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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康在线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个人齿科医疗保险条款 

 

总则 

第一条 本保险合同（以下简称“本合同”）由保险条款、投保单、保险单或者其他保险

凭证、与本合同有关的投保文件、合法有效的声明、批注、批单及其他投保人与保险人共

同认可的书面或者电子协议共同组成。凡涉及本合同的约定，均应采用书面或者电子形式。 

 

被保险人、投保人、受益人 

第二条 凡出生满 60天，身体健康，能正常工作或正常生活的自然人均可作为被保险人。 

第三条 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被保险人本人或在本合同订立时对被保险人有保险利

益的其他人可作为投保人。 

被保险人为未成年人的，应由其父母作为投保人。 

第四条 除另有约定外，本合同保险金的受益人为被保险人本人。 

 

保险责任 

第五条 在本合同保险期间内，保险人承担以下保险责任： 

(一) 保健治疗保险责任 

在保险期间内，被保险人在保险人指定医疗机构接受本合同所附《齿科诊疗码分类表》

中所列保健治疗项目治疗的，保险人对由此发生的合理医疗费用（不包括药品用品类费用）

按保险单约定的给付比例给付保健治疗费用保险金。 

保险人对被保险人所负给付保健治疗费用保险金的责任以本合同所载的保健治疗费用

保险金额为限，当一次或累计给付的保健治疗费用保险金达到本合同项下该被保险人的保健

治疗费用保险金额时，保险人对该被保险人在本合同下的保健治疗费用保险责任终止。 

(二) 基础治疗保险责任 

在保险期间内，被保险人在本合同约定的等待期后（不间断连续投保的续保合同或本合

同另有约定的不受此限）患齿科疾病并在保险人指定医疗机构接受本合同所附《齿科诊疗码

分类表》中所列基础治疗项目治疗的，保险人对由此发生的合理医疗费用（不包括药品用品

类费用）按保险单约定的给付比例给付基础治疗费用保险金。  

保险人对被保险人所负给付基础治疗费用保险金的责任以本合同所载的基础治疗费用

保险金额为限，当一次或累计给付的基础治疗费用保险金达到本合同项下该被保险人的基础

治疗费用保险金额时，保险人对该被保险人在本合同下的基础治疗费用保险责任终止。 

(三) 复杂治疗保险责任 

在保险期间内，被保险人在本合同约定的等待期后（不间断连续投保的续保合同或本合

同另有约定的不受此限）患齿科疾病并在保险人指定医疗机构接受本合同所附《齿科诊疗码

分类表》中所列复杂治疗项目治疗的，保险人对由此发生的合理医疗费用（不包括药品用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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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费用）按保险单约定的给付比例给付复杂治疗费用保险金。  

保险人对被保险人所负给付复杂治疗费用保险金的责任以本合同所载的复杂治疗费用

保险金额为限，当一次或累计给付的复杂治疗费用保险金达到本合同项下该被保险人的复杂

治疗费用保险金额时，保险人对该被保险人在本合同下的复杂治疗费用保险责任终止。 

(四) 意外齿科治疗保险责任 

在保险期间内，被保险人因遭受意外伤害，且以该意外伤害为直接且单独原因导致患齿

科疾病并在保险人指定医疗机构接受本合同所附《齿科诊疗码分类表》中所列意外齿科治疗

项目治疗的，保险人对由此发生的合理医疗费用（不包括药品用品类费用）按保险单约定的

给付比例给付意外齿科治疗费用保险金。  

保险人对被保险人所负给付意外齿科治疗费用保险金的责任以本合同所载的意外齿科

治疗费用保险金额为限，当一次或累计给付的意外齿科治疗费用保险金达到本合同项下该被

保险人的意外齿科治疗费用保险金额时，保险人对该被保险人在本合同下的意外齿科治疗费

用保险责任终止。 

第六条 投保人为被保险人首次投保本保险或非连续投保本保险时，自本合同生效之日

起一定期限为等待期，等待期期限由投保人在投保时与保险人约定，并在保险单中载明。

投保人为被保险人不间断连续投保本保险的续保合同无等待期。在等待期内，被保险人在

保险人指定医疗机构接受《齿科诊疗码分类表》中所列基础治疗、复杂治疗的，保险人不

承担保险责任。 

 

增值服务 

第七条 在保险期间内，被保险人在保险人指定医疗机构接受本合同所附《齿科诊疗码

分类表》中所列治疗项目所产生的费用，在扣除第五条约定的保险人给付金额之外剩余的应

当由被保险人自己承担的部分，被保险人在与该保险人指定医疗机构结算费用时可享受一定

比例的费用优惠，无需全额自付。具体的费用优惠比例在保险单中载明。 

 

责任免除 

第八条 因下列情形之一，直接或间接导致被保险人发生齿科医疗费用的，保险人不承

担给付保险金责任： 

（一） 被保险人在等待期内发生的基础治疗和复杂治疗费用； 

（二） 非被保险人本人就医时发生的齿科医疗费用； 

（三） 无论任何情形（包括紧急情形），被保险人在非保险人指定医疗机构就诊发生的

齿科医疗费用； 

（四） 被保险人未携带身份证明证件导致保险人指定医疗机构无法确认被保险人身份

情形下发生的齿科医疗费用； 

（五） 被保险人因未遵照保险人指定医疗机构医生医嘱而发生的齿科医疗费用； 

（六） 被保险人因未遵医嘱服用、涂用、注射药物而发生的齿科医疗费用； 

（七） 因被保险人自致伤害、挑衅或故意行为而导致的殴斗、从事违法犯罪活动或抗

拒司法机关依法采取的强制措施而发生的齿科医疗费用； 

（八） 被保险人酗酒、主动吸食或者注射毒品期间发生的齿科疾病、损伤导致的齿科

医疗费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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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 被保险人从事或参与恐怖主义活动、邪教组织活动而发生的齿科医疗费用； 

