补片，人

工主动脉置换，缝合切口止血，钢丝固定胸骨，留置引流管，关胸。

JKN51311
主动脉瓣环及窦部切开

成形+主动脉瓣置换术

(Manouguian手术)

正中切口，建立体外循环，降温阻断，切开主动脉，切开瓣环，测量修剪人工补片，跨环补片，人

工主动脉置换，缝合切口止血，钢丝固定胸骨，留置引流管，关胸。

JKN73301 再次主动脉瓣手术
既往有过心脏手术史，经正中开胸，分离心包腔粘连，建立体外循环，经升主动脉切口显露主动脉

瓣，切除主动脉瓣(含主动脉瓣假体)，植入新的人工瓣膜，或成形，关闭切口，心脏复跳，止血，

钢丝固定胸骨，留置引流管，关胸。

JKN68304 主动脉瓣直视成形术
正中切口，建立体外循环，经升主动脉切口显露主动脉瓣，行瓣膜成型，关闭切口，心脏复跳，止

血，钢丝固定胸骨，留置引流管，关胸。

JKN68305
胸腔镜辅助的主动脉瓣

成形术

经胸骨右缘3或4肋间、右腋中线3肋间和右腋前线6或7肋间，及腹股沟处切口作股动静脉插管建立

体外循环。特制的长阻闭钳阻闭升主动脉，经升主动脉切口显露主动脉瓣，进行成形，关闭切口，

心脏复跳，止血，置引流管，关胸。

JKN65501
经皮主动脉瓣球囊成形

术

在备有除颤仪及除颤电极的条件下，局麻下穿刺股动脉，监护仪监护及血管造影机X线引导下，先

常规行左心导管检查及左心室造影，测量主动脉跨瓣压差、瓣环大小及确定主动脉瓣狭窄的类型，

将球囊导管沿导丝送入左心室，回拉导管使球囊中部卡在主动脉瓣口处，迅速推注所需的稀释对比

剂，使球囊完全充盈，然后迅速排空。确定扩张效果及是否需要重复扩张。术中全身肝素化，并进

行心电监护和压力监测。不含监护、DSA引导。

JKP68301 肺动脉瓣成形术
正中开胸，建立体外循环，切开右心房，探查心内畸形，如无其他畸形，切开肺动脉交界粘连，关

闭切口，逐渐撤离体外循环，留置引流管，止血，钢丝固定胸骨，关胸。不含体外循环。

JKP65501
经皮肺动脉瓣球囊成形

术

在备有除颤仪及除颤电极的条件下，局麻下行穿刺股静脉，监护仪监护及血管造影机X线引导下，

先常规行右心导管检查及右心室造影，测量肺动脉跨瓣压差、瓣环大小及确定肺动脉瓣狭窄的类

型，将球囊导管沿导丝送入肺动脉，回拉导管使球囊中部卡在肺动脉瓣口处，迅速推注所需的稀释

对比剂，使球囊完全充盈，然后迅速排空。确定扩张效果及是否需要重复扩张。术中全身肝素化，

并进行心电监护和压力监测。不含监护、DSA引导。

JKP51301 肺动脉瓣置换术
正中切口，建立体外循环，经肺动脉切口显露肺动脉瓣，切除病变肺动脉瓣，植入人工瓣，关闭切

口，心脏复跳，止血，钢丝固定胸骨，留置引流管，关胸。
心传导系

JKQ60501
普通室上性心动过速射

频消融术

先进行心内电生理检查，监护仪监护下，血管造影机X线引导下穿刺动脉或静脉，放置鞘管，放置

消融导管，反复标测不同位置，寻找消融靶点，放电试消融，巩固消融，以电生理刺激仪反复刺激

诱发并采用多通道电生理记录仪记录，证实心动过速不能诱发。不含有创心内电生理检查、监护、

DSA引导。

JKQ60502 室速射频消融术

在备有除颤仪及除颤电极的条件下，心内电生理检查后，监护仪监护下，血管造影机X线引导下穿

刺动脉或静脉，放置鞘管，放置消融导管，标测寻找消融靶点，必要时应用心腔三维标测术标测靶

点，放电试消融，巩固消融，重复刺激诱发，证实室速不能被诱发或室早消失。不含有创心内电生

理检查、心腔三维标测术、DSA引导。

JKQ60503
肥厚梗阻型心肌病化学

消融术

消毒铺巾，局部麻醉，穿刺动脉，放置鞘管，必要时穿刺静脉，置入静脉鞘管，经鞘管将临时起搏

电极导管送至右心室心尖部。冠状动脉造影后经鞘管在监护仪监护及血管造影机X线引导下，沿引

导钢丝将指引导管送至冠状动脉开口，根据冠状动脉造影结果决定治疗方案。将左室测压导管送入

左心室，与指引导管同步监测心室内和主动脉内的压力阶差。将指引钢丝送至需要治疗的穿隔支远

端，沿指引钢丝送入整体交换球囊，低压充盈球囊后经球囊导管的中心腔注入无水酒精。根据监测

的压力阶差情况决定消融的血管支数。不含监护、DSA引导。

JKQ21301 临时起搏器应用
含临时起搏器频率、输出、感知参数的调整，起搏器电极位置调整，起搏器功能状态的评估，临时

起搏器持续使用，临时起搏器工作状态持续观察。

JKQ26301
体外经胸壁心脏临时起

搏术

皮肤清洁处理，使用带有体外起搏功能的体外心脏复律除颤器，安放电极于心脏表面皮肤，给予电

刺激，带动心脏电活动。

JKQ47301 临时起搏器安置术
消毒铺巾，局部麻醉，经静脉穿刺，放置鞘管，应用监护仪监护，在血管造影机X线或心电监护引

导下放置临时起搏电极于右室心尖部，与临时起搏器连接，调整起搏感知功能，用阈值两倍的输出

电压保证持续起搏，局部固定电极体外部分。不含监护、DSA引导。

JKQ47302
植入式心电记录器安置

术

皮肤清洁处理，在胸骨左缘和左锁骨中线、第1-4肋之间的范围内安放电极，记录不同组合的双极

心电图，判断理想植入部位。消毒铺巾，局部麻醉，根据选择的植入部位做切口，制备皮下囊袋，

将记录仪放进皮下囊袋后，逐层缝合皮下组织及皮肤。
JKQ47303 心外膜临时起搏器安置 全麻，正中切口，开胸，心脏表面缝置起搏导线，连接起搏器，关胸。
JKQ47304 心外膜永久起搏器安置 全麻，正中切口，开胸，心脏表面缝置起搏导线，连接起搏器，关胸。

JKQ47305 单腔永久起搏器安置术
消毒铺巾，局部麻醉，经静脉穿刺，做皮下囊袋，放置鞘管，监护仪监护下沿鞘管送入心室或心房

起搏电极，DSA引导下调整电极位置，起搏电极连接刺激仪测试阈值、感知、阻抗、振幅等，固定

电极，置入永久起搏器，庆大霉素冲洗囊袋，逐层缝合皮下组织及皮肤。不含监护、DSA引导。

JKQ47306 双腔永久起搏器安置术
消毒铺巾，局部麻醉，穿刺2处深静脉，做皮下囊袋，放置鞘管，监护仪监护下沿鞘管分别送入心

房及心室起搏电极，DSA引导下调整位电极置，起搏电极连接刺激仪测试阈值、感知、阻抗、振幅

等，固定电极，置入永久起搏器，庆大霉素冲洗囊袋，逐层缝合皮下组织及皮肤。不含监护、DSA

JKQ47307 三腔永久起搏器安置术

消毒铺巾，局部麻醉，穿刺3处深静脉，做皮下囊袋，监护仪监护及DSA引导下放置冠状静脉窦长

鞘，逆行冠状静脉窦造影，选择靶静脉，撤出造影导管，再延静脉鞘将左室电极送入靶静脉，进行

电极各参数测定。最后再将右心房及右心室电极导线植入，X线下调整位置，分别测试右心房、右

心室及双心室起搏阈值、感知、阻抗、振幅等，固定电极，置入永久起搏器，庆大霉素冲洗囊袋，

逐层缝合皮下组织及皮肤。不含监护、DSA引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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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KQ47308
埋藏式单腔心脏复律除

颤器安置术

在备有除颤仪及除颤电极的条件下，消毒铺巾，局部麻醉，经静脉穿刺，做皮下囊袋，放置鞘管，

监护仪监护及DSA引导下，沿鞘管送入起搏电极，X线下调整位置，测试起搏阈值、感知、阻抗、振

幅等，固定电极，置入除颤器，全麻下诱发室颤1-2次，发放试验性电击，测定除颤阈值，程控各

种参数，庆大霉素冲洗囊袋，逐层缝合皮下组织及皮肤。不含监护、DSA引导。

JKQ47309
埋藏式双腔心脏复律除

颤器安置术

在备有除颤仪及除颤电极的条件下，消毒铺巾，局部麻醉，穿刺2处深静脉，做皮下囊袋，放置鞘

管，监护仪监护及血管造影机X线引导下，沿鞘管分别送入心房、心室起搏电极导线，X线下调整位

置，分别测试心房、心室起搏阈值、感知、阻抗、振幅等，固定电极，置入除颤器，全麻下诱发室

颤1-2次，发放试验性电击，测定除颤阈值，程控各种参数，庆大霉素冲洗囊袋，逐层缝合皮下组

织及皮肤。

JKQ47310
埋藏式三腔心脏复律除

颤器安置术

在备有除颤仪及除颤电极的条件下，消毒铺巾，局部麻醉，穿刺3处深静脉，做皮下囊袋，监护仪

监护及血管造影机X线引导下，放置冠状静脉窦长鞘，逆行冠状静脉窦造影，选择靶静脉，撤出造

影导管，再延静脉鞘将左室电极送入靶静脉，进行电极各参数测定。放置鞘管，沿鞘管分别送入心

房、心室起搏电极导线，X线下调整位置，分别测试心房、心室起搏阈值、感知、阻抗、振幅等，

固定电极，置入除颤器，全麻下诱发室颤1-2次，发放试验性电击，测定除颤阈值，程控各种参

数，庆大霉素冲洗囊袋，逐层缝合皮下组织及皮肤。

JKQ51301 永久起搏器更换术

消毒铺巾，局部麻醉，必要时先行临时起搏器保证安全，监护仪监护下切开囊袋取出起搏器，测试

原电极阈值、感知、阻抗、振幅等参数，符合要求则直接与更换的起搏器连接，置入皮下囊袋，庆

大霉素冲洗囊袋，逐层缝合皮下组织及皮肤。电极置入与永久起搏器安置术时相同，测定参数，固

定新电极，与起搏器连接，将原有电极接头端封闭后旷置。起搏器置入皮下囊袋，庆大霉素冲洗囊

袋，逐层缝合皮下组织及皮肤。不含监护、DSA引导。

JKQ48301 起搏器电极取出术
消毒铺巾，局部麻醉，必要时先行临时起搏器安置术及应用保证安全，切开原伤口，分离皮下组

织，暴露囊袋，监护仪监护及血管造影机X线引导下，在保障安全情况下取出原起搏器，分离起搏

器和电极，利用电极拔除装置拔除电极，处理局部伤口，逐层缝合皮下组织和皮肤。不含监护、

JKQ61301 起搏器囊袋清创术
消毒铺巾，局部麻醉，必要时先行临时起搏器安置术及应用保证安全，切开原伤口，分离皮下组

织，暴露囊袋，监护仪监护下，在保障安全情况下取出原起搏器，清理囊袋内坏死组织，反复冲洗

局部伤口，放入原起搏器，逐层缝合皮下组织和皮肤。不含监护、DSA引导、临时起搏。

JKQ60504 房速房扑射频消融术

心内电生理检查后，监护仪监护下，血管造影机X线引导下穿刺静脉，放置鞘管，放置消融导管，

心内膜标测定位，必要时应用心腔三维标测术，反复寻找消融靶点，放电试消融，巩固消融，反复

刺激诱发，证实房速不能被诱发，或房扑消融后出现完全性峡部双向传导阻滞。不含有创心内电生

理检查、心腔三维标测术、DSA引导。

JKQ60505 房颤射频消融术

消毒铺巾，局部麻醉，穿刺3-5处深静脉，放置鞘管，监护仪监护以及血管造影机X线透视下放置标

测电极。行房间隔穿刺，肺静脉造影。应用心腔三维标测术，构建左房三维结构模型，行肺静脉前

庭环形消融，至肺静脉电位消失。必要时行心房内(含右房)线性、上腔静脉及冠状静脉窦隔离、碎

裂电位、神经丛等消融。不含有创心内电生理检查、监护、DSA引导。

JKQ68304 房颤矫治术
指迷宫手术。正中切口，显露心包，建立体外循环，心脏停跳，切开心脏，在心房壁上行切缝术，

关闭切口，心脏复跳，止血，钢丝固定胸骨，留置引流管，关胸

JKQ68401 经胸腔镜房颤矫治术
右股动静脉建立体外循环，上腔静脉引流管经右前侧小切口引出，经胸腔镜在左右心房心内膜上围

绕冠状窦和肺静脉开口，以及相对应的心外膜上进行冰冻(或射频、超声、激光)消融，切除右心耳

或部分左房壁，缝合心房切口，心脏复跳，止血，置引流，关胸。

JKQ62305 心脏异常传导束切除术
正中切口，显露心包，建立体外循环，心脏停跳，切开心脏，在心电生理标测有异常通道的部位切

断通道，关闭切口，心脏复跳，止血，钢丝固定胸骨，留置引流管，关胸。
心包

JKS61301 小切口心包部分切除术 前胸外侧壁小切口，显露心包，切除部分心包组织，关闭切口，止血，留置引流管，关胸。

JKS61401
经胸腔镜辅助心包部分

切除术

前胸外侧壁小切口，胸腔镜下操作，显露心包，切除部分心包组织，关闭切口，止血，留置引流

管，关胸。

JKS62301 心包肿瘤切除术
正中切口，显露心包，建立体外循环，切除心包肿瘤，关闭切口，止血，钢丝固定胸骨，留置引流

管，关胸。不含体外循环。

JKS62401
胸腔镜辅助心包肿瘤切

除术

前胸外侧壁小切口，胸腔镜下操作，显露心包，切除心包肿瘤，关闭切口，止血，留置引流管，关

胸。

JKS50302 心包剥脱术
正中切口，显露心包，建立体外循环，按次序逐步剥脱粘连心包，关闭切口，止血，钢丝固定胸

骨，留置引流管，关胸。

JKS34101 心包穿刺术
消毒铺巾，局部麻醉。穿刺入心包腔，抽液和/或注射药物。拔除穿刺针，穿刺处包扎。不含超声

引导。

JKS35102 心包穿刺置管引流术
消毒铺巾，局部麻醉。穿刺入心包腔，依次送入导丝、扩张鞘管、引流导管。必要时穿刺处皮肤切

开。根据需要行抽液、测压、注射药物。固定并留置引流导管，或拔除引流导管，穿刺处包扎。如

留置心包引流管，则每天或根据情况多次进行心包引流、测压、抽液、注射药物。不含超声引导。
JKT38101 心内注射 消毒铺巾，经皮穿刺向心内注射复苏药物。
JKT07301 开胸心脏探查术 正中切口，显露心包，探查，进行相应处理，止血，钢丝固定胸骨，留置引流管，关胸。

JKT48301 心脏异物取出术
正中切口，显露心包，切开心脏，取出异物，关闭切口，心脏复跳，止血，钢丝固定胸骨，留置引

流管，关胸。

JKT48501
经皮穿刺心腔异物取出

术

消毒麻醉，股静脉穿刺，引入长鞘或导引导管至心腔内异物部位，使用抓捕器或网篮等抓住并回收

异物，摄片，压迫止血，冲洗胶片。人工报告。不含监护。

JKT62301 心脏良性肿瘤摘除术
正中切口，显露心包，建立体外循环，心脏停跳，切开心脏，摘除肿瘤，关闭切口，心脏复跳，止

血，钢丝固定胸骨，留置引流管，关胸。

JKT62302 心脏恶性肿瘤摘除术
正中切口，显露心包，建立体外循环，心脏停跳，切开心脏，摘除肿瘤，必要行补片修补心脏缺

损，关闭切口，心脏复跳，止血，钢丝固定胸骨，留置引流管，关胸。

JKT62303 异位移植心脏摘除术
消毒，全麻，开胸，体外循环(或非体外循环)，拆除供体，闭合前次移植的左房，右房，肺动脉及

主动脉吻合口，止血，置引流，关胸。
JKT61301 开胸心脏挤压术 正中切口，切开心包，显露心脏，挤压心脏，心脏复跳，止血，钢丝固定胸骨，留置引流管，关胸

JKT68308 骨骼肌心脏包裹成形术
消毒，全麻(备体外循环)，开胸，游离背阔肌肌瓣，安装肌肉刺激器，包裹心脏，连接并固定导

线，骨骼肌训练，置引流，关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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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KT68309 心脏外伤修补术
正中切口，显露心包，建立体外循环，探察外伤部位，心脏停跳或不停跳修补，关闭切口，心脏复

跳，止血，钢丝固定胸骨，留置引流管，关胸。不含体外循环。
JKT68310 心脏破裂修补术 指急性心梗导致的心脏破裂。全麻，气管插管，体外循环，心脏停跳，修补心脏破口。

JKT75301 原位心脏移植术
消毒，全麻，开胸，体外循环，切除受体心脏，吻合左房，右房，肺动脉及主动脉，止血，置引

流，关胸。不含病理学检查。

JKT75302 异位心脏移植术
消毒，全麻，开胸，体外循环，吻合受体与供体的左房，右房，肺动脉及主动脉，止血，置引流，

关胸。

JKT62304 供体心脏获取术
消毒，开胸，主动脉根部灌注心肌保护液，切断下腔静脉，左右肺动脉，上腔静脉及升主动脉，左

右肺动脉，再次灌注心肌保护液，修剪心脏，置入4℃生理盐水中。

JKT46301 全人工心脏植入术
消毒，全麻，体外循环，窦管交界处横断主，肺动脉，房室沟心室面切除两心室，全人工心脏依次

吻合于心房与主，肺动脉，启动人工心脏，撤离体外循环，止血，置引流，关胸。

JKT75303 心肺联合移植术

正中开胸，消毒铺巾，切开悬吊心包，全身肝素化，升主动脉远端插管，上下腔静脉分别插管，建

立体外循环，控制体温，心包内切除心脏，心包外游离两侧支气管切断，去除两肺，保持无菌，膈

神经后两侧心包造孔，彻底止血，置入心肺，继续保持低温，分别对线对位吻合两侧支气管，吻合

主动脉，再吻合右心房或上下腔，排气后除颤复跳，恢复两肺通气，逐渐脱离体外循环机，注入鱼

精蛋白，拔除主动脉、右心房插管，间断缝合关闭心包，留置上下胸腔闭式引流管，固定胸骨、关

胸。不含供肺获取、保存和运输、体外循环、体外膜肺支持、激光刀或氩气刀止血。

JKT44301 供体心肺获取术

判定供、受体是否匹配，气管插管，高浓度氧通气，正中或双侧肋软骨开胸，切开心包，主动脉、

肺动脉缝置荷包线，插入灌注管，剪除左、右心耳，阻断横窦，同时灌注心停跳液和肺保护液，胸

腔内冰屑降温，剪断头臂动脉及降主动脉，夹闭气管间断保持无菌，分离解剖后纵隔及双侧下肺韧

带，取出整块心肺组织，无菌低温保存运输，无菌低温条件下解剖分离去除心肺周围组织、分割左

心房，使满足心肺移植要求，修剪支气管，并再次灌注停跳液或肺保护液。
2.动脉
冠状动脉

JLA43301 冠状动脉瘘结扎术
正中开胸，建立体外循环，切开右心房，探查心内畸形，如无其他畸形，游离终末端瘘的冠状动

脉，结扎，关闭切口，逐渐撤离体外循环，留置引流管，止血，钢丝固定胸骨，关胸。不含体外循

JLA68301 冠状动脉瘘矫治术
指CPB成形修补。正中开胸，建立体外循环，切开右心房，探查心内畸形，如无其他畸形，游离终

末端瘘的冠状动脉，带垫片缝闭冠状动脉，暴露瘘口，缝合瘘口，关闭切口，逐渐撤离体外循环，

留置引流管，止血，钢丝固定胸骨，关胸。不含体外循环。

JLA68302
冠状动脉异常起源于肺

动脉矫治术

正中开胸，建立体外循环，切开右心房，探查心内畸形，如无其他畸形，沿冠状动脉上缘切断肺动

脉，剪下冠状动脉成纽扣状，剪开门型主动脉壁，将游离下的冠状动脉吻合至主动脉，补片修补肺

动脉壁，肺动脉远端与近端吻合，关闭切口，逐渐撤离体外循环，留置引流管，止血，钢丝固定胸

骨，关胸。不含体外循环。

JLA43501 冠状动脉瘘栓闭术

在备有除颤仪及除颤电极的条件下，消毒铺巾，局部麻醉，穿刺动脉，放置动脉鞘管，必要时穿刺

静脉，放置静脉鞘管。冠状动脉造影后经动脉鞘管在监护仪监护及血管造影机X线引导下，沿引导

钢丝将指引导管送至冠状动脉开口，将指引钢丝通过瘘管送至远端，沿指引钢丝将球囊送至瘘管内

进行栓闭试验，如患者无缺血症状，则进行进一步治疗。置入输送长鞘至瘘管内，经长鞘送入栓堵

器至目标位置后后撤长鞘。观察患者反应，如无缺血表现，重复冠脉造影明确术后效果。不含监护

、DSA引导。

JLA61501 冠状动脉内血栓抽吸术

在备有除颤仪及除颤电极的条件下，消毒铺巾，局部麻醉，穿刺动脉，放置鞘管，冠状动脉造影后

经鞘管在监护仪监护及血管造影机X线引导下，沿引导钢丝将指引导管送至冠状动脉开口，根据冠

状动脉造影结果决定需要进行血栓抽吸的血管，沿指引钢丝将抽吸导管送至病变近端，抽吸导管近

端连接负压抽吸装置。打开抽吸装置后谨慎前送导管，之后回撤。不含监护、DSA引导。

JLA65501
经皮冠状动脉球囊扩张

术(PTCA)

在备有除颤仪及除颤电极的条件下，消毒铺巾，局部麻醉，穿刺1-2处动脉，放置鞘管，冠状动脉

造影后经鞘管在监护仪监护及血管造影机X线引导下，沿引导钢丝将指引导管送至冠状动脉开口，

根据冠状动脉造影结果决定需要治疗的病变，将指引钢丝通过病变送至病变血管远端，沿指引钢丝

将球囊送至病变处，高压扩张。重复造影，确认治疗效果满意，并且无需要处理的并发症后结束手

术。撤出上述器械，包扎伤口。不含监护、DSA引导。

JLA60501 冠状动脉内超声溶栓术

在备有除颤仪及除颤电极的条件下，消毒铺巾，局部麻醉，穿刺动脉，放置鞘管，冠状动脉造影后

经鞘管在监护仪监护及血管造影机X线引导下，沿引导钢丝将指引导管送至冠状动脉开口，根据冠

状动脉造影结果决定需要治疗的病变，将指引钢丝通过病变送至病变血管远端，沿指引钢丝将超声

溶栓导管探头送至闭塞处，启动超声溶栓仪进行溶栓。溶栓后复查造影，必要时再对病变进行经皮

冠状动脉球囊扩张术或支架置入。不含监护、DSA引导。

JLA47301
冠状动脉远端血管保护

装置置入术

在备有除颤仪及除颤电极的条件下，消毒铺巾，局部麻醉，穿刺动脉，放置鞘管，冠状动脉造影后

经鞘管在监护仪监护及DSA引导下，沿引导钢丝将指引导管送至冠状动脉开口，根据冠状动脉造影

结果决定需要进行保护的血管，沿指引钢丝将远端保护装置，或者带有导丝的远端保护装置，导管

送至病变远端，完成靶病变治疗后，经皮冠状动脉球囊扩张术和/或支架术，收回远端保护装置。

不含监护、DSA引导。

JLA47501 冠脉内局部放射治疗

在备有除颤仪及除颤电极的条件下，消毒铺巾，局部麻醉，穿刺动脉，放置鞘管，冠状动脉造影后

经鞘管在监护仪监护及血管造影机X线引导下，沿引导钢丝将指引导管送至冠状动脉开口，根据冠

状动脉造影结果决定需要治疗的病变，将指引钢丝通过病变送至病变血管远端，沿指引钢丝送入球

囊对病变进行预扩张，通过导管输送系统将放射源送至治疗部位，按照预先设定的治疗方案完成

后，撤出输送导管和放射源。治疗后必要时再对病变进行经皮冠状动脉球囊扩张术或支架置入。不

含监护、DSA引导。

JLA47502
经皮冠状动脉支架置入

术(STENT)

在备有除颤仪及除颤电极的条件下，消毒铺巾，局部麻醉，穿刺1-2处动脉，放置鞘管，冠状动脉

造影后经鞘管在监护仪监护及血管造影机X线引导下，沿引导钢丝将指引导管送至冠状动脉开口，

根据冠状动脉造影结果决定需要治疗的病变，将指引钢丝通过病变送至病变血管远端，沿指引钢丝

将支架送至病变处，释放支架。重复造影确认治疗效果满意，并且无需要处理的并发症后结束手术

。撤出上述器械，包扎伤口。根据需要在支架置入前后可行预扩张和/或后扩张。不含监护、DSA引
JLA62301 冠状动脉内膜切除术 全麻，气管插管，建立或不建立体外循环，切除靶血管内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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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LA70501
冠状动脉内膜定向旋切

术

在备有除颤仪及除颤电极的条件下，消毒铺巾，局部麻醉，穿刺动脉，放置鞘管，冠状动脉造影后

经鞘管在监护仪监护及血管造影机X线引导下，沿引导钢丝将指引导管送至冠状动脉开口，根据冠

状动脉造影结果决定需要治疗的病变，将指引钢丝通过病变送至病变血管远端，沿指引钢丝送入旋

切导管，旋切窗对准病变，充盈球囊后启动驱动装置开始旋切，完成后旋切刀退至近端，去掉球囊

压力，退出旋切导管。根据需要加做经皮冠状动脉球囊扩张术或置入支架。不含监护、DSA引导。

JLA70502
冠状动脉内膜高速旋磨

术

在备有除颤仪及除颤电极的条件下，消毒铺巾，局部麻醉，穿刺动脉，放置鞘管，冠状动脉造影后

经鞘管在监护仪监护及血管造影机X线引导下，沿引导钢丝将指引导管送至冠状动脉开口，根据冠

状动脉造影结果决定需要治疗的病变，将旋磨导丝通过病变送至病变血管远端，沿指引钢丝将旋磨

头送至病变近端，打开驱动装置并缓慢推进旋磨头，直至完全通过病变。根据需要加做经皮冠状动

脉球囊扩张术或置入支架。不含监护、DSA引导。

JLA68501
经皮冠状动脉腔内激光

成形术(ELCA)

在备有除颤仪及除颤电极的条件下，消毒铺巾，局部麻醉，穿刺动脉，放置鞘管，冠状动脉造影

后，经鞘管在监护仪监护及血管造影机X线引导下，沿引导钢丝将指引导管送至冠状动脉开口，根

据冠状动脉造影结果决定需要治疗的病变，将指引钢丝通过病变送至病变血管远端，沿指引钢丝将

激光导管送至病变近端3-5毫米处之后，打开激光器缓慢推进激光导管，直至完全通过病变。根据

需要加做经皮冠状动脉球囊扩张术或置入支架。不含监护、DSA引导。

JLA71303
正中切口冠状动脉旁路

移植术

全麻，气管插管，游离获取血管材料(含大隐静脉、桡动脉、左右乳内动脉、胃网膜右动脉、腹壁

下动脉等)。胸部正中切口，建立体外循环，心脏停跳，将桥血管远端吻合于靶血管，心脏复跳，

将桥血管近端吻合于主动脉(或其他动脉)。不含体外循环。

JLA71301
侧切口冠状动脉旁路移

植术

全麻，气管插管，游离获取血管材料(含大隐静脉、桡动脉、左右乳内动脉、胃网膜右动脉、腹壁

下动脉等)。胸部侧切口，心脏跳动下，将桥血管远端吻合于靶血管，然后将桥血管近端于吻合于

主动脉(或其他动脉)。

JLA71302
小切口体外循环下冠状

动脉旁路移植术

全麻，气管插管，游离获取血管材料(含大隐静脉、桡动脉、左右乳内动脉、胃网膜右动脉、腹壁

下动脉等)。胸部正中小切口，体外循环，心脏停跳，将桥血管远端吻合于靶血管，心脏复跳，将

桥血管近端吻合于主动脉(或其他动脉)。不含体外循环。

JLA71401
胸腔镜辅助的冠状动脉

旁路移植术

全麻，气管插管，游离获取血管材料(含大隐静脉、桡动脉、左右乳内动脉、胃网膜右动脉、腹壁

下动脉等)。胸壁戳孔，胸腔镜辅助下，将桥血管远端吻合于靶血管，将桥血管近端吻合于主动脉

(或其他动脉)。

JLA69501
经皮激光心肌血管重建

术

在备有除颤仪及除颤电极的条件下，消毒铺巾，局部麻醉，穿刺动脉，放置鞘管，经鞘管在监护仪

监护及血管造影机X线引导下，沿引导钢丝将猪尾导管送至左心室内行左心室造影定位靶区域，标

测激光打孔位置。再经鞘管将激光导管送至左心室，应用激光发生器以一定间隔在标测位置打孔。

不含监护、DSA引导。
肺动脉

JLB68301
单侧肺动脉起源于升主

动脉矫治术

正中开胸，建立体外循环，切开右心房，探查心内畸形，如无其他畸形，探查是否伴有其他畸形，

切下异常起源肺动脉，补片修补主动脉切口，缝合异常起源肺动脉至主肺动脉，关闭切口，逐渐撤

离体外循环，留置引流管，止血，钢丝固定胸骨，关胸。不含体外循环。

JLB68302 主肺动脉窗修补术
正中开胸，建立体外循环，切开右心房，探查心内畸形，如无其他畸形，探查是否伴有其他畸形，

补片修补主肺动脉窗，关闭切口，逐渐撤离体外循环，留置引流管，止血，钢丝固定胸骨，关胸。

不含体外循环。

JLB68303 肺动脉瘤修复术

全麻后，消毒铺巾，准备吸引器、电刀和体外循环管道，胸骨正中切开皮肤及皮下组织，游离胸骨

上窝及剑突，电锯劈开胸骨，骨蜡涂抹胸骨腔止血，电凝止血，胸骨撑开器撑开胸骨，电凝止血，

和/或游离并切除胸腺，游离心包外组织并切开心包，心包缝4-5根牵引线悬吊心包，探查心表是否

有震颤及位置，肺动脉瘤侧壁折叠，止血，置心包和/或纵隔引流管，胸骨后止血，4-5根钢丝关闭

胸骨，缝合皮下组织及皮肤。不含体外循环。

JLB68304 肺动脉吊带矫治术
正中开胸，建立体外循环，切开右心房，探查心内畸形，如无其他畸形，切下异常起源肺动脉，吻

合至主肺动脉，关闭切口，逐渐撤离体外循环，留置引流管，止血，钢丝固定胸骨，关胸。不含体

外循环。

JLB43301
经皮穿刺动脉导管未闭

封堵术

在备有除颤仪及除颤电极的条件下，局麻下穿刺股静脉，监护仪监护及血管造影机X线引导下，行

常规右心导管检查，然后穿刺股动脉，行主动脉弓降部侧位造影，以观察未闭动脉导管的位置、形

态及大小。将导丝经股静脉、右室、肺动脉、未闭动脉导管送至降主动脉，沿导丝将输送鞘管送至

降主动脉，撤出导丝。透视下经输送鞘管将封堵器送至未闭动脉导管处进行封堵。核对心脏杂音有

无变化，并重复主动脉弓降部造影，以证实封堵器位置合适，撤出导管压迫止血。不含监护、DSA

JLB48501
经皮肺动脉内血栓抽吸

术

消毒，麻醉，穿刺置管，造影摄片，血栓抽吸或机械碎栓，复查造影，拔管，穿刺点压迫包扎。人

工报告。不含监护。

JLB60501
经皮穿刺肺动脉内溶栓

术

消毒，麻醉，穿刺置管，造影摄片，局部溶栓，复查造影，拔管，穿刺点压迫包扎。人工报告。不

含监护。

JLB60502
经皮肺动脉内血栓碎栓

术

消毒，麻醉，穿刺置管，造影摄片，机械碎栓，复查造影，拔管，穿刺点压迫包扎。人工报告。不

含监护。

JLB65501
经皮穿刺肺动脉球囊扩

张术

消毒，麻醉，穿刺置管，造影摄片，球囊扩张，造影复查，穿刺点压迫包扎。人工报告。不含监护

。

JLB47501
经皮穿刺肺动脉支架置

入术

消毒，麻醉，穿刺置管，造影摄片，球囊扩张，支架置入，造影复查，穿刺点压迫包扎。人工报告

。不含监护。

JLB43501 经皮穿刺肺动脉栓塞术
消毒，麻醉，穿刺置管，造影摄片，栓塞，复查造影，拔管，穿刺点压迫包扎。人工报告。不含监

护。

JLB43502
经皮穿刺支气管动脉栓

塞术

消毒，麻醉，穿刺置管，造影摄片，栓塞，复查造影，拔管，穿刺点压迫包扎。人工报告。不含监

护。

JLB48502
经皮穿刺肺动脉内异物

取出术

消毒，麻醉，股静脉穿刺，肺动脉造影，引入长鞘或导引导管至肺静脉内异物部位，使用抓捕器或

网篮等抓住并回收异物，摄片，压迫止血，冲洗胶片。人工报告。不含监护。

JLB48301 肺动脉切开取栓术
正中切口开胸，切开心包，建立体外循环，切开肺动脉，摘除血栓，关闭切口，止血，留置引流

管，关胸。

JLB50301 肺动脉内膜剥脱术
正中切口开胸，切开心包，建立体外循环，切开肺动脉，行内膜剥脱，关闭切口，止血，留置引流

管，关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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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名称 项目内涵

JLB69303
肺动脉闭锁主肺动脉重

建术

正中开胸，建立体外循环，切开右心房，探查心内畸形，如无其他畸形，带瓣管道连接右室与肺动

脉，重建主肺动脉，关闭切口，逐渐撤离体外循环，留置引流管，止血，钢丝固定胸骨，关胸。不

含体外循环。

JLB69304
肺动脉闭锁肺动脉分支

重建术

正中开胸，建立体外循环，切开右心房，探查心内畸形，如无其他畸形，将粗大侧支与固有肺动脉

融合，关闭切口，逐渐撤离体外循环，留置引流管，止血，钢丝固定胸骨，关胸。不含体外循环。

JLB68305
肺动脉闭锁－室间隔缺

损根治术

含法洛氏四联症，肺动脉闭锁。正中开胸，建立体外循环，切开右心房，探查心内畸形，如无其他

畸形，探查是否伴有其他畸形，经右室切口，去除异常肌束与纤维，疏通右心室流出道，补片修补

室间隔缺损，带瓣管道连接右室与肺动脉，重建主肺动脉，关闭切口，逐渐撤离体外循环，留置引

流管，止血，钢丝固定胸骨，关胸。不含体外循环。

JLB68306

肺动脉闭锁-室间隔缺

损-体肺侧支循环根治

术

正中开胸，建立体外循环，切开右心房，探查心内畸形，如无其他畸形，探查是否伴有其他畸形，

经右室切口，去除异常肌束与纤维，疏通右心室流出道，补片修补室间隔缺损，带瓣管道连接右室

与左右肺动脉，重建主肺动脉，关闭切口，逐渐撤离体外循环，留置引流管，止血，钢丝固定胸

骨，关胸。不含体外循环。

JLB43302 肺动脉结扎术

全麻后，消毒铺巾，准备吸引器、电刀和体外循环管道，胸骨正中切开皮肤及皮下组织，游离胸骨

上窝及剑突，电锯劈开胸骨，骨蜡涂抹胸骨腔止血，电凝止血，胸骨撑开器撑开胸骨，电凝止血，

和(或)游离并切除胸腺，游离心包外组织并切开心包，心包缝4-5根牵引线悬吊心包，探查心表是

否有震颤，及位置，结扎肺动脉，止血，置心包和/或纵隔引流管，胸骨后止血，4-5根钢丝关闭胸

骨，缝合皮下组织及皮肤。不含体外循环。

JLB68307 肺动脉环缩术(PAB)
正中开胸，补片环缩主肺动脉，测右室和左室压，调整环缩至合适位置，留置引流管，止血，钢丝

固定胸骨，关胸。不含体外循环。

JLB68308 肺动脉环缩解除术

全麻后，消毒铺巾，准备吸引器、电刀和体外循环管道，胸骨正中切开皮肤及皮下组织，游离胸骨

上窝及剑突，电锯劈开胸骨，骨蜡涂抹胸骨腔止血，电凝止血，逐层游离胸骨后粘连组织，至完好

暴露主肺动脉，拆除环缩补片，止血，置心包和/或纵隔引流管，胸骨后止血，4-5根钢丝关闭胸

骨，缝合皮下组织及皮肤。不含体外循环。

JLB69301

主肺动脉主动脉连接成

形+肺动脉血流重建术

(NorwoodI期)

正中开胸，建立体外循环，切开右心房，探查心内畸形，如无其他畸形，扩大房间隔，切断主肺动

脉，补片修补远，切断动脉导管，肺动脉端缝扎，主动脉端沿主动脉弓端下缘切开扩大，同种肺动

脉做主动脉弓降部成型，人工血管体肺动脉分流，将主肺动脉与成型后的升主动脉吻合，关闭切

口，逐渐撤离体外循环，留置引流管，止血，钢丝固定胸骨，关胸。不含体外循环。
升主动脉

JLC71302
主动脉缩窄升主动脉－

胸降主动脉旁路矫治术

正中或左后开胸，游离降主动脉，左锁骨下动脉，主动脉峡部，动脉导管以及横弓至左颈总动脉，

人工血管分别吻合缩窄两端，留置引流管，止血，钢丝固定胸骨，关胸。不含体外循环。

JLC71303
主动脉缩窄升主动脉－

腹主动脉旁路矫治术

正中胸腹联合切口，游离出腹主动脉，人工血管连接升主动脉－腹主动脉，留置引流管，止血，钢

丝固定胸骨，关胸。不含体外循环。

JLC68301 共同动脉干矫治术
正中开胸，建立体外循环，切开右心房，探查心内畸形，如无其他畸形，探查是否伴有其他畸形，

切下肺动脉，补片修补主动脉切口，带瓣管道重建肺动脉，关闭切口，逐渐撤离体外循环，留置引

流管，止血，钢丝固定胸骨，关胸。不含体外循环。

JLC68302 共同动脉干瓣膜成形术
正中开胸，建立体外循环，切开右心房，探查心内畸形，如无其他畸形，探查是否伴有其他畸形，

共同动脉干瓣膜成形，关闭切口，逐渐撤离体外循环，留置引流管，止血，钢丝固定胸骨，关胸。

不含体外循环。

JLC51301 共同动脉干瓣膜置换术
正中开胸，建立体外循环，切开右心房，探查心内畸形，如无其他畸形，探查是否伴有其他畸形，

共同动脉干瓣膜置换，关闭切口，逐渐撤离体外循环，留置引流管，止血，钢丝固定胸骨，关胸。

不含体外循环。

JLC68303 血管环矫治术
正中开胸，阻断一侧血管环两端，切断，连续缝合切口，止血，置心包和/或纵隔引流管，胸骨后

止血，4-5根钢丝关闭胸骨，缝合皮下组织及皮肤。不含体外循环。

JLC43302 动脉导管结扎术
正中或左后开胸，游离降主动脉，左锁骨下动脉，主动脉峡部，动脉导管，降压，结扎动脉导管

(或夹闭)，如有出血止血，置胸腔引流管，关闭肋骨，缝合皮下组织及皮肤。不含体外循环。

JLC43303 动脉导管切断缝合术
正中或左后开胸，游离降主动脉，左锁骨下动脉，主动脉峡部，动脉导管，阻断动脉导管两端，切

断动脉导管，连续缝合切口，如有出血止血，置胸腔引流管，关闭肋骨，缝合皮下组织及皮肤。不

含体外循环。

JLC43304
动脉导管开口闭合术

(CPB)

正中开胸，建立体外循环，切开右心房，探查心内畸形，如无其他畸形，切开肺动脉，缝闭动脉导

管开口，关闭切口，逐渐撤离体外循环，留置引流管，止血，钢丝固定胸骨，关胸。不含体外循环

JLC68304 升主动脉成形术
开胸，必要时建立体外循环，以人工血管包裹，升主动脉部分切除，主动脉壁部分缝合等方法成形

升主动脉，关胸。不含体外循环。

JLC51302
升主动脉替换加主动脉

瓣替换术(Wheat手术)

开胸，经股动脉、腋动脉或其它部位动脉插管建立体外循环，以人工血管替换升主动脉，以人工瓣

膜替换主动脉瓣，关胸。不含体外循环。

JLC51303
主动脉夹层升主动脉替

换术

开胸，经股动脉、腋动脉或其它部位动脉插管建立体外循环，夹层处理以人工血管替换升主动脉，

关胸。不含体外循环。

JLC51304
升主动脉瘤切除升主动

脉替换术

开胸，经股动脉、腋动脉或其它部位动脉插管建立外循环，切除升主动脉，以人工血管替换升主动

脉，关胸。不含体外循环。

JLC68305 升主动脉瘤腔内隔绝术
全麻，股动脉或肱动脉穿刺升主动脉造影，股总动脉切开或穿刺，植入支架人工血管，再次造影观

察效果，退出输送器，缝合股总动脉及切口。

JLC68306
升主动脉瘤经胸瘤颈成

形加腔内隔绝术

全麻，开胸，心包内升主动脉瘤颈成形，股动脉或肱动脉穿刺升主动脉造影，股总动脉切开或穿

刺，植入支架人工血管，再次造影观察效果，退出输送器，缝合股总动脉及切口，关胸。

JLC71304
升主动脉-颈内(总)动

脉旁路术

全麻，正中开胸及胸锁乳突肌前缘纵切口，游离升主动脉及颈内(总)动脉，全身肝素化，取人工血

管两端分别于升主动脉和颈动脉吻合，放置引流，关闭切口。

JLC71305
升主动脉-颈内动脉及

锁骨下动脉旁路术

全麻，正中开胸及胸锁乳突肌前缘纵切口及锁骨上横切口，游离升主动脉及颈内(总)动脉，锁骨下

动脉，全身肝素化，取人工血管两端分别于升主动脉和颈动脉，锁骨下动脉吻合，放置引流，关闭

切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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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LC71306
升主动脉－腹主动脉旁

路术

开胸，开腹，以人工血管建立旁路，关胸，关腹。

JLC71307

升主动脉-双腋动脉Y型

人工血管-单侧颈动脉

自体血管旁路术

患者仰卧于手术台，消毒铺巾，双锁骨下外侧横切口，游离双腋动脉，证实双腋动脉通畅。正中开

胸，切开心包，游离升主动脉，静脉肝素抗凝，阻断并切开升主动脉，打通皮下隧道，Y形人工血

管吻合升主动脉和双侧腋动脉。探查颈动脉，证实通畅。开通皮下隧道，用自体血管行一侧腋动脉

和颈动脉吻合。放植心包、纵隔引流管，缝合心包，关胸。双腋和颈部创口放植引流管，关闭切口

。必要时颅脑血管超声(TCD)监测。不含自体血管取材术、颈动脉探查术。

JLC71308
升主动脉-双腋动脉Y型

人工血管旁路术

患者仰卧于手术台，消毒铺巾，双锁骨下外侧横切口，游离双腋动脉，证实双腋动脉通畅。正中开

胸，切开心包，游离升主动脉，静脉肝素抗凝，阻断并切开升主动脉，打通皮下隧道，Y形人工血

管吻合升主动脉和双侧腋动脉。放植心包、纵隔引流管，缝合心包，关胸。双腋切口放植引流管，

关闭切口。必要时颅脑血管超声(TCD)监测。

JLC71309
升主动脉双锁骨下动脉

Y型人工血管旁路术

患者仰卧于手术台，消毒铺巾，双锁骨上窝横切口，必要时切断锁骨，游离双锁骨下动脉(含双腋

下动脉)，证实双锁骨下动脉通畅。正中开胸，切开心包，游离升主动脉，静脉肝素抗凝，阻断并

切开升主动脉，打通皮下隧道，Y形人工血管吻合升主动脉和双侧锁骨下动脉。放植心包、纵隔引

流管，缝合心包，关胸。固定切开的锁骨、双锁骨上窝切口放植引流管，关闭切口。必要时切断锁

骨，应用颅脑血管超声(TCD)监测。

JLC71310
升主动脉－胸主动脉旁

路移植术

正中开胸或侧开胸，必要时建立体外循环，以人工血管建立旁路，关胸。

主动脉弓

JLD68306
纠正性大动脉转位室间

隔缺损修补术

正中开胸，建立体外循环，切开右心房，探查心内畸形，如无其他畸形，探查是否伴有其他畸形，

补片修补或直接缝合室间隔缺损，关闭切口，逐渐撤离体外循环，留置引流管，止血，钢丝固定胸

骨，关胸。不含体外循环。

JLD68301
纠正性大动脉转位室间

隔缺损修补+左室－肺

动脉外管道矫治术

正中开胸，建立体外循环，切开右心房，探查心内畸形，如无其他畸形，探查是否伴有其他畸形，

补片修补或直接缝合室间隔缺损，切开左心室，带瓣管道连接左室切口与肺动脉，重建主肺动脉，

关闭切口，逐渐撤离体外循环，留置引流管，止血，钢丝固定胸骨，关胸。不含体外循环。

JLD69301 动脉调转术

正中开胸，建立体外循环，切开右心房，探查心内畸形，如无其他畸形，探查是否伴有其他畸形，

切断主动脉，游离冠状动脉，切断肺动脉，将冠状动脉开口移植至肺动脉近心端，将主动脉远心端

与肺动脉近心端吻合，补片修补主动脉近心端冠状动脉开口处，将肺动脉远心端与主动脉近心端吻

合，关闭切口，逐渐撤离体外循环，留置引流管，止血，钢丝固定胸骨，关胸。不含体外循环。

JLD69302 双动脉根部调转术

正中开胸，建立体外循环，切开右心房，探查心内畸形，如无其他畸形，探查是否伴有其他畸形，

游离主动脉瓣及瓣环，切断肺动脉，沿室间隔向瓣环方向剪开，去除肺动脉瓣叶，将主动脉瓣缝至

肺动脉瓣处，补片修补室间隔缺损，切开右心室，将肺动脉远端下缘与右室切口上缘吻合，补片或

带瓣牛心包修补肺动脉远端上缘与右室切口下缘，关闭切口，逐渐撤离体外循环，留置引流管，止

血，钢丝固定胸骨，关胸。不含体外循环。

JLD68303
动脉调转术(ASO)+室间

隔缺损修补术

正中开胸，建立体外循环，切开右心房，探查心内畸形，如无其他畸形，探查是否伴有其他畸形，

切断主动脉，游离冠状动脉，切断肺动脉，修补室间隔缺损，将冠状动脉开口移植至肺动脉近心

端，将主动脉远心端与肺动脉近心端吻合，补片修补主动脉近心端冠状动脉开口处，将肺动脉远心

端与主动脉近心端吻合，关闭切口，逐渐撤离体外循环，留置引流管，止血，钢丝固定胸骨，关胸

。不含体外循环。

JLD71303 主动脉肺动脉吻合术

指Damus–Kaye–StanselDKS。不含主动脉弓重建。正中开胸，建立体外循环，切开右心房，探查

心内畸形，如无其他畸形，探查是否伴有其他畸形，切开升主动脉侧壁，靠近分叉切断主肺动脉，

近心端与主动脉切口吻合，切开右心室，带瓣通道连接肺动脉远心端与右室切口，关闭切口，逐渐

撤离体外循环，留置引流管，止血，钢丝固定胸骨，关胸。不含体外循环。

JLD69303

主动脉移位+左右室流

出道重建术(Nikahdo手

术)

正中开胸，建立体外循环，切开右心房，探查心内畸形，如无其他畸形，探查是否伴有其他畸形，

游离主动脉瓣及瓣环，切断肺动脉，沿室间隔向瓣环方向剪开，去除肺动脉瓣叶，将主动脉瓣缝至

肺动脉瓣处，补片修补室间隔缺损，切开右心室，将肺动脉远端下缘与右室切口上缘吻合，补片或

带瓣牛心包修补肺动脉远端上缘与右室切口下缘，关闭切口，逐渐撤离体外循环，留置引流管，止

血，钢丝固定胸骨，关胸。不含体外循环。
JLD48301 主动脉内球囊反搏撤除 气囊排气，拔除导管及气囊，皮肤缝合或压迫止血，加压包扎。

JLD47301
主动脉内球囊反搏安装

术

消毒，局麻或全麻，经皮穿刺或切开，气囊送入降主动脉，固定连接导管，切口缝合。不含X线透

视。

JLD47302
先天性主动脉缩窄症球

囊扩张成形术

局麻或全麻，肱动脉及股动脉穿刺插管造影，建立导丝轨道，球囊扩扎，支架置入，造影复查，穿

刺点压迫包扎或缝合。
JLE65501 主动脉缩窄症球囊扩张 消毒，麻醉，穿刺置管，造影摄片，球囊扩张，造影复查，穿刺点压迫包扎。人工报告。不含监护

JLE68301 主动脉弓中断矫治术
正中开胸，建立体外循环，切开右心房，探查心内畸形，如无其他畸形，探查是否伴有其他畸形，

切除动脉导管，缝闭肺动脉端，将主动脉端缝至升主动脉，关闭切口，逐渐撤离体外循环，留置引

流管，止血，钢丝固定胸骨，关胸。不含体外循环。

JLE68302
急性主动脉综合征腔内

隔绝术

含主动脉壁内血肿、溃疡。全麻，股动脉或肱动脉穿刺主动脉造影，股总动脉切开或穿刺，植入支

架人工血管，再次造影观察效果，退出输送器，缝合股总动脉及切口。

JLE68303
V2区主动脉夹层腔内隔

绝术

含分支移植物技术、开窗移植物技术、豁口型移植物技术。全麻，股动脉或肱动脉穿刺主动脉造

影，股总动脉切开或穿刺，植入分支型或开窗型支架人工血管，再次造影观察效果，退出输送器，

缝合股总动脉及切口。

JLE68304
N2区主动脉夹层腔内隔

绝术

局麻或全麻，股动脉或肱动脉穿刺主动脉造影，股总动脉切开或穿刺，植入支架人工血管，再次造

影观察效果，退出输送器，缝合股总动脉及切口。

JLE68305
V3区主动脉夹层腔内隔

绝术

局麻或全麻，股动脉或肱动脉穿刺主动脉造影，股总动脉切开或穿刺，植入分支型或开窗型支架人

工血管，再次造影观察效果，退出输送器，缝合股总动脉及切口。

JLE68306
N3区主动脉夹层腔内隔

绝术

局麻或全麻，股动脉或肱动脉穿刺主动脉造影，股总动脉切开或穿刺，植入直管型或分支型支架人

工血管，再次造影观察效果，退出输送器，缝合股总动脉及切口。

JLE68307
N1区主动脉夹层瘤颈成

形加腔内隔绝术

局麻或全麻，开胸行升主动脉瘤颈成形，股动脉或肱动脉穿刺升主动脉造影，股总动脉切开或穿

刺，植入支架人工血管，再次造影观察效果，退出输送器，缝合股总动脉及切口，关胸。

JLE68308
N1区主动脉夹层腔内隔

绝术

全麻，股动脉或肱动脉穿刺升主动脉造影，股总动脉切开或穿刺，植入支架人工血管，再次造影观

察效果，退出输送器，缝合股总动脉及切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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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LE68309
烟囱技术V2区主动脉夹

层腔内隔绝术

局麻或全麻，股动脉或肱动脉穿刺主动脉造影，股总动脉切开或穿刺，植入分支型或开窗型支架人

工血管，肱动脉或颈动脉切口或穿刺植入覆膜支架或裸支架，再次造影观察效果，退出输送器，缝

合股总动脉及切口，拔出导丝，穿刺点压迫止血。

JLE68310
经胸杂交技术V2区主动

脉夹层腔内隔绝术

全麻，开胸，升主动脉到双侧颈总动脉人工血管旁路术，关胸。股动脉或肱动脉穿刺主动脉造影，

股总动脉切开或穿刺，植入支架人工血管，再次造影观察效果，退出输送器，缝合股总动脉及切口

JLE68311
胸外杂交技术V2区主动

脉夹层腔内隔绝术

全麻，右颈总动脉-左颈总动脉/左锁骨下动脉人工血管旁路，股动脉或肱动脉穿刺主动脉造影，股

总动脉切开或穿刺，植入支架人工血管，再次造影观察效果，退出输送器，缝合股总动脉及切口。

JLE68312
经腹杂交技术V3区主动

脉夹层腔内隔绝术

全麻，开腹，腹主动脉到内脏动脉人工血管旁路术，关腹。股动脉或肱动脉穿刺主动脉造影，股总

动脉切开或穿刺，植入支架人工血管，再次造影观察效果，退出输送器，缝合股总动脉及切口。

JLE51301
主动脉左室室间隔成形

+主动脉瓣置换术

(Konno手术)

正中切口，建立体外循环，降温阻断，切开主动脉，切开瓣环及室间隔，测量修剪人工补片，跨环

补片，人工主动脉置换，缝合切口止血，钢丝固定胸骨，留置引流管，关胸。

JLE51302

主动脉根部瘤切除保留

瓣膜的主动脉根部替换

术Ⅰ(DavidⅠ手术)

开胸，经股动脉、腋动脉、升主动脉或其它部位动脉插管建立体外循环，切除主动脉根部保留自体

主动脉瓣，将主动脉瓣环固定到一适当的人工血管内，重建主动脉根部，将左右冠脉直接或通过另

外的人工血管移植于重建的主动脉根部，关胸。不含体外循环。

JLE51303

主动脉根部瘤切除保留

瓣膜的主动脉根部替换

术Ⅱ(DavidⅡ手术或

Yacuob手术)

开胸，经股动脉、腋动脉、升主动脉或其它部位动脉插管建立体外循环，切除主动脉根部，保留自

体主动脉瓣，取相应大小的人工血管，近心端三等分修剪成“扇贝”状，将其与主动脉窦壁对应连

续缝合。将左右冠脉直接或通过另外的人工血管移植于重建的主动脉根部，关胸。不含体外循环。

JLE51304
主动脉夹层主动脉根部

替换术

开胸，经股动脉、腋动脉、升主动脉或其它部位动脉插管建立体外循环，夹层处理，以人工瓣膜和

人工血管(或带瓣人工血管组件)替换主动脉根部，将左右冠脉直接或通过另外的人工血管移植于重

建的主动脉根部，关胸。不含体外循环。

JLE51305

主动脉夹层保留瓣膜的

主动脉根部替换术

I(DavidI手术)

开胸，经股动脉、腋动脉、升主动脉或其它部位动脉插管建立，切除主动脉根部保留自体主动脉

瓣，将主动脉瓣环固定到一适当的人工血管内，重建主动脉根部，将左右冠脉直接或通过另外的人

工血管移植于重建的主动脉根部，关胸。不含体外循环。

JLE51306
主动脉夹层保留瓣膜的

主动脉根部替换术Ⅱ

(DavidⅡ手术或Yacuob

开胸，经股动脉、腋动脉、升主动脉或其它部位动脉插管建立体外循环，切除主动脉根部，保留自

体主动脉瓣，取相应大小的人工血管，近心端三等分修剪成“扇贝”状，将其与主动脉窦壁对应连

续缝合。将左右冠脉直接或通过另外的人工血管移植于重建的主动脉根部，关胸。不含体外循环。

JLE73301
主动脉根部瘤切除主动

脉根部替换术

开胸，经股动脉、腋动脉、升主动脉或其它部位动脉插管建立体外循环，切除主动脉根部瘤，以人

工瓣膜和人工血管(或带瓣人工血管组件)替换主动脉根部，将左右冠脉直接或通过另外的人工血管

移植于重建的主动脉根部，关胸。不含体外循环。

JLE51307
带瓣全程主动脉人工血

管置换术

开胸，开腹，经股动脉、腋动脉、升主动脉或其它部位动脉插管建立体外循环，深低温，采用适宜

的脑保护和脊髓保护方法，以人工瓣膜和人工血管(或带瓣人工血管组件)替换全程主动脉(含主动

脉瓣)，并完成主动脉的分支如冠状动脉、无名动脉、左颈总动脉、左锁骨下动脉、肋间动脉、腹

腔干、左右肾动脉、肠系膜上动脉、左右髂动脉的血运重建。关胸，关腹。不含体外循环。

JLE51308
全程主动脉人工血管置

换术

开胸，开腹，经股动脉、腋动脉、升主动脉或其它部位动脉插管建立体外循环，深低温，采用适宜

的脑保护和脊髓保护方法，以人工血管替换全程主动脉(不含主动脉瓣)，并完成主动脉的分支如无

名动脉、左颈总动脉、左锁骨下动脉、肋间动脉、腹腔干、左右肾动脉、肠系膜上动脉、左右髂动

脉的血运重建。关胸，关腹。不含体外循环。

JLE51309
次全主动脉人工血管置

换术

开胸，开腹，经股动脉、腋动脉、升主动脉或其它部位动脉插管建立体外循环，深低温，采用适宜

的脑保护和脊髓保护方法，以人工血管替换升主动脉、主动脉弓、胸主动脉(不含主动脉瓣)，并完

成主动脉的分支如无名动脉、左颈总动脉、左锁骨下动脉、肋间动脉腹主动脉的血运重建。关胸，

关腹。不含体外循环。

JLE68313 主动脉窦成形术
开胸，经股动脉、腋动脉、升主动脉或其它部位动脉插管建立体外循环，成形主动脉窦，关胸。不

含体外循环。

JLE68314
先天性主动脉缩窄支架

成形术

局麻或全麻，肱动脉及股动脉穿刺插管造影，建立导丝轨道，球囊扩扎，支架置入，造影复查，穿

刺点压迫包扎或缝合。
JLE68501 主动脉缩窄症支架成形 消毒，麻醉，穿刺置管，造影摄片，支架置入，造影复查，穿刺点压迫包扎。人工报告。不含监护

JLE68315
主动脉根部人工血管包

裹塑形术

开胸，经股动脉、腋动脉、升主动脉或其它部位动脉插管建立体外循环，以人工材料包裹塑形主动

脉根部，关胸。不含体外循环。

JLE71301
主动脉根部包裹右心房

分流术

多用于主动脉根部其他术式术中出血。以自身组织或人工材料包裹主动脉根部，直接或通过人工血

管与右心房分流，关胸。

JLE09301
主动脉内球囊反搏IABP

运行监测

置入气囊反搏导管后，连接气囊反搏机，监测患者的反搏压及心功能，根据波形及患者的情况选择

适当的触发方式，调整充放气时间。动态观察患者血压、反搏压、心率及心功能情况，调整机器工

作模式及工作参数。不含球囊反博置管术。

JLE68316
主动脉弓部动脉瘤腔内

隔绝术

全麻，股动脉或肱动脉穿刺升主动脉造影，股总动脉切开、锁骨下动脉、颈动脉切开或穿刺植入支

架人工血管，再次造影观察效果，退出输送器，缝合股总动脉及切口。

JLE68317
经胸杂交技术主动脉弓

部动脉瘤腔内隔绝术

全麻，开胸，升主动脉到双侧颈总动脉人工血管旁路术，关胸。股动脉或肱动脉穿刺主动脉造影，

股总动脉切开或穿刺，植入支架人工血管，再次造影观察效果，退出输送器，缝合股总动脉及切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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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LE68318
胸外杂交技术主动脉弓

部动脉瘤腔内隔绝术

全麻，右颈总动脉-左颈总动脉/左锁骨下动脉人工血管旁路，股动脉或肱动脉穿刺主动脉造影，股

总动脉切开或穿刺，植入支架人工血管，再次造影观察效果，退出输送器，缝合股总动脉及切口。

JLE68319 降主动脉瘤腔内隔绝术
局麻或全麻，股动脉或肱动脉穿刺主动脉造影，股总动脉切开或穿刺，植入支架人工血管，再次造

影观察效果，退出输送器，缝合股总动脉及切口。
JLE68502 夹层动脉瘤腔内隔绝术 局麻或全麻，主动脉造影，切开或穿刺外周动脉，植入膜支架，再次造影观察效果。

JLE51310
主动脉夹层部分主动脉

弓置换术

开胸，经股动脉、腋动脉、升主动脉或其它部位动脉插管建立体外循环，深低温，采用适宜的脑保

护方法，以人工血管替换部分主动脉弓，关胸。不含体外循环。

JLE51311
主动脉夹层全主动脉弓

置换术

开胸，经股动脉、腋动脉、升主动脉或其它部位动脉插管建立体外循环，深低温，采用适宜的脑保

护方法，以人工血管替换主动脉弓，关胸。不含体外循环。

JLE51312
全主动脉弓置换术+降

主动脉腔内覆膜支架血

管置入术

开胸，经股动脉、腋动脉、升主动脉或其它部位动脉插管建立体外循环，深低温，采用适宜的脑保

护方法，向降主动脉腔内植入支架血管，以人工血管替换主动脉弓，关胸。不含体外循环。

JLE51313
全主动脉弓置换术+无

名动脉替换术

开胸，经股动脉、腋动脉、升主动脉或其它部位动脉插管建立体外循环，深低温，采用适宜的脑保

护方法，以人工血管替换主动脉弓及无名动脉，关胸。不含体外循环。

JLE51314
全主动脉弓置换术+左

颈总动脉替换术

开胸，经股动脉、腋动脉、升主动脉或其它部位动脉插管建立体外循环，深低温，采用适宜的脑保

护方法，以人工血管替换主动脉弓及左颈总动脉，关胸。不含体外循环。

JLE51315
全主动脉弓置换术+左

锁骨下动脉替换术

开胸，经股动脉、腋动脉、升主动脉或其它部位动脉插管建立体外循环，深低温，采用适宜的脑保

护方法，以人工血管替换主动脉弓及左左锁骨下动脉，关胸。不含体外循环。

JLE51316
全主动脉弓置换术+降

主动脉腔内人工血管植

入术

开胸，经股动脉、腋动脉、升主动脉或其它部位动脉插管建立体外循环，深低温，采用适宜的脑保

护方法，向降主动脉腔内植入支架血管，以人工血管替换主动脉弓，关胸。不含体外循环。

JLE51317
主动脉弓部瘤切除部分

主动脉弓置换术

开胸，经股动脉、腋动脉、升主动脉或其它部位动脉插管建立体外循环，深低温，采用适宜的脑保

护方法，以人工血管替换部分主动脉弓，关胸。不含体外循环。

JLE51318
主动脉弓部瘤切除全主

动脉弓置换术

开胸，经股动脉、腋动脉、升主动脉或其它部位动脉插管建立体外循环，深低温，采用适宜的脑保

护方法，以人工血管替换主动脉弓，关胸。不含体外循环。

JLE51319
主动脉弓部瘤切除人工

血管置换术

开胸，经股动脉、腋动脉、升主动脉或其它部位动脉插管建立体外循环，深低温，采用适宜的脑保

护方法，切除弓部瘤，以人工血管替换主动脉弓，关胸。不含体外循环。

JLE68320 主动脉弓成形术
开胸，经股动脉、腋动脉、升主动脉或其它部位动脉插管建立体外循环，深低温，采用适宜的脑保

护方法，成形主动脉弓，关胸。不含体外循环。

JLF71301
颈总动脉大脑中动脉吻

合术

上头架，消毒铺巾，切皮，双极止血，分离颈总动脉，常规开颅，气钻钻孔，铣刀取下骨瓣，头架

附加，切开硬脑膜，显微镜下分离大脑中动脉，行大脑中动脉及颞浅动脉吻合，需临时阻断这两条

动脉，吻合后松开临时阻断夹，止血，缝合硬脑膜，骨瓣复位，缝合，包扎。不含神经导航、荧光

造影、神经电生理监测、术中超声监测、神经外科显微手术操作。

JLF43301 颈动脉结扎术 消毒铺巾，切皮，双极止血，分离颈动脉，结扎，逐层缝合，包扎。

JLF07301 颈动脉探查术

患者仰卧于手术台，消毒铺巾，胸锁乳突肌前缘切口，游离颈动脉，套绕血管阻断带，探查颈动脉

有无钙化、纤维化，管腔是否通畅。必要时静脉肝素抗凝，阻断并切开颈动脉。探查完毕，进一步

处理病变或止血、冲洗后放植引流，缝合切口，无菌敷料外敷。必要时颅脑血管超声(TCD)监测，

多用于创伤和流出道探查。不含TCD术中监测。

JLF50301 颈动脉内膜剥脱术
全麻，胸锁乳突肌前缘切口，阻断颈动脉前全身肝素化，动脉切开，无损伤剥离子游离增生内膜并

切除，仔细清除残余碎屑，缝合动脉切口。

JLF50302
外翻式颈动脉内膜剥脱

术

全麻，胸锁乳突肌前缘切口，阻断颈动脉前全身肝素化，动脉切开，无损伤剥离子游离增生内膜并

切除，仔细清除残余碎屑，缝合动脉切口。

JLF50308 颈动脉外膜剥脱术
消毒铺巾，切皮，双极止血，分离颈内动脉，临时阻断，肿物外膜剥除，止血，逐层缝合。不含术

中超声监测。

JLF43501
经皮穿刺甲状腺动脉栓

塞术

消毒，麻醉，穿刺置管，造影摄片，栓塞，复查造影，拔管，穿刺点压迫包扎。人工报告。不含监

护。

JLF26301 颞肌颞浅动脉贴敷术
消毒铺巾，切皮，双极止血，气钻或电钻钻孔，切开硬脑膜，显微镜下分离颞浅动脉，贴敷于大脑

表面，止血，缝合，包扎。不含神经外科显微手术操作。

JLF43302
经上颌窦颌内动脉结扎

术

麻醉，消毒包头铺巾，收缩鼻腔后，口腔洗必泰冲洗，于患侧唇龈沟切开，分离剥离子分离粘骨

膜，暴露上颌窦前壁，电钻或骨凿打开上颌窦前壁，切开黏膜，打开上颌窦后内侧壁，暴露翼腭

窝，分离神经血管暴露上颌动脉，结扎或电烧，鼻腔内填压适当填塞材料。唇龈沟切口缝合。患侧

唇龈沟区敷料压迫。

JLF47501
经皮穿刺颈总动脉支架

置入术

局麻，经股动脉途径穿刺，置管，全身肝素化，超滑导丝与导管配合进入颈总动脉，选择适当脑保

护装置，球囊扩张，支架植入，必要时后扩张，造影评价术后血管状况。

JLF47502
经皮穿刺颈动脉支架置

入术

消毒，麻醉，穿刺置管，造影摄片，球囊扩张，支架置入，造影复查，穿刺点压迫包扎。人工报告

。不含监护。

JLF47503
经皮穿刺颈外动脉支架

置入术

局麻，经股动脉途径穿刺，置管，全身肝素化，超滑导丝与导管配合，经颈总动脉进入颈外动脉，

球囊扩张，支架植入，必要时后扩张，造影评价术后血管状况。

JLF47504
经皮穿刺颈内动脉支架

置入术

局麻，经股动脉途径穿刺，置管，全身肝素化，超滑导丝与导管配合，经颈外动脉进入颈内动脉，

脑保护装置放置于虹吸部，球囊扩张，支架植入，必要时后扩张，回收脑保护装置，造影评价术后

血管状况，行颅内造影，观察有无栓塞并发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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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LF65502
经皮穿刺颈动脉球囊成

形术

消毒，麻醉，穿刺置管，造影摄片，球囊扩张，造影复查，穿刺点压迫包扎。人工报告。不含监护

。

JLF65501
经皮穿刺颈内动脉球囊

扩张术

局麻，经股动脉途径穿刺，置管，全身肝素化，超滑导丝与导管配合，经颈外动脉进入颈内动脉，

脑保护装置放置于虹吸部，球囊扩张，回收脑保护装置，造影评价术后血管状况，行颅内造影，观

察有无栓塞并发症。

JLF65506
经皮穿刺颈内动脉颅内

段球囊成形术

消毒，麻醉，穿刺置管，造影摄片，球囊扩张，造影复查，穿刺点压迫包扎。人工报告。不含监护

。

JLF43508
颈内动脉入路颈内动脉

海绵窦瘘栓塞术

消毒，麻醉，穿刺置管，造影摄片，超选择置管，栓塞，复查造影，拔管，穿刺点压迫包扎。人工

报告。不含监护。

JLF43509
颈外动脉入路颈内动脉

海绵窦瘘栓塞术

消毒，麻醉，穿刺置管，造影摄片，超选择置管，栓塞，复查造影，拔管，穿刺点压迫包扎。人工

报告。不含监护。

JLF43510
经颈内静脉入路颈内动

脉海绵窦瘘栓塞术

消毒，麻醉，穿刺置管，造影摄片，超选择置管，栓塞，复查造影，拔管，穿刺点压迫包扎。人工

报告。不含监护。

JLF43511
经眼上静脉入路颈内动

脉海绵窦瘘栓塞术

消毒，麻醉，解剖分离眼上静脉，穿刺置管，造影摄片，栓塞，复查造影，拔管，穿刺点压迫缝合

包扎，人工报告。不含监护。

JLF68502
颈内动脉入路颈内动脉

海绵窦瘘带膜支架隔绝

消毒，麻醉，穿刺置管，造影摄片，支架置入，复查造影，拔管，穿刺点压迫包扎。人工报告。不

含监护。
JLF62303 颈动脉假性动脉瘤切除 经单侧颈部切口入路，分离显露控制瘤体两端，破瘤，清除积血，修补破口。

JLF62304 颈动脉体瘤切除术
颈动脉三角区弧形或T形切口，切开皮肤、皮下和颈阔肌，翻瓣，显露手术区，探查颈动脉体瘤范

围和位置，仔细从颈动脉表面剥离肿瘤，不含下颌角截骨术和内固定术、颈动脉血运重建。

JLF62305
颈动脉体瘤切除血管修

补术

颈动脉三角区弧形或T形切口，切开皮肤、皮下和颈阔肌，翻瓣，显露手术区，探查颈动脉体瘤范

围和位置，仔细从颈动脉表面剥离肿瘤，如果颈总动脉和颈内动脉有小的破损，可以用显微外科技

术缝合，彻底剥离摘除颈动脉体瘤。不含下颌角截骨术和内固定术、用颈外动脉近心端和颈内动脉

远心端吻合重新建立颈内动脉供血。

JLF62306
颈动脉体瘤切除动脉结

扎术

颈动脉三角区弧形或T形切口，切开皮肤、皮下和颈阔肌，翻瓣，显露手术区，探查颈动脉体瘤范

围和位置，仔细从颈动脉表面剥离肿瘤，肿瘤造成颈总动脉和颈内动脉破损严重，无法修补，手术

当中结扎颈总动脉或颈内动脉。处理创面，缝合伤口。不含下颌角截骨术、内固定术。

JLF62307
颈动脉体瘤切除颈外动

脉结扎术

颈动脉三角区弧形或T形切口，切开皮肤、皮下和颈阔肌，翻瓣，显露手术区，探查颈动脉体瘤范

围和位置，仔细从颈动脉表面剥离肿瘤，结扎颈外动脉，分层缝合切口。不含下颌角截骨术和内固

定术、颈动脉血运重建。

JLF62308
颈动脉体瘤切除颈内动

脉结扎术

颈动脉三角区弧形或T形切口，切开皮肤、皮下和颈阔肌，翻瓣，显露手术区，探查颈动脉体瘤范

围和位置，仔细从颈动脉表面剥离肿瘤，结扎颈内动脉，分层缝合切口。不含下颌角截骨术和内固

定术、颈动脉血运重建。

JLF71302 颈动脉体瘤切除转流术

颈动脉三角区弧形或T形切口，切开皮肤、皮下和颈阔肌，翻瓣，显露手术区，探查颈动脉体瘤范

围和位置，仔细从颈动脉表面剥离肿瘤，结扎颈内动脉，应用人工血管或者自体静脉与结扎血管近

远端行端端吻合，分层缝合切口。不含下颌角截骨术和内固定术、颈动脉血运重建。不含自体静脉

取材术。
JLF62309 颈外动脉瘤切除术 经单侧颈部切口入路，分离显露控制瘤体两端，切除瘤体，结扎颈外动脉两端。

JLF68301 颈动脉迂曲矫正术
经单侧颈部切口入路，分离显露控制迂曲动脉两端，在切除迂曲部分，切除多余动脉，两剩余端直

接吻合。
JLF68302 颈动脉瘤缩缝术 经单侧颈部切口入路，分离显露控制瘤体两端，缩缝瘤体。

JLF51301
颈动脉瘤切除血管移植

术

经单侧颈部切口入路，分离显露控制瘤体两端。切除瘤体(含假性动脉瘤、颈动脉体瘤等)，人工血

管或者自体静脉所作各种形式的转流术，必要时取自体静脉，不含自体静脉取材术。

JLF71303 颈动脉瘤切除吻合术 制迂曲动脉两端，在切除迂曲部分，切除多余动脉，两剩余端直接吻合。
JLF69301 颈动脉瘤切除血管重建 经单侧颈部切口入路，分离瘤体并切除，人工血管或者自体静脉转流。不含自体静脉取材术。

JLF69302 颈动脉重建术

颈动脉三角区弧形或T形切口，切开皮肤、皮下和颈阔肌，翻瓣，显露手术区，探查颈动脉因为肿

瘤或者外伤造成的破坏程度，测量颈总动脉及颈内动脉破坏的长度和两端的管径，准备人工血管，

与缺损区匹配，分流管分流颈内动脉血液，测量颈内动脉残端动脉压，达到要求的血压后，截断破

损的颈动脉，置换成人工血管，无创伤线缝合人工血管和自体血管断端，必要时用显微外科器械和

显微镜，血管内排气后，拔除分流管，加强血管吻合断端口，处理创面缝合伤口，稍加压包扎伤口

。不含下颌角截骨术、内固定术。

JLF68303
颈动脉创伤性动静脉瘘

修补术

患者仰卧于手术台，消毒铺巾，创伤或胸锁乳突肌前缘切口，游离动静脉瘘两端血管，静脉肝素抗

凝，阻断动静脉，缝合结扎切断瘘口。必要时行人工血管或自体血管修复动静脉，可考虑放置临时

性转流和TCD术中监测，彻底止血冲洗后放植引流，关闭切口。不含自体血管取材术、放置临时性

转流、TCD术中监测。

JLF68304
颈动脉创伤性动静脉瘘

腔内隔绝术

患者仰卧于手术台，消毒铺巾，腹股沟切口显露股动脉，穿刺股动脉，留置导鞘，导丝引导下覆膜

支架到达创伤部位，定位释放支架，球囊扩张使之贴附。造影显示封闭完全后撤除导丝，拔出鞘

管，缝合动脉穿刺处。创口逐层缝合，必要时补片修补。

JLF71304
颈总动脉-锁骨下动脉

旁路移植术

全麻，锁骨上横行切口避免损伤膈神经，于斜角肌后外显露锁骨下动脉，牵开胸锁乳突肌胸骨头，

显露颈动脉，阻断前全身肝素化，移植血管与两动脉先后行端-侧吻合，留置引流。

JLF71305
颈总动脉-腋动脉旁路

移植术

全麻，锁骨下横行切口显露腋动脉，牵开胸锁乳突肌胸骨头，显露颈动脉。阻断前全身肝素化，移

植血管与两动脉先后行端-侧吻合，留置引流。

JLF71306
右颈总动脉-左颈总动

脉旁路术

全麻，双侧颈部纵切口或颈部横切口，游离双侧颈总动脉，全身肝素化，取人工血管或大隐静脉经

皮下或食道后于双侧颈总动脉端侧吻合，放置引流，关闭切口。

JLG07301 上肢血管探查术
患者仰卧于手术台，消毒铺巾，切开皮肤，游离动脉，探查动脉有无搏动、断裂、外压、血栓等，

再进行相应治疗。必要时切开动脉探查腔内，彻底止血后放植引流，关闭切口。含肱动脉或桡动脉

或尺动脉探查。

JLG68301 前臂动脉修复术
患者仰卧于手术台，消毒铺巾，损伤局部切口，显露游离受损血管，静脉肝素抗凝，阻断血管，缝

合，补片成形，对端吻合或人工血管自体血管间置，彻底止血冲洗后放植引流，关闭切口。含桡动

脉和尺动脉修复术。不含血管探查术、自体血管取材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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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LG68302
前臂动脉创伤性动静脉

瘘修补术

患者仰卧于手术台，消毒铺巾，创伤局部切口，游离动静脉瘘两端血管，静脉肝素抗凝，阻断动静

脉，缝合结扎切断瘘口。必要时行人工血管或自体血管修复动静脉，彻底止血冲洗后放植引流，关

闭切口。含桡动脉和尺动脉动静脉瘘修补。不含自体血管取材术。
JLG62301 无名动脉瘤切除术 正中开胸入路，切除瘤体，人工血管转流。

JLG47501
经皮穿刺无名动脉支架

置入术

局麻，经股动脉或肱动脉途径穿刺，置管，全身肝素化，超滑导丝与导管配合越过病变段，球囊扩

张，支架植入，必要时后扩张，造影评价术后血管状况。

JLG65501
经皮穿刺无名动脉球囊

成形术

消毒，麻醉，穿刺置管，造影摄片，球囊扩张，造影复查，穿刺点压迫包扎。人工报告。不含监护

。

JLG47502
经皮穿刺锁骨下动脉支

架置入术

局麻，经股动脉或肱动脉穿刺，置管，全身肝素化，超滑导丝与导管配合越过病变，球囊扩张，支

架植入，必要时后扩张，造影评价术后血管状况。

JLG65502
经皮穿刺锁骨下动脉球

囊成形术

消毒，麻醉，穿刺置管，造影摄片，球囊扩张，造影复查，穿刺点压迫包扎。人工报告。不含监护

。

JLG68303 锁骨下动脉修复术
患者仰卧于手术台，消毒铺巾，损伤局部切口，必要时切断锁骨，显露游离受损血管，静脉肝素抗

凝，阻断血管，缝合，补片成形，对端吻合或人工血管自体血管间置，彻底止血冲洗后放植引流，

关闭切口。不含血管探查术、自体血管取材术。

JLG68304
锁骨下动脉创伤性动静

脉瘘修补术

患者仰卧于手术台，消毒铺巾，腹股沟切口显露股动脉，穿刺股动脉，留置导鞘，导丝引导下覆膜

支架到达创伤部位，定位释放支架，球囊扩张使之贴附。造影显示封闭完全后撤除导丝，拔出鞘

管，缝合动脉穿刺处。创口逐层缝合，必要时补片修补。

JLG71301
左锁骨下动脉-左颈内

动脉旁路术

全麻，左锁骨上窝横切口及胸锁乳突肌前缘纵切口，游离左颈内(总)动脉及左锁骨下动脉，全身肝

素化，取人工血管或大隐静脉经皮下或食道后于双侧颈总动脉端侧吻合，放置引流，关闭切口。

JLG71309
主动脉缩窄左锁骨下动

脉－胸降主动脉旁路矫

左后开胸，游离降主动脉，左锁骨下动脉，主动脉峡部，动脉导管以及横弓至左颈总动脉，人工血

管连接左锁骨下动脉－胸降主动脉，留置引流管，止血，关胸。不含体外循环。
JLG62302 锁骨下动脉瘤切除术 锁骨上切口入路，切除瘤体，人工血管或者自体静脉转流。不含自体静脉取材术。

JLG50303 椎动脉内膜剥脱术
上头架，消毒铺巾，切皮，双极止血，气钻，分离椎动脉，临时阻断，椎动脉内膜剥除，缝合椎动

脉，逐层缝合。不含术中超声监测。

JLG47503
经皮穿刺椎动脉支架置

入术

消毒，麻醉，穿刺置管，造影摄片，球囊扩张，支架置入，造影复查，穿刺点压迫包扎。人工报告

。不含监护。

JLG65503
经皮穿刺椎动脉球囊成

形术

消毒，麻醉，穿刺置管，造影摄片，球囊扩张，造影复查，穿刺点压迫包扎。人工报告。不含监护

。

JLG71302
椎动脉-颈总动脉端侧

吻合术
颈部切口入路，显露锁骨下、颈总、锥动脉，切断锥动脉，与颈总动脉端侧吻合。

JLG71303
椎动脉-锁骨下动脉旁

路术

颈部、锁骨上切口显露锥动脉，用自体静脉将锥动脉与锁骨下动脉连接吻合。不含自体静脉取材术

。

JLG38501
经皮穿刺上肢血管瘤腔

内药物灌注术

患者仰卧于造影台，局麻下穿刺腋动脉，植入血管鞘管，肝素抗凝，造影观察同侧上肢动脉的情

况，找到血管瘤的各个供血动脉，路图下，导丝引导将导管超选择分别到达各供血动脉最接近病变

的部位，造影确认该动脉血流只进入瘤内，退出导丝，从导管小心注入灌注药物(透视下可见)到病

变部位，最后造影，观察血管瘤的供血情况。造影结束拔除血管鞘管，穿刺点压迫止血20分钟后弹

力绷带加压包扎。不含DSA引导。
JLG47504 经皮穿刺上肢动脉置管 消毒，麻醉，穿刺置管，造影摄片，留管包扎，肝素盐水封管。人工报告。不含监护。

JLG47505 上肢动脉支架成形术
患者仰卧于造影台，局麻下穿刺腋动脉，植入血管鞘管，肝素抗凝，导丝引导下将导管选择到锁骨

下动脉，逐段行上肢动脉造影，上肢狭窄处动脉导入支架并释放，再次造影评价支架释放情况，造

影结束拔除血管鞘管，穿刺点压迫止血20分钟后弹力绷带加压包扎。不含DSA引导。

JLG43501
经皮穿刺上肢动脉瘤栓

塞术

患者仰卧于造影台，局麻下顺行穿刺股动脉，植入血管鞘管，肝素抗凝，造影明确病变部位后，路

图下，导丝引导将导管插入到病变部位，将栓塞物沿导管小心注入上肢动脉内，不断造影观察栓塞

物的位植及上肢病变部位内的血流情况直至瘤腔上肢病变部位闭塞，术后拔除血管鞘管，穿刺点压

迫止血20分钟，弹力绷带加压包扎。不含DSA引导。

JLG60501
经皮穿刺上肢动脉内超

声消融术

患者仰卧于造影台，局麻下顺行穿刺腋动脉，植入血管鞘管，肝素抗凝，造影明确病变部位后，路

图下，导丝引导将超声消融导管插入到病变部位，逐段行上肢动脉斑块超声消融治疗，术后造影。

造影结束拔除血管鞘管，穿刺点压迫止血20分钟后弹力绷带加压包扎。不含DSA引导。

JLG70501
经皮穿刺上肢动脉闭塞

激光再通术

患者仰卧于造影台，局麻下顺行穿刺腋动脉，植入血管鞘管，肝素抗凝，造影明确病变部位后，路

图下，导丝引导将激光导管插入到病变部位，逐段行上肢动脉激光再通，术后造影。造影结束拔除

血管鞘管，穿刺点压迫止血20分钟，弹力绷带加压包扎。不含DSA引导。

JLG07302 腋动脉探查术
患者仰卧于手术台，消毒铺巾，锁骨下外侧横切口，切断胸小肌，游离动脉，探查动脉有无搏动、

断裂、外压、血栓、管腔是否通畅等，再进行相应治疗。必要时切开动脉探查腔内，彻底止血后放

植引流，关闭切口。

JLG68305 腋动脉修复术
患者仰卧于手术台，消毒铺巾，损伤局部切口，显露游离受损血管，静脉肝素抗凝，阻断血管，缝

合，补片成形、对端吻合或人工血管自体血管间置，彻底止血冲洗后放植引流，关闭切口。不含血

管探查术、自体血管取材术。

JLG68306
腋动脉创伤性动静脉瘘

修补术

患者仰卧于手术台，消毒铺巾，创伤局部切口或锁骨下缘，游离动静脉瘘两端血管，静脉肝素抗

凝，阻断动静脉，缝合结扎切断瘘口。必要时行人工血管或自体血管修复动静脉，彻底止血冲洗后

放植引流，关闭切口。不含自体血管取材术。

JLG47506 腋动脉支架成形术
局麻，经股动脉或肱动脉穿刺，置管，全身肝素化，超滑导丝与导管配合越过病变，支架植入，必

要时后扩张，造影评价术后血管状况。

JLG68307 肱动脉修复术
患者仰卧于手术台，消毒铺巾，损伤局部切口，显露游离受损血管，静脉肝素抗凝，阻断血管，缝

合，补片成形、对端吻合或人工血管自体血管间置，彻底止血冲洗后放植引流，关闭切口。不含血

管探查术、自体血管取材术。

JLG68308
肱动脉创伤性动静脉瘘

修补术

患者仰卧于手术台，消毒铺巾，腹股沟切口显露股动脉，或腋切口显露同侧腋动脉，穿刺动脉，留

置导鞘，导丝引导下覆膜支架到达创伤部位，定位释放支架，球囊扩张使之贴附。造影显示封闭完

全后撤除导丝，拔出鞘管，缝合动脉穿刺处。创口逐层缝合，必要时补片修补。

JLG71304
腋-双股动脉人工血管

旁路术

患者仰卧于手术台，消毒铺巾，患侧锁骨下外横切口，显露游离腋动脉。双腹股沟纵切口，显露分

离双侧股动脉。建立皮下隧道，静脉肝素抗凝，人工血管分别与腋动脉和双侧股动脉吻合，开放阻

断，彻底止血冲洗后放植引流，关闭切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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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LG71305
腋-单股动脉人工血管

旁路术

患者仰卧于手术台，消毒铺巾，患侧锁骨下外横切口，显露游离腋动脉。腹股沟纵切口，显露分离

股动脉。建立皮下隧道，静脉肝素抗凝，人工血管分别与腋动脉和股动脉吻合，开放阻断，彻底止

血冲洗后放植引流，关闭切口。

JLG71306
腋动脉-腋动脉旁路移

植术

全麻，锁骨下横行切口避免损伤膈神经，于斜角肌后外显露腋动脉，阻断前全身肝素化，移植血管

与两动脉先后行端-侧吻合，留置引流。

JLG44301 桡动脉取材术
患者仰卧于手术台，消毒铺巾，沿桡动脉走行切口，显露游离桡动脉主干，切断、结扎各分支，切

取适当长度的桡动脉，两残端结扎。检查切取段桡动脉有无破裂口或漏血，必要时结扎、缝扎遗漏

分支和破裂口，肝素盐水浸泡，分层缝合皮下及皮肤切口。
胸主动脉

JLH68301
主动脉缩窄锁骨下动脉

翻转矫治术

正中或左后开胸，游离降主动脉，左锁骨下动脉，主动脉峡部，动脉导管以及横弓至左颈总动脉，

向下尽可能游离，结扎动脉导管，阻断缩窄两端，结扎、剪开和离断左锁骨下动脉，左锁骨下动脉

向下翻转形成翻转片盖在缩窄区，切开缩窄段，连续缝合吻合，留置引流管，止血，钢丝固定胸

骨，关胸。不含体外循环。

JLH68302
主动脉缩窄补片动脉成

形矫治术

正中或左后开胸，游离降主动脉，左锁骨下动脉，主动脉峡部，动脉导管以及横弓至左颈总动脉，

向下尽可能游离，结扎动脉导管，阻断缩窄两端，切开缩窄段，补片修补扩大缩窄段，留置引流

管，止血，钢丝固定胸骨，关胸。不含体外循环。

JLH71301
主动脉缩窄端端吻合矫

治术

正中或左后开胸，游离降主动脉，左锁骨下动脉，主动脉峡部，动脉导管以及横弓至左颈总动脉，

向下尽可能游离，结扎离断动脉导管，阻断缩窄两端，切除缩窄段，连续缝合后壁，间断缝合前

壁，留置引流管，止血，钢丝固定胸骨，关胸。不含体外循环。

JLH71302
主动脉缩窄扩大端端吻

合矫治术

正中或左后开胸，游离降主动脉，左锁骨下动脉，主动脉峡部，动脉导管以及横弓至左颈总动脉，

向下尽可能游离，两组肋间侧支结扎离断，结扎离断动脉导管，阻断缩窄两端，切除缩窄段，切口

在横弓的下方和降主动脉侧面，连续缝合吻合口，留置引流管，止血，钢丝固定胸骨，关胸。不含

体外循环。

JLH51301
主动脉缩窄血管移植物

置换矫治术

正中或左后开胸，游离降主动脉，左锁骨下动脉，主动脉峡部，动脉导管以及横弓至左颈总动脉，

向下尽可能游离，结扎离断动脉导管，阻断缩窄两端，切除缩窄段，用血管移植物分别吻合近远

端，完成连接，留置引流管，止血，钢丝固定胸骨，关胸。不含体外循环。
JLH61301 部分胸降主动脉切除术 全麻，侧开胸，以人工血管替换部分胸主动脉根据需要重建部分肋间动脉血运，关胸。

JLH51302
部分胸降主动脉夹层动

脉瘤人工血管替换术

开胸，建立体外循环，以人工血管替换部分胸降主动脉根据需要重建部分肋间动脉血运，关胸。不

含体外循环。

JLH51303
近端胸主动脉替换术加

远端主动脉腔内覆膜支

架置入术

开胸，建立体外循环，以人工血管替换部分胸降主动脉根据需要重建部分肋间动脉血运，向降主动

脉腔内植入支架血管，关胸。不含体外循环。

JLH47501 胸主动脉支架成形术
局麻，经股动脉或肱桡动脉穿刺，置管，胸主动脉造影、支架植入，再次造影评估疗效，拔管穿刺

点加压包扎。不含动脉切开置管术、球囊扩张、支架植入、经皮动脉穿刺置管术、DSA引导。

JLH68303 胸主动脉损伤修复术
全麻，胸部切口或胸腹联合切口腹膜外途径。显露控制损伤动脉，及胸腹主动脉，全身肝素化，阻

断损伤动脉和部分或完全阻断胸腹主动脉，直接修复损伤动脉或采用人工/自体材料修补。必要时

动脉造影，关胸。不含动脉造影、自体血管材料取材。

JLH68304
胸主动脉外伤破裂腔内

隔绝术

全麻，股动脉或肱动脉穿刺主动脉造影，股总动脉切开或穿刺，植入支架人工血管，再次造影观察

效果，退出输送器，缝合股总动脉及切口。

JLH68305
胸主动脉创伤性动静脉

瘘修补术

患者仰卧于手术台，消毒铺巾，腹股沟切口显露股动脉，穿刺股动脉，留置导鞘，导丝引导下覆膜

支架到达创伤部位，定位释放支架，球囊扩张使之贴附，造影显示封闭完全后撤除导丝，拔出鞘

管，缝合动脉穿刺处，创口逐层缝合，必要时补片修补。

JLH68306
胸主动脉上腔静脉瘘修

复术

连续硬膜外麻醉或全身麻醉，常规开胸，全身肝素化，控制并阻断胸主动脉、上腔静脉，剖开胸主

动脉、上腔静脉，直接缝合或应用自体静脉、人工材料关闭瘘口，缝合动脉或静脉壁，关胸。不含

自体血管材料取材。

JLH68307
胸主动脉缩窄闭塞矫正

术

全身麻醉。常规开胸入腹，全身肝素化，控制并阻断胸主动脉、腹主动脉，剖开胸主动脉缩窄闭塞

段，切除增厚内膜，以自体静脉、人工材料扩大成形或旁路移植。关胸，关腹。不含自体血管材料

取材。

JLH51304 部分胸主动脉替换术
开胸，建立体外循环，以人工血管替换部分胸主动脉根据需要重建部分肋间动脉血运，关胸。不含

体外循环。

JLH51305 全胸主动脉替换术
开胸，建立体外循环，以人工血管替换全部胸主动脉根据需要重建部分肋间动脉血运，关胸。不含

体外循环。

JLH51306 全胸腹主动脉替换术
开胸，开腹，建立体外循环、以人工血管替换全部或部分胸腹主动脉，指左锁骨下动脉以远，不高

扩升主动脉和主动脉弓根据需要重建部分肋间动脉血运，并完成腹腔干、左右肾动脉、肠系膜上动

脉的血运重建。关胸，关腹。不含体外循环。

JLH68308 胸腹主动脉损伤修复术
开胸或开腹，必要时建立体外循环，显露损伤处主动脉根据需要直接缝合损伤处或以人工血管替

换，关胸，关腹。不含体外循环。

JLH68309
胸腹主动脉瘤腔内隔绝

术

含分支移植物技术、开窗移植物技术、豁口型移植物技术。全麻，股动脉或肱动脉穿刺主动脉造

影，股总动脉切开或穿刺，植入分支型或开窗型支架人工血管，再次造影观察效果，退出输送器，

缝合股总动脉及切口。

JLH68310
经腹杂交技术胸腹主动

脉瘤腔内隔绝术(逆行

旁路技术)

全麻，开腹，逆行腹主动脉到内脏动脉人工血管旁路术，股动脉或肱动脉穿刺主动脉造影，股总动

脉切开或穿刺，植入支架人工血管，再次造影观察效果，退出输送器，缝合股总动脉及切口，关腹

。

JLH68311
经胸腹联合杂交技术胸

腹主动脉瘤腔内隔绝术

(顺行旁路技术)

全麻，开胸，开腹，顺行升主动脉或降主动脉到内脏动脉人工血管旁路术，关胸，关腹。股动脉或

肱动脉穿刺主动脉造影，股总动脉切开或穿刺，植入支架人工血管，再次造影观察效果，退出输送

器，缝合股总动脉及切口。

JLH69301 肋间动脉重建术
开胸，经股动脉、腋动脉、升主动脉或其他部位动脉插管建立体外循环，深低温停循环，成形胸降

主动脉，并与人工血管吻合。完成其他部位相应手术操作后关胸。不含体外循环。
腹主动脉

JLJ68501 腹主动脉瘤成形术
含腹主真性动脉瘤及夹层动脉瘤。连续硬膜外麻醉或全身麻醉，常规入腹，全身肝素化，控制并阻

断腹主动脉及双髂动脉，结扎肠系膜下动脉，折叠缩缝动脉瘤壁或以人工材料包裹、修补动脉瘤

体，关腹。不含髂内动脉、肠系膜下动脉重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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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名称 项目内涵

JLJ68303
腹主动脉假性动脉瘤成

形术

连续硬膜外麻醉或全身麻醉，常规入腹，全身肝素化，控制并阻断腹主动脉及双髂动脉，结扎肠系

膜下动脉，折叠缩缝动脉瘤壁或以人工材料包裹、修补动脉瘤体，以各类栓塞材料填注旷置瘤腔，

关腹。不含髂内动脉、肠系膜下动脉重建。

JLJ43501 腹主动脉动脉瘤旷置术
含腹主真性动脉瘤及夹层动脉瘤。连续硬膜外麻醉或全身麻醉，常规入腹，全身肝素化，控制并缝

闭腹主动脉瘤颈和/或髂动脉瘤颈，结扎肠系膜下动脉，以人工血管重建盆腔及下肢血运，关腹。

JLJ73501
腹主动脉瘤切除人工血

管置换术

含腹主真性动脉瘤及夹层动脉瘤。连续硬膜外麻醉或全身麻醉，常规入腹，全身肝素化，控制并阻

断腹主动脉及双髂动脉，结扎肠系膜下动脉，切开动脉瘤体，缝扎腰动脉，以直型人工血管分别与

腹主动脉近远心端吻合，关腹。不含髂内动脉、肠系膜下动脉重建。

JLJ51301
经腹膜外径路腹主动脉

瘤人工血管置换术

连续硬膜外麻醉或全身麻醉，腹膜外路径显露腹主动脉及双髂动脉，全身肝素化，控制并阻断腹主

动脉及双髂动脉，结扎肠系膜下动脉，切开动脉瘤体，缝扎腰动脉，以直型人工血管分别与腹主动

脉近远心端吻合，关腹。不含髂内动脉、肠系膜下动脉重建。关闭切口。

JLJ73301
腹主动脉假性动脉瘤切

除腹主动脉人工血管置

换术

连续硬膜外麻醉或全身麻醉，常规入腹，全身肝素化，控制并阻断腹主动脉及双髂动脉，结扎肠系

膜下动脉，切开动脉瘤体，缝扎腰动脉，以直型人工血管分别与腹主动脉近远心端真腔吻合，关腹

。不含髂内动脉、肠系膜下动脉重建。

JLJ51302
肾上腹主动脉瘤人工血

管置换术
全麻，腹主动脉瘤、肾动脉游离、阻断，瘤体切开，人工血管植入，内脏脉重建，关腹。

JLJ51303
肾周腹主动脉瘤人工血

管置换术
全麻，腹主动脉瘤、肾动脉游离、阻断，瘤体切开，人工血管植入，肾动脉重建，关腹。

JLJ73302
腹主动脉假性动脉瘤切

除腹主动脉-髂动脉人

工血管置换术

连续硬膜外麻醉或全身麻醉，常规入腹，全身肝素化，控制并阻断腹主动脉及双髂动脉，结扎肠系

膜下动脉，切开动脉瘤体，缝扎腰动脉，以Y型人工血管分别与腹主动脉及双侧髂动脉吻合，保留

或重建至少一侧髂内动脉，关腹。不含髂内动脉、肠系膜下动脉重建。

JLJ73303
髂动脉假性动脉瘤切除

腹主动脉-髂动脉人工

血管置换术

连续硬膜外麻醉或全身麻醉，常规入腹，全身肝素化，控制并阻断腹主动脉及双髂动脉，结扎肠系

膜下动脉，切开动脉瘤体，缝扎腰动脉，以Y型人工血管分别与腹主动脉及双侧髂动脉吻合，保留

或重建至少一侧髂内动脉，关腹。不含髂内动脉、肠系膜下动脉重建。

JLJ51501

腹主动脉瘤切除腹主动

脉-双髂动脉人工血管

置换术(Y型人工血管)

含腹主真性动脉瘤及夹层动脉瘤。连续硬膜外麻醉或全身麻醉，常规入腹，全身肝素化，控制并阻

断腹主动脉及双髂动脉，结扎肠系膜下动脉，切开动脉瘤体，腹主动脉瘤切除，缝扎腰动脉，以Y

型人工血管分别与腹主动脉及双侧髂动脉吻合，保留或重建至少一侧髂内动脉，关腹。不含髂内动

脉、肠系膜下动脉重建。

JLJ73502
腹主动脉瘤-髂动脉瘤

切除腹主动脉-双髂动

脉人工血管移植术

含腹主真性动脉瘤及夹层动脉瘤。连续硬膜外麻醉或全身麻醉，常规入腹，全身肝素化，控制并阻

断腹主动脉及双髂动脉，结扎肠系膜下动脉，切开动脉瘤体，缝扎腰动脉，以Y型人工血管分别与

腹主动脉及双侧髂动脉吻合，保留或重建至少一侧髂内动脉，关腹。不含髂内动脉、肠系膜下动脉

JLJ51502

腹主动脉瘤切除腹主动

脉-单侧髂单侧股动脉

人工血管置换术(Y型人

工血管)

含腹主真性动脉瘤及夹层动脉瘤。连续硬膜外麻醉或全身麻醉，常规入腹，股三角区纵切口，全身

肝素化，控制并阻断腹主动脉及双髂动脉，打后腹膜隧道连接腹部与股部切口，结扎肠系膜下动

脉，切开动脉瘤体，缝扎腰动脉及髂动脉断端，保留或重建至少一侧髂内动脉，以Y型人工血管分

别与腹主动脉及髂、股动脉吻合，关腹及股部切口。不含髂内动脉、肠系膜下动脉重建。

JLJ73503

复杂腹主动脉瘤切除腹

主动脉-单侧髂单侧股

动脉人工血管移植术

含腹主真性动脉瘤及夹层动脉瘤，瘤颈短于1厘米，瘤体直径大于7厘米，瘤体迂曲成角大于90°，

开腹手术后，炎性动脉瘤，感染性动脉瘤。连续硬膜外麻醉或全身麻醉，常规入腹，股三角区纵切

口，全身肝素化，控制并阻断腹主动脉及双髂动脉，打后腹膜隧道连接腹部与股部切口，结扎肠系

膜下动脉，切开动脉瘤体，缝扎腰动脉及髂动脉断端，保留或重建至少一侧髂内动脉，以Y型人工

血管分别与腹主动脉及髂、股动脉吻合，关腹及股部切口。不含髂内动脉、肠系膜下动脉重建。

JLJ73504

腹主动脉瘤-髂动脉瘤

切除腹主动脉-单侧髂

股动脉人工血管移植术

含腹主真性动脉瘤及夹层动脉瘤。连续硬膜外麻醉或全身麻醉，常规入腹，股三角区纵切口，全身

肝素化，控制并阻断腹主动脉及双髂动脉，打后腹膜隧道连接腹部与股部切口，结扎肠系膜下动

脉，切开动脉瘤体，缝扎腰动脉及髂动脉断端，保留或重建至少一侧髂内动脉，以Y型人工血管分

别与腹主动脉及髂、股动脉吻合，关腹及股部切口。不含髂内动脉、肠系膜下动脉重建。

JLJ73304

破裂腹主动脉瘤切除腹

主动脉-单侧髂股动脉

人工血管置换术

连续硬膜外麻醉或全身麻醉，常规入腹，股三角区纵切口，全身肝素化，控制并阻断腹主动脉及双

髂动脉，打后腹膜隧道连接腹部与股部切口，结扎肠系膜下动脉，切开动脉瘤体，缝扎腰动脉及髂

动脉断端，保留或重建至少一侧髂内动脉，以Y型人工血管分别与腹主动脉及髂、股动脉吻合，关

腹及股部切口。不含髂内动脉、肠系膜下动脉重建。

JLJ73305

腹主动脉假性动脉瘤切

除腹主动脉-单侧髂单

侧股动脉人工血管置换

术

连续硬膜外麻醉或全身麻醉，常规入腹，股三角区纵切口，全身肝素化，控制并阻断腹主动脉及双

髂动脉，打后腹膜隧道连接腹部与股部切口，结扎肠系膜下动脉，切开动脉瘤体，缝扎腰动脉及髂

动脉断端，保留或重建至少一侧髂内动脉，以Y型人工血管分别与腹主动脉及髂、股动脉吻合，关

腹及股部切口。不含髂内动脉、肠系膜下动脉重建。

JLJ73306
破裂腹主动脉瘤切除腹

主动脉-双髂动脉人工

血管置换术

连续硬膜外麻醉或全身麻醉，常规入腹，全身肝素化，控制并阻断腹主动脉及双髂动脉，结扎肠系

膜下动脉，切开动脉瘤体，缝扎腰动脉，以Y型人工血管分别与腹主动脉及双侧髂动脉吻合，保留

或重建至少一侧髂内动脉，关腹。不含髂内动脉、肠系膜下动脉重建。

JLJ51503

腹主动脉瘤切除腹主动

脉-双侧股动脉人工血

管置换术(Y型人工血

管)

含腹主真性动脉瘤及夹层动脉瘤。连续硬膜外麻醉或全身麻醉，常规入腹，股三角区纵切口，全身

肝素化，控制并阻断腹主动脉及双髂动脉，打后腹膜隧道连接腹部与股部切口，结扎肠系膜下动

脉，切开动脉瘤体，缝扎腰动脉及髂动脉断端，保留或重建至少一侧髂内动脉，以Y型人工血管分

别与腹主动脉及髂、股动脉吻合，关腹及股部切口。不含髂内动脉、肠系膜下动脉重建。

JLJ73505

腹主动脉瘤-髂动脉瘤

切除腹主动脉-双股动

脉人工血管移植术

含腹主真性动脉瘤及夹层动脉瘤。连续硬膜外麻醉或全身麻醉，常规入腹，股三角区纵切口，全身

肝素化，控制并阻断腹主动脉及双髂股动脉，打后腹膜隧道连接腹部与股部切口，结扎肠系膜下动

脉，切开动脉瘤体，缝扎腰动脉及髂动脉断端，保留或重建至少一侧髂内动脉，以Y型人工血管分

别与腹主动脉及双侧股动脉吻合，关腹及股部切口。不含髂内动脉、肠系膜下动脉重建。

JLJ73307

破裂腹主动脉瘤切除腹

主动脉-双股动脉人工

血管置换术

连续硬膜外麻醉或全身麻醉，腹正中绕脐切口，股三角区纵切口，全身肝素化，控制并阻断腹主动

脉及双髂股动脉，打后腹膜隧道连接腹部与股部切口，结扎肠系膜下动脉，切开动脉瘤体，缝扎腰

动脉及髂动脉断端，保留或重建至少一侧髂内动脉，以Y型人工血管分别与腹主动脉及双侧股动脉

吻合，关腹及股部切口。不含髂内动脉、肠系膜下动脉重建。

JLJ73308

腹主动脉假性动脉瘤切

除腹主动脉-股动脉人

工血管置换术

连续硬膜外麻醉或全身麻醉，腹正中绕脐切口，股三角区纵切口，全身肝素化，控制并阻断腹主动

脉及双髂股动脉，打后腹膜隧道连接腹部与股部切口，结扎肠系膜下动脉，切开动脉瘤体，缝扎腰

动脉及髂动脉断端，保留或重建至少一侧髂内动脉，以Y型人工血管分别与腹主动脉及双侧股动脉

吻合，关腹及股部切口。不含髂内动脉、肠系膜下动脉重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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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LJ73506
复杂腹主动脉瘤切除腹

主动脉人工血管移植术

含腹主真性动脉瘤及夹层动脉瘤。含瘤颈短于1厘米，瘤体直径大于7厘米，瘤体迂曲成角大于90

°，开腹手术后，炎性动脉瘤，感染性动脉瘤。连续硬膜外麻醉或全身麻醉，常规入腹，全身肝素

化，控制并阻断腹主动脉及双髂动脉，结扎肠系膜下动脉，切开动脉瘤体，缝扎腰动脉，以直型人

工血管分别与腹主动脉近远心端吻合，关腹。不含髂内动脉、肠系膜下动脉重建。

JLJ73507

复杂腹主动脉瘤切除腹

主动脉-髂动脉人工血

管移植术

含腹主真性动脉瘤及夹层动脉瘤。含瘤颈短于1厘米，瘤体直径大于7厘米，瘤体迂曲成角大于90

°，开腹手术后，炎性动脉瘤，感染性动脉瘤。连续硬膜外麻醉或全身麻醉，常规入腹，全身肝素

化，控制并阻断腹主动脉及双髂动脉，结扎肠系膜下动脉，切开动脉瘤体，缝扎腰动脉，以Y型人

工血管分别与腹主动脉及双侧髂动脉吻合，保留或重建至少一侧髂内动脉，关腹。不含髂内动脉、

肠系膜下动脉重建。

JLJ73508

复杂腹主动脉瘤切除腹

主动脉-股动脉人工血

管移植术

含腹主真性动脉瘤及夹层动脉瘤，瘤颈短于1厘米，瘤体直径大于7厘米，瘤体迂曲成角大于90°，

开腹手术后，炎性动脉瘤，感染性动脉瘤。连续硬膜外麻醉或全身麻醉，腹正中绕脐切口，股三角

区纵切口，全身肝素化，控制并阻断腹主动脉及双髂股动脉，打后腹膜隧道连接腹部与股部切口，

结扎肠系膜下动脉，切开动脉瘤体，缝扎腰动脉及髂动脉断端，保留或重建至少一侧髂内动脉，以

Y型人工血管分别与腹主动脉及双侧股动脉吻合，关腹及股部切口。不含髂内动脉、肠系膜下动脉

JLJ73309

髂动脉假性动脉瘤切除

腹主动脉-股动脉人工

血管置换术

连续硬膜外麻醉或全身麻醉，腹正中绕脐切口，股三角区纵切口，全身肝素化，控制并阻断腹主动

脉及髂股动脉，打后腹膜隧道连接腹部与股部切口，结扎肠系膜下动脉，切开动脉瘤体，缝扎腰动

脉及髂动脉断端，以人工血管分别与腹主动脉及股动脉吻合，关腹及股部切口。不含髂内动脉、肠

系膜下动脉重建。

JLJ62501
腹主动脉髂动脉内血栓

切除术

局麻、连续硬膜外麻醉或全身麻醉，腹正中绕脐切口或患侧腹膜外切口，股三角区纵切口，全身肝

素化，控制并阻断腹主动脉及患侧髂、股动脉，于腹主、髂、股动脉病变处切开，血栓切除，并以

取栓导管向病变近远心端取栓，关闭切口。不含髂内动脉重建、肠系膜下动脉重建。

JLJ68304
经颈动脉切开腹主动脉

覆膜支架腔内修复术

局部麻醉、连续硬膜外麻醉或全身麻醉，颈部切口，经颈动脉途径置管，腹主动脉双髂动脉造影，

测量瘤体和动脉直径，全身肝素化，直型大动脉覆膜支架(支架型人工血管)植入腹主动脉，再次动

脉造影评价疗效，关闭切口。不含DSA引导。

JLJ68502
腹主动脉炎性瘤腔内隔

绝术

全麻，股动脉或肱动脉穿刺主动脉造影，股总动脉切开或穿刺，植入支架人工血管，再次造影观察

效果，退出输送器，缝合股总动脉及切口。

JLJ68503
腹主动脉外伤破裂腔内

隔绝术

全麻，股动脉或肱动脉穿刺主动脉造影，股总动脉切开或穿刺，植入支架人工血管，再次造影观察

效果，退出输送器，缝合股总动脉及切口。

JLJ68504 腹主动脉瘤腔内隔绝术
只限于直型腔内移植物。局部麻醉、腰麻或全身麻醉，腹股沟部切口，经髂股动脉途径置管，腹主

动脉双髂动脉造影，测量瘤体和动脉直径。游离控制股动脉，全身肝素化，直型大动脉覆膜支架

(支架型人工血管)植入腹主动脉，再次动脉造影评价疗效，关闭切口。不含DSA引导。

JLJ68505
假性腹主动脉瘤腔内隔

绝术

指应用直型腔内移植物。局部麻醉、连续硬膜外麻醉或全身麻醉，腹股沟部切口，经髂股动脉途径

置管，腹主动脉双髂动脉造影，测量瘤体和动脉直径，股动脉切口，游离控制股动脉，全身肝素

化，直型大动脉覆膜支架(支架型人工血管)植入腹主动脉，再次动脉造影评价疗效，关闭切口。不

含DSA引导。

JLJ68506
腹主动脉瘤Y型移植物

腔内隔绝术

局部麻醉、连续硬膜外麻醉或全身麻醉，双侧腹股沟部切口，经髂股动脉途径置管，腹主动脉双髂

动脉造影，测量瘤体和动脉直径。游离控制双股动脉，全身肝素化，Y型大动脉覆膜支架(支架型人

工血管)植入腹主动脉，再次动脉造影评价疗效，关闭切口。不含DSA引导。

JLJ68507
假性腹主动脉瘤Y型移

植物腔内隔绝术

局部麻醉、连续硬膜外麻醉或全身麻醉，腹股沟部切口，经髂股动脉途径置管，腹主动脉双髂动脉

造影、测量瘤体和动脉直径。股动脉切口，游离控制股动脉，全身肝素化，直型大动脉覆膜支架

(支架型人工血管)植入腹主动脉，再次动脉造影评价疗效，关闭切口。不含DSA引导。

JLJ68508
肾周腹主动脉瘤腔内隔

绝术

全麻，股动脉穿刺腹主动脉造影，股总动脉切开或穿刺，植入分支型支架人工血管，再次造影观察

效果，退出输送器，缝合股总动脉及切口。

JLJ68305
经腹杂交技术肾周或肾

上腹主动脉瘤腔内隔绝

术(逆行旁路技术)

全麻，开腹，逆行髂总动脉到内脏动脉人工血管旁路术，关腹。股动脉或肱动脉穿刺主动脉造影，

股总动脉切开或穿刺，植入支架人工血管，再次造影观察效果，退出输送器，缝合股总动脉及切口

。

JLJ68306
经腹杂交技术肾周及肾

上腹主动脉瘤腔内隔绝

术(顺行旁路技术)

全麻，顺行腹主动脉或降主动脉到内脏动脉人工血管旁路术，关腹。股动脉或肱动脉穿刺主动脉造

影，股总动脉切开或穿刺，植入支架人工血管，再次造影观察效果，退出输送器，缝合股总动脉及

切口。

JLJ68801
经腹瘤颈成形+腹主动

脉瘤腔内隔绝术

含直管形、分支型、一体化移植物、AUI技术。全麻，开腹，腹主动脉瘤瘤颈成形，股动脉穿刺腹

主动脉造影，股总动脉切开或穿刺，植入支架人工血管，再次造影观察效果，退出输送器，缝合股

总动脉及切口，关腹。

JLJ68401
腹腔镜下瘤颈成形加腹

主动脉瘤腔内隔绝术

含直管形、分支型、一体化移植物、AUI技术。全麻，腹腔镜下腹主动脉瘤瘤颈成形。股动脉穿刺

腹主动脉造影，股总动脉切开或穿刺，植入支架人工血管，再次造影观察效果，退出输送器，缝合

股总动脉及切口。

JLJ68307
腹主动脉缩窄闭塞矫正

术

连续硬膜外麻醉或全身麻醉，常规入腹，全身肝素化，控制并阻断腹主动脉、髂动脉、肠系膜下动

脉，剖开腹主动脉髂动脉缩窄闭塞段，切除增厚内膜，以自体静脉、人工材料扩大成形或旁路移

植，关腹。不含自体血管材料取材。

JLJ71301
腹主动脉狭窄/闭塞直

型人工血管旁路术

连续硬膜外麻醉或全身麻醉，腹正中绕脐切口，全身肝素化，控制并阻断腹主动脉及双髂动脉，以

直型人工血管分别与肾下腹主动脉及狭窄远端腹主动脉吻合，关闭切口。不含肠系膜下动脉重建。

JLJ50502 腹主动脉内膜剥脱术
连续硬膜外麻醉或全身麻醉，腹正中绕脐切口或患侧腹膜外切口，全身肝素化，控制并阻断腹主动

脉及髂股动脉，行病变处内膜剥脱，关闭切口。

JLJ71302
腹主动脉狭窄闭塞腹主

髂动脉Y型人工血管旁

路术

连续硬膜外麻醉或全身麻醉，常规入腹，全身肝素化，控制并阻断腹主动脉及双髂动脉，以Y型人

工血管分别与肾下腹主动脉及双侧髂(股)动脉吻合，保留或重建至少一侧髂内动脉，关腹。不含髂

内动脉、肠系膜下动脉重建。

JLJ71303
腹主动脉狭窄闭塞腹主

股动脉Y型人工血管旁

路术

连续硬膜外麻醉或全身麻醉，常规入腹，双侧腹股沟切口，全身肝素化，控制并阻断腹主动脉及双

髂动脉、双股动脉，以Y型人工血管分别与肾下腹主动脉及双侧股动脉吻合，关闭切口。不含髂内

动脉、肠系膜下动脉重建。

JLJ71304
腹主动脉-肠系膜上动

脉人工血管旁路术

全麻，腹正中切口开腹或胸腹联合切口腹膜外途径。肠系膜根部显露控制肠系膜上动脉，打开后腹

膜显露控制腹主动脉，全身肝素化，阻断肠系膜上动脉和部分阻断腹主动脉(肾下)，肠系膜上动脉

取栓，取闭塞段以远正常的肠系膜上动脉与腹主动脉端-端吻合。必要时动脉造影，关腹。不含动

脉造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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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LJ68308 腹主动脉损伤修复术
全麻，腹正中切口开腹或胸腹联合切口腹膜外途径，显露控制损伤动脉，及胸腹主动脉，全身肝素

化，阻断损伤动脉和部分或完全阻断胸腹主动脉，直接修复损伤动脉或采用人工/自体材料修补。

必要时动脉造影，关胸，关腹。不含动脉造影、自体血管材料取材。

JLJ68309
腹主动脉创伤性动静脉

瘘修补术

患者仰卧于手术台，消毒铺巾，腹股沟切口显露股动脉，穿刺股动脉，留置导鞘，导丝引导下覆膜

支架到达创伤部位，定位释放支架，球囊扩张使之贴附。造影显示封闭完全后撤除导丝，拔出鞘

管，缝合动脉穿刺处。创口逐层缝合，必要时补片修补。

JLJ68310
腹主动脉消化道瘘修复

术

连续硬膜外麻醉或全身麻醉，常规入腹，全身肝素化，控制并阻断腹主动脉、肠系膜下动脉及肠

管，直接缝合或应用自体静脉、人工材料修复动脉瘘口，切除受累消化道管腔并行自身对端吻合，

关腹。不含消化道管腔切除或修补、自体血管材料取材。

JLJ68311 腹主动脉膀胱瘘修复术
连续硬膜外麻醉或全身麻醉，常规入腹，全身肝素化，控制并阻断腹主动脉、髂动脉、肠系膜下动

脉及肠管，直接缝合或应用自体静脉、人工材料修复动脉瘘口，修复受累膀胱，关腹。不含膀胱切

除/修补术、自体血管材料取材。

JLJ68312
腹主动脉(下腔静脉)修

复术

连续硬膜外麻醉或全身麻醉，常规入腹，全身肝素化，控制并阻断腹主动脉、下腔静脉、髂动脉、

髂静脉、肠系膜下动脉，剖开腹主动脉髂动脉或下腔静脉髂静脉，直接缝合或应用自体静脉、人工

材料关闭瘘口，缝合动脉或静脉壁，关腹。不含自体血管材料取材。

JLJ68509
腹主动脉下腔静脉瘘腔

内隔绝术

全麻，股动脉或肱动脉穿刺主动脉造影，股总动脉切开或穿刺，植入支架人工血管，再次造影观察

效果，退出输送器，缝合股总动脉及切口。

JLJ68510
腹主动脉瘤腔内隔绝术

+髂内动脉重建

含直管形、分支型、一体化移植物、AUI技术。全麻，股动脉穿刺腹主动脉造影，腹膜外径路重建

髂内动脉，髂总或髂外动脉切开或穿刺，植入支架人工血管，再次造影观察效果，退出输送器，缝

合股总动脉及切口。

JLJ68511
腹主动脉瘤腔内隔绝术

+髂总动脉缩窄术

含直管形、分支型、一体化移植物、AUI技术。全麻，股动脉穿刺腹主动脉造影，腹膜外径路重建

髂内动脉，髂总或髂外动脉切开或穿刺，植入支架人工血管，再次造影观察效果，退出输送器，缝

合股总动脉及切口。

JLJ43502
腹主动脉瘤髂动脉瘤旷

置术

含腹主真性动脉瘤及夹层动脉瘤。连续硬膜外麻醉或全身麻醉，常规入腹，全身肝素化，控制并缝

闭腹主动脉瘤颈和/或髂动脉瘤颈，结扎肠系膜下动脉，以人工血管重建盆腔及下肢血运，关腹。

不含髂内动脉、肠系膜下动脉重建。

JLJ68512
腹主动脉瘤髂动脉瘤成

形术

含腹主真性动脉瘤及夹层动脉瘤。连续硬膜外麻醉或全身麻醉，常规入腹，全身肝素化，控制并阻

断腹主动脉及双髂动脉，结扎肠系膜下动脉，折叠缩缝动脉瘤壁或以人工材料包裹、修补动脉瘤

体，以各类栓塞材料填注旷置瘤腔，关腹。不含髂内动脉、肠系膜下动脉重建。

JLJ68513
腹主动脉单侧髂动脉覆

膜支架腔内隔绝术

局部麻醉、连续硬膜外麻醉或全身麻醉，腹股沟部切口，经髂股动脉途径置管，腹主动脉双髂动脉

造影、测量腹主动脉瘤、髂动脉瘤瘤体和动脉直径。游离控制股动脉，全身肝素化，直型大动脉覆

膜支架(支架型人工血管)植入腹主动脉及患侧髂动脉，使用封堵器封闭健侧髂总动脉，再次动脉造

影评价疗效，关闭切口。不含DSA引导。

JLJ68313
腹主/髂动脉损伤修复

术

全麻，腹正中切口开腹或腹膜外途径，股部切口。显露控制损伤动脉，全身肝素化，阻断损伤动脉

和部分或完全阻断腹主动脉，直接修复损伤动脉或采用人工/自体材料修补。必要时动脉造影，关

腹。不含动脉造影、自体血管材料取材。

JLJ70501
腹主动脉-髂动脉激光

腔内复通术

局麻，经股动脉或肱桡动脉穿刺，置管，腹主、髂动脉造影、导丝引导下应用激光导管开通动脉管

腔，再次造影评估疗效，如仍有狭窄可行球囊扩张支架植入，拔管穿刺点加压包扎。不含经皮动脉

穿刺置管术、动脉切开置管术、球囊扩张、支架植入、DSA引导。

JLJ60501
腹主动脉-髂动脉射频

消融腔内复通术

局麻，经股动脉或肱桡动脉穿刺，置管，腹主、髂动脉造影，导丝引导下应用射频消融导管开通动

脉管腔，再次造影评估疗效，如仍有狭窄可行球囊扩张支架植入，拔管穿刺点加压包扎。不含经皮

动脉穿刺置管术、动脉切开置管术、球囊扩张、支架植入、DSA引导。

JLJ68514
腹主动脉-髂动脉旋磨

腔内复通术

局麻，经股动脉或肱桡动脉穿刺，置管，腹主、髂动脉造影，导丝引导下应用旋磨导管开通动脉管

腔，再次造影评估疗效，如仍有狭窄可行球囊扩张支架植入，拔管穿刺点加压包扎。不含经皮动脉

穿刺置管术、动脉切开置管术、球囊扩张、支架植入、DSA引导。

JLJ70502
腹主动脉-髂动脉置管

溶栓复通术

局麻，经股动脉或肱桡动脉穿刺，置管，腹主、髂动脉造影，导丝引导下应用溶栓药物推注开通动

脉管腔，再次造影评估疗效，如仍有狭窄可行球囊扩张支架植入，拔管穿刺点加压包扎。不含动脉

切开置管术、球囊扩张、支架植入、DSA引导。

JLJ68515
腹主动脉-髂动脉旋切

腔内复通术

局麻，经股动脉或肱桡动脉穿刺，置管，腹主、髂动脉造影，导丝引导下应用旋切导管开通动脉管

腔，再次造影评估疗效，如仍有狭窄可行球囊扩张支架植入，拔管穿刺点加压包扎。不含动脉切开

置管术、球囊扩张、支架植入、经皮动脉穿刺置管术、DSA引导。

JLJ65505
腹主动脉-髂动脉球囊

成形术

局麻，经股动脉或肱桡动脉穿刺，置管，腹主、髂动脉造影，球囊导管扩张，再次造影评估疗效，

拔管穿刺点加压包扎。不含动脉切开置管术、球囊扩张、支架植入、经皮动脉穿刺置管术、DSA引

JLJ47501
腹主动脉-髂动脉球囊

扩张支架成形术

局麻，经股动脉或肱桡动脉穿刺，置管，腹主、髂动脉造影、球囊导管扩张支架植入，再次造影评

估疗效，拔管穿刺点加压包扎。不含动脉切开置管术、球囊扩张、支架植入、经皮动脉穿刺置管术

、DSA引导。

JLJ47502
腹主/髂动脉支架成形

术

局麻，经股动脉或肱桡动脉穿刺，置管，腹主、髂动脉造影、支架植入，再次造影评估疗效，拔管

穿刺点加压包扎。不含动脉切开置管术、球囊扩张、支架植入、经皮动脉穿刺置管术、DSA引导。

JLK43501
经皮穿刺腹腔干动脉瘤

栓塞术

局麻，经股动脉途径穿刺，置管，腹主动脉造影，腹腔干选择性造影、瘤体和动脉直径测量，弹簧

圈植入瘤体内，必要时明胶海绵等栓塞物栓塞，再次行动脉造影评价疗效和观察有无并发症出现。

不含DSA引导。

JLK43301
经皮穿刺腹腔干动脉栓

塞术

局麻，经股动脉途径穿刺，置管，腹主动脉造影，腹腔干选择性造影，动脉直径测量，弹簧圈植入

腹腔干，必要时明胶海绵等栓塞物栓塞，再次行动脉造影评价疗效和观察有无并发症出现。

JLK47501
经皮穿刺腹腔干动脉瘤

栓塞+支架置入术

局麻，经股动脉途径穿刺，置管，腹主动脉造影，腹腔干选择性造影、瘤体和动脉直径测量，弹簧

圈植入术，必要时明胶海绵等栓塞物栓塞，植入裸支架，再次行动脉造影评价疗效和观察有无并发

症出现。

JLK69301
腹腔干动脉瘤切除+腹

腔干重建术

全麻，胸腹联合切口腹膜后途径或腹正中切口开腹，显露控制腹主动脉、腹腔干、分支动脉和动脉

瘤，全身肝素化，阻断腹腔干、切除动脉瘤，腹腔干端-端吻合或缝合动脉破口，关腹。

JLK69302

腹腔干动脉瘤切除+腹

腔干自体大隐静脉间置

重建术

全麻，胸腹联合切口腹膜后途径或腹正中切口开腹，显露控制腹主动脉、腹腔干、分支动脉和动脉

瘤，单侧股部纵切口，取大隐静脉，剪裁大隐静脉，肝素水灌注，全身肝素化，阻断腹腔干、切除

动脉瘤，取大隐静脉与腹腔干(或一端与腹主动脉端-侧吻合)端-端吻合(2次)，关腹。不含大隐静

脉取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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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名称 项目内涵

JLK71301
腹腔动脉瘤切除+腹腔

干自体大隐静脉旁路术

全麻，胸腹联合切口腹膜后途径或腹正中切口开腹，显露控制腹主动脉、腹腔干、分支动脉和动脉

瘤，单侧股部纵切口，取大隐静脉，剪裁大隐静脉，肝素水灌注，全身肝素化，阻断腹腔干、切除

或旷置动脉瘤，取大隐静脉与腹主动脉(或腹腔干近段)端-侧吻合，另一端与腹腔干吻合，关腹。

不含大隐静脉取材。

JLK69303
腹腔干动脉瘤切除+腹

腔干人工血管间置重建

术

全麻，胸腹联合切口腹膜后途径或腹正中切口开腹，显露控制腹主动脉、腹腔干、分支动脉和动脉

瘤，全身肝素化，阻断腹主动脉和腹腔干、切除动脉瘤，人工血管与腹主动脉(或腹腔干近段)端-

侧吻合，另一端与腹腔干动脉吻合，关腹。

JLK62301 腹腔干动脉瘤切除术
全麻，胸腹联合切口腹膜后途径或腹部正中切口开腹，切开后腹膜，显露控制腹腔干动脉，切除动

脉瘤或旷置动脉瘤，结扎腹腔干动脉，放置引流管，关腹。

JLK71302
腹腔干动脉瘤切除+腹

腔干人工血管旁路术

全麻，胸腹联合切口腹膜后途径或腹正中切口开腹，显露控制腹主动脉、腹腔干、分支动脉和动脉

瘤，全身肝素化，阻断腹主动脉和腹腔干、切除或旷置动脉瘤，人工血管与腹主动脉(或腹腔干近

段)端-侧吻合，另一端与腹腔干吻合，关腹。

JLK65501
经皮穿刺腹腔干动脉球

囊成形术

局麻，经股动脉途径穿刺，置管，腹主动脉造影，腹腔干动脉选择性造影，动脉直径测量，球囊导

管扩张，再次行动脉造影评价疗效和观察有无并发症出现。不含DSA引导。

JLK65502
经皮穿刺腹腔干动脉支

架成形术

局麻，经股动脉途径穿刺，置管，腹主动脉造影，腹腔干动脉选择性造影，动脉直径测量，放置支

架，酌情球囊导管扩张，再次行动脉造影评价疗效和观察有无并发症出现。不含球囊成形术。

JLK68501
经皮穿刺腹腔干动脉瘤

腔内隔绝术

局麻，经股动脉途径穿刺，置管，腹主动脉造影，腹腔干选择性造影，瘤体和动脉直径测量，覆膜

支架植入术，再次行动脉造影评价疗效和观察有无并发症出现。

JLK53301
腹腔干动脉综合征中弓

韧带松解术
全麻，腹正中切口开腹，显露腹腔干及中弓韧带，切断中弓韧带，关腹。

JLL65501
经皮穿刺胃左动脉球囊

成形术

局麻，经股动脉途径穿刺，置管，腹主动脉造影，胃左动脉选择性造影，动脉直径测量，球囊导管

扩张，再次行动脉造影评价疗效和观察有无并发症出现。

JLL65502
经皮穿刺胃左动脉支架

成形术

局麻，经股动脉途径穿刺，置管，腹主动脉造影，胃左动脉选择性造影，动脉直径测量，放置支

架，酌情球囊导管扩张，再次行动脉造影评价疗效和观察有无并发症出现。不含球囊成形术、DSA

JLL43501
经皮穿刺胃左动脉瘤栓

塞术

局麻，经股动脉途径穿刺，置管，腹主动脉造影，胃左动脉选择性造影，瘤体和动脉直径测量，弹

簧圈植入瘤体内，必要时明胶海绵等栓塞物栓塞，再次行动脉造影评价疗效和观察有无并发症出现

。不含DSA引导。

JLL43502
经皮穿刺胃左动脉栓塞

术

局麻，经股动脉途径穿刺，置管，腹主动脉造影，胃左动脉选择性造影、动脉直径测量，弹簧圈植

入胃左动脉，必要时明胶海绵等栓塞物栓塞，再次行动脉造影评价疗效和观察有无并发症出现。不

含DSA引导。

JLL68501
经皮穿刺胃左动脉瘤腔

内隔绝术

局麻，经股动脉途径穿刺，置管，腹主动脉造影，胃左动脉选择性造影，瘤体和动脉直径测量。覆

膜支架植入术，再次行动脉造影评价疗效和观察有无并发症出现。

JLL47501
经皮穿刺胃左动脉瘤栓

塞+支架置入术

局麻，经股动脉途径穿刺，置管，腹主动脉造影，胃左动脉选择性造影，瘤体和动脉直径测量。弹

簧圈植入术，必要时明胶海绵等栓塞物栓塞。植入裸支架，再次行动脉造影评价疗效和观察有无并

发症出现。

JLL69301
胃左动脉瘤切除+胃左

动脉重建术

全麻，腹正中切口开腹显露控制胃左动脉和动脉瘤，全身肝素化，阻断胃左动脉、切除动脉瘤，胃

左动脉端-端吻合或缝合动脉破口，关腹。

JLL69302
胃左动脉瘤切除+胃左

动脉自体大隐静脉间置

重建术

全麻，腹正中切口开腹，切开后腹膜，显露控制胃左动脉和动脉瘤，全身肝素化，阻断胃左动脉、

切除动脉瘤，取大隐静脉与胃左动脉端-端吻合(2次)，关腹。不含自体静脉取材术。

JLL71301
胃左动脉瘤切除+胃左

动脉自体大隐静脉旁路

术

全麻，腹正中切口开腹，切开后腹膜，显露控制胃左动脉和动脉瘤，全身肝素化，阻断胃左动脉、

切除动脉瘤，取大隐静脉与腹主动脉(或腹腔干或胃左动脉近段)端-侧吻合，另一端与胃左动脉吻

合，关腹。不含自体静脉取材术。

JLL69303
胃左动脉瘤切除+胃左

动脉人工血管间置重建

全麻，腹正中切口开腹，切开后腹膜，显露控制胃左动脉和动脉瘤，全身肝素化，阻断胃左动脉、

切除动脉瘤，取人工血管与胃左动脉端-端吻合(2次)，关腹。

JLL71302
胃左动脉瘤切除+胃左

动脉人工血管旁路术

全麻，腹正中切口开腹，切开后腹膜，显露控制胃左动脉和动脉瘤，全身肝素化，阻断胃左动脉、

切除或旷置动脉瘤，取人工血管与腹主动脉(或腹腔干或胃左动脉近段)端-侧吻合，另一端与胃左

动脉吻合，关腹。

JLL62301 胃左动脉瘤切除术
全麻，腹部正中切口开腹，切开后腹膜，显露控制腹腔动脉、胃左动脉和动脉瘤，切除动脉瘤或旷

置动脉瘤，结扎胃左动脉，放置引流管，关腹。

JLM43501
经皮穿刺肝总动脉瘤栓

塞术

局麻，经股动脉途径穿刺，置管，腹主动脉造影，肝总动脉选择性造影、瘤体和动脉直径测量，弹

簧圈植入动脉瘤内，必要时明胶海绵等栓塞物栓塞，再次行动脉造影评价疗效和观察有无并发症出

现。不含DSA引导。

JLM43502
经皮穿刺肝总动脉栓塞

术

局麻，经股动脉途径穿刺，置管，腹主动脉造影，肝总动脉选择性造影，动脉直径测量，弹簧圈植

入肝总动脉，必要时明胶海绵等栓塞物栓塞，再次行动脉造影评价疗效和观察有无并发症出现。

JLM68501
经皮穿刺肝总动脉瘤腔

内隔绝术

局麻，经股动脉途径穿刺，置管，腹主动脉造影，肝总动脉选择性造影，瘤体和动脉直径测量，覆

膜支架植入术，再次行动脉造影评价疗效和观察有无并发症出现。

JLM47501
经皮穿刺肝总动脉瘤栓

塞+支架置入术

局麻，经股动脉途径穿刺，置管，腹主动脉造影，肝总动脉选择性造影，瘤体和动脉直径测量，弹

簧圈植入术，必要时明胶海绵等栓塞物栓塞，植入裸支架，再次行动脉造影评价疗效和观察有无并

发症出现。不含DSA引导。

JLM69301
肝总动脉瘤切除+肝总

动脉重建术

全麻，腹正中切口开腹或胸腹联合切口，经腹膜后，显露控制肝总动脉和动脉瘤，全身肝素化，阻

断肝总动脉，切除动脉瘤，肝总动脉端-端吻合或缝合动脉破口，关腹。

JLM69302
肝总动脉瘤切除+肝总

动脉自体大隐静脉间置

重建术

全麻，腹正中切口开腹或胸腹联合切口，经腹膜后，显露控制肝总动脉和动脉瘤，全身肝素化，阻

断肝总动脉、切除动脉瘤，取大隐静脉与肝总动脉端-端吻合(2次)，关腹。不含自体静脉取材术。

JLM71301
肝总动脉瘤旷置+肝总

动脉自体大隐静脉旁路

术

全麻，腹正中切口开腹或胸腹联合切口，经腹膜后，显露控制肝总动脉和动脉瘤，全身肝素化，阻

断肝总动脉、结扎。取大隐静脉与腹主动脉(或肝总动脉近端)端-侧吻合，另一端与肝总动脉吻

合，关腹。不含自体静脉取材术。

JLM71302
肝总动脉瘤切除+肝总

动脉自体大隐静脉旁路

术

全麻，腹正中切口开腹或胸腹联合切口，经腹膜后，显露控制肝总动脉和动脉瘤，全身肝素化，切

除动脉瘤，取大隐静脉与腹主动脉(或肝总动脉近端)端-侧吻合，另一端与肝总动脉吻合，关腹。

不含自体静脉取材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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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LM69303
肝总动脉瘤切除+肝总

动脉人工血管间置重建

全麻，腹正中切口开腹或胸腹联合切口，经腹膜后，显露控制肝总动脉和动脉瘤，全身肝素化，阻

断肝总动脉，切除动脉瘤，取人工血管与肝总动脉端-端吻合(2次)，关腹。

JLM71303
肝总动脉瘤旷置+肝总

动脉人工血管旁路术

全麻，腹正中切口开腹或胸腹联合切口，经腹膜后。显露控制肝总动脉和动脉瘤，全身肝素化，阻

断肝总动脉，结扎动脉瘤，取人工血管与腹主动脉(或肝总动脉近段)端-侧吻合，另一端与肝总动

脉吻合，关腹。

JLM71304
肝总动脉瘤切除+肝总

动脉人工血管旁路术

全麻，腹正中切口开腹或胸腹联合切口，经腹膜后，显露控制肝总动脉和动脉瘤，全身肝素化，切

除动脉瘤，取人工血管与腹主动脉(或肝总动脉近段)端-侧吻合，另一端与肝总动脉吻合，关腹。

JLM43301
肝总动脉瘤旷置+肝总

动脉结扎术

全麻，腹正中切口开腹或胸腹联合切口，经腹膜后，显露控制肝总动脉和动脉瘤，阻断肝总动脉，

结扎动脉瘤，关腹。

JLM62301
肝总动脉瘤切除+肝总

动脉结扎术

全麻，腹正中切口开腹或胸腹联合切口，经腹膜后，显露控制肝总动脉和动脉瘤，切除肝总动脉

瘤，接扎肝总动、脉，关腹。

JLM65501
经皮穿刺肝总动脉支架

成形术

局麻，经股动脉途径穿刺，置管，腹主动脉造影，肝总动脉选择性造影，动脉直径测量，放置支架

。酌情球囊导管扩张，再次行动脉造影评价疗效和观察有无并发症出现。不含球囊成形术。

JLM65502
经皮穿刺肝总动脉球囊

成形术

局麻，经股动脉途径穿刺，置管，腹主动脉造影，肝总动脉选择性造影，动脉直径测量，球囊导管

扩张，再次行动脉造影评价疗效和观察有无并发症出现。

JLM47301 肝动脉化疗泵置入术
逐层进腹，探查，游离肝门，肝动脉插管，置入结扎固定，经腹壁另戳孔引出，皮下包埋化疗泵，

止血，清点器具、纱布无误，冲洗腹腔，逐层关腹。
JLM47502 经皮穿刺肝动脉置管术 消毒，麻醉，穿刺置管，造影摄片，留管包扎，肝素盐水封管。人工报告。不含监护。
JLM43302 肝动脉结扎术 逐层进腹，探查，游离肝门，肝动脉结扎，止血，清点器具、纱布无误，冲洗腹腔，逐层关腹。

JLM43401 经腹腔镜肝动脉结扎术
腹壁多处戳孔，造气腹，插入观察镜，插入操作内镜，插入辅助器械，探查，游离肝门，肝动脉结

扎，止血，缝合伤口。

JLM60501
经皮穿刺肝动脉内溶栓

术

消毒，麻醉，穿刺置管，造影摄片，局部溶栓，复查造影，拔管，穿刺点压迫包扎。人工报告。不

含监护。

JLM60502
经皮肝动脉内血栓碎栓

术

消毒，麻醉，穿刺置管，造影摄片，机械碎栓，复查造影，拔管，穿刺点压迫包扎。人工报告。不

含监护。

JLM61501
经皮肝动脉内血栓抽吸

术

消毒，麻醉，穿刺置管，造影摄片，血栓抽吸或机械碎栓，复查造影，拔管，穿刺点压迫包扎。人

工报告。不含监护。

JLM43503 经皮穿刺肝动脉栓塞术
消毒，麻醉，穿刺置管，造影摄片，栓塞，复查造影，拔管，穿刺点压迫包扎。人工报告。不含监

护。

JLM43504
经皮穿刺肝固有动脉瘤

栓塞术

局麻，经股动脉途径穿刺，置管，腹主动脉造影，肝固有动脉选择性造影，瘤体和动脉直径测量，

弹簧圈植入瘤体，必要时明胶海绵等栓塞物栓塞，再次行动脉造影评价疗效和观察有无并发症出现

JLM43505
经皮穿刺肝固有动脉栓

塞术

局麻，经股动脉途径穿刺，置管，腹主动脉造影，肝固有动脉选择性造影、动脉直径测量，弹簧圈

植入肝固有动脉，必要时明胶海绵等栓塞物栓塞明胶海绵等栓塞物栓塞，再次行动脉造影评价疗效

和观察有无并发症出现。不含DSA引导。

JLM47503
经皮穿刺肝固有动脉瘤

栓塞+支架置入术

局麻，经股动脉途径穿刺，置管，腹主动脉造影，肝固有动脉选择性造影，瘤体和动脉直径测量，

弹簧圈植入术，必要时明胶海绵等栓塞物栓塞，植入裸支架，再次行动脉造影评价疗效和观察有无

并发症出现。

JLM43303 肝动脉栓塞术
逐层进腹，探查，游离肝门，肝动脉穿刺，注入栓塞剂，观察栓塞效果，止血，经腹壁另戳孔置管

引出固定，清点器具、纱布无误，冲洗腹腔，逐层关腹。

JLM43101 经皮肝动脉栓塞术
定位，消毒铺巾，局麻，经外周动脉插管达肝动脉，注入栓塞剂，影像评估栓塞效果，止血，缝合

切口，加压包扎。不含影像检查。

JLM43402 经腹腔镜肝动脉栓塞术
腹壁多处戳孔，造气腹，插入观察镜，插入操作内镜，插入辅助器械，探查，游离肝门，肝动脉穿

刺，注入栓塞剂，观察栓塞效果，止血，置管引出固定，缝合切口。

JLM68502
经皮穿刺肝固有动脉瘤

腔内隔绝术

局麻，经股动脉途径穿刺，置管，腹主动脉造影，肝固有动脉选择性造影，瘤体和动脉直径测量。

覆膜支架植入术，再次行动脉造影评价疗效和观察有无并发症出现。不含DSA引导。

JLM65503
经皮穿刺肝固有动脉球

囊成形术

局麻，经股动脉途径穿刺，置管，腹主动脉造影，肝固有动脉选择性造影，动脉直径测量，球囊导

管扩张，再次行动脉造影评价疗效和观察有无并发症出现。

JLM65504
经皮穿刺肝固有动脉支

架成形术

局麻，经股动脉途径穿刺，置管，腹主动脉造影，肝固有动脉选择性造影、动脉直径测量，放置支

架，酌情球囊导管扩张，再次行动脉造影评价疗效和观察有无并发症出现。不含球囊成形术、DSA

引导。

JLM69304
肝固有动脉瘤切除+肝

固有动脉重建术

全麻，腹正中切口开腹显露控制肝固有动脉和动脉瘤，全身肝素化，阻断肝固有动脉、切除动脉瘤

。肝固有动脉端-端吻合或缝合动脉破口，关腹。

JLM69305
肝固有动脉瘤切除+肝

固有动脉自体大隐静脉

间置重建术

全麻，腹正中切口开腹，切开后腹膜。显露控制肝固有动脉和动脉瘤，全身肝素化，阻断肝固有动

脉，切除动脉瘤，取大隐静脉与肝固有动脉端-端吻合(2次)，关腹。不含自体静脉取材术、DSA引

导。

JLM71305
肝固有动脉瘤旷置+肝

固有动脉自体大隐静脉

旁路术

全麻，腹正中切口开腹，切开后腹膜。显露控制肝固有动脉和动脉瘤，全身肝素化，阻断肝固有动

脉，结扎动脉瘤，取大隐静脉与腹主动脉(或肝总动脉或肝固有动脉近段)端-侧吻合，另一端与肝

固有动脉吻合，关腹。不含自体静脉取材术。

JLM71306
肝固有动脉瘤切除+肝

固有动脉自体大隐静脉

旁路术

全麻，腹正中切口开腹，切开后腹膜。显露控制肝固有动脉和动脉瘤，全身肝素化，阻断肝固有动

脉，切除动脉瘤，取大隐静脉与腹主动脉(或肝总动脉或肝固有动脉近段)端-侧吻合，另一端与肝

固有动脉吻合，关腹。不含自体静脉取材术。

JLM69306
肝固有动脉瘤切除+肝

固有动脉人工血管间置

重建术

全麻，腹正中切口开腹，切开后腹膜。显露控制肝固有动脉和动脉瘤，全身肝素化，阻断肝固有动

脉，切除动脉瘤，取人工血管与肝固有动脉端-端吻合(2次)，关腹。

JLM71307
肝固有动脉瘤旷置+肝

固有动脉人工血管旁路

术

全麻，腹正中切口开腹，切开后腹膜。显露控制肝固有动脉和动脉瘤。全身肝素化，阻断肝固有动

脉，结扎动脉瘤，取人工血管与腹主动脉(或肝总动脉或肝固有动脉近段)端-侧吻合，另一端与肝

固有动脉吻合，关腹。

JLM71308
肝固有动脉瘤切除+肝

固有动脉人工血管旁路

术

全麻，腹正中切口开腹，切开后腹膜。显露控制肝固有动脉和动脉瘤，全身肝素化，阻断肝固有动

脉，切除动脉瘤，取人工血管与腹主动脉(或肝总动脉或肝固有动脉近段)端-侧吻合，另一端与肝

固有动脉吻合，关腹。

JLM43304
肝固有动脉瘤旷置+肝

固有动脉结扎术
全麻，腹正中切口开腹，切开后腹膜，显露控制肝固有动脉和动脉瘤，接扎肝固有动脉，关腹。

第 263 页



项目名称 项目内涵

JLM62302
肝固有动脉瘤切除+肝

固有动脉结扎术

全麻，腹正中切口开腹，切开后腹膜，显露控制肝固有动脉和动脉瘤，切除肝固有动脉瘤，接扎肝

固有动脉，关腹。

JLM43506
经皮穿刺胃十二指肠动

脉栓塞术

消毒，麻醉，穿刺置管，造影摄片，栓塞，复查造影，拔管，穿刺点压迫包扎。人工报告。不含监

护。

JLM62303
胃十二指肠动脉动脉瘤

切除术
全麻，腹正中切口开腹，显露控制胃十二指肠动脉瘤，切除，关腹。

JLM62304
胰十二指肠动脉动脉瘤

切除术
全麻，腹正中切口开腹，显露控制胰十二指肠动脉瘤，切除，关腹。

JLM43507
经皮穿刺胰十二指肠动

脉栓塞术

消毒，麻醉，穿刺置管，造影摄片，栓塞，复查造影，拔管，穿刺点压迫包扎。人工报告。不含监

护。

JLM43508
经皮穿刺胃网膜动脉栓

塞术

消毒，麻醉，穿刺置管，造影摄片，栓塞，复查造影，拔管，穿刺点压迫包扎。人工报告。不含监

护。

JLN43501 脾动脉瘤栓塞术
局麻，经股动脉途径穿刺，置管，腹主动脉造影，脾动脉选择性造影、瘤体和动脉直径测量。弹簧

圈植入瘤体，必要时明胶海绵等栓塞物栓塞，再次行动脉造影评价疗效和观察有无并发症出现。不

含DSA引导。

JLN43502 经皮穿刺脾动脉栓塞术
消毒，麻醉，穿刺置管，造影摄片，栓塞，复查造影，拔管，穿刺点压迫包扎。人工报告。不含监

护。

JLN68501
经皮穿刺脾动脉瘤腔内

隔绝术

局麻，经股动脉途径穿刺，置管，腹主动脉造影，脾动脉选择性造影，瘤体和动脉直径测量，覆膜

支架植入术，再次行动脉造影评价疗效和观察有无并发症出现。

JLN47501
经皮穿刺脾动脉瘤栓塞

+支架置入术

局麻，经股动脉途径穿刺，置管，腹主动脉造影，脾动脉选择性造影，瘤体和动脉直径测量，弹簧

圈植入术，必要时明胶海绵等栓塞物栓塞，植入裸支架，再次行动脉造影评价疗效和观察有无并发

症出现。

JLN69301
脾动脉瘤切除+脾动脉

重建术

全麻，左侧肋弓下弧行切口开腹，显露控制脾动脉和动脉瘤，全身肝素化，阻断脾动脉，切除动脉

瘤，脾动脉端-端吻合或缝合动脉破口，关腹。

JLN69302
脾动脉瘤切除+脾动脉

人工血管间置重建术

全麻，左侧肋弓下弧行切口开腹，显露控制脾动脉和动脉瘤，全身肝素化，阻断脾动脉，切除动脉

瘤，取人工血管与脾动脉端-端吻合(2次)，关腹。

JLN71301
脾动脉瘤旷置+脾动脉

人工血管旁路术

全麻，左侧肋弓下弧行切口开腹，显露控制脾动脉和动脉瘤，全身肝素化，阻断脾动脉，结扎动脉

瘤，取人工血管与腹主动脉(或脾动脉近端)端-侧吻合，另一端与脾动脉吻合，关腹。

JLN71302
脾动脉瘤切除+脾动脉

人工血管旁路术

全麻，左侧肋弓下弧行切口开腹，显露控制脾动脉和动脉瘤，全身肝素化，阻断脾动脉，切除动脉

瘤，取人工血管与腹主动脉(或脾动脉近端)端-侧吻合，另一端与脾动脉吻合，关腹。

JLN73301
脾动脉瘤切除+脾动脉

自体大隐静脉间置重建

术

全麻，左侧肋弓下弧行切口开腹。显露控制脾动脉和动脉瘤，单侧股部纵切口，取大隐静脉，剪裁

大隐静脉，肝素水灌注，全身肝素化，阻断脾动脉，切除动脉瘤，取大隐静脉与脾动脉端-端吻合

(2次)，关腹。不含自体静脉取材术。

JLN62301
脾动脉瘤切除+脾切除

术

全麻，左侧肋弓下弧行切口开腹，显露控制脾动脉、脾静脉和动脉瘤，切除脾脏和动脉瘤或旷置，

接扎脾动、静脉，放置脾窝引流管，关腹。

JLN65501
经皮穿刺脾动脉球囊成

形术

局麻，经股动脉途径穿刺，置管，腹主动脉造影，脾动脉选择性造影，动脉直径测量，球囊导管扩

张，再次行动脉造影评价疗效和观察有无并发症出现。不含DSA引导。

JLN47301
经皮穿刺脾动脉支架置

入术

局麻，经股动脉途径穿刺，置管，腹主动脉造影，脾动脉选择性造影、动脉直径测量，放置支架，

酌情球囊导管扩张，再次行动脉造影评价疗效和观察有无并发症出现。不含球囊成形术、DSA引导

JZW71301 脾肺固定分流术
患者侧卧于手术台，消毒铺巾，左侧第6、7或8肋间胸腹联合切口，游离脾和左肺，结扎脾动脉，

切除部分膈肌，上提脾脏至胸腔与左肺下叶缝合固定，止血冲洗放植引流后关闭切口。

JLP47501
经皮穿刺肠系膜上动脉

置管术
消毒，麻醉，穿刺置管，造影摄片，留管包扎，肝素盐水封管。人工报告。不含监护。

JLP43501
经皮穿刺肠系膜上动脉

瘤栓塞术

局麻，经股动脉途径穿刺，置管，腹主动脉造影，肠系膜上动脉选择性造影，瘤体和动脉直径测

量，弹簧圈植入瘤体内，必要时明胶海绵等栓塞物栓塞，再次行动脉造影评价疗效和观察有无并发

症出现。

JLP43502
经皮穿刺肠系膜上动脉

栓塞术

局麻，经股动脉途径穿刺，置管，腹主动脉造影，肠系膜上动脉选择性造影、动脉直径测量，弹簧

圈植入肠系膜上动脉，必要时明胶海绵等栓塞物栓塞，再次行动脉造影评价疗效和观察有无并发症

出现。不含DSA引导。

JLP68501
经皮穿刺肠系膜上动脉

瘤腔内隔绝术

局麻，经股动脉途径穿刺，置管，腹主动脉造影，肠系膜上动脉选择性造影、瘤体和动脉直径测

量，覆膜支架植入术，再次行动脉造影评价疗效和观察有无并发症出现。不含DSA引导。

JLP47502
经皮穿刺肠系膜上动脉

瘤栓塞+支架置入术

局麻，经股动脉途径穿刺，置管，腹主动脉造影，肠系膜上动脉选择性造影，瘤体和动脉直径测

量，弹簧圈植入术，必要时明胶海绵等栓塞物栓塞，植入裸支架，再次行动脉造影评价疗效和观察

有无并发症出现。不含DSA引导。

JLP62301 肠系膜上动脉瘤切除术
全麻，胸腹联合切口，腹膜后途径或腹正中切口开腹，肠系膜根部显露控制肠系膜上动脉，必要时

打开后腹膜显露控制腹主动脉，全身肝素化，阻断肠系膜上动脉必要时阻断腹主动脉，切除结扎动

脉瘤动脉瘤，关腹。

JLP69301
肠系膜上动脉瘤切除+

肠系膜上动脉重建术

全麻，胸腹联合切口，腹膜后途径或腹正中切口开腹，肠系膜根部显露控制肠系膜上动脉，打开后

腹膜显露控制腹主动脉，全身肝素化，阻断肠系膜上动脉必要时阻断腹主动脉，切除动脉瘤，肠系

膜上动脉端-端吻合或缝合动脉破口，关腹。

JLP69302
肠系膜上动脉瘤切除+

肠系膜上动脉人工血管

间置重建术

全麻，胸腹联合切口，腹膜后途径或腹正中切口开腹，肠系膜根部显露控制肠系膜上动脉，打开后

腹膜显露控制腹主动脉，全身肝素化，阻断肠系膜上动脉必要时阻断腹主动脉，切除动脉瘤，取人

工血管与肠系膜上动脉端-端吻合(或近端与腹主动脉端-侧吻合)，关腹。

JLP71301

肠系膜上动脉瘤旷置+

肠系膜上动脉人工血管

旁路术

全麻，胸腹联合切口，腹膜后途径或腹正中切口开腹，肠系膜根部显露控制肠系膜上动脉，打开后

腹膜显露控制腹主动脉，全身肝素化，阻断肠系膜上动脉必要时阻断腹主动脉，旷置动脉瘤，取人

工血管与肠系膜上动脉端-侧吻合(或近端与腹主动脉端-侧吻合)，人工血管另一端与肠系膜上动脉

远端吻合，关腹。

JLP71302

肠系膜上动脉瘤切除+

肠系膜上动脉人工血管

旁路术

全麻，胸腹联合切口，腹膜后途径或腹正中切口开腹，肠系膜根部显露控制肠系膜上动脉，打开后

腹膜显露控制腹主动脉，全身肝素化，阻断肠系膜上动脉必要时阻断腹主动脉，切除动脉瘤，取人

工血管与肠系膜上动脉端-侧吻合(或近端与腹主动脉端-侧吻合)，人工血管另一端与肠系膜上动脉

远端吻合，关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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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LP69303
肠系膜上动脉瘤切除+

肠系膜上动脉自体大隐

静脉间置重建术

全麻，胸腹联合切口，腹膜后途径或腹正中切口开腹，肠系膜根部显露控制肠系膜上动脉，打开后

腹膜显露控制腹主动脉，全身肝素化，阻断肠系膜上动脉必要时阻断腹主动脉，切除动脉瘤，取自

体静脉与肠系膜上动脉端-端吻合(2次)(或近端与腹主动脉端-侧吻合)，关腹。不含自体静脉取材

JLP71303
肠系膜上动脉瘤旷置+

肠系膜上动脉自体大隐

静脉旁路术

全麻，胸腹联合切口，腹膜后途径或腹正中切口开腹，肠系膜根部显露控制肠系膜上动脉，必要时

打开后腹膜显露控制腹主动脉，全身肝素化，阻断肠系膜上动脉必要时阻断腹主动脉，旷置动脉

瘤，取自体静脉与肠系膜上动脉端-侧吻合(或近端与腹主动脉端-侧吻合），关腹。不含自体静脉

JLP71304
肠系膜上动脉瘤切除+

肠系膜上动脉自体大隐

静脉旁路术

全麻，胸腹联合切口，腹膜后途径或腹正中切口开腹，肠系膜根部显露控制肠系膜上动脉，必要时

打开后腹膜显露控制腹主动脉，全身肝素化，阻断肠系膜上动脉必要时阻断腹主动脉，切除动脉

瘤，取自体静脉与肠系膜上动脉端-侧吻合(或近端与腹主动脉端-侧吻合)，关腹。不含自体静脉取

JLP43301 肠系膜上动脉瘤旷置术
全麻，胸腹联合切口，腹膜后途径或腹正中切口开腹，肠系膜根部显露控制肠系膜上动脉，必要时

打开后腹膜显露控制腹主动脉，全身肝素化，阻断肠系膜上动脉必要时阻断腹主动脉，旷置动脉

瘤，关腹。

JLP60501
经皮肠系膜上动脉内血

栓碎栓术

消毒，麻醉，穿刺置管，造影摄片，机械碎栓，复查造影，拔管，穿刺点压迫包扎。人工报告。不

含监护。

JLP60502
经皮穿刺肠系膜上动脉

内溶栓术

消毒，麻醉，穿刺置管，造影摄片，局部溶栓，复查造影，拔管，穿刺点压迫包扎。人工报告。不

含监护。

JLP61501
经皮穿刺肠系膜上动脉

内血栓抽吸术

消毒，麻醉，穿刺置管，造影摄片，血栓抽吸或机械碎栓，复查造影，拔管，穿刺点压迫包扎。人

工报告。不含监护。

JLP48301 肠系膜上动脉取栓术
全麻，腹正中切口开腹，肠系膜根部显露控制肠系膜上动脉，全身肝素化，阻断肠系膜上动脉，剖

开肠系膜上动脉，球囊取栓管取出动脉内血栓，缝合动脉切口，必要时动脉造影，关腹。不含动脉

造影。

JLP65501
经皮穿刺肠系膜上动脉

球囊成形术

局麻，经股动脉途径穿刺，置管，腹主动脉造影，肠系膜上动脉选择性造影，直径测量，球囊导管

扩张狭窄段，再次行动脉造影评价疗效和观察有无并发症出现。

JLP65502
经皮穿刺肠系膜上动脉

支架成形术

局麻，经股动脉途径穿刺，置管，腹主动脉造影，肠系膜上动脉选择性造影，直径测量，狭窄段放

置支架酌情球囊导管扩张狭窄段，再次行动脉造影评价疗效和观察有无并发症出现。不含球囊扩张

术、DSA引导。

JLP68301 肠系膜上动脉成形术

全麻，腹正中切口开腹。肠系膜根部显露控制肠系膜上动脉，必要时打开后腹膜显露控制腹主动

脉，全身肝素化，阻断肠系膜上动脉必要时阻断腹主动脉，切开肠系膜上动脉，剥除增生的内膜，

冲洗管腔，缝合动脉切口，酌情用自体静脉或人工材料补片扩大成形，观察肠管血运，关腹。不含

自体静脉取材。

JLP71305
肠系膜上动脉人工血管

旁路术

全麻，腹正中切口开腹。肠系膜根部显露控制肠系膜上动脉，打开后腹膜显露控制腹主动脉，全身

肝素化，阻断肠系膜上动脉必要时阻断腹主动脉，取人工血管与肠系膜上动脉端-侧吻合(或近端与

腹主动脉端-侧吻合)，人工血管另一端与肠系膜上动脉远端正常段血管吻合，观察肠管血运，关腹

JLP71306
肠系膜上动脉自体大隐

静脉旁路术

全麻，腹正中切口开腹。肠系膜根部显露控制肠系膜上动脉，必要时打开后腹膜显露控制腹主动

脉，全身肝素化，阻断肠系膜上动脉必要时阻断腹主动脉，取自体静脉与肠系膜上动脉端-侧吻合

(或近端与腹主动脉端-侧吻合)，另一端与肠系膜上动脉远端正常段血管吻合。观察肠管血运，关

腹。不含自体静脉取材术。

JLQ69301 肠系膜下动脉重建术
全麻，腹正中切口开腹或胸腹联合切口腹膜外途径。打开后腹膜显露控制腹主动脉及肠系膜下动

脉，全身肝素化，阻断肠系膜下动脉和腹主动脉(肾下)，取闭塞段以远正常的肠系膜下动脉与腹主

动脉端-侧吻合。必要时动脉造影。不含动脉造影，关腹。

JLQ47501
经皮穿刺肠系膜下动脉

置管术
消毒，麻醉，穿刺置管，造影摄片，留管包扎，肝素盐水封管。人工报告。不含监护。

JLQ43501
经皮穿刺肠系膜下动脉

瘤栓塞术

局麻，经股动脉途径穿刺，置管，腹主动脉造影，肠系膜下动脉选择性造影、瘤体和动脉直径测

量，弹簧圈植入动脉瘤体内，必要时明胶海绵等栓塞物栓塞，再次行动脉造影评价疗效和观察有无

并发症出现。不含DSA引导。

JLQ43502
经皮穿刺肠系膜下动脉

栓塞术

局麻，经股动脉途径穿刺，置管，腹主动脉造影，肠系膜下动脉选择性造影、动脉直径测量，弹簧

圈植入肠系膜下动脉，必要时明胶海绵等栓塞物栓塞，再次行动脉造影评价疗效和观察有无并发症

出现。不含DSA引导。

JLQ47502
经皮穿刺肠系膜下动脉

瘤栓塞+支架置入术

局麻，经股动脉途径穿刺，置管，腹主动脉造影，肠系膜下动脉选择性造影，瘤体和动脉直径测

量，弹簧圈植入术，必要时明胶海绵等栓塞物栓塞，植入裸支架，再次行动脉造影评价疗效和观察

有无并发症出现。不含DSA引导。

JLQ68501
经皮穿刺肠系膜下动脉

瘤腔内隔绝术

局麻，经股动脉途径穿刺，置管，腹主动脉造影，肠系膜下动脉选择性造影，瘤体和动脉直径测

量，覆膜支架植入术，再次行动脉造影评价疗效和观察有无并发症出现。不含DSA引导。

JLQ69302
肠系膜下动脉瘤切除+

肠系膜下动脉重建术

全麻，腹正中切口开腹，打开后腹膜，显露控制肠系膜下动脉和腹主动脉，全身肝素化，阻断肠系

膜下动脉，必要时阻断腹主动脉，切除动脉瘤，肠系膜下动脉端-端吻合或缝合动脉破口，必要时

补片扩大成形，关腹。不含静脉取材引导。

JLQ69303
肠系膜下动脉瘤切除+

肠系膜下动脉人工血管

间置重建术

全麻，腹正中切口开腹，打开后腹膜，显露控制肠系膜下动脉和腹主动脉，全身肝素化，阻断肠系

膜下动脉，必要时阻断腹主动脉，切除动脉瘤，取人工血管与肠系膜下动脉端-端吻合(或近端与腹

主动脉端-侧吻合)，关腹。

JLQ71301
肠系膜下动脉瘤旷置+

肠系膜下动脉人工血管

旁路术

全麻，腹正中切口开腹，打开后腹膜，显露控制肠系膜下动脉和腹主动脉，全身肝素化，阻断肠系

膜下动脉，必要时阻断腹主动脉，旷置动脉瘤，取人工血管与肠系膜下动脉端-侧吻合(或近端与腹

主动脉端-侧吻合)，人工血管另一端与肠系膜下动脉远端吻合，关腹。

JLQ71302
肠系膜下动脉瘤切除+

肠系膜下动脉人工血管

旁路术

全麻，腹正中切口开腹，打开后腹膜，显露控制肠系膜下动脉和腹主动脉，全身肝素化，阻断肠系

膜下动脉，必要时阻断腹主动脉，切除动脉瘤，取人工血管与肠系膜下动脉端-侧吻合(或近端与腹

主动脉端-侧吻合)，人工血管另一端与肠系膜下动脉远端吻合，关腹。

JLQ69304
肠系膜下动脉瘤切除+

肠系膜下动脉自体大隐

静脉间置重建术

全麻，腹正中切口开腹，打开后腹膜，显露控制肠系膜下动脉和腹主动脉，全身肝素化，阻断肠系

膜下动脉，必要时阻断腹主动脉，切除动脉瘤，取自体静脉与肠系膜下动脉端-端吻合(2次)(或近

端与腹主动脉端-侧吻合)，关腹。不含自体静脉取材术。

JLQ71303
肠系膜下动脉瘤旷置+

肠系膜下动脉自体大隐

静脉旁路术

全麻，腹正中切口开腹，打开后腹膜，显露控制肠系膜下动脉和腹主动脉，全身肝素化，阻断肠系

膜下动脉，必要时阻断腹主动脉，旷置动脉瘤，取自体静脉与肠系膜下动脉端-侧吻合(或近端与腹

主动脉端-侧吻合)，另一端与远端的正常段肠系膜下动脉吻合，关腹。不含自体静脉取材术。

第 265 页



项目名称 项目内涵

JLQ71304
肠系膜下动脉瘤切除+

肠系膜下动脉自体大隐

静脉旁路术

全麻，腹正中切口开腹，打开后腹膜，显露控制肠系膜下动脉和腹主动脉，全身肝素化，阻断肠系

膜下动脉，必要时阻断腹主动脉，切除动脉瘤，取自体静脉与肠系膜下动脉端-侧吻合(或近端与腹

主动脉端-侧吻合)，另一端与远端的正常段肠系膜下动脉吻合，关腹。不含自体静脉取材术。

JLQ62301 肠系膜下动脉瘤切除术
全麻，腹正中切口开腹，打开后腹膜，显露控制肠系膜下动脉和腹主动脉，全身肝素化，阻断肠系

膜下动脉，必要时阻断腹主动脉，切除结扎动脉瘤，关腹。

JLQ65501
经皮穿刺肠系膜下动脉

球囊成形术

局麻，经股动脉途径穿刺，置管，腹主动脉造影，肠系膜下动脉选择性造影，直径测量，球囊导管

扩张狭窄段，再次行动脉造影评价疗效和观察有无并发症出现。不含DSA引导。

JLQ65502
经皮穿刺肠系膜下动脉

支架成形术

局麻，经股动脉途径穿刺，置管，腹主动脉造影，肠系膜下动脉选择性造影，直径测量，狭窄段放

置支架酌情球囊导管扩张狭窄段，再次行动脉造影评价疗效和观察有无并发症出现。不含球囊扩张

术、DSA引导。

JLQ71305
肠系膜下动脉人工血管

旁路术

全麻，腹正中切口开腹，打开后腹膜，显露控制肠系膜下动脉和腹主动脉，全身肝素化，阻断肠系

膜下动脉，必要时阻断腹主动脉。取人工血管与肠系膜下动脉端-侧吻合(或近端与腹主动脉端-侧

吻合)，人工血管另一端与肠系膜下动脉远端正常段吻合，关腹。

JLQ71306
肠系膜下动脉自体大隐

静脉旁路术

全麻，腹正中切口开腹，打开后腹膜，显露控制肠系膜下动脉和腹主动脉，全身肝素化，阻断肠系

膜下动脉，必要时阻断腹主动脉，取自体静脉与肠系膜下动脉端-侧吻合(或近端与腹主动脉端-侧

吻合)，另一端与远端正常的肠系膜下动脉吻合，关腹。不含自体静脉取材术。

JLQ43301 肠系膜下动脉瘤旷置术
全麻，腹正中切口开腹，打开后腹膜，显露控制肠系膜下动脉和腹主动脉，全身肝素化，阻断肠系

膜下动脉，必要时阻断腹主动脉，旷置动脉瘤，关腹。

JLR43501
经皮穿刺肾上腺动脉瘤

栓塞术

局麻，经股动脉途径穿刺，置管，腹主动脉造影，肾上腺动脉选择性造影、瘤体和动脉直径测量。

弹簧圈植入瘤体，必要时明胶海绵等栓塞物栓塞，再次行动脉造影评价疗效和观察有无并发症出现

。不含DSA引导。

JLR43502
经皮穿刺肾上腺动脉栓

塞术

局麻，经股动脉途径穿刺，置管，腹主动脉造影，肾上腺动脉选择性造影、动脉直径测量。弹簧圈

植入肾上腺动脉，必要时明胶海绵等栓塞物栓塞，再次行动脉造影评价疗效和观察有无并发症出现

。不含DSA引导。

JLR62301 肾上腺动脉瘤切除术
全麻，腹正中切口，打开后腹膜或腹直肌旁切口、腹膜后途径。显露控制肾脏、肾上腺动脉。切除

或旷置结扎动脉瘤，关腹。
JLR47501 经皮穿刺肾动脉置管术 消毒，麻醉，穿刺置管，造影摄片，留管包扎，肝素盐水封管。人工报告。不含监护。

JLR68301 肾动脉成形术

全麻，胸腹联合切口或腹直肌旁切口、腹膜后途径，或腹正中切口，打开后腹膜，显露控制肾脏、

肾动脉、肾静脉和腹主动脉，肾脏表面覆盖冰屑降温，全身肝素化，阻断肾动脉，必要时阻断腹主

动脉，剥除增生的内膜，冲洗管腔，缝合动脉切口。根据需要行自体静脉或人工材料补片扩大成

形，肾动脉阻断过程中经肾动脉灌注肾保护液、阻断肾静脉并引流保护液，关腹。不含自体静脉取

JLR65501
经皮穿刺肾动脉支架成

形术

局麻，经股动脉途径穿刺，置管，腹主动脉造影，肾动脉选择性造影、动脉直径测量。放置支架，

酌情球囊导管扩张，再次行动脉造影评价疗效和观察有无并发症出现。不含球囊成形术、DSA引导

JLR47503
经皮穿刺肾动脉支架置

入术

消毒，麻醉，穿刺置管，造影摄片，球囊扩张，支架置入，造影复查，穿刺点压迫包扎。人工报告

。不含监护。

JLR65502
经皮穿刺肾动脉球囊成

形术

消毒，麻醉，穿刺置管，造影摄片，球囊扩张，造影复查，穿刺点压迫包扎。人工报告。不含监护

。

JLR43503
经皮穿刺肾动脉瘤栓塞

术

局麻，经股动脉途径穿刺，置管，腹主动脉造影，肾动脉选择性造影、瘤体和动脉直径测量。弹簧

圈植入瘤体，必要时明胶海绵等栓塞物栓塞，再次行动脉造影评价疗效和观察有无并发症出现。不

含DSA引导。

JLR43504 经皮穿刺肾动脉栓塞术
消毒，麻醉，穿刺置管，造影摄片，栓塞，复查造影，拔管，穿刺点压迫包扎。人工报告。不含监

护。

JLR47502
经皮穿刺肾动脉瘤栓塞

+支架置入术

局麻，经股动脉途径穿刺，置管，腹主动脉造影，肾动脉选择性造影、瘤体和动脉直径测量。弹簧

圈植入术，必要时明胶海绵等栓塞物栓塞。植入裸支架，再次行动脉造影评价疗效和观察有无并发

症出现。不含DSA引导。

JLR68501
经皮穿刺肾动脉瘤腔内

隔绝术

局麻，经股动脉途径穿刺，置管，腹主动脉造影，肾动脉选择性造影、瘤体和动脉直径测量。覆膜

支架植入术，再次行动脉造影评价疗效和观察有无并发症出现。不含DSA引导。

JLR62302
肾动脉瘤旷置+肾切除

术

全麻，胸腹联合切口或腹直肌旁切口、腹膜后途径，或腹正中切口，打开后腹膜。显露控制肾脏、

肾动脉、肾静脉和腹主动脉。酌情全身肝素化。旷置结扎动脉瘤，结扎和切断肾静脉和输尿管。切

除肾脏和部分输尿管。放置引流管关腹。

JLR62303
肾动脉瘤切除+肾切除

术

全麻，胸腹联合切口或腹直肌旁切口、腹膜后途径，或腹正中切口，打开后腹膜。显露控制肾脏、

肾动脉、肾静脉和腹主动脉。酌情全身肝素化。切除结扎动脉瘤，结扎和切断肾静脉和输尿管。切

除肾脏和部分输尿管。放置引流管关腹。

JLR73301
肾动脉瘤切除自体肾移

植术

全麻，胸腹联合切口或腹直肌旁切口、腹膜后途径，或腹正中切口，打开后腹膜。显露控制肾脏、

肾动脉、肾静脉和腹主动脉，全身肝素化，切除或旷置结扎动脉瘤，结扎和切断肾动、静脉和输尿

管。肾脏保护液灌注。将肾动、静脉分别与髂(髂内)动、静脉吻合，吻合输尿管、放置输尿管支撑

导管，关腹。不含肾动脉成形术。

JLR61501
经皮肾动脉内血栓抽吸

术

消毒，麻醉，穿刺置管，造影摄片，血栓抽吸或机械碎栓，复查造影，拔管，穿刺点压迫包扎。人

工报告。不含监护。

JLR60501
经皮肾动脉内血栓碎栓

术

消毒，麻醉，穿刺置管，造影摄片，机械碎栓，复查造影，拔管，穿刺点压迫包扎。人工报告。不

含监护。

JLR48301 肾动脉切开取栓术

全麻，胸腹联合切口或腹直肌旁切口、腹膜后途径，或腹正中切口，打开后腹膜。显露控制肾动脉

、肾静脉和腹主动脉，酌情控制下腔静脉。肾脏表面覆盖冰屑降温，全身肝素化，阻断肾动脉，切

开动脉，取栓导管取栓完全，冲洗管腔，缝合肾动脉切口。必要时补片扩大成形，关腹。肾动脉阻

断过程中酌情经肾动脉灌注肾保护液、阻断肾静脉并引流保护液。

JLR71301 肾动脉人工血管旁路术

全麻，胸腹联合切口或腹直肌旁切口、腹膜后途径，或腹正中切口，打开后腹膜。显露控制肾脏、

肾动脉、肾静脉和腹主动脉(酌情控制下腔静脉)。肾脏表面覆盖冰屑降温，全身肝素化，阻断肾动

脉(必要时阻断腹主动脉)，取人工血管与腹主动脉(或肾动脉近端)端-侧吻合，另一端与远端正常

的肾动脉吻合，关腹。肾动脉阻断过程中酌情经肾动脉灌注肾保护液、阻断肾静脉并引流保护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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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名称 项目内涵

