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阿胶 天王补心丸（马鞍
山）

消炎生肌膏 复方南星止痛膏
阿胶珠 片仔癀胶囊 如意金黄散 麝香壮骨膏
白花蛇 金刚藤软胶囊 消痛贴膏 小柴胡颗粒
白糖参 益心舒胶囊 片仔癀珍珠霜 阿娜尔妇洁液
百药煎 康妇炎胶囊 龙虎清凉油 安神补脑液
壁虎 银丹心脑通软胶囊 京万红软膏 八珍胶囊
蝉蜕 藿香正气丸 复方片仔癀软膏 保和丸（浓缩丸）

朝鲜红参 金刚藤胶囊 复方炉甘石外用散 参百宁神口服液
炒蜂房 心舒宝胶囊 飞鹰活络油 参麦地黄丸
炒九香虫 藿香正气水 冰蚕草本中药乳膏 大黄蛰虫片

沉香 冰硼散 白花油 当归养血丸
沉香曲 调经丸 云南白药气雾剂 冬凌草片
川贝母 抗宫炎片 珍珠明目滴眼液 妇炎消胶囊
醋龟甲 感冒灵胶囊 云丰（普乐安片） 复方丹参片
醋山甲 石黄抗菌胶囊 口咽清 复方当归注射液
玳瑁 降脂宁颗粒（云南） 源吉林甘和茶 复方猴头胶囊

冬虫夏草 肠炎宁片（48片） 脑灵片 复方胎盘片
独脚金 定坤丹（水蜜丸） 绞股蓝总甙片 复方土槿皮酊
蜂房 金嗓子喉片 降脂宁颗粒 宫炎平胶囊
狗宝 芪参胶囊 复方甘草酸苷注射液 归脾颗粒

龟甲胶 西黄丸（天一堂） 银杏叶片(禁) 红花逍遥片
鬼羽箭 蒲地蓝消炎口服液 前列安栓 虎力散片
蛤蚧 玉屏风颗粒 鼻康片(光正) 黄芪生脉饮
海龙 益母草膏 清开灵颗粒 藿香正气软胶囊
海马 珍珠明目滴眼液 普乐安(前列康)片

（禁）
吉祥安坤丸

海蛇 抗病毒口服液 咳特灵胶囊（禁） 结石通胶囊
黑枸杞 消糜栓（万通） 活血止痛膏 近视乐眼药水
红参 羚锐壮骨麝香止痛膏 蛇胆川贝散 精制狗皮膏

红参片 和胃整肠丸 蛇胆陈皮散（禁） 颈舒颗粒
红参须 心可舒片（72片） 金胃泰胶囊（禁） 抗病毒丸
琥珀 三七通舒胶囊(9粒） 当归注射液 雷公藤多苷片

花旗参 鼻渊舒口服液（无糖
型）

舒血宁注射液(禁） 六味丁香片
济水阿胶 丹参注射液 蒿白伤湿气雾剂

（禁）
暖宫孕子丸

济水阿胶 昆仙胶囊 参苓白术颗粒 暖宫孕子丸
金蝉花 通滞苏润江片 骨瓜提取物注射液

（禁)
女金片

金蝉花 培元通脑胶囊 妇宁栓 排石颗粒
金果榄 扶正化瘀胶囊 广东凉茶（有糖） 蒲参胶囊
金花茶 红花逍遥颗粒 广东凉茶（无糖） 芪明颗粒
金沙牛 银杏叶胶囊 驱风油 青鹏软膏
金银花炭 生精片 珍珠层粉（禁） 清开灵颗粒
九香虫 疏风解毒胶囊 五淋化石丸（禁） 乳宁胶囊

酒九香虫(统) 藤黄健骨片 脑心清片 散风活络丸
酒乌梢蛇 苓桂咳喘宁胶囊 桂龙药膏（禁） 伤科灵喷雾剂
林下山参 大活络胶囊 迪银片(复方氨肽素

片)
麝香镇痛膏

灵芝 地奥心血康胶囊 复方苦参洗液 肾复康胶囊
羚羊骨 固肾安胎丸 阳春胶囊 生血宝颗粒

羚羊角尖粉 荣心丸 马应龙麝香痔疮栓 石斛夜光丸
羚羊角丝 参桂胶囊 心脑欣片（24片） 通滞苏润江胶囊

龙齿 骨康胶囊 阿胶补血颗粒 翁沥通片
鹿角 冠心丹参滴丸 安乐片 五酯丸

鹿角胶 麝香海马追风膏 安乐片 五子衍宗丸
鹿筋 活血通脉胶囊 八宝丹胶囊 锡类散

鹿茸蜡片 血府逐瘀片 八宝惊风散 消痛贴膏（奇正）
鹿茸片 血塞通颗粒 八珍丸 益母草颗粒(无糖型）



罗汉果 小金片 血府逐瘀口服液 银杏叶胶囊
绿梅花 补肾强身胶囊 百咳静糖浆 月泰贴脐片
马宝 当飞利肝宁片 百咳静糖浆 云南白药膏
马勃 热淋清颗粒 保儿安颗粒 增光片
玛瑙 更年安片 保和丸 障眼明胶囊

明党参 参茸卫生丸 鼻渊舒口服液 珍珠末
炮山甲 柏子养心丸 必能（降脂灵胶囊） 祖卡木颗粒
炮山甲 康复新液 鳖甲煎丸 坐珠达西

祈蛇（禁） 化瘀祛斑胶囊 冰硼散 护肝片
蕲蛇 艾附暖宫丸 冰硼散(灵源) 川贝枇杷糖浆
全蝎 同仁牛黄清心丸（金

衣10丸）
补脾益肠丸(陈李济） 杏贝止咳颗粒

人参 越鞠保和丸 补肾益脑片 复方玄驹胶囊
人参片 安坤赞育丸 补心气口服液 治伤软膏
人工牛黄 大山楂丸 参苓白术胶囊 复方紫荆消伤巴布膏
三七花 杞菊地黄丸（大蜜

丸）
参苓白术散 益母草颗粒

桑螵蛸 小儿热速清口服液 参芪五味子糖浆 复方地龙片
山慈菇 感冒清热颗粒（有

糖）
参志胶囊 复方黄柏涂剂

山豆根 复方双花口服液 川贝清肺糖浆 大黄通便颗粒
珊瑚 黄连上清片 大山楂丸 红花逍遥片
麝香 补益资生丸 丹莪妇康煎膏 枣仁安神胶囊

石斛小光节 银翘解毒丸（水蜜
丸）

丹栀逍遥丸(金像） 当归养血丸
水蛭 四物颗粒 胆康胶囊(金辉） 强力枇杷露

素馨花 口腔溃疡散 党参方（生脉饮） 黄芪生脉饮
檀香 感冒软胶囊 地奥心血康胶囊 胚宝胶囊

烫水蛭 温胃舒颗粒（华润） 冬凌草片 乌苯美司片
天然牛黄 雷公藤多苷片 风油精(太平洋) 牛黄解毒片
天竺黄 养血荣筋丸(大蜜丸) 甲亢灵片 妇康宁片
铁皮石斛 复方青黛胶囊 妇科千金胶囊 复方丹参片
乌梢蛇 牛黄解毒片 妇舒丸 八珍益母片
蜈蚣 参苓白术颗粒 康赛迪（复方斑蝥胶

囊）
益母草颗粒

蜈蚣粉 藿香正气滴丸 复方鳖甲软肝片 骨友灵搽剂
西红花 藿香正气水 复方丹参片 除湿白带丸
西洋参 藿香正气胶囊 复方金银花颗粒 利肝隆颗粒
血竭 四妙丸 复方双花片 保和颗粒
燕窝 止痛化癥胶囊 复方五味子糖浆 龙胆泻肝丸

野山参 宫炎平片 复方鲜竹沥液 十全大补丸
伊贝母 逍遥丸（华润三九） 复方鱼腥草合剂 伤科活血酊
移山参 复方玄驹胶囊 (希尔安宁)复方枣仁

胶囊
骨友灵搽剂

珍珠粉 丹黄祛瘀胶囊 甘露消毒丸 五子衍宗丸
制吴茱萸 维血宁颗粒 肝复乐胶囊 香砂养胃丸

重楼 消癌平分散片(分散
片)

古汉养生精片 精制银翘解毒片
朱砂 点舌丸 关节止痛膏 抗骨增生片

珠子参 龙珠软膏 归脾丸（九芝堂） 半夏天麻丸
竹蜂 麝香壮骨膏(河南羚

锐)
桂附地黄丸 双氯芬酸钾片

紫草 脉血康胶囊 桂附地黄丸(九芝堂） 逍遥颗粒
紫河车 海昆肾喜胶囊 桂枝茯苓丸 石淋通颗粒
紫河车粉 三金片 滑膜炎片 小儿咳喘灵颗粒

三九感冒颗粒 小儿止咳糖浆 黄连上清片 珍珠末
安康欣胶囊 茵胆平肝胶囊 藿香正气滴丸 通宣理肺颗粒
安神补脑液 九华痔疮栓 藿香正气胶囊(乾方) 橘红颗粒
安胃疡胶囊 六味地黄丸（浓缩

丸）
藿香正气胶囊（通

园）
上清片

百令胶囊(九惠) 逍遥颗粒（无糖） 藿香正气软胶囊 参芪颗粒
保济口服液 藿香正气水 藿香正气水 舒筋活血片

保济丸 板蓝根颗粒(无糖) 藿香正气水（片仔
癀）

荡涤灵颗粒（无糖
型）



保胎灵胶囊 康复新液（好医生） 藿香正气水(通园) 利胆片
葆宫止血颗粒（6袋） 石斛夜光丸 藿香正气丸 清眩片

鼻窦炎口服液 普乐安片 加味藿香正气丸 妇科调经片
鼻康片 苦黄颗粒 加味藿香正气丸（李

时珍）
元胡止痛片

鼻通滴鼻剂 藿香正气丸 金刚藤糖浆 炎可宁片
鼻炎康片 天一止咳糖浆 金莲花胶囊(48粒) 利胆排石片
鼻炎片 银杏叶片(康恩贝) 金莲花胶囊（百善36

粒）
麻石止咳片

鼻渊通窍颗粒 柴胡注射液 金象甘草合剂（禁） 通脉灵片
补肺活血胶囊 丹皮酚软膏 金银花颗粒 清喉咽颗粒
补脾益肠丸 洁尔阴洗液 筋骨痛消丸 独圣活血片
补中益气丸 利夫康洗剂 京制牛黄解毒片 炎可宁胶囊
脑心通胶囊 黄苦洗液 精制海马追风膏 烧伤肤康液
参一胶囊 克痤隐酮凝胶 精制银翘解毒片 复方鱼腥草片
肠炎宁片 玉屏风口服液 颈康胶囊 风湿马钱片

