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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州瑞慈体检—苏州科技大学教职工体检需知

感谢您一直以来的辛勤工作，本着“珍惜、关怀教职工”的宗旨，现邀请您参加 2021 年的健康体

检，为确保此次体检的顺利进行，请仔细阅读以下事项：

1、体检时间及预约方式：

体检时间：2021 年 6 月 7 日-7月 31 日 上午 7:30 开始，10:00 前台停止接待，疫情期间请务必申领

好苏城码及戴好口罩和身份证，为保证服务质量，提供舒适的体检环境，瑞慈体检采取实名制预约，无预

约信息当天 8：30 半前无法体检，服务是瑞慈最重要的核心竞争力，我们提倡“体检预约制”，您可以通过

以下渠道改约：

1）关注瑞慈官方微信：瑞慈集团（可扫描右侧二维码），预约步骤：点击

首页下方体检导航——体检预约——登陆（用户名为本人身份证号码，密码为身

份证号码后四位）——确认个人信息、选择机构（苏州园区店/新区店/姑苏店）、

体检时间——确认

2）拨打瑞慈全国客服热线：4001-688-188

3）苏州瑞慈科技大学专属服务人员预约：谢忆 17715595079 郦艳飞 13915597568 万婷 18662526179

瑞慈增值服务：女性全员加做甲状腺彩超，肿瘤指标升级 20 项，40 岁以上在此基础上加做 HPV23 型，

乳房钼靶或阴道炎精准筛查二选一（钼靶检查仅园区机构可检查，阴道炎精准筛查三店均可做）；男性全

员加做甲状腺彩超，肿瘤指标升级 20 项，40 岁以上在此基础上加做血粘度检查，具体套餐见附件，员工

家属报名需致电专属服务人员，可享受同样体检优化套餐及价格。

2、体检地址：

1）苏州瑞慈新区机构：苏州高新区珠江路 117 号创新中心大厦 B座 5楼（VIP 区）

（每周一休息，周末正常体检）地铁一号线：汾湖路站，3号出口，新升新苑南出口: 2、4、38、35、511、

89、301、622、64、511、快 1、300（南线）、400（东线） ，新升新苑北出口: 319、39、317、69、301、

游 3、30（北线）、300（南线）、报关报检专一线 ，新升新苑西出口: 300（南线）、300（北线）、319，

园内供应车位（体检结束后向前台索要提车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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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苏州瑞慈园区机构：苏州市工业园区苏州大道西国际大厦 2楼（VIP 区）

