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药品差比价规则新老文件对比及实操示例 

 

2011 年 11 月 17 日，国家发展改革委员会发出关于印发《药品差比价规则》通知，此次印发的规则与发改委 05 年 1 月 14 日印发的《药品差比价

规则（试行）》主要内容基本相同，目的是对政府定价及指定指导价（主要是麻醉药品、一类精神药品等）药品的不同剂型、品规和包装之间的最高零售

价的差额或比值作出规定，新规定 2012 年 1 月 1 日开始实施。 

    新文件将制定差比价规则从单纯的定价行为上升到了分析与决策的战略高度；政府定价、指导价药品打破了旧版规则中“药品制剂”的限制，包含

了原料药品及其他法定药品类型；确定药品差比价关系考虑的主要因素从企业角度提升到了整个社会和医药行业发展的层面，如考虑药品差比价的因素

由“平均生产成本”调整为“社会平均成本”。 

新文件相比 05 版各方面都有了更明确更严谨的规定，新增了如何确定代表品、特殊情况下单列代表品计算差价的方法等大的方面，同时删除药品性

状差比价计算规则，而在剂型差比价表做了相应的修改，如将药品工艺较高的冻干（溶媒结晶）与普通粉针的价格差距明确；对含量或装量与日治疗量

无明确比例关系的，按照日平均治疗费用相同的原则计算，对最小包装数量太少的品种设置 0.9 的缩减系数 

此外在剂型差比价、含量差比价、装量差比价、包装差比价等亦有调整。剂型差比价方面新条款扩大了剂型差比的范围，单位含量不相同的同种药

品不同剂型之间也纳入差比价规则；含量差比价方面新增了适用含量差比的条件，同时又增加了不同配比的同种化学复方制剂的含量差比价计算方法；

装量差比价方面新增了装量差比的条件；包装数量差比价方面新增了有特殊需求的药品包装数量差比时的特殊情形处理方法；包装材料差比价方面主要

对大小容量注射液有规定，生物制品小容量注射液采用预充式注射器包装单次剂量药品的才区分价格，化学药品、中成药和天然药则不区分，大容量注

射液对塑料瓶的差价进行了调整，软袋（明确了软袋的定义）的差价未做调整，对材质的具体形式和材料有差异的价格已明确不做区分；混合差比价方

面对计算的顺序有了更详细明确的规定。 



 

取消了胶囊与普通片剂的 0.02 元的剂型差额，而在 2011 年发布的抗生素等物价文件中，片剂与胶囊的最高零售价已未考虑差额。分散片于普通片剂

的剂型比值由 1.3 降至 1.2，干混悬剂与颗粒剂的剂型比值也由 1.3 降至 1.1。包装数量差比价现仅限用于口服的片剂、胶囊，其他剂型不在执行包装数量

差比，直接按照最小独立包装单位价格乘以包装数量计算。 

2005 版和 2011 版的差比价规则具体内容对比，详见下表：  

 

2005 版药品差比价规则 2011 版药品差比价规则 新旧分析及实例计算说明 

第一条  为规范药品定价行为，提高药品定价科学

性和透明度，制定本规则。 

第一条 为规范政府制定药品价格的行为，提高药品价

格决策的科学性和透明度，制定本规则。 

增加了“政府制定”明确了定价的主体对象，由“定价”改为

“价格决策”提升了该规则的基调，从单纯的定价行为上升到

了分析与决策的高度 

第二条  本规则适用于政府定价、政府指导价药品

（指药品制剂）。 
第二条 本规则适用于政府定价、政府指导价药品。 去掉了括号明确了适用主体是不仅是药品制剂，应该包含其他 

第五条  本规则所称药品差比价，是指同种药品因

剂型、规格或包装材料的不同而形成的价格之间的

差额或比值。 

第三条 本规则所称药品差比价，是指药品因剂型、规

格或包装等不同而形成的价格之间的差额或比值。具体

包括剂型差比价、规格差比价和包装差比价等。 

删除了“同种”二字，补充了具体的类别 

第七条 确定药品差比价关系考虑的主要因素为：平

均生产成本、生产技术水平、临床应用效果、使用

方便程度以及治疗费用等。 

第四条 确定药品差比价关系考虑的主要因素为社会平

均成本、临床应用效果、治疗费用、生产技术水平、使

用方便程度和产业发展方向等。 

 “平均生产成本”改成了“社会平均成本”，增加了“产业发

展方向”，调整了排序先后，反映出侧重关系有所调整 

 
第五条 同种药品不同剂型规格品，应当以代表品价格

为基础，按照规定的药品差比价关系制定价格。 

新增：明确了同种药品不同剂型定价时候，必须以代表品进行

差比 



 

无 

第六条 确定代表品应当先确定代表剂型，再从代表剂

型中确定代表规格。 

（一）代表剂型按照以下方法确定：口服固体制剂以普

通片剂为代表剂型，无普通片剂的以普通硬胶囊剂为代

表剂型；注射剂以小容量注射液为代表剂型，无小容量

注射液的以普通粉针为代表剂型。 

同种药品无上述剂型的，以中国药典收录的剂型或原料

药 国家标准包含的剂型为代表剂型。中国药典或原料药

国家标准同时涉及多个剂型或均未收录的，以首先上市

并仍正常生产和销售的剂型为代表剂型。 

（二）代表规格按照以下方法确定： 已批准上市的规格

中，以含量或装量与常用单次剂量相匹配、包装数量居

中的规格作为代表规格。 

（三）上述方法不能涵盖的，应综合考虑以下因素确定

代表品： 

1、临床常用。选择与药品主要适应症或功能主治相匹配，

临床应用时间长，多家企业生产的剂型、规格。 

2、国际通用。选择与国际市场主流剂型相匹配的剂型。 

3、价格合理。选择市场实际购销价格比较合理，有利于 

理顺差比价关系的剂型、规格。 

新增：如何确定代表品，新条例的实际可操作性更强 

第八条  剂型差比价，是指同种药品在单位含量相

同的前提下，不同剂型之间价格的差额或比值。未

第七条 本规则所称剂型差比价，是指同种药品不同剂

型之间的价格差额或比值。具体见附件一和附件二。 

三磷酸腺苷片剂   20mg*12    1.3 （代表品） 

三磷酸腺苷肠溶片 20mg*12      ？ （非代表品） 



 