（十） 本合同所附《齿科诊疗码分类表》中列明的药品用品类费用。 

 

保险金额和保险费 

第九条 保险金额是保险人承担给付保险金责任的最高限额。本合同的保险金额分为保

健治疗费用保险金额、基础治疗费用保险金额、复杂治疗费用保险金额、意外齿科治疗费用

保险金额，每项保险金额由投保人、保险人双方在本合同订立时协商确定，并在保险单中载

明。 

第十条 除另有约定外，投保人应当在合同成立时一次性交清保险费。 

 

保险期间 

第十一条 本合同保险期间由保险人和投保人协商确定，以保险单载明的起讫时间为准，

但最长不得超过 1 年。 

若保险人同意，投保人可于每个保险期间届满时或之前，按照续保当时保险人执行的条

款和费率向保险人交纳续保保险费，则本合同将延续有效 1 年。 

保险人有权根据被保险人续保当时的情况决定是否调整续保费率或有条件续保。本合同

续保前被保险人根据保险人的询问应将其已知或已患的疾病或其它情况以书面形式如实告

知保险人。 

 

保险人义务 

第十二条 订立本合同时，采用保险人提供的格式条款的，保险人向投保人提供的投保

单应当附格式条款，保险人应当向投保人说明合同的内容。对合同中免除保险人责任的条款，

保险人在订立合同时应当在投保单、保险单或者其他保险凭证上作出足以引起投保人注意的

提示，并对该条款的内容以书面或者口头形式向投保人作出明确说明；未作提示或者明确说

明的，该条款不产生效力。 

第十三条 本合同成立后，保险人应当及时向投保人签发保险单或其他保险凭证。 

第十四条 保险人认为保险金申请人提供的有关索赔的证明和资料不完整的，应当及时

一次性通知投保人、保险金申请人补充提供。 

第十五条 保险人收到保险金申请人的给付保险金的请求后，应当及时作出是否属于保

险责任的核定；情形复杂的，应当在 30日内作出核定，但保险合同另有约定的除外。 

保险人应当将核定结果通知保险金申请人；对属于保险责任的，在与保险金申请人达成

给付保险金的协议后 10 日内，履行给付保险金义务。保险合同对给付保险金的期限有约定

的，保险人应当按照约定履行给付保险金的义务。 

第十六条 保险人依照前款约定作出核定后，对不属于保险责任的，应当自作出核定之

日起 3 日内向保险金申请人发出拒绝给付保险金通知书，并说明理由。保险人自收到给付保

险金的请求和有关证明、资料之日起 60 日内，对其给付的数额不能确定的，应当根据已有

证明和资料可以确定的数额先予支付；保险人最终确定给付的数额后，应当支付相应的差额。 

 

投保人、被保险人义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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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七条 除另有约定外，投保人应当在合同成立时一次性交清保险费。保险费未按约

定及时足额交付前发生的保险事故，保险人不承担给付保险金的责任。 

第十八条 订立本合同，保险人就被保险人的有关情况提出询问的，投保人应当如实告

知。 

投保人故意或者因重大过失未履行前款规定的义务，足以影响保险人决定是否同意承

保或者提高保险费率的，保险人有权解除本合同。 

前款规定的合同解除权，自保险人知道有解除事由之日起，超过 30 日不行使而消灭。 

投保人故意不履行如实告知义务的，保险人对于合同解除前发生的保险事故，不承担

给付保险金责任，并不退还保险费。 

投保人因重大过失未履行如实告知义务，对保险事故的发生有严重影响的，保险人对

于合同解除前发生的保险事故，不承担给付保险金责任，但应当退还保险费。 

保险人在本合同订立时已经知道投保人未如实告知的情况的，保险人不得解除本合同；

发生保险事故的，保险人应当承担赔偿保险金的责任。 

第十九条 被保险人的投保年龄按周岁计算。投保人若发现在投保时提供的被保险人年

龄错误，应于 10 日内以书面形式通知保险人，并按照下列规定办理： 

（一）投保人申报的被保险人年龄不真实，且其真实年龄不符合本合同约定的年龄限制

的，保险人对该被保险人自始不负保险责任。保险人可以解除本合同，并在扣除手续费后，

向投保人退还保险费。 

（二）投保人申报的被保险人年龄不真实，导致投保人实付保险费少于应付保险费的，

保险人有权更正并要求投保人补交保险费。若补交保险费前已发生保险事故，保险人在给

付保险金时按照实付保险费与应付保险费的比例给付。 

（三）投保人申报的被保险人年龄不真实，导致投保人实付保险费多于应付保险费的，

保险人自接到投保人的书面通知后应将多收的保险费无息退还给投保人。 

第二十条 投保人住所或通讯地址变更时，应及时以书面形式通知保险人。投保人未通

知的，保险人按本合同所载的最后住所或通讯地址发送的有关通知，均视为已发送给投保人。 

第二十一条 投保人、被保险人或者保险金受益人知道保险事故发生后，应当在 48 小

时内或经保险人书面同意延长的期限内通知保险人。故意或者因重大过失未及时通知，致

使保险事故的性质、原因、损失程度等难以确定的，保险人对无法确定的部分，不承担给

付保险金的责任，但保险人通过其他途径已经及时知道或者应当及时知道保险事故发生的除

外。 

上述投保人、被保险人的义务，不包括因不可抗力导致的延迟。 

 

