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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是有关学生医保计划的简要说明。本计划适用于南加利福尼亚大学的学生。 本计划由 Aetna Life 

Insurance Company（以下简称为 Aetna）承保。具体管制本保险的规定（包括定义）包含在向您出具的

凭证中，您可以访问 www.aetnastudenthealth.com 在线查看。如果此计划摘要与凭证有任何分歧之

处，将以凭证为准。 

USC Student Health Services  

如果您加入了 ON Campus 保险计划，则在秋季和春季学期的课程期间需要非紧急护理时，您必须首先前

往 USC Student Health Services。  

您将在 USC Student Health Services 获得主要的医疗服务。如果您已在 Student Health Services 的医学

专业人员处看诊，且对方确认您需要额外的医疗护理，您将被转诊。USC Student Health Services 会尽全

力将您转诊至 USC 指定的一级医疗服务提供者处；但是，您需要负责核实所转诊的医生实际上是否为 

USC 指定的一级医疗服务提供者。 

Satellite Campus 和 Off Campus 在线学位项目的学生无需遵守转诊要求，也不会因违规而受到处罚。 

承保期限 

承保将于以下所示的承保起始日期之凌晨 12:01 生效，并于所示的承保结束日期之晚上 11:59 终止。 

承保期限 

承保将于以下所示的承保起始日期之凌晨 12:01 生效，并于所示的承保结束日期之晚上 11:59 终止。 

承保期限 承保起始日期 承保终止日期 投保/放弃投保的截止日期 

年度 2020 年 8 月 19 日 2021 年 8 月 14 日 2020 年 9 月 11 日 

秋季 

老生 

新生 

2020 年 8 月 19 日 

2020 年 8 月 15 日 

2021 年 1 月 10 日 

2021 年 1 月 10 日 

2020 年 9 月 11 日 

2020 年 9 月 11 日 

春季/夏季 

所有学生 2021 年 1 月 11 日 2021 年 8 月 14 日 2021 年 1 月 29 日 

http://www.aetnastudenthealth.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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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率 

以下费率包括由 Aetna Life Insurance Company (Aetna) 核保的保费以及南加利福尼亚大学的管理费。 

费率（ON Campus 学生） 

 年度 秋季学期 春季/夏季学期 

学生 2,116 美元 753 美元 1,363 美元 

费率（OFF Campus 学生） 

 年度 秋季学期 春季/夏季学期 

学生 4,009 美元 1,384 美元 2,625 美元 

学生承保 

USC 要求所有学生都拥有全面的健康保险。这将有助于支付校园内无法获得的医疗护理的费用，尤其是需

要住院的紧急情况下。 

资格 

所有已注册六 (6) 个或更多单元的学生都将自动加入 USC 学生医疗保险计划并为其付费。所有国际学生和 

Health Sciences 学院学生以及博士候选人都必须拥有健康保险，即使注册不足六 (6) 个单元，也将自动加

入此计划。注册不足六 (6) 个单元的在读学生可自愿报名加入。 

投保流程/程序 

除非南加利福尼亚大学在本计划设计与福利摘要上一部分中列出的适用投保/放弃投保截止日期之前已收到

填写完整的放弃投保申请表，否则所有已注册六 (6) 个或更多单元的学生都将自动加入该计划。所有注册不

足六 (6) 个单元的学生均可自愿报名加入本计划。如需在线投保或获取自愿保险投保申请，请登录 

www.aetnastudenthealth.com/usc 并点击“Enroll/Request to Waive”（投保/请求放弃投保）开始投

保流程。   

例外情况：自加入任何国家/地区的武装部队之日起，受保人不在本保险单的承保范围内。退学后 90 天

内，Aetna 将在收到书面申请后按比例退还保费。 

http://www.aetnastudenthealth.com/us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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终止和退款 

退出课程 – 请假：  

如果您经学校批准请假并退出课程，则您的承保范围将保持有效，直至已收到付款对应的期限结束为止，

且不会退还任何保费。 

退出课程 – 请假以外： 

如果您在保单生效后 31 天内退出课程（非学校批准的请假），则将被视为不符合投保资格，您的承保范围

将追溯终止，所收取的所有保费将悉数退还。如果您在保单生效 31 天之后退出课程，则您的承保范围将保

持有效，直至已收到付款对应的期限结束为止，且不会退还任何保费。如果您退出课程后加入任何国家/地

区的武装部队，则承保自加入部队生效之日起终止，若您在退出课程后的 90 天内提出书面请求，保费将按

比例退还。  

放弃投保流程/程序 

如果您已具有健康保险计划（或者已在父母的计划中），也许可以放弃投保 USC 学生医疗保险计划，具体

方法是提供类似承保的证据（参见以下标准）。 

如需放弃投保 USC 学生医疗保险计划，您的保险计划必须满足以下要求： 

• 在 UPC 或 HSC 校区上课的学生：必须为全面计划，无重大除外责任，并且在洛杉矶地区拥有网络内医疗

服务提供者（医院和医生）。 

• Satellite Campus 和在线远程学习者：必须为全面计划，无重大除外责任，并且在您居住和学习的邮

政编码区拥有网络内医疗服务提供者。 

• 在您就读于南加利福尼亚大学期间提供全年持续的保险。 

• 您的保险计划必须符合平价医疗法案 (ACA) 标准。仅接受符合 ACA 标准的计划。  

• 100％ 涵盖预防性护理服务。   

• 您的计划必须没有既有疾病排除条件；如果存在既有疾病等待期，则目前应已超过该等待期。  

• 您的计划必须没有针对每种伤害或每种疾病的最大福利限制。  

• 您的计划必须涵盖因参加各类娱乐活动或业余运动而受伤所需要的医疗服务。 

• 年度自付费用不超过 8,150 美元/个人、16,300 美元/家庭。 

在提出相应要求时，所有学生必须能够提供以下内容的副本： 

• 载有学生姓名的可核实保险证据（身份证、保险单或保险公司信件）。 

*计划文件必须为英文，货币金额需换算为美元，并提供美国的保险公司联系电话号码；所有索赔必须在美

国处理并直接支付给美国医疗服务提供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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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您具有放弃投保的资格，则必须在截止日期之前在线提出放弃投保申请。如需提交放弃投保 USC 学生

医疗保险计划的申请，请首先登录 https://studenthealth.usc.edu/fees-and-insurance/。在页面右侧，点

击“Insurance Waiver”（放弃投保）。页面中心可找到 Aetna Student Health 在线放弃投保申请的链接，点

击此链接将进入 Aetna Student Health 在线放弃投保系统，您可按照说明完成放弃投保在线申请。开始放

弃投保申请流程之前，请务必准备好当前在用的保险卡，因为提交放弃投保申请时需要用到该卡上的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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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dicare 资格通知 

如果您在投保本学生计划时拥有 Medicare，则不符合加入该学生健康计划的资格。该计划不为拥有 

Medicare 的人士提供保险。  

网络内医疗服务提供者网络 

Aetna Student Health 提供 Aetna 庞大的网络内医疗服务提供者网络。前往网络内医疗服务提供者处看诊

可为您节省费用，因为 Aetna 已经与他们议定了特别费率，并且该计划的福利更好。  

事前授权-  
某些符合条件的健康服务需要我们的预先核准。预先核准又称为事前授权。您的网络内医生负责在您得到

护理之前获得所有必要的事前授权。从网络外护理医疗服务提供者处获取服务时，若需要用到事前授权清

单上的任何服务和用品，您需要负责从我们这里获取相应的事前授权。如果您未按规定获得事前授权，则

每种未经事前授权的合格医疗服务均需收取 500 美元的罚款。有关需要事前授权的健康服务或处方药的最

新清单，请联系保户服务部或登录 www.aetnastudenthealth.com 查看。 

 

http://www.aetnastudenthealth.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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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前授权致电 
事前授权应在如下指定的时间范围内获取。要获取事前授权，请拨打您的 ID 卡上的免费号码致电保户服务