标识有效成份含量的中成药剂型，以相同日服用数

量为前提计算剂型差比价。常用剂型差比价见附表

一。 

计算过程： 

肠溶片与普通片的剂型比值为 1.1 

三磷酸腺苷肠溶片（20mg*12）价格=1.3*1.1=1.4 

第九条  规格差比价，是指同种药品同一剂型由于

规格（包括含量、装量、重量、包装数量或药品性

状等）不同而形成的价格差额或比值。 

第八条 本规则所称规格差比价，是指同种药品同一剂

型不同规格之间的价格差额或比值。具体包括含量差比

价和装量差比价。 

删除了旧条款中包括的“重量、包装数量或药品性状等”，新

条款增加了包装差比价，包装数量划归包装差比价定义，去掉

了重量、药品性状差比的说法 

无 
第九条 含量差比价。药品标示的含量与日治疗量存在

明确比例关系的，适用含量差比价。 
新增：适用含量差比的条件 

以代表品价格为基础，其他条件相同，含量增加 1

倍（或减少 50%），价格相应乘以（或除以）1.7。两

种以上有效成份的含量变化幅度，以有效成份的市

场平均价格为权重加权平均计算。 

非整倍数关系的含量差比价计算公式为：K＝

1.7
log2X

  (K=比价值，X=待定规格品含量÷代表规

格品含量)。 

其他条件相同时，非代表品价格＝代表品价格×含量比

价值。含量比价值计算公式为：K＝a
log2 X

（K＝比价值，

X＝非代表品含量÷代表品含量,a=含量比价系数）。含

量比价系数最高为 1.7。 

对应旧条款第 10 条：删除了冗余的旧条款的整数倍关系计算方

法描述方式，公式计算方法即可包含上述方式。增加了含量比

价系数说法，仅说明最高取值，未提出具体取值方式。实例： 

阿洛西林（冻干粉针） 1.0g   12.9（代表品） 

阿洛西林（冻干粉针） 2.0g    ？（非代表品） 

计算过程： 

a 取 1.7 

X= 2.0g÷1.0g=2 

K＝1.7
log2X

 =1.7^log2(2)=1.^1=1.7 

阿洛西林(2.0g)价格=K*12.9=1.7*12.9=21.9 

无 
葡萄糖、氯化钠等调节电解质类大容量注射液含量有差

异的，不区分价格。 

葡萄糖注射液（玻璃瓶） 100ml:5g(5%) 

葡萄糖注射液（玻璃瓶） 100ml:10g(10%) 

价格不做区分 

无 
组方相同用途相同而配比不同的化学药品复方制剂，按

照各组分含量之和计算含量差比价。 

新增：不同配比的同种化学复方制剂的含量差比价计算方法 

阿莫西林克拉维酸咀嚼片 125mg/31.25mg*6  13.6 

阿莫西林克拉维酸咀嚼片  200mg/28.5mg*6    ？ 

计算过程： 



 

a 取 1.7 

X= （125+31.25）mg÷（200+28.5）mg=1.4624 

K＝1.7
log2X

=1.7^log2(1.4624) 

阿莫西林克拉维酸（200mg/28.5mg）价格=13.6*K=21.3 

第十一条  装量或重量差比价关系 第十条 装量差比价。  

无 
药品标示的装量与日治疗量存在明确比例关系的，适用

装量差比价。 
新增：适用装量差比的条件 

以代表品价格为基础，其他条件相同，装量或重量

增加 1 倍（或减少 50%），价格相应乘以（或除以）

1.9。非整倍数关系的装量（重量）差比价计算公式

为：K=1.9
log2

X

  (K=比价值，X=待定规格品装量或

重量÷代表规格品装量或重量)。 

其他条件相同时，非代表品价格＝代表品价格×装量比

价值。装量比价值计算公式为：K=1.9
log2

X

（K＝比价值，

X＝非代表品最小独立包装装量÷代表品最小独立包装

装量）。 

实例： 

益母草膏    125g     7 （代表品） 

益母草膏    100g     ？ （非代表品） 

计算过程： 

K=1.9
log2

X

 =1.9^( log2（100g/125g）) 

益母草膏（100g）价格=7*0.8133=5.7 

有含量标识的注射液，溶液（剂）装量在 10ml（含

10ml）以下的，在价格上不予区分；10ml 以上的，

溶液（剂）装量每增（减）10ml，价格加（减）0.05

元。 

不同装量的化学药品和生物制品注射液，10ml（含 10ml）

以下的，不区分价格；10ml 以上的，每增（减）10ml，

加（减）0.05 元。 

实例; 

洛美沙星（100mg：2ml）   5.5（代表品） 

洛美沙星（100mg：10ml）  ？ （非代表品） 

计算过程： 

10ml 以下价格不做区分 

洛美沙星(100mg：10ml)价格=5.5 

无 

第十一条 同种药品相同剂型标示的含量、装量与日治

疗量均没有明确比例关系的，不适用含量差比价和装量

差比价，应按照日平均治疗费用相同的原则计算价格。

计算公式为：非代表品最小计量单位价格＝代表品最小

新增：明确了没有明确比例关系的同种药品相同剂型的品规如

何计算价格 



 

计量单位价格×代表品日治疗量÷非代表品日治疗量。 

无 

第十二条 本规则所称包装差比价，是指同种药品相同

剂型、规格中，不同包装数量、材料或形式之间的价格

差额或比值，具体包括包装数量差比价、包装材料差比

价和包装形式差比价。 

新增：包装差比价定义 

第十二条  包装数量差比价关系 第十三条 包装数量差比价。  

以代表品价格为基础，其他条件相同，包装数量增

加 1 倍（或减少 50%），价格相应乘以（或除以）

1.95。 

非整倍数关系的包装数量差比价计算公式为：

K=1.95
 log2X

 
(K=比价值，X=待定规格品包装数量

÷代表规格品包装数量) 

口服片剂、口服胶囊剂最小零售包装价格按以下方法计

算：其他条件相同时，非代表品价格＝代表品价格×包

装数量比价值。包装数量比价值计算公式为：K=1.95
 

log2X

 （K＝比价值，X＝非代表品包装数量÷代表品包

装数量）。 

氨苄西林胶囊 250mg*24  5.7（代表品） 

氨苄西林胶囊 250mg*20   ？ （非代表品） 

计算过程： 

X=20/24 

K=1.95
 log2 X

 =1.95^（log2 x）=0.8398 

氨苄西林胶囊(20 粒)价格=5.7*0.9398=4.8 

无 

用于慢性病治疗、需要长期使用的药品，按主要适应症

或功能主治的成人单次最高剂量计算，包装数量不足三

日（含三日）用药量的，按包装数量差比价计算后，再

乘 0.9 的缩减系数制定价格。 

新增了包装数量低于一定值的药品特殊情形处理方法，一定程

度上限制较小包装或临床使用不便利的包装。实例： 

氨苄西林胶囊 250mg*24  5.7（代表品） 

氨苄西林胶囊 250mg*8   ？ （非代表品） 

假定该药 1粒/次，3次/日，包装数量不足三日 

计算过程： 

X=8/24 

K=1.95
 log2 X

=1.95^log2(8/24)=0.3469 

氨苄西林胶囊(8粒)价格=5.7*0.3469*0.9=1.8 



 