除湿止痒软膏 雪山金罗汉止痛涂膜
剂

九味羌活丸 复方黄莲素片
丹鳖胶囊 马应龙麝香痔疮膏

(20g)
咳特灵胶囊 玄麦甘桔颗粒

丹参酮胶囊 宣肺止嗽合剂 坤宝丸 磁朱丸
丹黄祛瘀胶囊 夏天无滴眼液 莲花清瘟胶囊 心宁片
丹皮酚软膏 伤科灵喷雾剂 羚羊感冒片（同仁

堂）
伤科活血酊

丹田降脂丸 西黄丸（天一堂） 六味地黄丸(宛西) 四君子合剂
胃康胶囊 八宝丹胶囊 六味地黄丸(同仁堂) 还少丹

跌打万花油 十一味参芪片
六味地黄丸(九芝堂

)(浓缩丸
藿胆片(糖衣)

肺力咳合剂 胃复春片
六味地黄丸(九芝堂/

小蜜丸)
银杏叶片

复方黄松洗液 清开灵片 龙胆泻肝丸 复方黄柏涂剂
妇宁康片 更年安片 驴胶补血颗粒(九芝

堂)
骨刺消痛液

复方阿胶浆 龙胆泻肝丸 麻仁丸(金象) 参苓白术散
复方鳖甲软肝片 玉屏风口服液(江苏聚

荣)
麻杏止咳糖浆 八味锡类散

复方丹参滴丸 益血生胶囊（吉林金
复康）

麻杏止咳糖浆 天王补心丸
复方丹参片 颈复康颗粒 麦味地黄丸（宛西） 人参保肺丸

复方黄连素片（森科） 麝香接骨胶囊 脉血康胶囊(信邦） 右归丸
复方桔梗止咳片 天麻胶囊 满山白糖浆 消栓再造丸
复方南星止痛膏 颈腰康胶囊 复方青橄榄利咽含片 再造丸

复方鲜竹沥口服液 盘龙七片 脑安片 左归丸
复方血栓通胶囊 补中益气丸 牛黄解毒片 桂附地黄丸
复方益母草胶囊 诺迪康胶囊 牛黄解毒片（百灵） 偏瘫复原丸

肝苏颗粒 伤痛宁膏 牛黄蛇胆川贝液 锁阳固精丸
感咳双清胶囊 镇江膏药 女金片(薄膜衣片）益

贞
艾附暖宫丸

宫血宁胶囊 热毒宁注射液 胖大海含片 人参归脾丸
归脾丸 龙虎人丹 盆腔一号 牛黄清胃丸

桂枝茯苓胶囊 甘桔冰梅片 盆炎净胶囊 养阴清肺丸
桂枝茯苓丸 清开灵片（圣泰） 前列康胶囊（普乐安

胶囊）
降压丸

河车大造胶囊 藿香正气水（一力） 杞菊地黄丸 七宝美髯丸
鹤蟾片 三金片 杞菊地黄丸(九芝堂) 四神丸

红金散结浓缩丸 参苓白术散 强骨胶囊 二陈丸
喉痛灵片 外用紫金锭 青橄榄清咽含片 香砂六君丸

猴耳环消炎颗粒 丹参保心茶 清开灵胶囊(白云山） 茴三硫片
猴枣牛黄散（广药） 天王补心丸(浓缩丸) 清开灵片 正露丸

虎力散胶囊 金莲清热泡腾片
（6片）

清开灵软胶囊(神威） 云香祛风止痛酊（云
香精）护肝片(0.35g*48粒

/盒)
养心定悸颗粒 清凉喉片 虚汗停颗粒

化癥回生口服液 古汉养生精片 如意金黄膏 消炎廯湿药膏
槐耳颗粒 小儿宣肺止咳颗粒

（健民）
三黄片（亚宝） 枫廖肠胃康颗粒

还少胶囊 妇科白带胶囊 小儿豉翘清热颗粒
（有糖）

强力枇杷露



藿香正气口服液
（5支）

天智颗粒 三九小儿感冒颗粒 前列安栓
加味藿香正气丸 抗病毒口服液 三七片 福寿胶囊

急支糖浆 香砂养胃片 蛇胆川贝液(东信) 保婴夺命散
健儿清解液 藿香正气胶囊 蛇胆川贝液(冠峰) 清咽喉颗粒
绞股蓝总甙片 逍遥丸 蛇胆川贝液(通园) 麻杏止咳片
金匮肾气片 金匮肾气丸 蛇胆川贝液(玉兰) 上清片
金匮肾气丸 保和丸 麝香追风膏 通宣理肺颗粒
金龙胶囊 精制狗皮膏 肾石通颗粒 复方丹参片

金嗓利咽胶囊 防风通圣丸（冯了
性）

十全大补丸 复方黄连素片
金嗓散结丸 勒马回胶囊 舒秘胶囊（便秘舒胶

囊）
玄麦甘桔颗粒

金水宝胶囊 枫蓼肠胃康颗粒 舒眠胶囊 八珍益母丸
京都念慈菴蜜炼川贝枇

杷膏
十味龙胆花胶囊 双黄连含片(太平洋) 炎可宁片

京都念慈菴蜜炼川贝枇
杷膏(75ml/瓶)

六味能消胶囊 双黄连含片(君山) 妇科调经片
荆花胃康胶丸 健延龄胶囊 双黄连含片（太平

洋）
牛黄解毒片

橘红痰咳液(化州中药) 六神丸 双黄连口服液 保和颗粒
开喉剑喷雾剂 消癥丸 天丹通络胶囊 精制银翘解毒片

复方苦参洗剂(临沂天
安)（禁）

疏风活络丸 同仁大活络丸 香砂养胃丸
抗病毒口服液(12支) 首乌丸 同仁乌鸡白凤丸 五子衍宗丸

克感利咽口服液
（6支）

人参归脾丸 维C银翘片（百灵） 骨友灵搽剂
蓝芩口服液（6支） 祖卡木颗粒 胃得安片 伤科活血酊

连花清瘟胶囊 坤复康胶囊 胃复春片 龙胆泻肝丸
羚黄宝儿丸 柏子养心丸 胃乐宁片 十全大补丸
六味地黄丸 骨通贴膏（12贴） 胃苏颗粒（有糖） 上清片
龙牡壮骨颗粒 摩罗丹（浓缩丸） 胃苏颗粒(无糖型) 止咳枇杷颗粒
麻仁软胶囊 白脉软膏 同仁乌鸡白凤丸 小儿咳喘灵颗粒

马应龙麝香痔疮膏 同仁大活络丸（金） 戊已丸 苏菲咳糖浆
脑络通胶囊 羚羊清肺丸 西黄丸 麻杏止咳糖浆
脑栓通胶囊 大山楂丸 夏枯草膏 复方罗汉果止咳颗粒
牛黄解毒片 通宣理肺丸 仙灵骨葆片 川贝枇杷糖浆
牛黄醒消丸 壮骨药酒 仙桃草片 穿心莲片

治咳川贝枇杷露 八珍益母丸 鲜竹沥 元胡止痛片
培坤丸 健步强身丸 鲜竹沥 益母草颗粒

皮肤病血毒丸 天麻丸 香砂养胃丸(宛西） 小儿清咽颗粒
皮肤康洗液 小儿健脾丸 （OTC） 香砂养胃丸（旺龙） 小儿清咽颗粒
平消胶囊 小儿至宝丸 逍遥丸（浓缩丸） 清热解毒口服液

普乐安(前列康片) 枣仁安神液 小败毒膏 板蓝根颗粒
七叶神安片 紫雪散 小儿肺热咳喘口服液 板蓝根颗粒
杞菊地黄丸 口腔溃疡散 小儿化痰止咳颗粒 感冒咳嗽颗粒
气滞胃痛颗粒 儿感清口服液（OTC） 小儿七星茶颗粒 感冒咳嗽颗粒
千柏鼻炎片 生脉饮口服液(人参) 小儿清肺化痰颗粒 小儿止咳糖浆
清开灵颗粒 六味地黄丸 小儿清热宁颗粒 二十五味鬼臼丸
清开灵口服液 感冒清热颗粒 小儿清咽颗粒 石榴健胃散
清热消炎宁胶囊 壮腰健肾丸 小儿咽扁颗粒 清肺止咳丸

清咽滴丸 当归苦参丸 小儿止咳糖浆 血塞通胶囊
祛斑调经胶囊 荜铃胃痛颗粒 小建中颗粒 妇科千金胶囊

乳癖消片 润燥止痒胶囊（国
药）（48粒）

小金丸（九芝堂） 参苏感冒片
三金片 复方蛇脂软膏 小金丸 复方黄莲素片

三九胃泰颗粒 鼻炎康片 心脉通片(邦民制药） 保和丸
散结镇痛胶囊 坎离砂 心脑欣片 毛冬青片
少腹逐瘀颗粒 珍菊降压片 心舒宝片 蛇胆陈皮口服液
蛇胆陈皮口服液 丹参保心茶（zp） 熊胆粉 强力枇杷露
蛇胆川贝液 葛根汤颗粒 血塞通滴丸 六味地黄丸（浓缩

