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附件 2 

国家精神区域医疗中心设置标准 

 

一、基本情况 

国家精神区域医疗中心应当为三级甲等精神专科医院

或者具备相应精神专科能力的三级甲等综合医院（专科医院

优先），所处地理位置交通便利，方便所在区域患者就医，诊

疗科目齐全，具有完善的医技科室与之配套，满足医疗、教

学和科研所需的医疗仪器设备，合理的人才梯队，较高的信

息化管理水平，较强的医疗服务辐射力和影响力。坚持公益

性，认真落实医改相关工作，承担对本区域内医疗机构精神

专科临床、教学、科研、公共卫生服务等方面的技术指导，

带动学科整体发展。积极配合国家精神医学中心组织开展的

工作。 

国家精神区域医疗中心应当满足以下条件： 

（一）能够提供服务的精神科床位数≥150 张； 

（二）急性（短期）住院床位数占医院床位总数≥15%，

符合精神科疑难急重患者收治标准患者≥50%； 

（三）获得精神专业国家临床重点专科建设项目≥1 个，

或拥有省部级重点实验室或国家重点学科等平台≥2 个。 

二、医疗服务能力 

具备开展精神专科主要常见病、多发病和疑难病种的诊



断与治疗能力，带动提升区域内精神专科诊疗能力。积极开

展临床研究，配合国家精神医学中心将临床科研成果向临床

应用转化。已构建精神疾病防治初级网络，建设适宜的重症

精神疾病管理服务模式。 

（一）临床/医技科室设置。独立设置精神病专业、精神

医学专业、药物依赖专业、精神康复专业、社区防治专业、

临床心理专业、司法精神专业的科室，营养科、医学检验科、

医学影像科（含心电图、脑电图、神经肌肉电图等）、药剂科、

中西医结合科等。设置儿童、老年、重症医学等亚专业。 

除普通门诊、专家门诊、联合会诊外，应当设置相应亚

专业门诊。 

（二）诊断服务项目。提供精神专科疑难危重症诊断所

需要的常规辅助检查，配备相应医疗设备，能够满足临床诊

疗、科研教学需求，如 MRI（磁共振成像）、CT（X 线计算机

断层扫描）、事件相关电位、动态脑电监测、多导睡眠脑电监

测、DR（数字化 X 线摄影）、脑磁图等。 

（三）疑难危重病种诊疗能力。提供针对精神专科疑难

危重病种（见附件 1）的诊断与治疗服务，近三年收治病例

覆盖清单所列疑难危重病种 70％以上，总体治愈好转率≥

70％。疑难危重病种门诊患者中，外省患者所占比例≥40％；

住院患者中，外省患者所占比例≥30％。 

（四）关键技术开展情况。具备利用关键技术（见附表



2）解决主要常见病、多发病和疑难危重病种的能力。能够独

立开展改良电痉挛治疗（MECT）、重复经颅磁刺激（rTMS）、

精神康复治疗（开展个案管理、团体治疗及社区康复）、生物

反馈治疗、精神药物治疗监测技术、心理治疗师的督导服务、

多学科协作精神疾病诊治、应急心理援助等。近三年开展技

术覆盖清单所列技术 80%以上。 

三、教学能力 

高度重视医学教学及培训工作，应当承担精神医学毕业

后医学教育、继续医学教育等相关教育工作，以及面向全国

医务人员接收进修培训等教学工作。教学能力、水平及硬件

设施能够满足教学需求，并在区域内处于领先地位。 

（一）教学条件。收治的病种与数量应当符合国家精神

科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基地标准，具有面积≥500 ㎡的独立

教学区域。教学硬件资源应当包括供学生（员）查阅资料的

图书馆、教学专用的多媒体教室，设有面积≥200 ㎡的独立

临床技能培训与考核中心，并具备相应的模拟教学设备（至

少有腰穿模型≥10 个，心肺复苏模拟人≥10 个，教学资源实

时分享系统≥1 个）。学生（员）临床轮转科室的示教室配备

率应当≥80％，示教室面积≥20㎡。具有精神病学硕士、博

士研究生学位授予点。 

（二）师资构成。具有接收医学生培养能力的教学团队。

精神医学专业研究生导师人数≥15 人，其中博士生导师≥5



人。每年参与培养本科生≥200 人，在读研究生≥30 人。主

要专业教研室应当有脱产带教教师及专职教学管理人员。积

极参加高等教育规划教材编写工作，近三年作为主编或副主

编编写国家卫生健康委或教育部承认的规划教材≥1 本。 

（三）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应当为省级卫生健康行政

部门遴选并由国家公布的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基地，按照相

关规定开展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年接收培养住院医师规范

化培训人数≥50 人（含并轨培养研究生）；本院住院医师纳

入规范化培训率达到 100％。近三年，本院培训的住院医师

规范化培训考试考核通过率≥80％。 

（四）培训和接收进修情况。近三年，举办区县级以上

培训项目数量≥100 个，其中国家级培训项目数量≥30 个。

接收进修人员数≥150 人次，进修结业考核合格率≥95％。

培养医务人员成为省、市、县级精神学科带头人、骨干人才

数量≥50 人次。 

四、科研能力 

应当拥有高水准的专家、高起点的科研人才、重点科研

部门、国家级课题。在国内或国际上取得科研成果并将其转

化为临床应用。在国内处于学术领先地位，有一定国际学术

