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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述

《成都市基本医疗保险支付接口规范》（以下简称支付接口规范）的使用对象为定点

医疗机构（HIS）、零售药店(MIS)信息系统供应商或其它应用软件供应商。

支付接口规范包括实现我市医疗保险联网结算所需接口交易服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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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术语及参考资料

HIS：Hospital Information System

MIS：Management Information System

 环境要求

 硬件环境

指标 指标值

CPU ≧1.6MHz

Memory ≧256MB

HardDisk ≧100M(free)

NetCard ≧10M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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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系统软件

指标 指标值

操作系统 WIN98 SE 或 WIN 2000及以上 WIN 系列

操作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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辅助软件 IE6.0
Msxml4.0

 交易列表

序号 交易代码 交易名称 交易类型 广域网支持

 02 修改密码 查询类交易 √

 03 身份识别 查询类交易 √

 04 获取医院信息 查询类交易 √

 05 签到 查询类交易 √

 06 批次号对帐签退 查询类交易 √

 07 批次号结算信息上传签退 查询类交易 √

 08 查询未签退的批次号信息 查询类交易 √

 09 按分中心查询未签退的批次号信息 查询类交易 √

 11 门诊结算 处理类交易 √

 12 门诊结算回退 处理类交易 √

 13 查询个人帐户是否可以支付 查询类交易 √

 14A 门诊特殊病、工伤门诊新申请 处理类交易 √

 14B 门诊特殊病、工伤门诊变更申请 处理类交易 √

 15 门诊特殊病、工伤门诊申请回退 处理类交易 √

 16 门诊特殊病、工伤门诊申请查询 查询类交易 √

 17 门诊特殊病、工伤门诊就诊登记 处理类交易 √

 17A 门诊特殊病、工伤门诊就诊登记回退 处理类交易 √

 18 门诊特殊病、工伤门诊就诊登记修改 查询类交易 √

 20 门诊特殊病、工伤门诊结算 处理类交易 √

 20A 门诊特殊病、工伤门诊结算回退 处理类交易 √

 21 入院办理 处理类交易 √

 22 入院办理回退 处理类交易 √

 23 入院办理信息修改 查询类交易 √

 25 出院办理 查询类交易 √

 26 出院办理回退 查询类交易 √

 28a 按就诊编号入出院信息查询 查询类交易 √

 28b 按入院经办时间入出院信息查询 查询类交易 √

 29a 精神合并躯体疾病治疗申请 查询类交易 √

 29b 精神合并躯体疾病治疗查询 查询类交易 √

 30 查询住院统筹支付限额和不支付原因 查询类交易 √

 31 住院医嘱上传 查询类交易 √

 32 住院医嘱作废 查询类交易 √

 34 住院医嘱查询 查询类交易 √

 41 住院费用明细写入 查询类交易 √

 43 住院费用明细回退 查询类交易 √

 44 费用明细分割信息查询及打印 查询类交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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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1a 医院无密码结算申请 查询类交易 √

 51b 医院无密码结算申请查询 查询类交易 √

 52 住院结算 处理类交易 √

 53 住院结算退单 处理类交易 √

 54 住院结算模拟计算 查询类交易 √

 55 医保基金详单打印 查询类交易 √

 59 住院结算信息查询 查询类交易 √

 61 结算信息查询（含门诊和住院） 查询类交易 √

 71 清算申请 处理类交易 √

 72 清算单打印 查询类交易 √

 73 清算回退 处理类交易 √

 74 清算申请查询 查询类交易 √

 91 服务项目目录获取 查询类交易 √

 92 ICD-10信息获取 查询类交易 √

 93 编码对照信息获取 查询类交易 √

 118 病种，ICD,手术信息获取 查询类交易 √

 120 新门特病种认定 查询类交易 √

 121 一般诊疗费置标 查询类交易 √

 122 病种认定查询 查询类交易 √

 123 工伤康复住院上传治疗方案 查询类交易 √

 124 工伤康复住院撤消治疗方案 查询类交易 √

 交易详细说明部分支持 HIS

 修改密码（02）(支持 HIS、MIS)

交易名称 修改密码 交易类型 查询类交易

处理描述

城乡居民参保人如果已经发卡，使用该交易修改密码。对于未发卡的城乡居民

参保人员，不能使用该交易。

城镇职工人员使用该交易修改密码。

（所指卡为成都市社会保险卡（磁条卡）和具有金融功能的社会保障卡（以下

简称社会保障卡））。

接口弹出密码修改界面，提示参保人员刷卡和输入密码，采用密码小键盘获取

参保人员密码信息，完成密码校验及修改。

本交易为查询交易，有可能出现前端接口调用修改密码返回失败，但中心修改

密码成功的情况，此类特殊情况只能由医保病员自己验证当前使用密码是否是修改

的新密码，不作交易控制。

调用说明
修改的处理结果由接口显示提示，HIS不用对本交易返回结果进行判断和用户

提示，社会保障卡无原密码加密串和新密码加密串。

输入参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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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易编号 02

交易控制

xml

<?xml version=“1.0” encoding=“GBK” standalone=“yes” ?>
<control>

<akb020>医疗机构编号</akb020>
<ykd058>机具编号</ykd058>
<cardtype>卡类型</cardtype>
<yac005>卡号</yac005>
<yae096>原密码加密串</yae096>
<yab003>社保经办机构</yab003>
<newyae096>新密码加密串</newyae096>

</control>

交易输入

xml

<?xml version=“1.0” encoding=“GBK” standalone=“yes” ?>
<data>
</data>

输出参数

交易流水

号

无

交易输出

xml
<?xml version="1.0" encoding="GBK" standalone="yes" ?>
<output></output>

交易标志 小于 0表示失败

参数详细说明：

交易控制：

代码 名称 约束 类型 说明

akb020 医疗机构编号 NOT NULL VARCHAR(20)

ykd058 机具编号 NOT NULL VARCHAR(50)

cardtype 卡类型 NOT NULL VARCHAR(4) 1为磁卡，2为社

会保障卡，3为简

阳临时卡

yac005 卡号 NOT NULL VARCHAR(20)

yae096 原密码加密串 NULL VARCHAR(20) 社会保障卡不传

yab003 社保经办机构 NOT NULL VARCHAR(4)

newyae096 新密码加密串 NULL VARCHAR(20) 社会保障卡不传

 身份识别（03）(支持 HIS、MIS)

交易名

称
身份识别 交易类型 查询类交易

处理描

述

由于城乡居民可能还未领取到医疗保险卡，会继续使用医疗证，身份识别需要予以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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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弹出身份识别窗口。医院经办人员选择刷卡或者直接输入。

2. 刷卡方式需要输入密码进行校验；直接输入方式要求在【个人社保编号】、【医疗证

号】、【身份证号】、【姓名】四项中至少输入其中两项，系统进行城乡居民参保人员检索

并返回符合检索条件人员列表，选择参保人员。

3. 城镇职工无法通过直接输入方式进行检索。

4. 校验成功后返回个人信息。

5. 返回的个人信息中 akc021节点代码含义有所改变。如果是城镇职工返回代码不变，

标识在职、退休等等；如果是城乡居民返回的代码为城乡居民人员来源（01 农村居民；02
城镇居民；03少儿；04大学生）

6. 增加了接口版本标志入口参数，以确定返回个人帐户余额的 XML串格式

调用说

明

本交易返回 HIS、MIS参保人员个人信息，由 HIS完成错误信息控制和相关信息显示。本

交易为门诊结算交易服务，未进行身份识别交易的参保人员不能办理门诊结算，但可办理其他

查询、入院等业务。

输入参数

交易编

号

03

交易控

制 xml

<?xml version=“1.0” encoding=“GBK” standalone=“yes” ?>
<control>

<edition>接口版本标志</edition> 本次接口传入固定值 3
</control>

交易输

入 xml

<?xml version=“1.0” encoding=“GBK” standalone=“yes” ?>
<data>
</data>

输出参数

交易流

水号

无

交易输

出 xml

<?xml version="1.0" encoding="GBK" standalone="yes" ?>
<output>

<aac001>个人编码</aac001>
<aac002>身份证号码</aac002>
<aac003>姓名</aac003>
<aac004>性别</aac004>
<aac006>出生日期</aac006>
<akc023>实足年龄</akc023>
<akc021>医疗人员类别</akc021>
<ykc117>公务员类别</ykc117>
<grzhye>

<row>
<ykc303>个人帐户种类</ykc303>
<ykc194>个人帐户余额</ykc194>

</row>
<row>
<ykc303>个人帐户种类</ykc303>
<ykc194>个人帐户余额</ykc1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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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ow>
……

</grzhye>
<yab003>医保经办机构</yab003>
<aae013>其他说明</aae013>
<aab001>参保人所在单位编号</aab001>
<aab004>单位名称</aab004>

<gsdataset>
<row>
<yke109>医院工伤诊断</yke109>
<alc022>工伤伤害部位</alc022>
<aka130>工伤支付类别</aka130>
<aae036>工伤审批时间</aae036>//此时间起 7日内必须办理工伤入院

<yke170>允许办理工伤入院的开始时间</yke170>

</row>

<row>
<yke109>医院工伤诊断</yke109>
<alc022>工伤伤害部位</alc022>
<aka130>工伤支付类别</aka130>//根据不同的工伤支付类别分段

<aae036>工伤审批时间</aae036>//此时间起 7日内必须办理工伤入院

<yke170>允许办理工伤入院的开始时间</yke170>

</row>
……

</gsdataset>

--离休身份识别新增

<lxdataset>
<yke109>当前是否享受待遇</yke109>
<mz>
<row>

<akb020> 门诊定点机构编码</akb020>
<akb021> 门诊定点机构名称</akb021>

</row>
……
</mz>

</lxdataset>
--异地门特新增返回参数

<ydbz><ydbz> (1,本地 2,省内异地 3,省外异地)
<datasetyka026>
<ro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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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kc014>特慢病病种编码（全省统一）</bkc014>
<bkc117>特慢病病种名称</bkc117>

</row>
<row>
…
</row>

</datasetyka026>
<bkc121>享受待遇标示</bkc121> 0 不享受 1 享受

<bkc124>不享受医保待遇原因</bkc124>
</output>

交易标

志

小于 0表示失败

交易信

息

参数详细说明:

交易控制：

代码 名称 约束 类型 说明

交易输入：

代码 名称 约束 类型 说明

editio
n

接口版本号 NOT NULL VARCHAR(5) 本接口上传固定值 3，以确定返

回 XML串格式

交易输出：

代码 名称 约束 类型 说明

aac001 个人编码 NOT NULL VARCHAR(20)

aac002 身份证号码 NOT NULL VARCHAR(18)

aac003 姓名 NOT NULL VARCHAR(20)

aac004 性别 NOT NULL VARCHAR(4) 代码

aac006 出生日期 NOT NULL DATETIME YYYY-MM-DD 00:00:00

akc023 实足年龄 NOT NULL INTEGER

akc021 医疗人员类别 NOT NULL VARCHAR(4) 代码。如果是城乡居民则返回城乡

居民来源类别

ykc117 公务员类别 NULL VARCHAR(4) 代码。如果是城乡居民则可以为

NULL

ykc303 个人帐户种类 NOT NULL VARCHAR(40)

ykc194 个人帐户余额 NOT NULL NUMBER(8,2) 如果是城镇职工，表示可用的个人

帐户余额；如果是城乡居民，表示

可用的门诊定额补助金额。

aae013 其他说明 NULL VARCHAR(255
)

aab001 单位编码 NULL VARCHAR(20)

aab004 单位名称 NULL VARCHAR(240
)

bkc014 特慢病病种编码 NULL VARCHAR(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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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kc117 特慢病病种名称 NULL VARCHAR(240
)

 获取医院药店信息（04）(支持 HIS、MIS)

交易名称 获取医院信息 交易类型 查询类交易

处理描述

传入医保经办机构，查询出医院在该医保经办机构的定点资料信息。

调用说明
HIS、MIS可以调用本交易完成定点医院、药店信息的资料获取，用于用户

查询。

输入参数

交易编号 04

交易控制 xml

<?xml version=“1.0” encoding=“GBK” standalone=“yes” ?>
<control>

<yab003>医保经办机构</yab003>
</control>

交易输入 xml

输出参数

交易流水号 为空，没有交易流水号返回

交易输出 xml

<?xml version="1.0" encoding="GBK" standalone="yes" ?>
<output>

<akb020>服务机构编号</akb020>
<akb021>服务机构名称</akb021>
<akb022>服务机构类型</akb022>
<aka101>医院等级</aka101>
<akb023>医疗机构类别</akb023>
<akb024>法人姓名</akb024>
<aae006>地址</aae006>
<aae007>邮政编码</aae007>
<akb026>执业（经营）许可证号</akb026>
<akb027>药品经营企业合格证号</akb027>
<aae008>银行行号</aae008>
<aae009>户名</aae009>
<aae010>银行账号</aae010>
<ykb001>床位数量</ykb001>
<aae013>备注</aae013>

</output>

交易标志 小于 0表示失败

参数详细说明:

交易控制：

代码 名称 约束 类型 说明

yab003 医保经办机构 NOT NULL VARCHAR(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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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易输入：

代码 名称 约束 类型 说明

交易输出：

代码 名称 约束 类型 说明

akb020 服务机构编号 NOT NULL VARCHAR(20) 在该医保经办机构中的定

点编码

akb021 服务机构名称 NOT NULL VARCHAR(200
)

akb022 服务机构类型 NOT NULL VARCHAR(6) 代码

aka101 医院等级 NOT NULL VARCHAR(6) 代码

akb023 医疗机构类别 NOT NULL VARCHAR(6) 代码

akb024 法人姓名 NULL VARCHAR(20)

aae006 地址 NULL VARCHAR(200
)

aae007 邮政编码 NULL VARCHAR(12)

akb026 执业（经营）许可证号 NULL VARCHAR(20)

akb027 药品经营企业合格证号 NULL VARCHAR(20)

aae008 银行行号 NULL VARCHAR(40)

aae009 户名 NULL VARCHAR(50)

aae010 银行账号 NULL VARCHAR(40)

ykb001 床位数量 NULL Number(6)

aae013 备注 NULL VARCHAR(200
)

 签到（05）(支持 HIS、MIS)

交易名称 签到 交易类型 查询类交易

处理描述

无变化

对不同的医保经办机构进行签到，存在未签退数据需要签退后才能调用该交易。

调用说明

HIS、MIS系统操作员登陆时或某个分中心未签到成功时调用本交易，只有签

到成功的医保经办机构才能办理该经办机构的支付相关业务。

如果传入医保经办机构编号则对传入分中心进行签到，否则对所有医保经办机

构签到；HIS需要对收费员及签到返回信息进行保存，用于对帐签退。

输入参数

交易编号 05

交易控制

xml

<?xml version=“1.0” encoding=“GBK” standalone=“yes” ?>
<control>

<aae011>收费员姓名</aae011>
</contro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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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易输入

xml

<?xml version="1.0" encoding="GBK" standalone="yes" ?>
<data>

<yab003>医保经办机构</yab003>
</data>

输出参数

交易流水

号

不返回

交易效验

码

不返回

交易输出

xml

<?xml version="1.0" encoding="GBK" standalone="yes" ?>
<output>

<row>
<yab003>医保经办机构</yab003>
<yke190>签到状态</yke190>
<yke189>新批次编号</yke189>
<yke191>签到时间</yke191>

</row>
<row>
</row>

</output>

交易标志 小于 0表示失败

参数详细说明:

交易控制：

代码 名称 约束 类型 说明

交易输入：

代码 名称 约束 类型 说明

yab003 医保经办机构编号 NOT NULL VARCHAR(4) 表示要签到的医保经办机

构，如果没有则表示所有医

保经办机构都需要签到

交易输出：

代码 名称 约束 类型 说明

yab003 医保经办机构 NOT NULL VARCHAR(4)

yke190 签到状态 NOT NULL NUMBER(5) 1: 签到成功

负数: 表示签到错误

yke189 批次编号 NOT NULL NUMBER(15)
VARCHAR(20)

签到成功时有值，失败时为

空

yke191 签到时间 NOT NULL DATETIME

 批次号对帐签退（06）(支持 HIS、MIS)

交易名称 批次号对帐签退 交易类型 查询类交易

处理描述 返回的社保基金支付总额含义有所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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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对不同社保机构的不同批次编号进行签退，完成操作员本批次编号下发生

业务的帐目核对；

在中心检查该批次编号下结算交易是否全部处于确认和取消的最终状态，只

有在所有数据在最终状态（确认状态或取消状态）并且支付帐目一致时才能进行

正常签退。

调用说明 HIS系统操作员交班前调用本交易，完成本次签到批次编号下所有帐目核对

（医保经办机构不同则批次编号不同），如果返回成功则正常签退，如果返回错

误代码为-100时调用批次号结算信息上传签退进行数据核对签退。签退只能按医

保经办机构完成。

输入参数

交易编号 06

交 易 控 制

xml
<?xml version=“1.0” encoding=“GBK” standalone=“yes” ?>
<control>

<yke189>批次编号</yke189>
<yab003>医保经办机构</yab003>

</control>

交 易 输 入

xml
<?xml version="1.0" encoding="GBK" standalone="yes" ?>
<data>

<jybs>交易笔数</jybs>
<sbjjzfze>社保基金支付总额</sbjjzfze>

包含【城镇职工社保基金支付】、【城乡居民社保基金支付】、【工伤

保险基金支付】、【生育保险基金支付】等 4项之和。

</data>

输出参数

交易流水号 不返回

交易效验码 不返回

交 易 输 出

xml
<?xml version="1.0" encoding="GBK" standalone="yes" ?>
<output></output>

交易标志 小于 0表示失败

参数详细说明:

交易控制：

代码 名称 约束 类型 说明

yke189 批次编号 NOT NULL NUMBER(15) 签到和结算时返回

yab003 医保经办机构编号 NOT NULL VARCHAR(4) 签到时返回

交易输入：

代码 名称 约束 类型 说明

jybs 交易笔数 NOT NULL NUMBER(5) 本批次编号下结算记录条

数，包含门诊、住院

sbjjzfz
e

社保基金支付总额 NOT NULL NUMBER(14,2
)

含个人帐户、基金支付等医

保支付部分

交易输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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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码 名称 约束 类型 说明

 批次号结算信息上传签退（07）(支持 HIS、MIS)

交易名称 批次号结算信息上传签退 交易类型 查询类交易

处理描述

无变化

完成 HIS、MIS结算数据的接收，并且获取中心的支付记录，以文件形式提交

HIS进行帐目核对和处理。

调用说明 当 HIS、MIS中操作员进行批次号对帐签退失败，且错误编号为帐目不一致的

情况下，才能调用批次号结算信息上传签退；HIS生成该操作员签退对帐错误的医

保经办机构编号和批次编号下所有结算结果信息的文件后，调用本交易完成数据交

换，接口返回中心该批次编号下所有结算结果信息。

输入参数

交易编号 07

交 易 控 制

xml
<?xml version=“1.0” encoding=“GBK” standalone=“yes” ?>
<control>

<yab003>医保经办机构</yab003>
<yke189>批次编号</yke189>

</control>

交 易 输 入

xml
<?xml version="1.0" encoding="GBK" standalone="yes" ?>
<data>

<dir>文件路径</dir>
<filename>HIS结算信息文件名称</filename>

</data>

输出参数

交 易 流 水

号

不返回

交 易 效 验

码

不返回

交 易 输 出

xml
<?xml version="1.0" encoding="GBK" standalone="yes" ?>
<output>

<filename>中心结算信息文件名称</filename>
</output>

交易标志 小于 0表示失败

参数详细说明:

交易控制：

代码 名称 约束 类型 说明

yke189 批次编号 NOT NULL NUMBER(15) 签到和结算时返回

yab003 医保经办机构编号 NOT NULL VARCHAR(4) 签到时返回

交易输入：

代码 名称 约束 类型 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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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r 文件路径 NOT NULL VARCHAR(40) HIS生成的结算数据文件存

放路径

例如：D:\ybdir\sfyqt\
filenam
e

文件名称 NOT NULL VARCHAR(20) 文件名称只能包含字母和

数字，扩展名为.xml

交易输出：

代码 名称 约束 类型 说明

filenam
e

文件名称 NOT NULL VARCHAR(20) 文件名称只包含字母和数

字，扩展名为.xml

文件内容：

<?xml version="1.0" encoding="GBK" standalone="yes" ?>
<data>

<row>
<akc190>就诊编码</akc190>
<yka103>结算编号</yka103>
<ykd007>报销类型</ykd007>
<yab003>医保经办机构</yab003>
<aae036>中心业务经办时间</aae036>
<aka130>支付类别</aka130>
<aac001>个人编码</aac001>
<yka055>费用总额</yka055>
<ykh011>社保基金支付总额</ykh011>

【城镇职工社保基金支付】、【城乡居民社保基金支付】、【工伤保险基金支付】、

【生育保险基金支付】等 4项之和。

<yka065>个人帐户支付总额</yka065>
城镇职工的【个人帐户支付总额】或城乡居民的【门诊定额补助总额】

</row>
<row>
…
</row>

</data>

代码 名称 约束 类型 说明

akc190 就诊编码 NOT NULL VARCHAR(20) 结算交易或入院交易返回

标识一次就诊行为

yka103 结算编号 NOT NULL VARCHAR(20) 结算交易返回，标识一次结

算行为

ykd007 报销类型 NOT NULL VARCHAR(4) 结算交易返回，标识正常结

算和退单，详细信息参见代

码表

yab003 医保经办机构编号 NOT NULL VARCHAR(4) 结算时返回

aae036 中心业务经办时间 NOT NULL DATETIME 结算中心记录写入时间

aka130 支付类别 NOT NULL VARCHAR(4) 结算时返回

aac001 个人编码 NOT NULL VARCHAR(20) 结算时返回

yka055 费用总额 NOT NULL NUMBER(1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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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kh011 社保基金支付总额 NOT NULL NUMBER(14,2
)

医保基金支付部分，不含个

人帐户支付，同结算时返回

yka107金额

yka065 个人帐户支付总额 NOT NULL NUMBER(14,2
)

 查询未签退的批次号信息（08）(支持 HIS、MIS)

交易名称 查询未签退的批次号信息 交易类型 查询类交易

处理描述

无变化

接口按医保经办机构分别查询 24小时前没有签退的批次信息。

调用说明 HIS、MIS在医院、药店管理员查询本院收费员的对帐签退情况时调用，获取

各医保经办机构中本院未签退的信息。

输入参数

交易编号 08

交 易 控 制

xml
<?xml version=“1.0” encoding=“GBK” standalone=“yes” ?>
<control>
</control>

交 易 输 入

xml
<?xml version="1.0" encoding="GBK" standalone="yes" ?>
<data>
</data>

输出参数

交 易 流 水

号

不返回

交 易 效 验

码

不返回

交 易 输 出

xml
<?xml version="1.0" encoding="GBK" standalone="yes" ?>
<output>

<dataset>
<row>

<yab003>医保经办机构</yab003>
<yke189>批次编号</yke189>
<yke191>签到时间</yke191>

</row>
<row>

…
</row>

</dataset>
</output>

交易标志 小于 0表示失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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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详细说明:

交易控制：

代码 名称 约束 类型 说明

交易输入：

代码 名称 约束 类型 说明

交易输出：

代码 名称 约束 类型 说明

yab003 医保经办机构 NOT NULL VARCHAR(4)

yke189 批次编号 NOT NULL NUMBER(15)

yke191 签到时间 NOT NULL DATETIME

 按分中心查询未签退的批次号信息（09）(支持 HIS、MIS)

交易名称 按分中心查询未签退的批次号信息 交易类型 查询类交易

处理描述

无变化

按传入医保经办机构查询 24小时前没有签退的批次信息。

调用说明 HIS、MIS在医院、药店管理员查询本院收费员的对帐签退情况时调用，获取

传入医保经办机构中本院未签退的信息。

输入参数

交易编号 09

交 易 控 制

xml
<?xml version=“1.0” encoding=“GBK” standalone=“yes” ?>
<control>

<yab003>医保经办机构</yab003>
</control>

交 易 输 入

xml
<?xml version="1.0" encoding="GBK" standalone="yes" ?>
<data>

</data>

输出参数

交 易 流 水

号

不返回

交 易 效 验

码

不返回

交 易 输 出

xml
<?xml version="1.0" encoding="GBK" standalone="yes" ?>
<output>

<dataset>
<row>

<yab003>医保经办机构</yab003>
<yke189>批次编号</yke189>
<yke191>签到时间</yke191>

</ro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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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ow>
…

</row>
</dataset>

</output>

交易标志 小于 0表示失败，

参数详细说明:

交易控制：

代码 名称 约束 类型 说明

交易输入：

代码 名称 约束 类型 说明

交易输出：

代码 名称 约束 类型 说明

yab003 医保经办机构 NOT NULL VARCHAR(4)

yke189 批次编号 NOT NULL NUMBER(15)

yke191 签到时间 NOT NULL DATETIME

 门诊结算（11）(支持 HIS)

交易名称 门诊结算 交易类型 处理类交易

处理描述

 本交易同时支持城镇职工普通门诊结算和城乡居民普通门诊结算。

 城镇职工使用个人帐户进行就诊记账，城乡居民使用门诊定额补助进行就

诊记账。当参保人发生保险关系转移时（城镇职工和城乡居民的相互转换）

可继续使用。

 门诊结算时显示城镇职工个人帐户余额和城乡居民门诊补助金额，参保人

可以选择使用其中一个险种的余额，不能合并使用。

 门诊特殊病、工伤门诊由于采用先申请、再记帐、最后结算的方式，与普

通门诊差异较大，新增交易另行支持

 增加了接口版本标志入口参数，以确定返回个人帐户余额的 XML串格式

4.0版本变更说明：

 门诊结算改为了明细上传和费用结算分开进行，接口可以根据已传到中心

门诊费用明细的“记帐流水号”来进行费用结算，如：门诊明细上传了 5
条，记帐流水号分别是 1、2、3、4、5，结算时可只选择记帐流水号 2，
4来进行结算

 如果参保人员结算后门诊统筹待遇享受状态 yke484为 1，需要立即调用

55交易进行门诊统筹结算单打印

 支持零药门诊结算，零药结算不需要进行挂号交易，交易类似 3.0版 11
结算交易，补充增加零药结算标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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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口弹出身份识别窗口，进行读卡或参保人员检索，显示支付类别选择窗口由

操作员选择本次结算的支付类别（针对不同医保经办机构处理不同）；

接口根据传入的明细信息进行明细分割和门诊预结算，明细分割和预结算成功

后显示结算结果窗口，由操作员选择确认或取消结算，如果选择确认则完成中心下

帐处理，如果取消结算，则返回 HIS取消结算错误代码；

本交易完成后，完成中心实际下帐业务，但结算数据处于不确定状态。

调用说明

收费员录入门诊费用明细信息，HIS系统组织明细相关参数调用门诊结算交易，

等待结算返回结果信息；如果返回成功则写入 HIS数据库门诊结算详细信息，写入

成功后调用确认流程，写入失败后调用取消流程；

详细处理流程见：图 1-1处理类交易调用流程；

由于本交易存在用户交互，建议 HIS内部事务处理不要包含本交易调用。

输入参数

交易编号 11

交 易 控 制

xml
<?xml version="1.0" encoding="GBK" standalone="yes" ?>
<control>

<akc190>就诊编码</akc190>
<nums>明细条数</nums>
<yka055>费用总额</yka055>
<edition>接口版本标志</edition> //需传入固定值 5.0
<yke550>零药结算标志</yke550> --门统不传值或传 0

--普通门诊传 1
</control>

4.0版变更说明：

<?xml version="1.0" encoding="GBK" standalone="yes" ?>
<control>

<akc190>就诊编码</akc190>
<aac001>个人编号</aac001>
<aka130>支付类别</aka130>
<yab003>医保经办机构</yab003>
<nums>明细条数</nums> ---按需要结算的记帐流水号汇总的明细条数

<yka055>费用总额</yka055> --按需要结算的记帐流水号汇总的费用总

额

<edition>接口版本标志</edition> 本次接口传入固定值 4
</control>

4.0版本零药结算交易变更说明（交易控制 xml）:
如果是使用 4.0 版本 dll,购买零药时，不需要挂号，直接使用 3.0 版本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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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易控制 xml组织数据，补充加入零药结算标志节点）：

<?xml version="1.0" encoding="GBK" standalone="yes" ?>
<control>

<akc190>就诊编码</akc190>
<nums>明细条数</nums>
<yka055>费用总额</yka055>
<edition>接口版本标志</edition> 本次接口传入固定值 4
<yke550>零药结算标志</yke550> --固定传入值 1
<aac002>身份证号</aac002>
<aac003>姓名</aac003>

</control>

交 易 输 入

xml
<?xml version="1.0" encoding="GBK" standalone="yes" ?>
<data>

5.0增加

<datasetyz>
<row>

<yke112>医嘱记录序号</yke112>
<yke113>医嘱内容</yke113>
<yka287>医生姓名</yka287>
<ykf008>医职人员编码</ykf008>
<aaz307>医嘱科室编码</aaz307>
<akf002>医嘱科室名称</akf002>
<ake005>医院对码编码</ake005>
<yke365>医嘱类别</yke365>
<yke658>医嘱分类</yke658>
<yke351>剂量单位</yke351>
<yke352>剂量</yke352>
<yke355>用药途径</yke355>
<yke654>每次数量</yke654>
<yke655>每次数量单位</yke655>
<yke656>发药量</yke656>
<yke657>发药量单位</yke657>
<yke350>频次</yke350>
<yke446>使用天数</yke446>

</row>
</datasetyz>

//离休门诊结算新增诊断信息

<datalxzd>
<row>

<ykd018>第一疾病诊断代码</ykd018>
<yke122>诊断信息描述</yke122> --可填

</row>
<ro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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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kd019>第二疾病诊断代码</ykd019>
<yke122>诊断信息描述</yke122> --可填

</row>

<row>
<ykd020>第三疾病诊断代码</ykd020>
<yke122>诊断信息描述</yke122> --可填

</row>

<row>
<ykd021>第四疾病诊断代码</ykd021>
<yke122>诊断信息描述</yke122> --可填

</row>
……
……
<row>

<ykd041>第 24疾病诊断代码</ykd021>
<yke122>诊断信息描述</yke122> --可填

</row>
//最多 24个疾病诊断

</datalxzd>

<datasetmx> 5.0接口中增加该节点，包含以前的多条费用明细

<row yka105="记账流水号"
yka094="医保项目编码"
yka095="医院项目名称(诊疗项目)"
akc226="数量"
akc225="单价"
yka055="费用总额"
yke186="医院审核标志"
yka097="开单科室编码"
yka098="开单科室名称"
yka099="开单医生"
yka100="受单科室编码"
yka101="受单科室名称 1"
yka102="受单医生 1"
aae011="经办人姓名 1"
aae036="2006-06-08 12:12:12" 明细录入时间

yke123="2006-06-07 12:20:12" 明细发生时间

ykd040="手术编号 1"
yke112="医嘱记录序号 1" 5.0接口中必传

aae013="备注 1"
yke201="中药使用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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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ke134="处方号"
yke553="药品进价"
--5.0接口增加

yke676="外检标志"
yke677="外检医院编码"
ykf008="医职人员编码"
ykf013="设备编码"
ake005="医院对码流水号" yka059="药品本位吗/诊疗项目编码 "

--离休门诊结算明细项目信息(离休必传)
yke351=”剂量单位”

yke352=”剂量”
yke654=”每次数量”
yke655=”每次数量单位”
yke350=”频次”
yke446=”使用天数”/>

<row ……/>与上段 row相同形式，一条明细一条 row
</datasetmx>

</data>

4.0版变更说明：

<?xml version="1.0" encoding="GBK" standalone="yes" ?>
<data>

<row>
<yka105>记账流水号</yka105> --需要结算的记账流水号

</row>
<row>
<yka105>记账流水号</yka105> --需要结算的记账流水号

</row>
<row>

…
</row>

</data>

4.0版本零药结算交易变更说明(交易输入 xml:与 3.0版本 11交易输入 xml节点

一致)：
如果是使用 4.0版本,购买零药时，不需要挂号，直接使用 3.0 版本 11交易

输入 xml组织明细数据）：

输出参数

交 易 流 水

号

返回，唯一标识一次交易（yke014）

交 易 效 验

码

返回，确认流程中入口参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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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 易 输 出

xml
<?xml version="1.0" encoding="GBK" standalone="yes" ?>
<output>

<akc190>就诊编码</akc190>
<aka130>支付类别</aka130>

根据人员类别可能返回【城职普通门诊 0201】、【城居普通门诊 0203】
<ykd007>报销类型</ykd007>
<aac001>个人编码</aac001>
<akb020>医院编码</akb020>
<aae011>经办人姓名</aae011>
<aae036>经办时间</aae036>
<yka103>结算编号</yka103>
<yka055>费用总额</yka055>
<yka056>全自费</yka056>
<yka111>符合范围</yka111>
<yka057>挂钩自付</yka057>
<grzhye>
<row>
<ykc303>个人帐户种类</ykc303>
<ykc194>个人帐户余额</ykc194>

</row>
<row>
<ykc303>个人帐户种类</ykc303>
<ykc194>个人帐户余额</ykc194>

</row>
……

</grzhye>
<yka065>个人帐户支付总额</yka065>

【如果是城乡居民，该节点含义表示本次门诊补助支出】

<yka107>社保基金支付总额</yka107>
<ykh012>现金及其他自付</ykh012>
<yab003>医保经办机构</yab003>
<dataset>

<row>
<yab139>参保所属分中心</yab139>
<aka213>费用分段标准</aka213>
<yka115>起付线</yka115>
<yka058>进入起付线部份</yka058>
<ykc125>报销比例</ykc125>
<yka107>社保基金支付金额</yka107>
<yka065>个人帐户支付</yka065>
<ykc121>就诊结算方式</ykc121>
<ykb037>清算分中心</ykb037>
<yka054>清算方式</yka054>
<yka316>清算类别</yka3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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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是城镇职工，清算类别含义为城镇职工门诊或城镇职工门诊统筹；如果

是城乡居民，清算类别含义为城乡居民门诊或城乡居民门诊统筹】

</row>
</dataset>
<fymxdataset>

<row>
<yka105>记账流水号</yka105>
<yka299>项目限价</yka299>
<yka096>自付比例</yka096>
<yka056>全自费</yka056>
<yka057>挂钩自付</yka057>
<yka111>符合范围</yka111>
<yke011>限制使用</yke011>
<yke580>药品最高限价</yke580>
<yke581>药品保底价格</yke581>
<yke582>药品打折比例</yke582>

</row>
</fymxdataset>

</output>

4.0版本变更：

<?xml version="1.0" encoding="GBK" standalone="yes" ?>
<output>

<akc190>就诊编码</akc190>
<aka130>支付类别</aka130>
根据人员类别可能返回【城职普通门诊 0201】、【城居普通门诊 0203】
<ykd007>报销类型</ykd007>
<aac001>个人编码</aac001>
<akb020>医院编码</akb020>
<aae011>经办人姓名</aae011>
<aae036>经办时间</aae036>
<yka103>结算编号</yka103>
<yka055>费用总额</yka055>
<yka056>全自费</yka056>
<yka111>符合范围</yka111>
<yka057>挂钩自付</yka057>
<grzhye>

<row>
<ykc303>个人帐户种类</ykc303>
<ykc194>个人帐户余额</ykc194>

</row>
<row>

<ykc303>个人帐户种类</ykc303>
<ykc194>个人帐户余额</ykc1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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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ow>
……

</grzhye>
<yka065>个人帐户支付总额</yka065>
【如果是城乡居民，该节点含义表示本次门诊补助支出】

<yka107>社保基金支付总额</yka107>
<ykh012>现金及其他自付</ykh012>
<yab003>医保经办机构</yab003>
<dataset>

<row>
<yab139>参保所属分中心</yab139>
<aka213>费用分段标准</aka213>
<yka115>起付线</yka115>
<yka058>进入起付线部份</yka058>
<ykc125>报销比例</ykc125>
<yka107>社保基金支付金额</yka107>
<yka065>个人帐户支付</yka065>
<ykc121>就诊结算方式</ykc121>
<ykb037>清算分中心</ykb037>
<yka054>清算方式</yka054>
<yka316>清算类别</yka316>
【如果是城镇职工，清算类别含义为城镇职工门诊；如果是城乡居民，

清算类别含义为城乡居民门诊】，门诊统筹待遇可享受，清算类别含义为城镇职工

门诊统筹，如果是城乡居民，清算类别含义为城乡居民门诊统筹。

</row>
</dataset>
< yke484>门诊统筹待遇享受状态</ yke484>

</output>

4.0版本零药结算交易变更说明(交易输出 xml:与 3.0版本 11交易输出 xml节点

一致)：
<?xml version="1.0" encoding="GBK" standalone="yes" ?>
<output>

<akc190>就诊编码</akc190>
<aka130>支付类别</aka130>

根据人员类别可能返回【城职普通门诊 0201】、【城居普通门诊 0203】
<ykd007>报销类型</ykd007>
<aac001>个人编码</aac001>
<akb020>医院编码</akb020>
<aae011>经办人姓名</aae011>
<aae036>经办时间</aae036>
<yka103>结算编号</yka103>
<yka055>费用总额</yka055>
<yka056>全自费</yka0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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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ka111>符合范围</yka111>
<yka057>挂钩自付</yka057>
<grzhye>
<row>
<ykc303>个人帐户种类</ykc303>
<ykc194>个人帐户余额</ykc194>

</row>
<row>
<ykc303>个人帐户种类</ykc303>
<ykc194>个人帐户余额</ykc194>

</row>
……

</grzhye>
<yka065>个人帐户支付总额</yka065>

【如果是城乡居民，该节点含义表示本次门诊补助支出】

<yka107>社保基金支付总额</yka107>
<ykh012>现金及其他自付</ykh012>
<yab003>医保经办机构</yab003>
<dataset>

<row>
<yab139>参保所属分中心</yab139>
<aka213>费用分段标准</aka213>
<yka115>起付线</yka115>
<yka058>进入起付线部份</yka058>
<ykc125>报销比例</ykc125>
<yka107>社保基金支付金额</yka107>
<yka065>个人帐户支付</yka065>
<ykc121>就诊结算方式</ykc121>
<ykb037>清算分中心</ykb037>
<yka054>清算方式</yka054>
<yka316>清算类别</yka316>

【如果是城镇职工，清算类别含义为城镇职工门诊或城镇职工门诊统筹；如果

是城乡居民，清算类别含义为城乡居民门诊或城乡居民门诊统筹】

</row>
</dataset>
<fymxdataset>

<row>
<yka105>记账流水号</yka105>
<yka299>项目限价</yka299>
<yka096>自付比例</yka096>
<yka056>全自费</yka056>
<yka057>挂钩自付</yka057>
<yka111>符合范围</yka111>
<yke011>限制使用</yke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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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ke580>药品最高限价</yke580>
<yke581>药品保底价格</yke581>
<yke582>药品打折比例</yke582>

</row>
</fymxdataset>

</output>

交易标志 小于 0表示失败

参数详细说明:

交易控制：

代码 名称 约束 类型 说明

akc190 就诊编码 NOT NULL VARCHAR(20) 就诊编号为空时，表示一次

新的就诊，传入值时标识一

次就诊的多次结算

Nums 明细条数 NOT NULL NUMBER(3) 本次结算明细条数，明细最

大条数不能超过 50条

yka055 费用总额 NOT NULL NUMBER(14,2
)

本次结算明细汇总金额，明

细条数及总额用于明细核

对。

edition 接口版本号 NOT NULL VARCHAR(5) 本接口上传固定值 3，以确

定返回 XML串格式，新版本

4为新门诊方式结算

yke550 零药结算标志 Not null Varchar2(6) 如果是零药结算，控制 xml
串 yke550传入固定值 1

交易输入：

代码 名称 约束 类型 说明

yka105 记账流水号 NOT NULL VARCHAR(20) 唯一标识一次就诊 akc190
中的一条明细

yka094 医保项目编码 NOT NULL VARCHAR(20) 见医保目录信息

yka095 医院项目名称 NOT NULL VARCHAR(100
)

akc226 数量 NOT NULL INTEGER 本条明细数量

akc225 单价 NOT NULL NUMBER(14,4
)

单价保留四位小数

yka055 费用总额 NOT NULL NUMBER(14,4
)

单条明细费用总额保留4位
小数，结算时汇总费用总额

保留 2位小数

yke186 医院审核标志 NULL VARCHAR(4) 需要医院审核后才能报销

的项目，门诊暂时为空

yka097 开单科室编码 NULL VARCHAR(20)

yka098 开单科室名称 NULL VARCHAR(50)

yka099 开单医生 NULL VARCHAR(20)

yka100 受单科室编码 NULL VARCHAR(20)

yka101 受单科室名称 NULL VARCHAR(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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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ka102 受单医生 NULL VARCHAR(20)

aae011 经办人姓名 NOT NULL VARCHAR(20)

aae036 明细录入时间 NOT NULL DATETIME 医院收费员录入明细时间

yke123 明细发生时间 NOT NULL DATETIME 明细实际发生时间

ykd040 手术编号 NULL VARCHAR(20) 门诊暂时为空

yke112 医嘱记录序号 NULL VARCHAR(15) 门诊为空

aae013 备注 NULL VARCHAR(60)

yke201 中药使用方式 NULL VARCHAR(4) 单方、复方参看代码表

yke134 处方号 NOT NULL VARCHAR(15) 处方信息

yke553 药品进价 NULL NUMBER(14,4
)

药品进货价格

yke676 外检标志 NULL VARCHAR(6)

<
ake005

医院对码编码 NULL VARCHAR(20) 医院自编码，对应三目信息

上传中的编码

yke677 外检医院编码 NULL VARCHAR(20) 对应外检项目所在医院的

医院编码，即 akb020字段

ykf008 医职人员编码 NOT NULL VARCHAR(20) 医院自编码，对应医职人员

信息上传字段，此处为开单

医生编码。

ykf013 设备编码 NULL VARCHAR(20) 医院自编码，对应设备信息

字段。

yke683 医嘱执行流水号 NOT NULL VARCHAR(20) 与 yke112医嘱记录序号属

于一对多的关系，即一条医

嘱记录序号对应多条医嘱

执行流水号

交易输出：

代码 名称 约束 类型 说明

akc190 就诊编码 NOT NULL VARCHAR(20) 标识一次就诊行为，传入

为空时中心生成

aka130 支付类别 NOT NULL VARCHAR(4) 代码

ykd007 报销类型 NOT NULL VARCHAR(4) 标识正常结算和退单，详

细信息参见代码表

aac001 个人编码 NOT NULL VARCHAR(20)

akb020 医院编码 NOT NULL VARCHAR(12)

aae011 经办人姓名 NOT NULL VARCHAR(20)

aae036 中心业务经办时间 NOT NULL DATETIME 结算中心记录写入时间

yka103 结算编号 NOT NULL VARCHAR(20) 结算交易返回，标识一次

结算行为

yka055 费用总额 NOT NULL NUMBER(14,2)

yka056 全自费 NOT NULL NUMBER(14,2)

yka111 符合范围 NOT NULL NUMBER(14,2)

yka057 挂钩自付 NOT NULL NUMBER(1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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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kc303 个人帐户种类 NOT NULL VARCHAR(40)

ykc194 个人帐户余额 NOT NULL NUMBER(8,2)

yka065 个人帐户支付总额 NOT NULL NUMBER(14,2)

yka107 社保基金支付总额 NOT NULL NUMBER(14,2)

ykh012 现金及其他自付 NOT NULL NUMBER(14,2)

yab003 医保经办机构编号 NOT NULL VARCHAR(4)

分段信息说明：

代码 名称 约束 类型 说明

yab139 参保所属分中心 NOT NULL VARCHAR(4) 参见代码表

aka213 费用分段标准 NOT NULL VARCHAR(4) 参见代码表

yka115 起付线 NULL NUMBER(14,2
)

yka058 进入起付线部份 NULL NUMBER(14,2
)

ykc125 报销比例 NULL NUMBER(6,4)

yka107 社保基金支付金额 NOT NULL NUMBER(14,2
)

yka065 个人帐户支付 NOT NULL NUMBER(14,2
)

ykc121 就诊结算方式 NOT NULL VARCHAR(4) 参见代码表

ykb037 清算分中心 NOT NULL VARCHAR(4) 参见代码表

yka054 清算方式 NOT NULL VARCHAR(4) 参见代码表

yka316 清算类别 NOT NULL VARCHAR(4) 参见代码表

分割信息说明：

代码 名称 约束 类型 说明

yka105 记账流水号 NOT NULL VARCHAR(20)

yka299 项目限价 NOT NULL NUMBER(14,2
)

yka096 自付比例 NOT NULL NUMBER(6,4)

yka056 全自费 NOT NULL NUMBER(14,4
)

yka057 挂钩自付 NOT NULL NUMBER(14,4
)

yka111 符合范围 NOT NULL NUMBER(14,4
)

yke011 限制使用 NOT NULL VARCHAR(4)

YKE580 药品最高限价 NOT NULL NUMBER(14,4
)

YKE581 药品保底价格 NOT NULL NUMBER(14,4
)

YKE582 药品打折比例 NOT NULL NUMBER(14,4
)

查询不确定交易的输出 x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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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ml version="1.0" encoding="GBK" standalone="yes" ?>
<output>
<row>