部。以下为规定的致电时限：  

非急诊入院： 您、您的医生或医疗机构需要在您被安排入院日期之前至少 14 天

致电并申请事前授权。 

急诊入院： 您、您的医生或医疗机构必须在您入院后的 48 小时内或在合理的

努力下尽快致电。 

紧急入院： 您、您的医生或医疗机构需要在您被安排入院之前致电。紧急入院

是由医生针对疾病发作或变化、疾病诊断或受伤而安排的入院。 

需要事前授权的门诊非急诊服

务： 
您或您的医生必须在提供门诊护理或者安排治疗或手术之前至少 14 

天致电。 

[事前授权]决定的书面通知 

我们将在以下期限内为您和您的医生提供一份[事先授权]决定的书面通知： 

• 5 个工作日（非紧急请求） 

• 72 小时（紧急请求） 

• 30 天（回溯性请求）  

如果您申请事先授权的服务获准，批准的有效期为 60 天，前提为您仍是本计划的保户。 

以下住院无需事先授权： 

乳房切除和/或淋巴结清扫后（由医生来决定住院时长） 

正常阴道分娩后不到 48 小时或剖宫产分娩后不到 96 小时的妊娠相关住院 

未获得必需的事前授权会怎么样？ 

如果未获得必需的事前授权： 

• 将处以福利罚款。  

• 所产生的任何福利罚款均不计入您的保单年度自付额或自费额上限。 

福利协调 (COB) 

部分人士享受多个医疗计划的承保。如果您属于这种情况，我们将与您享受的其他医疗计划共同协商决定

每个计划给付的费用。此即福利协调 (COB)。有关福利协调规定的完整说明，请见核发给您的凭证。  

福利说明 

本计划不包括对某些服务的承保，并存在支付金额限制。本计划摘要文件将向您说明计划的一些重要特

色，而其他对您而言可能具有重要性的特色将在凭证中进行界定。如欲查看包含在核发给您的凭证中的完

整计划说明，请前往 www.aetnastudenthealth.com。   

本计划将按照任何适用的加利福尼亚州保险法对福利进行给付。 

http://www.aetnastudenthealth.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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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A Managed Choice POS 

保单年度自付额 Select 护理承保内容 网络内承保内容 网络外承保内容 

在本计划给付福利之前，您必须达到您的保单年度自付额。 

学生 每保单年度总计 450 美元 每保单年度 900 美元 

个人  
此为计划开始为合格的医疗服务付款之前，您在每个保单年度应支付的 Select 护理、网络内和网络外合格医疗服务费用。您为合格

健康服务支付的金额达到保单年度自付额后，计划将开始为保单年度剩余时间内符合条件的医疗服务支付费用。 

保单年度自付额豁免 

以下所有符合条件的医疗服务均可在保单年度内免除自付额： 

• 预防性护理和保健、儿童视力护理服务、医生和专科医生服务、免预约门诊看诊、咨询服务、门诊物理、职能、言语和认知

疗法、脊椎指压服务、心理健康门诊费用、药物滥用门诊费用、紧急护理费用、助听器检查和门诊处方药的 Select 护理 

• 预防性护理和保健、儿童牙科护理服务、儿童视力护理服务、门诊物理、职能、言语和认知疗法、脊椎指压服务、心理健康

门诊费用、药物滥用门诊费用、免预约门诊看诊费用、紧急护理费用和门诊处方药的网络内护理   

• 儿童视力护理服务、免预约门诊看诊费用、紧急护理费用和门诊处方药的网络外护理 

 每保单年度自费额上限  

学生 每保单年度总计 6,000 美元 每保单年度 12,000 美元 

请注意：Select、网络内和网络外护理的最高自费额为每保单年度总计 12,000 美元。  

转诊罚金 

仅限校内学生 

必须从学校健康服务中心转诊接受校外护理。   

如果您未获得转诊，则我们将从应支付福利中扣除 500 美元罚金。我们将从应支付共同保险中扣除 10％-60％ 的罚金。我们将按照

网络外承保费用分摊来支付承保福利。 

 例外情况 

• 紧急医疗状况的治疗 

• 预防/常规服务（Health Care Reform 视为预防性的服务和/或非为诊断或治疗意外或疾病而提供的服务）。 

• 学校正式放假（如果您在所在学校放假期间需要就医，则没有转诊要求） 

• 产科和妇科治疗  

• 产科护理 

• 儿科护理 

• 如果您距离任何一家 USC 健康中心均超过 50 英里 

• 性健康服务 

• USC 物理疗法  

由于紧急医疗状况而导致的后续护理需经 USC 学生健康中心转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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符合条件的健康服务 Select 护理承保内容 网络内承保内容 网络外承保内容 

常规体检 

在医生诊室进行 每次看诊议定收费的 100% 

共付额或保单年度自付额不适用 

每次看诊议定收费的 100% 

共付额或保单年度自付额不适用 

每次看诊认可收费的 50% 

每保单年度年龄上限和看诊

次数限制（21 周岁前） 

遵守由美国儿科学会/光明未来/卫生资源和服务管理局为儿童和青少年推荐的综合指南所规定的一切

年龄和看诊次数限制。 

每保单年度看诊次数上限（22 

周岁及以上） 

1 次看诊 

预防性护理免疫接种 

在医疗机构或医生诊室进行 每次看诊议定收费的 100% 

共付额或保单年度自付额不适

用 

每次看诊议定收费的 100% 

共付额或保单年度自付额不适

用 

每次看诊认可收费的 50% 

上限 遵守由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国家免疫接种咨询委员会推荐的综合指南所规定的一切年龄限制。 

妇科常规检查（包括巴氏涂片及细胞学检查） 

在医生、产科医生 (OB)、妇

科医生 (GYN) 或妇产科医生

诊室进行 

每次看诊议定收费的 100% 

共付额或保单年度自付额不适

用 

每次看诊议定收费的 100% 

共付额或保单年度自付额不适

用 

每次看诊认可收费的 50% 

每保单年度看诊次数上限 1 次看诊 

预防性筛查和咨询服务 

肥胖和/或健康饮食咨询、酒

精和药物滥用、烟草制品、

抑郁症筛查、性传播感染咨

询的预防性筛查和咨询服务   

每次看诊议定收费的 100% 

共付额或保单年度自付额不适

用 

每次看诊议定收费的 100% 

共付额或保单年度自付额不适

用 

每次看诊认可收费的 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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符合条件的健康服务 Select 护理承保内容 网络内承保内容 网络外承保内容 

乳腺癌和卵巢癌遗传风险咨

询诊室看诊 

该保险计划涵盖了乳腺癌的

筛查、诊断和治疗。 

每次看诊议定收费的 100% 

共付额或保单年度自付额不适

用 

每次看诊议定收费的 100% 

共付额或保单年度自付额不适

用 

每次看诊认可收费的 50% 

每保单年度肥胖/健康饮食看

诊次数上限（适用于年满 22 

周岁的受保人） 

26 次看诊（但对于与高脂血症（高胆固醇）及心血管和饮食类慢性疾病的已知风险因子相关的健康

饮食咨询，本计划允许 10 次看诊） 

每保单年度酒精滥用看诊次

数上限 

遵守以下最新规定的任何有关年龄、家族史和频率的指导准则： 

• 在美国预防服务工作小组 (United States Preventive Services Task Force) 目前建议中实际具备 A 

或 B 评级之以实证为基础的项目；及 

• 由美国卫生资源和服务管理局支持的综合指导准则。 

每保单年度烟草制品咨询看

诊次数上限 

每保单年度抑郁症筛查看诊

次数上限 

每保单年度 STI 看诊次数上

限 

常规癌症筛查  每次看诊议定收费的 100% 

共付额或保单年度自付额不适

用 

每次看诊议定收费的 100% 

共付额或保单年度自付额不适

用 

每次看诊认可收费的 50% 

上限 遵守以下最新规定的任何有关年龄、家族史和频率的指导准则： 

• 在美国预防服务工作小组 (United States Preventive Services Task Force) 目前建议中实际具备 A 

或 B 评级之以实证为基础的项目；及 

• 由美国卫生资源和服务管理局支持的综合指导准则。 

肺癌筛查次数上限 每 12 个月筛查 1 次 

压力管理 每次看诊议定收费的 100% 

共付额或保单年度自付额不适

用 

每次看诊议定收费的 100% 

共付额或保单年度自付额不适

用 

每次看诊认可收费的 50% 

慢性疾病 每次看诊议定收费的 100% 

共付额或保单年度自付额不适

用 

每次看诊议定收费的 100% 

共付额或保单年度自付额不适

用 

每次看诊认可收费的 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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符合条件的健康服务 Select 护理承保内容 网络内承保内容 网络外承保内容 