影响力，积极参与国际合作与竞争。具有组织开展多中心、

大样本临床研究的能力。本区域内，在临床研究、技术转化、

技术辐射和管理中发挥引领和示范作用。 



（一）科技人才及平台设置 

至少满足以下标准中的 2 项： 

1.长江学者或长江客座教授≥1 人； 

2.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获得者≥1 人； 

3.国家优秀青年科学基金获得者≥1 人； 

4.海外高层次人才引进计划（千人计划）入选者≥1 人； 

5.科技部中青年科技创新领军人才≥1 人； 

6.百千万人才工程国家级人选≥1 人； 

7.国家卫生健康委有突出贡献中青年专家≥1 人； 

8.全国学会的主任委员或副主任委员≥2 人。 

（二）科研项目 

近三年，共主持国家级科研项目≥10 个，其中多中心研

究项目≥3 个。 

（三）科研成果 

近三年，获得授权国家专利≥2 项，其中至少 1 项具有

转化临床应用前景；有自主创新的预防、诊断、治疗和保健

适宜技术并在临床得到应用与推广。 

具有较稳定的科研方向，在国内外重要学术期刊上发表

有较高影响力的论著。近三年，作为第一作者（含通讯作者）

单位发表 SCI收录论文≥50篇，其中在影响因子≥5分的 SCI

期刊发表学术文章≥5 篇。作为第一作者（含通讯作者）单

位在核心期刊发表学术文章≥75 篇。作为主编或主译，在新



闻出版总署批准的一级出版社出版专著、教材≥10 部。 

近三年，以第一完成人单位获得省部级以上（含）科技

成果奖励≥1 项。 

五、承担公共卫生任务情况 

（一）开展区域内精神疾病防治工作技术指导。积极配

合国家精神医学中心开展工作。指导区域内各级精神医学专

业机构开展防治工作，定期进行质量控制、培训、评估和督

导工作。 

（二）参加区域应急医学救治体系，承担突发公共事件

的心理救援任务。承担本区域内突发公共事件心理危机干预

的科研、教学、培训和应急任务等工作，具备迅速、高效、

有序地提供心理应急救援服务的能力。 

（三）健康宣教工作。开展区域内精神疾病健康教育、

健康咨询指导等工作。通过多种途径开展面向群众、精神疾

病患者及其家属的疾病预防、识别、应对、康复及自我心理

保健等科普教育。 

六、落实医改相关任务情况 

（一）积极开展分级诊疗工作。建立分级诊疗相关制度

体系，开展分级诊疗相关工作。明确双向转诊标准，为下级

医疗机构开通绿色通道，能够根据患者病情进行双向转诊，

及时将疾病稳定期患者转至二级医院、社区医疗机构继续治

疗、康复。定期对二级医院、社区医院医生开展精神疾病患



者管理相关培训，提高基层医疗机构精神康复服务能力。 

（二）开展多种形式的医疗联合体建设。积极发挥区域

内引领作用，牵头组建医疗联合体，应当覆盖行政区域内至

少 3 个省份，跨省医疗机构≥5 家，探索建立符合精神疾病

诊疗特点的分级诊疗体系。近一年，医疗联合体内开展合作

科研课题≥5 项，或推广诊疗规范≥3 项；提升医联体成员单

位疑难危重病例诊疗能力，进行高层次人才进修与培养≥5

人。 

（三）发挥技术辐射带动作用。近三年，作为省级精神

专业行业学、协会等支撑单位，引领和带动本区域精神专业

的持续规范发展，省级学、协会副会长以上任职的专家个数

≥5 个。 

（四）远程医疗服务。通过远程医疗服务提高精神医学

服务可及性，能开展远程会诊、远程病例讨论、远程影像诊

断、远程心电诊断、远程医学教育等，覆盖区域内各级医疗

机构≥20 家（其中包含县市级以下医院≥5 家）。每年开展远

程医疗服务≥200 例。 

（五）对口支援。积极承担卫生健康行政部门任务，开

展对口支援等健康扶贫工作。每年，帮扶省外医疗机构≥3 家，

帮扶省内医疗机构≥3 家，长期派驻（超过 3 个月）医务人

员≥2 人次。 

（六）加强医疗质量管理与控制体系建设。承担省级精



神专业质量管理与控制中心的工作。建立医疗质量管理指标

体系，使用信息化手段开展质量管理工作。积极开展临床路

径管理，病种数量≥12 种，覆盖全院 50％以上的临床科室，

出院患者中按照临床路径管理的比例≥50％。 

（七）加强信息化建设。积极推进医院电子病历和信息

平台建设，实现医院内部信息系统整合，与区域内医疗机构

信息平台开发对接，实现区域医疗资源安全共享。具有信息

数据容灾和应急恢复能力，医院核心业务系统达到“国家信

息安全等级保护制度”三级要求，能为区域医疗中心的临床、

科研、教学和管理业务提供信息支撑。 

（八）承担政府公益任务和社会公益项目情况。组织开

展义诊、支援贫困地区、扶助贫困、疑难危重患者等活动，

具有覆盖全国的社会公益号召力和影响力。 

（九）深化人事薪酬制度改革。积极推行人员聘用制度

和岗位管理制度。开展薪酬制度改革，完善绩效考核和内部

分配机制，稳步提高医务人员薪酬水平。 

（十）建立健全现代医院管理制度。落实党委领导下的

院长负责制，健全医院党委与行政领导班子议事决策制度。

制定医院章程，完善医院管理制度，提高医院规范化、精细

化、科学化管理水平。设置总会计师岗位，实现年度收支平

衡。 

七、临床医疗服务绩效 



近三年，出院患者平均住院日≤40 天，病床使用率≥90%。

急性（短期）住院患者平均住院日≤30 天。 

 

附表：1.疑难危重病种清单 

2.关键技术清单 

 

 

 

 

 

 

 

 

 

 

 

 

 

 

 

 

 