丸）麝香保心丸 肾肝宁胶囊（24粒) 血塞通胶囊 十全大补丸 
麝香跌打风湿膏 五酯片（0.31g） 血栓心脉宁胶囊 枫蓼肠胃康分散片



肾炎康复片 山葡健脾颗粒 养血清脑颗粒 藤黄健骨片
生精片 通宣理肺片（48片） 一清颗粒（三精） 肾肝宁胶囊

湿毒清胶囊 宫炎平分散片 益脑胶囊 扎冲十三味丸（水
丸）湿热痹胶囊 强力枇杷露 茵胆平肝胶囊 右旋糖酐铁颗粒

湿润烧伤膏 野木瓜注射液 银黄颗粒(中智） 九味补血口服液
舒肝解郁胶囊 鱼腥草注射液 银黄颗粒(博爱） 华佗再造丸
双黄连含片 尿毒清颗粒 银杏叶滴丸 阿胶
双黄连口服液 藿香正气片 银杏叶片 复方玄驹胶囊
双料喉风散 感冒灵胶囊 银杏叶片 鼻通滴鼻剂

松龄血脉康胶囊 藿香正气丸 银杏叶片(华纳杏) 鼻炎丸（辛夷鼻炎
丸）

苏子降气丸 康妇消炎栓 婴儿健脾散
鼻炎喷雾剂（德众鼻

炎通喷雾剂）
速效救心丸 金胃泰胶囊（48粒） 右归丸 远红外止咳平喘贴
痰咳净散 血塞通软胶囊 玉屏风口服液 兵兵退热贴（儿童

装）天麻醒脑胶囊(永孜堂
24粒)

藿香正气胶囊 云南白药酊(50ml) 瑞爱舒热敷理疗贴
天王补心丸（宛西） 知柏地黄丸 云南白药酊(60ml) 骨筋丸胶囊

田七痛经胶囊(一片天) 杞菊地黄丸 枣仁安神颗粒 复方黄连素片
甜梦口服液 小儿止咳糖浆 珍菊降压片 藿香正气颗粒

通塞脉片（南星） 川贝清肺糖浆 宁宁（正柴胡饮颗
粒）

黄连上清丸
通天口服液 少林正骨精 知柏地黄丸 通宣理肺丸

通天口服液（太极 ） 增乳膏 止痛消炎软膏 桑菊感冒片
通心络胶囊 清热止咳颗粒 藿香正气丸 风寒咳嗽颗粒
痛风定胶囊 铁皮石斛粉 四妙丸 锁阳固精丸
胃复春片 安宫牛黄丸（铁盒金

衣）
速效救心丸 裸花紫珠胶囊

乌鸡白凤丸 复方蛇脂软膏 乌灵胶囊 创口贴（苯扎氯铵
贴）乌蛇止痒丸 麝香镇痛膏 逍遥丸（张恒春） 奥利司他胶囊

五子衍宗丸 贞芪扶正胶囊(36粒） 元胡止痛片 广东凉茶颗粒
夏桑菊颗粒 穴位贴敷贴（鼻炎

贴）
保济丸 舒肝颗粒

仙灵骨葆胶囊 穴位贴敷贴（咽炎
贴）

博尔宁胶囊 乌灵胶囊
香菊片 穴位贴敷贴（止咳

贴）
活血止痛膏 金天格胶囊

香连片 硼酸氧化锌冰片软膏 小儿咽扁颗粒 猴头菌片
舒健宁（脑栓通胶囊） 穴位贴敷贴（腹贴） 安神补脑胶囊 小金丸

香砂六君丸 养胃舒胶囊 八珍颗粒（无糖） 八珍丸
香砂养胃丸(佛慈) 复方甘草片 八珍益母胶囊 百合固金丸
香砂养胃丸(冯了性) 小儿咳喘灵冲剂（一

片天）
白脉软膏 安神补心丸

消炎利胆片 氯化钾缓释片 白石清热颗粒 香砂六君丸
逍遥丸 天王补心丸（浓缩

丸）
百安洗液 保儿宁颗粒

小柴胡颗粒 保妇康栓（14粒） 百令片 清热卡森颗粒
小柴胡片 清咽滴丸（50丸） 补中益气丸(浓缩丸) 痔康片

小儿葫芦散 天麻首乌片 参芪降糖颗粒 麝香追风膏
小儿咳喘灵冲剂 雷公藤多苷片 参芪五味子片 清脑复神液
小儿七星茶颗粒 防风通圣颗粒 蚕蛾公补合剂 补血益母丸

小儿清热利肺口服液 迈之灵片 柴黄颗粒 翁沥通片
小活络丸 安宫牛黄丸 肠泰合剂 康妇凝胶
小金丸 小儿止嗽糖浆 代温灸膏 活心丸

金喉健喷雾剂（10ml） 苍苓止泻口服液 丹参注射液 龙血竭散
心脑舒通胶囊 苍苓止泻口服液 丹皮酚软膏 香菊片

新癀片 小儿清热化积散（保
婴夺命散）

丹栀逍遥丸 玉屏风颗粒
血府逐瘀胶囊(36粒) 小儿化毒散 当归补血口服液 胃乐宁片

血塞通片 双黄连口服液 灯盏生脉胶囊 脉管复康片
咽立爽口含滴丸 小金丸 杜仲补腰合剂 健延龄胶囊

益脑胶囊 马应龙麝香痔疮膏 防风通圣丸 安宫牛黄丸
益肾蠲痹丸 排毒养颜胶囊（云

南）
风寒感冒颗粒 苍耳子鼻炎滴丸

茵莲清肝颗粒 绞股蓝总甙片
（80片）

枫蓼肠胃康颗粒 薄芝片



茵栀黄颗粒 香丹注射液 枫蓼肠胃康片 六味安消胶囊
银黄含片 解郁安神颗粒

（10袋）
妇肤康喷雾剂 帅能（复方甘草酸苷

片）银杏叶滴丸 香砂养胃丸 妇康宁胶囊 咽炎片（易扑欣）
银杏叶片 跌打镇痛膏 妇血康颗粒 健胃消食片

复方鱼腥草片 复方黄连素片（恩
施）

妇炎净胶囊 蒲地蓝消炎片（薄膜
衣片）

玉屏风颗粒 复方丹参片（华佗） 妇炎康软胶囊
金嗓子喉宝（无蔗
糖）罗汉果含片糖果

云南白药 麝香追风膏（10贴） 复方斑蝥胶囊 珍菊降压片
云南白药膏 藿香正气丸（天福

康）
复方当归注射液 散结镇痛胶囊

云南白药胶囊 鼻渊舒口服液
（10支）

复方甘草片 清开灵颗粒
云南白药气雾剂 大黄䗪虫丸 复方黄连素片（糖

衣）
康妇炎胶囊

贞芪扶正胶囊 金莲花滴丸 复方黄藤洗液 牛黄上清胶囊
贞芪扶正颗粒 平消片 甘桔冰梅片 珍珠明目滴眼液
正清风痛宁片 盘龙七片（36片） 肝复乐片 调经养血丸

正天丸 百草妇炎清栓 归脾丸（佛慈） 麝香镇痛膏
知柏地黄丸（瑞华） 清开灵口服液 桂枝茯苓丸 板蓝根颗粒

知柏地黄丸 心脑清软胶囊 海珠喘息定片 麝香保心丸
止咳宝片 复方感冒灵颗粒 河车大造丸 消炎利胆片

中风回春丸 感冒灵颗粒 荷丹片 季德胜蛇药片
众生丸 红核妇洁洗液 黄芪颗粒（汉方） 红花逍遥片

壮腰健肾丸 龙虎人丹 黄氏响声丸 红花逍遥片
滋肾育胎丸 排石颗粒 活力苏口服液（6支

装）
藿香正气软胶囊

口炎清颗粒 肾石通颗粒 健胃消食口服液 复方沙棘籽油栓
小儿宣肺止咳颗粒 湿润烧伤膏 金匮肾气丸（20袋） 再造生血胶囊

清热祛湿冲剂 天麻素注射液 金莲花软胶囊
金嗓子喉宝（无蔗
糖）桑菊含片糖果

复方蛇脂软膏 益母颗粒 金月子暖宫贴（2贴） 肺宁颗粒
苁蓉益肾颗粒 足光散 九味双解口服液 板蓝根颗粒

稳心颗粒 板蓝根颗粒 开喉剑喷雾剂（儿童
型）

黄连上清片
祛痰止咳颗粒 便通胶囊 康妇消炎栓（7枚） 乳宁颗粒
金莲清热泡腾片 独一味软胶囊 康妇消炎栓（9枚） 复方胎盘片
补肾益脑胶囊 独一味软胶囊 克痤隐酮凝胶 金凤丸

五酯片 复方丹参片 克痒舒洗液 精制狗皮膏
紫龙金片 桂枝茯苓丸 利夫康洗剂 龟龄集

双黄连粉针剂 活血止痛胶囊 灵芝孢子粉胶囊 抗病毒口服液
青鹏软膏 活血止痛片 龙金通淋胶囊 宫瘤宁胶囊

复方红豆杉胶囊 藿香正气口服液 龙血竭胶囊 复方鱼腥草合剂
冰黄肤乐软膏 藿香正气水 龙血竭片 银翘解毒丸
康妇灵胶囊 九华痔疮栓 裸花紫珠片 清开灵颗粒
暖宫七味散 康复新液 脑心通胶囊 齿痛消炎灵颗粒
苦参凝胶 六味地黄丸 暖胃舒乐颗粒 益母草颗粒

积雪苷霜软膏 六味地黄丸 麒麟丸 冰珍清目滴眼液
血安尿胶囊 龙珠软膏 启脾口服液 阿娜尔妇洁液
昆仙胶囊 癃清胶囊 热淋清胶囊 板蓝根颗粒

肾肝宁胶囊 癃清片 乳块消颗粒 复方斑蝥胶囊
四妙丸 迈之灵片 山白消食合剂 骨疏康胶囊

香丹注射液 脉血康肠溶片 舒安卫生栓 红花逍遥片
腰肾膏 牛黄解毒片 双料喉风散 护肝片

速效救心丸(60粒*2瓶/
盒)