（每周二休息，周末正常体检）地铁一号线东方之门站 6号出口步行 200 米，公交国际大厦西站（26、28、

47、106、160 西线、178、818）星海生活广场站（4、108）驾车可停至中海财富广场地下停车场、苏州中

心地下停车场（有偿），步行五分钟至国际大厦二楼瑞慈体检

3）苏州瑞慈姑苏机构：苏州市姑苏区三香路 1338 号铂金大厦裙楼五层瑞慈体检

（每周三休息，周末正常体检）40路（东线）、40 路（西线）、60 路（北线）、60 路（南线）-体育中心首

末站；2路、303 路、304 路、 308 路、312 路、35路、38 路-附二医院站地铁：1号地铁线-西环路站-2

号出口-步行 949 米 自驾：提供免费停车位（体检结束后向前台索要提车券）



5

体检注意事项

1、当日体检人员凭身份证到体检中心服务台进行体检登记、领取指引单，按照导检护士的

指引完成各项检查，体检后请将导引单交回前台，并确认有无漏检项目。

2、检查前三天请保持正常饮食，不吃油腻食物，不吃鸡血、鸭血等血制品，勿饮酒，体检

前一天晚餐后不再进食并注意休息，体检当日空腹,不进早餐和各种饮料（服药可以少量饮水），

请于上午 7:30-10:00 到达。

3、空腹抽血后应按压抽血处，5 分钟后方可放松（切忌揉搓针孔处）。如发生“晕针”，

不要慌张，应平躺。低血糖者可口服葡萄糖水。

4、进行各科检查时，请务必按预定项目逐科逐项检查，不要轻易放弃体检项目。

5、本中心为健康体检机构，如有发热等急性病症，应去医院就诊，体检另行安排。

6、糖尿病、高血压、心脏病、哮喘等慢性疾病患者，受检日不要中断服药。

7、体检当日请勿佩带金属饰品及有金属框架的文胸，不穿紧身衣服。

8、请勿配戴隐形眼镜以利眼科检查。

9、凡 B 超检查肝、胆、胰者，检查前请空腹（即检查前一天晚上晚餐后，不再吃其他食物）,

凡女性检查盆腔、子宫、卵巢者及男性检查前列腺者，必须膀胱充盈后检查（即检查前 2 小时

喝 800-1000ml 水，憋尿待查，女性阴超除外）。

10、女士应特别注意：

1）怀孕或可能已受孕者，请预先告知医护人员，勿做Χ光、妇科及阴超检查；

2）妇科检查或阴超检查仅限于已婚或有性生活者；

3）钼靶需 35 周岁以上且已婚已育女士方可选做，此项检查仅园区分店做；

4）做宫颈涂抹片检查者，受检前三日起，请勿做阴道冲洗、勿使用阴道内药物，以得

到准确的检查结果；月经期间请暂勿留取尿液,粪便,暂缓阴超及妇科检查，待经期结束后再

补检；体检当日请勿化妆以免影响诊察结果。

11、受检者于本中心所采取的尿液,血液等化验标本均同意由上海瑞慈中心处理,受检者无

异议。

12、请您妥善保管好体检短信，以备检后网上查询体检报告。

13、年龄偏大或行动不方便的请安排家属陪同。请勿携带贵重物品来中心。

14、交纳体检费用

1）体检全部完成后，由单位体检负责人统一结帐，我中心不针对个人退费；

2）如员工需要临时增加检查项目，须经单位体检负责人员同意并签字确认，或个人当

场交纳现金。

15、领取体检报告

1）体检全部完成后，体检报告交付给贵单位体检负责人。

2）受检单位和受检人已阅读苏州瑞慈体检中心注意事项,无异议并同意接受体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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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性教职工体检项目表

第一类 临床检查项目 检测意义

女 40 岁

以下未

婚

女 40 岁

以下已

婚

女40岁及以

上（钼靶检

查）

女40岁及以

上（阴道炎

检查）

一般检查

一般 A：身高,体重,

体重指数 BMI,血压,

脉搏

诊断高血压、超重、肥胖、消瘦、及中心型肥胖，并且为相关科室的诊断提供重要

的依据。
★ ★ ★ ★

外科检查

外科 A：皮肤,浅表淋

巴结,甲状腺,乳房,

脊柱,四肢关节

皮肤、淋巴结、甲状腺、乳房、前列腺、肛门、直肠有无异常;脊柱、四肢及关节

有无畸形等。
★ ★ ★ ★

内科检查

内科 A：营养,面容,

体态,心脏,胸廓,肺

部,腹部,肝脏,脾脏

通过视、触、叩、听检查心、肺、肝、脾等重要脏器的基本状况,发现常见疾病的

相关征兆，或初步排除常见疾病,外周血管搏动状况,下肢是否浮肿等。
★ ★ ★ ★

眼科检查 眼科 A：视力,外眼
了解视力状况,检查眼睑、泪囊、结膜、眼球是否存在异常情况.通过眼底镜检查眼

底视网膜、视神经乳头和视网膜中央血管等有无异常情况。
★ ★

眼科检查
眼科 C：视力,外眼,

眼底镜,裂隙灯检查

了解视力状况,眼外观是否正常，通过眼底镜检查眼底视网膜、视神经、视乳头和

视网膜中央血管等有无异常情况，通过裂隙灯检查巩膜、虹膜、角膜、瞳孔、玻璃

体、晶体等有无异常情况。

★ ★

耳鼻喉检

查
耳鼻、口咽

筛查耳鼻、口咽发育、功能有无异常，有无疾病，用于诊断中耳炎、鼻炎、扁桃体

病变及肿瘤病变。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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妇科检

查
妇科内诊

通过妇科体格检查，检查阴道、子宫、附件、盆腔等脏器基本情况，发现

常见妇科疾病的相关征兆，或初步排除妇科常见疾病。
★ ★ ★

第二类 实验室检查项目 检测意义

血液常规 18 项
通过检测血液细胞的计数及不同种类细胞、成分的分类来反映身体状况，如：贫血、

感染、血液系统疾病、物理化学因素损伤等。
★ ★ ★ ★

血糖测定 空腹血糖（GLU）
是筛查糖尿病最基本的方法，有无糖尿病和低血糖,同时也是判断糖尿病病情和控

制程度的主要指标。
★ ★ ★ ★

血脂检测

总胆固醇（TC）
可筛查高脂血症、动脉粥样硬化、冠心病、严重肝脏损坏等疾病。

★ ★ ★ ★

甘油三脂（TG） ★ ★ ★ ★

高密度脂蛋白胆固醇

（HDL-C）
对血管有保护作用。血中含量低则易患血管硬化。 ★ ★ ★ ★

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

（LDI-C）
越高越不好。是检测动脉粥样硬化的重要指标。 ★ ★ ★ ★

动脉硬化

血液检测
动脉硬化指数（AI） ≥5异常。数值越大动脉硬化的程度越重，发生心脑血管的危险性越高。 ★ ★ ★ ★

肝胆功能

血清丙氨酸氨基转移

酶（ALT），又叫 GPT
可检测急、慢性病毒性肝炎、酒精性肝病、肝癌、肝硬化、脂肪肝等。

★ ★ ★ ★
血清天冬氨酸氨基转

移酶（AST）,又叫谷

草转氨酶 GOT

可检测急、慢性病毒性肝炎、酒精性肝病、肝癌、肝硬化、脂肪肝、心肌梗死等。

AST/ALT 可检测急、慢性病毒性肝炎、酒精性肝病、肝癌、肝硬化、脂肪肝等。

血清总胆红素 用于黄疸诊断与鉴别诊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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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BIL）

