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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士门诊体检(Ⅰ) 

第一部分：基本套餐（18000 元起） 

序

号 
项目 内容 

一、体格检查 

1 内科 既往及一般健康状况评价，心、肺、肝、脾等 

2 外科 淋巴结、甲状腺、乳腺、脊柱、四肢、肛门、外生殖器等 

3 眼科 视力、眼压、外眼、晶体、眼底等 

4 耳鼻喉科 耳、听力、鼻、咽、喉、淋巴腺等 

5 神经科 运动、感觉、自主神经评估，脑血管疾病风险评价 

6 口腔科 牙齿（龋齿、缺损等）、牙周等 

7 营养科 饮食建议与指导、营养饮食方案制定 

二、检验 

1 血常规 白细胞组成、血红蛋白、血小板分析等 

2 肝功能 

丙氨酸氨基转移酶（ALT）、白蛋白定量（ALB）、胆碱酯酶（ChE）、碱性磷酸酶

（ALP）、前白蛋白、γ-谷氨酰转肽酶（GGT）、乳酸脱氢酶（LD）、天门冬氨酸

氨基转移酶（AST）、血清总胆汁酸、总蛋白定量（TP）、总胆红素、直接胆红素

（DBIL） 

3 肾功能 肌酐（Cr）、尿素氮（BUN） 

4 电解质 
钾（K）、氯（Cl）、钠（Na）、总钙（Ca）、无机磷（P）、血镁（Mg）、总二

氧化碳（TCO2） 

5 血脂全套 

超敏 C 反应蛋白、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LDL-C）、高密度脂蛋白胆固醇（HDL-C）、

甘油三脂（TG）、血清脂蛋白（a）、游离脂肪酸（FFA）、总胆固醇（TC）、载

脂蛋白-A1、载脂蛋白-B 

6 贫血筛查 铁四项、叶酸、维生素 B12 

7 同型半胱氨酸 心脑血管疾病的辅助诊断 

8 骨代谢相关 25 羟维生素 D3，β-胶原降解产物，总 I 型胶原氨基端延长肽（P1NP） 

9 甲状腺功能 

血清促甲状腺激素（TSH）、血清游离 T3（FT3）、血清游离 T4（FT4）、血清总

T3（T3）、血清总 T4（T4）、甲状腺球蛋白抗体（A-Tg）、甲状腺过氧化物酶抗

体（A-TPO） 

10 肿瘤筛查 

甲胎蛋白（AFP）、癌胚抗原（CEA）、糖链抗原 125（CA125）、糖链抗原 153（CA153）、

糖链抗原 199（CA199）、糖链抗原 242（CA242）、糖链抗原 724（CA724）、神

经元特异性烯醇化酶（NSE）、胃泌素释放肽前体（ProGRP）、细胞角蛋白 19 片段

（Cyfra211）、鳞状细胞癌抗原（SCCAg）、胃蛋白酶 I/II、尿核基质蛋白 

11 血糖检测 空腹血糖（GLU）、糖化血红蛋白（HbA1c） 

12 尿酸 血尿酸水平（UA） 

13 尿液检查 尿常规 10 项（尿液比重、酸碱度及各成分分析） 

14 粪便检查 大便红、白细胞及潜血 

15 C13 幽门螺杆菌呼气试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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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影像检查 

1 超声检查 

肝、胆、胰、脾（空腹） 

双肾、膀胱、输尿管（憋尿） 

子宫+双附件（憋尿） 

甲状腺及颈部淋巴结 

双乳腺及腋窝淋巴结 

2 放射检查 
胸部低剂量 CT（较普通 CT 平扫辐射更少，着重于肺部结节等疾病筛查） 

腹盆 CT 平扫 

四、心电图检查 

1 心电图 电脑多导联心电图、专家分析 

*以下为可选项目 

 

