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绵医保办〔2021〕61 号

绵阳市医疗保障局

关于启用医疗保障业务标准编码的通知

各县（市、区）医疗保障局，各园区劳动保障服务中心（人力资

源和社会保障局），市医保事务中心，各定点医药机构：

按照国家、省贯彻执行医疗保障业务标准化编码工作部署，

我局已在前期组织定点医药机构完成其内部信息系统贯彻执行

标准化编码工作，当前绵阳市医保信息系统已完成内部贯标工作

和贯标工作相关接口规范开发，经研究，决定使用国家标准化编

码办理医疗保障业务，现就启用医疗保障业务标准编码有关事项

通知如下：

绵阳市医疗保障局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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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及时完成贯标相关接口改造

各定点医药机构要根据《绵阳市基本医疗保险支付接口应用

编程规范 v4.4.1》（见附件）要求，联系内部信息系统（医院

his 系统、基卫平台、药店进销存系统、诊所管理系统等）维护

商于 8 月 20 日前完成接口改造，确保定点医药机构内部信息系

统同绵阳市医保信息系统有效对接。

二、稳步开展“双码”试运行

按照国家、省贯彻执行医疗保障业务标准编码有关要求，我

市定于 8 月 21 日开始启用标准编码，试运行期间，绵阳市医保

信息系统将同时支持医疗保障业务数据旧编码，并提供标准编码

上传功能，“双码”试运行期间，将实时校验定点医药机构交换

的各项业务标准编码数据，并反馈校验结果。

三、做好省一体化大数据平台上线准备

按照国家、省医保信息化平台建设统一安排部署，我市将于

9 月底前上线全省统一的医保一体化大数据平台，各定点医药机

构要按照《关于贯彻执行 15 项医疗保障业务信息标准编码的通

知》（绵医保办〔2021〕42 号）要求，实时做好各项业务标准

化编码赋码、维护工作；定点医疗机构还应于 9 月 15 日前改造

内部信息系统，按照《关于印发医疗保障基金结算清单填写规范

的通知》（医保办发〔2020〕20 号）要求，使用标准化的《医

疗保障基金结算清单》（见附件）。为我市顺利上线做好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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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落实责任，有序推进工作

贯标和上线全省统一的大数据平台是当前医疗保障工作的

首要任务，各级医保部门要高度重视该项工作，组建工作专班，

指导和督促辖区内定点医药机构按时完成贯标接口改造、贯彻执

行标准编码。定点医药机构内部信息系统贯标相关接口改造、系

统间调试由现有医保信息系统维护商（四川久远银海畅辉软件有

限公司）提供免费技术支持，各单位可自行联系。

技术支持联系电话：0816-6355068。

附件：1.绵阳市基本医疗保险支付接口应用编程规范v4.4.1

2.医疗保障基金结算清单填写规范（试行）

3.医疗保障基金结算清单

绵阳市医疗保障局

2021 年 8 月 4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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绵阳市医疗保障局办公室 2021 年 8 月 5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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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绵阳市基本医疗保险

支付接口应用编程规范
Version 4.4.1

2014年 07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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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变更说明

2016-06-21:增加 61y 四川省统一目录下载交易

2016-06-22:yh_interface_ini2初始化输出增加 ykb037，ykb037cn节点

2016-05-10
增加 85号交易（清算数据明细查询）

2016-03-22
门诊结算 11号交易取消 akb066_xz节点，增加 bkc142节点

门诊结算 11号交易中，费用明细节点 datasetyp，datasetzl增加 bkc045，bkc044，aka074_jl三个节点，用

于程序量化计算实际用量，为门诊特病提供审核依据

增加 13号，异地门诊结算单打印交易

2014-07-16 本版本按照四川省异地联网结算规范要求在原接口规范 1.2基础上进行修改而成，涉及到省异

地接口的交易列表为

交易编号 交易名称 变更类型 备注

03 身份识别 修改 异地只支持社会保障卡，读卡由前台

com 组件处理，读出的内容需要保存

到本地数据库，以备后续交易调用

11 门诊结算 修改

12 门诊结算退单 修改

21 入院办理 修改

22 入院信息修改 修改

23 入院办理退单 修改

24 住院明细写入 修改

24y 住院医嘱上传 新增

25y 住院医嘱作废 新增

25 住院明细退单 修改

26 出院预结算 修改

27 出院结算 修改

28 出院结算退单 修改

61 药品目录增量下载 修改

62 诊疗目录增量下载 修改

63 服务设施目录增量下载 修改

Ydzy14 病历上传 新增 生成的图片文件尽量控制在 100k以内

Ydzy16 病历作废 新增

Qyjs01 月结算数据查询 新增

Cx01 是否可回退查询 新增

Cx02 住院报销待遇审核情况查

询

新增

81 清算申请 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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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新增交易

2013-09-03

1.新增清算系列交易：清算申请 81 交易，清算单打印 82 交易，清算回退 83 交易，清算申请查询 84

2020-07-06

1.病案首页数据上传（basy01），病案首页数据删除（basy02），病案首页数据查询（basy03）。

§1.2. 修改交易

2013-09-03

1. 门诊结算 11 交易，交易输入 xml 增加节点

2. 出院结算 27 交易，交易输入 xml，交易输出 xml 增加节点

3. 73 交易返出 xml 的节点都去掉“prm_”，比如<prm_yka140></prm_yka140>修改为<yka140></yka140>

5、目录下载的 yab003 节点值修改为 10（原来为 20），否则获取中心目录会失败，相应的 xml 节点名称

也有调整。

6、目录下载交易 61、62、63，输出节点名称改变；

7、住院特殊病交易 65交易改为国际疾病标准编码下载（含门诊特殊病，单独编码）

2013-10-04
8、03 交易增加备案重症病节点输出 yka028 和 yka028_cn,同时 ykc039节点在升级后的区县失去作用，没

升级的区县暂时保留;

2015-06-26
1、参保病人备案的门诊慢性病、门诊重症、门诊特殊病、列表由 ka08节点中获取，参保人在进行慢性病

门诊用药治疗、门诊重症用药治疗时，使用本节点下的病种进行单选或多选；

2、新增 601、601、603交易

2016.-09-26
1、增加财务拨付打印(88号交易)
2、增加挂号和退挂号交易(89a,89b)

2016-11-04
1、增加 89c交易，查询挂号交易

2、67交易（对码上传）增加 ake004节点（产地）

3、68交易（查询对码）增加 ake044节点（产地）

2016-12-01
1、61号交易，62号交易输出增加 aka036限制使用范围

备注：只要弹出输密码的框都要加 sicard节点，1就代表社会保障，不加或 0代表非社会保障卡(磁卡、江

油 IC卡等)。1 就是取社会保障卡的密码，0就取的非社会保障卡(磁卡、江油 IC 卡等)的密码，这里请注

意下。

具体交易有门诊结算，门诊退费，入院办理，出院结算，出院结算撤销。

撤销交易代码不加也可以在接口返回的框来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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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01-09
1、03号交易增加 <sicard>2</sicard> 为读江油 IC卡

2017-04-11
1.增加 96号交易，用于跨省异地冲正业务

2017-06-27
1.增加 86号交易，用于扣款明细查询业务

2017-08-28
更改 600、601交易

增加 602医执人员执业信息上传 交易

2017-10-19
1.增加 600 601 602省码表

2017-10-25
1.增加入院交易 入院修改交易 ：

a.新增节点 bkc033，将所有入院次要诊断(包括 bkc021 节点和 bkc076 节点下的诊断)传入此多 row节点，

诊断数不限。

b.新增节点 ykf501，科室代码。前期未收集前统一传 0000，当科室代码收集后，需传入 600交易上传至省

平台的科室代码。

2.增加出院交易 出院和结算交易：

a.出院诊断，新增节点 bkc033，将所有出院次要诊断(包括 bkc028节点和 akc186节点下的诊断)传入此多

row节点，诊断数不限。

b.新增节点 ykf501，科室代码。前期未收集前统一传 0000，当科室代码收集后，需传入 600交易上传至省

平台的科室代码。

3.增加门诊结算 ：

a.门诊结算相关业务，新增节点 bkc033，将所有入院次要诊断（包括 bkc022节点和 akc176节点下的诊断）

传入此多 row节点，诊断数不限。akc193，bkc014，bkc117修正为非空。

b.以前传的科室编码 医生编码也是必传

4. 住院明细上传交易:
新增字段 ykf500科室代码。以前上传的开单医生编码 科室编码必传

开单医生编码需为医务人员信息上传至省平台交易上传的编码。

2017年 10月 31日 出院诊断问题做了和本地兼容

异地出院交易，异地出院结算交易，还是传<aka120>疾病编码 icd10</aka120> ，这里取前 3个诊断，3个
诊断之后请传到<bkc033>次要诊断，aka120和 bkc033不要重复传。

下次省版本 aka120只取第一个作为主要诊断，其他诊断请传至 bkc033，aka120和 bkc033不要重复传。

这次修改可以直接按照下次版本修改，aka120只传一个主要诊断，其余传至 bkc033次要诊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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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 12月 7日 更改 84 85异地清算查询明细的交易

增加字段<aaa229>数据版本号</aaa229>

2017年 12月 19日 增加 11号交易：谈判药门诊

<aka130>就诊类别</aka130> 增加 41 谈判药门诊

开通 36种谈判药的医院必须完成科室 医生是正确上传

2017年 12月 26日增加

市内居民转院备案申请(605)
医院定点信息下载(606)
急危重症、抢救人员备案申请(607)
院外检查申请（79a）
院外检查申请接收（79b）
院外检查申请查询（79c）
院外检查申请接收查询（79d）
网上支付医院明细上传(90)
24号明细上传诊疗清单增加字段 <ykb999>申请流水号</ykb999> --诊疗院外检查需传

26、27号出院结算输入增加字段 <yma001>居民生育类别</yma001> --限居民传入

1顺产，2剖腹产，3生育并发症

2018年 2月 6日
增加 转院备案查询(608)

2018年 4月 11日
增加 24号交易输出 aka065y 字段

<aka065y>实际医保收费等级</aka065y> 1为甲类 2为乙类 3为丙类

2018年 4月 24日 中心医院便民药房试点

增加 11号交易输入 yke016 字段

<yke016>订单流水号</yke016> --药店使用谈判药需加上字段，字段由 90号网上交易返回的 yke016字段

2018年 5月 17日
增加 87号交易 --医院可以根据需求看是否有需要做，需要增加其他字段可以提出。

住院明细查询交易（87）查询院外检查是否传成功

2018年 5月 21日
更改 605号交易：允许职工直接通过接口备案

增加 出院 ICD-10查询交易（87a）

2018年 7月 5日
增加 89d交易 ：挂号暂不拨款查询（89d） 查询这部分金额每月清算会扣除这部分。

待年底各地医保局根据本区县门诊统筹基金结余额度，和系统内记录的各基层医疗机构系统记录的挂账额

度进行调剂分配后，再统一结算。



绵阳市医保联网支付应用编程接口规范

四川久远银海软件股份有限责任公司 第 6页/共 282页

2018年 7月 6日
新增字段 21号入院交易 限定点精神病 5家医院使用 <yma002>精神病治疗阶段</yma002> --1、急性期，

2、慢性恢复期，3、准回归期 4、并合症和并发症

新增字段 26、27号出院结算 <yma003>肾透析门诊重症结算次数</yma003> --限居民肾透析门诊重症传

入 1为一个周期一次结算，2为 2次，请填对，不然影响报账和扣款

3.增加 21号交易入院输出 <aka130>就诊类别</aka130> 用于区分普通和重症入院

4.增加 27号交易出院结算输出 aab034字段，字段为参保人员参保地

510799 绵阳市社保局 510703 涪城区社保局 510740 高新区社保局

510704 游仙区社保局 510722 三台县社保局 510724 安县社保局

510727 平武县社保局 510726 北川县社保局 510723 盐亭县社保局

510741 经开区社保局 510725 梓潼县社保局 510742 仙海社保中心

510745 科创区社保局 510781 江油市社保局

2018年 7月 12日 异地 3.2文档 主要是异地门诊

1：正式删除 11号异地门诊 bkc021，bkc022门诊副诊断 2，3 ！只传 akc193主诊断和次要诊断 bkc033.
2.11号交易增加字段 <bka015>清算类别</bka015> -- YD02 省内普通门诊

3. <bkc142>本次个人账户拟下账金额</bkc142> 异地必传

4. 85交易更改。akc265为总的扣款金额，并且有正负之分。正数代表扣款金额，负数则代表扣款的补支。

5. 异地传入 ykc104：门诊诊断中文名称(医院来组织)
6.96号交易 异地冲正增加 ydmz02，ydmz03 门诊冲正，冲正需要的流水号门诊结算、回退返回

2018-8-10 增加异地 650 对账交易 用于每天异地的结算信息查询

2018-9-1 增加异地 652 对账交易 用于每个时间段的对账总数查询

2018年 9月 19日增加

入院 21交易 增加输入串字段 <yke020>抢救急危备案类型</yke020> --1急危重症 2抢救人员

用于市上 4家 3甲医院居民，功能和交易号 607备案效果一样，入院加了这个字段就不需要在 607号交易

备案了

2018年 10月 11日增加

26 27出院结算交易增加输出：建档立卡贫困户切斜补贴 yka135字段

2018年 12月 28日修改

市内职工、居民转院备案申请(605) 支持三乙以上医院异地转院备案,不需要在到医保局备案

2019年 03月 31日修改

增加 app01 交易，app对账查询交易，没有做 APP 的医院可以不用管该交易。

2019-06-17 修改

03号交易，支持电子社保卡读卡。<sicard>3</ sicard >值为 3时，<akc020></akc020>传入电子社保卡二维

码，即可读出来参保信息。

2019年 09月 27日修改

增加 609 交易，门诊特殊疾病治疗方案申请交易，用于在直接在门诊下帐，按门诊重症报销政策报销。

修改 11交易，门诊结算 增加字段:aka130 字段为 26 的门诊重症，用药申请后可以直接在门诊用门诊重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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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结算，每月清算这些数据是清算在住院里面，查询也要在住院查询那里可以查询到。

修改 03 号交易，支持四川医保 APP 二维码读卡。<sicard>4</ sicard >值为 4 时，<akc020></akc020>传入

医保 APP 二维码，即可读出来参保信息。

2019年 10月 11日修改 增加门诊特殊重症

修改 11交易，门诊结算 增加字段:aka130 字段为 43 重症（门诊直接结算），备案重症（门诊直接结算）

的治疗方案后，可以使用 重症（门诊直接结算）开药。如果结算时 重症（门诊直接结算）治疗方案没有

上传，按照自费处理(高值药品不需要备案治疗方案)。

2019年 10月 14日
修改 603特殊病备案申请 改为 疾病备案申请 原特殊病已经失效，

现增加“两病”备案，014.1 -- “两病”高血压；只用于居民

两病备案只允许二级及以上备案，划卡只能在二级及以下医疗机构划卡。

增加 603字段 <ykf602>复核（副主任及以上医师）编码</ykf602>
2.增加 610（谈判药备案查询）、611（重症（门诊直接结算）治疗方案查询）

2020年 1月 14日
1.修改 27号出院结算交易：<yma001>生育类别</yma001> -- 1顺产，2剖腹产，3生育并发症

职工居民都可以传入;

2020年 3月 11日
修改重症（门诊直接结算）治疗方案申请(609) 、重症（门诊直接结算）治疗方案查询(611)
允许接口通过身份证号码加姓名来备案和查询。

2020年 5月 9日
新增异地特药交易，涉及 19个交易，没有要求的不需要做该交易，具体详情咨询银海。

2020年 6月 25日
出院结算新增建档立卡贫困户医疗救助金额：<yka330>建档立卡贫困户医疗救助</yka330> ；

2020年 7月 1号
03号增加<sicard>是否社保卡 1 是，0 或空为否</sicard>传入 5 为国家医保电子凭证（需要更新接口动态

库为最新。）。

2020年 7月 2号
新增人寿商业保险报销需要字段，没有开通的医院不管。

（涉及 21号入院交易输入 xml, <acr099>出险原因（疾病传 1.意外传 2，自杀传 3）</acr099>---人寿商业保

险接口用，没有开通的医院不传。）

（21号入院交易返回 xml<syx001>人寿商业保险入院状态< syx001>--为 1表示入院成功，没有开通人寿商

业保险的医院不返回。<syx002>人寿商业保险报错信息<syx002>--当 syx001为-1 时，返回人寿商业保险入

院失败原因，这个时候不影响医保的正常入院，确定需要病人享受待遇，可以人工介入处理。没有开通人

寿商业保险的医院不返回。）

（27号结算交易返回 xml<acr100>人寿商业保险报销金额</acr100>--参数类型: NUMBER(14,2)人寿商业保

险报销金额,没有开通的医院不返回。）

2020年 10月 22日
调整 11号交易异地个人账户共济，可以用于医保结算后现金部分，用共济个人账户余额来抵扣医保结算

的现金部分。--医保未通知异地共济暂时不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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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济结算专用码：869GRZHGJ00000 ；名称：个人账户共济专用编码 ；

<grzhgj>个人账户共济标志</grzhgj> <gjdatarow><gaz217>原主交易就诊号</gaz217> <gaz216>原主交

易 结 算 编 号 </gaz216> <gac002> 原 主 交 易 身 份 证 号 </gac002> <gka130> 原 主 交 易 就 诊 类 别

</gka130><gkc264>原主交易费用总额</gkc264><gkb068>原主交易医保基金支付总额</gkb068><gkb066>

原主交易个账支付金额</gkb066><gkb067>原主交易现金支付金额</gkb067><aka080>家庭关系

</aka080></gjdatarow>

备注：医疗机构通过原有“一单制”结算参保人（以下称主卡结算）费用后，系统自动计算得出参保人需

缴纳的自费部分。参保人提出共济请求后，参保人在结算窗口依次刷社会保障卡或本地医保卡（类似银行

卡模式）对自费部分进行冲抵，自费部分的结算按照门诊结算模式进行，结算时医院传入个人账户共济结

算标志与普通门诊进行区分。针对医疗机构进行清算，个人账户共计清算按纳入门诊清算，与主卡结算费

用相互独立，财务单独做账。主卡结算费用与共济下账做回退时，原则上要求主卡交易费用结算回退后，

共济下账必须回退。

2020年 11月 25日
增加 电子凭证读卡方法

<sicard>是否社保卡 1是，0或空为否</sicard> 传 5为国家医保电子凭证，akc020传空。

2021 年 8 月 4 日 国家贯标相关交易增加

修改交易：交易门诊结算(11) ；住院消费明细写入(24) ；

新增国家编码：ake008 ，国码名称：ake009 ；

1. 修改交易: 出院结算(27) 出院和结算

说明:根据国家贯标标准,新增节点 datasetaka140作为 ICD9(手术操作代码信息的传输)

2.医疗机构对码关系上传（620）

3.医疗机构目录上传（621）

4.结算清单上传(jsqd01)

5.结算清单打印(jsqd02)

§2、 概述

《绵阳市基本医疗保险支付接口应用编程规范（Version 1.0.0）》（以下简称规范）的使用对象为，使

用银海医保支付组件库（以下简称组件库）来完成医保支付的定点医疗机构的应用软件提供供应商、药店

MIS 供应商或其它第三方应用软件供应商。

规范公布了组件库所提供的交易，规定了调用每一交易的前提条件，详细描述了每一交易的调用方法。规

范从编程的角度来介绍以上内容，对医保政策和医保支付流程的介绍不属于本规范的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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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术语及参考资料

COM：Common Object Model

HIS：Hospital Information System

MIS：Management Information System

§2.2. 应用模式

银海医保支付组件库是一组运行在WINDOWS 32位环境下的 COM 组件，第三方应用软件使用相应

的 COM组件调用方式来调用它。

§2.3. 环境要求

§2.3.1. 硬件环境

指标 指标值

CPU ≧1.0G Hz

Memory ≧256MB

HardDisk ≧1000M(free)

NetCard ≧10MB

§2.3.2. 网络环境

指标 指标值

协议 TCP/IP、HTTP/HTTPS

广域网带宽 ≧56k

网络连接 客户端直接访问医保中心网络

§2.3.3. 系统软件

指标 指标值

操作系统 WIN98 SE或WIN 2000，xp及以上WIN系列

操作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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辅助软件 IE6.0

Msxml4.0

§3、 接口描述

§3.1.1. 总体描述

组件库注册在每一台需要进行医保支付业务的客户机上（该客户端也必须能连接到医保网络），通过

被动调用的方式将医保支付业务功能嵌入到定点医疗机构的系统中（以下简称 HIS）；

接口交易组件库提供了六个公共方法(yh_interface_init 初始化，yh_interface_destroy 资源释放，

yh_interface_call 业务方法调用，yh_interface_confirm 业务办理确认，yh_interface_cancel 业务办理取消，

yh_interface_getuncertaintytrade 不确定交易查询)，交易参数组织采用 xml（所有医保经办机构交易调用及

交易参数统一），差别处理对于 HIS透明。

新接口存在多医保经办机构处理，并且各医保经办机构处理模式存在差异，接口交易内部也可能存在

用户交互窗口，因此建议 HIS 事务管理与接口交易调用相互独立。

§3.1.2. 接口 COM 说明

组件库提供交易的 COM组件属性如下：

属性 值

App ID {1093BEAA-F4C6-4B10-B652-1F555DF0BAE0}

Type Library ID {068CA2B4-19A6-4811-BEA5-24B0752B986A}

Program ID YinHai.SCMYInterface2

COM ClassName COClass_n_yh_interface

COM ClassID {FC9F5EC8-DA56-441D-9D98-43F2840796AF}

Interface Type Dual Interface

Interface Name In_yh_interface

Interface ID {A994B414-B737-4FAB-BCD3-0B30DDEBD404}

§3.1.3. 交易接口函数描述

§3.1.3.1. 初始化

 yh_interface_init(ref li_appcode,ref ls_appms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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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名称 参数说明 参数类型 参数类别

Ls_jyscxml 交易输出 String 出口参数

li_appcode 交易标志 Int 出口参数

ls_appmsg 交易信息 String 出口参数

注：可从本方法的交易输出取得医疗机构名称及注册到期日期，以判断医疗机构配置是否正确。

调用方法：

yh_interface_init(ref ls_jyscxml , ref li_appcode,ref ls_appmsg )

或

参数名称 参数说明 参数类型 参数类别

Ls_jyscxml 交易输出 String 出口参数

li_appcode 交易标志 long 出口参数

ls_appmsg 交易信息 String 出口参数

yh_interface_init2(ref astr_jysc_xml,ref gi_appcode,ref astr_appmsg)
Ls_jyscxml串格式：

<?xml version="1.0" encoding="gb2312"? standalone="yes" ?>

<result><code>1</code><message> 接 口 初 始 化 成 功 </message><akb021> 医 疗 机 构 名 称

</akb021><zcxq> 注 册 到 期 日 期 <zcxq><ykf308> 是 否 试 用 版 本 （ 0 正 式 版 ， 1 试 用 版 ）

</ykf308><ykf309><试用到期日期</ykf309></result><ykb037>清算分中心编码</ykb037><ykb037cn>
清算分中心名称</ykb037cn>

§3.1.3.2. 正常交易

 yh_interface_call(astr_jybh,lstr_jykz_xml,lstr_jysr_xml ,ref lstr_pcbh,ref

lstr_jylsh,ref lstr_jyyzm,ref lstr_jysc_xml,ref lint_appcode,ref lstr_appmsg)

参数名称 参数说明 参数类型 参数类别

Astr_jybh 交易编号 String 入口参数

Astr_jykz_xml 交易控制 xml String 入口参数

Astr_jysr_xml 交易输入 xml String 入口参数

Lstr_pcbh 批次编号 String 出口参数

lstr_jylsh 交易流水号 String 出口参数

lstr_jyyzm 交易验证码 String 出口参数

lstr_jysc_xml 交易输出 xml String 出口参数

Lint_appcode 交易标志 Int 出口参数

Lstr_appmsg 交易信息 String 出口参数

§3.1.3.3.确认交易

 yh_interface_confirm( lstr_jylsh, lstr_jyyzm, ref lint_appcode, ref lstr_appmsg)

参数名称 参数说明 参数类型 参数类别

lstr_jylsh 交易流水号 String 入口参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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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str_yke203 交易验证码 String 入口参数

Lint_appcode 交易标志 Int 出口参数

Lstr_appmsg 交易信息 String 出口参数

§3.1.3.4.取消交易

 yh_interface_cancel(lstr_jylsh, ref lint_appcode, ref lstr_appmsg)

参数名称 参数说明 参数类型 参数类别

Astr_jylsh 交易流水号 String 入口参数

Lint_appcode 交易标志 Int 出口参数

Lstr_appmsg 交易信息 String 出口参数

§3.1.3.5.资源释放

 yh_interface_destroy ()

§3.1.4. 接口调用示例

§3.1.4.1. VB

Dim yinhaiobject As Object '定义存放引用对象的变量。

Set yinhaiobject = CreateObject ("YINHAI.SCMYINTERFACE ")

'检查连接是否建立

If yinhaiobject Is Nothing Then

MsgBox "对象为空!"

End If

Dim BusinessID As String

Dim Ctrlxml As String

Dim Dataxml As String

Dim Pcbh As String

Dim Businesssequence As String

Dim Businessvalidate As String

Dim Outputxml As String

Dim Appcode as Lo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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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m Appmsg As String

BusinessID="01"

Ctrlxml ="" '组织参数

Dataxml ="" '组织参数

yinhaiobject.yh_interface_call

BusinessID,Ctrlxml,Dataxml,Pcbh,Businesssequence,Businessvalidate,Outputxml,Appcode,App

msg

'判断返回信息

'HIS 业务处理

Set yinhaiobject = Nothing '关闭对象

§3.1.4.2. PB

oleobject yinhaiobject

long result, Appcode

String BusinessID,Ctrlxml,Dataxml,Pcbh,Businesssequence

String Businessvalidate,Outputxml, Appmsg

yinhaiobject=create oleobject

result=yinhaiobject.ConnectToNewObject("YINHAI.SCMYINTERFACE ")

if result<>0 then

yinhaiobject.yh_interface_destroy()

yinhaiobject.disconnectobject( )

messagebox("error"，"fail to connect")

return

end if

BusinessID=”01”

yinhaiobject.yh_interface_call(BusinessID,Ctrlxml,Dataxml,Pcbh,Businesssequence,Businessvalidate,

Outputxml,Appcode,Appmsg)

// 返回结果判断，HIS内部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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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闭对象

yinhaiobject.DisconnectObject ( )

destroy yinhaiobject

§3.1.4.3. DELPHI

注意：delphi调用时先要 uses ComObj;否则不能引用 oleobject。

Var

yinhaiobject: Variant; //定义存放引用对象的变量。

BusinessID : String

Ctrlxml : String

Dataxml : String

Pcbh : String

Businesssequence : String

Businessvalidate : String

Outputxml : String

Appcode : integer

Appmsg:String;

Begin

try

yinhaiobject := CreateOleObject(' YINHAI.SCMYINTERFACE ');

BusinessID:= '01';

yinhaiobject.yh_interface_call(BusinessID,Ctrlxml,Dataxml,Pcbh,Businesssequence,Businessvalidate,

Outputxml,Appcode,Appmsg)

//返回结果判断，HIS 内部处理

finally

yinhaiobject:=Unassigned;// 关闭对象

end;

e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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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5. 交易类型和调用流程

 查询类交易：只对数据进行查询，不对数据进行处理；不返回交易流水号

 处理类交易：对中心数据进行操作，需要保持中心、HIS 的数据一致性。一次完整的交易可以有

三种方式；

1) 只有处理流程，符合情况是处理流程执行失败，接口返回错误代码及信息。

2) 处理流程＋确认流程，符合情况是处理流程执行成功，HIS 处理也成功，调用

确认流程

3) 处理流程＋取消流程，符合情况是处理流程执行成功，HIS 处理失败，调用取

消流程

图 1-1 处理类交易调用流程

§3.1.6. 处理类交易的不同宕机点与处理方法

1、处理流程处理完毕



绵阳市医保联网支付应用编程接口规范

四川久远银海软件股份有限责任公司 第 16页/共 282页

2、调用成功

3、 HIS 处理完毕

4、处理失败

5、处理成功

在上面 5个点系统宕机，系统重新启动后，都没有办法直接决定调用【取消流程】还是【确认流程】；

对于这种情况，应该查询出没有调用【取消流程】或【确认流程】的交易，再根据这些交易出的相关信息，

查询 HIS 系统的情况，决定调用【取消流程】还是【确认流程】。

不同的交易，判断不同；

比如：门诊结算

1）如果 HIS 系统有相应的结算信息，则应该调用确认流程

2）如果 HIS 系统没有相应的结算信息，则应该调用取消流程

门诊结算回退

1）如果 HIS 系统有相应的结算信息，或者没有相应的退单信息，则调用取消流程

2）如果 HIS 系统没有相应的结算信息，或者有相应的退单信息，则调用确认流程

§3.1.7. 错误信息的处理

§3.1.7.1.Call 方法的错误信息

可以划分为两种类型的错误

1、系统错误

系统错误主要是网络等的错误，所对应的交易处理状态为：中心处理失败

将调用取消交易进行后续处理

2、应用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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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用错误主要是业务办理失败，所对应的交易处理状态为：中心取消成功

该类型的错误不需要有后续业务进行处理

§3.1.7.2.Confirm 方法的错误信息

也可以划分为两种类型的错误，但是不同的是，两种错误的后续处理都相同，一定要处理成功

§3.1.7.3.Cancel 方法的错误信息：同 Confirm 方法

§3.1.8. 交易列表

03 获取个人基本信息 查询类交易 本地异地兼容

04 查询个人慢特病备案信息 查询类交易

05 修改密码 查询类交易

11 门诊结算 处理类交易 本地异地兼容

12 门诊结算退单 处理类交易 本地异地兼容

14 打印定点医疗机构门诊就诊明细清单 查询类交易

21 入院办理 处理类交易 本地异地兼容

22 入院信息修改 查询类交易 本地异地兼容

23 入院办理退单 处理类交易 本地异地兼容

24 住院明细费用写入 查询类交易 本地异地兼容

24y 住院医嘱上传 查询类交易 本地异地兼容

25 住院明细费用退单 处理类交易 本地异地兼容

25y 住院医嘱作废 查询类交易 本地异地兼容

26 出院预结算 查询类交易 本地异地兼容

27 出院结算 处理类交易 本地异地兼容

27a 出院后结算 处理类交易 本地异地兼容

28 出院结算退单 处理类交易 本地异地兼容

28a 住院结算退单-只撤销结算 处理类交易 本地异地兼容

36 出院办理 处理类交易 本地异地兼容

37 撤销出院办理 处理类交易 本地异地兼容

41 打印住院报销支付单 查询类交易 本地异地兼容

43 打印就诊明细表 查询类交易

44 查询住院病员未结算费用 查询类交易

45 就诊费用明细清单查询 查询类交易

46 打印出院病人就诊明细 查询类交易

46a 异地结算查询 查询类交易 异地交易

47 打印住院病员费用明细清单 查询类交易

48 打印定点医疗机构出院病员明细清单 查询类交易

49 费用明细分割信息查询 查询类交易 异地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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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 药店结算 处理类交易

52 药店退单 处理类交易

53 打印药店结算单 查询类交易

54 打印定点药店结算明细清单 查询类交易

60 药品目录下载 查询类交易

60a 手术 ICD9 数据下载下载 查询类交易

61 药品目录下载 查询类交易

62 诊疗目录下载 查询类交易

63 服务设施目录下载 查询类交易

66 获取编码对照信息 查询类交易

67 医院目录对照码上传 查询类交易

68 医院目录对照信息查询 查询类交易

69 特病病种下载 查询类交易

600 科室信息上传 查询类交易 本地异地兼容

601 医务人员信息上传 查询类交易 本地异地兼容

602 医执人员执业信息上传 查询类交易 本地异地兼容

603 特殊病备案申请 查询类交易

605 市内职工、居民转院备案申请 查询类交易

606 医院定点信息下载 查询类交易

607 急危重症、抢救人员备案申请 查询类交易

608 转院备案查询 查询类交易

609 重症（门诊直接结算）治疗方案申请 查询类交易

610 谈判药备案查询 查询类交易

611 重症（门诊直接结算）治疗方案查询 查询类交易

650 市州日对账数据查询 查询类交易 异地交易

652 市州时段对账数据查询 查询类交易 异地交易

71 医院查询显示打印中心结算数据 查询类交易

72 药店查询中心结算数据 查询类交易

73 查询可报范围及累计数据 查询类交易

74 住院结算记录合并 查询类交易

75 查询入院审批情况 查询类交易

77 居民医保门诊统筹签约 查询类交易

78 居民医保门诊统筹取消签约 查询类交易

79a 院外检查申请 查询类交易

79b 院外检查申请接收 查询类交易

79c 院外检查申请查询 查询类交易

79d 院外检查申请接收查询 查询类交易

81 清算申请 查询类交易 本地异地兼容

82 清算单打印 查询类交易

83 清算回退 查询类交易 本地异地兼容

84 清算申请查询 查询类交易 本地异地兼容

85 清算明细数据查询 查询类交易 异地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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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6 扣款明细查询交易 查询类交易

87 住院明细查询交易 查询类交易

87a 出院 ICD-10 查询交易 查询类交易

88 打印财务拨付表 查询类交易

89a 挂号 查询类交易

89b 退挂号 查询类交易

89c 挂号查询 查询类交易

89d 挂号暂不拨款查询 查询类交易

8001 居民医保定点医疗机构在院病人查询 查询类交易

90 网上支付医院明细上传 查询类交易

91 接口消息下载 查询类交易

94 注册 查询类交易

96 异地冲正交易 查询类交易 异地交易

98 查询中心不确定交易 查询类交易

ydzy14 前端病历（图片）上传 查询类交易 异地交易

qyjs01 月结算数据查询 查询类交易 异地交易

cx01 是否可回退查询 查询类交易 异地交易

cx02 住院报销待遇审核情况查询 查询类交易 异地交易

app001 APP对账查询 查询类交易

basy01 病案首页数据上传 查询类交易

basy02 病案首页数据删除 查询类交易

basy03 病案首页数据查询 查询类交易

TYJB02 特药实名制认定维护 查询类交易 异地交易

TYJB03 特药病种认定信息上传 查询类交易 异地交易

TYJB04 特药治疗方案信息上传 查询类交易 异地交易

TYJB041 特药疗效评估 查询类交易 异地交易

TYJB05 特药处方信息上传 查询类交易 异地交易

11--TYJB06
供药机构特药费用结算(和本地 11调的是

一个交易)；中间层调省上 TYJB06
处理类交易 异地交易

12--TYJB07
供药机构特药费用结算回退(和本地 12调
的是一个交易)；中间层调省上 TYJB07

处理类交易 异地交易

TYJB11 特药医师服务类型维护 查询类交易 异地交易

TYCX01 特药实名认定信息查询 查询类交易 异地交易

TYCX02 特药病种认定信息查询 查询类交易 异地交易

TYCX03 特药治疗方案信息查询 查询类交易 异地交易

TYCX04 特药处方信息查询 查询类交易 异地交易

TYCX05 特药医师信息查询 查询类交易 异地交易

TYCX06 特药病种库信息查询 查询类交易 异地交易

TYCX08 统筹区特殊药品信息查询 查询类交易 异地交易

TYCX09 统筹区病种与特殊药品关联信息查询 查询类交易 异地交易

TYUPLOAD 特药文件上传 查询类交易 异地交易

TYDOWN 特药文件下载 查询类交易 异地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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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YDELETE 特药文件删除 查询类交易 异地交易

§3.1.9. 交易详细说明

§3.1.9.1. 获取个人基本信息(03)

交易类型 查询类交易

交易说明 1．返回人员基本信息及待遇状态。

输入参数

交易编号 03

交易控制 xml

<?xml version="1.0" encoding="gb2312"?>

<control>

<yab003>医保机构</yab003> --可为空

<akc020>卡号<akc020> --读卡器读出的卡号，String （如果是学生居保，

此处为空串）

<ykc105>就诊时间<ykc105> --YYYY-MM-DD

<aae140>险种</aae140> --如果是学生医保，此处传入 22，否则此处可为空

串，由接口返回 aae140；注：akc020 和 aae140 必须有其一传入。社会保障卡此处为空。

<sicard>是否社保卡 1 是，0 或空为否</sicard> 如果是社保卡，此处填 1，akc020
为空，由接口处理读卡操作，如果没有此节点，按原 1.2规范处理---
传 2为读江油 IC卡。传 3为电子社保卡，akc020需要传入电子社保卡二维码！。传 4
为四川医保 APP 二维码，akc020需要传入四川医保 APP二维码！。传 5为国家医保电

子凭证，akc020传空。

<ydjk_out>是否异地联网数据</ydjk_out> --是否异地(0 本地，1 异地)

<baa010>510700</baa010> --就医地统筹区编码，常量

</control>

交易输入 xml

输出参数

交易流水号 NULL

交易验证码 NULL

交易输出 xml

<?xml version="1.0" encoding="gb2312" standalone="yes" ?>

<output>

<aac001>个人编号</aac001> --参数类型: String(10)

<aac003>姓名</aac003> --参数类型: String(20)

<aac004>性别</aac004> --参数类型: String(3) (1:男，2：女)

<aac006>出生日期</aac006> --参数类型: String(10) 格式:yyyy-mm-dd

<aab004>单位名称</aab004> --参数类型: String(50)

<akc020_out>磁卡卡号</akc020_out>

<akc023>实足年龄</akc023> --参数类型:i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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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kc021>职工医疗待遇类别代码</akc021> --参数类型:String(3)

<akc021_cn>职工医疗待遇类别名称</akc021_cn> --参数类型:String(50)

<yac103>公务员类别代码</yac103> --参数类型:String(3)

<yac103_cn>公务员类别名称</yac103_cn> --参数类型:String(50)

<ykc194>个人账户余额</ykc194> --参数类型:number(14,2)

<ykc194_dn>个人账户当年余额</ykc194_dn> --参数类型:number(14,2)

<ykc194_wn>个人账户当年余额</ykc194_wn> --参数类型:number(14,2)

<ykc081>个人账户当年上账金额</ ykc081> --参数类型:number(14,2)

<aae013>其他说明</aae013> --参数类型:String(50),该人员停保、

就诊 封锁、账户封锁等附加待遇或其他说明信息

<yac122>个人医保代码<yac122> --参数类型:String(20)

<yab003>医保机构</yab003> --此处返回的医保机构需要保存在本地

数据库中，以备后续交易使用；

<yka026>门诊慢特病编码</yka026> --结算时需要，his 端应该保存

<yka026_cn>门诊慢特病名称<yka026_cn>

<yka141>门诊慢性病年内已报销</yka141> --参数类型 number(14,2)

<yka140>住院年内统筹累计</yka140> --参数类型 number(14,2)

<aae140>险种</aae140> --（11,310 职工基本医疗，21,390 居民医保，22,390

学生居保）

<gwy>是否公务员</gwy>

<gwyye>公务员门诊慢性病补助余额</gwyye>

<mxbye>普通门诊慢性病余额</mxbye>

<baa008>参保地统筹区编码</baa008> string(6) 异地接口使用

< baa009>参保地分中心编码</ baa009> string(6) 异地接口使用

<aaz500>社会保障卡卡号</aaz500> string(20)异地接口使用

<aac066>参保身份</aac066> string(6) 异地接口使用

<bkc113>特殊人员类别</bkc113> string(6) 异地接口使用

<aac002>身份证号</aac002> String(18)

<ka08>

<row>

<aka035>病种类别</aka035> --string(6) 2 慢性病、3 重症疾病、

4、单病种等

<yka351>门诊重症种类</yka351> --0 非门诊重症，1 普通门诊重症 2 特殊重

症

<bkc014>特慢病病种编码</bkc014> --string（20）

<bkc117>特慢病病种名称</bkc117> --string（100）

</row>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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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ow>

</row>

</ka08>

<bkc121>享受待遇标识</bkc121> --异地返回 0 不享受 1 享受

<bkc122>特药待遇标识</bkc122>--异地返回 0 不享受 1 享受

<bkc124>不享受医保待遇原因</bkc124>--异地返回

</output>

交易标志 大于 0 表示成功

交易信息 交易标志小于等于 0 时返回错误信息

异地接口修改

交易控制 xml
字段名 含义 约束 类型 说明

sicard 是否社保卡 Null varchar(1)
交易输入 xml

交易输出 xml
baa008 参保底统筹区编码 not null varchar(6) 返回的baa008如果

不为空并且不等于

510700，那么持卡

人非绵阳参保人

员；

baa010 参保地分中心编码 not null varchar(6)

aac001 个人编号 not null varchar(20)

aaz500 社会保障卡卡号 not null varchar(20)

bkc113 特殊人员类别 null varchar(6)

aka035 病种类别 null varchar(6) 分慢性病、特殊病、

单病种等等

bkc014 特慢病病种编码 null varchar(20) 统一病种编码

bkc117 特慢病病种名称 null varchar(100) 统一病种编码名称

§3.1.9.2. 获取个人基本信息(03a)---作废

交易类型 查询类交易

交易说明 根据身份证号返回人员基本信息及待遇状态。

输入参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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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易编号 03a

交易控制 xml

<?xml version="1.0" encoding="gb2312"?>

<control>

<yab003>10</yab003>

<aac002>身份证号</aac002>

</control>

交易输入 xml

输出参数

交易流水号 NULL

交易验证码 NULL

交易输出 xml

<?xml version="1.0" encoding="gb2312" standalone="yes" ?>

<output>

<aac001>个人编号</aac001> --参数类型: String(10)

<aac003>姓名</aac003> --参数类型: String(20)

<aac004>性别</aac004> --参数类型: String(3) (1:男，2：女)

<aac006>出生日期</aac006> --参数类型: String(10) 格式:yyyy-mm-dd

<aab004>单位名称</aab004> --参数类型: String(50)

<akc023>实足年龄</akc023> --参数类型:int

<akc021>职工医疗待遇类别代码</akc021> --参数类型:String(3)

<akc021_cn>职工医疗待遇类别名称</akc021_cn> --参数类型:String(50)

<yac103>公务员类别代码</yac103> --参数类型:String(3)

<yac103_cn>公务员类别名称</yac103_cn> --参数类型:String(50)

<ykc194>个人账户余额</ykc194> --参数类型:number(14,2)

<ykc194_dn>个人账户当年余额</ykc194_dn> --参数类型:number(14,2)

<ykc194_wn>个人账户当年余额</ykc194_wn> --参数类型:number(14,2)

<aae013>其他说明</aae013> --参数类型:String(50),该人员停保、

就诊 封锁、账户封锁等附加待遇或其他说明信息

<yac122>个人医保代码<yac122> --参数类型:String(20)

<yab003>医保机构</yab003> --此处返回的医保机构需要保存在本地

数据库中，以备后续交易使用；

<yka026>门诊慢特病编码</yka026> --结算时需要，his 端应该保存

<yka026_cn>门诊慢特病名称<yka026_cn>

<ykc039>门诊慢性病类别</ykc039> 1 普通门诊慢性病 ，2门诊重症，住院

重症

<yka141>门诊慢性病年内已报销</yka141> --参数类型 number(14,2)

<yka140>住院年内统筹累计</yka140> --参数类型 number(14,2)

<aae140>险种</aae140> --（11,310 职工基本医疗，21,390 居民医保，22,390

学生居保）

<gwy>是否公务员</gwy>

<gwyye>公务员门诊慢性病补助余额</gwyye>

<mxbye>普通门诊慢性病余额</mxbye>

<yka028>重症病编码</yka028> string(10)

<yka028_cn>重症病名称</yka028_cn> string(200)

<baa008>参保地统筹区编码</baa008> string(6) 异地接口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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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aa009>参保地分中心编码</ baa009> string(6) 异地接口使用

<aaz500>社会保障卡卡号</aaz500> string(20)异地接口使用

<aac066>参保身份</aac066> string(6) 异地接口使用

<bkc113>特殊人员类别</bkc113> string(6) 异地接口使用

<aac002>身份证号</aac002> String(18)

<ka08> --异地接口使用

<row>

<aka035>病种类别</aka035> --string(6) 2 慢性病、3 重症疾病、

4、单病种等

<yka351>门诊重症种类</yka351> --0 非门诊重症，1 普通门诊重症 2 特殊重

症

<bkc014>特慢病病种编码</bkc014> --string（20）

<bkc117>特慢病病种名称</bkc117> --string（100）

</row>

...

<row>

</row>

</ka08>

</output>

交易标志 大于 0 表示成功

交易信息 交易标志小于等于 0 时返回错误信息

异地接口修改

交易控制 xml
字段名 含义 约束 类型 说明

sicard 是否社保卡 Null varchar(1)
交易输入 xml

交易输出 xml
baa008 参保底统筹区编码 not null varchar(6) 返回的baa008如果

不为空并且不等于

510700，那么持卡

人非绵阳参保人

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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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aa010 参保地分中心编码 not null varchar(6)

aac001 个人编号 not null varchar(20)

aaz500 社会保障卡卡号 not null varchar(20)

bkc113 特殊人员类别 null varchar(6)

aka035 病种类别 null varchar(6) 分慢性病、特殊病、

单病种等等

bkc014 特慢病病种编码 null varchar(20) 统一病种编码

bkc117 特慢病病种名称 null varchar(100) 统一病种编码名称

§3.1.9.3. 查询个人慢特病备案信息 (04) ---作废

交易类型 查询类交易

交易说明
1．用户输入个人编号、慢特病种编码、就诊时间。

2．返回备案医疗机构及待遇享受状态。

输入参数

交易编号 04

交易控制 xml

<?xml version="1.0" encoding="gb2312"?>

<control>

<aae140>险种</aae140>（11 职工基本医疗 ，21 居民医保，22 学生居保）

<aac001>个人编号</aac001> --参数类型: String(10) NOT NULL(可以通过 02

号交易获得)

<yka026>慢特病编码</yka026> --参数类型: String(10) NOT NULL

<ykc105>就诊时间</ykc105> --参数类型: String(10) NOT NULL (日期格

式:yyyy-mm-dd)

</control>

交易输入 xml NULL

输出参数

交易流水号 NULL

交易验证码 NULL

交易输出 xml

<?xml version="1.0" encoding="gb2312" standalone="yes" ?>

<output>

<yka180>慢性病待遇享受状态</ yka180> --参数类型 String(3) (0:不可享受，1：

可享受)

<yka031>报销方式</yka031> --参数类型 String(3)(1：医疗机构报

销、2：中心报销)

<aae030>备案生效日期</aae030> --参数类型 String(10) 日期格式：yyyy-mm-dd

<aae031>备案终止日期</aae031> --参数类型 String(10) 日期格式：yyyy-mm-dd

</output>

交易标志 大于 0 表示成功

交易信息 交易标志小于等于 0 时返回错误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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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9.4. 密码修改(05)

交易类型 查询类交易

交易说明
1、修改密码。

输入参数

交易编号 05

交易控制 xml

<?xml version="1.0" encoding="gb2312" standalone="yes" ?>

<control>

</control>

交易输入 xml <?xml version="1.0" encoding="gb2312" standalone="yes" ?>

<data>

<aae011>经办人员姓名</aae011> --参数类型:String(10)

</data>

输出参数

交易流水号 返回，标识本次交易

交易验证码 返回，在确认流程使用

交易输出 xml

<?xml version="1.0" encoding="gb2312" ?>

<output>

</output>

交易标志 大于 0 表示成功

交易信息 交易标志小于等于 0 时返回错误信息

§3.1.9.5. 门诊结算(11)

§3.1.9.5.1. 正常交易

交易类型 处理交易



绵阳市医保联网支付应用编程接口规范

四川久远银海软件股份有限责任公司 第 27页/共 282页

交易说明

1. 读卡(HIS 商不用单独调用 02 号交易，执行本交易系统会自动调用 02 号读卡交易)

2. 传入药品、诊疗数据

3. 中心计算返回计算结果

4. 上传的处方药品编码不能重复

5. 上传的处方诊疗编码不能重复

6. 门诊交易流水号不能与已上传的单据重复

7. 各医院结算前端应提供与<aka130>医疗类别描述相同的选择界面，参保地业务系统

按就医地所选<aka130>医疗类别代码</aka130>进行相关计算，如不能按输入的

<aka130>医疗类别代码</aka130>进行计算的<returnid>为 -1，并返回尽量详细原

因。

8. 当<aka130>医疗类别代码</aka130>为 21 门诊慢性病或 26 门诊重症（视同住院,

请到住院窗口办理）时，医院前端应能列出参保地返的该患者申请的门特病种，并

提供多选。结算窗口按本次就诊情况选择相对应病种（可一次多选择病种），参保

地根据返回的就诊病种及本地门特报销目录进行计算。

9. <aka130>医疗类别代码</aka130>中 26 门诊重症（视同住院），适用于二类大病周

期性治疗情况（如：透析、放化疗等）。如参保地有相应政策，参保人员门诊结算

时告知医院使用此类型结算—异地。

10. 异地结算：如果 03 交易中返回的 ka08 节点中，对应病种的病种类别 aka035=1,支

付类别 aka130=21，否则选 26 或其他

11. aka130 可选值列表:

11、普通门诊（本、异地通用） --异地 bka015 填入 YD02 省内普通门诊

,YD24 跨省普通门诊

21、门诊慢性病（本、异地通用） --异地 bka015 填入 YD13

26、门诊重症（视同住院，本、异地通用）--请到入院办理办理门诊重症

----异地 bka015 填入 YD13

41、谈判药门诊（本地使用）

43、重症（门诊直接结算）（本地使用）

17、公务员门诊（异地使用）

18、门诊大病（异地使用）

19、门诊统筹（异地使用）

输入参数

交易编号 11

交易控制 xml

<?xml version="1.0" encoding="gb2312" standalone="yes" ?>

<control>

<aae140>险种</aae140> --（11 职工基本医疗，21 居民医保，22 学生居保）

<yab003>医保机构</yab003> --参数类型: String(2) 使用身份识别返回的

yab003

<aac001>个人编号</aac001> -- 参数类型：Stirng（50）使用身份识别返回

的 aac001

<akc020>磁卡卡号</akc020> --磁卡这里传入卡号，通过 03 号交易 akc020_out 返

回

<sicard>是否社保卡 1 是，0 或空为否</sicard> 如果是社保卡，此处填 1，akc020
为空，由接口处理读卡操作，如果没有此节点，按原 1.2规范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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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 2为读江油 IC卡。传 3为电子社保卡，akc020需要传入电子社保卡二维码！。传 4
为四川医保 APP 二维码，akc020需要传入四川医保 APP二维码！。传 5为国家医保电

子凭证，akc020传空。

<ydjk_out>是否异地联网数据</ydjk_out> --是否异地(0 本地，1异地)

<aac003>姓名</aac003>

<aaz500>医保卡号(即社会保障卡卡号)</aaz500>

<aac002>身份证号</aac002>

<baa008>参保地统筹区编号</baa008> --由身份识别输出

<baa010>就医地统筹区编号</baa010>

</control>

交易输入 xml

<?xml version="1.0" encoding="gb2312" standalone="yes" ?>

<data>

<ykc101>医院门诊发票号(医院就诊号)</ykc101> --参数类型: String(15) NOT

NULL

<akc191>医疗方式</akc191> --参数类型: String(3) NOT NULL

(1学生门诊2门诊慢性病 ;当险种为21

时该项为必录。当录入值为 2时，慢特

病编码不允许为空)

<yka026>慢特病编码</yka026> --参数类型: String(10) NOT NULL

<ykc102>科室名称</ykc102> --参数类型: String(20) NULL

<ykc103>医师姓名</ykc103> --参数类型: String(20) NULL

<ykc104>诊断病种</ykc104> --参数类型: String(100) NULL

--异地传入 ykc104：门诊诊断中文名称(医院来组织)

<ykc106>收费员</ykc106> --参数类型: String(15) NULL

<yke016>订单流水号</yke016> --药店使用谈判药可使用 90 号交易返回的字段

<aka130>就诊类别</aka130> -- 本地：11 普通门诊，21 慢性病门诊，

40 特殊病门诊 41 谈判药门诊

43 重症（门诊直接结算）;

异地：参考交易说明

此节点优先于 akc191(为保证兼容性，暂

时保留 akc191)

医院应该根据 03 交易返回的 ka08 节

在前台提供选择 aka130，逻辑如下:

A、当 ka08 为空时，aka130 只能是 11、

41；

B、当 ka08 中存在 aka035=2 的项目时，

aka130 可选 11、21，当传入 21 但定

点机构未开通 21 门诊慢性病时，中心

结算程序将不能结算；

C、当ka08中存在aka035=3并且yka351=1

的项目时，aka130 可选 11、43, 当传

入 43 时，yka026 必填（慢特病编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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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当ka08中存在aka035=3并且yka351=2

的项目时，aka130 可选 11、40, 当传

入 40 但定点机构未开通 406 门诊特殊

病时，中心结算程序将不能结算；

<disease> 特慢病列表 --医院前台根据 03 交易返回的 ka08 选择，

当 aka130 传人非 11 普通门诊时，此列表不能为空

<row>

<bkc014>特慢病病种编码</bkc014>

<bkc117>特慢病病种名称</bkc117>

</row>

</disease>

<akb066_xz>是否使用个人账户抵扣自负金额</akb066_xz>

<bka015>清算类别</bka015> -- YD02 省内普通门诊，YD13 省内门诊特殊疾病,

--YD24 跨省普通门诊

<bkc142>本次个人账户拟下账金额</bkc142> --异地门诊要使用

<aae030>费用发生时间</aae030>

<nums>明细数量</nums>

<grzhgj>个人账户共济标志</grzhgj> --0 表示非个人账户共济，1 表示个人账户

共济下账，当为 1 时 gjdatarow 不能为空

<gjdatarow>

<gaz217>原主交易就诊号</gaz217> varchar2

<gaz216>原主交易结算编号</gaz216> varchar2

<gac002>原主交易身份证号</gac002> varchar2

<gka130>原主交易就诊类别</gka130> varchar2

--异地住院为 21；普通门诊为 11；

<gkc264>原主交易费用总额</gkc264> number(14, 4)

<gkb068>原主交易医保基金支付总额</gkb068> number(14, 4)

<gkb066>原主交易个账支付金额</gkb066> number(14, 4)

<gkb067>原主交易现金支付金额</gkb067> number(14, 4)

<aka080>家庭关系</aka080> --家庭关系 1.配偶 2.父母 3.子女

</gjdatarow>

<akc193>门诊诊断主编码</akc193>

<bkc021>门诊诊断编码 2</bkc021> --3.2 版本删除

<bkc022>门诊诊断编码 3</bkc022> --3.2 版本删除

<bkc033> --次要诊断，支持多诊断

<ro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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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kc022>入院次要诊断编码</bkc022>

<akc076>入院次要诊断名称</akc076>

</row>

<row>

<bkc022>入院次要诊断编码</bkc022>

<akc076>入院次要诊断名称</akc076>

</row>

…

</bkc033>

<datasetyp> --药品清单

<row>

<ykc120>序号</ykc120> --参数类型:interger

<aka060>医保药品编码</aka060> --参数类型: String(20) NOT NULL

<aka079>医院编码</aka079> --参数类型: String(20) NOT NULL

<ake008>医保项目编码(国码)</ake008>

<ake009>医保项目编码名称(国码名称)</ake009>

<aka061>药品名称/aka061> --参数类型: String(200) NOT NULL

<aka067>计量单位</aka067> --参数类型: String(20) NOT NULL

<aka073>规格</aka073> --参数类型: String(100) NOT NULL

<yka200>单价</yka200> --参数类型: NUMBER(14,4) NOT NULL

<yka201>数量</yka201> --参数类型: NUMBER(14,2) NOT NULL

<yka202>金额</yka202> --参数类型: NUMBER(14,4) NOT NULL

<aka070_yn>院内收费项目剂型</aka070_yn>

<ake003>1</ake003> --异地 3.2 也可以使用，本异地兼容 1 为药品

<bkc048>处方医生编码</bkc048>

<bkc049>处方医生姓名</bkc049>

<yka091>处方科室编码</yka091>

<ykf500>科室代码</ ykf500>

<aae386>科室名称</aae386>

<bkc045>用法</bkc045>

<bkc044>每次用量</bkc044>

<aka074_jl>与单次用量同单位规格(数值型)</aka074_jl>

用法用量说明： 如 1 日 3 次，每次 4 粒，收费单位为盒，包装规格为 24 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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盒

则 <aka067>盒</aka067>

<bkc045>13</bkc045><bkc044>4</bkc044><aka074_jl>24<aka074>

</row>

<row>

…

</row>

</datasetyp>

<datasetzl> --诊疗清单

<row>

<ykc120>序号</ykc120> --参数类型:interger

<aka090>医保诊疗编码</aka090> --参数类型: String(20) NOT NULL

<aka079>医院编码</aka079> --参数类型: String(20) NOT NULL

<ake008>医保项目编码(国码)</ake008>

<ake009>医保项目编码名称(国码名称)</ake009>

<aka061>诊疗名称</aka061> --参数类型: String(200) NOT NULL

<aka067>计量单位</aka067> --参数类型: String(20) NOT NULL

<yka200>单价</yka200> --参数类型: NUMBER(14,4) NOT NULL

<yka201>数量</yka201> --参数类型: NUMBER(14,2) NOT NULL

<yka202>金额</yka202> --参数类型: NUMBER(14,4) NOT NULL

<ake003>2 或者 4</ake003> --异地 3.2 也可以使用，本异地兼容

2 为诊疗项目，4 为材料

<bkc048>处方医生编码</bkc048> --参数类型:string（10） not null，

必须是 601 交易已上传的院内编码

<bkc049>处方医生姓名</bkc049> --参数类型:string（10） not null，

<yka091>处方科室编码</yka091> --参数类型:string（10） not null，

必须是 600 交易已上传的院内编码

<aae386>科室名称</aae386> --参数类型:string（10） not null

< ykf500>科室代码</ ykf500>

<bkc045>用法</bkc045> -- 参数类型 string（10） null 参考码表

<bkc044>每次用量</bkc044> --参数类型 number(14,6) null

<aka074_jl> 与 每 次 用 量 同 单 位 规 格 ( 数 值

型)</aka074_jl>

</row>

<row>

…

</row>

</datasetz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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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tasetcw>

