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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r Rife Treatment Straps for Hands and Feet 
· Flex Straps:   
· Velcro Straps: 
· Wires (Button Cables): 
 
 
 
Dr Rife Treatment Mats 
· 3M Conductive Rubber Mats (Rife Mat) 
 
 
 
 
 
 
 
 
3M Conductive Rubber Belts (Rife Belt) 
 
 
 
 
 
 
 
 
 
 

 

 

 

RDPV3 Accessories Available at:  RIFEDIGITA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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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eamer.Tech Pulsed Electromagnetic Field Technology 
 Beamer.Tech PEMF Full Body Treatment Mat 
(www.beamer.tech) 
 
 
 
 
 
 
 
 
 
 
 
 
 
 
Dr Rife Retyne™ Macular Degeneration Light Healing 
Mat 
- For the treatment of over 25 Eye Diseases and Disorders. 
 
 
 
 
 
 
 
 
 
 
 

 

 

 

Dr Rife SMD Light Technology: Available at:  RIFEDIGITA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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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r Rife Red LED Infrared Injury Healing MAT 
- For the treatment of every type of Sprain and Injury. 
 
 
 
 
 
 
 
 
 
►Dr Rife Culique™ Anti Aging Multiple IR Healing Mat 
- For Anti-Ageing treatment, Skin Treatment and Hair Loss 
Treatment 
 
 
 
 
 
 
 
 
►Dr Rife Beam Ray™ Cancer Treatment Sinewave 
Modulated Digital Waveform Light  Mat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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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TDFL 2020 - 2022 
 

 

A 
 
阿狄森氏贫血：0.02，0.12，5.16，62.50，110.25，332.41，517.50，684.81，712.23，992.00 
阿尔茨海默氏 病 和其他痴呆症综合 

阿尔斯综合征：0.25,0.78,0.33,10.89,7.50,95.90,322.53,415.70,562.91,742.06， 
阿法拉姆病：0.10，0.24，0.80，15.20，32.50，97.50，322.06，377.91，492.50，723.00 
阿拉吉综合征：0.08,0.80,0.95,22.50,57.50,175.00,419.34,563.19,813.96,983.17 
阿米巴病：0.52,2.50,40.00,95.00,376.29,476.50,527.00,665.34,752.70,987.23 
阿米巴病：0.52,2.50,40.00,95.00,376.29,476.50,527.00,665.34,752.70,987.23 
阿斯伯格综合征：0.04,0.40,2.50,10.53,47.50,210.25,518.92,688.29,712.23,916.00 
阿斯特罗综合征：0.07，0.37，0.95，7.50，82.00，193.93，237.50，487.50，706.21，946.50 
埃博拉病毒感染：0.03，0.12，0.95，2.50，22.50，51.33，193.50，356.72，426.16，567.70 
埃尔芬相与综合症：0.14，0.41，8.00，30.00，57.50，125.00，357.77，689.93，750.00，934.25 
埃及眼炎：0.19，0.37，0.78，0.95，2.25，5.25，45.00，65.75，752.63，924.37 
埃勒斯 - 当洛综合征：0.15，0.18，0.93，2.75，125.34，246.20，405.00，731.50，826.50，921.34 
埃立克体病：0.08，0.12，0.85，58.87，224.03，410.20，585.83，626.07，725.34，826.90， 
埃利伟氏症候群：0.18，0.62，0.93，9.50，17.51，162.81，292.10，317.30，433.95，805.19 
癌，非小细胞肺癌：0.06，0.18，0.97，5.83，22.00，47 28，87.22，97.50，355.72，434.00 
癌，基底细胞：0.08，0.12，0.85，5.16，20.00，40.00，85.0 0，97.50，355.72，434.50 ， 
癌，间变性：0.13，0.23，0.73，0.83，5.12，7.25，32.50，90.00，175.75，434.53， 
癌，梭形-细胞：0.13，0.23，0.73，0.83，5.12，7.25，32.50，90.00，175.75，434.53， 
癌，未分化：0.13，0.23，0.73，0.83，5.12，7.25，32.50，90.00，175.75，434.53， 
癌，小细胞：0.03，0.46，0.75，0.85，2.50，7.50，17.50，96.50，350.00，434.00， 
癌，胸腺：0.17，0.52，42.50，72.50，97.50，379.93，512.33，682.02，759.83，927.10， 
癌，燕麦细胞：0.03，0.46，0.75，0.85，2.50，7.50，17.50，96.50，350.00，434.00 
癌，Merkel细胞：0.08，0.12，0.85，5.16，22.40，43.10，87.22，97.50，355.72，43 4.50， 
癌：0.13，0.23，0.73，0.83，5.12，7.25，32.50，90.00，175.75，434.53， 
癌：胃肠道：0.05，0.52，0.60，0.93，12.69，125.00，269.71，434.03，571.00，839.00 
癌病：0.13，0.23，0.73，0.83，5.12，7.25，32.50，90.00，175.75，434.53， 
癌症 转移（器官） 
综合：乳腺，肺，前列腺，肠/结肠/直肠，肝，子宫内膜：0.13，0.46，0.83，12.69，93.50，221.50，4
34.71，512.33，667.00，753.07 
癌症： 科隆 ：：0.05，0.52，0.60，0.93，12.69，125.00，269.71，434.03，571.00，839.00， 
癌症： 转移 鳞状：0.10，0.52，7.50，30.00，225.03，434.15，527.00，662.71，749.00，986.22 
癌症：白血病，骨髓性：0.07，0.12，0.60，0.80，2.50，22.50，72.50，434.39，739.10，905.31 
癌症：白血病，急性髓细胞性：0.07，0.12，0.60，0.80，2.50，22.50，72.50，434.39，739.10，905.
31 
癌症：白血病，淋巴母细胞：0.07，0.12，0.60，0.80，2.50，22.50，72.50，434.39，739.10，905.31 
癌症：白血病，慢性淋巴：0.07，0.12，0.60，0.80，2.50，22.50，72.50，434.39，739.10，905.31 
癌症：白血病，毛细胞：0.07，0.12，0.60，0.80，2.50，22.50，72.50，434.39，739.10，905.31 
癌症：白血病：0.07，0.12，0.60，0.80，2.50，22.50，72.50，434.39，739.10，905.31 
癌症：膀胱：0.08，5.75，7.25，50.00，97.50，210.50，434.37，655.20，750.00，927.10 
癌症：膀胱癌：0.08，5.75，7.25，50.00，97.50，210.50，434.37，655.20，750.00，927.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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癌症：鼻咽：0.07，0.32，0.62，0.85，5.00，22.50，60.00，352.93，434.53，563.19 
癌症：肠：0.05，0.52，0.60，0.93，12.69，125.00，269.71，434.03，571.00，839.00， 
癌症：垂体：0.10，0.52，7.50，30.00，225.03，434.15，527.00，662.71，749.00，986.22 
癌症：多发性骨髓瘤：0.06，0.35，0.62，0.97，12.50，27.50，142.50，434.87，623.01，815.58 
癌症：恶性间皮瘤：0.49，0.78，7.50，8.00，15.43，62.50，325.00，434.00，515.70，655.20 
癌症：耳鼻喉：0.05，0.41，0.90，7.50，108.20，217.50，387.50，434.23，595.47，701.99， 
癌症：肺癌，非小细胞：0.05，0.41，0.62，15.75，87.50，434.00，512.33，655.20，750.00，927.10 
癌症：肺癌，小细胞：0.05，0.41，0.62，15.75，87.50，434.00，512.33，655.20，750.00，927.10 
癌症：肝外胆管：0.04，0.37，0.83，2.50，70.00，95.03，175.00，269.71，434.72，755.00 
癌症：睾丸（精巢）：0.04，0.55，7.25，50.00，97.50，222.70，434.59，517.50，687.62，712.00 
癌症：宫颈：0.40，0.78，5.29，7.50，37.00，95.50，185.00，434.00，792.00，985.67 
癌症：宫颈癌：0.04，0.40，0.78，5.29，7.50，37.00，95.50，434.00，792.00，985.67 
癌症：骨：0.57，0.83，2.85，32.50，97.50，322.53，434.42，566.41，835.96，978.85 
癌症：骨髓增生性疾病：0.05，0.41，0.60，0.95，5.78，30.00，57.50，97.50，434.87，675.96 
癌症：骨髓增生异常的Syn：0.19，0.30，0.80，7.50，27.50，45.58，96.50，315.70，434.34，562.96 
癌症：黑素瘤：0.49，0.70，32.80，102.25，212.75，321.20，434.00，545.68，795.61，857.77 
癌症：甲状旁腺：0.03，0.52，0.48，2.75，7.50，55.91，434.37，519.34，613.69，706.53 
癌症：浆细胞瘤：0.07，0.12，0.60，0.80，2.50，22.50，72.50，434.39，739.10，905.31 
癌症：口咽：0.10，0.83，10.89，2.50，52.50，87.50，95.19，204.35，434.59，709.68 
癌症：淋巴瘤，恶性：0.35，0.93，7.50，17.50，52.50，70.00，93.50，215.70，434.00，523.01 
癌症：淋巴瘤，非霍奇金：0.35，0.93，12.33，25.23，35.68，87.50，93.50，233.63，434.00，519.3
4， 
癌症：淋巴瘤，B细胞：0.41，0.93，2.75，17.50，35.67，87.50，93.50，236.42，434.00，519.34， 
癌症：淋巴瘤，T细胞，：0.35，0.93，12.33，25.23，35.68，87.50，93.50，233.63，434.00，519.34
， 
癌症：淋巴瘤：0.35，0.93，7.50，17.50，52.50，70.00，93.50，215.70，434.00，523.01 
癌症：鳞状细胞癌：0.15，2.12，20.00，45.15，73.30，96.50，125.00，375.75，434.33，563.19 
癌症：卵巢：0.07，0.55，0.85，22.50，47.50，434.03，527.00，667.00，752.70，988.90 
癌症：卵巢上皮0.07，0.55，0.85，22.50，47.50，434.03，527.00，667.00，752.70，988.90 
癌症：卵巢生殖细胞：0.07，0.55，0.85，22.50，47.50，434.03，527.00，667.00，752.70，988.90 
癌症：泌尿系肿瘤：0.03，0.46，0.75，0.85，2.50，7.50，17.50，96.50，434.93，451.17， 
癌症：脑瘤，大脑星形细胞瘤0.04，0.02，0.03，5.03，119.34，350.00，434.33，691.27，759.83，92
7.10 
癌症：脑瘤，SPN和松果体瘤0.04，0.02，0.03，5.03，119.34，350.00，434.33，691.27，759.83，92
7.10 
癌症：脑瘤：0.04，0.02，0.03，5.03，119.34，350.00，434.33，691.27，759.83，927.10 
癌症：脑肿瘤，脑干神经胶质瘤，0.04，0.02，0.03，5.03，119.34，350.00，434.33，691.27，759.83
，927.10 
癌症：脑肿瘤，视觉通路和下丘脑胶质瘤0.04，0.02，0.03，5.03，119.34，350.00，434.33，691.27，
759.83，927.10 
癌症：脑肿瘤，室管膜瘤0.04，0.02，0.03，5.03，119.34，350.00，434.33，691.27，759.83，927.10 
癌症：脑肿瘤，髓母细胞瘤0.04，0.02，0.03，5.03，119.34，350.00，434.33，691.27，759.83，927.
10 
癌症：脑肿瘤，小脑Astrocytoma0.04，0.02，0.03，5.03，119.34，350.00，434.33，691.27，759.83
，927.10 
癌症：内分泌腺：0.14，0.46，0.75，0.85，96.50，355.72，434.15，571.00，839.00，932.00， 
癌症：尿道（尿）：0.03，2.75，7.50，17.50，96.50，358.57，434.82，518.92，683.00，712.23 
癌症：皮肤，T细胞淋巴：，0.15，2.12，20.00，45.15，73.30，96.50，125.00，375.75，434.33，56
3.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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癌症：前列腺：0.13，0.57，0.83，2.25，97.50，325.71，434.16，527.00，667.00，742.00， 
癌症：肉瘤一般 - 谐振光组替代：1.97，2.04，2.10，2.49。3.17。5.00，5.57，10.24，13.72，15.61 
癌症：乳腺：0.02，0.46，5.12，27.50，85.00，95.75，150.00，434.71，682.45，753.07 
癌症：塞扎里综合征：2.12，0.30，2.33，17.50，45.75，375.17，434.00，527.00，662.71，723.01， 
癌症：神经母细胞瘤：0.04，2.12，0.78，2.50，7.50，55.91，87.50，96.50，434.87，523.01 
癌症：神经系统肿瘤：0.04，0.25，0.65，0.93，2.50，7.50，96.50，334.25，434.87，527.00 
癌症：肾母细胞瘤：0.05，0.53，14.33，31.23，56.72，63.44，231.27，434.82，622.18，653.50 
癌症：肾上腺皮质CNA：0.06，0.18，0.98，6.05，22.00，47.28，87.22，97.50，355.72，434.50，51
5.00 
癌症：肾细胞（肾）：0.13，0.57，0.78，12.27，68.29，135.25，272.72，434.53，733.91，836.42 
癌症：生殖器，女：0.03，0.46，27.50，17.50，40.00，85.16，95.00，150.00，210.50，434.17 
癌症：生殖细胞：0.16，0.55，0.85，7.50，20.00，47.50，95.31，210.50，434.95，527.00 
癌症：食管：0.05，0.52，0.60，0.93，12.69，125.00，260.71，434.03，301.00，812.20， 
癌症：嗜铬细胞瘤：0.06，0.49，0.73，3.21，30.89，115.83，322.50，434.50，697.50，875.35 
癌症：头颈：0.10，0.52，7.50，30.00，225.03，434.15，527.00，662.71，749.00，986.22 
癌症：外阴：0.03，0.46，27.50，17.50，40.00，85.16，95.00，150.00，210.50，434.17， 
癌症：胃（胃）：0.05，0.52，0.60，0.93，12.69，125.00，269.71，434.03，571.00，839.00 
癌症：小肠：0.05，0.52，0.60，0.93，12.69，125.00，269.71，434.03，571.00，839.00， 
癌症：胸部：0.04，0.40，0.60，7.25，55.00，92.50，175.75，434.16，527.00，667.00 
癌症：胸腺瘤，：0.02，0.22，25.00，55.75，105.00，229.32，434.00，515.16，782.81，993.41 
癌症：眼癌：0.06，0.23，0.73，32.50，90.00，175.00，434.51，653.69，753.07，922.53 
癌症：一般<RUN>程序：434.00每天2 -3小时 
癌症：一般<SWEEP>设置：421.39，422.81，424.00，424.25，427.00，428.00，429.55，434.00，4
34.82，434.11 
癌症：胰岛细胞癌：0.13，0.57，0.78，12.27，68.29，135.25，272.72，434.53，733.91，836.42 
癌症：胰腺癌，外分泌和胰岛细胞：0.06，0.50，47.50，150.00，219.34，225.15，210.50，434.50，5
15.16，688.29， 
癌症：阴道：0.03，0.46，27.50，17.50，40.00，85.16，95.00，150.00，210.50，434.17， 
癌症：阴茎（阴茎）0.04，0.55，0.78，50.00，97.50，229.32，434.37，519.68，684.81，712.00 
癌症：尤文氏（PNET）：0.24，0.70，2.75，17.50，57.50，92.50，434.06，567.70，640.00，980.00 
癌症：直肠（直肠）：0.46，27.50，17.50，37.50，85.00，95.75，150.00，434.00，571.00，840.00 
癌症：肿瘤妊娠：0.25，0.78，0.93，10.89，7.50，95.90，322.53，434.70，562.91，742.06， 
癌症：滋养细胞：0.13，7.50，35.16，67.50，96.50，275.16，434.16，527.00，663.71，752.70， 
癌症：子宫，肉瘤，0.04，0.40，0.78，5.29，7.50，37.00，95.50，434.00，792.00，985.67 
癌症：子宫内膜：0.07，2.12，5.69，20.00，93.50，175.75，434.50，527.00，667.00，873.29 
癌症：Merkel细胞：0.08，0.12，0.85，5.16，22.40，43.10，87.22，97.50，355.72，434.50，515.00 
癌症综合，专注于白血病，淋巴瘤，脑，肉瘤，血液，骨肿瘤 
艾卡迪综合征：0.78,8.00,92.50,125.00,355.08,452.59,515.16,687.62,712.81,997.87， 
艾萨克综合征：0.10，0.26，0.68，9.70，13.52，45.00，352.93，496.01，682.45，755.49， 
艾森复合物：0.02，0.24，0.70，0.87，2.50，17.50，75.34，197.50，315.70，419.34 
艾森曼格综合症：0.02，0.24，0.70，0.87，2.50，17.50，75.34，197.50，315.70，419.34 
艾滋病：0.15,5.58,22.00,30.00,47.50,360.59,3365.00,388.90,434.00,456.11 
艾滋病：艾滋病：0.15，5.58，22.00，30.00，47.50，162.82，365.00，388.90，434.00，456.11 
艾滋病毒/艾滋病毒：0.18，0.24，22.00，30.00，47.50，162.82，365.00，388.90，434.00，456.11 
爱泼斯坦 - 
巴尔病毒感染：0.07，0.52，0.70，0.93，372.50，375.00，380.00，382.85，519.34，791.28 
安德森 - 法布里病：0.07，0.22，0.73，2.50，5.25，50.00，275.36，536.42，655.20，755.49 
氨基己糖苷酶A缺乏：.20 0.12，27.50，47.50，96.50，275.03，534.25，691.27，753.07，927.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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氨基己糖苷酶B缺乏症：0.17，0.55，0.95，5.15，13.98，137.50，362.50，697.50，775.00，922.53， 
氨基酸病，Congl：0.17,2.50,20.00,92.50,310.25,450.00,517.50,678.62,712.23,993.41， 
氨基酸代谢：0.17,2.50,20.00,92.50,310.25,450.00,517.50,678.62,712.23,993.41， 
氨基酸运输障碍：0.16，0.55，0.95，5.75，67.25，132.50，237.50，391.50，421.22，515.70 
暗点，弓形：0.07，0.73，2.50，5.81，50.00，175.27，434.25，566.41，847.96，930.12 
暗点，环：0.07，0.73，2.50，5.81，50.00，175.27，434.25，566.41，847.96，930.12 
暗点，Bjerrum：0.07，0.73，2.50，5.81，50.00，175.27，434.25，566.41，847.96，930.12 
暗点，Centrocecal：0.07，0.73，2.50，5.81，50.00，175.27，434.25，566.41，847.96，930.12 
奥 - 朗病：0.10，0.22，32.50，55.75，150.00，175.00，475.75，667.00，884.33，985.67 
奥 - Vaquez疾病：0.14，0.22，0.73，13.02，55.37，121.20，271.01，694.00，715.70，824.37， 
奥尔布赖综合征：0.20,0.46,0.60,2.25,12.85,144.90,323.72,602.53,918.28 
奥蒙德病：0.07，0.46，0.65，112.95，295.87，347.50，427.50，695.28，750.00，875.95， 
奥乔亚综合症：0.19，0.37，0.91，3.20，52.57，45.20，177.32，281.19，398.62，408.20 
 

B 
 
 
拔毛：0.24，0.75，0.95，95.00，358.57，475.16，527.00，667.00，742.00，987.23 
巴尔多尼杆菌病：0.07,0.12,1.63,20.00,40.00,134.25,357.77,510.25,752.63,923.70， 
巴雷特食管：0.05,0.46,0.80,7.50,37.50,85.75,150.00,229.32,522.53,655.20， 
巴雷特综合征：0.13，0.23，0.62，9.97，167.50，325.50，422.50，650.00，875.95，919.34， 
巴氏杆菌感染：0.07,0.12,1.63,20.00,40.00,134.25,357.77,510.25,752.63,923.70， 
巴西虫病：0.04,0.18,0.70,0.90,7.50,45.75,71.50,95.00,29.34,379.93 
巴西虫病：0.04,0.18,0.70,0.90,7.50,45.75,71.50,95.00,29.34,379.93 
白点综合征：0.12，0.49，0.68，2.75，32.50，72.50，45.00，95.00，497.61，923.70， 
白癜风：0.15，0.26，5.25，7.00，37.50，60.00，119.34，210.50，458.50，684.81， 
白喉：0.09，0.25，0.78，2.75，12.69，7.50，95.83，334.25，453.72，515.31， 
白蜡瘤：0.05,0.52,0.60,0.33,12.69,125.00,269.71,4 434.03,571.00,839.00 
白蛉热：0.03，0.25，2.78，35.93，115.71，237.50，495.00，734.25，852.59，915.35， 
白蛉热：0.03，0.25，2.78，35.93，115.71，237.50，495.00，734.25，852.59，915.35， 
白内障，膜：0.03，0.41，15.19，87.50，122.06，312.33，532.41，655.20，750.00，927.10， 
白内障：0.03，0.41，15.19，87.50，122.06，312.33，532.41，655.20，750.00，927.10， 
白塞病：0.11，0.55，0.85，16.20，47.50，376.29，476.50，527.00，667.00，742.00 
白塞氏综合征：0.11，0.55，0.85，16.20，47.50，376.29，476.50，527.00，667.00，742.00 
白细胞：0.02，0.50，0.85，2.50，7.50，15.69，35.54，125.00，225.69，377.91 
白细胞减少症：0.02，0.50，0.85，2.50，7.50，15.69，35.54，125.00，225.69，377.91 
白血病：0.07，0.12，0.60，0.80，2.50，22.50，72.50，421.39，739.10，905.31 
白质脑病，皮层下：0.06，0.26，0.65，5.71，7.00，42.50，92.50，478.50，527.00，667.00 
白质脑炎，亚急性硬化：0.05，1.52，5.69，55.15，375.03，479.93，527.00，662.71，789.00，987.2
3 
百日咳：0.10，0.35，0.95，13.61，27.50，47.50，60.00，110.25，425.05，932.00， 
百日咳：0.10，0.35，0.95，13.61，27.50，47.50，60.00，110.25，425.05，932.00， 
百日咳病：0.13,0.23,2.73,0.85,5.25,137.25,545.75,68.50,895.27,976.29， 
摆动眼球震颤：0.07，0.37，0.95，7.50，82.00，193.93，237.50，487.50，706.21，946.50 
败血症：0.07，0.22，32.50，93.50，175.75，479.93，527.00，667.00，721.00，986.22 
斑秃舌炎剥脱：0.03，0.12，0.60，0.93，2.25，217.50，387.50，475.00，575.52，726.90 
斑疹伤寒， 圣保罗 ：0.07，0.52，7.57，33.80，282.75，405.75，523.88，667.50，825.28，915.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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斑疹伤寒，擦洗：0.02，0.32，0.62，0.97，12.69，112.50，265.75，425.71，745.19，935.70， 
斑疹伤寒，腹部：0.13，0.40，0.87，43.20，92.50，310.25，479.50，527.00，789.00，985.67 
斑疹伤寒，流行性虱传：0.37，0.75，23.90，45.00，96.50，202.59，522.53，655.20，750.00，923.7
0， 
斑疹伤寒：0.37，0.75，23.90，45.00，96.50，202.59，522.53，655.20，750.00，923.70， 
斑痣性错构瘤病，瘤病：0.40，0.95，72.50，124.37，97.50，269.71，476.50，527.00，667.00，729.
06， 
斑痣性错构瘤病，Bourneville：0.08，0.35，5.50，35.16，72.50，93.50，525.71，650.00，759.83，9
24.37 
瘢痕疙瘩：0.10，0.50，0.78，0.85，5.62，37.50，131.98，285.00，624.11，881.19 
半乳糖-1-磷酸盐UTD：0.11，0.24，0.65，0.83，2.50，127.50，255.47，387.50，696.50，825.91 
半乳糖激酶缺乏症：0.11，0.24，0.65，0.83，2.50，127.50，255.47，387.50，696.50，825.91 
半月板撕裂（膝关节）： 0.1 9 ，0 68 1 0 。 02 ， 31 。 23 ，1 27 。 76 ，3 09 。 6 0,4 36 。 09 ， 4 6 
3 0.9 7 ， 50 2.9 3 ， 651 。 82 
半月形Holoprosencephaly：0.08，0.24，0.65，0.90，2.50，27.50，55.91，119.34，393.50，536.42 
瓣狭窄，特发性肥厚：0.13，0.26，20.00，125.00，376.29，404.37，515.16，687.62，712.81，992.0
0， 
邦内维 - 
乌尔里希综合症：0.07，0.57，0.73，2.50，50.00，150.00，475.00，527.00，663.71，776.50 
膀胱疾病：0.04，0.55，0.78，0.97，5.09，7.25，50.00，97.50，229.32，532.41 
膀胱疾病：0.04,0.55,0.78,0.97,5.09,7.25,50.00,97.50,229.32,532.41， 
膀胱排斥：0.02,0.90,2.25,5.00,132.41,322.53,412.33,561.93,714.82,978.05 
膀胱输尿管返流：0.19，0.26，0.57，9.00，17.20，35.75，176.09，355.08，642.91，978.05 
膀胱炎，间质性：0.04，0.46，0.80，2.25，113.95，232.50，335.69，587.50，821.00，975.31， 
膀胱炎，慢性间质性：0.04，0.46，0.80，2.25，113.95，232.50，335.69，587.50，821.00，975.31， 
包虫病：0.12，0.55，5.85，81.50，127.55，241.52，471.50，625.30，853.00，915.09 
包虫病：0.12，0.55，5.85，81.50，127.55，241.52，471.50，625.30，853.00，915.09 
包虫囊肿：0.12，0.55，5.85，81.50，127.55，241.52，471.50，625.30，853.00，915.09 
包涵体病：0.07，0.12，0.85，9.50，88.00，141.20，297.50，425.95，675.31，827.00 
包茎：0.08，0.24，0.57，0.97，2.50，103.00，222.50，345.00，497.50，725.35 
包括BX病毒癌，肉瘤BY，大肠杆菌，脑膜炎，链球菌和金黄色葡萄球菌 
杯状病毒科感染：0.06，0.49，0.57，7.50，2.50，30.00，72.50，225.75，419.34，561.93， 
贝尔 麻痹：0.12，17.85，27.50，47.50，150.00，225.00，452.59，683.00，712.00，993.41， 
贝尔麻痹：0.12，17.85，27.50，47.50，150.00，225.00，452.59，683.00，712.00，993.41， 
贝克，Robert Beck博士（Bob Beck Brain Tuner，Bio Tuner Device Frequencies） 
贝克频率1：0.01低脑电波频率 
贝克频率2：0.04第一鲍勃·贝克BT机器固定频率 
贝克频率3：0.08舒曼共振频率（也称为地球共振） 
贝克频率4：0.11原始BT-5脑电调谐器从1983年 
贝克频率5：10.00鲍勃·贝克血液清洁剂 
贝瑞 瘤：0.08，0.24，0.57，7.50，10.72，36.21，142.50，321.00，415.70，775.68 
背痛：0.14,0.40,7.50,55.00,96.50,376.29,425.09,571.00,833.00,932.00， 
背痛：0.14，0.40，7.50，55.00，96.50，376.29，425.09，571.00，833.00，932.00， 
苯丙氨酸羟化酶缺乏症：0.07，0.41，0.73，5.85，72.50，135.00，367.50，550.30，725.34，920.32 
鼻窦炎：0.11，0.40，0.83，5.50，25.00，125.17，225.75，475.19，527.00，662.71， 
鼻疾病：0.18，0.32，0.80，5.50，27.50，45.56，172.50，392.50，553.20，675.29， 
鼻疽：0.07，0.12，0.75，0.93，12.33，22.50，57.50，92.50，324.37，225.00， 
鼻衄：0.13，0.23，0.62，6.95，27.50，85.54，122.71，453.02，743.54，836.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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鼻腔疾病：0.18，0.32，0.80，5.50，27.50，45.56，172.50，392.50，553.20，675.29， 
鼻腔黏膜炎：0.02，0.52，0.75，0.83，112.50，217.50，345.75，497.50，775.28，825.00， 
鼻血：0.13，0.23，0.62，6.95，27.50，85.54，122.71，453.02，743.54，836.42， 
鼻炎，急性：0.12，0.55，0.85，7.50，120.00，315.50，472.50，725.75，850.00，975.98 
鼻炎：0.02，0.52，0.75，0.83，112.50，217.50，345.75，497.50，775.28，825.00， 
鼻硬结病：0.08，0.24，0.63，7.82，32.25，67.50，155.29，391.02，415.70，726.07 
彼得异常：0.07，0.12，0.65，118.83，202.50，315.32，481.51，525.83，622.50，791.52， 
闭锁，胆道：0.16,2.50,10.33,45.16,62.50,293.81,425.00,571.00,833.00,932.00， 
闭锁，肺：0.15，0.41，0.68，0.98，7.52，11.81，89.51，417.43，671.98，905.70 
闭锁，三尖瓣：0.17,32.50,52.50,72.50,95.11,175.75,445.82,518.92,684.81,962.00， 
闭锁，食管：0.22,0.75,0.85,10.89,32.50,62.03,225.54,410.50,719.34,865.36， 
闭锁综合征：0.15，0.46，0.95，5.85，62.50，107.50，217.50，496.50，855.72，915.31， 
臂丛神经丛病变：0.15，0.57，15.16，52.50，119.34，357.30，424.37，561.93，642.91，930.12 
臂丛神经炎：0.15，0.57，15.16，52.50，119.34，357.30，424.37，561.93，642.91，930.12 
臂丛神经Neurop。：0.15，0.57，15.16，52.50，119.34，357.30，424.37，561.93，642.91，930.12 
边际溃疡：0.13，0.49，0.62，9.93，43.39，105.67，232.50，342.52，625.35，975.54， 
蝙蝠病：0.19，0.18，0.70，2.25，5.78，47.50，269.71，450.00，515.56，686.21 
鞭虫感染：0.03，0.52，0.57，0.80，10.53，30.00，72.50，225.33，425.16，571.00 
扁平苔藓：0.05，0.49，0.62，0.95，10.47,32.71，330.22，402.80，692.10，775.09 
扁桃体癌：0.08，0.12，40.00，85.00，136.42，357.30，434.75，571.00，840.00，937.41， 
扁桃体炎：0.25，0.87，5.12，85.00，100.00，355.72，425.16，571.00，837.00，937.41， 
变形杆菌综合症：0.06，0.25，0.87，12.30，55.71，85.00，187.50，442.50，696.50，875.31 
变应性肉芽肿性血管综合症：0.19，0.52，0.65，1.00，13.93，110.53，380.00，447.50，728.98，825
.27 
便血：0.05，0.52，0.71，0.93，2.56，33.18，215.47，402.53，592.50，7325.37 
辨距障碍：0.10，0.83，10.89，2.50，52.50，87.50，95.19，214.35，552.59，719.68， 
表皮囊肿：0.12，0.25，8.62，17.25，82.50，115.87，325.00，491.51，673.35，874.54， 
表皮样囊肿：0.12，0.25，8.62，17.25，82.50，115.87，325.00，491.51，673.35，874.54， 
髌骨软骨软化症：0.04，0.23，22.50，42.50，62.50，125.19，150.00，358.57，525.71，655.20 
冰壶的溃疡：0.17，0.18，0.93，2.50，15.00，20.00，45.31，670.00，725.90，825.83 
丙种球蛋白，单克隆抗体：0.13，0.40，0.68，0.80，5.26，72.50，135.47，296.50，556.72，879.93 
丙种球蛋白病，单克隆：0.13，0.40，0.68，0.80，5.26，72.50，135.47，296.50，556.72，879.93 
丙种球蛋白血症：0.12,0.80,22.50,90.00,175.00,451.17,517.50,683.00,712.23,992.00， 
丙种球蛋白血症：0.12，0.80，22.50，90.00，175.00，451.17，517.50，683.00，712.23，992.00， 
病毒（一般） ：0.12，0.78，12.71，55.00，90.00，175.05，425.00，571.00，822.00，932.00 
病毒全面，包括H1N1，H5N1，埃博拉病毒，鼻病毒，轮状病毒，流感AB 
病毒性脑膜炎：0.12，0.25，0.93，2.75，30.00，155.68，262.10，315.61，527.50，725.37 
病态 建筑综合症：0.02，0.77，2.50，3.00，92.50，357.30，425.17，571.00，845.00，937.41， 
波兰 综合症：0.19，0.26，0.60，11.09，37.50，250.00，425.34，571.00，868.00，938.00， 
波状热：0.05，35.75，60.00，93.50，225.15，454.37，517.50，687.62，712.00，992.00， 
玻璃体病变：0.14，0.52，2.50，12.85，35.16，97.50，200.00，476.50，665.34，986.22 
剥脱性综合征：0.15，0.23，0.73，0.85，5.36，147.25，335.48，487.50，695.83，875.36 
剥脱综合征：0.15，0.23，0.73，0.85，5.36，147.25，335.48，487.50，695.83，875.36 
伯恩斯：0.06，0.25，5.00，7.00，25.75，87.50，225.00，450.00，515.15，687.62， 
伯格病：0.09，0.32，0.95，3.11，25.00，45.00，95.00，100.50，215.79，414.00，536.50， 
伯格病：0.15,0.24,0.68,0.83,32.50,197.50,332.50,555.37,696.50,875.52， 
伯基特细胞白血病：0.05，0.57，0.85，52.50，119.34，375.03，425.71，568.43，642.91，985.90， 
伯基特肿瘤：0.05，0.57，0.85，52.50，119.34，375.03，425.71，568.43，642.91，985.90， 
伯纳德综合征：0.07,0.50,0.97,9.00,12.33,32.50,142.50,320.00,425.87,525.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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勃鲁盖尔综合征：0.06，0.41，0.70，0.83，2.50，32.50，305.05，431.20，632.59，723.01 
勃起功能障碍：0.08，0.24，0.65，0.90，2.50，27.50，55.36，115.70，326.07，534.25， 
博尔纳疾病：0.04，0.35，2.50，35.16，93.50，458.50，517.50，689.41，712.00，993.41， 
搏动性耳鸣：0.07，0.24，0.57，87.50，175.16，322.06，476.50，667.00，742.00，985.67 
卟啉症，红细胞生成：0.08，0.41，2.83，15.25，67.25，221.01，471.02，597.52，722.30，822.57， 
卟啉症，红细胞生成性，先天性：0.08，0.41，2.83，15.25，67.25，221.01，471.02，597.52，722.30
，822.57， 
卟啉症：0.15，0.25，3.97，27.50，110.53，215.87,467.50，715.34，802.41，952.20 
哺乳期疾病：0.19，0.30，0.62，7.50，8.00，2.50，32.50，55.23，150.00，325.54 
不对称隔膜超 0.13，0.26，20.00，125.00，376.29，404.37，515.16，687.62，712.81，992.00， 
不良反应：0.20，0.14，0.33，0.42，0.44，0.55，0.52，0.76，0.78，1.86， 
不宁腿综合征：0.16，0.57，7.78，23.97，125.95，327.50，422.50，590.00，715.70，836.42， 
不适当促黄体激素：0.13，0.35，0.70，0.85，5.79，77.25，130.00，296.50，625.58，915.70 
不适当促甲状腺激素分泌：0.13，0.35，0.70，0.85，5.79，77.25，130.00，296.50，625.58，915.70 
不适当促卵泡激素分泌：0.13，0.35，0.70，0.85，5.79，77.25，130.00，296.50，625.58，915.70 
不适当分泌FSH：0.13，0.35，0.70，0.85，5.79，77.25，130.00，296.50，625.58，915.70 
不适当分泌TSH：0.13，0.35，0.70，0.85，5.79，77.25，130.00，296.50，625.58，915.70 
不适当生长激素：0.08，0.42，0.77，7.91，31.21，122.74，255.61，371.33，742.80，955.20 
不适当LH分泌：0.13，0.35，0.70，0.85，5.79，77.25，130.00，296.50，625.58，915.70 
不停地转动萎缩：0.05，0.66，1.32，7.50，17.50，15.91，151.20，231.20，341.00，525.29 
不孕：0.17，0.12，0.30，0.89，6.91，79.71，132.81，206.11，434.58，513.79 
布加氏综合征：0.05，0.24，72.50，122.53，342.06，512.33，682.45，753.07，926.70， 
布拉：0.11，0.55，1.23，5.58，27.50，291.25，293.05，292.00，345.50，824.37 
布朗腱鞘综合征：0.17，0.32，0.95，5.50，32.50，47.50，162.12，232.03，397.50，679.93 
布朗特的疾病：（se.14，0.30，0.83，7.50，128.00，202.43，340.00，450.00，575.37，719.34 
布里尔 - 金瑟疾病：0.37，0.75，23.90，45.00，96.50，202.59，522.53，655.20，750.00，923.70， 

布里尔的疾病：0.37，0.75，23.90，45.00，96.50，202.59，522.53，655.20，750.00，923.70， 
布卢姆-托瑞-
Machacek小号：0.07，0.49，32.50，125.75，275.00，425.00，571.00，721,00，835.75，937.41， 
布卢姆综合症：0.07，0.49，32.50，125.75，275.00，425.00，571.00，721,00，835.75，937.41， 
布鲁里溃疡：0.05，0.37，0.83，2.50，3.00，73.30，95.75，175.00，269.71，355.08 
布鲁氏菌病：0.05，35.75，60.00，93.50，225.15，454.37，517.50，687.62，712.00，992.00， 
布洛赫 - 
苏兹贝格综合症：0.10，0.57，0.68，0.87，35.58，127.50，337.50，638.61，715.23，903.74， 
布尼亚病毒感染：0.26，0.65，5.12，7.00，42.50，200.00，458.50，515.15，683.00，712.42 
步态障碍，神经系统：0.13，0.25，0.62，10.89，2.75，25.26，125.37，245.47，393.50，505.10， 
 

C 
 
残癌：0.61，15.90，52.81，62.71，97.53，248.00，434.50，524.37，601.27，781.09 
残余肿瘤：0.61，15.90，52.81，62.71，97.53，248.00，434.50，524.37，601.27，781.09 
蚕豆病：0.11，0.24，0.65，0.83，2.50，27.50，55.37，87.50，125.52，322.06 
藏毛窦：0.13，0.57，6.75，71.25，101.15，347.50，579.50，690.00，775.87，816.90 
藏毛囊肿：0.13，0.57，6.75，71.25，101.15，347.50，579.50，690.00，775.87，816.90 
糙皮病：0.19，0.23，0.95，82.50，192.71，227.50，452.02，592.50，731.31，815.72， 
侧索硬化症：0.19，0.57，1.12，7.50，27.50，42.50，96.50，325.43，415.70，562.91 
侧凸：0.05，0.24，0.60，5.25，62.50，90.00，219.34，422.53，561.93，987.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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插管：0.11，0.57，0.80，5.17，15.00，229.32，512.33，653.69，753.07，919.34 
查尔斯·邦尼特S：0.10，0.57，1.00，7.50，27.50，37.50，96.50，342.06，515.70，691.27，756.53
，990.50， 
产褥感染：0.14，0.89，1.92，5.85，52.20，135.50，434.50，525.31，734.25，878.50， 
产褥期疾病：0.14，0.89，1.92，5.85，67.10，135.50，432.50，525.31，734.25，878.50， 
颤：0.10，0.26，0.68，9.70，13.52，45.00，352.93，496.01，682.45，755.49， 
肠：0.14，0.22，0.73，13.39，5.58，150.00，475.85，736.42，819.34，915.70 
肠癌：0.05，0.52，0.60，0.93，12.69，125.00，269.71，434.03，571.00，839.00， 
肠梗阻：0.05，0.52，0.78，7.50，8.00，30.00，62.50，125.65，210.50，575.68， 
肠疾病：0.05，0.52，0.78，7.50，8.00，55.68，225.23，533.63，652.43，781.00， 
肠漏症：0.17，0.22，0.47，0.61，109.33，117.88，211.00，360.00，525.71，683.47 
肠神经元发育不良：0.05，0.52，0.78，7.50，8.00，32.50，62.50，125.68，250.00，376.29 
肠息肉：0.05，0.52，0.78，10.47，5.58，32.50，65.68，149.21，275.67，375.68， 
肠炎，区域：0.03，0.41，0.62，0.95，7.50，25.75，87.50，480.00，525.29，825.00 
肠炎，肉芽肿：0.03，0.41，0.62，0.95，7.50，25.75，87.50，480.00，525.29，825.00 
肠炎，伪膜：0.03，0.41，0.62，0.95，7.50，25.75，87.50，480.00，525.29，825.00 
肠炎沙门氏菌 肠道 ：0.18，0.57，1.85，7.50，329.00，354.00，386.00，380.00，575.28，724.37 
肠易激综合征：0.23，0.85，7.50，32.50，22.50，151.68，312.50，432.50，705.67，869.34， 
常见变量免疫：0.15，5.58，22.00，30.00，47.50，360.59，365.00，388.90，434.00，456.11 
常染色体染色体：0.19,0.23,0.97,15.19,63.77,258.23,302.30,452.50,833.00,975.75， 
超敏反应，类型III：0.02，0.30，0.85，7.50，32.50，240.28，346.00，628.00，833.70，925.68 
潮热（潮热）0.19，0.27，3.45，69.50，462.50，499.11，520.10，672.53，888.03，937.39， 
成风博士的专业MOR载波频率设定： 
成骨不全症：0.20，0.12，0.62，112.50，230.89，412.50，615.00，752.50，802.50，925.52 
成年发病型糖尿病：0.15，0.89，1.70，6.97，12.89，62.30，421.00，465.00，895.00，951.30 
成瘾，酒精，一般：0。23，0.29，0.44，1.50，2。 3 0，3.30，83 3 5，1 8 4 0.00，2 8 3 0.00 3 0 3 4 
0 
成瘾，药物，一般：0.28，0.35，0.47，1。 88，4。 34，5。 2 0,4 3 42 143 0.0 4 234 0.0 4 3 4 3 45 
痴呆，老年性：0.11，7.50，67.50，92.50，377.91，453.72，515.16，688.29，712.00，995.38， 
痴呆，路易体：0.14，0.22，0.62，7.50，2.50，40.00，87.50，150.00，375.69，519.34 
痴呆，血管性：0.06，0.26，0.65，5.71，7.00，42.50，92.50，478.50，527.00，667.00， 
痴呆症，传染性：0.09，0.23，1.95，8.85，44.11，72.41，125.21，433.50，541.50，621.61 
弛张热：0.04，0.24，0.57，1.00，12.05，177.71，234.00，591.00，683.16，849.34， 
迟发性运动障碍：0.06，7.00，22.50，479.50，527.00，667.00，752.70，987.23 
尺神经卡压：0.07，0.32，0.60，0.83，2.25，225.00，476.50，527.00，742.00，987.23 
充血：0.46，0.95，11.09，65.23，115.79，342.50，431.22，535.58，603.16，805.79 
充血性心肌病：0.12，0.25，20.00，125.16，377.91，414.17，515.17，683.00，712.00，993.41， 
充血性心肌病：0.12，0.25，20.00，125.16，377.91，414.17，515.17，683.00，712.00，993.41， 
冲击：0.17，0.32，0.95，115.50，210.50，475.19，527.00，667.00，742.00，985.67 
抽搐发作：0.46，0.95，67.50，150.00，275.19，519.34，682.45，711.21，859.83，922.53 
抽动 - 秽语：0.16，0.23，12.85，55.75，125.00，210.50，479.93，593.20，761.85，987.23 
抽筋：0.13，0.40，0.62，3.83，35.25，132.25，282.50，327.50，522.50，748.00 
出汗不良：0.08，0.41，9.80，87.50，202.50，345.00，607.50，725.83，850.00，924.37 
出血，产后：0.04，0.55，0.78，162.12，210.50，453.72，515.19，683.00，712.23，993.41， 
出血，颅硬膜外：0.37，0.97，2.50，17.50，71.50，96.50，179.93，224.37，451.22，567.21 
出血，脑：0.04，0.55，0.78，93.50，210.50，453.72，515.19，683.00，712.23，993.41， 
出血，胃肠道：0.05，0.52，0.71，0.93，2.56，33.18，215.47，402.53，592.50，7325.37 
出血，眼：0.03，0.23，0.73，0.80，12.69，5.17，32.50，93.50，175.00，526.07 
出血，硬膜下：0.21，0.25，4.57，42.69，112.25，412.50，596.50，643.74，825.52，97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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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血热病毒：0.03，0.12，0.95，2.50，22.50，51.33，193.50，356.72，426.16，567.70 
触觉失认症：0.12，5.62，67.50，93.50，222.70，425.00，522.53，689.93，752.63，923.70 
川崎 疾病：0.04，0.24，0.95，2.75，5.87，178.50，326.50，571.52，705.87，827.23 
穿衣失用症：0.60，1.00，5.00，247.88，365.80，454.37，515.16，689.41，712.00，997.87， 
传出瞳孔缺陷：0.02，0.24，1.57，9.85，201.75，364.00，423.01，697.30，875.93，979.53， 
传染性痴呆：0.09，0.23，1.95，8.85，44.11，72.41，125.21，433.50，541.50，621.61， 
传染性单核细胞：0.08，0.35，0.60，0.80，212.03，305.21，451.27，565.61，690.00，826.32 
传染性红斑：0.07，0.24，0.65，0.90，2.50，27.50，155.36，215.70，375.54，522.53， 
传染性脓疱病：0.15，0.23，0.65，0.93，37.50，130.72，352.50，712.50，693.50 
传染性脓疱性皮炎：0.03，0.41，0.62，0.95，7.50，125.31，387.50，682.10，822.06，925.93， 
传染性软疣：0.11，0.35，0.80，35.25，72.50，142.37，271.50，592.50，725.68，836.42， 
传入瞳孔缺陷：0.02,0.24,1.57,9.85,201.75,364.00,423.01,697.30,875.93,979.53， 
喘鸣：0.03，0.46，0.83，37.50，62.50，150.00，225.75，519.34，652.43，927.10， 
创伤和损伤：0.16，0.25，0.62，7.00，12.71，35.00，90.00，410.25，560.00，714.82 
垂体功能低下：0.15，0.26，0.80，5.50，20.00，32.50，45.68，57.50，93.50，92.50，356.72， 
垂体机能亢进：0.13，0.35，0.70，0.85，5.79，77.25，130.00，296.50，625.58，915.70 
垂体疾病：0.37，0.97，2.75，15.03，71.50，196.50，275.87，419.34，612.74，858.57 
垂体疾病：0.37，0.97，2.75，15.03，71.50，196.50，275.87，419.34，612.74，858.57 
垂体前分泌：0.15,0.26，0.80,5.50,20.00,32.50,45.68,5.50,93.50,92.50,356.72， 
垂直眼球震颤：0.07，0.37，0.95，7.50，82.00，193.93，237.50，487.50，706.21，946.50 
椎管闭合不全：0.32，0.80，7.50，25.16，52.50，255.93，522.53，691.27，753.07，912.33 
椎管狭窄：0.14，0.32，0.97，7.50，125.71，175.75，512.33，682.02，759.83，927.10， 
椎间盘突出：0.04，0.41，0.62，7.50，2.75，40.00，275.65，475.68，527.00，667.00 
槌：0.92，32.75，150.01，293.70，329.05，415.84，423.47，472.12，512.14，629.90 
唇疱疹：0.11，0.55，1.23，5.58，27.50，291.25，293.05，292.00，345.50，824.37 
唇炎：0.85，7.50，2.75，12.71，52.50，97.50，419.34，566.41，642.91，930.12 
唇炎Granulomatosa，面部神经病变：0.14，0.22，0.70，6.21，102.50，247.50，372.50，505.61，62
5.68，956.16 
次黄嘌呤 - 
磷酸核糖基转移酶缺乏症疾病：0.07，0.22，0.62，7.50，2.50，41.01，119.34，475.69，527.00，667
.00 
丛林斑疹伤寒：0.02，0.32，0.62，0.97，12.69，112.50，265.75，425.71，745.19，935.70， 
促甲状腺激素：0.13，0.35，0.70，0.85，5.79，77.25，130.00，296.50，625.58，915.70 
促卵泡激素：0.13，0.35，0.70，0.85，5.79，77.25，130.00，296.50，625.58，915.70 
催乳激素，分泌异常：0.03，0.52，0.68，0.90，7.50，88.50，151.79，285.00，325.79，819.34 
催乳素分泌过多综合症：0.03，0.52，0.68，0.90，7.50，88.50，151.79，285.00，325.79，819.34 
脆性X综合征：0.23，0.62，0.95，7.50，5.50，33.98，145.43，295.30，375.43，522.53 
存储池虚寒：0.11，0.49，0.78，12.50，63.00，102.50，402.50，651.20，821.52，924.37 
错构瘤：0.07，0.22，0.73，2.50，5.52，50.00，93.50，423.01，568.43，642.91 
错构瘤综合征，多发性：0.06，0.26，0.68，9.00，10.89，45.91，125.29，526.16，652.43，750.00 
 

