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附件 4 

废止项目表 
项目编码 项目名称 

w0201000007 心内注射 

w0201000051 放置三腔管 

w0201000059 气管插管 

w0201000072 主动脉气囊反搏 

w0201000077 脑氧饱和度监测 

w0201000093 心包穿刺、抽液 

w0201000116 多功能重症监护(仪)    

w0202000005 冲洗泪道 

w0202000016 球后注射 

w0202000017 结膜下注射 

w0202000018 冲洗结膜囊 

w0202000019 取结石 

w0202000020 烧灼疗法 

w0202000035 电解睫毛 

w0202000037 缝异物定位圈 

w0202000063 眼科冷冻治疗 

w0203010017 耳周脓肿切开术 

w0203010019 鼓膜切开术 

w0203010020 鼓膜切开置管术 

w0203010022 外耳道异物取出术 

w0203010024 鼓膜穿刺术 

w0203010026 鼓膜穿孔烧灼修补术 

w0203010028 口咽异物取出术 

w0203010029 喉咽异物取出术 

w0203010032 咽鼓管导管吹张术 

w0203010035 鼻腔异物取出术 



项目编码 项目名称 

w0203010036 前鼻孔填塞术 

w0203010037 后鼻孔填塞术 

w0203010039 上颌窦穿刺冲洗术 

w0203010042 鼻甲电灼术 

w0203010043 口咽封闭 

w0203010044 咽冷冻 

w0203010047 扁桃体周脓肿切开引流术 

w0204000006 宫颈注射 

w0204000012 宫颈冷冻治疗 

w0204000016 宫颈电烫烙术 

w0204000024 新生儿气管插管 

w0205000037 康复咨询 

w0206000001 冷冻治疗 

w0206000004 电解 

w0208000040 画钟测查 

w0208000047 各种量表检查未列项目根据时间长短,问卷难易参照执行 

w0208000051 听觉电知电位 

w0209000017 平衡检查（徒手） 

w0209000019 步态检查（徒手） 

w0209000037 遥测心电图康复训练监测 

w0209000038 康复踏车训练 

w0209000039 康复心电图平板运动（国产机） 

w0209000040 康复心电图平板运动（进口机） 

w0211000002 浸浴疗法 

w0211000003 扩创治疗 

w0221000003 前列腺射频治疗 

w0221000004 前列腺微波治疗 

w0221000015 前列腺药物注射 

w0223000027 支气管动脉栓塞 



项目编码 项目名称 

w0223000028 肾动脉扩张成形 

w0223000031 肾动脉栓塞 

w0223000035 肝动脉栓塞 

w0223000040 腹腔动脉栓塞 

w0223000042 股动脉溶栓 

w0223000045 股动脉栓塞 

w0223000047 髂总动脉成形 

w0223000050 髂内动脉成形 

w0223000053 髂内动脉栓塞 

w0223000056 髂外动脉溶栓 

w0223000061 肺动脉瓣成形  

w0223000062 肺动脉瓣扩张成形 

w0223000064 房间隔穿刺 

w0223000067 二尖瓣成形 

w0223000068 冠状动脉球囊扩张成形 

w0223000069 冠状动脉内溶栓 

w0223000072 经皮穿刺下腔静脉滤过器置入 

w0223000076 冠状动脉旋磨 

w0223000079 冠状动脉球囊扩张+支架植入 

w0223000081 大动脉激光成形 +球囊扩张 

w0223000082 大动脉旋切+球囊扩张 

w0223000083 大血管球囊扩张+支架植入 

w0223000086 颅内血管畸形栓塞 

w0223000087 经导管冠状动脉腔内旋切成形 

w0223000094 永久心脏起搏 

w0223000095 临时心脏起搏 

w0225000042 劈裂牙结扎 

w0228000001 前牙拔除 

w0228000002 双尖牙拔除 



项目编码 项目名称 

w0228000003 后磨牙拔除 

w0228000004 正位智齿拔除 

w0228000005 多种阻生齿,理伏齿拔除 

w0228000006 复杂牙拔除 

w0228000007 乳前牙拔除 

w0228000008 乳磨牙拔除 

w0228000009 拔牙窝搔刮术 

w0228000010 干槽症换药 

w0228000011 外伤结扎颌间固定:单颌 

w0228000013 拆除牙弓夹板:单纯钢丝 

w0228000020 口内脓肿切开 

w0228000029 局部封闭 

w0228000032 再植牙:过程 

W0302020009 红细胞沉降率 

w0302030019 凝血酶原时间及活动度 

W0302030021 活化部分凝血活酶时间 

w0307010017 高密度脂蛋白胆固醇 

w0307010062 二氧化碳 

w0307010069 血清总胆汁酸 

w0307020006 血氨 

w0308010004 血培养 

w0309020032 戊型肝炎抗体测定 

w0309020089 爱滋病毒抗体检测 

w0309030014 癌胚抗原 

w0309030016 甲胎蛋白 

w0309030018 前列腺特异抗原 

w0309030023 神经元特异性烯醇化酶 

w0309040018 抗中性粒细胞胞浆抗体过筛试验 

w0309060007 青霉素抗体检测 



项目编码 项目名称 

  特异β人绒毛膜促性腺激素（酶免法） 

w0401000001 头皮裂伤清创缝合术 

w0401000003 开放损伤清创术（小） 

w0401000004 开放损伤清创术（中） 

w0401000005 开放损伤清创术（大） 

w0401000006 开放损伤清创术（特大） 

w0401000007 鸡眼切除术 

w0401000008 拔甲术 

w0401000009 切开引流术(浅表) 

w0401000010 静脉切开插管术 

w0401000015 取异物（浅表） 

w0401000018 腋臭切除术(双侧) 

w0401000019 乳腺脓肿切开引流 

w0401000020 痈切开引流术 

w0401000021 环痔切除术 

w0401000023 阑尾切除术 

w0401000027 甲状舌骨囊肿切除术 

w0401000029 胃肠造瘘术 

w0401000030 单纯腹壁窦道切除术 

w0401000031 大隐静脉结扎剥脱术(单侧) 

w0401000032 腹腔脓肿切开引流术 

w0401000033 胃切开缝合术 

w0401000035 胃十二脂肠溃疡穿孔单纯修补术 

w0401000037 疝成形术 

w0401000038 胆囊造瘘术 

w0401000039 肠套叠复位术 

w0401000041 肠粘连松解术 

w0401000043 单纯甲状腺次全切除术(单侧) 

w0401000044 肝脓肿切开引流术 



项目编码 项目名称 

w0401000045 肝动脉插管术 

w0401000047 单纯性甲状腺全切除术(单侧) 

w0401000049 肠憩室切除术 

w0401000050 脾切除术 

w0401000052 直肠悬吊术 

w0401000053 腰交感神经节切除术 

w0401000055 结肠造瘘还纳术 

w0401000056 幽门成形术 

w0401000059 单纯胃大部切除术 

w0401000062 肠粘连松解排列术 

w0401000063 高选择性迷走神经切断术 

w0401000064 近端胃大部切除术(开腹做) 

w0401000065 肝左叶切除术 

w0401000066 甲状腺癌根治术 

w0401000068 胃癌根治术 

w0401000069 胆囊癌根治术 

w0401000070 胰体尾切除、脾切除术 

w0401000071 脾肾分流术 

w0401000073 门奇断流术 

w0401000074 门奇断流术 

w0401000076 直肠癌根治术 

w0401000078 全胃切除术(开腹做) 

w0401000080 全胰切除 

w0401000081 双侧甲状腺次全切除术 

w0401000082 肝包囊虫切除术 

w0401000083 胰腺囊肿内引流术 

w0401000084 胰岛素瘤摘除术 

w0401000085 胰岛素瘤摘除术 

w0401000086 高位胆管癌根治术 



项目编码 项目名称 

w0401000087 胰头癌区域性切除术 

w0401000088 肝动脉永久植入泵术 

w0401000089 肝门胆管癌根治术 

w0401000090 联合肝叶切除 

w0401000093 腹股沟淋巴结清扫术 

w0401000094 锁骨上淋巴结切除术 

w0401000095 局部或肝段切除 

w0401000096 肝门部胆管扩大成形,修复术 

w0401000097 肝切除术+门静脉切开栓子取出术 

w0401000098 门静脉插管化疗术 

w0401000099 乳腺区段切除术 

w0401000100 腹主动脉旁淋巴结清扫 

w0401000102 甲状旁腺切除、自体移植术 

w0401000105 先天性巨结肠根治术 

w0401000106 半肝或三叶切除 

w0401000109 肝叶切除 

w0401000110 胆总管囊肿切除术 

w0401000111 和下皮样囊肿切除术 

w0401000117 颈部囊肿淋巴管瘤切除术 

w0401000118 胃底折叠术 

w0401000119 胃底喷门周围血管离断术 

w0401000120 十二指肠肿瘤局部切除术 

w0401000121 壶腹部肿瘤局部切除术 

w0401000122 单纯胆囊切除术 

w0401000125 腹膜后肿瘤切除术（大） 

w0401000126 腹膜后肿瘤切除术（中） 

w0401000127 腹膜后肿瘤切除术（小） 

w0401000131 肠瘘切除术 

w0401000132 直肠肿物局部切除术 



项目编码 项目名称 

w0401000135 十二指肠乳头旁憩室切除术 

w0401000136 全结肠切除术 

w0401000138 骶尾部窦道切除术 

w0401000139 坏死性胰腺炎清创引流术 

w0401000140 肝静脉损伤修复术 

w0401000141 肝囊肿切开引流术 

w0401000142 肝门部肿瘤支架管外引流术 

w0401000143 胆总管空肠吻合术 

w0401000144 胆囊空肠侧侧吻合加空肠侧侧吻合术 

w0401000145 胃空肠吻合术 

w0401000146 胰管空肠吻合术 

w0401000147 脾修补术 

w0401000150 腹腔异物取出术 

w0401000151 肝内异物取出术 

w0401000152 回盲部切除术 

w0401000153 横结肠切除术 

w0401000155 经腹低盆腔巨大肿瘤切除术 

w0401000156 乳腺癌根治术+内乳区淋巴结清扫术 

w0401000160 ODDI’S（奥迪氏）括约肌切开成型术 

w0402000006 肛门直肠周围脓肿切开排脓术(简单) 