<row>

<ykc120>序号</ykc120> --参数类型:interger

<aka100>服务设施编码</aka100> --参数类型: String(20) NOT NULL

<aka079>医院编码</aka079> --参数类型: String(20) NOT NULL

<ake008>医保项目编码(国码)</ake008>

<ake009>医保项目编码名称(国码名称)</ake009>

<aka061>服务设施名称</aka061> --参数类型: String(200) NOT NULL

<yka200>单价</yka200> --参数类型: NUMBER(14,4) NOT NULL

<yka201>数量</yka201> --参数类型: NUMBER(14,2) NOT NULL

<yka202>金额</yka202> --参数类型: NUMBER(14,4) NOT NULL

<ake003>3</ake003> ----异地 3.2 也可以使用，本异地兼容 3 为服务设施

<bkc048>处方医生编码</bkc048> --参数类型:string（10） not null，

必须是 601 交易已上传的院内编码

<bkc049>处方医生姓名</bkc049> --参数类型:string（10） not null，

<yka091>处方科室编码</yka091> --参数类型:string（10） not null，

必须是 600 交易已上传的院内编码

<aae386>科室名称</aae386> --参数类型:string（10） not null

< ykf500>科室代码</ ykf500>

</row>

<row>

…

</row

</datasetcw>

</data>

输出参数

交易流水号 返回，标识本次交易

交易验证码 返回，在确认流程使用

交易输出 xml

<?xml version="1.0" encoding="gb2312" standalone="yes" ?>

<output>

<aac001>个人编号</aac001> --参数类型: String(10)

<aac003>姓名</aac003> --参数类型: String(20)

<yab003>保险经办机构编码</yab003> --参数类型: String(10)(码表通过 65

交易下载)

<ykc107>个人账户余额</ykc107> --参数类型: NUMBER(14,2),结算前个

人账户余额

<ykc107_dn>当年个人账户余额</ykc107_cn>--参数类型: NUMBER(14,2),结算前

当年个人账户余额

<ykc107_wn>往年个人账户余额</ykc107_wn>--参数类型: NUMBER(14,2),结算前往年

个人账户余额

<akc190>就诊序号</akc190> --参数类型: String(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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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ka100>医疗总费用</yka100> --参数类型: NUMBER(14,2)

<yka060>符合报销范围金额</yka060> --参数类型: NUMBER(14,2)

<yka061>不符合报销金额</yka061> --参数类型: NUMBER(14,2)

<ykh011>医保基金支付总额</ykh011> --参数类型: NUMBER(14,2)

<yka130>统筹基金支付金额</yka130> --参数类型: NUMBER(14,2)

<yka131>大病实付金额</yka131> --参数类型: NUMBER(14,2)

<yka132>慢性病公务员补助</yka132> --参数类型: NUMBER(14,2)

<yka215>二乙报销金额</yka215> --参数类型: NUMBER(14,2)

<yka136>个人账户支付总额</yka136> --参数类型: NUMBER(14,2)

<yka137>个人现金支付金额</yka137> --参数类型: NUMBER(14,2)

<yka316>清算类别</yka316> --参数类型: String(6)

<ykb037>清算分中心</ykb037> --参数类型: String(6)

<jylsh>交易流水号</jylsh>

<aaz216>人员医疗结算事件 id(就诊结算 id)</aaz216>

<baa008>参保地统筹区编号</baa008>

<baa009>参保地分中心编码</baa009>

<baa010>就医地统筹区编号</baa010>

<akb020>医疗服务机构编码</akb020>

<aae140>险种类型</aae140>

<aac066>参保身份</aac066>

<bkc113>特殊人员类别</bkc113>

<bkc060>费用结算时间</bkc060>

<bkc087>结算类别(1.药店 2.门诊 3.住院)</bkc087>

<aka130>医疗类别</aka130>

<ake029>补充保险</ake029>

<akb021>医疗服务机构名称</akb021>

<aac004>性别</aac004>

<baa012>实足年龄</baa012>

<aka101>医院等级</aka101>

<akc193>主要入院诊断 icd-10 码</akc193>

<bkc021>第二诊断</bkc021>

<bkc022>第三诊断</bkc022>

<bkc020>入院诊断名称由 his 组织</bkc020>

<akc264>费用总额</akc2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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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ke002>本次起付线</bke002>

<bke003>本年累积起付线</bke003>

<akc253>全自费部分</akc253>

<akc228>先自付部分</akc228>

<akc268>超限自付部分</akc268>

<bkc042>进入报销范围部分</bkc042>

<akb068>统筹支付金额合计</akb068>

<ake039>基本保险</ake039>

<ake035>公务员医疗保险</ake035>

<bkc010>城乡居民大病保险</bkc010>

<akb066>个人账户支付</akb066>

<akb067>现金支付</akb067>

<ame001>生育保险</ame001>

<ake039_jm>居民门诊统筹</ake039_jm>

<ake039_xnh>新农合</ake039_xnh>

<ake039_qt>其它险种</ake039_qt>

<aae240>本次结算后的个人帐户余额</aae240>

<bke031>报销情况说明</bke031>

<aae036>医保经办时间</aae036>

<jylsh_mz>门诊结算流水号</jylsh_mz> 结算冲正需要

</output>

说明：新增清算类别 yka316，清算分中心 ykb037 节点，这两个节点在清算申请时作为

清算传入参数使用。

交易标志 大于 0 表示成功

交易信息 交易标志小于等于 0 时返回错误信息

异地接口修改

交易控制 xml
字段名 含义 约束 类型 说明

aac003 姓名 not null varchar(50) 由 03 号交易获取

aaz500 社会保障卡卡号 not null varchar(20) 由 03 号交易获取

aac002 身份证号 not null varchar(18) 由 03 号交易获取

交易输入 xml
aka070_yn 院内收费项目剂型 null varchar(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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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kc048 处方医生编码 null varchar(20)

bkc049 处方医生姓名 null varchar(50)

aae386 科室名称 null varchar(150)

ake003 项目分类 not null number(6) 医保目录分类,1 药

品 2诊疗 3服务设

施

bkc142 过来账户拟下账金

额

number 不能大于预结算时

输出的本次个人账

户最多支付金额

akc264 费用总额 not null number(14,2) akc264

交易输出 xml
aaz216 人员医疗结算事件

id(就诊结算id)

not null varchar(20) 参保地生成

jylsh 交易流水号 not null Varchar（20） 省接口需要传人，

此参数在市级接口

生成，传往省接口，

同时返回前台，医

院前台应该保留，

作为退费检索条件

baa008 参保地统筹区编号 not null varchar(6) 参保地州、市行政

区划代码

baa009 参保地分中心编码 not null varchar(6) 参保地区（市）县

行政区划代码

baa010 就医地统筹区编号 not null varchar(6) 就医地州、市行政

区划代码

akb020 医疗服务机构编码 not null varchar(20) 指医疗服务机构的

统一标识码，可根

据当

地需要制定规则

aae140 险种类型 not null varchar(6)

aac066 参保身份 not null varchar(6) 由参保地设定（比

如在职、退休、大

学生等等）

bkc113 特殊人员类别 null varchar(6)

bkc060 费用结算日期 not null datetime 参保地系统时间

bkc087 结算类别(1.药店

2.门诊 3.住院)

not null varchar(6)

aka130 医疗类别 not null varchar(6)

ake029 补充保险 null number(14,2)

ame001 生育保险 null number(14,2)

ake039_jm 居民门诊统筹 null number(14,2)

ake039_xnh 新农合 null number(14,2)

ake039_qt 其它险种 null number(1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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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ae240 个人账户余额 null number(14,2) 本次结算后个人账

户余额

bke031 报销情况说明 null varchar(500) 返回参保地具体各

险种报销明细字符

串

akb021 医疗服务机构名称 null varchar(200)

aac004

性别 not null varchar(4)
代码(1 男 2 女 9

未知)

baa012 实足年龄 not null number(3) 就诊时的年龄

aka101 医院等级 null varchar(6)

akc193 门诊诊断编码1（主

诊断）

null varchar(20) 门诊诊断的病种代

码，见病种代码

icd-10，医院门诊

主诊断不能为空，

药店购药可为空。

bkc021 门诊诊断编码2（次

诊断）

null

bkc022 门诊诊断编码3（次

诊断）

null

bkc020 门诊诊断中文名称 null varchar(200)

akc264 明细总额 not null number(14,2)

bke002 本次起付线 null number(14,2)

bke003 本年累积起付线 null number(14,2)

akc253 全自费部分 not null number(14,2)

按规定不允许进入

社保各项基金结算

范围的全自费费用

akc228 先自付部分 not null number(14,2)

指纳入本次结算的

所有参保人自行负

担的费用（不含全

自费费用）

akc268 超限价自付部分 not null number(14,2)

药品、诊疗项目或

服务设施的超限价

自付金额

bkc042 进入报销范围部分 not null number(14,2)

akb068 统筹支付金额合计 not null number(14,2)

ake039 城镇职工基本保险 null number(14,2)

ake035 公务员医疗保险 null number(14,2)

bkc010 城乡居民大病险 null number(14,2)

akb066 个人账户支付 null number(14,2)

akb067 现金支付 not null number(1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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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9.5.2. 确认交易

交易类型 处理交易

交易说明 1. 在本地数据写成功以后,向中心发起确认交易

输入参数

交易流水号 本次正常交易产生的流水号

交易验证码 本次正常交易产生的验证码

输出参数

交易标志 大于 0 表示成功

交易信息 交易标志小于等于 0 时返回错误信息

§3.1.9.5.3. 取消交易

交易类型 处理交易

交易说明 1. 在本地数据写失败以后,向中心发起取消交易

输入参数

交易流水号 本次正常交易产生的流水号

输出参数

交易标志 大于 0 表示成功

交易信息 交易标志小于等于 0 时返回错误信息

§3.1.9.6. 门诊结算退单(12)

§3.1.9.6.1. 正常交易

交易类型 处理交易

交易说明

1. 读卡(HIS 商不用单独调用 02 号交易，执行本交易系统会自动调用 02 号读卡交易)

2. 判断就诊序号是否存在

3. 如果中心已审核结算，不能再下帐

4. 中心判断支付金额是否与结算一致

输入参数

交易编号 12

交易控制 xml

<?xml version="1.0" encoding="gb2312" standalone="yes" ?>

<control>

<aae140>险种</aae140> --参数类型: String(4)（11 职工基本医疗,21 居民医保，

22 学生居保）

<yab003>医保机构</yab003> --参数类型: String(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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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kc190>就诊编号</akc190> --参数类型: String(20)

<aac001>个人编号</aac001> --参数类型: String(8)

<ykc101>门诊收据号</ykc101> --参数类型: String(15)

<sicard>是否社保卡 1 是，0 或空为否</sicard> 如果是社保卡，此处填 1，akc020
为空，由接口处理读卡操作，如果没有此节点，按原 1.2规范处理---
传 2为读江油 IC卡。传 3为电子社保卡，akc020需要传入电子社保卡二维码！。传 4
为四川医保 APP二维码，akc020需要传入四川医保 APP二维码！。

<ydjk_out>是否异地联网数据</ydjk_out> --是否异地(0 本地，1异地)

<jylsh_mzjs>要回退的门诊结算交易流水号</jylsh_mzjs>

<aac002>身份证号码(社会保障号码)</aac002>

<aac003>姓名</aac003>

<baa008>参保地统筹区编号</baa008> --由身份识别输出

<aaz216>人员医疗结算事件 id(就诊结算 id)</aaz216>

<bkc131>经办人姓名</bkc131>

</control>

交易输入 xml

<?xml version="1.0" encoding="gb2312" standalone="yes" ?>

<data>

<yka100>医疗总费用</yka100> --参数类型: Number(14,2)

<ykh011>医保基金支付总额</ykh011> --参数类型: Number(14,2)

<yka136>个人账户支付总额</yka136> --参数类型: Number(14,2)

<yka137>个人现金支付总额</yka137> --参数类型: Number(14,2)

</data>

输出参数

交易流水号 返回，标识本次交易

交易验证码 返回，在确认流程使用

交易输出 xml

<?xml version="1.0" encoding="gb2312" standalone="yes" ?>

<output>

<akc190>就诊序号</akc190> --参数类型: String(20)

<aaz216>结算流水号</aaz216> --人员医疗结算事件 id(就诊结算 id)

<aae036>撤销时间</aae036>

<jylsh_mzcx>流水号</jylsh_mzcx> --门诊结算退单冲正需要

</output>

交易标志 大于 0 表示成功

交易信息 交易标志小于等于 0 时返回错误信息

异地接口修改

交易控制 xml
字段名 含义 约束 类型 说明

jylsh_mzjs
要回退的门诊结算

交易流水号

not null varchar(20)

aaz216 人员医疗结算事件

id(就诊结算id)

null varchar(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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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ac002 身份证号码(社会

保障号码)

not null varchar(18)

aac003 姓名 not null varchar(50)

bkc131 经办人姓名 not null varchar2(100) 系统自动回退，就

写市州名称

交易输入 xml

交易输出 xml

§3.1.9.6.2. 确认交易

交易类型 处理交易

交易说明 1. 在本地数据写成功以后,向中心发起确认交易

输入参数

交易流水号 本次正常交易产生的流水号

交易验证码 本次正常交易产生的验证码

输出参数

交易标志 大于 0 表示成功

交易信息 交易标志小于等于 0 时返回错误信息

§3.1.9.6.3. 取消交易

交易类型 处理交易

交易说明 1. 在本地数据写失败以后,向中心发起取消交易

输入参数

交易流水号 本次正常交易产生的流水号

输出参数

交易标志 大于 0 表示成功

交易信息 交易标志小于等于 0 时返回错误信息

§3.1.9.7. 打印门诊结算单(13) – 作废

交易类型 查询类交易

交易说明 1. 传入门诊就诊编号

2. 接口打印出票据

输入参数

交易编号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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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易控制 xml <?xml version="1.0" encoding="gb2312"?>

<control>

<yab003>00</yab003> --参数类型: String(4)

<akc190>就诊编号</akc190> --参数类型: String(20)

<aaz216>结算流水号（结算交易返回）</aaz216>

<ydjk_out>0</ydjk_out> --从本市数据库中进行打印

</control>

交易输入 xml <?xml version="1.0" encoding="gb2312"?>

<data/>

输出参数

交易流水号 NULL

交易验证码 NULL

交易输出 xml NULL

交易标志 大于 0 表示成功

交易信息 交易标志小于等于 0 时返回错误信息

§3.1.9.8. 打印定点医疗机构门诊就诊明细清单（14）

§3.1.9.8.1. 正常交易

交易类型 查询类交易

交易说明 打印定点医疗机构指定时间期间内发生的医保门诊就诊明细清单

查询期间以门诊费用结算时间为准。

输入参数

交易编号 14

交易控制 xml <?xml version="1.0" encoding="GB2312" standalone="yes" ?>

<control>

<aae140>险种</aae140> --参数类型: String(4)（11 职工基本医疗,21 居民医保，

22 学生居保）

<yab003>医保机构</yab003> --参数类型：String(4) NOT NULL

</control>

交易输入 xml <?xml version="1.0" encoding="gb2312"?>

<data/>

输出参数

交易流水号 NULL

交易验证码 NULL

交易输出 xml NU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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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易标志 大于 0 表示成功

交易信息 交易标志小于等于 0 时返回错误信息

§3.1.9.9. 入院办理(21)

§3.1.9.9.1. 正常交易

交易类型 处理交易

交易说明

1. 先调用身份识别交易，读出磁卡人个人基本信息。

2. 录入入院信息后再调用本交易。

3. 中心校验卡和卡密码。不通过则返回

4. 判断不能有在院状态的数据；不能有出院、转院状态但交易未确定的数据；不能有

未确定的出院结算撤销交易；不能有未确定的入院办理撤销交易

输入参数

交易编号 21

交易控制 xml

<?xml version="1.0" encoding="gb2312" standalone="yes" ?>

<control>

<aae140>险种</aae140>（11 职工基本医疗,21 居民医保，22 学生，异地使用 03

交易返回的 aae140）

<yab003>医保分中心<yab003> 使用 03 号交易返回的 yab003

<aac001>个人编号</aac001> String(20) 使用 03 号交易得到的个人编号

<sicard>是否社保卡 1 是，0 或空为否</sicard> 如果是社保卡，此处填 1，akc020
为空，由接口处理读卡操作，如果没有此节点，按原 1.2规范处理---
传 2为读江油 IC卡。传 3为电子社保卡，akc020需要传入电子社保卡二维码！。传 4
为四川医保 APP 二维码，akc020需要传入四川医保 APP二维码！。传 5为国家医保电

子凭证，akc020传空。

<ydjk_out>是否异地联网数据</ydjk_out> --是否异地(0 本地，1异地)

<aac002>身份证号码</aac002> --由身份识别输出

<aaz500>社会保障卡卡号</aaz500> --由身份识别输出

<baa008>参保地统筹区编号</baa008> --由身份识别输出

<baa010>就医地统筹区编号</baa010>

</control>

交易输入 xml <?xml version="1.0" encoding="gb2312" standalone="yes" ?>

<data>

<ykc025>就诊方式</ykc025> --参数类型: String(3) NOT NULL

1 为本地入院 2 为转院入院

<ykc201>医疗机构住院号</ykc201> --参数类型: String(15) NOT NULL

<ykc202>入院诊断名称</ykc202> --参数类型: String(100) NOT NULL

<ykc203>入院日期</ykc203> --参数类型: String(10) 格式:YYYY-MM-D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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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kc102>入院科别</ykc102> --参数类型: String(20) NOT NULL

<ykc103>入院诊治医生</ykc103> --参数类型: String(20) NOT NULL

<ykc106>业务经办人</ykc106> --参数类型: String(20) NOT NULL

<ykc205>病区(科室)<ykc205> --参数类型: String(20) not null

<ykc206>床位<ykc206> --参数类型: String(20) not null

<ykc207>入院诊断主诊断（icd-10 编码）1<ykc207> --参数类型: String(20)

<ykc070>转诊转院备案号</ykc070>--参数类型: String(15) 可不填

<yka026>ka08 返回备案疾病编码</yka026>

<ykc404>治疗类型</ykc404>--参数类型：string（10） 1、门诊重症，2、普通住

院，4、住院重症；如果传入 1、4，yka026 必须传人,使用由 03 交易返回的 ka08 节点。

<akc050>入院诊断主诊断名称 1</akc050>

<yma002>精神病治疗阶段</yma002> --1、急性期，2、慢性恢复期，3、准回归期

4、并合症和并发症

<bkc021>入院诊断 2</bkc021> - - 下次省版本会删除此节点

<akc074>入院诊断名称 2</akc074> - - 下次省版本会删除此节点

<bkc022>入院诊断 3</bkc022> - - 下次省版本会删除此节点

<akc076>入院诊断名称 3</akc076> - - 下次省版本会删除此节点

<bkc015>病历号</bkc015>

<ake022_bm>入院诊断医生编码</ake022_bm>

<aae004>联系人</aae004>

<ykf501>入院科室编码</ykf501> --需提前上传至省平台 交易号 600

<aae005>联系电话</aae005>

<aae013>备注</aae013>

<yke020>抢救急危备案类型</yke020> --1急危重症 2抢救人员 用于市上 4家 3

甲医院居民

<acr099>出险原因（疾病传 1.意外传 2，自杀传 3）</acr099>---人寿商业保险接口用，

没有开通的医院不传。

<aka042>住院类型</aka042>1 普通住院，2 急诊或抢救住院 3 转院住院 4 外伤住

院，5生育住院,6 工伤住院 --用于异地

<bkc033>

<row>

<bkc022>入院次要诊断编码</bkc022>

<akc076>入院次要诊断名称</akc076>

</row>

<ro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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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kc022>入院次要诊断编码</bkc022>

<akc076>入院次要诊断名称</akc076>

</row>

…

</bkc033>

</data>

输出参数

交易流水号 返回，标识本次交易

交易验证码 返回，在确认流程使用

交易输出 xml

<?xml version="1.0" encoding="gb2312" ?>

<output>

<akc190>就诊序号</akc190> --参数类型:String(20)

<aac001>个人编号</aac001> --参数类型: String(8)

<aac003>姓名</aac003> --参数类型: String(20)

<aac004>性别</aac004> --参数类型: String(3)

<aac006>出生日期</aac006> --参数类型: DATE 格式:YYYY-MM-DD

<akc021>医疗人员类别</akc021> --参数类型: String(50)

<aae013>其他说明</aae013> --参数类型: String(50)

<ykc200>就诊内部流水号</ykc200> --参数类型: String(15)

<yka180>享受待遇状态</yka180>--参数类型：STRING(3)(0:不享受，1:享受)

<yka140>本年住院统筹范围累计</yka140> --参数类型:number(14,2)

<aka130>就诊类别</aka130> --参数类型: String(5)区分普通和重症入院

<syx001>人寿商业保险入院状态< syx001>--为 1表示入院成功，没有开通人寿商

业保险的医院不返回。

<syx002>人寿商业保险报错信息<syx002>--当 syx001为-1时，返回人寿商业保险

入院失败原因，这个时候不影响医保的正常入院，确定需要病人享受待遇，可以人工介

入处理。没有开通人寿商业保险的医院不返回。

<bba008>参保地统筹区编号</bba008>

<baa009>参保地分中心编码</baa009>

<bke002>本次起付线</bke002>

<aac002>身份证号码</aac002>

<baa012>实足年龄</baa012>

<aac020>行政职务(级别)</aac020>

<aac066>参保身份</aac066>

<bkc113>特殊人员类别</bkc113>

<aae140>险种类型</aae140>

<bkc007>缴费年限</bkc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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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ae240>个人帐户余额</aae240>

<aab001>单位编码</aab001>

<aab004>单位名称</aab004>

<aab020>经济类型</aab020>

<aab019>单位类型</aab019>

<aab021>隶属关系</aab021>

<bkc121>享受待遇标识</bkc121>

<bkc124>不享受医保待遇原因</bkc124>

<jylsh_ry>入院登记交易流水号</jylsh_ry>

<bkc023>入院经办时间</bkc023>

</output>

交易标志 大于 0 表示成功

交易信息 交易标志小于等于 0 时返回错误信息

异地接口修改

交易控制 xml
字段名 含义 约束 类型 说明

aac003 姓名 not null varchar(50) 由 03 号交易获取

aaz500 社会保障卡卡号 not null varchar(20) 由 03 号交易获取

aac002 身份证号 not null varchar(18) 由 03 号交易获取

aka130 支付类别 not null varchar(4)

各支付类别由参保

地政策和条件去加

以判别

交易输入 xml

bkc021 次要入院诊断 2 null varchar(20)

(次要诊断)入院初

期未经确诊初步诊

断的病种，见病种

代码 icd-10

bkc022 入院诊断 3 null varchar(20)

(次要诊断)入院初

期未经确诊初步诊

断的病种，见病种

代码 icd-10

bkc015 病历号 null varchar(20)

ake022_bm 入院诊断医生编码 null varchar(20)

aae004 联系人 not null varchar(50) 病人联系人

aae005 联系电话 not null varchar(50) 病人联系电话

aae013 备注 null varchar(100)

交易输出 x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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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aa008 参保地统筹区编码 not null varchar(6)

baa009 参保地分中心编码 not null varchar(6)

aaz217 就诊登记号 not null varchar(20)

参保地医保中心系

统生成（本地系统

中住院数据唯一标

识）

bke002 本次起付线 null number(14,2)

aac003 姓名 not null varchar(20)

aac004 性别 not null varchar(4)
代码(1 男 2 女 9

未知)

aac006 出生日期 not null date

aac002 身份证号码 not null varchar(18)

baa012 实足年龄 not null number(3) 就诊时的年龄

aac020 行政职务(级别) null varchar(3) 参保地自行设定

aac066 参保身份 not null varchar(6) 见表下表

bkc113 特殊人员类别 null varchar(6) 由参保地设定

aae140 险种类型 not null varchar(6)

310城镇职工 390

新农合 390城乡居

民，传输代码

bkc007 缴费年限 null number(14,2)

aae240 个人帐户余额 null number(14,2)

aab001 单位编码 not null varchar(20)
所在单位或者社区

的唯一标识

aab004 单位名称 not null varchar(100)
所在单位或者社区

的名称

aab020 经济类型 null varchar(6)

aab019 单位类型 null varchar(6)

Jylsy_ry
入院登记交易流水

号
Not null Varhcar(20)

在市级接口中生

成，传人省接口，

同时返回前台调用

§3.1.9.9.2. 确认交易

交易类型 处理交易

交易说明 取消退单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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输入参数

交易流水号 本次正常交易产生的流水号

交易验证码 本次正常交易产生的验证码

输出参数

交易标志 大于 0 表示成功

交易信息 交易标志小于等于 0 时返回错误信息

§3.1.9.9.3. 取消交易

交易类型 处理交易

交易说明 1. 在本地数据写失败以后,向中心发起取消交易

输入参数

交易流水号 本次正常交易产生的流水号

输出参数

交易标志 大于 0 表示成功

交易信息 交易标志小于等于 0 时返回错误信息

§3.1.9.10.入院信息修改(22)

§3.1.9.10.1. 正常交易

交易类型 查询类交易

交易说明
1、对 21 交易输入数据进行修改。

输入参数

交易编号 22

交易控制 xml

<?xml version="1.0" encoding="gb2312" standalone="yes" ?>

<control>

<aae140>险种</aae140> --参数类型: String(4)（11 职工基本医疗,21 居民医保，

22 学生居保）

<yab003>医保分中心编号</yab003> --参数类型: String

<akc190>就诊序号</akc190> --参数类型: String(20) NOT NULL

<aac001>个人编码</aac001> --参数类型: String(10) NOT NULL

<ykc201>住院号</ykc201> --参数类型: String(15)

<ydjk_out>是否异地联网数据</ydjk_out> --是否异地(0 本地，1异地)

<aac002>身份证号码</aac002>

<aaz500>社会保障卡卡号</aaz500>

<aka130>医疗类别</aka130>

<aka042>住院类型</aka042>

</contro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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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易输入 xml <?xml version="1.0" encoding="gb2312" standalone="yes" ?>

<data>

<ykc025>就诊方式</ykc025> --参数类型: String(3) NOT NULL(1:就诊，

2:转诊)

<ykc201>医疗机构住院号</ykc201> --参数类型: String(15) NOT NULL

<ykc202>入院诊断名称</ykc202> --参数类型: String(100) NOT NULL

<ykc203>入院日期</ykc203> --参数类型: String(10) 格式:YYYY-MM-DD NOT NULL

<ykc102>入院科别</ykc102> --参数类型: String(20) NOT NULL

<ykc103>入院诊治医生</ykc103> --参数类型: String(20) NOT NULL

<ykc106>业务经办人</ykc106> --参数类型: String(20) NOT NULL

<ykc070>转诊转院备案号</ykc070> --参数类型: String(15)当就诊方式为转诊

时必须录入

<ykc205>病区<ykc205> --参数类型: String(20)

<ykc206>床位<ykc206> --参数类型: String(20)

<ykc207>入院诊断主诊断（icd-10 编码）1<ykc207> --参数类型: String(20)

<yka026>门诊慢特病编码</yka026>

<ykc404>治疗类型</ykc404>--参数类型：string（10） 1、门诊重症，2、普通住

院，4、住院重症；如果传入 4，yka026 必须传人,使用由 03 交易返回的 ka08 节点。

<yma002>精神病治疗阶段</yma002> --1、急性期，2、慢性恢复期，3、准回归期

4、并合症和并发症

<akc050>入院诊断主诊断名称 1</akc050>

<bkc021>入院诊断 2</bkc021>

<akc074>入院诊断名称 2</akc074>

<bkc022>入院诊断 3</bkc022>

<akc076>入院诊断名称 3</akc076>

<bkc015>病历号</bkc015>

<ake022_bm>入院诊断医生编码</ake022_bm>

<aae004>联系人</aae004>

<ykf501>医院科室编码</ykf501>

<aae005>联系电话</aae005>

<aae013>备注</aae013>

<aka042>住院类型</aka042>1 普通住院，2 急诊或抢救住院 3 转院住院 4 外伤住

院，5生育住院

<bkc033>

<row>

<bkc022>入院次要诊断编码</bkc022>

<akc076>入院次要诊断名称</akc0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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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ow>

<row>

<bkc022>入院次要诊断编码</bkc022>

<akc076>入院次要诊断名称</akc076>

</row>

…

</bkc033>

</data>

输出参数

交易流水号 返回，标识本次交易

交易验证码 返回，在确认流程使用

交易输出 xml

<?xml version="1.0" encoding="gb2312" ?>

<output>

<akc190>就诊序号</akc190> --参数类型:String(20)

</output>

交易标志 大于 0 表示成功

交易信息 交易标志小于等于 0 时返回错误信息

异地接口修改

交易控制 xml
字段名 含义 约束 类型 说明

aac003 姓名 not null varchar(50) 由 03 号交易获取

aaz500 社会保障卡卡号 not null varchar(20) 由 03 号交易获取

aac002 身份证号 not null varchar(18) 由 03 号交易获取

aka130 支付类别 not null varchar(4)

各支付类别由参保

地政策和条件去加

以判别

交易输入 xml

bkc021 次要入院诊断 2 null varchar(20)

(次要诊断)入院初

期未经确诊初步诊

断的病种，见病种

代码 icd-10

bkc022 入院诊断 3 null varchar(20)

(次要诊断)入院初

期未经确诊初步诊

断的病种，见病种

代码 icd-10

bkc015 病历号 null varchar(20)

ake022_bm 入院诊断医生编码 null varchar(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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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ae004 联系人 null varchar(50) 病人联系人

aae005 联系电话 null varchar(50) 病人联系电话

aae013 备注 null varchar(100)

交易输出 xml

§3.1.9.11.入院办理退单(23)

§3.1.9.11.1. 正常交易

交易类型 处理交易

交易说明

1. 核对医保交易流水号、个人编码、完全匹配才可以退单

2. 不能有与相关的未确定交易；不能已经出院、转院

3. 如有药品、诊疗明细，住院登记不能撤销

4. 删除入院办理信息

5. 在处理流程中只进行判断是否可以进行撤销；在确认流程中才进行正常的撤销；在

取消流程中只处理交易日志标志

输入参数

交易编号 23

交易控制 xml

<?xml version="1.0" encoding="gb2312" standalone="yes" ?>

<control>

<aae140>险种</aae140> --参数类型: String(4)（11 职工基本医疗,21 居民医保，

22 学生居保）

<yab003>医保分中心编号</yab003> --参数类型 String(4)

<akc190>就诊序号</akc190> --参数类型: String(20) NOT NULL

<aac001>个人编码</aac001> --参数类型: String(10) NOT NULL

<ykc201>住院号</ykc201> --参数类型: String(15)

<sicard>是否社保卡 1 是，0 或空为否</sicard> 如果是社保卡，此处填 1，akc020
为空，由接口处理读卡操作，如果没有此节点，按原 1.2规范处理---
传 2为读江油 IC卡。传 3为电子社保卡，akc020需要传入电子社保卡二维码！。传 4
为四川医保 APP二维码，akc020需要传入四川医保 APP二维码！。

<ydjk_out>是否异地联网数据</ydjk_out> --是否异地(0 本地，1异地)

<jylsh_ry>要回退的入院交易流水号</jylsh_ry>

<aac002>身份证号码(社会保障号码)</aac002>

<aac003>姓名</aac003>

<bkc131>经办人姓名</bkc131>

<

</control>

交易输入 xml null

输出参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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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易流水号 返回，标识本次交易

交易验证码 返回，在确认流程使用

交易输出 xml <?xml version="1.0" encoding="gb2312" standalone="yes" ?>

<output>

<akc190>就诊序号</akc190> --参数类型: String(20)

<aae036>入院回退经办时间</aae036> --入院回退经办时间

</output>

交易标志 大于 0 表示成功

交易信息 交易标志小于等于 0 时返回错误信息

异地接口修改

交易控制 xml
字段名 含义 约束 类型 说明

jylsh_ry 入院交易流水号 not null varchar(20) 要回退的入院交易

流水号

aac001 个人编号 not null varchar(20)

aka130 支付类别 not null varchar(4)

各支付类别由参保

地政策和条件去加

以判别

aac002 身份证号码(社会

保障号码)

not null varchar(18)

aac003 姓名 not null varchar(50)

bkc131 经办人姓名 not null varchar(20) 医院操作员姓名

交易输入 xml
交易输出 xml
Aae036 回退经办时间 not null datetime

§3.1.9.11.2. 确认交易

交易类型 处理交易

交易说明 1.确认本次退单信息,删除中心数据

输入参数

交易流水号 本次正常交易产生的流水号

交易验证码 本次正常交易产生的验证码

输出参数

交易标志 大于 0 表示成功

交易信息 交易标志小于等于 0 时返回错误信息

§3.1.9.11.3. 取消交易

交易类型 处理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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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易说明 取消退单处理

输入参数

交易流水号 本次正常交易产生的流水号

输出参数

交易标志 大于 0 表示成功

交易信息 交易标志小于等于 0 时返回错误信息

§3.1.9.12.住院消费明细写入(24)

§3.1.9.12.1. 正常交易

交易类型 查询类交易

交易说明 1. 传入药品、诊疗数据

2. 中心计算返回计算结果

注意：每次交易上传数据最好不超过 50 行，否则可能会增大失败的可能。

输入参数

交易编号 24

交易控制 xml

<?xml version="1.0" encoding="gb2312" standalone="yes" ?>

<control>

<aae140>险种</aae140> --参数类型: String(4)（11 职工基本医疗,21 居民医保，

22 学生居保）

<yab003>医保机构编码</yab003> --参数类型: String NOT NULL

<akc190>就诊序号</akc190> --参数类型: String(20) NOT NULL

<aac001>个人编码</aac001> --参数类型: String(30) NOT NULL

<ykc201>住院号</ykc201> --参数类型: String(15) NOT NULL

<bkc131>经办人姓名</bkc131>

<nums>明细数量</nums>

<ydjk_out>是否异地联网数据</ydjk_out> --是否异地(0 本地，1 异地)

<baa008>参保地统筹区编号</baa008> --由身份识别输出

<baa010>就医地统筹区编号</baa010>

</control>

交易输入 xml

<?xml version="1.0" encoding="gb2312" standalone="yes" ?>

<data>

<datasetyp> --药品清单

<row>

<ykc120>序号</ykc120> --参数类型:interger（如果中心数据

库同一就诊号已经有相同序号的记录，

将覆盖原来的记录，并且写入中心日志）

<aka060>药品省码</aka060> --参数类型: String(20) NOT NULL

<aka079>医院院内编码</aka079> --参数类型: String(20) NOT NU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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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ke008>医保项目编码(国码)</ake008>

<ake009>医保项目编码名称(国码名称)</ake009>

<aka061>医院院内药品名称</aka061> --参数类型: String(200) NOT NULL

<aka080>药品商品名称</aka080> --参数类型：String(200) null

<aka067>计量单位</aka067> --参数类型: String(20) NOT NULL

<aka073>规格</aka073> --参数类型: String(100) NOT NULL

<yka200>单价</yka200> --参数类型: NUMBER(14,4) NOT NULL

<yka201>数量</yka201> --参数类型: NUMBER(14,2) NOT NULL

<yka202>金额</yka202> --参数类型: NUMBER(14,4) NOT NULL

<ykc121> 使 用 时 间 </ykc121> -- 参 数 类 型 : STRING(10) 日 期 格

式:yyyy-mm-dd

<ykc500>是否特殊用药</ykc500> --参数类型:string(2) 只能是 是或否，

如果为空则视为否。

<ykc501>特殊用药时的医保类别(取值为代码表类型为 aka065 的代

码)</ykc501>--参数类型:string(2)1 为甲类，2 为乙类， 3 为丙类

<aae072>处方号(单据号)</aae072>

<bkc127>医嘱记录序号</bkc127>

<aaz231>全省统一收费目录编码</aaz231> ---异地不能为空

<aka070_yn>医院内剂型</aka070_yn>

<bkc044>每次用量</bkc044>

<bkc045>用法</bkc045>

<bkc046>产地</bkc046>

<bkc048>开单医生编码</bkc048>

<bkc049>开单医生姓名</bkc049>

<yka091>科室编码</yka091>

<aae386>科室名称</aae386>

< ykf500>科室代码</ ykf500>

<bkc040>收费时间（开单日期）</bkc040>

<xzyyspbz>限制用药审批标志</xzyyspbz>

</row>

<row>

…

</row>

</datasetyp>

<datasetzl> --诊疗清单

<row>

<ykc120>序号</ykc120> --参数类型:interger

<aka090>诊疗省码</aka090> --参数类型: String(20) NOT NU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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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ke008>医保项目编码(国码)</ake008>

<ake009>医保项目编码名称(国码名称)</ake009>

<aka079>医院院内编码</aka079> --参数类型: String(20) NOT NULL

<aka061>医院院内诊疗名称</aka061> --参数类型: String(200) NOT NULL

<aka067>计量单位</aka067> --参数类型: String(20) NOT NULL

<yka200>单价</yka200> --参数类型: NUMBER(14,4) NOT NULL

<yka201>数量</yka201> --参数类型: NUMBER(14,2) NOT NULL

<yka202>金额</yka202> --参数类型: NUMBER(14,4) NOT NULL

<ykc121> 使 用 时 间 </ykc121> -- 参 数 类 型 : STRING(10) 日 期 格

式:yyyy-mm-dd

<ykc500>是否特殊项目</ykc500> --参数类型:string(2) 只能是 是或否，

如果为空则视为否。

<ykc501>特殊项目时的医保类别(取值为代码表类型为 aka065 的代

码)</ykc501>--参数类型:string(2)

<aae072>处方号(单据号)</aae072>

<bkc127>医嘱记录序号</bkc127>

<aaz231>全省统一收费目录编码</aaz231> ---异地不能为空

<aka070_yn>医院内剂型</aka070_yn>

<bkc044>每次用量</bkc044>

<bkc045>用法</bkc045>

<bkc046>产地</bkc046>

<bkc048>开单医生编码</bkc048>

<bkc049>开单医生姓名</bkc049>

<yka091>科室编码</yka091>

< ykf500>科室代码</ ykf500>

<aae386>科室名称</aae386>

<bkc040>收费时间（开单日期）</bkc040>

<xzyyspbz>限制用药审批标志</xzyyspbz>

<bkc090>明细类别</bkc090> --异地本地兼容，本地院外检查不变

<ykb999>申请流水号</ykb999> --诊疗院外检查需传

</row>

<row>

…

</row>

</datasetzl>

<datasetcw> --床位费清单

<ro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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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kc120>序号</ykc120> --参数类型:interger

<aka100>服务设施省码</aka100> --参数类型: String(20) NOT NULL

<ake008>医保项目编码(国码)</ake008>

<ake009>医保项目编码名称(国码名称)</ake009>

<aka079>医院院内编码</aka079> --参数类型: String(20) NOT NULL

<aka061>医院院内服务设施名称</aka061>-参数类型:String(30)NOT NULL

<yka200>单价</yka200> --参数类型: NUMBER(14,2) NOT NULL

<yka201>数量</yka201> --参数类型: NUMBER(14,2) NOT NULL

<yka202>金额</yka202> --参数类型: NUMBER(14,4) NOT NULL

<ykc121> 使 用 时 间 </ykc121> -- 参 数 类 型 : STRING(10) 日 期 格

式:yyyy-mm-dd

<aae072>处方号(单据号)</aae072>

<bkc127>医嘱记录序号</bkc127>

<aaz231>全省统一收费目录编码</aaz231> ---异地不能为空

<aka070_yn>医院内剂型</aka070_yn>

<bkc044>每次用量</bkc044>

<bkc045>用法</bkc045>

<bkc046>产地</bkc046>

<bkc048>开单医生编码</bkc048> not null

<bkc049>开单医生姓名</bkc049> not null

<yka091>科室编码</yka091>

< ykf500>科室代码</ ykf500>

<aae386>科室名称</aae386>

<bkc040>收费时间（开单日期）</bkc040>

<xzyyspbz>限制用药审批标志</szyyspbz>

</row>

<row>

…

</row>

<datasetcw>

</data>

输出参数

交易流水号 返回，标识本次交易

交易验证码 返回，在确认流程使用

交易输出 xml
<?xml version="1.0" encoding="gb2312" standalone="yes" ?>

<outpu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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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ae036>经办时间</aae036>

<datarow>

<row>

<bke019>费用明细序号</bke019>

<akc264>单条明细费用总额</akc264>

<aka068>定价上限金额</aka068>

<aka057>自费比例</aka057>

<akc253>全自费部分</akc253>

<akc228>先自付部分</akc228>

<akc268>超限自付部分</akc268>

<bkc042>进入报销范围部分</bkc042>

<aka065>收费项目等级</aka065>

<aka065y>实际医保收费等级</aka065y>

<cbdxzyyspbz>参保地限制使用标志</cbdxzyyspbz>

</row>

...

<row>

</row>

<datarow>

</output>

交易标志 大于 0 表示成功

交易信息 交易标志小于等于 0 时返回错误信息

异地接口修改

交易控制 xml
字段名 含义 约束 类型 说明

bkc131 经办人姓名 not null varchar(100) bkc131

nums 传输的费用条数 not null number(6)

交易输入 xml

aae072 处方号（单据号） null varchar(20)

bkc127 医嘱记录序号 null varchar(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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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az231 本位码 not null varchar(22)
全省统一医保项目

编码

aka070_yn 院内剂型 not null varchar(6)

bkc044 每次用量 null varchar(50)

bkc045 用法 null varchar(100)

bkc046 产地 null varchar(100)

bkc048 开单医生编码 not null varchar(20)

bkc049 开单医生姓名 not null varchar(20)

aae386 科室名称 not null varchar(150)

yka091 科室编码 not null varchar（20）

bkc040 收费时间 not null datetime

xzyyspbz 限制用药审批标志 null varchar(2)

如为限制性用药，

医院需先审批该病

人的病情是否符合

限制用药的条件，1

为符合按规定报

销，0为自费。非限

制性用药可以为空

""

bkc090 明细类别 null varchar(1)
1 为院外检查；2 为

入院前三天检查

交易输出 xml
Aae036 回退经办时间 not null datetime

§3.1.9.1. 住院消费明细退单(25)

§3.1.9.1.1. 正常交易

交易类型 查询类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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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易说明

1. 将已上传的住院明细按处方流水号撤销。

2. 判断条件

 中心住院表中必须存在该就诊数据

 该就诊不能已出院或转院

 不能有该就诊号任何未确定交易

3. 在确认交易时删除明细

输入参数

交易编号 25

交易控制 xml

<?xml version="1.0" encoding="gb2312" standalone="yes" ?>

<control>

<aae140>险种</aae140> --参数类型: String(4)（11 职工基本医疗,21 居民医保，22

学生居保）

<yab003>医保分中心编号</yab003> --参数类型

<akc190>就诊序号</akc190> --参数类型: String(20) NOT NULL

<aac001>个人编码</aac001> --参数类型: String(20) NOT NULL

<ykc201>住院号</ykc201> --参数类型: String(15)

<ydjk_out>是否异地联网数据</ydjk_out> --是否异地(0 本地，1异地)

<baa008>参保地统筹区编号</baa008> --由身份识别输出

<aae072>处方号(单据号)</aae072> 要删除的处方号（单据号）如果此值不空，

bkc040，将忽略其余参数

<bkc040>收费时间（开单日期）</bkc040>删除指定日期的费用 格式(yyyy-mm-dd)

<bkc131>经办人姓名</bkc131>

</control>

交易输入 xml <?xml version="1.0" encoding="gb2312" standalone="yes" ?>

<data>

<datasetyp> --药品清单

<row>

<ykc120>序号</ykc120> --参数类型:interger

<yka202>金额</yka202> --参数类型: NUMBER(14,4) NOT NULL

</row>

<row>

…

</row>

</datasetyp>

<datasetzl> --诊疗清单

<row>

<ykc120>序号</ykc120> --参数类型:interger

<yka202>金额</yka202> --参数类型: NUMBER(14,4) NOT NULL

</row>

<row>

…

</row>

</datasetz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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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tasetcw>

<row>

<ykc120>序号</ykc120> --参数类型:interger

<yka202>金额</yka202> --参数类型: NUMBER(14,4) NOT NULL

</row>

<row>

…

</row>

<datasetcw>

</data>

输出参数

交易流水号 返回，标识本次交易

交易验证码 返回，在确认流程使用

交易输出 xml <?xml version="1.0" encoding="gb2312" standalone="yes" ?>

<output>

<akc190>就诊序号</akc190> --参数类型: String(20)

<aae036>经办时间</aae036>

</output>

交易标志 大于 0 表示成功

交易信息 交易标志小于等于 0 时返回错误信息

异地接口修改

交易控制 xml
字段名 含义 约束 类型 说明

aae072 处方号(单据号) null varchar(20)

删除指定的处方号

明细，当此项不为

空时，忽略后面的

明细列表和收费时

间，即<bkc040>和

输入<data>可以为

空，如果要删除此

次就诊的全部清

单，<aae072>传人

all

bkc040
收费时间（开单日

期）
null datetime

删除指定收费时间

的明细，当此项不

为空时，忽略明细

列表，即输入

<data>可以为空,

bkc131 经办人姓名 not null varchar2(100)

nums 传输的费用条数 not null number(6)

交易输入 xml
交易输出 x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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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ae036 回退经办时间 not null datetime

§3.1.9.2. 住院医嘱上传(24y 新增)

§3.1.9.2.1. 正常交易

交易类型 查询类交易

交易说明 住院病员需要上传病人住院医嘱信息时使用该交易。每个人员单次住院过程中使用

<bkc127>医嘱记录序号</bkc127>作为唯一标识。

输入参数

交易编号 24y

交易控制 xml

<?xml version="1.0" encoding="gb2312" standalone="yes" ?>

<control>

<aae140>险种</aae140> --参数类型: String(4)（11 职工基本医疗,21 居民医保，

22 学生居保）

<yab003>医保机构编码</yab003> --参数类型: String NOT NULL

<akc190>就诊序号</akc190> --参数类型: String(30) NOT NULL

<aac001>个人编码</aac001> --参数类型: String(30) NOT NULL

<ykc201>住院号</ykc201> --参数类型: String(30) NOT NULL

<bkc131>经办人姓名</bkc131> --参数类型: String(30) NOT NULL

<ydjk_out>异地标志</ydjk_out> --是否异地(0 本地，1 异地)

<baa008>参保地统筹区编号</baa008> --由身份识别输出

</control>

交易输入 xml

<?xml version="1.0" encoding="gb2312" standalone="yes" ?>

<data>

<datarow>

<row>

<bkc127>医嘱记录序号</bkc127>

<ake099>医嘱内容</ake099>

<bkc128>医嘱时间</bkc128>

<bkc048>医生编码</bkc048>

<bkc049>医生姓名</bkc049>

<bkc241>停止时间</bkc241>

</row>

<row>

…

</ro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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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tarow>

</data>

输出参数

交易流水号 返回，标识本次交易

交易验证码 返回，在确认流程使用

交易输出 xml

<?xml version="1.0" encoding="gb2312" standalone="yes" ?>

<output>

</output>

交易标志 大于 0 表示成功

交易信息 交易标志小于等于 0 时返回错误信息

参数说明

交易控制 xml
字段名 含义 约束 类型 说明

bkc131 经办人姓名 not null varchar(100) bkc131

交易输入 xml
Akc190 就诊登记号 not null varchar(20) 入院办理时参保地

返回

aac001 个人编码 not null varchar(20)

bkc131 经办人姓名 not null varchar(100)

bkc127 医嘱记录序号 not null varchar(20) 唯一标识一条医嘱

记录

ake099 医嘱内容 not null varchar(1000) 医嘱的详细说明，

包括医嘱类型（长

临）、医嘱项目、

剂量、频次等详细

说明

bkc128 医嘱日期 not null datetime 医嘱开始日期

bkc048 医生编码 null varchar(20)

bkc049 医生姓名 not null varchar(20)

bkc241 停嘱时间 null datetime

§3.1.9.3. 住院医嘱作废(25y) –新增

§3.1.9.3.1. 正常交易

交易类型 查询类交易

交易说明 住院病员需要上传病人住院医嘱信息时使用该交易。每个人员单次住院过程中使用

<bkc127>医嘱记录序号</bkc127>作为唯一标识。

输入参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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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易编号 ydzy07

交易控制 xml

<?xml version="1.0" encoding="gb2312" standalone="yes" ?>

<control>

<aae140>险种</aae140> --参数类型: String(4)（11 职工基本医疗,21 居民医保，

22 学生居保）

<yab003>医保机构编码</yab003> --参数类型: String NOT NULL

<akc190>就诊序号</akc190> --参数类型: String(20) NOT NULL

<aac001>个人编码</aac001> --参数类型: String(20) NOT NULL

<ykc201>住院号</ykc201> --参数类型: String(15) NOT NULL

<bkc131>经办人姓名</bkc131>

</control>

交易输入 xml

<?xml version="1.0" encoding="gb2312" standalone="yes" ?>

<data>

<datarow>

<row>

<bkc127>医嘱记录序号</bkc127>

<bkc129>医嘱作废时间</bkc129>

<bkc130>作废原因</bkc130>

<bkc132>作废经办人姓名</bkc132>

</row>

<row>

…

</row>

<datarow>

</data>

输出参数

交易流水号 返回，标识本次交易

交易验证码 返回，在确认流程使用

交易输出 xml <?xml version="1.0" encoding="gb2312" standalone="yes" ?>

交易标志 大于 0 表示成功

交易信息 交易标志小于等于 0 时返回错误信息

参数说明

交易控制 xml
字段名 含义 约束 类型 说明

bkc131 经办人姓名 not null varchar(100) bkc131

交易输入 xml
Akc190 就诊登记号 not null varchar(20) 入院办理时参保地

返回

aac001 个人编码 not null varchar(20)

bkc131 经办人姓名 not null varchar(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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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kc127 医嘱记录序号 not null varchar(20) 唯一标识一条医嘱

记录

ake099 医嘱内容 not null varchar(1000)

bkc128 医嘱日期 not null datetime

bkc048 医生编码 null varchar(20)

bkc049 医生姓名 not null varchar(20)

交易输出 xml
Aae036 回退经办时间 not null datetime

§3.1.9.4. 出院预结算(26)

§3.1.9.4.1. 正常交易

交易类型 查询类交易

交易说明

1. 判断住院单据是否存在

2. 进行预结算，显示计算结果

3. 不能有该就诊号任何未确定交易

4. 本交易可随时调用计算当前参保人模拟出院的费用情况。不影响中心任何数据记

录。

输入参数

交易编号 26

交易控制 xml

<?xml version="1.0" encoding="gb2312" standalone="yes" ?>

<control>

<aae140>险种</aae140> --参数类型: String(4)（11 职工基本医疗,21 居民医保，

22 学生居保）

<yab003>医保分中心编号</yab003> --参数类型

<akc190>就诊序号</akc190> --参数类型: String(20) NOT NULL

<ykc201>住院号</ykc201> --参数类型: String(15)

<ykc023>3</ykc023> --参数类型: String(3)

<ykc209>结算结束日期</ykc209> --参数类型 String(10) yyyy-mm-dd 必须

传入（异地调用可空）

<aac001>个人编码</aac001> --参数类型: String(20) NOT NULL

<ydjk_out>是否异地联网数据</ydjk_out> --是否异地(0 本地，1异地)

<baa008>参保地统筹区编号</baa008> --由身份识别输出 跨省不输密码

</control>

交易输入 xml

<?xml version="1.0" encoding="gb2312" standalone="yes" ?>

<data>

<ykc104>出院诊断名称</ykc104> --参数类型: String(100) NOT NULL（异

地调用可空）

<yka028>住院特殊病种编码</yka028> --参数类型: String(20),与待遇计算有

关。重症疾病编码，与 21 交易的 yka026 必须相同（异地调用可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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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kc195>出院类别</akc195> --参数类型: String(3) NOT NULL

(1:治愈，2:好转,3:转院,4:死亡,5:其他)（异地调用可空）

<yma001>居民生育类别</yma001> --限居民传入 1顺产，2 剖腹产，3 生育并发症

<yma003>肾透析门诊重症结算次数</yma003> --限居民肾透析门诊重症传入

1为一个周期一次结算，2 为 2 次，请填对，不然影响报账和扣款

<ykc204>出院时间</ykc204> --参数类型: STRING(10) NOT NULL 格

式:YYYY-MM-DD（异地调用可空）

<ykc105>收费时间</ykc105> --参数类型: DATE 格式:YYYY-MM-DD（异

地调用可空）

<ykc106>收费员</ykc106> --参数类型: String(20)

<akc264>明细总额</akc264>

<nums>本次住院明细行数</nums>

</data>

输出参数

交易流水号 返回，标识本次交易

交易验证码 返回，在确认流程使用

交易输出 xml

<?xml version="1.0" encoding="gb2312" standalone="yes" ?>

<output>

<aac001>个人编号</aac001> --参数类型: String(10)

<aac003>姓名</aac003> --参数类型: String(20)

<aac004>性别</aac004> --参数类型: String(3)

<aab004>单位名称</aab004> --参数类型: String(50)

<yab003>保险经办机构编码</yab003> --参数类型: String(10)(码表通过 65

交易下载)

<aab034>参保人员参保地</aab034> --参数类型: String(10)

<ykc107>个人账户余额</ykc107> --参数类型: Number(14,2),结算前个人

账户余额 (此节点含义改为本次结算个人账户最多可支付金额，和本地原内涵兼

容)

<akc190>就诊序号</akc190> --参数类型: String(20)

<yka100>医疗总费用</yka100> --参数类型: NUMBER(14,2)

<yka060>符合报销范围金额</yka060> --参数类型: NUMBER(14,2)

<yka061>不符合报销金额</yka061> --参数类型: NUMBER(14,2)

<yka062>全自费金额</yka061> --参数类型: NUMBER(14,2)

<yka270>起付线金额</yka270> --参数类型: NUMBER(14,2)

<yka271>统筹基金支付比例</yka271> --参数类型: NUMBER(14,2)

<ykh011>医保基金支付总额</ykh011> --参数类型: Number(14,2)

<yka130>统筹基金支付金额</yka130> --参数类型: NUMBER(14,2)

<yka131>大病实付金额</yka131> --参数类型: NUMBER(14,2)

<yka132>公务员补助金额</yka132> --参数类型: NUMBER(14,2)

<yka135>建档立卡贫困户切斜补贴</yka135> --参数类型: Number(14,2)

<yka136>个人账户支付总额</yka136> --参数类型: Number(14,2)

<yka137>个人现金支付金额</yka137> --参数类型: NUMBER(14,2)

<yka138>院外检查金额</yka138> --参数类型: NUMBER(1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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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aa008>参保地统筹区编号</baa008>

<baa009>参保地分中心编码</baa009>

<aaz216>人员医疗结算事件 id(就诊结算 id)</aaz216>

<aac006>出生日期</aac006>

<aac002>身份证号码</aac002>

<baa012>实足年龄</baa012>

<aac020>行政职务(级别)</aac020>

<aac066>参保身份</aac066>

<bkc113>特殊人员类别</bkc113>

<aae140>险种类型</aae140>

<bkc007>缴费年限</bkc007>

<aae240>本次结算后的个人帐户余额</aae240> --预结算为空

<aab001>单位编码</aab001>

<aab020>经济类型</aab020>

<aab019>单位类型</aab019>

<aab021>隶属关系</aab021>

<akc253>全自费部分</akc253>

<akc228>先自付部分</akc228>

<akc268>超限自付部分</akc268>

<ame001>生育保险</ame001>

<ake039_jm>居民门诊统筹</ake039_jm>

<ake039_xnh>新农合</ake039_xnh>

<ake039_qt>其它险种</ake039_qt>

<bke031>报销情况说明</bke031>

<bkc121>享受待遇标识</bkc121>

<bkc124>不享受医保待遇原因</bkc124>

<aae036>经办时间</aae036>

</output>

交易标志 大于 0 表示成功

交易信息 交易标志小于等于 0 时返回错误信息

异地接口修改

交易控制 x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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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段名 含义 约束 类型 说明

akc264 明细总额 not null number(14,2)

akb066_xz

预使用个人

账户抵扣自

负部分金额

not null number(14,2)
非负值，为 0 表示不使用个人账户抵

扣

bkc131 经办人姓名 Null Varchar(20)

交易输入 xml

bkc025
出院科室名

称
null varchar(20)

bkc026 出院床位 null varchar(20)

ake021_bm
出院诊断医

生
null varchar(20)

ake021
出院诊断医

生
null varchar(20)

bkc024
出院经办人

姓名
not null varchar(20)

nums
本次明细条

数
not null number

akc264 明细总额 not null number(14,2)

akb066_xz

是否使用个

人账户抵扣

自负金额

not null varchar(2) 0 不使用，1 使用

交易输出 xml

baa008
参保地统筹

区编码
not null varchar(6)

baa009
参保地分中

心编码
not null varchar(6)

aaz216

人员医疗结

算事件id(就

诊结算id)

not null varchar(20) 结算交易返回，标识一次结算行为

aac006 出生日期 not null date

aac002 身份证号码 not null varchar(18)

baa012 实足年龄 null number(3) 就诊时的年龄

aac020
行政职务(级

别)
null varchar(3)

参保地自行设定

aac066 参保身份 not null varchar(6)
由参保地设定（比如在职、退休、大

学生等等）



绵阳市医保联网支付应用编程接口规范

四川久远银海软件股份有限责任公司 第 66页/共 282页

bkc113
特殊人员类

别
null varchar(6)

由参保地设定

aae140 险种类型 not null varchar(6)

bkc007 缴费年限 null number(14,2)

aae240

本次结算后

个人帐户余

额

null number(14,2)

aab001 单位编码 not null varchar(20) 所在单位或者社区的唯一标识

aab020 经济类型 null varchar(6)

aab019 单位类型 null varchar(6)

aab021 隶属关系 null varchar(6)

akc253 全自费部分 not null number(14,2)
按规定不允许进入社保各项基金结算

范围的全自费费用

akc228 先自付部分 not null number(14,2)
指纳入本次结算的所有参保人自行负

担的费用（不含全自费费用）

akc268
超限价自付

部分
not null number(14,2)

药品、诊疗项目或服务设施的超限价

自付金额

ame001 生育保险 null number(14,2)

ake039_jm
居民门诊统

筹
null number(14,2)

ake039_xnh 新农合 null number(14,2)

ake039_qt 其它险种 null number(14,2)

bke031
报销情况说

明
ull varchar(500)

bkc121
享受待遇标

识
not null varchar(3) 0 不享受 1 享受

bkc124
不享受医保

待遇原因
null varchar(500)

aae036 经办时间 Not null Datetime

§3.1.9.5. 出院结算(27) 出院和结算

§3.1.9.5.1. 正常交易

交易类型 处理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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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易说明

1. 不能有该就诊号任何未确定交易

2. 判断住院单据是否存在

3. 根据医疗保险政策进行计算

4. 一旦出院结算不能退单，请谨慎操作。

5. 按省异地接口规范，出院结算由两个交易完成，遵循 his 平台改动最小原则，本

地前段仍然保留此交易，在中心，his 前端调用此交易进行异地就医结算时，由市

级平台分割成两个交易。 也可以单独调用出院交易（36）和住院结算交易 27a；

输入参数

交易编号 27

交易控制 xml

<?xml version="1.0" encoding="gb2312" standalone="yes" ?>

<control>

<aae140>险种</aae140> --参数类型: String(4)（11 职工基本医疗,21 居民医保，

22 学生居保）

<yab003>医保分中心</yab003> --参数类型 String(4)

<akc190>就诊序号</akc190> --参数类型: String(20) NOT NULL

<ykc201>住院号</ykc201> --参数类型: String(15)

<ykc023>结帐方式</ykc023> --参数类型: String(3) 3：出院结算 4:中途结

算；

<ykc209>结算结束日期</ykc209> --参数类型 String(10) yyyy-mm-dd 必须

传入如果是非中途结算，ykc209 必须等于出院时间 ykc204

<aac001>个人编号</aac001> --参数类型：String（20）当险种为 22 时，必须传入

<bkc015>病历号</bkc015>

<sicard>是否社保卡 1 是，0 或空为否</sicard> 如果是社保卡，此处填 1，akc020
为空，由接口处理读卡操作，如果没有此节点，按原 1.2规范处理---
传 2为读江油 IC卡。传 3为电子社保卡，akc020需要传入电子社保卡二维码！。传 4
为四川医保 APP 二维码，akc020需要传入四川医保 APP二维码！。传 5为国家医保电

子凭证，akc020传空。

<ydjk_out>是否异地联网数据</ydjk_out> --是否异地(0 本地，1异地)

<baa008>参保地统筹区编号</baa008> --由身份识别输出 跨省不输密码

</control>

交易输入 xml

<?xml version="1.0" encoding="gb2312" standalone="yes" ?>

<data>

<ykc104>出院诊断名称</ykc104> --参数类型: String(500) NOT NULL

<datasetaka120>

<row>

<aka120>疾病编码 icd10</aka120>

</row>

………

</datasetaka120>--新增 支持多诊断 –用于本地，异地只取第一个作为主要诊断

<datasetaka140> --ICD9 手术操作代码上传

<row>

<aka140>手术操作编码 icd_9 编码</aka120>

</row>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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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tasetaka140>--新增 支持多诊断 –用于本地，ICD9 手术操作代码上传

<yka028>住院特殊病种编码</yka028> --参数类型: String(20),与待遇计算有

关。重症疾病编码，使用 03 交易返回的 ka08 节点。

<akc195>出院类别</akc195> --参数类型: String(3) NOT NULL

(1:治愈，2:好转,3:转院,4:死亡,5:其他)

<yma001>生育类别</yma001> -- 1 顺产，2 剖腹产，3生育并发症

<yma003>肾透析门诊重症结算次数</yma003> --限居民肾透析门诊重症传入

1为一个周期一次结算，2 为 2 次，请填对，不然影响报账和扣款

<ykc204>出院时间</ykc204> --参数类型: STRING(10) NOT NULL 格

式:YYYY-MM-DD

<ykc105>收费时间</ykc105> --参数类型: DATE 格式:YYYY-MM-DD

<ykc106>收费员</ykc106> --参数类型: String(20)

<ykf501>出院科室编码</ykf501> --需提前上传至省平台 交易号 600

<bkc025>出院科室名称</bkc025>

<bkc026>出院床位</bkc026>

<bkc033> --异地次要诊断传入 bkc033

<row>

<bkc028>出院次要诊断编码</bkc028>

<akc186>出院次要诊断名称</akc186>

</row>

<row>

<bkc028>出院次要诊断编码</bkc028>

<akc186>出院次要诊断名称</akc186>

</row>

...