压力管理和慢性疾病看诊次

数上限 
1 次看诊 

产前护理服务（仅限预防性

护理服务） 

（包括参加加利福尼亚产

前筛查计划） 

每次看诊议定收费的 100% 

共付额或保单年度自付额不适

用 

每次看诊议定收费的 100% 

共付额或保单年度自付额不适

用 

每次看诊认可收费的 50% 

哺乳期支持和咨询服务  每次看诊议定收费的 100% 

共付额或保单年度自付额不适

用 

每次看诊议定收费的 100% 

共付额或保单年度自付额不适

用 

每次看诊认可收费的 50% 

吸乳器用品和配件 每次看诊议定收费的 100% 

共付额或保单年度自付额不适

用 

每次看诊议定收费的 100% 

共付额或保单年度自付额不适

用 

每次看诊认可收费的 50% 

女性避孕咨询服务诊室看诊 每次看诊议定收费的 100% 

共付额或保单年度自付额不适

用 

每次看诊议定收费的 100% 

共付额或保单年度自付额不适

用 

每次看诊认可收费的 50% 

女性避孕处方药和用具 

承保范围包括提供最多 

12 个月的 FDA 批准处方

避孕药。  

每次看诊议定收费的 100% 

共付额或保单年度自付额不适

用 

每次看诊议定收费的 100% 

共付额或保单年度自付额不适

用 

每次看诊认可收费的 50% 

女性自愿绝育 - 住院和门诊医

疗服务提供者服务 

每次看诊议定收费的 100% 

共付额或保单年度自付额不适

用 

每次看诊议定收费的 100% 

共付额或保单年度自付额不适

用 

每次看诊认可收费的 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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符合条件的健康服务 Select 护理承保内容 网络内承保内容 网络外承保内容 

医生及其他专业医疗人员  

医生、专科医生，包括咨询

师诊室看诊  

（医生和专科医生的非手术/

非预防性护理）（包括远程

医疗咨询） 

每次看诊 20 美元共付额；对于

之后的每次看诊，计划支付议

定收费余额的 100% 

保单年度自付额不适用 

每次看诊 20 美元共付额；对

于之后的每次看诊，计划支付

议定收费余额的 100% 

每次看诊认可收费的 50% 

过敏检测及治疗 

过敏测试和过敏注射治疗，

包括在医生或专科医生诊室

注射过敏血清和提取物 

根据福利类型和接收服务时所在地点提供承保。 

医生和专科医生 - 手术服务 

在医院或分娩中心住院期间

由外科医生执行的住院手术

（包括麻醉师和手术助手的

费用） 

议定收费的 90% 议定收费的 80% 认可收费的 50% 

在医生或专科医生诊室或者

医院门诊部或手术中心由外

科医生执行的手术（包括麻

醉师和手术助手的费用） 

每次看诊议定收费的 90% 每次看诊议定收费的 80% 每次看诊认可收费的 50% 

医生诊室看诊的替代方案 

免预约门诊看诊 

（非急诊看诊） 

每次看诊 50 美元共付额；对于

之后的每次看诊，计划支付议

定收费余额的 100% 

保单年度自付额不适用 

每次看诊 50 美元共付额；对于

之后的每次看诊，计划支付议定

收费余额的 100% 

保单年度自付额不适用 

每次看诊认可收费的 50% 

保单年度自付额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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符合条件的健康服务 Select 护理承保内容 网络内承保内容 网络外承保内容 

医院及其他机构护理 

住院（食宿）和其他 服务及 

用品） 

包括分娩中心设施费 

每次入院 150 美元共付额，之

后计划支付议定收费余额的 

90% 

每次入院 150 美元共付额，之

后计划支付议定收费余额的 

80% 

每次入院 150 美元共付额，之

后计划支付认可收费余额的 

50% 

住院非外科手术 医生服务 每次看诊议定收费的 90% 每次看诊议定收费的 80% 每次看诊认可收费的 50% 

住院的替代方案 

在医院门诊部或手术中心执

行的门诊手术（设施费） 
每次看诊 100 美元共付额，之

后计划支付议定收费余额的 

90% 

每次看诊 100 美元共付额，之

后计划支付议定收费余额的 

80% 

每次入院 100 美元共付额，之

后计划支付认可收费余额的 

50% 

家庭健康护理 每次看诊议定收费的 90% 每次看诊议定收费的 80% 每次看诊认可收费的 50% 

每保单年度看诊次数上限 100 

临终关怀 - 住院  每次入院议定收费的 90% 每次入院议定收费的 80% 每次入院认可收费的 80% 

临终关怀 - 门诊 每次看诊议定收费的 90% 每次看诊议定收费的 80% 每次看诊认可收费的 80% 

专业护理机构 - 住院 每次看诊 150 美元共付额，之

后计划支付议定收费余额的 

90% 

每次看诊 150 美元共付额，之

后计划支付议定收费余额的 

80% 

每次入院 150 美元共付额，之

后计划支付认可收费余额的 

50% 

每保单年度住院天数 上限 无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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符合条件的健康服务 Select 护理承保内容 网络内承保内容 网络外承保内容 

医院急诊室  不适用 每次看诊 200 美元共付额，之

后计划支付议定收费余额的 

90% 

支付费用与网络内承保范围相

同 

医院急诊室内的非急诊护理  不提供承保 不提供承保 不提供承保 

重要提示： 

• 网络外医疗服务提供者与我们没有合约，因此其可能不会接受您的分摊费用（共付额/共同保险）作为全额付款。您可能会收

到账单，金额为该医疗服务提供者所开立金额与本计划所支付金额之间的差额。 如果该医疗服务提供者向您开立账单的金额

超过您的分摊费用，则您无需支付该金额。您应按 ID 卡背面所列地址寄出账单，我们将与医疗服务提供者针对该金额解决所

有付款争议。请确保账单上有您的 ID 卡号。 

• 每次到急诊室的看诊均适用单独的医院急诊室共付额/共同保险。如果您在前往急诊室看诊后立即以住院病人身份入住医院，

则将取消使用您的急诊室共付额/共同保险并使用您的住院共付额/共同保险。 

• 计入医院急诊室共付额/共同保险的承保福利不能计入本计划规定的任何其他共付额/共同保险。同样，计入其他承保福利的

共付额/共同保险也不能计入医院急诊室共付额/共同保险。 

• 于医院急诊室中提供且未包含在医院急诊室看诊福利中的某些服务，可能需要分别支付共付额/共同保险。这些共付额/共同

保险金额可能与医院急诊室共付额/共同保险有所区别。其根据为您提供的具体服务确定。 

• 于医院急诊室中提供且未包含在医院急诊室看诊福利中的服务，可能以共付额/共同保险金额为准。 

紧急护理  每次看诊 50 美元共付额；对于

之后的每次看诊，计划支付议

定收费余额的 100% 

保单年度自付额不适用 

每次看诊 50 美元共付额；对于

之后的每次看诊，计划支付议定

收费余额的 100% 

保单年度自付额不适用 

每次看诊认可收费的 50% 

保单年度自付额不适用 

紧急医疗服务提供者的非紧

急医疗 

不提供承保 不提供承保 不提供承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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符合条件的健康服务 Select 护理承保内容 网络内承保内容 网络外承保内容 

儿童牙科护理（承保至受保人满 19 周岁当月结束）。 

A 类服务 不适用 每次看诊议定收费的 100% 

共付额或自付额不适用 

每次看诊认可收费的 70% 

B 类服务 不适用 每次看诊议定收费的 70% 

共付额或自付额不适用 

每次看诊认可收费的 50% 

C 类服务 不适用 每次看诊议定收费的 50% 

共付额或自付额不适用 

每次看诊认可收费的 50% 

牙齿矫正服务 不适用 每次看诊议定收费的 50% 

共付额或自付额不适用 

每次看诊认可收费的 50% 

牙科急诊治疗 不适用 根据福利类型和接收服务时所在地点提供承保。 

特定病症 

糖尿病服务和用品（包括器

材和培训） 

根据福利类型和接收服务时所在地点提供承保。 

阻生智齿 议定收费的 90% 议定收费的 90% 认可收费的 90%  

针对牙齿损伤的成人牙科护

理 
议定收费的 90% 议定收费的 90% 认可收费的 90%  

产科护理 

产科护理（包括 

医院或分娩中心的生产及产

后护理服务） 

根据福利类型和接收服务时所在地点提供承保。 

第一次产后访视 每次看诊议定收费的 100% 

共付额或保单年度自付额不适

用 

每次看诊议定收费的 100% 

共付额或保单年度自付额不适

用 

每次看诊认可收费的 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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符合条件的健康服务 Select 护理承保内容 网络内承保内容 网络外承保内容 