无 
其他类别的剂型，最小零售包装价格按最小独立包装或

最小计量单位的价格乘以包装数量计算。 

板蓝根颗粒    10g   袋  0.54（代表品） 

板蓝根颗粒  10g*10  盒    ？ 

计算过程： 

板蓝根颗粒（10袋）价格=0.54*10=5.4 

第十三条 药品性状差比价关系 

注射剂型中，在其他条件相同情况下，普通粉针在

小水针基础上每支加 1 元，冻干粉针、溶媒粉针价

格在小水针价格基础上每支加 3 元（中成药注射剂

暂不适用）。药品其它性状，原则上不考虑差比价。 

无 

药品性状差比价稍做修改（详见剂型差比价表），小水针和普

通粉针的剂型比值调整为 1，取消了粉针的差价额；冻干（溶媒

结晶）与普通粉针的差价额由 3 元减至 2.5 元。 

第十四条  包装材料差比价，是指同种药品相同剂

型和规格，因使用不同的包装材料而形成的价格之

间的差额或比值。本规则所称包装材料，是指药品

最小零售单位的药用包装材料。 

第十四条 包装材料差比价。  

盒装（指内包装为板装的）口服固体制剂，在价格

上不区分包装材料差异；瓶装口服固体和液体制剂，

在价格上不区分容器类型和材料差别；颗粒剂在价

格上不区别包装袋材料差别。 

（一）口服固体制剂，容器类型和包装材料不同的，不

区分价格。 

氨苄西林胶囊 250mg*24   盒      5.7（代表品） 

氨苄西林胶囊 250mg*24  聚氯乙烯瓶    ？  

计算过程： 

口服固体制剂：盒装、瓶装不区分价格 

氨苄西林胶囊（聚氯乙烯瓶）价格=5.7 

小容量注射液在价格上不区分容器类型和材料差别 

（二）生物制品小容量注射液采用预充式注射器包装单

次剂量药品的，其他条件相同时，可在普通小容量注射

液基础上最高加 3 元。化学药品、中成药和天然药采用

上述包装形式的，不区分价格。 

对不同类型的药品包装差比价进行了规定，除生物制品小容量

注射液外，其他类别不区分价格 

大容量注射液，以同容量规格玻璃瓶为基础，塑料

瓶最高加 2 元，软袋最高加 4 元。 

（三）大容量注射液，以同规格玻璃瓶包装的价格为基

础，塑料瓶包装最高加 1 元；软袋（指在不通空气情况

下完成输液的包装）最高加 4 元。玻璃瓶、塑料瓶和软

袋包装各自采用的具体形式和材料有差异的，不区分价

塑瓶加价从 2 元调整到 1 元，对软袋明确了定义，对包装的具

体形式和材料差异，不予价格区分 

环磷腺苷葡胺(玻璃瓶) 30mg:100ml  16.8（代表品） 

环磷腺苷葡胺(塑料瓶)  30mg:100ml  ？（非代表品） 



 

格。 环磷腺苷葡胺(软袋)    30mg:100ml  ？（非代表品） 

计算过程： 

塑料瓶包装最高加 1元，软袋最高加 4 元。 

环磷腺苷葡胺 30mg（塑料瓶）价格=16.8+1=17.8 

环磷腺苷葡胺 30mg（软袋）价格=16.8+4=20.8 

无 

第十五条 包装形式差比价。多种药品构成的组合包装

（包括各药品独立包装的组合形式和各药品复合包装的

组合形式），价格不高于所包装药品价格的总和。药品

与注射用溶媒、注射器等附件构成组合包装的，不区分

价格。 

新增：组合包装差比价格的定义，比如多种药品的联合包装或

者增加注射用溶媒或一次性注射器等。 

应按照剂型、规格、包装材料的顺序计算。 

 

第十六条 多种差比价混合计算时，应按照剂型、含量、

装量、包装数量、包装材料、包装形式差比价的顺序进

行计算。其中： 

新条例中对计算的顺序有了更详细明确的规定 

三磷酸腺苷片剂   20mg*12    1.3 （代表品） 

三磷酸腺苷肠溶片 20mg*24      ？ （非代表品） 

计算过程： 

肠溶片与普通片的剂型比值为 1.1 

包装数量差比价： K＝1.95
 log2X 

K＝1.95
 log2X

=1.95^log2（2）=1.95 

三磷酸腺苷肠溶片（20mg*24）价格=1.3*1.1*1.95=2.8 

对与代表品剂型、规格、包装材料均不同的非代表

品，应先按剂型差比价关系，计算出与代表品同规

格、同包装材料的不同剂型价格；再以此为基础按

规格、包装材料差比价计算出非代表品价格。 

  对与代表品剂型相同但规格、包装材料不同的

非代表品，应按照含量、装（重）量、包装数量和

（一）注射剂中剂型差比价与含量差比价混合计算，以

小容量注射液（普通粉针）为代表品计算冻干粉针（溶

媒结晶粉针）、大容量注射液价格，或以冻干粉针（溶

媒结晶粉针）为代表品计算大容量注射液价格的，应先

计算含量差比价，再计算剂型差比价。反向计算的，应

先计算剂型差比价，再计算含量差比价。 

旧条例对非代表品进行了分类，规定不同情况的非代表品有不

同的计算顺序，新条例是对所有药品进行注射剂和溶液剂的分

类，规定不同剂型有不同的计算顺序。 

对低价品种的非代表品的价格设置保底价。实例： 

阿洛西林（普通粉针）1.0g   21.1（代表品） 

阿洛西林（冻干粉针）2.0g    ？（非代表品） 



 

包装材料的顺序计算价格。 

  对注射剂中既有性状区别又有其它规格和包装

材料区别的非代表品，应在代表品价格上先加（减）

性状差价额，再以此为基础计算其它规格、包装材

料差比价。 

注射剂非代表品单支价格低于 0.2 元的，按 0.2 元核定；

若非代表品规格小于代表品的，其价格不得超过代表品

单支价格。 

 

计算过程：先计算普通粉针 2.0g的价格，再计算冻干粉

针 2.0g 的价格 

含量差比价：a取 1.7，K＝1.7
log2X

 ，剂型差额 2.5 元 

阿洛西林（普通粉针）2.0g 价格=21.1*1.7=35.9 

阿洛西林（冻干粉针）2.0g 价格=35.9+2.5=38.4 

（二）溶液剂（颗粒剂、散剂）与口服片剂（胶囊剂）

计算含量差比价，单剂量包装的溶液剂（颗粒剂、散剂）

与口服片剂（胶囊剂）之间，以溶液剂（颗粒剂、散剂）

最小独立包装的含量和口服片剂（胶囊剂）最小计量单

位的含量为基础计算含量差比价；多剂量包装的溶液剂

（颗粒剂、散剂）与口服片剂（胶囊剂）之间，应先按

前述方法计算单剂量包装的价格，再按装量差比价计算

多剂量包装的价格。 

头孢地尼胶囊   100mg*6    38 （代表品） 

头孢地尼颗粒剂   50mg     ？ 

计算过程： 

颗粒剂与胶囊的剂型比值为 1.2 

包装数量差比价： K＝1.95
 log2

X 

含量差比价： K＝1.7
 log2

X 

头孢地尼胶囊（100mg）单粒价格：

38*1.95^(log((1/6),2))=6.76 

头孢地尼颗粒（50mg）单袋价格：

6.76*1.2*1.7^(LOG((50/100),2))=4.8 

无 

第十七条 有下列特殊情况之一的，应单列代表品计算

差比价： 

（一）非代表品与代表品的给药途径和剂型均相同，而

适应症或功能主治完全不同的（不包括适应症或功能主

治的增加和减少）；（二）非代表品明确为仅限于小儿

使用的；（三）非代表品与代表品含量差异大于或等于

8 倍的。 

 



 