JLR71302
肾动脉自体大隐静脉旁

路术

全麻，胸腹联合切口或腹直肌旁切口、腹膜后途径，或腹正中切口，打开后腹膜。显露控制肾脏、

肾动脉、肾静脉和腹主动脉(酌情控制下腔静脉)。肾脏表面覆盖冰屑降温，全身肝素化，阻断肾动

脉(必要时阻断腹主动脉)，取自体静脉与腹主动脉(或肾动脉近端)端-侧吻合，另一端与远端正常

肾动脉吻合，关腹。肾动脉阻断过程中酌情经肾动脉灌注肾保护液、阻断肾静脉并引流保护液。不

含自体静脉取材术。

JLR60502 经皮穿刺肾动脉溶栓术
消毒，麻醉，穿刺置管，造影摄片，局部溶栓，复查造影，拔管，穿刺点压迫包扎。人工报告。不

含监护。

JLR69501
经皮穿刺肾动脉瘤切除

+肾动脉重建术

全麻，胸腹联合切口或腹直肌旁切口、腹膜后途径，或腹正中切口，打开后腹膜。显露控制肾脏、

肾动脉、肾静脉和腹主动脉。肾脏表面覆盖冰屑降温，全身肝素化，阻断肾动脉，切除动脉瘤，肾

动脉端-端吻合或肾动脉与腹主动脉端-侧吻合。或缝合动脉破口，酌情补片成形。肾动脉阻断过程

中酌情经肾动脉灌注肾保护液、阻断肾静脉并引流保护液，关腹。不含静脉取材。

JLR69301
肾动脉瘤切除+肾动脉

人工血管间置重建术

全麻，胸腹联合切口或腹直肌旁切口、腹膜后途径，或腹正中切口，打开后腹膜。显露控制肾脏、

肾动脉、肾静脉和腹主动脉。肾脏表面覆盖冰屑降温，全身肝素化，阻断肾动脉，切除动脉瘤，取

人工血管与肾动脉端-端吻合(2次，或人工血管1端与腹主动脉吻合)，关腹。肾动脉阻断过程中酌

情经肾动脉灌注肾保护液、阻断肾静脉并引流保护液。

JLR71303
肾动脉瘤旷置+肾动脉

人工血管旁路术

全麻，胸腹联合切口或腹直肌旁切口、腹膜后途径，或腹正中切口，打开后腹膜。显露控制肾脏、

肾动脉、肾静脉和腹主动脉。肾脏表面覆盖冰屑降温，全身肝素化，阻断肾动脉，旷置动脉瘤，取

人工血管与腹主动脉(或肾动脉近端)端-侧吻合，另一端与肾动脉远端吻合，关腹。肾动脉阻断过

程中酌情经肾动脉灌注肾保护液、阻断肾静脉并引流保护液。

JLR71304
肾动脉瘤切除+肾动脉

人工血管旁路术

全麻，胸腹联合切口或腹直肌旁切口、腹膜后途径，或腹正中切口，打开后腹膜。显露控制肾脏、

肾动脉、肾静脉和腹主动脉。肾脏表面覆盖冰屑降温，全身肝素化，阻断肾动脉，切除动脉瘤，取

人工血管与腹主动脉(或肾动脉近端)端-侧吻合，另一端与肾动脉远端吻合，关腹。肾动脉阻断过

程中酌情经肾动脉灌注肾保护液、阻断肾静脉并引流保护液。

JLR69302

肾动脉瘤切除+肾动脉

自体大隐静脉间置重建

术

全麻，胸腹联合切口或腹直肌旁切口、腹膜后途径，或腹正中切口，打开后腹膜。显露控制肾脏、

肾动脉、肾静脉和腹主动脉，肾脏表面覆盖冰屑降温，全身肝素化，阻断肾动脉，切除动脉瘤，取

自体静脉与肾动脉端-端吻合(2次，或人工血管1端与腹主动脉吻合)，关腹。肾动脉阻断过程中必

要时经肾动脉灌注肾保护液、阻断肾静脉并引流保护液。不含自体静脉取材术。

JLR71305
肾动脉瘤旷置+肾动脉

自体大隐静脉旁路术

全麻，胸腹联合切口或腹直肌旁切口、腹膜后途径，或腹正中切口，打开后腹膜。显露控制肾脏、

肾动脉、肾静脉和腹主动脉，肾脏表面覆盖冰屑降温，全身肝素化，阻断肾动脉，旷置动脉瘤，取

自体静脉与腹主动脉(或肾动脉近端)端-侧吻合，另一端与肾动脉远端吻合，关腹。肾动脉阻断过

程中必要时经肾动脉灌注肾保护液、阻断肾静脉并引流保护液。不含自体静脉取材术。

JLR71306
肾动脉瘤切除+肾动脉

自体大隐静脉旁路术

全麻，胸腹联合切口或腹直肌旁切口、腹膜后途径，或腹正中切口，打开后腹膜。显露控制肾脏、

肾动脉、肾静脉和腹主动脉。肾脏表面覆盖冰屑降温，全身肝素化，阻断肾动脉，切除动脉瘤，取

自体静脉与腹主动脉(或肾动脉近端)端-侧吻合，另一端与肾动脉远端吻合，关腹。肾动脉阻断过

程中酌情经肾动脉灌注肾保护液、阻断肾静脉并引流保护液。不含自体静脉取材术。

JLR69303 肾血管重建术
消毒，电刀逐层切开，暴露肾脏动脉，探查肾脏动脉，找到狭窄的动脉段，阻断动脉血流，切除病

变部分，血管缝合线吻合血管，松开止血的血管钳，观察血流情况，留置引流，关闭切口。
髂总动脉

JLS70501
经皮穿刺髂动脉激光再

通术

局麻，经股动脉或肱桡动脉穿刺，置管，髂动脉造影、导丝引导下应用激光导管开通动脉管腔，再

次造影评估疗效，如仍有狭窄可行球囊扩张支架植入。拔管穿刺点加压包扎。不含经皮动脉穿刺置

管术、动脉切开置管术、球囊扩张、支架植入、DSA引导。

JLS60501
经皮穿刺髂动脉射频消

融再通术

局麻，经股动脉或肱桡动脉穿刺，置管，髂动脉造影、导丝引导下应用射频消融导管开通动脉管

腔，再次造影评估疗效，如仍有狭窄可行球囊扩张支架植入。拔管穿刺点加压包扎。不含经皮动脉

穿刺置管术、动脉切开置管术、球囊扩张、支架植入、DSA引导。

JLS68501
经皮穿刺髂动脉旋磨再

通术

局麻，经股动脉或肱桡动脉穿刺，置管，髂动脉造影、导丝引导下应用旋磨导管开通动脉管腔，再

次造影评估疗效，如仍有狭窄可行球囊扩张支架植入。拔管穿刺点加压包扎。不含经皮动脉穿刺置

管术、动脉切开置管术、球囊扩张、支架植入、DSA引导。

JLS68502
经皮穿刺髂动脉旋切再

通术

局麻，经股动脉或肱桡动脉穿刺，置管，髂动脉造影、导丝引导下应用旋切导管开通动脉管腔，再

次造影评估疗效，如仍有狭窄可行球囊扩张支架植入。拔管穿刺点加压包扎。不含动脉切开置管术

、球囊扩张、支架植入、经皮动脉穿刺置管术、DSA引导。

JLS70502
经皮穿刺髂动脉置管溶

栓术

局麻，经股动脉或肱桡动脉穿刺，置管，腹主动脉造影，导丝引导下应用溶栓药物推注开通动脉管

腔，再次造影评估疗效，如仍有狭窄可行球囊扩张支架植入，拔管穿刺点加压包扎。不含动脉切开

置管术、球囊扩张、支架植入、DSA引导。

JLS47501
经皮穿刺髂动脉球囊扩

张+支架置入术

局麻，经股动脉或肱桡动脉穿刺，置管，髂动脉造影、球囊导管扩张支架植入，再次造影评估疗

效，拔管穿刺点加压包扎。不含动脉切开置管术、球囊扩张、支架植入、经皮动脉穿刺置管术、

DSA引导。

JLS68301
经颈动脉置管髂动脉覆

膜支架腔内修复术

局部麻醉、连续硬膜外麻醉或全身麻醉，颈部切口，经颈动脉途径置管，腹主动脉双髂动脉造影，

测量瘤体和动脉直径，全身肝素化，直型大动脉覆膜支架(支架型人工血管)植入髂动脉，再次动脉

造影评价疗效。关闭切口。

JLS68503
经皮穿刺髂动脉球囊成

形术

局麻，经股动脉或肱桡动脉穿刺，置管，髂动脉造影、球囊导管扩张，再次造影评估疗效，拔管穿

刺点加压包扎。不含动脉切开置管术、球囊扩张、支架植入、经皮动脉穿刺置管术、DSA引导。

JLS68504 髂动静脉瘘腔内隔绝术
局麻或全麻，股总动脉穿刺，髂动脉造影，植入覆膜支架，再次造影观察效果，退出输送器，压迫

穿刺点或使用血管闭合装置。

JLS68505
经皮穿刺髂动脉覆膜支

架腔内隔绝术

局部麻醉、连续硬膜外麻醉或全身麻醉，腹股沟部切口，经髂股动脉途径置管，腹主动脉双髂动脉

造影，测量瘤体和动脉直径，股动脉切口，游离控制股动脉，全身肝素化，直型大动脉覆膜支架

(支架型人工血管)植入髂动脉，再次动脉造影评价疗效，关闭切口。

JLS62501
经皮穿刺髂动脉血栓切

除术

局麻、连续硬膜外麻醉或全身麻醉，腹正中绕脐切口或患侧腹膜外切口，股三角区纵切口，全身肝

素化，控制并阻断髂动脉，于髂动脉病变处切开，血栓切除，并以Fogarty取栓导管向病变近远心

端取栓，关闭切口。不含髂内动脉重建、肠系膜下动脉重建。

JLS62502
经皮穿刺髂动脉内膜剥

脱术

连续硬膜外麻醉或全身麻醉，腹正中绕脐切口或患侧腹膜外切口，全身肝素化，控制并阻断腹主动

脉及患侧髂股动脉，行病变处内膜剥脱，关闭切口。不含髂内动脉重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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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LS43501
髂动脉假性动脉瘤旷置

术

连续硬膜外麻醉或全身麻醉，常规入腹，全身肝素化，控制并缝闭腹主动脉瘤颈和/或髂动脉瘤

颈，结扎肠系膜下动脉，以人工血管重建盆腔及下肢血运，关腹。不含髂内动脉、肠系膜下动脉重

JLS43502 髂动脉瘤旷置术
含腹主真性动脉瘤及夹层动脉瘤。连续硬膜外麻醉或全身麻醉，常规入腹，全身肝素化，控制并缝

闭腹主动脉瘤颈和/或髂动脉瘤颈，结扎肠系膜下动脉，以人工血管重建盆腔及下肢血运，关腹。

不含髂内动脉、肠系膜下动脉重建。

JLS68506
经皮穿刺髂动脉创伤性

动静脉瘘修补术

患者仰卧于手术台，消毒铺巾，腹股沟切口显露股动脉，穿刺股动脉，留置导鞘，导丝引导下覆膜

支架到达创伤部位，定位释放支架，球囊扩张使之贴附，造影显示封闭完全后撤除导丝，拔出鞘

管，缝合动脉穿刺处，创口逐层缝合，必要时补片修补。

JLS68507
髂动脉创伤性动静脉瘘

修补术

患者仰卧于手术台，消毒铺巾，创伤局部或下腹大麦氏切口，游离动静脉瘘两端血管，静脉肝素抗

凝，阻断动静脉，缝合结扎切断瘘口。必要时行人工血管或自体血管修复动静脉，彻底止血冲洗后

放植引流，关闭切口。不含自体血管取材术。

JLS68508 髂动脉瘤成形术
含腹主真性动脉瘤及夹层动脉瘤。连续硬膜外麻醉或全身麻醉，常规入腹，全身肝素化，控制并阻

断腹主动脉及双髂动脉，折叠缩缝动脉瘤壁或以人工材料包裹，修补动脉瘤体，以各类栓塞材料填

注旷置瘤腔，关腹。不含髂内动脉、肠系膜下动脉重建。

JLS68509
髂动脉假性动脉瘤成形

术

连续硬膜外麻醉或全身麻醉，常规入腹，全身肝素化，控制并阻断腹主动脉及双髂动脉，折叠缩缝

动脉瘤壁或以人工材料包裹、修补动脉瘤体，以各类栓塞材料填注旷置瘤腔，关腹。不含髂内动脉

、肠系膜下动脉重建。

JLS73501
髂动脉瘤切除人工血管

置换术

含腹主真性动脉瘤及夹层动脉瘤。连续硬膜外麻醉或全身麻醉，腹正中绕脐切口，股三角区纵切

口，全身肝素化，控制并阻断腹主动脉及髂股动脉，打后腹膜隧道连接腹部与股部切口，结扎肠系

膜下动脉，切开动脉瘤体，缝扎腰动脉及髂动脉断端，以人工血管分别与腹主动脉及股动脉吻合，

关腹及股部切口。不含髂内动脉、肠系膜下动脉重建。

JLS73502
双髂动脉瘤切除人工血

管置换术

含腹主真性动脉瘤及夹层动脉瘤。连续硬膜外麻醉或全身麻醉，腹正中绕脐切口，股三角区纵切

口，全身肝素化，控制并阻断腹主动脉及髂股动脉，打后腹膜隧道连接腹部与股部切口，结扎肠系

膜下动脉，切开动脉瘤体，缝扎腰动脉及髂动脉断端，以人工血管分别与腹主动脉及股动脉吻合，

关腹及股部切口。不含髂内动脉、肠系膜下动脉重建。

JLS73301
破裂髂动脉瘤切除腹主

动脉-双髂动脉人工血

管置换术

连续硬膜外麻醉或全身麻醉，常规入腹，全身肝素化，控制并阻断腹主动脉及双髂动脉，折叠缩缝

动脉瘤壁或以人工材料包裹、修补动脉瘤体，以各类栓塞材料填注旷置瘤腔，关腹。不含髂内动脉

、肠系膜下动脉重建。

JLS73302

破裂髂动脉瘤切除腹主

动脉-双股动脉人工血

管置换术

连续硬膜外麻醉或全身麻醉，腹正中绕脐切口，股三角区纵切口，全身肝素化，控制并阻断腹主动

脉及髂股动脉，打后腹膜隧道连接腹部与股部切口，结扎肠系膜下动脉，切开动脉瘤体，缝扎腰动

脉及髂动脉断端，以人工血管分别与腹主动脉及股动脉吻合，关腹及股部切口。不含髂内动脉、肠

系膜下动脉重建。

JLS73303

破裂髂动脉瘤切除腹主

动脉-单侧髂股动脉人

工血管置换术

连续硬膜外麻醉或全身麻醉，常规入腹，股三角区纵切口，全身肝素化，控制并阻断腹主动脉及双

髂动脉，打后腹膜隧道连接腹部与股部切口，结扎肠系膜下动脉，切开动脉瘤体，缝扎腰动脉及髂

动脉断端，保留或重建至少一侧髂内动脉，以Y型人工血管分别与腹主动脉及髂、股动脉吻合，关

腹及股部切口。不含髂内动脉、肠系膜下动脉重建。

JLS68302 髂动脉消化道瘘修复术
连续硬膜外麻醉或全身麻醉，常规入腹，全身肝素化，控制并阻断髂动脉、肠系膜下动脉及肠管，

直接缝合或应用自体静脉、人工材料修复动脉瘘口，切除受累消化道管腔并行自身对端吻合，关腹

。不含消化道管腔切除或修补、自体血管材料取材。

JLS68303 髂动脉膀胱瘘修复术
连续硬膜外麻醉或全身麻醉，常规入腹，全身肝素化，控制并阻断髂动脉、肠系膜下动脉及肠管，

直接缝合或应用自体静脉、人工材料修复动脉瘘口，切除受累消化道管腔并行自身对端吻合，关腹

。不含消化道管腔切除或修补、自体血管材料取材。

JLS71301
单侧髂动脉闭塞主-髂

动脉人工血管旁路术

连续硬膜外麻醉或全身麻醉，常规入腹，全身肝素化，控制并阻断腹主动脉及双髂动脉，以直型人

工血管分别与腹主动脉及患侧髂动脉吻合，关腹。不含髂内动脉、肠系膜下动脉重建。

JLS71302
双侧髂动脉闭塞主-髂

动脉人工血管旁路术(Y

型人工血管)

连续硬膜外麻醉或全身麻醉，常规入腹，全身肝素化，控制并阻断腹主动脉及双髂动脉，以Y型人

工血管分别与腹主动脉及双侧髂动脉吻合，关腹。不含髂内动脉、肠系膜下动脉重建。

JLS71303
髂股动脉闭塞腹主动脉

-股动脉人工血管旁路

术

连续硬膜外麻醉或全身麻醉，腹正中绕脐切口，股三角区纵切口，全身肝素化，控制并阻断腹主动

脉及双髂股动脉，打后腹膜隧道连接腹部与股部切口，以人工血管分别与肾下腹主动脉及患侧股动

脉吻合，关闭切口。不含髂内动脉、肠系膜下动脉重建。

JLS71304
髂股动脉闭塞髂动脉-

股动脉人工血管旁路术

连续硬膜外麻醉或全身麻醉，腹正中绕脐切口或患侧腹膜外切口，股三角区纵切口，全身肝素化，

控制并阻断腹主动脉及患侧髂股动脉，打后腹膜隧道连接腹部与股部切口，以人工血管分别与髂动

脉及患侧股动脉吻合，关闭切口。不含髂内动脉重建。

JLS47502
经皮穿刺髂股动脉支架

置入术

消毒，麻醉，穿刺置管，造影摄片，球囊扩张，支架置入，造影复查，穿刺点压迫包扎。人工报告

。不含监护。

JLT43501
经皮穿刺髂内动脉栓塞

术

消毒，麻醉，穿刺置管，造影摄片，栓塞，复查造影，拔管，穿刺点压迫包扎。人工报告。不含监

护。

JLT65501
经皮穿刺髂内动脉球囊

成形术

局麻，经股动脉或肱桡动脉穿刺，置管，髂内动脉造影、球囊导管扩张。再次造影评估疗效。拔管

穿刺点加压包扎。不含DSA引导。

JLT47501
经皮穿刺髂内动脉球囊

扩张+支架置入术

局麻，经股动脉或肱桡动脉穿刺，置管，髂内动脉造影、球囊导管扩张支架植入，再次造影评估疗

效，拔管穿刺点加压包扎。不含动脉切开置管术、球囊扩张、支架植入、经皮动脉穿刺置管术、

DSA引导。
JLT43301 骨盆骨折髂内动脉结扎 消毒铺巾，切开暴露髂内动脉，给予结扎止血，冲洗缝合伤口。

JLT69501 髂内动脉重建术
连续硬膜外麻醉或全身麻醉，腹正中绕脐切口或患侧腹膜外切口，全身肝素化，控制并阻断髂总髂

内髂外动脉，行病变处内膜剥脱、原位移植、自体血管或人工血管移植术，关闭切口。

JLT43502
经皮穿刺膀胱动脉栓塞

术

消毒，麻醉，穿刺置管，造影摄片，栓塞，复查造影，拔管，穿刺点压迫包扎。人工报告。不含监

护。

JLT47502
经皮穿刺子宫动脉置管

术

消毒，麻醉，穿刺置管，经股/腋动脉途径穿刺，置管，主动脉造影、子宫动脉选择性造影后留置

导管，妥善外固定。人工报告。不含监护。

JLT43503
经皮穿刺子宫动脉栓塞

术

消毒，麻醉，穿刺置管，造影摄片，栓塞，复查造影，拔管，穿刺点压迫包扎。人工报告。不含监

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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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LT43504
经皮穿刺生殖动脉瘤栓

塞术

局麻，经股动脉途径穿刺，置管，腹主动脉造影，生殖动脉选择性造影、瘤体和动脉直径测量。弹

簧圈植入瘤体，必要时明胶海绵等栓塞物栓塞，再次行动脉造影评价疗效和观察有无并发症出现。

不含DSA引导。

JLT43505
经皮穿刺生殖动脉栓塞

术

局麻，经股动脉途径穿刺，置管，腹主动脉造影，生殖动脉选择性造影、动脉直径测量。弹簧圈植

入生殖动脉，必要时明胶海绵等栓塞物栓塞，再次行动脉造影评价疗效和观察有无并发症出现。不

含DSA引导。

JLT62301 生殖动脉瘤切除术
全麻，腹正中切口，打开后腹膜或腹直肌旁切口、腹膜后途径，显露控制生殖动脉，切除或旷置结

扎动脉瘤，关腹。

JLU50501
经皮穿刺股动脉内膜剥

脱术

连续硬膜外麻醉或全身麻醉，腹正中绕脐切口或患侧腹膜外切口，股三角区纵切口，全身肝素化，

控制并阻断腹主动脉及患侧髂股动脉，行病变处内膜剥脱，关闭切口。不含髂内动脉重建。

JLU07301 下肢股动脉探查术
患者仰卧于手术台，消毒铺巾，切开皮肤，游离动脉，探查动脉有无搏动、断裂、外压、血栓等，

再进行相应治疗。必要时切开动脉探查腔内，彻底止血后放植引流，关闭切口。

JLU68301 股动脉修复术
患者仰卧于手术台，消毒铺巾，损伤局部切口，显露游离受损血管，静脉肝素抗凝，阻断血管，缝

合、补片成形、对端吻合或人工血管自体血管间置，彻底止血冲洗后放植引流，关闭切口。含股总

动脉、股深动脉和股浅动脉修复。不含血管探查术、自体血管取材术。

JLU68302
股动脉创伤性动静脉瘘

修补术

患者仰卧于手术台，消毒铺巾，创伤局部或腹股沟切口，游离动静脉瘘两端血管，静脉肝素抗凝，

阻断动静脉，缝合结扎切断瘘口。必要时行人工血管或自体血管修复动静脉，彻底止血冲洗后放植

引流，关闭切口。不含自体血管取材术。

JLU38501
股动脉假性动脉瘤凝血

酶注入封闭术

消毒铺巾，在超声引导下穿刺至假性动脉瘤瘤腔内，注射凝血酶直至超声不能探及彩色血流信号。

不含超声引导。

JLU65501
经皮穿刺股动脉球囊成

形术

消毒，麻醉，穿刺置管，造影摄片，球囊扩张，造影复查，穿刺点压迫包扎。人工报告。不含监护

。

JLU65502
经皮穿刺单侧股动脉激

光再通+球囊成形术

患者仰卧于造影台，局麻下顺行穿刺股动脉，植入血管鞘管，肝素抗凝，造影观察股浅动脉的情

况，路图下，导丝引导将导管插入到病变部位，更换交换导丝，插入激光光纤导管，行激光成形

后，退出光纤交换球囊到病变部位，行股浅动脉狭窄球囊扩张，退管造影。造影结束拔除血管鞘

管，穿刺点压迫止血20分钟后弹力绷带加压包扎。不含DSA引导。

JLU71301
股股动脉耻骨上自体大

隐静脉旁路术

患者仰卧于手术台，消毒铺巾，切取足够长大隐静脉，取双腹股沟、切口，显露游离双侧股动脉，

经耻骨上皮下打通隧道，静脉肝素抗凝，阻断吻合处动脉近远端，行人工血管与两侧股动脉吻合，

彻底止血、冲洗并放植引流，关闭切口。不含大隐静脉取材术。

JLU71302
股-股动脉耻骨上人工

血管旁路术

患者仰卧于手术台，消毒铺巾，双腹股沟切口，游离股动脉，做耻骨上皮下人工隧道，静脉肝素抗

凝，阻断股动脉血流，股动脉切开，人工血管和双侧股动脉吻合，排气后结扎缝线，恢复血流，创

口植引流管，关闭伤口。含一侧股总/股浅/股深动脉到对侧股总/股浅/股深动脉的旁路术。

JLU71303
同侧股-股动脉人工血

管旁路术

患者仰卧于手术台，消毒铺巾，一侧腹股沟和/或大腿切口，游离待吻合股动脉段，(做皮下人工隧

道)，静脉肝素抗凝，阻断股动脉血流，股动脉切开，人工血管和两端股动脉段吻合，排气后结扎

缝线，恢复血流，创口植引流管，关闭伤口。含同侧股总、股深、股浅之间的旁路术。

JLU71304
股动脉-腓动脉自体大

隐静脉原位移植术

患者仰卧于手术台，消毒铺巾，取腹股沟/大腿内侧切口或膝上内侧切口，显露游离股动脉，小腿

内侧切口或腓骨外侧切口并切除部分腓骨，显露并游离腓动脉，解剖游离大隐静脉近远端，瓣膜去

功能化后，静脉肝素抗凝，阻断动脉近远端，行移植段血管与股动脉和腓动脉端侧吻合，彻底止血

、冲洗并放植引流，关闭切口。

JLU71305
股-腓动脉人工血管旁

路术

患者仰卧于手术台，消毒铺巾，取腹股沟/大腿内侧切口或膝上内侧切口，显露游离股动脉。小腿

内侧切口或腓骨外侧切口并切除部分腓骨，显露并游离腓动脉，打通皮下及肌间隧道，静脉肝素抗

凝，阻断动脉近远端，行人工血管与股动脉和腓动脉端侧吻合，彻底止血、冲洗并放植引流，关闭

JLU71306
股-腓动脉自体血管旁

路术

患者仰卧于手术台，消毒铺巾，取腹股沟/大腿内侧切口或膝上内侧切口，显露游离股动脉，小腿

内侧切口或腓骨外侧切口并切除部分腓骨，显露并游离腓动脉，打通皮下及肌间隧道，静脉肝素抗

凝，阻断动脉近远端，行移植段血管与股动脉和腓动脉端侧吻合，彻底止血、冲洗并放植引流，关

闭切口。不含自体血管取材术。

JLU71307
股-膝上腘动脉人工血

管旁路术

患者仰卧于手术台，消毒铺巾，做腹股沟和膝上大腿内侧切口，显露并游离股动脉和腘动脉，静脉

肝素抗凝，阻断动脉，行人工血管与股、腘动脉端侧吻合，开放阻断，止血，放植引流，关闭切口

JLU71308
股-膝上腘动脉自体血

管旁路术

患者仰卧于手术台，消毒铺巾，做腹股沟和膝内侧切口，显露并游离股动脉和腘动脉，静脉肝素抗

凝，阻断动脉，行移植段自体血管与股、腘动脉端侧吻合，开放阻断，止血，放植引流，关闭切口

。不含自体血管取材术。

JLU71309
股-膝下腘动脉人工血

管旁路术

患者仰卧于手术台，消毒铺巾，做腹股沟和膝下小腿内侧切口，显露并游离股动脉和腘动脉，静脉

肝素抗凝，阻断动脉，行人工血管与股、腘动脉端侧吻合，开放阻断，止血，放植引流，关闭切口

JLU71310
股-膝下腘动脉自体血

管旁路术

患者仰卧于手术台，消毒铺巾，做腹股沟和膝内侧切口，显露并游离股动脉和腘动脉，静脉肝素抗

凝，阻断动脉，行移植段自体血管与股、腘动脉端侧吻合，开放阻断，止血，放植引流，关闭切口

。不含自体血管取材术。

JLU71311
股-膝上腘动脉自体大

隐静脉原位旁路术

患者仰卧于手术台，消毒铺巾，做腹股沟和膝内侧切口，显露并游离股动脉和腘动脉，解剖游离近

远端拟吻合处大隐静脉，瓣膜去功能化，静脉肝素抗凝，阻断动脉，行相应大隐静脉与股、腘动脉

端侧吻合，开放阻断，止血，放植引流，关闭切口。

JLU71312
股-膝下腘动脉自体大

隐静脉原位移植术

患者仰卧于手术台，消毒铺巾，做腹股沟和膝内侧切口，显露并游离股动脉和腘动脉，解剖游离近

远端拟吻合处大隐静脉，瓣膜去功能化，静脉肝素抗凝，阻断动脉，行相应大隐静脉与股、腘动脉

端侧吻合，开放阻断，止血，放植引流，关闭切口。

JLU73301
股动脉-胫前动脉自体

大隐静脉原位移植术

患者仰卧于手术台，消毒铺巾，取腹股沟、膝上内侧切口，显露游离股动脉。胫前外侧切口显露并

游离胫前动脉。游离大隐静脉股动脉端和小腿部分的大隐静脉，结扎大隐静脉属支，切断大隐静脉

近端与股动脉吻合，切断踝部大隐静脉，用瓣膜刀切除瓣膜，远端大隐静脉经小腿骨间膜或皮下隧

道与胫前动脉吻合，彻底止血、冲洗并放植引流，关闭切口。

JLU73302
股动脉-胫后动脉自体

大隐静脉原位移植术

患者仰卧于手术台，消毒铺巾，取腹股沟/大腿内侧切口或膝上内侧切口，显露游离股动脉。小腿

内侧切口，显露并游离胫后动脉。解剖游离大隐静脉近远端，行大隐静脉瓣膜去功能化，静脉肝素

抗凝，阻断阻断处动脉近远端，行移植段血管与股动脉和胫后动脉端侧吻合，彻底止血、冲洗并放

植引流，关闭切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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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名称 项目内涵

JLU71313
股-胫前动脉人工血管

旁路术

患者仰卧于手术台，消毒铺巾，取腹股沟、膝下内侧切口，显露游离股动脉。胫前外侧切口显露并

游离胫前动脉。经小腿骨间膜或皮下打通隧道，静脉肝素抗凝，阻断吻合处动脉近远端，行人工血

管与股动脉和胫前动脉端侧吻合，彻底止血、冲洗并放植引流，关闭切口。

JLU71314
股-胫后动脉人工血管

旁路术

患者仰卧于手术台，消毒铺巾，取腹股沟/大腿内侧切口或膝上内侧切口，显露游离股动脉。小腿

内侧切口，显露并游离胫后动脉。打通皮下隧道，静脉肝素抗凝，阻断拟吻合处动脉近远端，行人

工血管与股动脉和胫后动脉端侧吻合，彻底止血、冲洗并放植引流，关闭切口。

JLU71315
股-胫前动脉自体血管

旁路术

患者仰卧于手术台，消毒铺巾，取腹股沟、膝上内侧切口，显露游离股动脉。胫前外侧切口显露并

游离胫前动脉。经小腿骨间膜或皮下打通隧道，静脉肝素抗凝，阻断拟吻合处动脉近远端，行自体

血管与股动脉和胫前动脉端侧吻合，彻底止血、冲洗并放植引流，关闭切口。不含自体血管取材术

JLU71316
股-胫后动脉自体血管

旁路术

患者仰卧于手术台，消毒铺巾，取腹股沟/大腿内侧切口或膝上内侧切口，显露游离股动脉。小腿

内侧切口，显露并游离胫后动脉。打通皮下隧道，静脉肝素抗凝，阻断阻断处动脉近远端，行移植

段血管与股动脉和胫后动脉端侧吻合，彻底止血、冲洗并放植引流，关闭切口。不含自体血管取材

JLU65503
经皮穿刺顺行同侧股浅

动脉球囊成形术

患者仰卧于造影台，局麻下顺行穿刺股动脉，植入血管鞘管，肝素抗凝，造影观察股浅动脉的情

况，路图下，导丝引导将导管插入到病变部位，更换交换导丝，插入球囊到病变部位，行股浅动脉

狭窄球囊扩张，退管造影。造影结束拔除血管鞘管，穿刺点压迫止血20分钟后弹力绷带加压包扎。

不含DSA引导。

JLU65504
经皮穿刺对侧股浅动脉

球囊成形术

患者仰卧于造影台，局麻下逆行穿刺股动脉，植入血管鞘管，肝素抗凝，猪尾导管造影观察腹主动

脉分叉及髂动脉的情况，路图下，导丝引导将导管插入到病变部位，更换交换导丝，更换长的血管

鞘管插入到对侧髂动脉，插入球囊到病变部位，行股浅动脉狭窄球囊扩张，术后经鞘管造影。造影

结束拔除血管鞘管，穿刺点压迫止血20分钟后弹力绷带加压包扎。不含DSA引导。

JLU47501
经皮穿刺单侧股浅动脉

球囊扩张+支架置入术

患者仰卧于造影台，局麻下顺行穿刺股动脉，植入血管鞘管，肝素抗凝，造影观察股浅动脉的情

况，路图下，导丝引导将导管通过股浅动脉病变部位，更换交换导丝，沿导丝插入球囊到病变部

位，行动脉狭窄球囊扩张，然后退出球囊导管，造影，路图下沿导丝插入支架输送器，释放支架，

术后经鞘管造影。造影结束拔除血管鞘管，穿刺点压迫止血20分钟后弹力绷带加压包扎。不含DSA

JLU47502

经颈动脉穿刺单侧股浅

动脉球囊扩张+支架置

入术

患者仰卧于造影台，局麻下穿刺颈动脉，植入血管鞘管，肝素抗凝，造影观察股浅动脉的情况，路

图下，导丝引导将导管通过主动脉、股浅动脉病变部位，更换交换导丝，沿导丝插入球囊到病变部

位，行动脉狭窄球囊扩张，然后退出球囊导管，造影，路图下沿导丝插入支架输送器，释放支架，

术后经鞘管造影。造影结束拔除血管鞘管，穿刺点压迫止血20分钟后弹力绷带加压包扎。不含DSA

JLU47503

经上肢动脉穿刺单侧股

浅动脉球囊扩张+支架

置入术

患者仰卧于造影台，局麻下穿刺肱/腋动脉，植入血管鞘管，肝素抗凝，造影观察股浅动脉的情

况，路图下，导丝引导将导管通过主动脉及股浅动脉病变部位，更换交换导丝，沿导丝插入球囊到

病变部位，行动脉狭窄球囊扩张，然后退出球囊导管，造影，路图下沿导丝插入支架输送器，释放

支架，术后经鞘管造影。造影结束拔除血管鞘管，穿刺点压迫止血20分钟后弹力绷带加压包扎。不

含DSA引导。

JLU47504

经腘动脉穿刺单侧股浅

动脉球囊扩张+支架置

入术

患者仰卧于造影台，局麻下逆行穿刺腘动脉，植入血管鞘管，肝素抗凝，路图下，导丝引导将导管

逆行至股浅动脉病变部位，更换交换导丝，沿导丝插入球囊到病变部位，行动脉狭窄球囊扩张，然

后退出球囊导管，造影，路图下沿导丝插入支架输送器，释放支架，术后经鞘管造影。造影结束拔

除血管鞘管，穿刺点压迫止血20分钟后弹力绷带加压包扎。不含DSA引导。

JLU65505
经皮穿刺顺行股浅动脉

旋切＋球囊成形术

患者仰卧于造影台，局麻下顺行穿刺股动脉，植入血管鞘管，肝素抗凝，造影观察股浅动脉的情

况，路图下，导丝引导将导管插入到病变部位，更换交换导丝，插入旋切导管，行斑块旋切后，退

出导管，交换球囊到病变部位，行股浅动脉狭窄球囊扩张，退管造影。造影结束拔除血管鞘管，穿

刺点压迫止血20分钟后弹力绷带加压包扎。不含DSA引导。

JLU65506
经皮穿刺股浅动脉旋切

＋球囊成形术

患者仰卧于造影台，局麻下逆行穿刺股动脉，植入血管鞘管，肝素抗凝，造影观察股浅动脉的情

况，路图下，导丝引导将导管插入到病变部位，更换交换导丝，插入旋切导管，行斑块旋切后，退

出导管，交换球囊到病变部位，行股浅动脉狭窄球囊扩张，退管造影。造影结束拔除血管鞘管，穿

刺点压迫止血20分钟后弹力绷带加压包扎。不含DSA引导。

JLU65507 股/腘动脉支架成形术

患者仰卧于造影台，局麻下顺行穿刺股动脉，植入血管鞘管，肝素抗凝，插入猪尾管造影观察腹主

动脉分叉部位及同侧髂、股动脉的情况，路图下，导丝引导将导管通过股/腘动脉病变部位，更换

交换导丝，更换长血管鞘管并插入到股总动脉部位，沿导丝插入支架输送器至病变部位，释放支

架，术后经鞘管造影。造影结束拔除血管鞘管，穿刺点压迫止血20分钟后弹力绷带加压包扎。不含

JLU65508
经皮穿刺顺行单侧股深

动脉内球囊成形术

患者仰卧于造影台，局麻下顺行穿刺股动脉，植入血管鞘管，肝素抗凝，造影观察同侧下肢动脉的

情况，路图下，导丝引导将导管插入到病变部位，更换交换导丝，插入球囊到病变部位，行股深动

脉狭窄球囊扩张，术后经鞘管造影。造影结束拔除血管鞘管，穿刺点压迫止血20分钟后弹力绷带加

压包扎。不含DSA引导。

JLU65509
经皮穿刺对侧股深动脉

内球囊成形术

患者仰卧于造影台，局麻下逆行穿刺股动脉，植入血管鞘管，肝素抗凝，猪尾导管造影观察腹主动

脉分叉及髂动脉的情况，路图下，导丝引导将导管插入到病变部位，更换交换导丝，更换长的血管

鞘管插入到对侧髂动脉，插入球囊到病变部位，行下肢动脉狭窄球囊扩张，术后经鞘管造影。造影

结束拔除血管鞘管，穿刺点压迫止血20分钟后弹力绷带加压包扎。不含DSA引导。

JLU47505
经皮穿刺单侧股深动脉

球囊扩张+支架置入术

患者仰卧于造影台，局麻下逆行穿刺股动脉，植入血管鞘管，肝素抗凝，插入猪尾管造影观察腹主

动脉分叉部位及对侧髂、股动脉的情况，路图下，导丝引导将导管通过腘动脉病变部位，更换交换

导丝，更换长血管鞘管并插入到髂外或股总动脉部位，沿导丝插入球囊到病变部位，行动脉狭窄球

囊扩张，然后退出球囊导管，造影，路图下沿导丝插入支架输送器，释放支架，术后经鞘管造影。

造影结束拔除血管鞘管，穿刺点压迫止血20分钟后弹力绷带加压包扎。不含DSA引导。

JLU47506

经颈动脉穿刺单侧股深

动脉球囊扩张+支架置

入术

患者仰卧于造影台，局麻下穿刺颈动脉，植入血管鞘管，肝素抗凝，插入猪尾管造影，路图下，导

丝引导将导管通过主动脉、股动脉到股深动脉病变部位，更换交换导丝，更换长血管鞘管并插入到

髂外或股总动脉部位，沿导丝插入球囊到病变部位，行动脉狭窄球囊扩张，然后退出球囊导管，造

影，路图下沿导丝插入支架输送器，释放支架，术后经鞘管造影。造影结束拔除血管鞘管，穿刺点

压迫止血20分钟后弹力绷带加压包扎。不含DSA引导。

JLU47507

经上肢动脉穿刺单侧股

深动脉球囊扩张+支架

置入术

患者仰卧于造影台，局麻下穿刺肱/腋动脉，植入血管鞘管，肝素抗凝，插入猪尾管造影，路图

下，导丝引导将导管通过主动脉至股深动脉病变部位，更换交换导丝，更换长血管鞘管并插入到髂

外或股总动脉部位，沿导丝插入球囊到病变部位，行动脉狭窄球囊扩张，然后退出球囊导管，造

影，路图下沿导丝插入支架输送器，释放支架，术后经鞘管造影。造影结束拔除血管鞘管，穿刺点

压迫止血20分钟后弹力绷带加压包扎。不含DSA引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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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LU65510
经皮穿刺顺行股深动脉

旋切＋球囊成形术

患者仰卧于造影台，局麻下顺行穿刺股动脉，植入血管鞘管，肝素抗凝，造影观察股深动脉的情

况，路图下，导丝引导将导管插入到病变部位，更换交换导丝，插入旋切导管，行斑块旋切后，退

出导管，交换球囊到病变部位，行股深动脉狭窄球囊扩张，退管造影。造影结束拔除血管鞘管，穿

刺点压迫止血20分钟后弹力绷带加压包扎。不含DSA引导。

JLV07301 下肢腘动脉探查术
患者仰卧于手术台，消毒铺巾，切开皮肤，游离动脉，探查动脉有无搏动、断裂、外压、血栓等，

再进行相应治疗。必要时切开动脉探查腔内，彻底止血后放植引流，关闭切口。

JLV68301 腘动脉修复术
患者仰卧于手术台，消毒铺巾，损伤局部切口，显露游离受损血管，静脉肝素抗凝，阻断血管，缝

合、补片成形、对端吻合或人工血管自体血管间置，彻底止血冲洗后放植引流，关闭切口。不含血

管探查术、自体血管取材术。

JLV53301
腘窝陷迫综合征腘动脉

松解术
全麻，俯卧或侧卧，后侧入路，游离腘动脉，切除压迫的异位肌肉或束带，关闭切口。

JLV69301
腘窝陷迫综合征腘动脉

切除重建术

全麻，俯卧或侧卧，后侧入路，游离腘动脉，切除压迫的异位肌肉或束带，切除闭塞的腘动脉，取

自体大隐静脉原位重建，关闭切口。

JLV68302
腘动脉创伤性动静脉瘘

修补术

患者仰卧于手术台，消毒铺巾，创伤局部切口，游离动静脉瘘两端血管，静脉肝素抗凝，阻断动静

脉，缝合结扎切断瘘口。必要时行人工血管或自体血管修复动静脉，彻底止血冲洗后放植引流，关

闭切口。不含自体血管取材术。

JLV65501
经皮穿刺单侧腘动脉内

球囊成形术

患者仰卧于造影台，局麻下逆行穿刺股动脉，植入血管鞘管，肝素抗凝，猪尾导管造影观察腹主动

脉分叉及髂动脉的情况，路图下，导丝引导将导管插入到病变部位，更换交换导丝，更换长的血管

鞘管插入到对侧股总动脉，插入球囊到对侧病变部位，行下肢动脉狭窄球囊扩张，术后经鞘管造影

。造影结束拔除血管鞘管，穿刺点压迫止血20分钟后弹力绷带加压包扎。不含DSA引导。

JLV47501
经皮穿刺单侧腘动脉球

囊扩张+支架置入术

患者仰卧于造影台，局麻下逆行穿刺股动脉，植入血管鞘管，肝素抗凝，插入猪尾管造影观察腹主

动脉分叉部位及对侧髂、股动脉的情况，路图下，导丝引导将导管通过腘动脉病变部位，更换交换

导丝，更换长血管鞘管并插入到髂外或股总动脉部位，沿导丝插入球囊到病变部位，行动脉狭窄球

囊扩张，然后退出球囊导管，造影，路图下沿导丝插入支架输送器，释放支架，术后经鞘管造影。

造影结束拔除血管鞘管，穿刺点压迫止血20分钟后弹力绷带加压包扎。不含DSA引导。

JLV65502
经皮穿刺单侧腘动脉激

光再通+球囊成形术

患者仰卧于造影台，局麻下顺行穿刺股动脉，植入血管鞘管，肝素抗凝，造影观察腘动脉的情况，

路图下，导丝引导将导管插入到病变部位，更换交换导丝，插入激光光纤导管，行激光成形后，退

出光纤交换球囊到病变部位，行股浅动脉狭窄球囊扩张，退管造影。造影结束拔除血管鞘管，穿刺

点压迫止血20分钟后弹力绷带加压包扎。不含DSA引导。

JLV47502

经足背动脉穿刺单侧腘

动脉球囊扩张+支架置

入术

患者仰卧于造影台，局麻下逆行穿刺胫后动脉远端，植入血管鞘管，肝素抗凝，插入猪尾管造影，

路图下，导丝引导将导管逆行至腘动脉近段病变部位，更换交换导丝，沿导丝插入球囊到病变部

位，行动脉狭窄球囊扩张，然后退出球囊导管，造影，路图下沿导丝插入支架输送器，释放支架，

术后经鞘管造影。造影结束拔除血管鞘管，穿刺点压迫止血20分钟后弹力绷带加压包扎。不含DSA

JLV47503

经胫后动脉穿刺单侧腘

动脉球囊扩张+支架置

入术

患者仰卧于造影台，局麻下逆行穿刺胫后动脉远端，植入血管鞘管，肝素抗凝，插入猪尾管造影，

路图下，导丝引导将导管逆行至腘/胫后动脉近段病变部位，更换交换导丝，沿导丝插入球囊到病

变部位，行动脉狭窄球囊扩张，然后退出球囊导管，造影，路图下沿导丝插入支架输送器，释放支

架，术后经鞘管造影。造影结束拔除血管鞘管，穿刺点压迫止血20分钟后弹力绷带加压包扎。不含

DSA引导。

JLV65503
经皮穿刺顺行同侧腘动

脉内球囊成形术

患者仰卧于造影台，局麻下顺行穿刺股动脉，植入血管鞘管，肝素抗凝，路图下，导丝引导将导管

插入到病变部位，更换交换导丝，插入球囊到对侧病变部位，行下肢动脉狭窄球囊扩张，术后经鞘

管造影。造影结束拔除血管鞘管，穿刺点压迫止血20分钟后弹力绷带加压包扎。不含DSA引导。

JLV65504
经皮穿刺顺行腘动脉旋

切＋球囊成形术

患者仰卧于造影台，局麻下顺行穿刺股动脉，植入血管鞘管，肝素抗凝，造影观察腘动脉的情况，

路图下，导丝引导将导管插入到病变部位，更换交换导丝，插入旋切导管，行斑块旋切后，退出导

管，交换球囊到病变部位，行腘动脉狭窄球囊扩张，退管造影。造影结束拔除血管鞘管，穿刺点压

迫止血20分钟后弹力绷带加压包扎。不含DSA引导。

JLV65505
经皮穿刺腘动脉旋切＋

球囊成形术

患者仰卧于造影台，局麻下逆行穿刺股动脉，植入血管鞘管，肝素抗凝，造影观察腘动脉的情况，

路图下，导丝引导将导管插入到病变部位，更换交换导丝，插入旋切导管，行斑块旋切后，退出导

管，交换球囊到病变部位，行腘动脉狭窄球囊扩张，退管造影。造影结束拔除血管鞘管，穿刺点压

迫止血20分钟后弹力绷带加压包扎。不含DSA引导。

JLV71301
腘-胫前动脉人工血管

旁路术

患者仰卧于手术台，消毒铺巾，取膝上/下内侧切口，显露游离腘动脉。胫前外侧切口显露并游离

胫前动脉，经小腿骨间膜打通隧道，静脉肝素抗凝，阻断拟吻合处动脉近远端，行人工血管与腘动

脉和胫前动脉端侧吻合，彻底止血、冲洗并放植引流，关闭切口。

JLV71302
腘-胫前动脉自体血管

旁路术

患者仰卧于手术台，消毒铺巾，取膝上/下内侧切口，显露游离腘动脉，胫前外侧切口显露并游离

胫前动脉，经小腿骨间膜或皮下打通隧道，静脉肝素抗凝，阻断拟吻合处动脉近远端，行自体血管

与腘动脉和胫前动脉端侧吻合，彻底止血、冲洗并放植引流，关闭切口。不含自体血管取材术。

JLV73301
腘动脉-胫前动脉自体

大隐静脉原位移植术

患者仰卧于手术台，消毒铺巾，取膝下内侧切口，显露游离腘动脉，胫前外侧切口显露并游离胫前

动脉，游离大隐静脉股动脉端和小腿部分的大隐静脉，结扎大隐静脉属支，切断大隐静脉近端与腘

动脉吻合，切断踝部大隐静脉，用瓣膜刀切除瓣膜，远端大隐静脉经小腿骨间膜或皮下隧道与胫前

动脉吻合，彻底止血、冲洗并放植引流，关闭切口。

JLV47504

经足背动脉穿刺单侧胫

前动脉球囊扩张+支架

置入术

患者仰卧于造影台，局麻下逆行穿刺足背动脉，植入血管鞘管，肝素抗凝，插入猪尾管造影，路图

下，导丝引导将导管逆行至胫前动脉病变部位，更换交换导丝，沿导丝插入球囊到病变部位，行动

脉狭窄球囊扩张，然后退出球囊导管，造影，路图下沿导丝插入支架输送器，释放支架，术后经鞘

管造影。造影结束拔除血管鞘管，穿刺点压迫止血20分钟后弹力绷带加压包扎。不含DSA引导。

JLV71303
腘-胫后动脉人工血管

旁路术

患者仰卧于手术台，消毒铺巾，取膝上/下内侧切口，显露游离腘动脉，小腿内侧切口，显露并游

离胫后动脉。打通皮下隧道，静脉肝素抗凝，阻断拟吻合处动脉近远端，行人工血管与腘动脉和胫

后动脉端侧吻合，彻底止血、冲洗并放植引流，关闭切口。

JLV71304
腘-胫后动脉自体血管

旁路术

患者仰卧于手术台，消毒铺巾，取膝上/下内侧切口，显露游离腘动脉。小腿内侧切口，显露并游

离胫后动脉。打通皮下隧道，静脉肝素抗凝，阻断阻断处动脉近远端，行移植段血管与腘动脉和胫

后动脉端侧吻合，彻底止血、冲洗并放植引流，关闭切口。不含自体血管取材术。

JLV73302
腘动脉-胫后动脉自体

大隐静脉原位移植术

患者仰卧于手术台，消毒铺巾，取膝上/下内侧切口，显露游离腘动脉，小腿内侧切口，显露并游

离胫后动脉。解剖游离大隐静脉近远端，行大隐静脉瓣膜去功能化，静脉肝素抗凝，阻断阻断处动

脉近远端，行移植段血管与腘动脉和胫后动脉端侧吻合，彻底止血、冲洗并放植引流，关闭切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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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LV71305
腘-腓动脉人工血管旁

路术

患者仰卧于手术台，消毒铺巾，取膝上/下内侧切口，显露游离腘动脉，小腿内侧切口或腓骨外侧

切口并切除部分腓骨，显露并游离腓动脉，打通皮下及肌间隧道，静脉肝素抗凝，阻断动脉近远

端，行人工血管与腘动脉和腓动脉端侧吻合，彻底止血、冲洗并放植引流，关闭切口。

JLV71306
腘-腓动脉自体血管旁

路术

患者仰卧于手术台，消毒铺巾，取膝上/下内侧切口，显露游离腘动脉，小腿内侧切口或腓骨外侧

切口并切除部分腓骨，显露并游离腓动脉，打通皮下及肌间隧道，静脉肝素抗凝，阻断动脉近远

端，行移植段血管与腘动脉和腓动脉端侧吻合，彻底止血、冲洗并放植引流，关闭切口。不含自体

血管取材术。

JLV73303
腘动脉-腓动脉自体大

隐静脉原位移植术

患者仰卧于手术台，消毒铺巾，取膝上/下内侧切口，显露游离腘动脉，小腿内侧切口或腓骨外侧

切口并切除部分腓骨，显露并游离腓动脉，解剖游离大隐静脉近远端，瓣膜去功能化后，静脉肝素

抗凝，阻断动脉近远端，行移植段血管与腘动脉和腓动脉端侧吻合，彻底止血、冲洗并放植引流，

关闭切口。

JLV07302 下肢胫前动脉探查术
患者仰卧于手术台，消毒铺巾，切开皮肤，游离动脉，探查动脉有无搏动、断裂、外压、血栓等，

再进行相应治疗。必要时切开动脉探查腔内，彻底止血后放植引流，关闭切口。

JLV07303 下肢胫后动脉探查术
患者仰卧于手术台，消毒铺巾，切开皮肤，游离动脉，探查动脉有无搏动、断裂、外压、血栓等，

再进行相应治疗。必要时切开动脉探查腔内，彻底止血后放植引流，关闭切口。

JLV47505

经胫后动脉穿刺单侧胫

后动脉球囊扩张+支架

置入术

患者仰卧于造影台，局麻下逆行穿刺胫后动脉远端，植入血管鞘管，肝素抗凝，插入猪尾管造影，

路图下，导丝引导将导管逆行至胫后动脉近段病变部位，更换交换导丝，沿导丝插入球囊到病变部

位，行动脉狭窄球囊扩张，然后退出球囊导管，造影，路图下沿导丝插入支架输送器，释放支架，

术后经鞘管造影。造影结束拔除血管鞘管，穿刺点压迫止血20分钟后弹力绷带加压包扎。不含DSA

JLV07304 下肢胫腓干动脉探查术
患者仰卧于手术台，消毒铺巾，切开皮肤，游离动脉，探查动脉有无搏动、断裂、外压、血栓等，

再进行相应治疗。必要时切开动脉探查腔内，彻底止血后放植引流，关闭切口。

JLV07305 下肢腓动脉探查术
患者仰卧于手术台，消毒铺巾，切开皮肤，游离动脉，探查动脉有无搏动、断裂、外压、血栓等，

再进行相应治疗。必要时切开动脉探查腔内，彻底止血后放植引流，关闭切口。

JLV07306 足背动脉探查术
患者仰卧于手术台，消毒铺巾，切开皮肤，游离动脉，探查动脉有无搏动、断裂、外压、血栓等，

再进行相应治疗。必要时切开动脉探查腔内，彻底止血后放植引流，关闭切口。

JLV65506
经皮穿刺顺行同侧足部

动脉球囊成形术

患者仰卧于造影台，局麻下顺行穿刺股动脉，植入血管鞘管，肝素抗凝，造影观察同侧下肢动脉的

情况，路图下，导丝引导将导管插入到病变部位，更换交换导丝，插入球囊到病变部位，行下肢动

脉狭窄球囊扩张，术后经鞘管造影。造影结束拔除血管鞘管，穿刺点弹力绷带压迫止血。不含DSA

JLV65507
经皮穿刺单侧足部动脉

激光再通+球囊成形术

患者仰卧于造影台，局麻下顺行穿刺股动脉，植入血管鞘管，肝素抗凝，造影观察足部动脉的情

况，路图下，导丝引导将导管插入到病变部位，更换交换导丝，插入激光光纤导管，行激光成形

后，退出光纤交换球囊到病变部位，行股浅动脉狭窄球囊扩张，退管造影。造影结束拔除血管鞘

管，穿刺点压迫止血20分钟后弹力绷带加压包扎。不含DSA引导。

JLV65508
经皮穿刺顺行足部动脉

旋切＋球囊成形术

患者仰卧于造影台，局麻下顺行穿刺股动脉，植入血管鞘管，肝素抗凝，造影观察足部动脉的情

况，路图下，导丝引导将导管插入到病变部位，更换交换导丝，插入旋切导管，行斑块旋切后，退

出导管，交换球囊到病变部位，行足部动脉狭窄球囊扩张，退管造影。造影结束拔除血管鞘管，穿

刺点压迫止血20分钟后弹力绷带加压包扎。不含DSA引导。
JLW47501 经皮穿刺下肢动脉置管 消毒，麻醉，穿刺置管，造影摄片，留管包扎，肝素盐水封管。人工报告。不含监护。

JLW38501
经皮穿刺下肢血管瘤腔

内药物灌注术

患者仰卧于造影台，局麻下穿刺股动脉，植入血管鞘管，肝素抗凝，造影观察同侧股、腘及小腿动

脉的情况，找到血管瘤的各个供血动脉，路图下，导丝引导将导管超选择分别到达各供血动脉最接

近病变的部位，造影确认该动脉血流只进入瘤内，退出导丝，从导管小心注入灌注药物(透视下可

见)到病变部位，最后造影，观察血管瘤的供血情况。造影结束拔除血管鞘管，穿刺点压迫止血20

分钟后弹力绷带加压包扎。不含DSA引导。

JLW70501
经皮穿刺选择性下肢动

脉置管溶栓术

患者仰卧于造影台，局麻下穿刺股动脉，植入血管鞘管，肝素抗凝，导丝引导下将导管选择到腹主

动脉的一级主干分支，造影证实后，退出导管更换溶栓导管，经导管注入溶栓药治疗，穿刺点妥善

固定溶栓导管后，无菌敷料外敷。不含DSA引导。

JLW43501
经皮穿刺下肢动脉栓塞

术

患者仰卧于造影台，局麻下顺行穿刺股动脉，植入血管鞘管，肝素抗凝，造影明确病变部位后，路

图下，导丝引导将导管插入到病变部位，将栓塞物沿导管小心注入内，不断造影观察栓塞物的位植

及病变处的血流情况直至瘤腔闭塞，术后拔除血管鞘管，穿刺点压迫止血20分钟，弹力绷带加压包

扎。限于动静脉畸形、动静脉瘘和动脉破裂出血。不含DSA引导。

JLW70502
经皮穿刺下肢动脉闭塞

激光再通术

患者仰卧于造影台，局麻下顺行穿刺股动脉，植入血管鞘管，肝素抗凝，造影明确病变部位后，路

图下，导丝引导将激光导管插入到病变部位，逐段行下肢动脉激光再通，术后造影。造影结束拔除

血管鞘管，穿刺点压迫止血20分钟，弹力绷带加压包扎。不含DSA引导。

JLW60501
经皮穿刺下肢动脉内超

声消融术

患者仰卧于造影台，局麻下顺行穿刺股动脉，植入血管鞘管，肝素抗凝，造影明确病变部位后，路

图下，导丝引导将超声消融导管插入到病变部位，逐段行下肢动脉斑块超声消融治疗，术后造影。

造影结束拔除血管鞘管，穿刺点压迫止血20分钟后弹力绷带加压包扎。此操作通常顺行。不含DSA

JLW62501
经皮穿刺下肢动脉斑块

旋切术

患者仰卧于造影台，局麻下顺行穿刺股动脉，植入血管鞘管，肝素抗凝，造影明确病变部位后，路

图下，导丝引导将旋切导管插入到病变部位，逐段行下肢动脉斑块旋切，术后造影。造影结束拔除

血管鞘管，穿刺点压迫止血20分钟，弹力绷带加压包扎。不含DSA引导。

JLW68301 小腿动脉修复术
患者仰卧于手术台，消毒铺巾，损伤局部切口，显露游离受损血管，静脉肝素抗凝，阻断血管，缝

合、补片成形、对端吻合或人工血管自体血管间置，彻底止血冲洗后放植引流，关闭切口。含胫前

动脉、胫后动脉和腓动脉修复。不含血管探查术、自体血管取材术。

JLW68302
小腿动脉创伤性动静脉

瘘修补术

患者仰卧于手术台，消毒铺巾，创伤局部切口，游离动静脉瘘两端血管，静脉肝素抗凝，阻断动静

脉，缝合结扎切断瘘口。必要时行人工血管或自体血管修复动静脉，彻底止血冲洗后放植引流，关

闭切口。含胫前动脉、胫后动脉和腓动脉动静脉瘘修补术。不含自体血管取材术。

JLW65501
经皮穿刺顺行同侧小腿

动脉内球囊成形术

患者仰卧于造影台，局麻下顺行穿刺股动脉，植入血管鞘管，肝素抗凝，造影观察同侧下肢动脉的

情况，路图下，导丝引导将导管插入到病变部位，更换交换导丝，插入球囊到病变部位，行下肢动

脉狭窄球囊扩张，术后经鞘管造影。造影结束拔除血管鞘管，穿刺点压迫止血20分钟后弹力绷带加

压包扎。不含DSA引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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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名称 项目内涵

JLW47502
经皮穿刺单侧小腿动脉

球囊扩张+支架置入术

患者仰卧于造影台，局麻下顺行穿刺股动脉，植入血管鞘管，肝素抗凝，造影观察同侧股、腘及小

腿动脉的情况，路图下，导丝引导将导管通过动脉病变部位，更换交换导丝，沿导丝插入球囊到病

变部位，行动脉狭窄球囊扩张，然后退出球囊导管，造影，路图下沿导丝插入支架输送器，释放支

架，术后经鞘管造影。造影结束拔除血管鞘管，穿刺点压迫止血20分钟后弹力绷带加压包扎。此组

含胫前、胫后和腓动脉。不含DSA引导。

JLW65502 小腿动脉支架成形术

患者仰卧于造影台，局麻下顺行穿刺股动脉，植入血管鞘管，肝素抗凝，造影观察同侧股、腘及小

腿动脉的情况，路图下，导丝引导将导管通过动脉病变部位，更换交换导丝，沿导丝插入支架到病

变部位，释放支架，术后经鞘管造影。造影结束拔除血管鞘管，穿刺点压迫止血20分钟后弹力绷带

加压包扎。此组含胫前、胫后和腓动脉。不含DSA引导。

JLW65503
经皮穿刺单侧小腿动脉

激光再通+球囊成形术

患者仰卧于造影台，局麻下顺行穿刺股动脉，植入血管鞘管，肝素抗凝，造影观察小腿动脉的情

况，路图下，导丝引导将导管插入到病变部位，更换交换导丝，插入激光光纤导管，行激光成形

后，退出光纤交换球囊到病变部位，行股浅动脉狭窄球囊扩张，退管造影。造影结束拔除血管鞘

管，穿刺点压迫止血20分钟后弹力绷带加压包扎。此操作限于胫前、胫后和腓动脉。不含DSA引导

JLW65504
经皮穿刺顺行小腿动脉

旋切＋球囊成形术

患者仰卧于造影台，局麻下顺行穿刺股动脉，植入血管鞘管，肝素抗凝，造影观察小腿动脉的情

况，路图下，导丝引导将导管插入到病变部位，更换交换导丝，插入旋切导管，行斑块旋切后，退

出导管，交换球囊到病变部位，行小腿动脉狭窄球囊扩张，退管造影。造影结束拔除血管鞘管，穿

刺点压迫止血20分钟后弹力绷带加压包扎。此操作限于胫前、胫后和腓动脉。不含DSA引导。
其它动脉

JLX38501 动脉内高压注射
将造影导管送至拟造影动脉部位，应用高压注射泵完成动脉造影。导管尾端接压力监测，测定动脉

内压力，必要时在特定部位取血进行血气分析。不含监护、DSA引导。
JLX38502 经皮穿刺动脉内注药术 消毒，麻醉，穿刺置管，造影摄片，药物灌注，拔管，穿刺点压迫包扎。人工报告。不含监护。

JLX47501 动脉化疗泵置入术
消毒，麻醉，皮肤切开，扩张皮下，穿刺置管，造影摄片，留管接泵，肝素盐水封管，皮肤缝合。

人工报告。不含监护。
JLX48501 动脉化疗泵取出术 皮肤切开，分离，取泵，缝合。
JLX47502 外周动脉穿刺置管术 消毒，局麻，动脉穿刺置管，不含特殊定位方法。

JLX47301 动脉切开置管术
患者仰卧于手术台，消毒铺巾，切开局部皮肤及皮下，游离出拟切开的动脉，两端绕阻断带，阻断

并斜行切开动脉部分管壁，植入导管，外与动脉一起结扎固定，近心侧动脉结扎，关闭切口。限于

严重创伤、休克抢救及某些手术辅助措施。
JLX48301 动脉置管拔除术 消毒，透视，拔管，穿刺点压迫包扎。

JLX48502
经皮穿刺动脉内异物取

出术
消毒，麻醉，穿刺置管，造影摄片，异物抓取，拔管，穿刺点压迫包扎。人工报告。不含监护。

JLX48302 人工血管切开取栓术
患者仰卧于手术台，消毒铺巾，切开皮肤，游离人工血管，静脉肝素抗凝，阻断并切开人工血管，

Fogarty导管取栓，冲洗、缝合动脉，彻底止血后放植引流，关闭切口。

JLX71301 小动脉吻合术
含指、趾动脉吻合。患者仰卧于手术台，消毒铺巾，局部切口，游离出小动脉，静脉肝素抗凝，阻

断并切开待吻合小动脉，行端端或端侧吻合，彻底止血冲洗后放植引流，关闭切口。

JLX73301 小动脉血管移植术
患者仰卧于手术台，消毒铺巾，局部切口，游离出病变动脉，切除，取自体血管进行吻合，彻底止

血冲洗后放植引流，关闭切口。不含自体血管取材术。
JLX43501 经皮动脉穿刺口闭合术 拔除动脉鞘管，按照所用器材要求操作，缝合或封堵动脉穿刺口，确保无出渗血后包扎伤口。

3.静脉
肺静脉

JMA68301
冠状静脉窦无顶综合症

矫治术

正中开胸，建立体外循环，切开右心房，探查心内畸形，如无其他畸形，探查是否伴有其他畸形，

通过扩张的冠状静脉窦口或房间隔切口直接关闭或用补片关闭冠状静脉窦的无顶部分，关闭切口，

逐渐撤离体外循环，留置引流管，止血，钢丝固定胸骨，关胸。不含体外循环。

JMA71301
冠状静脉下腔静脉分流

术(Inokuchi手术)

逐层进腹，探查、经网膜门静脉测压，显露并游离冠状静脉、显露并游离下腔静脉，将冠状静脉及

下腔静脉行端侧吻合术，创面止血、经腹壁另戳孔置管引出固定，清点器具、纱布无误，冲洗腹

腔，逐层关腹。不含自体血管采取术。

JMA68302
部分肺静脉异位连接矫

治术

正中开胸，建立体外循环，切开右心房，探查心内畸形，如无其他畸形，探查是否伴有其他畸形，

用补片将异位连接的肺静脉隔入左心房，关闭切口，逐渐撤离体外循环，留置引流管，止血，钢丝

固定胸骨，关胸。不含体外循环。

JMA68303
部分肺静脉异位连接镰

刀(Scimitar)综合征矫

治术

正中开胸，建立体外循环，切开右心房，探查心内畸形，如无其他畸形，探查是否伴有其他畸形，

结扎异常体动脉，将异常回流的肺静脉移植到左心房，切除感染肺叶，关闭切口，逐渐撤离体外循

环，留置引流管，止血，钢丝固定胸骨，关胸。不含体外循环。

JMA68304
完全肺静脉异位连接心

内型矫治术

正中开胸，建立体外循环，切开右心房，探查心内畸形，如无其他畸形，探查是否伴有其他畸形，

剪开异位静脉入口与房间隔缺损之间的房间隔，补片扩大房间隔，关闭切口，逐渐撤离体外循环，

留置引流管，止血，钢丝固定胸骨，关胸。不含体外循环。

JMA68305
完全肺静脉异位连接心

上/下型矫治术

正中开胸，建立体外循环，切开右心房，探查心内畸形，如无其他畸形，探查是否伴有其他畸形，

结扎垂直静脉，将共同肺静脉与左房吻合，或加房间隔缺损缝合，关闭切口，逐渐撤离体外循环，

留置引流管，止血，钢丝固定胸骨，关胸。不含体外循环。

JMA68306 肺静脉狭窄矫治术
正中开胸，建立体外循环，切开右心房，探查心内畸形，如无其他畸形，探查是否伴有其他畸形，

纵向切开肺静脉狭窄断，补片扩大肺静脉，自体心房组织肺静脉成形术，关闭切口，逐渐撤离体外

循环，留置引流管，止血，钢丝固定胸骨，关胸。不含体外循环。

JMA71302
改良B-T体肺分流术

(MBTS)

全麻后，消毒铺巾，准备吸引器、电刀和体外循环管道，胸骨正中切开皮肤及皮下组织，游离胸骨

上窝及剑突，电锯劈开胸骨，骨蜡涂抹胸骨腔止血，电凝止血，胸骨撑开器撑开胸骨，电凝止血，

和/或游离并切除胸腺，游离心包外组织并切开心包，心包缝4-5根牵引线悬吊心包，探查心表是否

有震颤，及位置，游离无名静脉，游离升主动脉至右锁骨下动脉，游离右肺动脉，人工血管连接右

锁骨下动脉与右肺动脉，止血，置心包和/或纵隔引流管，胸骨后止血，4-5根钢丝关闭胸骨，缝合

皮下组织及皮肤。不含体外循环。

JMA71303 体肺中心分流术
指从主动脉到主肺动脉的分流术。正中开胸，游离升主动脉及主肺动脉，人工血管连接升主动脉与

主肺动脉，留置引流管，止血，钢丝固定胸骨，关胸。不含体外循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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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MA43301 分流血管结扎/拆除术

全麻后，消毒铺巾，准备吸引器、电刀和体外循环管道，胸骨正中切开皮肤及皮下组织，游离胸骨

上窝及剑突，电锯劈开胸骨，骨蜡涂抹胸骨腔止血，电凝止血，逐层游离胸骨后粘连组织，至完好

暴露分流血管，结扎分流血管或拆除分流血管，止血，置心包和/或纵隔引流管，胸骨后止血，4-5

根钢丝关闭胸骨，缝合皮下组织及皮肤。不含体外循环。
JMA43303 体肺侧支血管封堵术 指OcclusionMAPCA。建立动静脉通路，造影查找侧支位置，封堵器封堵体肺侧支。

JMA71304
体肺侧支血管汇聚术

(UF手术)

正中开胸，建立体外循环，切开右心房，探查心内畸形，如无其他畸形，将粗大侧支与固有肺动脉

融合，重建右室流出道，关闭切口，逐渐撤离体外循环，留置引流管，止血，钢丝固定胸骨，关胸

。不含体外循环。

JMA68307 体静脉异位连接矫治术
正中开胸，建立体外循环，切开右心房，探查心内畸形，如无其他畸形，探查是否伴有其他畸形，

将异位连接的体静脉近端切断缝合，远端与右心房吻合。关闭切口，逐渐撤离体外循环，留置引流

管，止血，钢丝固定胸骨，关胸。不含体外循环。

JMA68308 体静脉狭窄矫治术
正中开胸，建立体外循环，切开右心房，探查心内畸形，如无其他畸形，探查是否伴有其他畸形，

切开体静脉狭窄断，补片扩大体静脉，关闭切口，逐渐撤离体外循环，留置引流管，止血，钢丝固

定胸骨，关胸。不含体外循环。

JMA68309
体静脉异位连接心房板

障矫治术

非Mustard术，非Senning术。正中开胸，建立体外循环，切开右心房，探查心内畸形，如无其他畸

形，探查是否伴有其他畸形，补片修补将体静脉隔入右心房，关闭切口，逐渐撤离体外循环，留置

引流管，止血，钢丝固定胸骨，关胸。不含体外循环。
上腔静脉

JMB60501
经皮穿刺上腔静脉血栓

超声消融术

患者仰卧于造影台，局麻下穿刺腋静脉、肱静脉、颈内静脉或锁骨下静脉，放植血管鞘管，沿鞘管

放入导丝和猪尾造影导管入上腔静脉，退出导丝，将猪尾导管与高压注射器连接，注入对比剂进行

静脉造影，血栓定位后，交换导管植入超声消融导管于血栓部位，进行超声消融完毕后退出导管和

鞘管，穿刺处弹力绷带加压包扎。不含DSA引导。

JMB47501
经皮穿刺上腔静脉滤器

植入术

患者仰卧于造影台，局麻下穿刺股静脉或健侧颈内/锁骨下静脉，植入血管鞘管，插入导管到上腔

静脉造影并测量上腔静脉直径，定位后，插入滤器输送器至上腔静脉，适当位植释放滤器，再次造

影，显示位植正确后，退出输送器，穿刺处弹力绷带加压包扎。不含DSA引导。

JMB48501
经皮穿刺上腔静脉滤器

取出术

患者仰卧于造影台，局麻下穿刺健侧颈内静脉，植入鞘管，插入导管入上腔静脉造影，完毕后更换

专用回收器械，经鞘管深入至上腔静脉，在透视下抓捕滤器并回收入鞘管内，退出回收装植，穿刺

处弹力绷带加压包扎。不含DSA引导。

JMB48301
上腔静脉切开滤器取出

术

患者仰卧于手术台，消毒铺巾，开胸，游离显露上腔静脉，肝素抗凝，探查并阻断近心端无血栓段

上腔静脉，切开静脉取出血栓及滤器，冲洗，缝合静脉，放植引流后关胸。必要时送病理。不含病

理学检查。

JMB65501
经皮穿刺上腔静脉内激

光再通成形术

患者仰卧于造影台，局麻下穿刺腋静脉、肱静脉、颈内静脉或锁骨下静脉，放植血管鞘管，沿鞘管

放入导丝和猪尾造影导管入上腔静脉近端，退出导丝，将猪尾导管与高压注射器连接，注入对比剂

进行静脉造影，造影完毕，交换激光探头，边造影边行血管再通，必要时对再通的血管进行球囊扩

张和支架植入，治疗完毕，退出导管和血管鞘，穿刺处弹力绷带加压包扎。不含DSA引导。

JMB65502
经皮穿刺上腔静脉球囊

成形术

患者仰卧于造影台，局麻下穿刺股静脉/颈内静脉或锁骨下静脉，放植血管鞘管，沿鞘管放入导丝

和猪尾造影导管入上腔静脉，退出导丝，将猪尾导管与高压注射器连接，注入对比剂进行静脉造

影，造影完毕，交换导管进行球囊扩张，并在造影机下反复透视直至扩张满意，退出导管和血管

鞘，穿刺处弹力绷带加压包扎。不含DSA引导。

JMB68301
上腔静脉取栓＋补片成

形术

患者仰卧于手术台，消毒铺巾，正中开胸，游离上腔静脉，静脉肝素抗凝，阻断静脉，直视下切开

取尽血栓，行病变部位补片缝合成形，彻底止血、冲洗后放植引流，关闭切口。

JMB70501
经皮穿刺上腔静脉内插

管溶栓术

患者仰卧于造影台，局麻下穿刺腋静脉、肱静脉、颈内静脉或锁骨下静脉，放植血管鞘管，沿鞘管

放入导丝和猪尾造影导管入上腔静脉近端，退出导丝，将猪尾导管与高压注射器连接，注入对比剂

进行静脉造影，血栓定位后，溶栓导管植于血栓部位，注入溶栓药物后固定导管，穿刺处包扎。不

含DSA引导。

JMB47502
经皮穿刺上腔静脉内支

架置入术

患者仰卧于造影台，局麻下穿刺股静脉/颈内静脉或锁骨下静脉，放植血管鞘管，沿鞘管放入导丝

和猪尾造影导管入上腔静脉，退出导丝，将猪尾导管与高压注射器连接，注入对比剂进行静脉造影

并将病变部位定位，造影完毕，交换导管植入支架。退出导管和血管鞘，穿刺处弹力绷带加压包扎

。不含DSA引导。

JMB47503
经皮穿刺上腔静脉球囊

扩张+支架置入术

患者仰卧于造影台，局麻下穿刺腋静脉、肱静脉、颈内静脉或锁骨下静脉，放植血管鞘管，沿鞘管

放入导丝和猪尾造影导管入上腔静脉近端，退出导丝，将猪尾导管与高压注射器连接，注入对比剂

进行静脉造影，造影完毕，交换导管进行球囊扩张后植入支架，再次造影确认支架张开状态后，退

出导管和血管鞘，穿刺处弹力绷带加压包扎。不含DSA引导。

JMB48502
经皮穿刺上腔静脉内血

管异物取出术

患者仰卧于造影台，局麻下经皮穿刺股静脉，植入血管鞘管，造影证实异物部位及种类，经鞘管插

入圈套器，透视下调整部位及角度，套牢异物，透视下回撤圈套器至股静脉附近，小的异物可连同

鞘管一起拔除，大的异物需另作股静脉切口切开取出，局部弹力绷带压迫或缝合血管。不含DSA引

JMB71306
上腔静脉综合症Y形人

工血管转流术

患者仰卧于手术台，消毒铺巾，正中开胸，游离双侧无名静脉及上腔静脉近端，静脉肝素抗凝，阻

断并切开双侧无名静脉和上腔静脉，行人工血管与双侧无名静脉和上腔静脉吻合，彻底止血后放植

引流，关胸。不含病理学检查。

JMB71307
上腔静脉综合症直行人

工血管转流术

患者仰卧于手术台，消毒铺巾，正中开胸，游离阻塞段近远端在内的上腔静脉。静脉肝素抗凝，阻

断并切开阻塞远近侧上腔静脉，行人工血管近远端吻合，彻底止血后放植引流，关胸。不含病理学

检查。

JMB71308
上腔静脉-髂静脉人工

血管转流术

患者仰卧于手术台，消毒铺巾，正中开胸，游离阻断上腔静脉。下腹部麦氏点斜切口，钝性分离腹

膜外游离显露髂静脉，皮下建立人工血管隧道，静脉肝素抗凝，分别行人工血管与上腔静脉和髂静

脉吻合，止血冲洗放植引流后关闭切口。

JMB71309
上腔静脉-下腔静脉人

工血管转流术

患者仰卧于手术台，消毒铺巾，正中开胸，游离阻塞上腔静脉，开腹，游离显露肾下下腔静脉，建

立胸骨后人工血管隧道，静脉肝素抗凝，分别行人工血管与无名(上腔)静脉和下腔静脉吻合，止血

冲洗放植引流后关闭切口。

JMB71310
上腔静脉-股静脉人工

血管转流术

患者仰卧于手术台，消毒铺巾，正中开胸，游离阻断上腔静脉，腹股沟纵切口，游离显露股静脉，

皮下建立人工血管隧道，静脉肝素抗凝，分别行人工血管与上腔静脉和股静脉吻合，止血冲洗放植

引流后关闭切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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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MB44501
经皮穿刺选择性奇静脉

取血术

消毒麻醉，股静脉或颈静脉穿刺插管，选择奇静脉，注射对比剂并摄片取血，拔管压迫止血，冲洗

胶片。人工报告。不含监护、实验室检查。

JMB71301 单向腔肺吻合术
指单向Glenn手术。正中开胸，建立体外循环，将上腔静脉切断，近心端封闭，切断右肺动脉，近

心端缝闭，远心端与上腔静脉远心端吻合，逐渐撤离体外循环，留置引流管，止血，钢丝固定胸

骨，关胸。不含体外循环。

JMB71302 双向腔肺吻合术
指双向Glenn手术。正中开胸，建立体外循环，将上腔静脉切断，近心端缝闭，远心端与肺动脉端

侧吻合，或补片加宽吻合口，逐渐撤离体外循环，留置引流管，止血，钢丝固定胸骨，关胸。不含

体外循环。

JMB71303 双侧双向腔肺吻合术
指双侧双向Glenn手术。正中开胸，建立体外循环，将两上腔静脉切断，近心端封闭，远心端与肺

动脉端侧吻合，逐渐撤离体外循环，留置引流管，止血，钢丝固定胸骨，关胸。不含体外循环。

JMB71304
侧通道全腔静脉肺动脉

吻合术(TCPC)

正中开胸，建立体外循环，切开右心房，探查心内畸形，如无其他畸形，切断上腔静脉，远心端与

肺动脉端侧吻合，在右房内用人工血管片将下腔静脉引流至上腔静脉，上腔静脉近心端与肺动脉端

侧吻合，关闭切口，逐渐撤离体外循环，留置引流管，止血，钢丝固定胸骨，关胸。不含体外循环

JMB71305
外通道全腔静脉肺动脉

吻合术(TCPC)

正中开胸，建立体外循环，切开右心房，探查心内畸形，如无其他畸形，切断上腔静脉，近心端缝

闭，远心端与肺动脉端侧吻合，切断下腔静脉，近心端缝闭，用外通道连接下腔静脉远心端与肺动

脉，关闭切口，逐渐撤离体外循环，留置引流管，止血，钢丝固定胸骨，关胸。不含体外循环。

JMC65501
经皮穿刺无名/锁骨下

静脉球囊扩张术

消毒麻醉，股静脉或肘部静脉穿刺插管，静脉造影并摄片，球囊扩张无名或锁骨下静脉，造影评价

扩张效果，拔管压迫止血，冲洗胶片。人工报告。不含监护。

JMC47501
经皮穿刺无名/锁骨下

静脉支架置入术

消毒麻醉，股静脉或肘部静脉穿刺插管，静脉造影并摄片，置入支架，造影评价效果，拔管压迫止

血，冲洗胶片。人工报告。不含监护。

JMC47502
经皮无名/锁骨下静脉

球囊扩张+支架置入术

消毒麻醉，股静脉或肘部静脉穿刺插管，静脉造影并摄片，球囊预扩张静脉狭窄后置入支架，造影

评价效果，拔管压迫止血，冲洗胶片。人工报告。不含监护。

JMC65502
经皮穿刺无名静脉内激

光再通成形术

患者仰卧于造影台，局麻下穿刺肘前静脉、颈内静脉或锁骨下静脉，放植血管鞘管，沿鞘管放入导

丝和导管入无名静脉远端，退出导丝，注入对比剂进行静脉造影，造影完毕，交换激光探头，边造

影边行血管再通，必要时对再通的血管进行球囊扩张和支架植入，治疗完毕退出导管和血管鞘，穿

刺处弹力绷带加压包扎。不含DSA引导。

JMC48501
经皮穿刺无名静脉内血

管异物取出术

患者仰卧于造影台，局麻下经皮穿刺腋静脉，植入血管鞘管，造影证实异物部位及种类，经鞘管插

入圈套器，透视下调整部位及角度，套牢异物，透视下回撤圈套器至腋静脉附近，小的异物可连同

鞘管一起拔除，大的异物需另作腋静脉切口切开取出，局部弹力绷带压迫或缝合血管。不含DSA引

JMC60501
经皮穿刺无名静脉内溶

栓术

患者仰卧于造影台，在血栓以远部位局麻下穿刺腋静脉、肱静脉、颈内静脉或锁骨下静脉，放植血

管鞘管，沿鞘管放入导丝和猪尾造影导管入无名/锁骨下/腋静脉远端，退出导丝，将猪尾导管与高

压注射器连接，注入对比剂进行静脉造影，血栓定位后，交换导管植入溶栓导管于血栓部位，注入

溶栓药物后固定导管，穿刺处包扎。不含DSA引导。

JMC60502
经皮穿刺无名静脉血栓

超声消融术

患者仰卧于造影台，于血栓以远部位局麻下穿刺腋静脉、肱静脉、颈内静脉或锁骨下静脉，放植血

管鞘管，沿鞘管放入导丝和猪尾造影导管入无名/锁骨下/腋静脉远端，退出导丝，将猪尾导管与高

压注射器连接，注入对比剂进行静脉造影，血栓定位后，交换导管植入超声消融导管于血栓部位，

进行超声消融完毕后再造影确认，退出导管和鞘管，穿刺处弹力绷带加压包扎。不含DSA引导。

JMC71301
无名静脉-股静脉人工

血管转流术

患者仰卧于手术台，消毒铺巾，正中开胸，游离阻断无名静脉。腹股沟纵切口，游离显露股静脉，

皮下建立人工血管隧道，静脉肝素抗凝，分别行人工血管与无名静脉和股静脉吻合，止血冲洗放植

引流后关闭切口。

JMC71302
无名静脉-髂静脉人工

血管转流术

患者仰卧于手术台，消毒铺巾，正中开胸，游离阻塞无名静脉。下腹部麦氏点斜切口，钝性分离腹

膜外游离显露髂静脉，皮下建立人工血管隧道，静脉肝素抗凝，分别行人工血管与无名静脉和髂静

脉吻合，止血冲洗放植引流后关闭切口。

JMC71303
无名静脉-下腔静脉人

工血管转流术

患者仰卧于手术台，消毒铺巾，正中开胸，游离阻塞无名静脉。开腹，游离显露肾下下腔静脉，建

立胸骨后人工血管隧道，静脉肝素抗凝，分别行人工血管与无名(上腔)静脉和下腔静脉吻合，止血

冲洗放植引流后关闭切口。

JMD44501
经皮穿刺选择性甲状旁

腺静脉取血术

消毒麻醉，股静脉或颈静脉穿刺插管，选择甲状旁腺静脉或其他引流静脉，注射对比剂并摄片取

血，拔管压迫止血，冲洗胶片。人工报告。不含监护、实验室检查。

JMD47501
经皮穿刺颈内静脉置管

术

患者仰卧于手术台/病床，局麻下穿刺锁骨下/颈内静脉静脉，植入导丝，沿导丝植入血管扩张器，

退出扩张器沿导丝植入留植型静脉导管，退出导丝，回抽血液证实在静脉内，肝素盐水封管，缝合

固定，透明贴外敷，照x线平片，明确导管管头位植。

JMD47502
经皮穿刺颈静脉透析管

植入术

患者仰卧于手术台/病床，局麻下穿刺颈内静脉，植入导丝，沿导丝植入血管扩张器，退出扩张器

沿导丝植入长期透析管，退出导丝，回抽血液证实在静脉内，肝素盐水封管，缝合固定，透明贴外

敷，照x线平片，明确导管管头位植。

JMD48501
经皮穿刺颈静脉透析管

拔除术

消毒麻醉，必要时造影，分离导管入皮肤处软组织，必要时经股静脉置入临时滤器，拔除导管，冲

洗胶片。人工报告。不含监护。

JMD62304
联合径路颈静脉球瘤切

除术

麻醉，术野消毒铺巾。耳后切开，(乳突根治)，鼓室探察，明视肿瘤，切除鼓室部分肿瘤。抗菌素

冲洗，激素浸泡。鼓膜复位(或修补)，耳道抗菌素纱条填塞，包扎，颈侧切口，分离暴露颈鞘，预

置颈内静脉，游离鼓室外之颈静脉瘤并切除，放置引流，缝合，包扎。

JMD62305
经颈侧进路颈静脉球瘤

切除术

麻醉，消毒铺巾，颈侧切口，分离暴露颈鞘，预置颈内静脉，游离鼓室外之颈静脉瘤并切除，放置

引流，缝合，包扎。

JMD62301
颈内扩张静脉切除成形

术

患者仰卧于手术台，消毒铺巾，切开颈部皮肤和皮下，游离颈内静脉，静脉肝素抗凝，阻断颈静

脉，切除扩张的部分静脉壁，缝合颈静脉，彻底止血、冲洗后留植引流，分层缝合切口，无菌敷料

外敷。必要时可使用各种材料包裹静脉壁。不含自体血管取材术。

JMD71301
颈内静脉-股静脉人工

血管转流术

患者仰卧于手术台，消毒铺巾，颈部胸锁乳突肌前缘切口或颈前锁骨上横切口，显露游离颈内静脉

或锁骨下静脉。腹股沟纵切口，显露游离股静脉，开通皮下隧道，静脉肝素抗凝，行人工血管与颈

内静脉和股静脉端侧吻合，彻底止血后分别放植引流，关闭切口。

JMD71302
颈内静脉-下腔静脉人

工血管转流术

患者仰卧于手术台，消毒铺巾，颈部胸锁乳突肌前缘切口或颈前锁骨上横切口，显露游离颈内静脉

或锁骨下静脉，开腹，显露游离肾下下腔静脉，开通皮下隧道，静脉肝素抗凝，行人工血管与颈内

静脉和下腔静脉端侧吻合，止血冲洗放植引流后关闭切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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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MD71303
颈内静脉-髂静脉人工

血管转流术

患者仰卧于手术台，消毒铺巾，胸锁乳突肌前缘切口切口，显露游离颈内静脉，下腹部麦氏点斜切

口，钝性分离腹膜外游离显露髂静脉，皮下建立人工血管隧道，静脉肝素抗凝，分别行人工血管与

颈内静脉和髂静脉吻合，止血冲洗放植引流后关闭切口。

JME60501
经皮穿刺锁骨下静脉血

栓超声消融术

患者仰卧于造影台，于血栓以远部位局麻下穿刺腋静脉、肱静脉，放植血管鞘管，沿鞘管放入导丝

和猪尾造影导管入无名/锁骨下/腋静脉远端，退出导丝，将猪尾导管与高压注射器连接，注入对比

剂进行静脉造影。血栓定位后，交换导管植入超声消融导管于血栓部位，进行超声消融完毕后再造

影确认，退出导管和鞘管，穿刺处弹力绷带加压包扎。不含DSA引导。

JME60502
经皮穿刺锁骨下静脉内

溶栓术

患者仰卧于造影台，在血栓以远部位局麻下穿刺腋静脉、肱静脉，放植血管鞘管，沿鞘管放入导丝

和猪尾造影导管入无名/锁骨下/腋静脉远端，退出导丝，将猪尾导管与高压注射器连接，注入对比

剂进行静脉造影，血栓定位后，交换导管植入溶栓导管于血栓部位，注入溶栓药物后固定导管，穿

刺处包扎。不含DSA引导。

JME47501
经皮穿刺锁骨下静脉置

管术

患者仰卧于手术台/病床，局麻下穿刺锁骨下静脉，植入导丝，沿导丝植入血管扩张器，退出扩张

器沿导丝植入长期透析管，退出导丝，回抽血液证实在静脉内，肝素盐水封管，缝合固定，透明贴

外敷，照X线平片，明确导管管头位植。

JME48501
经皮穿刺锁骨下静脉内

血管异物取出术

患者仰卧于造影台，局麻下经皮穿刺腋/股静脉，植入血管鞘管，造影证实异物部位及种类，经鞘

管插入圈套器，透视下调整部位及角度，套牢异物，透视下回撤圈套器至腋静脉附近，小的异物可

连同鞘管一起拔除，大的异物需另作腋静脉切口切开取出，局部弹力绷带压迫或缝合血管。不含

DSA引导。

JME65501
经皮穿刺锁骨下静脉内

激光再通成形术

患者仰卧于造影台，局麻下穿刺腋静脉或肱静脉，放植血管鞘管，沿鞘管放入导丝和导管入锁骨下

静脉远端，退出导丝，将造影导管与高压注射器连接，注入对比剂进行静脉造影，造影完毕，交换

激光探头，边造影边行血管再通，必要时对再通的血管进行球囊扩张和支架植入，治疗完毕，退出

导管和血管鞘，穿刺处弹力绷带加压包扎。不含DSA引导。

JME68301 锁骨下静脉修复术
患者仰卧于手术台，消毒铺巾，损伤局部切口，必要时切断锁骨，显露游离受损血管，静脉肝素抗

凝，阻断血管，缝合、补片成形、对端吻合或人工血管自体血管间置，彻底止血冲洗后放植引流，

关闭切口。不含血管探查术、自体血管取材术。

JME71301
锁骨下静脉-髂静脉人

工血管转流术

患者仰卧于手术台，消毒铺巾，颈前锁骨上横切口，显露游离颈内静脉或锁骨下静脉。下腹部麦氏

点斜切口，钝性分离腹膜外游离显露髂静脉，皮下建立人工血管隧道，静脉肝素抗凝，分别行人工

血管与锁骨下静脉和髂静脉吻合，止血冲洗放植引流后关闭切口。

JME71302
锁骨下静脉-股静脉人

工血管转流术

患者仰卧于手术台，消毒铺巾，颈部胸锁乳突肌前缘切口或颈前锁骨上横切口，显露游离颈内静脉

或锁骨下静脉。腹股沟纵切口，显露游离股静脉，开通皮下隧道，静脉肝素抗凝，行人工血管与锁

骨下静脉和股静脉端侧吻合，彻底止血后分别放植引流，关闭切口。

JME71303
锁骨下静脉-下腔静脉

人工血管转流术

患者仰卧于手术台，消毒铺巾，颈部胸锁乳突肌前缘切口或颈前锁骨上横切口，显露游离颈内静脉

或锁骨下静脉。开腹，显露游离肾下下腔静脉，开通皮下隧道，静脉肝素抗凝，行人工血管与锁骨

下静脉和下腔静脉端侧吻合，止血冲洗放植引流后关闭切口。

JMF50301 上肢浅静脉曲张剥脱术
患者俯卧于手术台，消毒铺巾，肘/腋窝切口，显露游离曲张静脉主干，结扎根部各属支，远端切

断静脉，剥脱器剥除主干，小切口分别剥除曲张小静脉团，皮内缝合切口，绷带加压包扎。

JMF60501
经皮穿刺上肢静脉血栓

超声消融术

患者仰卧于造影台，于血栓部位以远局麻下穿刺头/贵要静脉，放植血管鞘管，沿鞘管放入导丝和

造影导管入上肢静脉远端，退出导丝，将导管与高压注射器连接，注入对比剂进行静脉造影，血栓

定位后，交换导管植入超声消融导管于血栓部位，进行超声消融完毕后再造影确认，退出导管和鞘

管，穿刺处弹力绷带加压包扎。不含DSA引导。

JMF65501
经皮穿刺上肢静脉内激

光再通成形术

患者仰卧于造影台，局麻下穿刺肘正中/头静脉，建立输液通道，用三通连接输液通道，止血带阻

断上肢浅静脉，注入对比剂，数字减影机下透视，显示上肢深静脉病变情况，造影完毕，交换激光

探头，边造影边行血管再通，必要时对再通的血管进行球囊扩张和支架植入。治疗完毕退出穿刺

针，穿刺处弹力绷带加压包扎。不含DSA引导。

JMF68301 前臂静脉修复术
患者仰卧于手术台，消毒铺巾，损伤局部切口，显露游离受损血管，静脉肝素抗凝，阻断血管，缝

合、补片成形、对端吻合或人工血管自体血管间置，彻底止血冲洗后放植引流，关闭切口。含正中

静脉和头静脉修复术。不含血管探查术、自体血管取材术。

JMG60501
经皮穿刺腋静脉血栓超

声消融术

患者仰卧于造影台，于血栓以远部位局麻下穿刺上肢静脉、肱静脉，放植血管鞘管，沿鞘管放入导

丝和猪尾造影导管入无名/锁骨下/腋静脉远端，退出导丝，将猪尾导管与高压注射器连接，注入对

比剂进行静脉造影，血栓定位后，交换导管植入超声消融导管于血栓部位，进行超声消融完毕后再

造影确认，退出导管和鞘管，穿刺处弹力绷带加压包扎。不含DSA引导。

JMG60502
经皮穿刺腋静脉内溶栓

术

患者仰卧于造影台，患者仰卧于造影台，局麻下穿刺上肢静脉/股静脉，放植血管鞘管，沿鞘管放

入导丝和猪尾造影导管入腋静脉远端，退出导丝，将猪尾导管与高压注射器连接，注入对比剂进行

静脉造影。血栓定位后，交换导管植入溶栓导管于血栓部位，注入溶栓药物后固定导管，穿刺处包

扎。不含DSA引导。

JMG68301 腋静脉修复术
患者仰卧于手术台，消毒铺巾，损伤局部切口，显露游离受损血管，静脉肝素抗凝，阻断血管，缝

合、补片成形、对端吻合或人工血管自体血管间置，彻底止血冲洗后放植引流，关闭切口。不含血

管探查术、自体血管取材术。

JMG48501
经皮穿刺腋静脉内血管

异物取出术

患者仰卧于造影台，局麻下经皮穿刺肱/股静脉，植入血管鞘管，造影证实异物部位及种类，经鞘

管插入圈套器，透视下调整部位及角度，套牢异物，透视下回撤圈套器至腋静脉附近，小的异物可

连同鞘管一起拔除，大的异物需另作腋静脉切口切开取出。局部弹力绷带压迫或缝合血管。不含

DSA引导。

JMG71301
腋-股静脉人工血管转

流术

患者仰卧于手术台，消毒铺巾，胸外侧锁骨下区横切口，劈开胸大肌，切断胸小肌，游离腋静脉。

腹股沟纵切口，游离显露股静脉，皮下建立人工血管隧道，静脉肝素抗凝，分别行人工血管与腋静

脉和股静脉吻合，止血冲洗放植引流后关闭切口。

JMG71302
腋-股静脉自体大隐静

脉转流术

患者仰卧于手术台，消毒铺巾，胸外侧锁骨下区横切口，劈开胸大肌，切断胸小肌，游离腋静脉。

踝部切口，向上游离大隐静脉直至腹股沟区，腹股沟纵切口，游离显露大隐静脉根部，皮下建立人

工血管隧道，静脉肝素抗凝，行大隐静脉远端与腋静脉吻合，止血冲洗放植引流后关闭切口。不含

大隐静脉取材术。

JMG68302 肱静脉修复术
患者仰卧于手术台，消毒铺巾，损伤局部切口，显露游离受损血管，静脉肝素抗凝，阻断血管，缝

合、补片成形、对端吻合或人工血管自体血管间置，彻底止血冲洗后放植引流，关闭切口。不含血

管探查术自体血管取材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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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腔静脉

JMH60501
经皮穿刺下腔静脉内插

管溶栓术

患者仰卧于造影台，局麻下穿刺股静脉，放植血管鞘管，沿鞘管放入导丝和猪尾造影导管入下腔静

脉近端，退出导丝，将猪尾导管与高压注射器连接，注入对比剂进行静脉造影。血栓定位后，交换

导管植入溶栓导管于血栓部位，注入溶栓药物后固定导管，穿刺处无菌敷料包扎。不含DSA引导。

JMH60502
经皮穿刺下腔静脉血栓

超声消融术

患者仰卧于造影台，局麻下穿刺股静脉，放植血管鞘管，沿鞘管放入导丝和猪尾造影导管入下腔静

脉远端，退出导丝，将猪尾导管与高压注射器连接，注入对比剂进行静脉造影。血栓定位后，交换

导管植入超声消融导管于血栓部位，进行超声消融完毕后造影再确认，退出导管和鞘管，穿刺处弹

力绷带加压包扎。不含DSA引导。

JMH47501
经皮穿刺下腔静脉滤器

植入术

患者仰卧于造影台，局麻下穿刺健侧股静脉或颈内静脉，植入血管鞘管。交换导丝，插入导管到肾

下下腔静脉造影并测量下腔静脉直径，定位髂静脉分叉及肾静脉位植后，插入滤器输送器至肾下下

腔静脉，适当位植释放滤器，再次造影，显示位植正确后，退出输送器，穿刺处弹力绷带加压包扎

。不含DSA引导。

JMH47502
经皮穿刺下腔静脉内支

架置入术

患者仰卧于造影台，局麻下穿刺股静脉，放植血管鞘管，沿鞘管放入导丝和猪尾造影导管入下腔静

脉远端，退出导丝，将猪尾导管与高压注射器连接，注入对比剂进行静脉造影并将病变部位定位，

造影完毕，交换导管植入支架。退出导管和血管鞘，穿刺处弹力绷带加压包扎。不含DSA引导。

JMH47503
经皮穿刺下腔静脉球囊

扩张+支架置入术

患者仰卧于造影台，局麻下穿刺股静脉，放植血管鞘管，沿鞘管放入导丝和猪尾造影导管入下腔静

脉远端，退出导丝，将猪尾导管与高压注射器连接，注入对比剂进行静脉造影并定位病变部位，造

影完毕，交换导管进行球囊扩张和支架植入。再次造影确认支架张开状态后，退出导管和血管鞘，

穿刺处弹力绷带加压包扎。不含DSA引导。

JMH48301
下腔静脉切开滤器取出

术

患者仰卧于手术台，消毒铺巾，开腹，游离显露肾下下腔静脉，肝素抗凝，探查并阻断近心端无血

栓段下腔静脉，切开静脉取出血栓及滤器，冲洗，缝合静脉，放植引流后关腹。必要时送病理。不

含病理学检查。

JMH48302 下腔静脉切开取栓术
游离阻断肝上和肝下下腔静脉，行下腔静脉切开取栓。含下腔静脉癌栓、血栓或其它栓子取出。不

含需经胸进行的下腔静脉切开取栓术、自体或人工血管移植术。

JMH48501
经皮穿刺下腔静脉滤器

取出术

患者仰卧于造影台，局麻下穿刺健侧股静脉，植入鞘管，插入导管入下腔静脉造影，测量完毕后更

换专用回收器械，经鞘管深入至肾下下腔静脉，在造影机透视下抓捕滤器并回收入鞘管内，退出回

收装置，穿刺处弹力绷带加压包扎。不含DSA引导。

JMH48502
经皮穿刺下腔静脉内血

管异物取出术

患者仰卧于造影台，局麻下经皮穿刺股静脉，植入血管鞘管，造影证实异物部位及种类，经鞘管插

入圈套器，透视下调整部位及角度，套牢异物，透视下回撤圈套器至股静脉附近，小的异物可连同

鞘管一起拔除，大的异物需另作股静脉切口切开取出，局部弹力绷带压迫或缝合血管。不含DSA引

JMH62301
下腔静脉血管平滑肌肉

瘤切除术
全麻，仰卧，经腹入路，游离下腔静脉肿瘤及近远端下腔静脉，切除肿瘤，关闭切口。

JMH69301
下腔静脉血管平滑肌肉

瘤切除人工血管重建术

全麻，仰卧，经腹入路，游离下腔静脉肿瘤及近远端下腔静脉，切除肿瘤，人工血管重建下腔静

脉，关闭切口。

JMH48303
下腔静脉取栓＋补片成

形术

患者仰卧于手术台，消毒铺巾，正中开腹，游离下腔静脉，静脉肝素抗凝，阻断静脉，直视下切开

取尽血栓，行病变部位补片缝合成形，彻底止血、冲洗后放植引流，关闭切口。

JMH65501
经皮穿刺下腔静脉内激

光再通成形术

患者仰卧于造影台，局麻下穿刺股静脉，放植血管鞘管，沿鞘管放入导丝和猪尾造影导管入下腔静

脉远端，退出导丝，将猪尾导管与高压注射器连接，注入对比剂进行静脉造影，造影完毕，交换激

光探头，边造影边行血管再通，必要时对再通的血管进行球囊扩张和支架植入，治疗完毕退出导管

和血管鞘，穿刺处弹力绷带加压包扎。不含DSA引导。

JMH65502
经皮穿刺下腔静脉球囊

成形术

患者仰卧于造影台，局麻下穿刺股静脉，放植血管鞘管，沿鞘管放入导丝和猪尾造影导管入下腔静

脉远端，退出导丝，将猪尾导管与高压注射器连接，注入对比剂进行正、侧及斜位静脉造影，造影

完毕，交换导管进行球囊扩张，并在造影机下反复透视直至扩张满意，退出导管和血管鞘，穿刺处

弹力绷带加压包扎。不含DSA引导。

JMH68503
经皮穿刺下腔静脉导管

破膜成形术

患者仰卧于造影台，局麻下穿刺股静脉和颈内静脉，分别放植血管鞘管，沿鞘管放入导丝和猪尾造

影导管至邻近下腔静脉病变处，退出导丝，将猪尾导管与高压注射器连接，注入对比剂进行静脉造

影，造影完毕，交换破膜导管及心房穿刺针，透视下进行膈膜穿通，再进行球囊扩张，最后退出导

管和血管鞘，穿刺处弹力绷带加压包扎。不含DSA引导。

JMH69302 下腔静脉重建术
全麻，腹正中切口开腹，打开后腹膜，显露控制下腔，全身肝素化，阻断下腔静脉。缝合静脉破口

。必要时补片扩大成形，关腹。不含静脉取材。

JMH40301
布加综合症经右房破膜

术

患者取侧卧位，消毒铺巾，右侧第4肋间切口，切开心包，显露并切开右心房，手指通过右房进入

下腔静脉，手指或破膜器械穿破隔膜，缝合右房切口及心包，止血放植引流后关闭切口。

JMH68504

布加综合症经股静脉右

房联合破膜+球囊成形

术

患者取侧卧位于杂交手术室，消毒铺巾，右侧第4肋间切口，切开心包，显露并切开右心房，同时

经股静脉穿刺，进入球囊扩张导管，手指通过右房进入下腔静脉，与导管会师联合破膜，充盈球囊

对隔膜进行扩张，缝合右房切口及心包，彻底止血放植引流后关胸。撤除股静脉导管后弹力绷带加

压包扎。

JMH68505

布加综合症经股静脉右

房联合破膜+支架成形

术

患者取侧卧位于杂交手术室，消毒铺巾，右侧第4肋间切口，切开心包，显露并切开右心房，同时

经股静脉穿刺，进入球囊扩张导管，手指通过右房进入下腔静脉，与导管会师联合破膜，充盈球囊

对隔膜进行扩张并放植支架，缝合右房切口及心包，彻底止血放植引流后关胸，撤除股静脉导管后

弹力绷带加压包扎。不含DSA引导。

JMH68301
布加氏综合症肝静脉流

出道成形术

患者取侧卧位，消毒铺巾，右侧第7肋间胸腹联合切口，切开心包和膈肌，显露游离下腔静脉和肝

裸区，球囊阻断下腔静脉远端，切开肝后段下腔静脉病变，切除部分肝组织，直至肝静脉血液流

出，补片修补或人工血管植换，彻底止血，放植引流后关闭胸腹切口。必要时送切取组织病理。

JMH62302
布加氏综合症膈膜切除

术

患者取侧卧位，消毒铺巾，右侧第7肋间胸腹联合切口，切开心包和膈肌，显露游离下腔静脉，阻

断下腔静脉两端，切开并切除下腔静脉隔膜，缝合静脉，彻底止血，放植引流后关闭胸腹切口。

JMH68302 布加氏综合症根治术
患者取侧卧位，消毒铺巾，右侧第7肋间胸腹联合切口，切开心包和膈肌，显露游离下腔静脉和肝

裸区，降温停循环，阻断切开并切除肝后段下腔静脉病变，保证肝静脉通畅，补片修补或人工血管

植换，复温后，彻底止血，放植引流后关闭胸腹切口。必要时送病理。不含体外循环、病理学检查

JMH71301
布加综合症肠-房人工

血管转流术

患者仰卧于手术台，消毒铺巾，开胸，开腹，显露肠系膜上静脉和右心房，在胸腹之间建立胸骨后

隧道，用人工血管与肠系膜上静脉吻合后，通过隧道，人工血管与右心房吻合，放植胸闭引流和腹

腔引流，分别关闭胸腹部切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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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MH71302
布加综合症肠-颈人工

血管转流术

患者仰卧于手术台，消毒铺巾，分别行颈部切口和正中开腹。显露肠系膜上静脉和颈内静脉，在腹

部和颈部切口间建立胸骨后隧道，用人工血管与肠系膜上静脉吻合后，通过隧道，人工血管与颈内

静脉吻合，止血放植引流后分别关闭颈、腹部切口。

JMH71303
布加综合症腔-房人工

血管转流术

患者仰卧于手术台，消毒铺巾，分别开胸，开腹，显露下腔静脉和右心房，在胸腹之间建立胸骨后

隧道，用人工血管与下腔静脉吻合后，通过隧道，人工血管与右心房吻合，放植胸闭引流和腹腔引

流后，分别关闭胸腹部切口。

JMH71304
布加综合症腔-肠-房人

工血管转流术

患者仰卧于手术台，消毒铺巾，分别开胸，开腹，显露下腔静脉、肠系膜上静脉和右心房，在胸腹

之间建立胸骨后隧道，用人工血管与肠系膜上静脉、下腔静脉依次吻合后，通过隧道，人工血管与

右心房吻合，放植胸闭引流和腹腔引流，分别关闭胸腹部切口。

JMJ44501
经皮穿刺选择性肝静脉

取血术

消毒麻醉，股静脉或颈静脉穿刺插管，选择肝静脉，注射对比剂并摄片取血，拔管压迫止血，冲洗

胶片。人工报告。不含监护。

JMJ68501
经皮穿刺颈内静脉肝静

脉成形术

患者仰卧于造影台，局麻下穿刺颈内静脉，放植血管鞘管，沿鞘管放入导丝和猪尾造影导管入下腔

静脉远端，退出导丝，将猪尾导管与高压注射器连接，注入对比剂进行下腔静脉造影，经颈静脉插

入导丝和导管经过右心房和下腔静脉分别选入各支肝静脉，退出导丝，造影证实，更换交换导丝，

进入球囊扩张狭窄处，退出导管，插入造影管造影，结束。拔血管鞘，穿刺处弹力绷带加压包扎。

不含DSA引导。

JMJ47501
经皮穿刺肝静脉支架置

入术

消毒麻醉，股静脉或颈静脉穿刺插管，肝静脉造影并摄片，置入支架，造影评价效果，拔管压迫止

血，冲洗胶片。人工报告。不含监护。

JMJ68502
经皮穿刺肝静脉球囊成

形术

消毒麻醉，经皮肝穿刺，肝静脉插管造影并摄片，球囊扩张肝静脉，造影评价扩张效果，拔管压迫

止血，冲洗胶片。人工报告。不含监护。

JMJ47502
经皮肝穿刺肝静脉球囊

扩张+支架置入术

消毒麻醉，经皮肝穿刺，肝静脉插管造影并摄片，球囊扩张肝静脉后置入支架，造影评价效果，拔

管压迫止血，冲洗胶片。人工报告。不含监护。

JMJ68503
经皮穿刺股静脉肝静脉

成形术

患者仰卧于造影台，局麻下穿刺股静脉，放植血管鞘管，沿股静脉鞘管放入导丝和猪尾造影导管入

下腔静脉远端，退出导丝，将猪尾导管与高压注射器连接，注入对比剂进行下腔静脉造影，经股静

脉插入导丝和导管分别选入各支肝静脉，退出导丝，造影证实，更换交换导丝，进入球囊扩张狭窄

处，退出导管，插入造影管造影，结束，拔血管鞘，穿刺处弹力绷带加压包扎。不含DSA引导。

JMK44501
经皮穿刺选择性肾上腺

静脉取血术

消毒麻醉，股静脉或颈静脉穿刺插管，选择肾上腺静脉，注射对比剂并摄片取血，拔管压迫止血，

冲洗胶片。人工报告。不含监护、实验室检查。

JMK44502
经皮穿刺双肾静脉取血

术

消毒铺巾，局部麻醉，穿刺股静脉，放置鞘管，经鞘管在监护仪监护及血管造影机X线引导下，沿

引导钢丝将取血导管分别送至双侧肾静脉内，推注少量对比剂确认导管位置，抽取血液送检。不含

监护、DSA引导。

JMK44503
经皮穿刺选择性肾静脉

取血术

消毒麻醉，股静脉或颈静脉穿刺插管，选择肾静脉，注射对比剂并摄片取血，拔管压迫止血，冲洗

胶片。人工报告。不含监护、实验室检查。

JMK47501
经皮肾静脉球囊扩张+

支架置入术

消毒麻醉，股静脉或颈静脉穿刺插管，肾静脉造影并摄片，球囊预扩张静脉狭窄后置入支架，造影

评价效果，拔管压迫止血，冲洗胶片。人工报告。不含监护。

JMK68501
经皮穿刺肾静脉内激光

再通成形术

患者仰卧于造影台，局麻下穿刺股/颈内/腋/肱静脉，放植血管鞘管，沿鞘管放入导丝造影导管入

下腔静脉，超选肾静脉，退出导丝，将导管与高压注射器连接，注入对比剂进行静脉造影，造影完

毕，交换激光探头，边造影边行血管再通，必要时对再通的血管进行球囊扩张和支架植入，治疗完

毕退出导管和血管鞘，穿刺处弹力绷带加压包扎。不含DSA引导。

JMK69301 肾静脉重建术

全麻，胸腹联合切口或腹直肌旁切口、腹膜后途径，或腹正中切口，打开后腹膜。显露控制肾脏、

肾动脉、肾静脉，必要时控制下腔静脉。肾脏表面覆盖冰屑降温，全身肝素化，阻断肾静脉，根据

需要阻断肾动脉。缝合静脉破口，必要时补片成形，或行自体静脉间置移植术重建肾静脉，肾动脉

阻断过程中酌情经肾动脉灌注肾保护液、阻断肾静脉并引流保护液，关腹。不含静脉取材。

JML60501
经皮穿刺股总静脉内溶

栓术

患者仰卧于造影台，在血栓以远部位局麻下穿刺下肢静脉/股静脉，放植血管鞘管，沿鞘管放入导

丝和猪尾造影导管入股总静脉远端，退出导丝，将猪尾导管与高压注射器连接，注入对比剂进行静

脉造影。血栓定位后，交换导管植入溶栓导管于血栓部位，注入溶栓药物后固定导管，穿刺处包扎

。不含DSA引导。

JML60502
经皮穿刺股总静脉血栓

超声消融术

患者仰卧于造影台，于血栓以远部位局麻下穿刺股/腘静脉，放植血管鞘管，沿鞘管放入导丝和猪

尾造影导管入髂/股总静脉远端，退出导丝，将猪尾导管与高压注射器连接，注入对比剂进行静脉

造影。血栓定位后，交换导管植入超声消融导管于血栓部位，进行超声消融完毕后再造影确认，退

出导管和鞘管，穿刺处弹力绷带加压包扎。不含DSA引导。

JML48501
经皮穿刺股总静脉内血

管异物取出术

患者仰卧于造影台，局麻下经皮穿刺腘/股浅静脉，植入血管鞘管，造影证实异物部位及种类，经

鞘管插入圈套器，透视下调整部位及角度，套牢异物，透视下回撤圈套器至股静脉附近，小的异物

可连同鞘管一起拔除，大的异物需另作股静脉切口切开取出。局部弹力绷带压迫或缝合血管。不含

监护、DSA引导。

JML68501
经皮穿刺股总静脉内激

光再通成形术

患者仰卧于造影台，局麻下穿刺股静脉，放植血管鞘管，沿鞘管放入导丝和猪尾造影导管入股静脉

远端，退出导丝，将猪尾导管与高压注射器连接，注入对比剂进行静脉造影，造影完毕，交换激光

探头，边造影边行血管再通，必要时对再通的血管进行球囊扩张和支架植入，治疗完毕退出导管和

血管鞘，穿刺处弹力绷带加压包扎。不含DSA引导。

JMM68501
经皮穿刺髂静脉内激光

再通成形术

患者仰卧于造影台，局麻下穿刺股静脉，放植血管鞘管，沿鞘管放入导丝和猪尾造影导管入髂/股

静脉远端，退出导丝，将猪尾导管与高压注射器连接，注入对比剂进行静脉造影，造影完毕，交换

激光探头，边造影边行血管再通，必要时对再通的血管进行球囊扩张和支架植入。治疗完毕退出导

管和血管鞘，穿刺处弹力绷带加压包扎。不含DSA引导。

JMM60501
经皮穿刺髂静脉内溶栓

术

患者仰卧于造影台，患者仰卧于造影台，局麻下穿刺股静脉，放植血管鞘管，沿鞘管放入导丝和猪

尾造影导管入髂/股总静脉远端，退出导丝，将猪尾导管与高压注射器连接，注入对比剂进行静脉

造影。血栓定位后，交换导管植入溶栓导管于血栓部位，注入溶栓药物后固定导管，穿刺处包扎。

不含DSA引导。

JMM60502
经皮穿刺髂静脉血栓超

声消融术

患者仰卧于造影台，于血栓以远部位局麻下穿刺股静脉，放植血管鞘管，沿鞘管放入导丝和猪尾造

影导管入髂/股总静脉远端，退出导丝，将猪尾导管与高压注射器连接，注入对比剂进行静脉造影

。血栓定位后，交换导管植入超声消融导管于血栓部位，进行超声消融完毕后再造影确认，退出导

管和鞘管，穿刺处弹力绷带加压包扎。不含DSA引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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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MM43501
经皮选择性髂内静脉栓

塞术

消毒麻醉，股静脉穿刺插管，选择髂内静脉，注射对比剂并摄片，使用弹簧圈、可脱球囊或硬化剂

栓塞，重复造影评价栓塞效果，拔管压迫止血，冲洗胶片。人工报告。不含监护。

JMM47501
经皮穿刺髂静脉支架置

入术

患者仰卧于造影台，局麻下穿刺股静脉，放植血管鞘管，沿鞘管放入导丝和猪尾造影导管入髂静脉

远端，退出导丝，将猪尾导管与高压注射器连接，注入对比剂进行静脉造影并定位病变部位，造影

完毕，交换导管植入支架。退出导管和血管鞘，穿刺处弹力绷带加压包扎。不含DSA引导。

JMM47502
经皮穿刺髂静脉内球囊

扩张+支架置入术

患者仰卧于造影台，局麻下穿刺股静脉，放植血管鞘管，沿鞘管放入导丝和造影导管入髂静脉远

端，退出导丝，注入对比剂进行静脉造影并定位病变部位，造影完毕，交换导管行球囊扩张后植入

支架。再次造影确认支架张开状态后，退出导管和血管鞘，穿刺处加压包扎。不含DSA引导。

JMM65501 经皮髂静脉球囊扩张术
消毒麻醉，股静脉或颈静脉穿刺插管，髂静脉造影并摄片，球囊扩张髂静脉，造影评价扩张效果，

拔管压迫止血，冲洗胶片。人工报告。不含监护。

JMM48501
经皮穿刺髂静脉内血管

异物取出术

患者仰卧于造影台，局麻下经皮穿刺股静脉，植入血管鞘管，造影证实异物部位及种类，经鞘管插

入圈套器，透视下调整部位及角度，套牢异物，透视下回撤圈套器至股静脉附近，小的异物可连同

鞘管一起拔除，大的异物需另作股静脉切口切开取出。局部弹力绷带压迫或缝合血管。不含DSA引

JMM62301
髂静脉血管平滑肌肉瘤

切除术

全麻，仰卧，经腹或腹膜后径路，游离髂静脉肿瘤及近远端静脉，切除肿瘤，结扎静脉，关闭切口

。

JMM69301
髂静脉血管平滑肌肉瘤

切除人工血管重建术

全麻，仰卧，经腹或腹膜后径路，游离髂静脉肿瘤及近远端静脉，切除肿瘤，人工血管重建髂静

脉，关闭切口。

JMM68301 髂静脉修复术
患者仰卧于手术台，消毒铺巾，损伤局部切口或开腹，显露游离受损血管，静脉肝素抗凝，阻断血

管，缝合、补片成形、对端吻合或人工血管自体血管间置，彻底止血冲洗后放植引流，关闭切口。

不含血管探查术、自体血管取材术。

JMM71301
髂静脉-下腔静脉人工

血管转流术

患者仰卧于手术台，消毒铺巾，开腹，分别游离下腔静脉和髂静脉，静脉肝素抗凝，阻断静脉，分

别行人工血管与髂静脉和下腔静脉端侧吻合，彻底止血、冲洗后放植引流，关闭切口。

JMM71302
双髂静脉-下腔静脉人

工血管转流术

患者仰卧于手术台，消毒铺巾，开腹，分别游离下腔静脉和双侧髂静脉，静脉肝素抗凝，阻断静

脉，分别行人工血管与双侧髂静脉和下腔静脉端侧吻合，彻底止血、冲洗后放植引流，关闭切口。

JMM43502
经皮选择性性腺静脉栓

塞术

消毒麻醉，股静脉或颈静脉穿刺插管，选择卵巢静脉或精索静脉，注射对比剂并摄片，使用弹簧圈

、可脱球囊或硬化剂栓塞，重复造影评价栓塞效果，拔管压迫止血，冲洗胶片。人工报告。不含监

JMM69302 生殖静脉重建术
全麻，腹正中切口开腹，打开后腹膜，显露控制生殖静脉，全身肝素化，阻断生殖静脉，缝合静脉

破口。必要时补片扩大成形，关腹。不含静脉取材。
JMM43301 生殖静脉结扎术 全麻，腹正中切口开腹，打开后腹膜，显露控制生殖静脉。结扎生殖静脉，关腹。

JMN71301
股-股静脉自体大隐静

脉耻骨上转流术

患者仰卧于手术台，消毒铺巾，双腹股沟切口，游离股静脉和健侧大隐静脉，做耻骨上皮下人工隧

道，静脉肝素抗凝，阻断并切开股静脉，自体大隐静脉通过皮下隧道和患侧股静脉吻合，排气后结

扎缝线，恢复血流，彻底止血冲洗后放植引流，关闭切口。不含临时性动静脉瘘成形术。

JMN71302
股-股静脉耻骨上人工

血管转流术

患者仰卧于手术台，消毒铺巾，双腹股沟切口，游离股静脉，做耻骨上皮下人工隧道，静脉肝素抗

凝，阻断股静脉血流，股静脉切开，人工血管和双侧股静脉吻合，排气后结扎缝线，恢复血流，彻

底止血冲洗后放植引流，关闭切口。不含临时性动静脉瘘成形术。

JMN71303
股-股静脉耻骨上自体

血管移植物转流术

患者仰卧于手术台，消毒铺巾，双腹股沟切口，游离股静脉，做耻骨上皮下人工隧道，静脉肝素抗

凝，阻断股静脉血流，股静脉切开，转流用自体血管和双侧股静脉吻合，排气后结扎缝线，恢复血

流，彻底止血冲洗后放植引流，关闭切口。不含自体血管取材术。

JMN71304
股静脉-下腔静脉人工

血管转流术

患者仰卧于手术台，消毒铺巾，开腹，游离下腔静脉。腹股沟纵切口，游离显露股静脉，建立皮下

隧道，静脉肝素抗凝，阻断静脉，分别行人工血管与股静脉和下腔静脉端侧吻合，彻底止血、冲洗

后放植引流，关闭切口。

JMN71305
双股静脉-下腔静脉人

工血管转流术

患者仰卧于手术台，消毒铺巾，开腹，游离下腔静脉。双侧腹股沟纵切口，游离显露双股静脉。建

立皮下隧道，静脉肝素抗凝，阻断静脉，分别行人工血管与双侧股静脉和下腔静脉端侧吻合，彻底

止血、冲洗后放植引流，关闭切口。

JMN71306
股静脉-腋静脉人工血

管转流术

患者仰卧于手术台，消毒铺巾，锁骨下横切口，显露游离腋静脉。腹股沟切口，显露游离股静脉，

开通皮下隧道，静脉肝素抗凝，行人工血管与腋静脉和股静脉端侧吻合，彻底止血、冲洗后放植引

流，关闭切口。

JMN71307
股静脉-腋静脉自体大

隐静脉转流术

患者仰卧于手术台，消毒铺巾，锁骨下横切口，显露游离腋静脉。腹股沟切口，显露游离股静脉，

开通皮下隧道，静脉肝素抗凝，行移植静脉与腋静脉和股静脉端侧吻合，彻底止血、冲洗后放植引

流，关闭切口。不含自体大隐静脉取材术。

JMN47501 经皮穿刺股静脉置管术
患者仰卧于手术台/病床，局麻下穿刺股静脉，植入导丝，沿导丝植入血管扩张器，退出扩张器沿

导丝植入留植型静脉导管，退出导丝，回抽血液证实在静脉内，肝素盐水封管，缝合固定，透明贴

外敷。

JMN47502
经皮穿刺股静脉长期透

析管置入术

患者仰卧于手术台/病床，局麻下穿刺股静脉，植入导丝，沿导丝植入血管扩张器，退出扩张器沿

导丝植入长期透析管，退出导丝，回抽血液证实在静脉内，肝素盐水封管，缝合固定，透明贴外敷

JMN68301 股静脉修复术
患者仰卧于手术台，消毒铺巾，损伤局部切口，显露游离受损血管，静脉肝素抗凝，阻断血管，缝

合、补片成形、对端吻合或人工血管自体血管间置，彻底止血冲洗后放植引流，关闭切口。含股总

静脉、股深静脉和股浅静脉修复。不含血管探查术、自体血管取材术。

JMN47301 股静脉带戒术
患者仰卧于手术台，消毒铺巾，股静脉切口，显露游离出股总、股深及股浅静脉，寻找病变瓣膜，

用人工材料或自体血管修剪后环包于病变瓣膜，缩缝至适宜管径，彻底止血冲洗后放置引流，关闭

切口。不含瓣膜修补术、自体血管取材术。

JMN68302 股静脉瓣膜切开修补术
患者仰卧于手术台，消毒铺巾，股静脉/腘静脉切口，显露游离出股/腘静脉，寻找病变瓣膜，静脉

肝素后，阻断并切开病变处，在腔内缩缝瓣膜。然后缝合静脉，彻底止血冲洗后放植引流，关闭切

JMN51301
股静脉/腘静脉带瓣膜

段植换术

患者仰卧于手术台，消毒铺巾，股静脉/腘静脉切口，显露游离出股/腘静脉，寻找病变瓣膜，静脉

肝素后，阻断并切除病变瓣膜段静脉，用人工瓣/生物瓣/自体静脉植换吻合，放植引流，关闭切口

。不含自体血管取材术。

JMN68401
经血管镜股静脉瓣修复

术

患者仰卧于手术台，消毒铺巾，局麻下穿刺股静脉，进入血管镜，找到瓣膜进行缝合修复，彻底止

血冲洗后放植引流，关闭切口。

JMP53301
腘窝陷迫综合征腘静脉

松解术
全麻，俯卧或侧卧，后侧入路，游离腘静脉，切除压迫的异位肌肉或束带，关闭切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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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MP47301 腘静脉带戒术
患者仰卧于手术台，消毒铺巾，腘静脉切口，显露游离出腘静脉，寻找病变瓣膜，用人工材料或自

体血管修剪后环包于病变瓣膜，缩缝至适宜管径，彻底止血冲洗后放植引流，关闭切口。不含瓣膜

修补术、自体血管取材术。

JMP68301 腘静脉修复术
患者仰卧于手术台，消毒铺巾，损伤局部切口，显露游离受损血管，静脉肝素抗凝，阻断血管，缝

合、补片成形、对端吻合或人工血管自体血管间置，彻底止血冲洗后放植引流，关闭切口。

JMP68302 腘静脉瓣膜切开修补术
患者仰卧于手术台，消毒铺巾，股静脉/腘静脉切口，显露游离出股/腘静脉，寻找病变瓣膜，静脉

肝素后，阻断并切开病变处，在腔内缩缝瓣膜，然后缝合静脉，彻底止血冲洗后放植引流，关闭切

JMP68401
经血管镜腘静脉瓣修复

术

患者仰卧于手术台，消毒铺巾，局麻下穿刺股静脉，进入血管镜，找到瓣膜进行缝合修复，彻底止

血冲洗后放植引流，关闭切口。

JMQ69301
下肢浅组静脉动脉化重

建术

患者仰卧于手术台，消毒铺巾，下肢局部切口，游离动脉和相应位植的浅静脉，(破坏瓣膜)，静脉

近端与动脉吻合，彻底止血冲洗后放植引流，关闭切口。

JMQ69302
下肢高位深组静脉动脉

化重建术

患者仰卧于手术台，消毒铺巾，下肢局部切口，游离动脉和相应位植的膝上深静脉，行人工血管动

脉-深静脉吻合，吻合口近端深静脉缩窄，彻底止血冲洗后放植引流，关闭切口。

JMQ69303
下肢低位深组静脉动脉

化重建术

患者仰卧于手术台，消毒铺巾，下肢局部切口，游离动脉和相应位植的膝下深静脉，行人工血管动

脉-深静脉吻合，吻合口近端深静脉缩窄，彻底止血冲洗后放植引流，关闭切口。

JMQ38501
下肢曲张浅静脉硬化剂

治疗

患者仰卧于手术台，消毒铺巾，将硬化剂注射到曲张静脉周围或血管腔内，使曲张静脉闭塞，绷带

加压包扎。

JMQ62301
下肢浅静脉静脉团透光

旋切术

患者仰卧于手术台，消毒铺巾，在小腿局部切口，进入透光旋切导管和光源，对静脉团进行旋切、

吸出，皮内缝合切口，绷带加压包扎。

JMQ62302
下肢曲张浅静脉团局部

切除术

患者仰卧于手术台，消毒铺巾，切开皮肤、皮下，游离出浅静脉团，结扎两端后切除。皮内缝合切

口，绷带加压包扎。

JMR43301
大隐静脉腔内激光闭合

术

患者仰卧于手术台，消毒铺巾，踝内侧切口，切开大隐静脉，经套管针插入激光光纤，至大隐静脉

根部开通激光，边后腿边加压，小切口剥除小腿曲张静脉团，皮内缝合切口，绷带加压包扎。

JMR43302
大隐静脉腔内射频闭合

术

患者仰卧于手术台，消毒铺巾，踝内侧切口，切开大隐静脉，经套管针插入射频光纤，至大隐静脉

根部开通射频，边后退边加压，小切口剥除小腿曲张静脉团，皮内缝合切口，绷带加压包扎。

JMR38501
大隐静脉硬化剂注射治

疗

术前准备，局部皮肤消毒，彩色多普勒超声引导下选择穿刺点。利用2支注射器及三通制备泡沫硬

化剂，彩超引导下，用注射器将泡沫硬化剂注入大隐静脉。不含超声引导、图像存储及图文报告。

JMR60501 大隐静脉激光治疗术
术前准备，建立静脉通道。相应肢体皮肤消毒，铺消毒巾，皮肤小切口，彩色多普勒超声引导下将

激光电极导管送入大隐静脉，超声监测激光腔内治疗。图文报告。不含超声引导。

JMR60502
大隐静脉射频消融治疗

术

术前准备，建立静脉通道，静脉滴注抗凝药。局部皮肤消毒，铺消毒巾，皮肤小切口，彩色多普勒

超声引导下在大隐静脉旁注射麻醉药，并引导将射频导管送入大隐静脉，超声监测射频治疗。不含

图像存储及图文报告、超声引导。

JMR44301 大隐静脉取材术
患者仰卧于手术台，消毒铺巾，沿大隐静脉走行切口，显露游离大隐静脉主干，切断、结扎各分

支，切取适当长度的大隐静脉，两残端结扎，检查切取段大隐静脉有无破裂口或漏血，必要时结扎

、缝扎遗漏分支和破裂口，肝素盐水/罂粟碱浸泡，分层缝合皮下及皮肤切口。

JMR43303
大隐静脉高位结扎＋剥

脱术

患者仰卧于手术台，消毒铺巾，腹股沟斜切口，分离并结扎大隐静脉根部属支，根部结扎切断主

干，踝内侧切口，切断结扎大隐静脉，上剥脱器剥除主干，小切口剥除小腿曲张静脉团，皮内缝合

切口，绷带加压包扎。

JMS43301
小隐静脉腔内激光闭合

术

患者俯卧于手术台，消毒铺巾，外踝切口，切开小隐静脉，经套管针插入激光光纤，至小隐静脉根

部开通激光，边后腿边加压。小切口剥除小腿曲张静脉团。皮内缝合切口，绷带加压包扎。

JMS43302
小隐静脉腔内射频闭合

术

患者俯卧于手术台，消毒铺巾，外踝切口，切开小隐静脉，经套管针插入射频光纤，至小隐静脉根

部开通射频，边后退边加压，小切口剥除小腿曲张静脉团，皮内缝合切口，绷带加压包扎。

JMS43303
小隐静脉高位结扎＋剥

脱术

患者俯卧于手术台，消毒铺巾，腘窝切口，显露游离小隐静脉，结扎根部各属支，外踝处显露切断

小隐静脉，剥脱器剥除主干，小切口分别剥除曲张小静脉团，皮内缝合切口，绷带加压包扎。

JMT68501
经皮穿刺下肢静脉内激

光再通成形术

患者仰卧于造影台，局麻下穿刺足背浅静脉，建立输液通道，用三通连接输液通道，应用止血带阻

断下肢浅静脉，注入对比剂，数字减影机下透视，显示下肢深静脉有无病变及病变情况，造影完

毕，交换激光探头，边造影边行血管再通，必要时对再通的血管进行球囊扩张和支架植入。治疗完

毕退出穿刺针，穿刺处弹力绷带加压包扎。不含DSA引导。

JMT60501
经皮穿刺下肢静脉血栓

超声消融术

患者仰卧于造影台，于血栓部位以远局麻下穿刺腘静脉，放植血管鞘管，沿鞘管放入导丝和造影导

管入下肢静脉远端，退出导丝，将导管与高压注射器连接，注入对比剂进行静脉造影，血栓定位

后，交换导管植入超声消融导管于血栓部位，进行超声消融完毕后再造影确认，退出导管和鞘管，

穿刺处弹力绷带加压包扎。不含DSA引导。

JMT43401
腔镜下下肢静脉交通支

结扎术

患者仰卧于手术台，消毒铺巾，下肢小切口，在下肢深筋膜间隙插入腔镜，注气，游离交通支，钛

夹结扎切断，绷带加压包扎。
门脉

JMU71301
远端脾静脉肾静脉吻合

术(Warren手术，DSRS)

逐层进腹，探查、经网膜门静脉测压，切开胃结肠韧带，结扎冠状静脉、胃左动脉、胃网膜右动静

脉、胃右动静脉，暂时阻断脾动脉，游离胰后方的脾静脉至肠系膜下静脉汇入处并切断脾静脉，游

离左肾静脉，行远端脾静脉左肾静脉端侧吻合，创面止血、经腹壁另戳孔置管引出固定，清点器具

、纱布无误，冲洗腹腔，逐层关腹。不含各种断流手术。

JMU71302 脾静脉腔静脉吻合术
逐层进腹，探查、经网膜门静脉测压，脾脏切除，游离脾蒂及胰腺尾部的脾静脉近端，游离胰腺体

尾部、显露并游离下腔静脉前外侧壁，行脾静脉下腔静脉端侧吻合术，创面止血、经腹壁另戳孔置

管引出固定，清点器具、纱布无误，冲洗腹腔，逐层关腹。不含胰尾切除术、各种断流手术。

JMU43501
经皮肝穿刺胃底静脉曲

张栓塞术

消毒麻醉，经皮经肝穿刺门静脉肝内分支，引入导管进入门静脉造影并测压，栓塞胃底曲张静脉，

拔管压迫止血或栓塞穿刺道，冲洗胶片。人工报告。不含监护。

JMU43502
经颈内静脉穿刺肝胃底

曲张静脉栓塞术

消毒麻醉，颈内穿刺，肝静脉插管造影测压，穿刺门静脉肝内分支，引入导管进入门静脉造影并测

压，栓塞胃底曲张静脉，造影测压评价效果，拔管压迫止血，冲洗胶片。人工报告。不含监护。

JMU46501
经皮肝穿刺门静脉导管

药盒系统植入术

消毒麻醉，经皮经肝穿刺门静脉肝内分支，引入导管进入门静脉或肠系膜上静脉造影，留置导管药

盒系统，冲洗胶片。人工报告。不含监护。

JMU60501
经颈内静脉穿刺肝门静

脉溶栓术

消毒麻醉，颈内静脉穿刺，肝静脉插管造影，穿刺门静脉肝内分支，引入导管进入门静脉或肠系膜

上静脉造影，保留导管溶栓，冲洗胶片。人工报告。不含监护。

JMU47501
经皮肝穿刺门静脉系统

支架置入术

消毒麻醉，经皮经肝穿刺门静脉肝内分支，引入导管进入门静脉或肠系膜上静脉造影，置入支架，

造影评价效果，冲洗胶片。人工报告。不含监护。

第 280 页



项目名称 项目内涵

JMU47301 门静脉支架置入术
逐层进腹，探查，游离肝脏及肝门，游离门静脉及分支，切开门静脉，支架置入，缝合门静脉，创

面止血，经腹壁另戳孔置管引出固定，清点器具、纱布无误，冲洗腹腔，逐层关腹。

JMU38101
经皮肝穿刺门静脉化疗

术

一般用于门静脉化疗。局麻下患者平卧于造影床，应用肝穿针在右侧肋间向肝脏穿刺，边穿刺边注

入对比剂，透视下寻找门静脉，直到肝内门静脉显影，交换导丝，进行门静脉插管，并注入适量对

比剂确认导管位于静脉内，固定导管不动，注入化疗药物并冲管后拔出导管，压迫止血，并用弹力

绷带加压固定不少于8小时。不含DSA引导。

JMU47302
肝动脉结扎门静脉化疗

泵置入术

插导尿管，逐层进腹，探查，游离肝门，肝动脉分支结扎，门静脉插管结扎固定，经腹壁另戳孔引

出，皮下包埋化疗泵，止血，清点器具、纱布无误，冲洗腹腔，逐层关腹。

JMU38102
经皮脾穿刺门静脉化疗

术

局麻下患者平卧于造影床，应用穿刺针在左侧肋间向脾脏穿刺，边穿刺边注入对比剂，透视下寻找

脾静脉，直到门静脉显影，交换导丝，进行门静脉插管，并注入适量对比剂确认导管位于静脉内，

固定导管不动，注入化疗药物并冲管后拔出导管，压迫止血，并用弹力绷带加压固定不少于8小时

。不含DSA引导。

JMU43101
经皮肝穿刺门静脉栓塞

术

局麻下患者平卧于造影床，应用肝穿针在右侧肋间向肝脏穿刺，边穿刺边注入对比剂，透视下寻找

门静脉，直到肝内门静脉显影，交换导丝，进行门静脉插管，并注入适量对比剂确认在静脉内，然

后对其进行栓塞治疗，同时造影确认栓塞的效果直至满意，完毕后拔出导管，压迫止血，并用弹力

绷带加压固定不少于8小时。不含DSA引导。

JMU43102
经皮脾穿刺门静脉栓塞

术

局麻下患者平卧于造影床，应用穿刺针在左侧肋间向脾脏穿刺，边穿刺边注入对比剂，透视下寻找

脾静脉，直到门静脉显影，交换导丝，进行门静脉插管，并注入适量对比剂确认在静脉内，然后对

其进行栓塞治疗，同时造影确认栓塞的效果直至满意，完毕后拔出导管，压迫止血，并用弹力绷带

加压固定不少于8小时。不含DSA引导。

JMU43301 门静脉栓塞术
逐层进腹，探查，游离肝脏及肝门，游离门静脉及分支并行门静脉栓塞，创面止血，经腹壁另戳孔

置管引出固定，清点器具、纱布无误，冲洗腹腔，逐层关腹。

JMU42301 门静脉奇静脉断流术

指Aoki术式，即青木春夫手术。逐层进腹，探查，经网膜门静脉测压，离断胃底贲门和食管下段周

围血管，切除脾脏，切开胃底浆肌层，缝扎粘膜下血管，缝合胃壁切口，折叠胃底，切断迷走神经

干，幽门成形，创面止血，经腹壁另戳孔置管引出固定，清点器具、纱布无误，冲洗腹腔，逐层关

腹。不含食管下段横断吻合术、胃造瘘术。

JMU48301 门静脉切开取栓术
逐层进腹，探查，游离肝脏及肝门，游离门静脉及分支，切开门静脉取栓，缝合门静脉，创面止

血，经腹壁另戳孔置管引出固定，清点器具、纱布无误，冲洗腹腔，逐层关腹。

JMU57301 门静脉肺分流术
指脾肺固定术。逐层进腹，探查，经网膜门静脉测压，游离脾脏，切开左侧膈肌，将脾脏移入胸

腔，去除脾脏包膜，摩擦左肺下叶肺表面，造成创面，将脾脏与左肺下叶缝合固定，止血，关闭膈

肌，胸腔置闭式引流管，腹腔引流管分别戳孔引出固定，清点器具、纱布无误，冲洗腹腔，逐层关

JMU71303
门静脉腔静脉H型架桥

分流术

逐层进腹，探查，经网膜门静脉测压，游离门静脉，游离十二指肠，显露并游离下腔静脉，将人工

血管与门静脉及下腔静脉分别行端侧吻合，创面止血，经腹壁另戳孔置管引出固定，清点器具、纱

布无误，冲洗腹腔，逐层关腹。不含自体血管采取术。

JMU71501
经颈内静脉穿刺肝内门

腔静脉分流术(TIPS)

患者仰卧于造影台，局麻下穿刺颈内静脉，放植血管鞘管，沿鞘管放入导丝和猪尾造影导管入下腔

静脉，退出导丝，将猪尾导管与高压注射器连接，注入对比剂进行下腔静脉造影，经颈静脉插入导

丝和导管经过右心房和下腔静脉分别选入各支肝静脉，退出导丝，造影证实，更换交换导丝，进入

特制带鞘穿刺针，边穿刺边造影直至进入门静脉，退出穿刺针，沿导丝插入球囊导管扩张后植入支

架，造影管造影证实后退出导丝导管，穿刺处弹力绷带加压包扎。不含DSA引导、X线监控及摄片。

JMU71304 门腔静脉侧侧吻合术
逐层进腹，探查，经网膜门静脉测压，游离门静脉，游离十二指肠，显露并游离下腔静脉，行门静

脉下腔静脉侧侧吻合，创面止血，经腹壁另戳孔置管引出固定，清点器具、纱布无误，冲洗腹腔，

逐层关腹。不含各种断流手术。

JMU71305 门腔静脉端侧吻合术
逐层进腹，探查、经网膜门静脉测压，游离门静脉，游离十二指肠，显露并游离下腔静脉，切断门

静脉，行门静脉远肝端下腔静脉端侧吻合，创面止血，经腹壁另戳孔置管引出固定，清点器具、纱

布无误，冲洗腹腔，逐层关腹。不含各种断流手术、门静脉动脉化手术、脾切除术。

JMU71306 腹水静脉转流术

含腹腔—颈内静脉转流术、腹腔—颈外静脉转流术、腹腔—股(大隐)静脉转流术、腹腔锁骨下静脉

转流术。腹部切口，解剖至腹横筋膜，荷包缝合，置入转流管腹腔段，作转流管放置穴位，向转流

静脉方向作皮下隧道，引出转流管静脉段，切开转流静脉段皮肤，解剖游离转流静脉段，由转流静

脉段向腔静脉方向置入转流管静脉段。

JMV69301 肠系膜上静脉重建术
全麻，腹正中切口开腹，肠系膜根部显露控制肠系膜上静脉，必要时打开后腹膜显露控制下腔静

脉，全身肝素化，阻断肠系膜上静脉根据需要阻断下腔静脉，缝合静脉破口。必要时补片扩大成形

或自体静脉间置移植重建肠系膜上静脉，关腹。不含静脉取材。
JMV43301 肠系膜下静脉结扎术 全麻，腹正中切口开腹，打开后腹膜，显露控制肠系膜下静脉，结扎肠系膜下静脉，关腹。

JMV69302 肠系膜下静脉重建术
全麻，腹正中切口开腹，打开后腹膜，显露控制肠系膜下静脉，全身肝素化，阻断肠系膜下静脉，

缝合静脉破口。必要时补片扩大成形，关腹。不含静脉取材。

JMV71301
肠系膜上静脉下腔静脉

端侧吻合术(Marion手

术)

逐层进腹，探查、经网膜门静脉测压，显露游离肠系膜上静脉，显露并游离下腔静脉，切断下腔静

脉，远端结扎，行近端下腔静脉肠系膜上静脉根部的端侧吻合，创面止血，经腹壁另戳孔置管引出

固定，清点器具、纱布无误，冲洗腹腔，逐层关腹。

JMV71302
肠系膜上静脉下腔静脉

H型分流术

逐层进腹，探查，经网膜门静脉测压，显露游离肠系膜上静脉，显露并游离下腔静脉，将人造血管

与两静脉侧侧吻合，创面止血、经腹壁另戳孔置管引出固定，清点器具、纱布无误，冲洗腹腔，逐

层关腹。

JMV71303
肠系膜上静脉下腔静脉

侧侧吻合术

逐层进腹，探查、经网膜门静脉测压，显露游离肠系膜上静脉，显露并游离下腔静脉，将两静脉侧

侧吻合，创面止血，经腹壁另戳孔置管引出固定，清点器具、纱布无误，冲洗腹腔，逐层关腹。

JMW69301 脾静脉重建术
全麻，左侧肋弓下弧行切口开腹或腹膜后途径。显露控制脾动脉和脾静脉，全身肝素化，阻断脾静

脉，缝合静脉破口。必要时补片扩大成形或自体静脉间置移植，关腹。不含静脉取材术。

JMW71301 脾肾静脉转流术
患者仰卧于手术台，消毒铺巾，开腹，游离脾静脉和肾静脉，静脉肝素抗凝，阻断脾肾静脉，行近

侧脾静脉与肾静脉端侧吻合，止血冲洗放植引流后关闭切口。不含脾切除术。

JMW71302 远端脾肾静脉转流术
患者仰卧于手术台，消毒铺巾，开腹，游离脾静脉和肾静脉，静脉肝素抗凝，阻断脾肾静脉，行远

侧脾静脉与肾静脉端侧吻合，止血冲洗放植引流后关闭切口。不含脾切除术。
其它静脉

JMX47501 体表静脉穿刺置管术 消毒，在外周静脉穿刺并置入套管。
JMX47502 中心静脉穿刺置管术 消毒铺巾，体表定位，局麻，深静脉穿刺，置入导丝，扩张管，中心静脉导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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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MX47301 静脉切开置管术
患者仰卧于手术台，消毒铺巾，切开局部皮肤及皮下，游离出拟切开的静脉，两端绕阻断带，阻断

并斜行切开静脉部分管壁，植入导管，外与静脉一起结扎固定，远心侧静脉结扎，关闭切口。限于

严重创伤、休克抢救及某些手术辅助措施。

JMX47503
经烧伤创面静脉切开置

管术
术区皮肤消毒，切开痂皮，暴露静脉，止血，切开静脉放置并固定留置管，抗感染敷料包扎。

JMX47504
经外周中心静脉导管置

入术

评估患者病情，合作程度及穿刺血管情况等，讲解并签署知情同意书，核对医嘱及患者信息，解释

其目的取得配合，取适当体位，选择并检查导管，测量导管插入长度及臂围，超声引导下选择穿刺

血管，铺无菌巾，戴无菌手套，用酒精棉球脱脂，用蘸有消毒液的棉球消毒（直径至少15厘米，消

毒面积到两侧臂缘），更换无菌手套，铺无菌巾扩大范围，铺孔巾，无菌注射器预冲导管，静脉穿

刺，无菌纱布吸收渗血，见回血后送入外套管，撤出针芯，送导管至预计长度，撤导丝，抽回血并

冲管，修剪长度安装连接器，连接肝素帽并正压封管，清洁局部皮肤，纱布置于穿刺点上方，无菌

敷料固定，拍X光片明确位置，处理用物，观察患者反应并记录，做好健康教育及心理护理。不含

超声检查、X线检查及报告。

JMX62301 经皮静脉内旋切术

患者仰卧于造影台，局麻下穿刺腋静脉、肱静脉、颈内静脉或锁骨下静脉，放植血管鞘管，沿鞘管

放入导丝和猪尾造影导管入上腔静脉近端，退出导丝，将猪尾导管与高压注射器连接，注入对比剂

进行静脉造影。血栓定位后，旋切导管植于血栓部位边造影边旋切，旋切完毕后退出旋切导管，穿

刺处包扎。不含DSA引导。

JMX48501 静脉导管拔除术
患者仰卧于手术台/病床，局部消毒，拆除固定缝线，拔除静脉导管，管头做细菌培养，穿刺点压

迫止血10分钟。

JMX44501
经皮穿刺选择性上下腔

静脉取血术

消毒麻醉，股静脉或颈静脉穿刺插管，选择上下腔静脉，注射对比剂并摄片取血，拔管压迫止血，

冲洗胶片。人工报告。不含监护、实验室检查。

JMX68301 腔静脉损伤修复术
开胸或开腹，必要时建立体外循环，显露损伤处腔静脉，根据需要直接缝合损伤处或以人工血管替

换，关胸，关腹。不含体外循环。

JMX48301 肢体静脉切开取栓术
患者仰卧于手术台，消毒铺巾，切开皮肤，游离静脉，静脉肝素抗凝，阻断并切开静脉，挤压肢体

远端或Fogarty导管取栓，冲洗、缝合静脉，彻底止血后放植引流，关闭切口。

JMX62302 四肢深静脉瘤切除术
患者仰卧于手术台，消毒铺巾，切开患肢皮肤和皮下，游离病变静脉，静脉肝素抗凝，阻断静脉，

切除静脉瘤，缝合静脉。必要时应用自体静脉/人工血管重建血运，彻底止血、冲洗后留植引流，

分层缝合切口，无菌敷料外敷。不含自体血管取材术。

JMX65501
经皮血液透析静脉回路

球囊成形术

消毒麻醉，透析静脉回路穿刺插管，引流静脉造影并摄片，球囊扩张引流静脉狭窄，造影评价扩张

效果，拔管压迫止血，冲洗胶片。人工报告。不含监护。

JMX47505
经皮穿刺血液透析静脉

回路支架置入术

消毒麻醉，透析静脉回路穿刺插管，引流静脉造影并摄片，置入支架，造影评价效果，拔管压迫止

血，冲洗胶片。人工报告。不含监护。

JMX47506
经皮穿刺血液透析静脉

回路球囊扩张+支架置

消毒麻醉，经透析静脉回路或上游动脉穿刺插管，引流静脉造影并摄片，球囊预扩张静脉狭窄后置

入支架，造影评价效果，拔管压迫止血，冲洗胶片。人工报告。不含监护。

JMX60501
经皮血液透析通路溶栓

术

消毒麻醉，穿刺透析通路插管，造影并摄片，引入溶栓导管或溶栓导丝靠近或插入血栓，药物溶

栓，造影评价效果，拔管压迫止血，冲洗胶片。人工报告。不含监护。

JMX60502
经皮穿刺血液透析通路

血栓碎栓术

消毒麻醉，穿刺透析通路插管，造影并摄片，引入碎栓装置取出血栓，造影评价效果，拔管压迫止

血，冲洗胶片。人工报告。不含监护。

JMX44301 头静脉取材术
患者仰卧于手术台，消毒铺巾，沿头静脉走行切口，显露游离头静脉主干，切断、结扎各分支，切

取适当长度的头静脉，两残端结扎，检查切取段头静脉有无破裂口或漏血，必要时结扎、缝扎遗漏

分支和破裂口，肝素盐水浸泡，分层缝合皮下及皮肤切口。

JMX62303 内脏静脉瘤切除术
患者仰卧于手术台，消毒铺巾，开胸/腹，切开皮肤和皮下，游离病变静脉，静脉肝素抗凝，阻断

静脉，切除静脉瘤，缝合静脉。必要时应用自体静脉/人工血管重建血运，彻底止血，冲洗后留植

引流，分层缝合切口，无菌敷料外敷。不含自体血管取材术。

JMX62304 其他部位静脉瘤成形术
患者仰卧于手术台，消毒铺巾，切开皮肤和皮下，游离病变静脉，静脉肝素抗凝，阻断静脉，切除

扩张的部分静脉壁，缝合静脉，彻底止血，冲洗后留植引流，分层缝合切口，无菌敷料外敷。必要

时可使用各种材料包裹静脉壁。不含自体血管取材术。
4.其它

JMY07301 深度烧伤扩创血管探查 术区皮肤消毒，显露破裂的血管，探查，并确定血管坏死范围。

JMY73301 烧伤破裂血管移植术
术区皮肤消毒，显露破裂的血管，探查并确定血管坏死范围，清除坏死血管后用人造血管或自体血

管等进行修复，创面用皮瓣修复。不含自体血管采取术。
JMY68307 烧伤破裂血管修补缝合 术区皮肤消毒，显露破裂的血管，探查并确定血管破裂部位及程度，缝合修补破裂血管。

JMY60301
海绵状血管瘤激光治疗

(小)

瘤体最大直径小于3厘米。患者仰卧于手术台，消毒铺巾，皮肤切开，游离血管瘤，直视下穿刺，

光纤进入瘤体进行激光治疗，交通支结扎，彻底止血后绷带加压包扎。

JMY60302
海绵状血管瘤激光治疗

(中)

瘤体最大直径3-5厘米。患者仰卧于手术台，消毒铺巾，皮肤切开，游离血管瘤，直视下穿刺，光

纤进入瘤体进行激光治疗，交通支结扎，彻底止血后绷带加压包扎。

JMY60303
海绵状血管瘤激光治疗

(大)

瘤体最大直径大于5厘米。患者仰卧于手术台，消毒铺巾，皮肤切开，游离血管瘤，直视下穿刺，

光纤进入瘤体进行激光治疗，交通支结扎，彻底止血后绷带加压包扎。

JMY38501 血管瘤硬化剂注射治疗
消毒，用注射器抽取硬化剂，刺入相应血管瘤(或淋巴管瘤)中，使药物均匀分布于血管瘤组织，随

访观察疗效，必要时重复治疗。

JMY62301
海绵状血管瘤切除术

(小)

指面积在3平方厘米以下，定位，消毒铺巾，局麻，切开皮肤，切除部分病变皮肤，将深部瘤体组

织完整切除，缝合伤口，加压包扎。

JMY62302
海绵状血管瘤切除术

(中)

指面积小于10平方厘米，未达肢体一周及肢体1/4长度，定位，消毒铺巾，局麻，必要时上止血

带，梭形切口，切除部分病变皮肤，将深部瘤体组织尽量切除，置引流管引出固定，缝合伤口，加

压包扎。

JMY62303
海绵状血管瘤切除术

(大)

指面积大于10平方厘米，达到肢体一周及超过肢体1/4长度，消毒铺巾，必要时上止血带，梭形切

口，切除部分病变皮肤，将深部瘤体组织尽量切除，置引流管引出固定，缝合伤口，加压包扎。
JMY62304 血管球瘤切除术 消毒，铺单，气囊止血带止血，切开皮肤，显露并切除肿瘤。

JMY43501
经皮穿刺临时性球囊闭

塞术

用于术前暂时止血。消毒，麻醉，穿刺置管，造影摄片，引入不可脱球囊暂时闭塞血管，造影复

查，穿刺点压迫包扎。人工报告。不含监护。

JMY68301 临时性动静脉瘘成形术
常用于静脉转流的辅助性手术中。为保证增加静脉回流的流量和流速，应用自体原位小动静脉做

桥，预置结扎线，术后视具体情况结扎关闭瘘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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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MY43302
人工动静脉瘘切除重造

术

患者仰卧于手术台，消毒铺巾，局部切口，游离动静脉瘘，结扎瘘口，彻底止血冲洗后放植引流，

关闭切口。主要用于肾衰病人血液透析用。

JMY43303 先天性动静脉瘘栓塞术
患者仰卧于手术台，消毒铺巾，切开局部皮肤及皮下，游离出动静脉，寻找瘘口，局部注射栓塞材

料。开放阻断证实栓塞成功后彻底止血冲洗后放植引流，关闭切口。

JMY62305 先天性动静脉瘘切除术
患者仰卧于手术台，消毒铺巾，局部切口，显露分离动静脉瘘，结扎或缝合瘘口，切除动静脉异常

交通支，开放阻断证实修补成功后彻底止血冲洗后放植引流，关闭切口。

JMY68302 自体动静脉内瘘成形术
患者仰卧于手术台，消毒铺巾，局部切口，游离动脉和浅静脉，打通皮下隧道，行动脉和静脉分别

吻合，彻底止血冲洗后，关闭切口。主要用于肾衰病人血液透析用。

JMY71301
人工动静脉内瘘血管转

流术

患者仰卧于手术台，消毒铺巾，局部切口，游离动脉和浅静脉，打通皮下隧道，行人工血管与动脉

和静脉分别吻合，彻底止血冲洗后，关闭切口。主要用于肾衰病人血液透析用。

JMZ73301 大网膜游离移植术
患者仰卧于手术台，消毒铺巾，腹部正中切口，游离、修剪并切断大网膜，移植于肢体缺血部位，

与缺血部位的近端血管吻合，彻底止血冲洗后放植引流，关闭切口。

JMZ47901
体外人工膜肺(ECMO)安

装术
预充管道，腹股沟切口经股动静脉，或经右心房和升主动脉，或颈部穿刺经颈动静脉，置入管道。

JMZ48301 体外膜肺(ECMO)撤除术
消毒，局麻或全麻，游离阻断股静动脉，撤除股动静脉管道，收紧股静脉荷包线，缝合股动脉切

口，皮肤切口缝合。

JMZ51301
体外膜肺(ECMO)的血泵

更换术

消毒，短暂全麻，减小血泵流量，暂停辅助，夹闭灌注管及引流管，更换血泵，重新排气，启动血

泵。

JMZ51302
体外膜肺(ECMO)的膜肺

更换术

消毒，短暂全麻，减小血泵流量，暂停辅助，夹闭灌注管及引流管，更换膜肺，重新排气，启动血

泵。

JMZ09301
体外膜肺氧合(ECMO)运

行监测
ECOM过程中，机器使用及维护，相关材料更换。不含左右心室辅助泵安装术。

JMZ99301 体外循环

全麻下，游离上腔静脉后间隙，套上腔静脉阻断带，游离主肺动脉间隔，分别缝合主动脉荷包，冠

脉灌注荷包，上下腔静脉荷包和左心引流荷包，分别套入阻断管，体外循环转机排气，管钳夹闭主

动脉和上下腔静脉端，剪开体外循环管道，分别插入主动脉插管，上下腔静脉插管，左心引流管和

灌注管，固定并连接到体外循环管道，与体外循环医生核对插管是否连接正确后，转机，降温，游

离下腔静脉后间隙，套入下腔静脉阻断带，待体外循环全流量后分别阻断上下腔静脉，从主肺动脉

间隙阻断升主动脉，灌停跳液，剪开右心房，心包腔倒冰水心表降温，停跳液灌注完毕。在体外循

环期间替代患者心肺功能，实时监测各项监测指标，根据实际情况添加药物，以维持循环及内环境

稳定，保护重要脏器功能。

JMZ31301 备体外循环
在具有风险的非体外循环手术期间，准备好紧急体外循环所需用品，时刻准备紧急体外循环，以保

证手术顺利进行。根据不同患者及手术方式选择体外循环器材及方式，连接体外循环管路(含主要

管路及左右心吸引器，停跳液灌注装置)，检测体外循环前ACT。
(十)造血及淋巴系统
1.骨髓

JNA34101 骨髓穿刺术
消毒铺巾，局麻，注射器抽取局麻药局部麻醉，使用骨穿针穿刺后用20毫升注射器抽取骨髓0.2毫

升涂片，拔出骨穿针，盖无菌敷料。

JNA44301 骨髓采集术
在手术室从双侧髂后上棘和髂前上棘抽取骨髓血，每次穿刺最多可抽取骨髓血20毫升，需多次换部

位穿刺，采集骨髓血总量800-1200毫升不等，骨髓血需经注射器针头过滤后注入血袋，每袋称重并

取样人工计数单个核细胞数。不含术中输液、自体血回输、骨髓血冻存。

JNA38101
白血病化疗药物鞘内注

射

腰椎穿刺术成功后进行脑脊液压力测定，留取标本，化疗药物缓慢注射，局部包扎。不含脑脊液化

验。
2.脾

JNB38101
超声造影引导经皮脾脏

创伤出血栓塞术

术前准备，超声造影引导下确定脾创伤灶及活动性出血部位，局部皮肤消毒铺巾，麻醉，PTC穿刺

针(20G×200毫米)，进行穿刺，创伤灶注射止血剂，活动性出血部位注射医用吻合胶。图文报告。

不含超声引导、实验室检查。

JNB34101
B超引导下脾脏占位性

病变穿刺术

用灰阶超声仪对脾脏占位性病变进行术前观察，消毒铺巾，局麻，在B超监视下将穿刺针或穿刺枪

经皮刺入脾脏肿块，抽吸活检，置管引流或注药。图文报告。不含超声引导。

JNB35101 经皮脾囊肿穿刺引流术
局部消毒铺巾，影像定位，以穿刺针穿刺脾囊肿后，沿此通路经导丝置换引流管。不含监护、影像

学引导。
JNB35102 经皮脾脓肿穿刺引流术 局部消毒铺巾，以穿刺针穿刺脾脓肿后，沿此通路经导丝置换引流管。不含监护、影像学引导。

JNB61301 脾部分切除术
左肋缘下切口逐层进腹，探查，游离脾脏，结扎切断脾周围韧带，分离脾蒂血管，按预定脾段结扎

血管，切除脾段，止血，经腹壁另戳孔置管引出固定，清点器具、纱布无误，冲洗腹腔，逐层关腹

JNB61401 经腹腔镜脾部分切除术
腹壁多处戳孔，造气腹，插入观察镜，插入操作内镜，插入辅助器械，探查，游离脾脏，结扎切断

脾周围韧带，分离脾蒂血管，按预定脾段结扎血管，切除部分脾，止血，置管引出固定，缝合伤口

JNB62301 脾切除术
插导尿管，逐层进腹，探查，游离脾脏，结扎切断脾周围韧带，分离脾蒂血管，将脾完整切除，处

理脾床，止血，经腹壁另戳孔置管引出固定，清点器具、纱布无误，冲洗腹腔，逐层关腹。

JNB62401 经腹腔镜脾切除术
腹壁多处戳孔，造气腹，插入观察镜，插入操作内镜，插入辅助器械，探查，游离脾脏，结扎切断

脾周围韧带，分离脾蒂血管，将脾完整切除，处理脾床，止血，置管引出固定，缝合伤口。

JNB68301 脾修补术
经左腹直肌或左肋缘下切口逐层进腹，探查，游离脾脏，结扎切断脾周围韧带，缝扎破裂脾脏，止

血，经腹壁另戳孔置管引出固定，清点器具、纱布无误，冲洗腹腔，逐层关腹。

JNB68401 经腹腔镜脾修补术
腹壁多处戳孔，造气腹，插入观察镜，插入操作内镜，插入辅助器械，探查，游离脾脏，缝扎破裂

脾脏，止血，置管引出固定，缝合伤口。

JNB75301 脾切除自体脾移植术
逐层进腹，探查，游离脾脏，结扎切断脾周围韧带，分离脾蒂血管，将脾完整切除，处理脾床，将

自体脾部分移植网膜内，止血，经腹壁另戳孔置管固定，清点器具、纱布无误，冲洗腹腔，逐层关

JNB75302 异体脾脏移植术
逐层进腹，探查，游离存留之脾动，静脉血管，手术显微镜下与供体脾动静脉吻合，固定，止血，

经腹壁另戳孔置管固定，清点器具、纱布无误，冲洗腹腔，逐层关腹。

JNB62302 脾脏移植供体获取术
插导尿管，逐层进腹、探查、游离供体脾脏、结扎切断脾周围韧带，分离脾蒂血管，将供体脾完整

切除，处理脾床，止血，经腹壁另戳孔置管引出固定，清点器具、纱布无误，冲洗腹腔，逐层关腹

。含供体脾脏灌洗保存，血管修整。
3.胸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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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NC62301 胸腺切除术
胸骨正中切口，消毒铺巾，贴膜，开胸探查，游离，切除全部胸腺和纵隔脂肪组织，电刀止血，纵