医院或分娩中心健康新生儿

婴儿房护理 
每次看诊议定收费的 90% 

保单年度自付额不适用 

每次看诊议定收费的 80% 

保单年度自付额不适用 

每次看诊认可收费的 50% 

保单年度自付额不适用 

计划生育服务 - 其他 

男性自愿绝育 - 手术服务  议定收费的 90%  议定收费的 80%  认可收费的 50% 

自愿绝育的逆转 议定收费的 90%  议定收费的 80%  认可收费的 50% 

流产医生或专科医生手术服

务 
议定收费的 90%  议定收费的 80%  认可收费的 50% 

性别重置（变性）治疗 

住院  

（食宿）和其他服务及用品 

参照心理健康住院的网络内成

本分摊份额  

参照心理健康住院的网络内成本

分摊份额  

参照心理健康住院的网络外成本

分摊份额 

住院医生或专科医生手术服

务 

参照心理健康住院服务的网络

内成本分摊份额  

参照心理健康住院服务的网络内

成本分摊份额  

参照心理健康住院服务的网络外

成本分摊份额  

门诊医生或专科医生手术服

务 

参照心理健康其他门诊服务的

网络内成本分摊份额  

参照心理健康其他门诊服务的网

络内成本分摊份额  

参照心理健康其他门诊服务的网

络外成本分摊份额  

门诊变性手术专科医生诊室

看诊（包括远程医疗） 

参照心理健康诊室看诊的网络

内成本分摊份额 

参照心理健康诊室看诊的网络内

成本分摊份额 

参照心理健康诊室看诊的网络外

成本分摊份额 

门诊性别焦虑症心理健康诊

室看诊（包括远程医疗）  

参照心理健康诊室看诊的网络

内成本分摊份额 

参照心理健康诊室看诊的网络内

成本分摊份额 

参照心理健康诊室看诊的网络外

成本分摊份额 

激素  疗法 参照心理健康其他门诊服务的

网络内成本分摊份额  

参照心理健康其他门诊服务的网

络内成本分摊份额  

参照心理健康其他门诊服务的网

络外成本分摊份额  

言语疗法 参照心理健康其他门诊服务的

网络内成本分摊份额  

参照心理健康其他门诊服务的网

络内成本分摊份额  

参照心理健康其他门诊服务的网

络外成本分摊份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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符合条件的健康服务 Select 护理承保内容 网络内承保内容 网络外承保内容 

自闭症谱系障碍 

自闭症谱系障碍治疗、诊断

和测试以及应用行为分析 

根据福利类型和接收服务时所在地点提供承保。 

心理健康与药物滥用治疗  

住院  

（食宿和其他医院 服务和用

品） 

每次入院议定收费的 90% 每次入院议定收费的 80% 每次入院认可收费的 50% 

门诊诊室看诊  

（包括远程医疗咨询） 
每次看诊 20 美元共付额；对于

之后的每次看诊，计划支付议

定收费余额的 100% 

保单年度自付额不适用 

每次看诊 20 美元共付额；对于

之后的每次看诊，计划支付议定

收费余额的 100% 

保单年度自付额不适用 

每次看诊认可收费的 50% 

其他门诊治疗（包括部分住

院和加护门诊计划）  
每次看诊议定收费的 90% 

保单年度自付额不适用 

每次看诊议定收费的 90% 

保单年度自付额不适用 

每次看诊认可收费的 50% 

符合条件的健康服务 网络内承保内容 

网络（IOE 机构） 

网络内承保内容网络（非 IOE 

机构） 

网络外承保内容 

移植服务住院与门诊机构服

务 

根据福利类型和接收服务时所在地点提供承保。 

移植服务住院和门诊医生与

专科医生服务  

根据福利类型和接收服务时所在地点提供承保。 

移植服务 - 旅行和住宿 承保 承保 承保 

任何一次移植的终身最高旅

行和住宿费用 
10,000 美元 10,000 美元 10,000 美元 

每名 IOE 患者的最高住宿费

用 

每晚 50 美元 每晚 50 美元 每晚 50 美元 

每名陪护人员的最高住宿费

用 
每晚 50 美元 每晚 50 美元 每晚 50 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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符合条件的健康服务 Select 护理承保内容 网络内承保内容 网络外承保内容 

不孕不育基本治疗服务  根据福利类型和接收服务时所在地点提供承保。  

特定疗法和化验 

门诊诊断检测 

在某医院或其他医疗机构门

诊部门进行的诊断复合成像

服务 

每次看诊议定收费的 90% 每次看诊议定收费的 80% 每次看诊认可收费的 50% 

在某医院或其他医疗机构的

医生诊室、门诊部进行的诊

断性化验和放射性服务 

每次看诊议定收费的 90% 每次看诊议定收费的 80% 每次看诊认可收费的 50% 

门诊化疗和放射疗法  每次看诊议定收费的 90% 每次看诊议定收费的 80% 每次看诊认可收费的 50% 

呼吸疗法 根据福利类型和接收服务时所在地点提供承保。 

门诊心肺治疗 每次看诊议定收费的 90% 每次看诊议定收费的 80% 每次看诊认可收费的 50% 

门诊物理、职能、言语和认

知疗法  

结合短期康复服务和小儿康

复疗法服务  

每次看诊 15 美元共付额；对

于之后的每次看诊，计划支付

议定收费余额的 100% 

保单年度自付额不适用 

每次看诊 15 美元共付额；对于

之后的每次看诊，计划支付议定

收费余额的 100% 

保单年度自付额不适用 

每次看诊认可收费的 50% 

针灸疗法 根据福利类型和接收服务时所在地点提供承保。 

脊椎指压服务 每次看诊 15 美元共付额；对

于之后的每次看诊，计划支付

议定收费余额的 100% 

保单年度自付额不适用 

每次看诊 15 美元共付额；对于

之后的每次看诊，计划支付议定

收费余额的 100% 

保单年度自付额不适用 

每次看诊认可收费的 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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符合条件的健康服务 Select 护理承保内容 网络内承保内容 网络外承保内容 

其他服务和用品 

陆路、空中或水路急救 

（包括非紧急救护车） 

每次接送议定收费的 90% 每次接送议定收费的 90% 支付费用与网络内承保范围相同 

耐用医疗和手术设备 每个项目议定收费的 90% 每个项目议定收费的 80% 每个项目认可收费的 50% 

肠内营养品与营养补充品  根据福利类型和接收服务时所在地点提供承保。 

假肢装置和矫正器 每个项目议定收费的 90% 每个项目议定收费的 80% 每个项目认可收费的 50% 

助听器检查 每次看诊议定收费的 90%  

保单年度自付额不适用 

每次看诊议定收费的 80% 每次看诊认可收费的 50% 

助听器检查上限 每个保单年度一次听力检查 

儿童视力护理（承保至受保人满 19 周岁当月结束） 

儿童常规视力检查（包括屈

光检查）- 由合法且符合资格

的眼科医生或验光师执行 

包括低视能综合评估包括验

配隐形眼镜的诊室看诊 

每次看诊议定收费的 100% 

保单年度自付额不适用 

每次看诊议定收费的 100% 

保单年度自付额不适用 

每次看诊认可收费的 50% 

保单年度自付额不适用 

每保单年度看诊次数上限 

低视能看诊次数上限 

验配隐形眼镜看诊次数上限 

1 次看诊 

 

每保单年度一次低视能综合评估  

1 次看诊 

儿童视力护理服务和用品 - 眼

镜镜框、处方镜片或处方隐

形眼镜 

每次看诊议定收费的 100% 

保单年度自付额不适用 

每次看诊议定收费的 100% 

保单年度自付额不适用 

每次看诊认可收费的 50% 

保单年度自付额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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符合条件的健康服务 Select 护理承保内容 网络内承保内容 网络外承保内容 

每年的数量上限： 

眼镜镜框  

处方镜片  

隐形眼镜（包括非常规处方

隐形眼镜及白内障手术后开

立处方的无晶状体镜） 

 

