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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院文章对近三年医用高值耗材使用数量、
金额、单价及其增长率进行调查，
发现临床高值

耗材使用量增幅大，进而分析了医用高值耗材对医疗费用产生的影响，提出政府物价部门定价要
科学，卫生行政部门准入要监管，
医院内部采购、
使用、
收费要规范，
以促进医用高值耗材的合理使
用，
控制医疗费用快速增长，
降低患者负担和医疗服务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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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用耗材渊以下简称耗材冤是实施医学诊疗手段
所必需的物质媒介之一 咱员暂遥 它是患者医疗费用的组

文章编号院 1671原0479渊20员3冤0缘原源猿缘原园园猿

材料咱猿暂遥 表 员 显示了 圆园员园耀圆园员圆 年某医院高值耗材的
使用情况遥 可见袁高值耗材使用数量尧金额和单价均逐

成部分渊依次为药品尧耗材尧治疗和检查费冤遥 耗材

年提高袁且使用量上升较快遥 其主要用于以下专科院骨

种类及使用的增加袁 是医疗费用增长的重要因素

科人工关节尧内固定钢板尧螺丝钉袁胸外科吻合器尧钉

之一 遥 本文主要通过分析一次性医用高值耗材渊以

仓袁普外科缝合器尧补片袁脑外科脑膜补片尧脑室腹腔分

下简称高值耗材冤对医疗费用产生的影响袁提出对其

流管袁心内科起博器袁介入科各种导管尧支架尧封堵器袁

采购尧使用尧收费管理的一些看法遥

消化科内窥镜逆行胰胆管造影术中取石网篮和球囊扩

咱圆暂

张导管袁肾内科血透用导管袁口腔科种植牙系统袁护理

一尧高值耗材使用情况分析

用植入式输液港等遥 该院近三年高值耗材费用占全部

高值耗材指种植尧埋藏尧固定于机体受损或病变
部位袁支持尧修复尧替代其功能的一类特殊医用消耗性

年份
圆园员园
圆园员员
圆园员圆

数量渊件冤
员 远圆愿
圆 园怨园
圆 愿圆远

耗材费用的比分别为 圆愿援苑豫尧猿怨援猿豫和 缘园援员豫袁故高值耗
材对医疗费用产生的影响越来越大遥

表 员 某医院高值耗材数量尧金额及单价情况表

增长率渊豫冤
圆源援愿
圆愿援源
猿缘援圆

金额渊元冤

苑 怨园员 员猿圆
员园 猿苑缘 苑苑园
员源 怨圆苑 苑源缘

增长率渊豫冤
圆远援苑
猿员援猿
源猿援怨

单价渊元冤
源 愿缘猿
源 怨远源
缘 圆愿圆

增长率渊豫冤
圆援员
圆援猿
远援源

二尧高值耗材对医疗费用产生的影响

费用的比例分别为 员缘援怨豫尧员怨援圆豫和 圆猿援缘豫袁表明其对

高值耗材费对医疗费用产生的影响主要体现在

患者承担不同自负比例的规定 咱源暂显示袁耗材单价越

患者负担加重和医院成本增加两方面遥 以下通过苏

高尧用量越大袁患者经济负担越重渊表 圆冤遥 以血管支架

州市医保耗材费用政策和江苏省耗材价格管理办
法袁分析高值耗材费用对患者和医院产生的影响遥
渊一冤对患者经济负担的影响
圆园员园耀圆园员圆 年袁某医院高值耗材占出院患者医疗

患者医疗总费用的影响在增加遥 苏州市医保不同耗材

为例袁如一次置入 圆 愿园园 元 辕 只或 猿 园园园 元 辕 只的支架袁
患者则自负 圆愿园 元或 怨园园 元袁仅 圆园园 元差价的支架患
者要多支付 远圆园 元遥 如一次置入 猿 个上述支架袁按第
猿 件自负的规定袁患者则自负 猿 猿远园 元或 源 愿园园 元袁可