保险金申请与给付 

第二十二条 被保险人应当在保险人指定医疗机构接受齿科治疗。在治疗时，被保险人

应将本合同项下的保险金申请权和受领保险金的权利委托给医疗机构。该医疗机构对被保

险人免收本合同约定的保险责任范围内的医疗费用，由该医疗机构向保险人提出理赔申请，

该费用由保险人直接支付给保险人指定医疗机构，毋需被保险人先行给付，因此保险人不接

受任何非通过保险人指定医疗机构的索赔。若实际医疗费用超过本合同载明的保险金额，

则超出部分的费用由被保险人自行与保险人指定医疗机构结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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争议处理和法律适用 

第二十三条 因履行本合同发生的争议，由当事人协商解决。协商不成的，提交保险

单载明的仲裁机构仲裁；保险单未载明仲裁机构且争议发生后未达成仲裁协议的，依法向中

华人民共和国（不包括港澳台地区）人民法院起诉。 

第二十四条 与本合同有关的以及履行本合同产生的一切争议处理适用中华人民共和

国法律（不包括港澳台地区法律）。 

 

其他事项 

第二十五条 除本合同另有约定外，经投保人和保险人协商同意后，可变更本合同的有

关内容。变更本合同时，投保人应填写变更合同申请书，经保险人审核同意，并在本合同的

保险单或其它保险凭证上加以批注，或由投保人和保险人订立变更的书面协议后生效。 

第二十六条 在本合同成立后，投保人可以书面形式通知保险人解除合同，但保险人

已根据本合同约定给付保险金的除外。 

投保人解除本合同时，应提供下列证明文件和资料： 

（1）合同解除申请书； 

（2）保险单原件； 

（3）保险费交付凭证； 

（4）投保人身份证明； 

（5）保险人需要的其它有关文件和资料。 

投保人要求解除合同的，自解除合同的书面通知送达保险人之日起，合同解除，保险人

按短期费率表计收保险责任开始之日起至合同解除之日止期间的保险费，并退还剩余部分保

险费。 

第二十七条 保险人将为每一被保险人发送电子保单，电子保单将载明以下信息：保险

单号码、保障类型、特别约定、指定医疗机构电话号码、如何联系指定医疗机构等信息。该

电子保单是被保险人在保险人指定医疗机构享受直接付费服务的凭证。 

 

释义 

第二十八条 本合同涉及下列术语时，适用以下释义： 

【合法有效】 本合同所指合法有效均以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不含港、澳、台地区法

律，下同）、法规、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行政规章及有关规范性法律文件的规定为判定

依据。 

【保险人】指与投保人签订本合同的泰康在线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保险人指定医疗机构】指保险人所列医疗网络所包括的各网点机构。保险人有权作调

整并通知投保人、被保险人。 

【意外伤害】指外来的、突然的、非本意的、非疾病的使被保险人身体受到伤害的客观

事件，并以此客观事件为直接且单独原因导致被保险人身体蒙受伤害或者身故。猝死、自杀

以及自伤均不属于意外伤害。 

【保险金申请人】指受益人或被保险人的继承人或依法享有保险金请求权的其他自然人。 



6 
 

【周岁】以法定身份证明文件中记载的出生日期为基础计算的实足年龄。 

【不可抗力】指不能预见、不能避免并不能克服的客观情况。 

 

 

附表 1：短期费率表 

保险期间（个月）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百分比（%） 25 35 45 55 65 70 75 80 85 90 95 100 

注：不足整月按整月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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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2：齿科诊疗码分类表 

诊疗码 诊疗名称 诊疗类别 

1001023 局部麻醉 基础治疗 

1001023-YW 局部麻醉 意外齿科治疗 

101023 印模（半口） 基础治疗 

1011023 组织麻醉 基础治疗 

1021023 无痛治疗仪麻醉 基础治疗 

1041023 局麻进口 基础治疗 

1051023 局麻国产 基础治疗 

1061023 表麻进口 基础治疗 

1071023 脱敏 基础治疗 

1071023-YW 脱敏 意外齿科治疗 

1081023 刮治（全口） 复杂治疗 

1091023 刮治（每牙） 基础治疗 

1101023 牙周基础药物治疗 基础治疗 

111023 美团正畸会诊检查计划方案（316） 复杂治疗 

1111023 牙周松动固定：前牙 复杂治疗 

1121023 牙周松动固定：后牙 复杂治疗 

1131023 冠周炎治疗（Ⅱ型） 基础治疗 

1141023 冠周炎治疗（Ⅲ型） 基础治疗 

1151023 冠周炎治疗（Ⅰ型） 基础治疗 

1161023 派丽奥(四环素）（治疗牙周炎) 基础治疗 

1171023 派力奥（支） 基础治疗 

1191023 显微微创刮治 基础治疗 

1201023 显微微创刮治（全口） 复杂治疗 

121023 糯米团购正畸会诊检查计划方案（316） 复杂治疗 

1211023 崩裂牙结扎 复杂治疗 

1221023 透明冠（首席专家） 复杂治疗 

1231023 美学冠延长术（颗） 复杂治疗 

1241023 牙龈切除术 复杂治疗 

1251023 冠延长术（颗） 复杂治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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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61023 牙龈翻瓣术（骨粉单收） 复杂治疗 