无 

第十八条 有下列特殊情况之一，并在临床上具有重要

意义的，可单列代表品计算差比价：（一）使用特殊给

药装置，由患者院外自行给药的注射类和喷射类制剂；

（二）适应症或功能主治部分改变，对临床产生重大影

响的；（三）口服片剂、胶囊剂中代表品为单剂量包装，

非代表品为多剂量包装，且价格不高于相同剂型规格单

剂量包装的；（四）由于药物本身特性等原因，剂型或

规格改变对药品疗效、安全性等产生重大影响的。 

对特殊的给药装置给予合理的价格，但实际操作性及有关认定

标准有待明确 

第十五条  按差比价计算零售价格时，尾数按以下

原则取舍：百元以上零售价格尾数保留到元；百元

以下、一元以上零售价格尾数保留到角；一元以下

零售价格尾数保留到分。 

第十九条 按差比价计算零售价格时，尾数按四舍五入

的原则取舍。1 元以下，零售价格尾数保留到分；1 元

（含 1 元）至 100 元，零售价格尾数保留到角；100 元

以上（含 100 元），零售价格尾数保留到元。  

新条例明确了采用四舍五入的原则取舍尾数 

第三条  本规则对政府定价、政府指导价药品，按

照价格管理的需要进行了归类 

第二十条 本规则下列用语的含义：（一）“同种药品”，

是指有效成分相同的药物制剂，其中：化学药品和生物

制品，凡中文通用名或英文国际非专利药名（INN）中

表达的有效成分相同的药物制剂，归类为同种药品。有

效成分相同，虽命名不同或命名中酸根、碱基、金属元

素、有效成分的结晶形式、结晶水数量、配比、溶媒及

其他辅料等不同，也归类为同种药品。中成药和天然药，

凡国家标准规定的正式品名中剂型前的名称相同且处方

相同的药物制剂，归类为同种药品。认定化学药品、生

物制品、中成药和天然药，应以国家药品监督管理部门

的批准文号和有关规定为依据。 

新条例进行分类阐述 

第六条  本规则所称代表品，是指同种药品中临床

常用的剂型、规格品种 

（二）“代表品”，是指同种药品中作为其他剂型规格

品价格计算基础的剂型规格品。 
新条例更准确地描述了代表品的含义 



 

第九条  本规则所称含量，是指一种药品制剂中包

含的国家标准规定的有效成份的数量 

（三）“含量”，是指药物制剂最小计量单位中包含的

国家标准规定的有效成分、指标成分或活性单位的数

量。 

补充了“指标成分、活性单位”对含量的定义更加准确 

第九条  本规则所称装量，是指单位容器内药品制

剂的容量 

（四）“装量”，是指最小独立包装中标示的药物制剂

的面积、容量或重量。 
新条例：把面积、容量或重量一并合为装量，表述更科学合理 

 
（五）“日治疗量”，是指按照药品说明书所示，与主

要适应症或功能主治相匹配的每日使用剂量的平均值。 
新增：日治疗量的定义 

第九条  本规则所称包装数量，是指零售包装内包

含的按最小计量单位计算的药品制剂数量；零售包

装指最小零售包装（不包括医院住院药房拆零出售

的包装） 

（六）“包装数量”，是指最小零售包装（不包括医院

住院药房拆零出售的包装）内包含的按最小计量单位计

算的制剂数量。 

无实质差异 

无 
（七）“包装材料”，是指药品最小独立包装中，与药

物制剂直接接触的药用包装材料。 
 

无 

（八）“单剂量包装”，是指最小零售包装内，以不超

过药品单次服用的剂量为单元，彼此间通过包装材料（胶

囊壳除外）进行密封，不直接接触的包装形式。 

 

无 

（九）“多剂量包装”，是指最小零售包装内，以超过

药品单次服用的剂量为单元，彼此间无包装材料（胶囊

壳除外）进行密封，直接接触的包装形式。 

 

第十六条  本规则未明确规定具体差比价系数的，

可由省级价格主管部门按本规则确定的有关原则制

定差比价并暂行，同时抄报国家发展改革委。 

第二十一条 本规则未明确差比价关系的，由省级价格

主管部门根据本规则第四条规定，暂定差比价关系并抄

报国家发展改革委。 

新条款规定省级物价部门参照新规则第四条，比旧的“相关原

则”说法更加明确。 

 

第二十二条 本规则自 2012 年 1 月 1 日起执行。2005 年

1 月 7 日国家发展改革委发布的《药品差比价规则（试

行）》及相关规定同时废止。 

新增条款：明确规则执行时间及旧规废止 

 



 

常用化学药品、生物制品剂型差比价表 

剂型类别 剂型名称 编号 计算单位 计算公式 
最新版差额

或比值 

05 版差比价

关系 
说明 

片剂 

（口服） 

普通片 （1） 每片 － 1 1 
含素片、糖衣片、薄 膜衣

片、异形片、划痕片等。 

咀嚼片 （2） 每片 （2）÷（1） 1.05   

含片（含可

溶片） 
（3） 每片 （3）÷（1） 1.05   

肠溶片 （4） 每片 （4）÷（1） 1.1 1.1  

分散片 （5） 每片 （5）÷（1） 1.2 1.3  

泡腾片 （6） 每片 （6）÷（1） 1.3   

胶囊剂 

（口服） 

硬胶囊 （7） 每粒 （7）÷（1） 1 
0.02

（(7)-(1)） 
 

肠溶胶囊（胶

囊壳型） 
（8） 每粒 （8）÷（7） 1.1 1.1  

软胶囊 

（胶丸） 
（9） 每粒 （9）÷（7） 1.2   

颗粒与溶

液 剂 

（口服） 

颗粒剂 （10） 每袋 （10）÷（1） 1.2 1.2 
含可溶颗粒剂、混悬 颗粒

剂等。 

散剂 （11） 每袋 （11）÷（10） 0.9   

口服溶液（滴

剂） 
（12） 每支 （12）÷（10） 1 0.9 含口服混悬剂等。 

干混悬剂 （13） 每袋 （13）÷（10） 1.1 1.3 
 

泡腾颗粒剂 （14） 每袋 （14）÷（10） 1.1  

膏剂 

（外用） 

软膏剂 （15） 每支 － 1  
 

糊剂 （16） 每支 （16）÷（15） 1  

乳膏剂 （17） 每支 （17）÷（15） 1.1  含霜剂。 

凝胶剂 （18） 每支 （18）÷（15） 1.1  含乳胶剂和胶浆剂。 

注射剂 

小容量注射

液、普通粉针 
（19） 每支 － 1  

以装量 10ml 的规格为 计

算基准。 

冻干粉针、溶 

媒结晶粉针 
（20） 每支 （20）－（19） 2.5 元  

国家药品监督管理部 门

的有效文件未标明 冻干

粉针或溶媒结晶 粉针的,

均按普通粉针 执行。 

大容量注射

液 
（21） 每瓶 （21）－（19） 4.5 元  

以装量 50ml 的规格为 计

算基准。 

 

常用中成药、天然药剂型差比价表 

剂型类

别 
剂型名称 编号 计算单位 计算公式 

最新版差额

或比值 

05 版差比价

关系 
说明 

丸剂 蜜丸 （1） 平均日治疗费用 － 1 1  



 

(口服) 水蜜丸 （2） 平均日治疗费用 （2）÷（1） 1.2 1.2  

水丸 （3） 平均日治疗费用 （3）÷（1） 1.3 1.3  

浓缩水丸 （4） 平均日治疗费用 （4）÷（1） 1.4 1.4  

片剂 

(口服) 

糖衣片 （5） 平均日治疗费用 － 1 1  

素片 （6） 平均日治疗费用 （6）÷（5） 0.9 0.9  

薄膜衣片 （7） 平均日治疗费用 （7）÷（5） 1.1 1.1  

肠溶片 （8） 平均日治疗费用 （8）÷（5） 1.1   

分散片 （9） 平均日治疗费用 （9）÷（5） 1.2   

泡腾片 （10） 平均日治疗费用 （10）÷（5） 1.3   

胶囊剂 (口

服) 