隔放置引流，逐层关胸。

JNC62401 经胸腔镜胸腺切除术
经左胸、右胸或者剑突下径路，消毒铺巾，贴膜，单肺通气，建立气胸，胸腔镜探查胸腔，胸腔镜

下游离、切除全部胸腺和纵隔脂肪组织，用标本袋取出切除组织，用电刀或超声刀止血，置放胸腔

闭式引流，关胸。
4.淋巴

JND62306 舌骨上淋巴清扫术
颌下弧形或T形切口，切开皮肤、皮下和颈阔肌，翻瓣暴露手术区，见到肩胛舌骨肌中央腱后，从

此平面向上清扫Ⅰ、Ⅱ、Ⅲ区蜂窝组织，含颌下腺切除，止血。必要时探查舌神经、舌下神经，伤

口处理及关闭。

JND62301 颈淋巴结清扫术

颈部双叉切口，于颈阔肌浅面游离皮瓣，结扎切断颈外静脉，切断胸骨舌骨肌、胸骨甲状肌、胸锁

乳突肌和颈内静脉，切开颈动脉鞘，由下向上清除淋巴结和脂肪组织，切断甲状腺中、上静脉，面

总静脉，保护喉上、喉返神经、舌下神经、膈神经，再由下颌舌骨肌浅面自上而下清除颏下区淋巴

结和脂肪，最后清扫颌下区的淋巴结，保护面动脉、面神经、舌下神经，止血，置管引出固定，缝

JND62302 择区性颈淋巴结清扫术
消毒铺巾，气管插管喉气管切开，切口选择(人字、半H形、双三叉形等)，根据头颈部肿瘤特点，

不同部位的肿瘤转移的区域不同进行选择，注意重要血管神经的保护，冲洗，放引流，缝合。

JND62303 功能性颈淋巴结清扫术

消毒铺巾，气管插管喉气管切开，切口选择(人字、半H形、双三叉形等)，从下颌骨下缘到锁骨，

从斜方肌的前缘到颈前中线范围内，自颈阔肌深面到颈深筋膜之间，一般只保留颈总动脉、颈内动

脉、颈外动脉、迷走神经、膈神经、舌下神经、舌神经、及臂丛，还保留胸锁乳突肌、颈内静脉、

副神经。肩甲舌骨肌、其周围软组织均应切除，清扫的淋巴结含颏下、下颌下淋巴结、沿颈内静脉

走向的颈深淋巴结上中下及副神经区和锁骨上区的颈深淋巴结群等。冲洗，放引流，缝合。

JND62304 根治性颈淋巴结清扫术

消毒铺巾，气管插管喉气管切开，切口选择(人字、半H形、双三叉形等)，从下颌骨下缘到锁骨，

从斜方肌的前缘到颈前中线范围内，自颈阔肌深面到颈深筋膜之间，一般只保留颈总动脉、颈内动

脉、颈外动脉、迷走神经、膈神经、舌下神经、舌神经、及臂丛。胸锁乳突肌、肩甲舌骨肌、颈内

静脉、副神经及其周围软组织均应切除，清扫的淋巴结含颏下、下颌下淋巴结、沿颈内静脉走向的

颈深淋巴结上中下及副神经区和锁骨上区的颈深淋巴结群等。冲洗，放引流，缝合。

JND62307 肩胛舌骨上淋巴清扫术
颌下弧形或T形切口，切开皮肤、皮下和颈阔肌，翻瓣暴露手术区，见到肩胛舌骨肌中央腱后，从

此平面向上清扫I、Ⅱ、Ⅲ区蜂窝组织，含颌下腺切除，止血。必要时探查舌神经、舌下神经，伤

口处理及关闭。

JND62308 锁骨上窝淋巴结摘除术
平卧位，麻醉后消毒铺巾，颈部切口，切开皮肤、颈阔肌、皮下脂肪、切断胸锁乳突肌，解剖颈内

静脉牵向内侧，完善显露锁骨上窝，游离淋巴结，结扎输入输出淋巴管，完整摘除淋淋巴结，依次

关闭切开各层。

JNE71302
显微镜下前臂外侧浅淋

巴管静脉吻合术

用于治疗上肢淋巴水肿。患者取平卧位，患肢外展90°并平置于床上，患侧上肢消毒铺巾，于肘横

纹下前臂外侧浅静脉走行区切开皮肤，在手术显微镜下寻前臂外侧浅静脉及周围浅淋巴管，将静脉

及淋巴管分别剪断，静脉远心端结扎，以肝素盐水冲洗静脉近心端后，游标卡尺测量静脉及淋巴管

管径。以无损伤缝线将淋巴管远心端与静脉近心端行端端套入式吻合并间断缝合关闭静脉吻合口，

如静脉与淋巴管管径匹配可行端端吻合，观察无渗血及渗液后，间断缝合皮肤切口，敷料覆盖伤

口，弹力绷带加压包扎。

JNE71303
显微镜下前臂内侧浅淋

巴管静脉吻合术

用于治疗上肢淋巴水肿。患者取平卧位，患肢外展90°并平置于床上，患侧上肢消毒铺巾，于肘横

纹下前臂内侧浅静脉走行区切开皮肤，在手术显微镜下寻前臂内侧浅静脉及周围浅淋巴管，将静脉

及淋巴管分别剪断，静脉远心端结扎，以肝素盐水冲洗静脉近心端后，游标卡尺测量静脉及淋巴管

管径。以无损伤缝线将淋巴管远心端与静脉近心端行端端套入式吻合并间断缝合关闭静脉吻合口，

如静脉与淋巴管管径匹配可行端端吻合，观察无渗血及渗液后，间断缝合皮肤切口，敷料覆盖伤

口，弹力绷带加压包扎。

JNE71304
显微镜下尺动脉旁深淋

巴管静脉吻合术

用于治疗上肢淋巴水肿。患者取平卧位，患肢外展90°并平置于床上，患侧上肢消毒铺巾，于腕横

纹上尺侧切开皮肤，在手术显微镜下分离皮下组织，剪开关节支持带，分离出尺动静脉，于血管周

围寻尺动脉旁深淋巴管，将尺静脉分支静脉及尺动脉旁深淋巴管分别剪断，静脉远心端结扎，以肝

素盐水冲洗静脉近心端后，游标卡尺测量静脉及淋巴管管径。以无损伤缝线将淋巴管远心端与静脉

近心端行端端套入式吻合并间断缝合关闭静脉吻合口，如静脉与淋巴管管径匹配可行端端吻合，观

察无渗血及渗液后，间断缝合皮肤切口，敷料覆盖伤口，弹力绷带加压包扎。

JNE71305
显微镜下桡动脉旁深淋

巴管静脉吻合术

用于治疗手部淋巴水肿。患者取平卧位，患肢外展90°并平置于床上，患侧上肢消毒铺巾，于腕横

纹上桡侧切开皮肤，在手术显微镜下分离皮下组织，剪开关节支持带，分离出桡动静脉，于血管周

围寻桡动脉旁深淋巴管，将桡静脉分支静脉及桡动脉旁深淋巴管分别剪断，静脉远心端结扎，以肝

素盐水冲洗静脉近心端后，游标卡尺测量静脉及淋巴管管径。以无损伤缝线将淋巴管远心端与静脉

近心端行端端套入式吻合并间断缝合关闭静脉吻合口，如静脉与淋巴管管径匹配可行端端吻合，观

察无渗血及渗液后，间断缝合皮肤切口，敷料覆盖伤口，弹力绷带加压包扎。

JNE71306
显微镜下上臂深淋巴管

静脉吻合术

用于治疗上肢淋巴水肿。患者取平卧位，患肢外展90°并平置于床上，患侧上肢消毒铺巾，沿肱二

、三头肌肌间沟切开皮肤，在手术显微镜下分离皮下组织，剪开深筋膜，分离出肱动、静脉及正中

神经，予以保护，于血管、神经周围寻上臂深淋巴管，将肱静脉分支静脉及上臂深淋巴管分别剪

断，静脉远心端结扎，以肝素盐水冲洗静脉近心端后，游标卡尺测量静脉及淋巴管管径。以无损伤

缝线将淋巴管远心端与静脉近心端行端端套入式吻合并间断缝合关闭静脉吻合口，如静脉与淋巴管

管径匹配可行端端吻合，观察无渗血及渗液后，间断缝合皮肤切口，敷料覆盖伤口，弹力绷带加压

JNE71307
显微镜下手背浅淋巴管

静脉吻合术

用于治疗手部淋巴水肿。患者取平卧位，患肢外展90°，于患侧手背部浅静脉走行区切开皮肤，在

手术显微镜下寻手背浅静脉及周围浅淋巴管，将静脉及淋巴管分别剪断，静脉远心端结扎，以肝素

盐水冲洗静脉近心端后，游标卡尺测量静脉及淋巴管管径。以无损伤缝线将淋巴管远心端与静脉近

心端行端端套入式吻合并间断缝合关闭静脉吻合口，如静脉与淋巴管管径匹配可行端端吻合，观察

无渗血及渗液后，间断缝合皮肤切口，敷料覆盖伤口，弹力绷带加压包扎。

JNF71301
显微镜下头静脉伴行淋

巴管静脉吻合术

用于治疗上肢淋巴水肿。患者取平卧位，患肢外展消毒铺巾，于三角肌前源下方，头静脉走形在手

术显微镜下寻足背部浅静脉及周围浅淋巴管，将静脉及淋巴管分别剪断，静脉远心端结扎，以肝素

盐水冲洗静脉近心端后，游标卡尺测量静脉及淋巴管管径。以无损伤缝线将淋巴管远心端与静脉近

心端行端端套入式吻合并间断缝合关闭静脉吻合口，如静脉与淋巴管管径匹配可行端端吻合，观察

无渗血及渗液后，间断缝合皮肤切口，敷料覆盖伤口，弹力绷带加压包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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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NF62302
局限性纵膈淋巴结清扫

术

指切除小于6站的纵隔和肺门淋巴结。探查纵隔和肺门淋巴结，解剖并摘除淋巴结(小于6站)。不含

胸部肿瘤切除手术、病理学检查。

JNF62303
恶性肿瘤系统性纵隔淋

巴结清扫术

指切除大于等于6站的纵隔和肺门淋巴结。探查纵隔和肺门淋巴结，解剖并摘除淋巴结(大于等于6

站)。用电刀或超声刀止血。不含胸部肿瘤切除手术、病理学检查。

JNG71308
显微镜下腹腔淋巴管静

脉吻合术

开腹探查手术中，手术显微镜下以显微器械游离腹腔含乳糜淋巴管，游离口径匹配临近小血管，结

扎淋巴管近心端及小血管远心端，肝素盐水冲洗静脉近心端管腔，未发现明显血液返流，以显微缝

合线吻合淋巴管及小血管近心端。

JNG71309
显微镜下腹腔淋巴管自

体静脉移植桥接静脉吻

合术

在开腹探查手术中，手术显微镜下以显微器械游离腹腔器官含乳糜淋巴管，游离口径匹配临近小血

管，结扎淋巴管近心端及小血管远心端，肝素盐水冲洗静脉近心端管腔，如发现明显血液返流，则

取一段带瓣膜大隐静脉以显微缝合线行架桥，再以其与淋巴管近心端行端端吻合。不含自体静脉取

JNG62401
经腹腔镜肝门淋巴结清

扫术

腹壁多处戳孔，造气腹，插入观察镜，插入操作内镜，插入辅助器械，探查，粘连分解，骨化，游

离肝门血管胆管，区域淋巴结清扫，置管引出固定，缝合伤口。

JNG62301 腹腔淋巴结清扫术
指各器官所属淋巴结群。逐层进腹，保护血管神经，解剖血管鞘，切取所属淋巴结群及疏松组织，

置引流管，清点器具、纱布无误，冲洗腹腔，逐层关腹。

JNG62402
经腹腔镜腹腔淋巴结清

扫术

腹壁多处戳孔，造气腹，插入观察镜，插入操作内镜，插入辅助器械，探查，解剖血管鞘，切取所

属淋巴结群及疏松组织，止血，置管引出固定，缝合伤口。

JNG62302
经腹腹主动脉旁淋巴结

切除术

消毒铺巾，开腹，腹腔探查，剪开后腹膜，暴露腹主动脉及下腔静脉，腹主动脉及下腔静脉周围淋

巴结切除。含淋巴结活检术。

JNG62403
经腹腔镜腹主动脉旁淋

巴结切除术

消毒铺巾，切开脐部小切口1厘米以长针穿入腹壁，证实进入腹腔后，充气，建立气腹，放入腹腔

镜，分别于双侧髂棘内侧5厘米处切开0.5厘米小切口，分别放入直径0.5厘米小套管，必要时可于

脐耻间行第四直径0.5厘米小切口，放置套管，腹腔探查，剪开后腹膜，暴露腹主动脉及下腔静

脉，腹主动脉及下腔静脉周围淋巴结切除。含淋巴结活检术。

JNG62303 腹股沟淋巴结切除术
膀胱截石位，消毒外阴，铺单，切开皮肤及皮下组织，清扫皮下组织及淋巴结，切开阔筋膜，分离

结扎大隐静脉，缝扎阴部外动脉，清扫股三角淋巴结，清扫腹股沟淋巴结，缝合皮下脂肪。

JNG62304 髂腹股沟淋巴结清扫术
腹部联合腹股沟切口，切开皮肤，保护血管神经，解剖血管鞘，切取所属淋巴结群及疏松组织，置

管引出固定，缝合伤口。

JNG62404
经腹腔镜的髂腹股沟淋

巴结清扫术

腹壁戳孔，造气腹，插入观察镜，插入操作内镜，插入辅助器械，探查，切取清扫髂内淋巴结，另

作切口清扫腹股沟淋巴结，送检，止血，置管引出固定，缝合伤口。

JNG62305
腹膜后淋巴管瘤切除术

(小)

指瘤体位于后腹膜一侧，直径小于5厘米。病人平卧位，消毒铺巾，腹正中切口，切开皮肤、皮下

脂肪、腹白线、腹膜，推开肠管，切开后腹膜显露肿物，必要时游离单侧输尿管、精索(卵巢)血管

予以保护，切除肿物，显微镜下确切结扎淋巴管断端、止血，确认无淋巴漏，腹膜后留置引流管，

缝合后腹膜，留置腹腔引流管，缝合腹膜、腹白线、皮下脂肪、皮肤，切口无菌敷料覆盖。

JNG62306
腹膜后淋巴管瘤切除术

(中)

指瘤体位于后腹膜一侧，直径大于5厘米。病人平卧位，消毒铺巾，腹正中切口，切开皮肤、皮下

脂肪、腹白线、腹膜，推开肠管，切开后腹膜显露肿物，游离单侧输尿管、精索(卵巢)血管予以保

护，切除肿物，显微镜下确切结扎淋巴管断端、止血，确认无淋巴漏，腹膜后留置引流管，缝合后

腹膜，留置腹腔引流管，缝合腹膜、腹白线、皮下脂肪、皮肤，切口无菌敷料覆盖。

JNG62307
腹膜后淋巴管瘤切除术

(大)

指瘤体包绕腹主动脉、下腔静脉。病人平卧位，消毒铺巾，腹正中切口，切开皮肤、皮下脂肪、腹

白线、腹膜，推开肠管，切开后腹膜显露肿物，游离双侧输尿管、精索(卵巢)血管予以保护，游离

瘤体段腹主动脉、下腔静脉予以保护，切除肿物，含腹主动脉、下腔静脉后方瘤体，显微镜下确切

结扎淋巴管断端、止血，确认无淋巴漏，腹膜后留置引流管，缝合后腹膜，留置腹腔引流管，缝合

腹膜、腹白线、皮下脂肪、皮肤，切口无菌敷料覆盖。

JNG71310
显微镜下腹膜后淋巴管

静脉吻合术

在开腹探查手术中，打开后腹膜，手术显微镜下以显微器械游离腹膜后含乳糜淋巴管，游离口径匹

配临近小血管，结扎淋巴管近心端及小血管远心端，肝素盐水冲洗静脉近心端管腔，未发现明显血

液返流，以显微缝合线吻合淋巴管及小血管近心端。

JNG71311

显微镜下腹膜后淋巴管

自体移植静脉静脉吻合

术

在开腹探查手术中，打开后腹膜，手术显微镜下以显微器械游离腹膜后含乳糜淋巴管，游离口径匹

配临近小血管，结扎淋巴管近心端及小血管远心端，肝素盐水冲洗静脉近心端管腔，如发现明显血

液返流，则取一段带瓣膜大隐静脉以显微缝合线行架桥，再以其与淋巴管近心端行端端吻合。不含

自体静脉取材。

JNG71312
腹股沟淋巴管-腰干淋

巴管吻合术

插导尿管，腹部联合腹股沟切口，逐层进腹，保护血管神经，手术显微镜下解剖吻合腹股沟淋巴管

和腰干淋巴管，置引流管，固定，清点器具、纱布无误，冲洗腹腔，逐层关腹。

JNG71313
显微镜下腹股沟浅淋巴

管静脉吻合术

用于治疗下肢淋巴水肿。患者取平卧位，患肢侧腹股沟区消毒铺巾，于腹股沟韧带下方浅静脉走行

区切开皮肤，在手术显微镜下寻腹股沟浅静脉及周围浅淋巴管，将静脉及淋巴管分别剪断，静脉远

心端结扎，以肝素盐水冲洗静脉近心端后，游标卡尺测量静脉及淋巴管管径。以无损伤缝线将淋巴

管远心端与静脉近心端行端端套入式吻合并间断缝合关闭静脉吻合口，如静脉与淋巴管管径匹配可

行端端吻合，观察无渗血及渗液后，间断缝合皮肤切口，敷料覆盖伤口，弹力绷带加压包扎。

JNG71314

显微镜下腹股沟下淋巴

结输入淋巴管大隐静脉

分支吻合术

用于治疗下肢淋巴水肿。患者取平卧位，患肢侧腹股沟区消毒铺巾，于腹股沟韧带下方大隐静脉走

行区切开皮肤，在手术显微镜下寻大隐静脉分支静脉以及腹股沟浅淋巴结输入淋巴管，将匹配静脉

及淋巴管分别剪断，静脉远心端结扎，以肝素盐水冲洗静脉近心端后，游标卡尺测量静脉及淋巴管

管径。以无损伤缝线将淋巴管远心端与静脉近心端行端端套入式吻合并间断缝合关闭静脉吻合口，

如静脉与淋巴管管径匹配可行端端吻合，观察无渗血及渗液后，间断缝合皮肤切口，敷料覆盖伤

口，弹力绷带加压包扎。

JNH71316
显微镜下髂外深淋巴管

静脉吻合术

患者取平卧位，患肢侧腹股沟区消毒铺巾，于腹股沟韧带上切开皮肤，逐层切开暴露髂外动静脉，

在手术显微镜下于髂外动静脉周围寻找扩张淋巴管，以无损伤缝线将其远、近端与腹壁下静脉分支

行端端套入或端端吻合，观察无渗血及渗液后，逐层间断缝合，敷料覆盖伤口。

JNH71315
显微镜下会阴浅淋巴管

静脉分支吻合术

用于治疗会阴部淋巴水肿。患者取平卧位，腹股沟区消毒铺巾，于腹股沟韧带下方大隐静脉走行区

做斜切口并向上延伸跨过腹股沟韧带，在手术显微镜下寻大隐静脉会阴侧分支静脉以及来自会阴区

淋巴管，将匹配静脉及淋巴管分别剪断，静脉远心端结扎，以肝素盐水冲洗静脉近心端后，游标卡

尺测量静脉及淋巴管管径。以无损伤缝线将淋巴管远心端与静脉近心端行端端套入式吻合并间断缝

合关闭静脉吻合口，如静脉与淋巴管管径匹配可行端端吻合，观察无渗血及渗液后，间断缝合皮肤

切口，敷料覆盖伤口，弹力绷带加压包扎。

JNH62303 经腹盆腔淋巴结切除术
消毒铺巾，开腹，探查盆腹腔及盆腔淋巴结，剪开后腹膜，暴露盆腔双侧血管淋巴解剖，行盆腔各

组(髂总、髂内、髂外、闭孔、腹股沟深淋巴结组)淋巴结切除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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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NH62304
经腹膜外盆腔淋巴结切

除术

开腹，切断圆韧带和腹壁下动静脉，分别暴露双侧盆腔血管淋巴，行盆腔各组(髂总、髂内、髂外

、闭孔、腹股沟深淋巴结组)淋巴结切除术。

JNH62404
经腹腔镜盆腔淋巴结切

除术

消毒铺巾，切开脐部小切口1厘米以长针穿入腹壁，证实进入腹腔后，充气，建立气腹，放入腹腔

镜，分别于双侧髂棘内侧5厘米处切开0.5厘米小切口，分别放入直径0.5厘米小套管，必要时可于

脐耻间行第四直径0.5厘米小切口，放置套管，分别暴露双侧盆腔血管淋巴，行盆腔各组组(髂总、

髂内、髂外、闭孔、腹股沟深淋巴结组)淋巴结切除术。
JNH62306 经腹骶前淋巴结切除术 消毒铺巾，开腹，腹腔探查，剪开后腹膜，暴露骶前解剖，骶前淋巴结切除或活检术。

JNH62406
经腹腔镜骶前淋巴结切

除术

消毒铺巾，切开脐部小切口1厘米以长针穿入腹壁，证实进入腹腔后，充气，建立气腹，放入腹腔

镜，分别于双侧髂棘内侧5厘米处切开0.5厘米小切口，分别放入直径0.5厘米小套管，必要时可于

脐耻间行第四直径0.5厘米小切口，放置套管，腹腔探查，剪开后腹膜，暴露骶前解剖，骶前淋巴

结切除或活检术。

JNH62302
睾丸肿瘤腹膜后淋巴结

清扫术

消毒，电刀逐层切开，游离，右侧应由肾蒂平面以上2厘米平面起，沿下腔静脉到腹主动脉分叉

处，切除所有的脂肪，结缔组织与淋巴组织，同时切除腹主动脉与下腔静脉之间的淋巴结及腹主动

脉前的淋巴结，再由腹主动脉分叉处向右，向下切除骼淋巴结。左侧：沿腹主动脉自肾蒂上2厘米

向下解剖直至腹主动脉分叉处，切除所有的脂肪，结蒂组织与淋巴组织，同时也切除腹主动脉与下

腔静脉之间的淋巴结，再由腹主动脉分叉处向左，向下沿骼血管解剖，切除髂淋巴结达左侧内环

处，将精索结扎残端一并切除。

JNH62403
经腹腔镜睾丸肿瘤腹膜

后淋巴结清扫术

消毒，选择穿刺部位，插入穿刺器，连接气腹机，建立气腹，置入观察镜，分别置入操作孔道套管

及操作器械，用超声刀分离，用钛夹，管路夹夹壁血管或组织，右侧应由肾蒂平面以上2厘米平面

起，沿下腔静脉到腹主动脉分叉处，切除所有的脂肪，结缔组织与淋巴组织，同时也切除腹主动脉

与下腔静脉之间的淋巴结及腹主动脉前的淋巴结，再由腹主动脉分叉处向右，向下切除骼淋巴结。

左侧：沿腹主动脉自肾蒂上2厘米向下解剖直至腹主动脉分叉处，切除所有的脂肪，结蒂组织与淋

巴组织，同时也切除腹主动脉与下腔静脉之间的淋巴结，再由腹主动脉分叉处向左，向下沿骼血管

解剖，切除髂淋巴结达左侧内环处。

JNJ71318
显微镜下股深淋巴管静

脉吻合术

用于治疗下肢淋巴水肿。患者取平卧位，患肢腹股沟区消毒铺巾，于腹股沟韧带下方切开皮肤，在

手术显微镜下分离皮下组织以免损伤浅淋巴管，剪开深筋膜，分离出股动、静脉，于血管周围寻股

深淋巴管，将股静脉分支静脉及股深淋巴管分别剪断，静脉远心端结扎，以肝素盐水冲洗静脉近心

端后，游标卡尺测量静脉及淋巴管管径。以无损伤缝线将淋巴管远心端与静脉近心端行端端套入式

吻合并间断缝合关闭静脉吻合口，如静脉与淋巴管管径匹配可行端端吻合，观察无渗血及渗液后，

间断缝合皮肤切口，敷料覆盖伤口，弹力绷带加压包扎。

JNJ71317

显微镜下大腿中部浅淋

巴管大隐静脉分支吻合

术

用于治疗下肢淋巴水肿。患者取平卧位，患肢消毒铺巾，于患肢大腿中部大隐静脉走行区切开皮

肤，在手术显微镜下寻大隐静脉分支静脉以及周围浅淋巴管，将匹配静脉及淋巴管分别剪断，静脉

远心端结扎，以肝素盐水冲洗静脉近心端后，游标卡尺测量静脉及淋巴管管径。以无损伤缝线将淋

巴管远心端与静脉近心端行端端套入式吻合并间断缝合关闭静脉吻合口，如静脉与淋巴管管径匹配

可行端端吻合，观察无渗血及渗液后，间断缝合皮肤切口，敷料覆盖伤口，弹力绷带加压包扎。

JNJ71319
显微镜下小腿外侧浅淋

巴管静脉吻合术

用于治疗下肢淋巴水肿。患者取平卧位，患肢消毒铺巾，于膝下外侧浅静脉走行区切开皮肤，在手

术显微镜下寻小腿外侧浅静脉及周围浅淋巴管，将静脉及淋巴管分别剪断，静脉远心端结扎，以肝

素盐水冲洗静脉近心端后，游标卡尺测量静脉及淋巴管管径。以无损伤缝线将淋巴管远心端与静脉

近心端行端端套入式吻合并间断缝合关闭静脉吻合口，如静脉与淋巴管管径匹配可行端端吻合，观

察无渗血及渗液后，间断缝合皮肤切口，敷料覆盖伤口，弹力绷带加压包扎。

JNJ71320
显微镜下小腿内侧浅淋

巴管静脉吻合术

用于治疗下肢淋巴水肿。患者取平卧位，患肢消毒铺巾，于膝下内侧大隐静脉走行区切开皮肤，在

手术显微镜下寻大隐静脉或其分支静脉以及周围浅淋巴管，将匹配静脉及淋巴管分别剪断，静脉远

心端结扎，以肝素盐水冲洗静脉近心端后，游标卡尺测量静脉及淋巴管管径。以无损伤缝线将淋巴

管远心端与静脉近心端行端端套入式吻合并间断缝合关闭静脉吻合口，如静脉与淋巴管管径匹配可

行端端吻合，观察无渗血及渗液后，间断缝合皮肤切口，敷料覆盖伤口，弹力绷带加压包扎。

JNJ71321
显微镜下内踝深淋巴管

-胫后静脉分支吻合术

用于治疗足部淋巴水肿。患者取平卧位，患肢屈曲外展使内踝部平置于床上，患足及小腿消毒铺

巾，于足内踝下弧形切开皮肤，在手术显微镜下分离皮下组织，剪开关节支持带，分离出胫后动静

脉，于血管周围寻内踝深淋巴管，将胫后静脉分支静脉及内踝深淋巴管分别剪断，静脉远心端结

扎，以肝素盐水冲洗静脉近心端后，游标卡尺测量静脉及淋巴管管径。以无损伤缝线将淋巴管远心

端与静脉近心端行端端套入式吻合并间断缝合关闭静脉吻合口，如静脉与淋巴管管径匹配可行端端

吻合，观察无渗血及渗液后，间断缝合皮肤切口，敷料覆盖伤口，弹力绷带加压包扎。

JNJ71322
显微镜下足背浅淋巴管

静脉吻合术

用于治疗足部淋巴水肿。患者取平卧位，患肢屈曲使足平置于床上，患足及小腿消毒铺巾，于足背

部浅静脉走行区切开皮肤，在手术显微镜下寻足背部浅静脉及周围浅淋巴管，将静脉及淋巴管分别

剪断，静脉远心端结扎，以肝素盐水冲洗静脉近心端后，游标卡尺测量静脉及淋巴管管径。以无损

伤缝线将淋巴管远心端与静脉近心端行端端套入式吻合并间断缝合关闭静脉吻合口，如静脉与淋巴

管管径匹配可行端端吻合，观察无渗血及渗液后，间断缝合皮肤切口，敷料覆盖伤口，弹力绷带加

JNK53301
显微镜下胸导管压迫束

带松解术

平卧位，全麻后消毒铺巾，左颈部切口，切开皮肤、颈阔肌、皮下脂肪、切断胸锁乳突肌，显微镜

下剪开颈动脉鞘，游离颈内静脉并牵开，于颈血管后方游离胸导管，剪开胸导管末段包绕的血管鞘

(颈静脉角)解除压迫，完全显露胸导管末段及其出口周围结构，确认乳糜入血顺畅。显微镜下止

血，结扎小淋巴漏口，确认无出血及淋巴漏，逐层缝合，皮肤皮内缝合，无菌敷料覆盖切口。

JNK50301
显微镜下胸导管狭窄段

外膜剥除术

平卧位，全麻后消毒铺巾，左颈部切口，切开皮肤、颈阔肌、皮下脂肪、切断胸锁乳突肌，显微镜

下剪开颈动脉鞘，游离颈内静脉并牵开，于颈血管后方游离、探查胸导管，将狭窄段胸导管外膜剥

除，确认狭窄解除，乳糜入血顺畅，显微镜下止血，结扎小淋巴漏口，确认无出血及淋巴漏，逐层

缝合，皮肤皮内缝合，无菌敷料覆盖切口。

JNK68301
显微镜下胸导管狭窄成

形术

平卧位，全麻后消毒铺巾，左颈部切口，切开皮肤、颈阔肌、皮下脂肪、切断胸锁乳突肌，显微镜

下剪开颈动脉鞘，游离颈内静脉并牵开，于颈血管后方游离、探查胸导管，无创阻断胸导管，将狭

窄段纵行剪开，横向缝合，确认狭窄解除，乳糜入血顺畅，显微镜下止血，结扎小淋巴漏口，确认

无出血及淋巴漏，逐层缝合，皮肤皮内缝合，无菌敷料覆盖切口。

JNK43301 乳糜胸外科治疗
胸后外侧或前外侧切口，消毒铺巾，贴膜，电刀开胸，探查胸腔，脓性纤维膜剥脱，冲洗，游离胸

导管并结扎，或大块组织缝扎，止血并放置胸腔闭式引流管，关胸。

JNK43302 胸导管结扎术
胸后外侧或前外侧切口，消毒铺巾，贴膜，电刀开胸，探查，游离胸导管并结扎，或大块组织缝

扎，胸腔闭式引流，关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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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NK43401 经胸腔镜胸导管结扎术
经胸外侧径路，消毒铺巾，贴膜，单肺通气，建立气胸，胸腔镜探查胸腔，游离胸导管并结扎，或

大块组织缝扎，用电刀或超声刀止血，置放胸腔闭式引流，关胸。

JNK71301
显微胸导管颈内静脉端

端吻合术

平卧位，全麻后消毒铺巾，左颈部切口，切开皮肤、颈阔肌、皮下脂肪、切断胸锁乳突肌，显微镜

下剪开颈动脉鞘，游离颈内静脉并牵开，于颈血管后方游离胸导管，根据胸导管及血管直径，确认

需与颈内静脉吻合后，无创游离颈内静脉，胸导管近心端、颈内静脉远心端结扎，无创阻断颈内静

脉，肝素盐水冲洗管腔，胸导管远心端与颈内静脉近心端端端吻合，显微镜下止血，结扎小淋巴漏

口，确认无出血及淋巴漏，逐层缝合，皮肤皮内缝合，无菌敷料覆盖切口。

JNK71302
胸导管－颈内静脉吻合

术

定位，消毒铺巾，局麻，左锁骨上切口显露游离胸导管和颈内静脉，胸导管测压，分别切断结扎，

行远端胸导管－近端颈内静脉端端吻合，创面止血，缝合切口。

JNK71303
显微镜下胸导管颈外静

脉吻合术

平卧位，全麻后消毒铺巾，左颈部切口，切开皮肤、颈阔肌、皮下脂肪、切断胸锁乳突肌，显微镜

下剪开颈动脉鞘，游离颈内静脉并牵开，于颈血管后方游离胸导管，根据胸导管及血管直径，确认

需与颈外静脉吻合后延长切口，无创游离颈外静脉，胸导管近心端、颈外静脉远心端结扎，肝素盐

水冲洗管腔，胸导管远心端与颈外静脉近心端端端吻合，显微镜下止血，结扎小淋巴漏口，确认无

出血及淋巴漏，逐层缝合，皮肤皮内缝合，无菌敷料覆盖切口。

JNK71304
显微镜下胸导管甲状腺

中静脉吻合术

平卧位，全麻后消毒铺巾，左颈部切口，切开皮肤、颈阔肌、皮下脂肪、切断胸锁乳突肌，显微镜

下剪开颈动脉鞘，游离颈内静脉并牵开，于颈血管后方游离胸导管，根据胸导管及血管直径，确认

需与甲状腺中静脉吻合后，无创游离甲状腺中静脉，胸导管近心端、甲状腺中静脉远心端结扎，肝

素盐水冲洗管腔，胸导管远心端与甲状腺中静脉近心端吻合，显微镜下止血，结扎小淋巴漏口，确

认无出血及淋巴漏，逐层缝合，皮肤皮内缝合，无菌敷料覆盖切口。

JNK71305
显微镜下胸导管颈横静

脉静脉吻合术

平卧位，全麻后消毒铺巾，左颈部切口，切开皮肤、颈阔肌、皮下脂肪、切断胸锁乳突肌，显微镜

下剪开颈动脉鞘，游离颈内静脉并牵开，于颈血管后方游离胸导管，根据胸导管及血管直径，确认

需与颈横静脉吻合后，无创游离颈横静脉，胸导管近心端、颈横静脉远心端结扎，肝素盐水冲洗管

腔，胸导管远心端与颈横静脉近心端端端吻合。显微镜下止血，结扎小淋巴漏口，确认无出血及淋

巴漏，逐层缝合，皮肤皮内缝合，无菌敷料覆盖切口。

JNK71306
显微胸导管椎静脉吻合

术

平卧位，全麻后消毒铺巾，左颈部切口，切开皮肤、颈阔肌、皮下脂肪、切断胸锁乳突肌，显微镜

下剪开颈动脉鞘，游离颈内静脉并牵开，于颈血管后方游离胸导管，根据胸导管及血管直径，确认

需与椎静脉吻合后，无创游离椎静脉，胸导管近心端、椎静脉远心端结扎，肝素盐水冲洗管腔，胸

导管远心端与椎静脉近心端端端吻合，显微镜下止血，结扎小淋巴漏口，确认无出血及淋巴漏，逐

层缝合，皮肤皮内缝合，无菌敷料覆盖切口。

JNZ62301
海绵状淋巴管瘤切除术

(小)

指面积在3平方厘米以下，含体表、颈部、躯干部、瘤体侵及深筋膜以下深层组织的血管瘤、淋巴

管瘤、淋巴血管瘤、纤维血管瘤、脂肪血管瘤、神经纤维血管瘤、乳糜囊肿，定位，消毒铺巾，局

麻，切开皮肤，切除部分病变皮肤，将深部瘤体组织完整切除，缝合伤口，加压包扎。

JNZ62302
海绵状淋巴管瘤切除术

(中)

指面积小于10平方厘米，未达肢体一周及肢体1/4长度，含体表、颈部、躯干部、瘤体侵及深筋膜

以下深层组织的血管瘤、淋巴管瘤、淋巴血管瘤、纤维血管瘤、脂肪血管瘤、神经纤维血管瘤、乳

糜囊肿，定位，消毒铺巾，局麻，必要时上止血带，梭形切口，切除部分病变皮肤，将深部瘤体组

织尽量切除，置引流管引出固定，缝合伤口，加压包扎。

JNZ62303
海绵状淋巴管瘤切除术

(大)

指面积大于10厘米，含体表、颈部、躯干部、瘤体侵及深筋膜以下深层组织的血管瘤、淋巴管瘤、

淋巴血管瘤、纤维血管瘤、脂肪血管瘤、神经纤维血管瘤、乳糜囊肿，消毒铺巾，必要时上止血

带，梭形切口，游离皮瓣，切除部分病变皮肤，将深部瘤体组织尽量切除，置引流管引出固定，缝

合伤口，加压包扎。不含皮瓣或组织移植、石膏固定。
JNZ62304 体表淋巴结摘除术 定位，消毒铺巾，切开皮肤，保护血管，切取淋巴结，送检，缝合皮肤。

JNZ71301 淋巴结大隐静脉吻合术

用于治疗下肢淋巴水肿。患者取平卧位，患肢侧腹股沟区消毒铺巾，于腹股沟韧带下方大隐静脉走

行区切开皮肤，在手术显微镜下寻找大隐静脉分支静脉以及腹股沟浅淋巴结，切断淋巴结，近心端

结扎，以无损伤显微缝线将匹配静脉近心端与淋巴淋巴结远心端行端端吻合，观察无渗血及渗液

后，间断缝合皮肤切口，敷料覆盖伤口，弹力绷带加压包扎。

JNZ48301 转流管取出术

平卧位，消毒铺巾，切除颈部原切口瘢痕，切开皮肤、颈阔肌、皮下脂肪，牵开胸锁乳突肌，游离

转流管颈静脉入口处，拔出转流管颈血管段，结扎静脉入口。腹部原切口，切除手术瘢痕、切开皮

肤、皮下脂肪、腹外斜肌腱膜，分开腹壁肌肉，荷包缝合转流管腹膜入口处腹膜，拔出转流管，结

扎荷包缝合，缝合腹膜、腹外斜肌腱膜、皮下脂肪、皮肤，颈部缝合皮下脂肪、颈阔肌、皮肤，切

口无菌敷料覆盖。不含术中经转流管造影。

JNZ70301 转流管探查取拴疏通术

平卧位，消毒铺巾，腹部原切口，切除手术瘢痕、切开皮肤、皮下脂肪、腹外斜肌腱膜，分开腹壁

肌肉，荷包缝合转流管腹膜入口处腹膜，阻断转流管，拔出腹段转流管，暂时收紧荷包缝合。经腹

段转流管入口，将活检钳送入转流管泵室，分多次取出异物，重新将转流管腹段置入腹腔，注射器

排空转流管内空气，开放转流管，确认转流通畅，结扎荷包缝合，缝合腹膜、腹外斜肌腱膜、皮下

脂肪、皮肤，切口无菌敷料覆盖。不含术中经转流管造影。
(十一)消化系统
1.食管

JPA07401 硬质食管镜食道探查术

全麻或口咽、下咽表面麻醉，根据患者的年龄、异物的种类选择合适型号的硬质食道镜，固定患者

头部，表麻时还固定幼儿患者的身体，经口腔径路、下咽、梨状窝进入食道，确定是否有异物位置

、大小、与周围气管壁的关系、食道是否有狭窄、食道黏膜是否存在可疑病变，可应用食管内窥镜

进一步详细检查，可取部分可疑组织送病理学检查。可下鼻饲管。不含病理学检查。

JPA48401
硬质食管镜下异物取出

术

全麻或口咽、下咽表面麻醉，根据患者的年龄、异物的种类选择合适型号的硬质食道镜，固定患者

头部，表麻时固定幼儿患者的身体，经口腔径路、下咽、梨状窝进入食道，确定异物位置、大小、

与周围气管壁的关系，可应用食管内窥镜进一步详细检查，选取合适的异物钳夹取异物，食道如有

黏膜损伤，可下鼻饲管。

JPA48402
经纤维食管镜食管异物

取出术

咽部麻醉，润滑，消泡，经口插入纤维食管镜观察食管黏膜，寻查异物，采用异物钳钳取异物。人

工报告。不含监护、内镜下止血处置术。

JPA48403
经电子内镜食管异物取

出术

咽部麻醉，润滑，消泡，经口插入电子食管镜观察食管黏膜，寻查异物，采用异物钳钳取异物，取

出异物。图文报告。不含监护、内镜下止血处置术。

JPA48301
颈侧入路切开食管异物

取出术

左或右颈部侧切口，消毒铺巾，贴膜，逐层切开。探查异物部位，游离颈部适当长度的食管，纵行

切开食管，取出异物，缝合食管壁。止血并放置引流管或引流片，逐层缝合切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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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PA47401
经电子内镜食管支架置

入术

咽部麻醉，润滑，消泡，经口插入电子胃镜，置入导引钢丝，引导置入食管支架，在内镜直视下放

置支架。图文报告。不含监护、X线检查。

JPA48404
经电子内镜食管支架取

出术

咽部麻醉，润滑，消泡，经口插入电子胃镜，暴露支架上缘杯口收缩线，应用支架回收器拉紧收缩

线使支架与食管黏膜分离，取出支架。图文报告。不含监护、X线检查。

JPA51401
经电子内镜食管支架置

换术

咽部麻醉，润滑，消泡，经口插入电子胃镜，暴露支架上缘杯口收缩线，应用支架回收器拉紧收缩

线，使支架与食管黏膜分离，取出支架，在内镜直视下置入新支架。图文报告。不含监护、食管扩

张术、X线检查。

JPA65401
经电子内镜食管狭窄扩

张术

咽部麻醉，润滑，消泡，经口插入电子胃镜，置入导引钢丝，引导置入扩张器材(扩张水囊、气囊

、金属橄榄形扩张球、多聚乙烯扩张探条等)，在胃镜直视下扩张狭窄部位。图文报告。不含监护

、内镜下止血处置术、X线检查。

JPA43401
经电子内镜食管瘘填堵

术

咽部麻醉，润滑，消泡，经口插入电子胃镜，确定食管瘘位置、大小，选择合适的支撑管，经胃镜

置放系统置入。图文报告。不含监护、狭窄扩张术、X线检查。

JPA62303 食管憩室切除术
颈部或胸外侧切口，消毒铺巾，贴膜，探查，游离局部食管，确认憩室位置，于憩室根部切除憩

室，或内翻缝合憩室，放置胸腔闭式引流或颈部引流。不含病理学检查。

JPA71301 食管胃短路手术
指因食管肿瘤无法切除而采取的姑息性食管胃吻合术。胸后外侧或前外侧切口，消毒铺巾，贴膜，

电刀开胸，探查肿瘤部位，判定肿瘤无法切除后，在肿瘤上方游离适当长度的食管，切开膈肌，游

离部分胃，将胃上提入胸腔，与肿瘤上方的食管行侧侧吻合。缝合膈肌，止血并放置胸腔引流管，

JPA62304 食管狭窄切除吻合术
颈部或胸外侧切口，消毒铺巾，贴膜，电刀开胸探查，寻找狭窄处，将食管部分切除以及食管蹼切

除，行胃-食管吻合，放置胸腔闭式引流管，关胸。

JPA41301
先天性食管闭锁分期手

术(I期)

适用于I型或Ⅲ-A型(两盲端距离大于3厘米者)。全麻插管，经右侧胸膜外入路，上段食管盲端造瘘

或牵引，下段食管盲端牵引，胃造瘘，牵引1-4周后，再行Ⅱ期手术(即食管端端吻合术)。

JPA71303
先天性食管闭锁经右胸

端端吻合术

指Ⅲ(A、B)，IV型，V型食管闭锁经胸手术者。全麻插管，经右侧胸膜外入路，找到气管瘘，分

离，切断，结扎瘘管，游离上、下段食管，端端吻合。

JPA71401
经胸腔镜先天性食管闭

锁经右胸端端吻合术

适用于各型食管闭锁。全麻插管，右侧胸腔放置3-4个套管，找到气管瘘，分离，切断，结扎瘘

管，胃管引导下找到上段食管盲端，游离上、下段食管，行食管端端吻合。

JPA71304
先天性食管闭锁胃管替

代吻合术

指I型食管闭锁。全麻插管，经右侧胸膜外入路，找到并游离上端食管，经腹部部分胃切除，胃管

成型，上提入胸腔与上段食管吻合。

JPA68301
经颈部先天性食管闭锁

修补术

适用于V型食管闭锁。全麻插管，颈部游离气管-食管瘘，切断，结扎，缝扎，修补食管。不含纤维

支气管镜检查、食管镜检查。

JPA68302 食管破裂修补术
颈部或胸外侧切口，消毒铺巾，贴膜，电刀开胸探查，胸腔内清创，食管破裂口直接缝合，或利用

其他组织修补，放置胸腔闭式引流管，逐层关胸。

JPA68401
经胸腔镜食管破裂修补

术

经胸外侧径路，消毒铺巾，贴膜，单肺通气、建立气胸，胸腔镜探查胸腔，胸腔内清创，食管破裂

口直接缝合，或利用其他组织修补，用电刀或超声刀止血，置放胸腔闭式引流，关胸。

JPA68303
经腹食管裂孔疝修补术 逐层进腹，探查，粘连松解，疝内容物还纳，食道裂孔疝修补，胃底游离，胃底折叠(360°胃底折

叠，270°胃底折叠)，经腹壁另戳孔置管固定，清点器具、纱布无误，冲洗腹腔，逐层关腹。

JPA68304 经胸食管裂孔疝修补术
指各类食管裂孔疝修补术及抗返流手术。左外侧肋间切口，消毒铺巾，贴膜，电刀开胸探查，游离

食管裂孔，还纳疝内容物，修补食管裂孔，可行胃底折叠，止血，胸腔闭式引流，逐层关胸。

JPA68402
经胸腔镜食管裂孔疝修

补术

指各类食管裂孔疝修补术及抗返流手术。经胸外侧径路，消毒铺巾，贴膜，单肺通气，建立气胸，

胸腔镜探查胸腔，游离食管裂孔，还纳疝内容物，修补食管裂孔，可行胃底折叠，用电刀或超声刀

止血，置放胸腔闭式引流，关胸。

JPA68403
经腹腔镜食管裂孔疝修

补术

腹壁多处戳孔，造气腹，插入观察镜，插入操作内镜，插入辅助器械，探查，粘连松解，疝内容物

还纳，食道裂孔疝修补，胃底游离，胃底折叠术(360°胃底折叠，270°胃底折叠)，止血，置管引

出固定，缝合伤口。

JPA62302 食管良性肿物切除术
指食管良性肿瘤、食管囊肿等的切除。胸外侧切口，消毒铺巾，贴膜，电刀开胸探查，游离局部食

管，切除或摘除肿物，如果食管粘膜破损，行粘膜修补术。电刀或超声刀止血，放置胸腔闭式引流

管。逐层关胸。不含病理学检查。

JPA62402
经胸腔镜食管良性肿物

切除术

指胸腔镜下食管良性肿瘤、食管囊肿等的切除。经胸外侧径路，消毒铺巾，贴膜，单肺通气，建立

气胸，胸腔镜探查胸腔，游离局部食管，切除或摘除肿物，用特殊标本袋取出，若食管粘膜破损，

行粘膜修补术，用电刀或超声刀止血，放置胸腔闭式引流，关胸。不含病理学检查。

JPA62403 经胸腔镜食管癌切除术

指无明显外侵食管癌的切除，食管-胃吻合手术。经胸外侧径路，消毒铺巾，贴膜，单肺通气，建

立气胸，胸腔镜探查胸腔，游离食管，结扎切断食管供应血管，切除部分食管及肿瘤，用特殊标本

袋取出标本。开腹游离胃，颈部切口，做食管－胃吻合术。清扫颈，胸，腹部淋巴结，用电刀或超

声刀止血，置放胸腔闭式引流，关胸。不含病理学检查、胸导管结扎术。

JPA71305
食管内翻拔脱切除胃代

食管颈部吻合术

经颈，腹径路，消毒铺巾，食管内翻拔脱，切除食管及肿瘤，游离胃，上提胃至颈部，行胃-食管

颈部吻合术，清扫淋巴结，放置颈部，腹腔引流管。逐层缝合腹，颈部切口。不含胸导管结扎术、

病理学检查。

JPA71313
食管癌切除空肠代食管

吻合术

经胸，腹径路，消毒铺巾，切除食管及肿瘤，游离带血管蒂空肠袢，用此段空肠做胸内食管－空场

吻合及空场－胃吻合术。清扫胸腔，纵隔及腹部淋巴结。放置胸腔闭式引流。逐层缝合腹，胸部部

切口。不含胸导管结扎术、病理学检查。

JPA71314
食管癌切除结肠代食管

颈部吻合术

经颈，胸，腹径路，消毒铺巾，切除食管及肿瘤，游离结肠，将带血管弓的结肠上提至颈部，行食

管-结肠，结肠-胃，结肠-结肠吻合术。清扫纵隔淋巴结。电刀或超声刀止血。放置颈部，腹腔引

流管及胸腔闭式引流管。逐层缝合胸，腹，颈部切口。不含喉及下咽切除术、气管切开术、胸导管

结扎术、病理学检查。

JPA71315 肠代食管术

含结肠或小肠代食道。仰卧位，剑突下至脐下纵切口开腹，如幽门肥厚需行幽门成形术。测量颈部

到胃的距离，游离升、横结肠，试验性夹闭结肠血管后，保留左侧结肠动脉，结扎结肠中动脉，小

心保留血管弓并游离结肠备用。取颈部胸锁乳突肌切口，分离找到食管，切断后，远端结扎荷包包

埋。将结肠经胸骨后隧道自颈部拖出，与食管近端行吻合，代食管之结肠远端与胃行吻合，剩余结

肠部分行肠吻合。术中留置胃管、喂养管，颈部伤口留置橡皮片引流。不含幽门成形术。

JPA71316
食管癌切除结肠代食管

胸内吻合术

经胸，腹径路，消毒铺巾，切除食管及肿瘤，游离结肠，将带血管弓的结肠上提至胸部，行食管-

结肠，结肠-胃，结肠-结肠吻合术。清扫淋巴结。放置腹腔引流管及胸腔闭式引流管。逐层缝合

胸，腹部切口。不含胸导管结扎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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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PA71306 小儿胃代食管术
右侧卧位，开胸，游离食管，去除病灶，处理食管裂孔，上提胃体，食管近端与胃行吻合，放置胸

腔闭式引流管，关胸。

JPA71307
食管癌切除胃代食管胸

内吻合术

左胸后外侧切口，消毒铺巾，贴膜，电刀进胸探查，游离食管及肿瘤，切开膈肌，充分游离胃，上

提胃至胸腔，切除食管(含贲门)及肿瘤，作胃-食管主动脉弓下或弓上吻合术，清扫胸腔、纵隔及

腹腔肿大淋巴结，缝合膈肌，电刀或超声刀止血，放置胸腔闭式引流管，关胸。不含胸导管结扎术

、病理学检查。

JPA71308
食管癌两切口切除胃代

食管胸内吻合术

右胸后外侧切口，消毒铺巾，贴膜，电刀进胸探查，游离食管及肿瘤。腹部切口，游离胃，上提胃

至右胸腔，作胃-食管吻合，清扫胸腔、纵隔及腹腔肿大淋巴结，电刀或超声刀止血，放置胸腔闭

式引流管。逐层关胸。不含胸导管结扎术、病理学检查。

JPA71309
食管癌两切口切除胃代

食管颈部吻合术

消毒铺巾，贴膜。左胸后外侧切口，电刀进胸，游离胸段食管及肿瘤，切开膈肌，充分游离胃，再

行左颈部切口，游离出颈段食管，切除胸段食管及肿瘤，上提胃至颈部，作胃-食管颈部吻合术，

清扫胸腔及腹腔肿大淋巴结，缝合膈肌，放置颈部引流管及胸腔闭式引流管，电刀或超声刀止血，

分别逐层缝合颈部、胸部切口。不含胸导管结扎术、病理学检查。

JPA71310
食管癌三切口切除胃代

食管颈部吻合术

先置病人左侧卧位，消毒铺巾，经右胸后外侧切口进胸，游离胸段食管及肿瘤，清扫胸腔、纵隔肿

大淋巴结，放置胸腔闭式引流管后关胸。置病人平卧位，作腹正中切口，充分游离胃，清扫腹腔肿

大淋巴结。再行左颈部切口，游离出颈段食管，切除胸段食管及肿瘤，上提胃至颈部，作胃-食管

颈部吻合术，放置颈部引流管及腹腔引流管，电刀或超声刀止血，分别逐层关腹、缝合颈部切口。

不含胸导管结扎术、病理学检查。

JPA40301
经胸食管下段贲门肌层

切开术

胸后外侧或前外侧切口，消毒铺巾，贴膜，电刀开胸。游离下段食管和贲门，部分胃底，显露狭窄

病变。纵行切开食管下段，贲门和胃底处狭窄部位的肌层，充分松解食管和胃黏膜，彻底止血并确

保粘膜无破损，必要时游离带蒂膈肌瓣或胃底覆盖暴露的食管粘膜，可行抗返流术，放置胸腔引流

管，关胸。

JPA40401
经胸腔镜食管下段贲门

肌层切开术

经胸外侧径路，消毒铺巾，贴膜，单肺通气，建立气胸，胸腔镜探查胸腔，用电刀或超声刀游离下

段食管和贲门，部分胃底，显露狭窄病变。用电刀或超声刀纵行切开食管下段，贲门和胃底处狭窄

部位的肌层，充分松解食管和胃黏膜，彻底止血并确保粘膜无破损，必要时用膈肌瓣或胃底行抗返

流术。放置胸腔引流管，关胸。

JPA40302
经腹食管下段贲门肌层

切开术

腹部切口，消毒铺巾，贴膜，电刀开腹。游离下段食管和贲门、部分胃底，显露狭窄病变。纵行切

开食管下段、贲门和胃底处狭窄部位的肌层，充分松解食管和胃黏膜，彻底止血并确保粘膜无破

损，必要时用胃底覆盖暴露的食管粘膜，可行抗返流术，放置胸腔引流管，关胸。

JPA62305 食管下端胃底切除术
指Phemister术或Humphrey手术。逐层进腹，探查，经网膜门静脉测压，必要时左侧开胸，游离、

结扎并切断食管胃底周围侧支血管，切除食管下端及上端胃底，行食管胃吻合术，幽门成形术，创

面止血，经腹壁另戳孔置管引出固定，清点器具、纱布无误，冲洗腹腔，逐层关腹。不含脾脏切除

JPA62404
经腹腔镜食管下端胃底

切除术

腹壁多处戳孔，造气腹，插入观察镜，插入操作内镜，插入辅助器械，探查，经网膜门静脉测压，

必要时左侧开胸，游离，结扎并切断食管胃底周围侧支血管，切除食管下端及上端胃底，行食管胃

吻合术，幽门成形术，创面止血，置管引出固定，缝合切口。

JPA69302
下咽颈段食管狭窄切除

食管重建术

颈部切口，消毒铺巾，贴膜，电刀逐层切开探查，切开或切除狭窄段食管，用颈部皮瓣修补或重建

再造食管，放置颈部引流。逐层缝合颈部切口。不含空肠、结肠、胃代食管术，病理学检查。
JPA41302 食管闭锁食管胃造瘘术 颈部切口，消毒铺巾，贴膜，游离颈段食管，造瘘，腹部切口，行胃造瘘术。

JPA69303
颈段食管癌切除颈部皮

瓣食管重建术

消毒铺巾，颈部切口，切除颈段食管及肿瘤，颈部皮瓣食管再造术，清扫颈部淋巴结，放置颈部引

流管(条)，逐层缝合颈部切口。不含喉及下咽切除术、气管切开术、胸导管结扎术、病理学检查。

JPA68305 经胸食管下端横断术
指Walker手术。逐层开胸，切除肋骨，探查，游离食管下段，结扎食管下段周围血管，缝扎胃底曲

张静脉，横断食管后，行食管对端吻合，创面止血，留置胸腔闭式引流管另戳孔引出固定，清点器

具、纱布无误，逐层关胸。

JPA68306 经腹食管下端横断术
指Hirashima手术。逐层进腹，探查，游离食管下段，结扎食管下段周围血管，缝扎胃底曲张静脉

、横断食管后，行食管对端吻合，创面止血，留置腹腔闭式引流管另戳孔引出固定，清点器具、纱

布无误，冲洗腹腔，逐层关腹。不含胃底曲张静脉缝扎术、幽门成形术。

JPA42311
胸腹联合断流术

(Sugiura术式)

胸腹联合切口，探查，经网膜门静脉测压，离断胃底贲门及下段食管周围血管，保留冠状静脉，横

断食管下端，再行食管吻合重建，创面止血，胸腔闭式引流置管和腹腔闭式引流分别戳孔引出固

定，清点器具、纱布无误，冲洗腹腔，逐层关胸，关腹。不含幽门成形术、肝活检术、胃底折叠术

、胃造瘘术。

JPA42312 门体静脉断流术
经腹切口，探查，经网膜门静脉测压，离断胃底贲门及下段食管周围血管，保留冠状静脉，横断食

管下端，再行食管吻合重建、创面止血，腹腔引流戳孔引出固定，清点器具、纱布无误，冲洗腹

腔，逐层关胸，关腹。不含幽门成形术、肝活检术、胃底折叠术、胃造瘘术。

JPA43301
经胸食管下端曲张静脉

缝扎术

指Crile手术。逐层开胸，探查、游离食管下段，切开食管，缝合结扎粘膜下曲张静脉，缝合食

管，创面止血，置胸腔引流管，清点器具、纱布无误，冲洗胸腔，逐层关胸。不含食管下段横断吻

合术、胃底曲张静脉缝扎术。

JPA43402
经纤维内镜食管静脉曲

张套扎治疗

咽部麻醉，润滑，消泡，经口插入纤维胃镜，胃镜检查，在胃镜直视下套扎曲张静脉。人工报告。

不含监护、内镜下止血处置术。

JPA43403
经电子内镜食管静脉曲

张套扎治疗

咽部麻醉，润滑，消泡，经口插入电子胃镜，胃镜检查，在胃镜直视下套扎曲张静脉。图文报告。

不含监护、内镜下止血处置术。

JPA38401
经纤维内镜食管静脉曲

张注射治疗

咽部麻醉，润滑，消泡，碘过敏试验，经口插入纤维胃镜，胃镜检查，在胃镜直视下向曲张静脉内

多位点注入硬化剂、黏合剂等栓塞制剂。人工报告。不含监护、内镜下止血处置术、X线检查。

JPA38402
经电子内镜食管静脉曲

张注射治疗

咽部麻醉，润滑，消泡，碘过敏试验，经口插入电子胃镜，胃镜检查，在胃镜直视下向曲张静脉内

多位点注入硬化剂、黏合剂等栓塞制剂。图文报告。不含监护、内镜下止血处置术、X线检查。
2.胃

JPB62301 贲门周围血管离断术

逐层进腹，探查，经网膜门静脉测压，切除脾脏，切断结扎胃左动脉，胃网膜左，右动脉，离断胃

近端2/3及贲门，食管下段周围血管，创面止血，经腹壁另戳孔置管引出固定，清点器具、纱布无

误，冲洗腹腔，逐层关腹，含Hassab手术。不含幽门成形术、肝活检术、胃底折叠术、胃造瘘术、

食管下段横断吻合术。

JPB62401
经胸腔镜贲门周围血管

离断术

消毒铺巾，贴膜，单肺通气，建立气胸，胸腔镜探查胸腔，胸腔镜下切除脾脏，切断结扎胃左动

脉，胃网膜左，右动脉，离断胃近端2/3及贲门，食管下段周围血管，创面止血，经腹壁另戳孔置

管引出固定，用电刀或超声刀止血，置放胸腔闭式引流，关胸。

第 289 页



项目名称 项目内涵

JPB62302 经胸贲门癌切除术
消毒铺巾，贴膜，经左胸后外侧切口，电刀进胸，游离食管下段，切开膈肌，游离胃，切除食管下

段，部分近端胃及肿瘤，上提余胃至胸腔，作胃-食管主动脉弓下吻合术，清扫胸腔，纵隔及腹腔

肿大淋巴结，电刀或超声刀止血。缝合膈肌，放置胸腔闭式引流管。不含全胃切除术、病理学检查

JPB62303
胸腹联合切口贲门癌切

除术

消毒铺巾，贴膜，经左胸腹联合切口，电刀进胸，探查。游离食管下段，切开膈肌，游离胃，切除

食管下段、部分近端胃及肿瘤，上提余胃至胸腔，作胃-食管主动脉弓下吻合，清扫胸腔、纵隔及

腹腔肿大淋巴结，电刀或超声刀止血。缝合膈肌，放置胸腔闭式引流管，逐层关胸，关腹。不含脾

、胰尾、部分肝叶、全胃切除术、病理学检查。

JPC42302
胃底横断术(Tanner手

术)

逐层进腹，探查，经网膜门静脉测压，游离结扎胃底部和食管下段血管，楔形切除胃壁，缝扎胃壁

曲张静脉，吻合胃断端，创面止血，经腹壁另戳孔置管引出固定，清点器具、纱布无误，冲洗腹

腔，逐层关腹。不含脾脏切除术、肝活检术。不含幽门成形术、胃造瘘术。

JPC42401 经腹腔镜胃底横断术
腹壁多处戳孔，造气腹，插入观察镜，插入操作内镜，插入辅助器械，探查，经网膜门静脉测压，

游离结扎胃底部和食管下段血管，楔形切除胃壁，缝扎胃壁曲张静脉，吻合胃断端，创面止血，置

管引出固定，缝合切口。

JPC68301
胃底折叠术 逐层进腹，探查，粘连松解，胃底游离，胃底折叠(360°胃底折叠，270°胃底折叠)，经腹壁另戳

孔置管固定，清点器具、纱布无误，冲洗腹腔，逐层关腹。

JPC68401
经腹腔镜胃底折叠术 腹壁多处戳孔，造气腹，插入观察镜，插入操作内镜，插入辅助器械，探查，粘连松解，胃底游

离，胃底折叠(360°胃底折叠，270°胃底折叠)，止血，置管引出固定，缝合伤口。
JPD40301 幽门环肌切开术 全麻插管，消毒铺巾，脐上弧形切口，将幽门部提出切口外，纵行切开前壁肌层，止血，还纳。

JPD40401
经腹腔镜幽门环肌切开

术

全麻插管，放置腹腔镜及套管，用幽门刀纵行切开幽门肌层，分离棒分离，幽门钳分离肥厚之肌层

至粘膜膨出，止血。

JPD68301 幽门成形术
逐层进腹，探查，幽门切开，成形缝合，止血，经腹壁另戳孔置管固定，清点器具、纱布无误，冲

洗腹腔，逐层关腹。

JPD68401 经腹腔镜幽门成形术
腹壁多处戳孔，造气腹，插入观察镜，插入操作内镜，插入辅助器械，探查，幽门切开，成形缝

合，止血，置管引出固定，缝合伤口。
JPE47301 三腔两囊管安置术 体外确定三腔(或四腔)两囊管无漏气，并充分润滑，经鼻腔置入胃内，确定位置正确，注气压迫。

JPE35101
超声胃镜引导下穿刺引

流术

咽部麻醉，润滑，消泡，经超声胃镜确认囊肿的位置及大小，在超声引导下将穿刺针刺入囊肿内，

置入导丝，沿导丝置入引流管，引流。图文报告。不含监护、内镜下止血处置术、病理学检查。
JPE43301 胃瘘闭合术 平卧，备皮，开腹，探查腹腔，松解胃瘘周围粘连肠管，修剪瘘口，缝合瘘口，关腹。

JPE41301 胃造瘘术

逐层进腹，探查，将胃前壁小口切开，置入造瘘管，荷包缝合固定，引出腹外，清点器具、纱布无

误，冲洗腹腔，逐层关腹。不含影像引导。

JPE41401 经腹腔镜胃造瘘术
腹壁多处戳孔，造气腹，插入观察镜，插入操作内镜，插入辅助器械，探查，将胃前壁小口切开，

置入造瘘管，荷包缝合固定，引出腹外，缝合伤口。

JPE41402
经电子内镜胃造瘘术

(PEG)

咽部麻醉，润滑，消泡，经口插入电子胃镜，充分扩张胃腔。造瘘管于胃体前壁经皮肤穿刺进入胃

腔，在胃镜直视下将造瘘管固定于胃体与皮肤之间，将营养管置入胃内或小肠。图文报告。不含监

护、内镜下止血处置术。

JPE48401
经纤维内镜胃石碎石取

石术

咽部麻醉，润滑，消泡，经口插入纤维胃镜，寻查胃石，采用异物钳，活检钳，圈套器等器械将胃

石破碎，取出胃石。人工报告。不含监护、内镜下止血处置术。

JPE48402
经电子内镜胃石碎石取

石术

咽部麻醉，润滑，消泡，经口插入电子胃镜，寻查胃石，采用活检钳，异物钳，圈套器器械将胃石

破碎，取出胃石。图文报告。不含监护、内镜下止血处置术。

JPE48403
经纤维内镜胃石激光碎

石取石术

咽部麻醉，润滑，消泡，经口插入纤维胃镜，寻查胃石，采用激光将胃石破碎，取出胃石。人工报

告。不含监护、内镜下止血处置术。

JPE48404
经电子内镜胃石激光碎

石取石术

咽部麻醉，润滑，消泡，经口插入电子胃镜，寻查胃石，采用激光将胃石破碎，取出胃石。图文报

告。不含监护、内镜下止血处置术。

JPE48405
经电子内镜胃石爆破碎

石取石术

咽部麻醉，润滑，消泡，经口插入电子胃镜，寻查胃石，应用爆破法将胃石破碎，取出胃石。图文

报告。不含监护、内镜下止血处置术。

JPE47402
经电子内镜胃内支架置

入术

咽部麻醉，润滑，消泡，经口插入电子胃镜，置入导引钢丝引导置入支架，在胃镜直视下于狭窄部

位放置支架。X线透视确定位置。图文报告。不含监护、内镜下止血处置术、X线检查。

JPE48406
经电子内镜胃内支架取

出术

咽部麻醉，润滑，消泡，经口插入电子胃镜，暴露支架上缘杯口收缩线，拉紧收缩线，使支架与胃

黏膜分离，取出支架。图文报告。不含监护、内镜下止血处置术、X线检查。

JPE51401
经电子内镜胃内支架置

换术

咽部麻醉，润滑，消泡，经口插入电子胃镜，暴露支架上缘杯口收缩线，应用支架回收器拉紧收缩

线，使支架与胃黏膜分离，取出支架，在胃镜直视下放置新支架。图文报告。不含监护、内镜下止

血处置术、X线检查。

JPE48301 胃切开异物取出术

上腹部正中切口逐层进腹，探查，胃切开，取出异物(胃石，引流物，蛔虫，误食难以排出之尖锐

固体)，缝合胃壁，止血，经腹壁另戳孔置管固定，清点器具、纱布无误，冲洗腹腔，逐层关腹。

JPE48407
经腹腔镜胃切开异物取

出术

腹腔镜切口进腹，探查，胃切开，取出异物(胃石，引流物，蛔虫，误食难以排出之尖锐固体)，缝

合胃壁，止血，经腹壁另戳孔置管固定，清点器具，纱布无误，冲洗腹腔，逐层关腹。

JPE48408
经纤维内镜胃内异物取

出术

咽部麻醉，润滑，消泡，经口插入纤维胃镜，寻查异物，采用异物钳钳取异物。人工报告。不含监

护、内镜下止血处置术。

JPE48409
经电子内镜胃内异物取

出术

咽部麻醉，润滑，消泡，经口插入电子胃镜，寻查异物，采用异物钳钳取异物。图文报告。不含监

护、内镜下止血处置术。
JPE55301 胃扭转复位术 逐层进腹、探查，粘连松解，胃扭转复位、固定，清点器具、纱布无误，冲洗腹腔，逐层关腹。
JPE55401 经胃镜胃扭转复位术 全麻插管，放置胃镜，注气复位扭转。

JPE55402 经腹腔镜胃扭转复位术
腹壁多处戳孔，造气腹，插入观察镜，插入操作内镜，插入辅助器械，探查，粘连松解，胃扭转复

位，固定，置管引出固定，缝合伤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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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PE36301 胃出血切开缝扎止血术

逐层进腹，探查，胃切开，缝扎止血，胃缝合，经腹壁另戳孔置管固定，清点器具、纱布无误，冲

洗腹腔，逐层关腹。

JPE36401
经腹腔镜胃出血切开缝

扎止血术

腹壁多处戳孔，造气腹，插入观察镜，插入操作内镜，插入辅助器械，探查，胃切开，缝扎止血，

胃缝合，置管引出固定，缝合伤口。

JPE47302 可调节胃束带置入术
逐层进腹，探查，可调节胃束带置入，固定，注入盐水调节容量，清点器具、纱布无误，冲洗腹

腔，逐层关腹。

JPE47401
经腹腔镜可调节胃束带

置入术

腹壁多处戳孔，造气腹，插入观察镜，插入操作内镜，插入辅助器械，探查，可调节胃束带置入，

固定，注入盐水调节容量，缝合伤口。
JPE48302 胃束带去除术 逐层进腹，探查，粘连松解，可调节胃束带拆除取出，清点器具、纱布无误，冲洗腹腔，逐层关腹

JPE48410 经腹腔镜胃束带去除术
腹壁多处戳孔，造气腹，插入观察镜，插入操作内镜，插入辅助器械，探查，粘连松解，可调节胃

束带拆除取出，止血，置管引出固定，缝合伤口。

JPE68301 胃穿孔修补术

逐层进腹，探查，穿孔修补，大量盐水腹腔冲洗，经腹壁另戳孔置管引出固定，清点器具、纱布无

误，冲洗腹腔，逐层关腹。

JPE68401 经腹腔镜胃穿孔修补术
腹壁多处戳孔，造气腹，插入观察镜，插入操作内镜，插入辅助器械，探查，穿孔修补，大量盐水

腹腔冲洗，腹腔引流，固定，缝合伤口。

JPE68302
先天性胃壁肌层缺损胃

穿孔修补术

全麻插管，消毒铺巾，中上腹切口，探查，坏死组织切除，修剪胃壁，缝合修补破损，冲洗腹腔，

放置引流管。

JPE68303 垂直捆绑胃成形术
逐层进腹，探查，胃底游离，袖状切开缝合，胃束带置入，经腹壁另戳孔置管固定，清点器具、纱

布无误，冲洗腹腔，逐层关腹。

JPE68402
经腹腔镜垂直捆绑胃成

形术

腹壁多处戳孔，造气腹，插入观察镜，插入操作内镜，插入辅助器械，探查，胃底游离，袖状切开

缝合，胃束带置入，止血，置管引出固定，缝合伤口。

JPE71301 胃肠短路术

逐层进腹，探查，胃-空肠侧侧吻合，止血，经腹壁另戳孔置管固定，清点器具、纱布无误，冲洗

腹腔，逐层关腹。含肠肠吻合术。

JPE71401 经腹腔镜胃肠短路术
腹壁多处戳孔，造气腹，插入观察镜，插入操作内镜，插入辅助器械，探查，胃-空肠侧侧吻合，

止血，置管引出固定，缝合伤口。

JPE71302 胃胰腺囊肿吻合术
逐层进腹、胰腺探查、粘连松解、显露囊肿与胃后壁吻合，囊壁切取送检，止血、腹腔引流管经腹

壁另戳孔引出固定，清点器具、纱布无误，冲洗腹腔，逐层关腹。

JPE61301 胃部分切除术

逐层进腹，探查，胃底或胃体部分切除，止血，经腹壁另戳孔置管固定，清点器具、纱布无误，冲

洗腹腔，逐层关腹。含胃肿瘤局部或楔形切除术。

JPE61302 胃袖状切除术
插导尿管，逐层进腹，探查，胃底胃体大弯侧游离，袖状切除，经腹壁另戳孔置管固定，清点器具

、纱布无误，冲洗腹腔，逐层关腹。

JPE61401 经腹腔镜胃袖状切除术
腹壁多处戳孔，造气腹，插入观察镜，插入操作内镜，插入辅助器械，探查，胃底胃体大弯侧游

离，袖状切除，止血，置管引出固定，缝合伤口。

JPE61303 近端胃大部切除术

指良性胃溃疡，良性胃肿瘤，胃肠道间质瘤，胃的恶性间叶性肿瘤实施的手术。逐层进腹，探查，

近端胃大部切除，食管胃吻合重建，止血，经腹壁另戳孔置管固定，清点器具、纱布无误，冲洗腹

腔，逐层关腹。不含腹腔淋巴结清扫术。

JPE61402
经腹腔镜近端胃大部切

除术

指良性胃溃疡，良性胃肿瘤，胃肠道间质瘤，胃的恶性间叶性肿瘤实施的手术。腹壁多处戳孔，造

气腹，插入观察镜，插入操作内镜，插入辅助器械，探查，近端胃大部切除，食管胃吻合重建，止

血，置管引出固定，缝合伤口。不含腹腔淋巴结清扫术。

JPE61304 远端胃大部切除术

指良性胃溃疡，良性胃肿瘤，胃肠道间质瘤，胃的恶性间叶性肿瘤实施的手术。逐层进腹，探查，

远端胃大部切除，胃十二指肠或空肠吻合重建，止血，经腹壁另戳孔置管固定，清点器具、纱布无

误，冲洗腹腔，逐层关腹。不含腹腔淋巴结清扫术。

JPE61403
经腹腔镜远端胃大部切

除术

指良性胃溃疡，良性胃肿瘤，胃肠道间质瘤，胃的恶性间叶性肿瘤实施的手术。腹壁多处戳孔，造

气腹，插入观察镜，插入操作内镜，插入辅助器械，探查，远端胃大部切除，胃十二指肠或空肠吻

合重建，止血，置管引出固定，缝合伤口。不含腹腔淋巴结清扫术。

JPE61305
姑息性近端胃大部切除

术

逐层进腹，探查，近端胃大部切除，所属淋巴群清扫，无法切除残留癌，食管胃吻合重建，止血，

经腹壁另戳孔置管固定，清点器具、纱布无误，冲洗腹腔，逐层关腹。

JPE61306
姑息性远端胃大部切除

术

逐层进腹，探查，远端胃大部切除，所属淋巴群清扫，无法切除残留癌，胃十二指肠或空肠吻合重

建，止血，经腹壁另戳孔置管固定，清点器具、纱布无误，冲洗腹腔，逐层关腹。

第 291 页



项目名称 项目内涵

JPE63307
根治性近端胃大部切除

术

逐层进腹，探查，近端胃大部切除，所属淋巴群清扫，食管胃吻合重建，止血，经腹壁另戳孔置管

固定，清点器具、纱布无误，冲洗腹腔，逐层关腹。

JPE63404
经腹腔镜根治性近端胃

大部切除术

腹壁多处戳孔，造气腹，插入观察镜，插入操作内镜，插入辅助器械，探查，近端胃大部切除，所

属淋巴群清扫，食管胃吻合重建，止血，置管引出固定，缝合伤口。

JPE63308
根治性远端胃大部切除

术

逐层进腹，探查，远端胃大部切除，所属淋巴群清扫，胃，十二指肠或空肠吻合重建，止血，经腹

壁另戳孔置管固定，清点器具、纱布无误，冲洗腹腔，逐层关腹。

JPE63405
经腹腔镜根治性远端胃

大部切除术

腹壁多处戳孔，造气腹，插入观察镜，插入操作内镜，插入辅助器械，探查，远端胃大部切除，所

属淋巴群清扫，胃，十二指肠或空肠吻合重建，止血，置管引出固定，缝合伤口。

JPE63303 根治性全胃切除术

含BorrmannⅣ型胃癌，多灶性胃癌。体位摆放，消毒，铺无菌单，开腹，探查，全胃切除，区域淋

巴结清扫，消化道重建，腹腔引流，含食道-空肠吻合(Roux-en-Y型或袢式)，食道-十二指肠吻合

。不含联合其他脏器切除。

JPE63401
经腹腔镜根治性全胃切

除术

腹壁多处戳孔，造气腹，插入观察镜，插入操作内镜，插入辅助器械，探查，全胃切除，所属淋巴

群清扫，食道，空肠，Roux-en-Y吻合重建，止血，置管引出固定，缝合伤口。

JPE63301
扩大根治性近端胃大部

切除术

逐层进腹，探查，近端胃大部切除，所属淋巴群清扫，被侵及脏器切除重建，食管胃吻合重建，止

血，经腹壁另戳孔置管固定，清点器具、纱布无误，冲洗腹腔，逐层关腹。

JPE63302
扩大根治性远端胃大部

切除术

逐层进腹，探查，远端胃大部切除，所属淋巴群清扫，被侵及脏器切除重建，胃，十二指肠或空肠

吻合重建，止血，经腹壁另戳孔置管固定，清点器具、纱布无误，冲洗腹腔，逐层关腹。

JPE63306 扩大根治性全胃切除术

逐层进腹，探查，全胃切除，所属淋巴群清扫，被侵及脏器切除重建，食道，空肠，Roux-en-Y吻

合重建，止血，经腹壁另戳孔置管固定，清点器具、纱布无误，冲洗腹腔，逐层关腹。

JPE62301 全胃切除术

指良性胃溃疡，良性胃肿瘤，胃肠道间质瘤，胃的恶性间叶性肿瘤，Z-E综合征实施的手术。逐层

进腹，探查，全胃切除，食道，空肠，Roux-en-Y吻合重建，止血，经腹壁另戳孔置管固定，清点

器具、纱布无误，冲洗腹腔，逐层关腹。不含腹腔淋巴结清扫术。

JPE62401 经腹腔镜全胃切除术
指良性胃溃疡，良性胃肿瘤，胃肠道间质瘤，胃的恶性间叶性肿瘤，Z-E综合征实施的手术。腹壁

多处戳孔，造气腹，插入观察镜，插入操作内镜，插入辅助器械，探查，全胃切除，食道，空肠，

Roux-en-Y吻合重建，止血，置管引出固定，缝合伤口。不含腹腔淋巴结清扫术。

JPE62302 姑息性全胃切除术

逐层进腹，探查，全胃切除，所属淋巴群清扫，无法切除残留癌，食道，空肠，Roux-en-Y吻合重

建，止血，经腹壁另戳孔置管固定，清点器具、纱布无误，冲洗腹腔，逐层关腹。

JPE62304
根治性残胃癌切除术

逐层进腹，探查，粘连松解，残胃切除，淋巴结清扫，食道-空肠Roux-Y型吻合重建，止血，经腹

壁另戳孔置管固定，缝合伤口。

JPE62305
扩大根治性残胃癌切除

术

逐层进腹，探查，残胃和被侵及脏器切除，区域淋巴结清扫，食道-空肠Roux-en-Y型吻合重建，止

血，经腹壁另戳孔置管固定，清点器具、纱布无误，冲洗腹腔，逐层关腹。

JPE62303
姑息性残胃癌切除术

逐层进腹，探查，粘连松解，残胃切除，无法切除残留癌，食道-空肠Roux-Y型吻合重建，止血，

经腹壁另戳孔置管固定，清点器具、纱布无误，冲洗腹腔，逐层关腹。

JPE43302
胃底曲张静脉缝扎术

(Boerema手术)

逐层进腹，探查，游离胃大弯，切开胃壁浆肌层，缝扎胃底曲张静脉，缝合胃壁切口，切断结扎胃

冠状静脉的食管支，创面止血，经腹壁另戳孔置管引出固定，清点器具、纱布无误，冲洗腹腔，逐

层关腹，含胃冠状静脉结扎术。不含肝活检术。

JPE68403
经腹腔镜胃底曲张静脉

缝扎术

腹壁多处戳孔，造气腹，插入观察镜，插入操作内镜，插入辅助器械，探查，游离胃大弯，切开胃

壁浆肌层，缝扎胃底曲张静脉，缝合胃壁切口，切断结扎胃冠状静脉的食管支，创面止血，置管引

出固定，缝合切口。

JPE43303 胃壁血管阻断术
逐层进腹，探查，经网膜门静脉测压，切开胃底，以闭合器钉合胃壁，阻断胃壁血流，创面止血，

留置腹腔闭式引流管另戳孔引出固定，清点器具、纱布无误，冲洗腹腔，逐层关腹。不含贲门周围

血管离断术、脾脏切除术、肝活检术。

JPE43401
经腹腔镜胃壁血管阻断

术

腹壁多处戳孔，造气腹，插入观察镜，插入操作内镜，插入辅助器械，探查，经网膜门静脉测压，

切开胃底，以闭合器钉合胃壁，阻断胃壁血流，创面止血，置管引出固定，缝合切口。

JPE43304 胃冠状静脉结扎术
逐层进腹，探查，经网膜门静脉测压，切断胃结肠韧带，解剖显露并结扎胃冠状静脉，创面止血，

经腹壁另戳孔置管引出固定，清点器具、纱布无误，冲洗腹腔，逐层关腹。不含幽门成形术。

JPE43402
经腹腔镜胃冠状静脉结

扎术

腹壁多处戳孔，造气腹，插入观察镜，插入操作内镜，插入辅助器械，探查，经网膜门静脉测压，

切断胃结肠韧带，解剖显露并结扎胃冠状静脉，创面止血，置管引出固定，缝合切口。

JPE43101
经皮肝穿刺胃冠状静脉

栓塞术
定位，消毒铺巾，局麻，经皮经肝穿刺肝内门静脉，冠状静脉插管，注射栓塞剂，缝合伤口。

JPE43305
经腹选择性胃冠状静脉

栓塞术

逐层进腹，探查、门静脉测压、冠状静脉插管，注射栓塞剂，创面止血，经腹壁另戳孔置管引出固

定，清点器具、纱布无误，冲洗腹腔，逐层关腹。不含肝活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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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PE43306 胃冠状静脉栓塞术
逐层进腹，探查，冠状静脉分离，结扎，注入栓塞剂，观察血运，止血，清点器具、纱布无误，冲

洗腹腔，逐层关腹。

JPE43403
经腹腔镜胃冠状静脉栓

塞术

腹壁多处戳孔，造气腹，插入观察镜，插入操作内镜，插入辅助器械，探查，冠状静脉分离，结

扎，注入栓塞剂，观察血运，止血，置管引出固定，缝合伤口。

JPE42301 胃迷走神经干切断术
逐层进腹，探查，分离食管膈肌裂孔，切断迷走神经前后干约2厘米，止血，经腹壁另戳孔置管固

定，清点器具、纱布无误，冲洗腹腔，逐层关腹。

JPE42302
选择性胃迷走神经切断

术

逐层进腹，探查，迷走神经前干肝支以下，后干腹腔支下分别切断胃前后支主干，止血，经腹壁另

戳孔置管固定，清点器具、纱布无误，冲洗腹腔，逐层关腹。

JPE42303
超选择性胃迷走神经切

断术

逐层进腹，探查，切断胃底，胃体迷走神经，保留胃窦部的迷走神经，止血，经腹壁另戳孔置管固

定，清点器具、纱布无误，冲洗腹腔，逐层关腹。

JPE42304
保留交感神经的壁细胞

胃迷走神经切断术

逐层进腹、探查、切断壁细胞区域的迷走神经，止血，经腹壁另戳孔置管固定，清点器具、纱布无

误，冲洗腹腔，逐层关腹。

JPE42401
经腹腔镜胃迷走神经干

切断术

腹壁多处戳孔，造气腹，插入观察镜，插入操作内镜，插入辅助器械，探查，分离食管膈肌裂孔，

切断迷走神经前后干约2厘米，止血，置管引出固定，缝合伤口。

JPE42402
经腹腔镜选择性胃迷走

神经切断术

腹壁多处戳孔，造气腹，插入观察镜，插入操作内镜，插入辅助器械，探查，迷走神经前干肝支以

下，后干腹腔支下分别切断胃前后支主干，止血，置管引出固定，缝合伤口。

JPE42403
经腹腔镜超选择性胃迷

走神经切断术

腹壁多处戳孔，造气腹，插入观察镜，插入操作内镜，插入辅助器械，探查，切断胃底，胃体迷走

神经，保留胃窦部的迷走神经，止血，置管引出固定，缝合伤口。
3.小肠
十二指肠

JPF65402
经电子内镜十二指肠狭

窄扩张术

咽部麻醉，润滑，消泡，经口插入电子十二指肠镜，置入导引钢丝，引导置入扩张材料(气囊、水

囊、探条等)，在十二指肠镜直视下多次扩张狭窄部位。图文报告。不含内镜下止血处置术、X线检

JPF62301 十二指肠憩室切除术
逐层进腹，探查，游离十二指肠，憩室局部切除，缝合，止血，经腹壁另戳孔置管固定，清点器具

、纱布无误，冲洗腹腔，逐层关腹。

JPF68301 十二指肠憩室内翻术
逐层进腹，探查，游离十二指肠，憩室内翻缝扎，或填塞，止血，置引流管，清点器具、纱布无

误，冲洗腹腔，逐层关腹。

JPF68302 十二指肠成形术
逐层进腹，探查，游离十二指肠，病灶切除，十二指肠成形，止血，经腹壁另戳孔置管固定，清点

器具、纱布无误，冲洗腹腔，逐层关腹。

JPF62302 十二指肠闭锁切除术
逐层进腹，探查，游离十二指肠，病灶切除，十二指肠成形，或其他形式的消化道重建，止血，经

腹壁另戳孔置管固定，清点器具、纱布无误，冲洗腹腔，逐层关腹。

JPF61301 壶腹部肿物局部切除术
逐层进腹，探查，游离十二指肠，切开十二指肠，寻找并切除壶腹部肿瘤，胆管及胰管开口成形，

止血，经腹壁另戳孔置管固定，清点器具、纱布无误，冲洗腹腔，逐层关腹。

JPG48401
经内镜奥狄氏括约肌切

开取石术(ECT)

咽部麻醉，镇静，润滑，消泡，电子十二指肠镜经口插至十二指肠乳头部位，乳头开口进行扩张、

插入十二指肠乳头肌切开刀，切开乳头，取出结石及异物，止血，置管，经鼻引出固定。

JPG48402
经电子十二指肠镜奥狄

氏括约肌切开胰管取石

咽部麻醉，镇静，润滑，消泡，电子十二指肠镜经口插至十二指肠乳头部位，乳头开口进行扩张，

插入十二指肠乳头肌切开刀，切开乳头胰管开口，取出结石及异物，止血，置管，经鼻引出固定。

JPG68401
经电子十二指肠镜奥狄

氏括约肌狭窄切开成形

术

咽部麻醉，镇静，润滑，消泡，电子十二指肠镜经口插至十二指肠乳头部位，扩张探条逐次插入乳

头开口进行扩张，置入十二指肠乳头肌切开刀，奥狄氏括约肌狭窄段贯通切开，止血，置管，经鼻

引出固定。

JPG68201
经十二指肠奥狄氏括约

肌切开成形术

逐层进腹探查，显露并纵切胆总管探查，确定下端狭窄后游离十二指肠，纵行切开降部，找到奥狄

氏括约肌开口，探条扩张，引入尿管，楔形切除部分狭窄段，缝合成形开口，奥狄氏括约肌狭窄段

贯通切开，缝合关闭十二指肠，止血，T管、腹腔引流管分别经腹壁另戳孔引出固定，清点器具、

纱布无误，冲洗腹腔，逐层关腹。

JPG65401
经十二指肠镜乳头狭窄

扩张术

咽部麻醉，镇静，润滑，消泡，电子十二指肠镜经口插至十二指肠乳头部位，经气囊，水囊，扩张

探条等逐次插入乳头开口进行扩张，置入内引流管经鼻引出固定。

JPG40401
经纤维内镜十二指肠乳

头括约肌切开术(EST)

咽部麻醉，镇静，润滑，消泡，纤维十二指肠镜经口插至十二指肠乳头部位，经活检通道插入十二

指肠乳头肌切开刀至十二指肠乳头部位，采用高频电进行十二指肠乳头括约肌切开。人工报告。不

含监护、十二指肠乳头括约肌切开术、内镜下止血处置术、X线检查。

JPG40402
经电子内镜十二指肠乳

头括约肌切开术(EST)

咽部麻醉，镇静，润滑，消泡，电子十二指肠镜经口插至十二指肠乳头部位，经活检通道插入十二

指肠乳头肌切开刀至十二指肠乳头部位，采用高频电进行十二指肠乳头括约肌切开。图文报告。不

含监护、十二指肠乳头括约肌切开术、内镜下止血处置术、X线检查。
空肠、回肠

JPH47301 经鼻空肠营养管置管术 鼻腔、口咽麻醉，润滑，在影像设备导引下，经导丝导引置入空肠营养管。不含监护、影像学引导

JPH21301 经鼻空肠营养管调管术
鼻腔、口咽麻醉，润滑，在影像设备导引下，经导丝导引调节空肠营养管位置。不含监护、影像学

引导。

JPH47201
经胃造瘘口空肠营养管

置入术
在影像设备导引下，经导丝导引置入空肠营养管。不含监护、影像学引导。

JPH47401 经纤维内镜空肠置管术
咽部麻醉，润滑，经口插入纤维胃镜，在胃镜直视下，经活检钳或异物钳的帮助，将空肠营养管置

入空肠。人工报告。不含X线检查、胃镜检查术。

JPH47402 经电子内镜空肠置管术
咽部麻醉、润滑，经口插入电子胃镜，在胃镜直视下，经活检钳或异物钳的帮助，将空肠营养管置

入空肠。人工报告。不含X线检查、胃镜检查术。

JPH51201 经鼻空肠营养管置换术
鼻腔、口咽麻醉，润滑，在影像设备导引下，经导丝导引调节空肠营养管位置。不含监护、影像学

引导。

JPH41401 经内镜空肠造瘘术
咽部麻醉，润滑，消泡，经口插入内镜。造瘘管于空肠前壁经皮肤穿刺进入空肠，在内镜直视下将

造瘘管固定于空肠与皮肤之间，将营养管置入小肠。图文报告。不含监护、内镜下止血处置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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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盲部

JPJ62301 回盲部切除术
逐层进腹，探查，将回盲部及阑尾一并切除，行结肠，回肠吻合，观察血运，止血，经腹壁另戳孔

置管固定，清点器具、纱布无误，冲洗腹腔，逐层关腹。

JPJ62401 经腹腔镜回盲部切除术
腹壁多处戳孔，造气腹，插入观察镜，插入操作内镜，插入辅助器械，探查，将回盲部及阑尾一并

切除，行结肠，回肠吻合，观察血运，止血，置管引出固定，缝合伤口。

JPL35101
经直肠阑尾脓肿穿刺引

流术

结石位B超定位后，经脉麻醉后，B超定位后。用16号套管针经直肠穿刺。尽量抽尽脓液。穿刺后加

压压迫止血。含穿刺引流术。不含B超引导。

JPL35301 阑尾周围脓肿引流术
逐层进腹，探查，吸净脓性分泌物、脓肿或盆腔内置引流管，止血，清点器具、纱布无误，冲洗腹

腔，逐层关腹。

JPL35401
经腹腔镜阑尾周围脓肿

引流术

腹壁多处戳孔，造气腹，插入观察镜，插入操作内镜，插入辅助器械，探查，吸净脓性分泌物，脓

肿或盆腔内置引流管，止血，置管引出固定，缝合伤口。

JPL62301 阑尾切除术
逐层进腹，探查，分离切除阑尾，包埋根部，止血，清点器具、纱布无误，冲洗腹腔，逐层关腹。

含单纯性，化脓性，慢性阑尾炎。

JPL62401 经腹腔镜阑尾切除术
腹壁多处戳孔，造气腹，插入观察镜，插入操作内镜，插入辅助器械，探查，分离切除阑尾，包埋

根部，止血，置管引出固定，缝合伤口。

JPL62302 坏疽性阑尾切除术
逐层进腹，探查，吸净脓性分泌物，分离切除阑尾，包埋根部，止血，经腹壁另戳孔置管固定，清

点器具、纱布无误，冲洗腹腔，逐层关腹。含仍可切除之坏疽穿孔性阑尾炎。

JPL62402
经腹腔镜坏疽性阑尾切

除术

腹壁多处戳孔，造气腹，插入观察镜，插入操作内镜，插入辅助器械，探查，吸净脓性分泌物，分

离切除阑尾，包埋根部，止血，置管引出固定，缝合伤口。

JPL62303 阑尾炎性包块切除术
逐层进腹、探查，粘连分离，将包裹之炎性包块切除，止血，清点器具、纱布无误，冲洗腹腔，逐

层关腹。不含肠破裂修补术、肠切除肠吻合。

JPL62403
经腹腔镜阑尾炎性包块

切除术

腹壁多处戳孔，造气腹，插入观察镜，插入操作内镜，插入辅助器械，探查，粘连分离，将包裹之

炎性包块完整切除，止血，置管引出固定，缝合伤口。
小肠

JPM68301 先天性小肠闭锁成形术 全麻插管，消毒铺巾，右中腹横形切口，探查，肠闭锁切除吻合。不含合并其他畸形手术。

JPM68302
先天性小肠狭窄不全梗

阻修复术

全麻插管，消毒铺巾，右中腹横形切口，探查，含膜式狭窄、索带压迫，行隔膜切除肠壁侧侧吻合

或切除吻合。

JPM75301 异体小肠移植术
逐层进腹，探查，将异体小肠植入，动静脉吻合，两端分别肠吻合，关闭肠系膜，观察血运，止

血，经腹壁另戳孔置管固定，清点器具、纱布无误，冲洗腹腔，逐层关腹。
JPM44301 小肠供体获取术 逐层切开异体腹壁，进腹，将带动静脉血管肠系膜之小肠段完整切取，处理后放入保存液中备用。

4.结肠

JPN36401
经纤维内镜结肠黏膜出

血治疗

清洁肠道，镇静，润滑肠道，纤维结肠镜自肛门插入，结肠镜检查，找到出血部位，根据出血情况

进行止血治疗。人工报告。不含监护、内镜下止血处置术。

JPN36402
经电子内镜结肠黏膜出

血治疗

清洁肠道，镇静，润滑肠道，电子结肠镜自肛门插入，结肠镜检查，找到出血部位，根据出血情况

进行止血治疗。图文报告。不含监护、内镜下止血处置术。

JPN62401
经电子内镜结肠黏膜剥

离术(结肠ESD)

清洁肠道，镇静，润滑肠道，电子结肠镜自肛门插入，结肠镜检查，寻查肿物，于肿物基底部注射

肾上腺素甘油果糖(或高渗盐水及美蓝或靛胭脂)以抬举肿物，采用IT刀等进行切除治疗。图文报告

。不含监护、内镜下止血处置术、病理学检查。

JPN62301
先天性巨结肠术后夹膈

术

指巨结肠术后形成的狭窄隔膜。患儿截石位，肛查确认隔膜位置，消毒铺巾，经肛门深入止血钳，

夹除或切除膈膜。

JPN47401
经电子内镜结肠支架置

入术

清洁肠道，镇静，润滑肠道，电子结肠镜自肛门插入，循腔进镜到达狭窄部位，置入导引钢丝引导

置入支架，在结肠镜直视下放置支架。X线透视确定位置。图文报告。不含监护、狭窄扩张术、X线

检查。

JPN48401
经电子内镜结肠支架取

出术

清洁肠道，镇静，润滑肠道，电子结肠镜自肛门插入，循腔进镜插至支架部位，暴露杯口收缩线，

应用支架回收器收紧收缩线，将支架与结肠黏膜分离，取出支架。图文报告。不含监护、内镜下止

血处置术、X线检查。

JPN51401
经电子内镜结肠支架置

换术

清洁肠道，镇静，润滑肠道，电子结肠镜自肛门插入，循腔进镜插至支架部位，暴露杯口收缩线，

应用支架回收器收紧收缩线，将支架与结肠黏膜分离，取出支架，在结肠镜直视下放置新支架。图

文报告。不含监护、狭窄扩张术、内镜下止血处置术、X线检查。

JPN60401
经纤维内镜结肠息肉微

波治疗

清洁肠道，镇静，润滑肠道，纤维结肠镜自肛门插入，结肠镜检查，寻查息肉，采用微波切除治疗

。人工报告。不含监护、内镜下止血处置术、病理学检查。

JPN60402
经电子内镜结肠息肉微

波治疗

清洁肠道，镇静，润滑肠道，电子结肠镜自肛门插入，结肠镜检查，寻查息肉，采用微波切除治疗

。图文报告。不含监护、内镜下止血处置术、病理学检查。

JPN60403
经纤维内镜结肠息肉激

光治疗

清洁肠道，镇静，润滑肠道，纤维结肠镜自肛门插入，结肠镜检查，寻查息肉，采用激光切除治疗

。人工报告。不含监护、内镜下止血处置术、病理学检查。

JPN60404
经电子内镜结肠息肉激

光治疗

清洁肠道，镇静，润滑肠道，电子结肠镜自肛门插入，结肠镜检查，寻查息肉，采用激光切除治疗

。图文报告。不含监护、内镜下止血处置术、病理学检查。

JPN60405
经纤维内镜结肠息肉氩

离子凝固术

清洁肠道，镇静，润滑肠道，纤维结肠镜自肛门插入，结肠镜检查，寻查息肉，采用氩离子凝固治

疗。人工报告。不含监护、内镜下止血处置术、病理学检查。

JPN60406
经电子内镜结肠息肉氩

离子凝固术

清洁肠道，镇静，润滑肠道，电子结肠镜自肛门插入，结肠镜检查，寻查息肉，采用氩离子凝固治

疗。图文报告。不含监护、内镜下止血处置术、病理学检查。

JPN61301 经腹结肠息肉切除术
平卧，备皮，开腹，探查腹腔，打开结肠息肉部位，结扎缝扎息肉根部，切除息肉，缝合结肠切

口，关腹。不含肠切除吻合、病理学检查。

JPN61401
经纤维内镜结肠息肉高

频电凝切除术

清洁肠道，镇静，润滑肠道，纤维结肠镜自肛门插入，结肠镜检查，寻查息肉，圈套器圈套息肉，

高频电凝电切除息肉。人工报告。不含监护、内镜下止血处置术、病理学检查。

JPN61402
经电子内镜结肠息肉高

频电凝切除术

清洁肠道，镇静，润滑肠道，电子结肠镜自肛门插入，结肠镜检查，寻查息肉，圈套器圈套息肉，

高频电凝电切除息肉。图文报告。不含监护、内镜下止血处置术、病理学检查。

JPN61403
经电子内镜结肠息肉吸

引圈套切除术

清洁肠道，镇静，润滑肠道，电子结肠镜前端加透明帽，自肛门插入，结肠镜检查，寻查息肉，将

息肉吸入透明帽，采用圈套器进行高频电凝电切除治疗。图文报告。不含监护、内镜下止血处置术

、病理学检查。

JPN61302 结肠曲段切除术
逐层进腹、探查，将病变结肠局部切除、肠肠吻合、止血、经腹壁另戳孔置管固定，清点器具、纱

布无误，冲洗腹腔，逐层关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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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PN61303
先天性巨结肠切除吻合

术

逐层进腹、探查，将病变结肠切除，肠肠吻合或肠肛管吻合，止血，经腹壁另戳孔置管固定，清点

器具、纱布无误，冲洗腹腔，逐层关腹。

JPN61304
先天性巨结肠切除+回

肠袋形成形吻合术

适用于全结肠型巨结肠。左下腹横行切口，松解、结扎、切除全部分痉挛段肠管，将正常回肠末端

约15-20厘米行“J”或“W”侧侧吻合形成“袋”后经肛门拖出吻合。不含术中肠壁活检、病理学

检查。

JPN61404
经腹腔镜先天性巨结肠

切除术

腹壁多处戳孔，造气腹，插入观察镜，插入操作内镜，插入辅助器械，探查，将病变结肠切除，肠

肠吻合或肠肛管吻合，止血，置管引出固定，缝合伤口。

JPN62303 全结肠切除吻合术
逐层进腹，探查，将全结肠、直肠大部或全部切除，回肠直肠吻合或回肠肛管吻合，止血，经腹壁

另戳孔置管固定，清点器具、纱布无误，冲洗腹腔，逐层关腹。

JPN63201
经肛门先天性巨结肠改

良根治术

含短段、常见型、部分长段型巨结肠，术前插导尿管。术中环形切开直肠粘膜，剥除粘膜3.5-3厘

米，打开直肠肌鞘。扩张段结肠拖出肛门外，分离、结扎肠系膜，切除痉挛段、扩张段肠管，近端

下拖肠管与肛门直肠残端吻合。不含病理学检查。

JPN63301
经腹经肛门先天性巨结

肠改良根治术

长段型(脾区以上)巨结肠，左下腹横行切口，松解，结扎，切除痉挛段肠管，经肛门下拖肠管肛门

吻合。不含病理学检查。

JPN63401
经腹腔镜经肛门先天性

巨结肠改良根治术

适用于长段型(脾区以下)巨结肠。平卧，消毒铺巾，放置腹腔镜，应用血管闭合系统或超声刀止血

刀松解系膜血管，游离痉挛段肠管后经肛门下拖与肛门吻合。不含病理学检查。

JPN63302
经腹先天性巨结肠根治

术

指环钳法，用于各型巨结肠。左下腹横行切口，松解，结扎，切除痉挛段肠管，经肛门套筒下拖正

常结肠，环钳吻合。不含病理学检查。

JPN61305 结肠癌局部切除术
逐层进腹、探查，将病变结肠局部切除、肠肠吻合、止血、经腹壁另戳孔置管固定，清点器具、纱

布无误，冲洗腹腔，逐层关腹。

JPN63303 根治性结肠癌切除术
逐层进腹、探查，将病变结肠及区域淋巴结规范切除、肠肠吻合、止血、经腹壁另戳孔置管固定，

清点器具、纱布无误，冲洗腹腔，逐层关腹。

JPN63402 经腹腔镜结肠癌根治术
腹壁多处戳孔，造气腹，插入观察镜，插入操作内镜，插入辅助器械，探查，将病变结肠及区域淋

巴结规范切除，肠肠吻合，止血，置管引出固定，缝合伤口。

JPN63304
扩大根治性结肠癌切除

术

逐层进腹，探查，将病变结肠及区域淋巴结规范切除，被侵及脏器切除，肠肠吻合，止血，经腹壁

另戳孔置管固定，清点器具、纱布无误，冲洗腹腔，逐层关腹。

JPN61306
结肠癌姑息切除术+短

路

逐层进腹、探查，将病变结肠局部切除、肠肠吻合、止血、经腹壁另戳孔置管固定，清点器具、纱

布无误，冲洗腹腔，逐层关腹。

JPP57301 乙状结肠悬吊术
逐层进腹，探查，游离乙状结肠，降结肠，顺肠蠕动方向抬高排列，缝合固定，保持通畅，止血，

经腹壁另戳孔置管固定，清点器具、纱布无误，冲洗腹腔，逐层关腹。

JPP57401
经腹腔镜乙状结肠悬吊

术

腹壁多处戳孔，造气腹，插入观察镜，插入操作内镜，插入辅助器械，探查，游离乙状结肠，降结

肠，顺肠蠕动方向抬高排列，缝合固定，保持通畅，止血，置管引出固定，缝合伤口。
5.直肠、肛门

JPQ60401
经肛门镜直肠肛门微波

治疗

清洁远段肠道，肛门镜插至病变部位，经肛门镜置入微波治疗探头，根据病变性质及大小选择治疗

参数，微波治疗。人工报告。不含内镜下止血处置术、病理学检查。

JPQ60402
经肛门镜直肠肛门激光

治疗

清洁远段肠道，肛门镜插至病变部位，根据病变性质及大小选择激光治疗参数，激光治疗。人工报

告。不含内镜下止血处置术、病理学检查。

JPQ60403
经肛门镜直肠肛门冷冻

治疗

清洁远段肠道，肛门镜插至病变部位，采用冷冻治疗仪，冷冻治疗。人工报告。不含内镜下止血处

置术、病理学检查。
JPQ36401 经直肠镜直肠出血电凝 肛门指诊，直肠镜检查，确定出血部位，电凝止血。
JPQ65301 直肠狭窄扩张术 肛门指诊，扩肛。
JPQ36402 经直肠镜直肠出血缝扎 肛门指诊，直肠镜检查，确定出血部位，缝扎止血。

JPQ68301 直肠前突修补术
肛门指诊，扩肛，拉钩深入暴露前凸部位，直肠前壁粘膜切开，粘膜瓣游离，薄弱肛提肌修补，直

肠粘膜缝合，止血。

JPQ35301
直肠肛门周围脓肿切开

引流术

肛门指诊，检查有无肛瘘内口，肛门直肠周围脓肿切开引流，置管引出固定，包扎固定，送细菌培

养。

JPQ68302
感染性直肠前庭瘘修补

术

截石位，备皮，探针寻找瘘管，沿瘘管分离至直肠前壁瘘管内口，切除瘘管及瘢痕组织，修补直肠

前壁及会阴体重建会阴体。含经俯卧位直肠内手术。

JPQ57201
经肛门直肠黏膜环切钉

合术(PPH)
肛门指诊，肛门镜检查，扩肛，环形缝扎，用吻合器粘膜环切，止血，评估效果。

JPQ57301 直肠脱垂悬吊术
逐层进腹，探查，直肠悬吊固定于直肠周围组织，封闭直肠前凹陷，加固盆底筋膜，止血，经腹壁

另戳孔置管固定，清点器具、纱布无误，冲洗腹腔，逐层关腹。

JPQ57202
经肛门直肠脱垂手术

(delorem手术)

肛门指诊，扩肛，拉钩深入，暴露直肠病变部位，直肠粘膜切开，剥离管状粘膜，折叠，缝合肌

层，提升脱出直肠，直肠粘膜吻合，止血，置管引出固定。

JPQ53301 耻骨直肠肌松解术
逐层进腹，游离直肠，耻骨直肠肌外括约肌切断，止血，经腹壁另戳孔置管固定，清点器具、纱布

无误，冲洗腹腔，逐层关腹。
JPQ62401 经内镜直肠肿物切除术 肛门指诊，直肠镜检查，确定肿物部位，于根部切除肿物，缝合，止血。

JPQ62402
经内镜直肠良性肿物切

除术

指腺瘤，息肉，纤维瘤，脂肪瘤等良性新生物。肛门指诊，直肠镜检查，确定肿物部位，于根部切

除肿物，缝合，止血。

JPQ62403
经内镜直肠良性肿物激

光切除术
肛门指诊，直肠镜检查，确定肿物部位，用激光于根部切除肿物，缝合，止血。

JPQ62404
经内镜直肠良性肿物套

扎切除术
肛门指诊，直肠镜检查，确定肿物部位，用套扎器于根部切除肿物，缝合，止血。

JPQ62405
经内镜直肠良性肿物电

凝切除术
肛门指诊，直肠镜检查，确定肿物部位，用电凝于根部切除肿物，缝合，止血。

JPQ63301
直肠癌根治术(Dixon手

术)

逐层开腹，探查，直肠切除，区域淋巴结清扫，乙状结肠、直肠或肛管吻合，止血，经腹壁另戳空

置管引流固定，清点器具、纱布无误，冲洗腹腔，逐层关腹，常规扩肛。

JPQ63401
经腹腔镜直肠癌根治术

(Dixon手术)

腹壁多处戳孔，造气腹，插入观察镜，插入操作内镜，插入辅助器械，探查，直肠切除，区域淋巴

结清扫，乙状结肠，直肠或肛管吻合，止血，置管引出固定，缝合伤口。常规扩肛。

JPQ63302 超低位直肠癌根治术
指在距离齿状线5厘米以上的肿瘤。逐层进腹，探查，直肠及部分肛管切除，区域淋巴结清扫，乙

状结肠肛管吻合，止血，经腹壁另戳孔置管固定，清点器具、纱布无误，冲洗腹腔，逐层关腹，常

规扩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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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PQ63402
经腹腔镜超低位直肠癌

根治术

腹壁多处戳孔，造气腹，插入观察镜，插入操作内镜，插入辅助器械，探查，直肠及部分肛管切

除，区域淋巴结清扫，乙状结肠肛管吻合，止血，置管引出固定，缝合伤口，常规扩肛。

JPQ63303 经骶尾部直肠癌根治术
骶尾部切口，分离达直肠，显露直肠，常规切除，区域淋巴结清扫，结肠肛管吻合，止血，经腹壁

另戳孔置管固定，缝合伤口。

JPQ63304 拖出式直肠癌根治术
逐层进腹、探查，直肠及部分肛管切除，区域淋巴结清扫，拖出乙状结肠与肛管吻合，止血、经腹

壁另戳孔置管固定，清点器具、纱布无误，冲洗腹腔，逐层关腹，常规扩肛。

JPQ63305
扩大根治性直肠癌切除

术

逐层进腹，探查，直肠切除，区域淋巴清扫，将会阴肛门及周围皮肤，坐骨直肠窝内软组织，肛提

肌，肛管切除，被侵及脏器切除，重建肠道，尿道，生殖道，止血，置引流管，冲洗腹腔，逐层关

腹，常规扩肛。

JZF63301
经腹会阴直肠癌根治术

(Miles手术)

逐层进腹，探查，直肠切除，区域淋巴结清扫，第二组将会阴肛门及周围皮肤，坐骨直肠窝内软组

织，肛提肌，肛管切除，闭合会阴切口，结肠在腹部另造口，止血，经腹壁另戳孔置管固定，清点

器具、纱布无误，冲洗腹腔，逐层关腹。

JZF63401
经腹腔镜会阴直肠癌根

治术(Miles手术)

腹壁多处戳孔，造气腹，插入观察镜，插入操作内镜，插入辅助器械，探查，直肠切除，区域淋巴

结清扫，第二组将会阴肛门及周围皮肤，坐骨直肠窝内软组织，肛提肌，肛管切除，闭合会阴切

口，结肠在腹部另造口，止血，置管引出固定，缝合伤口。
JPR73301 肛管皮肤移植术 含肛管，肛周各种转移皮瓣。
JPR65301 扩肛术 指直肠肛门狭窄，肛门指诊，肛门镜检查，扩肛。
JPR68301 肛门环行缩窄术 指肛门指诊。肛门括约肌环形缝合，成形，开口松紧适当。

JPR68302 肛门成形术
常规消毒，铺无菌巾，纵行切开肛窝，分离并打开外括约肌，暴露直肠盲端并剪开，与括约肌及皮

肤分层缝合，电凝止血，留置肛管，包扎。
JPR68303 尾路肛门成形术 含经直肠直肠尿道瘘修补、直肠阴道瘘修补。不含膀胱造瘘、直肠造瘘。

JPR68304
先天性肛门闭锁尾路肛

门成形术(pena手术)

插管全麻，俯卧位。插导尿管，消毒备皮，电刺激仪定位肛穴，纵行切开骶尾部皮肤肌肉，至尾骨

处，寻找直肠盲端，小心游离，修补直肠尿道瘘或直肠阴道瘘，充分游离直肠末端，将直肠末端无

张力牵至并固定于新定位肛穴处，成型肛门，关闭骶部切口。含直肠阴道瘘修补。不含膀胱造瘘。

JPR68401
经腹腔镜先天性肛门闭

锁尾路肛门成形术

(pena手术)

插管全麻，仰卧位。插导尿管，消毒备皮。应用腹腔镜及血管闭合系统(Ligsure)充分游离直肠末

端，结扎尿道瘘，用电刺激仪找到外括约肌中心并切开，将直肠末端无张力牵至并固定于新定位肛

穴处，成型肛门。不含膀胱造瘘。

JPR68305
先天性肛门闭锁肛门后

切成形术

指男性低位无肛合并有会阴瘘。截石位，消毒铺巾，插导尿管，电刺激仪定位肛门外括约肌位置，

沿会阴瘘口向后切至外括约肌后缘，将直肠末端与肛周固定，会阴体成形。
JPR68306 肛管成形术 含后位括约肌切断扩肛术，含肛管纵切横缝术，含肛裂切除房型粘膜瓣成型术。

JPR68307 肛门狭窄矫治术
常规消毒，铺无菌巾，设计，切除肛门周围瘢痕组织，电凝止血，或向后侧切开皮肤皮下组织，直

肠外分离，将直肠粘膜外翻缝合。留置导尿管，留置肛管。不含导尿术。

JPR69301 局部皮瓣肛门再造术

常规消毒，铺无菌巾，设计，在肛门所在位置“十”字形切开皮肤皮下至直肠腔内，电凝止血，肠

外间隙分离，直肠下移与皮肤“十”字形切口皮瓣交叉缝合形成新的肛门，原肛门口关闭，留置导

尿，留置肛管。不含导尿术、尿道直肠瘘或阴道直肠瘘修补术。

JPR40301 低位肛瘘切开术
指皮下、肛门外括约肌浅部潜行之肛瘘。肛门指诊，肛门镜检查，将探条经肛瘘内口插入，通过瘘

管外口引出，切开瘘口，开放引流。

JPR61301 低位肛瘘切除术
指皮下、肛门外括约肌浅部潜行之肛瘘。肛门指诊，肛门镜检查，将探条经肛瘘内口插入，通过瘘

管外口引出，完整切除瘘管，开放引流，新鲜伤口可Ⅰ期缝合。

JPR61302 高位肛瘘切除术
指肛门外括约肌深部潜行之肛瘘。肛门指诊，肛门镜检查，将探条经肛瘘内口插入，通过瘘管外口

引出，完整切除瘘管，开放引流，新鲜伤口可Ⅰ期缝合。

JPR61303 复杂肛瘘切除术
指肛门外括约肌低位，高位并存的，多瘘口的部位的肛瘘。肛门指诊，肛门镜检查，将探条经肛瘘

内口插入，通过瘘管外口引出，完整切除瘘管，开放引流，新鲜伤口可Ⅰ期缝合。

JPR61304 肛裂切除术

肛周消毒铺巾，肛周局部麻醉，肛门直肠指诊，经肛门镜探查肛管直肠，扩肛，用多功能痔疮治疗

仪或手术刀梭形切开皮肤、皮下及肛裂组织，剥离皮瓣至齿线，钳夹基底部，普通缝线或血管结扎

束结扎或缝扎，距结扎线0.5㎝剪断多余皮瓣及肛裂组织，电刀或氩气刀、超声刀电凝止血，检查

无渗、出血后，肛管内放置痔消炎栓及油纱条，外敷塔纱，胶布固定。

JPR61305 肛裂纵切横缝术

肛周消毒铺巾，肛周局部麻醉，肛门直肠指诊，经肛门镜探查肛管直肠，扩肛，用多功能痔疮治疗

仪或手术刀梭形切开皮肤、皮下及肛裂组织，游离皮瓣至直肠粘膜，切除多余皮瓣，将直肠粘膜与

肛周皮肤横行缝合数针。电刀或氩气刀、超声刀电凝止血。检查无渗，出血后，肛管内放置痔消炎

栓及油纱条，外敷塔纱，胶布固定。
JPR40302 痔嵌顿切开还纳术 检查嵌顿痔核，无法还纳时局麻，切开减压，取出痔核，还纳肛内。
JPR62305 外痔切除术 肛门指诊，肛门镜检查，将外痔核切除，缝合。
JPR48301 血栓性外痔切开取栓术 检查血栓痔核，局麻，切开减压，取出痔核。
JPR62306 内痔环切术 肛门指诊，肛门镜检查，扩肛，内核核环切，缝合。

JPR43401 经肛门镜内庤套扎术
清洁远段肠道，插入肛门镜，暴露痔曲张静脉，采用套扎器套扎痔静脉。人工报告。不含内镜下止

血处置术。

JPR68308 先天性一穴肛矫治术
含肛门，阴道，尿道成形术(尿道延长术)，回肠阴道再造，膀胱颈延长紧缩，会阴体再造。不含膀

胱镜检查。
JPR42301 肛门内括约肌侧切术 肛门指诊，肛门镜检查，扩肛，内括约肌部分切断，止血，粘膜缝合。
JPR42302 肛门后正中括约肌切断 肛门指诊，肛门镜检查，扩肛，后正中括约肌部分切断，止血，粘膜缝合。

JPR68309 肛门括约肌修复术
常规消毒，铺无菌巾，切口设计，切除肛门区的瘢痕组织，电凝止血，分离离断的肛门外括约肌形

成两个肌瓣，两肌瓣交叉缝合，以肛门可以伸进两指为度，将直肠粘膜翻出缝合，留置尿管，留置

肛管。不含导尿。

JPR68310
股薄肌肌瓣转移肛门括

约肌成形术

常规消毒，铺无菌巾，切口设计，在大腿内侧作近、中、远三个横形切口，分离股薄肌，形成以近

心端为蒂的肌瓣，电凝止血，通过肛周皮下隧道绕直肠成环，远端固定于坐肌结上，代替肛门括约

肌，供瓣区放置引流，留置导尿管，留置肛管。不含导尿术。
JPR69302 肛门括约肌再造术 含各种带蒂肌肉瓣移位术。

JPS62301 肛周表浅肿物切除术
指肛周皮脂腺囊肿，汗腺炎，疣，肛乳头肥大，痣，脂肪瘤，纤维瘤等位于括约肌浅面的良性新生

物，常规肛门检查，局麻，完整切除肿物，缝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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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PS62302
肛周表浅肿物激光切除

术

指肛周皮脂腺囊肿，汗腺炎，疣，肛乳头肥大，痣，脂肪瘤，纤维瘤等位于括约肌浅面的良性新生

物。常规肛门检查，局麻，用激光完整切除肿物，缝合。

JPS62303
肛周表浅肿物电凝切除

术

指肛周皮脂腺囊肿，汗腺炎，疣，肛乳头肥大，痣，脂肪瘤，纤维瘤等位于括约肌浅面的良性新生

物。常规肛门检查，局麻，用电凝完整切除肿物，缝合。

JPS62304
肛周表浅肿物套扎切除

术

指肛周皮脂腺囊肿，汗腺炎，疣，肛乳头肥大，痣，脂肪瘤，纤维瘤等位于括约肌浅面的良性新生

物。常规肛门检查，局麻，用套扎器完整切除肿物，缝合。

JPS62305 低位肛周窦道切除术
指皮下、肛门外括约肌浅部潜行之窦道。肛门指诊，肛门镜检查，经窦道口注入染料，将染色窦道

组织完整切除，开放引流，新鲜伤口可一期缝合。

JPS62306 肛周尖锐湿疣切除术
肛周消毒铺巾，肛周局部麻醉，肛门镜检查肛管、直肠，手术刀或电刀切除肛周及肛管内湿疣疣

体，电刀止血，检查无渗出血后，外敷纱布，胶布固定。

JPS73301
肛周尖锐湿疣切除皮瓣

转移术

肛周消毒铺巾，肛周局部麻醉，肛门镜检查肛管、直肠。手术刀或电刀切除肛周及肛管内湿疣疣

体，电刀止血，游离周围真皮组织并保留血管，使之成为可转移的皮瓣，将此皮瓣覆盖于创面表

面，并加固缝合，检查无渗出血后，外敷纱布，胶布固定。
JPS62307 骶尾部瘘道切除术 骶尾部切口，沿窦道分离至根部完整切除，止血，置管引出固定，切口缝合。

JPT62405
经纤维内镜食管胃十二

指肠息肉高频电凝切除

咽部麻醉，润滑，消泡，经口插入纤维胃镜，胃镜检查，置入圈套器圈套息肉，采用高频电凝电切

除息肉。人工报告。不含监护、内镜下止血处置术、病理学检查。

JPT62406
经电子内镜食管胃十二

指肠息肉高频电凝切除

咽部麻醉，润滑，消泡，经口插入电子胃镜，胃镜检查，置入圈套器圈套息肉，采用高频电凝电切

除息肉。图文报告。不含监护、内镜下止血处置术、病理学检查。

JPT62407
经纤维内镜食管胃十二

指肠息肉微波切除术

咽部麻醉，润滑，消泡，经口插入纤维胃镜，胃镜检查，寻查息肉，采用微波切除治疗。人工报告

。不含监护、内镜下止血处置术、病理学检查。

JPT62408
经电子内镜食管胃十二

指肠息肉微波切除术

咽部麻醉，润滑，消泡，经口插入电子胃镜，胃镜检查，寻查息肉，采用微波切除治疗。图文报告

。不含监护、内镜下止血处置术、病理学检查。

JPT62409
经纤维内镜食管胃十二

指肠息肉激光切除术

咽部麻醉，润滑，消泡，经口插入纤维胃镜，胃镜检查寻查息肉，采用激光治疗。人工报告。不含

监护、内镜下止血处置术、病理学检查。

JPT62410
经电子内镜食管胃十二

指肠息肉激光切除术

咽部麻醉，润滑，消泡，经口插入电子胃镜，胃镜检查寻查息肉，采用激光治疗。图文报告。不含

监护、内镜下止血处置术、病理学检查。

JPT60401
经纤维内镜食管胃十二

指肠息肉氩离子凝固术

咽部麻醉，润滑，消泡，经口插入纤维胃镜，胃镜检查寻查息肉，采用氩离子凝固治疗。人工报告

。不含监护、内镜下止血处置术、病理学检查。

JPT60402
经电子内镜食管胃十二

指肠息肉氩离子凝固术

咽部麻醉，润滑，消泡，经口插入电子胃镜，胃镜检查，寻查息肉，采用氩离子凝固治疗。图文报

告。不含监护、内镜下止血处置术、病理学检查。

JPT36401 内镜下止血处置术
指内镜检查或治疗中止血时的处置。在内镜检查中，于出血部位，选择器械及药物止血。图文报告

。不含监护。

JPT68307
食管胃吻合口狭窄切开

成形术

颈部或胸部切口，消毒铺巾，贴膜，电刀切开。游离食管胃吻合口，视狭窄情况，行狭窄局部切开

缝合，或行吻合口切除、食管－胃再吻合。止血并放置颈部引流条或胸腔引流管，关胸。不含病理

学检查。

JPT62411
经电子内镜食管胃十二

指肠黏膜切除术(EMR)

胃镜前端加透明帽，咽部麻醉，润滑，消泡，经口插入电子胃镜，胃镜检查，寻查息肉，将息肉吸

入透明帽，采用圈套器进行高频电凝电切。图文报告。不含监护、内镜下止血处置术、病理学检查

JPT62412
经电子内镜食管胃十二

指肠黏膜剥离术(ESD)

咽部麻醉，润滑，消泡，经口插入电子胃镜，胃镜检查，寻查肿物，于肿物基底部注射肾上腺素甘

油果糖(或高渗盐水及美蓝或靛胭脂)以抬举病变黏膜部分，采用电刀等进行剥离、切除治疗。图文

报告。不含监护、内镜下止血处置术、病理学检查。

JPT36402
经纤维内镜上消化道出

血治疗

指食管、胃、十二指肠出血治疗。咽部麻醉，润滑，消泡，经口插入纤维胃镜，胃镜检查，寻查出

血部位，根据出血情况选择止血治疗方法。人工报告。不含监护、内镜下止血处置术。

JPT36403
经电子内镜上消化道出

血治疗

指咽部麻醉，润滑，消泡，经口插入电子胃镜，胃镜检查，寻查出血部位，根据出血情况选择止血

治疗方法。图文报告。不含监护、内镜下止血处置术。
JPU47201 经鼻肠梗阻导管置入术 鼻腔、口咽麻醉，润滑，在影像设备导引下，经导丝导引置入肠梗阻导管。不含监护、影像学引导

JPU65401
经电子内镜肠道狭窄扩

张术

清洁肠道，镇静，润滑肠道，电子结肠镜自肛门插入，循腔进镜到达结肠狭窄部位，置入导引钢

丝，引导置入扩张球囊，在结肠镜直视下采用球囊扩张导管扩张狭窄部位。图文报告。不含监护、

狭窄扩张术、内镜下止血处置术、X线检查。
JPU48301 开腹排粪石术 含体位摆放，消毒铺巾，开腹，探查，取出粪石，缝合肠管。

JPU55301 肠扭转肠套叠复位术
逐层进腹，探查，粘连松解、肠扭转及套叠复位，观察血运，止血，置引流管，清点器具、纱布无

误，冲洗腹腔，逐层关腹。

JPU55401
经腹腔镜肠扭转肠套叠

复位术

腹壁多处戳孔，造气腹，插入观察镜，插入操作内镜，插入辅助器械，探查，粘连松解，肠扭转及

套叠复位，观察血运，止血，置管引出固定，缝合伤口。
JPU55302 肠套叠充气造影及整复 肛门放置肛管，引导下通过灌肠机向肠道内注气，观察套叠头端复位情况。不含麻醉。

JPU53301 肠粘连松解术
逐层进腹，探查，将广泛肠粘连松解，观察肠血运及有无破损，止血，经腹壁另戳孔置管固定，清

点器具、纱布无误，冲洗腹腔，逐层关腹。含粘连分解时肠破裂修补。不含肠异物取出术。

JPU53401 经腹腔镜肠粘连松解术
腹壁多处戳孔，造气腹，插入观察镜，插入操作内镜，插入辅助器械，探查，将广泛肠粘连松解，

观察肠血运及有无破损，止血，置管引出固定，缝合伤口。

JPU48302 肠道切开异物取出术
经右或左腹直肌切口逐层进腹，探查，肠道切开，取出异物(粪石、引流物、蛔虫、误食难以排出

之尖锐固体)，缝合肠壁，止血，经腹壁另戳孔置管固定，清点器具、纱布无误，冲洗腹腔，逐层

关腹。
JPU68301 肠倒置术 逐层进腹，探查，小肠或结肠切断，逆蠕动肠吻合。不含肠粘连松解。

JPU57301 肠排列固定术
逐层进腹，探查，广泛粘连松解，将小肠顺蠕动方向Z形排列，固定，止血，经腹壁另戳孔置管固

定，清点器具、纱布无误，冲洗腹腔，逐层关腹。

JPU57401 经腹腔镜肠排列固定术
腹壁多处戳孔，造气腹，插入观察镜，插入操作内镜，插入辅助器械，探查，广泛粘连松解，将小

肠顺蠕动方向Z形排列，固定，止血，置管引出固定，缝合伤口。

JPU68302 肠储存袋成形术
逐层进腹，探查，将远端肠管折叠、侧侧吻合贯通呈袋状，止血，经腹壁另戳孔置管固定，清点器

具、纱布无误，冲洗腹腔，逐层关腹。

JPU68303 人工乳头防返流术
指在胆肠重建手术时需附加的防返流手术。术中选择Roux-en－Y胆肠吻合间置肠袢远端、围绕肠周

浆肌层间断缝合一圈、使部分肠壁环状内突形成肠腔不全梗阻、止血、经腹壁另戳孔置管引出固

定，清点器具、纱布无误，冲洗腹腔，逐层关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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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PU41302 肠造瘘术
逐层进腹，探查，小肠或结肠双腔、襻式或单腔造瘘，腹壁另开口，提出固定，止血，经腹壁另戳

孔置管固定，清点器具、纱布无误，冲洗腹腔，逐层关腹。

JPU41401 经腹腔镜肠造瘘术
腹壁多处戳孔，造气腹，插入观察镜，插入操作内镜，插入辅助器械，探查，小肠或结肠双腔，襻

式或单腔造瘘，腹壁另开口，提出固定，止血，置管引出固定，缝合伤口。

JPU62301
先天性肠腔闭锁端侧吻

合造瘘术

全麻插管，消毒铺巾，右中腹横形切口，探查，肠闭锁切除吻合，含肠切除，端侧吻合(正“T”或

倒“T”)。

JPU55303 肠造瘘还纳术
将腹壁外露造瘘肠段完整切除，粘连松解，肠肠吻合，观察血运，止血，置管引出固定，清点器具

、纱布无误，冲洗腹腔，逐层关腹。

JPU62303 美克尔憩室切除术
全麻下切开腹壁逐层入腹，寻找憩室，分离结扎系膜后，再行肠切除断断肠吻合术，仔细缝合伤

口，手术后需使用防粘连制剂，生理盐水清洗腹腔，放置腹引管。

JPU62401
腹腔镜美克尔憩室切除

术

全麻，消毒铺巾，建立气腹，脐部及左下腹放置套管，探查肠管，自脐部将憩室脱出，行肠切除吻

合术，还纳肠管。

JPU68304
肠回转不良矫治术

(Lodd.s'术)

逐层进腹，探查，阑尾切除，回转不良矫治，止血，经腹壁另戳孔置管固定，清点器具、纱布无

误，冲洗腹腔，逐层关腹。

JPU71302 肠吻合术
逐层进腹，探查，确定病变部位无法切除，旷置病变，行近端、远端肠肠吻合旁路手术，止血，经

腹壁另戳孔置管固定，清点器具、纱布无误，冲洗腹腔，逐层关腹。
JPU62302 肠重复畸形切除吻合术 全麻插管，消毒铺巾，右中腹横形切口，探查，肠管各段重复畸形切除。

JPU62304 肠切除肠吻合术
逐层进腹，探查，粘连松解，将坏死之病变肠段切除，吻合，观察血运，止血，经腹壁另戳孔置管

固定，清点器具、纱布无误，冲洗腹腔，逐层关腹。

JPU62402
经腹腔镜肠切除肠吻合

术

腹壁多处戳孔，造气腹，插入观察镜，插入操作内镜，插入辅助器械，探查，粘连松解，将坏死之

病变肠段切除，吻合，观察血运，止血，置管引出固定，缝合伤口。

JPU68305
肠套叠手法复位及肠切

除吻合术

备皮，消毒铺巾。取右上腹横切口，逐层切开，寻找套叠包块，提拉出体外，缓慢手法复位，手法

复位失败，行肠切除吻合术，逐层关闭。

JPU62305 肠瘘切除肠吻合术
逐层进腹，探查，粘连松解，寻找肠瘘部位，将病变肠段切除，肠肠吻合，观察血运，连同腹壁瘘

口瘢痕切除，止血，置引流管，清点器具、纱布无误，冲洗腹腔，逐层关腹。
JPV51301 消化道造瘘管置换术 消毒铺巾，胃、胆道、空肠造瘘管拔出，并即刻经瘘管插入新引流管，留置，固定。

JZF68301 经会阴会阴疝修补术
会阴切口，逐层切开，探查，寻找疝囊，切除疝囊，缝合或补片修补会阴薄弱区域，止血，清点器

具、纱布无误，冲洗伤口，逐层缝合。

JZF68302 经腹会阴疝修补术
逐层进腹，探查，寻找疝囊，切除疝囊，缝合或补片修补会阴薄弱区域，止血，清点器具、纱布无

误，冲洗伤口，逐层关腹。

JZF68303
先天性肛门闭锁女性会

阴肛门成形术

截石位，消毒铺巾，插导尿管，将会阴(舟状窝)瘘管与阴道分离，游离末端直肠，电刺激仪定位肛

门外括约肌位置行“+”字切口，将直肠后移置于外括约肌中心位置，与肛周固定，会阴体成形。

JZF68304
先天性肛门闭锁男性会

阴肛门成形术

截石位，消毒铺巾，插导尿管，电刺激仪定位肛门外括约肌中心位置，“+”字切开，向上分离找

到直肠盲端，游离松解，将直肠末端与肛周固定，会阴体成形。

JZF68305
前矢状入路会阴肛门成

形术

截石位，备皮，电刺激仪定位肛穴，纵行切开会阴体皮肤会阴肌肉，游离舟状窝处瘘口及直肠末

端，分离直肠及阴道间隙，将直肠末端无张力牵至并固定于新定位肛穴处，成型肛门，重建舟状

窝，会阴体。

JZE68301 腹骶会阴肛门成形术

备皮(腹部，骶部及会阴皮肤)，俯卧位，电刺激仪定位肛穴，纵行切开骶尾部皮肤肌肉，至尾骨

处，寻找直肠盲端，小心游离，修补直肠尿道瘘或直肠阴道瘘。若未寻见直肠末端，留置隧道，缝

合保护骶部切口。换平卧位，开腹探查，松解粘连，游离结、直肠末端同时修补直肠膀胱瘘或直肠

尿道瘘。术者转至会阴区，电刺激仪定位肛穴，切开肛穴皮肤及括约肌钝性分离会阴隧道，将直肠

末端脱出至肛穴成型肛门。返回至腹部检查腹腔情况，关腹。
6.肝脏

JQA62301 左半肝切除术
逐层进腹，探查，活检，游离肝脏及第一、第二肝门，阻断肝门，左半肝(Ⅱ，Ⅲ，Ⅳ段)切除，肝

创面止血，经腹壁另戳孔置管引出固定，清点器具、纱布无误，冲洗腹腔，逐层关腹。

JQA62401 经腹腔镜左半肝切除术
腹壁多处戳孔，造气腹，插入观察镜，插入操作内镜，插入辅助器械，探查，游离肝脏及第一、第

二肝门，阻断肝门，左半肝(Ⅱ，Ⅲ，Ⅳ段)切除，肝创面止血，置管引出固定，缝合切口。

JQA62302 肝左外叶切除术
逐层进腹，探查，游离肝脏及第一、第二肝门，阻断肝门，肝左外叶(Ⅱ，Ⅲ段)切除，肝创面止

血，经腹壁另戳孔置管引出固定，清点器具、纱布无误，冲洗腹腔，逐层关腹。

JQA62402
经腹腔镜肝左外叶切除

术

腹壁多处戳孔，造气腹，插入观察镜，插入操作内镜，插入辅助器械，探查，游离肝脏及第一、第

二肝门，阻断肝门，肝左外叶(Ⅱ，Ⅲ段)切除，肝创面止血，置管引出固定，缝合切口。

JQA62303 肝左三叶切除术
指扩大左叶切除术或左三段切除术。逐层进腹，探查，活检，游离肝脏及第一、第二、第三肝门，

阻断肝门，胆囊切除，左三叶(Ⅱ，Ⅲ，Ⅳ，Ⅴ，Ⅷ段)切除，肝创面止血，经腹壁另戳孔置管引出

固定，清点器具、纱布无误，冲洗腹腔，逐层关腹。

JQB62301 右半肝切除术
逐层进腹，探查，活检，游离肝脏及第一、第二肝门，阻断肝门，胆囊切除，右半肝(Ⅴ，Ⅵ，

Ⅶ，Ⅷ段)切除，肝创面止血，经腹壁另戳孔置管引出固定，清点器具、纱布无误，冲洗腹腔，逐

层关腹。

JQB62401 经腹腔镜右半肝切除术
腹壁多处戳孔，造气腹，插入观察镜，插入操作内镜，插入辅助器械，探查，游离肝脏及第一、第

二肝门，阻断肝门，胆囊切除，右半肝(Ⅴ，Ⅵ，Ⅶ，Ⅷ段)切除，肝创面止血，置管引出固定，缝

合切口。

JQB62302 肝右三叶切除术
指扩大右叶切除术或右三段切除术。逐层进腹，探查，活检，游离肝脏及第一、第二、第三肝门，

阻断肝门，胆囊切除，右三叶(Ⅳ，Ⅴ，Ⅵ，Ⅶ，Ⅷ段)切除，肝创面止血，经腹壁另戳孔置管引出

固定，清点器具、纱布无误，冲洗腹腔，逐层关腹。

JQC62301 肝方叶切除术
逐层进腹，探查，游离肝脏及第一、第二肝门，阻断肝门，方叶切除，肝创面止血，经腹壁另戳孔

置管引出固定，清点器具、纱布无误，冲洗腹腔，逐层关腹。

JQC62401 经腹腔镜肝方叶切除术
腹壁多处戳孔，造气腹，插入观察镜，插入操作内镜，插入辅助器械，探查，游离肝脏及第一、第

二肝门，阻断肝门，方叶切除，肝创面止血，置管引出固定，缝合切口。

JQD62301 中肝叶切除术
逐层进腹，探查，游离肝脏及第一、第二、第三肝门，阻断肝门，胆囊切除，中肝叶(Ⅳ，Ⅴ，Ⅷ

段)切除，肝创面止血，经腹壁另戳孔置管引出固定，清点器具、纱布无误，冲洗腹腔，逐层关腹

JQD62401 经腹腔镜中肝叶切除术
腹壁多处戳孔，造气腹，插入观察镜，插入操作内镜，插入辅助器械，探查，游离肝脏及第一、第

二、第三肝门，阻断肝门，胆囊切除，中肝叶(Ⅳ，Ⅴ，Ⅷ段)切除，肝创面止血，置管引出固定，

缝合切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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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QE62301 肝尾状叶切除术
逐层进腹，探查，游离肝脏及第一、第二、第三肝门，阻断肝门，胆囊切除，肝尾状叶(I段)切

除，肝创面止血，经腹壁另戳孔置管引出固定，清点器具、纱布无误，冲洗腹腔，逐层关腹。

JQE62401
经腹腔镜肝尾状叶切除

术

腹壁多处戳孔，造气腹，插入观察镜，插入操作内镜，插入辅助器械，探查，游离肝脏及第一、第

二、第三肝门，阻断肝门，胆囊切除，肝尾状叶(Ⅰ段)切除，肝创面止血，置管引出固定，缝合切

JQF63301 根治性肝癌肝叶切除术
逐层进腹，探查，游离肝脏，肝门血管胆管，控制肝门血流，规范切除含肿瘤肝叶，止血，缝合肝

脏，区域淋巴结清扫，经腹壁另戳孔置管引出固定，清点器具、纱布无误，冲洗腹腔，逐层关腹。

JQG62301 肝段切除术
逐层进腹，探查，游离肝脏，阻断肝门，切除病变累及的肝段，肝创面止血，经腹壁另戳孔置管引

出固定，清点器具、纱布无误，冲洗腹腔，逐层关腹。

JQG62401 经腹腔镜肝段切除术
腹壁多处戳孔，造气腹，插入观察镜，插入操作内镜，插入辅助器械，探查，游离肝脏，阻断肝

门，切除病变累及的肝段，肝创面止血，置管引出固定，缝合切口。

JQG62302 联合肝段切除术
逐层进腹，探查，游离肝脏，阻断肝门，切除临近不同肝叶相邻的肝段，止血，经腹壁另戳孔置管

引出固定，清点器具、纱布无误，冲洗腹腔，逐层关腹。

JQG62402
经腹腔镜联合肝段切除

术

腹壁多处戳孔，造气腹，插入观察镜，插入操作内镜，插入辅助器械，探查，游离肝脏，阻断肝

门，切除临近不同肝叶相邻的肝段，止血，置管引出固定，缝合切口。

JQH68301
先天胆道闭锁肝门空肠

Roux-y成形术

即葛西氏术。右上腹横行切口，胆囊切除，肝门纤维块松解，距屈氏韧带20厘米处横断空肠，与以

下50厘米空肠行端侧吻合，将50厘米空肠提上，于结肠肝曲下穿过与肝总管吻合，或行胃体劈裂胃

管成形+胃管肝门吻合。放置腹腔引流管，关腹。不含腹腔镜胆道探查。

JQH35101
经皮经肝肝门部肿物支

架管外引流术
定位，消毒铺巾，局麻，B超引导穿刺，导丝引导，支架置入肿管，留置外引流固定，缝合切口。

JQH35102
经皮经肝肝门部肿物支

架置入内引流术
定位，消毒铺巾，局麻，B超引导下穿刺，导丝引导，支架管置入通过肿瘤狭窄部，缝合切口。

JQH35301
肝门部肿物支架管外引

流术

逐层进腹，肿瘤以上近端肝门胆管探查切开，支架管置入，缝合，经腹壁另戳孔置管引出固定，腹

腔引流管另戳孔引出固定，清点器具、纱布无误，冲洗腹腔，逐层关腹。

JQH35302
肝门部肿物支架置入内

引流术

逐层进腹，肝门胆管探查切开，支架管置入，缝合胆管，止血，清点器具、纱布无误，冲洗腹腔，

经腹壁另戳孔置管引出固定，逐层关腹。

JQJ35301 肝内胆管U形管引流术
逐层进腹、肝内胆管探查切开、U形管通过肿瘤狭窄部置入，近端经肝引出、远端经腹壁另戳孔置

管引出固定，腹腔引流管另戳孔引出固定、清点器具、纱布无误，冲洗腹腔，逐层关腹。

JQJ43301 肝管栓塞术
逐层进腹，探查，游离肝门，游离胆总管，肝总管及分支并行肝管栓塞，止血，经腹壁另戳孔置管

引出固定，清点器具、纱布无误，冲洗腹腔，逐层关腹。

JQJ43101 经皮肝管栓塞术
定位，消毒铺巾，局麻，B超引导监视下经皮经肝插管达肝管，注入栓塞剂，止血，置管引出固

定，缝合切口。

JQJ43401 经腹腔镜肝管栓塞术
腹壁多处戳孔，造气腹，插入观察镜，插入操作内镜，插入辅助器械，探查，游离肝门，游离胆总

管，肝总管及分支并行肝管栓塞，止血，置管引出固定，缝合切口。

JQK60101
经皮肝囊肿穿刺药物注

射治疗
定位，消毒铺巾，局麻，穿刺引流及注射药物。不含影像引导。

JQK60301 开腹肝囊肿药物注射治 插导尿管，逐层进腹，显露肝囊肿，穿刺引流及注射药物，逐层关腹。

JQK60401
经腹腔镜肝囊肿药物注

射治疗

腹壁多处戳孔，造气腹，插入观察镜，插入操作内镜，插入辅助器械，探查，定位，穿刺，置管引

出固定，注射药物，缝合伤口。
JQK35101 经皮肝囊肿穿刺引流术 定位，消毒铺巾，局麻，经皮穿刺入肝囊肿腔内，抽液，注射药物，置管引出固定。
JQK35102 经皮肝脓肿穿刺引流术 定位，消毒铺巾，局麻，穿刺，脓肿引流，置管引出固定。不含影像引导。

JQK61301 肝囊肿开窗术
逐层进腹，探查，游离肝脏，切除肝囊肿部分囊壁，开放引流，止血，经腹壁另戳孔，置管引出固

定，清点器具、纱布无误，冲洗腹腔，逐层关腹。

JQK61401 经腹腔镜肝囊肿开窗术
腹壁多处戳孔，造气腹，插入观察镜，插入操作内镜，插入辅助器械，探查，游离肝脏，切除肝囊

肿部分囊壁，开放引流，止血，置管引出固定，缝合伤口。

JQK48301 肝包虫内囊摘除术
逐层进腹，探查，游离肝脏，保护防止囊内液体外漏，吸取部分囊液后，注入药物杀死头节，切开

囊肿外壁，肝包虫内囊摘除，囊壁10%甲醛液浸泡，止血，经腹壁另戳孔置管固定，清点器具、纱

布无误，冲洗腹腔，冲洗腹腔，逐层关腹。

JQK61403 经腹腔镜肝囊肿切除术
腹壁多处戳孔，造气腹，插入观察镜，插入操作内镜，插入辅助器械，探查，游离肝脏，囊肿完整

切除，止血，置管引出固定，缝合伤口。

JQK35301 肝脓肿切开引流术
逐层进腹，探查，游离肝脏，肝脓肿切开吸脓，止血，经腹壁另戳孔置管固定，清点器具、纱布无

误，冲洗腹腔，逐层关腹。

JQK35302
肝外伤后血肿清创引流

术

逐层进腹，探查，游离肝脏，控制第一肝门，切开肝脏血肿被膜，清除血肿，破碎的肝脏组织，被

膜下积脓，结扎断裂的肝内胆管及血管，止血，经腹壁另戳孔置管固定，清点器具、纱布无误，关

JQK35401
经腹腔镜肝外伤后血肿

清创引流术

腹壁多处戳孔，造气腹，插入观察镜，插入操作内镜，插入辅助器械，探查，游离肝脏，切开肝脏

血肿被膜，清除血肿，破碎的肝脏组织，被膜下积脓，结扎断裂的肝内胆管及血管，止血，置管引

出固定，缝合伤口。

JQK35303 开腹肝脓肿置管引流术
逐层进腹，脓肿穿刺定位，切开，经腹壁另戳孔置管引出固定，清点器具、纱布无误，冲洗腹腔，

逐层关腹。

JQK35402
经腹腔镜肝脓肿置管引

流术

腹壁多处戳孔，造气腹，插入观察镜，插入操作内镜，插入辅助器械，探查，定位，穿刺，置管引

出固定，缝合伤口。

JQK35403
经腹腔镜肝脓肿切开引

流术

腹壁多处戳孔，造气腹，插入观察镜，插入操作内镜，插入辅助器械，探查，游离肝脏，脓肿引

流，肝创面止血，置管引出固定，缝合伤口。

JQK36101
经皮肝脏创伤止血治疗

术

术前准备，超声造影引导下，确定肝创伤灶及活动性出血部位，局部皮肤消毒铺巾，麻醉，PTC穿

刺针(20G×200毫米)，进行穿刺，创伤灶注射止血剂，活动性出血部位注射医用粘合胶。图文报告

。不含超声引导、实验室检查。

JQK36301 肝损伤填塞止血术
适用于极为严重的粉碎性肝脏外伤，病情极为危重，病人不能耐受复杂手术或者医院条件和技术力

量难以完成复杂手术时的应急措施。逐层进腹，探查，常规止血措施或技术力量难以完成手术时，

以纱布、纱布垫填塞创面，待病情稳定后渐次取出。有诱发再次出血之虞。
JQK21101 经皮肝脓肿引流管调管 局部消毒铺巾，沿原引流管经导丝导引，调整引流管位置或置换引流管。不含监护、影像学引导。
JQK60102 经皮肝脏肿物微波消融 B超定位，消毒铺巾，局麻，经皮肝肿物穿刺，微波消融，止血，置管引出固定，缝合切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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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QK60302 肝脏肿物微波消融术
逐层进腹，探查，游离肝脏，术中B超定位，肝肿物穿刺，连通微波发生器，微波消融，止血，经

腹壁另戳孔置管引出固定，清点器具、纱布无误，冲洗腹腔，逐层关腹。

JQK60402
经腹腔镜肝脏肿物微波

消融术

腹壁多处戳孔，造气腹，插入观察镜，插入操作内镜，插入辅助器械，探查，体外B超定位监视，

肝肿物穿刺，微波消融，止血，置管引出固定，缝合切口。
JQK60103 经皮肝脏肿物射频消融 B超定位，消毒铺巾，局麻，经皮肝肿物穿刺，射频消融，止血，置管引出固定，缝合切口。

JQK60303 肝脏肿物射频消融术
逐层进腹，探查，游离肝脏，术中B超定位监视，肝肿物穿刺，射频消融，止血，经腹壁另戳孔置

管引出固定，清点器具、纱布无误，冲洗腹腔，逐层关腹。

JQK60403
经腹腔镜肝脏肿物射频

消融术

腹壁多处戳孔，造气腹，插入观察镜，插入操作内镜，插入辅助器械，探查，体外B超监视，肝肿

物穿刺，射频消融，止血，置管引出固定，缝合切口。
JQK60104 经皮肝脏肿物冷冻消融 B超定位监视，消毒铺巾，局麻，经皮肝肿物穿刺，冷冻消融，止血，置管引出固定，缝合切口。

JQK60304 肝脏肿物冷冻消融术
逐层进腹，探查，游离肝脏，B超定位监视，肝肿物穿刺，氩氦刀消融，创面止血，经腹壁另戳孔

置管引出固定，清点器具、纱布无误，冲洗腹腔，逐层关腹。

JQK60404
经腹腔镜肝脏肿物冷冻

消融术

腹壁多处戳孔，造气腹，插入观察镜，插入操作内镜，插入辅助器械，探查，体外B超监视，肝肿

物穿刺，冷冻消融，止血，置管引出固定，缝合切口。
JQK60105 经皮肝脏肿物激光消融 定位，消毒铺巾，局麻，经皮肝肿物穿刺，激光消融，止血，置管引出固定，缝合切口。

JQK60305 肝脏肿物激光消融术
逐层进腹，探查，游离肝脏，肝肿物穿刺，激光消融，创面止血，经腹壁另戳孔置管引出固定，清

点器具、纱布无误，冲洗腹腔，逐层关腹。

JQK60405
经腹腔镜肝脏肿物激光

消融术

腹壁多处戳孔，造气腹，插入观察镜，插入操作内镜，插入辅助器械，探查，肝肿物穿刺，激光消

融，止血，置管引出固定，缝合切口。

JQK60106
经皮肝脏肿物药物注射

消融术
B超定位，消毒铺巾，局麻，经皮肝肿物穿刺，注射消融剂。不含影像引导。

JQK60306
肝脏肿物药物注射消融

术

逐层进腹，探查，游离肝脏，肝肿物穿刺，注射消融剂，创面止血，经腹壁另戳孔置管引出固定，

清点器具、纱布无误，冲洗腹腔，逐层关腹。

JQK60406
经腹腔镜肝脏肿物药物

注射消融术

腹壁多处戳孔，造气腹，插入观察镜，插入操作内镜，插入辅助器械，探查，体外B超监视，经皮

肝肿物穿刺，注射消融剂。

JQK46101
经皮肝脏肿物放化疗粒

子植入术

B超定位，消毒铺巾，局麻，B超监视下肝肿物穿刺，植入放疗、化疗粒子，止血，置管引出固定，

缝合切口。

JQK46301
肝脏肿物放化疗粒子植

入术

逐层进腹，探查，游离肝脏，肝肿物穿刺，植入放疗、化疗粒子，创面止血，经腹壁另戳孔置管引

出固定，清点器具、纱布无误，冲洗腹腔，逐层关腹。

JQK46401
经腹腔镜肝脏肿物放疗

化疗粒子植入术

腹壁多处戳孔，造气腹，插入观察镜，插入操作内镜，插入辅助器械，探查，游离肝脏，体外B超

监视引导下肝肿物穿刺，植入放疗、化疗粒子，止血，置管引出固定，缝合切口。

JQK48302 肝实质切开取石术
逐层进腹，探查，游离肝脏及肝门，阻断肝门，切开肝脏实质及胆管，取石，放置肝内胆管引流，

缝合创面并止血，经腹壁另戳孔置管引出固定，清点器具、纱布无误，冲洗腹腔，逐层关腹。

JQK48303 肝内异物取出术
逐层进腹，探查，游离肝脏，阻断肝门，肝内异物取出(含血管，胆管修补)，肝创面止血，经腹壁

另戳孔置管引出固定，清点器具、纱布无误，冲洗腹腔，逐层关腹。

JQK61302 肝损伤清创修补术
逐层进腹，探查，游离肝脏，阻断肝门，肝损伤清创，止血，无活力肝组织切除，游离大网膜，填

塞缝合或损伤单纯缝合，止血，经腹壁另戳孔置管固定，清点器具、纱布无误，冲洗腹腔，逐层关

JQK61304 肝部分切除术
指肝脏边缘部位的各种良性肿物(结核，结石，囊肿，血管瘤，脂肪瘤等)及外伤所实施的不规则性

肝部分切除。逐层进腹，探查，游离肝脏，阻断肝门，肝部分切除，止血，经腹壁另戳孔置管引出

固定，清点器具、纱布无误，冲洗腹腔，逐层关腹。

JQK61402 经腹腔镜肝部分切除术
指肝脏边缘部位的各种良性肿物(结核，结石，囊肿，血管瘤，脂肪瘤等)及外伤所实施的不规则性

肝部分切除。腹壁多处戳孔，造气腹，插入观察镜，插入操作内镜，插入辅助器械，探查，游离肝

脏，阻断肝门，肝部分切除，止血，置管引出固定，缝合切口。

JQK61305 肝癌肝部分切除术
逐层进腹，探查，游离肝脏，肝门血管胆管，切除含肿瘤部分肝脏，止血，缝合肝脏，经腹壁另戳

孔置管引出固定，清点器具、纱布无误，冲洗腹腔，逐层关腹。

JQK44301 异体供体获取术

指腹腔器官组织系统性供体切取。肝脏切取：逐层进腹、探查，肝门区各血管游离(肝动脉、门静

脉及胆管)，腹主动脉插管、肠系膜上静脉(或肠系膜下静脉、门静脉)插管，器官保存液冷却灌注

。肝肾胰联合切取：全肝切除，全胰切除，双肾输尿管全长切除，双肾上腺切除，全结肠切除，全

胃切除，全小肠切除，脾切除，腹主动脉及腔静脉血管探查，肝肾分离，腹腔干及双肾动脉修剪分

离，下腔静脉及双侧肾静脉修剪分离，胆管(或胆囊)冲洗，肝动脉插管灌洗，供体髂血管取材，逐

层关腹，尸体料理。器官保存后迅速转运。

JQK44302 活体供肝获取术

插导尿管，逐层进腹、探查、术中胆道造影，术中B超定位，根据需要切取半肝或部分肝脏，供肝

灌洗，供肝称重，肝静脉重建，动脉重建及胆管重建，动脉、门静脉及胆管修补(如果需要留置T

管)，再次胆道造影，肝断面止血，经腹壁另戳孔置管引出固定，清点器具、纱布无误，冲洗腹

腔，逐层关腹。

JQK68301 尸体供肝修整术
门静脉修整，肝动脉修整，胆管修整，肝周围韧带及结缔组织的修整，下腔静脉修整并成形(缝扎

膈静脉，肾上腺静脉及肝短静脉分支，背驮式肝移植需要供肝肝下下腔静脉缝合)，血管移植物修

整术。

JQK68302 尸体供肝劈离式修整术

需要对下腔静脉(膈静脉，肾上腺静脉及肝短静脉分支，背驮式肝移植需要供肝肝下下腔静脉缝合)

的血管进行分离，切断，修补成型，对血管移植物修整。门静脉修整，肝动脉修整，胆管修整，肝

周围韧带及结缔组织的修整，下腔静脉修整并成形(缝扎膈静脉、肾上腺静脉及肝短静脉分支，如

果行背驮式肝移植需要供肝肝下下腔静脉缝合)，对供肝进行台下劈离，肝断面管道逐一结扎，同

时对门静脉、肝动脉及腔静脉进行成型。

JQK68303
尸体供肝减体积式修整

术

需要对下腔静脉(膈静脉，肾上腺静脉及肝短静脉分支，背驮式肝移植需要供肝肝下下腔静脉缝合)

的血管进行分离，切断，修补成型，对血管移植物修整。门静脉修整，肝动脉修整，胆管修整，肝

周围韧带及结缔组织的修整，下腔静脉修整并成形(缝扎膈静脉、肾上腺静脉及肝短静脉分支，如

果行背驮式肝移植需要供肝肝下下腔静脉缝合)，对供肝进行台下减体积，肝断面管道逐一结扎，

同时对门静脉、肝动脉及腔静脉进行成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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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QK75301 原位肝移植术

指尸体全肝供肝。逐层开腹、探查、全肝切除(含经典肝移植和背驮肝移植两种手术方式)背驮术式

的患者需要游离第三肝门，逐一处理肝短血管)，受体肝动脉修整，供肝植入，肝左肝中静脉修整

成型，供肝下腔静脉成型，依次吻合下腔静脉(经典式肝移植需要分别吻合肝上、肝下下腔静脉)、

门静脉、肝动脉，供肝胆囊切除，胆总管探查，胆管吻合，留置T管引流，肝活检，止血，经腹壁

另戳孔置管引出固定，清点器具、纱布无误，冲洗腹腔，逐层关腹。

JQK75302 部分供肝原位肝移植术

指活体或尸体背驮式部分肝移植术。

逐层进腹、探查、全肝切除术(游离第三肝门，逐一处理肝短血管)，受体肝动脉修整，供肝植入，

肝左肝中静脉修整成型，受体腔静脉修整成型，供肝肝静脉成型，依次吻合肝静脉、门静脉、肝动

脉，胆总管探查，胆管吻合，留置T管引流，肝活检，止血、经腹壁另戳孔置管引出固定，清点器

具、纱布无误，冲洗腹腔，逐层关腹。

JQK75303 双供肝原位肝移植术

指管道重建需要分别依次吻合，相当于两次供肝植入术。逐层进腹、探查、全肝切除术(游离第三

肝门，逐一处理肝短血管)，受体肝动脉修整，供肝植入，肝左肝中静脉修整成型，受体腔静脉修

整成型，供肝肝静脉成型，依次吻合肝静脉、门静脉、肝动脉，胆总管探查，胆管吻合，留置T管

引流，肝活检，止血，经腹壁另戳孔置管引出固定，清点器具、纱布无误，冲洗腹腔，逐层关腹。

JQK75304 原位辅助肝移植术

逐层进腹、探查、左半肝(或右半肝)部分切除术(游离第三肝门，逐一处理肝短血管)，受体肝动脉

修整，供肝植入，受体腔静脉修整成型，供肝肝静脉成型，依次吻合肝静脉、门静脉、肝动脉，胆

总管探查，胆管吻合，留置T管引流，肝活检，止血，经腹壁另戳孔置管引出固定，清点器具、纱

布无误，冲洗腹腔，逐层关腹。

JQK75305 移植肝切除再移植术

指将原移植肝切除，重新再移植手术。

逐层进腹、粘连松解、探查、移植肝切除(含全肝或部分)，受体肝动脉修整，供肝植入，肝左肝中

静脉修整成型，供肝下腔静脉成型，依次吻合下腔静脉、门静脉、肝动脉，(供肝胆囊切除)，胆总

管探查，胆管吻合，留置T管引流，肝活检，止血，经腹壁另戳孔置管引出固定，清点器具、纱布

无误，冲洗腹腔，逐层关腹。

JQK50301 肝血管瘤包膜外剥除术
逐层进腹，探查，活检，游离肝脏，阻断肝门，包膜外剥脱切除肝血管瘤，肝创面止血，经腹壁另

戳孔置管引出固定，清点器具、纱布无误，冲洗腹腔，逐层关腹。

JQK43301
肝血管瘤硬化剂注射栓

塞术

逐层进腹，探查，活检，游离肝脏，阻断肝门，瘤内注射栓塞剂，肝创面止血，清点器具、纱布无

误，冲洗腹腔，逐层关腹。

JQK43101
经皮肝血管瘤硬化剂注

射栓塞术
定位，消毒铺巾，局麻，B超引导下瘤内注射栓塞剂，肝创面止血，包扎伤口。

JQK68304 肝损伤血管修补术
逐层进腹，探查，游离肝脏，阻断肝门，清除创面，损伤大血管修补，止血，经腹壁另戳孔置管固

定，清点器具、纱布无误，冲洗腹腔，逐层关腹。特指第一肝门，第二肝门和肝后下腔静脉血管损

伤的修补。

JQK68305 肝血管瘤缝扎术
逐层进腹，探查，活检，游离肝脏，阻断肝门，缝扎肝血管瘤，肝创面止血，经腹壁另戳孔置管引

出固定，清点器具、纱布无误，冲洗腹腔，逐层关腹。

JQK48304 肝上腔静脉瘤栓切取术
消毒，胸腹联合切口，电刀逐层切开，推开肝脏，暴露肝上腔静脉，游离栓子远近端下腔静脉，腔

静脉阻断，切开，取瘤栓，缝合静脉，逐层关腹。

JQK48305 肝下腔静脉瘤栓切取术
消毒，电刀逐层切开，进入腹腔，向上推开肝脏，暴露肝下腔静脉，游离栓子远近端下腔静脉，腔

静脉阻断，切开，取瘤栓，缝合静脉，逐层关腹。

JQK48306 肝后腔静脉瘤栓切取术
消毒，电刀逐层切开，进入腹腔，向上向前推开肝脏，暴露肝后腔静脉，游离栓子远近端下腔静

脉，腔静脉阻断，切开，取瘤栓，缝合静脉，逐层关腹。
7.胆

JQL41301 胆囊造瘘术
逐层进腹，探查，切开胆囊，置管双荷包缝合，经腹壁另戳孔引出固定，清点器具、纱布无误，冲

洗腹腔，逐层关腹。

JQL41401 经腹腔镜胆囊造瘘术
腹壁多处戳孔，造气腹，插入观察镜，插入操作内镜，插入辅助器械，探查，胆囊置管造瘘双荷包

缝合，经腹壁引出固定，缝合切口。
JQL41101 经皮胆囊穿刺造瘘术 局部消毒铺巾，以穿刺针穿刺胆囊后，沿此通路经导丝置换引流管。不含监护、影像学引导。

JQL48301 胆囊切开取石术
逐层进腹，探查，胆囊切开，取石，置入导管双荷包缝合，经腹壁另戳孔引出固定，清点器具、纱

布无误，冲洗腹腔，逐层关腹。

JQL48401
经腹腔镜胆囊切开取石

术

腹壁多处戳孔，造气腹，插入观察镜，插入操作内镜，插入辅助器械，探查，胆囊切开，取石，置

入导管双荷包缝合，止血，置管引出固定，缝合切口。

JQL48801
经皮经肝胆囊穿刺胆道

镜胆囊结石取出术

定位，消毒铺巾，局麻，经肝穿刺，进入胆囊，引入导丝扩张后插入胆道镜，分别取出结石，置管

引出固定。图文报告。不含B超或CT定位。

JQL48101
经皮经肝胆囊穿刺超声

碎石取石术

消毒铺巾，局麻，经肝穿刺，进入胆囊，引入导丝扩张后插入胆道镜，置入超声碎石装置，多次碎

石并取出，置管引出固定。不含影像引导。

JQL48102
经皮经肝胆囊穿刺激光

碎石取石术

消毒铺巾，局麻，经肝穿刺，进入胆囊，引入导丝扩张后插入胆道镜，置入激光碎石装置，多次碎

石并取出，置管引出固定。不含影像引导。

JQL62301 胆囊切除术
逐层进腹，探查，解剖胆囊三角，胆囊动脉结扎，胆囊管结扎，游离切除胆囊，处理胆囊床，止

血，经腹壁另戳孔置管引出固定，清点器具、纱布无误，冲洗腹腔，逐层关腹。

JQL62401 经腹腔镜胆囊切除术
腹壁多处戳孔，造气腹，插入观察镜，插入操作内镜，插入辅助器械，探查，解剖胆囊三角，胆囊

动脉结扎，胆囊管结扎，游离切除胆囊，处理胆囊床，置管引出固定，缝合切口。

JQL63301 胆囊癌根治术
逐层进腹，探查，肝十二指肠韧带淋巴清扫，骨骼化，胆囊床处肝脏楔形切除，止血，经腹壁另戳

孔置T管引出固定，清点器具、纱布无误，冲洗腹腔，逐层关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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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QL63302 胆囊癌扩大根治术

逐层进腹，探查，肝十二指肠韧带淋巴清扫，骨骼化，受累肝段、肝叶、胃壁、十二指肠、结肠的

切除，止血，经腹壁另戳孔置T管引出固定，清点器具、纱布无误，冲洗腹腔，逐层关腹。不含肝

门部胆管病变切除、胆管整形、胆肠吻合。

JQL71301 胆囊肠吻合术
逐层进腹，探查，胆囊肠吻合，创面止血，经腹壁另戳孔置管引出固定，清点器具、纱布无误，冲

洗腹腔，逐层关腹。不含Roux-en-y肠吻合术。

JQL71401 经腹腔镜胆囊肠吻合术
腹壁多处戳孔，造气腹，插入观察镜，插入操作内镜，插入辅助器械，探查，胆囊肠吻合，创面止

血，置管引出固定，缝合切口。

JQL71302 胆囊空肠Roux-y吻合术
逐层进腹，探查，选择上段空肠切断后上提，封闭远端肠袢与胆囊吻合，近端空肠与远端间置空肠

端侧吻合，关闭系膜，创面止血，置放腹腔引流管经腹壁另戳孔引出固定，清点器具、纱布无误，

冲洗腹腔，逐层关腹。

JQL71402
经腹腔镜胆囊空肠

Roux-y吻合术

腹壁多处戳孔，造气腹，插入观察镜，插入操作内镜，插入辅助器械，探查，选择上段空肠切断后

上提，封闭远端肠袢与胆囊吻合，近端空肠与远端间置空肠端侧吻合，关闭系膜，创面止血，置放

腹腔引流管引出固定，缝合切口。

JQM35101
经皮肝穿胆道引流术

(PTCD)
定位，消毒铺巾，局麻，穿刺，置管引出固定。图文报告。

JQM21101
经皮经肝胆道引流管调

管术
局部消毒铺巾，沿原引流管经导丝导引，调整引流管位置或置换引流管。不含监护、影像学引导。

JQM35302 胆总管探查T管引流术
逐层进腹探查，显露并纵切胆总管探查，置入T管，缝合胆管，止血，T管经腹壁另戳孔引出固定，

清点器具、纱布无误，冲洗腹腔，逐层关腹。

JQM71301
空肠间置代胆道防返流

术

指在胆肠重建手术时需附加的防返流手术。术中选择切取一段带血管系膜的空肠，代替胆道间置肠

袢，近端胆肠、远端肠肠分别常规吻合，关闭肠系膜，止血，经腹壁另戳孔置管引出固定，清点器

具、纱布无误，冲洗腹腔，逐层关腹。

JQM68302 矩形黏膜瓣防返流术
指在胆肠重建手术时需附加的防返流手术。术中选择Roux-en－Y胆肠吻合间置肠袢远端矩形切除粘

膜，与远端肠袢侧侧吻合，止血，经腹壁另戳孔置管引出固定，清点器具、纱布无误，冲洗腹腔，

逐层关腹。

JQM48401 经皮经肝胆道镜取石术
消毒，铺巾，局麻，经肝穿刺，进入胆道，引入导丝扩张后插入胆道镜，分别取出结石，置管引出

固定。不含影像引导。

JQM71302
胆总管切开取石+空肠

Roux-y吻合术

逐层进腹，胆总管切开探查，取石，肝胆管或胆总管与空肠吻合，止血，经腹壁另戳孔置管引出固

定，清点器具、纱布无误，冲洗腹腔，逐层关腹。不含术中胆道镜检查。

JQM35401 经内镜胆管内引流术
咽部麻醉，镇静，润滑，消泡，电子十二指肠镜经口插至十二指肠乳头部位，胆管造影，经乏特氏

壶腹插入导丝，通过胆管狭窄部位，确认位置后沿导丝置入胆管引流管。图文报告。不含胆管造影

JQM47101
经皮经肝胆道支架置入

术

局部消毒铺巾，以穿刺针穿刺肝内胆管后，沿此通路经导丝置换支架及引流管。不含监护、影像学

引导。

JQM47401
经内镜胆管内支架置入

术

咽部麻醉，镇静，润滑，消泡，电子十二指肠镜经口插至十二指肠乳头部位，胆管造影，经乏特氏

壶腹插入导丝，通过胆管狭窄部位，确认位置后沿导丝置入胆管内支架。图文报告。

JQM48402
经内镜胆管内支架取出

术

咽部麻醉，镇静，润滑，消泡，电子十二指肠镜经口插至十二指肠乳头部位，胆管造影，经乏特氏

壶腹插入导丝，应用支架回收器取出胆管内支架。图文报告。

JQM65101
经皮经肝胆道狭窄球囊

扩张术

局部消毒铺巾，以穿刺针穿刺肝内胆管后，沿此通路经导丝置换引流管及球囊导管，进行胆道狭窄

扩张与引流。不含监护、影像学引导。

JQM62301
肝外良性胆管狭窄切除

胆总管对端吻合术

逐层进腹，探查，肝外良性狭窄胆管显露，狭窄胆管切除，胆总管对端吻合，T管置入，经腹壁另

戳孔引出固定，清点器具、纱布无误，冲洗腹腔，逐层关腹。

JQM62302
肝门部良性胆管狭窄切

除术

逐层进腹，探查，肝门部狭窄胆管显露，狭窄胆管切除，胆总管远端结扎，肝门部胆管整形，胆管

－空肠Roux-en-Y吻合，止血，经腹壁另戳孔置管引出固定，清点器具、纱布无误，冲洗腹腔，逐

层关腹。

JQM48403 术中胆道镜异物取出术
术中切开胆总管前壁，以胆道镜观察肝内胆道树和肝外胆管及十二指肠乳头开口，寻找取出异物

(结石，蛔虫，支架，引流管，血块等)。

JQM48404
经瘘管胆道镜异物取出

术

经腹壁胆道造瘘口插入胆道镜，观察肝内胆道树和肝外胆管及十二指肠乳头开口，寻找取出异物

(结石，蛔虫，支架，引流管，血块等)。

JQM48405
经电子内镜胆管机械碎

石取石术

咽部麻醉，镇静，润滑，消泡，电子十二指肠镜插经口至十二指肠乳头部位，胆管造影，机械碎

石，取石导管沿导丝插入胆管，反复取石。图文报告。不含监护、十二指肠乳头括约肌切开术、内

镜下止血处置术、X线检查。

JQM48406
经电子内镜胆管结石激

光碎石取石术

咽部麻醉，镇静，润滑，消泡，电子十二指肠镜插至十二指肠乳头部位，胆管造影，激光碎石，取

石导管沿导丝插入胆管，反复取石。图文报告。不含监护、十二指肠乳头括约肌切开术、内镜下止

血处置术、X线检查。

JQM48301 胆管异物取出术
异物（指蛔虫，结石，胆管支架，血块等）。逐层进腹探查，显露并纵切胆总管探查，胆管异物取

出，置入T管，缝合胆管，止血，T管经腹壁另戳孔引出固定，清点器具、纱布无误，冲洗腹腔，逐

层关腹。不含胆道镜检查。

JQM48407
经腹腔镜胆管异物取出

术

异物（指蛔虫，结石，胆管支架，血块等）。腹壁多处戳孔，造气腹，插入观察镜，插入操作内

镜，插入辅助器械，探查，显露并纵切胆总管探查，胆管异物取出，置入T管，缝合胆管，止血，

置T管引出固定，缝合切口。

JQM68303 胆管修补成形术
逐层进腹，探查，粘连分解，肝门血管胆管显露，确定胆管缺损部位，缺损修复，置入T管经腹壁

戳孔引出固定，腹腔引流管经腹壁另戳孔引出固定，清点器具、纱布无误，冲洗腹腔，逐层关腹。

JQM62303
再次手术肝外胆管病变

切除术

逐层进腹，探查，粘连松解，肝门血管胆管显露，确定病变部位，将肝外胆管病变切除，胆管远端

结扎，胆管空肠Roux-en-y吻合，止血，经腹壁另戳孔置管引出固定，清点器具、纱布无误，冲洗

腹腔，逐层关腹。不含肝内胆管整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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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QM63301 肝门部胆管癌根治术