</bkc033>

<ake021_bm>出院诊断医生编码</ake021_bm>

<ake021>出院诊断医生名称</ake021>

<bkc024>出院经办人姓名</bkc024>

<aae013>备注</aae013>

<nums>本次住院明细行数</nums>

<akc264>明细总额</akc264>

<akb066_xz>是否使用个人账户抵扣自负金额</akb066_xz>



绵阳市医保联网支付应用编程接口规范

四川久远银海软件股份有限责任公司 第 69页/共 282页

</data>

输出参数

交易流水号 返回，标识本次交易

交易验证码 返回，在确认流程使用

交易输出 xml

<?xml version="1.0" encoding="gb2312" standalone="yes" ?>

<output>

<aac001>个人编号</aac001> --参数类型: String(10)

<aac003>姓名</aac003> --参数类型: String(20)

<aac004>性别</aac004> --参数类型: String(3)

<aab004>单位名称</aab004> --参数类型: String(50)

<yab003>保险经办机构编码</yab003> --参数类型: String(10)(码表通过 65

交易下载)

<aab034>参保人员参保地</aab034> --参数类型: String(10)

<ykc107>个人账户余额</ykc107> --参数类型: Number(14,2),结算前

个人账户余额

<akc190>就诊序号</akc190> --参数类型: String(20)

<yka100>医疗总费用</yka100> --参数类型: NUMBER(14,2)

<yka060>符合报销范围金额</yka060> --参数类型: NUMBER(14,2)

<yka061>不符合报销金额</yka061> --参数类型: NUMBER(14,2)

<yka062>全自费金额</yka062> --参数类型: NUMBER(14,2)

<yka270>起付线金额</yka270> --参数类型: NUMBER(14,2)

<yka271>统筹基金支付比例</yka271> --参数类型: NUMBER(14,2)

<ykh011>医保基金支付总额</ykh011> --参数类型: Number(14,2)

<yka130>统筹基金支付金额</yka130> --参数类型: NUMBER(14,2)

<yka131>大病实付金额</yka131> --参数类型: NUMBER(14,2)

<yka132>公务员补助金额</yka132> --参数类型: NUMBER(14,2)

<yka135>建档立卡贫困户切斜补贴</yka135> --参数类型: Number(14,2)

<yka330>建档立卡贫困户医疗救助</yka330> --参数类型: Number(14,2)

<yka136>个人账户支付总额</yka136> --参数类型: Number(14,2)

<yka137>个人现金支付金额</yka137> --参数类型: NUMBER(14,2)

<yka138>院外检查金额</yka138> --参数类型: NUMBER(14,2)

<yka138_tx>肾透析救助金额</yka138_tx> --参数类型: NUMBER(14,2)

<yka215>二乙报销金额</yka215> --参数类型: NUMBER(14,2) 新增

<yka830>离休专项支出</yka215> --参数类型: NUMBER(14,2) 新增

<ykc113>结算编号</ykc113> 参数类型 int

<aae036>中心业务经办时间</aae036> --参数类型: DATE 格式:YYYY-MM-DD

<yka316>清算类别</yka316> --参数类型: String(6)

<ykb037>清算分中心</ykb037> --参数类型: String(6)

<acr100>人寿商业保险报销金额</acr100>--参数类型: NUMBER(14,2)人寿商业保

险报销金额,没有开通的医院不返回。

<bba008>参保地统筹区编号</bba008>

<baa009>参保地分中心编码</baa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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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az216>人员医疗结算事件 id(就诊结算 id)</aaz216>

<aac006>出生日期</aac006>

<aac002>身份证号码</aac002>

<baa012>实足年龄</baa012>

<aac020>行政职务(级别)</aac020>

<aac066>参保身份</aac066>

<bkc113>特殊人员类别</bkc113>

<aae140>险种类型</aae140>

<bkc007>缴费年限</bkc007>

<aae240>本次结算后的个人帐户余额</aae240>

<aab001>单位编码</aab001>

<aab020>经济类型</aab020>

<aab019>单位类型</aab019>

<aab021>隶属关系</aab021>

<akc253>全自费部分</akc253>

<akc228>先自付部分</akc228>

<akc268>超限自付部分</akc268>

<ake039_jm>居民门诊统筹</ake039_jm>

<ake039_xnh>新农合</ake039_xnh>

<ake039_qt>其它险种</ake039_qt>

<akb068>统筹支付金额合计</akb068>

<bke031>报销情况说明</bke031>

<bkc121>享受待遇标识</bkc121>

<bkc124>不享受医保待遇原因</bkc124>

<jylsh>交易流水号</jylsh>

</output>

说明：

1. 新增 yka215，yka830 节点，为了兼容老接口节点返出 yka130 的值，

现接口返出的 yka130 值 = yka130 统筹基金支付金额 + yka215 二乙

报销金额 + yka830 离休专项支出这三项金额之和，His 获取 yka215

和 yka830 的值后，可以反推出 yka130 统筹基金支付实际值。

2. 新增清算类别 yka316，清算分中心 ykb037 节点，这两个节点在清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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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请时作为清算传入参数使用。(暂未使用)

交易标志 大于 0 表示成功

交易信息 交易标志小于等于 0 时返回错误信息

异地接口修改

交易控制 xml
字段名 含义 约束 类型 说明

bkc015 病历号 null varchar(20)

交易输入 xml

bkc025
出院科室名

称
null varchar(20)

bkc026 出院床位 null varchar(20)

ake021_bm
出院诊断医

生
null varchar(20)

ake021
出院诊断医

生
null varchar(20)

bkc024
出院经办人

姓名
not null varchar(20)

nums
本次明细条

数
not null number

akc264 明细总额 not null number(14,2)

akb066_xz

预使用个人

账户抵扣自

负部分金额

not null number(14,2)
非负值，为 0 表示不使用个人账户抵

扣

交易输出 xml

baa008
参保地统筹

区编码
not null varchar(6)

baa009
参保地分中

心编码
not null varchar(6)

aaz216

人员医疗结

算事件id(就

诊结算id)

not null varchar(20) 结算交易返回，标识一次结算行为

aac006 出生日期 not null date

aac002 身份证号码 not null varchar(18)

baa012 实足年龄 null number(3) 就诊时的年龄

aac020
行政职务(级

别)
null varchar(3)

参保地自行设定

aac066 参保身份 not null varchar(6)
由参保地设定（比如在职、退休、大

学生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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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kc113
特殊人员类

别
null varchar(6)

由参保地设定

aae140 险种类型 not null varchar(6)

bkc007 缴费年限 null number(14,2)

aae240

本次结算后

个人帐户余

额

null number(14,2)

aab001 单位编码 not null varchar(20) 所在单位或者社区的唯一标识

aab020 经济类型 null varchar(6)

aab019 单位类型 null varchar(6)

aab021 隶属关系 null varchar(6)

akc253 全自费部分 not null number(14,2)
按规定不允许进入社保各项基金结算

范围的全自费费用

akc228 先自付部分 not null number(14,2)
指纳入本次结算的所有参保人自行负

担的费用（不含全自费费用）

akc268
超限价自付

部分
not null number(14,2)

药品、诊疗项目或服务设施的超限价

自付金额

ame001 生育保险 null number(14,2)

ake039_jm
居民门诊统

筹
null number(14,2)

ake039_xnh 新农合 null number(14,2)

ake039_qt 其它险种 null number(14,2)

bke031
报销情况说

明
ull varchar(500)

bkc121
享受待遇标

识
not null varchar(3) 0 不享受 1 享受

bkc124
不享受医保

待遇原因
null varchar(500)

jylsh 交易流水号 Not null Varchar(20)
市级接口生成，传人省接口，同时返

回调用前端

§3.1.9.6. 住院结算(27a) 新增 出院后结算

§3.1.9.6.1. 正常交易

交易类型 处理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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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易说明

1. 本交易按四川省异地医疗联网结算新增交易；

2. 本交易的执行前提是成功调用了 36 号（出院办理）交易，如未成功调用 36 号出院

办理，本交易将返回调用失败；

3.

输入参数

交易编号 27a

交易控制 xml

<?xml version="1.0" encoding="gb2312" standalone="yes" ?>

<control>

<aae140>险种</aae140> --参数类型: String(4)（11 职工基本医疗,21 居民医保，

22 学生居保）

<yab003>医保分中心</yab003> --参数类型 String(4)

<akc190>就诊序号</akc190> --参数类型: String(20) NOT NULL

<ykc201>住院号</ykc201> --参数类型: String(15)

<ykc023>结帐方式</ykc023> --参数类型: String(3) 3：出院结算 4:中途结

算；

<ykc209>结算结束日期</ykc209> --参数类型 String(10) yyyy-mm-dd 必须

传入如果是非中途结算，ykc209 必须等于出院时间 ykc204

<aac001>个人编号</aac001> --参数类型：String（20）当险种为 22 时，必须传入

<bkc015>病历号</bkc015>

<sicard>是否社保卡 1 是，0 或空为否</sicard> 如果是社保卡，此处填 1，akc020
为空，由接口处理读卡操作，如果没有此节点，按原 1.2规范处理---
传 2为读江油 IC卡。传 3为电子社保卡，akc020需要传入电子社保卡二维码！。传 4
为四川医保 APP二维码，akc020需要传入四川医保 APP二维码！。

<ydjk_out>是否异地联网数据</ydjk_out> --是否异地(0 本地，1异地)

</control>

交易输入 xml

<?xml version="1.0" encoding="gb2312" standalone="yes" ?>

<data>

<ykc105>收费时间</ykc105> --参数类型: DATE 格式:YYYY-MM-DD

<ykc106>收费员</ykc106> --参数类型: String(20)

<nums>本次住院明细行数</nums>

<akc264>明细总额</akc264>

</data>

输出参数

交易流水号 返回，标识本次交易

交易验证码 返回，在确认流程使用

交易输出 xml

<?xml version="1.0" encoding="gb2312" standalone="yes" ?>

<output>

<aac001>个人编号</aac001> --参数类型: String(10)

<aac003>姓名</aac003> --参数类型: String(20)

<aac004>性别</aac004> --参数类型: String(3)

<aab004>单位名称</aab004> --参数类型: String(50)

<yab003>保险经办机构编码</yab003> --参数类型: String(10)(码表通过 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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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易下载)

<aab034>参保人员参保地</aab034> --参数类型: String(10)

<ykc107>个人账户余额</ykc107> --参数类型: Number(14,2),结算前

个人账户余额

<akc190>就诊序号</akc190> --参数类型: String(20)

<yka100>医疗总费用</yka100> --参数类型: NUMBER(14,2)

<yka060>符合报销范围金额</yka060> --参数类型: NUMBER(14,2)

<yka061>不符合报销金额</yka061> --参数类型: NUMBER(14,2)

<yka270>起付线金额</yka270> --参数类型: NUMBER(14,2)

<yka271>统筹基金支付比例</yka271> --参数类型: NUMBER(14,2)

<ykh011>医保基金支付总额</ykh011> --参数类型: Number(14,2)

<yka130>统筹基金支付金额</yka130> --参数类型: NUMBER(14,2)

<yka131>大病实付金额</yka131> --参数类型: NUMBER(14,2)

<yka132>公务员补助金额</yka132> --参数类型: NUMBER(14,2)

<yka136>个人账户支付总额</yka136> --参数类型: Number(14,2)

<yka137>个人现金支付金额</yka137> --参数类型: NUMBER(14,2)

<yka215>二乙报销金额</yka215> --参数类型: NUMBER(14,2) 新增

<yka830>离休专项支出</yka215> --参数类型: NUMBER(14,2) 新增

<ykc113>结算编号</ykc113> 参数类型 int

<aae036>中心业务经办时间</aae036> --参数类型: DATE 格式:YYYY-MM-DD

<yka316>清算类别</yka316> --参数类型: String(6)

<ykb037>清算分中心</ykb037> --参数类型: String(6)

<bba008>参保地统筹区编号</bba008>

<baa009>参保地分中心编码</baa009>

<aaz216>人员医疗结算事件 id(就诊结算 id)</aaz216>

<aac006>出生日期</aac006>

<aac002>身份证号码</aac002>

<baa012>实足年龄</baa012>

<aac020>行政职务(级别)</aac020>

<aac066>参保身份</aac066>

<bkc113>特殊人员类别</bkc113>

<aae140>险种类型</aae140>

<bkc007>缴费年限</bkc007>

<aae240>本次结算后的个人帐户余额</aae240>

<aab001>单位编码</aab001>

<aab020>经济类型</aab020>

<aab019>单位类型</aab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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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ab021>隶属关系</aab021>

<akc253>全自费部分</akc253>

<akc228>先自付部分</akc228>

<akc268>超限自付部分</akc268>

<ake039_jm>居民门诊统筹</ake039_jm>

<ake039_xnh>新农合</ake039_xnh>

<ake039_qt>其它险种</ake039_qt>

<akb068>统筹支付金额合计</akb068>

<bke031>报销情况说明</bke031>

<bkc121>享受待遇标识</bkc121>

<bkc124>不享受医保待遇原因</bkc124>

<jylsh>交易流水号</jylsh>

<bka015>清算类别</bka015>

</output>

说明：

1. 新增 yka215，yka830 节点，为了兼容老接口节点返出 yka130 的值，

现接口返出的 yka130 值 = yka130 统筹基金支付金额 + yka215 二乙

报销金额 + yka830 离休专项支出这三项金额之和，His 获取 yka215

和 yka830 的值后，可以反推出 yka130 统筹基金支付实际值。

2. 新增清算类别 yka316，清算分中心 ykb037 节点，这两个节点在清算

申请时作为清算传入参数使用。(暂未使用)

交易标志 大于 0 表示成功

交易信息 交易标志小于等于 0 时返回错误信息

异地接口修改

交易控制 xml
字段名 含义 约束 类型 说明

bkc015 病历号 null varchar(20)

交易输入 xml

bkc025
出院科室名

称
null varchar(20)

bkc026 出院床位 null varchar(20)

ake021_bm
出院诊断医

生
null varchar(20)

ake021 出院诊断医 null varchar(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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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

bkc024
出院经办人

姓名
not null varchar(20)

nums
本次明细条

数
not null number

akc264 明细总额 not null number(14,2)

akb066_xz

预使用个人

账户抵扣自

负部分金额

not null number(14,2)
非负值，为 0 表示不使用个人账户抵

扣

交易输出 xml

baa008
参保地统筹

区编码
not null varchar(6)

baa009
参保地分中

心编码
not null varchar(6)

aaz216

人员医疗结

算事件id(就

诊结算id)

not null varchar(20) 结算交易返回，标识一次结算行为

aac006 出生日期 not null date

aac002 身份证号码 not null varchar(18)

baa012 实足年龄 null number(3) 就诊时的年龄

aac020
行政职务(级

别)
null varchar(3)

参保地自行设定

aac066 参保身份 not null varchar(6)
由参保地设定（比如在职、退休、大

学生等等）

bkc113
特殊人员类

别
null varchar(6)

由参保地设定

aae140 险种类型 not null varchar(6)

bkc007 缴费年限 null number(14,2)

aae240

本次结算后

个人帐户余

额

null number(14,2)

aab001 单位编码 not null varchar(20) 所在单位或者社区的唯一标识

aab020 经济类型 null varchar(6)

aab019 单位类型 null varchar(6)

aab021 隶属关系 null varchar(6)

akc253 全自费部分 not null number(14,2)
按规定不允许进入社保各项基金结算

范围的全自费费用

akc228 先自付部分 not null number(14,2)
指纳入本次结算的所有参保人自行负

担的费用（不含全自费费用）

akc268
超限价自付

部分
not null number(14,2)

药品、诊疗项目或服务设施的超限价

自付金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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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me001 生育保险 null number(14,2)

ake039_jm
居民门诊统

筹
null number(14,2)

ake039_xnh 新农合 null number(14,2)

ake039_qt 其它险种 null number(14,2)

bke031
报销情况说

明
ull varchar(500)

bkc121
享受待遇标

识
not null varchar(3) 0 不享受 1 享受

bkc124
不享受医保

待遇原因
null varchar(500)

jylsh 交易流水号 Not null Varchar(20)
市级接口生成，传人省接口，同时返

回调用前端

bka015 清算类别 Not null Varchar(6)

§3.1.9.7. 出院办理(36)新增

§3.1.9.7.1. 正常交易

交易类型 处理交易

交易说明

1、按省异地接口规范增加；

2、传人参数和住院结算（27）保持一致；

输入参数

交易编号 36

交易控制 xml

<?xml version="1.0" encoding="gb2312" standalone="yes" ?>

<control>

<aae140>险种</aae140> --参数类型: String(4)（11 职工基本医疗,21 居民医保，

22 学生居保）

<yab003>医保分中心</yab003> --参数类型 String(4)

<akc190>就诊序号</akc190> --参数类型: String(20) NOT NULL

<ykc201>住院号</ykc201> --参数类型: String(15)

<ykc023>结帐方式</ykc023> --参数类型: String(3) 3：出院结算 4:中途结

算；

<ykc209>结算结束日期</ykc209> --参数类型 String(10) yyyy-mm-dd 必须

传入如果是非中途结算，ykc209 必须等于出院时间 ykc204

<aac001>个人编号</aac001> --参数类型：String（20）当险种为 22 时，必须传入

<bkc015>病历号</bkc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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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djk_out>是否异地联网数据</ydjk_out> --是否异地(0 本地，1异地)

</control>

交易输入 xml

<?xml version="1.0" encoding="gb2312" standalone="yes" ?>

<data>

< ykc104>出院诊断名称</ykc104> --参数类型: String(100) NOT NULL

<datasetaka120>

<row>

<aka120>疾病编码 icd10</aka120>

</row>

………

</datasetaka120>--新增 支持多诊断

<yka028>住院特殊病种编码</yka028> --参数类型: String(20),与待遇计算有

关。重症疾病编码，与 21 交易的 yka026 必须相同

<akc195>出院类别</akc195> --参数类型: String(3) NOT NULL

(1:治愈，2:好转,3:转院,4:死亡,5:其他)

<yma001>居民生育类别</yma001> --限居民传入 1顺产，2 剖腹产，3 生育并发症

<ykc204>出院时间</ykc204> --参数类型: STRING(10) NOT NULL 格

式:YYYY-MM-DD

<ykc105>收费时间</ykc105> --参数类型: DATE 格式:YYYY-MM-DD

<ykc106>收费员</ykc106> --参数类型: String(20)

<ykf501>出院科室编码</ykf501> --需提前上传至省平台 交易号 600

<bkc025>出院科室名称</bkc025>

<bkc026>出院床位</bkc026>

<ake021_bm>出院诊断医生编码</ake021_bm>

<ake021>出院诊断医生名称</ake021>

<bkc024>出院经办人姓名</bkc024>

<bkc033>

<row>

<bkc028>出院次要诊断编码</bkc028>

<akc186>出院次要诊断名称</akc186>

</row>

<row>

<bkc028>出院次要诊断编码</bkc028>

<akc186>出院次要诊断名称</akc186>

</row>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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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kc033>

<aae013>备注</aae013>

<nums>本次住院明细行数</nums>

<akc264>明细总额</akc264>

<akb066_xz>是否使用个人账户抵扣自负金额</akb066_xz>

</data>

输出参数

交易流水号 返回，标识本次交易

交易验证码 返回，在确认流程使用

交易输出 xml

<?xml version="1.0" encoding="gb2312" standalone="yes" ?>

<output>

<aka101>医院等级</aka101>

<akb023>医疗机构分类</akb023>

<bkc030>出院经办时间</bkc030>

</output>

交易标志 大于 0 表示成功

交易信息 交易标志小于等于 0 时返回错误信息

§3.1.9.8. 撤销出院办理(37)新增

§3.1.9.8.1. 正常交易

交易类型 处理交易

交易说明

1、按省异地接口规范增加；

2、传人参数和住院结算（27）保持一致；

输入参数

交易编号 37

交易控制 xml

<?xml version="1.0" encoding="gb2312" standalone="yes" ?>

<control>

<aac001>个人编号</aac001>

<yab003>医保分中心</yab003> --参数类型 String(4)

<akc190>就诊登记号</akc190>

<aac002>身份证号码(社会保障号码)</aac002>

<aac003>姓名</aac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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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kc131>经办人姓名</bkc131>

<ydjk_out>是否异地联网数据</ydjk_out> --是否异地(0 本地，1 异地)

</control>

交易输入 xml

<?xml version="1.0" encoding="gb2312" standalone="yes" ?>

<data>

</data>

输出参数

交易流水号 返回，标识本次交易

交易验证码 返回，在确认流程使用

交易输出 xml

<?xml version="1.0" encoding="gb2312" standalone="yes" ?>

<output>

<aka101>医院等级</aka101>

<akb023>医疗机构分类</akb023>

<bkc030>出院经办时间</bkc030>

</output>

交易标志 大于 0 表示成功

交易信息 交易标志小于等于 0 时返回错误信息

§3.1.9.8.2. 确认交易

交易类型 处理交易

交易说明 确认出院和结算

输入参数

交易流水号 本次正常交易产生的流水号

交易验证码 本次正常交易产生的验证码

输出参数

交易标志 大于 0 表示成功

交易信息 交易标志小于等于 0 时返回错误信息

§3.1.9.8.3. 取消交易

交易类型 处理交易

交易说明 取消结算和出院交易

输入参数

交易流水号 本次正常交易产生的流水号

输出参数

交易标志 大于 0 表示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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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易信息 交易标志小于等于 0 时返回错误信息

§3.1.9.9. 住院结算退单-撤销结算和撤销出院(28)

§3.1.9.9.1. 正常交易

交易类型 处理交易

交易说明

1. 判断就诊序号是否存在,

2. 如果中心已审核结算，不能再下帐

3. 中心判断支付金额是否与结算一致

4. 异地医疗时，自动调用撤销结算和撤销出院两个交易；

5. 此交易成功后将住院状态转为在院状态

输入参数

交易编号 28

交易控制 xml

<?xml version="1.0" encoding="gb2312" standalone="yes" ?>

<control>

<aae140>险种</aae140> --参数类型: String(4)（11 职工基本医疗,21 居民医保，

22 学生居保）

<yab003>医保分中心</yab003> --参数类型:String(4)

<akc190>就诊序号</akc190> --参数类型: String(20) NOT NULL

<aac001>个人编码</aac001> --参数类型: string(15) not null

<ykc201>住院号</ykc201> --参数类型: String(15)

<ykc113>结算次数</ykc113> --参数类型: Number(3,0)(如果有多次结

算，必须从最后一次办理结算编号开始)

<sicard>是否社保卡 1 是，0 或空为否</sicard> 如果是社保卡，此处填 1，akc020
为空，由接口处理读卡操作，如果没有此节点，按原 1.2规范处理---
传 2为读江油 IC卡。传 3为电子社保卡，akc020需要传入电子社保卡二维码！。传 4
为四川医保 APP二维码，akc020需要传入四川医保 APP二维码！。

<aaz216>结算编号</aaz216>

<bkc131>经办人姓名</bkc131>

<aac002>身份证（社会保障号）</aac002>

<baa008>参保地统筹区编号</baa008> --由身份识别输出

<baa010>就医地统筹区编号</baa010>

<ydjk_out>是否异地联网数据</ydjk_out> --是否异地(0 本地，1异地)

</control>

交易输入 xml

<?xml version="1.0" encoding="gb2312" standalone="yes" ?>

<data>

<yka100>医疗总费用</yka100> --参数类型: NUMBER(14,2) NOT NULL

<ykh011>医保基金支付总额</ykh011> --参数类型: Number(1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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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ka130>统筹基金支付金额</yka130> --参数类型: NUMBER(14,2) NOT NULL

<yka136>个人账户支付总额</yka136> --参数类型: Number(14,2)

<yka137>个人现金支付金额</yka137> --参数类型: NUMBER(14,2) NOT NULL

</data>

输出参数

交易流水号 返回，标识本次交易

交易验证码 返回，在确认流程使用

交易输出 xml

<?xml version="1.0" encoding="gb2312" standalone="yes" ?>

<output>

<akc190>就诊序号</akc190> --参数类型: String(20)

<yka100>医疗总费用</yka100> --参数类型: NUMBER(14,2)

<yka060>符合报销范围金额</yka060> --参数类型: NUMBER(14,2)

<yka061>不符合报销金额</yka061> --参数类型: NUMBER(14,2)

<yka270>起付线金额</yka270> --参数类型: NUMBER(14,2)

<yka271>统筹基金支付比例</yka271> --参数类型: NUMBER(14,2)

<ykh011>医保基金支付总额</ykh011> --参数类型: Number(14,2)

<yka130>统筹基金支付金额</yka130> --参数类型: NUMBER(14,2)

<yka131>大病实付金额</yka131> --参数类型: NUMBER(14,2)

<yka132>公务员补助金额</yka132> --参数类型: NUMBER(14,2)

<yka136>个人账户支付总额</yka136> --参数类型: Number(14,2)

<yka137>个人现金支付金额</yka137> --参数类型: NUMBER(14,2)

<yka215>二乙报销金额</yka215> --参数类型: NUMBER(14,2) 新增

<yka830>离休专项支出</yka215> --参数类型: NUMBER(14,2) 新增

<ykc113>结算编号</ykc113> 参数类型 int

<aae036>回退时间</aae036> --参数类型: DATE 格式:YYYY-MM-DD

<bba008>参保地统筹区编号</bba008>

<baa009>参保地分中心编码</baa009>

<aaz216>人员医疗结算事件 id(就诊结算 id)</aaz216>

<aae240>本次结算后的个人帐户余额</aae240>

<akc253>全自费部分</akc253>

<akc228>先自付部分</akc228>

<akc268>超限自付部分</akc268>

<ake039_jm>居民门诊统筹</ake039_jm>

<ake039_xnh>新农合</ake039_xnh>

<ake039_qt>其它险种</ake039_qt>

<akb068>统筹支付金额合计</akb068>

</output>

交易标志 大于 0 表示成功

交易信息 交易标志小于等于 0 时返回错误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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异地接口修改

交易控制 xml
字段名 含义 约束 类型 说明

jylsh_zyjs 要回退的住

院结算交易

流水号

not null varchar(20) 要回退的住院结算交易流水号

aaz216 结算编号 null varchar(20) 住院结算返回

aac002 身份证号码

(社会保障号

码)

not null varchar(18)

aac003 姓名 not null varchar(50)

bkc131 经办人姓名 not null varchar(100) 经办人姓名

交易输入 xml
交易输出 xml

jylsh 交易流水号 Not null Varchar(20)
市级接口生成，传人省接口，同时返

回调用前端

Aae036
结算退单时

间
Not null Datetime

§3.1.9.10.住院结算退单-只撤销结算(28a)

§3.1.9.10.1. 正常交易

交易类型 处理交易

交易说明

6. 判断就诊序号是否存在,

7. 如果中心已审核结算，不能再下帐

8. 中心判断支付金额是否与结算一致

9. 异地医疗时，自动调用撤销结算和撤销出院两个交易；

10. 此交易成功后将住院状态转为出院未结算状态

输入参数

交易编号 28

交易控制 xml

<?xml version="1.0" encoding="gb2312" standalone="yes" ?>

<control>

<aae140>险种</aae140> --参数类型: String(4)（11 职工基本医疗,21 居民医保，

22 学生居保）

<yab003>医保分中心</yab003> --参数类型:String(4)

<akc190>就诊序号</akc190> --参数类型: String(20) NOT NULL

<aac001>个人编码</aac001> --参数类型: string(15) not null

<ykc201>住院号</ykc201> --参数类型: String(15)

<ykc113>结算次数</ykc113> --参数类型: Number(3,0)(如果有多次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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算，必须从最后一次办理结算编号开始)

<aaz216>结算编号</aaz216>

<bkc131>经办人姓名</bkc131>

<baa008>参保地统筹区编号</baa008> --由身份识别输出

<baa010>就医地统筹区编号</baa010>

<sicard>是否社保卡 1 是，0 或空为否</sicard> 如果是社保卡，此处填 1，akc020
为空，由接口处理读卡操作，如果没有此节点，按原 1.2规范处理---
传 2为读江油 IC卡。传 3为电子社保卡，akc020需要传入电子社保卡二维码！。传 4
为四川医保 APP二维码，akc020需要传入四川医保 APP二维码！。

<ydjk_out>是否异地联网数据</ydjk_out> --是否异地(0 本地，1异地)

</control>

交易输入 xml

<?xml version="1.0" encoding="gb2312" standalone="yes" ?>

<data>

<yka100>医疗总费用</yka100> --参数类型: NUMBER(14,2) NOT NULL

<ykh011>医保基金支付总额</ykh011> --参数类型: Number(14,2)

<yka130>统筹基金支付金额</yka130> --参数类型: NUMBER(14,2) NOT NULL

<yka136>个人账户支付总额</yka136> --参数类型: Number(14,2)

<yka137>个人现金支付金额</yka137> --参数类型: NUMBER(14,2) NOT NULL

</data>

输出参数

交易流水号 返回，标识本次交易

交易验证码 返回，在确认流程使用

交易输出 xml

<?xml version="1.0" encoding="gb2312" standalone="yes" ?>

<output>

<akc190>就诊序号</akc190> --参数类型: String(20)

<aae036>结算回退时间</aae036>

<yka100>医疗总费用</yka100> --参数类型: NUMBER(14,2)

<yka060>符合报销范围金额</yka060> --参数类型: NUMBER(14,2)

<yka061>不符合报销金额</yka061> --参数类型: NUMBER(14,2)

<yka270>起付线金额</yka270> --参数类型: NUMBER(14,2)

<yka271>统筹基金支付比例</yka271> --参数类型: NUMBER(14,2)

<ykh011>医保基金支付总额</ykh011> --参数类型: Number(14,2)

<yka130>统筹基金支付金额</yka130> --参数类型: NUMBER(14,2)

<yka131>大病实付金额</yka131> --参数类型: NUMBER(14,2)

<yka132>公务员补助金额</yka132> --参数类型: NUMBER(14,2)

<yka136>个人账户支付总额</yka136> --参数类型: Number(14,2)

<yka137>个人现金支付金额</yka137> --参数类型: NUMBER(14,2)

<yka215>二乙报销金额</yka215> --参数类型: NUMBER(14,2) 新增

<yka830>离休专项支出</yka215> --参数类型: NUMBER(14,2) 新增

<ykc113>结算编号</ykc113> 参数类型 int

<aae036>回退时间</aae036> --参数类型: DATE 格式:YYYY-MM-DD

<bba008>参保地统筹区编号</bba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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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aa009>参保地分中心编码</baa009>

<aaz216>人员医疗结算事件 id(就诊结算 id)</aaz216>

<aae240>本次结算后的个人帐户余额</aae240>

<akc253>全自费部分</akc253>

<akc228>先自付部分</akc228>

<akc268>超限自付部分</akc268>

<ake039_jm>居民门诊统筹</ake039_jm>

<ake039_xnh>新农合</ake039_xnh>

<ake039_qt>其它险种</ake039_qt>

<akb068>统筹支付金额合计</akb068>

</output>

交易标志 大于 0 表示成功

交易信息 交易标志小于等于 0 时返回错误信息

异地接口修改

交易控制 xml
字段名 含义 约束 类型 说明

jylsh_zyjs 要回退的住

院结算交易

流水号

not null varchar(20) 要回退的住院结算交易流水号

aaz216 结算编号 null varchar(20) 住院结算返回

aac002 身份证号码

(社会保障号

码)

not null varchar(18)

aac003 姓名 not null varchar(50)

bkc131 经办人姓名 not null varchar(100) 经办人姓名

交易输入 xml
交易输出 xml

jylsh 交易流水号 Not null Varchar(20)
市级接口生成，传人省接口，同时返

回调用前端

Aae036
结算退单时

间
Not null Dateti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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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9.10.2. 确认交易

交易类型 处理交易

交易说明 1. 在本地数据写成功以后,向中心发起确认交易

输入参数

交易流水号 本次正常交易产生的流水号

交易验证码 本次正常交易产生的验证码

输出参数

交易标志 大于 0 表示成功

交易信息 交易标志小于等于 0 时返回错误信息

§3.1.9.10.3. 取消交易

交易类型 处理交易

交易说明 1. 在本地数据写失败以后,向中心发起取消交易

输入参数

交易流水号 本次正常交易产生的流水号

输出参数

交易标志 大于 0 表示成功

交易信息 交易标志小于等于 0 时返回错误信息

§3.1.9.11.住院退单(29)(不支持异地联网结算)--作废

§3.1.9.11.1. 正常交易

交易类型 处理交易

交易说明 1. 不能有该就诊号任何未确定交易

2. 中心已审核不能退单

3. 该交易无论待退单据处于住院任何阶段，只要中心未审核通过并且无不确定交易，

就予以退单，删除中心费用明细、结算数据。其功能集成了出院结算退单、退明细、

退入院办理等三个交易。

4. 只用于居民医保。

输入参数

交易编号 29

交易控制 xml <?xml version="1.0" encoding="gb2312"?>

<contro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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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ae140>险种</aae140> --参数类型: String(4)（21 居民医保，22 学生居保）

<yab003>医保分中心</yab003> --参数类型：String(4)

<akc190>就诊编号</akc190> --参数类型: String(20)

<aac001>个人编号</aac001> --参数类型: String(8)

<ykc201>住院号</ykc201> --参数类型: String(15)

</control>

交易输入 xml <?xml version="1.0" encoding="gb2312" standalone="yes" ?>

<data/>

输出参数

交易流水号 返回，标识本次交易

交易验证码 返回，在确认流程使用

交易输出 xml <?xml version="1.0" encoding="gb2312" standalone="yes" ?>

<output>

<akc190>就诊编码</akc190> --参数类型: String(20)

</output>

交易标志 大于 0 表示成功

交易信息 交易标志小于等于 0 时返回错误信息

§3.1.9.11.2. 确认交易

交易类型 处理交易

交易说明 1.确认本次退单信息,删除中心数据

输入参数

交易流水号 本次正常交易产生的流水号

交易验证码 本次正常交易产生的验证码

输出参数

交易标志 大于 0 表示成功

交易信息 交易标志小于等于 0 时返回错误信息

§3.1.9.11.3. 取消交易

交易类型 处理交易

交易说明 取消退单处理

输入参数

交易流水号 本次正常交易产生的流水号

交易验证码 本次正常交易产生的验证码

输出参数

交易标志 大于 0 表示成功

交易信息 交易标志小于等于 0 时返回错误信息



绵阳市医保联网支付应用编程接口规范

四川久远银海软件股份有限责任公司 第 88页/共 282页

§3.1.9.12.打印住院结算单(41)

§3.1.9.12.1. 正常交易

交易类型 查询类交易

交易说明 3. 传入住院就诊编号

4. 接口打印出票据

输入参数

交易编号 41

交易控制 xml <?xml version="1.0" encoding="gb2312"?>

<control>

<aae140>险种</aae140> --参数类型: String(4)（11 职工基本医疗,21 居民医保，

22 学生居保）

<yab003>医保分中心</yab003> --参数类型: String(4)

<akc190>就诊编号</akc190> --参数类型: String(20)

<ykc113>结算编号</ykc113> --参数类型: String(15)

<aaz216>结算流水号（结算交易返回）</aaz216>

<baa008>参保地统筹区编号</baa008> --由身份识别输出

<ydjk_out>是否异地联网数据</ydjk_out> --是否异地(0 本地，1 异地)

</control>

交易输入 xml <?xml version="1.0" encoding="gb2312"?>

<data/>

输出参数

交易流水号 NULL

交易验证码 NULL

交易输出 xml NULL

交易标志 大于 0 表示成功

交易信息 交易标志小于等于 0 时返回错误信息

§3.1.9.13.打印就诊明细表(43) –作废

交易类型 查询类交易—作废

交易说明

输入参数

交易编号 43

交易控制 xml

<?xml version="1.0" encoding="gb2312" standalone="yes" ?>

<control>

<rq_lx>就诊类型</rq_lx> -- 参数类型 String(1)(1 入院日期 2 出院

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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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egin_date>开始日期</begin_date > --参数类型: String(10) NOT NULL 格

式:yyyy-mm-dd

<end_date>结束日期</end_date > --参数类型: String(10) NOT NULL 格

式:yyyy-mm-dd

</control>

交易输入 xml
<?xml version="1.0" encoding="gb2312" standalone="yes" ?>

<data/>

交易输出 xml

输出参数

交易流水号 返回，标识本次交易

交易验证码 返回，在确认流程使用

交易输出 xml

交易标志 大于 0 表示成功

交易信息 交易标志小于等于 0 时返回错误信息

§3.1.9.14.查询住院病员未结算费用（44）

§3.1.9.14.1. 正常交易

交易类型 查询类交易

交易说明 用于查询指定病员就诊时未结算的费用情况，以供检查其费用是否全部上传。一般情况

下，用于 27 号交易前检查。

输入参数

交易编号 44

交易控制 xml <?xml version="1.0" encoding="gb2312"?>

<control>

<aae140>险种</aae140>

<yab003>医保中心编号</yab003> --参数类型: String(15)

<akc190>就诊编号</akc190> --参数类型: String(20)

<aac001>个人编号</aac001> --参数类型: String(8)

<ykc209>截止日期</ykc209> --参数类型:String(10) yyyy-mm-dd

</control>

交易输入 xml <?xml version="1.0" encoding="gb2312"?>

<data/>

输出参数

交易流水号 NULL

交易验证码 NULL

交易输出 xml <?xml version="1.0" encoding="gb2312"?>

<output>

<akc190> 就诊序号</akc190> --参数类型: String(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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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ac001>个人编号</aac001> --参数类型: String(8)

<yka100> 总费用</yka100> --参数类型: number(14,2)

<ypbs>药品费笔数</ypbs> --参数类型: number(10,0)

<ypfy>药品费金额</ypfy> --参数类型: number(14,2)

<zlbs>诊疗费笔数</zlbs> --参数类型: number(10,0)

<zlfy>诊疗费金额</zlfy> --参数类型: number(14,2)

<cwbs>服务设施费笔数</cwbs> --参数类型: number(10,0)

<cwfy>服务设施费金额</cwfy> --参数类型: number(14,2)

</output>

交易标志 大于 0 表示成功

交易信息 交易标志小于等于 0 时返回错误信息

§3.1.9.15.住院就诊明细清单（45）此交易可以忽略，直

接用 46号交易。

§3.1.9.15.1. 正常交易

交易类型 查询类交易

交易说明 打印指定期间定点医疗机构医保结算住院就诊明细清单

时间期间以入院日期为准。

输入参数

交易编号 45

交易控制 xml <?xml version="1.0" encoding="gb2312"?>

<control>

<aae140>险种</aae140> --参数类型: String(4)（11 职工基本医疗，21 居民医保）

<yab003>医保分中心</yab003> --参数类型 String (4)

</control>

交易输入 xml NULL

输出参数

交易流水号 NULL

交易验证码 NULL

交易输出 xml NULL

交易标志 大于 0 表示成功

交易信息 交易标志小于等于 0 时返回错误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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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9.16.打印出院病人住院费用结算列表（46）

§3.1.9.16.1. 正常交易

交易类型 查询类交易

交易说明

显示打印统一出院病人列表

输入参数

交易编号 46

交易控制 xml

<?xml version="1.0" encoding="gb2312" standalone="yes" ?>

<control>

<aae140>险种</aae140>

<yab003>医保中心机构<yab003>

</control>

交易输入 xml

<?xml version="1.0" encoding="gb2312" standalone="yes" ?>

<data>

</data>

输出参数

交易流水号

交易验证码

交易输出 xml 无

交易标志 大于 0 表示成功

交易信息 交易标志小于等于 0 时返回错误信息

§3.1.9.1. 异地结算查询（46a 新增）

§3.1.9.1.1. 正常交易

交易类型 查询类交易

交易说明
根据传入 xml 的数据作为查询条件，从异地省级平台查询符合条件的结算数据

会查询省内和跨省全部结算数据

输入参数

交易编号 46a

交易控制 xml

<?xml version="1.0" encoding="gb2312" standalone="yes" ?>

<control>

<baa008>510700</baa008>-- 常量

<yab003>00<yab003>

<akc190>就诊号</akc190> --查询其中一条就诊记录时传人，可以为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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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az216>结算序号</aaz216> --查询其中一条结算记录时传人，可以为空

<aac001>个人编号</aac001> --查询其中一个人的结算记录，可以为空

<aka130>医疗类别</aka130> --代码表（21 住院 11 普通门诊 13 门诊特

慢病

<bka015>医疗类别</ bka015> 异地住院 YD01，异地门诊 YD02,跨省住院

YD21 , YD13 门诊特慢病

<aae030>结算开始时间</aae030> 格式 yyyy-mm-dd

<aae031>结算结束时间</aae031> 格式 yyyy-mm-dd

<ydjk_out>1</ydjk_out> --是否异地(0 本地，1 异地)

<nums_start>本次查询开始数</nums_start> 每次最多返回 200 行，如果大于

200 行，需二次调用，调用时传人 201 ， 请按第一次的返回数据的 nums 节点进行循

环安排

</control>

交易输入 xml
<?xml version="1.0" encoding="gb2312" standalone="yes" ?>

<data> </data>

输出参数

<?xml version="1.0" encoding="gb2312" standalone="yes" ?>

<output>

<data>

<data_row>

<baa008>参保地统筹区编号</baa008>

<baa009>参保地分中心编码</baa009>

<baa010>就医地统筹区编号</baa010>

<baa011>就医地分中心编码</baa011>

<aaz217>就诊登记号</aaz217>

<aaz216>人员医疗结算事件 id(就诊结算 id)</aaz216>

<aka130>医疗类别代码</aka130>

<aka042>住院类型代码</aka042>

<aac001>个人编号</aac001>

<aac003>姓名</aac003>

<aac004>性别</aac004>

<aac006>出生日期</aac006>

<aac002>身份证号码</aac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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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aa012>实足年龄</baa012>

<aac020>行政职务(级别)</aac020>

<aac066>参保身份</aac066>

<bkc113>特殊人员类别</bkc113>

<aae140>险种类型</aae140>

<bkc007>缴费年限</bkc007>

<aae240>本次结算后的个人帐户余额</aae240>

<aab001>单位编码</aab001>

<aab004>单位名称</aab004>

<aab020>经济类型</aab020>

<aab019>单位类型</aab019>

<aab021>隶属关系</aab021>

<bka013>清算分中心</bka013>

<bka015>清算类别</bka015>

<akb020>医疗服务机构编码(省统一代码)</akb020>

<akb021>医疗服务机构名称</akb021>

<aka101>医院等级</aka101>

<akc190>住院号(门诊号)</akc190>

<bkc020>入院诊断中文名称</bkc020>

<bkc027>出院诊断中文名称</bkc027>

<aae030>入院时间（门诊和药店就是就诊时间）</aae030>

<aae031>出院时间（门诊和药店就是就诊时间）</aae031>

<bke002>本次起付线</bke002>

<akc264>费用总额</akc264>

<akc253>全自费部分</akc253>

<akc228>先自付部分</akc228>

<akc268>超限自付部分</akc268>

<bkc042>进入报销范围部分</bkc042>

<akb067>现金支付</akb0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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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kb066>个人账户支付</akb066>

<ake039>城镇职工基本保险</ake039>

<ake035>公务员医疗保险</ake035>

<ake029>城镇职工补充保险</ake029>

<bkc010>城乡居民大病险</ bkc010>

<ame001>生育保险</ame001>

<ake039_jm>城乡居民基本险</ake039_jm>

<ake039_xnh>新农合</ake039_xnh>

<ake039_qt>其它险种</ake039_qt>

<ake039_jz>医疗救助金</ake039_jz>

<akb068>统筹支付金额合计</akb068>

<bke031>报销情况说明</bke031>

<aae036>经办时间</aae036>

<yyjgbfbz>医药机构月结算拨付标志</yyjgbfbz>

</data_row>

………

</data>

<output>

交易流水号

交易验证码

交易输出 xml 无

交易标志 大于 0 表示成功

交易信息 交易标志小于等于 0 时返回错误信息

46a 交易输出描述：

代码 名称 约束 类型 说明

nums 本次查询结果总行数 not null number(14)

baa008 参保地统筹区编码 not null varchar(6)

baa009 参保地分中心编码 null varchar(6)

baa010 就医地统筹区编码 not null varchar(6)

baa011 就医地分中心编码 null varchar(6)

aaz217 就诊登记号 not null varchar(20)

aaz216
人员医疗结算事件

id(就诊结算id)
not null varchar(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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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ac001 个人编码 not null varchar(20)

aac003 姓名 not null varchar(20)

aac004 性别 not null varchar(4)

aac006 出生日期 not null date

aac002 身份证号码 not null varchar(18)

baa012 实足年龄 null number(3)

aac020 行政职务(级别) null varchar(3)

aac066 参保身份 not null varchar(6)

bkc113 特殊人员类别 null varchar(6)

aae140 险种类型 not null varchar(6)

bkc007 缴费年限 null number(14,2)

bka013 清算分中心 not null varchar(6)

bka015 清算类别 null varchar(6)

akb020 医疗服务机构编号 null varchar(30)

akb021 医疗服务机构名称 null varchar(200)

aka101 医院等级 null varchar(6)

aka130 医疗类别 null varchar(6)

aka042 住院类型 null varchar(6)

akc190 住院号(门诊号)
not null varchar(20)

bkc020 入院诊断中文名称 null varchar(200)

bkc027 出院诊断中文名称 null varchar(100)

aae030 入院时间 not null date 门诊和药店就是就诊时间

aae031 出院时间 not null date 门诊和药店就是就诊时间

aae240
本次结算后个人帐户余

额
null number(1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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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ab001 单位编码 not null varchar(20)

aab004 单位名称 not null varchar(100)

aab020 经济类型 null varchar(6)

aab019 单位类型 null varchar(6)

aab021 隶属关系 null varchar(6)

bke002 本次起付线 not null number(14,2)

akc264 费用总额 not null number(14,2)

akc253 全自费部分 not null number(14,2)

akc228 先自付部分 not null number(14,2)

akc268 超限价自付部分 not null number(14,2)

bkc042 进入报销范围部分 not null number(14,2)

akb067 现金支付 not null number(14,2)

akb066 个人账户支付 null number(14,2)

ake039 城镇职工基本保险 null number(14,2)

ake035 公务员医疗保险 null number(14,2)

ake029 城镇职工补充保险 null number(14,2)

bkc010 城乡居民大病险 null number(14,2)

ame001 生育保险 null number(14,2)

ake039

_jm
城乡居民基本险 null number(14,2)

ake039

_xnh
新农合 null number(14,2)

ake039

_qt
其它险种 null number(14,2)

akb068 统筹支付金额合计 not null number(14,2)

bke031 报销情况说明 null varchar(500)

aae036 经办时间 not null dateti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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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yjgbf
bz

医药机构月结算拨付标

志
not null varchar(6)

0 未拨付

1已拨付

§3.1.9.2. 打印住院病员费用明细清单（47）

§3.1.9.2.1. 正常交易

交易类型 查询类交易

交易说明 打印指定病员住院费用明细清单。

输入参数

交易编号 47

交易控制 xml <?xml version="1.0" encoding="gb2312"?>

<control>

<aae140>险种</aae140> --参数类型: String(4)（11 职工基本医疗，21 居民医

保）

<yab003>医保分中心</yab003> --参数类型：String (4)

<akc190>就诊编号</akc190> --参数类型: String(20)

<aac001>个人编号</aac001> --参数类型: String(8)

<ykc201>住院号</ykc201> --参数类型: String(15)

</control>

交易输入 xml NULL

输出参数

交易流水号 NULL

交易验证码 NULL

交易输出 xml NULL

交易标志 大于 0 表示成功

交易信息 交易标志小于等于 0 时返回错误信息

§3.1.9.3. 打印定点医疗机构出院病员明细清单（48）--

作废

§3.1.9.3.1. 正常交易

交易类型 查询类交易

交易说明 打印指定期间定点医疗机构医保结算出院病员明细清单。

时间期间以出院日期为准。

输入参数

交易编号 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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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易控制 xml <?xml version="1.0" encoding="gb2312"?>

<control>

<aae140>险种</aae140> --参数类型: String(4)（11 职工基本医疗，21 居民医

保）

<yab003>医保分中心</yab003> 医保分中心

</control>

交易输入 xml NULL

输出参数

交易流水号 NULL

交易验证码 NULL

交易输出 xml NULL

交易标志 大于 0 表示成功

交易信息 交易标志小于等于 0 时返回错误信息

§3.1.9.1. 费用明细分割信息查询（49）(新增)

§3.1.9.1.1. 正常交易

交易类型 查询类交易

交易说明 查询费用明细分割。

输入参数

交易编号 49

交易控制 xml <?xml version="1.0" encoding="gb2312"?>

<control>

<aae140>险种</aae140> --参数类型: String(4)（11 职工基本医疗，21 居民医

保）

<yab003>00</yab003> 医保分中心

<akc190>就诊编号</akc190>

<aac001>个人编号</aac001>

<aae072>单据号（处方号）</aae072> -可空

<ykc120>序号</ykc120> -可空

<aae030>收费开始时间</aae030> -可空

<aae031>收费结束时间</aae031> -可空

<baa008>参保地统筹编码</baa008>

<baa010>510700</baa010> --固定

<ydjk_out>1</ydjk_out> --固定

</control>

交易输入 xml

输出参数

<output>

<sqldat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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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ow>

<aae072>处方号(单据号)</aae072>

<bke019>序号</bke019>

<aaz231>全省统一目录编码</aaz231>

<bke026>医院内项目编码</bke026>

<bke027>医院内项目名称(诊疗项目) </bke027>

<akc226>数量</akc226>

<akc225>单价</akc225>

<akc264>费用总额</akc264>

<aka068>定价上限金额</aka068>

<aka057>自费比例</aka057>

<akc253>全自费部分</akc253>

<akc228>先自付部分</akc228>

<akc268>超限自付部分</akc268>

<bkc042>进入报销范围部分</bkc042>

<aka065>收费项目等级</aka065>

<aka067>最小收费单位</aka067>

<aka074_yn>医院内规格</aka074_yn>

<aka070_yn>医院内剂型</aka070_yn>

<bkc044>每次用量</bkc044>

<bkc045>用法</bkc045>

<bkc046>产地</bkc046>

<bkc048>开单医生编码</bkc048>

<bkc049>开单医生姓名</bkc049>

<aae386>科室名称</aae386>

<bkc040>收费时间（开单日期）</bkc040>

<xzyyspbz>限制用药审批标志</xzyyspbz>

</ro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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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qldata>

</output>

交易流水号 NULL

交易验证码 NULL

交易输出 xml NULL

交易标志 大于 0 表示成功

交易信息 交易标志小于等于 0 时返回错误信息

代码 名称 约束 类型 说明

aae072 处方号(单据号) null varchar(20)

bke019 序号 not null varchar(20)

aaz231 目录编码 not null varchar(22) 全省统一医保项目编码

bke026 医院内编码 not null varchar(20)

bke027 医院项目名称 not null varchar(100)

akc226 数量 not null number(14,4) 本条明细数量，退药可以传入负数

akc225 单价 not null number(14,4) 单价保留四位小数

akc264 费用总额 not null number(14,4)

费用总额=数量*单价，要求医疗机构

按实收金额传输；四舍五入到四位小

数；参保地在分割（类）后务必保证

各项费用合计累积必须等于费用总

额

aka068 定价上限金额 null number(14,4)

aka057 自费比例 not null number(5,4)

akc253 全自费部分 not null number(14,4)

akc228 先自付部分 not null number(14,4) 乙类自付部分

akc268 超限自付部分 not null number(14,4) 超限价自费部分（只超过价格部分）

bkc042
进入报销范围部

分
not null number(14,4)

等于（akc264 - akc253 - akc228 -

akc268），不能出现误差

aka065 收费项目等级 not null varchar(20) 代码

aka067 最小收费单位 null varchar(20)



绵阳市医保联网支付应用编程接口规范

四川久远银海软件股份有限责任公司 第 101页/共 282页

aka074_yn 规格 null varchar(50)

aka070_yn 剂型 null varchar(6)

bkc044 每次用量 null varchar(50)

bkc045 用法 null varchar(100)

bkc046 产地 null varchar(100)

bkc048 开单医生编码 null varchar(20)

bkc049 开单医生姓名 null varchar(20)

aae386 科室名称 null varchar(150)

bkc040 收费时间 not null datetime

xzyyspbz
限制用药审批标

志
null varchar(2)

§3.1.9.2. 药店结算[药店专用](51)