D 
 
达累斯萨拉姆发作：06，0.32，0.60，32.50，67.50，97.50，325.75，519.34，691.27，754.19 ,, 
达里耶白疾病：0.16，0.49，0.62，0.85，13.39，71.50，142.21，392.50，677.91，715.70 
大便失禁：0.13，0.35，0.85，5.75，17.50，42.50，221.02，425.43，771.00，815.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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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便失禁：0.55，0.57，0.83，7.50，10.89，40.00，119.34，275.34，425.83，571.00，868.00，932.
00， 
大肠杆菌感染：0.16，0.41，0.73，0.83，7.50，356.00，393.00，425.00，610.50，826.07 
大动脉炎：0.10，0.35，52.50，70.00，97.50，225.15，450.00，689.41，712.00，993.41， 
大痘：0.02，5.25，25.15，125.75，275.03，477.50，527.00，667.00，749.00，987.23 
大号 
大理石骨病：0.05，0.46，0.95，7.50，32.50，50.00，67.50，125.91，319.34，855.82， 
大脑缺氧：0.15，0.18，0.80，5.50，17.50，32.50，151.27，257.46，413.91，692.27 
大疱性表皮松解：0.13，0.23，0.62，48.91，137.50，295.50，413.93，653.02，876.29，924.37 
大叶性肺炎：0.05，0.35，0.75，0.93，5.71，7.50，345.83，465.34，593.50，725.00， 
代恩综合症：0.07，0.37，12.71，47.50，97.50，225.75，377.91，519.34，691.27，753.07 
代恩诅咒：0.07，0.37，12.71，47.50，97.50，225.75，377.91，519.34，691.27，753.07 
代谢性疾病：0.13，0.52，2.61，110.39，211.11，351.02，405.85，622.28，753.08，832.63 
代谢应激：0.14，0.68，2.50，62.42，122.53，300.00，496.01，655.20，755.00，805.12 
代谢综合征X：0.11，0.49，0.57，7.50，12.33，190.81，431.33，501.20，653.80，825.61 
带绦虫感染：0.12，0.65，2.50，10.53，92.50，355.72，479.93，527.00，761.85，987.23 
带状疱疹：0.12，0.45，0.90，5.91，137.50，372.50，416.60，420.20，418.00，824.37 
带状疱疹：0.12，0.45，0.90，5.91，137.50，372.50，416.60，420.20，418.00，824.37 
带状疱疹：0.12，0.45，0.90，5.91，137.50，372.50，416.60，420.20，418.00，824.37 
带状疱疹“带状疱疹”：0.12，0.45，0.90，5.91，137.50，372.50，416.60，420.20，418.00，824.37 
带状疱疹Oticus：0.12，0.45，0.90，5.91，137.50，372.50，416.60，420.20，418.00，824.37 
丹迪-Walker畸形：0.10，0.57，0.80，7.50，17.50，52.50，199.30，445.21，675.62，821.43 
丹毒：0.04，0.52，0.73，0.87，2.25，17.50，35.83，192.50，675.36，826.90， 
丹吉尔病神经病变：0.14，0.41，8.00，17.50，87.50，95.75，225.00，476.50，527.00，662.71， 

丹吉尔疾病：0.14，0.41，8.00，17.50，87.50，95.75，225.00，476.50，527.00，662.71， 
单纯疱疹，唇：0.11，0.55，1.23，5.58，27.50，291.25，293.05，292.00，345.50，824.37 
单纯疱疹1：0.12，0.55，0.95，291.25，293.05，292.00，345.50，495.22，734.25，824.37 
单纯疱疹2 0.12，0.55，0.95，291.25 293.05 292.00，353.90，362.90，360.00，355.00 
单纯疱疹性脑炎：0.05，0.97，5.83，7.50，12.33，113.23，425.00，571.00，865.83，937.41， 
单克隆免疫球蛋白：0.13，0.40，0.68，0.80，5.26，72.50，135.47，296.50，556.72，879.93 
单瘫：0.11，0.49，0.78，2.25，77.50，102.71，262.50，455.91，837.50，910.50 
单体性：0.06，0.50，0.90，2.25，7.50，32.71，155.61，397.50，624.94，815.70 
单相抑郁症：0.14，0.22，0.62，7.50，15.50，41.09，465.69，597.50，722.70，875.93 
单眼失明，瞬态：0.18，0.78，2.50，85.00，37.50，110.25，175.00，352.93，495.00 
胆道闭锁：0.16,2.50,10.33,45.16,62.50,293.81,425.00,571.00,833.00,932.00， 
胆道疾病：0.17，0.49，2.50，32.50，72.50，312.33，400.00，560.00，709.83，985.90 
胆固醇栓塞：0.05，0.57，0.92，2.53，12.34，53.02，78.30，158.30，257.02，410.00 
胆管炎：0.06，0.24，5.69，7.25，25.19，87.50，73.00，196.50，475.17，853.72， 
胆红素脑病：0.08,0.35,0.60,0.80,2.75,5.50,50.00,62.50,90.00,95.67 
胆囊发炎：0.08，0.52，0.62，9.00，13.39，42.50，210.50，475.19，527.00，661.71， 
胆囊疾病：0.12，0.55，0.95，5.37，22.50，42.50，162.50，292.50，442.20，524.37 
胆囊炎：0.08，0.52，0.62，9.00，13.39，42.50，210.50，475.19，527.00，661.71， 
胆石症：0.06，0.49，0.57，72.50，225.00，477.50，527.00，667.00，749.00，986.22 
胆脂瘤，中耳：0.12，0.23，0.97，5.25，32.50，475.19，527.00，661.71，742.00，988.90 
胆总管囊肿，I型：0.04，0.23，0.85，5.75，20.00，125.19，350.00，450.00，775.17，927.00， 
胆总管囊肿：0.04，0.23，0.85，5.75，20.00，125.19，350.00，450.00，775.17，927.00， 
胆总管囊肿：0.04，0.23，0.85，5.75，20.00，125.19，350.00，450.00，775.17，927.00， 
弹性假黄瘤：0.16，0.35，0.95，5.50，27.50，47.50，350.00，425.31，571.00，859.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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蛋白尿：0.05，0.41，0.87，57.50，78.00，132.30，351.50，652.31，825.87，915.83 
刀切发作：06，0.32，0.60，32.50，67.50，97.50，325.75，519.34，691.27，754.19 ,, 
导管，心脏：0.11，0.57，0.80，1.52，15.29，52.50，62.50，196.50，412.50，673.11 
导管，心脏：0.11，0.57，0.80，1.52，15.29，52.50，62.50，196.50，412.50，673.11 
导尿：0.11，0.57，0.80，5.17，15.00，229.32，512.33，653.69，753.07，919.34 
德兰格综合征：0.07，0.24，0.70，7.50，13.52，45.53，137.50，572.50，715.70，903.50 
德维克病：0.05，0.57，0.60，2.25，5.29，37.50，375.56，475.29，527.00，831.90， 
德Quervain的肌腱炎：0.11，0.40，12.71，42.50，95.00，210.50，425.75，571.00，837.00，932.00
， 
德Quervain甲状腺炎：0.14，0.25，0.60，2.50，32.50，112.33，319.34，525.71，753.07，900.00 
地图舌：0.03，0.12，0.60，0.93，2.25，217.50，387.50，475.00，575.52，726.90 
地衣红苔癣：0.05，0.49，0.62，0.95，10.47,32.71，330.22，402.80，692.10，775.09 
地中海贫血：0.05，0.29，0.65，6.21，7.87，45.00，56.52，135.21，302.16，409.22 
地中海热，家族：0.16，0.57，0.95，5.25，37.25，132.50，237.50，522.53，675.43，819.34， 
的人类逆转录病毒：0.07，0.88，9.71，68.83，102.85，205.28，312.50，492.50，675.95，823.37， 
的Oppenheim疾病：0.04，0.35，6.79，52.25，115.78，234.25，342.12，472.50，551.22，657.71 
的Tarlov囊肿：0.08，0.32，0.65，37.50，67.50，96.50，379.93，476.50，527.00，667.00， 
登革热：0.16，0.55，1.85，17.50，82.50，192.50，352.50，519.34，750.00，824.37， 
登革热：0.16，0.55，1.85，17.50，82.50，192.50，352.50，519.34，750.00，824.37， 
邓肯 氏综合征：0.12，0.35，0.87，7.50，25.00，35.68，87.50，93.50，234.51，519.34 
低钙血症：0.12，0.50，0.85，5.50，32.50，125.79，270.00，492.50，658.57，824.94 
低钾血症：0.07，0.12，0.75，0.83，32.75，107.50，247.50，350.00，476.29，605.68 
低磷酸酯酶症：0.04，0.22，0.95，5.58，25.68，17.50，42.50，60.00，95.23，125.68， 
低钠血症：0.13，0.24，0.73，0.87，2.25，5.78，30.00，150.00，175.61，534.25， 
低温：0.03，0.46，0.60，0.85，2.50，5.25，17.50，93.50，224.94，425.61， 
低血钾：0.07，0.12，0.75，0.83，32.75，107.50，247.50，350.00，476.29，605.68 
低血容量性休克：0.17，0.32，0.95，115.50，210.50，475.19，527.00，667.00，742.00，985.67 
低血糖：0.15，0.35，0.62，0.93，7.50，115.09，252.50，472.50，693.510，825.79 
低血压：0.02，0.24，0.85，37.50，101.32，221.10，419.34，562.91，709.83，976.90 
滴虫感染：0.17，0.62，2.75，15.75，42.50，62.50，97.50，357.30，712.23，997.87， 
狄兰氏症候群：0.07，0.24，0.70，7.50，13.52，45.53，137.50，572.50，715.70，903.50 
迪二氏 - 
托马斯综合症：0.08，0.41，0.80，57.19，105.50，212.50，385.00，426.16，675.52，875.29 
迪二氏-
鲁西综合征：0.02，0.22，25.00，55.75，125.00，229.32，450.00，515.16，712.81，993.41， 
迪二氏-索塔斯疾病：（0.04，0.41，0.62，0.97，7.50，20.00，87.50，342.06，635.31，834.45， 
迪乔治综合征：0.04，0.37，0.83，2.50，30.00，67.52，192.20，475.31，675.69，819.34 
骶髂关节紊乱：0.11，0.24，0.57，38.83，222.72，317.50，431.20，572.50，695.67，905.62 
第二脑神经疾病：0.04，0.18，0.70，2.25，5.29，47.50，275.52，425.29，571.00，813.00 
第九脑神经疾病：0.07，0.57，0.95，2.25，125.25，320.00，437.50，593.50，615.70，824.37 
第三神经麻痹：0.13，0.40，0.73，0.83，5.75，7.25，142.50，557.50，792.50，891.00 
第五疾病：0.07，0.24，0.65，0.90，2.50，27.50，155.36，215.70，375.54，522.53， 
癫痫：0.07，0.18，0.73，0.87，5.71，7.25，22.50，97.50，375.35，500.00 
癫痫：0.07，0.18，0.73，0.87，5.71，7.25，22.50，97.50，375.35，500.00， 
癫痫发作，电机：0.46，0.95，67.50，150.00，275.19，519.34，682.45，711.21，859.83，922.53 
癫痫发作，感官：0.46，0.95，67.50，150.00，275.19，519.34，682.45，711.21，859.83，922.53 
癫痫发作，广义：0.46，0.95，67.50，150.00，275.19，519.34，682.45，711.21，859.83，922.53 
癫痫发作，惊厥：0.46，0.95，67.50，150.00，275.19，519.34，682.45，711.21，859.83，922.53 
癫痫发作，局灶性：0.46，0.95，67.50，150.00，275.19，519.34，682.45，711.21，859.83，922.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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癫痫症：0.07，0.18，0.73，0.87，5.71，7.25，22.50，97.50，375.35，500.00，655.20，751.87，93
2.41 
点头痉挛：06，0.32，0.60，32.50，67.50，97.50，325.75，519.34，691.27，754.19 ,, 
电子传递链的防守力：0.16，0.35，0.93，2.50，215.61，355.68，419.34，651.10，723.03，868.43 
淀粉样变性：0.06,10.38,7.50,322.53,452.59,519.68,689.41,712.00,833.21,995.38， 
蝶腭神经痛：0.60，0.87，2.25，5.17，55.83，115.71，255.48，485.00，697.50，856.72 
叮咬和叮咬：0.03,0.55,0.78,7.25,50.00,85.16,97.50,21.50,752.63,925.71 
钉髌骨综合征：0.07，0.35，0.70，45.00，78.25，114.69，323.00，637.08，845.87，973.50 
钉刺：0.03，0.55，0.78，7.25，50.00，85.16，97.50，210.50，752.63，925.71 
钉疾病：0.05，0.37，0.95，2.75，7.50，22.50，47.50，607.50，834.56，911.87 
顶叶创伤：0.13，0.23，1.60，8.53，17.50，72.53，155.29，396.50，437.48，828.57， 
冬季呕吐（感冒/流感）0.06，0.49，0.57，7.50，2.50，30.00，72.50，225.75，419.34，561.93 
冬眠：0.02，0.50，0.87，172.50，207.50，315.23，425.62，691.22，735.54，962.07， 
动静脉畸形：0.10,0.83,12.33,5.07,12.71,225.00,519.34,655.20,752.63,923.70， 
动静脉栓塞：0.05,0.57,0.92,2.53,12.34,53.02,78.30,158.30,257.02,410.00 
动脉瘤，颅内：0.08,0.24,0.57,7.50,10.72,36.21,142.50,321.00,415.70,775.68 
动脉瘤，脑：0.08,0.24,0.57,7.50,10.72,36.21,142.50,321.00,415.70,775.68 
动脉瘤：0.15,0.78,2.50，67.50，222.53，458.50，518.92，688.29，712.81，997.87， 
动脉炎，时间：0.13，0.23，0.75，0.80，5.25，7.25，35.00，95.47，226.32，422.53 
动脉炎，Takayasu's：0.10,0.35，52.50,70.00,97.50,225.15,450.00,689.41,712.00,993.41， 
动脉硬化：0.07,0.73,5.00,7.25,92.50,352.93,451.17,519.68,684.81,712.81， 
动脉硬化性痴呆：0.06，0.26，0.65，5.71，7.00，42.50，92.50，478.50，527.00，667.00 
动脉粥样硬化发育不良：0.08,0.80,0.95,22.50,57.50,175.00,419.34,563.19,813.96,983.17 
动物疾病：0.05,0.57,0.87,2.50,5.81,92.50,424.37,561.93,709.83,985.90 
动眼神经疾病：0.13，0.40，0.73，0.83，5.75，7.25，142.50，557.50，792.50，891.00 
动眼神经麻痹：0.35，0.75，1.75，15.29，113.25，245.91，372.50，452.00，525.52，779.50， 
冻疮：0.16，0.57，0.85，7.50，52.50，122.53，375.19，400.00，564.28，846.96， 
杜安回缩：0.04，9.46，44.30，194.71，207.50，330.00，537.50，605.83，754.03，825.31 
杜安综合症：0.04，9.46，44.30，194.71，207.50，330.00，537.50，605.83，754.03，825.31 
杜宾 - 约翰逊综合征：0.20，0.46，0.60，2.50，13.00，35.78，187.50，235.00，395.62，805.70 
杜林病：0.03，0.41，0.62，9.35，27.50，229.31，487.50，590.00，725.00，925.31 
短肠综合征：0.18，0.30，45.75，72.50，92.50，375.19，477.50，527.00，662.71，727.05 
短暂性脑缺血发作：0.17，0.40，0.62，0.85，2.50，25.00，109.32，362.57，621.68，775.67 
多动症：0.04，0.25，0.46，0.32，0.52，0.75，42.50，87.50，132.41，376.29 
多发性抽动症：0.16，0.23，12.85，55.75，125.00，210.50，479.93，593.20，761.85，987.23 
多发性错构瘤综合征：0.06，0.26，0.68，9.00，10.89，45.91，125.29，526.16，652.43，750.00 
多发性骨髓瘤：0.06，0.35，0.62，0.97，12.50，27.50，142.50，325.87，623.01，815.58 
多发性肌炎：0.07，0.93，2.95，17.50，78.89，182.39，332.50，537.50，732.01，896.52， 
多发性神经根病，腹部：0.11，0.49，0.78，12.50，43.00，122.50，262.50，555.34，692.50，819.34
， 
多发性神经根病：0.11，0.49，0.78，12.50，43.00，122.50，262.50，555.34，692.50，819.34， 
多发性神经根神经病，急性炎症：0.04，0.32，0.62，5.97，35.25，112.73，296.00，392.97，701.66
，933.50， 
多发性硬化，急性：0.05，0.32，0.73，3.95，17.51，125.21，162.52，275.87，523.52，671.22， 
多发性硬化症：0.05，0.32，0.73，3.95，17.51，125.21，162.52，275.87，523.52，671.22， 
多关节炎：0.05，0.75，0.90，9.00，11.09，55.33，398.40，425.71，642.91，980.00 
多汗症：0.06，0.12，0.85，7.50，32.50，40.00，133.63，226.32，475.58，527.00 
多肌炎 - 皮肌炎：0.02，0.75，2.42，5.35，8.52，125.69，262.50，561.50，728.57，802.44 
多瘤病毒感染：0.13，0.52，6.75，71.25，105.15，347.50，572.50，690.00，775.87，826.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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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毛症：0.11，0.49，0.78，2.52，7.53，123.42，263.02，515.78，682.02，752.05 
多囊卵巢综合征：0.04，0.50，0.97，2.75，12.85，20.00，37.50，122.53，325.87，840.02 
多囊卵巢综合症：0.04，0.50，0.97，2.75，12.85，20.00，37.50，122.53，325.87，840.02 
多囊肾疾病：0.16，0.55，0.95，7.50，12.71，37.50，125.00，175.34，434.25，567.70 
多囊性发育不良肾：0.07，0.37，3.85，67.50，108.20，402.71，547.50，667.50，705.87，895.58 
多软骨炎，复发性：0.04，0.12，0.95，19.30，121.44，201.33，485.83，653.02，807.50，973.34 
多软骨炎，慢性萎缩性：0.04，0.12，0.95，19.30，121.44，201.33，485.83，653.02，807.50，973.3
4 
多神经病，获得性：0.13，0.83，3.73，17.85，105.34，217.25，445.00，587.50，795.34，953.00， 
多神经病：0.13，0.83，3.73，17.85，105.34，217.25，445.00，587.50，795.34，953.00， 
多神经根炎：0.11，0.49，0.78，12.50，43.00，122.50，262.50，555.34，692.50，819.34， 
多系统萎缩：0.04，0.46，0.62，1.00，2.75，15.87，65.00，324.94，219.34，425.87 
多腺体型我自身免疫综合征：0.05，0.26，0.57，2.50，13.39，85.34，157.50，525.83，757.77，975.
34， 
多腺体型II自身免疫综合征：0.05，0.26，0.57，2.50，13.39，85.34，157.50，525.83，757.77，975.3
4， 
多种羧化酶缺乏症，迟发性：0.19，0.35，13.52，90.00，355.08，475.16，527.00，667.00，789.00，
986.22 
多重化学敏感性：0.08，0.37，0.78，8.85，45.50，113.52，241.01，392.50，675.87，812.02 
多重人格障碍：0.07，0.50，0.97，9.00，12.85，132.50，337.50，524.37，758.57，955.72 
 

D 
 
额部外伤：0.13，0.23，1.60，8.53，17.50，72.53，155.29，396.50，437.48，828.57， 
额颞叶德根：0.06，0.26，0.65，5.15，7.00，42.50，92.50，475.95，527.00，661.71， 
额叶脑膨出：0.13，0.57，0.78，0.97，2.50，87.50，323.98，665.70，822.70，906.07 
厄尔布麻痹：0.15，0.57，15.16，52.50，119.34，357.30，424.37，561.93，642.91，930.12 
厄舍综合征：0.04，0.24，10.53，20.00，124.37，342.06，527.00，667.00，742.00，987.23 
恶心：0.07，0.41，0.73，4.83，67.51，220.53，325.87，451.23，704.94，815.08 
恶性高热：0.11，0.55，0.95，5.25，20.00，37.50，62.50，93.50，150.00，478.50 
恶性高热：0.11，0.55，0.95，5.25，20.00，37.50，62.50，93.50，150.00，478.50 
恶性黑色素瘤：0.07，0.49，0.70，32.80，102.25，212.75，321.20，545.68，795.61，857.77 
恶性脑膜瘤：0.10，0.41，0.87，5.50，130.00，255.61，362.00，492.68，597.50，654.37 
恶性纤维组织细胞瘤：0.08，0.41，1.00，5.78，7.25，15.87，70.00，92.50，215.70，519.34 
颚疾病：0.19，0.18，0.65，9.00，32.39，119.50，232.50，721.67，831.00，925.62 
耳 - 心室解离：0.07，0.22，0.70，2.75，7.25，50.00，67.50，115.70，356.72，475.52 
耳癌：0.08,0.12,0.85,85.03,119.34,350.00,434.33,691.17,759.83,927.10 
耳鼻喉疾病：0.17，0.52，0.68，0.83，2.50，127.50，235.37，567.50，792.20，875.47 
耳鼻喉科疾病：0.17，0.52，0.68，0.83，2.50，127.50，235.37，567.50，792.20，875.47 
耳部感染： 0.05，0.37，0.83，2.50，3.00，73.30，95.75，175.00，269.71，355.08 
耳道纤颤：0.08,0.73,0.97,5.75,37.50,85.09,96.50,125.16,325.00,377.91 
耳疾病：0.55，0.90，5.15，55.34，151.09，387.50，452.50，621.81，870.53，921.02， 
耳科疾病：0.55，0.90，5.15，55.34，151.09，387.50，452.50，621.81，870.53，921.02 
耳聋，突发性：0.04，0.50，0.95，2.25，10.53，105.91，242.50，391.28，425.52，815.29 
耳鸣：0.07，0.24，0.57，87.50，175.16，322.06，476.50，667.00，742.00，985.67 
耳硬化症：0.08，0.25，0.90，2.25，5.75，30.00，157.50，305.47，553.50，850.32 
二尖瓣点击杂音：0.04，0.24，49.71，132.85，235.51，321.51，405.62，592.52，654.32，779.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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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尖瓣脱垂：0.04，0.24，49.71，132.85，235.51，321.51，405.62，592.52，654.32，779.50， 
二尖瓣狭窄：0.04，0.24，62.23，135.00，235.51，340.04，405.62，592.52，654.32，779.50， 
二尖瓣狭窄：0.04，0.24，62.23，135.00，235.51，340.04，405.62，592.52，654.32，779.50， 
二氢蝶啶还原酶：0.07，0.41，0.73，5.85，72.50，135.00，367.50，550.30，725.34，920.32， 

F 
 
发绀：0.20，0.25，0.78，2.50，12.85，117.50，295.29，432.41，751.17，917.50， 
发热：0.12，0.23，0.83，5.50，13.93，12.71，92.50，376.29，519.34，652.43 
发热：0.12，0.23，0.83，5.50，13.93，12.71，92.50，376.29，519.34，652.43 
发烧吸塑：0.11，0.55，1.23，5.58，27.50，291.25，293.05，292.00，345.50，824.37 
发育不良，Arteriohepatic：0.08，0.80，0.95，22.50，57.50，175.00，419.34，563.19，813.96，983.
17 
发育不全，颅面：0.09，3.50，12.68，51.89，110.30，292.50，452.50，695.75，825.29，953.72， 
发育不全，锁骨颅骨：0.17，0.52，0.62，0.85，20.30，97.50，155.27，562.50，753.20，850.00 
发育迟缓，智力：（症状只）0.14，0.23，0.41，2.37，4.05，19.50，175.00，376.30，407.60，513.0
6 
发育缺陷，神经 （DCD） ：0.03，0.24，0.85，2.50，5.87，85.00，96.50，175.87，357.77，452.59 
发作：0.46，0.95，67.50，150.00，275.19，519.34，682.45，711.21，859.83，922.53 
发作性睡病 - 
猝倒综合征：0.14，0.57，0.73，7.50，2.50，50.00，187.50，455.30，672.23，775.87， 
发作性睡病：0.14，0.57，0.73，7.50，2.50，50.00，187.50，455.30，672.23，775.87， 
法布里病：0.07，0.22，0.73，2.50，5.25，50.00，275.36，536.42，655.20，755.49 
法齐奥隆德综合症：0.07，0.22，0.62，2.50，5.50，40.00，475.03，527.00，667.00，742.00 
反流，胃：0.23，0.62，0.97，7.50，5.50，13.93，45.37，95.47，376.29，422.53 
反射性交感神经营养不良：0.09，0.52，0.65，0.93，5.71，87.50，255.31，525.29，675.31，878.50 
泛酸盐激酶神经变性：0.16，0.35，0.95，5.87，27.50，52.50，225.37，451.17，517.50，687.62 
范·博格特的脑白质炎：0.05，1.52，5.69，55.15，375.03，479.93，527.00，662.71，789.00，987.23 
范可尼贫血：0.05，0.41，1.29，5.43，7.25，125.44，467.50，605.91，702.50，815.43， 
芳基硫酸酯酶A缺乏：0.16，0.55，0.85，7.50，32.50，35.54，95.69，376.29，515.70，689.93 
放大肝脏：0.02，0.50，0.97，2.25，12.85，15.22，42.50，90.00，322.06，326.16， 
非霍奇金淋巴瘤：0.35，0.93，12.33，25.23，35.68，87.50，93.50，233.63，434.00，519.34， 
非纤维蛋白原血症：0.15,0.18,2.50,322.06,458.50,515.05,684.81,712.42,995.38， 
非小细胞肺癌：0.06，0.18，0.97，5.83，22.00，47.28，87.22，97.50，355.72，434.50，515.00 
非语言学习障碍：0.14，0.57，0.73，7.50，14.50，327.03，555.91，665.02，756.72，875.29 
非洲淋巴瘤：0.05,0.57,0.85,52.50,119.34,375.03,425.71,4344.50,642.91,985.90， 
非洲睡眠病：0.07，0.23，5.62，7.00，32.50，47.50，95.09，175.11，475.11，527.00， 
菲佛综合征：0.14，1.22，2.62，12.72，125.78，158.33，351.30，532.41，613.32，709.80， 
肥大，右心室：0.12，0.57，0.95，5.58，20.00，145.79，262.50，393.50，734.51，919.34 
肥大细胞病：0.07，0.24，0.78，12.50，57.50，112.05，241.21，361.28，596.50，888.20 
肥大细胞增多症：0.07，0.24，0.78，12.50，57.50，112.05，241.21，361.28，596.50，888.20 
肥厚，左心室：0.11，0.57，0.95，5.25，20.00，37.50，262.50，593.50，775.79，808.50 
肥胖与饮食失调：0.14，0.22，0.62，58.25，215.50，442.01，537.50，617.50，869.71，975.34， 
腓骨肌萎缩症：0.19，1.22，4.33，17.25，63.21，119.42，287.21，403.03，435.00，711.17 
腓骨肌萎缩症：0.19，1.22，4.33，17.25，63.21，119.42，287.21，403.03，435.00，711.17 
沸腾：0.20，0.46，0.60，2.25，12.85，27.50，42.50，96.50，236.42，455.21 
肺癌：0.23，0.41，0.72，0.87，5.50，13.01，81.53，410.41，527.21，915.91 
肺部炎症：0.05，0.35，0.75，0.93，5.71，7.50，345.83，465.34，593.50，725.00， 
肺部炎症：0.05，0.35，0.75，0.93，5.71，7.50，345.83，465.34，593.50，72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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肺出血肾炎综合征：0.17，0.95，10.53，2.50，125.09，375.16，525.71，650.00，752.63，923.70， 
肺动脉瓣闭锁：0.15，0.41，0.68，0.98，7.52，11.81，89.51，417.43，671.98，905.70 
肺动脉瓣闭锁：0.15，0.41，0.68，0.98，7.52，11.81，89.51，417.43，671.98，905.70 
肺动脉高压：0.14，0.40，0.78，1.00，2.50，12.33，15.58，52.50，225.79，424.94 
肺动脉瘟疫：0.05，0.26，0.57，2.50，12.85，35.34，57.50，96.50，322.06，475.87 
肺疾病，间质性：0.05，0.24，0.60，0.97，7.50，35.62，117.52，402.06，675.62，823.01 
肺疾病，慢性阻塞：0.37，0.41，0.62，0.97，7.50，15.31，87.50， 
肺疾病：0.03，0.41，0.62，0.93，7.50，12.71，85.00，206.50，324.94，735.62， 
肺疾病：0.16，0.21，0.42，0.97，7.54，11.81，67.58，415.43，671.98，905.70， 
肺结节病：0.08，0.35，37.50，115.70，322.06，325.27，175.00，475.19，527.00，834.50 
肺脓肿：0.04，0.24，0.60，0.83，2.50，39.98，203.50，741.67，835.62，917.81， 
肺泡蛋白沉积症：0.05，0.41，0.92，1.97，207.50，315.93，587.50，625.31，776.29，826.07 
肺泡炎，纤维化：0.65，0.41，0.62，4.97，7.50，15.31，87.50，325.93，385.90，504.37， 
肺气肿，肺：0.55，0.41，0.62，1.97，7.50，15.93，67.50，209.31，345.69，502.51， 
肺气肿：0.55，0.41，0.62，1.97，7.50，15.93，67.50，209.31，345.69，502.51， 
肺鼠疫：0.05，0.26，0.57，2.50，12.85，35.34，57.50，96.50，322.06，475.87 
肺栓塞：0.35，0.41，0.92，0.97，7.50，13.42，71.50，205.41，476.29，515.70， 
肺水肿：0.75，0.41，0.82，0.97，7.50，19.89，37.53，125.31，375.93，519.34， 
肺萎陷：0.05，0.73，0.95，5.00，17.50，37.50，322.06，563.19，714.82，930.12 
肺纤维化：0.65，0.41，0.62，4.97，7.50，15.31，87.50，325.93，385.90，504.37， 
肺血栓栓塞症：0.35，0.41，0.92，0.97，7.50，13.42，71.50，205.41，476.29，515.70， 
肺炎，大叶性肺炎：0.05，0.35，0.75，0.93，5.71，7.50，345.83，465.34，593.50，725.00， 
肺炎，间质性：0.05，0.24，0.60，0.97，7.50，35.62，117.52，402.06，675.62，823.01 
肺炎：0.05，0.35，0.75，0.93，5.71，7.50，345.83，465.34，593.50，725.00， 
肺炎：0.05，0.35，0.75，0.93，5.71，7.50，345.83，465.34，593.50，725.00， 
肺炎链球菌：0.05，0.35，2.75，30.93，75.81，187.50，405.32，715.00，803.51，905.32， 
肺炎球菌感染：0.05，0.35，2.75，30.93，75.81，187.50，405.32，715.00，803.51，905.32， 
肺肿瘤：（见癌症：肺癌）（2种中列出） 
费尔蒂综合征：0.19，1.00，2.80，17.50，398.40，225.00，510.25，682.02，759.83，932.41 
费希尔综合征：0.03，0.12，0.93，7.50，132.31，247.52，362.54，596.52，695.61，819.34 
痱子：0.12，0.40，0.90，119.34，175.15，475.03，527.00，667.00，753.23，986.22 
分离性身份识别障碍：0.07，0.50，0.97，9.00，12.85，132.50，337.50，524.37，758.57，955.72 
分裂情感性障碍：0.57，0.68，0.87，2.50，5.71，32.50，92.50，322.53，519.34，653.69 
分析脂蛋白血症：0.14,0.41,8.00,17.50,87.50,95.75,225.00,476.50,527.00,666.71， 
粉刺：0.05,0.37,0.83,2.50,3.00,73.30,383.75,387.00,389.00,339.00， 
风湿，肌肉：0.04，0.49，0.78，7.50，118.00，215.43，362.51，422.06，608.41，751.20 
风湿病，关节，急性：0.13，0.25，0.62，0.95，7.50，72.50，232.50，551.10，779.23，839.43， 
风湿病，关节周围：0.17，0.55，0.95，5.71，13.93，137.50，262.50，497.50，626.07，822.53， 
风湿病：0.13，0.23，0.62，0.95，7.50，68.50，232.50，551.10，779.23，839.43， 
风湿热：0.13，0.25，0.62，0.95，7.50，72.50，232.50，551.10，779.23，839.43， 
风湿性多肌痛：0.17，0.55，0.95，5.71，13.93，137.50，262.50，497.50，626.07，822.53， 
风湿性疾病：0.13，0.23，0.62，0.95，7.50，68.50，232.50，551.10，779.23，839.43， 
风疹：0.06，0.26，0.75，2.25，7.50，52.50，369.50，373.01，371.05，687.62 
风疹：0.07，0.24，0.60，7.22，132.25，427.50，555.95，690.00，875.00，936.42， 
风疹：0.07，0.24，0.60，7.22，132.25，427.50，555.95，690.00，875.00，936.42， 
枫糖尿症：0.03，0.50，0.87，10.47，37.11，87.50，135.23，225.68，397.50，597.50 
蜂窝煤综合症：0.07，0.57，23.10，50.00，375.19，477.50，527.00，667.00，753.23，986.22 
蜂窝织炎，眼眶：0.03，0.50，0.85，5.25，77.25，112.78，407.50，511.88，725.37，825.00 
蜂窝织炎：0.03，0.50，0.85，5.12，7.25，13.93，147.50，250.00，425.75，62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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蜂窝织炎：0.03，0.50，0.85，5.12，7.25，13.93，147.50，250.00，425.75，625.00， 
冯雷克林豪森疾病：0.17，0.35，0.83，7.50，115.29，347.50，487.50，592.50，675.91，775.56 
缝合技术：0.16，0.35，2.50，15.75，47.50，275.00，512.33，655.20，750.00，925.71 
弗赖贝格 病：0.17，0.52，0.73，0.95，2.25，17.50，35.91，72.50，90.00，275.37， 
弗赖斯-
Certonciny综合症：0.17，0.55，0.95，5.71，13.93，137.50，262.50，497.50，626.07，822.53， 
弗里德赖希共济失调：0.16，0.49，0.73，0.95，5.26，7.25，12.71，92.50，275.00，425.43， 
弗里德赖希疾病：0.16，0.49，0.73，0.95，5.26，7.25，12.71，92.50，275.00，425.43， 
弗里曼 - 谢尔顿综合症：0.19，0.52，0.68，0.80，2.50，5.17，15.00，42.50，92.50，325.43， 
服务器的疾病/ 
Calceneal突炎：0.04，0.41，0.73，0.90，65.17，234.25，300.00，479.50，527.00，838.90 
福尔摩斯阿迪综合症：0.17，0.46，10.85，55.16，96.50，350.00，567.00，692.33，810.20，982.11 
福斯特·肯尼迪综合征：0.04，0.18，0.70，2.25，5.29，47.50，275.52，425.29，571.00，813.00 
辐射排毒：0.25，0.50，2.75，65.35，105.31，328.21，357.00，405.15，424.65，575.20 
妇科疾病：0.08，0.35，0.60，0.87，2.25，5.00，55.47，172.50，397.50，796.50 
妇科肿瘤：0.03，0.46，27.50，17.50，40.00，85.16，95.00，150.00，210.50，434.17 
附睾炎：0.02，0.12，0.95，13.61，52.50，150.00，463.04，633.25，723.53，855.35 
附红细胞体：0.19，0.40，0.95，322.85，323.90，323.50，342.75，346.00，349.30，923.01 
附件：0.04，0.46，33.01，72.50，117.59，231.90，509.02，645.44，798.72，915.00 
复视：0.26，0.65，10.53，5.15，42.50，65.31，95.90，225.83，455.82，805.31， 
复杂区域疼痛综合征，I型：0.11，4.14，33.15，72.33，121.50，280.10，525.00，617.00，712.00，9
88.90 
复杂区域疼痛综合征II型：0.11，0.57，0.80，62.50，96.50，210.50，475.00，667.00，742.00，988.9
0 
副交感神经系统疾病：0.05，0.37，0.83，2.75，3.00，70.00，95.09，175.16，275.00，357.30 
副流感：0.07，0.33，1.06，5.20，27.53，102.37，145.47，203.00，486.10，535.91 
副流感病毒感染：0.07，0.33，1.06，5.20，27.53，102.37，145.47，203.00，486.10，535.91 
副神经节瘤，Gangliocytic：0.04，0.30，0.65，0.90，2.50，57.22，113.93，293.50，358.57，479.50
， 
副神经节瘤：0.04，0.30，0.65，0.90，2.50，57.22，113.93，293.50，358.57，479.50， 
副血友病：0.04，0.32，0.62，0.97，5.00，22.50，60.00，90.00，325.36，863.65， 
副银屑病：0.08，0.37，0.78，0.90，7.52，10.32，140.00，232.50，725.47，925.37 
副银屑病EN斑块：0.08，0.37，0.78，0.90，7.52，10.32，140.00，232.50，725.47，925.37 
副粘病毒感染：0.07，0.33，1.06，5.20，27.53，102.37，145.47，203.00，486.10，535.91 
副肿瘤性脑脊髓炎：0.14，0.49，0.60，0.83，2.25，17.75，81.08，95.47，319.34，533.63 
副肿瘤综合征：0.14，0.49，0.60，0.83，2.25，17.75，81.08，95.47，319.34，533.63 
富尼埃病：0.08，0.55，0.57，7.50，18.00，121.09，242.90，360.00，596.50，975.43 
富尼耶坏疽：0.08，0.55，0.57，7.50，18.00，121.09，242.90，360.00，596.50，975.43 
腹：0.16，0.49，0.73，0.95，12.69，5.26，12.71，92.50，269.71，475.47 
腹股沟淋巴：0.02，0.12，0.95，13.39，22.50，50.00，60.00，93.50，234.11，470.21 
腹股沟肉芽肿：0.03，0.50，0.70，0.97，88.00，370.50，547.50，656.50，725.37，825.52 
腹膜后纤维化：0.07，0.46，0.65，112.95，295.87，347.50，427.50，695.28，750.00，875.95， 
腹膜假性粘液瘤：0.08，0.52，0.65，2.50，10.53，35.83，224.37，675.87，727.00，867.00， 
腹腔疾病：0.12，0.55，0.85，2.50，20.00，47.50，72.50，125.17，379.93，475.19， 
腹水，凝胶：0.08,0.52,0.65,2.50,10.53,35.83,224.37,675.87,727.00,867.00， 
腹水：0.07,0.52,6.23,37.50,355.08,475.09,527.00,667.00,789.00,987.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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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露糖苷，α-
B，溶酶体：0.75，7.50，57.50，122.53，269.71，479.50，527.00，667.00，742.00，986.22 
杆锥营养不良：0.07，0.50，1.00，7.50，17.50，127.50，335.29，525.15，705.22，813.67， 
肝病：0.11，0.55，0.97，12.33，17.50，30.00，160.10，383.50，421.00，645.25， 
肝豆状核变性：0.16，0.55，0.95，7.50，22.50，42.50，125.22，275.56，533.63，652.43， 
肝五流出道阻塞：0.05，0.24，72.50，122.53，342.06，512.33，682.45，753.07，926.70， 
肝纤维化：0.11，0.55，0.95，5.50，17.50，37.50，162.50，383.50，421.00，645.25， 
肝炎，病毒性，人：0.15，0.18，0.87，5.29，27.50，45.56，65.29，95.22，182.50，233.45， 
肝炎，慢性，隐：0.87，27.50，45.56，65.29，95.22，182.50，233.45，414.55，420.80，418.00 
肝炎，慢性：0.87，27.50，45.56，65.29，95.22，182.50，233.45，414.55，420.80，418.00 
肝炎C：0.20，0.87，5.29，27.50，65.29，95.22，182.50，233.45，414.55，421.80 
肝硬化，肝：0.11，0.55，0.95，5.50，17.50，37.50，162.50，383.50，421.00，645.25， 
肝硬化：0.08，0.55，0.57，7.50，8.00，12.69，140.00，363.02，492.53，912.48， 
肝硬化：0.11，0.55，0.95，5.50，17.50，37.50，162.50，383.50，421.00，645.25， 
肝硬化：0.11，0.55，0.95，5.50，17.50，37.50，162.50，383.50，421.00，645.25， 
肝肿大：0.02，0.50，0.97，2.25，12.85，15.22，42.50，90.00，322.06，326.16， 
感觉失认症：0.12，5.62，67.50，93.50，222.70，425.00，522.53，689.93，752.63，923.70 
感冒，“感冒和流感” 0.12，0.55，0.85，7.50，12.50，40.00，120.00，313.35，320.00，615.00， 
感冒疮：0.11，0.55，1.23，5.58，27.50，291.25，293.05，292.00，345.50，824.37 
感染性休克：0.18，0.22，55.00，62.50，132.41，210.50，475.17，527.00，667.00，749.00， 
橄榄桥脑小脑萎缩：0.08，0.41，0.80，57.19，105.50，212.50，385.00，426.16，675.52，875.29 
橄榄桥脑小脑萎缩症，特发性：0.08，0.41，0.80，57.19，105.50，212.50，385.00，426.16，675.52
，875.29 
干皮病：0.03，0.18，0.65，0.80，33.52，72.50，270.96，321.80，505.67，715.28 
干燥综合征：0.13，0.40，57.50，92.50，175.19，479.93，527.00，667.00，742.00，988.90 
干燥综合征：0.13，0.40，57.50，92.50，175.19，479.93，527.00，667.00，742.00，988.90 
冈瑟氏病：0.08，0.41，2.83，15.25，67.25，221.01，471.02，597.52，722.30，822.57， 
肛门疾病：0.05,0.60,2.25,7.50,97.50,475.00,52.006,67.00,752.70,986.22 
肛门突出：0.13,0.23,0.75,0.85,51.31,327.25,495.00,681.50,791.95,953.00， 
钢铁般的头发综合症：0.17，0.42，18.81，89.10，115.18，220.05，375.00，532.51，615.20，713.87 
高苯丙氨酸血症，非Phenylketonuric：0.07，0.41，0.73，5.85，72.50，135.00，367.50，550.30，725
.34，920.32， 
高草酸尿：0.03，0.32，0.62，0.80，7.50，2.50，32.50，90.00，322.06，524.94 
高催乳素血症：0.03，0.52，0.68，0.90，7.50，88.50，151.79，285.00，325.79，819.34 
高胆固醇血症：0.08，0.41，0.95，2.50，5.50，15.58，187.50，292.50，619.34，815.70 
高胆固醇血症：0.08，0.41，0.95，2.50，5.50，15.58，187.50，292.50，619.34，815.70 
高胆红素血症，遗传性：0.13，0.52，0.62，9.00，13.61，155.87，362.52，453.02，775.91，925.58 
高胆红素血症脑病：0.08，0.35，0.60，0.80，2.75，5.50，50.00，62.50，90.00，95.67 
高度疾病：0.09,10.57,30.42,88.31,109.50,257.68,346.27,3344.20,572.00,792.33 
高度节律失常：06，0.32，0.60，32.50，67.50，97.50，325.75，519.34，691.27，754.19 ,, 
高钙血症：0.11，0.49，14.73，82.50，217.50，344.01，671.52，753.21，871.02，975.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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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弓足畸形：0.92，32.75，150.01，293.70，329.05，415.84，423.47，472.12，512.14，629.90 
高胱氨酸尿症：0.24，0.73，0.83，7.50，30.00，57.50，95.87，97.50，424.94，562.91 
高槻 氏综合征：0.04，0.22，0.62，13.52，5.50，40.00，175.83，432.41，565.36，709.83 
高钾血症：0.10，0.57，0.95，12.85，20.00，37.50，95.79，250.00，475.58，527.00 
高钾血症：0.10，0.57，0.95，12.85，20.00，37.50，95.79，250.00，475.58，527.00 
高热，恶性：0.11，0.55，0.95，5.25，20.00，37.50，62.50，93.50，150.00，478.50 
高山病：0.09，10.57，30.42，88.31，109.50，257.68，346.27，344.20，572.00，792.33 
高碳酸血症：0.12，0.35，0.93，7.50，25.00，35.87，87.50，93.50，234.51，523.01 
高体温，恶性：0.11，0.55，0.95，5.25，20.00，37.50，62.50，93.50，150.00，478.50 
高铁血红蛋白血症：0.12，0.35，0.83，2.50，15.23，55.68，85.61，92.50，225.68，451.17 
高血糖昏迷HN：0.17，0.18，0.84，7.59，87.32，132.51，345.03，657.50，792.50，925.79， 
高血压，恶性：0.07，0.41，0.78，3.21，88.52，109.69，215.23，505.79，615.58，725.79 
高血压，肺：0.14，0.40，0.78，1.00，2.50，12.33，15.58，52.50，225.79，424.94 
高血压，高：0.03，0.40，0.78，1.00，2.50，33.39，75.79，185.58，425.79，719.34 
高血压，门：0.04，0.40，0.78，1.21，52.78，122.85，315.00，487.50，725.79，915.70， 
高血压：0.03，0.40，0.78，1.00，2.50，33.39，75.79，185.58，425.79，719.34 
高胰岛素血症：0.14，0.25，0.85，7.50，8.00，13.93，185.79，325.23，741.34，960.41 
高脂血症，家族性：0.07，0.23，0.83，12.33，30.00，131.00，253.02，350.00，425.79，826.90 
高脂血症，脂蛋白：0.07，0.23，0.83，12.33，30.00，131.00，253.02，350.00，425.79，826.90 
睾丸癌：0.04，0.55，7.25，50.00，97.50，222.70，434.59，517.50，687.62，712.00 
睾丸癌：0.04，0.55，7.25，50.00，97.50，222.70，434.59，517.50，687.62，712.00 
睾丸疾病：0.12，0.40，0.90，5.12，20.00，119.34，175.00，475.75，527.00，987.23 
睾丸扭转：0.07，0.46，0.83，2.50，150.00，225.75，475.16，667.00，742.00，985.67 
睾丸女性化：0.06，7.50，67.50，95.00，376.29，475.05，527.00，665.34，761.85，987.23 
戈林综合征：0.10，0.57，0.80，7.50，15.00，52.50，95.11，655.20，750.00，923.70， 
戈谢病：0.05，0.24，0.70，0.95，2.50，7.50，32.50，125.37，319.34，519.34 
咯血：0.17，0.18，0.87，2.75，22.01，41.58，187.52，265.29，692.50，742.06， 
革兰氏阳性菌感染：0.15，0.92，2.75，13.22，163.00，275.29，307.25，435.37，587.50，795.52 
革兰阴性菌感染：0.15，9.23，42.75，183.85，275.29，307.25，435.37，587.50，795.52，901.03 
格 - 施 - 沙：0.06，0.26，0.68，7.50，10.53，45.37，96.50，536.42，655.20，751.87 
格 - 施综合征：0.06，0.26，0.68，7.50，10.53，45.37，96.50，536.42，655.20，751.87 
格雷夫斯 病：0.08，0.35，55.61，119.87,232.25，308.29，455.52，585.37，697.50，825.91 
格林巴利综合症：0.04，0.32，0.62，5.97，35.25，112.73，296.00，392.97，701.66，933.50， 
隔 - 视神经发育不良：0.22，0.97，7.50，85.19，96.50，95.75，175.00，524.37，655.20，995.20， 
膈疝：0.04，0.26，0.68，2.25，10.89，145.22，267.50，425.91，657.77，825.22， 
根管（细菌处理）：0.05，0.37，0.83，2.50，3.00，73.30，95.75，175.00，269.71，355.08 
跟骨骨刺： 0.23，0.60，12.00，55.00，96.50，375.11，512.33，655.20，750.00，927.10 
哽咽盘：0.05，0.40，0.85，2.50，13.98，12.71，95.47，233.91，426.90，571.00， 
梗阻性脑积水：0.07，0.37，0.87，7.50，8.00，67.50，195.87，427.02，573.82，854.00 
工作综合征：0.13，0.23，0.70，33.47，288.75，351.00，432.50，601.23，719.01，851.91 
弓蛔虫病：0.18，0.24，10.53，27.50，35.00，57.50，96.50，325.11，475.16，527.00， 
弓形虫感染：0.17，0.32，32.50，47.50，60.00，125.71，476.50，527.00，749.00，987.23 
弓形体病：0.17，0.32，32.50，47.50，60.00，125.71，476.50，527.00，749.00，987.23 
宫颈发育不良：0.02，0.24，0.85，37.50，101.32，221.10，419.34，562.91，709.83，976.90 
宫颈环扎的：0.15，0.23，7.50，13.61，96.50，175.00，500.00，682.45，753.07，927.10， 
宫颈环扎的：0.15，0.23，7.50，13.61，96.50，175.00，500.00，682.45，753.07，927.10， 
巩膜外层炎：0.08，0.35，5.19，55.00，72.50，92.50，322.06，475.27，827.00，967.00， 
巩膜炎：0.08，0.35，5.19，55.00，72.50，92.50，322.06，475.27，827.00，967.00， 
共济失调，小脑：0.10，0.83，10.89，2.50，52.50，87.50，95.19，214.35，552.59，719.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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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济失调性Telangiectasia：0.13，0.65，19.90，42.50，376.29，452.59，522.39，687.62，712.42，9
95.38， 
佝偻病，肾：0.04，0.55，0.78，0.97，5.87，57.05，152.03，592.50，602.59，953.72 
佝偻病：0.07，0.46，1.56，5.95，17.50，127.50，250.00，465.75，696.50，819.34 
佝偻病：0.07，0.46，1.56，5.95，17.50，127.50，250.00，465.75，696.50，819.34， 
钩虫感染：0.11，0.55，1.20，7.50，30.00，57.50，72.50，95.56，133.63，419.31 
钩端螺旋体病：0.07，0.24，10.57，37.29，132.81，313.75，437.50，520.50，631.94，771.00 
股骨头缺血性坏死病：0.04，0.32，0.70，0.87，5.78，32.50，181.93，621.69，705.54，815.70 
股癣：0.02，0.75，2.62，5.95，8.50，125.69，262.50，592.50，758.57，823.44 
骨病，代谢：0.23，0.60，12.00，55.00，96.50，375.11，512.33，655.20，750.00，927.10， 
骨丢失，与年龄相关：0.03，0.24，0.70，1.77，12.33，27.50，135.52，550.00，725.29，875.00， 
骨肥厚：0.12，0.25，0.70，2.50，10.53，2.75，32.50，92.50，356.72，425.58， 
骨关节病：0.06，0.41，0.87，7.50，8.00，77.50，187.50，358.81，721.00，986.22 
骨关节病畸形：0.06，0.41，0.87，7.50，8.00，77.50，187.50，358.81，721.00，986.22 
骨关节炎：0.06，0.41，0.87，7.50，8.00，77.50，187.50，358.81，721.00，986.22 
骨坏死：0.13，0.22，0.93，5.50，17.50，32.50，72.50，127.00，356.50，624.37 
骨疾病：0.23，0.60，12.00，55.00，96.50，375.11，512.33，655.20，750.00，927.10， 
骨盆喇叭综合征：0.07，0.35，0.70，45.00，78.25，114.69，323.00，637.08，845.87，973.50 
骨皮质增生，先天性：0.12，0.25，0.70，1.07，2.75，14.53，32.50，92.50，356.72，425.58， 
骨软骨炎：0.14，0.30，0.83，7.50，128.00，202.43，340.00，450.00，575.37，719.34 
骨软化症：0.10，0.22，0.68，7.25，39.25，125.37，220.91，405.37，593.50，875.52， 
骨髓瘤，浆细胞：0.06，0.35，0.62，0.97，12.50，27.50，142.50，325.87，623.01，815.58 
骨髓炎：0.16，0.23，7.73，72.25，105.29，207.00，332.50，547.50，750.00，875.00 
骨髓增生性疾病：0.05，0.41，0.60，0.95，5.78，30.00，57.50，97.50，325.87，675.96 
骨髓增生异常综合征：0.19，0.30，0.80，7.50，27.50，45.58，96.50，315.70，419.34，562.96 
骨无菌坏死：0.13，0.22，0.93，5.50，17.50，32.50，72.50，127.00，356.50，624.37 
骨血管坏死：0.13，0.22，0.93，5.50，17.50，32.50，72.50，127.00，356.50，624.37 
骨硬化脆：0.05，0.46，0.95，7.50，32.50，50.00，67.50，125.91，319.34，855.82， 
骨硬化症：0.05，0.46，0.95，7.50，32.50，50.00，67.50，125.91，319.34，855.82， 
骨折：0.13，0.57，0.78，0.93，32.50，217.50，552.71，743.01，815.91，913.52） 
骨质疏松：0.23，0.60，12.00，55.00，96.50，375.11，512.33，655.20，750.00，927.10， 
骨质疏松症，创伤后：0.03，0.24，0.70，1.77，12.33，27.50，135.52，550.00，725.29，875.00，： 
骨质疏松症，老年性：0.03，0.24，0.70，1.77，12.33，27.50，135.52，550.00，725.29，875.00，： 
骨质疏松症，与年龄相关：0.03，0.24，0.70，1.77，12.33，27.50，135.52，550.00，725.29，875.00 
骨质疏松症：0.03，0.24，0.70，1.77，12.33，27.50，135.52，550.00，725.29，875.00， 
骨质增生，皮层，先天性0.12，0.25，0.70，1.07，2.75，14.53，32.50，92.50，356.72，425.58， 
骨质增生：0.12，0.25，0.70，2.50，2.75，10.53，32.50，92.50，356.72，425.58， 
骨赘 （骨刺）： 0.10，0.32，52.50，112.33，175.17，475.00，527.00，662.71，742.00，986.22 
骨赘增生，脊柱：0.10，0.32，52.50，112.33，175.17，475.00，527.00，662.71，742.00，986.22 
骨Onychodysplasia：0.07，0.35，0.70，45.00，78.25，114.69，323.00，637.08，845.87，973.50 
鼓膜穿孔：0.06，0.18，0.78，7.50，8.00，55.75，96.50，657.11，749.00，987.23 
鼓膜穿孔：0.06，0.18，0.78，7.50，8.00，55.75，96.50，657.11，749.00，987.23 
鼓膜破裂：0.06，0.18，0.78，7.50，8.00，55.75，96.50，657.11，749.00，987.23 
关节病，神经源性：0.11,5.33,7.00,15.00,125.00,350.00,425.00,571.00,828.00,932.00， 
关节疾病：0.11，0.24，0.57，38.83，222.72，317.50，431.20，572.50，695.67，905.62 
关节炎 具体 ：0.05，0.75，0.90，9.00，11.09，55.33，398.40，425.71，642.91，980.00 
关节炎，风湿，急性：0.13,0.25,0.62,0.95,5.50,72.50,232.50,551.10,779.23,839.43， 
关节炎，风湿病和骨质疏松症，包括头痛，关节和颈部疼痛综合 
关节炎，感染后：0.06,0.65,0.80,5.81,42.50,398.40,410.00,571.00,828.00,937.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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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节炎，活性：0.06,0.65,0.80,5.81,42.50,398.40,410.00,57.00,828.00,937.41， 
关节炎，类风湿：0.19，1.00，2.80，17.50，398.40，225.00，510.25，682.02，759.83，932.41 
关节炎，青少年慢性：0.06，0.78，7.50，40.00，398.40，476.50，527.00，665.34，761.85，987.23 
关节炎，少年风湿症：0.06,0.78,7.50,40.00,398.40,476.50,527.00,665.34,761.85,987.23 
关节炎，少年特发性：0.06,0.78,7.50,40.00,398.40,476.50,527.00,665.34,761.85,987.23 
关节炎，退行性：0.06，0.41，0.87，7.50，8.00，77.50，187.50，358.81，721.00，986.22 
关节炎：0.19，0.57，0.83，2.25，5.09，67.50，96.50，325.16，424.37，566.41， 
冠状感染：0.08，0.35，5.75，12.93，63.47，182.50，435.29，562.50，793.50，995.75， 
光环：0.07,0.18,0.73,0.87,5.77,7.25,22.50,97.50,375.35,500.00,655.20,751.87,932.41 
光灵敏度：0.50，0.57，0.87，12.33，42.50，152.50，287.50，392.31，810.50，901.04， 
光敏性：0.13，0.24，1.70，34.87，62.25，102.75，232.50，425.54，725.35，869.71 
光敏性疾病：0.13，0.24，1.70，34.87，62.25，102.75，232.50，425.54，725.35，869.71 
胱氨酸：0.06，0.32，0.73，0.83，12.33，20.00，85.00，150.00，95.31，122.53 
胱氨酸尿：0.23，0.85，10.53，28.21，17.50，41.90，62.50，150.00，326.07，975.31 
胱硫醚缺陷病：0.24，0.73，0.83，7.50，30.00，57.50，95.87，97.50，424.94，562.91 
腘囊肿：0.17，0.35，8.85，57.50，117.50，237.52，357.50，691.02，810.50，915.70， 
过度换气：0.12，0.23，0.85，5.50，22.50，35.58，73.30，92.50，352.93，523.01， 
过度视力异位症：0.05,0.70,2.50，67.50,125.05,322.06,536.42,655.20,752.63,924.37 
过敏：0.04，0.37，0.65，0.80，2.50，25.58，52.50，192.50,375.79,926.06， 
过敏反应：0.14,0.75,2.50,65.00,87.30,236.42,400.00,51.13,74.82,978.05 
过敏反应：0.14,0.75,2.50,65.00,87.30,236.42,400.00,51.93,714.82,978.05 
过敏性角膜炎：0.19，0.52，0.65，1.00，13.93，110.53，380.00，447.50，728.98，825.27 
过敏性肉芽肿性血管炎：0.19，0.52，0.75，1.78，13.93，110.53，380.00，447.50，728.98，825.27 
过敏性紫癜，血小板减少0.04，0.50，0.60，9.07，73.50，283.50，502.50，635.00，805.31, 975.90 
过敏性紫癜，血小板减少性：0.04，0.50，0.60，9.07，73.50，283.50，502.50，635.00，805.31，975
.90 
过敏性紫癜：0.13,0.23,0.65，18.20,57.50,108.02,305.31,606.30,719.94,822.53， 
过敏性紫癜：0.13，0.23，0.65，18.20，57.50，108.02，305.31，606.30，719.94，822.53， 
过敏性紫癜：0.13，0.23，0.65，18.20，57.50，108.02，305.31，606.30，719.94，822.53， 
过敏性紫癜：0.13,0.23,0.65,18.20,5750,108.02,305.31,606.30,719.94,822.53， 
过敏症，过敏性：0.04，0.24，0.57，1.92，30.72，57.50，152.01，321.26，669.71，823.01 
过敏症，呼吸：0.06，0.55，0.70，9.87，74.50，130.00，240.00，490.00，675.29，879.50， 
过敏症，即时：0.04，0.24，0.57，1.92，30.72，57.50，152.01，321.26，669.71，823.01 
过敏症，乳胶：0.15，0.23，0.65，0.93，7.50，11.09，52.50，172.51，383.50，516.52 
过敏症，I型：0.04，0.24，0.57，1.92，30.72，57.50，152.01，321.26，669.71，823.01 
过敏症：0.04，0.37，0.65，0.80，2.50，25.58，52.50，192.50，375.79，926.06， 
过氧化物酶体疾病：0.06，0.26，0.57，9.00，12.85，35.54，125.00，424.37，760.00，812.91 
 