附表 1 

疑难危重病种清单 

序号 临床诊断 
疾病分类代码 

国家临床版 2.0 名称 

疾病分类代码 

国家临床版 2.0 编

码 

1 

老年性血管痴呆，脑血

管病性痴呆，脑血管性

痴呆，重度血管性痴呆，

动脉硬化性痴呆 

血管性痴呆 F01.900 

2 痴呆 痴呆 F03.x00 

3 痴呆状态 痴呆状态 F03.x00x002 

4 谵妄 谵妄 F05.900 

5 
器质性妄想性[精神分

裂症样]障碍 

器质性妄想性［精神

分裂症样］障碍 
F06.200 

6 器质性抑郁障碍 器质性抑郁障碍 F06.300x020 

7 癫痫伴发精神障碍 癫痫性精神病 F06.801 

8 
甲状腺功能亢进所致精

神障碍 

甲状腺功能亢进所致

精神障碍 
F06.800x013 

9 

由于脑损害和功能障碍

及躯体疾病引起的精神

障碍 

由于脑损害和功能障

碍及躯体疾病引起的

精神障碍 

F06.800x051 

10 
甲状腺功能减退所致精

神障碍 

甲状腺功能减退所致

精神障碍 
F06.800x023 

11 
脑血管病所致的人格和

行为障碍 

脑血管病所致的人格

和行为障碍 
F07.800x002 

12 颅脑损伤所致精神障碍 
脑外伤所致的人格和

行为障碍 
F07.800x003 

13 

由于脑部疾病、损害和

功能障碍引起的器质性

人格和行为障碍 

由于脑部疾病、损害

和功能障碍引起的器

质性人格和行为障碍 

F07.900x002 

14 器质性精神障碍 器质性精神病 F09.x00x003 

15 酒瘾 酒精依赖综合征 F10.200x001 

16 戒断综合症 酒精戒断状态 F10.300x001 

17 
酒精所致的精神病性障

碍 

酒精所致的精神病性

障碍 
F10.500x001 

18 
酒精中毒性科尔萨科夫

综合征 

酒精中毒性科尔萨科

夫综合征 
F10.600x002 

19 
酒精所致的精神和行为

障碍 

酒精所致的精神和行

为障碍 
F10.900x001 

20 阿片类药依赖综合征 阿片类药依赖综合征 F11.200x004 



21 
阿片类药所致的残留性

和迟发性精神病性障碍 

阿片类药所致的残留

性和迟发性精神病性

障碍 

F11.700x002 

22 
阿片类药所致的精神和

行为障碍 

阿片类药所致的精神

和行为障碍 
F11.900x001 

23 
大麻类物质所致的精神

病性障碍 

大麻类物质所致的精

神病性障碍 
F12.500x001 

24 安眠药物成瘾 安眠药物成瘾 F13.200x002 

25 
镇静剂或催眠剂依赖综

合征 

镇静剂或催眠剂依赖

综合征 
F13.200x003 

26 
镇静剂或催眠剂所致的

精神病性障碍 

镇静剂或催眠剂所致

的精神病性障碍 
F13.500x001 

27 

镇静剂或催眠剂所致的

残留性和迟发性精神障

碍 

使用镇静剂或催眠剂

引起的残留性精神病

性障碍 

F13.700x001 

28 
镇静剂或催眠剂所致的

精神和行为障碍 

镇静剂或催眠剂所致

的精神和行为障碍 
F13.900x001 

29 
可卡因所致的精神病性

障碍 

可卡因所致的精神病

性障碍 
F14.500x001 

30 
可卡因所致的残留性和

迟发性精神病性障碍 

使用可卡因引起的残

留性精神病性障碍 
F14.700x001 

31 
使用其他兴奋剂所致的

精神病性障碍 

含有咖啡因的兴奋剂

所致的精神病性障碍 
F15.500x001 

32 

使用其他兴奋剂所致的

残留性和迟发性精神病

性障碍 

含有咖啡因的兴奋剂

所致的残留性和迟发

性精神病性障碍 

F15.700x001 

33 
使用其他兴奋剂所致的

精神和行为障碍 

含有咖啡因的兴奋剂

