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泰康在线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互联网医院特定药品费用医疗保

险（互联网专属）》指定的互联网医院、网上药店和约定的药品清单

一、指定互联网医院

1 海南孚视互联网医院

2 医褒联博仁暨德济互联网医院

3 银川智云互联网医院

二、指定的网上药店：

1 卫宁沄钥（无锡）医药连锁有限公司

2 卫宁沄钥（重庆）医药有限公司

3 卫宁沄钥（广州）医药有限公司

三、约定的药品清单：

清单一：

商品名称 通用名称 生产企业

缬沙坦氨氯地平片

(Ⅰ)(倍博特)

缬沙坦氨氯地平片

(Ⅰ)

Novartis

Farmaceutica S.A.

酒石酸美托洛尔片

(倍他乐克)
酒石酸美托洛尔片

阿斯利康药业(中国)

有限公司

非洛地平缓释片(波

依定)
非洛地平缓释片

阿斯利康药业(中国)

有限公司



酒石酸美托洛尔片

(倍他乐克)
酒石酸美托洛尔片

阿斯利康制药有限公

司

非洛地平缓释片(波

依定)
非洛地平缓释片

阿斯利康制药有限公

司

琥珀酸美托洛尔缓释

片(倍他乐克)

琥珀酸美托洛尔缓释

片

阿斯利康制药有限公

司

琥珀酸美托洛尔缓释

片(倍他乐克)

琥珀酸美托洛尔缓释

片

阿斯利康制药有限公

司

硝苯地平控释片(拜

新同)
硝苯地平控释片

拜耳医药保健有限公

司

盐酸贝那普利片(洛

汀新)
盐酸贝那普利片

北京诺华制药有限公

司

缬沙坦氢氯噻嗪片

(复代文)
缬沙坦氢氯噻嗪片

北京诺华制药有限公

司

缬沙坦胶囊(代文) 缬沙坦胶囊
北京诺华制药有限公

司

苯磺酸氨氯地平片

(络活喜)
苯磺酸氨氯地平片 辉瑞制药有限公司

替米沙坦片(美卡素) 替米沙坦片
上海勃林格殷格翰药

业有限公司

培哚普利叔丁胺片

(雅施达)
培哚普利叔丁胺片

施维雅(天津)制药有

限公司



培哚普利吲达帕胺片

(百普乐)
培哚普利吲达帕胺片

施维雅(天津)制药有

限公司

盐酸阿罗洛尔片(阿

尔马尔)
盐酸阿罗洛尔片

住友制药(苏州)有限

公司

辛伐他汀片(舒降之) 辛伐他汀片
杭州默沙东制药有限

公司

阿托伐他汀钙片(立

普妥)
阿托伐他汀钙片 辉瑞制药有限公司

阿托伐他汀钙片(立

普妥)
阿托伐他汀钙片 辉瑞制药有限公司

盐酸二甲双胍缓释片

(格华止)
盐酸二甲双胍缓释片 MerckKGaA

维格列汀片（佳维乐） 维格列汀片

Novartis Farma

S.p.A（Ⅰ），分包装

北京诺华制药有限公

司

达格列净片(安达唐) 达格列净片
阿斯利康制药有限公

司

阿卡波糖片(拜唐苹) 阿卡波糖片
拜耳医药保健有限公

司

格列齐特缓释片(达

美康)
格列齐特缓释片

施维雅(天津)制药有

限公司



盐酸二甲双胍片(格

华止)
盐酸二甲双胍片

中美上海施贵宝制药

有限公司

单硝酸异山梨酯缓释

片(依姆多)

单硝酸异山梨酯缓释

片

阿斯利康制药有限公

司

阿司匹林肠溶片(拜

阿司匹灵)
阿司匹林肠溶片

拜耳医药保健有限公

司

盐酸曲美他嗪片(万

爽力)
盐酸曲美他嗪片

施维雅(天津)制药有

限公司

单硝酸异山梨酯缓释

胶囊(IV)(异乐定)

单硝酸异山梨酯缓释

胶囊(IV)

优时比(珠海)制药有

限公司

长春西汀片(开文通) 长春西汀片 匈牙利吉瑞大药厂

苯磺酸氨氯地平片

(络活喜)
苯磺酸氨氯地平片 辉瑞制药有限公司

盐酸乐卡地平片(再

宁平)
盐酸乐卡地平片

意大利 Recordati

S.P.A.