<yke014>交易流水号</yke014>
<key>

<akc190>就诊编码</akc190>
<yka103>结算编号</yka103>
<ykd007>报销类型</ykd007>

</key>
</row>
<row>
…

</row>
</output>

药店购药（11）（支持 MIS）

交易名称 门诊结算 交易类型 处理类交易

处理描述

 本交易同时支持城镇职工普通门诊结算和城乡居民普通门诊结算。

 城镇职工使用个人帐户进行就诊记账，城乡居民使用门诊定额补助进

行就诊记账。当参保人发生保险关系转移时（城镇职工和城乡居民的

相互转换）原参保剩余可享受金额可以继续使用。

 门诊结算时显示城镇职工个人帐户余额和城乡居民门诊补助金额，参

保人可以选择使用其中一个险种的余额，不能合并使用。

 增加了接口版本标志入口参数，以确定返回个人帐户余额的 XML 串

格式

 4.0 版本变更说明：

 门诊结算为了明细上传和费用结算分开进行，接口可以根据已传到中

心门诊费用明细的“记帐流水号”来进行费用结算，如：门诊明细上

传了 5 条，记帐流水号分别是 1、2、3、4、5，结算时可只选择记帐

流水号 2，4来进行结算



成都市医保支付接口应用编程接口规范

第 30 页 共 225 页

 如果参保人员结算后门诊统筹待遇享受状态 yke484为 1，需要立即调

用 55交易进行门诊统筹结算单打印

 支持零药门诊结算，零药结算不需要进行挂号交易，交易类似 3.0 版

11结算交易，补充增加零药结算标志

接口弹出身份识别窗口，进行读卡或参保人员检索，显示支付类别选择窗

口由操作员选择本次结算的支付类别（针对不同医保经办机构处理不同）；

接口根据传入的明细信息进行明细分割和门诊预结算，明细分割和预结算

成功后显示结算结果窗口，由操作员选择确认或取消结算，如果选择确认则完

成中心下帐处理，如果取消结算，则返回 MIS 取消结算错误代码；

本交易完成后，完成中心实际下帐业务，但结算数据处于不确定状态。

调用说明

收费员录入门诊费用明细信息，MIS 系统组织明细相关参数调用门诊结算

交易，等待结算返回结果信息；如果返回成功则写入 MIS 数据库门诊结算详细

信息，写入成功后调用确认流程，写入失败后调用取消流程；

详细处理流程见：图 1-1 处理类交易调用流程；

由于本交易存在用户交互，建议 MIS 内部事务处理不要包含本交易调用。

输入参数

交易编号 11

交易控制

x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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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ontrol>

<akc190>就诊编码</akc190>

<nums>明细条数</nums>

<yka055>费用总额</yka055>

<edition>接口版本标志</edition> 本次接口传入固定值 4

<yke550>零药结算标志</yke550> --固定传入值 1

</control>

交易输入

x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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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ata>

<row yka105="记账流水号"

yka094="医保项目编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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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ka095="诊所/药店项目名称(诊疗项目)"

akc226="数量"

akc225="单价"

yka055="费用总额"

yke186=""

yka097=""

yka098=""

yka099=""

yka100=""

yka101=""

yka102=""

aae011="经办人姓名 1"

aae036="2006-06-08 12:12:12" 明细录入时间

yke123="2006-06-07 12:20:12" 明细发生时间

ykd040=""

yke112=""

aae013=""

yke201="中药使用方式"

yke134="处方号"

yke553="药品进价"/>

<row ……/>与上段 row 相同形式，一条明细一条 row

</data>

门诊统筹调用过程：

调用门诊挂号（110）

然后通过门诊明细上传（111 交易）上传明细

最后调用门诊结算（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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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at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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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ow>

<yka105>记账流水号</yka105> --需要结算的记账流水号

</row>

<row>

<yka105>记账流水号</yka105> --需要结算的记账流水号

</row>

<row>

…

</row>

</data>

输出参数

交易流水

号

返回，唯一标识一次交易（yke014）

交易效验

码

返回，确认流程中入口参数

交易输出

x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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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utput>

<akc190>就诊编码</akc190>

<aka130>支付类别</aka130>

根据人员类别可能返回【城职普通门诊 0201】、【城居普通门诊 0203】、

【药店支付 0101】

<ykd007>报销类型</ykd007>

<aac001>个人编码</aac001>

<akb020>诊所/药店编码</akb020>

<aae011>经办人姓名</aae011>

<aae036>经办时间</aae036>

<yka103>结算编号</yka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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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ka055>费用总额</yka055>

<yka056>全自费</yka056>

<yka111>符合范围</yka111>

<yka057>挂钩自付</yka057>

<grzhye>

<row>

<ykc303>个人帐户种类</ykc303>

<ykc194>个人帐户余额</ykc194>

</row>

<row>

<ykc303>个人帐户种类</ykc303>

<ykc194>个人帐户余额</ykc194>

</row>

……

</grzhye>

<yka065>个人帐户支付总额</yka065>

【如果是城乡居民，该节点含义表示本次门诊补助支出】

<yka107>社保基金支付总额</yka107>

<ykh012>现金及其他自付</ykh012>

<yab003>医保经办机构</yab003>

<dataset>

<row>

<yab139>参保所属分中心</yab139>

<aka213>费用分段标准</aka213>

<yka115>起付线</yka115>

<yka058>进入起付线部份</yka058>

<ykc125>报销比例</ykc125>

<yka107>社保基金支付金额</yka107>

<yka065>个人帐户支付</yka0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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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kc121>就诊结算方式</ykc121>

<ykb037>清算分中心</ykb037>

<yka054>清算方式</yka054>

<yka316>清算类别</yka316>

【如果是城镇职工，清算类别含义为城镇职工药店、城镇职工门诊或城镇

职工门诊统筹；如果是城乡居民，清算类别含义为城乡居民门诊或城乡居民门

诊统筹】

</row>

</dataset>

<fymxdataset>

<row>

<yka105>记账流水号</yka105>

<yka299>项目限价</yka299>

<yka096>自付比例</yka096>

<yka056>全自费</yka056>

<yka057>挂钩自付</yka057>

<yka111>符合范围</yka111>

<yke011>限制使用</yke011>

<yke580>药品最高限价</yke580>

<yke581>药品保底价格</yke581>

<yke582>药品打折比例</yke582>

</row>

</fymxdataset>

</output>

4.0 版本变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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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utput>

<akc190>就诊编码</akc1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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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ka130>支付类别</aka130>

根据人员类别可能返回【药店支付 0101】、【城职普通门诊 0201】、【城

居普通门诊 0203】

<ykd007>报销类型</ykd007>

<aac001>个人编码</aac001>

<akb020>诊所/药店编码</akb020>

<aae011>经办人姓名</aae011>

<aae036>经办时间</aae036>

<yka103>结算编号</yka103>

<yka055>费用总额</yka055>

<yka056>全自费</yka056>

<yka111>符合范围</yka111>

<yka057>挂钩自付</yka057>

<grzhye>

<row>

<ykc303>个人帐户种类</ykc303>

<ykc194>个人帐户余额</ykc194>

</row>

<row>

<ykc303>个人帐户种类</ykc303>

<ykc194>个人帐户余额</ykc194>

</row>

……

</grzhye>

<yka065>个人帐户支付总额</yka065>

【如果是城乡居民，该节点含义表示本次门诊补助支出】

<yka107>社保基金支付总额</yka107>

<ykh012>现金及其他自付</ykh012>

<yab003>医保经办机构</yab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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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taset>

<row>

<yab139>参保所属分中心</yab139>

<aka213>费用分段标准</aka213>

<yka115>起付线</yka115>

<yka058>进入起付线部份</yka058>

<ykc125>报销比例</ykc125>

<yka107>社保基金支付金额</yka107>

<yka065>个人帐户支付</yka065>

<ykc121>就诊结算方式</ykc121>

<ykb037>清算分中心</ykb037>

<yka054>清算方式</yka054>

<yka316>清算类别</yka316>

【如果是城镇职工，清算类别含义为城镇职工药店、城镇职工药

店、城镇职工门诊；如果是城乡居民，清算类别含义为城乡居民门诊】，门诊

统筹待遇可享受，清算类别含义为城镇职工门诊统筹，如果是城乡居民，清算

类别含义为城乡居民门诊统筹。

</row>

</dataset>

< yke484>门诊统筹待遇享受状态</ yke484>

</output>

4.0 版本零药结算交易变更说明(交易输出 xml:与 3.0 版本 11 交易输出 xml 节

点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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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utput>

<akc190>就诊编码</akc190>

<aka130>支付类别</aka130>

根据人员类别可能返回【药店支付 0101】、【城职普通门诊 02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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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居普通门诊 0203】

<ykd007>报销类型</ykd007>

<aac001>个人编码</aac001>

<akb020>诊所/药店编码</akb020>

<aae011>经办人姓名</aae011>

<aae036>经办时间</aae036>

<yka103>结算编号</yka103>

<yka055>费用总额</yka055>

<yka056>全自费</yka056>

<yka111>符合范围</yka111>

<yka057>挂钩自付</yka057>

<grzhye>

<row>

<ykc303>个人帐户种类</ykc303>

<ykc194>个人帐户余额</ykc194>

</row>

<row>

<ykc303>个人帐户种类</ykc303>

<ykc194>个人帐户余额</ykc194>

</row>

……

</grzhye>

<yka065>个人帐户支付总额</yka065>

【如果是城乡居民，该节点含义表示本次门诊补助支出】

<yka107>社保基金支付总额</yka107>

<ykh012>现金及其他自付</ykh012>

<yab003>医保经办机构</yab003>

<dataset>

<ro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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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ab139>参保所属分中心</yab139>

<aka213>费用分段标准</aka213>

<yka115>起付线</yka115>

<yka058>进入起付线部份</yka058>

<ykc125>报销比例</ykc125>

<yka107>社保基金支付金额</yka107>

<yka065>个人帐户支付</yka065>

<ykc121>就诊结算方式</ykc121>

<ykb037>清算分中心</ykb037>

<yka054>清算方式</yka054>

<yka316>清算类别</yka316>

【如果是城镇职工，清算类别含义为城镇职工药店、城镇职工门诊或城镇

职工门诊统筹；如果是城乡居民，清算类别含义为城乡居民门诊或城乡居民门

诊统筹】

</row>

</dataset>

<fymxdataset>

<row>

<yka105>记账流水号</yka105>

<yka299>项目限价</yka299>

<yka096>自付比例</yka096>

<yka056>全自费</yka056>

<yka057>挂钩自付</yka057>

<yka111>符合范围</yka111>

<yke011>限制使用</yke011>

<yke580>药品最高限价</yke580>

<yke581>药品保底价格</yke581>

<yke582>药品打折比例</yke582>

</ro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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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ymxdataset>

</output>

交易标志 小于 0 表示失败

参数详细说明:

交易控制：

代码 名称 约束 类型 说明

akc190 就诊编码 NOT NULL VARCHAR(20) 就诊编号为空时，表示一

次新的就诊，传入值时标

识一次就诊的多次结算

Nums 明细条数 NOT NULL NUMBER(3) 本次结算明细条数，明细

最大条数不能超过 50 条

yka055 费用总额 NOT NULL NUMBER(14,2) 本次结算明细汇总金额，

明细条数及总额用于明细

核对。

edition 接口版本号 NOT NULL VARCHAR(5) 本接口上传固定值 3，以确

定返回 XML 串格式，新版

本 4 为新门诊方式结算

yke550 零药结算标志 Not null Varchar2(6) 如果是零药结算，控制 xml

串 yke550 传入固定值 1

交易输入：

代码 名称 约束 类型 说明

yka105 记账流水号 NOT NULL VARCHAR(20) 唯一标识一次就诊 akc190

中的一条明细

yka094 医保项目编码 NOT NULL VARCHAR(20) 见医保目录信息

yka095 诊所/药店项目名称 NOT NULL VARCHAR(100)

akc226 数量 NOT NULL INTEGER 本条明细数量

akc225 单价 NOT NULL NUMBER(14,4) 单价保留四位小数

yka055 费用总额 NOT NULL NUMBER(14,4) 单条明细费用总额保留 4

位小数，结算时汇总费用

总额保留 2 位小数

yke186 诊所/药店审核标志 NULL VARCHAR(4) 需要诊所/药店审核后才

能报销的项目，门诊暂时

为空

yka097 开单科室编码 NULL VARCHAR(20)

yka098 开单科室名称 NULL VARCHAR(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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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ka099 开单医生 NULL VARCHAR(20)

yka100 受单科室编码 NULL VARCHAR(20)

yka101 受单科室名称 NULL VARCHAR(50)

yka102 受单医生 NULL VARCHAR(20)

aae011 经办人姓名 NOT NULL VARCHAR(20)

aae036 明细录入时间 NOT NULL DATETIME 诊所/药店收费员录入明

细时间

yke123 明细发生时间 NOT NULL DATETIME 明细实际发生时间

ykd040 手术编号 NULL VARCHAR(20) 门诊暂时为空

yke112 医嘱记录序号 NULL VARCHAR(15) 门诊为空

aae013 备注 NULL VARCHAR(60)

yke201 中药使用方式 NULL VARCHAR(4) 单方、复方参看代码表

yke134 处方号 NOT NULL VARCHAR(15) 处方信息

yke553 药品进价 NULL NUMBER(14,4) 药品进货价格

交易输出：

代码 名称 约束 类型 说明

akc190 就诊编码 NOT NULL VARCHAR(20) 标识一次就诊行为，传

入为空时中心生成

aka130 支付类别 NOT NULL VARCHAR(4) 代码

ykd007 报销类型 NOT NULL VARCHAR(4) 标识正常结算和退单，

详细信息参见代码表

aac001 个人编码 NOT NULL VARCHAR(20)

akb020 诊所/药店编码 NOT NULL VARCHAR(12)

aae011 经办人姓名 NOT NULL VARCHAR(20)

aae036 中心业务经办时间 NOT NULL DATETIME 结算中心记录写入时间

yka103 结算编号 NOT NULL VARCHAR(20) 结算交易返回，标识一

次结算行为

yka055 费用总额 NOT NULL NUMBER(14,2)

yka056 全自费 NOT NULL NUMBER(14,2)

yka111 符合范围 NOT NULL NUMBER(14,2)

yka057 挂钩自付 NOT NULL NUMBER(1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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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kc303 个人帐户种类 NOT NULL VARCHAR(40)

ykc194 个人帐户余额 NOT NULL NUMBER(8,2)

yka065 个人帐户支付总额 NOT NULL NUMBER(14,2)

yka107 社保基金支付总额 NOT NULL NUMBER(14,2)

ykh012 现金及其他自付 NOT NULL NUMBER(14,2)

yab003 医保经办机构编号 NOT NULL VARCHAR(4)

分段信息说明：

代码 名称 约束 类型 说明

yab139 参保所属分中心 NOT NULL VARCHAR(4) 参见代码表

aka213 费用分段标准 NOT NULL VARCHAR(4) 参见代码表

yka115 起付线 NULL NUMBER(14,2)

yka058 进入起付线部份 NULL NUMBER(14,2)

ykc125 报销比例 NULL NUMBER(6,4)

yka107 社保基金支付金额 NOT NULL NUMBER(14,2)

yka065 个人帐户支付 NOT NULL NUMBER(14,2)

ykc121 就诊结算方式 NOT NULL VARCHAR(4) 参见代码表

ykb037 清算分中心 NOT NULL VARCHAR(4) 参见代码表

yka054 清算方式 NOT NULL VARCHAR(4) 参见代码表

yka316 清算类别 NOT NULL VARCHAR(4) 参见代码表

分割信息说明：

代码 名称 约束 类型 说明

yka105 记账流水号 NOT NULL VARCHAR(20)

yka299 项目限价 NOT NULL NUMBER(14,2)

yka096 自付比例 NOT NULL NUMBER(6,4)

yka056 全自费 NOT NULL NUMBER(14,4)

yka057 挂钩自付 NOT NULL NUMBER(14,4)

yka111 符合范围 NOT NULL NUMBER(14,4)

yke011 限制使用 NOT NULL VARCHAR(4)

YKE580 药品最高限价 NOT NULL NUMBER(1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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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KE581 药品保底价格 NOT NULL NUMBER(14,4)

YKE582 药品打折比例 NOT NULL NUMBER(14,4)

查询不确定交易的输出 x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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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utput>

<row>

<yke014>交易流水号</yke014>

<key>

<akc190>就诊编码</akc190>

<yka103>结算编号</yka103>

<ykd007>报销类型</ykd007>

</key>

</row>

<row>

…

</row>

</output>

 门诊结算回退（12）(支持 HIS、MIS)

交易名称 门诊结算回退 交易类型 处理类交易

处理描述

本交易同时支持城镇职工普通门诊回退和城乡居民普通门诊回退

4.0版变更说明：

增加支持门诊挂号回退

根据 HIS、MIS传入参数调用中心门诊结算回退预处理，修改门诊结算数据为

不确定状态。

本交易完成后并未进行实际回退，HIS、MIS须调用确认才能完成整个回退业

务。

调用说明

收费员选择需要退费的结算数据，HIS系统组织相关参数调用本交易，等待返

回结果信息；如果返回成功则进行 HIS 系统门诊结算回退，数据操作成功后调用

确认流程，失败后调用取消流程；

详细处理流程见：图 1-1处理类交易调用流程；

由于本交易存在用户交互，建议 HIS内部事务处理不要包含本交易调用。

输入参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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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易编号 12

交 易 控 制

xml
<?xml version=“1.0” encoding=“GBK” standalone=“yes” ?>
<control>

<akc190>就诊编码</akc190>
<yka103>结算编号</yka103>
<aka130>支付类别</aka130>

</control>

交 易 输 入

xml
<?xml version="1.0" encoding="GBK" standalone="yes" ?>
<data>

<yka055>费用总额</yka055>
<yka107>社保基金支付总额</yka107>
<yka065>个人帐户支付</yka065>

</data>

输出参数

交 易 流 水

号

返回，唯一标识一次交易

交 易 效 验

码

返回，确认流程中入口参数

交 易 输 出

xml
<?xml version="1.0" encoding="GBK" standalone="yes" ?>
<output>

<akc190>就诊编码</akc190>
<aka130>支付类别</aka130>

根据人员类别可能返回【药店支付 0101】、【城职普通门诊】、【城乡

普通门诊】

<ykd007>报销类型</ykd007>
<aac001>个人编码</aac001>
<akb020>医院编码</akb020>
<aae011>经办人姓名</aae011>
<aae036>经办时间</aae036>
<yka103>结算编号</yka103>
<yka055>费用总额</yka055>
<yka056>全自费</yka056>
<yka111>符合范围</yka111>
<yka057>挂钩自付</yka057>
<yka065>个人帐户支付总额</yka065>

【如果是城乡居民，该节点含义表示本次门诊补助支出】

<yka107>社保基金支付总额</yka107>
<ykh012>现金及其他自付</ykh012>
<yab003>医保经办机构</yab003>
<dataset>

<row>
<yab139>参保所属分中心</yab139>
<aka213>费用分段标准</aka213>
<yka115>起付线</yka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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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ka058>进入起付线部份</yka058>
<ykc125>报销比例</ykc125>
<yka107>社保基金支付金额</yka107>
<yka065>个人帐户支付</yka065>
<ykc121>就诊结算方式</ykc121>
<ykb037>清算分中心</ykb037>
<yka054>清算方式</yka054>
<yka316>清算类别</yka316>

【如果是城镇职工，清算类别含义为城镇职工门诊或城镇职工门诊统筹；如果

是城乡居民，清算类别含义为城乡居民门诊或城乡居民门诊统筹】

</row>
</dataset>

</output>

交易标志 小于 0表示失败

参数详细说明:

交易控制：

代码 名称 约束 类型 说明

akc190 就诊编码 NOT NULL VARCHAR(20) 结算返回

aka130 支付类别 NOT NULL VARCHAR(4) 代码

yka103 结算编号 NOT NULL VARCHAR(20) 结算交易返回，标识一次结

算行为

交易输入：

代码 名称 约束 类型 说明

yka055 费用总额 NOT NULL NUMBER(14,2
)

yka065 个人帐户支付总额 NOT NULL NUMBER(14,2
)

yka107 社保基金支付总额 NOT NULL NUMBER(14,2
)

交易输出：

代码 名称 约束 类型 说明

akc190 就诊编码 NOT NULL VARCHAR(20) 标识一次就诊行为，传入为

空时中心生成

aka130 支付类别 NOT NULL VARCHAR(4) 代码

ykd007 报销类型 NOT NULL VARCHAR(4) 标识正常结算和退单，详细

信息参见代码表

aac001 个人编码 NOT NULL VARCHAR(20)

akb020 医院编码 NOT NULL VARCHAR(12)

aae011 经办人姓名 NOT NULL VARCHAR(20)

aae036 中心业务经办时间 NOT NULL DATETIME 结算中心记录写入时间

yka103 结算编号 NOT NULL VARCHAR(20) 结算交易返回，标识一次结

算行为

yka055 费用总额 NOT NULL NUMBER(1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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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ka056 全自费 NOT NULL NUMBER(14,2
)

yka111 符合范围 NOT NULL NUMBER(14,2
)

yka057 挂钩自付 NOT NULL NUMBER(14,2
)

yka065 个人帐户支付总额 NOT NULL NUMBER(14,2
)

yka107 社保基金支付总额 NOT NULL NUMBER(14,2
)

ykh012 现金及其他自付 NOT NULL NUMBER(14,2
)

yab003 医保经办机构编号 NOT NULL VARCHAR(4)

分段信息说明：

代码 名称 约束 类型 说明

yab139 参保所属分中心 NOT NULL VARCHAR(4) 参见代码表

aka213 费用分段标准 NOT NULL VARCHAR(4) 参见代码表

yka115 起付线 NULL NUMBER(14,2
)

yka058 进入起付线部份 NULL NUMBER(14,2
)

ykc125 报销比例 NULL NUMBER(6,4)

yka107 社保基金支付金额 NOT NULL NUMBER(14,2
)

yka065 个人帐户支付 NOT NULL NUMBER(14,2
)

ykc121 就诊结算方式 NOT NULL VARCHAR(4) 参见代码表

ykb037 清算分中心 NOT NULL VARCHAR(4) 参见代码表

yka054 清算方式 NOT NULL VARCHAR(4) 参见代码表

yka316 清算类别 NOT NULL VARCHAR(4) 参见代码表

查询不确定交易的输出 xml
<?xml version="1.0" encoding="GBK" standalone="yes" ?>
<output>
<row>

<yke014>交易流水号</yke014>
<key>

<akc190>就诊编码</akc190>
<yka103>结算编号</yka103>
<ykd007>报销类型</ykd007>

</key>
</row>
<ro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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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ow>

</output>

 查询个人帐户是否可以支付（13）(支持 HIS、MIS)

交易名称
查询个人帐户是否

可以支付
交易类型 查询类交易

处理描述
交易控制 XML增加支付类别节点

调用说明

输入参数

交易编号 13

交 易 控 制

xml
<?xml version=“1.0” encoding=“GBK” standalone=“yes” ?>
<control>

<aac001>个人编号</aac001>
<yab003>医保经办机构</yab003>
<aka130>支付类别</aka130> 传入城镇职工门诊【0201】，或者城乡居民门

诊【0203】。如果没传该节点内容，默认为【0201】。

</control>

交 易 输 入

xml
<?xml version="1.0" encoding="GBK" standalone="yes" ?>
<data>
</data>

输出参数

交 易 流 水

号

无

交 易 效 验

码

无

交 易 输 出

xml
<?xml version="1.0" encoding="GBK" standalone="yes" ?>
<output>
</output>

交易标志 小于 0表示失败，表示不能支付个人帐户

交易信息 当小于交易标志 0时，表示不能支付个人帐户的原因

查询不确定交易的输出 xml

 门诊特殊病、工伤门诊新申请（14A）（支持 HIS）

交易名称
门诊特殊病、工伤门诊

新申请
交易类型 处理类交易

处理描述 本交易是新增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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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城镇职工或城乡居民参保人患有门诊特殊病种，由定点医疗机构根据参

保人病情提出治疗方案，通过联网接口上传到医保经办机构进行审批。治

疗方案中【用法】：数字。其含义为用药周期内次数、用药周期内片数等；

【用量】：数字。其含义为单次用量，计量单位统一按照经办机构药品目

录中规格一栏所示的剂量单位为准；【用药周期】：数字。其含义以天为

单位。举例：每周 3次，每次 50mg，则上传为用法 3，用量 50，用药周

期 7。
 工伤门诊治疗由工伤定点医疗机构根据参保人病情提出治疗方案，通过

联网接口上传到医保经办机构进行审批。用法、用量、用药周期与门诊特

殊病相同管理。

 就诊发生的治疗明细与申报治疗方案中的就诊明细通用名相同也可纳入

报销范畴。

 接口弹出身份识别窗口，进行读卡和读参保人员密码，或输入验证个人

身份（仅针对未发卡的城乡居民），显示申请类别由操作员选择本次申请

类别。

 如果是门诊特殊病申请，同时显示已认定通过的门诊特殊病种供选择，

允许多选。如果是工伤门诊申请，可直接点击确定按钮进行申请。

 本交易要求上传治疗方案明细。中心对上传治疗方案可以进行调整并通

过。

 如果申请时参保人员没有结算的门诊特殊病、工伤门诊，或者已经提请

过一次新申请，则本次申请失败。

调用说明
本交易不返回就诊编码 AKC190，必须调用门诊特殊病、工伤门诊就诊登记成

功后才能返回

输入参数

交易编号 14A

交易控制

xml

<?xml version=“1.0” encoding=“GBK” standalone=“yes” ?>
<control>
</control>

交易输入

xml

<?xml version=“1.0” encoding=“GBK” standalone=“yes” ?>
<data>

<yke034>诊断信息</yke034>
<aae011>医院经办人姓名</aae011>
<yae170>申请的治疗开始时间</yae170>
<yae171>申请的治疗结束时间</yae171> //工伤联网添加，最长周期不得超过

3个月（新门特可不传）

<dataset>
<row

yka094="医保项目编码"
yka095="医院项目名称(诊疗项目)"
aka073="用法（数字）"
yka293="用量（数字）"
yka368="用药周期（数字）"
yaa027="物价编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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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ka026="病种编码" (注释：新门特新增，必传) />
<row ……/>

</dataset>
</data>

输出参数

交 易 流 水

号

返回，唯一标识一次交易（yke014）

交 易 效 验

码

返回，确认流程中入口参数

交易输出

xml

<?xml version="1.0" encoding="GBK" standalone="yes" ?>
<output>

<ykc112>申请流水号</ykc112>
<aac001>个人编码</aac001>
<aka130>支付类别</aka130>

【0202：城镇职工门诊特殊病、0204：城乡居民门诊特殊病；0501：工伤

门诊】

<aac003>姓名</aac003>
<aac004>性别</aac004>
<aac006>出生日期</aac006>
<akc021>医疗人员类别</akc021>
<yab003>医保经办机构</yab003>
<aae130>门特开始时间</ aae130>
< aae131>门特结束时间</ aae131>
<ykc019>资格审批号</ ykc019>

<dataset>
<row>

<yka026>门诊特殊病病种编码 1</yka026>
<yka027>门诊特殊病病种名称</yka027>
<yka441>病种付费方式</yka441>

</row>
<row>

<yka026>门诊特殊病病种编码 2</yka026>
<yka027>门诊特殊病病种名称</yka027>
<yka441>病种付费方式</yka441>

</row>
……

</dataset>
</output>

交易标志 小于 0表示失败

参数详细说明:

交易控制：

代码 名称 约束 类型 说明

交易输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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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码 名称 约束 类型 说明

yke034 诊断信息 NOT NULL VARCHAR(200)

aae011 医院经办人姓名 NOT NULL VARCHAR(20)

yae170 申请治疗的开始时间 NOT NULL Datetime

yka105 记账流水号 NOT NULL VARCHAR(20) 唯一标识治疗方案中的一

条明细

yka094 医保项目编码 NOT NULL VARCHAR(20) 见医保目录信息

yka095 医院项目名称 NOT NULL VARCHAR(100)

aka073 用法 NOT NULL NUMBER(14,4)

yka293 用量 NOT NULL NUMBER(14,4)

yka368 用药周期 NOT NULL NUMBER(14,4)

yaa027 物价编码 NOT NULL VARCHAR(20)

交易输出：

代码 名称 约束 类型 说明

ykc112 申请流水号 NOT NULL VARCHAR(20) 标识本次申请

aac001 个人编码 NOT NULL VARCHAR(20)

aka130 支付类别 NOT NULL VARCHAR(4) 代码

aac003 姓名 NOT NULL VARCHAR(20)

aac004 性别 NOT NULL VARCHAR(4) 代码

aac006 出生日期 NOT NULL datetime

akc021 医疗人员类别 NOT NULL VARCHAR(4) 代码。如果是城乡居民则返

回城乡居民来源类别

yka026 门诊特殊病病种编码 NOT NULL VARCHAR(20) 可多选返回

yka027 门诊特殊病病种名称 NOT NULL VARCHAR(200) 可多选返回

yab003 医保经办机构编号 NOT NULL VARCHAR(4)

aae130 门特开始时间 NOT NULL Datetime

aae131 门特结束时间 NOT NULL Datetime

ykc019 资格审批号 NOT NULL VARCHAR（15）

查询不确定交易的输出 xml
<?xml version="1.0" encoding="GBK" standalone="yes" ?>
<output>
<row>

<yke014>交易流水号</yke014>
<key>

<ykc112>申请流水号</ykc112>
</key>

</row>
<row>
…

</row>
</outpu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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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门诊特殊病变更申请（14B）（支持 HIS）

交易名称
门诊特殊病、工伤门诊

变更申请
交易类型 处理类交易

处理描述

本交易是新增交易

 参保人患有门诊特殊病种，如果在审批期限内要求变更治疗方案，则调

用本交易进行变更申请。

 对于变更申请，中心审批通过后原治疗方案在新方案生效之日起不再有

效，但新方案生效之日前依然有效。

 变更申请上传的治疗方案要求是一个完整的治疗方案，不能只传增减变

动。

调用说明
本交易不返回就诊编码 AKC190，必须调用门诊特殊病就诊登记成功后才能返

回

输入参数

交易编号 14B

交易控制

xml

<?xml version=“1.0” encoding=“GBK” standalone=“yes” ?>
<control>
<ykc019>资格审批号</ ykc019>【患者在门特期间有住院，门特报销为 0，需

要到中心进行报销，申请下一次的新门特，在变更时可能出现出现如下错误：检查

到有多条未结算的申请请求，通过此节点可以解决此问题】

<aac001>个人编码</aac001>
<aka130>支付类别</aka130>

【0202：城镇职工门诊特殊病、0204：城乡居民门诊特殊病】

<yab003>医保经办机构</yab003>
</control>

交易输入

xml

<?xml version=“1.0” encoding=“GBK” standalone=“yes” ?>
<data>
<yke034>诊断信息<yke034/>
<aae011>医院经办人姓名</aae011>
<yae170>申请的治疗开始时间</yae170>
<dataset>

<row
yka094="医保项目编码"
yka095="医院项目名称(诊疗项目)"
aka073="用法（数字）"
yka293="用量（数字）"
yka368="用药周期（数字）"
yaa027="物价编码"/>
yka026="病种编码" (注释：新门特新增必传)

<row ……/>
</datas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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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ta>

输出参数

交 易 流 水

号

返回，唯一标识一次交易（yke014）

交 易 效 验

码

返回，确认流程中入口参数

交易输出

xml

<?xml version="1.0" encoding="GBK" standalone="yes" ?>
<output>

<ykc112>申请流水号</ykc112>
<yab003>医保经办机构</yab003>
<aac001>个人编码</aac001>
<aka130>支付类别</aka130>

【0202：城镇职工门诊特殊病、0204：城乡居民门诊特殊病】

</output>

交易标志 小于 0表示失败

参数详细说明:

交易控制：

代码 名称 约束 类型 说明

yab003 医保经办机构编号 NOT NULL VARCHAR(4)

ykc019 资格审批号 NOT NULL VARCHAR（15）
aac001 个人编码 NOT NULL VARCHAR(20)

aka130 支付类别 NOT NULL VARCHAR(4) 代码

交易输入：

代码 名称 约束 类型 说明

yke034 诊断信息 NOT NULL VARCHAR(200)

aae011 医院经办人姓名 NOT NULL VARCHAR(20)

yae170 申请治疗的开始时间 NOT NULL Datetime

yka105 记账流水号 NOT NULL VARCHAR(20) 唯一标识治疗方案中的一

条明细

yka094 医保项目编码 NOT NULL VARCHAR(20) 见医保目录信息

yka095 医院项目名称 NOT NULL VARCHAR(100)

aka073 用法 NOT NULL NUMBER(14,4)

yka293 用量 NOT NULL NUMBER(14,4)

yka368 用药周期 NOT NULL NUMBER(14,4)

yaa027 物价编码 NOT NULL VARCHAR(20)

交易输出：

代码 名称 约束 类型 说明

ykc112 申请流水号 NOT NULL VARCHAR(20) 标识本次申请

yab003 医保经办机构编号 NOT NULL VARCHAR(4)

aac001 个人编码 NOT NULL VARCHAR(20)

aka130 支付类别 NOT NULL VARCHAR(4) 代码

查询不确定交易的输出 xml

<?xml version="1.0" encoding="GBK"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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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utput>
<row>

<yke014>交易流水号</yke014>
<key>

<ykc112>申请流水号</ykc112>
</key>

</row>
<row>
…

</row>
</output>

 门诊特殊病、工伤门诊申请回退（15）（支持 HIS）

交易名称
门诊特殊病、工伤门诊

申请回退
交易类型 处理类交易

处理描述 回退已发起的新申请或某次变更申请。（自动识别）

调用说明

本交易是新增交易

接口自动判断是否存在该人可以回退的新申请或者变更申请。回退不成功时

返回原因

输入参数

交易编号 15

交易控制

xml

<?xml version=“1.0” encoding=“GBK” standalone=“yes” ?>
<control>

<aac001>个人编码</aac001>
<aka130>支付类别</aka130>

【0202：城镇职工门诊特殊病、0204：城乡居民门诊特殊病；0501：工

伤门诊】

<yab003>医保经办机构</yab003>
</control>

交易输入

xml

<?xml version=“1.0” encoding=“GBK” standalone=“yes” ?>
<data>
</data>

输出参数

交 易 流 水

号

返回，唯一标识一次交易（yke014）

交 易 效 验

码

返回，确认流程中入口参数

交易输出

xml

<?xml version="1.0" encoding="GBK" standalone="yes" ?>
<output>

<ykc112>申请流水号</ykc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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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退的申请流水号】

<aac001>个人编码</aac001>
<aka130>支付类别</aka130>

【0202：城镇职工门诊特殊病、0204：城乡居民门诊特殊病；0501：工

伤门诊】

<yab003>医保经办机构</yab003>
</output>

交易标志 小于 0表示失败

参数详细说明:

交易控制：

代码 名称 约束 类型 说明

yab003 医保经办机构编号 NOT NULL VARCHAR(4)

aac001 个人编码 NOT NULL VARCHAR(20)

aka130 支付类别 NOT NULL VARCHAR(4) 代码

交易输入：

代码 名称 约束 类型 说明

交易输出：

代码 名称 约束 类型 说明

ykc112 申请流水号 NOT NULL VARCHAR(20) 标识本次回退的申请

aac001 个人编码 NOT NULL VARCHAR(20)

aka130 支付类别 NOT NULL VARCHAR(4) 代码

yab003 医保经办机构编号 NOT NULL VARCHAR(4)

查询不确定交易的输出 xml
<?xml version="1.0" encoding="GBK" ?>
<output>
<row>

<yke014>交易流水号</yke014>
<key>

<ykc112>申请流水号</ykc112>
</key>

</row>
<row>
…

</row>
</output>

 门诊特殊病、工伤门诊、工伤康复住院申请查询（16）（支持 HIS）

交易名称

门诊特殊病、

工伤门诊、工伤康复住院

申请查询

交易类型 查询类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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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理描述

本交易是新增交易：

交易增加人员所申请过的门诊特殊病病种查询

查询中心对申请的审批情况。如果申请通过，参保人可以按此治疗方案进行就

诊。中心可以对医院申报的治疗方案进行调整（只能删减），调整后视为通过。也

可以直接审批不通过。凡中心已受理的申请（无论申请通过、调整通过、不通过）

都不允许回退。

工伤门诊和工伤康复住院提交方案信息后，在办理下一步业务之前，必须调用

此交易查询方案审批情况。

调用说明

HIS可以指定申请流水号或者就诊编码查询某次申请信息。但不能二者同时为空。

如果指定申请流水号查询，接口返回该次申请情况。

如果指定就诊编码查询，接口返回该次就诊编码所有附属的申请信息

变更说明:
增加查询类型节点，查询类型值是 1为查询门特治疗方案和工伤门诊以及工伤

康复住院（与变更前一致），查询类型值是 2，为查询人员申请过的门诊特殊病病

种，交易控制 xml串中的个人编号和支付类别不能为空，其他条件可以为空，如

果无查询类型节点，查询类型默认为 1

输入参数

交易编号 16

交易控制

xml

<?xml version=“1.0” encoding=“GBK” standalone=“yes” ?>
<control>

<ykc112>申请流水号</ykc112>
<akc190>就诊编码</akc190>
<aac001>个人编码</aac001>
<aka130>支付类别</aka130>

【0202：城镇职工门诊特殊病、0204：城乡居民门诊特殊病；0501：工

伤门诊】

<yab003>医保经办机构</yab003>
<cxlx>查询类型</cxlx>

</control>

交易输入

xml

<?xml version=“1.0” encoding=“GBK” standalone=“yes” ?>
<data>
</data>

输出参数

交 易 流 水

号

不返回

交 易 效 验

码

不返回

交易输出

xml

<?xml version="1.0" encoding="GBK" standalone="yes" ?>
<output>
<dataset>

<ro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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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kc112>申请流水号</ykc112>
<ykc141>医院经办人姓名</ykc141>
<yae170>申请治疗开始时间</yae170>
【工伤康复住院，工伤门诊：为中心审批生效的开始时间】

<yab003>医保经办机构</yab003>
<aac001>个人编码</aac001>
<aka130>支付类别</aka130>

【0202：城镇职工门诊特殊病、0204：城乡居民门诊特殊病；0501：工伤门诊】

<yke268>申请审批标志</yke268>
【00：未审批；10：正常通过；11：特批通过；12：变更通过；20：未通过】

<yke073>审批意见</yke073>
<datasetxm>

<row>
<yka094>医保项目编码</yka094>
<yka095>医院项目名称</yka095>
<aka073>用法</aka073>
<yka293>用量</yka293>
<yka368>用药周期</yka368>
<yaa027>物价编码</yaa027>
<akc175>审批通过标志</akc175>//此节点为空标识工伤未审批

【00：不通过；10：正常通过；13：变更通过】

<yke073>审批意见</yke073>
<yka026>病种编码</yka026>

</row>
……

</datasetxm>
</row>

</dataset>
</output>

查询类型 2交易输出 xml：
<output>
<datasetmztsb> --门诊特殊病信息

<row>
<yka026>病种编码</yka026>
<yka027>病种、名称</yka027>
<yka441>病种付费方式</yka441>

</row>
……

</datasetmztsb>
</output>

交易标志 小于 0表示失败

参数详细说明:

交易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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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码 名称 约束 类型 说明

ykc112 申请流水号 NOT NULL VARCHAR(20) 标识本次查询的申请

yab003 医保经办机构编号 NOT NULL VARCHAR(4)

akc190 就诊编码 NOT NULL VARCHAR(20) 标识本次查询的就诊号

aac001 个人编码 NOT NULL VARCHAR(20)

aka130 支付类别 NOT NULL VARCHAR(4) 代码

cxlx 查询类型 Null VARCHAR(2) 查询类型为 1 为查询门特

治疗方案和工伤门诊（与变

更前一致），查询类型为 2，
为查询人员申请过的门诊

特殊病病种，无查询类型节

点，查询类型默认为 1

交易输入：

代码 名称 约束 类型 说明

交易输出：

代码 名称 约束 类型 说明

ykc112 申请流水号 NOT NULL VARCHAR(20) 标识本次查询的申请

ykc141 医院经办人员姓名 NOT NULL VARCHAR(20)

yae170 申请治疗开始时间 NOT NULL Datetime

aac001 个人编码 NOT NULL VARCHAR(20)

aka130 支付类别 NOT NULL VARCHAR(4) 代码

yke268 申请审批标志 NOT NULL VARCHAR(6) 代码。00：未审批；10：
正常通过；11：特批通过；

12：变更通过；20：未通

过;21:医院撤销

yke073 审批意见 NOT NULL VARCHAR(4000
)

yka105 记账流水号 NOT NULL VARCHAR(20) 唯一标识治疗方案中的一

条明细

yka094 医保项目编码 NOT NULL VARCHAR(20)

yka095 医院项目名称 NOT NULL VARCHAR(100)

aka073 用法 NOT NULL NUMBER(14,4)

yka293 用量 NOT NULL NUMBER(14,4)

yka368 用药周期 NOT NULL NUMBER(14,4)

yaa027 物价编码 NOT NULL VARCHAR(20)

akc175 审批通过标志 NOT NULL VARCHAR(6) 代码。00：不通过；10：
正常通过。治疗方案单项明

细的通过情况。

yab003 医保经办机构编号 NOT NULL VARCHAR(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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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门诊特殊病、工伤门诊就诊登记（17）（支持 HIS）

交易名称
门诊特殊病、工伤门诊

就诊登记
交易类型 处理类交易

处理描述

本交易是新增交易

中心审批申请通过后，调用本交易产生就诊编号 AKC190，作为后续记账、结

算的依据。门诊特殊病、工伤门诊明细记账请调用 41 交易，明细退单请调用 43
交易

调用说明 必须存在中心审批通过的申请，并且还未做过就诊登记才能调用成功

输入参数

交易编号 17

交易控制

xml

<?xml version=“1.0” encoding=“GBK” standalone=“yes” ?>
<control>

<aac001>个人编码</aac001>
<aka130>支付类别</aka130>

【0202：城镇职工门诊特殊病、0204：城乡居民门诊特殊病；0501：工

伤门诊】

<yab003>医保经办机构</yab003>
</control>

交易输入

xml

<?xml version=“1.0” encoding=“GBK” standalone=“yes” ?>
<data>

<akc192>就诊开始时间</akc192>
<ykc013>就诊登记经办人</ykc013>
<ykc014>就诊登记经办时间</ykc014>

</data>

输出参数

交 易 流 水

号

返回，唯一标识一次交易（yke014）

交 易 效 验

码

返回，确认流程中入口参数

交易输出

xml

<?xml version="1.0" encoding="GBK" standalone="yes" ?>
<output>

<akb020>定点服务机构</akb020> 2009-3-16增加

<yab003>医保经办机构</yab003>
<aka130>支付类别</aka130>
【0202：城镇职工门诊特殊病、0204：城乡居民门诊特殊病；0501：工伤门

诊】

<akc190>就诊编号</akc190>
<aac001>个人编码</aac001>
<aac003>姓名</aac003>
<aac004>性别</aac004>
<aac006>出生日期</aac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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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kc021>医疗人员类别</akc021>
<yka026>病种编码（不使用）</yka026> 2009-3-16增加

<yka115>本次起付线</yka115>
<yka119>本次医疗支付限额</yka119>
<aae013>其他说明</aae013>

</output>

交易标志 小于 0表示失败

参数详细说明:

交易控制：

代码 名称 约束 类型 说明

yab003 医保经办机构编号 NOT NULL VARCHAR(4)

aac001 个人编码 NOT NULL VARCHAR(20)

aka130 支付类别 NOT NULL VARCHAR(4) 代码

交易输入：

代码 名称 约束 类型 说明

akc192 就诊开始时间 NOT NULL Datetime

ykc013 就诊登记经办人 NOT NULL VARCHAR(20)

ykc014 就诊登记经办时间 NOT NULL Datetime

交易输出：

代码 名称 约束 类型 说明

akc190 就诊编号 NOT NULL VARCHAR(20)

aac001 个人编码 NOT NULL VARCHAR(20)

aka130 支付类别 NOT NULL VARCHAR(4) 代码

yab003 医保经办机构编号 NOT NULL VARCHAR(4)

aac003 姓名 NOT NULL VARCHAR(20)

aac004 性别 NOT NULL VARCHAR(4) 代码

aac006 出生日期 NOT NULL datetime

akc021 医疗人员类别 NOT NULL VARCHAR(4) 代码。如果是城乡居民则返

回城乡居民来源类别

yka115 本次起付线 NOT NULL NUMBER(14,2
)

yka119 本次医疗支付限额 NOT NULL NUMBER(14,2
)

aae013 其他说明 NULL VARCHAR(100
)

查询不确定交易输出 XML
<?xml version="1.0" encoding="GBK" ?>
<output>
<row>

<yke014>交易流水号</yke014>
<key>

<akc190>就诊编号</akc190>
</ke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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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ow>
<row>
…

</row>
</output>

 门诊特殊病、工伤门诊就诊登记回退（17A）（支持 HIS）

交易名称
门诊特殊病、工伤门诊

就诊登记回退
交易类型 处理类交易

处理描述

本交易是新增交易

删除本次就诊所有记账明细，并且回退就诊登记。

调用说明 必须已做过就诊登记，并且没有回退

输入参数

交易编号 17A

交易控制

xml

<?xml version=“1.0” encoding=“GBK” standalone=“yes” ?>
<control>

<akc190>就诊编号</akc190>
<aac001>个人编码</aac001>
<aka130>支付类别</aka130>

【0202：城镇职工门诊特殊病、0204：城乡居民门诊特殊病；0501：工

伤门诊】

<yab003>医保经办机构</yab003>
</control>

交易输入

xml

<?xml version=“1.0” encoding=“GBK” standalone=“yes” ?>
<data>

<aae140>医院经办人姓名</aae140>
</data>

输出参数

交 易 流 水

号

返回，唯一标识一次交易（yke014）

交 易 效 验

码

返回，确认流程中入口参数

交易输出

xml

<?xml version="1.0" encoding="GBK" standalone="yes" ?>
<output>

<akc190>就诊编号</akc190>
<aac001>个人编码</aac001>
<aka130>支付类别</aka130>

【0202：城镇职工门诊特殊病、0204：城乡居民门诊特殊病；0501：工

伤门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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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ab003>医保经办机构</yab003>
</output>

交易标志 小于 0表示失败

参数详细说明:

交易控制：

代码 名称 约束 类型 说明

yab003 医保经办机构编号 NOT NULL VARCHAR(4)

akc190 就诊编号 NOT NULL VARCHAR(20)

aac001 个人编码 NOT NULL VARCHAR(20)

aka130 支付类别 NOT NULL VARCHAR(4) 代码

交易输入：

代码 名称 约束 类型 说明

aae011 医院经办人姓名 NOT NULL Datetime

交易输出：

代码 名称 约束 类型 说明

akc190 就诊编号 NOT NULL VARCHAR(20)

aac001 个人编码 NOT NULL VARCHAR(20)

aka130 支付类别 NOT NULL VARCHAR(4) 代码

yab003 医保经办机构编号 NOT NULL VARCHAR(4)