1271023 牙龈成形术（美容） 复杂治疗 

1281023 游离龈瓣移植术（全部手术费每增加一个牙+800
元） 

复杂治疗 

1291023 引导性牙周组织再生术（材料单收） 复杂治疗 

1301023 根尖诱导成形术 基础治疗 

1311023 放大镜下智齿根管治疗 复杂治疗 

1321023 上前牙根管治疗（专家） 复杂治疗 

1331023 下颌双尖牙根管治疗 基础治疗 

1341023 放大镜下下颌双尖牙根管治疗 复杂治疗 

1351023 磨牙根管治疗 复杂治疗 

1361023 放大镜下磨牙根管治疗 复杂治疗 

1371023 根管治疗（每根管） 基础治疗 

1381023 放大镜下精细根治（每根管） 复杂治疗 

1391023 放大镜下精细预备加收 复杂治疗 

1401023 上前牙根管治疗 基础治疗 

141023 全口凃氟 保健治疗 

1411023 放大镜下上前牙根管治疗 复杂治疗 

1421023 下前牙根管治疗 基础治疗 

1431023 放大镜下下前牙根管治疗 复杂治疗 

1441023 上颌双尖牙根管治疗 复杂治疗 

1451023 放大镜下上颌双尖牙根管治疗 复杂治疗 

1461023 前牙双根显微镍钛根扩 复杂治疗 

1471023 智齿根管治疗 复杂治疗 

1481023 牙髓失活 基础治疗 

1491023 髓腔开放 基础治疗 

1501023 髓腔封药 基础治疗 

151023 全口凃氟 保健治疗 

1511023 干髓治疗(每牙) 基础治疗 

1521023 垫底（进口氢氧化钙） 基础治疗 

1531023 放大镜下美国 3M 纳米树脂充填 基础治疗 

1541023 预防充填 基础治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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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51023 合资树脂充填 基础治疗 

1561023 放大镜下合资树脂充填 基础治疗 

1571023 3M 树脂充填 基础治疗 

1581023 放大镜下 3M 树脂充填 基础治疗 

1591023 美国 3M 后牙专用树脂充填 基础治疗 

1601023 放大镜下美国 3M 后牙专用树脂充填 基础治疗 

161023 橡皮障 基础治疗 

1611023 美国 3M 纳米树脂充填 基础治疗 

1621023 美国 3M 纳米仿真树脂充填 复杂治疗 

1631023 放大镜下美国 3M 纳米仿真树脂充填 复杂治疗 

1641023 美国 3M 前牙树脂分层美学树脂 复杂治疗 

1651023 放大镜下美国 3M 前牙树脂分层美学树脂 复杂治疗 

1661023 前牙树脂充填 基础治疗 

1671023 3D 瓷嵌体 复杂治疗 

1681023 生物白金嵌体 复杂治疗 

1691023 聚合瓷嵌体 复杂治疗 

1701023 瓷嵌体 复杂治疗 

171023 牙周专科检查及治疗计划（初次） 基础治疗 

1711023 罗红霉素分散片（口服） 药品用品 

1721023 加急费 复杂治疗 

1731023 生物合金嵌体 复杂治疗 

1741023 VITALLIUM 全口义齿 复杂治疗 

1751023 VITALLIUM 支架简单 复杂治疗 

1761023 VITALLIUM 支架复杂 复杂治疗 

1771023 全口义齿（钴铬板） 复杂治疗 

1781023 全口义齿（纯钛） 复杂治疗 

1791023 全口义齿（钴铬网） 复杂治疗 

1801023 全口义齿加强力网（钛）半口 复杂治疗 

181023 正畸咨询 复杂治疗 

1811023 铸造钴铬支架（简单） 复杂治疗 

1821023 全口义齿基架（胶托） 复杂治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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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31023 隐形义齿（前牙简单） 复杂治疗 

1841023 隐形义齿（前牙） 复杂治疗 

1851023 胶连（简单） 复杂治疗 

1861023 胶连（复杂） 复杂治疗 

1871023 胶连（跨中线） 复杂治疗 

1881023 局托（复杂） 复杂治疗 

1891023 纯钛支架（大） 复杂治疗 

1901023 纯钛支架（小） 复杂治疗 

191023 取记存模型 基础治疗 

1911023 加牙（颗） 复杂治疗 

1921023 瑞典瓷修复（私人定制） 复杂治疗 

1931023 调牙合 复杂治疗 

1941023 拆冠 基础治疗 

1951023 牙龈瓷 复杂治疗 

1961023 前牙 86%金铂合金铸造桩 复杂治疗 

1971023 后牙 86%金铂合金铸造桩 复杂治疗 

1981023 纯钛铸造桩 复杂治疗 

1991023 玻璃纤维桩（含树脂核） 复杂治疗 

2001023 石英纤维桩（含树脂核） 复杂治疗 

201023 建议每年进行一次系统口腔检查 保健治疗 

2011023 铸造陶瓷单桩 复杂治疗 

2021023 二氧化锆全瓷单桩 复杂治疗 

2031023 全瓷冠/瓷贴面/瓷嵌体 复杂治疗 

2041023 临时修复体 复杂治疗 

2051023 咬合记录 复杂治疗 

2061023 失败修复体无痛拆除 复杂治疗 

2071023 全锆冠 复杂治疗 

2081023 金价/克 药品用品 

2091023 钴铬合金金属全冠 复杂治疗 

2101023 镍铬合金金属全冠 复杂治疗 

211023 建议每年进行一次洁牙 保健治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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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11023 镍铬合金烤瓷冠 复杂治疗 

