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皖医保秘〔2022〕58 号

安徽省医疗保障局 安徽省人力资源和
社会保障厅 安徽省药品监督管理局关于

将部分中药配方颗粒纳入我省基本医疗保险、
工伤保险和生育保险基金支付范围的通知

各市医疗保障局、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市场监督管理局：

根据《安徽省医疗保障局安徽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安徽

省药品监督管理局关于做好中药配方颗粒基本医疗保险、工伤保

险和生育保险基金支付工作的通知》（皖医保秘〔2022〕15 号）

文件精神，经专家评审、公示等程序，现将巴戟天等 343 个中药

配方颗粒（其中符合国标 196 个，省标 147 个）纳入我省基本医

安徽省医疗保障局
安徽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
安徽省药品监督管理局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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疗保险、工伤保险和生育保险基金支付范围（见附件），并就有

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纳入基金支付范围的中药配方颗粒，要符合国家药监局

或安徽省药监局制定的生产标准，并实行通用名管理，不再区分

生产企业。

二、基本医保和生育保险基金支付时，全省统一执行 30%的

个人先行自付比例，各统筹地区不得自行调整；工伤保险基金支

付时，不设个人先行自付比例。标注“□”的中药配方颗粒指单

独使用时基金不予支付，且全部由这些中药配方颗粒组成的处方

基金也不予支付。

三、附件中中药配方颗粒按照国家医保药品编码规则纳入全

省医保、工伤药品数据库统一管理，由省医疗保障基金管理中心

会同省异地就医管理中心（信息中心）、省社会保险局工伤保险

中心会同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信息中心及时做好更新维护工

作。

四、省医保局会同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省药监局根据中

药配方颗粒国家标准以及安徽省标准发布情况，结合临床实际使

用等因素，对纳入基金支付范围的中药配方颗粒实行动态调整。

五、符合国标并已取得国家医保代码的 196 个中药配方颗粒

基金支付政策，2022 年 8 月 1 日起执行；符合省标并暂未取得代

码的 147 个中药配方颗粒，待国家赋码后发文执行。原中药配方

颗粒医保支付政策延长至 2022 年 7 月 3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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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地在执行过程中，如遇重大问题及时向省医保局、省人力

资源社会保障厅、省药监局报告。国家政策发生调整的，按国家

规定执行。

附件：安徽省基本医疗保险、工伤保险和生育保险中药配方

颗粒目录

安徽省医疗保障局 安徽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

安徽省药品监督管理局

2022 年 6 月 2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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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安徽省基本医疗保险、工伤保险和生育保险