沙格列汀片(安立泽) 沙格列汀片
阿斯利康制药有限公

司

盐酸二甲双胍片(格

华止)
盐酸二甲双胍片

中美上海施贵宝制药

有限公司



清单二：

商品名称

伊人 尿素乳膏 50g/盒

江中 乳酸菌素片 0.2g*36 片/盒

黎人百年 裸花紫珠胶囊 0.3g*36 粒

乐了贝 葡萄糖酸氯己定软膏 0.2%10g

紫琉璃 安神胶囊 0.25g*50 粒*1 瓶/盒

春萌 双唑泰栓 7枚/盒

典舒 妥布霉素地塞米松滴眼液 5ml

延字牌 复方倍氯米松樟脑乳膏 10克

鑫烨 盐酸洛美沙星滴耳液 8ml:24mg*1 支/盒

振德医疗 医用胶带(氧化锌) 2.5cm*450cm

联环 叶酸片 0.4mg*31 片

星鲨 维生素 E软胶囊 100mg*30 粒/盒

维福佳 马来酸氯苯那敏片 4mg*100 片/盒

百灵鸟 三黄片 12片*2 板

远清 盐酸洛美沙星滴眼液 0.3%*10ml*1 支/盒

万岁天麻胶囊 0.25g*12 粒*3 板

轰克 甲硝唑凝胶 10g：75mg

五景 阿昔洛韦滴眼液 8ml:8mg

今辰 牛黄上清片 48片/盒

知原 复方氯己定含漱液 150ml



华意 阿苯达唑片 0.2g*10 片/盒

诺金 小儿七星茶颗粒 7g*10 袋

云南白药 创可贴轻巧护翼型 20片

诺得胜 麻仁丸 30g*1 瓶/盒

九邦 碘伏卫生棉球 25粒

民生 异烟肼片 0.1g*100 片*1 瓶/盒

视邦 盐酸左氧氟沙星滴眼液 5ml：15mg*1 支/盒

振德医疗 医用纱布块(灭菌型)(不带 X光线) 7.5cm*7.5cm*8P*10 片

舒伕 复方醋酸地塞米松凝胶 20g

新亚康王 复方酮康唑软膏 10g*1 支/盒

ccpc 希瓦丁 盐酸西替利嗪片 10mg*12 片/盒

金寿 麝香壮骨膏 7cm*10cm*8 贴

光辉 复方酮康唑软膏 7g*1 瓶/盒

奇力 奥美拉唑肠溶胶囊 20mg*14 粒/盒

苏春 珍珠明目滴眼液 8ml/盒

福元 复方醋酸地塞米松乳膏 20g

燕舞 麝香壮骨膏 6cm*8cm*8 片

百益 伤湿解痛膏 5cm*7cm*8 片/袋

秀瞳 盐酸左氧氟沙星滴眼液 5ml：15mg

绿霏 氧氟沙星滴耳液 8ml:24mg*1 瓶/盒

金寿 麝香追风膏 7cm*10cm*4 贴

维福佳 维生素 B1片 100 片



济世仁德 麝香壮骨膏 7cm*10cm*5 贴*2 袋

太平 阿昔洛韦乳膏 3%*10g*1 支/盒

维福佳 维生素 C 片 0.1g*100 片/瓶

福元 阿昔洛韦乳膏 10g：0.3g

稳健 棉签(普通级) 白色圆头 10cm50 支/袋

新和成 福元 醋酸曲安奈德乳膏 10g/支

人福医药 氟轻松维 B6乳膏 30g/支

仲景 归脾丸(浓缩丸)200 丸

佳妙 左炔诺孕酮片 1.5mg*1 片/盒 紧急避孕

健民 足光散 20g*3 袋/盒

陈李济 壮腰健肾丸 5.6g*30 丸

冯了性 知柏地黄丸 9g*10 丸

元和 元和正胃片 0.75g*6s*2 板

维康伊安 益母草软胶囊 0.54g*24 粒

金焦 益肝灵片 0.18g*100 片*1 瓶/盒

稳健医疗 医用纱布片 5cm*7cm-8p*2 片/袋

馨茯康 一清软胶囊 0.5g*20 粒/盒

华南牌 盐酸小檗碱片 0.1g*100 片

华西牌 通窍鼻炎颗粒（混悬颗粒） 2g*12 袋

