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编号 药学大类 通用名 剂型 规格 单位
1 抗微生物药物 丙硫异烟胺肠溶片 肠溶片 0.1g*100片 瓶
2 抗微生物药物 对氨基水杨酸异烟肼片 普通片剂 0.1g*100片 瓶
3 抗微生物药物 利福霉素钠注射液 注射液 2ml:0.125g 支
4 抗微生物药物 利福喷丁胶囊 胶囊剂 150mg*20粒 盒
5 抗微生物药物 利福平注射液 注射液 5ml/0.3g 支
6 抗微生物药物 恩替卡韦片 薄膜衣片 0.5mg*7 盒
7 抗微生物药物 磷酸奥司他韦颗粒 颗粒剂 15mg*10包 盒
8 抗微生物药物 膦甲酸钠注射液 大容量注射液 250ml:3.0g 瓶
9 抗微生物药物 盐酸阿比多尔 颗粒剂 0.1g*6包 盒
10 抗微生物药物 葡萄糖酸锑钠注射液 注射液 6ml:0.6g 瓶
11 作用于中枢神经系统的药物 双氯芬酸钠肠溶片 肠溶片 25mg*30片 盒
12 作用于中枢神经系统的药物 双氯芬酸二乙胺乳胶剂 凝胶剂 20g:0.2g 盒
13 作用于中枢神经系统的药物 盐酸丁卡因胶浆 胶浆剂 5g/0.05g 支
14 作用于中枢神经系统的药物 利多卡因气雾剂 气雾剂 1.75g/支 支
15 作用于中枢神经系统的药物 盐酸罗哌卡因注射液 注射液 100mg/10ml 支
16 作用于中枢神经系统的药物 盐酸左布比卡因注射液 注射液 10ml:50mg 支
17 作用于中枢神经系统的药物 盐酸氯普鲁卡因注射液 注射液 600mg/20ml 支
18 作用于中枢神经系统的药物 奥卡西平口服混悬液 口服混悬剂 60mg/ml,100ml 瓶
19 作用于中枢神经系统的药物 左乙拉西坦口服溶液 口服溶液 10%:150ml 瓶
20 作用于中枢神经系统的药物 苯妥英钠片 普通片剂 0.1g*100片 瓶
21 作用于中枢神经系统的药物 秋水仙碱片 普通片剂 0.5mg 盒
22 作用于中枢神经系统的药物 多巴丝肼片 普通片剂 0.25g*40片 盒
23 作用于中枢神经系统的药物 丙泊酚中/长链脂肪乳注射液 注射液 20ml:0.2g 瓶
24 作用于中枢神经系统的药物 劳拉西泮片 普通片剂 0.5mg*20片 盒
25 作用于中枢神经系统的药物 盐酸羟考酮注射液 注射液 1ml:10mg 支
26 作用于中枢神经系统的药物 枸橼酸咖啡因注射液 注射液 1ml:20mg 支
27 作用于中枢神经系统的药物 可乐定透皮贴片 透皮贴剂 1mg/片 贴
28 主要作用于自主神经系统的药物 盐酸拉贝洛尔片 普通片剂 0.1g*30片 盒
29 主要作用于自主神经系统的药物 盐酸拉贝洛尔片 普通片剂 50mg*30片 盒
30 主要作用于自主神经系统的药物 盐酸拉贝洛尔注射液 注射液 10ml:50mg 支
31 主要作用于自主神经系统的药物 注射用盐酸拉贝洛尔 注射液 25mg/支 支
32 主要作用于自主神经系统的药物 酒石酸美托洛尔片 片剂 25mg*20片 盒
33 主要作用于自主神经系统的药物 索他洛尔 片剂 40mg/片*24片 盒
34 主要作用于自主神经系统的药物 盐酸甲氧明注射液 注射液 1ml:10mg 支
35 主要作用于自主神经系统的药物 盐酸右美托咪定注射液 注射液 2ml:200ug 支
36 主要作用于心血管系统的药物 硝苯地平控释片 控释片 30mg*7片 盒
37 主要作用于心血管系统的药物 复方利血平片 普通片剂 复方*100片 瓶
38 主要作用于心血管系统的药物 盐酸美西律片 片剂 50mg*100片 瓶
39 主要作用于心血管系统的药物 盐酸胺碘酮片 普通片剂 0.2*10片 盒
40 主要作用于心血管系统的药物 盐酸米多君片 普通片剂 2.5mg*20片 盒
41 主要作用于心血管系统的药物 去氧肾上腺素 注射液 10mg/1ml 支
42 主要作用于心血管系统的药物 枸橼酸西地那非片 普通片剂 100mg*5片 盒