盆炎净胶囊 四磨汤（汉森） 经带宁胶囊
华蟾素片 强力枇杷露 痰热清注射液 康复新液

化癥回生片 麝香痔疮栓 调经止痛片 抗妇炎胶囊
鼻炎通喷雾剂 舒血宁注射液 通窍鼻炎颗粒 癃清胶囊

小儿豉翘清热颗粒 翁沥通胶囊 通宣理肺丸（禁） 麻仁丸
黄精赞育胶囊 消乳散结胶囊 威麦宁胶囊（禁） 牛黄解毒片



陈香白露片 小柴胡颗粒(无蔗糖) 维血康颗粒 排石颗粒(无糖)
元胡止痛滴丸 心可舒胶囊 胃苏颗粒 枇杷叶膏
龙金通淋胶囊 心可舒丸 夏枯草胶囊 麝香追风膏
施保利通片 新生化颗粒 香砂养胃丸(浓缩丸) 通滞苏润江胶囊
羚羊角口服液 一清片 消炎利胆片 辛夷鼻炎丸
鸦胆子油软胶囊 银丹心脑通软胶囊 消炎癣湿药膏 益母草颗粒
蚁灵口服液 银黄颗粒(无糖型） 小儿康颗粒 银丹心脑通软胶囊
生精胶囊 银杏叶片 小儿退热合剂 银杏叶片

附子理中丸 右归胶囊 心血宁片 扎冲十三味丸
威麦宁胶囊 至灵胶囊 鸦胆子油软胶囊 补中益气丸
丹参注射液 中风回春丸 养血生发胶囊 乳癖消片

参芪十一味颗粒 肤阴洁（复方黄松洗
液）

野木瓜注射液 小儿智力糖浆
健脾益肾颗粒（无蔗糖

型）
猴头菌片 益肺止咳胶囊 板蓝根颗粒

生脉饮软胶囊（党参
方）

猴头菌片 益母颗粒 烧烫伤膏
地榆升白片 乳癖消片 银胡感冒散 阿胶当归补血口服液
勒马回胶囊 逍遥丸 银黄颗粒（无糖） 正柴胡饮颗粒
银丹心泰滴丸 云南白药酊 右归胶囊 金莲花胶囊
心可舒胶囊 珍菊降压片 鱼腥草滴眼液 龙血竭胶囊
肤痔清软膏 调经促孕丸 孕康口服液 双黄连口服液

丹参注射液2ml 丁桂儿脐贴（宝宝一
贴灵）

枣仁安神胶囊 一清片
三拗片 贞芪扶正颗粒 贞芪扶正胶囊 复方鱼腥草片*

黄连滴鼻液 排石颗粒 珍菊降压片 小儿清热宁颗粒
黄连滴耳液 辛芳鼻炎胶囊 正清风痛宁缓释片 玉屏风口服液
辛菊雾化剂 复方益母颗粒 逐瘀通脉胶囊 感冒灵胶囊
喉宁雾化剂 益母草颗粒 珍珠层粉 蛇胆川贝胶囊
三黄消炎剂 新生化颗粒 五淋化石丸 猴头菌片
芪参益气滴丸 洁尔阴洗液 华山参片 麦神开胃口服液
连花清瘟颗粒 眩晕宁片 胃苏颗粒 健胃消炎颗粒
板蓝根颗粒 丹参片 贞芪扶正颗粒（扶

正）
麻仁丸

定坤丹水蜜丸 复方苦参水杨酸散 小儿咳喘灵颗粒（一
片天）

藿香正气口服液
999小儿感冒颗粒 参麦注射液 银杏叶片（一力） 强肝胶囊
鱼腥草滴眼液 注射用血塞通(冻干) 金莲清热颗粒 清肝利胆胶囊
双黄莲口服液 喉疾灵胶囊 麝香正骨酊 步长脑心通胶囊
天麻醒脑胶囊 健胃消食片 舒血宁注射液（5支） 银杏叶片

百令胶囊 银杏叶胶囊 小儿柴桂退热颗粒 血塞通注射液
儿滞灵冲剂 斧标正红花油 冠心丹参胶囊 丹参胶囊
咳感康口服液 小儿化痰止咳颗粒 小儿肺热咳喘颗粒 心脉通胶囊

虫草金钱龟口服液 小儿咳喘灵颗粒 三九感冒颗粒 血塞通片
前列通片 复方当归注射液 安康欣胶囊 大珠红景天

四磨汤口服液 铍宝（消炎癣湿药膏
15g）

阿胶补血口服液 麝香海马追风膏
桃花姬阿胶糕 板蓝根颗粒 板蓝根颗粒 杞黄降糖胶囊
鹿茸精注射液 固肠止泻丸 便通胶囊 正清风痛宁片缓释片

八珍颗粒 健胃消食片 补肾益脑胶囊 壮腰健肾丸*
女金片 抗病毒口服液 参芍片 雷公藤多甙片*
龙鹿胶囊 咳特灵胶囊 参松养心胶囊 根痛平片
坤灵丸 婴儿健脾散 丹参片(薄膜衣) 腰息痛胶囊
生血宁片 川贝枇杷糖浆 复方莪术油栓 抗骨增生片

复方阿胶浆 胆宁片 复方甘草口服溶液 红药片
橘红痰咳液（无蔗糖） 肺力咳 复方甘草口服溶液 跌打七厘片
抗病毒口服液(6支) 肤痒颗粒(无糖型) 复方南星止痛膏 护骨胶囊

蓝芩口服液 骨通贴膏 感冒灵胶囊 黑骨藤追风活络胶囊
猴枣牛黄散 抗病毒口服液 骨疏康颗粒(无糖型) 木瓜片

护肝片(0.35g*100粒/
瓶)（禁）

麻仁软胶囊 桂枝茯苓胶囊 五子衍宗丸*
复方玄驹胶囊 牛黄解毒片 黄氏响声丸 清热通淋片



小儿消积止咳口服液 盆炎净胶囊 活血止痛胶囊 肾复康胶囊
克咳胶囊 强力枇杷露(无糖型) 急支糖浆 前列舒乐胶囊

五子衍宗片 清开灵软胶囊 健胃消食片(薄膜衣) 隆闭舒片
泌淋颗粒 麝香解痛膏 洁白胶囊 乌鸡白凤丸
坤泰胶囊 生脉饮（党参方）

（低糖）
金莲花分散片 加味益母草膏

麒麟丸 银黄含片 抗病毒颗粒 定坤丹
妇科千金片 板蓝根颗粒 克痒舒洗液 女金胶囊
加味逍遥丸 葆宫止血颗粒（7袋） 六味安消胶囊 清咽滴丸*

田七痛经胶囊（敬修
堂）

复方伤痛胶囊 六味地黄胶囊 华佗膏
保和丸 珍菊降压片 六味地黄丸(浓缩丸) 白癜风丸-新青雪

洁尔阴洗液 牛黄降压丸 麻仁丸(小蜜丸)蜜丸 百癣夏塔热片
小儿夏枯草口服液 滋补肝肾丸 明目地黄丸(浓缩丸) 复方土荆皮酊

鱼腥草注射液 骨刺丸 宁泌泰胶囊 精制狗皮膏
振源胶囊 冠心苏合丸 牛黄蛇胆川贝液 活血消痛酊

红花注射液 轻身消胖丸 排石颗粒(无蔗糖) 麝香追风止痛膏
复方黄连素片（明镜亨

利）
喉症丸 蒲地蓝消炎口服液 乐银洗发液

莉芙敏片 益肝膏 杞菊地黄丸(浓缩丸) 罗补甫克比日丸
妇科再造丸 小儿清肺止咳片 强力枇杷露 复方甘草合剂

天舒片 双黄消炎片 强力枇杷露 利肺片
血府逐瘀胶囊 小儿鼻炎片 强力枇杷露(无糖型) 沙棘糖浆
银杏酮酯滴丸 丹七片 清肺消炎丸 鹿胎膏-金妙康

通塞脉片（康缘阳光） 利咽灵片(薄膜衣片) 清开灵颗粒 沉香化气丸
致康胶囊 复方丹参片 清热散结胶囊 六味地黄胶囊

舒泌通胶囊 宝咳宁颗粒 全天麻胶囊 灵芝胶囊
银杏叶片（信宜） 舒肝和胃丸 润肺膏 参苓白术丸

小金片 仁丹 三九胃泰颗粒 贞芪扶正颗粒
金凤丸 养心安神丸 生脉饮(党参方) 景天祛斑胶囊

天王补心丸 秋梨润肺膏 苏黄止咳胶囊 银杏酮酯滴丸
热痱搽剂 藿香正气水 香砂养胃丸(浓缩丸) 天丹通络片

二十七味定坤丸 生脉饮（党参方） 心可宁胶囊 天王补心丸*
金喉健喷雾剂 治咳枇杷露 心脑欣丸(浓缩水丸) 杞菊地黄丸(浓缩丸)

归脾丸 儿童咳液 醒脑静注射液 明目地黄丸
头痛宁胶囊 川贝枇杷糖浆 血塞通片 当归丸
消银胶囊 复方益母草膏 血栓心脉宁胶囊 知柏地黄丸

通脉降糖胶囊 益肾乌发口服液 咽立爽口含滴丸 归脾胶囊
藿香正气口服液 藏青果喉片 养阴清肺口服液 牛黄蛇胆川贝液

知柏地黄丸（九芝堂） 止咳片 养阴清肺口服液(无糖
型)

龙金通淋胶囊
肿痛安胶囊 六味地黄丸 一清胶囊 香砂和胃丸
翁沥通颗粒 醒脾开胃颗粒 益血生胶囊 知柏地黄丸

肤阴洁（复方黄松洗
液）

杞菊地黄丸(浓缩丸）
银杏叶片(薄膜衣)薄

膜衣片
珍珠明目滴眼液

消痛贴膏 养血安神丸 玉屏风颗粒 宫炎平胶囊
骨通贴膏 安神补心丸 珍菊降压片(薄膜衣) 清热卡森颗粒

贞芪扶正片 羚翘解毒颗粒 治糜康栓 复明胶囊
保妇康栓 小儿咽扁颗粒 痔疮栓 复方胎盘片

腹可安片 气管炎丸
注射用血塞通(冻干)