w0402000007 肛门直肠周围脓肿切开排脓术(复杂) 

w0402000012 肛裂根治术 

w0402000016 直肠脱垂经肛门手术ⅠⅡ度 

w0402000017 直肠脱垂经肛门手术Ⅲ度 

w0402000018 肛门环缩术 

w0402000020 肛管皮肤移植术 

w0402000022 直肠阴道瘘修补术 

w0403000001 尿道扩张术 

w0403000003 阴茎阴囊粉瘤切除术 



项目编码 项目名称 

w0403000004 尿道肉阜电灼 

w0403000007 包皮环切术 

w0403000011 动静脉内瘘 

w0403000012 尿道口成形术 

w0403000013 膀胱穿刺造瘘 

w0403000014 膀胱造瘘术 

w0403000015 尿道下裂Ⅰ期矫正术 

w0403000016 尿道取石术 

w0403000017 阴茎部分切除术 

w0403000018 睾丸固定术(单侧) 

w0403000019 睾丸固定术(双侧) 

w0403000020 睾丸鞘膜积液翻转术 

w0403000021 交通性鞘膜积液疝修补术 

w0403000022 腹膜透析置管术 

w0403000023 精索静脉高位结扎术 

w0403000024 精索静脉吻合术 

w0403000025 肾造瘘术 

w0403000026 膀胱切开取石术 

w0403000027 膀胱修补术 

w0403000029 尿道折叠术 

w0403000030 输尿管切开取石术 

w0403000031 肾囊肿开窗术 

w0403000032 阴茎全切术 

w0403000033 输尿管吻合术 

w0403000034 单侧输尿管皮肤造口术 

w0403000035 双侧输尿管皮肤造口术 

w0403000037 径尿道膀胱肿瘤电切术 

w0403000038 肾切除术 

w0403000039 肾盂切开取石术 



项目编码 项目名称 

w0403000040 输尿管膀胱吻合术 

w0403000041 膀胱部分切除术 

w0403000042 膀胱憩室切除术 

w0403000043 膀胱颈悬吊术 

w0403000044 前列腺切除术 

w0403000045 神经性膀胱腹直肌转位术 

w0403000047 肾盂输尿管成形术 

w0403000048 尿道下裂Ⅱ期修补术 

w0403000049 尿道下裂Ⅰ、Ⅱ期修补术 

w0403000051 输尿管皮肤造瘘术(Ⅱ期) 

w0403000052 输尿管皮肤造瘘术(Ⅰ.Ⅱ期同时做) 

w0403000053 直肠尿道瘘修补术 

w0403000054 阴茎癌淋巴切除根治术 

w0403000056 肾修补及肾部分切除术 

w0403000058 输尿管结肠吻合术 

w0403000059 回肠膀胱术 

w0403000060 乙状结肠膀胱扩大术 

w0403000061 经皮肾镜取石术 

w0403000062 腔静脉后输尿管成形术 

w0403000063 经尿道前列腺电切术 

w0403000064 尿道上裂修补+膀胱外翻矫正术 

w0403000070 自体肾移植 

w0403000071 离体肾取石术 

w0403000072 睾丸肿瘤后腹膜淋巴清扫术 

w0403000073 膀胱全切代膀胱术 

w0403000074 前列腺癌根治术 

w0403000075 尿道断裂成形术 

w0403000076 尿道狭窄修补术(陈旧性) 

w0403000077 阴茎成形术 



项目编码 项目名称 

w0403000078 人工血管动静脉内瘘成形术 

w0403000080 肾上腺肿瘤切除术 

w0403000084 根治性肾加输尿管全长加膀胱袖状切除加淋巴 

w0403000085 肾恶性肿瘤根治性肾切除 

w0403000088 肾上腺巨大嗜络细胞瘤切除 >5cm 以上 

w0403000090 全膀胱切除阑尾原位脐部造口可控性回结肠膀胱术 

w0403000092 附睾切除术 

w0403000093 睾丸切除术 

w0403000094 阴茎扭曲矫正术 

w0403000095 睾丸肿瘤切除术 

w0403000097 腹膜后淋巴结清扫+血管瘤栓取出术 

w0404000001 乳内动脉结扎术 

w0404000003 动脉导管结扎或切断缝合术 

w0404000004 心包剥脱术 

w0404000005 二尖瓣闭式扩张术 

w0404000006 心房间隔修补术 

w0404000007 心室间隔修补术 

w0404000008 心房粘液瘤切除术 

w0404000009 心室粘液瘤切除术 

w0404000010 心房间隔修补加其他畸形矫正术 

w0404000011 二尖瓣成形术 

w0404000012 单心房 

w0404000013 三房心 

w0404000014 心室间隔修补加其他畸形矫正术 

w0404000016 三尖瓣下移直视矫正术 

w0404000017 心内膜垫缺损修补术 

w0404000018 四联症根治术 

w0404000019 冠状动脉架桥术 

w0404000020 室壁瘤切除术 



项目编码 项目名称 

w0404000022 二尖瓣替换术 (单瓣) 

w0404000023 主动脉瓣加二尖瓣替换术(双瓣) 

w0404000025 心脏矫形外通道术 

w0404000028 完全性肺静脉畸形引流矫正术 

w0404000029 主动脉窦瘤修补术 

w0404000031 全腔静脉肺动脉吻合术 

w0404000033 三尖瓣成形术 

w0404000034 肺动脉瓣成形术 

w0404000035 心梗后室间隔穿孔修补术 

w0404000037 三尖瓣替换术 

w0404000038 主动脉瓣成形术 

w0404000039 动脉导管直视闭合术 

w0404000040 异常传导束切断术 

w0404000043 主肺动脉闭锁根治术 

w0404000044 主动脉缩窄修补术 

w0404000046 主动脉瓣置换术 

w0405000002 胸壁结核切除术 

w0405000003 胸膜粘连分解术 

w0405000005 开胸止血术 

w0405000007 开胸异物摘除术 

w0405000008 胸廓改形术 

w0405000009 胸膜内胸廓成形术 

w0405000010 纵隔肿瘤切除术 

w0405000011 胸膜剥脱术 

w0405000012 肺楔形切除或肺内异物摘除术 

w0405000013 全肺切除术 

w0405000014 贲门癌切除术 

w0405000015 结肠代食道术 

w0405000016 袖状肺叶切除术 



项目编码 项目名称 

w0405000017 肺叶切除术 

w0405000018 复合肺叶切除术 

w0405000019 肺大泡切除修补术 

w0405000020 肋骨肿病切除术 

w0405000021 食管下段癌弓下吻合术 

w0405000022 食管中段癌弓上吻合术 

w0405000023 食管上段癌颈部吻合术 

w0405000025 胸廓畸形矫正术 

w0405000027 隆突成形术 

w0405000028 气管肿物切除术 

w0405000030 全肺切除合并部分心房切除术 

w0405000032 肺上勾癌根治术 

w0405000033 胸腔切开肋骨切除闭式引流管置入术 

w0405000034 胸腔闭式引流术 

w0405000035 心包内肺切除术 

w0405000037 食道平滑肌瘤剔除术 

w0405000038 食管憩室切除术 

w0405000039 食道裂孔疝修补术 

w0405000040 喷门失驰缓症治疗术 

w0405000041 胸导管结扎术 

w0405000042 膈疝修补术 

w0405000043 肺减容术 

w0405000044 气管+血管袖状肺叶切除术 

w0405000045 胃癌全胃切除空肠代胃术 

w0406000002 大隐静脉曲张高位结扎剥脱术(双) 

w0406000003 大隐静脉曲张高位结扎剥脱术(单) 

w0406000004 动静脉瘘栓塞术 

w0406000005 海绵状血管瘤切除术(小) 

w0406000006 海绵状血管瘤切除术(中) 



项目编码 项目名称 

w0406000007 海绵状血管瘤切除术(大) 

w0406000008 股动脉切开取栓术(单) 

w0406000009 股动脉切开取栓术(双) 

w0406000010 动静脉瘘修补术 

w0406000013 股静脉带戒术或瓣膜修补术 

w0406000014 腹主动脉-双股动脉丫型人造血管流转术 

w0406000015 腹主动脉-股动脉或髂动脉股动脉人造血管转流术 

w0406000016 腋-股动脉头静脉转流术 

w0406000017 耻骨上大隐静脉转流术 

w0406000018 大网膜移植术 

w0406000019 腹主动脉-肾动脉自体大隐静脉或人工血管架桥术 

w0406000020 无名静脉-上腔静脉人工血管架桥术 

w0406000021 布加氏综合症经右房破膜术 

w0406000022 胸腹主动脉瘤切除人造血管移植术 

w0406000023 颈动脉体瘤切除加人造血管或自体大隐静脉重建术 

w0406000024 腹主动脉-腹腔动脉自体大隐静脉或人工血管架桥术 

w0406000025 布加氏综合症腔房人造血管转流术 

w0406000026 布加氏综合症肠房人造血管转流术 

w0406000027 胸腹主动脉瘤切除人造血管移植加腹腔动脉重建术 

w0406000028 腹主动脉瘤切除人造血管移植术 

w0406000029 颈动脉内膜剥脱术 

w0406000030 颈动脉内膜剥脱.人工血管架桥术 

w0406000032 颈动脉至锁骨下动脉人工架桥术 

w0406000033 颈动脉瘤切除.人工血管架桥术 

w0406000034 升主动脉至髂动脉人工血管架桥术 

w0406000035 升主动脉至髂腋动脉自体血管架桥术 

w0406000036 腹主动脉瘤至髂动脉自体或人工血管架桥术 

w0406000037 腹主动脉瘤切除.人工血管移植术 

w0406000038 腹主动脉至股动脉人工或自体血管架桥术 



项目编码 项目名称 

w0406000040 
胸腹主动脉瘤切除. 人工血管移植. 肋间动脉. 