H 
 
哈格曼特质：0.08，0.22，0.73，2.50，5.71，50.00，322.53，415.70，566.41，707.26， 
哈基姆综合症：0.05，0.37，0.90，12.85，67.50，267.50，555.56，695.87，875.58，943.20 
哈曼富综合症：0.65，0.41，0.62，4.97，7.50，15.31，87.50，325.93，385.90，504.37 
哈钦森 - 
吉尔福德综合症：0.04，0.12，0.95，12.85，32.50，50.00，235.31，603.50，747.50，823.30， 
哈钦森 的黑色素祛斑：0.06，0.37，0.87，7.50，8.00，62.50，95.56，325.87，473.00，742.06 
哈钦森 的牙齿：0.02，0.18，25.00，125.15，269.71，475.03，527.00，667.00，761.85，986.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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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特纳普疾病：0.16，0.55，0.95，5.75，67.25，132.50，237.50，391.50，421.22，515.70 
咳嗽：0.07，0.24，0.91，7.50，12.08，145.50，442.00，574.50，797.50，983.50 
海利 - 天疱疮症：0.19，0.57，1.12，7.50，27.50，42.50，96.50，325.43，415.70，562.91 
海狸发热：0.05,0.35,0.60,0.87,2.25,5.29,55.47,97.50,324.37,425.52 
海绵状病 ：0.02，0.97，5.69，32.50，175.03，451.17，517.50，683.00，712.42，995.38， 
海绵状脑病：0.09，0.23，1.95，8.85，44.11，72.41，125.21，433.50，541.50，621.61 
海绵状脑病（疯牛病），亚急性：0.07，0.12，0.75，0.93，15.09，24.40，417.50，505.00，791.50，
995.15， 
含铁血黄素沉着：0.14，0.25，0.95，7.50，10.53，20.00，57.50，325.56，497.61，660.41 
含牙囊肿：0.16，0.55，0.85，7.50，20.00，47.50，95.31，210.50，475.95，527.00， 
汉森病：0.17，0.24，0.79，3.50，5.82，48.00，97.50，123.01，468.43，592.26 
汉坦病毒感染：0.07，0.12，0.60，0.87，2.25，125.52，387.50，525.00，707.50，816.50， 
汗腺疾病：0.12，0.40，0.90，119.34，175.15，475.03，527.00，667.00，753.23，986.22 
汗性外胚层发育不良：0.13，0.52，0.83，8.50，12.53，145.83，262.50，397.50，633.91，825.17 
核黄疸：0.08，0.35，0.60，0.80，2.75，5.50，50.00，62.50，90.00，95.67 
核间眼肌麻痹：0.17，0.32，0.95，5.50，32.50，47.50，162.12，232.03，397.50，679.93 
核上性麻痹，进：0.18，0.22，3.52，17.81，57.63，291.11，522.80，608.11，771.42，795.02 
颌疾病：0.17，0.37，0.90，2.75，5.12，52.50，90.00，234.25，842.00，937.41， 
赫伯登的节点：0.06，0.41，0.87，7.50，8.00，77.50，187.50，358.81，721.00，986.22 
赫氏反应：（休息从电疗法疗程2-3天，净化肝） 
黑斑息肉综合征：0.14，0.55，0.95，35.71，71.25，82.50，142.50，393.50，632.41，719.34 
黑变病：0.03，0.12，0.93，7.50，30.00，147.50，262.50，315.61，505.68，756.50， 
黑便：0.05，0.52，0.71，0.93，2.56，33.18，215.47，402.53，592.50，7325.37 
黑曲霉Fugax：0.18，0.78，2.50，85.00，37.50，110.25，175.00，352.93，495.00 
黑色素瘤，无色素：0.15，0.18，1.32，2.51，25.68，212.75，321.20，545.68，795.61，857.77 
黑色素瘤：0.07，0.49，0.70，32.80，102.25，212.75，321.20，545.68，795.61，857.77 
黑色素祛斑：0.06，0.37，0.87，7.50，8.00，62.50，95.56，325.87，473.00，742.06 
黑水热：0.04，0.24，0.57，1.00，12.05，177.71，234.00，591.00，683.16，849.34， 
亨德拉病毒病：0.07，0.33，1.06，5.20，27.53，102.37，145.47，203.00，486.10，535.91 
亨廷顿 病：0.15，0.23，0.75，3.85，52.25，177.25，400.00，563.19，642.91，976.90 
亨廷顿 舞蹈病：0.15，0.23，0.75，3.85，52.25，177.25，400.00，563.19，642.91，976.90 
横纹肌溶解症：0.07，0.18，0.73，34.21，205.69，317.25，412.50，692.50，776.95，838.25， 
横纹肌肉瘤：0.12，0.27，9.33，34.21，205.69，317.25，412.50，692.50，776.95，838.25， 
横纹肌样瘤：0.07，0.46，0.65，0.95，51.25，147.50，277.50，395.75，633.91，845.28， 
横向延髓综合征：0.03，0.50，0.87，13.52，7.50，27.50，35.00，125.69，297.50，437.50 
红斑：0.07，0.24，0.65，0.90，2.50，27.50，55.54，124.37，475.36，778.50， 
红斑狼疮，皮肤：0.11，0.49，0.73，2.25，7.50，30.00，270.28，333.91，791.03，905.07 
红斑狼疮，皮肤亚急性：0.11，0.49，0.73，2.25，7.50，30.00，270.28，333.91，791.03，905.07 
红斑狼疮，系统性：0.11，0.49，0.73，2.25，7.50，30.00，270.28，333.91，791.03，905.07 
红斑狼疮，亚急性：0.11，0.49，0.73，2.25，7.50，30.00，270.28，333.91，791.03，905.07 
红皮：0.03，0.41，0.62，0.95，7.50，125.31，387.50，682.10，822.06，925.93， 
红皮病，斑丘疹：0.08，0.37，0.78，0.90，7.52，10.32，140.00，232.50，725.47，925.37 
红皮病，塞扎里：0.18，0.30，2.33，17.50，45.75，375.17，475.00，527.00，662.71，723.01， 
红细胞生成卟啉症：0.08，0.41，2.83，15.25，67.25，221.01，471.02，597.52，722.30，822.57， 
红细胞增多症：0.14，0.22，0.73，13.02，55.37，121.20，271.01，694.00，715.70，824.37， 
虹膜炎：0.04，0.25，0.87，11.09，7.50，12.71，85.68，132.50，353.50，855.08 
喉：0.19，0.52，0.78，0.97，7.50，116.72，205.54，325.00，422.50，925.69 
喉癌：0.03，0.87，2.50，17.50，35.15，97.50，434.61，560.00，840.96，985.90 
喉返神经麻痹：0.08，0.12，15.33，85.00，90.00，357.30，527.00，657.11，833.20，987.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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喉疾病：0.03，0.24，0.62，0.83，183.39，315.62，432.39，691.50，822.54，923.01 
喉咙痛：0.14，0.22，0.73，5.25，7.25，52.03，157.51，290.20，675.35，821.37 
喉麻痹：0.08，0.12，15.33，85.00，90.00，357.30，527.00，657.11，833.20，987.23 
喉软骨膜炎：0.03，0.24，0.62，0.83，183.39，315.62，432.39，691.50，822.54，923.01 
喉狭窄：0.20，0.25，0.75，2.50，3.00，5.58，95.23，175.54，425.69，571.00 
喉狭窄：0.20，0.25，0.75，2.50，3.00，5.58，95.23，175.54，425.69，571.00 
喉炎：0.03，0.24，0.60，0.80，11.95，52.71，50.00，197.50，305.61，432.41 
喉肿瘤：0.03，0.87，2.50，17.50，35.15，97.50，434.61，560.00，840.96，985.90 
猴痘：0.12，0.35，0.93，22.50，77.50，150.61，260.00，395.00，597.50，975.68， 
呼吸道感染：0.10，0.55，0.73，0.87，67.20，172.85，230.00，533.20，675.95，875.29 
呼吸道过敏症：0.06，0.55，0.70，9.87，74.50，130.00，240.00，490.00，675.29，879.50， 
呼吸道合胞病毒感染：0.04，0.55，0.57，0.87，7.50，50.19，140.00，390.00，624.37，819.34， 
呼吸道疾病：0.10，0.55，0.73，0.87，67.20，172.85，230.00，533.20，675.95，875.29 
呼吸窘迫综合征，新生儿：0.07，0.55，0.65，0.87，7.50，16.02，42.01，190.00，675.29，826.90 
呼吸链缺陷，线粒体：0.16，0.35，0.93，2.50，215.61，355.68，419.34，651.10，723.03，868.43 
呼吸暂停，睡眠，中央：0.07，0.37，12.71，47.50，97.50，225.75，377.91，519.34，691.27，753.0
7 
呼吸暂停：0.06，0.83，0.97，5.16，20.00，65.00，476.50，527.00，742.00，987.23 
呼吸综合征，重症急性胰腺炎：0.06，0.52，15.17，42.50，125.71，376.29，514.35，682.45，759.83
，918.50， 
胡尔勒综合征：0.07，0.35，0.70，5.58，17.25，22.50，150.00，413.02，550.00，719.34 
花斑癣：0.05，0.41，0.60，0.85，350.00，479.50，527.00，663.71，752.70，987.23 
花斑癣：0.05，0.41，0.60，0.85，350.00，479.50，527.00，663.71，752.70，987.23 
花非花：0.02，0.23，0.65，16.95，73.50，120.53，355.54，607.59，816.51，979.93 
滑膜炎：0.05，0.52，0.62，10.89，32.57，479.50，527.00，662.71，752.70，985.67 
滑囊炎：0.06，0.23，20.00，62.50，125.75，150.00，357.30，532.41，653.69，759.83， 
滑脱：0.46，0.68，32.71，96.50，319.34，428.17，512.33，682.45，753.07，922.53 
化脓性汗腺炎：0.15，9.23，66.73，185.64，215.25，537.11，632.22，781.50，893.00，952.00 
化妆品重建（POST）0.06，0.23，0.73，0.87,105.72，237.25，432.50，526.07，669.71，819.34 
画眉：0.18，0.93，2.50，42.50，71.50，96.50，125.75，434.00，642.91，983.17 
坏疽：0.07，0.50，0.95，7.50，13.52，132.50，342.50，490.00，696.50，796.50， 
坏疽性脓皮病：0.03，0.32，0.73，0.95，14.00，75.31，185.00，310.50，625.31，971.00 
坏死，无菌性，骨：0.13，0.22，0.93，5.50，17.50，32.50，72.50，127.00，356.50，624.37 
坏死，血管，骨：0.13，0.22，0.93，5.50，17.50，32.50，72.50，127.00，356.50，624.37 
坏死性动脉炎：0.08，0.32，0.73，3.87，19.12，159.32，285.00，654.03，724.34，933.91 
环收缩，宫腔：0.07，0.18，5.62，37.50，100.00，275.16，525.71，655.20，750.00，926.70， 
环扎术，宫颈：0.15，0.23，7.50，13.61，96.50，175.00，500.00，682.45，753.07，927.10， 
环状肉芽肿：0.50，0.70，0.97，7.50，88.00，370.50，547.50，656.50，725.37，825.52 
幻觉：0.10，0.57，1.00，7.50，27.50，37.50，96.50，342.06，515.70，691.27，756.53，990.50， 
幻肢：0.16，0.55，0.95，17.50，93.98，137.50，396.50，575.83，824.37，963.19， 
患，物理：0.16，0.35，0.95，5.26，27.50，52.50，225.47，522.53，682.02，750.00 
 

I 
 
黄斑变性：0.15，0.18，0.80，5.50，33.20，172.30，471.20，557.82，603.44，921.88， 
黄斑病，与年龄相关：0.15，0.18，0.80，5.50，33.20，172.30，471.20，557.82，603.44，921.88， 
黄斑营养不良，角膜：0.04，0.24，11.45，48.15，132.79，209.27，332.30，592.50，775.29，819.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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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疸，慢性特发性：0.20，0.46，0.60，2.50，13.00，35.78，187.50，235.00，395.62，805.70 
黄疸，溶血：0.02，0.12，5.16，62.50，110.25，332.41，517.50，684.81，712.23，992.00 
黄疸：0.13，0.23，0.62，0.97，7.50，12.05，152.50，293.50，315.62，496.01 
黄疸：0.13，0.23，0.62，0.97，7.50，12.05，152.50，293.50，315.62，496.01 
黄褐斑：0.03，0.12，0.93，7.50，30.00，147.50，262.50，315.61，505.68，756.50， 
黄褐斑：0.03，0.12，0.93，7.50，30.00，147.50，262.50，315.61，505.68，756.50， 
黄瘤病，家族：0.12，0.23，0.87，5.50，97.50，376.29，432.41，563.19，642.06，983.17 
黄瘤病，沃尔曼的：0.12，0.23，0.87，5.50，97.50，376.29，432.41，563.19，642.06，983.17 
黄瘤病：0.12，0.23，0.87，5.50，97.50，376.29，432.41，563.19，642.06，983.17 
黄热病：0.05，7.50，17.50，47.50，96.50，475.05，527.00，657.11，753.23，987.23 
黄色瘤：0.12，0.23，0.87，5.50，97.50，376.29，432.41，563.19，642.06，983.17 
黄色瘤Disseminatum：0.14，0.41，0.97，7.50，10.72，20.00，57.50，175.87，415.70，568.43 
黄体囊肿：0.06，0.40，0.83，5.25，85.47，132.20，247.50，530.20，618.20，880.30 
黄体生成素：0.13，0.35，0.70，0.85，5.79，77.25，130.00，296.50，625.58，915.70 
回肠结肠炎：0.03，0.41，0.62，0.95，7.50，25.75，87.50，480.00，525.29，825.00 
回肠炎，区域：0.03，0.41，0.62，0.95，7.50，25.75，87.50，480.00，525.29，825.00 
回肠炎，终端：0.03，0.41，0.62，0.95，7.50，25.75，87.50，480.00，525.29，825.00 
回归热：0.08，0.57，0.90，5.71，45.20，152.59，262.50，695.02，715.73，819.34 
蛔虫病：0.06，1.33，5.27，10.89，90.00，379.93，425.00，571.00，829.00，932.00， 
会厌炎：0.07，0.46，0.60，0.95，11.09，32.50，127.50，395.83，619.34，725.54， 
惠普尔病：0.87，7.50，2.50，32.50，97.50，250.00，479.50，527.00，789.00，987.23 

惠普尔病：0.87，7.50，2.50，32.50，97.50，250.00，479.50，527.00，789.00，987.23 

惠特莫尔氏病：0.03，0.50，0.90，13.61，37.50，117.50，255.61，497.50，715.70，842.06 

昏迷，高血糖/摩尔非酮症：0.17，0.18，0.84，7.59，87.32，132.51，345.03，657.50，792.50，925.7
9， 
昏迷：0.17，0.18，0.84，8.12，87.32，132.51，345.03，657.50，792.50，925.79 
混合性结缔组织：0.08，0.26，57.71，141.45，201.31，331.51，425.88，583.12，674.92，739.61， 
获得性免疫综合征：0.15,5.58,22.00,30.00,4.50,360.59,3365.00,38.88,903.00,465.11 
霍顿疾病：0.13，0.23，0.75，0.80，5.25，7.25，35.00，95.47，226.32，422.53 
霍顿巨细胞动脉炎：0.13，0.23，0.75，0.80，5.25，7.25，35.00，95.47，226.32，422.53 
霍尔特 - 奥拉姆综合征：0.14，0.22，0.73，5.25，7.25，52.51，167.53，326.16，569.71，719.34， 
霍乱：0.13，0.35，0.95，159.22，243.05，451.17，515.19，688.29，712.23，993.41， 
霍乱婴儿：0.02，0.52，0.70，0.90，2.50，5.25，15.47，142.50，292.50，821.06 
霍纳氏综合征：0.07，0.50，0.97，9.00，12.33，32.50，142.50，320.00，425.87，525.56 
霍纳综合征：0.07，0.50，0.97，9.00，12.33，32.50，142.50，320.00，425.87，525.56 
霍奇金病：0.02，0.12，0.95，13.39，22.50，50.00，60.00，93.50，234.11，475.87 
霍奇金淋巴瘤：0.02，0.12，0.95，13.39，22.50，50.00，60.00，93.50，234.11，475.87 
 