一套眼镜镜框  

一对处方镜片 

日抛型：1 年的量 

长戴型：1 年的量  

非抛弃型镜片：1 年的量 

*重要提示：请参阅保险凭证中的视力护理部分，了解这些视力护理用品的说明。对于保单年度中处方镜片的保险范围，此福利将涵

盖眼镜镜框的处方镜片或处方隐形眼镜，但两者不可同时使用。保险范围不包括儿童验配处方隐形眼镜的诊室看诊 

视力护理 - 限年满 19 周岁的受保人 

由合法且符合资格的眼科医

生或验光师执行的成人常规

视力检查（包括屈光检查）   

每次看诊议定收费的 90% 每次看诊议定收费的 80% 每次看诊认可收费的 50% 

每保单年度看诊次数上限 1 次看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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符合条件的健康服务 Select 护理承保内容 网络内承保内容 网络外承保内容 

门诊处方药 

针对降低乳腺癌风险的共付额/共同保险豁免 

每处方共付额/共同保险不适用于在零售网络内药房获取的降低乳腺癌风险处方药 。这意味着这类乳癌预防处方药将获得 100% 给付。 

戒烟处方药及非处方药的共付额豁免 

处方药共付额不适用于在网络内药房获取的戒烟处方药和非处方药的每保单年度前两个 90 天治疗方案。这意味着这类处方药和非处方药将获得 

100% 给付。  

您的处方药物共付额将在每保单年度的这两种方案用完后适用。 

针对避孕药的共付额豁免 

处方药共付额不适用于在网络内药房获取的女性避孕用品。  

这意味着这类避孕用品将获得 100% 给付：  

• 适用于 FDA 认定的每种避孕用品的某些非处方药 (OTC) 和学名避孕药处方药和装置。施用承保装置所需的相关服务和用品也将按 100％ 给

付。  

• 如果针对某种避孕用品的学名处方药或装置不可用，您可以获取按 100％ 给付的某种品牌处方药或装置。 

除非您获得医疗例外，否则处方药物共付额继续适用于在网络内药房获得的可提供同一治疗药物类别的学名药等同物、生物仿制药或学名替代药的

处方药。保险凭证中可找到如何获得医疗例外的说明。 

学名处方药（含特效药） 

针对每次于零售药房配给的

最多 30 天的药量 

每次药量共付额大于 15 美元

或议定收费的 10%，但不超

过 50 美元。  

保单年度自付额不适用 

每次药量共付额大于 15 美元或议

定收费的 10%，但不超过 50 美

元。  

保单年度自付额不适用 

每次药量共付额大于 15 美元或

认可收费的 10%，但不超过 50 

美元。 

保单年度自付额不适用 

首选品牌处方药（含特效药）  

针对每次于零售药房配给的

最多 30 天的药量 

每次药量共付额大于 40 美元

或议定收费的 20%，但不超

过 150 美元。  

保单年度自付额不适用 

每次药量共付额大于 40 美元或议

定收费的 20%，但不超过 150 美

元。  

保单年度自付额不适用 

每次药量共付额大于 40 美元或

认可收费的 20%，但不超过 150 

美元。 

保单年度自付额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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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首选品牌处方药（含特效药）  

针对每次于零售药房配给的

最多 30 天的药量 

每次药量共付额大于 75 美元

或议定收费的 20%，但不超

过 150 美元。  

保单年度自付额不适用 

每次药量共付额大于 75 美元或议

定收费的 20%，但不超过 150 美

元。  

保单年度自付额不适用 

每次药量共付额大于 75 美元或

认可收费的 20%，但不超过 150 

美元。 

保单年度自付额不适用 

口服抗癌处方药 - 针对每次于

零售或邮购药房配给的最多 

30 天的药量 

议定收费的 100% 

保单年度自付额不适用 

议定收费的 100% 

保单年度自付额不适用 

认可收费的 100% 

保单年度自付额不适用 

零售或邮购药房配给的预防

性保健药物和补充品  

针对每次 30 天的药量 

每次配药或补充抓药议定收

费的 100% 

共付额或保单年度自付额不

适用 

每次配药或补充抓药议定收费的 

100% 

共付额或保单年度自付额不适用 

根据以上福利一览表中的药物类

型支付  

药房配给的乳腺癌预防处方

药  

针对每次 30 天的药量 

每次配药或补充抓药议定收

费的 100% 

共付额或保单年度自付额不

适用 

每次配药或补充抓药议定收费的 

100% 

共付额或保单年度自付额不适用 

根据以上福利一览表中的药物类

型支付  

上限： 承保将遵守美国预防服务工作小组建议中的任何性别、年龄、病况、家族史以及频度指南。  

药房配给的戒烟处方药及非

处方药  

针对每次 30 天的药量 

每次配药或补充抓药议定收

费的 100% 

共付额或保单年度自付额不

适用 

每次配药或补充抓药议定收费的 

100% 

共付额或保单年度自付额不适用 

根据以上福利一览表中的药物类

型支付  

上限： 承保范围仅限两段 90 天的治疗方案。  

承保将遵守美国预防服务工作小组建议中的任何性别、年龄、病况、家族史以及频度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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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保人、受保人的指定人或受保人的处方开立者可以要求加急医疗例外处理流程，以便在紧急情况下获得

不提供承保的药物。当受保人患有可能严重危害受保人生命、健康或恢复最大机能之能力的病况，或受保

人当前正在接受使用非处方药物的治疗疗程时，则属于“紧急情况”。如欲要求对紧急情况进行加急审查，可

拨打 1-855-240-0535 联系 Aetna 的事前授权部门进行提交，或将要求传真至 1-877-269-9916 或写信至下

方地址进行请求提交： 

CVS Health 

ATTN: Aetna PA  

1300 E Campbell Road 

Richardson, TX 75081 

排除项目 

替代健康护理 

• 医疗服务提供者提供的用于替代健康护理的服务和用品。其中包括但不限于芳香

疗法、理疗药物、草药疗法、顺势疗法、能量医学、基督教信仰治疗医学、阿育吠

陀医学、瑜伽、催眠疗法和中医。 

武装部队 

• 在为任何国家/地区的武装部队服役期间因为受伤或患病而从医疗服务提供者处获得的服

务和用品。当您参加任何国家/地区的武装部队时，我们会将任何不必要的保费按比例退

还给投保人。 

人造器官 

• 任何可以发挥身体器官功能的设备  

此排除项目不适用于医学上必要且非实验性的情况下使用非人体材料修复、替换或恢

复器官功能。 

胸部 

• 医疗服务提供者提供的用于缩胸术或男子女性型乳房的服务和用品，除非医学上

有必要。 

临床试验疗法（实验性或研究性） 

• 您的计划不承保临床试验疗法（实验性或研究性），凭证中符合您计划承保资格的医疗服务 – 

临床试验疗法（实验性或研究性）部分规定可以承保的除外 

• 请参阅凭证中如果您不同意 - 索赔决定和上诉流程部分，了解如何请求加州保险部门对实验性

或研究性治疗进行独立的医学审查。 

临床试验疗法（常规患者费用） 

• 仅因临床试验而需要的与数据收集和记录留存相关的服务和用品（即协议产生的费用） 

• 通常由试验赞助商提供的无需向您收取费用的服务和用品 

• 实验干预本身（除了依据 Aetna 的索赔政策进行的某些实验中的医学上必要的 B 类研究

设备和针对某些临床试验中绝症的有希望的实验和调查干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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角膜或软骨移植 

