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全国药品集中采购（胰岛素专项）中选后供应品种清单

采购组序号 采购组名称 药品名称 剂型 规格包装 包装方式 计价单位 生产企业 中选价格（元）

1 餐时人胰岛素

人胰岛素注射液 注射剂 3ml:300单位（笔芯）*1支/盒 玻璃笔芯 盒 BIOTON S.A. 22.32 

人胰岛素注射液 注射剂 3ml:300单位（笔芯）*1支/盒 玻璃笔芯 盒
BIOTON S.A.（合肥亿帆生
物制药有限公司分包装）

22.32 

人胰岛素注射液 注射剂 3ml:300单位（笔芯）*1支/小盒
卡式瓶、溴化丁基橡胶塞、卡式
瓶复合铝盖

小盒
合肥天麦生物科技发展有
限公司

24.80 

人胰岛素注射液 注射剂 10ml:400单位*1支/小盒
中性硼硅玻璃管制注射剂瓶，注
射液用溴化丁基橡胶塞、抗生素
瓶用铝塑组合盖

小盒
合肥天麦生物科技发展有
限公司

24.80 

人胰岛素注射液 注射剂 3ml:300单位（笔芯）*1支/盒
笔芯由1型玻璃制成，包括溴丁
基橡皮活塞和溴丁基/聚异戊二
烯橡皮膜。

盒
珠海联邦制药股份有限公
司中山分公司

28.77 

人胰岛素注射液 注射剂 3ml:300单位（笔芯）*1支/小盒
笔式注射器用中性硼硅玻璃套筒
、笔式注射器用溴化丁基橡胶活
塞、笔式注射器用含垫片铝盖

小盒
通化东宝药业股份有限公
司

28.96 

人胰岛素注射液 注射剂 10ml:400单位*1支/小盒
中硼硅玻璃管制注射剂瓶，注射
液和注射用无菌粉末用溴化丁基
橡胶塞

小盒
通化东宝药业股份有限公
司

28.96 

人胰岛素注射液 注射剂 3ml:300单位（笔芯）*1支/盒 3ml卡式玻璃瓶 盒
江苏万邦生化医药集团有
限责任公司

29.36 

人胰岛素注射液 注射剂 10ml:400单位*2瓶/盒 10ml管制抗生素玻璃瓶 盒
江苏万邦生化医药集团有
限责任公司

58.72 

人胰岛素注射液 注射剂 3ml:300单位（笔芯）*1支/盒
笔式注射器用中性硼硅玻璃套筒
、笔式注射器用溴化丁基橡胶活
塞、笔式注射器含垫片铝盖。

盒
宜昌东阳光长江药业股份
有限公司

29.90 

人胰岛素注射液 注射剂 3ml:300单位（笔芯）*1支/盒
笔芯由1型玻璃制成，包括溴化
丁基橡胶活塞和溴化丁基／聚异
戊二烯橡胶垫片。

盒
诺和诺德（中国）制药有
限公司

30.00 

人胰岛素注射液 注射剂 10ml:400单位*1支/盒
注射剂瓶（1型玻璃）用溴化丁
基/聚异戊二烯橡胶垫片和保护
塑料帽密封，置于包装盒内。

盒
Novo Nordisk A/S（诺和
诺德（中国）制药有限公
司分包装）

30.00 

人胰岛素注射液 注射剂 3ml:300单位（笔芯）*1支/盒
3mL无色澄明液体装于Ⅰ型玻璃
笔芯中，笔芯两端分别为橡胶塞
及橡胶柱塞盘，并铝封。

盒
Lilly France（礼来苏州
制药有限公司分包装）

30.00 

人胰岛素注射液 注射剂 3ml:300单位（预填充）*1支/盒

3mL无色澄明液体装于Ⅰ型玻璃
笔芯中，笔芯两端分别为橡胶塞
及橡胶柱塞盘， 并铝封。笔芯
被装入一次性的预装注射笔中。

盒 Lilly France 3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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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基础人胰岛素

