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附件3

废止项目及耗材表
项目编码 项目名称
w0105 救护车收费标准

w010501 救护车收费

w0105010001 心脏复苏抢救车

w0105010002 进口救护车

w0105010003 国产救护车

w0105010004 等候费

w0105010005 大会用救护车值班

w0105010006 经批准运送病人到外省市

w0105010007 同车护送两个以上病人

w0201000078 关节穿刺

w0202000025 泪囊造影

w0214 超声波检查收费标准

w021401 各系统超声检查

w0214010001 普通B型（黑白）超声检查

w0214010002 彩色多普勒（电脑声像）超声检查

w021402 腔内超声检查

w0214020001 二维（黑白）超声检查

w0214020002 彩色多普勒（电脑声像）检查

w021403 超声引导下

w0214030001 超声引导下穿刺、定位、激光、微波治疗

w0214030002 二维黑白超声引导下手术

w0214030003 二维黑白超声引导下手术

w0214030004 彩色多普勒超声引导下手术

w0214030005 彩色多普勒超声引导下手术

w0214040001 普通心脏M型超声

w0214040002 二维超声心动图

w0214040005 心功能检查

w0214040006 彩色多普勒心脏血流显像

w0214040007 经食道超声心动图

w0214040008 超声心电图右心造影（心脏对比超声）

w0214040009 心肌声学造影

w0214040010 负荷超声心动图

w0214040011 术中经食道彩色超声心动图

w021405 彩色多普勒超声血管检查

w0214050001 彩色多普勒（电脑声像）超声血管检查

w021406 其他

w0214060001 A型超声波检查

w0214060002 妇产科多普勒检查

w0214060003 经颅多普勒血流图（TCD)

w0214060004 红外热成像检查

w0214060005 医学影像工作站

w0218010001 胸透

w0218010002 腹透

w0218010003 心脏透视

w021803 照相（长度单位为英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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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编码 项目名称
w0218030001 拍片费5×7
w0218030002 拍片费8×10
w0218030003 拍片费10×12
w0218030004 拍片费11×14
w0218030005 拍片费12×15
w0218030006 拍片费14×14
w0218030007 拍片费14×17
w0218030008 牙片

w0218030009 咬合片

w0218030010 使用滤线器加收

w0218030011 床边照相加收

w021804 造影

w0218040101 瘘道造影

w0218040102 异物定位造影

w0218040103 四肢造影

w0218040104 食道造影

w0218040105 下咽造影

w0218040106 腹膜后充气造影

w0218040107 上消化道造影

w0218040108 下消化道造影

w0218040109 全消化道造影

w0218040110 小肠低张力双重对比造影

w0218040111 结肠低张力双重对比造影

w0218040112 腹壁窦道造影

w0218040113 盆腔淋巴造影

w0218040114 胆系造影

w0218040115 五官造影

w0218040116 支气管造影

w0218040117 脊髓造影

w0218040118 泌尿造影

w0218040119 静脉肾盂造影

w0218040120 逆行肾盂造影

w0218040121 膀胱造影

w0218040122 尿道造影

w0218040123 精囊造影

w0218040124 子宫输卵管造影

w0218040125 三翼钉造影

w0218040126 断层造影

w0218040127 经"T"管造影

w0218040128 经"U"管造影

w0218040129 经内镜逆行胰胆道造影(ERCP)

w0218040130 经皮经肝胆道造影(PTC)

w0218050001 透视下手术

w0218050002 C型臂手术

w0218050003 T颗粒感绿片

w0218050004 光学缩影片 35MM
w0218050005 光学缩影片 75MM
w0218050006 光学缩影片 100MM
w0218050007 光学缩影片110MM
w0218050008 自动洗片(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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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编码 项目名称
w0218050009 双光能Ｘ线骨密度检查