硬胶囊 （11） 平均日治疗费用 （11）÷（5） 1 
0.02

（(11)-(5)） 
 

软胶囊（胶丸） （12） 平均日治疗费用 （12）÷（5） 1.4 1.5  

颗粒剂

与 溶液

剂 (口

服) 

颗粒剂（有糖型）、 

干糖浆剂 
（13） 平均日治疗费用 （13）÷（5） 1.25 1.25  

颗粒剂（无糖

型） 
（14） 平均日治疗费用 （14）÷（13） 1.1 1.1 

本表所称糖，

是 指水解产

物包含 葡萄

糖的低聚糖。

低糖型制剂

执 行有糖型

制剂价 格。 

口服液（有糖

型）、 合剂 （有

糖型）、糖浆剂 

（15） 平均日治疗费用 （15）÷（13） 0.9 
0.9 

(糖浆为 0.8) 

口服液（无糖

型）、 合剂（无

糖型） 

（16） 平均日治疗费用 （16）÷（15） 1.1 1.1 

泡腾颗粒 （17） 平均日治疗费用 （17）÷（13） 1.1  

 

 

 

附件如下： 

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于印发《药品差比价规则》的通知（发改价格[2011]2452 号） 

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于印发《药品差比价规则（试行）》的通知（发改价格[2005]9 号） 

国家发展改革委办公厅关于贯彻执行药品差比价规则（试行）有关问题的通知（发改办

价格[2005]605 号） 

 

 

 

 



 

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于印发《药品差比价规则》的通知 

              发改价格[2011]2452 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发展改革委、物价局： 

    为进一步规范政府制定药品价格的行为，提高药品价格决策的科学性和透明度，

促进企业公平竞争，我们研究修订了《药品差比价规则》。现将修订后的《药品差

比价规则》印发你们，请按照执行，2005 年 1 月我委印发的《药品差比价规则（试

行）》同时废止。 

    附：药品差比价规则 

 

                                            国家发展改革委 

                               二○一一年十一月十七日 

药品差比价规则 

第一条 为规范政府制定药品价格的行为，提高药品价格决策的科学性和透明

度，制定本规则。 

第二条 本规则适用于政府定价、政府指导价药品。 第三条 本规则所称药品差

比价，是指药品因剂型、规格 

或包装等不同而形成的价格之间的差额或比值。具体包括剂型 差比价、规格差比

价和包装差比价等。 

第四条 确定药品差比价关系考虑的主要因素为社会平均 成本、临床应用效果、

治疗费用、生产技术水平、使用方便程 度和产业发展方向等。 

第五条 同种药品不同剂型规格品，应当以代表品价格为 基础，按照规定的药

品差比价关系制定价格。 

第六条 确定代表品应当先确定代表剂型，再从代表剂型 中确定代表规格。 

（一）代表剂型按照以下方法确定： 口服固体制剂以普通片剂为代表剂型，无普

通片剂的以普 

通硬胶囊剂为代表剂型；注射剂以小容量注射液为代表剂型， 无小容量注射液的

以普通粉针为代表剂型。 

http://www.ndrc.gov.cn/zcfb/zcfbtz/2011tz/W020111201427885674326.pdf
http://www.ndrc.gov.cn/zcfb/zcfbtz/2011tz/W020111201427885674326.pdf


 

同种药品无上述剂型的，以中国药典收录的剂型或原料药 国家标准包含的剂型为

代表剂型。  

中国药典或原料药国家标准同时涉及多个剂型或均未收录的，以首先上市并仍正

常生产和销售的剂型为代表剂型。 

（二）代表规格按照以下方法确定： 已批准上市的规格中，以含量或装量与常用

单次剂量相匹 

配、包装数量居中的规格作为代表规格。 

（三）上述方法不能涵盖的，应综合考虑以下因素确定代 表品： 

1、临床常用。选择与药品主要适应症或功能主治相匹配， 临床应用时间长，多

家企业生产的剂型、规格。 

2、国际通用。选择与国际市场主流剂型相匹配的剂型。 

3、价格合理。选择市场实际购销价格比较合理，有利于 理顺差比价关系的剂型、

规格。 

第七条 本规则所称剂型差比价，是指同种药品不同剂型 之间的价格差额或比值。

具体见附件一和附件二。 

第八条 本规则所称规格差比价，是指同种药品同一剂型 不同规格之间的价格差

额或比值。具体包括含量差比价和装量 差比价。 

第九条 含量差比价。 药品标示的含量与日治疗量存在明确比例关系的，适用含

量差比价。 其他条件相同时，非代表品价格＝代表品价格×含量比价值。含量比

价值计算公式为：K＝alog2X  （K＝比价值，X＝非代表品含量÷代表品含量,a=

含量比价系数）。 

含量比价系数最高为 1.7。 葡萄糖、氯化钠等调节电解质类大容量注射液含量有

差异的，不区分价格。 组方相同用途相同而配比不同的化学药品复方制剂，按照

各组分含量之和计算含量差比价。 第十条 装量差比价。 药品标示的装量与日治

疗量存在明确比例关系的，适用装量差比价。 其他条件相同时，非代表品价格＝

代表品价格×装量比价值。装量比价值计算公式为：K＝1.9log2X  （K＝比价值，

X＝ 非代表品最小独立包装装量÷代表品最小独立包装装量）。 

不同装量的化学药品和生物制品注射液，10ml（含 10ml） 以下的，不区分价格；

10ml 以上的，每增（减）10ml，加（减）0.05 元。 

第十一条 同种药品相同剂型标示的含量、装量与日治疗 量均没有明确比例关

系的，不适用含量差比价和装量差比价， 应按照日平均治疗费用相同的原则计算

价格。计算公式为：非 代表品最小计量单位价格＝代表品最小计量单位价格×代

表品 日治疗量÷非代表品日治疗量。 

第十二条 本规则所称包装差比价，是指同种药品相同剂 型、规格中，不同包



 