精蛋白人胰岛素注射液 注射剂 3ml:300单位（笔芯）*1支/盒 玻璃笔芯 盒 BIOTON S.A. 22.32 

精蛋白人胰岛素注射液 注射剂 3ml:300单位（笔芯）*1支/盒 玻璃笔芯 盒
BIOTON S.A.（合肥亿帆生
物制药有限公司分包装）

22.32 

精蛋白人胰岛素注射液 注射剂 3ml:300单位（笔芯）*1支/小盒

笔式注射器用中性硼硅玻璃套筒
、笔式注射器用溴化丁基橡胶活
塞、笔式注射器用高硼硅玻璃珠
、笔式注射器用铝盖

小盒
合肥天麦生物科技发展有
限公司

23.00 

精蛋白人胰岛素注射液 注射剂 3ml:300单位（笔芯）*1支/盒 卡式瓶装 盒
珠海联邦制药股份有限公
司中山分公司

29.37 

精蛋白人胰岛素注射液 注射剂 3ml:300单位（笔芯）*1支/小盒
笔式注射器用中性硼硅玻璃套筒
、笔式注射器用溴化丁基橡胶活
塞、笔式注射器用含垫片铝盖

小盒
通化东宝药业股份有限公
司

29.96 

精蛋白人胰岛素注射液 注射剂 10ml:400单位*1支/小盒
中硼硅玻璃管制注射剂瓶，注射
液和注射用无菌粉末用溴化丁基
橡胶塞

小盒
通化东宝药业股份有限公
司

29.96 

精蛋白人胰岛素注射液 注射剂 3ml:300单位（笔芯）*1支/盒
笔芯由1型玻璃制成，包括溴化
丁基橡胶活塞和溴化丁基/聚异
戊二烯橡胶垫片。

盒

Novo Nordisk A/S（Novo 
Nordisk Producao 
Farmaceutica do Brasil 
Ltda.）（诺和诺德（中
国）制药有限公司分包
装）

30.00 

精蛋白人胰岛素注射液 注射剂 3ml:300单位（特充）*1支/盒

由聚丙烯制成的预填充式多剂量
抛弃型注射笔包括：3 ml 笔芯
（I 型玻璃制成），橡胶活塞
（溴化丁基）和橡胶垫片（溴化
丁基/聚异戊二烯）。注射笔储
存于包装盒内。笔芯内的玻璃
珠，用于帮助重复混匀胰岛素。

盒
Novo Nordisk A/S（诺和
诺德（中国）制药有限公
司分包装）

33.00 

精蛋白人胰岛素注射液 注射剂 10ml:400单位*1支/盒
注射剂瓶（1型玻璃）用溴化丁
基/聚异戊二烯橡胶垫片和保护
塑料帽密封，置于包装盒内。

盒
Novo Nordisk A/S（诺和
诺德（中国）制药有限公
司分包装）

30.00 

精蛋白人胰岛素注射液 注射剂 3ml:300单位（笔芯）*1支/盒
3mL混悬液装于Ⅰ型玻璃笔芯
中，笔芯两端分别为橡胶塞及橡
胶柱塞盘，并铝封。

盒
Lilly France（礼来苏州
制药有限公司分包装）

30.00 

精蛋白人胰岛素注射液 注射剂 3ml:300单位（预填充）*1支/盒

3mL混悬液装于Ⅰ型玻璃笔芯
中，笔芯两端分别为橡胶塞及橡
胶柱塞盘， 并铝封。笔芯被装
入一次性的预装注射笔中。

盒 Lilly France 3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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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蛋白人胰岛素混合注射液
(30R)

注射剂 3ml:300单位（笔芯）*1支/盒
卡式瓶（笔芯），复合铝盖，溴
化丁基橡胶活塞，玻璃珠（帮助
混匀）

盒 甘李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17.89 

精蛋白人胰岛素混合注射液
(30R)

