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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乙类 7 氟氯西林 注射剂

2 乙类 ★（8） 阿莫西林 注射剂

3 乙类 22 阿莫西林氟氯西林 注射剂

4 乙类 28 五水头孢唑林 注射剂

5 乙类 35 头孢甲肟 注射剂

6 乙类 36 头孢孟多酯 注射剂

7 乙类 46 头孢地嗪 注射剂

8 乙类 47 头孢哌酮他唑巴坦 注射剂

9 乙类 ★（57） 庆大霉素 口服液体剂

10 乙类 64 甲砜霉素甘氨酸酯 注射剂

11 乙类 73 克拉霉素 缓释控释剂型

12 乙类 74 罗红霉素 缓释控释剂型

13 乙类 76 螺旋霉素 口服常释剂型

14 乙类 ★（96） 氟罗沙星 口服常释剂型

15 乙类 100 培氟沙星 注射剂

16 乙类 101 依诺沙星 注射剂

17 乙类 ★（103） 奥硝唑 口服常释剂型

18 乙类 ★（140） 利巴韦林 口服液体剂

19 乙类 151 阿糖腺苷 注射剂

20 乙类 ★（187） 双氯芬酸 栓剂

21 乙类 ★（188） 吲哚美辛 巴布膏剂 △

22 乙类 ★（189） 安乃近 注射剂

23 乙类 ★（190） 吡罗昔康 贴剂

24 乙类 204 复方氨基比林 注射剂

25 乙类 205 芬布芬 口服常释剂型

26 乙类 218 美愈伪麻 颗粒剂

27 乙类 219 氨酚曲麻 口服常释剂型

28 乙类 220 愈酚伪麻待因 口服液体剂

29 乙类 221 复方骨肽 注射剂
限重度骨质疏松患者确诊为骨折延迟愈
合后3个月内使用和工伤保险

30 乙类 222 七叶皂苷钠 外用液体剂

31 乙类 227 复方别嘌醇 口服常释剂型

32 乙类 238 地佐辛 注射剂

33 乙类 249 高乌甲素 注射剂

34 乙类 270 复方利多卡因 软膏剂

35 乙类 ★（295） 葡萄糖酸钙 口服液体剂

36 乙类 299 四维葡钙 颗粒剂 限儿童

37 乙类 342 氢化泼尼松 注射剂

38 乙类 ★（402） 骨化三醇 软膏剂 限工伤保险

39 乙类 ★（413） 他克莫司 注射剂 限器官移植

40 乙类 425 胸腺肽 注射剂

41 乙类 ★（425） 胸腺肽 口服常释剂型

42 乙类 426 薄芝糖肽 注射剂 限恶性肿瘤治疗

43 乙类 427 脾多肽 注射剂 限恶性肿瘤治疗

44 乙类 428 胎盘多肽 注射剂 限恶性肿瘤治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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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 乙类 429 甘露聚糖肽 注射剂 限恶性肿瘤治疗