2121023 钴铬合金烤瓷冠 复杂治疗 

2131023 CAD/CAM 二氧化锆 复杂治疗 

2141023 CAD/CAM 二氧化锆 复杂治疗 

2151023 CAD/CAM 二氧化锆 复杂治疗 

2161023 粘冠(外院转来) 复杂治疗 

2171023 诊断蜡型（颗） 复杂治疗 

2181023 普通加牙 复杂治疗 

2191023 临时冠 复杂治疗 

2201023 进口材 VIVADENT 流体瓷化树脂 复杂治疗 

221023 建议每日 2 次认真刷牙,每次不少于 2 分钟 保健治疗 

2211023 进口材纳米流体树脂 复杂治疗 

2221023 美学 3D 瓷贴面 复杂治疗 

2231023 美学临时冠（松风） 基础治疗 

2241023 二次美学修复（加收） 复杂治疗 

2251023 高难度仿真病例、不对称前牙修复等 复杂治疗 

2261023 美学咨询 复杂治疗 

2271023 美学分析（课） 复杂治疗 

2281023 美学分析（半口） 复杂治疗 

2291023 数字化微笑设计 DSD 复杂治疗 

2301023 天然牙美学修整 复杂治疗 

231023 建议学习使用牙线清洁牙间隙 保健治疗 

2311023 美学修复会诊 复杂治疗 

2321023 放大镜下美国纳米分层美学贴面 复杂治疗 

2331023 放大镜下瑞士纳米磁化树脂贴面 复杂治疗 

2341023 放大镜下普通树脂贴面 复杂治疗 

2351023 微创瓷贴面 复杂治疗 

2361023 瓷贴面 复杂治疗 

2371023 种植修复（登腾植体，含钴铬合金冠） 复杂治疗 

2381023 上颌窦外提升 复杂治疗 

2391023 德国氧化锆一体冠 复杂治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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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01023 种植修复 复杂治疗 

241023 硅胶取模型 基础治疗 

2411023 植骨 复杂治疗 

2421023 骨成形术 复杂治疗 

2431023 人工骨粉（0.5G) 复杂治疗 

2441023 人工骨粉(0.25G) 复杂治疗 

2451023 可吸收生物膜(13*25) 复杂治疗 

2461023 可吸收生物膜(25*25) 复杂治疗 

2471023 骨胶原 复杂治疗 

2481023 种植修复（意大利西傲植体，含钴铬合金冠） 复杂治疗 

2491023 种植修复（法国安卓健植体，含钴铬合金冠） 复杂治疗 

2501023 种植修复（瑞士 ITI 常规植体，含钴铬合金冠） 复杂治疗 

251023 硅橡胶取模 基础治疗 

2511023 种植修复（瑞士 ITI 骨水平植体，含钴铬合金冠） 复杂治疗 

2521023 种植修复（瑞士 ITI 亲水植体，含钴铬合金冠） 复杂治疗 

2531023 特殊角度基台加收 复杂治疗 

2541023 瓷基台加收 复杂治疗 

2551023 上颌窦提升术（开窗式提升） 复杂治疗 

2561023 植骨术（自体骨） 复杂治疗 

2571023 上颌窦提升术（挤压提升） 复杂治疗 

2581023 骨挤压术 复杂治疗 

2591023 骨劈开术 复杂治疗 

2601023 自体骨取骨术 复杂治疗 

261023 CT 复杂治疗 

2611023 鼻底抬高术 复杂治疗 

2621023 软组织移植术 复杂治疗 

2631023 种植 钴铬合金烤瓷冠/桥体 复杂治疗 

26361009 挂号费+检查费(非会员) 保健治疗 

26371009 挂号费+检查费(会员) 保健治疗 

2651023 种植 3M LAVA 冠/桥体（加收） 复杂治疗 

26521009 数码全景片 基础治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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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61023 种植德康冠/桥体（加收） 复杂治疗 

2671023 复杂牙（非智齿）拔除 复杂治疗 

2681023 非阻生下颌难度智齿拔除 复杂治疗 

2691023 正畸减数牙拔除 复杂治疗 

2701023 缝合线（尼龙） 复杂治疗 

271023 数码全景片(会员免费) 基础治疗 

2711023 复杂阻生牙拔出 复杂治疗 

2721023 正位智齿拔除 复杂治疗 

2731023 前牙拔除 基础治疗 

2741023 尖牙、双尖牙 复杂治疗 

2751023 磨牙 复杂治疗 

2761023 多生牙 复杂治疗 

2771023 干槽症治疗 复杂治疗 

2781023 拔牙窝搔刮 复杂治疗 

2791023 根尖切除术 复杂治疗 

2801023 面弓转移/个别切导盘/测量 复杂治疗 

281023 3D 数码小牙片 基础治疗 

2811023 根面覆盖术 复杂治疗 

2821023 截根术 复杂治疗 

2831023 正畸橡皮圈 复杂治疗 

2841023 牙槽突修整术 复杂治疗 

2851023 可即邦胶原蛋白 药品用品 

2861023 进口金属托槽加收 复杂治疗 

2871023 陶瓷托槽 复杂治疗 

2881023 隐形弓丝（加收） 复杂治疗 

2891023 金属自锁托槽 复杂治疗 

2901023 陶瓷自锁托槽 复杂治疗 

291023 数码咬颌片 基础治疗 

2911023 功能矫治器 复杂治疗 

2921023 治疗后保持器 固定 复杂治疗 

2931023 单颌固定保持器 复杂治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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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41023 正畸基价 A 复杂治疗 