注射剂 3ml:300单位（笔芯）*1支/盒 玻璃笔芯 盒 BIOTON S.A. 23.22 

精蛋白人胰岛素混合注射液
(30R)

注射剂 3ml:300单位（笔芯）*1支/盒 玻璃笔芯 盒
BIOTON S.A.（合肥亿帆生
物制药有限公司分包装）

23.22 

精蛋白人胰岛素混合注射液
(30R)

注射剂 3ml:300单位（笔芯）*1支/小盒

笔式注射器用中性硼硅玻璃套筒
、笔式注射器用溴化丁基橡胶活
塞、笔式注射器用高硼硅玻璃珠
、笔式注射器用铝盖

小盒
合肥天麦生物科技发展有
限公司

23.38 

3 预混人胰岛素
精蛋白人胰岛素混合注射液
(30R)

注射剂 3ml:300单位（笔芯）*1支/盒

笔芯由1型玻璃制成，包括溴丁
基橡皮活塞和溴丁基/聚异戊二
烯橡皮膜。笔芯内的玻璃珠，用
来帮助重复混匀胰岛素。

盒
珠海联邦制药股份有限公
司中山分公司

27.37 

精蛋白人胰岛素混合注射液
(50R)

注射剂 3ml:300单位（笔芯）*1支/盒

笔芯由1型玻璃制成，包括溴丁
基橡皮活塞和溴丁基/聚异戊二
烯橡皮膜。笔芯内的玻璃珠，用
来帮助重复混匀胰岛素。

盒
珠海联邦制药股份有限公
司中山分公司

27.37 

精蛋白人胰岛素混合注射液
(30R)

注射剂 3ml:300单位（笔芯）*1支/小盒
笔式注射器用中性硼硅玻璃套筒
、笔式注射器用溴化丁基橡胶活
塞、笔式注射器用含垫片铝盖

小盒
通化东宝药业股份有限公
司

28.96 

精蛋白人胰岛素混合注射液
(30R)

注射剂 10ml:400单位*1支/小盒
中硼硅玻璃管制注射剂瓶，注射
液和注射用无菌粉末用溴化丁基
橡胶塞

小盒
通化东宝药业股份有限公
司

28.96 

精蛋白人胰岛素混合注射液
(40R)

注射剂 3ml:300单位（笔芯）*1支/小盒
笔式注射器用中性硼硅玻璃套筒
、笔式注射器用溴化丁基橡胶活
塞、笔式注射器用含垫片铝盖

小盒
通化东宝药业股份有限公
司

28.96 

精蛋白人胰岛素混合注射液
(50R)

注射剂 3ml:300单位（笔芯）*1支/小盒
笔式注射器用中性硼硅玻璃套筒
、笔式注射器用溴化丁基橡胶活
塞、笔式注射器用含垫片铝盖

小盒
通化东宝药业股份有限公
司

28.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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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蛋白重组人胰岛素混合注
射液(30/70)

注射剂 3ml:300单位（笔芯）*1支/盒

笔式注射器用中性硼硅玻璃套筒
、玻璃珠、溴化丁基橡胶活塞、
铝盖（带溴化丁基橡胶垫），另
配胰岛素注射笔针头2只。

盒
江苏万邦生化医药集团有
限责任公司

29.83 

精蛋白人胰岛素混合注射液
(30R)

注射剂 10ml:400单位*2支/盒
低硼硅玻璃管制注射剂瓶、药用
氯化丁基橡胶瓶塞

盒
江苏万邦生化医药集团有
限责任公司

59.66 

精蛋白人胰岛素混合注射液
(50R)

注射剂 3ml:300单位（笔芯）*1支/盒
3ml卡式瓶，另配胰岛素注射笔
针头2只。

盒
江苏万邦生化医药集团有
限责任公司

29.83 

精蛋白人胰岛素混合注射液
(30R)