• 角膜（羊膜角膜移植） 

• 软骨（自体软骨细胞移植或异体骨软骨移植或自体移植）移植 

此排除项目不适用于医学上必要的角膜或软骨移植。 

整容服务和整形手术 

• 任何可以改变、改善或增强身形或外观的治疗、手术（整容或整形）服务或用

品。无论出于心理还是情感原因。即使是意外情况导致，在医学治疗过程中发生的

损伤亦不视为意外损伤。 

此排除项目不适用于以下情况： 

• 在意外损伤发生后尽快进行的医学上可行的手术，或按照符合您计划承保资格的

医疗服务 – 重建外科手术及用品部分进行的手术。  

• 凭证中符合您计划承保资格的医疗服务 - 性别重置（变性）部分规定可提供的承保。 

• 由于整容手术并发症而进行的任何医学上必要的治疗。 

看护 

除了临终关怀护理、熟练护理或住院福利、日常生活活动协助（例如：行走、上下床、洗

澡、穿衣、进食、如厕和吃药）下提供的服务。 

皮肤病治疗 

• 痤疮治疗 

• 整容治疗和手术 

成人牙科护理 

• 成人牙科服务包括与以下情况相关的服务： 

- 牙齿的护理、填充、移除或替换以及治疗牙齿损伤或疾病 

- 与牙龈有关的牙科服务 

- 根尖切除术（齿根切除） 

- 齿列矫正 

- 根管治疗 

- 软组织嵌入 

- 牙槽切除术 

- 牙周病增强和口腔前庭成形术治疗 

- 假牙 

- 种植牙修复 

- 牙种植体 

此例外不包括去除骨阻生牙、骨折、肿瘤和牙源性囊肿切除。 

此排除项目不适用于凭证中符合您计划承保资格的医疗服务 – 癌症治疗与牙损伤的成人牙
科护理福利所提供的承保福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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耐用医疗设备 (DME) 

• 浴缸 

• 便携式漩涡泵 

• 桑拿浴 

• 按摩装置 

• 床上桌 

• 电梯 

• 沟通辅助设备 

• 视力辅助设备 

• 电话报警系统 

• 个人卫生及便利物品（如：空调、加湿器、热水浴缸或锻炼器材），即使这些物品由医生

开立处方 

教育服务  

• 用于教育、培训或再培训服务或测试的任何服务或用品，符合您计划承保资格的医疗服务 

– 糖尿病服务和用品（包括器材和培训）部分描述的除外。其中包括： 

- 特殊教育 

- 矫正教育 

- 荒野治疗方案（无论该方案属于居住式治疗机构还是许可机构） 

- 职业培训 

- 职业强化计划 

• 教育服务、学校教育或任何相关或类似计划，包括校内治疗计划。 

选择性治疗或选择性手术  

• 选择性治疗或选择性外科手术，学生保单明确规定承保且于学生保单有效期间提供的情况

除外 

肠内营养品与营养补充品 

• 任何食品，包括婴儿配方奶粉、维生素、处方维生素、医疗食品和其他营养食

品，即使其是唯一的营养来源，凭证中符合您计划承保资格的医疗服务 – 肠内营养
品与营养补充品部分规定承保的项目除外 

检查 

任何非医学上必要和必需的健康或牙科检查： 

• 第三方要求的检查。例如：获得或保留工作所需的检查，或劳工协议或其他合同要

求进行的检查 

• 法律要求的检查 

• 购买保险或获得或保留许可 

• 旅行 

• 参加学校、露营或体育赛事，或参加体育或其他娱乐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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属于实验或研究性质 

• 实验或研究药物、装置、治疗或程序，除非临床试验疗法（实验性或研究性）或临床试验

（常规患者费用）另有规定。请参阅凭证中符合您计划承保资格的医疗服务 – 其他服务部

分。  

请参阅凭证中如果您不同意 - 索赔决定和上诉流程部分，了解如何请求加州保险部门对实验性

或研究性治疗进行独立的医学审查。 

急诊服务和紧急护理 

• 医院急诊室内的非急诊服务 

• 急诊室内（非医院独立诊室）的非急诊护理 

设施费 

下述机构提供的护理、服务或用品： 

• 休养所 

• 疗养院 

• 用作人员的主要住所或主要提供监护或休息护理的类似机构 

• 疗养胜地 

• 水疗或疗养所 

• 学校、大学或营地的医务室 

重罪 

• 在由于犯下重罪而受伤的情况下，所接受的服务和用品   

足部护理 

• 涉及以下情况的服务和用品： 

- 胼胝、拇囊炎、脚趾甲、扁平足、槌状趾、足弓下陷治疗 

- 由于日常活动（如步行、跑步、工作或穿鞋）而造成的软脚、足痛等疼痛的治疗 

- 各种用品（包括矫形鞋）、足部矫正、足弓垫、鞋垫、踝固定器、防护用品、

保护装置、面霜、药膏以及其他装备、设备和用品 

- 日常足部护理服务，如修剪指甲、鸡眼和胼胝（足部没有任何疾病或损伤） 

此排除项目不适用于符合您计划承保资格的医疗服务 – 假肢和矫形器福利所承保

的糖尿病鞋及衬垫。  

性别重置（变性）治疗 

• 整容服务和用品，如： 

- 鼻整形术 

- 整形美容术 

- 丰唇 

- 面骨复位 

- 眼睑整容术 

- 隆乳术 

- 腰部吸脂（身形塑造） 

- 脱毛（包括面部和颈部的电解除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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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女性化手术中的变声手术（喉成形术或缩短声带）以及紧致换肤 
- 协助男性化手术的人造颏骨、隆鼻和缩唇同样属于整容 

接受性别重置治疗的患者将获得受保人原可享受的任何服务。 

基于基因的、细胞和其他创新疗法 (GCIT) 
除非您事先获得我们的书面批准，否则以下健康服务不符合承保资格： 

• 非 GCIT 指定的设施/提供者提供的 GCIT 服务 
• 不在承保范围内的 GCIT 服务的所有相关服务。例如输液、化验室、放射科、麻醉

和护理服务。 

请参见凭证中医疗必要、转诊与事前授权要求部分。 

基因治疗  
• 任何改变人体基因、基因组成、或人体基因表达的治疗、设备、药品、服务或用品

（对先天性出生缺陷的修复除外） 

生长/身高治疗 
• 增加或降低身高或改变成长速度的治疗、设备、药品、服务或用品 
• 促进生长的手术治疗、设备和生长激素 

此排除项目不适用医学上必要的生长/身高治疗。 

助听器和检查 
以下服务或用品： 

• 替换： 
- 丢失、失窃或损坏的助听器  
- 安装时间未满 24 个月的助听器 

• 替换部件或修复助听器 
• 电池或电线 
• 不符合耳聋矫正处方规范的助听器 
• 没有耳鼻喉科专家或耳科专家证书的医生所进行的听觉或听力检查 
• 在医院或其他机构住院期间提供的听力检查，但作为住院整体的一部分为新生儿提供的听

力检查除外 
• 用于以下目的的任何测试、用品和装置： 

 - 改善听力。其中包括助听器电池、扬声器和辅助装置 
- 提升其他形式的交流以补偿听力损失或模拟语音的装置 

家庭健康护理 
• 护理和家庭健康辅助服务或于住家之外提供的治疗支持服务（如与学校、假期、工作或娱

乐活动相结合的服务） 
• 交通运输 
• 在家庭成员或看护人不在场的情况下向未成年人或连带被保险人提供的服务或用品 
• 家庭主妇或管家服务 
• 送餐或家庭快送服务 
• 维持疗法 

上述维持疗法排除项目不适用于维持或防止功能恶化或退化的康复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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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终关怀护理 

• 丧事筹备 

• 牧师咨询 

• 财务或法律咨询，其中包括遗产计划和起草遗嘱 

• 不仅与您的护理相关的家庭主妇或看护服务，包括： 

- 为您或其他家庭成员提供看管小孩或陪伴服务  

- 交通运输 

- 房屋维修 

此排除项目不适用于由适用的州法律授权的临终关怀服务。 

附带手术项目 

• 医生针对附带手术项目的收费。即在医学上必要的手术进行的同时所进行的非医学必要的

手术项目。  

产妇及相关新生儿护理 

• 与计划中的家庭分娩或在未经许可进行分娩的任何其他地方分娩有关的任何服务和

用品，分娩发生在紧急情况下且母亲无法到达许可进行分娩之处时除外 

医疗用品 - 门诊一次性用品 

• 任何门诊一次性用品或设备。示例如下： 

- 护套 

- 袋子 

- 弹性覆盖物 

- 护腿长袜 

- 绷带 

- 便盆 

- 注射器 

- 血液或尿液测试用品 

- 其他家用试剂盒 

- 夹板 

- 颈托 

- 敷布 

- 不适用于其他患者重复使用的其他设备 

此排除项目不适用于凭证中符合您计划承保资格的医疗服务 – 耐用医疗设备、家庭
健康护理、临终关怀护理、糖尿病服务和用品（包括器材和培训）和门诊处方药福

利中承保的任何一次性用品。 

机动车意外 

• 医疗服务提供者针对机动车意外所造成的受伤提供的服务和用品，但前提是已根据其他汽

车医疗保险支付赔偿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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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医学必要的服务和用品 