逐层进腹，探查，肝门部解剖，肝十二指肠韧带上主要血管，胆管骨骼化，整块切除肝十二指肠韧

带上血管以外的淋巴，脂肪，神经纤维组织，低位切断胆总管，切除胆囊，从门静脉前方分离肝胆

管分叉部，分离肝动脉及门静脉分支，距肿瘤边缘1厘米以上的正常胆管处切断肝内胆管，肝内胆

管整形，Roux-en-Y胆管空肠吻合，止血，经腹壁另戳孔置管引出固定，清点器具、纱布无误，冲

洗腹腔，逐层关腹。

JQM63302
肝门部胆管癌扩大根治

术

逐层进腹，探查，肝门部解剖，肝十二指肠韧带上主要血管，胆管骨骼化，整块切除肝十二指肠韧

带上血管以外的淋巴，脂肪，神经纤维组织，低位切断胆总管，切除胆囊，从门静脉前方分离肝胆

管分叉部，分离肝动脉及门静脉分支，切除肝叶，切断尾叶胆管，距肿瘤边缘1厘米以上的正常胆

管处切断肝内胆管，肝内胆管整形，Roux-en-Y胆管空肠吻合，止血，经腹壁另戳孔置管引出固

定，清点器具、纱布无误，冲洗腹腔，逐层关腹。

JQM63303
门静脉受累肝门部胆管

癌扩大根治术

逐层进腹，探查，肝门部解剖，肝十二指肠韧带上主要血管，胆管骨骼化，整块切除肝十二指肠韧

带上血管以外的淋巴，脂肪，神经纤维组织，低位切断胆总管，切除胆囊，从门静脉前方分离肝胆

管分叉部分离肝动脉及门静脉分支，切除肝叶，切除受累门静脉，切断尾叶胆管，距肿瘤边缘1厘

米以上的正常胆管处切断肝内胆管，门静脉重建，肝内胆管整形，Roux-en-Y胆管空肠吻合，止

血，经腹壁另戳孔置管引出固定，清点器具、纱布无误，冲洗腹腔，逐层关腹。

JQM63304
肝动脉受累肝门部胆管

癌扩大根治术

逐层进腹，探查，肝门部解剖，肝十二指肠韧带上主要血管，胆管骨骼化，整块切除肝十二指肠韧

带上血管以外的淋巴，脂肪，神经纤维组织，低位切断胆总管，切除胆囊，从门静脉前方分离肝胆

管分叉部，分离肝动脉及门静脉分支，切除肝叶，切除受累肝动脉，切断尾叶胆管，距肿瘤边缘1

厘米以上的正常胆管处切断肝内胆管，肝动脉重建，肝内胆管整形，Roux-en-Y胆管空肠吻合，止

血，经腹壁另戳孔置管引出固定，清点器具、纱布无误，冲洗腹腔，逐层关腹。

JQM62304 肝门部高位胆管切除术
逐层进腹，探查，病变部位显露，肝门部高位胆管病变切除，远端结扎，肝内胆管整形，胆管空肠

Roux-en-y吻合，止血，经腹壁另戳孔置管引出固定，清点器具、纱布无误，冲洗腹腔，逐层关腹

JQM35402
经电子内镜鼻-胆管引

流术(ENBD)

咽部麻醉，镇静，润滑，消泡，电子十二指肠镜经口插至十二指肠乳头部位，经活检通道将导丝插

入胆管狭窄部位，撤出内镜后将导丝自鼻腔引出，将引流管沿导丝置入胆管，确认位置无误，固定

引流管。图文报告。不含监护、十二指肠乳头括约肌切开术、内镜下止血处置术、X线检查。

JQM35301 胆总管囊肿外引流术

逐层进腹，探查，肝门胆管血管显露，分离胆总管囊肿，切开，置入T管经腹壁另戳孔引出固定，

腹腔引流管经腹壁另戳孔引出固定，清点器具、纱布无误，冲洗腹腔，逐层关腹。

JQM62305
先天性胆总管囊肿切除

肝门空肠Roux-y成形术

含胆囊及囊肿切除，肝总管切除，空肠切断端侧吻合，空肠肝门吻合重建胆道。右上腹横行切口，

松解胆囊、胆总管囊肿至肝总管并切除，距屈氏韧带20厘米处横断空肠，与以下50厘米空肠行端侧

吻合，将50厘米空肠提上，于结肠肝曲下穿过与肝总管吻合，放置腹腔引流管，关腹。不含腹腔镜

胆道探查、造影。

JQM62401

腹腔镜先天性胆总管囊

肿切除肝门空肠Roux-y

成形术

含胆囊及囊肿切除，肝总管切除，空肠切断端侧吻合，空肠肝门吻合重建胆道。脐部、左右腹放置

套管，置镜及操作钳，松解胆囊、胆总管囊肿至肝总管并切除。将肠管自脐部提出腹腔，距屈氏韧

带20厘米处横断空肠，与以下50厘米空肠行端侧吻合，将50厘米空肠提上，于结肠肝曲下穿过与肝

总管吻合，放置腹腔引流管，关腹。不含腹腔镜胆道探查、造影术。

JQM62306
先天性胰腺段胆总管囊

肿切除术

逐层进腹，探查，胆囊，肝门胆管血管显露，切开部分胰腺，分离并切除胆总管囊肿，胆道整形，

Roux-en－Y胆肠吻合，止血，经腹壁另戳孔置管引出固定，清点器具、纱布无误，冲洗腹腔，逐层

关腹。

JQM71303 胆胰转流手术(BPD)
逐层进腹，探查，胆管－空肠Roux-en-Y吻合，经腹壁另戳孔置管固定，清点器具、纱布无误，冲

洗腹腔，逐层关腹。
8.胰

JQN34101 经皮胰腺穿刺术
用灰阶超声仪对胰腺进行术前观察，消毒，铺巾，局麻，在B超监视下将穿刺针或穿刺枪经皮刺入

胰腺，取活检、置管引流或注药。图文报告。不含超声引导。

JQN35301 胰腺囊肿外引流术
逐层进腹，胰腺探查，囊肿穿刺、囊肿切开引流、囊壁切取活检，止血、囊内置入引流管双荷包缝

合固定、经腹壁另戳孔引出固定，腹腔引流管经腹壁另戳孔引出固定、清点器具、纱布无误，冲洗

腹腔，逐层关腹。

JQN35101
经皮胰腺囊肿穿刺引流

术

局部消毒铺巾，影像定位，以穿刺针穿刺胰腺囊肿后，沿此通路经导丝置换引流管。不含监护、影

像学引导。

JQN35302 胰腺假性囊肿内引流术
逐层进腹，胰腺探查，空肠囊肿吻合、胃囊肿吻合，囊壁切取活检，止血、经腹壁另戳孔置管引出

固定，清点器具、纱布无误，冲洗腹腔，逐层关腹。不含囊内容物检查。

JQN35401
经腹腔镜胰腺囊肿外引

流术

腹壁多处戳孔，造气腹，插入观察镜，插入操作内镜，插入辅助器械，胰腺探查，囊肿穿刺，囊肿

切开引流，囊壁切取活检，止血，囊内置入引流管双荷包缝合固定，经腹壁引出固定，腹腔引流管

经腹壁引出固定，缝合切口。

JQN35102
经皮胰腺脓肿穿刺引流

术

局部消毒铺巾，影像定位，以穿刺针穿刺胰腺脓肿后，沿此通路经导丝置换引流管。不含监护、影

像学引导。

JQN35402
经超声内镜引导下胰腺

囊肿内引流术

咽部麻醉，镇静，经超声胃镜确认假性囊肿的位置及大小，在超声引导下将穿刺针刺入囊肿内，放

入导丝，沿导丝置入引流管。图文报告。不含监护、十二指肠乳头括约肌切开术、内镜下止血处置

术、X线检查。

JQN35303
坏死性胰腺炎清创引流

术

逐层进腹，胰腺探查，坏死病变清除，在胰腺周围多处置管经腹壁另戳孔引出固定，止血，经腹壁

另戳孔置管引出固定，清点器具、纱布无误，冲洗腹腔，逐层关腹。

JQN62301 胰腺肿物摘除术
肿物指囊肿和各种良性肿瘤，息肉等。逐层进腹，探查，确定胰腺内肿物部位，切开胰腺，将肿物

局部摘除送检，缝合胰腺，止血，腹腔引流管经腹壁另戳孔引出固定，清点器具、纱布无误，冲洗

腹腔，逐层关腹。

JQN62302 胰腺假性囊肿切除术
逐层进腹，胰腺囊肿探查分离、完整切除送检，止血，腹腔引流管经腹壁另戳孔引出固定，清点器

具、纱布无误，冲洗腹腔，逐层关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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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QN68301 胰腺修补术
逐层进腹，胰腺探查，缝合修补，止血，经腹壁另戳孔置T管引出固定，清点器具、纱布无误，冲

洗腹腔，逐层关腹。

JQN46301
胰腺肿瘤放化疗粒子植

入术

逐层进腹、探查，肿瘤无法切除、胰腺穿刺活检，粒子多点穿刺植入瘤体内、创面止血、腹腔引流

管经腹壁另戳孔引出固定，清点器具、纱布无误，冲洗腹腔，逐层关腹。

JQN61301 胰腺次全切除术
次全切除指切除90%胰腺，保留部分胰头。逐层进腹，胰腺探查，肿瘤活检，保留胰头，切除全部

胰体、胰尾，缝扎包埋胰腺断端，置入支撑管，缝合胰腺，腹腔引流管经腹壁另戳孔引出固定，清

点器具、纱布无误，冲洗腹腔，逐层关腹。

JQN61401
经腹腔镜胰腺次全切除

术

腹壁多处戳孔，造气腹，插入观察镜，插入操作内镜，插入辅助器械，胰腺探查，肿瘤活检，保留

胰头，切除全部胰体，胰尾，缝扎包埋胰腺断端，置入支撑管，缝合胰腺，止血，腹腔引流管引出

固定，缝合切口。

JQN62303 全胰腺切除术
逐层进腹，胰腺探查，肿瘤活检，评估切除的可能性后，胆囊切除，半胃、十二指肠、近端空肠、

全胰腺切除，相关区域淋巴结清扫，胆肠、胃肠吻合，腹腔引流管经腹壁另戳孔引出固定，清点器

具、纱布无误，冲洗腹腔，逐层关腹。

JQN62304 胰腺癌姑息性手术
逐层进腹，胰腺可切除评估和探查，含为解除梗阻所进行的短路手术，如胆肠吻合术和胃肠吻合术

。止血、经腹壁另戳孔置T管引出固定，清点器具、纱布无误，冲洗腹腔，逐层关腹。不含胰腺肿

瘤放射性离子植入术、B超引导、术中胆道镜检查。

JQN44301
异体活体供胰节段切除

术

供体逐层进腹，探查，带血管蒂胰腺节段性切除，残胰腺缝合，止血，腹腔引流管经腹壁另戳孔引

出固定，清点器具、纱布无误，冲洗腹腔，逐层关腹。含供胰修整、血管重建。

JQN75301 胰腺移植术
逐层进腹，探查，供胰血管与受体血管重建，供胰胰管与受体器官(如膀胱，胃肠道)吻合重建，止

血，各种引流管经腹壁另戳孔引出固定，清点器具、纱布无误，冲洗腹腔，逐层关腹。

JQN73301 胰岛移植术
指胰岛细胞分离、制备、植入全过程。获取供体胰腺灌洗，器官保存液内保存。修剪胰腺，胶原酶

灌注、消化，胰岛细胞分离纯化、离体培养，B超和X线监视下门静脉内移植。含胰岛细胞制备。

JQN68302 胰腺胰管断裂修补术
逐层进腹，胰腺探查，胰管短端修整，置入支撑管，进行端端吻合，缝补断裂胰腺，止血，腹腔引

流管经腹壁另戳孔引出固定，清点器具、纱布无误，冲洗腹腔，逐层关腹。不含胰管空肠吻合术。

JQN62305
胰十二指肠切除术

(Whipple手术)

逐层进腹，经胰腺探查后评估可以切除，半胃、十二指肠、胆囊、中下段胆管、胰头、空肠近端切

除，相应的区域淋巴结清扫，肿瘤活检，胆肠、胰肠、肠肠吻合重建，空肠造瘘，止血，将T管及

腹腔引流管分别经腹壁另戳孔引出固定，清点器具、纱布无误，冲洗腹腔，逐层关腹。

JQN07301 胰十二指肠切除探查术
指胰十二指肠切除前常规探查术。逐层进腹，进行肝、胆、胃、胰、肠、及肿瘤侵及血管范围进行

依次解剖探查，无法切除时进行肿瘤活检，清点器具、纱布无误，冲洗腹腔，逐层关腹。不含肿瘤

活检、胆肠道重建。

JQN61306
胰头部分切除胰肠吻合

术

用于治疗慢性胰腺炎等胰空肠侧侧吻合术（Frey手术）。逐层进腹，胰腺探查，胰头部分切除

(coreout)，胰管切开，胰腺空肠吻合重建，空肠Roux_en_Y吻合，止血、腹腔引流管经腹壁另戳孔

引出固定，清点器具、纱布无误，冲洗腹腔，逐层关腹。

JQN62307
异位异体移植胰腺切除

术

指切除移植失败的胰腺。逐层进腹，探查，粘连松解，切除原移植的胰腺，胆、胰、胃肠道重建，

止血，腹腔引流管经腹壁另戳孔引出固定，清点器具、纱布无误，冲洗腹腔，逐层关腹。

JQN71301
环状胰腺十二指肠侧侧

吻合术

逐层进腹，探查，十二指肠近端扩张部与环状胰腺以下远端十二指肠或空肠侧侧吻合，止血，腹腔

引流管经腹壁另戳孔引出固定，清点器具、纱布无误，冲洗腹腔，逐层关腹。

JQN71302 胰腺囊肿空肠吻合术
逐层进腹，胰腺探查，粘连松解，显露囊肿与空肠吻合，囊壁切取送检，止血，腹腔引流管经腹壁

另戳孔引出固定，清点器具、纱布无误，冲洗腹腔，逐层关腹。

JQN61302 胰腺节段性切除术
指良性肿瘤的部分胰腺、胰管切除术或胰腺中段损伤清创后。逐层进腹，胰腺探查，肿瘤活检，切

除含肿物部分胰腺、胰管，或损伤胰腺清创后，胰腺残端与小肠行端端或端侧吻合术，止血，腹腔

引流管经腹壁另戳孔引出固定，清点器具、纱布无误，冲洗腹腔，逐层关腹。

JQN62401
经腹腔镜胰腺节段性切

除术

腹壁多处戳孔，造气腹，插入观察镜，插入操作内镜，插入辅助器械，胰腺探查，切除含肿物部分

胰腺，或损伤的胰腺组织，胰腺与小肠行端端或端侧吻合术。止血，腹腔引流管引出固定，缝合切

JQN62309
保留十二指肠胰头切除

术

逐层进腹，胰腺探查，胰腺穿刺活检、解剖分离胰头部分切除，胰腺空肠吻合重建，空肠

Roux_en_Y吻合，各种引流管、造瘘管经腹壁另戳孔引出固定，清点器具、纱布无误，冲洗腹腔，

JQN62310 胰体尾切除术
逐层进腹，胰腺探查，肿瘤活检，切除胰体尾、脾，缝扎包埋胰腺断端，相应区域淋巴结清扫，止

血，腹腔引流管经腹壁另戳孔引出固定，清点器具、纱布无误，冲洗腹腔，逐层关腹。

JQN62402 经腹腔镜胰体尾切除术
腹壁多处戳孔，造气腹，插入观察镜，插入操作内镜，插入辅助器械，胰腺探查，肿瘤活检，切除

胰体尾、脾，缝扎包埋胰腺断端，相应区域淋巴结清扫，止血，置腹腔引流管引出固定，缝合切口

JQN62311 保留脾脏胰体尾切除术
逐层进腹，胰腺探查，肿瘤活检，切除胰体尾，缝扎包埋胰腺断端，相应区域淋巴结清扫，止血，

腹腔引流管经腹壁另戳孔引出固定，清点器具、纱布无误，冲洗腹腔，逐层关腹。

JQN62403
经腹腔镜保留脾脏胰体

尾切除术

腹壁多处戳孔，造气腹，插入观察镜，插入操作内镜，插入辅助器械，胰腺探查，肿瘤活检，切除

胰体尾，缝扎包埋胰腺断端，相应区域淋巴结清扫，止血，腹腔引流管引出固定，缝合切口。

JQN62312 胰腺周围神经切除术
逐层进腹，探查，胰腺周围神经切除或药物注射，止血，腹腔引流管经腹壁另戳孔引出固定，清点

器具、纱布无误，冲洗腹腔，逐层关腹。

JQN62404
经腹腔镜胰腺周围神经

切除术

腹壁多处戳孔，造气腹，插入观察镜，插入操作内镜，插入辅助器械，探查，胰腺周围神经切除或

药物注射，腹腔引流管引出固定，缝合切口。

JQN62308 胰腺癌联合脏器切除术

逐层进腹，经胰腺探查后评估可以切除，半胃、十二指肠、胆囊、中下段胆管、胰头、空肠近端切

除，将邻近的受侵器官(结肠、小肠、泌尿生殖系器官)部分切除，相应区域淋巴结清扫、后腹膜区

域淋巴结清扫，肿瘤活检，胆肠、胰肠、肠肠、泌尿道、生殖道重建，空肠造瘘，泌尿道造瘘、止

血、将各种腹腔引流管、造瘘管分别经腹壁另戳孔引出固定，清点器具、纱布无误，冲洗腹腔，逐

层关腹。

JQP35401
经电子内镜鼻-胰管引

流术

咽部麻醉，镇静，润滑，消泡，电子十二指肠镜经口插至十二指肠乳头部位，经活检通道将导丝插

入胰管狭窄部位，撤出内镜，将导丝从鼻腔引出，鼻-胰引流管沿导丝插入胰管，确认位置无误，

固定鼻-胰引流管，引流。图文报告。不含监护、十二指肠乳头括约肌切开术、胰管括约肌切开术

、内镜下止血处置术、X线检查。

JQP35402
经电子内镜胰管内引流

术

咽部麻醉，镇静，润滑，消泡，电子十二指肠镜经口插至十二指肠乳头部位，胰胆管造影，胰管括

约肌切开，沿导丝置入胰管引流管，引流。图文报告。不含监护、十二指肠乳头括约肌切开术、胰

管括约肌切开术、内镜下止血处置术、X线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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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名称 项目内涵

JQP71301 胰管空肠侧侧吻合术
指慢性胰腺炎胰管狭窄的内引流手术。逐层进腹，胰腺探查，切开胰腺，显露近端胰管扩张部，与

空肠侧侧吻合，止血，腹腔引流管经腹壁另戳孔引出固定，清点器具、纱布无误，冲洗腹腔，逐层

关腹。

JQP71302 胰管空肠吻合术
逐层进腹，胰腺探查，粘连松解，显露胰管与空肠吻合，止血，腹腔引流管经腹壁另戳孔引出固

定，清点器具、纱布无误，冲洗腹腔，逐层关腹。

JQP65401
经电子内镜胰管狭窄扩

张术

咽部麻醉，镇静，润滑，消泡，电子十二指肠镜经口插至十二指肠乳头部位，胰胆管造影，胰管插

管，经活检通道将导丝插入胰管狭窄部位，将扩张材料(气囊、探条等)沿导丝插入胰管，进行扩张

。图文报告。不含监护、十二指肠乳头括约肌切开术、胰管括约肌切开术、内镜下止血处置术、X

线检查。

JQP47401
经电子内镜胰管内支架

置入术

咽部麻醉，镇静，润滑，消泡，电子十二指肠镜经口插至十二指肠乳头部位，胰管造影，经活检通

道插入导丝，通过胰管狭窄部位，确认位置后沿导丝置入胰管内支架。图文报告。不含监护、十二

指肠乳头括约肌切开术、内镜下止血处置术、X线检查。

JQP51401
经电子内镜胰管支架置

换术

咽部麻醉，镇静，润滑，消泡，电子十二指肠镜经口插至十二指肠乳头部位，经活检通道插入导

丝，应用支架回收器取出胰管支架，置入新的胰管支架。图文报告。不含监护、十二指肠乳头括约

肌切开术、内镜下止血处置术、X线检查。

JQP62401
经电子内镜胰管支架取

出术

咽部麻醉，镇静，润滑，消泡，电子十二指肠镜经口插至十二指肠乳头部位，胰管造影，经活检通

道插入导丝，应用支架回收器取出胰管支架。图文报告。不含监护、十二指肠乳头括约肌切开术、

内镜下止血处置术、X线检查。

JQP48301 胰管切开取石术
逐层进腹，胰腺探查，确定结石部位，胰管切开取石，支撑管置入，胰管缝合，胰腺缝合，止血，

腹腔引流管经腹壁另戳孔引出固定，清点器具、纱布无误，冲洗腹腔，逐层关腹。

JQP48401
经电子内镜胰管结石取

石术

咽部麻醉，镇静，润滑，消泡，电子十二指肠镜插至十二指肠乳头部位，胰管造影，将取石导管沿

导丝插入胰管，反复取石。图文报告。不含监护、十二指肠乳头括约肌切开术、胰管括约肌切开术

、内镜下止血处置术、X线检查。

JQP40401
经电子内镜胰管括约肌

切开术

咽部麻醉，镇静，润滑，消泡，电子十二指肠镜经口插至十二指肠乳头部位，胰胆管造影，沿导丝

胰管插管，经活检通道插入胰管括约肌切开刀，行胰管括约肌切开。图文报告。不含监护、十二指

肠乳头括约肌切开术、内镜下止血处置术、X线检查。
9.其它

JQR60301 脐茸烧灼术
适用于脐带残余粘膜大于3毫米或基底粗、不能结扎者。麻醉下，消毒，电刀/手术刀切除脐茸，电

凝止血，敷料覆盖。
JQR43301 脐茸结扎术 适用于脐带残余粘膜大于3毫米且基底细者，局部消毒，丝线结扎，切断，止血、敷料覆盖。

JQR62301 脐茸手术切除
适用于脐带残余粘膜大于3毫米或基底粗、不能结扎者。麻醉下，消毒，电刀/手术刀切除脐茸，电

凝止血，敷料覆盖。
JQR62302 脐窦切除术 备皮，瘘扣注入美蓝做标记，脐下或脐上切口，沿蓝染瘘管切除瘘管，有时可达腹腔内，关闭切口

JQR62303 脐尿管瘘异常切除术
麻醉下消毒铺巾，脐下弧形切口，含脐尿管窦道，脐尿管瘘，脐尿管囊肿等切除。不含膀胱造瘘或

修补。

JQR62304 脐瘘切除脐成形术
脐部切口，沿瘘口环形分离，脐尿管瘘切除，止血，缝合或补片修补，肚脐成形，清点器具、纱布

无误，冲洗伤口，逐层缝合。
JQR62305 脐肠瘘切除脐部成形术 麻醉下消毒铺巾，脐下弧形切口，肠切除吻合，脐部成型。

JQR62306 脐部肿物切除脐成形术
指脐疝、脐带囊肿及肿物切除和成形。麻醉下消毒铺巾，脐下弧形切口，分离皮下组织，切除疝囊

或肿物，缝合疝囊颈，间断缝合关闭两侧筋膜，缝合皮下和皮肤。

JQR68301 脐整形术
局麻设计切口，局部麻醉，切开皮肤、皮下组织，分离皮瓣，塑形皮下组织，止血，缝合皮肤塑

形，缝合切口，打包包扎固定。
JQR43302 脐带残端处置术 适用于出生时脐带结扎后残端过长者。消毒，丝线结扎，剪除过长脐带，敷料覆盖。

JQR68302 脐疝修补术
脐部疝切口，逐层切开，探查，寻找疝囊，疝囊高位结扎，修整薄弱组织，疝环修补以及各种方法

的无张力充填或补片修补，止血，清点器具、纱布无误，冲洗伤口，逐层缝合。
JQS55301 腹壁缺损外露肠管处置 消毒，无菌纱布包扎，悬吊固定膨出组织防止扭转，定时药物湿敷防止感染，干燥。

JQS34101 经皮腹壁肿块穿刺术
用灰阶超声仪对腹壁肿块进行术前观察，消毒，铺巾，局麻，在B超监视下将穿刺针或穿刺枪经皮

刺入腹壁肿块内，抽吸活检、置管引流或注药。图文报告。不含超声引导。
JQS61301 腹壁窦道扩创术 窦道探查，清创，止血，置管引流，包扎伤口。
JQS62301 腹壁窦道切除术 窦道探查，造影，染色，沿窦道周围完整切除，缝合伤口。

JQS62302 腹壁肿物切除术
指腹壁皮下及肌肉组织内肿物。腹壁逐层切开、直达肿物表面、完整切除、止血、缝合伤口，肿物

较大者置引流管。不含腹壁成形术。

JQS68301 腹壁疝修补术
指白线疝、腰疝。消毒铺巾，腹壁疝切口，逐层切开，寻找疝囊，切除多余疝囊，按层次游离，修

整薄弱组织，疝环修补以及各种方法的无张力充填或补片修补，止血，清点器具、纱布无误，冲洗

伤口，逐层缝合。

JQS68302 腹壁切口疝修补术
切除腹壁原手术瘢痕，寻找疝囊，切除多余疝囊，解剖两侧皮瓣和皮下组织至腱膜，切除所有瘢痕

按层次缝合关闭缺损或补片修补，止血，清点器具、纱布无误，冲洗伤口，逐层缝合。

JQS68303 腹壁疝术后复发修补术
各种原疝修补部位的瘢痕切除，原疝修补材料的拆除，腱膜部位瘢痕切除，疝环修补以及各种方法

的无张力充填或补片修补。止血，清点器具、纱布无误，冲洗伤口，逐层缝合。

JQS68304 腹壁缺损修复术
探查，设计切口，腹壁逐层切开，游离显露缺损周边正常腱膜组织，缝合，补片修补，止血，缝合

伤口。

JQS68305 先天性腹壁缺损修补术
应用于脐膨出、腹裂患儿或I期修补术后的患儿。仰卧位，消毒、铺巾、切开扩大腹壁缺损，游离

松解腹壁肌层及皮下，探查腹腔内肠管，如有合并旋转不良或憩室等其它畸形，行相关手术，将肠

管还纳，缝合关闭缺损。

JQS68306
先天性腹壁缺损分期修

补术

指大型或巨型脐膨出或腹裂患儿。消毒铺巾，切除囊膜或松解、探查肠管，扩大腹壁缺损，用尼龙

袋缝制人工疝囊与皮肤间断缝合。

JQS55302
腹壁缺损人工疝囊还纳

术

消毒铺巾，无菌操作，挤压，紧缩人工疝囊使疝出体外的肠管适当还纳于腹腔，结扎或缝合人工疝

囊，悬吊重力牵引。腹壁缺损分期人工疝囊手术后，每天还纳一次，5-7天内逐渐还纳。

JQS68307 部分腹壁整形术
局麻（脐以下），设计切口，切开皮肤、皮下组织，向上分离皮瓣至脐部，向两侧分离至腋中线，

缝合腹直肌前鞘和腹外斜肌，切除多余皮肤及皮下组织，止血，放置引流，缝合皮下组织和皮肤、

包扎固定。不含脂肪抽吸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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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QS68308 腹壁整形术

切口设计，切口区注射肾上腺素盐水，沿两侧腹股沟及下腹下方切开皮肤、皮下脂肪达腹壁深筋膜

层，沿此层向上分离至剑突，向两侧分离至肋弓，游离脐孔脐茎，止血，折叠缝合深筋膜、腹直肌

前鞘和腹外斜肌，收紧肌肉筋膜，或分离两侧腹外斜肌内下缘，向中线拉拢缝合，向下拉紧皮瓣，

切除多余皮肤及皮下组织，在适当部位作皮肤切口，牵出脐茎，重塑脐部，逐层缝合伤口，放置引

流，加压包扎。
JQT35101 经皮膈下脓肿穿刺引流 定位，消毒铺巾，局麻，穿刺，吸脓，置管，引流。不含影像学引导。

JQT35301
开腹膈下脓肿置管引流

术

逐层进腹，脓肿穿刺定位，切开，经腹壁另戳孔置管引出固定，清点器具、纱布无误，冲洗腹腔，

逐层关腹。不含影像引导。

JQT35401
经腹腔镜膈下脓肿置管

引流术

腹壁多处戳孔，造气腹，插入观察镜，插入操作内镜，插入辅助器械，探查，定位，穿刺，置管引

出固定，缝合伤口。

JQU68301 腹股沟疝修补术
含直疝、斜疝、股疝。腹股沟疝切口，逐层切开，探查，解剖腹股沟管/股管，寻找疝囊，疝囊高

位结扎，内环修补，以及各种方法加强腹股沟管前壁、后壁的修补术。止血，清点器具、纱布无

误，冲洗伤口，逐层缝合。

JQU68303 无张力腹股沟疝修补术
腹股沟/股疝切口，逐层切开，探查，解剖腹股沟管/股管，寻找疝囊，游离疝囊，充填式内环修

补，以及各种方法的无张力或补片修补，止血，清点器具、纱布无误，冲洗伤口，逐层缝合。

JQU43301 腹股沟疝囊高位结扎术
腹股沟疝/股疝切口，探查，寻找疝囊，疝囊高位结扎，充分止血，清点器具、纱布无误，冲洗伤

口，逐层缝合。

JZE68302 造口旁疝原位修补术
造口旁切口逐层进腹，探查，寻找疝囊，疝囊及瘢痕切除，原位缝合或各种方法补片修补，造口重

建。止血，清点器具、纱布无误，冲洗伤口，逐层缝合。

JZE68303
造口旁疝造口移位修补

术

造口旁切口逐层进腹，探查，寻找疝囊，疝囊及瘢痕切除，原腹壁切口，逐层缝合或补片修补，选

适当部位将原肠造口游离并腹壁另造口重建。止血，清点器具、纱布无误，冲洗伤口，逐层缝合。
JZZ38101 腹水直接回输治疗 腹腔穿刺术，放腹水，经腹水回输装置静脉回输。不含常规化验检查、细菌学检查、病理学检查。

JZZ38102 腹水超滤间接回输治疗
腹腔穿刺术，放腹水，腹水超滤，经腹水回输装置静脉回输。不含常规化验检查、细菌学检查、病

理学检查。

JZH71301 胸水腹腔转流术

平卧位，消毒铺巾，季肋区纵切口，切开皮肤、皮下脂肪，经肋间胸腔穿刺，放入导丝，扩开穿刺

通道，荷包缝合，置入并固定胸腔段转流管。腹部切口，切开皮肤、皮下脂肪、腹外斜肌腱膜，分

开腹壁肌肉，两切口之间打通皮下隧道，将腹段转流管引致腹壁切口，切开腹膜，放入腹段转流

管，按压转流管泵室确认转流通畅，缝合腹膜、腹外斜肌腱膜、皮下脂肪、皮肤。季肋部切开缝合

皮下脂肪、皮肤。切口无菌敷料覆盖。

JZE34103 经皮腹膜后肿物穿刺术
用灰阶超声仪对腹腔积液进行术前观察，消毒，铺巾，局麻，在B超监视下将穿刺针经皮刺入腹腔

包块，抽吸活检，置管引流或注药。图文报告。不含超声引导。

JZE62304 腹膜后肿物切除术
逐层进腹，腹腔内探查，确定肿瘤部位，切开后腹膜，保护大血管神经及相邻器官，完整将肿物切

除，关闭后腹膜，止血，清点器具，纱布无误，逐层关腹。不含其它脏器切除术、血管切除吻合术

JZE63301 腹膜后肿物扩大切除术
逐层进腹，腹腔内探查，确定肿瘤部位，切开后腹膜，将肿物切除连同受累的器官，组织完整切

除，关闭后腹膜。止血，清点器具、纱布无误，逐层关腹。

JZE34101 经皮腹腔包块穿刺术
用灰阶超声仪对腹腔包块进行术前观察，消毒铺巾，局麻，在B超监视下将穿刺针经皮刺入胸腔，

抽吸活检，置管引流或注药。图文报告。不含超声引导。
JZE35101 经皮腹腔脓肿穿刺引流 定位，消毒铺巾，局麻，穿刺，脓肿引流，置管引出固定。不含影像引导。
JZE35102 经皮腹腔积液穿刺引流 局部消毒铺巾，以穿刺针穿刺腹膜腔后，沿此通路经导丝置换引流管。不含监护、影像学引导。
JZE34102 经皮腹腔穿刺术 局部消毒铺巾，以穿刺针穿刺腹膜腔，抽气、抽液或注药。不含监护、影像学引导。

JZE35301
开腹腹腔脓肿置管引流

术

插导尿管，逐层进腹，脓肿穿刺切开，经腹壁另戳孔置管引出固定，清点器具、纱布无误，冲洗腹

腔，逐层关腹。

JZE35401
经腹腔镜腹腔脓肿置管

引流术

腹壁多处戳孔，造气腹，插入观察镜，插入操作内镜，插入辅助器械，探查，定位，穿刺，置管引

出固定，缝合伤口。
JZE21101 经皮腹腔引流管调管术 局部消毒铺巾，沿原引流管经导丝导引，调整引流管位置或置换引流管。不含监护、影像学引导。

JZE38101 人工气腹术
监护，仰卧位，局部消毒铺巾，局部麻醉，连接气腹机、冷光源、电视摄像系统和录像系统，穿刺

向腹腔注入气体。图文报告。不含监护、录象。

JZE07301 开腹探查术
逐层进腹，腹腔内各器官探查，必要时活检，止血，清点器具、纱布无误，冲洗腹腔，逐层关腹。

不含病理学检查。

JZE07401 腹腔镜探查术
全身麻醉，局部皮肤消毒，腹壁打孔，形成人工气腹，插入腹腔镜，探查腹腔或腹盆腔，必要时于

病变部位取活体组织。图文报告。不含监护、活检、内镜下止血处置术、病理学检查。

JZE62302 腹腔包虫摘除术
逐层进腹，探查，腹腔内广泛包虫摘除，止血，经腹壁另戳孔置管引出固定，清点器具、纱布无

误，冲洗腹腔，逐层关腹。

JZE62303 腹腔内肿物切除术
指系膜、腹膜、网膜、肠间隙等肿物。逐层进腹，探查，将腹腔内肿物完整切除，止血，经腹壁另

戳孔置管引出固定，清点器具、纱布无误，冲洗腹腔，逐层关腹。不含脏器切除术、后腹膜肿物切

JZE71301 腹腔—颈内静脉转流术
定位，消毒，铺巾，经腹壁插入多孔硅胶管并固定，腹壁植入转流泵，引流管经皮下隧道向上至颈

内静脉并插入其内，连通固定，创面止血，缝合伤口。

JZE71302 腹腔—股静脉转流术
定位，消毒，铺巾，经腹壁插入多孔硅胶管并固定，腹壁植入转流泵，引流管经皮下隧道向下至股

静脉并插入其内，连通固定，创面止血，缝合伤口。

JZF34101 经腹壁盆腔穿刺术
用灰阶超声仪对盆腔进行术前观察，消毒铺巾，局麻，在B超监视下将穿刺针经皮刺入盆腔，抽吸

活检，置管引流或注药。不含超声引导。

JZF34102
经腹盆腹腔液性包块穿

刺术

患者排空膀胱、肠道，消毒穿刺区腹壁，铺无菌巾，腹腔穿刺术，盆腔液性包块穿刺、引流，留置

引流管或必要时肿物腔内注射药物。

JZF34201
经阴道盆腔液性包块穿

刺术

患者排空膀胱、肠道，取膀胱截石位，消毒外阴、阴道、宫颈，铺无菌巾，穹隆穿刺术，囊肿穿

刺，吸出囊内液体，引流，再次消毒阴道。
JZF35101 经皮盆腔脓肿穿刺引流 定位，消毒铺巾，局麻，穿刺，脓肿引流，置管引出固定。不含影像引导。

JZF35102
经阴道盆腔脓肿穿刺引

流术

患者排空膀胱、肠道，取膀胱截石位，消毒外阴、阴道、宫颈，铺无菌巾，阴道穹隆穿刺术，囊肿

穿刺，吸出囊内液体，引流，再次消毒阴道。

JZF35301
开腹盆腔脓肿置管引流

术

定位，消毒铺巾，插导尿管，逐层进腹，脓肿穿刺切开，经腹壁另戳孔置管引出固定，清点器具、

纱布无误，冲洗腹腔，逐层关腹。

JZF35401
经腹腔镜盆腔脓肿置管

引流术

腹壁多处戳孔，造气腹，插入观察镜，插入操作内镜，插入辅助器械，探查，定位，穿刺，置管引

出固定，缝合伤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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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ZF21101 经皮盆腔引流管调管术
局部消毒铺巾，沿原引流管经导丝导引，调整引流管位置，取出或置换引流管。不含监护、影像学

引导。

JZF35201
经直肠盆腔脓肿切开引

流术

肛门指诊，插入肛镜，于肿块膨出部位穿刺，确定脓肿后经直肠切开，置管，将脓液引出，止血，

扩肛。

JZF62302 盆腔肿瘤切除术
消毒，备皮，动静脉血管穿刺，开腹，肿瘤分离，血管、神经分离，周围脏器分离，血管结扎缝

合，血管破裂修补，淋巴结清扫，活检，截骨，膀胱修补、造瘘，肠修补、造瘘，肠吻合，银夹，

瘤床冲洗，放置引流管，关腹。不含膀胱造瘘、输尿管再植、及肠造瘘。

JZF62305
盆底痉挛部肌肉神经切

除术

逐层进腹，经腹探查，游离直肠输尿管，将盆地痉挛部肌肉神经切除，止血，封闭盆底腹膜，清点

器具、纱布无误，逐层关腹。

JZF62301
直肠癌术后复发盆腔脏

器切除术

逐层进腹，探查，肠粘连松解，切除游离复发肿瘤及被侵及脏器，重建肠道、尿道、生殖道，止

血，经腹壁另戳孔置管固定，清点器具、纱布无误，冲洗腹腔，逐层关腹。

JZF62401
经腹腔镜直肠癌术后复

发盆腔脏器切除术

腹壁多处戳孔，造气腹，插入观察镜，插入操作内镜，插入辅助器械，探查，肠粘连松解，切除游

离复发肿瘤及被侵及脏器，重建肠道、尿道、生殖道，止血，置管引出固定，缝合伤口。
JZZ40301 造瘘闭袢切开术 用电刀将外露造瘘闭袢前壁纵行切开，安放粪便引流袋。

JZE62301
经腹神经母细胞瘤切除

术

消毒，备皮，动静脉血管穿刺，开腹，肿瘤分离，血管分离，周围脏器分离，血管结扎、缝扎，血

管破裂修补，淋巴结清扫、活检，膈肌破裂修补，肝转移瘤灶切除、活检，肾切除，输尿管低位切

除，瘤床冲洗，放置引流管，关腹。
(十二)泌尿系统
1.肾

JRA38101 肾囊肿穿刺硬化剂治疗
消毒，穿刺点定位，局麻，一次性穿刺针穿刺囊腔，抽吸囊液，化验，注入硬化剂。不含病理学检

查、超声监测、X线检查。

JRA38102
经皮肾脏创伤出血注射

治疗术

术前准备，超声造影引导下，确定肾脏创伤灶及活动性出血部位，局部皮肤消毒、铺巾、麻醉，

PTC穿刺针(20G×200mm)，进行穿刺，创伤灶及活动性出血处注射止血剂。图文报告。不含超声引
JRA38301 肾封闭术 局麻下，在肾周组织内注入局麻药。

JRA60401 经皮肾镜激光治疗
腰腹部消毒，确定穿刺部位，切开皮肤，穿刺，插入导丝，扩张管套装扩张通道，插入肾镜，检

查，插入激光纤维，激光治疗病变、留置造瘘管、缝合固定等。不含超声引导、X线引导。

JRA60402 经皮纤维肾镜激光治疗
腰腹部消毒，确定穿刺部位，切开皮肤，穿刺，插入导丝，扩张管套装扩张通道，插入纤维肾镜，

检查，插入激光纤维，激光治疗病变、留置造瘘管、缝合固定等。不含超声引导、X线引导。

JRA60403 经皮电子肾镜激光治疗
腰腹部消毒，确定穿刺部位，切开皮肤，穿刺，插入导丝，扩张管套装扩张通道，插入经皮电子肾

镜，检查，插入激光纤维，激光治疗病变、留置造瘘管、缝合固定等。不含超声引导、X线引导。

JRA41101 经皮肾穿刺造瘘术
消毒，选择穿刺点，局麻，切开皮肤，穿刺造口，扩张管套装扩张通道，置引流管接袋，缝合固定

。不含超声监测。

JRA41301 肾造瘘术
消毒，电刀逐层切开，暴露肾脏，在肾盂上做纵行小切口，以长弯止血钳从肾盂切口插入，在肾皮

质最薄处顶向肾皮质，在适当位置尖刀戳小口，使血管钳穿出，将造口管拖入肾盂，固定造口管，

缝合切口。

JRA48401 经皮肾镜异物取出术
消毒，穿刺，插入导丝，扩张管套装，扩张通道，插入肾镜，检查，取出异物，留置造瘘管接袋，

缝合固定。不含超声引导、X线引导。

JRA48402
经皮电子肾镜异物取出

术

消毒，穿刺，插入导丝，扩张管套装，扩张通道，插入经皮电子肾镜，检查，取出异物，留置造瘘

管接袋，缝合固定。不含超声引导定位、X线引导。

JRA48403
经皮纤维肾镜异物取出

术

消毒，穿刺，插入导丝，扩张管套装，扩张通道，插入经皮纤维肾镜，检查，取出异物，留置造瘘

管接袋，缝合固定。不含超声引导定位、X线引导。

JRA48404
经皮肾镜超声气压弹道

碎石取石术

腰腹部消毒，确定穿刺部位，切开皮肤，穿刺，插入导丝，扩张管套装扩张通道，插入肾镜，检

查，超声气压弹道碎石治疗，留置造瘘管，缝合固定。不含超声引导、X线引导。

JRA48405
经皮电子肾镜超声气压

弹道碎石取石术

腰腹部消毒，确定穿刺部位，切开皮肤，穿刺，插入导丝，扩张管套装扩张通道，插入电子肾镜，

检查，超声气压弹道碎石治疗，留置造瘘管，缝合固定。不含超声引导、X线引导。

JRA48406
经皮肾镜超声碎石取石

术

消毒，一次性穿刺针穿刺，插入导丝，扩张管套装扩张通道，插入肾镜检查，超声碎石系统碎石，

取石，检查各组肾盏，留置肾造瘘管，缝合固定。不含经膀胱镜输尿管插管术、超声引导、X线引

JRA48407
经皮电子肾镜超声碎石

取石术

消毒，一次性穿刺针穿刺，插入导丝，扩张管套装扩张通道，插入经皮电子肾镜检查，超声碎石系

统碎石，取石，检查各组肾盏，留置肾造瘘管，缝合固定。不含经膀胱镜输尿管插管术、超声引导

、X线引导。

JRA48408
经皮肾镜激光碎石取石

术

消毒，一次性穿刺针穿刺，插入导丝，扩张管套装扩张通道，插入肾镜检查，激光碎石系统碎石，

取石，检查各组肾盏，留置肾造瘘管，缝合固定。不含经膀胱镜输尿管插管术、超声引导、X线引

JRA48409
经皮电子肾镜激光碎石

取石术

消毒，一次性穿刺针穿刺，插入导丝，扩张管套装扩张通道，插入经皮电子肾镜检查，激光碎石系

统碎石，取石，检查各组肾盏，留置肾造瘘管，缝合固定。不含经膀胱镜输尿管插管术、超声引导

、X线引导。

JRA48410
经皮纤维肾镜激光碎石

取石术

消毒，一次性穿刺针穿刺，插入导丝，扩张管套装扩张通道，插入经皮纤维肾镜检查，激光碎石系

统碎石，取石，检查各组肾盏，留置肾造瘘管，缝合固定。不含经膀胱镜输尿管插管术、超声引导

、X线引导。

JRA48301 肾实质切开取石术

指肾实质切开取石。消毒，第11肋切口，逐层切开，充分分离肾脏，分离肾动静脉主干，在肾实质

切开前用无创血管钳或血管夹钳夹肾动静脉暂时阻断肾脏血流，冰敷肾脏表面，确定相对无血管

区，细探针穿刺探察，肾实质切开，取出结石，冲洗，取净结石，止血，可吸收线缝合肾盂肾盏，

缝合肾实质，留置引流，关闭切口。

JRA48411
经腹腔镜肾实质切开取

石术

指肾实质切开取石。消毒，选择穿刺部位，插入穿刺器，若经腹膜后腔先用球囊扩张腹膜后间隙，

连接气腹机，建立气腹，置入观察镜，分别置入操作孔道套管及操作器械，用超声刀分离，用钛夹

、管路夹夹壁血管或组织，充分分离肾脏，分离肾动静脉主干，在肾实质切开前用无创血管钳或血

管夹钳夹肾动静脉暂时阻断肾脏血流，确定相对无血管区，细探针穿刺探察，肾实质切开，取出结

石，冲洗，取净结石，钛夹、血管夹、超声刀止血，可吸收线缝合肾盂肾盏，缝合肾实质，留置引

流，关闭切口。

JRA57301 肾固定术
消毒，电刀逐层切开，暴露肾脏，将肾脏包膜固定于腰大肌或肋骨上或将肾周筋膜固定于腰大肌，

放置引流管，止血，缝合。

第 307 页



项目名称 项目内涵

JRA57401 经腹腔镜肾固定术
消毒，选择穿刺部位，插入穿刺器，连接气腹机，建立气腹，置入观察镜，分别置入操作孔道套管

及操作器械，用超声刀分离，用钛夹、血管夹夹壁血管或组织，暴露肾脏，将肾脏包膜固定于腰大

肌或肋骨上或将肾周筋膜固定于腰大肌，引流，血管夹止血，缝合。

JRA62301 肾囊肿去顶术
消毒，电刀逐层切开，分离肾脏，暴露囊肿，切除囊肿或开窗切除顶部囊肿壁，留置引流接袋，逐

层缝合。

JRA62401 经腹腔镜肾囊肿去顶术
消毒，选择穿刺部位，插入穿刺器，若经腹膜后腔先用球囊扩张腹膜后间隙，连接气腹机，建立气

腹，置入观察镜，分别置入操作孔道套管及操作器械，用超声刀分离，用钛夹、管路夹夹壁血管或

组织，分离肾脏，暴露囊肿，切除囊肿或开窗切除顶部囊肿壁。
JRA62302 多囊肾去顶术 消毒，电刀逐层切开，分离肾脏，暴露囊肿，切除顶部囊肿壁吸尽囊内液体，留置引流，关闭切口

JRA62402 经腹腔镜多囊肾去顶术
消毒，选择穿刺部位，插入穿刺器，若经腹膜后腔先用球囊扩张腹膜后间隙，连接气腹机，建立气

腹，置入观察镜，分别置入操作孔道套管及操作器械，用超声刀分离，用钛夹、管路夹夹壁血管或

组织，分离肾脏，暴露囊肿，切除顶部囊肿壁吸尽囊内液体。

JRA68301 肾破裂修补术
消毒，电刀逐层切开，暴露肾脏，清除肾周围血肿，控制肾动静脉，修补肾盂肾盏裂伤，创面修复

缝合，伤口引流，关闭切口。
JRA68302 肾折叠术 消毒，电刀逐层切开，暴露肾脏，肾脏折叠、内翻，肾盂肾盏成型，留置引流接袋，逐层缝合。

JRA68401 经腹腔镜肾折叠术
消毒，选择穿刺部位，插入穿刺器，连接气腹机，建立气腹，置入观察镜，分别置入操作孔道套管

及操作器械，用超声刀分离，用钛夹、管路夹夹壁血管或组织，暴露肾脏，肾脏折叠、内翻，肾盂

肾盏成型，钛夹、血管夹、超声刀止血，留置引流接袋，逐层缝合。

JRA61301 肾部分切除术
消毒，电刀逐层切开，切开肾周筋膜，在肾周筋膜内暴露肾脏，剥除肾动静脉及肾盂周围脂肪组

织，分别游离肾动静脉，肾动脉阻断，表面用碎冰覆盖10-15分钟，肾静脉一般保持开放，钝性分

离肿瘤肾脏，肿瘤肾脏部分切除，创面可用可吸收线缝合，留置引流。

JRA61401 经腹腔镜肾部分切除术

消毒，选择穿刺部位，插入穿刺器，若经腹膜后腔先用球囊扩张腹膜后间隙，连接气腹机，建立气

腹，置入观察镜，分别置入操作孔道套管及操作器械，用超声刀分离，用钛夹、管路夹夹壁血管或

组织，在肾周筋膜内暴露肾脏，剥除肾动静脉及肾盂周围脂肪组织，分别游离肾动静脉，肾动脉阻

断。表面用碎冰覆盖10-15分钟，肾静脉一般保持开放，钝性分离肿瘤肾脏，使用超声刀沿肿瘤边

沿，距肿瘤0.5-1厘米地方，切除肿瘤，边切除，边止血，创面可用钛夹、血管夹、超声刀止血，

留置引流。

JRA62303 肾切除术
消毒，电刀逐层切开，切开肾周筋膜，暴露肾脏，分开腹膜及肾周筋膜，显露肾动静脉血管、输尿

管，肾蒂钳钳夹肾蒂，结扎动静脉，切断输尿管取出肾脏，关闭切口。

JRA62403 经腹腔镜肾切除术

消毒，选择穿刺部位，插入穿刺器，若经腹膜后腔先用球囊扩张腹膜后间隙，连接气腹机，建立气

腹，置入观察镜，分别置入操作孔道套管及操作器械，用超声刀分离，用钛夹、管路夹夹壁血管或

组织，切开肾周筋膜，暴露肾脏，分开腹膜及肾周筋膜，显露肾动静脉血管、输尿管，肾蒂钳钳夹

肾蒂，结扎动静脉，切断输尿管取出肾脏，关闭切口。

JRA63301 根治性肾切除术
消毒，电刀逐层切开，脂肪囊外分离肾脏，处理肾动静脉血管，结扎离断输尿管及生殖静脉，切除

脂肪囊以及肾脏肾上腺，淋巴结清扫，留置引流，关闭切口。

JRA63401
经腹腔镜根治性肾切除

术

消毒，选择穿刺部位，插入穿刺器，若经腹膜后腔先用球囊扩张腹膜后间隙，连接气腹机，建立气

腹，置入观察镜，分别置入操作孔道套管及操作器械，用超声刀分离，用钛夹、管路夹夹壁血管或

组织，脂肪囊外分离肾脏，钛夹处理肾动静脉血管，结扎离断输尿管及生殖静脉，切除脂肪囊以及

肾脏肾上腺，用肾网袋取出标本，留置引流，关闭切口。

JRA62304 肾肿瘤摘除术

消毒，电刀逐层切开，在肾周筋膜内游离肾脏，保留肾肿瘤周围的脂肪组织，游离肾蒂以便必要时

阻断，在肿瘤周边切开肾包膜，在肾组织受压所形成的假包膜外钝性分离，剜除肿瘤，创面血管断

端用可吸收线缝扎，纱布压迫止血，仔细检查肾集合系统，损伤的肾盏应缝合，缝合创面，留置引

流，逐层缝合。

JRA62404 经腹腔镜肾肿瘤摘除术

消毒，选择穿刺部位，插入穿刺器，若经腹膜后腔先用球囊扩张腹膜后间隙，连接气腹机，建立气

腹，置入观察镜，分别置入操作孔道套管及操作器械，用超声刀分离，用钛夹、管路夹夹壁血管或

组织，在肾周筋膜内游离肾脏，保留肾肿瘤周围的脂肪组织，游离肾蒂以便必要时阻断，在肿瘤周

边切开肾包膜，在肾组织受压所形成的假包膜外钝性分离，剜除肿瘤，钛夹、血管夹、超声刀止

血，仔细检查肾集合系统，损伤的肾盏应缝合，缝合创面，留置引流，逐层缝合。

JRA62305
重复肾重复输尿管切除

术

消毒，电刀逐层切开，在肾周筋膜内暴露肾脏，暴露分离重复肾脏及输尿管，结扎重复肾脏的动静

脉血管，结扎输尿管，切除重复肾脏及输尿管，止血，留置引流，关闭切口。

JRA62405
经腹腔镜重复肾重复输

尿管切除术

消毒，选择穿刺部位，插入穿刺器，若经腹膜后腔先用球囊扩张腹膜后间隙，连接气腹机，建立气

腹，置入观察镜，分别置入操作孔道套管及操作器械，用超声刀分离，用钛夹、管路夹夹壁血管或

组织，在肾周筋膜内暴露肾脏，暴露分离重复肾脏及输尿管，结扎重复肾脏的动静脉血管，结扎输

尿管，切除重复肾脏及输尿管，网袋套装取出，止血，留置引流，关闭切口。

JRA63302 肾母细胞瘤根治术
消毒，备皮，动静脉血管穿刺，开腹，肿瘤分离，血管分离，周围脏器分离，血管结扎、缝扎，血

管破裂修补，淋巴结清扫、活检，膈肌破裂修补，肝转移瘤灶切除、活检，肾部分切除，肾切除，

瘤体剥除，肾周脂肪清除，静脉瘤栓剥除，输尿管低位切除，瘤床冲洗，放置引流管，关腹。

JRA48302 离体肾取石术
消毒，电刀逐层切开，将肾脏游离切除，移出体外低温处理，肾脏灌注，实质切开，取石，实质缝

合，肾脏移植，吻合动静脉，输尿管膀胱吻合，关闭切口。

JRA75301 自体肾移植术
消毒，电刀逐层切开，显露肾脏，分离游离肾动静脉血管，摘取肾脏，灌洗，修整肾脏，重新消

毒，下腺部切口，显露髂血管，将肾脏置入髂窝，供肾静脉与髂静脉吻合，血管缝合线吻合供肾动

脉与髂动脉，输尿管膀胱吻合，输尿管留置输尿管支架管，留置引流，关闭切口。

JRA75302 异体肾移植术
消毒，电刀逐层切开，暴露髂窝，将肾脏置入髂窝，供肾静脉与髂静脉吻合，供肾动脉与髂动脉吻

合，输尿管膀胱吻合，留置引流，关闭切口。不含修整、供体肾脏灌洗。

JRA68303 供体肾修整术
灌注肾脏，维持灌洗液低温，分离肾动静脉，保留肾门及肾下极脂肪，保留输尿管系膜，检查肾血

管是否有破口。

JRA07301 移植肾探查术
消毒，沿原切口电刀逐层切开，暴露移植肾脏，探察观察肾脏颜色，血流变化，探察周围有无渗

血，认真止血，缝合，关闭切口。

JRA42301 融合肾离断术
消毒，电刀逐层切开，显露肾脏及输尿管上段，分离峡部，将输尿管向外侧牵开，处理迷走血管，

用手指钝性分离周围粘连，较粗的血管应保留，游离峡部要越过中线，于间沟处切断峡部，如与肾

盏相通应缝合，缝合肾包膜，止血，留置引流，关闭切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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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RA42401 经腹腔镜融合肾离断术

消毒，选择穿刺部位，插入穿刺器，若经腹膜后腔先用球囊扩张腹膜后间隙，连接气腹机，建立气

腹，置入观察镜，分别置入操作孔道套管及操作器械，用超声刀分离，用钛夹、管路夹夹壁血管或

组织，显露肾脏及输尿管上段，分离峡部，将输尿管向外侧牵开，处理迷走血管，用手指钝性分离

周围粘连，较粗的血管应保留，游离峡部要越过中线，于间沟处切断峡部，如与肾盏相通应缝合，

缝合肾包膜，止血，留置引流，关闭切口。

JRA71301 肾下盏输尿管吻合术
消毒，电刀逐层切开，狭窄部位显露，狭窄输尿管切断，关闭肾盂，吻合肾下盏和输尿管，留置输

尿管支架管，留置引流接袋，关闭切口。

JRA71401
经腹腔镜肾下盏输尿管

吻合术

消毒，选择穿刺部位，插入穿刺器，连接气腹机，建立气腹，置入观察镜，分别置入操作孔道套管

及操作器械，用超声刀分离，用钛夹、管路夹夹壁血管或组织，狭窄部位显露，狭窄输尿管切断，

关闭肾盂，吻合肾下盏和输尿管，留置输尿管支架管，留置引流接袋。
JRB35101 经皮肾周穿刺引流术 消毒，局麻，切开皮肤，穿刺，扩张管套装扩张通道，置引流管接袋，缝合固定。不含超声监测。

JRB35301 肾周切开引流术
消毒，局麻，脓肿或积液部位一次性穿刺针穿刺，抽出脓液或积液确认，切开各层达脓腔，吸去脓

液，探查脓腔积液，清除坏死组织，放置引流管，缝合。
JRB21101 经皮肾周引流管调管术 局部消毒铺巾，沿原引流管经导丝导引，调整引流管位置或置换引流管。不含监护、影像学引导。

JRB42301 肾周围粘连分解术
消毒，电刀逐层切开，暴露肾脏、肾动脉、肾静脉、输尿管，保护肾蒂，游离周围粘连组织，避免

损伤周围脏器、大血管，充分止血，必要时留置引流，逐层缝合。

JRB42401
经腹腔镜肾周围粘连分

解术

消毒，选择穿刺部位，插入穿刺器，连接气腹机，建立气腹，置入观察镜，分别置入操作孔道套管

及操作器械，用超声刀分离，用钛夹、管路夹夹壁血管或组织，暴露肾脏、肾动脉、肾静脉、输尿

管，保护肾蒂，游离周围粘连组织，避免损伤周围脏器、大血管，充分止血，必要时留置引流，逐

层缝合。

JRB61301 移植肾肾周血肿清除术
消毒，沿原切口电刀逐层切开，暴露移植肾脏，探查移植肾脏，探察观察肾脏及其血管，周围血肿

清除，关闭切口。

JRB50301 肾周围淋巴管剥脱术
消毒，电刀逐层切开，暴露肾动静脉血管，仔细分离剥脱周围淋巴管以及周围组织，游离结扎肾动

静脉血管周围淋巴管。

JRB50401
经腹腔镜肾周围淋巴管

剥脱术

消毒，选择穿刺部位，插入穿刺器，连接气腹机，建立气腹，置入观察镜，分别置入操作孔道套管

及操作器械，用超声刀分离，用钛夹、管路夹夹壁血管或组织，暴露肾动静脉血管，游离结扎肾动

静脉血管周围淋巴管。
2.肾盂、输尿管

JRC35101 经皮肾穿肾盂引流术

术前准备，彩色多普勒超声确认扩张肾盂的位置及程度，选择穿刺点及深度，局部皮肤消毒，麻

醉，进针点皮肤切3mm小口，穿刺引导套组，在超声引导下将穿刺针刺入肾盂内，置入导丝，扩张

管沿导丝扩张，沿导丝置入引流管，接引流袋，固定引流管于皮肤。图文报告。不含彩色多普勒超

声引导、病理学检查。

JRC41101
经皮肾盂造瘘引流管调

管术
局部消毒铺巾，沿原引流管经导丝导引，调整引流管位置或置换引流管。不含监护、影像学引导。

JRC48301 肾盂切开取石术
消毒，电刀逐层切开，显露肾脏，肾盂分离，切开，取出肾盂结石，取出肾盏结石，检查结石，冲

洗尿路，留置输尿管支架管，缝合肾盂，关闭切口。

JRC48401
经腹腔镜肾盂切开取石

术

消毒，选择穿刺部位，插入穿刺器，若经腹膜后腔先用球囊扩张腹膜后间隙，连接气腹机，建立气

腹，置入观察镜，分别置入操作孔道套管及操作器械，用超声刀分离，用钛夹、管路夹夹壁血管或

组织，显露肾脏，肾盂分离，切开，取出肾盂结石，取出肾盏结石，检查结石，冲洗尿路，留置输

尿管支架管，缝合肾盂，关闭切口。

JRC68301
肾盂成形肾盂输尿管再

吻合术

输尿管高位开口并肾盂输尿管交界部狭窄，斜裁减部分肾盂及狭窄的输尿管近端约1.5厘米，远侧

输尿管放入7F支架管，注水试验无返流，纵劈远侧输尿管1.5厘米与肾盂下极斜吻合，缝合。

JRC68302 肾盂成形术
消毒，电刀逐层切开，狭窄部位显露，狭窄肾盂或输尿管切除，修整肾盂，留置输尿管支架管，重

新吻合输尿管和肾盂。

JRC68401 经腹腔镜肾盂成形术
消毒，选择穿刺部位，插入穿刺器，连接气腹机，建立气腹，置入观察镜，分别置入操作孔道套管

及操作器械，用超声刀分离，用钛夹、管路夹夹壁血管或组织，狭窄部位显露，狭窄肾盂或输尿管

切除，修整肾盂，留置输尿管支架管，重新吻合输尿管和肾盂。

JRC63301 肾盂癌根治术
消毒，电刀逐层切开，切开肾周脂肪囊，游离肾下极和输尿管上段，在肾周游离，显露肾动静脉血

管，横断肾动静脉血管，切除肾脏，游离输尿管，切断输尿管，下腹切口，游离切除输尿管末端及

部分膀胱，缝合膀胱，放置引流，缝合伤口。

JRC63401
联合经尿道电切肾盂癌

根治术

置入膀胱电切镜，找到病侧输尿管，使用直电刀头，切开输尿管口，深达浆膜。病人翻身，成侧

卧，消毒，电刀逐层切开，切开肾周脂肪囊，游离肾下极和输尿管上段，在肾周游离、显露肾动静

脉血管，横断肾动静脉血管，切除肾脏，游离输尿管，下腹切口，游离切除输尿管末端及部分膀

胱，缝合膀胱，放置引流，缝合伤口。

JRC63402 经腹腔镜肾盂癌根治术

经尿道放入电切镜，切开患侧输尿管口及部分膀胱，消毒，选择穿刺部位，插入穿刺器，连接气腹

机，建立气腹，置入观察镜，分别置入操作孔道套管及操作器械，用超声刀分离，用钛夹、管路夹

夹壁血管或组织，在肾周筋膜外游离、显露肾动静脉血管，钛夹横断肾动静脉血管，游离整个输尿

管及标本取出，放置引流，缝合伤口。
JRD38301 输尿管冲洗 反复注入适量无菌生理盐水或药物，吸出至管道通畅。

JRD47201 经尿道输尿管插管术
会阴区消毒，利多卡因凝胶润滑麻醉尿道，连接显示器、光源，插入膀胱镜，检查膀胱，寻找输尿

管，输尿管插管。

JRD47401
经尿道电子膀胱镜输尿

管插管术

会阴区消毒，利多卡因凝胶润滑麻醉尿道，连接显示器、光源，插入电子膀胱镜，检查膀胱，寻找

输尿管，输尿管插管。

JRD47402
经尿道纤维膀胱镜输尿

管插管术

会阴区消毒，利多卡因凝胶润滑麻醉尿道，连接显示器、光源，插入纤维膀胱镜，检查膀胱，寻找

输尿管，输尿管插管。

JRD40301 输尿管囊肿切开术
消毒铺巾，电刀逐层切开，显露膀胱前壁，切开膀胱，显露输尿管开口囊肿，切除囊肿，留置输尿

管支架管，关闭膀胱切口，留置引流接袋，关闭切口。

JRD40401
经皮肾镜输尿管内切开

术

B超或X线定位，经皮肾穿刺进入肾盂置入内切开器，至狭窄部位，应用内切开器切开狭窄输尿管，

局部止血，留置输尿管支架管，留置肾造瘘管，缝合伤口。不含X线引导。

JRD40402
经输尿管镜输尿管内切

开术

会阴区消毒，膀胱镜检，扩张输尿管口，插入输尿管镜，经尿道膀胱置入输尿管镜至狭窄部位，应

用内切开器切开狭窄输尿管，局部止血，留置输尿管支架管。不含B超或X线定位、膀胱镜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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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RD40403
经尿道电切镜输尿管囊

肿切开术

会阴消毒，润滑麻醉尿道，插入膀胱镜，检查膀胱，寻找输尿管口，膀胱镜定位输尿管开口囊肿，

电切囊肿，留置输尿管支架管。

JRD47101
经皮肾输尿管支架管置

入术

消毒，经皮肾穿刺，插入导丝，扩张管套装扩张通道，置入肾镜，检查，置输尿管支架管，拔出导

丝，缝合。不含超声引导、X线引导。

JRD47801
经皮肾电子镜输尿管支

架管置入术

消毒，经皮肾穿刺，插入导丝，扩张管套装扩张通道，置入电子肾镜，检查，置输尿管支架管，拔

出导丝，缝合。不含超声引导定位、X线引导。

JRD47802
经皮肾纤维镜输尿管支

架管置入术

消毒，经皮肾穿刺，插入导丝，扩张管套装扩张通道，置入纤维肾镜，检查，置输尿管支架管，拔

出导丝，缝合等。不含超声引导定位、X线引导。

JRD48401
经尿道输尿管镜异物取

出术

会阴区消毒，利多卡因凝胶润滑尿道，连接显示器、光源，经尿道插入膀胱镜，检查膀胱内情况，

寻找输尿管口，扩张输尿管口，插入导丝引导，插入输尿管镜检查，取出异物，留置输尿管支架

管，必要时取活检。

JRD48402
经尿道电子输尿管镜异

物取出术

会阴区消毒，利多卡因凝胶润滑尿道，连接显示器、光源，经尿道插入膀胱镜，检查膀胱内情况，

寻找输尿管口，扩张输尿管口，插入导丝引导，电子输尿管镜检查，取出异物，留置输尿管支架

管，必要时取活检。不含病理学检查。

JRD48403
经尿道纤维输尿管镜异

物取出术

会阴区消毒，利多卡因凝胶润滑尿道，连接显示器、光源，经尿道插入膀胱镜，检查膀胱内情况，

寻找输尿管口，扩张输尿管口，插入导丝引导，纤维输尿管镜检查，取出异物，留置输尿管支架

管，必要时取活检。不含病理学检查。

JRD48404
经尿道输尿管镜激光碎

石取石术

会阴区消毒，润滑麻醉尿道，插入膀胱镜，检查膀胱，寻找输尿管口，扩张输尿管口，插入导丝，

拔出膀胱镜，插入输尿管镜检查，激光碎石，取石，留置输尿管支架管。

JRD48405
经尿道电子输尿管镜激

光碎石取石术

会阴区消毒，润滑麻醉尿道，插入膀胱镜，检查膀胱，寻找输尿管口，扩张输尿管口，插入导丝，

拔出膀胱镜，插入电子输尿管镜检查，激光碎石，取石，留置输尿管支架管。

JRD48406
经尿道纤维输尿管镜激

光碎石取石术

会阴区消毒，润滑麻醉尿道，插入膀胱镜，检查膀胱，寻找输尿管口，扩张输尿管口，插入导丝，

拔出膀胱镜，插入纤维输尿管镜检查，激光碎石，取石，留置输尿管支架管。

JRD48407
经尿道输尿管镜气压弹

道碎石取石术

会阴区消毒，润滑麻醉尿道，插入膀胱镜，检查膀胱，寻找输尿管口，扩张输尿管口，插入导丝，

拔出膀胱镜，插入输尿管镜检查，气压弹道碎石系统碎石，取石，留置输尿管支架管。

JRD48408
经尿道电子输尿管镜气

压弹道碎石取石术

会阴区消毒，润滑麻醉尿道，插入膀胱镜，检查膀胱，寻找输尿管口，扩张输尿管口，插入导丝，

拔出膀胱镜，插入电子输尿管镜检查，气压弹道碎石系统碎石，取石，留置输尿管支架管。

JRD48409
经尿道纤维输尿管镜气

压弹道碎石取石术

会阴区消毒，润滑麻醉尿道，插入膀胱镜，检查膀胱，寻找输尿管口，扩张输尿管口，插入导丝，

拔出膀胱镜，插入纤维输尿管镜检查，气压弹道碎石系统碎石，取石，留置输尿管支架管。

JRD48410
经尿道输尿管镜超声碎

石取石术

会阴区消毒，润滑麻醉尿道，插入膀胱镜，检查膀胱，寻找输尿管口，扩张输尿管口，插入导丝，

拔出膀胱镜，插入输尿管镜检查，超声碎石系统碎石，取石，留置输尿管支架管。

JRD48411
经尿道电子输尿管镜超

声碎石取石术

会阴区消毒，润滑麻醉尿道，插入膀胱镜，检查膀胱，寻找输尿管口，扩张输尿管口，插入导丝，

拔出膀胱镜，插入电子输尿管镜检查，超声碎石系统碎石，取石，留置输尿管支架管。

JRD48412
经尿道纤维输尿管镜超

声碎石取石术

会阴区消毒，润滑麻醉尿道，插入膀胱镜，检查膀胱，寻找输尿管口，扩张输尿管口，插入导丝，

拔出膀胱镜，插入纤维输尿管镜检查，超声碎石系统碎石，取石，留置输尿管支架管。

JRD48301 输尿管切开取石术
消毒，电刀逐层切开，显露输尿管，切开输尿管取石，留置输尿管支架管，缝合输尿管。不含X线

引导或超声引导。

JRD48413
经腹腔镜输尿管切开取

石术

消毒，选择穿刺部位，插入穿刺器，连接气腹机，建立气腹，置入观察镜，分别置入操作孔道套管

及操作器械，用超声刀分离，用钛夹、管路夹夹壁血管或组织，显露输尿管，切开输尿管取石，留

置输尿管支架管，缝合输尿管。不含X线引导或超声引导。

JRD53301 输尿管松解术
消毒，电刀逐层切开，显露输尿管，切开后腹膜，输尿管留置入腹腔内，在其后关闭腹膜切口，放

置引流管，缝合伤口。

JRD53401 经腹腔镜输尿管松解术
消毒，选择穿刺部位，插入穿刺器，连接气腹机，建立气腹，置入观察镜，分别置入操作孔道套管

及操作器械，用超声刀分离，用钛夹、管路夹夹壁血管或组织，显露输尿管，切开后腹膜，输尿管

留置入腹腔内，在其后关闭腹膜切口，放置引流管，缝合伤口。

JRD65401 经膀胱镜输尿管扩张术
会阴区消毒，润滑麻醉尿道，插入膀胱镜，检查膀胱，寻找输尿管口，输尿管插管扩张，留置输尿

管支架管。不含X线透视。

JRD65402
经电子膀胱镜输尿管扩

张术

会阴区消毒，润滑麻醉尿道，插入电子膀胱镜，检查膀胱，寻找输尿管口，输尿管插管扩张，留置

输尿管支架管。不含X线透视。

JRD65403
经纤维膀胱镜输尿管扩

张术

会阴区消毒，润滑麻醉尿道，插入纤维膀胱镜，检查膀胱，寻找输尿管口，输尿管插管扩张，留置

输尿管支架管。不含X线透视。

JRD65404
经尿道输尿管镜输尿管

扩张术

会阴区消毒，润滑麻醉尿道，插入膀胱镜，检查膀胱，寻找输尿管口，扩张输尿管口，插入导丝，

拔出膀胱镜，插入输尿管镜检查，输尿管插管扩张，留置输尿管支架管。

JRD65405
经尿道电子输尿管镜输

尿管扩张术

会阴区消毒，润滑麻醉尿道，插入膀胱镜，检查膀胱，寻找输尿管口，扩张输尿管口，插入导丝，

拔出膀胱镜，插入电子输尿管镜检查，输尿管插管扩张，留置输尿管支架管。

JRD65406
经尿道纤维输尿管镜输

尿管扩张术

会阴区消毒，润滑麻醉尿道，插入膀胱镜，检查膀胱，寻找输尿管口，扩张输尿管口，插入导丝，

拔出膀胱镜，插入纤维输尿管镜检查，输尿管插管扩张，留置输尿管支架管。

JRD62401
经尿道输尿管镜肿瘤电

切术

会阴区消毒，利多卡因凝胶润滑尿道，插入膀胱镜，检查膀胱，寻找输尿管口，扩张输尿管口，插

入导丝，拔出膀胱镜，插入输尿管镜检查，使用电刀切除肿瘤，止血，留取病理，留置输尿管支架

JRD62402
经尿道输尿管镜肿瘤激

光切除术

会阴区消毒，利多卡因凝胶润滑尿道，插入膀胱镜，检查膀胱，寻找输尿管口，扩张输尿管口，插

入导丝，拔出膀胱镜，插入输尿管镜检查，激光治疗切除肿瘤，止血，留取病理，留置输尿管支架

JRD62403
经尿道电子输尿管镜肿

瘤电切术

会阴区消毒，利多卡因凝胶润滑尿道，插入膀胱镜，检查膀胱，寻找输尿管口，扩张输尿管口，插

入导丝，拔出膀胱镜，插入电子输尿管镜检查，使用电刀切除肿瘤，止血，留取病理，留置输尿管

支架管。

JRD62404
经尿道纤维输尿管镜肿

瘤电切术

会阴区消毒，利多卡因凝胶润滑尿道，插入膀胱镜，检查膀胱，寻找输尿管口，扩张输尿管口，插

入导丝，拔出膀胱镜，插入纤维输尿管镜检查，使用电刀切除肿瘤，止血，留取病理，留置输尿管

支架管。

JRD62405
经尿道电子输尿管镜肿

瘤激光切除术

会阴区消毒，利多卡因凝胶润滑尿道，插入电子膀胱镜，检查膀胱，寻找输尿管口，扩张输尿管

口，插入导丝，拔出膀胱镜，插入输尿管镜检查，激光治疗切除肿瘤，彻底止血，留取病理，留置

输尿管支架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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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RD62406
经尿道纤维输尿管镜肿

瘤激光切除术

会阴区消毒，利多卡因凝胶润滑尿道，插入纤维膀胱镜，检查膀胱，寻找输尿管口，扩张输尿管

口，插入导丝，拔出膀胱镜，插入输尿管镜检查，激光治疗切除肿瘤，止血，留取病理，留置输尿

管支架管。

JRD68301 输尿管损伤修复术
消毒，电刀逐层切开，显露输尿管，找到断离或损伤的输尿管，切开输尿管，留置输尿管支架管，

缝合输尿管。

JRD68401
经腹腔镜输尿管损伤修

复术

消毒，选择穿刺部位，插入穿刺器，连接气腹机，建立气腹，置入观察镜，分别置入操作孔道套管

及操作器械，用超声刀分离，用钛夹、管路夹夹壁血管或组织，显露输尿管，找到断离或损伤的输

尿管，切开输尿管，留置输尿管支架管，缝合输尿管。

JRD62301
输尿管狭窄段切除再吻

合术
消毒，电刀逐层切开，狭窄部位显露，切断狭窄输尿管，留置输尿管支架管，重新吻合输尿管。

JRD62407
经腹腔镜输尿管狭窄段

切除再吻合术

消毒，选择穿刺部位，插入穿刺器，连接气腹机，建立气腹，置入观察镜，分别置入操作孔道套管

及操作器械，用超声刀分离，用钛夹、管路夹夹壁血管或组织，狭窄部位显露，切断狭窄输尿管，

留置输尿管支架管，重新吻合输尿管。
JRD62302 输尿管残端切除术 消毒，电刀逐层切开，显露残端输尿管，切除残端输尿管，冲洗伤口，放置引流管，缝合伤口。

JRD62408
经腹腔镜输尿管残端切

除术

消毒，选择穿刺部位，插入穿刺器，连接气腹机，建立气腹，置入观察镜，分别置入操作孔道套管

及操作器械，用超声刀分离，用钛夹、管路夹夹壁血管或组织，显露残端输尿管，切除残端输尿

管，冲洗伤口，放置引流管，缝合伤口。

JRD62303 输尿管间嵴切除术
会阴区消毒，利多卡因凝胶润滑尿道，经尿道置入电切镜，检查膀胱，使用激光或电切切除输尿管

间嵴切除。

JRD68302 腔静脉后输尿管整形术
消毒，电刀逐层切开，显露腔静脉及输尿管，分离输尿管，切断输尿管，修整输尿管，留置输尿管

支架管，重新吻合输尿管切口，放置引流管，缝合伤口。

JRD68402
经腹腔镜腔静脉后输尿

管整形术

消毒，选择穿刺部位，插入穿刺器，连接气腹机，建立气腹，置入观察镜，分别置入操作孔道套管

及操作器械，用超声刀分离，用钛夹、管路夹夹壁血管或组织，显露腔静脉及输尿管，切断输尿

管，修整输尿管，留置输尿管支架管，重新吻合输尿管切口，放置引流管，缝合伤口。
JRD41301 输尿管皮肤造口术 消毒，电刀逐层切开，显露输尿管，留置输尿管支架管，皮肤造口，吻合输尿管和皮肤。

JRD41401
经腹腔镜输尿管皮肤造

口术

消毒，选择穿刺部位，插入穿刺器，连接气腹机，建立气腹，置入观察镜，分别置入操作孔道套管

及操作器械，用超声刀分离，用钛夹、管路夹壁血管或组织，显露输尿管，留置输尿管支架管，皮

肤造口，吻合输尿管和皮肤。

JRD71301 输尿管乙状结肠吻合术
消毒，电刀逐层切开，显露输尿管，切断输尿管，留置输尿管支架管，乙状结肠肠管切开，乙状结

肠对系膜缘劈开，内翻缝合，吻合输尿管和肠管，放置引流管，缝合伤口。

JRD71401
经腹腔镜输尿管乙状结

肠吻合术

消毒，选择穿刺部位，插入穿刺器，连接气腹机，建立气腹，置入观察镜，分别置入操作孔道套管

及操作器械，用超声刀分离，用钛夹、管路夹夹壁血管或组织，显露输尿管，切断输尿管，留置输

尿管支架管。乙状结肠肠管切断开，乙状结肠对系膜缘劈开，内翻缝合，吻合输尿管和肠管，放置

引流管，缝合伤口。

JRD71302 肠管代输尿管术
消毒，电刀逐层切开，显露输尿管，于远端切断输尿管，留置输尿管支架管，游离肠管，肠管切

断，断端吻合。肠管肾盂吻合，远端输尿管和肠管吻合，放置引流管，缝合伤口。

JRD71402
经腹腔镜肠管代输尿管

术

消毒，选择穿刺部位，插入穿刺器，连接气腹机，建立气腹，置入观察镜，分别置入操作孔道套管

及操作器械，用超声刀分离，用钛夹、管路夹夹壁血管或组织，显露输尿管，于远端切断输尿管，

留置输尿管支架管。游离肠管，肠管切断，断端吻合。肠管肾盂吻合，远端输尿管和肠管吻合，放

置引流管，缝合伤口。

JRD71303 膀胱瓣代输尿管术
消毒，电刀逐层切开，切开膀胱，制作膀胱瓣，关闭膀胱切口，吻合输尿管和膀胱瓣代输尿管，留

置输尿管支架管。

JRD71403
经腹腔镜膀胱瓣代输尿

管术

消毒，选择穿刺部位，插入穿刺器，连接气腹机，建立气腹，置入观察镜，分别置入操作孔道套管

及操作器械，用超声刀分离，用钛夹、管路夹夹壁血管或组织，切开膀胱，制作膀胱瓣，关闭膀胱

切口，吻合输尿管和膀胱瓣代输尿管，留置输尿管支架管。

JRD71304 输尿管膀胱再植术
消毒，电刀逐层切开，显露膀胱和输尿管，切断狭窄输尿管和部分膀胱，留置输尿管支架管，吻合

输尿管和膀胱，放置引流管，缝合伤口。

JRD71404
经腹腔镜输尿管膀胱再

植术

消毒，选择穿刺部位，插入穿刺器，连接气腹机，建立气腹，置入观察镜，分别置入操作孔道套管

及操作器械，用超声刀分离，用钛夹、管路夹夹壁血管或组织，显露膀胱和输尿管，切断狭窄输尿

管和部分膀胱，留置输尿管支架管，吻合输尿管和膀胱，放置引流管，缝合伤口。
3.膀胱

JRE38201 膀胱灌注 会阴消毒，润滑尿道，经尿道膀胱插管，药品灌注。
JRE38301 膀胱区封闭 消毒，穿刺点定位，注射。
JRE38401 经尿道膀胱镜下膀胱注 消毒、局麻、膀胱镜下穿刺点定位、穿刺注射。

JRE38202
经尿道肉毒杆菌毒素括

约肌注射术

截石位，常规消毒，在膀胱镜下，将200单位肉毒毒素溶解于8毫升生理盐水中，镜下确定环形外括

约肌后，插入膀胱注射针，分8个注射点向外括约肌内注射，每点注射1毫升，潜行注射深度1—2厘

米。注射点主要分布于外括约肌环形9点、12点、15点、18点方向，每个方向纵向注射2针。

JRE38203
经尿道膀胱镜肉毒杆菌

毒素胱壁注射术

截石位，常规消毒，膀胱镜下，将300单位型肉毒毒素(100单位/支)溶于15毫升0.9%生理盐水，经

膀胱注射针，分别注射于膀胱底部、顶部、两侧壁，共30点，每点0.5毫升，约10单位肉毒杆菌毒

素。尽量避开膀胱三角区、输尿管开口和膀胱颈，注射深度为膀胱壁粘膜下或浅肌层，约0.5厘米

JRE60401
经膀胱镜尿道镜电灼治

疗

会阴消毒，润滑麻醉尿道，置入套管及闭孔器，推出闭孔器，插入膀胱镜、尿道镜，连接显示器光

源，检查尿道膀胱，电灼(电烧)病变。

JRE60402
经电子膀胱镜尿道镜电

灼治疗

会阴消毒，润滑麻醉尿道，置入套管及闭孔器，推出闭孔器，插入电子膀胱镜、尿道镜，连接显示

器光源，检查尿道膀胱，电灼(电烧)病变。

JRE60403
经纤维膀胱镜尿道镜电

灼治疗

会阴消毒，润滑麻醉尿道，置入套管及闭孔器，推出闭孔器，插入纤维膀胱镜、尿道镜，连接显示

器光源，检查尿道膀胱，电灼(电烧)病变。
JRE60201 经尿道膀胱肿瘤电灼治 会阴消毒，润滑，经尿道外口置入膀胱镜，检查膀胱肿瘤，采用电灼法行肿瘤切除术。
JRE62201 经尿道膀胱肿瘤电切治 会阴消毒，润滑，经尿道外口置入膀胱镜，检查膀胱肿瘤，采用电切法行肿瘤切除术。
JRE60202 经尿道膀胱肿瘤激光治 会阴消毒，润滑，经尿道外口置入膀胱镜，检查膀胱肿瘤，采用激光气化切除法行肿瘤切除术。

JRE60404
经膀胱镜尿道镜激光治

疗

会阴消毒，润滑麻醉尿道，置入套管及闭孔器，推出闭孔器，插入膀胱镜，连接显示器光源，检查

膀胱，退镜检查尿道，激光治疗病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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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RE60405
经电子膀胱镜尿道镜激

光治疗

会阴消毒，润滑麻醉尿道，置入套管及闭孔器，推出闭孔器，插入电子膀胱镜，连接显示器光源，

检查膀胱，退镜检查尿道，激光治疗病变。

JRE60406
经纤维膀胱镜尿道镜激

光治疗

会阴消毒，润滑麻醉尿道，置入套管及闭孔器，推出闭孔器，插入纤维膀胱镜，连接显示器光源，

检查膀胱，退镜检查尿道，激光治疗病变。
JRE38402 经膀胱镜尿失禁治疗 会阴消毒，润滑麻醉尿道，膀胱镜检查，置管，膀胱颈硬化剂注射。
JRE38403 经电子膀胱镜尿失禁治 会阴消毒，润滑麻醉尿道，电子膀胱镜检查，置管，膀胱颈硬化剂注射。
JRE38404 经纤维膀胱镜尿失禁治 会阴消毒，润滑麻醉尿道，纤维膀胱镜检查，置管，膀胱颈硬化剂注射。
JRE41801 膀胱穿刺造瘘术 消毒，局麻，皮肤切开，膀胱穿刺造瘘针穿刺，置入造瘘管，缝合固定。

JRE41301 膀胱切开造瘘术
局部消毒，电刀切开皮肤，切开膀胱进入膀胱，置入引流管，关闭膀胱切口，留置引流管。不含超

声引导。

JRE47401
经尿道输尿管镜支架置

入术

会阴区消毒，利多卡因凝胶润滑尿道，膀胱镜检，扩张输尿管口，插入输尿管镜检查，插入输尿管

支架管。

JRE47402
经膀胱镜输尿管支架置

入术

会阴区消毒，润滑麻醉尿道，插入膀胱镜，检查膀胱，寻找输尿管口，插入导丝，拔出膀胱镜，插

入输尿管支架管。不含X线引导。

JRE47403
经纤维膀胱镜输尿管支

架置入术

会阴区消毒，润滑麻醉尿道，插入纤维膀胱镜，检查膀胱，寻找输尿管口，插入导丝，拔出膀胱

镜，插入输尿管支架管。不含X线引导。

JRE47404
经电子膀胱镜输尿管支

架置入术

会阴区消毒，润滑麻醉尿道，插入电子膀胱镜，检查膀胱，寻找输尿管口，插入导丝，拔出膀胱

镜，插入输尿管支架管。不含X线引导。

JRE47405
经尿道电子输尿管镜支

架置入术

会阴区消毒，利多卡因凝胶润滑尿道，膀胱镜检，扩张输尿管口，插入电子镜输尿管镜检查，插入

输尿管支架管。

JRE48401
经尿道输尿管镜支架取

出术

会阴区消毒，润滑麻醉尿道，插入膀胱镜，检查膀胱，寻找输尿管口，扩张输尿管口，插入导丝，

拔出膀胱镜，插入输尿管镜检查，异物钳取出支架管。

JRE48402
经膀胱镜输尿管支架取

出术
会阴区消毒，润滑麻醉尿道，插入膀胱镜，检查膀胱，寻找输尿管口，异物钳拔管。

JRE48403
经纤维膀胱镜输尿管支

架取出术
会阴区消毒，润滑麻醉尿道，插入纤维膀胱镜，检查膀胱，寻找输尿管口，异物钳拔管。

JRE48404
经电子膀胱镜输尿管支

架取出术
会阴区消毒，润滑麻醉尿道，插入电子膀胱镜，检查膀胱，寻找输尿管口，异物钳拔管。

JRE48405
经尿道电子输尿管镜支

架取出术

会阴区消毒，润滑麻醉尿道，插入膀胱镜，检查膀胱，寻找输尿管口，扩张输尿管口，插入导丝，

拔出膀胱镜，插入电子镜输尿管镜检查，异物钳取出支架管。

JRE48406 经膀胱镜异物取出术
会阴消毒，润滑麻醉尿道，置入套管及闭孔器，推出闭孔器，插入膀胱镜，连接显示器光源，检查

膀胱，取出异物。

JRE48407
经纤维膀胱镜异物取出

术

会阴消毒，润滑麻醉尿道，置入套管及闭孔器，推出闭孔器，插入纤维膀胱镜，连接显示器光源，

检查膀胱，取出异物。

JRE48408
经电子膀胱镜异物取出

术

会阴消毒，润滑麻醉尿道，置入套管及闭孔器，推出闭孔器，插入电子膀胱镜，连接显示器光源，

检查膀胱，取出异物。

JRE48409
经尿道气压弹道膀胱碎

石取石术

会阴消毒，润滑，经尿道外口置入膀胱镜，检查膀胱结石，采用气压行道击碎结石并取出结石、血

块等。

JRE48410
经尿道碎石钳碎石取石

术

会阴消毒，润滑，经尿道外口置入膀胱镜，检查膀胱结石，置入碎石钳，击碎结石并取出结石、血

块等。
JRE48411 经尿道超声碎石取石术 会阴消毒，润滑，经尿道外口置入膀胱镜，检查膀胱结石，采用超声击碎结石并取出结石、血块等

JRE48412
经尿道钬激光膀胱碎石

取石术

会阴消毒，润滑，经尿道外口置入膀胱镜，检查膀胱结石，采用钬激光击碎结石并取出结石、血块

等。
JRE48301 膀胱切开取石术 消毒，电刀逐层切开，切开膀胱，探查膀胱，取出结石，关闭膀胱切口，留置引流管，关闭切口。

JRE62301 膀胱憩室切除术
消毒，电刀逐层切开，切开膀胱，显露憩室，内翻憩室，切除憩室，关闭膀胱切口，留置引流管，

关闭切口。

JRE62302 膀胱瘘管切除术
消毒，电刀逐层切开，显露膀胱，游离后切开膀胱，探查寻得瘘口处，环形切开瘘口周围组织，锐

性分离瘘管后完整切除，关闭膀胱切口，逐层关闭切口。

JRE68301 膀胱破裂修补术
消毒，电刀逐层切开，显露膀胱，清除血肿，探查寻得破裂处，剪除裂口周围挫伤组织后，缝合关

闭膀胱。

JRE68401
经腹腔镜膀胱破裂修补

术

置入气腹针造气腹，置入观察镜，分别置入操作孔道套管及操作器械，用超声刀分离，用钛夹、管

路夹夹壁血管或组织，显露膀胱，清除血肿，探查寻得破裂处，剪除裂口周围挫伤组织后，缝合关

闭膀胱。

JRE68302 膀胱膨出修补术
阴道前壁“┴”形切口，从膀胱筋膜分离阴道前壁，充分暴露膀胱侧面，将膀胱向上推开，在膀胱

膨出部行膀胱表层筋膜的间断褥式缝合，缝合阴道前壁。

JRE68303 膀胱外翻成形术
阴茎头缝牵引线，切开形成膀胱颈旁的两个膀胱周围皮肤瓣做骨盆截骨，充分游离膀胱，在膀胱尿

道结合部开始游离至分离的耻骨缘，将两海绵体缝合一段并关闭其上阴茎皮肤，游离阴茎脚，分离

前列腺尖部，进一步缝合海绵体将前列腺尿道远端拉下缝合，缝合前列腺尿道，缝合关闭膀胱。

JRE68304
带蒂皮瓣转移膀胱外翻

修复术

常规消毒，铺无菌巾，手术设计，将外翻的膀胱粘膜瓣翻转缝合，做骨盆截骨，游离两侧膀胱壁，

膀胱肌层缝合，将形成的带蒂皮瓣转移至腹部创面上，留置导尿管、引流，电凝止血。不含导尿术

、带蒂皮瓣形成术。

JRE68305
腹部筋膜鞘转移膀胱外

翻修复术

常规消毒，铺无菌巾，手术设计，将外翻的膀胱粘膜瓣翻转缝合，做骨盆截骨，游离两侧膀胱壁，

膀胱肌层缝合，将形成的腹直肌前鞘-腹外斜肌筋膜瓣转移至腹壁缺损处，将两侧腹壁组织瓣相对

交叉缝合关闭创口，电凝止血，留置导尿管、引流。

JRE68306
阔筋膜张肌肌皮瓣转移

膀胱外翻修复术

常规消毒，铺无菌巾，将外翻的膀胱粘膜瓣翻转缝合，做骨盆截骨，游离两侧膀胱壁，膀胱肌层缝

合，将形成的同侧肌蒂阔筋膜张肌肌皮瓣通过皮下隧道转移至腹部创面上，留置导尿管，电凝止血

。不含导尿术。

JRE68201
经阴道膀胱阴道瘘修补

术

消毒，置入阴道窥镜，找到阴道前壁的漏口，显露瘘孔，分离瘘管，游离瘘管，膀胱后壁及阴道，

切除瘘管及其周围瘢痕组织，缝合膀胱后壁，缝合阴道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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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RE68402
经腹腔镜膀胱阴道瘘修

补术

消毒，选择穿刺部位，插入穿刺器，连接气腹机，建立气腹，置入观察镜，分别置入操作孔道套管

及操作器械，用超声刀分离，用钛夹、管路夹夹壁血管或组织，消毒，电刀逐层切开，显露膀胱并

切开其前壁，显露瘘孔，分离瘘管，游离瘘管、膀胱后壁及阴道，切除瘘管及其周围瘢痕组织，缝

合阴道壁，缝合膀胱后壁及前壁。

JRE62401
经腹腔镜膀胱憩室切除

术

消毒，选择穿刺部位，插入穿刺器，连接气腹机，建立气腹，置入观察镜，分别置入操作孔道套管

及操作器械切开膀胱，用超声刀分离，用钛夹、管路夹夹壁血管或组织，显露憩室，内翻憩室，切

除憩室，关闭膀胱切口。
JRE62202 经尿道膀胱镜电切术 会阴消毒，润滑，经尿道外口置入膀胱镜，探查膀胱颈病变程度，行相应的电切术。

JRE73301
神经源性膀胱腹直肌移

位术

分离腹直肌前鞘及腹直肌，分离腹直肌后鞘及腹直肌，离断内侧腹直肌腱，游离膀胱后鞘下缘与膀

胱顶后壁间断缝合，腹直肌断端与膀胱颈侧壁及耻骨后骨膜融合，腹直肌内侧缝合于膀胱侧后壁，

缝合前鞘及切口。

JRE68307 膀胱阴道瘘修补术
消毒，电刀逐层切开，显露膀胱并切开其前壁，显露瘘孔，分离瘘管，游离瘘管，膀胱后壁及阴

道，切除瘘管及其周围瘢痕组织，缝合阴道壁，缝合膀胱后壁及前壁。

JRE61301 膀胱部分切除术
消毒，电刀逐层切开，游离膀胱，切开膀胱，探查膀胱，切除部分膀胱壁，关闭膀胱切口，留置引

流管，关闭切口。

JRE61401
经腹腔镜膀胱部分切除

术

消毒，选择穿刺部位，插入穿刺器，连接气腹机，建立气腹，置入观察镜，分别置入操作孔道套管

及操作器械，用超声刀分离，用钛夹、管路夹夹壁血管或组织，游离膀胱，切开膀胱，探查膀胱，

切除部分膀胱壁，关闭膀胱切口。

JRE63301 男性根治性膀胱全切术
消毒，电刀逐层切开，探查，髂血管周围及闭孔血管周围淋巴结清扫，游离切除膀胱，前列腺，切

断输尿管。不含肠管切断与吻合、肠道尿流改道术、原位新膀胱术。

JRE63401
经腹腔镜男性根治性膀

胱全切除术

消毒，选择穿刺部位，插入穿刺器，连接气腹机，建立气腹，置入观察镜，分别置入操作孔道套管

及操作器械探查，用超声刀分离，用钛夹、管路夹夹壁血管或组织，结扎髂内动脉，髂血管周围及

闭孔血管周围淋巴结清扫，游离切除膀胱、前列腺，切断输尿管，尿道封闭，肠管切断与吻合，肠

道尿流改道术或原位新膀胱术，留置输尿管支架管。不含肠管切断与吻合、肠道尿流改道术、原位

新膀胱术。

JRE63302 女性根治性膀胱全切术
消毒，电刀逐层切开，探查，髂血管周围及闭孔血管周围淋巴结清扫，游离切除卵巢子宫附件，切

断输尿管。不含肠管切断与吻合、肠道尿流改道术、原位新膀胱术。

JRE63402
经腹腔镜女性根治性膀

胱全切除术

消毒，选择穿刺部位，插入穿刺器，连接气腹机，建立气腹，置入观察镜，分别置入操作孔道套管

及操作器械探查，用超声刀分离，用钛夹、管路夹夹壁血管或组织，结扎髂内动脉，髂血管周围及

闭孔血管周围淋巴结清扫，游离切除卵巢子宫附件，切断输尿管，尿道封闭，肠管切断与吻合，肠

道尿流改道术或原位新膀胱术，留置输尿管支架管。不含肠管切断与吻合、肠道尿流改道术、原位

新膀胱术。

JRE62303 膀胱尿道全切除术
消毒，电刀逐层切开，探查，结扎髂内动脉，髂血管周围及闭孔血管周围淋巴结清扫，游离切除膀

胱、前列腺，切断输尿管、经会阴切口，切除尿道。不含肠管切断与吻合、肠道尿流改道术、原位

新膀胱术。

JRE62304 肠扩大膀胱术
消毒，电刀逐层切开，探查腹腔，显露膀胱，选择与游离乙状结肠肠袢，切除病变膀胱，吻合游离

乙状结肠袢和膀胱后壁，吻合输尿管和游离乙状结肠，关闭后腹膜，放置引流，缝合腹壁。

JRE62402 经腹腔镜肠扩大膀胱术

消毒，选择穿刺部位，插入穿刺器，连接气腹机，建立气腹，置入观察镜，分别置入操作孔道套管

及操作器械，用超声刀分离，用钛夹、管路夹夹壁血管或组织，探查腹腔，显露膀胱，消毒，电刀

逐层切开，探查腹腔，显露膀胱，选择与游离乙状结肠肠袢，切除病变膀胱，吻合游离乙状结肠袢

和膀胱后壁，吻合输尿管和游离乙状结肠，关闭后腹膜，放置引流，缝合腹壁。

JRE71301 回肠膀胱术
指Brick术。选择适当带血管蒂的肠管，游离切断肠管，肠管断端吻合，游离肠管近端缝合关闭，

双侧输尿管与游离的肠管行端侧吻合，并在输尿管内留置输尿管支架管，游离的输尿管远端腹部造

口，缝合固定。

JRE71401 经腹腔镜回肠膀胱术

消毒，选择穿刺部位，插入穿刺器，连接气腹机，建立气腹，置入观察镜，分别置入操作孔道套管

及操作器械，选择适当带血管蒂的肠管，游离切断肠管，肠管断端吻合，游离肠管近端缝合关闭，

双侧输尿管与游离的肠管行端侧吻合，并在输尿管内留置输尿管支架管，游离的输尿管远端腹部造

口，缝合固定。

JRE71302 可控性回肠代膀胱术

选择适当带血管蒂的肠管，游离切断肠管，肠管断端吻合，游离肠管近端缝合关闭，双侧输尿管与

游离的肠管行端侧吻合，并在输尿管内留置输尿管支架管，游离回肠段放置成U型，肠套叠乳头瓣

形成于回肠袋内，胃肠缝合器固定，防止肠套叠滑脱，对折缝合形成回肠袋，可控性回肠膀胱形

成，并在腹部造口，缝合固定。

JRE71402
经腹腔镜可控性肠膀胱

术

消毒，选择穿刺部位，插入穿刺器，连接气腹机，建立气腹，置入观察镜，分别置入操作孔道套管

及操作器械，选择适当带血管蒂的肠管，游离切断肠管，肠管断端吻合，游离肠管近端缝合关闭，

双侧输尿管与游离的肠管行端侧吻合，并在输尿管内留置输尿管支架管，游离回肠段放置成U型，

肠套叠乳头瓣形成于回肠袋内，胃肠缝合器固定，防止肠套叠滑脱，对折缝合形成回肠袋，可控性

回肠膀胱形成，并在腹部造口，缝合固定。

JRE71303 直肠膀胱术
消毒，电刀逐层切开，探查腹腔，以乙状结肠直肠交界为中点，将肠管纵行剖开20-24厘米，做乙

状结肠直肠侧侧吻合，形成低压贮尿囊，顶端固定于骶骨岬处，两输尿管由贮尿囊上方引入，采用

改良黏膜沟法做抗反流吻合，利用肛门括约肌控制排尿，关闭后腹膜，放置引流，缝合腹壁。

JRE71403 经腹腔镜直肠膀胱术

消毒，选择穿刺部位，插入穿刺器，连接气腹机，建立气腹，置入观察镜，分别置入操作孔道套管

及操作器械，用超声刀分离，用钛夹、管路夹夹壁血管或组织，探查腹腔，以乙状结肠直肠交界为

中点，将肠管纵行剖开20-24厘米，做乙状结肠直肠侧侧吻合，形成低压贮尿囊，顶端固定于骶骨

岬处，两输尿管由贮尿囊上方引入，采用改良黏膜沟法做抗反流吻合，利用肛门括约肌控制排尿。

关闭后腹膜，放置引流，缝合腹壁。

JRE62305 胃代膀胱术

消毒，电刀逐层切开，探查，结扎髂内动脉，髂血管周围及闭孔血管周围淋巴结清扫，游离胃体上

1/3处及距幽门约3厘米切断1/3胃体置放于膀胱窝内，按毕-I式胃大部切除术吻合余下的胃和十二

指肠，恢复胃肠道的连续和畅通，将左右输尿管做瓣抗反流移植在代膀胱后壁上，内置双J管作支

架，关闭代膀胱近胃端，将幽门管与膀胱颈或前列腺被膜吻合，代膀胱前壁做膀胱造瘘，经尿道置

入三腔尿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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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RE62403 经腹腔镜胃代膀胱术

置入气腹针造气腹，置入观察镜，分别置入操作孔道套管及操作器械，用超声刀分离，用钛夹、管

路夹夹壁血管或组织，消毒，电刀逐层切开，探查，结扎髂内动脉，髂血管周围及闭孔血管周围淋

巴结清扫，游离胃体上1/3处及距幽门约3厘米切断1/3胃体置放于膀胱窝内，按毕-I式胃大部切除

术吻合余下的胃和十二指肠，恢复胃肠道的连续和畅通，将左右输尿管做瓣抗反流移植在代膀胱后

壁上，内置双J管作支架，关闭代膀胱近胃端，将幽门管与膀胱颈或前列腺被膜吻合，代膀胱前壁

做膀胱造瘘，经尿道置入三腔尿管。

JRE62306 肠道新膀胱术

消毒，电刀逐层切开，探查，结扎髂内动脉，髂血管周围及闭孔血管周围淋巴结清扫，距回盲部约

20厘米处截取带蒂回肠35-45厘米，恢复肠道连续性，截取段回肠腔用利凡诺反复冲洗，在系膜对

侧缘剖开肠壁，将肠片按W形或U形重新排列，以2-0可吸收缝线缝合成近似球形的新膀胱，底部留

孔与后尿道吻合，双侧输尿管再植入成型的新膀胱内并采用粘膜下潜行1厘米，新膀胱内置膀胱造

瘘管及三腔导尿管。

JRE62404 经腹腔镜肠道新膀胱术

消毒，选择穿刺部位，插入穿刺器，连接气腹机，建立气腹，置入观察镜，分别置入操作孔道套管

及操作器械，消毒，电刀逐层切开，探查，结扎髂内动脉，髂血管周围及闭孔血管周围淋巴结清

扫，距回盲部约20厘米处截取带蒂回肠35-45厘米，恢复肠道连续性，截取段回肠腔用利凡诺反复

冲洗，在系膜对侧缘剖开肠壁，将肠片按W形或U形重新排列，以2-0可吸收缝线缝合成近似球形的

新膀胱，底部留孔与后尿道吻合，双侧输尿管再植入成型的新膀胱内并采用粘膜下潜行1厘米，新

膀胱内置膀胱造瘘管及三腔导尿管。

JRE69301 膀胱颈重建术
消毒，电刀逐层切开，从膀胱前壁向上推开腹膜，游离膀胱尿道连接部，半充盈的膀胱预定作膀胱

瓣的四角缝留置线，横向切开膀胱颈前壁并向两侧沿长，使膀胱底部上移，上翻膀胱瓣，卷于气囊

尿管上并缝合，与膀胱三角尖部缝合，关闭剩余膀胱壁，吻合瓣管与尿道。

JRE57301 膀胱颈悬吊术
消毒，电刀逐层切开，显露膀胱前壁，显示耻骨后间隙，游离膀胱颈和尿道后段，进一步分离其两

侧壁，将膀胱颈及膀胱前壁缝合于腹直肌上，也可同时将尿道后段缝合于耻骨骨膜。

JRE57401 经腹腔镜膀胱颈悬吊术
置入气腹针造气腹，置入观察镜。分别置入操作孔道套管及操作器械、用超声刀分离，用钛夹、管

路夹夹壁血管或组织，显露膀胱前壁，显示耻骨后间隙，游离膀胱颈和尿道后段，进一步分离其两

侧壁，将膀胱颈及膀胱前壁缝合于腹直肌上，也可同时将尿道后段缝合于耻骨骨膜。

JRE68308 膀胱颈部Y－V成形术
消毒，电刀逐层切开，游离膀胱颈后在其前壁作倒Y形切口，牵拉后依次将切口作倒V形缝合，膀胱

造口或经尿道留置气囊导尿管，放置引流。
JRE62307 脐尿管瘘切除术 环绕瘘口作环形切口，提起后锐性分离，直至显露其末端，结扎后完整切除。

JRE62308 脐尿管囊肿切除术
消毒，电刀逐层切开，显露膀胱顶部，充分游离后显露脐尿管，向上游离至脐部，向下游离至膀

胱，找到囊肿并切除。

JRE62309 脐尿管肿瘤切除术
消毒，电刀逐层切开，显露膀胱顶部，充分游离后显露脐尿管，向上游离至脐部并切除，向下游离

至膀胱，根据肿瘤性质采用膀胱部分切除术。
4.尿道

JRF60401 经尿道气压弹道碎石术
会阴消毒，润滑，经尿道外口置入膀胱镜尿道镜，检查尿道结石，采用气压行道击碎结石并取出结

石、血块等。

JRF60402 经尿道激光尿道碎石术
会阴消毒，润滑，经尿道外口置入膀胱镜尿道镜，检查尿道结石，采用激光击碎结石并取出结石、

血块等。

JRF60403 经尿道超声碎石术
会阴消毒，润滑，经尿道外口置入膀胱镜尿道镜，检查尿道结石，采用超声击碎结石并取出结石、

血块等。
JRF48301 尿道切开取石术 消毒，电刀逐层切开，显露结石部，切开尿道，取石钳取出结石，缝合尿道。
JRF65301 尿道狭窄扩张术 会阴消毒，利多卡因凝胶润滑尿道，不同规格尿道探子依次扩张尿道。

JRF47301
尿道扩张+金属支架置

入术

仰卧位，梭形探针探及狭窄并通过狭窄后，以7-13号尿道探子依次扩张尿道，狭窄处位于阴茎根部

吻合口处，在9号探子指引下，放置直径5毫米长5厘米镊钛合金金属支架达球部尿道水平，挤压膀

胱排尿通畅，尿道外口缝合两针丝线固定支架。
JRF40301 尿道狭窄切开吻合术 会阴消毒，经阴道放入电切镜，观察狭窄部尿道，将尿道狭窄处环切开，切除瘢痕，留置尿管。
JRF41301 尿道会阴造口术 先行膀胱造瘘术，会阴消毒，会阴部尿道切开，分离，尿道外翻缝合。不含膀胱造瘘术。

JRF46301 人工尿道括约肌植入术

利用特制的尿道袖套包裹于尿道周围，并由储水囊及控制泵来控制尿道袖套的充胀和减胀，达到控

尿和排尿的目的。取会阴部切口(男性)或腹壁下直切口，游离球部尿道(男性)或膀胱颈(女性)，测

量球部尿道(男性)或膀胱颈(女性)周径后选择合适长度的套袖包绕球部尿道(男性)或膀胱颈(女

性)，另取耻骨上切口分离耻骨后膀胱周围间隙植入储液球囊，将控制泵置于男性阴囊内或女性阴

唇皮下，应用连接管将套袖、控制泵、储液球囊三部分连接起来，手术野放置引流后依层缝合切口

。通过手术的方法将尿道袖套、储水囊、控制泵植入体内，形成人工尿道括约肌。

JRF68301 尿道折叠术
会阴消毒，切开球海绵体肌显露尿道，游离尿道10厘米并拉向一边，分离阴茎海绵体中膈，游离阴

茎海绵体脚约12厘米，复位尿道，将两侧阴茎海绵体肌从脚向上中线间断缝合覆盖于球部尿道。

JRF62801 尿道会师术
消毒，电刀逐层切开，显露膀胱前壁及耻骨后间隙，切开膀胱，经尿道外口及膀胱颈各插入尿道探

子，使其会师于尿道损伤部，将尿道外口插入导入膀胱内再将气囊尿管带入膀胱内并牵引。

JRF71301 尿道吻接术

常规消毒，铺无菌巾，手术设计，异位尿道外口开大，在两尿道断端之间纵形切开至浅筋膜，以导

尿管为支撑，局部皮瓣或粘膜瓣翻转缝合两层，形成缺损段尿道，连接缺损段两断端尿道口，两侧

组织缝合覆盖阴茎腹侧创面，留置引流、导尿管，电凝止血。不含导尿术、皮瓣覆盖、阴囊筋膜皮

瓣或阴囊中隔岛状皮瓣转移术。
JRF60404 尿道良性肿物电灼术 会阴消毒，润滑，经尿道外口置入膀胱镜，寻查尿道肿物，采用电灼方法切除肿物。
JRF61401 尿道良性肿物电切术 会阴消毒，润滑，经尿道外口置入膀胱镜，寻查尿道肿物，采用电切方法切除肿物。
JRF61402 尿道良性肿物冷刀切除 会阴消毒，润滑，经尿道外口置入膀胱镜，寻查尿道肿物，采用冷刀切除肿物。

JRF62301
尿道良性肿物激光气化

切除术
会阴消毒，润滑，经尿道外口置入膀胱镜，寻查尿道肿物，采用激光气化切除方法切除肿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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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RF68302 尿道修补术
会阴消毒，会阴部入路，显露尿道，清除血肿，切开球海绵体肌，显露尿道，寻得尿道破裂处，全

层间断缝合并缝合白膜加固，如尿道大部破裂，可将伤部切断，修剪创缘后吻合。必要时可耻骨劈

开、尿道套入等。

JRF68303 尿道瘘修补术
常规消毒，铺无菌巾，于瘘孔周围切开皮肤，形成皮瓣，将皮肤翻转缝合，于创面周围设计局部皮

瓣转移覆盖创面。

JRF68304 尿道直肠瘘修补术
会阴部入路，显露尿道并游离，分离至尿道时将瘘道切断，将该处尿道游离后，将其和瘘道一并切

除，行尿道对端吻合，将直肠瘘口周围瘢痕切除，直肠创面两层缝合并关闭切口。

JRF68305
经耻骨入路后尿道阴道

修补术

劈开耻骨，仰卧位，耻骨上纵切口，打开膀胱，用尿道探子从尿道内口探查于会阴部可以感觉到探

子头部活动，观察瘘口，切除耻骨联合头侧3/4，显露出膀胱颈和尿道，会阴部阴蒂下方纵切口，

显露出尿道以及阴道口，见尿道瘘近尿道外口，与阴道口相连后出外阴外口，从会阴切开瘘口，分

离出尿道和阴道口，取阴唇皮肤无瘢痕处做转移皮瓣与阴道口缝合成型，将尿道口与外阴固定，尿

道内置入导尿管作支架，阴道内放导尿管作支架，耻骨后放橡皮片引流，逐层缝合，耻骨上膀胱内

置导尿管引流。

JRF68306
皮瓣耦合尿道下裂修复

术

常规消毒，铺无菌巾，手术设计。异位尿道外口开大，阴茎腹侧瘢痕索条切除，阴茎矫直，以一侧

包皮瓣与残存部分尿道板保留，形成部分尿道。龟头形成“V”形皮瓣，以皮瓣以导尿管为支撑，

皮瓣翻转缝合形成缺损段尿道，并与“V”形皮瓣缝合形成新的尿道外口，电凝止血。不含导尿术

、包皮瓣形成术、粘膜采取术、包皮瓣转移覆盖术。

JRF68307
阴囊中隔岛状皮瓣尿道

下裂修复术

常规消毒，铺无菌巾，异位尿道外口开大，阴茎腹侧瘢痕索条切除，阴茎矫直，阴茎腹侧皮下隧道

形成，龟头形成“V”形皮瓣，切开阴囊皮肤，形成以阴囊前、或后动脉为蒂的阴囊中隔岛状皮

瓣，以导尿管支撑，缝合两层形成尿道，形成尿道翻转，与龟头“V”形皮瓣缝合。电凝止血。留

置尿管、引流。不含导尿术、包皮瓣转移术、包皮瓣转移覆盖术。

JRF68308
黏膜片游离移植尿道下

裂分期修复术

常规消毒，铺无菌巾，手术设计。异位尿道外口开大，阴茎腹侧瘢痕索条切除或狭窄尿道切除，阴

茎矫直，将游离口腔粘膜片缝合于阴茎腹侧创面上，包堆适度加压包扎，留置导尿管。电凝止血。

不含导尿术、粘膜切取术、口腔粘膜采取术、包皮瓣转移覆盖术。

JRF68309
皮瓣耦合尿道预制尿道

下裂修复术

常规消毒，铺无菌巾，手术设计。异位尿道外口开大，阴茎腹侧瘢痕索条切除，阴茎矫直，龟头形

成“V”形皮瓣，将游离口腔粘膜缝合于阴茎腹侧白膜上，以导尿管为支撑，将形成一侧包皮瓣翻

转与口腔粘膜缝合形成阴茎段尿道，另一侧包皮瓣覆盖阴茎腹侧创面，电凝止血，留置尿管、引流

。不含导尿术、口腔粘膜切取术、包皮瓣转移覆盖术。

JRF68310
黏膜卷管尿道预制尿道

下裂修复术

常规消毒，铺无菌巾，手术设计。异位尿道外口开大，阴茎腹侧瘢痕索条切除，或狭窄段尿道切

除，阴茎矫直。在阴茎腹侧皮下形成隧道，龟头纵形切开，将游离口腔粘膜片翻转缝合于抗菌素纱

布卷上，并通过皮下隧道缝合，两端包堆包扎，隧道外段以包皮瓣转移覆盖。电凝止血，置引流，

留置导尿管。不含导尿术、除外包皮瓣转移术、除外口腔粘膜切取术、狭窄尿道及瘢痕切除术、粘

膜采取、皮瓣覆盖。

JRF68311
尿道下裂修复术—皮瓣

隧道法

常规消毒，铺无菌巾，异位尿道外口开大，阴茎腹侧瘢痕索条切除，阴茎矫直，阴茎腹侧皮下隧道

形成，龟头形成“V”形皮瓣，切开阴囊皮肤，形成以阴囊前、后动脉为蒂的阴囊中隔岛状皮瓣，

以导尿管支撑，缝合两层形成尿道，形成尿道翻转，通过隧道与龟头“V”形皮瓣缝合，电凝止

血，留置尿管、引流。不含导尿术、狭窄尿道及瘢痕切除术、皮瓣覆盖。

JRF68312

口腔黏膜游离移植与阴

囊中隔岛状皮瓣耦合尿

道下裂修复术

常规消毒，铺无菌巾，手术设计，异位尿道外口开大，阴茎腹侧瘢痕索条切除，阴茎矫直，将游离

口腔粘膜(或皮肤)缝合于阴茎腹侧白膜上，龟头形成“V”形皮瓣，切开阴囊皮肤，形成以阴囊前

、后动脉为蒂的阴囊中隔岛状皮瓣，以导尿管支撑，将皮瓣翻转与阴茎腹侧移植之口腔粘膜(或皮

肤)缝合两层形成尿道，形成以阴茎背浅血管为蒂的包皮瓣转移覆盖阴茎腹侧创面。电凝止血，留

置尿管、引流。不含导尿术、口腔粘膜(皮肤)切取术、包皮瓣形成术、阴囊中隔皮瓣形成术、狭窄

尿道及瘢痕切除术、粘膜采取、皮瓣覆盖。

JRF68313
局部皮瓣尿道下裂修复

术

常规消毒，铺无菌巾，手术设计，异位尿道外口开大，阴茎腹侧瘢痕索条切除，阴茎矫直，龟头形

成“V”形皮瓣，切开阴茎阴囊腹侧皮肤至浅筋膜层，形成阴茎阴囊皮瓣，以导尿管为支撑，皮瓣

翻转缝合形成缺损段尿道，并与龟龟头“V”形皮瓣缝合形成新的尿道外口，两侧组织缝合覆盖阴

茎腹侧创面。电凝止血，留置尿管，引流。不含导尿术、狭窄尿道及瘢痕切除术、皮瓣覆盖。

JRF68314 包皮瓣尿道成形修复术
常规消毒，铺无菌巾，手术设计，异位尿道外口开大，以阴茎背侧浅血管为蒂岛状皮瓣形成尿道，

与近端尿道口吻接。不含包皮瓣移植术。

JRF73301 包皮瓣移植术
常规消毒，铺无菌巾，手术设计，距冠状沟5毫米切开阴茎包皮，正中纵形切开，形成以阴茎背浅

血管为蒂的阴茎包皮瓣，形成尿道，异位尿道外口开大，于包皮瓣尿道吻接，电凝止血，留置尿管

。不含导尿术。

JRF68315
局部皮瓣尿道上裂修复

术

常规消毒，铺无菌巾，手术设计，沿冠状沟切开阴茎背侧，切断阴茎背侧浅悬韧带，切除阴茎背侧

瘢痕索条，以导尿管为支撑，将裂开之尿道粘膜相对缝合至阴茎头，游离并缝合两侧海绵体，将龟

头海绵体形成两个三角瓣交叉包绕尿道外口缝合，将腹侧多余的阴茎皮肤转移至阴茎背侧覆盖创

面，电凝止血，留置尿管、引流。不含导尿术。

JRF68316 尿道阴道瘘修复术
常规消毒，铺无菌巾，设计，剪刀位，经阴道探查瘘口位置，在导尿管支撑下，切开瘘孔周围粘膜

粘膜下层，瘘孔周围形成粘膜瓣，电凝止血，翻转缝合，再形成阴道粘膜瓣转移覆盖，阴道内留置

碘仿纱条。不含导尿术、其它皮瓣转移术。

JRF68317 尿道外口成形术
常规消毒，铺无菌巾，切开狭窄的尿道外口，电凝止血，局部内衬组织翻转缝合，使尿道外口至正

常，留置导尿管。

JRF68318
黏膜卷预制+尿道吻接

一期成形术

常规消毒，铺无菌巾，手术设计，异位尿道外口开大，阴茎远段尿道粘膜卷成形，同时与近端尿道

口吻接一次成形。不含口腔粘膜采取。

JRF68319 尿道下裂Ⅰ期成形术
阴茎下弯分离，矫正下曲畸形，尿道口成形，游离带蒂皮片，皮片反转成管状与尿道吻合，与龟头

成型，缝合阴茎皮肤，尿管保留。不含膀胱造瘘术。

JRF68320 尿道下裂Ⅱ期成形术
游离带蒂皮片，皮片反转成管状与尿道吻合，与龟头成型，缝合阴茎皮肤，尿管保留。不含膀胱造

瘘术。

JRF68321
会阴阴囊皮瓣尿道成形

术

先行膀胱造瘘术，切开尿道狭窄部分，切取带蒂皮片，皮片反转与尿道的吻合，留置尿管。不含膀

胱造瘘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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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RF57301 男性尿道悬吊术

取截石位，会阴部倒R形切口，切开球海绵体肌，暴露球部尿道并沿球部尿道向两侧略作分离，耻

骨联合两侧贴近耻骨支上缘各做小切口，深达腹直肌鞘，取心脏涤纶补片作为球部尿道悬吊时的垫

片，与球部尿道作间断缝合，将穿刺针引导到球部尿道两侧并将1号尼龙线通过穿刺针从耻骨上两

旁切口穿到球部尿道两侧并与涤纶垫片两端缝合，膀胱尿道镜检查证实尼龙线未穿入术后留置导尿
JRF57201 经阴道前壁尿道悬吊术 阴道前壁切口，使用穿刺针置入悬吊器或吊带、固定、关闭切口。
JRF71302 前尿道吻合术 会阴消毒，显露游离球海绵体肌，切开后显露前尿道并充分游离，切除瘢痕狭窄段尿道，吻合尿道
JRF71303 后尿道吻合术 会阴消毒，显露游离后尿道，充分游离，切除瘢痕狭窄段尿道，吻合尿道。

JRF62302 后尿道拖入术
会阴消毒，显露游离后尿道，充分游离，切除瘢痕狭窄段尿道，将后尿道向近端拖入，并与膀胱颈

部吻合，留置导尿管。

JRF68322
尿道上裂膀胱外翻矫治

术

耻骨上切口，分离至盆腔腹膜外，分离膀胱两侧，做骨盆截骨，将膀胱以及膀胱颈部后尿道成型，

尿道上裂修复成型。不含骨盆截骨。

JRF66303 尿道缩窄术
常规消毒，铺无菌巾，以导尿管为支撑，切开阴茎根部浅层组织，游离尿道及两侧海绵体，电凝止

血，缝合缩窄尿道，并将两侧海绵体缝合以紧缩尿道。不含导尿术。

JRF68323
尿道下裂阴茎下弯矫治

术

阴茎下弯分离，切除纤维索带，矫正畸形，游离带蒂皮片，皮片反转成管状与尿道吻合，与龟头成

型，缝合阴茎皮肤，尿管保留。不含膀胱造瘘术。

JRF71305
阑尾输出道可控性尿流

改道术

回盲部肠管去管化，肠吻合，扩大膀胱，输尿管再植，阑尾与皮肤固定。耻骨上横切口，打开膀

胱，于膀胱外找到双侧输尿管，分离至远端切断，分离膀胱并切断，缝合尿道残端，裁剪右侧输尿

管，将其经膀胱粘膜下隧道穿过与膀胱粘膜吻合，打开腹膜，旷置回盲部，保留系膜，肠腔内注入

庆大霉素，将回肠与盲肠作开式吻合，切开回盲部肠系膜对缘，将肠片拼并缝合成袋状，将左侧输

尿管经盲肠粘膜下隧道穿过吻合，将肠袋与膀胱吻合，双侧输尿管内置支架管，扩大膀胱内放入蘑

菇头管，冲洗阑尾腔，阑尾根部用盲肠肌层覆盖2厘米，关闭肠系膜裂孔，缝合腹膜，扩大膀胱位

于腹腔外右侧，阑尾于右下腹戳出，与皮肤吻合，阑尾腔内留置导尿管引流，耻骨后放橡皮片引

JRF62303 尿道瓣膜电切术
会阴消毒，润滑，经尿道外口置入尿道镜，向膀胱内注水，打开排水通道使膀胱内水向外流出，边

退镜观察，寻及瓣膜，更换电切镜，沿尿道切除瓣膜，留置尿管。
JRF62304 尿道黏膜脱垂切除术 消毒，脱垂尿道黏膜切除，缝合尿道，尿管保留。

JRF62305 尿道旁腺囊肿切除术
会阴消毒，局麻，润滑，插入尿管并向外牵拉，切开囊肿表面皮肤，沿囊肿表面分离，完整切除囊

肿。

JRF62306 尿道狭窄瘢痕切除术
常规消毒，铺无菌巾，手术设计，狭窄尿道及阴茎腹侧瘢痕索条松解切除，释放阴茎海绵体白膜，

阴茎矫直，电凝止血。

JRF62307 男性尿道憩室切除术
膀胱镜检查，尿道探子插入憩室，注入美蓝液，插入气囊尿管入膀胱，Y形/中线切口，游离憩室侧

壁，纵形切开，修剪憩室壁，连续内翻缝合粘膜缘，逐层缝合。

JRF62308 女性尿道憩室切除术
会阴消毒，阴唇缝牵引线，尿道镜检查，注入美蓝，憩室上戳口，插入气囊尿管充盈，憩室粘膜上

作荷包缝合，分离憩室，尿道插入气囊尿管至膀胱并牵拉，尿道上横断憩室颈，修剪该处并缝合。

JRF62309 重复尿道切除术
会阴消毒，会阴切口逐层进入，显露出重复尿道，分离其远侧尿道海绵体和尿道，将阴茎套入阴茎

皮肤，于重复尿道进入阴茎头处的近侧切断尿道，向近侧游离尿道，结扎相应血管，将尿道残留的

附着切断。

JRF63301 前尿道癌根治术
会阴消毒，包裹肿瘤，切口距肿瘤0-2.5厘米，根据肿瘤的部位，大小，浸润程度，决定行阴茎部

分切除或全切除术，分离阴茎血管神经，切断尿道及阴茎海绵体，阴茎残端或会阴部尿道口成形。

JRF63302 后尿道癌根治术
会阴消毒，会阴部以及耻骨上切口，行全部阴茎、尿生殖膈、前列腺、精囊、膀胱切除，尿流改

道，盆腔淋巴结清扫。不含各种尿流改道术。

JZW69301 女性尿道重建术
分别在腹部及会阴部切开，游离尿道及膀胱颈，将膀胱颈提起、拉出，切取膀胱瓣，制作尿道，缝

合膀胱颈。尿道会阴移植，阴道前壁缝合覆盖尿道。

JZW68302
男变女性尿道移位成形

术

常规消毒，铺无菌巾，设计切口，阴茎段尿道切除，近心端尿道移位至会阴中部，与局部组织缝合

形成新的尿道外口(女性形态)。不含阴茎切除、会阴成形术。

JRF69301 男性尿道重建术
会阴消毒，会阴部入路，游离尿道，切除病变尿道段(如狭窄等)，采用包皮、阴囊带蒂皮瓣，人工

补片等制作尿道，与正常段尿道吻合，恢复其连续性。
5.其它

JRL47301
血液净化用中心静脉临

时管置管术

指颈内静脉、锁骨下静脉、股静脉等部位的用于血液净化的临时导管置管术。一般用导丝引导法，

在严格消毒后用穿刺针穿刺上述中心静脉后，置入导丝，再将中心静脉临时导管(一般是双腔管)沿

导丝插入中心静脉，最后固定缝合导管于皮肤，并分别在双腔内(动静脉端)封好抗凝剂备用。不含

影像学引导。

JRL47302
血液净化用中心静脉长

期管置管术

指颈内静脉、锁骨下静脉、股静脉等部位的用于血液净化的长期导管置管术。操作过程类似于临时

导管置管术，但需要在皮下作一隧道，将长期导管沿皮下隧道置入中心静脉，导管上有涤纶套可固

定于皮下隧道，不易脱出，也不易并发感染，可长期使用。不含影像学引导。

JRL48301
血液净化用中心静脉临

时管拔除术

在严格消毒后，拆掉固定导管用的缝线，拔除导管，压迫原导管出口，观察确定无出血后包扎伤口

。

JRL48302
血液净化用中心静脉长

期管拔除术

在严格消毒后，局麻并切开涤纶套上方的皮肤，游离涤纶套后，拆掉固定导管的缝线，拔除长期

管，分别压迫导管的皮肤出口和中心静脉入口，观察无出血后包扎伤口。

JRL43301 血液透析导管封管术
每次血液净化治疗结束后用专用碘伏小帽及抗凝药物(或含抗生素)封堵导管，预防凝血，预防或者

治疗感染。

JRL47303 腹膜透析置管术

手术室进行，手术切开法植入各种类型慢性腹膜透析管。腹部消毒铺巾，局麻，旁正中切口，逐层

分离至腹直肌。在腹直肌后鞘及腹膜切口约1厘米，在导丝引导下植入腹膜透析管，导管末端放入

膀胱直肠或子宫直肠窝，于导管的内涤纶套下缘做腹膜和腹直肌后鞘的荷包缝合，间断缝合腹直肌

前鞘，成型皮下隧道，使外涤纶套位于距外口2-3厘米，逐层缝合，切口及导管出口盖敷料。

JRL48303 腹膜透析管取出术

手术室进行，局部麻醉，手术切开法拔除各种类型慢性腹膜透析管，沿原腹部切口左/右侧行一平

行纵切口，钝性分离皮下脂肪，找到腹膜透析管隧道段，并在此处剪断导管，电刀沿透析管分离管

周组织至原荷包缝合处，分离深涤纶套，拔除透析管腹内段，封闭腹腔，在透析管近出口处分离浅

涤纶套，拔除透析管腹外段，逐层缝合，覆盖敷料。不含导管细菌培养。

JRL51301 腹膜透析管换管术
手术室进行，局部麻醉，手术切开法同期进行植入新的各种类型慢性腹膜透析管并且拔除破损或感

染的旧腹透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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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RL47101
经皮穿刺腹膜透析置管

术

治疗室或手术室进行，局部麻醉，腹部小切口。切开皮肤，皮下组织，用带针芯的穿刺针自腹直肌

前鞘穿刺入腹腔，抽出针芯，放入导丝，顺导丝扩张管扩张，顺导丝置入腹透管，抽出导丝。将导

管深涤纶套推入腹直肌内，成形皮下隧道，缝合皮下组织及皮肤。

JRL47401
经简易腹腔镜(Y-Tec)

腹膜透析置管术

手术室进行，应用腹膜透析专用简易腹腔镜植入各种类型慢性腹膜透析管。腹部消毒，局麻，置管

部位皮肤1个戳口，患者头低较高位，注入消毒空气，用穿刺套针自腹直肌前鞘穿刺入腹腔，撤出

针芯，插入腹腔镜观察腹腔。固定好套管位置，抽出腹腔镜，在导丝引导下植入腹膜透析管，使深

涤纶套置于腹直肌内，隧道针成形皮下隧道。

JRL47402
经腹腔镜腹膜透析置管

术

指应用外科(妇科)腹腔镜植入各种类型慢性腹膜透析管。手术室进行，全麻，腹部2个戳口，气腹

机打气腹，一个戳口放腹腔镜观察腹腔，另一个戳口由导丝引导植入腹膜透析管。

JRL55301
腹膜透析导管手术复位

术

手术室进行，手术切开法。自原置管切口下方依层切开组织至腹腔，自切口取出腹透管腹内段将包

裹腹透管的大网膜剥离并进行部分切除结扎，将腹透管腹内段末端重新放入盆腔。逐层关腹，覆盖

敷料。

JRL55302
腹膜透析导管导丝复位

术

无菌条件下分离腹透管与短管，将特制金属导丝插入腹透管，使移位的腹透管末端位置矫正到真骨

盆腔。

JRL61301
腹膜透析导管感染外涤

纶套清除术

无菌条件下，局部麻醉，切开感染的导管出口处，游离感染的浅涤纶套，用刀片将其消除，仔细操

作，避免损伤导管。清理切口后，从导管下方将切开的皮肤缝合，覆盖敷料。
(十三)男性生殖系统
1.睾丸

JSA61102 鞘膜积液穿刺抽液术
会阴及阴囊消毒，局部麻醉，穿刺针刺入鞘膜腔，抽出内容物，送细胞病理学检验，加压包扎，冰

敷。不含病理学检查。
JSA55301 睾丸鞘膜翻转术 消毒，电刀逐层切开，切除多余睾丸鞘膜，翻转缝合鞘膜，缝合切口。
JSA68301 睾丸破裂修补术 消毒，电刀逐层切开，探查伤口，清除血肿，修补睾丸，关闭切口。
JSA68302 交通性鞘膜积液修补术 消毒，电刀逐层切开，游离疝囊，疝囊高位结扎，切除多余鞘膜，关闭切口。

JSA44301 睾丸切开取精子术
外生殖器消毒，局部麻醉，切开睾丸，获取曲细精管置入精子培养液中，缝合睾丸，送常规体外受

精胚胎移植实验室(IVF)，加压包扎，冰敷，显微镜下观察精子质量。不含精子优选处理、精子培

养、精子冷冻。

JSA61101
睾丸穿刺抽吸精子术

(TESA)

外生殖器消毒，局部麻醉，穿刺针刺入睾丸，获取曲细精管或精子，置入精子培养液中，送IVF实

验室，加压包扎，冰敷，显微镜下观察精子质量。不含精子优选处理、精子培养、精子冷冻。

JSA44302
显微镜下睾丸切开取精

术(MTSA)

外生殖器消毒，局部麻醉，固定附睾，阴囊横切口，手术显微镜下在无血管区沿长轴纵行切开白

膜，获取曲细精管，置入精子培养液，送IVF实验室，显微镜下观察精子质量，缝合白膜及伤口各

层，留置引流，包扎，冰敷。不含精子优选处理、精子培养、精子冷冻。

JSA44303 睾丸/附睾精子分离

配制培养液(G-IVF+10%HSA)，二氧化碳培养箱平衡培养6小时以上，手术取出睾丸/附睾组织，置于

预先平衡好的培养液中，体视镜下用TB针将组织撕开，释放出精子及支持细胞，置于倒置显微镜下

观察精子计数，精子形态及活力分析，记录，出报告，所有操作均在万级层流的培养室内，在百级

层流超净工作台内避光完成，最后进行记录，存档，需使用相差显微镜、倒置显微镜。

JSA25301 睾丸/附睾精子冷冻
分离后的睾丸/附睾精子离心去上清后加入冷冻保护剂，分装成4管，双人核对并标记记录，置于程

序冷冻仪中进行程序化冷冻后置于液氮中保存，入库，登记，存档。需使用实体显微镜、倒置显微

镜、程序降温仪。

JSA86302 睾丸/附睾精子复苏
精液解冻后行标准化精液形态分析，将精子用平衡好的精子处理培养液离心洗涤2次后置于三气培

养箱内备用，睾丸精子须在取卵手术前一天解冻，培养过夜，所有胚胎操作均在万级层流的培养室

内，在百级层流超净工作台光完成。需使用倒置显微镜。

JSA75301 自体睾丸移植术
消毒，电刀逐层切开，寻找睾丸，游离睾丸和精索，显微镜下解剖腹壁下动静脉，游离精索血管，

吻合精索内动静脉与腹壁下动静脉，分离阴囊，固定睾丸，留置引流，关闭切口。
JSA07301 睾丸附件扭转探查术 消毒，电刀逐层切开，探察，睾丸附件复位，固定精索，关闭切口。
JSA57301 睾丸固定术 消毒，电刀逐层切开，寻找睾丸，游离睾丸和精索，睾丸与阴囊固定，关闭切口。
JSA57302 隐睾下降固定术 消毒，电刀逐层切开，游离睾丸和精索，疝囊高位结扎，下拉睾丸精索，固定睾丸，关闭切口。

JSA57401
经腹腔镜隐睾下降固定

术

消毒，选择穿刺部位，插入穿刺器，连接气腹机，建立气腹，置入观察镜，分别置入操作孔道套管

及操作器械，切断睾丸和精索，疝囊高位结扎，下拉睾丸精索，固定睾丸，关闭切口。

JSA07401 经腹腔镜隐睾探查术
消毒，选择穿刺部位，插入穿刺器，连接气腹机，建立气腹，置入观察镜，分别置入操作孔道套管

及操作器械，用超声刀分离，用钛夹、管路夹夹壁血管或组织，寻找睾丸，游离睾丸和精索，睾丸

与阴囊固定。

JSA62301 睾丸切除术
常规消毒，铺无菌巾，设计切口，斜行切开阴囊皮肤肉膜及提睾筋膜，于睾丸上端分离精索及睾丸

动脉、精索静脉，分别结扎、切断，分离和提起远端精索及睾丸，切开睾丸鞘膜壁层以验证诊断，

将睾丸与附睾一并切除，术中电凝止血，留置引流。

JSA63301 睾丸肿瘤根治切除术
仰卧位，左下腹横切口，游离精索，从精索远端分离睾丸，切断睾丸引带，打开睾丸鞘膜，分离睾

丸和精索到腹膜后脂肪处，切断精索，切除睾丸肿瘤，精索断端用丝线缝扎。
2.附睾

JSB61101
经皮穿刺附睾精子抽吸

术(PESA)

外生殖器消毒，局部麻醉，穿刺针刺入附睾，获取附睾液置入精子培养液中，送IVF实验室，加压

包扎、冰敷，显微镜下观察精子质量。不含精子优选处理、精子培养、精子冷冻。

JSB44301
显微镜下附睾切开取精

术(MESA)

外生殖器消毒，局部麻醉，固定附睾。阴囊横切口，手术显微镜下切开附睾管，获取附睾液，置入

精子培养液，送IVF实验室，显微镜下观察精子质量，缝合伤口，留置引流，包扎，冰敷。不含精

子优选处理、精子培养、精子冷冻。

JSB62301 附睾切除术 消毒，电刀逐层切开，分离，切除副睾肿物，关闭切口。
3.输精管、精索

JSC43301 输精管结扎术
消毒，局麻，固定输精管，分离切口，钳住输精管，提出输精管，分离输精管，精囊灌注杀精药

物，结扎双侧输精管，还纳输精管，闭合切口。
JSC43101 输精管粘堵术 消毒，局麻，输精管固定，穿刺输精管，插入注射针，检验穿刺成功与否，输精管穿刺注入粘堵剂
JSC62301 输精管角性结节切除术 消毒，局麻，固定输精管，分离输精管，切除结节，闭合切口。
JSC47301 输精管插管术 消毒，电刀逐层切开，输精管固定，输精管穿刺，插管，固定插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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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SC71301 输精管吻合术
消毒，用三指法将输精管结扎固定于阴囊壁，显微镜下在阴囊皮肤局麻，切开，游离精囊端输精

管，分离附睾端输精管，输精管腔内放置支撑物，吻合输精管，缝合切口。

JSC71302 输精管副睾吻合术
消毒，电刀逐层切开，探察阴囊内容物，精囊端输精管注水试验，切开附睾体部头部，切开输精

管，显微镜下输精管和附睾吻合，缝合切口。
JSC40201 经尿道射精管切开术 会阴区消毒，利多卡因凝胶润滑尿道，经尿道置入电切镜，检查并使用激光或电切切开射精管口。
JSD43301 精索静脉曲张高位结扎 消毒，电刀逐层切开腹壁各层，在腹膜后寻找，分离切断精索静脉，缝合关闭切口。

JSD43401
经腹腔镜精索静脉曲张

高位结扎术

消毒，选择穿刺部位，插入穿刺器，连接气腹机，建立气腹，置入观察镜，分别置入操作孔道套管

及操作器械，用超声刀分离，用钛夹，管路夹夹壁血管或组织，在腹膜后分离，切断精索静脉。
JSD71301 精索静脉转流术 消毒，电刀逐层切开，显微镜下分别分离精索血管和腹壁下血管，精索血管和腹壁血管吻合。
JSD62301 精索静脉瘤切除术 消毒，电刀逐层切开，分离静脉瘤，切除静脉瘤，关闭切口。

JSD43302 精索静脉曲张栓塞术
消毒，局麻，透视下经股静脉穿刺插管，确定精索静脉，向精索静脉内放置栓塞物。不含影像学引

导。

JSD71302
显微镜下精索淋巴管静

脉吻合术

用于治疗会阴部淋巴水肿。患者取平卧位，于腹股沟韧带上方做皮肤切口，逐层切开，暴露精索，

在手术显微镜下寻找精索淋巴管及匹配静脉，将静脉及淋巴管分别剪断，静脉远心端结扎，以肝素

盐水冲洗静脉近心端后，游标卡尺测量静脉及淋巴管管径，以无损伤缝线将淋巴管近心端与静脉近

心端行端端套入式吻合并间断缝合关闭静脉吻合口，如静脉与淋巴管管径匹配可行端端吻合，观察

无渗血及渗液后，间断缝合皮肤切口，敷料覆盖伤口，弹力绷带加压包扎。
4.前列腺、精囊腺

JSE38101 前列腺注射 会阴及肛周消毒，局部麻醉，经会阴穿刺针刺入前列腺，注入药物。
JSE38102 前列腺包膜外注射药物 会阴及肛周消毒，局部麻醉。经会阴穿刺针刺入前列腺包膜外周围组织，注入药物。

JSE44201 经直肠电刺激取精
会阴及肛周消毒，电刺激探头置入直肠内，电刺激促射精获取精液，监测刺激强度。不含精子优选

处理、精液分析、精子培养、精子冷冻。

JSE60201 经直肠前列腺微波治疗
会阴及肛周消毒，侧卧位，使用前列腺微波治疗仪，微波探头外套避孕套，经肛门放置前列腺部

位，治疗过程监测直肠内温度。

JSE60202 经尿道前列腺微波治疗
外生殖器及周围消毒，平卧位，表面麻醉，使用前列腺微波治疗仪，微波辐射管经尿道置入至膀

胱，充盈气囊固定，微波治疗，监测温度。

JSE60203 经尿道前列腺射频治疗
外生殖器及周围消毒，平卧位，尿道局部麻醉，使用前列腺射频治疗仪，射频治疗导管经尿道置入

至膀胱，充盈气囊固定，射频治疗，监测温度。
JSE60301 体外高频前列腺治疗 局部清洁，使用高频治疗机，体外照射前列腺部位。

JSE61101 前列腺囊肿抽液治疗
术前准备，彩色多普勒超声确认囊肿的位置及大小，选择囊肿穿刺点及深度，在超声引导下将穿刺

针刺入囊肿内，抽出囊液。图文报告。不含经直肠超声引导、病理学检查。

JSE61102 前列腺脓肿抽液治疗
术前准备，彩色多普勒超声确认囊肿的位置及大小，选择囊肿穿刺点及深度，在超声引导下将穿刺

针刺入囊肿内，抽出脓液，注入抗生素进行治疗。图文报告。不含经直肠超声引导、病理学检查。
JSE65201 经尿道前列腺气囊扩张 局部消毒，尿道润滑，经尿道置入气囊导管，扩张，留置尿管。
JSE47201 经尿道前列腺支架置入 会阴区消毒，尿道润滑，尿道膀胱镜检查，直视下支架置入。
JSE40301 前列腺脓肿切开术 局麻、会阴部切开，脓肿切开、引流，伤口冲洗，留置引流。不含导尿术、膀胱造瘘术。

JSE62301 前列腺囊肿切除术
消毒，电刀逐层切开，耻骨后入路，前列腺分离探查，囊肿分离切除，创面缝合，伤口引流。不含

膀胱造瘘术。

JSE62401
经腹腔镜前列腺囊肿切

除术

消毒，选择穿刺部位，插入穿刺器，连接气腹机，建立气腹，置入观察镜，分别置入操作孔道套管

及操作器械，用超声刀分离，用钛夹、管路夹夹壁血管或组织，耻骨后入路，前列腺分离探查，囊

肿分离切除，创面缝合，伤口引流。
JSE62302 经会阴前列腺囊肿切除 会阴区消毒，会阴部入路，前列腺分离探查，囊肿分离切除，创面缝合，伤口引流。

JSE62402
经尿道膀胱镜前列腺电

切术

会阴区消毒，尿道润滑，尿道膀胱镜检查，切除前列腺组织，电凝止血，膀胱冲洗，取出前列腺组

织，判断切净与否，留置尿管。不含膀胱造瘘术。

JSE60401
经尿道膀胱镜前列腺汽

化术

会阴区消毒，尿道润滑，尿道膀胱镜检查，用激光或其他器械对前列腺组织进行汽化，止血，膀胱

冲洗，留置尿管。不含膀胱造瘘术。

JSE62201
经尿道前列腺激光气化

切除术

会阴区消毒，尿道润滑，尿道膀胱镜检查，激光前列腺切除，止血，膀胱冲洗，留置尿管。不含膀

胱造瘘术。

JSE62202
经尿道前列腺等离子切

除术

会阴区消毒，尿道润滑，尿道膀胱镜检查，使用等离子双极电刀，切除前列腺组织，电凝止血，膀

胱冲洗，取出前列腺组织，留置尿管。

JSE62203
经尿道前列腺激光切除

术

会阴区消毒，尿道润滑，尿道膀胱镜检查，使用激光纤维，剜除前列腺组织，止血，膀胱冲洗，取

出前列腺组织，留置尿管。

JSE62303 耻骨上前列腺摘除术
消毒，电刀逐层切开，耻骨上入路，打开膀胱，探察膀胱，切开膀胱颈后唇，剥离前列腺，剜除前

列腺组织，前列腺窝缝合止血，膀胱造瘘，缝合膀胱，伤口引流。

JSE62304 耻骨后前列腺摘除术
消毒，电刀逐层切开，耻骨后入路，暴露前列腺表面，切开前列腺包膜，剜除前列腺组织，止血，

前列腺创面缝合，伤口引流。不含膀胱造瘘术。

JSE62403
经腹腔镜耻骨后前列腺

摘除术

消毒，选择穿刺部位，插入穿刺器，连接气腹机，建立气腹，置入观察镜，分别置入操作孔道套管

及操作器械，用超声刀分离，用钛夹、管路夹夹壁血管或组织，探查，耻骨后入路，暴露前列腺表

面，切开前列腺，剜除前列腺组织，止血，前列腺创面缝合，伤口引流。不含膀胱造瘘术。

JSE62305
保留尿道耻骨后前列腺

摘除术

消毒，电刀逐层切开，耻骨后入路，分离前列腺表面，切开前列腺，剜除前列腺组织，保留后尿

道，前列腺缝合创面缝合，伤口引流。不含膀胱造瘘术。

JSE63301
经耻骨后前列腺癌根治

术

消毒，电刀逐层切开，耻骨后入路腔淋巴结活检，清扫，分离前列腺尖部，盆筋膜切开，颈部分

离，切除前列腺精囊，膀胱颈部成型，膀胱尿道吻合，关闭切口。不含膀胱造瘘术。

JSE63401
经腹腔镜前列腺癌根治

术

消毒，选择穿刺部位，插入穿刺器，连接气腹机，建立气腹，置入观察镜，分别置入操作孔道套管

及操作器械，用超声刀分离，用钛夹，管路夹夹壁血管或组织，探查，耻骨后或和经腹腔入路腔淋

巴结活检，清扫，分离前列腺尖部，盆筋膜切开，颈部分离，切除前列腺精囊，膀胱颈部成型，膀

胱尿道吻合。

JSE63302 经会阴前列腺癌根治术
经会阴部入路，分离坐骨直肠窝，暴露前列腺直肠筋膜，暴露神经血管束，切断耻骨前列腺韧带，

切断前列腺尖部尿道，游离切除前列腺精囊，切开膀胱颈，膀胱颈部成型，膀胱尿道吻合，放置引

流，缝合切口。不含膀胱造瘘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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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SE63303
保留神经前列腺癌根治

术

消毒，电刀逐层切开，耻骨后入路，盆腔淋巴结活检，清扫，分离前列腺尖部、盆筋膜，切断尿道

外括约肌后层，分离并保留前列腺后外侧的血管神经束，切除前列腺精囊，膀胱颈部成型，膀胱尿

道吻合。

JSE63402
经腹腔镜保留神经前列

腺癌根治术

消毒，选择穿刺部位，插入穿刺器，连接气腹机，建立气腹，置入观察镜，分别置入操作孔道套管

及操作器械，用超声刀分离，用钛夹、管路夹夹壁血管或组织，探查，耻骨后或和经腹腔入路腔淋

巴结活检、清扫，分离前列腺尖部，盆筋膜切开，颈部分离，分离前列腺两侧的神经血管束，切除

前列腺精囊，膀胱颈部成型，膀胱尿道吻合。

JSF62301
经膀胱后精囊肿物切除

术

消毒，电刀逐层切开，打开膀胱，探察膀胱，切开膀胱后壁，分离精囊肿物，切除肿物，缝合膀

胱，留置引流，关闭切口。不含盆腔淋巴结清扫。

JSF62401
经腹腔镜膀胱后精囊肿

物切除术

消毒，选择穿刺部位，插入穿刺器，连接气腹机，建立气腹，置入观察镜，分别置入操作孔道套管

及操作器械，用超声刀分离，用钛夹、管路夹夹壁血管或组织，游离膀胱，进入膀胱与直肠之间，

分离精囊肿物，切除肿物。不含盆腔淋巴结清扫。
5.阴囊

JSG35301 阴囊脓肿引流术 脓肿切开，脓腔引流，冲洗伤口。
JSG62301 阴囊肿物切除术 消毒、局麻、分离肿物并切除、缝合冲洗伤口。
JSG61301 阴囊坏死扩创术 消毒，清除坏死组织，冲洗伤口，伤口放置引流条。

JSG68301 假体置入阴囊成形术
常规消毒，铺无菌巾，设计，阴囊上极切口，分离阴囊内腔穴，将硅胶假体置入腔中，使阴囊两侧

对称，阴囊外形良好，缝合切口，电凝止血，留置尿管及引流。

JSG68302 皮瓣转移阴囊成形术
常规消毒，铺无菌巾，设计，会阴部切口，应用局部皮瓣转移至会阴，形成囊袋状，电凝止血，留

置尿管，引流。不含导尿术、睾丸假体置入术、游离植皮术。

JSG62302
阴囊橡皮肿病变组织切

除阴囊整形术(小)

阴囊最大周径小于25厘米。膀胱截石位，消毒铺巾，插导尿管，备电刀、吸引器，切口起自阴茎根

部腹侧延向双皮下环，继续向下在阴囊阴股沟处留下皮瓣(阴囊成型用)，逐渐延向中线，与对侧切

口连接，从皮下环处逐渐深入游离，仔细游离出睾丸及精索，睾丸多伴有鞘膜积液及增生肥厚，将

其切除并翻转缝合，将睾丸、精索保护欲切口上方，自阴茎根部切口沿阴茎白膜和尿道海绵体外深

入游离至会阴表面，将阴囊皮肤、皮下纤维结缔组织切除，将皮缘皮下组织切除，彻底止血，把阴

囊、精索还原，置引流管，将阴囊皮肤整形缝合。不含植皮。

JSG62303
阴囊橡皮肿病变组织切

除阴囊整形术(中)

阴囊最大周径25-35厘米。膀胱截石位，消毒、铺巾，插导尿管，备电刀、吸引器，切口起自阴茎

根部腹侧延向双皮下环，继续向下在阴囊阴股沟处留下皮瓣(阴囊成型用)，逐渐延向中线，与对侧

切口连接，从皮下环处逐渐深入游离，仔细游离出睾丸及精索，睾丸多伴有鞘膜积液及增生肥厚，

将其切除并翻转缝合，将睾丸、精索保护欲切口上方，自阴茎根部切口沿阴茎白膜和尿道海绵体外

深入游离至会阴表面，将阴囊皮肤、皮下纤维结缔组织切除，将皮缘皮下组织切除，彻底止血，把

阴囊、精索还原，置引流管，将阴囊皮肤整形缝合。不含植皮。

JSG62304
阴囊橡皮肿病变组织切

除阴囊整形术(大)

指阴囊最大周径大于35cm。膀胱截石位，消毒、铺巾，插导尿管，备电刀、吸引器，切口起自阴茎

根部腹侧延向双皮下环，继续向下在阴囊阴股沟处留下皮瓣(阴囊成型用)，逐渐延向中线，与对侧

切口连接，从皮下环处逐渐深入游离，仔细游离出睾丸及精索，睾丸多伴有鞘膜积液及增生肥厚，

将其切除并翻转缝合，将睾丸、精索保护欲切口上方，自阴茎根部切口沿阴茎白膜和尿道海绵体外

深入游离至会阴表面，将阴囊皮肤、皮下纤维结缔组织切除，将皮缘皮下组织切除，彻底止血，把

阴囊、精索还原，置引流管，将阴囊皮肤整形缝合。不含植皮。
6.阴茎

JSH38101 阴茎海绵体内药物注射 阴茎消毒，经阴茎背侧刺入阴茎海绵体，注射药物后压迫止血。
JSH38102 阴茎海绵体灌流治疗 阴茎消毒，局部麻醉，穿刺针刺入海绵体，注入灌流液，观察流出液颜色。局部包扎。
JSH61301 阴茎外伤清创术 消毒，清洁伤口，止血，显微镜下缝合创面。

JSH71301 尿道阴茎海绵体分流术
消毒，阴茎头切开，直达阴茎海绵体末端，分别剜去左右阴茎海绵体末端0.5厘米大小白膜，挤出

积血，肝素水冲洗，阴茎头与阴茎海绵体吻合，缝合阴茎头切口。
JSH42301 阴茎海绵体分离术 切开阴茎皮肤皮下，分离海绵体，阴茎海绵体分离。
JSH62302 阴茎硬结切除术 消毒，局麻，电刀逐层切开，显露斑块，切除斑块，修补白膜缺损，关闭切口。
JSH62303 阴茎囊肿切除术 消毒，局麻，分离囊肿，切除囊肿，缝合切口。
JSH60301 阴茎赘生物电灼术 局部消毒，局部麻醉，高频电刀电灼赘生物，止血，包扎。不含病理学检查。
JSH60302 阴茎赘生物冷冻术 局部消毒，局部麻醉，使用液氮冷冻赘生物，止血、包扎。不含病理学检查。

JSH61302 阴茎部分切除术
消毒，阻断血管，分离背动静脉，横断阴茎海绵体，横断尿道，缝合阴茎海绵体，缝合皮肤，重建

尿道外口。
JSH62301 阴茎全切术 消毒，包裹肿瘤，游离阴茎，切断尿道，切断阴茎海绵体，尿道会阴移植，缝合切口。

JSH62304 阴茎阴囊全切除术
消毒，游离阴茎，阻断血管，分离背动静脉，切断尿道，切断阴茎海绵体，阴囊切除，阴囊部植

皮，尿道会阴部造口，缝合切口。不含尿流改道。

JSH63301 阴茎癌根治性手术
消毒，包裹肿瘤，游离阴茎，阻断血管，分离背动静脉，清除阴茎根部周围脂肪淋巴组织，清除腹

股沟淋巴结，清除髂淋巴结，切断尿道，切断阴茎海绵体，尿道会阴移植，缝合切口。不含盆腔淋

巴结清扫。

JSH53301 阴茎瘢痕挛缩松解术
消毒铺巾，麻醉，沿设计切开皮肤至深筋膜浅层，充分松解瘢痕组织，双极电凝止血。不含植皮、

皮瓣转移术。

JSH74301 阴茎再植术
常规消毒，铺无菌巾，局部清创，于离断部位分离出尿道及血管，将离断的阴茎体、尿道、血管在

显微镜下与近断端相应组织进行吻合，留置导尿。

JSH68301 阴茎重建成形术
游离带蒂皮管，建造尿道的小型皮管，取一段自体肋软骨或硅胶棒，植入海绵体内，缝合海绵体，

缝合阴茎各层。不含阴茎假体植入术。

JSH69301 阴茎再造术
常规消毒，铺无菌巾，以小阴唇瓣行尿道延长，尿道口上移，应用前臂游离皮瓣、阴股沟皮瓣、腹

股沟皮瓣或下腹部皮瓣等，再造阴茎体，阴茎支撑组织置入，尿道成形，留置尿管。不含皮瓣形成

术、支撑体植入。

JSH69302 部分阴茎再造术
常规消毒，铺无菌巾，设计，形在局部轴型血管蒂岛状皮瓣，转移植至阴茎远端，部分皮瓣形成尿

道，部分皮瓣形成阴茎头，留置导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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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名称 项目内涵

JSH69303 岛状皮瓣阴茎再造术

常规消毒，铺无菌巾，设计皮瓣和受区切口，切开皮肤、皮下组织，掀起皮瓣，解剖显露血管蒂，

在受区形成接纳皮瓣的创面，止血，将皮瓣转移至受区，分层缝合皮下和皮肤形成再造阴茎的尿

道，在设计的阴茎根部位置，固定皮瓣和阴茎支撑物(阴茎假体或自体软骨/骨)，用皮瓣包裹阴茎

支撑物和尿道，形成再造阴茎。供瓣区直接缝合或游离植皮。检查确认再造阴茎血运良好后，留置

引流、导尿管。不含皮管成型术、自体软骨/骨的采取术、导尿。

JSH69304 局部皮瓣阴茎再造术
常规消毒，铺无菌巾，包含各种局部皮瓣，设计，切开皮肤至筋膜层，筋膜深层分离形成局部皮

瓣，皮瓣边缘缝合成尿道，皮瓣相对包绕尿道缝合成阴茎体，远侧舌形瓣缝合成阴茎头，成形之阴

茎缝合固定于止骨联合区，留置导尿，电凝止血，留置引流。不含阴茎支撑物切取及植入术、游离

JSH69305
吻合血管游离皮瓣阴茎

再造术

常规消毒，铺无菌巾，包含各种游离皮瓣，设计，切取以一组织小血管为蒂的游离皮瓣，缝合成包

含尿道、阴茎体及阴茎头的器管，缝合固定于耻骨联合区，将血管蒂与受区小血管在显微镜下吻

合，留置导尿。不含阴茎支撑物切取及植入术、游离植皮术。

JZW69302 女变男性阴茎再造术
常规消毒，铺无菌巾，手术设计。以小阴唇瓣行尿道延长，尿道口上移，应用前臂游离皮瓣、阴股

沟皮瓣、腹股沟皮瓣或下腹部皮瓣等再造阴茎体，阴茎假体置入，尿道成形，电凝止血，置入引流

。不含皮瓣形成术、假体植入术。

JSH47301 阴茎假体置入术
常规消毒，铺无菌巾，注射局麻药，于再造阴茎根部及远端分别切开，分离形成隧道，置入阴茎假

体，根部固定于耻骨联合区，电凝止血，留置引流。
JSH68302 阴茎畸形整形术 阴囊皮肤切开，暴露阴茎海绵体，修正海绵体，缝合固定，缝合阴茎各层。

JSH68303 阴茎弯曲矫正术
常规消毒，铺无菌巾，手术设计，异位尿道外口开大，阴茎腹侧瘢痕索条切除，阴茎海绵体伸直，

局部包皮瓣向腹侧移位缝合，电凝止血，留置导尿管。

JSH68304
浅悬韧带切断阴茎延长

术

常规消毒，铺无菌巾，设计切口，注射局麻药，切开皮肤、皮下，电凝止血，钝性分离，解剖浅悬

韧带并离断，电凝止血，置引流，缝合皮瓣。不含局部皮瓣转移术。

JSH68305 隐匿型阴茎矫治术
消毒，用力翻转包皮，纵行切开，阴茎头暴露，切除不良发育组织，横行牵开原背侧纵行切口，游

离并横断腹侧肉膜层，切除肉膜层纤维条索组织，固定阴茎皮肤于阴茎根部白膜上，缝合切口，加

压包扎。

JSH73301 阴茎增粗术
常规消毒，铺无菌巾，设计，阴茎背侧切口或冠状沟切口，白膜浅层分离阴茎背侧形成囊腔，将切

取的游离组织块缝合固定于阴茎白膜浅层，缝合切口，阴茎缠绕包扎，留置导尿管，术中电凝止

血，留置引流。

JSH68306 阴茎阴囊移位整形术
阴囊上弧形切口，纠正阴茎下弯，皮肤成形，尿道下裂修补，缝合，固定阴茎阴囊皮肤，放置引流

管。不含会阴型尿道下裂修补。

JSH68307 阴茎阴囊转位整形术
用于改善外观。仰卧位，阴茎根两侧阴囊边缘做“M”形切口，深达阴囊肉膜，松解阴囊皮肤及肉

膜并将其转移到阴茎后方，阴茎两侧切口对合缝合，阴囊在阴茎后方做Y形缝合，使阴茎恢复前

位，阴囊恢复后位，缝合肉膜层及皮肤层，尿道内置8F气囊管入膀胱引流，包扎敷料。

JSH68308 阴茎阴囊粘连矫治术
常规消毒，铺无菌巾，以导尿管为支撑，切开阴茎阴囊交界处，切断筋膜层血管及纤维条索，电凝

止血，分离阴茎及阴囊，将形成的两侧阴囊皮瓣交叉移位缝合。不含阴茎腹侧延长术、蹼状阴茎矫

JSH68309 阴茎阴囊转位矫治术
常规消毒，铺无菌巾，设计，阴囊两侧上极切口至阴茎阴囊交界处，形成两侧以阴囊下极为蒂的阴

囊筋膜皮瓣，皮瓣后退，转移至阴茎阴囊交界处，供瓣区缝合，放置引流条。电凝止血，留置导尿

JSH73302
阴茎阴囊皮肤撕脱伤回

植术

常规消毒，铺无菌巾，阴茎阴囊皮肤撕脱伤，常规清创，将与人体相连有血运的撕脱组织，清创后

复位缝合，将已失去血运的组织，修剪成全厚或中厚皮片回植于创面上，包堆适度加压固定，留置

导尿管。

JSH62305 阴茎淋巴管瘤切除术
常规消毒，铺无菌巾，手术设计，切除阴茎淋巴管瘤，将瘤体皮肤切取或于身体其他部位取全厚

皮，移植于阴茎白膜浅层，包堆包扎，留置导尿管。不含取皮术。
JSH43301 阴茎静脉结扎术 切开阴茎皮肤皮下，分离阴茎背静脉，给予分离结扎切断。
JSH43302 阴茎背动脉结扎术 切开阴茎皮肤皮下，分离阴茎背动脉，给予分离结扎切断。
JSH69306 阴茎血管重建术 游离腹壁下血管，分离阴茎海绵体或阴茎背血管，与腹壁下血管吻合。

JSH68311 龟头成形术
常规消毒，铺无菌巾，切除阴茎头下瘢痕组织，形成两侧龟头海绵体组织瓣向腹侧转移缝合，包绕

尿道外口，留置尿管。
JSJ53301 嵌顿包茎松解术 消毒，局部麻醉，切开包皮嵌顿环，切除过长的包皮，止血，缝合。

JSJ68310
包茎矫正术—无痛液压

扩张法

常规消毒，铺无菌巾，皮肤表面麻醉，经包皮外口向包皮腔注入生理盐水，液压扩张包皮及包皮外

口，分段多次注入，翻转包皮露出阴茎头，外涂局麻药凝胶及眼药膏，复位。

JSJ68301 包茎整形术
常规消毒，铺无菌巾，设计，沿阴茎包皮口最狭窄处环形切开包皮外板，沿切口缘向包皮内板及外

板分别作两个纵向切口，形成相对的两对三角形包皮瓣，止血后，相互交叉缝合，使包皮口能顺利

翻转显露阴茎头。
JSJ65301 小儿包茎气囊导管扩张 消毒，局麻，经包皮口置入气囊，充气扩张包皮口。
JSJ65302 包皮纵切包茎扩张术 局麻下，消毒、包皮口纵切，扩张包皮口，清洁阴茎头，缝合。

JSJ42301 包皮分离术
取仰卧位，消毒阴茎，行1％地卡因表面湿敷5-10分钟，持弯血管钳轻扩包皮口，地卡因持续湿敷

龟头暴露部位5-10分钟，分离包皮至暴露冠状沟，涂抹金霉素眼膏，包皮复原。

JSJ62301 包皮环切术
常规消毒，铺无菌巾，设计，保留适当长短的包皮内板及外板，在阴茎包皮口环形切开包皮全层并

切除，止血，缝合。含包皮套切术。

JSJ62302
阴茎根部皮肤切除包皮

过长矫治术

常规消毒，铺无菌巾，设计，阴茎根部环形切除阴茎根部全层皮肤，宽度以显露阴茎1/2阴茎头为

标准，保留皮下浅层血管及淋巴管，止血后，缝皮肤切口。

JSJ68302 阴茎包皮过短矫治术
常规消毒，铺无菌巾，设计，沿阴茎冠状沟或阴茎根部环形切开阴茎皮肤皮下，松解粘连至牵拉无

短缩，创面应用游离皮片或于阴囊部设计局部皮瓣覆盖，留置导尿。不含游离植皮术、局部皮瓣转

移术。
JSJ68303 包皮系带过短矫治术 常规消毒，铺无菌巾，将包皮系带“V”形切开，松解粘连使系带后退，电凝止血后，“Y”缝合。

JSJ68304
隐匿阴茎包皮成形筋膜

固定术

卧位，环切包皮外板，纵切开包皮口背侧，使包皮上翻，环切内板，切除远端包皮口皮肤，沿包皮

外板6、2、10点纵向剪开，将阴茎皮肤脱套，松解阴茎皮下组织，扩大包皮口，将阴茎皮肤内外板

缝合，显露阴茎头。

JSJ62303
包皮橡皮肿病变组织切

除包皮整形术

消毒，铺巾，沿包皮外口背侧切开，至包皮内板距冠状沟1厘米，再消毒，插导尿管，游离内板至

冠状沟的粘连，环形切除包皮内外板，再将内外板皮下结缔组织切除，同时将皮瓣削薄，仔细止

血，缝合切口，适当加压包扎。不含植皮。

JSZ71301
腹壁下动脉—海绵体吻

合术
游离腹壁下动脉，分离阴茎海绵体，吻合腹壁下动脉与阴茎海绵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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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SZ71302
腹壁下动脉—阴茎背动

脉端侧吻合术
游离腹壁下动脉，分离阴茎背动脉，吻合腹壁下动脉与阴茎背动脉。

JSZ71303
腹壁下动脉—背深静脉

端侧吻合术
游离腹壁下动脉，分离阴茎背深静脉，吻合腹壁下动脉与阴茎背深静脉。

JSZ62301 会阴淋巴管瘤切除术
常规消毒，铺无菌巾，设计，切除会阴，阴囊部肿块，创面周围设计形成皮瓣，转移覆盖创面，放

置引流管，留置导尿管，电凝止血。不含导尿术、游离植皮术、局部皮瓣形成术。

JSZ07301 两性畸形剖腹探查术

仰卧位。阴蒂头吊牵引线，保留尿道板，切开包皮，阴蒂两侧做切开，保留阴蒂背血管神经束以及

腹侧尿道板。分离出阴蒂海绵体至耻骨前。分离两侧海绵体，切断。尿生殖窦开口腹侧做倒V切

口，分离皮瓣。纵向切开尿生殖窦内侧壁。但是阴道口过深，无法显露，将皮瓣插进尿道口腹侧壁

。尿道内留置导尿管。分离右侧阴唇皮下组织，于肉膜囊外侧分离出上次手术固定于该处的睾丸组

织，游离并横断精索，切除睾丸。阴蒂背侧包皮纵行切开2厘米，将背侧包皮转至阴蒂腹侧。

JSZ07801
经腹腔镜两性畸形剖腹

探查术

消毒，选择穿刺部位，插入穿刺器，连接气腹机，建立气腹，置入观察镜，分别置入操作孔道套管

及操作器械，用超声刀分离，分辨性器官，取活病理学检查，作出诊断。
(十四)女性生殖系统
1.卵巢

JTA34101 经腹卵巢囊肿穿刺术
患者排空膀胱肠道，消毒穿刺区腹壁，铺无菌巾，腹腔穿刺，超声阴道下囊肿穿刺，吸出囊内液

体，引流，留置引流管或必要时肿物腔内注射药物。不含超声引导。

JTA34201 经阴道卵巢囊肿穿刺术
患者排空膀胱、肠道，取膀胱截石位，消毒外阴、阴道、宫颈，铺无菌巾，阴道穹隆穿刺，超声阴

道下囊肿穿刺，吸出囊内液体，引流，必要时囊肿腔内注射药物，再次消毒阴道。不含超声引导。

JTA60301 经腹单侧卵巢打孔术
消毒铺巾后常规开腹，在单侧卵巢上多部位打孔，必要时取卵巢组织活检，电凝止血，必要时可吸

收线缝合止血，关腹。

JTA60401
经腹腔镜单侧卵巢打孔

术

消毒铺巾后切开脐部小切口1厘米以长针穿入腹壁，证实进入腹腔后，充气，建立气腹，放入腹腔

镜，分别于双侧髂棘内侧5厘米处切开0.5厘米小切口，分别放入直径0.5厘米小套管，放置腹腔镜

探查，腹腔镜下单侧卵巢多部位打孔，冲洗腹腔，腹腔镜下单侧卵巢止血。必要时腹腔镜下止血，

关腹。

JTA07301
经腹单侧卵巢切开缝合

术

消毒铺巾后常规开腹，单侧卵巢切开探查，必要时取卵巢组织活检或切除部分卵巢，电凝止血，必

要时可吸收线缝合，关腹。

JTA07401
经腹腔镜单侧卵巢切开

缝合术

消毒铺巾后建立气腹，插入腹腔镜探查，腹腔镜下单侧卵巢切开探查，冲洗腹腔，腹腔镜下单侧卵

巢止血，必要时腹腔镜下缝合，关腹。
JTA68301 经腹单侧卵巢成形术 消毒铺巾后常规开腹，单侧卵巢止血并取活检，缝合修补，卵巢成形，关腹。

JTA68401
经腹腔镜单侧卵巢成形

术

消毒铺巾后建立气腹，插入腹腔镜探查，腹腔镜下单侧卵巢止血并取活检，清理盆腹腔积血，冲洗

腹腔，腹腔镜下单侧卵巢止血，必要时缝合，成形卵巢，留置腹腔引流管，关腹。

JTA45301 经腹单侧卵巢移位术
消毒铺巾后开腹，探查要进行移位的卵巢正常，切断单侧卵巢固有韧带及输卵管岬峡部，游离卵巢

动静脉，将卵巢固定在盆腹腔内或皮下，检查移位的卵巢血运良好，关腹。不含卵巢活检术、卵巢

部分切除术、病理学检查。

JTA45401
经腹腔镜单侧卵巢移位

术

局部皮肤消毒后，切开脐部小切口1厘米以长针穿入腹壁，证实进入腹腔后，充气，建立气腹，放

入腹腔镜，分别于双侧髂棘内侧5厘米处切开0.5厘米小切口，分别放入直径0.5厘米小套管，腹腔

镜探查，探查要进行移位的卵巢正常，腹腔镜下切断单侧卵巢固有韧带及输卵管岬峡部，游离卵巢

动静脉，将单侧卵巢固定在盆腹腔内或皮下，止血，必要时留腹腔引流管，关腹。不含卵巢活检术

、卵巢部分切除术、病理学检查。

JTA07302 经腹盆腔卵巢探查术
消毒铺巾后常规开腹，留取腹水或腹腔冲洗液，全面探查盆腹腔各脏器及盆腹腔腹膜，在可疑病灶

部位取活检，止血，常规关腹。

JTA07402 经腹腔镜卵巢探查术

消毒铺巾，切开脐部小切口1厘米以长针穿入腹壁，证实进入腹腔后，充气，建立气腹，放入腹腔

镜，分别于双侧髂棘内侧5厘米处切开0.5厘米小切口，分别放入直径0.5厘米小套管，必要时可于

脐耻间行第四直径0.5厘米小切口，放置套管，放置腹腔镜观察，留取腹水或腹腔冲洗液，全面探

查盆腹腔各脏器及盆腹腔腹膜，取活检，缝合腹部小切口。

JTA61301
经腹单侧卵巢囊肿剥除

术

消毒术野，铺巾，开腹，留取腹腔冲洗液，探查盆腹腔，暴露卵巢肿物，切开肿瘤包膜剥除肿瘤，

可吸收线缝合卵巢，常规关腹。

JTA61401
经腹腔镜单侧卵巢囊肿

剥除术

消毒术野，铺巾后切开脐部小切口1厘米以长针穿入腹壁，证实进入腹腔后，充气，建立气腹，放

入腹腔镜，分别于双侧髂棘内侧5厘米处切开0.5厘米小切口，分别放入直径0.5厘米小套管，放置

腹腔镜探查，留取腹腔冲洗液，腹腔镜下切开单侧肿瘤包膜剥离肿瘤，放置取物袋取出肿瘤，彻底

止血，留置引流管后关腹。

JTA61302
经腹单侧卵巢冠囊肿剥

除术

消毒术野，铺巾，开腹，留取腹腔冲洗液，探查盆腹腔，暴露肿物，切开卵巢冠囊肿包膜，剥除肿

瘤，可吸收线缝合卵巢冠，检查无渗血后关腹。

JTA61402
经腹腔镜单侧卵巢冠囊

肿剥除术

消毒术野，铺巾后建立气腹，插入腹腔镜探查，留取腹腔冲洗液，腹腔镜下切开卵巢冠，剥离肿

瘤，放置取物袋取出肿瘤，彻底止血，留置引流管后关腹。
JTA61303 经腹单侧卵巢楔形切除 消毒铺巾后常规开腹，切开单侧卵巢并楔形切除部分卵巢取活检，可吸收线缝合卵巢，关腹。