注射剂 3ml:300单位（笔芯）*1支/盒

笔芯由1型玻璃制成，包括溴化
丁基橡胶活塞和溴化丁基／聚异
戊二烯橡胶垫片。笔芯内的玻璃
珠，用于帮助重复混匀胰岛素。

盒
诺和诺德（中国）制药有
限公司

30.00 

3 预混人胰岛素
精蛋白人胰岛素混合注射液
(30R)

注射剂 3ml:300单位（特充）*1支/盒

由聚丙烯制成的预填充式多剂量
抛弃型注射笔包括：3 ml 笔芯
（I 型玻璃制成），橡胶活塞
（溴化丁基）和橡胶垫片（溴化
丁基/聚异戊二烯）。注射笔储
存于包装盒内。笔芯内的玻璃
珠，用于帮助重复混匀胰岛素。

盒
Novo Nordisk A/S（诺和
诺德（中国）制药有限公
司分包装）

33.00 

精蛋白人胰岛素混合注射液
(30R)

注射剂 10ml:400单位*1支/盒
注射剂瓶（1型玻璃）用溴化丁
基/聚异戊二烯橡胶垫片和保护
塑料帽密封，储存于包装盒内。

盒
Novo Nordisk A/S（诺和
诺德（中国）制药有限公
司分包装）

30.00 

精蛋白人胰岛素混合注射液
(50R)

注射剂 3ml:300单位（笔芯）*1支/盒

笔芯由1型玻璃制成，包括溴化
丁基橡胶活塞和溴化丁基／聚异
戊二烯橡胶垫片。笔芯内的玻璃
珠，用于帮助重复混匀胰岛素。

盒
诺和诺德（中国）制药有
限公司

30.00 

精蛋白人胰岛素混合注射液
(30R)

注射剂 3ml:300单位（笔芯）*1支/盒
3mL混悬液装于Ⅰ型玻璃笔芯
中，笔芯两端分别为橡胶塞及橡
胶柱塞盘，并铝封。

盒
Lilly France（礼来苏州
制药有限公司分包装）

30.00 

精蛋白人胰岛素混合注射液
(30R)

注射剂 3ml:300单位（预填充）*1支/盒

3mL混悬液装于Ⅰ型玻璃笔芯
中，笔芯两端分别为橡胶塞及橡
胶柱塞盘， 并铝封。笔芯被装
入一次性的预装注射笔中。

盒 Lilly France 3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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门冬胰岛素注射液 注射剂 3ml:300单位（笔芯）*1支/盒
卡式瓶（笔芯），复合铝盖，溴
化丁基橡胶底塞

盒 甘李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19.98 

门冬胰岛素注射液 注射剂 3ml:300单位（笔芯）*1支/盒
卡式瓶（笔芯）、复合铝盖，带
有一个溴化丁基橡胶活塞，并由
溴化丁基橡胶垫片密封而成。

盒
浙江海正药业股份有限公
司

23.46 

赖脯胰岛素注射液 注射剂 3ml:300单位（笔芯）*1支/盒 本品装于Ⅰ型玻璃笔芯中。 盒

Eli Lilly Nederland 
B.V.（Eli Lilly Italia 
S.p.A.）（礼来苏州制药
有限公司分包装）

23.57 

赖脯胰岛素注射液 注射剂 3ml:300单位（笔芯）*1支/盒 本品装于Ⅰ型玻璃笔芯中。 盒 礼来苏州制药有限公司 23.57 

赖脯胰岛素注射液 注射剂 3ml:300单位（预填充）*1支/盒
本品装于Ⅰ型玻璃笔芯中， 3ml
笔芯被装入一次性的注射笔中。
本品不含针头。

盒
Eli Lilly Nederland 
B.V.（Lilly France）

26.57 

赖脯胰岛素注射液 注射剂 3ml:300单位（笔芯）*1支/盒
卡式瓶，复合铝盖，溴化丁基底
塞

盒 甘李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23.98 

4 餐时胰岛素类似物 赖脯胰岛素注射液 注射剂 3ml:300单位（预填充）*1支/盒
本品装于Ⅰ型玻璃笔芯内，3mL
笔芯被装入一次性的注射笔中，
本品不含针头