§3.1.9.2.1. 正常交易

交易类型 处理交易

交易说明 1. 弹出窗口，进行读卡处理。

2. 传入明细，进行预结算，显示计算结果

3. 参保人选择“正式结算”进行正式结算，“取消结算”则放弃本次交易

输入参数

交易编号 15

交易控制 xml <?xml version="1.0" encoding="gb2312" standalone="yes" ?>

<control>

<aae140>险种</aae140> --参数类型: String(4)（11 职工基本医疗,21 居民医保，

22 学生居保）

<yab003>医保分中心</yab003> --参数类型：String(4)

<aac001>个人编号</aac001>

</control>

交易输入 xml <?xml version="1.0" encoding="gb2312" standalone="yes" ?>

<data>

<ykc101>药店收据号</ykc101> --参数类型: String(15)

<ykc106>收费员</ykc106> --参数类型: String(20)

<yka026>慢性病编码<yka026> --参数类型: String(10)使用身份识别返回的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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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病编码

<datasetyp> --药品清单

<row>

<ykc120>序号</ykc120> --参数类型: int,在药店收据+药品

范围内唯一

<aka060>医保药品编码</aka060> --参数类型: String(20)

<aka061>医院药品通用名名称</aka061> --参数类型: String(200)

<aka067>计量单位</aka067> --参数类型: String(20)

<aka073>规格</aka073> --参数类型: String(100)

<yka200>单价</yka200> --参数类型: NUMBER(14,4)

<yka201>数量</yka201> --参数类型: NUMBER(14,2)

<yka202>金额</yka202> --参数类型: NUMBER(14,2)

</row>

<row>

…

</row>

</datasetyp>

</data>

输出参数

交易流水号 返回，标识本次交易

交易验证码 返回，在确认流程使用

交易输出 xml <?xml version="1.0" encoding="gb2312" standalone="yes" ?>

<output>

<akc190>就诊编码</akc190> --参数类型: String(20)

<aac001>个人编码</aac001> --参数类型: String(8)

<aac003>姓名</aac003> --参数类型: String(20)

<aac004>性别</aac004> --参数类型: String(15)返回中文

<ykc107>个人账户余额</ykc107> --参数类型: NUMBER(14,2),结算前个

人账户余额

<yka100>医疗总费用</yka100> --参数类型: NUMBER(14,2)

<yka136>个人账户支付总额</yka136> --参数类型: NUMBER(14,2)

<yka137>个人现金支付总额</yka137> --参数类型: NUMBER(14,2)

<yka316>清算类别</yka316> --参数类型: String(6)

<ykb037>清算分中心</ykb037> --参数类型: String(6)

</output>

说明：新增清算类别 yka316，清算分中心 ykb037 节点，这两个节点在清算申请时作为

清算传入参数使用

交易标志 大于 0 表示成功

交易信息 交易标志小于等于 0 时返回错误信息

§3.1.9.2.2. 确认交易

交易类型 处理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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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易说明 1. 在本地数据写成功以后,向中心发起确认交易

输入参数

交易流水号 本次正常交易产生的流水号

交易验证码 本次正常交易产生的验证码

输出参数

交易标志 大于 0 表示成功

交易信息 交易标志小于等于 0 时返回错误信息

§3.1.9.2.3. 取消交易

交易类型 处理交易

交易说明 1. 在本地数据写失败以后,向中心发起取消交易

输入参数

交易流水号 本次正常交易产生的流水号

输出参数

交易标志 大于 0 表示成功

交易信息 交易标志小于等于 0 时返回错误信息

§3.1.9.3. 药店退单[药店专用] (52)

§3.1.9.3.1. 正常交易

交易类型 处理交易

交易说明 1. 核对个人编码、医疗费用总额、个人账户支付金额、个人现金支付金额

2. 中心已经审核或者结算过的药店收据不能退单

3. 在处理流程中只进行判断是否可以进行退单；在确认流程中才进行正常的退单；在

取消流程中只处理交易日志标志

输入参数

交易编号 52

交易控制 xml <?xml version="1.0" encoding="gb2312"?>

<control>

<aae140>险种</aae140> --参数类型: String(4)（11 职工基本医疗,21 居民医保，

22 学生居保）

<yab003>医保分中心</yab003> --参数类型：String(4)

<akc190>就诊编号</akc190> --参数类型: String(20)

<aac001>个人编号</aac001> --参数类型: String(8)

<ykc101>药店收据号</ykc101> --参数类型: String(15)

</control>

交易输入 xml <?xml version="1.0" encoding="gb2312" standalone="yes" ?>

<dat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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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ka100>医疗总费用</yka100> --参数类型: Number(14,2)

<yka136>个人账户支付总额</yka136> --参数类型: Number(14,2)

<yka137>个人现金支付总额</yka137> --参数类型: Number(14,2)

</data>

输出参数

交易流水号 返回，标识本次交易

交易验证码 返回，在确认流程使用

交易输出 xml <?xml version="1.0" encoding="gb2312" standalone="yes" ?>

<output>

<akc190>就诊编码</akc190> --参数类型: String(20)

</output>

交易标志 大于 0 表示成功

交易信息 交易标志小于等于 0 时返回错误信息

§3.1.9.3.2. 确认交易

交易类型 处理交易

交易说明 1.确认本次退单信息,删除中心数据

输入参数

交易流水号 本次正常交易产生的流水号

交易验证码 本次正常交易产生的验证码

输出参数

交易标志 大于 0 表示成功

交易信息 交易标志小于等于 0 时返回错误信息

§3.1.9.3.3. 取消交易

交易类型 处理交易

交易说明 取消退单处理

输入参数

交易流水号 本次正常交易产生的流水号

交易验证码 本次正常交易产生的验证码

输出参数

交易标志 大于 0 表示成功

交易信息 交易标志小于等于 0 时返回错误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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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9.4. 打印药店结算单[药店专用](53)--作废

§3.1.9.4.1. 正常交易

交易类型 查询类交易

交易说明 1. 传入药店结算编号

2. 接口打印出票据

输入参数

交易编号 53

交易控制 xml <?xml version="1.0" encoding="gb2312"?>

<control>

<aae140>险种</aae140> --参数类型: String(4)（11 职工基本医疗,21 居民医保，

22 学生居保）

<yab003>医保分中心</yab003> --参数类型：String(4)

<akc190>就诊编号</akc190> --参数类型: String(20)

</control>

交易输入 xml <?xml version="1.0" encoding="gb2312"?>

<data/>

输出参数

交易流水号 NULL

交易验证码 NULL

交易输出 xml NULL

交易标志 大于 0 表示成功

交易信息 交易标志小于等于 0 时返回错误信息

§3.1.9.5. 打印定点药店结算明细清单[药店专用]（54）

§3.1.9.5.1. 正常交易

交易类型 查询类交易

交易说明 打印指定期间定点药店发生医保支付明细清单

时间期间以药店收费日期为准。

输入参数

交易编号 54

交易控制 xml <?xml version="1.0" encoding="gb2312"?>

<control>

<aae140>险种</aae140> --参数类型: String(4)（11 职工基本医疗,21 居民医保，

22 学生居保）

<yab003>医保分中心</yab003> --参数类型：String(4)

</contro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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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易输入 xml NULL

输出参数

交易流水号 NULL

交易验证码 NULL

交易输出 xml NULL

交易标志 大于 0 表示成功

交易信息 交易标志小于等于 0 时返回错误信息

§3.1.9.6. 药品目录增量下载(61)

交易类型 查询类交易

交易说明 1．下载指定日期后新增(或变更)药品目录(初始目录需要手动获取，因目录太多，会

造成服务器内存溢出，本交易只能下载 2021-01-01 以后修改的目录，药品目录作

为本文档的附件 药品目录.xls,共分三个工作表)

2．接口端加载时需对原有编码进行判断，对于修改编码只需对原有记录更新。

3．注：目录中可能有修改情况，故本地保存前需判断其存在否，并确定修改还是新加

4．目录含材料。

输入参数

交易编号 61

交易控制 xml <?xml version="1.0" encoding="gb2312"?>

<control>

<yab003>10</yab003>

<aae036>2021-01-01 </aae036> 时间请从 1 月 1号开始之前的数量太多，用群里面

的导 这个时间是 1 月 1 日至今天的更新 --参数类型: String(10) 格

式:yyyy-mm-dd

<control/>

交易输入 xml <?xml version="1.0" encoding="gb2312"?>

<data/>

输出参数

交易流水号 NULL

交易验证码 NULL

交易输出 xml <?xml version="1.0" encoding="gb2312" standalone="yes" ?>

<output>

<data>

<data_row>

<aka060 >药品省码</aka060 > --参数类型:String(20) 注：本编码唯

一，可作主键

<aka061>通用名名称</aka061> --参数类型:String(200)

<aka062>英文名称</aka062> --参数类型:String(200)

<aka065>收费项目等级</aka065> --参数类型:String(3) 值：见码表

<aka066>助记码</aka066> --参数类型:String(20)

<aka067>计量单位</aka067> --参数类型:String(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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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ka073>规格</aka073> --参数类型:String(100)

<aka071>标准价格</aka071> --参数类型: NUMBER(14,2)

<aae013>备注</ aae013> --参数类型:String(100)

<aka077>生效开始时间</aka077> --格式:(yyyy-mm-dd)

<aka078>生效结束时间</aka078> --格式:(yyyy-mm-dd)

<aka064>处方药标志</aka064> --参数类型:String(3) 值：0 非处方

药;1 处方药

<aka075>是否门诊专用</aka075> --参数类型:String(3) 值：是，否

<ykc500>是否可作为特殊用药</ ykc500> --参数类型:String(3) 值：是，

否

<yka901>状态</yka901> --参数类型:String(1) 值：

<aaz231>全省统一收费目录 ID</aaz231>--stirng(30)如果为空，表示本

市目录

< ake003>医保项目分类代码</ake003>

<bka003>注册名称</bka003>

<bke034>商品名（非药品时为项目名称）</bke034>

<bka004>注册剂型</bka004>

<ake004>生产地类别</ake004>

<bka005>生产单位</bka005>

<aab055>批准文号</aab055>

<bka007>批准文号备注</bka007>

<aae049>批准日期</aae049>

<bka008>项目内涵</bka008>

<bka009>除外内容</bka009>

<aka067>最小收费单位（非药品时为项目计价单位）</aka067>

<tyyy>停用原因</tyyy>

<prseno>版本号</prseno>

<aka036>限制使用范围</aka036>

</data_row>

<data_row >

……

</data_row>

</data>

< recordcount>记录行数</ recordcount> --参数类型:Int

</output>

交易标志 大于 0 表示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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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易信息 交易标志小于等于 0 时返回错误信息

异地接口增加

代码 名称 约束 类型 说明

aaz231 全省统一收费目录ID not null varchar(20) 如果为空，表示本市目

录

ake003 医保项目分类代码 null varchar(6)

bka003 注册名称 not null varchar(200)

aka061 通用中文名称 null varchar(200)

bka004 注册剂型 null varchar(50)

aka074 规格 null varchar(50)

aka062 英文化学名 null varchar(50)

bke034 商品名 not null varchar(200)

ake004 生产地类别 null varchar(6) 代码

bka005 生产单位 null varchar(200)

aab055 批准文号 null varchar(200)

bka007 批准文号备注 null varchar(200)

aae049 批准日期 null datetime

aka065 收费项目等级 not null varchar(6)

bka008 项目内涵 null varchar(500)

bka009 除外内容 null varchar(500)

aka067 最小收费单位 null varchar(20)

bkc131 经办人姓名 not null varchar(100)

aae036 经办时间 not null datetime

aae030 开始日期 not null date

aae031 停用日期 null date

tyyy 停用原因 not null varchar(100)

prseno 版本号 null number(30)

§3.1.9.7. 省统一目录增量下载(61y)

交易类型 查询类交易—未使用

交易说明 1．下载指定日期后新增(或变更)药品目录

2．接口端加载时需对原有编码进行判断，对于修改编码只需对原有记录更新。

3．注：目录中可能有修改情况，故本地保存前需判断其存在否，并确定修改还是新加

4．目录含材料。

5．参数中 timestamp 参数是起始行的序号，返回结果为传入的 timestamp 的后面 200

条记录，返回参数中，next_timestamp 是下一个 200 条记录需要传入的 timestamp，

如果返回的 next_timestamp 为-1，则表示目录已经下载完毕，本交易需循环调用。

输入参数

交易编号 61

交易控制 xml <?xml version="1.0" encoding="gb2312"?>

<contro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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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ab003>10</yab003>

<aae036> 目 录 更 新 日 期 </aae036> -- 参 数 类 型 : String(10) 格

式:yyyy-mm-dd

<start_timestamp>起始行时间戳</ timestamp > --参数类型：number，his

循环调用首次循环时传入 0，否则传入上次输出的最大 timestamp + 1

<control/>

交易输入 xml <?xml version="1.0" encoding="gb2312"?>

<data/>

输出参数

交易流水号 NULL

交易验证码 NULL

交易输出 xml <?xml version="1.0" encoding="gb2312" standalone="yes" ?>

<output>

<sqldata>

<next_timestamp>下次下载起始行时间戳</next_timestapm> --参数类型：

number，此参数作为下一次调用的 start_timestamp 传入

<row >

<aka060 >药品省码</aka060 > --参数类型:String(20) 注：本编码唯

一，可作主键

<aka061>通用名名称</aka061> --参数类型:String(200)

<aka062>英文名称</aka062> --参数类型:String(200)

<aka065>收费项目等级</aka065> --参数类型:String(3) 值：见码表

<aka066>助记码</aka066> --参数类型:String(20)

<aka067>计量单位</aka067> --参数类型:String(20)

<aka073>规格</aka073> --参数类型:String(100)

<aka071>标准价格</aka071> --参数类型: NUMBER(14,2)

<aae013>备注</ aae013> --参数类型:String(100)

<aka077>生效开始时间</aka077> --格式:(yyyy-mm-dd)

<aka078>生效结束时间</aka078> --格式:(yyyy-mm-dd)

<aka064>处方药标志</aka064> --参数类型:String(3) 值：0 非处方

药;1 处方药

<aka075>是否门诊专用</aka075> --参数类型:String(3) 值：是，否

<ykc500>是否可作为特殊用药</ ykc500> --参数类型:String(3) 值：是，

否

<yka901>状态</yka901> --参数类型:String(1) 值：0有效，1

停用

<aaz231>全省统一收费目录 ID</aaz231>--stirng(30)如果为空，表示本

市目录

< ake003>医保项目分类代码</ake003> 码表：1 药品，2 诊疗，3 服务设施，4

材料

<bka003>注册名称</bka003>

<bke034>商品名（非药品时为项目名称）</bke0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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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ka004>注册剂型</bka004>

<ake004>生产地类别</ake004>

<bka005>生产单位</bka005>

<aab055>批准文号</aab055>

<bka007>批准文号备注</bka007>

<aae049>批准日期</aae049>

<bka008>项目内涵</bka008>

<bka009>除外内容</bka009>

<tyyy>停用原因</tyyy>

<prseno>版本号</prseno>

<Timestamp>行时间戳 number</timestamp> --

<aka036>限制使用范围</aka036>

</row >

<row >

……

<ros>

<sqldata>

< recordcount>记录行数</ recordcount> --参数类型:Int

</output>

交易标志 大于 0 表示成功

交易信息 交易标志小于等于 0 时返回错误信息

异地接口增加

代码 名称 约束 类型 说明

aaz231 全省统一收费目录ID not null varchar(20) 如果为空，表示本市目

录

ake003 医保项目分类代码 null varchar(6)

bka003 注册名称 not null varchar(200)

aka061 通用中文名称 null varchar(200)

bka004 注册剂型 null varchar(50)

aka074 规格 null varchar(50)

aka062 英文化学名 null varchar(50)

bke034 商品名 not null varchar(200)

ake004 生产地类别 null varchar(6) 代码

bka005 生产单位 null varchar(200)

aab055 批准文号 null varchar(200)

bka007 批准文号备注 null varchar(200)

aae049 批准日期 null datetime

aka065 收费项目等级 not null varchar(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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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ka008 项目内涵 null varchar(500)

bka009 除外内容 null varchar(500)

aka067 最小收费单位 null varchar(20)

bkc131 经办人姓名 not null varchar(100)

aae036 经办时间 not null datetime

aae030 开始日期 not null date

aae031 停用日期 null date

tyyy 停用原因 not null varchar(100)

prseno 版本号 null number(30)

§3.1.9.8. 诊疗服务目录增量下载(62)

交易类型 查询类交易—下载除药品所有的目录

交易说明 1．下载指定日期后新增(或变更)诊疗目录

2．接口端加载时需对原有编码进行判断，对于修改编码只需对原有记录更新。

3．注：目录中可能有修改情况，故本地保存前需判断其存在否，并确定修改还是新加

4．新增项目说明见药品目录异地接口增加

5．诊疗下载增加服务设施，因服务设施较少。

输入参数

交易编号 62

交易控制 xml <?xml version="1.0" encoding="gb2312"?>

<control>

<yab003>10</yab003>

<aae036>2021-01-01</aae036> 时间请从 1月 1 号开始之前的数量太多，用群里面

的导 这个时间是1月1日至今天的更新 --参数类型: String(10) 格式:yyyy-mm-dd

<control/>

交易输入 xml <?xml version="1.0" encoding="gb2312"?>

<data/>

输出参数

交易流水号 NULL

交易验证码 NULL

交易输出 xml <?xml version="1.0" encoding="gb2312" standalone="yes" ?>

<output>

<data>

<data_row>

<aka090>诊疗项目省码</aka090 > --参数类型:String(20) 注：本编码唯一，

可作主键

<aka091>项目名称</aka091> --参数类型:String(200)

<yka901>状态</yka901> --参数类型:String(1) 值：

<aka065>收费项目等级</aka065> --参数类型:String(3) 值：见码表

<aka066>助记码</aka066> --参数类型:String(20)

<yka041>物价编码</yka041> --参数类型:String(30)

<aka071>标准价格</aka071> --参数类型: NUMBER(1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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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ka042>项目规格</ yka042> --参数类型:String(100)

<aae013>备注</ aae013> --参数类型:String(100)

<aka077>生效开始时间</aka077> --格式:(yyyy-mm-dd)

<aka078>生效结束时间</aka078> --格式:(yyyy-mm-dd)

<ykc026>诊疗标志</ykc026> --参数类型:String(3) 值：见码表

<aaz231>全省统一收费目录 ID</aaz231>--stirng(30)如果为空，表示本

市目录

< ake003>医保项目分类代码</ake003>

<bka003>注册名称</bka003>

<bke034>商品名（非药品时为项目名称）</bke034>

<bka004>注册剂型</bka004>

<ake004>生产地类别</ake004>

<bka005>生产单位</bka005>

<aab055>批准文号</aab055>

<bka007>批准文号备注</bka007>

<aae049>批准日期</aae049>

<bka008>项目内涵</bka008>

<bka009>除外内容</bka009>

<aka067>最小收费单位（非药品时为项目计价单位）</aka067>

<tyyy>停用原因</tyyy>

<prseno>版本号</prseno>

<aka036>限制使用范围</aka036>

</data_row>

<data_row>

……

</data_row>

</data>

<recordcount>记录行数</recordcount> --参数类型:Int

</output>

交易标志 大于 0 表示成功

交易信息 交易标志小于等于 0 时返回错误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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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9.9. 服务设施目录增量下载(63)

交易类型 查询类交易-未使用

交易说明 1．下载指定日期后新增(或变更) 医疗服务设施目录

2．接口端加载时需对原有编码进行判断，对于修改编码只需对原有记录更新。

3．注：目录中可能有修改情况，故本地保存前需判断其存在否，并确定修改还是新加

4．异地接口增加见药品目录异地接口增加

输入参数

交易编号 63

交易控制 xml <?xml version="1.0" encoding="gb2312"?>

<control>

<yab003>20</yab003>

<aae036>目录更新日期</aae036> --参数类型: String(10) 格式:yyyy-mm-dd

<control/>

交易输入 xml <?xml version="1.0" encoding="gb2312"?>

<data/>

输出参数

交易流水号 NULL

交易验证码 NULL

交易输出 xml <?xml version="1.0" encoding="gb2312" standalone="yes" ?>

<output>

<data>

<data_row>

<aka100>服务设施省码</aka100 > --参数类型:String(20) 注：本编码唯

一，可作主键

<aka105>服务设施名称</aka105> --参数类型:String(200)

<aka071>床位标准</aka071> --参数类型:Number(14,4) 注：医院等

级不同，床位标准可能不同

<aka077>生效开始时间</aka077> --格式:(yyyy-mm-dd)

<aka078>生效结束时间</aka078> --格式:(yyyy-mm-dd)

<yka901>状态</yka901> --参数类型:String(1) 值：

<aaz231>全省统一收费目录 ID</aaz231> --stirng(30)如果为空，表示

本市目录

</data_row>

<data_row>

……

</data_row>

</data>

<recordcount>记录行数</recordcount> --参数类型:Int

</output>

交易标志 大于 0 表示成功

交易信息 交易标志小于等于 0 时返回错误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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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9.10.疾病编码下载(60)

交易类型 查询类交易

交易说明 下载国际疾病标准编码（含门诊慢性病、门诊重症、按 yka122 进行区分）

输入参数

交易编号 60

交易控制 xml <?xml version="1.0" encoding="gb2312"?>

<control>

<yab003>10</yab003>

<aae036>目录上次更新时间</aae036>

<control/>

交易输入 xml <?xml version="1.0" encoding="gb2312"?>

<data/>

输出参数

交易流水号 NULL

交易验证码 NULL

交易输出 xml <?xml version="1.0" encoding="gb2312" standalone="yes" ?>

<output>

<data>

<data_row>

<yka101>疾病编码</yka101> 参数类型：string 注：icd-10 编码和医保特病编码

<yka102>疾病名称</yka102> 参数类型：string

<aka122>疾病分类</aka122> 参数类型: string 注：非 icd-10 的编码分类，是医

保分类,见码表

<yka103>拼音简码</yka103>参数类型：string

<yka104>有效标志</yka104>参数类型：string

……

</data_row>

</ data >

<recordcount>记录行数</recordcount> --参数类型:Int

</output>

交易标志 大于 0 表示成功

交易信息 交易标志小于等于 0 时返回错误信息

§3.1.9.11.手术 ICD9数据下载下载(60a)

交易类型 查询类交易

交易说明 下载手术操作代码

输入参数

交易编号 60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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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易控制 xml <?xml version="1.0" encoding="gb2312"?>

<control>

<yab003>10</yab003>

<aae036>目录上次更新时间</aae036>

<control/>

交易输入 xml <?xml version="1.0" encoding="gb2312"?>

<data/>

输出参数

交易流水号 NULL

交易验证码 NULL

交易输出 xml <?xml version="1.0" encoding="gb2312" standalone="yes" ?>

<output>

<data>

<data_row>

<aka140>手术操作代码</aka140>

<aka121>手术名称</aka121>

<aka020>助记码</aka020>

<aae013>备注</aae013></data_row>

</ data >

<recordcount>记录行数</recordcount> --参数类型:Int

</output>

交易标志 大于 0 表示成功

交易信息 交易标志小于等于 0 时返回错误信息

§3.1.9.12.获取编码对照信息 (66)

交易类型 查询类交易

交易说明 1.获取编码对照信息。

输入参数

交易编号 66

交易控制 xml <?xml version="1.0" encoding="gb2312"?>

<control>

<yab003>20</yab003>

<control/>

交易输入 xml <?xml version="1.0" encoding="gb2312"?>

<data/>

输出参数

交易流水号 NULL

交易验证码 NULL

交易输出 xml <?xml version="1.0" encoding="gb2312" standalone="yes" ?>

<output>



绵阳市医保联网支付应用编程接口规范

四川久远银海软件股份有限责任公司 第 116页/共 282页

<sqldata>

<row>

<aaa100>参数代码</aaa100> --参数类型:String(10)

<aaa101>参数代码值</aaa101> --参数类型:String(50)

<aaa102>参数描述</aaa102> --参数类型:String(50)

</row>

<row>

……

</row>

</sqldata>

<recordcount>记录行数</recordcount> --参数类型:Int

</output>

交易标志 大于 0 表示成功

交易信息 交易标志小于等于 0 时返回错误信息

§3.1.9.13.医院目录对照码上传(67)

交易类型 查询类交易

交易说明 1. 医院项目与医保项目对码后,需把目录的对照信息上传中医保中心进行审核后,本次

对照信息才能生效.

2. 医院项目编码要求唯一

3. 每次上传的数据量最好不要超过 100 条.

输入参数

交易编号 67

交易控制 xml <?xml version="1.0" encoding="gb2312"?>

<control>

<yab003>20</yab003>

<control/>

交易输入 xml <?xml version="1.0" encoding="gb2312"?>

<data>

<dataset>

<row>

<yka040>医院院内编码</yka040> --参数类型: String(20) NOT NULL

<aka090>医保省码</aka090> --参数类型: String(20) NOT NULL

<aka091>项目名称</aka091> --参数类型: String(200) NOT NULL

<yka042>项目规格</yka042> --参数类型: String(100)

<yka043>项目单位</yka043> --参数类型: String(20)

<yka044>项目单价</yka044> --参数类型: NUMBER(10,4) NOT NULL

<yka045>项目剂型</yka045> --参数类型: String(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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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ka050>备注</yka050> --参数类型: String(100)

<aae011>经办人员</aae011> --参数类型: String(20)

<yka071>项目类别</yka071> --参数类型：String(1) 项目类别(1：

药品，2：诊疗，3：床位及服务) 一个院内编码只存在一个项目类别

<ake004>产地</ake004> --参数类型：String(200)

<aab055>批准文号</aab055> --批准文号

<ake008>医保项目编码(国码)</ake008> --VARCHAR2(50)
<ake009>医保项目编码名称(国码名称)</ake009> --VARCHAR2(100)

</row>

<row>

…

</row>

</dataset>

</data>

输出参数

交易流水号 NULL

交易验证码 NULL

交易输出 xml <?xml version="1.0" encoding="gb2312" standalone="yes" ?>

</output>

交易标志 大于 0 表示成功

交易信息 交易标志小于等于 0 时返回错误信息

§3.1.9.1. 医院目录对照信息查询(68)

交易类型 查询类交易

交易说明

输入参数

交易编号 68

交易控制 xml <?xml version="1.0" encoding="gb2312"?>

<control>

<yab003>20<yab003>

</control>

交易输入 xml <?xml version="1.0" encoding="gb2312"?>

<data>

<yka040>医院项目编码</yka040> --参数类型: String(20) NOT NULL

<yka071>收费项目类别</yka071> --参数类型: String(3) NOT NULL

1 为药品，2 诊疗，3 床位

</data>

输出参数

交易流水号 NU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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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易验证码 NULL

交易输出 xml <?xml version="1.0" encoding="gb2312" standalone="yes" ?>

<output>

<yka040>医院院内编码</yka040> --参数类型: String(20) NOT NULL

<aka090>医保编码</aka090> --参数类型: String(20) NOT NULL

<aka091>项目名称</aka091> --参数类型: String(200) NOT NULL

<yka042>项目规格</yka042> --参数类型: String(100)

<yka043>项目单位</yka043> --参数类型: String(20)

<yka044>项目单价</yka044> --参数类型: NUMBER(10,4) NOT NULL

<yka045>项目剂型</yka045> --参数类型: String(100)

<ake004>产地</ake004> --参数类型:string(200)

<yka050>备注</yka050> --参数类型: String(100)

<aae011>经办人员</aae011> --参数类型: String(20)

<aae036>经办时间</aae036> --近回格式: yyyy-mm-dd

<akc175>审批标志</akc175> --参见代码表(akc175)

<yka061>审批人员</yka061> --参数类型: String(20)

<yka062>审批时间</yka062> --近回格式: yyyy-mm-dd

</output>

交易标志 大于 0 表示成功

交易信息 交易标志小于等于 0 时返回错误信息

§3.1.9.2. 科室信息上传(600)

交易类型 查询类交易

交易说明 科室编码相同重复上传会覆盖之前上传的科室信息

可以传至绵阳本地和省平台

输入参数

交易编号 600

交易控制 xml <?xml version="1.0" encoding="gb2312"?>

<control>

<yab003>10<yab003> -- 00 为异地，传至省平台

<ydjk_out>是否异地联网数据</ydjk_out> --是否异地(0 本地，1 异地)

<nums>上传数量</nums> --异地必传

</control>

交易输入 xml <?xml version="1.0" encoding="gb2312"?>

<data>

<dataset>

<row>

<ykf501>医院科室编码</ykf501> VARCHAR2(20)

<ykf502>医院科室名称</ykf502> VARCHAR2(50)

<ykf500>标准科室编码卫计委统一标准编码</ykf500> --码表

<ykf503>科室类型</ykf503> 1、门诊；2、住院、3、门诊&住院 VARCHAR2(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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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kf504>实际开放床位数量</ykf504> NUMBER

<ykf505>专业科室代码</ykf505> VARCHAR2(4) --码表

<ykf506>科室负责人</ykf506> VARCHAR2(50)

<ykf507>科室负责人联系电话</ykf507>

<ykf508>科室成立时间</ykf508> DATE

<ykf509>批准床位数量</ykf509> NUMBER

<ykf510>开始时间</ykf510> DATE

<ykf511>结束时间</ykf511> DATE

<aae100>有效标志</aae100> VARCHAR2(1) --1为有效 0为失效 如果需要删除可

以填 0 再次上传

除了结束时间可以为空，其余都不能为空

</row>

<row>

...

</row>

</dataset>

</data>

输出参数

交易流水号 NULL

交易验证码 NULL

交易输出 xml <?xml version="1.0" encoding="gb2312" standalone="yes"?>

<output>

<sqldata>

<row>

<YKF501>医院科室编码</YKF501>

<YKF502>医院科室名称</YKF502>

<AAZ307>流水号</AAZ307>

</row>

<row>

....

</row>

</sqldata>

</output>

交易标志 大于 0 表示成功

交易信息 交易标志小于等于 0 时返回错误信息

§3.1.9.1. 医务人员信息上传(601)

交易类型 查询类交易

交易说明 医生编码相同重复上传会覆盖之前上传的医生信息

可以传至绵阳本地和省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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输入参数

交易编号 601

交易控制 xml <?xml version="1.0" encoding="gb2312"?>

<control>

<yab003>10<yab003> -- 00 为异地，传至省平台

<ydjk_out>是否异地联网数据</ydjk_out> --是否异地(0 本地，1 异地)

<nums>上传数量</nums> --异地必传

</control>

交易输入 xml <?xml version="1.0" encoding="gb2312"?>

<data>

<dataset>

<row>

<ykf501>科室编码</ykf501>

<ykf601>医生编码</ykf601>

<ykf602>医生名称</ykf602> varchar2(20)

<ykf603>职业资格证编号</ykf603> varchar2(20)

<ykf604>医生职称级别</ykf604> varchar2(10) 0无 1初级 2中级 3高级

<aac002>身份证号</aac002> varchar2(18)

<aae006>联系电话</aae006>

<aac006>出生日期</aac006> date

<aac011>学历</aac011> --码表

<aac004>性别</aac004> varchar2(2) 1 男性 2 女性 9 未说明性别

<aac005>民族</aac005> varchar2(4)

<aac014>所学专业</aac014>

<yab029>发证机构</yab029>

<aaf009>医务人员职务</aaf009> varchar2(3) --码表

<ykf011>医务人员职称</ykf011> varchar2(3) --码表

<ykf012>医务人员类别</ykf012> varchar2(3) --码表

<aae011>经办人</aae011>

<aae030>开始时间</aae030> date

<aae031>结束时间</aae031> date

<aae100>有效标志</aae100> VARCHAR2(1) --1为有效 0为失效 如果需要删除可

以填 0 再次上传

除了 aac014 、aaf009、ykf011、aae031 可以为空，其余都不能为空

</row>

<row>

...

</row>

</dataset>

</data>

6 输出参数

交易流水号 NULL

交易验证码 NULL

交易输出 xml <?xml version="1.0" encoding="gb2312" standalone="yes"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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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utput>

<sqldata>

<row>

<YKF601>医生编码</YKF601>

<YKF602>医生姓名</YKF602>

<AAZ263>社保流水号</AAZ263>

</row>

<row>

...

</row>

</sqldata></output>

交易标志 大于 0 表示成功

交易信息 交易标志小于等于 0 时返回错误信息

§3.1.10. 医执人员执业信息上传(602)

交易类型 查询类交易

交易说明 医生编码相同重复上传会覆盖之前上传的执业信息

可以传至绵阳本地和省平台

输入参数

交易编号 602

交易控制 xml <?xml version="1.0" encoding="gb2312"?>

<control>

<yab003>10<yab003> -- 00 为异地，传至省平台

<ydjk_out>是否异地联网数据</ydjk_out> --是否异地(0 本地，1异地)

<nums>上传数量</nums> --异地必传

</control>

交易输入 xml <?xml version="1.0" encoding="gb2312"?>

<data>

<dataset>

<row>

<ykf601>医生编码</ykf601> VARCHAR2(20)

<ykf017>医执人员执业范围</ykf017> VARCHAR2(4) --码表

<ykf022>执业证书注册地</ykf022> VARCHAR2(100)

<ykf020>医执人员执业证书编码</ykf020> VARCHAR2(50)

<ykf021>医执人员资格证书编码</ykf021> VARCHAR2(50)

<ykf016>执业开始时间</ykf016> DATE

<ykf043>执业结束时间</ykf043> DATE

<ykf111>处方权有效标志</ykf111> VARCHAR2(1) 1.有权 2.无权

<ykf112>是否多点执业</ykf112> VARCHAR2(200) 1.是 2.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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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kf113>其它执业注册地</ykf113> VARCHAR2(1000) 可填写多个,以|隔

开。

<aae011>经办人</aae011> VARCHAR2(50)

<aae100>有效标志</aae100> VARCHAR2(1) --1为有效 0为失效 如果需要删除可

以填 0 再次上传

除了 ykf043、ykf113 可以为空，其余都不能为空

</row>

<row>

...

</row>

</dataset>

</data>

6 输出参数

交易流水号 NULL

交易验证码 NULL

交易输出 xml <?xml version="1.0" encoding="gb2312" standalone="yes" ?>

<output>

<sqldata>

<row>

<YKF601>医生编码</YKF601>

<YKF602>医生姓名</YKF602>

<AAZ263>社保流水号</AAZ263>

</row>

<row>

...

</row>

</sqldata></output>

交易标志 大于 0 表示成功

交易信息 交易标志小于等于 0 时返回错误信息

§3.1.10.1.疾病备案申请(603)

交易类型 查询类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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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易说明 特殊病备案申请改为疾病备案申请

2019-10-14 原特殊病都已失效，现增加“两病”备案

014.1 -- “两病”高血压,只用于居民;

1.文件仅适用于“城乡居民”，不适用“城镇职工”

2.“高血压”指确诊为高血压，但不满足“高血压 2 期及以上（合并心脑肾损伤）”的

参保人员

3.认定工作需由 2名“副高及以上”相关科室的在职医生执行，由专人负责录入医保系

统

4.此项工作由医院直接认定，无需医保局审批，故所有资料必须由医院留底备查，不得

录入虚假病历信息。否则按照《服务协议》严格处理！

输入参数

交易编号 603

交易控制 xml <?xml version="1.0" encoding="gb2312"?>

<control>

<yab003>10<yab003>

</control>

交易输入 xml <?xml version="1.0" encoding="gb2312"?>

<data>

<aac001>个人编号</aac001> --参数类型 string(20) 由 03 交易获取

<yka026>疾病编码</yka026> --参数类型 string(20)

C92.101 慢性粒细胞性白血病

H35.301 黄斑变性

400 胃肠间质瘤

014.1 -- “两病”高血压

<aae030>诊断日期(生效开始日期)</aae030> --参数类型 date

<ykf601>认定人员（副主任及以上医师）编码</ykf601> --参数类型 string(20)

<ykf602>复核（副主任及以上医师）编码</ykf602> --参数类型 string(20)

<aae013>诊断说明</aae013> --参数类型 string(200)

<aae011>经办人</aae011> --参数类型 string(30)

</data>

输出参数

交易流水号 NULL

交易验证码 NULL

交易输出 xml <?xml version="1.0" encoding="gb2312" standalone="yes" ?>

<output>

<aaz267>备案申请流水号</aaz267>

</output>

交易标志 大于 0 表示成功

交易信息 交易标志小于等于 0 时返回错误信息

§3.1.10.2.市内职工、居民转院备案申请(605)

交易类型 查询类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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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易说明 市内居民转院备案申请 支持异地转院备案

输入参数

交易编号 605

交易控制 xml <?xml version="1.0" encoding="gb2312"?>

<control>

<yab003>10<yab003>

</control>

交易输入 xml <?xml version="1.0" encoding="gb2312"?>

<data>

<aac001>个人编号</aac001> -VARCHAR2(20) 由 03 交易获取 not null

<aae004>联系人姓名</aae004> --VARCHAR2(20)

<aae005>联系电话</ aae005> --VARCHAR2(20)

<aae011>经办人</aae011> --VARCHAR2(20)

<aae036>经办时间</aae036> -- DATE not null

<aae100>当前有效标志</aae100> --VARCHAR2(1) –可以为空，不允许撤销，

需要撤销请撤销入院自动会撤销备案

<aae140>险种类型</aae140> --VARCHAR2(20)

<aae190>医嘱</aae190> --VARCHAR2(500)

<ake017>转往医疗服务机构编号</ake017> --VARCHAR2(20) not null

<akc190>原就诊号(需转院的就诊号)</akc190> --VARCHAR2(25) not null

<ake014>转院日期</ake014> -- DATE not null

<ake015>转院原因</ake015> --VARCHAR2(200)

<ykc073>医师姓名</ykc073> -- VARCHAR2(20)

<ykd008>职业医师编号</ykd008> -- VARCHAR2(20)

<ykd056>转出医院意见</ykd056> -- VARCHAR2(200)

</data>

输出参数

交易流水号 NULL

交易验证码 NULL

交易输出 xml <?xml version="1.0" encoding="gb2312" standalone="yes" ?>

<output>

<aaz267>备案申请流水号</aaz267>

</output>

交易标志 大于 0 表示成功

交易信息 交易标志小于等于 0 时返回错误信息

§3.1.10.3.医院定点信息下载(606)

交易类型 查询类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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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易说明 医院定点信息下载

输入参数

交易编号 606

交易控制 xml <?xml version="1.0" encoding="gb2312"?>

<control>

<yab003>10<yab003>

</control>

交易输入 xml NULL

输出参数

交易流水号 NULL

交易验证码 NULL

交易输出 xml <?xml version="1.0" encoding="gb2312" standalone="yes" ?>

<output>

<sqldata>

<row>

<akb020>医院定点编码</akb020>

<aae044>医院定点名称</aae044>

</row>

. <row>

</row>

……

</sqldata>

</output>

交易标志 大于 0 表示成功

交易信息 交易标志小于等于 0 时返回错误信息

§3.1.10.4.急危重症、抢救人员备案申请(607)

交易类型 查询类交易

交易说明 急危重症、抢救人员备案申请

输入参数

交易编号 607

交易控制 xml <?xml version="1.0" encoding="gb2312"?>

<control>

<yab003>10<yab003>

</control>

交易输入 xml <?xml version="1.0" encoding="gb23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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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ta>

<aac001>个人编号</aac001> --参数类型 string(20) 由 03 交易获取

<aae030>开始日期</aae030> --参数类型 date

<ykf601>诊断或处方医生编码</ykf601> --参数类型 string(20)

<aae013>诊断说明</aae013> --参数类型 string(200)

<aae011>经办人</aae011> --参数类型 string(30)

<akc190>备案就诊号</akc190> --入院返回的就诊号

<aae101>备案类型<aae101> --1 急危重症 2抢救人员

</data>

输出参数

交易流水号 NULL

交易验证码 NULL

交易输出 xml <?xml version="1.0" encoding="gb2312" standalone="yes" ?>

<output>

<aaz267>备案申请流水号</aaz267>

</output>

交易标志 大于 0 表示成功

交易信息 交易标志小于等于 0 时返回错误信息

§3.1.10.5.市州日对账数据查询(650)

交易类型 查询类交易—异地市州日对账数据查询

交易说明 市州日对账数据查询

只用于异地一天对账

输入参数

交易编号 650

交易控制 xml <?xml version="1.0" encoding="gb2312"?>

<control>

<yab003>00</yab003> --异地固定

<ydjk_out>1</ydjk_out> --是否异地(0 本地，1 异地)

</control>

交易输入 xml <?xml version="1.0" encoding="gb2312"?>

<data>

<aae030>对账日期</aae030> --参数类型: String(20) NOT NULL

</data>

输出参数

交易流水号 NULL

交易验证码 NULL

交易输出 xml <?xml version="1.0" encoding="utf-8" standalone="yes" ?>

<outpu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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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ndtime>发送时间</sendtime>

<sendcount>发送条数统计</sendcount>

<sqldata>

<row>

<bke006>交易类型代码</bke006>

<baa008>参保地统筹区编号</baa008>

<baa009>参保地分中心编码</baa009>

<baa010>就医地统筹区编号</baa010>

<akb020>医疗机构编号（省统一编号）</akb020>

<aaz217>就诊登记号</aaz217>

<aaz216>人员医疗结算事件 id(就诊结算 id)</aaz216>

<aka130>医疗类别代码</aka130>

<aac003>姓名</aac003>

<aac001>个人编号</aac001>

<aac002>身份证号码</aac002>

<aac004>性别</aac004>

<akc264>费用总额</akc264>

<akb067>现金支付</akb067>

<akb066>个人账户支付</akb066>

<akb068>统筹支付金额合计</akb068>

<aae036>经办时间</aae036>

</row>

...

...

...

<row>...</row>

</sqldata

<output>

交易标志 大于 0 表示成功

交易信息 交易标志小于等于 0 时返回错误信息

§3.1.10.6.市州时段对账数据查询(652)

交易类型 查询类交易—异地市州时段对账数据查询

交易说明 市州时段对账数据查询

只用于异地时段对账总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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输入参数

交易编号 652

交易控制 xml <?xml version="1.0" encoding="gb2312"?>

<control>

<yab003>00</yab003> --异地固定

<ydjk_out>1</ydjk_out> --是否异地(0 本地，1 异地)

</control>

交易输入 xml <?xml version="1.0" encoding="gb2312"?>

<data>

<aae030>开始日期</aae030> --参数类型: String(20) NOT NULL

<aae031>终止日期</aae031> --参数类型: String(20) NOT NULL

<aka130>医疗类别代码</aka130> --参数类型: String(20) NOT NULL

aka130 码表:--11 普通门诊, 13 门诊特殊疾病, 21 住院

</data>

输出参数

交易流水号 NULL

交易验证码 NULL

交易输出 xml <?xml version="1.0" encoding="utf-8" standalone="yes" ?>

<output>

<akc264>费用总额</akc264>

<akc253>全自费部分</akc253>

<akc228>先自付部分</akc228>

<akc268>超限自付部分</akc268>

<bkc042>进入报销范围部分</bkc042>

<akb067>现金支付</akb067>

<akb066>个人账户支付</akb066>

<ake039>城镇职工基本保险</ake039>

<ake035>公务员医疗保险</ake035>

<ake029>城镇职工补充保险</ake029>

<bkc010>城乡居民大病险</ bkc010>

<ame001>生育保险</ame001>

<ake039_jm>城乡居民基本险</ake039_jm>

<ake039_xnh>新农合</ake039_xnh>

<ake039_qt>其它险种</ake039_qt>

<akb068>统筹支付金额合计</akb068>

<output>

交易标志 大于 0 表示成功

交易信息 交易标志小于等于 0 时返回错误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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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10.7.转院备案查询(608)

交易类型 查询类交易

交易说明 转院备案查询

输入参数

交易编号 608

交易控制 xml <?xml version="1.0" encoding="gb2312"?>

<control>

<yab003>10</yab003>

<aac001></aac001> --个人编码，通过 03 号返回 如果个人编码为空输入 xml：

aae030，aae031 不能为空，查询结果是这段时间的全部转院情况

</control>

交易输入 xml <?xml version="1.0" encoding="gb2312"?>

<data>

<aae030>查询转院开始时间</aae030> 格式 yyyy-mm-dd

<aae031>查询转院结束时间</aae031> 格式 yyyy-mm-dd

</data>

输出参数

交易流水号 NULL

交易验证码 NULL

交易输出 xml <?xml version="1.0" encoding="gb2312" standalone="yes" ?>

<output>

<sqldata>

<row>

<ykd201>原医院名称</ykd201>

<akc172>转往医院名称</akc172>

<ake014>转院日期</ake014> --3 个工作日内转院入院减免

<aaz267>转院备案流水号</aaz267>

. <row>

</row>

……

</sqldata>

</output>

交易标志 大于 0 表示成功

交易信息 交易标志小于等于 0 时返回错误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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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10.8.重症（门诊直接结算）治疗方案申请(609)

交易类型 查询类交易

交易说明 重症（门诊直接结算）治疗方案申请

输入参数

交易编号 609

交易控制 xml <?xml version="1.0" encoding="gb2312"?>

<control>

<yab003>10</yab003>

<aac001>个人编码</aac001> --个人编码，通过 03 号返回 not null

<aac002>身份证号码</aac002> --用身份证号码备案 个人编码为空

<aac003>姓名</aac003> --通过身份证号码备案 姓名不能为空

<aae013>病情诊断</aae013> --病情诊断 not null

</control>

交易输入 xml <?xml version="1.0" encoding="gb2312"?>

<data>

<dataset>

<row>

<aae030>用药开始时间</aae030> DATE yyyy-mm-dd

<aae031>用药结束时间 </aae031> DATE yyyy-mm-dd

<ykf601>诊断或处方医生编码</ykf601> VARCHAR2(30)

<ake099>医嘱项</ake099> VARCHAR2(100)

<aka061>诊疗及药品项目名称</aka061> VARCHAR2(100)

<aaz231>三目编码</aaz231> VARCHAR2(30)

<yka040>医院院内编码</yka040> VARCHAR2(60) --新加

<yka026>病种</yka026> VARCHAR2(100)

<bkc045>用法</bkc045> VARCHAR2(30)

<bkc044>用量</bkc044> NUMBER

<bkc050>周期</bkc050> VARCHAR2(30)

<aae019>医院审核人</aae019> VARCHAR2(30) --新加

<aae011>经办人</aae011> VARCHAR2(30)</row>

--都不应留空

<row>

</row>

...

</dataset>

</data>

输出参数

交易流水号 NULL

交易验证码 NULL

交易输出 xml <?xml version="1.0" encoding="gb2312" standalone="yes"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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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utput>

<sqldata>

<row>

<aaz231>三目编码</aaz231>

<aka061>诊疗及药品项目名称</aka061>

<aae030>用药开始时间</aae030>

<aae031>用药结束时间</aae031> <row>

</row>

……

</sqldata>

</output>

交易标志 大于 0 表示成功

交易信息 交易标志小于等于 0 时返回错误信息

§3.1.10.9.谈判药备案查询(610)

交易类型 查询类交易

交易说明 谈判药备案查询

输入参数

交易编号 610

交易控制 xml <?xml version="1.0" encoding="gb2312"?>

<control>

<yab003>10</yab003>

<aac001></aac001> --个人编码，通过 03 号返回

</control>

交易输入 xml NULL

输出参数

交易流水号 NULL

交易验证码 NULL

交易输出 xml <?xml version="1.0" encoding="gb2312" standalone="yes" ?>

<output>

<sqldata>

<row>

<aac001>个人编码</aac001>

<aae030>备案开始时间</aae030>

<aae031>备案终止时间</aae031>

<akb021>备案医院名称</akb021>

<aaz231>备案药品三目编码</aaz231>

. <ro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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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ow>

……

</sqldata>

</output>

交易标志 大于 0 表示成功

交易信息 交易标志小于等于 0 时返回错误信息

§3.1.10.10.重症（门诊直接结算）治疗方案查询(611)

交易类型 查询类交易

交易说明 重症（门诊直接结算）治疗方案查询

输入参数

交易编号 611

交易控制 xml <?xml version="1.0" encoding="gb2312"?>

<control>

<yab003>10</yab003>

<aac001>个人编码</aac001> --个人编码，通过 03 号返回

<aac002>身份证号码</aac002> --通过身份证号码查询，个人编码为空

<yka040>院内编码</yka040> --通过院内编码查询 为空或不传查询全部

</control>

交易输入 xml NULL

输出参数

交易流水号 NULL

交易验证码 NULL

交易输出 xml <?xml version="1.0" encoding="gb2312" standalone="yes" ?>

<output>

<sqldata>

<row>

<aac001>个人编码</aac001>

<aae030>备案开始时间</aae030>

<aae031>备案终止时间</aae031>

<akb021>备案医院名称</akb021>

<aaz231>备案药品三目编码</aaz231>

<yka040>医院内项目编码</yka040>

<aae013>病情诊断</aae013>

<ykf601>诊断或处方医生编码</ykf601>

<ake099>医嘱项</ake099>

<aka061>诊疗及药品项目名称</aka061>

<yka026>病种</yka026>

<bkc045>用法</bkc0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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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kc044>用量</bkc044>

<bkc044_sy>已使用量</bkc044_sy>

<bkc050>周期</bkc050>

<aae019>医院审核人</aae019>

<aae016>审批标识</aae016> -- 0 为未审批 ,1 为审批通过

<aae100>有效标志</aae100> -- 0 为失效，1有效

. <row>

</row>

……

</sqldata>

</output>

交易标志 大于 0 表示成功

交易信息 交易标志小于等于 0 时返回错误信息

§3.1.10.11.特病病种下载(69)--作废

交易类型 查询类交易

交易说明 1．下载指定日期后新增(或变更) 门诊特殊病病种编码

2．接口端加载时需对原有编码进行判断，对于修改编码只需对原有记录更新。

3．注：目录中可能有修改情况，故本地保存前需判断其存在否，并确定修改还

是新加

输入参数

交易编号 69

交易控制 xml <?xml version="1.0" encoding="gb2312"?>

<control>

<yab003>20</yab003>

<aae036>目录更新日期</aae036> --参数类型: String(10) 格式:yyyy-mm-dd

<control/>

交易输入 xml <?xml version="1.0" encoding="gb2312"?>

<data/>

输出参数

交易流水号 NULL

交易验证码 NULL

交易输出 xml <?xml version="1.0" encoding="gb2312" standalone="yes" ?>

<output>

<sqldata>

<row>

<yka026>特殊病种编码</yka026> --参数类型:String(20) 注：本编码唯

一，可作主键

< yka027>特殊病种名称</yka027> --参数类型:String(100)

< yka004>助记码</yka004> --参数类型:String(10)

<yka901>状态</yka901> --参数类型:String(1) 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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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ka122>特病种 类</aka122> --2 门诊慢性病，3 住院重症 4单病结算

5 门诊重症 6 门诊特殊病 0未分类的省门特目录

<aae013>备注</aae013> --参数类型:string(200) 备注说明

</row>

<row>

……

</row>

</sqldata>

<recordcount>记录行数</recordcount> --参数类型:Int

</output>

交易标志 大于 0 表示成功

交易信息 交易标志小于等于 0 时返回错误信息

§3.1.10.12.医院查询职保中心结算数据(71)--作废

交易类型 查询类交易

交易说明 医院查询显示打印中心结算数据，

输入参数

交易编号 71

交易控制 xml <?xml version="1.0" encoding="gb2312"?>

<control>

<aae140>险种</aae140> --参数类型: String(4)（11 职工基本医疗,21 居民医保）

<yab003>医保分中心</yab003>

</control>

交易输入 xml <?xml version="1.0" encoding="gb2312"?>

<data>

</data>

输出参数

交易流水号 NULL

交易验证码 NULL

交易输出 xml <?xml version="1.0" encoding="GBK" standalone="yes" ?>

<output>

<sqldata>

<row>

<xflx>消费类型</xflx> 门诊 住院

<akc021>待遇类别</akc021> String (3) akc021代码表

<yka100>医疗总费用</yka100> number(14,2)

<yka130>基本医疗统筹支付</yka130> number(14,2)

<yka131>大病补充支付</yka131> number(14,2)

<yka132>公务员补助</yka132> number(14,2)

<yka136>个人账户支付</yka136> number(1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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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shfy>已审核总费用</yshfy> number(14,2)

<wshfy>未审核总费用</wshzfy> number(14,2)

<yka206>剔除费用<yka206> number(14,2)

<mzmxb>就诊类别</mzmxb> 区分门诊慢性病还是普通就诊

<yab911>单位类型</yab911)

</row>

<row>

......

</row>

</sqldata>

<recordcount>查询到不确定交易的行数</recordcount>

</output>

交易标志 大于 0 表示成功

交易信息 交易标志小于等于 0 时返回错误信息

§3.1.10.13.药店查询中心结算数据(72)--作废

交易类型 查询类交易

交易说明 药店查询中心结算数据

输入参数

交易编号 72

交易控制 xml <?xml version="1.0" encoding="gb2312"?>

<control>

<aae140>险种</aae140> --参数类型: String(4)（11 职工基本医疗,21 居民医保）

<yab003>医保分中心</yab003>

</control>

交易输入 xml <?xml version="1.0" encoding="gb2312"?>

<data>

<argxml>

<akb020>:akb020</akb020> 常量，由接口赋值处理

<beginddate> 开 始 日 期 </begindate> -- String(10) 格 式

yyyy-mm-dd

<enddate>结束日期</enddate> --String(10) 格式

yyyy-mm-dd

</argxml>

</data>

输出参数

交易流水号 NULL

交易验证码 NULL

交易输出 xml <?xml version="1.0" encoding="GBK" standalone="yes" ?>

<output>

<sqldata>

<row>



绵阳市医保联网支付应用编程接口规范

四川久远银海软件股份有限责任公司 第 136页/共 282页

<akc021>待遇类别</akc021> -- String (3) akc021代码表

<yka100>医疗总费用</yka100> --number(14,2)

<yka130>基本医疗统筹支付</yka130> -- number(14,2)

<yka131>大病补充支付</yka131> -- number(14,2)

<yka132>公务员补助</yka132> -- number(14,2)

<yka136>个人账户支付</yka136> -- number(14,2)

<yshfy>已审核总费用</yshfy> --number(14,2)

<wshfy>未审核总费用</wshzfy> -- number(14,2)

<yka206>剔除费用</yka206> -- number(14,2)

<xflx>消费类型</xflx> --String 门诊或住院

<akb020>医院编号</akb020> --String(20);

<akb021>医院名称</akb021> --String(100)

</row>

<row>

......

</row>

</sqldata>

<recordcount>查询到不确定交易的行数</recordcount>

</output>

交易标志 大于 0 表示成功

交易信息 交易标志小于等于 0 时返回错误信息

§3.1.10.14.查询入院审批情况（75）--作废

交易类型 查询类交易

交易说明 查询入院审批情况

输入参数

交易编号 75

交易控制 xml <?xml version="1.0" encoding="gb2312"?>

<control>

<yab003>医保分中心</yab003>

</control>

交易输入 xml <?xml version="1.0" encoding="gb2312"?>

<data>

<argxml>

<as_akc190>就诊序号</as_akc190> --String 医保就诊序号

</argxml>

</data>

输出参数

交易流水号 NULL

交易验证码 NULL

交易输出 xml <?xml version="1.0" encoding="GBK" standalone="yes" ?>

<outpu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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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qldata>

<row>

<ykc078>审批标志</ykc078> -- String (3) 0未审批 1审批通过 2审批不通

过

<aae036>医疗总费用</aae036> --String(10)入院经办时间

</row>

</sqldata>

</output>

交易标志 大于 0 表示成功

交易信息 交易标志小于等于 0 时返回错误信息

§3.1.10.15.查询可报范围及累计数据（73）--作废

交易类型 查询类交易

交易说明

输入参数

交易编号 73

交易控制 xml

<?xml version="1.0" encoding="gb2312"?>

<control>

<yab003>经办机构</yab003> --参数类型：String(3) not null

<control>

交易输入 xml

<?xml version="1.0" encoding="gb2312"?>

<data>

<akc190>就诊序号</akc190> --参数类型：String(20) not

null

</data>

输出参数

交易流水号

交易验证码

交易输出 xml

<?xml version="1.0" encoding="gb2312" standalone="yes" ?>

<output>

<yka140>年度住院已累计</yka140> --参数类型:String(10)

<yka140_this >本次住院可报范围</yka140_this >

<yka260>本年最高限额</yka260>

<yka261>公务员最高限额</yka261>

<yka262>大病最高限额</yka262>

</output>

交易标志 大于 0 表示成功

交易信息 交易标志小于等于 0 时返回错误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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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10.16.接口消息列表查询下载（91）

交易类型 查询类交易

交易说明
下载来自接口针对本机构的相关消息列表，根据列表的消息 id, ykf101 查询消息详细

信息，消息内容是以 html 编辑，客户端需使用浏览器或其他 html 浏览控件浏览

输入参数

交易编号 91

交易控制 xml

<?xml version="1.0" encoding="gb2312"?>

<control>

<yab003>经办机构</yab003>

<rq_begin>开始日期</rq_begin> --如果为空，默认三天前 格式 yyyy-mm-dd

<rq_end> 结束日期</rq_end> --如果为空，默认当前日期 格式 yyyy-mm-dd

<cxlx>已阅读未阅读标志<cxlx> --0 未阅读，1 已阅读和未阅读，如果为空，是未阅

读

</control>

交易输入 xml
<?xml version="1.0" encoding="gb2312"?>

<data/>

输出参数

交易流水号

交易验证码

交易输出 xml

xml <?xml version="1.0" encoding="gb2312" standalone="yes" ?>

<output>

<sqldata> <row>

<ykf101>消息 ID</ykf101> --参数类型:String(15)

<ykf102>消息主题</ykf102> --参数类型:String(100)

<ykf103>消息内容</ykf103> --参数类型:String(250) —作废

<aab300>发布机构</aab300> --参数类型:String(50)

<aae036>发布日期</aae036> --参数类型:String(10)格式:yyyy-mm-dd

</row>

<row>

……

</row>

</sqldata>

<recordcount>记录行数</recordcount> --参数类型:Int

</output>

交易标志 大于 0 表示成功

交易信息 交易标志小于等于 0 时返回错误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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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10.17.查询中心不确定交易(98)

交易类型 查询类交易

交易说明 查询中心不确定交易，HIS 根据自己数据情况决定调用确认流程还是取消流程

输入参数

交易编号 98

交易控制 xml <?xml version="1.0" encoding="gb2312"?>

<control>

<yab003>参保分中心</yab003>（医保局）

</control>

交易输入 xml NULL

输出参数

交易流水号 NULL

交易验证码 NULL

交易输出 xml <?xml version="1.0" encoding="gb2312" standalone="yes" ?>

<output>

<sqldata>

<row>

<yke014>交易流水号</yke014> --参数类型: String(25)

<yke203>交易验证码</yke203> --参数类型: String(40)

<yke015>交易编号</yke015> --参数类型: String(10)

<akc190>就诊序号</akc190> --参数类型: String(20)

</row>

<row>

......