43 主要作用于心血管系统的药物 前列地尔(前列腺素E1)注射液 注射液 5ug/1ml 支
44 主要作用于呼吸系统的药物 注射用牛肺表面活性剂 冻干粉针 70mg 支
45 主要作用于呼吸系统的药物 吸入用乙酰半胱氨酸溶液 吸入用溶液剂 3ml:0.3g 支
46 主要作用于呼吸系统的药物 乙酰半胱氨酸 注射液 4g 支
47 主要作用于呼吸系统的药物 硫酸沙丁胺醇 吸入溶液剂 2.5ml:5mg 瓶
48 主要作用于消化系统的药物 L-谷氨酰胺呱仑酸钠颗粒 颗粒剂 0.67g*15包 盒
49 主要作用于消化系统的药物 甘草酸二铵肠溶胶囊 肠溶胶囊剂 50mg*24粒 盒
50 主要作用于消化系统的药物 丁二磺酸腺苷蛋氨酸 肠溶片 0.5g*10片 盒
51 主要作用于消化系统的药物 促肝细胞生长素 冻干粉针 20mg 支
52 主要作用于消化系统的药物 地奥司明片 普通片剂 0.5g*20片 盒
53 主要作用于消化系统的药物 异甘草酸镁注射液 注射液 10ml:50mg 支
54 主要作用于消化系统的药物 注射用生长抑素 冻干粉针 3000ug 支
55 主要作用于消化系统的药物 美沙拉嗪缓释颗粒剂 颗粒剂 500mg*10包 盒
56 主要作用于消化系统的药物 复方聚乙二醇电解质散 散剂 137.15g 袋
57 主要作用于消化系统的药物 磷酸钠盐口服溶液 口服溶液 45ml 瓶
58 主要作用于消化系统的药物 盐酸洛哌丁胺胶囊 胶囊剂 2mg*6粒 盒
59 主要作用于消化系统的药物 药用炭片 普通片剂 0.3g*100片 瓶
60 影响血液及造血系统的药物 重组人粒细胞刺激因子注射液 注射液 75ug 支
61 影响血液及造血系统的药物 注射用重组人凝血因子VIII 冻干粉针 250IU 瓶
62 影响血液及造血系统的药物 蛇毒血凝酶注射液 注射液 1ml:1单位 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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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 药学大类 通用名 剂型 规格 单位
63 影响血液及造血系统的药物 华法林钠片 薄膜衣片 1mg*150片 瓶
64 影响血液及造血系统的药物 华法林钠片 薄膜衣片 2.5mg*60片 瓶
65 影响血液及造血系统的药物 硫酸氢氯吡格雷片 薄膜衣片 25mg*20片 盒
66 影响血液及造血系统的药物 硫酸氢氯吡格雷片 普通片剂 75mg*7片 盒
67 影响血液及造血系统的药物 注射用纤溶酶 冻干粉针 100u 支
68 影响血液及造血系统的药物 依诺肝素钠注射液 注射液 0.4ml:4000AxaIU 支
69 影响血液及造血系统的药物 维生素B12片 普通片剂 25ug*100片 瓶
70 影响血液及造血系统的药物 贝前列素钠片 薄膜衣片 20ug*10片 盒
71 影响血液及造血系统的药物 抗凝血用橼酸钠溶液 大容量注射液 200ml:8g 袋
72 影响血液及造血系统的药物 注射用奥扎格雷钠 冻干粉针 40mg 支
73 影响血液及造血系统的药物 吸入用伊洛前列素溶液 吸入剂 2ml:20ug 支
74 影响血液及造血系统的药物 甲钴胺注射液 注射液 500ug 支
75 主要作用于泌尿系统的药物 左卡尼汀注射液 注射液 5ml:1g 支
76 主要作用于泌尿系统的药物 甘露醇注射液 大容量注射液 3000ml:150g 袋
77 主要作用于泌尿系统的药物 甘油果糖氯化钠注射液 注射液 250ml 袋
78 主要作用于泌尿系统的药物 血液滤过置换基础液 大容量注射液 4000ml 袋
79 主要作用于泌尿系统的药物 琥珀酸索利那新片 普通片剂 5mg*10 盒
80 主要作用于泌尿系统的药物 腹膜透析液(乳酸盐-G2.5%) 注射液 2000ml 袋