腹腔动脉. 肠系膜上动脉. 双肾动脉吻合 

w0406000041 股.掴动脉人工或自体血管移植术 

w0406000042 股动脉切开取栓术 

w0406000045 自体血管取材术 

w0406000046 大动脉瘘修补术 

w0406000047 肢体远端动静脉瘘闭合术 

w0406000049 股静脉带式术.或瓣膜修补术 

w0406000052 布加氏综合征破膜术 

w0406000054 布加氏综合征根治术(在体外循环下) 

w0406000055 腹主动脉至肾动脉架桥术 

w0406000058 股动脉内膜剥脱成形术 

w0406000060 股-股动脉人工血管转流术 

w0406000062 大隐静脉原位转流术 

w0406000063 大隐静脉静脉动脉化 

w0406000064 股(帼)动脉-胫前(后)动脉自体血管移植术 

w0406000065 腋-双股动脉人工血管转流术 

w0406000066 股静脉切开取栓术 

w0406000068 肠系膜上动脉切开取栓术 

w0406000070 肠系膜上静脉切开取栓术 

w0406000072 胸主动脉闭锁根治术 

w0406000073 锁骨下动脉假性动脉瘤切除+人工血管移植术 

w0406000074 无名动脉假性动脉瘤切除+人工血管移植术 

w0406000075 布-加氏综合征根治术(非体外循环下) 

w0406000076 布-加氏综合征肠系膜上静脉-颈内静脉人工血管转流术 

w0406000077 腹腔动静脉瘘切除+动静脉重建术 

w0406000078 肠系膜上动脉瘤切除自体血管或人工血管移植术 

w0406000079 颈内静脉瘤切除术 

w0406000080 颈内静脉包裹(缩窄)术 

w0406000082 腋-腋动脉人工血管转流术 



项目编码 项目名称 

w0406000083 升主动脉-颈动脉人工血管转流术 

w0406000084 升主动脉-锁骨下动脉人工血管转流术 

w0406000086 内脏动脉瘤切除+自体或人工血管移植术 

w0406000092 肱动脉-尺(挠)动脉自体血管移植术 

w0407000001 颅骨牵引 

w0407000005 脑脓肿穿刺术 

w0407000007 慢性硬膜下血肿钻孔引流术 

w0407000008 凹陷骨折复位术(简单) 

w0407000009 凹陷骨折复位术(复杂) 

w0407000010 颅骨死骨去除清创术 

w0407000012 颈动脉结扎术 

w0407000014 侧脑室腹腔引流术 

w0407000015 颞肌下减压术 

w0407000016 内减压术 

w0407000017 脑膜膨出修补术 

w0407000018 脊膜膨出修补术 

w0407000021 幕上肿瘤(浅部) 

w0407000024 椎间盘摘除术 

w0407000025 颈前:椎间盘摘除术 

w0407000026 脑内血肿清除 

w0407000027 单发颅内血肿清除术 

w0407000030 三叉神经感觉根切断术 

w0407000031 脑脓肿摘除术(幕上) 

w0407000032 脑脓肿摘除术(幕下) 

w0407000033 面部神经吻合术 

w0407000035 颅内神经血管减压术 

w0407000036 颞浅动脉贴附术 

w0407000037 癫痫病灶切除术 

w0407000038 胼胝体切开术 



项目编码 项目名称 

w0407000040 环枕畸形减压术 

w0407000041 大面积头皮撕脱伤 

w0407000042 大面积头皮撕脱伤(加整形) 

w0407000043 凸面脑膜瘤切除术 

w0407000044 舌咽神经根切断术 

w0407000045 血管畸形切除术(浅表) 

w0407000046 血管畸形切除术(深部) 

w0407000047 脑脊液漏修补术 

w0407000048 脑血管搭桥手术 

w0407000050 脊髓血管畸形切除术 

w0407000051 鞍部肿瘤切除术 

w0407000054 小脑半球肿瘤切除术 

w0407000055 第四脑室肿瘤切除术 

w0407000056 动脉瘤夹闭术 

w0407000058 大脑半球切除术 

w0407000063 颅骨骨瘤切除术(颅底) 

w0407000068 脑囊肿切除术 

w0407000070 侧脑室肿瘤切除术 

w0407000072 周围神经肿瘤切除术 

w0407000073 大脑深部肿瘤、胶质瘤切除术 

w0407000074 椎管内肿瘤切除术(除脊髓肿瘤) 

w0407000075 经颈前入路脊髓型颈椎病减压+植骨术 

w0407000076 海绵窦肿瘤切除术 (直径 >2.5cm) 

w0407000077 脊髓髓内肿瘤切除术 

w0407000078 火器性脑损伤清创术 

w0407000079 立体定向颅内肿瘤吸除术 

w0407000080 椎管内脓肿切开引流 

w0407000083 经蝶窦显微外科垂体瘤切除术 

w0407000085 脊髓前外侧束切断术 



项目编码 项目名称 

w0407000087 巨大动静脉畸形栓塞切除术 

w0407000088 三叉神经纤维瘤切除术 

w0407000090 脊髓外露修补术 

w0407000092 脊髓蛛网膜下--输尿管分流术 

w0407000094 经口腔枢椎齿状突切除术 

w0407000095 经颅底入路切除颅底肿瘤 

w0407000096 脑室-腹腔分流术 

w0407000100 颅及周围神经撕脱术 

w0407000102 颅缝再造术 

w0407000105 颈内动脉外膜剥离术 (迷走神经切断) 

w0407000106 全部颞骨切除术 

w0407000107 舌咽神经切断术 

w0407000108 颅内巨大动脉瘤夹闭、切除、血管再造 

w0407000110 经乳突-颅中窝联合入路面神经减压术 

w0407000112 腰交感神经切除术 

w0407000113 脑室分流管置换术 

w0407000115 脑室分流管去除术 

w0407000116 面神经--舌下神经吻合术 

w0407000117 经颅视神经管狭窄减压术 

w0407000118 脑干肿瘤切除术 

w0407000122 脊髓蛛网膜下--腹腔分流术 

w0407000123 经迷路后入路面神经梳理及血管神经解压术 

w0407000124 脊髓和神经根粘连松解术 

w0407000126 脊髓终丝切断术 

w0407000127 颈动脉体部肿瘤切除术 

w0407000128 次全颞骨切除术 

w0407000134 椎动脉内膜切除术(颅外段) 

w0407000135 枕大孔区肿瘤切除术 

w0407000137 颅内胆脂瘤切除术 



项目编码 项目名称 

w0407000140 钩椎关节骨赘切除术 

w0407000142 颅骨去骨片减压 

w0407000143 颞浅动脉-移植血管-颅内动脉吻合术 

w0407000144 第三脑室肿瘤切除术 

w0408000003 小肿物切除 

w0408000005 眼睑结膜裂伤缝合术 

w0408000007 泪囊摘除术 

w0408000010 虹膜贯穿术 

w0408000013 前房注气术 

w0408000014 深层角膜异物取出 

w0408000015 眶前部肿物取出 

w0408000017 人工泪管植入术 

w0408000018 抗青光眼类手术 

w0408000019 眼球摘除术 

w0408000020 眼内容剜出术 

w0408000021 光学虹膜切除术 

w0408000022 泪小管吻合术 

w0408000023 白内障类手术 

w0408000024 球内、眶内异物取出术 

w0408000026 斜视矫正术 

w0408000027 眼睑、结膜囊整形术 

w0408000028 鼻腔泪囊吻合术 

w0408000030 玻璃体切割术 

w0408000031 视网膜脱离手术 

w0408000032 非磁性异物取出术 

w0408000033 角膜移殖术 

w0408000034 深部眶内肿物取出术 

w0408000035 睫状体复位术 

w0408000036 人工晶体植入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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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0408000037 眶内容剜出术 

w0408000042 泪小管切开 

w0408000046 眼内光凝术 

w0408000049 青光眼硅管植入术 

w0408000050 近视性放射状角膜切开术 

w0408000051 眼眶严重畸形 

w0408000053 眼内肿物冷凝治疗 

w0408000054 玻璃体切割硅油充填术 

w0408000055 视神经管开放减压术 

w0408000056 眼眶骨、上颌骨折复位术 

w0408000057 视网膜冷冻术 

w0408000059 唇粘膜移植联合板合板层角膜移植 

w0408000060 房角分离前房成形术 

w0408000061 表层角膜镜长术 

w0408000064 严重的软组织畸形眼窝成形术 

w0408000065 眶壁骨折整复术 

w0408000066 泪管疏通术 

w0409000004 耳部良性肿物切除术 

w0409000005 单纯外耳道成形术 

w0409000007 耳部恶性肿瘤切除术 

w0409000008 单纯乳突根治术 

w0409000010 改良乳突根治术 

w0409000011 内耳开窗术 

w0409000013 改良鼓室成型术 

w0409000015 面神经减压术 

w0409000016 镫骨足板切除术 

w0409000019 经迷路内听道前庭神经切除术 

w0409000020 经迷路内听道听神经瘤切除术 

w0409000021 乙状窦后进路听神经切除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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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0409000023 腮裂瘘管切除术 

w0409000024 外耳道完整乳突根治+鼓室成形术 

w0409000027 联合径路乳突根治+鼓室成形+甲腔成形术 

w0409000032 内淋巴囊减压术 

w0409000033 面神经移植术 

w0409000034 电子耳蜗植入术 

w0409000035 人工听骨听力重建术 

w0409000036 耳廓脓肿清创术 

w0409000039 耳颞部血管瘤切除术 

w0409000040 经乳突脑脓肿切开或穿刺引流术 

w0410000001 鼻骨整复术(单侧) 

w0410000002 鼻息肉摘除术(单侧) 

w0410000003 下甲部分切除术(单侧) 

w0410000004 中甲切除鼻内开筛术(单侧) 

w0410000005 鼻中隔矫正术 

w0410000006 前鼻孔成形术(单侧) 

w0410000008 额窦根治术 

w0410000009 上额窦根治窦内开筛术 

w0410000010 鼻侧切鼻腔肿物切除术 

w0410000011 经鼻蝶窦开放术 

w0410000012 上颌骨全切术 

w0410000013 扩大上颌骨全切术 

w0410000016 鼻侧切鼻窦肿物切除术 

w0410000017 鼻外筛窦切除术 

w0410000018 窦内病变去除术 

w0410000020 蝶窦开放术 

w0410000023 后鼻孔成型 

w0410000025 额筛部脑膜膨出上额部硬脑膜外进路修补术 

w0410000026 鼻前庭肿瘤切除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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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0410000027 鼻腔脑膜脑膨出颅外修补术 