所致的精神和行为障

碍 

F15.900x001 

34 
苯丙胺类兴奋剂所致的

精神和行为障碍 

苯丙胺类兴奋剂所致

的精神和行为障碍 
F15.900x003 

35 
多种药物和其他精神活

性物质的有害使用 

多种药物和其他精神

活性物质的有害使用 
F19.100x001 

36 
多种药物和其他精神活

性物质依赖综合征 

多种药物和其他精神

活性物质依赖综合征 
F19.200x002 

37 

多种药物和其他精神活

性物质所致的精神病性

障碍 

多种药物和其他精神

活性物质所致的精神

病性障碍 

F19.500x001 

38 
药物中毒所致的精神和

行为障碍 

多种药物和其他精神

活性物质所致的精神

和行为障碍 

F19.900x001 

39 药物源性精神障碍 药物源性精神障碍 F19.900x007 

40 青春型精神分裂症 青春型精神分裂症 F20.100 

41 紧张型精神分裂症 紧张型精神分裂症 F20.200 



42 紧张性木僵 紧张性木僵 F20.200x002 

43 未分化型精神分裂症 未分化型精神分裂症 F20.300 

44 精神分裂症后抑郁 精神分裂症后抑郁 F20.400 

45 

难治性精神分裂症，慢

性精神分裂症，分裂症，

精神分裂，SCH 

精神分裂症 F20.900 

46 分裂型障碍 分裂型障碍 F21.x00 

47 偏执性精神障碍 偏执性精神障碍 F22.000x001 

48 妄想性障碍 妄想性障碍 F22.000 

49 持久的妄想性障碍 持久的妄想性障碍 F22.900x001 

50 
不伴有精神分裂症症状

的急性精神病性障碍 

不伴有精神分裂症症

状的急性精神病性障

碍 

F23.000x001 

51 
急性精神分裂样精神病

性障碍 

急性精神分裂症样精

神病性障碍 
F23.200 

52 
以妄想为主的急性精神

病性障碍 

以妄想为主的急性精

神病性障碍 
F23.300x003 

53 
急性而短暂的精神病性

障碍 

急性而短暂的精神病

性障碍 
F23.900 

54 
分裂情感性障碍躁狂发

作 

分裂情感性障碍躁狂

发作 
F25.000x001 

55 
分裂情感性障碍抑郁发

作 

分裂情感性障碍抑郁

发作 
F25.100x001 

56 周期性精神病性障碍 周期性精神病性障碍 F25.200x001 

57 
分裂情感，分裂情感性

精神病 
分裂情感性障碍 F25.900 

58 慢性幻觉性精神病 慢性幻觉性精神病 F28.x00x001 

59 非器质性精神障碍 非器质性精神障碍 F29.x00x001 

60 
伴有精神病性症状的躁

狂发作 

伴有精神病性症状的

躁狂发作 
F30.200x001 

61 
双相情感障碍,目前为

轻躁狂发作 

双相情感障碍,目前

为轻躁狂发作 
F31.000x001 

62 

双相情感障碍,目前为

不伴有精神病性症状的

躁狂发作 

双相情感障碍,目前

为不伴有精神病性症

状的躁狂发作 

F31.100x001 

63 

双相情感障碍,目前为

伴有精神病性症状的躁

狂发作 

双相情感障碍,目前

为伴有精神病性症状

的躁狂发作 

F31.200x001 

64 
双相情感障碍,目前为

轻度抑郁发作 

双相情感障碍,目前

为轻度抑郁发作 
F31.300x002 

65 

双相情感障碍,目前为

不伴有躯体症状的轻度

抑郁发作 

双相情感障碍,目前

为不伴有躯体症状的

轻度抑郁发作 

F31.300x003 



66 
双相情感障碍,目前为

中度抑郁发作 

双相情感障碍,目前

为中度抑郁发作 
F31.300x001 

67 

双相情感障碍,目前为

不伴有躯体症状的中度

抑郁发作 

双相情感障碍,目前