JTA61403
经腹腔镜单侧卵巢楔形

切除术

消毒铺巾后建立气腹，插入腹腔镜探查，腹腔镜下切开单侧卵巢并楔形切除部分取活检，冲洗腹

腔，腹腔镜下单侧卵巢止血，必要时可吸收线缝合，关腹。

JTA62302 经腹单侧卵巢切除术
消毒铺巾后开腹，留取腹腔冲洗液，切断单侧卵巢悬韧带、单侧卵巢固有韧带、切断卵巢系膜，切

除单侧卵巢，缝合各断端止血，关腹。

JTA62402
经腹腔镜单侧卵巢切除

术

消毒铺巾后切开脐部小切口1厘米以长针穿入腹壁，证实进入腹腔后，充气，建立气腹，放入腹腔

镜，分别于双侧髂棘内侧5厘米处切开0.5厘米小切口，分别放入直径0.5厘米小套管，放置腹腔镜

探查，留取腹腔冲洗液，腹腔镜切除单侧卵巢固有韧带和卵巢悬韧带，切断卵巢系膜，切除单侧卵

巢，电凝各断端止血，必要时缝合，留置引流管后关腹。

JTA62303
经腹单侧卵巢输卵管切

除术

消毒铺巾后开腹，留取腹腔冲洗液，切除单侧卵巢悬韧带、单侧卵巢固有韧带、单侧输卵管系膜，

切除单侧卵巢输卵管，缝合各断端止血，关腹。

JTA62304
经腹腔镜单侧卵巢输卵

管切除术

消毒铺巾后建立气腹，插入腹腔镜探查，留取腹腔冲洗液，腹腔镜切除单侧卵巢固有韧带和卵巢悬

韧带，切除单侧输卵管系膜、单侧卵巢和输卵管，电凝各断端止血，必要时缝合，留置引流管后关

腹。不含病理学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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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TA63301 经腹卵巢癌分期手术
消毒铺巾后开腹，留取腹水或腹腔冲洗液，全面探查盆腹腔各脏器及盆腹腔腹膜，切除全子宫及双

附件、盆腔及腹主动脉旁淋巴结、大网膜、阑尾及盆腹腔可疑病灶，必要时取活检，放置引流管，

常规关腹。不含病理学检查。

JTA63401
经腹腔镜卵巢癌分期手

术

消毒铺巾，切开脐部小切口1厘米以长针穿入腹壁，证实进入腹腔后，充气，建立气腹，放入腹腔

镜，分别于双侧髂棘内侧5厘米处切开0.5厘米小切口，分别放入直径0.5厘米小套管，必要时可于

脐耻间行第四直径0.5厘米小切口，放置套管。留取腹水或腹腔冲洗液，全面探查盆腹腔各脏器及

盆腹腔腹膜，切除全子宫及双附件、盆腔及腹主动脉旁淋巴结、大网膜、阑尾及盆腹腔可疑病灶，

必要时取活检，放置引流管，常规关腹。不含病理学检查。

JTA73301 经腹单侧卵巢移植术
消毒铺巾后开腹，行双侧输卵管切除术，切除子宫角部，固定单侧卵巢于子宫角部，吻合卵巢血

管，检查卵巢的血供，关腹。不含患者卵巢切除术、取卵巢术、卵巢修剪保存术。

JTA73401
经腹腔镜单侧卵巢移植

术

消毒铺巾后，切开脐部小切口1厘米以长针穿入腹壁，证实进入腹腔后，充气，建立气腹，放入腹

腔镜，分别于双侧髂棘内侧5厘米处切开0.5厘米小切口，分别放入直径0.5厘米小套管，腹腔镜探

查盆腹腔，行单侧输卵管切除术，切除单侧子宫角部，固定单侧卵巢于子宫角部，吻合单侧卵巢血

管，检查卵巢的血供，关腹。

JTA44101 经阴道穿刺采卵术

消毒铺巾，阴道B超探头带消毒套并套上针导，选择穿刺位点，经阴道穿刺入盆腔穿刺卵泡，负压

吸引，吸空卵泡，吸出卵泡液置于IVF工作热台，送IVF实验室在显微镜下找卵，逐个穿刺抽吸其它

卵泡。取卵术在净化手术室完成，体外培养在操作在万级层流室、百级净化体外受精(IVF)工作站

内完成，需使用倒置显微镜和实体显微镜等。

JTA44301 经腹取卵术

消毒铺巾开腹，用取卵针入套管中，迅速刺入卵泡，专用负压吸引器吸引卵泡液致专用试管，吸取

卵泡液致卵泡空，继续抽吸其他卵泡，反复操作吸空全部卵泡(平均10到20个卵泡)。吸出卵泡液置

于专用保温设备内后，立即体外受精－胚胎移植(IVF)实验室找卵。需使用装有恒温热台的实体显

微镜和倒置显微镜。

JTA44401 经腹腔镜取卵术

在万级层流的培养室、百级层流超净工作台内避光完成操作，需使用装有恒温热台的实体显微镜和

倒置显微镜，正规腹腔镜操作。建立气腹，2-3个穿刺口。用取卵针入套管中，迅速刺入卵泡，专

用负压吸引器吸引卵泡液至专用试管，吸取卵泡液至卵泡空，继续抽吸其他卵泡，反复操作吸空全

部卵泡(平均10到20个卵泡)，吸出卵泡液置于专用保温设备内后，立即送实验室找卵。
2.输卵管

JTB34201
经阴道单侧输卵管积水

穿刺术

膀胱截石位，消毒外阴阴道，铺无菌巾、单，经阴道穹窿穿刺，单侧输卵管穿刺(必要时B超引导

下)，抽吸积水。必要时输卵管内灌注药物治疗。不含超声引导。

JTB34301
经腹单侧输卵管积水穿

刺术

消毒铺巾，局部麻醉，腹腔穿刺术，穿刺单侧输卵管积水，抽吸引流(必要时B超引导)，必要时输

卵管内灌注药物治疗，术毕敷贴伤口。不含超声引导。

JTB34401
经腹腔镜单侧输卵管积

水穿刺术

消毒铺巾后，切开脐部小切口1厘米以长针穿入腹壁，证实进入腹腔后，充气，建立气腹，放入腹

腔镜，分别于双侧髂棘内侧5厘米处切开0.5厘米小切口，分别放入直径0.5厘米小套管，腹腔镜探

查，单侧输卵管积水穿刺。必要时输卵管内用药。

JTB38201
经阴道单侧输卵管内药

物注射

指宫外孕药物介入治疗。膀胱截石位，消毒外阴阴道，铺无菌巾、单，经阴道穹窿穿刺，单侧输卵

管胎囊穿刺，囊内注射药物。不含超声引导。

JTB38301
经腹单侧输卵管内药物

注射

指宫外孕药物介入治疗。消毒铺巾后开腹，探查盆腹腔，单侧输卵管胎囊穿刺，超声引导下囊内注

射药物。

JTB38401
经腹腔镜单侧输卵管内

药物注射

指宫外孕药物介入治疗。消毒铺巾后切开脐部小切口1厘米以长针穿入腹壁，证实进入腹腔后，充

气，建立气腹，放入腹腔镜，分别于双侧髂棘内侧5厘米处切开0.5厘米小切口，分别放入直径0.5

厘米小套管，腹腔镜探查，单侧输卵管胎囊穿刺，囊内注射药物治疗。

JTB61201
苗勒氏管囊肿穿刺抽液

治疗

术前准备，彩色多普勒超声确认囊肿的位置及大小，选择囊肿穿刺点及深度，穿刺引导套组，在超

声引导下将穿刺针刺入囊肿内，抽出囊液。图文报告。不含经直肠超声引导、病理学检查。

JTB26401 经宫腔镜输卵管镜治疗

取出术前放置的宫颈扩张棒，消毒铺巾，留置导尿，器械准备：拿取灭菌好的输卵管镜、宫腔镜部

件，连接部件并与气腹机膨宫、光源、主机、电凝装置连接，放置窥器暴露宫颈，再次消毒阴道、

宫颈，适当扩张宫颈放置带操作孔道的宫腔镜，常规探查宫腔情况，确定双侧输卵管开口，经宫腔

镜操作孔道放置输卵管镜，并在宫腔镜直视下送入输卵管开口内，探查输卵管腔内情况，明确输卵

管病变原因，进行相应的治疗，如粘连分离、息肉摘除等，术毕再次消毒宫颈、阴道。

JTB70402
经宫腔镜双侧输卵管插

管通液术

取出术前放置的宫颈扩张棒，消毒铺巾，留置导尿，器械准备：拿取灭菌好的腹腔镜用物、宫腔镜

部件，连接部件并与气腹机膨宫、光源、主机、电凝装置连接，形成气腹，放置穿刺套管，置镜探

查盆、腹腔情况，确定腹腔无异常，放置窥器暴露宫颈，再次消毒阴道、宫颈，扩张宫颈至12号，

腹腔镜下置镜常规探查宫腔情况，确定异物位置、性质，用电切镜针状电极划开组织，用一次性异

物钳取出异物，再次探查宫腔，内镜下电凝止血，术毕再次消毒宫颈、阴道，排净腹腔残余气体，

缝合切口，消毒覆盖伤口。

JTB47301 输卵管选择性插管术
在腹腔镜下操作，用特殊的转向装置的宫腔镜，选用专用一次性导管插入子宫输卵管口，注入药液

检查输卵管通畅情况。

JTB70201 经阴道输卵管通气术
膀胱截石位，外阴阴道消毒铺巾，放置窥器，暴露宫颈，探宫腔长，将通液器置于宫口，或将通气

管置入子宫腔并固定，连接压力测定装置，向宫腔注入空气，描计宫腔压力变化，询问患者腹痛情

况，评定输卵管通畅情况。不含超声引导、病理学检查。

JTB70202 经阴道输卵管通液术
膀胱截石位，外阴阴道消毒铺巾，放置窥器，暴露宫颈，探宫腔长，将通液器置于宫口，或通液管

置入子宫腔，充盈球囊固定，连接压力测定装置，用通液管向宫腔注入通液用药物，描计宫腔压力

变化和询问患者腹痛情况，评定输卵管通畅情况。不含超声引导、病理学检查。

JTB38402
经腹腔镜输卵管高压洗

注术
在无菌手术室内全麻下手术。导管插入输卵管，高压冲液分离粘连。

JTB38403
腹腔镜辅助下输卵管镜

插管通水术

在腹腔镜下操作，宫腔镜下插入输卵管镜，专用一次性导管插入子宫输卵管口，注入药液检查输卵

管通畅情况。

JTB43401
经腹腔镜输卵管电凝结

扎术

消毒铺巾，建立气腹，两到三个穿刺口，镜下采用套环法（套环器）、钛夹法（钛夹钳）或电凝切

断法离断双侧输卵管。穿刺置腹腔镜观察，电凝离断双侧输卵管，关腹。

JTB43402 经腹腔镜输卵管结扎术
消毒铺巾，切开脐部小切口1厘米以长针穿入腹壁，证实进入腹腔后，充气，建立气腹，放入腹腔

镜，分别于双侧髂棘内侧5厘米处切开0.5厘米小切口，分别放入直径0.5厘米小套管，腹腔镜下观

察，游离输卵管，结扎管腔，缝合系膜包埋近端暴露远端，关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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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TB43301 经腹输卵管结扎术

在无菌手术室内完成。在局麻或其它麻醉下手术，常规腹部皮肤消毒铺巾，分层切开腹壁各层后，

寻找输卵管，系膜下注入少量盐水后切开输卵管系膜，游离输卵管后切除部分输卵管，结扎近端。

缝合系膜并将近端包埋在系膜内，结扎远端输卵管，同法处理对侧输卵管，探查无出血，清点敷料

器械，缝合线依次缝合腹壁各层。
JTB43302 经阴道输卵管粘堵绝育 膀胱截石位，消毒外阴阴道及宫颈，探测宫腔，输卵管插管，注射粘堵剂，X线片判断效果。

JTB40301 经腹单侧输卵管开窗术
消毒铺巾后开腹，在输卵管膨大处沿输卵管纵轴切开单侧输卵管，取出管内容物，开窗缝合止血，

关腹。

JTB40401
经腹腔镜单侧输卵管开

窗术

消毒铺巾后切开脐部小切口1厘米以长针穿入腹壁，证实进入腹腔后，充气，建立气腹，放入腹腔

镜，分别于双侧髂棘内侧5厘米处切开0.5厘米小切口，分别放入直径0.5厘米小套管，腹腔镜探

查，在输卵管膨大处沿输卵管纵轴切开单侧输卵管，取出管内容物，电凝开窗部位止血，必要时可

吸收线缝合，留置引流管后关腹。

JTB61302
经腹单侧输卵管系膜囊

肿剥除术

消毒术野，铺巾，开腹，留取腹腔冲洗液，探查盆腹腔，暴露肿物，切开输卵管系膜剥除肿瘤，可

吸收线缝合输卵管系膜，检查无渗血后关腹。

JTB61402
经腹腔镜单侧输卵管系

膜囊肿剥除术

消毒术野，铺巾后切开脐部小切口1厘米以长针穿入腹壁，证实进入腹腔后，充气，建立气腹，放

入腹腔镜，分别于双侧髂棘内侧5厘米处切开0.5厘米小切口，分别放入直径0.5厘米小套管，放置

腹腔镜探查，留取腹腔冲洗液，腹腔镜下切开输卵管系膜，剥离肿瘤，放置取物袋取出肿瘤，彻底

止血，留置引流管后关腹。
JTB62301 经腹单侧输卵管切除术 消毒铺巾，开腹，切除单侧输卵管系膜及输卵管，缝合断端止血，关腹。

JTB62401
经腹腔镜单侧输卵管切

除术

消毒铺巾后建立气腹，插入腹腔镜探查，腹腔镜下切除单侧输卵管系膜和输卵管，电凝断端止血，

必要时缝合，留置引流管后关腹。

JTB68301
经腹单侧输卵管伞端成

形术
消毒铺巾，开腹分离输卵管周围粘连，开放管腔，人工造伞，镜下显微外翻缝合。

JTB68401
经腹腔镜单侧输卵管伞

端成形术
消毒铺巾，建立气腹，穿刺，分离输卵管周围粘连、开放管腔，人工造伞，镜下显微外翻缝合。

JTB70301
经腹单侧输卵管宫角植

入术

消毒铺巾后开腹，游离单侧通畅输卵管段，切除输卵管阻塞段，将输卵管固定于子宫角，特殊缝线

显微外科缝合输卵管与子宫角部，关腹。

JTB70401
经腹腔镜单侧输卵管宫

角植入术

局部皮肤消毒后建立气腹，插入腹腔镜探查，游离单侧通畅输卵管段，切除输卵管阻塞段，将输卵

管固定于子宫角，腹腔镜下特殊缝线显微外科缝合输卵管与子宫角部，止血，留取腹腔冲洗液，关

JTB70302
经腹显微镜下单侧输卵

管吻合术

消毒铺巾，放置宫腔管备术中通液，开腹，显微镜下分离输卵管及系膜、打开远端近端输卵管管

腔，检测输卵管通畅度，显微镜下吻合单侧输卵管各4针、吻合输卵管系膜，再次检测吻合后通畅

JTB71401
经腹腔镜单侧输卵管吻

合术

消毒铺巾。切开脐部小切口1厘米以长针穿入腹壁，证实进入腹腔后，充气，建立气腹，放入腹腔

镜，分别于双侧髂棘内侧5厘米处切开0.5厘米小切口，分别放入直径0.5厘米小套管，必要时可于

脐耻间行第四直径0.5厘米小切口，放置套管，放置宫腔管备术中通液，腹腔镜下探查盆腹腔，腹

腔镜下、显微镜下分离单侧输卵管及系膜、打开远端近端输卵管管腔，检测输卵管通畅度，显微镜

下吻合单侧输卵管各4针、吻合输卵管系膜，再次检测吻合后通畅度。
JTB68302 经腹输卵管整形术 消毒铺巾，开腹，分解粘连后输卵管整形，检查输卵管通畅性，预防粘连，关腹。

JTB68402 经腹腔镜输卵管整形术
消毒铺巾，切开脐部小切口1厘米以长针穿入腹壁，证实进入腹腔后，充气，建立气腹，放入腹腔

镜，分别于双侧髂棘内侧5厘米处切开0.5厘米小切口，分别放入直径0.5厘米小套管，分解粘连后

输卵管整形，检查输卵管通畅性，预防粘连。

JTB73201 经阴道配子移植术

手术操作在万级层流手术间进行，精液处理在万级层流的培养室、百级层流超净工作台内完成。超

声引导下采卵，实验室镜下找卵，采集精液并标准化精液分析。取卵后将分离出的精子加入卵培养

液中，培养3-4个小时后将精子及卵吸入移植管。经阴道将特殊移植管通过套管进入通畅的输卵管

中，推入配子混悬液。

JTB73401
经腹腔镜输卵管内配子

移植术

手术操作在万级层流手术间进行，精液处理在万级层流的培养室、、百级层流超净工作台内完成，

需使用装有恒温热台的实体显微镜、倒置显微镜。超声引导下采卵，实验室镜下找卵，采集精液并

标准化精液分析。取卵后将分离出的精子加入卵培养液中，培养3-4个小时后将精子及卵吸入移植

管，按正规腹腔镜操作，建立气腹，2-3个穿刺口，将特殊移植管通过套管进入通畅的输卵管中，

推入配子混悬液，需专门人员准备相应设备保存、运送配子。

JTB73301 输卵管复通术
分离输卵管与肠管等组织的粘连，自输卵管伞端插入一导管，注入美蓝液，确定病变部位。在子宫

底部，于输卵管进入子宫角部卧式Y字形切开子宫肌层，分离输卵管子宫口，导管从输卵管子宫口

插入宫腔作支架，用6-0无创线间断缝合。手术困难，容易出血，必要时阻断子宫血流。
3.子宫

JTC38201 宫颈注射
膀胱截石位，外阴消毒，铺盖无菌巾，放置窥器，暴露宫颈阴道，干棉球擦净宫颈粘液，消毒宫颈

阴道，于宫颈外口多点注射治疗药物，穿刺针眼压迫止血。

JTC47201 子宫托放置
膀胱截石位，外阴消毒，铺盖无菌巾，检查脱垂的脏器有无病变和异常，还纳脱垂的脏器，佩戴子

宫托，指导子宫托放置护理知识。

JTC60201 宫颈激光治疗
膀胱截石位，外阴阴道消毒铺巾，消毒宫颈，查看病变部位，激光烧灼宫颈病变部位，创面止血，

宣教术后注意事项。

JTC60202 宫颈微波治疗
膀胱截石位，外阴阴道消毒铺巾，消毒宫颈，查看病变部位，微波烧灼宫颈病变部位，创面止血，

宣教术后注意事项。不含宫颈活检术、病理学检查。

JTC60203 宫颈电熨治疗
膀胱截石位，外阴阴道消毒铺巾，消毒宫颈，查看病变部位，电凝探头烧灼宫颈病变部位，创面止

血，宣教术后注意事项。

JTC60204 宫颈冷冻治疗
膀胱截石位，外阴阴道消毒铺巾，消毒宫颈，查看病变部位，一次性液氮治疗宫颈病变部位，创面

止血，宣教术后注意事项。

JTC62201 宫颈息肉切除术
外阴阴道消毒铺巾，放置窥器，暴露宫颈，宫颈局麻，用齿卵圆钳夹持息肉组织，顺时针旋转摘除

息肉，检查息肉根蒂创面出血，电凝止血，出血活跃时缝合、止血纱布或止血制剂止血。

JTC62401
经宫腔镜宫颈管息肉切

除术

外阴阴道消毒铺巾，放置窥器，暴露宫颈，置入宫腔镜明确宫管颈息肉部位、大小、数目，用单、

双极切除息肉，检查息肉根蒂创面出血，电凝止血或止血制剂止血。

JTC65201 宫颈扩张术
膀胱截石位，外阴消毒铺盖无菌巾，双合诊或三合诊盆腔检查，放入窥器暴露宫颈阴道，干棉球擦

净宫颈粘液，消毒宫颈阴道，钳夹牵引宫颈，探针探查宫颈管达内口水平，宫颈扩张器逐渐从2号

扩至8号，分离粘连及宫腔内液体引流，重复消毒宫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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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TC42201
经阴道宫颈管粘连分离

术

膀胱截石位，外阴阴道消毒铺巾，放置窥器，暴露宫颈，用探针试探进入宫颈管，探针探测宫腔，

必要时B超引导监护下，5-8号扩张棒逐号分离宫颈粘连，术毕酌情放置宫颈引流管或宫内节育器。

JTC68201 宫颈成形术
外阴阴道消毒铺巾，放置窥器，暴露宫颈，以可吸收缝线视宫颈创面内翻或“8”字缝合宫颈，避

免封闭宫颈管。
JTC62202 宫颈部分切除成形术 膀胱截石位，消毒外阴，阴道宫颈，铺巾，暴露宫颈，宫颈部分切除成形，主韧带缩短。

JTC43202 经阴道宫颈内口环扎术
消毒外阴、阴道，铺单，暴露宫颈并消毒，于近宫颈内口水平环形缝合宫颈，使四号扩张棒能顺利

通过，再次消毒。

JTC43201
子宫颈管环扎术(Mc—

Donald)

指孕期手术。膀胱截石位，消毒铺巾，消毒阴道，缝合线环形缝合宫颈内口，打结松紧适度，使4

号扩宫棒能顺利通过。

JTC68202 妊娠期紧急宫颈环扎术
指孕周小于32周，孕期宫口开大或宫颈管展平。膀胱截石位，消毒铺巾，消毒阴道，经阴道检查宫

口开大情况，缝合线环形缝合开大之宫颈内口，打结松紧适度，使4号扩宫棒能顺利通过为宜。
JTC68203 轻度子宫颈裂伤修补术 指产时宫颈裂伤深度小于1.5厘米。清理阴道内积血，按上下叶检查裂伤部位，缝合。
JTC68204 中度子宫颈裂伤修补 指产时宫颈裂伤深度1.5厘米—3厘米。清理阴道内积血，按上下叶检查裂伤部位，缝合。
JTC68205 重度子宫颈裂伤修补 指产时宫颈多处裂伤，深度大于3厘米。清理阴道内积血，按上下叶检查裂伤部位，缝合。

JTC62301 经腹宫颈肌瘤剔除术

腹部消毒铺巾，逐层开腹，探查盆腔，打开子宫膀胱(直肠)腹膜返折，辨认瘤体与周围器官比邻，

逐个剔出肌瘤，1号可吸收线关闭瘤腔，检查毗邻器官有无损伤，缝合子宫膀胱(直肠)返折，负压

吸引冲洗器吸出盆腔血液，盐水冲洗盆腹腔，止血凝胶或止血纱布止血，逐层关腹，一次性敷贴覆

盖腹部伤口。

JTC62204 经阴道宫颈肌瘤剔除术
外阴阴道消毒铺巾，暴露宫颈，探查肌瘤位置，打开前穹隆(后穹窿)，打开子宫膀胱(直肠)返折，

暴露并剔出肌瘤，可吸收线缝合瘤腔，关闭前(后)穹窿酌情引流。

JTC62402
经腹腔镜宫颈肌瘤切除

术

消毒铺巾后建立气腹，腹腔镜探查，腹腔镜下打开子宫膀胱(直肠)腹膜返折，剔出肌瘤，1号可吸

收线关闭瘤腔，缝合子宫膀胱(直肠)返折，碎瘤器旋切取出肌瘤组织，盐水冲洗盆腹腔，止血凝胶

或止血纱布止血，负压吸引吸出冲洗液，留置引流管，关腹，一次性敷贴覆盖腹部伤口。

JTC61302 宫颈环形电切术

膀胱截石位，臀腹部铺盖消毒巾，外阴消毒，放入窥阴器，消毒宫颈阴道，于一侧大腿内侧粘贴高

频电刀圈（LEEP）电极板，于阴道外口处固定滤过性吸烟管，宫颈局麻，选择与宫颈转化区大小相

匹配的高频电刀圈（LEEP）电极，采用高频电切或电凝混合设置，一次性直线切除宫颈转化区的全

部或局部，电球电极电凝止血。

JTC61303 宫颈锥形切除术
外阴阴道消毒铺巾，放置窥器，暴露宫颈，宫颈涂5%碘酒，宫腔镜沿可着色区域外0.5厘米，冷刀

锥形切除宫颈，深度达宫颈内口，电凝创面止血，可吸收缝线缝合创面，宫颈管内放置碘仿纱条或

凡士林纱布压迫。

JTC61202
经阴道子宫颈部分切除

术

膀胱截石位，消毒铺巾，环切宫颈，分别上推膀胱和直肠，切断主骶韧带，切除部分宫颈，宫颈缝

合或电凝止血。

JTC63301 经腹子宫颈广泛切除术
消毒铺巾，开腹，距宫颈3-4厘米环切阴道，分离阴道粘膜并包裹宫颈，上推直肠、膀胱，依次切

除缝合双侧子宫主韧带、骶韧带3厘米以上，切除宫颈2-3厘米，环扎宫颈，将阴道粘膜缝合到残留

宫颈上，关腹。

JTC63401
经腹腔镜子宫颈广泛切

除术

消毒铺巾，切开脐部小切口1厘米以长针穿入腹壁，证实进入腹腔后，充气，建立气腹，放入腹腔

镜，分别于双侧髂棘内侧5厘米处切开0.5厘米小切口，分别放入直径0.5厘米小套管，必要时可于

脐耻间行第四直径0.5厘米小切口，放置套管，腹腔镜观察，距宫颈3-4厘米环切阴道，分离阴道粘

膜并包裹宫颈，上推直肠、膀胱，依次切除缝合双侧子宫主韧带、骶韧带3厘米以上，切除宫颈2-3

厘米，环扎宫颈，将阴道粘膜缝合到残留宫颈上。

JTC63201 经阴道宫颈广泛切除术
膀胱截石位，消毒铺巾，消毒阴道宫颈，距宫颈3-4厘米环切阴道，分离阴道粘膜并包裹宫颈，上

推直肠、膀胱，依次切除缝合双侧子宫主韧带、骶韧带3厘米以上，切除宫颈2-3厘米，环扎宫颈，

将阴道粘膜缝合到残留宫颈上。

JTC63304 经腹残端宫颈切除术
腹部消毒铺巾，逐层开腹，探查盆腔，排肠，酌情分离盆腔粘连，打开后腹膜下推膀胱，暴露残端

宫颈，处理双侧主骶韧带，沿穹窿切除宫颈，可吸收线缝合阴道穹窿，盐水冲洗盆腹腔，止血凝胶

或止血纱布止血，逐层关腹，一次性敷贴覆盖腹部伤口。

JTC63403
经腹腔镜残端宫颈切除

术

腹部消毒铺巾，建立气腹，腹腔镜探查盆腔，腹腔镜下排肠，酌情分离盆腔粘连，打开后腹膜下推

膀胱，暴露残端宫颈，处理双侧主骶韧带，沿穹窿切除宫颈，可吸收线缝合阴道穹窿，冲洗盆腹

腔，逐层关腹，一次性敷贴覆盖腹部伤口。

JTC63205 经阴道残端宫颈切除术
消毒铺巾，暴露宫颈，再次消毒宫颈阴道，宫颈注入1：100000肾上腺素液，环形切开阴道穹窿，

上推膀胱，处理宫颈韧带，打开子宫膀胱及子宫直肠返折腹膜，充分游离残端宫颈，并切除宫颈，

1号肠线缝合阴道断端，酌情放置引流，再次消毒阴道断端。

JTD48301 开腹宫内节育器取出术
消毒铺巾，开腹，宫内环腹腔内移位，部分环移位到子宫外，明确环的位置，取出宫内环，关腹。

不含子宫及其他脏器修补术、宫腔镜检查术。

JTD48401
经腹腔镜移位宫内节育

器取出术

消毒铺巾，切开脐部小切口1厘米以长针穿入腹壁，证实进入腹腔后，充气，建立气腹，放入腹腔

镜，分别于双侧髂棘内侧5厘米处切开0.5厘米小切口，放入直径0.5厘米小套管，必要时可于脐耻

间行第四直径0.5厘米小切口，放置套管，腹腔镜观察，查找移位的宫内环，宫内环腹腔内移位，

部分环移位到子宫外，明确环的位置，取出宫内环，关腹。不含子宫及其他脏器修补术、宫腔镜检

JTD48402 宫腔镜取环术

取出术前放置的宫颈扩张棒，消毒铺巾，器械准备：拿取灭菌好的宫腔镜部件，连接部件并与膨宫

、光源、主机、电凝装置连接，放置窥器暴露宫颈，再次消毒，扩张宫颈至12号，B超引导下置镜

常规探查宫腔情况，确定节育环位置，有无嵌顿，根据不同情况取环：(1)无嵌顿，B超引导下用取

环钩完整取出；(2)嵌顿环，用电切镜针状电极划开粘连组织，用一次性异物钳或取环钩取出。再

次探查宫腔，内镜下电凝止血，术毕再次消毒。

JTD48403
经腹腔镜经宫腔镜取环

术

膀胱截石位，取出术前放置的宫颈扩张棒，消毒铺巾，留置导尿，器械准备：拿取灭菌好的腹腔镜

用物、宫腔镜部件，连接部件并与气腹机膨宫、光源、主机、电凝装置连接切开脐部小切口1厘米

以长针穿入腹壁，证实进入腹腔后，充气，建立气腹，放入腹腔镜，必要时分别于双侧髂棘内侧5

厘米处切开0.5厘米小切口，分别放入直径0.5厘米小套管，腹腔镜下探查盆、腹腔情况，检查子宫

有无穿孔，节育环移位，确定腹腔无异常，放置窥器暴露宫颈，再次消毒阴道、宫颈，扩张宫颈至

12号，必要时腹腔镜下置镜常规探查宫腔情况，确定节育环位置，有无嵌顿，根据不同情况取环：

(1)无嵌顿，用取环钩完整取出；(2)嵌顿环，用电切镜针状电极划开粘连组织，用一次性异物钳或

取环钩取出。再次探查宫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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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TD48404 宫腔镜宫腔异物取出术

宫腔异物指胎骨、胚物组织、缝线等。取出术前放置的宫颈扩张棒，消毒铺巾，留置导尿，器械准

备：宫腔镜部件，连接部件并与气腹机膨宫、光源、主机、电凝装置连接，放置窥器暴露宫颈，再

次消毒阴道、宫颈，扩张宫颈至12号，宫腔镜下置镜常规探查宫腔情况，确定异物位置、性质，用

电切镜针状电极划开组织，用一次性异物钳取出胎骨，再次探查宫腔，内镜下电凝止血，术毕再次

消毒宫颈、阴道。

JTD53401
经宫腔镜宫腔粘连分离

术

膀胱截石位，外阴阴道消毒铺巾，放置窥器，暴露宫颈，宫腔镜检查宫腔及宫颈，明确粘连部位、

程度，必要时B超引导监护宫腔镜分离切除粘连组织，术毕放置宫内节育器或防粘连制剂。

JTD53402
经宫腔镜联合腹腔镜宫

腔粘连分离术

腹部、外阴阴道消毒，膀胱截石位，铺巾，腹腔镜探查盆腹腔情况，宫腔镜检查宫腔及宫颈，明确

粘连部位、程度，腹腔镜监护宫腔镜分离或切除粘连组织，恢复宫腔解剖形态，腹腔镜检查子宫浆

膜面淤血、水泡或穿孔情况，术毕输卵管通液检查输卵管情况，放置宫内节育器或防粘连制剂。

JTD53201 经阴道宫腔粘连分离术
膀胱截石位，外阴阴道消毒铺巾，放置窥器，暴露宫颈，探宫腔，扩张宫颈口，用探针或扩宫器分

离粘连组织，使用扩张棒逐号分离宫腔粘连，术毕酌情放置宫内节育器。不含B超引导。

JTD61201 宫腔组织吸引术
常规消毒外阴，铺巾，术者戴手套，妇科检查了解子宫情况，换手套，窥阴器暴露子宫颈，碘伏消

毒擦拭阴道，消毒宫颈。宫颈钳钳夹宫颈，探针探测宫腔深度，括宮器依次扩张宮颈后，用一次性

宫腔组织吸引管吸出宫腔内容物，送病理学检查。

JTD46301 宫腔内人工授精术
用无菌杯采集精液，精液分析，根据精液情况选择上游法或梯度离心法分离富集高活力精子，分离

获取精子放入37℃、5％二氧化碳恒温箱中待用，患者常规消毒，铺巾，移植管经宫颈插入宫腔

内，将优选后的精液轻轻推入，精液操作过程在百级层流室的超净工作台内处理精液，需使用相差

JTD73201 胚胎移植术

手术在万级层流手术间进行，胚胎体外操作在体外受精－胚胎移植(IVF)工作站内完成，需使用装

有恒温热台的倒置显微镜和实体显微镜等。移植前一天准备移植液，培养皿放入培养箱中平衡过

夜，移植日视胚胎培养情况，选择可移植胚胎移入胚胎培养微滴内，记录，存档，常规消毒，铺

巾，胚胎装入移植管，核对姓名无误，用移植管经宫颈将胚胎送入子宫腔内，取出移植管，镜下检

查有无胚胎带出，如有带出再次送入。

JTD73202 宫腔内配子移植术
按宫腔内人工受精操作。B超阴道下取卵，实验室镜下找卵，采集精液并标准化精液分析。取卵后

将分离出的精子加入卵培养液中，培养3-4个小时后将精子及卵吸入移植管。

JTE60401
经宫腔镜热球子宫内膜

去除术

消毒铺巾，暴露宫颈，消毒宫颈，扩宫口至5毫米，宫腔镜检查内膜，探宫深，置入导杆至宫底，

注入液体至宫腔压力维持在160-180毫米汞柱，加热至87℃共8分钟，待温度降至50-60℃抽出液体

及导杆，再次宫腔镜检查，手术结束。

JTE60402
经宫腔镜电凝子宫内膜

去除术

消毒铺巾，暴露宫颈，消毒，扩宫口至11毫米，宫腔镜检查并诊刮宫内膜，探宫深，置入宫腔电切

镜，自宫底开始依次电凝子宫内膜达宫颈内口水平，再次宫腔镜检查，探宫深，手术结束。

JTE60403
经宫腔镜微波子宫内膜

去除术

麻醉，消毒铺巾，暴露宫颈，消毒，扩宫口至9毫米，宫腔镜检查并诊刮宫内膜，探宫深，置入微

波探头至子宫宫底，开动微波治疗仪，温控在70-80℃，由宫底开始拉动探头直至标记线露出宫颈

外口，再次宫腔镜检查，手术结束。

JTE62401
经宫腔镜子宫内膜电切

术

麻醉，取出术前放置的宫颈扩张棒，消毒铺巾，器械准备：拿取灭菌好的宫腔镜部件，连接部件并

与膨宫、光源、主机、电凝装置连接，放置窥器暴露宫颈，再次消毒，探宫深，扩张宫颈至12号，

充盈膀胱，B超引导下置镜常规探查宫腔形态，确认是否需要吸宫预处理，用环状电极依次切割宫

底、双侧宫角、子宫前后壁至宫颈上方0.5厘米或下0.5厘米，酌情球囊压迫止血，再次探查宫腔，

球状电极内镜下电凝止血，探宫深，术毕再次消毒。

JTE62402
经腹腔镜子宫内膜异位

病灶切除术

麻醉，消毒铺巾，器械准备：拿取灭菌好的腹腔镜用物连接部件并与气腹机膨宫、光源、主机、电

凝装置连接。形成气腹，放置穿刺套管，置镜探查盆、腹腔情况，行子宫内膜异位症分期，按盆腔

情况手术，盐水冲洗盆腔，酌情放置引流，放置生物蛋白胶，缝合腹部切口，一次性敷贴覆盖伤口

JTE62403
经宫腔镜子宫内膜息肉

切除术

外阴阴道消毒，铺巾，放置窥器，暴露宫颈，置入宫腔镜明确息肉部位、大小、数目，切除息肉，

检查息肉根蒂创面出血，电凝或止血制剂止血。

JTE62301 经腹黏膜下肌瘤切除术
消毒铺巾，开腹，切开子宫基层，直视下剖开子宫，逐个切除子宫肌瘤，缝合关闭瘤腔，缝合子宫

肌层，子宫成形，关腹。

JTE62404
经宫腔镜黏膜下肌瘤切

除术

麻醉，取出术前放置的宫颈扩张棒，消毒铺巾，留置导尿，置入宫腔镜明确肌瘤部位、大小、数

目，切除肌瘤，检查肌瘤根蒂创面出血，电凝止血或止血制剂。

JTE62201
经阴道黏膜下肌瘤切除

术

膀胱截石位，消毒铺巾，消毒阴道，切开前或后穹窿，翻出子宫，切开子宫肌层，直视下切除子宫

粘膜下肌瘤，缝合子宫肌层，子宫复位，关闭腹膜和阴道后穹窿。

JTE50201 葡萄胎清宫术
开放静脉，膀胱截石位，消毒外阴阴道，消毒宫颈，搔刮宫颈管组织，探宫腔深度，充分扩张宫

颈，大号吸引器吸出宫腔内组织，搔刮宫腔，吸出物送病理，撰写手术记录，子宫大于12周者可间

隔一周后重复清宫。

JTF47201 宫内节育器放置术
常规冲洗外阴及阴道，妇科检查，窥阴器暴露子宫颈，消毒擦拭阴道，消毒宫颈，宫颈钳钳夹宫颈

、探针探测宫腔深度，括宫器依次扩张宫颈后，按不同节育器的要求将节育器放入宫腔内。

JTF48201 宫内节育器取出术
常规冲洗外阴及阴道，妇科检查，窥阴器暴露子宫颈，消毒擦拭阴道，消毒宫颈，宫颈钳钳夹宫

颈，探针探测宫腔深度，括宮器依次扩张宮颈后，按不同节育器的要求取出节育器。
JTF68301 经腹子宫修补术 消毒铺巾，开腹，找到子宫破裂处，子宫破裂处清创，可吸收线逐层缝合修补，关腹。

JTF68401 经腹腔镜子宫修补术
消毒铺巾后，切开脐部小切口1厘米，以长针穿入腹壁，证实进入腹腔后，充气，建立气腹，放入

腹腔镜，分别于双侧髂棘内侧5厘米处切开0.5厘米小切口，分别放入直径0.5厘米小套管，腹腔镜

探查，找到子宫破裂处，子宫破裂处清创，可吸收线逐层缝合修补。
JTF55201 经阴道子宫内翻复位术 膀胱截石位，消毒外阴阴道，铺无菌巾(单)，将内翻子宫复位，还纳入盆腔。
JTF55301 经腹子宫内翻复位术 常规消毒腹部术野，常规开腹，用组织钳牵拉内翻子宫体部分，复位。

JTF43301
经腹子宫直肠陷凹封闭

术

腹部与外阴消毒，铺无菌巾，开腹，探查盆腹腔，大纱垫排压肠管，用不可吸收缝线自宫骶韧带内

侧，穿过直肠子宫陷凹基底部，缝合到对侧子宫骶骨韧带内侧，同法横向缝合3-4针，间隔1厘米，

各线收紧打结，闭合直肠子宫陷凹，逐层关腹。

JTF43401
经腹腔镜子宫直肠陷凹

封闭术

腹部与外阴消毒，铺无菌巾，腹腔镜探查盆腹腔，排压肠管，腹腔镜下不吸收缝线自宫骶韧带内

侧，穿过直肠子宫陷凹基底部，缝合到对侧子宫骶骨韧带内侧，同法横向缝合3-4针，间隔1厘米，

各线收紧打结，闭合直肠子宫陷凹，逐层关腹。

JTF43201
经阴道子宫直肠陷凹封

闭术

膀胱截石位，外阴与阴道消毒，铺无菌巾，经阴道切开后穹窿进入盆腔，排压肠管，用不可吸收缝

线自宫骶韧带内侧，穿过直肠子宫陷凹基底部，缝合到对侧子宫骶骨韧带内侧，同法横向缝合3-4

针，间隔1厘米，各线收紧打结，闭合直肠子宫陷凹，双极电凝电凝各创面止血，止血凝胶或止血

纱布，缝合阴道切口，消毒阴道外阴皮肤，阴道填纱压迫伤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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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TF55302 经腹子宫骶前悬吊术
常规消毒铺巾，开腹，分离骶前腹膜，暴露骶前，补片一端固定于子宫前后壁，另一端固定于骶骨

2-3，关闭后腹膜，关腹。

JTF55401
经腹腔镜子宫骶前悬吊

术

常规消毒，铺巾，切开脐部小切口1厘米以长针穿入腹壁，证实进入腹腔后，充气，建立气腹，放

入腹腔镜，分别于双侧髂棘内侧5厘米处切开0.5厘米小切口，分别放入直径0.5厘米小套管，必要

时可于脐耻间行第四直径0.5厘米小切口，放置套管，腹腔镜观察，分离骶前腹膜，暴露骶前，补

片一端固定于子宫前后壁，另一端固定于骶骨2-3，关闭后腹膜，关腹。不含阴道壁修补术、治疗

尿失禁手术、吊带或生物补片修补术。

JTF62301 经腹子宫肌瘤切除术
消毒铺巾，开腹，探查盆腹腔，逐个切除子宫肌瘤，判断是否穿透子宫内膜层，逐层缝合止血，子

宫成形，关腹。

JTF62401
经腹腔镜子宫肌瘤切除

术

消毒铺巾，建立气腹，腹腔镜探查盆、腹腔，暴露子宫肌瘤，腹腔镜下切除，腹腔镜下电凝或逐层

缝合止血，酌情用肌瘤粉碎装置粉碎后取出肌瘤标本，冲洗腹腔，放置引流管，常规缝合腹壁切口

JTF62201 经阴道子宫肌瘤切除术
膀胱截石位，消毒铺巾，消毒阴道宫颈，打开前或后穹窿，探查子宫，暴露子宫肌瘤，切除，逐层

缝合止血，放置盆腔引流管，关闭前或后穹隆。

JTF62402
经宫腔镜子宫不全中隔

切除术

取出术前放置的宫颈扩张棒，消毒铺巾，留置导尿，器械准备：拿取灭菌好的腹腔镜用物、宫腔镜

部件，连接部件并与气腹机膨宫、光源、主机、电凝装置连接，形成气腹，放置穿刺套管，置镜探

查盆、腹腔情况，子宫形态，双侧附件情况，确定腹腔无异常，放置窥器暴露宫颈，再次消毒阴道

、宫颈，探宫深，扩张宫颈至11号，腹腔镜监护下置宫腔镜常规探查宫腔情况，确定中隔性质，用

电切镜针状电极划开中隔组织，至宫底部，以双侧输卵管开口为提示，均匀切割，通过透光试验以

确认是否达到所需层次，再次探查宫腔，内镜下电凝止血。不含淋巴结清扫。

JTF68302
经腹子宫纵隔切除+子

宫成形术
消毒铺巾，开腹，子宫底部“V”形切开，将纵隔连同宫壁一并楔形切除，缝合子宫，缝合腹壁。

JTF68402
经宫腔镜子宫完全中隔

切除术

取出术前放置的宫颈扩张棒，消毒铺巾，留置导尿，器械准备：拿取灭菌好的腹腔镜用物、宫腔镜

部件，连接部件并与气腹机膨宫、光源、主机、电凝装置连接，形成气腹，放置穿刺套管，置镜探

查盆、腹腔情况，子宫形态，双侧附件情况，确定腹腔无异常，放置窥器暴露宫颈，再次消毒阴道

、宫颈，探宫深，扩张宫颈至11号，腹腔镜监护下置宫腔镜常规探查宫腔情况，确定中隔性质，了

解中隔部位，确定子宫下级切开中隔的部位，用电切镜针状电极划开中隔组织，至宫底部，以双侧

输卵管开口为提示，均匀切割，通过透光试验以确认是否达到所需层次，再次探查宫腔，内镜下电

凝止血。不含淋巴结清扫。

JTF62302 经腹残角子宫切除术
消毒铺巾，逐层开腹，切除残角子宫，缝合患侧圆韧带和输卵管、卵巢固有韧带到子宫角，缝合腹

壁。不含淋巴结清扫。

JTF62404
经腹腔镜残角子宫切除

术

消毒铺巾，切开脐部小切口1厘米以长针穿入腹壁，证实进入腹腔后，充气，建立气腹，放入腹腔

镜，分别于双侧髂棘内侧5厘米处切开0.5厘米小切口，分别放入直径0.5厘米小套管，必要时可于

脐耻间行第四直径0.5厘米小切口，放置套管，放置腹腔镜观察，切除残角子宫，缝合患侧圆韧带

、输卵管和卵巢固有韧带到子宫角，缝合腹壁。不含淋巴结清扫。

JTF61301 经腹子宫次全切除术
消毒铺巾，开腹，切除双侧卵巢固有韧带、双侧输卵管峡部、子宫圆韧带，打开阔韧带前后页，下

推膀胱，下推直肠，切断双侧子宫动静脉，沿子宫峡部切除子宫，完成次全子宫切除术(保留宫

颈)，缝合宫颈断端，止血，关腹。不含淋巴结清扫。

JTF61401
经腹腔镜子宫次全切除

术

消毒铺巾，切开脐部小切口1厘米以长针穿入腹壁，证实进入腹腔后，充气，建立气腹，放入腹腔

镜，分别于双侧髂棘内侧5厘米处切开0.5厘米小切口，分别放入直径0.5厘米小套管，必要时可于

脐耻间行第四直径0.5厘米小切口，放置套管，腹腔镜探查盆腹腔，腹腔镜下切除双侧卵巢固有韧

带、双侧输卵管峡部、双侧子宫圆韧带，打开阔韧带前后页，下推膀胱，下推直肠，切断双侧或阻

断子宫动静脉，沿子宫峡部切除子宫体，完成次全子宫切除术(保留宫颈)，腹腔镜下缝合宫颈断

端，取出子宫标本，冲洗腹腔，放置引流管，常规缝合腹壁切口。不含淋巴结清扫。

JTF61201 经阴道子宫次全切除术
膀胱截石位，消毒铺巾，消毒阴道宫颈，打开前或后穹窿，翻出子宫，切除双侧卵巢固有韧带、双

侧输卵管峡部、双侧子宫圆韧带，切断双侧子宫动静脉，沿子宫峡部切除子宫，完成次全子宫切除

术(保留宫颈)，缝合宫颈断端止血，放置盆腔引流管，关闭前(或后)穹窿。不含淋巴结清扫。

JTF61302 产后子宫次全切术
指在产后42天内，根据病情需要进行子宫次全切(保留宫颈)。分离子宫下端膀胱，依次切断子宫圆

韧带、输卵管、卵巢固有韧带、子宫动静脉，于宫颈内口水平环型切除子宫，缝合并包埋宫颈残

端，清理腹腔，逐层关腹。不含病理学检查。
JTF62303 胎盘植入子宫楔形切除 剖宫产手术中发现胎盘部分植入，进行局部切除并缝合止血，切除组织送病理。不含病理学检查。

JTF62304 经腹全子宫切除术
消毒铺巾，开腹，切除并缝合双侧卵巢固有韧带、双侧输卵管峡部、子宫圆韧带，打开阔韧带前后

页，下推膀胱，下推直肠，切断双侧子宫动静脉，切断双侧子宫主韧带和骶韧带，缝合阴道断端，

止血，关腹。不含淋巴结清扫。

JTF62405 经腹腔镜全子宫切除术

消毒铺巾，切开脐部小切口1厘米以长针穿入腹壁，证实进入腹腔后，充气，建立气腹，放入腹腔

镜，分别于双侧髂棘内侧5厘米处切开0.5厘米小切口，分别放入直径0.5厘米小套管，必要时可于

脐耻间行第四直径0.5厘米小切口，放置套管，腹腔镜探查盆腹腔，腹腔镜下切除双侧卵巢固有韧

带、双侧输卵管峡部、双侧子宫圆韧带，打开阔韧带前后页，下推膀胱，下推直肠，切断双侧子宫

动静脉，切断双侧子宫主韧带和骶韧带，切除子宫，腹腔镜下缝合阴道断端，取出子宫标本，冲洗

腹腔，放置引流管，常规缝合腹壁切口。不含淋巴结清扫。

JTF62202 经阴道全子宫切除术

膀胱截石位，消毒铺巾，消毒阴道宫颈，打开前或后穹窿，上推直肠、膀胱，打开前后腹膜，探查

子宫，依次切除缝合双侧子宫主韧带、骶韧带、双侧子宫动静脉、双侧子宫阔韧带、双侧圆韧带、

双侧输卵管峡部及卵巢固有韧带，检查各断端无出血，必要时放置腹腔引流管，缝合后腹膜及阴道

断端。不含淋巴结清扫。

JTF62305 产后子宫全切术
指产后42天以内，根据病情需要进行子宫全切。分离子宫下段膀胱，依次断子宫圆韧带、输卵管、

卵巢固有韧带、子宫动静脉及主骶韧带，沿宫颈环型切除子宫，缝合并包埋阴道断端，清理腹腔，

逐层关腹，清理阴道积血。不含病理学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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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TF62406
腹腔镜联合阴式全子宫

切除术

取膀胱截石位，消毒铺巾，消毒外阴、阴道、宫颈，放置窥器，暴露宫颈，放置举宫器。切开脐部

小切口1厘米以长针穿入腹壁，证实进入腹腔后，充气，建立气腹，放入腹腔镜，分别于双侧髂棘

内侧5厘米处切开0.5厘米小切口，分别放入直径0.5厘米小套管，必要时可于脐耻间行第四直径0.5

厘米小切口，放置套管，探查盆腹腔，腹腔镜下切除双侧圆韧带、卵巢固有韧带、双侧输卵管峡

部，打开阔韧带前后页，切断双侧子宫动静脉和部分主骶韧带，转阴式手术，环形打开阴道穹窿，

切开双侧主韧带、骶韧带、宫旁组织，取出子宫，缝合后腹膜及阴道断端，腹腔镜下冲洗腹腔并止

血，留置腹腔引流管，常规缝合腹壁切口。不含淋巴结清扫。

JTF62306 经腹筋膜内子宫切除术

指恶性子宫肿瘤，手术难度大于单纯全子宫切除术，子宫各韧带切除范围为宫旁0.5-1厘米。消毒

铺巾、开腹，全面探查后切除双侧卵巢固有韧带、双侧输卵管峡部、双侧子宫圆韧带，打开阔韧带

前后页，下推膀胱，下推直肠，切断双侧子宫动静脉，切断双侧子宫主韧带和骶韧带，夹切缝合阴

道旁组织，切除部分阴道(以上各韧带、血管及阴道均距宫体0.5-1厘米处切断)，酌情留取腹腔引

流管，缝合阴道断端，关腹。不含淋巴结清扫。

JTF62407
经腹腔镜筋膜内子宫切

除术

指恶性子宫肿瘤，手术难度大于单纯全子宫切除术，子宫各韧带切除范围为宫旁1厘米。消毒铺巾

、切开脐部小切口1厘米以长针穿入腹壁，证实进入腹腔后，充气，建立气腹，放入腹腔镜，分别

于双侧髂棘内侧5厘米处切开0.5厘米小切口，分别放入直径0.5厘米小套管，必要时可于脐耻间行

第四直径0.5厘米小切口，放置套管，腹腔镜下全面探查后切除双侧卵巢固有韧带、双侧输卵管峡

部、双侧子宫圆韧带，打开阔韧带前后页，下推膀胱，下推直肠，切断双侧子宫动静脉，切断双侧

子宫主韧带和骶韧带，夹切缝合阴道旁组织，切除部分阴道(以上各韧带、血管及阴道均距宫体1-5

厘米处切断)，酌情留取腹腔引流管，缝合阴道断端，常规缝合腹壁切口。不含淋巴结清扫。

JTF62203
经阴道全子宫+单附件

切除术

膀胱截石位，消毒铺巾，消毒阴道宫颈，打开前或后穹窿，上推直肠、膀胱，打开前后腹膜，探查

子宫，依次切除缝合双侧子宫主韧带、骶韧带、双侧子宫动静脉、双侧子宫阔韧带、双侧圆韧带、

单侧输卵管峡部及卵巢固有韧带和单侧卵巢悬韧带，检查各断端无出血，必要时放置腹腔引流管，

缝合后腹膜及阴道断端。不含淋巴结清扫。

JTF62204
经阴道全子宫+双附件

切除术

膀胱截石位，消毒铺巾，消毒阴道宫颈，打开前或后穹窿，上推直肠、膀胱，打开前后腹膜，探查

子宫，依次切除缝合双侧子宫主韧带、骶韧带、双侧子宫动静脉、双侧子宫阔韧带、双侧圆韧带、

双侧卵巢悬韧带，检查各断端无出血，必要时放置腹腔引流管，缝合后腹膜及阴道断端。不含淋巴

结清扫。

JTF62307
经腹全子宫+单附件切

除术

消毒铺巾，开腹，切除并缝合单侧卵巢悬韧带、单侧输卵管系膜、子宫圆韧带，打开阔韧带前后

页，下推膀胱，下推直肠，切断双侧子宫动静脉，切断双侧子宫主韧带和骶韧带，缝合阴道断端，

止血，关腹。不含淋巴结清扫。

JTF62408
经腹腔镜全子宫+单附

件切除术

消毒铺巾，切开脐部小切口1厘米以长针穿入腹壁，证实进入腹腔后，充气，建立气腹，放入腹腔

镜，分别于双侧髂棘内侧5厘米处切开0.5厘米小切口，分别放入直径0.5厘米小套管，必要时可于

脐耻间行第四直径0.5厘米小切口，放置套管，腹腔镜探查盆腹腔，腹腔镜下切除单侧卵巢悬韧带

、单侧输卵管系膜、双侧子宫圆韧带，打开阔韧带前后页，下推膀胱，下推直肠，切断双侧子宫动

静脉，切断双侧子宫主韧带和骶韧带，腹腔镜下缝合阴道断端，取出子宫标本，冲洗腹腔，放置引

流管，常规缝合腹壁切口。不含淋巴结清扫。

JTF62308
经腹全子宫+双附件切

除术

消毒铺巾，开腹，切除并缝合双侧卵巢悬韧带、双侧输卵管系膜、子宫圆韧带，打开阔韧带前后

页，下推膀胱，下推直肠，切断双侧子宫动静脉，切断双侧子宫主韧带和骶韧带，缝合阴道断端，

止血，关腹。不含淋巴结清扫。

JTF62409
经腹腔镜全子宫+双附

件切除术

消毒铺巾、建立气腹，腹腔镜探查盆腹腔，腹腔镜下切除双侧卵巢悬韧带、双侧输卵管系膜、双侧

子宫圆韧带，打开阔韧带前后页，下推膀胱，下推直肠，切断双侧子宫动静脉，切断双侧子宫主韧

带和骶韧带，腹腔镜下缝合阴道断端，取出子宫标本，冲洗腹腔，放置引流管，常规缝合腹壁切口

。不含淋巴结清扫。

JTF63302 经腹次广泛子宫切除术

指恶性肿瘤手术，切除范围为宫旁2厘米，较筋膜外子宫切除范围广，难度大。消毒铺巾，逐层开

腹，留取腹腔冲洗液，全面探查后切除双侧卵巢固有韧带、双侧输卵管峡部、双侧子宫圆韧带，打

开阔韧带前后页，下推膀胱，下推直肠，切断双侧子宫动静脉，打开输尿管隧道，打开直肠侧窝与

膀胱侧窝，切断双侧子宫主韧带和骶韧带，加切缝合阴道旁组织，切除部分阴道(以上各韧带、血

管及阴道均距宫体大于2厘米处切断)，留取腹腔引流管，缝合阴道断端，关腹。不含淋巴结清扫。

JTF63402
经腹腔镜次广泛子宫切

除术

指恶性肿瘤手术，切除范围为宫旁2厘米，较筋膜外子宫切除范围广，难度大。消毒铺巾，切开脐

部小切口1厘米以长针穿入腹壁，证实进入腹腔后，充气，建立气腹，放入腹腔镜，分别于双侧髂

棘内侧5厘米处切开0.5厘米小切口，分别放入直径0.5厘米小套管，必要时可于脐耻间行第四直径

0.5厘米小切口，放置套管，留取腹腔冲洗液，腹腔镜探查盆腹腔，切除双侧卵巢固有韧带、双侧

输卵管峡部、双侧子宫圆韧带，打开阔韧带前后页，下推膀胱，下推直肠，切断双侧子宫动静脉，

打开输尿管隧道，打开直肠侧窝与膀胱侧窝，切断双侧子宫主韧带和骶韧带，加切缝合阴道旁组

织，切除部分阴道(以上各韧带、血管及阴道均距宫体大于2厘米处切断)，留取腹腔引流管，缝合

阴道断端，常规缝合腹壁切口。不含淋巴结清扫。

JTF63202
经阴道次广泛子宫切除

术

指恶性肿瘤手术，切除范围为宫旁2厘米，较筋膜外子宫切除范围广，难度大。膀胱截石位，消毒

铺巾，消毒阴道宫颈，打开前或后穹窿，上推直肠、膀胱，打开前后腹膜，探查子宫，依次切除缝

合双侧子宫主韧带、骶韧带、双侧子宫动静脉、双侧子宫阔韧带、双侧圆韧带、双侧输卵管峡部及

卵巢固有韧带，检查各断端无出血加切缝合阴道旁组织，切除部分阴道(以上各韧带、血管及阴道

均距宫体大于2厘米处切断)，放置腹腔引流管，缝合后腹膜及阴道断端。不含病理学检查、附件切

除术、盆腔及腹主动脉淋巴结切除术。

JTF63303 经腹广泛性子宫切除术

指妇科恶性肿瘤手术，切除范围为宫旁3厘米，较次广泛子宫切除范围广，难度大。消毒铺巾，逐

层开腹，全面探查后切除双侧卵巢固有韧带、双侧输卵管峡部、双侧子宫圆韧带，打开阔韧带前后

页，下推膀胱和直肠，切断双侧子宫动静脉，打开输尿管隧道，打开直肠侧窝与膀胱侧窝，切断双

侧子宫主韧带和骶韧带，加切缝合阴道旁组织，切除部分阴道(以上各韧带、血管及阴道均距宫体

大于3厘米处切断)，盆腹腔淋巴结清扫，留取腹腔引流管，缝合阴道断端，关腹。不含淋巴结清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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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名称 项目内涵

JTF63403
经腹腔镜广泛子宫切除

术

指妇科恶性肿瘤手术，切除范围为宫旁3厘米，较次广泛子宫切除范围广，难度大。消毒铺巾、切

开脐部小切口1厘米以长针穿入腹壁，证实进入腹腔后，充气，建立气腹，放入腹腔镜，分别于双

侧髂棘内侧5厘米处切开0.5厘米小切口，分别放入直径0.5厘米小套管，必要时可于脐耻间行第四

直径0.5厘米小切口，放置套管。双侧全面探查后切除双侧卵巢固有韧带，双侧输卵管峡部，双侧

子宫圆韧带，打开阔韧带前后页，下推膀胱和直肠，切断双侧子宫动静脉，打开输尿管隧道，打开

直肠侧窝与膀胱侧窝，切断双侧子宫主韧带和骶韧带，加切缝合阴道旁组织，切除部分阴道(以上

各韧带、血管及阴道均距宫体大于3厘米处切断)，留取腹腔引流管，缝合阴道断端，关腹。不含淋

JTF63203 经阴道广泛子宫切除术

指恶性肿瘤手术，切除范围为宫旁3厘米，较次广泛子宫切除范围广，难度大。膀胱截石位，消毒

铺巾，消毒阴道宫颈，打开前或后穹窿，上推直肠、膀胱，打开前后腹膜，探查子宫，依次切除缝

合双侧子宫主韧带、骶韧带、双侧子宫动静脉、双侧子宫阔韧带、双侧圆韧带、双侧输卵管峡部及

卵巢固有韧带，检查各断端无出血加切缝合阴道旁组织，切除部分阴道(以上各韧带、血管及阴道

均距宫体大于3厘米处切断)，放置腹腔引流管，缝合后腹膜及阴道断端。不含淋巴结清扫。
JTF68303 经腹双角子宫畸形成形 消毒铺巾，逐层开腹，子宫底部“V”形切开，楔形切除宫壁，缝合子宫，缝合腹壁。

JTF68403
经腹腔镜双角子宫畸形

成形术

消毒铺巾，建立气腹，进腹腔镜观察，子宫底部“V”形切开，楔形切除宫壁，缝合子宫，缝合腹

壁。
JTF43302 经腹子宫动脉结扎术 消毒铺巾，开腹，打开阔韧带前后页，暴露双侧子宫动脉，子宫动脉结扎，关腹。

JTF43402
经腹腔镜子宫动脉结扎

术

消毒铺巾，切开脐部小切口1厘米以长针穿入腹壁，证实进入腹腔后，充气，建立气腹，放入腹腔

镜，分别于双侧髂棘内侧5厘米处切开0.5厘米小切口，分别放入直径0.5厘米小套管，必要时可于

脐耻间行第四直径0.5厘米小切口，放置套管，腹腔镜观察，打开阔韧带前后页，暴露双侧子宫动

脉，子宫动脉结扎，关腹。不含子宫及其它脏器切除术。

JTG55201
经阴道子宫骶棘韧带悬

吊术

膀胱截石位，消毒铺巾，消毒阴道宫颈，打开阴道后壁至穹窿，上推直肠，暴露子宫骶韧带，分离

暴露骶棘韧带，7号丝线缝合骶韧带和骶棘韧带，打结，提升子宫，缝合阴道后壁。不含阴道壁修

补术、治疗尿失禁手术、吊带或生物补片修补术。

JTG55202 经阴道主韧带缩短术
膀胱截石位，消毒铺巾，环切宫颈，分别上推膀胱和直肠，暴露两侧主骶韧带，钳夹切断主骶韧

带，并缝合在截除后的宫颈两侧。

JTG62301
经腹阔韧带内肿瘤切除

术

指经腹切除阔韧带肿瘤，含阔韧带肌瘤。消毒铺巾后开腹，探查盆腹腔，打开阔韧带前后页，暴露

肿物，暴露输尿管走形及蠕动，切除肿物，缝合止血，再次检查输尿管走形和蠕动，关腹。

JTG62401
经腹腔镜阔韧带内肿瘤

切除术

指经腹切除阔韧带肿瘤，含阔韧带肌瘤。消毒铺巾，切开脐部小切口1厘米以长针穿入腹壁，证实

进入腹腔后，充气，建立气腹，放入腹腔镜，分别于双侧髂棘内侧5厘米处切开0.5厘米小切口，分

别放入直径0.5厘米小套管，必要时可于脐耻间行第四直径0.5厘米小切口，放置套管，腹腔镜观

察，探查盆腹腔，打开阔韧带前后页，暴露肿物，暴露输尿管走形及蠕动，切除肿物，缝合止血，

再次检查输尿管走形和蠕动，关腹。

JTG62201
经阴道阔韧带内肿瘤切

除术

指经阴道切除阔韧带肿瘤，含阔韧带肌瘤。膀胱截石位，消毒铺巾后消毒阴道，宫颈，打开阴道前

后穹窿，探查盆腹腔，打开阔韧带前后页，暴露肿物，暴露输尿管走形及蠕动，切除肿物，缝合止

血，再次检查输尿管走形和蠕动，关腹。
4.阴道

JTH38201 阴道穹隆封闭注射治疗
膀胱截石位，外阴消毒，铺盖无菌巾，放入窥器，暴露宫颈阴道，干棉球擦净宫颈粘液，消毒宫颈

阴道，于阴道穹隆顶端左、右两处分别注射治疗药物，穿刺针眼压迫止血。

JTH35101 经阴道后穹隆穿刺术

膀胱截石位，双合诊或三合诊盆腔检查，消毒，铺无菌孔巾，放置阴道窥器，消毒宫颈阴道，钳夹

宫颈后唇向前提拉、长针头接连注射器垂直刺入后穹窿中央处约2-3厘米深、回抽吸，观察注射器

内有无脓、血抽出，拔除针头，检查穿刺点有无渗血，将抽取物置于试管内，肉眼观察变化。不含

革兰氏染色显微镜检查、细菌学培养、药物敏感试验、后穹隆注射操作。

JTH35201 阴道后穹隆切开引流术
膀胱截石位，消毒外阴，铺无菌巾，术前排尿，插入窥阴器，暴露阴道后穹隆、消毒，以18号长针

头行穿刺术，明确内容物性质(脓、血)，切开肿块囊腔，分离脓肿或血肿内腔，充分引流，冲洗囊

腔，放置橡皮条引流。
JTH68201 阴道壁缝合术 膀胱截石位，消毒铺巾，放置窥器，暴露并消毒宫颈阴道，在阴道壁损伤部位缝合止血。

JTH62201 阴道壁良性肿物切除术
膀胱截石位，臀部铺消毒巾，消毒外阴，铺无菌巾，术前排尿或插(保留)导尿管，局麻，切开、剥

除阴道壁肿物(囊肿、息肉、子宫内膜异位囊肿等)，2-0可吸收性肠线间断缝合断端、止血，带尾

消毒棉球/或纱条放置阴道内，嘱患者6-8小时内自行取出。

JTH40201 阴道壁血肿切开术
膀胱截石位，臀部铺消毒巾，消毒外阴，铺盖无菌巾，术前排尿或插(保留)导尿管，局麻，切开血

肿，清除凝血块，生理盐水冲洗血肿腔，止血，可吸收性肠线缝合，关闭血肿腔。

JTH55201 阴道前壁修补术
膀胱截石位，消毒铺巾，消毒阴道，打开阴道前壁至阴道脱垂最高点，向两侧分离，暴露膀胱阴道

筋膜并缝合加固，缝合阴道粘膜。不含阴道后壁修补术、治疗尿失禁手术、吊带或生物补片修补术

JTH55202 阴道后壁修补术
膀胱截石位，消毒铺巾，消毒阴道，打开阴道后壁至脱垂最高点，向两侧分离，暴露直肠阴道筋膜

并缝合加固，缝合阴道粘膜。

JTH55203 阴道前后壁修补术

膀胱截石位，消毒外阴、阴道，铺无菌单，外展、缝合、固定双侧小阴唇，插(保留)金属导尿管，

前壁修补：切开阴道前壁粘膜，分离阴道粘膜膀胱间隙，倒T形切开阴道粘膜，分离膀胱，修复膨

出膀胱，0号或1号可吸收性肠线，荷包式缝合膀胱表层筋膜、外筋膜，切除多余阴道粘膜，缝合关

闭阴道粘膜断端，后壁修补：切开阴道后壁达会阴体，分离阴道壁粘膜与直肠间隙，三角形切开阴

道下段粘膜，处理肛提肌，修复直肠膨出，加固盆底组织，缝合阴道粘膜断端及会阴体。
JTJ68201 阴道隔切除缝合术 膀胱截石位，消毒铺巾，消毒阴道，切除横隔/纵隔/斜膈，阴道成形，缝合或止血，阴道填塞油纱

JTJ69301 游离皮瓣阴道再造术

常规消毒，铺无菌巾，设计切口，注射局麻药，切开皮肤皮下，电凝止血，解剖受区血管(一根动

脉，两根静脉)，形成受区创面，将游离皮瓣血管冲洗(肝素盐水)，修剪吻合血管，翻转皮瓣缝合

成尿道及阴茎体，断开受区血管，皮瓣动静脉与受区动静脉吻合，观察血运，固定阴茎体及血管

蒂，置入引流。不含游离皮瓣形成术、阴茎假体置入术。

JTJ69302 带蒂皮瓣阴道再造术

常规消毒，铺无菌巾，设计切口，设计皮瓣和阴道口切口，局部注射1/20万肾上腺素盐水，在设计

的阴道口位置切开皮肤或粘膜，在尿道和肛门之间分离形成腔隙，电凝止血，作皮瓣切口，切开皮

肤、皮下组织，掀起皮瓣，电凝止血，检查皮瓣血运良好后，分层将皮瓣缝制成皮筒，供瓣区直接

缝合或游离植皮，检查分离好的阴道腔隙无活动出血后，直接或经皮下隧道将皮筒转移至阴道腔

隙，放置引流，皮筒边缘与阴道口缝合，再造阴道内填塞碘仿纱条，包扎。不含游离植皮术、皮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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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TJ69303
皮片游离移植阴道再造

术

常规消毒，铺无菌巾，留置导尿，设计造穴切口，局部注射1/20万肾上腺素盐水，在设计的位置切

开皮肤或粘膜，在尿道和肛门之间分离形成再造阴道腔隙，电凝止血，测定穴深及穴周径，检查有

无尿道及直肠损伤，生理盐水冲洗，在阴道模具上将游离皮片缝合成单盲端管状，置入穴腔，外端

与穴口缝合，阴道腔内置碘纺砂条，包堆包扎。不含取皮术。

JTJ69304
口腔黏膜微粒游离移植

阴道再造术

常规消毒，铺无菌巾，留置导尿，设计阴道口切口，局部注射1/20万肾上腺素盐水，在设计的阴道

口位置切开皮肤或粘膜，在尿道和肛门之间分离形成再造阴道腔隙，电凝止血，切取口腔粘膜，制

成微粒，植入阴道，置入硅胶多孔阴道模具，模具内填塞纱条，包扎固定。不含口腔粘膜采取术。

JTJ69305 带蒂肠管阴道再造术

常规消毒，铺无菌巾，留置导尿，设计阴道口切口，局部注射1/20万肾上腺素盐水，在设计的阴道

口位置切开皮肤或粘膜，在尿道和肛门之间分离形成再造阴道腔隙，止血，开腹，切取一段带血管

蒂的肠段，转移到再造阴道腔隙内，带蒂肠管远心端与阴道口缝合，形成阴道，缝合关闭腹腔，放

置引流，包扎固定。

JTJ48201 阴道异物取出术
膀胱截石位，臀部铺消毒垫巾，消毒外阴，放置窥阴器，暴露阴道异物，钳取阴道异物，消毒宫颈

、阴道。

JTJ48401
经宫腔镜阴道异物取出

术

对幼女、未婚、绝经期患者实施宫腔镜检查，消毒铺巾，置纤维宫腔镜，检查阴道内情况，取出阴

道异物。

JTJ62301 外阴阴道疤痕切除术
膀胱截石位，臀部铺消毒垫巾，消毒外阴，切除外阴或阴道疤痕，缝合裂开提肛肌，可吸收线缝合

阴道粘膜和外阴皮肤，消毒阴道，放置油纱。
JTJ65201 阴道狭窄扩张术 膀胱截石位，臀部铺消毒垫巾，消毒外阴，使用管状膜具行阴道扩张。

JTJ43201 阴道部分闭合术
膀胱截石位，消毒铺巾，消毒阴道，宫颈，切除阴道前后壁对应位置粘膜瓣各一片，将切除后的阴

道前后壁对和缝合，止血。

JTJ43202 阴道完全闭合术
膀胱截石位，消毒外阴，铺无菌巾，暴露阴道，消毒，切开阴道前后壁，分离阴道粘膜，切除阴道

壁组织，保留部分阴道前庭粘膜，对应缝合，闭合阴道。

JTJ46201 阴道内人工授精术
用无菌杯采集精液，检查精液，等待液化，检查，记录，常规消毒，铺巾，消毒宫颈，用注射器吸

出精液轻轻推入后穹窿处。需使用相差显微镜。

JTJ68202 阴道裂伤缝合术
膀胱截石位，外阴消毒，铺盖无菌巾，插入窥器，暴露并消毒裂伤部位，视裂伤部位深浅，用纱条

压迫止血或缝合止血。

JTJ68301 阴道成形术—压顶法
膀胱截石位，臀部铺消毒垫巾，消毒外阴，每次用直径8毫米圆管状模型顶压阴道外口30分钟，2-3

个月后，改用直径2-3厘米圆管状模型每次顶压阴道外口30分钟。

JTJ69306
经腹乙状结肠代阴道成

形术

膀胱截石位，臀部铺消毒垫巾，消毒外阴，阴道前庭造穴，开腹取乙状结肠10-12厘米，转移切取

的肠断至阴道洞穴，固定肠粘膜和外阴皮肤。不含术后阴道模具扩张术、盆腔器官切除术或肠切除

术、盆腹腔粘连松解术。

JTJ69401
经腹腔镜乙状结肠代阴

道成形术

膀胱截石位，臀部铺消毒垫巾，消毒外阴，阴道前庭造穴，腹腔镜下取乙状结肠10-12厘米，转移

切取的肠断至阴道洞穴，固定肠粘膜和外阴皮肤。

JTJ69307 经腹回肠代阴道成形术
膀胱截石位，臀部铺消毒垫巾，消毒外阴，阴道前庭造穴，开腹取回肠10-12厘米，转移切取的肠

断至阴道洞穴，固定肠粘膜和外阴皮肤。不含术后阴道模具扩张术、盆腔器官切除术、肠切除术、

盆腹腔粘连松解术。

JTJ69402
经腹腔镜回肠代阴道成

形术

膀胱截石位，臀部铺消毒垫巾，消毒外阴，阴道前庭造穴，切开脐部小切口1厘米以长针穿入腹

壁，证实进入腹腔后，充气，建立气腹，放入腹腔镜，分别于双侧髂棘内侧5厘米处切开0.5厘米小

切口，分别放入直径0.5厘米小套管，必要时可于脐耻间行第四直径0.5厘米小切口，放置套管，腹

腔镜取回肠10-12厘米，转移切取的肠断至阴道洞穴，固定肠粘膜和外阴皮肤。

JTJ69308 经腹腹膜代阴道成形术
膀胱截石位，臀部铺消毒垫巾，消毒外阴，阴道前庭造穴，开腹，暴露双侧后腹膜，分别取左右侧

后腹膜4*12厘米，缝合成阴道模型，置入阴道洞穴，固定腹膜和外阴皮肤。不含术后阴道模具扩张

术、盆腔器官切除术。

JTJ69403
经腹腔镜腹膜代阴道成

形术

膀胱截石位，臀部铺消毒垫巾，消毒外阴，阴道前庭造穴，切开脐部小切口1厘米以长针穿入腹

壁，证实进入腹腔后，充气，建立气腹，放入腹腔镜，腹腔镜下暴露双侧后腹膜，分别取左右侧后

腹膜4*12厘米，缝合成阴道模型，置入阴道洞穴，固定腹膜和外阴皮肤。

JTJ69201 生物补片阴道成形术
膀胱截石位，臀部铺消毒垫巾，消毒外阴，阴道前庭造穴，取羊膜或生物补片缝制成阴道模型，置

于阴道造穴中并缝合固定。

JTJ68203 阴道旁修补术
膀胱截石位，消毒铺巾，消毒阴道，打开阴道前壁至脱垂最高点，向两侧分离达盆筋膜腱弓，缝合

膀胱筋膜和盆筋膜腱弓数针，缝合阴道粘膜。不含阴道前后壁修补术、治疗尿失禁手术、吊带或生

物补片修补术、会阴体修补术。

JTJ62302
阴道黏膜部分切除阴道

缩窄术

常规消毒，铺无菌巾，局部麻醉或硬膜外麻醉，设计阴道口切口，剥离并切除部分阴道壁黏膜，电

凝止血，分层缝合缩小阴道外口。

JTJ69309 会阴体重建阴道紧缩术
常规消毒，铺无菌巾，设计阴道口切口，局部注射麻醉药或肿胀液，剥离部分阴道后、侧壁，电凝

止血，分层缝合分离的肛提肌，重建会阴体，分层缝合缩小阴道，部分切除多余粘膜，阴道外口整

形，置入纱布卷，外阴包扎。

JTJ68302 阴道闭锁切开成形术
膀胱截石位，臀部铺消毒垫巾，消毒外阴，术前排尿或插(保留)导尿管，外阴口局麻，用窥器打开

阴道，在阴道闭锁处切开并分离闭锁之阴道前后壁，游离并缝合阴道闭锁处阴道上下粘膜，无出

血，放置油纱卷。

JTJ55301
阴道残端骶棘韧带悬吊

术

膀胱截石位，消毒铺巾，消毒阴道，打开阴道后壁至阴道断端，上推直肠，暴露子宫骶韧带，分离

暴露骶棘韧带，7号丝线缝合骶韧带和骶棘韧带，打结，提升阴道断端，缝合阴道后壁。不含阴道

壁修补术、治疗尿失禁手术、吊带或生物补片修补术。

JTJ55302
经腹阴道穹隆骶前悬吊

术

常规消毒，铺巾，开腹，分离骶前腹膜，暴露骶2-3，补片一端固定于阴道前后壁，另一端固定于

骶前，关闭后腹膜。

JTJ55401
经腹腔镜阴道穹隆骶前

悬吊术

常规消毒，铺巾，切开脐部小切口1厘米以长针穿入腹壁，证实进入腹腔后，充气，建立气腹，放

入腹腔镜，分别于双侧髂棘内侧5厘米处切开0.5厘米小切口，分别放入直径0.5厘米小套管，必要

时可于脐耻间行第四直径0.5厘米小切口，放置套管，腹腔镜观察，分离骶前腹膜，暴露骶2-3，补

片一端固定于阴道前后壁，另一端固定于骶前，关闭后腹膜。

JTJ69310 男变女性阴道再造术
常规消毒，铺无菌巾，设计切口，睾丸切除，尿道口成形，阴唇成形，应用阴茎皮瓣、阴囊皮瓣或

阴股沟皮瓣进行阴道再造。

JTJ68303 阴道直肠瘘修补术
膀胱截石位，消毒外阴、肛周、阴道，暴露瘘孔，环形切除瘘孔周围瘢痕，4-0可吸收性肠线间断

、褥式缝合直肠浆肌层关闭瘘孔，缝合阴道壁，冲洗、止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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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TJ68304
阴道局部黏膜瓣转移+

阴道直肠瘘修补术

常规消毒，铺无菌巾，经阴道直肠探查确定瘘孔位置，在阴道壁设计切口，切开并掀起局部黏膜

瓣，切除瘘口瘢痕，转移组织瓣，分层交错缝合阴道面及直肠面粘膜瓣闭合瘘口。术中电凝止血，

留置引流。

JTJ68305
腹会阴联合入路高位直

肠阴道瘘修补术

常规消毒，铺无菌巾，手术设计。在腹部切开，分离直肠和阴道间间隙，切开瘘口部位，切除瘘口

瘢痕，局部形成粘膜瓣，分层缝合，闭合直肠和阴道的瘘口，术中电凝止血，留置引流。

JTJ68306
局部黏膜瓣转移阴道直

肠瘘修补术

常规消毒，铺无菌巾，设计，局部注射副肾盐水，经阴道沿瘘口周围切开粘膜、粘膜下层，电凝止

血，切除瘢痕组织，显露直肠粘膜，可吸收线连续缝合直肠粘膜，粘膜下层，切取一侧阴道粘膜瓣

转移至创口处缝合。阴道内留置抗菌素纱布条。不含其它皮瓣转移术。
JTJ62303 全阴道切除术 膀胱截石位，消毒外阴，阴道，分离阴道与周围组织的间隙，切除全部阴道，缝合止血。

5.前庭大腺

JTK40301 前庭大腺囊肿造口术
膀胱截石位，消毒外阴,铺巾，局麻，切开囊肿，充分引流囊内液体，外翻缝合，保持腺体开窗状

态。
JTK62301 前庭大腺囊肿切除术 膀胱截石位，消毒外阴,铺巾，局麻，切开小阴唇内侧粘膜，剥离前庭大腺囊肿，缝合止血。

6.外阴

JTL68301 阴蒂肥大修整术
常规消毒，铺无菌巾，设计切口，局部麻醉，形成以阴蒂背侧神经血管束为蒂的岛状阴蒂海绵体

瓣，电凝止血，将其缝合、固定于耻骨联合区，将肥大的阴蒂自根部切断，残端缝合、固定耻骨联

合前端，局部组织瓣缝合，置引流。

JTL68303 阴蒂缩小术
指两性畸形的阴蒂缩小手术。常规消毒，铺无菌巾，设计切口，局部注射副肾盐水，在增生阴蒂的

背侧皮肤呈“工”字形切开，游离阴蒂背侧神经血管束，形成带蒂阴蒂头，电凝止血，切除增生的

部分阴蒂体，缩小阴蒂头，缝合固定于阴蒂脚处。

JTL69301 阴蒂再造术
常规消毒，铺无菌巾，手术设计，在阴茎背侧设计皮肤呈“工”字形切口，注射1/20万肾上腺素盐

水后，游离阴茎背侧神经血管束，形成带蒂阴蒂头，切除阴茎干，缩小阴蒂头，电凝止血，将带蒂

阴茎头缝合固定于阴蒂脚处。不含阴茎切除。

JTM53301 小阴唇粘连分离术
术前排尿，膀胱截石位，消毒外阴，铺无菌巾，局麻，以手指钝性分离或以钳、剪、刀锐性分离粘

连带，阴道粘膜外翻缝合，防止再次粘连，手术创面涂抹消炎、润滑药物。

JTM68301 小阴唇整形术
常规消毒，铺无菌巾，设计切口，局部麻醉，设计切口，切除增生或不对称的阴唇组织，电凝止

血，使外观美观、自然，分层缝合，加压包扎。

JTM69301 小阴唇再造术
常规消毒，铺无菌巾，手术设计，在阴茎背侧设计皮肤呈“工”字形切口，注射1/20万肾上腺素盐

水后，沿设计线切开皮肤，形成两瓣，自身折叠，缝合形成部分阴唇，电凝止血，置入引流。

JTM69302 大阴唇再造术
常规消毒，铺无菌巾，手术设计，阴囊瓣形成、上提、折叠，固定、缝合，与阴茎瓣交叉，形成大

阴唇，电凝止血，置入引流，留置尿管。

JTN69301 处女膜再造术
常规消毒，铺无菌巾，设计阴道口环形切口，局部麻醉，沿设计线切开粘膜，形成局部粘膜瓣，收

缩塑形、缝合。

JTN68301 处女膜修补术
常规消毒，铺无菌巾，设计切口，局部麻醉，沿设计线切开、修剪处女膜裂缘，形成新鲜创面，分

层缝合切口，检查修补后裂隙大小适宜后，结束手术。

JTN68302 处女膜切开成形术
膀胱截石位，臀部铺消毒垫巾，消毒外阴，术前排尿或插(保留)导尿管，外阴口局麻，X形切开闭

锁的处女膜，排净积血，窥阴器插入阴道，常规探查宫颈、阴道是否正常，处女膜切口压迫或缝合

止血。
JTP60601 外阴激光治疗 外阴阴道消毒铺巾,病变周围多点局部麻醉，激光烧灼病变部位，术毕消毒并处理治疗部位。

JTP60602 外阴微波治疗
膀胱截石位，外阴阴道消毒铺巾，病变周围多点麻醉，微波探头接触外阴病灶部位并移动探头，治

疗病变，术毕冰敷创面，局部上药。

JTP60603 外阴冷冻治疗
膀胱截石位，外阴阴道消毒铺巾，病变周围多点麻醉，用一次性液氮接触病灶部位，治疗病变，术

毕创面上药。
JTP68301 外阴缝合术 膀胱截石位，消毒铺巾，局麻下暴露,缝合外阴伤口，无菌敷料包扎。

JTP68302 外阴裂伤清创缝合术
膀胱截石位，消毒外阴，检查除外阴损伤外有无合并其他部位损伤(尿道、直肠、内生殖器等)，局

部麻醉，清创缝合外阴伤口，必要时放置引流条。
JTP40301 外阴脓肿切开术 局麻，消毒外阴阴道，铺巾，切开外阴脓肿，充分引流，缝合创面。

JTP40302 外阴血肿切开术
膀胱截石位，消毒外阴，铺无菌巾，局麻，术前排尿，切开血肿，清除凝血块或排放脓液，生理盐

水冲洗内腔，止血，可吸收性肠线缝合关闭血肿内腔或放置引流条。

JTP62301 外阴良性肿瘤切除术
膀胱截石位，消毒外阴阴道，铺巾，局部麻醉，切开外阴肿物表面皮肤，分离肿物，切除外阴肿

瘤，缝合关闭创面。
JTP62302 单纯性外阴切除术 膀胱截石位，消毒外阴，铺单，切除外阴部组织，缝合切口。
JTP61301 部分外阴切除术 膀胱截石位，消毒外阴，铺单，在外阴病灶外2厘米切除外阴部位，缝合切口。

JTP63302 外阴广泛切除术
膀胱截石位，消毒外阴，铺单，切开外阴皮肤，结扎阴部内动脉，切开阴道粘膜，切下外阴，缝合

皮下组织及皮肤。

JTP63303 外阴广泛切除成形术
膀胱截石位，消毒外阴，铺单，切开外阴皮肤，结扎阴部内动脉，切开阴道粘膜，切下外阴，缝合

皮下组织及皮肤，外阴转移皮瓣修补，外阴成形。不含皮瓣移植、病理学检查、淋巴结切除术。

JTQ61301 会阴部扩创术
指会阴部未愈合创面的后期去除坏死组织，过度生长的肉芽组织的手术操作，术区皮肤消毒，彻底

清除局部坏死组织，2500-5000毫升生理盐水清洗创面，止血后创面用其他组织或敷料覆盖。不含

植皮术、皮瓣修复术。

JTQ68301 会阴侧切缝合术
会阴侧切和正中切，先进行局部麻醉和阴部神经阻滞麻醉，然后选择切开部位，切开组织。会阴缝

合按解剖结构分别缝合阴道粘膜、肌肉层、会阴皮下组织、缝合皮肤。
JTQ68302 会阴I—Ⅱ度裂伤缝合 会阴缝合按解剖结构，分别缝合阴道粘膜、肌肉层、会阴皮下组织、皮肤。
JTQ68303 会阴Ⅲ—IV度裂伤缝合 消毒缝合部位，按解剖部位分别缝合直肠粘膜、肛门括约肌、会阴粘膜和皮下组织。

JTQ68304 陈旧性会阴裂伤修补术
膀胱截石位，消毒外阴肛周，铺无菌巾，会阴切口，阴道壁粘膜，剥露肛提肌，切除部分阴道粘

膜，缝合肛提肌、阴道粘膜、会阴组织至皮肤，新阴道口应可容纳2横指宽度。

JTQ68305
陈旧性会阴Ⅲ度裂伤修

补术

膀胱截石位，消毒外阴肛周，铺无菌巾，会阴切口，分离直肠与阴道粘膜，沿正中线切开阴道壁，

暴露直肠、肛提肌及肛门括约肌断端，切除直肠裂口瘢痕，缝合直肠壁，用7号丝线8字缝合肛门括

约肌断端与肛提肌，缝合阴道粘膜、会阴组织至皮肤。
7.其它

JTZ46901 脉冲泵植入术 经静脉或皮下安装一次性脉冲泵，确定安装脉冲泵时间，确定和调整用药剂量，观察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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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ZE38102 经腹腔穿刺插管注液
患者平卧位，排空膀胱，消毒穿刺区腹壁，铺无菌巾，行腹腔穿刺术，连接输液装置，若有腹水放

腹水并收集，经输液装置腹腔注液。不含超声引导。
JTZ46301 避孕药皮下埋植术 局部皮肤消毒，铺巾，局部小切口，放置皮下避孕药，皮内缝合。
JTZ48301 避孕药皮下取出术 局部皮肤消毒，铺巾，局部小切口，取出皮下避孕药，皮内缝合。

JTZ38601
卵母细胞胞浆内单精子

注射

准备胚胎培养液，体外显微操作液，无胚胎毒性透明质酸酶、无胚胎毒性聚乙烯吡咯烷酮(PVP)、

无胚胎毒性矿物油，预热，制备显微操作皿和胚胎培养皿，置于培养箱内平衡过夜，取卵后在显微

镜下将卵冠丘复合体(OCCCS)在含透明质酸酶酶的体外显微操作液内消化，转至操作液内用不同内

径的胚胎转移管轻轻脱去卵丘，用操作液反复洗7-8遍，放入培养滴中，在倒置镜下观察并评估卵

母细胞的成熟程度，记录，将体外操作液及二甲基吡咯烷酮（PVP）加入显微操作微滴中，在PVP中

加入精子，在显微操作系统下，用显微注射针制动精子，吸入注射针，注射进卵母细胞胞浆内，注

射后将胚胎培养液中清洗后移入胚胎培养液内，置于37℃三气培养箱内培养，所有操作均在万级层

流的培养室内，在百级层流超净IVF工作站或工作台内避光进行，需使用装有恒温热台的实体显微

镜、倒置显微镜和显微操作-显微注射系统。

JZF53301 经腹盆腹腔粘连松解术
消毒铺巾，开腹，将妇科器官从与其粘连组织(如肠管、膀胱，输尿管等)中精细分离出，显微缝合

剥离创面防止粘连发生。

JZF53401
经腹腔镜盆腹腔粘连松

解术

消毒铺巾，建立气腹，穿刺，将妇科器官从与其粘连组织(如肠管、膀胱，输尿管等)中精细分离出

来，显微缝合剥离创面防止粘连发生。不含盆腔器官切除术、毗邻器官切除术。

JTZ62301
经腹子宫腺肌病灶切除

术

消毒铺巾，逐层切开腹壁进入腹腔，探查盆、腹腔情况，明确腺肌瘤部位，分离盆腔粘连，切除腺

肌瘤病灶，缝合创面，双极电凝止血，盐水冲洗盆腹腔，酌情放置盆腔引流，放置生物蛋白胶，一

次性敷贴覆盖腹部伤口。

JTZ62401
经腹腔镜子宫腺肌病灶

切除术

麻醉消毒铺巾，器械准备：拿取灭菌好的腹腔镜用物连接部件并与气腹机膨宫、光源、主机、电凝

装置连接。形成气腹，放置穿刺套管，置镜探查盆、腹腔情况，明确腺肌瘤部位，分离盆腔粘连，

切除腺肌瘤病灶，缝合创面，双极电凝止血，盐水冲洗盆腹腔，酌情放置盆腔引流，放置生物蛋白

胶，一次性敷贴覆盖腹部伤口。

JTZ69301 全盆底重建修补术
含子宫脱垂、阴道前后壁脱垂等盆底支持组织的修补术。膀胱截石位，消毒铺巾，消毒阴道，打开

阴道前后壁，利用生物网片系统与吊带系统重建盆地支持组织，修补盆底支持组织，缝合网片吊带

系统，关闭阴道前后壁。不含子宫及其他盆腔脏器切除术、阴道前后壁修补术、治疗尿失禁的手术

JTZ63301
经腹根治性宫旁组织切

除术

消毒铺巾开腹，剪开覆盖于阴道残端的膀胱腹膜，显露、牵引阴道残端，分离膀胱阴道间隙，推下

膀胱，剪开直肠阴道间腹膜，打开间隙，推开直肠，游离输尿管盆段，打开输尿管隧道，显露主韧

带上缘，分别打开分离膀胱侧窝，直肠侧窝，显露主韧带前、后缘，距同侧宫颈侧缘3厘米，钳断

主韧带、骶韧带，距阴道残端3厘米切除部分阴道，缝合阴道，放置引流。

JTZ63401
经腹腔镜根治性宫旁组

织切除术

消毒铺巾,切开脐部小切口1厘米以长针穿入腹壁，证实进入腹腔后，充气，建立气腹，放入腹腔

镜，分别于双侧髂棘内侧5厘米处切开0.5厘米小切口，分别放入直径0.5厘米小套管，必要时可于

脐耻间行第四直径0.5厘米小切口，放置套管。剪开覆盖于阴道残端的膀胱腹膜，显露、牵引阴道

残端，分离膀胱阴道间隙，推下膀胱，剪开直肠阴道间腹膜，打开间隙，推开直肠，游离输尿管盆

段，打开输尿管隧道，显露主韧带上缘，分别打开分离膀胱侧窝，直肠侧窝，从而分别显露主韧带

前、后缘，距同侧宫颈侧缘3厘米，钳断、缝扎主韧带、骶韧带，距阴道残端3厘米切除部分阴道，

缝合阴道，放置引流。

JTZ63302
经腹女性生殖系统肿瘤

细胞减灭术

指女性生殖系统恶性肿瘤。消毒铺巾后开腹，留取腹水或腹腔冲洗液，全面探查盆腹腔各脏器及盆

腹腔腹膜，必要时取活检。手术范围：全子宫+双附件切除术，盆腔及腹主动脉旁淋巴结切除术，

大网膜切除术，阑尾切除术，盆腹腔内肿瘤组织切除，使残留灶小于2厘米，氩气刀电凝术，放置

引流管，常规关腹。

JTZ63402
经腹腔镜女性生殖系统

肿瘤细胞减灭术

消毒铺巾后切开脐部小切口1厘米以长针穿入腹壁，证实进入腹腔后，充气，建立气腹，放入腹腔

镜，分别于双侧髂棘内侧5厘米处切开0.5厘米小切口，分别放入直径0.5厘米小套管，必要时可于

脐耻间行第四直径0.5厘米小切口，放置套管，腹腔镜下探查，留取腹腔冲洗液，全面探查盆腹腔

各脏器及盆腹腔腹膜，必要时取活检。手术范围：全子宫+双附件切除术，盆腔及腹主动脉旁淋巴

结切除术，大网膜切除术，阑尾切除术，盆腹腔内肿瘤组织切除，残留灶小于2厘米，放置引流

管，常规关腹。
(十五)孕产

JUL05101
孕早期经腹绒毛穿刺取

材术

超声引导及定位,腹部消毒,超声引导下经腹穿刺针抽吸取绒毛组织,保留穿刺针，立即显微镜下观

察绒毛组织。不含超声引导。

JUL05102
孕早期经阴绒毛穿刺取

材术
超声引导及定位,阴道消毒,超声引导下经阴道抽取绒毛组织。不含超声引导。

JUK34301
经腹中期引产羊膜腔穿

刺术

铺一次性检查垫，取平卧位，超声定位，选取腹部羊水平面较大位置为穿刺点，消毒铺巾，穿刺抽

出羊水后羊膜腔内注射引产药物。不含超声引导、实验室检查。

JUK05101
经腹促肺成熟性羊膜腔

穿刺术

铺一次性检查垫，取平卧位，超声定位，选取腹部远离胎儿且羊水平面较大的位置为穿刺点，消毒

铺巾，穿刺抽取羊水进行泡沫震荡试验，羊膜腔内注射促肺成熟药物。不含超声引导、实验室检验

JUG40601
体外受精早期胚胎辅助

孵化透明带切割术

所有操作均在万级层流的培养室内，在百级层流超净工作台内完成，所有体外操作设备均配备有热

台，需使用装有恒温热台的实体显微镜、倒置显微镜合、显微操作-显微注射系统、激光辅助的显

微打孔系统。预先准备好显微操作微滴，置于三气培养箱内平衡过夜，辅助孵化前换成已预热的体

外操作液，将胚胎转入显微操作微滴内，在倒置显微镜下用显微操作针在透明带上作一个切口，最

后进行登记，存档。

JUG41601
体外受精早期胚胎辅助

孵化透明带激光打孔术

所有操作均在万级层流的培养室内，在百级层流超净工作台内完成，需使用装有恒温热台的实体显

微镜、倒置显微镜合、显微操作-显微注射系统、激光辅助的显微打孔系统。预先准备好显微操作

微滴，置于三气培养箱内平衡过夜，将胚胎转入显微操作微滴内，在倒置显微镜下应用激光打孔软

件控制激光打孔仪，用激光在透明带上打孔(直径约为20微米)，完成后将胚胎在胚胎培养液中洗过

后移入培养滴中置于三气培养箱内培养，最后进行登记，存档。

JUG19601
体外受精早期胚胎辅助

孵化透明带激光削薄术

所有操作均在万级层流的培养室内，在百级层流超净工作台内完成，所有体外操作设备均配备有热

台，需使用装有恒温热台的实体显微镜、倒置显微镜合、显微操作-显微注射系统、激光辅助的显

微打孔系统。预先准备好显微操作微滴，置于三气培养箱内平衡过夜，辅助孵化前为显微操作换液

(换成体外操作液)，在倒置显微镜下用激光将透明带部分削薄，置于三气培养箱内培养，最后进行

登记，存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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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UG19602
体外受精早期胚胎辅助

孵化透明带化学削薄术

所有操作均在万级层流的培养室内，在百级层流超净工作台内完成，所有体外操作设备均配备有热

台，需使用装有恒温热台的实体显微镜、倒置显微镜、显微操作-显微注射系统、激光辅助的显微

打孔系统。将胚胎置于预先平衡好的链霉蛋白酶(10IU/毫升)内消化约61秒，始终用倒置显微镜观

察，以防透明带全部消失，待透明带变薄后将胚胎移入胚胎培养液内清洗，再装入胚胎培养滴内，

置于三气培养箱内培养，最后进行登记，存档。

JUK51301 经腹羊水置换术
取平卧位，消毒铺巾，超声定位，经腹部穿刺抽出羊水，后于羊膜腔内注射生理盐水500毫升。不

含超声引导。

JUA59501 静脉药物引产术
取半卧位，选输液泵或可调节输液器，由最低剂量开始点滴缩宫素，同时摸宫缩，逐渐增加缩宫素

滴数时宫缩调整为10分钟3次左右，每次持续半分钟。不含监护。

JUA59201 经阴道药物引产术
用于早孕及中孕病人。铺一次性检查垫，取膀胱截石位，消毒外阴，戴无菌手套，将促宫颈成熟药

物放置于后穹窿处，宫缩过强或达到治疗时间后取出。不含监护。

JUA59202 中期妊娠水囊引产术
铺一次性检查垫，取膀胱截石位，消毒外阴阴道，宫颈管内放置水囊，水囊内注水，B超检查水囊

放置位置，瞩病人注意事项。不含B超监测。

JUA59203 晚期妊娠水囊引产术
铺一次性检查垫，取膀胱截石位，消毒外阴阴道，宫颈管内放置水囊，水囊内注水，B超检查水囊

放置位置，瞩病人注意事项。不含B超监测。

JUA61203 人工流产负压吸引术

指常规冲洗患者外阴及阴道。妇科检查，窥阴器暴露子宫颈，消毒擦拭阴道，消毒宫颈，宫颈钳钳

夹宫颈、消毒长棉签消毒宫颈及宫颈局部应用利多卡因凝胶，探针探测宫腔深度，扩宮器依次扩张

宮颈后，怀孕8周以下选择2种型号吸管应用负压吸引器吸宫2次，术后探宫腔，观察出血，并检查

吸出物的完整性，详细记录手术病例，吸出物可疑时，需送病理学检查。不含病理学检查。

JUA59204 人工流产钳刮术

指针对怀孕10周以上者常规冲洗患者外阴及阴道。妇科检查，窥阴器暴露子宫颈，消毒擦拭阴道，

消毒宫颈。宫颈钳钳夹宫颈、消毒长棉签消毒宫颈及宫颈局部应用利多卡因凝胶，探针探测宫腔深

度，扩宮器依次扩张宮颈后，先用宫颈前钳夹胚胎组织，然后用负压吸引器吸引宫腔，最后用刮匙

将宫腔残留组织刮净，术后探宫腔。观察出血，并检查吸出物的完整性。详细记录手术病例，吸出

物可疑时，需送病理学检查。不含病理学检查。

JUH59101 早孕减胎术

指孕13周前，在超声引导下确定绒毛膜性质，以鉴别出单卵双胎或单卵多胎后，经腹穿刺胎儿心脏

减胎术。评估减胎术的风险，超声仔细区分各个胎儿的位置、特征、羊膜囊间隔、胎盘位置及其关

系，测量胎儿各径线长度，选择合适的被减胎儿，腹部局麻，确定目标胎儿，超声引导，穿刺针刺

入胎儿心脏，确保针尖在胎儿心脏内，注入氯化钾，观察胎心搏动，确保胎儿心跳消失，必要时减

少被减胎儿羊水量。不含B超监测。

JUH59102 妊娠中期选择性减胎术

指孕13-28周，在超声引导下确定绒毛膜性质，排除单卵双胎或单卵多胎后，经腹穿刺胎儿心脏减

胎术。评估减胎术的风险，超声仔细区分各个胎儿的位置、特征、羊膜囊间隔、胎盘位置及其关

系，测量胎儿各径线长度，选择合适的被减胎儿，腹部局麻，确定目标胎儿，超声引导，穿刺针刺

入胎儿心脏，确保针尖在胎儿心脏内，注入氯化钾，观察胎心搏动，确保胎儿心跳消失，必要时减

少被减胎儿羊水量。不含B超监测。

JUA58301 腹腔妊娠取胎术
消毒铺巾，逐层进腹，取出胎儿，充分止血，留置引流管，缝合腹壁。清理呼吸道，处理脐带，进

行新生儿阿普加评分，擦净新生儿，打足印和母亲手印，新生儿基本查体，标明性别、体重、身高

、出生时间，核准无误后入档。

JUE50201 手取胎盘术
固定子宫底，术者戴无菌手套，进入宫腔，由宫底将胎盘剥离后取出，检查胎盘胎膜是否完整，再

次搔扒宫腔检查有无残留。

JUK40301 低位人工破膜术
膀胱截石位，消毒，摸宫缩，听胎心，于宫缩间歇期破膜，观察羊水性状，破膜后立即听胎心。不

含多普勒听胎心。

JUK40302 高位人工破膜术
膀胱截石位，消毒，摸宫缩，听胎心，于宫缩间歇期破膜，观察羊水性状，于高位处破膜，立即听

胎心。不含多普勒听胎心。

JUH58201 单胎顺产接生

指单胎接生及新生儿处理全过程处置。在第二产程指导产妇用力，进行外阴消毒，铺消毒单，保护

会阴，协助胎儿分娩机转，胎儿娩出，在第三产程协助胎盘娩出并检查胎盘、胸盘、胸膜是否完

整，产道是否裂伤（不含二度裂伤缝合），第四产程观察生命体征，清理新生儿呼吸道，处理脐

带，进行新生儿阿普加评分，擦净新生儿，打足印和母亲手印，新生儿基本查体，标明性别、体重

、身高、出生时间，核准无误后入档。

JUH58202 双胎接生

膀胱截石位，消毒铺巾，保护会阴，协助第一个胎儿分娩机转，固定第二个胎儿为纵产式胎儿娩

出，在第三产程协助胎盘娩出并检查胎盘，第四产程观察生命体征，清理呼吸道，处理脐带，进行

新生儿阿普加评分，擦净新生儿，打足印和母亲手印，新生儿基本查体，标明性别、体重、身高、

出生时间，核准无误后入档。

JUH58203 多胎接生

膀胱截石位，消毒铺巾，保护会阴，协助第一个胎儿分娩机转，固定第二个胎儿及第三个胎儿为纵

产式，依次娩出胎儿，在第三产程协助胎盘娩出并检查胎盘，第四产程观察生命体征，清理呼吸

道，处理脐带，进行新生儿阿普加评分，擦净新生儿，打足印和母亲手印，新生儿基本查体，标明

性别、体重、身高、出生时间，核准无误后入档。

JUH58204 死胎接生
膀胱截石位，消毒铺巾，保护会阴，协助胎儿分娩机转，娩出死胎，在第三产程协助胎盘娩出并检

查胎盘，标明性别、体重、身高、出生时间，核准无误后入档。不含死胎尸体解剖及尸体处理。

JUH60201 死胎分解术
膀胱截石位，消毒铺巾，根据不同情况对死胎进行穿颅、断头、锁骨切断、内脏挖出、头皮牵引

等，取出胎儿。不含死胎尸体处理。

JUH58205 臀位助产术
膀胱截石位，消毒铺巾，保护会阴，按臀位分娩机制协助胎儿分娩机转，娩出胎儿，在第三产程协

助胎盘娩出并检查胎盘，清理呼吸道，处理脐带，进行新生儿阿普加评分，擦净新生儿，打足印和

母亲手印，新生儿基本查体，标明性别、体重、身高、出生时间，核准无误后入档。不含单胎顺产

JUH58206 臀位牵引助产术

含臀位或头位牵引术。膀胱截石位，消毒铺巾，查胎位，上胎儿吸引器，保护会阴，牵引同时协助

胎儿分娩机转，娩出胎儿，在第三产程协助胎盘娩出并检查胎盘，清理呼吸道，处理脐带，进行新

生儿阿普加评分，擦净新生儿，打足印和母亲手印，新生儿基本查体，标明性别、体重、身高、出

生时间，核准无误后入档。不含单胎顺产接生。

JUH58207 胎头旋转助产术

指头先露胎方位异常的胎头旋转。膀胱截石位，消毒外阴，查胎位，宫缩间歇期转动胎头，助手在

腹部协助胎头转动至正常胎方位，胎儿娩出，第三产程协助胎盘娩出并检查胎盘，清理呼吸道，处

理脐带，进行新生儿阿普加评分。擦净新生儿，打足印和母亲手印，新生儿基本查体，标明性别、

体重、身高、出生时间，核准无误后入档。不含多普勒听胎心、单胎顺产接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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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UH58208 产钳助产术

指难产接生时的产钳助产。膀胱截石位，消毒铺巾，导尿，查胎位，上产钳右叶，固定，上产钳左

叶，交合产钳，保护会阴，牵引同时协助胎儿分娩机转，娩出胎儿，在第三产程协助胎盘娩出并检

查胎盘，清理呼吸道，处理脐带，进行新生儿阿普加评分，擦净新生儿，打足印和母亲手印，新生

儿基本查体，标明性别、体重、身高、出生时间，核准无误后入档。不含单胎顺产接生、全阴侧切

或会阴裂伤缝合。

JUH58209 胎头吸引助产术
当宫口开全，胎头先露部在坐骨棘水平以下，出现胎儿窘迫或第二产程延长，可选胎头吸引助产术

。将胎头吸引器固定于胎头先露部后，加负压，按分娩机转，牵拉助产娩出胎儿。

JUH58210 外倒转术
指横位的外倒转。取臀高仰卧位，查清胎方位，进行胎心监护，双手插入阴道先露部下方，使之松

动，若不能松动应使孕妇臀高位半小时后再进行，缓慢旋转，术毕立即听胎心。不含多普勒听胎心

、胎心监护。

JUH58211 内倒转术
指横位的内倒转。膀胱截石位，消毒，导尿，手伸入宫腔内，寻找并抓住胎儿双足进行牵引倒转，

并行臀牵引娩出胎儿，复苏抢救胎儿。不含臀牵引接生。

JUM55201 脐带还纳术
膀胱截石位，戴无菌手套，将脱出之脐带还纳于胎先露之上并固定，直至胎儿娩出，监测胎心变化

。不含多普勒听胎心。

JUA58302 古典式剖宫产术

指经腹纵切口剖宫产术。消毒铺巾，逐层进腹，纵型切开子宫体部，娩出胎儿，娩出胎盘，充分止

血。清理呼吸道，处理脐带，新生儿阿普加评分，擦净新生儿，打足印和母亲手印，新生儿基本查

体，标明性别、体重、身高、出生时间，核准无误后入档。检查胎盘是否完整，清理阴道宫腔积血

、缝合子宫和腹壁。

JUA58303 子宫下段剖宫产术

消毒铺巾，逐层切开腹壁进入腹腔，分离推开子宫下端膀胱，切开子宫下段，取出胎儿，娩出胎

盘，充分止血，清理宫腔积血，缝合子宫，缝合腹壁，清理呼吸道，处理脐带，进行新生儿阿普加

评分，擦净新生儿，打足印和母亲手印，新生儿基本查体，标明性别、体重、身高、出生时间，核

准无误后入档。

JUA58304 腹膜外剖宫取胎术

消毒铺巾，逐层切开腹壁达腹膜外，分离子宫下端膀胱，切开子宫下段，取出胎儿，娩出胎盘，充

分止血，清理阴道宫腔积血，缝合子宫，缝合腹壁，清理呼吸道，处理脐带，进行新生儿阿普加评

分，擦净新生儿，打足印和母亲手印，新生儿基本查体，标明性别、体重、身高、出生时间，核准

无误后入档。

JUA58305 双胎剖宫产术

消毒铺巾，逐层进腹，分离子宫下端膀胱，切开子宫下段，依次取出第一胎、第二胎，娩出胎盘，

切开子宫下段，取出胎儿，娩出胎盘，充分止血，清理阴道宫腔积血、缝合子宫、缝合腹壁。对新

生儿的处理包括清理呼吸道，处理脐带，进行新生儿阿普加评分，擦净新生儿，打足印和母亲手

印，新生儿基本查体，标明性别、体重、身高、出生时间，核准无误后入档。

JUA58306 复杂剖宫产术

指有严重合并症，如胎盘早剥，胎盘植入，前置胎盘或多胎剖宫产或盆腔粘连严重的剖宫产。根据

复杂程度采取相应的措施。选择切口部位，切开子宫，取出胎儿，娩出胎盘充分止血，清理阴道宫

腔积血，缝合子宫，缝合腹壁，清理呼吸道，处理脐带，进行新生儿阿普加评分，擦净新生儿，打

足印和母亲手印，新生儿基本查体，标明性别、体重、身高、出生时间，核准无误后入档。含产后

出血捆绑式缝合。不含严重的盆前粘连松解术。

JUA61202 产后刮宫术
取膀胱截石位，消毒铺巾，消毒阴道，探查宫腔，大刮匙或卵圆钳清除宫内残留组织，送病理，必

要时需要B超监测。不含病理学检查、B超监测。
(十六)肌肉骨骼系统
1.颅骨

JVA57301 颅骨牵引术 消毒铺巾，将专用骨针穿入部分颅骨，防止传入颅内，连接牵引弓、牵引架进行牵引。
JVA57302 颅骨头环牵引术 消毒铺巾，将专用骨针穿入部分颅骨，防止传入颅内，连接牵引头环、牵引架进行牵引。
JVA57303 头环—背心外固定术 局部麻醉，使用4点式halo头环，钻孔、螺钉固定头部后，安装立杆，连接背心。
JVA57304 颅骨头环固定术 患儿坐位保护，头消毒，定位，局麻，对称拧入螺钉4枚-8枚。

JVA61304
深度烧伤扩创颅骨坏死

骨清除术

术区皮肤消毒，切除死骨周围坏死炎性组织或窦道，暴露死骨，用咬骨钳或骨凿去除死骨，清洗止

血后创面应用其它组织或材料覆盖。

JVA61306 颅骨烧伤凿骨扩创术
术区皮肤消毒，显露颅骨，探查并确定坏死范围，用器械凿开并清除坏死颅骨，清洗，止血，用其

他组织或敷料覆盖创面。不含植皮术、皮瓣修复术。

JVA07301 颅骨钻孔探查术
上头架，消毒铺巾，切皮，双极止血，气钻或电钻钻孔，骨止血，探查硬脑膜外或硬脑膜下，止

血，处理骨窗，必要时放置引流装置，缝合，包扎，不含神经导航。

JVA07401
经颅内镜颅骨钻孔探查

术

上头架，消毒铺巾、头皮切开、双极止血，气钻或电钻钻孔，切开硬脑膜、止血，置入内镜工作

镜，小心由外向内仔细探寻找病变及处理，然后退出内镜，止血，处理骨窗，缝合，包扎，不含神

经导航。

JVA44301 自体颅骨外板切取术
上头架，消毒铺巾，设计头皮切口，双极止血，显露颅骨顶骨，应用骨动力系统、球钻和骨凿将颅

骨外板切取下来，板障应用，骨蜡止血。冲洗，缝合，加压包扎。

JVA55301 颅骨凹陷骨折复位术
上头架，消毒铺巾，切口设计，切开，剥离，显露骨折部位，将骨折块复位，观察外观满意后，钢

丝或钛钉、钛板内固定，骨蜡止血，缝合切口，留置引流。

JVA62301 颅骨肿瘤切除修复术
上头架，消毒铺巾，切皮，双极止血，骨蜡止血，暴露骨瘤，气钻或电钻钻孔，用铣刀或磨钻切除

异常增生颅骨，骨止血，必要时放置引流，缝合，包扎。不含颅骨成形术。

JVA62302 去颅骨骨瓣减压术
消毒铺巾，切皮，双极止血，气钻或电钻钻孔，铣刀去除骨瓣，切开并悬吊硬脑膜，人工硬脑膜修

补，止血，缝合，包扎。

JVA62303
骨纤维异常增殖切除整

形术

消毒铺巾，切皮，双极止血，暴露骨瘤，气钻或电钻钻孔，用铣刀或磨钻切除异常增生颅骨，行颅

骨修补，骨止血，缝合，包扎。

JVA69302
骨纤维异常增殖切除整

形+颅底重建术

消毒铺巾，切皮，双极止血，暴露骨瘤，气钻或电钻钻孔，用铣刀或磨钻切除异常增生颅骨，行颅

骨修补，颅底重建，骨止血，缝合，包扎。

JVA69303
骨纤维异常增殖切除整

形+视神经管减压术+颅

底重建术

消毒铺巾，切皮，双极止血，暴露骨瘤，气钻或电钻钻孔，用铣刀或磨钻切除异常增生颅骨，视神

经管减压，行颅骨修补，颅底重建，骨止血，缝合，包扎。

JVA68301 颅骨缺损修补成形术
消毒铺巾，切皮，双极止血，分离皮瓣，帽状腱膜层分离，在缺损处仔细分离将头皮和脑膜分开。

气钻或电钻暴露骨窗，显露整个颅骨缺损范围，置入颅骨修补材料，骨蜡止血，必要时放置引流装

置，缝合，包扎。不含自体骨质的切取、颅骨肿瘤切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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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名称 项目内涵

JZA68301 短头畸形矫正术

消毒铺巾，设计头皮冠状切口，于帽状腱膜层分离，显露整个额颅，颞部眶上区，应用动力系统，

前额部颅骨开窗，取下双侧额颅骨板，形成眶上骨带。取下的颅骨板塑形，形成弧形突起。眶上骨

带前移，下缘重叠固定在眶上缘，复位颅骨板的下端固定于眶上骨带的上缘。劈开颅骨内外骨板，

在间隙内植骨。骨块之间应用钢丝，钛板或可吸收板固定。冲洗，缝合，放置引流，包扎固定。不

含眶畸形、颌骨畸形的矫正。

JZA68302 斜头畸形矫正术

消毒铺巾，设计头皮冠状切口，剥离显露颅骨，应用动力系统，铣刀去除早闭的冠状缝，制备额眶

带骨桥，和额骨瓣。将骨桥和游离额骨前移扩大矫正扁平后缩的患侧额颅，同时将对侧额眶部给与

重新塑形，使整个额眶部协调。劈开颅骨内外骨板植骨，将骨块之间应用钢丝，钛板或可吸收板固

定。彻底冲洗，缝合，放置引流，包扎固定。不含眶畸形、颌骨畸形的矫正、负压引流。

JZA68303 舟状头畸形矫正术

消毒铺巾，设计头皮冠状切口，剥离显露整个颅骨穹窿，确定前额和顶骨各最佳骨瓣的位置，划线

定位。在前方起自眶上缘，后方止于枕骨鳞部基底，设计4－5块横形游离颅骨骨瓣。应用动力系

统，铣刀和线锯完成骨块的截断。仔细分离注意避开上矢状窦和横窦。进行移位和重新组合。劈开

颅骨内外骨板植骨，将骨块之间应用钢丝，钛板或可吸收板固定。彻底冲洗，缝合，放置引流，包

扎固定。不含眶畸形、颌骨畸形的矫正。

JZA68304 三角头矫正术

消毒铺巾，设计头皮冠状切口，剥离显露颅骨，应用动力系统，铣刀去除早闭的冠状缝，制备额眶

带骨桥，和额骨瓣。将骨桥和游离额骨前移扩大矫正扁平后缩的患侧额颅，同时将对侧额眶部给与

重新塑形，使整个额眶部协调。劈开颅骨内外骨板植骨，将骨块之间应用钢丝，钛板或可吸收板固

定。彻底冲洗，缝合，放置引流，包扎固定。不含眶畸形和颌骨畸形的矫正、负压引流。
2.脊柱
颈椎骨与骨连结

JVB60101
经皮穿刺颈2—3横突射

频治疗术

用于治疗颈源性头痛，颈型颈椎病。监测生命体征，消毒铺巾，影像定位下穿刺，经影像及神经诱

发确认无误，实施射频热凝或脉冲射频调节治疗。不含监测、影像学引导、术中监护。

JVB62301 侧路枢椎齿突切除术
消毒铺巾，乳突后方切口，X线引导下确定C1-2椎间隙，必要时术中导航，显露椎动脉、硬膜及颈1

、2神经根，显露、保护椎动脉、枕动脉，由一侧显露齿突，磨钻小心逐步磨除齿状突，必要时脊

髓监护，另戳口放负压引流管，逐层关闭伤口。不含X线引导、术中导航、脊髓监护。

JVB62202 口咽入路齿状突切除术
消毒铺巾，安装口、舌拉勾，咽部正中纵行切口，安装咽部撑开器，X线引导下定位寰椎，必要时

术中导航，保护两侧的椎动脉、齿突后方的硬膜，磨钻磨除齿状突，必要时脊髓监护，另戳口放负

压引流管，逐层关闭伤口。不含X线引导、术中导航、脊髓监护。

JVB57301 前路齿状突内固定术

消毒铺巾，颈前切口，椎间隙放置定位针，透视定位，磨钻磨出齿突螺钉入点，克氏针钻入经过骨

折线、到达齿突尖部，G型臂透视位置满意后，电钻扩孔，拧入齿状突空心螺丝钉1-2枚，另戳口放

负压引流管，逐层关闭伤口，需在X线引导下进行定位和内固定，必要时术中导航。不含X线引导、

术中导航。

JVB57302 后路枢椎内固定术
消毒铺巾，颈后入路，显露枢椎椎板，磨钻磨出枢椎椎板钉入点，手钻或电钻穿刺通道，植入枢椎

椎板螺钉，需在X线引导下进行定位和内固定，必要时术中导航，另戳口放负压引流管，逐层关闭

伤口。不含X线引导、术中导航。

JVB57303
后路枢椎植骨融合内固

定术

治疗海格曼（hangman）骨折的手术。消毒铺巾，后正中入路，剥离椎旁肌，显露硬膜、神经根及

椎动脉，磨钻磨出枢椎椎弓根入点，手钻或电钻穿刺通道，植入枢椎椎弓根螺钉，在骨折的部位植

骨，另戳口放负压引流管，逐层关闭伤口，需在X线引导下进行定位和内固定，必要时术中导航。

不含X线引导、术中导航。

JVB62302
单侧颈动脉三角入路枢

椎肿瘤切除植骨术

消毒铺巾，经单侧颈动脉三角切口，X线引导下切除部分寰椎、C2部分椎体、附件，必要时术中导

航，需显露舌下和喉上神经，显露或结扎椎动脉，植骨融合，另戳口放负压引流管，逐层关闭伤口

。不含X线引导、术中导航。

JVB62303
单侧颈动脉三角入路枢

椎肿瘤切除植骨融合内

固定术

消毒铺巾，经单侧颈动脉三角切口，X线引导下切除部分环椎、C2椎体、附件，内固定，必要时术

中导航，需显露舌下和喉上神经，显露或结扎椎动脉，植骨融合，另戳口放负压引流管，逐层关闭

伤口。不含X线引导、术中导航。

JVB62304
下颌骨入路枢椎肿瘤切

除植骨融合内固定术

消毒铺巾，劈开下颌骨、经舌或舌旁、辅助颈动脉三角入路，X线引导下切除环椎、C2椎体、附

件，内固定，必要时术中导航，需显露舌下和喉上神经，显露或结扎椎动脉，植骨融合，另戳口放

负压引流管，逐层关闭伤口。不含X线引导、术中导航。

JVB62305
下颌骨入路寰枢椎肿瘤

切除植骨融合皮瓣重建

术

消毒铺巾，劈开下颌骨、经舌或舌旁、辅助颈动脉三角入路，X线引导下切除环椎、C2椎体、附

件，内固定，必要时术中导航，需显露舌下和喉上神经，显露或结扎椎动脉，植骨融合，另戳口放

负压引流管，逐层关闭伤口，咽后壁皮瓣植皮重建咽后壁。不含X线引导、术中导航。

JVB62201
口咽入路寰枢椎肿瘤切

除植骨术

消毒铺巾，经口咽切口，X线引导下切除肿瘤侵犯的寰椎前弓、齿突、C2部分椎体、附件，必要时

术中导航，需显露或结扎椎动脉，相邻节段终板准备，需植骨融合，另戳口放负压引流管，逐层关

闭伤口。不含X线引导、术中导航。

JVB62306
口咽入路寰枢椎肿瘤切

除植骨内固定术

消毒铺巾，经口咽切口，X线引导下切除肿瘤侵犯的寰椎前弓、齿突、C2(枢椎)部分椎体、附件，

内固定，必要时术中导航，需显露或结扎椎动脉，相邻节段终板准备，植骨融合，另戳口放负压引

流管，逐层关闭伤口。不含X线引导、术中导航。

JVB57304
后路寰枢椎内固定植骨

融合术

消毒铺巾，后正中入路，显露寰枢椎椎板和侧块，磨钻磨出寰、枢侧块或椎弓根螺钉入点，X线引

导下寰枢椎内固定，必要时术中导航，磨钻毛糙化植骨床，自体骨(同种异体骨、人工骨)植骨，另

戳口放负压引流管，逐层关闭伤口。不含X线引导、术中导航。

JVB54306 后路寰椎后弓切除术
消毒铺巾，后正中入路，剥离项韧带、椎旁肌，显露静脉窦、硬膜及神经根，寰椎后弓骨膜下剥

离，保护静脉窦及椎动脉，磨钻、椎板咬骨钳逐步切除寰椎后弓，必要时脊髓监护，另戳口放负压

引流管，逐层关闭伤口。不含脊髓监护。

JVB55201
口咽入路寰枢关节松解

术

针对寰枢难复性脱位的手术。消毒铺巾，安装口、舌拉勾，咽部正中纵行切口，安装咽部撑开器，

定位寰椎，保护两侧的椎动脉，松解前纵韧带、颈长肌、头长肌、寰枢侧块关节及寰齿前间隙瘢

痕，切断齿突尖韧带、翼状韧带，切除部分寰椎前弓，结合颅骨牵引，松解复位寰枢关节，必要时

脊髓监护，另戳口放负压引流管，逐层关闭伤口，需在X线引导下进行寰椎定位和寰枢关节复位，

必要时术中导航。不含X线引导、术中导航、脊髓监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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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VB55301
前路颈椎寰枢关节松解

术

消毒铺巾，颈前颌下切口，保护舌下神经、甲状腺上动脉，定位寰椎，保护两侧的椎动脉，松解前

纵韧带、颈长肌、头长肌、寰枢侧块关节及寰齿前间隙瘢痕，切断齿突尖韧带、翼状韧带，切除部

分寰椎前弓，结合颅骨牵引，松解复位寰枢关节，必要时脊髓监护，另戳口放负压引流管，逐层关

闭伤口，需在X线引导下进行寰椎定位和寰枢关节复位，必要时术中导航。不含X线引导、术中导航

、脊髓监护。

JVB57305
后路寰枢减压植骨融合

内固定术

消毒铺巾，后正中入路，剥离项韧带、椎旁肌，显露静脉窦、硬膜及神经根，寰椎后弓骨膜下剥

离，保护椎动脉，剥离寰椎及枢椎椎板，磨钻、椎板咬骨钳逐步切除寰椎后弓、枢椎椎板骨，必要

时脊髓监护，X线引导下寰枢椎内固定，必要时术中导航，磨钻毛糙化植骨床，自体骨(同种异体骨

、人工骨)植骨，另戳口放负压引流管，逐层关闭伤口。不含X线引导、术中导航、脊髓监护。

JVB57306
后路寰枢枕植骨融合固

定术

消毒铺巾，后正中入路，剥离项韧带、椎旁肌，显露静脉窦及神经根，寰椎后弓骨膜下剥离，保护

椎动脉，剥离枕骨、寰椎及枢椎椎板，磨钻磨出枢椎、寰椎、枕骨的内固定通道，X线引导下枕寰

枢椎内固定，必要时术中导航，磨钻毛糙化植骨床，自体骨(同种异体骨、人工骨)植骨，另戳口放

负压引流管，逐层关闭伤口。不含X线引导、术中导航。

JVB57307
后路寰枢椎/枕颈植骨

融合术

消毒铺巾，后正中入路，剥离项韧带、椎旁肌，显露静脉窦及神经根，寰椎后弓骨膜下剥离，保护

椎动脉，剥离枕骨、寰椎及枢椎椎板，磨钻毛糙化植骨床(寰椎后弓、枢椎椎板和/或枕骨鳞部)，

自体骨(同种异体骨、人工骨)植骨，另戳口放负压引流管，逐层关闭伤口。

JVB57308
前路颈椎寰枢侧块关节

植骨融合内固定术

消毒铺巾，颈前切口，X线引导下确定C2椎体，必要时术中导航，磨钻磨出纵向穿过侧块关节的螺

钉入点，手钻或电钻穿刺通道，植入螺钉，C1-2侧块关节植骨，另戳口放负压引流管，逐层关闭伤

口。不含X线引导、术中导航。

JVB57309
后路颈椎寰枢侧块关节

植骨融合内固定术

消毒铺巾，颈后入路，X线引导下确定C1-2侧块关节，必要时术中导航，磨钻磨出纵向穿过侧块关

节的螺钉入点，手钻或电钻穿刺通道，植入螺钉，安装寰枢椎板下线缆，C1-2侧块关节植骨，另戳

口放负压引流管，逐层关闭伤口。不含X线引导、术中导航。

JVB38101
颈椎2—5横突局部封闭

术

用于颈椎病、神经根炎、眩晕及相关痛性疾病的治疗。操作在具备无菌、抢救设备的治疗室进行，

监测基本生命体征，确定穿刺点，穿刺处消毒铺巾，穿刺到位后，注射治疗药物，穿刺点外贴敷

料，术毕留观。不含监测、影像学引导、术中监护。

JVB38102
颈椎第6横突局部封闭

术

用于颈椎病、神经根炎及相关痛性疾病的治疗。操作在具备无菌、抢救设备的治疗室进行，监测基

本生命体征，确定穿刺点，穿刺处消毒铺巾，穿刺到位后，注射治疗药物，穿刺点外贴敷料，术毕

留观。不含监测、影像学引导、术中监护。

JVB60102
经皮穿刺颈椎小关节射

频治疗术

用于药物治疗等保守治疗无效的颈椎小关节综合症、反复发作的颈型颈椎病。监测生命体征，消毒

铺巾，影像定位下穿刺，经影像及神经诱发确认无误，实施射频热凝或脉冲射频调节治疗。不含影

像学引导。

JVB62307
前路颈椎椎体肿瘤切除

植骨融合术

消毒铺巾，单侧前入路，X线引导下切除椎体肿瘤，必要时术中导航，植骨融合，另戳口放负压引

流管，逐层关闭伤口。不含X线引导、术中导航。

JVB62308
前路颈椎体肿瘤切除植

骨融合内固定术

消毒铺巾，颈前入路，保护颈动静脉和气管、食管，X线引导下切除椎体肿瘤，切除间盘准备相邻

终板，植骨融合内固定，必要时术中导航，另戳口放负压引流管，逐层关闭伤口。不含X线引导、

术中导航。

JVB60301
颈椎椎旁软组织肿瘤射

频治疗
CT引导下穿刺，定位，射频消融肿瘤组织，再次CT确认肿瘤切除情况。不含CT引导。

JVB60302
颈椎椎体及附件肿瘤射

频治疗

含椎旁软组织肿瘤。CT引导下穿刺，定位，射频消融肿瘤组织，再次CT确认肿瘤切除情况。不含CT

引导。

JVB62309
前路颈椎椎旁软组织肿

瘤切除术

消毒铺巾，颈前入路切除椎旁肿瘤，显露神经根和椎动脉并保护，另戳口放负压引流管，逐层关闭

伤口。
JVB62310 颈椎椎板肿瘤切除术 消毒铺巾，后入路切除椎板及肿物，显露硬膜囊，另戳口放负压引流管，逐层关闭伤口。

JVB62311
颈椎椎板及单侧附件肿

瘤切除术

消毒铺巾，后入路切除椎板、部分关节突及肿物，显露硬膜囊，另戳口放负压引流管，逐层关闭伤

口。

JVB62312
后路颈椎旁软组织肿瘤

切除术

消毒铺巾，后入路切除颈椎后外侧软组织肿物，需显露神经根并保护，另戳口放负压引流管，逐层

关闭伤口。

JVB68101
经皮颈椎椎体成形术

(PVP)
局麻或者全麻，仰卧位，经皮穿刺，定位，注射填充物。

JVB68102
经皮颈椎椎体扩张成形

术(PKP)

局麻或者全麻，仰卧位，经皮穿刺，定位，置入椎体扩张装置，形成空腔，取出扩张装置，于空腔

内注射填充物。

JVB61301 颈椎感染性病灶清除术

麻醉，消毒，取仰卧位颈部切口，逐层切开，分离保护颈动静脉、气管食管、喉上、喉返、迷走神

经等，显露颈椎前侧，X线定位确定病变椎体，切开椎前筋膜，清除病变椎体及间盘组织至正常

骨，小心勿损伤后方的脊髓及侧方的椎动脉，如损伤应做相应处理。反复用生理盐水3000毫升冲

洗，放置抗感染药物或填充物或植骨，止血，逐层缝合伤口。不含X线引导、术中导航。

JVB62313
颈椎感染性病灶清除椎

体重建内固定术

麻醉，消毒，取仰卧位颈部切口，逐层切开，分离保护颈动静脉、气管食管、喉上、喉返、迷走神

经等，显露颈椎前侧，X线定位确定病变椎体，切开椎前筋膜，清除病变椎体及间盘组织至正常

骨，小心勿损伤后方的脊髓及侧方的椎动脉，如损伤应做相应处理，采用自体取骨或椎间融合器或

人工椎体融合重建椎体缺损，内固定系统重建脊柱稳定性，注意内固定方向。反复冲洗用生理盐水

3000毫升冲洗，放置抗感染药物或填充物，止血，逐层缝合伤口。不含X线引导、术中导航。

JVB62314
前路颈椎体及双侧附件

肿瘤切除植骨融合内固

定术

消毒铺巾，双侧颈前入路，保护颈动静脉和气管、食管，X线引导下切除椎体肿瘤和双侧附件肿

瘤，切除间盘准备相邻终板，植骨融合，内固定，必要时术中导航，需显露双侧椎动脉、神经根，

另戳口放负压引流管，逐层关闭伤口。不含X线引导、术中导航。

JVB62315
前路颈椎体及椎管内肿

瘤切除植骨融合内固定

术

消毒铺巾，颈前入路，保护颈动静脉和气管、食管，X线引导下切除椎体肿瘤，切除椎管内肿物切

除，切除间盘准备相邻终板，植骨融合内固定，必要时术中导航，另戳口放负压引流管，逐层关闭

伤口。不含X线引导、术中导航。

JVB62316
前路颈椎体及单侧附件

肿瘤切除植骨融合术

消毒铺巾，颈前入路，保护颈动静脉和气管、食管，X线引导下切除椎体和一侧附件肿瘤，切除间

盘准备相邻终板，植骨融合，必要时术中导航，另戳口放负压引流管，逐层关闭伤口。不含X线引

导、术中导航。

JVB62317
前路颈椎体及单侧附件

肿瘤切除植骨融合内固

定术

消毒铺巾，颈前入路，保护颈动静脉和气管、食管，X线引导下切除椎体肿瘤和一侧附件肿瘤，切

除间盘准备相邻终板，植骨融合，内固定，必要时术中导航，需显露单侧椎动脉、神经根，另戳口

放负压引流管，逐层关闭伤口。不含X线引导、术中导航。

第 335 页



项目名称 项目内涵

JVB62318
颈椎椎板及单侧附件肿

瘤切除植骨融合内固定

术

消毒铺巾，后入路切除椎板、单侧关节突及肿物，显露硬膜囊、单侧神经根及椎动脉并保护，X线

引导下行关节突或椎弓根内固定，必要时术中导航，植骨融合，另戳口放负压引流管，逐层关闭伤

口。不含X线引导、术中导航。

JVB62319
后路颈椎板及双侧附件

肿瘤切除植骨融合内固

定术

消毒铺巾，后入路切除椎板、双侧关节突及肿物，显露硬膜囊、双侧神经根及椎动脉并保护，X线

引导下行关节突或椎弓根内固定，必要时术中导航，植骨融合，另戳口放负压引流管，逐层关闭伤

口。不含X线引导、术中导航。
JVB48301 前路颈椎内固定取出术 全麻，颈椎前入路，显露内固定。
JVB48302 后路颈椎内固定取出术 全麻，颈椎后正中切口，剥离椎旁肌，注意保护脊髓，显露内固定。
JVB51301 颈人工椎体置换术 全麻，仰卧位，前方斜(或横)切口，显露节段，切除椎体，植入人工椎体，缝合切口。

JVB68301
前路颈椎后凸畸形矫正

术

消毒铺巾，颈前切口，X线引导下确定病变椎间隙，必要时术中导航，切除椎前瘢痕，松解或者切

断双侧颈长肌，切除椎间盘组织和双侧钩椎关节，显露后纵韧带，必要时切除后纵韧带，撑开椎间

隙，椎间融合器或植骨块植入，内固定，必要时脊髓监护，另戳口放负压引流管，逐层关闭伤口。

不含X线引导、术中导航、脊髓监护。

JVB38103
椎体前外侧钩椎关节局

部封闭术

用于颈椎病、颈间盘突出及相关痛性疾病的治疗。操作在具备无菌、抢救设备的治疗室进行，监测

基本生命体征，影像定位确定穿刺点，穿刺处消毒铺巾，影像学引导、造影监测穿刺到位后，注射

治疗药物，穿刺点外贴敷料，术毕留观。不含监测、术中监护、影像学引导。

JVB62320
前路颈椎椎体次全切除

植骨融合术

消毒铺巾，颈前切口，X线引导下确定病变椎间隙，必要时术中导航，切除拟切除椎体的上下节段

的椎间盘，椎体间撑开，椎体次全切除，自体块状骨植入，必要时后纵韧带切除或部分切除，椎管

内探查，必要时脊髓监护，另戳口放负压引流管，逐层关闭伤口。不含X线引导、术中导航、脊髓

JVB62321
前路颈椎椎体次全切除

植骨融合内固定术

消毒铺巾，颈前切口，椎间隙放置定位针，透视定位，切除拟切除椎体的上下节段的椎间盘，椎体

间撑开，椎体次全切除，必要时后纵韧带切开，后纵韧带部分切除，椎管内探查，自体块状骨植

入，钛板内固定，另戳口放负压引流管，逐层关闭伤口。

JVB62322
颈椎椎体次全切后纵韧

带骨化切除植骨融合术

消毒铺巾，颈前切口，X线引导下确定病变椎间隙，必要时术中导航，切除拟切除椎体的上下节段

的椎间盘，椎体间撑开，椎体次全切除，微型电钻磨除骨化的后纵韧带，后纵韧带部分切除，椎管

内探查，游离椎间盘取出，自体块状骨植入，必要时脊髓监护，另戳口放负压引流管，逐层关闭伤

口。不含X线引导、术中导航、脊髓监护。

JVB62323

颈椎椎体次全切后纵韧

带骨化切除植骨融合内

固定术

消毒铺巾，颈前切口，X线引导下确定病变椎间隙，必要时术中导航，切除拟切除椎体的上下节段

的椎间盘，椎体间撑开，椎体次全切除，微型电钻磨除骨化的后纵韧带，后纵韧带部分或全部切

除，椎管内探查，游离椎间盘取出，将切除的椎体松质骨去除软组织和软骨后填入钛网内，钛网植

入，钛板内固定，必要时脊髓监护，另戳口放负压引流管，逐层关闭伤口。不含X线引导、术中导

航、脊髓监护。

JVB62324
前路颈椎钩椎关节切除

术

消毒铺巾，颈前切口，X线引导下确定病变椎间隙，必要时术中导航，切除一侧钩椎关节，必要时

脊髓监护，另戳口放负压引流管，逐层关闭伤口。不含X线引导、术中导航、脊髓监护。

JVB57310
后路下颈椎枕骨植骨融

合内固定术

消毒铺巾，后正中入路，剥离椎旁肌，显露硬膜、神经根及椎动脉，磨钻磨出枕骨鳞部、寰、枢及

下颈椎侧块或椎弓根螺钉入点，手钻或电钻穿刺通道，植入枕骨螺钉、侧块螺钉，安装连接板或

棒，植骨，另戳口放负压引流管，逐层关闭伤口，需在X线引导下进行定位和内固定，必要时术中

导航。不含X线引导、术中导航。

JVB57311
后路颈椎关节突切除骨

折脱位复位植骨融合内

固定术

消毒铺巾，颈后切口，剥离两侧椎旁肌，切除一侧关节突进行骨折脱位的复位，X线引导下双侧侧

块螺钉内固定，必要时术中导航，植骨，另戳口放负压引流管，逐层关闭伤口。不含X线引导、术

中导航。

JVB57312
后路颈椎关节突椎板切

除骨折脱位复位植骨融

合内固定术

消毒铺巾，颈后切口，剥离两侧椎旁肌，切除单侧关节突进行骨折脱位的复位，椎板切除或成形，

显露硬脊膜和神经根并保护，必要时脊髓监护，X线引导下双侧侧块螺钉内固定，植骨，另戳口放

负压引流管，逐层关闭伤口。不含X线引导、术中导航、脊髓监护。

JVB53301 颈椎椎管扩大减压术
麻醉后消毒铺巾，X线引导下显露棘突、椎板和关节突，切除部分或全部椎板，显露硬膜和神经

根，覆盖脊柱膜。置引流缝合。不含X线引导。

JVB57313
颈椎椎管扩大减压植骨

融合内固定术

麻醉后消毒铺巾，显露棘突、椎板和关节突、横突，X线引导下置入内固定，必要时术中导航，切

除部分或全部椎板，显露硬膜和神经根，植骨融合，覆盖脊柱膜，置引流缝合。不含X线引导、术

中导航、取骨术。

JVB53302
颈椎椎管扩大减压神经

根管减压术

麻醉后消毒铺巾，X线引导下显露棘突、椎板和关节突，切除部分或全部椎板，显露硬膜和神经

根，神经根管减压，覆盖脊柱膜，置引流缝合。不含X线引导。

JVB57314
颈椎椎管扩大减压神经

根管减压植骨融合内固

定术

麻醉后消毒铺巾，显露棘突、椎板和关节突、横突，X线引导下置入内固定，必要时术中导航，切

除部分或全部椎板，显露硬膜和神经根，神经根管减压，植骨融合，覆盖脊柱膜，置引流缝合。不

含X线引导、术中导航、取骨术。
JVC60301 颈椎间盘射频消融术 局麻，仰卧位，C形臂引导下颈前路经皮穿刺髓核消融。

JVC60101
经皮穿刺颈椎间盘化学

溶解术

用于颈椎间盘突出症的治疗。开放静脉通路，监测生命体征，自动脉鞘与内脏鞘之间进针，途经外

侧颈动脉、胸锁乳突肌、内侧甲状腺、气管、食管、颈前筋膜，直达颈椎间盘髓核，注入对比剂，

影像确认位置准确无误，注入胶原酶。不含影像学引导、术中监护。

JVC68101
经皮穿刺低温等离子颈

椎间盘髓核成形术

用于颈椎间盘病变的治疗。开放静脉通路，监测生命体征，自动脉鞘与内脏鞘之间进针，途经外侧

颈动脉、胸锁乳突肌、内侧甲状腺、气管、食管、颈前筋膜，直达颈椎间盘髓核，注入对比剂，影

像确认位置准确无误，置入刀头进行消融及髓核成型术。不含影像学引导、术中监护。

JVC60102
经皮穿刺颈椎间盘激光

髓核汽化术

用于颈椎间盘病变的治疗。开放静脉通路，监测生命体征，自动脉鞘与内脏鞘之间进针，途经外侧

颈动脉、胸锁乳突肌、内侧甲状腺、气管、食管、颈前筋膜，直达颈椎间盘髓核。注入对比剂，影

像确认位置准确无误，置入光导纤维进行髓核汽化。不含影像学引导、术中监护。

JVC60103
经皮穿刺医用臭氧颈椎

间盘髓核消融术

用于颈椎间盘病变的治疗。开放静脉通路，监测生命体征，自动脉鞘与内脏鞘之间进针，途经外侧

颈动脉、胸锁乳突肌、内侧甲状腺、气管、食管、颈前筋膜，直达颈椎间盘髓核。注入对比剂，影

像确认位置准确无误，注入医用臭氧。不含影像学引导、术中监护。

JVC60104
经皮穿刺单极水冷射频

颈椎间盘髓核消融术

用于颈椎间盘病变的治疗。开放静脉通路，监测生命体征，自动脉鞘与内脏鞘之间进针，途经外侧

颈动脉、胸锁乳突肌、内侧甲状腺、气管、食管、颈前筋膜，直达颈椎间盘髓核。注入对比剂，影

像确认位置准确无误，开机进行脉冲刺激，无神经反应开始水冷射频消融。不含影像学引导、术中

JVC60105
经皮穿刺颈椎间盘髓核

射频热凝术

用于颈椎间盘病变的治疗。开放静脉通路，监测生命体征，自动脉鞘与内脏鞘之间进针，途经外侧

颈动脉、胸锁乳突肌、内侧甲状腺、气管、食管、颈前筋膜，直达颈椎间盘髓核，注入对比剂，影

像确认位置准确无误，开机进行调试，如无神经反应开始热凝术。不含影像学引导、术中监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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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VC62301
前路颈椎间盘切除植骨

融合术

消毒铺巾，颈前切口，X线引导下确定病变椎间隙，必要时术中导航，切除椎间盘，椎体间撑开，

将自体骨(或者人工骨或者同种异体骨修剪成合适形状，或者将上述植骨材料的碎骨块填入椎间融

合器中)植入椎间隙，必要时脊髓监护，另戳口放负压引流管，逐层关闭伤口。不含X线引导、术中

导航、脊髓监护。

JVC62302 颈椎间盘切除术
消毒铺巾，颈前切口，X线引导下确定病变椎间隙，必要时术中导航，切除椎间盘，必要时脊髓监

护，另戳口放负压引流管，逐层关闭伤口。不含X线引导、术中导航、脊髓监护。
JVC62101 经皮穿刺颈椎间盘切除 局麻，仰卧位，C形臂引导下颈前路经皮穿刺椎间盘切除。

JVC62303
前路颈椎间盘后纵韧带

骨化切除术

消毒铺巾，颈前切口，X线引导下确定病变椎间隙，必要时术中导航，切除椎间盘，椎体间撑开，

微型电钻磨除骨化的后纵韧带，后纵韧带部分切除，椎管内探查，游离椎间盘取出，必要时脊髓监

护，另戳口放负压引流管，逐层关闭伤口。不含X线引导、术中导航、脊髓监护。

JVC53301
前路颈椎椎间盘切除神

经根管减压术

消毒铺巾，颈前切口，X线引导下确定病变椎间隙，必要时术中导航，切除椎间盘组织和一侧钩椎

关节，显露神经根并保护，必要时脊髓监护，另戳口放负压引流管，逐层关闭伤口。不含X线引导

、术中导航、脊髓监护。

JVC62304
前路颈椎间盘切除椎间

植骨融合术

消毒铺巾，颈前切口，X线引导下确定病变椎间隙，必要时术中导航，切除椎间盘，椎体间撑开，

必要时后纵韧带切开或者后纵韧带部分切除，椎管内探查，游离椎间盘取出，椎间融合器植入，必

要时脊髓监护，另戳口放负压引流管，逐层关闭伤口。不含X线引导、术中导航、脊髓监护。

JVC62305
前路颈椎间盘切除椎间

植骨融合内固定术

消毒铺巾，颈前切口，X线引导下确定病变椎间隙，必要时术中导航，切除椎间盘，椎体间撑开，

必要时后纵韧带切开或者后纵韧带部分切除，椎管内探查，游离椎间盘取出，椎间融合器植入，钛

板内固定，必要时脊髓监护，另戳口放负压引流管，逐层关闭伤口。不含X线引导、术中导航、脊

髓监护。

JVC51301
前路颈椎间盘切除人工

椎间盘置换术

消毒铺巾，颈前切口，X线引导下确定病变椎间隙，必要时术中导航，切除椎间盘，椎体间撑开，

必要时椎体间撑开，后纵韧带切开或者后纵韧带部分切除，椎管内探查，人工椎间盘植入，必要时

脊髓监护，另戳口放负压引流管，逐层关闭伤口。不含X线引导、术中导航、脊髓监护。

JVC57301
颈椎椎间盘切除骨折脱

位手术复位植骨融合内

固定术

消毒铺巾，颈前切口，X线引导下确定脱位椎间隙，必要时术中导航，切除椎间盘，椎体间撑开，

骨折脱位复位，椎间融合器植入，钛板内固定，另戳口放负压引流管，逐层关闭伤口。不含X线引

导、术中导航。

JVC38301 项韧带局部封闭术
用于项韧带钙化，损伤、颈椎病及相关痛性疾病的治疗。操作在具备无菌、抢救设备的治疗室进

行，监测基本生命体征，确定穿刺点，穿刺处消毒铺巾，穿刺到位后，注射治疗药物，穿刺点外贴

敷料，术毕留观。不含监测、影像学引导、术中监护。

JVD61301
颈胸段感染性病灶清除

术

麻醉，消毒，根据病变位置可取仰卧位，颈胸部联合切口，逐层切开，必要时可劈开胸骨，于颈部

分离保护颈动静脉、气管食管、喉上、喉返、迷走神经等，于胸部纵隔内，分离显露锁骨下、头臂

干、上腔静脉等大血管，牵开以上结构后显露颈胸椎前侧，或取后外侧入路，切除后侧部分附件及

相应后段肋骨，将胸膜推向前方，显露椎体侧面，X线定位确定病变椎体，切开椎前筋膜，清除病

变椎体及间盘组织至正常骨，小心勿损伤后方的脊髓及侧方的椎动脉、交感链，如损伤应做相应处

理，反复冲洗用生理盐水3000毫升冲洗，放置抗感染药物或填充物或植骨，止血，逐层缝合伤口。

不含X线引导、术中导航。

JVD61302
颈胸段感染性病灶清除

椎体重建内固定术

麻醉，消毒，根据病变位置可取仰卧位，颈胸部联合切口，逐层切开，必要时可劈开胸骨，于颈部

分离保护颈动静脉、气管食管、喉上、喉返、迷走神经等，于胸部纵隔内，分离显露锁骨下、头臂

干、上腔静脉等大血管，牵开以上结构后显露颈胸椎前侧，或取后外侧入路，切除后侧部分附件及

相应后段肋骨，将胸膜推向前方，显露椎体侧面，X线定位确定病变椎体，切开椎前筋膜，清除病

变椎体及间盘组织至正常骨，小心勿损伤后方的脊髓及侧方的椎动脉、交感链，如损伤应做相应处

理，采用自体取骨或椎间融合器或人工椎体融合重建椎体缺损，内固定系统重建脊柱稳定性，用生

理盐水3000毫升反复冲洗，放置抗感染药物或填充物，止血，逐层缝合伤口。不含X线引导、术中
JVD54301 前路颈胸段半椎体切除 全麻，仰卧位，横形或斜形切口，显露半椎体节段，切除，融合固定，缝合切口。

JVD54302
前路颈胸段半椎体切除

植骨融合内固定术

全麻，仰卧位，横形或斜形切口，显露半椎体节段，切除，置入内固定，矫形，植骨融合内固定，

缝合切口。

JVD54303
后路颈胸段半椎体切除

术

全麻，俯卧位，后正中切口，显露半椎体节段，切除，融合固定，缝合切口。不含脊髓监护、X线

透视、术中导航。

JVD54304
后路颈胸段半椎体切除

植骨融合内固定术

全麻，俯卧位，后正中切口，显露半椎体节段，切除，置入内固定，矫形，植骨融合固定，缝合切

口。不含脊髓监护、X线透视、术中导航。

JVD54305
前后联合入路颈胸段半

椎体切除术

全麻，仰卧位或俯卧位，横形、斜形或后正中切口，显露半椎体节段，切除，融合固定，缝合切口

。

JVD54306
前后联合入路颈胸段半

椎体切除植骨融合内固

全麻，仰卧位/俯卧位，横形或斜形切口/后正中切口，显露半椎体节段，切除，置入内固定，矫

形，植骨融合固定，缝合切口。
胸椎骨与骨连结

JVE38101 胸椎硬膜外封闭术 常规消毒，局麻，穿刺。

JVE60101
经皮穿刺胸椎小关节射

频治疗术

用于治疗胸椎小关节综合症、胸脊神经后支卡压征、胸背部带状疱疹后神经痛。监测生命体征，消

毒铺巾，影像定位下穿刺，经影像及神经诱发确认无误，实施射频热凝或脉冲射频调节治疗。不含

监测、影像学引导、术中监护。
JVE57301 后路胸椎融合术 全麻，俯卧位，经后正中切口显落椎板，将自体骨、异体骨或人工骨植入。
JVE54301 前路胸椎松解融合术 全麻，经胸切口切除第6或7肋进入胸腔，剥离椎旁壁层胸膜显目标椎体、椎间盘。

JVE47101
经皮胸椎椎体成形术

(PVP)
局麻，俯卧位，经皮穿刺，定位，注射填充物。

JVE68101
经皮胸椎椎体扩张成形

术(PKP)

局麻或者全麻，仰卧位，经皮穿刺，定位，置入椎体扩张装置，形成空腔，取出扩张装置，于空腔

内注射填充物。

JVE62301
胸锁关节入路胸椎椎体

肿瘤切除术

消毒铺巾，经胸锁关节入路显露胸腔内大血管、肺叶等重要脏器并保护，在X线引导下显露肿瘤部

位的椎体并切除，必要时术中导航，另戳口放负压引流管，逐层关闭伤口，必要时术中脊髓监护。

不含X线引导、术中导航、脊髓监护。

JVE62302
胸骨入路胸椎椎体肿瘤

切除术

消毒铺巾，经胸骨入路显露胸腔内大血管、肺叶等重要脏器并保护，在X线引导下显露肿瘤部位的

椎体并切除，必要时术中导航，另戳口放负压引流管，逐层关闭伤口，必要时术中脊髓监护。不含

X线引导、术中导航、脊髓监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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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VE62303
肋间隙入路胸椎椎体肿

瘤切除术

消毒铺巾，经一侧肋间入路显露胸腔内大血管、肺叶等重要脏器并保护，在X线引导下显露肿瘤部

位的椎体并切除，必要时术中导航，另戳口放负压引流管，逐层关闭伤口，必要时术中脊髓监护。

不含X线引导、术中导航、脊髓监护。

JVE62304
胸锁关节入路胸椎椎体

肿瘤切除植骨融合内固

定术

消毒铺巾，经胸锁关节入路显露胸腔内大血管、肺叶等重要脏器并保护，在X线引导下显露肿瘤部

位的椎体并切除，内固定，植骨融合，必要时术中导航，另戳口放负压引流管，逐层关闭伤口，必

要时术中脊髓监护。不含X线引导、术中导航、脊髓监护。

JVE62305
胸骨入路胸椎椎体肿瘤

切除植骨融合内固定术

消毒铺巾，经胸骨入路显露胸腔内大血管、肺叶等重要脏器并保护，在X线引导下显露肿瘤部位的

椎体并切除，内固定、植骨融合，必要时术中导航，另戳口放负压引流管，逐层关闭伤口，必要时

术中脊髓监护。不含X线引导、术中导航、脊髓监护。

JVE62306
肋间隙入路胸椎椎体肿

瘤切除植骨融合内固定

术

消毒铺巾，经一侧肋间隙入路显露胸腔内大血管、肺叶等重要脏器并保护，在X线引导下显露肿瘤

部位的椎体并切除，内固定，植骨融合，必要时术中导航，另戳口放负压引流管，逐层关闭伤口，

必要时术中脊髓监护。不含X线引导、术中导航、脊髓监护。

JVE62307
胸腹联合入路胸椎椎体

肿瘤切除术

消毒铺巾，经胸腹联合切口入路显露胸腹腔内大血管、肺叶、肠管等重要脏器并保护，在X线引导

下显露肿瘤部位的椎体并切除，必要时术中导航，另戳口放负压引流管，逐层关闭伤口，必要时术

中脊髓监护。不含X线引导、术中导航、脊髓监护。

JVE62308
胸腹联合入路胸椎椎体

肿瘤切除植骨融合内固

定术

消毒铺巾，经胸腹联合切口入路显露胸腹腔内大血管、肺叶、肠管等重要脏器并保护，在X线引导

下显露肿瘤部位的椎体并切除，内固定，植骨融合，必要时术中导航，另戳口放负压引流管，逐层

关闭伤口，必要时术中脊髓监护。不含X线引导、术中导航、脊髓监护。

JVE62309
腹膜后胸膜外入路椎体

肿瘤切除术

消毒铺巾，经胸腹联合切口入路从胸膜和腹膜后方间隙进入，将胸、腹腔内大血管、肺叶、肠管等

重要脏器连同胸、腹膜整体推开并保护，在X线引导下显露肿瘤部位的椎体并切除，必要时术中导

航，另戳口放负压引流管，逐层关闭伤口，必要时术中脊髓监护。不含X线引导、术中导航、脊髓

JVE62310

腹膜后胸膜外入路胸椎

椎体肿瘤切除植骨融合

内固定术

消毒铺巾，经胸腹联合切口入路从胸膜和腹膜后方间隙进入，将胸腹腔内大血管、肺叶、肠管等重

要脏器连同胸、腹膜整体推开并保护，在X线引导下显露肿瘤部位的椎体并切除，内固定，植骨融

合，必要时术中导航，另戳口放负压引流管，逐层关闭伤口，必要时术中脊髓监护。不含X线引导

、术中导航、脊髓监护。

JVE62311
肋间隙入路胸椎椎体椎

旁软组织肿瘤切除术

消毒铺巾，经一侧肋间隙入路显露胸腔内大血管、肺叶等重要脏器并保护，在X线引导下显露肿瘤

部位的椎体并连同椎旁软组织肿瘤一起切除，必要时术中导航，另戳口放负压引流管，逐层关闭伤

口，必要时术中脊髓监护。不含X线引导、术中导航、脊髓监护。

JVE62312
肋间隙入路胸椎椎体椎

旁软组织肿瘤切除植骨

融合内固术

消毒铺巾，经一侧肋间隙入路显露胸腔内大血管、肺叶等重要脏器并保护，在X线引导下显露肿瘤

部位的椎体并连同椎旁软组织肿瘤一起切除，内固定，植骨融合，必要时术中导航，另戳口放负压

引流管，逐层关闭伤口，必要时术中脊髓监护。不含X线引导、术中导航、脊髓监护。

JVE62313
后路胸椎附件肿瘤切除

术

消毒铺巾，后正中切口X线引导下显露肿瘤部位的椎骨附件并切除，必要时术中导航，显露神经根

并保护，必要时脊髓监护，另戳口放负压引流管，逐层关闭伤口。不含X线引导、术中导航、脊髓

监护。

JVE62314
后路胸椎附件肿瘤切除

植骨融合内固定术

消毒铺巾，后正中切口X线引导下显露肿瘤部位的椎骨附件并切除，内固定，植骨融合，必要时术

中导航，显露神经根并保护，必要时脊髓监护，另戳口放负压引流管，逐层关闭伤口。不含X线引

导、术中导航、脊髓监护。

JVG62301
后路胸椎附件及部分椎

体肿瘤切除术

消毒铺巾，后正中切口X线引导下显露肿瘤部位的椎骨附件和肿瘤累及的部分椎体并切除，必要时

术中导航，显露神经根并保护，必要时脊髓监护，另戳口放负压引流管，逐层关闭伤口。不含X线

引导、术中导航、脊髓监护。

JVE62315
后路胸椎附件及部分椎

体肿瘤切除植骨融合内

固定术

消毒铺巾，后正中切口X线引导下显露肿瘤部位的椎骨附件和肿瘤累及的部分椎体并切除，内固

定，植骨融合，必要时术中导航，显露神经根并保护，必要时脊髓监护，另戳口放负压引流管，逐

层关闭伤口。不含X线引导、术中导航、脊髓监护。

JVE62316
后路胸椎椎板肿瘤切除

术

消毒铺巾，后正中切口X线引导下显露肿瘤部位的椎板并切除，显露硬脊膜和神经根并保护，必要

时术中导航，另戳口放负压引流管，逐层关闭伤口。必要时术中脊髓监护。不含X线引导、术中导

航、脊髓监护。

JVE62317
后路胸椎椎板肿瘤切除

植骨融合内固定术

消毒铺巾，后正中切口X线引导下显露肿瘤部位的椎板并切除，显露硬脊膜和神经根并保护，内固

定，植骨融合，必要时术中导航，另戳口放负压引流管，逐层关闭伤口。必要时术中脊髓监护。不

含X线引导、术中导航、脊髓监护。

JVE54302 后路胸椎半椎体切除术
全麻，俯卧位，后正中切口，显露半椎体节段，切除、融合固定，缝合切口。不含脊髓监护、X线

透视、导航。

JVE54303
后路胸椎半椎体切除植

骨融合内固定术

全麻、俯卧位、后正中切口、显露半椎体节段、切除，置入内固定，矫形，植骨融合固定、缝合切

口。不含脊髓监护、X线透视、导航。

JVE54304
前后联合入路胸段半椎

体切除术

全麻，仰卧位/俯卧位，横形、斜形或后正中切口，显露半椎体节段，切除、融合固定，缝合切口

。

JVE54305
前后联合入路胸段半椎

体切除植骨融合内固定

全麻、仰卧位/俯卧位、横形或斜形切口/后正中切口、显露半椎体节段、切除，置入内固定，矫

形，植骨融合固定、缝合切口。
JVE51301 胸人工椎体置换术 全麻，侧卧位，开胸，显露节段，切除椎体，植入人工椎体，缝合切口。
JVE48301 前路胸椎内固定取出术 全麻，经胸切口切除第6或7肋进入胸腔，剥离椎旁壁层胸膜显内固定。
JVE48302 后路胸椎内固定取出术 全麻，胸椎后正中切口，剥离椎旁肌，注意保护脊髓，显露内固定。

JVE61301 胸椎感染性病灶清除术

麻醉，消毒，根据病变位置可取侧卧位，侧方开胸或胸腹联合切口，逐层切开，必要时切开部分膈

肌，牵开保护肺脏及其他腹腔脏器，显露椎体及前方主动脉、腔静脉等大血管，分离保护牵开血管

及胸导管等结构，显露椎体前外侧，X线定位确定病变椎体，或取俯卧位后外侧入路，切除后侧部

分附件及相应后段肋骨，将胸膜推向前方，显露椎体侧面，X线定位确定病变椎体，切开椎前筋

膜，清除病变椎体及间盘组织至正常骨，小心勿损伤后方的脊髓及前方大血管及脏器，如损伤应做

相应处理，用生理盐水3000毫升反复冲洗，放置抗感染药物或填充物或植骨，止血，逐层缝合伤口

。不含X线引导、导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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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VE61320
胸椎感染性病灶清除椎

体植骨融合内固定术

麻醉，消毒，根据病变位置可取侧卧位，侧方开胸或胸腹联合切口，逐层切开，必要时切开部分膈

肌，牵开保护肺脏及其他腹腔脏器，显露椎体及前方主动脉、腔静脉等大血管，分离保护牵开血管

及胸导管等结构，显露椎体前外侧，X线定位确定病变椎体，或取俯卧位后外侧入路，切除后侧部

分附件及相应后段肋骨，将胸膜推向前方，显露椎体侧面，X线定位确定病变椎体，切开椎前筋

膜，清除病变椎体及间盘组织至正常骨，小心勿损伤后方的脊髓及前方大血管及脏器，如损伤应做

相应处理，采用自体取骨或椎间融合器或人工椎体融合重建椎体缺损，内固定系统重建脊柱稳定

性，注意内固定方向，用生理盐水3000毫升反复冲洗，放置抗感染药物或填充物，止血，逐层缝合

伤口。不含X线引导、导航。
JVE57303 前路胸椎椎间植骨融合 全麻，经胸切口切除第6或7肋进入胸腔，剥离椎旁壁层胸膜显目标椎体、椎间盘。

JVE57304
后路胸椎横突椎板植骨

融合术

消毒铺巾，后正中切口，X线引导下显露需要融合的椎板，必要时术中导航，植骨融合，另戳口放

负压引流管，逐层关闭伤口。不含X线引导、术中导航。

JVE54306 胸椎椎管扩大减压术
麻醉后消毒铺巾，X线引导下显露棘突、椎板和关节突，切除部分或全部椎板，显露硬膜和神经

根，覆盖脊柱膜，置引流缝合。不含X线引导。

JVE54307
胸椎后纵韧带骨化切除

椎管扩大减压术

麻醉后消毒铺巾，X线引导下显露棘突、椎板和关节突，切除部分或全部椎板、关节突，椎弓根和

椎体，切除骨化的后纵韧带，显露硬膜和神经根，覆盖脊柱膜，置引流缝合。不含X线引导。

JVE54308
胸椎椎管扩大减压植骨

融合内固定术

麻醉后消毒铺巾，显露棘突、椎板和关节突、横突，X线引导下置入内固定，必要时术中导航，切

除部分或全部椎板，显露硬膜和神经根，植骨融合，覆盖脊柱膜，置引流缝合。不含X线引导、术

中导航、取骨术。

JVE54309
胸椎椎管扩大减压神经

根管减压术

麻醉后消毒铺巾，X线引导下显露棘突、椎板和关节突，切除部分或全部椎板，显露硬膜和神经

根，神经根管减压，覆盖脊柱膜，置引流缝合。不含X线引导。

JVE54310
胸椎部分椎板切除椎管

神经根管减压植骨融合

内固定术

麻醉后消毒铺巾，显露棘突、椎板和关节突、横突，X线引导下置入内固定，必要时术中导航，切

除部分椎板，显露硬膜和神经根，神经根管减压，覆盖脊柱膜，植骨融合，置引流缝合。不含X线

引导、术中导航、取骨术。

JVE54311
胸椎全椎板切除椎管神

经根管减压植骨融合内

固定术

麻醉后消毒铺巾，显露棘突、椎板和关节突、横突，X线引导下置入内固定，必要时术中导航，切

除全椎板，显露硬膜和神经根，神经根管减压，覆盖脊柱膜，植骨融合，置引流缝合。不含X线引

导、术中导航、取骨术。

JVF54301
胸骨入路胸椎椎间盘切

除植骨融合术

消毒铺巾，经胸骨入路显露胸腔内大血管、肺叶等重要脏器并保护，在X线引导下显露病变椎间

盘，切除椎间盘，椎体间植骨融合，必要时术中导航，另戳口放负压引流管，逐层关闭伤口，必要

时术中脊髓监护。不含X线引导、术中导航、脊髓监护。

JVF54302
肋间隙入路胸椎椎间盘

切除植骨融合术

消毒铺巾，经一侧肋间入路显露胸腔内大血管、肺叶等重要脏器并保护，在X线引导下显露病变椎

间盘，切除椎间盘，椎体间植骨融合，必要时术中导航，另戳口放负压引流管，逐层关闭伤口，必

要时术中脊髓监护。不含X线引导、术中导航、脊髓监护。

JVF54303
胸腹联合入路椎间盘切

除植骨融合术

消毒铺巾，经胸腹联合切口入路显露胸腹腔内大血管、肺叶、肠管等重要脏器并保护，在X线引导

下显露病变椎间盘，切除椎间盘，椎体间植骨融合，必要时术中导航，另戳口放负压引流管，逐层

关闭伤口，必要时术中脊髓监护。不含X线引导、术中导航、脊髓监护。

JVF54304
肋间隙入路胸椎椎间盘

切除植骨融合内固定术

消毒铺巾，经一侧肋间入路显露胸腔内大血管、肺叶等重要脏器并保护，在X线引导下显露病变椎

间盘，切除椎间盘，椎体间植骨融合、内固定，必要时术中导航，另戳口放负压引流管，逐层关闭

伤口，必要时术中脊髓监护。不含X线引导、术中导航、脊髓监护。

JVF54305
胸骨入路胸椎椎间盘切

除植骨融合内固定术

消毒铺巾，经胸骨入路显露胸腔内大血管、肺叶等重要脏器并保护，在X线引导下显露病变椎间

盘，切除椎间盘，椎体间植骨融合、内固定，必要时术中导航，另戳口放负压引流管，逐层关闭伤

口，必要时术中脊髓监护。不含X线引导、术中导航、脊髓监护。

JVF54306
胸腹联合入路椎间盘切

除植骨融合内固定术

消毒铺巾，经胸腹联合切口入路显露胸腹腔内大血管、肺叶、肠管等重要脏器并保护，在X线引导

下显露病变椎间盘，切除椎间盘，椎体间植骨融合，内固定。必要时术中导航，另戳口放负压引流

管，逐层关闭伤口，必要时术中脊髓监护。不含X线引导、术中导航、脊髓监护。

JVF54307
胸腹联合入路椎间盘切

除术

备皮后突侧最突点处开胸，切取该处肋骨备植骨用，打开膈肌，分开后腹膜及肾脏血管，显露脊柱

前方，剪开壁层胸膜，分离椎间血管、淋巴管及神经，切开前纵韧带，显露椎体及椎间盘，切开并

切除相应椎间盘，间隙植入骨屑，缝合前纵韧带、胸膜、膈肌，留置胸腔闭式引流管，关胸。

JVG55301
后路胸腰椎骨折复位内

固定术

全麻，俯卧位，后正中切口，X线引导下显露骨折节段棘突、椎板关节突，复位，内固定，必要时

术中导航，置引流，缝合。不含X线引导、术中导航。
JVG62302 前路胸腰椎半椎体切除 全麻，侧卧位，斜形切口，显露半椎体节段，切除，融合固定，缝合切口。
JVG62303 后路胸腰椎半椎体切除 用蛋壳操作技术。全麻，俯卧位，后正中切口，显露骨折节段，复位，固定，缝合切口。