冻干粉针剂
乌灵胶囊

活络油 珍珠末 黄芪颗粒(无蔗糖) 白癜风丸-新青雪
咳特灵胶囊 丹红注射液 逍遥丸（江苏康缘） 乌鸡白凤丸
血脂康胶囊 消炎止痛膏 参仙升脉口服液 复方沙棘籽油栓

拜阿司匹林（阿司匹林
肠溶片）（拜耳）

骨龙胶囊 益气复脉胶囊 康妇消炎栓
扶正化瘀胶囊 清热消炎宁胶囊 心脑宁胶囊 金匮肾气丸
喜炎平注射液 午时茶颗粒 克咳胶囊（12粒） 通窍鼻炎片
补中益气丸 新癀片 羚羊感冒口服液 强力枇杷露(无糖型)



乳癖消片 通关藤片（消癌平
片）

强力枇杷胶囊 清肺消炎丸
双黄连口服液 西黄胶囊 茵栀黄口服液 五子衍宗丸
乌鸡白凤丸 复方斑蝥胶囊 康复新液（好医生） 沉香化气丸

逍遥丸 丹皮酚软膏（长春） 醒脾养儿颗粒（健
兴）

香砂六君丸
金喉健喷雾剂（10ml） 咳特灵片 九味羌活颗粒 肾复康胶囊

血塞通片 黄芪颗粒 红花如意丸 胃康胶囊
银黄含片 镇江膏药（2贴） 复方鱼腥草片 鱼腥草注射液
银杏叶片 珍菊降压片 贞芪扶正颗粒（5g无

糖型)
驱白巴布期片

壮腰健肾丸 强力天麻杜仲胶囊 生脉胶囊 石榴健胃胶囊
积雪苷霜软膏 血塞通胶囊 八宝惊风散 复方沙棘粒油栓
鸦胆子油软胶囊 野木瓜注射液 清热散结片 骨痛贴膏（打孔透气

型）板蓝根颗粒 红花注射液 复方黄芩片 克痢痧胶囊
泌淋颗粒 藿香正气水 橘红痰咳液（无蔗

糖）
养血当归胶囊

妇科再造丸 复方蒲芩胶囊 心达康滴丸 杞明胶囊
复方南星止痛膏 小儿双清颗粒 风寒感冒颗粒（九州

通）
舒筋活血胶囊

护肝片(0.35g*100粒/
瓶)

护肝片 鼻通宁滴剂 阿胶
橘红痰咳液(香雪) 维C银翘片 小金丸 鹿角胶（荃鹿）

杞菊地黄丸 六神丸 青鹏软膏 健脑丸
香砂养胃丸 石斛夜光丸 复方穿心莲片 苁蓉通便口服液

小儿感冒退热糖浆 西黄丸（人工麝香） 人参健脾丸 小儿黄龙颗粒
裸花紫珠片 胃康灵颗粒 心通口服液（有糖） 藿香正气丸

复方血栓通胶囊 红药气雾剂 熊胆粉（养生装） 金锁固精丸
再造生血片 安宫止血颗粒 医用冷敷贴（颈椎

贴）
暖宫孕子丸

舒肝颗粒 妇科白带膏 风寒感冒颗粒 杞菊地黄丸
复方土槿皮酊 安宫牛黄丸 感冒止咳颗粒 感冒灵胶囊
逍遥丸（奇星） 利肺胶囊 急支糖浆 宫炎平胶囊
复方黄黛片 六味地黄丸 消炎镇痛膏 附子理中丸
血康胶囊 润肠丸 小儿解表颗粒 脑络通胶囊

新癀片（禁） 乳康颗粒 小儿退热合剂 复方丹参片
舒肝颗粒 穴位贴敷贴（小儿

贴）
一清片(薄膜衣片) 红花注射液

金月子暖宫贴 阿胶口服液 栀子金花丸(三九) 五酯胶囊
感冒灵颗粒 待用 阿胶益寿口服液(三

九)
急支糖浆

复方半边莲注射液 健脾养胃颗粒 安神补脑液 复方斑蝥胶囊
疏肝益阳胶囊 丹参保心茶 安神胶囊 藿香正气口服液

血康胶囊 断血流 白带丸(三九) 蛇胆川贝液
滋心阴胶囊（天施康） 固本益肠片 板蓝根颗粒 板蓝根颗粒

普乐安片 逍遥丸(浓缩丸) 板蓝根颗粒 板蓝根颗粒
女金丸 复方鲜竹沥液 板蓝根颗粒 风油精
龙鹿丸 颠茄片 参芝安神口服液 六味地黄丸（浓缩

丸）消癌平口服液 脂必妥片 陈香露白露片 培坤丸
血脂康胶囊 血塞通片 丹溪玉屏风颗粒 杞菊地黄丸
清开灵胶囊 鸦胆子油软胶囊 耳聋左慈丸（水蜜

丸）
清开灵颗粒

清咽滴丸 甘霖洗剂 风寒感冒颗粒 熊胆粉
乳癖消胶囊 丹参注射液 风热感冒颗粒 逍遥丸
三九胃泰颗粒 复方当归注射液 风热感冒颗粒 保胎灵
松龄血脉康胶囊 丹参注射液 风油精 双黄连口服液（浓缩

型）芪参降糖颗粒 珍珠灵芝片（复方灵
芝片）

斧标驱风油(三号) 调经益母胶囊
逍遥丸 血塞通颗粒 斧标驱风油(四号) 小柴胡颗粒（无蔗

糖）排毒养颜胶囊 安宫牛黄丸 斧标驱风油(一号) 复方鲜竹沥口服液
安宫牛黄丸（铁盒金

衣）
平消片 妇舒丸 金刚片

丹皮酚软膏 康迪赛（复方斑蝥胶
囊）

妇炎康复片 羚羊角胶囊（克比
奇）黄葵胶囊（禁） 大黄蟅虫胶囊 妇炎康片 脉血康胶囊

昆仙胶囊 胆宁片 复方草珊瑚含片 麝香镇痛膏
小儿豉翘清热颗粒 复方枣仁胶囊 复方穿心莲片 玉屏风胶囊



四磨汤口服液 小儿珠珀散 复方金银花颗粒 积雪苷片
蛇胆川贝液 康赛迪（复方斑蝥胶

囊）
感冒止咳颗粒 归脾胶囊

雷公藤多苷片 艾迪注射液 关节止痛膏 胃苏颗粒
振源胶囊 天施康（肿节风片） 和兴白花油(三号) 珍珠明目滴眼液

振源胶囊（32粒）
（禁）

肿节风针 和兴白花油(一号) 杞菊地黄丸
清咽滴丸 宫瘤宁胶囊 虎标万金油 舒肝颗粒

清咽滴丸（禁） 鹿胎膏 虎标万金油(白色) 冰硼散
龟龄集 培坤丸 黄连上清片 活血止痛膏

天麻钩藤颗粒 止嗽化痰丸 健儿消食口服液（合
剂）

扶正化瘀片
肾炎舒片 金复康口服液 健民咽喉片 复方鳖甲软肝片

血尿安胶囊
希睿达透明质酸修护

贴敷料（医用）
健胃消食片 复方夏天无片

尿毒清颗粒（无糖型） 小儿消积止咳口服液 健胃消食片 消炎利胆片
片仔癀 鹿胎膏 健胃消食片 回春散

安儿宁颗粒 玉龙油 健胃消食片 复方风湿宁片
小儿感冒颗粒 金水宝片 洁尔阴洗液 湿毒清片
安康欣胶囊 安宫牛黄丸 洁尔阴洗液 银杏叶片
大黄䗪虫丸 止痛消炎软膏 洁尔阴洗液 复方丹参片

