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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西药和中成药

序号 适用病种 药品名称 序号 适用病种 药品名称

1 高血压 呋塞米 2 高血压 氢氯噻嗪

3 高血压 吲达帕胺 4 高血压 螺内酯

5 高血压 托拉塞米 6 高血压 氯噻酮

7 高血压 普萘洛尔 8 高血压 尼群洛尔

9 高血压 索他洛尔 10 高血压 美托洛尔

11 高血压 拉贝洛尔 12 高血压 比索洛尔

13 高血压 阿罗洛尔 14 高血压 阿替洛尔

15 高血压 依那普利 16 高血压 依那普利叶酸

17 高血压 依那普利氢氯噻嗪 18 高血压 咪达普利

19 高血压 贝那普利 20 高血压 贝那普利氢氯噻嗪

21 高血压 西拉普利 22 高血压 培哚普利

23 高血压 培哚普利吲达帕胺 24 高血压 雷米普利

25 高血压 赖诺普利 26 高血压 赖诺普利氢氯噻嗪

27 高血压 卡托普利 28 高血压 复方卡托普利

29 高血压 福辛普利 30 高血压 乌拉地尔

31 高血压 萘哌地尔 32 高血压 尼卡地平

33 高血压 尼莫地平 34 高血压 乐卡地平

35 高血压 拉西地平 36 高血压 贝尼地平

37 高血压 非洛地平 38 高血压 硝苯地平

39 高血压 尼群地平 40 高血压 西尼地平

41 高血压 氨氯地平 42 高血压 左旋氨氯地平

43 高血压 氨氯地平贝那普利 44 高血压 氨氯地平阿托伐他汀钙

45 高血压 缬沙坦 46 高血压 缬沙坦氢氯噻嗪

47 高血压 缬沙坦氨氯地平 48 高血压 替米沙坦

49 高血压 替米沙坦氢氯噻嗪 50 高血压 氯沙坦

51 高血压 氯沙坦氢氯噻嗪 52 高血压 坎地沙坦酯

53 高血压 厄贝沙坦 54 高血压 厄贝沙坦氢氯噻嗪

55 高血压 奥美沙坦酯 56 高血压 奥美沙坦酯氢氯噻嗪

57 高血压 阿利沙坦酯 58 高血压 硝普钠

59 高血压 地尔硫卓 60 高血压 维拉帕米

61 高血压 特拉唑嗪 62 高血压 布美他尼

63 高血压 可乐定 64 高血压 肼屈嗪

65 高血压 阿米洛利 66 高血压 卡维地洛

67 高血压 甲基多巴 68 高血压 多沙唑嗪

69 高血压 利血平 70 高血压 复方利血平

71 高血压 复方利血平氨苯蝶啶 72 高血压 地巴唑

73 高血压 阿司匹林 74 高血压 阿托伐他汀钙

75 高血压 瑞舒伐他汀钙 76 高血压 单硝酸异山梨酯

77 高血压 辛伐他汀 78 高血压 复方罗布麻颗粒

79 高血压 牛黄降压丸 80 高血压 珍菊降压片

81 高血压 清脑降压颗粒 82 高血压 丹参片

83 高血压 复方丹参滴丸 84 高血压 松龄血脉康胶囊

85 高血压 血塞通片 86 高血压 银杏叶片

87 高血压 银杏叶提取物片 88 糖尿病 二甲双胍

89 糖尿病 二甲双胍格列本脲 90 糖尿病 二甲双胍维格列汀

91 糖尿病 格列本脲 92 糖尿病 格列美脲

93 糖尿病 格列喹酮 94 糖尿病 格列齐特

95 糖尿病 格列吡嗪 96 糖尿病 吡格列酮



97 糖尿病 吡格列酮二甲双胍 98 糖尿病 罗格列酮

99 糖尿病 米格列醇 100 糖尿病 那格列奈

101 糖尿病 瑞格列奈 102 糖尿病 米格列奈钙

103 糖尿病 阿卡波糖 104 糖尿病 伏格列波糖

105 糖尿病 阿格列汀 106 糖尿病 利格列汀

107 糖尿病 利格列汀二甲双胍 108 糖尿病 西格列汀

109 糖尿病 西格列汀二甲双胍 110 糖尿病 沙格列汀

111 糖尿病 沙格列汀二甲双胍 112 糖尿病 维格列汀

113 糖尿病 依帕司他 114 糖尿病 利拉鲁肽

115 糖尿病 艾塞那肽 116 糖尿病 利司那肽

117 糖尿病 恩格列净 118 糖尿病 达格列净

119 糖尿病 卡格列净 120 糖尿病 胰岛素

121 糖尿病 重组人胰岛素 122 糖尿病 30/70混合重组人胰岛素

123 糖尿病 生物合成人胰岛素 124 糖尿病 赖脯胰岛素

125 糖尿病 重组赖脯胰岛素 126 糖尿病 谷赖胰岛素

127 糖尿病 门冬胰岛素 128 糖尿病 门冬胰岛素30

129 糖尿病 门冬胰岛素50 130 糖尿病 低精蛋白锌胰岛素

131 糖尿病 精蛋白锌胰岛素 132 糖尿病 精蛋白锌胰岛素（30R）

133 糖尿病 精蛋白锌重组人胰岛素 134 糖尿病 精蛋白锌重组人胰岛素(混合30R)

135 糖尿病 精蛋白锌重组人胰岛素混合 136 糖尿病 精蛋白锌重组赖脯胰岛素(混合25R)

137 糖尿病 精蛋白锌重组赖脯胰岛素(混合50R) 138 糖尿病 精蛋白生物合成人胰岛素

139 糖尿病 精蛋白生物合成人胰岛素(预混30R) 140 糖尿病 精蛋白重组人胰岛素

141 糖尿病 精蛋白重组人胰岛素(预混30/70) 142 糖尿病 精蛋白重组人胰岛素混合（30/70）

143 糖尿病 精蛋白重组人胰岛素混合（40/60） 144 糖尿病 精蛋白重组人胰岛素混合（50/50）

145 糖尿病 德谷胰岛素 146 糖尿病 地特胰岛素

147 糖尿病 甘精胰岛素 148 糖尿病 重组甘精胰岛素

149 糖尿病 渴络欣胶囊 150 糖尿病 玉泉丸

151 糖尿病 十味玉泉胶囊 152 糖尿病 降糖宁胶囊

153 糖尿病 生脉饮 154 糖尿病 消渴丸

155 糖尿病 消渴康颗粒 156 糖尿病 糖脉康胶囊

157 糖尿病 糖脉康颗粒 158 糖尿病 参芪降糖颗粒

159 糖尿病 金芪降糖颗粒 160 糖尿病 甲钴胺

161 糖尿病 维生素B1 162 糖尿病 维生素B6

163 糖尿病 芪丹通络颗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