w0411000001 扁桃体切除术 

w0411000003 气管切开术 

w0411000004 喉全切除术 

w0411000005 喉正中裂开肿物切除术 

w0411000006 部分喉切除术 

w0411000007 喉及颈段气管狭窄疤痕切除及 T 形硅胶管植入术 

w0411000011 颈淋巴结清扫术(单侧) 

w0411000014 喉气管外伤成形缝合术 

w0411000015 全喉喉咽食管切除术+胸大肌肌皮瓣重建术 

w0411000017 悬雍垂腭咽成形术 

w0411000020 会厌囊肿切除术 

w0411000021 咽腭成形术 

w0411000022 全喉全下咽全食管去除、颈淋巴结清扫胃代食 

w0411000024 甲状腺癌联合根治胸骨劈开上纵隔清扫术 

w0411000026 咽全切下咽食管部分切除+胃代食管一期修复 

w0411000027 喉返神经成形术 

w0411000029 口咽肿瘤切除术 

w0411000031 经颈进路会厌肿物切除术 

w0411000032 颅颌面联合入路侧颅底切除术 

w0411000033 一侧梨状窝+部分喉切除术 

w0411000034 喉狭窄成形术 

w0411000037 喉裂开声带切除术 

w0411000038 喉部神经肌蒂移植术 

w0411000039 舌根肿瘤切除术 

w0411000040 喉肿瘤切除术 

w0411000041 鼻腔肿瘤切除术 

w0411000042 颅颌面联合入路前颅底切除术 

w0411000044 食管扩张术 



项目编码 项目名称 

w0411000045 食管异物取出术 

w0411000048 茎突截短术 

w0411000050 颈外进入咽侧间隙肿物切除术 

w0411000051 腺样体刮除术 

w0412000002 子宫颈裂伤缝合术 

w0412000004 宫颈扩创术 

w0412000005 宫颈赘生物息肉摘除术 

w0412000007 宫颈口缩窄术 

w0412000008 宫颈锥形切除术 

w0412000009 子宫颈修补术 

w0412000012 处女膜切开术 

w0412000015 外阴脓肿切开引流术 

w0412000017 葡萄胎第一次刮宫术 

w0412000018 葡萄胎第二次刮宫术 

w0412000025 骨盆腔脓肿穹窿引流术 

w0412000026 会阴裂伤陈旧性修补术(二度) 

w0412000028 阴道壁血肿切开术 

w0412000029 外阴、阴道外伤缝合术 

w0412000030 阴道疤痕切除术 

w0412000031 阴道前后壁修补术 

w0412000032 阴道闭合术 

w0412000033 单纯性外阴切除术 

w0412000035 会阴裂伤陈旧性修补术（三度） 

w0412000036 阴道膀胱瘘修补术 

w0412000037 子宫内翻整术（多位术） 

w0412000038 阴道直肠瘘修补术 

w0412000039 曼氏子宫修补术 

w0412000040 阴道式子宫切除术 

w0412000042 外阴根治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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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0412000044 输卵管通气 

w0412000045 输卵管通液 

w0412000046 外阴囊肿切除术 

w0412000047 外阴肿瘤切除术 

w0412000048 阴道内肿瘤切除术 

w0412000052 卵巢囊肿剔除术(单侧) 

w0412000054 卵巢囊肿剔除术(双侧) 

w0412000055 输卵管卵巢切除术 

w0412000056 输卵管妊娠(宫外孕) 

w0412000057 输卵管吻合术 

w0412000058 输卵管整型术 

w0412000060 子宫修补术 

w0412000061 子宫次全切除术 

w0412000062 全子宫+双附件切除术 

w0412000063 子宫全切术 

w0412000064 子宫肌瘤摘除术(剖腹式) 

w0412000065 子宫半根治术 

w0412000067 宫颈癌根治术 

w0412000068 卵巢癌恶性肿瘤细胞减灭术（包括全子宫+双侧附件+大网切除及盆腔淋巴结清扫） 

w0413000001 人工破水 

w0413000004 会阴侧切缝合术 

w0413000011 内回转术 

w0413000012 碎胎术 

w0413000016 产后刮宫术 

w0413000017 接生费(门诊机构) 

w0413000018 接生费(医院) 

w0413000019 接生费(双胎) 

w0413000020 剖腹产术 

w0413000021 剖腹产术(双胎) 



项目编码 项目名称 

w0413000022 腹膜外剖腹产术 

w0413000023 催产素点滴引产 

w0414010001 游离皮瓣移植术 

w0414010002 游离皮瓣移植术 

w0414010005 全鼻再造一次完成 

w0414010008 肛门括约肌再造术 

w0414010009 尿道下裂修复一次完成 

w0414010012 颏胸粘连瘢痕松解术 

w0414010013 橡皮腿病灶切除术 

w0414010014 巨大淋巴管瘤切除术 

w0414010021 眼窝再造术 

w0414010022 眼窝再造术 

w0414010023 眼窝再造术 

w0414010027 眉毛再造术 

w0414010028 眉毛再造术 

w0414010033 鼻中隔偏曲矫正术 

w0414010034 鼻翼缺损修复术 

w0414010040 面部血管瘤切除术 

w0414010041 先天性面横裂 

w0414010045 颅骨缺损修复术 

w0414010050 先天性巨指修复术 

w0414010051 腕关节融合术 

w0414010052 阴茎包皮过短修复术 

w0414010055 慢性下肢溃疡修复术 

w0414010056 肋软骨采取术 

w0414010058 真皮下血管网移植术 

w0414010059 皮管成形术 

w0414010060 皮管皮瓣转移术 

w0414010061 皮管皮瓣断蒂舒平 



项目编码 项目名称 

w0414010062 皮管皮瓣延迟术 

w0414010068 疤切除植皮术 

w0414010069 外耳修整术(小) 

w0414010077 爪形手矫正术 

w0414010078 拇指再造术 

w0414010079 多指切除术 

w0415000004 取出组织扩张器(每个)皮瓣舒展 

w0415000005 面部烧伤畸形整形术 

w0415000006 烧伤焦痂切开减张术 

w0415000007 烧伤清创术(全身)大 

w0415000008 烧伤清创术(肢体)中 

w0415000012 切痂术(一个上肢) 

w0415000013 切痂术(一个下肢) 

w0415000014 切痂术(切痂面积 5%以下) 

w0415000015 削痂术(一个上肢) 

w0415000016 削痂术(一个下肢) 

w0415000017 削痂术(削痂面积 5%以下) 

w0415000018 取皮术(取皮面积 5%以下) 

w0415000020 自体皮移植术(植皮面积<5%) 

w0415000021 小皮片移植术(植皮面积<5%) 

w0415000022 微粒皮制备和移植术(面积<5%) 

w0415000023 自异体皮混和移植术(面积<5%) 

w0415000024 异体皮移植术(植皮面积<5%) 

w0415000025 网状皮制备移植术(植皮面积<5%) 

w0416000001 口腔软组织肿物切除 

w0416000002 颌下腺摘除术 

w0416000003 舌下腺摘除术 

w0416000005 甲状舌骨囊肿切除术 

w0416000006 颧弓骨折复位术 



项目编码 项目名称 

w0416000007 腮瘘修复术 

w0416000012 小口开大术 

w0416000013 颌骨病灶搔刮术 

w0416000015 上颌窦根治术 

w0416000017 颌骨骨折夹板固定术 

w0416000019 耳前瘘管切除术 

w0416000020 腮腺浅叶并肿物切除术 

w0416000021 腭裂修复术 

w0416000022 咽成形术 

w0416000023 下颌骨槽型切除术 

w0416000024 上颌骨部分切除术 

w0416000028 颌间结扎术 

w0416000029 皮管成型术 

w0416000034 软组织肿物扩大切除 

w0416000035 上或下颌骨折切开整复固定术(单) 

w0416000036 腮裂囊肿切除术 

w0416000037 上或下颌骨次全切除术(单侧) 

w0416000039 颞颌关节成形术(单侧) 

w0416000040 髁突高位切除术 

w0416000041 关节盘摘除术 

w0416000043 腮腺深叶并肿物切除 

w0416000055 关节盘修复术 

w0416000060 舌系带延伸术 

w0416000061 单侧骨隆突切除 

w0416000062 单侧上颌结节整形术 

w0416000065 根尖切除搔刮术:口外 

w0416000070 粘液腺囊肿切除术 

w0416000072 颌下腺导管结石摘除术:后部 

w0416000073 颌下腺导管结石摘除术:前部 



项目编码 项目名称 

w0417000001 先天性锁骨假关节切除植骨内固定术 

w0417000007 先天性尺桡关节脱位( Madelung 氏畸形 )桡骨远端截骨, 尺骨短缩术 

w0417000008 先天性尺桡关节脱位( Madelung 氏畸形 )桡骨远端截骨尺骨小头骺闭合术 

w0417000010 先天性桡侧轴旁半肢(先天性拐子手) 桡骨延长术 

w0417000014 先天性尺侧轴旁半肢桡尺骨融合术 

w0417000018 先天性裂手(龙虾爪手)修整成形术 

w0417000025 先天性巨指骺闭合术 

w0417000030 先天性尺骨假关节切除带血管蒂腓骨移植 

w0417000037 髋关节切开复位，三联(二联)截骨 

w0417000038 切开复位，骨盆内移截骨术 

w0417000039 切开复位，髋骨截骨术 

w0417000059 胫骨假关节( 包括腓骨假关节 )胫骨近, 远端干骺延长、假关节切除加压融合术 

w0417000063 先天性马蹄内翻足后内侧广泛松解术 

w0417000064 先天性马蹄内翻足后内外侧广泛松解术 

w0417000069 跖内翻跖骨基底截骨术 

w0417000072 肌性斜颈胸锁乳突肌、胸骨锁骨头切断术 

w0417000077 先天性脊柱侧弯脊柱融合术 

w0417000078 先天性脊柱侧弯半椎体切除融合术 

w0417000081 半侧发育不良(包括半侧肥大)骺刺激术 

w0417000082 半侧发育不良(包括半侧肥大)骺阻滞术 

w0417000089 多发关节孪缩屈腕肌背移术(包括延长) 