• 用于诊断、护理或治疗疾病或伤害或恢复生理功能的非医学必要服务和用品。这

包括主要目的不是治疗疾病、伤害，恢复生理机能或不具有生理或有机基础的行为

健康服务。即使由您的医生、牙科服务提供者或视力护理提供者开立处方、建议

或核准，该规定依然适用。此例外不适用于预防性护理和保健福利。 

非美国公民 

• 受保人（非美国公民）在受保人的原籍国获得的服务和用品，但前提是该原籍国具有社会

医疗计划，凭证中符合您计划承保资格的医疗服务 – 急诊服务和紧急护理部分规定承保的

项目除外 

肥胖 

• 用于增减体重、控制体重或治疗肥胖症（包括病态肥胖症）的体重控制治疗或药

物，但凭证中符合您计划承保资格的医疗服务 - 预防性护理和保健部分规定承保的

除外，包括肥胖筛查和体重控制干预措施预防服务。与是否存在其他医疗病况无

关。示例如下： 

- 药物、兴奋剂、制剂、食品或膳食补充品、膳食方案与补充品、食品补充剂、

食欲抑制剂和其他药物 

- 催眠或其他形式的疗法 

- 锻炼计划、锻炼器材、健康或健身俱乐部会员、休闲疗法或其他形式的活动或

强化活动 

器官摘除 

• 医疗服务提供者针对从身体中摘除器官以用于销售此器官而提供的服务和用品  

其他主要付款人 

• Medicare 或其他方作为主要付款人支付部分费用 

门诊输液疗法 

• 肠内营养 

• 输血 

此排除项目不适用医学上必要的门诊输液治疗服务。 

门诊处方药或非处方药及药物 

• 投保人免费为您提供的门诊处方药或非处方药及药物 

儿童牙科护理 

• 任何针对饮食、牙菌斑控制和口腔卫生的指示 

• 异步牙科治疗 

• 整容服务和用品包括整形外科手术、重建外科手术、整容手术、义齿的个人化或表征化，

或者用来改进、改变或提升外观的其他服务及用品、增强和前庭成形术，以及其他用来保

护、清洁、美白、漂白或改变牙齿外观的物质（无论是否基于心理或情感原因），凭证中

符合您计划承保资格的医疗服务部分中特殊规定的承保除外。臼齿牙冠和桥体上的贴边应

属于美容范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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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牙冠、内嵌、高嵌和牙齿，但以下除外：  

- 用于治疗腐烂或外部创伤，牙齿无法使用填充物进行修复，或 

- 牙齿用于支撑承保的部分义齿或固定部分 

• 牙种植体和支具（已确定不属于医学上必要）、牙套以及其他用于保护、替换或复位牙齿

的装置 

• 义齿、牙冠、内嵌、高嵌、桥托或使用的其他装置或服务： 

- 夹板固定 

- 更改垂直尺度 

- 恢复咬合 

- 矫正磨损、磨耗、内部碎裂或腐蚀 

• 颌关节障碍的治疗以及用来改变咬合或排列的治疗或颌骨手术（包括颞下关节紊乱 (TMJ) 

治疗、颅下颌关节紊乱症 (CMJ) 治疗、正颌外科手术以及针对咬合不当的治疗或改变咬合

或排列的装置），但凭证中符合您计划承保资格的医疗服务 – 特定条件部分中承保的情况

除外。 

• 全身麻醉或静脉镇静，除非特别承保，否则仅在与另一符合条件的健康服务相关时操作 

• 邮购和在家牙齿矫正治疗包 

• 牙齿矫正治疗，凭证中符合您计划承保资格的医疗服务 - 儿童牙科护理部分承保的情况除

外。 

• 用贵金属（如黄金）制成的桥体、牙冠、模型或加工修复体 

• 处方药、术前用药或术后镇痛（一氧化二氮）  

• 更换丢失、缺少或被盗的设备或装置，以及更换由于滥用、使用不当或疏忽而造成损坏的

装置，同时还会再提供一套托牙 

• 复位多余的牙齿，正常为 32 颗 

• 常规牙科检查以及其他预防性服务及用品，凭证中符合您计划承保资格的医疗服务 – 儿童
牙科护理部分规定的情况除外。 

• 服务和用品： 

- 在没有出现病变、功能紊乱或疾病迹象的情况下提供，承保的预防性服务除外 

- 出于您的个人舒适或便利、或是他人便利（包括医疗服务提供者）而提供 

- 在相关治疗和护理不在您保单承保范围内的情况下提供 

• 仅出于牙齿矫正的目的而进行的阻生智齿拔除手术 

• 由牙科医疗服务提供者以外的其他人提供的治疗 

个人护理、舒适或便利的项目 

• 主要为了您或第三方的便利和个人舒适而提供的服务或用品 

预防性护理和保健 

• 用于诊断或治疗疑似或确定疾病或受伤的服务 

• 住院进行医疗护理期间提供的非预防性护理检查 

• 精神病、心理、人格或情绪测试或检查 

• 仅由 FDA “审查”但未经“批准”的避孕法 

• 男性避孕法或用具，凭证中符合您计划承保资格的医疗服务 - 计划生育服务 - 其他部分承

保的情况除外。 

• 自愿绝育程序的逆转，其中包括相关后续护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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私人看护（仅限门诊） 

假肢装置 

• 矫形鞋、按摩鞋、足部矫形器或其他支持足部的装置（凭证中符合您计划承保资格的医疗
服务 – 假肢和矫形装置部分规定承保或矫形鞋是承保腿支架主要部分的除外） 

• 疝气带、束身衣和其他支持性物品 

• 修复和更换丢失或误用的装置 

学校健康服务 

• 通常由投保人的以下设施免费提供的服务和用品： 

- 学校健康服务 

- 医务室 

- 医院 

- 药房或  

由以下专业医疗人员提供的服务和用品： 

- 受雇于投保人的专业医疗人员 

- 隶属于投保人的专业医疗人员 

- 与投保人达成协议或安排的专业医疗人员，或 

- 投保人另行指定的专业医疗人员。 

家庭成员提供的服务 

• 由配偶、同居伴侣、民事结合伴侣、父母、子女、继子女、兄弟、姐妹、姻亲或

任何家庭成员提供的服务 

性功能障碍和增强 

• 用于治疗性功能障碍、增强性能力或增强性欲的治疗、处方药、服务或用品，其

中包括： 

- 用于更正或增强勃起功能、提高敏感性或改变性器官形状或外观的手术、处方

药、埋植剂、装置或制剂 

- 性疗法、性咨询、婚姻咨询或其他咨询或建议服务 

此排除项目不适用于凭证中门诊处方药 - 其他服务部分所列用于治疗性功能障碍/

增强的处方药。 

鼻窦手术 

• 医疗服务提供者为非医学必要的鼻窦手术提供的任何服务或用品，急性化脓性鼻

窦炎除外 

力量和机能 

• 主要用于以下目的的非医学必要服务、设备和用品，如药物或制剂：  

− 增强力量  

− 改善身体状况 

− 提高耐力 

− 加大身体机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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颞下颌关节功能紊乱治疗 (TMJ) 和颅下颌关节紊乱症治疗 (CMJ) 