JVG62304
前后联合入路胸腰段半

椎体切除术

全麻，仰卧位/俯卧位，横形、斜形或后正中切口，显露半椎体节段，切除，融合固定，缝合切口

。

JVG55302
后路胸腰椎骨折复位椎

板切除减压植骨融合内

固定术

全麻，俯卧位，后正中切口，X线引导下显露骨折节段棘突、椎板关节突，复位，内固定，切除椎

板，显露硬脊膜和神经根。必要时术中导航，置引流，缝合。不含X线引导、术中导航。

JVG55303
后路胸腰椎骨折切开复

位脊髓前外侧减压植骨

融合内固定术

全麻，俯卧位，后正中切口，X线引导下显露骨折节段棘突、椎板关节突，复位，内固定，切除椎

板，进行脊髓前外侧减压，显露硬脊膜和神经根。必要时术中导航，置引流，缝合。不含X线引导

、术中导航。

JVG54301
胸腹联合入路胸腰段松

解术

麻醉后消毒铺巾，开胸后经胸腹联合切口显露椎体，保护好血管和脏器，X线引导下定位，切除椎

间盘和软骨终板，置引流缝合。不含X线引导。

JVG54302
胸腹联合入路胸腰段脊

柱松解融合术

全麻，侧卧位，经胸腹联合切口切除第10肋，离断膈肌，将腹膜剥离并推向前方，显露T10-L4椎间

盘。
腰椎骨与骨连结

JVH34101 腰椎穿刺术

病人侧卧位，屈膝含胸，定位后局部皮肤消毒，铺巾，局麻，然后以腰穿针皮下刺入逐渐深入至有

突破感后拔出针芯，有脑脊液流出后测压，做压颈实验，然后留取约3-5毫升化验，然后再测压，

最后将针芯放置针内后拔除穿刺针，局部消毒包扎，瞩病人去枕平卧4-6小时。不含实验室检查、X

线或CT引导。
JVH38301 腰椎硬膜外封闭术 常规消毒，局麻，穿刺。

JVH57301
前路腰椎滑脱植骨融合

术

麻醉后消毒铺巾，X线引导下显露椎体，去除椎间盘和软骨终板，植骨融合，置引流缝合。不含X线

引导、取骨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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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VH57302
后路腰椎滑脱植骨融合

术

麻醉后消毒铺巾，X线引导下显露棘突、椎板和关节突，去除椎板、横突皮质骨，切除关节突软

骨，植骨融合，置引流缝合。不含X线引导、取骨术。

JVH55301
腰椎滑脱复位植骨融合

内固定术

麻醉后消毒铺巾，显露棘突、椎板和关节突、横突，X线引导下置入内固定，必要时术中导航，去

除椎板皮质骨，切除关节突软骨，植骨融合，置引流缝合。不含X线导航、术中导航、取骨术。

JVH54301
腰椎椎管减压滑脱复位

植骨融合内固定术

麻醉后消毒铺巾，显露棘突、椎板和关节突、横突，X线引导下置入内固定，必要时术中导航，去

除椎板，切除关节突软骨，植骨融合，覆盖脊柱膜，置引流缝合。不含X线引导、术中导航、取骨

JVH54302
腰椎椎管减压滑脱复位

椎间植骨融合内固定术

麻醉后消毒铺巾，显露棘突、椎板和关节突、横突，X线引导下置入内固定，必要时术中导航，去

除椎板，切除关节突软骨，摘除间盘，放置椎间融合器或植骨，覆盖脊柱膜，置引流缝合。不含X

线引导、术中导航、取骨术。

JVH54303 前路腰椎松解术
麻醉后消毒铺巾，侧方切口显露椎体，保护好血管和脏器，X线引导下定位，切除椎间盘和软骨终

板，置引流缝合。不含X线引导。

JVH62305
腰椎骶化浮棘/钩棘切

除术
麻醉后消毒铺巾，X线引导下显露浮棘、钩棘，切除，缝合。不含X线引导。

JVH57303
前路腰椎椎间植骨融合

术

全麻或硬膜外麻醉，侧方腹膜后入路，剥离椎旁肌，显目标椎体、间盘，去除间盘，放置椎间融合

器。

JVH57304
后路腰椎椎间植骨融合

术

全麻或硬膜外麻醉，俯卧位，经后正中切口显露椎板，行椎板切除或显露小关节突外侧椎间孔区，

将椎间融合器植入。

JVH54304
腰椎椎间复位植骨融合

内固定术

全麻或硬膜外麻醉，俯卧位，经后正中切口显落椎板，置入椎弓根钉固定，咬除椎板，椎体复位，

植骨内固定。

JVH54305
腰椎椎间复位360度植

骨融合内固定术

全麻或硬膜外麻醉，俯卧位，经后正中切口显落椎板，咬除椎板，椎体复位、内固定，凿除小关节

软骨，椎间、小关节、椎板外侧及横突间植骨。
JVH48301 前路腰椎内固定取出术 全麻或硬膜外麻醉，侧方腹膜后入路，剥离椎旁肌，显内固定。
JVH48302 后路腰椎内固定取出术 全麻或硬膜外麻醉，俯卧位，经后正中切口显落内固定。

JVH68101
经皮腰椎椎体成形术

(PVP)
局麻，俯卧位，经皮穿刺，定位，注射填充物。

JVH68102
经皮腰椎椎体扩张成形

术(PKP)

局麻或者全麻，仰卧位，经皮穿刺，定位，置入椎体扩张装置，形成空腔，取出扩张装置，于空腔

内注射填充物。
JVH51301 腰椎人工椎体置换术 全麻，仰(或侧)卧位，前方斜切口，显露节段，切除椎体，植入人工椎体，缝合切口。

JVH61301 腰椎感染性病灶清除术

麻醉，消毒，取侧卧位，腹部侧方斜切口，逐层切开，必要时切开部分膈肌，牵开保护腹腔及腹膜

后脏器，剥离腰大肌止点，注意可能损伤神经根，显露椎体及前方主动脉、腔静脉等大血管，分离

保护牵开血管，显露椎体前外侧，X线定位确定病变椎体，清除病变椎体及间盘组织至正常骨，小

心勿损伤后方的脊髓及前方大血管及脏器，如损伤应做相应处理，用生理盐水3000毫升，放置抗感

染药物或填充物或植骨，止血，逐层缝合伤口。不含X线引导、导航。

JVH61306
腰椎感染性病灶清除椎

体重建内固定术

麻醉，消毒，取侧卧位，腹部侧方斜切口，逐层切开，必要时切开部分膈肌，牵开保护腹腔及腹膜

后脏器，剥离腰大肌止点，注意可能损伤神经根，显露椎体及前方主动脉、腔静脉等大血管，分离

保护牵开血管，显露椎体前外侧，X线定位确定病变椎体，清除病变椎体及间盘组织至正常骨，小

心勿损伤后方的脊髓及前方大血管及脏器，如损伤应做相应处理，采用自体取骨或椎间融合器或人

工椎体融合重建椎体缺损，内固定系统重建脊柱稳定性，注意内固定方向，用生理盐水3000毫升，

放置抗感染药物或填充物，止血，逐层缝合伤口。不含X线引导、导航。

JVH57305 腰椎横突间融合术
麻醉后消毒铺巾，X线引导下显露棘突、椎板和关节突、横突，去除横突皮质骨，植骨融合，置引

流缝合。不含X线引导、取骨术。
JVH62307 腰椎骶化横突切除术 麻醉后消毒铺巾，X线引导下显露棘突、椎板和关节突、横突，去除横突，缝合。不含X线引导。

JVH60101
经皮穿刺腰椎横突射频

术

用于治疗腰3横突综合症。监测生命体征，影像定位确定穿刺点，消毒铺巾，影像定位下穿刺，经

影像确认无误，神经诱发无运动及感觉变化，实施射频热凝或脉冲射频调节治疗。不含监测、术中

监护、影像学引导。

JVH60102
经皮穿刺腰椎小关节射

频术

用于治疗腰椎小关节综合症、腰脊神经后支卡压征、腰臀部带状疱疹后神经痛。监测生命体征，消

毒铺巾，影像定位下穿刺，经影像及神经诱发确认无误，实施射频热凝或脉冲射频调节治疗。不含

监测、术中监护、影像学引导。

JVH62301
侧前方入路腰椎椎体肿

瘤切除术

消毒铺巾，经侧前方入路从腹膜后方间隙进入，将腹腔内大血管、肠管等重要脏器连同腹膜整体推

开并保护，在X线引导下显露肿瘤部位的椎体并切除，必要时术中导航，另戳口放负压引流管，逐

层关闭伤口，必要时术中脊髓监护。不含X线引导、术中导航、脊髓监护。

JVH62302
侧前方入路腰椎椎体肿

瘤切除植骨融合内固定

术

消毒铺巾，经侧前方入路从腹膜后方间隙进入，将腹腔内大血管、肠管等重要脏器连同腹膜整体推

开并保护，在X线引导下显露肿瘤部位的椎体并切除，内固定，植骨融合，必要时术中导航，另戳

口放负压引流管，逐层关闭伤口，必要时术中脊髓监护。不含X线引导、术中导航、脊髓监护。

JVH62303
胸腹联合入路腰椎椎体

肿瘤切除术

消毒铺巾，经胸腹联合切口入路显露腹腔内大血管、肠管等重要脏器并保护，在X线引导下显露肿

瘤部位的椎体并切除，必要时术中导航，另戳口放负压引流管，逐层关闭伤口，必要时术中脊髓监

护。不含X线引导、术中导航、脊髓监护。

JVH62304
胸腹联合入路腰椎椎体

肿瘤切除植骨融合内固

定术

消毒铺巾，经胸腹联合切口入路显露腹腔内大血管、肠管等重要脏器并保护，在X线引导下显露肿

瘤部位的椎体并切除，内固定，植骨融合，必要时术中导航，另戳口放负压引流管，逐层关闭伤

口，必要时术中脊髓监护。不含X线引导、术中导航、脊髓监护。

JVH62308
后路腰椎椎板肿瘤切除

术

消毒铺巾，后正中切口X线引导下显露肿瘤部位的椎板并切除，显露硬脊膜和神经根并保护，必要

时术中导航，另戳口放负压引流管，逐层关闭伤口，必要时术中脊髓监护。不含X线引导、术中导

航、脊髓监护。

JVH62309
后路腰椎椎板肿瘤切除

植骨融合内固定术

消毒铺巾，后正中切口X线引导下显露肿瘤部位的椎板并切除，显露硬脊膜和神经根并保护，内固

定，植骨融合，必要时术中导航，另戳口放负压引流管，逐层关闭伤口，必要时术中脊髓监护。不

含X线引导、术中导航、脊髓监护。

JVH62310
后路腰椎附件肿瘤切除

术

消毒铺巾，后正中切口X线引导下显露肿瘤部位的椎骨附件并切除，必要时术中导航，显露神经根

并保护，必要时脊髓监护，另戳口放负压引流管，逐层关闭伤口。不含X线引导、术中导航、脊髓

监护。

JVH62311
后路腰椎附件肿瘤切除

植骨融合内固定术

消毒铺巾，后正中切口X线引导下显露肿瘤部位的椎骨附件并切除，内固定、植骨融合，必要时术

中导航，显露神经根并保护，必要时脊髓监护，另戳口放负压引流管，逐层关闭伤口。不含X线引

导、术中导航、脊髓监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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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名称 项目内涵

JVH54306 腰椎椎管扩大减压术
麻醉后消毒铺巾，X线引导下显露棘突、椎板和关节突，切除部分或全部椎板，显露硬膜和神经

根，覆盖脊柱膜。置引流缝合。不含X线引导。

JVH54307
腰椎椎管扩大减压植骨

融合内固定术

麻醉后消毒铺巾，显露棘突、椎板和关节突、横突，X线引导下置入内固定，必要时术中导航，切

除部分或全部椎板，显露硬膜和神经根，植骨融合，覆盖脊柱膜，置引流缝合。不含X线引导、术

中导航、取骨术。

JVH54308
腰椎椎管扩大减压神经

根管减压术

麻醉后消毒铺巾，X线引导下显露棘突、椎板和关节突，切除部分或全部椎板，显露硬膜和神经

根，神经根管减压，覆盖脊柱膜，置引流缝合。不含X线引导。

JVH54309
腰椎椎管扩大减压神经

根管减压植骨融合内固

定术

麻醉后消毒铺巾，显露棘突、椎板和关节突、横突，X线引导下置入内固定，必要时术中导航，切

除部分或全部椎板，显露硬膜和神经根，神经根管减压，植骨融合，覆盖脊柱膜，置引流缝合。不

含X线引导、术中导航、取骨术。

JVH54310
腰椎椎板部分切除髓核

摘除神经根管减压术

麻醉后消毒铺巾，X线引导下显露棘突、椎板和关节突，切除部分椎板、黄韧带，显露硬膜和神经

根，切开后纵韧带，去除突出椎间盘，神经根管减压，覆盖脊柱膜，置引流缝合。不含X线引导。
JVJ51301 人工腰椎间盘植入术 全麻，仰卧位，斜形切口/纵形切口，显露植入间盘节段，切除间盘，植入假体，缝合切口。

JVJ60101
经皮腰椎间盘激光气化

术

麻醉后消毒铺巾，X线引导下或CT引导下定位后插入导针、套管、石英纤维，去除椎间盘，缝合。

不含X线引导、CT引导。
JVJ60301 腰椎间盘射频消融术 局麻，俯卧位，C形臂引导下后路椎旁入路经皮穿刺髓核消融。

JVJ60102
经皮腰椎间盘热疗摘除

术(IDET)

麻醉后消毒铺巾，X线引导下或CT引导下定位后插入导针、套管，放置治疗针，使用热疗仪去除椎

间盘，缝合。不含X线引导、CT引导。

JVJ60103
经皮穿刺腰椎间盘化学

溶解术

用于腰椎间盘突出症的治疗。开放静脉通路，监测生命体征，常规碘酒酒精消毒，影像定位，结合

病变间隙形态及椎管解剖选择穿入路(小关节内缘入路、安全三角区入路、骶前硬膜外隙入路)，按

操作规范穿，在影像监测下确认无误，盘外溶解必注入2%利多卡因4毫升，观察15分钟无脊麻现

象，缓慢注入胶原酶，盘内注射行造影后注射胶原酶。不含影像学引导、术中监护。

JVJ61101
经皮穿刺腰椎间盘髓核

自动切吸术

用于腰椎间盘病变的治疗。开放静脉通路，监测生命体征，CT或C型臂X光机监测下以碘酒、酒精消

毒，小切口逐级套管经皮肤、皮下、骶脊肌、腰方肌、腰大肌、安全三角区进入病变椎间盘两侧，

穿刺成功后注入对比剂确认位置准确无误，进行髓核自动切吸，缝合皮肤。不含影像学引导、术中

监护。

JVJ60104
经皮穿刺低温等离子腰

椎间盘髓核消融术

用于腰椎间盘病变的治疗。开放静脉通路，监测生命体征，CT或C型臂X光机监测下以碘酒、酒精消

毒，穿刺经皮肤、皮下、骶脊肌、腰方肌、腰大肌、安全三角区进入椎间盘，注入对比剂确认位置

准确无误，置入等离子刀头进行髓核成型消融术。不含影像学引导、术中监护。

JVJ60105
经皮穿刺腰椎间盘髓核

激光汽化术

用于腰椎间盘病变的治疗。开放静脉通路，监测生命体征，CT或C型臂X光机监测下以碘酒、酒精消

毒，穿刺经皮肤、皮下、骶脊肌、腰方肌、腰大肌、安全三角区进入椎间盘，注入对比剂确认位置

准确无误，置入一次性光纤进行髓核激光汽化术。不含影像学引导、术中监护。

JVJ60106
经皮穿刺医用臭氧腰椎

间盘髓核消融术

用于腰椎间盘病变的治疗。开放静脉通路，监测生命体征，CT或C型臂X光机监测下以碘酒、酒精消

毒，穿刺经皮肤、皮下、骶脊肌、腰方肌、腰大肌、安全三角区进入椎间盘，注入对比剂确认位置

准确无误，注入臭氧进行消融。不含影像学引导、术中监护。

JVJ60107
经皮穿刺腰椎间盘髓核

射频消融术

用于腰椎间盘病变的治疗。开放静脉通路，监测生命体征，CT或C型臂X光机监测下以碘酒、酒精消

毒、穿刺经皮肤、皮下、骶脊肌、腰方肌、腰大肌、安全三角区进入病变椎间盘两侧，穿刺成功后

注入对比剂确认位置准确无误，置入电极，无神经刺激反应进行热凝术。不含影像学引导、术中监

JVJ62303
前路腰椎间盘切除植骨

融合内固定术

消毒铺巾，经腹正中或者旁正中切口，推开腹直肌，从腹膜外间隙进入，将腹腔内大血管、肠管等

重要脏器连同腹膜整体推开并保护，在X线引导下显露病变椎间盘，切除椎间盘，椎体间植骨融

合，内固定，必要时术中导航，另戳口放负压引流管，逐层关闭伤口，必要时术中脊髓监护。不含

X线引导、术中导航、脊髓监护。

JVJ62304
侧前入路腰椎间盘切除

植骨融合内固定术

消毒铺巾，经侧前方入路从腹膜后方间隙进入，将腹腔内大血管、肠管等重要脏器连同腹膜整体推

开并保护，在X线引导下显露病变椎间盘，切除椎间盘，椎体间植骨融合，内固定，必要时术中导

航，另戳口放负压引流管，逐层关闭伤口，必要时术中脊髓监护。不含X线引导、术中导航、脊髓

JVJ51302
前路腰椎间盘切除人工

椎间盘置换术

消毒铺巾，经腹正中或者旁正中切口，推开腹直肌，从腹膜外间隙进入，将腹腔内大血管、肠管等

重要脏器连同腹膜整体推开并保护，在X线引导下显露病变椎间盘，切除椎间盘，人工椎间盘置

入，必要时术中导航，另戳口放负压引流管，逐层关闭伤口，必要时术中脊髓监护。不含X线引导

、术中导航、脊髓监护。

JVJ51303
前路腰椎间盘切除人工

髓核置入术

消毒铺巾，经腹正中或者旁正中切口，推开腹直肌，从腹膜外间隙进入，将腹腔内大血管、肠管等

重要脏器连同腹膜整体推开并保护，在X线引导下显露病变椎间盘，切除椎间盘，人工髓核置入，

必要时术中导航，另戳口放负压引流管，逐层关闭伤口，必要时术中脊髓监护。不含X线引导、术

中导航、脊髓监护。

JVJ60108
经皮腰椎间盘化学溶核

术

麻醉后消毒铺巾，X线引导下或CT引导下定位后插入导针、套管，注射溶核材料，去除椎间盘，缝

合。不含X线引导、CT引导。

JVJ54301
椎板开窗腰椎间盘髓核

摘除术

麻醉后消毒铺巾，X线引导下显露棘突、椎板和关节突，切除部分椎板、黄韧带，显露硬膜和神经

根，切开后纵韧带，去除突出椎间盘，覆盖脊柱膜。置引流缝合。不含X线引导。

JVJ54302
后路腰椎间盘髓核摘除

神经根管减压椎间植骨

融合术

麻醉后消毒铺巾，X线引导下显露棘突、椎板关节突，去除部分椎板和关节突，显露硬膜和神经

根，切开后纵韧带，去除突出椎间盘和软骨终板，神经根管减压，放置钛网或植骨，覆盖脊柱膜。

置引流缝合。不含X线引导、取骨术。

JVJ51304
腰椎间盘髓核摘除神经

根管减压人工髓核置入

术

麻醉后消毒铺巾，X线引导下显露棘突、椎板关节突，去除部分椎板和关节突，显露硬膜和神经

根，切开后纵韧带，去除突出椎间盘和软骨终板，神经根管减压，放置人工髓核，覆盖脊柱膜，置

引流缝合。不含X线引导。

JVJ54303
后路腰椎间盘髓核摘除

神经根管减压棘突间弹

性固定术

麻醉后消毒铺巾，X线引导下显露棘突、椎板关节突，去除部分椎板和关节突，显露硬膜和神经

根，切开后纵韧带，去除突出椎间盘和软骨终板，神经根管减压，覆盖脊柱膜，椎间放置弹性固定

器，置引流缝合。不含X线引导。

JVJ54304 腰椎间盘摘除术
麻醉后消毒铺巾，X线引导下显露棘突、椎板，保留或不保留棘间韧带，切除黄韧带，显露硬膜和

神经根，切开后纵韧带，去除突出椎间盘，覆盖脊柱膜，置引流缝合。不含X线引导。

JVJ54305
小切口腰椎间盘髓核摘

除术

用于腰椎间盘病变的治疗。开放静脉通路，监测生命体征，CT或C型臂X光机监测下以碘酒、酒精消

毒，小切口逐级套管，经皮肤、皮下、骶脊肌、腰方肌、腰大肌、安全三角区进入病变椎间盘两

侧，穿刺成功后注入对比剂确认位置准确无误，进行髓核摘除，缝合皮肤。不含影像学引导、术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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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VJ54306
腰椎间盘极外侧突出摘

除椎间植骨融合术

麻醉后消毒铺巾，X线引导下显露棘突、椎板关节突，去除部分椎板和关节突，神经根管减压，显

露硬膜和神经根，切开后纵韧带，去除突出椎间盘和软骨终板，放置钛网或植骨，覆盖脊柱膜，置

引流缝合。不含X线引导、取骨术。

JVJ51305
腰椎间盘极外侧突出摘

除人工髓核置入术

麻醉后消毒铺巾，X线引导下显露棘突、椎板关节突，去除部分椎板和关节突，神经根管减压，显

露硬膜和神经根，切开后纵韧带，去除突出椎间盘和软骨终板，放置人工髓核，覆盖脊柱膜，置引

流缝合。不含X线引导。

JVJ54307
后路腰椎间盘极外侧突

出摘除棘突间弹性固定

术

麻醉后消毒铺巾，X线引导下显露棘突、椎板关节突，去除部分椎板和关节突，神经根管减压，显

露硬膜和神经根，切开后纵韧带，去除突出椎间盘和软骨终板，覆盖脊柱膜，椎间放置弹性固定

器，置引流缝合。不含X线引导。

JVJ54308
腰椎间盘极外侧突出摘

除植骨融合内固定术

麻醉后消毒铺巾，X线引导下显露棘突、椎板关节突横突，必要时术中导航，置入内固定，去除部

分椎板和关节突，神经根管减压，显露硬膜和神经根，切开后纵韧带，去除突出椎间盘，置棒固

定，植骨融合，覆盖脊柱膜，置引流缝合。不含X线引导、术中导航、取骨术。

JVJ54309
腰椎间盘极外侧突出摘

除术

麻醉后消毒铺巾，X线引导下显露棘突、椎板关节突，去除部分椎板和关节突，神经根管减压，显

露硬膜和神经根，切开后纵韧带，去除突出椎间盘，覆盖脊柱膜，缝合。不含X线引导。

JVK54301
前路腰骶椎间盘切除植

骨融合内固定术

消毒铺巾，经腹正中或者旁正中切口，推开腹直肌，从腹膜外间隙进入，将腹腔内大血管、肠管等

重要脏器连同腹膜整体推开并保护，在X线引导下显露病变椎间盘，切除椎间盘，椎体间植骨融

合，内固定，必要时术中导航，另戳口放负压引流管，逐层关闭伤口，必要时术中脊髓监护。不含

X线引导、术中导航、脊髓监护。

JVK51301
前路腰骶椎间盘切除人

工椎间盘置换术

消毒铺巾，经腹正中或者旁正中切口，推开腹直肌，从腹膜外间隙进入，将腹腔内大血管、肠管等

重要脏器连同腹膜整体推开并保护，在X线引导下显露病变椎间盘，切除椎间盘，人工椎间盘置

入，必要时术中导航，另戳口放负压引流管，逐层关闭伤口，必要时术中脊髓监护。不含X线引导

、术中导航、脊髓监护。
JVK62302 前路腰骶椎半椎体切除 全麻，侧卧位/仰卧位，斜形切口，显露半椎体节段，切除，融合固定，缝合切口。
JVK62303 后路腰骶椎半椎体切除 指蛋壳操作技术。全麻，俯卧位，后正中切口，显露骨折节段，复位，固定，缝合切口。

JVK62304
前后路联合入路腰骶段

半椎体切除术

全麻，侧卧位/俯卧位，横形或斜形切口/后正中切口，显露半椎体节段，切除，融合固定，缝合切

口。

JVK62305
前路腰骶椎体肿瘤切除

术

消毒铺巾，腹正中或旁正中切口，经腹膜后方间隙进入，将腹腔内大血管、肠管等重要脏器连同腹

膜整体推开并保护，或经腹腔保护腹腔内大血管、肠管等重要脏器，在X线引导下显露肿瘤部位的

椎体并切除，必要时术中导航，另戳口放负压引流管，逐层关闭伤口，必要时术中脊髓监护。不含

X线引导、术中导航、脊髓监护。

JVK62306
前路腰骶椎体肿瘤切除

植骨融合内固定术

消毒铺巾，腹正中或旁正中切口，经腹膜后方间隙进入，将腹腔内大血管、肠管等重要脏器连同腹

膜整体推开并保护，或经腹腔保护腹腔内大血管、肠管等重要脏器，在X线引导下显露肿瘤部位的

椎体并切除，内固定，植骨融合，必要时术中导航，另戳口放负压引流管，逐层关闭伤口，必要时

术中脊髓监护。不含X线引导、术中导航、脊髓监护。
骶、尾骨

JVL38101 骶管滴注 常规消毒，局麻，穿刺，将穿刺针置入骶管，滴注药物。
JVL38301 骶椎硬膜外封闭术 常规消毒，局麻，穿刺。

JVL61301 骶尾部肿瘤切除术
消毒，备皮，动静脉血管穿刺，放置肛管，肿瘤分离，血管分离，周围脏器分离，血管结扎、缝

扎，血管破裂修补，放置引流管，直肠破裂修补，膀胱修补，阴道修补，缝合伤口、关腹，尾骨切

JVL62301 骶骨肿瘤全骶骨切除术

麻醉，消毒，前路仰卧位或侧卧位，下腹部正中或双侧倒八字切口，切开腹肌各层。经腹则进入腹

腔内，分离至直肠后方，切开后腹膜，经腹膜外，则将腹腔脏器、子宫及膀胱、输尿管等分离并推

向对侧，显露后腹膜。分离腹主动静脉、髂血管、结扎髂内动脉、骶正中血管。游离骶骨前方，探

查分离与肿瘤粘连的直肠等盆腔脏器。分离骶骨肿瘤前方组织，准备应付可能出现的骶前静脉大量

凶猛出血，松解肿瘤对骶神经根的压迫，尽量保留骶神经根，自前方分离肿瘤，预留骶髂关节截骨

位置。必要时切断腰5骶1椎间盘。仔细止血，缝合修复脏器及主要血管神经的较小破损，缝合伤口

。后路俯卧位或侧卧位，骶尾部后正中纵切口或工形Y形联合切口，掀起骶脊肌显露骶骨后面，切

断骶棘骶结节韧带，自骶前探查分离直肠避免损伤，出现小范围破损可进行缝合修复，探查分离坐

骨神经，探查结扎臀血管，切除骶骨后侧棘突椎板椎管减压，小心分离硬膜和骶神经根，修复可能

的硬膜破损，将肿瘤与神经分离，切开两侧骶髂关节和腰5骶1间盘，完全切除全骶骨和肿瘤。仔细

止血，缝合伤口，术中应尽量保留骶神经根避免影响术后大小便性功能及行走功能，并准备应付可

能的凶猛出血，骶骨切除后缺损影响骨盆稳定性，采用自骨移植或人工代用品做骨性重建达到远期

稳定，骶骨切除后缺损影响骨盆稳定性，采用内固定系统在X线引导下固定下腰椎和骨盆，对肿瘤

切除后存在软组织缺损的进行重建，局部取适当大小带蒂肌皮瓣转移覆盖软组织缺损，如仍有表皮

缺损，可取自体游离皮片移植覆盖，用生理盐水3000毫升进行冲洗。不含X线引导、导航。

JVL62302 前路骶骨肿瘤切除术

麻醉，消毒，仰卧位，下腹部正中或单侧/双侧倒八字切口，切开腹肌各层。经腹则进入腹腔内，

分离至直肠后方，切开后腹膜；经腹膜外则将腹腔脏器、子宫及膀胱、输尿管等分离并推向对侧，

显露后腹膜。分离腹主动静脉、髂血管、结扎髂内动脉、骶正中血管，游离骶骨前方，探查分离与

肿瘤粘连的直肠等盆腔脏器，分离骶骨肿瘤前方组织，准备应付可能出现的骶前静脉大量凶猛出

血，松解肿瘤对骶神经根的压迫，尽量保留骶神经根避免影响术后大小便性功能及行走功能，自前

方分离切除肿瘤，仔细止血，缝合修复脏器及主要血管神经的较小破损，缝合伤口，用生理盐水

3000毫升冲洗。不含X线引导、导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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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VL62303
前后联合入路骶骨肿瘤

切除术

麻醉，消毒，(1)前路仰卧位或侧卧位，下腹部正中或单侧/双侧倒八字切口，切开腹肌各层。经腹

则进入腹腔内，分离至直肠后方，切开后腹膜；经腹膜外则将腹腔脏器、子宫及膀胱、输尿管等分

离并推向对侧，显露后腹膜。分离腹主动静脉、髂血管、结扎髂内动脉、骶正中血管。游离骶骨前

方，探查分离与肿瘤粘连的直肠等盆腔脏器，分离骶骨肿瘤前方组织，准备应付可能出现的骶前静

脉大量凶猛出血，松解肿瘤对骶神经根的压迫，尽量保留骶神经根，自前方分离肿瘤，必要时切断

腰5骶1椎间盘。仔细止血，缝合修复脏器及主要血管神经的较小破损，缝合伤口。(2)后路俯卧位

或侧卧位，骶尾部后正中纵切口或工形Y形联合切口，掀起骶脊肌显露骶骨后面，切断骶棘骶结节

韧带，自骶前探查分离直肠避免损伤，出现小范围破损可进行缝合修复，探查分离坐骨神经，探查

结扎臀血管，切除骶骨后侧棘突椎板椎管减压，小心分离硬膜和骶神经根，修复可能的硬膜破损，

将肿瘤与神经分离，切开两侧骶髂关节，切除肿瘤，仔细止血，缝合伤口，术中应尽量保留骶神经

根避免影响术后大小便性功能及行走功能，并准备应付可能的凶猛出血，骶骨切除后缺损影响骨盆

稳定性，采用自骨移植或人工代用品做骨性重建达到远期稳定或采用内固定系统在X线引导下固定

下腰椎和骨盆，对肿瘤切除后存在软组织缺损的进行重建，局部取适当大小带蒂肌皮瓣转移覆盖软

组织缺损，如仍有表皮缺损，可取自体游离皮片移植覆盖，用生理盐水3000毫升进行冲洗。不含X

JVL62304
前路骶骨肿瘤切除植骨

融合内固定术

消毒铺巾，腹正中或旁正中切口，经腹膜后方间隙进入，将腹腔内大血管、肠管等重要脏器连同腹

膜整体推开并保护，或经腹腔保护腹腔内大血管、肠管等重要脏器，在X线引导下显露肿瘤部位的

骶骨椎体，切除肿瘤，骶骨部分或全切除，需显露神经根，必要时术中导航，内固定，植骨融合，

另戳口放负压引流管，逐层关闭伤口。不含X线引导、术中导航。

JVL62305 后路骶骨肿瘤切除术

麻醉，消毒，俯卧位，骶尾部后正中纵切口或工形Y形联合切口，掀起骶脊肌显露骶骨后面，切断

骶棘骶结节韧带，自骶前探查分离直肠避免损伤，出现小范围破损可进行缝合修复。探查分离坐骨

神经，探查结扎臀血管，切除骶骨后侧棘突椎板椎管减压，小心分离硬膜和骶神经根，修复可能的

硬膜破损，将肿瘤与神经分离，切除受肿瘤累及的部分骶骨，仔细止血，缝合伤口，术中应尽量保

留骶神经根避免影响术后大小便性功能及行走功能，并准备应付可能的凶猛出血，用生理盐水3000

毫升冲洗。不含X线引导、导航。

JVL62306
后路骶骨肿瘤切除植骨

融合内固定术

麻醉，消毒，俯卧位，骶尾部后正中纵切口或工形Y形联合切口，掀起骶脊肌显露骶骨后面，切断

骶棘骶结节韧带，自骶前探查分离直肠避免损伤，出现小范围破损可进行缝合修复，探查分离坐骨

神经，探查结扎臀血管，切除骶骨后侧棘突椎板椎管减压，小心分离硬膜和骶神经根，修复可能的

硬膜破损，将肿瘤与神经分离，切除肿瘤，骶骨部分或全部切除后缺损影响骨盆稳定性，采用自骨

移植或人工代用品做骨性重建达到远期稳定，骶骨切除后缺损影响骨盆稳定性，采用内固定系统在

X线引导下固定下腰椎和骨盆，如需要应对肿瘤切除后存在软组织缺损的进行重建，局部取适当大

小带蒂肌皮瓣转移覆盖软组织缺损，如仍有表皮缺损，可取自体游离皮片移植覆盖，仔细止血，缝

合伤口，用生理盐水3000毫升冲洗。不含X线引导、导航。

JVL60101
经皮穿刺骶髂关节射频

术

用于强直性脊柱炎、骶髂关节炎等。监测生命体征，影像定位确定穿刺点，消毒铺巾。影像定位下

穿刺，经影像确认，神经诱发无运动及感觉改变，实施射频热凝治疗。不含影像学引导、术中监护

JVL61302
骶髂关节感染性病灶清

除术

麻醉，消毒，取俯卧位，选择骨盆后侧弧形切口，分离组织，显露髂后上棘及骶骨后侧，保护好周

边组织后切除髂后上棘，显露骶髂关节，仔细刮除病变，用生理盐水3000毫升反复冲洗，放置抗感

染药物或填充物，止血，逐层缝合伤口。
其它

JVM38101 椎间小关节封闭阻滞 注射处消毒铺巾，穿刺注药进行单侧或双侧阻滞。不含监测项目、特殊检查、麻醉监护下镇静。

JVZ62101 经皮椎间盘髓核切除术
麻醉后消毒铺巾，X线引导下或CT引导下定位，插入导针、套管，纤维环钻孔，切除髓核组织，缝

合。不含X线引导、CT引导。

JVZ54101 经皮穿刺椎间盘减压术
常规消毒，铺巾，螺旋CT三维重建确定穿刺至病变椎间盘内正确位置，测试不影响感觉运动神经，

连接射频仪行射频热凝或激光汽化减压术。含CT定位，神经感觉定位，测定疗效范围，局部加压。

不含影像学引导。
JVM68301 椎板复位成形术 将取下的椎板修整，用固定材料进行椎板固定。

JVM69301
椎管扩大减压人工椎板

重建术

麻醉后消毒铺巾，X线引导下显露棘突、椎板和关节突、横突，单侧或双侧开门或全椎板切除，显

露硬膜，椎板重建，覆盖脊柱膜，置引流缝合。不含X线引导、取骨术。

JVZ60101
经皮穿刺髓核药物溶解

术

在具有无菌、抢救设备的治疗室内或CT室，基本生命体征监测，局麻或全麻下，神经定位准确(C臂

或CT下定位)，消毒，局麻，穿刺注射胶原酶或其他药物，穿刺点敷料固定。不含C型臂引导、CT引

导。

JVZ54401
经椎间盘镜髓核摘除术

(MED)

麻醉后消毒铺巾，X线引导下定位后置入导针和套管，咬除黄韧带、部分椎板，显露硬膜和神经

根，切开后纵韧带，去除突出椎间盘，缝合。不含X线引导。

JVM57301
后路经椎弓根截骨矫正

植骨融合内固定术

麻醉后消毒铺巾，脊髓监护下显露棘突、椎板和关节突、横突，X线引导下置入内固定，必要时术

中导航，去除椎板、横突、椎弓根以及部分椎体，置棒矫形固定，植骨融合，置引流缝合。不含X

线引导、术中导航、取骨术、脊髓监护。

JVM57302
脊柱椎间植骨融合内固

定术

备皮，脊柱中央棘突切口，显露手术范围椎板、上下关节突、横突，术中透视定位后置入椎弓根螺

钉及内固定棒等，取肋骨或髂骨及异体骨植骨融合，术中透视或照相了解矫形情况。不含术中透视

JVM62301
后路全脊椎切除植骨融

合内固定术

消毒铺巾，后正中切口X线引导下显露肿瘤部位的椎板并切除，显露脊髓前方的椎体并切除，显露

硬脊膜和神经根并保护，保护椎体前方大血管，内固定，植骨融合，必要时术中导航，另戳口放负

压引流管，逐层关闭伤口，必要时术中脊髓监护。不含X线引导、术中导航、脊髓监护。

JVM57303
后路关节突截骨矫正植

骨融合内固定术

麻醉后消毒铺巾，脊髓监护下显露棘突、椎板和关节突、横突，X线引导下置入内固定，必要时术

中导航，去除部分椎板、关节突，置棒矫形固定，植骨融合，置引流缝合。不含X线引导、术中导

航、取骨术、脊髓监护。

JVM21301 脊柱内固定调整术
脊柱后路中央棘突切口，显露脊柱椎板及内固定物，分离松解内固定物周围粘连组织，调整(取下

或增加)螺钉或钩，再加压或撑开内固定棒，术中应用透视或照相，唤醒试验，止血后缝合伤口。

不含再植骨融合术、再撑开术、术中透视或照相。

JVM57304
经胸脊柱侧弯矫正植骨

融合内固定术
全麻，侧卧位，经胸切口，显露需要矫形的椎体，行侧弯矫形，植骨，内固定术，缝合切口。

JVM57305
胸腹联合入路脊柱侧弯

矫正植骨融合内固定术

全麻，侧卧位，经胸腹联合切口，显露需要矫形的椎体，行侧弯矫形，植骨，内固定术，缝合切口

。

JVM57306
腹膜后入路脊柱侧弯矫

正植骨融合内固定术
全麻，侧卧位，经腹切口，显露需要矫形的椎体，行侧弯矫形，植骨，内固定术，缝合切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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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VM57307
后路脊柱侧弯矫正植骨

融合内固定胸廓成形术

麻醉后消毒铺巾，脊髓监护下显露棘突、椎板和关节突、横突，X线引导下置入内固定，必要时术

中导航置棒矫形固定，植骨融合，切除凸侧部分肋骨，置引流缝合。不含X线引导、术中导航、取

骨术、脊髓监护。
JVM48301 脊柱侧弯内固定取出术 麻醉后消毒铺巾，脊髓监护下显露原植骨面和内固定，取出内固定，置引流缝合。

JVM57308
后路经椎间隙截骨矫正

植骨融合内固定术

麻醉后消毒铺巾，脊髓监护下显露棘突、椎板和关节突、横突，X线引导下置入内固定，必要时术

中导航，去除椎板，经椎间隙去除椎间组织和上下部分椎体，置棒矫形固定，植骨融合，置引流缝

合。不含X线引导、术中导航、取骨术、脊髓监护。

JVM57309
后路脊柱畸形矫正植骨

融合内固定术

麻醉后消毒铺巾，脊髓监护下显露棘突、椎板和关节突、横突，X线引导下置入内固定，必要时术

中导航，置棒矫形固定，植骨融合，置引流缝合。不含取骨术、X线引导、术中导航、脊髓监护。

JVM57310
脊柱侧弯翻修植骨融合

内固定术

麻醉后消毒铺巾，脊髓监护下显露原植骨面和内固定，取出原内固定，X线引导下置入新内固定，

必要时术中导航，置棒矫形，植骨融合，置引流缝合。不含取骨术、X线引导、术中导航、脊髓监

JVM57311
脊柱侧弯翻修经椎间隙

截骨矫形植骨融合内固

定术

麻醉后消毒铺巾，脊髓监护下显露原植骨面和内固定，取出原内固定，X线引导下置入新内固定，

必要时术中导航，去除椎板，经椎间隙去除椎间组织和上下部分椎体，保护脊髓和神经根，置棒矫

形固定，植骨融合，置引流缝合。不含取骨术、X线引导、术中导航、脊髓监护。

JVM57312
脊柱侧弯翻修经椎弓根

截骨矫形植骨融合内固

定术

麻醉后消毒铺巾，脊髓监护下显露原植骨面和内固定，取出原内固定，X线引导下置入新内固定，

必要时术中导航，去除椎板、横突、椎弓根以及部分椎体，置棒矫形固定，植骨融合，置引流缝合

。不含取骨术、X线引导、术中导航、脊髓监护。

JVM57313
前后路一期脊柱侧弯矫

正植骨融合内固定术

麻醉后消毒铺巾，脊髓监护下侧方切口显露椎体，保护血管和脏器，切除椎间盘，缝合，消毒铺

巾，显露棘突、椎板和关节突、横突，X线引导下置入内固定，必要时术中导航，置棒矫形固定，

植骨融合，置引流缝合。不含X线引导、术中导航、取骨术、脊髓监护。

JVM57314
脊柱侧弯翻修关节突截

骨矫形植骨融合内固定

术

麻醉后消毒铺巾，脊髓监护下显露原植骨面和内固定，取出原内固定，X线引导下置入新内固定，

必要时术中导航，去除部分椎板、关节突，置棒矫形固定，植骨融合，置引流缝合。不含X线引导

、术中导航、取骨术、脊髓监护。

JVM57315
前路腰段脊柱侧弯矫正

植骨融合内固定术

麻醉后消毒铺巾，脊髓监护下侧方切口显露椎体，保护血管和脏器，切除椎间盘和软骨终板，X线

引导下置入内固定，置棒矫形，植骨融合，置引流缝合。不含X线引导、取骨术、脊髓监护。

JVM57316
经胸脊柱骨骺阻滞后路

椎板凸侧融合术

全麻、侧卧位，经胸切口，显露需要阻滞的椎体节段，行椎体阻滞、植骨、缝合切口，改行俯卧

位，后正中切口，显露需要融合的凸侧椎板、行植骨融合、缝合切口。

JVM57317
胸腹联合入路脊柱骨骺

阻滞后路椎板凸侧融合

全麻，侧卧位，经胸腹联合切口，显露需要阻滞的椎体节段，行椎体阻滞、植骨、缝合切口，改行

俯卧位，后正中切口，显露需要融合的凸侧椎板，行植骨融合，缝合切口。

JVM57318
腹膜后入路脊柱骨骺阻

滞后路椎板凸侧融合术

全麻、侧卧位，经腹切口，显露需要阻滞的椎体节段，行椎体阻滞、植骨，缝合切口，改行俯卧

位，后正中切口，显露需要融合的凸侧椎板，行植骨融合，缝合切口。

JVM68302
脊髓纵裂切除硬膜囊成

形术

包括骨嵴型。全麻后铺巾，后正中相应节段纵形切口，逐层切开分离至椎板并咬除异常骨板，切除

骨嵴，切开异常硬膜囊，去除异常增生，重新塑型新硬膜囊，逐层缝合。

JVM57319 脊柱侧弯肋骨撑开术
麻醉，摆体位，消毒，切开，剥离显露椎弓根及肋骨，C臂定位，置入椎弓根钉及椎板钩，置杠，

撑开固定，C臂确认效果，锁紧固定物，缝合。不含C型臂引导。
3.胸廓

JVT68304 胸廓成形术
指切除肋骨大于等于4根的胸廓成形术，可能为一期或两期分期手术。电刀逐层切开胸壁，将骨髓

病灶、结核病灶、窦道、死骨清除，胸膜纤维板切除，脓腔清理、冲洗，肋骨切除、肌肉瓣充填，

引流加压包扎。

JVT62301
经腋窝入路胸廓出口综

合征手术
全麻，患者仰卧于手术台，患侧上臂外展，游离第一肋，切除第一肋及相关的劲肋，关闭切口。

JVT62302
经锁骨上入路胸廓出口

综合征手术

全麻，患者仰卧于手术台，锁骨上横切口，游离斜角肌，前斜角肌及中斜角肌切除，臂丛神经松

解，关闭切口。

JVU62303 肋软骨取骨术
消毒铺巾，贴膜，电刀逐层切开胸壁，切除相应肋软骨，电刀止血，局部引流，加压包扎。不含病

理学检查。

JVU57303 肋骨骨折内固定术
指多根多处肋骨骨折引起的链枷胸的外科治疗。消毒铺巾，贴膜，切开皮肤，对骨折肋骨复位内固

定，引流。缝合切口。

JVU62304 肋骨肿瘤切除术
消毒铺巾，贴膜，切开肿瘤表面皮肤及包被组织，探查肿瘤大小及范围，包膜外完整切除肿瘤，并

切除距肿瘤边缘至少1厘米的部分肋骨。逐层缝合切口。不含病理学检查、胸壁缺损修复术。

JVU62305 肋骨切除术
指切除肋骨小于等于3根的局部胸廓成形术。消毒铺巾，贴膜，切除肋骨(小于等于3根)，肌肉瓣充

填，局部引流，加压包扎。不含病理学检查。

JVU54302
臂丛神经松解肋骨切除

术

消毒铺巾，气囊止血带止血，颈部切口，显露臂丛神经，切断软组织索条及前斜角肌，切除颈肋或

第一肋骨，不含术中显微镜下操作。
4.肩与肩关节
锁骨

JWA57301
锁骨骨折外固定架固定

术

将外固定架骨圆针固定于锁骨远近端，复位骨折端，连接外固定架连杆固定锁骨骨折。必要时术中

X线检查骨折位置或进行术中计算机导航。不含术中X线引导、术中导航。

JWA57302
锁骨骨折切开复位内固

定术

摆体位，选择适合入路切开，保护周围血管神经组织，保护骨折端血供，显露骨折形态，准确复位

骨折端，选择相应内固定物进行骨折固定，冲洗伤口，放置引流，逐层缝合伤口。不含术中X线引

JWA57303
陈旧锁骨骨折切开复位

内固定术

陈旧骨折包括骨折不愈合、畸形愈合、骨折伴感染，病变部位为非正常解剖结构，手术操作难度增

大很多。摆体位，选择适合入路切开，保护周围血管神经组织，保护骨折端血供，显露骨折形态，

复位骨折端，必要时进行截骨矫形，选择相应内固定物进行骨折固定，冲洗伤口，放置引流，逐层

缝合伤口。必要时术中X线检查骨折及内固定物位置或进行术中计算机导航。不含术中植骨术、X线

引导、术中导航。

JWA62301
先天性锁骨假关节切除

术

摆体位，选择适合入路切开，保护关节周围血管神经组织，探查辨认正常与病理组织，切除锁骨假

关节，必要时行植骨内固定，冲洗伤口，放置引流，逐层缝合伤口。不含植骨术、内固定术。

JWA62302 锁骨远端切除术
控制性降血压，消毒铺巾，处理肩锁关节周围软组织，暴露肩锁关节，进行锁骨远端骨质部分切

除，并做软骨盘切除，清理和止血，确认切除骨量，冲洗关节腔，放置引流管，缝合包扎。

JWA62401
关节镜下锁骨远端切除

术

控制性降血压，消毒铺巾，铺防水材料，肩关节后入路和前入路分别置入关节镜和器械，刨刀处理

肩锁关节周围软组织，暴露肩锁关节，用磨钻进行锁骨远端骨质部分切除，并做软骨盘切除，用射

频清理和止血，确认切除骨量，12000毫升生理盐水冲洗关节腔，放置引流管，缝合包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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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WA62303 锁骨肿瘤切除术
控制性降血压，常规消毒铺巾，处理锁骨及关节周围软组织，保护好血管和神经，显露肿瘤，切

除，止血，放置引流管，缝合包扎。

JWA62304 锁骨肿瘤切除重建术
控制性降血压，常规消毒铺巾，处理锁骨及关节周围软组织，保护好血管和神经，显露肿瘤，切

除，放置锁骨假体，固定。止血，放置引流管，缝合包扎。
肩胛骨

JWB57301
肩胛骨骨折切开复位内

固定术

摆体位，选择适合入路切开，保护周围血管神经组织，保护骨折端血供，显露骨折形态，准确复位

骨折端，选择相应内固定物进行骨折固定，冲洗伤口，放置引流，逐层缝合伤口。必要时术中X线

检查骨折及内固定物位置或进行术中计算机导航。不含术中X线引导、术中导航。

JWB57302
陈旧肩胛骨骨折切开复

位内固定术

陈旧骨折包括骨折不愈合、畸形愈合、骨折伴感染，病变部位为非正常解剖结构，手术操作难度增

大很多。摆体位，选择适合入路切开，保护周围血管神经组织，保护骨折端血供，显露骨折形态，

复位骨折端，必要时进行截骨矫形，选择相应内固定物进行骨折固定，冲洗伤口，放置引流，逐层

缝合伤口。必要时术中X线检查骨折及内固定物位置或进行术中计算机导航。不含术中植骨术、X线

引导、术中导航。

JWB45301 肩胛下移术

用于先天性高肩胛症手术。麻醉后，俯卧位，切开(颈1节段到胸9节段)脊柱棘突皮肤切口，剥离深

筋膜，显露肩胛骨，可见肩椎骨，切除肩椎骨及松解肩胛提肌和紧张索带，切除肩胛骨岗上部分，

游离斜方肌及菱形肌等肌肉，充分松解肩胛骨前方前锯肌粘连，下拉肌肉使肩胛骨下移，缝合固定

于棘突。如严重，需行锁骨切断及肩胛骨术后牵引(术中于肩胛骨预留钢丝并经皮肤引出)。

JWB62301 肩胛骨肿瘤切除术
麻醉，消毒，侧卧位，常规入路、神经血管切断处理，肌腱肌肉切断，截骨，切除肿瘤，肌肉成型

、肌固定，放置引流、关闭伤口，生理盐水1000毫升冲洗。

JWB62302 肩胛骨肿瘤切除重建术
麻醉，消毒，侧卧位，常规入路、神经血管切断处理，肌腱肌肉切断，截骨，切除肿瘤，放置人工

肩胛，肌肉成型、肌固定，放置引流、关闭伤口，生理盐水1000毫升冲洗。

JWB68301 喙突切开成形术
消毒铺巾，处理肩峰下滑囊和喙突周围软组织，暴露喙突，暴露联合肌腱，关节囊切开(可能)，进

行喙突远端骨质部分切除，清理和止血，确认切除骨量，冲洗关节腔，放置引流管，缝合包扎。

JWB68401 关节镜下喙突成形术
消毒铺巾，铺防水材料，肩关节后入路和前入路分别置入关节镜和器械，刨刀处理肩峰下滑囊和喙

突周围软组织，暴露喙突，暴露联合肌腱，关节囊切开(可能)，用磨钻进行喙突远端骨质部分切

除，用射频清理和止血，确认切除骨量，12000毫升生理盐水冲洗关节腔，放置引流管，缝合包扎

JWB69303
喙突联合肌腱重建肩盂

稳定术

含拉特耶特（Latarjet）手术、布瑞斯顿（Bristow）手术、改良布瑞斯顿（Bristow)手术三种术

式。消毒铺巾，肩上外侧切口，逐层切开，避开头静脉，分离胸大肌和三角肌间隙，暴露喙突和联

合肌腱，并部分游离之，切断喙突尖部(包含联合肌腱)，暴露肩胛下肌，并分离，分离暴露前关节

囊，清理前方关节盂骨床，用钻或者骨刀进行新鲜化处理至出血，用定位器定位，电钻克氏针将喙

突尖部(包含联合肌腱)，从肩胛下肌中部插入喙突骨块固定在前方关节盂旁边，要求截下的喙突一

侧骨壁接触肩胛颈，联合肌腱向肩胛骨内侧贴住肩胛颈，截骨端面不接触肩胛颈，1000毫升生理盐

水冲洗创面后逐层关闭切口，缝合皮肤后包扎。

JWB61401
关节镜下肩胛—胸壁间

隙病灶清理术

消毒铺巾，铺防水材料，肩胛骨周围入路分别置入关节镜和器械，刨刀清理滑囊组织，先进行肩胛

骨、胸壁关节探查后，再用刨刀或者其它器械进行病灶清理处理，并根据需要取活检送病理，

12000毫升生理盐水冲洗关节腔，缝合包扎，根据需要放置引流管。不含病理学检查。

JWB07401
关节镜下肩胛—胸壁间

隙探查术

消毒铺巾，铺防水材料，肩胛骨周围入路分别置入关节镜和器械，刨刀清理滑囊组织，先后进行肩

胛骨、胸壁探查，肩胛下滑囊探查，肩胛下肌、前锯肌探查，大小菱形肌、肩胛提肌腱探查，6000

毫升生理盐水冲洗。

JWB57401
关节镜下肩胛盂骨性损

伤复位内固定术

用于肩胛盂骨性Bankart损伤。控制性降血压，消毒铺巾，铺防水材料，肩关节后入路和前入路分

别置入关节镜和器械，探查关节内所有可能引起不稳定的组织结构，增加前下入路，刨刀清理滑膜

和关节囊，盂唇和关节囊新鲜化，松解盂唇和关节囊组织，复位骨块，磨钻或者骨锉打磨骨面出

血，处理前下部位软骨，新鲜化骨面，用定位器定位钻入内固定螺钉，(需要在骨块内外侧均做缝

合)用肩关节缝合器贯穿缝合关节囊和盂唇，包含骨块，然后缝合打结固定3-6针，24000毫升生理

盐水冲洗关节腔，缝合包扎。

JWB62303
切开肩胛盂周围囊肿切

除术

消毒铺巾，切开，找到囊肿，切除，冲洗关节腔，缝合包扎，根据需要放置引流管。不含病理学检

查。

JWB62401
关节镜下肩胛盂周围囊

肿切除术

消毒铺巾，铺防水材料，肩关节后入路和前入路分别置入关节镜和器械，刨刀清理滑膜，经关节囊

找到囊肿，刨刀清理，并取活检送病理，冲洗关节腔，缝合包扎，根据需要放置引流管。不含病理

学检查。

JWB42301 肩胛带离断术
麻醉，消毒，侧卧位，常规入路，神经血管切断处理，肌腱肌肉切断，截骨，肌肉成型、肌固定，

放置引流，关闭伤口，1000毫升生理盐水冲洗。

JWB62402
关节镜下肩胛下滑囊切

除术

消毒铺巾，铺防水材料，肩关节后入路和前入路分别置入关节镜和器械，刨刀清理滑膜，经关节囊

找到囊肿，刨刀清理，并取活检送病理，18000毫升生理盐水冲洗关节腔，缝合包扎，根据需要放

置引流管。不含病理学检查。

JWB68402
关节镜下肩胛下肌腱缝

合术

控制性降血压，消毒铺巾，铺防水材料，肩关节后入路和前入路分别置入关节镜和器械，刨刀切除

肩峰下滑囊，射频烧灼肩峰下表面软组织，肩胛下肌腱松解及新鲜化，肌腱止点新鲜化及电钻钻

孔，肩袖缝合器械穿透肌腱，做肌腱缝合或者止点重建，打结固定，必要时行关节镜下喙突成形

术，24000毫升生理盐水冲洗关节腔，放置引流管，缝合包扎。不含关节镜下喙突成形术。

JWB61402
关节镜下肩胛下肌腱清

理术

消毒铺巾，铺防水材料，肩关节后入路和前入路分别置入关节镜和器械，刨刀清理前关节囊滑膜，

用刨刀进行肩胛下肌腱病灶清理，必要时行喙突成形术，12000毫升生理盐水冲洗关节腔，缝合包

扎。不含关节镜下喙突成形术。
肩关节

JWB68403 关节镜下肩峰成形术
控制性降血压，消毒铺巾，铺防水材料，肩关节后入路和前入路分别置入关节镜和器械，刨刀切除

肩峰下滑囊，清理喙肩韧带，再由外侧入路处理肩峰下表面，用磨钻进行肩峰下表面骨质部分切

除，用射频清理和止血，确认切除骨量，12000毫升生理盐水冲洗关节腔，放置引流管，缝合包扎

JWB62403
关节镜下肩峰下滑囊切

除术

控制性降血压，消毒铺巾，铺防水材料，肩关节后入路和前入路分别置入关节镜和器械，刨刀切除

肩峰下滑囊，用射频清理和止血，12000毫升生理盐水冲洗关节腔，缝合包扎。

JWB07301 肩峰下间隙切开探查术
控制性降血压，消毒铺巾，探查所有组织，探查内容：肩峰下滑囊、肩袖上表面、肱骨大结节、肩

峰下表面、喙肩韧带、肩锁关节下表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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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WB07402
关节镜下肩峰下间隙探

查术

控制性降血压，消毒铺巾，铺防水材料，肩关节后入路和前入路分别置入关节镜和探钩探查所有组

织，探查肩峰下滑囊、肩袖上表面、肱骨大结节、肩峰下表面、喙肩韧带、肩锁关节下表面，3000

毫升生理盐水冲洗关节腔。

JWC68401
关节镜下肩关节损伤修

复术

控制性降血压，消毒铺巾，铺防水材料，肩关节后入路和前入路分别置入关节镜和器械，探查关节

内所有可能引起不稳定的组织结构，增加前下入路，刨刀清理滑膜和关节囊，盂唇和关节囊新鲜

化，松解盂唇和关节囊组织，磨钻或者骨锉打磨骨面出血，处理前下部位软骨，新鲜化骨面，用定

位器定位钻入内固定螺钉，用肩关节缝合器带PDS缝线，贯穿缝合关节囊和盂唇，然后缝合打结固

定3-5针，24000毫升生理盐水冲洗关节腔，缝合包扎。

JWC55301 肩关节脱位闭合复位术
病人安静，平卧或坐位，根据医师经验采用不同的复位方法复位，必要时可以使用局麻、臂丛以及

全麻来完成。
JWC55302 肩关节脱位切开复位术 消毒铺巾，切开显露肩关节脱位，复位肩关节，必要时进行固定，冲洗缝合伤口。

JWC07301 肩关节切开探查术
控制性降血压，消毒铺巾，探查所有组织，探查内容：关节囊，关节软骨，盂唇、肱二头肌腱，盂

肱上、中、下韧带，肩袖间隙，肩袖下表面，肩胛下肌腱等。

JWC07401 关节镜下肩关节探查术
控制性降血压，消毒铺巾，铺防水材料，肩关节后入路和前入路分别置入关节镜和探钩探查所有组

织，探查关节囊、关节软骨、盂唇、肱二头肌腱、盂肱上中下韧带、肩袖间隙、肩袖下表面、肩胛

下肌腱等，3000毫升生理盐水冲洗关节腔。

JWC42301 肩关节离断术
麻醉，消毒，仰卧位，常规入路、神经血管切断处理，肌腱肌肉切断，肌肉成型、肌固定，放置引

流、关闭伤口，生理盐水1000毫升冲洗。

JWC50401
关节镜下肩关节游离体

取出术

消毒铺巾，铺防水材料，肩关节后入路和前入路分别置入关节镜和器械，刨刀清理滑膜，用器械取

出游离体，9000毫升生理盐水冲洗关节腔，缝合包扎。

JWC57301 肩关节融合术
消毒铺巾，气囊止血带止血，切开皮肤，显露并切除关节软骨，对合骨端，固定，或骨移植。不含

植骨术。
JWC53301 肩关节松解术 消毒铺巾，气囊止血带止血，切开皮肤，显露关节，松解粘连，缝合韧带及关节囊。

JWC53401
关节镜下肩关节粘连松

解术

消毒铺巾，铺防水材料，肩关节后入路和前入路分别置入关节镜和器械，刨刀清理滑膜，篮钳松解

关节囊，清理粘连带，麻醉下适当推拿，18000毫升生理盐水冲洗关节腔，放置引流管，缝合包扎

JWC61401
关节镜下肩关节病灶清

理术

消毒铺巾，铺防水材料，肩关节后入路和前入路分别置入关节镜和器械，刨刀清理滑膜，用器械进

行病灶清理处理，9000毫升生理盐水冲洗关节腔，缝合包扎。

JWC51301 全肩关节置换术

适于肩关节器质性病变的治疗(包括肩关节粉碎性骨折、类风湿性关节炎晚期等)。切除病变的肩关

节(肱骨头、肩关节盂)，再行人工肱骨头与人工关节盂置换。摆体位，前路切开，保护头静脉劈开

三角肌，保护肌肉的营养神经，显露并切开肩袖，脱出肱骨头，在肱骨颈下准确进行肱骨头截骨，

在测量器引导下切除关节盂并处理其基底。进行肱骨干扩髓，安装试模测试，精确安放肩关节盂和

肱骨头假体，术中用X线引导或检查位置。不含术中X线引导。

JWC69301
吻合血管肌瓣/肌皮瓣

移植肩关节外展功能重

消毒铺巾，气囊止血带止血，切开皮肤，切取肌/肌皮瓣，移植于肩部，内/外固定，缝合神经，吻

合血管，或肌腱/髂胫束移植，必要时，显微镜辅助。不含肌腱/恰胫束移植术。

JWC69302 肩关节功能重建术
消毒铺巾，气囊止血带止血，切开皮肤，掀取邻近肌肉或肌腱，移位于肩部，内/外固定，或肌腱/

髂胫束移植。不含肌腱/恰胫束移植术。

JWC55303
肩锁关节脱位切开复位

内固定术
消毒铺巾，显露肩锁关节，复位骨折脱位，选用合适内固定物进行固定，冲洗缝合伤口。

JWC69303 肩锁关节脱位重建术
消毒铺巾，显露肩锁关节，应用合适固定物或肌腱移位方法重建肩锁或喙锁韧带，必要时行锁骨远

端切除，冲洗缝合伤口。

JWC69304
肩锁关节脱位喙锁韧带

修复重建术

消毒铺巾，切开暴露肩锁关节，用钻头钻取骨道，再将内固定物引入，固定两端，冲洗关节腔，放

置引流管，缝合包扎。

JWC69401
关节镜下肩锁关节脱位

喙锁韧带修复重建术

控制性降血压，消毒铺巾，铺防水材料，肩关节后入路和前入路分别置入关节镜和器械，刨刀处理

肩锁关节周围软组织，暴露肩锁关节，用定位器和克氏针定位，必要时X线引导，用钻头钻取骨

道，再将内固定物引入，固定两端，12000毫升生理盐水冲洗关节腔，放置引流管，缝合包扎。

JWC68402
关节镜下肩关节软骨修

整术

消毒铺巾，铺防水材料，肩关节后入路和前入路分别置入关节镜和器械，刨刀清理滑膜，用器械进

行软骨病灶清理处理，9000毫升生理盐水冲洗关节腔，缝合包扎。

JWC68403
关节镜下肩关节盂唇修

复术

探查关节内所有可能引起不稳定的组织结构，刨刀清理滑膜和关节囊，盂唇和关节囊新鲜化，松解

盂唇和关节囊组织，磨钻或者骨锉打磨骨面出血，处理盂边缘软骨，新鲜化骨面，用定位器定位钻

入内固定螺钉，用肩关节缝合器带PDS缝线，贯穿缝合关节囊和盂唇，缝合打结固定2-5针，4000毫

升生理盐水冲洗关节腔，缝合包扎。

JWC57302 盂唇缝合固定术

控制性降血压，消毒铺巾，铺防水材料，肩关节后入路和前入路分别置入关节镜和器械，探查关节

内所有可能引起不稳定的组织结构，清理滑膜和关节囊，盂唇和关节囊新鲜化，松解盂唇和关节囊

组织，磨钻或者骨锉打磨骨面出血，处理盂边缘软骨，新鲜化骨面，用定位器定位钻入内固定螺

钉，用肩关节缝线缝合关节囊和盂唇，缝合打结固定2-5针，4000毫升生理盐水冲洗关节腔，缝合
JWC53302 肩关节前关节囊松解术 消毒铺巾，气囊止血带止血，切开皮肤，显露并延长前关节囊及肩胛下肌腱，延长胸大肌腱。

JWC68301
肩关节关节囊折叠缝合

术

消毒铺巾，切开暴露肩关节囊，新鲜化，间断折叠缝合此处组织，缝线打结固定，冲洗关节腔，缝

合包扎。

JWC68404
关节镜下肩关节关节囊

折叠缝合术

消毒铺巾，铺防水材料，肩关节后入路和前入路分别置入关节镜和器械，刨刀清理滑膜，探查肩关

节囊，清理并新鲜化，用肩袖缝合器间断折叠缝合此处组织，用特殊缝线打结固定，18000毫升生

理盐水冲洗关节腔，缝合包扎。

JWC68405
关节镜下肩关节关节囊

皱缩术

消毒铺巾，铺防水材料，肩关节后入路和前入路分别置入关节镜和器械，刨刀清理滑膜，用射频皱

缩棒进行关节囊皱缩处理，生理盐水(9000毫升)冲洗关节腔，缝合包扎。

JWC61402
关节镜下肩关节滑膜部

分切除术

消毒铺巾，铺防水材料，肩关节后入路和前入路分别置入关节镜和器械，刨刀清理部分切除滑膜，

6000毫升生理盐水冲洗关节腔，缝合包扎。
JWC62301 切开肩关节滑膜全切除 消毒铺巾，清理切除全部滑膜，4000毫升生理盐水冲洗关节腔，放置引流管，缝合包扎。

JWC62401
关节镜下肩关节滑膜全

切除术

消毒铺巾，铺防水材料，肩关节后入路和前入路分别置入关节镜和器械，刨刀清理切除全部滑膜，

24000毫升生理盐水冲洗关节腔，放置引流管，缝合包扎。

JWC68406
关节镜下冈上肌腱缝合

术

消毒铺巾，铺防水材料，肩关节后入路和前入路分别置入关节镜和器械，刨刀切除肩峰下滑囊，射

频烧灼肩峰下表面软组织，必要时行关节镜下肩峰成形术。冈上肌腱松解及新鲜化，肌腱止点新鲜

化及电钻钻孔，肩袖缝合器械穿透肌腱，做肌腱缝合或者止点重建，打结固定，24000毫升生理盐

水冲洗关节腔，放置引流管，缝合包扎。不含关节镜下肩峰成形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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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WC68407
关节镜下冈下肌腱缝合

术

消毒铺巾，铺防水材料，肩关节后入路和前入路分别置入关节镜和器械，刨刀切除肩峰下滑囊，射

频烧灼肩峰下表面软组织，必要时行关节镜下肩峰成形术，冈下肌腱松解及新鲜化，肌腱止点新鲜

化及电钻钻孔，肩袖缝合器械穿透肌腱，做肌腱缝合或者止点重建，打结固定，24000毫升生理盐

水冲洗关节腔，放置引流管，缝合包扎。不含关节镜下肩峰成形术。

JWC68408
关节镜下小圆肌腱缝合

术

消毒铺巾，铺防水材料，肩关节后入路和前入路分别置入关节镜和器械，刨刀切除肩峰下滑囊，射

频烧灼肩峰下表面软组织，必要时行关节镜下肩峰成形术。小圆肌腱松解及新鲜化，肌腱止点新鲜

化及电钻钻孔，肩袖缝合器械穿透肌腱，做肌腱缝合或者止点重建，打结固定，24000毫升生理盐

水冲洗关节腔，放置引流管，缝合包扎。

JWC61403
关节镜下冈上肌腱清理

术

消毒铺巾，铺防水材料，肩关节后入路和前入路分别置入关节镜和器械，刨刀切除肩峰下滑囊，用

刨刀进行冈上肌腱病灶清理，必要时行关节镜下肩峰成形术，12000毫升生理盐水冲洗关节腔，放

置引流管，缝合包扎。不含关节镜下肩峰成形术。

JWC61404
关节镜下冈下肌腱清理

术

消毒铺巾，铺防水材料，肩关节后入路和前入路分别置入关节镜和器械，刨刀切除肩峰下滑囊，用

刨刀进行冈下肌腱病灶清理，必要时行关节镜下肩峰成形术，12000毫升生理盐水冲洗关节腔，放

置引流管，缝合包扎。不含关节镜下肩峰成形术。

JWC61405
关节镜下小圆肌腱清理

术

消毒铺巾，铺防水材料，肩关节后入路和前入路分别置入关节镜和器械。刨刀切除肩峰下滑囊，用

刨刀进行小圆肌腱病灶清理，必要时行关节镜下肩峰成形术，12000毫升生理盐水冲洗关节腔，放

置引流管，缝合包扎。不含关节镜下肩峰成形术。

JWC53303 冈盂韧带松解术
消毒铺巾，切开，找到冈盂韧带，切开，特殊注意避免损伤神经，冲洗，缝合包扎，根据需要放置

引流管。

JWC53402
关节镜下冈盂韧带松解

术

消毒铺巾，铺防水材料，肩关节后入路和前入路分别置入关节镜和器械，刨刀清理滑膜，经关节囊

找到冈盂韧带，刨刀及篮钳清理，此处需特殊注意避免损伤神经。18000毫升生理盐水冲洗关节

腔，缝合包扎，根据需要放置引流管。

JWD61301 切开肩袖病灶清理术
消毒铺巾，清理前关节囊滑膜，进行肩袖病灶清理，必要时行喙突成形术，冲洗关节腔，缝合包扎

。不含喙突成形术。

JWD68301 肩袖小撕裂缝合术
含冈上肌、肩胛下肌、冈下肌或小圆肌中单个肌腱。消毒铺巾，冈上肌、肩胛下肌、冈下肌或小圆

肌单个腱松解及新鲜化，肌腱止点新鲜化及电钻钻孔，肩袖缝合器械穿透肌腱，做肌腱缝合或者止

点重建，打结固定，5000毫升生理盐水冲洗关节腔，放置引流管，缝合包扎。不含关切开肩峰成形

JWD68302 肩袖大撕裂缝合术

含冈上肌、肩胛下肌、冈下肌或小圆肌中两个或两个以上肌腱。消毒铺巾，冈上肌、肩胛下肌、冈

下肌或小圆肌单个腱松解及新鲜化，肌腱止点新鲜化及电钻钻孔，肩袖缝合器械穿透肌腱，做肌腱

缝合或者止点重建，打结固定，10000毫升生理盐水冲洗关节腔，放置引流管，缝合包扎。不含关

切开肩峰成形术。

JWD69301
肩袖撕裂切开缝合止点

重建术

消毒铺巾，肩上外侧切口，逐层切开，暴露肩峰外缘和肩袖，清理肩袖表面，远端用特殊缝线编织

待用，必要时做肩峰成形术，清理大结节骨床至出血，用定位器定位，电钻克氏针固定，在大结节

处钻孔3-4个，分别双侧贯通，引入细钢丝或者缝线，引导已编织好的肩袖断端进入骨道旁边，打

结固定，或者采用内固定器材做止点重建，3000毫升生理盐水冲洗创面后根据需要放置引流管，逐

层关闭切口，缝合皮肤后包扎。不含肩峰成形术。
JWD68303 肩袖损伤修补术 消毒铺巾，暴露肩袖，对损伤部位进行直接修补缝合或相应骨折固定，冲洗缝合伤口。

JWD69302 肩袖损伤重建术
消毒铺巾，暴露肩袖，对损伤部位不能直接修补缝合，需选用自体或异体移植物进行肩袖重建，必

要时进行相应骨折固定，冲洗缝合伤口。

JWD68304 背阔肌移位替代肩袖术
消毒铺巾，逐层切开组织至见到并分离背阔肌肌腱，止点松解，游离，移位，转移至大结节后进行

止点重建，需要电钻打孔，特殊骨科不可吸收缝线做止点重建术，整个过程中需要做周围血管神经

探查，以免损伤，1000毫升生理盐水冲洗创面，放置引流管，缝合包扎。

JWD61401
关节镜下肩袖射频打孔

激活术

控制性降血压，消毒铺巾，铺防水材料，肩关节后入路和前入路分别置入关节镜和器械，刨刀清理

肩峰下滑囊，清理肩袖上表面，使用低温等离子刀肌腱打孔技术（TOPAZ）每隔4-5毫米打孔，

12000毫升生理盐水冲洗关节腔，缝合包扎。不含关节镜下肩峰成形术。

JWD43401
关节镜下肩袖间隙闭合

术

消毒铺巾，铺防水材料，肩关节后入路和前入路分别置入关节镜和器械，刨刀清理滑膜，探查肩袖

间隙，清理并新鲜化，用肩袖缝合器间断折叠缝合此处组织，用特殊缝线打结固定，18000毫升生

理盐水冲洗关节腔，缝合包扎。
5.上臂、前臂骨及肘

关节

JWY68301 上肢残端修整术
消毒铺巾，气囊止血带止血，切开皮肤，修整骨端，切除瘢痕，缝合皮肤，或皮瓣移位。不含皮瓣

移位术。

JWY54301
前臂骨筋膜室切开减压

术

消毒铺巾，气囊止血带止血，切开皮肤，于前臂掌侧或背侧做切口减压，切开深筋膜，包扎，外固

定，或植皮。不含皮肤移植术。

JWY68302 前臂分叉术
消毒铺巾，气囊止血带止血，切开皮肤，将前臂残端分离，修整骨残端，皮肤移植或皮瓣移植。不

含皮肤移植术。

JWY64301 前臂截肢术
麻醉，消毒，常规入路，神经血管切断处理，肌腱肌肉切断，截骨，肌肉成型，肌固定，放置引

流，关闭伤口，1000毫升生理盐水冲洗。

JWY64302 深度烧伤前臂截肢术
术区皮肤消毒，显露并确定坏死平面，截除坏死肢体远端，妥善处理残端血管、神经、骨骼、肌肉

等组织，缝合残端，或用皮瓣或皮片修复残端创面。不含植皮术、皮瓣修复术。

JWY64303 上臂截肢术
麻醉，消毒，常规入路，神经血管切断处理，肌腱肌肉切断，截骨，肌肉成型，肌固定，放置引

流，关闭伤口，1000毫升生理盐水冲洗。

JWY64304 深度烧伤上臂截肢术
术区皮肤消毒，显露并确定坏死平面，截除坏死肢体远端，妥善处理残端血管、神经、骨骼、肌肉

等组织，缝合残端，或用皮瓣或皮片修复残端创面。不含植皮术、皮瓣修复术。

JWY73301
腹部皮管带蒂上臂转移

术

此手术为腹部皮管鼻再造术的前期手术。消毒铺巾，设计切口，局部麻醉，腹部皮管一端断蒂，以

另一端为蒂转移至上前臂，为下期鼻再造做准备，双极电凝止血，留置引流，切口缝合，绷带或石

膏外固定体位。

JWY53301 上肢关节松解术
经相应入路，肩、肘、腕关节关节囊松解切除术或韧带松解，关节腔清理，石膏或支具保护，术后

功能锻炼。

JWY67301 前臂屈肌腱延长术
术前设计，消毒铺巾，体位摆放，臂丛阻滞或全麻，将残存的前臂尺、桡骨分开，形成钳子状，借

肱桡肌和旋前圆肌的作用，将桡骨与尺骨分开，借旋后肌的作用与尺骨靠拢，如此则发生钳夹作

用，以起到手的部分功能，将伸指肌腱Z型切开，两断端延长缝合，或将其它部位肌腱做游离移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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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YJ73302 前臂逆行皮瓣转移术
术前设计，消毒铺巾，体位摆放，臂丛麻醉，掀起前臂桡尺动脉皮瓣，将皮瓣带蒂转移到受区，供

区直接缝合或取皮植皮。

JYJ73303
前臂逆行筋膜瓣移植植

皮术

沿皮瓣桡侧切开皮肤皮下至前臂筋膜，在尺侧腕伸肌与小指伸肌腱之间分离出骨间背侧血管束及附

带的部分肌间隔，然后切开两侧缘，筋膜瓣旋转轴位于尺骨茎突上2.5厘米，转移后其上植皮。

JYJ62303
上肢瘢痕切除局部改形

术

消毒铺巾，设计切口，上驱血带，切除瘢痕组织，彻底松解粘连和挛缩，于前臂或上臂创面周围进

行局部改形，双极电凝止血，关闭创面，包扎。
肱骨

JWE57301
肱骨近端骨折切开复位

内固定术

摆体位，选择适合入路切开，保护周围软组织，防止血管神经损伤，保护骨折端血供，显露骨折形

态，用力牵引骨折端，准确复位骨折端，选择适宜的钢板螺丝钉固定系统，反复钻孔，植入螺钉，

固定钢板，进行骨折固定，冲洗伤口，放置引流，逐层缝合伤口。必要时术中X线检查骨折及内固

定物位置。不含术中X线引导、术中导航。

JWE57302

陈旧肱骨近端骨折切开

复位钢板螺丝钉内固定

术

陈旧骨折包括骨折不愈合、畸形愈合、骨折伴感染，病变部位为非正常解剖结构，手术操作难度增

大很多。摆体位，选择适合入路切开，保护周围软组织，防止血管神经损伤，保护骨折端血供，显

露骨折形态，用力牵引骨折端，复位骨折端，必要时截骨矫形，选择适宜的钢板螺丝钉固定系统，

反复钻孔，植入螺钉，固定钢板，进行骨折固定，冲洗伤口，放置引流，逐层缝合伤口，必要时术

中X线检查骨折及内固定物位置。不含术中植骨术、X线引导、术中导航。

JWE57303
肱骨近端骨折闭合复位

钢板螺丝钉内固定术

摆体位，选择骨折端远近端切开，保护周围软组织，防止血管神经损伤，透视下闭合复位骨折端，

选择适宜的钢板螺丝钉固定系统，经皮下或肌下跨越骨折端，用螺钉进行骨折固定，冲洗伤口，放

置引流，逐层缝合伤口。必要时术中X线检查骨折及内固定物位置。不含术中X线引导、术中导航。

JWE57304
肱骨近端骨折闭合复位

髓内针内固定术

摆体位，必要时在骨科牵引手术床上固定患肢，选择适合入路切开，打开骨髓腔，保护周围软组

织，防止血管神经损伤，保护骨折端血供，X线透视下复位骨折，选择适宜的髓内针固定系统，透

视下对骨折进行固定，冲洗伤口，放置引流，逐层缝合伤口。必要时术中X线检查骨折及内固定物

位置，必要时应用术中计算机导航。不含术中X线引导、术中导航。

JWE57305
肱骨近端骨折切开复位

髓内针内固定术

摆体位，必要时在骨科牵引手术床上固定患肢，选择适合入路切开，打开骨髓腔，保护周围软组

织，防止血管神经损伤，保护骨折端血供，X线透视下复位骨折，选择适宜的髓内针固定系统，透

视下对骨折进行固定，冲洗伤口，放置引流，逐层缝合伤口，必要时术中X线检查骨折及内固定物

位置，必要时应用术中计算机导航。不含术中X线引导、术中导航。

JWE57306
陈旧肱骨近端骨折切开

复位髓内针内固定术

陈旧骨折包括骨折不愈合、畸形愈合、骨折伴感染，病变部位为非正常解剖结构，手术操作难度增

大很多。摆体位，必要时在骨科牵引手术床上固定患肢，选择适合入路切开，打开骨髓腔，保护周

围软组织，防止血管神经损伤，保护骨折端血供，复位骨折，进行接截骨矫形，选择适宜的髓内针

固定系统，透视下对骨折进行固定，冲洗伤口，放置引流，逐层缝合伤口。必要时术中X线检查骨

折及内固定物位置、应用术中计算机导航。不含术中植骨术、X线引导、术中导航。

JWE51301 人工肱骨头置换术

适于肩关节肱骨头部分器质性病变但肩关节盂仍然良好患者的治疗，包括肱骨头粉碎性骨折、类风

湿性关节炎晚期等。切除病变的肱骨头，再行人工肱骨头置换。摆体位，前路切开，保护头静脉劈

开三角肌，保护肌肉的营养神经，显露并切开肩袖，脱出肱骨头，在肱骨颈下准确进行肱骨头截

骨，进行肱骨干扩髓，安装试模测试，精确安放肩关节盂和肱骨头假体，术中用X线引导或检查位

置。不含术中X线检查。

JWE57307
肱骨大结节撕脱骨折切

开固定术

消毒铺巾，清理滑膜，清理撕脱骨折块断面，新鲜化，电钻、定位器经骨块定位，用克氏针固定，

然后应用内固定螺钉等进行固定，必要时在X线引导下进行，3000毫升生理盐水冲洗关节腔，缝合

包扎，放置引流管。不含X线引导。

JWE57401
关节镜下肱骨大结节撕

脱骨折固定术

消毒铺巾，铺防水材料，肩关节后入路和前入路分别置入关节镜和器械，刨刀清理滑膜，刨刀清理

撕脱骨折块断面，新鲜化，电钻、定位器经骨块定位，用克氏针固定，然后应用内固定螺钉等进行

固定，必要时在X线引导下进行，18000毫升生理盐水冲洗关节腔，缝合包扎，放置引流管。不含X

线引导。

JWF57301
肱骨干骨折闭合复位钢

板螺丝钉内固定术

摆体位，选择骨折端远近端切开，保护周围软组织，防止血管神经损伤，透视下闭合复位骨折端，

选择适宜的钢板螺丝钉固定系统，经皮下或肌下跨越骨折端，用螺钉进行骨折固定，冲洗伤口，放

置引流，逐层缝合伤口，必要时术中X线检查骨折及内固定物位置。不含术中X线引导、术中导航。

JWF57302
肱骨干骨折闭合复位髓

内针内固定术

摆体位，必要时在骨科牵引手术床上固定患肢，选择适合入路切开，打开骨髓腔，保护周围软组

织，防止血管神经损伤，保护骨折端血供，X线透视下复位骨折，选择适宜的髓内针固定系统，透

视下对骨折进行固定，冲洗伤口，放置引流，逐层缝合伤口，必要时术中X线检查骨折及内固定物

位置、应用术中计算机导航。不含术中X线引导、术中导航。

JWF57303
陈旧肱骨干骨折闭合复

位髓内针内固定术

陈旧骨折包括骨折不愈合、畸形愈合、骨折伴感染，病变部位为非正常解剖结构，手术操作难度增

大很多。摆体位，在骨科牵引手术床上固定患肢，选择适合入路切开，打开骨髓腔。保护周围软组

织，防止血管神经损伤，保护骨折端血供，X线透视下复位骨折，选择适宜的髓内针固定系统，透

视下对骨折进行固定，冲洗伤口，放置引流，逐层缝合伤口。必要时术中X线检查骨折及内固定物

位置、应用术中计算机导航。不含术中X线引导、术中导航。

JWF57304
肱骨干骨折切开复位钢

板螺丝钉内固定术

摆体位，选择适合入路切开，保护周围软组织，防止血管神经损伤，保护骨折端血供，显露骨折形

态，用力牵引骨折端，准确复位骨折端，选择适宜的钢板螺丝钉固定系统，反复钻孔，植入螺钉，

固定钢板，进行骨折固定，冲洗伤口，放置引流，逐层缝合伤口。必要时术中X线检查骨折及内固

定物位置。不含桡神经探查修复术、术中X线引导、术中导航。

JWF57305
陈旧肱骨干骨折切开复

位钢板螺丝钉内固定术

陈旧骨折包括骨折不愈合、畸形愈合、骨折伴感染，病变部位为非正常解剖结构，手术操作难度增

大很多。摆体位，选择适合入路切开，保护周围软组织，防止血管神经损伤，保护骨折端血供，显

露骨折形态，用力牵引骨折端，复位骨折端，必要时截骨矫形，选择适宜的钢板螺丝钉固定系统，

反复钻孔，植入螺钉，固定钢板，进行骨折固定，冲洗伤口，放置引流，逐层缝合伤口，必要时术

中X线检查骨折及内固定物位置。不含术中植骨术、X线引导、术中导航。

JWF57306
肱骨干骨折闭合复位外

固定架固定术

摆体位，必要时在骨科牵引手术床上固定患肢，选择外固定架针入点，在骨折两端固定外固定架

针，保护周围软组织，防止血管神经损伤，X线透视下复位骨折，透视下对骨折进行固定，冲洗伤

口，放置引流，逐层缝合伤口。必要时术中X线检查骨折及内固定物位置。

JWF57307
陈旧肱骨干骨折闭合复

位外固定架固定术

陈旧骨折包括骨折不愈合、畸形愈合、骨折伴感染，病变部位为非正常解剖结构。摆体位，必要时

在骨科牵引手术床上固定患肢，选择外固定架针入点，在骨折两端固定外固定架针，保护周围软组

织，防止血管神经损伤，X线透视下复位骨折，透视下对骨折进行固定，冲洗伤口，放置引流，逐

层缝合伤口。必要时术中X线检查骨折及内固定物位置。不含植骨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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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名称 项目内涵

JWF57308
肱骨干骨折切开复位髓

内针内固定术

摆体位，必要时在骨科牵引手术床上固定患肢，选择适合入路切开，打开骨髓腔。保护周围软组

织，防止血管神经损伤，保护骨折端血供，X线透视下复位骨折，选择适宜的髓内针固定系统，透

视下对骨折进行固定，冲洗伤口，放置引流，逐层缝合伤口。必要时术中X线检查骨折及内固定物

位置、应用术中计算机导航。不含桡神经探查修复术、术中X线引导、术中导航。

JWF57309
陈旧肱骨干骨折切开复

位髓内针内固定术

陈旧骨折包括骨折不愈合、畸形愈合、骨折伴感染，病变部位为非正常解剖结构。摆体位，必要时

在骨科牵引手术床上固定患肢，选择适合入路切开，打开骨髓腔，保护周围软组织，防止血管神经

损伤，保护骨折端血供，复位骨折，必要时进行接截骨矫形，选择适宜的髓内针固定系统，透视下

对骨折进行固定，冲洗伤口，放置引流，逐层缝合伤口。必要时术中X线检查骨折及内固定物位置

、应用术中计算机导航。不含术中植骨术、X线引导、术中导航。

JWF57310
肱骨干骨折切开复位外

固定架固定术

摆体位，必要时在骨科牵引手术床上固定患肢，选择外固定架针入点，在骨折两端固定外固定架

针，保护周围软组织，防止血管神经损伤，切开暴露骨折端，直视下复位骨折，必要时对骨折端进

行内固定，透视下对骨折进行穿针，外固定架固定，冲洗伤口，放置引流，逐层缝合伤口。必要时

术中X线检查骨折及内固定物位置。不含桡神经探查修复术、X线引导。

JWF57311
陈旧肱骨干骨折切开复

位外固定架固定术

陈旧骨折包括骨折不愈合、畸形愈合、骨折伴感染，病变部位为非正常解剖结构，手术操作难度增

大很多。摆体位，必要时在骨科牵引手术床上固定患肢，选择外固定架针入点，在骨折两端固定外

固定架针，切开暴露骨折端，复位骨折，必要时进行截骨矫形，保护周围软组织，防止血管神经损

伤，透视下对骨折进行固定，冲洗伤口，放置引流，逐层缝合伤口。必要时术中X线检查骨折及内

固定物位置。不含植骨术。

JWG57301
肱骨髁上骨折切开复位

内固定术

摆体位，选择适合入路切开，保护周围血管神经组织，保护骨折端血供，显露骨折形态，准确复位

骨折端，选择相应内固定物进行骨折固定，冲洗伤口，放置引流，逐层缝合伤口。必要时术中X线

检查骨折及内固定物位置或进行术中计算机导航。不含术中X线引导、术中导航。

JWG57302
陈旧肱骨髁上骨折切开

复位内固定术

陈旧骨折包括骨折不愈合、畸形愈合、骨折伴感染，病变部位为非正常解剖结构，手术操作难度增

大很多。摆体位，选择适合入路切开，保护周围血管神经组织，保护骨折端血供，显露骨折形态，

复位骨折端，必要时进行截骨矫形，选择相应内固定物进行骨折固定，冲洗伤口，放置引流，逐层

缝合伤口。必要时术中X线检查骨折及内固定物位置或进行术中计算机导航。不含术中植骨术、X线

引导、术中导航。

JWG57303
肱骨髁上骨折切开复位

外固定架固定术

摆体位，必要时在骨科牵引手术床上固定患肢，选择外固定架针入点，在骨折两端固定外固定架针

。保护周围软组织，防止血管神经损伤，切开暴露骨折端，直视下复位骨折，必要时对骨折端进行

内固定，透视下对骨折进行穿针，外固定架固定，冲洗伤口，放置引流，逐层缝合伤口。必要时术

中X线检查骨折及内固定物位置。

JWG57304
肱骨髁上骨折闭合复位

克氏针固定术

麻醉后透视机定位找到骨折远近端，闭合手法复位至对位对线满意，用克氏针从肱骨桡侧固定骨折

两端，透视骨折对位对线满意，石膏固定。不含C型臂引导。

JWG57305
肱骨髁上畸形截骨矫形

固定术

摆体位，选择适合入路切开，保护周围血管神经组织，保护骨折端血供，显露肱骨远端，按术前计

划截骨矫形，截骨端对位，选择相应内固定物进行骨折固定，冲洗伤口，放置引流，逐层缝合伤口

。必要时术中X线检查骨折及内固定物位置。不含术中X线引导。

JWG57306
肱骨外髁骨折切开复位

内固定术

麻醉后透视机定位找到骨折块，肱骨外髁处切开，手法复位至对位对线满意，用克氏针固定骨折

块，透视骨折对位对线满意，逐层缝合，皮内法缝合切口，石膏固定。不含C型臂引导。

JWG42301
肱骨内上髁炎切开清理

术

消毒铺巾，肌腱内面清理，肌腱外表面清理，内上髁骨床清理，钻孔，肌腱裂口缝合关闭关节腔，

必要时行部分滑膜切除，冲洗关节腔，缝合包扎，术中避免损伤尺神经。不含滑膜部分切除术、石

膏固定。

JWG42401
关节镜下肱骨内上髁炎

清理术

消毒铺巾，铺防水材料，肘关节后入路和前入路分别置入关节镜和器械，肌腱内面清理，肌腱外表

面清理，内上髁骨床清理，钻孔，肌腱裂口缝合关闭关节腔，必要时行部分滑膜切除，18000毫升

生理盐水冲洗关节腔，缝合包扎，术中避免损伤尺神经。不含滑膜部分切除术、石膏固定。

JWG42302
肱骨外上髁炎切开清理

术

消毒铺巾，环状韧带部分切除，肌腱内面清理，肌腱外表面清理，外上髁骨床清理，钻孔，肌腱裂

口缝合关闭关节腔，特殊缝线打结固定，必要时行部分滑膜切除，冲洗关节腔，缝合包扎。不含滑

膜部分切除术。

JWG42402
关节镜下肱骨外上髁炎

清理术

消毒铺巾，铺防水材料，肘关节后入路和前入路分别置入关节镜和器械，环状韧带部分切除，肌腱

内面清理，肌腱外表面清理，外上髁骨床清理，钻孔，肌腱裂口缝合关闭关节腔，特殊缝线打结固

定，必要时行部分滑膜切除，18000毫升生理盐水冲洗关节腔，缝合包扎。不含滑膜部分切除术。

JWG42303
肱骨外上髁炎切开清理

重建术

消毒铺巾，环状韧带部分切除，肌腱内面清理，肌腱外表面清理，外上髁骨床清理，钻孔，肌腱外

上髁止点重建，用定位器定位钻入内固定螺钉，肌腱缝合打结固定1-2针，必要时行部分滑膜切

除，冲洗关节腔，缝合包扎。不含滑膜部分切除术、石膏固定。

JWG42403
关节镜下肱骨外上髁炎

清理重建术

消毒铺巾，铺防水材料，肘关节后入路和前入路分别置入关节镜和器械，环状韧带部分切除，肌腱

内面清理，肌腱外表面清理，外上髁骨床清理，钻孔，肌腱外上髁止点重建，用定位器定位钻入内

固定螺钉，肌腱缝合打结固定1-2针，必要时行部分滑膜切除，18000毫升生理盐水冲洗关节腔，缝

合包扎。不含滑膜部分切除术、石膏固定。

JWG57307
肱骨单髁骨折切开复位

内固定术

摆体位，选择适合入路切开，保护周围血管神经组织，保护骨折端血供，显露骨折形态，准确复位

骨折端，选择相应内固定物进行骨折固定，冲洗伤口，放置引流，逐层缝合伤口。必要时术中X线

检查骨折及内固定物位置或进行术中计算机导航。不含术中X线引导、术中导航。

JWG57308
陈旧肱骨单髁骨折切开

复位内固定术

陈旧骨折包括骨折不愈合、畸形愈合、骨折伴感染，病变部位为非正常解剖结构，手术操作难度增

大很多。摆体位，选择适合入路切开，保护周围血管神经组织，保护骨折端血供，显露骨折形态，

复位骨折端，必要时进行截骨矫形，选择相应内固定物进行骨折固定，冲洗伤口，放置引流，逐层

缝合伤口，必要时术中X线检查骨折及内固定物位置或进行术中计算机导航。不含术中植骨术、X线

引导、术中导航。

JWG57309
肱骨髁间骨折切开复位

内固定术

摆体位，选择适合入路切开，保护周围血管神经组织，保护骨折端血供，显露骨折形态，准确复位

骨折端，选择相应内固定物进行骨折固定，冲洗伤口，放置引流，逐层缝合伤口。必要时术中X线

检查骨折及内固定物位置或进行术中计算机导航。不含术中X线引导、术中导航。

JWG57310
陈旧肱骨髁间骨折切开

复位内固定术

陈旧骨折包括骨折不愈合、畸形愈合、骨折伴感染，病变部位为非正常解剖结构，手术操作难度增

大很多。摆体位，选择适合入路切开，保护周围血管神经组织，保护骨折端血供，显露骨折形态，

复位骨折端，必要时进行截骨矫形，选择相应内固定物进行骨折固定，冲洗伤口，放置引流，逐层

缝合伤口。必要时术中X线检查骨折及内固定物位置或进行术中计算机导航。不含术中X线引导、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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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WG57311
肱骨髁间骨折切开复位

外固定架固定术

摆体位，必要时在骨科牵引手术床上固定患肢，选择外固定架针入点，在骨折两端固定外固定架

针，保护周围软组织，防止血管神经损伤，切开暴露骨折端，直视下复位骨折，必要时对骨折端进

行内固定，透视下对骨折进行穿针，外固定架固定，冲洗伤口，放置引流，逐层缝合伤口。必要时

术中X线检查骨折及内固定物位置。

JWG57312
陈旧肱骨髁间骨折切开

复位外固定架固定术

陈旧骨折包括骨折不愈合、畸形愈合、骨折伴感染，病变部位为非正常解剖结构，手术操作难度增

大很多。摆体位，必要时在骨科牵引手术床上固定患肢，选择外固定架针入点，在骨折两端固定外

固定架针，切开暴露骨折端，复位骨折，必要时进行截骨矫形，保护周围软组织，防止血管神经损

伤，透视下对骨折进行固定，冲洗伤口，放置引流，逐层缝合伤口。必要时术中X线检查骨折及内

固定物位置。
JWG62301 肱骨内上髁切除术 消毒铺巾，气囊止血带止血，切开皮肤，切开肘管，切除肱骨内上髁。

肘关节

JWH69301 肘关节内侧稳定重建术
消毒铺巾，肘内侧切口，暴露内上髁，探查内侧肌肉及内侧副韧带，内侧副韧带缝合，或者止点重

建，内侧肌肉修复，冲洗创面，根据需要放置引流管，缝合包扎伤口。不含石膏固定。

JWH69401
关节镜下肘关节内侧稳

定重建术

消毒铺巾，肘内侧切口，镜下暴露内上髁，探查内侧肌肉及内侧副韧带，内侧副韧带缝合，或者止

点重建，内侧肌肉修复，1000毫升生理盐水冲洗创面，根据需要放置引流管，缝合包扎伤口。不含

石膏固定。

JWH69302 肘关节屈曲功能重建术
消毒铺巾，气囊止血带止血，切开皮肤，切取肌皮瓣，移植于肘部，内/外固定，缝合神经，吻合

血管，或肌腱/髂胫束移植。不含肌腱/髂胫束移植术、术中显微镜下操作。
JWH42301 网球肘松解术 经肱骨外上髁入路切开外上髁及伸肌总腱筋膜，切开松解纤维瘢痕粘连带。
JWH53302 肘关节松解术 消毒铺巾，气囊止血带止血，切开皮肤，显露关节，松解粘连，切除瘢痕。
JWH53401 关节镜下肘关节松解术 消毒铺巾，气囊止血带止血，切开皮肤，插入关节镜，松解粘连。

JWH53301 肘关节骨痂切除松解术
消毒铺巾，气囊止血带止血，切开皮肤，显露关节，切除骨痂及瘢痕，松解粘连，2000毫升生理盐

水冲洗关节腔。不含术中X线引导。

JWH53303 肘关节闭合松解术
麻醉下满意后，手法推拿，进行肘关节被动伸直、屈曲、旋转，使活动度尽可能改善，棉花腿加压

包扎，必要时穿刺取出关节积血。

JWH57301 肘关节融合术
后侧切口显露肘关节，保护尺神经，将软骨面切除，X线引导下固定肘关节于功能位。不含术中X线

引导。

JWH55301
陈旧性肘关节脱位切开

复位术

陈旧脱位关节周围解剖结构异常，手术操作难度与风险增大。消毒铺巾，显露脱位，复位肘关节，

必要时进行可活动肘关节外固定架固定。不含肘关节外固定架固定术。
JWH68301 肘关节韧带修复术 肘关节内或外侧切口，保护正中、桡或尺神经，显露断裂韧带，修复。

JWH07301 肘关节切开探查术
消毒铺巾，探查前关节囊、冠突、冠突窝、滑车前关节面、桡骨头前部、肱骨小头前部、内侧关节

囊、外侧关节囊、鹰嘴、鹰嘴窝、滑车后关节面、上尺桡关节、肱骨头后部、桡骨头后部、环韧带

后部、后内侧关节囊。

JWH07401 关节镜下肘关节探查术

消毒铺巾，铺防水材料，肘关节后入路和前入路分别置入关节镜和探钩探查所有组织，探查前关节

囊、冠突、冠突窝、滑车前关节面、桡骨头前部、肱骨小头前部、内侧关节囊、外侧关节囊、鹰嘴

、鹰嘴窝、滑车后关节面、上尺桡关节、肱骨头后部、桡骨头后部、环韧带后部、后内侧关节囊，

3000毫升生理盐水冲洗关节腔。

JWH61301 肘关节感染病灶清除术
消毒铺巾，气囊止血带止血，切开皮肤，显露病灶，清除游离体，切除病变组织，松解关节粘连，

关节软骨钻孔，植骨或关节成形，留置药物。不含关节松解术、取骨植骨术、关节成形术。

JWH61302 肘关节切开病灶清理术
消毒铺巾，进行病灶清理处理，必要时行部分滑膜切除，冲洗关节腔，缝合包扎。不含滑膜部分切

除术。

JWH61401
关节镜下肘关节病灶清

理术

消毒铺巾，铺防水材料，肘关节后入路和前入路分别置入关节镜和器械，用器械进行病灶清理处

理，必要时行部分滑膜切除，6000毫升生理盐水冲洗关节腔，缝合包扎。不含滑膜部分切除术。
JWH50301 肘关节游离体切开取出 消毒铺巾，切开肘关节，取出游离体，必要时行部分滑膜切除，冲洗关节腔，缝合包扎。

JWH50401
关节镜下肘关节单纯游

离体取出术

消毒铺巾，铺防水材料，肩关节后入路和前入路分别置入关节镜和器械，用器械取出游离体，必要

时行部分滑膜切除，12000毫升生理盐水冲洗关节腔，缝合包扎。不含滑膜部分切除术、复杂游离

体取出。

JWH50402
关节镜下肘关节复杂游

离体取出术

包括直径大于5毫米的前关节囊大游离体，超过2个游离体。消毒铺巾，铺防水材料，肩关节后入路

和前入路分别置入关节镜和器械，用器械取出游离体，必要时行部分滑膜切除，18000毫升生理盐

水冲洗关节腔，缝合包扎。不含滑膜部分切除术。

JWH42302 肘关节离断术
麻醉，消毒，常规入路，神经血管切断处理，肌腱肌肉切断，肌肉成型，肌固定，放置引流，关闭

伤口，用1000毫升生理盐水冲洗。

JWH51301 全肘人工关节置换术

适于肘关节的器质性病变患者的治疗，包括肘关节粉碎性骨折、骨折畸形愈合，类风湿性关节炎晚

期等。切除病变的肘关节，再行人工肘关节置换，后路或前路切开，顺屈肌间隙进入，保护尺神经

和肘部血管，显露肘关节，脱出尺骨、肱骨，在桡骨颈下方切除桡骨小头，准确进行肱骨下端和尺

骨截骨，进行肱骨干与尺骨扩髓，安装试模测试，精确安装肘关节假体，术中用X线引导或检查位

置。不含X线检查。

JWH57302
肘关节内骨折切开复位

固定术

消毒铺巾，进行骨折部分探查，骨床清理，骨床新鲜化，骨软骨块复位固定，必要时行部分滑膜切

除，冲洗关节腔，缝合包扎。不含滑膜部分切除术、石膏固定。

JWH57401
关节镜下肘关节内骨折

复位固定术

消毒铺巾，铺防水材料，肘关节后入路和前入路分别置入关节镜和器械。用器械进行骨折部分探

查，骨床清理，骨床新鲜化，骨软骨块复位固定，必要时行部分滑膜切除，9000毫升生理盐水冲洗

关节腔，缝合包扎。不含滑膜部分切除术、石膏固定。

JWH69303
肘关节内侧陈旧损伤稳

定重建术

消毒铺巾，肘内侧切口，暴露内上髁，探查内侧肌肉及内侧副韧带，自体、人工材料或同种异体肌

腱内侧副韧带重建，骨床暴露，新鲜化，骨道准备，移植物引入固定，冲洗创面后根据需要放置引

流管，缝合包扎伤口。不含石膏固定、自体肌腱游离移植术。

JWH69402
关节镜下肘关节内侧陈

旧损伤稳定重建术

消毒铺巾，肘内侧切口，镜下暴露内上髁，探查内侧肌肉及内侧副韧带，自体、人工材料或同种异

体肌腱内侧副韧带重建，骨床暴露，新鲜化，骨道准备，移植物引入固定，1000毫升生理盐水冲洗

创面，根据需要放置引流管，缝合包扎伤口。不含石膏固定、自体肌腱游离移植术。

JWH69403
关节镜下肘关节外侧稳

定重建术

消毒铺巾，肘外侧切口，镜下暴露外上髁，探查外侧肌肉及外侧副韧带，外侧副韧带缝合，或者止

点重建，1000毫升生理盐水冲洗创面，根据需要放置引流管，缝合包扎伤口。不含自体肌腱游离移

植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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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WH69304 肘关节外侧稳定重建术
消毒铺巾，肘外侧切口，暴露外上髁，探查外侧肌肉及外侧副韧带，外侧副韧带缝合，或者止点重

建，冲洗创面，根据需要放置引流管，缝合包扎伤口。不含自体肌腱游离移植术。

JWH69404
关节镜下肘关节外侧陈

旧损伤稳定重建术

消毒铺巾，肘外侧切口，镜下暴露外上髁，探查外侧肌肉及外侧副韧带，自体、人工材料或同种异

体肌腱内侧副韧带重建，骨床暴露，新鲜化，骨道准备，移植物引入固定，1000毫升生理盐水冲洗

创面，根据需要放置引流管，缝合包扎伤口。不含石膏固定、自体肌腱游离移植术。

JWH69305
肘关节外侧陈旧损伤稳

定重建术

消毒铺巾，肘外侧切口，暴露外上髁，探查外侧肌肉及外侧副韧带，自体、人工材料或同种异体肌

腱内侧副韧带重建，骨床暴露，新鲜化，骨道准备，移植物引入固定，冲洗创面后根据需要放置引

流管，缝合包扎伤口。不含石膏固定、自体肌腱游离移植术。

JWH69306 肘关节屈伸功能重建术
消毒铺巾，气囊止血带止血，切开皮肤，掀取肌皮瓣或邻近肌肉/肌腱，移位于肘部，内/外固定，

或肌腱/髂胫束移植。不含肌腱/髂胫束移植术。

JWH61303 肘关节髁上截骨术
显露肱骨远端，推开肱动静脉、正中神经和桡神经，保护尺神经，将肱骨髁上作内或外侧楔形截

断，钢板及螺钉固定术中X线引导。不含X线引导。

JWH68302 肘关节叉状成形术
经肘关节前方或后方入路，切除桡骨小头尺骨鹰嘴及肱骨滑车将肱骨远端截成倒Y形，另取筋膜瓣

包绕各截骨端，使肱骨远端分别与尺桡骨形成假关节。

JWH68303 肘关节切开关节成形术

含鹰嘴成形、冠突成形、鹰嘴窝成形、冠突窝成形、桡骨头成形、肱骨小头成形、桡骨小头窝成形

、鹰嘴贯通、滑车及半月切迹部分切除，其中4个及4个以上部位。消毒铺巾，冠突窝、冠突、鹰嘴

、鹰嘴窝、桡骨头、肱骨小头、桡骨小头窝、滑车及半月切迹等部位的骨赘清理，骨质部分切除及

打磨，止血，必要时鹰嘴窝穿透、扩孔、打磨，必要时部分滑膜切除，冲洗关节腔，缝合包扎。不

含滑膜部分切除术。

JWH68401 关节镜下肘关节成形术

含鹰嘴成形、冠突成形、鹰嘴窝成形、冠突窝成形、桡骨头成形、肱骨小头成形、桡骨小头窝成形

、鹰嘴贯通、滑车及半月切迹部分切除，其中4个及4个以上部位。消毒铺巾，铺防水材料，肘关节

后入路和前入路分别置入关节镜和器械，冠突窝、冠突、鹰嘴、鹰嘴窝、桡骨头、肱骨小头、桡骨

小头窝、滑车及半月切迹等部位的骨赘清理，骨质部分切除及打磨，射频止血，必要时鹰嘴窝穿透

、扩孔、打磨，必要时行部分滑膜切除，24000毫升生理盐水冲洗关节腔，缝合包扎。不含滑膜部

JWH68304 肘关节冠突切开成形术
消毒铺巾，冠突骨赘清理，冠突部分切除及打磨，射频止血，必要时行部分滑膜切除，冲洗关节

腔，缝合包扎。不含滑膜部分切除术。

JWH68402
关节镜下肘关节冠突成

形术

消毒铺巾，铺防水材料，肘关节后入路和前入路分别置入关节镜和器械，冠突骨赘清理，冠突部分

切除及打磨，射频止血，必要时行部分滑膜切除，18000毫升生理盐水冲洗关节腔，缝合包扎。不

含滑膜部分切除术。

JWH68305
肘关节冠突窝切开成形

术

消毒铺巾，冠突窝骨赘清理，冠突窝扩大及打磨，射频止血，必要时行部分滑膜切除，冲洗关节

腔，缝合包扎。不含滑膜部分切除术。

JWH68403
关节镜下肘关节冠突窝

成形术

消毒铺巾，铺防水材料，肘关节后入路和前入路分别置入关节镜和器械，冠突窝骨赘清理，冠突窝

扩大及打磨，射频止血，必要时行部分滑膜切除，18000毫升生理盐水冲洗关节腔，缝合包扎。不

含滑膜部分切除术。

JWH68306 肘关节鹰嘴切开成形术
消毒铺巾，鹰嘴骨赘清理，鹰嘴部分切除及打磨，止血，必要时行部分滑膜切除，冲洗关节腔，缝

合包扎。不含滑膜部分切除术。

JWH68404
关节镜下肘关节鹰嘴成

形术

消毒铺巾，铺防水材料，肘关节后入路和前入路分别置入关节镜和器械，鹰嘴骨赘清理，鹰嘴部分

切除及打磨，射频止血，必要时行部分滑膜切除，18000毫升生理盐水冲洗关节腔，缝合包扎。不

含滑膜部分切除术。

JWH68307
肘关节鹰嘴窝切开成形

术

消毒铺巾，鹰嘴窝骨赘清理，鹰嘴窝扩大及打磨，射频止血，必要时行部分滑膜切除，冲洗关节

腔，缝合包扎。不含滑膜部分切除术。

JWH68405
关节镜下肘关节鹰嘴窝

成形术

消毒铺巾，铺防水材料，肘关节后入路和前入路分别置入关节镜和器械，鹰嘴窝骨赘清理，鹰嘴窝

扩大及打磨，射频止血，必要时行部分滑膜切除，18000毫升生理盐水冲洗关节腔，缝合包扎。不

含滑膜部分切除术。

JWH68308
肘关节鹰嘴窝切开贯通

术

消毒铺巾，鹰嘴骨赘清理，鹰嘴部分切除及打磨，鹰嘴窝穿透、扩孔、打磨，止血，必要时行部分

滑膜切除，冲洗关节腔，缝合包扎。含冠突窝成形、鹰嘴窝成形、鹰嘴窝贯通。不含滑膜部分切除

JWH68406
关节镜下肘关节鹰嘴窝

贯通术

消毒铺巾，铺防水材料，肘关节后入路和前入路分别置入关节镜和器械，鹰嘴骨赘清理，鹰嘴部分

切除及打磨，鹰嘴窝穿透、扩孔、打磨，射频止血，24000毫升生理盐水冲洗关节腔，缝合包扎。

必要时行部分滑膜切除。含冠突窝成形、鹰嘴窝成形、鹰嘴窝贯通。不含滑膜部分切除术。

JWH50302
肘关节切开软骨修整游

离体取出术

消毒铺巾，进行软骨病灶清理处理，软骨探查、清理、刨削、修平，取出游离体。冲洗关节腔，缝

合包扎。必要时行部分滑膜切除。不含滑膜部分切除术。

JWH50403
关节镜下肘关节软骨修

整游离体取出术

消毒铺巾，铺防水材料，肘关节后入路和前入路。用器械进行软骨病灶清理处理，软骨探查，清

理，刨削，射频修平。用器械取出游离体。3000毫升生理盐水冲洗关节腔，缝合包扎。必要时行部

分滑膜切除。不含滑膜部分切除术。

JWH68309 肘关节切开软骨修整术
消毒铺巾，进行软骨病灶清理处理，软骨探查、清理、刨削、修平，冲洗关节腔，缝合包扎。必要

时行部分滑膜切除。不含滑膜部分切除术。

JWH68407
关节镜下肘关节软骨修

整术

消毒铺巾，铺防水材料，肘关节后入路和前入路分别置入关节镜和器械，用器械进行软骨病灶清理

处理，软骨探查、清理、刨削、射频修平，6000毫升生理盐水冲洗关节腔，缝合包扎。必要时行部

分滑膜切除。不含滑膜部分切除术。

JWH68310
肘关节切开软骨微骨折

术

消毒铺巾，进行软骨病灶清理处理，软骨探查、清理、修整、微骨折，冲洗关节腔，缝合包扎。必

要时行部分滑膜切除。不含滑膜部分切除术。

JWH68408
关节镜下肘关节软骨微

骨折术

消毒铺巾，铺防水材料，肘关节后入路和前入路分别置入关节镜和器械。用器械进行软骨病灶清理

处理，软骨探查，清理，修整，微骨折。9000毫升生理盐水冲洗关节腔，缝合包扎。必要时行部分

滑膜切除。不含滑膜部分切除术。

JWH57303
肘关节剥脱性骨软骨炎

切开复位固定术

消毒铺巾，进行骨软骨病灶处理，去除松动不稳定部分，骨床清理，骨床新鲜化，骨软骨块复位固

定。冲洗关节腔，缝合包扎。必要时行部分滑膜切除。不含滑膜部分切除术、石膏固定。

JWH57402
关节镜下肘关节剥脱性

骨软骨炎复位固定术

消毒铺巾，铺防水材料，肘关节后入路和前入路分别置入关节镜和器械。用器械进行骨软骨病灶处

理，去除松动不稳定部分，骨床清理，骨床新鲜化，骨软骨块复位固定，必要时行部分滑膜切除，

9000毫升生理盐水冲洗关节腔，缝合包扎。不含滑膜部分切除术、石膏固定。

JWH61304
肘关节切开软骨修整滑

膜部分切除术

消毒铺巾，进行软骨病灶清理处理，软骨探查、清理、刨削、修平，部分切除滑膜，如肘关节前方

滑膜切除、桡骨头前方滑膜切除、桡骨头后方滑膜切除、鹰嘴窝及后外侧滑膜切除、后内侧滑膜切

除，冲洗关节腔，缝合包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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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WH61402
关节镜下肘关节软骨修

整滑膜部分切除术

消毒铺巾，铺防水材料，肘关节后入路和前入路。用器械进行软骨病灶清理处理，软骨探查、清理

、刨削、射频修平，刨刀清理部分切除滑膜，如肘关节前方滑膜切除、桡骨头前方滑膜切除、桡骨

头后方滑膜切除、鹰嘴窝及后外侧滑膜切除、后内侧滑膜切除。3000毫升生理盐水冲洗关节腔，缝

合包扎。

JWH68311 烧伤后肘部肌腱延长术
术区皮肤消毒，切开皮肤或切除瘢痕暴露肌腱，切断延长并重新缝合，止血清洗伤口后，分层缝合

皮肤或应用植皮、皮瓣等覆盖肌腱。不含取皮术、植皮术或皮瓣覆盖术。

JWH62302 肘关节滑膜切除术
消毒铺巾，清理滑膜，肘关节前方滑膜切除，桡骨头前方滑膜切除，桡骨头后方滑膜切除，鹰嘴窝

及后外侧滑膜切除，后内侧滑膜切除，止血，冲洗关节腔，缝合包扎。不含病理学检查。

JWH62401
关节镜下肘关节滑膜切

除术

消毒铺巾，铺防水材料，肘关节后入路和前入路分别置入关节镜和器械，刨刀清理滑膜，肘关节前

方滑膜切除，桡骨头前方滑膜切除，桡骨头后方滑膜切除，鹰嘴窝及后外侧滑膜切除，后内侧滑膜

切除，射频止血，18000毫升生理盐水冲洗关节腔，缝合包扎。不含病理学检查。

JWH50303
肘关节切开滑膜部分切

除游离体取出术

消毒铺巾，取出游离体，刨刀清理部分切除滑膜，如肘关节前方滑膜切除、桡骨头前方滑膜切除、

桡骨头后方滑膜切除、鹰嘴窝及后外侧滑膜切除、后内侧滑膜切除，冲洗关节腔，缝合包扎。

JWH50404
关节镜下肘关节滑膜部

分切除游离体取出术

消毒铺巾，铺防水材料，肘关节后入路和前入路，用器械取出游离体，刨刀清理部分切除滑膜，如

肘关节前方滑膜切除、桡骨头前方滑膜切除、桡骨头后方滑膜切除、鹰嘴窝及后外侧滑膜切除、后

内侧滑膜切除，3000毫升生理盐水冲洗关节腔，缝合包扎。

JWH62304
切开肘关节周围良性肿

物切除术

消毒铺巾，找到肿物，暴露肿物，并取活检送病理，切除肿物，冲洗伤口，缝合包扎，根据需要放

置引流管。不含病理学检查。

JWH62402
关节镜辅助肘关节周围

良性肿物切除术

消毒铺巾，铺防水材料，肘关节后入路和前入路分别置入关节镜和器械，全关节探查，经腔隙找到

肿物，刨刀清理暴露肿物，并取活检送病理，切除肿物，18000毫升生理盐水冲洗伤口，缝合包

扎，根据需要放置引流管。不含病理学检查。

JYJ73304
肘部瘢痕切除游离植皮

术

消毒铺巾，设计切口，上驱血带，切除瘢痕组织，彻底松解粘连和挛缩，于供皮区切取全厚皮片，

双极电凝止血，移植到肘部创面，修复创面，包堆包扎，石膏固定。不含植皮术。
尺骨

JWJ57301
尺骨鹰嘴骨折闭合复位

内固定术

摆体位，选择适合入路切开，保护周围血管神经组织，保护骨折端血供，不显露骨折端，闭合复位

骨折端，一般在透视影像监视下进行，选择相应内固定物进行骨折固定，冲洗伤口，放置引流，缝

合伤口。必要时术中X线检查骨折及内固定物位置或进行术中计算机导航。不含术中X线引导、术中

JWJ57302
尺骨鹰嘴骨折切开复位

内固定术

摆体位，选择适合入路切开，保护周围血管神经组织，保护骨折端血供，显露骨折形态，准确复位

骨折端，选择相应内固定物进行骨折固定，冲洗伤口，放置引流，逐层缝合伤口。必要时术中X线

检查骨折及内固定物位置或进行术中计算机导航。不含术中X线引导、术中导航。

JWJ57303
陈旧尺骨鹰嘴骨折切开

复位内固定术

陈旧骨折包括骨折不愈合、畸形愈合、骨折伴感染，病变部位为非正常解剖结构，手术操作难度增

大很多。摆体位，选择适合入路切开，保护周围血管神经组织，保护骨折端血供，显露骨折形态，

复位骨折端，必要时进行截骨矫形，选择相应内固定物进行骨折固定，冲洗伤口，放置引流，逐层

缝合伤口。必要时术中X线检查骨折及内固定物位置或进行术中计算机导航。不含术中植骨术、X线

引导、术中导航。

JWK57301
尺骨干骨折闭合复位钢

板螺丝钉内固定术

摆体位，选择骨折端远近端切开，保护周围软组织，防止血管神经损伤，透视下闭合复位骨折端，

选择适宜的钢板螺丝钉固定系统，经皮下或肌下跨越骨折端，用螺钉进行骨折固定，冲洗伤口，放

置引流，逐层缝合伤口。必要时术中X线检查骨折及内固定物位置。不含术中X线引导、术中导航。

JWK57302
尺骨干骨折闭合复位髓

内针内固定术

摆体位，必要时在骨科牵引手术床上固定患肢，选择适合入路切开，打开骨髓腔。保护周围软组

织，防止血管神经损伤，保护骨折端血供，X线透视下复位骨折，选择适宜的髓内针固定系统，透

视下对骨折进行固定，冲洗伤口，放置引流，逐层缝合伤口。必要时术中X线检查骨折及内固定物

位置或应用术中计算机导航。不含术中X线引导、术中导航。

JWK57303
陈旧尺骨干骨折闭合复

位髓内针内固定术

陈旧骨折包括骨折不愈合、畸形愈合、骨折伴感染，病变部位为非正常解剖结构，手术操作难度增

大很多。摆体位，必要时在骨科牵引手术床上固定患肢，选择适合入路切开，打开骨髓腔，保护周

围软组织，防止血管神经损伤，保护骨折端血供，X线透视下复位骨折，选择适宜的髓内针固定系

统，透视下对骨折进行固定，冲洗伤口，放置引流，逐层缝合伤口，必要时术中X线检查骨折及内

固定物位置或应用术中计算机导航。不含术中X线引导、术中导航。

JWK57304
尺骨干骨折闭合复位外

固定架固定术

摆体位，必要时在骨科牵引手术床上固定患肢，选择外固定架针入点，在骨折两端固定外固定架

针，保护周围软组织，防止血管神经损伤，X线透视下复位骨折，透视下对骨折进行固定，冲洗伤

口，放置引流，逐层缝合伤口。必要时术中X线检查骨折及内固定物位置。

JWK57305
陈旧尺骨干骨折闭合复

位外固定架固定术

陈旧骨折包括骨折不愈合、畸形愈合、骨折伴感染，病变部位为非正常解剖结构，手术操作难度增

大很多。摆体位，必要时在骨科牵引手术床上固定患肢，选择外固定架针入点，在骨折两端固定外

固定架针，保护周围软组织，防止血管神经损伤，X线透视下复位骨折，透视下对骨折进行固定，

冲洗伤口，放置引流，逐层缝合伤口。必要时术中X线检查骨折及内固定物位置。

JWK57306
尺骨干骨折切开复位内

固定术

摆体位，选择适合入路切开，保护周围软组织，防止血管神经损伤，保护骨折端血供，显露骨折形

态，用力牵引骨折端，准确复位骨折端，选择适宜的钢板螺丝钉固定系统，反复钻孔，植入螺钉，

固定钢板，进行骨折固定，冲洗伤口，放置引流，逐层缝合伤口。必要时术中X线检查骨折及内固

定物位置。不含术中X线引导、术中导航。

JWK57307
陈旧尺骨干骨折切开复

位内固定术

陈旧骨折包括骨折不愈合、畸形愈合、骨折伴感染，病变部位为非正常解剖结构，手术操作难度增

大很多。摆体位，选择适合入路切开，保护周围软组织，防止血管神经损伤，保护骨折端血供，显

露骨折形态，用力牵引骨折端，复位骨折端，必要时截骨矫形，选择适宜的钢板螺丝钉固定系统，

反复钻孔，植入螺钉，固定钢板，进行骨折固定，冲洗伤口，放置引流，逐层缝合伤口。必要时术

中X线检查骨折及内固定物位置。不含术中植骨术、X线引导、术中导航。

JWK57308
尺骨干骨折切开复位髓

内针内固定术

摆体位，必要时在骨科牵引手术床上固定患肢，选择适合入路切开，打开骨髓腔，保护周围软组

织，防止血管神经损伤，保护骨折端血供，X线透视下复位骨折，选择适宜的髓内针固定系统，透

视下对骨折进行固定，冲洗伤口，放置引流，逐层缝合伤口。必要时术中X线检查骨折及内固定物

位置或应用术中计算机导航。不含术中X线引导、术中导航。

JWK57309
陈旧尺骨干骨折切开复

位髓内针内固定术

陈旧骨折包括骨折不愈合、畸形愈合、骨折伴感染，病变部位为非正常解剖结构，手术操作难度增

大很多。摆体位，必要时在骨科牵引手术床上固定患肢，选择适合入路切开，打开骨髓腔，保护周

围软组织，防止血管神经损伤，保护骨折端血供，复位骨折，必要时进行接截骨矫形，选择适宜的

髓内针固定系统，透视下对骨折进行固定，冲洗伤口，放置引流，逐层缝合伤口。必要时术中X线

检查骨折及内固定物位置或应用术中计算机导航。不含术中植骨术、X线引导、术中导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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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WK57310
尺骨干骨折切开复位外

固定架固定术

摆体位，必要时在骨科牵引手术床上固定患肢，选择外固定架针入点，在骨折两端固定外固定架针

。保护周围软组织，防止血管神经损伤，切开暴露骨折端，直视下复位骨折，必要时对骨折端进行

内固定，透视下对骨折进行穿针，外固定架固定，冲洗伤口，放置引流，逐层缝合伤口。必要时术

中X线检查骨折及内固定物位置。

JWK57311
陈旧尺骨干骨折切开复

位外固定架固定术

陈旧骨折包括骨折不愈合、畸形愈合、骨折伴感染，病变部位为非正常解剖结构，手术操作难度增

大很多。摆体位，必要时在骨科牵引手术床上固定患肢，选择外固定架针入点，在骨折两端固定外

固定架针，切开暴露骨折端，复位骨折，必要时进行截骨矫形，保护周围软组织，防止血管神经损

伤，透视下对骨折进行固定，冲洗伤口，放置引流，逐层缝合伤口。必要时术中X线检查骨折及内

固定物位置。不含植骨术。

JWK68301 尺骨短缩术
经前臂尺侧入路，于尺骨干中段截骨，缩短需要长度后，钢板螺钉内固定，石膏或支具保护。不含

C型臂引导。

JWK68302 尺骨延长术
经前臂尺侧入路，于尺骨干中段Z字形截骨，C型臂下决定对位对线及延长长度，钢板螺钉内固定，

自体或异体植骨，石膏或支具保护。不含C型臂引导。

JWK68303 尺骨牵张延长术
经前臂尺侧入路，于尺骨近远端分别打入2根斯氏针，安置可牵张外固定延长支架，于尺骨中段截

断，缓慢延长至需要长度后，用钢板螺钉或髓内针内固定。不含C型臂引导。

JWK68304 尺骨截骨矫形术
消毒铺巾，气囊止血带止血，切开皮肤，显露截骨部位，用骨刀或摆锯截骨，对合骨端，矫正畸

形，内固定或外固定。不含术中X线引导。
JWK62305 尺骨肿瘤切除截骨矫形 麻醉后术野消毒，取前臂切口切除尺骨软骨瘤，尺骨截骨后安装伊氏架矫形固定。
JWL62301 尺骨头切除术 消毒铺巾，显露腕关节，局部切除尺骨头，冲洗缝合伤口。

JWL62302 尺骨远端切除术
消毒铺巾，气囊止血带止血，切开皮肤，显露尺骨下端，切断尺骨头或远端部分骨质、骨移植。不

含植骨术、术中X线引导。

JWL62401
关节镜下尺骨远端切除

术

消毒铺巾，气囊止血带止血，切开皮肤，插入关节镜，显露尺骨头，将其切除，2000毫升生理盐水

冲洗关节腔。

JWL57401
关节镜下尺骨茎突骨折

复位内固定术

消毒铺巾，铺一次性防水无菌单，穿一次性防水手术衣，掌侧尺腕关节间隙入路，关节镜探查尺骨

远端关节面及三角软骨远侧面探查、三角骨近侧关节面探查，周围滑膜探查，将尺骨茎突骨折端血

肿清理，复位，内固定螺钉固定骨折端，18000毫升生理盐水冲洗关节腔。不含X线引导。
桡骨

JWM48301 人工桡骨头取出术 消毒铺巾，气囊止血带止血，切开皮肤，显露关节，取出人工关节。

JWM62301 桡骨头切除术
摆体位，选择适合入路切开，保护周围血管神经组织，显露桡骨头，将桡骨头切除，修整断端，冲

洗伤口，放置引流，逐层缝合伤口，必要时术中X线检查。不含桡神经探查术。

JWM51301 人工桡骨头置换术
消毒铺巾，气囊止血带止血，切开皮肤，显露桡骨头，将其切除，植入人关桡骨头，修复环状韧带

。不含术中X线引导。

JWM55301 桡骨头脱位切开复位术
摆体位，选择适合入路切开，保护周围软组织，防止血管神经损伤，保护骨折端血供，显露肱桡关

节及桡骨头，复位肱桡关节及上尺桡关节，冲洗伤口，放置引流，逐层缝合伤口。必要时术中X线

检查骨折及内固定物位置。不含术中X线引导、术中导航。

JWM57301
桡骨头骨折切开复位内

固定术

摆体位，选择适合入路切开，保护周围血管神经组织，保护骨折端血供，显露骨折形态，准确复位

骨折端，选择相应内固定物进行骨折固定，冲洗伤口，放置引流，逐层缝合伤口。必要时术中X线

检查骨折及内固定物位置。不含术中X线引导。

JWM57302
陈旧桡骨头骨折切开复

位内固定术

陈旧骨折包括骨折不愈合、畸形愈合、骨折伴感染，病变部位为非正常解剖结构，手术操作难度增

大很多。摆体位，选择适合入路切开，保护周围血管神经组织，保护骨折端血供，显露骨折形态，

复位骨折端，必要时进行截骨矫形，选择相应内固定物进行骨折固定，冲洗伤口，放置引流，逐层

缝合伤口。必要时术中X线检查骨折及内固定物位置或进行术中计算机导航。不含术中植骨术、X线

引导、术中导航。

JWM51302 人工桡骨头翻修术
消毒铺巾，气囊止血带止血，切开皮肤，显露关节，取出旧人工关节植入新人工关节。不含术中X

线引导。

JWM57303 桡尺远侧关节融合术
消毒铺巾，气囊止血带止血，切开皮肤，显露关节，用骨刀或摆锯截骨，对合骨端，骨移植，内固

定或外固定。不含植骨术、术中X线引导。

JWN57301
桡骨干骨折闭合复位钢

板螺丝钉内固定术

摆体位，选择骨折端远近端切开，保护周围软组织，防止血管神经损伤，透视下闭合复位骨折端，

选择适宜的钢板螺丝钉固定系统，经皮下或肌下跨越骨折端，用螺钉进行骨折固定，冲洗伤口，放

置引流，逐层缝合伤口。必要时术中X线检查骨折及内固定物位置。不含术中X线引导、术中导航。

JWN57302
桡骨干骨折闭合复位髓

内针内固定术

摆体位，必要时在骨科牵引手术床上固定患肢，选择适合入路切开，打开骨髓腔，保护周围软组

织，防止血管神经损伤，保护骨折端血供，X线透视下复位骨折，选择适宜的髓内针固定系统，透

视下对骨折进行固定，冲洗伤口，放置引流，逐层缝合伤口。必要时术中X线检查骨折及内固定物

位置或应用术中计算机导航。不含术中X线引导、术中导航。

JWN57303
桡骨干骨折切开复位钢

板螺丝钉内固定术

摆体位，选择适合入路切开，保护周围软组织，防止血管神经损伤，保护骨折端血供，显露骨折形

态，用力牵引骨折端，准确复位骨折端，选择适宜的钢板螺丝钉固定系统，反复钻孔，植入螺钉，

固定钢板，进行骨折固定，冲洗伤口，放置引流，逐层缝合伤口。必要时术中X线检查骨折及内固

定物位置。不含术中X线引导、术中导航。

JWN57304
陈旧桡骨干骨折切开复

位内固定术

陈旧骨折包括骨折不愈合、畸形愈合、骨折伴感染，病变部位为非正常解剖结构，手术操作难度增

大很多。摆体位，选择适合入路切开，保护周围软组织，防止血管神经损伤，保护骨折端血供，显

露骨折形态，用力牵引骨折端，复位骨折端，必要时截骨矫形，选择适宜的钢板螺丝钉固定系统，

反复钻孔，植入螺钉，固定钢板，进行骨折固定，冲洗伤口，放置引流，逐层缝合伤口。必要时术

中X线检查骨折及内固定物位置。不含术中植骨术、X线引导、术中导航。

JWN57305
桡骨干骨折切开复位髓

内针内固定术

摆体位，必要时在骨科牵引手术床上固定患肢，选择适合入路切开，打开骨髓腔，保护周围软组

织，防止血管神经损伤，保护骨折端血供，X线透视下复位骨折，选择适宜的髓内针固定系统，透

视下对骨折进行固定，冲洗伤口，放置引流，逐层缝合伤口。必要时术中X线检查骨折及内固定物

位置或应用术中计算机导航。不含术中X线引导、术中导航。

JWN57306
陈旧桡骨干骨折切开复

位髓内针内固定术

陈旧骨折包括骨折不愈合、畸形愈合、骨折伴感染，病变部位为非正常解剖结构，手术操作难度增

大很多。摆体位，必要时在骨科牵引手术床上固定患肢，选择适合入路切开，打开骨髓腔，保护周

围软组织，防止血管神经损伤，保护骨折端血供，复位骨折，必要时进行接截骨矫形，选择适宜的

髓内针固定系统，透视下对骨折进行固定，冲洗伤口，放置引流，逐层缝合伤口。必要时术中X线

检查骨折及内固定物位置或应用术中计算机导航。不含术中植骨术、X线引导、术中导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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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名称 项目内涵

JWN57307
桡骨干骨折闭合复位外

固定架固定术

摆体位，必要时在骨科牵引手术床上固定患肢，选择外固定架针入点，在骨折两端固定外固定架

针，保护周围软组织，防止血管神经损伤，X线透视下复位骨折，透视下对骨折进行固定，冲洗伤

口，放置引流，逐层缝合伤口。必要时术中X线检查骨折及内固定物位置。

JWN57308
桡骨干骨折切开复位外

固定架固定术

摆体位，必要时在骨科牵引手术床上固定患肢，选择外固定架针入点，在骨折两端固定外固定架

针，保护周围软组织，防止血管神经损伤，切开暴露骨折端，直视下复位骨折，必要时对骨折端进

行内固定，透视下对骨折进行穿针，外固定架固定，冲洗伤口，放置引流，逐层缝合伤口，必要时

术中X线检查骨折及内固定物位置。

JWN57309
陈旧桡骨干骨折切开复

位外固定架固定术

陈旧骨折包括骨折不愈合、畸形愈合、骨折伴感染，病变部位为非正常解剖结构，手术操作难度增

大很多。摆体位，必要时在骨科牵引手术床上固定患肢，选择外固定架针入点，在骨折两端固定外

固定架针，切开暴露骨折端，复位骨折，必要时进行截骨矫形，保护周围软组织，防止血管神经损

伤，透视下对骨折进行固定，冲洗伤口，放置引流，逐层缝合伤口，必要时术中X线检查骨折及内

固定物位置。不含植骨术。

JWN68301 桡骨短缩术
前臂桡侧入路，于桡骨干中段截骨，缩短需要长度后，钢板螺钉内固定，石膏或支具保护。不含C

型臂引导。

JWN68302 桡骨牵张延长术
于桡骨近远端分别打入2根斯氏针，安置可牵张外固定延长支架，于桡骨中段截断，缓慢延长至需

要长度后，用钢板螺钉或髓内针内固定。不含C型臂引导。

JWN68303 桡骨延长术
经前臂桡侧入路，于桡骨干中段Z字形截骨，C型臂下决定对位对线及延长长度，钢板螺钉内固定，

自体或异体植骨，石膏或支具保护。不含C型臂引导。

JWN68304 桡骨截骨矫形术
消毒铺巾，气囊止血带止血，切开皮肤，显露截骨部位，用骨刀或摆锯截骨，对合骨端，矫正畸

形，内固定或外固定。不含术中X线引导。
JWM69301 桡尺远侧关节韧带重建 移植肌腱或腱性组织，重建韧带。不含肌腱移植术。

JWN68305
先天性桡/尺骨缺损矫

形术

消毒铺巾，气囊止血带止血，切开皮肤，显露截骨部位，用骨刀或摆锯截骨，对合骨端，矫正畸

形，内固定或外固定，同时进行肌腱转位修复或关节囊紧缩。不含术中X线引导。

JWP57301
桡骨远端骨折切开复位

内固定术

摆体位，选择适合入路切开，保护周围血管神经组织，保护骨折端血供，显露骨折形态，准确复位

骨折端，选择相应内固定物进行骨折固定，冲洗伤口，放置引流，逐层缝合伤口。必要时术中X线

检查骨折及内固定物位置或进行术中计算机导航。不含术中X线引导、术中导航。

JWP57302
陈旧桡骨远端骨折切开

复位内固定术

陈旧骨折包括骨折不愈合、畸形愈合、骨折伴感染，病变部位为非正常解剖结构，手术操作难度增

大很多。摆体位，选择适合入路切开，保护周围血管神经组织，保护骨折端血供，显露骨折形态，

复位骨折端，必要时进行截骨矫形，选择相应内固定物进行骨折固定，冲洗伤口，放置引流，逐层

缝合伤口。必要时术中X线检查骨折及内固定物位置或进行术中计算机导航。不含术中植骨术、X线

引导、术中导航。

JWP57303
桡骨远端骨折闭合复位

外固定架固定术

摆体位，必要时在骨科牵引手术床上固定患肢，选择外固定架针入点，在骨折两端固定外固定架

针，保护周围软组织，防止血管神经损伤，X线透视下复位骨折，透视下对骨折进行固定，冲洗伤

口，放置引流，逐层缝合伤口。必要时术中X线检查骨折及内固定物位置。

JWP57304
陈旧桡骨远端骨折闭合

复位外固定架固定术

陈旧骨折包括骨折不愈合、畸形愈合、骨折伴感染，病变部位为非正常解剖结构，手术操作难度增

大很多。摆体位，必要时在骨科牵引手术床上固定患肢，选择外固定架针入点，在骨折两端固定外

固定架针，保护周围软组织，防止血管神经损伤，X线透视下复位骨折，透视下对骨折进行固定，

冲洗伤口，放置引流，逐层缝合伤口。必要时术中X线检查骨折及内固定物位置。不含植骨术。

JWP57305
桡骨远端骨折切开复位

外固定架固定术

摆体位，必要时在骨科牵引手术床上固定患肢，选择外固定架针入点，在骨折两端固定外固定架

针，保护周围软组织，防止血管神经损伤，切开暴露骨折端，直视下复位骨折，必要时对骨折端进

行内固定，透视下对骨折进行穿针，外固定架固定，冲洗伤口，放置引流，逐层缝合伤口。必要时

术中X线检查骨折及内固定物位置。

JWP57306
陈旧桡骨远端骨折切开

复位外固定架固定术

陈旧骨折包括骨折不愈合、畸形愈合、骨折伴感染，病变部位为非正常解剖结构，手术操作难度增

大很多。摆体位，必要时在骨科牵引手术床上固定患肢，选择外固定架针入点，在骨折两端固定外

固定架针，切开暴露骨折端，复位骨折，必要时进行截骨矫形，保护周围软组织，防止血管神经损

伤，透视下对骨折进行固定，冲洗伤口，放置引流，逐层缝合伤口。必要时术中X线检查骨折及内

固定物位置。不含植骨术。

JWP57401
关节镜下桡骨远端骨折

复位内固定术

消毒铺巾，铺一次性防水无菌单，穿一次性防水手术衣，掌侧桡腕关节间隙入路，关节镜探查桡骨

远端，关节镜下清理骨折断端血肿，创面新鲜化，关节镜下复位，克氏针固定，内固定螺钉固定骨

折端，18000毫升生理盐水冲洗关节腔。不含X线引导。
JWP62301 桡骨茎突切除术 消毒铺巾，气囊止血带止血，切开皮肤，显露桡骨茎突，将其切除。不含术中X线引导。

JWP62401
关节镜下桡骨茎突切除

术

消毒铺巾，铺一次性防水无菌单，穿一次性防水手术衣，掌侧桡腕关节间隙入路，关节镜探查桡骨

远端关节面、舟骨月骨近侧关节面，周围滑膜探查，将桡骨茎突切除，骨赘切除。18000毫升生理

盐水冲洗关节腔。
6.腕与手
腕

JWQ48301 人工腕骨取出术 消毒铺巾，气囊止血带止血，切开皮肤，显露关节，取出人工腕骨。

JWQ62301 腕骨切除术
消毒铺巾，气囊止血带止血，切开皮肤，显露近排或远排腕骨，将其切除，内固定。不含术中X线

引导。

JWQ62401 关节镜下腕骨切除术
消毒铺巾，气囊止血带止血，切开皮肤，插入关节镜，切除腕骨，内或外固定。2000毫升生理盐水

冲洗关节腔。

JWQ62402
关节镜下腕骨骨赘切除

术

消毒铺巾，铺一次性防水无菌单，穿一次性防水手术衣，掌侧腕关节间隙入路，关节镜探查舟骨远

侧面、大多角骨近侧面、小多角骨近侧面、头状骨近侧面及其位置关系、周围韧带、滑膜探查，切

除腕骨骨赘，15000毫升生理盐水冲洗关节腔。不含X线引导、术中导航。

JWQ57301
腕骨脱位切开复位内固

定术

消毒铺巾，气囊止血带止血，切开皮肤，显露脱位关节，复位，内或外固定，缝合韧带。不含术中

X线引导。

JWQ57302
腕骨骨折切开复位固定

术

消毒铺巾，气囊止血带止血，切开皮肤，显露骨折，对合断端，内固定或外固定架固定，或骨移植

。不含植骨术、术中X线引导。

JWQ68401
关节镜下腕三角软骨缝

合修补术

消毒铺巾，铺一次性防水无菌单，穿一次性防水手术衣，掌侧腕关节间隙入路，关节镜探查尺骨远

端关节面及三角软骨远侧面探查、三角骨近侧关节面探查，周围滑膜探查，将三角软骨损伤处新鲜

化，用缝合器械进行缝合，18000毫升生理盐水冲洗关节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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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名称 项目内涵

JWQ61301
腕关节三角纤维软骨部

分切除术
消毒铺巾，气囊止血带止血，切开皮肤，显露三角纤维软骨，切除三角纤维软骨中央部。

JWQ62403
关节镜下腕三角软骨切

除术

消毒铺巾，铺一次性防水无菌单，穿一次性防水手术衣，掌侧腕关节间隙入路，关节镜探查尺骨远

端关节面及三角软骨远侧面探查、三角骨近侧关节面探查，周围滑膜探查，将三角软骨损伤部分切

除或全部切除，18000毫升生理盐水冲洗关节腔。

JWQ69401
关节镜下腕三角软骨止

点重建术

消毒铺巾，气囊止血带止血，切开皮肤，插入关节镜，重建三角纤维软骨止点，2000毫升生理盐水

冲洗关节腔。

JWQ51301 人工腕骨置换术
消毒铺巾，气囊止血带止血，切开皮肤，显露关节，切除损坏腕骨，植入人工腕骨。不含术中X线

引导。

JWQ51302 人工腕骨翻修术
消毒铺巾，气囊止血带止血，切开皮肤，显露关节，取出旧人工腕骨植入新腕骨。不含术中X线引

导。

JWQ68301 腕骨截骨矫形术
消毒铺巾，气囊止血带止血，切开皮肤，显露截骨部位，用骨刀或摆锯截骨，短缩/延长/矫形，对

合骨端，内固定或外固定。不含术中X线引导。

JWQ62404
关节镜下腕管囊肿切除

术

消毒铺巾，铺一次性防水无菌单，穿一次性防水手术衣，掌侧腕部皮下入路，关节镜探查腕横韧带

及其下肌腱、正中神经，腕管内容物，镜下完整切除囊肿，18000毫升生理盐水冲洗关节腔。

JWR73301
舟骨骨折不愈合切开植

骨术

消毒铺巾，气囊止血带止血，切开皮肤，显露骨折，清除硬化骨，骨移植或带蒂骨瓣移植。不含植

骨术。

JWR57301
舟骨骨折切开复位内固

定术

消毒铺巾，气囊止血带止血，切开皮肤，显露骨折，对合断端，内固定或外固定架固定，或骨移植

。不含植骨术、术中X线引导。

JWR57302
舟状骨骨折闭合复位内

固定术

消毒铺巾，气囊止血带止血，透视下闭合复位，内固定或外固定架固定，或骨移植。不含植骨术、

术中X线引导。

JWR57401
关节镜下舟骨复位固定

术

消毒铺巾，铺一次性防水无菌单，穿一次性防水手术衣，掌侧腕关节间隙入路，关节镜探查舟骨远

侧面、大多角骨近侧面、小多角骨近侧面、头状骨近侧面及其位置关系、周围韧带、滑膜探查，关

节镜下舟骨断端清理血肿，创面新鲜化，关节镜下复位，克氏针固定，内固定螺钉固定骨折，

18000毫升生理盐水冲洗关节腔。不含X线引导。

JWR73401
关节镜下舟骨骨折不愈

合植骨术

消毒铺巾，气囊止血带止血，切开皮肤，插入关节镜，显露骨折，清除硬化骨，骨移植，2000毫升

生理盐水冲洗关节腔。不含植骨术。

JWR57402
关节镜下舟骨骨折不愈

合植骨内固定术

消毒铺巾，气囊止血带止血，切开皮肤，插入关节镜，显露骨折，清除硬化骨，对合断端，内固

定，骨移植，2000毫升生理盐水冲洗关节腔。不含取骨术、关节镜检查、术中X线引导。

JWR57303
舟骨骨折不愈合切开复

位内固定吻合血管骨瓣

移植术

消毒铺巾，气囊止血带止血，切开皮肤，显露骨折，清除硬化骨，对合断端，内固定，显微镜下吻

合血管骨瓣移植。不含植骨术、术中X线引导、术中显微镜下操作。

JWR62301 月骨切除术 消毒铺巾，气囊止血带止血，切开皮肤，显露月骨，将其切除，内或外固定。不含术中X线引导。

JWR62402 关节镜下月骨切除术
消毒铺巾，铺一次性防水无菌单，穿一次性防水手术衣，掌侧腕关节间隙入路，关节镜探查舟骨、

月骨及两者间关系，将月骨与周围组织剥离，切除月骨，18000毫升生理盐水冲洗关节腔。

JWR62403
关节镜下舟骨/舟骨部

分切除术

消毒铺巾，气囊止血带止血，切开皮肤，插入关节镜，切除舟骨，内固定，2000毫升生理盐水冲洗

关节腔。

JWR61401
关节镜下舟骨部分切除

术

消毒铺巾，铺一次性防水无菌单，穿一次性防水手术衣，掌侧腕关节间隙入路，关节镜探查桡骨远

端关节面、舟骨月骨近端关节面、周围滑膜，切除舟骨坏死部分，骨折端清理，瘢痕组织切除，

18000毫升生理盐水冲洗关节腔。
JWR61301 舟骨近端切除术 消毒铺巾，气囊止血带止血，切开皮肤，显露舟骨，将其近端切除，内固定。不含术中X线引导。
JWR62302 舟骨切除术 消毒铺巾，气囊止血带止血，切开皮肤，显露舟骨，将其切除，内固定。不含术中X线引导。

JWR62303 月骨切除肌腱填塞术
消毒铺巾，气囊止血带止血，切开皮肤，显露月骨，将其切除，移植肌腱充填空缺，内固定。不含

肌腱移植、术中X线引导。

JWR62404
关节镜下月骨切除肌腱

填塞术

消毒铺巾，气囊止血带止血，切开皮肤，插入关节镜，切除月骨，移植肌腱，固定，2000毫升生理

盐水冲洗关节腔。不含肌腱移植。
JWR57304 月骨切除头状骨移位术 切除月骨，切断头状骨，将头下移，其间骨移植，内固定。不含骨折固定、植骨术、术中X线引导

JWR57305
月骨切除舟头关节融合

术

消毒铺巾，气囊止血带止血，切开皮肤，显露月骨，将其切除，移植肌腱充填空缺，融合舟头关

节，内固定。不含肌腱移植、关节融合术、术中X线引导。

JWR57306
月骨脱位切开复位固定

术

消毒铺巾，气囊止血带止血，切开皮肤，显露月骨及其周围脱位关节，复位，内或外固定，缝合韧

带。不含术中X线引导。

JWR57307
月骨骨折切开复位内固

定术

消毒铺巾，气囊止血带止血，切开皮肤，显露骨折，对合断端，内固定，骨块移植或带蒂骨瓣移植

。不含植骨术、术中X线引导。

JWR57308
陈旧月骨骨折切开复位

内固定复合组织移植术

消毒铺巾，气囊止血带止血，切开皮肤，显露骨折，清除硬化骨，对合断端，内固定，吻合血管骨

瓣移植。不含植骨术、术中X线引导、术中显微镜下操作。

JWR57309
陈旧月骨骨折切开复位

内固定血管移植术

消毒铺巾，气囊止血带止血，切开皮肤，显露月骨，血管移位或移植，或植骨，内或外固定。不含

植骨、血管移植术、术中X线引导。

JWR57310
陈旧月骨骨折切开复位

植骨内固定术

消毒铺巾，气囊止血带止血，切开皮肤，显露骨折，对合断端，内固定，骨块移植或带蒂骨瓣移植

。不含取骨术、术中X线引导。

JWR57311
舟骨月骨周围脱位骨折

切开复位固定术

消毒铺巾，气囊止血带止血，切开皮肤，显露脱位关节及骨折，复位，内或外固定，缝合韧带。不

含术中X线引导。

JWR62304 大多角骨切除术
消毒铺巾，气囊止血带止血，切开皮肤，显露大多角骨，将其全部或部分切除，内固定。不含术中

X线引导。

JWR62305
大多角骨切除肌腱填塞

术

消毒铺巾，气囊止血带止血，切开皮肤，显露大多角骨，将其切除，移植肌腱充填空缺，内固定。

不含肌腱移植术、术中X线引导。

JWR62306
大多角骨切除肌腱悬吊

填塞内固定术

消毒铺巾，气囊止血带止血，切开皮肤，显露大多角骨，将其切除，移植肌腱充填空缺，并将第1

、2掌骨绑缚在一起，内固定。不含肌腱移植及固定术、术中X线引导。

JWR62405
关节镜下大多角骨切除

术

消毒铺巾，气囊止血带止血，切开皮肤，插入关节镜，切除大多角骨，内或外固定，2000毫升生理

盐水冲洗关节腔。

JWS57303 桡月关节融合术
消毒铺巾，气囊止血带止血，切开皮肤，显露关节，用骨刀或摆锯截骨，对合骨端，骨移植，内固

定或外固定。不含植骨术、术中X线引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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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WS57304 桡舟关节融合术
消毒铺巾，气囊止血带止血，切开皮肤，显露关节，用骨刀或摆锯截骨，对合骨端，骨移植，内固

定或外固定。不含植骨术、术中X线引导。

JWS57305 桡腕关节融合术
消毒铺巾，气囊止血带止血，切开皮肤，显露关节，用骨刀或摆锯截骨，对合骨端，骨移植，内固

定或外固定。不含植骨术、术中X线引导。

JWS07401 关节镜下腕管探查术
消毒铺巾，铺一次性防水无菌单，穿一次性防水手术衣，掌侧腕部皮下入路，关节镜探查腕横韧带

及其下肌腱、正中神经、腕管内容物，活检，12000毫升生理盐水冲洗关节腔。
JWS55301 腕关节牵引术 弹力绷带包扎手掌，粘膏固定后用牵引装置牵引。
JWS34101 腕关节穿刺术 麻醉，消毒铺巾，气囊止血带止血，穿入针头，抽取关节液，或注入药物，拔除针头，包扎。

JWS61302 腕关节感染病灶清除术
消毒铺巾，气囊止血带止血，切开皮肤，显露病灶，清除游离体，切除病变组织，松解关节粘连，

关节软骨钻孔，植骨或关节成形，留置药物。不含关节松解术、取骨植骨术、关节成形术。

JWS38101 腕关节灌洗术
消毒铺巾，气囊止血带止血，穿入针头，抽取关节液，灌洗关节，注入药物，拔除针头，或留置引

流管，包扎，2000毫升生理盐水冲洗关节腔。

JWS07402 关节镜下腕关节灌洗术
消毒铺巾，气囊止血带止血，切开皮肤，开通关节囊，放入关节镜，依次检视韧带、关节软骨、关

节间隙和三角纤维软骨复合体，切取组织做病理学检查，灌洗关节，拔出针头，或留置引流管，包

扎，2000毫升生理盐水冲洗关节腔。
JWS53301 腕关节松解术 消毒铺巾，气囊止血带止血，切开皮肤，显露关节，松解粘连，切除瘢痕。
JWS53401 关节镜下腕关节松解术 消毒铺巾，气囊止血带止血，切开皮肤，插入关节镜，松解粘连，2000毫升生理盐水冲洗关节腔。

JWS57306 腕关节局限融合术
消毒铺巾，气囊止血带止血，切开皮肤，显露关节，用骨刀或摆锯截骨，对合骨端，骨移植，内固

定或外固定。不含植骨术、术中X线引导。

JWS57307 腕关节融合术
消毒铺巾，气囊止血带止血，切开皮肤，显露关节，用骨刀或摆锯截骨，对合骨端，骨移植，内固

定或外固定。不含植骨术、术中X线引导。

JWS68301 腕关节截骨矫形术
消毒铺巾，气囊止血带止血，切开皮肤，显露截骨部位，用骨刀或摆锯截骨，对合骨端，矫正畸

形，内固定或外固定。不含术中X线引导。

JWS42301 腕关节离断术
麻醉，消毒，常规入路，神经血管切断处理，肌腱肌肉切断，肌肉成型，肌固定，放置引流，关闭

伤口，1000毫升生理盐水冲洗。

JWS51301 腕人工关节置换术
消毒铺巾，气囊止血带止血，切开皮肤，显露关节，切除损坏关节，扩髓，植入人工关节。不含术

中X线引导。
JWS48301 腕人工关节取出术 消毒铺巾，气囊止血带止血，切开皮肤，显露关节，取出人工腕关节。

JWS51302 腕人工关节翻修术
消毒铺巾，气囊止血带止血，切开皮肤，显露关节，取出旧人工关节植入新人工关节。不含术中X

线引导。

JWS07403
关节镜下腕中关节探查

术

消毒铺巾，铺一次性防水无菌单，穿一次性防水手术衣，掌侧腕关节间隙入路，关节镜探查舟骨远

侧面、大多角骨近侧面、小多角骨近侧面、头状骨近侧面及其位置关系、周围韧带及滑膜，活检，

12000毫升生理盐水冲洗关节腔。

JWS61303 腕中关节病灶清理术
消毒铺巾，铺一次性防水无菌单，穿一次性防水手术衣，掌侧腕关节间隙入路，关节镜探查舟骨远

侧面、大多角骨近侧面、小多角骨近侧面、头状骨近侧面及其位置关系、周围韧带及滑膜，将关节

镜视野下软骨损伤进行打磨，修理平整，18000毫升生理盐水冲洗关节腔。

JWT61401
关节镜下腕关节间隙病

灶清理术

消毒铺巾，铺一次性防水无菌单，穿一次性防水手术衣，掌侧腕关节间隙入路，关节镜探查尺骨桡

骨相应及对应腕骨探查，周围滑膜探查，将关节镜视野下软骨损伤进行打磨，修理平整，18000毫

升生理盐水冲洗关节腔。含下尺桡关节、尺腕间隙、桡腕关节。不含微骨折。

JWT07401
关节镜下腕关节间隙探

查术

消毒铺巾，铺一次性防水无菌单，穿一次性防水手术衣，掌侧腕关节间隙入路，关节镜探查尺骨、

桡骨相应关节面及对应腕骨，周围滑膜活检，3000毫升生理盐水冲洗关节腔。含下尺桡关节、尺腕

间隙、桡腕关节。

JWT68302 腕中关节微骨折术
消毒铺巾，铺一次性防水无菌单，穿一次性防水手术衣，掌侧腕关节间隙入路，关节镜探查舟骨远

侧面、大多角骨近侧面、小多角骨近侧面、头状骨近侧面及其位置关系、周围韧带及滑膜，将关节

镜视野下软骨剥脱区周围修理平整，在软骨下骨上用微骨折器械进行钻孔。

JWT50302 腕中关节游离体取出术
消毒铺巾，铺一次性防水无菌单，穿一次性防水手术衣，掌侧腕关节间隙入路，关节镜探查舟骨远

侧面、大多角骨近侧面、小多角骨近侧面、头状骨近侧面及其位置关系、周围韧带及滑膜，寻找游

离体，将之取出，18000毫升生理盐水冲洗关节腔。

JWT57308 腕中关节融合术
消毒铺巾，气囊止血带止血，切开皮肤，显露关节，用骨刀或摆锯截骨，对合骨端，骨移植，内固

定或外固定。不含植骨术、术中X线引导。

JWT57401
关节镜下腕中关节融合

术

消毒铺巾，铺一次性防水无菌单，穿一次性防水手术衣，掌侧腕关节间隙入路，关节镜探查舟骨远

侧面、大多角骨近侧面、小多角骨近侧面、头状骨近侧面及其位置关系、周围韧带及滑膜，清理关

节面，关节内植骨，螺钉内固定，18000毫升生理盐水冲洗关节腔。不含取骨术、X线引导、术中导

航。

JWT69301 腕关节屈伸功能重建术
消毒铺巾，气囊止血带止血，切开皮肤，掀取邻近肌肉或肌腱，移位于腕部，内/外固定，或肌腱

移植。不含肌腱/恰胫束移植术。

JWT69302
腕关节复合组织移植屈

伸功能重建术

消毒铺巾，气囊止血带止血，切开皮肤，切取肌皮瓣，移植于腕部，内/外固定，缝合神经，吻合

血管，或肌腱/髂胫束移植。不含肌腱/恰胫束移植术、术中显微镜下操作。
JWT61304 手/腕关节软骨清创术 消毒铺巾，气囊止血带止血，切开皮肤，显露关节，修整损伤软骨。
JWT68303 手/腕关节软骨修复术 消毒铺巾，气囊止血带止血，切开皮肤，显露关节，修整损伤软骨。不含软骨移植术。

JWT61402
关节镜下手/腕关节软

骨清创术

消毒铺巾，气囊止血带止血，切开皮肤，插入关节镜，清除滑膜，软骨清创，2000毫升生理盐水冲

洗关节腔。不含关节镜检查。

JWT68402 关节镜下腕关节紧张术
消毒铺巾，气囊止血带止血，切开皮肤，插入关节镜，射频或缝线紧缩关节囊或韧带，2000毫升生

理盐水冲洗关节腔。

JWT68403 关节镜下腕韧带缝合术
消毒铺巾，气囊止血带止血，切开皮肤，插入关节镜，缝合韧带，内/外固定，2000毫升生理盐水

冲洗关节腔。
JWT54306 腕横韧带松解术 消毒铺巾，气囊止血带止血，切开皮肤，显露腕横韧带，切开或切除，外固定。

JWT54402
关节镜下腕横韧带松解

术

消毒铺巾，铺一次性防水无菌单，穿一次性防水手术衣，掌侧腕部皮下入路，关节镜探查腕横韧带

及其下肌腱、正中神经，用专用套管将腕横韧带切断，腕管减压，12000毫升生理盐水冲洗关节腔
JWT68304 腕横韧带修复术 消毒铺巾，气囊止血带止血，切开皮肤，显露并缝合修复腕横韧带，外固定。不含清创术。
JWT69303 腕横韧带重建术 消毒铺巾，气囊止血带止血，切开皮肤，移植肌腱，重建腕横韧带，内/外固定。不含清创术。
JWT68305 腕关节韧带紧缩术 消毒铺巾，气囊止血带止血，切开皮肤，显露韧带，游离后与邻近韧带缝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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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WT68306 腕关节韧带缝合术 消毒铺巾，气囊止血带止血，切开皮肤，显露并缝合损伤韧带。
JWT69304 腕关节韧带止点重建术 消毒铺巾，气囊止血带止血，切开皮肤，显露并重建韧带止点。
JWT69305 腕关节韧带重建术 移植肌腱或腱性组织，重建韧带。不含肌腱移植术。
JWT62307 腕关节滑膜切除术 消毒铺巾，气囊止血带止血，切开皮肤，显露关节，清除滑膜，松解粘连。

JWT62406
关节镜下腕关节滑膜切

除术

消毒铺巾，气囊止血带止血，切开皮肤，插入关节镜，清除滑膜，松解粘连，2000毫升生理盐水冲

洗关节腔。不含关节镜检查。
JWT62308 腕掌关节滑膜切除术 消毒铺巾，气囊止血带止血，切开皮肤，显露关节，清除滑膜，松解粘连。

JWT62407
关节镜下腕掌关节滑膜

切除术
消毒铺巾，气囊止血带止血，切开皮肤，插入关节镜，清除滑膜，松解粘连。不含关节镜检查。

JWT62408
关节镜下腕中关节滑膜

切除术

消毒铺巾，铺一次性防水无菌单，穿一次性防水手术衣，掌侧腕关节间隙入路，关节镜探查舟骨远

侧面、大多角骨近侧面、小多角骨近侧面、头状骨近侧面及其位置关系、周围韧带及滑膜，切除病

变滑膜，3000毫升生理盐水冲洗关节腔。

JWT68401
关节镜下腕关节微骨折

术

消毒铺巾，铺一次性防水无菌单，穿一次性防水手术衣，掌侧腕关节间隙入路，关节镜探查尺骨、

桡骨相应关节面及对应腕骨探查、三角骨近侧关节面探查，周围滑膜探查，将关节镜视野下软骨剥

脱区周围修理平整，在软骨下骨上用微骨折器械进行钻孔，6000毫升生理盐水冲洗关节腔。含下尺

桡关节、尺腕间隙、桡腕关节。

JWT50401
关节镜下腕关节游离体

取出术

消毒铺巾，铺一次性防水无菌单，穿一次性防水手术衣，掌侧腕关节间隙入路，关节镜探查尺骨、

桡骨相应关节面及对应腕骨探查、三角骨近侧关节面，周围滑膜探查，寻找游离体，将之取出，

3000毫升生理盐水冲洗关节腔。含下尺桡关节、尺腕间隙、桡腕关节。

JWT07402
关节镜下腕关节镜下松

解术

消毒铺巾，铺一次性防水无菌单，穿一次性防水手术衣，掌侧腕关节间隙入路，关节镜探查尺骨、

桡骨相应关节面及对应腕骨、三角骨近侧关节面，周围18000毫升生理盐水冲洗关节腔。含下尺桡

关节、尺腕间隙、桡腕关节。

JWT62401
关节镜下腕关节滑膜切

除术

消毒铺巾，铺一次性防水无菌单，穿一次性防水手术衣，掌侧腕关节间隙入路，关节镜探查尺骨、

桡骨相应关节面及对应腕骨、三角骨近侧关节面，周围滑膜探查，切除病变滑膜，6000毫升生理盐

水冲洗关节腔。含下尺桡关节、尺腕间隙、桡腕关节。

JWT57402
关节镜下腕骨间关节融

合术

消毒铺巾，气囊止血带止血，切开皮肤，插入关节镜，切除关节，对合骨端，骨移植，内固定或外

固定，2000毫升生理盐水冲洗关节腔。不含植骨术、关节镜检查、术中X线引导。

JWU51301
第一腕掌人工关节置换

术

消毒铺巾，气囊止血带止血，切开皮肤，显露关节，切除损坏关节，扩髓，植入人工关节。不含术

中X线引导。
JWU34101 腕掌关节穿刺术 麻醉，消毒铺巾，气囊止血带止血，穿入针头，抽取关节液，或注入药物，拔除针头，包扎。

JWU38401
关节镜下腕掌关节灌洗

术

消毒铺巾，气囊止血带止血，切开皮肤，开通关节囊，放入关节镜，依次检视韧带、关节软骨、关

节间隙，切取组织做病理学检查，灌洗关节，拔出针头，或留置引流管，包扎。

JWU38101 腕掌关节灌洗术
消毒铺巾，气囊止血带止血，穿入针头，抽取关节液，灌洗关节，注入药物，拔除针头，或留置引

流管，包扎。
JWU53301 腕掌/掌指关节松解术 消毒铺巾，气囊止血带止血，切开皮肤，显露关节，松解粘连，切除瘢痕。

JWU57301 腕掌关节融合术
消毒铺巾，气囊止血带止血，切开皮肤，显露关节，用咬骨钳、骨刀或摆锯截骨，对合骨端，骨移

植，内固定或外固定。不含植骨术、术中X线引导。

JWU57401
关节镜下腕掌关节融合

术

消毒铺巾，铺一次性防水无菌单，穿一次性防水手术衣，掌侧腕关节间隙入路，关节镜探查桡骨远

端关节面、舟骨月骨近端关节面、尺骨远端关节面、三角骨近端关节面、三角软骨、周围滑膜，关

节面清理、切除关节内组织及三角软骨，关节内植骨，螺钉内固定，一个或多个腕掌关节融合，

18000毫升生理盐水冲洗关节腔。不含X线引导、术中导航、取骨术。

JWU51302
腕掌/掌指/指间人工关

节翻修术

消毒铺巾，气囊止血带止血，切开皮肤，显露关节，取出旧人工关节植入新人工关节。不含术中X

线引导。

JWU48301
腕掌/掌指/指间人工关

节取出术
消毒铺巾，气囊止血带止血，切开皮肤，显露关节，取出人工关节。

JWU57302
腕掌/掌指/指间关节脱

位切开复位内固定术

消毒铺巾，气囊止血带止血，切开皮肤，显露脱位关节，复位，内或外固定，缝合韧带。不含术中

X线引导。

JYK73308
腕部瘢痕切除游离植皮

术

消毒铺巾，设计切口，上驱血带，切除腕部瘢痕组织，彻底松解粘连和挛缩，双极电凝止血，于供

皮区切取全厚或中厚皮移植到腕部创面，包堆包扎。
手

JWR61302
掌/指骨及关节感染病

灶清除术

消毒铺巾，气囊止血带止血，切开皮肤，显露病灶，清除游离体，切除病变组织，松解关节粘连，

关节软骨钻孔，植骨或关节成形，留置药物。不含关节松解术、取骨植骨术、关节成形术。

JWR57312
第一掌骨基底部骨折切

开复位固定术

消毒铺巾，气囊止血带止血，切开皮肤，显露骨折，对合断端，内固定或外固定架固定，或骨移植

。不含植骨术、术中X线引导。
JWR61303 掌/指骨软骨瘤刮除术 消毒铺巾，气囊止血带止血，切开皮肤，清除病灶。不含切开复位内固定术、取骨。

JWR73302
掌/指骨内生软骨瘤刮

除植骨术
消毒铺巾，气囊止血带止血，切开皮肤，清除病灶，植骨。不含切开复位内固定术、取骨。

JWR73303 掌/指骨囊肿刮除植骨 消毒铺巾，气囊止血带止血，切开皮肤，清除病灶，植骨。不含切开复位内固定术、取骨。

JWR61304
重度爪形手掌骨头部分

切除术

于掌指关节背侧设计切口，切开关节囊，显露掌骨头，将掌骨头部分切除，再以筋膜包绕，形成假

关节，以治疗掌指关节半脱位或全脱位。
JWR68301 掌/指骨干缩窄术 消毒铺巾，气囊止血带止血，切开皮肤，显露骨干，切除两侧骨质。不含术中X线引导。

JWR57313 掌/指骨骺融合术
消毒铺巾，气囊止血带止血，切开皮肤，显露并切除骨骺，对合骨端，缝线或克氏针固定。不含术

中X线引导。

JWR57314 掌/指骨骺阻滞术
消毒铺巾，气囊止血带止血，切开皮肤，显露骨端，打入骑缝钉，阻滞骨骺生长。不含术中X线引

导。

JWR68302 掌/指骨截骨矫形术
消毒铺巾，气囊止血带止血，切开皮肤，显露截骨部位，用骨刀或摆锯截骨，短缩/延长/矫形，对

合骨端，内固定或外固定。不含术中X线引导。

JWR57315
掌/指骨骨折切开复位

固定术

消毒铺巾，气囊止血带止血，切开皮肤，显露骨折，对合断端，内固定或外固定架固定，或骨移植

。不含植骨术、术中X线引导。

JWR74301 断掌再植术
消毒铺巾，气囊止血带止血，清创，探查损伤组织，复位固定骨与关节，缝合肌肉、肌腱、神经，

吻合动脉、静脉。不含组织移植术、术中显微镜下操作。
JWU61301 掌腱膜部分切除术 消毒铺巾，气囊止血带止血，切开皮肤，显露并切除部分掌腱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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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WU73301 掌腱膜切除游离植皮术 消毒铺巾，气囊止血带止血，切开皮肤，显露并切除掌腱膜，皮肤移植。不含皮肤移植术。
JWU62301 掌腱膜切除切口旷置术 消毒铺巾，气囊止血带止血，切开皮肤，显露并切除掌腱膜，切口旷置，换药愈合或二期植皮。
JWU42301 掌腱膜切断术 消毒铺巾，气囊止血带止血，切开皮肤，显露并切断掌腱膜。
JWU62302 掌腱膜全部切除术 消毒铺巾，气囊止血带止血，切开皮肤，显露并切除病变掌腱膜。

JWU62303 掌腱膜挛缩切除术
术前设计，消毒铺巾，体位摆放，臂丛麻醉，找到血管神经束给予保护，暴露掌腱膜的挛缩部分及

其纵束，螺旋束和显微间隔，全部锐性切除，缝合皮下及皮肤，包扎固定。

JWU62304
掌指关节侧副韧带切除

术

掌指关节向背侧半脱位，一般从背侧进入，在掌指关节两侧、掌骨头间做3-4厘米纵行切口，顺伸

指腱帽纤维方向切开，牵开骨间肌腱，暴露较厚色白的关节侧副韧带，屈曲关节使该韧带绷紧就可

以确定其周界限，然后切除之，固定于屈曲位3周，然后功能锻炼。
JWU42302 掌指关节侧副韧带切断 消毒铺巾，气囊止血带止血，切开皮肤，显露并切断韧带。
JWU34102 掌指关节穿刺术 麻醉，消毒铺巾，气囊止血带止血，穿入针头，抽取关节液，或注入药物，拔除针头，包扎。