玉威 碳酸氢钠片 0.5g*100s/瓶

乐兰 碳酸钙片 0.75g*120 片

万通 速效止泻胶囊 0.3g*12 粒*1 板



丁克 盐酸特比萘芬乳膏 20g:0.2g*1 支/盒

葵花 双唑泰栓 8粒/盒

好医生 胶体果胶铋胶囊 50mg*36 粒

泰华堂 藿香正气水 10ml*10 支/盒

聚荣 黄芪精口服液 10ml*10 支

旺龙 猴头健胃灵胶囊 0.34g*12 粒*2 板

修正 亮哥 枸橼酸西地那非片 50mg*1 片

马应龙 麝香痔疮栓 1.5g*6 粒/盒

林美欣 格列美脲分散片 2mg*12 片

恒健 复合维生素 B 片 100 片

马应龙 麝香祛痛搽剂 56ml*1 支/盒

北京同仁堂 三七片 0.6g*60 片

口泰 复方氯己定含漱液 200ml

药王邳彤牌 25g*10 支/盒 清艾条

正大天晴 泰白 盐酸二甲双胍缓释片 0.5g*60 片/盒

天安堂 达士明 羟苯磺酸钙胶囊 0.5g*20 粒/盒

国嘉 二丁颗粒 4g*9 袋

安理申 盐酸多奈哌齐片 5mg*7 片/盒

惠氏 银善存 多维元素片(29-Ⅱ) 60 片 /盒

惠氏 善存多维元素片[29]100 片

白云山 滴通鼻炎水（喷雾式）15ml

百多邦 莫匹罗星软膏 15g*1 支/盒



齐鲁 单硝酸异山梨酯片 20mg*24 片装

雅思 医用护理垫 60cm*90cm*10 片

百灵鸟 消炎镇痛膏 10cm*7cm*4 片

张恒春 香砂养胃丸 200 丸*1 瓶/盒

比比舒 维 U 颠茄铝胶囊 12粒/盒

迪冉 安乐片 0.35g*12 片*3 板

信龙 炉甘石洗剂 100ml

云杉 龙血竭胶囊 0.3g*24 粒/盒

汉方 六味地黄胶囊 0.3g*12 粒*5 板

贺维力 阿德福韦酯片 10mg*14 片/盒

雪缘 坤灵丸 72丸/盒

靓能 克林霉素甲硝唑搽剂 50ml

艾洛松 糠酸莫米松乳膏 5g

金甘 金钱草颗粒 10g*10 袋/包

康缘 维动力 金红片 0.45g*30 片/盒

稳健医疗 接触性创面敷贴 9cm*10cm 灭菌型

江中 乳酸菌素片 0.4g*32 片

续金 复方石韦胶囊 0.4g*45 粒/盒

舒甲 芳迪 盐酸萘替芬溶液 30ml*1 瓶/盒

千威 枸橼酸西地那非片 50mg*7 片/盒

稳健医疗 透气胶带（PE胶带） B型 1.25cm*9.1m /卷

云南白药 香砂平胃颗粒 10g*6 袋（效期至 22年 9 月 30 日）



敖东 六味地黄丸 5g*10 袋/盒（效期至 22年 9 月 30 日）

张恒春 补中益气丸(浓缩丸)200s

张恒春 附子理中丸 200 丸/瓶

江中 乳酸菌素片 0.4g*8s*4 板

方晨 喷必净 生理性海水鼻腔喷雾器 60ml/瓶

迪诺洛克 法莫替丁片 20mg*24 片

百为哈 氯雷他定糖浆 60ml/瓶

维必乐 生理性海水鼻腔喷雾器 60ml/瓶

星元清 氯雷他定片 10mg*8 片/盒

百益 消炎镇痛膏 7cm*10cm*6 片*1 袋

鱼跃 病人移动辅助设备 YU810 手杖型

御铺 清艾条 25g*10 支/盒

余仁堂（原川氏太极） 辣椒风湿膏 5片*2 袋/盒

稳健医疗 接触性创面敷贴 11cm*15cm *1 片/袋 （普通型）

九州天润 胖大海 50克/盒

乐珠 珍珠明目滴眼液(胶体溶液） 10ml*1 支/盒