81
主要作用于生殖系统及泌乳功能
的药物

醋酸阿托西班注射液 注射液 0.9ml/6.75mg 支

82 激素及其有关药物 依托孕烯植入剂 植入剂 68mg 支
83 激素及其有关药物 甲泼尼龙片 普通片剂 4mg*24片 盒
84 激素及其有关药物 醋酸可的松片 普通片剂 25mg*100片 瓶

85 激素及其有关药物
雌二醇片/雌二醇地屈孕酮片
复合包装

普通片剂 2mg:10mg*28片 盒

86 激素及其有关药物 雌二醇屈螺酮片 薄膜衣片 1mg雌二醇/2mg屈螺酮*28片 盒
87 激素及其有关药物 注射用醋酸亮丙瑞林 注射剂(微球) 3.75mg 支
88 激素及其有关药物 注射用尿促卵泡素 冻干粉针 75IU 支
89 激素及其有关药物 注射用高纯度尿促性素 粉针剂 75IU FSH+75IU LH 瓶
90 激素及其有关药物 重组人绒促性素 注射液 250ug/0.5ml 支
91 激素及其有关药物 重组人促卵泡激素注射液 注射液 450IU 支
92 激素及其有关药物 重组促卵泡素β注射液 注射液 600IU/0.72ml 支
93 激素及其有关药物 醋酸加尼瑞克注射液 注射液 0.25mg:0.5ml 支
94 激素及其有关药物 黄体酮阴道缓释凝胶 凝胶剂 8%/90mg 支
95 激素及其有关药物 地特胰岛素注射液 注射液 300单位/3ml 支
96 激素及其有关药物 精蛋白生物合成人胰岛素注射 注射液 300IU/3ml 支

97 激素及其有关药物
精蛋白生物合成人胰岛素注射
液(预混30R)

注射液（笔
芯）

300IU/3ml 支

98 激素及其有关药物 门冬胰岛素注射液 注射液（笔 300IU/3ml 支
99 激素及其有关药物 门冬胰岛素注射液 注射液（特 300IU/3ml 支
100 激素及其有关药物 生物合成人胰岛素注射液 注射液（笔 300IU/3ml 支
101 激素及其有关药物 绒促性素 冻干粉针 5000IU 瓶