第二部分：可选项目（根据所选项目计费） 

序号 项目 内容 

一、血液检查 

1 血型 ABO 血型，Rh 因子 

2 
糖尿病附加 

项目 
餐后 2 小时血糖、糖化白蛋白 

3 心脏相关项目 心肌酶（CK、CK-MB、cTnI）、B 型钠尿肽（BNP） 

4 凝血功能 
血浆凝血酶原时间（PT）测定、活化部分凝血活酶时间（APTT）测定、凝血酶时间

（TT）测定、血浆纤维蛋白原测定、血浆 D-二聚体测定 

5 感染八项 

乙型肝炎表面抗原（HBsAg）、乙型肝炎表面抗体（HBsAb）、乙型肝炎 e抗原（HBeAg）、

乙型肝炎 e 抗体（HBeAb）、乙型肝炎核心抗体（HBcAb）、丙型肝炎抗体（HCV-Ab）、

梅毒螺旋体抗体（TPPA）、HIV 抗体 

6 甲状旁腺功能 甲状旁腺素 

7 免疫炎症初筛 血沉（ESR）、免疫球蛋白 3 项、补体 2 项、ASO、类风湿因子（RF） 

8 免疫炎症附加 
抗核抗体谱 17 项、类风湿关节炎早期诊断自身抗体谱 4 项、系统性血管炎相关抗体

谱 4 项、抗磷脂抗体谱 6 项、自身免疫性肝炎抗体谱、TB 细胞亚群 4 项 

9 过敏原筛查 

总免疫球蛋白 E，吸入性过敏原特异性 IgE 组套（柳树/杨树/榆树、矮豚草、艾蒿、

屋尘螨/粉尘满、屋尘、猫毛、狗上皮、蟑螂、点青霉/分枝孢霉/烟曲霉/交链孢霉、

啤酒花），食物过敏原特异性 IgE 组套（鸡蛋白、牛奶、花生、黄豆、鳕鱼/龙虾/

扇贝、牛肉、羊肉、虾、蟹） 

10 
血液异常蛋白 

检测 
血清蛋白电泳、血清免疫固定电泳 

11 尿液附加项目 尿白蛋白肌酐比 

12 性激素六项 
雌二醇（E2）、卵泡刺激素（FSH）、促黄体生成素（LH）、孕酮（P）、泌乳素（PRL）、

睾酮（T） 

13 孕前检查 
TORCH 10 项（风疹病毒抗体-IgM/IgG、弓形虫抗体-IgM/IgG、单纯疱疹病毒抗体 I、

II-IgM/IgG、巨细胞病毒抗体-IgM/Ig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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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影像检查 

1 普通放射检查 

颈椎正侧位 

腰椎正侧位 

双膝关节正侧位 

2 CT 冠脉 CTA（冠心病筛查，药费另计 650-750 元） 

3 骨密度 骨质疏松筛查 

4 乳腺钼靶 乳腺癌早期筛查 

5 核磁共振 

头颅 MRI 

头颅磁共振血管造影（MRA） 

颈椎 MRI 

胸椎 MRI 

腰椎 MRI 

腹部 MRI 

三、超声检查 

1 血管超声 

双侧颈动脉 

双侧椎动脉 

双侧锁骨下动脉 

双下肢动脉 

双下肢静脉 

2 超声心动图 心脏及大血管结构功能评估 

3 
经颅多普勒脑 

血管超声 
颅内动脉狭窄检测及栓子检查 

四、其他 

1 *动态心电图 24 小时心电图监测 

2 
*动态血压 

监测 
24 小时血压监测 

*项目需另约检查时间 

 

项目价格会根据北京市相关政策进行调整，最终价格以实际发生为准，解释权归北京协和医院所有。 

 

  

女士门诊体检 3-3 



 

体检预约电话：（010）69156799/（010）69155206 

International 
Medical Services 

国际医疗部 

女士门诊体检（Ⅱ） 

第一部分：基本套餐（19700 元起） 

序号 项目 内容 

一、体格检查 

1 内科 既往及一般健康状况评价，心、肺、肝、脾等 

2 外科 淋巴结、甲状腺、乳腺、脊柱、四肢、肛门、外生殖器等 

3 妇科 妇科相关病史问询、妇科阴道检查、子宫双附件触诊 

4 眼科 视力、眼压、外眼、晶体、眼底等 

5 耳鼻喉科 耳、听力、鼻、咽、喉、淋巴腺等 

6 神经科 运动、感觉、自主神经评估，脑血管疾病风险评价 

7 口腔科 牙齿（龋齿、缺损等）、牙周等 

8 营养科 饮食建议与指导、营养饮食方案制定 

二、检验 

1 血常规 白细胞组成、血红蛋白、血小板分析等 

2 肝功能 

丙氨酸氨基转移酶（ALT）、白蛋白定量（ALB）、胆碱酯酶（ChE）、碱性磷酸酶

（ALP）、前白蛋白、γ-谷氨酰转肽酶（GGT）、乳酸脱氢酶（LD）、天门冬氨酸

氨基转移酶（AST）、血清总胆汁酸、总蛋白定量（TP）、总胆红素、直接胆红素

（DBIL） 

3 肾功能 肌酐（Cr）、尿素氮（BUN） 

4 电解质 
钾（K）、氯（Cl）、钠（Na）、总钙（Ca）、无机磷（P）、血镁（Mg）、总二

氧化碳（TCO2） 

5 血脂全套 

超敏 C 反应蛋白、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LDL-C）、高密度脂蛋白胆固醇（HDL-C）、