血清直接胆红素

（D-BIL）
用于黄疸诊断与鉴别诊断。

间接胆红素（I-BIL） 用于黄疸诊断与鉴别诊断。

血清总蛋白（TP） 可检测肝脏疾病、营养不良、肾病综合征及慢性消耗性疾病等。

血清白蛋白（ALB） 可检测肠道吸收障碍、营养不良、慢性消耗性疾病、肾病综合征、肝硬化等。

血清球蛋白（GLO） 可检测慢性肝脏疾病、M球蛋白血症、自身免疫性疾病等。

ALB/GLO 可检测肝硬化、肾病综合征、慢性肝炎等。

肾脏功能

血尿素氮（BUN）,血

肌酸酐（CR）,血清尿

酸检测（UA）

用于诊断肾功能异常，痛风，高尿酸血症等。 ★ ★ ★ ★

尿液常规 15 项
该项检查是筛查泌尿系统疾病简单并且准确的方法。如泌尿系统感染、肿瘤、结石

及了解肾功能，还可用于协助检查其他系统疾病，如糖尿病、肾炎等。
★ ★ ★ ★

肿瘤标

记 20

项

甲胎蛋白 AFP 肝癌（原发性）生殖腺胚胎性肿瘤、胰腺癌、胃癌、肾癌、绒毛膜癌

瑞慈全员

升级肿瘤

指标20项

（全套肿

瘤标志

物）

瑞慈全员

升级肿瘤

指标20项

（全套肿

瘤标志

物）

瑞慈全员升

级肿瘤指标

20 项（全套肿

瘤标志物）

瑞慈全员升

级肿瘤指标

20 项（全套肿

瘤标志物）

癌胚抗原 CEA
消化系肿瘤: 结直肠癌、 胰腺癌、胃癌、 肝癌、肺癌、 乳腺癌、 卵巢

癌、 膀胱癌、 宫颈癌、 子宫内膜癌

糖类抗原 CA153
乳腺癌、胰腺癌、 肺癌、 结直肠癌、 卵巢癌、 宫颈癌、 肝癌、 胃癌、

肺癌

糖类抗原 CA199 胰腺癌、胆囊癌、胆管壶腹癌、胃癌、 结肠癌、 肝癌

糖类抗原 CA50
胰腺癌、结直肠癌、胃癌、肝癌、 肺癌、 子宫癌、 卵巢癌、 肾癌、 乳

腺癌、 食管癌、 胆管癌、 恶性胸腹水

神经元特异性烯醇

化酶 NSE

小细胞肺癌、神经母细胞瘤、 视网膜母细胞瘤、 精原细胞瘤、 甲状腺髓

样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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糖类抗原 CA724 胃癌、卵巢癌、非小细胞肺癌、胆道癌、 结直肠癌、 胰腺癌

细胞角蛋白 19 片

断 CY211 非小细胞肺癌、结、直肠癌，胰、胆管癌

糖类抗原 CA242 胰腺癌、结直肠癌、肝癌、胃癌

人生长激素 HGH 垂体瘤引起的肢端肥大症、巨人症、胃、肾、肺等器官肿瘤

铁蛋白 FER
恶性血液系统疾病（白血病、淋巴瘤、多发性骨髓瘤等）、胰腺癌、 肺癌、

肝癌

鳞状上皮细胞癌抗原

SCC
宫颈癌、肺鳞癌、头颈部癌、 皮肤癌、食管鳞癌、 阴茎鳞癌、 口腔上皮癌

α-L-岩藻糖苷酶

AFU
肝癌、转移性肝癌、肺癌、乳腺癌、卵巢癌、子宫癌

EB病毒衣壳抗原 IgA

抗体 EBVIgA/VCA
鼻咽癌、胸腺淋巴上皮癌、胃癌、直肠癌

胃蛋白酶原 PG-Ⅰ 胃癌

胃蛋白酶原 PG-Ⅱ 胃癌

β2微球蛋白 β

2-MG

恶性淋巴瘤、慢性淋巴细胞性白血病、非霍奇金淋巴瘤、多发性骨髓瘤、胆管癌、

肝癌、 胃癌、 大肠癌、 肺癌、 食管癌、 膀胱癌

总前列腺特异性抗原 前列腺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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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 TPSA