收稿日期院圆园员猿原园苑原园怨
作者简介院程志辉渊员怨苑愿原 冤袁女袁江苏苏州人袁会计师袁研究方向为经济管理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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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多置入 员 个支架患者要多支付 员 源源园 元遥 所以袁患

生产销售商尧医保经办机构应持高度负责的态度袁严

一个心血管病患者被放了 苑 个支架袁血管成了野钢铁

耗材袁卫生尧药监尧海关尧价格部门要严把价格质量

者负担取决于耗材单价和使用度遥 叶健康报曳曾报道院

格国产高值耗材的成本核算袁合理定价遥对进口高值

长城冶 袁可想患者的负担何其之重遥

关袁遏制价格虚高袁从源头上杜绝野过度使用冶的利益

咱缘暂

驱动袁促进合理使用遥

表 圆 苏州市医保医用耗材不同自负比例情况表
患者自
负比例渊豫冤

耗材种类
低值耗材

圆园园耀猿 园园园 元国产或合资
圆园园耀猿 园园园 元进口
猿 园园园耀猿园 园园园 元
猿园 园园园 元以上
圆 个以上耗材

园园园
园员园
园猿园
园猿园
员园园
员园园

渊二冤完善制度袁加强监管

举例

以保护患者利益尧管好医保基金为目标遥卫生行

注射器尧吸氧管等
骨固定材料尧导管等
补片尧支架等
钢板螺丝钉尧吻合器等
起博器尧人工关节等
血管支架

渊二冤对医院运行成本的影响遥

政部门应及时完善临床使用指征和医生操作资质准
入制度遥 切实执行监管功能袁经常组织开展高值耗材
使用专项检查活动袁 及时发现和纠正不合理使用袁对
涉及耗材商业贿赂或医生野回扣冶等现象要严厉打击袁
防止医保基金这个野救命钱冶成为野冤枉钱冶遥
渊三冤调整高值耗材加成率
由于医疗机构补偿机制不合理袁 医院单靠补偿