甘油三脂（TG）、血清脂蛋白（a）、游离脂肪酸（FFA）、总胆固醇（TC）、载

脂蛋白-A1、载脂蛋白-B 

6 贫血筛查 铁四项、叶酸、维生素 B12 

7 同型半胱氨酸 心脑血管疾病的辅助诊断 

8 骨代谢相关 25 羟维生素 D3，β-胶原降解产物，总 I 型胶原氨基端延长肽（P1NP） 

9 甲状腺功能 

血清促甲状腺激素（TSH）、血清游离 T3（FT3）、血清游离 T4（FT4）、血清总

T3（T3）、血清总 T4（T4）、甲状腺球蛋白抗体（A-Tg）、甲状腺过氧化物酶抗

体（A-TPO） 

10 肿瘤筛查 

甲胎蛋白（AFP）、癌胚抗原（CEA）、糖链抗原 125（CA125）、糖链抗原 153（CA153）、

糖链抗原 199（CA199）、糖链抗原 242（CA242）、糖链抗原 724（CA724）、神

经元特异性烯醇化酶（NSE）、胃泌素释放肽前体（ProGRP）、细胞角蛋白 19 片段

（Cyfra211）、鳞状细胞癌抗原（SCCAg）、胃蛋白酶 I/II、尿核基质蛋白 

11 血糖检测 空腹血糖（GLU）、糖化血红蛋白（HbA1c） 

12 尿酸 血尿酸水平（UA） 

13 尿液检查 尿常规 10 项（尿液比重、酸碱度及各成分分析） 

14 粪便检查 大便红、白细胞及潜血 

15 C13 幽门螺杆菌呼气试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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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妇科化验 宫颈超薄细胞检测（TCT）、人乳头瘤病毒检测（HPV-DNA） 

三、影像检查 

1 超声检查 

肝、胆、胰、脾（空腹） 

双肾、膀胱、输尿管（憋尿） 

子宫+双附件（经阴道） 

甲状腺及颈部淋巴结 

双乳腺及腋窝淋巴结 

2 放射检查 
胸部低剂量 CT（较普通 CT 平扫辐射更少，着重于肺部结节等疾病筛查） 

腹盆 CT 平扫 

四、心电图检查 

1 心电图 电脑多导联心电图、专家分析 

*以下为可选项目 

 