为不伴有躯体症状的

中度抑郁发作 

F31.300x005 

68 

双相情感障碍,目前为

伴有躯体症状的轻度抑

郁发作 

双相情感障碍,目前

为伴有躯体症状的轻

度抑郁发作 

F31.300x011 

69 

双相情感障碍,目前为

伴有躯体症状的中度抑

郁发作 

双相情感障碍,目前

为伴有躯体症状的中

度抑郁发作 

F31.300x012 

70 

双相情感障碍,目前为

不伴有精神病性症状的

重度抑郁发作 

双相情感障碍,目前

为不伴有精神病性症

状的重度抑郁发作 

F31.400x001 

71 

双相情感障碍,目前为

伴有精神病性症状的重

度抑郁发作 

双相情感障碍,目前

为伴有精神病性症状

的重度抑郁发作 

F31.500x001 

72 混合型躁狂抑郁症 
双相情感障碍,目前

为混合性发作 
F31.600x001 

73 双相情感障碍 双相情感障碍 F31.900x001 

74 
伴有躯体症状的轻度抑

郁发作 

伴有躯体症状的轻度

抑郁发作 
F32.000x011 

75 中度抑郁发作 中度抑郁发作 F32.100 

76 
不伴有躯体症状的中度

抑郁发作 

不伴有躯体症状的中

度抑郁发作 
F32.100x002 

77 
伴有躯体症状的中度抑

郁发作 

伴有躯体症状的中度

抑郁发作 
F32.100x011 

78 重度抑郁发作 
不伴有精神病性症状

的重度抑郁发作 
F32.200 

79 
不伴有精神病性症状的

重度抑郁发作 

不伴有精神病性症状

的重度抑郁发作 
F32.200 

80 
伴有精神病性症状的重

度抑郁发作 

伴有精神病性症状的

重度抑郁发作 
F32.300 

81 抑郁性木僵 抑郁性木僵 F32.800x001 

82 难治性抑郁症 抑郁发作 F32.900 

83 
复发性抑郁障碍,目前

为轻度发作 

复发性抑郁障碍,目

前为轻度发作 
F33.000x001 

84 

复发性抑郁障碍,目前

为伴有躯体症状的轻度

发作 

复发性抑郁障碍,目

前为伴有躯体症状的

轻度发作 

F33.000x002 

85 

复发性抑郁障碍,目前

为不伴有躯体症状的轻

度发作 

复发性抑郁障碍,目

前为不伴有躯体症状

的轻度发作 

F33.000x011 

86 复发性抑郁障碍,目前 复发性抑郁障碍,目 F33.100x001 



为中度发作 前为中度发作 

87 

复发性抑郁障碍,目前

为伴有躯体症状的中度

发作 

复发性抑郁障碍,目

前为伴有躯体症状的

中度发作 

F33.100x002 

88 

复发性抑郁障碍,目前

为不伴有躯体症状的中

度发作 

复发性抑郁障碍,目

前为不伴有躯体症状

的中度发作 

F33.100x011 

89 

复发性抑郁障碍,目前

为不伴有精神病性症状

的重度发作 

复发性抑郁障碍,目

前为不伴有精神病性

症状的重度发作 

F33.200x001 

90 

复发性抑郁障碍,目前

为伴有精神病性症状的

重度发作 

复发性抑郁障碍,目

前为伴有精神病性症

状的重度发作 

F33.300x001 

91 环性心境 环性心境 F34.000x001 

92 恶劣心境 恶劣心境 F34.100 

93 持续性心境[情感]障碍 
持续性心境[情感]障

碍 
F34.900x001 

94 混合性情感发作 混合性情感发作 F38.001 

95 心境[情感]障碍 心境[情感]障碍 F39.x00x001 

96 广场恐怖 广场恐怖 F40.000 

97 社交恐怖 社交恐怖 F40.100 

98 特定的(孤立的)恐怖 特定的(孤立的)恐怖 F40.200 

99 恐怖性焦虑障碍 
恐怖性焦虑障碍[恐

怖症] 
F40.900x001 

100 
惊恐障碍[间歇发作性

焦虑] 