</row>

</sqldata>

<recordcount>查询到不确定交易的行数</recordcount>

</output>

交易标志 大于 0 表示成功

交易信息 交易标志小于等于 0 时返回错误信息

§3.1.10.18.居民医保门诊统筹签约（77）--作废

交易类型 查询类交易

交易说明 居民医保门诊统筹签约(调用本交易前先调用 03 交易获取个人编号）

输入参数

交易编号 77

交易控制 xml

<?xml version="1.0" encoding="gb2312" standalone="yes" ?>

<control>

<yab003>99</yab003>

<aae140>21</aae1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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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trol>

交易输入 xml

<?xml version="1.0" encoding="gb2312" standalone="yes" ?>

<data>

<argxml>

<prm_akb020>医疗机构编号</prm_akb020>

<prm_aac001>居民医保个人编号</prm_aac001>

<prm_aae011>经办人</prm_aae011>

</argxml>

</data>

输出参数 无

交易流水号 返回，标识本次交易

交易验证码 返回，在确认流程使用

交易输出 xml 无

交易标志 大于 0 表示成功

交易信息 交易标志小于等于 0 时返回错误信息

§3.1.10.19.居民医保门诊统筹取消签约（78）--作废

交易类型 查询类交易

交易说明 居民医保门诊统筹取消签约(调用本交易前先调用 03 交易获取个人编号）

输入参数

交易编号 78

交易控制 xml

<?xml version="1.0" encoding="gb2312" standalone="yes" ?>

<control>

<yab003>99</yab003>

<aae140>21</aae140>

</control>

交易输入 xml

<?xml version="1.0" encoding="gb2312" standalone="yes" ?>

<data>

<argxml>

<prm_akb020>医疗机构编号</prm_akb020>

<prm_aac001>居民医保个人编号</prm_aac001>

<prm_aae011>经办人</prm_aae011>

</argxml>

</data>

输出参数 无

交易流水号 返回，标识本次交易

交易验证码 返回，在确认流程使用

交易输出 xml 无

交易标志 大于 0 表示成功

交易信息 交易标志小于等于 0 时返回错误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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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10.20.院外检查申请（79a）

交易类型 查询类交易

交易说明 院外检查申请

输入参数

交易编号 79a

交易控制 xml

<?xml version="1.0" encoding="gb2312" standalone="yes" ?>

<control>

<yab003>99</yab003>

</control>

交易输入 xml

<?xml version="1.0" encoding="gb2312" standalone="yes" ?>

<data>

<akc190>在院就诊号</akc190>

<ykb020>院外检查医院编码</ykb020> --院外医院编码可使用 606 交易下载外

院的医院定点编码

<yae100>申请标志</yae100> -- 1 申请，4申请医院撤销

</data>

输出参数

交易流水号 NULL

交易验证码 NULL

交易输出 xml

<?xml version="1.0" encoding="gb2312" standalone="yes" ?><output>

<output>

<ykb999>院外检查申请流水号</ykb999>

<ykb020>院外医院编号</ykb020>

<ykb021>院外医院名称</ykb021>

<akc190>就诊编号</akc190>

<aac003>参保人姓名</aac003>

</output>

</output>

交易标志 大于 0 表示成功

交易信息 交易标志小于等于 0 时返回错误信息

§3.1.10.21.院外检查申请接收（79b）

交易类型 查询类交易

交易说明 院外检查申请

输入参数

交易编号 79b

交易控制 xml <?xml version="1.0" encoding="gb2312" standalone="yes"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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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trol>

<yab003>99</yab003>

</control>

交易输入 xml

<?xml version="1.0" encoding="gb2312"?>

<data>

<akc190>在院就诊号(需接收就诊号)</akc190>

<ykb999>院外检查申请流水号</ykb999>

<skb020>原医院编码</skb020>

<yae100>标志</yae100> 2 接收，3 拒绝

</data>

输出参数

交易流水号 NULL

交易验证码 NULL

交易输出 xml 无

交易标志 大于 0 表示成功

交易信息 交易标志小于等于 0 时返回错误信息

§3.1.10.22.院外检查申请查询（79c）

交易类型 查询类交易,申请方可以查询该就诊号接收方是否接收

交易说明 院外检查申请查询

输入参数

交易编号 79c

交易控制 xml

<?xml version="1.0" encoding="gb2312" standalone="yes" ?>

<control>

<yab003>99</yab003>

<akc190>在院就诊号(需接收就诊号)</akc190>

</control>

交易输入 xml NULL

输出参数

交易流水号 NULL

交易验证码 NULL

交易输出 xml

<?xml version="1.0" encoding="gb2312" standalone="yes" ?><output>

<sqldata>

<row>

<aac001>个人编码</aac001>

<akc190>在院就诊号(需接收就诊号</akc190>

<aac003>参保人姓名</aac003>

<yae100>接收状态</yae100> 1 申请 2接收 3拒绝 4 撤销

<ykb020>申请院外检查医院编码</ykb020>

<ykb999>申请流水号</ykb999>

</ro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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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qldata>

</output>

交易标志 大于 0 表示成功

交易信息 交易标志小于等于 0 时返回错误信息

§3.1.10.23.院外检查申请接收查询（79d）

交易类型 查询类交易,接收方可以查询

交易说明 院外检查申请查询

输入参数

交易编号 79d

交易控制 xml

<?xml version="1.0" encoding="gb2312" standalone="yes" ?>

<control>

<yab003>99</yab003>

<aac001>个人编码</aac001> --03 号返回

</control>

交易输入 xml NULL

输出参数

交易流水号 NULL

交易验证码 NULL

交易输出 xml

<?xml version="1.0" encoding="gb2312" standalone="yes" ?><output>

<sqldata>

<row>

<aac001>个人编码</aac001>

<akc190>就诊编码（需接收的就诊号）</akc190>

<aac003>参保人姓名</aac003>

<akb020>就诊医院编码</akb020>

<akb021>就诊医院名称</akb021>

<yae100>标志</yae100> 1 申请 2 接收 3 拒绝 4 撤销

<ykb999>备案流水号</ykb999>

</row>

</sqldata>

</output>

交易标志 大于 0 表示成功

交易信息 交易标志小于等于 0 时返回错误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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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10.24.清算申请(81)

§3.1.10.24.1. 正常交易

交易类型 处理交易

交易说明

1.对指定截止时间前的未清算数据进行汇总对帐，如果帐目一致则生成清算申请流水

号，用于中心对医院的审核拨付。

2.结算退单数据不包含在统计范围内。

输入参数

交易编号 81

交易控制 xml

<?xml version="1.0" encoding="gb2312" standalone="yes" ?>

<control>

<yab003>经办机构</yab003>

<ydjk_out>是否清算异地联网结算</ydjk_out> --是否异地(0 本地，1 异地)

</control>

交易输入 xml

<?xml version="1.0" encoding="gb2312" standalone="yes" ?>

<data>

<aae030>清算开始时间</aae030>

<aae031>清算结束时间</aae031>

<yka316>清算类别</yka316> 本地门诊 1；本地住院 2；

省内住院 YD01，跨省住院 YD21

省内门诊 YD02, 省内门诊特殊疾病 YD13,

YD24 跨省普通门诊

<ykb037>00</ykb037> 异地清算申请传入 00

<baa008>清算分中心</baa008> --为省上智能审核 清算要填分中心

510799 绵阳市社保局 510703 涪城区社保局 510740 高新区社保局

510704 游仙区社保局 510722 三台县社保局 510724 安县社保局

510727 平武县社保局 510726 北川县社保局 510723 盐亭县社保局

510741 经开区社保局 510725 梓潼县社保局 510742 仙海社保中心

510745 科创区社保局 510781 江油市社保局

<baa010></baa010> 传空值

<aae011>经办人员</aae011>

<akc264>申请医疗费总额</akc264>

<ykb096>申请清算人次</ykb096>

<akb066>个人账户支付</akb066> --异地增加

<akb068>统筹支付金额合计</akb068> --异地增加

</data>

输出参数

交易流水号 返回，标识本次交易

交易验证码 返回，在确认流程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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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易输出 xml

<?xml version="1.0" encoding="gb2312" standalone="yes" ?>

<output>

<ykb011>清算申请流水号</ykb011> --参数类型: String(20),医院应

该将次流水号写入本地数据库以对比

</output>

交易标志 大于 0 表示成功

交易信息 交易标志小于等于 0 时返回错误信息

§3.1.10.24.2. 确认交易

交易类型 处理交易

交易说明 1.确认本次申请信息

输入参数

交易流水号 本次正常交易产生的流水号

交易验证码 本次正常交易产生的验证码

输出参数

交易标志 大于 0 表示成功

交易信息 交易标志小于等于 0 时返回错误信息

§3.1.10.24.3. 取消交易

交易类型 处理交易

交易说明 取消退单处理

输入参数

交易流水号 本次正常交易产生的流水号

输出参数

交易标志 大于 0 表示成功

交易信息 交易标志小于等于 0 时返回错误信息

§3.1.10.25.清算单打印(82)

§3.1.10.25.1. 正常交易

交易类型 查询类交易

交易说明 药店购药、门诊、住院清算单打印

输入参数

交易编号 82

交易控制 xml <?xml version="1.0" encoding="gb2312"?>

<contro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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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ab003>医保分中心</yab003> --参数类型: String(4)

<ykb011>清算申请流水号</ykb011> --参数类型: String(20)

</control>

交易输入 xml <?xml version="1.0" encoding="gb2312"?>

<data/>

输出参数

交易流水号 NULL

交易验证码 NULL

交易输出 xml NULL

交易标志 大于 0 表示成功

交易信息 交易标志小于等于 0 时返回错误信息

§3.1.10.26.清算回退 (83)

§3.1.10.26.1. 正常交易

交易类型 处理交易

交易说明

1.对清算申请做回退处理。

输入参数

交易编号 83

交易控制 xml

<?xml version="1.0" encoding="gb2312" standalone="yes" ?>

<control>

<yab003>经办机构</yab003> --异地为 00

<ydjk_out>是否清算异地联网结算</ydjk_out> --是否异地(0 本地，1 异地)

</control>

交易输入 xml

<?xml version="1.0" encoding="gb2312" standalone="yes" ?>

<data>

<ykb011>清算申请流水号</ykb011> --参数类型: String(20)

<aae011>经办人员</aae011>

</data>

输出参数

交易流水号 返回，标识本次交易

交易验证码 返回，在确认流程使用

交易输出 xml

<?xml version="1.0" encoding="gb2312" standalone="yes" ?>

<output>

</outpu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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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易标志 大于 0 表示成功

交易信息 交易标志小于等于 0 时返回错误信息

§3.1.10.26.2. 确认交易

交易类型 处理交易

交易说明 1.确认本次回退信息,删除中心数据

输入参数

交易流水号 本次正常交易产生的流水号

交易验证码 本次正常交易产生的验证码

输出参数

交易标志 大于 0 表示成功

交易信息 交易标志小于等于 0 时返回错误信息

§3.1.10.26.3. 取消交易

交易类型 处理交易

交易说明 取消退单处理

输入参数

交易流水号 本次正常交易产生的流水号

输出参数

交易标志 大于 0 表示成功

交易信息 交易标志小于等于 0 时返回错误信息

§3.1.10.27.清算申请查询(84)

交易类型 查询类交易

交易说明 查询一段时间内清算申请单的相关信息

输入参数

交易编号 84

交易控制 xml <?xml version="1.0" encoding="gb2312"?>

<control>

<yab003>经办机构</yab003> --异地填 00

<aae036_b>开始时间</aae036_b> --异地此参数暂时不起作用

<aae036_e>截止时间</aae036_e> --异地此参数暂时不起作用

<bka015>清算类别</bka015> --异地住院 YD01，异地门诊 YD02,跨省住院 YD21

<ykb011>清算申请流水号</ykb011> --本地此参数不起作用

<aaz208>财务支付流水号</ aaz208> --可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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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az086>合单批次号</ aaz086> --可空

<ydjk_out>异地标志</ydjk_out> --是否异地(0 本地，1 异地)

<aaa029>数据版本号</aaa029> - - not null 输入节点 aaa229。当期第一次调用

的时候版本号传 0，记录在本交易中下载的最大版本号，利用每天最大版本号获取所有

数据，当返回数据小于 100条时候，标识返回完毕。 填 0就行

<baa008>510700</baa008> --常量

</control>

交易输入 xml <?xml version="1.0" encoding="gb2312" standalone="yes" ?>

<data>

</data>

输出参数

交易流水号 NULL

交易验证码 NU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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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易输出 xml <?xml version="1.0" encoding="gb2312" standalone="yes" ?>

<output>

<sqldata>

<row>

<ykb011>申请流水号</ykb011> --VARCHAR2(20)

<akb020>医疗服务机构编号</akb020> --VARCHAR2(20)

<aae209>结算年月</aae209> --VARCHAR2(6)

<aka018>结算状态</aka018> --VARCHAR2(3)

<aae030>开始日期</aae030> --DATE

<aae031>终止日期</aae031> --DATE

<ykb037>清算分中心</ykb037> --VARCHAR2(20) 注：同yab003

<aae011>经办人</aae011> --VARCHAR2(20)

<aae036>经办时间</aae036> --DATE

<yka316>清算类别</yka316> --VARCHAR2(6)

<akc264>医疗费总额</akc264> --NUMBER(14,2)

<ykb096>清算人次</ykb096> --NUMBER(6)

<akb069>统筹审核扣款金额</akb069> --NUMBER(16,2)

<ykb094>违规扣款金额</ykb094> --NUMBER(16,2)

<yka130>统筹支付</yka130> --NUMBER(14,2)

<yka132>公务员支付</yka132> --NUMBER(14,2)

<yka530>二乙补助</yka530> --NUMBER(14,2)

<yka830>离休专项资金支付</yka830> --NUMBER(14,2)

<yka136>个人账户支出</yka136> --NUMBER(14,2)

<ykh011>报销合计</ykh011> --NUMBER(14,2)

<akb021>医疗服务机构名称</akb021> --Stirng(100)

<aaa103>清算分中心名称</aaa103> --string(100)

<aka130>医疗类别代码</aka130> --string(10)

<jhkkje_bj>稽核扣款金额(本金)</jhkkje_bj> --number(14,2)

<jhkkje_fd>稽核扣款金额(放大)</jhkkje_fd> --number(14,2)

<bzjyl>保证金预留</bzjyl> --number(14,2)

<sjbfje>实际拨付金额</sjbfje> --number(14,2)

<aaa029>数据版本号</aaa029>

</row>

<row>

......

</row>

</sqldata>

<recordcount>查询到的行数</recordcount>

</output>

交易标志 大于 0 表示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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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易信息 交易标志小于等于 0 时返回错误信息

§3.1.10.28. 清算明细数据查询(85)

交易类型 查询类交易

交易说明 查询一指定期号的清算数据(省平台必须是本地进行月结算处理后才有数据)

输入参数

交易编号 85

交易控制 xml <?xml version="1.0" encoding="gb2312"?>

<control>

<yab003>经办机构</yab003> --异地填 00

<ydjk_out>异地标志</ydjk_out> --是否异地(0 本地，1 异地)

</control>

交易输入 xml <?xml version="1.0" encoding="gb2312" standalone="yes" ?>

<data>

<bkc095>清算期号</bkc095>清算期号 not null

<aaa229>数据版本号</aaa229>数据版本号 - - not null 输入节点 aaa229。这里的

数据版本号为 84号交易返回的数据版本号。

<ake017>费用类型</ake017> -- not null 1 结算费用 2 扣款费用。

</data>

输出参数

交易流水号 NULL

交易验证码 NULL

交易输出 xml <?xml version="1.0" encoding="gb2312" standalone="yes" ?>

<output>

<sqldata>

<row>

< qh>清算月份</ qh>

<baa008>参保地统筹区编号</baa008>

<baa009>参保地分中心编码</baa009>

<baa010>就医地统筹区编号</baa010>

<baa011>就医地分中心编码</baa011>

<aaz217>就诊登记号</aaz217>

<aaz216>人员医疗结算事件 id(就诊结算 id)</aaz216>

<aac001>个人编号</aac001>

<aac003>姓名</aac003>

< bka013>清算分中心</ bka013>



绵阳市医保联网支付应用编程接口规范

四川久远银海软件股份有限责任公司 第 151页/共 282页

< bka015>清算类别</ bka015>

<akb020>医疗服务机构编码(省统一代码)</akb020>

<akb021>医疗服务机构名称</akb021>

<aka101>医院等级</aka101>

<aae140>险种类型 </aae140>

<bke002>本次起付线</bke002>

<akc264>费用总额</akc264>

<akc253>全自费部分</akc253>

<akc228>先自付部分</akc228>

<akc268>超限自付部分</akc268>

<bkc042>进入报销范围部分</bkc042>

<akb067>现金支付</akb067>

<akb066>个人账户支付</akb066>

<ake039>城镇职工基本保险</ake039>

<ake035>公务员医疗保险</ake035>

<ake029>城镇职工补充保险</ake029>

<bkc010>城乡居民大病险</ bkc010>

<ame001>生育保险</ame001>

<ake039_jm>城乡居民基本险</ake039_jm>

<ake039_xnh>新农合</ake039_xnh>

<ake039_qt>其它险种</ake039_qt>

<ake039_jz>医疗救助金</ake039_jz>

<akb068>统筹支付金额合计</akb068>

<akc265>扣款金额</akc265>

</row>

<row>

......

</row>

</sqldata>

<recordcount>查询到的行数</recordcount>

</output>

交易标志 大于 0 表示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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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易信息 交易标志小于等于 0 时返回错误信息

§3.1.10.29. 扣款明细查询交易（86）

交易类型 查询类交易

交易说明 查询清算申请单的扣款信息

输入参数

交易编号 86

交易控制 xml <?xml version="1.0" encoding="gb2312"?>

<control>

<yab003>医保分中心</yab003> --参数类型: String(4)

<ykb011>清算申请流水号</ykb011> --参数类型: String(20)

</control>

交易输入 xml Null

输出参数

交易流水号 NULL

交易验证码 NULL

交易输出 xml <?xml version="1.0" encoding="gb2312" standalone="yes" ?>

<output>

<sqldata>

<row>

<akc190>就诊序号</akc190> --参数类型: String(20)

<ake001>社保三大目录统一编码</ake001> --参数类型: varchar2(20)

<ake006>医疗机构三大目录名称</ake006> --参数类型: varchar2(100)

<ykc022>初审拒付金额</ykc022> --参数类型: number(14,5)

<ykc023>复核拒付金额</ykc023> --参数类型: number(14,5)

<ykc703>初审意见</ykc703> --参数类型: varchar2(300)

<ykc713>复审意见</ykc703> --参数类型: varchar2(300)

</row>

<row>

......

</row>

</sqldata>

</output>

交易标志 大于 0 表示成功

交易信息 交易标志小于等于 0 时返回错误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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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10.30. 住院明细查询交易（87）

交易类型 查询类交易

交易说明 查询住院明细查询交易信息

输入参数

交易编号 87

交易控制 xml <?xml version="1.0" encoding="gb2312"?>

<control>

<yab003>医保分中心</yab003> --参数类型: String(4)

<akc190>就诊序号</akc190> --参数类型: String(20)

</control>

交易输入 xml Null

输出参数

交易流水号 NULL

交易验证码 NULL

交易输出 xml <?xml version="1.0" encoding="gb2312" standalone="yes" ?>

<output>

<sqldata>

<row>

<akc190>就诊序号</akc190>

<ykc120>记账序号</ykc120>

<ake001>三目编码</ake001>

<ake006>三目名称</ake006>

<akc225>单价</akc225>

<akc226>数量</akc226>

<aae019>金额</aae019>

<akc268>超限价自付金额</akc268>

<akc228>全自费金额</akc228>

<yka319>符合范围金额</yka319>

<ake007>用药时间</ake007>

<aka065y>实际收费等级</aka065y>

<ykb999>院外检查流水号</ ykb999> --0为本院数据，0以外为院外检查数据

</row>

<row>

......

</row>

</sqldata>

</output>

交易标志 大于 0 表示成功

交易信息 交易标志小于等于 0 时返回错误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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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10.31. 出院 ICD-10查询交易（87a）

交易类型 查询类交易

交易说明 查询出院 ICD-10 信息

输入参数

交易编号 87a

交易控制 xml <?xml version="1.0" encoding="gb2312"?>

<control>

<yab003>医保分中心</yab003> --参数类型: String(4)

<akc190>就诊序号</akc190> --参数类型: String(20)

</control>

交易输入 xml Null

输出参数

交易流水号 NULL

交易验证码 NULL

交易输出 xml <?xml version="1.0" encoding="gb2312" standalone="yes" ?>

<output>

<sqldata>

<row>

<akc190>就诊序号</akc190>

< aka120>ICD-10 编码</ aka120>

< aka024>是否是主编码</ aka024> --1 为主编码 0 为副编码

</row>

<row>

......

</row>

</sqldata>

</output>

交易标志 大于 0 表示成功

交易信息 交易标志小于等于 0 时返回错误信息

§3.1.10.32. 消息内容查询(92)

交易类型 查询类交易

交易说明 根据 91 号交易获得的消息 id（ykf001）查询消息内容，消息内容以 html 内容组织

输入参数

交易编号 92

交易控制 xml <?xml version="1.0" encoding="gb2312"?>

<control>

<yab003>10</yab003>

<ykf001>消息 id，选择 由 91 号交易返回的 ykf001 列表</ykf001> --一次只能查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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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消息内容

</control>

交易输入 xml <?xml version="1.0" encoding="gb2312" standalone="yes" ?>

<data>

</data>

输出参数

交易流水号 NULL

交易验证码 NULL

交易输出 xml <?xml version="1.0" encoding="gb2312" standalone="yes" ?>

<output>

<yda283>消息内容，以html组织内容</yda283>

</output>

交易标志 大于 0 表示成功

交易信息 交易标志小于等于 0 时返回错误信息

§3.1.10.33. 前端病历（图片）上传（ydzy14）新增

交易类型 查询类交易

交易说明 1、就医地将病人报参保地医保审批所需的文档（如病历、检查报告等）扫描文件生成

jpg 格式文件后上传到省平台，每个图片文件大小控制在 1M 内。

2、病历图片上传后保存入省平台服务器，各经办机构通过省平台输入<aaz217>就诊登

记号</aaz217>查阅或通过相关接口得到图片文件。

3、每次调用交易上传一个图片文件，省平台接收后成功后返回一个文件 ID，该号作

为本图片文件唯一标识。

急诊、外伤人员入院办理后医院端应上传相关文件扫描件，供参保地审核。

输入参数

交易编号 ydzy14
交易控制 xml <?xml version="1.0" encoding="gb2312"?>

<control>

<yab003>10</yab003>

<akc190>就诊编号</akc190>

</control>

交易输入 xml <?xml version="1.0" encoding="gb2312" standalone="yes" ?>

<data>

<bkc131>经办人姓名</bkc131>

<aae036>经办时间</aae036>

<tujpg>图片文件名（包含路径）</tujpg>

</data>

输出参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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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易流水号 NULL

交易验证码 NULL

交易输出 xml <?xml version="1.0" encoding="gb2312" standalone="yes" ?>

<output>

<akz007>文件ID</akz007>

</output>

交易标志 大于 0 表示成功

交易信息 交易标志小于等于 0 时返回错误信息

§3.1.10.34. 病历（图片）(ydzy16)作废 新增

交易类型 查询类交易

交易说明 1. 对传错的图片文件进行删除，通过输入<aaz217>就诊登记号</aaz217>、<aac001>

个人编号</aac001>、<aac002>身份证号码</aac002>、<aac003>姓名</aac003>及

上传时返回的文件 ID 定位病历图片。

2. 删除省平台保存的图片文件。

输入参数

交易编号 ydzy16
交易控制 xml <?xml version="1.0" encoding="gb2312"?>

<control>

<yab003>10</yab003>

<akc190>就诊编号</akc190>

</control>

交易输入 xml <?xml version="1.0" encoding="gb2312" standalone="yes" ?>

<data>

<akz007>文件 ID</akz007>

</data>

输出参数

交易流水号 NULL

交易验证码 NULL

交易输出 xml 无

交易标志 大于 0 表示成功

交易信息 交易标志小于等于 0 时返回错误信息

§3.1.10.35. 月结算数据查询(qyjs01)新增

交易类型 查询类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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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易说明 1、就医地将病人报参保地医保审批所需的文档（如病历、检查报告等）扫描文件生成

jpg 格式文件后上传到省平台，每个图片文件大小控制在 1M 内。

2、病历图片上传后保存入省平台服务器，各经办机构通过省平台输入<aaz217>就诊登

记号</aaz217>查阅或通过相关接口得到图片文件。

3、每次调用交易上传一个图片文件，省平台接收后成功后返回一个文件 ID，该号作

为本图片文件唯一标识。

急诊、外伤人员入院办理后医院端应上传相关文件扫描件，供参保地审核。

输入参数

交易编号 qyjs01

交易控制 xml <?xml version="1.0" encoding="gb2312"?>

<control>

<yab003>10</yab003>

< bkc095>清算数据期号</ bkc095>

</control>

交易输入 xml <?xml version="1.0" encoding="gb2312" standalone="yes" ?>

<data>

</data>

输出参数

交易流水号 NULL

交易验证码 NULL

交易输出 xml <?xml version="1.0" encoding="gb2312" standalone="yes" ?>

<output>

<datarow>

<row>

< bkc095>清算数据期号</ bkc095>

<bka013>清算分中心编号（医疗机构向市或者区（县）月结医疗费用）</bka013>

<aaa103>清算分中心名称</aaa103>

<akb020>医疗服务机构编码(省统一代码)</akb020>

<akb021>医疗服务机构名称</akb021>

<aka130>医疗类别代码</aka130>

<jzrc>就诊人次</jzrc>

<sqbfje>申请拨付金额</sqbfje>

<jhkkje>稽核扣款金额</jhkkje>

<sjbfje>实际拨付金额</sjbfje>

</ro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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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tarow>

</output>

交易标志 大于 0 表示成功

交易信息 交易标志小于等于 0 时返回错误信息

§3.1.10.36. 月结算数据查询(qyjs01)新增

交易类型 查询类交易

交易说明 4、就医地将病人报参保地医保审批所需的文档（如病历、检查报告等）扫描文件生成

jpg 格式文件后上传到省平台，每个图片文件大小控制在 1M 内。

5、病历图片上传后保存入省平台服务器，各经办机构通过省平台输入<aaz217>就诊登

记号</aaz217>查阅或通过相关接口得到图片文件。

6、每次调用交易上传一个图片文件，省平台接收后成功后返回一个文件 ID，该号作

为本图片文件唯一标识。

急诊、外伤人员入院办理后医院端应上传相关文件扫描件，供参保地审核。

输入参数

交易编号 qyjs01

交易控制 xml <?xml version="1.0" encoding="gb2312"?>

<control>

<yab003>10</yab003>

< bkc095>清算数据期号</ bkc095>

</control>

交易输入 xml <?xml version="1.0" encoding="gb2312" standalone="yes" ?>

<data>

</data>

输出参数

交易流水号 NULL

交易验证码 NULL

交易输出 xml <?xml version="1.0" encoding="gb2312" standalone="yes" ?>

<output>

<datarow>

<row>

< bkc095>清算数据期号</ bkc095>

<bka013>清算分中心编号（医疗机构向市或者区（县）月结医疗费用）</bka013>

<aaa103>清算分中心名称</aaa103>

<akb020>医疗服务机构编码(省统一代码)</akb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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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kb021>医疗服务机构名称</akb021>

<aka130>医疗类别代码</aka130>

<jzrc>就诊人次</jzrc>

<sqbfje>申请拨付金额</sqbfje>

<jhkkje>稽核扣款金额</jhkkje>

<sjbfje>实际拨付金额</sjbfje>

</row>

</datarow>

</output>

交易标志 大于 0 表示成功

交易信息 交易标志小于等于 0 时返回错误信息

§3.1.10.37. 是否可回退查询(cx01)新增

交易类型 查询类交易

交易说明 查询门诊结算、住院算数据是否可办回退，根据<cxlx>查询类型代码</cxlx>区分要查

询的数据类型，<akc190>就诊登记号</akc190>和<aaz216>人员医疗结算事件 id(就诊

结算 id)</aaz216> 确定结算数据。

输入参数

交易编号 cx01

交易控制 xml <?xml version="1.0" encoding="gb2312"?>

<control>

<yab003>00</yab003>

<cxlx>查询类型代码</cxlx>

<akc190>就诊登记号</akc190>

<aaz216>人员医疗结算事件 id(就诊结算 id)</aaz216>

<aac001>个人编号</aac001>

<aac003>姓名</aac003>

<aac002>身份证号码</aac002>

<bkb019>医疗机构清算流水号</bkb019> --如果查询清算申请是否可以回退，此项不

能为空

</control>

交易输入 xml <?xml version="1.0" encoding="gb2312" standalone="yes" ?>

<data>

</dat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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输出参数

交易流水号 NULL

交易验证码 NULL

交易输出 xml <?xml version="1.0" encoding="gb2312" standalone="yes" ?>

<output>

<returneid>是否可回退 0是 -1否</returneid>

<returnemsg>不能回退原因</returnemsg>

</output>

交易标志 大于 0 表示成功

交易信息 交易标志小于等于 0 时返回错误信息

交易输入：

代码 名称 约束 类型 说明

cxlx 查询类型代码 not null varchar(6)
1 查询门诊结算数据

2查询住院结算数据

Akc190 就诊登记号 null varchar(20)

aaz216 人员医疗结算事件

id(就诊结算id)

null varchar(20) 由参保地生成，每次结算

生成一个，确保在本系统

结算事件中唯一。

aac001 个人编码 not null varchar(20)

aac003 姓名 not null varchar(20)

aac002 身份证号码 not null varchar(18)

Bkb019 清算申请流水号 Not null Varchar(20)

交易输出：

代码 名称 约束 类型 说明

returni

d

返回编号 not null varchar(6)

returnm

sg

错误信息文本 null varchar(1000

)

§3.1.10.38. 住院报销待遇审核情况查询(cx02) 新增

交易类型 查询类交易

交易说明 根据<akc190>就诊登记号</akc190>查询该住院数据<bkc121>享受待遇标识</bkc121>
值及<bkc124>不享受医保待遇原因</bkc124>情况。

输入参数

交易编号 cx02

交易控制 xml <?xml version="1.0" encoding="gb2312"?>

<contro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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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ab003>10</yab003>

</control>

交易输入 xml <?xml version="1.0" encoding="gb2312" standalone="yes" ?>

<data>

<akc190>就诊登记号</akc190>

</data>

输出参数

交易流水号 NULL

交易验证码 NULL

交易输出 xml <?xml version="1.0" encoding="gb2312" standalone="yes" ?>

<output>

<bke002>本次起付线</bke002>

<bkc121>享受待遇标识</bkc121>

<bkc124>不享受医保待遇原因</bkc124>

</output>

交易标志 大于 0 表示成功

交易信息 交易标志小于等于 0 时返回错误信息

交易输入：

代码 名称 约束 类型 说明

Akc190 就诊登记号 null varchar(20)

交易输出：

代码 名称 约束 类型 说明

returni

d

返回编号 not null varchar(6)

returnm

sg

错误信息文本 null varchar(100

0)

bke002 本次起付线 not null
number(14,2

)

bkc121 享受待遇标识 not null varchar(3) 0不享受 1享受

bkc124 不享受待遇原因 null
varchar(100

)
不享受待遇原因描述

§3.1.10.39. 打印财务拨付表（88）

交易类型 查询类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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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易说明 1、打印指定清算申请流水号对应的财务单据拨付情况

2、财务单据只能在中心清算后才能生成，否则无数据

3、财务登账标志表示财务已登账处理，不代表银行已拨付

4、拨付标志只对使用了银行接口的单据有效

输入参数

交易编号 88

交易控制 xml <?xml version="1.0" encoding="gb2312"?>

<control>

<yab003>医保分中心</yab003> --参数类型：String(4)

<argxml>

<ykb011>清算申请流水号</ykb011>

</argxml>

</control>

交易输入 xml NULL

输出参数

交易流水号 NULL

交易验证码 NULL

交易输出 xml NULL

交易标志 大于 0 表示成功

交易信息 交易标志小于等于 0 时返回错误信息

§3.1.10.40. 挂号(89a)

交易类型 查询类交易

交易说明 1、根据身份证或社保卡挂号；

2、不需要输入密码；

3、如果不使用社保卡，则身份证号不能为空;

4、此交易不能使用个人账户支付自付部分;

5、医保基金支付金额为 0 也是成功交易，在 aae013 中返回字符说明

输入参数

交易编号 89a

交易控制 xml <?xml version="1.0" encoding="gb2312"?>
<control>
<yab003>10</yab003> --参数类型：String(4) 固定值 医疗机构所属分中心

<sicard>是否社保卡</sicard> --参数类型：String(1)
<sfzh>身份证号</sfzh> --参数类型：String(18)
<akc020>医保卡号(非社保卡号)</akc020> --参数类型:string(50)
<aac003>姓名</aac003> --参数类型 string(50)
</control>

交易输入 xml <?xml version="1.0" encoding="gb2312"?>
<data>
<ykc105>就诊时间</ykc105> --参数类型:datetime 格式 yyyy-mm-dd hh:mm: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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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ae011>操作员</aae011> -- 参数类型 string(30);
<bkc048>医生编码</bkc048> --参数类型 string(30)
<bkc049>医生姓名</bkc049> --参数类型 string(30)
<yka091>科室编码</yka091> --参数类型 string(30)
<aae386>科室名称</aae386> --参数类型 string（200）
<akc264>挂号诊疗费金额</akc264> --参数类型 number(8,2)
<ghlb>挂号类别</ghlb> --参数类型 string(2) 01主任医师 02副主任医师 03主治

医师 04医师 99 其他

<ghxh>挂号序号</ghxh> --参数类型 string(30)
<jslx>结算类型</jslx> --参数类型 string(1) 0为预结算， 1或空为正式结算

</data>
输出参数

交易输出 xml <?xml version="1.0" encoding="gb2312"?>
<output>
<aac001>个人编号</aac001> --string(30)
<aac003>姓名</aac003> --string(50)
<aac002>身份证号</aac002> --string(30)
<yka130>医保基金支付金额</yka130> -- number(10,2)
<yka133>现金支付金额</yka133> --number(10,2)
<aab034>参保区县</aab034> --string(6) 见代码表

<aae140>险种</aae140> --string(3) 310职工医保 390居民医保

<akc190>挂号流水号</akc190> --string(30)
<aac066>参保身份</aac066> --string()
<aae013>医保基金支付说明</aae013> --string (500) 医保基金支付金额为 0 时，说明

原因

</output>
交易流水号 NULL

交易验证码 NULL

交易输出 xml NULL

交易标志 大于 0 表示成功

交易信息 交易标志小于等于 0 时返回错误信息

§3.1.10.41. 退挂号(89b)

交易类型 查询类交易

交易说明 1、撤销 89a 产生的挂号记录;

输入参数

交易编号 89b

交易控制 xml <?xml version="1.0" encoding="gb2312"?>
<control>
<yab003>10</yab003> --参数类型：String(4) 医保机构所在分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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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trol>
交易输入 xml <?xml version="1.0" encoding="gb2312"?>

<data>
<akc190>挂号流水号</akc190> --string(50)
<aae011>操作员</aae011>
<aae013>退号原因等</aae013>
</data>

输出参数

交易输出 xml null

交易流水号 NULL

交易验证码 NULL

交易输出 xml NULL

交易标志 大于 0 表示成功

交易信息 交易标志小于等于 0 时返回错误信息

§3.1.10.42. 挂号查询(89c)

交易类型 查询类交易

交易说明 1、查询指定时间段的本医疗机构的挂号登记记录（含作废挂号）;

输入参数

交易编号 89c

交易控制 xml <?xml version="1.0" encoding="gb2312"?>
<control>
<yab003>10</yab003> --参数类型：String(4) 医保机构所在分中心

</control>
交易输入 xml <?xml version="1.0" encoding="gb2312"?>

<data>
<aae036_begin>开始日期</aae036_begin> -- date 格式 yyyy-mm-dd
<aae036_end>结束日期</aae036_end> --date 格式 yyyy-mm-dd
</data>

输出参数

交易输出 xml <?xml version="1.0" encoding="gb2312" standalone="yes"?>
<output>
<sqldata>
<row>
<aac001>个人编号</aac001> --string (30)
<akc190>医保挂号流水号</akc190> --string(30)
<aae030>就诊日期</aae030> --date 格式 yyyy-mm-dd
<aae011>经办人</aae011> --string(30)
<aae036>登记时间</aae036> datetime 格式 yyyy-mm-dd hh:mm:ss
<bkc048>医生编码</bkc048> --string (30)
<bkc049>医生姓名</bkc049> --string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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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ka091>科室编码</yka091> --string (30)
<aae386>科室名称</aae386> --string (100)
<akc264>挂号诊疗费金额</akc264> --number(10,2)
<yka600>诊疗费补偿金额</yka600> --number(10,2)
<ghlb>挂号类别</ghlb> --string(3)
<aae100>有效标志</aae100> -string(1)
<aae140>险种</aae140> -- string(10)
<aab034>参保区县</aab034> --string(20)
<aab001>单位编号</aab001> --string(20)
<aac084>离退休标志</aac084> --string(1)
<akb020>医院编号</akb020> --string(30)
<aae013>备注</aae013> --string(200)
<yke014>挂号序号</yke014> --string(30)
<akc142>卡种类</akc142> --string(10)
<aae011_zf>作废人员</aae011_zf> --string(30)
<aae036_zf>作废时间</作废日期> --datetime 格式 yyyy-mm-dd hh:mm:ss
<aae013_zf>作废原因</aae013_zf> --string(200)

</row>
<row>

...
</row>
</sqldata>

</output>
交易流水号 NULL

交易验证码 NULL

交易输出 xml NULL

交易标志 大于 0 表示成功

交易信息 交易标志小于等于 0 时返回错误信息

§3.1.11. 挂号暂不拨款查询（89d）

交易类型 查询类交易

交易说明 1、查询指定时间段的本医疗机构的挂号登记记录

输入参数

交易编号 89d

交易控制 xml <?xml version="1.0" encoding="gb2312"?>
<control>
<yab003>70</yab003> --参数类型：String(4) 医保机构所在分中心

</control>
交易输入 xml <?xml version="1.0" encoding="gb2312"?>

<data>
<aae036_begin>开始日期</aae036_begin> -- date 格式 yyyy-mm-dd
<aae036_end>结束日期</aae036_end> --date 格式 yyyy-mm-d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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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ta>
输出参数

交易输出 xml <?xml version="1.0" encoding="gb2312" standalone="yes"?>
<output>
<sqldata>
<row>
<aac003>姓名</aac003> --string (30)
<akc190>医保挂号流水号</akc190> --string(30)
<aae036>登记时间</aae036> --date 格式 yyyy-mm-dd
<yka600>补偿金额</yka600> --string(30)
<yke017>科室名称</yke017> --string (30)
<ake022 >医生姓名</ake022 > --string (30)

</row>
<row>

...
</row>
</sqldata>

</output>
交易流水号 NULL

交易验证码 NULL

交易输出 xml NULL

交易标志 大于 0 表示成功

交易信息 交易标志小于等于 0 时返回错误信息

§3.1.12. 网上支付医院明细上传(90)

交易类型 查询类交易

交易说明

医院开通网上支付 APP 功能可以调用此交易，只限普通门诊职工个人账户支付。

订单可以反复上传，每次返回不同的订单流水号。

像慢性病之类的不可以通过此交易。

输入参数

交易编号 90

交易控制 xml

<?xml version="1.0" encoding="gb2312" standalone="yes" ?>

<control>

<yab003>10</yab003> --可以根据 03 号返回

</control>

交易输入 xml

<?xml version="1.0" encoding="gb2312" standalone="yes" ?>

<data>

<ykc101>医院门诊发票号(医院就诊号)</ykc101> --参数类型: String(15) NOT

NULL

<ykc102>科室名称</ykc102>

<ykc103>医师姓名</ykc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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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kc104>诊断病种</ykc104>

<aae011>收费员</aae011>

<aae030>收费时间</aae030>

<nums>项目条数</nums>

<akc193>门诊 1 诊断</akc193>

<bkc021>门诊 2 诊断</bkc021>

<bkc022>门诊 3 诊断</bkc022>

<datasetyp> --药品清单

<row>

<ykc120>序号</ykc120> --参数类型:interger

<aka060>医保药品编码</aka060> --参数类型: String(20) NOT NULL

<aka079>医院编码</aka079> --参数类型: String(20) NOT NULL

<aka061>药品名称/aka061> --参数类型: String(200) NOT NULL

<aka067>计量单位</aka067> --参数类型: String(20) NOT NULL

<aka073>规格</aka073> --参数类型: String(100) NOT NULL

<yka200>单价</yka200> --参数类型: NUMBER(14,4) NOT NULL

<yka201>数量</yka201> --参数类型: NUMBER(14,2) NOT NULL

<yka202>金额</yka202> --参数类型: NUMBER(14,4) NOT NULL

<aka070_yn>院内收费项目剂型</aka070_yn>

<ake003>1</ake003>

<bkc048>处方医生编码</bkc048>

<bkc049>处方医生姓名</bkc049>

<yka091>处方科室编码</yka091>

<aae386>科室名称</aae386>

<bkc045>用法</bkc045>

<bkc044>每次用量</bkc044>

</row>

<row>

…

</row>

</datasetyp>

<datasetzl> --诊疗清单

<row>

<ykc120>序号</ykc120> --参数类型:interger

<aka090>医保药品编码</aka090> --参数类型: String(20) NOT NULL

<aka079>医院编码</aka079> --参数类型: String(20) NOT NULL

<aka061>药品名称/aka061> --参数类型: String(200) NOT NULL

<aka067>计量单位</aka067> --参数类型: String(20) NOT NULL

<aka073>规格</aka073> --参数类型: String(100) NOT NU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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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ka200>单价</yka200> --参数类型: NUMBER(14,4) NOT NULL

<yka201>数量</yka201> --参数类型: NUMBER(14,2) NOT NULL

<yka202>金额</yka202> --参数类型: NUMBER(14,4) NOT NULL

<aka070_yn>院内收费项目剂型</aka070_yn>

<ake003>1</ake003>

<bkc048>处方医生编码</bkc048>

<bkc049>处方医生姓名</bkc049>

<yka091>处方科室编码</yka091>

<aae386>科室名称</aae386>

<bkc045>用法</bkc045>

<bkc044>每次用量</bkc044>

</row>

<row>

…

</row>

</datasetzl>

<row>

…

</row>

<datasetcw>

<row>

<ykc120>序号</ykc120> --参数类型:interger

<aka100>医保药品编码</aka100> --参数类型: String(20) NOT NULL

<aka079>医院编码</aka079> --参数类型: String(20) NOT NULL

<aka061>药品名称/aka061> --参数类型: String(200) NOT NULL

<aka067>计量单位</aka067> --参数类型: String(20) NOT NULL

<aka073>规格</aka073> --参数类型: String(100) NOT NULL

<yka200>单价</yka200> --参数类型: NUMBER(14,4) NOT NULL

<yka201>数量</yka201> --参数类型: NUMBER(14,2) NOT NULL

<yka202>金额</yka202> --参数类型: NUMBER(14,4) NOT NULL

<aka070_yn>院内收费项目剂型</aka070_yn>

<ake003>1</ake003>

<bkc048>处方医生编码</bkc048>

<bkc049>处方医生姓名</bkc049>

<yka091>处方科室编码</yka091>

<aae386>科室名称</aae386>

<bkc045>用法</bkc0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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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kc044>每次用量</bkc044>

</row>

</datasetcw>

<data>

输出参数

交易流水号 NULL

交易验证码 NULL

交易输出 xml

<?xml version="1.0" encoding="gb2312" standalone="yes" ?><output>

<sqldata>

<row>

<ykc101>医院单号 <ykc101>

<rownum> 明细条数<rownum>

<akc264>总金额 <akc264>

<yke016>订单流水号<yke016> </row>

</sqldata>

</output>

交易标志 大于 0 表示成功

交易信息 交易标志小于等于 0 时返回错误信息

§3.1.13. APP对账查询(app001)

交易类型 查询类交易

交易说明 1、查询指定时间段的本医疗机构的 APP 上结算记录。

输入参数

交易编号 app01

交易控制 xml <?xml version="1.0" encoding="gb2312"?>
<control>
<yab003>25</yab003> --参数类型：String(4) 医保机构所在分中心

</control>
交易输入 xml <?xml version="1.0" encoding="gb2312"?>

<data>
<aae036_begin>开始日期</aae036_begin> -- date 格式 yyyy-mm-dd
<aae036_end>结束日期</aae036_end> --date 格式 yyyy-mm-dd
</data>

输出参数

交易输出 xml <?xml version="1.0" encoding="gb2312" standalone="yes"?>
<output>
<sqldata>
<ro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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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ac003>姓名</aac003> --string (30)
<aac001>个人编码</aac001> --string (30)
<akc190>就诊号</akc190> --string (30)
<aae036>结算时间</aae036>
<akc264>总金额</akc264> --string (30)
<yka136>个人账号支出</yka136> --string (30)
<yka133>现金支付</yka133> --string (30)
<aab034>参保地</aab034> --string (30)

</row>
<row>

...
</row>
</sqldata>

</output>
交易流水号 NULL

交易验证码 NULL

交易输出 xml NULL

交易标志 大于 0 表示成功

交易信息 交易标志小于等于 0 时返回错误信息

§3.1.14. 异地冲正交易（96）

交易类型 处理交易

交易说明

1.在就医地发起某项交易时，因电脑死机、网络中断或超时等原因导致无法获得接收

方状态时导致多方数据不一致或已确认接收方数据多时，通过本交易取消接收方相应

数据，保持双方数据一致。被冲正数据不参与清算。

2.ydzy01--入院办理冲正交易的代码

3.ydzy04--出院办理冲正交易的代码

4.ydzy11--出院结算冲正交易的代码

5.ydzy12--出院撤销冲正交易的代码,恢复原来的结算状态

6.ydmz02--门诊结算冲正交易的代码,等于撤销结算

7.ydmz03--门诊结算回退冲正交易的代码,恢复原来的结算状态

输入参数

交易编号 96

交易控制 xml

<?xml version="1.0" encoding="gb2312" standalone="yes"?>

<control>

<yab003>00</yab003> --参数类型：String(4) 固定值 医疗机构所属分中心

<baa008>参保地统筹区编码</baa008>

<jydm>需要被冲正交易的代码</jydm>

<jylsh>交易流水号</jyls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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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kc131>经办人姓名</bkc131>

<ydjk_out>1</ydjk_out> --是否异地(0 本地，1 异地)

</control>

交易输入 xml Null
输出参数

交易流水号 返回，标识本次交易

交易验证码 返回，在确认流程使用

交易输出 xml NULL

交易标志 大于 0 表示成功

交易信息 交易标志小于等于 0 时返回错误信息

§3.1.15. 病案首页数据上传（basy01）

交易类型 查询类交易

交易说明
上传病案首页到中心。

输入参数

交易编号 basy01

交易控制 xml

<?xml version="1.0" encoding="gb2312" standalone="yes"?>

<control>

<yab003>分中心</yab003> --参数类型：String(4) 固定值 医疗机构所属分中心

<bkc131>经办人姓名</bkc131>

<ydjk_out>0</ydjk_out> --是否异地(0 本地，1 异地)

<akc190>就诊登记号</akc190> --就诊登记号

<ykc201>医疗机构住院号</ykc201> --参数类型: String(15) NOT NULL

</control>

交易输入 xml <?xml version="1.0" encoding="gb2312" standalone="yes"?>

<data>

<ylfkfs>医疗付款方式</ylfkfs>--string(1) 非空 码表

<jkkh></jkkh>--string(20) 健康卡号

<zycs>住院次数</zycs>--string(2) 非空

<bah>病案号</bah>--string(20) 非空

<xm>姓名</xm>--string(20)

<xb>性别</xb>--string(1)非空

<csrq>出生日期</csrq>--非空 格式为：YYYYMMDD

<nl>年龄</nl>--string(3)非空

<gj>国籍</gj>--string(40)国籍 码表

<bzyzs_nl>(年龄不足 1 周岁的)年龄(月)</bzyzs_nl>--string(4)

<xsetz>新生儿出生体重(克)</xsetz>--string(6)

<xserytz>新生儿入院体重(克）</xserytz>--string(6)

<csd>出生地</csd>--string(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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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g>籍贯</gg>--string(100)

<mz>民族</mz>--string(20)

<sfzh>身份证号</sfzh>--string(18)

<zy>职业</zy>--string(2)

<hy>婚姻</hy> --string(1) 码表

<dh></dh>--string(20)电话

<xzz></xzz>--string(100)现住址

<yb1></yb1>--string(6)邮编

<hkdz></hkdz>--string(100)户口地址

<yb2></yb2>--string(6)邮编

<gzdwjdz></gzdwjdz>--string(100)工作单位及地址

<dwdh></dwdh>--string(20)单位电话

<yb3></yb3>--string(6)邮编

<lxrxm></lxrxm>--string(20)联系人姓名

<gx></gx>--string(20)关系 码表

<dz></dz>--string(100)地址

<dh2></dh2>--string(20)电话

<rytj></rytj>--string(20)入院途径

<zllb></zllb>--string(20)治疗类别

<rysj></jrysj>stringDATE 非空入院时间格式为：YYYYMMDD，例如：20131125

<rysj_s></rysj_s>--NUMBER(2)时

<rykb></rykb>--string(20)非空入院科别

<rybf></rybf>--string(20)入院病房

<zkkb></zkkb>--string(20)非空转科科别

<cysj></cysj>stringDATE 非空 出院时间格式为：YYYYMMDD，例如：20131125

<cysj_s></cysj_s>--NUMBER(2) 出院时间 时

<cykb></cykb>--string(20)非空出院科别

<cybf></cybf>--string(20)出院病房

<sjzy></sjzy>--NUMBER(4)实际住院(天)

<sslclj></sslclj>--string(1)实施临床路径

<wbyy></wbyy>--string(100)中毒的外部原因

<jbbm1></jbbm1>--string(100)疾病编码

<blzd></blzd>--string(100)病理诊断

<jbbm2></jbbm2>--string(100)疾病编码

<blh></blh>--string(20)病理号

<ywgm></ywgm>--string(100)药物过敏

<gmyw></gmyw>--string(100)过敏药物

<sj></sj>--string(1)死亡患者尸检

<xx></xx>--string(1)血型 码表

<rh></rh>--string(1)Rh 码表

<kzr></kzr>--string(20)科主任

<zrys></zrys>--string(20)主任（副主任）医师

<zzys></zzys>--string(20)主治医师

<zyys></zyys>--string(20)住院医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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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rhs></zrhs>--string(20)责任护士

<jxys></jxys>--string(20)进修医师

<sxys></sxys>--string(20)实习医师

<bmy></bmy>--string(20)编码员

<bazl></bazl>--string(1)病案质量 码表

<zkys></zkys>--string(20)质控医师

<zkhs></zkhs>--string(20)质控护士

<zkrq></zkrq>--DATE 质控日期

<lyfs></lyfs>--string(1)离院方式 码表

<yzzy_jgmc></yzzy_jgmc>--string(100)医嘱转院，拟接收医疗机构名称

<wsy_jgmc></wsy_jgmc>--string(100)医嘱转社区卫生服务机构/乡镇卫生院，拟接收

医疗机构名称

<zzyjh></zzyjh>--string(1)是否有出院 31 天内再住院计划

<md></md>--string(100)目的

<ryq_t></ryq_t>--NUMBER(7)颅脑损伤患者昏迷入院前时间：天

<ryq_xs></ryq_xs>--NUMBER(2)颅脑损伤患者昏迷入院前时间：小时

<ryq_fz></ryq_fz>--NUMBER(2)颅脑损伤患者昏迷入院前时间：分钟

<ryh_t></ryh_t>--NUMBER(7)颅脑损伤患者昏迷入院后时间：天

<ryh_xs></ryh_xs>--NUMBER(2)颅脑损伤患者昏迷入院后时间：小时

<ryh_fz></ryh_fz>--NUMBER(2)颅脑损伤患者昏迷入院后时间：分钟

<zfy></zfy>--NUMBER(12,2)非空总费用

<zfje></zfje>--NUMBER(12,2)自付金额

<ylfwf></ylfwf>--NUMBER(12,2)综合医疗服务类(1)一般医疗服务

<zlczf></zlczf>--NUMBER(12,2)一般治疗操作费

<hlf></hlf>--NUMBER(12,2)护理费

<qtfy></qtfy>--NUMBER(12,2)其他费用

<blzdf></blzdf>--NUMBER(12,2)病理诊断费

<zdf></zdf>--NUMBER(12,2)实验室诊断费

<yxxzdf></yxxzdf>--NUMBER(12,2)影像学诊断费

<lczdxmf></lczdxmf>--NUMBER(12,2)临床诊断项目费

<fsszlxmf></fsszlxmf>--NUMBER(12,2)非手术治疗项目费

<zlf></zlf>--NUMBER(12,2)临床物理治疗费

<sszlf></sszlf>--NUMBER(12,2)手术治疗费

<mzf></mzf>--NUMBER(12,2)麻醉费

<ssf></ssf>--NUMBER(12,2)手术费

<kff></kff>--NUMBER(12,2)康复费

<xyf></xyf>--NUMBER(12,2)西药费

<kjywf></kjywf>--NUMBER(12,2)抗菌药物费

<zcyf></zcyf>--NUMBER(12,2)中成药费

<zcyf1></zcyf1>--NUMBER(12,2)中草药费

<xf></xf>--NUMBER(12,2)血费

<bdblzpf></bdblzpf>--NUMBER(12,2)白蛋白类制品费

<qdblzpf></qdblzpf>--NUMBER(12,2)球蛋白类制品费

<nxyzlzpf></nxyzlzpf>--NUMBER(12,2)凝血因子类制品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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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byzlzpf></xbyzlzpf>--NUMBER(12,2)细胞因子类制品费

<jcyyclf></jcyyclf>--NUMBER(12,2)检查用一次性医用材料费

<yyclf></yyclf>--NUMBER(12,2)治疗用一次性医用材料费

<ssycxclf></ssycxclf>--NUMBER(12,2)手术用一次性医用材料费

<qtf></qtf>--NUMBER(12,2)其他费

<zyzlf></zyzlf>---NUMBER(12,2)中医类:(12)中医治疗费

<mzzd></mzzd>--String(100)门(急)诊诊断

<jbbm></jbbm>--String(40)疾病编码

<zyzd></zyzd>--String(100)出院主诊断

<jbdm></jbdm>--String(40)出院主诊断疾病编码

<ryzd>--出院副诊断最多支持 19 个

<row>

<xh>1</xh>

<rybq></rybq>String(1)入院病情

<qtzd></qtzd>String(100)其他诊断

<jbdm></jbdm>String(40)疾病编码

</row>

<row>

<xh>2</xh>

<rybq></rybq>String(1)入院病情

<qtzd></qtzd>String(100)其他诊断

<jbdm></jbdm>String(40)疾病编码

</row>

...

</ryzd>

<ssxx>--手术信息

<row>

<xh>1</xh>

<ssjczbm>手术及操作编码</ssjczbm>--string(20)

<ssjczrq>手术及操作日期,格式为：YYYYMMDD，例如：20131125</ssjczrq>--string(8)

<ssjb>手术级别</ssjb>--string(1)

<ssjczmc>手术及操作名称</ssjczmc>--string(100)

<sz>术者</sz>--string(40)

<yz>I 助</yz>--string(20)

<ez>II 助</ez>--string(20)

<qkdj>切口等级</qkdj>--string(1)

<qkyhlb>切口愈合类别</qkyhlb>--string(1)

<mzfs>麻醉方式</mzfs>--string(20)

<mzdj>麻醉等级</mzdj>--string(20)

<mzys>麻醉医师</mzys>--string(40)

<mzfsbh>麻醉方式编号</mzfsbh>--string(20)

<sffjss>是否附加手术 (1 是 0 否)</sffjs>--sting(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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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qssbh>择期手术编号</zqssbh>--String(20)

<zqss>择期手术</zqss>--string(20)

</row>

<row>

<xh>2</xh>

<ssjczbm>手术及操作编码</ssjczbm>--string(20)

<ssjczrq>手术及操作日期,格式为：YYYYMMDD，例如：20131125</ssjczrq>--string(8)

<ssjb>手术级别</ssjb>--string(1)

<ssjczmc>手术及操作名称</ssjczmc>--string(100)

<sz>术者</sz>--string(40)

<yz>I 助</yz>--string(20)

<ez>II 助</ez>--string(20)

<qkdj>切口等级</qkdj>--string(1)

<qkyhlb>切口愈合类别</qkyhlb>--string(1)

<mzfs>麻醉方式</mzfs>--string(20)

<mzdj>麻醉等级</mzdj>--string(20)

<mzys>麻醉医师</mzys>--string(40)

<mzfsbh>麻醉方式编号</mzfsbh>--string(20)

<sffjss>是否附加手术 (1 是 0 否)</sffjs>--sting(1)

<zqssbh>择期手术编号</zqssbh>--String(20)

<zqss>择期手术</zqss>--string(20)

</row>

...