第二部分：可选项目（根据所选项目计费） 

序号 项目 内容 

一、血液检查 

1 血型 ABO 血型，Rh 因子 

2 
糖尿病附加 

项目 
餐后 2 小时血糖、糖化白蛋白 

4 心脏相关项目 心肌酶（CK、CK-MB、cTnI）、B 型钠尿肽（NT-proBNP） 

5 凝血功能 
血浆凝血酶原时间（PT）测定、活化部分凝血活酶时间（APTT）测定、凝血酶时间

（TT）测定、血浆纤维蛋白原测定、血浆 D-二聚体测定 

6 感染八项 

乙型肝炎表面抗原（HBsAg）、乙型肝炎表面抗体（HBsAb）、乙型肝炎 e 抗原（HBeAg）、

乙型肝炎 e 抗体（HBeAb）、乙型肝炎核心抗体（HBcAb）、丙型肝炎抗体（HCV-Ab）、

梅毒螺旋体抗体（TPPA）、HIV 抗体 

7 甲状旁腺功能 甲状旁腺素 

8 免疫炎症初筛 血沉（ESR）、免疫球蛋白 3 项、补体 2 项、ASO、类风湿因子（RF） 

9 免疫炎症附加 
抗核抗体谱 17 项、类风湿关节炎早期诊断自身抗体谱 4 项、系统性血管炎相关抗体

谱 4 项、抗磷脂抗体谱 6 项、自身免疫性肝炎抗体谱、TB 细胞亚群 4 项 

10 过敏原筛查 

总免疫球蛋白 E，吸入性过敏原特异性 IgE 组套（柳树/杨树/榆树、矮豚草、艾蒿、

屋尘螨/粉尘满、屋尘、猫毛、狗上皮、蟑螂、点青霉/分枝孢霉/烟曲霉/交链孢霉、

啤酒花），食物过敏原特异性 IgE 组套（鸡蛋白、牛奶、花生、黄豆、鳕鱼/龙虾/扇

贝、牛肉、羊肉、虾、蟹） 

11 
血液异常蛋白 

检测 
血清蛋白电泳、血清免疫固定电泳 

12 尿液附加项目 尿白蛋白肌酐比 

13 性激素六项 
雌二醇（E2）、卵泡刺激素（FSH）、促黄体生成素（LH）、孕酮（P）、泌乳素（PRL）、

睾酮（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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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孕前检查 
TORCH 10 项（风疹病毒抗体-IgM/IgG、弓形虫抗体-IgM/IgG、单纯疱疹病毒抗体 I、

II-IgM/IgG、巨细胞病毒抗体-IgM/IgG） 

二、影像检查 

1 普通放射检查 

颈椎正侧位 

腰椎正侧位 

双膝关节正侧位 

2 CT 冠脉 CTA（冠心病筛查，药费另计 650-750 元） 

3 骨密度 骨质疏松筛查 

4 乳腺钼靶 乳腺癌早期筛查 

5 核磁共振 

头颅 MRI 

头颅磁共振血管造影（MRA） 

颈椎 MRI 

胸椎 MRI 

腰椎 MRI 

腹部 MRI 

三、超声检查 

1 血管超声 

双侧颈动脉 

双侧椎动脉 

双侧锁骨下动脉 

双下肢动脉 

双下肢静脉 

2 超声心动图 心脏及大血管结构功能评估 

3 
经颅多普勒脑 

血管超声 
颅内动脉狭窄检测及栓子检查 

四、其他 

1 *动态心电图 24 小时心电图监测 

2 
*动态血压 

监测 
24 小时血压监测 

*项目需另约检查时间 

 

项目价格会根据北京市相关政策进行调整，最终价格以实际发生为准，解释权归北京协和医院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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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士门诊体检 

第一部分：基本套餐（16500 元起） 

序号 项目 内容 

一、体格检查 

1 内科 既往及一般健康状况评价，心、肺、肝、脾等 

2 外科 淋巴结、甲状腺、脊柱、四肢、肛门、外生殖器等 

3 眼科 视力、眼压、外眼、晶体、眼底等 

4 耳鼻喉科 耳、听力、鼻、咽、喉、淋巴腺等 

5 神经科 运动、感觉、自主神经评估，脑血管疾病风险评价 

6 口腔科 牙齿（龋齿、缺损等）、牙周等 

7 营养科 饮食建议与指导、营养饮食方案制定 

二、检验 

1 血常规 白细胞组成、血红蛋白、血小板分析等 

2 肝功能 

丙氨酸氨基转移酶（ALT）、白蛋白定量（ALB）、胆碱酯酶（ChE）、碱性磷酸

酶（ALP）、前白蛋白、γ-谷氨酰转肽酶（GGT）、乳酸脱氢酶（LD）、天门冬

氨酸氨基转移酶（AST）、血清总胆汁酸、总蛋白定量（TP）、总胆红素、直接

胆红素（DBIL） 

3 肾功能 肌酐（Cr）、尿素氮（BUN） 

4 电解质 
钾（K）、氯（Cl）、钠（Na）、总钙（Ca）、无机磷（P）、血镁（Mg）、总

二氧化碳（TCO2） 

5 血脂全套 

超敏 C 反应蛋白、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LDL-C）、高密度脂蛋白胆固醇（HDL-C）、