2951023 正畸基价 B 复杂治疗 

2961023 正畸基价 C 复杂治疗 

2971023 正畸基价 D 复杂治疗 

2981023 正畸基价 E 复杂治疗 

2991023 上半口保持器 复杂治疗 

3001023 下半口保持器 复杂治疗 

3011023 正畸基价 F 复杂治疗 

3021023 正畸基价 G 复杂治疗 

3031023 正畸基价 H 复杂治疗 

3041023 复杂拔牙（Ⅶ型） 复杂治疗 

3051023 超声骨刀拔牙（加收） 复杂治疗 

3061023 复杂智齿拔除 复杂治疗 

3071023 拆线 复杂治疗 

3081023 正畸减数拔牙 基础治疗 

3091023 种植机拔牙（加收） 复杂治疗 

3101023 复杂拔牙（Ⅴ型） 复杂治疗 

31023 会员卡充值 20000（9 折） 药品用品 

311023 数码头颅侧位片 基础治疗 

3111023 复杂拔牙（Ⅵ型） 复杂治疗 

3121023 复杂拔牙（Ⅰ型） 复杂治疗 

3131023 胶原蛋白（小） 复杂治疗 

3141023 胶原蛋白（大） 复杂治疗 

3151023 复杂拔牙（Ⅳ型） 复杂治疗 

3161023 复杂拔牙（Ⅲ型） 复杂治疗 

3171023 骨胶原敷料 复杂治疗 

3181023 胶原蛋白（中） 复杂治疗 

3191023 胶原蛋白 复杂治疗 

3201023 复杂拔牙（Ⅱ型） 复杂治疗 

321023 3M 350 补牙（活动价） 基础治疗 

3211023 恒牙拔牙（Ⅰ型） 基础治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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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21023 恒牙拔牙（Ⅱ型） 基础治疗 

3231023 恒牙拔牙（Ⅲ型） 基础治疗 

3241023 恒牙拔牙（Ⅳ型） 基础治疗 

3251023 恒牙拔牙（Ⅴ型） 基础治疗 

3261023 恒牙拔牙（Ⅵ型） 基础治疗 

3271023 恒牙拔牙（Ⅶ型） 基础治疗 

3281023 口内脓肿切开（Ⅰ型） 基础治疗 

3291023 口内脓肿切开（Ⅱ型） 基础治疗 

3301023 脓肿切开（Ⅲ型） 基础治疗 

331023 炫白持续组合装 复杂治疗 

3311023 软组织小脓肿切除术 复杂治疗 

3321023 根端囊肿摘除术 复杂治疗 

3331023 根尖手术（Ⅰ型） 复杂治疗 

3341023 根尖手术（Ⅱ型） 复杂治疗 

3351023 根尖手术（Ⅲ型） 复杂治疗 

3361023 根尖手术（Ⅳ型） 复杂治疗 

3371023 齿槽骨修整（Ⅰ型） 复杂治疗 

3381023 齿槽骨修整（Ⅱ型） 复杂治疗 

3391023 齿槽骨修整（Ⅲ型） 复杂治疗 

3401023 齿槽骨修整（Ⅳ型） 复杂治疗 

341023 牙齿冷光美白 复杂治疗 

3411023 齿槽骨修整（Ⅴ型） 复杂治疗 

3421023 颞下颌关节复位（单侧） 复杂治疗 

3431023 颞下颌关节复位（双侧） 复杂治疗 

3441023 系带修整（Ⅰ型） 复杂治疗 

3451023 系带修整（Ⅱ型） 复杂治疗 

3461023 系带修整（Ⅲ型） 复杂治疗 

3471023 进口生物敷料 复杂治疗 

3481023 进口止血海绵 复杂治疗 

3491023 干槽症（Ⅰ型） 复杂治疗 

3501023 干槽症（Ⅱ型） 复杂治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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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1023 牙齿冷光美白（家庭装） 复杂治疗 

3511023 干槽症（Ⅲ型） 复杂治疗 

3521023 外伤缝合（Ⅰ型） 复杂治疗 

3521023-YW 外伤缝合（Ⅰ型） 意外齿科治疗 

3531023 外伤缝合（Ⅱ型） 复杂治疗 

3531023-YW 外伤缝合（Ⅱ型） 意外齿科治疗 

3541023 外伤缝合（Ⅲ型） 复杂治疗 

3541023-YW 外伤缝合（Ⅲ型） 意外齿科治疗 

3551023 美容缝合 复杂治疗 

3561023 阿奇霉素（口服） 药品用品 

3571023 芬必得（口服） 药品用品 

3581023 去痛片（口服） 药品用品 

3591023 替硝唑胶囊（口服） 药品用品 

3601023 罗红霉素分散片（口服） 药品用品 

361023 喷砂 保健治疗 

3611023 阿莫西林胶囊（口服） 药品用品 

3621023 洗必泰（漱口液） 药品用品 

3631023 替硝唑胶囊（三元桥） 药品用品 

3641023 替硝唑注射液 药品用品 

3651023 岂止美儿童牙膏 药品用品 

3661023 高露洁牙膏（10） 药品用品 

3671023 正畸凹凸牙刷 药品用品 

3681023 岂止美假牙清洁片 药品用品 

3691023 正畸保护蜡（国产） 药品用品 

3701023 夜磨牙保持器（半口） 保健治疗 

371023 洁治+抛光 保健治疗 

3711023 欧乐-B 正畸牙刷 药品用品 

3721023 欧乐-B 阶段型儿童电动牙刷 药品用品 

3731023 岂止美正畸牙刷 药品用品 

3741023 岂止美雅黑牙刷（对） 药品用品 

3751023 G·U·M 牙刷 药品用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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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61023 小头羽绒丝晶彩牙刷 药品用品 