查询不确定交易输出 XML
<?xml version="1.0" encoding="GBK" ?>
<output>
<row>

<yke014>交易流水号</yke014>
<key>

<akc190>就诊编号</akc190>
</key>

</row>
<row>
…

</row>
</output>

 门诊特殊病、工伤门诊就诊登记修改（18）（支持 HIS）

交易名称
门诊特殊病、工伤门诊

就诊登记修改
交易类型 查询类交易

处理描述

本交易是新增交易

门诊特殊病、工伤门诊就诊登记后，调用本交易修改就诊登记相关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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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用说明 必须已做过就诊登记，并且没有结算

输入参数

交易编号 18

交易控制

xml

<?xml version=“1.0” encoding=“GBK” standalone=“yes” ?>
<control>

<akc190>就诊编号</akc190>
<aac001>个人编码</aac001>
<aka130>支付类别</aka130>

【0202：城镇职工门诊特殊病、0204：城乡居民门诊特殊病；0501：工

伤门诊】

<yab003>医保经办机构</yab003>
</control>

交易输入

xml

<?xml version=“1.0” encoding=“GBK” standalone=“yes” ?>
<data>

<akc192>就诊开始时间</akc192>
<ykc013>就诊登记经办人</ykc013>
<ykc014>就诊登记经办时间</ykc014>

</data>

输出参数

交 易 流 水

号

不返回

交 易 效 验

码

不返回

交易输出

xml

<?xml version="1.0" encoding="GBK" standalone="yes" ?>
<output>

<akc190>就诊编号</akc190>
<aac001>个人编码</aac001>
<aka130>支付类别</aka130>

【0202：城镇职工门诊特殊病、0204：城乡居民门诊特殊病；0501：工

伤门诊】

<yab003>医保经办机构</yab003>
</output>

交易标志 小于 0表示失败

参数详细说明:

交易控制：

代码 名称 约束 类型 说明

yab003 医保经办机构编号 NOT NULL VARCHAR(4)

akc190 就诊编号 NOT NULL VARCHAR(20)

aac001 个人编码 NOT NULL VARCHAR(20)

aka130 支付类别 NOT NULL VARCHAR(4) 代码

交易输入：

代码 名称 约束 类型 说明

akc192 就诊开始时间 NOT NULL Dateti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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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kc013 就诊登记经办人 NOT NULL VARCHAR(20)

ykc014 就诊登记经办时间 NOT NULL Datetime

交易输出：

代码 名称 约束 类型 说明

akc190 就诊编号 NOT NULL VARCHAR(20)

aac001 个人编码 NOT NULL VARCHAR(20)

aka130 支付类别 NOT NULL VARCHAR(4) 代码

yab003 医保经办机构编号 NOT NULL VARCHAR(4)

 门诊特殊病、工伤门诊结算（20）（支持 HIS）

交易名称
门诊特殊病、

工伤门诊结算
交易类型 处理类交易

处理描述

本交易是新增交易

如果是城镇职工，接口弹出身份识别窗口，进行身份识别处理；如果是城乡居

民，不进行身份识别。

接口根据传入参数进行中心金额核对，进行计算并显示结算结果窗口，操作员

选择确认或取消结算，如果选择确认则完成中心下帐支付处理，如果取消结算，则

返回取消结算错误代码。

 参保人比审批的结束时间提前 5天内不需要进行提前结算申请。

 参保人因死亡或变更治疗定点医疗机构或变更门诊特殊病病种或其他原

因需要在审批期内提前结算的，在中心进行申请批准后，可以在审批期内

进行联网结算。

 提前申请进行结算的门诊特殊病不累计一次就诊次数，会影响某些病种的

起付线计算。

 参保人在门诊特殊病审批期限内发生住院，在审批期结束后全额垫付费用

到中心报销。

 参保人在工伤门诊期限内发生住院，审批期结束后可以联网结算，个人无

需垫付费用。

 门诊特殊病、工伤门诊一经结算，本次审批期限立即结束。参保人不能再

就诊消费。可以由定点医院重新发起治疗申请，中心审批通过后开始新的

一个审批期限。

 城镇职工参保人如果享受补充医疗保险三，可以自动同时进行补三和补三

差额结算。目前参加基本医疗保险的个人编码和参加补三的个人编码相同

时才能进行补三及补三差额联网结算。

 根据门诊特殊病病种编码确定补三差额报销的用药范围。

调用说明

HIS系统组织相关参数调用本交易，等待结算返回结果信息；如果返回成功则

写入 HIS数据库结算详细信息，写入成功后调用确认流程，写入失败后调用取消流

程

输入参数

交易编号 20

交 易 控 制 <?xml version=“1.0” encoding=“GBK” standalone=“yes”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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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ml <control>
<akc190>就诊编号</akc190>
<aac001>个人编号</aac001>
<aka130>支付类别</aka130>
<yab003>医保经办机构</yab003>

</control>

交 易 输 入

xml
<?xml version="1.0" encoding="GBK" standalone="yes" ?>
<data>

<yka055>明细总额</yka055>
<nums>本次门诊明细行数</nums>不包含退费明细条数

<yka110>发票号</yka110>
<akc194>结算日期</akc194>
<ykd018dataset>

<row>
<ykd018>疾病诊断代码</ykd018>//主要用作后期统计

<xh>疾病诊断序号</xh>
</row>

</ykd018dataset>
5.0版本增加

<yke681>医院血透标志</yke681>
</data>

输出参数

交 易 流 水

号

要返回，标识本次交易

交 易 效 验

码

要返回，确认流程需要用到

交 易 输 出

xml
<?xml version="1.0" encoding="GBK" standalone="yes" ?>
<output>

<akc190>就诊编码</akc190>
<yka103>结算编号</yka103>
<aka130>支付类别</aka130>
<ykd007>报销类型</ykd007>
<aac001>个人编码</aac001>
<akb020>医院编码</akb020>
<aae011>经办人姓名</aae011>
<aae036>经办时间</aae036>
<yka055>费用总额</yka055>
<yka056>全自费</yka056>
<yka111>符合范围</yka111>
<yka057>挂钩自付</yka057>
<ykc177>帐户余额</ykc177>
<yka107>社保基金支付总额</yka107>
<yka065>个人帐户支付总额</yka065>
<ykh012>现金及其他自付</ykh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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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ab003>医保经办机构</yab003>
<dataset>

<row>
<yab139>参保所属分中心</yab139>
<aka213>费用分段标准</aka213>
<yka115>起付线</yka115>
<yka058>进入起付线部份</yka058>
<ykc125>报销比例</ykc125>
<yka107>社保基金支付总额</yka107>
<yka065>个人帐户支付</yka065>
<ykc121>就诊结算方式</ykc121>
<ykb037>清算分中心</ykb037>
<yka054>清算方式</yka054>
<yka316>清算类别</yka316>

清算类别包括【城镇职工门诊特殊病 23】、【城乡居民门诊特殊病】、【工伤

门诊】、【补充医疗保险三】

</row>
<row>

……
</row>

//城乡大病保险部分，添加 row节点

//由于城乡大病保险算法刚刚敲定，具体返出节点未定。

</dataset>
//医院报销部分

<datasethospital>
<row>

<yab139>参保所属分中心</yab139>
<aka213>费用分段标准</aka213>
<yka115>起付线</yka115>
<yka058>进入起付线部份</yka058>
<ykc125>报销比例</ykc125>
<yka107>社保基金支付总额</yka107>
<yka065>个人帐户支付</yka065>
<ykc121>就诊结算方式</ykc121>
<ykb037>清算分中心</ykb037>
<yka054>清算方式</yka054>
<yka316>清算类别</yka316>

</row>
……

</datasethospital>

</output>

交易标志 小于 0表示失败

参数详细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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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易控制：

代码 名称 约束 类型 说明

akc190 就诊编码 NOT NULL VARCHAR(20) 入院办理返回

aka130 支付类别 NOT NULL VARCHAR(4) 代码

aac001 个人编码 NOT NULL VARCHAR(20)

yab003 医保经办机构编号 NOT NULL VARCHAR(4)

交易输入：

代码 名称 约束 类型 说明

yka055 明细总额 NOT NULl NUMBER(14,2
)

nums 本次明细行数 NOT NULL INTEGER 不包含退费明细条数

yka110 发票号 NULL VARCHAR(20)

akc194 结算日期 NOT NULL DATETIME

Xh 疾病诊断序号 NULL VARCHAR(2) 若为 1，则为第一诊断，依

次类推

交易输出：

代码 名称 约束 类型 说明

akc190 就诊编码 NOT NULL VARCHAR(20) 申请时返回的就诊号

aka130 支付类别 NOT NULL VARCHAR(4) 代码

ykd007 报销类型 NOT NULL VARCHAR(4) 标识正常结算和退单，详细

信息参见代码表

aac001 个人编码 NOT NULL VARCHAR(20)

akb020 医院编码 NOT NULL VARCHAR(12)

aae011 经办人姓名 NOT NULL VARCHAR(20)

aae036 中心业务经办时间 NOT NULL DATETIME 结算中心记录写入时间

yka103 结算编号 NOT NULL VARCHAR(20) 结算交易返回，标识一次结

算行为

yka055 费用总额 NOT NULL NUMBER(14,2
)

yka056 全自费 NOT NULL NUMBER(14,2
)

yka111 符合范围 NOT NULL NUMBER(14,2
)

yka057 挂钩自付 NOT NULL NUMBER(14,2
)

ykc177 帐户余额 NOT NULL NUMBER(14,2
)

yka065 个人帐户支付总额 NOT NULL NUMBER(14,2
)

yka107 社保基金支付总额 NOT NULL NUMBER(14,2
)

ykh012 现金及其他自付 NOT NULL NUMBER(14,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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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ab003 医保经办机构编号 NOT NULL VARCHAR(4)

分段信息说明 dataset：

代码 名称 约束 类型 说明

yab139 参保所属分中心 NOT NULL VARCHAR(4) 参见代码表

aka213 费用分段标准 NOT NULL VARCHAR(4) 参见代码表

yka115 起付线 NULL NUMBER(14,2
)

yka058 进入起付线部份 NULL NUMBER(14,2
)

ykc125 报销比例 NULL NUMBER(6,4)

yka107 社保基金支付总额 NOT NULL NUMBER(14,2
)

yka065 个人帐户支付 NOT NULL NUMBER(14,2
)

ykc121 就诊结算方式 NOT NULL VARCHAR(4) 参见代码表

ykb037 清算分中心 NOT NULL VARCHAR(4) 参见代码表

yka054 清算方式 NOT NULL VARCHAR(4) 参见代码表

yka316 清算类别 NOT NULL VARCHAR(4) 参见代码表

datasetykc162补充保单信息

ykc162 补充保单编号 NOT NULL VARCHAR(20) 本次报销补充的保单编号

yka107 补充支付金额 NOT NULL NUMBER(14,2
)

bdlx 保单类型 NOT NULL VARCHAR(4) 参见代码表

查询不确定交易的输出 xml
<?xml version="1.0" encoding="GBK" standalone="yes" ?>
<output>
<row>

<yke014>交易流水号</yke014>
<key>

<akc190>就诊编码</akc190>
<yka103>结算编号</yka103>
<ykd007>报销类型</ykd007>

</key>
</row>
<row>
…

</row>
</output>

 门诊特殊病、工伤门诊结算回退（20A）（支持 HIS）

交易名称
门诊特殊病、

工伤门诊结算回退
交易类型 处理类交易



成都市医保支付接口应用编程接口规范

第 67 页 共 225 页

处理描述

本交易是新增交易

如果是城镇职工，接口弹出身份识别窗口，进行身份识别处理；如果是城乡居

民，不进行身份识别。

根据 HIS传入参数回退本次就诊为未结算状态。

本交易完成后并未进行实际回退，HIS须调用确认才能完成整个回退业务。

调用说明

收费员选择需要退费的结算数据，HIS系统组织相关参数调用本交易，等待返

回结果信息；如果返回成功则进行 HIS系统住院结算回退，数据操作成功后调用确

认流程，失败后调用取消流程；

详细处理流程见：图 1-1处理类交易调用流程；

由于本交易存在用户交互，建议 HIS内部事务处理不要包含本交易调用。

输入参数

交易编号 20A

交 易 控 制

xml
<?xml version=“1.0” encoding=“GBK” standalone=“yes” ?>
<control>

<akc190>就诊编号</akc190>
<yka103>结算编号</yka103>
<aka130>支付类别</aka130>
<yab003>医保经办机构</yab003>

</control>

交 易 输 入

xml
<?xml version="1.0" encoding="GBK" standalone="yes" ?>
<data>

<yka055>费用总额</yka055>
<yka107>社保基金支付总额</yka107>
<yka065>个人帐户支付</yka065>

</data>

输出参数

交 易 流 水

号

要返回，标识本次交易

交 易 效 验

码

要返回，确认流程要用到

交 易 输 出

xml
<?xml version="1.0" encoding="GBK" standalone="yes" ?>
<output>

<akc190>就诊编码</akc190>
<yka103>结算编号</yka103>
<ykd007>报销类型</ykd007>
<aka130>支付类别</aka130>
<aac001>个人编码</aac001>
<akb020>医院编码</akb020>
<yka055>费用总额</yka055>
<yka056>全自费</yka056>
<yka057>挂钩自付</yka057>
<yka111>符合范围</yka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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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ae011>经办人姓名</aae011>
<aae036>经办时间</aae036>
<yka065>个人帐户支付总额</yka065>
<yka107>社保基金支出总额</yka107>
<ykh012>现金及其他自付</ykh012>
<yab003>医保经办机构</yab003>
<dataset>

<row>
<yab139>参保所属分中心</yab139>
<aka213>费用分段标准</aka213>
<yka115>起付线</yka115>
<yka058>进入起付线部份</yka058>
<ykc125>报销比例</ykc125>
<yka107>社保基金支付金额</yka107>
<yka065>个人帐户支付</yka065>
<ykc121>就诊结算方式</ykc121>
<ykb037>清算分中心</ykb037>
<yka054>清算方式</yka054>
<yka316>清算类别</yka316>

清算类别包括【城镇职工门诊特殊病】、【城乡居民门诊特殊病】、【工伤门诊】、

【补充医疗保险三】

</row>
</dataset>

//医院报销部分 新门特新增写负数据

<datasethospital>
<row>

<yab139>参保所属分中心</yab139>
<aka213>费用分段标准</aka213>
<yka115>起付线</yka115>
<yka058>进入起付线部份</yka058>
<ykc125>报销比例</ykc125>
<yka107>社保基金支付总额</yka107>
<yka065>个人帐户支付</yka065>
<ykc121>就诊结算方式</ykc121>
<ykb037>清算分中心</ykb037>
<yka054>清算方式</yka054>
<yka316>清算类别</yka316>

</row>
</datasethospital>

</output>

交易标志 小于 0表示失败

参数详细说明:见门诊结算交易

参数详细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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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易控制：

代码 名称 约束 类型 说明

akc190 就诊编码 NOT NULL VARCHAR(20) 入院办理返回

aka130 支付类别 NOT NULL VARCHAR(4) 代码

aac001 个人编码 NOT NULL VARCHAR(20)

yab003 医保经办机构编号 NOT NULL VARCHAR(4)

交易输入：

代码 名称 约束 类型 说明

yka055 费用总额 NOT NULl NUMBER(14,2
)

yka107 社保基金支付总额 NOT NULL NUMBER(14,2
)

不包含退费明细条数

yka065 个人帐户支付 NOT NULL NUMBER(14,2
)

交易输出：

代码 名称 约束 类型 说明

akc190 就诊编码 NOT NULL VARCHAR(20) 申请时返回的就诊号

aka130 支付类别 NOT NULL VARCHAR(4) 代码

ykd007 报销类型 NOT NULL VARCHAR(4) 标识正常结算和退单，详细

信息参见代码表

aac001 个人编码 NOT NULL VARCHAR(20)

akb020 医院编码 NOT NULL VARCHAR(12)

aae011 经办人姓名 NOT NULL VARCHAR(20)

aae036 中心业务经办时间 NOT NULL DATETIME 结算中心记录写入时间

yka103 结算编号 NOT NULL VARCHAR(20) 结算交易返回，标识一次结

算行为

yka055 费用总额 NOT NULL NUMBER(14,2
)

yka056 全自费 NOT NULL NUMBER(14,2
)

yka111 符合范围 NOT NULL NUMBER(14,2
)

yka057 挂钩自付 NOT NULL NUMBER(14,2
)

ykc177 帐户余额 NOT NULL NUMBER(14,2
)

yka065 个人帐户支付总额 NOT NULL NUMBER(14,2
)

yka107 社保基金支付总额 NOT NULL NUMBER(14,2
)

ykh012 现金及其他自付 NOT NULL NUMBER(14,2
)

yab003 医保经办机构编号 NOT NULL VARCHAR(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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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段信息说明 dataset：

代码 名称 约束 类型 说明

yab139 参保所属分中心 NOT NULL VARCHAR(4) 参见代码表

aka213 费用分段标准 NOT NULL VARCHAR(4) 参见代码表

yka115 起付线 NULL NUMBER(14,2
)

yka058 进入起付线部份 NULL NUMBER(14,2
)

ykc125 报销比例 NULL NUMBER(6,4)

yka107 社保基金支付总额 NOT NULL NUMBER(14,2
)

yka065 个人帐户支付 NOT NULL NUMBER(14,2
)

ykc121 就诊结算方式 NOT NULL VARCHAR(4) 参见代码表

ykb037 清算分中心 NOT NULL VARCHAR(4) 参见代码表

yka054 清算方式 NOT NULL VARCHAR(4) 参见代码表

yka316 清算类别 NOT NULL VARCHAR(4) 参见代码表

查询不确定交易的输出 xml
<?xml version="1.0" encoding="GBK" standalone="yes" ?>
<output>
<row>

<yke014>交易流水号</yke014>
<key>

<akc190>就诊编码</akc190>
<yka103>结算编号</yka103>
<ykd007>报销类型</ykd007>

</key>
</row>
<row>
…

</row>
</output>

 入院办理（21）（支持 HIS）

交易名称 入院办理 交易类型 处理类交易

处理描述

入院办理将支持城镇职工普通住院 31、城镇职工外伤住院 31、城乡居民普通

住院 32、城乡居民外伤住院 32、工伤保险住院 41、城镇职工生育分娩住院 34、
城镇职工生育并发症住院、城乡居民生育分娩住院业务 34。

工伤住院、城镇职工生育分娩住院必须先在中心进行审批，确定入院时间期间

才能在医院按此类别办理入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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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口弹出身份识别窗口，进行读卡和读参保人员密码处理，然后显示支付类别

选择窗口由操作员选择本次结算的支付类别；可选的支付类别包括普通住院、外伤

住院、工伤住院、生育分娩住院、生育并发症住院。

接口根据传入的入院参数信息，完成入院办理业务。

调用说明

HIS系统组织相关参数调用本交易，等待返回结果信息；如果返回成功则写入

HIS数据库相关信息，写入成功后调用确认流程，写入失败后调用取消流程；不能

进行同一病员的重复入院办理；

详细处理流程见：图 1-1处理类交易调用流程；

由于本交易存在用户交互，建议 HIS内部事务处理不要包含本交易调用。

输入参数

交易编号 21

交 易 控 制

xml
<?xml version=“1.0” encoding=“GBK” standalone=“yes” ?>
<control>

<edition>接口版本标志</edition> //需传入固定值 5.0
</control>

交 易 输 入

xml
<?xml version="1.0" encoding="GBK" standalone="yes" ?>
<data>

<ykc009>病历号</ykc009>
<ykc010>住院号</ykc010>
<akc192>入院日期</akc192>
<akc193>入院诊断</akc193>
<ykc011>入院科室</ykc011>
<ykc012>入院床位</ykc012>
<ykc147>入院原因</ykc147>
<aae011>经办人姓名</aae011>
<ykc014>入院经办时间</ykc014>
5.0增加

<yke660>入院途径</yke660>
<yke380>婚姻状况类别代码</yke380>
<aae004>联系人姓名</aae004>
<yke661>联系人关系</yke661>
<aae005>联系人电话</aae005>
<yke662>入院科室编码</yke662>
<yke413>床号</yke413>

</data>

输出参数

交 易 流 水

号

返回，唯一标识一次交易

交 易 效 验

码

返回，确认流程中入口参数

交 易 输 出 <?xml version="1.0" encoding="GBK"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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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ml <output>
<akb020>服务机构编号</akb020>
<yab003>医保经办机构</yab003>
<aka130>支付类别</aka130>

【如果选择普通入院，返回支付类别为城职普通入院或城居普通入院】

【如果选择外伤入院，返回支付类别为城职外伤入院或城居外伤入院】

<akc190>就诊编号</akc190>
<aac001>个人编号</aac001>
<aac003>姓名</aac003>
<aac004>性别</aac004>
<aac006>出生日期</aac006>
<akc021>医疗人员类别</akc021>
<yka026>病种编码</yka026>
<yka115>本次起付线</yka115>
<yka119>本次医疗支付限额</yka119>
<aae013>其他说明</aae013>

</output>

交易标志 小于 0表示失败

参数详细说明:

交易控制：

代码 名称 约束 类型 说明

交易输入：

代码 名称 约束 类型 说明

ykc009 病历号 NOT NULL VARCHAR(20)

ykc010 住院号 NOT NULL VARCHAR(20)

akc192 入院日期 NOT NULL DATETIME

akc193 入院诊断 NOT NULL VARCHAR(200
)

代码

ykc011 入院科室 NOT NULL VARCHAR(50)

ykc012 入院床位 NOT NULL VARCHAR(20)

aae011 经办人姓名 NOT NULL VARCHAR(20)

ykc014 入院经办时间 NOT NULL DATETIME

yke660 入院途径 NULL VARCHAR(6) 代码

yke380 婚姻状况类别代码 NULL VARCHAR(6) 代码

aae004 联系人姓名 NULL VARCHAR(20)

yke661 联系人关系 NULL VARCHAR(6) 代码

aae005 联系人电话 NULL VARCHAR(20)

yke662 科室编码 NULL VARCHAR(20) 医院自编码，对应科室信息

上传中的编码

如果科室编码发生变化，在

23交易中使用该字段输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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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ke413 床号 NULL VARCHAR(20) 医院自编码，科室内唯一。

交易输出：

代码 名称 约束 类型 说明

akc190 就诊编码 NOT NULL VARCHAR(20) 唯一标识一次住院，中心生

成

aka130 支付类别 NOT NULL VARCHAR(4) 代码

aac001 个人编码 NOT NULL VARCHAR(20)

akb020 服务机构编号 NOT NULL VARCHAR(12)

aac003 姓名 NOT NULL VARCHAR(20)

aac004 性别 NOT NULL VARCHAR(4) 代码

aac006 出生日期 NOT NULL datetime

akc021 医疗人员类别 NOT NULL VARCHAR(4) 代码。如果是城乡居民则返

回城乡居民来源类别

yka026 病种编码 NOT NULL VARCHAR(15)

yka115 本次起付线 NOT NULL NUMBER(14,2
)

yka119 本次医疗支付限额 NOT NULL NUMBER(14,2
)

aae013 其他说明 NULL VARCHAR(100
)

yab003 医保经办机构编号 NOT NULL VARCHAR(4)

查询不确定交易的输出 xml
<?xml version="1.0" encoding="GBK" ?>
<output>
<row>

<yke014>交易流水号</yke014>
<key>

<akc190>就诊编码</akc190>
</key>

</row>
<row>
…

</row>
</output>

 入院办理回退（22）（支持 HIS）

交易名称 入院办理回退 交易类型 处理类交易

处理描述 无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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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入院信息进行回退处理，如果存在费用明细信息，则进行费用明细的自动冲

销；如果已经出院办理则不能进行回退。

本交易完成后并未进行实际回退，HIS须调用确认才能完成整个回退业务。

调用说明

收费员选择需要回退的数据，HIS系统组织相关参数调用本交易，等待返回结

果信息；如果返回成功则进行 HIS系统数据回退，数据操作成功后调用确认流程，

失败则调用取消流程；

详细处理流程见：图 1-1处理类交易调用流程。

输入参数

交易编号 22

交 易 控 制

xml
<?xml version=“1.0” encoding=“GBK” standalone=“yes” ?>
<control>

<akc190>就诊编号</akc190>
<aac001>个人编号</aac001>
<aka130>支付类别</aka130>
<yab003>医保经办机构</yab003>

</control>

交 易 输 入

xml
<?xml version=“1.0” encoding=“GBK” standalone=“yes” ?>
<data>

<aae011>经办人姓名</aae011>
</data>

输出参数

交 易 流 水

号

返回，标识本次交易

交 易 效 验

码

返回，确认或取消时调用

交 易 输 出

xml
<?xml version="1.0" encoding="GBK" standalone="yes" ?>
<output></output>

交易标志 小于 0表示失败

参数详细说明:

交易控制：

代码 名称 约束 类型 说明

akc190 就诊编码 NOT NULL VARCHAR(20) 入院办理返回

aka130 支付类别 NOT NULL VARCHAR(4) 代码

aac001 个人编码 NOT NULL VARCHAR(20)

yab003 医保经办机构编号 NOT NULL VARCHAR(4)

交易输入：

代码 名称 约束 类型 说明

aae011 经办人姓名 NOT NULL VARCHAR(20)

交易输出：

代码 名称 约束 类型 说明

查询不确定交易的输出 xml
<?xml version="1.0" encoding="GBK"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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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utput>
<row>

<yke014>交易流水号</yke014>
<key>

<akc190>就诊编码</akc190>
</key>

</row>
<row>
…

</row>
</output>

 入院办理信息修改（23）（支持 HIS）

交易名称 入院办理信息修改 交易类型 查询类交易

处理描述 修改在院病员的入院相关信息，已办理出院病员不允许修改入院办理信息。

调用说明

无变化

入院办理成功并确认后才能调用该交易完成入院信息修改，对于支付类别修

改：采用入院办理回退后，重新入院办理解决。

输入参数

交易编号 23

交 易 控 制

xml
<?xml version=“1.0” encoding=“GBK” standalone=“yes” ?>
<control>

<akc190>就诊编号</akc190>
<aac001>个人编号</aac001>
<aka130>支付类别</aka130>
<yab003>医保经办机构</yab003>
<change>是否改变清算方式</change>

可选。1：改变；其他或不传：不改变

<yka054>改变后的清算方式</yka054>
01：按项目清算（默认）；02：按日包干；03：单病种

<edition>接口版本标志</edition> //需传入固定值 5.0

</control>

交 易 输 入

xml
<?xml version="1.0" encoding="GBK" standalone="yes" ?>
<data>

<ykc009>病历号</ykc009>
<ykc010>住院号</ykc010>
<akc192>入院日期</akc192>
<akc193>入院诊断</akc1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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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kc011>入院科室</ykc011>
<ykc012>入院床位</ykc012>
<ykc147>入院原因</ykc147>
<aae011>经办人姓名</aae011>
<ykc014>入院经办时间</ykc014>
5.0增加

<yke660>入院途径</yke660>
<yke380>婚姻状况类别代码</yke380>
<aae004>联系人姓名</aae004>
<yke661>联系人关系</yke661>
<aae005>联系人电话</aae005>
<yke662>入院科室编码</yke662>
<yke413>床号</yke413>
<yke682>入院信息变更时间</yke682>

</data>

输出参数

交 易 流 水

号

不返回

交 易 效 验

码

不返回

交 易 输 出

xml
<?xml version="1.0" encoding="GBK" standalone="yes" ?>
<output></output>

交易标志 小于 0表示失败

参数详细说明:参见入院办理

 出院办理（25）（支持 HIS）

交易名称 出院办理 交易类型 查询类交易

处理描述

无变化

变更说明：

交易输入 xml串增加病人联系电话、诊疗过程描述节点

变更说明：

交易输入 xml串增加生育住院节点

对入院办理成功，并且费用总额大于 0的住院人员进行出院办理，完成出院信

息登记。

调用说明

入院办理成功并确认，且有明细发生时才能调用本交易完成出院办理。

当错误编号等于-1130043时，表示该就诊编号已在中心办理出院成功，HIS
需要调用出院办理回退交易，撤销出院办理后再次办理出院。

输入参数

交易编号 25

交 易 控 制

xml
<?xml version=“1.0” encoding=“GBK” standalone=“yes” ?>
<control>



成都市医保支付接口应用编程接口规范

第 77 页 共 225 页

<akc190>就诊编号</akc190>
<aac001>个人编号</aac001>
<aka130>支付类别</aka130>
<yab003>医保经办机构</yab003>
<edition>接口版本标志</edition> //需传入固定值 5.0

</control>

交 易 输 入

xml
<?xml version="1.0" encoding="GBK" ?>
<data>

<akc195>出院原因</akc195>
<akc194>出院日期</akc194>
<akc196>出院诊断</akc196> 中文描述

<ykc015>出院科室</ykc015>
<ykc016>出院床位</ykc016>
<aae011>经办人姓名</aae011>
<ykc018>出院经办时间</ykc018>
<aae013>备注</aae013>
<ykd018dataset>

<row><ykd018>疾病诊断代码</ykd018></row>
</ykd018dataset>
<aae005>病人联系电话</aae005>
<ykc324>诊疗过程描述</ykc324>
5.0增加

<yke527>中医第一疾病诊断编码</yke527>
<yke528>中医第二疾病诊断编码</yke528>
<yke529>中医第三疾病诊断编码</yke529>
<yke530>西医第一疾病诊断编码</yke530>
<yke531>西医第二疾病诊断编码</yke531>
<yke532>西医第三疾病诊断编码</yke532>

<yke659>医疗付款方式</yke659>
<yke663>出院科室编码</yke663>
<yke664>实际住院天数</yke664>
<yke665>离院方式</yke665>
<yke681>医院血透标志</yke681>

</data>

--省医保交易输入 xml(增加<yke122>诊断信息描述</yke122>)
<?xml version="1.0" encoding="GBK" ?>
<data>

<akc195>出院原因</akc195>
<akc194>出院日期</akc194>
<akc196>出院诊断</akc196> 中文描述

<ykc015>出院科室</ykc015>
<ykc016>出院床位</ykc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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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ae011>经办人姓名</aae011>
<ykc018>出院经办时间</ykc018>
<aae013>备注</aae013>
<ykd018dataset>

<row>
<ykd018>疾病诊断代码</ykd018>
<yke122>诊断信息描述</yke122> --可填

</row>
</ykd018dataset>
<aae005>病人联系电话</aae005>
<ykc324>诊疗过程描述</ykc324>

-- 生育住院添加节点

<ykd099>准生信息标识</ykd099>
<ykd101>准生证签发地</ykd101>
<ykd103>准生小孩情况</ykd103>
<ykd104>胞胎数</ykd104>
<ykd105>孕周信息</ykd105>
<ykd106>并发症标志</ykd106>
<ykd107>生育或实施计划生育手术时间</ykd107>

</data>

输出参数

交 易 流 水

号

不返回

交 易 效 验

码

不返回

交 易 输 出

xml
<?xml version="1.0" encoding="GBK" standalone="yes"?>
<output></output>

交易标志 小于 0表示失败

参数详细说明:

交易控制：

代码 名称 约束 类型 说明

akc190 就诊编码 NOT NULL VARCHAR(20) 入院办理返回

aka130 支付类别 NOT NULL VARCHAR(4) 代码

aac001 个人编码 NOT NULL VARCHAR(20)

yab003 医保经办机构编号 NOT NULL VARCHAR(4)

交易输入：

代码 名称 约束 类型 说明

akc195 出院原因 NOT NULL VARCHAR(6)

akc194 出院日期 NOT NULL DATETIME

akc196 出院诊断 NOT NULL VARCHAR(200)

ykc015 出院科室 NULL VARCHAR(20)

ykc016 出院床位 NULL VARCHAR(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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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ae011 经办人姓名 NOT NULL VARCHAR(20)

ykc018 出院经办时间 NOT NULL YKC018

aae013 备注 NULL VARCHAR(200)

ykd018 疾病诊断代码 NOT NULL VARCHAR(20) 参见疾病诊断代码信息

yke527 中医第一疾病诊断编码 NULL VARCHAR(20) 中医第一诊断和西医第一

诊 断 不 能 同 时 为 空 ，

ICD-10 国际疾病分类标

准编码 国际疾病分类标准

编码

yke528 中医第二疾病诊断编码 NULL VARCHAR(20) ICD-10 国际疾病分类标

准编码 国际疾病分类标准

编码

yke529 中医第三疾病诊断编码 NULL VARCHAR(20) ICD-10 国际疾病分类标

准编码 国际疾病分类标准

编码

yke530 西医第一疾病诊断编码 NULL VARCHAR(20) 中医第一诊断和西医第一

诊 断 不 能 同 时 为 空 ，

ICD-10 国际疾病分类标

准编码 国际疾病分类标准

编码

yke531 西医第二疾病诊断编码 NULL VARCHAR(20) ICD-10 国际疾病分类标

准编码 国际疾病分类标准

编码

yke532 西医第三疾病诊断编码 NULL VARCHAR(20) ICD-10 国际疾病分类标

准编码 国际疾病分类标准

编码

yke659 医疗付款方式 NULL VARCHAR(6) 码表

yke663 出院科室编码 NULL VARCHAR(20) 医院自编码，对应科室信息

上传中的编码

yke664 实际住院天数 NULL NUMBER(6)

yke665 离院方式 NULL VARCHAR(6) 码表

yke681 医院血透标志 NULL VARCHAR(6) 是否码表

aae005 病人联系电话 NULL VARCHAR(20)

ykc324 诊疗过程描述 NULL VARCHAR(4000
)

yke122 诊断信息描述 Null VARCHAR(200)

交易输出：

代码 名称 约束 类型 说明

ykd099 准生信息标识 NOT NULL VARCHAR(6) 0 无 1 有

ykd101 准生证签发地 Null VARCHAR(6) 1省外 2 省内

9*9 准生小孩情况 Null VARCHAR(6) 1一胎 2 二胎 9 其他

ykd104 胞胎数 NOT NULL NUMBER(6)

ykd105 孕周信息 NOT NULL NUMBER (2)



成都市医保支付接口应用编程接口规范

第 80 页 共 225 页

ykd106 并发症标志 NOT NULL VARCHAR(6) 0 无 1 有

ykd107 生育或实施计划生育手

术时间

NOT NULL DATETIME

 出院办理回退（26）（支持 HIS）

交易名称 出院办理回退 交易类型 查询类交易

处理描述 对于已经出院，但没有办理住院结算的医保病员完成恢复入院操作。

调用说明

无变化

HIS系统组织相关参数调用本交易，等待返回结果信息；如果返回成功则恢复

HIS系统中病员入院，如果返回失败则需要再次办理。

对于在院人员返回回退成功信息。

输入参数

交易编号 26

交 易 控 制

xml
<?xml version=“1.0” encoding=“GBK” standalone=“yes” ?>
<control>

<akc190>就诊编号</akc190>
<aac001>个人编号</aac001>
<aka130>支付类别</aka130>
<yab003>医保经办机构</yab003>

</control>

交 易 输 入

xml
<?xml version=“1.0” encoding=“GBK” standalone=“yes” ?>
<data>

<aae011>经办人姓名</aae011>
</data>

输出参数

交 易 流 水

号

不返回

交 易 效 验

码

不返回

交 易 输 出

xml
<?xml version="1.0" encoding="GBK" standalone="yes" ?>
<output></output>

交易标志 小于 0表示失败

参数详细说明:

交易控制：

代码 名称 约束 类型 说明

akc190 就诊编码 NOT NULL VARCHAR(20) 入院办理返回

aka130 支付类别 NOT NULL VARCHAR(4) 代码

aac001 个人编码 NOT NULL VARCHAR(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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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ab003 医保经办机构编号 NOT NULL VARCHAR(4)

交易输入：

代码 名称 约束 类型 说明

aae011 经办人姓名 NOT NULL VARCHAR(20)

交易输出：

代码 名称 约束 类型 说明

无

 按就诊编号入出院信息查询（28a）（支持 HIS）

交易名称 入出院信息查询 交易类型 查询类交易

处理描述
无变化

查询某次住院的入出院相关信息。

调用说明

输入参数

交易编号 28a

交 易 控 制

xml
<?xml version=“1.0” encoding=“GBK” standalone=“yes” ?>
<control>

<akc190>就诊编号</akc190>
<aac001>个人编号</aac001>
<yab003>医保经办机构</yab003>
<aka130>支付类别</aka130>

</control>

交 易 输 入

xml

输出参数

交 易 流 水

号

不返回

交 易 效 验

码

不返回

交 易 输 出

xml
<?xml version="1.0" encoding="GBK" standalone="yes" ?>
<output>

<akc190>就诊编号</akc190>
<aac001>个人编号</aac001>
<aka130>支付类别</aka130>
<ykc023>住院状态</ykc023>
<ykc009>病历号</ykc009>
<ykc010>住院号</ykc010>
<akc192>入院日期</akc192>
<akc193>入院诊断</akc193>
<ykc011>入院科室</ykc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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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kc012>入院床位</ykc012>
<ykc147>入院原因</ykc147>
<ykc013>入院经办人姓名</ykc013>
<ykc014>入院经办时间</ykc014>
<yka026>病种编码</yka026>特殊疾病

<akc195>出院原因</akc195>
<akc194>出院日期</akc194>
<akc196>出院诊断</akc196>
<ykc015>出院科室</ykc015>
<ykc016>出院床位</ykc016>
<ykc017>出院经办人姓名</ykc017>
<ykc018>出院经办时间</ykc018>
<aae013>备注</aae013>
5.0增加

<yke660>入院途径</yke660>
<yke380>婚姻状况类别代码</yke380>
<aae004>联系人姓名</aae004>
<yke661>联系人关系</yke661>
<aae005>联系人电话</aae005>
<yke662>科室编码</yke662>
<yke527>中医第一疾病诊断编码</yke527>
<yke528>中医第二疾病诊断编码</yke528>
<yke529>中医第三疾病诊断编码</yke529>
<yke530>西医第一疾病诊断编码</yke530>
<yke531>西医第二疾病诊断编码</yke531>
<yke532>西医第三疾病诊断编码</yke532>
<yke659>医疗付款方式</yke659>
<yke663>出院科室编码</yke663>
<yke664>实际住院天数</yke664>
<yke665>离院方式</yke665>

<ykd018dataset>
<row><ykd018>疾病诊断代码</ykd018></row>

</ykd018dataset>
-- 生育住院添加节点

<ykd099>准生信息标识</ykd099>
<ykd101>准生证签发地</ykd101>
<ykd103>准生小孩情况</ykd103>
<ykd104>胞胎数</ykd104>
<ykd105>孕周信息</ykd105>
<ykd106>并发症标志</ykd106>
<ykd107>生育或实施计划生育手术时间</ykd107>

</outpu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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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易标志 小于 0表示失败

参数详细说明:

参见入出院办理相关参数

 按入院经办时间入出院信息查询（28b）（支持 HIS）

交易名称 入出院信息查询 交易类型 查询类交易

处理描述
无变化

查询按照入院经办时间查询入出院相关信息。

调用说明 新增加的

输入参数

交易编号 28b

交 易 控 制

xml
<?xml version=“1.0” encoding=“GBK” standalone=“yes” ?>
<control>

<yab003>医保经办机构</yab003>
<ykc014_b>开始时间</ykc014_b>
<ykc014_e>截止时间</ykc014_e>

</control>

交 易 输 入

xml
<?xml version="1.0" encoding="GBK" standalone="yes" ?>
<data>

<dir>文件路径</dir>
</data>

输出参数

交 易 流 水

号

不返回

交 易 效 验

码

不返回

交 易 输 出

xml
<?xml version="1.0" encoding="GBK" standalone="yes" ?>
<output>

<filename></filename>
</output>

文件内容 <?xml version="1.0" encoding="GBK" standalone="yes" ?>
<data>

<row>

<akc190>就诊编号</akc190>
<aac001>个人编号</aac001>
<aka130>支付类别</aka130>
<aac003>姓名</aac003>
<aac004>性别</aac004>
<ykc023>住院状态</ykc023>
<ykc009>病历号</ykc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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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kc010>住院号</ykc010>
<akc192>入院日期</akc192>
<akc193>入院诊断</akc193>
<ykc011>入院科室</ykc011>
<ykc012>入院床位</ykc012>
<ykc147>入院原因</ykc147>
<ykc013>入院经办人姓名</ykc013>
<ykc014>入院经办时间</ykc014>
<yka026>病种编码</yka026>特殊疾病

<akc195>出院原因</akc195>
<akc194>出院日期</akc194>
<akc196>出院诊断</akc196>
<ykc015>出院科室</ykc015>
<ykc016>出院床位</ykc016>
<ykc017>出院经办人姓名</ykc017>
<ykc018>出院经办时间</ykc018>
<aae013>备注</aae013>
5.0增加

<yke660>入院途径</yke660>
<yke380>婚姻状况类别代码</yke380>
<aae004>联系人姓名</aae004>
<yke661>联系人关系</yke661>
<aae005>联系人电话</aae005>
<yke662>科室编码</yke662>
<yke527>中医第一疾病诊断编码</yke527>
<yke528>中医第二疾病诊断编码</yke528>
<yke529>中医第三疾病诊断编码</yke529>
<yke530>西医第一疾病诊断编码</yke530>
<yke531>西医第二疾病诊断编码</yke531>
<yke532>西医第三疾病诊断编码</yke532>
<yke659>医疗付款方式</yke659>
<yke663>出院科室编码</yke663>
<yke664>实际住院天数</yke664>
<yke665>离院方式</yke665>

</row>
</data>

交易标志 小于 0表示失败

参数详细说明:

参见入出院办理相关参数

 精神合并躯体疾病治疗申请（29a）（支持 HIS）

交易名称 精神合并躯体疾病治疗申请 交易类型 查询类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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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理描述

无变化

出院第一诊断是属于 0-3 级精神类疾病住院，若精神病患者合并躯体疾病治

疗，则必须由定点医疗机构提出申请信息，经社保机构审批同意并反馈信息后，医

院与医保经办机构结算按全部住院医疗费用即按项目付费结算，否则按床日结算。

调用说明

HIS提供相关功能由操作员录入并保存申请信息，保存成功后完成交易相关参

数组织并调用本交易，完成申请信息中心记录；返回成功则为中心记录成功，否则

调用该重新申请。

输入参数

交易编号 29a

交 易 控 制

xml
<?xml version=“1.0” encoding=“GBK” standalone=“yes” ?>
<control>

<akc190>就诊编号</akc190>
<aac001>个人编号</aac001>
<aka130>支付类别</aka130>
<yab003>医保经办机构</yab003>

</control>

交 易 输 入

xml
<?xml version="1.0" encoding="GBK" standalone="yes" ?>
<data>

<ykc140>精神病合并躯体疾病申请原因</ykc140>
<yae169>申请人</yae169>
<aae005>联系电话</aae005>
<ykc181>合并类型</ykc181>

</data>

输出参数

交 易 流 水

号

不返回

交 易 效 验

码

不返回

交 易 输 出

xml
<?xml version="1.0" encoding="GBK" standalone="yes"?>
<output></output>

交易标志 小于 0表示失败

参数详细说明:

交易控制：

代码 名称 约束 类型 说明

akc190 就诊编码 NOT NULL VARCHAR(20) 入院办理返回

aka130 支付类别 NOT NULL VARCHAR(4) 代码

aac001 个人编码 NOT NULL VARCHAR(20)

yab003 医保经办机构编号 NOT NULL VARCHAR(4)

交易输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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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码 名称 约束 类型 说明

ykc140 精神病合并躯体疾病申

请原因

NOT NULL VARCHAR(1000
)

申请原因描述

yae169 申请人 NOT NULL VARCHAR(20)

aae005 联系电话 NOT NULL VARCHAR(20)

ykc181 合并类型 NOT NULL VARCHAR(4) 代码

交易输出：

代码 名称 约束 类型 说明

 精神合并躯体疾病治疗查询（29b）（支持 HIS）

交易名称 精神合并躯体疾病治疗查询 交易类型 查询类交易

输入参数

交易编号 29b

交 易 控 制

xml
<?xml version=“1.0” encoding=“GBK” standalone=“yes” ?>
<control>

<akc190>就诊编号</akc190>
<aac001>个人编号</aac001>
<aka130>支付类别</aka130>
<yab003>医保经办机构</yab003>

</control>

交 易 输 入

xml
<?xml version="1.0" encoding="GBK" standalone="yes"?>
<data></data>

输出参数

交 易 流 水

号

交 易 效 验

码

交 易 输 出

xml
<?xml version="1.0" encoding="GBK" standalone="yes" ?>
<output>

<akc190>就诊编号</akc190>
<yke088>申请流水号</yke088>
<yke090>审批是否通过</yke090>
<yke073>审批人意见</yke073>
<aae034>审批时间</aae034>

</output>

交易标志 小于 0表示失败

参数详细说明:

交易控制：

代码 名称 约束 类型 说明

akc190 就诊编码 NOT NULL VARCHAR(20) 入院办理返回

aka130 支付类别 NOT NULL VARCHAR(4) 代码

aac001 个人编码 NOT NULL VARCHAR(20)

yab003 医保经办机构编号 NOT NULL VARCHAR(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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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易输入：

代码 名称 约束 类型 说明

yke088 申请流水号 NOT NULL VARCHAR(20)

yke090 审批是否通过 NOT NULL VARCHAR(6) 9：未处理

0:不通过

1:通过审批

yke073 审批人意见 NULL VARCHAR(1000
)

中心审批意见描述

aae034 审批时间 NULL DATETIME

交易输出：

代码 名称 约束 类型 说明

 查询住院和门诊统筹支付限额和不支付原因（30）（支持 HIS）

交易名称
查询住院统筹支付

限额和不支付原因
交易类型 查询类交易

处理描述
4.0版变更说明：

本交易支持门诊统筹查询

调用说明

输入参数

交易编号 30

交 易 控 制

xml
<?xml version=“1.0” encoding=“GBK” standalone=“yes” ?>
<control>

<akc190>就诊编号</akc190>
<aac001>个人编号</aac001>
<yab003>医保经办机构</yab003>
<aka130>支付类别</aka130>