• 牙种植体 

治疗和测试 

• 毛发分析 

• 催眠疗法 

• 推拿疗法，用于物理治疗手段时除外 

• 感觉或听觉整合疗法 

移植服务  

• 收集和储存器官，而无意将其用于立即移植以治疗现有疾病 

• 收集和/或储存骨髓、造血干细胞或其他血细胞，而无意在收集后的 12 个月内将

其用于移植以治疗现有疾病 

• 旅行和住宿费用  

联邦、州或政府实体中的治疗 

• 除适用法律要求的保险范围外，由联邦、州或其他政府实体所有或运营的医院或其他医疗

机构中的护理 

不孕不育治疗 

与不孕不育治疗相关的所有费用，凭证中符合您计划承保资格的医疗服务 – 不孕不育治疗 - 不孕
不育基本治疗部分规定承保的除外。其中包括： 

• 可注射的不孕不育药物治疗，其中包括但不限于促生育素、hCG 和 GnRH 兴奋剂。 

• 与以下各项相关的所有费用： 

- 为您代孕或代孕妇，但受保人为代孕妇时为其提供的其他承保福利除外。代孕妇是一

名怀有自己的有血缘关系的孩子的女性，但最终会将其移交给他人抚养，其中包括生

父。 

- 低温贮藏（冰冻）、储存或复苏卵子、胚胎或精子，医源性不孕不育除外。 

- 捐赠者卵子发育期间对捐赠者的护理，其中包括但不限于对捐赠者的任何支出、捐赠

者检查费用、实验室化验费用以及与捐赠者取卵或移植所需的捐赠者护理相关的费

用。 

- 将妊娠载体用于女性作为妊娠载体。妊娠载体是一名怀孕女性，但胚胎与该女性在基

因上无关。 

- 从本计划不承保的人员那里获取精子接受 ART 服务。  

• 家用排卵试纸或早孕试纸。 

• 捐赠者胚胎、捐赠者卵母细胞、或捐赠者精子。 

• 自愿绝育程序的逆转，其中包括后续护理。 

• 使用促生育素促排卵、子宫内授精以及任何相关服务、产品或程序。 

• 体外受精 (IVF)、合子输卵管内移植 (ZIFT)、配子输卵管内移植 (GIFT)、冷冻胚胎转

移以及任何相关服务、产品或程序（如单精子卵浆胞内注射 (ICSI) 或卵显微外科手

术治疗）。 

• ART 服务不为网络外护理提供。 



 

  南加利福尼亚大学 2020-2021

 第 33 

视力护理 

儿童视力护理服务和用品 

• 美观用途的眼镜镜框、非处方镜片和非处方隐形眼镜 

成人视力护理 

• 儿童验配处方隐形眼镜的眼科医生、验光师或配镜师诊室看诊 

• 美容用途的眼镜镜框、非处方镜片和非处方隐形眼镜 

成人视力护理服务和用品 

您的计划不包括成人视力护理服务和用品，凭证中符合您计划承保资格的医疗服务 – 其他服
务部分规定承保的除外。 

• 特殊用品，如非处方太阳镜 

• 特殊的视觉治疗，如矫正或视觉治疗 

• 在医院或其他医疗机构住院期间进行的眼科检查 

• 针对隐形眼镜或隐形眼镜适配的眼科检查 

• 眼镜或重复或备用的眼镜、镜片或镜架 

• 更换丢失、失窃或损坏的镜片或镜架 

• 敏感度试验 

• 视力矫正眼科手术，包括放射状角膜切开术、LASIK 以及类似手术  

• 治疗屈光不正的服务 

荒野治疗方案 

• 请参阅本节中的教育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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适用于门诊处方药的例外情况和排除项目 

复方处方  

• 含有未经美国食品药品管理局 (FDA) 批准的散装化学品的复方处方，包括复合生物同质性激素  

化妆药物 
• 美容用途的药品或制剂 

装置、产品和用品，所承保的门诊处方药给药时医学上必要的除外。  

膳食补充品，包括病患专用食品。其不适用于医生开具的肠内和肠外营养或 USPSTF A 和 B 建议清单要

求的 FDA 批准非处方药物（如阿司匹林、维生素 D、叶酸和铁补充剂） 

药物或药物治疗 
• 依联邦或州法律无需处方医嘱的药物（即非处方药 (OTC) 药物），美国预防服务工作组推荐的除外。此

例外不适用于医疗服务提供者开具的 FDA 批准非处方女性避孕用品  

• 包括生物仿制药在内的承保处方药的等效或替代品（除非获得医疗例外批准）  

• 某非处方药 (OTC) 药产品的治疗等效或治疗替代品（除非获得医疗例外）。即使药物成为可购得的非处

方药，也仍然按处方剂量来承保。在这种情况下，该处方药的全部种类都不会被排除在外 

• 未通过 FDA 审批  

• 费用由联邦、州或政府机构承保的药品（例如：Medi-Cal 或退伍军人管理局） 

• 用作增减体重目的，包括但不限于药物、兴奋剂、制剂、食品或膳食补充剂、膳食方案与补充品、食品

或食品补充品、食欲抑制剂和其他药物 

重复用药疗法（如两种抗组胺剂药物） 

旅行或工作相关免疫接种 
• 旅行或工作相关免疫接种，美国预防服务工作组 (USPSTF) 推荐除外 

不孕不育 
• 主要用于治疗不孕不育的可注射处方药 

处方药： 
• 于本计划的生效日期之前或承保终止日期之后抓药。 

• 以一种被认为会加重对于某习惯形成药物成瘾的方式使用或滥用，其使用或预期用途为非法、不道德、

不理智、有虐待性、非医学必要或者不正当，以及获取到后由 ID 卡所标注人士以外的其他人使用的药

物。 

补充抓药 
• 自出具最新书面处方单起一年以上的发放药物补充抓药 

替换丢失或被窃的处方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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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保留排除以下情况承保的权利：  

• 当首选药物指南中有与所用产品相同或类似的药物（即具有相同活性成分或相同治疗效果的药物）、用

品或装置。 

• 当我们的首选药物指南中有按照不同剂量或剂型提供的相同药物（即具有相同活性成分或相同治疗效果

的药物）时，使用任何剂量或剂型的其他药物。 

南加利福尼亚大学学生医疗保险计划由 Aetna Life Insurance Company 核保。Aetna Student HealthSM 是 Aetna Life 

Insurance Company 及其相应关联公司 (Aetna) 所提供产品和服务的品牌名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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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制裁的国家/地区 
如果本保单提供的承保违反或将会违反任何经济或贸易制裁，则承保将被立即视为无效。例如，如果给付健康护理或其他理

赔或服务违反金融制裁规定，Aetna 公司将不会进行给付。这包括与受美国制裁的人士或国家/地区相关的制裁，除非获得

了外国资产控制办公室 (OFAC) 的书面授权。如欲了解更多信息，请访问 http://www.treasury.gov/resource-center/ 

sanctions/Pages/default.aspx。 

辅助技术 

使用辅助技术的人士可能无法完全访问以下信息。如需帮助，请免费拨打您 ID 卡上的电话号码。 

智能手机或平板电脑 

要从智能手机或平板电脑查看文档，需要下载免费的 WinZip 应用程序。可从 App Store 下载。 

非歧视 

Aetna 遵守适用的联邦民权法律，不因种族、肤色、国籍、年龄、残障或性别而歧视任何人。Aetna 不会因为种族、肤色、

国籍、年龄、残疾或性别而排斥或区别对待他人。 

Aetna： 

• 为残疾人提供免费的帮助和服务，以便与我们进行有效的沟通，例如： 

○ 合格的手语翻译 

○ 其他格式的书面信息（大字体、音频、具备辅助功能的电子格式、其他 格式） 

• 为母语非英语人士提供免费语言服务，例如： 

○ 合格的口译员 

○ 用其他语言编写的信息 

如果您需要上述服务，请联系我们的民事权利协调员。 

如果您认为 Aetna 未能提供这些服务或因种族、肤色、原籍国、年龄、残障或性别而歧视任何人，您可以向以下机构提起

申诉：民事权利协调员，邮政信箱地址：14462, Lexington, KY40512，1-800-648-7817，TTY 专线：711，传真：859-

425-3379，CRCoordinator@aetna.com。您可以亲自到场或通过邮件、传真或电子邮件提出申诉。如果您在提出申诉方

面需要任何帮助，我们的民事权利协调员可以帮助您。您还可以通过民事权利办公室投诉门户网站 

https://ocrportal.hhs.gov/ocr/portal/lobby.jsf 向美国卫生与公众服务部民事权利办公室 (Office for Civil Rights) 提交民事

权利投诉，或通过邮件或电话提出，投诉方式为：美国卫生与公众服务部，200 Independence Avenue, SW Room 509F, 

HHH Building, Washington, D.C.，邮编：20201，电话：1-800 - 368 - 1019， 800-537-7697（听障人士专线） 

投诉表格参见 http://www.hhs.gov/ocr/office/file/index.html。 

Aetna 是指由一家或多家 Aetna 集团子公司，包括 Aetna Life Insurance Company、Coventry Health Care 计划及

其附属公司所提供产品和服务的品牌名称。 

http://www.treasury.gov/resource-center/sanctions/Pages/default.aspx
http://www.treasury.gov/resource-center/sanctions/Pages/default.aspx
https://ocrportal.hhs.gov/ocr/portal/lobby.jsf
http://www.hhs.gov/ocr/office/file/index.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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