立效 复方三七胶囊 0.25g*30 粒/盒

葵花 益母草颗粒 15g*10 袋/盒

美罗 胃康灵胶囊 0.4g*12 粒*3 板

云南白药 田七痛经胶囊 24粒

升和 肤痒颗粒 9g*10 袋

九州天润 炒黑芝麻 200g/袋



远恒 萘敏维滴眼液 10ml

恩威 六味地黄胶囊 0.3g*10s*6 板

千金湘江 蒙脱石散 3g*10 袋

黄连之乡 复方黄连素片 30mg*24 片*2 板

云南白药 雷公 伤湿止痛膏 7cm*10cm*4 片

云南白药 消渴灵片 0.36g*100 片/盒

童俏俏乳酸菌素片 0.4g*36s

丁克 盐酸特比萘芬喷雾剂 15ml：0.15g/瓶

白敬宇 复合维生素 B片 100 片/瓶

南海 小儿七星茶颗粒 7g*10 袋/盒

修正 唯达宁 依然 复方酮康唑发用洗剂 50ml*1 支/盒

雅思 酒精棉片 30*60mm/片（50 片/盒）

金贵 德济堂 薏苡仁 300g 贵州 炒薏苡仁

金毓婷 左炔诺孕酮片 1.5mg*1 片/盒

泾渭 固肠止泻丸 30g/瓶

仲景 月月舒 痛经宝颗粒 10g*6 袋

达芙雅 阿达帕林凝胶 0.1%:15g

江中 健胃消食片 0.5g*72 片/盒

九州通 阿苯达唑片 0.2g*2 片*1 板

孙真人 逍遥丸 480s 浓缩丸

信龙 硼酸洗液 250ml

嘉得 一次性使用采集器 粪便采集型



信龙 解痉镇痛酊 30ml*1 瓶/盒

九州天润 枸杞子 160g/罐

云南白药 丹溪玉屏风颗粒 15g*6 袋

罗浮山 罗浮山百草油 6ml

葵花 麝香祛痛搽剂 40ml/瓶

百品 至灵胶囊 0.25g*90 粒*3 瓶

葵花 阿归养血颗粒 10g*12 袋*3 小盒

健达 红药片 0.25g*12 粒*2 板

雅斯 医用固定带 透气型 手臂吊带（81470） 81470 S/M

九州天润 桑椹 200g/罐

龙牡 健民 复方紫草油 30ml

伊人 甲硝唑氯己定洗剂(附冲洗器) 300ml*1 瓶/盒

万通 赖氨酸磷酸氢钙颗粒 5g*12 袋/盒

三康 盐酸氨基葡萄糖胶囊（维尔固）0.24g*90s

金贵 德济堂 枸杞子 王级 100g/袋

九州天润 赤小豆 300g

稳健医疗 医用纱布片 灭菌级 10cm*10cm-8P*2 片

邦力 维胺酯维 E 乳膏 15g*1 支/盒

神华 脑心舒口服液 10ml*10 支

立效 人参归脾丸 9g*10 丸/盒

星复康 缬沙坦胶囊 80mg*7 粒*3 板

羚锐 壮骨麝香止痛膏 9cm*12.8cm*2 贴*5 袋/盒



吉佰芙 醋酸曲安奈德益康唑乳膏 15g

九芝堂 乌鸡白凤丸 9g*10 丸/盒

瑞年国际 润肠通便茶 3g*20 袋/盒

万通 痔速宁片 36片/盒

新和成 醋酸曲安奈德尿素软膏 10g*1 支/盒

稳健 医用纱布片 7.5cm*7.5cm-8p，5片/袋 灭菌级

天天明 氧氟沙星滴眼液 0.8ml:2.4mg*10 支

银诺克 断血流胶囊 0.35g*12 粒*3 板

稳健医疗 医用纱布片 5片/袋

羚锐止痒平 糠酸莫米松乳膏 0.1%10g

云南白药 普乐安片 0.64g*120 片/盒

神度 他达拉非片 20mg*1 片/盒

云南白药 雷公 消炎镇痛膏 7cm*10cm*4 贴

万通 胆香鼻炎片 12片*2 板糖衣