</control>

交 易 输 入

xml
<?xml version="1.0" encoding="GBK" standalone="yes" ?>
<data>
</data>

输出参数

交 易 流 水

号

无

交 易 效 验

码

无

交 易 输 出

xml
<?xml version="1.0" encoding="GBK" standalone="yes" ?>
<output>

<yka115>本次住院起付线</yka115>
<yka119>本次统筹支付限额</yka119>
<fsyy>不能支付统筹原因</fsyy>
<ykc125>报销比例</ykc125>

</output>

交易标志 小于 0表示失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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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易信息

查询不确定交易的输出 xml

 住院医嘱上传（31）（支持 HIS）

交易名称 住院医嘱上传 交易类型 查询类交易

处理描述
无变化

住院病员需要上传病人住院医嘱信息，进行中心记录。

调用说明

HIS提供相关功能由操作员录入并保存医嘱信息，保存成功后完成交易相关参

数组织并调用本交易，完成医嘱信息中心记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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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

交 易 控 制

xml
<?xml version=“1.0” encoding=“GBK” standalone=“yes” ?>
<control>

<akc190>就诊编号</akc190>
<aac001>个人编号</aac001>
<aka130>支付类别</aka130>
<yab003>医保经办机构</yab003>

</control>

交 易 输 入

xml
<?xml version="1.0" encoding="GBK" standalone="yes" ?>
<data>

<dataset>
<row>

<yke112>医嘱记录序号</yke112>
<yke113>医嘱内容</yke113>
<yka286>医嘱日期</yka286>
<yka287>医生姓名</yka287>
5.0增加

<ykf008>医职人员编码</ykf008>
<aaz307>医嘱科室编码</aaz307>
<akf002>医嘱科室名称</akf002>
<ake005>医院对码编码</ake005>
<yke365>医嘱类别</yke365>
<yke658>医嘱分类</yke658>
<yke361>医嘱开始嘱日期时间</yke361>
<yke351>剂量单位</yke351>
<yke352>剂量</yke352>
<yke355>用药途径</yke355>
<yke654>每次数量</yke654>
<yke655>每次数量单位</yke6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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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ke656>发药量</yke656>
<yke657>发药量单位</yke657>
<yke350>频次</yke350>

</row>
<row>

…
</row>

</dataset>
</data>

输出参数

交 易 流 水

号

不返回

交 易 效 验

码

不返回

交 易 输 出

xml
<?xml version="1.0" encoding="GBK" standalone="yes"?>
<output></output>

交易标志 小于 0表示失败

参数详细说明:

交易控制：

代码 名称 约束 类型 说明

akc190 就诊编码 NOT NULL VARCHAR(20) 入院办理返回

aka130 支付类别 NOT NULL VARCHAR(4) 代码

aac001 个人编码 NOT NULL VARCHAR(20)

yab003 医保经办机构编号 NOT NULL VARCHAR(4)

交易输入：

代码 名称 约束 类型 说明

yke112 医嘱记录序号 NOT NULL VARCHAR(15) 唯一标识一条医嘱记录

yke113 医嘱内容 NOT NULL VARCHAR2(4000
)

yka286 医嘱日期 NOT NULL DATETIME 医生下医嘱时间

yka287 医生姓名 NOT NULL VARCHAR(20) 代码

ykf008 医职人员编码 NOT NULL VARCHAR(20) 医院自编码，对应医生信

息上传中的编码

aaz307 医嘱科室编码 NOT NULL VARCHAR(20) 医院自编码，对应科室信

息上传中的编码

akf002 医嘱科室名称 NOT NULL VARCHAR(50) 医院自编名称，对应科室

信息上传中的名称

<
ake005

医院对码编码 NULL VARCHAR(20) 医院自编码，对应三目信息

上传中的编码

yke361 医嘱开嘱日期时间 NOT NULL DATETIME 医嘱的开始时间

yke365 医嘱类别 NULL VARCHAR(6) 码表

yke658 医嘱分类 NULL VARCHAR(6) 码表

yke351 剂量单位 NULL VARCHAR(6) 采用英文缩写格式： 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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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 mg（毫克）， pg
（微克）， ml（毫升），

p（单位）

yke352 剂量 NULL NUMBER(10)

yke355 用药途径 NULL VARCHAR(6) 编码

yke654 每次数量 NULL NUMBER(10)

yke655 每次数量单位 NULL VARCHAR(20)

yke656 发药量 NULL NUMBER(10)

yke657 发药量单位 NULL VARCHAR(20)

yke350 频次 NULL VARCHAR(30) 采用英文缩写格式：qd（每

日 1次）， bid（每日 2
次），tid（每日 3次），

qid（每日 4次）， qn（每

晚睡前 1次），qod（隔日

1 次）， prn（必要时 1
次）， q 2h（每 2小时 1
次），q6h（每 6 小时 1
次）

交易输出：

代码 名称 约束 类型 说明

 住院医嘱执行上传（31A）（支持 HIS）

交易名称 住院医嘱上传 交易类型 查询类交易

处理描述 住院病员需要上传病人住院医嘱执行信息，进行中心记录。

调用说明

输入参数

交易编号 31A

交 易 控 制

xml
<?xml version=“1.0” encoding=“GBK” standalone=“yes” ?>
<control>

<akc190>就诊编号</akc190>
<aac001>个人编号</aac001>
<aka130>支付类别</aka130>
<yab003>医保经办机构</yab003>

</control>

交 易 输 入

xml
<?xml version="1.0" encoding="GBK" standalone="yes" ?>
<data>

<dataset>
<row>
<yke112>医嘱记录序号</yke112>
<yke683>医嘱执行流水号</yke683>
<yke363>医嘱执行日期时间</yke3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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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ke413>床号</yke413>
<yke674>医嘱执行者</yke674>
</row>

</dataset>
</data>

输出参数

交 易 流 水

号

不返回

交 易 效 验

码

不返回

交 易 输 出

xml
<?xml version="1.0" encoding="GBK" standalone="yes"?>
<output></output>

交易标志 小于 0表示失败

参数详细说明:

交易控制：

代码 名称 约束 类型 说明

akc190 就诊编码 NOT NULL VARCHAR(20) 入院办理返回

aka130 支付类别 NOT NULL VARCHAR(4) 代码

aac001 个人编码 NOT NULL VARCHAR(20)

yab003 医保经办机构编号 NOT NULL VARCHAR(4)

交易输入：

代码 名称 约束 类型 说明

yke112 医嘱记录序号 NOT NULL VARCHAR(15) 唯一标识一条医嘱记录

yke683 医嘱执行流水号 NOT NULL VARCHAR(20) 唯一标识一条医嘱执行记

录

yke363 医嘱执行日期时间 NULL DATETIME

yke413 床号 NULL VARCHAR(20)

yke674 医嘱执行者 NULL VARCHAR(60)

交易输出：

代码 名称 约束 类型 说明

 住院医嘱执行删除（31B）（支持 HIS）

交易名称 住院医嘱执行删除 交易类型 查询类交易

处理描述 对中心记录的住院病员住院医嘱执行信息进行删除。

调用说明

输入参数

交易编号 31

交 易 控 制

xml
<?xml version=“1.0” encoding=“GBK” standalone=“yes” ?>
<control>

<akc190>就诊编号</akc190>
<aac001>个人编号</aac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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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ka130>支付类别</aka130>
<yab003>医保经办机构</yab003>

</control>

交 易 输 入

xml
<?xml version="1.0" encoding="GBK" standalone="yes" ?>
<data>

<dataset>
<row>
<yke112>医嘱记录序号</yke112>
<yke683>医嘱执行流水号</yke683>
</row>

</dataset>
</data>

输出参数

交 易 流 水

号

不返回

交 易 效 验

码

不返回

交 易 输 出

xml
<?xml version="1.0" encoding="GBK" standalone="yes"?>
<output></output>

交易标志 小于 0表示失败

参数详细说明:

交易控制：

代码 名称 约束 类型 说明

akc190 就诊编码 NOT NULL VARCHAR(20) 入院办理返回

aka130 支付类别 NOT NULL VARCHAR(4) 代码

aac001 个人编码 NOT NULL VARCHAR(20)

yab003 医保经办机构编号 NOT NULL VARCHAR(4)

交易输入：

代码 名称 约束 类型 说明

yke112 医嘱记录序号 NOT NULL VARCHAR(15) 唯一标识一条医嘱记录

yke683 医嘱执行流水号 NOT NULL VARCHAR(20) 唯一标识一条医嘱执行记

录

交易输出：

代码 名称 约束 类型 说明

 住院医嘱执行查询（31C）（支持 HIS）

交易名称 住院医嘱执行查询 交易类型 查询类交易

处理描述

调用说明

输入参数

交易编号 31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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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 易 控 制

xml
<?xml version=“1.0” encoding=“GBK” standalone=“yes” ?>
<control>

<akc190>就诊编号</akc190>
<aac001>个人编号</aac001>
<aka130>支付类别</aka130>
<yab003>医保经办机构</yab003>

</control>

交 易 输 入

xml
<?xml version="1.0" encoding="GBK" standalone="yes" ?>
<data>

<dataset>
<row>
<yke112>医嘱记录序号</yke112>
</row>

</dataset>
</data>

输出参数

交 易 流 水

号

不返回

交 易 效 验

码

不返回

交 易 输 出

xml
<?xml version="1.0" encoding="GBK" standalone="yes"?>
<output>

<row>

<yke112>医嘱记录序号</yke112>
<yke683>医嘱执行流水号</yke683>
<yke363>医嘱执行日期时间</yke363>
<yke413>床号</yke413>
<yke674>医嘱执行者</yke674>

</row>
</output>

交易标志 小于 0表示失败

参数详细说明:

交易控制：

代码 名称 约束 类型 说明

akc190 就诊编码 NOT NULL VARCHAR(20) 入院办理返回

aka130 支付类别 NOT NULL VARCHAR(4) 代码

aac001 个人编码 NOT NULL VARCHAR(20)

yab003 医保经办机构编号 NOT NULL VARCHAR(4)

交易输入：

代码 名称 约束 类型 说明

yke112 医嘱记录序号 NOT NULL VARCHAR(15) 唯一标识一条医嘱记录，

允许为空，为空的情况下

查询 akc190 下的所有医

嘱执行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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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易输出：参考 31A交易的输入

代码 名称 约束 类型 说明

 住院医嘱停用（31D）（支持 HIS）

交易名称 住院医嘱停用 交易类型 查询类交易

处理描述 住院病员需要上传病人住院医嘱信息，进行中心记录。

调用说明 长期医嘱在停用后，上传停用信息

输入参数

交易编号 31D

交 易 控 制

xml
<?xml version=“1.0” encoding=“GBK” standalone=“yes” ?>
<control>

<akc190>就诊编号</akc190>
<aac001>个人编号</aac001>
<aka130>支付类别</aka130>
<yab003>医保经办机构</yab003>

</control>

交 易 输 入

xml
<?xml version="1.0" encoding="GBK" standalone="yes" ?>
<data>

<dataset>
<row>

<yke112>医嘱记录序号</yke112>
<yke362>长期医嘱停嘱日期时间</yke362>
<yke684>长期医嘱停医嘱人<yke684>

</row>
<row>

…
</row>

</dataset>
</data>

输出参数

交 易 流 水

号

不返回

交 易 效 验

码

不返回

交 易 输 出

xml
<?xml version="1.0" encoding="GBK" standalone="yes"?>
<output></output>

交易标志 小于 0表示失败

参数详细说明:

交易控制：

代码 名称 约束 类型 说明

akc190 就诊编码 NOT NULL VARCHAR(20) 入院办理返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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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ka130 支付类别 NOT NULL VARCHAR(4) 代码

aac001 个人编码 NOT NULL VARCHAR(20)

yab003 医保经办机构编号 NOT NULL VARCHAR(4)

交易输入：

代码 名称 约束 类型 说明

yke112 医嘱记录序号 NOT NULL VARCHAR(15) 唯一标识一条医嘱记录

Yke362 长期医嘱停医嘱日期时

间

NOT NULL VARCHAR(60)

yke684 长期医嘱停医嘱人 NOT NULL VARCHAR(60)

交易输出：

代码 名称 约束 类型 说明

 住院医嘱作废（32）（支持 HIS）

交易名称 医嘱作废 交易类型 查询类交易

处理描述

无变化

对于中心记录成功的医嘱信息进行作废处理，出院结算前才能进行修改作废，

结算完成后不能调用该交易。

调用说明
HIS作废医嘱保存成功后，完成交易相关参数组织并调用本交易，进行医嘱信

息作废；返回成功则为中心作废成功，否则调用该交易重新作废。

输入参数

交易编号 32

交 易 控 制

xml
<?xml version=“1.0” encoding=“GBK” standalone=“yes” ?>
<control>

<akc190>就诊编号</akc190>
<aac001>个人编号</aac001>
<aka130>支付类别</aka130>
<yab003>医保经办机构</yab003>

</control>

交 易 输 入

xml
<?xml version="1.0" encoding="GBK" standalone="yes" ?>
<data>

<row>

<yke112>医嘱记录序号</yke112>
<yke224>医嘱作废时间</yke224>
<yke184>作废原因</yke184>
<ykc213>医嘱作废人姓名</ykc213>

</row>
<row>

…
</row>

</dat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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输出参数

交 易 流 水

号

不返回

交 易 效 验

码

不返回

交 易 输 出

xml
<?xml version="1.0" encoding="GBK" standalone="yes"?>
<output></output>

交易标志 小于 0表示失败

参数详细说明:

交易控制：

代码 名称 约束 类型 说明

akc190 就诊编码 NOT NULL VARCHAR(20) 入院办理返回

aka130 支付类别 NOT NULL VARCHAR(4) 代码

aac001 个人编码 NOT NULL VARCHAR(20)

yab003 医保经办机构编号 NOT NULL VARCHAR(4)

交易输入：

代码 名称 约束 类型 说明

aae011 经办人姓名 NOT NULL VARCHAR(20)

yke112 医嘱记录序号 NOT NULL VARCHAR(15)

yke184 作废原因 NOT NULL VARCHAR(1000)

交易输出：

代码 名称 约束 类型 说明

 住院医嘱查询（34）（支持 HIS）

交易名称 医嘱查询 交易类型 查询类交易

输入参数

交易编号 34

交 易 控 制

xml
<?xml version=“1.0” encoding=“GBK” standalone=“yes” ?>
<control>

<akc190>就诊编号</akc190>
<aac001>个人编号</aac001>
<aka130>支付类别</aka130>
<yab003>医保经办机构</yab003>

</control>

交 易 输 入

xml
<?xml version=“1.0” encoding=“GBK” standalone=“yes” ?>
<data>
</data>

输出参数

交 易 流 水

号

不返回

交 易 效 验

码

不返回

交 易 输 出 <?xml version=“1.0” encoding=“GBK” standalone=“yes”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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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ml <output>
<dataset>

<row>
<yke112>医嘱记录序号</yke112>
<yke113>医嘱内容</yke113>
<yka286>医嘱日期</yka286>
<yka287>医生姓名</yka287>
5.0增加

<ykf008>医职人员编码</ykf008>
<aaz307>医嘱科室编码</aaz307>
<akf002>医嘱科室名称</akf002>
<ake005>医院对码编码</ake005>
<yke361>医嘱开嘱日期时间</yke361>
<yke365>医嘱类别</yke365>
<yke658>医嘱分类</yke658>
<yke351>剂量单位</yke351>
<yke352>剂量</yke352>
<yke355>用药途径</yke355>
<yke654>每次数量</yke654>
<yke655>每次数量单位</yke655>
<yke656>发药量</yke656>
<yke657>发药量单位</yke657>
<yke350>频次</yke350>
<yke362>长期医嘱停嘱日期时间</yke362>
<yke684>长期医嘱停医嘱人<yke684>

</row>
<row>

…
</row>

</dataset>
</output>

交易标志 小于 0表示失败

参数详细说明:

交易控制：

代码 名称 约束 类型 说明

akc190 就诊编码 NOT NULL VARCHAR(20) 入院办理返回

aka130 支付类别 NOT NULL VARCHAR(4) 代码

aac001 个人编码 NOT NULL VARCHAR(20)

yab003 医保经办机构编号 NOT NULL VARCHAR(4)

交易输入：

代码 名称 约束 类型 说明

yke112 医嘱记录序号 NOT NULL VARCHAR(15) 唯一标识一条医嘱记录

yke113 医嘱内容 NOT NULL VARCHAR2(400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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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ka286 医嘱日期 NOT NULL DATETIME

yka287 医生姓名 NOT NULL VARCHAR(20) 代码

ykf008 医职人员编码 NOT NULL VARCHAR(20) 医院自编码，对应医生信

息上传中的编码

aaz307 医嘱科室编码 NOT NULL VARCHAR(20) 医院自编码，对应科室信

息上传中的编码

akf002 医嘱科室名称 NOT NULL VARCHAR(50) 医院自编名称，对应科室

信息上传中的名称

aaz231 医院对码编码 NOT NULL VARCHAR(20) 医院自编码，对应三目信

息上传中的编码

yke361 医嘱开嘱日期时间 NOT NULL DATETIME

yke365 医嘱类别 NULL VARCHAR(6) 码表

yke658 医嘱分类 NULL VARCHAR(6) 码表

yke351 剂量单位 NULL VARCHAR(6) 采用英文缩写格式： g
（克）， mg（毫克）， pg
（微克）， ml（毫升），

p（单位）

yke352 剂量 NULL NUMBER(10)

yke355 用药途径 NULL VARCHAR(6) 编码

yke654 每次数量 NULL NUMBER(10)

yke655 每次数量单位 NULL VARCHAR(20)

yke656 发药量 NULL NUMBER(10)

yke657 发药量单位 NULL VARCHAR(20)

yke350 频次 NULL VARCHAR(30) 采用英文缩写格式：qd（每

日 1次）， bid（每日 2
次），tid（每日 3次），

qid（每日 4次）， qn（每

晚睡前 1次），qod（隔日

1 次）， prn（必要时 1
次）， q 2h（每 2小时 1
次），q6h（每 6 小时 1
次）

yke446 使用天数 NULL NUMBER(10)

yke363 医嘱执行日期时间 NULL DATETIME

yke413 床号 NULL VARCHAR(20)

yke674 医嘱执行者 NULL VARCHAR(60)

交易输出：

代码 名称 约束 类型 说明

 住院费用明细写入（41）（支持 HIS）

交易名称 住院费用明细写入 交易类型 查询类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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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理描述

支持各种住院类、城职门诊特殊病、城居门诊特殊病、工伤门诊的明细上传写

入

对入院办理成功并确认后才能调用费用明细写入，出院后住院结算前可以进行

明细写入。

调用说明

参保人员入院办理成功并确认后，操作员录入明细，HIS进行保存，保存成功

后调用本交易完成明细写入和分割。明细写入失败可以再次调用写入，由于中心支

持在线审核，因此不允许 HIS进行批量数据作废，对于明细退费条数纳入中心审

核。

数量可以传入负数。

输入参数

交易编号 41

交 易 控 制

xml
<?xml version=“1.0” encoding=“GBK” standalone=“yes” ?>
<control>

<akc190>就诊编号</akc190>
<aac001>个人编号</aac001>
<aka130>支付类别</aka130>
<yab003>医保经办机构</yab003>
<nums>本次写入明细条数</nums>
<yka055>本次写入明细费用总额</yka055>

</control>

交 易 输 入

xml
<?xml version="1.0" encoding="GBK" standalone="yes" ?>
<data>

<row yka105="记账流水号"
yka094="医保项目编码"
yka095="医院项目名称(诊疗项目)"
akc226="数量"
akc225="单价"
yka055="费用总额"
yke186="医院审核标志"
yka097="开单科室编码 1"
yka098="开单科室名称 1"
yka099="开单医生 1"
yka100="受单科室编码 1"
yka101="受单科室名称 1"
yka102="受单医生 1"
aae011="经办人姓名 1"
aae036="明细录入时间"
yke123="明细发生时间"
ykd040="手术编号 1"
yke112="医嘱记录序号 1"
aae013="备注 1"
yke201="中药使用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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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ke134="处方号"
yka026="病种编码" (注释：新门特新增，新门特必传)

5.0接口增加

yke676="外检标志"
yke677="外检医院编码"
ykf008="医职人员编码"
yke680="出院带药标志"
ykf013="设备编码"
ake005="医院对码流水号"
yka059="药品本位吗/诊疗项目编码 "
yke683="医嘱执行流水号"
/>

</data>

输出参数

交 易 流 水

号

不返回

交 易 效 验

码

不返回

交 易 输 出

xml
<?xml version="1.0" encoding="GBK" standalone="yes" ?>
<output>

<dataset>
<row>

<yka105>记账流水号</yka105>
<yka299>项目限价</yka299>
<yka096>自付比例</yka096>
<yka056>全自费</yka056>
<yka057>挂钩自付</yka057>
<yka111>符合范围</yka111>
<yke011>限制使用</yke011>

</row>
</dataset>

</output>

交易标志 小于 0表示失败

参数详细说明:

交易控制：

代码 名称 约束 类型 说明

akc190 就诊编码 NOT NULL VARCHAR(20) 入院办理返回

aka130 支付类别 NOT NULL VARCHAR(4) 代码

aac001 个人编码 NOT NULL VARCHAR(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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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ab003 医保经办机构编号 NOT NULL VARCHAR(4)

交易输入：

代码 名称 约束 类型 说明

yka105 记账流水号 NOT NULL VARCHAR(20) 唯一标识一条明细

yka094 医保项目编码 NOT NULL VARCHAR(20) 见医保目录信息

yka095 医院项目名称 NOT NULL VARCHAR(100
)

akc226 数量 NOT NULL INTEGER
NUMBER(14,4
)

本条明细数量

akc225 单价 NOT NULL NUMBER(14,4
)

单价保留四位小数

yka055 费用总额 NOT NULL NUMBER(14,4
)

单条明细费用总额保留 4
位小数，结算时汇总费用总

额保留 2位小数

yke186 医院审核标志 NULL VARCHAR(4) 需要医院审核后才能报销

的项目，审核标志由医院控

制

yka097 开单科室编码 NULL VARCHAR(20)

yka098 开单科室名称 NULL VARCHAR(50)

yka099 开单医生 NULL VARCHAR(20)

yka100 受单科室编码 NULL VARCHAR(20)

yka101 受单科室名称 NULL VARCHAR(50)

yka102 受单医生 NULL VARCHAR(20)

aae011 经办人姓名 NOT NULL VARCHAR(20)

aae036 明细录入时间 NOT NULL DATETIME 医院收费员录入明细时间

yke123 明细发生时间 NOT NULL DATETIME 明细实际发生时间

ykd040 手术编号 NULL VARCHAR(20) 用于唯一标识住院期间一

次手术中使用的所有项目

yke112 医嘱记录序号 NULL VARCHAR(15) 明细隶属住院医嘱

aae013 备注 NULL VARCHAR(60)

yke201 中药使用方式 NULL VARCHAR(4) 单方、复方参看代码表

yke134 处方号 NULL VARCHAR(15) 处方信息

yke553 药品进价 NULL NUMBER(14,4
)

药品进货价格

yke676 外检标志 NULL VARCHAR(6)

yke677 外检医院编码 NULL VARCHAR(20) 对应外检项目所在医院的

医院编码 akb020字段

ykf008 医职人员编码 NULL VARCHAR(20) 医院自编码，对应医职人员

信息上传字段

yke680 出院带药标志 NULL VARCHAR(6)

ykf013 设备编码 NULL VARCHAR(20) 医院自编码，对应设备信息

中字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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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ke683 医嘱执行流水号 NULL VARCHAR(20) 与yke112医嘱记录序号属

于一对多的关系，即一条医

嘱记录序号对应多条医嘱

执行流水号

交易输出：

代码 名称 约束 类型 说明

yka105 记账流水号 NOT NULL VARCHAR(20)

yka299 项目限价 NOT NULL NUMBER(14,2
)

yka096 自付比例 NOT NULL NUMBER(6,4)

yka056 全自费 NOT NULL NUMBER(14,4
)

yka057 挂钩自付 NOT NULL NUMBER(14,4
)

yka111 符合范围 NOT NULL NUMBER(14,4
)

yke011 限制使用 NOT NULL VARCHAR(4)

YKE580 药品最高限价 NOT NULL NUMBER(14,4
)

YKE581 药品保底价格 NOT NULL NUMBER(14,4
)

YKE582 药品打折比例 NOT NULL NUMBER(14,4
)

 住院费用明细退单（43）（支持 HIS）

交易名称 住院费用明细退单 交易类型 查询类交易

处理描述

如果回退的明细项目为空，表示回退本次就诊的所有已上传明细。

支持各种住院类、城职门诊特殊病、城居门诊特殊病、工伤的明细退单

4.0版变更说明：

本交易支持门诊明细退单

本交易不支持工伤门诊，工伤住院，工伤康复住院明细退单（工伤明细上传后不

允许回退，在就医结束结算前经审批允许冲负，且就诊时间和明细发生时间不能早

于中心资格审批开始时间和工伤发生时间

）

对于出院结算前的住院费用明细进行退费处理；明细退单只能进行整条明细，

不能进行部分退费；部分退费可以采用整条退费后重新录入的方式解决。

调用说明
HIS首先采用负数冲抵或删除的方式进行处理内部明细，然后调用本交易完成

明细冲抵，在结算时退费明细不记入明细汇总条数和金额。

输入参数

交易编号 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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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 易 控 制

xml
<?xml version=“1.0” encoding=“GBK” standalone=“yes” ?>
<control>

<akc190>就诊编号</akc190>
<aac001>个人编号</aac001>
<aka130>支付类别</aka130>
<yab003>医保经办机构</yab003>

</control>

交 易 输 入

xml
<?xml version="1.0" encoding="GBK" standalone="yes" ?>
<data>

<row yka105="记账流水号"/>
<row yka105="记账流水号"/>

</data>

输出参数

交 易 流 水

号

不返回

交 易 效 验

码

不返回

交 易 输 出

xml
<?xml version="1.0" encoding="GBK" standalone="yes"?>
<output></output>

交易标志 小于 0表示失败

 费用明细分割信息查询及打印（44）（支持 HIS）

交易名称 费用明细分割信息查询及打印 交易类型 查询类交易

处理描述
无变化

获取住院人员本次住院发生的所有明细项目和分割信息，进行显示和打印。

调用说明

HIS提供相关功能完成分割信息的查询及打印，是否显示打印由 HIS控制；在

出院结算后才能获取准确的分割信息；因此本交易只有在住院结算后才能正确返

回。

输入参数

交易编号 44

交 易 控 制

xml
<?xml version=“1.0” encoding=“GBK” standalone=“yes” ?>
<control>

<akc190>就诊编号</akc190>
<aac001>个人编号</aac001>
<aka130>支付类别</aka130>
<yab003>医保经办机构</yab003>
<print>是否显示打印窗口标志</print>

</control>

交 易 输 入

xml
<?xml version="1.0" encoding="GBK" standalone="yes" ?>
<dat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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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r>文件路径</dir>
</data>

输出参数

交 易 流 水

号

不返回

交 易 效 验

码

不返回

交 易 输 出

xml
<?xml version="1.0" encoding="GBK" standalone="yes" ?>
<output>

<filename></filename>
</output>

交易标志 小于 0表示失败

参数详细说明:

交易控制：

代码 名称 约束 类型 说明

akc190 就诊编码 NOT NULL VARCHAR(20) 入院办理返回

aka130 支付类别 NOT NULL VARCHAR(4) 代码

aac001 个人编码 NOT NULL VARCHAR(20)

yab003 医保经办机构编号 NOT NULL VARCHAR(4)

print 是否显示打印窗口标志 NOT NULL VARCHAR(4) 0:不显示

1:显示

交易输入：

代码 名称 约束 类型 说明

dir 查询结果文件目录 NOT NULl VARCHAR(40) 存放查询结果文件的路径

格式：D:\ybdir\fymx\

交易输出：

filenam
e

查询结果文件名称 NOT NULL VARCHAR(20) 文件名称只包含字母和数

字，扩展名为.xml

文件内容（字段含义参见入院办理及明细写入相关交易）：

<?xml version="1.0" encoding="GBK" standalone="yes" ?>
<data>

<akb020>服务机构编号</akb020>
<yab003>医保经办机构</yab003>
<aka130>支付类别</aka130>
<akb020_c>服务机构编号</akb020_c>
<yab003_c>医保经办机构</yab003_c>
<aka130_c>支付类别</aka130_c>
<akc190>就诊编号</akc190>
<aac001>个人编号</aac001>
<aac003>姓名</aac003>
<aac004_c>性别</aac004_c>
<aac006>出生日期</aac006>

<fymxdataset>
<ro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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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ka105>记账流水号</yka105>
<yka094>医保项目编码</yka094>
<yka095>医院项目名称</yka095>
<akc226>数量</akc226>
<akc225>实际价格</akc225>
<yka055>本条明细总额</yka055>
<yka299>基金支付限价</yka299>
<yka096>自付比例</yka096>
<yka056>全自费金额</yka056>
<yka057>挂钩自费金额</yka057>
<yka111>符合范围金额</yka111>
<yke186>医院审核标志</yke186>
<yke186_c>医院审核标志</yke186_c>
<yke011>限制使用</yke011>
<yke011_c>限制使用</yke011_c>
<yke123>明细发生时间</yke123>
<ykd040>手术编号</ykd040>
<yke201>中药使用方式</yke201>
<yke201_c>中药使用方式</yke201_c>

</row>
<row>

…
</row>

</fymxdataset >
</data>

 医院无密码结算申请（51a）（支持 HIS）

交易名称 医院无密码结算申请 交易类型 查询类交易

处理描述

无变化

参保人员住院医疗需输入密码结算，如遇参保人员逃费，医院结算无法获得参

保人员医保卡和密码，则定点医疗机构可以向社保机构申请无密码结算，结算时可

以报销基本医疗统筹支付部分。

调用说明
HIS提供相关功能，由操作员录入相关信息完成申请，一次住院只能申请一

次无密码结算，无论中心是否审批通过。

输入参数

交易编号 51a

交 易 控 制

xml
<?xml version=“1.0” encoding=“GBK” standalone=“yes” ?>
<control>

<akc190>就诊编号</akc190>
<aac001>个人编号</aac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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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ka130>支付类别</aka130>
<yab003>医保经办机构</yab003>

</control>

交 易 输 入

xml
<?xml version="1.0" encoding="GBK" standalone="yes" ?>
<data>

<yka277>无密码结算申请原因</yka277>
<yae169>申请人</yae169>
<aae005>联系电话</aae005>

</data>

输出参数

交 易 流 水

号

不返回

交 易 效 验

码

不返回

交 易 输 出

xml
<?xml version="1.0" encoding="GBK" standalone="yes" ?>
<output></output>

交易标志 小于 0表示失败

参数详细说明:

交易控制：

代码 名称 约束 类型 说明

akc190 就诊编码 NOT NULL VARCHAR(20) 入院办理返回

aka130 支付类别 NOT NULL VARCHAR(4) 代码

aac001 个人编码 NOT NULL VARCHAR(20)

yab003 医保经办机构编号 NOT NULL VARCHAR(4)

交易输入：

代码 名称 约束 类型 说明

yka277 无密码结算申请原因 NOT NULL VARCHAR(1000
)

申请原因描述

yae169 申请人 NOT NULL VARCHAR(20)

aae005 联系电话 NOT NULL VARCHAR(20)

交易输出：

代码 名称 约束 类型 说明

 医院无密码结算申请查询（51b）（支持 HIS）

交易名称 医院无密码结算申请查询 交易类型 查询类交易

处理描述
无变化

返回中心审批处理信息。

调用说明

输入参数

交易编号 51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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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 易 控 制

xml
<?xml version=“1.0” encoding=“GBK” standalone=“yes” ?>
<control>

<akc190>就诊编号</akc190>
<aac001>个人编号</aac001>
<aka130>支付类别</aka130>
<yab003>医保经办机构</yab003>

</control>

交 易 输 入

xml
<?xml version="1.0" encoding="GBK" standalone="yes" ?>
<data>
</data>

输出参数

交 易 流 水

号

不返回

交 易 效 验

码

不返回

交 易 输 出

xml
<?xml version="1.0" encoding="GBK" standalone="yes" ?>
<output>

<akc190>就诊编号</akc190>
<yke088>申请流水号</yke088>
<yke090>审批是否通过</yke090>
<yke073>审批人意见</yke073>
<aae034>审批时间</aae034>

</output>

交易标志 小于 0表示失败

参数详细说明:

交易控制：

代码 名称 约束 类型 说明

akc190 就诊编码 NOT NULL VARCHAR(20) 入院办理返回

aka130 支付类别 NOT NULL VARCHAR(4) 代码

aac001 个人编码 NOT NULL VARCHAR(20)

yab003 医保经办机构编号 NOT NULL VARCHAR(4)

交易输入：

代码 名称 约束 类型 说明

交易输出：

代码 名称 约束 类型 说明

yke088 申请流水号 NOT NULL VARCHAR(20) 未申请则为空

yke090 审批是否通过 NULL VARCHAR(6) 9：未处理

0:不通过

1:通过审批

yke073 审批人意见 NULL VARCHAR(1000
)

aae034 审批时间 NULL DATETI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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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住院结算(52) （支持 HIS）

交易名称 住院结算 交易类型 处理类交易

处理描述

 单病种结算增加病种编码，病种名称及医院负担部分节点

 如果支付类别为城镇职工普通住院，办理住院结算时要弹出窗口选择住院

特定病种。154号令规定住院特定病种与起付线计算有关，与补充医疗保

险三差额计算有关

 如果支付类别为工伤住院，对于普通工伤、康复治疗工伤、老工伤人员、

长期依赖人员其待遇计算办法有所不同。如果在工伤住院期间发生合并

症，由医院发起申请，参保人个人垫付所有费用，到中心报销。

 如果支付类别为城居生育分娩住院，办理住院结算时必须上传怀孕月数是

否满足 28周，是否发生流产、引产。对怀孕月数不足 28周并且发生流

产、引产的，不享受住院分娩定额和产前检查定额。如果符合享受条件，

住院分娩定额和产前检查定额合并支付参保人。

 城居生育分娩住院按定额核定待遇，与实际发生的明细费用无关。

 本次变更将支持补充医疗保险三及补充医疗保险三差额联网结算。出院结

算时补三、补三差额与基本医疗保险一并结算。如果出院时该参保人员因

欠费等原因基本医疗保险不享受，则补三以及补三差额也不联网结算。

 非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住院联网结算时不联网结算补三及补三差额。一次结

算时基本医疗保险和补三分开打结算单据。参加基本医疗保险的个人编码

和参加补三的个人编码相同时才能进行补三及补三差额联网结算。

 住院期间保险关系发生变化

如果参保人入院和出院时参加险种不同，由参保人个人垫付所有费用，到

中心报销。

 返回的清算类别包括【城镇职工住院】、【工伤住院】、【工伤康复住院】、

【生育住院】、【补充医疗保险三】、【城乡居民住院】

 控制 xml中，可以增加一个节点<print>是否打印预结算单</print>。
如果该节点为 1，则表示是打印预结算单。

其他值或者无此节点，表示住院结算。

注意：（1）打印出预结算单可能和正式结算有差异，因为在预结算和正式结算

之间，个人的信息可能改变，费用明细可能改变等等原因

（2）当打印预结算单时，交易标志 aint_appcode返回的值总是小于零的

接口弹出身份识别窗口，进行读卡和读参保人员密码处理（城居不需要身份识

别），接口根据传入参数进行中心金额核对，并在弹出窗口中选择有关信息。

中心进行计算并显示住院结算结果窗口，操作员选择确认或取消结算，如果选

择确认则完成中心下帐支付处理，如果取消结算，则返回取消结算错误代码；

已申请无密码结算并且中心审批通过的人员，住院结算时不进行密码验证。

本交易完成后，完成中心实际下帐业务，但结算数据处于不确定状态。

调用说明

HIS系统组织相关参数调用本交易，等待结算返回结果信息；如果返回成功则

写入 HIS数据库结算详细信息，写入成功后调用确认流程，写入失败后调用取消流

程；

详细处理流程见：图 1-1处理类交易调用流程；

由于本交易存在用户交互，建议 HIS内部事务处理不要包含本交易调用。



成都市医保支付接口应用编程接口规范

第 109 页 共 225 页

输入参数

交易编号 52

交 易 控 制

xml
<?xml version=“1.0” encoding=“GBK” standalone=“yes” ?>
<control>

<akc190>就诊编号</akc190>
<aac001>个人编号</aac001>
<aka130>支付类别</aka130>
<yab003>医保经办机构</yab003>
<aae011>经办人</aae011>
<print>是否打印预结算单</print> //2009-3-27增加此节点

</control>

交 易 输 入

xml
<?xml version="1.0" encoding="GBK" standalone="yes" ?>
<data>

<yka055>明细总额</yka055>
<nums>本次住院明细行数</nums>不包含退费明细条数

<yka110>发票号</yka110>
<aae011>经办人</aae011>

</data>

输出参数

交 易 流 水

号

要返回，标识本次交易

交 易 效 验

码

要返回，确认流程需要用到

交 易 输 出

xml
<?xml version="1.0" encoding="GBK" standalone="yes" ?>
<output>

<akc190>就诊编码</akc190>
<aka130>支付类别</aka130>
<ykd007>报销类型</ykd007>
<aac001>个人编码</aac001>
<akb020>医院编码</akb020>
<aae011>经办人姓名</aae011>
<aae036>经办时间</aae036>
<yka103>结算编号</yka103>
<yka055>费用总额</yka055>
<yka056>全自费</yka056>
<yka111>符合范围</yka111>
<yka057>挂钩自付</yka057>
<ykc177>帐户余额</ykc177>
<yka107>社保基金支付总额</yka107>
<yka065>个人帐户支付总额</yka065>
<ykh012>现金及其他自付</ykh012>
<yab003>医保经办机构</yab003>
<yka026>病种编码</yka026>
<yka027>病种名称</yka0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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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ka397>医院负担部分</yka397>
<dataset>

<row>
<yab139>参保所属分中心</yab139>
<aka213>费用分段标准</aka213>
<yka115>起付线</yka115>
<yka058>进入起付线部份</yka058>
<ykc125>报销比例</ykc125>
<yka107>社保基金支付总额</yka107>
<yka065>个人帐户支付</yka065>
<ykc121>就诊结算方式</ykc121>
<ykb037>清算分中心</ykb037>
<yka054>清算方式</yka054>
<yka316>清算类别</yka316>

清算类别包括【城镇职工住院】、【工伤住院】、【生育住院】、【补充医疗

保险三】、【城乡居民住院】

</row>
<row>

……
</row>

//城乡大病保险部分，添加 row节点

</dataset>
<datasetykc162>

</datasetykc162>
--支付类别为城职生育住院时返回

<ymc266>生育定额结算金额</ymc266>
<ymc267>生育并发症结算金额</ymc267>

</output>

交易标志 小于 0表示失败

参数详细说明:

交易控制：

代码 名称 约束 类型 说明

akc190 就诊编码 NOT NULL VARCHAR(20) 入院办理返回

aka130 支付类别 NOT NULL VARCHAR(4) 代码

aac001 个人编码 NOT NULL VARCHAR(20)

yab003 医保经办机构编号 NOT NULL VARCHAR(4)

aae011 经办人姓名 NOT NULL VARCHAR(20)

print 打印预结算单标志 NULL VARCHAR(1) 1表示打印预结算单，其他

值或者无此节点表示住院

结算

交易输入：

代码 名称 约束 类型 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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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ka055 明细总额 NOT NULl NUMBER(14,2
)

nums 本次住院明细行数 NOT NULL INTEGER 不包含退费明细条数

yka110 发票号 NULL VARCHAR(20)

aae011 经办人姓名 NOT NULL VARCHAR(20)

交易输出：

代码 名称 约束 类型 说明

akc190 就诊编码 NOT NULL VARCHAR(20) 标识一次就诊行为，传入为

空时中心生成

aka130 支付类别 NOT NULL VARCHAR(4) 代码

ykd007 报销类型 NOT NULL VARCHAR(4) 标识正常结算和退单，详细

信息参见代码表

aac001 个人编码 NOT NULL VARCHAR(20)

akb020 医院编码 NOT NULL VARCHAR(12)

aae011 经办人姓名 NOT NULL VARCHAR(20)

aae036 中心业务经办时间 NOT NULL DATETIME 结算中心记录写入时间

yka103 结算编号 NOT NULL VARCHAR(20) 结算交易返回，标识一次结

算行为

yka055 费用总额 NOT NULL NUMBER(14,2
)

yka056 全自费 NOT NULL NUMBER(14,2
)

yka111 符合范围 NOT NULL NUMBER(14,2
)

yka057 挂钩自付 NOT NULL NUMBER(14,2
)

ykc177 帐户余额 NOT NULL NUMBER(14,2
)

yka065 个人帐户支付总额 NOT NULL NUMBER(14,2
)

yka107 社保基金支付总额 NOT NULL NUMBER(14,2
)

ykh012 现金及其他自付 NOT NULL NUMBER(14,2
)

yab003 医保经办机构编号 NOT NULL VARCHAR(4)

Yka026 病种编码 NOT NULL VARCHAR(20)

Yka027 病种名称 NOT NULL VARCHAR(200
)

Yka397 医院负担部分 NOT NULL NUMBER(14,2
)

分段信息说明 dataset：

代码 名称 约束 类型 说明

yab139 参保所属分中心 NOT NULL VARCHAR(4) 参见代码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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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ka213 费用分段标准 NOT NULL VARCHAR(4) 参见代码表

yka115 起付线 NULL NUMBER(14,2
)

yka058 进入起付线部份 NULL NUMBER(14,2
)

ykc125 报销比例 NULL NUMBER(6,4)

yka107 社保基金支付总额 NOT NULL NUMBER(14,2
)

yka065 个人帐户支付 NOT NULL NUMBER(14,2
)

ykc121 就诊结算方式 NOT NULL VARCHAR(4) 参见代码表

ykb037 清算分中心 NOT NULL VARCHAR(4) 参见代码表

yka054 清算方式 NOT NULL VARCHAR(4) 参见代码表

yka316 清算类别 NOT NULL VARCHAR(4) 参见代码表

datasetykc162补充保单信息

ykc162 补充保单编号 NOT NULL VARCHAR(20) 本次报销补充的保单编号

yka107 补充支付金额 NOT NULL NUMBER(14,2
)

bdlx 保单类型 NOT NULL VARCHAR(4) 参见代码表

ymc266 生育定额结算金额 Null NUMBER(14,2
)

ymc267 生育并发症 null NUMBER(14,2
)

查询不确定交易的输出 xml
<?xml version="1.0" encoding="GBK" standalone="yes" ?>
<output>
<row>

<yke014>交易流水号</yke014>
<key>

<akc190>就诊编码</akc190>
<yka103>结算编号</yka103>
<ykd007>报销类型</ykd007>

</key>
</row>
<row>
…

</row>
</output>

 住院结算回退(53) （支持 HIS）

交易名称 住院结算回退 交易类型 处理类交易



成都市医保支付接口应用编程接口规范

第 113 页 共 225 页

处理描述

无变化

接口弹出身份识别窗口，进行读卡和读参保人员密码（中心退费时需要进行密

码验证）；根据 HIS传入参数调用中心住院结算回退预处理，修改住院结算数据为

不确定状态。

对于已经申请无密码结算，并且中心审批通过的住院人员不进行密码验证。

本交易完成后并未进行实际回退，HIS须调用确认才能完成整个回退业务。

调用说明

收费员选择需要退费的结算数据，HIS系统组织相关参数调用本交易，等待返

回结果信息；如果返回成功则进行 HIS系统住院结算回退，数据操作成功后调用确

认流程，失败后调用取消流程；

详细处理流程见：图 1-1处理类交易调用流程；

由于本交易存在用户交互，建议 HIS内部事务处理不要包含本交易调用。

输入参数

交易编号 53

交 易 控 制

xml
<?xml version=“1.0” encoding=“GBK” standalone=“yes” ?>
<control>

<akc190>就诊编号</akc190>
<yka103>结算编号</yka103>
<aac001>个人编号</aac001>
<aka130>支付类别</aka130>
<yab003>医保经办机构</yab003>

</control>

交 易 输 入

xml
<?xml version="1.0" encoding="GBK" standalone="yes" ?>
<data>
</data>

输出参数

交 易 流 水

号

要返回，标识本次交易

交 易 效 验

码

要返回，确认流程要用到

交 易 输 出

xml
<?xml version="1.0" encoding="GBK" standalone="yes" ?>
<output>

<akc190>就诊编码</akc190>
<aka130>支付类别</aka130>
<ykd007>报销类型</ykd007>
<aac001>个人编码</aac001>
<akb020>医院编码</akb020>
<aae011>经办人姓名</aae011>
<aae036>经办时间</aae0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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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ka103>结算编号</yka103>
<yka055>费用总额</yka055>
<yka056>全自费</yka056>
<yka111>符合范围</yka111>
<yka057>挂钩自付</yka057>
<yka107>社保基金支付总额</yka107>
<yka065>个人帐户支付总额</yka065>
<ykh012>现金及其他自付</ykh012>
<yab003>医保经办机构</yab003>
<dataset>

<row>
<yab139>参保所属分中心</yab139>
<aka213>费用分段标准</aka213>
<yka115>起付线</yka115>
<yka058>进入起付线部份</yka058>
<ykc125>报销比例</ykc125>
<yka107>社保基金支付金额</yka107>
<yka065>个人帐户支付</yka065>
<ykc121>就诊结算方式</ykc121>
<ykb037>清算分中心</ykb037>
<yka054>清算方式</yka054>
<yka316>清算类别</yka316>

清算类别包括【城镇职工住院】、【工伤住院】、【生育住院】、【补充医疗

保险三】、【城乡居民住院】

</row>
</dataset>
<datasetykc162>

<row>
<ykc162>补充保单编号</ykc162>
<yka107>本保单支付金额</yka107>
<bdlx>保单类型</bdlx>

</row>
<row>

<ykc162>补充保单编号</ykc162>
<yka107>补充支付金额</yka107>
<bdlx>保单类型</bdlx>

</row>
</datasetykc162>

</output>

交易标志 小于 0表示失败

参数详细说明:见住院结算交易

查询不确定交易的输出 xml
<?xml version="1.0" encoding="GBK" standalone="yes" ?>
<outpu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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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ow>
<yke014>交易流水号</yke014>
<key>