w0417000090 多发关节孪缩尺桡骨缩短术 

w0417000100 成骨不全多段截骨术 

w0417000101 成骨不全多段截骨髓内针内固定术 

w0418000008 肌肉内或肌间隙内软组织肿物切除 

w0418000009 掴窝、大腿、前臂、上臂、躯干、颈部等深层软组织肿物局部切除术 

w0418000016 舟骨肿瘤局部切除术 

w0418000020 大多角骨肿瘤局部切除术 

w0418000024 单一指骨肿瘤刮除术 



项目编码 项目名称 

w0418000026 单一腕骨肿瘤刮除术 

w0418000032 尺骨肿瘤切除术 

w0418000040 锁骨肿瘤切除术 

w0418000047 肩胛骨肿瘤切除术 

w0418000082 脊柱椎体肿瘤局部切除术 

w0418000083 脊柱椎体颈胸.胸腰段肿瘤切除术 

w0418000084 脊柱附件肿瘤局部切除术 

w0418000085 脊柱肿瘤椎板减压术 

w0418000086 骶骨肿瘤局部切除术 

w0418000087 骶骨水平以上肿瘤局部切除术 

w0418000095 带神经、血管蒂的腓骨上端游离移植术 

w0418000097 经手掌截肢术 

w0418000098 腕关节离断术 

w0418000099 肘关节离断术 

w0418000100 肩关节离断术 

w0418000101 肩胛带离断术 

w0418000102 肩胛带离断术(巨大者) 

w0418000106 足跗关节截肢术 

w0418000108 膝关节离断术 

w0418000109 髋关节离断术 

w0418000110 半骨盆离断术 

w0418000111 半骨盆离断术(巨大者) 

w0418000116 人工关节置换术 

w0418000117 人工椎体置换术 

w0419010004 小儿髋人字 

w041905 骨牵引 

w0419050001 胫骨结节 

w0419050002 股骨髁上 

w0419050003 尺骨鹰咀 



项目编码 项目名称 

w0419050004 跟骨 

w0419050005 股骨大粗隆 

w0419050006 颅骨 

w041906 脱位、切开复位术 

w0419060001 肩锁关节脱位,切开复位内固定术 

w0419060002 肩锁关节陈旧脱位,切开复位内固定术 

w0419060004 肩关节前脱位切开复位术 

w0419060008 肘关节切开复位术(新鲜) 

w0419060009 肘关节切开复位术(陈旧) 

w0419060010 肘关节松解术 

w0419060012 桡骨头切开复位术 

w0419060013 环状韧带重建术 

w0419060014 髋关节脱位切开复位术 

w0419060016 踝关节距骨脱位 

w0419060019 跖跗关节脱位 

w0419060021 锁骨切开复位内固定术 

w0419060022 锁骨骨折不愈合切开复位内固定术 

w0419060023 肩胛骨切开复位内固定术 

w0419060024 肩胛骨骨折不愈合切开复位内固定 

w0419060026 肱骨解剖颈骨折切开复位内固定术 

w0419060027 肱骨解剖颈陈旧骨折复位内固定术 

w0419060029 肱骨上端骨骺分离开复位内固定术 

w0419060030 肱骨大结节骨切开复位内固定术 

w0419060031 肱骨干骨折切开复位内固定术 

w0419060032 肱骨干骨(陈旧不愈合)切开复位内固定术 

w0419060033 肱骨髁上骨折切开(陈旧或不愈合)切开复位内固定术 

w0419060034 肱骨髁上骨折切开复位内固定术 

w0419060036 肱骨内上髁骨折切开复位内固定术 

w0419060038 肱骨髁间骨折切开复位内固定术 



项目编码 项目名称 

w0419060039 尺骨鹰咀骨折切开复位内固定术 

w0419060041 桡骨头骨折切开复位螺钉内固定术 

w0419060042 桡骨头骨折切开复位螺钉内固定术(陈旧性) 

w0419060043 桡骨头骨折切开片切除术 

w0419060044 桡骨头骨折切开桡骨头内除术 

w0419060045 桡骨头骨折切开桡骨头内除术（陈旧） 

w0419060048 尺骨骨折切开复位内固定术 

w0419060050 前臂骨折切开复位内固定术(单骨) 

w0419060051 前臂骨折切开复位内固定术(双骨) 

w0419060052 前臂骨折陈旧或不愈合、截骨 

w0419060053 桡骨远端骨折切开复位内固定术 

w0419060054 桡骨远端陈旧骨折截骨术 

w0419060055 尺骨小头切除术 

w0419060059 肌蒂或血管蒂骨瓣移植 

w0419060062 骨盆骨折切开复位内固定术 

w0419060063 髋臼骨折切开复位内固定术 

w0419060064 髋关节松解术 

w0419060066 股骨粗隆间截骨内固定术 

w0419060069 股骨粗隆间骨折加压钉板内固定术(D.H.S) 

w0419060072 股骨粗隆下骨折髓内针内固定术 

w0419060073 股骨干骨折切开复位钢板内固定术 

w0419060075 股骨干骨折陈旧、不愈合、截骨 

w0419060078 股骨髁间骨折切开复位内固定术 

w0419060079 股骨髁间骨折切开复位内固定术(陈旧性) 

w0419060082 髌骨骨折切开复位内固定 

w0419060083 髌骨部分切除 

w0419060084 髌骨全切除 

w0419060085 陈旧骨折切开复位内固定术 

w0419060086 胫骨髁间棘骨折切开复位内固定 



项目编码 项目名称 

w0419060087 胫骨髁骨折切开复位内固定 

w0419060088 胫骨髁骨折切开复位内固定(陈旧) 

w0419060089 胫骨髁骨折切开复位内固定(截骨) 

w0419060090 胫腓骨骨折切开复位内固定(单骨) 

w0419060091 胫腓骨骨折切开复位内固定(双骨) 

w0419060092 胫腓骨骨折切开复位内固定(陈旧、不愈合) 

w0419060093 胫腓骨骨折切开复位内固定(截骨) 

w0419060094 踝关节骨折(单踝) 

w0419060095 踝关节骨折(双踝) 

w0419060096 踝关节骨折(三踝) 

w0419060097 距骨骨折切开复位内固定 

w0419060099 跟骨骨折切开复位撬拨术 

w0419060100 跖骨骨折切开复位内固定术 

w0419060101 跖骨头切除术 

w0419060104 脊椎骨折切开复位内固定术 

w0419060108 全髋置换术 

w0419060112 膝关节半月板部分切除 

w0419060113 膝关节半月板缝合术 

w0419060114 膝关节盘状软骨修正术 

w0419060115 膝关节游离体摘除术 

w0419060116 髌韧带缝合术 

w0419060119 前交叉韧带重建术，髌腱重建 

w0419060122 半月板 

w0419060125 后交叉韧带重建术(半腱肌) 

w0419060131 膝关节松解术 

w0419060133 骨髓炎病灶清除术 

w0419060136 骨髓炎,化脓性关节炎灌洗术 

w0419060137 厌氧菌感染切开引流、扩创 

w0419060147 负压引流管置入术 



项目编码 项目名称 

w0419060148 小腿减张术 

w0419060149 前臂减张术 

w0419060162 肌腱手术：肩袖修复术 

w0419060163 皮肤损伤：游离植皮:中 

w0419060164 皮肤损伤：游离植皮:小 

w0419060165 皮肤损伤：大面积皮肤剥脱伤 

w0419060167 韧带：外踝韧带重建术 

w0419070002 股骨颈骨折 AO 空心钉固定术 

w0419070008 经口腔寰枢椎次全切除术+植骨融合术 

w0419070009 经皮穿刺自动切吸腰椎间盘摘除术 

w0419070010 经椎弓根脊柱内固定术(下胸段) 

w0419070011 经椎弓根脊柱内固定术(腰段) 

w0419070012 经椎弓根脊柱内固定术(中上胸段) 

w0419070013 颈椎间盘切除+椎体间植骨融合术 

w0419070014 颈椎椎管成形术 

w0419070015 颈椎椎体次全切+椎体间大块植骨融合术 

w0419070018 脑瘫高选择性脊神经后根切断术 

w0419070019 手指截指和关节离断术 

w0419070021 掌间隙切开引流术 

w0419070022 寰枢(寰枕)(枢枕)内固定+植骨融合术 

w0419070027 凹侧松解脊柱侧凸矫正术 

w0419070028 股骨干骨折带锁髓内针固定术 

w0419070029 弘骨、胫骨骨折带锁髓内针固定术 

w0420000001 关节囊松解术 

w0420000002 掌指关节紧缩术 

w0420000004 小肌肉松解术 

w0420000005 小肌肉延长术 

w0420000006 四肢骨髓扩创术(大) 

w0420000007 四肢骨髓扩创术(小) 



项目编码 项目名称 

w0420000008 肌肉瓣塞术 

w0420000011 腓肠神经切取术 

w0420000013 取皮术    (鼓) 

w0420000014 取皮术 (滚轴刀) 

w0420000015 取皮术 (手术刀) 

w0420000016 指趾残端修整术 

w0420000017 四肢软组织肿物切术：小 

w0420000018 四肢软组织肿物切术：大 

w0420000019 内生软骨瘤刮除植骨术：小 

w0420000020 内生软骨瘤刮除植骨术：大 

w0420000021 扩张器埋芷术：小 

w0420000022 扩张器埋芷术：大 

w0420000026 游离皮瓣移植术 

w0420000028 肌皮瓣游离移植术 

w0420000029 复合组织移植术 

w0420000035 胫后神经松解术 

w0420000038 腋动脉吻合术 

w0420000039 腓骨游离移植术 

w0420000042 吻合血管髂骨移植术 

w0421000003 锁骨下动脉、颈动脉血管移植术 

w0421000006 肱动脉、桡动脉、尺动脉学管移植术 

w0421000012 指动脉血管移植术 

w0421000018 股动脉血管移植术 

w0421000024 胫前(后)动脉血管移植术 

w0421000041 臂丛神经全臂丛神经移植术 

w0421000042 臂丛上、中、干神经松解术 

w0421000045 臂丛下干神经松解术 

w0421000051 正中神经移植术 

w0421000060 尺神经松解术 



项目编码 项目名称 

w0421000097 神经切取术 大(10cm 以上) 

w0421000098 神经切取术  中(5cm 以上) 

w0421000099 神经切取术  小(5cm 以下) 