J 
 
肌病，结构：0.18，0.54，2.63，6.82，29.83，58.71，453.28，589.48，701.20，812.00， 
肌腱变性：0.30，12.71，50.00，150.00，358.57，479.50，527.00，662.71，749.00，986.22 
肌腱病变：0.30，12.71，50.00，150.00，358.57，479.50，527.00，662.71，749.00，986.22 
肌痉挛：0.13，0.40，0.62，0.90，5.58，117.25，442.52，657.51，722.59，865.87 
肌肉疾病：0.13，0.40，5.78，66.83，132.50，205.78，472.50，507.50，782.20，932.10 
肌肉痉挛：0.06，0.32，0.60，32.50，67.50，97.50，325.75，519.34，691.27，754.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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肌萎缩，脊髓，婴儿：0.18，0.32，25.00，52.50，134.25，175.75，426.90，571.00，843.00，937.41
， 
肌萎缩，脊髓：0.19，1.22，3.72，17.25，63.21，119.42，293.24，403.03，435.00，711.17 
肌萎缩，神经痛：0.15,0.57,15.16，52.50,119.34,37.77,424.37,561.93,642.91,930.12 
肌萎缩性Latr硬化：0.02,2.50,60.00,95.00,225.33,479.50,527.00,667.00,742.00,985.67 
肌萎缩症，腓骨：0.19，1.22，4.33，17.25，63.21，119.42，287.21，403.03，435.00，711.17 
肌萎缩症，脊髓灰质炎后：0.06，0.12，0.71，39.01，135.55，253.79，316.50，523.11，604.22，625
.79 
肌纤维发育不良：0.02，0.52，0.75，2.75，5.25，47.50，275.00，424.37，560.00，815.96 
肌炎：0.07，0.33，0.75，0.83，3.70，8.51，98.50，314.95，405.07，517.02 
肌营养不良：0.13，0.40，0.60，0.83，5.87，47.25，142.50，357.52，702.51，882.11 
肌营养不良：0.13，0.40，0.60，0.83，5.87，47.25，142.50，357.52，702.51，882.11 
肌营养不良症先天性Brevicollis：0.03，0.52，0.62，0.93，7.50，12.71，85.00，96.50，300.00，225.5
4 
肌张力障碍：0.08，0.50，0.83，11.70，58.87，330.21，417.32，653.02，822.01，971.32 
肌张力障碍：0.08，0.50，0.83，11.70，58.87，330.21，417.32，653.02，822.01，971.32 
肌阵挛，行动：0.07，0.35，0.70，45.00，77.25，114.69，320.00，637.08，805.87，973.50 
肌阵挛，夜间：0.07，0.35，0.70，45.00，77.25，114.69，320.00，637.08，805.87，973.50 
肌阵挛：0.07，0.35，0.70，45.00，77.25，114.69，320.00，637.08，805.87，973.50 
肌阵挛樱桃红斑：0.20，0.25，0.65，2.50，3.00，7.50，96.50，326.16，534.25，652.43， 
积脓，胆囊：0.08，0.52，0.62，9.00，13.39，42.50，210.50，475.19，527.00，661.71， 
基本结节：0.08，0.32，0.73，3.87，19.12，159.32，285.00，654.03，724.34，933.91 
基底动脉瘤：0.08,0.24,0.57,7.50,10.72,36.21,142.50,321.00,415.70,775.68 
基底细胞痣综合征：0.10,0.57,0.80,7.50，15.00，52.50，95.11，655.20，750.00，923.70， 
基恩斯 综合征：0.15，0.35，0.62，0.93，7.50，13.52，52.50，72.50，93.50，96.50， 
基因病：0.08,0.35,55.61,119.87,232.25,308.29,45.52,585.37,69.75,825.91 
基质营养不良，角膜：0.04，0.24，11.45，48.15，132.79，209.27，332.30，592.50，775.29，819.34
， 
畸胎瘤，成熟：0.12，0.90，5.25，27.50，57.50，222.53，425.11，571.00，838.00，937.41， 
畸胎瘤，囊性：0.12，0.90，5.25，27.50，57.50，222.53，425.11，571.00，838.00，937.41， 
畸胎瘤：0.12，0.90，5.25，27.50，57.50，222.53，425.11，571.00，838.00，937.41， 
畸胎瘤：0.12，0.90，5.25，27.50，57.50，222.53，425.11，571.00，838.00，937.41， 
畸胎瘤：0.12，0.90，5.25，27.50，57.50，222.53，425.11，571.00，838.00，937.41， 
畸形：0.04，0.23，0.73，0.83，215.69，347.25，532.50，742.50，896.50，975.98 
畸形骨肥大 - 韦伯：0.06，0.12，0.60，0.90，2.75，17.50，72.50，375.69，357.77，425.23 
畸形骨肥大症：0.06，0.12，0.60，0.90，2.75，17.50，72.50，375.69，357.77，425.23 
畸形骨费尔综合征：0.03，0.52，0.62，0.93，7.50，12.71，85.00，96.50，300.00，225.54 
畸形性骨炎：0.30，0.83，7.50，8.00，22.50，40.00，225.37，475.52，527.00，667.00 
吉尔伯特疾病：0.07，0.32，0.62，0.85，5.00，22.50，60.00，352.93，422.53，563.19， 
急性炎性神经病变：0.04,0.32,0.62,5.97,35.25,112.73,296.00,39.99,701.66,933.50 
脊髓半切综合征：0.50，0.68，87.50，95.03，234.51，452.59，518.92，684.81，712.23，997.87， 
脊髓病，外伤性：0.18，0.32，0.95，7.50，25.75，52.50，425.16，571.00，841.00，932.00， 
脊髓病，炎症：0.02，0.46，0.95，2.50，32.50，50.00，150.00，350.00，475.87，527.00 
脊髓病：0.18，0.32，0.95，7.50，25.75，52.50，425.16，571.00，841.00，932.00， 
脊髓发育<br/>不良综合征：0.19，0.30，0.80，7.50，27.50，45.58，96.50，315.70，419.34，562.96 
脊髓灰质炎，Nonpoliovirus：0.02，0.12，0.75，37.93，105.17，213.71，465.00，597.50，724.37，8
25.34 
脊髓灰质炎，Preparalytic：0.02，0.12，0.75，37.93，105.17，213.71，465.00，597.50，724.37，82
5.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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脊髓灰质炎：0.02，0.12，0.75，37.93，105.17，213.71，465.00，597.50，724.37，825.34 
脊髓灰质炎：0.02，0.12，0.75，37.93，105.17，213.71，465.00，597.50，724.37，825.34 
脊髓灰质炎：0.06，0.12，0.71，39.01，135.55，253.79，316.50，523.11，604.22，625.79 
脊髓灰质炎后综合征：0.06，0.12，0.71，39.01，135.55，253.79，316.50，523.11，604.22，625.79 
脊髓疾病：0.18，0.32，0.95，7.50，25.75，52.50，425.16，571.00，841.00，932.00， 
脊髓脊髓发育不良：0.03，0.24，0.85，2.50，5.87，85.00，96.50，175.87，357.77，452.59 
脊髓空洞症：0.12，5.12，7.00，32.50，95.75，175.00，522.53，682.02，759.83，900.00 
脊髓栓系综合征：0.03，0.24，0.85，2.50，5.87，85.00，96.50，175.87，357.77，452.59 
脊髓损伤：0.18，0.32，0.95，7.50，25.75，52.50，425.16，571.00，841.00，932.00， 
脊髓小脑性共济失调3型：0.14，0.25，0.87，7.50，8.00，13.93，85.68，225.23，475.68，527.00 
脊髓性肌萎缩，少年：0.18，0.32，25.00，52.50，134.25，175.75，426.90，571.00，843.00，937.41
， 
脊髓性肌萎缩，婴儿：0.18，0.32，25.00，52.50，134.25，175.75，426.90，571.00，843.00，937.41
， 
脊髓性肌萎缩：0.19，1.22，3.72，17.25，63.21，119.42，293.24，403.03，435.00，711.17 
脊髓炎：0.02，0.46，0.95，2.50，32.50，50.00，150.00，350.00，475.87，527.00 
脊髓炎：0.02，0.46，0.95，2.50，32.50，50.00，150.00，350.00，475.87，527.00 
脊髓中央综合征：0.10，0.50，87.50，95.00，225.17，450.00，522.39，688.29，712.23，993.41， 
脊髓纵裂：0.03，0.24，0.85，2.50，5.87，85.00，96.50，175.87，357.77，452.59 
脊索瘤：0.06，0.49，0.57，12.00，72.50，225.00，475.19，527.00，667.00，752.70 
脊柱骨赘：0.10，0.32，52.50，112.33，175.17，475.00，527.00，662.71，742.00，986.22 
脊柱关节炎Ankylopoietica：0.19，0.18，8.00，55.75，322.06，477.50，527.00，662.71，742.00，98
8.90 
脊柱疾病：0.18，0.32，0.95，7.50，25.75，52.50，425.16，571.00，841.00，932.00， 
脊柱裂，休息日：0.18，7.50，25.17，52.50，112.33，175.00，524.37，682.45，753.07，927.10， 
脊柱裂：0.32，0.80，7.50，25.16，52.50，255.93，522.53，691.27，753.07，912.33 
脊柱炎，强直性：0.19，0.18，8.00，55.75，322.06，477.50，527.00，662.71，742.00，988.90 
集合不足：0.17，0.32，0.95，5.50，32.50，47.50，162.12，232.03，397.50，679.93 
几内亚蠕虫感染：0.10，0.57，0.80，54.71，195.31，352.50，595.90，619.34，797.61，891.27 
计算障碍：0.15，0.23，0.62，0.95，7.50，212.85，455.98，557.50，796.50，891.50， 
季节性情感障碍：0.13，0.22，55.00，73.30，92.50，132.41，233.91，475.27，527.00，667.00， 
寄生虫0.68毛枝藻，0.90，2.50，5.50，13.93，93.50，404.25，415.25，412.00，407.00， 
寄生虫阿米巴菌滋养体1.42，4.32，5.50，13.93，122.50，322.60，394.25，397.10，396.00，432.00 
寄生虫阿米巴滋养体1.42，4.32，5.50，13.93，122.50，322.60，394.25，381.10，387.00，385.00 
寄生虫埃及血吸虫：0.17，0.55，0.95，5.25，25.00，37.50，162.50，397.50，536.42，702.53 
寄生虫埃及血吸虫（血吸虫）：0.18，0.24，0.60，0.87，2.25，27.50，55.44，181.21，325.83，625.
43， 
寄生虫埃及血吸虫0.68，0.90，2.50，5.50，13.93，93.50，386.40，388.00 387.00，473.00， 
寄生虫巴西利什曼0.68，0.90，2.50，5.50，13.93，93.50，386.40，400.05，405.10，403.00， 
寄生虫贝诺孢子虫属（肺节）：原生动物0.68，0.90，2.50，13.93，204.51，337.30，331.00，352.80
，361.40，358.00 
寄生虫鞭藻。（男）0.68，0.90，2.50，5.50，13.93，93.50，386.40，388.30，408.90，406.00， 
寄生虫扁形虫：0.03，0.24，0.70，1.29，12.33，27.50，35.41，142.00，357.77，475.91 
寄生虫布氏锥虫0.68，0.90，2.50，5.50，13.93，93.50，386.40，423.20，431.40，429.00， 
寄生虫脆弱双核阿米巴：0.68，0.90，2.50，5.50，13.93，122.50，322.60，401.35，406.05，404.00 
寄生虫杜氏利什曼原虫0.68，0.90，2.50，5.50，13.93，93.50，386.40，398.00，402.65，400.00， 
寄生虫恶性疟原虫涂抹0.68，0.90，2.50，5.50，13.93，93.50，386.40，372.30，373.80，37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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寄生虫肺吸虫Westermanii成人0.68，0.90，2.50，5.50，13.93，93.50，437.80，454.20，452.00，447
.00 
寄生虫肺炎链球菌：0.68，0.90，2.50，5.50，13.93，93.50，386.40，366.85，370.20，368.00， 
寄生虫肺carnii（肺）0.68，0.90，2.50，5.50，13.93，93.50，386.40，405.75，409.15，407.00， 
寄生虫粪（丝状幼虫）0.68，0.90，2.50，5.50，13.93，93.50，386.40，398.40，402.00，400.00， 
寄生虫福氏耐格里阿米巴0.68，0.90，2.50，5.50，13.93，93.50，386.40，356.90，364.35，362.00， 
寄生虫肝毛细线虫（肝节）：0.68，0.90，2.50，13.93，204.51，337.30，331.00，424.25，430.65，4
28.00 
寄生虫肝片吸虫0.68，0.90，2.50，5.50，13.93，93.50，386.40 421.35，427.30，425.00 
寄生虫肝片吸虫毛蚴0.68，0.90，2.50，5.50，13.93，93.50，386.40，421.75，424.70，423.00， 
寄生虫肝片吸虫尾蚴0.68，0.90，2.50，5.50，13.93，93.50，386.40 423.80，430.60，427.00 
寄生虫肝片吸虫rediae 0.68，0.90，2.50，5.50，13.93，93.50，386.40，420.60，427.50，425.00， 
寄生虫肝片形吸虫虫卵0.68，0.90，2.50，5.50，13.93，93.50，386.40 422.00，427.60，425.00 
寄生虫冈比亚锥虫：0.13，0.57，0.85，13.61，7.50，15.91，52.50，90.00，357.77，534.25， 
寄生虫冈比亚锥虫0.68，0.90，2.50，5.50，13.93，93.50，386.40，393.75，398.70，396.00， 
寄生虫弓形虫（人株）0.68，0.90，2.50，5.50，13.93，93.50，386.40，388.00，395.00，422.00 
寄生虫钩虫：0.16，0.30，0.57，0.95，2.50，5.50，20.00，150.00，319.34，478.50 
寄生虫钩虫braziliense（成人）：0.68，0.90，2.50，5.50，13.93，122.50，322.60 
397.60，403.25，401.00 
寄生虫华支睾吸虫：0.68，0.90，2.50，5.50，13.93，122.50，322.60，425.70，428.75，427.00 
寄生虫化脓性链球菌（齿）0.68，0.90，2.50，5.50，13.93，93.50，386.40，360.50，375.30，373.00
， 
寄生虫蛔虫：0.06，0.52，0.62，0.93，2.50，15.44，42.50，100.00，376.29，450.00， 
寄生虫蛔虫megalocephala（男性）0.68，0.90，2.50，13.93，204.51，337.30，331.00，403.85，409.
70，408.00 
寄生虫贾第鞭毛虫：0.05，0.12，0.90，5.50，27.50，15.41，45.00，421.40，426.30，424.00， 
寄生虫贾第鞭毛虫（滋养体）0.68，0.90，2.50，5.50，13.93，93.50，386.40，421.40，426.30，424.
00， 
寄生虫贾第鞭毛虫类型2：0.04，0.32，0.65，0.90，5.87，7.50，37.50，421.40，426.30，424.00， 
寄生虫间日疟原虫涂抹0.68，0.90，2.50，5.50，13.93，93.50，386.40，438.15，445.10，442.00， 
寄生虫姜片buskii成人0.68，0.90，2.50，5.50，13.93，93.50，386.40，427.70，435.10，434.00， 
寄生虫姜片rediae 0.68，0.90，2.50，5.50，13.93，93.50，386.40，427.30，433.00，432.00， 
寄生虫结肠小袋纤毛虫囊肿0.68，0.90，2.50，13.93，204.51，337.30，331.00，458.80，462.90，460
.00 
寄生虫疥疮：0.07，0.12，0.80，5.50，15.00，27.50，510.20，667.50，890.52，907.50， 
寄生虫卷棘口吸虫：0.68，0.90，2.50，5.50，13.93，122.50，322.60，425.70，428.75，427.00 
寄生虫克氏锥虫（脑组织）0.68，0.90，2.50，5.50，13.93，93.50，386.40，460.20，465.65，463.00
， 
寄生虫阔盘吸虫pancreaticum 0.68，0.90，2.50，5.50，13.93，93.50，386.40 
420.35，422.30，421.00 
寄生虫利什曼原虫墨西哥0.68，0.90，2.50，5.50，13.93，93.50，386.40，400.20，403.80，402.00， 
寄生虫链球菌。组G（齿）0.68，0.90，2.50，5.50，13.93，93.50，386.40，368.15，368.85，368.00
， 
寄生虫卵泡奶源：0.52，0.68，0.97，2.50，27.50，35.91，95.43，375.37，533.63，653.69 
寄生虫罗德西亚锥虫：0.07，0.22，0.68，0.97，2.25，5.75，25.43，125.00，226.32，456.50 
寄生虫曼氏血吸虫：0.37，0.95，2.75，3.00，72.50，96.50，375.43，175.44，375.91，598.22 
寄生虫曼氏血吸虫0.68，0.90，2.50，5.50，13.93，93.50，386.40，388.00 387.00，353.00， 
寄生虫猫，狗的共同蛔虫：0.68，0.90，2.50，13.93，198.51，323.30，376.90，404.90，409.15，408
.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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寄生虫梅毒螺旋体引起梅毒0.68，0.90，2.50，5.50，13.93，93.50，386.40，346.85，347.40，347.00 
寄生虫蛲虫：0.07，0.52，0.75，0.97，2.50，12.33，22.50，65.43，322.06，475.43 
寄生虫蛲虫：0.68，0.90，2.50，5.50，13.93，93.50，386.40，398.40，402.00，400.00， 
寄生虫蛲虫0.68，0.90，2.50，5.50，13.93，93.50，386.40，420.95，426.30，423.00 
寄生虫捻转血矛线虫0.68，0.90，2.50，5.50，13.93，93.50，386.40，386.80，395.50，393.00 
寄生虫捻转血矛线虫0.68，0.90，2.50，5.50，13.93，93.50，386.40，386.80，395.50，393.00， 
寄生虫盘尾丝虫（肿瘤）0.68，0.90，2.50，5.50，13.93，93.50，386.40，436.30，442.10，440.00 
寄生虫犬恶丝虫的狗心丝虫：2.50，13.93，204.51，337.30，388.95，390.70，389.00，408.15，411.1
5，409.00 
寄生虫犬钩虫0.68，0.90，2.50，13.93，123.53，383.10，402.90，400.00，393.00，386.00 
寄生虫热带利什曼原虫0.68，0.90，2.50，5.50，13.93，93.50，386.40，402.10，407.40，405.00， 
寄生虫肉孢子虫0.68，0.90，2.50，5.50，13.93，93.50，386.40，450.55，454.95，452.00， 
寄生虫三代虫：0.16，0.30，0.57，0.85，12.33，2.75，20.00，150.00，326.07，479.50 
寄生虫三代虫0.68，0.90，2.50，5.50，13.93，93.50，386.40，378.75，381.80，380.00， 
寄生虫食蟹猴疟原虫0.68，0.90，2.50，9.20，25.30，13.93，93.50，417.30，424.50，422.00， 
寄生虫似锥低颈吸虫0.68，0.90，2.50，5.50，13.93，93.50，386.40，424.45，429.55，427.00 
寄生虫丝虫：0.13，0.22，0.93，5.50，17.50，32.50，52.50，70.00，92.50，122.53 
寄生虫绦虫：（使用寄生虫，绦虫） 
寄生虫绦虫：0.10，0.25，0.68，5.75，2.75，7.50，96.50，226.07，475.44，527.00 
寄生虫绦虫echinococcinum：（狗和猫）0.10，0.25，0.68，5.87，2.50，7.50，96.50，215.70，475.0
0，527.00 
寄生虫韦荣球菌毒蛾0.68，0.90，2.50，5.50，13.93，93.50，386.40，401.75，405.20，403.00， 
寄生虫无形体：（第二范围）0.68，0.90，2.50，5.50，13.93，93.50，383.00 400.00 415.30，424.00 
寄生虫吸虫羊肝：0.15，0.38，0.93，2.52，31.20，43.43，68.50，98.50，149.28，496.01 
寄生虫旋毛虫（肌肉）0.68，0.90，2.50，5.50，13.93，93.50，386.40，403.85，405.57，404.50， 
寄生虫烟草花叶病毒0.68，0.90，2.50，5.50，13.93，93.50，386.40，427.15，420.55，428.00 
寄生虫眼丝虫0.68，0.90，2.50，5.50，13.93，93.50，386.40，388.00 360.55，361.00， 
寄生虫一般：0.41，0.60，0.85，5.17，22.50，57.50，322.06，475.43，575.44，627.00 
寄生虫一般综合：0.16，0.30，0.68，0.90，2.50，5.50，13.93，93.50，356.72，451.17 
寄生虫阴道毛滴虫0.68，0.90，2.50，5.50，13.93，93.50，386.40，378.00，383.60，381.00， 
寄生虫粘体虫0.68，0.90，2.50，5.50，13.93，93.50，386.40，409.60，416.95，414.00， 
寄生虫住白细胞0.68，0.90，2.50，5.50，13.93，93.50，386.40，397.45，402.55，400.00， 
寄生虫锥虫疫：0.13，0.57，0.85，5.75，7.50，20.00，52.50，90.00，358.57，475.44 
寄生虫锥虫lewisi：（血涂片）0.06，0.57，0.85，5.25，7.00，20.00，52.50，90.00，356.72，425.43 
寄生虫锥虫lewisi：0.15，0.12，0.62，0.83，10.53，2.75，15.91，96.50，225.41，524.37 
寄生虫锥虫lewisi（血涂片）0.68，0.90，2.50，5.50，13.93，93.50，386.40，424.50，426.00，425.0
0， 
寄生虫子孢子终端BAC。涂抹0.68，0.90，2.50，5.50，13.93，93.50，386.40，388.00 
385.15，385.95 
寄生虫Chilomastix囊肿（大鼠）：2.50，13.93，204.51，337.30，388.95，390.70，389.00，426.00，
425.20，427.30 
寄生虫Chilomonas，整装：2.50，13.93，204.51，337.30，388.95，390.70，389.00，393.75，400.00
，398.00 
寄生虫Cryptocotyle通用（成人）：0.68，0.90，2.50，5.50，13.93，122.50，322.60，409.95，416.00
，414.00 
寄生虫Echinoporyphium 
recurvatum：2.50，13.93，204.51，337.30，388.95，390.70，389.00，418.55 423.90，421.00 
寄生虫Endamoeba牙龈滋养体：0.81，1.42，4.32，5.50，13.93，122.50，322.60，433.80 441.00 
438.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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寄生虫Endolimax娜娜滋养体和包囊1.42，4.32，5.50，13.93，122.50，322.60，394.25，397.10，396.
00，432.00 
寄生虫filariose ： 0。23 ，0。5 0，2。8 0，5，23 ，1 1 0.9 1 ，9 1 。11 ，401 0.4 3 ，434.00 ，4 43 
。21 ，4 54 0.25， 
寄生虫fischoedrius细长：0.19，0.52，0.78，1.22，13.39，5.20，17.50，72.50，234.25，425.43 
寄生虫Gastrothylax细长0.68，0.90，2.50，5.50，13.93，93.50，386.40，451.90，457.10，455.00， 
寄生虫Hasstile 
SIG。三色（成人）0.68，0.90，2.50，5.50，13.93，93.50，386.40，448.05，455.10，453.00， 
寄生虫helminthsporium（蠕虫卵）：0.04，0.32，0.65，0.90，5.75，7.50，37.50，150.00，375.41，4
96.01 
寄生虫Iodamoeba butschlii 0.68，0.90，2.50，5.50，398.15，404.75 
437.85，448.50，445.00，402.00 
寄生虫Macracanthorhynchus 
0.68，0.90，2.50，5.50，13.93，93.50，386.40，438.85，442.80，440.00， 
寄生虫Metagonimus Yokogawai 
0.68，0.90，2.50，5.50，13.93，93.50，386.40，437.35，442.10，440.00， 
寄生虫Passalurus疑0.68，0.90，2.50，5.50，13.93，93.50，428.80，444.15，441.00，437.00， 
寄生虫Prosthogonimus 
macrorchis（卵）0.68，0.90，2.50，5.50，13.93，93.50，386.40，396.85，404.75，401.00， 
寄生虫Stephanurus 
dentalus（OVA）0.68，0.90，2.50，5.50，13.93，93.50，386.40，457.35，463.10，461.00， 
寄生虫Troglodytella abrassari 
0.68，0.90，2.50，5.50，93.50，416.90，422.20，385.20，383.00，419.00 
寄生虫turbatrix：0.02，0.23，0.73，2.50，5.25，7.00，32.50，95.91，175.41，475.43， 
寄生虫turbatrix：0.24，0.70，0.97，2.50，27.50，45.83，67.50，97.50，325.36，451.17 
寄生虫Urocleidus 0.68，0.90，2.50，5.50，13.93，93.50，386.40，442.35，450.00，447.00， 
寄生虫urocleidus：0.08，0.40，0.73，0.90，5.17，2.50，12.71，97.50，250.00，422.53， 
寄生虫urocleidus：0.13，0.23，0.75，0.85，5.25，7.25，45.00，87.50，95.36，150.00 
加德纳 综合征：0.05，0.52，0.78，10.47，5.58，32.50，65.68，149.21，275.67，375.68， 
加加速度眼球震颤：0.07，0.37，0.95，7.50，82.00，193.93，237.50，487.50，706.21，946.50 
加塞尔综合症：0.05，0.18，4.82，65.00，110.25，332.41，517.50，684.81，712.23，992.00 
家族慢性天疱疮：0.19，0.57，1.12，7.50，27.50，42.50，96.50，325.43，415.70，562.91 
家族性地中海热：0.16，0.57，0.95，5.25，37.25，132.50，237.50，522.53，675.43，819.34， 
家族性帕金森少年：0.57，0.78，0.90，5.25，7.00，115.71，255.83，485.43，692.50，825.00 
家族性运动神经元病：0.19，0.57，1.12，7.50，27.50，42.50，96.50，325.43，415.70，562.97 
家族性震颤：0.11，0.57，81.30，105.71，221.50，337.50，570.51，691.51，775.48，971.55 
甲病毒感染：0.12,0.78,12.71,55.00,90.00,175.05,425.00,571.00,822.00,932.00， 
甲沟炎：0.02，0.32，0.62，0.97，112.85，213.93，325.28，516.07，616.52，773.50 
甲型副伤寒沙门菌：0.18，0.57，1.85，7.50，329.00，365.05，370.10，368.00，385.00，724.37 
甲型肝炎：0.15，0.87，5.29，27.50，65.29，95.22，182.50，233.45，420.80，418.00 
甲癣：0.07，0.40，0.90，12.85，20.14，67.11，135.52，325.00，475.52，612.53 
甲癣：0.07，0.40，0.90，12.85，20.14，67.11，135.52，325.00，475.52，612.53 
甲状旁腺疾病：0.19，0.50，0.70，0.97，13.39，102.75，342.50，467.50，696.50，825.43， 
甲状腺癌：0.13，0.57，32.50，97.50，322.53，434.16，527.00，662.71，749.00，988.90 
甲状腺功能减退：0.07，0.46，0.83，7.50，20.00，85.23，313.63，405.79，429.70，539.00， 
甲状腺激素抵抗综合征：0.19，15.00，33.00，97.50，157.80，332.41，426.90，571.00，836.00，93
2.00， 
甲状腺疾病：0.14，13.93，32.50，97.50，157.80，332.41，426.90，571.00，836.00，93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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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状腺结节：0.14，0.12，0.65，2.50，32.50，97.50，225.11，422.53，707.26，985.90 
甲状腺炎，：0.14，0.25，0.60，2.50，32.50，112.33，319.34，525.71，753.07，900.00 
甲状腺炎，淋巴瘤：0.14，0.25，0.60，2.50，32.50，112.33，319.34，525.71，753.07，900.00 
甲状腺炎，淋巴细胞性：0.14，0.25，0.60，2.50，32.50，112.33，319.34，525.71，753.07，900.00 
甲状腺炎，亚急性：：0.14，0.25，0.60，2.50，32.50，112.33，319.34，525.71，753.07，900.00 
甲状腺炎：0.14，0.25，0.60，2.50，32.50，112.33，319.34，525.71，753.07，900.00 
甲状腺炎（自身免疫性）0.14，0.25，0.60，2.50，32.50，112.33，319.34，525.71，753.07，900.00 
甲状腺肿，突眼性：0.08，0.35，55.61，119.87,232.25，308.29，455.52，585.37，697.50，825.91 
贾第虫病：0.05，0.35，0.60，0.87，2.25，5.29，55.47，97.50，324.37，425.52 
贾氏的新变体：0.07，0.12，0.75，0.93，17.50，29.00，412.00，515.00，791.50，995.15， 
贾氏综合症：0.07，0.12，0.75，0.93，15.09，24.40，417.50，505.00，791.50，995.15， 
假单胞菌感染：0.06，0.23，8.85，45.25，115.30，215.31，437.50，662.50，825.34，917.03 
假体植入：0.10，0.52，0.87，3.20，15.89，32.75，132.00，437.50，525.83，725.31 
假性：0.06，5.07，95.00，127.63，275.05，455.82，515.16，684.81，712.23，993.41， 
假性胡尔勒多种营养不良：0.20，0.25，0.65，2.50，3.00，7.50，96.50，326.16，534.25，652.43 
假性脑瘤：0.06，0.49，0.68，7.50，102.50，231.70，472.50，625.69，705.70，857.20 
尖锐湿疣：0.16，0.35，17.50，37.50，210.50，476.50，527.00，665.34，789.00，987.23 
间皮瘤：0.15，0.23，0.72，1.83，82.53，137.51，242.10，407.50，592.52，693.20， 
间歇性跛行：0.08，0.24，0.57，7.50，12.05，2.50，42.50，271.50，415.70，675.68， 
间质性膀胱炎：0.04，0.46，0.80，2.25，113.95，232.50，335.69，587.50，821.00，975.31， 
间质性肺病：0.05，0.24，0.60，0.97，7.50，35.62，117.52，402.06，675.62，823.01 
肩部受伤：0.12，5.50，32.50，125.71，229.32，479.50，527.00，667.00，789.00，918.20 
肩手综合征：0.09，0.52，0.65，0.93，5.71，87.50，255.31，525.29，675.31，878.50 
肩腰神经病变：0.15，0.57，15.16，52.50，119.34，357.30，424.37，561.93，642.91，930.12 
缄默：0.19，0.37，0.75，0.85，2.25，58.58，129.58，448.87，553.50，695.91 
减少性紫癜，舍恩莱因 - 
亨诺赫：0.06，0.50，0.60，3.87，212.50，323.00，502.10，690.09，722.92，951.00 
减少性紫癜，血栓性血小板减少：0.05，0.50，1.90，112.87，312.50，405.50，652.50，726.07，802.
06，923.20 
减少性紫癜，血栓性血小板减少：0.05，0.50，1.90，112.87，312.50，405.50，652.50，726.07，802.
06，923.20 
减少性紫癜，Nonthrombocytopenic：0.06，0.50，0.60，3.87，212.50，323.00，502.10，690.09，72
2.92，951.00 
睑板囊肿：0.06，0.32，0.83，12.33，225.17，452.59，518.92，683.00，712.23，993.41， 
睑板腺囊肿：0.06，0.32，0.83，12.33，225.17，452.59，518.92，683.00，712.23，993.41， 
睑痉挛-口下颌D.0.06，0.41，0.70，0.83，2.50，32.50，305.05，431.20，632.59，723.01 
睑缘炎：0.10，0.83，5.00，45.11，93.50，475.16，527.00，667.00，752.70，987.23 
碱中毒：0.05，0.75，2.25，72.50，110.25，379.93，424.37，561.93，642.06，978.05 
健忘症：0.07,2.25,87.50,92.50,275.00,432.41,564.28,640.00,978.05 
渐进颅内闭塞Arteropathy：0.04，0.25，0.65，0.93，2.50，7.50，96.50，324.94，475.87，527.00 
渐进性核上性眼肌麻痹：0.18，0.22，3.52，17.81，57.63，291.11，522.80，608.11，771.42，795.02 
腱膜挛缩症：0.07，0.82，5.85，12.71，25.40，341.00，415.70，734.51，819.34，982.02 
腱鞘炎：0.11，0.40，12.71，42.50，95.00，210.50，425.75，571.00，837.00，932.00， 
腱炎：0.30，12.71，50.00，150.00，358.57，479.50，527.00，662.71，749.00，986.22 
姜片虫的寄生虫卵buskii 0.68，0.90，2.50，5.50，13.93，93.50，386.40，427.35，435.45，434.00， 
姜片虫的寄生虫尾蚴0.68，0.90，2.50，5.50，13.93，93.50，386.40，429.50，436.25，434.00， 
姜片虫寄生毛蚴0.68，0.90，2.50，5.50，13.93，93.50，386.40，427.35，435.20，434.00， 
浆细胞病：0.13，0.40，0.68，0.80，5.26，72.50，135.47，296.50，556.72，879.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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僵人综合症：0.14，0.95，5.75，12.71，45.00，125.17，250.00，479.93，749.00，986.22 
僵人综合症：0.14，0.95，5.75，12.71，45.00，125.17，250.00，479.93，749.00，986.22 
交叉感染：0.06，0.23，0.73，0.83，2.75，17.50，62.50，195.95，491.00，769.71 
交感神经系统疾病：0.05，0.37，0.83，2.75，3.00，70.00，95.09，175.16，275.00，357.30 
交流障碍：0.15，0.23，0.62，0.95，7.50，212.85，455.98，557.50，796.50，891.50， 
交通性脑积水：0.07，0.37，0.87，7.50，8.00，67.50，195.87，427.02，573.82，854.00 
交通运输障碍，氨基酸 ：0.16，0.55，0.95，5.75，67.25，132.50，237.50，391.50，421.22，515.70 
浇道，腹腔：0.12，0.55，0.85，2.50，20.00，47.50，72.50，125.17，379.93，475.19， 
胶质瘤：0.05，0.49，9.73，88.00，105.75，237.25，413.93，651.20，732.59，973.52 
胶质母细胞瘤，视网膜：0.55，0.68，0.87，7.50，13.61，40.00，90.00，375.95，575.31，827.00， 
胶质母细胞瘤：0.07，0.41，0.73，0.85，7.50，20.00，57.50，150.00，225.37，342.06， 
胶质母细胞瘤：0.07，0.41，0.73，0.85，7.50，20.00，57.50，150.00，225.37，342.06， 
焦虫病：0.04，0.18，0.70，0.90，7.50，45.75，71.50，95.00，219.34，379.93 
焦虑症：0.08,0.62,0.87,5.82,225.00。 423.07,572.00,727.33,841.12,903.91 
角化病，光化性：0.16，0.49，0.62，0.85，13.39，71.50，142.21，392.50，677.91，715.70 
角化病，脂溢性：0.12，0.68，0.85，12.05，7.50，27.50，97.50，275.62，523.01，687.45 
角化不全紫荆：0.08，0.37，0.78，0.90，7.52，10.32，140.00，232.50，725.47，925.37 
角膜疾病：0.04，0.24，9.68，42.85，172.50，203.00，412.50，592.50，775.29，819.34， 
角膜溃疡：0.04，0.24，9.68，42.85，172.50，203.00，412.50，592.50，775.29，819.34， 
角膜溃疡：0.04，0.24，9.68，42.85，172.50，203.00，412.50，592.50，775.29，819.34， 
角膜水肿：0.03，0.24，6.68，30.85，95.69，292.50，412.50，692.50，773.02，925.95， 
角膜炎，溃疡性：0.33，0.90，2.77，37.21，98.11，123.60，205.30，418.15，633.10，823.41 
角膜炎：0.07，0.55，0.70，0.87，5.25，7.25，30.00，55.23，93.50，325.62 
角膜Dyst。遗传性：0.04，0.24，11.45，48.15，132.79，209.27，332.30，592.50，775.29，819.34， 
绞痛：0.13，0.23，0.62，1.00，7.50，155.98，396.50，415.70，575.27，927.00， 
疖病：0.20，0.46，0.60，2.25，12.85，27.50，42.50，96.50，236.42，455.21 
接合菌病：0.14，0.49，0.73，0.95，97.50，175.33，476.50，527.00，667.00，752.70，  
接吻病：0.08，0.35，0.60，0.80，212.03，305.21，451.27，565.61，690.00，826.32 
接种Lymphoreticulosis：0.03，0.24，0.70，17.50，35.17，97.50，222.70，314.33，560.00，707.26
， 
节肢动物疾病：0.06,0.85,7.80,25.00,52.50,275.09,4266.90,571.00,829.00,937.41， 
节肢动物脑炎：0.15,0.23，0.60，0.95，7.50，150.89，455.34，527.50，896.50，917.20 
杰克逊扣押：0.46，0.95，67.50，150.00，275.19，519.34，682.45，711.21，859.83，922.53 
结肠 
，肠易激综合征：0.23，0.85，7.50，32.50，22.50，151.68，312.50，432.50，705.67，869.34， 
结肠炎，溃疡性：0.13，0.25，0.73，5.75，7.50，55.50，122.50，442.50，625.71，875.27， 
结肠炎，肉芽肿：0.03，0.41，0.62，0.95，7.50，25.75，87.50，480.00，525.29，825.00 
结肠炎，伪膜：0.28，0.75，0.81，0.98，107.41，128.31，176.21，517.10，609.42，717.21 
结肠炎，粘液：0.23，0.85，7.50，32.50，22.50，151.68，312.50，432.50，705.67，869.34， 
结肠Aganglionosis：0.13，0.52，0.75，5.52，8.22，47.50，72.51，126.33，275.56，475.22， 
结缔组织疾病：0.16，0.49，0.62，0.85，15.73，105.25，335.50，432.50，725.00，933.91 
结核，脊柱：0.08，0.40，0.73，0.90，5.11，47.50，97.50，222.70，527.00，663.71 
结核病：0.08，0.40，0.73，0.90，5.11，47.50，97.50，222.70，527.00，663.71， 
结节病，肺：0.08，0.35，37.50，115.70，322.06，325.27，175.00，475.19，527.00，834.50 
结节病：0.07，0.50，37.50，75.56，325.27，475.27，527.00，661.71，742.00，988.90 
结节性动脉周围炎：0.08，0.32，0.73，3.87，19.12，159.32，285.00，654.03，724.34，933.91 
结节性硬化症：0.08，0.35，5.50，35.16，72.50，93.50，525.71，650.00，759.83，924.37 
结膜疾病：0.17，0.52，0.60，0.85，118.20，227.50，455.95，560.00，750.00，975.75， 
结膜炎：0.17，0.52，0.60，0.85，225.53，327.50，455.95，760.00，850.00，969.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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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留神经病：0.02，0.24，0.85，2.50，5.25，72.50，196.50，375.91，456.72，880.00 
截瘫：0.02，0.22，0.97，7.50，22.50，85.37，155.47，285.00，416.50，605.41 
截肢，宫内：0.07,0.18,5.62,37.50,100.00,275.16,525.71,655.20,750.00,926.70， 
解离：0.11，0.49，0.97，17.30，29.50，422.50，602.50，715.31，803.50，924.37， 
解离性障碍：0.11，0.49，0.97，17.30，29.50，422.50，602.50，715.31，803.50，924.37， 
疥疮：0.24，0.70，7.50，10.89，5.50，142.50，372.50，490.00，825.27，919.34 
筋膜炎，坏死性：0.16，0.57，0.95，3.87，72.25，125.43，387.50，525.91，712.50，825.44 
筋膜炎：0.05，0.12，0.60，3.87，72.25，125.43，387.50，525.91，712.50，825.44， 
进行性肌萎缩：0.19，1.22，3.72，17.25，63.21，119.42，293.24，403.03，435.00，711.17 
惊厥：0.46，0.95，67.50，150.00，275.19，519.34，682.45，711.21，859.83，922.53 
晶状体后纤维组织：0.16，0.57，0.78，0.95，8.50，95.69，217.52，491.00，524.37，892.41 
晶状体混浊：0.03，0.41，15.19，87.50，122.06，312.33，532.41，655.20，750.00，927.10， 
精神病，简要反应：0.57，0.68，0.87，2.50，5.71，32.50，92.50，322.53，519.34，653.69 
精神病，躁狂抑郁症：0.04，0.37，0.87，2.25，2.50，70.00，95.27，269.71，175.27，350.00 
精神病：0.57，0.68，0.87，2.50，5.71，32.50，92.50，322.53，519.34，653.69 
精神病：0.57，0.68，0.87，2.50，5.71，32.50，92.50，322.53，519.34，653.69 
精神分裂症：0.07，0.50，0.97，9.00，12.85，132.50，337.50，524.37，758.57，955.72， 
精神分裂症：0.07，0.50，0.97，9.00，12.85，132.50，337.50，524.37，758.57，955.72， 
精神分裂症样精神障碍：0.57，0.68，0.87，2.50，5.71，32.50，92.50，322.53，519.34，653.69 
精索静脉曲张：0.19，0.57，5.91，52.50，95.00，210.25，400.00，568.43，642.91，978.05 
精索扭转：0.07，0.46，0.83，2.50，150.00，225.75，475.16，667.00，742.00，985.67 
颈部癌症：0.10，0.52，7.50，30.00，225.03，434.15，527.00，662.71，749.00，986.22 
颈部疼痛：0.08，0.49，0.73，0.80，7.50，142.53，285.02，412.03，528.23，775.56 
颈椎过度屈伸损伤：0.12，0.25，0.73，5.62，2.50，57.43 125.00，376.29，475.05，727.00， 
颈椎痛：0.08，0.49，0.73，0.80，7.50，142.53，285.02，412.03，528.23，775.56 
颈动脉变窄：0.02，0.24，2.75，17.50，35.19，97.50，269.71，314.37，563.19，875.96 
颈动脉溃疡：0.02，0.24，2.75，17.50，35.19，97.50，269.71，314.37，563.19，875.96 
颈动脉狭窄：0.02，0.24，2.75，17.50，35.19，97.50，269.71，314.37，563.19，875.96 
颈肱神经痛：0.15，0.57，15.16，52.50，119.34，357.30，424.37，561.93，642.91，930.12 
颈肌张力障碍：0.18，0.30，5.50，22.50，40.00，96.50，332.41，475.11，667.00，752.70， 
痉挛，小儿：0.06，0.32，0.60，32.50，67.50，97.50，325.75，519.34，691.27，754.19 ,, 
痉挛：0.06，0.32，0.60，32.50，67.50，97.50，325.75，519.34，691.27，754.19， 
痉挛性脊髓单瘫：0.50，0.68，87.50，95.03，234.51，452.59，518.92，684.81，712.23，997.87， 
痉挛性四肢瘫痪：0.15，0.46，0.95，5.85，62.50，107.50，217.50，496.50，855.72，915.31， 
痉挛性瘫：0.06，0.32，20.00，85.75，150.00，225.00，222.70，454.50，515.17，687.62 
痉挛性斜颈：0.18，0.30，5.50，22.50，40.00，96.50，332.41，475.11，667.00，752.70， 
静脉功能不全：0.12，0.65，13.98，87.50，96.50，222.53，325.00，475.16，749.00，986.22 
静脉曲张：0.14，0.25，0.85，5.25，7.25，325.00，587.50，745.31，815.90，927.00， 
静脉曲张：0.18，0.55，0.85，12.85，15.00，47.50，97.50，376.29，425.09，571.00， 
静脉炎：0.05，0.37，0.87，2.25，33.50，75.85，105.83，275.54，475.35，857.77 
静止性震颤：0.40，0.60，0.85，5.09，7.25，92.50，175.00，476.50，527.00，663.71， 
酒渣鼻：0.02，0.52，0.73，0.83，2.50，217.50，545.28，697.50，775.75，875.28， 
居永综合症：0.07，0.32，0.60，0.83，2.25，225.00，476.50，527.00，742.00，987.23 
巨大淋巴结增生症：0.04，0.50，0.70，0.97，5.75，7.50，37.50，96.50，225.91，425.37 
巨大颅内动脉瘤：0.08，0.24，0.57，7.50，10.72，36.21，142.50，321.00，415.70，775.68 
巨结肠，先天性：0.13，0.52，0.75，5.52，8.22，47.50，72.51，126.33，275.56，475.22， 
巨脑回：0.14，0.22，0.62，10.72，2.50，124.00，327.50，421.20，505.52，632.01， 
巨球蛋白血症：0.08，2.75，20.00，62.50，322.06，410.25，567.70，642.91，805.00，930.12 
巨球蛋白血症：0.08，2.75，20.00，62.50，322.06，410.25，567.70，642.91，805.00，93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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巨舌：0.07，0.23，0.83，2.75，30.00，30.00，50.00，134.25，325.65，425.68 
巨细胞包涵体病：0.07，0.12，0.85，9.50，88.00，141.20，297.50，425.95，675.31，827.00 
巨细胞病毒感染：0.07，0.12，0.85，9.50，88.00，141.20，297.50，425.95，675.31，827.00 
巨细胞动脉炎：0.13，0.23，0.75，0.80，5.25，7.25，35.00，95.47，226.32，422.53 
巨细胞胶质母细胞瘤：0.07，0.41，0.73，0.85，7.50，20.00，57.50，150.00，225.37，342.06， 
巨蟹座：鼻窦和鼻腔：0.57，15.75，52.50，62.50，95.00，250.00，434.00，524.37，682.02，753.07 
巨蟹座：扁桃体：0.08，0.12，40.00，85.00，136.42，357.30，434.75，571.00，840.00，937.41， 
巨蟹座：唇和口腔：0.08，0.57，15.75，52.50，62.50，95.00，250.00，434.37，682.02，753.07。 
巨蟹座：胆囊：0.08，0.85，2.50，43.00，97.23，175.00，434.00，791.00，853.00，972.10 
巨蟹座：耳朵：0.08，0.12，0.85，85.03，119.34，350.00，434.33，691.27，759.83，927.10 
巨蟹座：肝癌：0.11，0.52，81.30，135.71，221.50，434.50，570.51，691.51，775.48，971.55 
巨蟹座：横纹肌肉瘤，0.12，0.27，9.33，34.21，205.69，317.25，434.50，692.50，776.95，838.25
， 
巨蟹座：喉：0.03，0.87，2.50，17.50，35.15，97.50，434.61，560.00，840.96，985.90 
巨蟹座：呼吸道：0.10，0.55，0.73，0.87，67.20，172.85，230.00，43420，535.23，608.21 
巨蟹座：甲状腺：0.13，0.57，32.50，97.50，322.53，434.16，527.00，662.71，749.00，988.90 
巨蟹座：口腔癌：0.08，0.57，15.75，52.50，62.50，95.00，434.00，524.37，682.02，753.07。 
巨蟹座：颅外肿瘤：0.14，0.75，2.50，65.00，87.30，236.42，434.00，561.93，714.82，978.05 
巨蟹座：卵巢低度恶性潜能的肿瘤0.07，0.55，0.85，22.50，47.50，434.03，527.00，667.00，752.70
，988.90 
巨蟹座：皮肤，黑色素瘤0.15，2.12，20.00，45.15，73.30，96.50，125.00，375.75，434.33，563.19
， 
巨蟹座：皮肤，卡波济氏肉瘤0.15，2.12，20.00，45.15，73.30，96.50，125.00，375.75，434.33，56
3.19， 
巨蟹座：皮肤：0.15，2.12，20.00，45.15，73.30，96.50，125.00，375.75，434.33，563.19， 
巨蟹座：软组织肉瘤，0.15，2.12，20.00，45.15，73.30，96.50，125.00，375.75，434.33，563.19， 
巨蟹座：肾癌：0.13，0.57，0.78，12.27，68.29，135.25，272.72，434.53，733.91，836.42 
巨蟹座：生殖器，男：0.04，0.55，0.78，50.00，97.50，229.32，434.37，519.68，684.81，712.00 
巨蟹座：剩余：0.61，15.90，52.81，62.71，97.53，248.00，434.50，524.37，601.27，781.09 
巨蟹座：胃：0.03，2.12，2.50，15.03，96.50，125.15，434.91，647.00，789.00，985.67 
巨蟹座：下咽：0.11，1.49，32.57，102.25，212.50，434.50，672.50，735.34，893.50，930.10 
巨蟹座：涎腺：0.57，15.75，52.50，62.50，95.00，250.00，434.00，524.37，682.02，753.07。 
巨蟹座：消化系统：0.03，2.12，0.93，2.50，15.69，115.90，434.50，540.0，670.00，790.00 
巨蟹座：蕈样肉芽肿：0.17，0.22，0.93，2.75，27.50，132.50，255.58，434.85，724.94，825.87 
巨蟹座：嘴：0.57，15.75，52.50，62.50，95.00，250.00，434.00，524.37，682.02，753.07。 
巨蟹座：Lymphoplasmacyt。0.08，2.75，20.00，62.50，322.06，410.25，567.70，642.91，805.00，
930.12 
巨血小板综合症：0.07，0.50，0.97，9.00，12.33，32.50，142.50，320.00，425.87，525.56 
卷发综合症：0.17，0.42，18.81，89.10，115.18，220.05，375.00，532.51，615.20，713.87 
觉醒癫痫：0.07,0.18,0.73,0.87,5.71,7.25,22.50,97.50,375.35,500.00， 
军团病：0.19，0.23，0.85，2.50，32.50，192.28，391.28，562.50，725.69，975.23 
菌血症：0.35，0.87，2.50，11.09，40.00，90.00，275.16，425.71，564.28，640.00， 
 

K 
 
咖啡厅牛乳色斑：0.52，0.60，2.25，12.85，45.03，222.70，425.00，571.00，839.00，937.41， 
卡波西疾病：0.08，7.50，12.85，40.00，65.16，96.50，175.05，653.69，759.83，923.70， 
卡恩斯 - 萨耶尔综合征：0.15，0.35，0.62，0.93，7.50，13.52，52.50，72.50，93.50，96.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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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尔曼综合征：0.12，0.50，0.85，5.50，32.50，35.00，75.85，92.50，125.62，519.34 
卡菲德托尼 - 
Silvermann的Syn：0.12，0.25，0.70，1.07，2.75，14.53，32.50，92.50，356.72，4255.8， 
卡介苗斯特恩综合征：0.19，0.57，0.83，2.25，5.09，67.50，96.50，325.16，424.37，566.41， 
卡里翁氏病：0.07，0.12，1.63，20.00，40.00，134.25，357.77，510.25，752.63，923.70， 
卡罗疾病：0.06，0.52，10.53，27.50，55.17，125.75，210.50，304.00，571.00，843.00， 
卡罗利病：0.06，0.52，10.53，27.50，55.17，125.75，210.50，304.00，571.00，843.00， 
卡纳万病：0.02，0.97，5.69，32.50，175.03，451.17，517.50，683.00，712.42，995.38， 
卡纳VBogaert贝特朗：0.02，0.97，5.69，32.50，175.03，451.17，517.50，683.00，712.42，995.38
， 
卡氏综合症：0.08，0.12，0.85，20.00，40.00，352.93，434.72，517.50，684.81，712.42， 
卡斯尔曼肿瘤：0.04，0.50，0.70，0.97，5.75，7.50，37.50，96.50，225.91，425.37 
卡塔格内三元组：0.03，0.50，0.85，7.50，18.00，27.50，135.67,225.62，635.23，917.02 
卡特金纳综合征：0.03，0.50，0.85，7.50，18.00，27.50，135.67,225.62，635.23，917.02 
坎纳综合征：0.03，0.25，0.65，0.93，13.52，7.50，95.00，322.53，454.37，517.50， 
亢进：0.07，0.46，0.83，7.50，20.00，85.23，313.63，429.70，405.79，535.59， 
抗坏血酸缺乏：0.05,0.33,2.95,47.50,222.53,452.59,517.50,683.00,712.00,993.41， 
抗精神病药物恶性症候群：0.08，0.41，0.80，5.75，5.50，122.50，287.50，319.34，472.29，678.51 
抗精神病药诱发抗精神病药物恶性症候群：0.08，0.41，0.80，5.75，5.50，122.50，287.50，319.34，
472.29，678.51 
抗磷脂综合征：0.05,0.73,1.55,13.39,22.50,247.00,39.00,57.00,827.00,937.41， 
抗凝血酶III缺乏：0.05,0.65，1.00，5.62，7.00，377.91，400.00，563.19，642.06，985.90， 
抗肾小球基。 M .: 0.17，0.95，10.53，2.50，125.09，375.16，525.71，650.00，752.63，923.70， 
抗真菌外胚层Dys：0.13,0.52,0.83,8.50,123.3,145.83,262.50,397.50,633.91,825.17 
柯萨奇病毒感染：0.07，0.22，0.62，2.50，360.50，366.10，364.00，475.29，527.00，667.00， 
科斯特洛综合征：0.06，0.32，0.73，0.85，10.89，66.30，185.29，253.04，735.30，957.50， 
克 - 富综合征：0.04，0.22，0.62，13.52，5.50，40.00，175.83，432.41，565.36，709.83 
克拉伯病：0.16，0.55，0.85，2.50，5.50，27.50，37.50，123.01，327.23，533.69 
克拉克博士胡尔达：（7-20-7-20-7-
20）30.00，0.00，0.00，30.00，0.00，0.00，30.00，0.00，0.00，0.00 
克莱恩 - 莱文综合征：0.04，0.50，0.68，0.87，5.58，7.50，37.50，95.54，323.01，426.90， 
克莱因 - 
Waardenburg：0.04，0.52，5.09，35.00，175.33，432.41，561.93，714.82，823.00，987.23 
克劳斯顿综合征：0.13，0.52，0.83，8.50，12.53，145.83，262.50，397.50，633.91，825.17 
克雷伯菌感染：0.13，0.41，0.65，0.97，7.50，10.47，398.45，401.00，404.65，419.00 
克鲁病：0.09，3.50，12.68，51.89，110.30，292.50，452.50，695.75，825.29，953.72， 
克氏综合征：0.16，0.55，0.85，2.50，5.50，27.50，37.50，150.00，125.69，515.70 
克汀病：0.19，0.52，0.68，9.08，112.83，217.50，335.00，547.50，725.28，925.00 
空蝶鞍继发性：0.12，9.55，55.85，102.50，192.50，247.50，472.50，525.37，650.00，974.50 
空蝶鞍小学：0.12，9.55，55.85，102.50，192.50，247.50，472.50，525.37，650.00，974.50 
空蝶鞍综合征：0.12，9.55，55.85，102.50，192.50，247.50，472.50，525.37，650.00，974.50 
恐怖症：0.02，0.23，0.65，16.95，73.50，120.53，355.54，607.59，816.51，979.93 
恐怖症：0.02，0.23，0.65，16.95，73.50，120.53，355.54，607.59，816.51，979.93 
恐惧症，社交：0.02，0.23，0.65，16.95，73.50，120.53，355.54，607.59，816.51，979.93 
恐惧症，学校：0.02，0.23，0.65，16.95，73.50，120.53，355.54，607.59，816.51，979.93 
恐水症：0.07，0.18，1.65，7.93，102.53，165.50，415.00，693.50，875.31，915.93 
口吃：0.18，1.07，4.83，15.25，58.21，109.42，237.21，387.02，434.27，61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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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臭：0.03，0.12，0.95，2.50，22.50，50.00，126.16，325.29，519.34，682.45 
口干：0.12，5.81，25.00，87.50，225.00，458.50，522.39，683.00，712.23，992.00， 
口干：0.12，5.81，25.00，87.50，225.00，458.50，522.39，683.00，712.23，992.00， 
口面运动障碍：0.17，0.32，0.95，5.50，32.50，47.50，162.12，232.03，397.50，679.93 
口腔癌：0.57，15.75，52.50，62.50，95.00，250.00，434.00，524.37，682.02，753.07。 
口腔癌：0.57，15.75，52.50，62.50，95.00，250.00，434.00，524.37，682.02，753.07。 
口腔溃疡：0.05，0.41，0.80，5.17，42.50，119.34，357.30，527.00，662.71，789.00 
口腔外科手术方法：0.68，0.90，2.50，13.93，205.51，337.30，331.00，435.85，409.70，408.00 
口腔修复：0.17，0.72，1.65，16.85，55.25，127.50，455.87，565.00，752.00，975.31 
口腔炎，口疮：0.05，0.41，0.80，5.17，42.50，119.34，357.30，527.00，662.71，789.00， 
口腔肿瘤：0.57，15.75，52.50，62.50，95.00，250.00，434.00，524.37，682.02，753.07。 
库 - 韦：0.18，0.32，25.00，52.50，134.25，175.75，426.90，571.00，843.00，937.41， 
库利贫血：0.05，0.29，0.65，6.21，7.87，45.00，56.52，135.21，302.16，409.22 
库鲁：0.07，0.57，0.85，2.50，35.12，213.98，307.50，426.42，613.01，719.34 
库鲁脑病：0.07，0.57，0.85，2.50，35.12，213.98，307.50，426.42，613.01，719.34 
库欣综合征：0.25，0.78，0.93，10.53，7.50，95.95，322.53，419.34，564.28，642.06， 
快速性心律失常：0.02，0.52，1.20，2.25，17.50，72.50，219.34，688.29，712.00，995.38， 
髋扁平疣：0.04，0.32，0.70，0.87，5.78，32.50，181.93，621.69，705.54，815.70 
狂犬病：0.07，0.18，1.65，7.93，102.53，165.50，415.00，693.50，875.31，915.93， 
溃疡，（胃）：0.25，0.85，2.23，30.00，95.00，107.10，225.30，438.95，633.10，823.41 
溃疡，角膜：0.33，0.90，2.77，37.21，98.11，123.60，205.30，418.15，633.10，823.41 
溃疡，口疮：0.05，0.41，0.80，5.17，42.50，119.34，357.30，527.00，662.71，789.00 
溃疡，鼠类：0.08，0.12，0.85，5.16，20.00，40.00，85.00，97.50，355.72，434.50，515.00， 
昆克水肿：0.12，0.52，0.80，5.07，15.00，90.00，375.05，410.25，564.28，824.96， 
扩张型心肌病：0.12，0.25，20.00，125.16，377.91，414.17，515.17，683.00，712.00，993.41， 
 

L 
 
 
拉姆齐·昆都耳针：0.12，0.45，0.90，5.91，137.50，372.50，416.60，420.20，418.00，824.37 
拉姆齐·昆都麻痹：0.57，0.78，0.90，5.25，7.00，115.71，255.83，485.43，692.50，825.00 
拉森综合征：0.13，0.57，0.73，0.90，2.25，35.78，137.09，490.21，822.50，935.22， 
拉沙热：0.03，0.24，4.57，57.50，110.47，321.82，491.31，681.28，721.66，839.34倦怠 
拉斯穆森综合征：0.03，0.50，0.83，5.71，79.30，192.50，467.50，652.20，802.51，912.52， 
拉特克囊肿瘤：0.15，1.35，16.75，81.93，118.85，282.50，315.95，523.50，775.29，954.50， 
蜡样质，脂褐质，神经元：0.19，0.18，0.70，2.25，5.78，47.50，269.71，450.00，515.56，686.21 
莱 - 尼综合征：0.07，0.22，0.62，7.50，2.50，41.01，119.34，475.69，527.00，667.00 
莱利-Day综合征：0.14，0.25，0.85，5.25，7.25，325.00，587.50，745.31，815.90，927.00， 
莱姆病：0.65，2.50，7.50，25.23，70.00，42.50，95.67，378.95，523.01，682.02 
莱姆疏螺旋体病：0.65，2.50，7.50，25.23，70.00，42.50，95.67，378.95，523.01，682.02 
兰伯特 - 伊顿肌无力：0.13，0.32，0.93，2.44，81.27，131.61，334.25，415.70，568.43，813.96 
兰德里 - 格林巴利：0.04，0.32，0.62，5.97，35.25，112.73，296.00，392.97，701.66，933.50， 
兰格-翁综合症：0.08，0.35，0.75，7.50，32.58，174.50，407.50，632.00，723.54，885.54 
阑尾炎：0.14，0.46，7.50，50.00，93.50，376.29，524.37，652.43，752.63，922.53 
阑尾炎：包括用ETDFL治疗快速48小时（仅限水，无食物） 
蓝色橡皮泡痣小号：0.08，0.24，4.22，12.71，92.50，325.16，400.00，560.00，642.06，987.23 
朗道 - Kleffner综合征：0.12，0.23，0.83，5.25，97.00，128.21，162.50，338.06，511.94，631.41 
朗格汉斯-细胞肉芽肿：0.14，0.32，0.97，2.50，11.09，20.00，57.50，225.00，423.01，565.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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朗格汉斯-细胞增多症：0.14，0.32，0.97，2.50，11.09，20.00，57.50，225.00，423.01，565.36 
劳伦斯 - 文二氏：0.10，0.50，0.68，0.87，35.25，164.27，204.19，325.69，521.29，662.52 
劳伦斯 - 月亮综合症：0.10，0.50，0.68，0.87，35.25，164.27，204.19，325.69，521.29，662.52 
老年痴呆 
老年痴呆：0.11，7.50，67.50，92.50，377.91，453.72，515.16，688.29，712.00，995.38， 
老年痴呆症，阿尔茨海默类型：0.11，7.50，67.50，92.50，377.91，453.72，515.16，688.29，712.00
，995.38， 
老年痴呆症：0.06，0.26，0.65，5.15，7.00，42.50，92.50，475.95，527.00，661.71， 
老年性痴呆偏执：0.06，0.26，0.65，5.15，7.00，42.50，92.50，475.95，527.00，661.71， 
老年性骨质疏松：0.03，0.24，0.70，1.77，12.33，27.50，135.52，550.00，725.29，875.00， 
酪氨酸转氨酶缺陷：0.05，0.35，0.68，2.50，5.50，35.16，93.50，682.45，752.63，910.25 
肋软骨炎：0.05，0.24，15.75，45.00，93.50，376.29，512.33，689.93，759.83，925.71 
肋软骨炎：0.05，0.24，15.75，45.00，93.50，376.29，512.33，689.93，759.83，925.71 
肋软骨炎综合征：0.05，0.24，15.75，45.00，93.50，376.29，512.33，689.93，759.83，925.71 
肋锁综合征：0.02，0.40，7.25，20.00，55.00，92.50，222.70，475.11，527.00，987.23 
雷夫叙姆病：0.04，0.41，0.62，0.97，7.50，20.00，87.50，342.06，635.31，834.45， 
雷诺病：0.07，0.50，0.97，9.00，11.09，131.50，237.50，415.70，725.00，825.95， 
雷维小体帕金森病：0.08，0.35，0.65，0.83，9.50，115.71，354.95。355.35，368.00，398.40 
泪管阻塞：0.20，0.46，0.60，2.75，122.00，275.69，327.50，649.54，735.00，833.69 
泪器疾病：0.12，0.55，0.85，5.50，22.50，35.69，73.30，92.50，125.23，527.81 
类癌，杯状细胞：0.05，0.52，0.60，0.93，12.69，125.00，269.71，434.03，571.00，839.00 
类癌：0.05，0.52，0.60，0.93，12.69，125.00，269.71，434.03，571.00，839.00 
类癌：0.12，0.73，13.39，7.50，5.50，125.00，375.15，434.90，571.00，842.00， 
类鼻疽：0.03，0.50，0.90，13.61，37.50，117.50，255.61，497.50，715.70，842.06 
类鼻疽感染：0.07，0.12，0.75，0.93，12.33，22.50，57.50，92.50，324.37，225.00， 
类风湿关节炎：0.19，1.00，2.80，17.50，398.40，225.00，510.25，682.02，759.83，932.41 
类风湿性脊椎炎：0.19，0.18，8.00，55.75，322.06，477.50，527.00，662.71，742.00，988.90 
类风湿性紫癜：0.06，0.50，0.60，3.87，212.50，323.00，502.10，690.09，722.92，951.00 
类天疱疮，大疱性：0.17，0.18，0.83，2.50，27.50，73.98，135.43，367.02，497.50，625.83， 
类天疱疮：0.17，0.18，0.83，2.50，27.50，73.98，135.43，367.02，497.50，625.83， 
冷，普通：0.12，0.55，0.85，7.50，120.00，315.50，472.50，725.75，850.00，975.98 
冷球蛋白血症：0.15，0.24，0.65，0.97，12.71，27.30，212.50，435.29，695.75，875.95， 
立克次体感染：0.13，0.18，0.83，5.25，127.50，212.50，335.28，560.00，695.95，997.50， 
利伯氏先天性黑蒙：0.20，0.46，0.75，8.89，12.71，57.50，301.20，617.50，747.50，891.35， 
利布曼 - 萨克斯病：0.11，0.49，0.73，2.25，7.50，30.00，270.28，333.91，791.03，905.07 
利什曼病：0.06，0.12，0.85，7.51，32.52，43.06，151.18，225.53，515.76，659.02， 
粒状D.（角膜）：0.04，0.24，11.45，48.15，132.79，209.27，332.30，592.50，775.29，819.34， 
痢疾：0.23，0.97，5.83，7.25，17.50，67.50，234.25，522.53，655.20，751.87， 
痢疾杆菌抑郁：特定单一频率使用<RUN>模式：394.00 
痢疾志贺菌肠道问题：特定单一频率使用<RUN>模式：390.09 
李斯特菌感染：0.08，0.26，0.78，2.50，7.50，55.67，87.50，123.52，543.32，662.54， 
联觉：0.40，0.95，72.50，112.33，97.50，275.15，477.50，667.00，742.00，987.23 
臁疮，传染性：0.15，0.83，7.62，67.92，197.50，212.85，405.00，527.50，716.50，871.20 
链球菌感染：0.15，0.70，2.50，5.25，47.50，70.00，369.75，385.40，842.00，932.00， 
良性颅内高血压：0.06，0.49，0.68，7.50，102.50，231.70，472.50，625.69，705.70，857.20 
良性脑膜瘤：0.10,0.41,0.87,5.50,130.00,255.61,362.00,492.68,597.50,654.37 
良性原发性震颤：0.11,0.57,81.30,105.71,221.50,377.50,570.51,691.51,775.48,971.55 
两栖类疾病：0.07,10.83,5.81,57.50,125.05,376.29,419.34,560.00,642.91,93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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亮氨酸代谢紊乱：0.03，0.26，0.78，11.95，7.50，55.54，97.50，515.70，652.43，758.78， 
裂缝位于Ano：0.05，0.60，2.25，7.50，97.50，475.00，527.00，667.00，752.70，986.22 
裂谷热：0.04，0.12，0.95，14.030，118.52，251.29，365.28，590.00，722.70，977.50， 
邻近基因综合征，威廉姆斯：0.14，0.41，8.00，30.00，57.50，125.00，357.77，689.93，750.00，93
4.25 
淋巴管瘤，海绵状：0.12，0.35，0.93，7.50，27.50，35.67，87.50，93.50，223.01，515.70 
淋巴管瘤：0.12，0.35，0.93，7.50，27.50，35.67，87.50，93.50，223.01，515.70 
淋巴管平滑肌瘤病：0.12，0.18，0.93，7.50，30.00，35.23，87.50，93.50，219.34，496.01 
淋巴疾病：0.14，0.35，0.93，11.95，25.54，35.67，87.50，93.50，234.25，527.81 
淋巴结病：0.14，0.35，0.93，11.95，25.54，35.67，87.50，93.50，234.25，527.81 
淋巴结炎：0.12，0.24，0.93，7.50，25.54，35.67，87.50，93.50，215.70，533.69， 
淋巴结增生，巨：0.04，0.50，0.70，0.97，5.75，7.50，37.50，96.50，225.91，425.37 
淋巴结综合征，Mucoc：0.04，0.24，0.95，2.75，5.87，178.50，326.50，571.52，705.87，827.23 
淋巴瘤（见癌，淋巴瘤，多发性和特定的选择） 
淋巴水肿：0.12，0.35，0.93，7.50，17.50，35.00，87.50，93.50，224.94，497.61， 
淋巴增殖性疾病：0.12，0.35，0.87，7.50，25.00，35.68，87.50，93.50，234.51，519.34 
淋病：0.20，0.25，0.57，13.61，23.25，221.75，333.85，336.50，334.00，971.00 
磷酸丙糖异构酶缺失：0.02，0.12，5.16，62.50，110.25，332.41，517.50，684.81，712.23，992.00 
鳞状细胞癌：0.15，2.12，20.00，45.15，73.30，96.50，125.00，375.75，434.33，563.19 
流感，普通：0.08，0.25，0.57，7.50，10.53，12.50，40.00，313.35，320.00，615.00， 
流感，禽流感：H5N1：0.08，0.25，0.57，7.50，10.53，12.50，40.00，173.30，329.37，675.00， 
流感（鸟）H5N1：0.08，0.25，0.57，7.50，10.53，12.50，40.00，173.30，329.37，675.00， 
流感嗜血杆菌：0.05，0.37，0.83，2.50，3.00，73.30，95.75，175.00，269.71，336.41 
流感猪：H1N1：0.02，0.45，0.65，2.21，6.15，10.23，15.91，30.28，77.50，327.11 
流感A：0.25，0.02，0.45，0.65，2.21，6.15，10.23，15.91，30.28，77.50，327.11 
流感B：0.25，10.53，12.50，40.00，170.00，313.35，315.00 323.90，320.00，615.00， 
流口水：0.24，0.90，9.00，13.52，85.00，92.50，250.00，376.29，425.75，845.10 
流行性感冒：0.08，0.25，0.57，7.50，10.53，12.50，40.00，313.35，320.00，615.00， 
流行性Neurolabyrinthitis：0.03，0.18，0.65，0.93，10.89，5.50，93.50，210.50，424.37，978.05 
硫胺素响应枫糖尿症：0.03，0.50，0.87，10.47，37.11，87.50，135.23，225.68，397.50，597.50 
瘤，乳腺癌，非恶性： 0.0 5 ，0。 37 ， 0 0.40，5 7 。 22 ， 71 。 1 0,1 2 0 22 47 1 。 68 ， 48 7， 
52 ， 50 7， 12 ， 622 。 31 
龙线虫病：0.10，0.57，0.80，54.71，195.31，352.50，595.90，619.34，797.61，891.27 
瘘：0.13，0.25，0.62，5.75，17.25，37.30，129.56，345.43，415.70，682.02 
漏斗胸：0.13，0.23，0.73，0.80，5.25，7.25，35.37，95.91，215.50，510.00 
漏斗胸：0.13，0.23，0.73，0.80，5.25，7.25，35.37，95.91，215.50，510.00 
卢·格里格病：0.02，2.50，60.00，95.00，225.33，479.50，527.00，667.00，742.00，985.67 
颅动脉炎：0.13，0.23，0.75，0.80，5.25，7.25，35.00，95.47，226.32，422.53 
颅缝早闭：0.03，0.32，0.73，0.95，10.30，21.80，85.29，234.51，482.50，717.52 
颅面骨发育不全：0.09，3.50，12.68，51.89，110.30，292.50，452.50，695.75，825.29，953.72， 
颅内动脉瘤：0.08，0.24，0.57，7.50，10.72，36.21，142.50，321.00，415.70，775.68 
颅内动脉瘤：0.08，0.24，0.57，7.50，10.72，36.21，142.50，321.00，415.70，775.68 
颅内血管病症：0.08，0.25，0.70，0.85，7.50，17.50，185.75，350.00，425.17，510.50， 
颅内血管痉挛：0.19，0.26，0.57，7.50，12.69，35.33，322.06，425.71，564.28，930.12 
颅内中枢神经系统疾病：0.04，0.20，0.65，85.75，90.00，375.11，497.61，689.93，753.07，983.22 
颅神经病：0.06，0.26，0.95，5.15，27.25，42.50，95.95，427.50，607.00，862.02， 
颅神经病变，多发性：0.06，0.26，0.95，5.15，27.25，42.50，95.95，427.50，607.00，862.02， 
颅神经疾病II：0.04，0.18，0.70，2.25，5.29，47.50，275.52，425.29，571.00，81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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颅神经VII疾病：0.08，0.32，0.610，2.27，44.25，115.71，255.48，485.00，697.50，856.72 
颅咽管瘤，乳头状：0.15，1.35，16.75，81.93，118.85，282.50，315.95，523.50，775.29，954.50， 
颅咽管瘤，Adamantinous：0.15，1.35，16.75，81.93，118.85，282.50，315.95，523.50，775.29，9
54.50， 
颅咽管瘤：0.15，1.35，16.75，81.93，118.85，282.50，315.95，523.50，775.29，954.50， 
颅硬膜外血肿：0.37，0.97，2.50，17.50，71.50，96.50，179.93，224.37，451.22，567.21 
鲁宾斯坦 - 泰比综合征：0.07，0.15，3.50，67.11，81.50，109.50，112.02，384.07，471.00，551.00 
鲁西 - 列维综合征：0.19，1.22，4.33，17.25，63.21，119.42，287.21，403.03，435.00，711.17 
路德维希的心绞痛：0.13，0.52，0.65，9.00，11.09，45.00，62.50，168.30，335.62，443.16， 
路易酒吧综合症：0.13，0.65，19.90，42.50，376.29，452.59，522.39，687.62，712.42，995.38， 
路易体病：0.14，0.22，0.62，7.50，2.50，40.00，87.50，150.00，375.69，519.34， 
卵巢癌：0.07，0.55，0.85，22.50，47.50，434.03，527.00，667.00，752.70，988.90 
卵巢囊肿：0.06，0.40，0.83，5.25，85.47，132.20，247.50，530.20，618.20，880.30 
罗马诺 - 沃德综合征：0.03，0.50，0.85，7.50，8.00，27.50，35.54，125.69，95.69，95.00 
罗森塔尔综合征：0.10，0.26，0.68，7.50，11.09，45.00，325.43，515.70，682.45，755.49 
罗斯 河病毒感染：0.12，0.78，12.71，55.00，90.00，175.05，425.00，571.00，822.00，932.00， 
罗素银综合症：0.41，0.73，7.87，27.50，227.50，367.50，525.28，615.70，745.01，933,27 
罗耶综合症：0.18，0.41，5.67，10.09，22.12，98.18，122.31，224.07，355.90，451.11 
裸露淋巴细胞S：0.07,0.24,35.19,150.00,375.00,477.50,527.00,66.71,749.00,996.67 
洛综合征：0.07，0.37，0.95，7.52，28.10，123.98，407.91，627.28，736.22，816.61 
落基山斑疹热：0.07，0.52，7.57，33.80，282.75，405.75，523.88，667.50，825.28，915.70 
 