盒 甘李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26.98 

门冬胰岛素注射液 注射剂 3ml:300单位（笔芯）*1支/盒

本品为装有3ml液体，带有一个
橡胶活塞（溴化丁基橡胶）并由
橡胶垫（溴化丁基橡胶）密封的
玻璃小瓶。

盒
珠海联邦制药股份有限公
司

41.27 

门冬胰岛素注射液 注射剂 3ml:300单位（预填充）*1支/盒

预先装有玻璃笔芯的一次性多剂
量注射笔。其中的笔芯装有3ml
液体，带有一个橡胶活塞（溴化
丁基橡胶）并由橡胶垫（溴化丁
基橡胶）密封的玻璃小瓶。

盒
珠海联邦制药股份有限公
司

44.27 

门冬胰岛素注射液 注射剂 3ml:300单位（笔芯）*1支/盒
笔式注射器用中性硼硅玻璃套
筒，笔式注射器用溴化丁基橡胶
活塞，笔式注射器用含垫片铝盖

盒
通化东宝药业股份有限公
司

42.33 

门冬胰岛素注射液 注射剂 3ml:300单位（笔芯）*1支/盒

本品为装有3ml液体，带有一个
橡胶活塞（溴化丁基橡胶）并由
橡胶垫片（溴化丁基橡胶/聚异
戊二烯橡胶）密封的玻璃（Ⅰ
型）小瓶。

盒
诺和诺德（中国）制药有
限公司

43.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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门冬胰岛素注射液 注射剂 3ml:300单位（特充）*1支/盒

本品为预先装有玻璃（Ⅰ型）笔
芯的一次性、可调节剂量的笔型
注射器（塑料）。其中笔芯中装
有3ml液体，内有一个活塞（溴
化丁基橡胶），并由橡胶垫片
（溴化丁基橡胶/聚异戊二烯橡
胶）密封，外包装为纸盒。

盒
Novo Nordisk A/S（诺和
诺德（中国）制药有限公
司分包装）

46.20 

4 餐时胰岛素类似物 门冬胰岛素注射液 注射剂 3ml:300单位（特充）*1支/盒

本品为预先装有玻璃（Ⅰ型）笔
芯的一次性、可调节剂量的笔型
注射器（塑料）。其中笔芯中装
有3ml液体，内有一个活塞（溴
化丁基橡胶），并由橡胶垫片
（溴化丁基橡胶/聚异戊二烯橡
胶）密封，外包装为纸盒。

盒
诺和诺德（中国）制药有
限公司

46.20 

谷赖胰岛素注射液 注射剂 3ml:300单位（笔芯）*1支/盒

3ml溶液装于笔芯（无色玻璃）
中，配有弹性橡胶活塞，外有一
个带橡胶塞（弹性橡胶）的密封
圈（铝制翻边）。

盒
Sanofi-Aventis 
Deutschland Gmbh

43.20 

谷赖胰岛素注射液 注射剂 3ml:300单位（预填充）*1支/盒

3ml溶液装于笔芯（无色玻璃）
中，配有弹性橡胶活塞，外有一
个带橡胶塞（弹性橡胶）的密封
圈（铝制翻边）。该笔芯密封于
一次性预填充笔中。

盒

Sanofi-Aventis 
Deutschland Gmbh（赛诺
菲（北京）制药有限公司
分包装）

46.20 

甘精胰岛素注射液 注射剂 3ml:300单位（笔芯）*1支/盒
卡式瓶（笔芯），复合铝盖，溴
化丁基橡胶塞

盒 甘李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48.71 

甘精胰岛素注射液 注射剂 3ml:300单位（预填充）*1支/盒 预填充注射笔 盒 甘李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51.71 