w0421000105 腱鞘切开减压术 

w0421000106 指骨骨折切开复位术 

w0421000108 丝线内固定术 

w0421000111 钢板螺丝钉内固定术 

w0421000113 掌指间关节囊内骨折切开复位内固 

w0421000115 节掌骨基底骨折切开复位内固定术 

w0421000116 腕骨骨折切开复位内固定术 

w0421000117 舟状骨切开复位内固定术 

w0421000118 丹状骨骨折切开植骨融合术 

w0421000121 钢板螺丝钉取出术 

w0421000122 指关节切开复位术 

w0421000124 指间关节融合术 

w0421000125 掌指关节融合术 

w0421000126 腕掌关节融合术 

w0421000127 腕中关节融合术 

w0421000128 桡腕关节融合术 

w0421000129 全腕关节融合术 

w0421000130 关节成型术 

w0421000131 髂骨取骨植骨术 

w0421000134 桡骨茎突切除术 

w0421000135 尺骨头切除术 

w0421000136 近腓腕骨切除术 

w0421000137 月骨摘除术 

w0421000138 指骨截骨矫形术 

w0421000139 掌骨截骨矫形术 

w0421000143 掌指关节侧付韧代切除术 



项目编码 项目名称 

w0421000144 指间关节侧付韧代修补术 

w0421000146 肌腱游离移植术 

w0421000155 背阔肌移位术 

w0421000156 游离肌肉移植术 

w0421000157 截肢 

w0421000158 截指 

w0421000159 拇外展功能重建术 

w0421000174 游离甲移植术 

w0421000181 示指背侧岛状皮瓣术 

w0421000182 游离植皮(小--中--大--套状撕脱) 

w0421000184 局部转移皮瓣植皮术：大 

w0421000185 局部转移皮瓣植皮术：中 

w0421000186 局部转移皮瓣植皮术：小 

w0421000187 腹部皮瓣术：大 

w0421000188 腹部皮瓣术：中 

w0421000189 腹部皮瓣术：小 

w0421000190 腹部埋芷皮瓣术 

w0421000191 腹部埋芷取出术 

w0421000192 前臂皮瓣术 

w0421000193 胸臂皮瓣术 

w0421000194 邻指皮瓣术 

w0421000195 鱼际皮瓣术 

w0421000197 前臂逆行筋膜皮瓣手术 

w0421000198 前臂逆行岛状皮瓣手术 

w0421000199 皮肤疤痕松解术及"Z"字成形术 

w0421000200 腹部皮管成型术 

w0421000201 肉芽创面植皮术：大 

w0421000202 肉芽创面植皮术：小 

w0421000204 虎口开大示指背侧岛状皮瓣移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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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0421000205 小肌肉功能重建术 

w0421000211 肩关节融合术 

w0421000213 胸腔出口综合症松解术 

w0421000215 腕管综合症切开减压术 

w0421000222 切开引流 

w0421000223 间隙感染 

w0421000224 异物取出术 

w0421000225 带血管蒂皮瓣移植术 

w0421000229 腱鞘囊肿 

w0421000231 指畸形矫正术 

w0421000233 植骨手术 

w0421000237 断指再植术 

w0421000238 断肢再植术 

w0422010002 胫骨结节牵引术(一侧) 

w0422010006 髂胫束松解术（膝)(一侧) 

w0422010008 闭孔神经切断术（不经腹)(一侧) 

w0422010011 髂骨取骨植骨术 

w0422020002 内收肌、髂腰肌切断术(一侧) 

w0422020004 臀肌挛缩松解术(一侧) 

w0422020005 臀肌挛缩松解术(二侧) 

w0422020009 腓肠肌起点下移术 

w0422020010 腓肠神经肌支切断术 

w0422020021 膝关节病灶清除术 

w0422020025 趾骨截骨术 

w0422020026 第一庶骨基底截骨术 

w0422020027 跟骨截骨术 

w0422020029 肱骨截骨术 

w0422020032 指（趾）间关节融合术(一个) 

w0422020034 三关节融合术（跟足畸形）(一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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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0422020035 三关节融合术（外翻畸形）(一侧) 

w0422020038 髁关节融合术(一侧) 

w0422020039 腕关节融合术(一侧) 

w0422020040 肘关节融合术(一侧) 

w0422020043 骨髓炎开窗切开引流术 

w0422020044 死骨摘除术 

w0422020046 膝关节游离结体摘触术 

w0422020047 膝关节扩清术 

w0422020048 髋关节滑膜切除术 

w0422020049 滑膜切除术 膝关节 

w0422020050 人工关节取出术 

w0422020051 化脓性感染切开引流术 

w0422020052 化脓性感染切开（进关节） 

w0422020055 关节穿刺术 

w0422030001 髋关节软组织松解术 

w0422030002 髋关节病灶清松术 

w0422030005 髋关节骨软骨瘤病 

w0422030014 股骨截骨术 

w0422030015 股骨延长术 

w0422030017 膝关节加压融合术 

w0422030021 胫腓骨截骨术(胫骨结节术)(一侧) 

w0422030023 胫骨高位截骨术 

w0422030025 胫骨延长术 

w0422030026 肩关节融合术 

w0422030029 肘关节病灶清除术 

w0422030030 肘关节成形术 

w0422030031 四关节融合术 

w0422030033 腰椎、胸椎、颈椎病灶清除术 

w0422030034 腰椎、胸椎、颈椎椎板减压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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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0422030035 腰椎、胸椎、颈椎融合术 

w0422030036 人工膝关节置换术 

w0422030037 人工股骨头置换术 

w0422030041 再次人工全髋关节置换术 

w0422030042 再次髋关节手术 

w0422030043 再次脊柱手术（减压或融合） 

w0422030044 脊柱侧弯矫正术 

w0422030045 人工全髋关节置换术 

w0422030046 髋臼旋转截骨术 

w0422030048 髋关节修整术 

w0422030049 骶髂关节病灶清除术 

w0422030050 腰大肌脓肿切开引流术 

w0423000001 宫内节育器放置术（上环） 

w0423000002 宫内节育器取出术（取环） 

w0423000003 人工流产术 

w0423000004 钳刮术 

w0423000005 输卵管结扎术 

w0423000006 输卵管药物粘堵术 

w0423000007 输精管结扎术 

w0423000008 输精管药物粘堵术 

w0423000009 中期引产 

w0423000010 皮下埋植术 

w0423000011 皮下埋植取出术 

w0423000012 药物流产 

w0424000001 全麻 

w0424000002 椎管内麻醉 

w0424000003 臂丛麻醉 

w0424000004 局部静脉麻醉 

w0424000007 安定镇痛麻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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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0424000008 麻醉机（国产） 

w0424000009 麻醉机（进口） 

w0424000011 门诊慢性疼痛治疗 

w0424000012 术后镇痛 

w0424000014 硬膜外术后镇痛 

w0425 体外循环 

w0425000001 体外循环准备转流费 

w0426000006 十二指肠镜下乳头切开术 

  环状胰腺十二指肠侧侧吻合术 

  外固定器或外固定架（非一次性）尺骨鹰咀骨折 

  外固定器或外固定架（非一次性） 胫腓骨、髌骨骨折 

价刊 外固定器或外固定架（非一次性）肱骨，尺桡骨骨折 

价刊 外固定器或外固定架（非一次性） 股骨骨折 

单独审批 神经阻滞麻醉[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口腔医院] 

单独审批 颈椎旁神经阻滞术[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 

价刊 肌肉松弛监测 

单独审批 BIS 脑电双频谱指数监护[北京市通州区潞河医院] 

单独审批 血小板功能动态监测[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朝阳医院] 

单独审批 血液升温仪[解放军总医院] 

单独审批 温毯机[解放军总医院] 

单独审批 控制性降压[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口腔医院] 

价刊 中枢靶控镇痛输注系统植入术 

单独审批 微创神经介入镇痛术[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 

单独审批 术后感染清创术[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口腔医院] 

价刊 透明隔造漏术 

价刊 无名动脉瘤切除术 

价刊 丘脑肿瘤切除术 

单独审批 神经内镜第三脑室底造瘘术[卫生部中日友好医院] 

价刊 三脑室后肿瘤切除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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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刊 经皮穿刺脑血管腔内化疗术 

单独审批 脑及颅内血管畸形栓塞术[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 

价刊 单纯脑动静脉瘘栓塞术 

价刊 颅内动脉瘤栓塞术 

价刊 颈内动脉海绵窦瘘栓塞术 

单独审批 超选择性脑血管支架植入[解放军总医院] 

价刊 经皮静脉内球囊扩张+支架置入术 

价刊 颈静脉孔区肿瘤切除术 

价刊 鼻咽颅底、侧颅底肿瘤切除 

价刊 斜坡肿瘤切除术 

单独审批 胸、腰椎旁神经阻滞术[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 

单独审批 微创神经介入镇痛术[卫生部中日友好医院] 

单独审批 脊髓电刺激系统植入术[卫生部中日友好医院] 

单独审批 脊髓血管畸形栓塞术[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 

单独审批 单侧正中神经显微部分切断术[卫生部中日友好医院] 

单独审批 颈椎旁神经阻滞术[卫生部中日友好医院] 

价刊 经皮穿刺骶神经根囊肿注射治疗 

价刊 经胸腔镜交感神经链切除术 

单独审批 神经丛（干）阻滞治疗[卫生部中日友好医院] 

单独审批 胸、腰椎旁神经阻滞术[卫生部中日友好医院] 

价刊 胰岛素强化治疗 

价刊 义眼台打孔术 

价刊 人工晶体取出术 

单独审批 眶尖部肿瘤摘除术[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同仁医院] 

价刊 眶膈修补术 

单独审批 恶性肿瘤眼球摘除术[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同仁医院] 

价刊 内外眦成形术 

单独审批 内眦开大术[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口腔医院] 

单独审批 上下眼睑外翻矫正术[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口腔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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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刊 眼窝填充术 

价刊 无痛分娩 

价刊 肾上腺肿瘤切除术直径<10cm 

  肛周脓肿切除术(复杂) 