<akc190>就诊编码</akc190>
<yka103>结算编号</yka103>
<ykd007>报销类型</ykd007>

</key>
</row>
<row>
…

</row>
</output>

 住院模拟计算（54a）（支持 HIS）

交易名称 住院模拟计算 交易类型 查询类交易

处理描述
无变化

计算住院人员基本医疗统筹报销金额，用于医院模拟结算。

调用说明
计算住院病员预交金时调用，计算该人员基本医疗阶段统筹报销金额，无用户

交互。

输入参数

交易编号 54a

交 易 控 制

xml
<?xml version=“1.0” encoding=“GBK” standalone=“yes” ?>
<control>

<akc190>就诊编号</akc190>
<aac001>个人编号</aac001>
<aka130>支付类别</aka130>
<yab003>医保经办机构</yab003>

</control>

交 易 输 入

xml
<?xml version="1.0" encoding="GBK" standalone="yes" ?>
<data>

<yka055>明细总额</yka055>
<nums>明细条数</nums>

</data>

输出参数

交 易 流 水

号

不返回

交 易 效 验

码

不返回

交 易 输 出

xml
<?xml version="1.0" encoding="GBK" standalone="yes" ?>
<output>

<akc190>就诊编码</akc1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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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ka055>费用总额</yka055>
<yka056>全自费</yka056>
<yka057>挂钩自付</yka057>
<yka111>符合范围</yka111>
<yka107>社保基金支付总额</yka107>

</output>

交易标志 小于 0表示失败

参数详细说明:见住院结算交易

 医保基金详单打印(55) （支持 HIS）

交易名称 医保基金详单打印 交易类型 查询类交易

处理描述

新增工伤住院、工伤康复住院、生育住院、补充医疗三联网结算、城乡居民门

诊结算、城乡居民住院结算、门诊特殊病结算、工伤门诊结算等，打印单据有所不

同。

4.0版变更说明：

增加门诊统筹汇总单据、门诊统筹明细单据打印

查询及打印已经出院结算，并且结算确认的医保报销详细单据。

调用说明 HIS提供相关功能调用，用于打印住院人员医保报销情况单据。

输入参数

交易编号 55

交 易 控 制

xml
<?xml version=“1.0” encoding=“GBK” standalone=“yes” ?>
<control>

<akc190>就诊编号</akc190>
<yka103>结算编号</yka103>
<aac001>个人编号</aac001>
<aka130>支付类别</aka130>
<yab003>医保经办机构</yab003>

</control>

交 易 输 入

xml
<?xml version="1.0" encoding="GBK" standalone="yes" ?>
<data>
</data>

输出参数

交 易 流 水

号

无

交 易 效 验

码

无

交 易 输 出

xml
<?xml version="1.0" encoding="GBK" standalone="yes" ?>
<output></output>

交易标志 小于 0表示失败

参数详细说明:见住院结算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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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住院结算信息查询（59）（支持 HIS）

交易名称 住院结算信息查询 交易类型 查询类交易

处理描述
清算类别节点增加了新的项目

查询本次单次住院的结算信息。

调用说明 有已经住院结算并且确认的结算信息才能查询。

输入参数

交易编号 59

交 易 控 制

xml
<?xml version=“1.0” encoding=“GBK” standalone=“yes” ?>
<control>

<akc190>就诊编号</akc190>
<yka103>结算编号</yka103>
<aac001>个人编号</aac001>
<aka130>支付类别</aka130>
<yab003>医保经办机构</yab003>

</control>

交 易 输 入

xml

输出参数

交 易 流 水

号

无

交 易 效 验

码

无

交 易 输 出

xml
<?xml version="1.0" encoding="GBK" standalone="yes" ?>
<output>

<akc190>就诊编码</akc190>
<aka130>支付类别</aka130>
<ykd007>报销类型</ykd007>
<aac001>个人编码</aac001>
<akb020>医院编码</akb020>
<aae011>经办人姓名</aae011>
<aae036>经办时间</aae036>
<yka103>结算编号</yka103>
<yka055>费用总额</yka055>
<yka056>全自费</yka056>
<yka111>符合范围</yka111>
<yka057>挂钩自付</yka057>
<ykc177>帐户余额</ykc177>
<yka107>社保基金支付总额</yka107>
<yka065>个人帐户支付总额</yka065>
<ykh012>现金及其他自付</ykh012>
<yab003>医保经办机构</yab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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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taset>
<row>

<yab139>参保所属分中心</yab139>
<aka213>费用分段标准</aka213>
<yka115>起付线</yka115>
<yka058>进入起付线部份</yka058>
<ykc125>报销比例</ykc125>

<yka107>社保基金支付总额</yka107>
<yka065>个人帐户支付</yka065>
<ykc121>就诊结算方式</ykc121>
<ykb037>清算分中心</ykb037>
<yka054>清算方式</yka054>
<yka316>清算类别</yka316>

清算类别包括【城镇职工住院】、【工伤住院】、【生育住院】、【补充医疗

保险三】、【城乡居民住院】

</row>
</dataset>
<datasetykc162>

<row>
<ykc162>补充保单编号</ykc162>
<yka107>本保单支付金额</yka107>
<bdlx>保单类型</bdlx>

</row>
<row>

<ykc162>补充保单编号</ykc162>
<yka107>本保单支付金额</yka107>
<bdlx>保单类型</bdlx>

</row>
</datasetykc162>

</output>

交易标志 小于 0表示错误

参数详细说明:见住院结算交易

 结算信息查询（61）（含门诊和住院）(支持 HIS、MIS)

交易名称 结算信息查询 交易类型 查询类交易

处理描述
要包括新增城乡居民、工伤门诊、工伤住院、工伤康复住院、生育住院等结算

信息

查询一段时间内的门诊、住院结算信息。

调用说明
按照中心业务经办日期进行帐目核对，每次只能对某一天的结算数据进行核

对。

输入参数

交易编号 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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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 易 控 制

xml
<?xml version="1.0" encoding="GBK" standalone="yes" ?>
<control>

<yab003>医保经办机构</yab003 >
<aae036>对帐日期（中心业务经办时间）</aae036>

</control>

交 易 输 入

xml
<?xml version="1.0" encoding="GBK" standalone="yes" ?>
<data>

<dir>文件路径</dir>
</data>

输出参数

交 易 流 水

号

无

交 易 效 验

码

无

交 易 输 出

xml
<?xml version="1.0" encoding="GBK" standalone="yes" ?>
<output>

<filename></filename>
</output>

文件内容 <?xml version="1.0" encoding="GBK" standalone="yes" ?>
<data>
<row>

<akc190>就诊编码</akc190>
<aka130>支付类别</aka130>
<aac001>个人编码</aac001>
<aae011>经办人姓名</aae011>
<aae036>经办时间</aae036>
<yka103>结算编号</yka103>
<yka055>费用总额</yka055>
<yka056>全自费</yka056>
<yka111>符合范围</yka111>
<yka057>挂钩自付</yka057>
<yka065>个人帐户支付总额</yka065>
<yka107>社保基金支付总额</yka107>

</row>
</data>

交易标志 小于 0表示失败

参数详细说明: 见批次号结算信息上传签退

 清算申请（71）(支持 HIS、MIS)

交易名称 清算申请 交易类型 处理类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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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理描述

调整了清算类别包括【城镇职工门诊】、【城镇职工门诊特殊病】、【城镇职

工住院】、【城乡居民门诊】、【城乡居民门诊特殊病】、【城乡居民住院】、【生

育住院】、【补充医疗保险三】

4.0版变更说明：

清算类别增加【城职门诊统筹】、【城乡门诊统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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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调用说明

HIS按照清算分中心（ykb037），清算类别（yka316）查询汇总在本次清算

截止日期（yke151）之前的所有未清算的费用信息，调用本交易，等待结算返回结

果信息；如果帐目一致则返回清算流水号(用于清算单打印),如果返回成功则写入

HIS数据库清算信息，写入成功后调用确认流程，写入失败后调用取消流程；结算

退单数据不包含在统计范围内。

详细处理流程见：图 1-1处理类交易调用流程；

由于本交易存在用户交互，建议 HIS内部事务处理不要包含本交易调用。

输入参数

交易编号 71

交 易 控 制

xml
<?xml version=“1.0” encoding=“GBK” standalone=“yes” ?>
<control>

<yab003>医保经办机构</yab003>
</control>

交 易 输 入

xml
<?xml version="1.0" encoding="GBK" standalone="yes" ?>
<data>

<yke151>清算截止日期</yke151>
<ykc179>清算申请人</ykc179>
<ykb037>清算分中心</ykb037>
<yka316>清算类别</yka316>
<yka055>费用总额</yka055>
<yka065>个人帐户支付</yka065>
<yka107>社保基金支付金额</yka107>

</data>

输出参数

交 易 流 水

号

返回，用于确认流程调用

交 易 效 验

码

返回，用于确认流程调用

交 易 输 出

xml
<?xml version="1.0" encoding="GBK" standalone="yes" ?>
<output>

<ykb053>清算申请流水号</ykb053>
<wzbrc>无就诊未置标人次</wzbrc>//只针对城乡一般诊疗费

<wzbje>无就诊未置标金额</wzbje>//只针对城乡一般诊疗费

</outpu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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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易标志 小于 0表示失败

参数详细说明:

交易控制：

代码 名称 约束 类型 说明

yab003 医保经办机构编号 NOT NULL VARCHAR(4) 等于交易输入中 ykb037清
算分中心

交易输入：

代码 名称 约束 类型 说明

yke151 清算截止日期 NOT NULL DATE
DATETIME

本次清算截止日期

ykc179 清算申请人 NOT NULL VARCHAR(20)

ykb037 清算分中心 NOT NULL VARCHAR(4) 结算分段信息返回

yka316 清算类别 NOT NULL VARCHAR(4) 结算分段信息返回

yka055 费用总额 NOT NULL NUMBER(14,2) 结算基本信息返回，由于清

算金额汇总根据分段信息

中分中心和类别，因此 HIS
汇总时应该避免费用总额

重复统计

yka065 个人帐户支付 NOT NULL NUMBER(14,2)

yka107 社保基金支付金额 NOT NULL NUMBER(14,2)

交易输出：

代码 名称 约束 类型 说明

ykb053 清算申请流水号 NOT NULL VARCHAR(20)

查询不确定交易的输出 xml
<?xml version="1.0" encoding="GBK" ?>
<output>
<row>

<yke014>交易流水号</yke014>
<key>

<ykb053>清算申请流水号</ykb053>
</key>

</row>
<row>
…

</row>
</output>

 清算单打印（72）(支持 HIS、MIS)

交易名称 清算单打印 交易类型 查询类交易

处理描述 无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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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传入的清算申请流水号，查询出本次清算的结算数据，显示并打印。

调用说明

输入参数

交易编号 72

交 易 控 制

xml
<?xml version=“1.0” encoding=“GBK” standalone=“yes” ?>
<control>

<yab003>医保经办机构（清算分中心）</yab003>
<ykb053>医院清算申请流水号</ykb053>

</control>

交 易 输 入

xml
<?xml version="1.0" encoding="GBK" standalone="yes" ?>
<data></data>

输出参数

交 易 流 水

号

无

交 易 效 验

码

无

交 易 输 出

xml
<?xml version="1.0" encoding="GBK" standalone="yes" ?>
<output>

<row>
<ykb053>医院清算申请流水号</ykb053>
<ykb037>清算分中心</ykb037>
<ykb037_c>清算分中心名称</ykb037_c>
<akb020>医疗机构编号</akb020>
<akb020_c>医疗机构名称</akb020_c>
<yka108>清算单状态</yka108>
<yka108_c>清算单状态名称</yka108_c>
<yka316>清算类别</yka316>
<yka316_c>清算类别名称</yka316_c>
<yke151>清算截止日期</yke151>
<ykc179>清算申请人</ykc179>
<yka055>费用总额</yka055>
<yka065>个人帐户支付金额</yka065>
<yka107>社保基金支付总额</yka107>

</row>
</output>

交易标志 小于 0表示失败

 清算回退（73）(支持 HIS、MIS)

交易名称 清算回退 交易类型 处理类交易

处理描述 无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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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清算信息进行回退处理，如果已经做清算审核办理则不能进行回退。

本交易完成后并未进行实际回退，HIS须调用确认才能完成整个回退业务。

调用说明

HIS系统组织相关参数调用本交易，等待返回结果信息；如果返回成功则进行

HIS系统数据回退，数据操作成功后调用确认流程，失败则调用取消流程；

详细处理流程见：图 1-1处理类交易调用流程。

输入参数

交易编号 73

交 易 控 制

xml
<?xml version=“1.0” encoding=“GBK” standalone=“yes” ?>
<control>

<yab003>医保经办机构（清算分中心）</yab003>
<ykb053>医院清算申请流水号</ykb053>

</control>

交 易 输 入

xml
<?xml version="1.0" encoding="GBK" standalone="yes" ?>
<data>
<data>

输出参数

交 易 流 水

号

返回，用于确认流程调用

交 易 效 验

码

返回，用于确认流程调用

交 易 输 出

xml
<?xml version="1.0" encoding="GBK" standalone="yes" ?>
<output></output>

交易标志 小于 0表示失败

查询不确定交易的输出 xml
<?xml version="1.0" encoding="GBK" ?>
<output>
<row>

<yke014>交易流水号</yke014>
<key>

<ykb053>清算申请流水号</ykb053>
</key>

</row>
<row>
…

</row>
</output>

 清算申请查询（74）(支持 HIS、MIS)

交易名称 清算申请查询 交易类型 查询类交易

处理描述 无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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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询一段时间内清算申请单的相关信息。

调用说明

输入参数

交易编号 74

交 易 控 制

xml
<?xml version=“1.0” encoding=“GBK” standalone=“yes” ?>
<control>

<yab003>医保经办机构（清算分中心）</yab003>
<aae036_b>开始时间</aae036_b>
<aae036_e>截止时间</aae036_e>

</control>

交 易 输 入

xml
<?xml version="1.0" encoding="GBK" standalone="yes" ?>
<data></data>

输出参数

交 易 流 水

号

无

交 易 效 验

码

无

交 易 输 出

xml
<?xml version="1.0" encoding="GBK" standalone="yes" ?>
<output>

<row>
<ykb053>医院清算申请流水号</ykb053>
<ykb037>清算分中心</ykb037>
<yka108>清算单状态</yka108>
<yka108_c>清算单状态名称</yka108_c>
<yka316>清算类别</yka316>
<yka316_c>清算类别名称</yka316_c>
<yke151>清算截止日期</yke151>
<ykc179>清算申请人</ykc179>
<yka055>费用总额</yka055>
<yka065>个人帐户支付金额</yka065>
<yka107>社保基金支付总额</yka107>

</row>
</output>

交易标志 小于 0表示失败

参数详细说明:

交易控制：

代码 名称 约束 类型 说明

yab003 医保经办机构编号 NOT NULL VARCHAR(4) 等于交易输入中ykb037清
算分中心

aae036_
b

查询开始时间 NOT NULL DATE 时间跨度不能超过半年

aae036_
e

查询截止时间 NOT NULL D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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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易输入：

代码 名称 约束 类型 说明

ykb053 医院清算申请流水号 NOT NULL VARCHAR(20)

yka108 清算单状态 NOT NULL 代码

yka316 清算类别 NOT NULL VARCHAR(4) 结算分段信息返回

yke151 清算截止日期 NOT NULL DATE 本次清算截止日期

ykc179 清算申请人 NOT NULL VARCHAR(20)

yka055 费用总额 NOT NULL NUMBER(14,2) 结算基本信息返回，由于清

算金额汇总根据分段信息

中分中心和类别，因此 HIS
汇总时应该避免费用总额

重复统计

yka065 个人帐户支付 NOT NULL NUMBER(14,2)

yka107 社保基金支付金额 NOT NULL NUMBER(14,2)

交易输出：

代码 名称 约束 类型 说明

ykb053 清算申请流水号 NOT NULL VARCHAR(20)

 服务项目目录获取（91）(支持 HIS、MIS)

交易名称 服务项目目录获取 交易类型 查询类交易

处理描述
传入获取医保目录的时间，获取变更时间在传入时间之后的所有药品、诊疗、

服务项目目录信息。

调用说明 HIS获取医保项目编码，用于内部对照，作为后续明细相关业务的报销标准。

输入参数

交易编号 91

交 易 控 制

xml
<?xml version=“1.0” encoding=“GBK” standalone=“yes” ?>
<control>

<yab003>医保经办机构</yab003>
<yae036>变更时间</yae036>

</control>

交 易 输 入

xml
<?xml version="1.0" encoding="GBK" standalone="yes" ?>
<data>

<dir>输出文件所在目录</dir>
</data>

输出参数

交 易 流 水

号

无

交 易 效 验

码

无

交 易 输 出

xml
<?xml version="1.0" encoding="GBK" standalone="yes" ?>
<output>

<filename>输出文件名</filename>
</outpu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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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易标志 小于 0表示失败

参数详细说明:

交易控制：

代码 名称 约束 类型 说明

yab003 医保经办机构 NOT NULL VARCHAR(4)

yae036 变更时间 NOT NULL DATE 传入时间为空时，获取所有

医保项目信息

交易输入：

代码 名称 约束 类型 说明

dir 输出文件所在目录 NOT NULL VARCHAR(40)

交易输出：

代码 名称 约束 类型 说明

filenam
e

输出文件名称 NOT NULL
VARCHAR(20)

医保目录文件内容：

<?xml version="1.0" encoding="gbk" standalone="yes" ?>
<data>

<row>
<yab003>医保经办机构编号</yab003>
<yka266>商品名代码</yka266>
<yka001>大类编码</yka001>
<yka002>项目编码</yka002>
<yka003>项目中文名称</yka003>
<yka284>项目英文名称</yka284>
<yka268>商品名名称</yka268>
<yke008>是否处方用药</yke008>
<yke105>药品适应症</yke105>
<yka007>批准文号</yka007>
<yke135>产地</yke135>
<aka070>剂型</aka070>
<aka074>规格</aka074>
<yke059>单位</yke059>
<aka073>用法</aka073>
<yka293>用量</yka293>
<yke023>包装</yke023>
<yka295>最小计价单位</yka295>
<yke011>医院审批</yke011> 0 无须审批 1 医院审批

<yka262>拼音助记码（商品名名称）</yka262>
<yka280>五笔助记码(商品名名称)</yka280>
<yke009>是否医院制剂</yke009>
<yka340>药品限制使用范围</yka340>
<yka348>是否需要主编码限制</yka348>
<yae036>变更时间</yae036>
<yaa027>物价编码/yaa0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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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msm>项目说明</xmsm>
<aae013>备注</aae013>

</row>
</data>

代码 名称 约束 类型 说明

yka001 大类编码 NOT NULL VARCHAR(20) 参见代码表

yka002 医保通用项目编码 NULL VARCHAR(20)

yka003 医保通用项目中文名称 NULL VARCHAR(200)

yka284 项目英文名称 NOT NULL VARCHAR(200)

yka266 商品名代码 NOT NULL VARCHAR(20)
HIS传入的医保项目编码，

yka094

yka268 商品名名称 NOT NULL VARCHAR(200)

yke008 是否处方用药 NULL VARCHAR(4) 参见代码表

yke105 药品适应症 NULL VARCHAR(1000
)

yka007 批准文号 NULL VARCHAR(20)

yke135 产地 NULL VARCHAR(50)

aka070 剂型 NULL VARCHAR(6) 参见代码表

aka074 规格 NULL VARCHAR(200)

yke059 单位 NULL VARCHAR(20)

aka073 用法 NULL VARCHAR(20)

yka293 用量 NULL VARCHAR(20)

yke023 包装 NULL NUMBER(14,4)

yka295 最小计价单位 NULL VARCHAR(20)

yka262
拼音助记码（项目中文

名称）
NULL VARCHAR(20)

yka280
五笔助记码(项目中文

名称)
NULL VARCHAR(20)

yke009 是否医院制剂 NULL VARCHAR(4)

yka340 药品限制使用范围 NULL VARCHAR(200)

yka348 是否需要主编码限制 NULL VARCHAR(6)

yae036 变更时间 NOT NULL DATETIME

yaa027 物价编码 NULL VARCHAR(20)

xmsm 项目说明
NULL

VARCHAR(4000
)

项目报销关系、医保相关信

息等详细信息描述

aae013 备注 NULL VARCHAR(100)

 ICD-10信息获取（92）(支持 HIS、MIS)

交易名称 ICD-10信息获取 交易类型 查询类交易

处理描述 传入变更时间，获取变更时间在传入时间之后的所有 ICD目录信息。

调用说明 HIS获取该目录信息，用于出院办理疾病诊断代码的填写。

输入参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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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易编号 92

交 易 控 制

xml
<?xml version=“1.0” encoding=“GBK” standalone=“yes” ?>
<control>

<yab003>医保经办机构</yab003>
<yae036>变更时间</yae036>

</control>

交 易 输 入

xml
<?xml version="1.0" encoding="GBK" standalone="yes" ?>
<data>

<dir>输出文件所在目录</dir>
</data>

输出参数

交 易 流 水

号

无

交 易 效 验

码

无

交 易 输 出

xml
<?xml version="1.0" encoding="GBK" standalone="yes" ?>
<output>

<filename>输出文件名</filename>
</output>

交易标志 小于 0表示失败

参数详细说明:

交易控制：

代码 名称 约束 类型 说明

yab003 医保经办机构 NOT NULL VARCHAR(4)

yae036 变更时间 NOT NULL DATE 传入时间为空时，获取所有

疾病目录信息

交易输入：

代码 名称 约束 类型 说明

dir 输出文件所在目录 NOT NULL VARCHAR(40)

交易输出：

代码 名称 约束 类型 说明

filenam
e

文件名称 NOT NULL
VARCHAR(20)

医保目录文件内容：

<?xml version="1.0" encoding="gbk" standalone="yes" ?>
<data>

<row>
<yke120>ICD10代码</yke120>
<yke223>ICD10副编码</yke223>
<yke121> ICD10名称</yke121>
<yka260>拼音助记码（疾病诊断名称）</yka260>
<yka278>五笔助记码（疾病诊断名称）</yka278>
<yae036>变更时间</yae036>
<aae013>备注</aae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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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ow>
</data>

代码 名称 约束 类型 说明

yke120 ICD10代码 NOT NULL VARCHAR(20)

yke223 ICD10副编码 NULL VARCHAR(20)

yke121 ICD10名称 NULL VARCHAR(200)

yka260 拼音助记码（疾病诊断

名称）
NULL VARCHAR(20)

yka278 五笔助记码（疾病诊断

名称）
NULL VARCHAR(20)

yae036 变更时间 NOT NULL DATETIME

aae013 备注 NULL VARCHAR(100)

 编码对照信息获取（93）(支持 HIS、MIS)

交易名称 编码对照信息获取 交易类型 查询类交易

处理描述 获取编码对照信息。

调用说明

输入参数

交易编号 93

交 易 控 制

xml
<control>

<yab003>医保经办机构</yab003>
</control>

交 易 输 入

xml
<?xml version="1.0" encoding="GBK" standalone="yes" ?>
<data>

<dir>输出文件所在目录</dir>
</data>

输出参数

交 易 流 水

号

无

交 易 效 验

码

无

交 易 输 出

xml
<?xml version="1.0" encoding="GBK" standalone="yes" ?>
<output>

<filename>输出文件名</filename>
</output>

交易标志 小于 0表示失败

参数详细说明:

交易控制：

代码 名称 约束 类型 说明

yab003 医保经办机构 NOT NULL VARCHAR(4)

交易输入：

代码 名称 约束 类型 说明

dir 输出文件所在目录 NOT NULL VARCHAR(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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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易输出：

代码 名称 约束 类型 说明

filenam
e

文件名称 NOT NULL
VARCHAR(20)

医保目录文件内容：

<?xml version="1.0" encoding="gbk" standalone="yes" ?>
<data>

<row>
<aaa100>代码类别</aaa100>
<aaa104>类别名称</aaa104>
<aaa102>代码值</aaa102>
<aaa103>代码名称</aaa103>

</row>
</data>

代码 名称 约束 类型 说明

aaa100 代码类别 NOT NULL VARCHAR(10)

aaa104 类别名称 NOT NULL VARCHAR(40)

aaa102 代码值 NOT NULL VARCHAR(4)

aaa103 代码名称 NOT NULL VARCHAR(40)

 医院医保信息新增申请（100）(支持 HIS、MIS)

交易名称 医院医保信息新增申请 交易类型 查询类交易

处理描述

4.0版变更说明：

本交易是新增交易

 医疗机构需要上传医院基本信息，包含设备、设备对应诊疗项目、医执人

员、科室、床位信息新增申请。

 设备、设备对应诊疗项目、医生在申请后，需要中心进行审批才能生效。

调用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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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本信息总体大小不超过 64k

输入参数

交易编号 100

交 易 控 制

xml
<?xml version="1.0" encoding="GBK" standalone="yes" ?>
<control>
<yab003>0000</yab003>

</control>

交 易 输 入

xml
<?xml version="1.0" encoding="GBK" standalone="yes" ?>
<data>

<datasetyyjbxx>
<yke409>实际开放床位数量</yke4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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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tasetyyjbxx>
<datasetcw> -----床位信息

<row>
<yke410>床位价格</yke410>
<yke411>床位类别</yke411>
<yke414>科室（病区）编号</yke414>
<yke506>医院科室自定义编码</yke506>
<yke412>床位所属科室（病区）名称</yke412>
<yke413>床号</yke413>
<aae013>备注</aae013>
<aae011>经办人</aae011>
<aae036>经办时间</aae036>

</row>
</datasetcw>
<datasetks> -----科室信息

<row>
<yke414>科室（病区）编号</yke414>
<yke506>医院科室自定义编码</yke506>
<yke415>科室（病区）名称</yke415>
<yke416>科室（病区）负责人</yke416>
<yke417>科室（病区）总床位数</yke417>
<aae011>经办人</aae011>
<aae036>经办时间</aae036>

</row>
</datasetks>
<datasetyzry> -----医执人员信息

<row>
<yke418>医执人员类别</yke418>
<yke419>医执人员编号</yke419>
<aac002>公民身份证号码</aac002>
<aac003>姓名</aac003>
<aac004>性别</aac004>
<yke420>医执人员执业范围</yke420>
<yke421>医执人员执业证书编码</yke421>
<yke422>医执人员资格证书编码</yke422>
<yke423>处方权有效标志</yke423>
<akc023>实足年龄</akc023>
<yke424>医执人员职称</yke424>
<yke425>医执人员职务</yke425>
<yke414>科室（病区）编号</yke414>
<yke431>医执人员执业起始时间</yke431>
<yke432>医执人员职业地点</yke432>
<aae005>联系电话</aae005>
<aae011>经办人</aae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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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ae036>经办时间</aae036>
</row>

</datasetyzry>
<datasetsb> -----设备信息

<row>
<yke414>科室（病区）编号</yke414>
<yke427>设备所属科室（病区）名称</yke427>
<yke428>设备编号</yke428>
<yke429>设备产品名</yke429>
<yke430>设备分类</yke430>
<yke434>设备类别</yke434>
<yke435>设备数量</yke435>
<yke437>设备产地</yke437>
<yke438>设备型号</yke438>
<yke439>设备配置科室</yke439>
<yke440>设备配置数量</yke440>
<yke433>设备品牌</yke433>
<yke441>设备购买日期</yke441>
<yke436>设备技术规格</yke436>
<yke464>设备基本功能</yke464>
<yke465>设备配置</yke465>
<yke442>设备购买时新旧情况</yke442>
<yke443>设备使用情况</yke443>
<yke444>设备终止使用时间</yke444>
<yke445>设备使用年限</yke445>
<aae011>经办人</aae011>
<aae036>经办时间</aae036>
</row>

</datasetsb>
<datasetsbzlxm> --设备对应诊疗项目

<row>
<yke428>设备编号</yke428>
<aka090>诊疗项目</aka090>
<aae011>经办人</aae011>
<aae036>经办时间</aae036>

</row>
</datasetsbzlxm>

</data>

输出参数

交 易 流 水

号

不返回

交 易 效 验

码

不返回

交 易 输 出 <?xml version="1.0" encoding="GBK" standalone="yes"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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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ml <output>
</output>

交易标志 小于 0表示失败

参数详细说明:

交易控制：

代码 名称 约束 类型 说明

yab003 医保经办机构 NOT NULL VARCHAR(4)

交易输入：

床位信息 datasetcw：

代码 名称 约束 类型 说明

YKE409 实际开放床位数量 NOT NULL NUMBER(7,0)

YKE410 床位价格 NOT NULL NUMBER(14,2) 医疗机构床位单价

YKE411 床位类别 NOT NULL VARCHAR(4) 代码

YKE414 科室（病区）编号 NOT NULL VARCHAR(8) 代码

Yke506 医院科室自定义编码 Not null Varchar(20) 医院内部编码

YKE412 床位所属科室（病区）

名称

NOT NULL VARCHAR(70) 医院内部名称

YKE413 床号 NOT NULL VARCHAR(20) 由医疗机构自定

Aae013 备注 Null VARCHAR(200)

AAE011 经办人 NOT NULL VARCHAR(15) 操作人员

AAE036 经办时间 NOT NULL DATETIME 操作时间

科室信息 datasetks：
YKE414 科室（病区）编号 NOT NULL VARCHAR(8) 代码

Yke506 医院科室自定义编码 Not null Varchar(20) 医院内部编码

YKE415 科室（病区）名称 NOT NULL VARCHAR(70) 医院内部名称

YKE416 科室（病区）负责人 NOT NULL VARCHAR(70)

YKE417 科室（病区）总床位数 NOT NULL NUMBER(7,0)

医执人员信息 datasetyzry：
YKE418 医执人员类别 NOT NULL VARCHAR(8) 代码

YKE419 医执人员编号 NOT NULL VARCHAR(20) 医疗机构自定

AAC002 公民身份证号码 NOT NULL VARCHAR(18)

AAC003 姓名 NOT NULL VARCHAR(20)

AAC004 性别 NOT NULL VARCHAR(6) 代码

YKE420 医执人员执业范围 NOT NULL VARCHAR(6) 代码

YKE421 医执人员执业证书编码 NOT NULL VARCHAR(20)

YKE422 医执人员资格证书编码 NOT NULL VARCHAR(50)

YKE423 处方权有效标志 NOT NULL VARCHAR(6)

AKC023 医执人员年龄 NULL NUMBER(6,0) 取得执业证书的年龄

YKE424 医执人员职称 NOT NULL VARCHAR(15) 代码

YKE425 医执人员职务 NULL VARCHAR(15) 代码

YKE414 科室（病区）编号 NOT NULL VARCHAR(8) 代码

YKE431 医执人员执业起始时间 NOT NULL DATETIME

YKE432 医执人员职业地点 NULL VARCHAR(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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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AE005 联系电话 NULL VARCHAR(20)

设备信息 datasetsb：
YKE414 科室（病区）编号 NOT NULL VARCHAR(8) 代码

YKE427 设备所属科室（病区）

名称

NOT NULL VARCHAR(70) 医院内部名称

YKE428 设备编号 NOT NULL VARCHAR(20) 医院自编号

YKE429 设备产品名 NULL VARCHAR(30)

YKE430 设备分类 NOT NULL VARCHAR(20) 代码

YKE434 设备类别 NOT NULL VARCHAR(20) 代码

YKE435 设备数量 NOT NULL NUMBER(6,0)

YKE437 设备产地 NULL VARCHAR(100)

YKE438 设备型号 NOT NULL VARCHAR(30)

YKE439 设备配置科室 NOT NULL VARCHAR(20) 医院科室自定义编码

YKE440 设备配置数量 NOT NULL NUMBER(5,0)

YKE433 设备品牌 NULL VARCHAR(30)

YKE441 设备购买日期 NOT NULL DATE

YKE436 设备技术规格 NULL VARCHAR(40)

YKE464 设备基本功能 NULL VARCHAR(70)

YKE465 设备配置 NULL VARCHAR(100)

YKE442 设备购买时新旧情况 NULL VARCHAR(20)

YKE443 设备使用情况 NOT NULL VARCHAR(20) 代码

YKE444 设备终止使用时间 NULL DATE

YKE445 设备使用年限 NULL NUMBER(2,0)

设备对应诊疗项目 Datasetsbzlxm：
AKA090 医保诊疗项目编码 NOT NULL VARCHAR(20)

 医院医保信息停用申请（101）(支持 HIS、MIS)

交易名称 医院医保信息停用申请 交易类型 查询类交易

处理描述

4.0版变更说明：

本交易是新增交易

 对中心记录成功的医院设备、设备对应诊疗项目、医执人员、科室、床位

信息进行停用处理申请。

 医院设备、设备对应诊疗项目、医执人员停用申请后，需要中心进行审批

才能生效。

调用说明
HIS停用医院医保信息保存成功后，完成交易相关参数组织并调用本交易，进

行医院医保信息停用；返回成功则为中心停用成功，否则调用该交易重新停用。

输入参数

交易编号 101

交 易 控 制

xml
<?xml version="1.0" encoding="GBK" standalone="yes" ?>
<control>
<yab003>医保经办机构</yab003> --固定值 0000

</contro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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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 易 输 入

xml
<?xml version="1.0" encoding="GBK" standalone="yes" ?>
<data>

<datasetcw> -----床位信息

<row>
<yke414>科室（病区）编号</yke414>
<yke506>医院科室自定义编码</yke506>

<yke413>床号</yke413>
<aae011>经办人</aae011>
<aae036>经办时间</aae036>

</row>
</datasetcw>
<datasetks> -----科室信息

<row>
<yke414>科室（病区）编号</yke414>

<yke506>医院科室自定义编码</yke506>
<aae011>经办人</aae011>
<aae036>经办时间</aae036>

</row>
</datasetks>
<datasetyzry> -----医执人员信息

<row>
<yke419>医执人员编号</yke419>

<aae011>经办人</aae011>
<aae036>经办时间</aae036>

</row>
</datasetyzry>
<datasetsb> -----设备信息

<row>
<yke428>设备编号</yke428>
<aae011>经办人</aae011>
<aae036>经办时间</aae036>

</row>
</datasetsb>
<datasetsbzlxm> --设备对应诊疗项目

<row>
<yke428>设备编号</yke428>
<aka090>诊疗项目</aka090>
<aae011>经办人</aae011>
<aae036>经办时间</aae036>

</row>
</datasetsbzlxm>

</data>

输出参数

交 易 流 水 不返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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号

交 易 效 验

码

不返回

交 易 输 出

xml
<?xml version="1.0" encoding="GBK" standalone="yes" ?>
<output>
</output>

交易标志 小于 0表示失败

参数详细说明:

交易控制：

代码 名称 约束 类型 说明

yab003 医保经办机构 NOT NULL VARCHAR(4)

交易输入：

代码 名称 约束 类型 说明

YKE413 床号 NOT NULL VARCHAR(20)

YKE414 科室（病区）编号 NOT NULL VARCHAR(8)

Yke506 医院科室自定义编码 Not null Varchar(20) 医院内部编码

YKE419 医执人员编号 NOT NULL VARCHAR(20)

YKE428 设备编号 NOT NULL VARCHAR(20)

AAE011 经办人 NOT NULL VARCHAR(15) 操作人员

AAE036 经办时间 NOT NULL DATETIME 操作时间

交易输出：

 医院医保信息查询（102）(支持 HIS、MIS)

交易名称 医院医保信息查询 交易类型 查询类交易

处理描述

4.0版变更说明：

本交易是新增交易

 根据查询类型查询医院的基本信息。

 医院基本信息包括医院基础资料信息、床位、科室、医执人员、设备信息。

调用说明

输入参数

交易编号 102

交 易 控 制

xml
<?xml version="1.0" encoding="GBK" standalone="yes" ?>
<control>

<cxlx>查询类型</cxlx>
<aae030>查询开始时间</aae030>
<aae031>查询结束时间</aae031>
<yab003>医保经办机构</yab003> --固定值 0000

</control>

交 易 输 入

xml
<?xml version="1.0" encoding="GBK" standalone="yes" ?>
<data>

<dir>输出文件所在目录</di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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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ta>

输出参数

交 易 流 水

号

不返回

交 易 效 验

码

不返回

交 易 输 出

xml
<?xml version="1.0" encoding="GBK" standalone="yes" ?>
<output>

<filename>输出文件名</filename>
</output>

交易标志 小于 0表示失败

参数详细说明:

交易控制：

代码 名称 约束 类型 说明

cxlx 查询类型 Not null Varchar2(6) 1、医院基础资料信息 2、
床位 3、科室 4、医执人员

5、设备信息 6、设备对应

诊疗项目 7、医执人员申请

信息 8、设备申请信息 9 、

设备对应诊疗项目申请信

息

aae030 查询开始时间 NOT NULL DATETIME

aae031 查询结束时间 NOT NULL DATETIME

yab003 医保经办机构 NOT NULL VARCHAR(4)

交易输入：

代码 名称 约束 类型 说明

dir 输出文件所在目录 NOT NULL VARCHAR(40)

交易输出：文件类型为 txt，分隔符列为 tab符，行为回车换行符

代码 名称 约束 类型 说明

filename 文件名称 NOT NULL VARCHAR(20)

查询类型为 1、医院基础资料信息

AKB020 服务机构编号 NOT NULL VARCHAR(20)

AAB003 组织机构代码 NULL VARCHAR(20)

AKB021 服务机构名称 NULL VARCHAR(200)

AKB022 服务机构类型 NULL VARCHAR(6)

AKA101 医院收费等级 NULL VARCHAR(6)

AKB023 医疗机构类别 NOT NULL VARCHAR(6)

AAB020 经济类型 NULL VARCHAR(6)

AKB024 法人姓名 NULL VARCHAR(20) 医疗机构法人代表姓名

YKD026 法人联系电话 NULL VARCHAR(20)

AAE004 联系人姓名 NULL VARCHAR(20)

AAE005 联系电话 NULL VARCHAR(20)

AAE006 地址 NULL VARCHAR(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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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KD064 服务机构所在地的社

保局

NULL VARCHAR(4)

AAE007 邮政编码 NULL VARCHAR(12)

AKB026 执业（经营）许可证号 NULL VARCHAR(20)

AKB027 药品经营企业合格证

号

NULL VARCHAR(20)

AAE008 银行行号 NULL VARCHAR(40)

AAE009 户名 NULL VARCHAR(50)

AAE010 银行账号 NULL VARCHAR(40)

YKB001 床位数量 NULL NUMBER(6,0)

YKD028 院长 NULL VARCHAR(20)

YKD027 院长电话 NULL VARCHAR(20)

YKD015 分管院长 NULL VARCHAR(20)

YKE044 分管院长电话 NULL VARCHAR(20)

YKA288 医保办负责人 NULL VARCHAR(20)

YKA289 医保办负责人电话 NULL VARCHAR(20)

AAE013 备注 NULL VARCHAR(200)

YKD068 补四定点医院标志 NULL VARCHAR(6)

YKE287 医院性质 NULL VARCHAR(6)

YKE398 服务机构等级(卫生部

标准)

NULL VARCHAR(6)

YKE399 医疗机构类别(卫生部

标准)
NULL VARCHAR(6)

YKE400 医疗机构经济类型 NULL VARCHAR(6)

YKE401 医疗机构经营性质 NULL VARCHAR(6)

YKE402 工伤保险协议医疗机

构类别

NULL VARCHAR(6)

YKE403 生育保险协议医疗机

构类别

NULL VARCHAR(6)

YKE404 法人联系地址 NULL VARCHAR(200)

YKE405 医院系统开发商 NULL VARCHAR(20)

YKE409 实际开放床位数量 NULL NUMBER(7,0)

查询类型为 2、床位信息

YKE413 床号 NOT NULL VARCHAR(20)

YKE412 床位所属科室（病区）

名称

NULL VARCHAR(70)

YKE411 床位类别 NULL VARCHAR(4)

YKE410 床位价格 NULL NUMBER(14,2)

AAE013 备注 null VARCHAR(300)

YKE098 数据写入时间 NOT NULL DATATIME

AAE011 经办人 NOT NULL VARCHAR(20)

AAE036 经办时间 NOT NULL DATATI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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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KE101 项目生效开始时间 NOT NULL DATETIME

YKE102 项目生效结束时间 NULL DATETIME

查询类型为 3、科室信息

YKE414 科室（病区）编号 NOT NULL VARCHAR(8) 代码

YKE415 科室（病区）名称 NULL VARCHAR(70)

YKE416 科室（病区）负责人 NULL VARCHAR(10)

YKE417 科室（病区）总床位数 NULL NUMBER(7,0)

YKE098 数据写入时间 NOT NULL DATATIME

AAE011 经办人 NOT NULL VARCHAR(20)

AAE036 经办时间 NOT NULL DATATIME

YKE101 项目生效开始时间 NOT NULL DATETIME

YKE102 项目生效结束时间 NULL DATETIME

查询类型为 4、医执人员信息

YKE418 医执人员类别 NOT NULL VARCHAR(8)

YKE419 医执人员编号 NOT NULL VARCHAR(20)

AAC002 公民身份证号码 NOT NULL VARCHAR(18)

AAC003 姓名 NOT NULL VARCHAR(20)

AAC004 性别 NOT NULL VARCHAR(6)

YKE420 医执人员执业范围 NOT NULL VARCHAR(6)

YKE421 医执人员执业证书编

码

NOT NULL VARCHAR(20)

YKE422 医执人员资格证书编

码

NOT NULL VARCHAR(20)

YKE423 处方权有效标志 NOT NULL VARCHAR(6)

AKC023 实足年龄 NULL NUMBER(6,0)

YKE424 医执人员职称 NOT NULL VARCHAR(15) 代码

YKE425 医执人员职务 NOT NULL VARCHAR(15) 代码

YKE426 医执人员所属科室 NOT NULL VARCHAR(20)

YKE431 医执人员执业起始时

间

NOT NULL DATETIME

YKE432 医执人员职业地点 NOT NULL VARCHAR(100)

AAE005 联系电话 NULL VARCHAR(20)

YKE101 项目生效开始时间 NOT NULL DATETIME

YKE102 项目生效结束时间 NULL DATETIME

YKE098 数据写入时间 NOT NULL DATETIME

AAE011 经办人 NOT NULL VARCHAR(20)

AAE036 经办时间 NOT NULL DATETIME

查询类型为 5、设备信息信息

YKE427 设备所属科室（病区）

名称

NOT NULL VARCHAR(70)

YKE428 设备编号 NOT NULL VARCHAR(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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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KE101 项目生效开始时间 NOT NULL DATETIME

YKE102 项目生效结束时间 NOT NULL DATETIME

YKE429 设备产品名 NULL VARCHAR(30)

YKE430 设备分类 NULL VARCHAR(20)

YKE434 设备类别 NOT NULL VARCHAR(20)

YKE435 设备数量 NOT NULL NUMBER(6,0)

YKE437 设备产地 NULL VARCHAR(100)

YKE438 设备型号 NULL VARCHAR(30)

YKE439 设备配置科室 NOT NULL VARCHAR(70)

YKE440 设备配置数量 NOT NULL NUMBER(5,0)

YKE433 设备品牌 NULL VARCHAR(30)

YKE441 设备购买日期 NOT NULL DATETIME

YKE436 设备技术规格 NULL VARCHAR(40)

YKE464 设备基本功能 NULL VARCHAR(70)

YKE465 设备配置 NOT NULL VARCHAR(100)

YKE442 设备购买时新旧情况 NULL VARCHAR(20)

YKE443 设备使用情况 NULL VARCHAR(20)

YKE444 设备终止使用时间 NULL DATETIME

YKE445 设备使用年限 NULL NUMBER(2,0)

YKE098 数据写入时间 NOT NULL DATETIME

AAE011 经办人 NOT NULL VARCHAR(20)

AAE036 经办时间 NOT NULL DATETIME

查询类型为 6、设备对应诊疗项目

YKE428 设备编号 NOT NULL VARCHAR(20)

AKA090 项目编码 NOT NULL VARCHAR(20)

AAE030 开始日期 NOT NULL DATETIME

AAE031 结束日期 NULL DATETIME

查询类型为 7、医执人员申请信息

YKE088 申请流水号 NOT NULL VARCHAR(20)

YKE418 医执人员类别 NOT NULL VARCHAR(8)

YKE419 医执人员编号 NOT NULL VARCHAR(20)

AAC002 公民身份证号码 NOT NULL VARCHAR(18)

AAC003 姓名 NOT NULL VARCHAR(20)

AAC004 性别 NOT NULL VARCHAR(6)

YKE420 医执人员执业范围 NOT NULL VARCHAR(6)

YKE421 医执人员执业证书编

码

NOT NULL VARCHAR(20)

YKE422 医执人员资格证书编

码

NOT NULL VARCHAR(20)

YKE423 处方权有效标志 NOT NULL VARCHAR(6)

AKC023 实足年龄 NULL NUMBER(6,0) 医执人员获取职业证书

年龄

YKE424 医执人员职称 NOT NULL VARCHAR(15) 代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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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KE425 医执人员职务 NOT NULL VARCHAR(15) 代码

YKE426 医执人员所属科室 NOT NULL VARCHAR(20) 参见科室代码表 yke414
YKE431 医执人员执业起始时

间

NOT NULL DATETIME

YKE432 医执人员职业地点 NULL VARCHAR(100)

AAE005 联系电话 NULL VARCHAR(20)

YAE169 申请人 NOT NULL VARCHAR(20)

YAE170 申请时间 NOT NULL DATETIME

YKE090 审批是否通过 NULL VARCHAR(6) 代码

YKE073 审批人意见 NULL VARCHAR(4000
)

AAE012 审批人 NULL VARCHAR(20)

AAE034 审批时间 NULL DATETIME

YKB057 医院申报日期 NOT NULL DATETIME

AAE013 备注 NULL VARCHAR(200)

YKE483 是否接口申请 NOT NULL VARCHAR(6) 代码

查询类型为 8、设备申请信息

YKE088 申请流水号 NOT NULL VARCHAR(20)

YKE427 设备所属科室（病区）

名称

NOT NULL VARCHAR(70)