装数量、材料或形式之间的价格差额或比值，具体包括包装数量差比价、包装材

料差比价和包装形式差比价。 

第十三条 包装数量差比价。 口服片剂、口服胶囊剂最小零售包装价格按以下

方法计算： 

其他条件相同时，非代表品价格＝代表品价格×包装数量 比价值。包装数量比价

值计算公式为：K＝1.95log2X（K＝比价 值，X＝非代表品包装数量÷代表品包装

数量）。用于慢性病治 疗、需要长期使用的药品，按主要适应症或功能主治的成

人单 次最高剂量计算，包装数量不足三日（含三日）用药量的，按 包装数量差

比价计算后，再乘 0.9 的缩减系数制定价格。 

其他类别的剂型，最小零售包装价格按最小独立包装或最 小计量单位的价格乘以

包装数量计算。 

第十四条 包装材料差比价。 

（一）口服固体制剂，容器类型和包装材料不同的，不区 分价格。 

（二）生物制品小容量注射液采用预充式注射器包装单次 剂量药品的，其他条件

相同时，可在普通小容量注射液基础上 最高加 3 元。化学药品、中成药和天然

药采用上述包装形式的， 不区分价格。 

（三）大容量注射液，以同规格玻璃瓶包装的价格为基础， 塑料瓶包装最高加 1 

元；软袋（指在不通空气情况下完成输液的包装）最高加 4 元。玻璃瓶、塑料瓶

和软袋包装各自采用的具体形式和材料有差异的，不区分价格。  

第十五条 包装形式差比价。 多种药品构成的组合包装（包括各药品独立包装

的组合形式和各药品复合包装的组合形式），价格不高于所包装药品价 格的总和。 

药品与注射用溶媒、注射器等附件构成组合包装的，不区 分价格。 

第十六条 多种差比价混合计算时，应按照剂型、含量、 装量、包装数量、包

装材料、包装形式差比价的顺序进行计算。 其中： 

（一）注射剂中剂型差比价与含量差比价混合计算，以小 容量注射液（普通粉针）

为代表品计算冻干粉针（溶媒结晶粉 针）、大容量注射液价格，或以冻干粉针（溶

媒结晶粉针）为 代表品计算大容量注射液价格的，应先计算含量差比价，再计 算

剂型差比价。反向计算的，应先计算剂型差比价，再计算含 量差比价。 

注射剂非代表品单支价格低于 0.2 元的，按 0.2 元核定； 若非代表品规格小于

代表品的，其价格不得超过代表品单支价 格。 

（二）溶液剂（颗粒剂、散剂）与口服片剂（胶囊剂）计 算含量差比价，单剂量

包装的溶液剂（颗粒剂、散剂）与口服片剂（胶囊剂）之间，以溶液剂（颗粒剂、

散剂）最小独立包装的含量和口服片剂（胶囊剂）最小计量单位的含量为基础计 算

含量差比价；多剂量包装的溶液剂（颗粒剂、散剂）与口服 片剂（胶囊剂）之间，



 

应先按前述方法计算单剂量包装的价格， 再按装量差比价计算多剂量包装的价

格。 

第十七条 有下列特殊情况之一的，应单列代表品计算差 比价： 

（一）非代表品与代表品的给药途径和剂型均相同，而适 应症或功能主治完全不

同的（不包括适应症或功能主治的增加 和减少）； 

（二）非代表品明确为仅限于小儿使用的； 

（三）非代表品与代表品含量差异大于或等于 8 倍的。 第十八条 有下列特殊情

况之一，并在临床上具有重要意 

义的，可单列代表品计算差比价： 

（一）使用特殊给药装置，由患者院外自行给药的注射类 和喷射类制剂； 

（二）适应症或功能主治部分改变，对临床产生重大影响 的； 

（三）口服片剂、胶囊剂中代表品为单剂量包装，非代表 品为多剂量包装，且价

格不高于相同剂型规格单剂量包装的； 

（四）由于药物本身特性等原因，剂型或规格改变对药品 疗效、安全性等产生重

大影响的。  

第十九条 按差比价计算零售价格时，尾数按四舍五入的原则取舍。1 元以下，零

售价格尾数保留到分；1 元（含 1 元） 至 100 元，零售价格尾数保留到角；100 

元以上（含 100 元）， 零售价格尾数保留到元。 

第二十条 本规则下列用语的含义： 

（一）“同种药品”，是指有效成分相同的药物制剂，其中： 化学药品和生物制

品，凡中文通用名或英文国际非专利药名（INN）中表达的有效成分相同的药物制

剂，归类为同种药 品。有效成分相同，虽命名不同或命名中酸根、碱基、金属元 

素、有效成分的结晶形式、结晶水数量、配比、溶媒及其他辅 料等不同，也归类

为同种药品。 

中成药和天然药，凡国家标准规定的正式品名中剂型前的 名称相同且处方相同的

药物制剂，归类为同种药品。 

认定化学药品、生物制品、中成药和天然药，应以国家药 品监督管理部门的批准

文号和有关规定为依据。 

（二）“代表品”，是指同种药品中作为其他剂型规格品价 格计算基础的剂型规

格品。 

（三）“含量”，是指药物制剂最小计量单位中包含的国家 标准规定的有效成分、

指标成分或活性单位的数量。 

（四）“装量”，是指最小独立包装中标示的药物制剂的面 积、容量或重量。 

（五）“日治疗量”，是指按照药品说明书所示，与主要适应症或功能主治相匹



 

配的每日使用剂量的平均值。 

（六）“包装数量”，是指最小零售包装（不包括医院住院 药房拆零出售的包装）

内包含的按最小计量单位计算的制剂数 量。 

（七）“包装材料”，是指药品最小独立包装中，与药物制 剂直接接触的药用包

装材料。 

（八）“单剂量包装”，是指最小零售包装内，以不超过药 品单次服用的剂量为

单元，彼此间通过包装材料（胶囊壳除外） 进行密封，不直接接触的包装形式。 

（九）“多剂量包装”，是指最小零售包装内，以超过药品 单次服用的剂量为单

元，彼此间无包装材料（胶囊壳除外）进 行密封，直接接触的包装形式。 

第二十一条 本规则未明确差比价关系的，由省级价格主 管部门根据本规则第

四条规定，暂定差比价关系并抄报国家发 展改革委。 

第二十二条 本规则自 2012 年 1 月 1 日起执行。2005 年 1 月 7 日国家发

展改革委发布的《药品差比价规则（试行）》及 相关规定同时废止。 

附件一：常用化学药品、生物制品剂型差比价表 

附件二：常用中成药、天然药剂型差比价表 

常用化学药品、生物制品剂型差比价表 

剂型类别 剂型名称 编号 计算单位 计算公式 差额或比值 说明 

片剂 

（口服） 

普通片 （1） 每片 － 1 
含素片、糖衣片、薄 膜衣片、

异形片、划痕片等。 

咀嚼片 （2） 每片 （2）÷（1） 1.05  

含片（含可

溶片） 
（3） 每片 （3）÷（1） 1.05  

肠溶片 （4） 每片 （4）÷（1） 1.1  

分散片 （5） 每片 （5）÷（1） 1.2  

泡腾片 （6） 每片 （6）÷（1） 1.3  

胶囊剂 

（口服） 

硬胶囊 （7） 每粒 （7）÷（1） 1  

肠溶胶囊（胶

囊壳型） 
（8） 每粒 （8）÷（7） 1.1  

软胶囊 

（胶丸） 
（9） 每粒 （9）÷（7） 1.2  

颗粒与溶

液 剂 

（口服） 

颗粒剂 （10） 每袋 （10）÷（1） 1.2 
含可溶颗粒剂、混悬 颗粒剂

等。 

散剂 （11） 每袋 （11）÷（10） 0.9  

口服溶液（滴

剂） 
（12） 每支 （12）÷（10） 1 含口服混悬剂等。 

干混悬剂 （13） 每袋 （13）÷（10） 1.1  



 

泡腾颗粒剂 （14） 每袋 （14）÷（10） 1.1 

膏剂 

（外用） 

软膏剂 （15） 每支 － 1 
 

糊剂 （16） 每支 （16）÷（15） 1 

乳膏剂 （17） 每支 （17）÷（15） 1.1 含霜剂。 

凝胶剂 （18） 每支 （18）÷（15） 1.1 含乳胶剂和胶浆剂。 

注射剂 

小容量注射

液、普通粉针 
（19） 每支 － 1 

以装量 10ml 的规格为 计算

基准。 

冻干粉针、溶 

媒结晶粉针 
（20） 每支 （20）－（19） 2.5 元 

国家药品监督管理部 门的

有效文件未标明 冻干粉针

或溶媒结晶 粉针的,均按普

通粉针 执行。 

大容量注射

液 
（21） 每瓶 （21）－（19） 4.5 元 

以装量 50ml 的规格为 计算

基准。 

常用中成药、天然药剂型差比价表 

剂型类

别 
剂型名称 编号 计算单位 计算公式 差额或比值 说明 

丸剂 

(口服) 