</ssxx>

</data>

输出参数

交易流水号 返回，标识本次交易

交易验证码 返回，在确认流程使用

交易输出 xml NULL

交易标志 大于 0 表示成功

交易信息 交易标志小于等于 0 时返回错误信息

§3.1.16. 病案首页数据删除（basy02）

交易类型 查询类交易

交易说明
删除已上传的病案数据

输入参数

交易编号 basy02

交易控制 xml

<?xml version="1.0" encoding="gb2312" standalone="yes"?>

<control>

<yab003>分中心</yab003> --参数类型：String(4) 固定值 医疗机构所属分中心

<bkc131>经办人姓名</bkc1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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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djk_out>0</ydjk_out> --是否异地(0 本地，1 异地)

<akc190>就诊登记号</akc190> --就诊登记号

<ykc201>医疗机构住院号</ykc201> --参数类型: String(15) NOT NULL

</control>

交易输入 xml <?xml version="1.0" encoding="gb2312" standalone="yes"?>

<data></data>

输出参数

交易流水号 返回，标识本次交易

交易验证码 返回，在确认流程使用

交易输出 xml NULL

交易标志 大于 0 表示成功

交易信息 交易标志小于等于 0 时返回错误信息

§3.1.17. 病案首页数据查询（basy03）

交易类型 查询类交易

交易说明
查询已上传的病案数据

输入参数

交易编号 basy03

交易控制 xml

<?xml version="1.0" encoding="gb2312" standalone="yes"?>

<control>

<yab003>分中心</yab003> --参数类型：String(4) 固定值 医疗机构所属分中心

<bkc131>经办人姓名</bkc131>

<ydjk_out>0</ydjk_out> --是否异地(0 本地，1 异地)

<akc190>就诊登记号</akc190> --就诊登记号

<ykc201>医疗机构住院号</ykc201> --参数类型: String(15) NOT NULL

</control>

交易输入 xml <?xml version="1.0" encoding="gb2312" standalone="yes"?>

<data></data>

输出参数 <?xml version="1.0" encoding="gb2312" standalone="yes"?>

<output>

<ylfkfs>医疗付款方式</ylfkfs>--string(1) 非空 码表

<jkkh></jkkh>--string(20) 健康卡号

<zycs>住院次数</zycs>--string(2) 非空

<bah>病案号</bah>--string(20) 非空

<xm>姓名</xm>--string(20)

<xb>性别</xb>--string(1)非空

<csrq>出生日期</csrq>--非空 格式为：YYYYMMDD

<nl>年龄</nl>--string(3)非空

<gj>国籍</gj>--string(40)国籍 码表

<bzyzs_nl>(年龄不足 1 周岁的)年龄(月)</bzyzs_nl>--string(4)

<xsetz>新生儿出生体重(克)</xsetz>--string(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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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serytz>新生儿入院体重(克）</xserytz>--string(6)

<csd>出生地</csd>--string(100)

<gg>籍贯</gg>--string(100)

<mz>民族</mz>--string(20)

<sfzh>身份证号</sfzh>--string(18)

<hy>婚姻</hy> --string(1) 码表

<dh></dh>--string(20)电话

<xzz></xzz>--string(100)现住址

<yb1></yb1>--string(6)邮编

<hkdz></hkdz>--string(100)户口地址

<yb2></yb2>--string(6)邮编

<gzdwjdz></gzdwjdz>--string(100)工作单位及地址

<dwdh></dwdh>--string(20)单位电话

<yb3></yb3>--string(6)邮编

<lxrxm></lxrxm>--string(20)联系人姓名

<gx></gx>--string(20)关系 码表

<dz></dz>--string(100)地址

<dh2></dh2>--string(20)电话

<rytj></rytj>--string(20)入院途径

<zllb></zllb>--string(20)治疗类别

<rysj></jrysj>stringDATE 非空入院时间格式为：YYYYMMDD，例如：20131125

<rysj_s></rysj_s>--NUMBER(2)时

<rykb></rykb>--string(20)非空入院科别

<rybf></rybf>--string(20)入院病房

<zkkb></zkkb>--string(20)非空转科科别

<cysj></cysj>stringDATE 非空 出院时间格式为：YYYYMMDD，例如：20131125

<cysj_s></cysj_s>--NUMBER(2) 出院时间 时

<cykb></cykb>--string(20)非空出院科别

<cybf></cybf>--string(20)出院病房

<sjzy></sjzy>--NUMBER(4)实际住院(天)

<sslclj></sslclj>--string(1)实施临床路径

<wbyy></wbyy>--string(100)中毒的外部原因

<jbbm1></jbbm1>--string(100)疾病编码

<blzd></blzd>--string(100)病理诊断

<jbbm2></jbbm2>--string(100)疾病编码

<blh></blh>--string(20)病理号

<ywgm></ywgm>--string(100)药物过敏

<gmyw></gmyw>--string(100)过敏药物

<sj></sj>--string(1)死亡患者尸检

<xx></xx>--string(1)血型 码表

<rh></rh>--string(1)Rh 码表

<kzr></kzr>--string(20)科主任

<zrys></zrys>--string(20)主任（副主任）医师

<zzys></zzys>--string(20)主治医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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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yys></zyys>--string(20)住院医师

<zrhs></zrhs>--string(20)责任护士

<jxys></jxys>--string(20)进修医师

<sxys></sxys>--string(20)实习医师

<bmy></bmy>--string(20)编码员

<bazl></bazl>--string(1)病案质量 码表

<zkys></zkys>--string(20)质控医师

<zkhs></zkhs>--string(20)质控护士

<zkrq></zkrq>--DATE 质控日期

<lyfs></lyfs>--string(1)离院方式 码表

<yzzy_jgmc></yzzy_jgmc>--string(100)医嘱转院，拟接收医疗机构名称

<wsy_jgmc></wsy_jgmc>--string(100)医嘱转社区卫生服务机构/乡镇卫生院，拟接收

医疗机构名称

<zzyjh></zzyjh>--string(1)是否有出院 31 天内再住院计划

<md></md>--string(100)目的

<ryq_t></ryq_t>--NUMBER(7)颅脑损伤患者昏迷入院前时间：天

<ryq_xs></ryq_xs>--NUMBER(2)颅脑损伤患者昏迷入院前时间：小时

<ryq_fz></ryq_fz>--NUMBER(2)颅脑损伤患者昏迷入院前时间：分钟

<ryh_t></ryh_t>--NUMBER(7)颅脑损伤患者昏迷入院后时间：天

<ryh_xs></ryh_xs>--NUMBER(2)颅脑损伤患者昏迷入院后时间：小时

<ryh_fz></ryh_fz>--NUMBER(2)颅脑损伤患者昏迷入院后时间：分钟

<zfy></zfy>--NUMBER(12,2)非空总费用

<zfje></zfje>--NUMBER(12,2)自付金额

<ylfwf></ylfwf>--NUMBER(12,2)综合医疗服务类(1)一般医疗服务

<zlczf></zlczf>--NUMBER(12,2)一般治疗操作费

<hlf></hlf>--NUMBER(12,2)护理费

<qtfy></qtfy>--NUMBER(12,2)其他费用

<blzdf></blzdf>--NUMBER(12,2)病理诊断费

<zdf></zdf>--NUMBER(12,2)实验室诊断费

<yxxzdf></yxxzdf>--NUMBER(12,2)影像学诊断费

<lczdxmf></lczdxmf>--NUMBER(12,2)临床诊断项目费

<fsszlxmf></fsszlxmf>--NUMBER(12,2)非手术治疗项目费

<zlf></zlf>--NUMBER(12,2)临床物理治疗费

<sszlf></sszlf>--NUMBER(12,2)手术治疗费

<mzf></mzf>--NUMBER(12,2)麻醉费

<ssf></ssf>--NUMBER(12,2)手术费

<kff></kff>--NUMBER(12,2)康复费

<xyf></xyf>--NUMBER(12,2)西药费

<kjywf></kjywf>--NUMBER(12,2)抗菌药物费

<zcyf></zcyf>--NUMBER(12,2)中成药费

<zcyf1></zcyf1>--NUMBER(12,2)中草药费

<xf></xf>--NUMBER(12,2)血费

<bdblzpf></bdblzpf>--NUMBER(12,2)白蛋白类制品费

<qdblzpf></qdblzpf>--NUMBER(12,2)球蛋白类制品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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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xyzlzpf></nxyzlzpf>--NUMBER(12,2)凝血因子类制品费

<xbyzlzpf></xbyzlzpf>--NUMBER(12,2)细胞因子类制品费

<jcyyclf></jcyyclf>--NUMBER(12,2)检查用一次性医用材料费

<yyclf></yyclf>--NUMBER(12,2)治疗用一次性医用材料费

<ssycxclf></ssycxclf>--NUMBER(12,2)手术用一次性医用材料费

<qtf></qtf>--NUMBER(12,2)其他费

<zyzlf></zyzlf>---NUMBER(12,2)中医类:(12)中医治疗费

<mzzd></mzzd>--String(100)门(急)诊诊断

<jbbm></jbbm>--String(40)疾病编码

<zyzd></zyzd>--String(100)入院主诊断

<jbdm></jbdm>--String(40)主诊断疾病编码

<ryzd>--入院副诊断最多支持 19 个

<row>

<xh>1</xh>

<rybq></rybq>String(1)入院病情

<qtzd></qtzd>String(100)其他诊断

<jbdm></jbdm>String(40)疾病编码

</row>

<row>

<xh>2</xh>

<rybq></rybq>String(1)入院病情

<qtzd></qtzd>String(100)其他诊断

<jbdm></jbdm>String(40)疾病编码

</row>

...

</ryzd>

<ssxx>--手术信息

<row>

<xh>1</xh>

<ssjczbm>手术及操作编码</ssjczbm>--string(20)

<ssjczrq>手术及操作日期,格式为：YYYYMMDD，例如：20131125</ssjczrq>--string(8)

<ssjb>手术级别</ssjb>--string(1)

<ssjczmc>手术及操作名称</ssjczmc>--string(100)

<sz>术者</sz>--string(40)

<yz>I 助</yz>--string(20)

<ez>II 助</ez>--string(20)

<qkdj>切口等级</qkdj>--string(1)

<qkyhlb>切口愈合类别</qkyhlb>--string(1)

<mzfs>麻醉方式</mzfs>--string(20)

<mzdj>麻醉等级</mzdj>--string(20)

<mzys>麻醉医师</mzys>--string(40)

<mzfsbh>麻醉方式编号</mzfsbh>--string(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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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ffjss>是否附加手术 (1 是 0 否)</sffjs>--sting(1)

<zqssbh>择期手术编号</zqssbh>--String(20)

<zqss>择期手术</zqss>--string(20)

</row>

<row>

<xh>2</xh>

<ssjczbm>手术及操作编码</ssjczbm>--string(20)

<ssjczrq>手术及操作日期,格式为：YYYYMMDD，例如：20131125</ssjczrq>--string(8)

<ssjb>手术级别</ssjb>--string(1)

<ssjczmc>手术及操作名称</ssjczmc>--string(100)

<sz>术者</sz>--string(40)

<yz>I 助</yz>--string(20)

<ez>II 助</ez>--string(20)

<qkdj>切口等级</qkdj>--string(1)

<qkyhlb>切口愈合类别</qkyhlb>--string(1)

<mzfs>麻醉方式</mzfs>--string(20)

<mzdj>麻醉等级</mzdj>--string(20)

<mzys>麻醉医师</mzys>--string(40)

<mzfsbh>麻醉方式编号</mzfsbh>--string(20)

<sffjss>是否附加手术 (1 是 0 否)</sffjs>--sting(1)

<zqssbh>择期手术编号</zqssbh>--String(20)

<zqss>择期手术</zqss>--string(20)

</row>

...

</ssxx>

</output>

交易流水号 返回，标识本次交易

交易验证码 返回，在确认流程使用

交易输出 xml NULL

交易标志 大于 0 表示成功

交易信息 交易标志小于等于 0 时返回错误信息

§4、 贯标相关

§4.1.医疗机构对码关系上传（620）

交易类型 查询类交易

交易说明 1、HIS 提供相关功能由操作员录提取相关医院信息，完成交易相关参数组织并调用本

交易，完成医院医保信息中心记录；返回成功则为中心记录成功，否则调用该交易重新

上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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输入参数

交易编号 620

交易控制 xml <?xml version="1.0" encoding="gb2312"?>
<control>
<yab003>70</yab003> --参数类型：String(4) 医保机构所在分中心

</control>
交易输入 xml <?xml version="1.0" encoding="gb2312"?>

<data>
<aaa001>医疗机构目录代码</aaa001>
<aaa002>医疗机构目录名称</aaa002>
<aaa003>国家目录代码</aaa003>
<aaa004>国家目录名称</aaa004>
<aaa005>本地医保目录代码</aaa005>
<aaa006>本地医保目录名称</aaa006>
<aaa007>目录类型</aaa007>--目录类型见码表

</data>
输出参数

交易输出 xml <?xml version="1.0" encoding="gb2312" standalone="yes"?>
<output>
</output>

交易流水号 NULL

交易验证码 NULL

交易输出 xml NULL

交易标志 大于 0 表示成功

交易信息 交易标志小于等于 0 时返回错误信息

§4.2.医疗机构目录上传（621）

交易类型 查询类交易

交易说明 HIS 提供相关功能由操作员录提取相关医院信息，完成交易相关参数组织并调用本交

易，完成医院医保信息中心记录；返回成功则为中心记录成功，否则调用该交易重新上

传。

输入参数

交易编号 621

交易控制 xml <?xml version="1.0" encoding="gb2312"?>
<control>
<yab003>70</yab003> --参数类型：String(4) 医保机构所在分中心

</control>
交易输入 xml <?xml version="1.0" encoding="gb2312"?>

<data>
<aaa001>医疗机构目录代码</aaa001>
<aaa002>医疗机构目录名称</aaa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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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aa007>目录类型</aaa007> --目录类型见码表

</data>
输出参数

交易输出 xml <?xml version="1.0" encoding="gb2312" standalone="yes"?>
<output>
</output>

交易流水号 NULL

交易验证码 NULL

交易输出 xml NULL

交易标志 大于 0 表示成功

交易信息 交易标志小于等于 0 时返回错误信息

§4.3.结算清单上传(jsqd01)

交易类型 上传类交易

交易说明 HIS 完善结算清单需要的信息，可结算一笔传一笔，也可以清算前批量上传,最多 30 条。

输入参数

交易编号 jsqd01
交易控制 xml <?xml version="1.0" encoding="gb2312"?>

<control>
<yab003>70</yab003> --参数类型：String(4) 医保机构所在分中心

</control>
交易输入 xml <?xml version="1.0" encoding="gb2312"?>

<data>
<pch>批次号（医院编码+10 位流水号）</pch>

<dataset>

<row>

<aaa131>撤销标志</aaa131> (0,新增或修改；1，撤销)

<setl_id>结算 id</setl_id>

<mdtrt_evt_id>就诊事件 id</mdtrt_evt_id>

<medcasno>病案号</medcasno>

<fixmedins_name>定点医疗机构名称</fixmedins_name>

<fixmedins_code>定点医疗机构代码</fixmedins_code>

<medins_lv>医保结算等级</medins_lv>

<psn_no>医保编号</psn_no>

<dcla_time>申报时间</dcla_time>

<psn_name>姓名</psn_name>

<gend>性别</gend>

<brdy>出生日期</brdy>

<age>年龄-岁</age>

<ntly>国籍</ntly>

<nwb_age>（年龄不足 1 周岁）年龄-天</nwb_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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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aty>民族</naty>

<psn_cert_type>患者证件类别</psn_cert_type>

<certno>患者证件号</certno>

<prfs>职业</prfs>

<addr_prov_admdvs>现住址-省（区、市）行政区划</addr_prov_admdvs>

<addr_city_admdvs>现住址-市行政区划</addr_city_admdvs>

<addr_coty_admdvs>现住址-县行政区划</addr_coty_admdvs>

<detl_addr>现住址-详细地址</detl_addr>

<emp_name>工作单位名称</emp_name>

<emp_addr>工作单位地址</emp_addr>

<emp_tel>单位电话</emp_tel>

<emp_poscode>工作单位邮编</emp_poscode>

<coner_name>联系人姓名</coner_name>

<coner_rlts>联系人关系</coner_rlts>

<coner_addr_prov_admdvs> 联 系 人 住 址 - 省 （ 区 、 市 ） 行 政 区 划

</coner_addr_prov_admdvs>

<coner_addr_city_admdvs> 联 系 人 住 址 - 市 行 政 区 划

</coner_addr_city_admdvs>

<coner_addr_coty_admdvs> 联 系 人 住 址 - 县 行 政 区 划

</coner_addr_coty_admdvs>

<coner_detl_addr>联系人住址-详细地址</coner_detl_addr>

<coner_tel>联系人电话</coner_tel>

<hi_type>医保类型</hi_type>

<sp_psn_type>特殊人员类型</sp_psn_type>

<insuplc>参保地</insuplc>

<nwb_adm_type>新生儿入院类型</nwb_adm_type>

<nwb_bir_wt>新生儿出生体重</nwb_bir_wt>

<nwb_adm_wt>新生儿入院体重</nwb_adm_wt>

<dias_dept>诊断科别</dias_dept>

<mdtrt_date>就诊日期</mdtrt_date>

<ipt_med_type>住院医疗类型</ipt_med_type>

<adm_way>入院途径</adm_way>

<trt_type>治疗类别</trt_type>

<adm_time>入院时间</adm_time>

<adm_dept>入院科室</adm_dept>

<refl_dept>转院科别</refl_dept>

<dscg_time>出院时间</dscg_time>

<dscg_dept>出院科别</dscg_dept>

<act_ipt_days>实际住院天数</act_ipt_days>

<otp_wm_dise>门（急）诊诊断（西医诊断）</otp_wm_dise>

<wm_dise_code>门（急）诊诊断（西医诊断）疾病代码</wm_dise_code>

<otp_tcm_dise>门（急）诊诊断（中医诊断）</otp_tcm_dise>

<tcm_dise_code>门（急）诊诊断（中医诊断）疾病代码</tcm_dise_code>

<dise_code_cnt>诊断代码计数</dise_code_c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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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prn_oprt_code_cnt>手术代码计数</oprn_oprt_code_cnt>

<vent_used_days>呼吸机使用天数</vent_used_days>

<vent_used_hours>呼吸机使用小时数</vent_used_hours>

<vent_used_ms>呼吸机使用分钟数</vent_used_ms>

<bfadm_coma_days>入院前颅脑损伤患者昏迷天数</bfadm_coma_days>

<bfadm_coma_hours>入院前颅脑损伤患者昏迷小时数</bfadm_coma_hours>

<bfadm_coma_ms>入院前颅脑损伤患者昏迷分钟数</bfadm_coma_ms>

<afadm_coma_days>入院后颅脑损伤患者昏迷天数</afadm_coma_days>

<afadm_coma_hours>入院后颅脑损伤患者昏迷小时数</afadm_coma_hours>

<afadm_coma_ms>入院后颅脑损伤患者昏迷分钟数</afadm_coma_ms>

<bld_cat>输血品种</bld_cat>

<bld_amt>输血量</bld_amt>

<bld_unt>输血计量单位</bld_unt>

<super_nurscare_days>特级护理天数</super_nurscare_days>

<nurscare_days_lv1>一级护理天数</nurscare_days_lv1>

<nurscare_days_lv2>二级护理天数</nurscare_days_lv2>

<nurscare_days_lv3>三级护理天数</nurscare_days_lv3>

<dscg_way>离院方式</dscg_way>

<acp_medins_name>转院拟接收机构名称</acp_medins_name>

<acp_medins_code>转院拟接收机构代码</acp_medins_code>

<in_31days_rinp>出院 31 天内再住院计划标志</in_31days_rinp>

<in_31days_rinp_pup>出院 31 天内再住院目的</in_31days_rinp_pup>

<maindise_dr_name>主诊医师姓名</maindise_dr_name>

<maindise_dr_code>主诊医师代码</maindise_dr_code>

<biz_id>业务流水号</biz_id>

<inv_code>票据代码</inv_code>

<inv_number>票据号码</inv_number>

<setl_begn_date>结算开始日期</setl_begn_date>

<setl_end_date>结算结束日期</setl_end_date>

<psn_selfpay>个人自付</psn_selfpay>

<psn_ownpay>个人自费</psn_ownpay>

<acct_pay>个人账户支付</acct_pay>

<psn_cashpay>个人现金支付</psn_cashpay>

<hi_paymtd>医保支付方式</hi_paymtd>

<medins_fill_dept>医疗机构填报部门</medins_fill_dept>

<medins_filler>医疗机构填报人</medins_filler>

<optins>医保机构接收部门</optins>

<poolarea>医保机构接收人</poolarea>

<opter_id>医疗机构上传经办人 id</opter_id>

<opter_name>医疗机构上传经办人姓名</opter_name>

<mzlist>

<row>

<dise_code>诊断代码</dise_code>

<dise_name>诊断名称</dise_na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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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prn_name>手术操作名称</oprn_name>

<oprn_code>手术操作代码</oprn_code>

<rid>数据唯一记录号</rid>

</row>

...

</mzlist>

<zxyzdlist>

<row>

<dise_type>诊断类别</dise_type>

<maindise_flag>主诊断标志</maindise_flag>

<dise_code>诊断代码</dise_code>

<dise_name>诊断名称</dise_name>

<adm_cond>入院病情类型</adm_cond>

<rid>数据唯一记录号</rid>

</row>

...

</zxyzdlist>

<sslist>

<row>

<main_oprn_flag>主手术操作标志</main_oprn_flag>

<oprn_name>手术操作名称</oprn_name>

<oprn_code>手术操作代码</oprn_code>

<oprn_date>手术操作日期</oprn_date>

<anst_way>麻醉方式</anst_way>

<oper_dr_name>术者医师姓名</oper_dr_name>

<oper_dr_code>术者医师代码</oper_dr_code>

<anst_dr_name>麻醉医师姓名</anst_dr_name>

<anst_dr_code>麻醉医师代码</anst_dr_code>

<rid>数据唯一记录号</rid>

</row>

...

</sslist>

<iculist>

<row>

<icu_type>重症监护病房类型</icu_type>

<inpool_icu_time>重症监护进入时间</inpool_icu_time>

<leave_icu_time>重症监护退出时间</leave_icu_time>

<sum_cutd_time>重症监护合计时长</sum_cutd_time>

<rid>数据唯一记录号</rid>

</row>

...

</iculist>

<chrgitmlist>

<ro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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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d_chrgitm_type>医疗收费项目类别</med_chrgitm_type>

<item_sumamt>项目总金额</item_sumamt>

<item_claa_amt>项目甲类金额</item_claa_amt>

<item_clab_amt>项目乙类金额</item_clab_amt>

<item_ownpay_amt>项目自费金额</item_ownpay_amt>

<item_oth_amt>项目其他金额</item_oth_amt>

<rid>数据唯一记录号</rid>

</row>

...

</chrgitmlist>

<fundpaylist>

<row>

<fund_pay_type>基金支付类型</fund_pay_type>

<poolarea_fund_pay_type> 统 筹 区 基 金 支 付 类 型

</poolarea_fund_pay_type>

<poolarea_fund_pay_name> 统 筹 区 基 金 支 付 类 型 名 称

</poolarea_fund_pay_name>

<fund_payamt>基金支付金额</fund_payamt>

<rid>数据唯一记录号</rid>

</row>

...

</fundpaylist>

</row>

...

</dataset>

</data>
输出参数

交易输出 xml <?xml version="1.0" encoding="gb2312" standalone="yes"?>
<output>
<sqldata>

<prm_scarg>

<PCH>批次号</PCH>

<row>

<MDTRT_EVT_ID>就诊 ID</MDTRT_EVT_ID>

<CODE>成功失败标志（1,成功；其他为失败）</CODE>

<ERRMSG>错误信息</ERRMSG>

<MZLIST>

<row>

<RID>数据唯一记录号</RID>

<CODE>成功失败标志（1,成功；其他为失败）</CODE>

<ERRMSG>错误信息</ERRMSG>

</row>

</MZLIST>

<FUNDPAYLI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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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ow>

<RID>数据唯一记录号</RID>

<CODE>成功失败标志（1,成功；其他为失败）</CODE>

<ERRMSG>错误信息</ERRMSG>

</row>

</FUNDPAYLIST>

<CHRGITMLIST>

<row>

<RID>数据唯一记录号</RID>

<CODE>成功失败标志（1,成功；其他为失败）</CODE>

<ERRMSG>错误信息</ERRMSG>

</row>

</CHRGITMLIST>

<ZXYZDLIST>

<row>

<RID>数据唯一记录号</RID>

<CODE>成功失败标志（1,成功；其他为失败）</CODE>

<ERRMSG>错误信息</ERRMSG>

</row>

</ZXYZDLIST>

<SSLIST>

<row>

<RID>数据唯一记录号</RID>

<CODE>成功失败标志（1,成功；其他为失败）</CODE>

<ERRMSG>错误信息</ERRMSG>

</row>

</SSLIST>

<ICULIST>

<row>

<RID>数据唯一记录号</RID>

<CODE>成功失败标志（1,成功；其他为失败）</CODE>

<ERRMSG>错误信息</ERRMSG>

</row>

</ICULIST>

</row>

</prm_scarg>

</sqldata>

</output>
交易流水号 NULL

交易验证码 NULL

交易输出 xml NULL

交易标志 大于 0 表示成功

交易信息 交易标志小于等于 0 时返回错误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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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结算清单打印(jsqd02)

交易类型 结算清单打印

交易说明 HIS 提供相关功能调用，用于打印结算清单数据。

输入参数

交易编号 jsqd02
交易控制 xml <?xml version="1.0" encoding="gb2312"?>

<control>
<yab003>70</yab003> --参数类型：String(4) 医保机构所在分中心

</control>
交易输入 xml <?xml version="1.0" encoding="gb2312"?>

<data>
<setl_id>结算编号</setl_id>
<mdtrt_evt_id>就诊编号</mdtrt_evt_id>
</data>

输出参数

交易输出 xml <?xml version="1.0" encoding="gb2312" standalone="yes"?>
<output>
</output>

交易流水号 NULL

交易验证码 NULL

交易输出 xml NULL

交易标志 大于 0 表示成功

交易信息 交易标志小于等于 0 时返回错误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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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异地特药

§5.1.特药实名制认定维护（TYJB02）

交易类型 处理交易

交易说明

1、实名认证信息上传到省级特药平台。

2、实名认证全省互认。

3、省平台根据身份证号码判断实名认证信息是否存在，进行新增、修改、或者删除。

实名制只能一次。

4、aae100 有效标志，当需要对上传的数据做删除时，aae100 传为 0。

5、akb020 认定机构代码。当由中心端认定时，填写统筹区代码。

输入参数

交易编号 TYJB02

交易控制 xml

<?xml version="1.0" encoding="gb2312" standalone="yes"?>

<control>

<yab003>00</yab003> --参数类型：String(4) 固定值 医疗机构所属分中心

<baa008>参保地统筹区编码</baa008>

<baa010>就医地统筹区地编码</baa010>

<yke536>经办机构类型</yke536>

<ydjk_out>1</ydjk_out> --是否异地(0 本地，1 异地)

</control>

交易输入 xml <?xml version="1.0" encoding="gb2312" standalone="yes" ?>

<data><aae011>经办人姓名</aae011>

<yke514>认定经办机构名称</yke514>

<aac002>身份证号码</aac002>

<aac003>人员姓名</aac003>

<aac004>性别</aac004>

<aac006>出生日期</aac006>

<aac010>户籍信息</aac010>

<yke869>身高(CM)</yke869>

<yke870>体重(KG)</yke870>

<aae005>联系电话</aae005>

<yke757>联系地址</yke757>

<yke533>文件存储流水号</yke533>

<aac001>个人编码</aac001>

<aae013>备注</aae013>

<aae100>有效标志</aae100>

</data>

输出参数

交易流水号 返回，标识本次交易

交易验证码 返回，在确认流程使用

交易输出 xml NU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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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易标志 大于 0 表示成功

参数详细说明

交易输入

代码 名称 约束 类型 说明

version 版本号 not null VARCHAR2(6) 接口的版本号，比如

版本号为 1.1

baa008 参保地统筹区编码 not null VARCHAR2(6)

baa010 认定经办统筹区编

码
not null VARCHAR2(6)

实名制认定的经办机

构统筹区编码

yke536 经办机构类型 not null VARCHAR2(6) 码表

aae011 经办人姓名
not null NVARCHAR2(50)

实名制认定经办人姓

名

yke514 认定经办机构名称 not null VARCHAR2(200)

akb020 认定机构编码 not null VARCHAR2(20)

aac002 身份证号码 not null VARCHAR2(20)

aac003 人员姓名 not null NVARCHAR2(50)

aac004 性别 not null VARCHAR2(6) 码表

aac006 出生日期 not null DATE yyyyMMdd

aac010 户籍信息 not null VARCHAR2(200)

yke869 身高(CM) not null NUMBER(5,2)

yke870 体重(KG) not null NUMBER(5,2)

aae005 联系电话 null VARCHAR2(20)

yke757 联系地址 null VARCHAR2(200)

yke533 文件存储流水号 not null VARCHAR2(20)

aac001 个人编码 not null VARCHAR2(20) 身份识别获取

aae100 有效标志 not null VARCHAR2(1) 码表

aae013 备注 null VARCHAR2(200)

§5.2.特药病种认定信息上传(TYJB03)

交易类型 处理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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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易说明

1、病种认定信息上传到省级特药平台。

2、病种认定信息全省互认。

3、交易时判断认定机构是否在省级特药系统中开通，判断认定医师编码是否已上传。

4、对病种认定上传时，第一次上传 yke872 为空，再次上传时，视为修改操作。

5、省平台将病种认定信息实时传输到参保地保存、校验，若参保地未提供实时接口，

参保地可在费用结算时通过接口查询。

6、认定流水号由省级特药平台生成，传输到参保地并反馈到认定机构。

7、对病种信息进行删除操作时，aae100 填为 0.

8、病种认定的检查报告等认定依据资料，须先将资料文件上传省级特药系统后，省级

特药系统返回生成的文件存储流水号。再将文件存储流水号与其他字段一并通过本接

口交易上传省级特药病种认定数据库。

输入参数

交易编号 TYJB03

交易控制 xml

<?xml version="1.0" encoding="gb2312" standalone="yes"?>

<control>

<yab003>00</yab003> --参数类型：String(4) 固定值 医疗机构所属分中心

<baa008>参保地统筹区编码</baa008>

<baa010>认定经办统筹区编码</baa010>

<yke536>经办机构类型</yke536>

<ydjk_out>1</ydjk_out> --是否异地(0 本地，1 异地)

</control>

交易输入 xml <?xml version="1.0" encoding="gb2312" standalone="yes" ?>

<data> <aac002>身份证号码</aac002>

<aac001>个人编码</aac001>

<aac003>人员姓名</aac003>

<aaz263>医师编码</aaz263>

<aae030>开始时间</aae030>

<aae031>结束日期</aae031>

<aka120>病种编码</aka120>

<aka121>病种名称</aka121>

<yke501>终止原因</yke501>

<aae011>经办人姓名</aae011>

<yke533>认定文件存储流水号</yke533>

<yke872>特药全省病种认定流水号</yke872>

<aae100>有效标志</aee100>

</data>

输出参数

交易流水号 返回，标识本次交易

交易验证码 返回，在确认流程使用

交易输出 xml

<output>

<yke872>特药全省病种认定流水号</yke872>

</output>

交易标志 大于 0 表示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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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详细说明

交易输入

代码 名称 约束 类型 说明

version 版本号 not null VARCHAR2(6) 接口的版本号，比如

版本号为 1.1

baa008 参保地统筹区编码 not null VARCHAR2(6)

baa010 认定经办统筹区编

码

not null VARCHAR2(6) 认定机构所属统筹区

编码

yke536 经办机构类型 not null VARCHAR2(6) 码表

akb020 机构编码 not null VARCHAR2(20) 认定医疗机构编码

akb021 机构名称 not null VARCHAR2(200) 认定医疗机构名称

aac002 身份证号码 not null VARCHAR2(20)

aac001 个人编码 not null VARCHAR2(20) 身份识别获取

aac003 人员姓名 not null NVARCHAR2(50) 就医人姓名

aaz263 医师编码 VARCHAR2(30) 认定医师编号

aka120 病种编码 not null VARCHAR2(20) 认定病种编码

aka121 病种名称 not null VARCHAR2(100) 认定病种名称

aae030 开始时间 not null DATE yyyyMMdd

aae031 结束时间 not null DATE yyyyMMdd

yke533 认定文件存储流水

号
null VARCHAR2(20)

yke872 特药全省病种认定

流水号

null VARCHAR2(20) 省特药异地平台生成

的流水号。

aae011 经办人姓名 not null NVARCHAR2(50) （姓名|系统人员 ID）

yke501 终止原因 null VARCHAR2(200)

aae100 有效标志 not null VARCHAR2(1) 码表

交易输出

代码 名称 约束 类型 说明

yke872 特药全省病种认定

流水号

null VARCHAR2(20) 省特药异地平台生成

的流水号。

§5.3.特药治疗方案信息上传(TYJB04)

交易类型 处理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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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易说明

1、治疗方案信息上传到省级特药平台。

2、治疗方案信息全省互认。

3、交易时判断治疗机构是否在省级特药系统中开通，判断治疗医师是否已开通。

4、省平台判断就医人员治疗方案是否存在交叉。

5、第一次上传时，yke873 上传为空，再次上传时代表修改。

6、本交易支持建议治疗方案和治疗方案，认定机构选择是否上传建议治疗方案。

7、治疗方案流水号由省级特药平台生成，传输到参保地并反馈到认定或治疗机构。

8、治疗方案中的药品，使用 bka002 药品大类编码。

9、治疗方案的图片资料，须先将资料文件上传省级特药系统后，省级特药系统返回生

成的文件存储流水号。再将文件存储流水号与其他字段一并通过本接口交易上传省级

特药病种认定数据库。

输入参数

交易编号 TYJB04

交易控制 xml

<?xml version="1.0" encoding="gb2312" standalone="yes"?>

<control>

<yab003>00</yab003> --参数类型：String(4) 固定值 医疗机构所属分中

心

<baa008>参保地统筹区编码</baa008>

<baa010>统筹区编码</baa010>

<yke536>经办机构类型</yke536>

<ydjk_out>1</ydjk_out> --是否异地(0 本地，1 异地)

</control>

交易输入 xml <?xml version="1.0" encoding="gb2312" standalone="yes" ?>

<data>

<aac001>个人编码</aac001>

<aac002>身份证号码/aac002>

<aac003>人员姓名</aac003>

<aaz263>医师编码</aaz263>

<aae030>开始时间</aae030>

<aae031>结束日期</aae031>

<aae011>经办人姓名</aae011>

<yke872>特药全省病种认定流水号</yke872>

<yke873>特药全省治疗方案流水号</yke873>

<yke533>治疗方案文件存储流水号</yke533>

<aae100>有效标志</aae100>

<yke538>治疗方案类型</yke538>

<aae013>备注</aae013>

<datarow>

<row>

<bka002>药品通用目编码</bka002> --不是三目编码

<aka061>药品通用项目名称</aka061>

<bkc044>剂量</bkc044>

<yke523>一次治疗周期天数（天）</yke523>

<yka368>治疗周期数</yka3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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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ke524>治疗周期（天）</yke524>

<yke881>剂量单位</yke881>

<yke882>用药途径</yke882>

<yke883>频次</yke883>

<aae013>备注</aae013>

</row>

</datarow></data>

输出参数

交易流水号 返回，标识本次交易

交易验证码 返回，在确认流程使用

交易输出 xml NULL

交易标志 大于 0 表示成功

参数详细说明

交易输入

代码 名称 约束 类型 说明

version 版本号 not null VARCHAR2(6) 接口的版本号，比如

版本号为 1.1

baa008 参保地统筹区编码 not null VARCHAR2(6)

baa010 统筹区编码 not null VARCHAR2(6) 治疗机构统筹区编码

yke536 经办机构类型 not null VARCHAR2(6) 码表

akb020 机构编码 not null VARCHAR2(20) 治疗医疗机构编码

akb021 机构名称 not null VARCHAR2(200) 治疗医疗机构名称

aac001 个人编码 not null VARCHAR2(20) 身份识别获取

aac002 身份证号码 not null VARCHAR2(20)

aac003 人员姓名 not null NVARCHAR2(50) 就医患者姓名

aaz263 医师编码 not null VARCHAR2(30)

aae030 开始时间 not null DATE yyyyMMdd

aae031 结束时间 not null DATE yyyyMMdd

aae011 经办人姓名
not null NVARCHAR2(50)

治疗方案信息上传经

办人姓名。

yke872 特药全省病种认定

流水号
null VARCHAR2(20)

省特药异地平台生成

的流水号。第一次

yke873 特药全省治疗方案

流水号
null VARCHAR2(20)

省特药异地平台生成

的流水号。

yke533 治疗方案文件存储

流水号
null VARCHAR2(20)

aae100 有效标志 not null VARCHAR2(1) 码表

yke538 治疗方案类型 not null VARCHAR2(1) 码表

aae013 备注 null VARCHAR2(100) 治疗方案备注

bka002 药品通用项目编码 not null VARCHAR2(50)

aka061 药品通用项目名称 not null VARCHAR2(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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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kc044 剂量 not null NUMBER(4,4) 单次用药量

yke523 一次治疗周期天数

（天）
not null

NUMBER(4)

yka368 治疗周期数 not null NUMBER(4)

yke524 治疗周期（天） not null NUMBER(4)

yke881 剂量单位 not null VARCHAR2(6)

yke882 用药途径 not null VARCHAR2(6) 码表

yke883 频次 not null VARCHAR2(6) 码表

aae013 备注 null VARCHAR2(100) 治疗方案明细备注

§5.4.特药疗效评估(TYJB041)

交易类型 处理交易

交易说明
1、对治疗后的疗效做评估

输入参数

交易编号 TYJB041

交易控制 xml

<?xml version="1.0" encoding="gb2312" standalone="yes"?>

<control>

<yab003>00</yab003> --参数类型：String(4) 固定值 医疗机构所属分中

心

<baa008>参保地统筹区编码</baa008>

<baa010>统筹区编码</baa010>

<yke536>经办机构类型</yke536>

<ydjk_out>1</ydjk_out> --是否异地(0 本地，1 异地)

</control>

交易输入 xml <?xml version="1.0" encoding="gb2312" standalone="yes" ?>

<data>

<aae011>经办人姓名</aae011>

<yke873>特药全省治疗方案流水号</yke873>

<aae100>有效标志</aae100>

<yke521>疗效类别</yke521>

<yke522>疗效评估</yke522>

</data>

输出参数

交易流水号 返回，标识本次交易

交易验证码 返回，在确认流程使用

交易输出 xml NULL

交易标志 大于 0 表示成功

参数详细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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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易输入

代码 名称 约束 类型 说明

version 版本号 not null VARCHAR2(6) 接口的版本号，比如

版本号为 1.1

baa008 参保地统筹区编码 not null VARCHAR2(6)

baa010 统筹区编码 not null VARCHAR2(6) 治疗机构所属统筹区

编码

yke536 经办机构类型 not null VARCHAR2(6) 码表

akb020 机构编码 not null VARCHAR2(20) 治疗医疗机构编码

akb021 机构名称 not null VARCHAR2(200) 治疗医疗机构名称

aae011 经办人姓名
null NVARCHAR2(50)

治疗方案信息上传经

办人姓名。

yke873 特药全省治疗方案

流水号
null VARCHAR2(20)

省特药异地平台生成

的流水号。

aae100 有效标志 not null VARCHAR2(1) 码表

yke521 疗效类别 null VARCHAR2(100) 码表

yke522 疗效 null VARCHAR2(100) 码表

§5.5.特药处方信息上传(TYJB05)

交易类型 处理交易

交易说明

1、处方信息上传到省级特药平台。

2、处方信息全省互认。

3、交易时判断治疗机构是否在省级特药系统中开通，判断治疗医师是否已开通。

4、处方流水号由省级特药平台生成。

5、特药全省处方流水号，传空时，代表新增。 再次传入时，表示修改。

6、特药处方，须先将处方图片文件上传省级特药系统后，省级特药系统返回生成的文

件存储流水号。再将文件存储流水号与其他字段一并通过本接口交易上传省级特药病

种认定数据库。

注意：返回的处方号只能结算一次，要再次结算需要再次上传处方信息。

输入参数

交易编号 TYJB05

交易控制 xml

<?xml version="1.0" encoding="gb2312" standalone="yes"?>

<control>

<yab003>00</yab003> --参数类型：String(4) 固定值 医疗机构所属分中

心

<baa008>参保地统筹区编码</baa008>

<baa010>统筹区编码</baa010>

<yke536>经办机构类型</yke536>

<ydjk_out>1</ydjk_out> --是否异地(0 本地，1 异地)

</contro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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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易输入 xml <?xml version="1.0" encoding="gb2312" standalone="yes" ?>

<data>

<aac001>个人编码</aac001>

<aac002>身份证号码</aac002>

<aac003>人员姓名</aac003>

<aaz263>医师编号</aaz263>

<yke525>处方开具日期</yke525>

<aae013>备注</aae013>

<yke873>特药全省治疗方案流水号</yke873>

<yke884>特药全省处方流水号</yke884>

<yke533>处方文件存储流水号</yke533>

<aae100>有效标志</aae100>

<aae101>是否结算标识</aae101>

<nums>明细条数</nums>

<datarow>

<row>

<aaz231>药品目录 ID（本位码）</aaz231>

<bka003>药品注册名称</bka003>

<bkc044>剂量</bkc044>

<yke881>剂量单位</yke881>

<yke882>用药途径</yke882>

<yke883>频次</yke883>

<yke075>质量（体积）规格</ yke075>

<yke076>规格单位</yke076>

<akc226>最小制剂数量</akc226>

<yke074>最小制剂单位</yke074>

<yke527>处方天数</yke527>

<aae013>备注</aae013>

</row>

</datarow>

</data>

输出参数

交易流水号 返回，标识本次交易

交易验证码 返回，在确认流程使用

交易输出 xml

<?xml version="1.0" encoding="gb2312" standalone="yes" ?>

<output>

<yke884>特药全省处方流水号</yke884>

</output>

交易标志 大于 0 表示成功

参数详细说明

交易输入

代码 名称 约束 类型 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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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ersion 版本号 not null VARCHAR2(6) 接口的版本号，比如

版本号为 1.1

baa008 参保地统筹区编码 not null VARCHAR2(6)

baa010 统筹区编码 not null VARCHAR2(6) 处方出具机构所在统

筹区编码

yke536 经办机构类型 not null VARCHAR2(6) 码表

akb020 机构编码 not null VARCHAR2(20) 治疗医疗机构编码

akb021 机构名称 not null VARCHAR2(200) 治疗的医疗机构名称

aac001 个人编码 not null VARCHAR2(20) 身份识别获取

aac002 身份证号码 not null VARCHAR2(20)

aac003 人员姓名 not null VARCHAR2(50)

aaz263 医师编码 not null VARCHAR2(20) 医师编号

yke525 处方开具日期 not null DATETIME

yke873 特药全省治疗方案

流水号
not null VARCHAR2(20)

省特药异地平台生成

的流水号。

yke884 特药全省处方流水

号
null VARCHAR2(20)

省特药异地平台生成

的流水号。

yke533 处方文件存储流水

号
null VARCHAR2(20)

aae100 有效标志 not null VARCHAR2(1) 码表

aae101 是否结算标志
not null VARCHAR2(1)

0：未结算；1：已结

算

aae013 备注 null VARCHAR2(200) 处方信息备注

aaz231 药品目录 ID（本位

码）
not null

VARCHAR2(50)

bka003 药品注册名称 not null VARCHAR2(200)

bkc044 剂量 not null NUMBER(4,4) 单次用药量

yke881 剂量单位 not null VARCHAR2(6)

yke882 用药途径 not null VARCHAR2(6) 码表

yke883 频次 not null VARCHAR2(6) 码表

yke527 处方天数 not null NUMBER(6)

yke075 质量（体积）规格 not null NUMBER(4,4)

yke076 规格单位 not null VARCHAR2(4)

akc226 最小制剂数量 not null NUMBER(8,4)

yke074 最小制剂单位 not null VARCHAR2(20)

aka074 规格 not null VARCHAR2(20)

nums 明细条数 not null NUMBER(14)

yke523 一次治疗周期天数

（天）
not null

NUMBER(6)

yka368 治疗周期数 not null NUMBER(6)

yke524 治疗周期（天） not null NUMBER(6)

aae013 备注 not null VARCHAR2(100) 处方明细备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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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6.供药机构特药费用结算(11)

交易类型 处理交易

交易说明

1、费用结算信息上传到省级特药平台，省级平台调用参保地费用结算接口结算。

2、交易时判断供药机构是否在省级特药系统中开通。

3、由参保地进行待遇判断、费用结算。如参保地需判断实名制、病种认定、治疗方案

时，需提前通过省平台将相关交易下载。

4、省平台和市州都提供此接口。

输入参数

交易编号 11

交易控制 xml

<?xml version="1.0" encoding="gb2312" standalone="yes"?>

<control>

<yab003>00</yab003> --参数类型：String(4) 固定值 医疗机构所属分中

心

<jylsh>交易流水号</jylsh>

<baa008>参保地统筹区编码</baa008>

<baa010>统筹区编码</baa010>

<yke536>经办机构类型</yke536>

<ydjk_out>1</ydjk_out> --是否异地(0 本地，1 异地)

</control>

交易输入 xml <?xml version="1.0" encoding="gb2312" standalone="yes" ?>

<data>

<aae011>经办人姓名</aae011>

<akc190>医院门诊号(或药店单号)</akc190>

<aac001>个人编号</aac001>

<aac002>身份证号码</aac002>

<aac003>人员姓名</aac003>

<aka130>支付类别</aka130>

<bka013>清算分中心编码</bka013>

<bka015>清算类别</bka015>

<mnjs>是否模拟结算</mnjs>

<bkc142>本次个人账户拟下账金额</bkc142>

<akc264>费用总额</akc264>

<nums>明细条数</nums>

<datarow>

<row>

<yke884>特药全省处方流水号</yke884>

<bke019>记账流水号</bke019>

<aaz231>药品目录 ID（本位码）</aaz231>

<bka003>药品注册名称</bka003>

<bke034>商品名</bke034>

<yke075>质量（体积）规格</yke075>

<yke076>规格单位</yke0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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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kc226>最小制剂数量</akc226>

<yke074>最小制剂单位</yke074>

<akc225>单价</akc225>

<akc264>费用总额</akc264>

<bkc040>明细发生时间</bkc040>

</row>

</datarow>

</data>

输出参数

交易流水号 返回，标识本次交易

交易验证码 返回，在确认流程使用

交易输出 xml

<?xml version="1.0" encoding="gb2312" standalone="yes" ?>

<output>

<aaz217>就诊编码</aaz217>

<aaz216>结算编号</aaz216>

<bka013>清算分中心</bka013>

<aka130>支付类别</aka130>

<bka015>清算类别</bka015>

<aac001>个人编号</aac001>

<aac003>人员姓名</aac003>

<aae140>险种类型</aae140>

<aac066>参保身份</aac066>

<bkc113>特殊人员类别</bkc113>

<akc264>费用总额</akc264>

<akc253>全自费部分</akc253>

<akc228>先自付部分</akc228>

<akc268>超限自付部分</akc268>

<bkc042>进入报销范围部分</bkc042>

<bke002>本次起付线</bke002>

<bke003>本年累积起付线</bke003>

<akb066>个人账户支付金额</akb066>

<akb068>医保统筹支付金额（不包含个人账户支付）</akb068>

<akb067>现金支付</akb067>

<ake039>城镇职工基本保险</ake039>

<ake035>公务员医疗保险</ake035>

<ake029>城镇职工补充保险</ake029>

<ame001>生育保险</ame001>

<ake039_jm>城乡居民基本险</ake039_jm>

<bkc010>城乡居民大病险</bkc010>

<ake039_xnh>新农合</ake039_xnh>

<ake039_qt>其它险种</ake039_qt>

<ykc107>本次结算后的个人帐户余额</ykc107>

<bkc143>本次个人账户最多可支付金额</bkc143>

<bke031>报销情况说明</bke0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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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ae036>医保结算时间</aae036>

<datarow>

<row>

<bke019>记账流水号</bke019>

<aka068>定价上限金额</aka068>

<aka057>自付比例</aka057>

<akc253>全自费部分</akc253>

<akc228>先自付部分</akc228>

<akc268>超限自付部分</akc268>

<bkc042>进入报销范围部分</bkc042>

</row>

</datarow>

<output>

交易标志 大于 0 表示成功

参数详细说明

交易输入

代码 名称 约束 类型 说明

version 版本号 not null VARCHAR2(6) 接口的版本号，比如

版本号为 1.1

jylsh 交易流水号 not null varchar(30) 需要冲正时使用

baa008 参保地统筹区编码 not null VARCHAR2(6)

baa010 统筹区编码 not null VARCHAR2(6) 供药机构统筹区编码

yke536 经办机构类型 not null VARCHAR2(6) 码表

aae011 经办人姓名
not null NVARCHAR2(50)

供药机构的经办人姓

名

akb020 机构编码 not null VARCHAR2(20) 供药机构编码

akb021 机构名称 not null VARCHAR2(200) 供药机构名称

akc190 医院门诊号(或药店

单号)
not null VARCHAR2(20)

aac001 个人编码 not null VARCHAR2(20) 身份认证获取

aac002 身份证号码 not null VARCHAR2(20) 就医人证件编号

aac003 人员姓名 not null NVARCHAR2(50) 就医人员姓名

aka130 支付类别 not null VARCHAR2(6) 码表

bka013 清算分中心编码

not null VARCHAR2(20)

（医疗机构向市或者

区（县）月结医疗费

用）

bka015 清算类别 not null VARCHAR2(6) 码表

mnjs 是否模拟结算
not null VARCHAR2(6)

0：为模拟结算；1为

正式结算。

akc264 费用总额 not null NUMBER(14,2)

nums 明细条数 not null NUMBER(14)

bkc142 本次个人账户拟下 not null NUMBER(1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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账金额

yke884 特药全省处方流水

号

not null VARCHAR2(20) 省特药系统生成流水

号

bke019 记账流水号 not null VARCHAR2(20)

aaz231 药品目录 ID（本位

码）
not null

VARCHAR2(50)

bka003 药品注册名称 not null VARCHAR2(200)

bke034 商品名 null VARCHAR2(200)

bkc044 用量 not null NUMBER(4) 费用明细中药品用量

aka074 规格 not null VARCHAR2(20)

yke075 质量（体积）规格 not null NUMBER(4,4)

yke076 规格单位 not null VARCHAR2(4)

akc226 最小制剂数量 not null NUMBER(8,4)

yke074 最小制剂单位 not null VARCHAR2(20)

akc225 单价 not null NUMBER(16,4)

akc264 费用总额 not null NUMBER(16,4)

bkc040 明细发生时间 not null DATETIME

交易输出

结算信息说明

代码 名称 约束 类型 说明

aaz217 就诊编码 not null VARCHAR2(20)

aaz216 结算编码 not null VARCHAR2(20)

aka130 支付类别 not null VARCHAR2(6) 码表

bka015 清算类别 not null VARCHAR2(6) 码表

bka013 清算分中心 not null VARCHAR2(6) 供药机构所在统筹区

aac001 个人编码 not null VARCHAR2(6)

aac003 人员姓名 not null NVARCHAR2(50)

aae140 险种类型 not null VARCHAR2(6) 码表

aac066 参保身份 not null VARCHAR2(6) 码表

bkc113 特殊人员类别 not null VARCHAR2(6) 码表

akc264 费用总额 not null NUMBER(14,2)

akc253 全自费部分 not null NUMBER(14,2)

akc228 先自付部分 not null NUMBER(14,2)

akc268 超限自付部分 not null NUMBER(14,2)

bkc042 进入报销范围部分 not null NUMBER(14,2)

akb066 个人账户支付金额 not null NUMBER(14,2)

akb067 现金支付 not null NUMBER(14,2)

ake039 城镇职工基本保险 not null NUMBER(14,2)

ake035 公务员医疗保险 not null NUMBER(14,2)

ake029 城镇职工补充保险 not null NUMBER(14,2)

ame001 生育保险 not null NUMBER(14,2)

ake039_jm 城乡居民基本险 not null NUMBER(14,2)

bkc010 城乡居民大病险 not null NUMBER(1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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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ke039_xnh 新农合 not null NUMBER(14,2)

ake039_qt 其它险种 not null NUMBER(14,2)

akb068 医保统筹支付金额 not null NUMBER(14,2) 不含个人账户

bke002 本次起付线 not null NUMBER(14,2)

bke003 本年累积起付线 not null NUMBER(14,2)

aae240 本次结算后的个人

帐户余额

not null NUMBER(14,2)

bkc143 本次个人账户最多

可支付金额

not null NUMBER(14,2)

bke031 报销情况说明 null VARCHAR2(100)

aae036 医保结算时间 not null DATE

分割信息说明

代码 名称 约束 类型 说明

bke019 记账流水号 NOT NULL VARCHAR(20)

aka068 定价上限金额 NOT NULL NUMBER(14,2)

aka057 自付比例 NOT NULL NUMBER(6,4)

akc253 全自费部分 NOT NULL NUMBER(14,4)

akc228 先自付部分 NOT NULL NUMBER(14,4)

akc268 超限自付部分 NOT NULL NUMBER(14,4)

bkc042 进入报销范围部分 NOT NULL VARCHAR(4)

§5.7.供药机构特药费用结算回退(12)

交易类型 处理交易

交易说明

1、费用结算信息回退上传到省级特药平台，省级平台调用参保地费用结算回退接口处

理。

2、先由参保地进行费用结算回退，再由省级特药平台进行回退。

3、省平台和市州都提供此接口

输入参数

交易编号 12

交易控制 xml

<?xml version="1.0" encoding="gb2312" standalone="yes"?>

<control>

<yab003>00</yab003> --参数类型：String(4) 固定值 医疗机构所属分中

心

<jylsh>交易流水号</jylsh>

<baa008>参保地统筹区编码</baa008>

<baa010>统筹区编码</baa010>

<yke536>经办机构类型</yke536>

<ydjk_out>1</ydjk_out> --是否异地(0 本地，1 异地)

</control>

交易输入 xml <?xml version="1.0" encoding="gb2312" standalone="yes" ?>

<dat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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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az217>就诊编码</aaz217>

<aaz216>人员医疗结算事件 id(就诊结算 id)</aaz216>

<aac001>个人编码</aac001>

<bkc131>经办人姓名</bkc131>

<akc264>费用总额</akc264>

<akb068>医保统筹支付金额</akb068>

<akb066>个人账户支付金额</akb066>

</data>

输出参数

交易流水号 返回，标识本次交易

交易验证码 返回，在确认流程使用

交易输出 xml

<?xml version="1.0" encoding="gb2312" standalone="yes" ?>

<output>

<aae036>回退经办时间</aae036>

<output>

交易标志 大于 0 表示成功

参数详细说明

交易输入

代码 名称 约束 类型 说明

version 版本号 not null VARCHAR2(6) 接口的版本号，比如

版本号为 1.1

jylsh 交易流水号 not null VARCHAR2(30) 用于冲正时使用

baa008 参保地统筹区编码 not null VARCHAR2(6)

baa010 统筹区编码 not null VARCHAR2(6)

yke536 经办机构类型 not null VARCHAR2(6) 码表

akb020 机构编码 not null VARCHAR2(20) 供药机构编码

akb021 机构名称 not null VARCHAR2(200)

aac001 个人编码 not null VARCHAR2(20)

aaz217 就诊编码 not null VARCHAR2(20)

aaz216 人员医疗结算事件

id(就诊结算id)
not null VARCHAR2(20)

akc264 费用总额 not null NUMBER(14,2)

akb068 医保统筹支付金额

not null NUMBER(14,2)

医保统筹支付金额合

计（不包含个人账户

支付金额）

akb066 个人账户支付金额 not null NUMBER(14,2)

bkc131 经办人姓名 not null NVARCHAR2(50)

交易输出

代码 名称 约束 类型 说明

aae036 回退经办时间 not null DATETI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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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8.特药医师服务类型维护(TYJB11)

交易类型 处理交易

交易说明

1、医师服务类型维护信息上传到省级特药平台。

2、市州只能维护自己的数据。

3、省级管理员可以维护全省数据。

输入参数

交易编号 TYJB011

交易控制 xml

<?xml version="1.0" encoding="gb2312" standalone="yes"?>

<control>

<yab003>00</yab003> --参数类型：String(4) 固定值 医疗机构所属分中

心

<baa008>参保地统筹区编码</baa008>

<baa010>统筹区编码</baa010>

<yke536>经办机构类型</yke536>

<ydjk_out>1</ydjk_out> --是否异地(0 本地，1 异地)