惊恐障碍[间歇发作

性焦虑] 
F41.000x001 

101 广泛性焦虑障碍 广泛性焦虑障碍 F41.100 

102 混合性焦虑和抑郁障碍 
混合性焦虑和抑郁障

碍 
F41.200 

103 混合性焦虑障碍 
混合性焦虑障碍，其

他的 
F41.300 

104 
以强迫思维或穷思竭虑

为主的强迫性障碍 

以强迫思维或穷思竭

虑为主的强迫性障碍 
F42.000x001 

105 强迫状态 强迫状态 F42.003 

106 
以强迫性动作[强迫仪

式]为主的强迫性障碍 

以强迫性动作[强迫

仪式]为主的强迫性

障碍 

F42.100x001 

107 混合性强迫思维和动作 
混合性强迫思维和动

作 
F42.200 

108 强迫性障碍 强迫性障碍 F42.900 

109 急性应激反应 急性应激反应 F43.000 

110 创伤后应激障碍 创伤后应激障碍 F43.100 

111 适应障碍 适应障碍 F43.200 



112 严重应激反应 严重应激反应 F43.900 

113 分离性遗忘 分离性遗忘 F44.000 

114 分离性运动障碍 分离性运动障碍 F44.400 

115 分离性抽搐 分离性抽搐 F44.500 

116 
混合性分离[转换]性障

碍 

混合性分离［转换］

性障碍 
F44.700 

117 分离性障碍，癔症 分离［转换］性障碍 F44.900 

118 躯体化障碍 躯体化障碍 F45.000 

119 未分化的躯体症状障碍 
未分化的躯体形式障

碍 
F45.100 

120 疑病障碍 疑病障碍 F45.200 

121 
躯体症状的自主神经功

能紊乱 

躯体症状的自主神经

功能紊乱 
F45.300x001 

122 
持续的躯体形式的疼痛

障碍 

持续的躯体形式的疼

痛障碍 
F45.400x001 

123 其他分离（转换）性障碍 心因性肌无力 F45.800x004 

124 
人格解体-现实解体综

合征 

人格解体-现实解体

综合征 
F48.100 

125 神经症性障碍 神经症性障碍 F48.900 

126 神经性厌食 神经性厌食 F50.000 

127 非典型性神经性厌食 非典型神经性厌食 F50.100 

128 神经性贪食 神经性贪食 F50.200 

129 非典型神经性贪食 非典型神经性贪食 F50.300 

130 心因性暴食 心因性暴食 F50.401 

131 心因性呕吐 心因性呕吐 F50.501 

132 进食障碍 
非器质性失眠症[原

发性失眠] 
F51.000x001 

133 
非器质性失眠症[原发

性失眠] 
非器质性失眠症 F51.000 

134 非器质性嗜睡症 非器质性嗜睡症 F51.100x001 

135 
非器质性睡眠-觉醒节

律障碍 

非器质性睡眠-觉醒

节律障碍 
F51.200 

136 睡行症 睡行症［夜游症］ F51.300 

137 梦惊 睡惊症［夜惊症］ F51.400 

138 非器质性睡眠障碍 非器质性睡眠障碍 F51.900 

139 偏执型人格障碍 偏执型人格障碍 F60.000 

140 分裂样人格障碍 分裂样人格障碍 F60.100 

141 社交紊乱型人格障碍 社交紊乱型人格障碍 F60.200 

142 情绪不稳型人格障碍 情绪不稳型人格障碍 F60.300 

143 表演型人格障碍 表演型人格障碍 F60.400 

144 强迫型人格障碍 强迫型人格障碍 F60.500 

145 焦虑[回避]型人格障碍 
焦虑［回避］型人格

障碍 
F60.600 



146 习惯和冲动障碍 习惯和冲动障碍 F63.900 

147 

轻度精神发育迟滞,显

著的行为缺陷,需要加