蜜丸 （1） 平均日治疗费用 － 1  

水蜜丸 （2） 平均日治疗费用 （2）÷（1） 1.2  

水丸 （3） 平均日治疗费用 （3）÷（1） 1.3  

浓缩水丸 （4） 平均日治疗费用 （4）÷（1） 1.4  

片剂 

(口服) 

糖衣片 （5） 平均日治疗费用 － 1  

素片 （6） 平均日治疗费用 （6）÷（5） 0.9  

薄膜衣片 （7） 平均日治疗费用 （7）÷（5） 1.1  

肠溶片 （8） 平均日治疗费用 （8）÷（5） 1.1  

分散片 （9） 平均日治疗费用 （9）÷（5） 1.2  

泡腾片 （10） 平均日治疗费用 （10）÷（5） 1.3  

胶囊剂 (口

服) 

硬胶囊 （11） 平均日治疗费用 （11）÷（5） 1  

软胶囊（胶丸） （12） 平均日治疗费用 （12）÷（5） 1.4  

颗粒剂

与 溶液

剂 (口

服) 

颗粒剂（有糖型）、 

干糖浆剂 
（13） 平均日治疗费用 （13）÷（5） 1.25  

颗粒剂（无糖

型） 
（14） 平均日治疗费用 （14）÷（13） 1.1 

本表所称糖，

是 指水解产

物包含 葡萄

糖的低聚糖。

低糖型制剂

执 行有糖型

制剂价 格。 

口服液（有糖

型）、 合剂 （有

糖型）、糖浆剂 

（15） 平均日治疗费用 （15）÷（13） 0.9 

口服液（无糖

型）、 合剂（无

糖型） 

（16） 平均日治疗费用 （16）÷（15） 1.1 

泡腾颗粒 （17） 平均日治疗费用 （17）÷（13） 1.1 

 



 

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于印发《药品差比价规则（试行）》的通

知 

发改价格[2005]9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计划单列市及副省级省会城市发展改革委、物价局：  

    为进一步提高药品定价科学性和透明度，规范药品价格行为，促进企业公

平竞争，我们研究制定了《药品差比价规则（试行）》，现印发你们，请贯彻执

行，并将有关问题通知如下： 

    一、本通知发布后，各地应加紧研究制定具体实施细则，并最迟于2005年3

月底以前执行。 

    二、《药品差比价规则（试行）》执行后，价格主管部门在制定调整药品

价格，以及医疗机构在制定中标的政府定价和政府指导价药品零售价格时，须按

照《药品差比价规则（试行）》执行。   

  三、我委已制定公布的药品价格，我委将在重新制定和调整价格时，按照

《药品差比价规则（试行）》进行调整。地方已制定公布的补充剂型规格品价格，

各地可结合本地实际情况进行调整。 

    附：《药品差比价规则（试行）》。 

                        

                                         国家发展改革委 

                                       二○○五年一月七日 

         药品差比价规则（试行） 

  第一条 为规范药品定价行为，提高药品定价科学性和透明度，制定本规则。 

  第二条 本规则适用于政府定价、政府指导价药品（指药品制剂）。 

  第三条 本规则对政府定价、政府指导价药品，按照价格管理的需要进行了

归类。 

  实行政府定价或政府指导价的西药，凡中文通用名或英文国际非专利药名

（INN）中表达的化学成份相同的药品制剂，归类为同种药品（化学成份相同，命

名中的盐基、酸根及溶媒不同的，归类为同种药品）； 

  实行政府定价或政府指导价的中成药，国家标准规定的正式品名中剂型前

部分的名称相同且国家标准规定的处方相同的药品制剂，归类为同种药品（处方

相同正式品名不同的，归类为同种药品）。 

  第四条 本规则所称的剂型、规格及药用包装材料定义，以国家食品药品监



 

督管理局有关规定为依据。 

  第五条 本规则所称药品差比价，是指同种药品因剂型、规格或包装材料的

不同而形成的价格之间的差额或比值。 

  第六条 本规则所称代表品，是指同种药品中临床常用的剂型、规格品种。 

  第七条 确定药品差比价关系考虑的主要因素为：平均生产成本、生产技术

水平、临床应用效果、使用方便程度以及治疗费用等。 

  第八条 剂型差比价，是指同种药品在单位含量相同的前提下，不同剂型之

间价格的差额或比值。未标识有效成份含量的中成药剂型，以相同日服用数量为

前提计算剂型差比价。常用剂型差比价见附表一。 

  第九条 规格差比价，是指同种药品同一剂型由于规格（包括含量、装量、

重量、包装数量或药品性状等）不同而形成的价格差额或比值。 

  （一）本规则所称含量，是指一种药品制剂中包含的国家标准规定的有效

成份的数量。 

  （二）本规则所称装量，是指单位容器内药品制剂的容量。 

  （三）本规则所称重量，是指最小计量单位的药品的重量。 

  （四）本规则所称包装数量，是指零售包装内包含的按最小计量单位计算

的药品制剂数量；零售包装指最小零售包装（不包括医院住院药房拆零出售的包

装）。 

  （五）本规则所称药品性状，是指药品制剂的物理特性或形态。 

  第十条 规格差比价中的含量差比价关系 

  以代表品价格为基础，其他条件相同，含量增加1倍（或减少50%），价格

相应乘以（或除以）1.7。两种以上有效成份的含量变化幅度，以有效成份的市场

平均价格为权重加权平均计算。 

  非整倍数关系的含量差比价计算公式为：K=1.7log 2 X (K=比价值，X=待定

规格品含量÷代表规格品含量)。 

  葡萄糖、氯化钠等调节电解质类的输液，暂不适用上述含量比价。 

  第十一条 规格差比价中的装量或重量差比价关系 

  以代表品价格为基础，其他条件相同，装量或重量增加1倍（或减少50%），

价格相应乘以（或除以）1.9。 

  非整倍数关系的装量（重量）差比价计算公式为：K=1.9 log 2 X (K=比价值，

X=待定规格品装量或重量÷代表规格品装量或重量)。 

  有含量标识的注射液，溶液（剂）装量在10ml（含10ml）以下的，在价格

上不予区分；10ml以上的，溶液（剂）装量每增（减）10ml，价格加（减）0.05

元。 



 

  第十二条 规格差比价中的包装数量差比价关系 

  以代表品价格为基础，其他条件相同，包装数量增加1倍（或减少50%），

价格相应乘以（或除以）1.95。 

  非整倍数关系的包装数量差比价计算公式为：K=1.95log 2 X (K=比价值，

X=待定规格品包装数量÷代表规格品包装数量) 