甘精胰岛素注射液 注射剂 3ml:300单位（笔芯）*1支/盒 笔芯 盒
珠海联邦制药股份有限公
司

66.97 

5 基础胰岛素类似物 甘精胰岛素注射液 注射剂 3ml:300单位（预填充）*1支/盒 预填充 盒
珠海联邦制药股份有限公
司

69.97 

甘精胰岛素注射液 注射剂 3ml:300单位（笔芯）*1支/盒 笔芯 盒

Sanofi-Aventis 
Deutschland Gmbh（赛诺
菲（北京）制药有限公司
分包装）

69.00 

甘精胰岛素注射液 注射剂 3ml:300单位（笔芯）*1支/盒 笔芯 盒
赛诺菲（北京）制药有限
公司

69.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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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精胰岛素注射液 注射剂 3ml:300单位（预填充）*1支/盒 预填充 盒

Sanofi-Aventis 
Deutschland Gmbh（赛诺
菲（北京）制药有限公司
分包装）

72.00 

甘精胰岛素注射液 注射剂 3ml:300单位（预填充）*1支/盒 预填充 盒
赛诺菲（北京）制药有限
公司

72.00 

甘精胰岛素注射液 注射剂 1.5ml:450单位（预填充）*1支/盒 预填充 盒
Sanofi-Aventis 
Deutschland Gmbh

99.60 

地特胰岛素注射液 注射剂 3ml:300单位（笔芯）*1支/盒

本品为3ml液体的笔芯。由1型玻
璃制成，内有一个活塞（溴化丁
基），并由橡胶垫片（溴化丁基
橡胶/聚异戊二烯）密封。

盒
Novo Nordisk A/S（诺和
诺德（中国）制药有限公
司分包装）

73.07 

地特胰岛素注射液 注射剂 3ml:300单位（笔芯）*1支/盒

本品为3ml液体的笔芯。由1型玻
璃制成，内有一个活塞（溴化丁
基），并由橡胶垫片（溴化丁基
橡胶/聚异戊二烯）密封。

盒
诺和诺德（中国）制药有
限公司

73.07 

5 基础胰岛素类似物 地特胰岛素注射液 注射剂 3ml:300单位（特充）*1支/盒

本品为可调节剂量、一次性预填
充注射笔，内含装有3ml液体的
笔芯。笔芯由1型玻璃制成，内
有一个活塞（溴化丁基），并由
一个橡胶垫片（溴化丁基橡胶/
聚异戊二烯）密封。装在包装盒
内。

盒
Novo Nordisk A/S（诺和
诺德（中国）制药有限公
司分包装）

76.07 

地特胰岛素注射液 注射剂 3ml:300单位（特充）*1支/盒

本品为可调节剂量、一次性预填
充注射笔，内含装有3ml液体的
笔芯。笔芯由1型玻璃制成，内
有一个活塞（溴化丁基），并由
一个橡胶垫片（溴化丁基橡胶/
聚异戊二烯）密封。装在包装盒
内。

盒
诺和诺德（中国）制药有
限公司

76.07 

甘精胰岛素注射液 注射剂 3ml:300单位（笔芯）*1支/盒
笔式注射器用中性硼硅玻璃套
筒，笔式注射器用溴化丁基橡胶
活塞，笔式注射器用含垫片铝盖

盒
通化东宝药业股份有限公
司

77.98 

甘精胰岛素注射液 注射剂 3ml:300单位（预填充）*1支/盒
笔式注射器用中性硼硅玻璃套
筒，笔式注射器用溴化丁基橡胶
活塞，笔式注射器用含垫片铝盖

盒
通化东宝药业股份有限公
司

80.98 

甘精胰岛素注射液 注射剂 3ml:300单位（笔芯）*1支/盒 笔芯 盒
宜昌东阳光长江药业股份
有限公司

78.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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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谷胰岛素注射液 注射剂 3ml:300单位（笔芯）*1支/盒