</control>

交易输入 xml <?xml version="1.0" encoding="gb2312" standalone="yes" ?>

<data>

<aaz263>医师编码</aaz263>

<aae011>经办人姓名</aae011>

<yke515>医师服务类型</yke515>

<ake077>变更时间</ake077>

<aae100>有效标志</aae100>

</data>

输出参数

交易流水号 返回，标识本次交易

交易验证码 返回，在确认流程使用

交易输出 xml NULL

交易标志 大于 0 表示成功

参数详细说明

交易输入

代码 名称 约束 类型 说明

version 版本号 not null VARCHAR2(6) 接口的版本号

baa008 统筹区编码 not null VARCHAR2(6) 机构所属统筹区编码

yke536 经办机构类型 not null VARCHAR2(6) 码表

akb020 机构编码 not null VARCHAR2(20) 医疗机构编码

akb021 机构名称 not null VARCHAR2(200) 医疗机构名称

aaz263 医师编码 not null VARCHAR2(20)

aae011 经办人姓名 not null NVARCHAR2(50) 机构维护经办人姓名

yke515 医师服务类型 not null VARCHAR2(6) 码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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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ke077 变更时间 not null DATE yyyy-MM-dd

aae100 有效标志 not null VARCHAR2(1) 码表

§5.9.特药实名认定信息查询(TYCX01)

交易类型 处理交易

交易说明
1、该交易提供给所有市州查询。

2、该交易支持病种认定批量查询，单次可查询最大 50 条数据。

输入参数

交易编号 TYCX01

交易控制 xml

<?xml version="1.0" encoding="gb2312" standalone="yes"?>

<control>

<yab003>00</yab003> --参数类型：String(4) 固定值 医疗机构所属分中

心

<baa008>参保地统筹区编码</baa008>

<ydjk_out>1</ydjk_out> --是否异地(0 本地，1 异地)

</control>

交易输入 xml <?xml version="1.0" encoding="gb2312" standalone="yes" ?>

<data>

<aaa229>数据版本号</aaa229>

<aac002>身份证号码</aac002>

<pdbtcq>是否本统筹区参保人</pdbtcq> --填 1 为本统筹区人员，-或者不填

为绵阳以外参保人员

</data>

输出参数

交易流水号 返回，标识本次交易

交易验证码 返回，在确认流程使用

交易输出 xml

<?xml version="1.0" encoding="gb2312" standalone="yes" ?>

<output>

<datarow>

<row>

<baa008>参保地统筹区编码</baa008>

<baa010>就医地统筹区编码</baa010>

<aae011>经办人姓名</aae011>

<akb020>认定机构编码</akb020>

<yke514>经办机构名称</yke514>

<aac002>身份证号码</aac002>

<aac003>人员姓名</aac003>

<aac004>性别</aac004>

<aac006>出生日期</aac006>

<aac010>户籍信息</aac010>

<yke869>身高(CM)</yke8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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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ke870>体重(KG)</yke870>

<aae005>联系电话</aae005>

<yke757>联系地址</yke757>

<yke533>文件存储流水号</yke533>

<yke537>文件明细流水号</yke537>

<aac001>个人编码</aac001>

<aae013>备注</aae013>

<aae036>经办时间</aae036>

<aaa229>数据最大版本号</aaa229>

</row>

</datarow>

<output>

交易标志 大于 0 表示成功

参数详细说明

交易输入

代码 名称 约束 类型 说明

version 版本号 not null VARCHAR2(6) 接口的版本号，比如

版本号为 1.1

baa008 统筹区编码 not null VARCHAR2(6)

aaa229 数据版本号

not null NUMBER(20)

第一次查询时，数据

版本号为 0，第一次查

询时，数据版本号为

上一次查询返参最大

数据版本号。

aac002 身份证号码

null VARCHAR2(20)

当 aac002 都为空时，

实现全统筹区实名制

认定查询。

交易输出

代码 名称 约束 类型 说明

returnid 返回编号 not null VARCHAR2(6)

returnmsg 错误信息文本 null VARCHAR2(1000)

baa008 参保地分中心编码 not null VARCHAR2(6)

baa010 就医地统筹区编码 not null VARCHAR2(6)

aae011 经办人姓名 not null NVARCHAR2(50) 实名认定经办人姓名

akb020 经办机构编码 not null VARCHAR2(20)

yke514 经办机构名称 not null VARCHAR2(200)

aac002 身份证号码 not null VARCHAR2(50)

aac003 人员姓名 not null VARCHAR2(50)

aac004 性别 not null VARCHAR2(6) 码表

aac006 出生日期 not null DATE yyyyMMdd

aac010 户籍信息 null VARCHAR2(200)

yke869 身高(CM) null NUMBER(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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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ke870 体重(KG) null NUMBER(5,2)

aae005 联系电话 null VARCHAR2(20)

yke757 联系地址 null VARCHAR2(200)

yke533 文件存储流水号 not null VARCHAR2(20)

aac001 个人编码 null VARCHAR2(20)

aae013 备注 null VARCHAR2(200)

aae036 经办时间 not null DATETIME 最后一次修改日期,

aaa229 数据版本号 not null NUMBER(20)

§5.10. 特药病种认定信息查询(TYCX02)

交易类型 处理交易

交易说明
1、该交易提供给所有市州查询。

2、该交易支持病种认定批量查询，单次可查询最大 50 条数据。

输入参数

交易编号 TYCX02

交易控制 xml

<?xml version="1.0" encoding="gb2312" standalone="yes"?>

<control>

<yab003>00</yab003> --参数类型：String(4) 固定值 医疗机构所属分中

心

<baa008>参保地统筹区编码</baa008>

<ydjk_out>1</ydjk_out> --是否异地(0 本地，1 异地)

</control>

交易输入 xml <?xml version="1.0" encoding="gb2312" standalone="yes" ?>

<data>

<aaa229>数据版本号</aaa229>

<akb020>机构编码</akb020>

<aac001>个人编码</aac001>

<aac002>身份证号码</aac002>

<yke872>特药全省病种认定流水号</yke872>

<pdbtcq>是否本统筹区参保人</pdbtcq> --填 1 为本统筹区人员，-或者不填

为绵阳以外参保人员

</data>

输出参数

交易流水号 返回，标识本次交易

交易验证码 返回，在确认流程使用

交易输出 xml

<?xml version="1.0" encoding="gb2312" standalone="yes" ?>

<output>

<datarow>

<row>

<baa008>参保地统筹区编码</baa008>

<baa010>就医地统筹区编码</baa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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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kb020>机构编码</akb020>

<akb021>机构名称</akb021>

<aac002>身份证号码</aac002>

<aac003>姓名</aac003>

<aac001>个人编码</aac001>

<yke871>医师姓名</yke871>

<aaz263>医师编码</aaz263>

<aae030>开始时间</aae030>

<aae031>结束日期</aae031>

<aka120>病种编码</aka120>

<aka121>病种名称</aka121>

<aae011>经办人姓名</aae011>

<yke872>特药全省病种认定流水号</yke872>

<yke533>认定文件存储流水号</yke533>

<yke537>文件明细流水号</yke537>

<aae036>经办时间</aae036>

<yke501>终止原因</yke501>

<aaa229>数据版本号</aaa229>

</row>

</datarow>

<output>

交易标志 大于 0 表示成功

参数详细说明

交易输入

代码 名称 约束 类型 说明

version 版本号 not null VARCHAR2(6) 接口的版本号，比如

版本号为 1.1

aaa229 数据版本号 not null NUMBER(20) 第一次查询时，数据

版本号为 0，第一次查

询时，数据版本号为

上一次查询返参最大

数据版本号。

baa008 统筹区编码 not null VARCHAR2(6)

akb020 机构编码 null VARCHAR2(20) 当 akb020、aac002、

aac001、yke872 字段

都为空时，实现全统

筹区病种认定查询。

aac001 个人编码 null VARCHAR2(20)

aac002 身份证号码 null VARCHAR2(20)

yke872 特药全省病种认定

流水号
null VARCHAR2(20)

交易输出

代码 名称 约束 类型 说明

returnid 返回编号 not null VARCHAR2(6)

returnmsg 错误信息文本 null VARCHAR2(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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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aa008 参保地统筹区编码 not null VARCHAR2(6)

baa010 就医地统筹区编码 not null VARCHAR2(6) 认定机构所属统筹区

编码

akb020 机构编码 not null VARCHAR2(20) 认定机构编码

akb021 机构名称 not null VARCHAR2(200) 认定机构名称

aac002 身份证号码 not null VARCHAR2(20) 就医人证件编号

aac001 个人编码 not null VARCHAR2(20) 身份识别获取

aac003 人员姓名 not null NVARCHAR2(50) 就医人姓名

aaz263 医师编码 not null VARCHAR2(20) 认定医师编号

yke871 医师姓名 not null NVARCHAR2(50)

aka120 病种编码 not null VARCHAR2(20) 认定病种编码

aka121 病种名称 not null VARCHAR2(100) 认定病种名称

aae030 开始时间 not null DATE yyyyMMdd

aae031 结束时间 not null DATE yyyyMMdd

yke501 终止原因 null VARCHAR2(200)

yke872 特药全省病种认定

流水号

null VARCHAR2(20) 省特药异地平台生成

的流水号。

yke533 认定文件存储流水

号
null VARCHAR2(20)

aae011 经办人姓名 not null NVARCHAR2(50) （姓名|系统人员 ID）

aae036 经办时间 not null DATETIME 最后一次修改日期

aaa229 数据版本号 not null NUMBER(20) 数据版本号

§5.11. 特药治疗方案信息查询(TYCX03)

交易类型 处理交易

交易说明
1、该交易提供给所有市州查询。

2、该交易支持病种认定批量查询，单次可查询最大 50 条数据。

输入参数

交易编号 TYCX03

交易控制 xml

<?xml version="1.0" encoding="gb2312" standalone="yes"?>

<control>

<yab003>00</yab003> --参数类型：String(4) 固定值 医疗机构所属分中

心

<baa008>参保地统筹区编码</baa008>

<ydjk_out>1</ydjk_out> --是否异地(0 本地，1 异地)

</control>

交易输入 xml <?xml version="1.0" encoding="gb2312" standalone="yes" ?>

<data>

<aaa229>数据版本号</aaa229>

<akb020>机构编码</akb020>

<aac002>身份证号码</aac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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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ac001>个人编码</aac001>

<yke873>全省治疗方案流水号</ yke873>

<pdbtcq>是否本统筹区参保人</pdbtcq> --填 1 为本统筹区人员，-或者不填

为绵阳以外参保人员

</data>

输出参数

交易流水号 返回，标识本次交易

交易验证码 返回，在确认流程使用

交易输出 xml

<?xml version="1.0" encoding="gb2312" standalone="yes" ?>

<output>

<datarow>

<row>

<baa008>参保地统筹区编码</baa008>

<baa010>统筹区编码</baa010>

<akb020>机构编码</akb020>

<akb021>机构名称</akb021>

<aac002>身份证号码</aac002>

<aac003>人员姓名</aac003>

<aac001>个人编码</aac001>

<yke871>医师姓名</yke871>

<aaz263>治疗医师编码</aaz263>

<aae030>开始时间</aae030>

<aae031>结束日期</aae031>

<aae011>经办人姓名</aae011>

<yke872>特药全省病种认定流水号</yke872>

<yke873>特药全省治疗方案流水号</yke873>

<yke533>治疗方案文件存储流水号</yke533>

<yke537>文件明细流水号</yke537>

<yke538>治疗方案类型</yke538>

<aae013>备注</aae013>

<yke521>疗效类别</yke521>

<yke522>疗效</yke522>

<aae036>经办时间</aae036>

<aaa229>数据版本号</aaa229>

<datarow>

<row>

<bka002>药品通用项目编码</bka002>

<aka061>药品通用项目名称</aka061>

<bkc044>剂量</bkc044>

<yke523>一次治疗周期天数（天）</yke523>

<yka368>治疗周期数</yka368>

<yke524>治疗周期（天）</yke524>

<yke881>剂量单位</yke881>

<yke882>用药途径</yke8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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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ke883>频次</yke883>

<aae013>备注</aae013>

</row>

</datarow>

</row>

</datarow>

<output>

交易标志 大于 0 表示成功

参数详细说明

交易输入

代码 名称 约束 类型 说明

version 版本号 not null VARCHAR2(6) 接口的版本号，比如

版本号为 1.1

aaa229 数据版本号 not null NUMBER(20) 第一次查询时，数据

版本号为 0，第一次查

询时，数据版本号为

上一次查询返参最大

数据版本号。

baa008 统筹区编码 not null VARCHAR2(6)

akb020 治疗机构编码 null VARCHAR2(20) 当 akb020、aac002、

aac001、yke873 字段

都为空时，实现全统

筹区治疗方案查询。

aac002 身份证号码 null VARCHAR2(20)

aac001 个人编码 null VARCHAR2(20)

yke873 全省治疗方案流水

号
null VARCHAR2(20)

交易输出

代码 名称 约束 类型 说明

returnid 返回编号 not null VARCHAR2(6)

returnmsg 错误信息文本 null VARCHAR2(1000)

baa008 参保地统筹区编码 not null VARCHAR2(6)

baa010 统筹区编码 not null VARCHAR2(6)

akb020 机构编码 not null VARCHAR2(20) 治疗医疗机构编码

akb021 机构名称 not null VARCHAR2(200) 治疗医疗机构名称

aac001 个人编码 not null VARCHAR2(20) 身份识别获取

aac002 身份证号码 not null VARCHAR2(20)

aac003 人员姓名 not null NVARCHAR2(50) 就医患者姓名

yke871 医师姓名 not null NVARCHAR2(50)

aaz263 医师编码 not null VARCHAR2(20)

aae030 开始时间 not null DATE yyyyMMdd

aae031 结束时间 not null DATE yyyyMMdd

aae011 经办人姓名
not null NVARCHAR2(50)

治疗方案信息上传经

办人姓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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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ae036 经办时间 not null DATETIME 最后一次修改日期

yke872 特药全省病种认定

流水号
not null VARCHAR2(20)

省特药异地平台生成

的流水号。

yke873 特药全省治疗方案

流水号
not null VARCHAR2(20)

省特药异地平台生成

的流水号。

yke533 治疗方案文件存储

流水号
null VARCHAR2(20)

yke538 治疗方案类型 not null VARCHAR2(1) 码表

aae013 备注 null VARCHAR2(100) 治疗方案备注

yke521 疗效类别 null VARCHAR2(100) 码表

yke522 疗效 null VARCHAR2(100) 码表

bka002 药品通用项目编码 not null VARCHAR2(50)

aka061 药品通用项目名称 not null VARCHAR2(200)

bkc044 剂量 not null NUMBER(4,4)

yke523 一次治疗周期天数

（天）
not null

NUMBER(4)

yka368 治疗周期数 not null NUMBER(4)

yke524 治疗周期（天） not null NUMBER(4)

yke881 剂量单位 not null VARCHAR2(6)
yke882 用药途径 not null VARCHAR2(6) 码表

yke883 频次 not null VARCHAR2(6) 码表

aae013 备注 null VARCHAR2(100) 治疗方案明细备注

aaa229 数据版本号 not null NUMBER(20)

§5.12. 特药处方信息查询(TYCX04)

交易类型 处理交易

交易说明
1、该交易提供给所有市州查询。

2、该交易支持病种认定批量查询，单次可查询最大 50 条数据。

输入参数

交易编号 TYCX04

交易控制 xml

<?xml version="1.0" encoding="gb2312" standalone="yes"?>

<control>

<yab003>00</yab003> --参数类型：String(4) 固定值 医疗机构所属分中

心

<baa008>参保地统筹区编码</baa008>

<ydjk_out>1</ydjk_out> --是否异地(0 本地，1 异地)

</control>

交易输入 xml <?xml version="1.0" encoding="gb2312" standalone="yes" ?>

<data>

<aaa229>数据版本号</aaa229>

<akb020>机构编码</akb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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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ac001>个人编码</aac001>

<aac002>身份证号码</aac002>

<yke884>特药全省处方流水号</yke884>

<pdbtcq>是否本统筹区参保人</pdbtcq> --填 1 为本统筹区人员，-或者不填

为绵阳以外参保人员

</data>

输出参数

交易流水号 返回，标识本次交易

交易验证码 返回，在确认流程使用

交易输出 xml

<?xml version="1.0" encoding="gb2312" standalone="yes" ?>

<output>

<datarow>

<row>

<baa008>参保地统筹区编码</baa008>

<baa010>就医地统筹区编码</baa010>

<akb020>机构编码</akb020>

<akb021>机构名称</akb021>

<aac002>身份证号码</aac002>

<aac003>姓名</aac003>

<aac001>个人编码</aac001>

<yke871>医师姓名</yke871>

<aaz263>医师编号</aaz263>

<yke525>处方开具日期</yke525>

<aae013>备注</aae013>

<yke872>特药全省病种认定流水号</yke872>

<yke873>特药全省治疗方案流水号</yke873>

<yke884>特药全省处方流水号</yke884>

<yke533>处方文件存储流水号</yke533>

<yke537>文件明细流水号</yke537>

<aae036>最近变更日期</aae036>

<aaa229>数据版本号<aaa229>

<rows>

<row>

<aaz231>药品目录 ID（本位码）</aaz231>

<bka003>药品注册名称</bka003>

<bkc044>剂量</bkc044>

<yke881>剂量单位</yke881>

<yke882>用药途径</yke882>

<yke883>频次</yke883>

<akc226>最小制剂数量</akc226>

<yke074>最小制剂单位</yke074>

<yke075>质量（体积）规格</yke075>

<yke076>规格单位</yke076>

<yke527>处方天数</yke5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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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ae013>备注</aae013>

</row>

</rows>

</row>

</datarow>

<output>

交易标志 大于 0 表示成功

参数详细说明

交易输入

代码 名称 约束 类型 说明

version 版本号 not null VARCHAR2(6) 接口的版本号，比如

版本号为 1.1

baa008 统筹区编码 not null VARCHAR2(6)

aaa229 数据版本号

not null number(20)

第一次查询时，数据

版本号为 0，下一次查

询时，数据版本号为

上一次查询返参最大

数据版本号。

akb020 治疗机构编码 null VARCHAR2(20) 当 akb020、aac002、

aac001、yke873 字段

都为空时，实现全统

筹区处方查询。

aac001 个人编码 null VARCHAR2(20)

aac002 身份证号码 null VARCHAR2(20)

yke884 特药全省处方流水

号
null VARCHAR2(20)

交易输出

代码 名称 约束 类型 说明

returnid 返回编号 not null VARCHAR2(6)

returnmsg 错误信息文本 null VARCHAR2(1000)

baa008 参保地统筹区编码 not null VARCHAR2(6)

baa010 就医地统筹区编码 not null VARCHAR2(6)

akb020 机构编码 not null VARCHAR2(20) 治疗医疗机构编码

akb021 机构名称 not null VARCHAR2(200) 治疗的医疗机构名称

aac001 个人编码 not null VARCHAR2(20) 身份识别获取

aac002 身份证号码 not null VARCHAR2(20)

aac003 人员姓名 not null NVARCHAR2(50)

aaz263 医师编号 not null VARCHAR2(50)

yke871 医师姓名 not null NVARCHAR2(50)

yke525 处方开具日期 not null DATEINME

aae013 备注 null VARCHAR2(200) 处方信息备注

yke872 特药全省病种认定

流水号

not null VARCHAR2(20) 省特药异地平台生成

的流水号。

yke873 特药全省治疗方案 not null VARCHAR2(20) 省特药异地平台生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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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水号 的流水号。

yke884 特药全省处方流水

号

not null VARCHAR2(20) 省特药异地平台生成

的流水号。

yke533 处方文件存储流水

号
null VARCHAR2(20)

aaz231 药品目录 ID（本位

码）
not null

VARCHAR2(50)

bka003 药品注册名称 not null VARCHAR2(200)

bkc044 剂量 not null NUMBER(4,4)

yke881 剂量单位 not null VARCHAR2(6)

yke882 用药途径 not null VARCHAR2(6) 码表

yke883 频次 not null VARCHAR2(6) 码表

yke527 处方天数 not null NUMBER(6)

akc226 最小制剂数量 not null NUMBER(8,4)

yke074 最小制剂单位 not null VARCHAR2(20)

yke075 质量（体积）规格 not null NUMBER(4,4)

yke076 规格单位 not null VARCHAR2(4)

aae013 备注 not null VARCHAR2(100) 处方明细备注

aaa229 数据版本号 not null NUMBER(20)

§5.13. 特药医师信息查询(TYCX05)

交易类型 处理交易

交易说明
1、该交易提供给所有市州查询。

输入参数

交易编号 TYCX05

交易控制 xml

<?xml version="1.0" encoding="gb2312" standalone="yes"?>

<control>

<yab003>00</yab003> --参数类型：String(4) 固定值 医疗机构所属分中

心

<baa008>参保地统筹区编码</baa008>

<ydjk_out>1</ydjk_out> --是否异地(0 本地，1 异地)

</control>

交易输入 xml <?xml version="1.0" encoding="gb2312" standalone="yes" ?>

<data>

<aaa229>数据版本号</aaa229>

<akb020>机构编码</akb020>

<akb021>机构名称</akb021>

< aaz263>医师编号</aaz263>

<aac002>医师身份证号码</aac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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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ac003>医师姓名</aac003>

</data>

输出参数

交易流水号 返回，标识本次交易

交易验证码 返回，在确认流程使用

交易输出 xml

<?xml version="1.0" encoding="gb2312" standalone="yes" ?>

<output>

<datarow>

<row>

<baa008>统筹区编码</baa008>

<aaz263>医师编码</aaz263>

<akb020>机构编码</akb020>

<akb021>机构名称</akb021>

<aac002>医师身份证号码</aac002>

<aac003>医师姓名</aac003>

<aac004>医师性别</aac004>

<yke507>医师科室</yke507>

<yke508>资格证书编号</yke508>

<aae005>联系电话</aae005>

<yke514>执业医疗机构名称</yke514>

<ykf012>执业类别</ykf012>

<ykf017>执业范围</ykf017>

<ykf011>专业技术职称等级</ ykf011>

<aaf009>专业技术职务</aaf009>

<yke533>执业医师证书电子文档存储流水号</yke533>

<aae011>经办人姓名</aae011>

<aaa229>数据版本号</aaa229>

<datarow>

<row>

<yke515>医师服务类型</yke515>

<aae030>开始时间</aae030>

< aae031>结束时间</aae031>

</row>

</datarow>

</row>

</datarow>

<output>

交易标志 大于 0 表示成功

参数详细说明

交易输入

代码 名称 约束 类型 说明

version 版本号 not null VARCHAR2(6) 接口的版本号，比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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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本号为 1.1

aaa229 数据版本号 not null NUMBER(20)

baa008 统筹区编码 null VARCHAR2(6) 医师所属统筹区

akb020 机构编码 not null VARCHAR2(30)

akb021 机构名称 null VARCHAR2(200)

aaz263 医师编码 null VARCHAR2(20)

aac002 医师身份证号码 null VARCHAR2(50)

aac003 医师姓名 null NVARCHAR2(50)

交易输出

代码 名称 约束 类型 说明

returnid 返回编号 not null VARCHAR2(6)

returnmsg 错误信息文本 null VARCHAR2(1000)

baa008 统筹区编码 not null VARCHAR2(6) 医师所属统筹区编码

akb020 机构编码 not null VARCHAR2(30)

akb021 机构名称 not null VARCHAR2(200)

aaz263 医师编码 not null VARCHAR2(20)

aac002 医师身份证号码 null VARCHAR2(50)

aac003 医师姓名 not null NVARCHAR2(50)

aac004 医师性别 not null VARCHAR2(6) 码表

yke507 医师科室 null VARCHAR2(100) 码表

yke508 资格证书编号 null VARCHAR2(100)

aae005 医师联系电话 null VARCHAR2(50)

ykf012 执业类别 null VARCHAR2(6) 码表

ykf017 执业范围 null VARCHAR2(4) 码表

ykf011 专业技术职称等级 null VARCHAR2(6) 码表

aaf009 专业技术职务 null VARCHAR2(6) 码表

yke533 执业医师证书电子

文档存储流水号
null VARCHAR2(20)

aae011 经办人姓名 null NVARCHAR2(50)

aaa229 数据版本号 not null NUMBER(20)

yke515 医师服务类型 null varchar2(6)

aae030 开始时间 null DATE yyyy-MM-dd

aae031 结束时间 null DATE yyyy-MM-dd

§5.14. 特药病种库信息查询(TYCX06)

交易类型 处理交易

交易说明
1、在省级特药系统病种库中查询所有病种信息。

2、该交易提供给所有市州查询。

输入参数

交易编号 TYCX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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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易控制 xml

<?xml version="1.0" encoding="gb2312" standalone="yes"?>

<control>

<yab003>00</yab003> --参数类型：String(4) 固定值 医疗机构所属分中

心

<baa008>参保地统筹区编码</baa008>

<ydjk_out>1</ydjk_out> --是否异地(0 本地，1 异地)

</control>

交易输入 xml <?xml version="1.0" encoding="gb2312" standalone="yes" ?>

<data>

<aaa229>数据版本号</aaa229>

<baa008>参保地统筹区编码</baa008>

</data>

输出参数

交易流水号 返回，标识本次交易

交易验证码 返回，在确认流程使用

交易输出 xml

<?xml version="1.0" encoding="gb2312" standalone="yes" ?>

<output>

<datarow>

<row>

<baa008>参保地统筹区编码</baa008>

<aka120>病种编码</aka120>

<aka121>病种名称</aka121>

<aae030>开始时间</aae030>

<aae031>结束时间</aae031>

<yke528>病种内涵</yke528>

<aaa229>数据版本号</aaa229>

</row>

</datarow>

<output>

交易标志 大于 0 表示成功

参数详细说明

交易输入

代码 名称 约束 类型 说明

version 版本号 not null VARCHAR2(6) 接口的版本号，比如

版本号为 1.1

baa008 统筹区编码 not null VARCHAR2(6)

aaa229 数版本号 not null NUMBER(20)

baa008 参保地统筹区编码 not null VARCHAR2(6)

交易输出

代码 名称 约束 类型 说明

returnid 返回编号 not null VARCHAR2(6)

returnmsg 错误信息文本 null VARCHAR2(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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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aa008 参保地统筹区编码 not null VARCHAR2(6)

aka120 病种编码 not null VARCHAR2(50)

aka121 病种名称 not null VARCHAR2(100)

aae030 开始时间 not null DATE yyyyMMdd

aae031 结束时间 null DATE yyyyMMdd

yke528 病种内涵 null VARCHAR2(500)

aaa229 数版本号 not null NUMBER(20)

§5.15. 统筹区特殊药品信息查询(TYCX08)

交易类型 处理交易

交易说明
1、在省级特药系统特殊药品库中查询所有特殊药品信息。

2、该交易提供给所有市州查询。

输入参数

交易编号 TYCX08

交易控制 xml

<?xml version="1.0" encoding="gb2312" standalone="yes"?>

<control>

<yab003>00</yab003> --参数类型：String(4) 固定值 医疗机构所属分中

心

<baa008>参保地统筹区编码</baa008>

<ydjk_out>1</ydjk_out> --是否异地(0 本地，1 异地)

</control>

交易输入 xml <?xml version="1.0" encoding="gb2312" standalone="yes" ?>

<data>

<aaa229>数据版本号</aaa229>

<baa008>参保地统筹区编码</baa008>

</data>

输出参数

交易流水号 返回，标识本次交易

交易验证码 返回，在确认流程使用

交易输出 xml

<?xml version="1.0" encoding="gb2312" standalone="yes" ?>

<output>

<datarow>

<row>

<baa008>参保地统筹区编码</baa008>

<aaz231>药品目录 ID（本位码）</aaz231>

<bka003>药品注册名称</bka003>

<aae030>开始时间</aae030>

<aae031>结束时间</aae031>

<aka065>收费项目等级</aka065>

<bke034>商品名</bke034>

<aka061>通用项目名称</aka0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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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ka062>英文名称</aka062>

<bka002>药品通用项目编码</bka002>

<aka074>规格</aka074>

<yke074>最小制剂单位</yke074>

<yke075>质量（体积）规格</yke075>

<yke076>规格单位</yke076>

<aka070>剂型</aka070>

<ykf062>包装单位</ykf062>

<ykf061>包装数量</ykf061>

<aab055>准字号</aab055>

<yke529>药品分类</yke529>

<aka163>支付限额</aka163>

<aka162>挂网限价</aka162>

<aaa229>数据版本号</aaa229>

</row>

</datarow>

<output>

交易标志 大于 0 表示成功

参数详细说明

交易输入

代码 名称 约束 类型 说明

version 版本号 not null VARCHAR2(6) 接口的版本号，比如

版本号为 1.1

baa008 统筹区编码 not null VARCHAR2(6)

aaa229 数据版本号 not null NUMBER(20)

baa008 参保地统筹区编码 not null VARCHAR2(6)

交易输出

代码 名称 约束 类型 说明

returnid 返回编号 not null VARCHAR2(6)

returnmsg 错误信息文本 null VARCHAR2(1000)

baa008 参保地统筹区编码 not null VARCHAR2(6)

aaz231 药品目录 ID（本位

码）
not null VARCHAR2(20)

bka003 药品注册名称 not null VARCHAR2(20) 全省统一名称

aae030 开始时间 not null DATE

aae031 结束时间 not null DATE

aka020 拼音助记码 not null VARCHAR2(20)

aka021 五笔助记码 not null VARCHAR2(20)

aka065 收费项目等级 not null VARCHAR2(6) 码表

bke034 商品名 not null VARCHAR2(100)

aka061 药品通用项目名称 not null VARCHAR2(100)

aka062 英文名称 not null VARCHAR2(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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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ka002 药品通用项目编码 not null VARCHAR2(20)

aka074 规格 not null VARCHAR2(100)

yke074 最小制剂单位 not null VARCHAR2(20)

yke075 质量（体积）规格 not null NUMBER(4,4)

yke076 规格单位 not null VARCHAR2(4)

aka070 剂型 not null VARCHAR2(100)

ykf062 包装单位 null VARCHAR2(100)

ykf061 包装数量 null VARCHAR2(100)

aab055 准字号 not null VARCHAR2(100)

yke529 药品分类 not null VARCHAR2(6) 码表。

aka163 支付限额 null NUMBER(14,4)

aka162 挂网限价 null NUMBER(14,4)

aaa229 数据版本号 not null NUMBER(20)

§5.16. 统筹区病种与特殊药品关联信息查询(TYCX09)

交易类型 处理交易

交易说明
1、在省级特药系统中查询统筹区病种与特殊药品关联信息。

2、该交易提供给所有市州查询。

输入参数

交易编号 TYCX09

交易控制 xml

<?xml version="1.0" encoding="gb2312" standalone="yes"?>

<control>

<yab003>00</yab003> --参数类型：String(4) 固定值 医疗机构所属分中

心

<baa008>参保地统筹区编码</baa008>

<ydjk_out>1</ydjk_out> --是否异地(0 本地，1 异地)

</control>

交易输入 xml <?xml version="1.0" encoding="gb2312" standalone="yes" ?>

<data>

<aaa229>数据版本号</aaa229>

<baa008>参保地统筹区编码</baa008>

</data>

输出参数

交易流水号 返回，标识本次交易

交易验证码 返回，在确认流程使用

交易输出 xml

<?xml version="1.0" encoding="gb2312" standalone="yes" ?>

<output>

<datarow>

<row>

<baa008>参保地统筹区编码</baa008>

<aka120>病种编码</aka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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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ka121>病种名称</aka121>

<bka002>药品通用项目编码</bka002>

<aka061>通用项目名称</aka061>

<aae030>开始时间</aae030>

<aae031>结束时间</aae031>

<aaa229>数据版本号</aaa229>

</row>

</datarow>

<output>

交易标志 大于 0 表示成功

参数详细说明

交易输入

代码 名称 约束 类型 说明

version 版本号 not null VARCHAR2(6) 接口的版本号，比如

版本号为 1.1

baa008 统筹区编码 not null VARCHAR2(6)

aaa229 数据版本号 not null NUMBER(20)

baa008 参保地统筹区编码 not null VARCHAR2(6)

交易输出

代码 名称 约束 类型 说明

returnid 返回编号 not null VARCHAR2(6)

returnmsg 错误信息文本 null VARCHAR2(1000)

baa008 参保地统筹区编码 not null VARCHAR2(6)

aka120 病种编码 not null VARCHAR2(20)

aae030 开始时间 not null DATE 关联关系开始时间

aae031 结束时间 null DATE 关联关系结束时间

bka002 药品通用项目编码 not null VARCHAR2(20)

aka061 药品通用项目名称 not null VARCHAR2(100)

aka121 病种名称 not null VARCHAR2(100)

aaa229 数据版本号 not null NUMBER(20)

§5.17. 特药文件上传(TYUPLOAD)

交易类型 处理交易

交易说明

1、将文件资料上传到省级特药系统。

2、省级特药系统根据文件类型判断基础信息是否存在。

3、同一业务多文件上传时，需多次调用此接口完成。上传第一个文件，省特药系统生

成文件存储流水号（文件存储批次号）和单个文件明细流水号。第二个文件上传时，

入参文件存储流水号为第一个文件上传返回的文件存储流水号。

输入参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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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易编号 TYUPLOAD

交易控制 xml

<?xml version="1.0" encoding="gb2312" standalone="yes"?>

<control>

<yab003>00</yab003> --参数类型：String(4) 固定值 医疗机构所属分中

心

<baa008>统筹区编码</baa008>

<ydjk_out>1</ydjk_out> --是否异地(0 本地，1 异地)

</control>

交易输入 xml <?xml version="1.0" encoding="gb2312" standalone="yes" ?>

<data>

<baa008>统筹区编码</baa008>

<yke533>文件存储流水号</yke533>

<yke530>文件类型</yke530>

<yke531>Base64 文件</yke531>

<yke532>文件名</yke532>

</data>

输出参数

交易流水号 返回，标识本次交易

交易验证码 返回，在确认流程使用

交易输出 xml

<?xml version="1.0" encoding="gb2312" standalone="yes" ?>

<output>

<yke533>文件存储流水号</yke533>

<yke537>文件明细流水号</yke537>

<output>

交易标志 大于 0 表示成功

参数详细说明

交易输入

代码 名称 约束 类型 说明

version 版本号 not null VARCHAR2(6) 接口的版本号，比如

版本号为 1.1

baa008 统筹区编码 null VARCHAR2(6)

baa008 参保地统筹区编码 not null VARCHAR2(6)

yke530 文件类型 not null VARCHAR2(6) 码表

yke532 文件名 not null VARCHAR2(200)

yke531 Base64文件 not null

yke533 文件存储流水号

null VARCHAR2(20)

此流水号为上传业务

批次号，同一业务上

传多个文件，使用第

一个文件上传返回的

文件存储流水号。

交易输出

代码 名称 约束 类型 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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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turnid 返回编号 not null VARCHAR2(6)

returnmsg 错误信息文本 null VARCHAR2(1000)

yke533 文件存储流水号

not null VARCHAR2(20)

此流水号为上传业务

批次号，同一业务上

传多个文件，使用第

一个文件上传返回的

文件存储流水号。

yke537 文件明细流水号
not null VARCHAR2(20)

省特药系统生成单个

文件的唯一流水号。

§5.18. 特药文件下载(TYDOWN)

交易类型 处理交易

交易说明
1、从省级特药系统下载文件资料。

输入参数

交易编号 TYDOWN

交易控制 xml

<?xml version="1.0" encoding="gb2312" standalone="yes"?>

<control>

<yab003>00</yab003> --参数类型：String(4) 固定值 医疗机构所属分中

心

<baa008>统筹区编码</baa008>

<ydjk_out>1</ydjk_out> --是否异地(0 本地，1 异地)

</control>

交易输入 xml <?xml version="1.0" encoding="gb2312" standalone="yes" ?>

<data>

<baa008>统筹区编码</baa008>

<yke537>文件明细流水号</yke537>

</data>

输出参数

交易流水号 返回，标识本次交易

交易验证码 返回，在确认流程使用

交易输出 xml

<?xml version="1.0" encoding="gb2312" standalone="yes" ?>

<output>

<yke530>文件类型</yke530>

<yke532>文件名</yke532>

<yke531>Base64 文件</yke531>

<output>

交易标志 大于 0 表示成功

参数详细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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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易输入

代码 名称 约束 类型 说明

version 版本号 not null VARCHAR2(6) 接口的版本号，比如

版本号为 1.1

baa010 统筹区编码 null VARCHAR2(6)

baa008 参保地统筹区编码 not null VARCHAR2(6)

baa009 参保地分中心编码 not null VARCHAR2(6)

yke537 文件明细流水号
not null VARCHAR2(20)

省特药系统生成单个

文件的唯一流水号。

交易输出

代码 名称 约束 类型 说明

returnid 返回编号 not null VARCHAR2(6)

returnmsg 错误信息文本 null VARCHAR2(1000)

yke530 文件类型 not null VARCHAR2(6) 码表

yke532 文件名 not null VARCHAR2(200)

yke531 Base64文件 not null

§5.19. 特药文件删除(TYDELETE)

交易类型 处理交易

交易说明
1、从省级特药系统删除文件资料。

输入参数

交易编号 TYDELETE

交易控制 xml

<?xml version="1.0" encoding="gb2312" standalone="yes"?>

<control>

<yab003>00</yab003> --参数类型：String(4) 固定值 医疗机构所属分中

心

<baa008>统筹区编码</baa008>

<ydjk_out>1</ydjk_out> --是否异地(0 本地，1 异地)

</control>

交易输入 xml <?xml version="1.0" encoding="gb2312" standalone="yes" ?>

<data>

<baa008>统筹区编码</baa008>

<yke537>文件明细流水号</yke537>

</data>

输出参数

交易流水号 返回，标识本次交易

交易验证码 返回，在确认流程使用

交易输出 xml NULL

交易标志 大于 0 表示成功



绵阳市医保联网支付应用编程接口规范

四川久远银海软件股份有限责任公司 第 227页/共 282页

参数详细说明

交易输入

代码 名称 约束 类型 说明

version 版本号 not null VARCHAR2(6) 接口的版本号，比如

版本号为 1.1

baa008 统筹区编码 null VARCHAR2(6)

baa008 参保地统筹区编码 not null VARCHAR2(6)

yke537 文件明细流水号
not null VARCHAR2(20)

省特药系统生成单个

文件的唯一流水号。

§6、 码表

§6.1. 绵阳医保使用码表

字段 码值 含义

AAC004 1 男

AAC004 2 女

AAE100 0 无效

AAE100 1 有效

AKA065 1 甲类费用

AKA065 2 乙类费用

AKA065 3 丙类费用

AKA065 4 乙类(进口)
AKA065 5 乙类(合资)
AKA065 6 乙类(国产)
AKA065 7 乙类(离休)
AKC021 % 全部待遇类别

AKC021 1 在职职工

AKC021 2 退休职工

AKC021 3 在职公务员

AKC021 3341 正厅级

AKC021 3342 副厅级

AKC021 4 退休公务员

AKC021 5 离休

AKC021 7 二乙 1-4 级

AKC021 8 二乙 5-6 级

AKC021 9 普通居民

AKC191 2 门诊慢性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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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KC191 3 门诊重症病

AKC191 4 住院

AKC191 5 药店

AKC191 6 住院重症

AKC195 1 治愈

AKC195 5 其他

YKA180 0 不可享受

YKA180 1 可享受

YKA316 1 职工门诊

YKA316 2 职工住院

YKA316 3 职工药店

YKA316 4 居民门诊(预留)
YKA316 5 居民住院（预留）

YKC023 1 在院

YKC023 2 转院结算

YKC023 3 出院结算

YKC404 1 门诊重症

YKC404 2 普通住院

YKC404 4 住院特殊病

YAB003 10 市本级

YAB003 20 涪城区

YAB003 21 高新区

YAB003 25 游仙区

YAB003 30 三台县

YAB003 40 江油市

YAB003 50 安县

YAB003 60 平武

YAB003 70 北川

YAB003 80 盐亭县

YAB003 90 梓潼县

YAB003 85 经开区

AKA122 1 普通疾病

AKA122 2 门诊慢性病

AKA122 3 重症疾病

AKA122 4 单列病种

YKB037(AAB034) 510799 市本级

YKB037(AAB034) 510703 涪城区

YKB037(AAB034) 510740 高新区

YKB037(AAB034) 510704 游仙区

YKB037(AAB034) 510722 三台县

YKB037(AAB034) 510781 江油市

YKB037(AAB034) 510724 安县

YKB037(AAB034) 510727 平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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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KB037(AAB034) 510726 北川

YKB037(AAB034) 510723 盐亭县

YKB037(AAB034) 510725 梓潼县

YKB037(AAB034) 510741 经开区

YKB037(AAB034) 510742 仙海区

注：ykb037,aab034 是新系统的与

区县有关的代码

AKA018(清算申请状态) 01 已申请

AKA018 02 已接收

AKA018 03 已初审

AKA018 04 已复审

AKA018 05 已清算

AKA018 06 已拨付

AKA018 07 已清算审批

bkc045 用法 11 每天一次（qd）

bkc045 用法 12 每天二次（bid）

bkc045 用法 13 每天三次（tid）

bkc045 用法 14 每天四次（qid）

bkc045 用法 21 每周一次（qw）

bkc045 用法 22 每周二次（biw）

bkc045 用法 23 每周三次（tiw）

bkc045 用法 31 每小时一次（qh）

bkc045 用法 32 每 2 小时一次（q2h）

bkc045 用法 33 每 4 小时一次（q4h）

bkc045 用法 34 每 5 小时一次（q5h）

bkc045 用法 35 每 6 小时一次（q6h）

bkc045 用法 36 每 8 小时一次（q8h）

bkc045 用法 37 每 12 小时一次（q12h）

bkc045 用法 41 每晚一次（qn）

bkc045 用法 42 隔天一次（qod）

bkc045 用法 43 五天一次（q5d）

bkc045 用法 44 十天一次（q10d）

bkc045 用法 51 12 小时维持

bkc045 用法 52 24 小时维持

bkc045 用法 61 立即（st）

bkc045 用法 62 必要时使用（prn）

aaa007 目录类型 西药与中成药 01
aaa007 目录类型 中药饮片 02
aaa007 目录类型 诊疗目录 03
aaa007 目录类型 医用耗材(单件) 04
aaa007 目录类型 ICD-10 05
aaa007 目录类型 ICD-10(肿瘤形态学) 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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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aa007 目录类型 ICD9-CM3 07
aaa007 目录类型 中医疾病 08
aaa007 目录类型 中医证候 09
aaa007 目录类型 按病种结算病种 10
aaa007 目录类型 日间手术病种 11
aaa007 目录类型 门诊慢特病病种 12
aaa007 目录类型 定点零售药店代码 13
aaa007 目录类型 定点医疗机构代码 14
aaa007 目录类型 医保护士代码 15
aaa007 目录类型 医保系统单位分类与代码 16
aaa007 目录类型 医保系统工作人员代码 17
aaa007 目录类型 医保药师代码 18
aaa007 目录类型 医保医师代码 19
aaa007 目录类型 医院自制剂 20
aaa007 目录类型 医用耗材(代码) 21

600 601 602 科室医生上传省码表

YKF500 1 预防保健科

YKF500 2 全科医疗科

YKF500 3 内科

YKF500 4 外科

YKF500 5 妇产科

YKF500 6 妇女保健科

YKF500 7 儿科

YKF500 8 小儿外科

YKF500 9 儿童保健科

YKF500 10 眼科

YKF500 11 耳鼻咽喉科

YKF500 12 口腔科

YKF500 13 皮肤科

YKF500 14 医疗美容科

YKF500 15 精神科

YKF500 16 传染科

YKF500 17 结核病科

YKF500 18 地方病科

YKF500 19 肿瘤科

YKF500 20 急诊医学科

YKF500 21 康复医学科

YKF500 22 运动医学科

YKF500 23 职业病科

YKF500 24 临终关怀科

YKF500 25 特种医学与军事医学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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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KF500 26 麻醉科

YKF500 27 手术室

YKF500 28 药剂科

YKF500 30 医学检验科

YKF500 31 病理科

YKF500 32 医学影像科

YKF500 50 中医科

YKF500 51 民族医学科

YKF500 52 中西医结合科

YKF500 53 疼痛科

YKF500 54 重症医学科

YKF500 55 体检科

YKF500 56 营养科

YKF500 57 高压氧科

YKF500 99 其他科

YKF505 101 预防保健科

YKF505 201 全科医疗科

YKF505 301 呼吸内科专业

YKF505 302 消化内科专业

YKF505 303 神经内科专业

YKF505 304 心血管内科专业

YKF505 305 血液内科专业

YKF505 306 肾病学专业

YKF505 307 内分泌专业

YKF505 308 免疫学专业

YKF505 309 变态反应专业

YKF505 310 老年病专业

YKF505 311 内科其他

YKF505 312 输血医学专业

YKF505 401 普通外科专业

YKF505 402 肝脏移植项目(普通外科专业)

YKF505 403 胰腺移植项目(普通外科专业)

YKF505 404 小肠移植项目(普通外科专业)

YKF505 405 神经外科专业

YKF505 406 骨科专业

YKF505 407 泌尿外科专业

YKF505 408 肾脏移植项目(泌尿外科专业)

YKF505 409 胸外科专业

YKF505 410 肺脏移植项目(胸外科专业)

YKF500 411 心脏大血管外科专业

YKF505
412

心脏移植项目(心脏大血管外科专

业)

YKF505 413 烧伤科专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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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KF505 414 整形外科专业

YKF505 415 外科其他

YKF505 416 肛肠专业

YKF505 501 妇科专业

YKF505 502 产科专业

YKF505 503 计划生育专业

YKF505 504 优生学专业

YKF505 505 生殖医学专业

YKF505 506 妇产科其他

YKF505 601 青春期保健专业

YKF505 602 围产期保健专业

YKF505 603 更年期保健专业

YKF505 604 妇女心理卫生专业

YKF505 605 妇女营养专业

YKF505 606 妇女保健科其他

YKF505 701 新生儿专业

YKF505 702 小儿传染病专业

YKF505 703 小儿消化专业

YKF505 704 小儿呼吸专业

YKF505 705 小儿心脏病专业

YKF505 706 小儿肾病专业

YKF505 707 小儿血液病专业

YKF500 708 小儿神经病学专业

YKF505 709 小儿内分泌专业

YKF505 710 小儿遗传病专业

YKF505 711 小儿免疫专业

YKF505 712 小儿心脏病专业

YKF505 713 小儿肾脏专业

YKF505 714 儿科其他

YKF505 801 小儿普通外科专业

YKF505 802 小儿骨科专业

YKF505 803 小儿泌尿外科专业

YKF505 804 小儿胸心外科专业

YKF505 805 小儿神经外科专业

YKF505 806 小儿外科其他

YKF505 901 儿童生长发育专业

YKF505 902 儿童营养专业

YKF505 903 儿童心理卫生专业

YKF505 904 儿童五官保健专业

YKF505 905 儿童康复专业

YKF505 906 儿童保健科其他

YKF505 1001 眼科

YKF505 1101 耳科专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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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KF505 1102 鼻科专业

YKF505 1103 咽喉科专业

YKF505 1104 耳鼻咽喉科其他

YKF505 1201 口腔内科专业

YKF505 1202 口腔颌面外科专业

YKF505 1203 正畸专业

YKF505 1204 口腔科修复专业

YKF505 1205 口腔预防保健专业

YKF505 1206 口腔科其他

YKF505 1301 皮肤病专业

YKF505 1302 性传播疾病专业

YKF505 1303 皮肤科其他

YKF505 1401 医疗美容科

YKF505 1501 精神病专业

YKF505 1502 精神卫生专业

YKF505 1503 药物依赖专业

YKF505 1504 精神康复专业

YKF505 1505 社区防治专业

YKF505 1506 临床心理专业

YKF505 1507 司法精神专业

YKF505 1508 精神科其他

YKF505 1601 肠道传染病专业

YKF505 1602 呼吸道传染病

YKF505 1603 肝炎专业

YKF505 1604 虫媒传染病专业

YKF505 1605 动物源性传染病专业

YKF505 1606 蠕虫病专业

YKF505 1607 传染科其他

YKF505 1701 结核病科

YKF505 1801 地方病科

YKF505 1901 肿瘤科

YKF505 2001 急诊医学科

YKF505 2101 康复医学科

YKF505 2201 运动医学科

YKF505 2301 职业中毒专业

YKF505 2302 尘肺专业

YKF505 2303 放射病专业

YKF505 2304 物理因素损伤专业

YKF505 2305 职业健康监护专业

YKF505 2306 职业病科其他

YKF505 2401 临终关怀科

YKF505 2501 特种医学与军事医学科

YKF505 2601 麻醉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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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KF505 2701 手术室

YKF505 2801 药剂科

YKF505 3001 临床体液、血液专业

YKF505 3002 临床微生物学专业

YKF505 3003 临床生化检验专业

YKF505 3004 临床免疫、血清学专业

YKF505 3005 临床细胞分子遗传学专业

YKF505 3006 医学检验科其他

YKF505 3101 病理科

YKF505 3201 X 线诊断专业

YKF505 3202 CT 诊断专业

YKF505 3203 磁共振成像诊断专业

YKF505 3204 核医学专业

YKF505 3205 超声诊断专业

YKF505 3206 心电诊断专业

YKF505 3207 脑电及脑血流图诊断专业

YKF505 3208 神经肌肉电图专业

YKF505 3209 介入放射学专业

YKF505 3210 放射治疗专业

YKF505 3211 医学影像科其他

YKF505 5001 内科专业

YKF505 5102 藏医学

YKF505 5103 蒙医学

YKF505 5104 彝医学

YKF505 5105 傣医学

YKF505 5106 民族医学科其他

YKF505 5201 中西医结合科

YKF505 5301 疼痛科

YKF505 5401 重症医学科

YKF505 5501 体检科

YKF505 5601 营养科

YKF505 5701 高压氧科

AAC011 11 博士研究生

AAC011 14 硕士研究生

AAC011 21 大学本科

AAC011 31 大学专科

AAC011 41 中等专科

AAC011 44 职业高中

AAC011 47 技工学校

AAC011 61 普通高中

AAC011 71 初中

AAC011 81 小学

AAC011 90 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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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KF011 01 初级职称

YKF011 02 中级职称

YKF011 03 副高级职称

YKF011 04 高级职称

YKF011 05 其他

YKF012 01 医生

YKF012 02 药剂人员

YKF012 03 检验人员

YKF012 04 护理人员

YKF012 05 放射技术人员

YKF012 06 工程技术人员

YKF012 07 研究实习人员

YKF012 08 营养师

YKF012 09 营养士

YKF012 10 康复治疗人员

YKF012 11 乡村医生

YKF012 12 村卫生员

YKF012 13 其他

YKF017 101 内科专业

YKF017 102 外科专业

YKF017 103 妇产科专业

YKF017 104 儿科专业

YKF017 105 眼耳鼻咽喉科专业

YKF017 106 皮肤病与性病专业

YKF017 107 精神卫生专业

YKF017 108 职业病专业

YKF017 109 医学影像和放射治疗专业

YKF017 110 医学检验、病理专业

YKF017 111 全科医学专业

YKF017 112 急救医学专业

YKF017 113 康复医学专业

YKF017 114 预防保健专业

YKF017 115 特种医学与军事医学专业

YKF017 116 计划生育技术服务专业

YKF017
199

省级以上卫生行政部门规定的其

他专业

YKF017 201 口腔专业

YKF017
299

省级以上卫生行政部门规定的其

他专业

YKF017 301 公共卫生类别专业

YKF017
399

省级以上卫生行政部门规定的其

他专业

YKF017 401 中医专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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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KF017 402 中西医结合专业

YKF017 403 蒙医专业

YKF017 404 藏医专业

YKF017 405 维医专业

YKF017 406 傣医专业

YKF017 407 全科医学专业

YKF017
499

省级以上卫生行政部门规定的其

他专业

AAF009 231 主任医师

AAF009 232 副主任医师

AAF009 233 主治医师

AAF009 234 医师

AAF009 235 医士

AAF009 241 主任药师

AAF009 242 副主任药师

AAF009 243 主管药师

AAF009 244 药师

AAF009 245 药士

AAF009 251 主任护师

AAF009 252 副主任护师

AAF009 253 主管护师

AAF009 254 护师

AAF009 255 护士

AAF009 261 主任技师

AAF009 262 副主任技师

AAF009 263 主管技师

AAF009 264 技师

AAF009 265 技士

YKE530 JPG JPG图片

YKE530 PDF pdf文件

YKE530 XLS Excel文件

YKE530 XLSX Excel文件

YKE530 DOC Word文件

YKE530 DOCX Word文件

YKE536 01 两定经办机构

YKE536 02 医保经办机构

§6.2. 病案首页上传码表

附件 1医保结算等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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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保结算等级

1 一级 定点医疗机构医疗服务项目收费等级

2 二级 定点医疗机构医疗服务项目收费等级

3 三级 定点医疗机构医疗服务项目收费等级

附件 2性别 按照《个人基本信息分类与代码第 1部分：人的性别代码》（GB/T 2261.1-2003）标准

性别

0 未知的性别 患者生理性别

1 男 患者生理性别

2 女 患者生理性别

9 未说明性别 患者生理性别

附件 3 国籍 按照《世界各国和地区名称代码表》（GB/T 2659-2000）标准填写

国籍

004 阿富汗

008 阿尔巴尼亚

010 南极洲

012 阿尔及利亚

016 美属萨摩亚

020 安道尔

024 安哥拉

028 安提瓜和巴布达

031 阿塞拜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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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2 阿根廷

036 澳大利亚

040 奥地利

044 巴哈马

048 巴林

050 孟加拉国

051 亚美尼亚

052 巴巴多斯

056 比利时

060 百慕大

064 不丹

068 玻利维亚

070 波黑

072 博茨瓦纳

074 布维岛

076 巴西

084 伯利兹

086 英属印度洋领地

090 所罗门群岛

092 英属维尔京群岛

096 文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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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保加利亚

104缅甸

108布隆迪

112白俄罗斯

116柬埔寨

120喀麦隆

124加拿大

132佛得角

136开曼群岛

140中非

144斯里兰卡

148乍得

152智利

156中国

158中国台湾

162圣诞岛

166科科斯(基林)群岛

170哥伦比亚

174科摩罗

175马约特

178刚果(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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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0刚果(金)

184库克群岛

188哥斯达黎加

191克罗地亚

192古巴

196塞浦路斯

203捷克

204贝宁

208丹麦

212多米尼克

214多米尼加

218厄瓜多尔

222萨尔瓦多

226赤道几内亚

231埃塞俄比亚

232厄立特里亚

233爱沙尼亚

234法罗群岛

238福克兰群岛(马尔维纳斯)

239

南乔治亚岛和南桑德韦

奇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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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2斐济

246芬兰

248 奥兰群岛

250法国

254法属圭亚那

258法属波利尼西亚

260法属南部领地

262吉布提

266加蓬

268格鲁吉亚

270冈比亚

275巴勒斯坦

276德国

288加纳

292直布罗陀

296基里巴斯

300希腊

304格陵兰

308格林纳达

312瓜德罗普

316关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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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0危地马拉

324几内亚

328圭亚那

332海地

334赫德岛和麦克唐纳岛

336梵蒂冈

340洪都拉斯

344中国香港

348匈牙利

352冰岛

356印度

360印度尼西亚

364伊朗

368伊拉克

372爱尔兰

376以色列

380意大利

384科特迪瓦

388牙买加

392日本

398哈萨克斯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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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0约旦

404肯尼亚

408朝鲜

410韩国

414科威特

417吉尔吉斯斯坦

418老挝

422黎巴嫩

426莱索托

428拉脱维亚

430利比里亚

434利比亚

438列支敦士登

440立陶宛

442卢森堡

446中国澳门

450马达加斯加

454马拉维

458马来西亚

462马尔代夫

466马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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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70马耳他

474马提尼克

478毛里塔尼亚

480毛里求斯

484墨西哥

492摩纳哥

496蒙古

498摩尔多瓦

499 黑山

500蒙特塞拉特

504摩洛哥

508莫桑比克

512阿曼

516纳米比亚

520瑙鲁

524尼泊尔

528荷兰

530荷属安的列斯

533阿鲁巴

540新喀里多尼亚

548瓦努阿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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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4新西兰

558尼加拉瓜

562尼日尔

566尼日利亚

570纽埃

574诺福克岛

578挪威

580北马里亚纳

581美国本土外小岛屿

583密克罗尼西亚联邦

584马绍尔群岛

585帕劳

586巴基斯坦

591巴拿马

598巴布亚新几内亚

600巴拉圭

604秘鲁

608菲律宾

612皮特凯恩

616波兰

620葡萄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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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4几内亚比绍

626东帝汶

630波多黎各

634卡塔尔

638留尼汪

642罗马尼亚

643俄罗斯联邦

646卢旺达

654圣赫勒拿

659圣基茨和尼维斯

660安圭拉

662圣卢西亚

666圣皮埃尔和密克隆

670圣文森特和格林纳丁斯

674圣马力诺

678圣多美和普林西比

682沙特阿拉伯

686塞内加尔

688 塞尔维亚

690塞舌尔

694塞拉利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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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02新加坡

703斯洛伐克

704越南

705斯洛文尼亚

706索马里

710南非

716津巴布韦

724西班牙

732西撒哈拉

736苏丹

740苏里南

744斯瓦尔巴岛和扬马延岛

748斯威士兰

752瑞典

756瑞士

760叙利亚

762塔吉克斯坦

764泰国

768多哥

772托克劳

776汤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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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80特立尼达和多巴哥

784阿联酋

788突尼斯

792土耳其

795土库曼斯坦

796特克斯和凯科斯群岛

798图瓦卢

800乌干达

804乌克兰

807前南马其顿

818埃及

826英国

831 格恩西岛

832 泽西岛

833 英国属地曼岛

834坦桑尼亚

840美国

850美属维尔京群岛

854布基纳法索

858乌拉圭

860乌兹别克斯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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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62委内瑞拉