46 乙类 ★（429） 甘露聚糖肽 口服常释剂型

47 乙类 430 核糖核酸Ⅱ 注射剂 限恶性肿瘤治疗

48 乙类 431 小牛脾提取物 注射剂

49 乙类 432 卡介菌多糖核酸 注射剂

50 乙类 433 胸腺五肽 注射剂 限工伤保险

51 乙类 465 奥沙利铂甘露醇 注射剂

52 乙类 ★（467） 氟尿嘧啶 植入剂

53 乙类 485 斑蝥酸钠 注射剂

54 乙类 506 左旋门冬酰胺酶 注射剂

55 乙类 522 左亚叶酸钙 注射剂

56 乙类 523 尿多酸肽 注射剂 限乳腺癌、非小细胞肺癌化疗辅助治疗

57 乙类 528 重组改构人肿瘤坏死因子 注射剂
限非小细胞肺癌、非霍奇金氏淋巴瘤患
者化疗辅助治疗

58 乙类 553 α-二氢麦角隐亭 口服常释剂型

59 乙类 593 脑苷肌肽 注射剂 限脑缺血性疾病急性期

60 乙类 594 肌氨肽苷 注射剂 限脑缺血性疾病急性期

61 乙类 595 曲克芦丁脑蛋白水解物 注射剂 限重度颅脑损伤及脑血管病急性期

62 乙类 596 二维三七桂利嗪 口服常释剂型

63 乙类 597 小牛血清去蛋白 注射剂 限重度颅脑损伤及脑血管病急性期

64 乙类 612 奥拉西坦 注射剂

65 乙类 ★（612） 奥拉西坦 口服常释剂型

66 乙类 613 细胞色素C 注射剂

67 乙类 614 氨酪酸 口服常释剂型

68 乙类 615 乙酰谷酰胺 注射剂

69 乙类 634 单唾液酸四己糖神经节苷脂 注射剂 限重症脑血管病、颅脑损伤

70 乙类 635 天麻蜜环菌 口服常释剂型

71 乙类 ★（665） 地西泮 贴剂

72 乙类 ★（694） 氨溴索 缓释控释剂型

73 乙类 ★（717） 福莫特罗 口服常释剂型

74 乙类 733 核酪 注射剂

75 乙类 745 果胶铋 口服液体剂

76 乙类 745 果胶铋 颗粒剂

77 乙类 746 磷酸铝 凝胶剂

78 乙类 747 依卡倍特 颗粒剂

79 乙类 751 复方雷尼替丁 口服常释剂型

80 乙类 761 多酶 口服常释剂型

81 乙类 771 莫沙必利 口服液体剂

82 乙类 779 阿扎司琼 注射剂 限二线用药

83 乙类 800 乳酸菌素 口服常释剂型 △；限菌群失调

84 乙类 801 双歧杆菌四联活菌制剂 口服常释剂型 △；限菌群失调

85 乙类 802 蜡样芽孢杆菌活菌制剂 口服常释剂型 △；限菌群失调

86 乙类 820 水飞蓟素 口服常释剂型

87 乙类 821 复方二氯醋酸二异丙胺 注射剂

88 乙类 ★（821） 复方二氯醋酸二异丙胺 口服常释剂型

89 乙类 822 复方甘草酸单铵 注射剂

90 乙类 823 复方牛胎肝提取物 口服常释剂型

91 乙类 824 肝水解肽 注射剂 限重症肝炎

92 乙类 825 脱氧核苷酸钠 注射剂 限肿瘤放、化疗，急慢性肝炎白细胞减少

93 乙类 826 苦参碱 注射剂

94 乙类 827 复合辅酶 注射剂

95 乙类 834 牛磺熊去氧胆酸 口服常释剂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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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6 乙类 835 亮菌 口服液体剂