M 
 
麻痹，家族性周期性：0.05，0.12，0.87，3.21，27.50，62.71，145.47，262.50，392.50，591.00 
麻痹，延髓：0.07，0.22，0.62，2.50，5.50，40.00，475.03，527.00，667.00，742.00 
麻痹：0.02，0.22，0.97，7.50，22.50，85.37，155.47，285.00，416.50，605.41 
麻痹：0.02，0.22，0.97，7.50，22.50，85.37，155.47，285.00，416.50，605.41 
麻风病：0.17，0.24，0.79，3.50，5.82，48.00，97.50，123.01，468.43，592.26 
麻疹，德国：0.07，0.24，0.60，7.22，132.25，427.50，555.95，690.00，875.00，936.42， 
麻疹：0.06，0.26，0.75，2.25，7.50，52.50，369.50，373.01，371.05，687.62 
麻疹脑炎体：0.05，1.52，5.69，55.15，375.03，479.93，527.00，662.71，789.00，987.23 
马查多 - 约瑟夫病：0.14，0.25，0.87，7.50，8.00，13.93，85.68，225.23，475.68，527.00 
马丁 - 贝尔综合征：0.23，0.62，0.95，7.50，5.50，33.98，145.43，295.30，375.43，522.53 
马杜拉足：0.18，0.37，0.71，0.92，36.51，182.51，392.11，507.38，672.13，721.22 
马耳他热：0.05，35.75，60.00，93.50，225.15，454.37，517.50，687.62，712.00，992.00， 
马凡氏综合征：0.15，0.23，0.65，0.93，36.29，211.09，475.68，527.00，665.34，749.00 
马库斯-耿氏瞳孔：0.02，0.24，1.57，9.85，201.75，364.00，423.01，697.30，875.93，979.53， 
马什发热：0.04，0.24，0.57，1.00，12.05，177.71，234.00，591.00，683.16，849.34， 
马蹄卡乌斯：0.92，32.75，150.01，293.70，329.05，415.84，423.47，472.12，512.14，629.90 
马尾综合征：0.11，0.49，0.78，12.50，43.00，122.50，262.50，555.34，692.50，819.34， 
玛代Debarquement：0.15，0.23，0.68，0.83，72.52，137.57，292.61，537.30，822.59，921.05 
玛丽 - 
Struempell疾病：0.19，0.18，8.00，55.75，322.06，477.50，527.00，662.71，742.00，988.90 
麦 - Albright综合征：0.20，0.46，0.60，2.25，12.85，144.90，323.72，602.53，918.28 
麦角中毒：0.07，0.52，0.68，0.90，2.75，5.00，15.36，0.04，325.54，533.63 
麦角中毒：0.07，0.52，0.68，0.90，2.75，5.00，15.36，0.04，325.54，533.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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麦卡德尔病：0.03，0.37，0.95，2.50，7.50，72.50，96.50，375.37，269.71，377.91 
麦粒肿：0.12，0.55，0.95，5.87，25.00，42.50，62.50，92.50，90.00，515.70 
麦粒肿：0.12，0.55，0.95，5.87，25.00，42.50，62.50，92.50，90.00，515.70 
脉轮平衡（法比安·马曼集）：0.39，0.40，0.43，0.65，6.87，7.93，8.33，8.48，8.63，8.82 
脉络膜视网膜炎：0.13，0.57，0.87，10.89，95.19，300.00，436.42，563.19，707.26，978.85 
螨害：0.05，6.24，30.78，129.97，321.53，565.68，615.22，705.68，892.50，952.17 
慢病毒病：0.19，0.37，0.75，45.19，65.00，96.50，225.75，514.35，652.43，759.83， 
慢性肝炎：0.87，27.50，45.56，65.29，95.22，182.50，233.45，414.55，420.80，418.00 
慢性疾病：0.04，0.23，0.73，0.85，5.87，73.25，132.50，342.50，596.50，875.27 
慢性疾病：0.04，0.23，0.73，0.85，5.87，73.25，132.50，342.50，596.50，875.27 
慢性淋巴细胞大号 eukemia ： 
0.07，0.12，0.60，0.80，2.50，22.50，72.50，434.39，739.10，905.31 
慢性疲劳综合征：0.05，0.23，0.95，12.33，22.50，45.91，72.50，92.50，347.51，821.00， 
慢性气流阻塞：0.37，0.41，0.62，0.97，7.50，15.31，87.50， 
慢性阻塞性肺病：0.37，0.41，0.62，0.97，7.50，15.31，87.50，204.72，309.21，457.22 
慢性阻塞性肺疾病：0.37，0.41，0.62，0.97，7.50，15.31，87.50， 
慢性阻塞性肺疾病：0.37，0.41，0.62，0.97，7.50，15.31，87.50， 
慢性阻塞性气道疾病：0.37，0.41，0.62，0.97，7.50，15.31，87.50， 
盲点：0.07，0.73，2.50，5.81，50.00，175.27，434.25，566.41，847.96，930.12 
猫疾病：0.03，0.24，0.70，17.50，35.17，97.50，222.70，314.33，560.00，707.26， 
猫眼综合症：0.05，0.41，0.62，7.50，17.50，87.50，479.50，662.71，749.00，988.90 
毛细血管扩张，遗传性出血性：0.10，0.22，32.50，55.75，150.00，175.00，475.75，667.00，884.33
，985.67 
毛细血管扩张症：0.16，2.10，55.03，150.00，229.32，476.50，527.00，667.00，742.00，987.23 
毛癣菌病：0.05，0.41，22.50，57.50，325.16，476.50，527.00，667.00，749.00，986.22 
玫瑰：0.20，0.32，2.88，5.25，132.50，237.50，496.50，626.07，875.34，927.00 
梅毒，先天性：0.02，0.18，25.00，125.15，269.71，475.03，527.00，667.00，761.85，986.22 
梅毒：0.02，5.25，25.15，125.75，275.03，477.50，527.00，667.00，749.00，987.23 
梅格斯综合征：0.07，0.55，0.85，22.50，47.50，434.03，527.00，667.00，752.70，988.90 
梅克尔细胞瘤：0.08，0.12，0.85，5.16，22.40，43.10，87.22，97.50，355.72，434.50，515.00 
梅尼埃病：0.11，0.35，12.80，88.50，125.68，240.00，470.00，592.50，625.23，723.01 
每天糖尿病相关慢性疲劳＆肥胖<RUN>频率347.51 1-2小时 
美尼尔氏病：0.11，0.35，12.80，88.50，125.68，240.00，470.00，592.50，625.23，723.01 

美尼尔氏综合症：0.11，0.35，12.80，88.50，125.68，240.00，470.00，592.50，625.23，723.01 
门克斯综合征：0.17，0.42，18.81，89.10，115.18，220.05，375.00，532.51，615.20，713.87 
蒙古症：（只症状）0.24，0.32，0.41，2.08，26.01，18.11，41.50，62.21，131.20，218.31， 
弥漫的弧面体硬化症：0.16，0.55，0.85，2.50，5.50，27.50，37.50，123.01，327.23，533.69 
弥漫性肺实质性：0.05，0.24，0.60，0.97，7.50，35.62，117.52，402.06，675.62，823.01 
弥漫性肌筋膜疼痛小号：0.04，0.49，0.78，7.50，118.00，215.43，362.51，422.06，608.41，751.20 
弥漫性脑硬化症：0.25，0.78，0.93，10.89，7.50，95.90，322.53，415.70，562.91，742.06， 
弥散性路易体病：0.14，0.22，0.62，7.50，2.50，40.00，87.50，150.00，375.69，519.34 
弥散性血管内凝血：0.13，0.72，0.92，9.50，128.00，302.50，432.50，597.50，773.91，901.17， 
迷路疾病：0.11，0.24，0.57，281.83，301.09，392.41，431.19，672.53，703.54，821.69 
迷路炎：0.11，0.24，0.62，0.85，118.33，209.18，321.00，544.10，631.17，705.00 
米尔罗伊病：0.12，0.35，0.93，7.50，17.50，35.00，87.50，93.50，224.94，497.61， 
米勒 - 费希尔综合征：0.03，0.12，0.93，7.50，132.31，247.52，362.54，596.52，695.61，819.34 
泌尿生殖：0.02，0.46，0.68，0.97，2.50，210.50，500.00，652.43，759.83，923.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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泌尿生殖外科手术：0.07，0.52，0.78，0.80，10.89，17.50，52.50，90.00，222.53，453.72 
泌尿系统癌症：0.03，0.46，0.75，0.85，2.50，7.50，17.50，96.50，434.93，451.17， 
泌尿系统感染：0.49，0.73，0.80，7.50，20.00，50.00，124.37，376.29，496.01，689.93 
泌尿系统疾病：0.04，0.52，0.68，0.83，2.50，27.50，35.00，67.50，95.75，375.16， 
免疫复合物疾病：0.02，0.30，0.85，7.50，32.50，240.28，346.00，628.00，833.70，925.68 
免疫缺陷，严重：0.07，0.24，35.19，150.00，375.00，477.50，527.00，662.71，749.00，969.67 
免疫缺陷综合症：0.02，0.30，0.85，32.88，234.51，425.68，571.00，879.00，938.00， 
免疫缺陷AIS：0.15，5.58，22.00，30.00，47.50，360.59，365.00，388.90，434.00，456.11 
免疫系统疾病：0.02，0.30，0.85，7.50，12.50，40.00，162.90，350.00，433.63，909.21 
面部肌纤维抽搐：0.08，0.32，0.610，2.27，44.25，115.71，255.48，485.00，697.50，856.72 
面部偏侧萎缩：0.10，0.50，0.70，0.97，5.83，17.50，87.50，157.50，596.50，857.77 
面部神经病变：0.08，0.32，0.610，2.27，44.25，115.71，255.48，485.00，697.50，856.72 
面部神经痛：0.60，0.87，2.25，5.17，55.83，115.71，255.48，485.00，697.50，856.72 
面部识别失认症：0.24，0.73，0.87，7.50，30.00，67.50，95.90，92.50，524.37，650.00 
面部疼痛综合征：0.60，0.87，2.25，5.17，55.83，115.71，255.48，485.00，697.50，856.72 
面肌麻痹：0.08，0.32，0.610，2.27，44.25，115.71，255.48，485.00，697.50，856.72 
面筋肠病：0.12，0.55，0.85，2.50，20.00，47.50，72.50，125.17，379.93，475.19， 
面容失认症：0.24，0.73，0.87，7.50，30.00，67.50，95.90，92.50，524.37，650.00 
面神经疾病：0.08，0.32，0.610，2.27，44.25，115.71，255.48，485.00，697.50，856.72 
面瘫：0.08，0.32，0.610，2.27，44.25，115.71，255.48，485.00，697.50，856.72 
面瘫：0.08，0.32，0.610，2.27，44.25，115.71，255.48，485.00，697.50，856.72 
明亮的疾病：0.15，0.24，0.68，0.83，32.50，197.50，332.50，555.37，696.50，875.52， 
模具一般：77.00，126.00，133.00，177.00，181.00，188.00，232.00，242.00，277.00，288.00， 
磨牙症：0.08，0.32，20.00，85.03，150.00，225.00，219.34，453.72，515.15，683.00， 
末端病：0.13，0.23，0.62，0.95，7.50，68.50，232.50，551.10，779.23，839.43， 
莫比斯综合征：0.02，0.22，0.97，7.50，22.50，85.37，155.47，285.00，416.50，605.41 
莫顿的神经瘤：0.92，32.75，150.01，293.70，329.05，415.84，423.47，472.12，512.14，629.90 
莫吉隆斯（内部和外部皮肤寄生虫）：0.16，0.30，2.50，5.50，13.93，93.50，356.72，451.17，483.
52，680.00， 
莫吉隆斯（体内寄生虫）：0.16，0.30，0.68，0.90，2.50，5.50，13.93，356.72，451.17，483.52， 
莫吉隆斯慢性（破裂和纤维生长）：0.30，0.68，0.90，13.93，93.50，380.67，412.12，424.40，483.
52，680.00， 
莫吉隆斯外用皮肤寄生虫（症状：表面刮擦，皮肤瘙痒）<RUN> 680.00 1小时 
莫旺疾病：0.12，5.12，7.00，32.50，95.75，175.00，522.53，682.02，759.83，900.00 
姆囊炎：0.07，0.24，0.65，5.75，72.25，123.00，502.50，622.88，713.23，807.73 
木村病：0.10，1.00，12.33，5.50，45.00，234.51，475.16，527.00，752.70，987.23 
木偶儿童：0.20，7.50，27.50，95.33，375.16，419.34，567.70，642.06，980.00 
牧师 - 特纳综合征：0.15，0.57，15.16，52.50，119.34，357.30，424.37，561.93，642.91，930.12 
拇Abductovalgus：0.07，0.24，0.65，5.75，72.25，123.00，502.50，622.88，713.23，807.73 
 

N 
 
那加那：0.07，0.23，5.62，7.00，32.50，47.50，95.09，175.11，475.11，527.00 
男性泌尿生殖疾病：0.19，0.22，0.62，0.83，7.50，32.50，85.65，143.50，304.42，581.28， 
男子女性型乳房：0.19，0.23，0.95，2.25，112.50，227.50，252.20，322.50，421.00，826.32， 
南美锥虫病：0.03，0.22，2.92，40.00，222.70，477.50，527.00，667.00，721.00，988.90 
囊虫：0.08，0.35，0.75，17.93，119.00，217.50，385.95，620.00，781.33，903.50， 
囊虫病，脑：0.13，0.52，0.73，13.61，125.29，255.56，372.58，551.23，673.29，713.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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囊虫病，神经：0.13，0.52，0.73，13.61，125.29，255.56，372.58，551.23，673.29，713.72 
囊性纤维化：0.10，0.50，0.68，0.83，190.89，312.50，452.50，687.50，795.69，892.50， 
囊炎，粘合剂：0.06，0.23，20.00，62.50，125.75，150.00，357.30，532.41，653.69，759.83， 
囊肿，包虫病：0.12，0.55，5.85，81.50，127.55，241.52，471.50，625.30，853.00，915.09 
囊肿：0.17，0.18，0.93，9.50，157.50，281.02，342.50，571.08，725.00，825.31， 
囊肿肠源性：0.03，0.24，0.85，2.50，5.87，85.00，96.50，175.87，357.77，452.59 
囊状动脉瘤：0.08，0.24，0.57，7.50，10.72，36.21，142.50，321.00，415.70，775.68 
脑白质营养不良，海绵状：0.02，0.97，5.69，32.50，175.03，451.17，517.50，683.00，712.42，995
.38， 
脑白质营养不良，球细胞：0.16，0.55，0.85，2.50，5.50，27.50，37.50，123.01，327.23，533.69 
脑白质营养不良，异染性：0.16，0.55，0.85，7.50，32.50，35.54，95.69，376.29，515.70，689.93 
脑病，缺氧：0.15，0.18，0.80，5.50，17.50，32.50，151.27，257.46，413.91，692.27 
脑病，斯瓦格：0.06，0.26，0.65，5.71，7.00，42.50，92.50，478.50，527.00，667.00 
脑病，韦尼克：0.23，0.95，12.85，25.05，97.50，110.25，229.32，536.42，650.00，752.63， 
脑病：0.46，0.95，7.50，25.54，15.69，40.00，60.00，125.00，300.00，527.81 
脑部疾病（一般）0.04，0.25，0.46，0.32，0.52，0.75，42.50，87.50，132.41，376.29 
脑出血，脑：0.04，0.55，0.78，93.50，210.50，453.72，515.19，683.00，712.23，993.41， 
脑出血：0.04，0.55，0.78，93.50，210.50，453.72，515.19，683.00，712.23，993.41， 
脑出血：0.04，0.55，0.78，93.50，210.50，453.72，515.19，683.00，712.23，993.41， 
脑动脉瘤：0.08，0.24，0.57，7.50，10.72，36.21，142.50，321.00，415.70，775.68 
脑苷脂沉积症综合症：0.05，0.24，0.70，0.95，2.50，7.50，32.50，125.37，319.34，519.34 
脑苷脂硫酸酯酶缺乏症：0.16，0.55，0.85，7.50，32.50，35.54，95.69，376.29，515.70，689.93 
脑干缺血，瞬时：0.17，0.40，0.62，0.85，2.50，25.00，109.32，362.57，621.68，775.67 
脑功能障碍，最小：0.04，0.25，0.46，0.32，0.52，0.75，42.50，87.50，132.41，376.29 
脑积水， 正常 ：0.05，0.37，0.90，12.85，67.50，267.50，555.56，695.87，875.58，943.20 
脑积水：0.07，0.37，0.87，7.50，8.00，67.50，195.87，427.02，573.82，854.00 
脑疾病：0.04，0.20，0.65，85.75，90.00，375.11，497.61，689.93，753.07，983.22 
脑脊髓炎，肌痛：0.05，0.23，0.95，12.33，22.50，45.91，72.50，92.50，347.51，821.00， 
脑脊髓炎，亚急性n：0.46，0.95，7.50，25.54，15.69，40.00，60.00，125.00，300.00，527.81 
脑脊髓炎：0.08，0.46，3.29，7.50，117.50，327.50，452.50，662.02，896.50，981.00， 
脑巨人症：0.08，0.35，2.50，93.50，234.25，455.82，515.17，684.81，712.81，997.87， 
脑裂畸形：0.19，0.50，0.57，0.95，52.30，112.50，342.50，567.50，796.50，825.27， 
脑膜瘤，多发性：0.10，0.41，0.87，5.50，130.00，255.61，362.00，492.68，597.50，654.37 
脑膜瘤：0.10，0.41，0.87，5.50，130.00，255.61，362.00，492.68，597.50，654.37 
脑膜脑炎，疱疹：0.05，0.97，5.83，7.50，12.33，113.23，425.00，571.00，865.83，937.41， 
脑膜鼠疫：0.05，0.26，0.57，2.50，12.85，35.34，57.50，96.50，322.06，475.87 
脑膜炎，细菌：0.12，0.23，0.93，2.50，30.00，155.68，262.10，315.61，527.50，725.37 
脑囊虫病：0.13，0.52，0.73，13.61，125.29，255.56，372.58，551.23，673.29，713.72 
脑脓肿：0.04，0.05，7.50，25.75，87.50，325.11，375.00，519.34，682.02，759.83， 
脑膨出：0.13，0.57，0.78，0.97，2.50，87.50，323.98，665.70，822.70，906.07 
脑缺血，瞬时：0.17，0.40，0.62，0.85，2.50，25.00，109.32，362.57，621.68，775.67 
脑缺血：0.04，0.02，0.65，85.75，90.00，375.11，496.00，682.00，750.00，911.20 
脑缺血：0.04，0.02，0.65，85.75，90.00，375.11，496.00，682.00，750.00，911.20 
脑缺氧：0.15，0.18，0.80，5.50，17.50，32.50，151.27，257.46，413.91，692.27 
脑神经疾病：0.06，0.26，0.95，5.15，27.25，42.50，95.95，427.50，607.00，862.02， 
脑神经III疾病：0.13，0.40，0.73，0.83，5.75，7.25，142.50，557.50，792.50，891.00 
脑神经IX疾病：0.07，0.57，0.95，2.25，125.25，320.00，437.50，593.50，615.70，824.37 
脑实质哈：0.04，0.55，0.78，93.50，210.50，453.72，515.19，683.00，712.23，993.41， 
脑性麻痹：0.06，0.32，20.00，85.75，150.00，225.00，222.70，454.50，515.17，687.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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脑血管疾病：0.08，0.25，0.70，0.85，7.50，17.50，185.75，350.00，425.17，510.50， 
脑血管疾病：0.08，0.25，0.70，0.85，7.50，17.50，185.75，350.00，425.17，510.50， 
脑血管痉挛：0.19，0.26，0.57，7.50，12.69，35.33，322.06，425.71，564.28，930.12 
脑血管烟雾：0.04，0.25，0.65，0.93，2.50，7.50，96.50，324.94，475.87，527.00 
脑血管意外：0.09，0.12，0.62，15.17，96.50，225.00，425.16，571.00，841.00，937.41 
脑血管中风：0.09，0.12，0.62，15.17，96.50，225.00，425.16，571.00，841.00，937.41 
脑炎， 圣路易斯 ：0.15，0.23，0.60，0.95，7.50，150.89，455.34，527.50，896.50，917.20 
脑炎，虫媒病毒：0.15，0.23，0.60，0.95，7.50，150.89，455.34，527.50，896.50，917.20 
脑炎，单纯疱疹：0.05，0.97，5.83，7.50，12.33，113.23，425.00，571.00，865.83，937.41， 
脑炎，流行性：0.15，0.23，0.60，0.95，7.50，150.89，455.34，527.50，896.50，917.20 
脑炎，日本：0.15，0.23，0.60，0.95，7.50，150.89，455.34，527.50，896.50，917.20 
脑炎：0.03，0.50，0.83，5.71，79.30，192.50，467.50，652.20，802.51，912.52， 
脑炎Periaxialis：0.25，0.78，0.93，10.89，7.50，95.90，322.53，415.70，562.91，742.06， 
脑硬化，弥漫性：0.25，0.78，0.93，10.89，7.50，95.90，322.53，415.70，562.91，742.06， 
脑震荡：0.04，0.20，0.65，85.75，90.00，325.00，375.11，497.61，689.93，753.07 
脑震荡：0.04，0.20，0.65，85.75，90.00，325.00，375.11，497.61，689.93，753.07 
脑卒中：0.09，0.12，0.62，15.17，96.50，225.00，425.16，571.00，841.00，937.41 
脑Pseudosclerosis：0.16，0.55，0.95，7.50，22.50，42.50，125.22，275.56，533.63，652.43， 
内耳疾病：0.11，0.24，0.57，281.83，301.09，392.41，431.19，672.53，703.54，821.69 
内分泌癌症：0.14，0.46，0.75，0.85，96.50，355.72，434.15，571.00，839.00，932.00， 
内分泌疾病：0.28，0.62，0.81，2.10，33.00，47.50，117.50，396.50，655.72，825.54 
内窥镜：0.07，0.46，3.21，5.17，17.50，127.50，351.21，611.00，706.50，921.20， 
内生软骨瘤，多发性：0.15，0.18，0.87，15.83，23.21，212.53，247.58，465.34，695.02，792.51 
内生软骨瘤：0.06，0.25，0.83，96.50，375.19，450.00，517.50，687.62，712.00，992.00， 
内生软骨瘤病：0.15，0.18，0.87，15.83，23.21，212.53，247.58，465.34，695.02，792.51 
内斜视：0.12，0.55，0.95，5.25，25.51，42.50，162.52，492.57，675.51，828.53 
内隐斜视：0.12，0.55，0.95，5.25，25.51，42.50，162.52，492.57，675.51，828.53 
尼尔森综合征：0.03，0.24，2.78，78.85，233.56，475.87，527.00，667.00，752.70，990.62 
尼曼 - 皮克病：0.05，0.46，0.95，7.50，32.50，154.31，267.50，352.57，411.12，634.25 
尼曼 - 皮克病：0.05，0.46，0.95，7.50，32.50，154.31，267.50，352.57，411.12，634.25 
尼帕病毒脑炎：0.07，0.33，1.06，5.20，27.53，102.37，145.47，203.00，486.10，535.91 
念珠菌：0.18，0.93，2.50，42.50，71.50，96.50，125.75，434.00，642.91，983.17 
念珠菌病，外阴阴道念珠菌病：0.18，0.93，3.78，42.50，71.50，96.50，125.75，434.00，642.91，9
83.17 
念珠菌病，外阴阴道念珠菌病：0.18，0.93，3.78，42.50，71.50，96.50，125.75，434.00，642.91，9
83.17 
念珠菌病：0.18，0.93，2.50，42.50，71.50，96.50，125.75，434.00，642.91，983.17 
念珠菌病：0.18，0.93，2.50，42.50，71.50，96.50，125.75，434.00，642.91，983.17 
鸟类疾病：0.17,0.83,25.75,87.50,225.11,450.00,519.68,687.62,712.81,992.00， 
鸟疫：0.04，0.23，1.97，25.71，132.50，332.50，415.02，675.23，858.59，915.38 
尿崩症：0.16，0.24，0.68，110.97，202.50，367.00，420.35，422.30，792.90，935.31， 
尿道癌：（见癌症：泌尿肿瘤） 
尿道狭窄：0.14，0.32，0.95，5.25，12.71，45.00，150.00，97.50，475.09，985.67 
尿道狭窄：0.14，0.32，0.95，5.25，12.71，45.00，150.00，97.50，475.09，985.67 
尿道下裂：0.13，0.57，0.73，0.85，13.93，45.52，132.02，255.10，775.61，813.63 
尿道炎：0.07，0.41，0.73，25.00，65.75，90.00，236.42，322.06，479.50，752.70， 
尿路疾病：0.04，0.52，0.68，0.83，2.50，27.50，35.00，67.50，95.75，375.16， 
尿素循环障碍：0.07，0.46，0.68，0.93，57.50，96.50，510.25，655.20，752.63，926.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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尿潴留：0.49，0.73，0.80，7.50，2.50，20.00，50.00，125.71，377.91，519.34， 
颞部外伤：0.13，0.23，1.60，8.53，17.50，72.53，155.29，396.50，437.48，828.57， 
颞动脉炎：0.13，0.23，0.75，0.80，5.25，7.25，35.00，95.47，226.32，422.53 
颞下颌关节功能紊乱症：0.16，0.55，0.85，5.12，15.03，47.50，275.75，458.50，712.23，992.00， 
颞下颌关节紊乱：0.16，0.35，47.50，269.71，453.72，515.15，684.81，723.00，841.20，997.87， 
颞下颌关节紊乱：0.16，0.35，47.50，269.71，453.72，515.15，684.81，723.00，841.20，997.87， 
颞下颌关节综合征：0.16，0.55，0.85，5.12，15.03，47.50，275.75，458.50，712.23，992.00， 
颞下颌关节综合征：0.16，0.55，0.85，5.12，15.03，47.50，275.75，458.50，712.23，992.00， 
凝血：0.07，0.52，30.00，47.50，150.00，225.16，476.50，527.00，663.71，742.00， 
牛疾病：0.12，0.55，0.85，72.50，125.75，375.19，477.50，527.00，667.00，752.70， 
脓毒综合征：0.13，0.43，7.00，13.98，132.41，275.75，512.33，650.00，753.07，926.70， 
脓漏齿槽：0.06，0.32，0.73，0.87，12.33，15.00，85.54，150.00，225.36，575.83 
脓疱疮：0.15，0.23，0.65，0.93，37.50，130.72，352.50，712.50，693.50 
脓胸，胸部：0.11，0.55，0.80，5.15，151.34，252.50，562.50，696.50，797.50，822.53， 
脓胸，胸膜：0.11，0.55，0.80，5.15，151.34，252.50，562.50，696.50，797.50，822.53， 
脓胸：0.11，0.55，0.80，5.15，151.34，252.50，562.50，696.50，797.50，822.53， 
疟疾：0.04，0.24，0.57，1.00，12.05，177.71，234.00，591.00，683.16，849.34， 
疟原虫感染：0.04，0.24，0.57，1.00，12.05，177.71，234.00，591.00，683.16，849.34， 
诺卡氏菌感染：0.16，0.32，0.95，7.50，32.50，47.50，95.29，376.29，675.29，727.00 
 

O 
 
呕吐：0.19，4.21，68.50，97.50，202.77，478.00，592.58，604.13，712.23，892.00 
呕吐：0.19，4.21，68.50，97.50，202.77，478.00，592.58，604.13，712.23，892.00 
 

P 
 
爬虫类疾病：0.16，0.57，0.65，0.87，2.50，15.75，232.50，492.50，826.07，925.95， 
爬行喷发：0.07，0.37，0.70，0.85，5.69，7.25，30.00，55.54，93.50，322.06，渐强短暂脑缺血发作

：0.17，0.40，0.62，0.85，2.50，25.00，109.32，362.57，621.68，775.67 
帕金森：0.57，0.78，0.90，5.25，7.00，115.71，255.83，485.43，692.50，825.00 
帕金森病，少年：0.57，0.78，0.90，5.25，7.00，115.71，255.83，485.43，692.50，825.00 
帕金森病：0.08，0.35，0.65，0.83，9.50，115.71，354.95。355.35，368.00，398.40 
帕金森病：0.57，0.78，0.90，5.25，7.00，115.71，255.83，485.43，692.50，825.00 
帕金森疾病：0.57，0.78，0.90，5.25，7.00，115.71，255.83，485.43，692.50，825.00 
帕金森实验：0.57，0.78，0.90，5.25，7.00，115.71，255.83，485.43，692.50，825.00 
帕利斯特-基利安综合征：0.08，0.25，0.90，2.25，5.29，30.00，57.50，45.37，96.50，233.63 
帕瑞诺综合症：0.17，0.32，0.95，5.50，32.50，47.50，162.12，232.03，397.50，679.93 
排毒：（毒素提取）0.20，0.14，0.33，0.42，0.44，0.55，0.52，0.76，0.78，1.86， 
排毒：（肝，肾，淋巴结，小肠， 肺 
）：0.03，0.54，0.75，0.02，0.24，0.15，0.52，0.44，0.64，0.18 
排毒：Baklayan - 德国 ：2套以下] 
排尿障碍：0.13，0.24，0.78，0.90，13.39，39.00，96.50，250.00，476.50，527.00， 
盘面上，椎间盘突出：0.04，0.41，0.62，7.50，2.75，40.00，275.65，475.68，527.00，667.00 
盘尾丝虫病：0.15，0.25，0.85，7.50，8.00，125.91，465.52，622.06，875.29，927.00 
庞贝氏症：0.03，0.37，0.95，2.50，7.50，72.50，96.50，375.37，269.71，377.91 
旁及自主Dysfcn：0.14，0.49，0.60，0.83，2.25，17.75，81.08，95.47，319.34，533.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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疱疹病毒感染：0.55，0.95，291.25 293.05，292.00，345.50，434.00，495.22，734.25，824.37 
疱疹病毒感染：0.55，0.95，291.25 293.05，292.00，345.50，434.00，495.22，734.25，824.37 
疱疹急性N.脑炎：0.05，0.97，5.83，7.50，12.33，113.23，425.00，571.00，865.83，937.41， 
疱疹性面瘫：0.12，17.85，27.50，47.50，150.00，225.00，452.59，683.00，712.00，993.41， 
疱疹样皮炎：0.03，0.41，0.62，9.35，27.50，229.31，487.50，590.00，725.00，925.31 
佩吉特氏病，乳腺：0.08，0.49，0.68，7.50，11.09，17.50，72.50，215.70，456.50，517.50 
佩吉特氏病：0.08，0.49，0.68，7.50，11.09，17.50，72.50，215.70，456.50，517.50 
盆腔炎：0.04，0.46，33.01，72.50，117.59，231.90，509.02，645.44，819.34，915.00 
铍病：0.14，0.26，5.62，42.50，65.11，90.00，517.50,688.29，712.23，997.87， 
皮层下动脉硬化性脑病：0.06，0.26，0.65，5.71，7.00，42.50，92.50，478.50，527.00，667.00 
皮尔逊综合征：0.08，0.40，0.83，5.47，105.00，215.47，417.50，631.00，801.91，931.22 
皮肤 - 瘢痕组织愈合：0.19，0.37，7.25，45.75，120.50，401.00，409.31，552.20，750.00，922.53 
皮肤- 胶原蛋白 大厦：0.19，0.37，7.25，45.75，120.50，424.00，467.00，493.10，750.00，922.53 
皮肤癌：0.15，2.12，20.00，45.15，73.30，96.50，125.00，375.75，434.33，563.19， 
皮肤病：0.19，0.37，7.25，45.75，96.50，325.00，519.34，655.20，750.00，922.53 
皮肤病：0.19，0.37，7.25，45.75，96.50，325.00，519.34，655.20，750.00，922.53 
皮肤和结缔组织疾病：0.19，0.37，7.25，45.75，96.50，325.00，519.34，655.20，750.00，922.53 
皮肤疾病，传染性：0.19，0.37，7.25，45.75，96.50，325.00，519.34，655.20，750.00，922.53 
皮肤疾病，寄生虫（见“寄生虫”，然后选择特定的寄生虫种类） 
皮肤疾病，细菌：0.19，0.37，7.25，45.75，96.50，325.00，519.34，655.20，750.00，922.53 
皮肤疾病，真菌：0.02，0.75，2.62，5.95，8.50，125.69，262.50，592.50，758.57，823.44 
皮肤溃疡：0.05，0.95，7.50，8.00，40.00，57.50，125.75，325.17，522.53，655.20 
皮肤松弛：0.04，0.37，0.85，2.75，3.00，65.75，95.29，475.00，650.00，825.75 
皮肤纤维瘤：0.02，0.41，0.90，2.75，5.87，15.56，73.30，192.50，533.63，734.25 
皮肤癣菌病：0.02，0.75，2.62，5.95，8.50，125.69，262.50，592.50，758.57，823.44 
皮肤幼虫移行症：0.07，0.37，0.70，0.85，5.69，7.25，30.00，55.54，93.50，322.06， 
皮肤粘膜淋巴结：0.04，0.24，0.95，2.75，5.87，178.50，326.50，571.52，705.87，827.23 
皮肤真菌病：0.02，0.75，2.62，5.95，8.50，125.69，262.50，592.50，758.57，823.44 
皮肤痣：0.19，0.37，7.25，45.75，120.50，401.00，409.31，552.20，750.00，922.53 
皮肌炎：0.02，0.75，2.42，5.35，8.52，125.69，262.50，561.50，728.57，802.44 
皮克病：0.06，0.26，0.65，5.15，7.00，42.50，92.50，475.95，527.00，661.71， 
皮毛窦：0.18，7.50，25.17，52.50，112.33，175.00，524.37，682.45，753.07，927.10， 
皮炎，剥脱：0.03，0.41，1.62，8.95，109.50，252.93，387.50，691.02，822.06，928.33 
皮炎，光化性：0.13，0.24，1.70，34.87，62.25，102.75，232.50，425.54，725.35，869.71 
皮炎，脓疱传染性：0.03，0.41，0.62，0.95，7.50，125.31，387.50，682.10，822.06，925.93， 
皮炎，湿疹：0.08，0.41，9.80，87.50，202.50，345.00，607.50，725.83，850.00，924.37 
皮炎：0.03，0.41，0.62，0.95，7.50，125.31，387.50，682.10，822.06，925.93， 
皮样：0.05，0.49，1.52，9.85，85.25，405.50，532.50，637.50，721.62，852.09， 
皮样囊肿：0.05，0.49，1.52，9.85，85.25，405.50，532.50，637.50，721.62，852.09， 
皮脂腺囊肿：0.12，0.25，8.62，17.25，82.50，115.87，325.00，491.51，673.35，874.54， 
皮质基底（CBGD）：0.12，0.27，7.61，32.85，98.09，222.55，462.52，602.51，743.12，905.15， 
疲劳：0.04，0.25，0.95，7.50，12.85，29.03，157.50，381.02，595.42，875.00， 
疲劳综合征，慢性：0.05，0.23，0.95，12.33，22.50，45.91，72.50，92.50，347.51，821.00， 
脾疾病：0.04，0.35，7.25，2.50，60.00，125.00，300.00，475.17，527.00，752.70， 
脾破裂：0.03，0.57，50.00，205.83，358.57，475.16，527.00，667.00，749.00，985.67 
蜱传疾病：0.08，0.52，0.68，0.97，2.50，324.37，522.53，655.20，750.00，926.70， 
蜱麻痹：0.08，0.52，0.68，0.97，2.50，324.37，522.53，655.20，750.00，926.70， 
偏盲，双关：0.13，0.58，0.73，2.58，5.78，145.91，372.52，428.01，511.19，605.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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偏盲，双时态：0.13，0.58，0.73，2.58，5.78，145.91，372.52，428.01，511.19，605.59 
偏盲，Binasal：0.13，0.58，0.73，2.58，5.78，145.91，372.52，428.01，511.19，605.59 
偏盲：0.13，0.58，0.73，2.58，5.78，145.91，372.52，428.01，511.19，605.59 
偏瘫：0.11，0.49，0.78，2.25，77.50，102.71，262.50，455.91，837.50，910.50 
偏头痛：0.16，0.55，0.95，7.50，22.50，42.50，96.50，275.52，515.70，650.00 
偏头痛疾病：0.15，0.18，2.32，63.75，72.30，132.20，220.30，587.30，722.52，915.20 
片吸虫病：0.05，0.41，1.00，5.75，7.25，15.91，173.30，435.44，792.50，915.70， 
漂浮物：0.13，0.35，0.85，5.43，17.50，42.50，236.42，478.50，527.00，667.00 
贫血， 阿狄森氏0.02，0.12，5.16，62.50，110.25，332.41，517.50，684.81，712.23，992.00 
贫血，低发育：0.02,0.12,5.16,62.50,110.25,332.41,517.50,684.81,712.23,992.00 
贫血，恶性：0.02，0.12，5.16，62.50，110.25，332.41，517.50，684.81，712.23，992.00 
贫血，范可尼：0.05，0.41，1.29，5.43，7.25，125.44，467.50，605.91，702.50，815.43， 
贫血，巨细胞性：0.11,0.30,0.37,93.50,24.37,376.29,475.05,527.00,657.11,753.23 
贫血，溶血，获得：0.02,0.12,5.16,62.50,110.25,332.41,517.50,684.81,712.23,992.00 
贫血，溶血性：0.02，0.12，5.16，62.50，110.25，332.41，517.50，684.81，712.23，992.00 
贫血，铁缺乏：0.10，0.32，2.50，57.20，125.00，175.00，525.71，682.02，759.83，932.41 
贫血，微血管病：0.02，0.12，5.16，62.50，110.25，332.41，517.50，684.81，712.23，992.00 
贫血，再生障碍：0.65,7.50,2.50,62.50,150.00,319.34,425.33,571.00,823.00,937.41， 
贫血：0.08，0.55，5.97，23.00，50.50，80.50，97.53，210.50，533.21，909.26 
贫血症，镰状细胞：0.02,0.12,5.12,62.50,110.25,332.41,51.77,506,484.81,712.23,992.00 
平滑肌肉瘤，上皮样：0.17，0.18，0.80，7.50，47.21，132.580，355.23，486.90，530.22，841.69 
平滑肌肉瘤，粘液样：0.17，0.18，0.80，7.50，47.21，132.580，355.23，486.90，530.22，841.69 
平滑肌肉瘤：0.17，0.18，0.80，7.50，47.21，132.580，355.23，486.90，530.22，841.69 
平滑寻踪缺失：0.17，0.32，0.95，5.50，32.50，47.50，162.12，232.03，397.50，679.93 
平均人格：0.19，0.75，1.42，5.25，25.51，42.57，162.21，492.83，671.51，808.53 
平坦炎：0.03,0.25,0.33,13.61,7.50,95.00,310.25,451.17,519.68,688.29 
破伤风：0.08，0.32，0.65，7.50，37.50，67.50，96.50，527.00，663.71，986.22 
葡糖磷酸DHG缺失：0.11，0.24，0.65，0.83，2.50，27.50，55.37，87.50，125.52，322.06， 
葡糖脑苷脂酶缺乏症：0.05，0.24，0.70，0.95，2.50，7.50，32.50，125.37，319.34，519.34 
葡糖β-葡糖苷缺陷病：0.05，0.24，0.70，0.95，2.50，7.50，32.50，125.37，319.34，519.34 
葡萄膜炎：0.07，2.50，5.50，25.16，45.00，125.09，269.71，479.93，527.00，667.00， 
葡萄球菌感染：0.05，0.41，0.80，5.25，87.50，42.50，376.27，378.00，380.85，381.00， 
葡萄胎：0.08，0.25，0.75，0.80，2.50，5.78，95.87，175.56，524.94，691.27 
普通感冒：0.12，0.55，0.85，7.50，120.00，315.50，472.50，725.75，850.00，975.98 
 

Q 
 
期概念失用症：0.60，1.00，5.00，247.88，365.80，454.37，515.16，689.41，712.00，997.87， 
齐薇格样综合征：0.16，0.57，0.78，0.93，2.75，7.50，22.50，40.00，125.00，225.71，434.25，56
6.41，709.83，985.90 
齐薇格综合征：0.16，0.57，0.78，0.93，2.75，7.50，22.50，40.00，125.00，225.71，434.25，566.
41，709.83，985.90 
脐膨出：0.14，0.22，0.73，13.39，5.58，150.00，475.85，736.42，819.34，915.70） 
脐疝：0.14，0.22，0.73，13.39，5.58，150.00，475.85，736.42，819.34，915.70） 
气管囊肿：0.16，0.35，0.93，22.50，130.00，251.23，493.50，555.08，754.37，815.68， 
气管食管瘘：0.13，0.40，0.73，5.62，7.25，42.50，90.00，479.50，527.00，986.22 
气管狭窄：0.07，0.37，8.00，13.98，47.50，96.50，150.00，519.34，689.93，923.70， 
气味：0.09,10.57,30.42,88.31,109.50,257.68,346.27,3344.20,572.00,792.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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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胸：0.24，0.70，7.50，12.33，5.50，42.50，172.50，493.02，622.53，819.34， 
憩室炎：0.19，0.23，0.85，2.25，20.00，17.50，41.02，662.50，834.00，913.70， 
前房出血：0.11，0.57，0.95，5.50，217.50，117.50，162.50，393.50，677.91，797.61 
前角细胞病：0.17,0.32,0.95,5.52,32.45,47.51,162.21,215.70,397.50,475.87 
前列腺 - 
传染/疼痛：0.83，1.87，5.63，152.30，328.92，424.21，482.13，502.93，553.70，591.42， 
前列腺 - 放大：0.83，1.87，5.63，152.30，328.92，424.21，482.13，502.93，553.70，591.42， 
前列腺癌：0.13，0.57，0.83，2.25，97.50，325.71，434.16，527.00，667.00，742.00， 
前列腺疾病：0.13，0.57，0.83，2.25，5.71，32.50，97.50，332.41，372.00，520.00， 
前庭神经元炎：0.03，0.18，0.65，0.93，10.89，5.50，93.50，210.50，424.37，978.05 
前凸：0.15，0.23，0.62，0.93，7.50，12.69，52.50，72.50，93.50，96.50 
前突：0.08，0.24，0.92，1.80，2.25，127.50，255.31，693.20，893.50，926.07， 
欠幅疾病：0.07，0.50，0.97，9.00，12.85，32.50，42.50，190.00，325.37，425.52， 
嵌压性神经病：0.03，0.65，12.33，30.00，182.23，225.17，534.50，667.00，742.00，986.22 
强迫症：0.19，0.75，1.42，5.25，25.51，42.57，162.21，492.83，671.51，808.53 

强直 - 阵挛性发作（大发作）0.05，0.12，0.22，0.58，1.38，5.39，15.25，30.71，50.11，66.21 

强直性脊柱炎：0.19，0.18，8.00，55.75，322.06，477.50，527.00，662.71，742.00，988.90 
羟色胺综合征：0.07，0.78，1.30，21.90，65.19，322.06，479.93，527.00，667.00，742.00， 
跷跷板眼球震颤：0.07，0.37，0.95，7.50，82.00，193.93，237.50，487.50，706.21，946.50 
切 - 东综合征：0.04，0.12，20.00，57.50，95.19，325.71，225.75，450.00，515.19，687.62， 
侵蚀性溃疡：0.08，0.12，0.85，5.16，20.00，40.00，85.00，97.50，355.72，434.50，515.00， 
禽流感：0.17,0.24,0.75,0.97,5.62,30.00,62.50,93.50,150.00,872.00 
青光眼：0.16，0.55，0.95，5.29，7.25，32.50，137.50，326.07，490.00，515.70 
青光眼Capsulare：0.15，0.23，0.73，0.85，5.36，147.25，335.48，487.50，695.83，875.36 
情绪精神病：双相：0.16，0.80，7.50，30.00，67.50，125.00，352.93，563.19，642.91，930.12 
丘脑疾病：0.02，0.22，25.00，55.75，125.00，229.32，450.00，515.16，712.81，993.41， 
球孢子菌病：0.04，0.24，0.65，0.85，2.50，13.06，119.50，695.00，722.70，932.41， 
球后视神经炎：0.07，0.46，0.62，0.97，2.75，132.28，265.00，533.63，657.77，834.25， 
球形，遗传性：0.19，0.30，0.87，137.94，322.53，477.50，527.00，667.00，749.00，988.90 
曲霉病：0.12，0.83，5.00，7.25，37.50，357.30，434.25，563.19，709.83，978.05 
屈光不正：0.03,0.24,0.70,15.83,29.75,187.50,345.95,592.50,820.11,923.53， 
屈光不正：0.03，0.24，0.70，15.83，29.75，187.50，345.95，592.50，820.11，923.53， 
蛆虫侵染：0.13，0.49，0.60，0.87，2.25，5.25，113.98，545.87，735.00，805.07 
躯体化障碍：0.07，0.57，23.10，50.00，375.19，477.50，527.00，667.00，753.23，986.22 
躯体形式障碍：0.07，0.57，23.10，50.00，375.19，477.50，527.00，667.00，753.23，986.22 
龋病：0.14，0.26，5.62，42.50，65.11，90.00，517.50，688.29，712.23，997.87， 
全垂体机能减退：0.15，0.26，0.80，5.50，20.00，32.50，45.68，57.50，93.50，92.50，356.72， 
全身炎症反应综合征：0.13，0.43，7.00，13.98，132.41，275.75，512.33，650.00，753.07，926.70
， 
醛固酮增多症：0.08,0.26,0.78,2.50,17.50,255.87,37.75,405.00,645.87,723.58 
醛固酮增多症：0.08，0.26，0.78，2.50，17.50，255.87，387.50，405.00，645.87，723.58 
缺乳：0.19，0.30，0.62，7.50，8.00，2.50，32.50，55.23，150.00，325.54 
缺损：0.19，0.18，0.60，12.19，25.15，117.00，395.50，620.00，745.98，997.50， 
缺铁性贫血：0.10，0.32，2.50，57.20，125.00，175.00，525.71，682.02，759.83，932.41 
缺血，心肌：0.08，0.35，0.62，0.97，12.50，117.50，345.23，567.50，625.87，775.58 
缺血性脑病：0.04，0.02，0.65，85.75，90.00，375.11，496.00，682.00，750.00，911.20 
缺血性视神经病变：0.04，0.18，0.70，2.25，5.29，47.50，275.52，425.29，571.00，813.00 
缺血性心脏病：0.08，0.35，0.62，0.97，12.50，117.50，345.23，567.50，625.87，775.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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缺氧，脑：0.15,0.18,0.80,5.50,17.50,32.50,151.27,257.46,413.91,692.27 
缺氧，脑：0.15，0.18，0.80，5.50，17.50，32.50，151.27，257.46，413.91，692.27 
缺氧：0.08,0.85,2.50,43.00,97.23,175.00,38.00,791.00,853.00,972.10 
缺氧：0.08，0.85，2.50，43.00，97.23，175.00，388.00，791.00，853.00，972.10 
缺氧性脑病：0.15,0.18,0.80,5.50,17.50,32.50,151.27,257.46,413.91,692.27 
缺氧性脑病：0.15，0.18，0.80，5.50，17.50，32.50，151.27，257.46，413.91，692.27 
雀斑，恶性：0.06，0.37，0.87，7.50，8.00，62.50，95.56，325.87，473.00，742.06 
雀斑，黑色素：0.06，0.37，0.87，7.50，8.00，62.50，95.56，325.87，473.00，742.06 
雀斑：0.03，0.12，0.93，7.50，30.00，147.50，262.50，315.61，505.68，756.50， 
雀斑：0.10，0.57，0.95，7.50，17.50，37.50，95.54，225.69，536.42，689.93 
 