3771023 无创伤牙线棒 药品用品 

3781023 假牙清洁盒 药品用品 

3791023 涑爽儿童指套 药品用品 

3801023 涑爽儿童牙膏 药品用品 

381023 洁治+抛光+喷砂 保健治疗 

3811023 朗圣洁牙龈护理牙膏 药品用品 

3821023 日本抗敏感牙缝刷 药品用品 

3831023 高露洁 360°牙膏 药品用品 

3841023 洁碧电动冲牙器 药品用品 

3851023 日产牙缝刷 药品用品 

3861023 成人岂止美牙刷 药品用品 

3871023 儿童岂止美牙刷 药品用品 

3881023 岂止美牙线签 药品用品 

3891023 全仕康纤细软毛牙刷 药品用品 

3901023 飞利浦声波震动牙刷（成人） 药品用品 

391023 窝窝团团购洗牙（136） 保健治疗 

3911023 飞利浦喷气式洁牙器 药品用品 

3921023 飞利浦声波震动牙刷（儿童） 药品用品 

3931023 欧乐-B 牙线 药品用品 

3941023 佳洁士漱口水 药品用品 

3951023 YC 加氟牙线 药品用品 

3961023 正畸保护蜡 药品用品 

3971023 正畸保持器盒 药品用品 

3981023 GUM 牙缝刷 药品用品 

3991023 岂止美丁硼牙膏 药品用品 

39931009 婚博专享美白套餐 保健治疗 

39941009 婚博专享补牙套餐 基础治疗 

39951009 婚博专享洗牙套餐 保健治疗 

39971009 种植二氧化锆瓷冠/桥体（加收）  复杂治疗 

4001023 正畸保护蜡（进口） 药品用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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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1023 专家洗牙 复杂治疗 

4011023 舒适达-益周适专业护理牙膏 药品用品 

4021023 岂止美宝宝安全护牙素 药品用品 

4031023 岂止美漱口水 药品用品 

4041023 岂止美舌苔刮刮净 药品用品 

4051023 岂止美凹凸型正畸 药品用品 

4061023 岂止美雅黑净化 药品用品 

4071023 岂止美磨尖丝 药品用品 

4081023 岂止美磨尖丝（细软倍护） 药品用品 

4091023 欧乐 B 电动牙刷套装 药品用品 

4101023 儿童软毛牙刷 药品用品 

411023 放大镜下精细洁牙 复杂治疗 

4111023 间隙刷 药品用品 

4121023 L 型间隙刷 药品用品 

4131023 一次性牙缝刷 药品用品 

4141023 无创伤牙缝刷 药品用品 

4151023 正畸保护蜡 药品用品 

4161023 速效抗敏牙膏 药品用品 

4171023 螺旋毛超洁牙刷 药品用品 

4181023 正畸套装 药品用品 

4191023 种植套装 药品用品 

4201023 氯已定漱口水 药品用品 

421023 洁治+抛光 保健治疗 

4211023 欧乐 B 电动牙刷套餐 药品用品 

4221023 假牙清洁片 药品用品 

4231023 复方丁鹏乳膏 80G 药品用品 

4241023 复方丁鹏乳膏 40G 药品用品 

4251023 儿童护齿牙膏 药品用品 

4261023 小头磨尖软毛牙刷 药品用品 

4271023 炫黑软毛牙刷 药品用品 

4281023 小头丝绒牙刷 药品用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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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91023 高级小头正畸牙刷 药品用品 

4301023 儿童护齿牙刷 药品用品 

431023 超声波全口洁治 保健治疗 

4311023 朗圣洁生物固齿牙膏 115G 药品用品 

4321023 岂止美正畸牙刷 药品用品 

4331023 BEYOND 美白牙膏 药品用品 

4341023 岂止美牙线 50M 药品用品 

4351023 舒适达清新薄荷 120G 药品用品 

4361023 舒适达全面护理 120G 药品用品 

4371023 舒适达牙龈护理 120G 药品用品 

4381023 舒适达速效抗敏 120G 药品用品 

4391023 舒适达美白抗敏 120G 药品用品 

4401023 舒适达专业修复 100G 药品用品 

441023 窝沟封闭（颗） 保健治疗 

4411023 保丽净假牙清洁片(24 片/盒) 药品用品 

4421023 朗圣洁生物固齿牙膏 60G 药品用品 

4431023 朗圣洁儿童无氟特效修复牙膏 40G 药品用品 

4441023 卡尼尔牙刷 药品用品 

4451023 飞利浦电动牙刷 HX9332(带杯) 药品用品 

4461023 飞利浦电动牙刷 HX9342(带紫外线) 药品用品 

4471023 飞利浦电动牙刷 HX9342(医用装) 药品用品 

4481023 飞利浦电动牙刷 HX6511(普通无展示) 药品用品 

44901009 洁牙套餐（含曲段、上药、检查） 保健治疗 

4491023 飞利浦洁牙器 HX8141(医) 药品用品 

44911009 市场尊享洁牙券 保健治疗 

44921009 vip 洁牙券（市场） 保健治疗 

44931009 全口凃氟 保健治疗 

44951009 钴铬铸造支架（复杂） 复杂治疗 

44961009 间隙保持器 复杂治疗 

44971009 纯钛铸造冠 复杂治疗 

44981009 一次性材料费 药品用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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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991009 安抚 基础治疗 

45001009 记存模型 基础治疗 

4501023 飞利浦电动牙刷 HX6311(儿童) 药品用品 

451023 氟保护漆（每牙） 保健治疗 

4511023 飞利浦儿童(大)牙刷头(2 只装) 药品用品 

4521023 飞利浦儿童(小)牙刷头(2 只装) 药品用品 

4531023 飞利浦成人(大)牙刷头(3 只装) 药品用品 

4541023 飞利浦成人(小)牙刷头(3 只装) 药品用品 

4551023 正畸保护蜡（国产） 药品用品 

4561023 岂止美丁硼牙膏 药品用品 

4571023 岂止美雅黑酷炫牙刷 药品用品 

4591023 岂止美正畸护理套装 药品用品 

4601023 牙宝牙缝刷 药品用品 

461023 胶原蛋白（小） 药品用品 

4611023 岂止美舌苔刮刮净 药品用品 

4621023 岂止美假牙清洁片 药品用品 

4631023 舒适达-益周适专业护理牙膏 药品用品 

4641023 岂止美牙线 药品用品 

4651023 岂止美牙线签 药品用品 

4661023 小头磨尖软毛牙刷 药品用品 

4671023 小头丝绒牙刷 药品用品 

4681023 高级小头正畸牙刷 药品用品 

4691023 儿童软毛牙刷 药品用品 

4701023 正畸保护蜡 药品用品 

4711023 岂止美儿童牙刷 药品用品 

4721023 运动护齿（单膜） 药品用品 

4731023 运动护齿（双膜） 药品用品 

4741023 运动护齿（三膜） 药品用品 

4751023 飞利浦儿童牙刷头 药品用品 

4761023 飞利浦电动牙刷（儿童） 药品用品 

4771023 飞利浦喷气式洁牙器 药品用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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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781023 无创伤牙缝棒 药品用品 