甘油三脂（TG）、血清脂蛋白（a）、游离脂肪酸（FFA）、总胆固醇（TC）、

载脂蛋白-A1、载脂蛋白-B 

6 贫血筛查 铁四项、叶酸、维生素 B12 

7 骨代谢相关 25 羟维生素 D3，β-胶原降解产物，总 I 型胶原氨基端延长肽（P1NP） 

8 同型半胱氨酸 心脑血管疾病的辅助诊断 

9 甲状腺功能 

血清促甲状腺激素（TSH）、血清游离 T3（FT3）、血清游离 T4（FT4）、血清

总 T3（T3）、血清总 T4（T4）、甲状腺球蛋白抗体（A-Tg）、甲状腺过氧化物

酶抗体（A-TPO） 

10 肿瘤筛查 

甲胎蛋白（AFP）、癌胚抗原（CEA）、总前列腺特异性抗原（PSA-T）、游离前

列腺特异性抗原（PSA-F）、糖链抗原 199（CA199）、糖链抗原 242（CA242）、

糖链抗原 724（CA724）、神经元特异性烯醇化酶（NSE）、胃泌素释放肽前体

（ProGRP）、细胞角蛋白 19 片段（Cyfra211）、鳞状细胞癌抗原（SCCAg）、胃

蛋白酶 I/II、尿核基质蛋白 

11 血糖检测 空腹血糖（GLU）、糖化血红蛋白（HbA1c） 

12 尿酸 血尿酸水平（UA） 

13 尿液检查 尿常规 10 项（尿液比重、酸碱度及各成分分析） 

14 粪便检查 大便红、白细胞及潜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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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影像检查 

1 超声检查 

肝、胆、胰、脾（空腹） 

双肾、膀胱、输尿管、前列腺（憋尿） 

甲状腺及颈部淋巴结 

2 放射检查 
胸部低剂量 CT（较普通 CT 平扫辐射更少，着重于肺部结节等疾病筛查） 

腹盆 CT 平扫 

四、心电图检查 

1 心电图 电脑多导联心电图、专家分析 

 

第二部分：可选项目（根据所选项目计费） 

序号 项目 内容 

一、血液检查 

1 血型 ABO 血型，Rh 因子 

2 
糖尿病附加 

项目 
餐后 2 小时血糖、糖化白蛋白 

3 
心脏相关 

项目 
心肌酶（CK、CK-MB、cTnI）、B 型钠尿肽（BNP）、 

4 凝血功能 
血浆凝血酶原时间（PT）测定、活化部分凝血活酶时间（APTT）测定、凝血酶时间

（TT）测定、血浆纤维蛋白原测定、血浆 D-二聚体测定 

5 感染八项 

乙型肝炎表面抗原（HBsAg）、乙型肝炎表面抗体（HBsAb）、乙型肝炎 e抗原（HBeAg）、

乙型肝炎 e 抗体（HBeAb）、乙型肝炎核心抗体（HBcAb）、丙型肝炎抗体（HCV-Ab）、

梅毒螺旋体抗体（TPPA）、HIV 抗体 

6 甲状腺旁功能 甲状旁腺素 

7 
免疫炎症 

初筛 
血沉（ESR）、免疫球蛋白 3 项、补体 2 项、ASO、类风湿因子（RF） 

8 
免疫炎症 

附加 

抗核抗体谱 17 项、类风湿关节炎早期诊断自身抗体谱 4 项、系统性血管炎相关抗体

谱 4 项、抗磷脂抗体谱 6 项、自身免疫性肝炎抗体谱、TB 细胞亚群 4 项 

9 过敏原筛查 

总免疫球蛋白 E，吸入性过敏原特异性 IgE 组套（柳树/杨树/榆树、矮豚草、艾蒿、

屋尘螨/粉尘满、屋尘、猫毛、狗上皮、蟑螂、点青霉/分枝孢霉/烟曲霉/交链孢霉、

啤酒花），食物过敏原特异性 IgE 组套（鸡蛋白、牛奶、花生、黄豆、鳕鱼/龙虾/扇

贝、牛肉、羊肉、虾、蟹） 

10 
血液异常 

蛋白检测 
血清蛋白电泳、血清免疫固定电泳 

11 
尿液附加 

项目 
尿白蛋白肌酐比 

二、影像检查 

1 
普通放射 

检查 

颈椎正侧位 

腰椎正侧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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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膝关节正侧位 

2 CT 冠脉 CTA（冠心病筛查，药费另计 650-750 元） 

3 骨密度 骨质疏松筛查 

4 核磁共振 

头颅 MRI 

头颅磁共振血管造影（MRA） 

颈椎 MRI 

胸椎 MRI 

腰椎 MRI 

腹部 MRI 

三、超声检查 

1 血管超声 

双侧颈动脉 

双侧椎动脉 

双侧锁骨下动脉 

双下肢动脉 

双下肢静脉 

2 超声心动图 心脏及大血管结构功能评估 

3 
经颅多普勒 

脑血管超声 
颅内动脉狭窄检测及栓子检查 

四、其他 

1 *动态心电图 24 小时心电图监测 

2 *动态血压监测 24 小时血压监测 

*项目需另约检查时间 

 

*项目价格会根据北京市相关政策进行调整，最终价格以实际发生为准，解释权归北京协和医院所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