R 
 
染色体5p-综合症：0.16，0.55，9.85，87.50，162.50，212.50，452.50，597.50，650.00，726.07 
染色体异常：0.19，0.23，0.97，15.19，63.77，258.23，302.30，452.50，833.00，975.75， 
染色体异常：0.19，0.23，0.97，15.19，63.77，258.23，302.30，452.50，833.00，975.75， 
染色体异常16：0.19，0.18，0.62，42.50，97.50，175.00，475.19，527.00，661.71，742.00， 
染色体异常20：0.12，0.23，0.97，15.19，63.77，132.80，302.30，452.50，825.00，975.75， 
染色体异常22：0.12，0.23，0.97，15.19，63.77，86.44，132.80，302.30，452.50，825.00， 
热痉挛：0.07，0.41，0.73，0.85，7.50，20.00，57.50，150.00，225.52，322.06 
热疗：0.12，0.23，0.83，5.50，13.93，12.71，92.50，376.29，519.34，652.43 
热应激障碍：0.07，0.41，0.73，0.85，7.50，20.00，57.50，150.00，225.52，322.06 
热应激综合征：0.07，0.41，0.73，0.85，7.50，20.00，57.50，150.00，225.52，322.06 
人畜共患病：0.17，0.52，2.75，17.50，45.16，72.50，122.53，175.00，475.05，527.00， 
人格障碍，边缘型：0.17，0.22，0.72，125.88，236.71，336.00，421.04，571.67，681.51，702.03， 
人格障碍，相关：0.17，0.22，0.72，125.88，236.71，336.00，421.04，571.67，681.51，702.03， 
人类流感：0.12，0.55，0.85，7.50，12.50，40.00，120.00，313.35，320.00，615.00， 
人类乳头状瘤病毒（HPV）：0.04，0.32，0.57，0.85，30.25，173.21，301.80，402.85，410.70，475
.47 
人流感：0.08，0.25，0.57，7.50，10.53，12.50，40.00，313.35，320.00，615.00， 
人芽囊原虫感染：0.04，0.46，0.75，2.75，7.50，47.50，96.50，357.30，834.00，937.41， 
妊娠剧吐：0.19，0.23，0.85，2.25，74.33，147.91，339.04，562.51，725.87，875.58 
妊娠糖尿病：0.15，0.89，12.70，77.00，134.20，235.87，312.50，420.35，465.30，872.90， 
绒毛膜：0.15，0.24，0.70，0.83，2.50，17.50，432.50，555.91，625.29，775.52 
溶酶体酶异常：0.08，0.41，0.95，2.75，5.50，15.65，67.50，192.93，236.42，585.70 

溶酶体贮积病：0.08，0.41，0.95，2.75，5.50，15.65，67.50，192.93，236.42，585.70 
溶血性尿毒综合征：0.05，0.18，4.82，65.00，110.25，332.41，517.50，684.81，712.23，992.00 
溶血性贫血：0.02，0.12，5.16，62.50，110.25，332.41，517.50，684.81，712.23，992.00 
肉毒中毒，小儿：0.02，0.32，16.55，85.00，232.41，458.50，519.68，687.62，712.42，992.00， 
肉毒中毒：0.02，0.32，16.55，85.00，232.41，458.50，519.68，687.62，712.42，992.00， 
肉瘤， 尤因 的：0.03，0.25，0.78，0.93，7.50，95.75，300.00，454.37，615.19，784.81， 
肉瘤，骨肉：（见0.04，0.24，0.73，7.90，67.22，127.50，317.50，665.52，831.33，913.50，） 
肉瘤，软组织：0.04，0.37，0.87，2.25，2.50，70.00，95.27，269.71，175.27，350.00 
肉瘤，上皮样：0.04，0.37，0.87，2.25，2.50，70.00，95.27，269.71，175.27，350.00 
肉瘤，梭形细胞：0.04，0.37，0.87，2.25，2.50，70.00，95.27，269.71，175.27，350.00 
肉瘤，小脑， CA ：0.14，0.22，0.72，2.58，193.11，247.59，385.21，521.68，657.30，729.34 
肉瘤，Germinoblastic：（见癌症：淋巴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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肉瘤：0.04，0.37，0.87，2.25，2.50，70.00，95.27，269.71，175.27，350.00 
肉芽肿，恶性：0.02，0.12，0.95，13.39，22.50，50.00，60.00，93.50，234.11，475.87 
肉芽肿，霍奇金：0.02，0.12，0.95，13.39，22.50，50.00，60.00，93.50，234.11，475.87 
肉芽肿，慢性：0.14，0.22，0.70，6.21，102.50，247.50，372.50，505.61，625.68，956.16 
肉芽肿，韦格纳：0.09，0.33，5.49，37.00，203.83，381.41，481.93，614.82，763.00，797.23 
肉芽肿，脂：0.04，1.52，14.75，71.87，152.25，217.50，335.00，492.50，675.54，775.35 
肉芽肿，Pseudopyogenic：0.10，1.00，12.33，5.50，45.00，234.51，475.16，527.00，752.70，987
.23 
肉芽肿：0.03，0.50，0.70，0.97，88.00，370.50，547.50，656.50，725.37，825.52 
肉芽肿：0.10，0.50，0.70，0.97，5.75，39.50，132.81，387.21，506.53，925.37， 
肉芽肿性唇炎：0.14，0.22，0.70，6.21，102.50，247.50，372.50，505.61，625.68，956.16 
肉芽肿性皮肤松弛：0.35，0.93，12.33，25.23，35.68，87.50，93.50，233.63，434.00，519.34， 
蠕虫病：0.06，0.49，0.73，1.27，12.33，5.87，112.71，252.50，492.50，675.29 
乳房的佩吉特氏病：0.08，0.49，0.68，7.50，11.09，17.50，72.50，215.70，456.50，517.50 
乳房发育不良：0.04，0.25，0.97，9.00，73.89，123.20，257.51，302.58，592.49，875.43 
乳碱综合征：0.11，0.49，14.73，82.50，217.50，344.01，671.52，753.21，871.02，975.87 
乳胶过敏：0.15，0.23，0.65，0.93，7.50，11.09，52.50，172.51，383.50，516.52 
乳胶过敏症：0.15，0.23，0.65，0.93，7.50，11.09，52.50，172.51，383.50，516.52 
乳糖不耐症：0.13，0.25，0.70，7.50，12.33，32.13，232.50，355.69，430.00，855.08， 
乳糖吸收不良：0.13，0.25，0.70，7.50，12.33，32.13，232.50，355.69，430.00，855.08， 
乳头瘤病毒感染：0.05，0.32，0.60，0.85，12.33，57.26，152.00，93.50，315.70，425.37 
乳头炎，视神经：0.05，0.40，0.85，2.50，13.98，12.71，95.47，233.91，426.90，571.00， 
乳头状瘤，鳞状细胞：0.04，0.32，0.57，0.85，30.25，173.21，301.80，402.85，410.70，475.47。 
乳头状瘤，舒普：0.07，0.35，25.40，50.00，60.00，150.00，475.11，527.00，667.00，987.23 
乳头状瘤：0.04，0.32，0.57，0.85，30.25，173.21，301.80，402.85，410.70，475.47 
乳头状瘤病：0.04，0.32，0.57，0.85，30.25，173.21，301.80，402.85，410.70，475.47 
乳突炎：0.07，0.22，0.70，2.50，39.00，300.50，411.51，605.65，747.00，907.11， 
乳腺癌：0.02，0.46，5.12，27.50，85.00，95.75，150.00，434.71，682.45，753.07 
乳腺疾病：0.08，0.24，13.93，35.16，92.50，355.72，412.33，563.19，709.83，978.85 
乳腺结构不良：0.04，0.25，0.97，9.00，73.89，123.20，257.51，302.58，592.49，875.43 
乳腺囊肿：0.08，0.24，12.71，35.16，92.50，355.72，412.33，563.19，709.83，978.85 
乳腺囊肿：0.08，0.24，12.71，35.16，92.50，355.72，412.33，563.19，709.83，978.85 
乳腺痛：0.08，0.24，13.93，35.16，92.50，355.72，412.33，563.19，709.83，978.85 
乳腺肿瘤：0.02，0.46，5.12，27.50，85.00，95.75，150.00，434.71，682.45，753.07 
褥疮性溃疡：0.18，0.62，0.93，12.76，47.23，187.50，271.50，571.34，622.53，864.00， 
朊病毒疾病：0.09，0.23，1.95，8.85，44.11，72.41，125.21，433.50，541.50，621.61， 
软骨：0.06，0.52，27.50，55.75，125.19，250.00，354.72，517.50，683.00，712.42， 
软骨疾病：0.06，0.52，27.50，55.75，125.19，250.00，354.72，517.50，683.00，712.42， 
软骨瘤：0.06，0.25，0.83，96.50，375.19，450.00，517.50，687.62，712.00，992.00， 
软骨肉瘤：0.08，0.52，0.60，2.25，11.09，45.75，222.70，522.53，691.27，750.00 
软骨炎，肋软骨：0.05，0.24，15.75，45.00，93.50，376.29，512.33，689.93，759.83，925.71 
软脑膜囊肿：0.16，0.60，0.90，2.50，3.00，125.09，225.33，344.50，490,56，807.22 
软盘二尖瓣：0.04，0.24，49.71，132.85，235.51，321.51，405.62，592.52，654.32，779.50， 
软下疳：0.24，0.70，7.50，72.50，119.34，324.37，515.70，682.02，754.19，941.00 
弱视：0.05,0.70,2.50，67.50,125.05,322.06,536.42,655.20,752.63,924.37 
 

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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塞泽里综合征：0.18，0.30，2.33，17.50，45.75，375.17，475.00，527.00，662.71，723.01， 
腮 - 耳 - 肾症候群：0.15，0.49，0.62，0.80，5.11，125.00，426.90，571.00，838.00，932.00， 
腮腺炎，流行性：0.13，0.30，0.83，2.50，7.50，22.50，142.02，251.02，325.58，471.87 
腮腺炎：0.13，0.30，0.83，2.50，7.50，22.50，142.02，251.02，325.58，471.87 
三病证：0.11，0.55，0.85，16.20，47.50，376.29，476.50，527.00，667.00，742.00 
三叉神经痛：0.02，0.37，22.50，52.50，90.00，275.00，275.16，310.25，425.11，838.00， 
三尖瓣瓣闭锁：0.17，32.50，52.50，72.50，95.11，175.75，455.82，518.92，684.81，962.00， 
三尖瓣闭锁：0.17，32.50，52.50，72.50，95.11，175.75，455.82，518.92，684.81，962.00， 
散光：0.60，0.90，12.33，7.50，12.71，55.00，234.51，325.71，491.00，667.90 
桑德霍夫病：0.17，0.55，0.95，5.15，13.98，137.50，362.50，697.50，775.00，922.53， 
瘙痒：0.06，0.49，9.65，57.50，219.51，370.40，472.50，625.31，725.87，871.00， 
瘙痒：0.06，0.49，9.65，57.50，219.51，370.40，472.50，625.31，725.87，871.00， 
色觉缺陷：0.20，0.46，0.75，8.89，12.71，57.50，301.20，617.50，747.50，891.35， 
色盲：0.20，0.46，0.75，8.89，12.71，57.50，301.20，617.50，747.50，891.35， 
色素失禁症：0.10，0.57，0.68，0.87，35.58，127.50，337.50，638.61，715.23，903.74， 
色素失禁症乙酰胆碱：0.10，0.57，0.68，0.87，35.58，127.50，337.50，638.61，715.23，903.74， 
色素性视网膜炎：0.07，0.50，1.00，7.50，17.50，127.50，335.29，525.15，705.22，813.67， 
瑟顿综合征：0.03，0.18，0.65，0.80，33.52，72.50，270.96，321.80，505.67，715.28 
沙门氏菌病：0.18，0.57，1.85，7.50，329.00，382.30，386.55。355.00，386.00，390.00 
沙门氏菌感染：0.18，0.57，1.85，7.50，329.00，382.30，386.55。355.00，386.00，390.00 
沙眼：0.19，0.37，0.78，0.95，2.25，5.25，45.00，65.75，752.63，924.37 
沙伊综合症：0.07，0.35，0.70，5.58，17.25，22.50，150.00，413.02，550.00，719.34 
疝，横膈：0.04，0.26，0.68，2.25，10.89，145.22，267.50，425.91，657.77，825.22， 
疝，裂孔疝：0.04，0.30，0.62，51.25，117.25，245.56，367.50，625.22，816.72，905.00 
疝，脑：0.13，0.57，0.78，0.97，2.50，87.50，323.98，665.70，822.70，906.07 
疝，脐：0.04，0.30，0.60，2.50，117.25，245.56，367.50，625.22，816.72，905.00 
疝，食管：0.04，0.30，0.62，51.25，117.25，245.56，367.50，625.22，816.72，905.00 
疝，食管旁：0.04，0.30，0.62，51.25，117.25，245.56，367.50，625.22，816.72，905.00 
疝：0.14，0.22，0.73，13.39，5.58，150.00，475.85，736.42，819.34，915.70 
伤害：0.16，0.25，0.62，7.00，12.71，35.00，90.00，410.25，560.00，714.82 
伤寒：0.13，0.40，0.87，43.20，92.50，310.25，479.50，527.00，789.00，985.67 
伤寒：0.13，0.40，0.87，43.20，92.50，310.25，479.50，527.00，789.00，985.67 
上颌面手术：0.68，0.90，2.50，13.93，205.51，337.30，331.00，435.85，409.70，408.00 
上呼吸道感染：0.10，0.55，0.73，0.87，67.20，172.85，230.00，533.20，675.95，875.29 
上呼吸消化道肿瘤：（见癌症：头颈部肿瘤） 
上睑下垂：0.07，0.25，22.50，42.50，125.00，377.91，524.37，650.00，759.83，926.70， 
上髁炎，横向 H. ：0.08，7.25，50.00，62.50，93.50，322.53，475.03，527.00，667.00，987.23 
上皮瘤，基底细胞：0.08，0.12，0.85，5.16，20.00，40.00，85.00，97.50，355.72，434.50，515.00
， 
上皮瘤：0.13，0.23，0.73，0.83，5.12，7.25，32.50，90.00，175.75，434.53， 
上皮肿瘤，恶性：0.13，0.23，0.73，0.83，5.12，7.25，32.50，90.00，175.75，434.53， 
上斜视：0.17，0.57，37.50，87.50，90.00，452.59，519.68，684.81，712.23，997.87， 
尚博格病：0.10，0.57，0.68，0.87，35.58，127.50，337.50，638.61，715.23，903.74， 
少汗：0.03，0.55，0.87，10.72,27.50，127.50，335.58，525.61，826.32，919.55 
少年 亨廷顿 病：0.15，0.23，0.75，3.85，52.25，177.25，400.00，563.19，642.91，976.90 
少年脊髓性肌萎缩：0.18，0.32，25.00，52.50，134.25，175.75，426.90，571.00，843.00，937.41， 
少年颞动脉炎：0.13，0.23，0.75，0.80，5.25，7.25，35.00，95.47，226.32，422.53 
少尿：0.17，0.35，0.83，7.50，15.91，47.50，87.50，392.50，475.52，575.29， 
少突星形，混合：0.02，0.57，9.00，12.85，45.00，92.50，175.75，450.00，515.16，689.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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舌-面部颊运动障碍：0.17，0.32，0.95，5.50，32.50，47.50，162.12，232.03，397.50，679.93 
舌，地理：0.03，0.12，0.60，0.93，2.25，217.50，387.50，475.00，575.52，726.90 
舌下囊肿：0.18，0.55，1.00，7.50，30.00，42.50，72.50，95.75，90.00，519.34， 
舌炎，良性迁徙：0.03，0.12，0.60，0.93，2.25，217.50，387.50，475.00，575.52，726.90 
舌咽神经：0.07，0.57，0.95，2.25，125.25，320.00，437.50，593.50，615.70，824.37 
舌咽神经痛：0.07，0.57，0.95，2.25，125.25，320.00，437.50，593.50，615.70，824.37 
舍恩莱因 - 亨诺赫紫癜：0.06，0.50，0.60，3.87，212.50，323.00，502.10，690.09，722.92，951.00 
S 
砷中毒：0.10，0.83，5.50，52.50，342.06，458.50，515.09，687.62，712.23，995.38， 
深静脉血栓形成：0.14，0.49，0.73，0.95，7.50，2.50，20.00，112.33，376.29，534.25， 
神经病，遗传性和自主，类型III：0.14，0.25，0.85，5.25，7.25，325.00，587.50，745.31，815.90，
927.00， 
神经病，遗传性运动感觉：0.04，0.41，0.62，0.97，7.50，20.00，87.50，342.06，635.31，834.45， 
神经病：0.04，0.41，0.62，0.97，7.50，20.00，87.50，342.06，635.31，834.45， 
神经病变，颅：0.06，0.26，0.95，5.15，27.25，42.50，95.95，427.50，607.00，862.02， 
神经病变，遗传性运动感觉，IV型：0.04，0.41，0.62，0.97，7.50，20.00，87.50，342.06，635.31，
834.45， 
神经病I型：0.19，1.22，4.33，17.25，63.21，119.42，287.21，403.03，435.00，711.17 
神经官能症，焦虑：0.08，0.62，0.87，5.81，225.00。423.07，572.00，727.33，841.12，903.91 
神经官能症，恐怖性：0.02，0.23，0.65，16.95，73.50，120.53，355.54，607.59，816.51，979.93 
神经官能症，疑病：0.03，0.50，0.85，7.50，8.00，127.50，235.58，525.79，725.00，825.79 
神经官能症，战争：0.11，0.24，0.70，0.97，112.75，217.50，435.27，657.50，895.00，925.27， 
神经管畸形：0.03，0.24，0.85，2.50，5.87，85.00，96.50，175.87，357.77，452.59 
神经肌氨酸：0.04,0.35，6.79,52.25,115.78,234.25,342.12,472.50,551.22,657.71 
神经肌肉疾病：0.04，0.35，6.79，52.25，115.78，234.25，342.12，472.50，551.22，657.71 
神经胶质瘤，视网膜：0.55，0.68，0.87，7.50，13.61，40.00，90.00，375.95，575.31，827.00， 
神经胶质瘤，星形细胞：0.02，0.57，9.00，12.85，45.00，92.50，175.75，450.00，515.16，689.41 
神经胶质细胞瘤：0.05，0.49，9.73，88.00，105.75，237.25，413.93，651.20，732.59，973.52 
神经节苷脂，B变体：0.20，0.12，27.50，47.50，96.50，275.03，534.25，691.27，753.07，927.10
， 
神经节苷脂唾液酸酶缺乏症：0.20，0.25，0.65，2.50，3.00，7.50，96.50，326.16，534.25，652.43
， 
神经节苷脂G（M2），I型：0.20，0.12，27.50，47.50，96.50，275.03，534.25，691.27，753.07，92
7.10， 
神经节苷脂G（M2），II型：0.17，0.55，0.95，5.15，13.98，137.50，362.50，697.50，775.00，922.
53， 
神经节炎，结肠：0.13,0.52,0.75,5.52,8.22,47.50,72.51,126.33,275.56,475.22， 
神经瘤，声：0.05，0.35，0.62，0.97，2.50，7.50，122.50，307.50，425.52，624.37 
神经母细胞瘤，视网膜：0.55，0.68，0.87，7.50，13.61，40.00，90.00，375.95，575.31，827.00， 
神经母细胞瘤：0.04，0.18，0.78，2.50，7.50，55.91，87.50，96.50，325.87，523.01 
神经内分泌肿瘤：0.11，0.49，5.57，62.75，145.18，246.71，361.03，435.29，693.50，787.00 
神经鞘瘤，前庭：0.05，0.35，0.62，0.97，2.50，7.50，122.50，307.50，425.52，624.37 
神经鞘瘤，声：0.05，0.35，0.62，0.97，2.50，7.50，122.50，307.50，425.52，624.37 
神经鞘瘤：0.03，0.35，0.70，2.78，7.25，12.50，42.02，175.87，434.00，658.81 
神经鞘瘤：0.03，0.35，0.70，2.78，7.25，12.50，42.02，175.87，434.00，658.81 
神经鞘瘤：0.03，0.35，0.70，2.78，7.25，12.50，42.02，175.87，434.00，658.81 
神经束膜囊肿：0.08，0.32，0.65，37.50，67.50，96.50，379.93，476.50，527.00，667.00， 
神经疼痛：0.08，0.25，0.65，2.50，8.00，77.50，196.50，315.70，524.94，660.41， 
神经痛，肌萎缩性：0.15，0.57，15.16，52.50，119.34，357.30，424.37，561.93，642.91，93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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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经痛，糖尿病：0.16，0.41，0.77，8.93，32.25，43.01，112.52，421.35，422.30，802.59， 
神经痛，膝状：0.12，0.45，0.90，5.91，137.50，372.50，416.60，420.20，418.00，824.37 
神经痛，坐骨神经痛：0.19，0.50，0.70，0.97，14.63，42.50，67.50，196.50，452.93，777.50， 
神经痛：0.08，0.25，0.65，2.50，8.00，77.50，196.50，315.70，524.94，660.41， 
神经痛：0.18,1.07,4.83,15.25,58.21,109.42,237.21,387.02,4 434.27,611.05 
神经痛肌萎缩：0.15，0.57，15.16，52.50，119.34，357.30，424.37，561.93，642.91，930.12 
神经系统疾病，0.05，0.37，0.83，2.75，3.00，70.00，95.09，175.16，275.00，357.30 
神经系统疾病：0.04，0.25，0.65，0.93，2.75，7.50，96.50，326.16，475.56，527.00 
神经系统疾病：0.04，0.25，0.65，0.93，2.75，7.50，96.50，326.16，475.56，527.00 
神经纤维瘤病：0.17，0.35，0.83，7.50，115.29，347.50，487.50，592.50，675.91，775.56 
神经型戈谢病：0.05，0.24，0.70，0.95，2.50，7.50，32.50，125.37，319.34，519.34 
神经血管综合征，胸廓出口：0.02，0.40，7.25，20.00，55.00，92.50，222.70，475.11，527.00，987
.23 
神经压迫综合征：0.02，0.24，0.85，2.50，5.25，72.50，196.50，375.91，456.72，880.00 
神经炎，臂丛神经：0.15，0.57，15.16，52.50，119.34，357.30，424.37，561.93，642.91，930.12 
神经炎，前庭：0.03，0.18，0.65，0.93，10.89，5.50，93.50，210.50，424.37，978.05 
神经元，前庭：0.03，0.18，0.65，0.93，10.89，5.50，93.50，210.50，424.37，978.05 
神经元蜡样-
Lipofuscinoses：0.19，0.18，0.70，2.25，5.78，47.50，269.71，450.00，515.56，686.21 
神经症，创伤后：0.14，0.68，2.50，60.00，122.53，300.00，496.01，655.20，750.00，912.33 
神经症，强迫症，Compulsve：0.19，0.75，1.42，5.25，25.51，42.57，162.21，492.83，671.51，80
8.53 
神经症，抑郁：0.14，0.22，0.62，7.50，15.50，41.09，465.69，597.50，722.70，875.93 
神经滞留：0.02，0.24，0.85，2.50，5.25，72.50，196.50，375.91，456.72，880.00 
神经阻滞剂恶性综合征，抗精神病药诱导：0.08，0.41，0.80，5.75，5.50，122.50，287.50，319.34，
472.29，678.51 
神游：0.11，0.49，0.97，17.30，29.50，422.50，602.50，715.31，803.50，924.37， 
肾病：0.13，0.24，0.75，0.90，213.52，335.58，413.98，635.00，795.22，826.32 
肾病综合征：0.13，0.24，0.78，0.93，2.25，112.33，217.50，335.56，595.87，813.50 
肾动脉梗阻：0.07，0.55，0.85，7.58，132.60，347.50，472.50，597.50，775.95，925.31， 
肾动脉狭窄：0.07，0.55，0.85，7.58，132.60，347.50，472.50，597.50，775.95，925.31 
肾功能衰竭，急性：0.13，0.18，0.65，0.97，7.50，11.95，40.00，150.00，524.94，689.93，752.05 
肾功能衰竭，急性：0.13，0.18，0.65，0.97，7.50，11.95，40.00，150.00，524.94，689.93，752.05 
肾功能衰竭，慢性：0.13，0.18，0.65，0.97，7.50，11.95，40.00，150.00，524.94，689.93，752.05 
肾功能衰竭，慢性：0.13，0.18，0.65，0.97，7.50，11.95，40.00，150.00，524.94，689.93，752.05 
肾功能衰竭，终末期：0.13，0.18，0.65，0.97，7.50，11.95，40.00，150.00，524.94，689.93，752.
05 
肾积水：0.20，0.25，0.75，2.53，3.40，5.58，95.87，175.91，425.87，571.40 
肾结石：0.04，0.18，0.70，0.85，5.78，32.50，60.00，125.23，95.67，150.00， 
肾结石：0.04，0.18，0.70，0.85，5.78，32.50，60.00，125.23，95.67，150.00， 
肾结石：0.04，0.18，0.70，0.85，5.78，32.50，60.00，125.23，95.67，150.00， 
肾母细胞瘤：0.02，0.49，0.78，7.50，2.50，20.00，62.50，322.06，425.71，568.43， 
肾上腺分泌物分泌：0.13,0.35,0.70,0.85,5.79,77.25,130.00,296.50,625.58,915.70 
肾上腺疾病：0.07,5.50,73.30,134.25,357.30,454.37,519.68,689.41,712.23,993.41， 
肾上腺脑白质营养不良：0.19，0.75，0.90，5.16，30.00，229.32，434.25，564.28，714.82，978.05 
肾上腺皮质神经病变：0.19，0.75，0.90，5.16，30.00，229.32，435.00，564.28，714.82，978.05 
肾上腺增生综合征，0.22,0.97,52.50,93.50,236.42,376.29,4266.90,571.00,813.00,932.00， 
肾透析：0.06，0.50，0.87，12.85，27.50，141.59，301.23，453.02，783.40，825.03 
肾小管坏死：0.13，0.18，0.65，0.97，7.50，11.95，40.00，150.00，524.94，689.93，752.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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肾小球性肾炎：0.15，0.24，0.68，0.83，32.50，197.50，332.50，555.37，696.50，875.52， 
肾性佝偻病：0.04，0.55，0.78，0.97，5.87，57.05，152.03，592.50，602.59，953.72 
肾性骨病：0.04，0.55，0.78，0.97，5.87，57.05，152.03，592.50，602.59，953.72， 
肾炎，家族：0.03，0.37，0.78，0.90，7.50，10.72，40.00，157.50，392.50，575.56 
肾炎，遗传性：0.03，0.37，0.78，0.90，7.50，10.72，40.00，157.50，392.50，575.56 
肾盂肾炎，急性坏死性：0.05，0.35，0.75，0.93，5.25，7.50，442.50，793.50，875.69，951.17， 
肾盂肾炎：0.05，0.35，0.75，0.93，5.25，7.50，442.50，793.50，875.69，951.17， 
肾脏疾病，囊性：0.07，0.18，0.62，7.50，12.11，40.00，150.00，524.94，689.93，752.05 
肾脏疾病，终末期：0.13，0.18，0.65，0.97，7.50，11.95，40.00，150.00，524.94，689.93，752.05 
肾脏疾病：0.07，0.18，0.57，7.50，13.61，122.50，211.00，305.85，452.20，591.43 
生理压力：0.14，0.68，2.50，62.42，122.53，300.00，496.01，655.20，755.00，805.12 
生物素酶缺乏：0.19，0.35，13.52，90.00，355.08，475.16，527.00，667.00，789.00，986.22 
生长激素分泌过多：0.08，0.42，0.77，7.91，31.21，122.74，255.61，371.33，742.80，955.20 
生殖器疾病，男性：0.08，0.35，0.60，0.87，2.25，5.00，55.47，329.88，401.22，721.50 
生殖器疾病，女性：0.08，0.35，0.60，0.87，2.25，5.00，55.47，172.50，397.50，796.50 
生殖器疱疹：0.12，0.55，0.95，291.25，293.05，292.00，345.50，495.22，734.25，824.37 
声带麻痹：0.08，0.12，15.33，85.00，90.00，357.30，527.00，657.11，833.20，987.23 
声门上：0.07，0.46，0.60，0.95，11.09，32.50，127.50，395.83，619.34，725.54， 
声门下狭窄：0.20，0.25，0.75，2.50，3.00，5.58，95.23，175.54，425.69，571.00 
绳蠕虫： 0。 04 ，0。 07 ，0。 15 ，0。 55 ，2 23 ， 4 。 21 ，13.9 8 ，9 0 0.5 1 ，35 0 。 00 ，4 32 
0.1 4 
圣 安东尼火：0.07，0.52，0.68，0.90，2.75，5.00，15.36，0.04，325.54，533.63 
圣安东尼火：0.07，0.52，0.68，0.90，2.75，5.00，15.36，0.04，325.54，533.63 
圣保罗 斑疹伤寒：0.07，0.52，7.57，33.80，282.75，405.75，523.88，667.50，825.28，915.70 
圣诞节疾病：0.06，0.23，0.97，7.50，175.20，212.97，321.51，471.21，647.07，815.56， 
圣菲利波综合征：0.07，0.35，0.70，5.58，17.25，22.50，150.00，413.02，550.00，719.34 
失眠 ：0.13，0.40，0.62，42.50，57.50，92.50，175.00，475.17，527.00，667.00， 
失血性休克：0.17，0.35，55.75，60.00，115.70，250.00，524.37，655.20，754.19，919.34 
失语症，标称值：0.52,0.80,7.50,37.50,175.33,275.00,389.93,450.00,519.68,883.00， 
失语症，获得：0.14，0.62，0.85，12.85，5.07，453.72，515.09，684.81，712.81，993.41， 
失语症，获得性癫痫：0.12，0.23，0.83，5.25，97.00，128.21，162.50，338.06，511.94，631.41 
失语症，遗忘症：0.52,0.80,7.50,37.50,175.33,275.00,379.93,450.00,519.68,883.00， 
失语症，Anomic：0.52,0.80,7.50,37.50,175.33,275.00,379.93,450.00,519.68,883.00， 
失语症：0.14,0.62,0.85,12.85,5.05,453.72,515.09,684.81,712.81,993.41， 
虱：0.03，0.41，0.62，0.93，7.50，13.93，85.54，96.50，327.81，405.23 
虱子侵染：0.03，0.41，0.62，0.93，7.50，13.93，85.54，96.50，327.81，405.23 
施密特综合征：0.05，0.26，0.57，2.50，13.39，85.34，157.50，525.83，757.77，975.34， 
施尼茨勒综合征：0.13，0.23，0.75，0.85，5.69，117.25，345.75，587.50，695.27，875.98， 
湿肺：0.75，0.41，0.82，0.97，7.50，19.89，37.53，125.31，375.93，519.34， 
湿疹：0.08，0.41，9.80，87.50，202.50，345.00，607.50，725.83，850.00，924.37 
十二指肠球部溃疡：0.17，0.18，0.93，2.50，15.00，20.00，45.31，670.00，725.90，825.83 
石棉沉滞症：0.04，0.97，7.50，87.50，175.33，475.16，527.00，657.11，742.00，985.67 
实验肺部炎症：0.05，0.35，0.75，0.93，5.71，7.50，345.83，465.34，593.50，725.00， 
食管，贝瑞特：0.13，0.23，0.62，9.97，167.50，325.50，422.50，650.00，875.95，919.34， 
食管闭锁：0.22，0.75，0.85，10.89，32.50，62.03，225.54，410.50，719.34，865.36， 
食管反流：0.23，0.62，0.97，7.50，5.50，13.93，45.37，95.47，376.29，422.53 
食管疾病：0.22，0.65，0.83，7.50，30.00，57.50，225.54，410.50，719.34，865.36， 
食管裂孔疝：0.04，0.30，0.62，51.25，117.25，245.56，367.50，625.22，816.72，90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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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管气管瘘：0.13，0.40，0.73，5.62，7.25，42.50，90.00，479.50，527.00，986.22 
食管憩室：0.23，7.50，22.50，35.05，95.00，375.33，424.37，563.19，714.82，978.05 
食管憩室：0.23，7.50，22.50，35.05，95.00，375.33，424.37，563.19，714.82，978.05 
食管失弛缓症：0.22，0.65，0.83，7.50，120.00，357.50，425.36，651.00，754.37，819.68 
食管炎：0.11，0.57，1.09，7.50，30.00，37.50，225.54，410.50，719.34，865.36， 
食物中毒：0.12，0.23，0.83，5.50，12.71，83.93，192.50，475.44，624.37，882.45 
史密斯 - 
马盖尼斯综合症：0.95，2.25，32.50，67.50，97.50，322.06，375.17，497.61，653.69，750.00 
史密斯 - Lemli-
奥皮茨综合征：0.08，0.35，5.50，35.19，72.50，93.50，342.06，524.37，655.20，754.19 
使用Rifes博士3.30兆赫MOR带。癌症和病毒特异 
视觉认知障碍：0.12，5.62，67.50，93.50，222.70，425.00，522.53，689.93，752.63，923.70 
视力障碍：0.12，0.65，25.05，87.50，125.33，222.53，479.93，527.00，667.00，987.23 
视盘疾病：0.04，0.18，0.70，2.25，5.29，47.50，275.52，425.29，571.00，813.00 
视盘水肿：0.05，0.40，0.85，2.50，13.98，12.71，95.47，233.91，426.90，571.00， 
视神经病变，缺血性：0.04，0.18，0.70，2.25，5.29，47.50，275.52，425.29，571.00，813.00 
视神经病变：0.04，0.18，0.70，2.25，5.29，47.50，275.52，425.29，571.00，813.00 
视神经疾病：0.04，0.18，0.70，2.25，5.29，47.50，275.52，425.29，571.00，813.00 
视神经脊髓炎：0.05，0.57，0.60，2.25，5.29，37.50，375.56，475.29，527.00，831.90， 
视神经缺血：0.04，0.18，0.70，2.25，5.29，47.50，275.52，425.29，571.00，813.00 
视神经乳头水肿：0.05，0.40，0.85，2.50，13.98，12.71，95.47，233.91，426.90，571.00， 
视神经乳头水肿：0.05，0.40，0.85，2.50，13.98，12.71，95.47，233.91，426.90，571.00， 
视神经萎缩，遗传性：0.07，0.57，0.60，11.09，75.29，137.50，375.52，456.50，517.50，687.62 
视神经炎：0.07，0.46，0.62，0.97，2.75，132.28，265.00，533.63，657.77，834.25， 
视网膜疾病：0.07，0.50，1.00，7.50，17.50，127.50，335.29，565.75，725.95，919.34， 
视网膜静脉阻塞：0.07，0.50，1.00，7.50，17.50，127.50，335.29，565.75，725.95，919.34， 
视网膜母细胞瘤：0.55，0.68，0.87，7.50，13.61，40.00，90.00，375.95，575.31，827.00， 
视网膜劈裂：0.04，0.12，0.95，13.39，13.93，50.00，165.80，493.20，722.70，905.31， 
视网膜劈裂症，青少年，X连锁：0.04，0.12，0.95，13.39，13.93，50.00，165.80，493.20，722.70，
905.31， 
视网膜劈裂症，退化性：0.04，0.12，0.95，13.39，13.93，50.00，165.80，493.20，722.70，905.31
， 
视网膜色素上皮脱离：0.08，0.46，1.00，7.50，217.50，327.50，452.50，665.75，796.50，834.25， 
视网膜脱离：0.08，0.46，1.00，7.50，217.50，327.50，452.50，665.75，796.50，834.25， 
视性眼阵挛：0.17，0.32，0.95，5.50，32.50，47.50，162.12，232.03，397.50，679.93 
室管膜瘤，乳头状：0.07，0.18，6.75，40.87，172.69，201.25，421.50，597.50，835.35，923.07， 
室管膜瘤，Myxopapillary：0.07，0.18，6.75，40.87，172.69，201.25，421.50，597.50，835.35，92
3.07， 
室管膜瘤：0.07，0.18，6.75，40.87，172.69，201.25，421.50，597.50，835.35，923.07， 
嗜铬细胞瘤，肾上腺外：0.06，0.49，0.73，3.21，30.89，115.83，322.50，452.50，697.50，875.35 
嗜铬细胞瘤：0.06，0.49，0.73，3.21，30.89，115.83，322.50，452.50，697.50，875.35 
嗜曙红细胞增多 - 肌痛：0.02，0.12，0.95，12.33，82.50，152.00，362.02，604.00，713.34，823.58 
嗜酸粒细胞增多，热带：0.02，0.12，0.95，12.33，82.50，152.00，362.02，604.00，713.34，823.58 
嗜酸乳杆菌：346.05，347.00，348.00，349.00，350.00，351.65，352.00，353.00，354.00，355.00 
嗜酸性粒细胞：0.02，0.12，0.95，12.33，82.50，152.00，362.02，604.00，713.34，823.58 
嗜中性白细胞皮肤病：0.19，0.37，7.25，45.75，96.50，325.00，519.34，655.20，750.00，922.53 
收敛眼球震颤：0.07，0.37，0.95，7.50，82.00，193.93，237.50，487.50，706.21，946.50 
收缩期点击-
杂音综合征：0.04，0.24，49.71，132.85，235.51，321.51，405.62，592.52，654.32，779.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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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臂受伤：0.18,0.90,5.50,13.93,55.16,250.00,425.09,571.00,827.00,932.00， 
手舒勒基督教小号：0.14，0.32，0.97，2.50，11.09，20.00，57.50，225.00，423.01，565.36 
手指失认症：0.12，5.62，67.50，93.50，222.70，425.00，522.53，689.93，752.63，923.70 
手足口病：0.12，0.55，0.85，72.50，125.75，375.19，477.50，527.00，667.00，752.70， 
疏神经官能症：0.02，0.23，0.65，16.95，73.50，120.53，355.54，607.59，816.51，979.93 
输卵管炎：0.17，0.55，0.95，75.00，125.28，237.50，362.50，597.50，775.95，915.70， 
鼠伤寒沙门氏菌食物中毒：0.18，0.57，1.85，7.50，329.00，382.30，386.55。355.00，386.00，390.
00 
鼠咬热：0.17，0.55，0.95，35.12，85.31，137.50，562.50，697.50，722.53，920.00 
鼠疫：0.05，0.26，0.57，2.50，12.85，35.34，57.50，96.50，322.06，475.87 
鼠疫：0.05，0.26，0.57，2.50，12.85，35.34，57.50，96.50，322.06，475.87 
栓塞，胆固醇：0.05，0.57，0.92，2.53，12.34，53.02，78.30，158.30，257.02，410.00 
双相障碍：0.16，0.80，7.50，30.00，67.50，125.00，352.93，563.19，642.91，930.12 
水痘：0.04，0.12，57.50，92.50，332.41，225.17，454.50，517.50，689.41，712.81 
水痘：0.04，0.12，57.50，92.50，332.41，225.17，454.50，517.50，689.41，712.81 
水平眼球震颤：0.07，0.37，0.95，7.50，82.00，193.93，237.50，487.50，706.21，946.50 
水肿：0.07，0.23，8.97，77.50，132.50，232.50，431.87，602.53，775.30，852.72 
水肿：0.07，0.23，8.97，77.50，132.50，232.50，431.87，602.53，775.30，852.72 
睡眠：0.18,0.62,0.93,12.76,47.23,187.50,271.50,571.34,622.53,864.00， 
睡眠过度，周期：0.04，0.50，0.68，0.87，5.58，7.50，37.50，95.54，323.01，426.90， 
睡眠呼吸暂停，中央：0.07，0.37，12.71，47.50，97.50，225.75，377.91，519.34，691.27，753.07
， 
睡眠呼吸障碍，：0.07，0.37，12.71，47.50，97.50，225.75，377.91，519.34，691.27，753.07 
睡眠障碍：0.13，0.40，0.62，42.50，57.50，92.50，175.00，475.17，527.00，667.00， 
丝虫病：0.19，0.18，0.73，7.50，68.00，115.44，322.50，545.43，612.37，779.93， 
丝虫感染：0.19，0.18，0.73，7.50，68.00，115.44，322.50，545.43，612.37，779.93， 
丝绸之路病：0.11，0.55，0.85，16.20，47.50，376.29，476.50，527.00，667.00，742.00 
斯 - 里 - 奥三：0.18，0.22，3.52，17.81，57.63，291.11，522.80，608.11，771.42，795.02 
斯蒂尔病，青少年 ：0.06，0.78，7.50，40.00，398.40，476.50，527.00，665.34，761.85，987.23 
斯蒂克勒综合症：0.46，2.50，30.00，57.50，95.17，325.71，524.37，691.27，753.07，927.10， 
斯皮尔梅伊尔 - 沃格特病：0.19，0.18，0.70，2.25，5.78，47.50，269.71，450.00，515.56，686.21 
斯特格病：0.15，0.18，0.80，5.50，33.20，172.30，471.20，557.82，603.44，921.88， 
斯特里特综合症：0.07，0.18，5.62，37.50，100.00，275.16，525.71，655.20，750.00，926.70， 
四氢生物蝶呤缺乏症：0.12，2.50，15.75，52.50，96.50，225.16，524.37，650.00，753.07，927.10
， 
四肢抽筋：0.13，0.40，0.62，3.83，35.25，132.25，282.50，327.50，522.50，748.00 
四肢瘫：0.15，0.46，0.95，5.85，62.50，107.50，217.50，496.50，855.72，915.31， 
四肢瘫：0.15，0.46，0.95，5.85，62.50，107.50，217.50，496.50，855.72，915.31， 
四肢瘫痪：0.15，0.46，0.95，5.85，62.50，107.50，217.50，496.50，855.72，915.31， 
四肢瘫痪小儿脑瘫：0.06，0.32，20.00，85.75，150.00，225.00，222.70，454.50，515.17，687.62 
宋内志贺氏菌侵入肿瘤：特定单一频率使用<RUN>模式：318.00 
髓母细胞瘤，促纤维增生：0.14，0.22，0.72，2.58，193.11，247.59，385.21，521.68，657.30，729.
34 
髓母细胞瘤：0.14，0.22，0.72，2.58，193.11，247.59，385.21，521.68，657.30，729.34 
髓质海绵肾：0.03，0.50，0.93，10.72，38.10，47.50，155.65，297.50，334.25，757.77 
梭杆菌感染：0.19，0.18，0.75，9.00，11.09，22.50，47.50，115.70，377.91，470.12 
梭菌性小肠结肠炎：0.28，0.75，0.81，0.98，107.41，128.31，176.21，517.10，609.42，717.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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梭状芽孢杆菌感染：361.00，362.00，364.55，382.80，384.00，389.00，391.15，394.20，396.00，3
98.10， 
羧化酶缺乏，多，晚发性：0.19，0.35，13.52，90.00，355.08，475.16，527.00，667.00，789.00，98
6.22 
所有的糖尿病综合，1型和2，+发病 
锁骨颅骨发育不全：0.17，0.52，0.62，0.85，20.30，97.50，155.27，562.50，753.20，850.00， 
 