JWU57303
掌指关节复位克氏针固

定术

术前设计、消毒铺巾、局部浸润麻醉、切开皮肤和皮下组织，分离，牵开并保护双侧的血管神经

束，显露掌指关节，切开关节周围的韧带、掌板，必要时切除部分肌腱腱鞘，止血，冲洗关节，缝

合破裂的关节囊和掌板，顺行或逆行穿入克氏针，缝合皮下组织和皮肤，石膏固定。

JWU38102 掌指关节灌洗术
消毒铺巾，气囊止血带止血，穿入针头，抽取关节液，灌洗关节，注入药物，拔除针头，或留置引

流管，包扎。

JWU38402
关节镜下掌指关节灌洗

术

消毒铺巾，气囊止血带止血，切开皮肤，开通关节囊，放入关节镜，依次检视韧带、关节软骨、关

节间隙，切取组织做病理学检查，灌洗关节，拔出针头，或留置引流管，包扎。

JWU57304 掌指关节融合术
消毒铺巾，气囊止血带止血，切开皮肤，显露关节，用咬骨钳、骨刀或摆锯截骨，对合骨端，骨移

植，内固定或外固定。不含植骨术、术中X线引导。

JWU57305 掌指关节掌板固定术
消毒铺巾，气囊止血带止血，切开皮肤，显露并向远侧掀起掌板，切除一部分，近侧移动，固定于

掌骨颈，内/外固定。

JWU68301 掌指关节成形术

术前设计，消毒铺巾，体位摆放，麻醉后在掌指关节背面指伸肌腱桡侧作纵行皮肤切口长约4厘

米，在骨间肌和指伸肌腱之间切开筋膜，保存指伸肌腱在近节指骨基底部背侧的止点，切除关节

囊，游离掌骨远段约2厘米，用线锯截除约1厘米长一段掌骨，使牵引下约有1厘米的关节间隙，掌

骨残端自修成形，若近节指骨基底部关节面破坏，则应修成平面，掌骨残端包一筋膜，可吸收线作

荷包缝合，固定掌骨颈部，修复损坏的骨间肌以使肌力平衡，末节指骨横穿1根克氏针以备术后骨

JWU68302
掌指/指关节畸形矫正

术

切除瘢痕，松解挛缩，用局部皮瓣或游离皮瓣移植覆盖创面，术后用克氏针固定指间关节于伸直位

或屈曲15度位3周，防止过伸畸形复发。

JWU68303
掌指关节过伸畸形矫正

术

纵行切开第五掌指关节的腱帽，使小指展肌复位，予以固定，并在手掌尺侧设计一蒂在远端的舌形

皮瓣，修复第五掌指关节腱帽切开区，使掌指关节屈曲30°，克氏针固定3周。

JWU51303
腕掌/掌指/指间人工关

节置换术

消毒铺巾，气囊止血带止血，切开皮肤，显露关节，切除损坏关节，扩髓，植入人工关节。不含术

中X线引导。
JWU62305 掌指关节滑膜切除术 消毒铺巾，气囊止血带止血，切开皮肤，显露关节，清除滑膜，松解粘连。

JWU62401
关节镜下掌指关节滑膜

切除术
消毒铺巾，气囊止血带止血，切开皮肤，插入关节镜，清除滑膜，松解粘连。不含关节镜检查。

JWU57306
掌/指骨关节内骨折切

开复位固定术
显露骨折，对合断端，内固定或外固定架固定，或骨移植。不含植骨术、术中X线引导。

JWW73301
指/趾蹼瘢痕切除松解

植皮术

消毒，设计切口，切除瘢痕组织，彻底松解粘连和挛缩，双极电凝止血，游离植皮，修复植蹼创面

。

JWW73302
手指瘢痕切除松解植皮

术

术前设计、消毒铺巾、局部浸润麻醉、Z字形切开皮肤和皮下组织，彻底切除瘢痕，松解瘢痕组织

。探查缺损处神经肌腱，并进行挛缩松解，充分止血、冲洗创面，以克氏针将手指固定于功能位，

于供皮区切取中厚皮片，游离移植修复创面，包扎固定。不包含供皮区游离皮片的切取、克氏针固

定、石膏外固定。

JWW45303
指蹼粘连松解局部皮瓣

转移术

消毒，设计切口，切除瘢痕组织，彻底松解粘连和挛缩，双极电凝止血，将分离好的局部皮瓣，移

植到指蹼创面，缝合。
JWW68301 手指清创短缩缝合术 刷洗，消毒铺巾，气囊止血带止血，清除失活组织，清洗创面，短缩骨骼，缝合伤口。

JWW45301 手指背侧岛状皮瓣术
术前设计，消毒铺巾，体位摆放，臂丛麻醉，掀起手指背侧皮瓣，将皮瓣带蒂转移到受区，供区直

接缝合或取皮植皮。

JWW68302
轻度瘢痕性拇指内收畸

形矫正术
松解瘢痕挛缩，以Z改形，双Z改形，局部皮瓣或V-Y成形等方法修复松解后创面。

JWW45304
瘢痕性拇指内收畸形示

指背旗状皮瓣移植术

松解瘢痕挛缩，以第一掌背动脉为蒂，皮瓣的旋转点为第二掌骨基底顺行转移示指背旗状皮瓣，修

复虎口软组织挛缩，供区植皮(顺行或逆行)，若皮瓣逆行切取，其蒂部在食指掌指关节平面，血管

蒂应携深筋膜一起游离，以利静脉回流。

JWW45305

瘢痕性拇指内收畸形第

二掌骨骨间背侧动脉轴

型皮瓣移植术

术前设计，消毒铺巾，体位摆放，然后根据受区皮肤缺损的大小，形状在中指近节背侧设计岛状皮

瓣，以拇指伸肌腱与桡侧腕长伸肌腱的夹角为a点，第二指蹼中点为b点，在ab连线切开皮肤，在浅

筋膜中解剖桡神经第二指蹼支，牵向桡侧，加以保护。于血管起始段切开深筋膜，在a点见到桡动

脉腕背支后，切开示指、中指伸肌腱间联合，将食指伸肌腱牵向桡侧，显露第二骨间背侧肌，在其

表面可见斜行走向第二指蹼的第二掌背动静脉束，沿血管束两侧切开肌膜游离至蒂部，切开皮瓣远

端和两侧，在深筋膜与伸肌腱浅层之间向近端掀起皮瓣。皮瓣近侧切口仅浅至皮下，皮瓣从示指伸

肌腱深面穿过，再从a点至受区打通宽敞的皮下隧道，转移，(前臂岛状瓣)(顺行或逆行)中指供区

JWW45306
瘢痕性拇指内收畸形

(或爪形手)前臂桡动脉

岛状皮瓣移植术

上止血带，根据设计线，在皮瓣的桡、尺侧做纵行切口，循深筋膜和肌膜之间向中线做锐性分离。

尺侧分离至桡侧屈肌腱，桡侧分离至肱桡肌腱。在桡动静脉近端夹断，观察皮瓣血供无碍后结扎。

直接或经隧道转移到虎口缝合。供瓣区植皮。

JWW45307
瘢痕性拇指内收畸形游

离皮瓣移植术

指上臂外侧、髂腹股沟、下腹壁大腿外侧游离皮瓣、前臂逆行筋膜瓣加植皮，颞浅筋膜瓣加植皮。

以上臂外侧游离皮瓣为例，做皮瓣后侧或远端切口，在深筋膜下向前分离至上臂外侧肌间隔，再做

内侧切口在深筋膜下向后分离至上臂外侧肌间隔，循皮支血管向肌间隔深面解剖，仔细寻找位于肌

间隔深面得桡侧副动脉后支，断蒂后与受区血管吻合，供区植皮。
JWW55301 拇内收畸形缩窄牵引术 切口，分离骨膜，安插克氏针，在第1、2掌骨间隙安放外置式骨牵开器。

JWW62301
指蹼粘连松解局部改形

术

消毒铺巾，设计切口，局麻，切除瘢痕组织，彻底松解粘连和挛缩，双极电凝止血，在指蹼内局部

改形，修复创面。包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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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WW73307
指蹼粘连松解游离植皮

术

消毒铺巾，设计切口，切除瘢痕组织，彻底松解粘连和挛缩，双极电凝止血，切取中厚皮移植到指

蹼创面，包堆包扎。不含植皮术。

JWW45308
指蹼粘连松解带蒂皮瓣

转移术

消毒，设计切口，切除瘢痕组织，彻底松解粘连和挛缩，双极电凝止血，将分离好的带蒂皮瓣掀

起，移植到指蹼创面，缝合，3周后断蒂。不含断蒂术。

JWW45309
指蹼粘连松解游离皮瓣

移植血管吻合术

消毒，设计切口，切除瘢痕组织，彻底松解粘连和挛缩，双极电凝止血，受区血管分离探查，供区

皮瓣切开，血管探查，血管分离，血管主干结扎离断，血管断端处理，皮瓣转移移植到指蹼创面、

固定，通过显微镜将供受区血管进行显微外科吻合，皮瓣塑形，缝合。
JWU68304 指/腕屈/伸肌腱缝合术 消毒铺巾，气囊止血带止血，切开皮肤，显露并缝合肌腱。不含清创术。

JWU68305
指/腕屈/伸肌腱紧缩缝

合术
消毒铺巾，气囊止血带止血，切开皮肤，显露并紧缩缝合肌腱。不含清创术。

JWU68306
指/腕屈/伸肌腱延长缝

合术
消毒铺巾，气囊止血带止血，切开皮肤，显露并延长缝合肌腱。

JWU68307
指伸肌腱中央腱束紧缩

/重叠缝合术
消毒铺巾，气囊止血带止血，切开皮肤，显露并紧缩缝合指伸肌腱中央腱束，内/外固定。

JWU57307 指/腕屈/伸肌腱固定术 消毒铺巾，气囊止血带止血，切开皮肤，于桡尺骨背侧开骨窗，将手指/腕伸/屈肌腱固定其内。

JWU69301
指/腕屈/伸肌腱止点重

建术
消毒铺巾，气囊止血带止血，切开皮肤，显露并重建肌腱止点。

JWU69302 指屈肌腱滑车重建术
消毒铺巾，气囊止血带止血，切开皮肤，指浅屈肌腱移位或移植肌腱、腱鞘，重建A3/A4滑车，外

固定。不含清创术。

JWU69303 指伸肌支持带重建术
消毒铺巾，气囊止血带止血，切开皮肤，指浅屈肌腱移位或移植肌腱，重建伸肌支持带，外固定。

不含清创术。

JWU69304
指伸肌腱侧腱束移位中

央腱束止点重建术

消毒铺巾，气囊止血带止血，切开皮肤，纵行劈开侧腱束，分别于远、近端切断内外侧半，内侧半

与中央束止点缝合，外侧一半穿近侧指间关节横行支持带后与自身缝合，内/外固定。

JWU69305
指伸肌腱侧腱束交叉移

位中央腱束止点重建术

消毒铺巾，气囊止血带止血，切开皮肤，纵行劈开两侧侧腱束，将外侧半切断，交叉移位，再与对

侧腱束缝合，内/外固定。

JWU69306
指伸肌腱中央腱束止点

重建术
消毒铺巾，气囊止血带止血，切开皮肤，移植肌腱，重建指伸肌腱中央腱束止点，内/外固定。

JWV69301
复合组织移位/移植手

指再造术
消毒铺巾，气囊止血带止血，切开皮肤，掀取复合组织瓣，移位于拇指断端，固定骨与关节。

JWV69302 腹部皮管拇指再造术
消毒铺巾，臂丛阻滞或全麻，沿髂嵴取骨，在拇指残端安装固定骨块，同时在腹部形成皮管，并将

皮管一端移植到已延长的拇指残端上，择期断蒂。不含Ⅰ期腹部皮管成形及Ⅲ期断蒂术、髂骨取骨

JWV69303 手指/残指拇指再造术
消毒铺巾，气囊止血带止血，切开皮肤，切取手指或手指残端，移植于拇指断端，固定骨与关节，

缝合肌腱、神经，吻合血管。不含骨、皮肤移植术。

JWV69304
复合组织移植拇指再造

术

消毒铺巾，体位摆放，臂丛阻滞或全麻，先做足背切口，完成血管、神经游离后，在深筋膜下、腱

周膜表面游离皮瓣，处理受区，用拇甲瓣包绕髂骨条，并松松缝合数针，使皮瓣张力适中，在手术

显微镜下缝接腓深神经内侧支和桡神经浅支，指神经及趾底固有神经，吻合血管，对无骨膜的趾

骨，应用舌形皮瓣移位覆盖。不含供区的处理。

JWV69305 拇指延长拇指再造术
消毒铺巾，体位摆放，臂丛阻滞或全麻，沿髂嵴取骨，手术显露第一掌骨干，骨膜下切断掌骨后嵌

入植骨块，固定，延长掌骨，用周围复合组织瓣覆盖后植皮。亦可切断掌骨后，安装撑开器，关闭

伤口，逐日撑开，延长掌骨，Ⅱ期植骨。不含周围组织瓣的处理及撑开、髂骨取骨。

JWW62302 多指/趾切除矫形术
消毒铺巾，体位摆放，臂丛阻滞或全麻。在多指中心的指甲、指腹、指骨作楔形切除后，将指骨、

软组织及指甲并拢成型为一指。如果两指中之一指指甲较大，切除小多指，保留外侧软组织修复和

保留拇指的侧面，如指骨有偏位可行楔型截骨术加以矫正。不含克氏针固定及石膏外固定。

JWW68303 先天性巨指/趾矫形术
消毒铺巾，气囊止血带止血，切开皮肤，显露并切除多余组织，修整骨骼，缝线或克氏针固定。不

含术中X线引导。
JWW64301 截指/趾术 消毒铺巾，气囊止血带止血，切开皮肤，于掌指关节或其远侧切除手指，缝合切口。
JWW68304 指/趾残端修整术 消毒铺巾，气囊止血带止血，切开皮肤，修整骨端，切除瘢痕，缝合皮肤。

JWW68305 并指分离术
消毒铺巾、臂丛阻滞或全麻，并指间皮肤Z字形切开，根部掌侧及背侧切开三角形或矩形皮瓣，重

建指蹼，必要时截骨成关节/骨骺融合，于供皮区切取中厚皮片或全厚皮片，移植到指间、指蹼创

面，修复创面，包扎固定。不包含供皮区游离皮片的切取、克氏针固定、石膏外固定。

JWW69301 足趾移植手指再造术
消毒铺巾，气囊止血带止血，切开皮肤，切取足趾，移植于收指断端，固定骨与关节，缝合肌腱、

神经，吻合血管，或皮肤移植。不含皮肤、神经、肌腱移植术、术中显微镜下操作。

JWW69302
趾甲皮瓣移植手指再造

术

消毒铺巾，气囊止血带止血，切开皮肤，切取趾甲瓣，移植于手指断端，固定骨与关节，缝合肌腱

、神经，吻合血管，或骨/皮肤移植。不含皮肤、神经、肌腱、骨骼移植术、术中显微镜下操作。

JWW74301 足趾移植手指再造术
切取部分足趾，移植于断指间，固定骨/关节，缝合肌腱、神经，吻合血管，或皮肤移植。不含组

织移植术、术中显微镜下操作。

JWW69303
组织移位/移植手指再

造术

消毒铺巾，气囊止血带止血，切开皮肤，于手指背侧掀取舌状皮瓣，骨移植于手指残端，固定，皮

瓣移位或移植。不含皮肤、骨骼、肌腱移植术。

JWW69304 骨骼延长手指再造术
消毒铺巾，气囊止血带止血，切开皮肤，显露并切断骨骼，植骨或放置延长器，固定。不含组织骨

、皮肤移植术、术中X线引导。

JWW74302 断指再植术
消毒铺巾，气囊止血带止血，清创，探查损伤组织，复位固定骨与关节，缝合肌腱、神经，吻合动

脉、静脉。不含组织移植术、术中显微镜下操作。

JWW74303 断指迟延再植术
清创，将离断手指保存于冷冻环境或移植于人体某一部位，待一段时间之后，再回植到手部，操作

同断指再植术。不含术中显微镜下操作。

JWW45310 断指寄生移植术
消毒铺巾，气囊止血带止血，清创，将离断手指移位至人体某一部位，如腹股沟，吻合动静脉。不

含再植术、术中显微镜下操作。

JWW74304 断指移位再植术
消毒铺巾，气囊止血带止血，清创，探查损伤组织，将离断手指移位至另一手指断端，固定骨与关

节，缝合肌腱、神经，吻合动脉、静脉。不含组织移植术、术中显微镜下操作。

JWW74305
复合组织移植断指再植

术

消毒铺巾，气囊止血带止血，清创，切取皮瓣，移植于断指，固定骨/关节，缝合肌腱、神经，吻

合血管，或皮肤移植。不含组织移植术、术中显微镜下操作。

JWW68306 骨移植拇指外展固定术
消毒铺巾，气囊止血带止血，切开皮肤，于第1、2掌骨基底间植骨，将拇指固定于外展位。不含植

骨术、术中X线引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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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名称 项目内涵

JWU68308
掌指/指间关节侧副韧

带缝合术
消毒铺巾，气囊止血带止血，切开皮肤，显露并缝合损伤韧带。

JWU68309
指间关节侧副韧带紧缩

缝合术
消毒铺巾，气囊止血带止血，切开皮肤，显露并紧缩缝合损伤韧带。

JWU69307
指间关节侧副韧带止点

重建术
消毒铺巾，气囊止血带止血，切开皮肤，显露并缝合损伤韧带，重建止点。

JWU69308 指间关节侧副韧带重建 移植肌腱或腱性组织，重建韧带。不含肌腱移植术。

JWU42303
指间关节侧副韧带切断

术

术前设计，消毒铺巾，体位摆放，臂丛阻滞麻醉，于指蹼背侧做纵行切口，切开腱帽扩张部，用小

拉钩牵开皮肤及伸指肌腱显露出关节囊及增厚的侧副韧带，被动屈曲手指，可见挛缩的侧副韧带，

用刀将其切断并切除。
JWU68310 指间关节侧副韧带削薄 消毒铺巾，气囊止血带止血，切开皮肤，显露韧带，并将其削薄。

JWU62306
近侧指间关节侧副韧带

切除术

在该关节两侧做侧中切口，拉开伸指支持带，暴露侧副韧带并切除之，关节屈曲位克氏针固定三周

。

JWU61302
指伸肌腱腱帽部分切除

术

消毒铺巾，气囊止血带止血，切开皮肤，显露指伸肌腱腱帽，将其两侧切除，矫正掌指关节屈曲畸

形。不含关节松解。

JWU73302 异体腱帽移植术
消毒铺巾，气囊止血带止血，切开皮肤，移植异体伸肌腱帽，修复损伤肌腱，外固定。不含肌腱缝

合术。
JWU34103 指间关节穿刺术 麻醉，消毒铺巾，气囊止血带止血，穿入针头，抽取关节液，或注入药物，拔除针头，包扎。

JWU38103 指间关节灌洗术
消毒铺巾，气囊止血带止血，穿入针头，抽取关节液，灌洗关节，注入药物，拔除针头，或留置引

流管，包扎。

JWU38403
关节镜下指间关节灌洗

术

消毒铺巾，气囊止血带止血，切开皮肤，开通关节囊，放入关节镜，依次检视韧带、关节软骨、关

节间隙，切取组织做病理学检查，灌洗关节，拔出针头，或留置引流管，包扎。

JWU57308 指间关节融合术
消毒铺巾，气囊止血带止血，切开皮肤，显露关节，用咬骨钳、骨刀或摆锯截骨，对合骨端，骨移

植，内固定或外固定。不含植骨术、术中X线引导。

JWU68311 指关节成形术

术前设计，消毒铺巾，体位摆放，臂丛阻滞或全麻，于远侧指间关节背侧切断伸指肌腱，切开关节

囊，切除侧副韧带，显露两指关节面，切除关节软骨面，用一细克氏针从远节指骨近端穿入，向指

尖穿出，然后对好两指骨面，将克氏针从远端钻入中节指骨，保持远侧指间关节于屈曲约20°，近

侧指间关节必须固定于从食指的屈曲25°，将碎骨片植入融合的关节间隙及其周围，可再斜行穿入

一根细克氏针，并加压使两端紧密接触，缝合伸指肌腱的两断端和切口，关节融合术中常用的内固

定技术包括多枚克氏针固定、单根钢针固定和骨移植术。

JWU57309
拇指/掌指/指间关节融

合术

沿拇指指间关节桡侧面做皮肤切口，骨膜下剥离环形松解指骨的基底部，与其它融合手术一样，截

骨面尽量制造松质骨将两骨合在一起，仔细确认对线，用克氏针固定，缝合关节囊、皮肤，局部加

压包扎。
JWU62307 指间关节滑膜切除术 消毒铺巾，气囊止血带止血，切开皮肤，显露关节，清除滑膜，松解粘连。

JWU62402
关节镜下指间关节滑膜

切除术
消毒铺巾，气囊止血带止血，切开皮肤，插入关节镜，清除滑膜，松解粘连。不含关节镜检查。

JWU68312
掌指/指间关节掌板松

解推进术

做关节侧中切口3厘米，拉开指神经血管束，切开腱鞘，将屈指肌腱牵向掌侧，即可显露掌板，于

掌板膜部近侧1厘米切开指骨膜，在掌板与副侧副韧带结合部断开直到关节间隙，剥离骨膜，使骨

膜携带在掌板膜部并成为其一部分，伸直指关节，将骨膜游离缘缝合于附近组织。术毕指关节于伸

直位固定十天。
JWU53302 指/腕屈肌腱粘连松解 消毒铺巾，气囊止血带止血，切开皮肤，显露并松解屈肌腱粘连。不含滑车重建术、关节囊松解术

JWV69306
拇指/手指肌腱移位背

伸功能重建术

消毒铺巾，气囊止血带止血，切开皮肤，掀取邻近肌腱，移位于前臂背侧，与指伸肌腱缝合，内/

外固定，或肌腱移植。不含肌腱/恰胫束移植术。

JWV69307
复合组织移植拇指/手

指背伸功能重建术

消毒铺巾，气囊止血带止血，切开皮肤，切取肌肉，移植于前臂背侧，与指伸肌腱缝合，内/外固

定，缝合神经，吻合血管，或肌腱/髂胫束移植。不含肌腱/恰胫束移植术、术中显微镜下操作。

JWV69308
拇指/手指肌腱移位屈

曲功能重建术

消毒铺巾，气囊止血带止血，切开皮肤，掀取邻近肌腱，移位于前臂掌侧，与指屈肌腱缝合，内/

外固定，或肌腱移植。不含肌腱/恰胫束移植术。

JWV69309
复合组织移植拇指/手

指屈曲功能重建术

消毒铺巾，气囊止血带止血，切开皮肤，切取肌肉，移植于前臂掌侧，与指屈肌腱缝合，内/外固

定，缝合神经，吻合血管，或肌腱/髂胫束移植。不含肌腱/恰胫束移植术、术中显微镜下操作。

JWV69310
组织移位拇指对掌功能

重建术

消毒铺巾，气囊止血带止血，切开皮肤，掀取邻近肌腱，移位于拇指，内/外固定，或肌腱移植。

不含肌腱/恰胫束移植术。

JWV69311
复合组织移植拇指对掌

功能重建术

消毒铺巾，气囊止血带止血，切开皮肤，切取肌肉，移植于拇指，内/外固定，缝合神经，吻合血

管，或肌腱/髂胫束移植。不含肌腱/恰胫束移植术、术中显微镜下操作。

JWX69301
手肌腱移位内在肌功能

重建术

消毒铺巾，气囊止血带止血，切开皮肤，掀取邻近肌腱，移位于手内在肌腱，内/外固定，或肌腱

移植。

JWX69302
复合组织移植手内在肌

功能重建术

消毒铺巾，气囊止血带止血，切开皮肤，切取肌肉，移植于手部，内/外固定，缝合神经，吻合血

管，或肌腱/髂胫束移植。不含术中显微镜下操作。

JWX53301
手部肌筋膜间室切开减

压术

消毒铺巾，气囊止血带止血，切开皮肤，于掌骨背侧做切开减压，外固定，或植皮。不含皮肤移植

术。
JWX50301 手部异物取出术 刷洗，消毒铺巾，气囊止血带止血，切开皮肤，在X射线引导下，切除异物，清洗创面。
JWX63301 手部恶性肿瘤扩大切除 消毒铺巾，气囊止血带止血，切开皮肤，显露并切除肿瘤及相邻组织。
JWX68301 手残端修整术 消毒铺巾，气囊止血带止血，切开皮肤，修整骨端，切除瘢痕，缝合皮肤。

JWX71301 分裂手合并术
消毒铺巾，气囊止血带止血，切开皮肤，合并分裂手指，切断骨骼，矫正畸形，关节/骨骺融合。

不含皮肤移植术、术中X线引导。

JWX69303 手再造术
根据再造手指数目，切取足趾及皮瓣，移植和移位于手部，固定骨/关节，缝合肌腱、神经，吻合

血管。不含血管、神经、骨骼及肌腱移植术、术中显微镜下操作。

JWX73301 同种异体手移植术
消毒铺巾，气囊止血带止血，清创，探查损伤组织，将离断肢体移位至另一肢体断端，固定骨与关

节，缝合肌腱、神经，吻合动脉、静脉。不含组织移植术、术中显微镜下操作。

JWX74301 断手再植术
消毒铺巾，气囊止血带止血，清创，探查损伤组织(断于腕关节)，复位固定骨与关节，缝合肌肉、

肌腱、神经，吻合动脉、静脉。不含组织移植术、术中显微镜下操作。
JWX68302 手部皮肤减张缝合术 消毒铺巾，气囊止血带止血，于切口两侧切开皮肤，缝合切口。不含清创术、扩创术等手术。
JWX73302 手掌皮肤缺损皮管移植 在腹部或其他部位形成皮管，3周后将皮管的一端接在腕掌关节近端，4周后断蒂，梳平皮瓣。

第 360 页



项目名称 项目内涵

JWX73303
手掌皮肤缺损前臂逆行

岛状皮瓣移植术

上止血带，根据设计线，在皮瓣的桡、尺侧做纵行切口，循深筋膜和肌膜之间向中线做锐性分离，

尺侧分离至桡侧屈肌腱，桡侧分离至肱桡肌腱，在桡动静脉近端夹断，观察皮瓣血供无碍后结扎，

直接或经隧道转移到手掌缝合，供瓣区植皮。

JWX73304
手掌皮肤缺损游离皮瓣

移植术

包括上臂外侧、髂腹股沟、下腹壁大腿外侧游离皮瓣、前臂逆行筋膜瓣加植皮，颞浅筋膜瓣加植皮

。以上臂外侧游离皮瓣为例做皮瓣后侧或远端切口，在深筋膜下向前分离至上臂外侧肌间隔，再做

内侧切口在深筋膜下向后分离至上臂外侧肌间隔，循皮支血管向肌间隔深面解剖，仔细寻找位于肌

间隔深面得桡侧副动脉后支，断蒂后与受区血管吻合，供区植皮。

JWX45305
手掌皮肤缺损远位带蒂

皮瓣转移术

以下腹部、髂腹股沟、侧胸、上腹部在适合覆盖创面的位置设计并形成相应形态的皮瓣，一端覆盖

缺损创面，3-4周后断蒂。

JWX68303
手部皮肤瘢痕松解成形

术

指不含爪形手畸形矫正术。消毒铺巾，气囊止血带止血，切开皮肤，做皮肤切口，松解瘢痕挛缩，

或皮肤移植，内/外固定。不含皮肤移植术。
JWX62301 手部皮肤瘢痕切除术 消毒铺巾，气囊止血带止血，切开皮肤，切除瘢痕，缝合切口。

JWX68304
掌侧手部瘢痕挛缩整形

术

术前设计，消毒铺巾，体位摆放，臂丛阻滞或全麻，上止血带，局限于手指的蹼状瘢痕或手掌的直

线索条瘢痕挛缩，可采用Z改形结合皮片移植矫正，手法复位，充分松解挛缩，肌腱粘连，同时保

护血管神经，全厚皮片或皮瓣移植修复创面，克氏针固定防止屈曲回缩。不含骨、肌腱、神经、血

管的处理及皮瓣供区植皮处理。

JWX45306 手外伤局部转移皮瓣术
术前设计，消毒铺巾，体位摆放，麻醉后手部局部清创，与临近或远位设计皮瓣转移修复创面。不

含手外伤后清创、骨、肌腱、神经、血管的处理及皮瓣供区植皮处理、断蒂术。

JWX73307
手背(掌)瘢痕切除松解

植皮术

术前设计、消毒铺巾、局部浸润麻醉、切开手背(掌)皮肤和皮下组织，彻底切除手背(掌)瘢痕，松

解瘢痕组织，必要时探查并松解创缘下神经肌腱等软组织，充分止血、冲洗创面，于供皮区切取中

厚皮片，游离移植修复创面，包扎固定。不包含供皮区游离皮片的切取、石膏外固定。

JWX68305
手部皮肤撕脱伤带蒂皮

瓣修复术

术前设计，消毒铺巾，体位摆放，臂丛麻醉，彻底清创，根据血管神经束的情况确定切除范围，带

蒂皮瓣移植修复创面，打包包扎，石膏托外固定。不含手外伤后清创、骨、肌腱、神经、血管的处

理及皮瓣供区植皮处理。

JWX68306
手部皮肤撕脱伤皮片移

植修复术

术前设计，消毒铺巾，体位摆放，臂丛麻醉，根据血管神经束的情况确定切除范围，中厚皮片移植

修复创面，打包包扎，石膏托外固定。不含手外伤后清创、骨、肌腱、神经、血管的处理及皮瓣供

区植皮处理。

JWX68307
手部皮肤撕脱伤游离皮

瓣修复术

术前设计，消毒铺巾，体位摆放，臂丛麻醉，彻底清创，根据血管神经束的情况确定切除范围，游

离皮瓣移植，血管吻合修复创面，打包包扎，石膏托外固定。不含手外伤后清创、骨、肌腱、神经

、血管的处理及皮瓣供区植皮处理。

JWX73308
手外带蒂皮瓣/管移位

术

消毒铺巾，气囊止血带止血，切开皮肤，于胸、腹、上肢掀取带蒂皮瓣/管，移位于损伤处，闭合

切口或皮肤移植或另一皮瓣移位。
JYK47301 手背脂肪填充术 局麻设计，受区切口注射纯化之颗粒脂肪，轻揉，供区加压包扎。不含脂肪抽吸。

JYK73302
手掌瘢痕切除游离植皮

术

指手掌瘢痕面积达手掌80%以上，消毒铺巾，设计切口，上驱血带，切除手掌瘢痕组织，彻底松解

粘连和挛缩，双极电凝止血，于供皮区切取全厚或中厚皮移植到手掌创面，包扎。不含植皮术。

JYK73303
手掌部分瘢痕切除植皮

术

指手掌瘢痕占手掌面积80%以下。消毒铺巾，设计切口，上驱血带，切除手掌瘢痕组织，彻底松解

粘连和挛缩，双极电凝止血，于供皮区切取全厚或中厚皮移植到手掌创面，包堆包扎。不含植皮术

JYK73304
手背瘢痕切除游离植皮

术

指手背瘢痕面积达手背80%以上。消毒铺巾，设计切口，上驱血带，切除手背瘢痕组织，彻底松解

粘连和挛缩，双极电凝止血，于供皮区切取中厚皮移植到手背创面，包堆包扎。不含植皮术。

JYK73305
指蹼瘢痕切除局部皮瓣

整形术

消毒铺巾，设计切口，上驱血带，切除瘢痕组织，彻底松解粘连和挛缩，掀起局部皮瓣，转移修复

创面，双极电凝止血，缝合切口，包扎。

JYK73306
指/趾蹼瘢痕切除植皮

术

消毒铺巾，设计切口，上驱血带，切除瘢痕组织，彻底松解粘连和挛缩，双极电凝止血，于供皮区

切取全厚或中厚皮移植到创面，加压包扎。

JYK73307 指/趾瘢痕切除植皮术
消毒铺巾，设计切口，上驱血带，切除指(趾)瘢痕组织，彻底松解粘连和挛缩，双极电凝止血，于

供皮区切取全厚或中厚皮移植到创面，加压包扎。不含植皮术。

JYK73301 虎口开大中厚植皮术
消毒铺巾，设计切口，上驱血带，切除瘢痕组织，彻底松解粘连和挛缩，双极电凝止血，于供皮区

切取中厚皮移植到虎口创面，包堆包扎。不含植皮术。

JWX68308 虎口成形术
消毒铺巾，气囊止血带止血，切开皮肤，做皮肤切口，松解瘢痕挛缩，或皮肤移植，内/外固定。

不含皮肤移植术。
JWX62302 虎口瘢痕松解切除术 虎口瘢痕切除松解，开大虎口。
JWX64301 手掌截肢术 消毒铺巾，气囊止血带止血，切开皮肤，于掌骨截骨，切除手远侧部，缝合切口。
JWX35302 手部切开引流术 刷洗，消毒铺巾，气囊止血带止血，切开皮肤，开通病灶，清洗创面，放置引流物。

JWX35303
手部切开引流灌洗管留

置术
刷洗，消毒铺巾，气囊止血带止血，切开皮肤，开通病灶，清洗创面，放置灌洗管和引流管。

JWX61301 手部清创术

洗刷范围只限于伤肢的正常皮肤，包括伤口边缘的皮肤。从伤口周围开始，直洗刷到肘关节以上，

清创去除创口内的异物，切除受污染的失活组织，冲洗器械清创后，先用生理氯化钠溶液冲洗创

面，再用1‰的苯扎溴铵(新洁尔灭)溶液(或用氯己定、度米芬等溶液)浸泡创面3分钟，最后再用生

理氯化钠溶液冲洗一次。
JWX35304 手部扩创引流术 刷洗，消毒铺巾，气囊止血带止血，清除病变组织，清洗创面，放置引流物。
JWX62303 手部创面切除术 刷洗，消毒铺巾，气囊止血带止血，切除创面，清洗。

JYK61301 手部扩创术
指手部未愈合创面的后期去除坏死组织，过度生长的肉芽组织的手术操作。术区皮肤消毒，彻底清

除局部坏死组织，1000-2000毫升生理盐水清洗创面，止血后创面用其他组织或敷料覆盖。不含植

皮术、皮瓣修复术。

JYK73309
手烧伤扩创交臂皮瓣修

复术

术区皮肤消毒，先行扩创或死骨清除术去除坏死组织，于对侧上肢切取带蒂皮瓣修复患侧创面，供

瓣区植皮或缝合，应用适当方式牢固固定双侧肢体。不含取皮术。

JYK62302
手烧伤切/削痂交臂皮

瓣修复术

术区皮肤消毒，先行切削痂术去除坏死组织，于对侧上肢切取带蒂皮瓣修复患侧创面，供瓣区植皮

或缝合，应用适当方式牢固固定双侧肢体。不含取皮术。

JYK73310
手烧伤扩创胸部皮瓣修

复术

术区皮肤消毒，先行扩创或死骨清除术去除坏死组织，于胸壁切取带蒂皮瓣修复患侧创面，供瓣区

植皮或缝合，应用适当方式牢固固定双侧肢体。不含取皮术。

JYK73311
手烧伤扩创腹部皮瓣修

复术

术区皮肤消毒，先行扩创或死骨清除术去除坏死组织，于腹壁切取带蒂皮瓣修复患侧创面，供瓣区

植皮或缝合，应用适当方式牢固固定双侧肢体。不含取皮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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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YK73312
手烧伤切削痂腹部皮瓣

修复术

术区皮肤消毒，先行切削痂术去除坏死组织，于腹壁切取带蒂皮瓣修复患侧创面，供瓣区植皮或缝

合，应用适当方式牢固固定双侧肢体。不含取皮术。

JYK73313
手烧伤切/削痂胸部皮

瓣修复术

术区皮肤消毒，先行切削痂术去除坏死组织，于胸壁切取带蒂皮瓣修复患侧创面，供瓣区植皮或缝

合，应用适当方式牢固固定双侧肢体。不含取皮术。

JYZ68303
烧伤后手腕部肌腱延长

术

术区皮肤消毒，切开皮肤或切除瘢痕暴露肌腱，切断延长并重新缝合，止血清洗伤口后，分层缝合

皮肤或应用植皮、皮瓣等覆盖肌腱。不含取皮术、植皮术或皮瓣覆盖术。

JYK42301 烧伤指/趾截除术
术区皮肤消毒，切除坏死皮肤和软组织，用咬骨钳或骨凿、手术刀截除坏死指(趾)骨，修整缝合残

端。
JYK42302 冻伤指/趾截除术 术区皮肤消毒，切除坏死皮肤和软组织，用咬骨钳或骨凿截除坏死指(趾)骨，修整缝合残端。

JYK73314
手部扩创延期人工真皮

移植术
消毒前期已切削痂的创面，清洗止血，移植人工真皮，缝合固定皮片。

JYK62303 手足切痂术
指手和指、足和趾的切痂。术区皮肤消毒，切除创面痂皮及皮下脂肪达深筋膜表面，Ⅳ度烧伤彻底

切除坏死肌肉和筋膜，止血，敷料或其他组织覆盖创面。

JYK62304 手足削痂术
指手和指、足和趾的削痂。术区皮肤消毒，根据焦痂厚度调节滚轴取皮刀或电动取皮刀至合适刻

度，消除创面痂皮及坏死脂肪，留下正常脂肪，止血，清洗，敷料或其他组织覆盖创面。
JYK62305 指/趾切痂术 术区皮肤消毒，切除创面痂皮及皮下脂肪达深筋膜表面，止血，敷料或其他组织覆盖创面。

JYK62306 指趾削痂术
术区皮肤消毒，根据焦痂厚度调节滚轴取皮刀至合适刻度，消除创面痂皮及坏死脂肪，留下正常脂

肪，止血，清洗，敷料或其他组织覆盖创面。
JWX62304 手部窦道切除术 刷洗，消毒铺巾，气囊止血带止血，切除窦道，清洗创面，放置引流物。

JWX73309 手部带蒂皮瓣旋转术
消毒铺巾，气囊止血带止血，切开皮肤，于手部掀取带蒂皮瓣，旋转或推进至损伤处，闭合切口或

皮肤移植。

JWX73310 手部带蒂皮瓣移位术
消毒铺巾，气囊止血带止血，切开皮肤，于手部掀取带蒂皮瓣，移位于损伤处，闭合切口或皮肤移

植。
JWX62305 手部痂皮切除术 刷洗，消毒铺巾，气囊止血带止血，切除痂皮，清洗创面。

JWX73311 手部大网膜移植植皮术

术前设计，消毒铺巾，体位摆放，全麻或臂丛加硬膜外麻醉，取上腹正中切口，进入腹腔后提出大

网膜下缘逐个分离切断结扎胃网膜动、静脉到胃大弯的血管分支，以及大网膜后层中间网膜后动脉

发出到横结肠的血管分支，此时大网膜基本游离，仅由胃网膜右动、静脉和肝动、静脉连接，由胃

网膜左动、静脉和脾动、静脉连接，以胃网膜右动、静脉和胃网膜左动、静脉为血管蒂作移植，将

大网膜通过腹部切口旁的皮下隧道引出体外，关闭腹部切口时在腹膜及腹壁切口上部留一小孔容纳

胃网膜动、静脉血管蒂通过，并用针线将胃网膜动、静脉血管束旁的软组织和腹壁隧道内、外口的

软组织缝合数针。大网膜移植到创面时，利用其柔软易塑形并可分成多个独立小叶的特点，将其严

密覆盖创面，填塞创面中的死腔，隔开肌腱，然后在大网膜上移植自体断层皮片，在皮瓣下或腕部

扩创后创面间置负压引流管。不含取皮、大网膜切取。

JWX45312
手部交臂皮瓣带蒂转移

术

术前设计，消毒铺巾，体位摆放，臂丛神经阻滞麻醉及局部浸润麻醉，皮瓣自深筋膜以浅掀起，修

薄止血后，取一中厚皮片，移植于供区创面，近蒂部处留一段皮片与近蒂部侧手指创缘连续外翻缝

合，其他三边皮片与供区三边创缘作间断缝合并留尾线，皮瓣适当修薄后覆盖创面缝合，植皮处加

压打包包扎，手臂间垫纱布或棉花，最后用宽胶布固定，三角巾吊悬，2-3周断蒂。不含手外伤后

清创、骨、肌腱、神经、血管的处理及皮瓣供区植皮处理、断蒂术。

JWX73313 手部交臂皮瓣断蒂术
术前设计，消毒铺巾，体位摆放，硬膜外麻醉下断蒂部的创面作适当的修整后，将蒂部皮瓣缘与前

臂创缘缝合，断蒂后的臂部创缘缝合，包扎固定。

JWX73314
手部邻指交叉皮下组织

瓣移植术

术前设计，消毒铺巾，体位摆放，指根神经阻滞或臂丛神经阻滞麻醉，组织瓣切取前，先将创面做

一布样置于相邻手指背侧，画出边缘稍大于布样2毫米的切口线，邻伤指侧为蒂，深筋膜下向蒂部

掀起，并保护腱周组织，将皮下组织瓣完全掀起后，于前臂内侧或股内侧取一中厚皮片，先与供区

留尾线作间断缝合，然后用连续外翻缝合法与邻指相邻的伤指，创缘作缝合，最后把邻指组织瓣放

入伤指皮下，间断缝合皮肤。不含手外伤后清创、骨、肌腱、神经、血管的处理及皮瓣供区植皮处

JWX46301 手部邻指皮瓣术

术前设计，消毒铺巾，体位摆放，指根神经阻滞或臂丛神经阻滞麻醉，皮瓣切取前，先将创面做一

布样置于相邻手指背侧，画出边缘稍大于布样2毫米的切口线，邻伤指侧为蒂，深筋膜下向蒂部掀

起，并保护腱周组织，皮瓣完全掀起后，于前臂内侧或股内侧取一中厚皮片，先与供区留尾线作间

断缝合，然后用连续外翻缝合法与邻指相邻的伤指、创缘作缝合，最后把邻指皮瓣呈翻书样翻向伤

指掌侧，间断缝合皮肤。不含手外伤后清创、骨、肌腱、神经、血管的处理及皮瓣供区植皮处理。

JWX73315 手部清创反取皮植皮术
术前设计，消毒铺巾，体位摆放，臂丛麻醉，彻底清创，根据血管神经束的情况确定切除范围，将

撕脱的皮肤修成全厚皮片或带真皮下血管网皮片，移植回原位，打包加压固定。不含取皮。

JWX73316 手部推进皮瓣(V—Y)术
术前设计，消毒铺巾，体位摆放，指总神经阻滞麻醉，于指端腹侧做一“V”形切口，形成三角皮

瓣，稍加游离，提升后与甲床及指甲缝合。不含手外伤后清创、骨、肌腱、神经、血管的处理及皮

瓣供区植皮处理。

JWX73317
手部胸腹部带蒂皮瓣断

蒂术

术前设计，消毒铺巾，体位摆放，硬膜外麻醉或臂丛麻醉下将断蒂部的创面作适当的修整后，将蒂

部皮瓣缘与前臂创缘缝合，断蒂后的腹部创缘缝合，包扎固定。

JWX45318
手部胸腹部带蒂皮瓣转

移术

术前设计，消毒铺巾，体位摆放，全麻或臂丛阻滞加硬膜外麻醉，沿皮瓣切计线切开皮肤、皮下组

织和筋膜，在腹壁筋膜的浅层作皮瓣游离，同时将消灭供区创面的皮瓣亦在腹壁筋膜浅层进行游

离，将制成的皮瓣覆盖于手及前臂的巨大创面上，先采用外翻缝合法，将消灭供区创面的推进皮瓣

的远端与手及前臂靠腹侧的创缘结节缝合，再作皮瓣远端缘与手及前臂远离腹壁的创缘作结节缝

合，再将皮瓣的两侧缘与手及前臂近侧与远侧创缘缝合，于皮瓣两侧放置引流，蒂部用碘仿纱条，

包扎，固定。不含二期断蒂及术后皮瓣修整，手外伤后清创、骨、肌腱、神经、血管的处理及皮瓣

供区植皮处理。

JWX73319 手部鱼际皮瓣移位术

术前设计，消毒铺巾，体位摆放，臂丛阻滞麻醉。患者取上肢外展位。切开皮瓣桡侧缘，在豌豆骨

处沿尺神经浅支向远端仔细解剖小神经分支至小鱼际皮肤，作皮瓣的尺侧缘切口，使皮瓣除血管神

经相连外其余部分全被游离，在皮瓣近端结扎尺动、静脉血管蒂，切断尺神经掌深支的小鱼际皮

支，并按皮瓣转移长度的需要，结扎掌浅弓分支，使皮瓣血管蒂在无张力下移位于受区部位，在受

区部分切除瘢痕组织，并在创面近端游离指神经近断端，切除断端神经瘤，将指神经与皮瓣的神经

皮支作束膜缝合。不含手外伤后清创、骨、肌腱、神经、血管的处理及皮瓣供区植皮处理。

JWX73320
手部外伤皮肤缺损游离

皮片移植术

术前设计，消毒铺巾，体位摆放，麻醉后手部清创，于供皮区切取适当厚度皮片移植，加压包扎，

患指术后外固定制动。不含清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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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WX62306 手部痛风病灶切除术 消毒铺巾，气囊止血带止血，切开皮肤，显露并切除病灶。

JWX68309 仰指畸形矫正术
消毒铺巾，气囊止血带止血，切开皮肤，瘢痕切除松解，肌腱或关节松解，皮肤或皮瓣移植，内/

外固定。不含皮肤移植、内固定术。

JWX73321
严重烧伤爪形手皮管移

植术Ⅰ期手术
在腹部适合于爪形手瘢痕松解位置的侧腹壁设计并形成双蒂皮管。

JWX73322
严重烧伤爪形手皮管移

植术Ⅱ期手术
3周后将皮管的一端接在拇指腕掌关节近端或爪形手瘢痕松解后创面。

JWX73323
严重烧伤爪形手皮管移

植术Ⅲ期手术
3-4周后将皮管的另一端接在四指的腕掌关节处。

JWX73324
严重烧伤爪形手皮管移

植术Ⅳ期手术
3-5周后将皮管一剖为二，一半修复拇指及虎口，另一半修复其它四指。

JWX68310 爪形手畸形矫正术
术前设计，消毒铺巾，体位摆放，臂丛阻滞或全麻，瘢痕切除。皮肤缺损游离中厚或全厚皮移植，

局部皮瓣转移术，松解伸指总肌腱和伸拇长肌腱粘连，手法复位，背侧关节囊松解，修复掌指关节

背伸畸形，指间关节的畸形可采用关节融合术，使用克氏针固定于掌屈位。

JWX68311 拳形手畸形矫正术
术前设计，消毒铺巾，体位摆放，臂丛阻滞或全麻，瘢痕切除，最大限度松解挛缩，中厚或全厚皮

片移植。指蹼重建：优先采用皮瓣修复，指蹼加深要到位，瘢痕挛缩严重可行植皮，但指蹼中央应

当插入三角或梯形皮瓣，拇指近侧指骨处切断拇内收肌横头加深虎口。
JWX73325 腹部埋藏皮瓣移位术 清创，于腹部切开，将手埋藏于腹部皮下组织内。
JWX50302 腹部埋藏手取出术 将埋藏在腹部的手取出或扩创，皮肤移植。

JWX50303
腹部埋藏手取出分指植

皮术
将埋藏在腹部的手取出或扩创，分开手指，皮肤移植。

7.骨盆与髋关节
骨盆

JXA47301 骨盆骨折盆腔填塞术
消毒铺巾，切开暴露骨盆内置后腹膜，给予止血，用无菌敷料填塞后腹膜及盆腔空隙，用无菌敷料

包扎伤口。

JXA57301
骨盆骨折闭合复位内固

定术

摆体位，选择适合入路切开，保护周围血管神经组织，保护骨折端血供，显露骨折形态，准确复位

骨折端，选择相应内固定物进行骨折固定，冲洗伤口，放置引流，逐层缝合伤口。必要时术中X线

检查骨折及内固定物位置或进行术中计算机导航。不含术中X线引导、术中导航。

JXA57302
骨盆骨折闭合复位外固

定架固定术

摆体位，必要时在骨科牵引手术床上固定患肢，选择外固定架针入点，在骨折两端固定外固定架

针，保护周围软组织，防止血管神经损伤，X线透视下复位骨折，透视下对骨折进行固定，冲洗伤

口，放置引流，逐层缝合伤口。必要时术中X线检查骨折及内固定物位置。

JXA57303
骨盆骨折切开复位内固

定术

摆体位，选择适合入路切开，保护周围血管神经组织，保护骨折端血供，显露骨折形态，准确复位

骨折端，选择相应内固定物进行骨折固定，冲洗伤口，放置引流，逐层缝合伤口。必要时术中X线

检查骨折及内固定物位置或进行术中计算机导航。不含术中X线引导、术中导航。

JXA57304
陈旧骨盆骨折切开复位

内固定术

陈旧骨折包括骨折不愈合、畸形愈合、骨折伴感染，病变部位为非正常解剖结构，手术操作难度增

大很多。摆体位，选择适合入路切开，保护周围血管神经组织，保护骨折端血供，显露骨折形态，

复位骨折端，必要时进行截骨矫形，选择相应内固定物进行骨折固定，冲洗伤口，放置引流，逐层

缝合伤口。必要时术中X线检查骨折及内固定物位置或进行术中计算机导航。不含术中植骨术、X线

引导、术中导航。

JXA57305
骨盆骨折切开复位外固

定架固定术

摆体位，必要时在骨科牵引手术床上固定患肢，选择外固定架针入点，在骨折两端固定外固定架针

。保护周围软组织，防止血管神经损伤，切开暴露骨折端，直视下复位骨折，必要时对骨折端进行

内固定，透视下对骨折进行穿针，外固定架固定，冲洗伤口，放置引流，逐层缝合伤口。必要时术

中X线检查骨折、内固定物位置。

JXA57306
陈旧骨盆骨折切开复位

外固定架固定术

陈旧骨折包括骨折不愈合、畸形愈合、骨折伴感染，病变部位为非正常解剖结构，手术操作难度增

大很多。摆体位，必要时在骨科牵引手术床上固定患肢，选择外固定架针入点，在骨折两端固定外

固定架针，切开暴露骨折端，复位骨折，必要时进行截骨矫形，保护周围软组织，防止血管神经损

伤，透视下对骨折进行固定，冲洗伤口，放置引流，逐层缝合伤口。必要时术中X线检查骨折及内

固定物位置。不含植骨术。
JXA61301 骨盆内移截骨术 显露髋臼上缘，保护髂动脉、髂静脉、坐骨神经，斜行截断髂骨，内移股骨头，螺钉固定。

JXA62301 半骨盆切除术

麻醉、侧卧位，髂腹股沟、髂后、会阴联合切口，逐层切开，分离探查腹膜及盆腔脏器，分离髂股

血管、股神经，分离臀肌皮瓣，显露髂骨、耻骨、坐骨，结扎切断髂血管及股神经、坐骨神经，保

护后尿道，切开耻骨联合、切断骶髂关节，切除半侧骨盆，止血，缝合，术中需应对大出血可能，

3000毫升生理盐水冲洗。

JXA62302 骨盆肿瘤切除术(小)

麻醉，消毒，侧卧位，对累及髂骨、髋臼、耻坐骨单一骨骼的较小肿瘤选择相应部位弧形切口，如

有原活检伤口需一并切除，探查分离肿瘤与髂血管、股血管、股神经、坐骨神经，必要时结扎髂内

动脉。自腹膜外分离腹腔脏器，探查小心分离肿瘤与膀胱、直肠、妇科器官，在肿瘤周围正常组织

内分离显露，切断肿瘤周围附着的肌肉、韧带，髋臼部位需切开髋关节囊，脱位股骨头，病变适当

位置开窗，行病灶内刮除，骨性残腔用磨钻去除骨嵴并用物理化学方法灭活，沿病灶包膜周围边缘

切除所有受累的骨与软组织，扩大切除完整肿瘤及周围1-3厘米正常组织，止血，逐层缝合伤口，

生理盐水3000毫升冲洗。不含X线引导、导航。

JXA62303 骨盆肿瘤切除术(大)

麻醉，消毒，侧卧位，对累及髂骨、髋臼、耻坐骨两个或以上骨骼的较大肿瘤选择相应部位弧形切

口，如有原活检伤口需一并切除，探查分离肿瘤与腹主动脉、髂血管、股血管、股神经、坐骨神

经，必要时结扎髂内动脉，如有血管神经小破损可进行简单修复，自腹膜外分离腹腔脏器，探查小

心分离肿瘤与膀胱、直肠、妇科器官，如小的脏器破损可进行简单修复，肿瘤周围正常组织内分离

显露，切断肿瘤周围附着的肌肉、韧带，髋臼部位需切开髋关节囊，脱位股骨头，病变适当位置开

窗，行病灶内刮除，清除病变，骨性残腔用磨钻去除骨嵴并用物理化学方法灭活，沿病灶包膜周围

边缘切除所有受累的骨与软组织，扩大切除完整肿瘤及周围1-3厘米正常组织，止血，逐层缝合伤

口，对肿瘤切除后存在软组织缺损的进行重建，在局部取适当大小带蒂肌皮瓣转移覆盖软组织缺

损，如仍有表皮缺损，可取自体游离皮片移植覆盖，用生理盐水3000毫升冲洗。不含X线引导、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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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名称 项目内涵

JXA69301
骨盆肿瘤切除重建术

(小)

麻醉，消毒，侧卧位，对累及髂骨、髋臼、耻坐骨单一骨骼的肿瘤选择相应部位弧形切口，探查分

离肿瘤与腹主动脉、髂血管、股血管、股神经、坐骨神经，必要时结扎髂内动脉，自腹膜外分离腹

腔脏器，探查小心分离肿瘤与膀胱、直肠、妇科器官，在肿瘤周围正常组织内分离显露，切断肿瘤

周围附着的肌肉、韧带，髋臼部位需切开髋关节囊，脱位股骨头，病变适当位置开窗，行病灶内刮

除，清除病变，骨性残腔用磨钻去除骨嵴并用物理化学方法灭活，沿病灶包膜周围边缘切除所有受

累的骨与软组织，扩大切除完整肿瘤及周围1-3厘米正常组织，病灶清除后进行骨盆重建，逐层缝

合伤口，用生理盐水3000毫升冲洗。不含X线引导、导航。

JXA69302
骨盆肿瘤切除重建术

(大)

麻醉，消毒，侧卧位，对累及髂骨、髋臼、耻坐骨两个或两个以上骨骼的较大肿瘤选择相应部位弧

形切口，如有原活检伤口需一并切除，探查分离肿瘤与腹主动脉、髂血管、股血管、股神经、坐骨

神经，必要时结扎髂内动脉。如有血管神经小破损可进行简单修复。自腹膜外分离腹腔脏器，探查

小心分离肿瘤与膀胱、直肠、妇科器官，尽量同时保证肿瘤边界脏器经的完整性。如小的脏器破损

可进行简单修复。在肿瘤周围正常组织内分离显露，切断肿瘤周围附着的肌肉、韧带，髋臼部位需

切开髋关节囊，脱位股骨头，病变适当位置开窗，行病灶内刮除，清除病变，骨性残腔用磨钻去除

骨嵴并用物理化学方法灭活，沿病灶包膜周围边缘切除所有受累的骨与软组织，扩大切除完整肿瘤

及周围1-3厘米正常组织，病灶清除后进行骨盆重建，逐层缝合伤口，用生理盐水3000毫升冲洗。

不含X线引导、导航。
髋关节

JXB35301 髂窝脓肿切开引流术
麻醉，消毒，大麦氏切口，逐层切开，推开腹膜及髂血管、股神经，显露髂窝，清除脓腔，引流脓

液，用生理盐水3000毫升冲洗，缝合。
JXB44301 髂骨取骨术 消毒铺巾，采取髂嵴上开窗术，依次切开，暴露松质骨，小弯骨凿挖出松质骨，缝合。

JXB61301 骨盆髋臼周围截骨术
髋部到弧形切口约20-25厘米，显露股骨大转子，截断，连同臀中小肌向近端翻转，显露关节囊、

髂骨，至坐骨切迹，保护坐骨神经(后)、股动静脉(前)、股神经(前)，X线或导航引导下将髂骨斜

行截断，将股骨头内移，2-3枚长螺钉固定。不含X线引导。
JXB62301 坐骨结节囊肿切除术 麻醉，消毒，俯卧位，臀部沿坐骨切口，逐层切开，显露坐骨结节，切除囊肿，止血，缝合。

JXB57301
先天性髋脱位Ⅰ期石膏

固定术

麻醉下复位后，套袜套，裹棉衬，抬上石膏架，1人把持位置，2人以石膏带固定腹部双侧髋部及双

侧下肢大腿。

JXB57302
先天性髋脱位Ⅱ期石膏

固定术

麻醉下保持复位位置，双下肢套袜套，裹棉衬，准备连接横梁，1人把持位置，2人以石膏带固定膝

关节，并将横梁固定于双侧石膏管型上。

JXB57303
先天性髋脱位Ⅲ期石膏

固定术

麻醉下保持复位位置，双下肢套袜套，裹棉衬，准备连接横梁，1人把持位置，2人以石膏带固定双

小腿，并将横梁固定于双侧石膏管型上。

JXB57304
先天性髋脱位术后石膏

固定术

麻醉下保证复位位置，套袜套，裹棉衬，抬上石膏架，1人把持位置，2人以石膏带固定腹部患侧髋

部及患侧下肢(单髋人字)。

JXB57305
先天性髋关节脱位切开

复位石膏固定术

适于当手法复位失败后，或者有合并骨折与神经血管损伤的髋关节脱位。通过手术方法整复脱位的

关节，将骨折复位并内固定，修复损伤的血管神经，术后使用石膏绷带塑型后固定。

JXB55301 髋关节脱位切开复位术
摆体位，选择适合入路切开，保护周围血管神经组织，保护骨折端血供，显露髋关节，牵引复位髋

关节，冲洗伤口，放置引流，逐层缝合伤口，必要时术中X线检查关节位置。

JXB61302 髋关节病灶清理术

消毒铺巾，铺一次性防水无菌单，穿一次性防水手术衣，X线引导下定位髋关节外侧入路，牵引下

关节镜探查股骨头与髋臼软骨面、股骨头韧带、盂唇、周围滑膜，放松牵引，X线定位引导下髋关

节下入路探查股骨头下，髋臼周围，髋关节前内、前外、后外滑膜，将损伤软骨进行打磨，修理平

整，21000毫升生理盐水冲洗关节腔。不含X线引导、术中导航、微骨折术。

JXB53301 髋关节松解术
摆体位，必要时在骨科牵引手术床上固定患肢，选择髋关节外固定架针入点，在骨折两端固定外固

定架针。保护周围软组织，防止血管神经损伤，X线透视下复位骨折脱位，透视下对骨折进行连接

外固定架固定。必要时进行切开复位或术中X线检查骨折及关节位置。不含骨折内固定术。

JXB53401 关节镜下髋关节松解术

消毒铺巾，铺一次性防水无菌单，穿一次性防水手术衣，X线引导下定位髋关节外侧入路，牵引下

关节镜探查股骨头与髋臼软骨面、股骨头韧带、盂唇、周围滑膜，放松牵引，X线定位引导下髋关

节下入路探查股骨头下，髋臼周围，髋关节前内、前外、后外滑膜，切除关节内瘢痕组织，手法推

拿，30000毫升生理盐水冲洗。不含X线引导、术中导航。
JXB55302 髋关节牵引术 髋关节手术中的牵引。不含X线引导。

JXB42301 髋关节离断术
入路，神经血管切断处理，肌腱肌肉切断，肌肉成型，肌固定，放置引流，关闭伤口，1000毫升生

理盐水冲洗。

JXB50401
关节镜下髋关节游离体

取出术

消毒铺巾，铺一次性防水无菌单，穿一次性防水手术衣，X线引导下定位髋关节外侧入路，牵引下

关节镜探查股骨头与髋臼软骨面、股骨头韧带、盂唇、周围滑膜，放松牵引，X线定位引导下髋关

节下入路探查股骨头下，髋臼周围，髋关节前内、前外、后外滑膜，将1-3个游离体取出。21000毫

升生理盐水冲洗关节腔。不含X线引导、术中导航。

JXB51301 全髋人工关节置换术
适于髋关节器质性病变的治疗。切除病变髋关节，置换髋关节人工假体切开，保护股神经或坐骨神

经，保护股动静脉，显露病变关节，脱出股骨头，准确截骨，显露髋臼，髋臼和股骨扩髓，精确安

放髋臼股骨柄假体，术中用X线引导或导航。不含X线引导、导航。

JXB51302 髋关节表面置换术
适于股骨颈部分结构良好的年轻髋关节病变患者。充分显露，精确磨除髋臼软骨面，安放髋臼杯，

合适角度股骨头表面截骨，安放股骨头表面假体，骨水泥固定。术中X线透视或导航检测。不含X线

透视、导航。

JXB51303 全髋人工关节翻修术
适于初次或再次全髋或股骨头置换后假体松动、感染、磨损及功能不佳等患者。取出原假体(全部

或部分)，处理骨缺损(髋臼、股骨干)，重新植入或更换全部或部分假体，术中需X线透视或导航。

不含术中X线透视、导航。

JXB57306
全髋人工关节翻修联合

内固定术

对术中有髋臼或股骨上段骨折或需大段植骨，先用钢板、螺钉或钢缆等固定骨折或植骨处，然后重

新植入人工假体矫正畸形，术中需X线透视或导航。不含术中X线透视、导航。

JXB57307
髋关节假体周围骨折内

固定术

对术中或术后植入人工假体后周围骨折(以股骨干为常见)，用钢板、螺钉或记忆合金板固定，对合

并假体松动者或假体长度不够者同时更换假体，术中需X线透视或导航。不含术中X线透视、导航。

JXB57308
先天性髋关节脱位切开

复位骨盆截骨内固定术
将髋臼部位的骨盆截骨并旋转后使用内固定材料固定，以增加髋臼对股骨头的有效覆盖。

JXB57309
先天性髋关节脱位切开

复位骨盆股骨截骨内固

定术

适用于VI度以上的先天性髋关节脱位的矫正。当髋臼截骨内固定后髋臼对股骨头的覆盖得到解决，

但股骨头仍然不能复位或股骨颈干角仍然异常的情况下，再进行股骨上端截骨然后内固定，使得先

髋脱位得以矫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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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XB68301 髋关节软骨微骨折术

消毒铺巾，铺一次性防水无菌单，穿一次性防水手术衣，X线引导下定位髋关节外侧入路，牵引下

关节镜探查股骨头与髋臼软骨面、股骨头韧带、盂唇、周围滑膜，放松牵引，X线定位引导下髋关

节下入路探查股骨头下，髋臼周围，髋关节前内、前外、后外滑膜，将软骨剥脱区周围进行打磨，

修理平整，软骨下骨用微骨折器械钻孔，30000毫升生理盐水冲洗。不含X线引导、术中导航。

JXB61401
关节镜下髋关节滑膜部

分切除术

消毒铺巾，铺一次性防水无菌单，穿一次性防水手术衣，X线引导下定位髋关节外侧入路，牵引下

关节镜探查股骨头与髋臼软骨面、股骨头韧带、盂唇、周围滑膜，放松牵引，X线定位引导下髋关

节下入路探查股骨头下，髋臼周围，髋关节前内、前外、后外滑膜，将病变滑膜切除，21000毫升

生理盐水冲洗关节腔。不含X线引导、术中导航。
JXB62302 髋关节滑膜切除术 消毒铺巾，切开皮肤，显露关节，清除滑膜，松解粘连。

JXB62401
关节镜下髋关节滑膜全

切除术

消毒铺巾，铺一次性防水无菌单，穿一次性防水手术衣，X线引导下定位髋关节外侧入路，牵引下

关节镜探查股骨头与髋臼软骨面、股骨头韧带、盂唇、周围滑膜，放松牵引，X线定位引导下髋关

节下入路探查股骨头下，髋臼周围，髋关节前内、前外、后外滑膜，将关节镜视野内操作范围内滑

膜全切，30000毫升生理盐水冲洗。不含X线引导、术中导航。

JXB51304
全髋人工关节置换联合

截骨术

合并髋臼或股骨上段畸形，在行关节置换术时同时行髋臼或骨盆或股骨上端截骨，术中应用X线透

视或导航。不含术中透视、导航。

JXB51305
全髋人工关节置换联合

植骨术

合并髋臼或股骨上段大段骨缺损者在行全髋关节置换术同时行大段同种异体植骨术，术中应用X线

透视或导航。不含术中透视、导航。

JXB68302 髋臼盂唇缝合术
消毒铺巾，切开探查股骨头与髋臼软骨面、股骨头韧带、盂唇、周围滑膜，将损伤盂唇周围清理，

新鲜化，缝合固定盂唇。

JXB68401
关节镜下髋臼盂唇缝合

术

消毒铺巾，铺一次性防水无菌单，穿一次性防水手术衣，X线引导下定位髋关节外侧入路，牵引下

关节镜探查股骨头与髋臼软骨面、股骨头韧带、盂唇、周围滑膜，放松牵引，X线定位引导下髋关

节下入路探查股骨头下，髋臼周围，髋关节前内、前外、后外滑膜，将损伤盂唇周围清理，新鲜

化，用镜下缝合器械缝合固定盂唇，30000毫升生理盐水冲洗。不含X线引导、术中导航。
JXB62303 髋臼盂唇切除术 消毒铺巾，切开探查股骨头与髋臼软骨面、股骨头韧带、盂唇、周围滑膜，将损伤盂唇部分切除。

JXB62402
关节镜下髋臼盂唇切除

术

消毒铺巾，铺一次性防水无菌单，穿一次性防水手术衣，X线引导下定位髋关节外侧入路，牵引下

关节镜探查股骨头与髋臼软骨面、股骨头韧带、盂唇、周围滑膜，放松牵引，X线定位引导下髋关

节下入路探查股骨头下，髋臼周围，髋关节前内、前外、后外滑膜，将损伤盂唇部分切除。21000

毫升生理盐水冲洗关节腔。不含X线引导、术中导航。
JXB62304 髋臼骨赘切除术 消毒铺巾，切开探查股骨头与髋臼软骨面、股骨头韧带、盂唇、周围滑膜，切除髋臼周缘骨赘。

JXB62403
关节镜下髋臼骨赘切除

术

消毒铺巾，铺一次性防水无菌单，穿一次性防水手术衣，X线引导下定位髋关节外侧入路，牵引下

关节镜探查股骨头与髋臼软骨面、股骨头韧带、盂唇、周围滑膜，放松牵引，X线定位引导下髋关

节下入路探查股骨头下，髋臼周围，髋关节前内、前外、后外滑膜，切除髋臼周缘骨赘。21000毫

升生理盐水冲洗关节腔。不含X线引导、术中导航。

JXB61303 髋臼旋转截骨术
髋部到弧形切口约20-25厘米，显露股骨大转子，截断，连同臀中小肌向近端翻转，显露关节囊、

髂骨、坐骨、耻骨，保护坐骨神经(后)、股动静脉(前)，截断耻骨基底，髂坐骨弧形截骨，将股骨

头向内推，长螺钉固定髂骨截骨，术中X线引导(或导航引导)。不含X线引导、导航。

JXB68303 髋臼造盖成形术
经髋关节各种入路，于髋臼顶部截骨后植入楔形骨块或于髋臼外上缘将髂骨做斜形截骨后下翻，上

方植骨，螺钉内固定。不含C型臂引导。

JXB57310
髋臼骨折切开复位内固

定术

摆体位，选择适合入路切开，保护周围血管神经组织，保护骨折端血供，显露骨折形态，准确复位

骨折端，选择相应内固定物进行骨折固定，冲洗伤口，放置引流，逐层缝合伤口，必要时术中X线

检查骨折及内固定物位置或进行术中计算机导航。不含术中X线引导、术中导航。

JXB57311
陈旧髋臼骨折切开复位

内固定术

陈旧骨折包括骨折不愈合、畸形愈合、骨折伴感染，病变部位为非正常解剖结构，手术操作难度增

大很多。摆体位，选择适合入路切开，保护周围血管神经组织，保护骨折端血供，显露骨折形态，

复位骨折端，必要时进行截骨矫形，选择相应内固定物进行骨折固定，冲洗伤口，放置引流，逐层

缝合伤口。必要时术中X线检查骨折及内固定物位置或进行术中计算机导航。不含术中植骨术、X线

引导、术中导航。

JXB57312
髋臼骨折闭合复位内固

定术

摆体位，选择适合入路切开，保护周围血管神经组织，保护骨折端血供，不显露骨折端，闭合复位

骨折端，一般在透视影像监视下进行，选择相应内固定物进行骨折固定，冲洗伤口，放置引流，缝

合伤口。必要时术中X线检查骨折及内固定物位置或进行术中计算机导航。不含术中X线引导、术中

JXB57401
关节镜下髋臼骨折复位

内固定术

消毒铺巾，铺一次性防水无菌单，穿一次性防水手术衣，X线引导下定位髋关节外侧入路，牵引下

关节镜探查股骨头与髋臼软骨面、股骨头韧带、盂唇、周围滑膜，放松牵引，X线定位引导下髋关

节下入路探查股骨头下，髋臼周围，髋关节前内、前外、后外滑膜，清理髋臼骨折端血肿、瘢痕，

关节镜下复位，克氏针固定，内固定螺钉固定，30000毫升生理盐水冲洗。不含X线引导、术中导航
8.大腿、小腿骨与膝

关节
JXC53301 下肢关节松解术 包括髋、踝关节关节囊松解切除术或韧带松解，关节腔清理，石膏或支具保护，术后功能锻炼。

JZN64301 大腿截肢术
入路，神经血管切断处理，肌腱肌肉切断，截骨，肌肉成型，肌固定，放置引流，关闭伤口，用生

理盐水1000毫升冲洗。

JZN64303 深度烧伤大腿截肢术
术区皮肤消毒，显露并确定坏死平面，截除坏死肢体远端，妥善处理残端血管、神经、骨骼、肌肉

等组织，缝合残端，或用皮瓣或皮片修复残端创面。不含植皮术、皮瓣修复术。

JZP64302 小腿截肢术
麻醉，消毒，入路，神经血管切断处理，肌腱肌肉切断，截骨，肌肉成型，肌固定，放置引流，关

闭伤口，用生理盐水1000毫升冲洗。

JZP64304 深度烧伤小腿截肢术
术区皮肤消毒，显露并确定坏死平面，截除坏死肢体远端，妥善处理残端血管、神经、骨骼、肌肉

等组织，缝合残端，或用皮瓣或皮片修复残端创面。不含植皮术、皮瓣修复术。

JYT42301 烧伤肢体截除术
术区皮肤消毒，切除坏死皮肤和软组织，用骨膜分离器、骨锯、咬骨钳、骨凿、手术刀等器械截除

坏死肢体，修整缝合残端。
股骨

JXD53301 股骨头钻孔减压术 显露股骨大转子，C形臂X线透视引导下3.5毫米钻头坏死区多处钻孔减压。不含术中X线引导。
JXD53302 股骨头减压游离骨植骨 显露股骨大转子，C形臂X线透视引导下8-9毫米套筒减压，髂骨取骨植入。不含术中X线引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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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XD53401
关节镜下股骨头钻孔减

压术

消毒铺巾，铺一次性防水无菌单，穿一次性防水手术衣，X线引导下定位髋关节外侧入路，牵引下

关节镜探查股骨头与髋臼软骨面、股骨头韧带、盂唇、周围滑膜，放松牵引，X线定位引导下髋关

节下入路探查股骨头下，髋臼周围，髋关节前内、前外、后外滑膜，X线引导下克氏针定位，空心

钻头钻孔减压，21000毫升生理盐水冲洗关节腔。不含X线引导、术中导航。

JXD73301
股骨头减压带肌蒂骨移

植术

髋关节前方显露，切开关节囊，显露股骨头、颈，开窗，坏死区减压，带肌蒂骨(髂骨、大转子部)

植入，固定。不含术中X线引导。

JXD73302
股骨头减压带血管蒂骨

移植术

髋关节前方切口10-15厘米，保护髂外动静脉和股神经，切开关节囊，显露股骨头，颈骨开窗，清

除坏死骨，显露髂骨及血管，仔细分离，取下带小血管髂骨，植入股骨头、颈部，螺钉固定。不含

术中X线透视。

JXD73303
股骨头减压吻合血管腓

骨移植术

经髋关节前侧切开，显露关节囊，保护股动静脉，切开关节囊作股骨头坏死骨清除。显露动脉分

支，另一切口小腿外侧切开，显露腓骨中段，游离腓动静脉，切断骨及血管。将腓骨带血管移至股

骨头颈内，显微镜下吻合血管，固定骨块。不含术中用显微镜、术中X线透视。

JXD57401
关节镜股骨头骨折复位

内固定术

消毒铺巾，铺一次性防水无菌单，穿一次性防水手术衣，X线引导下定位髋关节外侧入路，牵引下

关节镜探查股骨头与髋臼软骨面、股骨头韧带、盂唇、周围滑膜，放松牵引，X线定位引导下髋关

节下入路探查股骨头下，髋臼周围，髋关节前内、前外、后外滑膜，清理骨折端血肿，瘢痕，关节

镜监视下复位，克氏针固定，内固定螺钉固定，30000毫升生理盐水冲洗。不含X线引导、术中导航

JXD51301 人工股骨头置换术
适于股骨头器质性病变但髋臼侧仍然良好患者，切开，保护股神经或坐骨神经，保护股动静脉，显

露病变关节，脱出股骨头，准确截骨。显露髋臼，处理髋臼圆韧带和股骨扩髓，使用试模测试，精

确安放股骨头假体，术中用X线引导(或导航)或检查位置。不含术中X线引导、导航。

JXD61301
经股骨转子间股骨头旋

转截骨术

髋部侧方倒弧形切口20-25厘米，显露股骨大转子，截骨，连同臀中小肌向近端翻转，显露关节

囊，沿髋臼切断关节囊及髂腰肌下部关节囊，上转子间截断，再将小转子横行截断，将股骨头、颈

及部分转子向前或向后旋转，X线(或导航)引导下螺钉固定截骨。不含术中X线、导航。

JXD61302 股骨颈楔形截骨术
髋关节前侧切开，显露关节，切开，显露股骨头、颈，保护股动静脉和股神经，将股骨颈截断，楔

形截骨，对合，放置内固定。

JXD57301
股骨颈骨折闭合复位内

固定术

摆体位，选择适合入路切开，保护周围血管神经组织，保护骨折端血供，不显露骨折端，闭合复位

骨折端，一般在透视影像监视下进行，选择相应内固定物进行骨折固定，冲洗伤口，放置引流，缝

合伤口。必要时术中X线检查骨折及内固定物位置或进行术中计算机导航。不含术中X线引导、术中

JXD57302
陈旧股骨颈骨折闭合复

位内固定术

陈旧骨折包括骨折不愈合、畸形愈合、骨折伴感染，病变部位为非正常解剖结构，手术操作难度增

大很多。摆体位，选择适合入路切开，保护周围血管神经组织，保护骨折端血供，显露骨折形态，

准确复位骨折端，选择相应内固定物进行骨折固定，冲洗伤口，放置引流，逐层缝合伤口。必要时

术中X线检查骨折及内固定物位置或进行术中计算机导航。不含植骨术、术中X线引导、术中导航。

JXD57303
股骨颈骨折切开复位内

固定术

摆体位，选择适合入路切开，保护周围血管神经组织，保护骨折端血供，显露骨折形态，准确复位

骨折端，选择相应内固定物进行骨折固定，冲洗伤口，放置引流，逐层缝合伤口。必要时术中X线

检查骨折及内固定物位置或进行术中计算机导航。不含术中X线引导、术中导航。

JXD57304
陈旧股骨颈骨折切开复

位内固定术

陈旧骨折包括骨折不愈合、畸形愈合、骨折伴感染，病变部位为非正常解剖结构，手术操作难度增

大很多。摆体位，选择适合入路切开，保护周围血管神经组织，保护骨折端血供，显露骨折形态，

复位骨折端，必要时进行截骨矫形，选择相应内固定物进行骨折固定，冲洗伤口，放置引流，逐层

缝合伤口。必要时术中X线检查骨折及内固定物位置或进行术中计算机导航。不含植骨术、术中X线

引导、术中导航。

JXD73304
股骨颈骨折切开复位带

血管组织移植术

摆体位，选择适合入路切开，保护周围血管神经组织，保护骨折端血供，显露骨折形态，选择相应

移植物进行带血管蒂的组织移植或进行血管吻合的游离组织移植，冲洗伤口，放置引流，逐层缝合

伤口。必要时术中X线检查骨折位置。不含术中X线引导。

JXD61303
股骨大转子下移抬高截

骨术
显露股骨大转子，大转子截骨，X线引导，外展后将截骨块固定在下及远端。不含术中X线引导。

JXD61304
股骨转子间/下内外翻

截骨术

股骨近端切开，保护股动静脉、坐骨神经，显露股骨近端，截断，楔形截骨，矫正内翻或外翻，X

线引导下复位，钢板、螺钉固定。不含术中X线引导。

JXD57305
股骨转子间骨折闭合复

位钢板螺丝钉内固定术

摆体位，选择骨折端远近端切开，保护周围软组织，防止血管神经损伤，透视下闭合复位骨折端，

选择适宜的钢板螺丝钉固定系统，经皮下或肌下跨越骨折端，用螺钉进行骨折固定。冲洗伤口，放

置引流，逐层缝合伤口。必要时术中X线检查骨折及内固定物位置。不含术中X线引导、术中导航。

JXD57306
股骨转子间骨折闭合复

位髓内针内固定术

摆体位，必要时在骨科牵引手术床上固定患肢，选择适合入路切开，打开骨髓腔，保护周围软组

织，防止血管神经损伤，保护骨折端血供，X线透视下复位骨折，选择适宜的髓内针固定系统，透

视下对骨折进行固定，冲洗伤口，放置引流，逐层缝合伤口。必要时术中X线检查骨折及内固定物

位置或应用术中计算机导航。不含术中X线引导、术中导航。

JXD57307
股骨转子间骨折闭合复

位外固定架固定术

摆体位，必要时在骨科牵引手术床上固定患肢，选择外固定架针入点，在骨折两端固定外固定架

针，保护周围软组织，防止血管神经损伤，X线透视下复位骨折，透视下对骨折进行固定，冲洗伤

口，放置引流，逐层缝合伤口。必要时术中X线检查骨折及内固定物位置。

JXD57308
股骨转子间骨折切开复

位髓内针内固定术

摆体位，必要时在骨科牵引手术床上固定患肢，选择适合入路切开，打开骨髓腔。保护周围软组

织，防止血管神经损伤，保护骨折端血供，X线透视下复位骨折，选择适宜的髓内针固定系统，透

视下对骨折进行固定，冲洗伤口，放置引流，逐层缝合伤口。必要时术中X线检查骨折及内固定物

位置。必要时应用术中计算机导航。不含术中X线引导、术中导航。

JXD57309
陈旧股骨转子间骨折切

开复位髓内针内固定术

陈旧骨折包括骨折不愈合、畸形愈合、骨折伴感染，病变部位为非正常解剖结构，手术操作难度增

大很多。摆体位，必要时在骨科牵引手术床上固定患肢，选择适合入路切开，打开骨髓腔，保护周

围软组织，防止血管神经损伤，保护骨折端血供，复位骨折，必要时进行接截骨矫形，选择适宜的

髓内针固定系统，透视下对骨折进行固定，冲洗伤口，放置引流，逐层缝合伤口。必要时术中X线

检查骨折及内固定物位置或应用术中计算机导航。不含术中植骨术、X线引导、术中导航。

JXD57310
股骨转子间骨折切开复

位内固定术

摆体位，选择适合入路切开，保护周围软组织，防止血管神经损伤，保护骨折端血供，显露骨折形

态，用力牵引骨折端，准确复位骨折端，选择适宜的钢板螺丝钉固定系统，反复钻孔，植入螺钉，

固定钢板，进行骨折固定，冲洗伤口，放置引流，逐层缝合伤口。必要时术中X线检查骨折及内固

定物位置。不含术中X线引导、术中导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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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XD57311
陈旧股骨转子间骨折切

开复位内固定术

陈旧骨折包括骨折不愈合、畸形愈合、骨折伴感染，病变部位为非正常解剖结构，手术操作难度增

大很多。摆体位，选择适合入路切开，保护周围软组织，防止血管神经损伤，保护骨折端血供，显

露骨折形态，用力牵引骨折端，复位骨折端，必要时截骨矫形，选择适宜的钢板螺丝钉固定系统，

反复钻孔，植入螺钉，固定钢板，进行骨折固定，冲洗伤口，放置引流，逐层缝合伤口。必要时术

中X线检查骨折及内固定物位置。不含植骨术、术中X线引导、术中导航。

JXD57312
股骨转子间骨折切开复

位外固定架固定术

摆体位，必要时在骨科牵引手术床上固定患肢，选择外固定架针入点，在骨折两端固定外固定架针

。保护周围软组织，防止血管神经损伤，切开暴露骨折端，直视下复位骨折，必要时对骨折端进行

内固定，透视下对骨折进行穿针，外固定架固定，冲洗伤口，放置引流，逐层缝合伤口。必要时术

中X线检查骨折及内固定物位置。

JXD57313
陈旧股骨转子间骨折切

开复位外固定架固定术

陈旧骨折包括骨折不愈合、畸形愈合、骨折伴感染，病变部位为非正常解剖结构，手术操作难度增

大很多。摆体位，必要时在骨科牵引手术床上固定患肢，选择外固定架针入点，在骨折两端固定外

固定架针，切开暴露骨折端，复位骨折，必要时进行截骨矫形，保护周围软组织，防止血管神经损

伤，透视下对骨折进行固定，冲洗伤口，放置引流，逐层缝合伤口。必要时术中X线检查骨折及内

固定物位置。不含植骨术。

JXD62401
关节镜下股骨头韧带切

除术

消毒铺巾，铺一次性防水无菌单，穿一次性防水手术衣，X线引导下定位髋关节外侧入路，牵引下

关节镜探查股骨头与髋臼软骨面、股骨头韧带、盂唇、周围滑膜，放松牵引，X线定位引导下髋关

节下入路探查股骨头下，髋臼周围，髋关节前内、前外、后外滑膜，切除股骨头韧带，21000毫升

生理盐水冲洗关节腔。不含X线引导、术中导航。

JXD57314
股骨头骨骺滑脱牵引复

位内固定术

麻醉下，C形臂定位，患侧切口，显露股骨近端及股骨颈，克氏针C形臂定位，电钻钻孔，空心螺钉

置入，再定位，缝合骨膜、深筋膜、皮下及切口。不含C形臂引导。

JXE68301 股骨牵张延长术
于股骨近远端分别打入2-4根螺纹钉，安置可牵张外固定延长支架，于股骨中段截断，缓慢延长至

需要长度后，用钢板螺钉或髓内钉内固定。不含C型臂引导。

JXE68302 股骨延长术
经股骨外侧入路，于股骨干中段Z字形截骨，C型臂下决定对位对线及延长长度，钢板螺钉内固定，

自体或异体植骨，石膏或支具保护。不含C型臂引导。

JXE61301 股骨中1/3截骨术
股骨干外侧切口，显露股骨干，保护股动静脉，将股骨干截断，矫正畸形，X线引导下复位、固定

。不含术中X线引导。

JXE57301
股骨干骨折闭合复位钢

板螺丝钉内固定术

摆体位，选择骨折端远近端切开，保护周围软组织，防止血管神经损伤，透视下闭合复位骨折端，

选择适宜的钢板螺丝钉固定系统，经皮下或肌下跨越骨折端，用螺钉进行骨折固定，冲洗伤口，放

置引流，逐层缝合伤口。必要时术中X线检查骨折及内固定物位置。不含术中X线引导、术中导航。

JXE57302
陈旧股骨干骨折闭合复

位钢板螺丝钉内固定术

陈旧骨折包括骨折不愈合、畸形愈合、骨折伴感染，病变部位为非正常解剖结构，手术操作难度增

大很多。摆体位，选择适合入路切开，保护周围软组织，防止血管神经损伤，保护骨折端血供，显

露骨折形态，用力牵引骨折端，准确复位骨折端，选择适宜的钢板螺丝钉固定系统，反复钻孔，植

入螺钉，固定钢板，进行骨折固定，冲洗伤口，放置引流，逐层缝合伤口。必要时术中X线检查骨

折及内固定物位置。不含植骨术、术中X线引导、术中导航。

JXE57303
股骨干骨折闭合复位髓

内针内固定术

摆体位，必要时在骨科牵引手术床上固定患肢，选择适合入路切开，打开骨髓腔。保护周围软组

织，防止血管神经损伤，保护骨折端血供，X线透视下复位骨折，选择适宜的髓内针固定系统，透

视下对骨折进行固定，冲洗伤口，放置引流，逐层缝合伤口。必要时术中X线检查骨折及内固定物

位置、应用术中计算机导航。不含术中X线引导、术中导航。

JXE57304
陈旧股骨干骨折闭合复

位髓内针内固定术

陈旧骨折包括骨折不愈合、畸形愈合、骨折伴感染，病变部位为非正常解剖结构，手术操作难度增

大很多。摆体位，必要时在骨科牵引手术床上固定患肢，选择适合入路切开，打开骨髓腔，保护周

围软组织，防止血管神经损伤，保护骨折端血供，X线透视下复位骨折，选择适宜的髓内针固定系

统，透视下对骨折进行固定，冲洗伤口，放置引流，逐层缝合伤口。必要时术中X线检查骨折及内

固定物位置或应用术中计算机导航。不含植骨术、术中X线引导、术中导航。

JXE57305
股骨干骨折闭合复位外

固定架固定术

摆体位，必要时在骨科牵引手术床上固定患肢，选择外固定架针入点，在骨折两端固定外固定架针

。保护周围软组织，防止血管神经损伤，X线透视下复位骨折，透视下对骨折进行固定，冲洗伤

口，放置引流，逐层缝合伤口。必要时术中X线检查骨折及内固定物位置。

JXE57306
陈旧股骨干骨折闭合复

位外固定架固定术

陈旧骨折包括骨折不愈合、畸形愈合、骨折伴感染，病变部位为非正常解剖结构，手术操作难度增

大很多。摆体位，必要时在骨科牵引手术床上固定患肢，选择外固定架针入点，在骨折两端固定外

固定架针，保护周围软组织，防止血管神经损伤，X线透视下复位骨折，透视下对骨折进行固定，

冲洗伤口，放置引流，逐层缝合伤口。必要时术中X线检查骨折及内固定物位置。不含植骨术。

JXE57307
股骨干骨折切开复位内

固定术

摆体位，选择适合入路切开，保护周围软组织，防止血管神经损伤，保护骨折端血供，显露骨折形

态，用力牵引骨折端，准确复位骨折端，选择适宜固定系统进行骨折固定，冲洗伤口，放置引流，

逐层缝合伤口。必要时术中X线检查骨折及内固定物位置。不含术中X线引导、术中导航。

JXE57308
陈旧股骨干骨折切开复

位内固定术

陈旧骨折包括骨折不愈合、畸形愈合、骨折伴感染，病变部位为非正常解剖结构，手术操作难度增

大很多。摆体位，选择适合入路切开，保护周围软组织，防止血管神经损伤，保护骨折端血供，显

露骨折形态，用力牵引骨折端，复位骨折端，必要时截骨矫形，选择适宜的钢板螺丝钉固定系统，

反复钻孔，植入螺钉，固定钢板，进行骨折固定，冲洗伤口，放置引流，逐层缝合伤口。必要时术

中X线检查骨折及内固定物位置。不含植骨术、术中X线引导、术中导航。

JXE57309
股骨干骨折切开复位髓

内针内固定术

摆体位，必要时在骨科牵引手术床上固定患肢，选择适合入路切开，打开骨髓腔。保护周围软组

织，防止血管神经损伤，保护骨折端血供，X线透视下复位骨折，选择适宜的髓内针固定系统，透

视下对骨折进行固定，冲洗伤口，放置引流，逐层缝合伤口。必要时术中X线检查骨折及内固定物

位置或应用术中计算机导航。不含术中X线引导、术中导航。

JXE57310
陈旧股骨干骨折切开复

位髓内针内固定术

陈旧骨折包括骨折不愈合、畸形愈合、骨折伴感染，病变部位为非正常解剖结构，手术操作难度增

大很多。摆体位，必要时在骨科牵引手术床上固定患肢，选择适合入路切开，打开骨髓腔。保护周

围软组织，防止血管神经损伤，保护骨折端血供，复位骨折，必要时进行接截骨矫形，选择适宜的

髓内针固定系统，透视下对骨折进行固定，冲洗伤口，放置引流，逐层缝合伤口。必要时术中X线

检查骨折及内固定物位置或应用术中计算机导航。不含植骨术、术中X线引导、术中导航。

JXE57311
股骨干骨折切开复位外

固定架固定术

摆体位，必要时在骨科牵引手术床上固定患肢，选择外固定架针入点，在骨折两端固定外固定架针

。保护周围软组织，防止血管神经损伤，切开暴露骨折端，直视下复位骨折，必要时对骨折端进行

内固定。透视下对骨折进行穿针，外固定架固定，冲洗伤口，放置引流，逐层缝合伤口。必要时术

中X线检查骨折及内固定物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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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XE57312
陈旧股骨干骨折切开复

位外固定架固定术

陈旧骨折包括骨折不愈合、畸形愈合、骨折伴感染，病变部位为非正常解剖结构，手术操作难度增

大很多。摆体位，必要时在骨科牵引手术床上固定患肢，选择外固定架针入点，在骨折两端固定外

固定架针，切开暴露骨折端，复位骨折，必要时进行截骨矫形，保护周围软组织，防止血管神经损

伤，透视下对骨折进行固定，冲洗伤口，放置引流，逐层缝合伤口。必要时术中X线检查骨折及内

固定物位置。不含植骨术。
JXE68303 股骨滑车沟成形术 消毒铺巾，切开行滑车沟的截骨，成型，固定，止血，加压包扎，支具固定。
JXE62301 腘窝囊肿切除术 俯卧位，腘窝部切口，保护腘动静脉及胫神经，显露腘窝切除囊肿，修复后关节囊。
JXE62302 腘窝囊肿复发切除术 俯卧位，腘窝部切口，切除瘢痕，保护腘动静脉及胫神经，切除复发的囊肿，修复后关节囊。

JXE62401
关节镜下腘窝囊肿切除

术

消毒铺巾，铺防水材料，膝关节前方入路，关节镜探查髌上囊、关节软骨、半月板及交叉韧带。用

刨刀将后方关节囊刨开，寻找腘窝囊肿，将囊肿内容切除，扩大囊肿与关节腔的通道，使关节腔与

囊肿通畅，充分止血，18000毫升生理盐水冲洗关节腔，加压包扎。不含软骨修复、髁间窝成型、

半月板切除。

JYL73301
腘窝瘢痕切除中厚植皮

术

消毒铺巾，设计切口，切除腘窝瘢痕，切取中厚皮片，移植到腘窝创面，双极电凝止血，修复腘窝

创面，包堆包扎，石膏固定。不含植皮术。

JXE44301 腘绳肌腱游离修整术
消毒，铺无菌巾，腘绳肌腱暴露，腘绳肌腱(股薄肌腱和半腱肌腱)游离和切取，修整和缝编，止

血，缝合切口，加压包扎。

JXF61301 股骨下端截骨术
股骨外侧切开，显露股骨髁，保护股动静脉及胫神经，截断股骨髁，楔形截骨，X线引导下复位固

定截骨。不含术中X线引导。

JXF57301
股骨髁间骨折闭合复位

钢板螺丝钉内固定术

摆体位，选择骨折端远近端切开，保护周围软组织，防止血管神经损伤，透视下闭合复位骨折端，

选择适宜的钢板螺丝钉固定系统，经皮下或肌下跨越骨折端，用螺钉进行骨折固定。冲洗伤口，放

置引流，逐层缝合伤口。必要时术中X线检查骨折及内固定物位置。不含术中X线引导、术中导航。

JXF57302
股骨髁间骨折闭合复位

髓内针内固定术

摆体位，必要时在骨科牵引手术床上固定患肢，选择适合入路切开，打开骨髓腔。保护周围软组

织，防止血管神经损伤，保护骨折端血供，X线透视下复位骨折，选择适宜的髓内针固定系统，透

视下对骨折进行固定，冲洗伤口，放置引流，逐层缝合伤口。必要时术中X线检查骨折及内固定物

位置或应用术中计算机导航。不含术中X线引导、术中导航。

JXF57303
股骨髁间骨折闭合复位

外固定架固定术

摆体位，必要时在骨科牵引手术床上固定患肢，选择外固定架针入点，在骨折两端固定外固定架针

。保护周围软组织，防止血管神经损伤，X线透视下复位骨折，透视下对骨折进行固定，冲洗伤

口，放置引流，逐层缝合伤口。必要时术中X线检查骨折及内固定物位置。

JXF57304
陈旧股骨髁间骨折切开

复位内固定术

陈旧骨折包括骨折不愈合、畸形愈合、骨折伴感染，病变部位为非正常解剖结构，手术操作难度增

大很多。摆体位，选择适合入路切开，保护周围软组织，防止血管神经损伤，保护骨折端血供，显

露骨折形态，用力牵引骨折端，复位骨折端，必要时截骨矫形，选择适宜的钢板螺丝钉固定系统，

反复钻孔，植入螺钉，固定钢板，进行骨折固定，冲洗伤口，放置引流，逐层缝合伤口。必要时术

中X线检查骨折及内固定物位置。不含植骨术、术中X线引导、术中导航。

JXF57305
股骨髁间骨折切开复位

钢板螺丝钉内固定术

摆体位，选择适合入路切开，保护周围软组织，防止血管神经损伤，保护骨折端血供，显露骨折形

态，用力牵引骨折端，准确复位骨折端，选择适宜的钢板螺丝钉固定系统，反复钻孔，植入螺钉，

固定钢板，进行骨折固定，冲洗伤口，放置引流，逐层缝合伤口。必要时术中X线检查骨折及内固

定物位置。不含术中X线引导、术中导航。

JXF57306
股骨髁间骨折切开复位

髓内针内固定术

摆体位，必要时在骨科牵引手术床上固定患肢，选择适合入路切开，打开骨髓腔。保护周围软组

织，防止血管神经损伤，保护骨折端血供，X线透视下复位骨折，选择适宜的髓内针固定系统，透

视下对骨折进行固定，冲洗伤口，放置引流，逐层缝合伤口。必要时术中X线检查骨折及内固定物

位置或应用术中计算机导航。不含术中X线引导、术中导航。

JXF57307
陈旧股骨髁间骨折切开

复位髓内针内固定术

陈旧骨折包括骨折不愈合、畸形愈合、骨折伴感染，病变部位为非正常解剖结构，手术操作难度增

大很多。摆体位，必要时在骨科牵引手术床上固定患肢，选择适合入路切开，打开骨髓腔，保护周

围软组织，防止血管神经损伤，保护骨折端血供，复位骨折，必要时进行接截骨矫形，选择适宜的

髓内针固定系统，透视下对骨折进行固定，冲洗伤口，放置引流，逐层缝合伤口。必要时术中X线

检查骨折及内固定物位置或应用术中计算机导航。不含植骨术、术中X线引导、术中导航。

JXF57308
股骨髁间骨折切开复位

外固定架固定术

摆体位，必要时在骨科牵引手术床上固定患肢，选择外固定架针入点，在骨折两端固定外固定架针

。保护周围软组织，防止血管神经损伤，切开暴露骨折端，直视下复位骨折，必要时对骨折端进行

内固定，透视下对骨折进行穿针，外固定架固定，冲洗伤口，放置引流，逐层缝合伤口。必要时术

中X线检查骨折及内固定物位置。

JXF57309
陈旧股骨髁间骨折切开

复位外固定架固定术

陈旧骨折包括骨折不愈合、畸形愈合、骨折伴感染，病变部位为非正常解剖结构，手术操作难度增

大很多。摆体位，必要时在骨科牵引手术床上固定患肢，选择外固定架针入点，在骨折两端固定外

固定架针，切开暴露骨折端，复位骨折，必要时进行截骨矫形，保护周围软组织，防止血管神经损

伤，透视下对骨折进行固定，冲洗伤口，放置引流，逐层缝合伤口。必要时术中X线检查骨折及内

固定物位置。

JXF57401
关节镜下股骨髁骨折复

位内固定术

消毒铺巾，铺防水材料，膝关节前方入路，关节镜探查髌上囊、关节软骨、半月板及交叉韧带，在

骨折相应的部位切开，关节镜下观察骨折线，在骨折线对合良好，软骨无明显错位的情况下，将股

骨髁部骨折内固定，充分止血，24000毫升生理盐水冲洗关节腔，留置引流管，加压包扎。不含髁

间窝成型、半月板切除。

JXZ61301 成骨不全多段截骨术
显露股骨或胫骨干，保护股动静脉、坐骨神经，X线引导下作多段截断，矫正畸形，插入带锁髓内

钉固定。不含术中X线引导。

JXZ44301 股四头游离肌腱修整术
消毒菌巾，股四头肌腱暴露，用摆锯取髌骨上极骨块，切取游离股四头肌腱(带骨块)，修整和缝

编，止血，缝合切口，加压包扎。
膝关节

JXG34101 膝关节穿刺术 局部麻醉，消毒菌巾，穿刺关节，抽取关节液，加压包扎。
JXG38101 膝关节注射治疗 局部麻醉，消毒菌巾，穿刺关节，抽取关节液，关节内注射，加压包扎。
JXG35301 膝关节引流术 局部消毒菌巾，穿刺关节，放置引流管，缝合固定引流管，加压包扎。
JXG53301 膝关节闭合松解术 麻醉后，谨慎手法推拿膝关节至屈曲120°以上，避免出现骨折及肌腱、韧带断裂。

JXG53302 膝关节切开松解术
经膝前入路，清理关节内粘连，股四头肌成形，或髌腱止点移位，螺钉内固定，石膏或支具保护，

CPM功能锻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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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名称 项目内涵

JXG53401
关节镜下膝关节连松解

术

消毒铺巾，铺防水材料，膝关节前方入路，关节镜探查髌上囊、关节软骨、半月板及交叉韧带，将

关节内的瘢痕及粘连带充分切除，手法推拿膝关节，充分止血，24000毫升生理盐水冲洗关节腔，

留置引流管2根，加压包扎。不含软骨修整、髁间窝成型、半月板切除。

JXG61401 关节镜下膝关节清理术
消毒铺巾，铺防水材料，膝关节前方入路，关节镜探查髌上囊、关节软骨、半月板及交叉韧带，将

关节内增生的滑膜，退变的软骨用刨刀处理，并用射频处理软骨及滑膜病灶，充分止血，18000毫

升生理盐水冲洗关节腔，加压包扎。不含髁间窝成型、半月板切除。

JXG68301
膝关节软骨损伤切开修

整术

消毒铺巾，切开暴露关节软骨面，处理软骨病灶至平整，充分止血，冲洗关节腔，加压包扎。不含

髁间窝成型、半月板切除。

JXG68401
关节镜下软骨损伤修整

术

消毒铺巾，铺防水材料，膝关节前方入路，关节镜探查髌上囊、关节软骨、半月板及交叉韧带，将

软骨病灶用刨刀刨削平整，并用射频处理软骨病灶边缘，充分止血，(生理盐水12000毫升)冲洗关

节腔，加压包扎。不含髁间窝成型、半月板切除。
JXG61301 膝关节切开清创术 对早期感染或垫片安放不合适的膝关节置换术后，不需做更换假体的患者适用此手术。

JXG50301 膝关节切开软骨取出术
消毒铺巾，铺防水材料，暴露膝关节，用专业的环钻在股骨髁非负重区取出骨软骨组织，充分止

血，12000毫升生理盐水冲洗关节腔，留置引流管，加压包扎。不含髁间窝成型、半月板切除。

JXG50401
关节镜下膝关节软骨取

出术

消毒铺巾，铺防水材料，膝关节前方入路，关节镜探查髌上囊、关节软骨、半月板及交叉韧带，用

专业的环钻在股骨髁非负重区取出骨软骨组织，充分止血，12000毫升生理盐水冲洗关节腔，留置

引流管，加压包扎。不含髁间窝成型、半月板切除。

JXG68302
膝关节切开软骨损伤微

骨折术

消毒铺巾，切开暴露关节，将软骨病灶处理平整，用软骨刮匙将软骨病灶边缘修整稳定，用专用器

械在软骨病灶处微骨折处理，充分止血，冲洗关节腔，留置引流管，加压包扎。不含髁间窝成型、

半月板切除。

JXG68402
关节镜下膝关节软骨损

伤微骨折术

消毒铺巾，铺防水材料，膝关节前方入路，关节镜探查髌上囊、关节软骨、半月板及交叉韧带，将

软骨病灶用刨刀刨削平整，并用射频处理软骨病灶边缘，用软骨刮匙将软骨病灶边缘修整稳定，用

专业的一次性射频刀头在软骨病灶处微骨折处理，充分止血，24000毫升生理盐水冲洗关节腔，留

置引流管，加压包扎。不含髁间窝成型、半月板切除。

JXG73301
膝关节切开关节骨软骨

移植术

消毒铺巾，将软骨病灶平整，用软骨刮匙将软骨病灶边缘修整稳定，用专业的环钻在软骨病灶处钻

取骨槽，将准备好的骨软骨块植入骨槽内，并将表面修整平整，充分止血，冲洗关节腔，留置引流

管，加压包扎。不含髁间窝成型、半月板切除。

JXG73401
关节镜下膝关节骨软骨

移植术

消毒铺巾，铺防水材料，膝关节前方入路，关节镜探查髌上囊、关节软骨、半月板及交叉韧带，将

软骨病灶用刨刀刨削平整，并用射频处理软骨病灶边缘，用软骨刮匙将软骨病灶边缘修整稳定，用

专业的环钻在软骨病灶处钻取骨槽，将准备好的骨软骨块植入骨槽内，并将表面修整平整，充分止

血，36000毫升生理盐水冲洗关节腔，留置引流管，加压包扎。不含髁间窝成型、半月板切除。

JXG73302
膝关节自体软骨细胞移

植术

消毒铺巾，铺防水材料，胫骨前方切口，解剖胫骨骨膜，取出足量的骨膜组织备用，膝关节前方入

路，关节镜探查髌上囊、关节软骨、半月板及交叉韧带，将软骨病灶用刨刀刨削平整，并用射频处

理软骨病灶边缘，用软骨刮匙将软骨病灶边缘修整稳定，将准备好的骨膜组织植入膝关节，用专业

的缝线将骨膜与周围的软骨组织缝合紧密，并将表面修整平整，用注射器将分离培养好的软骨细胞

注入骨膜下，充分止血，冲洗关节腔，留置引流管，加压包扎。不含髁间窝成型、半月板切除。

JXG42301 膝关节离断术
麻醉，消毒，入路、神经血管切断处理，肌腱肌肉切断，髌股融合，放置引流、关闭伤口，用生理

盐水1000毫升冲洗。

JXG51301 全膝人工关节置换术

适于膝关节器质性病变的治疗。切除病变膝关节关节面，松解、修复病变的关节软组织，置换人工

膝关节表面假体经膝关节前路切开，显露病变的膝关节，清除增生的骨赘和瘢痕，切除病变的关节

滑膜，按下肢的冠状轴线、矢状轴线和膝关节的旋转轴线进行精确的截骨，根据病人关节的特点进

行个性化的软组织平衡处理，调整截骨后的屈伸间隙，并使之相等，安放假体试模测试完全合适之

后，使用骨水泥安装人工膝关节表面假体，用抗生素盐水加压冲洗术野，放置引流，缝合，有可能

在术中使用X透视或导航。不含术中X线透视、导航。

JXG51302
全膝人工关节置换联合

截骨术

对存在股骨或胫骨有力线不正的患者，在作全膝关节置换术的同时需先作股骨或胫骨截骨，矫正畸

形然后再植入人工假体，术中需应用X线透视或导航。不含术中X线透视、导航。

JXG51303
全膝关节置换联合植骨

/垫片加强术

对严重胫骨畸形或高位胫骨截骨术后，有在胫骨平台缺损者需在植入人工假体同时作同种异体大块

植骨或自体骨，金属垫片加强术，术中需X线透视或导航。不含术中X线透视、导航。

JXG51304 全膝人工关节翻修术
适用于初次或再次置换全膝关节后假体松动，感染，磨损或位置不良等，取出原假体或部分部件，

处理骨缺损或软组织平衡，重新植入关节假体(全部或部分更换)，术中需X线透视或导航。不含术

中X线透视、导航。

JXG68303
膝人工关节取出关节成

形术
全膝关节置换后假体松动或感染取出假体后不能行再置换，行关节成型手术。

JXG51305
膝人工关节取出关节融

合术

对膝关节置换术后感染或松动，取出人工假体，行关节融合术(放置内固定或应用外固定架)植骨或

不植骨，术中应用X线透视或导航。不含术中X线透视、导航。

JXG68403
关节镜下膝髁间窝成形

术

消毒菌巾，膝关节前内侧及前外侧入路，探查髌上囊、髌股关节和胫股关节软骨，探查内侧及外侧

半月板，探查前后交叉韧带，骨刀、刮勺、打磨头成型髁间窝，止血，加压包扎，6000毫升生理盐

水冲洗。

JXG73303 膝关节切开骨膜移植术

消毒铺巾，胫骨前方切口，解剖胫骨骨膜，取出足量的骨膜组织备用，切开膝关节，将软骨病灶用

刨刀刨削平整，用软骨刮匙将软骨病灶边缘修整稳定，将准备好的骨膜组织植入膝关节，用专业的

缝线将骨膜与周围的软骨组织缝合紧密，并将表面修整平整，充分止血，冲洗关节腔，留置引流

管，加压包扎。不含髁间窝成型、半月板切除。

JXG73402
关节镜下膝关节骨膜移

植术

消毒铺巾，铺防水材料，胫骨前方切口，解剖胫骨骨膜，取出足量的骨膜组织备用，膝关节前方入

路，关节镜探查髌上囊、关节软骨、半月板及交叉韧带，将软骨病灶用刨刀刨削平整，并用射频处

理软骨病灶边缘，用软骨刮匙将软骨病灶边缘修整稳定，将准备好的骨膜组织植入膝关节，用专业

的缝线将骨膜与周围的软骨组织缝合紧密，并将表面修整平整，充分止血，36000毫升生理盐水冲

洗关节腔，留置引流管，加压包扎。不含髁间窝成型、半月板切除。
JXG62301 膝关节滑膜切除术 消毒铺巾，气囊止血带止血，切开皮肤，显露关节，清除滑膜，松解粘连。

JXG62401
关节镜下膝关节滑膜切

除术

消毒铺巾，气囊止血带止血，切开皮肤，插入关节镜，清除滑膜，松解粘连，12000毫升生理盐水

冲洗关节腔。不含关节镜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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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XG51306 膝关节单髁置换术
切除病变区关节面，置换单髁表面假体切开，显露病变的膝关节，清除增生的骨赘和瘢痕，精确截

骨，安放假体试模测试完全合适之后，使用骨水泥安装人工膝关节单髁表面假体，术中X线透视或

导航检测。不含术中X线透视、导航。

JXG61302 膝内翻截骨术
经相应入路，于股骨远段或胫骨近端前面作V形或弧型截骨，或于股骨远端或胫骨近端的侧方作V形

或楔形截骨后矫正畸形，钢板螺钉内固定，或石膏外固定。不含C型臂引导。
JXG69301 伸膝装置重建术 消毒铺巾，显露受损的膝装置，修补缝合断端，用人工或生物材料重建加强缝合伸膝装置。

JYL73302
膝部瘢痕切除交腿皮瓣

修复术

术区皮肤消毒，切除瘢痕组织，于对侧下肢切取带蒂皮瓣修复患侧创面，供瓣区植皮，应用外支架

或石膏等固定双侧肢体。不含取皮术。

JYL73303
膝部扩创交腿肌皮瓣修

复术

术区皮肤消毒，先行扩创或死骨清除术去除坏死组织，于对侧下肢切取带蒂肌皮瓣修复患侧创面，

供瓣区植皮，应用外支架或石膏等固定双侧肢体。不含取皮术。

JYL73304
膝部扩创交腿皮瓣修复

术

术区皮肤消毒，先行扩创或死骨清除术去除坏死组织，于对侧下肢切取带蒂皮瓣修复患侧创面，供

瓣区植皮，应用适当方式牢固固定双侧肢体。不含取皮术。
JXH62301 髌前滑囊切除术 消毒铺巾，髌前滑囊探查，滑液取出，滑囊切除，减张缝合，止血，加压包扎，支具固定。

JXH62401
关节镜下髌前滑囊切除

术

消毒铺巾，铺防水材料，膝关节前方入路，全面探查关节，清理病变部位，切除增生滑膜，髌前滑

囊探查，滑液取出，滑囊切除，减张缝合，止血，加压包扎，支具固定，6000毫升生理盐水冲洗。

JXH51301 髌股关节置换术
适用膝关节髌骨或股骨髁间病变，显露髌股关节，精确定位，切除病变，放置假体，骨水泥固定，

术中需X线透视或导航检测。不含术中X线透视、导航。
JXH61301 髌骨清理术 消毒铺巾，髌骨末端滑膜清理，变性肌腱的清理，末端再血管化处理，止血，加压包扎。

JXH61401 关节镜下髌骨清理术
消毒铺巾，铺防水材料，膝关节前方入路，全面探查关节，清理病变部位，切除增生滑膜，髌骨末

端滑膜清理，变性肌腱的清理，末端再血管化处理，止血，加压包扎，6000毫升生理盐水冲洗。
JXH62302 髌骨切除术 消毒铺巾，切除髌骨，重建伸膝装置，止血，加压包扎，支具固定。

JXH62402 关节镜下髌骨切除术
消毒铺巾，铺防水材料，膝关节前方入路，全面探查关节，清理病变部位，切除增生滑膜，切除髌

骨，重建伸膝装置，止血，加压包扎，支具固定。
JXH62303 髌骨切除股四头肌修补 消毒铺巾，显露膝关节，切除粉碎髌骨，修补股四头肌，冲洗缝合伤口。

JXH57301
髌骨骨折切开复位内固

定术

摆体位，选择适合入路切开，保护周围血管神经组织，保护骨折端血供，显露骨折形态，准确复位

骨折端，选择相应内固定物进行骨折固定，冲洗伤口，放置引流，逐层缝合伤口。必要时术中X线

检查骨折及内固定物位置或进行术中计算机导航。不含术中X线引导、术中导航。

JXH57302
陈旧髌骨骨折切开复位

内固定术

陈旧骨折包括骨折不愈合、畸形愈合、骨折伴感染，病变部位为非正常解剖结构，手术操作难度增

大很多。摆体位，选择适合入路切开，保护周围血管神经组织，保护骨折端血供，显露骨折形态，

复位骨折端，必要时进行截骨矫形，选择相应内固定物进行骨折固定，冲洗伤口，放置引流，逐层

缝合伤口。必要时术中X线检查骨折及内固定物位置或进行术中计算机导航。不含植骨术、术中X线

引导、术中导航。

JXH57303
髌骨骨折闭合复位内固

定术

摆体位，选择适合入路切开，保护周围血管神经组织，保护骨折端血供，不显露骨折端，闭合复位

骨折端，一般在透视影像监视下进行，选择相应内固定物进行骨折固定，冲洗伤口，放置引流，缝

合伤口。必要时术中X线检查骨折及内固定物位置或进行术中计算机导航。不含术中X线引导、术中

JXH57304
陈旧髌骨骨折闭合复位

内固定术
消毒铺巾，X线透视下闭合复位骨折穿针或用螺丝钉固定，冲洗缝合伤口。

JXH57401
关节镜下髌骨骨折复位

内固定术

消毒铺巾，铺防水材料，膝关节前方入路，关节镜探查髌上囊、关节软骨、半月板及交叉韧带，在

骨折相应的部位切开，关节镜下观察骨折线，在骨折线对合良好，软骨无明显错位的情况下，将髌

骨骨折内固定，充分止血，24000毫升生理盐水冲洗关节腔，留置引流管，加压包扎。不含髁间窝

成型、半月板切除。

JXH62304 二分髌骨切除术
消毒铺巾，切除二分髌骨，髌骨钻孔，编织缝合股四头肌腱，重建止点，止血，加压包扎，支具固

定。

JXH62403
关节镜下二分髌骨切除

术

消毒铺巾，铺防水材料，膝关节前方入路，全面探查关节，清理病变部位，切除增生滑膜，切除二

分髌骨，髌骨钻孔，编织缝合股四头肌腱，重建止点，止血，加压包扎，支具固定，6000毫升生理

盐水冲洗。

JXH62305
髌股关节病变软骨切除

软骨下钻孔术

摆体位，选择前方入路切开，显露髌股关节，判别软骨损伤情况，切除退变软骨，钻孔，冲洗伤

口，放置引流，逐层缝合伤口。
JXH62306 髌腱腱围切除术 消毒铺巾，髌腱腱围切除，止血，加压包扎。

JXH62404
关节镜下髌腱腱围切除

术

消毒铺巾，铺防水材料，膝关节前方入路，全面探查关节，清理病变部位，切除增生滑膜，髌腱腱

围切除，止血，加压包扎。6000毫升生理盐水冲洗。
JXH68301 髌腱断裂缝合修补术 消毒铺巾，缝合修补髌腱，髌腱减张固定，止血，加压包扎，支具固定。

JXH68302
陈旧髌腱断裂缝合修补

术

消毒铺巾，切开清理瘢痕组织，缝合修补髌腱，翻股四头肌腱瓣加强、或取自体、异体肌腱加强，

髌腱减张固定，止血，加压包扎，支具固定。

JXH44301 髌腱移植物取出修整术
消毒菌巾，髌腱探查，摆锯切取髌腱上下极骨块，切取髌腱中1/3，对取下的腱骨移植物进行骨块

的钻孔和穿线，对腱性部分进行修整和缝编，止血，缝合取腱处的缺损。

JXH68303 陈旧髌腱断裂翻修术
消毒铺巾，切开清理瘢痕组织，缝合修补髌腱，翻股四头肌腱瓣加强、或取自体、异体肌腱加强，

髌腱减张固定，止血，加压包扎，支具固定。

JXH69301 髌腱重建术
消毒铺巾，髌腱上下止点骨道钻取，编织自体或异体肌腱移植物，植入移植物，分别固定上下止

点，髌腱减张固定，止血，加压包扎，支具固定。

JXH69302 髌腱止点重建术
消毒铺巾，编织髌腱断端，钻取髌骨骨道，重建止点并固定，减张固定，止血，加压包扎，支具固

定。

JXH68304 髌韧带成形术
经膝前正中入路，编织缝合髌韧带，或自体阔筋膜半腱肌半膜肌肌腱移植，或取人工髌韧带，重建

髌韧带，术后石膏或支具保护，CPM功能锻炼。
JXH68305 髌韧带缝合术 髌韧带断端编织缝合术。

JXH69303
髌骨内侧髌股韧带重建

术

消毒铺巾，取肌腱，缝线编织肌腱移植物，内侧髌股韧带髌骨端与股骨端分别钻取骨道，引入移植

物，分别固定髌骨与股骨端，止血，加压包扎，支具固定。

JXH68401
关节镜下髌骨内侧支持

带缝合紧缩术

消毒铺巾，铺防水材料，膝关节前方入路，全面探查关节，清理病变部位，切除增生滑膜，内侧支

持带紧缩，止血，加压包扎，6000毫升生理盐水冲洗。

JXH68306
髌骨内侧支持带缝合紧

缩术
消毒铺巾，切除增生滑膜，内侧支持带紧缩，止血，加压包扎。

JXH53301 髌骨外侧支持带松解术 消毒铺巾，外侧支持带松解，止血，放置负压引流，缝合固定，加压包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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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XH53401
关节镜下髌骨外侧支持

带松解术

消毒铺巾，铺防水材料，膝关节前方入路，全面探查关节，清理病变部位，切除增生滑膜，外侧支

持带松解，止血，放置负压引流，缝合固定，加压包扎。6000毫升生理盐水冲洗。
JXJ68301 膝内侧副韧带缝合修补 麻醉后消毒菌巾，暴露内侧副韧带，副韧带的缝合修补，止血，加压包扎，外固定。

JXJ69301
膝内侧副韧带修复重建

术

麻醉后消毒菌巾，内侧副韧带的暴露，韧带的修复与重建，韧带的固定，止血，加压包扎，外固定

。不含肌腱的获取、修整和编织。

JXJ69302
膝外侧副韧带修复重建

术

麻醉欧消毒菌巾，暴露外侧副韧带，韧带的修复与重建，韧带的固定，止血，加压包扎，外固定。

不含肌腱的获取、修整和编织。
JXJ68302 膝外侧副韧带缝合修补 麻醉后消毒，铺无菌巾暴露外侧副韧带，韧带的缝合修补，止血，加压包扎，外固定。

JXJ69303
膝前交叉韧带切开重建

术

消毒铺巾，膝关节前内入路切开，清理脂肪垫，暴露前交叉韧带上下止点，必要时进行髁间窝成型

术，在专用定位器定位下用空心动力电钻分别钻取上下骨道，必要时在X线引导下进行，引入移植

物，并分别固定上下止点，冲洗关节腔，关节腔内及皮下分别置负压引流管1根，缝合伤口，加压

包扎，外固定支具固定膝关节。不含髁间窝成型术、半月板切除或者半月板缝合手术、软骨病灶修

整术、术中透视。

JXJ68401
关节镜下膝前交叉韧带

断裂翻修术

消毒铺巾，铺防水材料，膝关节前内侧及前外侧入路，探查髌上囊、髌股关节和胫股关节软骨，探

查内侧及外侧半月板，切除增生滑膜，重建韧带用的移植物需另铺台，由二助完成对翻修用移植物

的修整和缝合编织，并预牵张，关节镜下清理髁间窝(必要时进行髁间窝成型术)，在专用定位器定

位下用空心动力电钻分别钻取上下骨道，(必要时在X线引导下进行)，引入缝编好的肌腱移植物，

并分别固定上下止点，18000毫升生理盐水冲洗关节腔，关节腔内及皮下分别置负压引流管1根，缝

合伤口，加压包扎，外固定支具固定膝关节。不含髁间窝成型术、半月板切除、半月板缝合手术、

软骨病灶修整术、术中透视。

JXJ69401
关节镜下膝前交叉韧带

单束重建术

消毒铺巾，铺防水材料，膝关节前内侧及前外侧入路，探查髌上囊、髌股关节和胫股关节软骨，探

查内侧及外侧半月板，切除增生滑膜，重建韧带用的移植物需另铺台，由二助完成对移植物的修整

和缝合编织，并预牵张，关节镜下髓核钳清理髁间窝(必要时进行髁间窝成型术)，在专用定位器定

位下用空心动力电钻分别钻取上下骨道(必要时在X线引导下进行)，引入肌腱移植物，并分别固定

上下止点，18000毫升生理盐水冲洗关节腔，关节腔内及皮下分别置负压引流管1根，缝合伤口，加

压包扎，外固定支具固定膝关节。不含髁间窝成型术、半月板切除、半月板缝合手术、软骨病灶修

整术、术中透视。

JXJ69405
关节镜下膝前交叉韧带

多束重建术

消毒铺巾，铺防水材料，膝关节前内侧及前外侧入路，探查髌上囊、髌股关节和胫股关节软骨，探

查内侧及外侧半月板，切除增生滑膜，重建韧带用的移植物需另铺台，由二助完成对两束移植物的

修整和缝合编织，并预牵张，关节镜下髓核钳清理髁间窝(必要时进行髁间窝成型术)，在专用定位

器定位下用空心动力电钻分别钻取上下双骨道，共4个骨道(必要时在X线引导下进行)，引入肌腱移

植物，并分别固定上下止点，18000毫升生理盐水冲洗关节腔，关节腔内及皮下分别置负压引流管1

根，缝合伤口，加压包扎，外固定支具固定膝关节。不含髁间窝成型术、半月板切除、半月板缝合

手术、软骨病灶修整术、术中透视。

JXJ69304
膝后交叉韧带切开重建

术

消毒铺巾，膝前切开暴露髁间窝内侧壁的后交叉韧带上止点，膝后方切开，暴露髁间后窝的后交叉

韧带下止点，在专用定位器定位下用空心动力电钻分别钻取上下骨道，(必要时在X线引导下进

行)，引入移植物，并分别固定上下止点，冲洗关节腔，关节腔内及皮下分别置负压引流管1根，缝

合伤口，加压包扎，外固定支具固定膝关节。不含髁间窝成型术、半月板切除或者半月板缝合手术

、软骨病灶修整术、术中透视。

JXJ69406
关节镜下膝后交叉韧带

单束重建术

消毒铺巾，铺防水材料，膝关节前内侧及前外侧入路，探查髌上囊、髌股关节和胫股关节软骨，探

查内侧及外侧半月板，切除增生滑膜，重建韧带用的移植物需另铺台，由二助完成对翻修用移植物

的修整和缝合编织，并预牵张，关节镜下清理髁间窝(必要时进行髁间窝成型术)，暴露关节后窝，

在专用定位器定位下用空心动力电钻分别钻取上下骨道，(必要时在X线引导下进行)，引入肌腱移

植物，并分别固定上下止点，18000毫升生理盐水冲洗关节腔，关节腔内及皮下分别置负压引流管1

根，缝合伤口，加压包扎，外固定支具固定膝关节。不含髁间窝成型术、半月板切除、半月板缝合

手术、软骨病灶修整术、术中透视。

JXJ69408
关节镜下膝后交叉韧带

多束重建术

消毒铺巾，铺防水材料，膝关节前内侧及前外侧入路，探查髌上囊、髌股关节和胫股关节软骨，探

查内侧及外侧半月板，切除增生滑膜，重建韧带用的移植物需另铺台，由二助完成对翻修用移植物

的修整和缝合编织，并预牵张，关节镜下清理髁间窝(必要时进行髁间窝成型术)，暴露关节后窝，

在专用定位器定位下用空心动力电钻分别钻取上下骨道，共4个骨道(必要时在X线引导下进行)，引

入肌腱移植物，并分别固定上下止点，18000毫升生理盐水冲洗关节腔，关节腔内及皮下分别置负

压引流管1根，缝合伤口，加压包扎，外固定支具固定膝关节。不含髁间窝成型术、半月板切除、

半月板缝合手术、软骨病灶修整术、术中透视。

JXJ68402
关节镜下膝后交叉韧带

断裂翻修术

消毒铺巾，铺防水材料，膝关节前内侧及前外侧入路，探查髌上囊、髌股关节和胫股关节软骨，探

查内侧及外侧半月板，切除增生滑膜，重建韧带用的移植物需另铺台，由二助完成对翻修用移植物

的修整和缝合编织，并预牵张，关节镜下清理髁间窝(必要时进行髁间窝成型术)，暴露关节后窝，

在专用定位器定位下用空心动力电钻分别钻取上下新骨道，必要时在X线引导下进行，引入肌腱移

植物，并分别固定上下止点，18000毫升生理盐水冲洗关节腔，关节腔内及皮下分别置负压引流管1

根，缝合伤口，加压包扎，外固定支具固定膝关节。不含髁间窝成型术、半月板切除、半月板缝合

手术、软骨病灶修整术、术中透视。

JXJ57401
关节镜下膝前交叉韧带

下止点撕脱骨折复位固

定术

消毒菌巾，铺防水材料，膝关节前内侧及前外侧入路，探查髌上囊、髌股关节和胫股关节软骨，探

查内侧及外侧半月板，清理骨折端，镜下复位，钻骨道，内固定骨折复位，止血，加压包扎，外固

定支具固定膝关节，6000毫升生理盐水冲洗。

JXJ57402
关节镜下膝后交叉韧带

下止点撕脱骨折复位固

定术

消毒菌巾，铺防水材料，膝关节前内侧及前外侧入路，探查髌上囊、髌股关节和胫股关节软骨，探

查内侧及外侧半月板，清理骨折端，镜下复位，钻骨道，内固定骨折复位，止血，加压包扎，外固

定支具固定膝关节，6000毫升生理盐水冲洗。

JXK68401 关节镜下半月板缝合术
消毒铺巾，铺防水材料，膝关节前方入路，关节镜探查髌上囊、关节软骨、半月板及交叉韧带，半

月板缝合，充分止血，24000毫升生理盐水冲洗关节腔，加压包扎。不含软骨修复、髁间窝成型。

JXK62301
膝关节切开半月板切除

术

消毒铺巾，探查髌上囊、关节软骨、半月板及交叉韧带，将半月板切除，充分止血，冲洗关节腔，

加压包扎。不含软骨修复、髁间窝成型。

JXK62302
膝关节切开盘状半月板

切除术

消毒铺巾，探查髌上囊、关节软骨、半月板及交叉韧带，将半月板切除，充分止血，冲洗关节腔，

加压包扎。不含软骨修复、髁间窝成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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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XK62401
关节镜下半月板囊肿切

除术

消毒铺巾，铺防水材料，膝关节前方入路，关节镜探查髌上囊、关节软骨、半月板及交叉韧带，半

月板囊肿注射染色剂，用刨刀将囊肿内容及囊肿壁切除，或缝合闭合囊肿腔，充分止血，12000毫

升生理盐水冲洗关节腔，加压包扎。不含软骨修复、髁间窝成型、半月板切除。

JXK62402 关节镜下半月板切除术
消毒铺巾，铺防水材料，膝关节前方入路，关节镜探查髌上囊、关节软骨、半月板及交叉韧带，将

半月板切除，充分止血，12000毫升生理盐水冲洗关节腔，加压包扎。不含软骨修复、髁间窝成型

JXK62403
关节镜下盘状半月板切

除术

消毒铺巾，铺防水材料，膝关节前方入路，关节镜探查髌上囊、关节软骨、半月板及交叉韧带，盘

状半月板切除，充分止血，12000毫升生理盐水冲洗关节腔，加压包扎。不含软骨修复、髁间窝成

JXK68402
关节镜下外侧半月板腘

肌囊紧缩术

消毒铺巾，铺防水材料，膝关节前方入路，关节镜探查髌上囊、关节软骨、半月板及交叉韧带，缝

合松弛的腘肌囊，充分止血，12000毫升生理盐水冲洗关节腔，加压包扎。不含软骨修复、髁间窝

成型。

JXK73401
关节镜下同种异体半月

板移植术

常规铺巾，铺防水材料，在无菌条件下，将异体半月板修整成需要的形态，包括半月板的边缘，半

月板的止点编制，半月板止点骨块的修整，带线。消毒铺巾，铺防水材料，膝关节前方入路，关节

镜探查髌上囊、关节软骨、半月板及交叉韧带。残留半月板的修整，钻取止点骨道，将准备好的异

体半月板植入关节，将半月板与关节囊缝合在一起，固定骨道内的半月板组织或骨块，充分止血，

36000毫升生理盐水冲洗关节腔，留置引流管，加压包扎。不含软骨修复、髁间窝成型。

JXK68403
关节镜下盘状半月板修

整术

消毒铺巾，铺防水材料，膝关节前方入路，关节镜探查髌上囊、关节软骨、半月板及交叉韧带，盘

状半月板修整，充分止血，12000毫升生理盐水冲洗关节腔，加压包扎。不含软骨修复、髁间窝成

JXK68404
关节镜下半月板松弛症

矫正术

消毒铺巾，铺防水材料，膝关节前方入路，关节镜探查髌上囊、关节软骨、半月板及交叉韧带，缝

合松弛的半月板，充分止血，12000毫升生理盐水冲洗关节腔，加压包扎。不含软骨修复、髁间窝

成型。

JXK69301
膝关节半月板胫骨韧带

切开重建术

消毒铺巾，残留半月板的修整，将断裂的半月板胫骨韧带缝合重建并固定，充分止血，冲洗关节

腔，留置引流管1根，加压包扎。不含软骨修复、髁间窝成型。

JXK69302
膝后内复合体修复重建

术

麻醉后消毒菌巾，后内复合体的暴露，复合体的修复与重建，止血，加压包扎，外固定。不含肌腱

的获取、修整和编织。

JXK69402
关节镜辅助下的膝后外

复合体修复重建术

麻醉后消毒菌巾，关节镜探查，后外侧复合体(腘肌腱、腘腓韧带、外侧副韧带)的暴露、修复与重

建，止血，加压包扎，外固定，6000毫升生理盐水冲洗。不含肌腱的获取、修整和编织、关节镜下

图片采集。

JYZ68304 烧伤后膝部肌腱延长术
术区皮肤消毒，切开皮肤或切除瘢痕暴露肌腱，切断延长并重新缝合，止血清洗伤口后，分层缝合

皮肤或应用植皮、皮瓣等覆盖肌腱。不含取皮术、植皮术或皮瓣覆盖术。
胫骨

JXL61301 胫骨结节骨骺炎清理术 消毒铺巾，清理胫骨结节损伤骨骺，滑膜清理，变性肌腱清理，止血，加压包扎。

JXL61401
关节镜下胫骨结节骨骺

炎清理术

消毒铺巾，铺防水材料，膝关节前方入路，全面探查关节，清理病变部位，切除增生滑膜，清理胫

骨结节损伤骨骺，滑膜清理，变性肌腱清理，止血，加压包扎，6000毫升生理盐水冲洗。

#REF! 胫骨上端膝关节融合术
第一切口腓骨外侧切开，显露腓骨及血管蒂，截断腓骨，第二切口胫骨中段切开，显露胫骨假关

节，将腓骨带血管蒂移至胫骨处。

JXL57302 胫腓骨远端融合术
小腿截肢为获得残端良好的负重、增加残端负重面积，避免腓骨继发外展畸形，并且增加在穿戴假

肢时残肢外侧方的稳定性。截骨端的处理方法是胫腓骨等长，用保留的胫腓骨骨膜瓣互相缝合，最

好使其骨膜瓣带有薄层骨皮质，使骨膜瓣在胫腓骨之间架桥，使胫腓骨端融合。
JXL73301 胫骨结节移位术 消毒铺巾，胫骨结节截骨，移位后内固定，止血，放置负压引流加压包扎，支具固定。
JXL47301 胫骨结节垫高术 经胫前入路，于胫骨结节处截骨，向下内移各1厘米后螺钉内固定。

JXL57303
胫骨平台骨折切开复位

钢板螺丝钉内固定术

摆体位，选择适合入路切开，保护周围软组织，防止血管神经损伤，保护骨折端血供，显露骨折形

态，用力牵引骨折端，准确复位骨折端，选择适宜的钢板螺丝钉固定系统，反复钻孔，植入螺钉，

固定钢板，进行骨折固定，冲洗伤口，放置引流，逐层缝合伤口。必要时术中X线检查骨折及内固

定物位置。不含术中X线引导、术中导航。

JXL57304

陈旧胫骨平台骨折切开

复位钢板螺丝钉内固定

术

陈旧骨折包括骨折不愈合、畸形愈合、骨折伴感染，病变部位为非正常解剖结构，手术操作难度增

大很多。摆体位，选择适合入路切开，保护周围软组织，防止血管神经损伤，保护骨折端血供，显

露骨折形态，用力牵引骨折端，复位骨折端，必要时截骨矫形，选择适宜的钢板螺丝钉固定系统，

反复钻孔，植入螺钉，固定钢板，进行骨折固定，冲洗伤口，放置引流，逐层缝合伤口。必要时术

中X线检查骨折及内固定物位置。不含术中植骨术、X线引导、术中导航。

JXL57305
陈旧胫骨平台骨折切开

复位髓内针内固定术

陈旧骨折包括骨折不愈合、畸形愈合、骨折伴感染，病变部位为非正常解剖结构，手术操作难度增

大很多。摆体位，必要时在骨科牵引手术床上固定患肢，选择适合入路切开，打开骨髓腔，保护周

围软组织，防止血管神经损伤，保护骨折端血供，复位骨折，必要时进行接截骨矫形，选择适宜的

髓内针固定系统，透视下对骨折进行固定，冲洗伤口，放置引流，逐层缝合伤口。必要时术中X线

检查骨折及内固定物位置或应用术中计算机导航。不含植骨术、术中X线引导、术中导航。

JXL57306
胫骨平台骨折切开复位

外固定架固定术

摆体位，必要时在骨科牵引手术床上固定患肢，选择外固定架针入点，在骨折两端固定外固定架

针，保护周围软组织，防止血管神经损伤，切开暴露骨折端，直视下复位骨折，必要时对骨折端进

行内固定，透视下对骨折进行穿针，外固定架固定，冲洗伤口，放置引流，逐层缝合伤口。必要时

术中X线检查骨折及内固定物位置。

JXL57307
胫骨平台骨折切开复位

髓内针内固定术

摆体位，必要时在骨科牵引手术床上固定患肢，选择适合入路切开，打开骨髓腔，保护周围软组

织，防止血管神经损伤，保护骨折端血供，X线透视下复位骨折，选择适宜的髓内针固定系统，透

视下对骨折进行固定，冲洗伤口，放置引流，逐层缝合伤口，必要时术中X线检查骨折及内固定物

位置。必要时应用术中计算机导航。不含术中X线引导、术中导航。

JXL57308
陈旧胫骨平台骨折切开

复位外固定架固定术

陈旧骨折包括骨折不愈合、畸形愈合、骨折伴感染，病变部位为非正常解剖结构，手术操作难度增

大很多。摆体位，必要时在骨科牵引手术床上固定患肢，选择外固定架针入点，在骨折两端固定外

固定架针，切开暴露骨折端，复位骨折，必要时进行截骨矫形，保护周围软组织，防止血管神经损

伤，透视下对骨折进行固定，冲洗伤口，放置引流，逐层缝合伤口。必要时术中X线检查骨折及内

固定物位置。不含植骨术。

JXL57309
胫骨平台骨折闭合复位

内固定术

摆体位，选择骨折端远近端切开，保护周围软组织，防止血管神经损伤，透视下闭合复位骨折端，

选择适宜的钢板螺丝钉固定系统，经皮下或肌下跨越骨折端，用螺钉进行骨折固定，冲洗伤口，放

置引流，逐层缝合伤口。必要时术中X线检查骨折及内固定物位置。不含术中X线引导、术中导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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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XL57310
胫骨平台骨折闭合复位

髓内针内固定术

摆体位，必要时在骨科牵引手术床上固定患肢，选择适合入路切开，打开骨髓腔。保护周围软组

织，防止血管神经损伤，保护骨折端血供，X线透视下复位骨折，选择适宜的髓内针固定系统，透

视下对骨折进行固定，冲洗伤口，放置引流，逐层缝合伤口。必要时术中X线检查骨折及内固定物

位置或应用术中计算机导航。不含术中X线引导、术中导航。

JXL57311
胫骨平台骨折闭合复位

外固定架固定术

摆体位，必要时在骨科牵引手术床上固定患肢，选择外固定架针入点，在骨折两端固定外固定架

针，保护周围软组织，防止血管神经损伤，X线透视下复位骨折，透视下对骨折进行固定，冲洗伤

口，放置引流，逐层缝合伤口。必要时术中X线检查骨折及内固定物位置。

JXL57401
关节镜下胫骨平台骨折

复位内固定术

消毒铺巾，铺防水材料，膝关节前方入路，关节镜探查髌上囊、关节软骨、半月板及交叉韧带，在

骨折相应的部位切开，关节镜下观察骨折线，在骨折线对合良好，软骨无明显错位的情况下，将胫

骨平台骨折内固定，充分止血，24000毫升生理盐水冲洗关节腔，留置引流管，加压包扎。不含髁

间窝成型、半月板切除。

JXL68301 胫骨延长术
经胫骨前外侧入路，于胫骨干中段Z字形截骨，延长需要长度后，钢板螺钉内固定，石膏或支具保

护，术后功能锻炼。不含术中透视。

JXL68302 胫骨牵张延长术
于胫骨近远端分别打入2-4根螺纹钉，安置可牵张外固定延长支架，于胫骨中段、胫骨上段或下段

截断，缓慢延长至需要长度后，用钢板螺钉或髓内钉内固定，石膏或支具保护，术后功能锻炼。

JXL61302 胫骨截骨术
第一切口腓骨外侧切开，显露腓骨，保护腓神经和血管，截断，第二切口胫骨上段横形切开，显露

胫骨，保护腘动静脉和胫神经，将胫骨截断，X线引导下矫正畸形，固定截骨。不含术中X线引导。

JXL61303 胫骨高位外侧截骨术
第一切口腓骨外侧切开，保护腓血管和神经，显露腓骨干，截断，第二切口胫骨上段弧形切口，显

露胫骨上段保护胫前动静脉和腘动静脉，将胫骨截断，X线引导下矫正畸形，复位，钢板固定(或外

固定架)。不含术中X线引导。

JXL61304 胫骨高位内侧截骨术
胫骨上端内侧切开，显露胫骨，保护腘动静脉和胫神经，将胫骨截断，在X线引导下矫正畸形，复

位钢板固定。不含术中X线引导。

JXL57312
陈旧胫骨骨折闭合复位

外固定架固定术

陈旧骨折包括骨折不愈合、畸形愈合、骨折伴感染，病变部位为非正常解剖结构，手术操作难度增

大很多。摆体位，必要时在骨科牵引手术床上固定患肢，选择外固定架针入点，在骨折两端固定外

固定架针，保护周围软组织，防止血管神经损伤，X线透视下复位骨折，透视下对骨折进行固定，

冲洗伤口，放置引流，逐层缝合伤口。必要时术中X线检查骨折及内固定物位置。不含植骨术。

JXL57313
陈旧胫骨骨折切开复位

外固定架固定术

陈旧骨折包括骨折不愈合、畸形愈合、骨折伴感染，病变部位为非正常解剖结构，手术操作难度增

大很多。摆体位，必要时在骨科牵引手术床上固定患肢，选择外固定架针入点，在骨折两端固定外

固定架针，切开暴露骨折端，复位骨折，必要时进行截骨矫形，保护周围软组织，防止血管神经损

伤，透视下对骨折进行固定，冲洗伤口，放置引流，逐层缝合伤口。必要时术中X线检查骨折及内

固定物位置。不含植骨术。

JXL57314
胫骨骨折闭合复位钢板

螺丝钉内固定术

摆体位，选择骨折端远近端切开，保护周围软组织，防止血管神经损伤，透视下闭合复位骨折端，

选择适宜的钢板螺丝钉固定系统，经皮下或肌下跨越骨折端，用螺钉进行骨折固定，冲洗伤口，放

置引流，逐层缝合伤口。必要时术中X线检查骨折及内固定物位置。不含术中X线引导、术中导航。

JXL57315
陈旧胫骨骨折闭合复位

钢板螺丝钉内固定术

陈旧骨折包括骨折不愈合、畸形愈合、骨折伴感染，病变部位为非正常解剖结构，手术操作难度增

大很多。摆体位，选择适合入路切开，保护周围软组织，防止血管神经损伤，保护骨折端血供，显

露骨折形态，用力牵引骨折端，准确复位骨折端，选择适宜的钢板螺丝钉固定系统，反复钻孔，植

入螺钉，固定钢板，进行骨折固定，冲洗伤口，放置引流，逐层缝合伤口。必要时术中X线检查骨

折及内固定物位置。不含术中植骨术、X线引导、术中导航。

JXL57316
胫骨骨折闭合复位髓内

针内固定术

摆体位，必要时在骨科牵引手术床上固定患肢，选择适合入路切开，打开骨髓腔。保护周围软组

织，防止血管神经损伤，保护骨折端血供，X线透视下复位骨折，选择适宜的髓内针固定系统，透

视下对骨折进行固定，冲洗伤口，放置引流，逐层缝合伤口。必要时术中X线检查骨折及内固定物

位置或应用术中计算机导航。不含术中X线引导、术中导航。

JXL57317
陈旧胫骨骨折闭合复位

髓内针内固定术

陈旧骨折包括骨折不愈合、畸形愈合、骨折伴感染，病变部位为非正常解剖结构，手术操作难度增

大很多。摆体位，必要时在骨科牵引手术床上固定患肢，选择适合入路切开，打开骨髓腔，保护周

围软组织，防止血管神经损伤，保护骨折端血供，X线透视下复位骨折，选择适宜的髓内针固定系

统，透视下对骨折进行固定，冲洗伤口，放置引流，逐层缝合伤口。必要时术中X线检查骨折及内

固定物位置或应用术中计算机导航。不含术中X线引导、术中导航。

JXL57318
胫骨骨折切开复位髓内

针内固定术

摆体位，必要时在骨科牵引手术床上固定患肢，选择适合入路切开，打开骨髓腔。保护周围软组

织，防止血管神经损伤，保护骨折端血供，X线透视下复位骨折，选择适宜的髓内针固定系统，透

视下对骨折进行固定，冲洗伤口，放置引流，逐层缝合伤口。必要时术中X线检查骨折及内固定物

位置或应用术中计算机导航。不含术中X线引导、术中导航。

JXL57319
陈旧胫骨骨折切开复位

髓内针内固定术

陈旧骨折包括骨折不愈合、畸形愈合、骨折伴感染，病变部位为非正常解剖结构，手术操作难度增

大很多。摆体位，必要时在骨科牵引手术床上固定患肢，选择适合入路切开，打开骨髓腔，保护周

围软组织，防止血管神经损伤，保护骨折端血供，复位骨折，必要时进行接截骨矫形，选择适宜的

髓内针固定系统，透视下对骨折进行固定，冲洗伤口，放置引流，逐层缝合伤口。必要时术中X线

检查骨折及内固定物位置或应用术中计算机导航。不含术中植骨术、X线引导、术中导航。

JXL57320
胫骨骨折切开复位内固

定术

摆体位，选择适合入路切开，保护周围软组织，防止血管神经损伤，保护骨折端血供，显露骨折形

态，用力牵引骨折端，准确复位骨折端，选择适宜的钢板螺丝钉固定系统，反复钻孔，植入螺钉，

固定钢板，进行骨折固定，冲洗伤口，放置引流，逐层缝合伤口。必要时术中X线检查骨折及内固

定物位置。不含术中X线引导、术中导航。

JXL57321
陈旧胫骨骨折切开复位

内固定术

陈旧骨折包括骨折不愈合、畸形愈合、骨折伴感染，病变部位为非正常解剖结构，手术操作难度增

大很多。摆体位，选择适合入路切开，保护周围软组织，防止血管神经损伤，保护骨折端血供，显

露骨折形态，用力牵引骨折端，复位骨折端，必要时截骨矫形，选择适宜的钢板螺丝钉固定系统，

反复钻孔，植入螺钉，固定钢板，进行骨折固定，冲洗伤口，放置引流，逐层缝合伤口。必要时术

中X线检查骨折及内固定物位置。不含术中植骨术、X线引导、术中导航。

JXL57322
胫骨骨折闭合复位外固

定架固定术

摆体位，必要时在骨科牵引手术床上固定患肢，选择外固定架针入点，在骨折两端固定外固定架

针，保护周围软组织，防止血管神经损伤，X线透视下复位骨折，透视下对骨折进行固定，冲洗伤

口，放置引流，逐层缝合伤口。必要时术中X线检查骨折及内固定物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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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XL57323
胫骨骨折切开复位外固

定架固定术

摆体位，必要时在骨科牵引手术床上固定患肢，选择外固定架针入点，在骨折两端固定外固定架

针，保护周围软组织，防止血管神经损伤，切开暴露骨折端，直视下复位骨折，必要时对骨折端进

行内固定，透视下对骨折进行穿针，外固定架固定，冲洗伤口，放置引流，逐层缝合伤口。必要时

术中X线检查骨折及内固定物位置。

JXL73302
先天性胫骨假关节切除

带血管腓骨移植术

摆体位，选择适合入路切开，保护关节周围血管神经组织，探查辨认正常与病理组织，切除胫骨假

关节，取带血管腓骨进行血管吻合游离移植，必要时进行骨折内固定，冲洗伤口，放置引流，逐层

缝合伤口。不包括骨折内固定术。
腓骨

JXM57301
腓骨骨折切开复位钢板

螺丝钉内固定术

摆体位，选择适合入路切开，保护周围软组织，防止血管神经损伤，保护骨折端血供，显露骨折形

态，用力牵引骨折端，准确复位骨折端，选择适宜的钢板螺丝钉固定系统，反复钻孔，植入螺钉，

固定钢板，进行骨折固定，冲洗伤口，放置引流，逐层缝合伤口。必要时术中X线检查骨折及内固

定物位置。不含术中X线引导、术中导航。

JXM57302
陈旧腓骨骨折切开复位

钢板螺丝钉内固定术

陈旧骨折包括骨折不愈合、畸形愈合、骨折伴感染，病变部位为非正常解剖结构，手术操作难度增

大很多。摆体位，选择适合入路切开，保护周围软组织，防止血管神经损伤，保护骨折端血供，显

露骨折形态，用力牵引骨折端，复位骨折端，必要时截骨矫形，选择适宜的钢板螺丝钉固定系统，

反复钻孔，植入螺钉，固定钢板，进行骨折固定，冲洗伤口，放置引流，逐层缝合伤口。必要时术

中X线检查骨折及内固定物位置。不含术中植骨术、X线引导、术中导航。

JXM57303
腓骨骨折闭合复位髓内

针内固定术

摆体位，必要时在骨科牵引手术床上固定患肢，选择适合入路切开，打开骨髓腔。保护周围软组

织，防止血管神经损伤，保护骨折端血供，X线透视下复位骨折，选择适宜的髓内针固定系统，透

视下对骨折进行固定，冲洗伤口，放置引流，逐层缝合伤口。必要时术中X线检查骨折及内固定物

位置或应用术中计算机导航。不含术中X线引导、术中导航。

JXM57304
腓骨骨折闭合复位钢板

螺丝钉内固定术

摆体位，选择骨折端远近端切开，保护周围软组织，防止血管神经损伤，透视下闭合复位骨折端，

选择适宜的钢板螺丝钉固定系统，经皮下或肌下跨越骨折端，用螺钉进行骨折固定，冲洗伤口，放

置引流，逐层缝合伤口。必要时术中X线检查骨折及内固定物位置。不含术中X线引导、术中导航。

JXM57305
腓骨骨折切开复位髓内

针内固定术

摆体位，必要时在骨科牵引手术床上固定患肢，选择适合入路切开，打开骨髓腔，保护周围软组

织，防止血管神经损伤，保护骨折端血供，X线透视下复位骨折，选择适宜的髓内针固定系统，透

视下对骨折进行固定，冲洗伤口，放置引流，逐层缝合伤口。必要时术中X线检查骨折及内固定物

位置或应用术中计算机导航。不含术中X线引导、术中导航。

JXM57306
腓骨骨折闭合复位外固

定架固定术

摆体位，必要时在骨科牵引手术床上固定患肢，选择外固定架针入点，在骨折两端固定外固定架

针，保护周围软组织，防止血管神经损伤，X线透视下复位骨折，透视下对骨折进行固定，冲洗伤

口，放置引流，逐层缝合伤口。必要时术中X线检查骨折及内固定物位置。

JXM57307
腓骨骨折切开复位外固

定架固定术

摆体位，必要时在骨科牵引手术床上固定患肢，选择外固定架针入点，在骨折两端固定外固定架针

。保护周围软组织，防止血管神经损伤，切开暴露骨折端，直视下复位骨折，必要时对骨折端进行

内固定，透视下对骨折进行穿针，外固定架固定，冲洗伤口，放置引流，逐层缝合伤口。必要时术

中X线检查骨折及内固定物位置。
JXM68301 腓骨肌腱脱位修复术 消毒铺巾，暴露腓骨肌腱并行复位修复，冲洗缝合伤口。
JXZ62301 伸母短肌去神经术 消毒铺巾，设计切口，切开，解剖腓深神经，切断其支配足伸拇短肌的分支，止血，缝合。

9.足踝
踝关节

JXN62301 足踝副骨切除
消毒菌巾，逐步显露副骨，将其与肌腱分离，切除副骨，缝合肌腱，必要时行肌腱止点重建，止血

、冲洗伤口，加压包扎。不含X线引导。

JXN57301
踝关节骨折切开复位内

固定术

摆体位，选择适合入路切开，保护周围血管神经组织，保护骨折端血供，显露骨折形态，准确复位

骨折端，选择相应内固定物进行骨折固定，冲洗伤口，放置引流，逐层缝合伤口。必要时术中X线

检查骨折及内固定物位置或进行术中计算机导航。不含术中X线引导、术中导航。

JXN57302
陈旧踝关节骨折切开复

位内固定术

陈旧骨折包括骨折不愈合、畸形愈合、骨折伴感染，病变部位为非正常解剖结构，手术操作难度增

大很多。摆体位，选择适合入路切开，保护周围血管神经组织，保护骨折端血供，显露骨折形态，

复位骨折端，必要时进行截骨矫形，选择相应内固定物进行骨折固定，冲洗伤口，放置引流，逐层

缝合伤口。必要时术中X线检查骨折及内固定物位置或进行术中计算机导航。不含术中植骨术、X线

引导、术中导航。

JXN57303
踝关节骨折切开复位外

固定架固定术

摆体位，必要时在骨科牵引手术床上固定患肢，选择外固定架针入点，在骨折两端固定外固定架针

。保护周围软组织，防止血管神经损伤，切开暴露骨折端，直视下复位骨折，必要时对骨折端进行

内固定，透视下对骨折进行穿针，外固定架固定，冲洗伤口，放置引流，逐层缝合伤口。必要时术

中X线检查骨折及内固定物位置。

JXN57304
陈旧踝关节骨折切开复

位外固定架固定术

陈旧骨折包括骨折不愈合、畸形愈合、骨折伴感染，病变部位为非正常解剖结构，手术操作难度增

大很多。摆体位，必要时在骨科牵引手术床上固定患肢，选择外固定架针入点，在骨折两端固定外

固定架针，切开暴露骨折端，复位骨折，必要时进行截骨矫形，保护周围软组织，防止血管神经损

伤，透视下对骨折进行固定，冲洗伤口，放置引流，逐层缝合伤口。必要时术中X线检查骨折及内

固定物位置。不含植骨术。

JXN55401
关节镜下踝关节骨折复

位术

消毒铺巾，铺防水材料，取踝关节前方入路置镜，关节镜下系统探查，监视下骨折组织复位，用内

固定材料进行固定，9000毫升生理盐水冲洗关节腔，缝合，棉花夹板加压包扎。必要时X线引导。

术中可能需要0毫米和7毫米两套关节镜设备。不含X线引导。

JXN57305 踝关节外固定架固定术
摆体位，必要时在骨科牵引手术床上固定患肢，选择腕关节外固定架针入点，在骨折两端固定外固

定架针，保护周围软组织，防止血管神经损伤，X线透视下复位骨折脱位，透视下对骨折进行连接

外固定架固定。必要时进行切开复位或术中X线检查骨折及关节位置。不含骨折内固定术。

JXN57306 踝关节融合术
踝关节前侧切开，显露踝关节，保护足背动脉，在肌腱间切开关节囊，切除胫骨、距骨、腓骨软骨

面，矫正畸形，螺钉固定。

JXN57307 踝部四关节融合术
踝关节前侧切口延伸至足外侧，显露踝关节及跟距、距舟、跟骰关节，保护胫前及胫后血管、腓肠

神经，切除上述四个关节软骨面，矫正畸形，螺钉固定。
JXN51301 全踝人工关节置换术 切除病变的踝关节面，保护胫前动脉和神经，精确安放人工关节假体。

JXN57401
关节镜下距骨骨软骨骨

折内固定术

特指踝部骨折的病例。消毒铺巾，铺防水材料，取踝关节前方入路置镜，关节镜下系统探查，监视

下骨折组织复位，用内固定材料进行固定，9000毫升生理盐水冲洗关节腔，缝合，棉花夹板加压包

扎。必要时X线引导。术中可能需要0毫米和7毫米两套关节镜设备。不含X线引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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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XN68301 踝关节韧带修补术
消毒铺巾，清除血肿、撕脱骨片切除，探查关节腔，用缝线缝合撕裂的关节囊及韧带，止血，放置

引流，负压吸引。

JXN68302 踝关节韧带修复术
显露内或外侧踝关节，保护神经和血管，系列断裂韧带，清理后缝合，不能缝合者取周围肌腱移位

加强，术中X线引导。不含术中X线引导。

JXN69301 踝关节韧带损伤重建术
消毒铺巾，清除血肿、撕脱骨片切除，探查关节腔，用缝线缝合撕裂的关节囊，在内或外踝钻孔，

韧带重建，止血，放置引流，负压吸引。

JXN69302
陈旧踝关节韧带损伤重

建术

消毒铺巾，清除瘢痕、陈旧撕脱骨片切除，探查关节腔，移植物的切取与修整，在内或外踝钻孔，

韧带重建，止血，放置引流，负压吸引。
JXN62302 踝关节滑膜切除术 消毒铺巾，气囊止血带止血，切开皮肤，显露关节，清除滑膜，松解粘连。

JXN62401
关节镜下踝关节滑膜切

除术

消毒铺巾，气囊止血带止血，切开皮肤，插入关节镜，清除滑膜，松解粘连，2000毫升生理盐水冲

洗关节腔。不含关节镜检查。
JXN62303 足踝部肿物切除 消毒铺巾，切除肿物，清理，放置引流，负压吸引。

JXP62401
关节镜下跟腱腱围切除

术

消毒铺巾，铺一次性防水无菌单，穿一次性防水手术衣，小腿后方切口，皮下扩孔，制造腔隙，关

节镜下清理跟腱表面腱围组织，15000毫升生理盐水冲洗关节腔。

JXP61301 跟腱清理术
消毒铺巾，小腿后内纵向切开皮肤、皮下组织、深筋膜、腱围，纵向劈开跟腱，切除跟腱变性部

分，再缝合，冲洗伤口，缝合伤口。不含术后石膏固定、跖肌腱探查术、跟腱缝合术。

JXP61401 关节镜下跟腱清理术
消毒铺巾，铺一次性防水无菌单，穿一次性防水手术衣，小腿后方切口，皮下扩孔，制造腔隙，关

节镜下清理跟腱表面，探查跟腱，切除跟腱变性部分，18000毫升生理盐水冲洗关节腔。
JXP68301 跟腱损伤修补术 消毒铺巾，暴露跟腱，对损伤部位进行直接修补缝合或相应骨折固定。

JXP68302 陈旧跟腱断裂修补术
消毒铺巾，小腿后内纵向切开皮肤、皮下组织、深筋膜、腱围，跟腱瘢痕清理，肌腱重叠吻合，冲

洗伤口，依次缝合伤口。不含术后石膏固定、跖肌腱探查术。

JXP68401 关节镜下跟腱缝合术

消毒铺巾，铺防水材料，跟腱断裂处内、外侧切口，置入关节镜，切除跟腱前方滑囊组织，探查跟

腱及周围组织，清理断端间血肿及糟粹组织，梳理断端，行断端重叠镜下缝合术，镜下监视下作跟

腱减张术，缝合满意后，撤镜，9000毫升生理盐水冲洗，缝合，棉花夹板加压包扎。术中可能需要

0毫米和7毫米两套关节镜设备。

JXP61402
关节镜下跟腱病灶清理

术

消毒铺巾，铺防水材料，跟腱止点上方内、外侧切口，置入关节镜，切除跟腱前方滑囊组织，探查

跟腱及周围组织。刨刀切除部分撕裂的跟腱组织，微骨折器械穿刺改善变性跟腱组织血运，探查跟

骨结节滑车软骨情况，磨钻切除跟骨结节增生骨赘，或以骨刀切除，并用射频烧灼局部骨床，撤

镜，9000毫升生理盐水冲洗，缝合，棉花夹板加压包扎。术中可能需要0毫米和7毫米两套关节镜设

备。不含X线引导。

JXP68303 跟腱翻瓣加固术
消毒铺巾，小腿后内纵向切开皮肤、皮下组织、深筋膜、腱围，在腓肠肌肌腱中1/3取肌腱宽约1厘

米，长度根据跟腱断裂位置，将之翻转加固覆盖缝合在跟腱断端周围。不含跟腱缝合术、术后石膏

固定、跖肌腱探查术。

JXP68304 跟腱延长术
踝关节后内侧切口，切开皮肤，分离皮下组织，显露跟腱，视情况而定行滑动延长，“Z”型延长

。不含石膏固定。

JYZ68305 跟腱瘢痕瓣延长术
术区皮肤消毒，跟腱及其上的瘢痕组织一同切开延长，踝关节复位，并重新缝合瘢痕瓣和跟腱，植

皮，踝关节应用石膏或斯氏针固定于功能位。不含取皮术、植皮术。

JXP69302 跟腱止点重建术
消毒铺巾，小腿后内纵向切开皮肤、皮下组织、深筋膜、腱围，清理跟腱断端及跟骨结节，创面新

鲜化，跟骨结节上用斯氏针钻孔，用专用骨科缝线将跟腱缝合在跟骨结节上，冲洗伤口，缝合伤口

。不含术后石膏固定、跖肌腱探查术。

JXP57301
跟腱止点撕脱骨折复位

内固定术

消毒铺巾，小腿后内纵向切开皮肤、皮下组织、深筋膜、腱围，清理骨折端，创面新鲜化，跟骨结

节新鲜化，用克氏针固定骨块，内固定螺钉固定骨折两端，冲洗伤口，缝合伤口。不含术后石膏固

定、跖肌腱探查术、跟腱缝合术。
JXP57302 跟骰关节融合术 融合跟骰关节，用或不用内固定，石膏固定。

JXZ69301 陈旧胫腓韧带重建术
消毒铺巾，清除瘢痕、陈旧撕脱骨片切除，复位关节，肌腱移植物的切取与修整，两端用缝线编织

缝合，用克氏针、空心钻头及电钻分别在胫骨远端和腓骨远端钻取骨道，将肌腱移植物引入骨道，

两端分别固定，止血，放置引流，负压吸引。不含X线引导。
跗骨

JXQ57301 跗骨间融合术 显露跗骨，去关节软骨，骨面间融合，加或不加内固定，石膏固定。
JXQ41101 跟骨钻孔术 消毒铺巾，经皮用克氏针在跟骨表面钻孔数个。

JXQ57302
跟骨骨折闭合复位撬拨

固定术

摆体位，闭合复位骨折，用相应器材进行跟骨撬拨复位，选择相应内固定物进行骨折固定，冲洗伤

口，缝合伤口。必要时术中X线检查骨折及内固定物位置或进行术中计算机导航。不含术中X线引导

、术中导航。

JXQ57303
跟骨骨折切开复位内固

定术

摆体位，选择适合入路切开，保护周围血管神经组织，保护骨折端血供，显露骨折形态，准确复位

骨折端，选择相应内固定物进行骨折固定，冲洗伤口，放置引流，逐层缝合伤口。必要时术中X线

检查骨折及内固定物位置或进行术中计算机导航。不含术中X线引导、术中导航。

JXQ57304
陈旧跟骨骨折切开复位

内固定术

陈旧骨折包括骨折不愈合、畸形愈合、骨折伴感染，病变部位为非正常解剖结构，手术操作难度增

大很多。摆体位，选择适合入路切开，保护周围血管神经组织，保护骨折端血供，显露骨折形态，

复位骨折端，必要时进行截骨矫形，选择相应内固定物进行骨折固定，冲洗伤口，放置引流，逐层

缝合伤口。必要时术中X线检查骨折及内固定物位置或进行术中计算机导航。不含术中植骨术、X线

引导、术中导航。
JXQ61301 跟骨截骨术 跟骨外侧切开，外侧截断，X线引导下矫正畸形，接骨板固定。不含术中X引导。

JXQ57305
距骨骨折闭合复位内固

定术

摆体位，选择适合入路切开，保护周围血管神经组织，保护骨折端血供，不显露骨折端，闭合复位

骨折端，一般在透视影像监视下进行，选择相应内固定物进行骨折固定，冲洗伤口，放置引流，缝

合伤口。必要时术中X线检查骨折及内固定物位置或进行术中计算机导航。不含术中X线引导、术中

JXQ57306
陈旧距骨骨折闭合复位

内固定术

陈旧骨折包括骨折不愈合、畸形愈合、骨折伴感染，病变部位为非正常解剖结构，手术操作难度增

大很多。摆体位，选择适合入路切开，保护周围血管神经组织，保护骨折端血供，显露骨折形态，

复位骨折端，选择相应内固定物进行骨折固定，冲洗伤口，放置引流，逐层缝合伤口。必要时术中

X线检查骨折及内固定物位置或进行术中计算机导航。不含术中X线引导、术中导航。

JXQ57307
距骨骨折切开复位内固

定术

摆体位，选择适合入路切开，保护周围血管神经组织，保护骨折端血供，显露骨折形态，准确复位

骨折端，选择相应内固定物进行骨折固定，冲洗伤口，放置引流，逐层缝合伤口。必要时术中X线

检查骨折及内固定物位置或进行术中计算机导航。不含术中X线引导、术中导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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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XQ57308
陈旧距骨骨折切开复位

内固定术

陈旧骨折包括骨折不愈合、畸形愈合、骨折伴感染，病变部位为非正常解剖结构，手术操作难度增

大很多。摆体位，选择适合入路切开，保护周围血管神经组织，保护骨折端血供，显露骨折形态，

复位骨折端，必要时进行截骨矫形，选择相应内固定物进行骨折固定，冲洗伤口，放置引流，逐层

缝合伤口。必要时术中X线检查骨折及内固定物位置或进行术中计算机导航。不含术中植骨术、X线

引导、术中导航。

JXQ57309
距骨骨折切开复位外固

定架固定术

摆体位，必要时在骨科牵引手术床上固定患肢，选择外固定架针入点，在骨折两端固定外固定架针

。保护周围软组织，防止血管神经损伤，切开暴露骨折端，直视下复位骨折，必要时对骨折端进行

内固定，透视下对骨折进行穿针，外固定架固定，冲洗伤口，放置引流，逐层缝合伤口。必要时术

中X线检查骨折及内固定物位置。
JXQ62301 距骨切除术 消毒铺巾，显露踝关节，切除距骨，冲洗缝合伤口。
JXQ62302 付舟骨切除术 麻醉，消毒，患肢驱血上止血带，足切口切除付舟骨，胫后肌腱成型固定，长腿石膏固定。
JXR57301 足关节融合术 显露跗跖关节，或趾间或距下关节或近侧趾间关节切除关节软骨融合，加或不加内固定，石膏固定

跖骨

JXR61301 跖骨头截骨术
消毒菌巾，分离肌腱和关节囊，暴露跖骨头，用微动力摆锯截骨，并用内固定螺钉进行固定，关节

囊松解，内固定止血，放置引流，加压包扎。不含X线引导。

JXR61302 跖骨近端截骨术

从近节趾骨中部开始做内侧纵行切口直至关节囊，形成背侧和跖侧的全层皮瓣，做关节囊纵行切

口，形成一个基底在远端的关节囊瓣。截骨起始于矢状沟内侧1毫米，与第一跖骨内侧皮质成一直

线向近端推进，用骨刀或电锯完全去除内侧骨赘，挫园跖骨头锐角，清除关节软骨片或者滑膜组

织，在踇长伸肌腱下缝合关节囊、皮肤，局部加压包扎。

JXR62301
跖骨头骨赘切除踇外翻

矫形术

从近节趾骨中部开始做内侧纵行切口直至关节囊，形成背侧和跖侧的全层皮瓣，做关节囊纵行切

口，形成一个基底在远端的关节囊瓣，截骨起始于矢状沟内侧1毫米。与第一跖骨内侧皮质成一直

线向近端推进，用骨刀或电锯完全去除内侧骨赘，挫园跖骨头锐角，清除关节软骨片或者滑膜组

织，在踇长伸肌腱下缝合关节囊、皮肤，局部加压包扎。
JXR68301 第二跖骨头成形术 经第二跖骨头旁入路切除第二跖骨头，清除近节趾骨关节面软骨。

JXR74301 断跖再植术
消毒铺巾，气囊止血带止血，清创，探查损伤组织，复位固定骨与关节，缝合肌肉、肌腱、神经，

吻合动脉、静脉。不含组织移植术、术中显微镜下操作。

JXR57302
跖骨骨折闭合复位外固

定架固定术

摆体位，选择外固定架针入点，在骨折两端固定外固定架针。保护周围软组织，防止血管神经损

伤，X线透视下复位骨折，透视下对骨折进行固定，冲洗伤口，放置引流，逐层缝合伤口。必要时

术中X线检查骨折及内固定物位置。

JXR57303
跖骨骨折切开复位内固

定术

摆体位，选择适合入路切开，保护周围血管神经组织，保护骨折端血供，显露骨折形态，准确复位

骨折端，选择相应内固定物进行骨折固定，冲洗伤口，放置引流，逐层缝合伤口。必要时术中X线

检查骨折及内固定物位置或进行术中计算机导航。不含术中X线引导、术中导航。

JXR57304
陈旧跖骨骨折切开复位

内固定术

陈旧骨折包括骨折不愈合、畸形愈合、骨折伴感染，病变部位为非正常解剖结构，手术操作难度增

大很多。摆体位，选择适合入路切开，保护周围血管神经组织，保护骨折端血供，显露骨折形态，

准确复位骨折端，选择相应内固定物进行骨折固定，冲洗伤口，放置引流，逐层缝合伤口。必要时

术中X线检查骨折及内固定物位置或进行术中计算机导航。不含术中植骨术、X线引导、术中导航。

JXR57305
跖骨骨折切开复位外固

定架固定术

摆体位，必要时在骨科牵引手术床上固定患肢，选择外固定架针入点，在骨折两端固定外固定架

针，保护周围软组织，防止血管神经损伤，切开暴露骨折端，直视下复位骨折，必要时对骨折端进

行内固定，透视下对骨折进行穿针，外固定架固定，冲洗伤口，放置引流，逐层缝合伤口。必要时

术中X线检查骨折及内固定物位置。

JXR57306
陈旧跖骨骨折切开复位

外固定架固定术

陈旧骨折包括骨折不愈合、畸形愈合、骨折伴感染，病变部位为非正常解剖结构，手术操作难度增

大很多。摆体位，必要时在骨科牵引手术床上固定患肢，选择外固定架针入点，在骨折两端固定外

固定架针，切开暴露骨折端，复位骨折，必要时进行截骨矫形，保护周围软组织，防止血管神经损

伤，透视下对骨折进行固定，冲洗伤口，放置引流，逐层缝合伤口。必要时术中X线检查骨折及内

固定物位置。不含植骨术。
JXR68302 跖/趾骨干缩窄术 消毒铺巾，气囊止血带止血，切开皮肤，显露骨干，切除两侧骨质。不含术中X线引导。

JXR57307 跖/趾骨骺融合术
消毒铺巾，气囊止血带止血，切开皮肤，显露并切除骨骺，对合骨端，缝线或克氏针固定。不含术

中X线引导。

JXR38301 跖/趾骨骺阻滞术
消毒铺巾，气囊止血带止血，切开皮肤，显露骨端，打入骑缝钉，阻滞骨骺生长。不含术中X线引

导。

JXR68303 跖/趾骨截骨矫形术
消毒铺巾，气囊止血带止血，切开皮肤，显露截骨部位，用骨刀或摆锯截骨，短缩/延长/矫形，对

合骨端，内固定或外固定。不含术中X线引导。
JXR51301 跖/趾人工关节置换术 适于跖趾关节的器质性病变。切除病变的跖趾关节，置换人工跖趾关节假体。

JXR68304
跖/趾关节融合拇外翻

矫形术

沿第一跖趾关节的背内侧面做皮肤切口，显露并牵开踇长伸肌腱，沿趾骨及跖骨头方向切开，骨膜

下剥离环形松解近节趾骨的基底部，与其它融合手术一样，截骨面尽量制造松质骨用小摆锯在跖骨

头做轻度背屈和外翻的第一截骨面，在近节趾骨基底部作约15°外翻和与跖面成10-15°背屈，紧

握大踇指，将两骨合在一起，经背屈跖屈以及内外翻检查，仔细确认对线，用AO钢板(或2根斯氏

针)置于第一跖趾关节背侧面。4毫米松质骨螺钉固定。缝合关节囊，皮肤。局部加压包扎。
JXR62302 足关节滑膜切除术 消毒铺巾，气囊止血带止血，切开皮肤，显露关节，清除滑膜，松解粘连。