红金消结浓缩丸（禁） 麝香通心滴丸 金嗓子喉片 元胡止痛片
小儿白贝止咳糖浆 复方苦参注射液 金锁固精丸 克咳片

止咳宝片 咳速停糖浆 精制银翘解毒片（糖
衣片）

丹参片
狮马龙活络油 养血补肾丸 橘红痰咳煎膏 黄藤素片
补中益气丸 麝香祛风湿油 橘红痰咳液(有糖） 一清片
消痛贴膏 薄荷通吸入剂 羚羊感冒片 元胡止痛片

和兴白花油 和胃整肠丸 六味地黄丸 清热解毒片
橘红丸 丹鳖胶囊 麻仁润肠丸 蒲地蓝消炎片

活血止痛膏 复方丹参片 明目地黄丸 芒果止咳片
葆宫止血颗粒10袋 新癀片 木香顺气丸 复方桔梗止咳片

参麦地黄丸 注射用双黄连(冻干) 枇杷止咳颗粒 牛黄解毒片
维D2乳酸钙片 咳特灵胶囊 蒲地蓝消炎片（薄膜

衣）
热淋清片

蛇胆陈皮口服液 玉屏风颗粒 蒲地蓝消炎片 追风舒经活血片
仙灵骨葆胶囊 苦参胶囊 气血康口服液 消炎片

耳聋胶囊 熊胆胶囊 强力枇杷露 六味地黄丸
磁疗贴 云南白药创可贴（便

携型）
强力天麻杜仲胶囊 止嗽立效丸

金荞麦片 小儿清热止咳颗粒（7
袋）

清音丸 当归苦参丸
通络骨质宁膏 小儿咽扁颗粒（康尔

佳）
三九胃泰颗粒(无糖) 清热散结片

羚羊清肺颗粒 丹红注射液 沙溪凉茶（茶剂） 复方蒲芩胶囊
蒲地蓝消炎片 肿节风针 伤风停胶囊 云南红药胶囊

美哒灵（盐酸二甲双胍
缓释片）

藿香正气丸 伤科跌打丸 风湿定胶囊
曲安奈德新霉素贴膏 北豆根胶囊 伤湿止痛膏 抗菌消炎胶囊

血府逐瘀片 清开灵注射液 少林风湿跌打膏 治伤胶囊
斧标驱风油 消咳颗粒 麝香壮骨膏 板蓝根颗粒

鹿胎膏 颈舒颗粒 麝香追风膏 肤痒颗粒
黄芩片 双天然牛黄清心丸 生脉饮(党参方) 新生化颗粒

橘红枇杷片 牛黄清心丸（普药） 生脉饮口服液 玄麦甘桔颗粒
拜瑞妥（利伐沙班片） 牛黄清心丸礼盒 十滴水（南国） 清开灵颗粒

全天麻胶囊
远字牌龟龄集酒（精
品龟龄集保健酒(木盒

装)）

十滴水（慧宝） 通天口服液

通窍鼻炎片 龟龄集三瓶装 双黄连口服液 祛痰灵口服液
珍珠末 龟龄集两瓶装 双黄连口服液 清淋片

玉屏风颗粒 龟龄集单瓶装 双黄连口服液（三
精）

愈裂贴膏
波依定（非洛地平缓释

片）2.5mg
定坤丹口服液 四季感冒片 四味珍层冰硼滴眼液

乌灵胶囊 定坤丹（大蜜丸） 田七花叶颗粒 速效牙痛宁酊
百乐眠胶囊 安宫牛黄丸（双天

然）
田七痛经胶囊 开喉剑喷雾剂（儿童

型）



恒古骨伤愈合剂 双天然安宫牛黄丸 痛经贴(泰邦) 开喉剑喷雾剂
胃乃安胶囊 安宫牛黄丸礼盒 胃康灵胶囊 妇科千金片
皮肤病血毒丸
（160粒）

熊胆粉（精品装） 西瓜霜润喉片 加味逍遥丸
清浊祛毒丸 熊胆粉（贡品装） 消炎片（薄膜衣） 乌鸡白凤丸
降脂宁颗粒 熊胆粉(3g礼装) 消炎镇痛膏 浓缩当归丸

复方血栓通软胶囊 熊胆粉(7.5g礼装) 消炎镇痛膏 益母草颗粒
杞菊地黄丸 熊胆粉 (10g礼装) 小柴胡颗粒(无糖) 痛经宝颗粒（月月

舒）蛇胆川贝枇杷膏 熊胆胶囊 (6瓶装) 小儿感冒颗粒 益母草颗粒
复方鱼腥草颗粒 熊胆胶囊（30瓶装） 小儿感冒颗粒 消糜栓

黄英咳喘糖浆 小金丸
小儿化痰止咳颗粒(葵

花)(M)
消炎片

九味双解口服液 人参健脾片 小儿咳喘灵颗粒（葵
花）

克咳片
养心氏片 枣仁安神颗粒 小儿咳喘灵口服液(葵

花)
消炎片

丹参注射液 归脾胶囊
小儿七星茶颗粒（云

南白药）
复方鲜竹沥液

颈椎贴 杞菊地黄丸 小儿清热止咳颗粒 强力枇杷露
硫酸氢氧吡格雷片 逍遥丸（浓缩丸） 小儿清咽颗粒 抗病毒口服液

蜂皇胎胶囊 归脾丸（浓缩丸） 新血宝胶囊 宣肺止嗽合剂
抗病毒口服液 枫蓼肠胃康片 杏苏止咳糖浆 清肺抑火片
蛇胆川贝散 调经促孕丸 熊胆粉(OTC) 桑菊感冒片
除湿止痒软膏 六神丸 熊胆粉(OTC) 夏桑菊颗粒
宫瘤清胶囊 银黄含片 玄麦甘桔颗粒 抗病毒口服液
板蓝根颗粒 复方血栓通软胶囊 咽炎片(慢严舒柠) 小儿清热止咳口服液
银花泌炎灵片 脑栓通胶囊 一禾足光散(足光粉) 防风通圣丸

盐酸氟桂利嗪胶囊（西
比灵）禁

八正片 益母草颗粒(三九) 红药片
补达秀（氯化钾缓释

片）
参苓白术颗粒 益气养血口服液 百癣夏塔热片

强力枇杷露 参麦注射液 银黄胶囊 眩晕宁片
消渴丸 创灼膏软膏剂 银黄颗粒 人参健脾片

通络祛痛膏 当归苦参丸
云南白药创可贴（轻

巧护翼型）
知柏地黄丸

华佗再造丸 丹蒌片(薄膜衣) 云香祛风止痛酊(云香
精)

附子理中丸
桂林西瓜霜 胆舒软胶囊 正骨水(大) 补中益气丸

701跌打镇痛膏 复方丹参片(薄膜衣) 知柏地黄丸 杞菊地黄丸
复方蒲岑胶囊 复方感冒灵颗粒 壮腰健肾丸 归脾丸

保和颗粒 复方夏天无片(薄膜
衣)

复方黄连素片 逍遥丸
大活络丸 复方牙痛酊 六味地黄丸(葵花) 六味地黄丸

广东凉茶颗粒 风湿液酒剂 雷公藤多苷片（汇
天）

润燥止痒胶囊
虎驹乙肝片 肤痒颗粒 金嗓清音丸 颈复康颗粒
抗感颗粒 关节止痛膏 乳块消颗粒 安神补脑液

玉屏风滴丸 归脾合剂 尪痹胶囊 桂附地黄丸
加味逍遥颗粒 骨疏康胶囊 志苓胶囊 痔疮胶囊
腰痹通胶囊 藿胆片(糖衣) 鸦胆子油口服乳液 足光散
血塞通软胶囊 黄连上清胶囊 柏子养心丸 风油精

化痔栓 黄芪颗粒(无糖型) 保妇康凝胶 云南白药膏(打孔透
气)养心定悸胶囊 猴头菌片(糖衣) 红金消结胶囊 舒腹贴膏

珍牡肾骨胶囊 和血明目片(薄膜衣) 通宣理肺片（昆明） 天和追风膏
十一味参芪片 藿香正气合剂 解郁安神颗粒

（10袋）
麝香追风膏

金乌骨通胶囊 藿香正气胶囊 补中益气丸（同仁
堂）

蜂胶口腔膜
三肾丸 红药贴膏 伤科接骨片（60粒） 养阴口香合剂
咳喘舒片 金胆片(糖衣) 舒筋健腰丸 咽炎片

枣仁安神颗粒 绞股蓝总甙片 景天祛斑胶囊 蒲公英片
安胃片 金莲花软胶囊 双黄连口服液 黄氏响声丸

大活络胶囊 金乌骨通胶囊 巴氯芬片 复方金银花颗粒
五子衍宗胶囊 健胃消食片 加巴喷丁胶囊 小儿咽扁颗粒



加味逍遥胶囊 积雪苷霜软膏 甘芪和胃颗粒 滴耳油
苍耳子鼻炎滴丸 金振口服液 脂必泰胶囊 舒秘胶囊

珍宝丸 抗病毒口服液 羚羊角颗粒 通便灵胶囊
养血清脑颗粒 口炎清颗粒 血塞通软胶囊（昆

明）
温胃舒胶囊

加味八珍益母膏 癃闭舒胶囊胶囊剂 润燥止痒胶囊 参苓健脾胃颗粒
芙蓉抗流感胶囊 麻仁胶囊 裸花紫珠片 气滞胃痛颗粒
妇炎消胶囊 麦味地黄丸(浓缩丸) 肝肾滋 伤湿止痛膏

硝酸咪康唑阴道软胶囊 牛黄解毒片(糖衣) 远红外磁疗贴(金骨
康)

麝香壮骨膏
黄藤素胶囊 牛黄蛇胆川贝胶囊 壳聚糖妇科凝胶 藿香正气水

十五味龙胆花丸 牛黄蛇胆川贝液口服
液

尪痹胶囊 护肝片
健肝灵胶囊 蒲地蓝消炎胶囊 血府逐瘀口服液（宏

济堂）
桑菊感冒片

加味藿香正气丸 普乐安片 腰痹通胶囊（100粒） 清火片
一清胶囊 盆炎净颗粒颗粒剂 腰痛宁胶囊 清热解毒口服液
小金胶囊 清开灵滴丸 颈痛颗粒 复方鱼腥草软胶囊
利咽灵片 人参健脾片 金匮肾气片 板蓝根颗粒

蜜炼川贝枇杷膏 乳癖散结胶囊
雷公藤多苷片（汇天

50片）
清热解毒口服液

调经种子丸 涩肠止泻散（西替利
嗪）

丹栀逍遥丸 牛黄解毒片
维生素C钠胶囊 蛇胆川贝胶囊 口炎清颗粒 桂龙咳喘宁片

清芝灵(卵磷脂片) 舒胆片 葛酮通络胶囊 消炎止咳片
妇科再造胶囊 桑菊感冒颗粒 银杏叶滴丸（60丸） 六神丸(人工麝香)

铁笛片 桑菊感冒颗粒 五子衍宗胶囊
（36粒）

三七伤药片
降脂通便胶囊 双金连合剂 保胎灵胶囊 肠炎宁片

骨康胶囊 神农镇痛膏 宫炎平分散片 乳癖消片
聚乙二醇液体敷料 上清片 蛇胆川贝散（20袋） 参茸强肾片
麝珠明目滴眼液 麝香壮骨膏 丹栀逍遥胶囊 万通筋骨片
羚羊角颗粒 通便灵胶囊 川百止痒洗剂 萆薢分清丸

盐酸特比萘芬片（禁） 通塞脉片(薄膜衣) 防风通圣丸 独一味软胶囊
蛇胆陈皮散 维C银翘片 西黄丸（人工） 癃清胶囊

六味地黄软胶囊 心脑欣片 痹祺胶囊 肾石通颗粒
薄荷护表油（保心安

油）
消栓通络胶囊 腰肾膏（9贴） 排石颗粒

通络祛痛膏 血塞通片(糖衣) 保和丸（240#） 金银花露
宁心宝胶囊 血塞通软胶囊 颈痛颗粒 紫归治裂膏
金佛止痛丸 香砂养胃颗粒 甘露聚糖肽口服溶液 花红片

克感利咽口服液 玉屏风口服液 蛇胆陈皮口服液 通窍鼻炎片
热炎宁合剂 银蒲解毒片糖衣片 银杏叶片 明目地黄丸（浓缩）
荆肤止痒颗粒 银杏酮酯分散片 白石清热颗粒（6袋） 北豆根胶囊
肠胃宁颗粒 银杏叶胶囊 肝复乐片 银黄颗粒