价刊 玻璃体穿刺抽液术 

价刊 眼球摘除+植入术 

价刊 前房成形术 

价刊 角膜拆线 

价刊 青光眼滤过术 

价刊 非穿透性小梁切除+透明质酸钠凝胶充填术 

价刊 虹膜周边切除术 

价刊 虹膜囊肿切除术 

价刊 瞳孔再造术 

价刊 睫状体及脉络膜上腔放液术 

价刊 睫状体特殊治疗（光凝术） 

价刊 黄斑前膜、视网膜内界剥脱术 

价刊 黄斑转位术 

价刊 睑退缩矫正术 

价刊 视网膜增殖膜剥除术 

价刊 活动性义眼眼座植入术 

单独审批 肌电定位肉毒毒素注射[北京博爱医院] 

价刊 非常规眼外肌手术 

价刊 硅油取出术 

价刊 光动力疗法（PDT） 

价刊 耳廓假性囊肿穿刺压迫治疗 

单独审批 耳甲软骨切取术[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口腔医院] 

单独审批 面部外伤清创缝合术[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口腔医院] 

单独审批 先天性招风耳修复术[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口腔医院] 

单独审批 局部皮瓣旋转术[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口腔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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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独审批 耳颞部血管瘤切除术[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口腔医院] 

单独审批 隆鼻术[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口腔医院] 

单独审批 鼻畸形矫正术[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口腔医院] 

单独审批 鼻翼再造术[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口腔医院] 

单独审批 组织瓣断蒂术[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口腔医院] 

单独审批 术后出血探查术+止血术[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口腔医院] 

单独审批 血管瘤烧灼+硬化术[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口腔医院] 

价刊 下鼻甲骨折外移术 

单独审批 软骨切取术：(含骨切取)[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口腔医院] 

价刊 中鼻甲部分切除术 

价刊 鼻内筛窦开放手术 

价刊 上颌窦鼻内开窗术 

单独审批 上颌窦底提升术[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口腔医院] 

单独审批 咽成形术[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口腔医院] 

价刊 经口腔入路鼻咽肿物切除 

单独审批 发音重建术[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朝阳医院] 

价刊 经内镜气管支架置入术 

价刊 喉功能重建术 

单独审批 局麻+强化[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口腔医院] 

单独审批 扁桃体切除术[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口腔医院] 

价刊 血管瘤注射疗法 

单独审批 种植牙手术费[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口腔医院] 

单独审批 冷冻治疗术（液氮单收）[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口腔医院] 

单独审批 软组织畸形整复术[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口腔医院] 

单独审批 单瓣法修复术[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口腔医院] 

价刊 岛状皮瓣转移术 

单独审批 肌蒂复合瓣转移修复术[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口腔医院] 

价刊 外固定架拆除术 

单独审批 拆除骨延长架[北京博爱医院] 



项目编码 项目名称 

单独审批 骨纤维异常增生修整术[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口腔医院] 

单独审批 颧骨骨折切开内固定术[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口腔医院] 

单独审批 颞颌关节纤维性强直瘢痕松解术：单颌[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口腔医院] 

单独审批 牵张成骨术[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口腔医院] 

单独审批 牙槽突植骨术[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口腔医院] 

单独审批 上或下颌骨缺损植骨术[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口腔医院] 

单独审批 牙槽突裂植骨成形术[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口腔医院] 

单独审批 骨成形术[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口腔医院] 

单独审批 上颌骨部分切除术[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口腔医院] 

单独审批 含牙囊肿刮治术[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口腔医院] 

单独审批 口鼻瘘修复术[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口腔医院] 

单独审批 上颌 lefortⅠ截骨[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口腔医院] 

单独审批 分块 lefortⅠ[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口腔医院] 

单独审批 上颌截骨术：前部及后部[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口腔医院] 

单独审批 Niti 智能记忆上颌快速扩弓器（8mm）[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口腔医院] 

单独审批 上颌骨重建术[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口腔医院] 

单独审批 上或下颌骨半侧切除术(单侧)[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口腔医院] 

单独审批 下颌角肥大[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口腔医院] 

单独审批 下颌骨部分切除术[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口腔医院] 

单独审批 下颌骨全切术[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口腔医院] 

单独审批 下颌骨重建术[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口腔医院] 

单独审批 下颌升支矢状切开术[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口腔医院] 

单独审批 根尖下截骨[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口腔医院] 

单独审批 颞颌关节成形术（单侧）[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口腔医院] 

单独审批 髂骨或肋骨取骨术[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口腔医院] 

单独审批 涎腺内窥镜检查[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口腔医院] 

单独审批 腮腺探查导管结扎术(单侧)[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口腔医院] 

单独审批 面部神经吻合术[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口腔医院] 

单独审批 腮腺导管探查术[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口腔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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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独审批 口外脓肿切开：大[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口腔医院] 

单独审批 转移因子注射[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口腔医院] 

单独审批 睡眠呼吸暂停综合症射频温控消融治疗术[解放军总医院] 

单独审批 软组织小肿物切除术：1cm 内[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口腔医院] 

单独审批 舌下腺囊肿摘除术[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口腔医院] 

单独审批 软组织肿物扩大切除[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口腔医院] 

单独审批 龈沟加深术：局部[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口腔医院] 

单独审批 上颌整形器：（用唇腭裂）[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口腔医院] 

单独审批 唇成形术[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口腔医院] 

单独审批 唇系带延伸术[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口腔医院] 

单独审批 下唇交叉瓣转移术[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口腔医院] 

单独审批 一侧嚼肌肥大成形术[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口腔医院] 

单独审批 肌蒂皮瓣转移修复术[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口腔医院] 

单独审批 反双“Ｚ”瓣修复术[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口腔医院] 

单独审批 腭裂修复术[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口腔医院] 

单独审批 牙龈翻瓣术(不含塞治,植骨+骨粉另收)[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口腔医院] 

单独审批 微损伤拔牙术(使用阻生手机)[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口腔医院] 

单独审批 双面树脂夹板牙周固定[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口腔医院] 

单独审批 牙半切除术(不包括充填)[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口腔医院] 

单独审批 水激光治疗仪牙龈切除及成形术治疗[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口腔医院] 

单独审批 颌骨病灶搔刮术[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口腔医院] 

单独审批 超声根管治疗[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口腔医院] 

单独审批 截根术(不包括充填)[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口腔医院] 

单独审批 根尖囊肿刮治术[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口腔医院] 

单独审批 口腔显微镜辅助治疗[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口腔医院] 

单独审批 超声根管治疗[北京博爱医院] 

单独审批 牙龈切除术(不包括塞治)[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口腔医院] 

单独审批 龈下刮治：后牙[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口腔医院] 

单独审批 牙龈瘤切除术[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口腔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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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独审批 下颌智齿盲袋切除术：(不包括塞治)[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口腔医院] 

单独审批 牙龈再生术(不包括塞治)[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口腔医院] 

单独审批 游离龈瓣移植术[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口腔医院] 

单独审批 游离龈切除术：1cm 外[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口腔医院] 

单独审批 加成型硅橡胶（A 型硅橡胶）[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口腔医院] 

单独审批 总义齿制作费(基价)(半口）[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口腔医院] 

单独审批 种植牙二期手术[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口腔医院] 

单独审批 种植体周围及修复体牙周维护[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口腔医院] 

单独审批 光固化个别托盘和暂基托[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口腔医院] 

单独审批 后牙带环：（包括焊一个附件）[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口腔医院] 

单独审批 ERKO 材合垫[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口腔医院] 

单独审批 记存模型：（包括取、灌、修整）[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口腔医院] 

单独审批 应用 Girrbach 牙合架系统[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口腔医院] 

单独审批 数字化头影测量[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口腔医院] 

单独审批 腮裂囊肿切除术[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口腔医院] 

价刊 支气管镜介入高频电烧术 

价刊 经内镜气管扩张术 

价刊 食管瘘清创术 

价刊 气管镜下冷冻术 

单独审批 移植肾破裂修补术[卫生部中日友好医院] 

价刊 肺移植术  

单独审批 小儿漏斗胸矫正术[卫生部中日友好医院] 

单独审批 胸骨骨折不愈合切开复位，内固定术[卫生部中日友好医院] 

单独审批 胸骨骨折切开复位，内固定术[卫生部中日友好医院] 

单独审批 胸骨肿瘤切除，胸骨重建术[卫生部中日友好医院] 

价刊 肋骨内固定术 

价刊 胸膜固定术 

单独审批 脓胸廓清术[卫生部中日友好医院] 

价刊 经皮穿刺肝肿物射频消融治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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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刊 开胸冷冻治疗 

价刊 开胸肿瘤特殊治疗（射频消融） 

单独审批 经皮超声引导下肝癌微波固化治疗术[解放军总医院] 

价刊 心脏移植术 

价刊 瓣周漏修补术 

价刊 心肺移植术 

价刊 单纯心房血栓清除术 

价刊 左右心室辅助泵安装术 

价刊 右室流出道跨肺动脉瓣环补片术 

价刊 先心病介入治疗（动脉导管未闭，房间隔缺损，室间隔缺损） 

价刊 科诺（Konno）手术 

价刊 三尖瓣下移畸形矫治术（Ebstein 畸形矫治术） 

价刊 自体肺动脉瓣替换主动脉瓣术（ROSS 手术） 

价刊 主动脉根部替换 

价刊 升主动脉替换 

价刊 主动脉瓣下膜性狭窄切除 

价刊 肺动脉瓣交界切开（或瓣成形）术 

价刊 双腔永久起博器植入术 

价刊 埋藏式心脏复律除颤器安置术 

价刊 永久起博器更换术 

价刊 永久起博器及导线取出术 

价刊 肥厚型心肌病化学消融术 

价刊 心内直视微波射频房颤治疗术 

价刊 冠状动静脉瘘修补术 

价刊 肺动静脉瘘结扎术 

价刊 冠状动脉起源异常矫治术 

价刊 部分心内膜垫缺损术 

价刊 各种改良房坦手术 

价刊 永存动脉干修复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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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刊 动脉调转术（Switch 术） 

价刊 先天性心脏病体肺动脉分流术 

价刊 双调转手术（Double Switch 术） 

价刊 动脉内膜剥脱成形术 

单独审批 髂动脉支架植入[北京大学第三医院] 

单独审批 选择性髂内动脉溶栓[解放军总医院] 