T 
 
 
胎儿疾病（一般）：0.09，0.37，0.91，128.50，236.50，302.27，491.61，651.02，708.57，879.21， 
胎粪吸入：0.16，0.35，0.93，35.78，112.50，212.71，331.79，396.50，597.50，751.17， 
泰萨二氏病，B变：.20 0.12，27.50，47.50，96.50，275.03，534.25，691.27，753.07，927.10， 
泰萨二氏病：0.20，0.12，27.50，47.50，96.50，275.03，534.25，691.27，753.07，927.10， 
炭疽：0.07,0.68,0.93,5.50,11.09,119.34,150.00,175.33,545.00,705.00 
碳水化合物缺乏糖蛋白综合征：0.18，0.60，20.00，93.50，175.16，434.00，519.34，682.45，759.83
，900.00 
唐氏综合征（唯一症状）0.24，0.32，0.41，2.08，26.01，18.11，41.50，62.21，131.20，218.31， 
糖蛋白综合征:: 0.18，0.60，20.00，93.50，175.16，434.00，519.34，682.45，759.83，900.00 
糖尿病，缓慢发生：0.15，0.89，1.70，6.97，12.89，62.30，421.00，465.00，895.00，951.30 
糖尿病，铜牌：0.12，0.35，0.85，189.59，287.58，342.52，467.50，591.29，619.34，897.01 
糖尿病，突发：0.15，0.89，1.70，6.97，12.89，62.30，429.70，478.23，895.00，951.30 
糖尿病，稳定：0.15，0.89，1.70，6.97，12.89，62.30，421.00，465.00，895.00，951.30 
糖尿病，自身免疫性：0.15，0.89，1.70，6.97，12.89，62.30，429.70，478.23，895.00，951.30 
糖尿病成年发病型：0.15，0.89，1.70，6.97，12.89，62.30，421.00，465.00，895.00，951.30 
糖尿病多发性：0.16，0.41，0.77，8.93，32.25，43.01，112.52，421.35，422.30，802.59， 
糖尿病非胰岛素依赖型：0.15，0.89，1.70，6.97，12.89，62.30，421.00，465.00，895.00，951.30 
糖尿病高血糖症状：<RUN>频率657.50减轻症状（1小时） 
糖尿病类型3 <RUN>为每天1-2小时频率787.00 
糖尿病青少年发病：0.15，0.89，1.70，6.97，12.89，62.30，429.70，478.23，895.00，951.30 
糖尿病妊娠：0.15，0.89，12.70，77.00，134.20，235.87，312.50，420.35，465.30，872.90， 
糖尿病神经痛：0.16，0.41，0.77，8.93，32.25，43.01，112.52，421.35，422.30，802.59， 
糖尿病视网膜病变：0.15，0.24，0.68，0.97，32.25，43.01，112.52，212.50，465.35，422.30， 
糖尿病酸中毒：0.16，0.41，0.77，8.93，32.25，43.01，112.52，421.35，422.30，802.59， 
糖尿病酮症抗性：0.15，0.89，1.70，6.97，12.89，62.30，421.00，465.00，895.00，951.30 
糖尿病酮症倾向：0.15，0.89，1.70，6.97，12.89，62.30，429.70，478.23，895.00，951.30 
糖尿病酮症酸中毒：0.16，0.41，0.77，8.93，32.25，112.52，212.50，421.35，422.30，921.62， 
糖尿病性肌萎缩：0.16，0.41，0.77，8.93，32.25，43.01，112.52，421.35，422.30，802.59， 
糖尿病性神经病变：0.16，0.41，0.77，8.93，32.25，43.01，112.52，421.35，422.30，802.59， 
糖尿病胰岛素依赖型：0.15，0.89，1.70，6.97，12.89，62.30，429.70，478.23，895.00，951.30 
糖尿病自主神经病变：0.16，0.41，0.77，8.93，32.25，43.01，112.52，421.35，422.30，802.59， 
糖原分解：0.03，0.37，0.95，2.50，7.50，72.50，96.50，375.37，269.71，377.91 
糖原贮积病：0.03，0.37，0.95，2.50，7.50，72.50，96.50，375.37，269.71，377.91 
绦虫病：0.12，0.65，2.50，10.53，92.50，355.72，479.93，527.00，761.85，987.23 
绦虫感染：0.10，0.25，0.68，5.75，2.75，7.50，96.50，226.07，475.44，527.00 
绦虫感染：0.24，0.70，40.00，72.50，97.50，336.42，475.19，527.00，662.71，752.70 
特发性肥厚瓣下狭窄0.13，0.26，20.00，125.00，376.29，404.37，515.16，687.62，712.81，99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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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发性肥厚主动脉瓣下狭窄：0.13，0.26，20.00，125.00，376.29，404.37，515.16，687.62，712.81
，992.00， 
特发性过敏环境0.08，0.37，0.78，8.85，45.50，113.52，241.01，392.50，675.87，812.02 
特发性口面运动障碍：0.06，0.41，0.70，0.83，2.50，32.50，305.05，431.20，632.59，723.01 
特发性颅内高压：0.06，0.49，0.68，7.50，102.50，231.70，472.50，625.69，705.70，857.20 
特发性帕金森病：0.08，0.35，0.65，0.83，9.50，115.71，354.95。355.35，368.00，398.40 
特发性体位性低血压:: 
0.07，8.00，13.98，42.50，97.50，325.17，515.70，650.00，750.00，927.10， 
特发性阴囊钙质沉着：0.12，0.26，0.70，2.50，31.00，72.75，122.50，282.81，357.77，426.16 
特发性震颤：0.11，0.57，81.30，105.71，221.50，337.50，570.51，691.51，775.48，971.55 
特雷彻柯林斯综合症：0.12，0.55，0.85，5.50，22.50，35.68，70.00，261.11，385.65，705.70 
特纳综合征，男性：0.04，0.18，0.78，2.50，7.50，55.29，87.50，95.52，225.29，519.34， 
特纳综合征：0.07，0.57，0.73，2.50，50.00，150.00，475.00，527.00，663.71，776.50 
特纳综合征Kieser：0.07，0.35，0.70，45.00，78.25，114.69，323.00，637.08，845.87，973.50 
特应性超敏反应：0.04，0.24，0.57，1.92，30.72，57.50，152.01，321.26，669.71，823.01 
疼痛，一般：0.16，0.35，0.95，5.26，27.50，52.50，225.47，522.53，682.02，750.00 
疼痛障碍：0.07，0.57，23.10，50.00，375.19，477.50，527.00，667.00，753.23，986.22 
体外透析：0.06，0.50，0.87，12.85，27.50，141.59，301.23，453.02，783.40，825.03 
体位性低血压：0.07，8.00，13.98，42.50，97.50，325.17，515.70，650.00，750.00，927.10， 
天花：0.08，0.35，5.50，35.17，62.50，93.50，225.00，496.01，682.45，753.07 
天花：0.08，0.35，5.50，35.17，62.50，93.50，225.00，496.01，682.45，753.07 
天花次要：0.08，0.35，5.50，35.17，62.50，93.50，225.00，496.01，682.45，753.07 
天疱疮，良性家族：0.19，0.57，1.12，7.50，27.50，42.50，96.50，325.43，415.70，562.91 
天疱疮：0.03，0.12，0.95，2.75，12.71，50.00，90.00，325.44，433.63，560.00 
甜综合征：0.19，0.37，7.25，45.75，96.50，325.00，519.34，655.20，750.00，922.53 
听觉感觉异常：0.04，0.24，0.57，17.50，86.53，132.75，342.51，721.20，823.10，919.34 
听觉过敏：0.04，0.24，0.57，17.50，86.53，132.75，342.51，721.20，823.10，919.34 
听觉激动剂：0.12，5.62，67.50，93.50，222.70，425.00，522.53，689.93，752.63，923.70 
听力障碍：0.04，0.50，0.93，2.25，5.29，30.00，142.50，350.00，422.06，775.29 
通气不足，C.肺泡：0.07，0.37，12.71，47.50，97.50，225.75，377.91，519.34，691.27，753.07 
同源衰竭疾病：0.07，0.50，0.97，9.00，12.85，32.50，42.50，190.00，325.37，425.52， 
童年的脊髓性肌萎缩：0.18，0.32，25.00，52.50，134.25，175.75，426.90，571.00，843.00，937.41
， 
酮症，糖尿病：0.16，0.41，0.77，8.93，32.25，43.01，112.52，421.35，422.30，802.59， 
酮症酸中毒，糖尿病：0.16，0.41，0.77，8.93，32.25，43.01，112.52，421.35，422.30，802.59， 
瞳孔反应缺席：0.02，0.24，1.57，9.85，201.75，364.00，423.01，697.30，875.93，979.53， 
瞳孔功能异常：0.02，0.24，1.57，9.85，201.75，364.00，423.01，697.30，875.93，979.53， 
瞳孔缩小，缺陷动感画：0.07，0.50，0.97，9.00，12.33，32.50，142.50，320.00，425.87，525.56 
瞳孔异常：0.02，0.24，1.57，9.85，201.75，364.00，423.01，697.30，875.93，979.53， 
痛，偏头痛：0.15，0.18，2.32，63.75，72.30，132.20，220.30，587.30，722.52，915.20 
痛，腰痛：0.18，0.42，0.81，5.18，21.05，32.33，205.11，583.09，612.57，622.38 
痛风：0.07，0.24，30.65，78.52，197.25，267.00，512.35，602.21，733.63，925.00， 
头癌：0.10，0.52，7.50，30.00，225.03，434.15，527.00，662.71，749.00，986.22 
头孢噻肟：0.14,1.22,2.62,12.72,125.78,158.33,31.50,532.41,613.32,709.80， 
头部受伤：0.13，0.23，1.60，8.53，17.50，72.53，155.29，396.50，437.48，828.57， 
头部外伤：（0.13，0.23，1.60，8.53，17.50，72.53，155.29，396.50，437.48，828.57， 
头发疾病：0.17，0.18，0.87，2.50，27.50，82.50，85.52，165.00，692.50，825.52， 
头颈部肿瘤：0.10，0.52，7.50，30.00，225.03，434.15，527.00，662.71，749.00，986.22 
头颈肿瘤：0.10，0.52，7.50，30.00，225.03，434.15，527.00，662.71，749.00，986.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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头虱：0.03，0.41，0.62，0.93，7.50，13.93，85.54，96.50，327.81，405.23 
头痛，偏头痛：0.15，0.18，2.32，63.75，72.30，132.20，220.30，587.30，722.52，915.20 
头痛：0.16，0.55，0.95，7.50，22.50，42.50，96.50，275.52，515.70，650.00 
头晕：0.05，0.41，7.85，27.00，57.50，97.50，175.00，424.37，567.70，985.90 
透明：0.12，0.45，0.90，5.91，137.50，372.50，416.60，420.20，418.00，824.37 
透析，肾：0.06，0.50，0.87，12.85，27.50，141.59，301.23，453.02，783.40，825.03 
透析，体外：0.06，0.50，0.87，12.85，27.50，141.59，301.23，453.02，783.40，825.03 
秃发：0.06,5.07,95.00,127.63,275.05,445.82,515.16,684.81,712.23,993.41， 
突眼性甲状腺肿：0.08，0.35，55.61，119.87,232.25，308.29，455.52，585.37，697.50，825.91 
图卢兹 - 
亨特综合症：0.35，0.75，1.75，15.29，113.25，245.91，372.50，452.00，525.52，779.50， 
土拉菌病：0.06，0.32，2.25，32.50，67.50，97.50，96.50，150.00，682.02，752.63， 
腿溃疡：0.08，0.35，0.60，31.80，191.50，228.50，321.00，523.69，691.00，797.50 
吞咽困难：0.07，0.22，0.62，2.75，5.50，40.00，100.00，522.53，682.45，754.19 
吞咽障碍：0.07，0.22，0.62，2.75，5.50，40.00，100.00，522.53，682.45，754.19 
吞咽障碍：0.07，0.22，0.62，2.75，5.50，40.00，100.00，522.53，682.45，754.19 
臀部：0.04，0.49，0.82，9.80，67.50，215.50，332.50，441.12，625.29，810.50， 
脱垂盘：0.04，0.41，0.62，7.50，2.75，40.00，275.65，475.68，527.00，667.00 
脱发：0.06,5.07,95.00,127.63,275.05,445.82,515.16,684.81,712.23,993.41， 
脱髓鞘疾病：0.07，0.12，0.75，0.93，12.85，22.50，57.50，672.50，803.50，935.31， 
唾液分泌过多：0.24，0.90，9.00，13.52，85.00，92.50，250.00，376.29，425.75，845.10 
唾液分泌减少：0.12，5.81，25.00，87.50，225.00，458.50，522.39，683.00，712.23，992.00， 
唾液酸贮积病：0.20，0.25，0.65，2.50，3.00，7.50，96.50，326.16，534.25，652.43， 
唾液腺疾病：0.41，0.73，0.87，7.50，230.00，367.50，525.75，619.34，896.01，982.45， 
 

W 
 
瓦伦堡综合征：0.03，0.50，0.87，13.52，7.50，27.50，35.00，125.69，297.50，437.50 
歪斜偏差：0.17，0.32，0.95，5.50，32.50，47.50，162.12，232.03，397.50，679.93 
外翻：0.07，0.24，0.65，5.75，72.25，123.00，502.50，622.88，713.23，807.73 
外翻：0.12，0.35，0.95，7.50，127.50，247.50，465.00，596.50，655.72，875.34 
外寄生虫侵染：0.11，1.49，32.57，102.25，212.50，432.50，672.50，735.34，893.50，930.10 
外胚层发育不良：0.13，0.52，0.83，8.50，12.53，145.83，262.50，397.50，633.91，825.17 
外胚层缺陷，先天性：0.13，0.52，0.83，8.50，12.53，145.83，262.50，397.50，633.91，825.17 
外生骨疣：0.07，0.50，0.97，9.00，11.09，32.50，42.50，190.00，450.00，856.72 
外斜视：0.15，0.23，12.75，38.85，105.25，217.25，435.36，617.52，791.48，877.91 
外阴癌：（见癌：外阴肿瘤） 
外阴疾病：0.03，5.81，13.98，35.00，72.50，97.50，134.25，250.00，410.25，564.28 
外阴切开术：0.12，0.25，51.62，72.25，105.17，237.32，421.51，602.50，725.00，822.35， 
外阴瘙痒：0.16，0.35，0.95，5.50，27.50，47.50，357.30，478.50，527.00，717.00 
外阴硬化性苔藓：0.03，12.71，35.33，72.50，97.50，122.53，222.70，563.19，640.00，978.05 
外隐斜：0.15，0.23，12.75，38.85，105.25，217.25，435.36，617.52，791.48，877.91 
弯刀综合症：0.08，0.35，5.15，55.75，85.27，92.50，355.72，477.50，527.00，661.71， 
弯曲杆菌感染：0.13，0.35，47.50，159.30，352.93，475.15，527.00，662.71，742.00，988.90 
腕管综合症：0.03，0.65，12.33，30.00，182.23，225.17，534.50，667.00，742.00，986.22 
网球肘：0.08，7.25，50.00，62.50，93.50，322.53，475.03，527.00，667.00，987.23 
网状青斑，全身：0.04，0.35，0.70，60.00，150.00，322.53，479.50，527.00，662.71，749.00， 
威廉 - 博伊伦综合症：0.14，0.41，8.00，30.00，57.50，125.00，357.77，689.93，750.00，934.25 

 60 



威廉斯综合征：0.14，0.41，8.00，30.00，57.50，125.00，357.77，689.93，750.00，934.25 
萎缩，肌肉，腓骨：0.19，1.22，4.33，17.25，63.21，119.42，287.21，403.03，435.00，711.17 
微小病变：0.13，0.24，0.75，0.90，213.52，335.58，413.98，635.00，795.22，826.32 
微血管心绞痛：0.07，0.23，0.85，35.23，63.02，125.03，235.68，396.50，575.61，751.77 
韦伯基督教病：0.08，0.49，0.65，7.50，12.85，17.50，72.50，226.07，475.47，527.00 
韦格纳肉芽肿：0.09，0.33，5.49，37.00，203.83，381.41，481.93，614.82，763.00，797.23 
韦尼克脑病：0.23，0.95，12.85，25.05，97.50，110.25，229.32，536.42，650.00，752.63， 
维生素缺乏：0.04，0.26，0.46，7.50，37.50，57.50，100.00，210.25，436.42，561.93， 
维生素A：0.04,0.26,0.46,7.50,37.50,57.50,100.00,210.25,436.42,561.93， 
维生素A过多症：0.11，0.57，0.95，5.50，17.50，137.50，262.50，393.50，775.79，815.70 
维生素A缺乏症：0.14，0.57，0.95，23.50，269.71，57.50，175.16，436.42，642.91，978.05 
维生素B 12缺乏：0.05，0.41，1.00，45.00，97.50，324.37，410.25，566.41，709.83，930.12 
维生素B缺乏症：：0.05，0.41，1.00，45.00，97.50，324.37，410.25，566.41，709.83，930.12 
维生素C缺乏症：0.05，0.73，2.95，47.50，222.53，452.59，517.50，683.00，712.00，993.41， 
维生素D缺乏：0.17，0.22，0.62，11.09，40.00，57.50，150.00，175.00，426.90，826.00 
维斯科特 - 
奥尔德里奇综合征：0.20，0.77，2.53，3.40，5.59，95.87，175.91，343.92，425.87，571.40 
伪戈谢病：0.06，0.25，0.87，12.33，5.31，125.83，287.50，442.50，696.50，825.31 
味觉障碍：0.16，5.50，20.00，37.50，96.50，312.33，475.15，527.00，662.71，789.00， 
畏光：0.50，0.57，0.87，12.33，42.50，152.50，287.50，392.31，810.50，901.04， 
胃，十二指肠溃疡：0.13，0.49，0.62，9.93，43.39，105.67，232.50，342.52，625.35，975.54， 
胃肠道癌：0.03，2.12，0.93，2.50，15.69，115.90，434.50，540.0，670.00，790.00 
胃肠道疾病：0.02，0.52，0.70，0.90，2.50，5.25，15.47，142.50，292.50，821.06 
胃肠道手术后：0.03，0.50，0.93，2.50，119.00，417.50，545.31，673.30，796.50，825.00 
胃肠基质肿瘤：0.07，0.52，0.70，0.95，2.50，3.00，125.91，347.50，492.50，675.47 
胃肠炎：0.10，0.50，0.68，0.95，5.75，17.50，237.50，517.50，696.50，816.50， 
胃轻瘫：0.17，0.52，0.75，0.95，2.25，17.50，135.37，385.91，591.00，722.53， 
胃食管反流：0.23，0.62，0.97，7.50，5.50，13.93，45.37，95.47，376.29，422.53 
胃炎，肥厚性:: 0.10，0.50，0.68，10.09，14.28，17.50，237.50，517.50，696.50，816.50， 
胃炎：0.15，0.23，0.73，0.85，5.26，127.25，335.91，487.50，692.47，752.01， 
胃潴：0.17，0.52，0.75，0.95，2.25，17.50，135.37，385.91，591.00，722.53， 
纹状体黑质变性， AD ：0.14，0.25，0.87，7.50，8.00，13.93，85.68，225.23，475.68，527.00 
蚊子传播的脑炎：0.15，0.23，0.60，0.95，7.50，150.89，455.34，527.50，896.50，917.20 
翁-兰格综合征：0.08，0.35，0.75，7.50，32.58，174.50，407.50，632.00，723.54，885.54 
沃尔夫 - 赫塞豪恩综合征：0.16，0.57，0.78，12.33，22.50，40.00，96.50，224.37，825.96，930.12 

沃尔夫 - 帕金森 - 
怀特综合症：0.08，0.55，7.50，8.00，12.33，96.50，175.16，410.25，642.91，978.05 
沃尔夫周期疾病：0.16，0.57，0.95，5.25，37.25，132.50，237.50，522.53，675.43，819.34 

沃尔曼病：0.10，7.50，8.00，5.05，13.93，35.00，90.00，377.91，564.28，985.90 
沃纳综合征：0.02，0.25，0.97，9.00，13.39，15.00，67.50，52.50，92.20，569.71， 
沃辛瘤：0.41，0.73，0.87，7.50，230.00，367.50，525.75，619.34，896.01，982.45， 
钨综合征：0.20，0.46，2.50，7.50，37.50，96.50，222.70，527.00，749.00，985.67 
无精神病：0.08,0.24,0.65,0.90,2.50,27.50,55.91,119.34,339.50,536.42 
无精子症：0.11，0.49，1.00，2.25，30.00，97.50，325.71，342.06，750.00，934.25 
无菌性：0.17，0.12，0.30，0.89，6.91，79.71，132.81，206.11，434.58，513.79 
无脉病：0.10，0.35，52.50，70.00，97.50，225.15，450.00，689.41，712.00，993.41， 
无脉络膜：0.20，0.46，17.50，47.50，95.19，357.30，452.59，515.27，683.00，995.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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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脑回畸形：0.14，0.22，0.62，10.72，2.50，124.00，327.50，421.20，505.52，632.01， 
无脑畸形：0.11，0.49，1.00，2.25，30.00，97.50，325.71，342.06，750.00，934.25 
无痛症：0.03,0.55,0.87,10.727.50,127.50,335.58,525.61,826.32,919.55 
舞蹈病：0.08，0.55，50.00，85.75，95.00，229.32，475.75，527.00，667.00，721.00， 
舞蹈病样运动：0.08，0.55，50.00，85.75，95.00，229.32，475.75，527.00，667.00，721.00， 
舞蹈手足徐动：0.07，0.22，0.62，7.50，2.50，41.01，119.34，475.69，527.00，667.00 
戊二酸血症：0.12，0.55，0.95，5.29，95.52，142.50，362.50，402.50，590.00，822.53 
 

X 
 
吸虫寄生虫肠：0.07，0.32，0.97，2.38，15.33，46.37，73.20，87.52，153.00，415.70 
吸虫寄生虫肝：0.18，0.40，0.80，5.50，27.50，45.37，72.50，92.50，132.00，478.50 
吸虫寄生虫淋巴结：0.18，0.37，0.80，5.25，13.98，45.43，72.50，92.50，351.00，519.34 
吸虫寄生虫血：0.14，0.32，0.87，2.58，17.50，44.43，72.50，92.50，151.00，453.72 
吸虫寄生虫一般：0.11，0.32，0.90，2.53，17.50，47.43，78.10，90.00，157.00，425.41 
吸虫寄生虫胰腺：0.17，0.32，0.85，2.75，17.50，47.30，75.50，97.50，151.07，451.04 
希佩尔 - 林道综合征：0.03，0.46，2.50，7.50，17.50，96.50，355.08，517.50，687.62，712.42， 
膝关节损伤： 0.1 9 ，0 68 1 0 。 02 ， 31 。 23 ，1 27 。 76 ，3 09 。 6 0,4 36 。 09 ， 4 6 3 0.9 7 ， 
50 2.9 3 ， 651 。 82 
膝状带状疱疹：0.12，0.45，0.90，5.91，137.50，372.50，416.60，420.20，418.00，824.37 
膝状Ganglionitis：0.08，0.32，0.610，2.27，44.25，115.71，255.48，485.00，697.50，856.72 
席汉综合征：0.15，0.26，0.80，5.50，20.00，32.50，45.68，57.50，93.50，92.50，356.72， 
系统性红斑狼疮：0.11，0.49，0.73，2.25，7.50，30.00，270.28，333.91，791.03，905.07 
系统性红斑狼疮Dissem：0.11，0.49，0.73，2.25，7.50，30.00，270.28，333.91，791.03，905.07 
矽肺：0.09，07.25，45.75，72.50，150.00，325.19，477.50，527.00，667.00，761.20， 
细菌感染和真菌病：0.05,0.37,0.83,2.50,3.00,73.30,95.75,175.00,269.71,355.08 
细菌性 革兰氏 （+）和（ - ） 细菌感染特定于 伤风感冒 INC。 肺炎 
细菌性感染，G RAM（ - 
）：0.15，9.23，42.75，183.85，275.29，307.25，435.37，587.50，795.52，901.03 
细菌性感染，G 
RAM（+）：0.15，0.92，2.75，13.22，163.00，275.29，307.25，435.37，587.50，795.52 
细菌性脑膜炎：0.12，0.23，0.93，2.50，30.00，155.68，262.10，315.61，527.50，725.37 
细支气管炎：0.05，0.40，0.83，2.50，3.00，73.30，95.03，175.00，275.75，358.57 
阋卫：0.52，0.80，7.50，37.50，175.33，275.00，379.93，450.00，519.68，883.00， 
西梅腹综合征：0.08，0.52，30.65，24.50，117.30，335.00，536.42，611.00，804.28，941.02， 
西蒙兹病：0.15，0.26，0.80，5.50，20.00，32.50，45.68，57.50，93.50，92.50，356.72， 
西尼罗河 热：0.04，0.52，0.75，2.50，5.07，47.50，175.16，525.71，759.83，932.41 
下垂，眼睑：0.07，0.25，22.50，42.50，125.00，377.91，524.37，650.00，759.83，926.70， 
下颌面骨发育不全：0.12，0.55，0.85，5.50，22.50，35.68，70.00，261.11，385.65，705.70 
下肾肾病：0.13，0.18，0.65，0.97，7.50，11.95，40.00，150.00，524.94，689.93，752.05 
夏 - 德综合征：0.07，8.00，13.98，42.50，97.50，325.17，515.70，650.00，750.00，927.10， 
夏科关节：0.11，5.33，7.00，15.00，125.00，350.00，425.00，571.00，828.00，932.00， 
夏普综合征：0.08，0.26，57.71，141.45，201.31，331.51，425.88，583.12，674.92，739.61， 
先天性：0.19，0.57，0.83，2.25，5.09，67.50，96.50，325.16，424.37，566.41， 
先天性畸形：0.04，0.23，0.73，0.83，215.69，347.25，532.50，742.50，896.50，975.98 
先天性疾病：0.04，0.23，0.73，0.83，215.69，347.25，532.50，742.50，896.50，975.98 
先天性甲状腺功能低下：0.19，0.52，0.68，9.08，112.83，217.50，335.00，547.50，725.28，92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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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天性巨结肠症：0.13，0.52，0.75，5.52，8.22，47.50，72.51，126.33，275.56，475.22， 
先天性脑积水：0.07，0.37，0.87，7.50，8.00，67.50，195.87，427.02，573.82，854.00 
先天性缺陷：0.04，0.23，0.73，0.83，215.69，347.25，532.50，742.50，896.50，975.98 
先天性纤维类型歧化：0.05，0.41，0.83，105.21，220.50，347.25，532.50，742.50，896.50，975.98 
先天性中央低通气综合征：0.07，0.37，12.71，47.50，97.50，225.75，377.91，519.34，691.27，753
.07 
纤毛运动障碍，原发性：0.03，0.50，0.85，7.50，18.00，27.50，135.67,225.62，635.23，917.02 
纤维蛋白原缺乏：0.15，0.18，2.50，322.06，458.50，515.05，684.81，712.42，995.38， 
纤维化，肝脏：0.11，0.55，0.95，5.50，17.50，37.50，162.50，383.50，421.00，645.25， 
纤维化：0.08，0.55，0.57，7.50，8.00，12.69，140.00，363.02，492.53，912.48， 
纤维肌瘤：（0.85，0.98，1.80，17.53，213.23，321.29，423.69，597.50，862.50，915.54 
纤维肌痛：0.04，0.49，0.78，7.50，118.00，215.43，362.51，422.06，608.41，751.20 
纤维瘤，舒普：0.07，0.35，25.40，50.00，60.00，150.00，475.11，527.00，667.00，987.23 
纤维瘤，子宫：0.85，0.98，1.80，17.53，213.23，321.29，423.69，597.50，862.50，915.54 
纤维瘤：0.85，0.98，1.80，17.53，213.23，321.29，423.69，597.50，862.50，915.54 
纤维瘤病，攻击：0.05，0.23，0.95，13.39，121.59，285.43，315.91，472.50，612.50，930.00 
纤维瘤病，少年肺透明：0.05，0.23，0.95，10.53，32.51，62.48，145.44，372.50，522.50，792.30 
纤维囊性乳腺病：0.04，0.25，0.97，9.00，73.89，123.20，257.51，302.58，592.49，875.43 
纤维囊性乳腺增生病：0.04，0.25，0.97，9.00，73.89，123.20，257.51，302.58，592.49，875.43 
纤维性骨炎播散：0.13，0.57，0.78，0.90，2.25，144.90，323.72，602.53，918.28 
纤维性结构不良，多骨：0.20，0.46，0.60，2.25，12.85，144.90，323.72，602.53，918.28 
纤维组织炎：0.04，0.49，0.78，7.50，118.00，215.43，362.51，422.06，608.41，751.20 
鲜红斑痣：0.23，0.41，9.21，24.82，141.63，277.31，382.11，625.71，856.00，901.28， 
鲜红斑痣：0.23，0.41，9.21，24.82，141.63，277.31，382.11，625.71，856.00，901.28， 
涎腺病毒病：0.07，0.12，0.85，9.50，88.00，141.20，297.50，425.95，675.31，827.00 
显小：0.12，0.65，25.05，87.50，125.33，222.53，479.93，527.00，667.00，987.23 
线虫：0.06，0.25，0.95，65.17，92.50，210.50，525.71，650.00，759.83，912.33 
线粒体肌病：0.16，0.35，0.93，2.50，130.00，355.68，419.34，651.10，723.03，868.43 
线粒体疾病：0.16，0.35，0.93，2.50，215.61，355.68，419.34，651.10，723.03，868.43 
线形虫动物门感染：（0.06，0.49，0.73，1.27，12.33，5.87，112.71，252.50，492.50，675.29 
腺病毒感染：0.18,0.52,0.80,37.50,93.20,150.00,392.90,509.35,755.00,866.15 
腺病毒感染：0.18,0.52,0.80,37.50,93.20,150.00,392.90,509.35,755.00,866.15 
腺苷二磷酸激酶：0.07,0.83,10.89,2.50,52.50,87.50,103.50,214.35,552.59,719.68， 
腺瘤，0.04，5.81，22.50，52.50，92.50，434.00，527.00，667.00，721.00，987.23 
腺瘤，单型：0.04,5.81,22.50,52.50,92.50,436.00,52.76,67.00,721.00,987.23 
腺瘤，基底细胞：0.04,5.82,22.50,52.50,92.50,434.00,527.00,667.00,721.00,987.23 
腺瘤，滤泡：0.04,5.82,22.50,52.50,92.50,224.37,527.00,667.00,721.00,987.23 
腺瘤，乳头状细胞：0.04,5.82,22.50,52.50,92.50,434.00,527.00,667.00,721.00,987.23 
腺瘤，微囊肿：0.04,5.82,22.50,52.50,92.50,432.50,52.76,67.00,72.00,987.23 
腺瘤，β细胞：0.04,0.32,0.70,0.87,5.25,32.50,60.00,125.68,225.65,275.68 
腺瘤：0.04,5.82,22.50,52.50,224.37,434.00,527.00,667.00,721.00,987.23 
腺平滑肌疾病：0.37，0.97，2.75，15.03，71.50，196.50，275.87，419.34，612.74，858.57 
腺热：0.08，0.35，0.60，0.80，212.03，305.21，451.27，565.61，690.00，826.32 
腺炎：0.12，0.24，0.93，7.50，25.54，35.67，87.50，93.50，215.70，533.69， 
响度招聘：0.04，0.24，0.57，17.50，86.53，132.75，342.51，721.20，823.10，919.34 
橡胶过敏：0.15，0.23，0.65，0.93，7.50，11.09，52.50，172.51，383.50，516.52 
哮喘 具体 ：0.57，0.90，2.50，3.00，27.50，95.75，125.00，150.00，534.20，871.00 
哮喘，支气管：0.57，0.90，2.50，3.00，27.50，95.75，125.00，150.00，534.20，87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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哮喘和过敏综合症 
消耗性凝血病：0.13，0.72，0.92，9.50，128.00，302.50，432.50，597.50，773.91，901.17， 
消化不良：0.08，0.12，17.85，57.71，122.02，241.40，485.83，597.54，725.38，851.17 
消化道出血：0.05，0.52，0.71，0.93，2.56，33.18，215.47，402.53，592.50，7325.37 
消化系统疾病：0.73，3.23，55.93，92.50，115.90，417.50，545.31，673.30，796.50，825.00 
消化性溃疡：0.13，0.49，0.62，9.93，43.39，105.67，232.50，342.52，625.35，975.54， 
小病：0.06，0.32，20.00，85.75，150.00，225.00，222.70，454.50，515.17，687.62 
小肠结肠炎：0.28，0.75，0.81，0.98，107.41，128.31，176.21，517.10，609.42，717.21 
小号 
小柳原田：0.15，0.93，5.09，17.50，35.75，73.30，125.00，375.09，830.00，932.00， 
小脑辨距障碍：0.10，0.83，10.89，2.50，52.50，87.50，95.19，214.35，552.59，719.68， 
小脑共济失调：0.10，0.83，10.89，2.50，52.50，87.50，95.19，214.35，552.59，719.68， 
小头畸形：0.08，0.41，0.80，5.25，42.50，117.50，272.50，395.68，725.00，956.50 
斜角肌Anticus综合征：0.02，0.40，7.25，20.00，55.00，92.50，222.70，475.11，527.00，987.23 
斜颈：0.18，0.30，5.50，22.50，40.00，96.50，332.41，475.11，667.00，752.70， 
斜颈：0.18，0.30，5.50，22.50，40.00，96.50，332.41，475.11，667.00，752.70， 
斜视，发散：0.15，0.23，12.75，38.85，105.25，217.25，435.36，617.52，791.48，877.91 
斜视，内部：0.12，0.55，0.95，5.25，25.51，42.50，162.52，492.57，675.51，828.53 
斜视，收敛：0.12，0.55，0.95，5.25，25.51，42.50，162.52，492.57，675.51，828.53 
斜视，Noncomitant：0.12，0.55，0.95，5.25，25.51，42.50，162.52，492.57，675.51，828.53 
斜视：0.17，0.57，37.50，87.50，90.00，452.59，519.68，684.81，712.23，997.87， 
斜头畸形，Nonsynostotic：0.08，0.24，0.67，5.17，17.25，57.00，152.50，362.50，593.21，873.30 
谢尔德-艾迪复杂：0.19，0.75，0.90，5.16，30.00，229.32，434.25，564.28，714.82，978.05 
谢耳德氏病：0.25，0.78，0.93，10.89，7.50，95.90，322.53，415.70，562.91，742.06， 
心包积血：0.19，0.50，0.57，1.47，19.52，122.50，352.50，487.50，695.35，833.91 
心包积液：0.19，0.50，0.57，1.47，19.52，122.50，352.50，487.50，695.35，833.91 
心包囊肿：0.16，0.35，0.93，22.50，130.00，251.23，493.50，555.08，754.37，815.68， 
心包填塞：0.03，0.18，5.50，20.00，93.50，175.75，394.50，527.00，667.00，749.00 
心包填塞：0.03，0.18，5.50，20.00，93.50，175.75，394.50，527.00，667.00，749.00 
心包炎：0.08，0.35，0.75，12.93，50.59，197.50，482.21，762.20，891.51，923.79 
心动过缓：0.24，0.70，2.75，17.50，57.50，92.50，322.06，567.70，640.00，980.00 
心动过缓：0.24，0.70，2.75，17.50，57.50，92.50，322.06，567.70，640.00，980.00 
心动过速：0.02，0.52，1.20，2.25，17.50，72.50，219.34，688.29，712.00，995.38， 
心房颤动：0.08,0.73,0.97,5.75,37.50,85.09,96.50,125.16,325.00,377.91 
心肌病，肥厚：0.13，0.26，20.00，125.00，376.29，404.37，515.16，687.62，712.81，992.00， 
心肌病，肥厚型梗阻：0.13，0.26，20.00，125.00，376.29，404.37，515.16，687.62，712.81，992.0
0， 
心肌病，扩张型心肌病：0.12，0.25，20.00，125.16，377.91，414.17，515.17，683.00，712.00，99
3.41， 
心肌病，限制性：0.12，0.26，20.00，125.75，375.17，464.93，527.00，662.71，742.00，985.67 
心肌肥厚：0.13，0.26，23.80，135.60，390.00，404.37，515.16，687.62，712.81，992.00， 
心肌梗死：0.19，0.37，0.78，0.90，7.50，121.72，340.00，457.50，592.50，775.58 
心肌缺血：0.08，0.35，0.62，0.97，12.50，117.50，345.23，567.50，625.87，775.58 
心肌炎：0.08，0.32，1.73，32.90，67.50，125.23，322.50，539.00，832.59，915.58 
心肌炎：0.08，0.32，1.73，32.90，67.50，125.23，322.50，539.00，832.59，915.58 
心绞痛，微血管：0.07,0.23,0.85,35.23,63.02,125.03,235.68,396.50,575.61,751.77 
心绞痛：0.10,0.68,0.83,42.20,92.50,225.00,534.20,779.00,882.10,911.09 
心绞痛：0.10，0.68，0.83，42.20，92.50，225.00，534.20，779.00，882.10，911.09 
心境恶劣障碍：0.16，0.55，1.85，8.50，27.30，57.50，72.50，207.50，412.34，607.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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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力衰竭：0.14，0.22，0.75，5.29，7.25，50.00，167.50，334.25，425.00，805.29， 
心力衰竭：0.14，0.22，0.75，5.29，7.25，50.00，167.50，334.25，425.00，805.29， 
心律失常，心脏：0.09,0.78,0.83,7.50,8.00,225.33,510.25,689.93,750.00,936.42 
心内膜炎，细菌：0.13，0.57，0.78，12.27，68.29，135.25，272.72，425.53，733.91，836.42， 
心室颤动：0.14，0.57，7.25，32.50，42.50，90.00，275.09，410.25，642.06，978.05 
心室发育不良，右，致心律失常性：0.05，0.40，0.85，2.75，5.00，55.16，269.71，555.30，707.00
，825.50 
心血管疾病：0.13，5.69，7.25，32.50，90.00，175.00，414.33，561.93，642.91，978.85 
心脏瓣膜病：0.11，0.22，0.73，3.75，7.05，51.27，137.50，236.42，472.29，851.17 
心脏瓣膜病：0.11，0.22，0.73，3.75，7.05，51.27，137.50，236.42，472.29，851.17 
心脏传导阻滞：0.07，0.22，0.70，2.75，7.25，50.00，67.50，115.70，356.72，475.52 
心脏代偿：0.14，0.22，0.75，5.29，7.25，50.00，167.50，334.25，425.00，805.29， 
心脏导管插入术：0.11，0.57，0.80，1.52，15.29，52.50，62.50，196.50，412.50，673.11 
心脏肥大：0.13，0.26，23.80，135.60，390.00，404.37，515.16，687.62，712.81，992.00， 
心脏疾病，缺血性：0.08，0.35，0.62，0.97，12.50，117.50，345.23，567.50，625.87，775.58 
心脏疾病和慢性阻塞性肺病综合 
心脏间隔缺损：0.14，0.22，0.65，5.29，7.85，51.02，167.50，324.37，551.03，725.52 
心脏扩大：0.13，0.26，23.80，135.60，390.00，404.37，515.16，687.62，712.81，992.00， 
心脏扩大：0.13，0.26，23.80，135.60，390.00，404.37，515.16，687.62，712.81，992.00， 
心脏缺损，先天性：0.14，0.22，0.73，5.25，7.25，52.51，167.53，326.16，569.71，719.34， 
心脏异常：0.14，0.22，0.73，5.25，7.25，52.51，167.53，326.16，569.71，719.34， 
心脏X综合征：0.07，0.23，0.85，35.23，63.02，125.03，235.68，396.50，575.61，751.77 
星形细胞瘤，等级IV：0.07,0.41,0.73,0.85,7.50,20.20,57.50,150.00,225.37,342.06， 
星形细胞瘤，巨细胞：0.02,0.57,9.00,12.85,45.00,92.50,175.75,450.00,515.16,689.41 
星形细胞瘤：0.02,0.57,9.00,12.85,45.00,92.50,175.75,450.00,515.16,689.41 
猩红热：0.11，0.23，0.85，5.15，15.00，115.27，240.00，462.50，750.00，957.30， 
行程：0.09，0.12，0.62，15.17，96.50，225.00，425.16，571.00，841.00，937.41， 
行走障碍，神经。 0.13，0.25，0.62，10.89，2.75，25.26，125.37，245.47，393.50，505.10， 
性（男） 勃起功能障碍 ： 0.12，0.56， 1.76，8.32，40.31，43.89 
，291.24，581.26，638.19，708.92， 
性病，细菌：0.04，0.41，17.50，65.19，222.53，315.50，477.50，527.00，667.00，752.70， 
性病肉芽肿：0.03，0.50，0.70，0.97，88.00，370.50，547.50，656.50，725.37，825.52 
性病性淋巴肉芽肿：0.02，0.12，0.95，13.39，22.50，50.00，60.00，93.50，234.11，470.21 
性传播疾病，细菌：0.04，0.41，17.50，65.19，222.53，315.50，477.50，527.00，667.00，752.70， 
性多动脉炎：0.08，0.32，0.73，3.87，19.12，159.32，285.00，654.03，724.34，933.91 
性肺炎，间质性：0.05，0.24，0.60，0.97，7.50，35.62，117.52，402.06，675.62，823.01 
性功能障碍，心理：0.12，0.58，38.00，53.77，202.00，390.61，502.36，581.26，638.19，708.92， 
性功能障碍（一般设置）：0.12，0.56，34.21，53.77，291.24，381.61，502.36，581.26，638.19，70
8.92， 
性交疼痛：0.15，0.18，0.93，2.75，137.53，263.02，402.50，571.15，796.53，825.34， 
性结肠息肉病，家族性：0.04，0.25，0.50，2.50，322.06，422.53，561.93，709.83，842.50，985.90 
性冷淡：0.12，0.58，38.00，53.77，202.00，390.61，502.36，581.26，638.19，708.92， 
性淋巴肉芽肿，恶性：0.02，0.12，0.95，13.39，22.50，50.00，60.00，93.50，234.11，434.87 
性脑膜炎，病毒：0.12，0.25，0.93，2.75，30.00，155.68，262.10，315.61，527.50，725.37 
性脑缺血发作，短暂性：0.17，0.40，0.62，0.85，2.50，25.00，109.32，362.57，621.68，775.67 
性全脑炎，亚急性硬化：0.05，1.52，5.69，55.15，375.03，479.93，527.00，662.71，789.00，987.2
3 
性息肉病综合征，家族：0.04，0.25，0.50，2.50，322.06，422.53，561.93，709.83，842.50，985.90 
性腺发育不良，XO：0.07，0.57，0.73，2.50，50.00，150.00，475.00，527.00，663.71，776.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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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腺发育不全，45，X：0.07，0.57，0.73，2.50，50.00，150.00，475.00，527.00，663.71，776.50 
性腺功能低下：0.10，0.50，0.78，0.85，5.58，67.50，137.50，285.79，495.80，726.00 
性腺疾病：0.37，0.95，2.50，7.50，67.50，96.50，375.52，475.91，525.91，801.29 
性延髓麻痹，进：0.07，0.22，0.62，2.50，5.50，40.00，475.03，527.00，667.00，742.00 
性欲倒错：0.06，0.24，0.78，0.83，2.50，10.89，22.50，124.37，375.00，515.70 
性欲升压： 0。 27 ，0.56， 1.76， 9.26 ， 27.05 ， 39.15 ， 93.15 ， 120 。 07 ， 291.24 ，708.92， 
胸椎囊肿：0.16，0.35，0.93，22.50，130.00，251.23，493.50，555.08，754.37，815.68， 
胸廓出口神经卡压症：0.02，0.40，7.25，20.00，55.00，92.50，222.70，475.11，527.00，987.23 
胸廓出口综合征：0.02，0.40，7.25，20.00，55.00，92.50，222.70，475.11，527.00，987.23 
胸膜疾病：0.13，0.35，5.85，17.50，87.50，137.50，457.50，695.87，850.00，919.34 
胸膜炎：0.08，0.41，1.47，5.25，47.53，121.21，357.50，497.50，612.50，821.02， 
胸腔积液：0.17，0.31，0.82，7.50，117.52，237.58，357.53，495.34，533.91，661.20， 
胸痛：0.10，0.26，0.65，5.81，7.00，42.50，234.25，475.19，627.00，762.71 
胸外科手术：0.02，0.40，7.25，20.00，55.00，92.50，222.70，475.11，527.00，987.23 
胸腺瘤：0.17，0.52，42.50，72.50，97.50，379.93，512.33，682.02，759.83，927.10， 
胸腺囊肿：0.16，0.35，0.93，22.50，130.00，251.23，493.50，555.08，754.37，815.68， 
雄激素 Syn：0.06，7.50，67.50，95.00，376.29，475.05，527.00，665.34，761.85,987.23 
休克，出血性：0.17，0.35，55.75，60.00，115.70，250.00，524.37，655.20，754.19，919.34 
休克，感染：0.18，0.22，55.00，62.50，132.41，210.50，475.17，527.00，667.00，749.00， 
休克，过敏：0.14，0.75，2.50，65.00，87.30，236.42，400.00，561.93，714.82，978.05 
休克，内毒素：0.18，0.22，55.00，62.50，132.41，210.50，475.17，527.00，667.00，749.00， 
休克，中毒性：0.18，0.22，55.00，62.50，132.41，210.50，475.17，527.00，667.00，749.00， 
休门疾病：0.05，0.46，0.90，2.50，27.50，132.50，342.50，485.19，550.00，825.71， 
休斯综合症：0.05，0.73，1.55，13.39，22.50，247.00，391.00，571.00，827.00，937.41， 
修复外科手术，美容：0.06，0.23，0.73，0.87,105.72，237.25，432.50，526.07，669.71，819.34 
修复外科手术方法：0.06，0.23，0.73，0.87， 105.72，237.25，432.50，526.07，669.71，819.34 
嗅觉障碍：0.11，0.49，0.57，13.39，5.25，20.00，60.00，35.52，93.50，315.70， 
嗅觉障碍：0.11，0.49，0.57，13.39，5.25，20.00，60.00，35.52，93.50，315.70， 
须部假性毛囊炎：0.17，0.18，0.87，2.50，27.50，82.50，85.52，165.00，692.50，825.52， 
旋毛虫病：0.10，0.52，0.87，2.50，13.39，325.16，475.00，527.00，759.00，985.67 
旋毛虫病：0.10，0.52，0.87，2.50，13.39，325.16，475.00，527.00，759.00，985.67 
旋转眼球震颤：0.07，0.37，0.95，7.50，82.00，193.93，237.50，487.50，706.21，946.50 
癣：0.05，0.41，22.50，57.50，325.16，476.50，527.00，667.00，749.00，986.22 
癣：0.05，0.41，22.50，57.50，325.16，476.50，527.00，667.00，749.00，986.22 
眩晕，听觉：0.11，0.35，12.80，88.50，125.68，240.00，470.00，592.50，625.23，723.01 
眩晕：0.05，0.41，7.85，27.00，57.50，97.50，175.00，424.37，567.70，985.90 
血管疾病，颅内：0.08，0.25，0.70，0.85，7.50，17.50，185.75，350.00，425.17，510.50， 
血管疾病，外周：0.07，0.22，0.73，75.25，117.22，237.02，451.90，561.51，698.10，812.77 
血管疾病：0.05，0.24，0.60，62.50，93.50，224.37，522.53，653.69，752.63，923.70， 
血管角膜瘤公司：0.07,0.22,0.373,2.50,5.25,50.00,275.36,536.42,655.20,755.49 
血管痉挛，颅内：0.19,0.26,0.57,7.50,12.69,35.33,322.06,425.71,564.28,930.12 
血管痉挛，颅内：0.19，0.26，0.57，7.50，12.69，35.33，322.06，425.71，564.28，930.12 
血管淋巴结增生：0.10，1.00，12.33，5.50，45.00，234.51，475.16，527.00，752.70，987.23 
血管瘤，海绵状：0.03，0.37，0.97，2.75，81.50，172.50，396.50，475.29，533.63，876.29 
血管瘤，肌内：0.15，0.24，0.70，0.83，2.50，17.50，432.50，555.91，625.29，775.52 
血管瘤，硬化性：0.02，0.41，0.90，2.75，5.87，15.56，73.30，192.50，533.63，734.25 
血管瘤，Histiocytoid：0.15，0.24，0.70，0.83，2.50，17.50，432.50，555.91，625.29，775.52 
血管瘤：0.15,0.24,0.70,0.83,2.50,17.50,432.50,555.91,625.29,775.52 
血管瘤：0.15，0.24，0.70，0.83，2.50，17.50，432.50，555.91，625.29，775.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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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管滤泡淋巴样增生：0.04,0.50,0.70,0.97,5.75,7.50,37.50,96.50,225.91,425.37 
血管水肿：0.12，0.52，0.80，5.07，15.00，90.00，375.05，410.25，564.28，824.96， 
血管纤维瘤：0.16，0.62，7.50，，65.33，175.00，434.25，563.19，642.91，930.12 
血管性痴呆：0.06，0.26，0.65，5.71，7.00，42.50，92.50，478.50，527.00，667.00 
血管性血友病：0.02，0.25，7.50，67.50，50.00，95.00，275.05，475.09，667.00，985.67 
血管炎，出血：0.13，0.23，0.65，18.20，57.50，108.02，305.31，606.30，719.94，822.53， 
血管炎：0.08,0.22,0.73,2.50,5.81,50.00,310.25,532.41,689.93,750.00， 
血管炎：0.08，0.22，0.73，2.50，5.81，50.00，310.25，532.41，689.93，750.00， 
血管意外，脑：0.09，0.12，0.62，15.17，96.50，225.00，425.16，571.00，841.00，937.41 
血红蛋白：0.08，0.41，1.89，145.56，297.25，315.29，407.50，562.53，735.68，854.38 
血红蛋白尿，阵发性：0.19，0.23，3.95，62.50，162.50，219.11，320.10，472.53，888.03，937.39
， 
血红蛋白S疾病：0.02，0.12，5.16，62.50，110.25，332.41，517.50，684.81，712.23，992.00 
血精：0.08，0.24，0.65，5.25，73.25，147.18，351.52，412.58，539.21，725.29 
血尿：0.04，0.26，0.68，2.28，12.85，45.23，167.50，396.50，425.52，625.29 
血色病：0.12，0.35，0.85，189.59，287.58，342.52，467.50，591.29，619.34，897.01 
血栓：0.14，0.49，0.73，0.95，7.50，2.50，20.00，112.33，376.29，534.25， 
血栓闭塞性脉管炎：0.10，0.58，0.78，5.25，21.80，49.50，158.00，342.06，475.16，533.00，762.
11 
血栓闭塞性脉管炎病：0.10，0.58，0.78，5.25，21.80，49.50，158.00，342.06，475.16，533.00，76
2.11 
血栓栓塞，肺：0.35，0.41，0.92，0.97，7.50，13.42，71.50，205.41，476.29，515.70， 
血栓形成，视网膜静脉：0.07，0.50，1.00，7.50，17.50，127.50，335.29，565.75，725.95，919.34
， 
血栓形成：0.14，0.49，0.73，0.95，7.50，2.50，20.00，112.33，376.29，534.25， 
血栓性静脉炎：0.24，0.78，13.98，96.50，375.16，475.11，527.00，663.71，752.70，985.67 
血吸虫病：0.13，0.23，0.73，0.85，5.25，137.25，545.75，687.50，895.27，976.29， 
血小板存储池虚寒：0.11，0.49，0.78，12.50，63.00，102.50，402.50，651.20，821.52，924.37 
血小板疾病：0.04，0.52，11.09，55.75，60.00，125.00，275.16，571.00，834.00，932.00， 
血小板减少症：0.13，0.40，7.25，42.50，92.50，322.53，479.50，527.00，667.00，987.23 
血小板减少症：0.13，0.40，7.25，42.50，92.50，322.53，479.50，527.00，667.00，987.23 
血小板无力症：0.10，0.52，0.78，5.25，22.50，47.50，100.00，342.06，475.16，527.00， 
血压低：0.02，0.24，0.85，37.50，101.32，221.10，419.34，562.91，709.83，976.90 
血液疾病：0.07，0.25，0.57，0.87，2.25，72.50，96.50，226.32，526.16，682.02 
血液透析：0.06，0.50，0.87，12.85，27.50，141.59，301.23，453.02，783.40，825.03 
血液学疾病：0.07，0.25，0.57，0.87，2.25，72.50，96.50，226.32，526.16，682.02 
血友病，血管：0.02，0.25，7.50，67.50，50.00，95.00，275.05，475.09，667.00，985.67 
血友病：0.02,0.25,7.50，67.50,50.00,95.00,275.05,475.09,667.00,985.67 
血友病：0.05，0.46，3.80，18.89，175.20，212.97，321.51，471.21，647.07，815.56， 
血友病疾病：0.37，0.97，2.75，15.03，71.50，196.50，275.87，419.34，612.74，858.57 
血友病A：0.05，0.46，3.80，18.89，175.20，212.97，321.51，471.21，647.07，815.56， 
血友病B：0.06，0.23，0.97，7.50，175.20，212.97，321.51，471.21，647.07，815.56， 
血友病C：0.10，0.26，0.68，7.50，11.09，45.00，325.43，515.70，682.45，755.49 
血脂异常：0.07，0.23，0.97，14.03，32.50，72.91，135.34，497.50，675.00，954.37 
血肿，硬膜外，颅骨：0.37，0.97，2.50，17.50，71.50，96.50，179.93，224.37，451.22，567.21 
血肿，硬膜下：0.21，0.25，4.57，42.69，112.25，412.50，596.50，643.74，825.52，971.00 
寻常天疱疮：0.03，0.12，0.95，2.75，12.71，50.00，90.00，325.44，433.63，560.00 
荨麻疹：0.07，0.49，0.60，0.93，2.25，5.81，13.93，95.09，375.00，525.71 
荨麻疹：0.07，0.49，0.60，0.93，2.25，5.81，13.93，95.09，375.00，525.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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循环情感个性：0.15，0.23，0.60，0.95，7.50，18.30，155.03，517.50，696.50，893.00， 
循环衰竭：0.17，0.32，0.95，115.50，210.50，475.19，527.00，667.00，742.00，985.67 
循环性：0.15，0.23，0.60，0.95，7.50，18.30，155.03，517.50，696.50，893.00， 
 