本品为含3ml溶液的笔芯（1型玻
璃）。笔芯带有一个活塞（溴化
丁基），由橡胶垫片（溴化丁基
橡胶/聚异戊二烯）密封，装于
包装盒内。

盒
Novo Nordisk A/S（诺和
诺德（中国）制药有限公
司分包装）

79.20 

5 基础胰岛素类似物 德谷胰岛素注射液 注射剂 3ml:300单位（笔芯）*1支/盒

本品为含3ml溶液的笔芯（1型玻
璃）。笔芯带有一个活塞（溴化
丁基），由橡胶垫片（溴化丁基
橡胶/聚异戊二烯）密封，装于
包装盒内。

盒
诺和诺德（中国）制药有
限公司

79.20 

德谷胰岛素注射液 注射剂 3ml:300单位（畅充）*1支/盒

本品为聚丙烯制成的一次性预填
充多剂量注射笔，内含装有3ml
溶液的笔芯（1型玻璃）。笔芯
带有一个活塞（溴化丁基），由
橡胶垫片（溴化丁基橡胶/聚异
戊二烯）密封。本品装在包装盒
内。

盒
Novo Nordisk A/S（诺和
诺德（中国）制药有限公
司分包装）

82.20 

精蛋白锌重组赖脯胰岛素混
合注射液(25R)

注射剂 3ml:300单位（笔芯）*1支/盒

本品装于I型玻璃笔芯中，笔芯
两端分别为卤丁基橡胶塞及卤丁
基橡胶柱塞盘，并铝封。笔芯的
柱塞和/或玻璃笔芯可能经过二
甲硅油或硅树脂乳液处理。

盒

Eli Lilly Nederland 
B.V.（Eli Lilly Italia 
S.p.A.）（礼来苏州制药
有限公司分包装）

18.89 

精蛋白锌重组赖脯胰岛素混
合注射液(25R)

注射剂 3ml:300单位（预填充）*1支/盒

本品装于Ⅰ型玻璃笔芯中，笔芯
两端分别为卤丁基橡胶塞及卤丁
基橡胶柱塞盘，并铝封。 笔芯
的柱塞和/或玻璃笔芯可能经二
甲硅油或硅树脂乳液处理。3ml
笔芯被装入一次性的注射笔中。
本品不含针头。

盒
Eli Lilly Nederland 
B.V.（Lilly France）

21.89 

6 预混胰岛素类似物
精蛋白锌重组赖脯胰岛素混
合注射液(50R)

注射剂 3ml:300单位（笔芯）*1支/盒

本品装于Ⅰ型玻璃笔芯中，笔芯
两端分别为卤丁基橡胶塞及卤丁
基橡胶柱塞盘，并铝封。笔芯的
柱塞和/或玻璃笔芯可能经二甲
硅油或硅树脂乳液处理。

盒

Eli Lilly Nederland 
B.V.（Lilly France）
（礼来苏州制药有限公司
分包装）

18.89 

精蛋白锌重组赖脯胰岛素混
合注射液(50R)

注射剂 3ml:300单位（预填充）*1支/盒

本品装于Ⅰ型玻璃笔芯中，笔芯
两端分别为卤丁基橡胶塞及卤丁
基橡胶柱塞盘，并铝封。 笔芯
的柱塞和/或玻璃笔芯可能经二
甲硅油或硅树脂乳液处理。3mL
笔芯被装入一次性的注射笔中。
本品不含针头。

盒
Eli Lilly Nederland 
B.V.（Lilly France）

21.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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门冬胰岛素30注射液 注射剂 3ml:300单位（笔芯）*1支/盒
卡式瓶（笔芯），复合铝盖，溴
化丁基底塞，玻璃球（帮助混
匀）

盒 甘李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24.56 

精蛋白锌重组赖脯胰岛素混
合注射液(25R)