YKE428 设备编号 NOT NULL VARCHAR(20)

YKE429 设备产品名 NULL VARCHAR(30)

YKE430 设备分类 NOT NULL VARCHAR(20)

YKE433 设备品牌 NULL VARCHAR(30)

YKE434 设备类别 NULL VARCHAR(20)

YKE435 设备数量 NOT NULL NUMBER(6,0)

YKE436 设备技术规格 NULL VARCHAR(40)

YKE437 设备产地 NULL VARCHAR(100)

YKE438 设备型号 NULL VARCHAR(30)

YKE439 设备配置科室 NOT NULL VARCHAR(70)

YKE440 设备配置数量 NOT NULL NUMBER(5,0)

YKE441 设备购买日期 NULL DATETIME

YKE442 设备购买时新旧情况 NULL VARCHAR(20)

YKE443 设备使用情况 NULL VARCHAR(20)

YKE444 设备终止使用时间 NULL DATETIME

YKE445 设备使用年限 NULL NUMBER(2,0)

YKE464 设备基本功能 NULL VARCHAR(70)

YKE465 设备配置 NULL VARCHAR(100)

YAE170 申请时间 NOT NULL DATETIME

YAE169 申请人 NOT NULL VARCHAR(20)

YKE090 审批是否通过 NULL VARCHAR(6) 代码

YKE073 审批人意见 NULL VARCHAR(4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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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AE034 审批时间 NULL DATETIME

AAE012 审批人 NULL VARCHAR(20)

AAE013 备注 NOT NULL VARCHAR(200)

YKB057 医院申报日期 NOT NULL DATETIME

YKE483 是否接口申请 NOT NULL VARCHAR(6) 代码

查询类型为 9、设备对应诊疗项目申请信息

YKE088 申请流水号 NOT NULL VARCHAR(20)

YKE428 设备编号 NOT NULL VARCHAR(20)

AKA090 项目编码 NOT NULL VARCHAR(20)

YAE169 申请人 NOT NULL VARCHAR(20)

YAE170 申请时间 NOT NULL DATETIME

YKE090 审批是否通过 NULL VARCHAR(6) 代码

YKE073 审批人意见 NULL VARCHAR(4000
)

AAE034 审批时间 NULL DATETIME

AAE012 审批人 NULL VARCHAR(20)

YKB057 医院申报日期 NOT NULL DATETIME

AAE013 备注 NULL VARCHAR(200)

YKE483 是否接口申请 NOT NULL VARCHAR(6) 代码

 药品新增申请（103）(支持 HIS、MIS)

交易名称 药品新增申请 交易类型 查询类交易

处理描述

4.0版变更说明：

本交易是新增交易

 中心无商品名时，传入医保通用项目编码和药品相关基本信息，完成药品

新增申请。

 药品新增申请只针对西药和中成药。

 药品新增申请每次以 50条为限。

调用说明
HIS提供相关功能，完成交易相关参数组织并调用本交易，完成药品新增申请；

返回成功则为中心记录成功，否则调用该交易重新进行申请。

输入参数

交易编号 103

交 易 控 制

xml
<?xml version="1.0" encoding="GBK" standalone="yes" ?>
<control>

<yab003>医保经办机构</yab003> --固定值 0000
</control>

交 易 输 入

xml
<?xml version="1.0" encoding="GBK" standalone="yes" ?>
<data>
<row>

<yka002>医保通用项目编码</yka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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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ka268>商品名名称</yka268>
<yka267>商品名名称曾用名</yka267>
<yka007>批准文号</yka007>
<yke199>药品产地编码</yke199>
<yke135>药品产地</yke135>
<aka070>剂型</aka070>
<aka074>规格</aka074>
<yke059>包装单位</yke059>
<aka073>用法</aka073>
<yka293>用量</yka293>
<yke023>包装</yke023>
<yka295>最小计价单位</yka295>
<yka259>每日最大用量</yka259>
<yka232>指导价格</yka232>
<yka233>招标价格</yka233>
<yke009>是否医院制剂</yke009>
<ykd039>生产厂家</ykd039>
<yka340>药品限制使用范围</yka340>
<yke468>第一规格剂量</yke468>
<yke469>第一规格单位</yke469>
<yke470>第二规格剂量</yke470>
<yke471>第二规格单位</yke471>
<yke472>成年人每日最大用量</yke472>
<yke473>未成年人每日最大用量</yke473>
<yke476>是否国家基本药物</yke476>
<yke477>是否扶优产品</yke477>
<aae011>经办人姓名</aae011>
<aae036>经办时间</aae036>
</row>
<row>
…

</row>
</data>

输出参数

交 易 流 水

号

不返回

交 易 效 验

码

不返回

交 易 输 出

xml
<?xml version="1.0" encoding="GBK" standalone="yes" ?>
<output>

</output>

交易标志 小于 0表示失败

参数详细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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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易控制：

代码 名称 约束 类型 说明

yab003 医保经办机构 NOT NULL VARCHAR(4)

交易输入：

代码 名称 约束 类型 说明

YKA002 医保通用项目编码 NOT NULL Varchar2(20)

YKA268 医保商品名名称 NOT NULL Varchar2(200)

YKA267 商品名名称曾用名 NULL Varchar2(200)

YKE008 是否处方用药 NULL Varchar2(6) 代码

YKE105 药品适应症 NULL Varchar2(4000
)

YKA007 批准文号 NOT NULL Varchar2(20)

YKE199 药品产地编码 NOT NULL Varchar2(6) 代码

yke135 药品产地 NOT NULL Varchar2(50)

AKA070 剂型 NOT NULL Varchar2(50)

AKA074 规格 NOT NULL Varchar2(200)

YKE059 包装单位 NOT NULL Varchar2(20)

AKA073 用法 NULL Varchar2(200)

YKA293 用量 NULL Varchar2(200)

YKE023 包装 NOT NULL Number（14，4）
YKA295 最小计价单位 NOT NULL Varchar2(20)

YKA259 每日最大用量 NOT NULL Varchar2(20)

YKA232 指导价格 NULL Number（14，4）
YKA233 招标价格 NULL Number（14，4）
YKE009 是否医院制剂 NOT NULL Varchar2(6) 代码

YKD039 生产厂家 NOT NULL Varchar2(200)

YKA340 药品限制使用范围 Null Varchar2(200)

YKE468 第一规格剂量 Not null Number（14，4）
YKE469 第一规格单位 Not null Varchar2(20)

YKE470 第二规格剂量 Null Number（14，4）
YKE471 第二规格单位 Null Varchar2(20)

YKE472 成年人每日最大用量 Null Varchar2(20)

YKE473 未成年人每日最大用量 Null Varchar2(20)

YKE475 医院非参保人员销售价

格

null Number（14，2）

YKE476 是否国家基本药物 Null Varchar2(6) 代码

YKE477 是否扶优产品 null Varchar2(6) 代码

交易输出：

代码 名称 约束 类型 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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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医院药品对码（104）(支持 HIS、MIS)

交易名称 医院药品对码 交易类型 查询类交易

处理描述

4.0版变更说明：

本交易是新增交易

 医院对药品进行商品名使用申请。

 中心已有商品名时，查询药品目录库，对码后传入相应医保商品名编码，

完成药品新增申请。

 药品新增申请只针对西药和中成药。

 药品申请每次以 50条为限。

调用说明
HIS提供相关功能，完成交易相关参数组织并调用本交易，完成药品新增申请；

返回成功则为中心记录成功，否则调用该交易重新进行申请。

输入参数

交易编号 104

交 易 控 制

xml
<?xml version="1.0" encoding="GBK" standalone="yes" ?>
<control>
<yab003>医保经办机构</yab003> --固定值 0000

</control>

交 易 输 入

xml
<?xml version="1.0" encoding="GBK" standalone="yes" ?>
<data>
<row>
<yka266>医保商品名编码</yka266>
<yke491>医院药品内部编码</yke491>
<yke475>医院销售价格</yke475>
<aae011>经办人姓名</aae011>
<aae036>经办时间</aae036>
</row>
<row>
…

</row>
</data>

输出参数

交 易 流 水

号

不返回

交 易 效 验

码

不返回

交 易 输 出

xml
<?xml version="1.0" encoding="GBK" standalone="yes" ?>
<output>
</output>

交易标志 小于 0表示失败

参数详细说明:

交易控制：

代码 名称 约束 类型 说明

yab003 医保经办机构 NOT NULL VARCHAR(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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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易输入：

代码 名称 约束 类型 说明

YKA266 医保商品名编码 Not null Varchar2(20)

yke491 医院药品内部编码 Not null Varchar2(20) 医院自定义

YKE475 医院销售价格 Not null Number（14，2）
Aae011 经办人姓名 Not null Varchar2(20)

Aae036 经办时间 Not null datatime YYYY-MM-DD HH24:MI:SS

交易输出：

代码 名称 约束 类型 说明

 医院药品停用申请（105）(支持 HIS、MIS)

交易名称 医院药品停用申请 交易类型 查询类交易

处理描述

4.0版变更说明：

本交易是新增交易

 医院对药品进行停用申请。

调用说明
HIS提供相关功能，完成交易相关参数组织并调用本交易，完成药品停用申请；

返回成功则为中心记录成功，否则调用该交易重新进行申请。

输入参数

交易编号 105

交 易 控 制

xml
<?xml version="1.0" encoding="GBK" standalone="yes" ?>
<control>
<yab003>医保经办机构</yab003> --固定值 0000

</control>

交 易 输 入

xml
<?xml version="1.0" encoding="GBK" standalone="yes" ?>
<data>

<aae011>经办人</aae011>
<aae036>经办时间</aae036>
<datasetyptysq>

<row>
<yka266>医保商品名编码</yka266>

</row>
<row>
…

</row>
</datasetyptysq>

</data>

输出参数

交 易 流 水

号

不返回

交 易 效 验

码

不返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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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 易 输 出

xml
<?xml version="1.0" encoding="GBK" standalone="yes" ?>
<output>
</output>

交易标志 小于 0表示失败

参数详细说明:

交易控制：

代码 名称 约束 类型 说明

yab003 医保经办机构 NOT NULL VARCHAR(4)

交易输入：

代码 名称 约束 类型 说明

yka266 医保商品名编码 NOT NULL Varchar2(20
)

AAE011 经办人 NOT NULL VARCHAR(15) 操作人员

AAE036 经办时间 NOT NULL DATETIME 操作时间

交易输出：

代码 名称 约束 类型 说明

 医院医保药品目录查询（106）(支持 HIS、MIS)

交易名称 医院医保药品目录查询 交易类型 查询类交易

处理描述

4.0版变更说明：

本交易是新增交易

 查询本医院可以使用或已发起过申请的药品。

 查询条件为查询类型、医保商品名编码、查询开始时间、查询结束时间。

 进行查询时，查询类型条件不能为空。

 进行查询时，医保商品名编码条件不为空时，查询开始时间和查询结束时

间可以为空，医保商品名编码条件为空时，查询开始时间和查询结束时间

不能为空。

调用说明

输入参数

交易编号 106

交 易 控 制

xml
<?xml version="1.0" encoding="GBK" standalone="yes" ?>
<control>

<cxlx>查询类型</cxlx>
<yka266>医保商品名编码</yka266>
<aae030>查询开始时间</aae030>
<aae031>查询结束时间</aae031>
<yab003>医保经办机构</yab003> --固定值 0000

</control>

交 易 输 入

xml
<?xml version="1.0" encoding="GBK" standalone="yes" ?>
<data>

<dir>输出文件所在目录</dir>
</dat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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输出参数

交 易 流 水

号

不返回

交 易 效 验

码

不返回

交 易 输 出

xml
<?xml version="1.0" encoding="GBK" standalone="yes" ?>
<output>

<filename>输出文件名</filename>
</output>

交易标志 小于 0表示失败

参数详细说明:

交易控制：

代码 名称 约束 类型 说明

cxlx 查询类型 Not null Varchar2(6) 1: 查询可以使用的药品

2：查询申请过的药品（含

申请未审批和申请已审批）

Yka266 医保商品名编码 NULL Varchar(20)

aae030 查询开始时间 NULL DATETIME

aae031 查询结束时间 NULL DATETIME

yab003 医保经办机构 NOT NULL VARCHAR(4)

交易输入：

代码 名称 约束 类型 说明

dir 输出文件所在目录 NOT NULL VARCHAR(40)

交易输出：文件类型为 txt，分隔符列为 tab符，行为回车换行符

代码 名称 约束 类型 说明

filename 文件名称 NOT NULL VARCHAR(20)

医保药品目录文件内容：查询类型为 1
yka001 大类编码 NOT NULL VARCHAR(20) 参见代码表

yka002 医保通用项目编码 NULL VARCHAR(20)

yka003 医保通用项目中文名

称

NULL
VARCHAR(200)

yka284 项目英文名称 NOT NULL VARCHAR(200)

yka266 医保商品名代码 NOT NULL VARCHAR(20)

yka268 医保商品名名称 NOT NULL VARCHAR(200)

yke008 是否处方用药 NULL VARCHAR(4) 参见代码表

yke105 药品适应症 NULL VARCHAR(1000
)

yka007 批准文号 NULL VARCHAR(20)

yke135 产地 NULL VARCHAR(50)

aka070 剂型 NULL VARCHAR(6) 参见代码表

aka074 规格 NULL VARCHAR(200)

yke059 单位 NULL VARCHAR(20)

aka073 用法 NULL VARCHAR(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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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ka293 用量 NULL VARCHAR(20)

yke023 包装 NULL NUMBER(14,4)

yka295 最小计价单位 NULL VARCHAR(20)

yka262
拼音助记码（项目中文

名称）
NULL VARCHAR(20)

yka280
五笔助记码(项目中文

名称)
NULL VARCHAR(20)

yke009 是否医院制剂 NULL VARCHAR(4)

yka340 药品限制使用范围 NULL VARCHAR(200)

yka348 是否需要主编码限制 NULL VARCHAR(6)

yae036 变更时间 NULL DATETIME

aae013 备注 NULL VARCHAR(100)

YKE468 第一规格剂量 NULL NUMBER(14,4)

YKE469 第一规格单位 NULL VARCHAR(20)

YKE470 第二规格剂量 NULL NUMBER(14,4)

YKE471 第二规格单位 NULL VARCHAR(20)

YKE472 成年人每日最大用量 NULL VARCHAR(20)

YKE473 未成年人每日最大用

量
NULL VARCHAR(20)

YKE474 基金支付价格 NULL NUMBER(12,2)

YKE466 药品类别 NULL VARCHAR(6)

YKE467 药理类别 NULL VARCHAR(12)

YKE475 医院销售价格 NULL NUMBER(14,2)

yke491 医院药品内部编码 NULL VARCHAR(20)

医保药品目录文件内容：查询类型为 2
yka001 大类编码 NOT NULL VARCHAR(20) 参见代码表

yka002 医保通用项目编码 NULL VARCHAR(20)

yka003 医保通用项目中文名

称

NULL
VARCHAR(200)

yka284 项目英文名称 NOT NULL VARCHAR(200)

yka266 商品名代码 NOT NULL VARCHAR(20)

yka268 商品名名称 NOT NULL VARCHAR(200)

yke008 是否处方用药 NULL VARCHAR(4) 参见代码表

yke105 药品适应症 NULL VARCHAR(1000
)

yka007 批准文号 NULL VARCHAR(20)

yke135 产地 NULL VARCHAR(50)

aka070 剂型 NULL VARCHAR(6) 参见代码表

aka074 规格 NULL VARCHAR(200)

yke059 单位 NULL VARCHAR(20)

aka073 用法 NULL VARCHAR(20)

yka293 用量 NULL VARCHAR(20)

yke023 包装 NULL NUMBER(1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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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ka295 最小计价单位 NULL VARCHAR(20)

yka262
拼音助记码（项目中文

名称）
NULL VARCHAR(20)

yka280
五笔助记码(项目中文

名称)
NULL VARCHAR(20)

yke009 是否医院制剂 NULL VARCHAR(4) 代码

yka340 药品限制使用范围 NULL VARCHAR(200)

yka348 是否需要主编码限制 NULL VARCHAR(6)

aae013 备注 NULL VARCHAR(100)

YKE468 第一规格剂量 NULL NUMBER(14,4)

YKE469 第一规格单位 NULL VARCHAR(20)

YKE470 第二规格剂量 NULL NUMBER(14,4)

YKE471 第二规格单位 NULL VARCHAR(20)

YKE472 成年人每日最大用量 NULL VARCHAR(20)

YKE473 未成年人每日最大用

量
NULL VARCHAR(20)

YKE474 基金支付价格 NULL NUMBER(12,2)

YKE466 药品类别 NULL VARCHAR(6) 代码

YKE467 药理类别 NULL VARCHAR(12) 代码

YKE475 医院销售价格 NULL NUMBER(14,2)

yke491 医院药品内部编码 NULL VARCHAR(20)

YAE170 申请时间 NULL DATETIME

YAE169 申请人 NULL VARCHAR(20)

YKE090 审批是否通过 NULL VARCHAR(6) 代码

YKE073 审批人意见
NULL

VARCHAR(4000
)

AAE034 审批时间 NULL DATETIME

AAE012 审批人 NULL NUMBER(15)

YKB057 医院申报日期 NULL DATETIME

 药品基本信息查询（107）(支持 HIS、MIS)

交易名称 药品基本信息查询 交易类型 查询类交易

处理描述

4.0版变更说明：

本交易是新增交易

 可以通过医保商品名名称、医保通用项目编码、医保通用项目名称、批准

文号、拼音助记码（商品名名称）、五笔助记码（商品名名称）条件获取

某药品的医保商品名编码

 获取到医保商品名编码后，医院可以通过【药品对码】104交易对该药品

进行使用申请

 查询时，传入的 6个条件不能同时为空

调用说明

输入参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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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易编号 107

交 易 控 制

xml
<?xml version="1.0" encoding="GBK" standalone="yes" ?>
<control>

<yka268>医保商品名名称</yka268>
<yka002>医保通用项目编码</yka002>
<yka003>医保通用项目名称</yka003>
<yka007>批准文号</yka007>
<yka262>拼音住记码(商品名名称)</yka262>
<yka280>五笔助记码(商品名名称)</yka280>
<yab003>医保经办机构</yab003> --固定值 0000

</control>

交 易 输 入

xml
<?xml version="1.0" encoding="GBK" standalone="yes" ?>
<data>
</data>

输出参数

交 易 流 水

号

不返回

交 易 效 验

码

不返回

交 易 输 出

xml
<?xml version="1.0" encoding="gbk" standalone="yes" ?>
<data>

<row>
<yka266>医保商品名代码</yka266>
<yka001>大类编码</yka001>
<yka002>项目编码</yka002>
<yka003>项目中文名称</yka003>
<yka284>项目英文名称</yka284>
<yka268>医保商品名名称</yka268>
<yke008>是否处方用药</yke008>
<yke105>药品适应症</yke105>
<yka007>批准文号</yka007>
<yke135>产地</yke135>
<aka070>剂型</aka070>
<aka074>规格</aka074>
<yke059>单位</yke059>
<aka073>用法</aka073>
<yka293>用量</yka293>
<yke023>包装</yke023>
<yka295>最小计价单位</yka295>
<yka262>拼音助记码（商品名名称）</yka262>
<yka280>五笔助记码(商品名名称)</yka280>
<yke009>是否医院制剂</yke009>
<yka340>药品限制使用范围</yka340>
<yka348>是否需要主编码限制</yka3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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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ae036>变更时间</yae036>
<aae013>备注</aae013>
<yke468>第一规格剂量<yke468>
<yke469>第一规格单位</yke469>
<yke470>第二规格剂量</yke470>
<yke471>第二规格单位</yke471>
<yke472>成年人每日最大用量</yke472>
<yke473>未成年人每日最大用量</yke473>
<yke474>基金支付价格<yke474>
<yke466>药品类别</yke466>
<yke467>药理类别</yke467>

</row>
</data>

交易标志 小于 0表示失败

参数详细说明:

交易控制：

代码 名称 约束 类型 说明

yka268 医保商品名名称 Null VARCHAR(200)

yka002 医保通用项目编码 Null VARCHAR(20)

yka003> 医保通用项目名称 Null VARCHAR(200)

yka007 批准文号 Null VARCHAR(200)

yka262 拼音助记码（商品名名

称）

Null VARCHAR(20)

yka280 五笔助记码(商品名名

称)
null VARCHAR(20)

yab003 医保经办机构 NOT NULL VARCHAR(4)

交易输入：

代码 名称 约束 类型 说明

交易输出：

代码 名称 约束 类型 说明

yka001 大类编码 NOT NULL VARCHAR(20) 参见代码表

yka002 医保通用项目编码 NULL VARCHAR(20)

yka003 医保通用项目中文名

称

NULL
VARCHAR(200)

yka284 项目英文名称 NOT NULL VARCHAR(200)

yka266 商品名代码 NOT NULL VARCHAR(20)
HIS 传入的医保项目编

码，yka094
yka268 商品名名称 NOT NULL VARCHAR(200)

yke008 是否处方用药 NULL VARCHAR(4) 参见代码表

yke105 药品适应症 NULL VARCHAR(4000
)

yka007 批准文号 NULL VARCHAR(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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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ke135 产地 NULL VARCHAR(50)

aka070 剂型 NULL VARCHAR(6) 参见代码表

aka074 规格 NULL VARCHAR(200)

yke059 单位 NULL VARCHAR(20)

aka073 用法 NULL VARCHAR(20)

yka293 用量 NULL VARCHAR(20)

yke023 包装 NULL NUMBER(14,4)

yka295 最小计价单位 NULL VARCHAR(20)

yka262
拼音助记码（项目中文

名称）
NULL VARCHAR(20)

yka280
五笔助记码(项目中文

名称)
NULL VARCHAR(20)

yke009 是否医院制剂 NULL VARCHAR(4)

yka340 药品限制使用范围 NULL VARCHAR(200)

yka348 是否需要主编码限制 NULL VARCHAR(6)

yae036 变更时间 NOT NULL DATETIME

aae013 备注 NULL VARCHAR(200)

YKE468 第一规格剂量 NULL NUMBER(14,4)

YKE469 第一规格单位 NULL VARCHAR(20)

YKE470 第二规格剂量 NULL NUMBER(14,4)

YKE471 第二规格单位 NULL VARCHAR(20)

YKE472 成年人每日最大用量 NULL VARCHAR(20)

YKE473 未成年人每日最大用

量
NULL VARCHAR(20)

YKE474 基金支付价格 NULL NUMBER(12,2)

YKE466 药品类别 NULL VARCHAR(6) 代码

YKE467 药理类别 NULL VARCHAR(12) 代码

 挂号费项目查询（108）(支持 HIS、MIS)

交易名称 挂号费项目查询 交易类型 查询类交易

处理描述

4.0版变更说明：

本交易是新增交易

 查询哪些诊疗是属于规定范围内的挂号费

调用说明

输入参数

交易编号 108

交 易 控 制

xml
<?xml version="1.0" encoding="GBK" standalone="yes" ?>
<control>

<yae036>变更时间</yae036>
<yab003>医保经办机构</yab003> --固定值 0000

</control>

交 易 输 入 <?xml version="1.0" encoding="GBK" standalone="yes"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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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ml <data>
</data>

输出参数

交 易 流 水

号

不返回

交 易 效 验

码

不返回

交 易 输 出

xml
<?xml version="1.0" encoding="gbk" standalone="yes" ?>
<output>

<row>
<aka090>项目编码</aka090>
<aka091>项目名称</aka091>
<yka001>大类编码</yka001>
<yaa027>物价编码</yaa027>
<yka264>拼音助记码(项目名称)</yka264>
<yka282>五笔助记码(项目名称)</yka282>
<yke501>是否挂号费</yke501>
<yka348>是否需要主编码限制</yka348>
<yae036>变更时间</yae036>
<aae013>备注</aae013>

</row>
<row>
…

</row>
</output>

交易标志 小于 0表示失败

参数详细说明:

交易控制：

代码 名称 约束 类型 说明

yae036 变更时间 NOT NULL DATETIME

yab003 医保经办机构 NOT NULL VARCHAR(4)

交易输入：

代码 名称 约束 类型 说明

交易输出：

代码 名称 约束 类型 说明

aka090 项目编码 NOT NULL VARCHAR(20)

aka091 项目名称 NOT NULL VARCHAR(200)

yka001 大类编码 NOT NULL VARCHAR(6)

yaa027 物价编码 NULL VARCHAR(20)

yka264 拼音助记码(项目名称) NULL VARCHAR(20)

yka282 五笔助记码(项目名称) NULL VARCHAR(20)

yke501 是否挂号费 NULL VARCHAR(6) 代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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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ae036 变更时间 NOT NULL DATETIME

aae013 备注 NULL VARCHAR(200)

 门诊挂号（110）(支持 HIS、MIS)

交易名称 门诊挂号 交易类型 处理类交易

处理描述

4.0版变更说明：

本交易是新增交易

5.0版变更说明

门诊医嘱可以按照医嘱执行了一次的方法组织参数

 接口弹出身份识别窗口，进行读卡或参保人员检索

 接口根据传入的挂号参数信息，完成门诊挂号办理业务

 不进行门诊挂号则不能进行门诊明细费用上传和门诊结算

 挂号费用的明细必须有属于医保规定的挂号项目之一，否则返回挂号不成

功

 哪些项目属于挂号费用可以由服务项目目录获取（91交易）来确定

 挂号成功后，进行挂号费结算

调用说明
收费员录入门诊挂号信息，HIS系统组织挂号相关参数调用门诊挂号交易，等

待结算返回结果信息；如果返回成功则写入 HIS数据库门诊挂号信息。

输入参数

交易编号 110

交 易 控 制

xml
<?xml version="1.0" encoding="GBK" standalone="yes" ?>
<control>

<nums>明细条数</nums>
<yka055>费用总额</yka055>

</control>

交 易 输 入

xml
<?xml version="1.0" encoding="GBK" standalone="yes" ?>
<data>

<yke309>挂号类型</yke309>
<yka382>就诊患者就医科室编号</yka382>
<yke506>医院科室自定义编码</yke506>
<yka383>就诊患者就医科室名称</yka383>
<aae011>经办人姓名</aae011>
<aae036>经办时间</aae036>
--挂号费

<datasetfymx>
<row yka105="记账流水号"

yka094="医保项目编码"
yka095="医院项目名称(诊疗项目)"
akc226="数量" --可以为 0
akc225="单价" --不能为 0
yka055="费用总额" --可以为 0
aae011="经办人姓名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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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ae036="2006-06-08 12:12:12" 明细录入时间

yke123="2006-06-07 12:20:12" 明细发生时间

aae013="备注 1"/>
<row ……/>

</datasetfymx>
</data>

输出参数

交 易 流 水

号

不返回

交 易 效 验

码

不返回

交 易 输 出

xml
<?xml version="1.0" encoding="GBK" standalone="yes" ?>
<output>

<akb020>服务机构编号</akb020>
<yab003>医保经办机构</yab003>
<aka130>支付类别</aka130>

根据人员类别可能返回【城职普通门诊 0201】、【城居普通门诊 0203】
<akc190>就诊编号</akc190>
<aac001>个人编号</aac001>
<aac003>姓名</aac003>
<aac004>性别</aac004>
<aac006>出生日期</aac006>
<aae013>其他说明</aae013>
<ykd007>报销类型</ykd007>
<aae011>经办人姓名</aae011>
<aae036>经办时间</aae036>
<yka103>结算编号</yka103>
<yka055>费用总额</yka055>
<yka056>全自费</yka056>
<yka111>符合范围</yka111>
<yka057>挂钩自付</yka057>
<yke484>门诊统筹待遇享受状态</yke484>
<grzhye>
<row>
<ykc303>个人帐户种类</ykc303>
<ykc194>个人帐户余额</ykc194>

</row>
<row>
<ykc303>个人帐户种类</ykc303>
<ykc194>个人帐户余额</ykc194>

</row>
……

</grzhye>
<yka065>个人帐户支付总额</yka0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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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是城乡居民，该节点含义表示本次门诊补助支出】

<yka107>社保基金支付总额</yka107>
<ykh012>现金及其他自付</ykh012>
<yab003>医保经办机构</yab003>
<dataset>

<row>
<yab139>参保所属分中心</yab139>
<aka213>费用分段标准</aka213>
<yka115>起付线</yka115>
<yka058>进入起付线部份</yka058>
<ykc125>报销比例</ykc125>
<yka107>社保基金支付金额</yka107>
<yka065>个人帐户支付</yka065>
<ykc121>就诊结算方式</ykc121>
<ykb037>清算分中心</ykb037>
<yka054>清算方式</yka054>
<yka316>清算类别</yka316>

【如果是城镇职工，清算类别含义为城镇职工门诊；如果是城乡居民，清算类

别含义为城乡居民门诊】

</row>
</dataset>
<fymxdataset>

<row>
<yka105>记账流水号</yka105>
<yka299>项目限价</yka299>
<yka096>自付比例</yka096>
<yka056>全自费</yka056>
<yka057>挂钩自付</yka057>
<yka111>符合范围</yka111>
<yke011>限制使用</yke011>

</row>
</fymxdataset>
<datasetmztsb> --门诊特殊疾病信息

<row>
<yka027>病种名称</yka027>
<aae030>开始时间</aae030>
<aae031>结束时间</aae031>

</row>
……

</datasetmztsb>
</output>

交易标志 小于 0表示失败

参数详细说明:

交易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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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码 名称 约束 类型 说明

交易输入：

代码 名称 约束 类型 说明

YKE309 挂号类型 Not null VARCHAR2(1) 代码

YKA382 就诊患者就医科室编号 Not null VARCHAR2(20) 代 码 ， 参 照 科 室 代 码

yke414标准

YKE506 医院科室自定义编码 Not null Varchar(20) 医院内部编码

YKA383 就诊患者就医科室名称 NOT NULL VARCHAR(70) 医院内部名称

AAE011 经办人姓名 Not null VARCHAR2(20)

AAE036 经办时间 Not null DATETIME YYYY-MM-DD HH24:MM:SS

交易输出：

代码 名称 约束 类型 说明

akc190 就诊编码 NOT NULL VARCHAR(20) 唯一标识一次门诊就诊，中

心生成

aka130 支付类别 NOT NULL VARCHAR(4) 代码

aac001 个人编码 NOT NULL VARCHAR(20)

akb020 服务机构编号 NOT NULL VARCHAR(12)

aac003 姓名 NOT NULL VARCHAR(20)

aac004 性别 NOT NULL VARCHAR(4) 代码

aac006 出生日期 NOT NULL datetime

yke484 门诊统筹待遇享受状态 NOT NULL VARCHAR2(6) 代码

aae013 其他说明 NULL VARCHAR(100
)

查询不确定交易的输出 xml
<?xml version="1.0" encoding="GBK" standalone="yes" ?>
<output>
<row>

<yke014>交易流水号</yke014>
<key>

<akc190>就诊编码</akc190>
<yka103>结算编号</yka103>
<ykd007>报销类型</ykd007>

</key>
</row>
<row>
…

</row>
</output>

 门诊明细上传（111）(支持 HIS、MIS)

交易名称 门诊明细上传 交易类型 查询类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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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理描述

4.0版变更说明：

本交易是新增交易

 对门诊挂号成功才能调用门诊费用明细写入

 同时上传门诊病例信息、服务对象信息、医嘱信息，电子处方信息

 明细信息如果是药品项目，电子处方需要有对应的信息，明细信息如果是

诊疗检查项目，医嘱信息要有对应的信息，在数据上传时，要同时上传，

不能补传

 本交易要在医院医生工作站进行实时传输中医电子处方信息、西医电子处

方信息、医嘱信息、门诊病例信息、检查信息、手术信息、中医四诊、挂

号信息、服务对象信息

 对于手术信息、检查信息节点中的结果类型信息，可以在结算后进行补传

调用说明

输入参数

交易编号 111

交 易 控 制

xml
<?xml version="1.0" encoding="GBK" standalone="yes" ?>
<control>

<akc190>就诊编码</akc190>
<aac001>个人编码</aac001>
<aka130>支付类别</aka130>
<yab003>医保经办机构</yab003>
<nums>明细条数</nums>
<yka055>费用总额</yka055>
<edition>接口版本标志</edition> //需传入固定值 5.0

</control>

交 易 输 入

xml
<?xml version="1.0" encoding="GBK" standalone="yes" ?>
<data>

<datasetfymx> --费用明细

<row yka105="记账流水号"
yka094="医保项目编码"
yka095="医院项目名称(诊疗项目)"
akc226="数量"
akc225="单价"
yka055="费用总额"
yke186="医院审核标志"
yka097="开单科室编码"
yka098="开单科室名称"
yka099="开单医生"
yka100="受单科室编码"
yka101="受单科室名称 1"
yka102="受单医生 1"
aae011="经办人姓名 1"
aae036="2006-06-08 12:12:12" 明细录入时间

yke123="2006-06-07 12:20:12" 明细发生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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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kd040="手术编号 1"
yke112="医嘱记录序号 1"
aae013="备注 1"
yke201="中药使用方式"
yke134="处方号"
yke447="门诊费用-分类代码"
yke338="医院自定药物编码"
yke347="药物类型"
yke348="药物剂型代码"
yke446="用药天数"
yke342="中药数量单位"
yke350="药物使用-频率"
yke351="药物使用-剂量单位"
yke352="药物使用-次剂量"
yke353="药物使用-总剂量"
yke355="药物使用-途径代码"
yke356="药物供应商"
yke357="药物生产批号"
yke358="药物有效期"
yke419="医执人员编号"
yke426="医执人员所属科室"
yke420="医执人员执业范围"
yke553="药品进价"
5.0接口增加

yke676="外检标志"
yke677="外检医院编码"
ykf008="医职人员编码"
ykf013="设备编码"
ake005="医院对码流水号"
yka059="药品本位吗/诊疗项目编码 "

/>
<row ……/>与上段 row相同形式，一条明细一条 row

<datasetfymx>
<datasetghxx> --挂号信息

<yka384>就诊医生编号</yka384>
<yka287>医生姓名</yka287>

</datasetghxx>
<datasetfwdx> ----服务对象

<yke379>证件类型</yke379>
<akc313>证件号码</akc313>
<yke310>证件生效日期</yke310>
<yke311>证件失效日期</yke311>
<yke380>婚姻状况类别代码</yke3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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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ke312>地址类别代码</yke312>
<aae006>地址</aae006>
<aae007>邮政编码</aae007>
<yke313>联系电话-类别代码</yke313>
<aae005>联系电话</aae005>
<aae011>经办人</aae011> --医生姓名

<aae036>经办时间</aae036>
</datasetfwdx>
<datasetmzbl> ----门诊病例

<ykc142>就医开始时间</ykc142>
<ykc310>门诊主诉</ykc310>
<datasetykc328>
<row>
<ykc328>门诊症状-诊断代码</ykc328>
<ykc311>门诊症状-名称</ykc311>

</row>
</datasetykc328>
<yke527>中医第一疾病诊断编码</yke527>
<yke528>中医第二疾病诊断编码</yke528>
<yke529>中医第三疾病诊断编码</yke529>
<yke530>西医第一疾病诊断编码</yke530>
<yke531>西医第二疾病诊断编码</yke531>
<yke532>西医第三疾病诊断编码</yke532>
<datasetykc312>
<row>
<yke526>诊断分类</yke526>
<ykc312>疾病诊断代码</ykc312>
<ykc313>疾病诊断名称</ykc313>

</row>
</datasetykc312>
<ykc314>发病日期时间</ykc314>
<ykc315>诊断日期</ykc315>
<ykc316>治疗类别代码</ykc316>
<yke314>中药类别代码</yke314>
<ykc317>外伤病人受伤时间</ykc317>
<ykc318>外伤病人受伤地点</ykc318>
<ykc319>外伤病人受伤原因</ykc319>
<ykc321>120接诊时间</ykc321>
<ykc322>120接诊地点</ykc322>
<ykc323>120接诊原因</ykc323>
<yke479>就诊类型</yke479>
<yke480>是否会诊</yke480>
<yke481>是否确诊</yke481>
<aae011>经办人</aae011> --医生姓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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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ae036>经办时间</aae036>
<yke508>职业</yke508>
<aac006>出生日期</aac006>
<yke525>就诊年龄</yke525>
<yke509>是否复诊</yke509>
<yke510>是否外伤</yke510>
<yke414>科室（病区）编号</yke414> --科别

<yke419>医执人员编号</yke419>
<yke513>现病使</yke513>
<yke514>既往史</yke514>
<yke515>月经生育史</yke515>
<yke516>家族史</yke516>
<yke517>体格检查</yke517>
<yke521>治疗结果</yke521>
<aae006>家庭地址</aae006>

</datasetmzbl>
<datasetjcxx> ----检查信息

<row>
<yke112>医嘱记录序号</yke112>
<yke315>检查/检验-类别代码</yke315>
<yke316>检查/检验-项目名称</yke316>
<yke317>检查/检验-项目医院自定名称</yke317>
<yke319>检查/检验-结果代码</yke319>
<yke320>检查部位代码</yke320>
<yke321>检查部位</yke321>
<yke322>检查/检验-结果(定性)</yke322>
<yke323>检查/检验-结果(数值)</yke323>
<yke324>检查/检验-计量单位</yke324>

</row>
</datasetjcxx>
<datasetssxx> ----手术信息

<row>
<yke112>医嘱记录序号</yke112>
<yke326>手术日期</yke326>
<yke327>麻醉-方法代码</yke327>
<yke328>麻醉-方法</yke328>
<yke329>手术/操作-代码</yke329>
<yke330>手术/操作-名称</yke330>
<ykc325>术后诊断</ykc325>
5.0增加

<yke667>手术流水号</yke667>
<yke668>次要手术编码</yke668>
<yke669>次要手术名称</yke669>
<yke670>手术级别</yke6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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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ke671>术者</yke671>
<yke672>切口等级</yke672>
<yke673>麻醉医生</yke673>

</row>
</datasetssxx>
<datasetzysz> ----中医四诊

<row>
<yke331>中医"四诊"类别代码</yke331>
<yke332>中医“四诊”类别名称</yke332>
<yke333>中医"四诊"观察项目代码</yke333>
<yke334>中医“四诊”观察项目名称</yke334>
<yke335>中医“四诊”观察代码结果代码</yke335>
<yke336> 中医“四诊”观察结果描述</yke336>
<aae011>经办人</aae011> --医生姓名

<aae036>经办时间</aae036>
</row>

</datasetzysz>
<datasetzydz> ----中医电子处方

--中医电子处方基础信息

<row>
<yke134>处方编号</yke134>
<yke343>中药副数</yke343>
<yke344>中药频次</yke344>
<yke345>中药用药途径</yke345>
<yke346>药物取药人</yke346>

</row>
</datasetzydz>
<datasetxydz> ----西药电子处方

--西药电子处方基础信息

<row>
<yke134>处方编号</yke134>
<yke346>药物取药人</yke346>
<yke359>药物开始使用时间</yke359>
<yke360>用药停止日期时间</yke360>

</row>
</datasetxydz>
<datasetyz> ----医嘱（除药品处方外）

<row>
<yke112>医嘱记录序号</yke112>
<yke113>医嘱内容</yke113>
<yka287>医生姓名</yka287>
<yke224>医嘱作废时间</yke224>
<yke361>医嘱开嘱日期时间</yke361>
<yke362>长期医嘱停嘱日期时间</yke3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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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ae011>经办人</aae011> --医嘱执行人

<yke363>医嘱执行日期时间</yke363> --5.0删除

5.0增加

<ykf008>医职人员编码</ykf008>
<aaz307>医嘱科室编码</aaz307>
<akf002>医嘱科室名称</akf002>
<ake005>医院对码编码</ake005>
<yke365>医嘱类别</yke365>
<yke658>医嘱分类</yke658>
<yke351>剂量单位</yke351>
<yke352>剂量</yke352>
<yke355>用药途径</yke355>
<yke654>每次数量</yke654>
<yke655>每次数量单位</yke655>
<yke656>发药量</yke656>
<yke657>发药量单位</yke657>
<yke350>频次</yke350>
<yke446>使用天数</yke446>

</row>
</datasetyz>

</data>

输出参数

交 易 流 水

号

不返回

交 易 效 验

码

不返回

交 易 输 出

xml
<?xml version="1.0" encoding="GBK" standalone="yes" ?>
<output>

<fymxdataset>
<row>

<yka105>记账流水号</yka105>
<yka095>医院项目名称(诊疗项目)</yka095>
<akc226>数量</akc226>
<akc225>单价</akc225>
<yka055>费用总额</yka055>
<yke503>折扣前单价</yke503>
<yke582>药品打折比例</yke582>
<yke581>药品保底价格</yke581>
<yke580>药品最高限价</yke580>
<yka299>项目限价</yka299>
<yka096>自付比例</yka096>
<yka056>全自费</yka056>
<yka057>挂钩自付</yka057>
<yka111>符合范围</yka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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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ke011>限制使用</yke011>
<yke474>基金支付单价</yke474>
<yke492>基金支付总价</yke492>
<yke493>社保网审标志</yke493>
<yke494>社保网审提示信息</yke494>

</row>
</fymxdataset>

</output>

交易标志 小于 0表示失败

参数详细说明:

交易控制：

代码 名称 约束 类型 说明

akc190 就诊编码 NOT NULL VARCHAR(20)

aac001 个人编码 NOT NULL VARCHAR(15)

aka130 支付类别 NOT NULL VARCHAR(6)

yab003 医保经办机构 NOT NULL VARCHAR(4)

Nums 明细条数 NOT NULL NUMBER(6,0)

yka055 费用总额 NOT NULL NUMBER(14,2
)

交易输入：

代码 名称 约束 类型 说明

yke112 医嘱记录序号 NULL VARCHAR(15) 在 <datasetfymx> 节 点

中，明细不是药品的，不能

为空，如明细为检查类，必

须有医嘱记录号；如细是药

品，yke112要为空

yka105 记账流水号 NOT NULL VARCHAR(20) 同一个就诊编号 akc190
下的记帐流水号 yka105
不能重复

YKA384 就诊医生编号 Not null VARCHAR2(20
)

医院自编号

YKA287 医生姓名 Not null VARCHAR2(20
)

AAE011 经办人 NOT NULL VARCHAR(20)

AAE036 经办时间 NOT NULL DATETIME YYYY-MM-DD HH24:MM:MI

YKE379 证件类型 NULL VARCHAR(6)

AKC313 证件号码 NULL VARCHAR(30)

YKE310 证件生效日期 NULL DATETIME YYYY-MM-DD

YKE311 证件失效日期 NULL DATETIME YYYY-MM-DD

YKE380 婚姻状况类别代码 NULL VARCHAR(6) 代码

YKE312 地址类别代码 NULL VARCHAR(6) 代码

AAE006 地址 NULL VARCHAR(10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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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AE007 邮政编码 NULL VARCHAR(12)

YKE313 联系电话-类别代码 NULL VARCHAR(6) 代码

AAE005 联系电话 NULL VARCHAR(20)

YKC142 就医开始时间 NOT NULL DATETIME YYYY-MM-DD HH24:MM:MI

YKC310 门诊主诉 NOT NULL VARCHAR(100
)

ykc328 门诊症状-诊断代码 Not null Varchar(6) 代码

YKC311 门诊症状-名称 NOT NULL VARCHAR(200
)

YKC312 疾病诊断代码 NOT NULL VARCHAR(20) ICD-10 国际疾病分类标

准编码 国际疾病分类标准

编码

YKC313 疾病诊断名称 NOT NULL VARCHAR(50) ICD-10 国际疾病分类标

准编码 国际疾病分类标准

编码的名称

YKC314 发病日期时间 NOT NULL DATETIME YYYY-MM-DD

YKC315 诊断日期 NOT NULL DATETIME YYYY-MM-DD HH24:MM:MI

YKC316 治疗类别代码 NULL VARCHAR(6) 代码

YKE314 中药类别代码 NULL VARCHAR(6) 代码

YKC317 外伤病人受伤时间 NULL DATETIME YYYY-MM-DD HH24:MM:MI

YKC318 外伤病人受伤地点 NULL VARCHAR(100
)

YKC319 外伤病人受伤原因 NULL VARCHAR(500
)

YKC321 120接诊时间 NULL DATETIME YYYY-MM-DD HH24:MM:MI

YKC322 120接诊地点 NULL VARCHAR(100
)

YKC323 120接诊原因 NULL VARCHAR(500
)

YKE479 就诊类型 NOT NULL VARCHAR(6) 代码

YKE480 是否会诊 NOT NULL VARCHAR(6) 代码

YKE481 是否确诊 NOT NULL VARCHAR(6) 代码

YKC324 诊疗过程描述 NULL VARCHAR(500
)

YKE315 检查/检验-类别代码 NOT NULL VARCHAR(6) 代码

YKE316 检查/检验-项目名称 NOT NULL VARCHAR(200
)

YKE317 检查/检验-项目医院自定

名称

NOT NULL VARCHAR(200
)

YKE319 检查/检验-结果代码 NOT NULL VARCHAR(6) 代码

YKE320 检查部位代码 NOT NULL VARCHAR(6) 代码

YKE321 检查部位 NOT NULL VARCHAR(30)

YKE322 检查/检验-结果(定性) NULL VARCHAR(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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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KE323 检查/检验-结果(数值) NULL NUMBER(10)

YKE324 检查/检验-计量单位 NULL VARCHAR(20)

YKA097 开单科室编码 NULL VARCHAR(20)

YKA098 开单科室名称 NULL VARCHAR(50)

YKA099 开单医生 NULL VARCHAR(20)

YKA100 受单科室编码 NULL VARCHAR(20)

YKA101 受单科室名称 NULL VARCHAR(50)

YKE326 手术日期 NULL DATETIME YYYY-MM-DD H24:MM:SS

YKE327 麻醉-方法代码 NULL VARCHAR(6) 代码

YKE328 麻醉-方法 NULL VARCHAR(50)

YKE329 手术/操作-代码 NULL VARCHAR(60) ICD-9-CM 国际疾病分类

临床修订版

YKE330 手术/操作-名称 NULL VARCHAR(100
)