Y 
 
压力性溃疡：0.18，0.62，0.93，12.76，47.23，187.50，271.50，571.34，622.53，864.00， 
压迫神经病，腕管：0.03，0.65，12.33，30.00，182.23，225.17，534.50，667.00，742.00，986.22 
牙齿疾病：0.17，0.37，0.90，2.75，5.12，52.50，90.00，234.25，842.00，937.41， 
牙齿磨损症：0.08，0.32，20.00，85.03，150.00，225.00，219.34，453.72，515.15，683.00， 
牙齿细菌： 0.05，0.37，0.83，2.50，3.00，73.30，95.75，175.00，269.71，355.08 
牙关紧闭：0.06，0.32，0.60，32.50，67.50，97.50，325.75，519.34，691.27，754.19， 
牙科/颚空化：0.17，0.37，0.90，2.75，5.12，52.50，90.00，234.25，842.00，937.41， 
牙科综合，口腔健康，包括牙周病 
牙龈炎：0.07，0.12，0.60，0.87，2.25，22.50，187.50，396.50，587.50，696.50 
牙髓病：0.02，0.12，0.95，13.39，22.50，51.30，261.02，491.51，619.34，875.35， 
牙源性肿瘤：0.13，0.52，0.62，13.52，5.87，52.50，72.50，153.67，375.29，453.72 
牙周疾病：0.06，0.32，0.73，0.87，12.33，15.00，85.54，150.00，225.36，575.83 
芽孢杆菌感染：0.05,0.37,0.83,2.50,3.00,73.30,355.08 359.00,363.00,393.00， 
蚜虫：0.05,0.41,0.80,5.17,42.50,119.34,37.77,52.76,62.71,789.00 
雅各布森综合征：0.18，0.78，0.85，13.61，7.50，27.50，95.62，375.67，523.01，682.02 
雅司病：0.57，5.00，32.50，50.00，90.00，319.34，522.53，689.93，752.63，910.25 
亚急性硬化性全脑炎：0.05，1.52，5.69，55.15，375.03，479.93，527.00，662.71，789.00，987.23 
亚历山大病：0.14，0.78，2.50，97.50，357.77，475.05，527.00，657.11，749.00，987.23 
亚硝酸病：0.14,0.25,0.87,7.50,8.00,13.93,85.68,225.23,475.68,527.00 
烟粉虱：0.04,0.23,0.78,5.62,15.05,35.33,67.55,125.00,225.00,733.00 
烟雾病：0.04，0.25，0.65，0.93，2.50，7.50，96.50，324.94，475.87，527.00 
延髓外侧综合征：0.03，0.50，0.87，13.52，7.50，27.50，35.00，125.69，297.50，437.50 
严重急性呼吸系统综合症：0.06，0.52，15.17，42.50，125.71，376.29，514.35，682.45，759.83，91
8.50， 
言语障碍：0.14，0.62，0.85，12.85，5.07，453.72，515.09，684.81，712.81，993.41， 
言语障碍：0.18，1.07，4.83，15.25，58.21，109.42，237.21，387.02，434.27，611.05 
岩藻糖苷：0.05，0.24，0.68，0.95，2.50，7.50，32.50，96.50，275.47，522.53 
岩藻糖苷酶缺乏病：0.05，0.24，0.68，0.95，2.50，7.50，32.50，96.50，275.47，522.53 
炎，脑：0.03，0.50，0.83，5.71，79.30，192.50，467.50，652.20，802.51，912.52， 
炎性肠疾病：0.04，0.32，0.70，0.85，5.61，32.50，60.00，125.23，225.68，375.61， 
炎性肌病：0.07，0.33，0.75，0.83，3.70，8.51，98.50，314.95，405.07，517.02 
炎症：0.08，0.12，0.60，0.80，2.50，30.98，103.00，362.50，692.01，825.00 
炎症反应：0.13，0.43，7.00，13.98，132.41，275.75，512.33，650.00，753.07，926.70， 
颜色命名障碍：0.52，0.80，7.50，37.50，175.33，275.00，379.93，450.00，519.68，883.00， 
眼癌：0.06，0.23，0.73，32.50，90.00，175.00，434.51，653.69，753.07，922.53 
眼部感染：0.11，0.35，0.70，0.95，7.50，8.00，30.00，90.00，322.53，534.25 
眼部退Synd：0.04，9.46，44.30，194.71，207.50，330.00，537.50，605.83，754.03，825.31 
眼感染：0.11，0.35，0.70，0.95，7.50，8.00，30.00，90.00，322.53，534.25， 
眼肌麻痹，共济失调和反射消失综合征：0.03，0.12，0.93，7.50，132.31，247.52，362.54，596.52，
695.61，819.34 
眼肌麻痹，进行性核：0.18，0.22，3.52，17.81，57.63，291.11，522.80，608.11，771.42，795.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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眼肌麻痹：0.35，0.75，1.75，15.29，113.25，245.91，372.50，452.00，525.52，779.50， 
眼畸形：0.10，0.50，0.70，2.97，15.87，37.50，77.50，157.50，326.50，722.01 
眼睑痉挛：0.12，0.23，0.73，0.83，5.62，7.25，32.50，42.50，90.00，175.11， 
眼睑内翻：0.15，0.18，0.87，5.71，27.50，223.54，245.54，262.02，692.33，892.50 
眼睛：0.12,0.97,5.05,7.00,40.00,22.70,425.16,571.00,824.00,932.00， 
眼睛出血：0.03，0.23，0.73，0.80，12.69，5.17，32.50，93.50，175.00，526.07 
眼眶蜂窝组织炎：0.03，0.50，0.85，5.25，77.25，112.78，407.50，511.88，725.37，825.00 
眼内炎：0.07，0.46，0.60，0.95，10.53，32.50，387.50，595.54，732.41，925.35， 
眼球运动障碍：0.17，0.32，0.95，5.50，32.50，47.50，162.12，232.03，397.50，679.93 
眼球运动障碍：0.17，0.32，0.95，5.50，32.50，47.50，162.12，232.03，397.50，679.93 
眼球震颤，病理：0.07，0.37，0.95，7.50，82.00，193.93，237.50，487.50，706.21，946.50 
眼斜颈：0.17，0.32，0.95，5.50，32.50，47.50，162.12，232.03，397.50，679.93 
眼炎：0.07，0.46，0.60，0.95，10.53，32.50，387.50，595.54，732.41，925.35， 
眼咽型脊髓MA：0.19，1.22，3.72，17.25，63.21，119.42，293.24，403.03，435.00，711.17 
眼幼虫移行症：0.07，0.37，0.70，0.85，5.69，7.25，30.00，55.54，93.50，322.06， 
厌食症，充血性：0.05,0.33,0.95,5.00,17.50,37.50,322.06,563.19,714.82,930.12 
厌氧（肺）：0.05,0.73,0.95,5.00,17.50,37.50,322.06,56.39,74.82,930.12 
咽鼓管功能障碍 ： 0.05，0.37，0.83，2.50，3.00，73.30，95.75，175.00，269.71，355.08 
咽后脓肿：0.12，0.25，0.62，2.50，3.00，315.75，425.28，697.50，869.71，925.28 
咽疾病：0.04，0.50，0.95，2.75，82.85，122.01，237.50，422.53，635.35，873.53 
咽憩室：0.23，7.50，22.50，35.05，95.00，375.33，424.37，563.19，714.82，978.05 
咽食管憩室：0.23，7.50，22.50，35.05，95.00，375.33，424.37，563.19，714.82，978.05 
咽炎：0.14，0.22，0.73，5.25，7.25，52.03，157.51，290.20，675.35，821.37 
扬斯基-Bielschowsky疾病：0.19，0.18，0.70，2.25，5.78，47.50，269.71，450.00，515.56，686.21 
羊膜带综合征：0.07,0.18,5.62,37.50,100.00,275.16,525.71,655.20,750.00,926.70， 
羊水过多：0.18，0.55，1.00，5.25，27.50，42.50，72.50，195.87，420.02，719.34 
羊水过多：0.18，0.55，1.00，5.25，27.50，42.50，72.50，195.87，420.02，719.34 
氧化磷酸化不足：0.16，0.35，0.93，2.50，215.61，355.68，419.34，651.10，723.03，868.43 
恙虫病：0.02，0.32，0.62，0.97，12.69，112.50，265.75，425.71，745.19，935.70， 
腰椎间盘突出：0.04，0.41，0.62，7.50，2.75，40.00，275.65，475.68，527.00，667.00 
咬肌痉挛：0.06，0.32，0.60，32.50，67.50，97.50，325.75，519.34，691.27，754.19， 
耶尔森氏菌感染：0.15，5.50，12.85，35.16，93.50，269.71，426.90，571.00，822.00，937.41， 
叶Holoprosencephaly：0.08，0.24，0.65，0.90，2.50，27.50，55.91，119.34，393.50，536.42 
夜惊：0.13，0.40，0.62，42.50，57.50，92.50，175.00，475.17，527.00，667.00， 
夜尿：0.05，0.37，0.85，2.50，7.50，122.53，441.15，611.21，715.22，852.93 
一般纤维化综合症：0.08，0.55，0.57，7.50，8.00，12.69，140.00，363.02，492.53，912.48， 
伊顿 - 兰伯特综合征：0.13，0.32，0.93，2.44，81.27，131.61，334.25，415.70，568.43，813.96 
伊藤综合症：0.10，0.57，0.68，0.87，35.58，127.50，337.50，638.61，715.23，903.74， 
衣原体感染：0.05，0.41，0.80，7.50，125.19，275.00，424.37，560.00，642.91，985.90 
衣原体感染：0.05，0.41，0.80，7.50，72.50，130.00，367.50，555.00，625.19，875.17， 
医源性感染：0.06，0.23，0.73，0.83，2.75，17.50，62.50，195.95，491.00，769.71 
胰岛素瘤：0.04，0.32，0.70，0.87，5.25，32.50，60.00，125.68，225.65，275.68 
胰腺癌：0.06，0.50，47.50，150.00，219.34，225.15，210.50，434.50，515.16，688.29， 
胰腺功能不全：0.10，0.50，0.68，5.95，35.71，87.50，137.50，357.50，596.50，742.06 
胰腺疾病：0.08，0.40，0.83，5.47，105.00，215.47，417.50，631.00，801.91，931.22 
胰腺外分泌功能不全：0.10，0.50，0.68，5.95，35.71，87.50，137.50，357.50，596.50，742.06 
胰腺炎：0.03，0.52，0.68，2.75，7.50，55.91，324.37，519.34，653.69，756.53 
移植物抗宿主病：0.07，0.50，0.97，9.00，12.85，32.50，42.50，190.00，325.37，425.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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遗传性感觉和自主神经病变：见HSAN 1 - 5 
遗尿：0.13，0.24，0.78，0.90，13.39，39.00，96.50，250.00，476.50，527.00， 
疑病症：0.03，0.50，0.85，7.50，8.00，127.50，235.58，525.79，725.00，825.79 
乙 
乙型肝炎：0.18 0.87，5.29，27.50，45.56，95.22，182.50，414.55，420.80，418.00 
异食癖综合症：0.14，0.22，0.62，58.25，215.50，442.01，537.50，617.50，869.71，975.34， 
异味：0.52,0.80,7.50,37.50,175.33,275.00,379.93,450.00,519.68,883.00， 
抑郁，单相：0.14，0.22，0.62，7.50，15.50，41.09，465.69，597.50，722.70，875.93 
抑郁症，产后：0.08，0.50，0.85，19.03，5.93，331.05，447.50，550.00，625.00，833.91， 
抑郁症，内因：0.14，0.22，0.62，7.50，15.50，41.09，465.69，597.50，722.70，875.93 
抑郁症，神经质：0.14，0.22，0.62，7.50，15.50，41.09，465.69，597.50，722.70，875.93 
抑郁症，双相：0.04，0.37，0.87，2.25，2.50，70.00，95.27，269.71，175.27，350.00 
抑郁症：0.14，0.22，0.62，7.50，15.50，41.09，465.69，597.50，722.70，875.93 
抑郁症：0.14，0.22，0.62，7.50，15.50，41.09，465.69，597.50，722.70，875.93 
抑郁症状：0.14，0.22，0.62，7.50，15.50，41.09，465.69，597.50，722.70，875.93 
意向性震颤：0.40，0.60，0.85，5.09，7.25，92.50，175.00，476.50，527.00，663.71， 
溢泪：0.12，0.55，0.85，5.50，22.50，35.69，73.30，92.50，125.23，527.81 
溢乳：0.19，0.30，0.62，7.50，8.00，2.50，32.50，55.23，150.00，325.54 
翼状胬肉：0.08，2.18，17.93，71.50，121.80，217.50，431.69，615.85，791.52，923.31， 
癔症，解离：0.11，0.49，0.97，17.30，29.50，422.50，602.50，715.31，803.50，924.37， 
因子IX缺乏症：0.06，0.23，0.97，7.50，175.20，212.97，321.51，471.21，647.07，815.56， 
因子VII缺乏：0.08，0.22，0.73，2.50，5.71，50.00，322.53，415.70，566.41，707.26， 
因子VIII缺乏：：0.05，0.46，3.80，18.89，175.20，212.97，321.51，471.21，647.07，815.56， 
因子XI缺乏：0.10，0.26，0.68，7.50，11.09，45.00，325.43，515.70，682.45，755.49 
因子XII缺乏：0.05，0.12，0.60，0.87，2.25，45.00，325.43，515.70，682.45，755.49 
阴道疾病：0.07，0.12，0.85，5.62，15.16，40.00，419.34，561.93，640.00，985.90 
阴道脱垂：0.10，0.42，0.93，5.25，35.00，83.00，178.00，519.34，689.93，931.00 
阴道炎，念珠菌：0.18，0.93，3.78，42.50，71.50，96.50，125.75，434.00，642.91，983.17 
阴茎疾病：0.04，0.52，83.62，105.95，179.50，295.54，487.50，605.72，723.82，935.42， 
阴茎硬结：0.04，0.57，0.62，0.95，7.50，295.54，487.50，605.72，723.82，935.42， 
阴茎硬结症：0.04，0.57，0.62，0.95，7.50，295.54，487.50，605.72，723.82，935.42 
银屑病：0.05，0.55，1.78，5.97，85.15，117.15，453.20，692.23，824.37，951.00 
引脚 百战天虫 ：0.07，0.52，0.75，3.97，8.50，13.61，22.50，265.83，425.34，879.50， 
饮食失调：0.14，0.22，0.62，58.25，215.50，442.01，537.50，617.50，869.71，975.34， 
隐孢子虫病：0.11，0.84，1.71，12.81，82.50，112.50，235.95，657.50，802.50，925.29， 
隐肺炎：0.03，0.25，10.53，7.50，95.15，312.33，455.82，517.50，688.29，843.50 
隐睾：0.07，0.57，0.85，10.89，2.50，25.29，152.50，324.37，455.72，879.93， 
隐球菌病：0.97，1.12，17.75，51.20，131.02，217.50，517.50，653.00，772.29，956.03， 
隐性脊柱裂：0.18，7.50，25.17，52.50，112.33，175.00，524.37，682.45，753.07，927.10， 
隐源性婴儿痉挛症：06，0.32，0.60，32.50，67.50，97.50，325.75，519.34，691.27，754.19 ,, 
应激障碍，创伤后：0.14，0.68，2.50，60.00，122.53，300.00，496.01，655.20，750.00，912.33 
应力（一般）：0.14，0.68，2.50，62.42，122.53，300.00，496.01，655.20，755.00，805.12 
婴儿玫瑰疹：0.07，0.50，0.95，7.50，10.53，132.50，242.50，392.01，629.26，915.48 
樱桃红斑肌阵挛S：0.20，0.25，0.65，2.50，3.00，7.50，96.50，326.16，534.25，652.43， 
鹦鹉热：0.04，0.23，1.97，25.71，132.50，332.50，415.02，675.23，858.59，915.38 
营养不良：0.09，0.52，0.65，0.93，5.71，87.50，255.31，525.29，675.31，878.50 
硬化，弥漫性：0.05，0.32，0.73，3.95，17.51，125.21，162.52，275.87，523.52，671.22， 
硬化，遗传性脊髓：0.16，0.49，0.73，0.95，5.26，7.25，12.71，92.50，275.00，425.43， 
硬化性苔藓等萎缩性：0.15，0.18，0.80，5.50，107.50，372.50，515.54，631.85，711.12，907.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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硬化症，全身：0.02，0.32，0.62，0.95，124.37，325.19，175.00，479.50，527.00，667.00， 
硬结，鼻：0.08，0.24，0.63，7.82，32.25，67.50，155.29，391.02，415.70，726.07 
硬膜下血肿：0.21，0.25，4.57，42.69，112.25，412.50，596.50，643.74，825.52，971.00 
硬皮病，系统性：0.02，0.32，0.62，0.95，124.37，325.19，175.00，479.50，527.00，667.00， 
硬纤维：0.05，0.23，0.95，13.39，121.59，285.43，315.91，472.50，612.50，930.00 
蝇蛆病：0.13，0.49，0.60，0.87，2.25，5.25，113.98，545.87，735.00，805.07 
幽门螺杆菌：0.25，0.85，2.23，30.00，95.00，107.10，225.30，438.95，633.10，823.41 
疣：0.16，0.35，17.50，37.50，210.50，476.50，527.00，665.34，789.00，987.23 
疣：0.16，0.35，17.50，37.50，210.50，476.50，527.00，665.34，789.00，987.23 
尤因 的肿瘤：0.03，0.25，0.78，0.93，7.50，95.75，300.00，454.37，615.19，784.81， 
游泳者痒：0.03，0.41，0.62，0.95，7.50，125.31，387.50，682.10，822.06，925.93， 
右心室发育不良，致心律失常性：0.05，0.40，0.85，2.75，5.00，55.16，269.71，555.30，707.00，8
25.50 
右心室肥厚：0.12，0.57，0.95，5.58，20.00，145.79，262.50，393.50，734.51，919.34 
幼虫移行症，皮肤：0.07，0.37，0.70，0.85，5.69，7.25，30.00，55.54，93.50，322.06， 
幼虫移行症，眼：0.07，0.37，0.70，0.85，5.69，7.25，30.00，55.54，93.50，322.06， 
幼虫移行症：0.07，0.37，0.70，0.85，5.69，7.25，30.00，55.54，93.50，322.06， 
幼儿急疹：0.07，0.50，0.95，7.50，10.53，132.50，242.50，392.01，629.26，915.48 
瘀斑：0.13，0.23，0.65，18.20，57.50，108.02，305.31，606.30，719.94，822.53， 
瘀毒：0.11，0.55，0.80，23.50，117.50，252.50，462.50，596.50，797.50，975.34 
鱼鳞病：0.03，0.18，0.65，0.80，33.52，72.50，270.96，321.80，505.67，715.28 
语音Disoirders：0.08，0.16，15.50，85.00，92.00，357.30，541.00，657.11，833.20，987.23 
预激综合征：0.08，0.55，7.50，8.00，12.33，96.50，175.16，410.25，642.91，978.05 
原生动物感染：0.02，0.23，0.85，5.71，55.83，172.50，317.50，663.50，725.31，853.02 
圆锥角膜：0.19，0.52，0.68，0.97，57.50，119.53，325.62，634.20，701.50，881.62 
远端三体：0.12，0.35，3.95，47.50，87.50，127.50，325.90，526.50，708.57，872.93 
远视：0.03，0.46，0.60，8.85，72.50，115.78，217.50，493.50，723.01，825.79 
远视：0.03，0.46，0.60，8.85，72.50，115.78，217.50，493.50，723.01，825.79 
约瑟夫病：0.14，0.25，0.87，7.50，8.00，13.93，85.68，225.23，475.68，527.00 
月骨无菌性坏死病：0.13，0.22，0.93，5.50，17.50，32.50，72.50，127.00，356.50，624.37 
月经，逆行：0.06，0.53，49.93，172.50，287.50，313.98，455.23，607.50，811.52，903.54 
月经过少：0.06，0.53，49.93，172.50，287.50，313.98，455.23，607.50，811.52，903.54 
月经失调：0.06，0.53，49.93，172.50，287.50，313.98，455.23，607.50，811.52，903.54 
月经紊乱：0.06，0.53，49.93，172.50，287.50，313.98，455.23，607.50，811.52，903.54 
阅读障碍：0.18，0.25，5.61，18.50，41.50，126.51，325.81，472.00，538.10，614.01 
阅读障碍：0.18，0.25，5.61，18.50，41.50，126.51，325.81，472.00，538.10，614.01 
阅读障碍症状：0.18，0.25，5.61，18.50，41.50，126.51，325.81，472.00，538.10，614.01 
晕车：0.15，0.23，0.68，0.83，72.52，137.57，292.61，537.30，822.59，921.05 
晕船：0.15，0.23，0.68，0.83，72.52，137.57，292.61，537.30，822.59，921.05 
运动脚：0.02，0.75，2.62，5.95，8.50，125.69，262.50，592.50，758.57，823.44 
运动神经元病，下：0.17，0.32，0.95，5.51，32.45，47.51，162.21，215.70，397.50，475.87 
运动神经元病，鞋面：0.17，0.32，0.95，5.51，32.45，47.51，162.21，215.70，397.50，475.87 
运动神经元病：0.17，0.32，0.95，5.51，32.45，47.51，162.21，215.70，397.50，475.87 
运动障碍：0.02，0.24，0.95，2.50，25.78，172.50，296.50，475.58，576.29，772.20 
运动障碍：0.60，1.00，5.00，247.88，365.80，454.37，515.16，689.41，712.00，997.87， 
运动障碍综合征：0.17，0.32，0.95，5.50，32.50，47.50，162.12，232.03，397.50，679.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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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产儿视网膜病：0.16，0.57，0.78，0.95，8.50，95.69，217.52，491.00，524.37，892.41 
早老性痴呆：0.07，0.50，0.97，9.00，12.85，132.50，337.50，524.37，758.57，955.72， 
早老症，成人：0.02，0.25，0.97，9.00，13.39，15.00，67.50，52.50，92.20，569.71， 
早老症：0.04，0.12，0.95，12.85，32.50，50.00，235.31，603.50，747.50，823.30， 
造口术：0.05，0.40，0.73，0.90，5.91，27.00，210.71，341.50，546.50，875.47， 
躁狂抑郁性精神病：0.04，0.37，0.87，2.25，2.50，70.00，95.27，269.71，175.27，350.00 
增多症，朗格汉斯-细胞：0.14，0.32，0.97，2.50，11.09，20.00，57.50，225.00，423.01，565.36 
增生，巨大淋巴结：0.04，0.50，0.70，0.97，5.75，7.50，37.50，96.50，225.91，425.37 
粘稠物阻塞症：0.10，0.50，0.68，0.83，190.89，312.50，452.50，687.50，795.69，892.50， 
粘多糖病：0.07，0.35，0.70，5.58，17.25，22.50，150.00，413.02，550.00，719.34 
粘附，骨盆：0.02,2.50,35.16，67.50,90.00,355.08,419.34,567.70,707.26,930.12 
粘合性胶囊炎：0.06,0.23,20.00,68.25,125.75,158.30,357.30,532.41,653.69,759.83， 
粘液瘤：0.05，0.31，1.59，5.03，7.29，125.44，462.52，625.91，732.50，815.03， 
粘脂糖症：0.20，0.25，0.65，2.50，3.00，7.50，96.50，326.16，534.25，652.43， 
战斗异常：0.11，0.24，0.70，0.97，112.75，217.50，435.27，657.50，895.00，925.27， 
战壕足：0.12，0.55，0.85，72.50，125.75，375.19，477.50，527.00，667.00，752.70， 
战争神经症：0.11，0.24，0.70，0.97，112.75，217.50，435.27，657.50，895.00，925.27， 
长QT综合征：0.03，0.50，0.85，7.50，8.00，27.50，35.54，125.69，95.69，95.00 
掌跖脓疱病：0.05，0.55，1.78，5.97，85.15，117.15，453.20，692.23，824.37，951.00 
掌跖脓疱症：0.05，0.55，1.78，5.97，85.15，117.15，453.20，692.23，824.37，951.00 
招聘，响度：0.04，0.24，0.57，17.50，86.53，132.75，342.51，721.20，823.10，919.34 
折刀痉挛：0.13，0.40，0.62，0.90，5.58，117.25，442.52，657.51，722.59，865.87 
着色斑病，口周：0.14，0.55，0.95，35.71，71.25，82.50，142.50，393.50，632.41，719.34 
着色斑病：0.10，0.57，0.95，7.50，17.50，37.50，95.54，225.69，536.42，689.93 
着色性干皮：0.08，7.50，12.85，40.00，65.16，96.50，175.05，653.69，759.83，923.70， 
真菌病害：0.17，0.22，0.93，2.75，27.50，132.50，255.58，475.85，724.94，825.87 
真皮弹性曲线：0.15，0.18，0.93，2.75，125.34，246.20，405.00，731.50，826.50，921.34 
真性红细胞增多症：0.14，0.22，0.73，13.02，55.37，121.20，271.01，694.00，715.70，824.37， 
枕部外伤：0.13，0.23，1.60，8.53，17.50，72.53，155.29，396.50，437.48，828.57， 
枕叶脑膨出：0.13，0.57，0.78，0.97，2.50，87.50，323.98，665.70，822.70，906.07 
阵发性冷性血红蛋白尿：0.19，0.23，3.95，62.50，162.50，219.11，320.10，472.53，888.03，937.3
9， 
阵发性神经疼痛：0.08，0.25，0.65，2.50，8.00，77.50，196.50，315.70，524.94，660.41， 
阵发性睡眠：0.14，0.57，0.73，7.50，2.50，50.00，187.50，455.30，672.23，775.87， 
阵发性睡眠性血红蛋白：0.19，0.23，3.95，62.50，162.50，219.11，320.10，472.53，888.03，937.3
9， 
震颤：0.40，0.60，0.85，5.09，7.25，92.50，175.00，476.50，527.00，663.71， 
震颤麻痹：0.08，0.35，0.65，0.83，9.50，115.71，354.95。355.35，368.00，398.40 
正常血钾型周期性麻痹：0.05，0.12，0.87，3.21，27.50，62.71，145.47，262.50，392.50，591.00 
正常压力脑积水：0.05，0.37，0.90，12.85，67.50，267.50，555.56，695.87，875.58，943.20 
政变Marbre：0.17，0.32，0.95，5.50，32.50，47.50，162.12，232.03，397.50，679.93 
症：0.10，0.52，0.78，5.25，22.50，47.50，100.00，342.06，475.16，527.00， 
症状婴儿痉挛症：06，0.32，0.60，32.50，67.50，97.50，325.75，519.34，691.27，754.19 ,, 
支链Ketoaciduria：0.03，0.50，0.87，10.47，37.11，87.50，135.23，225.68，397.50，597.50 
支气管肺发育不良：0.04，0.23，0.95，7.50，10.89，55.15，376.29，534.25，655.20，904.10， 
支气管疾病：0.04，0.37，0.83，2.50，3.00，75.85，95.16，175.03，269.71，350.00 
支气管扩张：0.03，0.40，0.83，71.50，95.75，175.15，275.15，357.30，749.00，987.23 
支气管哮喘：0.57，0.90，2.50，3.00，27.50，95.75，125.00，150.00，534.20，87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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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气管炎：0.04，0.37，0.83，2.50，70.00，95.03，175.00，269.71，355.72，755.00 
肢端肥大症：0.08,0.42,0.77,7.91,31.21,122.74,255.61,371.33,742.80,95.20 
脂蛋白血症：0.07，0.23，0.97，14.03，32.50，72.91，135.34，497.50，675.00，954.37 
脂多糖：0.16，0.97，27.50，110.25，325.00，476.50，527.00，665.34，749.00，985.67 
脂肪代谢障碍，肠道：0.87，7.50，2.50，32.50，97.50，250.00，479.50，527.00，789.00，987.23 
脂肪代谢障碍：0.02，0.12，0.85，7.50，32.50，40.00，60.00，150.00，92.50，426.90， 
脂肪肝：0.04，0.49，0.78，7.50，8.00，15.43，62.50，325.00，515.70，655.20 
脂肪过多症：0.02，0.50，0.87，172.50，207.50，315.23，425.62，691.22，735.54，962.07， 
脂肪瘤，多形性：0.02，0.50，0.87，172.50，207.50，315.23，425.62，691.22，735.54，962.07， 
脂肪瘤：0.02，0.50，0.87，172.50，207.50，315.23，425.62，691.22，735.54，962.07， 
脂肪瘤：0.16，0.55，0.85，7.50，32.50，35.67，97.50，375.54，515.70，660.41 
脂肪酸氧化障碍：0.02，0.52，0.73，2.25，5.43，45.44，269.71，534.25，682.45，751.87， 
脂膜炎，结节性亚急性：0.08，0.49，0.65，7.50，12.85，17.50，72.50，226.07，475.47，527.00 
脂膜炎：0.08，0.49，0.65，7.50，12.85，17.50，72.50，226.07，475.47，527.00 
脂溢性角化病：0.12，0.68，0.85，12.05，7.50，27.50，97.50，275.62，523.01，687.45 
蜘蛛痣：0.16，2.10，55.03，150.00，229.32，476.50，527.00，667.00，742.00，987.23 
直肠癌：0.46，27.50，17.50，37.50，85.00，95.75，150.00，434.00，571.00，840.00， 
直肠疾病：0.19，0.52，0.57，0.80，2.25，17.50，30.00，573.20，665.31，822.30， 
直肠结肠炎，出血：0.49，27.00，17.00，38.000，87.00，96.20，150.00，434.00，592.00，850.00 
直肠结肠炎，溃疡性：0.49，27.00，17.00，38.000，87.00，96.20，150.00，434.00，592.00，850.00 
直肠结肠炎：0.49，27.00，17.00，38.000，87.00，96.20，150.00，434.00，592.00，850.00 
直肠结肠炎：0.49，27.00，17.00，38.000，87.00，96.20，150.00，434.00，592.00，850.00 
直肠脱垂：0.13，0.23，0.75，0.85，51.31，327.25，495.00，681.50，791.95，953.00， 
直肠乙状结肠炎：0.49，27.00，17.00，38.000，87.00，96.20，150.00，434.00，592.00，850.00 
直肠肿瘤：0.46，27.50，17.50，37.50，85.00，95.75，150.00，434.00，571.00，840.00， 
植烷酸贮积症：0.04，0.41，0.62，0.97，7.50，20.00，87.50，342.06，635.31，834.45， 
植物中毒：0.13，0.52，1.73，7.25，15.71，35.34，272.51，512.91，775.83，815.38 
跖骨畸形：0.92，32.75，150.01，293.70，329.05，415.84，423.47，472.12，512.14，629.90 
跖骨Primus的内翻：0.07，0.24，0.65，5.75，72.25，123.00，502.50，622.88，713.23，807.73 
止痛剂：0.04,0.57,10.53,95.05,210.25,424.37,56.39,707.26,985.90， 
指甲真菌：0.07，0.40，0.90，12.85，20.14，67.11，135.52，325.00，475.52，612.53 
志贺氏菌感染 （GEN） 
：3.00，73.30，95.75，175.00，269.71，318.00，390.09，394.00，426.22，512.81 
致死性骨发育不全：0.16，0.30，0.57，20.00，37.50，95.11，312.33，476.50，527.00，753.23， 
致死性家族失眠症：0.26，0.38，0.89，6.31，11.59，48.90，181.28，327.18，433.83，509.21 
致心律失常性心肌病：0.05,0.40,0.85,2.75,5.00,55.16,29.71,555.30,707.00,825.50 
致心律失常性RV发育不良：0.05,0.40,0.85,2.75,5.00,55.16,29.71,555.30,707.00,825.50 
痔疮：0.10，0.57，2.83，12.33，30.00，87.53，196.50，551.03，777.30，866.41 
窒息：0.03,0.70,2.50,5.07,40.00,72.50,125.00,275.16,829.00,937.41， 
痣：0.03，0.32，0.73，0.91，7.52，25.67，162.58，392.11，612.34，815.29 
痣样基底细胞癌：0.10，0.57，0.80，7.50，15.00，52.50，95.11，655.20，750.00，923.70， 
痣综合征，基底细胞：0.10，0.57，0.80，7.50，15.00，52.50，95.11，655.20，750.00，923.70， 
中毒性休克综合征：0.18，0.22，55.00，62.50，132.41，210.50，475.17，527.00，667.00，749.00， 
中耳胆脂瘤：0.12，0.23，0.97，5.25，32.50，475.19，527.00，661.71，742.00，988.90 
中耳炎：0.10，0.52，0.78，0.80，2.25，5.26，167.50，352.52，845.47，922.53 
中耳炎INTERNA：0.03，0.18，0.65，0.93，10.89，5.50，93.50，210.50，424.37，978.05： 
中风：0.09,0.12,0.62,15.17,96.50,225.00,425.16,571.00,841.00,937.41 
中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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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枢神经系统感染：0.03，0.50，47.50，150.00，214.35，325.19，451.17，517.50，687.62，862.00
， 
中枢神经系统疾病：0.03，0.50，47.50，150.00，214.35，325.19，451.17，517.50，687.62，992.00
， 
中枢神经系统囊尾蚴病：0.13，0.52，0.73，13.61，125.29，255.56，372.58，551.23，673.29，713.7
2 
中枢性呼吸暂停：0.07，0.37，12.71，47.50，97.50，225.75，377.91，519.34，691.27，753.07 
中性氨基酸交通：0.16，0.55，0.95，5.75，67.25，132.50，237.50，391.50，421.22，515.70 
中性粒细胞减少：0.06，0.46，0.62，0.97，2.50，22.68，167.51，436.42，558.57，726.16 
中央核肌病：0.18，0.54，2.63，6.82，29.83，58.71，453.28，589.48，701.20，812.00， 
中央核肌病：0.18，0.54，2.63，6.82，29.83，58.71，453.28，589.48，701.20，812.00， 
中央核心疾病：0.18，0.54，2.63，6.82，29.83，58.71，453.28，589.48，701.20，812.00， 
中央疼痛综合征：0.02，0.22，25.00，55.75，125.00，229.32，450.00，515.16，712.81，993.41， 
中央自主神经系统疾病：0.05，0.37，0.83，2.75，3.00，70.00，95.09，175.16，275.00，357.30 
终末期肾脏疾病：0.13，0.18，0.65，0.97，7.50，11.95，40.00，150.00，524.94，689.93 
肿瘤 ，恶性 ：（参见 下标题 癌症：用于精确识别） 
肿瘤，一般 非恶性： 0。 10 ，0。 31 ， 0 0.4 4 5 8 。 00 ， 77 。 9 0,1 26 。 00 ，47 1 。 68 ， 48 
7， 52 ， 50 7， 12 ， 622 。 31 
肿瘤（用于肿瘤全部单独列表都在癌症列出） 
肿瘤病毒感染：0.07，0.35，25.40，50.00，60.00，150.00，475.11，527.00，667.00，987.23 
重症联合免疫缺陷：0.07，0.24，35.19，150.00，375.00，477.50，527.00，662.71，749.00，969.67 
肘管综合征：0.12，0.55，0.85，2.50，22.50，147.50，472.50，725.00，851.03，975.29， 
周期性疾病：0.16，0.57，0.95，5.25，37.25，132.50，237.50，522.53，675.43，819.34， 
周期性交替眼球震颤：0.07，0.37，0.95，7.50，82.00，193.93，237.50，487.50，706.21，946.50 
周期性麻痹，家族：0.05，0.12，0.87，3.21，27.50，62.71，145.47，262.50，392.50，591.00 
周围神经病变：0.07，0.24，8.60，75.25，117.22，237.02，451.90，561.51，698.10，812.77 
周围神经疾病：0.07，0.24，8.60，75.25，117.22，237.02，451.90，561.51，698.10，812.77 
周围神经系统疾病：0.07，0.24，8.60，75.25，117.22，237.02，451.90，561.51，698.10，812.77 
周围血管病变：0.07，0.22，0.73，75.25，117.22，237.02，451.90，561.51，698.10，812.77 
周围血管疾病：0.07，0.22，0.73，75.25，117.22，237.02，451.90，561.51，698.10，812.77 
周围炎：0.05，0.37，0.87，2.25，33.50，75.85，105.83，275.54，475.35，857.77 
周自主神经系统疾病：0.05，0.37，0.83，2.75，3.00，70.00，95.09，175.16，275.00，357.30 
昼盲症：0.12，0.65，25.05，87.50，125.33，222.53，479.93，527.00，667.00，987.23 
猪流感：0.02，0.45，0.65，2.21，6.15，10.23，15.91，30.28，77.50，327.11 
蛛网膜病毒感染：0.07,0.68,2.33,35.00,87.50,476.50,52.76,67.00,753.23,987.23 
蛛网膜囊肿：0.16，0.60，0.90，2.50，3.00，125.09，225.33，344.50，490,56，807.22 
蛛网膜憩室：0.16，0.60，0.90，2.50，3.00，125.09，225.33，344.50，490,56，807.22 
蛛网膜肉瘤肉瘤，0.14，0.22，0.72，2.58，193.11，247.59，385.21，521.68，，657.30，729.34 
蛛网膜炎：0.16，0.60，0.85，2.50，7.50，35.00，87.50，479.50，527.00，665.34， 
主动脉瓣狭窄：0.03,0.25,0.90,13.52,150.00,275.33,510.25,655.20,759.83,926.70， 
主动脉瘤，巨细胞：0.13,0.23,0.75,0.80,5.25,2.75,35.00,95.47,226.32,422.53 
主动脉炎，巨细胞：0.13,0.23,0.75,0.80,5.25,2.75,35.00,95.47,226.32,422.53 
主动脉炎综合征：0.10,0.35，52.50，70.00，97.50，225.15，450.00，689.41，712.00，993.41， 
注意缺陷障碍：0.04,0.25,0.46,0.32,0.52,0.75,42.50,87.50,132.41,376.29 
转移（总机关）0.10，0.61，7.67，32.00，225.03，434.15，527.00，662.71，712.00，750.00 
状态菖：0.17，0.32，0.95，5.50，32.50，47.50，162.12，232.03，397.50，679.93 
状态Dysraphicus：0.32，0.80，7.50，25.16，52.50，255.93，522.53，691.27，753.07，912.33 
状态Lymphaticus：0.14，0.35，0.93，11.95，25.54，35.67，87.50，93.50，234.25，527.81 
状态Migrainosus：0.15，0.18，2.32，63.75，72.30，132.20，220.30，587.30，722.52，915.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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锥虫病，非洲：0.07，0.23，5.62，7.00，32.50，47.50，95.09，175.11，475.11，527.00， 
锥虫病，南美：0.03，0.22，2.92，40.00，222.70，477.50，527.00，667.00，721.00，988.90 
锥虫病：0.07，0.23，5.62，7.00，32.50，47.50，95.09，175.11，475.11，527.00， 
锥虫的寄生虫罗德西亚：0.13，0.57，0.85，5.17，37.10，102.79，352.50，591.02，652.93，952.59 
锥虫寄生虫0.68疫，0.90，2.50，5.50，13.93，434.60，451.25，448.00，442.00，438.00， 
锥虫寄生虫罗德西亚0.68，0.90，2.50，5.50，13.93，93.50，386.40，423.50，428.55，426.00， 
卓 - 艾综合征：0.10，0.90，2.50，20.00，37.50，97.50，325.00，419.34，561.93，823.96 
灼口综合征：0.04，0.41，30.00，67.50，55.15，125.00，350.00，412.33，563.19，714.82 
灼痛：0.11，0.57，0.80，62.50，96.50，210.50，475.00，667.00，742.00，988.90 
滋养细胞癌：0.13，7.50，35.16，67.50，96.50，275.16，434.16，527.00，663.71，752.70， 
滋养细胞肿瘤：0.13，7.50，35.16，67.50，96.50，275.16，434.16，527.00，663.71，752.70， 
紫癜：0.13，0.23，0.65，18.20，57.50，108.02，305.31，606.30，719.94，822.53， 
紫癜Hemorrhagica：0.13，0.23，0.65，18.20，57.50，108.02，305.31，606.30，719.94，822.53， 
紫茎泽兰的畸形：0.14，0.30，0.95,178.72，375.17，477.50，527.00，667.00，761.85，988.90 
自闭症，婴儿：0.03,0.25,0.65，0.93，13.52，7.50，95.00，322.53，454.37，517.50， 
自闭症：0.03,0.25,0.65，0.93，13.52，7.50，95.00，322.53，454.37，517.50， 
自闭症痴呆:: 0.13，0.23，0.62，9.97，167.50，325.50，422.50，650.00，875.95，919.34， 
自动失效：0.07,8.00,13.98，42.50，97.50，325.17，515.70，650.00，750.00，927.10， 
自身免疫多重CED：0.05,0.26,0.57,2.50,13.39,85.34,157.50,525.83,75777,975.34， 
自身免疫性疾病：0.24,5.09,32.50,75.85,95.75,175.00,250.00,45.6.00,784.00,927.00 
自身免疫性甲状腺炎：0.14,0.25,0.60,2.50,32.50,112.33,319.34,525.71,753.07,900.00 
自身免疫I，多腺体：0.05,0.26,0.57,2.50,13.39,85.34,157.50,525.83,757.77,975.34， 
自身免疫II，多腺体：0.05,0.26,0.57,2.50,13.39,85.34,157.50,525.83,757.77,975.34， 
自主神经机能异常，家族性：0.14，0.25，0.85，5.25，7.25，325.00，587.50，745.31，815.90，927.
00， 
自主神经系统：0.05,0.37,0.83,2.75,3.00,70.00,95.09,175.16,275.00,335.30 
子宫宫颈功能不全：0.04，0.40，0.68，5.09，7.50，37.00，96.50，180.00，792.00，985.67 
子宫肌瘤，子宫：0.85，0.98，1.80，17.53，213.23，321.29，423.69，597.50，862.50，915.54 
子宫肌瘤：0.85，0.98，1.80，17.53，213.23，321.29，423.69，597.50，862.50，915.54 
子宫肌瘤：0.85，0.98，1.80，17.53，213.23，321.29，423.69，597.50，862.50，915.54 
子宫肌瘤子宫：0.85，0.98，1.80，17.53，213.23，321.29，423.69，597.50，862.50，915.54 
子宫颈无能：0.04，0.40，0.68，5.09，7.50，37.00，96.50，180.00，792.00，985.67 
子宫内翻：0.40，0.68，0.83，5.25，7.50，35.09，96.50，175.00，519.34，689.93， 
子宫内膜癌：0.07，0.18，0.60，14.97，135.71，255.50，421.02，693.50，775.54，878.50， 
子宫内膜异位症：0.03,0.25,0.33,3.77,7.50,35.51,62.58,125.35,672.91,924.37， 
子宫内膜异位症：0.03，0.25，0.73，12.85，7.50，35.51，62.58，125.35，672.91，924.37， 
子宫内膜异位症：0.03，0.25，0.73，12.85，7.50，35.51，62.58，434.35，672.91，924.37， 
子宫脱垂：0.10，0.42，0.93，5.25，35.00，83.00，178.00，519.34，689.93，931.00 
子宫子宫颈发育异常：0.04，0.40，0.68，5.09，7.50，35.00，96.50，177.16，753.23，985.67 
子痫：0.03，0.50，0.85，5.71，7.25，13.98，247.50，450.00，695.83，895.87， 
棕榈脓疱病和鞋底：0.05，0.55，1.78，5.97，85.15，117.15，453.20，692.23，824.37，951.00 
棕榈脓疱性银屑病和鞋底：0.05，0.55，1.78，5.97，85.15，117.15，453.20，692.23，824.37，951.0
0 
纵隔囊肿：0.16，0.35，0.93，22.50，130.00，251.23，493.50，555.08，754.37，815.68， 
足部畸形：0.92，32.75，150.01，293.70，329.05，415.84，423.47，472.12，512.14，629.90， 
足底筋膜炎 ： 0.23，0.60，12.00，55.00，96.50，375.11，512.33，655.20，750.00，927.10 
足癣：0.02，0.75，2.62，5.95，8.50，125.69，262.50，592.50，758.57，823.44 
组织胞浆菌病：0.07，0.23，0.83，2.50，13.93，12.71，55.56，93.50，375.87，426.90 
组织滴虫：0.02，0.23，0.85，5.71，55.83，172.50，317.50，663.50，725.31，853.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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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织细胞瘤，恶性纤维：0.08，0.41，1.00，5.78，7.25，15.87，70.00，92.50，215.70，519.34 
组织细胞瘤，良性纤维：0.02，0.41，0.90，2.75，5.87，15.56，73.30，192.50，533.63，734.25 
组织细胞瘤，皮肤：0.02，0.41，0.90，2.75，5.87，15.56，73.30，192.50，533.63，734.25 
组织细胞瘤，纤维性：0.02，0.41，0.90，2.75，5.87，15.56，73.30，192.50，533.63，734.25 
组织细胞增多症，非Langerhansl：0.14，0.41，0.97，7.50，10.72，20.00，57.50，175.87，415.70，
568.43 
组织细胞增多症：0.14，0.12，0.97，7.50，12.69，20.00，57.50，224.94，426.16，563.19 
组织细胞增多症X：0.14，0.32，0.97，2.50，11.09，20.00，57.50，225.00，423.01，565.36 
最佳疾病：0.15,0.18,0.80,5.50,33.20,172.30,471.20,57.82,603.44,921.88， 
最小的脑功能障碍：0.04，0.25，0.46，0.32，0.52，0.75，42.50，87.50，132.41，376.29 
左心发育不良综合征：0.07，0.18，0.75，0.83，2.50，7.50，150.00，379.93，425.68，932.00， 
左心室肥厚：0.11，0.57，0.95，5.25，20.00，37.50，262.50，593.50，775.79，808.50 
左心综合征，发育不全：0.07，0.18，0.75，0.83，2.50，7.50，150.00，379.93，425.68，932.00 
左旋肉碱疾病：0.03，0.52，07.50，30.00，225.16，484.19，527.00，667.00，789.00，988.90 
左右转位：0.05，0.12，0.87，5.00，27.50，62.50，193.00，322.53，475.17，527.00， 
坐骨神经痛：0.19，0.50，0.70，0.97，14.63，42.50，67.50，196.50，452.93，777.50， 
坐骨神经痛：0.19，0.50，0.70，0.97，14.63，42.50，67.50，196.50，452.93，777.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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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销售处  
美国，台湾，香港，新加坡，马来西亚 
Sales and Service 
(web) www.rifedigital.com 
(E)     healthproducts2@gmail.com 
USA  206-708-6408 
International  0011-1-206-708-6408 
 
United Kingdom & European Union,  
Eastern Europe & World Wide 
London UK Store, Manager: Rosalie 
(web) www.rifedigital.net  (E):  rifedigitaluk@gmail.com 
(web) www.drclark.co/uk  (E):  clarkzappersuk@gmail.com 
UK  07376056374   
International  0044 7376056374 
 
JAPAN:  この店舗の日本人顧客のみを対象とした大規模割引 
ウェブサイト   rifedigital.jp   
マネージャー  ピーター・ウィリアムズ博士 
Eメール  rifedigital@gmai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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