以关注或治疗 

轻度精神发育迟滞,

显著的行为缺陷,需

要加以关注或治疗 

F70.100x001 

148 

中度精神发育迟滞,显

著的行为缺陷,需要加

以关注或治疗 

中度精神发育迟滞,

显著的行为缺陷,需

要加以关注或治疗 

F71.100x001 

149 

重度精神发育迟滞,显

著的行为缺陷,需要加

以关注或治疗 

重度精神发育迟滞,

显著的行为缺陷,需

要加以关注或治疗 

F72.100x001 

150 

极重度精神发育迟滞,

显著的行为缺陷,需要

加以关注或治疗 

极重度精神发育迟

滞,显著的行为缺陷,

需要加以关注或治疗 

F73.100x001 

151 

精神发育迟滞,显著的

行为缺陷,需要加以关

注或治疗 

精神发育迟滞,显著

的行为缺陷,需要加

以关注或治疗 

F79.100x002 

152 自闭症，孤独症行为 儿童孤独症 F84.000x001 

153 不典型孤独症 不典型孤独症 F84.100 

154 
阿 斯 珀 格 综 合 征

[Asperger 综合征] 
阿斯珀格综合征 F84.500 

155 广泛性发育障碍 广泛性发育障碍 F84.900x001 

156 

注意力不集中，注意力

减退，注意力下降，多动

症，多动 

注意缺陷与多动障碍 F90.000x001 

157 多动性品行障碍 多动性品行障碍 F90.100 

158 多动性障碍 多动性障碍 F90.900 

159 品行障碍 品行障碍 F91.900 

160 童年情绪障碍 童年情绪障碍 F93.900 

161 童年反应性依恋障碍 童年反应性依恋障碍 F94.100 

162 抽动秽语 抽动秽语综合征 F95.201 

163 抽动障碍[抽动症] 抽动障碍 F95.900 

164 
通常起病于童年和少年

期的行为与情绪障碍 

通常起病于童年和少

年期的行为与情绪障

碍 

F98.900x001 

165 恶性综合征 
恶性抗精神病药综合

征 
G21.000 

166 药物性肌张力障碍 药物性肌张力障碍 G24.000x001 

167 迟发性运动障碍 迟发性运动障碍 G24.901 

168 不安腿综合征 不安腿综合征 G25.801 

169 锥体外系综合征 锥体外系综合征 G25.901 

170 
阿尔茨海默病性痴呆

(混合型) 
混合性痴呆 G30.800x003 

171 混合性痴呆 混合性痴呆 G30.800x003 



 

 

 

 

172 阿尔茨海默病 阿尔茨海默病 G30.900 

173 阿尔茨海默病性痴呆 阿尔茨海默病性痴呆 G30.901† 

174 额颞叶痴呆 额颞叶痴呆 G31.000x005 

175 语义性痴呆 语义性痴呆 G31.000x006 

176 路易体痴呆 路易体痴呆 G31.805 

177 失眠 失眠 G47.000x001 

178 嗜眠症 嗜眠症 G47.100x001 

179 睡眠节律性运动障碍 睡眠节律性运动障碍 G47.200x004 

180 睡眠节律性运动障碍 睡眠节律性运动障碍 G47.200x004 

181 
睡眠呼吸暂停低通气综

合征 

睡眠呼吸暂停低通气

综合征 
G47.300x001 

182 睡眠呼吸暂停综合征 
睡眠呼吸暂停低通气

综合征 
G47.300x001 

183 
阻塞性睡眠呼吸暂停综

合征 

阻塞性睡眠呼吸暂停

综合征 
G47.301 

184 
阻塞性睡眠呼吸暂停低

通气综合征 

阻塞性睡眠呼吸暂停

低通气综合征 
G47.300x037 

185 发作性睡病 发作性睡病 G47.400x002 

186 
周 期 性 瞌 睡 [Kleine-

Levin综合征] 