YKC325 术后诊断 NULL VARCHAR(20) ICD-10 国际疾病分类标

准编码 国际疾病分类标准

编码

yke667 手术流水号 NOT NULL VARCHAR(20) 唯一标识一条手术信息

yke668 次要手术编码 NULL VARCHAR(60) ICD-9-CM 国际疾病分类

临床修订版

yke669 次要手术名称 NULL VARCHAR(100
)

yke670 手术级别 NULL VARCHAR(6) 码表

yke671 术者 NULL VARCHAR(60)

yke672 切口等级 NULL VARCHAR(6) 码表

yke673 麻醉医生 NULL VARCHAR(60)

YKE331 中医"四诊"类别代码 NULL VARCHAR(6) 代码

YKE332 中医“四诊”类别名称 NULL VARCHAR(8) 1望诊；2闻诊；3问诊；4
切诊

YKE333 中医"四诊"观察项目代码 NULL VARCHAR(6) 代码：如果“四诊”类别为

望诊，详见中医望诊项目代

码 yke485、为闻诊，见中

医闻诊项目代码 yke486、
为问诊，见中医问诊项目代

码 yke487 或问诊-现在症

状项目代码 yke489、为切

诊，见中医切诊项目代码

yke488

YKE334 中医“四诊”观察项目名称 NULL VARCHAR(30)

YKE335 中医“四诊”观察代码结果

代码

NULL VARCHAR(6) 代码

YKE336 中医“四诊”观察结果描述 NULL VARCHAR(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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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KE337 中药药品名称 NULL VARCHAR(50)

YKE338 医院自定药物编码 NULL VARCHAR(20)

YKE339 医保规定药物编码 NULL VARCHAR(20)

YKE340 中药使用方式 NULL VARCHAR(50)

YKE341 中药每副数量 NULL NUMBER(10)

YKE342 中药数量单位 NULL VARCHAR(10)

YKE343 中药副数 NULL NUMBER(10)

YKE344 中药频次 NULL VARCHAR(30)

YKE345 中药用药途径 NULL VARCHAR(40)

YKE134 处方编号 Not NULL VARCHAR(15) 在 <datasetfymx> 节 点

中，明细是药品的，不能为

空

YKE346 药物取药人 NULL VARCHAR(30) 病人或帮病人取药的人

YKE339 医保规定药物编码 NOT NULL VARCHAR(20)

YKA003 医保通用项目中文名称 NULL VARCHAR(200
)

YKE348 药物剂型代码 NULL VARCHAR(6) 代码

YKE446 用药天数 NULL NUMBER(5)

YKE347 药物类型 NULL VARCHAR(6) 代码

YKE338 医院自定药物编码 NULL VARCHAR(20)

YKE350 药物使用-频率 NULL VARCHAR(30) 采用英文缩写格式：qd（每

日 1次）， bid（每日 2
次），tid（每日 3次），

qid（每日 4次）， qn（每

晚睡前 1次），qod（隔日

1 次）， prn（必要时 1
次）， q 2h（每 2小时 1
次），q6h（每 6 小时 1
次）

YKE351 药物使用-剂量单位 NULL VARCHAR(6) 采用英文缩写格式： g
（克）， mg（毫克）， pg
（微克）， ml（毫升），

p（单位）

YKE352 药物使用-次剂量 NULL NUMBER(8)

YKE353 药物使用-总剂量 NULL NUMBER(10)

YKE354 药物使用-总数量 NULL NUMBER(10)

YKE355 药物使用-途径代码 NULL VARCHAR(6) 代码

YKE356 药物供应商 NULL VARCHAR(100
)

YKE357 药物生产批号 NULL VARCHAR(20)

YKE358 药物有效期 NULL DATETIME YYYY-MM-DD

YKE359 药物开始使用时间 NULL DATETIME YYYY-MM-DD HH24:MM:M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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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KE360 用药停止日期时间 NULL DATETIME YYYY-MM-DD HH24:MM:MI

YKA094 医保项目编码 NOT NULL VARCHAR(20)

YKE113 医嘱内容 NOT NULL VARCHAR(400
0)

YKA287 医生姓名 NOT NULL VARCHAR(20)

YKE224 医嘱作废时间 NULL DATETIME YYYY-MM-DD

YKE361 医嘱开嘱日期时间 NOT NULL DATETIME YYYY-MM-DD HH24:MM:MI

YKE362 长期医嘱停嘱日期时间 NULL DATETIME YYYY-MM-DD HH24:MM:MI

YKE363 医嘱执行日期时间 NOT NULL DATETIME YYYY-MM-DD

ykf008 医职人员编码 NOT NULL VARCHAR(20) 医院自编码，对应医生信息

上传中的编码

aaz307 医嘱科室编码 NOT NULL VARCHAR(20) 医院自编码，对应科室信息

上传中的编码

akf002 医嘱科室名称 NOT NULL VARCHAR(50) 医院自编名称，对应科室信

息上传中的名称

<
ake005

医院对码编码 NULL VARCHAR(20) 医院自编码，对应三目信息

上传中的编码

yke654 每次数量 NULL NUMBER(10)

yke655 每次数量单位 NULL VARCHAR(20)

yke656 发药量 NULL NUMBER(10)

yke657 发药量单位 NULL VARCHAR(20)

yke365 医嘱类别 NULL VARCHAR(6) 码表

yke658 医嘱分类 NULL VARCHAR(6) 码表

yke674 医嘱执行者 NULL VARCHAR(60)

yke676 外检标志 NULL VARCHAR(6)

yke677 外检医院编码 NULL VARCHAR(20) 对应外检项目所在医院的

医院编码 akb020字段

ykf008 医职人员编码 NULL VARCHAR(20) 医院自编码，对应医职人员

信息上传字段

Ykf013 设备编码 NULL VARCHAR(20) 医院自编码，对应设备信息

中字段。

yke684 长期医嘱停医嘱人 NULL VARCHAR(60)

YKE447 门诊费用-分类代码 NOT NULL VARCHAR(6) 代码

YKE448 门诊费用-分类 NOT NULL VARCHAR(20)

yke419 医执人员编号 NOT NULL VARCHAR(20) 开单医生人员编号

Yke426 医执人员所属科室 NOT NULL VARCHAR(20) 代码，开单医生所属科室，

参照科室代码 yke414
Yke420 医执人员执业范围 NOT NULL VARCHAR(6) 代码，开单医生执业范围

yke527 中医第一疾病诊断编码 NULL VARCHAR(20) 中医第一诊断和西医第一

诊 断 不 能 同 时 为 空 ，

ICD-10 国际疾病分类标

准编码 国际疾病分类标准

编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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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ke528 中医第二疾病诊断编码 NULL VARCHAR(20) ICD-10 国际疾病分类标

准编码 国际疾病分类标准

编码

yke529 中医第三疾病诊断编码 NULL VARCHAR(20) ICD-10 国际疾病分类标

准编码 国际疾病分类标准

编码

yke530 西医第一疾病诊断编码 NULL VARCHAR(20) 中医第一诊断和西医第一

诊 断 不 能 同 时 为 空 ，

ICD-10 国际疾病分类标

准编码 国际疾病分类标准

编码

yke531 西医第二疾病诊断编码 NULL VARCHAR(20) ICD-10 国际疾病分类标

准编码 国际疾病分类标准

编码

yke532 西医第三疾病诊断编码 NULL VARCHAR(20) ICD-10 国际疾病分类标

准编码 国际疾病分类标准

编码

yke508 职业 NOT NULL varchar(40) 如：教师，工程师

aac006 出生日期 NOT NULL datetime

yke525 就诊年龄 NOT NULL varchar(20) 如：20 岁、1 个月，1/6
岁

yke509 是否复诊 NOT NULL varchar(6) 代码

yke510 是否外伤 NOT NULL varchar(6) 代码

yke414 科室（病区）编号 NOT NULL varchar(6) 代码

yke419 医执人员编号 NOT NULL varchar(20) 医疗机构自定

yke513 现病使 NOT NULL varchar(100
0)

如：患者 2 天前受凉后发

热，T39℃，不伴畏寒、寒

战。1天前咳嗽，为干咳，

无痰。

yke514 既往史 NULL varchar(100
0)

如：无外伤、传染病、手术、

输血史，有 3 年慢性咽炎

史，余无特殊。既往史中可

以包含院前阳性检查内容，

如 2010-07-24 在某医院

检查血常规 10*10/C
yke515 月经生育史 NULL varchar(100

0)
如：LMP:2010 年 7 月 22
日，平素月经正常，G1P1
育有 1子，体健

yke516 家族史 NULL varchar(100
0)

如：其父患有糖尿病

yke517 体格检查 NOT NULL varchar(100
0)

如：T36.5℃，P90次/分，

R20 次 / 分 ，

BP110/70mmHg, 急 性 病

容，咽充血，扁桃体 II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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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肺未闻及干湿啰音，心界

不大，未闻及杂音，余无特

殊

yke521 治疗结果 NULL varchar(100
0)

如：1、门诊随诊，按时服

药 2、若症状加重，立即就

诊

aae006 家庭地址 NULL varchar(100
)

yke553 药品进价 NULL NUMBER(14,4
)

药品进货价格

交易输出：

代码 名称 约束 类型 说明

yka105 记账流水号 NOT NULL VARCHAR(20)

yka299 项目限价 NOT NULL NUMBER(14,2)

yka096 自付比例 NOT NULL NUMBER(6,4)

yka056 全自费 NOT NULL NUMBER(14,4)

yka057 挂钩自付 NOT NULL NUMBER(14,4)

yka111 符合范围 NOT NULL NUMBER(14,4)

yke011 限制使用 NOT NULL VARCHAR(4)

yke474 基金支付单价 NULL NUMBER(14,2)

yke492 基金支付总价 NULL NUMBER(14,2)

yke493 社保网审标志 NOT NULL VARCHAR(6)

yke494 社保网审提示信息 NULL VARCHAR(100)

YKE580 药品最高限价 NOT NULL NUMBER(14,4)

YKE581 药品保底价格 NOT NULL NUMBER(14,4)

YKE582 药品打折比例 NOT NULL NUMBER(14,4)

 单病种 ICD、手术对照查询（118）（支持 HIS）

交易名称 单病种 ICD、手术对照查询 交易类型 查询类交易

处理描述
传入获取单病种信息的时间，获取变更时间在传入时间之后的所有单病种、

ICD、手术信息。

调用说明
HIS获取单病种 ICD、手术对照，用于内部对照，作为后续明细相关业务的报销标

准。

输入参数

交易编号 118

交 易 控 制

xml
<?xml version=“1.0” encoding=“GBK” standalone=“yes” ?>
<control>

<yab003>医保经办机构</yab003>
<yae036>变更时间</yae036>

</control>

交 易 输 入

xml
<?xml version="1.0" encoding="GBK" standalone="yes" ?>
<dat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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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r>输出文件所在目录</dir>
</data>

输出参数

交 易 流 水

号

无

交 易 效 验

码

无

交 易 输 出

xml
<?xml version="1.0" encoding="GBK" standalone="yes" ?>
<output>

<filename>输出文件名</filename>
</output>

交易标志 小于 0表示失败

参数详细说明:

交易控制：

代码 名称 约束 类型 说明

yab003 医保经办机构 NOT NULL VARCHAR(4)

yae036 变更时间 NOT NULL DATE 传入时间为空时，获取所有

单病种信息

交易输入：

代码 名称 约束 类型 说明

dir 输出文件所在目录 NOT NULL VARCHAR(40)

交易输出：

代码 名称 约束 类型 说明

filenam
e

输出文件名称 NOT NULL
VARCHAR(20)

目录文件内容：

<?xml version="1.0" encoding="GBK"?>
<output>

<yka026dataset>

<row>

<yka026>病种编码</yka026>

<yka027>病种名称</yka207>

<akb023>医疗机构类别</akb023>

<yka394>基本医疗统筹支付定额标准</yka394>

<yka395>大病互助补充支付定额标准</yka395>

<yka396>个人自付定额标准</yka3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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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ae030>开始时间</aae030>

<aae031>结束日期</aae031>

<yke120dataset>

<row>

<yke120>ICD10代码</yke120>

<aae030>开始时间</aae030>

<aae031>结束日期</aae031>

</row>

</yke120dataset>

<yka094dataset>

<row>
<yka094>医保项目编码</yka094>
<aae030>开始时间</aae030>
<aae031>结束日期</aae031>

</row>

</yka094dataset>

</row>

</yka026dataset>

</output>

代码 名称 约束 类型 说明

yka026 大类编码 NOT NULL VARCHAR(20) 参见代码表

yka027 医保通用项目编码 NOT NULL VARCHAR(20)

akb023 医疗机构类别 NOT NULL VARCHAR(6)

yka394 基本医疗统筹支付定额

标准

NOT NULL
NUMBER(14,2)

yka395 大病互助补充支付定额

标准

NOT NULL
NUMBER(14,2)

yka396 个人自付定额标准 NOT NULL NUMBER(1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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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ae030 开始时间 NOT NULL DATETIME

aae031 结束日期 NOT NULL DATETIME

yke120 ICD码 NOT NULL VARCHAR(200)

yka094 商品名代码 NOT NULL VARCHAR(20) 手术信息

 新门特病种认定（120）（支持 HIS）

交易名称 病种认定 交易类型 处理类交易

处理描述 新门特对病人进行病种认定

调用说明
4.0版更新说明：

新增交易

输入参数

交易编号 120

交 易 控 制

xml
<?xml version=“1.0” encoding=“GBK” standalone=“yes” ?>
<control>

<yab003>医保经办机构</yab003> //默认为 0000
</control>

交 易 输 入

xml
<?xml version="1.0" encoding="GBK" standalone="yes" ?>
<data>

</data>

输出参数

交 易 流 水

号

无

交 易 效 验

码

无

交 易 输 出

xml
<?xml version="1.0" encoding="GBK" standalone="yes" ?>
<output>
<aac001>个人编码</aac001>
<row>
<aac001>个人编码</aac001>
<aac003>姓名</aac003>
<yka026>认定病种编码</yka026>
<yka027>认定病种名称</yka027>
<akb020>认定医疗机构编码</akb020>
<akb021>认定医疗机构名称</akb021>
<aae036>认定生效时间</aae036>
<rdzt>认定状态</rdzt>
</row>
…….
</outpu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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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易标志 小于 0表示失败

代码 名称 约束 类型 说明

输出节点

yka026 认定病种编码 NOT NULL VARCHAR(20)

yka027 认定病种名称 NOT NULL VARCHAR(20)

akb020 认定医疗机构编码 NOT NULL VARCHAR(6)

Akb021 认定医疗机构名称 NOT NULL VARCHAR(200)

Aae036 认定生效时间 NOT NULL Datetime

rdzt 认定状态 NOT NULL VARCHAR(6)

 一般诊疗费置标（121）（支持 HIS）

交易名称 一般诊疗费置标 交易类型 查询类交易

处理描述 处理一般诊疗费的“无需处置”标志

调用说明
4.0版更新说明：

新增交易

输入参数

交易编号 121

交 易 控 制

xml
<?xml version=“1.0” encoding=“GBK” standalone=“yes” ?>
<control>

<yab003>医保经办机构</yab003> //默认 0000
<akc190>就诊编码</akc190>
<aac001>个人编码</aac001>
<tagtype>置标原因</tagtype>//一般诊疗费置标原因，提供选择项

<bz>备注</bz> //置标原因为其他的，需上传备注信息

<taglx>标志类型</taglx>
</control>

说明：taglx
01 无需处置

02 回退“无需处置”置标

03 查询该就诊编码一般诊疗费的状态（是否有“无需处置”的标志）

交 易 输 入

xml
<?xml version="1.0" encoding="GBK" standalone="yes" ?>
<data>

</data>

输出参数

交 易 流 水

号

无

交 易 效 验

码

无

交 易 输 出

xml
如果 taglx = 01或 02，直接进行置标或回退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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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成都市医保支付接口应用编程接口规范

第 176 页 共 225 页

<output>

</output>

如果 taglx = 03，则返回是否置标结果

<?xml version="1.0" encoding="GBK" standalone="yes" ?>
<output>
<taglx>标志类型</taglx>

说明：输出的标志类型值含义：

01 已置标

02 置标已回退

03 有结算没置标

04 无结算没置标

</output>

交易标志 小于 0表示失败

代码 名称 约束 类型 说明

输入节点

Akc190 就诊编码 NOT NULL VARCHAR(20)

Aac001 个人编码 NOT NULL VARCHAR(9)

taglx 置标标志 NOT NULL

VARCHAR(2)

01 无需处置

02 回退“无需处置”置

标

03 查询该就诊编码一般

诊疗费的状态（是否有“无

需处置”的标志）

输出节点

taglx 置标返回类型 NOT NULL

VARCHAR(6)

01 已置标

02 置标已回退

NULL 该就诊编号未调过

该交易

 新门特病种认定查询（122）（支持 HIS）

交易名称 病种认定查询 交易类型 查询类交易

处理描述 新门特对病人进行病种认定查询

调用说明
4.0版更新说明：

新增交易

输入参数

交易编号 122

交 易 控 制 <?xml version=“1.0” encoding=“GBK” standalone=“yes”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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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ml <control>
<yab003>医保经办机构</yab003> //默认为 0000
<aac001>个人编码</aac001>

</control>

交 易 输 入

xml
<?xml version="1.0" encoding="GBK" standalone="yes" ?>
<data>

</data>

输出参数

交 易 流 水

号

无

交 易 效 验

码

无

交 易 输 出

xml
<?xml version="1.0" encoding="GBK" standalone="yes" ?>
<output>

//考虑到目前部分参保人员既享受城职，又享受城乡待遇，在就诊时，无法确认以

//何种身份就诊，特添加此三节点，供工作人员参考

<rylb>人员类别</rylb> //城职 城乡

<tckzfje>统筹可支付金额</tckzfje>//统筹可支付金额

<tckzfjecx>城乡统筹可支付金额</tckzfjecx>//统筹可支付金额（城乡）

<row>

<yka026>认定病种编码</yka026>
<yka027>认定病种名称</yka027>
<yka441>付费方式</yka441>
<akb020>认定医疗机构编码</akb020>
<akb021>认定医疗机构名称</akb021>
<rdzt>认定状态</rdzt>
</row>
……

</output>

交易标志 小于 0表示失败

输出节点

Rylb 人员类别 NOT NULL VARCHAR(6)

tckzfje 统筹可支付金额 NOT NULL Number(14,2)

tckzfjecx 城乡统筹可支付金额 NOT NULL Number(14,2)

yka026 认定病种编码 NOT NULL VARCHAR(20)

yka027 认定病种名称 NOT NULL VARCHAR(20)

akb020 认定医疗机构编码 NOT NULL VARCHAR(6)

Akb021 认定医疗机构名称 NOT NULL VARCHAR(200)

Rdzt 认定状态 NOT NULL VARCHAR(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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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工伤康复住院上传治疗方案（123）（支持 HIS）

交易名称 工伤康复住院上传治疗方案 交易类型 查询类交易

处理描述 工伤康复住院上传治疗方案

调用说明
4.0版更新说明：

新增交易

输入参数

交易编号 123

交 易 控 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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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ontrol>
<yab003>社保编码</yab003>//默认为 0000
<akc190>就诊编号</akc190>
<aac001>个人编号</aac001>
<aae011>医院经办人姓名</aae011>

</control>

交 易 输 入

xml
<?xml version=“1.0” encoding=“GBK” standalone=“yes” ?>

<data>

<yke034>诊断信息</yke034>
<aae011>医院经办人姓名</aae011>
<yae170>申请的治疗开始时间</yae170>
<yae171>申请的治疗结束时间</yae171>
<dataset>
<row

yka094="医保项目编码"
yka095="医院项目名称(诊疗项目)"
aka073="用法（数字）"
yka293="用量（数字）"
yka368="用药周期（数字）"
yaa027="物价编码"

/>
<row ……/>

</dataset>
</data>

输出参数

交 易 流 水

号

无

交 易 效 验

码

无

交 易 输 出

xml
<?xml version=“1.0” encoding=“GBK” standalone=“yes” ?>

<output>
<ykc112>申请流水号</ykc112>
<aac001>个人编码</aac001>



成都市医保支付接口应用编程接口规范

第 179 页 共 225 页

<aka130>支付类别</aka130>
<aac003>姓名</aac003>
<aac004>性别</aac004>
<aac006>出生日期</aac006>
<yab003>医保经办机构</yab003>
<aae130>工伤康复住院开始时间</aae130>
<aae131>工伤康复住院结束时间</aae131>
<ykc019>资格审批号</ykc019>

</output>

交易标志 小于 0表示失败

参数详细说明:

交易控制：

代码 名称 约束 类型 说明

交易输入：

代码 名称 约束 类型 说明

yke034 诊断信息 NOT NULL VARCHAR(200)

aae011 医院经办人姓名 NOT NULL VARCHAR(20)

yae170 申请治疗的开始时间 NOT NULL Datetime

yae171 申请治疗的结束时间 NOT NULL Datetime

yka105 记账流水号 NOT NULL VARCHAR(20) 唯一标识治疗方案中的一

条明细

yka094 医保项目编码 NOT NULL VARCHAR(20) 见医保目录信息

yka095 医院项目名称 NOT NULL VARCHAR(100)

aka073 用法 NOT NULL NUMBER(14,4)

yka293 用量 NOT NULL NUMBER(14,4)

yka368 用药周期 NOT NULL NUMBER(14,4)

yaa027 物价编码 NOT NULL VARCHAR(20)

交易输出：

代码 名称 约束 类型 说明

ykc112 申请流水号 NOT NULL VARCHAR(20) 标识本次申请

aac001 个人编码 NOT NULL VARCHAR(20)

aka130 支付类别 NOT NULL VARCHAR(4) 代码

yab003 医保经办机构编号 NOT NULL VARCHAR(4)

aae130 工伤康复住院开始时间 NOT NULL Datetime

aae131 工伤康复住院结束时间 NOT NULL Datetime

ykc019 资格审批号 NOT NULL VARCHAR（15）

 工伤康复住院撤消治疗方案（124）（支持 HIS）

交易名称 工伤康复住院撤消治疗方案 交易类型 查询类交易

处理描述 工伤康复住院撤消未审批的治疗方案

调用说明 4.0版更新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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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增交易

输入参数

交易编号 124

交 易 控 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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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ontrol>
<yab003>社保编码</yab003>//默认为 0000
<akc190>就诊编号</akc190>
<aac001>个人编号</aac001>

</control>

交 易 输 入

xml
<?xml version=“1.0” encoding=“GBK” standalone=“yes” ?>
<data>
<aae011>医院经办人姓名</aae011>
</data>

输出参数

交 易 流 水

号

无

交 易 效 验

码

无

交 易 输 出

xml
<?xml version=“1.0” encoding=“GBK” standalone=“yes” ?>

<output></output>

交易标志 小于 0表示失败

交易控制：

代码 名称 约束 类型 说明

yab003 医保经办机构编号 NOT NULL VARCHAR(4)

aac001 个人编码 NOT NULL VARCHAR(10)

Akc190 就诊编码 NOT NULL VARCHAR(20)

 住院手术信息上传（127）（支持 HIS）

交易名称 住院手术上传 交易类型 查询类交易

处理描述 住院病员需要上传病人的住院手术信息，进行中心记录。

调用说明
HIS提供相关功能组织手术信息，完成后上传中心记录；中心记录成功则返回

成功，否则调用该交易重新上传。

输入参数

交易编号 127

交 易 控 制

xml
<?xml version=“1.0” encoding=“GBK” standalone=“yes” ?>
<control>

<akc190>就诊编号</akc190>
<aac001>个人编号</aac001>
<aka130>支付类别</aka130>
<yab003>医保经办机构</yab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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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trol>

交 易 输 入

xml
<?xml version="1.0" encoding="GBK" standalone="yes" ?>
<data>

<dataset>
<row>

<yka105>记账流水号</yka105>
<yke112>医嘱记录序号</yke112>
<yke326>手术日期</yke326>
<yke327>麻醉-方法代码</yke327>
<yke328>麻醉-方法</yke328>
<yke329>手术/操作-代码</yke329>
<yke330>手术/操作-名称</yke330>
<ykc325>术后诊断</ykc325>

<yke667>手术流水号</yke667>
<yke668>次要手术编码</yke668>
<yke669>次要手术名称</yke669>
<yke670>手术级别</yke670>
<yke671>术者</yke671>
<yke672>切口等级</yke672>
<yke673>麻醉医生</yke673>

</row>
<row>

…
</row>

</dataset>
</data>

输出参数

交 易 流 水

号

不返回

交 易 效 验

码

不返回

交 易 输 出

xml
<?xml version="1.0" encoding="GBK" standalone="yes"?>
<output></output>

交易标志 小于 0表示失败

参数详细说明:

交易控制：

代码 名称 约束 类型 说明

akc190 就诊编码 NOT NULL VARCHAR(20) 入院办理返回

aka130 支付类别 NOT NULL VARCHAR(4) 代码

aac001 个人编码 NOT NULL VARCHAR(20)

yab003 医保经办机构编号 NOT NULL VARCHAR(4)

交易输入：

代码 名称 约束 类型 说明

yke112 医嘱记录序号 NOT NULL VARCHAR(15) 唯一标识一条医嘱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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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KE326 手术日期 NULL DATETIME YYYY-MM-DD H24:MM:SS

YKE327 麻醉-方法代码 NULL VARCHAR(6) 代码

YKE328 麻醉-方法 NULL VARCHAR(50)

YKE329 手术/操作-代码 NULL VARCHAR(60) ICD-9-CM 国际疾病分类

临床修订版

YKE330 手术/操作-名称 NULL VARCHAR(100)

YKC325 术后诊断 NULL VARCHAR(20) ICD-10 国际疾病分类标

准编码 国际疾病分类标

准编码

yke667 手术流水号 NOT NULL VARCHAR(20) 唯一标识一条手术信息

yke668 次要手术编码 NULL VARCHAR(60) ICD-9-CM 国际疾病分类

临床修订版

yke669 次要手术名称 NULL VARCHAR(100)

yke670 手术级别 NULL VARCHAR(6) 码表

yke671 术者 NULL VARCHAR(60)

yke672 切口等级 NULL VARCHAR(6) 码表

yke673 麻醉医生 NULL VARCHAR(60)

交易输出：

代码 名称 约束 类型 说明

 住院手术信息作废（128）（支持 HIS）

交易名称 住院手术信息作废 交易类型 查询类交易

处理描述 对于中心记录成功的住院手术信息进行作废处理。

调用说明 HIS作废住院手术信息保存成功后，完成交易相关参数组织并调用本交易。

输入参数

交易编号 128

交 易 控 制

xml
<?xml version=“1.0” encoding=“GBK” standalone=“yes” ?>
<control>

<akc190>就诊编号</akc190>
<aac001>个人编号</aac001>
<aka130>支付类别</aka130>
<yab003>医保经办机构</yab003>

</control>

交 易 输 入

xml
<?xml version="1.0" encoding="GBK" standalone="yes" ?>
<data>

<dataset>
<row>

<yke112>医嘱记录序号</yke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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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ke667>手术流水号</yke667>
</row>
<row>

…
</row>
</dataset>

</data>

输出参数

交 易 流 水

号

不返回

交 易 效 验

码

不返回

交 易 输 出

xml
<?xml version="1.0" encoding="GBK" standalone="yes"?>
<output></output>

交易标志 小于 0表示失败

参数详细说明:

交易控制：

代码 名称 约束 类型 说明

akc190 就诊编码 NOT NULL VARCHAR(20) 入院办理返回

aka130 支付类别 NOT NULL VARCHAR(4) 代码

aac001 个人编码 NOT NULL VARCHAR(20)

yab003 医保经办机构编号 NOT NULL VARCHAR(4)

交易输入：

代码 名称 约束 类型 说明

aae011 经办人姓名 NOT NULL VARCHAR(20)

yke112 医嘱记录序号 NOT NULL VARCHAR(15)

yke184 作废原因 NOT NULL VARCHAR(1000)

交易输出：

代码 名称 约束 类型 说明

 住院手术信息查询（129）（支持 HIS）

交易名称 住院手术查询 交易类型 查询类交易

输入参数

交易编号 129

交 易 控 制

xml
<?xml version=“1.0” encoding=“GBK” standalone=“yes” ?>
<control>

<akc190>就诊编号</akc190>
<aac001>个人编号</aac001>
<aka130>支付类别</aka130>
<yab003>医保经办机构</yab003>

</control>

交 易 输 入

xml
<?xml version=“1.0” encoding=“GBK” standalone=“yes” ?>
<dat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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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ta>

输出参数

交 易 流 水

号

不返回

交 易 效 验

码

不返回

交 易 输 出

xml
<?xml version=“1.0” encoding=“GBK” standalone=“yes” ?>
<output>

<dataset>
<row>

<yke112>医嘱记录序号</yke112>
<yke326>手术日期</yke326>
<yke327>麻醉-方法代码</yke327>
<yke328>麻醉-方法</yke328>
<yke329>手术/操作-代码</yke329>
<yke330>手术/操作-名称</yke330>
<ykc325>术后诊断</ykc325>

<yke667>手术流水号</yke667>
<yke668>次要手术编码</yke668>
<yke669>次要手术名称</yke669>
<yke670>手术级别</yke670>
<yke671>术者</yke671>
<yke672>切口等级</yke672>

<yke673>麻醉医生</yke673>
</row>
<row>

…
</row>

</dataset>
</output>

交易标志 小于 0表示失败

参数详细说明:

交易控制：

代码 名称 约束 类型 说明

akc190 就诊编码 NOT NULL VARCHAR(20) 入院办理返回

aka130 支付类别 NOT NULL VARCHAR(4) 代码

aac001 个人编码 NOT NULL VARCHAR(20)

yab003 医保经办机构编号 NOT NULL VARCHAR(4)

交易输入：

代码 名称 约束 类型 说明

交易输出：参考 125号交易

代码 名称 约束 类型 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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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限定医院上传就诊信息查询（130）（支持 HIS）

交易名称
限定医院上传就

诊信息查询
交易类型 查询类交易

输入参数

交易编号 130

交 易 控 制

xml
<?xml version=“1.0” encoding=“GBK” standalone=“yes” ?>
<control>
</control>

交 易 输 入

xml
<?xml version=“1.0” encoding=“GBK” standalone=“yes” ?>
<data>
</data>

输出参数

交 易 流 水

号

不返回

交 易 效 验

码

不返回

交 易 输 出

xml
<?xml version=“1.0” encoding=“GBK” standalone=“yes” ?>
<output>

<dataset>
<row>

<ykc418>限定医院上传就诊 ID</ykc418>
<aac001>个人编号</aac001>
<aae030>开始时间</aae030>
<aae031>结束时间</aae031>
<ykc009>病历号</ykc009>
<ykc010>住院号</ykc010>
<aac003>姓名</aac003>
<aac004>性别</aac004>
<yab003>医保经办机构</yab003>

</row>
<row>

…
</row>

</dataset>
</output>

交易标志 小于 0表示失败

参数详细说明:

交易控制：

代码 名称 约束 类型 说明

交易输入：

代码 名称 约束 类型 说明

交易输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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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码 名称 约束 类型 说明

YKC418 限定医院上传 ID NOT NULL VARCHAR(20)

AAC001 个人编号 NOT NULL VARCHAR(20)

AAE030 开始时间 NULL DATETIME

AAE031 结束时间 NULL DATETIME

YKC009 病历号 NULL VARCHAR(20)

YKC010 住院号 NOT NULL VARCHAR(20)

AAC003 姓名 NULL VARCHAR(60)

AAC004 性别 NULL VARCHAR(6)

 限定医院上传就诊信息（131）（支持 HIS）

交易名称
限定医院上传就

诊信息
交易类型 查询类交易

处理描述

参保人员在医院实时结算费用时，因为网络或其他原因全额垫付相关费用。

参保人员回中心进行手工报销费用，中心要求就诊医院上传该次就诊的入出院信息

及费用明细信息。

该交易适用于新门特和住院。

输入参数

交易编号 131

交 易 控 制

xml
<?xml version=“1.0” encoding=“GBK” standalone=“yes” ?>
<control>

<yab003>医保经办机构</yab003>
</control>

交 易 输 入

xml
<?xml version=“1.0” encoding=“GBK” standalone=“yes” ?>
<data>
<jzxxdataset>
<ykc418>限定医院上传信息 ID</ykc418>
<aae030>开始时间</aae030>
<aae031>结束时间</aae031>
<ake022>入院诊断医生</ake022>
<akc196>主要疾病诊断编码</akc196>
<akc185>主要疾病诊断名称</akc185>
<akc188>次要疾病诊断编码 1</akc188>
<akc186>次要疾病诊断名称 1</akc186>
<ake020>病区床位</ake020>
<ake021>出院诊断医生</ake021>
<ake024>主要病情描述</ake024>
<akc198>实际住院建床天数</akc198>
<ykc009>病历号</ykc009>
<ykc010>住院号</ykc010>
<ykc147>入院原因</ykc147>
<akc193>入院诊断</akc1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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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kc011>入院科室</ykc011>
<ykc012>入院床位</ykc012>
<ykc013>入院经办人</ykc013>
<ykc014>入院经办时间</ykc014>
<akc195>出院原因</akc195>
<ykc015>出院科室</ykc015>
<ykc016>出院床位</ykc016>
<ykc017>出院经办人</ykc017>
<ykc018>出院经办时间</ykc018>
<ykd018>第一出院疾病诊断代码</ykd018>
<ykd019>第二出院疾病诊断代码</ykd019>
<ykd020>第三出院疾病诊断代码</ykd020>
<ykd021>第四出院疾病诊断代码</ykd021>
<ykd022>第五出院疾病诊断代码</ykd022>
<ykd023>第六出院疾病诊断代码</ykd023>
<ykd024>第七出院疾病诊断代码</ykd024>
<ykd025>第八出院疾病诊断代码</ykd025>
<akc264>医疗费总额</akc264>
<ykc324>诊疗过程描述</ykc324>
<yke383>转诊标志</yke383>
<yke480>是否会诊</yke480>
<yke481>是否确诊</yke481>
<yka392>是否民政大病</yka392>
<ykc361>阳光救助标志</ykc361>
<yke660>入院途径</yke660>
<yke380>婚姻状况类别代码</yke380>
<aae004>联系人姓名</aae004>
<yke661>联系人关系</yke661>
<aae005>联系人电话</aae005>
<yke662>科室编码</yke662>
<yke413>床号</yke413>
<yke527>(中医第一疾病诊断编码)</yke527>
<yke528>(中医第二疾病诊断编码)</yke528>
<yke529>(中医第三疾病诊断编码)</yke529>
<yke530>(西医第一疾病诊断编码)</yke530>
<yke531>(西医第二疾病诊断编码)</yke531>
<yke532>(西医第三疾病诊断编码)</yke532>
<yke663>出院科室编码</yke663>
<yke665>离院方式</yke665>
<yke681>医院血透标志</yke681>
</jzxxdataset>
<mxxxdataset>
<row>
<ykc418>限定医院上传明细 ID</ykc4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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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az231>社保三大目录 ID</aaz231>
<ake006>医疗机构三大目录名称</ake006>
<yka105>记账流水号</yka105>
<aka067>药品剂量单位</aka067>
<aka070>剂型</aka070>
<aka074>规格</aka074>
<akc226>数量</akc226>
<akc225>实际价格</akc225>
<yka315>明细项目费用总额</yka315>
<yka097>开单科室编码</yka097>
<yka099>开单医生</yka099>
<yka100>受单科室编码</yka100>
<yka101>受单科室名称</yka101>
<yka102>受单医生</yka102>
<ake007>费用发生日期</ake007>
<yke008>是否处方用药</yke008>
<yke009>是否医院制剂</yke009>
<yke186>医院审批标志</yke186>
<yke676>外检标志</yke676>
<yke677>外检医院编码</yke677>
<ykf013>设备编码</ykf013>
<ykf008>医职人员编码</ykf008>
<yke680>出院带药标志</yke680>
</row>
.
.
.
</mxxxdataset>
</data>

输出参数

交 易 流 水

号

不返回

交 易 效 验

码

不返回

交 易 输 出

xml
<?xml version=“1.0” encoding=“GBK” standalone=“yes” ?>
<output>
</output>

交易标志 小于 0表示失败

参数详细说明:

交易控制：

代码 名称 约束 类型 说明

交易输入：

代码 名称 约束 类型 说明

YKC418 限定医院上传明细 ID NOT NULL VARCHAR2(15) 对应 128号交易的输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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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AE030 开始时间 NOT NULL DATETIME 对应入院时间

AAE031 结束时间 NOT NULL DATETIME 对应出院时间

AKE022 入院诊断医生 NULL VARCHAR2(200)

AKC196 主要疾病诊断编码 NULL VARCHAR2(200)

AKC185 主要疾病诊断名称 NULL VARCHAR2(100)

AKC188 次要疾病诊断编码 1 NULL VARCHAR2(20)

AKC186 次要疾病诊断名称 1 NULL VARCHAR2(100)

AKE020 病区床位 NULL VARCHAR2(20)

AKE021 出院诊断医生 NULL VARCHAR2(200)

AKE024 主要病情描述 NULL VARCHAR2(200)

AKC198 实际住院建床天数 NULL NUMBER(6)

YKC009 病历号 NULL VARCHAR2(20)

YKC010 住院号 NULL VARCHAR2(20)

YKC147
入院原因 NULL VARCHAR2(4000

)

AKC193 入院诊断 NULL VARCHAR2(200)

YKC011 入院科室 NULL VARCHAR2(50)

YKC012 入院床位 NULL VARCHAR2(20)

YKC013 入院经办人 NULL VARCHAR2(20)

YKC014 入院经办时间 NULL DATE

AKC195 出院原因 NULL VARCHAR2(6)

YKC015 出院科室 NULL VARCHAR2(50)

YKC016 出院床位 NULL VARCHAR2(20)

YKC017 出院经办人 NULL VARCHAR2(100)

YKC018 出院经办时间 NULL DATE

YKD018 第一出院疾病诊断代码 NULL VARCHAR2(20)

YKD019 第二出院疾病诊断代码 NULL VARCHAR2(20)

YKD020 第三出院疾病诊断代码 NULL VARCHAR2(20)

YKD021 第四出院疾病诊断代码 NULL VARCHAR2(20)

YKD022 第五出院疾病诊断代码 NULL VARCHAR2(20)

YKD023 第六出院疾病诊断代码 NULL VARCHAR2(20)

YKD024 第七出院疾病诊断代码 NULL VARCHAR2(20)

YKD025 第八出院疾病诊断代码 NULL VARCHAR2(20)

AKC264 医疗费总额 NULL NUMBER(14,2)

YKC324
诊疗过程描述 NULL VARCHAR2(4000

)

YKE383 转诊标志 NULL VARCHAR2(6)

YKE480 是否会诊 NULL VARCHAR2(6)

YKE481 是否确诊 NULL VARCHAR2(6)

YKA392 是否民政大病 NULL VARCHAR2(6)

YKC361 阳光救助标志 NULL VARCHAR2(6)

YKE660 入院途径 NULL VARCHAR2(6)

YKE380 婚姻状况类别代码 NULL VARCHAR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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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AE004 联系人姓名 NULL VARCHAR2(200)

YKE661 联系人关系 NULL VARCHAR2(6)

AAE005 联系人电话 NULL VARCHAR2(200)

YKE662 科室编码 NULL VARCHAR2(20)

YKE413 床号 NULL VARCHAR2(20)

YKE527
(中医第一疾病诊断编

码)

NULL
VARCHAR2(20)

YKE528
(中医第二疾病诊断编

码)
NULL

VARCHAR2(20)

YKE529
(中医第三疾病诊断编

码)
NULL

VARCHAR2(20)

YKE530
(西医第一疾病诊断编

码)
NULL

VARCHAR2(20)

YKE531
(西医第二疾病诊断编

码)
NULL

VARCHAR2(20)

YKE532
(西医第三疾病诊断编

码)
NULL

VARCHAR2(20)

YKE659 医疗付款方式 NULL VARCHAR2(6)

YKE663 出院科室编码 NULL VARCHAR2(20)

YKE665 离院方式 NULL VARCHAR2(6)

YKE679 入院科室占床超标标识 NULL VARCHAR2(6)

YKE681 医院血透标志 NULL VARCHAR2(6)

AAZ231 社保三大目录 ID NOT NULL VARCHAR2(20)

AKE006 医疗机构三大目录名称 NOT NULL VARCHAR2(200)

YKA105 记账流水号 NOT NULL VARCHAR2(20)

AKA067 药品剂量单位 NULL VARCHAR2(6)

AKA070 剂型 NULL VARCHAR2(50)

AKA074 规格 NULL VARCHAR2(200)

AKC226 数量 NOT NULL NUMBER(14,4)

AKC225 实际价格 NOT NULL NUMBER(14,4)

YKA315 明细项目费用总额 NOT NULL NUMBER(14,4)

YKA097 开单科室编码 NULL VARCHAR2(20)

YKA099 开单医生 NULL VARCHAR2(20)

YKA100 受单科室编码 NULL VARCHAR2(20)

YKA101 受单科室名称 NULL VARCHAR2(50)

YKA102 受单医生 NULL VARCHAR2(20)

AKE007 费用发生日期 NOT NULL DATE

YKE008 是否处方用药 NULL VARCHAR2(6)

YKE009 是否医院制剂 NULL VARCHAR2(6)

YKE186 医院审批标志 NULL VARCHAR2(6)

YKE676 外检标志 NULL VARCHAR2(6)

YKE677 外检医院编码 NULL VARCHAR2(20)

YKF013 设备编码 NULL VARCHAR2(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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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KF008 医职人员编码 NOT NULL VARCHAR2(20)

YKE680 出院带药标志 NULL VARCHAR2(6)

交易输出：

代码 名称 约束 类型 说明

 院前检查费用明细写入（42A）（支持 HIS）

交易名称 院前检查明细写入 交易类型 查询类交易

处理描述

按照政策文件，院前门诊阳性检查可以纳入住院费用结算。

医院将门诊阳性检查项目进行置标后，通过本交易进行上传。住院费用中不包含阳

性检查费用。接口在计算完住院费用后，对阳性检查费用进行计算报销费用，并在

住院的自付部分中扣减阳性检查的报销金额。

本交易只处理城镇职工的普通住院的院前检查，城镇居民及工伤等其他情况不需要

使用该交易上传。

该交易的启用时间待定。启用之前，院前检查的报销按照原方式进行报销。

调用说明
参保人员入院办理成功并确认后，操作员对院前阳性检查置标后调用本交易完

成写入

输入参数

交易编号 41A

交 易 控 制

xml
<?xml version=“1.0” encoding=“GBK” standalone=“yes” ?>
<control>

<akc190>就诊编号</akc190>
<aac001>个人编号</aac001>
<aka130>支付类别</aka130>
<yab003>医保经办机构</yab003>

</control>

交 易 输 入

xml
<?xml version="1.0" encoding="GBK" standalone="yes" ?>
<data>

<dataset>
<row>
<yka105>记账流水号</yka105>
<yka094>医保项目编码</yka094>
<yka095>医院项目名称(诊疗项目)</yka095>
<akc226>数量</akc226>
<akc225>单价</akc225>
<yka055>费用总额</yka055>
<yke186>医院审核标志</yke186>
<yka097>开单科室编码 1</yka097>
<yka098>开单科室名称 1</yka098>
<yka099>开单医生 1</yka099>
<yka100>受单科室编码 1</yka100>
<yka101>受单科室名称 1</yka101>
<yka102>受单医生 1</yka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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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ae011>经办人姓名 1</aae011>
<aae036>明细录入时间</aae036>
<yke123>明细发生时间</yke123>
<yke112>医嘱记录序号 1</yke112>
<aae013>备注 1</aae013>
<yke134>处方号</yke134>
<yke676>外检标志</yke676>
<yke677>外检医院编码</yke677>
<ykf008>医职人员编码</ykf008>
<ykf013>设备编码</ykf013>
<yke685>原门诊住院流水号</yke685>
</row>
</dataset>

</data>

输出参数

交 易 流 水

号

不返回

交 易 效 验

码

不返回

交 易 输 出

xml
<?xml version="1.0" encoding="GBK" standalone="yes" ?>
<output>
</output>

交易标志 小于 0表示失败

参数详细说明:

交易控制：

代码 名称 约束 类型 说明

akc190 就诊编码 NOT NULL VARCHAR(20) 入院办理返回

aka130 支付类别 NOT NULL VARCHAR(4) 代码

aac001 个人编码 NOT NULL VARCHAR(20)

yab003 医保经办机构编号 NOT NULL VARCHAR(4)

交易输入：

代码 名称 约束 类型 说明

yka105 记账流水号 NOT NULL VARCHAR(20) 唯一标识一条明细

yka094 医保项目编码 NOT NULL VARCHAR(20) 见医保目录信息

yka095 医院项目名称 NOT NULL VARCHAR(100
)

akc226 数量 NOT NULL INTEGER
NUMBER(14,4
)

本条明细数量

akc225 单价 NOT NULL NUMBER(14,4
)

单价保留四位小数

yka055 费用总额 NOT NULL NUMBER(14,4
)

单条明细费用总额保留 4
位小数，结算时汇总费用总

额保留 2位小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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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ke186 医院审核标志 NULL VARCHAR(4) 需要医院审核后才能报销

的项目，审核标志由医院控

制

yka097 开单科室编码 NULL VARCHAR(20)

yka098 开单科室名称 NULL VARCHAR(50)

yka099 开单医生 NULL VARCHAR(20)

yka100 受单科室编码 NULL VARCHAR(20)

yka101 受单科室名称 NULL VARCHAR(50)

yka102 受单医生 NULL VARCHAR(20)

aae011 经办人姓名 NOT NULL VARCHAR(20)

aae036 明细录入时间 NOT NULL DATETIME 医院收费员录入明细时间

yke123 明细发生时间 NOT NULL DATETIME 明细实际发生时间

yke112 医嘱记录序号 NULL VARCHAR(15) 明细隶属住院医嘱

aae013 备注 NULL VARCHAR(60)

yke676 外检标志 NULL VARCHAR(6)

yke677 外检医院编码 NULL VARCHAR(20) 对应外检项目所在医院的

医院编码 akb020字段

ykf008 医职人员编码 NULL VARCHAR(20) 医院自编码，对应医职人员

信息上传字段

ykf013 设备编码 NULL VARCHAR(20) 医院自编码，对应设备信息

中字段

yke685 原门诊住院流水号 NULL VARCHAR(20) 如果该院前检查门诊已经

使用医保结算过，则需要传

入该字段值（包含门诊账户

支付）

如果未进行医保结算，则该

字段值为空

交易输出：

代码 名称 约束 类型 说明

 院前检查费用明细查询（42B）（支持 HIS）

交易名称 住院费用明细退单 交易类型 查询类交易

处理描述

调用说明

输入参数

交易编号 41B

交 易 控 制

xml
<?xml version=“1.0” encoding=“GBK” standalone=“yes” ?>
<control>

<akc190>就诊编号</akc190>
<aac001>个人编号</aac001>
<aka130>支付类别</aka130>
<yab003>医保经办机构</yab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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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trol>