价刊 经皮血管内超声血栓消融术 

单独审批 上肢动脉支架植入[北京大学第三医院] 

价刊 外伤性动静脉瘘修补术+血管移植术 

单独审批 超选择性外周血管球囊扩张[解放军总医院] 

单独审批 下肢动脉支架植入[北京大学第三医院] 

单独审批 下肢动脉溶栓[北京大学第三医院] 

价刊 肺动脉瘘栓塞术 

单独审批 经皮选择性动脉置管泵植入[北京大学第三医院] 

单独审批 埋化疗泵术[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口腔医院] 

价刊 肺动脉环缩术 

单独审批 肺动脉栓塞切开取栓术[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朝阳医院] 

价刊 肺动脉扩大补片术 

价刊 主动脉球囊反博动置管术（血管造影） 

价刊 经股动脉置管胸腹主动脉带膜网支架植入术 

价刊 主动脉弓置换 

价刊 升主动脉替换加主动脉瓣替换（Wheat's 手术） 

价刊 “象鼻子”技术 

价刊 主动脉弓降部瘤切除人工血管置换术 

单独审批 颈动脉外膜剥脱术[卫生部中日友好医院] 

单独审批 颈动脉支架植入[北京大学第三医院] 

单独审批 锁骨下动脉支架植入[北京大学第三医院] 

单独审批 超选择性脑血管腔内球囊扩张成形[解放军总医院] 

单独审批 腹主动脉造影[北京大学第三医院] 



项目编码 项目名称 

价刊 髂外动脉--股动脉内成形＋支架植入 

价刊 假性动脉瘤修补术 

价刊 腹主动脉腔静脉瘘成形术 

价刊 腹主动脉消化道瘘修复术 

单独审批 肠系膜上动脉支架植入[北京大学第三医院] 

价刊 
经皮脾动脉、胃十二指肠动脉、肠系膜上（下）动脉、子宫动脉、 

胃动脉、肾上腺动脉、膈动脉、肋间动脉、胰动脉栓塞术 

单独审批 超选择性肠系膜动脉栓塞[解放军总医院] 

价刊 肠系膜上、下动脉支架+球囊成型术 

单独审批 肠系膜动脉介入性治疗[北京大学第三医院] 

价刊 经肠系膜上、下动脉扩张 

单独审批 肾上腺动脉介入治疗[北京大学第三医院] 

价刊 肾动脉腔内成形＋支架植入 

单独审批 肾动脉支架植入[北京大学第三医院] 

价刊 经皮脾、胃十二指肠、肠系膜上下、子宫、胃动脉栓塞术 

价刊 下肢深静脉带瓣膜段置换术 

价刊 肢体静脉曲张硬化剂注射治疗 

单独审批 半导体激光治疗静脉曲张[北京市石景山医院] 

单独审批 经内镜射频治疗术[解放军总医院] 

价刊 腹水转流术（Denver 氏管植入式腹腔静脉转流术） 

价刊 体静脉异位引流矫治术 

价刊 血管补片扩大成形术 

价刊 腔静脉滤器植入术（DSA 下） 

价刊 腔静脉取栓+血管成形术 

价刊 上腔静脉综合症 Y 型人工血管转流术 

价刊 经胸后路腔静脉人工血管转流术 

单独审批 上肢动脉溶栓[北京大学第三医院] 

价刊 布加氏综合症膈膜切除术 

价刊 布加氏综合症经股静脉右房联合破膜术 

单独审批 经皮肝穿刺肝静脉介入治疗术(含肝静脉、门静脉、胃冠状静脉)[北京大学第三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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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刊 经皮肝穿门静脉胃冠状静脉栓塞术（血管造影机下） 

单独审批 超声引导下门脉栓塞[解放军总医院] 

单独审批 选择性肝静脉造影[解放军总医院] 

价刊 经颈内静脉肝内门腔静脉分流术(TIPS) 

价刊 肠腔静脉综合症 H 型架桥转流术 

单独审批 超选择性胃冠状静脉栓塞[解放军总医院] 

价刊 骨髓采集术 

价刊 超声引导下囊肿治疗 

价刊 超声引导下脓肿引流术 

单独审批 肩胛舌骨上淋巴清扫术[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口腔医院] 

价刊 盆腔淋巴结清除术 

单独审批 腹股沟淋巴结清扫术[北京市海淀区妇幼保健院] 

价刊 食管胃吻合口狭窄切开成形术 

价刊 食管腔内支架置入术（内镜下） 

价刊 颈侧切开食道异物取出术 

价刊 颈部食管癌切除+结肠代食管 

价刊 食管胃短路捷径手术 

价刊 食道闭合锁吻合术 

单独审批 颈、胸、腹三切口联合食管癌根治、食管胃颈部吻合术[卫生部中日友好医院] 

单独审批 超声内镜引导下穿刺活检术[解放军总医院] 

单独审批 经内镜胃造瘘术[解放军总医院] 

价刊 经胃镜胃内支架置入术 

单独审批 经内镜碎石术[解放军总医院] 

价刊 贲门癌扩大根治术 

单独审批 经内镜结肠狭窄扩张术[解放军总医院] 

价刊 十二指肠镜下乳头切开（取石)术 

价刊 胆道球囊扩张术 

单独审批 经内镜十二指肠降段狭窄扩张术[解放军总医院] 

单独审批 经内镜小肠造瘘术[解放军总医院] 



项目编码 项目名称 

单独审批 经内镜结肠狭窄支架置入术[解放军总医院] 

价刊 结肠癌扩大根治术 

价刊 耻骨直肠肌松解术 

价刊 直肠癌扩大根治术 

价刊 骶尾路肛门成型术 

价刊 肛周肿物切除术(简单) 

价刊 尖锐湿疣切除术 

价刊 超声引导下肝囊肿引流 

价刊 超声引导下肝脓肿治疗 

价刊 经内镜鼻胆管引流术（ENBD） 

价刊 经内镜胆管内引流术＋支架置入术 

价刊 胆道支架置入术 

价刊 电视经皮胆道镜取石术 

单独审批 经内镜胆道异物取出术[解放军总医院] 

价刊 肝胆管狭窄成形术（皮下通道型） 

价刊 术中胆道内支架引流 

价刊 经内镜胰管内引流术 

价刊 经内镜胰胆管扩张术＋支架置入术 

单独审批 经内镜胰管结石取石头术[解放军总医院] 

价刊 腹壁裂修补术 

价刊 腹水回输（腹水超滤浓缩机） 

价刊 供体肾修复术 

价刊 肾囊肿引流术 

价刊 超声引导下经皮肾穿肾盂引流术 

价刊 经皮肾造瘘术 

价刊 气压弹道碎石术 

价刊 异体肾移植术 

价刊 肾蒂淋巴管结扎术 

价刊 根治性膀胱切除术+肠道原位代膀胱术 



项目编码 项目名称 

价刊 尿道悬吊延长术 

价刊 睾丸破裂修补术 

价刊 精囊肿瘤根治术 

价刊 阴囊成形术 

价刊 阴茎外伤清创术 

价刊 隐匿型阴茎延长术 

单独审批 包皮扩张分离术[首都儿科研究所附属儿童医院] 

单独审批 超声引导下经腹（经阴道）卵巢囊肿抽吸及酒精凝固治疗术[解放军总医院] 

价刊 卵巢修补术 

单独审批 输卵管（单、双）囊肿切除术[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佑安医院] 

单独审批 阴式子宫肌瘤剔除术[解放军总医院] 

价刊 子宫纵隔切除术 

价刊 子宫腔内取异物术 

价刊 子宫内膜切除术 

价刊 子宫内膜息肉切除术 

价刊 子宫肌瘤电切术 

单独审批 高能超声体外聚焦热疗[民航总医院] 

价刊 选择性减胎术 

价刊 脊柱内固定物取出术 

价刊 椎管扩大减压术 

价刊 经皮穿刺自动切吸颈椎间盘摘除术 

价刊 颈椎侧块内固定植骨融合术 

价刊 椎体成形术（血管造影机下） 

价刊 经皮穿刺颈腰椎间盘切吸术（血管造影机下） 

价刊 骨质疏松性脊柱压缩性骨折球囊后凸成形术 

单独审批 射频毁损[卫生部中日友好医院] 

价刊 经皮穿刺射频疼痛治疗 

价刊 指蹼成形术 

价刊 其他指再造术 



项目编码 项目名称 

价刊 关节滑膜切除术(小) 

价刊 前臂残端修整术 

价刊 锁骨远端切除术 

价刊 病灶清除术（肩关节） 

价刊 肩峰成形滑膜清扫术 

价刊 关节松解术（上肢） 

价刊 钙化灶清除术 

价刊 肩袖修补术 

价刊 肩关节不稳定重建术 

价刊 关节滑膜切除术(大) 

价刊 关节滑膜切除术(中) 

价刊 尺骨延长术 

价刊 桡骨延长术 

价刊 掌残端修整术 

价刊 病灶清除术（掌指关节、指间关节、趾间关节） 

价刊 病灶清除术（腕关节、踝关节） 

价刊 盘状软骨修补术 

价刊 关节松解术（下肢） 

价刊 股骨头钻孔减压术 

价刊 股骨头切开复位内固定术 

单独审批 经粗隆股骨头旋转截骨术[卫生部中日友好医院] 

价刊 膝关节骨软骨骨折复位骨块钉固定术 

单独审批 膝关节髁间窝成型术[北京市房山区第一医院] 

价刊 膝关节自体骨软骨移植术 

单独审批 膝关节内侧副韧带重建术[北京市房山区第一医院] 

价刊 膝关节内侧副韧带重建术 

价刊 髌骨脱位内侧紧缩，外侧松解术 

价刊 膝关节内侧副韧带修补术 

价刊 半月板移植术 



项目编码 项目名称 

价刊 跟骨骨折切开复位内固定术 

单独审批 乳房肿块活检术[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朝阳医院] 

价刊 乳腺癌根治术（保乳改良根治术） 

单独审批 面部肿物切除+局部整形修复术[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口腔医院] 

单独审批 面神经麻痹矫正术[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口腔医院] 

价刊 虎口成形术 

单独审批 自体表皮移植术[解放军总医院] 

单独审批 眉毛再造术[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口腔医院] 

价刊 甲床修补术 

价刊 后鼻孔填塞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