众生丸 银杏叶片(薄膜衣) 草珊瑚含片 辛芩颗粒

小儿止咳糖浆 银杏叶片(薄膜衣)
小儿肺热咳喘口服液

（8支）
保和丸

胃肠宁颗粒 珍菊降压片(薄膜衣) 桔贝合剂 通宣理肺片
解郁安神颗粒 止咳丸 腰痹通胶囊 猴头菌片

脑灵片 祖师麻膏药 荷丹胶囊 当飞利肝宁胶囊
痛血康胶囊 珍珠明目滴眼液 板蓝根颗粒（四川） 小儿七星茶颗粒

复方木尼孜其颗粒 金水宝片 藿香正气水（康圣
堂）

生脉饮（党参方）
麝香通心滴丸 血塞通滴丸 安宫牛黄丸 复方猴头颗粒
明目地黄胶囊 抗病毒口服液 滋肾育胎丸 珍菊降压片

心宝丸 六味地黄胶囊 小柴胡颗粒（仁盛） 松龄血脉康胶囊
氨咖黄敏胶囊 补肾益脑胶囊 补中益气颗粒 小儿止咳糖浆
达立通颗粒 补肾益脑胶囊 金振口服液 芒果止咳片
喉疾灵胶囊 强力枇杷露（无糖

型）
香菊胶囊 蒲地蓝消炎片

四季抗病毒胶囊 藿香正气滴丸 跌打损伤丸 清开灵片
天芪降糖胶囊 乌鸡白凤丸 辛芩颗粒 清肺抑火片



玄麦甘桔颗粒 柏子养心丸 颈痛片（薄膜衣片） 益母草颗粒
罗浮山风湿膏药 杞菊地黄丸 清喉利咽颗粒 小儿清热止咳口服液
金莲花咀嚼片 逍遥丸 三七伤药片(雷氏) 雷公藤多苷片

炳程牌东方筋骨贴 补肾益脑胶囊 伤科接骨片（36片） 三分三浸膏
云南白药气雾剂 通络祛痛膏 正天丸(水丸) 升血调元颗粒
骨松宝胶囊 蒲地蓝消炎片 三黄片（百灵） 仙灵骨葆胶囊

熊胆舒肝利胆胶囊 龙血竭片 藿香正气丸(张恒春) 金胆片
芙必叮（地氯雷他定分

散片）
活胃散 复方南星止痛膏

（4贴）
补中益气丸

波立维（硫酸氢氯吡格
雷片）

复方丹参片 牛黄蛇胆川贝液（孔
府）

抗妇炎胶囊
哈乐（盐酸坦索罗辛缓

释胶囊）
麦味地黄丸 午时茶颗粒 心安胶囊

通宣理肺片 拨云锭 感冒清热颗粒 六神丸(人工)
金胃泰胶囊 地龙注射液 红花油 八宝丹
罗浮山百草油 五花茶颗粒 复方苦参洗剂(洁康

雅)
祛风骨痛巴布膏

复方芦荟维U片
（24片）

地龙注射液 半夏糖浆 金龙补肾合剂
银尔通（活性银离子抗

菌液）
排石颗粒 橘红丸（昆明） 午时茶颗粒

羚羊角颗粒 新血宝胶囊 云南白药创可贴（便
携型）

平肝舒络丸
和血明目片 喉症丸 麝香止痛贴膏 稳心颗粒(无糖型)

复明片 板蓝根颗粒 板蓝根颗粒（天天
乐）

云南白药胶囊
稳心颗粒 咽立爽口含滴丸 麻杏止咳糖浆（大力

神）
复方鲜竹沥液

湿毒清胶囊 蛇胆陈皮散 强力天麻杜仲胶囊 前列舒通胶囊
十八味杜鹃丸 杜仲补腰合剂 清喉利咽颗粒（慢严

舒柠）
三七通舒胶囊

小儿咳喘灵泡腾片 小儿白贝止咳糖浆
莲花清瘟胶囊

（0.35g*24粒）
芪蓉润肠口服液

肤舒止痒膏 活血止痛胶囊 复方小儿退热栓（10
粒）

蛇胆川贝枇杷膏
黄芪注射液 强力枇杷露 小儿热速清颗粒 愈风宁心滴丸
六味地黄胶囊 强力枇杷露 枣仁安神颗粒 连翘败毒丸
冰珍清目滴眼液 夏桑菊颗粒 小儿清热止咳颗粒（7

袋）
导赤丸

颈椎贴 夏桑菊颗粒 金月子暖宫贴（5贴） 枫蓼肠胃康颗粒
复方苦参洗剂 八珍益母丸 丹参片（60片） 温胃舒片

腹可安 健脾八珍糕 强力天麻杜仲胶囊 参芍片
百令胶囊 健儿清解液 九华痔疮栓 金果饮

六神丸（人工） 香砂养胃乳剂 小金丸(微丸) 木丹颗粒
骨康胶囊 小儿止咳糖浆 补肾益脑胶囊 瘀血痹片

益母草胶囊 妇科消炎栓 胆宁片 百癣夏塔热片
培坤丸 归脾丸(浓缩丸) 血栓心脉宁片 槐榆清热止血胶囊

热吡泰(复方蒲芩片) 附子理中丸 克痒舒洗液 湿润烧伤膏
消炎利胆片 西黄丸 复方甘草片（粤华）

禁
小金胶囊

香丹注射液 西黄丸 小柴胡颗粒（10袋） 辛芳鼻炎胶囊
伤科接骨片 安宫牛黄丸 金莲花软胶囊 注射用血塞通(冻干)
复方胃痛胶囊 养阴清肺糖浆(低糖

型)
逍遥丸 八珍颗粒(无蔗糖)

障眼明片 消咳喘糖浆 黄芪颗粒（18袋） 鳖甲煎丸
复方胃痛胶囊 复方满山红糖浆 桂附地黄丸（佛慈） 益母草胶囊

心通颗粒 天王补心丸（浓缩
丸）

归脾合剂 六味地黄丸(水蜜丸)
枳术宽中胶囊 六味地黄丸（浓缩

丸）
明目地黄丸 寒痛乐熨剂

苦参胶囊 藿香正气丸（浓缩
丸）

铁笛片 感冒清热颗粒(无糖
型)金匮肾气片 小金丸 妇科千金片（144片） 尪痹片

复方血栓通胶囊 补中益气丸（浓缩
丸）

知柏地黄丸（海王金
象）

生脉饮
同仁牛黄清心丸 九味沉香胶囊 片仔癀胶囊 三黄片
复方卡力孜然酊 新肤满灵软膏 通心络胶囊 口炎清颗粒
润燥止痒胶囊 舒服贴膏 银杏酮酯滴丸 银杏叶片
维C银翘片 参苓白术散 复方北豆根氨酚那敏

片
口腔炎喷雾剂

盐酸苯海拉明片（禁） 杞蓉胶囊 大补阴丸 安神补脑液
红霉素肠溶片 固肠止泻丸 归脾颗粒 丹鹿胶囊
麦迪霉素片 救心金丸 黄芪颗粒(无糖) 枫蓼肠胃康分散片



止咳丸 抗感颗粒 柏子养心丸（九芝
堂）

复方鲜竹沥液
银黄颗粒 五子衍宗丸(浓缩丸) 枣仁安神胶囊 金果饮

复方蒲芩胶囊 茵芪肝复颗粒 全天麻胶囊 金水宝片
养血清脑丸 茵芪肝复颗粒 耳聋左慈丸 雷公藤多苷片

当归针 茵芪肝复颗粒 补中益气丸（浓缩
丸）

雷公藤多苷片
安络化纤丸 腰痛丸 知柏地黄丸（张恒

春）
六味地黄丸

舒血宁注射液 腰痛丸 消食健胃片 麻仁软胶囊
黄芪注射液 耳聋左慈丸(浓缩丸) 胚宝胶囊 麻仁软胶囊

加味藿香正气丸 当归调经颗粒 苁蓉通便口服液
（8#）

牛黄降压丸
银黄颗粒 盾叶冠心宁片 麻仁丸 杞菊地黄丸
活络油 杏仁止咳合剂 胃康胶囊（天医） 通心络胶囊

复方血塞通胶囊 咳舒糖浆 洁白丸 同仁牛黄清心丸
701贴膏（跌打镇痛

膏）（禁）
胃灵合剂 香砂六君丸 尪痹胶囊

金匮肾气片(72片) 上清丸 麻仁丸(太极) 维C银翘片
复方土槿皮酊(敬修堂) 益心酮片 扎冲十三味丸 养血清脑颗粒
雷公藤多苷片(50片) 六味地黄丸(浓缩丸) 强力枇杷露（惠济

堂）
银杏叶片

当归注射液（禁） 灵猫香解毒丸 痰咳净片 知柏地黄丸
外用紫金锭 妇宝颗粒 橘红痰咳颗粒 知柏地黄丸
雷公藤片 补肾益寿胶囊 板蓝根颗粒（恒生） 知柏地黄丸

小金丸（同仁堂） 香砂养胃丸 藿香正气水（华威） 牛黄解毒片
附子理中丸 玄麦甘桔颗粒 防风通圣丸（万岁） 气滞胃痛颗粒

小儿化痰止咳颗粒 通脉颗粒 防风通圣丸（京新） 代温灸膏
小儿咳喘灵颗粒 舒肝止痛丸 珍黄胶囊 珍珠明目滴眼液
健脾生血颗粒 小儿咳喘灵颗粒 复方珍珠口疮颗粒 逍遥丸
复方黄黛片 补中益气丸 养阴清肺丸 云南白药膏
骨通贴膏 感冒清热颗粒 通宣理肺丸 参松养心胶囊