4791023 助萌术（简单） 基础治疗 

4801023 助萌术（复杂） 基础治疗 

481023 胶原蛋白（大） 药品用品 

4811023 乳牙拔牙（Ⅰ型） 基础治疗 

4821023 乳牙拔牙（Ⅱ型） 基础治疗 

4831023 乳牙拔牙（Ⅲ型） 基础治疗 

4841023 乳牙拔牙（Ⅳ型） 基础治疗 

4851023 乳牙拔牙（Ⅴ型） 基础治疗 

4861023 乳牙拔牙（Ⅵ型） 基础治疗 

4871023 乳牙玻璃离子充填 基础治疗 

4871023-YW 玻璃离子充填(乳牙) 意外齿科治疗 

4881023 乳牙树脂填充 基础治疗 

4891023 进口玻璃离子充填（乳牙） 基础治疗 

4901023 儿童乳牙根管治疗（前牙） 基础治疗 

491023 3M 树脂 350（首席专家） 复杂治疗 

4911023 儿童乳牙根管治疗（后牙） 基础治疗 

4921023 活髓切断术 复杂治疗 

4921023-YW 乳牙活髓切断(包括备洞) 意外齿科治疗 

4931023 儿童口腔保健 保健治疗 

4941023 放大镜下补牙加收 基础治疗 

4951023 首席儿科专家后牙根管治疗 复杂治疗 

4961023 首席儿科专家前牙根管治疗 复杂治疗 

4971023 儿童前牙透明冠修复 复杂治疗 

4981023 儿童后牙金属冠修复 复杂治疗 

4991023 光固化复合树脂修复（乳牙） 基础治疗 

4991023-YW 光固化复合树脂修复（乳牙） 意外齿科治疗 

5001023 光固化复合树脂修复（乳牙） 基础治疗 

5001023-YW 光固化复合树脂修复（乳牙） 意外齿科治疗 

501023 美年--审计局洗牙 保健治疗 

51023 建档费 基础治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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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1023 更美网团购洗牙 保健治疗 

521023 美团团购美白套餐（960） 复杂治疗 

531023 特享情侣洗牙套餐 保健治疗 

541023 更美网团购补牙 基础治疗 

551023 更美网团购美白 复杂治疗 

561023 市场部补牙（352） 基础治疗 

571023 博雅卡高端洗牙 保健治疗 

581023 京东团购洗牙 保健治疗 

591023 特享情侣补牙套餐 基础治疗 

601023 大牙网 136 团购 保健治疗 

61018 一次性器械盒 保健治疗 

61023 出诊费 基础治疗 

611023 扫描微信二维码洗牙 保健治疗 

621023 美团网团购补牙 基础治疗 

641023 拉手网团购洗牙（136） 保健治疗 

651023 大众网冷光美白 复杂治疗 

661023 市场高端洗牙 保健治疗 

671023 体检洗牙 保健治疗 

681023 体检补牙 基础治疗 

691023 品质团团购洗牙套餐 保健治疗 

701023 品质团团购补牙套餐 基础治疗 

71018 口腔检查（挂号＋拍片） 基础治疗 

71023 牙周咨询费 基础治疗 

711023 品质团团购美白套餐 复杂治疗 

721023 市场 888 冷光美白套餐 复杂治疗 

731023 高端口腔洁牙券 保健治疗 

741023 洗牙套餐 136 保健治疗 

751023 高端口腔洁牙券 保健治疗 

761023 市场部洗牙套餐（136） 保健治疗 

771023 市场部补牙套餐（358） 基础治疗 

781023 微信洗牙套餐(99) 保健治疗 



23 
 

791023 大众点评网团购洗牙套餐 保健治疗 

801023 洁牙卡 920 保健治疗 

81023 消毒盘 基础治疗 

811023 市场 680 洗牙卡 保健治疗 

821023 市场 760 补牙卡 基础治疗 

831023 亚运村员工 80 元洗牙 保健治疗 

841023 JOLLYBEIJING 美白套餐 复杂治疗 

851023 市场部高端洗牙券 保健治疗 

861023 市场部补牙套餐（268） 保健治疗 

871023 糯米团购补牙套餐（352） 基础治疗 

881023 美团网团购洗牙套餐（136） 保健治疗 

891023 糯米网团购洗牙套餐（136） 保健治疗 

901023 拉手网团购洗牙套餐（132） 保健治疗 

91023 国际技师合作病例 复杂治疗 

911023 糯米团购美白套餐（960） 复杂治疗 

921023 美白套餐（活动价） 复杂治疗 

931023 市场部洗牙套餐（99） 保健治疗 

941023 市场部高端洗牙卷（680） 保健治疗 

951023 市场洗牙（540） 保健治疗 

961023 市场洗牙 保健治疗 

971023 市场补牙 基础治疗 

981023 会员专属洗牙(100 元特价) 保健治疗 

991023 会员生日免费洗牙 保健治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