交 易 输 入

xml
<?xml version="1.0" encoding="GBK" standalone="yes" ?>
<data>

<row>
<yka105>记账流水号</yka105>
<yka094>医保项目编码</yka094>
<yka095>医院项目名称(诊疗项目)</yka095>
<akc226>数量</akc226>
<akc225>单价</akc225>
<yka055>费用总额</yka055>
<yke186>医院审核标志</yke186>
<yka097>开单科室编码 1</yka097>
<yka098>开单科室名称 1</yka098>
<yka099>开单医生 1</yka099>
<yka100>受单科室编码 1</yka100>
<yka101>受单科室名称 1</yka101>
<yka102>受单医生 1</yka102>
<aae011>经办人姓名 1</aae011>
<aae036>明细录入时间</aae036>
<yke123>明细发生时间</yke123>
<yke112>医嘱记录序号 1</yke112>
<aae013>备注 1</aae013>
<yke134>处方号</yke134>
<yke676>外检标志</yke676>
<yke677>外检医院编码</yke677>
<ykf008>医职人员编码</ykf008>
<ykf013>设备编码</ykf013>
<yke685>原门诊住院流水号</yke685>
</row>

</data>

输出参数

交 易 流 水

号

不返回

交 易 效 验

码

不返回

交 易 输 出

xml
<?xml version="1.0" encoding="GBK" standalone="yes"?>
<output></output>

交易标志 小于 0表示失败

 院前检查费用明细回退（42C）（支持 HIS）

交易名称 费用明细分割信息查询及打印 交易类型 查询类交易

处理描述



成都市医保支付接口应用编程接口规范

第 195 页 共 225 页

调用说明

输入参数

交易编号 41C

交 易 控 制

xml
<?xml version=“1.0” encoding=“GBK” standalone=“yes” ?>
<control>

<akc190>就诊编号</akc190>
<aac001>个人编号</aac001>
<aka130>支付类别</aka130>
<yab003>医保经办机构</yab003>

</control>

交 易 输 入

xml
<?xml version="1.0" encoding="GBK" standalone="yes" ?>
<data>

<dataset>
<row>
<yka105>记账流水号</yka105>
</row>
.
.
.
</dataset>

</data>

输出参数

交 易 流 水

号

不返回

交 易 效 验

码

不返回

交 易 输 出

xml
<?xml version="1.0" encoding="GBK" standalone="yes" ?>
<output>
</output>

交易标志 小于 0表示失败

参数详细说明:

交易控制：

代码 名称 约束 类型 说明

akc190 就诊编码 NOT NULL VARCHAR(20) 入院办理返回

aka130 支付类别 NOT NULL VARCHAR(4) 代码

aac001 个人编码 NOT NULL VARCHAR(20)

yab003 医保经办机构编号 NOT NULL VARCHAR(4)

交易输入：

代码 名称 约束 类型 说明

交易输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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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诊疗使用设备编码上传（132）（支持 HIS）

交易名称 诊疗使用设备编码上传 交易类型 查询类交易

处理描述

调用说明

输入参数

交易编号 132

交 易 控 制

xml
<?xml version=“1.0” encoding=“GBK” standalone=“yes” ?>
<control>
<yab003>0000<yab003>
</control>

交 易 输 入

xml
<?xml version="1.0" encoding="GBK" standalone="yes" ?>
<data>

<akc190>门诊住院流水号</akc190>
<aka130>支付类别</aka130>
<yka105>记账流水号</yka105>
<ykf013>设备编号</ykf013>

</data>

输出参数

交 易 流 水

号

不返回

交 易 效 验

码

不返回

交 易 输 出

xml
<?xml version="1.0" encoding="GBK" standalone="yes" ?>
<output>
</output>

交易标志 小于 0表示失败

参数详细说明:

交易控制：

代码 名称 约束 类型 说明

akc190 门诊住院流水号 NOT NULL VARCHAR(20)

aka130 支付类别 NOT NULL VARCHAR(4) 代码

Yka105 记账流水号 NOT NULL VARCHAR(20)

Ykf013 设备编号 NOT NULL VARCHAR(20)

交易输入：

代码 名称 约束 类型 说明

交易输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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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络氨酸激酶抑制剂认定申请（135）（支持 HIS）

交易名称 络氨酸激酶抑制剂认定申请 交易类型 查询类交易

处理描述

1、酪氨酸激酶抑制剂病种认定（如果中心端未复核或复核不通过，或医院未上

传认定的图片资料，在方案申请时会予以提示）

（1）医院刷卡发起认定申请（含地址、联系电话、认定医师、建议治疗方案）

（2）医院通过协同平台上传本次认定的检查结果等相关图片资料

（3）中心端通过协同平台复核医院的认定申请信息。如果复核不通过，需要

录入原因，且本次认定结果无效。如果复核通过，医院可以办理后续业务（由

医疗机构对应的清算分中心医保经办机构进行复核）

（4）通过 136交易，可以查询本次认定信息在中心端是否复核通过

调用说明 新增交易

输入参数

交易编号 135

交 易 控 制

xml
<?xml version=“1.0” encoding=“GBK” standalone=“yes” ?>
<control>

<yab003>医保经办机构</yab003> //默认为 0000
</control>

交 易 输 入

xml
<?xml version="1.0" encoding="GBK" standalone="yes" ?>
<data>
<aae006>地址</aae006>
<aae005>联系电话</aae005>
<yka287>认定医师</yka287>
<dataset>

<row
yka094="医保项目编码"
yka095="医院项目名称(药品)"
aka073="用法（数字）"
yka293="用量（数字）"
yka368="用药周期（数字）"
yaa027="物价编码"
yka026="病种编码" />

<row ……/>

</dataset>//认定时需录入方案信息

</data>

输出参数

交 易 流 水

号

无

交 易 效 验

码

无

交 易 输 出 <?xml version="1.0" encoding="GBK" standalone="yes"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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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ml <output>
<aac001>个人编码</aac001>
<yke629>认定流水号</yke629>
<row>
<aac001>个人编码</aac001>
<aac003>姓名</aac003>
<yka026>认定病种编码</yka026>
<yka027>认定病种名称</yka027>
<akb020>认定医疗机构编码</akb020>
<akb021>认定医疗机构名称</akb021>
<aae036>认定生效时间</aae036>
<rdzt>认定状态</rdzt>
</row>
…….
</output>

交易标志 小于 0表示失败

代码 名称 约束 类型 说明

输出节点

yka026 认定病种编码 NOT NULL VARCHAR(20)

Aae006 地址 VARCHAR(100)

Aae005 联系电话 VARCHAR(20)

Yka287 医师 VARCHAR(20)

Akc196 建议治疗方案 VARCHAR(200)

yka027 认定病种名称 NOT NULL VARCHAR(20)

akb020 认定医疗机构编码 NOT NULL VARCHAR(6)

Akb021 认定医疗机构名称 NOT NULL VARCHAR(200)

Aae036 认定生效时间 NOT NULL DATETIME

rdzt 认定状态 NOT NULL VARCHAR(6)

 络氨酸激酶抑制剂认定复核结果查询（136）（支持 HIS）

交易名称
络氨酸激酶抑制剂

认定复核结果查询
交易类型 查询类交易

处理描述

调用说明

输入参数

交易编号 136

交 易 控 制 <?xml version=“1.0” encoding=“GBK” standalone=“yes”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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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ml <control>
<yke629>认定流水号</yke629>
<aac001>个人编号</aac001>
<yab003>医保经办机构</yab003>

</control>

交 易 输 入

xml

输出参数

交 易 流 水

号

不返回

交 易 效 验

码

不返回

交 易 输 出

xml
<?xml version="1.0" encoding="GBK" standalone="yes" ?>
<output>

<rylb>人员类别</rylb> //城职或城乡

<tckzfje>统筹可支付金额</tckzfje>//统筹可支付金额

<tckzfjecx>城乡统筹可支付金额</tckzfjecx>//统筹可支付金额（城乡）

<row>

<yka026>认定病种编码</yka026>
<yka027>认定病种名称</yka027>
<akb020>认定医疗机构编码</akb020>
<akb021>认定医疗机构名称</akb021>
<rdzt>认定状态</rdzt>//0不通过；1通过；2复核通过；3复核不通过

<aae006>住址</aae006>
<aae005>电话</aae005>
<yka287>认定医师</yka287>
</row>
……
<dataset>

<row

yka094="医保项目编码"
yka095="医院项目名称(药品)"
aka073="用法（数字）"
yka293="用量（数字）"
yka368="用药周期（数字）"
yaa027="物价编码"
yka026="病种编码" />

<row ……/>

</dataset>//认定时录入的方案信息，仅供后续业务参考

</output>

交易标志 小于 0表示失败

参数详细说明:

参见认定交易 122的参数类型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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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络氨酸激酶抑制剂方案申请（137）（支持 HIS）

交易名称
络氨酸激酶抑制剂方案申

请
交易类型 处理类交易

处理描述

2、酪氨酸激酶抑制剂方案申请（前提是已经有有效的病种认定信息）

（1）选择或输入治疗医师信息

（2）可以通过 136交易查询认定时录入的治疗方案以供参考

（3）申请时间最多可按当前时间向前推 8天
（4）方案中可以上传多个 YP编码，后续的比对计算均通过 YP编码进行

（5）方案申请时确定一个治疗周期，为 3个月

（6）方案中只能申请酪氨酸相关药品

（7）上传剂量单位，现阶段都限定为必须是 mg。上传的方案不需要对应病

种

（8）在第一次申请后，一年之内不允许变更治疗机构，如果要变更，需要

在中心端进行审批。

调用说明

输入参数

交易编号 137

交易控制

xml

<?xml version=“1.0” encoding=“GBK” standalone=“yes” ?>
<control>
</control>

交易输入

xml

<?xml version=“1.0” encoding=“GBK” standalone=“yes” ?>
<data>
<yke034>诊断信息</yke034>
<aae011>医院经办人姓名</aae011>
<yae170>申请的治疗开始时间</yae170>
<yae171>申请的治疗结束时间</yae171>
<yka287>医师</yka287>
<dataset>

<row
yka094="医保项目编码"
yka095="医院项目名称(诊疗项目)"
aka073="用法（数字）"
yka293="用量（数字）"
yka368="用药周期（数字）"
yaa027="物价编码"
yka026="病种编码" />

<row ……/>
</dataset>

</data>

输出参数

交 易 流 水

号

返回，唯一标识一次交易（yke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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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 易 效 验

码

返回，确认流程中入口参数

交易输出

xml

<?xml version="1.0" encoding="GBK" standalone="yes" ?>
<output>

<ykc112>申请流水号</ykc112>
<aac001>个人编码</aac001>
<aka130>支付类别</aka130>
<aac003>姓名</aac003>
<aac004>性别</aac004>
<aac006>出生日期</aac006>
<akc021>医疗人员类别</akc021>
<yab003>医保经办机构</yab003>
<aae130>门特开始时间</aae130>
<aae131>门特结束时间</aae131>
<ykc019>资格审批号</ykc019>

<dataset>
<row>

<yka026>病种编码 1</yka026>
<yka027>病种名称</yka027>

</row>
<row>

<yka026>病种编码 2</yka026>
<yka027>病种名称</yka027>

</row>
……

</dataset>
</output>

交易标志 小于 0表示失败

参数详细说明:

交易控制：

代码 名称 约束 类型 说明

交易输入：

代码 名称 约束 类型 说明

yke034 诊断信息 NOT NULL VARCHAR(200)

aae011 医院经办人姓名 NOT NULL VARCHAR(20)

yae170 申请治疗的开始时间 NOT NULL Datetime

yka105 记账流水号 NOT NULL VARCHAR(20) 唯一标识治疗方案中的一

条明细

yka094 医保项目编码 NOT NULL VARCHAR(20) 见医保目录信息

yka095 医院项目名称 NOT NULL VARCHAR(100)

aka073 用法 NOT NULL NUMBER(14,4)

yka293 用量 NOT NULL NUMBER(14,4) 注意此业务药品单位必须

为 m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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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ka368 用药周期 NOT NULL NUMBER(14,4)

yaa027 物价编码 NOT NULL VARCHAR(20)

交易输出：

代码 名称 约束 类型 说明

ykc112 申请流水号 NOT NULL VARCHAR(20) 标识本次申请

aac001 个人编码 NOT NULL VARCHAR(20)

aka130 支付类别 NOT NULL VARCHAR(4) 代码

aac003 姓名 NOT NULL VARCHAR(20)

aac004 性别 NOT NULL VARCHAR(4) 代码

aac006 出生日期 NOT NULL datetime

akc021 医疗人员类别 NOT NULL VARCHAR(4) 代码。如果是城乡居民则返

回城乡居民来源类别

yka026 门诊特殊病病种编码 NOT NULL VARCHAR(20) 可多选返回

yka027 门诊特殊病病种名称 NOT NULL VARCHAR(200) 可多选返回

yab003 医保经办机构编号 NOT NULL VARCHAR(4)

aae130 门特开始时间 NOT NULL Datetime

aae131 门特结束时间 NOT NULL Datetime

ykc019 资格审批号 NOT NULL VARCHAR（15）

查询不确定交易的输出 xml
<?xml version="1.0" encoding="GBK" standalone="yes" ?>
<output>
<row>

<yke014>交易流水号</yke014>
<key>

<ykc112>申请流水号</ykc112>
</key>

</row>
<row>
…

</row>
</output>

 络氨酸激酶抑制剂方案申请回退（137A）（支持 HIS）

交易名称
络氨酸激酶抑制剂方案申

请回退
交易类型 处理类交易

处理描述 回退已发起的新申请或某次变更申请。（自动识别）

调用说明

本交易是新增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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输入参数

交易编号 137A

交易控制

xml

<?xml version=“1.0” encoding=“GBK” standalone=“yes” ?>
<control>

<aac001>个人编码</aac001>
<aka130>支付类别</aka130>
<yab003>医保经办机构</yab003>

</control>

交易输入

xml

<?xml version=“1.0” encoding=“GBK” standalone=“yes” ?>
<data>
</data>

输出参数

交 易 流 水

号

返回，唯一标识一次交易（yke014）

交 易 效 验

码

返回，确认流程中入口参数

交易输出

xml

<?xml version="1.0" encoding="GBK" standalone="yes" ?>
<output>

<ykc112>申请流水号</ykc112>
<aac001>个人编码</aac001>
<aka130>支付类别</aka130>
<yab003>医保经办机构</yab003>

</output>

交易标志 小于 0表示失败

参数详细说明:

交易控制：

代码 名称 约束 类型 说明

yab003 医保经办机构编号 NOT NULL VARCHAR(4)

aac001 个人编码 NOT NULL VARCHAR(20)

aka130 支付类别 NOT NULL VARCHAR(4) 代码

交易输入：

代码 名称 约束 类型 说明

交易输出：

代码 名称 约束 类型 说明

ykc112 申请流水号 NOT NULL VARCHAR(20) 标识本次回退的申请

aac001 个人编码 NOT NULL VARCHAR(20)

aka130 支付类别 NOT NULL VARCHAR(4) 代码

yab003 医保经办机构编号 NOT NULL VARCHAR(4)

查询不确定交易的输出 xml
<?xml version="1.0" encoding="GBK"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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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utput>
<row>

<yke014>交易流水号</yke014>
<key>

<ykc112>申请流水号</ykc112>
</key>

</row>
<row>
…

</row>
</output>

 络氨酸就诊登记（137B）（支持 HIS）

交易名称
络氨酸

就诊登记
交易类型 查询类交易

处理描述

本交易是新增交易

调用说明

输入参数

交易编号 137B

交易控制

xml

<?xml version=“1.0” encoding=“GBK” standalone=“yes” ?>
<control>

<aac001>个人编码</aac001>
<aka130>支付类别</aka130>
<yab003>医保经办机构</yab003>
<ykc019>资格审批号</ ykc019>

</control>

交易输入

xml

<?xml version=“1.0” encoding=“GBK” standalone=“yes” ?>
<data>

<akc192>就诊开始时间</akc192>
<ykc013>就诊登记经办人</ykc013>
<ykc014>就诊登记经办时间</ykc014>

</data>

输出参数

交 易 流 水

号

返回，唯一标识一次交易（yke014）

交 易 效 验

码

返回，确认流程中入口参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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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易输出

xml

<?xml version="1.0" encoding="GBK" standalone="yes" ?>
<output>

<akb020>定点服务机构</akb020>
<yab003>医保经办机构</yab003>
<aka130>支付类别</aka130>
<akc190>就诊编号</akc190>
<aac001>个人编码</aac001>
<aac003>姓名</aac003>
<aac004>性别</aac004>
<aac006>出生日期</aac006>
<akc021>医疗人员类别</akc021>
<yka115>本次起付线</yka115>
<yka119>本次医疗支付限额</yka119>
<aae013>其他说明</aae013>

</output>

交易标志 小于 0表示失败

参数详细说明:具体参数也可参见 17交易

 络氨酸就诊登记回退（137E）（支持 HIS）

交易名称
络氨酸

就诊登记回退
交易类型 查询类交易

处理描述

本交易是新增交易

删除本次就诊所有记账明细，并且回退就诊登记。

调用说明 必须已做过就诊登记，并且没有回退

输入参数

交易编号 137E

交易控制

xml

<?xml version=“1.0” encoding=“GBK” standalone=“yes” ?>
<control>

<akc190>就诊编号</akc190>
<aac001>个人编码</aac001>
<aka130>支付类别</aka130>
<yab003>医保经办机构</yab003>

</control>

交易输入

xml

<?xml version=“1.0” encoding=“GBK” standalone=“yes” ?>
<data>

<aae140>医院经办人姓名</aae140>
</data>

输出参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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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 易 流 水

号

返回，唯一标识一次交易（yke014）

交 易 效 验

码

返回，确认流程中入口参数

交易输出

xml

<?xml version="1.0" encoding="GBK" standalone="yes" ?>
<output>

<akc190>就诊编号</akc190>
<aac001>个人编码</aac001>
<aka130>支付类别</aka130>
<yab003>医保经办机构</yab003>

</output>

交易标志 小于 0表示失败

参数详细说明:参见交易 17a交易

 络氨酸激酶抑制剂结算（138）（支持 HIS）

交易名称
络氨酸激酶抑制剂

结算
交易类型 处理类交易

处理描述

3、酪氨酸激酶抑制剂方案结算

（1）每一次结算时，需要记录本次开药量可服用的天数

（2）每一次结算时，计算本次开药量与此前已开药量的总和是否超过方案总

用药量（通过 YP编码，跟方案比对），超量的不予报销（需要考虑方案变更

的情况）（如果本次结算超量的部分不到一盒，那么可以正常结算；如果超量

的部分超过一盒，那么超过总量的那一盒自费）

（3）该药品的累计（每年 6万）和个人年度累计都要进行计算，以自然年度

（大学生按学年累计）进行计算。

（4）费用累计的年度，以本次结算年度为准。

调用说明

HIS系统组织相关参数调用本交易，等待结算返回结果信息；如果返回成功则

写入 HIS数据库结算详细信息，写入成功后调用确认流程，写入失败后调用取消流

程

输入参数

交易编号 138

交 易 控 制

xml
<?xml version=“1.0” encoding=“GBK” standalone=“yes” ?>
<control>

<akc190>就诊编号</akc190>
<aac001>个人编号</aac001>
<aka130>支付类别</aka130>
<yab003>医保经办机构</yab003>
<nums>明细条数</nums>
<yka055>费用总额</yka055>

</contro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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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 易 输 入

xml
<?xml version="1.0" encoding="GBK" standalone="yes" ?>
<data>

<datasetmx>
<row yka105="记账流水号"
yka094="医保项目编码"
yka095="医院项目名称(诊疗项目)"
akc226="数量"
akc225="单价"
yka055="费用总额"
yke186="医院审核标志"
yka097="开单科室编码"
yka098="开单科室名称"
yka099="开单医生"
yka100="受单科室编码"
yka101="受单科室名称 1"
yka102="受单医生 1"
aae011="经办人姓名 1"
aae036="2006-06-08 12:12:12" 明细录入时间

yke123="2006-06-07 12:20:12" 明细发生时间

ykd040="手术编号 1"
yke112="医嘱记录序号 1"
aae013="备注 1"
yke201="中药使用方式"
yke134="处方号"
yka026="病种编码"
yke553="药品进价"
yke676="外检标志"
yke677="外检医院编码"
ykf008="医职人员编码"
ykf013="设备编码"
ake005="医院对码流水号"
yka059="药品本位吗/诊疗项目编码 "
yke351=”剂量单位” //mg
yke352=”剂量”//10
yke654=”每次数量”//2
yke655=”每次数量单位” //颗
yke350=”频次” //采用英文缩写格式：qd（每日 1次）， bid（每日 2

次），tid（每日 3次）， qid（每日 4次）， qn（每晚睡前 1次），qod（隔

日 1次）， prn（必要时 1次）， q 2h（每 2小时 1次），q6h（每 6 小时 1
次）

yke446=”使用天数”/>//90
……
<row ……/>与上段 row相同形式，一条明细一条 ro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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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tasetmx>
</data>

输出参数

交 易 流 水

号

要返回，标识本次交易

交 易 效 验

码

要返回，确认流程需要用到

交 易 输 出

xml
<?xml version="1.0" encoding="GBK" standalone="yes" ?>
<output>

<akc190>就诊编码</akc190>
<yka103>结算编号</yka103>
<aka130>支付类别</aka130>
<ykd007>报销类型</ykd007>
<aac001>个人编码</aac001>
<akb020>医院编码</akb020>
<aae011>经办人姓名</aae011>
<aae036>经办时间</aae036>
<yka055>费用总额</yka055>
<yka056>全自费</yka056>
<yka111>符合范围</yka111>
<yka057>挂钩自付</yka057>
<ykc177>帐户余额</ykc177>
<yka107>社保基金支付总额</yka107>
<yka065>个人帐户支付总额</yka065>
<ykh012>现金及其他自付</ykh012>
<yab003>医保经办机构</yab003>
<dataset>

<row>
<yab139>参保所属分中心</yab139>
<aka213>费用分段标准</aka213>
<yka115>起付线</yka115>
<yka058>进入起付线部份</yka058>
<ykc125>报销比例</ykc125>
<yka107>社保基金支付总额</yka107>
<yka065>个人帐户支付</yka065>
<ykc121>就诊结算方式</ykc121>
<ykb037>清算分中心</ykb037>
<yka054>清算方式</yka054>
<yka316>清算类别</yka316>

</row>
</dataset>

</output>

交易标志 小于 0表示失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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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详细说明:具体参数也可参见 11交易

 络氨酸激酶抑制剂结算回退（139）（支持 HIS）

交易名称
络氨酸激酶抑制剂

结算回退
交易类型 处理类交易

处理描述

本交易是新增交易

调用说明

输入参数

交易编号 139

交 易 控 制

xml
<?xml version=“1.0” encoding=“GBK” standalone=“yes” ?>
<control>

<akc190>就诊编号</akc190>
<yka103>结算编号</yka103>
<aka130>支付类别</aka130>
<yab003>医保经办机构</yab003>

</control>

交 易 输 入

xml
<?xml version="1.0" encoding="GBK" standalone="yes" ?>
<data>

<yka055>费用总额</yka055>
<yka107>社保基金支付总额</yka107>
<yka065>个人帐户支付</yka065>

</data>

输出参数

交 易 流 水

号

要返回，标识本次交易

交 易 效 验

码

要返回，确认流程要用到

交 易 输 出

xml
<?xml version="1.0" encoding="GBK" standalone="yes" ?>
<output>

<akc190>就诊编码</akc190>
<yka103>结算编号</yka103>
<ykd007>报销类型</ykd007>
<aka130>支付类别</aka130>
<aac001>个人编码</aac001>
<akb020>医院编码</akb020>
<yka055>费用总额</yka055>
<yka056>全自费</yka056>
<yka057>挂钩自付</yka0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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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ka111>符合范围</yka111>
<aae011>经办人姓名</aae011>
<aae036>经办时间</aae036>
<yka065>个人帐户支付总额</yka065>
<yka107>社保基金支出总额</yka107>
<ykh012>现金及其他自付</ykh012>
<yab003>医保经办机构</yab003>
<dataset>

<row>
<yab139>参保所属分中心</yab139>
<aka213>费用分段标准</aka213>
<yka115>起付线</yka115>
<yka058>进入起付线部份</yka058>
<ykc125>报销比例</ykc125>
<yka107>社保基金支付金额</yka107>
<yka065>个人帐户支付</yka065>
<ykc121>就诊结算方式</ykc121>
<ykb037>清算分中心</ykb037>
<yka054>清算方式</yka054>
<yka316>清算类别</yka316>

</row>
</dataset>

</output>

交易标志 小于 0表示失败

参数详细说明:见门诊结算交易

 络氨酸变更申请（140）（支持 HIS）

交易名称 络氨酸变更申请 交易类型 处理类交易

处理描述

本交易是新增交易

调用说明

输入参数

交易编号 140

交易控制

xml

<?xml version=“1.0” encoding=“GBK” standalone=“yes” ?>
<control>
<ykc019>资格审批号</ ykc019>//必传

<aac001>个人编码</aac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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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ka130>支付类别</aka130>
<yab003>医保经办机构</yab003>

</control>

交易输入

xml

<?xml version=“1.0” encoding=“GBK” standalone=“yes” ?>
<data>
<yke034>诊断信息<yke034/>
<aae011>医院经办人姓名</aae011>
<yae170>申请的治疗开始时间</yae170>
<dataset>

<row yka094="医保项目编码"
yka095="医院项目名称(诊疗项目)"
aka073="用法（数字）"
yka293="用量（数字）" //注意此业务药品单位必须为 mg
yka368="用药周期（数字）"
yaa027="物价编码"/>
yka026="病种编码" //新门特新增，必传。

<row ……/>
</dataset>

</data>

输出参数

交 易 流 水

号

返回，唯一标识一次交易（yke014）

交 易 效 验

码

返回，确认流程中入口参数

交易输出

xml

<?xml version="1.0" encoding="GBK" standalone="yes" ?>
<output>

<ykc112>申请流水号</ykc112>
<yab003>医保经办机构</yab003>
<aac001>个人编码</aac001>
<aka130>支付类别</aka130>

</output>

交易标志 小于 0表示失败

参数说明 参照 14b交易

个人账户缴纳基本医疗保险费申请（141）（支持MIS）

交易名称
个人账户缴纳基本医疗保险费

申请
交易类型 查询类交易

处理描述

个人账户缴纳基本医疗保险费申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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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用说明

输入参数

交易编号 141

交易控制

xml

<?xml version=“1.0” encoding=“GBK” standalone=“yes” ?>

<control>

<yab003>分中心编码</yab003>//写死为 0000

</control>

交易输入

x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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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ata>

< aae005>联系电话</aae005>

< yae098>移动电话</yae098>

</data>

输出参数

交易流水

号

无

交易效验

码

无

交易输出

x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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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utput>

<aac003>姓名</aac003>

<aac001>社保编码</aac001>

<aae005>联系电话</aae005>

<yae098>移动电话</yae098>

<aac002>身份证号</aac002>

<aae036>申请时间</aae036>

</output>

交易标志 小于 0 表示失败

参数详细说明:

交易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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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码 名称 约束 类型 说明

Aae005 联系电话 NULL VARCHAR(20)

Yae098 移动电话 NULL VARCHAR(20)

Aac003 姓名 NOT NULL VARCHAR(50)

Aac002 身份证号 NOT NULL VARCHAR(18)

Aae036 申请时间 NOT NULL date

Aac001 社保编码 NOT NULL VARCHAR(9)

个人账户缴纳基本医疗保险费申请撤销（142）（支持

MIS）

交易名称
个人账户缴纳基本医疗保险费

申请撤销
交易类型 查询类交易

处理描述

个人账户缴纳基本医疗保险费申请撤销

调用说明

输入参数

交易编号 142

交易控制

xml

<?xml version=“1.0” encoding=“GBK” standalone=“yes” ?>

<control>

<yab003>0000</yab003>

</control>

交易输入

x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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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ata>

</data>

输出参数

交易流水

号

无



成都市医保支付接口应用编程接口规范

第 214 页 共 225 页

交易效验

码

无

交易输出

x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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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utput>

</output>

交易标志 小于 0 表示失败

参数详细说明:

交易控制：

代码 名称 约束 类型 说明

个人账户缴纳基本医疗保险费申请查询（143）（支持

MIS）

交易名称
个人账户缴纳基本医疗保险费

申请查询
交易类型 查询类交易

处理描述

个人账户缴纳基本医疗保险费申请查询

调用说明

输入参数

交易编号 143

交易控制

xml

<?xml version=“1.0” encoding=“GBK” standalone=“yes” ?>

<control>

<yab003>0000</yab003>

</control>

交易输入

x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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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ata>

</data>

输出参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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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易流水

号

无

交易效验

码

无

交易输出

x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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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utput>

<aac003>姓名</aac003>

<aac001>社保编码</aac001>

<aae005>联系电话</aae005>

<yae098>移动电话</yae098>

<aac002>身份证号</aac002>

<aae036>申请时间</aae036>

</output>

交易标志 小于 0 表示失败

参数详细说明:

交易控制：

代码 名称 约束 类型 说明

Aae005 联系电话 NULL VARCHAR(20)

Yae098 移动电话 NULL VARCHAR(20)

Aac003 姓名 NOT NULL VARCHAR(50)

Aac002 身份证号 NOT NULL VARCHAR(18)

Aae036 申请时间 NOT NULL date

Aac001 社保编码 NOT NULL VARCHAR(9)

 异地门诊结算（yd11）（支持 HIS）

交易名称 门诊结算 交易类型 处理类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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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理描述

1、 身份识别交易取得参保人员数据。

2、 此交易设计可支持普通门诊、定点药店购药、公务员门诊、特病门诊、门

诊视同住院结算。

3、 应用于医疗机构门诊：结算必须传入费用项目明细，明细传到参保地后参

保地按当地政策计算个人帐户支付金额及统筹基金支付金额。

4、 费用明细单价、数量、费用总额（费用总额=单价 x数量）均四舍五入保

留 6位小数。

5、 门诊总费用为各项目明细金额汇总后四舍五入保留 2位小数。

6、 数值型数据没有具体数值的均填 0。

7、 特慢病只允许一次就诊传一个病种编码

调用说明

收费员录入门诊费用明细信息，HIS系统组织明细相关参数调用门诊结算交易，

等待结算返回结果信息；如果返回成功则写入 HIS数据库门诊结算详细信息，写入

成功后调用确认流程，写入失败后调用取消流程；

详细处理流程见：图 1-1处理类交易调用流程；

由于本交易存在用户交互，建议 HIS内部事务处理不要包含本交易调用。

输入参数

交易编号 yd11

交 易 控 制

xml
<?xml version="1.0" encoding="GBK" standalone="yes" ?>
<control>

<akc190>就诊编码</akc190>
<nums>明细条数</nums>
<yka055>费用总额</yka055>
<edition>接口版本标志</edition> //需传入固定值 5.0
<akc193>门诊诊断编码 1</akc193>
<bkc021>门诊诊断编码 2</bkc021>
<bkc022>门诊诊断编码 3</bkc022>
<bkc020>门诊诊断名称</bkc020>
<bkc142>本次个人账户拟下账金额</bkc142>
<aae011>经办人姓名</aae011>
<aac001></aac001>

</control>

交 易 输 入

xml
<?xml version="1.0" encoding="GBK" standalone="yes" ?>
<data>

<datasetyka026>
<row>

<yka026>特慢病病种编码</yka026>
</ro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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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tasetyka026>
<aae030>费用发生时间</aae030>
<datasetmx>

<row yka105="记账流水号"
yka094="医保项目编码"
yka095="医院项目名称(诊疗项目)"
akc226="数量"
akc225="单价"
yka055="费用总额"
yke186="医院审核标志"
bkc048="医生编码"
yka099="医生名称"
yka097="科室编码"
yka098="科室名称"
bkc045="用法"
bkc044="用量"
aae011="经办人姓名 1"
aka074_yn="院内收费项目规格"
aka070_yn="院内收费项目剂型"
aka067_yn="本单收费单位"
aka067="最小收费单位"
aka074="与单词用量同单位规格（数值型）"

/>
</datasetmx>

输出参数

交 易 流 水

号

返回，唯一标识一次交易（yke014）

交 易 效 验

码

返回，确认流程中入口参数

交 易 输 出

xml
<?xml version="1.0" encoding="GBK" standalone="yes" ?>
<output>

<akc190>就诊编码</akc190>
<aka130>支付类别</aka130>
<ykd007>报销类型</ykd007>
<aac001>个人编码</aac001>
<akb020>医院编码</akb020>
<aae011>经办人姓名</aae011>
<aae036>经办时间</aae036>
<yka103>结算编号</yka103>
<yka055>费用总额</yka055>
<yka056>全自费</yka0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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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ka111>符合范围</yka111>
<yka057>挂钩自付</yka057>
<ykc194>个人帐户余额</ykc194>
<yka065>个人帐户支付总额</yka065>
<yka107>社保基金支付总额</yka107>
<ykh012>现金及其他自付</ykh012>
<yab003>医保经办机构</yab003>
<akc268>超限自付部分</akc268>
<yka115>本次起付线</yka115>
<dataset>

<row>
<yab139>参保所属分中心</yab139>
<aka213>费用分段标准</aka213>
<yka115>起付线</yka115>
<yka058>进入起付线部份</yka058>
<ykc125>报销比例</ykc125>
<yka107>社保基金支付总额</yka107>
<yka065>个人帐户支付</yka065>
<ykc121>就诊结算方式</ykc121>
<ykb037>清算分中心</ykb037>
<yka054>清算方式</yka054>
<yka316>清算类别</yka316>

</row>
<dataset>
<fymxdataset>

<row>
<yka105>记账流水号</yka105>
<yka299>项目限价</yka299>
<yka096>自付比例</yka096>
<yka056>全自费</yka056>
<yka057>挂钩自付</yka057>
<yka111>符合范围</yka111>
<yke011>限制使用</yke011>

</row>
</fymxdataset>

</output>

交易标志 小于 0表示失败

参数详细说明:

交易控制：

代码 名称 约束 类型 说明

akc190 就诊编码 NOT NULL VARCHAR(20) 就诊编号为空时，表示一次

新的就诊，传入值时标识一

次就诊的多次结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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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ums 明细条数 NOT NULL NUMBER(3) 本次结算明细条数，明细最

大条数不能超过 50条

yka055 费用总额 NOT NULL NUMBER(14,2
)

本次结算明细汇总金额，明

细条数及总额用于明细核

对。

edition 接口版本号 NOT NULL VARCHAR(5) 5.0

akc193 门诊诊断编码 1（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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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ULL VARCHAR(20)

bkc022 门诊诊断编码 3（次） NULL VARCHAR(20)

bkc020 门诊诊断中文名称 NULL VARCHAR(200
)

bkc142 本次个人账户拟下账金

额

NULL Number(14,4
)

aae011 经办人姓名 NULL VARCHAR(20)

交易输入：

代码 名称 约束 类型 说明

yka105 记账流水号 NOT NULL VARCHAR(20) 唯一标识一次就诊 akc190
中的一条明细

yka094 医保项目编码 NOT NULL VARCHAR(20) 见医保目录信息

yka095 医院项目名称 NOT NULL VARCHAR(100
)

akc226 数量 NOT NULL INTEGER 本条明细数量

akc225 单价 NOT NULL NUMBER(14,4
)

单价保留四位小数

yka055 费用总额 NOT NULL NUMBER(14,4
)

单条明细费用总额保留4位
小数，结算时汇总费用总额

保留 2位小数

yke186 医院审核标志 NULL VARCHAR(4) 需要医院审核后才能报销

的项目，门诊暂时为空

aka074_
yn

院内收费项目规格 NOT NULL VARCHAR(50)

aka070_
yn

院内收费项目剂型 NOT NULL VARCHAR(300
)

aka067_
yn

本单收费单位 NOT NULL VARCHAR(20)

aka067 最小收费单位 NOT NULL VARCHAR(20)

aka074 与单词用量同单位规格

（数值型）

NOT NULL NUMBER(14,4
)

yka097 科室编码 NULL VARCHAR(20)

yka098 科室名称 NULL VARCHAR(50)

bkc048 医生编码 NULL VARCHAR(20)

yka099 医生名称 NULL VARCHAR(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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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ae011 经办人姓名 NOT NULL VARCHAR(20)

aae030 明细发生时间 NOT NULL DATETIME 明细实际发生时间

bkc045 用法 NOT NULL VARCHAR(6) 见代码表

bkc044 用量 NOT NULL NUMBER(14,4
)

交易输出：

代码 名称 约束 类型 说明

akc190 就诊编码 NOT NULL VARCHAR(20) 标识一次就诊行为，传入

为空时中心生成

aka130 支付类别 NOT NULL VARCHAR(4) 代码

ykd007 报销类型 NOT NULL VARCHAR(4) 标识正常结算和退单，详

细信息参见代码表

aac001 个人编码 NOT NULL VARCHAR(20)

akb020 医院编码 NOT NULL VARCHAR(12)

aae011 经办人姓名 NOT NULL VARCHAR(20)

aae036 中心业务经办时间 NOT NULL DATETIME 结算中心记录写入时间

yka103 结算编号 NOT NULL VARCHAR(20) 结算交易返回，标识一次

结算行为

yka055 费用总额 NOT NULL NUMBER(14,2)

yka056 全自费 NOT NULL NUMBER(14,2)

yka111 符合范围 NOT NULL NUMBER(14,2)

yka057 挂钩自付 NOT NULL NUMBER(14,2)

ykc194 个人帐户余额 NOT NULL NUMBER(8,2)

yka065 个人帐户支付总额 NOT NULL NUMBER(14,2)

yka107 社保基金支付总额 NOT NULL NUMBER(14,2)

ykh012 现金及其他自付 NOT NULL NUMBER(14,2)

yab003 医保经办机构编号 NOT NULL VARCHAR(4)

akc268 超限自付部分 NOT NULL NUMBER(14,2)

yka115 本次起付线 NOT NULL NUMBER(14,2)

分段信息说明：

代码 名称 约束 类型 说明

yab139 参保所属分中心 NOT NULL VARCHAR(4) 参见代码表

aka213 费用分段标准 NOT NULL VARCHAR(4) 参见代码表

yka115 起付线 NULL NUMBER(14,2
)

yka058 进入起付线部份 NULL NUMBER(14,2
)

ykc125 报销比例 NULL NUMBER(6,4)

yka107 社保基金支付总额 NOT NULL NUMBER(14,2
)

yka065 个人帐户支付 NOT NULL NUMBER(14,2
)

ykc121 就诊结算方式 NOT NULL VARCHAR(4) 参见代码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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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kb037 清算分中心 NOT NULL VARCHAR(4) 参见代码表

yka054 清算方式 NOT NULL VARCHAR(4) 参见代码表

yka316 清算类别 NOT NULL VARCHAR(4) 参见代码表

分割信息说明：

代码 名称 约束 类型 说明

yka105 记账流水号 NOT NULL VARCHAR(20)

yka299 项目限价 NOT NULL NUMBER(14,2
)

yka096 自付比例 NOT NULL NUMBER(6,4)

yka056 全自费 NOT NULL NUMBER(14,4
)

yka057 挂钩自付 NOT NULL NUMBER(14,4
)

yka111 符合范围 NOT NULL NUMBER(14,4
)

yke011 限制使用 NOT NULL VARCHAR(4)

查询不确定交易的输出 xml
<?xml version="1.0" encoding="GBK" standalone="yes" ?>
<output>
<row>

<yke014>交易流水号</yke014>
<key>

<akc190>就诊编码</akc190>
<yka103>结算编号</yka103>
<ykd007>报销类型</ykd007>

</key>
</row>
<row>
…

</row>
</output>

 异地门诊结算回退（yd12）（支持 HIS）

交易名称 门诊结算回退 交易类型 处理类交易

处理描述 根据 HIS传入参数调用中心门诊结算回退预处理，修改门诊结算数据为不确

定状态。

本交易完成后并未进行实际回退，HIS须调用确认才能完成整个回退业务。

调用说明
收费员选择需要退费的结算数据，HIS系统组织相关参数调用本交易，等待返

回结果信息；如果返回成功则进行 HIS 系统门诊结算回退，数据操作成功后调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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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认流程，失败后调用取消流程；

详细处理流程见：图 1-1处理类交易调用流程；

由于本交易存在用户交互，建议 HIS内部事务处理不要包含本交易调用。

输入参数

交易编号 yd12

交 易 控 制

xml
<?xml version=“1.0” encoding=“GBK” standalone=“yes” ?>
<control>

<akc190>就诊编码</akc190>
<yka103>结算编号</yka103>
<aka130>支付类别</aka130>

</control>

交 易 输 入

xml
<?xml version="1.0" encoding="GBK" standalone="yes" ?>
<data>

<yka055>费用总额</yka055>
<yka107>社保基金支付总额</yka107>
<yka065>个人帐户支付</yka065>

</data>

输出参数

交 易 流 水

号

返回，唯一标识一次交易

交 易 效 验

码

返回，确认流程中入口参数

交 易 输 出

xml
<?xml version="1.0" encoding="GBK" standalone="yes" ?>
<output>

<akc190>就诊编码</akc190>
<aka130>支付类别</aka130>
<ykd007>报销类型</ykd007>
<aac001>个人编码</aac001>
<akb020>医院编码</akb020>
<aae011>经办人姓名</aae011>
<aae036>经办时间</aae036>
<yka103>结算编号</yka103>
<yka055>费用总额</yka055>
<yka056>全自费</yka056>
<yka111>符合范围</yka111>
<yka057>挂钩自付</yka057>
<ykc194>个人帐户余额</ykc194>
<yka065>个人帐户支付总额</yka065>
<yka107>社保基金支付总额</yka107>
<ykh012>现金及其他自付</ykh012>
<yab003>医保经办机构</yab003>
<akc268>超限自付部分</akc268>
<yka115>本次起付线</yka115>
<datas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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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ow>
<yab139>参保所属分中心</yab139>
<aka213>费用分段标准</aka213>
<yka115>起付线</yka115>
<yka058>进入起付线部份</yka058>
<ykc125>报销比例</ykc125>
<yka107>社保基金支付金额</yka107>
<yka065>个人帐户支付</yka065>
<ykc121>就诊结算方式</ykc121>
<ykb037>清算分中心</ykb037>
<yka054>清算方式</yka054>
<yka316>清算类别</yka316>

</row>
</dataset>

</output>

交易标志 小于 0表示失败

参数详细说明:

交易控制：

代码 名称 约束 类型 说明

akc190 就诊编码 NOT NULL VARCHAR(20) 结算返回

aka130 支付类别 NOT NULL VARCHAR(4) 代码

yka103 结算编号 NOT NULL VARCHAR(20) 结算交易返回，标识一次结

算行为

交易输入：

代码 名称 约束 类型 说明

yka055 费用总额 NOT NULL NUMBER(14,2
)

yka065 个人帐户支付总额 NOT NULL NUMBER(14,2
)

yka107 社保基金支付总额 NOT NULL NUMBER(14,2
)

交易输出：

代码 名称 约束 类型 说明

akc190 就诊编码 NOT NULL VARCHAR(20) 标识一次就诊行为，传入为

空时中心生成

aka130 支付类别 NOT NULL VARCHAR(4) 代码

ykd007 报销类型 NOT NULL VARCHAR(4) 标识正常结算和退单，详细

信息参见代码表

aac001 个人编码 NOT NULL VARCHAR(20)

akb020 医院编码 NOT NULL VARCHAR(12)

aae011 经办人姓名 NOT NULL VARCHAR(20)

aae036 中心业务经办时间 NOT NULL DATETIME 结算中心记录写入时间

yka103 结算编号 NOT NULL VARCHAR(20) 结算交易返回，标识一次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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算行为

yka055 费用总额 NOT NULL NUMBER(14,2
)

yka056 全自费 NOT NULL NUMBER(14,2
)

yka111 符合范围 NOT NULL NUMBER(14,2
)

yka057 挂钩自付 NOT NULL NUMBER(14,2
)

yka065 个人帐户支付总额 NOT NULL NUMBER(14,2
)

yka107 社保基金支付总额 NOT NULL NUMBER(14,2
)

ykh012 现金及其他自付 NOT NULL NUMBER(14,2
)

yab003 医保经办机构编号 NOT NULL VARCHAR(4)

分段信息说明：

代码 名称 约束 类型 说明

yab139 参保所属分中心 NOT NULL VARCHAR(4) 参见代码表

aka213 费用分段标准 NOT NULL VARCHAR(4) 参见代码表

yka115 起付线 NULL NUMBER(14,2
)

yka058 进入起付线部份 NULL NUMBER(14,2
)

ykc125 报销比例 NULL NUMBER(6,4)

yka107 社保基金支付金额 NOT NULL NUMBER(14,2
)

yka065 个人帐户支付 NOT NULL NUMBER(14,2
)

ykc121 就诊结算方式 NOT NULL VARCHAR(4) 参见代码表

ykb037 清算分中心 NOT NULL VARCHAR(4) 参见代码表

yka054 清算方式 NOT NULL VARCHAR(4) 参见代码表

yka316 清算类别 NOT NULL VARCHAR(4) 参见代码表

查询不确定交易的输出 xml
<?xml version="1.0" encoding="GBK" standalone="yes" ?>
<output>
<row>

<yke014>交易流水号</yke014>
<key>

<akc190>就诊编码</akc190>
<yka103>结算编号</yka103>
<ykd007>报销类型</ykd007>

</ke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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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ow>
<row>
…

</row>
</outpu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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