江苏省特殊医用耗材价格管理办法规定

咱远暂

中袁

难求发展遥随着全民医保的实施袁因提供医保患者医

耗材分为三类院一类为常用消耗和消毒品袁这类物品

疗服务时高值耗材利润率与公立医院相同袁 民营医

不能向患者收费曰二类为普通耗材袁如一次性注射器尧

院同样运行困难遥为此袁价格和财政部门对高值耗材

吸痰管等袁医院加成率 缘豫曰三类为高值耗材袁即单价

加成率可考虑做出相应调整袁 补贴医院所付出的各

圆 园园园 元及以上袁单件耗材最多加价 员园园 元遥下面通过
某医院高值耗材成本及收益情况来看医院成本遥

表 猿 显示袁随着高值耗材应用的增加袁医院利润

反而下降遥 因为无论 圆 园园园 元 辕 件或 圆园 园园园 元 辕 件袁

项成本支出袁促进医院健康发展遥
渊四冤加强医院内部管理
员援 采购管理

要求耗材野三证冶齐全袁采购符合招投标程序遥高

医院都只能加价 员园园 元袁而为之付出的人力和资金

值耗材如吻合器尧支架等袁采取临床科室每月向医院

成本如贷款尧采购尧储存保管尧配送等不同袁单价越

采购中心提出采购计划袁 由医院医务科依据循证医

高袁医院运行成本越大遥此外袁作为医保定点单位袁由

学渊藻增蚤凿藻灶糟藻鄄遭葬泽藻凿皂藻凿蚤糟蚤灶藻袁耘月酝冤理论 咱怨暂进行专科应

于高值耗材费用的不断攀高袁造成医院超医保费用

用安全性技术评估和审核袁再由采购中心购置遥遇紧

指标而被扣款的风险大大提高遥 所以袁医院既面临

急情况袁使用科室提出临时采购申请袁采购中心报医

低利润又面临医保扣款的双重尴尬遥 以安装心脏起

务科及主管领导审核执行采购遥 改变过去仅是医疗

博器为例袁进口起博器进价 猿圆 远远缘 元 辕 只袁如一年安

设备科审批的程式管理模式遥

装 圆园 只袁医院获利仅 圆 园园园 元渊利润 园援猿豫冤袁但因医
保费用超指标袁增加了医院被扣款的风险遥

表 猿 某医院 圆园员园耀圆园员圆 年高值耗材成本及收益情况

年份
圆园员园
圆园员员
圆园员圆

耗材成本渊元冤
园苑 怨园员 员猿圆
员园 猿苑缘 苑苑园
员源 怨圆苑 苑源缘

耗材收入渊元冤
园愿 圆圆园 苑猿圆
员园 苑源猿 苑苑园
员缘 猿远圆 怨源缘

三尧思

耗材利润渊豫冤
源援园
猿援缘
圆援怨

考

高值耗材的变革开创了新的医疗模式袁实现了
介入尧微创等高精综合医疗技术的开展袁在给患者带
来福运的同时袁确实面临一些问题值得我们思考遥
渊一冤规范定价体系袁回归理性价格
国家六部委已联合发布高值耗材采购规范 咱苑暂袁

但老百姓仍然对高值耗材价格尤其对卫生材料的虚
高定价问题抱怨多多咱愿暂遥 政府价格部门对患者尧医院尧

圆援 使用管理

不排除有些医生为了自身利益袁 价格低的不用
偏选价格高的袁国产的不用偏选进口的袁中标的不用
偏选非中标的咱员园暂袁还有的医生放宽使用指征或超量使

用袁所以关键是规范医生行为遥医院对使用高值耗材的
患者袁应定期组织专家组检查病程记录和手术记录袁查
使用适应证袁查使用型号和数量是否符合疾病转归袁查
使用过程是否符合医政规范袁 查病历中是否粘贴条形
码袁保证可追溯性遥 通过使用管理袁有效保证使用程序
的合法性和安全性袁诊疗的规范性和合理性遥
猿援 收费管理

由于医院存在的收费管理不严及错收费尧 乱收
费尧多收费现象时有发生 咱员员暂袁医院应制定高值耗材收

费管理流程院高值耗材管理员根据发票名称尧规格尧
产地尧 计价单位袁 按加成比例规定确定医院收费单
价遥医保管理员与医保库高值耗材价格实行对照袁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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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临床耗材不同自负比例袁以便做好医患沟通袁知情
同意遥 紧急使用时袁实行野绿色收费通道冶后及时补
签知情同意书袁避免纠纷遥 医院要经常组织人员检
查治疗项目与高值耗材计费是否一致袁如收胆道支
架费是否操作了支架植入术袁查各科计费数量及库
存是否与仓库领出数一致等遥 高值耗材管理员保证
单价正确袁医保管理员保证自负比例正确袁临床保证
收费正确遥
由于耗材的监管 制度还不健全袁 使供给诱导
需求渊泽怎责责造蚤藻则 蚤灶凿怎糟藻凿 凿藻皂葬灶凿冤现象

咱员圆暂

突出遥 故国

内外有关野过度使用冶甚至野滥用冶高值耗材的报道
屡见不鲜遥 所以袁政府部门应高度关注和重视袁担
当起践行利益相关者理论的责任袁减轻患者负担袁
节约医保基金袁 维护医院利益袁 保障耗材有序生
产尧经营遥 作为医院袁更应加强内部管理袁使耗材真
正成为治病救人的媒介袁 而不能成为少数人 野创

咱圆暂

马

咱猿暂

张

利袁刘

窑源猿苑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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咱缘暂

七个支架怎一个过度医疗了得 咱晕暂援 健康报袁圆园员圆原园圆原
圆猿渊缘冤

咱远暂 江苏省特殊医用耗材价格管理办法渊试行冤咱杂暂援 圆园园缘

咱苑暂

公立医院须全部参加集中采购咱晕暂援 健康报袁圆园员猿原园员原

咱愿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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咱怨暂

员远渊员冤

对策咱允暂援 中华医院管理杂志袁圆园园缘袁圆员渊源冤院圆圆园原圆圆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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