注射剂 3ml:300单位（笔芯）*1支/盒
卡式瓶（笔芯），复合铝盖，溴
化丁基橡胶活塞，玻璃珠（帮助
混匀）

盒 甘李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28.88 

门冬胰岛素30注射液 注射剂 3ml:300单位（笔芯）*1支/盒

笔芯由Ⅰ型玻璃制成，一端使用
橡胶活塞（溴化丁基）密封，另
一端使用橡胶垫（溴化丁基）密
封，装有3ml混悬液。笔芯内含
有玻璃珠以帮助混匀胰岛素。

盒
珠海联邦制药股份有限公
司

41.27 

6 预混胰岛素类似物 门冬胰岛素30注射液 注射剂 3ml:300单位（预填充）*1支/盒

预先装有玻璃Ⅰ型笔芯的一次性
多剂量注射笔。其中的笔芯装有
3ml混悬液，一端使用橡胶活塞
（溴化丁基）密封，另一端使用
橡胶垫（溴化丁基）密封。笔芯
内含有玻璃球以帮助混匀胰岛素
。每支预填充笔装有3ml混悬液

盒
珠海联邦制药股份有限公
司

44.27 

门冬胰岛素30注射液 注射剂 3ml:300单位（笔芯）*1支/盒

笔芯由Ⅰ型玻璃制成，一端使用
橡胶活塞（溴化丁基）密封，另
一端使用橡胶膜（溴化丁基/聚
异戊二烯）密封，装有3ml混悬
液。笔芯内含有玻璃球以帮助混
匀胰岛素。

盒
诺和诺德（中国）制药有
限公司

43.20 

门冬胰岛素30注射液 注射剂 3ml:300单位（特充）*1支/盒

预先装有玻璃（Ⅰ型）笔芯的一
次性多剂量注射笔 （塑料）。
其中的笔芯装有3ml混悬液，一
端使用橡胶活塞（溴化丁基）密
封，另一端使用橡胶膜（溴化丁
基/聚异戊二烯）密封。笔芯内
含有玻璃球以帮助混匀胰岛素。
每支预填充笔装有3ml混悬液。

盒
Novo Nordisk A/S（诺和
诺德（中国）制药有限公
司分包装）

46.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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门冬胰岛素30注射液 注射剂 3ml:300单位（特充）*1支/盒

预先装有玻璃（Ⅰ型）笔芯的一
次性多剂量注射笔 （塑料）。
其中的笔芯装有3ml混悬液，一
端使用橡胶活塞（溴化丁基）密
封，另一端使用橡胶膜（溴化丁
基/聚异戊二烯）密封。笔芯内
含有玻璃球以帮助混匀胰岛素。
每支预填充笔装有3ml混悬液。

盒
诺和诺德（中国）制药有
限公司

46.20 

6 预混胰岛素类似物 门冬胰岛素50注射液 注射剂 3ml:300单位（笔芯）*1支/盒

笔芯（1型玻璃）的一端使用橡
胶活塞（溴化丁基）密封，另一
端使用橡胶膜（溴化丁基/聚异
戊二烯）密封。笔芯内装有玻璃
珠以帮助混匀胰岛素。每支笔芯
装有3ml混悬液。

盒
Novo Nordisk A/S（诺和
诺德（中国）制药有限公
司分包装）

43.20 

门冬胰岛素50注射液 注射剂 3ml:300单位（特充）*1支/盒

预先装有玻璃（1型）笔芯的一
次性多剂量注射笔（塑料），一
端使用橡胶活塞（溴化丁基）密
封，另一端使用橡胶膜（溴化丁
基/聚异戊二烯）密封。笔芯内
装有玻璃珠以帮助混匀胰岛素。
每支注射笔装有3 ml混悬液。

盒
Novo Nordisk A/S（诺和
诺德（中国）制药有限公
司分包装）

46.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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