876瓦利斯和富图纳

882萨摩亚

887也门

891南斯拉夫

894赞比亚

附件 4 民族 按照《世界各国和地区名称代码表》（GB/T 2659-2000）标准

民族

01 汉族

02 蒙古族

03 回族

04 藏族

05 维吾尔族

06 苗族

07 彝族

08 壮族

09 布依族

10朝鲜族

11满族

12侗族

13瑶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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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白族

15土家族

16哈尼族

17哈萨克族

18傣族

19黎族

20傈僳族

21佤族

22畲族

23高山族

24拉祜族

25水族

26东乡族

27纳西族

28景颇族

29柯尔克孜族

30土族

31达斡尔族

32仫佬族

33羌族

34布朗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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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撒拉族

36毛南族

37仡佬族

38锡伯族

39阿昌族

40普米族

41塔吉克族

42怒族

43乌孜别克族

44俄罗斯族

45鄂温克族

46德昂族

47保安族

48裕固族

49京族

50塔塔尔族

51独龙族

52鄂伦春族

53赫哲族

54门巴族

55珞巴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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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6基诺族

97其他

附件 5 患者证件类别 按照《卫生信息数据元值域代码-第 3部分人口学及社会经济学特征：CV 02.01.101
身份证件类别代码》（WS 364.3-2011）标准

患者证件类别

01 居民身份证

02 居民户口簿

03 护照

04 军官证

05 驾驶证

06 港澳居民来往内地通行证

07 台湾居民来往内地通行证

99 其他法定有效证件

附件 6 职业 按照《个人基本信息分类与代码》（GB/T2261.4-2003）标准

职业

11 国家公务员

13 专业技术人员

17 职员

21 企业管理人员

24 工人

27 农民

31 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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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 现役军人

51 自由职业者

54 个体经营者

70 无业人员

80 退(离)休人员

90 其他

附件 7 联系人与患者关系 参照《家庭关系代码》国家标准（GB/T4761-2008）二位数字代码

联系人与患者关系

01 本人

02 户主

10配偶

11夫

12妻

20子

21独生子

22长子

23次子

24三子

25四子

26五子

27养子或继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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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女婿

29其他儿子

30女

31独生女

32长女

33次女

34三女

35四女

36五女

37养女或继女

38儿媳

39其他女儿

40孙子、孙女、外孙子、外孙女

41孙子

42孙女

43外孙子

44外孙女

45孙媳妇或外孙媳妇

46孙女婿或外孙女婿

47曾孙子或外曾孙子

48曾孙女或外曾孙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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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9其他孙子、孙女、外孙子、外孙女

50父母

51父亲

52母亲

53公公

54婆婆

55岳父

56岳母

57继父或养父

58继母或养母

59其他父母关系

60祖父母 外祖父母

61祖父

62祖母

63外祖父

64外祖母

65配偶的祖父母 外祖父母

66曾祖父

67曾祖母

68配偶的曾祖父母 外曾祖父母

69其他祖父母或外租父母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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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0兄、弟、姐、妹

71兄

72嫂

73弟

74弟媳

75姐姐

76姐夫

77妹妹

78妹夫

79其他兄弟姐妹

80其他

81伯父

82伯母

83叔父

84婶母

85舅父

86舅母

87姨夫

88姨母

89姑父

90姑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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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1堂兄弟、堂姐妹

92表兄弟、表姐妹

93侄子

94侄女

95外甥

96外甥女

97其他亲属

99非亲属

附件 8 医保类型

医保类型

1 职工基本医疗保险

2

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城镇居民基本

医疗保险、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保险）

9 其他医疗保险

附件 9 特殊人员类型

特殊人员类型

1 特困人员

2 城乡低保对象

3 农村建档立卡贫困人口

4 贫困重度残疾人

9 其他



绵阳市医保联网支付应用编程接口规范

四川久远银海软件股份有限责任公司 第 258页/共 282页

附件 10 新生儿入院类型

新生儿入院类型

1 正常新生儿

2 早产儿

3 有疾病新生儿

4 非无菌分娩

9 其它

附件 11 科室代码 按照《医疗卫生机构业务科室分类与代码》（CT 08.00.002）标准

科室代码

01 预防保健科

02 全科医疗科

03 内科

03.01 呼吸内科专业

03.02 消化内科专业

03.03 神经内科专业

03.04 心血管内科专业

03.05 血液内科专业

03.06 肾病学专业

03.07 内分泌专业

03.08 免疫学专业

03.09 变态反应专业

03.10 老年病专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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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11 其他

04 外科

04.01 普通外科专业

04.01.01 肝脏移植项目

04.01.02 胰腺移植项目

04.01.03 小肠移植项目

04.02 神经外科专业

04.03 骨科专业

04.04 泌尿外科专业

04.04.01 肾脏移植项目

04.05 胸外科专业

04.05.01 肺脏移植项目

04.06 心脏大血管外科专业

04.06.01 心脏移植项目

04.07 烧伤科专业

04.08 整形外科专业

04.09 其他

05 妇产科

05.01 妇科专业

05.02 产科专业

05.03 计划生育专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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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5.04 优生学专业

05.05 生殖健康与不孕症专业

05.06 其他

06 妇女保健科

06.01 青春期保健专业

06.02 围产期保健专业

06.03 更年期保健专业

06.04 妇女心理卫生专业

06.05 妇女营养专业

06.06 其他

07 儿科

07.01 新生儿专业

07.02 小儿传染病专业

07.03 小儿消化专业

07.04 小儿呼吸专业

07.05 小儿心脏病专业

07.06 小儿肾病专业

07.07 小儿血液病专业

07.08 小儿神经病学专业

07.09 小儿内分泌专业

07.10 小儿遗传病专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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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7.11 小儿免疫专业

07.12 其他

08 小儿外科

08.01 小儿普通外科专业

08.02 小儿骨科专业

08.03 小儿泌尿外科专业

08.04 小儿胸心外科专业

08.05 小儿神经外科专业

08.06 其他

09 儿童保健科

09.01 儿童生长发育专业

09.02 儿童营养专业

09.03 儿童心理卫生专业

09.04 儿童五官保健专业

09.05 儿童康复专业

09.06 其他

10 眼科

11耳鼻咽喉科

11.01耳科专业

11.02鼻科专业

11.03咽喉科专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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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4其他

12口腔科

12.01口腔内科专业

12.02口腔颌面外科专业

12.03正畸专业

12.04口腔修复专业

12.05口腔预防保健专业

12.06其他

13皮肤科

13.01皮肤病专业

13.02性传播疾病专业

13.03其他

14医疗美容科

14.01美容外科

14.02美容牙科

14.03美容皮肤科

14.04美容中医科

15精神科

15.01精神病专业

15.02精神卫生专业

15.03药物依赖专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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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04精神康复专业

15.05社区防治专业

15.06临床心理专业

15.07司法精神专业

15.08其他

16传染科

16.01肠道传染病专业

16.02呼吸道传染病专业

16.03肝炎专业

16.04虫媒传染病专业

16.05动物源性传染病专业

16.06蠕虫病专业

16.07其它

17结核病科

18地方病科

19肿瘤科

20急诊医学科

21康复医学科

22运动医学科

23职业病科

23.01职业中毒专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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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02尘肺专业

23.03放射病专业

23.04物理因素损伤专业

23.05职业健康监护专业

23.06其他

24临终关怀科

25特种医学与军事医学科

26麻醉科

27疼痛科

28重症医学科

30医学检验科

30.01临床体液、血液专业

30.02临床微生物学专业

30.03临床化学检验专业

30.04临床免疫、血清学专业

30.05临床细胞分子遗传学专业

30.06其他

31病理科

32医学影像科

32.01X 线诊断专业

32.02CT 诊断专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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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03磁共振成像诊断专业

32.04核医学专业

32.05超声诊断专业

32.06心电诊断专业

32.07脑电及脑血流图诊断专业

32.08神经肌肉电图专业

32.09介入放射学专业

32.10 放射治疗专业

32.11其他

50中医科

50.01内科专业

50.02外科专业

50.03妇产科专业

50.04儿科专业

50.05皮肤科专业

50.06眼科专业

50.07耳鼻咽喉科专业

50.08口腔科专业

50.09肿瘤科专业

50.10 骨伤科专业

50.11肛肠科专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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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12老年病科专业

50.13针灸科专业

50.14推拿科专业

50.15康复医学专业

50.16急诊科专业

50.17预防保健科专业

50.18其他

51民族医学科

51.01维吾尔医学

51.02藏医学

51.03蒙医学

51.04彝医学

51.05傣医学

51.06其他

52中西医结合科

69其他业务科室

附件 12 住院医疗类型

住院医疗类型

1 住院

2 日间手术

附件 13 入院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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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院途径

1 急诊

2 门诊

3 其它医疗机构转入

9 其它

附件 14 治疗类别

治疗类别

1 西医

2 中医

2.1 中医

2.2 民族医

3 中西医

附件 15 入院病情

入院病情

1 有

对应本出院诊断在入院时就已明确。例如,患者因“乳腺癌”入院治疗,

入院前已经钼靶、针吸细胞学检查明确诊断为“乳腺癌”,术后经病理

亦诊断为乳腺癌。

2 临床未确定

对应本出院诊断在入院时临床未确定,或入院时该诊断为可疑诊断。例

如:患者因“乳腺恶性肿瘤不除外”、“乳腺癌”或“乳腺肿物”入院

治疗,因确少病理结果,肿物性质未确定,出院时有病理诊断明确为乳腺

癌或乳腺纤维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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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情况不明

对应本出院诊断在入院时情况不明,例如:乙型病毒性肝炎的窗口期、社

区获得性肺炎的潜伏期,因患者入院时处于窗口期或潜伏期,故入院时

未能考虑此诊断或主观上未能明确此诊断。患者合并的慢性疾病,经入

院后检查新发现的应选择“3”(情况不明),例如:高血压、高脂血症、

胆囊结石等,不能选择“4”(无)。

4 无

在住院期间新发生的,入院时明确无对应本出院诊断的诊断条目。例如:

患者出现围手术期心肌梗死,住院期间发生的医院感染等。只有在住院

期间新发生的情况,才能选择此项;住院期间新发现的慢性合并疾病,应

选择“3”(情况不明)

附件 16 麻醉方式 按照《麻醉方法代码表》（CV 06.00.103）标准

麻醉方式

1全身麻醉 用麻醉剂使全身处于麻醉状态

11 吸人麻醉

用吸人麻醉剂的方法使全身处于

麻醉状态

12 静脉麻醉

经静脉注人麻醉剂使全身处于麻

醉状态

13 基础麻醉 麻醉前先使患者神志消失的方法

2椎管内麻醉

将麻醉药注人椎管内达到局部麻

醉效果的方法

21 蛛网膜下腔阻滞麻醉

将麻醉药注人蛛网膜下腔达到局

部麻醉效果的方法

22 硬脊膜外腔阻滞麻醉 将麻醉药注人硬脊膜外腔产生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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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麻醉效果的方法

3局部麻醉

将麻醉药直接注人施行手术的组

织内或手术部位周围的麻醉方法

31 神经丛阻滞麻醉

将局部麻醉药注射于神经丛附

近,使通过神经丛的神经及其所

分布的区域产生局部麻醉的方法

32 神经节阻滞麻醉

将局部麻醉药注射于神经节附

近,使通过神经节的神经及其所

分布的区域产生局部麻醉的方法

33 神经阻滞麻醉

将局麻药物注射于神经干的周

围,使该神经分布的区域产生麻

醉作用的方法

34 区域阻滞麻醉

将局麻药注射于手术野外周,使

通往手术野以及由手术野传出的

神经末梢皆受到阻滞的局部麻醉

方法

35 局部浸润麻醉

将局麻药沿手术切口线分层注人

组织内,以阻滞组织中的神经末

梢的麻醉方法

36 表面麻醉

将麻醉药直接与黏膜或皮肤接

触,使支配该部分黏膜或皮肤内

的神经末梢被阻滞的麻醉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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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复合麻醉

用一种以上药物或采用多种麻醉

方法以增强麻醉效果

41 静吸复合全麻

静脉麻醉和吸人麻醉共同作用产

生麻醉效果

42 针药复合麻醉

针刺麻醉和药物麻醉共同作用产

生麻醉效果

43 神经丛与硬膜外阻滞复合麻醉

神经丛阻滞麻醉和硬脊膜外腔阻

滞麻醉共同作用产生麻醉效果

44 全麻复合全身降温

在全身麻醉的同时主动降低患者

血压

45 全麻复合控制性降压

在全身麻醉的同时降低患者的体

温

9其他麻醉方法 以上未提及的其他麻醉方法

附件 17 重症监护病房类型

重症监护病房类型

1 心脏重症监护病房(CCU)

2 新生儿重症监护病房(NICU)

3 急诊重症监护病房(EICU)

4 外科重症监护病房(SICU)

5 儿童重症监护病房(PICU)

6 呼吸重症监护病房(RIC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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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其他

附件 18 输血品种 参照《输血品种代码表》（CV 04.50.021）

输血品种

1红细胞

11浓缩红细胞

12滤白红细胞

13红细胞悬液

14洗涤红细胞

15冰冻红细胞

16冰冻解冻去甘油红细胞

17Rh 阴性悬浮红细胞

2全血

21滤白全血

22重组全血

23Rh 阴性全血

3血小板

31手工分离浓缩血小板

32机采血小板

33滤白机采血小板

34冷冻机采血小板

4血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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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新鲜液体血浆

42新鲜冰冻血浆

43普通冰冻血浆

44滤白病毒灭活冰冻血浆

45滤白新鲜冰冻血浆

46滤白普通冰冻血浆

5冷沉淀

51滤白冷沉淀

6机采浓缩白细胞悬液

9其他

附件 19 离院方式

离院方式

1 医嘱离院

患者本次治疗结束后,按照医

嘱要求出院,回到住地进一步

康复等情况。

2 医嘱转院

指医疗机构根据诊疗需要，

将患者转往相应医疗机构进

一步诊治，用于统计“双向

转诊”开展情况。如果接收

患者的医疗机构明确，需要

填写转入医疗机构的名称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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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应的医保定点医疗机构代

码。

3 医嘱转社区卫生服务机构/乡镇卫生院

指医疗机构根据患者诊疗情

况，将患者转往相应社区卫

生服务机构进一步诊疗、康

复，用于统计“双向转诊”

开展情况。如果接收患者的

社区卫生服务机构明确，需

要填写社区卫生服务机构/

乡镇卫生院名称和对应的医

保定点医疗机构代码。

4 非医嘱离院

患者未按照医嘱要求而自动

离院,如:患者疾病需要住院

治疗,但患者出于个人原因要

求出院,此种出院并非由医务

人员根据患者病情决定,属于

非医嘱离院。

5 死亡 患者在住院期间死亡。

9 其他

除上述 5 种出院去向之外的

其他情况。

附件 20 医保支付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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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保支付方式

1 按项目付费

2 按单病种付费

3 按病种分值付费

4 按疾病诊断相关分组（DRG）付费

5 按床日付费

6 按人头付费

9 其他

§7、 yhconfig地址配置文件

附件 2：yhconfig配置文件配置示例：

一般 32的系统在 C:\Windows\System32；
64的系统在 C:\Windows\SysWOW64；
将 红色表明的示例换为本医疗机构和布置机器上的实际数据

<?xml version="1.0" encoding="gb2312" standalone="yes"?>

<root>

<kb01k7>

<row>

<ykb011>1</ykb011>

<yab003>10</yab003>

<akb020>医院编码</akb020>

<yljglx>0</yljglx>

</row>

<row>

<ykb011>1</ykb011>

<yab003>20</yab003>

<akb020>医院编码</akb020>

<yljglx>0</yljglx>

</row>

<row>

<ykb011>1</ykb011>

<yab003>21</yab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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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kb020>医院编码</akb020>

<yljglx>0</yljglx>

</row>

<row>

<ykb011>1</ykb011>

<yab003>30</yab003>

<akb020>医院编码</akb020>

<yljglx>0</yljglx>

</row>

<row>

<ykb011>1</ykb011>

<yab003>40</yab003>

<akb020>医院编码</akb020>

<yljglx>0</yljglx>

</row>

<row>

<ykb011>1</ykb011>

<yab003>50</yab003>

<akb020>医院编码</akb020>

<yljglx>0</yljglx>

</row>

<row>

<ykb011>1</ykb011>

<yab003>60</yab003>

<akb020>医院编码</akb020>

<yljglx>0</yljglx>

</row>

<row>

<ykb011>1</ykb011>

<yab003>70</yab003>

<akb020>医院编码</akb020>

<yljglx>0</yljglx>

</row>

<row>

<ykb011>1</ykb011>

<yab003>99</yab003>

<akb020>j医院编码</akb020>

<yljglx>0</yljglx>

</row>

<row>

<ykb011>1</ykb011>

<yab003>80</yab003>

<akb020>医院编码</akb020>

<yljglx>0</yljgl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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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ow>

<row>

<ykb011>1</ykb011>

<yab003>90</yab003>

<akb020>医院编码</akb020>

<yljglx>0</yljglx>

</row>

<row>

<ykb011>1</ykb011>

<yab003>25</yab003>

<akb020>医院编码</akb020>

<yljglx>0</yljglx>

</row>

<row>

<ykb011>1</ykb011>

<yab003>85</yab003>

<akb020>医院编码</akb020>

<yljglx>0</yljglx>

</row>

<row>

<ykb011>1</ykb011>

<yab003>91</yab003>

<akb020>医院编码</akb020>

<yljglx>0</yljglx>

</row>

<row>

<ykb011>1</ykb011>

<yab003>92</yab003>

<akb020>医院编码</akb020>

<yljglx>0</yljglx>

</row>

<row>

<ykb011>1</ykb011>

<yab003>00</yab003>

<akb020>医院编码</akb020>

<yljglx>0</yljglx>

</row>

</kb01k7>

<ke02>

<row>

<yke015>97</yke015>

<yke164>1</yke164>

<yke202>000</yke202>

<yke165>判断医疗机构是否合法（接口开通状态）</yke1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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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ke204>

</yke204>

<yke205>

</yke205>

<yke206>

</yke206>

<yke207>

</yke207>

</row>

<row>

<yke015>98</yke015>

<yke164>1</yke164>

<yke202>000</yke202>

<yke165>获取不确定交易</yke165>

<yke204>

</yke204>

<yke205>

</yke205>

<yke206>

</yke206>

<yke207>

</yke207>

</row>

<row>

<yke015>99</yke015>

<yke164>1</yke164>

<yke202>000</yke202>

<yke165>获取流水号</yke165>

<yke204>

</yke204>

<yke205>

</yke205>

<yke206>

</yke206>

<yke207>

</yke207>

</row>

</ke02>

<kd02>

<row>

<yab003>10</yab003>

<ykd011>2005-01-01 00:00:00</ykd011>

<ykd012>

</ykd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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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kd010>YinHai.SCMYlocal</ykd010>

<ykb003>http://10.1.181.10:60101/ybjk/interface</ykb003>

<ykb004>

</ykb004>

<ykb005>

</ykb005>

</row>

<row>

<yab003>20</yab003>

<ykd011>2005-01-01 00:00:00</ykd011>

<ykd012>

</ykd012>

<ykd010>YinHai.SCMYlocal</ykd010>

<ykb003>http://10.1.181.10:60102/ybjk/interface</ykb003>

<ykb004>

</ykb004>

<ykb005>

</ykb005>

</row>

<row>

<yab003>21</yab003>

<ykd011>2005-01-01 00:00:00</ykd011>

<ykd012>

</ykd012>

<ykd010>YinHai.SCMYlocal</ykd010>

<ykb003>http://10.1.181.10:60103/ybjk/interface</ykb003>

<ykb004>

</ykb004>

<ykb005>

</ykb005>

</row>

<row>

<yab003>25</yab003>

<ykd011>2005-01-01 00:00:00</ykd011>

<ykd012>

</ykd012>

<ykd010>YinHai.SCMYlocal</ykd010>

<ykb003>http://10.1.181.10:60104/ybjk/interface</ykb003>

<ykb004>

</ykb004>

<ykb005>

</ykb005>

</row>

<ro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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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ab003>30</yab003>

<ykd011>2005-01-01 00:00:00</ykd011>

<ykd012>

</ykd012>

<ykd010>YinHai.SCMYlocal</ykd010>

<ykb003>http://10.1.181.10:60105/ybjk/interface</ykb003>

<ykb004>

</ykb004>

<ykb005>

</ykb005>

</row>

<row>

<yab003>40</yab003>

<ykd011>2005-01-01 00:00:00</ykd011>

<ykd012>

</ykd012>

<ykd010>YinHai.SCMYlocal</ykd010>

<ykb003>http://10.1.181.10:60116/ybjk/interface</ykb003>

<ykb004>

</ykb004>

<ykb005>

</ykb005>

</row>

<row>

<yab003>50</yab003>

<ykd011>2005-01-01 00:00:00</ykd011>

<ykd012>

</ykd012>

<ykd010>YinHai.SCMYlocal</ykd010>

<ykb003>http://10.1.181.10:60107/ybjk/interface</ykb003>

<ykb004>

</ykb004>

<ykb005>

</ykb005>

</row>

<row>

<yab003>60</yab003>

<ykd011>2005-01-01 00:00:00</ykd011>

<ykd012>

</ykd012>

<ykd010>YinHai.SCMYlocal</ykd010>

<ykb003>http://10.1.181.10:60108/ybjk/interface</ykb003>

<ykb004>

</ykb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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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kb005>

</ykb005>

</row>

<row>

<yab003>70</yab003>

<ykd011>2005-01-01 00:00:00</ykd011>

<ykd012>

</ykd012>

<ykd010>YinHai.SCMYlocal</ykd010>

<ykb003>http://10.1.181.10:60109/ybjk/interface</ykb003>

<ykb004>

</ykb004>

<ykb005>

</ykb005>

</row>

<row>

<yab003>80</yab003>

<ykd011>2005-01-01 00:00:00</ykd011>

<ykd012>

</ykd012>

<ykd010>YinHai.SCMYlocal</ykd010>

<ykb003>http://10.1.181.10:60110/ybjk/interface</ykb003>

<ykb004>

</ykb004>

<ykb005>

</ykb005>

</row>

<row>

<yab003>85</yab003>

<ykd011>2005-01-01 00:00:00</ykd011>

<ykd012>

</ykd012>

<ykd010>YinHai.SCMYlocal</ykd010>

<ykb003>http://10.1.181.10:60112/ybjk/interface</ykb003>

<ykb004>

</ykb004>

<ykb005>

</ykb005>

</row>

<row>

<yab003>90</yab003>

<ykd011>2005-01-01 00:00:00</ykd011>

<ykd012>

</ykd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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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kd010>YinHai.SCMYlocal</ykd010>

<ykb003>http://10.1.181.10:60111/ybjk/interface</ykb003>

<ykb004>

</ykb004>

<ykb005>

</ykb005>

</row>

<row>

<yab003>91</yab003>

<ykd011>2005-01-01 00:00:00</ykd011>

<ykd012>

</ykd012>

<ykd010>YinHai.SCMYlocal</ykd010>

<ykb003>http://10.1.181.10:60116/ybjk/interface</ykb003>

<ykb004>

</ykb004>

<ykb005>

</ykb005>

</row>

<row>

<yab003>92</yab003>

<ykd011>2005-01-01 00:00:00</ykd011>

<ykd012>

</ykd012>

<ykd010>YinHai.SCMYlocal</ykd010>

<ykb003>http://10.1.181.10:60104/ybjk/interface</ykb003>

<ykb004>

</ykb004>

<ykb005>

</ykb005>

</row>

<row>

<yab003>99</yab003>

<ykd011>2005-01-01 00:00:00</ykd011>

<ykd012>

</ykd012>

<ykd010>YinHai.SCMYlocal</ykd010>

<ykb003>http://10.1.181.10:10102/ybjk/interface</ykb003>

<ykb004>

</ykb004>

<ykb005>

</ykb005>

</row>

<ro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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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ab003>00</yab003>

<ykd011>2005-01-01 00:00:00</ykd011>

<ykd012>

</ykd012>

<ykd010>YinHai.SCMYlocal</ykd010>

<ykb003>http://10.1.181.10:60201/ybjk/interface</ykb003>

<ykb004>

</ykb004>

<ykb005>

</ykb005>

</row>

</kd02>

<ke05>

</ke05>

<autodeal> autodeal.exe文件所在目录路径</autodeal>

</root>



附件 2

医疗保障基金结算清单填写规范（试行）

医疗保障基金结算清单（简称“医保结算清单”）是指

医保定点医疗机构在开展住院、门诊慢特病等医疗服务后，

向医保部门申请费用结算时提交的数据清单。为统一医保结

算清单数据采集标准，提高医保结算清单数据质量，促进医

保结算管理行为规范，提升医保管理绩效，根据《国家医疗

保障局关于印发医疗保障定点医疗机构等信息业务编码规

则和方法的通知》（医保发〔2019〕55号）有关要求，制定

医保结算清单填写规范。

一、基本要求

（一）医保结算清单是各级各类医保定点医疗机构开展

住院、门诊慢特病、日间手术等医疗服务后，向医保部门申

请结算时提交的数据清单。

（二）医保结算清单数据指标共有 190项，其中基本信

息部分 32 项、门诊慢特病诊疗信息部分 6 项、住院诊疗信

息部分 57项、医疗收费信息部分 95项。

（三）医保结算清单填写应当客观、真实、及时、规范，

项目填写完整，准确反映患者诊疗、医疗收费等信息。

（四）医保结算清单中常用的标量、称量等数据项应当

使用国家和医保、卫生行业等相关标准。其中，诊疗信息数



据指标填报主要来自于住院病案首页数据，医疗收费信息数

据指标填报口径应与财政部、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国家医

疗保障局统一的“医疗住院收费票据”信息一致。

（五）西医疾病诊断代码统一使用《医疗保障疾病诊断

分类与代码》，手术和操作代码应当统一使用《医疗保障手

术操作分类与代码》，中医疾病诊断代码统一使用《医疗保

障中医诊断分类与代码》,日间手术病种代码统一使用《医保

日间手术病种分类与代码》。填写疾病诊断、手术及操作项

目时应当同时填写名称及代码。

（六）凡栏目中有“□”的，应当在“□”内填写相对

应项的序号。

（七）凡栏目中标注“*”的代表选填数据指标，其他项目

为必填数据指标，有则必填，无则空项处理。

（八）凡栏目中有“……”的，由各统筹地区根据本地

实际情况增添数据指标。原则上，增添数据指标前应向国家

医疗保障局报备。

二、数据采集标准

（一）基本信息数据指标。

基本信息部分：32项数据指标，主要用于定点医疗机构

和患者的身份识别。

1.清单流水号：医保部门接到某定点医疗机构结算清单

时自动生成的流水号码。清单流水号设计为 9位，由医保结



算清单年度编码和顺序号两部分组成。

第一部分：医保结算清单年度编码（2位）。用于区分医

保结算清单赋码年度，使用数字表示。如“20”表示 2020年度。

第二部分：顺序号编码（7位）。用于反映医保结算清单

赋码顺序，使用数字表示。如“0000001”表示该年度第一份医

保结算清单。

2.定点医疗机构名称：患者就诊所在的定点医疗机构名

称，按照《事业单位法人证书》或《营业执照》登记的机构

名称填写。

3.定点医疗机构代码：患者就诊所在的定点医疗机构在

《医疗保障定点医疗机构分类与代码》数据库中的唯一标识

码。

4.医保结算等级：定点医疗机构医疗服务项目收费等级，

分为一级、二级和三级。

5.医保编号：参保人在医保系统中的唯一身份代码。

6.病案号：定点医疗机构为每一位患者病案设置的唯一

编码。原则上，同一患者在同一医疗机构多次住院应使用同

一病案号。

7.申报时间：定点医疗机构上报医保结算清单的时间。

8.姓名：患者本人在公安户籍管理部门正式登记注册的

姓氏和名称。

9.性别：患者生理性别，按照《个人基本信息分类与代



码第 1部分：人的性别代码》（GB/T 2261.1-2003）标准，分

为：（0）未知的性别、（1）男、（2）女、（9）未说明性别。

10.出生日期：患者出生当日的公元纪年日期的完整描述。

11.年龄（岁）：患者年龄 1 周岁的实足年龄，为患者出

生后按照日历计算的历法年龄，以实足年龄的相应整数填写。

12.（年龄不足 1周岁）年龄（天）：患者实足年龄不足

1周岁的，按照实足天龄的相应整数填写。

13.国籍：患者所属国籍，按照《世界各国和地区名称代

码表》（GB/T 2659-2000）标准填写。

14.民族：患者所属民族，按照《中国各民族名称的罗马

字母拼写法和代码》（GB/T 3304-1991）标准填写。

15.患者证件类别：患者身份证件所属类别，按照《卫生

信息数据元值域代码-第 3 部分人口学及社会经济学特征：

CV 02.01.101 身份证件类别代码》（WS 364.3-2011）标准填

写。

16.患者证件号码：患者的身份证件上的唯一法定标识符。

17.职业：患者当前从事的职业类别，按照《个人基本信

息分类与代码》（GB/T2261.4-2003）标准填写。

18.现住址：患者近期的常住地址。

19.工作单位名称：患者在就诊前的工作单位名称。

20.工作单位地址：患者当前所在的工作单位地址。

21.单位电话：患者当前所在的工作单位的电话号码，包



括国际、国内区号和分机号。

22.工作单位邮编：患者当前所在的工作单位地址的邮政

编码。

23.联系人姓名：联系人在公安户籍管理部门正式登记注

册的姓氏和名称。

24.联系人与患者关系：联系人与患者之间的关系，参照

《家庭关系代码》国家标准（GB/T4761-2008）二位数字代

码填写。

25.联系人地址：联系人当前常住地址或工作单位地址。

26.联系人电话：联系人的电话号码，包括国际、国内区

号和分机号。

27.医保类型：取值范围包括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城乡居

民基本医疗保险（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新型农村合作医

疗保险）和其他医疗保险等。

28.特殊人员类型：参与医疗救助资助的参保人员范围，

分为：（1）特困人员、（2）城乡低保对象、（3）农村建档立

卡贫困人口、（4）贫困重度残疾人、（9）其他。

29.参保地：患者参加基本医疗保险并缴纳参保费的统筹

地区。

30.新生儿入院类型：与新生儿入院相关的影响因素，分

为：（1）正常新生儿、（2）早产儿、（3）有疾病新生儿、（4）

非无菌分娩、（9）其它。



31.新生儿出生体重（g）：是指新生儿出生后第 1小时内

称得的重量，要求精确到 10 克，产妇和新生儿期住院的患

儿病历都应填写。

32.新生儿入院体重（g）：是指患儿入院时称得的重量，

要求精确到 10克，新生儿期住院的患儿应填写。

（二）门诊慢特病诊疗信息数据指标。

门诊慢特病诊疗信息部分：6项数据指标，主要反映门

诊慢特病患者的实际诊疗过程。

1.诊断科别：患者就诊时所在的具体科室名称，按照《医

疗卫生机构业务科室分类与代码》（CT 08.00.002）标准填写。

2.就诊日期：患者在门（急）诊就诊时的公元纪年日期

和时间的完整描述。

3.诊断名称：患者就诊时，由门（急）诊接诊医师经诊

治给出的门诊慢特病病种名称。

4.诊断代码：患者就诊时，由门（急）诊接诊医师经诊

治给出的门诊慢特病病种在《医疗保障门诊慢特病病种分类

与代码》中对应的代码。

5.手术及操作名称：门诊慢特病患者就诊期间被实施的

与此次就诊门诊慢特病相关的手术或操作名称。

6.手术及操作代码：门诊慢特病患者就诊期间被实施的

与此次就诊门诊慢特病相关的手术或操作在《医疗保障手术

操作分类与代码》中对应的代码。



（三）住院诊疗信息数据指标。

住院诊疗信息部分：57项数据指标，主要反映患者入院、

诊断、治疗、出院等全诊疗过程的信息。

1.住院医疗类型：患者收治入院治疗的医疗服务类型，

分为：1.住院；2.日间手术。

2.入院途径：患者收治入院治疗的来源，经由本院急诊、

门诊诊疗后入院，或经由其他医疗机构诊治后转诊入院，或

其他途径入院。

3.治疗类别：对患者采用的医学治疗方法类别，分为：1.

西医；2.中医（2.1中医 2.2民族医）；3.中西医。

4.入院时间：患者办理入院手续后实际入住病房的公元

纪年日期和时间的完整描述。

5.入院科别：患者入院时，入住的科室名称，按照《医

疗卫生机构业务科室分类与代码》（CT 08.00.002）标准填写。

6.转科科别：患者住院期间转科的转入科室名称，按照

《医疗卫生机构业务科室分类与代码》（CT 08.00.002）标准

填写。如果超过一次以上的转科，用“→”转接表示。

7.出院时间：患者实际办理出院手续时（死亡患者是指

其死亡时间）的公元纪年日期和时间的完整描述。

8.出院科别：患者出院时的科室名称，按照《医疗卫生

机构业务科室分类与代码》（CT 08.00.002）标准填写。

9.实际住院天数：患者实际的住院天数，入院日与出院



日只计算 1天。

10.门（急）诊诊断：根据患者在住院前，由门（急）诊

接诊医师在住院证上填写的门（急）诊西医或中医诊断，进

而填写在病案首页中的门（急）诊西医或中医诊断。

11.出院诊断：患者出院时，临床医师根据患者所做的各

项检查、治疗、转归以及门（急）诊诊断、手术情况等综合

分析得出的西医或中医最终诊断。

（1）主要诊断：经医疗机构诊治确定的导致患者本次

住院就医主要原因的疾病（或健康状况），详见说明一。

（2）其他诊断：患者住院时并存的、后来发生的、或

是影响所接受的治疗和/或住院时间的疾病，详见说明二。

（3）主病：患者在住院期间确诊的主要中医病名。

（4）主症：患者所患主病的主要中医证候。

12.入院病情：对患者入院时病情评估情况。将“出院诊

断”与入院病情进行比较，按照“出院诊断”在患者入院时是否

已具有病情，分为：（1）有、（2）临床未确定、（3）情况不

明、（4）无。

（1）有：对应本出院诊断在入院时就已明确。例如，

患者因“乳腺癌”入院治疗，入院前已经钼靶、针吸细胞学检

查明确诊断为“乳腺癌”，术后经病理亦诊断为乳腺癌。

（2）临床未确定：对应本出院诊断在入院时临床未确

定，或入院时该诊断为可疑诊断。例如：患者因“乳腺恶性



肿瘤不除外”、“乳腺癌”或“乳腺肿物”入院治疗，因缺少病理

结果，肿物性质未确定，出院时有病理诊断明确为乳腺癌或

乳腺纤维瘤。

（3）情况不明：对应本出院诊断在入院时情况不明，

例如：乙型病毒性肝炎的窗口期、社区获得性肺炎的潜伏期，

因患者入院时处于窗口期或潜伏期，故入院时未能考虑此诊

断或主观上未能明确此诊断。患者合并的慢性疾病，经入院

后检查新发现的应选择“3”（情况不明），例如：高血压、高

脂血症、胆囊结石等，不能选择“4”（无）。

（4）无：在住院期间新发生的，入院时明确无对应本

出院诊断的诊断条目。例如：患者出现围手术期心肌梗死，

住院期间发生的医院感染等。只有在住院期间新发生的情况，

才能选择此项；住院期间新发现的慢性合并疾病，应选择“3”

（情况不明）。

13.诊断代码计数：包括主要诊断和其他诊断的代码总数。

14.手术及操作：患者住院期间被实施的手术及非手术操

作（包括诊断及治疗性操作，如介入操作），详见说明三。

（1）主要手术及操作：患者本次住院期间，针对临床

医师为患者作出主要诊断的病症所施行的手术或操作。

（2）其他手术及操作：患者在本次住院被实施的其他

手术或操作。

15.手术及操作日期：患者住院期间开始实施手术及操作



时的公元纪年日期和时间的完整描述。

16.麻醉方式*：为患者进行手术、操作时使用的麻醉方

法，按照《麻醉方法代码表》（CV 06.00.103）标准填写。

17.术者医师姓名：为患者实施手术的主要执行人员在公

安户籍管理部门正式登记注册的姓氏和名称。

18.术者医师代码：术者医师在《医保医师分类与代码》

中的代码。

19.麻醉医师姓名：对患者实施麻醉的医师在公安户籍管

理部门正式登记注册的姓氏和名称。

20.麻醉医师代码：麻醉医师在《医保医师分类与代码》

中的代码。

21.手术及操作代码计数：包括主要手术和操作及其他手

术和操作的代码总数。

22.呼吸机使用时间：住院期间患者使用有创呼吸机时间

的总和。间断使用有创呼吸机的患者按照时间总和填写。

23.颅脑损伤患者昏迷时间：外伤所致的颅脑损伤患者昏

迷的时间，按照入院前、入院后分别计算，间断昏迷患者，

按照昏迷时间的总和填写。

24.重症监护病房类型*：患者住院期间入住的重症监护

病房的名称类别，可分为：（1）心脏重症监护病房（CCU）、

（2）新生儿重症监护病房（NICU）、（3）急诊重症监护病

房（ECU）、（4）外科重症监护病房（SICU）、（5）儿科重症



监护病房（PICU）、（6）呼吸重症监护病房（RICU）、（9）

其他。

25.进重症监护室时间*：患者进入重症监护病房的具体

日期和时间。

26.出重症监护室时间*：患者退出重症监护病房的具体

日期和时间。

27.合计（小时）*：患者住在重症监护病房的时长总和。

28.输血品种：给予患者输入体内的各成分血的名称，参

照《输血品种代码表》（CV 04.50.021）填写。

29.输血量：给予患者输入体内的各成分血的数量。

30.输血计量单位：给予患者输入体内的各成分血的计量

单位。

31.护理天数*：患者住院期间接受护理的天数，分为：

特级护理天数、一级护理天数、二级护理天数、三级护理天

数。

（1）特级护理天数：患者住院期间接受特级护理的天

数。符合以下情况之一，可确定为特级护理：

1）维持生命，实施抢救性治疗的重症监护患者；

2）病情危重，随时可能发生病情变化需要进行监护、

抢救的患者；

3）各种复杂或大手术后、严重创伤或大面积烧伤的患

者。



（2）一级护理天数：患者住院期间接受一级护理的天

数。符合以下情况之一，可确定为一级护理：

1）病情趋向稳定的重症患者；

2）病情不稳定或随时可能发生变化的患者；

3）手术后或者治疗期间需要严格卧床的患者；

4）自理能力重度依赖的患者。

（3）二级护理天数：患者住院期间接受二级护理的天

数。符合以下情况之一，可确定为二级护理：

1）病情趋于稳定或未明确诊断前，仍需观察，且自理

能力轻度依赖的患者；

2）病情稳定，仍需卧床，且自理能力轻度依赖的患者；

3）病情稳定或处于康复期，且自理能力中度依赖的患

者。

（4）三级护理天数：患者住院期间接受三级护理的天

数。病情稳定或处于康复期，且自理能力轻度依赖或无需依

赖的患者，可确定为三级护理。

32.离院方式：患者本次住院离开医院的方式，主要包括：

（1）医嘱离院（代码 1）：患者本次治疗结束后，按照

医嘱要求出院，回到住地进一步康复等情况。

（2）医嘱转院（代码 2）：指医疗机构根据诊疗需要，

将患者转往相应医疗机构进一步诊治，用于统计“双向转诊”

开展情况。如果接收患者的医疗机构明确，需要填写转入医



疗机构的名称和对应的医保定点医疗机构代码。

（3）医嘱转社区卫生服务机构/乡镇卫生院（代码为 3）：

指医疗机构根据患者诊疗情况，将患者转往相应社区卫生服

务机构进一步诊疗、康复，用于统计“双向转诊”开展情况。

如果接收患者的社区卫生服务机构明确，需要填写社区卫生

服务机构/乡镇卫生院名称和对应的医保定点医疗机构代码。

（4）非医嘱离院（代码 4）：患者未按照医嘱要求而自

动离院，如：患者疾病需要住院治疗，但患者出于个人原因

要求出院，此种出院并非由医务人员根据患者病情决定，属

于非医嘱离院。

（5）死亡（代码 5）：患者在住院期间死亡。

（6）其他（代码 9）：除上述 5种出院去向之外的其他

情况。

33.是否有 31天内再住院计划：患者本次住院出院后 31

天内是否有诊疗需要的再住院安排。若有再住院计划，则需

填写目的。

34.主诊医师名称*：对于某一参保患者直接负责并且实

施具体医疗行为的最高级别医师。

35.主诊医师代码*：主诊医师在《医保医师代码》中的

代码。

（四）医疗付费信息数据指标。

医疗付费信息部分：95项数据指标，主要反映定点医疗



机构与患者结账时的实际医疗费用。医疗收费信息与“医疗

住院收费票据”信息一致。

1.业务流水号：医疗卫生机构收费系统自动生成的流水

号码。

2.票据代码：为定点医疗机构按照财政部门票据管理相

关规定出具的医疗收费电子票据上的票据代码。

3.票据号码：为定点医疗机构按照财政部门票据管理相

关规定出具的医疗收费电子票据上的票据流水号。

4.结算期间：定点医疗机构与患者当次结算费用的起止

时间。

5.金额合计：定点医疗机构与患者当次结算费用的总和。

其中，甲类、乙类、自费、其他按相关政策填写。

金额合计含床位费、诊察费、检查费、化验费、治疗费、

手术费、护理费、卫生材料费、西药费、中药饮片费、中成

药费、一般诊疗费、挂号费和其他费 14 类。填报口径按照

《医疗服务项目分类与代码》映射归集填写（此填报口径另

行下发）。

6.医保统筹基金支付：患者本次就医所发生的医疗费用

中按规定由基本医疗保险统筹基金支付的金额。

7.其他支付：患者本次就医所发生的医疗费用中按规定

由大病保险、医疗救助、公务员医疗补助、大额补充、企业

补充等基金或资金支付的金额。



8.大病保险支付：患者本次就医所发生的医疗费用中按

规定由大病保险支付的金额。

9.医疗救助支付：患者本次就医所发生的医疗费用中按

规定由医疗救助基金支付的金额。

10.公务员医疗补助：患者本次就医所发生的医疗费用中

按规定由公务员医疗补助基金支付的金额。

11.大额补充：患者本次就医所发生的医疗费用中按规定

由大额补充基金支付的金额。

12.企业补充：患者本次就医所发生的医疗费用中按规定

由企业补充基金支付的金额。

13.个人自付：患者本次就医所发生的医疗费用中由个人

负担的属于基本医疗保险目录范围内自付部分的金额，以及

开展按病种、病组、床日等打包付费方式且由患者定额付费

的费用。

14.个人自费：患者本次就医所发生的医疗费用中按照有

关规定不属于基本医疗保险目录范围而全部由个人支付的

费用。

15.个人账户支付：按政策规定用个人账户支付参保人的

医疗费用（含基本医疗保险目录范围内和目录范围外的费

用）。

16.个人现金支付：个人通过现金、银行卡、微信、支付

宝等渠道支付的金额。



17.医保支付方式：医保经办机构与定点医疗机构根据不

同医疗服务的性质和特征，将医疗服务划分为不同的付费单

元并确定付费标准的措施，分为：1.按项目付费、2.按单病

种付费、3.按病种分值付费、4.按疾病诊断相关分组（DRG）

付费、5.按床日付费、6.按人头付费……，如“7.按定额”。



说明一：主要诊断选择要求

主要诊断选择要求：

1.主要诊断定义：经医疗机构诊治确定的导致患者本次

住院就医主要原因的疾病（或健康状况）。

2.主要诊断一般应该是：

（1）消耗医疗资源最多。

（2）对患者健康危害最大。

（3）影响住院时间最长。

3.除下列规则中特殊约定的要求外，原则上“入院病情”

为“4”的诊断不应作为主要诊断。

4.一般情况下，有手术治疗的患者的主要诊断要与主要

手术治疗的疾病相一致。

5.急诊手术术后出现的并发症，应视具体情况根据原则

2正确选择主要诊断。

6.择期手术后出现的并发症，应作为其他诊断填写，而

不应作为主要诊断。

7.择期手术前出现的并发症，应视具体情况根据原则 2

正确选择主要诊断。

8.当住院是为了治疗手术和其它治疗的并发症时，该并

发症作为主要诊断。当该并发症被编在 T80-T88系列时，由

于编码在描述并发症方面缺少必要的特性，需要另编码对该

并发症进行说明。



9.当诊断不清时，主要诊断可以是疾病、损伤、中毒、

体征、症状、异常发现，或者其它影响健康状态的因素。

10.当症状、体征和不确定情况有相关的明确诊断时，该

诊断应作为主要诊断。而 ICD-10 第十八章中的症状、体征

和不确定情况则不能作为主要诊断。

11.当有明确的临床症状和相关的疑似诊断时，优先选择

明确的临床症状做主要诊断。疑似的诊断作为其他诊断。

12.如果以某个疑似的诊断住院，出院时诊断仍为“疑似”

的不确定诊断，选择该疑似诊断作为主要诊断，编码时应按

照确定的诊断进行编码。

13.极少情况下，会有 2个或 2个以上疑似诊断的情况，

如：“…不除外、或…”（或类似名称），如果诊断都可能存

在，且无法确定哪个是更主要的情况下，选其中任一疑似诊

断作为主要诊断，将其它疑似诊断作为其他诊断。

14.如果确定有 2个或 2个以上诊断同样符合主要诊断标

准，在编码指南无法提供参考的情况下，应视具体情况根据

原则 2正确选择主要诊断。

15.由于各种原因导致原诊疗计划未执行时：

（1）未做其它诊疗情况下出院的，仍选择拟诊疗的疾

病为主要诊断，并将影响患者原计划未执行的原因写入其他

诊断。

（2）当针对某种导致原诊疗计划未执行的疾病（或情



况）做了相应的诊疗时，选择该疾病（或情况）作为主要诊

断，拟诊疗的疾病为作为其他诊断。

16.从急诊留观室留观后入院的，当患者因为某个疾病

（或情况）被急诊留观，且随后因为同一疾病（或情况）在

同一家医院住院，选择导致急诊留观的疾病（或情况）为主

要诊断。

17.当患者在门诊手术室接受手术，并且继而入住同一家

医院变为住院病人时，要遵从下列原则选择主要诊断：

（1）如果因并发症入院，选择该并发症为主要诊断。

（2）如果住院的原因是与门诊手术无关的另外原因，

选择这个另外原因为主要诊断。

18.多部位烧伤，以烧伤程度最严重部位的诊断为主要诊

断。同等烧伤程度的情况下，选择烧伤面积最大部位的诊断

为主要诊断。

19.多部位损伤，选择明确的最严重损伤和/或主要治疗

的疾病诊断为主要诊断。

20.中毒的患者，选择中毒诊断为主要诊断，临床表现为

其他诊断。如果有药物滥用或药物依赖的诊断，应写入其他

诊断。

21.产科的主要诊断是指产科的主要并发症或合并疾病。

没有任何并发症或合并疾病分娩的情况下，选择 O80或 O84

为主要诊断。



22.当患者住院的目的是为了进行康复，选择患者需要康

复治疗的问题作为主要诊断；如果患者入院进行康复治疗的

原发疾病已经不存在了，选择相应的后续治疗作为主要诊断。

23.肿瘤：

（1）当住院治疗是针对恶性肿瘤时，恶性肿瘤才有可

能成为主要诊断。

（2）当对恶性肿瘤进行外科手术切除（包括原发部位

或继发部位），即使做了术前和/或术后放疗或化疗时，选择

恶性肿瘤为主要诊断。

（3）即使患者做了放疗或化疗，但是住院的目的是为

了明确肿瘤诊断（如恶性程度、肿瘤范围），或是为了确诊

肿瘤进行某些操作（如：穿刺活检等），主要诊断仍选择原

发（或继发）部位的恶性肿瘤。

（4）如果患者本次专门为恶性肿瘤进行化疗、放疗、

免疫治疗而住院时，选择恶性肿瘤化疗（编码 Z51.1）、放疗

（编码 Z51.0）或免疫治疗（编码 Z51.8）为主要诊断，恶性

肿瘤作为其他诊断。如果患者在一次住院中接受了不止一项

的上述治疗，则可以使用超过一个的编码，应视具体情况根

据原则 2正确选择主要诊断。

（5）当治疗是针对继发部位的恶性肿瘤时，以继发部

位的恶性肿瘤为主要诊断。如果原发肿瘤依然存在，原发肿

瘤作为其他诊断。如果原发恶性肿瘤在先前已被切除或根除，



恶性肿瘤个人史作为其他诊断，用来指明恶性肿瘤的原发部

位。

（6）当只是针对恶性肿瘤和/或为治疗恶性肿瘤所造成

的并发症进行治疗时，选择该并发症作为主要诊断，恶性肿

瘤作为其他诊断首选。如果同时有多个恶性肿瘤，按照肿瘤

恶性程度的高低顺序书写。

A恶性肿瘤引起的贫血，如果患者为治疗恶性肿瘤相关

的贫血而入院，且仅对贫血进行了治疗，应选肿瘤疾病引起

的贫血作为主要诊断（D63.0*肿瘤引起的贫血），恶性肿瘤

作为其他诊断。

B化疗、放疗和免疫治疗引起的贫血，当患者为了治疗

因化疗、放疗和免疫治疗引起的贫血而住院时，且仅对贫血

进行了治疗，选择贫血作为主要诊断，相关的肿瘤诊断作为

其他诊断。

C当患者为了接受化疗、放疗和免疫治疗而入院，治疗

中产生了并发症，如：难以控制的恶心、呕吐或脱水，仍选

择化疗、放疗和免疫治疗为主要诊断，并发症作为其他诊断。

D当患者因为恶性肿瘤引起的并发症住院治疗时（如脱

水），且仅对该并发症（如脱水）进行了治疗（静脉补液），

选择该并发症（如脱水）作为主要诊断，相关的肿瘤诊断作

为其他诊断。

（7）未特指部位的广泛转移恶性肿瘤



未特指部位的广泛转移恶性肿瘤使用编码 C80，该诊断

只有在患者有了转移病灶且不知道原发和继发部位时使用。

当有已知继发部位肿瘤的诊断时，应分别逐一诊断。

（8）妊娠期间的恶性肿瘤

当妊娠者患有恶性肿瘤，选择妊娠、分娩及产褥期并发

恶性肿瘤（099.8）作为主要诊断，ICD-10 第二章中的适当

编码作为其他诊断，用来明确肿瘤的类型。

（9）肿瘤患者住院死亡时，应根据上述要求，视本次

住院的具体情况正确选择主要诊断。



说明二：其他诊断填报要求

1.其他诊断定义：住院时并存的、后来发生的、或是影

响所接受的治疗和/或住院时间的情况。包括并发症和合并症。

（1）并发症：指与主要诊断存在因果关系，主要诊断

直接引起的病症。

（2）合并症：指与主要诊断和并发症非直接相关的另

外一种疾病。但对本次医疗过程有一定影响。（不包括对当

前住院没有影响的早期住院的诊断）

2.其他诊断填写要求

（1）其他诊断仅包括那些影响患者本次住院医疗过程

的附加病症，这些附加病症包括：需要进行临床评估；或治

疗；或诊断性操作；或延长住院时间；或增加护理和/或监测。

（2）患者既往发生的病症及治疗情况，对本次住院主

要诊断和并发症的诊断、治疗及预后有影响的，应视为合并

症填写在其他诊断。

（3）如果既往史或家族史对本次治疗有影响时，ICD-10

中 Z80-Z87对应的病史应填写在其他诊断。

（4）除非有明确临床意义，异常所见（实验室、X-RAY、

病理或其他诊断结果）无需编码上报；如果针对该临床异常

所见又做其它检查评估或常规处理，该异常所见应作为其他

诊断编码上报。

（5）如果出院时某其他诊断仍为“疑似”的不确定诊



断，应按照确定的诊断编码。

（6）按照要求将本次住院的全部诊断（包括疾病、症

状、体征等）填全。



说明三：手术和操作填报要求

1.主要手术和操作是指患者本次住院期间，针对临床医

师为患者作出主要诊断的病症所施行的手术或操作。一般是

风险最大、难度最高、花费最多的手术和操作。

2.填写手术和操作时，优先填写主要手术或操作。

3.填写一般手术和操作时，如果既有手术又有操作，按

手术优先原则。

4.仅有操作时，首先填写与主要诊断相对应的主要的治

疗性操作（特别是有创的治疗性操作），后依时间顺序逐行

填写其他操作。

5.手术和操作填报范围

（1）ICD-9中有正式名称的全部手术要求编码填报。

（2）除“A.无需填报和编码的原则”及“B.无需填报和

编码的操作”要求以外的操作均应进行编码填报。

A.无需填报和编码的原则：

在一次住院期间，大多数患者都需执行的常规操作，最

主要的是因为对于这些操作的医疗资源消耗可以通过诊断

或其它相关操作反映出来，也就是说对于某个特定的诊断或

操作它是诊疗规范标准中的必然之选。如：对于 Colles氏骨

折必然会使用 X-线和石膏固定；脓毒血症诊断必然会静脉输

抗生素。

B.无需填报和编码的操作包括：



1）石膏的固定、置换、去除

2）经留置导管的膀胱灌注、膀胱造口冲洗

3）插管

a）除心导管、外科插管、新生儿插管以外的动脉或静

脉插管，如：PICC、CVC、S-W插管

b）除耻骨上造瘘的插管的泌尿系统插管

4）Doppler 检查

5）一般其它药物治疗，无需编码（①对于日间病例该

药物是主要治疗，②化疗、新生儿特殊的药物干预，除外）

6）ECG，Holter检查

7）伴心脏手术时，经皮或经静脉置入的临时电极（术

中使用临时心脏起搏器），包括对其进行调整，重新定位，

去除电极等操作

8）肌电图、尿道括约肌肌电图、眼肌电图

9）影像：一般 X线平片检查、核磁、CT、B超检查（经

食道超声心动 TOE除外）

10）监测：包括心脏、血管压力监测＜24小时（如：24

小时血压监测、中心静脉压监测、肺动脉压监测、肺动脉嵌

入压监测）

11）鼻-胃管插管的减压和鼻饲（新生儿除外）

12）操作中的某些组成部分

13）应激试验，如：铊应激试验伴经食管心室起搏、铊



应激试验不伴经食管心室起搏

14）骨牵引、皮牵引

注：

1）ICD-9中的标准优先；

2）如果需要全身麻醉而进行的操作，上述编码要编；

3）对于日间医疗的患者，上述如果是主要住院原因要

编。



附件 3

医疗保障基金结算清单

清单流水号

定点医疗机构名称 定点医疗机构代码 医保结算等级

医保编号 病案号 申报时间 年 月 日

一、基本信息

姓名 性别 1.男 2.女 出生日期 年 月 日 年龄 岁 国籍

（年龄不足 1周岁）年龄 天 民族 患者证件类别 患者证件号码

职业 现住址 省（区、市） 市 县

工作单位名称 工作单位地址 单位电话 邮编

联系人姓名 关系 地址 省（区、市） 市 县 电话

医保类型 特殊人员类型 参保地

新生儿入院类型 新生儿出生体重 克 新生儿入院体重 克

二、门诊慢特病诊疗信息

诊断科别 就诊日期

诊断名称 诊断代码 手术及操作名称 手术及操作代码

三、住院诊疗信息

住院医疗类型 1.住院 2.日间手术

入院途径 1.急诊 2.门诊 3.其他医疗机构转入 9.其他

治疗类别 1.西医 2.中医（2.1 中医 2.2民族医） 3.中西医

入院时间 年 月 日 时 入院科别 转科科别

出院时间 年 月 日 时 出院科别 实际住院 天

门（急）诊诊断（西医诊断） 疾病代码

门（急）诊诊断（中医诊断） 疾病代码

出院西医诊断 疾病代码 入院病情 出院中医诊断 疾病代码 入院病情

主要诊断： 主病：

其他诊断： 主证：



诊断代码计数

手术及操作名称 手术及操作代码
手术及操

作日期

麻醉

方式*
术者医师

姓名

术者医师

代码

麻醉医师

姓名

麻醉医师

代码

主要：

其他：

手术及操作代码计数

呼吸机使用时间______天______小时______分钟

颅脑损伤患者昏迷时间：入院前 天 小时 分钟

入院后 天 小时 分钟

重症监护病房类型*
（CCU、NICU、EICU、SICU、PICU、

RICU、其他）

进重症监护室时间*
（_年_月_日_时_分）

出重症监护室时间*
（_年_月_日_时_分）

合计（小时）*

输血品种 输血量 输血计量单位

特级护理天数*____ 一级护理天数*____ 二级护理天数*____ 三级护理天数*____
离院方式  1.医嘱离院 2. 医嘱转院，拟接收机构名称 拟接收机构代码

3.转社区、转卫生院机构，拟接收机构名称 拟接收机构代码 4.非医嘱离院 5.死亡 9.其他

是否有出院 31天内再住院计划 1.无 2.有，目的

主诊医师姓名* 主诊医师代码*

四、医疗收费信息

业务流水号：

票据代码：

票据号码：

结算期间：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项目名称 金额 甲类 乙类 自费 其他

床位费

诊察费

检查费

化验费

治疗费

手术费

护理费



卫生材料费

西药费

中药饮片费

中成药费

一般诊疗费

挂号费

其他费

金额合计

基

金

支

付

基金支付类型 金额

个

人

支

付

个人自付
医保统筹基金支付

其他支付：
个人自费

大病保险

医疗救助
个人账户

支付
公务员医疗补助

大额补充

企业补充
个人现金

支付
……

……

医保支付方式 1.按项目 2.单病种 3.按病种分值 4.疾病诊断相关分组（DRG） 5.按床日 6.按人头……

医疗机构填报部门 医保机构

医疗机构填报人 医保机构经办人

（注：“*”代表选填数据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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