JXR62401
关节镜下足关节滑膜切

除术
消毒铺巾，气囊止血带止血，切开皮肤，插入关节镜，清除滑膜，松解粘连。不含关节镜检查。

JXR07301 跖肌腱探查术
消毒铺巾，小腿后内纵向切开皮肤、皮下组织、深筋膜，探查跖肌腱，清理跖肌腱。不含跟腱缝合

术、术后石膏固定。

JXR53301 跖腱膜松解术
消毒铺巾，铺防水材料，跟骨结节内下切口，钝性分离跖腱膜，探查跖腱膜及周围组织，专用刀片

行跖腱膜松解，松解完全后，2000毫升生理盐水冲洗，缝合，棉花夹板加压包扎。

JXR42401 关节镜下跖腱膜切断术

消毒铺巾，铺防水材料，跟骨结节内下切口，钝性分离跖腱膜，置入套管系统，建立足外侧入路，

经内侧入路置镜，用探钩探查跖腱膜及周围组织，经外侧入路以专用刀片将跖腱膜内侧束切断。同

法，经外侧入路置镜，将外侧束切断。撤镜，6000毫升生理盐水冲洗，缝合，棉花夹板加压包扎。

术中可能需要0毫米和7毫米两套关节镜设备。
趾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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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名称 项目内涵

JXR57308
趾骨骨折闭合复位内固

定术

摆体位，选择适合入路切开，保护周围血管神经组织，保护骨折端血供，不显露骨折端，闭合复位

骨折端，一般在透视影像监视下进行，选择相应内固定物进行骨折固定，冲洗伤口，放置引流，缝

合伤口。必要时术中X线检查骨折及内固定物位置或进行术中计算机导航。不含术中X线引导、术中

JXR57309
趾骨骨折闭合复位外固

定架固定术

摆体位，必要时在骨科牵引手术床上固定患肢，选择外固定架针入点，在骨折两端固定外固定架针

。保护周围软组织，防止血管神经损伤，X线透视下复位骨折，透视下对骨折进行固定，冲洗伤

口，放置引流，逐层缝合伤口。必要时术中X线检查骨折及内固定物位置。

JXR57310
趾骨骨折切开复位内固

定术

摆体位，选择适合入路切开，保护周围血管神经组织，保护骨折端血供，显露骨折形态，准确复位

骨折端，选择相应内固定物进行骨折固定，冲洗伤口，放置引流，逐层缝合伤口。必要时术中X线

检查骨折及内固定物位置或进行术中计算机导航。不含术中X线引导、术中导航。

JXR57311
陈旧趾骨骨折切开复位

内固定术

陈旧骨折包括骨折不愈合、畸形愈合、骨折伴感染，病变部位为非正常解剖结构，手术操作难度增

大很多。摆体位，选择适合入路切开，保护周围血管神经组织，保护骨折端血供，显露骨折形态，

准确复位骨折端，选择相应内固定物进行骨折固定，冲洗伤口，放置引流，逐层缝合伤口。必要时

术中X线检查骨折及内固定物位置或进行术中计算机导航。不含术中植骨术、X线引导、术中导航。

JXR57312
趾骨骨折切开复位外固

定架固定术

摆体位，必要时在骨科牵引手术床上固定患肢，选择外固定架针入点，在骨折两端固定外固定架

针，保护周围软组织，防止血管神经损伤，切开暴露骨折端，直视下复位骨折，必要时对骨折端进

行内固定，透视下对骨折进行穿针，外固定架固定，冲洗伤口，放置引流，逐层缝合伤口。必要时

术中X线检查骨折及内固定物位置。

JXR57313
陈旧趾骨骨折切开复位

外固定架固定术

陈旧骨折包括骨折不愈合、畸形愈合、骨折伴感染，病变部位为非正常解剖结构，手术操作难度增

大很多。摆体位，必要时在骨科牵引手术床上固定患肢，选择外固定架针入点，在骨折两端固定外

固定架针，切开暴露骨折端，复位骨折，必要时进行截骨矫形，保护周围软组织，防止血管神经损

伤，透视下对骨折进行固定，冲洗伤口，放置引流，逐层缝合伤口。必要时术中X线检查骨折及内

固定物位置。不含植骨术。

JXS68301 踇外翻矫正术
术前设计，测量足底压力，消毒铺巾，上驱止血带，切开分离，去除骨赘，磨平，第一趾骨头下横

断截骨，趾骨头外推，固定关节囊，分层缝合皮肤，8字绷带固定，应用动力系统，足底测压仪。

不含动力系统。

JXS68302 踇外翻截骨矫形术

从近节趾骨中部开始做内侧纵行切口直至关节囊，做关节囊纵行切口，形成一个基底在远端的关节

囊瓣，用骨刀或电锯去除内侧骨赘，做顶点在跖骨头的中间，约70°角的V性截骨术，截骨部位向

外推动至约为跖骨干宽度的20%-30%，用克氏针固定或纵向压力压缩，由跖骨头外移后造成的内侧

骨突，应平行于跖骨头内侧做切除，关闭关节囊瓣及切口，术后加压包扎，保持正常对线，制动6-

8周，直到关节囊和截骨部位愈合。

JXS61301 踇外翻阿氏截骨矫形术

指Akin截骨。从近节趾骨中部开始做内侧纵行切口直至关节囊，形成背侧和跖侧的全层皮瓣，做关

节囊纵行切口，形成一个基底在远端的关节囊瓣，截骨起始于矢状沟内侧1毫米，与第一跖骨内侧

皮质成一直线向近端推进，用骨刀或电锯完全去除内侧骨赘，趾骨做楔形截骨并用克氏针固定，待

第一跖趾关节对合良好后折叠缝合内侧组织，关闭关节囊瓣及切口，术后加压包扎，保持正常对

线，制动6-8周，直到关节囊和截骨部位愈合。

JXS61302 踇外翻米氏截骨术

指Mitchell截骨。沿第一跖趾关节的背内侧面做皮肤切口，做关节囊VY切口，用骨刀或电锯去除内

侧骨赘，截骨起始于矢状沟内侧1毫米，在跖骨远侧切开骨膜向背侧和跖侧做骨膜下分离，注意保

持外侧结构的完整性以免造成跖骨头缺血，双截骨线的第一截骨线在关节面近端2厘米处在籽骨近

侧，朝向外侧，外侧保留一个完整的骨桥，在第一截骨线近侧2-4毫米处做第二截骨线，去除两者

之间骨块，跖骨干可以轻度跖屈成角，跖趾关节用线、钢丝或克氏针固定于正常对线位置，缝合关

节囊、皮肤，局部加压包扎。

JXS61303 踇外翻克氏截骨术
指Keller截骨。手术切口在第一跖趾关节的内侧，由趾间关节的近端延伸到跖骨干的远端三分之

一，锐性分离一个近端为基底的关节囊瓣，显露内侧骨赘，近节1/3趾骨和内侧骨赘一起切除，在

跖骨头和近节趾骨残段之间保留5毫米间隙，缝合关节囊、皮肤，局部加压包扎。

JXS68303
踇外翻远端软组织矫形

术

沿第一趾蹼间中线切开，松解挛缩的踇收肌腱、外侧关节囊以及跖横韧带，内侧关节囊在近节趾骨

基底部近侧2-3毫米处切开，向近侧切除一3-8毫米的关节囊瓣，沿第一跖骨骨干内侧切除内侧骨

赘，在第一趾蹼用3根缝线于第一二趾骨头间将两关节囊连同踇收肌腱一起缝合，暂不打结，将踇

指置于正常的中立位后再向内旋转，以纠正可能存在的旋前畸形，也使籽骨回到跖骨头下方，用4

根缝线缝合内侧关节囊以维持踇指的满意对线。如外翻畸形仍然存在，则需切除更多的内侧关节囊

。恢复正常对线后，将先前置于第一趾蹼的三根缝线打结。人字形绷带包扎，将第一二跖骨头尽量

靠拢，并用胶带加强。可穿术后鞋行走，敷料每周更换一次，共8周，之后可功能锻炼。

JXS69301
趾/残趾移植拇指再造

术

消毒铺巾，气囊止血带止血，切开皮肤，切取趾或趾残端，移植于拇指断端，固定骨与关节，缝合

肌腱、神经，吻合血管。不含骨、皮肤移植术。

JXT74302 断趾再植术
消毒铺巾，气囊止血带止血，清创，探查损伤组织，复位固定骨与关节，缝合肌腱、神经，吻合动

脉、静脉。不含组织移植术、术中显微镜下操作。
足

JXU57301 足部三关节融合术
足外侧切开，显露跗骨窦，切除脂肪，保护足背动脉，显露跟距、距舟、跟骰关节面，切除软骨，

矫正畸形，固定。

JXU64301 前足截肢术
包括列截趾。入路、神经血管切断处理，肌腱切断、再固定，截骨，放置引流，关闭伤口，1000毫

升生理盐水进行冲洗。

JXU57302
中足骨折脱位闭合复位

内固定术

中足包括足舟骨、楔骨、骰骨、Lisfrance关节和Chopart关节。摆体位，闭合复位骨折，用相应器

材进行中足跗骨撬拨复位，选择相应内固定物进行骨折固定，冲洗伤口，缝合伤口。必要时术中X

线检查骨折及内固定物位置或进行术中计算机导航。不含术中X线引导、术中导航。

JXU57303
陈旧中足骨折脱位闭合

复位内固定术

陈旧骨折包括骨折不愈合、畸形愈合、骨折伴感染，病变部位为非正常解剖结构，手术操作难度增

大很多。中足包括足舟骨、楔骨、骰骨、Lisfrance关节和Chopart关节。摆体位，选择适合入路切

开，保护周围血管神经组织，保护骨折端血供，显露骨折形态，复位骨折端，选择相应内固定物进

行骨折固定，冲洗伤口，放置引流，逐层缝合伤口。必要时术中X线检查骨折及内固定物位置或进

行术中计算机导航。不含术中X线引导、术中导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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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XU57304
中足骨折脱位闭合复位

外固定架固定术

中足包括足舟骨、楔骨、骰骨、Lisfrance关节和Chopart关节。摆体位，必要时在骨科牵引手术床

上固定患肢，选择外固定架针入点，在骨折两端固定外固定架针，保护周围软组织，防止血管神经

损伤，X线透视下复位骨折，透视下对骨折进行固定，冲洗伤口，放置引流，逐层缝合伤口。必要

时术中X线检查骨折及内固定物位置。

JXU57305
陈旧中足骨折脱位闭合

复位外固定架固定术

陈旧骨折包括骨折不愈合、畸形愈合、骨折伴感染，病变部位为非正常解剖结构，手术操作难度增

大很多。中足包括足舟骨、楔骨、骰骨、Lisfrance关节和Chopart关节。摆体位，必要时在骨科牵

引手术床上固定患肢，选择外固定架针入点，在骨折两端固定外固定架针，保护周围软组织，防止

血管神经损伤，X线透视下复位骨折，透视下对骨折进行固定，冲洗伤口，放置引流，逐层缝合伤

口。必要时术中X线检查骨折及内固定物位置。

JXU57306
中足骨折脱位切开复位

内固定术

中足包括足舟骨、楔骨、骰骨、Lisfrance关节和Chopart关节。摆体位，选择适合入路切开，保护

周围血管神经组织，保护骨折端血供，显露骨折形态，准确复位骨折端，选择相应内固定物进行骨

折固定，冲洗伤口，放置引流，逐层缝合伤口。必要时术中X线检查骨折及内固定物位置或进行术

中计算机导航。不含术中X线引导、术中导航。

JXU57307
陈旧中足骨折脱位切开

复位内固定术

陈旧骨折包括骨折不愈合、畸形愈合、骨折伴感染，病变部位为非正常解剖结构，手术操作难度增

大很多。中足包括足舟骨、楔骨、骰骨、Lisfrance关节和Chopart关节。摆体位，选择适合入路切

开，保护周围血管神经组织，保护骨折端血供，显露骨折形态，准确复位骨折端，必要时进行截骨

矫形，选择相应内固定物进行骨折固定，冲洗伤口，放置引流，逐层缝合伤口。必要时术中X线检

查骨折及内固定物位置或进行术中计算机导航。不含术中植骨术、X线引导、术中导航。

JXU57308
中足骨折脱位切开复位

外固定架固定术

中足包括足舟骨、楔骨、骰骨、Lisfrance关节和Chopart关节。摆体位，必要时在骨科牵引手术床

上固定患肢，选择外固定架针入点，在骨折两端固定外固定架针，保护周围软组织，防止血管神经

损伤，切开暴露骨折端，直视下复位骨折，必要时对骨折端进行内固定，透视下对骨折进行穿针，

外固定架固定，冲洗伤口，放置引流，逐层缝合伤口。必要时术中X线检查骨折及内固定物位置。

JXU57309
陈旧中足骨折脱位切开

复位外固定架固定术

陈旧骨折包括骨折不愈合、畸形愈合、骨折伴感染，病变部位为非正常解剖结构，手术操作难度增

大很多。中足包括足舟骨、楔骨、骰骨、Lisfrance关节和Chopart关节。摆体位，必要时在骨科牵

引手术床上固定患肢，选择外固定架针入点，在骨折两端固定外固定架针，切开暴露骨折端，复位

骨折，必要时进行截骨矫形，保护周围软组织，防止血管神经损伤，透视下对骨折进行固定，冲洗

伤口，放置引流，逐层缝合伤口。必要时术中X线检查骨折及内固定物位置。不含植骨术。

JXU64302 后足截肢术
入路、神经血管切断处理，肌腱切断、再固定，截骨、固定，放置引流、关闭伤口，1000毫升生理

盐水进行冲洗。

JXU74301 断足再植术
消毒铺巾，气囊止血带止血，清创，探查损伤组织(断于踝关节)，复位固定骨与关节，缝合肌肉、

肌腱、神经，吻合动脉、静脉。不含组织移植术、术中显微镜下操作。

JXU75301 同种异体足移植术
消毒铺巾，气囊止血带止血，清创，探查损伤组织，将离断肢体移位至另一肢体断端，固定骨与关

节，缝合肌腱、神经，吻合动脉、静脉。不含组织移植术、术中显微镜下操作。
JXU62301 鹅足滑囊切除术 消毒菌巾，切开，鹅足滑囊切除，止血，加压包扎。
JXU68301 鹅足弹响矫正术 消毒菌巾，切开，鹅足矫正，移位，止血，加压包扎。
JXU53301 先天性马蹄内翻足松解 经前或后入路，松解内侧韧带，延长胫前肌胫后肌腱及跟腱，手法整复后，石膏固定。

JXU68302
先天性马蹄内翻足石膏

固定矫形术
麻醉下活动僵硬的踝关节，分期矫正患足内收、内翻及下垂畸形。不含皮下切腱术。

JXU68303 平足矫正术 消毒铺巾，肌腱清理，止点重建或重叠缝合，肌腱转位，足弓截骨矫正止血，放置引流，负压吸引

JYM73309
足/踝部扩创交腿肌皮

瓣修复术

术区皮肤消毒，先行扩创或死骨清除术去除坏死组织，于对侧下肢切取带蒂肌皮瓣修复患侧创面，

供瓣区植皮，应用外支架或石膏等固定双侧肢体。不含取皮术。

JYM73310
足/踝部瘢痕切除交腿

皮瓣修复术

术区皮肤消毒，切除瘢痕组织，于对侧下肢切取带蒂皮瓣修复患侧创面，供瓣区植皮，应用外支架

或石膏等固定双侧肢体。不含取皮术。

JYM73311
足/踝部扩创交腿皮瓣

修复术

术区皮肤消毒，先行扩创或死骨清除术去除坏死组织，于对侧下肢切取带蒂皮瓣修复患侧创面，供

瓣区植皮，应用外支架或石膏等固定双侧肢体。不含取皮术。

JYZ68306 烧伤后足部肌腱延长术
术区皮肤消毒，切开皮肤或切除瘢痕暴露肌腱，切断延长并重新缝合，止血清洗伤口后，分层缝合

皮肤或应用植皮、皮瓣等覆盖肌腱。不含取皮术、植皮术或皮瓣覆盖术。

JYM73301
踝部瘢痕切除中厚植皮

术

消毒铺巾，设计切口，上驱血带，切除踝部瘢痕，切取中厚皮片，移植到踝部，双极电凝止血，修

复踝部创面，包堆包扎，石膏固定。不含植皮术。

JYM73302
部分足背瘢痕切除中厚

植皮术

消毒铺巾，设计切口，上驱血带，切除部分足背瘢痕，双极电凝止血，切取中厚皮片，修复足背创

面，包堆包扎，石膏固定。不含植皮术。

JYM73303
全足背瘢痕切除中厚植

皮术

消毒铺巾，设计切口，上驱血带，切除整个足背瘢痕，双极电凝止血，切取中厚皮片，移植到足

背，修复足背创面，包堆包扎石膏固定。不含植皮术。

JYM73304
局部皮瓣转移足底缺损

修复术

术前设计，消毒铺巾，体位摆放，麻醉，足底缺损附近切取局部皮瓣，转移，修复足底缺损，供瓣

区直接拉拢缝合或植皮。

JYM73305
游离皮片移植足底缺损

修复术

术前设计，消毒铺巾，体位摆放，麻醉，足底缺损彻底清创，腹部切取全厚皮片，缝合于缺损创

面，加压包扎，石膏托固定，供皮区直接拉拢缝合或植皮。

JYM73306
岛状瓣移植足底缺损修

复术

术前设计，消毒铺巾，体位摆放，全麻，掀起皮瓣(足背皮瓣，跖内侧皮瓣、小腿逆行皮瓣，交腿

皮瓣等)，将皮瓣转移到受区，缝合。供瓣区直接拉拢缝合或植皮。

JYM73307
游离皮瓣移植足底缺损

修复术

术前设计，消毒铺巾，体位摆放，全麻，掀起皮瓣(股前外侧皮瓣，肩胛皮瓣等)，将皮瓣转移到受

区，吻合血管，缝合，供瓣区直接拉拢缝合或植皮。

JYM73308
交腿皮瓣移植足底缺损

修复术

术前设计，消毒铺巾，体位摆放，全麻，掀起皮瓣(腓肠神经营养皮瓣、小腿内侧皮瓣、跖内侧皮

瓣自等)，将皮瓣转移到受区，缝合，供瓣区直接拉拢缝合或植皮，石膏固定。
JYM68301 足底缺损修复术 包括足跟缺损。不含关节成形。

10.其它

JXW61301 开放骨折清创术
无菌肥皂水刷洗创面，清除创面内污物，切除创面内坏死组织，清理骨折片及骨折端，冲洗消毒，

保护骨折周血管神经，再进行骨折固定及创面覆盖手术。不含骨折固定、创面覆盖手术。

JXZ38101 骨囊肿注药+骨髓术
麻醉后患肢消毒，C臂下先定位，置针后再定位，抽取腔内物，注药。另行骨髓穿刺术取骨髓，再

注入囊腔，取针，包扎伤口，术毕。不含C型臂引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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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XZ38102
关节腔穿刺抽液/注药

治疗术

术前彩色多普勒超声检查，确定进针点、进针方向及深度，局部皮肤消毒、麻醉，穿刺引导套组，

在超声实时引导下将穿刺针刺入关节腔内，拔出针芯，接塑料延长管和注射器，进行积液抽吸和或

注入治疗药物，将穿刺针拔出，局部压迫止血5分钟，彩色多普勒超声再次观察关节腔积液残留情

况或确认药物是否位于关节腔内。图文报告。不含超声引导、病理学检查、实验室检查。

JXZ35301 创面密封负压引流术
清创后，将创面用无菌敷料覆盖创面，将引流管置入合适位置引出体外，创面密封膜封闭创面，连

接负压吸引。

JXZ38103 持续关节腔冲洗
局部消毒菌巾，穿刺关节，抽取关节液，3000毫升生理盐水冲洗关节，放置冲洗管，缝合，固定冲

洗管，加压包扎。

JYZ61301 深度烧伤小关节扩创术
指(趾)等关节扩创时，术区消毒后，切除关节周围坏死组织，凿出坏死骨，有关节腔开放时应探查

冲洗关节腔，创面彻底止血和清洗。

JYZ61302 深度烧伤大关节扩创术
肩、肘、腕、髋、膝、踝关节扩创时，术区消毒后，切除关节周围坏死组织，凿除坏死骨，有关节

腔开放时应探查冲洗关节腔，创面彻底止血和清洗。

JXZ38301 骨膜封闭术
常规消毒，局麻，在不同部位采用不同穿刺针穿刺。必要时，在X线引导或CT引导下进行。不含X线

引导、CT引导。

JXZ68301 残端修整术
麻醉，消毒，常规入路，修整骨端，神经瘤切除，肌肉成形、固定，留置引流条，缝合、关闭伤

口，1000毫升生理盐水冲洗伤口。

JXZ73301
带肌蒂骨骺/骨瓣移位

术

消毒铺巾，气囊止血带止血，切开皮肤，清理损伤骨，切取带肌蒂的骨骺/骨瓣，将其移位至损伤

部位。

JXZ73302
带筋膜蒂骨骺/骨瓣移

位术

消毒铺巾，气囊止血带止血，切开皮肤，清理损伤骨，切取带筋膜蒂的骨骺/骨瓣，将其移位至损

伤部位。

JXZ73303
带血管蒂骨骺/骨瓣移

位术

消毒铺巾，气囊止血带止血，切开皮肤，清理损伤骨，切取带血管蒂的骨骺/骨瓣，将其移位至损

伤部位。

JXZ73304
吻合血管的骨骺/骨瓣

皮瓣移植术

消毒铺巾，气囊止血带止血，切开皮肤，清理损伤骨，切取骨骺/骨瓣及皮瓣，显微镜下吻合血

管，将其移植于损伤部位。不含术中X线引导、术中显微镜下操作。

JXZ73305
吻合血管的骨骺/骨瓣

移植术

消毒铺巾，气囊止血带止血，切开皮肤，清理损伤骨，切取骨骺/骨瓣，显微镜下吻合血管，将其

移植于损伤部位。不含术中X线引导、术中显微镜下操作。

JXZ44302 带血管骨组织取出术
消毒准备供区，分离供区骨组织，保护血管蒂，游离取出带血管蒂骨组织移植物供游离移植用，冲

洗缝合伤口。
JXW55301 骨骼牵引术 消毒铺巾，将骨圆针穿入骨骼连接牵引弓、牵引架进行牵引。

JXZ73306
骨骺早闭骨桥切除脂肪

移植术

麻醉后，病变部位切口，显露骨桥，骨桥有外周型和中央型，外周型直接应用磨钻磨去骨桥，垫以

脂肪或软骨，中央型需先行截骨，显露骨桥后再应用磨钻磨去骨桥，垫以脂肪或软骨，软骨需另开

口取髂骨软骨，脂肪据情况可能需另开口获得。不含C形臂透视、导航设备。

JXZ57301 骨骺固定术
指永久阻滞术。麻醉后，患处切口，显露骨骺，带骨骺块状截骨，翻转90°后植入间隙，使骨块愈

合。不含C形臂透视、导航设备。

JXW57301
骨折脱位复位钢针固定

术

消毒铺巾，切开暴露复位或闭合复位骨折脱位，用克氏针或斯氏针对骨折脱位进行穿针固定，冲洗

缝合伤口。

JXW57302
骨折闭合复位+外固定

术

麻醉后透视机定位找到骨折远近端，分别在骨折远近端纵行钻入2枚Shanz钉使其在一平行线上，手

法复位至对位对线满意拧紧外固定架，缝合切口。不含C型臂引导。

JXW57303
撕脱骨折切开复位内固

定术

消毒铺巾，切开暴露撕脱骨折部位，复位后用螺丝钉进行固定，冲洗缝合伤口。必要时需X光下透

视或拍片检查骨折及螺丝钉位置。不含术中透视拍片。

JXZ21301 骨折固定装置调整术
对原骨折固定装置进行部分部件进行增加、去除或更改位置的操作。如增加或去除髓内针锁定螺钉

、更改外固定架穿针位置等。
JXZ48302 外固定架取出术 体外取下外固定架连接杆，消毒针孔，拧出外固定架之骨圆针，冲洗消毒针孔。

JXZ48304 骨内固定物取出术
固定物包括钢板、螺钉、髓内针、克氏针、斯氏针等。手术切开暴露内固定物，并取出之，冲洗缝

合伤口。取出内固定物。
JXW60101 经皮骨肿瘤消融术 影像定位，局部消毒麻醉，穿刺针穿刺骨肿瘤，行射频消融。不含监护、影像学引导。
JXZ07301 麻醉下活动关节检查术 麻醉，检查，保护下小心活动关节。

JXZ38302 临时骺阻滞术
麻醉后，患肢局部切开皮肤、皮下，显露韧带，剥离韧带达骨膜，导针C形臂定位后电钻钻孔，放

置8字钢板并置入螺钉固定于骺板上下方，缝合深筋膜、皮下及切口。不含C形臂透视、导航。

JXZ47301
人工关节取出关节间隔

体植入术

适用于人工关节置换术后的假体安装位置不佳以及感染、磨损和松动的患者。取出原假体(或部分

部件)，清创关闭伤口，安放关节占位器。

JXW44301 自体骨取骨植骨术
选取相应取骨部位，暴露局部骨组织，截除所需骨组织，根据受区需要制备形状，填充于受区，冲

洗缝合供区伤口。不需吻合血管。
JXZ68302 异体移植物修整术 在无菌条件下，将异体移植物修整成需要的尺寸并缝编。

JXZ68303 伊氏架矫形术
伊氏架用于四肢畸形的矫正，如先天性假关节、单肢畸形、肢体延长等手术。麻醉后应用事先预设

好的伊氏架设计进针点，电钻钻入克氏针，固定伊氏架后，拉紧柯氏针，常安一定角度截骨并矫形

JXX62301
四肢关节感染性病灶清

除植骨融合术

麻醉，消毒，根据病变位置选取体位及切口，分离保护好周边组织，切开关节囊，清除关节内积液

及炎症坏死组织，显露关节韧带及软骨，清除增生的滑膜组织，反复冲洗，切除两端破坏的关节软

骨至正常新鲜骨面，根据缺损范围决定是否植骨，采用内固定将病变关节融合于功能位，放置抗感

染药物或填充物，留置关节引流灌洗管1-2根。如软组织覆盖困难，需进行肌皮瓣修复。止血，逐

层缝合伤口，用生理盐水3000毫升冲洗。

JXW61302
四肢长骨感染性病灶清

除术

麻醉，消毒，根据病变位置选取体位及切口，分离保护好周边组织，显露病变骨，于适当位置开

窗，注意勿导致骨折发生，清除骨内感染积液及炎症坏死组织，反复冲洗，放置抗感染药物或填充

物，止血，逐层缝合伤口，用生理盐水3000毫升冲洗。

JXW38301
四肢长骨感染性病灶切

开引流灌洗术

麻醉，消毒，根据病变位置选取体位及切口，分离保护好周边组织，显露病变骨，于适当位置开

窗，注意勿导致骨折发生，清除骨内感染积液及炎症坏死组织，反复冲洗，放置抗感染药物或填充

物，留置引流灌洗管1-2根，止血，逐层缝合伤口，用生理盐水3000毫升冲洗。

JXZ53301
肢体骨筋膜间室切开减

压术

患者仰卧于手术台，消毒铺巾，拟减张部位切口，切开皮肤、皮下和深筋膜，充分游离、打通各筋

膜间隙，充分减压。彻底止血后凡士林砂条填塞，无菌敷料外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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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名称 项目内涵

JXZ62302
肢体骨与软组织肿瘤切

除术

麻醉，消毒，根据病变位置选择体位，对范围不超过关节、累及单一骨骼的较小肿瘤(病灶)选择纵

向直或弧形切口，如有原活检伤口需一并切除，在肿瘤(病灶)周围正常组织内分离显露，病变适当

位置开窗，仔细刮除病变或沿病灶包膜周围边缘切除所有受累的骨与软组织。止血，逐层缝合伤口

。用生理盐水1000毫升冲洗。不含X线引导、导航。

JXZ62303
肢体骨与软组织肿瘤切

除软组织修复术

麻醉，消毒，根据肿瘤(病灶)位置选择体位，对侵犯范围广或累及多骨骼的较大肿瘤(病灶)选择纵

向直或弧形及联合切口，如有原活检伤口需一并切除，在肿瘤周围正常组织内分离显露，切断肿瘤

周围附着的肌肉、韧带。在分离过程中，病灶靠近重要血管、神经，需小心探查分离之，务必同时

保证肿瘤边界和血管神经的完整性，如有血管神经小破损可进行简单修复。病变适当位置开窗，仔

细刮除病变或沿病灶包膜周围边缘切除所有受累的骨与软组织。如恶性肿瘤侵犯血管神经，则需做

相应切除修复。如皮肤软组织覆盖缺损，则需做相应肌皮瓣修复。术中需准备应对可能出现的大量

出血。止血，逐层缝合伤口，用生理盐水2000毫升冲洗。不含X线引导、导航。

JXZ69302
肢体骨与软组织肿瘤切

除骨重建软组织修复术

麻醉，消毒，根据肿瘤(病灶)位置选择体位，对侵犯范围广或累及多骨骼的较大肿瘤(病灶)选择纵

向直或弧形及联合切口，如有原活检伤口需一并切除，在肿瘤周围正常组织内分离显露，切断肿瘤

周围附着的肌肉、韧带。在分离过程中，病灶靠近重要血管、神经，需小心探查分离之，务必同时

保证肿瘤边界和血管神经的完整性，如有血管神经小破损可进行简单修复。病变适当位置开窗，仔

细刮除病变或沿病灶包膜周围边缘切除所有受累的骨与软组织。如恶性肿瘤侵犯血管神经，则需做

相应切除修复。如皮肤软组织覆盖缺损，则需做相应肌皮瓣修复。术中需准备应对可能出现的大量

出血。止血，逐层缝合伤口，用生理盐水2000毫升冲洗。不含X线引导、导航。

JXZ69303
肢体骨与软组织肿瘤切

除骨关节重建术(大)

麻醉，消毒，根据四肢肿瘤位置选择体位，对范围不超过关节、累及单一骨骼的较大肿瘤选择纵向

直或弧形切口，如有原活检伤口需一并切除，在肿瘤周围正常组织内分离显露，切断肿瘤周围附着

的肌肉、韧带。病变适当位置开窗，行病灶内刮除，清除病变，骨性残腔用磨钻去除骨嵴并用物理

化学方法灭活，沿病灶包膜周围边缘切除所有受累的骨与软组织，扩大切除完整肿瘤及周围1-3厘

米正常组织。对于瘤段切除后的骨关节缺损，采用自体骨、人工关节假体和/或异体骨段移植、灭

活再植进行重建。首先扩大骨髓腔、冲洗、注入骨水泥、固定重建物，处理对侧关节面，关节复位

。或对于存在病理骨折或病灶清除后骨强度受损的，选择适当的内固定器械牢固固定，重建骨骼稳

定性。对肿瘤切除后存在软组织缺损的进行重建，取用自体韧带组织或人工韧带(补片)修复韧带并

将其固定于骨重建物的适当位置以发挥肌肉功能，另在局部取适当大小带蒂肌皮瓣转移覆盖软组织

缺损，如仍有表皮缺损，可取自体游离皮片移植覆盖。如恶性肿瘤侵犯血管神经，则需做相应切除

修复，止血。逐层缝合伤口。用生理盐水3000毫升冲洗。不含X线引导、导航。

JXZ69304

肢体骨与软组织肿瘤切

除骨关节重建软组织修

复术

麻醉，消毒，根据四肢肿瘤位置选择体位，对范围超过大关节或累及多个骨骼的巨大肿瘤选择纵向

直或弧形切口，必要时可行多个联合切口。如有原活检伤口需一并切除，在肿瘤周围正常组织内分

离显露，切断肿瘤周围附着的肌肉、韧带。病变适当位置开窗，行病灶内刮除，清除病变，骨性残

腔用磨钻去除骨嵴并用物理化学方法灭活，沿病灶包膜周围边缘切除所有受累的骨与软组织，扩大

切除完整肿瘤及周围1-3厘米正常组织，或自关节外进行扩大切除，完整切除肿瘤累及的关节和多

个骨骼及周围1-3厘米正常组织。对于瘤段切除后的骨关节缺损，采用人工关节假体和/或异体骨段

移植、灭活再植进行重建。首先扩大骨髓腔、冲洗、注入骨水泥、固定重建物，处理对侧关节面，

关节复位。或对于存在病理骨折或病灶清除后骨强度受损的，选择适当的内固定器械牢固固定，重

建骨骼稳定性。对肿瘤切除后存在软组织缺损的进行重建，取用自体韧带组织或人工韧带(补片)修

复韧带并将其固定于骨重建物的适当位置以发挥肌肉功能，另在局部取适当大小带蒂肌皮瓣转移覆

盖软组织缺损，如仍有表皮缺损，可取自体游离皮片移植覆盖。如恶性肿瘤侵犯血管神经，则需做

相应切除修复。止血，逐层缝合伤口。用生理盐水3000毫升冲洗。不含X线引导、导航。

JXZ69305
肢体骨与软组织肿瘤切

除骨重建术

麻醉，消毒，根据四肢肿瘤(病灶)位置选择体位，对范围不超过关节、累及单一骨骼的肿瘤(病灶)

选择纵向直或弧形切口，如有原活检伤口需一并切除，在肿瘤周围正常组织内分离显露，切断肿瘤

(病灶)周围附着的肌肉、韧带。病变适当位置开窗，行病灶内刮除，清除病变，骨性残腔用磨钻去

除骨嵴并用物理化学方法灭活，或沿病灶包膜周围边缘切除所有受累的骨与软组织。病灶清除后的

骨缺损，可取自体髂骨、腓骨植骨或异体骨、人工骨或骨水泥等代用品进行填充替代。止血，逐层

缝合伤口。用生理盐水2000毫升冲洗。不含X线引导、导航。

JXZ69306
肢体肿瘤切除重建翻修

术

麻醉，消毒，根据肿瘤位置选择体位及切口，逐层分离显露肿瘤型重建物(如人工关节假体、异体

骨关节等)，拆除内固定或行关节脱位，并采用专用打拔器械取出，如取出困难可在骨干开窗，取

出部分固定的骨水泥，重建物取出后，采用专用器械(球钻、薄骨刀等)清除髓腔内残余的骨水泥，

术中需准备应对可能出现的大量出血，尽量避免骨折、骨皮质穿透的发生，止血，逐层缝合伤口，

重建物取出后，应尽可能去除其周围形成的瘢痕反应组织，直至显露正常软组织。分离过程中，探

查分离重要的血管神经，保证瘢痕组织去除和血管神经的完整性，如有血管神经小破损可进行简单

修复。对于重建物取出后的骨关节缺损，可采用人工关节假体/异体骨/自体骨/骨水泥等进行重建

。首先扩大骨髓腔、冲洗、注入骨水泥、固定重建物，处理对侧关节面，关节复位。对于存在骨折

或骨强度受损的，选择适当的内固定器械牢固固定，重建骨骼稳定性。对软组织覆盖困难的进行重

建，取用自体韧带组织或人工韧带(补片)修复韧带并将其固定于骨重建物的适当位置以发挥肌肉功

能，另在局部取适当大小带蒂肌皮瓣转移覆盖软组织缺损，如仍有表皮缺损，可取自体游离皮片移

植覆盖。用生理盐水3000毫升冲洗。不含X线引导、导航。
JXZ68304 先天性束带综合症矫形 消毒铺巾，气囊止血带止血，切开皮肤，矫正皮肤挛缩，缝线或克氏针固定。不含术中X线引导。

JZS74301 断肢再植术
常用于断肘/膝关节或其近侧。消毒铺巾，气囊止血带止血，清创，探查损伤组织，复位固定骨与

关节，缝合肌肉、肌腱、神经，吻合动脉、静脉。不含组织移植术、术中显微镜下操作。

JZS74302 断肢移位再植术
消毒铺巾，气囊止血带止血，清创，探查损伤组织，将离断肢体移位至另一肢体断端，固定骨与关

节，缝合肌腱、神经，吻合动脉、静脉。不含组织移植术、术中显微镜下操作。

JXZ38303 筋膜组织内封闭术
常规消毒，局麻，在不同部位采用不同穿刺针穿刺至筋膜组织层，注射药物。必要时B超引导。不

含超声引导。
JXY38104 肌肉组织内封闭术 常规消毒，局麻，在肌肉组织内不同部位采用不同穿刺针穿刺，必要时B超引导。不含超声引导。
JXY68305 肌肉缝合术 消毒铺巾，气囊止血带止血，切开皮肤，显露并缝合肌肉。不含清创术。
JXY53302 肌肉松解术 消毒铺巾，气囊止血带止血，切开皮肤，显露并松解肌肉。

JXY57302 肌肉固定术
将肌肉组织在截骨远端至少3厘米处切断，形成肌肉瓣，在保持肌肉原有张力的情况下，经由骨端

部钻孔，将肌肉瓣与骨相邻侧通过骨孔缝合固定，使肌肉获得新的附着点，防止肌肉在骨端滑动和

继续回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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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YY62301 肌肉去神经术
消毒铺巾，解剖所用肌肉，显露其支配神经，电刺激确定后，切断支配该肌肉的全部神经分支，保

留其血管，电凝止血，放置引流条。

JXY68306 肌肉成形术
将相对应的肌肉瓣互相对端缝合，截骨端被完全覆盖包埋，保持肌肉于正常的生理状态功能，形成

圆柱状残肢，可以满足全面接触、全面承重假肢接受腔的装配要求。

JXY44302 游离肌肉切取术
常规消毒，铺无菌巾，切开皮肤，解剖肌肉起止点，电凝止血，切断将完整切取所需肌肉组织，盐

水纱布包裹备用。
JXY42302 小肌肉切断术 消毒铺巾，气囊止血带止血，切开皮肤，显露并切断小肌肉远端。
JXV73301 闭孔内肌自体移植术 自体闭孔内肌切取，移植，固定，止血。

JXZ61101 软组织穿刺抽吸术

术前彩色多普勒超声检查，确定进针点、进针方向及深度，局部皮肤消毒，麻醉，穿刺引导套组，

在超声实时引导下将穿刺针刺入积液或积血内，拔出针芯，接延长管和注射器，抽吸积液或积血，

将穿刺针拔出，局部压迫止血5分钟，彩色多普勒超声再次观察药物分布情况。图像存储及图文报

告。不含超声引导。

JXZ38104 肌腱组织内封闭术
消毒，局麻，在不同部位采用不同穿刺针穿刺到相应的肌腱组织层，注射药物。必要时B超引导。

不含超声引导。
JXZ07302 肌腱探查术 消毒铺巾，气囊止血带止血，切开皮肤，显露肌腱，检视有无损伤。
JXZ61302 肌腱清理术 活检，肌腱病变组织切除，骨化切除，缝合肌腱，止血，放置引流，负压吸引。
JXZ44303 肌腱切取术 消毒铺巾，气囊止血带止血，切开皮肤，切取肌腱，准备移植。
JXZ42301 肌腱切断术 消毒铺巾，气囊止血带止血，切开皮肤，切断肌腱。

JWZ54301
臂丛神经松解肌肉软组

织切断术

消毒铺巾，气囊止血带止血，颈部切口，显露臂丛神经，切断软组织索条及前斜角肌，不含术中显

微镜下操作。

JWZ54401
腔镜下臂丛神经松解肌

肉软组织切断术
消毒铺巾，气囊止血带止血，切开皮肤，插入腔镜，松解臂丛神经，切断软组织索条及前斜角肌。

JXZ69307 肌腱重建术 消毒铺巾，肌腱清理，止点重建或重叠缝合，周围肌腱加固，止血，放置引流，负压吸引。

JXZ61401
肌腱腱鞘镜检+滑膜部

分切除术

消毒铺巾，铺防水材料，取欲探查肌腱的局部皮肤作切口，钝性分离皮下组织，探查肌腱及腱鞘，

作肌腱腱鞘切口入路，置镜，镜下探查腱鞘内组织，肌腱完整性、质地及病变情况，刨刀清理腱鞘

内增生或炎性改变的滑膜组织。无菌盐水(6000毫升)冲洗，缝合，棉花夹板加压包扎。需要0毫米

和7毫米两套关节镜设备。
JXZ68307 伸肌支持带缝合术 消毒铺巾，气囊止血带止血，切开皮肤，显露伸肌支持带，缝合损伤，外固定。不含清创术。

JXZ69308
肌腱复位支持带修补/

重建术
消毒铺巾，肌腱复位，支持带修补或软组织、骨瓣支持带重建，止血，放置引流，负压吸引。

JXZ73307 自体肌腱游离移植术
术区皮肤消毒，切开皮肤显露肌腱移植区，清理准备肌腱移植床和肌腱吻合点，修整、处理移植肌

腱，移植自体肌腱缝合吻合端，缝合伤口。不含自体肌腱切取术。

JXZ73308 异体/种肌腱移植术
术区皮肤消毒，切开皮肤显露肌腱移植区，清理准备肌腱移植床和肌腱吻合点，修整、处理移植肌

腱，移植异体/种肌腱缝合吻合端，缝合伤口。

JXZ73309 人工肌腱移植术
术区皮肤消毒，切开皮肤显露肌腱移植区，清理准备肌腱移植床和肌腱吻合点，修整、处理移植肌

腱，移植人工肌腱缝合吻合端，缝合伤口。

JXZ68308 肌性斜颈矫正术
全麻，仰卧位、锁骨上切口，切断胸锁乳突肌、前斜角肌，松解粘连带，探查锁骨上动静脉、臂丛

神经下干，缝合切口。
JXZ68309 肱二头肌肌腱修补术 消毒铺巾，暴露肱二头肌肌腱，对损伤部位进行直接修补缝合或相应骨折固定，冲洗缝合伤口。

JXZ69309 肱二头肌肌腱重建术
消毒铺巾，暴露肱二头肌，对损伤部位不能直接修补缝合，需选用自体或异体移植物进行肌腱重建

或行局部肌腱固定，必要时进行相应骨折固定，冲洗缝合伤口。
JXZ68310 肱三头肌肌腱修补术 消毒铺巾，暴露肱三头肌肌腱，对损伤部位进行直接修补缝合或相应骨折固定，冲洗缝合伤口。

JXZ69410 肱三头肌肌腱重建术
消毒铺巾，暴露肱三头肌，对损伤部位不能直接修补缝合，需选用自体或异体移植物进行肌腱重建

或行局部肌腱固定，必要时进行相应骨折固定，冲洗缝合伤口。

JXZ61402
关节镜下肱二头肌腱长

头清理术

消毒铺巾，铺防水材料，肩关节后入路和前入路分别置入关节镜和器械,刨刀清理滑膜,肱二头肌腱

长头探查，刨刀清理损伤部分,6000毫升生理盐水冲洗关节腔，缝合包扎。

JXZ42401
关节镜下肱二头肌腱长

头切断术

消毒铺巾，铺防水材料，肩关节后入路和前入路分别置入关节镜和器械,刨刀清理滑膜,肱二头肌腱

长头探查，刨刀清理损伤部分，切断，12000毫升生理盐水冲洗关节腔，缝合包扎。

JXZ48305
冈上肌腱钙化沉淀物取

出术
消毒铺巾，暴露冈上肌腱并切除沉淀物，冲洗缝合伤口。

JXZ61403
关节镜下钙化性肌腱炎

病灶清理术

消毒铺巾，铺防水材料，肩关节后入路和前入路分别置入关节镜和器械，刨刀切除肩峰下滑囊，用

刨刀进行冈上肌腱病灶清理，根据需要进行清理后的裂伤部分的缝合，12000毫升生理盐水冲洗关

节腔，放置引流管，缝合包扎。不含裂伤部分缝合。

JXZ68401
关节镜下肱二头肌腱长

头移位至联合肌腱术

消毒铺巾，铺防水材料，肩关节后入路和前入路分别置入关节镜和器械,刨刀清理滑膜。肱二头肌

腱长头探查，刨刀清理切断损伤部分，或者从远端找到已经断裂的长头腱断端(此时需在体外附近

一个切口，切开探查找到长头腱断端)，在断端处缝合固定线一针作为引导，引入肩峰下间隙,利用

肩袖缝合器将其采用特殊缝线3-4针固定于联合肌腱的前外侧面，联合肌腱处需要新鲜化，24000毫

升生理盐水冲洗关节腔，缝合包扎。

JXZ57401
关节镜下肱二头肌腱长

头肱骨头固定术

消毒铺巾，铺防水材料，肩关节后入路和前入路分别置入关节镜和器械。刨刀清理滑膜。肱二头肌

腱长头探查，刨刀清理切断损伤部分，或者从远端找到已经断裂的长头腱断端(此时需在体外附近

一个切口，切开探查找到长头腱断端)。在断端处缝合固定线一针作为引导，引入肩峰下间隙。在

二头肌腱沟处定位，打骨道，将肌腱断端引入其底部，再用挤压螺钉固定。18000毫升生理盐水冲

洗关节腔，缝合包扎。
JXZ45301 前臂屈肌起点下移术 消毒铺巾，气囊止血带止血，切开皮肤，显露并掀起前臂屈肌止点，将其前移。
JXZ45302 手部骨间肌起点迁移术 消毒铺巾，气囊止血带止血，切开皮肤，显露骨间肌起点，将其迁移。

JXZ53303 髂腰肌腱松解术
消毒铺巾，铺一次性防水无菌单，穿一次性防水手术衣，皮下组织扩孔，制造腔隙，关节镜探查髂

腰肌腱，将挛缩处Z形切断，关节镜下止血,21000毫升生理盐水冲洗关节腔。

JXZ35302 髂腰肌脓肿切开引流术
麻醉，消毒，大麦氏切口，逐层切开，推开腹膜及髂血管、股神经，显露髂腰肌，清除脓腔，引流

脓液，冲洗，缝合。

JXZ68311 肌力肌张力调整术
麻醉后，俯卧位，切开腰椎相应节段皮下，切开椎板，剪开硬膜，显露成对的脊神经，将脊神经后

根分为4到5束，分别予以电刺激，阈值最低者予以切断。逐层缝合硬膜及切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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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XZ53304
臀大肌挛缩切除/松解

术

麻醉后，仰卧位，纵行切开患侧臀部皮肤、皮下，显露挛缩条索状纤维化的臀肌，主要为臀大肌，

“V”形切开臀肌，松解紧张组织，缝合皮下及切口。

JXZ53305 髂胫束松解术
消毒铺巾，穿手术衣，切开皮肤、皮下组织、深筋膜，探查臀大肌肌腱及髂胫束，将挛缩处Z形切

断，电刀止血。

JXZ53401 关节镜下髂胫束松解术
消毒铺巾，铺一次性防水无菌单，穿一次性防水手术衣，皮下组织扩孔，制造腔隙，关节镜探查臀

大肌肌腱及髂胫束，将挛缩处Z形切断，关节镜下止血。21000毫升生理盐水冲洗关节腔。

JXZ61404 关节镜下臀中肌清理术
消毒铺巾，铺一次性防水无菌单，穿一次性防水手术衣，皮下组织扩孔，制造腔隙，关节镜探查臀

中肌肌腱，将钙化病灶清理，15000毫升生理盐水冲洗关节腔。
JXZ68312 股四头肌断裂修补术 消毒铺巾，显露股四头肌断端，直接修补缝合股四头肌，冲洗缝合伤口。不含石膏外固定。

JXZ73310 股四头肌内侧头移位术
消毒铺巾，股四头肌内侧头分离，编制缝合，髌骨骨道钻取，内侧头移位与固定，止血，加压包

扎，支具固定。
JXZ69311 股四头肌止点重建术 消毒铺巾，编织股四头肌断端，钻取髌骨骨道，重建止点并固定，止血，加压包扎，支具固定。

JXZ69412
陈旧股四头肌止点重建

术

消毒菌巾，切开清理瘢痕组织，编织股四头肌断端，钻取骨道，经骨道穿缝线重建止点，自髌骨钻

横形骨道，穿双股钢丝，行环形钢丝减张，止血，置引流管，加压包扎，长腿后托石膏固定。

JXZ69401
关节镜下股四头肌止点

重建术

消毒铺巾，铺防水材料，膝关节前方入路，全面探查关节，清理病变部位，切除增生滑膜，编织股

四头肌断端，钻取髌骨骨道，重建止点并固定，止血，加压包扎，支具固定。6000毫升生理盐水冲

JXZ68313 股四头肌成形术
经膝关节上方入路，游离股四头肌肌腱及肌腹，将其作斜形或V形切断，适当延长后缝合，术后石

膏或支具保护，术后CPM锻炼。

JXZ61405
关节镜下小腿三头肌血

肿清除术

消毒铺巾，铺防水材料，血肿部位作内、外侧切口，入水冲洗积血及血块，置入关节镜，刨刀清理

陈旧积血组织，探查肌腱损伤情况，彻底清理血肿，镜下电刀彻底止血，撤镜，9000毫升生理盐水

冲洗，缝合，局部棉花腿加压包扎。

JXZ38105 腱鞘内抽液/注药治疗

术前彩色多普勒超声检查，确定进针点、进针方向及深度，局部皮肤消毒、麻醉，在超声实时引导

下将穿刺针刺入腱鞘内，拔出针芯，接注射器，进行积液抽吸和或注入治疗药物，将穿刺针拔出，

局部压迫止血5分钟，彩色多普勒超声再次观察腱鞘内积液残留情况或确认药物是否位于腱鞘内。

图文报告。不含超声引导、病理学检查、实验室检查。

JXZ38106
肌腱/韧带或周围神经

旁注药治疗

术前彩色多普勒超声检查，确定进针点、进针方向及深度，局部皮肤消毒、麻醉，在超声实时引导

下将穿刺针刺入肌腱、韧带或周围神经旁，拔出针芯，接注射器，注入治疗药物，将穿刺针拔出，

局部压迫止血5分钟，彩色多普勒超声再次观察药物分布情况。图文报告。不含超声引导、病理学
JXZ61303 腱鞘部分切除术 消毒铺巾，气囊止血带止血，切开皮肤，显露并切除部分腱鞘。
JXZ62304 腱鞘囊肿切除术 消毒铺巾，气囊止血带止血，切开皮肤，显露并切除囊肿。不含关节镜检查。
JXZ62401 关节镜下腱鞘囊肿切除 消毒铺巾，气囊止血带止血，切开皮肤，插入窥镜，显露并切除囊肿。
JXZ62305 腱鞘巨细胞瘤切除术 消毒铺巾，气囊止血带止血，切开皮肤，显露并切除肿瘤及相邻组织。
JXZ40301 腱鞘切开术 麻醉下指横纹处切开皮肤，钝性分离腱鞘，切开，彻底松解，缝合切口。

JXZ73311
异体带鞘管屈指肌腱移

植术

消毒铺巾，气囊止血带止血，切开皮肤，移植异体肌腱和腱鞘，修复损伤肌腱，外固定。不含肌腱

缝合术。
(十七)体被系统
1.乳房

JYA35101
经皮穿刺乳房脓肿引流

术

定位，消毒铺巾，局麻，脓肿穿刺，抽出脓液。必要时冲洗，注药或置管引流。

JYA35301

乳房浅表脓肿切开引流

术

指在门诊，局麻下切开引流的浅表小脓肿。定位，消毒铺巾，局麻，脓肿切开，置引流物，包扎伤

口。

JYA35302

乳房深部脓肿切开引流

术 指需在手术室，麻醉医生操作的麻醉下行使手术。消毒铺巾，脓肿切开，打开深部脓腔，充分引

流，置引流管引出，固定，包扎伤口。

JYA62301
单纯乳房切除术

切口设计，大梭形切口切开皮肤，皮瓣游离，将乳腺、乳头及多余皮肤完整切除，创面止血，置管

引出，固定，缝合切口。

JYA47301
隆乳术

含经腋窝切口入路、乳晕切口入路、乳房下皱襞切口入路进行的胸大肌下、乳腺后间隙假体置入隆

乳术。不含包膜切除、乳房下皱襞成形、包膜瓣成形及转移、包膜腔调整、自体真皮片或人工材料

修补、内窥镜隆乳术。

JYA47302 内窥镜辅助隆乳术

体位摆放，消毒铺巾，设计假体植入位置，剥离范围及切口，肋间神经阻滞及局部浸润麻醉，经腋

窝切开皮肤、皮下组织，找到胸大肌后间隙，经切口作胸大肌后间隙的剥离，在内窥镜辅助下作假

体腔隙的调整、定位，胸大肌离断，双平面的形成，止血，乳房假体植入、位置及形态调整，电刀

及双极电凝止血，引流管置入及切口分层缝合，乳房包扎固定。

JYA47303
自体颗粒脂肪注射隆乳

术

估算所需脂肪量，选择脂肪颗粒供区，术前设计，消毒铺巾，体位摆放，受区肋间神经阻滞麻醉，

局部浸润麻醉，皮肤作小切口，在皮下、乳腺、胸肌各层次注射颗粒脂肪，间断关闭切口，吸脂供

区加压包扎。不含注射器法吸脂术。

JYA47305
内窥镜辅助人工乳房假

体隆乳术

采用内窥镜入路直至胸肌，游离胸肌，于胸大肌下乳腺后置入双平面假体隆乳。不含包膜切除、乳

房下皱襞成形、包膜瓣成形及转移、包膜腔调整、自体真皮片或人工材料修补。

JYA61301 乳房肥大抽吸术
局麻设计抽吸范围，注射肿胀液(大约1000－3000毫升)，皮肤切口，吸脂针经皮肤切口于皮下及腺

体中反复抽吸，待肥大的乳腺消除、胸部平整、两侧对称，排挤积液，放置引流，加压包扎。

JYA51301 乳房假体置换术
手术设计，消毒铺巾，体位摆放，切开并分离假体取出通路，探查并切开假体包膜腔，取出乳房假

体，切除假体包膜，通过剥离或缝合调整假体腔隙，植入乳房假体，调整假体位置，止血，引流管

放置，逐层关闭切口，加压包扎固定。

JYA48301 乳房假体取出术
手术设计，消毒铺巾，体位摆放，切开并分离假体取出通路，探查并切开假体包膜腔，取出乳房假

体，切除(部分)假体包膜，止血，引流管放置，逐层关闭切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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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YA48302 乳房内注射材料取出术

消毒铺巾，体位摆放，根据术前影象学检查结果，判断乳房内人工材料的位置和性质，并设计切

口，切口局部麻醉浸润，切开皮肤及皮下组织，剥离，在乳房内探查、清除凝胶样人工材料，剥离

切除团块状材料及严重变性组织，反复灌洗清除残留材料，吸引器吸除组织内少量人工材料及变性

组织，双极电凝止血，放置引流管，分层缝合切口，加压包扎。不含假体植入等各种方式的修复术

JYA61302
乳房内注射材料取出感

染灶清除术

指乳房内注射人工材料后出现感染、窦道的切除术。消毒铺巾，体位摆放，根据术前影象学检查结

果，判断乳房内人工材料的位置和性质，沿感染严重部位或已形成的窦道切开，探查并找到感染腔

隙，清除凝胶样人工材料及感染灶，剥离切除固态材料及严重变性组织，反复灌洗清除残留材料，

完整切除窦道，双极电凝止血，放置引流管，分层缝合切口，加压包扎。

JYA62302
乳房扩张器取出扩张包

膜切除术

指乳房内扩张器植入术后扩张器取出，假体置换乳房再造术。术前设计，消毒铺巾，体位摆放，切

开皮肤、皮下组织及扩张器包膜，取出扩张器，切除包膜，以电刀乳房内扩张腔隙调整，乳房假体

植入，调整再造腔隙，重新调整乳房下皱襞位置，双极电凝止血，放置引流管，分层缝合切口，加

压包扎。

JYA68301
隆乳术后继发畸形矫正

术

指假体隆乳术后出现的不对称，形态异常等再次修复手术。包含手术设计，消毒铺巾，体位摆放，

沿乳晕或乳房下皱襞切口切开皮肤，探查，切开包膜囊，取出乳房假体，完整或部分切除包膜，重

新确定分离范围，重新分离假体腔隙，止血，植入假体，调整假体方向、位置及乳房形态，放置引

流管，逐层缝合手术通路，包扎固定假体。

JYA69301

腹壁下动脉穿支皮瓣乳

房Ⅱ期重建术(DIEP)

含胸壁瘢痕切除，胸部受区皮下腔隙分离，受区血管分离，单侧DIEP皮瓣切取，血管分离，皮瓣转

移、定位，供受区血管吻合，皮瓣塑形，腹直肌前鞘人工材料修补，供区切口减张缝合关闭。不含

乳头乳晕重建、乳腺切除、腹壁整形、血管吻合的动脉或静脉增强灌流术。

JYA69302

背阔肌肌皮瓣转移乳房

Ⅱ期再造术
Ⅱ期再造术指乳癌根治术或乳房切除后，间隔若干时间再行乳房再造术。切口设计，切除原手术瘢

痕，将附近带血管蒂的肌皮组织移植或大网膜移植充填乳房部位，行乳房再造成形，止血，置引流

管引出固定，加压包扎。不含乳头乳晕再造和乳腺切除、扩张器取出、包膜切除及修整。

JYA69303 再造乳房皮瓣修整术
指对再造乳房形态、位置进行再造术后Ⅱ期修整。消毒铺巾，手术设计，局部浸润麻醉，沿皮瓣边

缘切开，修整皮瓣脂肪、皮肤，修整皮瓣模拟对侧乳房形态，皮瓣重新固定，放置引流，分层关闭

切口。不含肌皮瓣断蒂术。

JYA69304
背阔肌肌皮瓣转移+人

工乳房假体乳房Ⅱ期重

建术

含胸壁瘢痕切除，胸部受区皮下腔隙分离，背阔肌肌皮瓣切取、转移和固定，假体置入及定位，供

区及受区切口关闭。不含乳头乳晕重建和乳腺切除、扩张器取出、包膜切除及修整。

JYA69305 假体置入乳房再造术

术前设计，消毒铺巾，体位摆放，局部浸润麻醉，胸壁瘢痕切除，假体腔隙分离，扩张器临时置入

测试乳房体积，确定假体型号，置入假体及定位，调整乳房形态，放置引流管，关闭肌肉、皮下及

皮肤切口，加压包扎固定。不含扩张器取出、包膜切除术、乳头乳晕重建和乳腺切除、自体真皮片

、人工材料修补。

JYA69306
横行腹直肌肌皮瓣乳房

Ⅱ期重建术(TRAM)

含胸壁瘢痕切除，胸部受区皮下腔隙分离，单侧TRAM皮瓣切取、转移、定位和塑形，腹直肌前鞘人

工材料修补，供区切口减张缝合关闭。不含乳头乳晕重建、乳腺切除、腹壁整形、血管吻合的动脉

、静脉增强灌流术。

JYA69307
带蒂皮瓣假体植入乳房

再造术

指在各种皮瓣转移乳房再造同时，植入乳房假体进行乳房再造。含皮瓣移植后假体腔隙的调整、假

体植入、位置调整及假体固定，引流管放置及切口缝合。

JYA69308
带蒂闭合组织瓣移植乳

房再造术

术前设计皮瓣，消毒铺巾，体位摆放，胸壁瘢痕切除，胸部受区皮下腔隙分离，沿背部切口切开，

自背阔肌深浅面分离肌皮瓣及与之相联系的髂腰部脂肪，注意保护胸背血管，剥离胸部受区及背部

供区间隧道，转移至胸部受区，再造乳房皮瓣固定及塑形，引流管放置，背部供区及胸部受区切口

关闭，加压包扎。不含同时假体植入手术。

JYA69309 乳房Ⅱ期再造术
Ⅱ期再造术指乳癌根治术或乳房切除后间隔若干时间再行乳房再造术。切口设计，切除原手术瘢

痕，将附近带血管蒂的肌皮组织移植或大网膜移植充填乳房部位，行乳头乳晕乳房再造成形，止

血，置引流管引出固定，加压包扎。

JYA69310
吻合血管的游离组织瓣

移植乳房再造术

指吻合血管的显微外科皮瓣乳房再造术。术前设计含消毒铺巾，体位摆放，胸壁瘢痕切除，胸部受

区皮下腔隙分离，肋软骨切取，受区血管分离探查，供区皮瓣切开、血管探查、血管分离、血管主

干结扎离断、血管断端处理，皮瓣转移至受区、固定，通过显微镜，将供受区血管进行显微外科吻

合，皮瓣塑形，乳房下皱襞成形，供区组织缺损修复、供区组织松解游离、引流管放置、供区切口

减张缝合关闭。

JYA68302
乳房缩小整形术

可采用环乳晕切口、倒T形切口、垂直切口，保留乳晕的同时，切除部分乳腺脂肪组织及多余皮

肤，将乳房重新塑形。不含单纯乳房上提固定术、吸脂乳房缩小术。

JYA68303 巨乳缩小整形术

术前设计，消毒铺巾，乳头乳晕蒂皮内局麻浸润，沿切口切开，乳头乳晕蒂去表皮，沿乳头蒂周围

切开皮肤、皮下，沿腺体表面分离至胸大肌表面，保留乳头乳晕蒂，切除多余腺体及脂肪组织，腺

体塑形，重新定位乳头位置、去除乳房多余皮肤及脂肪，止血并放置引流，乳晕周围荷包缝合，逐

层缝合皮下组织和皮肤，包扎固定。

JYA68304 巨乳缩小术—抽吸法
局麻设计，测量两侧乳房体积，预计吸脂量，注射肿胀液(大约1000－4000毫升)，皮肤切口，吸脂

针经皮肤切口抽吸多余皮下脂肪及腺体，至抽吸量基本符合估计量，所剩乳房大小合适、两侧对

称，排挤积液，加压包扎。不含腺体切除。

JYA68305 乳房上提整形术
含手术设计，消毒铺巾，体位摆放，乳晕周围双环切口间皮肤去表皮形成真皮帽，外周切口切开及

皮下剥离，乳腺悬吊及塑形，外环切口荷包缝合，环形切口分层缝合。不含乳房腺体切除、乳头乳

晕缩小整形术、乳晕瘢痕切除术。

JYA68306 乳房下皱襞成形术
指各种乳房手术后乳房下皱襞形态及位置不满意的手术修整。含手术设计，消毒铺巾，局部浸润麻

醉，组织切开、分离，组织切除，乳房下皱襞皮下组织与胸壁缝合固定，乳房下皱襞位置调整。不

含乳房下皱襞瘢痕切除、乳房包膜切除术。

JYA68307
乳房包膜挛缩畸形矫正

术

手术设计，切开皮肤皮下，分离假体植入通路，切开包膜取出乳房内假体，切除包膜或松解包膜挛

缩，调整假体腔隙，双极电凝止血，假体植入，调整假体位置、形态及假体方向，放置引流，分层

关闭切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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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YA68308
乳房缺损真皮片修复假

体植入乳房畸形矫正术

消毒铺巾，体位摆放，设计假体剥离范围，分离假体植入通路，剥离假体腔隙，确定组织缺损面

积，取脱细胞异体真皮或自体供区切取，并修剪形成真皮片，基底止血并分层关闭供区，真皮片移

植至乳房缺损部位，与周围组织固定，植入乳房假体，确定假体位置及方向，调整乳房形态，置入

引流管，逐层关闭切口，包扎固定假体。不含乳房内残留人工材料取出、乳房假包膜切除。

JYA62303
乳腺癌保乳手术

指2厘米以内无临床转移的早期乳腺癌，行部分乳腺切除的手术。设计切口，铺巾消毒，切除含肿

瘤的部分腺体，同时另开口清除腋窝淋巴结，置引流管引出固定，缝合切口。

JYA62304

乳腺癌保乳术+即刻乳

房修复术

含切口设计，肿瘤扩大切除及腋窝淋巴结清扫，胸大肌下腔隙分离，假体置入及定位，或采用背阔

肌肌皮瓣转移等术式修复缺损，放置引流管，皮肤切口缝合，包扎。(本治疗近年国际提倡，名

为：oncoplasticsurgery)。

JYA69311
乳腺癌根治Ⅰ期乳房再

造术

指乳腺癌根治术后即刻行乳房再造术。切口设计，乳房重建成形切口，皮瓣游离，乳腺及部分胸肌

切除，清扫腋窝淋巴结，保护血管神经，于胸大肌下、乳腺后间隙置入假体，假体定位，创面止

血，置管引出固定，缝合切口，加压包扎。此手术包含乳腺癌根治术和乳房再造两个手术过程。

JYA34101 乳腺肿块穿刺术
用灰阶超声仪对乳腺肿块进行术前观察，消毒铺巾，局麻，在B超监视下将穿刺针或穿刺枪经皮刺

入乳腺肿块内，抽吸活检，置管引流或注药。图文报告。不含超声引导。

JYA62306 乳腺肿物切除术
肿物指乳腺纤维腺瘤、囊肿、脂肪瘤、增生等。定位，消毒铺巾，局麻，逐层切开皮肤、皮下、腺

体，分离肿物，完整切除，缝合切口。

JYA62307
乳腺区段切除术

区段切除指乳头溢液，导管内乳头状瘤，导管扩张，炎性肿块等小叶切除。定位，消毒铺巾，局

麻，经乳头溢液导管开口注入美兰染色，按区段游离并切除染色导管小叶腺体或病灶，止血，缝合

切口。

JYA62308
乳腺象限切除术

切口设计，定位，消毒铺巾，局麻，切开皮肤，游离皮瓣，行乳腺象限切除，创面止血，缝合切口

。

JYA62309
乳腺窦道切除术

定位，消毒铺巾，局麻，窦道染色，沿窦道周围完整切除，创面止血，缝合切口。

JYA62310 女性乳腺切除术
指女变男手术。消毒铺巾，设计切口，沿乳晕切口剥离至腺体，沿腺体表面游离，切除乳腺，电凝

止血，双侧乳房形态调整，切口缝合及引流管放置。不含脂肪抽吸术、导尿术。

JYA62311 男性乳腺切除术
消毒铺巾，设计切口，沿乳晕切口剥离至腺体，沿腺体表面游离、切除乳腺，电凝止血，双侧乳房

形态调整，切口缝合及引流管放置。不含脂肪抽吸术、导尿术。

JYA63301
乳腺癌根治术

(Halsted)
切口设计，大梭形切口切开皮肤，皮瓣游离，全部乳房及胸肌切除，清扫腋窝淋巴结，保护神经血

管，创面止血，置管引出固定，缝合切口。

JYA63302
乳腺癌改良根治术 切口设计，大梭形切口切开，皮瓣游离，乳腺全部切除、保留胸肌，清扫腋窝淋巴结，保护神经血

管，创面止血，置管引出固定，缝合切口。

JYA63303
乳腺癌扩大根治术 切口设计，大梭形切口切开，皮瓣游离，全部乳腺及胸肌切除，部分肋骨切除，采用胸膜外

(Margottini)或胸膜内法(Urban，需切除胸膜)的术式清扫内乳淋巴结及清扫腋窝淋巴结，创面止

血，置管引出固定，缝合切口。

JYA34301 经皮乳腺病灶导丝定位
术前准备，彩色多普勒超声，选择穿刺点及深度，局部皮肤消毒、麻醉，穿刺引导套组，在超声引

导下将穿刺针刺入目标内。图文报告。不含超声引导。

JYA33301 乳腺术前定位术

操作人员核对登记患者信息，褪去患者上衣以便检查摆位，反复摆位，完成患侧乳腺轴位定位像，

患侧乳腺斜位定位像，曝光，一次或一次以上使用乳腺定位针，消毒并局部麻醉下根据需要完成乳

腺轴位上进针，乳腺侧位侧进针，乳腺反轴位下进针等穿刺定位，冲洗照片(胶片)，医生完成诊断

报告。不含X线引导、穿刺活检。

JYA62312 副乳切除整形术

术前设计，消毒铺巾，体位摆放，乳房内局部注射肿胀液，以吸脂法抽吸脂肪副乳内脂肪及部分腺

体，沿乳晕切口切开包括副乳头乳晕的皮肤和皮下组织，沿腺体表面剥离、切除副乳腺体组织、多

余皮肤及脂肪，以吸脂法再次调整副乳位置平整，吸除多余脂肪，使皮肤表面平整，电凝止血，放

置引流管，分层缝合皮下组织和皮肤，弹力加压包扎固定。

JYA68309 副乳矫正术—抽吸法
局麻设计，注射肿胀液(大约1000－3000毫升)，皮肤切口，吸脂针经皮肤切口于皮下及腺体中反复

抽吸，待肥大的乳腺消除，胸部平整、两侧对称，排挤积液，加压包扎。

JYB68301 乳头整形术
常规消毒，铺无菌巾，设计切口，按设计线切除多余乳晕皮肤，部分切除多余乳头(横行、斜环、

纵行)，电凝止血，缝合。

JYB68302 乳头乳晕整形术
包括乳头内陷畸形矫正(外支架牵拉或切断环形纤维)、乳头缩小(楔形切除部分乳头重新缝合塑形)

、乳晕缩小(双环形切口切除部分乳晕外周皮肤)。

JYB68303 乳晕缩小整形术
手术设计，消毒铺巾，乳晕周围双环切口间皮内浸润局部麻醉，双环切口线间去表皮，外环切口皮

内荷包缝合，以缩小外环切口，外环切口调整塑形，两切口间断缝合。

JYB68304
乳头内陷矫正术—切开

法

术前设计，消毒铺巾，局部浸润麻醉，乳头切开，乳腺导管离断，乳头软组织分离，挛缩组织松

解，乳头组织缝合，乳头塑形，切口缝合。

JYB68305
乳头内陷矫正术—组织

瓣充填法

术前设计，消毒铺巾，局部浸润麻醉，乳头切开，乳腺导管离断，乳头软组织分离，挛缩组织松

解，以乳腺组织瓣或乳晕组织瓣充填乳头下的组织缺损，乳头塑形，切口缝合。

JYB68306
乳头内陷支架牵引矫正

术

消毒铺巾，手术设计，局部浸润麻醉，乳头外牵引支架制作，乳头钢丝穿刺，外支架固定，乳头形

态调整。

JYB69301 乳头再造术
消毒铺巾，体位摆放，乳头乳晕定位，根据血运情况设计皮瓣，皮瓣切开游离，皮瓣塑形固定，皮

瓣修整，切口缝合。

JYB69302 乳头乳晕再造术
消毒铺巾，设计切口，确定乳头乳晕位置，设计局部皮瓣，切开、剥离、形成皮瓣，电凝止血，皮

瓣塑形缝合、固定、修整，切口缝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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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YB69303
乳头乳晕Ⅱ期再造术

Ⅱ期再造术指乳癌根治术或乳房切除后，间隔若干时间再行乳头乳晕再造术。切除原手术瘢痕，将

附近带血管蒂的肌皮组织移植并行乳头乳晕再造成形，止血，置引流管引出固定，加压包扎。

JYB69304
皮片游离移植乳晕再造

术

指从小阴唇等部位获取皮片，移植至乳晕部位进行乳晕再造。含手术设计，消毒铺巾，体位摆放，

供区及受区局部浸润麻醉，切取皮片备用，再造乳晕部位去表皮，将切取供区皮片移植至受区并缝

合固定。
2.皮肤

JYC61301 头皮外伤清创缝合术 伤口清洁处理，局部麻醉，消毒铺巾，双极电刀止血，探查伤口，清创缝合，包扎。
JYC61201 头皮外伤清创缝合术 伤口清洁处理，局部麻醉，消毒铺巾，双极电刀止血，探查伤口，清创缝合，包扎。
JYC61302 头皮外伤清创缝合术 伤口清洁处理，局部麻醉，消毒铺巾，双极电刀止血，探查伤口，清创缝合，包扎。

JYC44301 带毛囊头皮取皮术
术区皮肤消毒，切取带毛囊的头皮，止血，修剪头皮，缝合供皮区，包扎，油纱、敷料覆盖，加压

包扎。

JYC62201 头皮肿物切除术
指小于4厘米的头皮肿物。消毒铺巾，局麻和镇痛麻醉，切皮，双极止血，暴露肿物，切除肿物，

止血。必要时放置引流，缝合包扎。
JYC61303 头皮干性坏死清创术 消毒铺巾，清创，完整切除坏死头皮组织，双极电凝止血。不含创面覆盖手术。

JYC68301
局部皮瓣头皮缺损修复

术

指使用旋转、推进皮瓣等。手术设计，消毒铺巾，局部麻醉，切开头皮，掀起头皮瓣，双极电凝止

血，检查皮瓣血运，转移皮瓣，缝合伤口，放置引流，包扎。

JYC73301
皮瓣/肌皮瓣游离移植

头皮缺损修复术

手术设计，消毒铺巾，切取皮瓣或肌皮瓣，解剖血管蒂，双极电凝止血，显微镜下吻合血管，检查

吻合口及皮瓣血运，缝合伤口，术区置引流，关闭供瓣区。不含皮瓣和肌皮瓣切取术。

JYC73302 头皮撕脱游离植皮术
消毒铺巾，双极电凝止血，清创，抗休克治疗，探查撕脱头皮不完整、不具备显微外科手术条件，

将撕脱头皮修剪成中厚皮片或在身体其它部位另行切取中厚皮片，移植于头皮创面，包扎。

JYC73303
头皮撕脱游离皮瓣移植

术

消毒铺巾，清创，双极电凝止血，切取皮瓣或肌皮瓣，显微镜下进行血管吻合，修复头皮缺损。不

含导尿、游离皮瓣切取术。

JYC73304
头皮撕脱吻合血管游离

回植术

消毒铺巾，清创，双极电凝止血，探查撕脱头皮，解剖血管并修剪血管，显微镜下吻合血管，观察

血管通畅情况及皮瓣血运，术区置引流，关闭伤口。

JYC73309 头皮带蒂皮瓣转移术
头皮，眼睑和口内切口设计，局部注射副肾麻药，切取一小条带蒂头皮，转位移植至受区，缝合固

定，供区直接缝合。

JYC35301
帽状腱膜下血肿切开引

流术
消毒铺巾，切皮，双极止血，清除血肿，放置引流，缝合、加压包扎。

JYC35302
帽状腱膜下脓肿切开引

流术
消毒铺巾，切皮，双极止血，局部感染处理，放置引流，缝合，加压包扎 。

JYC61305 头面部扩创术
指头面部未愈合创面的后期去除坏死组织，过度生长的肉芽组织的手术操作。手术术区皮肤消毒，

彻底清除局部坏死组织，2500-5000毫升生理盐水清洗创面，止血后创面用其他组织或敷料覆盖。

不含植皮术、皮瓣修复术。

JYC62302
头面良性肿物切除术

(小)

指肿物面积小于5平方厘米。术前设计，消毒铺巾，局部浸润麻醉，切开皮肤和皮下组织，彻底切

除瘤体，松解切缘组织，充分止血，冲洗创面，缝合切口，包扎固定。

JYC62303
头面良性肿物切除术

(中)

指肿物面积为5-10平方厘米。术前设计，消毒铺巾，局部浸润麻醉，切开皮肤和皮下组织，彻底切

除瘤体，松解切缘组织，充分止血，冲洗创面，缝合切口，包扎固定。

JYC62304
头面良性肿物切除术

(大)

指肿物面积大于10平方厘米。术前设计，消毒铺巾，局部浸润麻醉，切开皮肤和皮下组织，彻底切

除瘤体，松解切缘组织，充分止血，冲洗创面，缝合切口，包扎固定。

JYC73320
头颈扩张皮瓣转移修复

术

消毒铺巾，麻醉，沿设计切开皮肤至筋膜浅层，完整取出扩张器，掀起扩张皮瓣，切除部病灶，双

极电凝止血，转移扩张皮瓣至受区，术区置引流，分层缝合切口，敷料包扎。

JYC47301 头部组织扩张器置入术
术区皮肤消毒，切开皮肤，在需要置入扩张器的部位分离置入腔，止血清洗后放置扩张器和注射阀

(注射阀可外置)，放置伤口引流装置，分层缝合伤口。

JYD62304 面颈部切痂术
术区皮肤消毒，切除创面痂皮及皮下脂肪达深筋膜表面，Ⅳ度烧伤彻底切除坏死肌肉和筋膜，止

血，敷料或其他组织覆盖创面。

JYD62305 面颈部削痂术
术区皮肤消毒，根据焦痂厚度调节滚轴取皮刀或电动取皮刀至合适刻度，消除创面痂皮及坏死脂

肪，留下正常脂肪，止血，清洗，敷料或其他组织覆盖创面。

JYD61301 面部清创直接缝合术
麻醉，设计，对面部外伤创面进行彻底清创，利用伤口两侧的组织移动性对伤口进行直接拉拢缝

合，加压包扎。
JYD73301 面部清创植皮术 麻醉，设计，对面部外伤创面进行彻底清创，于供皮区切取皮片，移植到面部缺损区，加压包扎。
JYD47301 面部脂肪填充术 局麻设计，受区局麻，切口，注射纯化之颗粒脂肪，轻揉，供区加压包扎。不含额部和颞部的填充

JYD73316 颜面切/削痂植皮术
术区皮肤消毒，先行切削痂术，去除烧伤坏死组织，清洗，止血后，将自体皮片移植于创面，缝合

固定皮片。不含取皮术。

JYD73317
颜面瘢痕切除松解人工

真皮移植术
术区皮肤消毒，切除松解颜面瘢痕，创面止血清洗后，移植人工真皮，固定皮片。

JYD73318
颜面瘢痕切除松解脱细

胞真皮自体皮移植术

术区皮肤消毒，切除松解颜面瘢痕，创面止血清洗后，移植脱细胞真皮(异体、异种)，并在其上移

植自体皮，固定皮片。不含脱细胞真皮(异体异种)制备、取皮术、烧伤植皮打包包扎术。

JYD73319
颜面瘢痕切除松解自体

大张皮片移植术

术区皮肤消毒，切除松解颜面瘢痕，创面止血清洗后，移植自体大张皮片，固定皮片。不含取皮术

、烧伤植皮打包包扎术。

JHK35301
半侧颜面不对称畸形血

管化组织瓣移植矫正术

指在麻醉下设计，受床及受区血管准备，解剖面神经，显微镜下微血管吻合，组织瓣充填固定成形

。不含带血管蒂组织瓣切取。

JYD68301
局部皮肤整形面瘫畸形

矫正术

消毒铺巾，对于长期面瘫的患者，可通过下眼睑皮肤整复，提紧眼轮匝肌，眉毛上提，或睑缘粘连

等手术，矫正面瘫畸形，术中电凝止血，术后引流。

JYD68302
静态悬吊面瘫畸形矫正

术

消毒铺巾，分别在颞部、患侧鼻唇沟、健侧上下唇和健侧眉头下缘做切口，剥离，形成皮下隧道，

应用自体阔筋膜或人工合成材料等，对移位的上下唇、口角、鼻唇沟、下睑等进行悬吊，矫正面瘫

畸形，术中电凝止血，术后引流。不含阔筋膜切取。

JYD68303 神经移植面瘫矫正术
消毒铺巾，切开皮肤，解剖两侧面神经，根据需要切取一定长度的腓肠神经，将移植的神经分别与

近侧端和远位端侧的面神经进行吻合，矫正面瘫畸形，电凝止血，留置引流。不含神经切取。

JYD68304
吻合血管神经肌瓣移植

面瘫矫正术

消毒铺巾，切取带血管神经的肌瓣，实施吻合血管神经的肌瓣游离移植，矫正面瘫畸形，术中电凝

止血，术后引流。

第 385 页



项目名称 项目内涵

JYD68305
应用去神经的肌肉游离

移植面瘫畸形矫正术

消毒铺巾，手术分两期进行，术前两周，对相应的肌肉进行去神经支配手术，两周后，切取去除神

经支配的肌肉，进行游离移植，悬吊，矫正面瘫畸形，术中电凝止血，术后置引流。

JYD68306
带蒂肌筋膜瓣游离阔筋

膜移植悬吊面瘫畸形矫

正术

消毒铺巾，设计耳前切口，皮下分离，将形成的颞肌筋膜瓣或咬肌瓣加游离阔筋膜一起转移至口角

、下唇面肌交汇点，电凝止血，在一定张力下缝合，将面颞部皮肤上提固定缝合，多余皮肤切除，

放置引流管一根，包扎后进行戴外固定支具3周。

JYD68307
去神经肌肉游离移植悬

吊面瘫畸形矫治术

消毒铺巾，设计耳前切口，皮下分离，将形成的颞肌内侧筋膜瓣转移至上下脸，缝合固定于内眦韧

上，将去神经两周的游离小肌肉转移至口角、下唇面肌交汇点，在一定张力下缝合，另一端穿过肌

间隧道，缝合固定于颞肌外侧部及咬肌，将面颞部皮肤上提固定缝合，多余皮肤切除，放置引流管

一根，包扎后进行戴外固定支具3周，游离肌肉切取术。
JYD62301 面部瘢痕切除缝合术 麻醉，设计，切除面部瘢痕，于切口两侧皮下进行剥离，松解，分层缝合皮肤切口，包扎。

JYD62302
面部瘢痕切除Z字整形

术

麻醉，设计，切除面部瘢痕，于瘢痕两侧正常组织内设计“Z”字整形术切口，切开皮瓣，换位缝

合，包扎。
JYD73302 面部瘢痕切除植皮术 麻醉，设计，切除面部瘢痕，于供皮区切取皮片，移植到面部缺损区，包堆包扎。

JYD73303
面部瘢痕切除局部皮瓣

转移术

麻醉，设计，切除面部瘢痕，于面部缺损附近切取局部皮瓣，转移，修复面部缺损，供瓣区直接拉

拢缝合，加压包扎。

JYD73304
面部瘢痕切除真皮下血

管网皮片移植术

麻醉，设计，切除面部瘢痕，在供区采取相应大小的带真皮下血管网的皮片，将该皮片植于病灶

处，包堆包扎，关闭供区，缝合切口。

JYD73305
面部凹陷瘢痕切除皮下

组织瓣转移充填皮瓣转

移改形术

麻醉，设计，切除面部凹陷瘢痕，剥离创缘周围皮下，制成凹陷瘢痕处周围组织瓣，转移填充凹陷

处，转移局部皮瓣覆盖创面，放置负压引流管，关闭创面。

JYD73306
面部、手部游离植皮术

(小)

面积小于20平方厘米。术前设计，消毒铺巾，体位摆放，按设计切除病变，彻底止血，将切取的皮

片置于创面上，边裁剪边缝合，在面部于植皮区打包压迫皮片，手部以松软纱布充填指间和掌背

部，绷带加压包扎。

JYD73307
面部、手部游离植皮术

(中)

面积21-80平方厘米。术前设计，消毒铺巾，体位摆放，按设计切除病变，彻底止血。将切取的皮

片置于创面上，边裁剪边缝合。在面部于植皮区打包压迫皮片。手部以松软纱布充填指间和掌背

部，绷带加压包扎。

JYD73308
面部、手部游离植皮术

(大)

面积大于80平方厘米。术前设计，消毒铺巾，体位摆放，按设计切除病变，彻底止血，将切取的皮

片置于创面上，边裁剪边缝合，在面部于植皮区打包压迫皮片，手部以松软纱布充填指间和掌背

部，绷带加压包扎。

JYD73309
面部清创局部皮瓣转移

修复术

麻醉，设计，对面部创面进行彻底清创，于缺损附近切取局部组织瓣，转移，修复面部缺损，加压

包扎。

JYD68308
自体颗粒脂肪游离移植

半侧颜面萎缩矫正术

麻醉，设计，利用脂肪抽吸技术获取自体颗粒脂肪，清洗干净，注射到萎缩的颜面部，加压包扎。

不含脂肪抽吸。

JYD68309
真皮脂肪瓣游离移植半

侧颜面萎缩畸形矫正术

麻醉，设计，切开面部受区切开，剥离，形成皮下腔隙，于供瓣区切取真皮脂肪瓣，游离移植，矫

正半侧颜面畏缩畸形，加压包扎。

JYD68310
游离皮瓣移植血管吻合

半侧颜面萎缩畸形矫正

术

麻醉，设计，切开面部受区切口，在皮下进行剥离，形成皮下腔隙，游离出受区血管，掀起皮瓣

(如肩胛皮瓣、股前外侧皮瓣等)，将去表皮皮瓣转移到受区，吻合血管，缝合，加压包扎。不含皮

瓣切取。

JYD73310 组织瓣移植颞部充填术
局麻或全麻下，设计，从其他部位切取真皮脂肪瓣，逐层关闭供区切口，在颞部分离腔隙，止血，

将真皮瓣填入，用特殊缝线和普通丝线固定，逐层关闭颞部切口，加压包扎。

JYD73311
局部皮瓣转位颊部缺损

修复术

消毒铺巾，设计切口，局麻，修整颊部缺损，双极电凝止血，设计局部皮瓣，切开掀起皮瓣，转移

修复缺损，分别缝合供区及皮瓣，留置引流。

JYD73312
颈胸旋转皮瓣颊部缺损

修复术

消毒铺巾，修整颊部缺损，设计颈胸皮瓣，切开掀起皮瓣，双极电凝止血，转移修复缺损，分别缝

合皮瓣和供区，留置引流。

JYD73313
皮下蒂皮瓣颊部缺损修

复术

消毒铺巾，局麻，修整颊部缺损，设计皮下蒂皮瓣，切开掀起皮瓣，分离蒂部，分离皮下隧道，转

移皮瓣修复缺损，分别缝合供区及受区，留置引流。

JYD73314
游离皮片移植颊部缺损

修复术

消毒铺巾，修整颊部缺损，双极电凝止血，切取相应大小的皮片，供区直接缝合或油纱布包扎，皮

片移植到颊部缺损区，加压包扎。

JYD73315
游离皮瓣移植颊部缺损

修复术

设计皮瓣，消毒铺巾，手术分组进行，一组处理受区，形成创面，并剥离出受区血管备用，另一组

按设计切取皮瓣，处理血管，显微镜下吻合血管，皮瓣转移至面部，缝合皮瓣，供区直接缝合，留

置引流。不含自体皮片移植。

JYD68311
隆颏术后继发畸形矫正

术

消毒铺巾，设计，局麻，下唇前庭沟切口，切开粘膜直至骨膜，双极电凝器止血，骨膜下剥离，将

假体取出，重新雕刻或更换假体，剥离腔隙至合适大小，重新植入假体，固定，缝合切口。

JYD47302
自体脂肪注射额部填充

术

局部麻醉，设计，于身体的其它部位采用脂肪抽吸技术，获得自体颗粒脂肪，清洗纯化，用表皮生

长因子清洗，注射移植到颞部，加压包扎。

JYD68312 假体置入隆额术
麻醉，设计，雕刻假体，骨膜表面剥离腔隙，将设计好大小的假体材料放入，冲洗，逐层缝合切

口，加压包扎。

JYD69308 酒窝再造术
消毒铺巾，设计，局麻，先标定笑靥的位置，在口内相对的颊粘膜处做小切口，修剪少量肌肉，分

层缝合。

JYD47303
面颈部组织扩张器置入

术

术区皮肤消毒，切开皮肤，在需要置入扩张器的部位分离置入腔，止血清洗后放置扩张器和注射阀

(注射阀可外置)，放置伤口引流装置，分层缝合伤口。

JYE61301 颈部扩创术
指颈部未愈合创面的后期去除坏死组织，过度生长的肉芽组织的手术操作。术区皮肤消毒，彻底清

除局部坏死组织，2500-5000毫升生理盐水清洗创面，止血后创面用其他组织或敷料覆盖。不含植

皮术、皮瓣修复术。

JYE52301
颈部烧伤焦痂切开减张

术

术区皮肤消毒，沿颈部前侧或两侧切开焦痂，使深层组织充分减张并止血后用无菌或抗菌敷料覆盖

或用抗菌纱布填充并缝合固定。

JYE73301 颈部切/削痂植皮术
术区皮肤消毒，先行切削痂术，去除烧伤坏死组织，清洗，止血后，将自体皮片移植于创面，缝合

固定皮片。不含取皮术。

JYE73302 颈部瘢痕切除植皮术
消毒铺巾，设计切口，局麻，切除颈部瘢痕，彻底松解挛缩，双极电凝止血，切取中厚皮片，游离

移植于颈部创面，包堆包扎，石膏托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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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YE73303
颈部瘢痕切除轴型皮瓣

转移修复术

消毒铺巾，设计切口，在颈部瘢痕区注射肾上腺素盐水，切除颈部瘢痕，彻底松解孪缩，止血，于

一侧胸部掀起带蒂的胸肩峰皮瓣(或颈横皮瓣)，在供瓣区和颈部创面之间，分离形成皮下隧道，将

胸肩峰皮瓣经皮下隧道转移到颈部，或将颈横皮瓣旋转修复颈部创面，术区置引流，供瓣区直接缝

合或游离植皮，包扎。

JYE73304
颈部瘢痕切除局部皮瓣

转移术

消毒铺巾，设计切口，局麻，切除颈部瘢痕，彻底松解孪缩，双极电凝止血，于蹼状瘢痕两侧设计

一个或多个Z字改形术，皮瓣换位缝合，包扎。

JYE73305
颈部瘢痕切除游离皮瓣

移植术

消毒铺巾，设计切口，局麻，切除颈部瘢痕，彻底松解孪缩，双极电凝止血，切取皮瓣或肌皮瓣，

将皮瓣转移到受区，在显微镜下行皮瓣血管与受区血管吻合，术区置引流，供区植皮，包扎。不含

游离皮瓣或肌皮瓣切取术。

JYF35301
心脏术后感染伤口清创

引流术
原切口，清创，止血，钢丝固定胸骨，留置引流管，关胸。

JYH47301 臀部脂肪填充术 局麻设计，受区切口，注射纯化之颗粒脂肪，轻揉，供区加压包扎。不含脂肪抽吸。

JYH73301
会阴瘢痕松解带蒂皮瓣

转移术

消毒铺巾，设计，切除瘢痕组织或切开瘢痕组织，松解瘢痕挛缩，以形成的带蒂皮瓣转移修复，双

极电凝止血。

JYH73303
会阴瘢痕切除松解自体

大张皮片移植术

术区皮肤消毒，切除松解会阴瘢痕，创面止血清洗后，移植自体大张皮片，固定皮片。不含取皮术

、烧伤植皮打包包扎术。

JYH73304
会阴瘢痕切除松解脱细

胞真皮自体皮移植术

术区皮肤消毒，切除松解会阴瘢痕，创面止血清洗后，移植脱细胞真皮(异体、异种)，并在其上移

植自体皮，固定皮片。不含脱细胞真皮(异体异种)制备、取皮术、烧伤植皮打包包扎术。

JYH73305
会阴瘢痕切除松解人工

真皮移植术
术区皮肤消毒，切除松解会阴瘢痕，创面止血清洗后，移植人工真皮，固定皮片。

JYH73306 会阴部切痂植皮术
术区皮肤消毒，先行切削痂术，去除烧伤坏死组织，清洗，止血后，将自体皮片移植于创面，缝合

固定皮片。不含取皮术。

JYH73302
会阴瘢痕松解游离植皮

术

消毒铺巾，设计，切开会阴瘢痕，松解瘢痕粘连，双极电凝止血，应用游离皮片覆盖创面，包堆包

扎。必要时石膏固定。不含植皮术。

JYH62301
肛周瘢痕切除局部成形

术

消毒铺巾，患者取截石位，设计切口，局麻，彻底松解挛缩，掀起局部皮瓣，转移修复创面，双极

电凝止血，供瓣区直接缝合，包扎。

JYJ62301 腋臭切除术
消毒铺巾，设计皮瓣，局部浸润麻醉，切开皮肤至深筋膜浅层，组织剪剥离适当腔隙，双极电凝止

血，完整切除腋臭区皮肤，掀起缝合，覆盖创面，包扎。

JYJ62302 小切口腋臭切除术
指切口小于1.5厘米、不切除腋窝皮肤的腋臭切除术。消毒铺巾，设计，局部浸润麻醉，沿腋窝皱

襞切开1.5厘米皮肤至深筋膜浅层，组织剪剥离适当腔隙，双极电凝止血，完整切除腋臭区皮下包

括汗腺在内的浅层脂肪，皮下放置引流，缝合切口，包扎。

JYJ73305
腋窝瘢痕切除局部皮瓣

移植术

消毒铺巾，设计切口，局麻，切除瘢痕组织，彻底松解粘连和挛缩，切取局部皮瓣，转移到腋窝创

面，修复缺损，双极电凝止血，供瓣区直接拉拢缝合或另行植皮修复。

JYJ73306
腋窝瘢痕切除游离植皮

术

消毒铺巾，设计切口，局部麻醉，切除瘢痕组织，彻底松解粘连和挛缩，双极电凝止血，于供皮区

切取中厚皮片，移植到腋窝创面，修复创面，包堆包扎。
JYK62301 胼胝病变切除修复术 定位，消毒，铺巾，切除，胼胝体切除，缝合伤口。

JYL73305
小腿瘢痕切除交腿皮瓣

修复术

术区皮肤消毒，切除瘢痕组织，于对侧下肢切取带蒂皮瓣修复患侧创面，供瓣区植皮，应用外支架

或石膏等固定双侧肢体。不含取皮术。

JYL73306
小腿扩创交腿肌皮瓣修

复术

术区皮肤消毒，先行扩创或死骨清除术去除坏死组织，于对侧下肢切取带蒂肌皮瓣修复患侧创面，

供瓣区植皮，应用外支架或石膏等固定双侧肢体。不含取皮术。

JYL73307
小腿扩创交腿皮瓣修复

术

术区皮肤消毒，先行扩创或死骨清除术去除坏死组织，于对侧下肢切取带蒂皮瓣修复患侧创面，供

瓣区植皮，应用适当方式牢固固定双侧肢体。不含取皮术。
JYM62301 鸡眼切除术 定位，消毒，铺巾，切除，鸡眼切除，缝合伤口。

JYN52301
四肢烧伤焦痂切开减张

术

术区皮肤消毒，沿肢体两侧切开焦痂，使深层组织充分减张并止血后用无菌或抗菌敷料覆盖或用抗

菌纱布填充并缝合固定。
JYP38102 皮损内注射术 消毒铺巾，将药物注入瘢痕等皮损内，敷料包扎。
JYP38103 填充剂注射 消毒，表面麻醉或局部注射麻醉，采用特殊的注射器将真皮成分类似物定位注射到真皮相应位置。

JYP38101 肉毒杆菌毒素注射
将神经毒素准确地注射入靶肌肉通过麻痹靶肌肉实现治疗目的，如消除皱纹、治疗多汗症、腋臭等

。消毒、表面麻醉，根据患者动态和静态时肌肉状况来决定注射点，并用标记液标记，采用特殊的

注射器必要时在肌电图引导下进行准确的肌肉内注射。不含肌电图引导。

JYP61301 烧伤清创术(小)

烧伤面积大于或等于10%、小于或等于30%。温肥皂水清洁烧伤创面及周围皮肤，去除腐皮，引流水

泡，平均5000毫升生理盐水清洗创面和消毒，无菌敷料拭干创面残留液体，应用生物敷料或其他烧

伤敷料包扎创面。

JYP61302 烧伤清创术(中)

指烧伤面积大于或等于30%、小于或等于50%。脱去损毁衣物、饰品，理除头发、腋毛、阴毛、剪指

甲、温肥皂水清洁烧伤创面及周围皮肤，去除腐皮，引流水泡，平均10000毫升生理盐水清洗创面

和消毒，无菌敷料拭干创面残留液体，应用生物敷料或其他烧伤敷料包扎创面，将病人以正确体位

安置在专用烧伤床单位上(悬浮床、翻身床、可调节摇床)。

JYP61303 烧伤清创术(大)

指烧伤面积大于或等于50%。脱去损毁衣物、饰品，理除头发、腋毛、阴毛、剪指甲、温肥皂水清

洁烧伤创面及周围皮肤，去除腐皮，引流水泡，平均20000毫升生理盐水清洗创面和消毒，无菌敷

料拭干创面残留液体，应用生物敷料或其他烧伤敷料包扎创面，将病人以正确体位安置在专用烧伤

床单位上(悬浮床、翻身床、可调节摇床)。

JYP61304 化学烧伤冲洗清创术
指适用于酸性、碱性、高温、腐蚀、糜烂、放射及毒性物质接触烧伤。清除污染衣物，清除皮肤上

的残留致伤物质，去除腐皮，引流水泡，应用1000-5000毫升清水冲洗，必要时可应用中和剂，拭

干创面，包扎或涂抹外用药。

第 387 页



项目名称 项目内涵

JYP61305 烧伤浸浴扩创术(小)

适用于烧伤面积大于或等于10%患者。准备:用洗涤液洗浸浴缸，用专用消毒液浸泡消毒浴缸30分

钟；浸浴液制备：放置温度为38℃-42℃水至浴缸4/5容量，加入食用盐调节为浓度为1%清洁盐水，

加入适量浓度药物；浸浴：去除患者全身外层敷料，通过移位架将患者放入浸浴缸中，打开臭氧消

毒开关、自动冲浪开关、超声波震荡开关进行专业治疗，浸泡片刻后去除内层敷料，去除松动的焦

痂、腐皮、污物、引流脓性分泌物，进行头颈、肢体屈伸、旋转功能训练；换药：用移位架升起病

人，依次使用1.5％过氧化氢溶液、一定浓度的表面活性消毒液、0.9％氯化钠溶液冲洗创面，拭干

创面残留液体，用移位架将患者转移至病房烧伤治疗床，用烧伤专科敷料包扎创面；将病人摆置正

确体位：四肢呈“大”字形并抬高30°，头部后仰；消毒：用洗涤液清洗浸浴缸，用专用消毒液浸

泡消毒浴缸30分钟。

JYP62301 烧伤浸浴扩创术(中)

适用于烧伤面积大于或等于30%患者，准备:用洗涤液洗浸浴缸，用专用消毒液浸泡消毒浴缸30分

钟，浸浴液制备：放置温度为38℃-42℃水至浴缸4/5容量、加入食用盐调节为浓度为1%清洁盐水，

加入适量浓度药物，浸浴：去除患者全身外层敷料，通过移位架将患者放入浸浴缸中，打开臭氧消

毒开关、自动冲浪开关、超声波震荡开关进行专业治疗，浸泡片刻后去除内层敷料，去除松动的焦

痂、腐皮、污物、引流脓性分泌物，进行头颈、肢体屈伸、旋转功能训练，换药：用移位架升起病

人，依次使用1.5％过氧化氢溶液，一定浓度的表面活性消毒液，0。9％氯化钠溶液冲洗创面。拭

干创面残留液体，用移位架将患者转移至病房烧伤治疗床，用烧伤专科敷料包扎创面，将病人摆置

正确体位：四肢呈“大”字形并抬高30°，头部后仰。消毒：用洗涤液清洗浸浴缸，用专用消毒液

浸泡消毒浴缸30分钟。

JYP62302 烧伤浸浴扩创术(大)

适用于烧伤面积大于或等于50%患者。准备:用洗涤液洗浸浴缸，用专用消毒液浸泡消毒浴缸30分

钟；浸浴液制备：放置温度为38℃-42℃水至浴缸4/5容量，加入食用盐调节为浓度为1%清洁盐水，

加入适量浓度药物；浸浴：去除患者全身外层敷料，通过移位架将患者放入浸浴缸中，打开臭氧消

毒开关、自动冲浪开关、超声波震荡开关进行专业治疗，浸泡片刻后去除内层敷料，去除松动的焦

痂、腐皮、污物、引流脓性分泌物，进行头颈、肢体屈伸、旋转功能训练；换药：用移位架升起病

人，依次使用1.5％过氧化氢溶液、一定浓度的表面活性消毒液、0.9％氯化钠溶液冲洗创面，拭干

创面残留液体，用移位架将患者转移至病房烧伤治疗床，用烧伤专科敷料包扎创面；将病人摆置正

确体位：四肢呈“大”字形并抬高30°，头部后仰；消毒：用洗涤液清洗浸浴缸，用专用消毒液浸

泡消毒浴缸30分钟。

JYP62303 躯干四肢切痂术
术区皮肤消毒，切除创面痂皮及皮下脂肪达深筋膜表面，Ⅳ度烧伤彻底切除坏死肌肉和筋膜，止

血，敷料或其他组织覆盖创面。

JYP62304 躯干四肢削痂术
术区皮肤消毒，根据焦痂厚度调节滚轴取皮刀或电动取皮刀至合适刻度，消除创面痂皮及坏死脂

肪，留下正常脂肪，止血，清洗，敷料或其他组织覆盖创面。

JYP61306 躯干部扩创术
指躯干部未愈合创面的后期去除坏死组织，过度生长的肉芽组织的手术操作。术区皮肤消毒，彻底

清除局部坏死组织，5000-7500毫升生理盐水清洗创面，止血后创面用其他组织或敷料覆盖。不含

植皮术、皮瓣修复术。

JYP73304
躯干四肢凹陷瘢痕切除

皮下组织瓣充填皮瓣转

消毒铺巾，设计切口，局部麻醉，切除凹陷瘢痕，双极电凝止血，分离皮下肌肉组织瓣转移充填凹

陷，局部皮瓣转移覆盖创面。

JYP61307 肢体扩创术
指肢体未愈合创面的后期去除坏死组织，过度生长的肉芽组织的手术操作。术区皮肤消毒，彻底清

除局部坏死组织，5000-10000毫升生理盐水清洗创面，止血后创面用其他组织或敷料覆盖。不含植

皮术、皮瓣修复术。

JYP52302
手足烧伤焦痂切开减张

术

术区皮肤消毒，沿手掌或指/趾两侧切开焦痂，使深层组织充分减张并止血后，用无菌或抗菌敷料

覆盖或用抗菌纱布填充并缝合固定。
JYP66301 微晶磨削术 指利用金属砂微粒喷洒作用于皮肤。消毒，局部麻醉，利用微晶磨削机磨削患处，创面处理。
JYP66302 机械磨削术 消毒，局部麻醉，标记治疗区域，使用磨削机磨削头磨削，创面处理。

JYP62305 激光磨削术
消毒，局部麻醉，使用二氧化碳脉冲激光设备或点阵激光或铒激光，调整激光能量等参数，反复照

射治疗区域。

JYP60301 皮肤赘生物电烧治疗
指根据热原理去除隆起皮肤表面的赘生物。消毒，局部麻醉，用牙镊固定住赘生物，采用电刀或其

它电灼设备电灼去除赘生物，处理创面。

JYP60601 体表射频消融术

仪器准备、核对医嘱，排除禁忌证、告知注意事项、在独立手术室进行、检查评估患者全身及局部

病情，核对诊断，治疗部位及患者需要达到的目的，使用射频皮肤治疗仪，治疗电极消毒后备用，

局部消毒，麻醉，检查麻醉效果，选择输出强度，确定手术操作方式，选择治疗电极，祛除病变，

检查祛除的病变是否完全及祛除的范围及深度，是否有出血，敷料包扎，术后交代注意事项，开

药，记录手术过程。

JYP60302 皮肤肿物电解治疗
指根据电解原理去除皮内肿物。消毒，局部麻醉，将电解针插入皮损，应用电解设备烧灼一段时

间，拔出电解针。

JYP60303 皮损冷冻治疗
指使用冷冻剂破坏病损组织达到治疗目的，含疣、老年斑等。使用棉签接触法(棉签蘸取冷冻剂按

压皮损，反复冻融)或喷洒法(使用专用喷洒设备将冷冻剂喷涂于皮损处，反复操作)。

JYP35101
体表皮下组织穿刺引流

术

体表及皮下组织包括体表瘘口、淋巴管瘤、淋巴囊肿、乳糜囊肿等穿刺引流术，穿刺后注射对比剂

、瘘口置管注射对比剂。不含造影。
JYP61101 疱液抽取术 消毒，用注射器抽吸出疱液。

JYP35301 体表脓肿切开引流术
指四肢躯干部位的脓肿引流。定位，消毒铺巾，局麻，脓肿切开引流，置入引流物，包扎伤口。不

含乳腺的软组织感染脓肿形成。
JYP35302 痈清创引流术 定位，消毒铺巾，局麻，痈表面皮肤“十”字切开，清除坏死组织，置引流物，包扎伤口。

JYP61308 切口感染清创术(小)
消毒铺巾，切皮，双极止血，于皮下，肌肉层清除感染组织，反复冲洗伤口，必要时放置引流装置

、逐层缝合、包扎。

JYP61309 切口感染清创术(大)
消毒铺巾，切皮，双极止血，骨蜡止血，取下骨瓣，探查硬脑膜，硬脑膜下、脑内，清除感染组

织，反复冲洗伤口，必要时放置引流装置、逐层缝合、包扎。

JYP62306 体表肿物切除术(小)
指瘤体小于5平方厘米，躯干四肢等部位皮肤和皮下组织新生物，如皮脂腺囊肿、痣、疣、脂肪瘤

、纤维瘤等。定位，消毒铺巾，局麻，切开皮肤、皮下，分离并切除肿物，缝合伤口。

JYP62307 体表肿物切除术(中)
指瘤体在5-10平方厘米，指躯干四肢等部位皮肤和皮下组织新生物，如皮脂腺囊肿、痣、疣、脂肪

瘤、纤维瘤等。定位，消毒铺巾，局麻，切开皮肤、皮下，分离并切除肿物，缝合伤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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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YP62308 体表肿物切除术(大)
指瘤体在大于10平方厘米，指指躯干四肢等部位皮肤和皮下组织新生物，如皮脂腺囊肿、痣、疣、

脂肪瘤、纤维瘤等。定位，消毒铺巾，局麻，切开皮肤、皮下，分离并切除肿物，缝合伤口。

JYP62309 皮肤恶性肿物切除术
消毒铺巾，切口设计，切除恶性肿瘤包括周围正常组织，创面止血，缝合切口。不含植皮术、皮瓣

切取、病理学检查。

JYP26301

皮肤恶性肿物莫氏

(Mohs)显微描记手术治

疗

指针对皮肤恶性肿瘤的特殊手术方法，莫氏(Mohs)显微描记手术，手术缺损较小。第一次手术：在

模式图上标记肿瘤位置，消毒，局部麻醉，沿边缘切除肿瘤，分割标本后用专用染料染色，确定标

本序号和方向，并在模式图上做相应标注，将标本分别采用冰冻切片手段行碟形切片检测以达到全

面检测标本的目的(优于抽样检测)，染色后阅片，确定是否有残余肿瘤及残余肿瘤的方向位置，标

注在模式图上(下一步定向切除，避免损失正常皮)，如若没有残余肿瘤，予患者缝合手术缺损，如

若有残余肿瘤，则行第二次手术。第二次手术：重新消毒、麻醉，根据模式图相应切除残余肿瘤，

再将标本分割染色标记，冰冻切片检测，如若无残余肿瘤，闭合手术缺损，如若有残余肿瘤，再行

第三次手术，方法同前，以后以此类推，直至肿瘤切净。不含病理学检查。

JYP73302 白癜风自体黑素移植
指通过黑色素细胞移植技术治疗白癜风。消毒，局部麻醉，切取正常皮肤，修剪皮肤，置于培养皿

中，加入相应培养所需试剂，在孵箱中孵育，在显微镜下筛选，移植黑色素细胞至白癜风区域。不

含取皮术。
JYP48301 体表异物切开取出术 定位，消毒铺巾，局麻，将异物取出，伤口开放，包扎。

JYP62310 体表包裹性异物切除术
定位，消毒铺巾，局麻，切开皮肤、皮下，切除异物及包裹组织，缝合伤口，若新鲜体表异物取

出，应开放伤口，包扎。不含X线定位。

JYP61310 脂肪抽吸术

局麻设计吸脂范围，术区注射肿胀液(根据吸脂面积的大小不同肿胀液的量不同，一般一个部位

1000-3000毫升)，皮肤切口，吸脂针经皮肤切口均匀抽吸皮下脂肪，检查术区平整、对称，挤压积

液，放置引流，加压包扎。不含脂肪注射。具体部位如下(除头面部、腹部之外，均按单侧计)：头

面部分为颌下、面部(面颊及咬肌腮腺区)两个部位；上肢分为上臂(含后外侧，前内侧)、前臂两个

部位；腹部分为上腹(脐以上、剑突以下，两侧可向外延伸至腋中线)、下腹(脐以下腹股沟与阴阜

上界连线之间)两个部位；躯干分为髂、腰、背部三个部位；臀部；大腿分为大腿前内侧、大腿后

侧、大腿外侧；小腿。

JYP61311 脂肪抽吸术—注射器法
局麻设计，区分吸脂不足及过度抽吸区域，分别标示，注射肿胀液，切口，以注射器法及较细的吸

脂针反复抽吸皮下瘢痕区域多余之皮下脂肪至局部与周边平整，抽吸出的脂肪纯化，如不足时，选

择身体其它部位作为供区，注射肿胀液，切口，以注射器法及较细的吸脂针抽吸脂肪，纯化脂肪。
JYP47301 体表凹陷脂肪填充术 局麻设计，受区切口，注射纯化之颗粒脂肪，轻揉，供区加压包扎。

JYP62311
慢性溃疡切除局部修复

术

术前设计，消毒铺巾，体位摆放，对褥疮创面进行彻底清创，应用褥疮周围正常组织进行局部改

形，封闭创面。

JYP62312
躯干瘢痕切除局部整形

术

指胸部、腹部、背部瘢痕。消毒铺巾，设计切口，局部麻醉，切除胸部或腹部或背部瘢痕组织，双

极电凝止血，缝合切口，包扎。
JYP62313 瘢痕切除缝合术 消毒铺巾，设计切口，局部麻醉，切除瘢痕，双极电凝止血，分层缝合切口。不含面部瘢痕。

JYP61312 体被血肿清除术
消毒铺巾，局部麻醉，经原手术切口进入，清理血肿，探查术区及皮瓣，双极电凝仔细止血或结扎

血管断端，术区置引流，缝合切口，包扎。

JYP73301 白癜风皮肤移植术
指通过自体表皮移植方法治疗白癜风。取皮区和供皮区消毒，利用吸疱机负压吸疱(个数根据待治

疗面积决定)，剪除疱壁，移植至受皮区域，磨削术处理白癜风区域，创面处理。

JYP73305 扩创自体微粒皮移植术
消毒铺巾，扩创，将制备好的含自体微粒皮的异体皮移植、固定和包扎。不含异体/种皮及制备、

取皮术、微粒皮制备。
JYP73306 扩创网状自体皮移植术 消毒铺巾，扩创，将制备好的自体网状皮移植、固定和包扎。不含取皮术、网状皮制备。

JYP73307
扩创体外细胞培养皮肤

细胞移植术

消毒铺巾，扩创，皮肤细胞的涂布，培养细胞膜片的移植、固定和包扎。不含自体皮片的切取、制

备、体外细胞培养、细胞载体的制备。

JYP73308
切/削痂自体微粒皮移

植术

消毒铺巾，切(削)烧伤焦痂，将制备好的含自体微粒皮的异体皮移植、固定、包扎。不含异体/种

皮制备、取皮术、微粒皮制备。

JYP73309
切/削痂网状自体皮移

植术
消毒铺巾，切(削)痂，将制备好的自体网状皮移植、固定和包扎。不含取皮术、网状皮制备。

JYP73310
切/削痂体外细胞培养

皮肤细胞移植术

消毒铺巾，切(削)痂，皮肤细胞的涂布，培养细胞膜片的移植、固定和包扎。不含自体皮片的切取

、制备、体外细胞培养、细胞载体的制备。

JYP73311
切/削痂体外培养皮肤

细胞异体/种皮移植术
消毒铺巾，切(削)痂，将制备好的含培养皮肤细胞的异体/种皮移植、固定和包扎。

JYP73312
扩创体外培养皮肤细胞

异体/种皮移植术
消毒铺巾，扩创，将制备好的含培养皮肤细胞的异体/种皮移植、固定和包扎。

JYP19301 自体皮肤细胞体外培养 将切取的自体皮片清洗消毒，酶消化，接种，皮肤细胞培养。

JYP73325 复合组织游离移植术
术前设计，消毒铺巾，体位摆放，全麻，手术分两组：一组行受区准备，切取复合组织瓣及受区关

闭，一组行供区准备，缝合复合组织瓣，复合组织块较大时需吻合血管。不含供皮区游离植皮。

JYP73326
吻合血管复合组织移植

术

皮，骨骼，肌肉，肌腱，软骨等两种组织以上的联合移植，吻合血管，或吻合神经，骨骼固定。不

含皮肤移植术、术中显微镜下操作。

JYP61313
象皮肿病变组织部分切

除术

术前设计，消毒铺巾，体位摆放，全麻，切除肌肉浅层的部分病变组织，保留皮肤及皮下组织覆盖

创面。

JYP62314
区域病变组织切除术

(Homans—Macey手术)

大腿上止血带，消毒、铺巾，准备电刀、吸引器。驱血，止血带充气。自膝上内侧15厘米纵切口延

至内踝前至趾柘关节第5趾处，将足背踝关节前皮下组织切除，深度为肌腱腱膜，保留踝支持韧

带，留下全皮层。小腿皮下组织切除横径的1/2，深度为肌肉的表面，留下全皮层，切除多余皮肤

。仔细止血，置引流管，用缝合钉缝合皮肤。敷大纱垫加压包扎，石膏托固定。不含植皮。

JYP73327
区域病变组织切除真皮

包埋术(Thompson手术)

大腿上止血带，全麻后，消毒铺巾，准备电刀、吸引器，驱血，止血带充气，自膝上内侧15厘米纵

切口延至内踝前至趾柘关节第5趾处，将足背踝关节前皮下组织切除，深度为肌腱腱膜，保留踝支

持韧带，留下全皮层，小腿皮下组织切除横径的1/2，深度为肌肉的表面，留下全皮层，将小腿一

侧皮瓣近切缘4厘米表皮切除，将其真皮瓣埋入肌肉内(建立于深淋巴管侧枝循环，以利于浅淋巴管

的回流)，将对侧多余皮肤切除，与真皮皮瓣处的全皮缘缝合。不含植皮。
JYP68301 Z字成形术 消毒铺巾，设计并掀起对偶皮瓣，双极电凝止血，换位缝合，包扎。
JYP61314 烧伤磨痂术 皮肤消毒，根据不同磨痂的部位选用不同磨头，磨除创面坏死组织，冲洗创面，止血后包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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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YQ68301 “八”字眉畸形矫正术
术前设计，消毒铺巾，局部浸润麻醉，切开皮肤和皮下组织，切除设计区皮肤，双极电凝止血，缝

合皮下组织和皮肤，包扎固定。

JYQ68302 眉移位畸形矫正术
术前设计，消毒铺巾，局部浸润麻醉，切开皮肤和皮下组织，切除设计区皮肤，双极电凝止血，缝

合皮下组织和皮肤，包扎固定。

JYQ68303 眉部分缺损修复术
术前设计，消毒铺巾，局部浸润麻醉，受区处理，采取头皮，全厚头皮片移植，双极电凝止血，缝

合皮下组织和皮肤，包扎固定。

JYQ69304 毛发移植眉缺损再造术 手术区消毒，设计切口，切开，电凝或压迫止血，切取枕部毛发移植至受区，缝合伤口，加压包扎

JYQ69305
全厚头皮游离移植眉再

造术

术前设计，消毒铺巾，局部浸润麻醉，受区处理，采取头皮，全厚头皮片移植，双极电凝止血，缝

合皮下组织和皮肤，包扎固定。

JYQ69306
颞浅动脉岛状瓣转移眉

缺损修复再造术

手术区消毒，设计切口，切开，电凝或压迫止血，松解切除挛缩瘢痕，取颞部岛状头皮瓣移转至受

区，缝合伤口，加压包扎。

JYQ73305 眉毛游离皮瓣移植术
术区术前设计，消毒铺巾，体位摆放，麻醉，切取一小条眉毛，游离移植至受区，缝合固定，打包

包扎，供区直接缝合。

JYQ73306 眉毛带蒂皮瓣转移术
术区术前设计，消毒铺巾，体位摆放，麻醉，切取一小条带蒂眉毛，转位移植至受区，缝合固定，

供区直接缝合。
JYQ68304 瘢痕性脱发区缩小术 消毒铺巾，手术设计，局部麻醉，尽量切除脱发瘢痕，双极电凝止血，缝合，包扎。

JYQ60301 电解脱毛治疗
消毒，局部麻醉，将电解针顺毛干方向插入，打开电解设备，烧灼一段时间后拔出电解针，依次插

入其余待治疗的毛囊区域，处理创面。

JYQ73303 睫毛移植术

消毒铺巾，局麻后于枕后项上区切取相应大小的含毛囊头皮一条，双极电凝止血，供区缝合，将头

皮毛发分离镊和特种刀片制备成含单株毛囊的移植物不少于80单位并于毛发分离放大镜下检查后低

温保护，面部消毒铺巾，上睑区作局麻浸润后，将前述之移植物尽量按睫毛排列方向及位置逐一植

于睑缘部。

JYQ73304 眉毛移植术

设计确定眉毛移植区，消毒铺巾，局麻后于枕后区切取相应大小的含毛囊头皮一条，供区缝合，将

头皮一毛发分离镊及特种刀片制备成含单株毛囊的移植物若干单位，毛发放大镜检查后置低温保

护，面部消毒铺巾，移植区作局麻浸润后，将前述之移植物尽量按局部眉毛生长排列方向及位置逐

一植于设计区。

JYQ73302 胡须移植术

计确定胡须移植区，消毒铺菌巾，局麻后于枕后区切取相应大小的含毛囊头皮一条，双极电凝止

血，供区缝合，将头皮制备成含单株毛囊的移植物若干单位毛发发大镜检查后置低温保护，面部常

规消毒铺无菌巾，移植区作局麻浸润后，将前述之移植物尽量按局部胡须生长排列方向及位置逐一

植于设计区。

JYQ69301 毛发移植胡须再造术
消毒铺巾，设计，麻醉，切取和处理全厚头皮条，双极电凝止血，将头皮切成约含1-4根毛囊的移

植物，柄移植到胡须缺损区，加压包扎。

JYQ69302
头皮复合组织游离移植

胡须再造术

消毒铺巾，设计，麻醉，切除唇部病变组织，彻底松解挛缩，双极电凝止血，于头皮切取全厚头

皮，修剪，勿破坏毛囊，将头皮复合组织移植到唇部，再造胡须。加压包扎。

JYQ69303
颞浅动脉岛状头皮瓣胡

须再造术

消毒铺巾，麻醉，术前用超声多普勒探测出颞浅动脉顶支位置和走行，形成头皮岛状皮瓣，通过皮

下隧道转移至唇部，再造胡须，包扎。

JYQ73301 头部毛发移植术

设计确定头发移植区，消毒铺巾，局麻后于枕后区切取相应大小的含毛囊头皮一条，双极电凝止

血，供区缝合，将头皮以毛发分离镊和特种刀片制备成含1、2、3、4株毛囊的移植物若干单位，毛

发放大镜检查后置于低温下保护，头部消毒铺巾，移植区作局麻浸润后，将前述之移植物尽量按局

部头发生长排列方向及位置逐一以植发镊植于设计区。

JYQ73307 腋毛移植术

设计确定腋毛移植区，消毒铺巾，局麻后于枕后区切取相应大小的含毛囊头皮一条，双极电凝止

血，供区缝合，将头皮一毛发分离镊和特种刀片制备成含单株毛囊的移植物若干单位，毛发放大镜

检查后置于低温保护，腋部消毒铺巾，移植区作局麻浸润后，将前述之移植物尽量按局部体毛生长

排列方向及位置逐一移植发镊植于设计区。

JYQ73308 阴毛移植术

设计确定阴毛移植区，消毒铺巾，局麻后于枕后区切取相应大小的含毛囊头皮一条，双极电凝止

血，供区缝合，将头皮一毛发分离镊及特种刀片制备成含单株毛囊的移植物若干单位，毛发放大镜

检查后置于低温下保护，阴部常规消毒铺无菌巾，移植区作局麻浸润后，将前述之移植物尽量按局

部体毛生长排列方向及位置逐一植于设计区。

JYQ73309 体毛移植术

设计确定体毛移植区，消毒铺巾，局麻后于枕后区切取相应大小的含毛囊头皮一条，双极电凝止

血，供区缝合，将头皮一毛发分离镊及特种刀片制备成含单株毛囊的移植物若干单位，毛发放大镜

检查后置于低温下保护，相应体部常规消毒铺无菌巾，移植区作局麻浸润后，将前述之移植物尽量

按局部体毛生长排列方向及位置逐一植于设计区。
JYR68301 甲床缝合术 消毒铺巾，气囊止血带止血，缝合甲床。不含甲板拔除术、甲床移植术。
JYR73301 甲床移植缝合术 消毒铺巾，气囊止血带止血，甲床移植，缝合甲床。不含甲板拔除术。

JYR50301 甲板拔出术
消毒铺巾，局部麻醉，气囊止血带止血，拔甲或掀起甲板，修整甲床或甲沟，使用电凝器止血，缝

合，包扎。不含甲床缝合术、甲床移植术。
JYT73301 带蒂皮瓣二期断蒂术 含皮瓣远端断蒂、断蒂区转移至修复区、伤口成形。
JYT73302 带蒂皮瓣/管断蒂术 消毒铺巾，气囊止血带止血，切开皮肤，切断皮瓣或皮管。

JYT73303 带蒂皮瓣转移术
术前设计，消毒铺巾，体位摆放，麻醉，设计皮瓣，分离出供应筋膜瓣相应血管蒂，切取带蒂肌皮

瓣转位移植至受区，再将筋膜瓣缝合固定。

JYT73304 带蒂轴型皮瓣转移术
术前设计，消毒铺巾，体位摆放，麻醉，以超声多普勒测定血管蒂位置，设计皮瓣，分离出供应皮

瓣解剖学上知名动静脉血管为蒂，切取带蒂皮瓣转位移植至受区，再将皮瓣缝合固定。不含供区植

JYT73305 带蒂复合组织瓣移植术
术前设计，消毒铺巾，体位摆放，麻醉后受区准备，切取供区复合组织瓣转移，供区直接关闭或植

皮覆盖。不含供区植皮。

JYT73306
带血管蒂组织瓣移位修

复术

消毒，铺单，气囊止血带止血，切开皮肤，于手部掀取带蒂皮瓣，移位于损伤处，闭合切口或皮肤

移植。

JYT73307
真皮下血管网皮瓣带蒂

转移术

术前设计，消毒铺巾，体位摆放，麻醉后受区准备，切取供区带真皮下血管网瓣，在手术放大镜下

修薄皮瓣，保留真皮下血管网及1-2毫米厚皮下脂肪，供区直接关闭。不含供区植皮。

JYU73301
躯干瘢痕切除局部皮瓣

移植术

指胸部、腹部或背部瘢痕。消毒铺巾，设计切口，局麻，切除胸部、腹部或背部瘢痕组织，彻底松

解挛缩，切取局部皮瓣，转移修复创面，双极电凝止血，术区置引流，供瓣区直接缝合，包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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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YU44301 全厚皮切取术
使用相关器械切取皮肤，分层精细缝合取皮后创面，将取下的皮片去除皮下脂肪，并修剪至所需要

的厚度备用。

JYU73302 游离植皮术(小)
指植皮范围小于50平方厘米（不含面部、手部）。术前设计，消毒铺巾，体位摆放，按设计切除病

变，彻底止血，将切取的皮片置于创面上，边裁剪边缝合，适力加压包扎，四肢部石膏固定。

JYU73303 游离植皮术(中)
指植皮范围51-120平方厘米（不含面部、手部）。术前设计，消毒铺巾，体位摆放，按设计切除病

变，彻底止血，将切取的皮片置于创面上，边裁剪边缝合，适力加压包扎，四肢部石膏固定。

JYU73304 游离植皮术(大)
指植皮范围121-200平方厘米（不含面部、手部）。术前设计，消毒铺巾，体位摆放，按设计切除

病变，彻底止血，将切取的皮片置于创面上，边裁剪边缝合，适力加压包扎，四肢部石膏固定。

JYU73305 游离植皮术(特大)
指植皮范围超过200平方厘米（不含面部、手部）。术前设计，消毒铺巾，体位摆放，按设计切除

病变，彻底止血，将切取的皮片置于创面上，边裁剪边缝合，适力加压包扎，四肢部石膏固定。

JYU73306 慢性溃疡切除植皮术
术前设计，消毒铺巾，体位摆放，对褥疮创面进行彻底清创，于供皮区切取中厚皮片，移植，包堆

包扎，修复褥疮创面。

JYU73307 躯干瘢痕切除植皮术
消毒铺巾，设计切口，局部麻醉，切除胸部或腹部或背部瘢痕组织，彻底松解挛缩，双极电凝止

血，行皮片移植术修复创面，包堆包扎。

JYU73308
真皮下血管网皮肤游离

移植术
消毒，铺单，气囊止血带止血，切开皮肤，切取带真皮下血管网的皮肤，移植于损伤处。

JYU44302 取皮术 消毒铺巾，用手术刀或取皮鼓切取所需面积大小皮肤，供区直接缝合或送用敷料覆盖，包扎。
JYU44303 断层取皮术 术前设计，消毒铺巾，体位摆放，以滚轴取皮刀或鼓式取皮机切取断层皮片。

JYU73309
躯干带蒂扩张皮瓣修复

颈部瘢痕挛缩术

消毒铺巾，先侧卧位，设计切口，局部麻醉，取出扩张器，将背部扩张皮瓣制成需要的超长扩张皮

瓣，关闭切口，改为平卧位，切除颈部瘢痕，彻底松解颏颈瘢痕孪缩，双极电凝止血，将超长扩张

皮瓣转移到受区，观察皮瓣血运，术区置引流，关闭切口。不含导尿。

JYU73310 吻合血管皮瓣移植术
消毒铺巾，气囊止血带止血，切开皮肤，切取皮瓣，移植于损伤处，吻合血管，供区直接闭合或皮

肤移植。不含术中显微镜下操作。
JYU68301 皮瓣延迟术 皮瓣、肌皮瓣掀起后，原位缝合。含皮管切形成术。

JYU73311
预构扩张皮瓣Ⅰ期转移

术

消毒铺巾，局部浸润麻醉，切开皮肤至深筋膜浅层，组织剪剥离适当腔隙，双极电凝止血，解剖血

管束后将其转移并固定于受区筋膜层，放入扩张器，术区置引流，分层缝合切口，敷料包扎。

JYU73312
预构扩张皮瓣Ⅱ期转移

术

消毒铺巾，麻醉，沿设计切开皮肤至筋膜浅层，完整取出扩张器，掀起扩张皮瓣，切除病灶，双极

电凝止血，转移扩张皮瓣至受区，术区置引流，分层缝合切口，敷料包扎。

JYU68302
瘢痕秃发扩张皮瓣修复

术

消毒铺巾，切口设计，局部麻醉，切开头皮，取出扩张器，按设计做附加切口修整皮瓣，切除秃发

区瘢痕，双极电凝止血，将皮瓣转移修复头皮缺损区，缝合，放置引流，包扎。不含扩张器置入术

JYU73313
预构扩张皮瓣转移修复

术

术区术前设计，消毒铺巾，体位摆放，麻醉，沿设计切开皮肤至筋膜浅层，暴露并完整取出扩张

器，掀起扩张皮瓣，切除头面颈部病灶后仔细止血，将预构扩张皮瓣代血管束转移至受区，术区置

引流，分层缝合切口，敷料包扎。

JYU44304 皮瓣修整术
消毒铺巾，设计切口，局部麻醉，切开皮肤至深筋膜浅层，修剪皮下脂肪及浅筋膜组织，按照缺损

的大小形状修整设计皮瓣，双极电凝止血，术区置引流，缝合切口，包扎。
JYU73314 岛状皮瓣成形术 消毒铺巾，设计，掀起皮瓣，解剖血管蒂，将皮瓣转移到受区，双极电凝止血。不含植皮术。

JYU73315
慢性溃疡切除局部组织

瓣移植术

术前设计，消毒铺巾，体位摆放，对褥疮创面进行彻底清创，于创面周围切取带蒂的皮瓣或肌皮

瓣，转移，修复褥疮创面，供瓣区直接缝合或植皮覆盖。

JYU73316
慢性溃疡修复游离皮瓣

移植术

术前设计，消毒铺巾，体位摆放，对下肢慢性溃疡创面进行彻底清创，切取皮瓣或肌皮瓣将皮瓣转

移到受区，在显微镜下行皮瓣血管与受区血管吻合，术区置引流，修复创面，包扎，供瓣区直接缝

合或植皮。

JYU73317 头皮皮瓣移植术
术区头皮术前设计，消毒铺巾，体位摆放，麻醉，切取一小条头皮，游离移植至受区，缝合固定，

打包包扎。供区直接缝合。

JYU73318 局部皮瓣移植术
术前设计，消毒铺单，体位摆放，按照缺损的大小设计皮瓣，按照设计切取皮瓣修复局部的缺损，

供瓣区直接拉拢缝合。

JYU73319 邻位皮瓣移植术
术前设计，消毒铺巾，体位摆放，消毒，麻醉，设计皮瓣，按设计分离切取皮瓣修复邻位缺损，供

区直接缝合。

JYU73320 远位皮瓣移植术
术前设计，消毒铺巾，体位摆放，消毒，麻醉，设计皮瓣，按设计分离切取皮瓣修复远位缺损，择

期断蒂。不含供区植皮。

JYU73321 轴型皮瓣移植术
消毒，麻醉，以超声多普勒测定血管蒂位置，设计皮瓣，分离切取由解剖学上知名动静脉血管供血

的组织瓣。不含供区植皮。

JYU73322 游离皮瓣移植术
术前设计，消毒铺巾，体位摆放，麻醉，以超声多普勒测定血管蒂位置，设计皮瓣，分离出供应皮

瓣相应动静脉血管，切取带蒂皮瓣游离移植至受区，并将显微镜下皮瓣血管与受区相应口径血管吻

合，再将皮瓣缝合固定。不含供区植皮。

JYU73323 带穿支超薄皮瓣切取术
术区术前设计，消毒铺巾，体位摆放，麻醉，仔细切取皮瓣保留穿支血管，将皮瓣修薄，供区直接

缝合。
JYU73324 皮管断蒂术 皮管远端断蒂，转移至新部位缝合。

JYV73301 吻合血管肌肉瓣移植术
消毒铺巾，气囊止血带止血，切开皮肤，切取肌肉，移植于损伤处，吻合血管或吻合神经，供区直

接闭合或皮肤移植。不含术中显微镜下操作。

JYV73302 吻合血管筋膜瓣移植术
消毒铺巾，气囊止血带止血，切开皮肤，切取筋膜瓣，移植于损伤处，吻合血管，供区直接闭合或

皮肤移植。不含术中显微镜下操作。

JYV44301 带血运骨皮瓣切取术
术前设计、消毒铺巾、体位摆放，麻醉，以超声多普勒测定血管蒂位置，设计皮瓣，分离出供应骨

皮瓣相应动静脉血管，切取带蒂肋骨皮瓣备用。

JYV73303 筋膜组织瓣移植术
消毒，麻醉，以超声多普勒测定血管蒂位置，设计皮瓣，分离切取由解剖学上知名动静脉血管供血

的筋膜组织瓣。不含供区植皮。

JYV73304 带蒂肌皮瓣转移术
术前设计，消毒铺巾，体位摆放，麻醉，设计皮瓣，分离出供应皮瓣相应血管蒂，切取带蒂肌皮瓣

转位移植至受区，再将皮瓣缝合固定。不含供区植皮。

JYV73305 带蒂肌瓣移植术
术前设计，消毒铺巾，体位摆放，麻醉，设计皮瓣，分离出供应肌瓣相应血管蒂，切取带蒂肌瓣转

位移植至受区，再将皮瓣缝合固定。

JYV44401 内窥镜下组织瓣切取术
术区术前设计，消毒铺巾，体位摆放，麻醉，切开皮肤，内窥镜下仔细剥离筋膜或肌肉组织及血管

蒂，切去组织，放置引流管，缝合，加压包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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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YW73301
全手切/削痂自体皮片

移植术

术区皮肤消毒，先行切削痂术，去除烧伤坏死组织，清洗，止血后，移植自体皮片，缝合固定皮片

。不含取皮术、烧伤植皮打包包扎术。

JYW73302
全手切/削痂人工真皮

移植术

术区皮肤消毒，先行切削痂术，去除烧伤坏死组织，清洗，止血后，移植人工真皮，缝合固定皮片

。不含烧伤植皮打包包扎术。

JYW73303
全手切/削痂脱细胞真

皮自体皮移植术

术区皮肤消毒，先行切削痂术，去除烧伤坏死组织，清洗，止血后，移植脱细胞真皮(异体、异

种)，并在其上移植自体皮片，缝合固定皮片。不含脱细胞真皮(异体、异种)制备、取皮术。

JYW73304
手部扩创延期自体皮片

移植术

消毒前期已切削痂的创面，清洗止血，将自体断层皮片移植于创面，缝合固定皮片。不含取皮术、

烧伤植皮打包包扎术。

JYW73305
手背切/削痂自体皮片

移植术

术区皮肤消毒，先行切削痂术，去除烧伤坏死组织，清洗，止血后，移植自体皮片，缝合固定皮片

。不含取皮术、烧伤植皮打包包扎术。

JYW73306
手背切/削痂脱细胞真

皮自体皮移植术

术区皮肤消毒，先行切削痂术，去除烧伤坏死组织，清洗，止血后，移植脱细胞真皮(异体、异

种)，并在其上移植自体皮片，缝合固定皮片。不含脱细胞真皮(异体、异种)制备、取皮术。

JYW73307
手背切/削痂人工真皮

移植术

术区皮肤消毒，先行切削痂术，去除烧伤坏死组织，清洗，止血后，移植人工真皮，缝合固定皮片

。不含烧伤植皮打包包扎术。

JYW73308
手部扩创延期脱细胞真

皮自体皮移植术

消毒前期已切削痂的创面，清洗止血，移植脱细胞真皮(异体、异种)，并在其上移植自体皮片，缝

合固定皮片。不含取皮术、脱细胞真皮制备、烧伤植皮打包包扎术。

JYW73309
瘢痕切除松解自体网状

皮移植术

术区皮肤消毒，切除松解瘢痕，创面止血清洗后，移植已制备好的网状皮片，缝合固定皮片，包扎

。不含取皮术、网状皮制备。

JYW73310
瘢痕切除松解自体邮票

皮移植术
术区皮肤消毒，切除松解瘢痕，创面止血清洗后，移植自体邮票皮片，固定皮片。不含取皮术。

JYW73311
瘢痕切除松解人工真皮

移植术
术区皮肤消毒，切除松解瘢痕，创面止血清洗后，移植人工真皮，固定皮片。

JYW73312
瘢痕切除松解自体大张

皮片移植术

术区皮肤消毒，切除松解瘢痕，创面止血清洗后，移植自体大张皮片，缝合固定皮片，包扎。不含

取皮术、烧伤植皮打包包扎术。

JYW73313
瘢痕切除松解脱细胞真

皮自体皮移植术

术区皮肤消毒，切除松解瘢痕，创面止血清洗后，移植脱细胞真皮(异体、异种)，并在其上移植自

体皮，固定皮片。不含脱细胞真皮(异体异种)制备、取皮术、烧伤植皮打包包扎术。
JYW73314 焦痂开窗植皮术 术区消毒，焦痂适当距离开窗，嵌植自体皮片、油纱，敷料覆盖，包扎。不含取皮术。

JYW73315
胸部切/削痂自体皮移

植术

术区皮肤消毒，先行切削痂术，去除烧伤坏死组织，清洗，止血后，移植自体皮片，缝合固定皮片

。不含取皮术。

JYW73316
胸部切/削痂人工真皮

移植术

术区皮肤消毒，先行切削痂术，去除烧伤坏死组织，清洗，止血后，移植人工真皮，缝合固定皮片

。

JYW73317
胸部切削痂网状皮移植

术

术区皮肤消毒，先行切削痂术，去除烧伤坏死组织，清洗，止血后，移植制备好的自体网状皮片，

缝合固定皮片。不含取皮术及网状皮制备。

JYW73318
胸部切/削痂脱细胞真

皮自体皮移植术

术区皮肤消毒，先行切削痂术，去除烧伤坏死组织，清洗，止血后，移植脱细胞真皮(异体、异

种)，并在真皮上移植自体皮片，缝合固定皮片。不含脱细胞真皮(异体、异种)制备、取皮术。

JYW52301
胸腹部烧伤焦痂切开减

张术

术区皮肤消毒，沿胸腹部两侧切开焦痂，使深层组织充分减张并止血后用无菌或抗菌敷料覆盖或用

抗菌纱布填充并缝合固定。

JYW73319 磨痂自体皮移植术
皮肤消毒，根据不同磨痂的部位选用不同磨头，磨除创面坏死组织，冲洗创面，取薄层自体皮并移

植于创面，供皮区及植皮区包扎。不含取皮术。

JYW73320 磨痂异体/种皮移植术
皮肤消毒，根据不同磨痂的部位选用不同磨头，磨除创面坏死组织，冲洗创面，将制备好的异体/

种皮移植，包扎。不含异体/种皮制备。

JYW73321
烧伤清创异体/种皮覆

盖术
创面消毒，清创，异体/种皮片的制备和移植，包扎。不含取皮术。

JYW61307
深度烧伤扩创死骨清除

术

术区皮肤消毒，切除死骨周围坏死炎性组织或窦道，暴露死骨，用咬骨钳或骨凿去除死骨，清洗止

血后创面应用其它组织或材料覆盖。

JYW44302
带真皮下血管网游离皮

片切取术

术区皮肤消毒，按需要大小自深筋膜或浅筋膜浅层切取皮肤，修剪脂肪组织，保留真皮下血管网，

皮片修剪后供移植用，供皮区缝合或游离植皮，包扎。

JYW73322
扩创游离刃厚皮片移植

术

术区皮肤消毒，先行创面扩创术，去除创面坏死组织，清洗，止血后，将自体刃厚皮片移植于切削

痂后的创面，缝合或应用网眼纱布固定皮片。不含取皮术、烧伤植皮打包包扎术。

JYW73323
扩创自体邮票皮片移植

术

术区皮肤消毒，先行创面扩创术，去除创面坏死组织，清洗，止血后，将自体刃厚皮片修剪成邮票

大小皮片移植于切削痂后的创面，缝合或应用网眼纱布固定皮片。不含取皮术、烧伤植皮打包包扎

JYW73324
扩创游离中厚皮片移植

术

术区皮肤消毒，先行创面扩创术，去除创面坏死组织，清洗，止血后，取中厚皮片，将自体中厚皮

片移植于切削痂后的创面，缝合或应用网眼纱布固定皮片。不含取皮术、烧伤植皮打包包扎术。

JYW73325
扩创游离全厚皮片移植

术

术区皮肤消毒，先行创面扩创术，去除创面坏死组织，清洗，止血后，将自体全厚皮片移植于切削

痂后的创面，缝合或应用网眼纱布固定皮片。不含取皮术、烧伤植皮打包包扎术。

JYW73326
切/削痂游离刃厚皮片

移植术

术区皮肤消毒，先行切削痂术，去除烧伤坏死组织，清洗，止血后，将自体刃厚皮片移植于切削痂

后的创面，缝合或应用网眼纱布固定皮片或者打包包扎固定。不含取皮术、烧伤植皮打包包扎术。

JYW73327
切/削痂自体邮票皮片

移植术

术区皮肤消毒，先行切削痂术，去除烧伤坏死组织，清洗，止血后，将自体刃厚皮片修剪成邮票大

小皮片移植于切削痂后的创面，缝合或应用网眼纱布固定皮片。不含取皮术。

JYW73328
切/削痂游离中厚皮片

移植术

术区皮肤消毒，先行切削痂术，去除烧伤坏死组织，清洗，止血后，将自体中厚皮片移植于切削痂

后的创面，缝合或应用网眼纱布固定皮片。不含取皮术、烧伤植皮打包包扎术。

JYW73329
切/削痂游离全厚皮片

移植术

术区皮肤消毒，先行切削痂术，去除烧伤坏死组织，清洗，止血后，取全厚皮片，将自体全厚皮片

移植于切削痂后的创面，缝合或应用网眼纱布固定皮片。不含取皮术、烧伤植皮打包包扎术。

JYW73330
象皮肿病变组织切除中

厚皮片移植术

术前设计，消毒铺巾，体位摆放，全麻，肌肉浅层的病变组织一并切除，将切下的皮肤以全厚或中

厚皮片形式回植，或采用其他部分皮肤修复。

JYW73331 瘢痕皮回植术
术区皮肤消毒，切除瘢痕或将瘢痕组织大部切除掀起，保留一侧相连，修建瘢痕组织保留瘢痕表

皮，重新移植回需植皮的创面，缝合固定。

JYW73332
皮肤撕脱清创反鼓取皮

回植术

术区皮肤消毒，先行创面清创术，去除坏死组织和异物，切下已撕脱没有血运的皮肤，应用鼓式取

皮机去除撕脱皮肤上的脂肪，重新移植回清创后的创面，缝合加压固定包扎。

JYW73333
切/削痂异体/种真皮自

体刃厚皮移植术

消毒铺巾，切(削)痂，将异体/种真皮及自体刃厚皮片移植，固定和包扎。不含异体/种真皮的制备

、取皮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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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YW73334
扩创异体/种真皮自体

刃厚皮移植术

麻醉，消毒铺巾，扩创，异体/种真皮的制备并移植于创面，自体刃厚皮片的切取后覆盖于真皮之

上，固定和包扎。
JYW73335 异体/种皮移植术 消毒，铺单，修整皮损创面，将制备好的异体/种皮移植，缝合固定，包扎。
JYW73336 带毛囊游离皮肤移植术 消毒，铺单，带毛囊游离皮片的切取，修剪，供区缝合及移植，固定和包扎。

JYW73337
异体/种皮打洞自体皮

嵌植术

消毒，铺单，取自体皮片并制成1厘米×1厘米大小皮片，于异体皮上开出间距1厘米的一字形窗

口，植入小皮片，固定和包扎。不含取皮术。
JYW39601 烧伤植皮打包包扎术 植皮后皮片上充填多层细纱后以周围缝线向心性结扎、固定和打包包扎。

JYW19309 网状皮制备
术区皮肤消毒，将切取的中厚游离皮片，用网状轧皮机将皮片制成一定扩展比例的网状皮片。不含

取皮术。

JYW19302 微粒皮制备
将切取的皮片用组织剪或碎皮机剪至符合移植要求的微粒大小(微粒皮长宽小于1毫米)。不含取皮

术。
JYW31301 自体皮细胞悬液制备 将取下的自体皮先行剪碎，应用酶法消化制备自体细胞悬液。不含取皮术。
JYW19303 异体/种皮制备 含解冻、消毒、浸泡、修整、缝合、打孔等。
JYW19304 异体/种组织制备 含异体/种血管、神经、肌腱、筋膜、骨、异体组织移植前的解冻，消毒，浸泡，修剪。不含移植

JYW68301 皮管成形术
消毒铺巾，设计切口，局部麻醉，切开皮肤至深筋膜浅层，双极电凝止血，分别缝合皮管及供区切

口，包扎。

JYZ47301 皮肤扩张器置入术
消毒铺巾，麻醉，切开皮肤至筋膜浅层，组织剪剥离适当腔隙，上极电凝器止血，将扩张器放入腔

隙，术区置引流，分层缝合切口，敷料包扎。

JYZ38104 组织扩张器注水扩张
注射部位皮肤消毒，外置扩张器注射阀消毒，注射器抽取生理盐水后，穿刺皮肤至注射阀，适量注

入。

JYZ47302 肢体组织扩张器置入术
术区皮肤消毒，切开皮肤，在需要置入扩张器的部位分离置入腔，止血清洗后放置扩张器和注射阀

(注射阀可外置)，放置伤口引流装置，分层缝合伤口。

JYZ47303
躯干部组织扩张器置入

术

术区皮肤消毒，切开皮肤，在需要置入扩张器的部位分离置入腔，止血清洗后放置扩张器和注射阀

(注射阀可外置)，放置伤口引流装置，分层缝合伤口。

JYZ51301 扩张器置换术
消毒铺巾，麻醉，切开皮肤至筋膜暴露并完全取出扩张器，组织剪剥离适当腔隙，双极电凝止血，

放入新扩张器，术区置引流，分层缝合切口，敷料包扎。

JYZ48302 扩张器取出术
术区皮肤消毒，切开皮肤，完整取出扩张器及注射阀，止血清洗后，放置伤口引流装置，分层缝合

伤口。
JYZ53301 皮下气肿切开减压术 消毒铺巾，贴膜，局麻，颈部及躯干上部，切开皮肤、皮下，使皮下气体从软组织间隙逸出。
JYZ50302 真皮脂肪垫取出术 手术区消毒，切开皮肤，分离皮下组织，剪切所需组织，缝合，加压包扎。

JYZ44301 阔筋膜切取术
术前设计，消毒铺单，体位摆放，麻醉，在设计设计切口的位置，切开皮肤，切取适当大小的阔筋

膜，分层关闭切口。
九.辅助操作
(一)设备辅助操作
1.引导

KAAA0101 X线透视引导 在普通X线透视或胃肠造影机下完成临床诊疗过程，必要时点片。不含相关的临床诊疗技术。
KAAA0201 C(U)形臂引导 在C(或U)形臂透视下完成临床诊疗过程，必要时点片。不含相关的临床诊疗技术。
KAAA0301 数字减影(DSA)引导 在数字减影(DSA)引导下完成临床诊疗过程，必要时点片。不含相关的临床诊疗技术。
KAAB0101 CT引导 在CT引导下完成临床诊疗过程。不含临床诊疗操作。
KAAC0101 磁共振引导 在磁共振引导下完成临床诊疗过程。不含临床诊疗操作。

KAAD0101 B超引导
查看申请单要求，了解患者相应病史后，对临床所要求的部位进行术前、术中检查，确定穿刺点及

路线，并进行定位、引导及监测，以及术后的疗效评价。图文报告。

KAAD0102 经直肠B超引导
查看申请单要求，了解患者相应病史后，用灰阶超声仪经直肠对前列腺进行术前、术中观察，确定

穿刺点及路线。图文报告。

KAAD0103 经阴道B超引导
查看申请单要求，了解患者相应病史后，用灰阶超声仪经阴道对子宫进行术前、术中观察。图文报

告。

KAAD0201 彩色多普勒超声引导
查看申请单要求，了解患者相应病史后，采用彩色多普勒，对临床所要求的部位进行术前、术中检

查，确定穿刺点及路线，并进行定位、引导及监测，术后疗效评价。图文报告。

KAAD0202
经直肠彩色多普勒超声

引导

查看申请单要求，了解患者相应病史后，用彩色超声仪经直肠对相应部位进行术前、术中观察，确

定穿刺点及路线。图文报告。

KAAE0101
神经刺激器引导下神经

定位
使用神经刺激器对各种神经阻滞进行准确定位。

KAAF0101 神经外科手术导航引导
术前贴标识，做核磁共振定位，通过传输数据确定手术切口，术中实时导航，确定肿瘤位置。不含

术前核磁共振影像或计算机断层扫描。

KAAG0101 骨科手术导航引导
应用计算机导航系统，通过术中或术前采集手术图像，术中图像注册，手术工具连接指示器，通过

计算机系统采集现场数据计算显示手术工具与手术骨骼的位置关系，并显示在屏幕上，达到手术导

航的目的。
2.操作

KABA0101 颅内镜辅助操作
指开颅手术中需颅内镜辅助下完成的操作。消毒铺巾，颅骨钻孔后切开硬脑膜、将工作镜置入颅内

进行手术。相关消耗：颅内镜主机，观察镜，工作镜，给水管一套，生理盐水。

KABA0201 胸腔镜辅助操作

指开胸手术中需胸腔镜辅助下完成的操作。消毒铺巾，经胸壁腋前、腋中线和腋后线各行约1-2cm

肋间横切口，建立人工气胸，分别置入胸腔镜穿刺套管，置入胸腔镜、操作器械，探查，镜下完成

与开胸手术内涵相同的内容。逐层缝合切口，缝合皮肤或拉合皮肤。相关耗材：一次性内镜切割缝

合器，一次性内镜钛夹，一次性内镜抓钳，内镜剪刀，胸腔镜穿刺套管，特殊手术缝线，特殊止血

纱布，生物胶，皮肤缝合器。

KABA0301 腹腔镜辅助操作

指开腹手术中需腹腔镜辅助下完成的操作。体位摆放，消毒铺巾，穿刺器置入，建立气腹，腹腔镜

探查，腹腔镜下手术操作。相关消耗：一次性吻合器，切割缝合器，钉仓，血管夹，皮肤钉合器，

特殊缝线，止血材料，防粘连材料，活检针，打孔器（trocar），腹腔镜手助套装，内镜用取物管

袋，血管闭合器，钛夹，塑料夹（HEMOL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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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名称 项目内涵

KABA0401 宫腔镜辅助操作
指开腹手术中需宫腔镜辅助下完成的操作。体位摆放，消毒铺巾，穿刺器置入，建立气腹，宫腔镜

探查，宫腔镜下手术操作。相关消耗：膨宫泵用具，普通进水导管（双头），医用手术胶。

KABB0101 手术显微镜辅助操作
各种神经外科复杂手术中，应用神经外科专用显微镜，显微手术器械，采用显微操作技术，进行精

确病变显露，切除，止血等。相关消耗：消耗性氙灯光源，光导纤维，物镜，主镜，助手镜等。

KABC0101 激光辅助操作
相关消耗：激光刀头，特殊激光刀头，激光脉冲，激光光纤，激光探头。

KABD0101 微波辅助操作 相关消耗：各种微波探头。
KABE0101 射频辅助操作 相关消耗：射频刀头，射频脉冲，射频纤维，射频探头，射频毁损电极。
KABF0101 等离子系统辅助操作
KABG0101 超声刀辅助操作 相关消耗：超声刀头。
KABH0101 氩气刀辅助操作 相关消耗：氩气刀头、氩气探头。
KABJ0101 水刀辅助操作 相关消耗：螺旋水刀。

3.动力系统辅助操作
KABK0101 颅动力系统

KABK0201 颌面微动力系统
相关消耗：各种直径钻头，磨头，来复锯，矢状锯，摆动锯，各种锯片，各种接口。

KABK0301 齿科微动力系统
相关消耗：超声骨刀，切割钻头，镍钛根管挫，研磨钻头，去除根（管）充（填物）的材料，套筒

针取断针专用系统。

KABK0401 耳鼻喉动力系统
相关消耗：耳科电钻系统，眼科电钻系统，各种磨头，球，电动切割器。

KABK0501 骨科动力系统
相关消耗：微动力套件，旋切导管，旋切套装，旋切工具，刀具。

4.其它
(二)其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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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系统编码说明 

具体说明： 

1. 系统码由 1位字母码组成，由 A-Z。 

2. 在手术系统中，将麻醉视为一个系列，编码为 A 

3. 针对跨系统、跨区域或者无法区分的操作部位设置局部大体部

位 

 

序号 系统 赋值 说明 

1 麻醉 A  

2 中枢神经系统 B  

3 周围神经系统 C  

4 内分泌系统 D  

5 眼 E  

6 耳 F  

7 鼻咽喉 G  

8 口腔颌面 H  

9 呼吸系统 J  

10 循环系统 K-M K：心脏及心包；L：动脉；M：静脉 

11 造血及淋巴系统 N  

12 消化系统 P-Q P：消化管腔；Q：消化脏器 

13 泌尿系统 R  

14 男性生殖系统 S  

15 女性生殖系统 T  

16 孕产操作 U  

17 肌肉骨骼系统 V-X 
V：中轴骨及连接；W：上肢骨及连接 X：

下肢骨及连接 

18 体被系统 Y  

19 局部大体部位 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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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部位和功能编码说明 

具体说明： 

1、部位和功能码由 1位字母码或数字组成，由 A-Z，1-9 构成。 

2.对于不同系统共有的部位，按照一定的规则仅归在某一个系统

或者亚类下。遇到特殊情况，比如孕期子宫和女性生殖系统里的非孕

期子宫可独立编码。 

3.对于不同系统共有的部位，根据临床习惯按照一定的规则仅归

在某一个系统或者亚类下。，比如将面部骨骼，如颞骨等放在口腔颌

面系统中。将腹膜、腹壁放在消化系统。遇到特殊情况，比如孕产期

子宫和女性生殖系统里的非孕产期子宫可独立编码。 

4.将内脏小血管和一些内脏交感、副交感神经归在内脏 

5、复合部位的处理： 

（1）根据操作的主要目的部位进行编码 

（2）如果为同一系统内部的几个部位，则可以按照国际疾病分

类的放大法进行处理，比如食指第一、二关节按“食指”分类。 

（3）如果部位是跨系统的局部部位，比如，头、颈、胸、腹、

躯干、四肢全身等，则设有专门的局部大体部位码一一对应。 

（4）对于涉及到几个部位旁路或者分流等操作，按照起始部位

进行编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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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枢神经系统（B）部位编码 

赋值 部位 

A 硬脑膜 

B 蛛网膜 

C 软脑膜 

D 脑室 

E 大脑 

F 脑干 

G 丘脑 

H 幕上 

J 小脑 

K 颅底 

L 颅内 

M 嗅神经 

N 视神经 

P 动眼神经 

Q 滑车神经 

R 三叉神经 

S 展神经 

T 面神经 

U 前庭神经 

V 舌咽神经 

W 迷走神经 

X 副神经 

Y 舌下神经 

1 大脑动脉 

2 大脑静脉 

3 脑血管 

4 脊髓被膜 

5 椎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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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脊髓 

7 脊髓血管 

8 中枢神经其它 

 

 

周围神经系统（C）部位编码 

赋值 部位 

A 脊神经根 

B 颈脊神经根 

C 胸脊神经根 

D 腰骶脊神经根 

E 颈丛神经 

F 臂丛神经 

G  胸神经前支 

H 腰丛神经 

J 股外侧皮神经 

K 股神经 

L 闭孔神经 

M 腰骶神经丛 

N 阴部神经 

P 坐骨神经 

Q 胫神经 

R 腓总神经 

S 下肢周围神经干 

T 交感神经 

U 颈交感神经 

V 胸交感神经 

W 腰交感神经 

X 周围神经 

Y 其它不可分神经 

Z 其他周围神经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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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分泌系统（D）部位编码 

赋值 部位 

A 垂体 

B 甲状腺 

C 甲状旁腺 

D 胰岛 

E 肾上腺 

F 肾上腺皮质 

G 肾上腺髓质 

Z 其他 

 

眼（E）部位和功能编码 

赋值 部位和功能 

A 眼睑 

B 泪器 

C 结膜 

D 角膜 

E 前房 

F 虹膜 

G 睫状体 

H 巩膜 

J 晶状体 

K 玻璃体 

L 脉络膜 

M 视网膜 

N 眼外肌 

P 眼眶 

Q 眼球 

R 眼内 

V 眼其它相关功能 

Z 其它不可分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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耳（F）部位和功能编码 

赋值 部位和功能 

A 耳廓 

B 外耳道 

C 鼓膜 

D 鼓室 

E 听骨 

F 乳突 

G 咽鼓管 

H 内耳 

J 耳 

K 听力功能 

L 前庭功能 

Z 其他不可分耳 

 

鼻咽喉（G）部位编码 

赋值 部位 

A 外鼻 

B 鼻腔 

D 鼻旁窦 

E 鼻 

F 鼻咽 

G 口咽 

H 咽部 

J 喉 

K 扁桃体和腺样体 

 

 

口腔颌面（H）部位编码 

赋值 部位 

A 唇部 

B 颊部 

C 腭部 

D 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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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唾液腺 

F 颌面部 

G 颞部 

H 颧骨颧弓 

J 上颌骨 

K 下颌骨 

L 颏部 

M 颞下颌部 

N 颌骨 

P 舌骨 

Q 犁骨 

R 牙体 

S 牙冠 

T 牙髓 

U 根管 

V 牙 

W 牙周 

X 口腔粘膜 

Y 口腔 

Z 其他 

 

呼吸系统（J）部位和功能编码 

赋值 部位 

A 气管 

B 支气管 

C 肺 

D 胸壁 

E 胸膜 

F 纵隔 

G 横膈 

H 呼吸功能 

K 呼吸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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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 其它 

 

循环系统：心脏及心包（K）部位编码 

赋值 部位 

A 右心房 

B 右心室 

C 左心房 

D 左心室 

E 房间隔 

F 室间隔 

G 心房 

H 心室 

K 三尖瓣 

L 二尖瓣 

M 主动脉瓣 

N 肺动脉瓣 

P 房室 

Q 心腔 

R 心传导系 

S 心肌 

T 心脏 

U 心包 

V 心功能 

W 心电功能 

X 血压 

Z 其它不可再分心脏及心包 

  

 

循环系统：动脉（L）部位编码 

赋值 部位 

A 肺动脉 

B 升主动脉 

C 冠状动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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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主动脉 

E 主动脉弓 

F 主动脉根部 

G 颈动脉 

H 上肢动脉 

J 胸主动脉 

K 腹主动脉 

L 胃左动脉 

M 腹腔干动脉 

N 肝总动脉 

P 脾动脉 

Q 肠系膜上动脉 

R 肠系膜下动脉 

S 肾动脉 

T 髂动脉 

U 髂内动脉 

V 股动脉 

W 腘动脉 

X 足动脉 

Y 下肢动脉 

Z 其它不可分动脉 

 

循环系统静脉（M）部位编码 

赋值 部位 

A 肺静脉 

B 上腔静脉 

C 无名静脉 

D 颈内静脉 

E 锁骨下静脉 

F 上肢静脉 

G 腋静脉 

H 下腔静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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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 肝静脉 

K 肾静脉 

L 股总静脉 

M 髂静脉 

N 股静脉 

P 腘静脉 

Q 下肢浅静脉 

R 大隐静脉 

S 小隐静脉 

T 下肢静脉 

U 门静脉 

V 肠系膜上下静脉 

W 脾静脉 

X 其它静脉 

Y 血管 

Z 心血管 

 

造血及淋巴系统（N）部位编码 

赋值 部位 

A 骨髓 

B 干细胞 

C 脾 

D 血液 

E 血液成分 

F 胸腺 

G 体表淋巴结/管 

H 头颈部巴结/管 

J 腋窝淋巴结/管 

K 胸部淋巴结/管 

L 腹部淋巴结/管 

M 腹股沟淋巴结管 

N 上肢淋巴结/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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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 下肢淋巴结/管 

Q 四肢淋巴结/管 

R 全身淋巴结/管 

T 淋巴结/管 

U 淋巴 

Z 其它 

 

消化系统管腔（P）部位编码 

赋值 部位 

A 食管 

B 食管静脉 

C 胃 

D 贲门 

E 胃底 

F 胃体 

G 幽门 

H 胃血管 

J 小肠 

K 十二指肠 

L 奥狄氏括约肌 

M 空肠 

N 回肠 

P 阑尾 

Q 结肠 

S 乙状结肠 

T 直肠 

U 肛门 

V 肛门括约肌 

W 肛周 

X 肠道 

Y 消化道 

Z 其它不可分消化管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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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化系统脏器（Q）部位编码 

赋值 部位 

A 肝 

B 左半肝 

C 右半肝 

D 肝方叶 

E 中肝叶 

F 肝尾叶 

G 肝叶 

H 肝段 

J 肝门部 

K 肝门部胆管 

L 肝血管 

M 肝动脉 

N 胆囊 

P 胆管 

Q 胰腺 

R 胰管 

S 胆管系统 

T 脐 

U 腹壁 

V 腹膜 

W 膈下 

X 腹股沟 

Z 其它不可分消化脏器 

 

泌尿系统（R）部位编码 

赋值 部位 

A 肾 

B 肾周 

C 肾盂 

D 输尿管 

E 膀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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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 膀胱颈 

G 尿道 

H 前尿道 

J 后尿道 

K 尿路 

N 肾血管 

Z 其它不可分泌尿系统 

男性生殖系统（S）部位编码 

赋值 部位 

A 睾丸 

B 附睾 

C 输精管 

D 精索 

E 前列腺 

F 精囊腺 

G 阴囊 

H 阴茎 

K 精液 

Z 其它不可分男性生殖系统 

 

女性生殖系统（T）部位编码 

赋值 部位 

A 卵巢 

B 输卵管 

C 宫颈 

D 宫腔 

E 子宫内膜 

F 子宫 

G 子宫韧带 

H 阴道壁 

J 阴道 

K 前庭大腺 

L 阴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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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 大阴唇 

P 小阴唇 

Q 处女膜 

R 外阴 

S 会阴 

Z 其它不可分女性生殖系统 

 

孕产操作（U）部位编码 

赋值 部位 

A 孕产期子宫 

B 孕产期宫颈 

C 孕妇产前功能 

D 产妇产程及产后功能 

E 卵子 

F 胚胎 

G 胎儿 

H 胚胎及胎儿功能 

J 羊膜 

K 胎盘 

L 脐带 

M 胚胎其它相关产物 

Z 其它不可分孕产操作 

 

肌肉骨骼系统：中轴骨及连接（V）部位编码 

赋值 部位 

A 颅骨 

B 颈椎骨 

C 颈椎间盘 

D 颈胸椎 

E 胸椎骨 

F 胸椎间盘 

G 胸腰椎 

H 腰椎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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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 腰椎间盘 

K 腰骶椎 

L 骶 

M 脊柱 

N 尾骨 

S 脊周肌肉及软组织 

T 胸廓 

U 肋骨及肋软骨 

V 胸部肌肉及软组织 

Z 其它 

 

肌肉骨骼系统：上肢骨及连接（W）部位编码 

赋值 部位 

A 锁骨 

B 肩胛骨 

C 肩关节 

D 肩袖 

E 肱骨近端 

F 肱骨干 

G 肱骨远端 

H 肘关节 

J 尺骨 

K 尺骨干 

L 尺骨远端 

M 桡骨 

N 桡骨干 

P 桡骨远端 

Q 腕骨 

R 掌指骨 

S 桡腕关节 

T 腕骨间关节 

U 掌骨、指骨关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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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 拇指 

W 指骨及关节 

X 手部骨及关节 

Y 上肢骨及关节 

Z 上肢肌肉及软组织 

 

肌肉骨骼系统：下肢骨及连接（X）部位编码 

赋值 部位 

A 骨盆 

B 髋关节 

C 下肢 

D 股骨近端 

E 股骨干 

F 股骨远端 

G 膝关节 

H 髌骨 

J 膝关节韧带 

K 膝半月板 

L 胫骨 

M 腓骨 

N 踝关节 

P 跟腱 

Q 跗骨 

R 跖、趾骨 

S 踇 

T 趾 

U 足 

V 下肢其它 

W 骨 

X 四肢关节 

Y 其它不可分肌肉及软组织 

Z 其它不可分肌肉骨骼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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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被系统（Y）部位编码 

赋值 部位 

A 乳房 

B 乳头 

C 头部皮肤及皮下 

D 面部皮肤及皮下 

E 颈部皮肤及皮下 

F 胸部皮肤及皮下 

G 腹部皮肤及皮下 

H 臀部会阴部皮肤及皮下 

J 上肢皮肤及皮下 

K 手部皮肤及皮下 

L 下肢皮肤及皮下 

M 足部皮肤及皮下 

N 四肢皮肤及皮下 

P 全身皮肤及皮下 

Q 毛发 

R 指（趾）甲 

S 皮脂腺和汗腺 

T 带蒂皮瓣 

U 皮瓣 

V 组织瓣 

W 皮片 

X 局部皮肤及皮下 

Z 其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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局部大体（Z）部位编码 

赋值 部位 

A 头部 

B 颈部 

C 头颈部 

D 胸部 

E 腹部 

F 盆部及会阴部 

G 背腰部 

H 躯干 

J 上臂 

K 前臂 

L 手 

M 上肢 

N 大腿 

P 小腿 

Q 足 

R 下肢 

S 肢体 

T 四肢 

V 未特指单脏器 

X 身体局部 

Y 全身 

Z 无法定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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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基本操作编码说明 

 

关于基本操作的特别说明：本项目针对术式分类有以下 2个方案

可以选择。 

（1）术式分类征求方案 1： 

世界卫生组织根据临床操作的根本目的将操作进行了归类，本项

目中来自内科、普外、神外、心外、心血管外科、骨科、眼外、孕产、

口腔颌面外科等多个临床专家组根据这个分类标准和定义，结合中国

临床操作的实际情况进行了归类。由于中国的医疗服务操作项目的名

称尚未标准化，项目名称里面出现操作性质的文字和按照操作根本目

的进行的归类有所不同。本次征求意见稿是按照方案 1中的规则进行

分类和编码的。 

 

（2）术式分类征求方案 2： 

完全按照手术字面的名称进行分类和编码，而不考虑该术式的根

本目的。本项目根据这样的规则进行了另外的分类和编码，并保留了

该方案。 

以上 2个方案放在全国征求意见稿中，请大家提出宝贵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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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诊断基本操作编码 

诊断基本操作由 2 位数字码组成，由 1-9。 
 
赋值 诊断操作 WHO操作分类英文名称 

1 检查评估 Assessment 

2 测量 Measurement 

3 试验 Test 

4 量表评估 Questionnaire survey 

5 活检 Biopsy 

6 造影 angiography 

7 探查 Inspection 

8 样本采集 Sample Collection 

9 监测 monitor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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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非手术基本操作编码 

 

非手术基本操作由 2位数字码组成，由 11-28，86, 90。 

赋值 非手术操作 WHO操作分类英文名称 

11 咨询 Councelling 

12 教育 Education 

13 训练 Training 

14 锻炼 Exercise 

15 手法治疗 Manual Therapy 

16 吸氧 Oxygenation 

17 血液净化 Dialysis 

20 外部设备安装 Installation of External Device 

21 外部设备管理 Management of External Device 

22 保存 Storage 

24 高温处理 Hyperthermy 

25 低温处理 Hypothermy 

26 其他治疗 Therapy 

28 体外处理 In Vitro Treatment 

86 复苏 Resuscitation 

90 辅助操作 Assistant Procedur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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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手术基本操作编码 

手术基本操作由 2 位数字码组成，由 31-99。 

赋值 手术操作 WHO操作分类英文名称 

31 术前准备 Preparation 

32 麻醉 Anesthetization 

33 定位 Position 

34 穿刺 Acupuncture 

35 引流 Drainage 

36 止血 Control of bleeding 

37 包扎 Dressing 

38 药物治疗 Pharmacotherapy 

39 输注 Transfusion 

40 切开 Incision 

41 造口 Bypass with exteriorization 

42 离断 Division 

43 闭合 Occlusion 

44 获取 Procurement 

45 移位 Transfer 

46 植入 Insertion 

47 置入 Installation of internal devices 

48 移除 Removal 

49 内部装置管理 Management of internal devices 

50 取出 Extraction 

51 置换 Replacement 

52 加压 Compression 

53 松解 Release 

54 减压 Decompression 

55 复位 Reposition 

57 固定 Set/fixation 

58 分娩 Delivery 

59 终止妊娠 Termination of pregnanc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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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 毁损 Destruction 

61 部分切除 Excision partial 

62 切除 Excision total 

63 根治性切除 Excision radical 

64 截肢 Detachment 

65 扩张成形 Dilation 

66 修复-变小 Repair by decreasing size 

67 修复-变大 Repair by increasing size 

68 修复 Restoration 

69 重建 Reconstruction 

70 再接 Reattachement 

71 旁路 Bypass 

75 移植 Transplantation 

99 其它 Therapeutic intervention NE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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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4：入路编码说明 

入路由 1位数字码组成，赋值由 1-9。 

赋值 入路 

1 经皮（非血管穿刺） 

2 经管腔 

3 直视 

4 经内镜 

5 经皮（经血管穿刺） 

6 体外 

8 联合入路 

9 其他不可分入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