壮腰健肾丸（50g) 橘红丸 金莲花片 麝香壮骨膏
贞芪扶正颗粒（时代） 通宣理肺丸 明目地黄丸(九芝堂) 荷丹胶囊

安脑丸（小蜜丸） 咳喘丸 桂附地黄丸（张恒
春）

九华痔疮栓
安脑丸（大蜜丸） 参苏丸 尿感宁颗粒 便通胶囊

华蟾素胶囊 银翘解毒丸 热淋清颗粒 银黄颗粒
夏天无注射液 知柏地黄丸 小金丸（九芝堂） 双黄连口服液
黄芪注射液 藿香正气丸 八珍颗粒 金喉健喷雾剂
六君子丸 桑菊感冒丸 益母草颗粒(双蚁) 补中益气丸

云南白药创可贴(片) 十全大补丸 蜜炼川贝枇杷膏 生血宝颗粒
云南白药创可贴 川芎茶调丸（浓缩

丸）
加味逍遥丸（万岁） 肾衰宁胶囊

强力天麻杜仲胶囊 复方板蓝根颗粒 乳癖消片（36片） 华蟾素胶囊
还少胶囊（60粒） 六味地黄丸 宁心宝胶囊（普康） 银屑胶囊
香丹注射液（新峰） 脑血栓片 心可舒胶囊（希尔

安）
朱砂安神丸

归脾丸 小儿止嗽糖浆 风油精 口炎清颗粒(无糖)
小柴胡颗粒 西黄丸 华佗膏（癣湿药膏） 益肾化湿颗粒

复方小儿退热栓 复方丹参滴丸 肛泰栓 冰黄肤乐软膏
蛇胆陈皮散（冯了性） 穿心莲内酯滴丸 滴通鼻炎水（喷雾

型）
生脉饮

血安胶囊 穿心莲内酯滴丸 珍视明滴眼液 小儿咳喘灵颗粒
熊胆胶囊 活性银离子抗菌液 洁尔阴洗液180ml 滋补生发片
胃康胶囊 健肝灵胶囊 复方土槿皮酊 壮骨伸筋胶囊

麻仁软胶囊 复方斑蝥胶囊 麝香镇痛膏 复方卡力孜然酊
桂龙药膏 妇炎康复片 复方草珊瑚含片 调经促孕丸

复方双花片（24片） 抗宫炎片 十味蒂达胶囊 血尿安片
鼻炎宁胶囊 鸦胆子油口服乳液 五酯片 野菊花注射液
复方甘草片 振源片 葫芦素片 维C银翘片
体外培育牛黄 归脾丸（孙真人） 大黄蛰虫片 通脉降脂片（芙蓉）

蒲地蓝消炎口服液 血府逐瘀颗粒 垂盆草片 丹皮酚软膏
颈椎贴（湖北冠安堂） 独一味软胶囊 扶正化瘀胶囊（60s） 黄葵胶囊



复方当归注射液 八珍益母丸 参芪肝康片 蒿白伤湿气雾剂
复方当归注射液（福建

三爱）
板蓝根颗粒(儿童型) 鸦胆子油软胶囊 生血宝合剂

硫磺膏(25%) 半夏止咳糖浆 肝泰舒胶囊 复方鱼腥草软胶囊
硫磺膏(10%) 参麦地黄丸 甘复生（壳脂胶囊） 银胡感冒散

逍遥丸（九芝堂） 参芪颗粒 肝苏片 利肺片
参麦注射液 参芪首乌补汁 五酯胶囊 参苓白术颗粒（禁）

麝香心脑乐胶囊 参苏感冒片 复方蒲岑胶囊 利肺胶囊
复方当归注射液（新

亚）
沉香化气片 复方片仔癀含片 复方鱼腥草合剂

妇炎泰颗粒 川贝枇杷颗粒 活血通脉胶囊 蒿白伤湿喷雾剂
复方鱼腥草片 川贝枇杷糖浆 复方乌鸡口服液 馥感啉口服液
牛黄解毒软胶囊 川芎茶调片 木瓜丸 附桂骨痛颗粒

生肌膏 妇宝颗粒（无糖型） 西黄丸（同仁堂） 心灵丸
消肿四黄膏 复方鱼腥草片 京制咳嗽痰喘丸 苁蓉通便口服液

小儿化痰止咳颗粒（科
晖）

感冒咳嗽颗粒（儿
童）

参麦注射液(50ml) 杞蓉胶囊
珊瑚癣净 骨友灵搽剂 腰痛宁胶囊(30s) 五味麝香丸

通宣理肺颗粒 归脾丸 滋心阴颗粒 肤疾洗剂
补中益气丸（水丸） 还少丹（大蜜丸） 颈痛颗粒(6#) 暖胃舒乐片

香砂六君丸（冯了性） 槐角丸 银花泌炎灵片(36s) 正露丸
散结镇痛胶囊（60粒） 健脾糕片 少腹逐瘀颗粒 阿拉坦五味丸

经带宁胶囊 降脂灵片 金莲花胶囊 穿心莲内酯滴丸
复方黄柏液涂剂 金豆开胃口服液 柴银口服液 健胃消食口服液

妇平胶囊 金银花糖浆 胆舒胶囊 灵芝滴丸
复方益母草胶囊 六味地黄丸（超浓

缩）
灯盏生脉胶囊 在田黄芩片

迈之灵片 麻仁丸 妇科调经颗粒 排毒清脂胶囊
培坤丸 芪鹿补血颗粒 妇科调经片 回春如意胶囊

通宣理肺丸 杞菊地黄丸 尪痹片 乳结康丸
左归丸 强力天麻杜仲丸 湿毒清片 当归苦参丸

活血止痛膏 清喉咽合剂 养血清脑丸 定坤丹
芦荟凝胶 祛风除湿药酒 银杏叶片（荣昌） 虫草清肺胶囊

颈椎贴（4贴*2袋） 伤科活血酊 新生化颗粒 心可舒片
乳癖消胶囊（远大） 头孢地尼胶囊 乳核内消液 清脑降压片

通窍鼻炎片 双芩止泻口服液 消炎利胆片（在田） 妇宁栓
解郁安神颗粒（8袋） 四君子合剂 和胃整肠丸 前列倍喜胶囊

益肝明目口服液 四物益母丸 甜梦口服液 安胃片
保婴丹 五味子糖浆 消糜栓（万通） 脑灵片（12片）
保妇康栓 逍遥丸（超浓缩） 脑安胶囊 大黄䗪虫丸

三金片（54） 小儿化痰止咳颗粒 药艾条 脉络宁注射液
万应膏 小儿清热止咳合剂 清艾条 调经促孕丸（金象）
心悦胶囊 小儿清咽颗粒 黄芪精口服液 白癜风胶囊

除湿止痒软膏 小儿止咳糖浆 胃得安片 血滞通胶囊
橘红枇杷片 小儿智力糖浆 妇科白带膏 珍珠明目滴眼液
腹可安片 小金片 益心舒片 正清风痛宁缓释片

益肺止咳胶囊（24粒） 养血安神糖浆 肠炎宁片(康恩贝) 白灵片
复方红衣补血口服液 益母草颗粒 麝香痔疮膏(马应龙) 小儿解表口服液

清热散结片 甜梦胶囊 复方甘草片（环球） 正清风痛宁片
三七通舒胶囊 通窍鼻炎颗粒 壮骨麝香止痛膏 杜密克(乳果糖口服溶

液)心元胶囊 银杏叶片 牛黄蛇胆川贝液（孔
府）

康莱特注射液
芪苈强心胶囊 鼻窦炎口服液 复方丹参片 灵芝滴丸

颈椎贴（颈部冷敷贴） 杞菊地黄丸 普乐安胶囊 野菊花注射液
活力苏口服液 发酵虫草菌粉(CS-4) 保和丸(浓缩丸) 排毒清脂胶囊
软脉灵口服液 安神补脑液 香砂六君丸（宛西） 氯沙坦片
复方地龙片 百令片 小儿咽扁颗粒（康尔

佳）
消癌平胶囊

尿石通丸 大黄通便颗粒 清喉利咽颗粒（慢严
舒柠）

六味地黄丸(浓缩丸)
山海丹颗粒 复方南星止痛膏 刺五加脑灵液 迈之灵片(糖衣)



黄芩片（60片） 京都念慈菴蜜炼川贝
枇杷膏

妇炎康复胶囊 依那普利
正清风痛宁缓释片 橘红痰咳液 五味子糖浆 普罗帕酮

利血平注射液 藿香正气合剂 金糖宁胶囊（片仔
癀）

鱼石脂软膏
加味藿香正气丸（和记

黄埔）
金乌骨通胶囊 解痉镇痛酊(信龙) 克咳片

补肾固齿丸 尿感宁颗粒 咽炎片(慢严舒柠) 益气维血片
壮腰健肾丸（10丸） 小柴胡颗粒(无蔗糖) 复方黄连素片(繁江) 龙血通络胶囊

芪胶升白胶囊 消渴丸(浓缩水丸) 保胎灵胶囊（银涛） 枫蓼肠胃康片
健肝灵胶囊（星湖） 云南白药酊 血塞通胶囊(维和) 龙胆泻肝丸

息宁（卡左双多巴缓释
片）

止嗽化痰颗粒 断血流片(回音必) 胃疼宁片
西黄丸 石斛夜光丸 小柴胡颗粒(云南白

药)
复方沙棘籽油栓

十一味参芪片 丹参片 三七伤药片(盘龙) 桂枝茯苓胶囊
荆防颗粒 六味地黄丸 金斯利安多维片(创

盈)
血府逐瘀口服液

疏风解毒胶囊 热淋清颗粒 绿袍散 八珍颗粒
红霉素肠溶片（台山） 桑菊感冒颗粒 复方熊胆通鼻喷雾剂 熊胆滴眼液

百艾洗液 玄麦甘桔颗粒 复方甘草口服溶液(环
球)

云南白药膏
消肿止痛贴 一清片 复方甘草片（开封） 伤湿止痛膏

归脾丸(九芝堂） 养阴清肺口服液 百令片（青海） 至灵胶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