中药配方颗粒目录

序号 中药配方颗粒名称 医保药品代码 限定支付条件 备注

1 巴戟天 T001703943 国标

2 制巴戟天 T001705541 国标

3 白芍 T001703944 国标

4 炒白芍 T001703958 国标

5 白术 T001704515 国标

6 麸炒白术 T001704371 国标

7 白鲜皮 T000203945 国标

8 板蓝根 T000203950 国标

9 半枝莲 T000203951 国标

10 薄荷 T000103952 □ 国标

11 补骨脂 T001703954 国标

12 盐补骨脂 T001704076 国标

13 北柴胡 T000103953 国标

14 醋北柴胡 T000103972 国标

15 侧柏叶 T001103955 国标

16 炒苍耳子 T000104407 国标

17 陈皮 T000803967 □ 国标

18 川芎 T001203971 国标

19 大青叶 T000203975 国标

20 大枣 T001703976 □ 国标

21 丹参 T001203977 国标

22 酒丹参 T001204018 国标

23 淡竹叶 T000203978 国标

24 当归 T001703979 □ 国标

25 酒当归 T001704019 □ 国标



正— 5 —正

序号 中药配方颗粒名称 医保药品代码 限定支付条件 备注

26 地肤子 T000603980 国标

27 熟地黄 T001704060 国标

28 独活 T000403981 国标

29 杜仲 T001703982 国标

30 盐杜仲 T001704078 国标

31 防风 T000103983 国标

32 防己 T000403984 国标

33 佛手 T000803986 □ 国标

34 葛根 T000103993 国标

35 粉葛 T000103985 □ 国标

36 骨碎补 T001203995 国标

37 烫骨碎补 T001204061 国标

38 合欢皮 T001403998 国标

39 何首乌 T000303999 国标

40 制何首乌 T000304095 国标

41 荷叶 T000204000 □ 国标

42 虎杖 T000604002 国标

43 槐角 T001104004 国标

44 蜜槐角 T001104032 国标

45 黄柏 T000204005 国标

46 盐黄柏 T000204079 国标

47 酒黄芩 T000204020 国标

48 火麻仁 T000304009 国标

49 炒火麻仁 T000304507 国标

50 鸡血藤 T001204010 国标

51 蒺藜 T001504355 国标

52 炒蒺藜 T001504490 国标

53 金钱草 T000604014 国标

54 广金钱草 T000603996 国标

55 金银花 T000204015 □ 国标

56 荆芥 T000104016 国标

57 桔梗 T001304379 国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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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中药配方颗粒名称 医保药品代码 限定支付条件 备注

58 菊花 T000104023 □ 国标

59 野菊花 T000204083 国标

60 苦参 T000204024 国标

61 款冬花 T001304026 国标

62 蜜款冬花 T001304033 国标

63 莱菔子 T000904027 □ 国标

64 炒莱菔子 T000903960 国标

65 罗布麻叶 T001504687 国标

66 墨旱莲 T001104038 国标

67 木蝴蝶 T000204302 国标

68 木香 T000804300 国标

69 牛蒡子 T000104039 国标

70 炒牛蒡子 T000103961 国标

71 牛膝 T001204040 国标

72 川牛膝 T001203969 国标

73 女贞子 T001704041 国标

74 酒女贞子 T001704021 国标

75 枇杷叶 T001304042 国标

76 蜜枇杷叶 T001304034 国标

77 前胡 T000104044 国标

78 肉桂 T001704047 □ 国标

79 桑白皮 T000604048 国标

80 蜜桑白皮 T000604035 国标

81 桑寄生 T000404049 国标

82 桑椹 T001704283 □ 国标

83 桑叶 T000104050 国标

84 桑枝 T000804051 国标

85 山萸肉 T001804052 国标

86 酒萸肉 T001804022 国标

87 蛇床子 T002004219 国标

88 射干 T000204054 国标

89 川射干 T000203970 国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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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中药配方颗粒名称 医保药品代码 限定支付条件 备注

90 生姜 T000104057 □ 国标

91 干姜 T000703992 □ 国标

92 炮姜 T001104326 国标

93 首乌藤 T001404058 国标

94 苏木 T001204267 国标

95 酸枣仁 T001404303 国标

96 炒酸枣仁 T001404525 国标

97 天麻 T001504064 □ 国标

98 土茯苓 T000204065 国标

99 王不留行 T001204067 国标

100 炒王不留行 T001203963 国标

101 乌梅 T001804068 □ 国标

102 乌药 T000804069 国标

103 夏枯草 T000204070 国标

104 香附 T000804241 国标

105 醋香附 T000804440 国标

106 盐续断 T001704081 国标

107 玄参 T000204073 国标

108 延胡索 T001204075 国标

109 醋延胡索 T001203973 国标

110 麸炒薏苡仁 T000603988 国标

111 泽兰 T001204089 国标

112 知母 T000204091 国标

113 盐知母 T000204082 国标

114 子 T000204092 □ 国标

115 炒 子 T000203964 国标

116 焦 子 T000204013 国标

117 枳壳 T000804093 国标

118 麸炒枳壳 T000803989 国标

119 肿节风 T000204099 国标

120 紫花地丁 T000204100 国标

121 紫苏子 T000304101 国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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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中药配方颗粒名称 医保药品代码 限定支付条件 备注