w0218050012 曲面断层照相(颌全景照相)
w0218050013 数字化曲面断层X光机

w022002 单光子发射计算机显像（SPECT单探头)
w0220020001 ECT--脏器静态显像

w0220020002 ECT--脏器动态显像

w0220020003 ECT--全身显像

w0220020004 ECT--断层显像

w0220040001 微机肾图

w0220040002 利尿肾图

w0220040003 甲状腺吸碘
131
I试验

w0220040004 甲状腺抑制试验

w0220040009 多参数大肾图

w0223000001 颈动脉造影

w0223000005 椎动脉造影

w0223000008 全脑动脉造影

w0223000015 锁骨下动脉造影

w0223000021 腋动脉穿刺造影

w0223000024 支气管动脉造影

w0223000032 肝动脉造影

w0223000037 腹腔动脉造影NOS

w0223000046 髂总动脉造影

w0223000049 髂内动脉造影

w0223000054 髂外动脉造影

w0223000065 左心室造影

w0223000066 冠状动脉造影

w0223000070 冠状动脉造影+球囊扩张

w0223000080 大动脉造影

w0223000084 右心室造影

w0223000085 上下腔静脉造影

w0223000103 DSA（数字减影）下尿道支架成形

w0223000104 DSA（数字减影）下尿道扩张

w0223000106 DSA（数字减影）下胆道内支架成形

w0223000107 DSA（数字减影）下经皮肝穿胆道引流

w0223000114 腹股动脉造影

w0223000115 外周动（静）脉血管造影

w0223000116 选择性血管插管造影

w0223000117 使用录象加收

w0223000118 使用电影加收

w0223000120 使用监视器加收

w0401000104 腋下淋巴结清扫术

w0409000001 耳前瘘管切除术

w0411000018 颌下清扫术

w0414010018 睑球粘连

w0414010019 睑球粘连

w0416000051 颈淋巴清扫术

w0418000120 人工指间关节置换术

w0418000121 人工掌指关节置换术

w0419060060 人工股骨头置换术

w0421000141 人工指间关节置换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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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编码 项目名称
w0421000142 人工掌指关节置换术

单独审批 彩色室壁动力（CK）[解放军总医院]
单独审批 计算机三维重建技术3DE[北京妇产医院]
单独审批 胎儿超声心动图检查[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安贞医院]
单独审批 心脏超声计算机三维重建（3DE）[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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肺静脉造影

价刊 口腔X线一次成像（RYC）
价刊 超净手术间加收（大手术）

价刊 超净手术间加收（中手术）

价刊 超净手术间加收（小手术）

价刊 体外循环低温麻醉

价刊 主动脉瓣上肌性狭窄切除

价刊 主动脉瓣下肌性狭窄切除

价刊 主动脉瓣上膜性狭窄切除

价刊 保留瓣膜的主动脉根部替换

价刊 凝血和血小板功能监测

价刊 定量感觉障碍测定

京发改〔2006〕1231号 特殊防护病房住院费

京发改〔2006〕1231号 脏器灰阶立体成像

京发改〔2006〕1376号 经纤支镜肺泡灌洗诊疗术

京发改〔2006〕1376号 远红外热断层检查(TTM)
京发改〔2006〕1376号 脏器声学造影

京发改〔2006〕1376号 SPECT/CT断层图像融合显像

京发改〔2006〕1376号 人工虹膜隔植入术

京发改〔2006〕1376号 食管裂孔疝修补术（经胸切口食管抗反流术）

京发改〔2006〕1376号 二甲醚/丙烷/异丁烷混合气雾剂冷冻治疗

京发改〔2006〕1930号 经颈静脉永久透析管植入术（DSA下）

京发改〔2006〕1930号 全数字乳腺X线摄像

京发改〔2006〕1930号 计算机断层扫描激光乳腺成像

京发改〔2006〕1930号
甲状腺动脉、胃动脉、胰动脉、子宫动脉、肋间动脉、脾
动脉、肠系膜上（下）动脉、肾动脉造影、肾上腺动脉造

影术

京发改〔2007〕195号 数字化摄影（指DR、CR）

京发改〔2007〕243号 经皮肝穿刺门静脉插管术

京发改〔2007〕243号 癫痫病灶切除术

京发改〔2007〕243号 电生理监测下选择性脊神经后根切断术

京发改〔2007〕243号 脑深部电极置入术

京发改〔2007〕243号 黄斑裂孔封闭术

京发改〔2007〕243号 黄斑下膜取出术

京发改〔2009〕193号 小阴唇粘连分离

京发改〔2009〕193号 高频微波子宫内膜去除术

京发改〔2009〕1612号 乙型肝炎病毒外膜蛋白前S1抗原测定

京发改〔2009〕1612号 超声引导下宫腔、输卵管造影

京发改〔2009〕1612号 肝脏弹性测定

京发改〔2009〕1612号 丙型肝炎病毒(HCV)RNA测定

京发改〔2009〕1612号 抗内皮细胞抗体检测

京发改〔2013〕316号 甲型流感病毒抗原检测

京发改〔2014〕365号 流感病毒核糖核酸检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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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编码 项目名称
手术使用可收费耗材 组织器

手术使用可收费耗材 一次性喉镜叶片

手术使用可收费耗材 一次性静脉打孔器

手术使用可收费耗材 套扎器（圈）、组织夹、细胞刷、异物钳、活检钳

手术使用可收费耗材 电切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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