97 乙类 848 复方谷氨酰胺 口服常释剂型

98 乙类 ★（906） 依那普利氢氯噻嗪 咀嚼片

99 乙类 923 阿利吉仑 口服常释剂型

100 乙类 940 非诺贝特 缓释控释剂型

101 乙类 944 弹性酶 口服常释剂型

102 乙类 ★（948） 辅酶Q10 口服常释剂型

103 乙类 955 二丁酰环磷腺苷 注射剂

104 乙类 956 辅酶Ⅰ 注射剂

105 乙类 957 磷酸肌酸钠 注射剂

106 乙类 958 杏芎氯化钠 注射剂 限缺血性心脑血管疾病

107 乙类 959 铝镁匹林 口服常释剂型

108 乙类 960 铝镁匹林(Ⅱ) 口服常释剂型

109 乙类 961 丹参川芎嗪 注射剂 限缺血性心脑血管疾病

110 乙类 962 参芎葡萄糖 注射剂 限缺血性心脑血管疾病

111 乙类 963 三磷酸腺苷辅酶胰岛素 注射剂 限缺血性心脑血管疾病

112 乙类 1004 二乙酰氨乙酸乙二胺 注射剂

113 乙类 1006 可溶性止血纱布 贴剂

114 乙类 1025 复方硫酸亚铁 颗粒剂

115 乙类 ★（1048） 果糖二磷酸钠 口服液体剂

116 乙类 1050 转化糖电解质 注射剂
限因胰岛素抵抗无法使用葡萄糖、电解
质失衡的抢救患者

117 乙类 1051 1,6-二磷酸果糖 注射剂 限心肌炎、心律失常

118 乙类 1058 门冬氨酸钾 注射剂 限低钾血症

119 乙类 1063 钠钾镁钙葡萄糖 注射剂 限手术期电解质失衡

120 乙类 1068 聚明胶肽 注射剂

121 乙类 1081 克林霉素甲硝唑 外用液体剂

122 乙类 ★（1091） 酮康唑 口服常释剂型

123 乙类 1114 复方氟米松 软膏剂

124 乙类 1130 他扎罗汀 软膏剂

125 乙类 1131 重组人干扰素α2a 凝胶剂

126 乙类 1138 复方妥布霉素 滴眼剂

127 乙类 1172 卵磷脂络合碘 口服常释剂型

128 乙类 1173 萘敏维 滴眼剂

129 乙类 1174 羟丙甲纤维素 滴眼剂

130 乙类 1175 吡嘧司特钾 滴眼剂

131 乙类 1191 硼酸冰片 滴耳剂

132 乙类 1194 复方氯己定 外用液体剂 限工伤保险

133 乙类 1287 铜绿假单胞菌 注射剂 限恶性肿瘤辅助治疗

134 乙类 1288
牛痘疫苗接种家兔炎症皮肤提取
物（牛痘疫苗致炎兔皮提取物）

注射剂

135 乙类 ★（1288）
牛痘疫苗接种家兔炎症皮肤提取
物

口服常释剂型

136 乙类 1297 罗红霉素氨溴索 口服常释剂型

137 乙类 1299 耐多药肺结核用药

◇，按规定列入《耐多药肺结核防治管
理工作方案》的耐多药结核治疗药品中
未在现行药品目录的药品。限耐多药肺
结核治疗。

138 乙类 1300 扎那米韦 吸入剂

139 乙类 1302 炎琥宁 注射剂

140 乙类 1303 穿琥宁 注射剂

141 乙类 1304 左旋咪唑 口服常释剂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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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2 乙类 1305 复方氨酚愈敏 口服液体剂

143 乙类 1306 丙帕他莫 注射剂

144 乙类 1307 双醋瑞因 口服常释剂型

145 乙类 1309 氨丁三醇 注射剂

146 乙类 1311 甲氧明 注射剂

147 乙类 1313 赖氨肌醇维B12口服液 口服液体剂

148 乙类 1314 核黄素磷酸钠 注射剂

149 乙类 1315 维生素AD 口服常释剂型

150 乙类 1315 维生素AD 口服液体剂

151 乙类 1316 多维生素 口服常释剂型

152 乙类 1316 多维生素 口服液体剂

153 乙类 1317 维生素E 口服常释剂型

154 乙类 1318 复方碳酸钙 颗粒剂

155 乙类 1318 复方碳酸钙 泡腾片

156 乙类 1319 赖氨酸磷酸氢钙 颗粒剂

157 乙类 1320 甘草锌 颗粒剂

158 乙类 1321 复方锌铁钙 口服液体剂

159 乙类 1322 葡萄糖酸锌 口服液体剂

160 乙类 1323 水解蛋白 注射剂

161 乙类 1324 雌三醇 软膏剂

162 乙类 1326 枸地氯雷他定 口服常释剂型

163 乙类 1327 三磷酸胞苷二钠 注射剂

164 乙类 1328 哌罗匹隆 口服常释剂型

165 乙类 1328 哌罗匹隆 缓释剂

166 乙类 1329 圣·约翰草提取物 口服常释剂型

167 乙类 1330 安非他酮 口服常释剂型

168 乙类 1331 氨溴特罗 口服液体剂

169 乙类 1332 复方次硝酸铋 口服常释剂型

170 乙类 1333 胃蛋白酶 口服常释剂型

171 乙类 1334 屈他维林 口服常释剂型

172 乙类 ★（1334） 屈他维林 注射剂

173 乙类 1336 磷酸钠盐 口服液体剂

174 乙类 1337 酪酸梭菌活菌 口服常释剂型 限菌群失调

175 乙类 1337 酪酸梭菌活菌 口服散剂 限菌群失调

176 乙类 1338 心肌肽 注射剂

177 乙类 1339 马尼地平 口服常释剂型

178 乙类 1340 复方四嗪利血平 口服常释剂型

179 乙类 1341 藻酸双酯钠 口服常释剂型

180 乙类 1342 瑞替普酶 注射剂

181 乙类 1343 复方电解质 注射剂

182 乙类 1344 醋酸钠林格 注射剂

183 乙类 1345 复方右旋糖酐40 注射剂

184 乙类 1346 加替沙星 眼用凝胶

185 乙类 1347 复方樟柳碱 注射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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