122 炒紫苏子 T000304487 国标

123 紫菀 T001304102 国标

124 蜜紫菀 T001304037 国标

125 白芷(白芷) T000103946 国标

126 百部（对叶百部） T001303948 国标

127 蜜百部（对叶百部） T001304030 国标

128 百合（卷丹） T001703949 □ 国标

129 蜜百合（卷丹） T001704031 □ 国标

130 苍术（北苍术） T000504521 国标

131 麸炒苍术（北苍术） T000503987 国标

132 车前草（车前） T000603965 国标

133 车前子（车前） T000603966 国标

134 盐车前子（车前） T000604077 国标

135 赤芍（芍药） T000203968 国标

136 大黄（药用大黄） T000303974 国标

137 酒大黄（药用大黄） T000204017 国标

138 熟大黄（药用大黄） T000304059 国标

139 党参（党参） T001704433 国标

140 生地黄 T000204056 国标

141 甘草（甘草） T001703991 国标

142 炙甘草（甘草） T001704096 国标

143 钩藤（钩藤） T001503994 国标

144 瓜蒌（栝楼） T001304398 国标

145 合欢花（合欢花） T001403997 国标

146 厚朴（厚朴） T000504001 国标

147 姜厚朴（厚朴） T000504011 国标

148 槐花（槐花） T001104003 国标

149 黄连（黄连） T000204006 国标

150 黄芪（蒙古黄芪） T001704007 □ 国标

151 黄芩 T000204008 国标

152 苦杏仁（西伯利亚杏） T001304025 国标

153 燀苦杏仁（西伯利亚杏） T001303956 国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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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中药配方颗粒名称 医保药品代码 限定支付条件 备注

154 炒苦杏仁（西伯利亚杏） T001303959 国标

155 连翘（青翘） T000206182 国标

156 灵芝（赤芝） T001404028 □ 国标

157 龙胆（龙胆） T000204029 国标

158 蒲公英（碱地蒲公英） T000204043 国标

159 秦艽（粗茎秦艽） T000404045 国标

160 秦皮（尖叶白蜡树） T000204046 国标

161 青皮（个青皮） T000806183 国标

162 醋青皮（个青皮） T000806179 国标

163 瞿麦（石竹） T000604277 国标

164 人参 T001704162 □ 国标

165 肉苁蓉（管花肉苁蓉） T001704713 □ 国标

166 酒苁蓉（肉苁蓉） T001705299 □ 国标

167 山楂（山里红） T000904053 □ 国标

168 焦山楂（山里红） T000904012 国标

169 升麻（大三叶升麻） T000104055 国标

170 桃仁（桃） T001204062 国标

171 炒桃仁（桃） T001203962 国标

172 燀桃仁（桃） T001203957 国标

173 天花粉（栝楼） T001304063 国标

174 菟丝子（南方菟丝子） T001704066 国标

175 盐菟丝子（南方菟丝子） T001704080 国标

176 吴茱萸（吴茱萸） T000704254 国标

177 制吴茱萸（吴茱萸） T000704218 国标

178 香橼（香圆） T000804071 □ 国标

179 续断 T001704072 国标

180 旋覆花（旋覆花） T001304074 国标

181 蜜旋覆花（旋覆花） T001304036 国标

182 益母草 T001204084 国标

183 茵陈【滨蒿（绵茵陈）】 T000604085 国标

184 淫羊藿（淫羊藿） T001704086 □ 国标

185 炙淫羊藿（淫羊藿） T001704098 □ 国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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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中药配方颗粒名称 医保药品代码 限定支付条件 备注

186 鱼腥草 T000204087 国标

187 远志（远志） T001404088 国标

188 制远志（远志） T001406185 国标

189 泽泻（泽泻） T000604090 国标

190 枳实（酸橙） T000804094 国标

191 麸炒枳实（酸橙） T000803990 国标

192 白芷（杭白芷） T000103947 国标

193 炙甘草（胀果甘草） T001704097 国标

194 青皮（四花青皮） T000806184 国标

195 醋青皮（四花青皮） T000806180 国标

196 酒管花肉苁蓉 T001706181 □ 国标

197 艾叶 □ 省标

198 矮地茶 省标

199 菝葜 省标

200 荜茇 省标

201 白扁豆 省标

202 炒白扁豆 省标

203 酒白芍 省标

204 白头翁 省标

205 法半夏 省标

206 姜半夏 省标

207 清半夏 省标

208 半边莲 省标

209 萹蓄 省标

210 穿心莲 省标

211 草豆蔻 □ 省标

212 侧柏炭 省标

213 茺蔚子 省标

214 川楝子 省标

215 炒川楝子 省标

216 穿山龙 省标

217 刺五加 省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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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中药配方颗粒名称 医保药品代码 限定支付条件 备注