102 影响机体免疫功能的药物
注射用重组人II型肿瘤坏死因
子受体-抗体融合蛋白

冻干粉针 12.5mg 瓶

103 影响机体免疫功能的药物 青霉胺片 普通片剂 0.125g*100片 瓶
104 影响机体免疫功能的药物 注射用巴利昔单抗 冻干粉针 20mg 支
105 影响机体免疫功能的药物 托珠单抗注射液 注射液 80mg:4ml/支 支
106 影响机体免疫功能的药物 环孢素口服溶液 口服溶液 50ml:5g 瓶
107 影响机体免疫功能的药物 环孢素注射液 注射液 250mg/5ml 支
108 影响机体免疫功能的药物 来氟米特片 普通片剂 10mg*16片 盒
109 影响机体免疫功能的药物 吗替麦考酚酯分散片 分散片 250mg*40片 盒
110 影响机体免疫功能的药物 吗替麦考酚酯胶囊 胶囊剂 250mg*40粒 盒
111 影响机体免疫功能的药物 硫酸羟氯喹片 普通片剂 0.2g*10片 盒
112 影响机体免疫功能的药物 他克莫司胶囊 胶囊剂 0.5mg*50粒 盒
113 影响机体免疫功能的药物 他克莫司胶囊 胶囊剂 1mg*50粒 盒
114 影响机体免疫功能的药物 他克莫司注射液 注射液 1ml:5mg 支
115 影响机体免疫功能的药物 注射用重组人干扰素α1b 冻干粉针 10ug 支
116 影响机体免疫功能的药物 注射用重组人干扰素α1b 冻干粉针 20ug 支
117 影响机体免疫功能的药物 重组人干扰素a-2b注射液 注射液 500万u 支
118 影响机体免疫功能的药物 兔抗人胸腺细胞免疫球蛋白 溶媒粉针 25mg 支
119 影响机体免疫功能的药物 抗人T-淋巴细胞兔免疫球蛋白 注射液 5ml/100mg/支 支
120 影响机体免疫功能的药物 施保利通片 片剂 0.3g*20片 盒
121 影响机体免疫功能的药物 注射用英夫利西单抗 冻干粉针 100mg 支
122 影响机体免疫功能的药物 注射用重组人白介素-11 普通粉针 1.5mg 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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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 药学大类 通用名 剂型 规格 单位
123 影响机体免疫功能的药物 重组人白介素-2注射液 注射液 50万IU 瓶
124 影响机体免疫功能的药物 粉尘螨滴剂 滴剂 1000μg/ml 瓶
125 影响机体免疫功能的药物 粉尘螨滴剂 滴剂 333μg/ml 瓶
126 影响机体免疫功能的药物 粉尘螨滴剂 滴剂 100μg/ml 瓶
127 影响机体免疫功能的药物 粉尘螨滴剂 滴剂 10μg/ml 瓶
128 影响机体免疫功能的药物 粉尘螨滴剂 滴剂 1μg/ml 瓶
129 抗肿瘤药 卡莫司汀注射液 注射液 2ml:125mg 支
130 抗肿瘤药 硫鸟嘌呤 普通片剂 25mg*40片 盒
131 抗肿瘤药 注射用培美曲塞二钠 冻干粉针 0.2g 支
132 抗肿瘤药 巯嘌呤片 片剂 50mg*100片 瓶
133 抗肿瘤药 注射用盐酸托泊替康(拓扑替 冻干粉针 1mg 支
134 抗肿瘤药 注射用阿柔比星 溶媒粉针 20mg 支
135 抗肿瘤药 盐酸多柔比星脂质体注射液 注射液 20mg 支
136 抗肿瘤药 新福菌素注射液 注射液 5ml:0.1mg 支
137 抗肿瘤药 注射用盐酸伊达比星 冻干粉针 10mg 支
138 抗肿瘤药 注射用盐酸伊达比星 冻干粉针 5mg 支
139 抗肿瘤药 阿瑞匹坦胶囊 胶囊 1粒125mg和2粒80mg 盒
140 抗肿瘤药 白消安注射液 注射液 10ml 支
141 抗肿瘤药 贝伐珠单抗注射液 注射液 100mg/4ml 支
142 抗肿瘤药 利妥昔单抗注射液 注射液 0.1g/支 支
143 抗肿瘤药 注射用盐酸米托蒽醌 冻干粉针 5mg 支
144 抗肿瘤药 注射用奈达铂 冻干粉针 10mg 支
145 抗肿瘤药 注射用奈达铂 冻干粉针 50mg 支
146 抗肿瘤药 培门冬酶注射液 注射液 5ml/3750LU 支
147 抗肿瘤药 维A酸片 普通片剂 10mg*20片 盒
148 抗肿瘤药 亚砷酸氯化钠注射液 注射液 10mg 支
149 抗肿瘤药 亚叶酸钙 注射液 100mg 支
150 抗肿瘤药 甲磺酸伊马替尼 普通片剂 0.1g*60片 盒
151 抗肿瘤药 达沙替尼片 普通片剂 20mg*7片 盒
152 抗肿瘤药 注射用右丙亚胺 冻干粉针 250mg 支
153 抗肿瘤药 重组人P53腺病毒注射液 注射液 2ml/1.0*1012VP 支
154 抗肿瘤药 司莫司汀胶囊 胶囊剂 50mg*5粒 盒
155 抗肿瘤药 依托泊苷胶囊 胶囊剂 25mg*40粒 盒
156 抗肿瘤药 百令胶囊 硬胶囊 0.5g*42粒 盒
157 维生素类及矿物质类药物 多种微量元素注射液(I) 注射液 10ml 支
158 维生素类及矿物质类药物 复合维生素片 普通片剂 1T*30片 盒
159 维生素类及矿物质类药物 复方多维元素片(23) 片剂 1T*30片 瓶
160 维生素类及矿物质类药物 维生素D滴剂 胶囊剂 400U*30粒 盒
161 维生素类及矿物质类药物 维生素E软胶囊 软胶囊 100mg*60粒 盒
162 维生素类及矿物质类药物 注射用帕米膦酸二钠 冻干粉针 15mg 支
163 维生素类及矿物质类药物 硫酸锌片 普通片剂 0.1g*60片 瓶
164 维生素类及矿物质类药物 葡萄糖酸锌片 普通片剂 70mg*36片 盒
165 营养药 复方α-酮酸片 普通片剂 复方*100片 盒
166 营养药 复方氨基酸胶囊 胶囊剂 复方 盒
167 营养药 口服水解蛋白 散剂 5g*3包 盒