周期性瞌睡[Kleine-

Levin综合征] 
G47.800x001 

187 快动眼睡眠行为障碍 快动眼睡眠行为障碍 G47.800x002 

188 睡眠障碍 睡眠障碍 G47.900 

189 木僵 木僵 R40.100 

190 亚木僵 亚木僵 R40.100x005 

191 冲动攻击行为 情绪冲动 R45.700x001 

192 紧张状态 紧张状态 R45.700x002 

193 
自杀行为（严重自杀企

图） 

累及情绪状态的其他

症状和体征 
R45.800 

194 癔症样发作 癔症样发作 R45.800x091 

195 缄默状态 缄默状态 R46.800x001 

196 嗜睡 嗜睡 R53.x00x009 

197 周期性嗜睡 周期性嗜睡 R53.x00x012 

198 精神药物中毒 抗精神病药中毒 T43.500x004 

199 药物不良反应 药物不良反应 T88.700x002 

200 
可疑精神和行为障碍的

观察 

可疑精神和行为障碍

的观察 
Z03.200 



附表 2 

关键技术清单 

 

序号 
疾病分类代码 

国家临床版 2.0 名称 

疾病分类代码 

国家临床版 2.0 编码 

1 韦克斯勒成人智力测验 94.0100x002 

2 韦克斯勒儿童智力测验 94.0100x003 

3 中国奈比智力测验 94.0100x004 

4 明尼苏达多相人格测验 94.0201 

5 韦克斯勒记忆测量 94.0202 

6 症状自评量表测验 94.0200x004 

7 Zung 抑郁自评量表评定 94.0200x005 

8 简易精神状况评定 94.1105 

9 注意缺陷多动障碍评定 94.0203 

10 汉米尔顿抑郁评定 94.0204 

11 艾森克人格评定 94.0301 

12 威斯康星卡片分类测验 94.0200x010 

13 汉密尔顿焦虑量表评定 94.0200x011 

14 抑郁自评量表测验 94.0200x012 

15 焦虑自评量表测验 94.0200x013 

16 性格分析 94.0300 

17 眼球运动轨迹检查 94.0800x001 

18 认知功能评定 94.0800x002 

19 攻击风险评估 94.1102 

20 自杀风险评估 94.1103 

21 躁狂量表评定 94.1100x005 

22 精神病人护理观察量表监测 94.1200x002 

23 治疗副反应量表评定 94.1900x001 

24 锂治疗 94.2200 

25 抗精神病药物治疗 94.2300x002 

26 氟哌啶醇快速治疗 94.2300x003 

27 氯氮平治疗 94.2501 

28 促大脑代谢药物治疗 94.2500x002 

29 电抽搐治疗[ECT] 94.2701 

30 经颅磁刺激治疗（TMS) 94.2901 

31 脑循环功能治疗[CVFT] 94.2900x002 

32 精神分析 94.3100 

33 催眠疗法 94.3200 

34 行为矫正治疗 94.3301 

35 行为脱敏治疗 94.3302 



36 危机干预 94.3500x001 

37 生物反馈治疗 94.3901 

38 森田治疗 94.3902 

39 个人心理治疗 94.3900x004 

40 家庭治疗 94.4200 

41 心理剧疗法 94.4300 

42 集体心理治疗 94.4401 

43 精神疗法后转诊 94.5200 

44 乙醇脱瘾疗法 94.6200 

45 药物脱瘾疗法 94.6500 

46 娱乐治疗 93.8100 

47 文体活动疗法 93.8300x001 

48 日常生活动作训练 93.8300x002 

49 音乐治疗 93.8400 

50 职业康复 93.8500 

51 工娱治疗 94.3903 

52 特殊工娱治疗 93.8900x002 

53 头部血管核磁共振检查 88.9100x003 

54 头部 CT检查 87.0300x001 

55 神经系统检查 89.1300 

56 视频脑电图监测 89.1900x001 

57 多导睡眠脑电图 89.1700x00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