稳健医疗 医用纱布片 灭菌级 5cm*7cm-8p*5 片

舒药 麝香接骨胶囊 0.3g*35 粒/盒

迪康 安可妥 盐酸吡格列酮片(安可妥) 15mg*7s*2 板

芙原 积雪苷霜软膏 20g/支

桑海 排毒养颜片 0.4g*10 片*6 板

力 氯化钾片 0.25g*100s

特安呐 血塞通片 25mg*20s*1 板糖衣

安美平 苯磺酸左氨氯地平片 2.5mg*14s*2 板



万岁 苯磺酸氨氯地平片 5mg*21s*1 板

黄连之乡 肾石通颗粒 15g*10 袋

利宁格 格列齐特缓释片 30mg*30 片*2 板

京丰制药 盐酸二甲双胍片 0.25g*48 片/盒

行空 颈腰康胶囊 0.33g*40 粒/盒

九州天润 黄芪 80g/罐

鲁益平 维格列汀片 50mg*28 片

星佳定 甲钴胺片 0.5mg*20s 薄膜衣

天衡 枢衡 卡维地洛片 12.5mg*24 片/盒

恒瑞 盐酸坦索罗辛缓释胶囊 0.2mg*10 粒

密之康 三七伤药片 18片*3 板/盒

爱爸妈 复方卡托普利片 100 片/盒

奇力康 医用冰袋 255mm*108mm*1 袋

普康 宁心宝胶囊 0.25g*50s

龙仕康 盆炎净胶囊 0.4g*30 粒/盒

诺得胜 腰痛片 0.25g*80 片*1 瓶/盒

舍济 一清软胶囊 0.65g*36 粒/盒

先农坛 非洛地平片 5mg*20s

怡欣坦 缬沙坦氢氯噻嗪片 7片/盒

稳健卫生棉签（婴儿棉签）纸棒双头 7.5cm，180 支/盒

江中 健胃消食片 0.8g×32 片/盒

九州天润 金贵 炒决明子 230g/包



九州天润 净山楂 150g/袋

人福医药 清胃黄连片 0.33g*24 片/盒

孙真人 归脾丸 480s 浓缩丸

尚得 维生素 E软胶囊 0.1g*160 粒

恩威 力克舒 藿香正气合剂 10ml*12 支

稳健 棉签 白色圆头 7.5cm 200 支

奇正 洁白丸 0.8g*30 丸

修正 二丁颗粒 20g*10 袋

万岁加味逍遥丸 6g*10s

花红 花红片 0.29g*72 片/盒

万岁 脑立清胶囊 0.33g*24 粒/盒

九州天润 陈皮 100g/瓶

云植 消食顺气片 48片/盒

奇正 石榴健胃丸 6g*12 丸

好娃友 化积口服液 10ml*12 支

利康 一次性使用消毒棉棒（乙醇）20支/盒

白内停 冰珍去翳滴眼液 10ml

葵花 壮腰健肾丸 3.5g*9 袋浓缩水蜜丸

利康 安尔碘 皮肤消毒剂 60ml/瓶

稳健 医用纱布片 90cm*100cm-1p，1 片/袋 普通级

九州天润 金贵 德济堂 番泻叶 40g/包

【药房同款】修正 唯达宁 盐酸特比萘芬凝胶 10g：0.1g/盒



孙真人 香砂养胃丸 480 丸

海氏海诺 医用酒精消毒棉球 25粒/瓶

步长 香菊胶囊 0.3g*48 粒

千金 加味逍遥丸 6g*10 袋/盒

新汇 猴头健胃灵胶囊 0.34g*10 粒*4 板

稳健医疗 弹性绷带 1卷/袋 A1 型 7.5cm*4.5m

葵花 脉络通 0.4g*12s*2 板

独一味 独一味胶囊 0.3g*36 粒/盒

速润 克痤隐酮乳膏 25g

美罗 海洋胃药 0.32g*72 片

稳健医疗 透气胶带(非织造布胶带) A型 1.25cm*9.1m

奇正 铁棒锤止痛膏 5贴/盒

海氏海诺 （碘伏）医用消毒棉球 25枚 一次性皮肤清洁消毒