218 垂盆草 省标

219 椿皮 省标

220 大蓟 省标

221 大血藤 省标

222 地榆 省标

223 灯心草 省标

224 丁香 □ 省标

225 独一味 省标

226 鹅不食草 省标

227 浮萍 省标

228 覆盆子 省标

229 枸杞子 □ 省标

230 烫狗脊 省标

231 海金沙 省标

232 红参
□；限临床危重

患者抢救
省标

233 红花 省标

234 红景天 □ 省标

235 胡黄连 省标

236 鸡冠花 省标

237 积雪草 省标

238 金荞麦 省标

239 金樱子肉 省标

240 筋骨草 省标

241 锦灯笼 省标

242 荆芥穗 省标

243 橘核 省标

244 盐橘核 省标

245 橘红 □ 省标

246 降香 省标

247 姜黄 省标

248 荔枝核 省标

249 络石藤 省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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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中药配方颗粒名称 医保药品代码 限定支付条件 备注

250 漏芦 省标

251 莲子 □ 省标

252 路路通 省标

253 玫瑰花 □ 省标

254 密蒙花 省标

255 木瓜 省标

256 木贼 省标

257 酒牛膝 省标

258 酒川牛膝 省标

259 佩兰 省标

260 青果 □ 省标

261 西青果 省标

262 青蒿 省标

263 拳参 省标

264 茜草 省标

265 肉豆蔻 □ 省标

266 沙苑子 省标

267 盐沙苑子 省标

268 山药 □ 省标

269 麸炒山药 省标

270 柿蒂 省标

271 水红花子 省标

272 丝瓜络 省标

273 石榴皮 省标

274 太子参 省标

275 天葵子 省标

276 五倍子 省标

277 醋五味子 省标

278 仙茅 省标

279 仙鹤草 省标

280 小蓟 省标

281 小蓟炭 省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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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中药配方颗粒名称 医保药品代码 限定支付条件 备注

282 小茴香 □ 省标

283 酒续断 省标

284 益智仁 省标

285 盐益智仁 省标

286 银柴胡 省标

287 银杏叶 省标

288 月季花 □ 省标

289 皂角刺 省标

290 紫苏叶 省标

291 北豆根 省标

292 片姜黄 省标

293 白前（柳叶白前） 省标

294 赤小豆（赤小豆） □ 省标

295 重楼（云南重楼） 省标

296 地锦草（地锦） 省标

297 地龙（参环毛蚓） 省标

298 地榆炭（地榆） 省标

299 藁本（辽藁本） 省标

300 瓜蒌皮（栝楼） 省标

301 瓜蒌子（栝楼） 省标

302 炒瓜蒌子（栝楼） 省标

303 诃子（诃子） 省标

304 厚朴花（厚朴） 省标

305 化橘红（柚） 省标

306 酒黄连（黄连） 省标

307 炙黄芪（蒙古黄芪） □ 省标

308 决明子（钝叶决明） □ 省标

309 炒决明子（钝叶决明） □ 省标

310 麻黄根（草麻黄） 省标

311 牡丹皮（连丹皮） 省标

312 蔓荆子（单叶蔓荆） 省标

313 炒蔓荆子（单叶蔓荆） 省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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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中药配方颗粒名称 医保药品代码 限定支付条件 备注

314 蒲黄（水烛香蒲） 省标

315 羌活（羌活） 省标

316 青风藤（青藤） 省标

317 炒山楂（山里红） 省标

318 砂仁（阳春砂） □ 省标

319 娑罗子（天师栗） 省标

320 石韦（有柄石韦） 省标

321 葶苈子（播娘蒿） 省标

322 炒葶苈子（播娘蒿） 省标

323 威灵仙（东北铁线莲） 省标

324 小通草（中国旌节花） 省标

325 辛夷（望春花） 省标

326 郁金（广西莪术） 省标

327 盐泽泻（东方泽泻） 省标

328 竹茹（青秆竹） 省标

329 姜竹茹（青秆竹） 省标

330 赤芍（川赤芍） 省标

331 大黄（掌叶大黄） 省标

332 酒大黄（掌叶大黄） 省标

333 豨莶草（腺梗豨莶） 省标

334 地锦草（斑地锦） 省标

335 槐花（槐米） 省标

336 芥子（芥） 省标

337 炒芥子（芥） 省标

338 龙胆（坚龙胆） 省标

339 肉苁蓉（肉苁蓉） □ 省标

340 燀桃仁（山桃） 省标

341 桃仁（山桃） 省标

342 炒桃仁（山桃） 省标

343 茵陈【茵陈蒿（绵茵陈）】 省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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