  常用含量、装量、重量和包装数量差比价系数见附表二。 

  第十三条 规格差比价中的药品性状差比价关系 

  注射剂型中，在其他条件相同情况下，普通粉针在小水针基础上每支加1元，

冻干粉针、溶媒粉针价格在小水针价格基础上每支加3元（中成药注射剂暂不适

用）。 

  药品其它性状，原则上不考虑差比价。 

  第十四条 包装材料差比价，是指同种药品相同剂型和规格，因使用不同的

包装材料而形成的价格之间的差额或比值。本规则所称包装材料，是指药品最小

零售单位的药用包装材料。 

  盒装（指内包装为板装的）口服固体制剂，在价格上不区分包装材料差异；

瓶装口服固体和液体制剂，在价格上不区分容器类型和材料差别；颗粒剂在价格

上不区别包装袋材料差别。 

  小容量注射液在价格上不区分容器类型和材料差别；大容量注射液，以同

容量规格玻璃瓶为基础，塑料瓶最高加2元，软袋最高加4元。 

  第十五条 按差比价计算零售价格时，尾数按以下原则取舍：百元以上零售

价格尾数保留到元；百元以下、一元以上零售价格尾数保留到角；一元以下零售

价格尾数保留到分。 

  第十六条 本规则未明确规定具体差比价系数的，可由省级价格主管部门按

本规则确定的有关原则制定差比价并暂行，同时抄报国家发展改革委。 

  第十七条 国家发展改革委将根据市场和技术发展变化情况，不定期调整、

补充有关差比价系数。 

    本规则由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负责解释。 

 

附表一：常用西药剂型差比价表 

  

名称类别 编号 计算单位 
差比价计算 公

式 

差价或比

价值 
说明 

片剂 普通片 (1) 每片 ---- 1 
不单独区分素

片、糖衣或薄



 

膜衣 

  肠溶片 (2) 每片 (2)÷(1) 1.1   

  分散片 (3) 每片 (3)÷(1) 1.3   

胶囊剂 普通硬胶囊 (4) 每粒 (4)----(1) 0.02 元 

每粒单价超过

1 元时，不考虑

与片的差价 

  肠溶胶囊 (5) 每粒 (5)÷(4) 1.1   

颗粒与

溶液剂 

颗粒（可溶、混

悬） 
(6) 每袋 (6)÷(1) 1.2   

  口服溶液 (7) 每支 (7)÷(6) 0.9   

  口服干混悬剂 (8) 每瓶 (8)÷(6) 1.3   

注射剂 小容量注射液 (9) 
支（10ml 以

下) 
---- 1   

  大容量注射液 (10) 
每瓶

（100ml) 
(10)-(9) 5 元   

   

 

常用中成药剂型差价比价表 

名称类别 编号 计算单位 
差比价计算 

公式 

差价或比

价值 
说明 

丸剂 蜜丸（小蜜丸） (1) 平均日服用量 ---- 1   

  水蜜丸 (2) 平均日服用量 (2)÷(1) 1.2   

  水丸 (3) 平均日服用量 (3)÷(1) 1.3   

  浓缩丸 (4) 平均日服用量 (4)÷(1) 1.4   

片剂 糖衣片 (5) 平均日服用量 ---- 1   

  素片 (6) 平均日服用量 (6)÷(5) 0.9   

  薄膜衣片 (7) 平均日服用量 (7)÷(5) 1.1   

胶囊剂 硬胶囊 (8) 平均日服用量 (8)----(5) 
0.02 元（每

粒） 

每粒单价大

于 1 元时，不

考虑与片的

差价。 



 

  软胶囊 (9) 平均日服用量 (9)÷(8) 1.5   

颗粒与溶

液剂 
颗粒剂 (10) 平均日服用量 (10)÷(5) 1.25 

无糖型可比

含糖型加价

10% 

  合剂（口服液） (11) 平均日服用量 (11)÷(10) 0.9   

  糖浆剂 (12) 平均日服用量 (12)÷(10) 0.8   

   

  附表二: 常用含量、装量、重量和包装数量差比价系数 

倍数（待定规格÷代表规

格） 
含量比价 装（重）量比价 包装数量比价 

0.125 0.20  0.15  0.13  

0.25 0.35  0.28  0.26  

0.5 0.59  0.53  0.51  

1 1.00  1.00  1.00  

1.5 1.36  1.46  1.48  

2 1.70  1.90  1.95  

2.5 2.02  2.34  2.42  

3 2.32  2.77  2.88  

3.5 2.61  3.19  3.34  

4 2.89  3.61  3.80 

  

 

 

 

 



 

国家发展改革委办公厅关于贯彻执行 

药品差比价规则（试行）有关问题的通知 

急 发改办价格[2005]605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计划单列市及副省级省会城市发展改革委、物价局： 

  为保证《药品差比价规则（试行）》（以下简称《规则》）顺利实施，现

就《规则》执行过程中的有关问题补充通知如下： 

  一、关于《规则》的实施步骤 

  《规则》实施后，对原来已公布价格的药品，要按照差比价关系逐步调整

价格。我委已公布价格或价格指导意见的药品，我委将组织力量分批公布代表品，

并按《规则》规定理顺差比价关系，在此之前暂时维持现行价格；各地制定新的

补充剂型规格品价格时，可在我委已公布价格的药品剂型规格中，按照剂型规格

相邻或相近的原则确定临时代表品。各地已公布价格的增补剂型规格品，除注射

剂外，其他剂型规格品价格可暂时保持不动；各地增补的粉针、冻干粉针、溶媒

结晶粉针和大容量注射液，应于今年6月底以前按照《规则》规定重新调整价格。 

  我委尚未公布价格或价格指导意见的品种，以及地方增补的定价品种，其

差比价关系调整时间由各地根据实际情况确定。 

  对新定价的药品，各地要严格按照《规则》的规定制定药品价格，保持合

理的差比价关系。 

  二、关于《规则》的适用范围 

  《规则》所称的药品差比价，是指同种药品因剂型、规格或包装材料不同

而形成的价格之间的差额或比值（见《规则》第五条），不是指因药品质量等因

素形成的GMP与非GMP药品之间，原研制、单独定价或优质优价药品与统一定价

药品之间的差比价关系。但原研制药品不同剂型规格之间、同企业生产的单独定

价药品或优质优价药品同剂型不同规格之间，原则上应按《规则》保持合理差比

价关系。 

  《规则》中装（重）量差比价系数，适用于规格中未标识有效成份含量的

药品。规格中既有含量标识又有装（重）量标识的药品，应先按含量计算差比价

关系，其装（重）量差别暂由各地根据具体情况确定差比价（注射剂除外）。  

  集中招标采购药品的零售价格，同生产企业同品种不同剂型规格间应保持

合理比价关系；议标剂型规格品，与同品种中标剂型规格品中最高价格相比，应

保持合理比价关系。 

  三、关于差比价关系的计算顺序 



 

  按照差比价关系计算药品价格时，应按照剂型、规格、包装材料的顺序计

算。 

  对与代表品剂型、规格、包装材料均不同的非代表品，应先按《规则》附

表一规定剂型差比价关系，计算出与代表品同规格、同包装材料的不同剂型价格；

再以此为基础按规格、包装材料差比价计算出非代表品价格。 

  对与代表品剂型相同但规格、包装材料不同的非代表品，应按照含量、装

（重）量、包装数量和包装材料的顺序计算价格。 

  对注射剂中既有性状区别又有其它规格和包装材料区别的非代表品，应在

代表品价格上先加（减）性状差价额，再以此为基础计算其它规格、包装材料差

比价。 

  四、关于少数特例情况的处理 

  由于药物本身特殊性等原因（如难溶药物的水针比粉针成本高、水针向粉

针转化中国家规定质量标准明显提高、因剂型规格不同导致适应症不同等），不

宜按《规则》规定差比价关系执行的，可暂由各地征询专家意见后酌情处理，并

将有关情况报我委（价格司）备案。  

  各地应将《规则》执行情况、执行中出现的问题及解决建议，及时报我委

（价格司）。 

  

                    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办公厅 

二○○五年三月二十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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