稳健医疗 医用脱脂棉(灭菌级) 棉球 25g/袋

孙真人 补中益气丸 480s 浓缩丸

必伏 联苯苄唑凝胶（手足癣症） 10g:0.1g

振德医疗 棉签(普通型) 10cm*80 支 单头 竹棒型

观鹤 骨刺平片 100 片/瓶

碧凯 克霉唑阴道片 500mg*1 片

阿比康 阿司匹林肠溶片 100mg*30 片

诺得胜 复方黄连素片 18片*2 板/盒

海藤 心脑康胶囊 0.25g*12s*3 板



彤医 百癣夏塔热片 9片*5 板

聚立能 盐酸氟西汀胶囊 20mg*14 粒

超韵 维生素 C咀嚼片 0.1g*100 片*1 瓶/盒

葵花 更年安片 0.3g*12 片*4 板

涵沛 鑫烨 妥布霉素地塞米松滴眼液 5ml/支

新光 金胆片 100 片*1 瓶/盒

丹佐 单硝酸异山梨酯片 20mg*48 片/盒

福元 尿素维 E乳膏 50g*1 支/盒

万通 泮托拉唑钠肠溶片 40mg*10 片*1 板

文乐宁 替米沙坦氢氯噻嗪片 7片/盒

江中 桑海 金维 多维元素片（21） 90 片*1 瓶/盒

洁帕欣 夫西地酸钠软膏 5g

缬欣 缬沙坦分散片 80mg*21 片/盒

希力 胎盘片 0.2g*80 片

欣雪安 血塞通分散片 50mg*24 片/盒

信龙 冻疮膏 10g/支 用于冻疮

能得爽 复方硫黄乳膏 250g*1 瓶/盒

可伊 新复方芦荟胶囊 0.43g*10s*3

稳健医疗 接触性创面敷贴 1片/袋

稳健医疗 医用棉签(灭菌级) A1 型通用型 10cm*50 支 竹棒型 单头

云南白药 云丰 开胸消食片 0.3g*12 片*2 板

振德医疗 脱脂棉球 0.5g/粒 10g



修正 唯达宁 硝酸益康唑乳膏 10g:1.0g*1 支/盒

会通 奥美拉唑肠溶胶囊 20mg*40 粒*1 瓶/盒

远恒 氧氟沙星滴眼液 8ml：24mg

甘毓 复方甘草酸苷片 20s*2 板薄膜衣

ccpc 莫乐新 美洛昔康片 7.5mg*10s/盒

千威 枸橼酸西地那非片 100mg*10s

开济 泮托拉唑钠肠溶片 40mg*12 片

纷纷富 薄荷喉片 12片*3 板

九州通 复方酮康唑乳膏 15g*1 支/盒

逸舒 氨糖美辛肠溶片 20片/盒

科什兰 氯沙坦钾胶囊 50mg*14 粒/盒

仁和堂 氢氯噻嗪片 25mg*100s

顺势 活力源口服液 10ml*10 支/盒

轰克 盐酸洛美沙星滴耳液 5ml：15mg

迪康 金钱草颗粒 10g*12 袋/盒

力美坚 他达拉非片 5mg*4 片

马沙尼 盐酸特拉唑嗪片 2mg*14 片*2 板

联邦 联邦左福康 盐酸左氧氟沙星滴眼液 5ml*1 瓶/盒

采能 复方酮康唑发用洗剂 80ml*1 瓶/盒

利韦廷 奥美拉唑钠肠溶片 20mg*7 片*2 板

云南白药 云丰 血塞通分散片 0.5g*12 片*2 板

神威 通脉颗粒 10g*10 袋



乐家老铺 降浊祛瘀颗粒 3g*12 袋

奥泰灵 盐酸氨基葡萄糖胶囊 0.24g*36 粒

嘉健 西咪替丁片 0.2g*100 片

品力 活血止痛片 0.4g*10 片*3 板

人福医药 清淋颗粒 10g*12 袋/盒

张恒春 保和丸 200 丸*1 瓶/盒

迪沙 迪之雅 坎地沙坦酯片 8mg*6 片/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