168 营养药 注射用脂溶性维生素(Ⅰ) 冻干粉针

每瓶:维生素A 310～415.0μg
与维生素D2 4.50～6.00μg与
维生素E 2.90～3.50mg与维生
素K1 90.0～120.0μg

瓶

169 调节水,电解质及酸碱平衡用药 口服补液盐Ⅲ 散剂 5.125g*6袋 盒
170 调节水,电解质及酸碱平衡用药 葡萄糖电解质泡腾片 泡腾片 复方*8粒 盒
171 调节水,电解质及酸碱平衡用药 甘油磷酸钠注射液 注射液 10ml:2.16g 支
172 调节水,电解质及酸碱平衡用药 氯化钾注射液 注射液 10%/10ml 支
173 调节水,电解质及酸碱平衡用药 钠钾镁钙葡萄糖注射液 注射液 500ml 袋
174 调节水,电解质及酸碱平衡用药 果糖注射液 大容量注射液 250ml:25g 瓶
175 调节水,电解质及酸碱平衡用药 葡萄糖注射液(5%) 大容量注射液 3000ml:150g 袋

176 临床各科用药 复方托吡卡胺滴眼液 滴眼剂
5ml:托吡卡胺25mg,盐酸去氧肾
上腺素25mg

支

177 临床各科用药
外用重组人碱性成纤维细胞生
长因子

冻干制剂 35000IU 支

178 临床各科用药 小牛血去蛋白提取物眼用凝胶 凝胶剂 5g/20% 支
179 妇产科用药 葆宫止血颗粒 颗粒剂 15g*6包 盒
180 妇产科用药 妇科千金胶囊 胶囊剂 0.4g*36粒 盒
181 妇产科用药 乌鸡增乳胶囊 硬胶囊 0.55g*15粒 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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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 药学大类 通用名 剂型 规格 单位
182 妇产科用药 香芍颗粒 颗粒剂 4g*3包 盒
183 解毒药 盐酸纳美芬注射液 注射液 1ml:0.1mg 支
184 解毒药 抗蝮蛇毒血清 注射液 6000u/支 支
185 诊断用药 碘克沙醇注射液 大容量注射液 100ml/32gI 瓶
186 诊断用药 钆贝葡胺注射液 注射液 15ml:7.935g 瓶
187 诊断用药 钆喷酸葡胺注射液 注射液 15ml:7.04g 支
188 诊断用药 钆喷酸葡胺注射液 注射液 10ml:4.69g 支
189 诊断用药 钆双铵注射液 注射液 15ml:4.305g 瓶
190 诊断用药 注射用六氟化硫微泡 冻干粉针 59mg 支

191 诊断用药 螨变应原皮肤点刺试剂盒 原辅材料

屋尘螨变应原点刺液2ml/瓶，
粉尘螨变应原点刺液2ml/瓶，
阳性对照点刺液2ml/瓶，阴性
对照点刺液2ml/瓶

盒

192 诊断用药 纳米炭混悬注射液 混悬注射液 1ml:50mg 支
193 诊断用药 尿素[13C]散剂呼气试验药盒 口服散剂 75mg 盒
194 其它药物 血液保存液I 注射液 500ml 袋
195 其它中成药 龙鹿胶囊 硬胶囊 0.2g*30粒 盒
196 其它中成药 铁笛片 素片 1g*36片 盒
197 其它中成药 芪胶升白胶囊 硬胶囊 0.5g*36粒 盒
198 其它中成药 麒麟丸 丸剂 60g 瓶
199 消毒剂 葡萄糖酸氯己定皮肤消毒液 消毒品 70ml 瓶
200 原辅料 无水乙醇(AR) 消毒品 500ml 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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