游离前列腺特异性抗

原（男） FPSA
前列腺癌

血清降钙素 CT 甲状腺髓样癌、肺癌、胃肠癌、肝癌、乳腺癌、白血病

人绒毛膜促性腺激

素 β-HCG 绒癌、恶性葡萄胎、乳腺癌、睾丸癌、卵巢癌、肺癌

糖类抗原 CA125
卵巢癌、乳腺癌、 胰腺癌、 胃癌、 肝癌、 肠癌、 子宫内膜癌、 输卵

管癌、 恶性胸腹水

人附睾蛋白 HE4 卵巢癌、子宫内膜癌、肺癌、膀胱癌、乳腺癌、肾癌、胰腺癌、恶性间皮瘤

白带常规 3项 白带检查可以了解阴道清洁度情况及妇科炎症， ★ ★

阴道炎

检测
阴道炎精准筛查

是通过仪器对女性阴道毛滴虫，加德纳菌、假丝酵母菌的抗原检测，有助

于念珠菌阴道炎，滴虫性阴道炎及细菌性阴道病的诊断。
瑞慈赠送

宫颈细胞

学检查

子宫颈抹片检查（液

基超薄细胞检

测,TCT）

筛查宫颈早期病变较先进的检测方法，同时还能发现部分微生物感染如假丝酵母

菌、滴虫等。
★ ★ ★

人乳头瘤病毒分析

全套检测（共 23

型）

人乳头瘤病毒分析全套检测（共 23 型） 瑞慈赠送 瑞慈赠送

粪便试验
粪便隐血试验（定量

检测）

对疑有消化道慢性出血的辅助诊断，及消化道肿瘤（胃癌、大肠癌、息肉、

腺瘤）的早期筛查。较免疫法粪便隐血反应的特异性和敏感性更高。
★ ★ ★ ★

第三类 器械检查项目 检测意义

CT 肺部
CT 对肺部筛查有助于发现早期肺癌，特别是周围型肺癌，其诊出率约为胸片的 10

倍。因其较少的辐射剂量，有效的降低了医源性辐射引起的恶性病变的风险。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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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电图
静态心电图检查

(ECG)

通过在体表特定部位同步记录和分析心脏每一个心动周期所产生电活动变化的曲

线图形，为心脏疾病诊断、疗效评价、预后评估提供重要的依据。
★ ★ ★ ★

彩超检查 肝部 B超
通过彩色超声仪器对人体肝脏进行检测，发现是否有形态学改变及占位性病变（肿

瘤，结石，炎症等）。
★ ★ ★ ★

彩超检查 胆 B超
通过彩色超声仪器对人体胆囊进行检测，发现是否有形态学改变及占位性病变（肿

瘤，结石，炎症等）。
★ ★ ★ ★

彩超检查 脾 B超
通过彩色超声仪器对人体脾脏进行检测,发现是否有形态学改变及占位性病变（脾

肿大、脾脓肿、脾肿瘤等）。
★ ★ ★ ★

彩超检查 双肾 B超
通过彩色超声仪器检测人体脏器双肾，依病灶周围血管情况、病灶内血流血供情况

-良恶性病变鉴别；判断肾动脉狭窄、肿瘤、结石、积水等。
★ ★ ★ ★

彩超检查
妇科腹部超声检查

（女未婚）
通过彩色超声波仪器检测子宫及附件有无病变。

★

彩超检查
妇科阴道超声检查

（女已婚）
★ ★ ★

彩超检查 乳房超声检查（女） 通过彩色超声波仪器检测乳腺有无肿块及其他病变。 ★ ★ ★

乳房钼靶

检查
钼靶 X 线

利用射线穿透乳腺软组织，达到对乳腺内组织进行诊断的目的，其特点是

简便、快捷、无痛苦、准确率高。对乳腺增生、乳腺腺瘤、乳腺囊肿、乳

腺癌等都有很重要的诊断作用，是乳腺外科最常用的检查方式之一。

瑞慈赠送（仅

园区机构可

做）

彩超检查 甲状腺 B超
通过彩色超声仪器更清晰地观察甲状腺肿物、结节、肿大、炎症；可发现甲状腺肿、

甲状腺囊肿、甲状腺炎、甲状腺瘤、甲状腺癌等疾病。

瑞慈赠送

高发疾病

全员检测

瑞慈赠送

高发疾病

全员检测

瑞慈赠送高

发疾病全员

检测

瑞慈赠送高

发疾病全员

检测

幽门螺杆

菌检测
C13 呼气实验（HP）

碳 13尿素呼气试验阳性示有幽门螺杆菌感染，它与胃部炎症、消化性溃疡、胃癌

的发生密切关联。该方法具有无痛、快速、准确的特点。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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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性教职工体检项目表

第一类 临床检查项目 检测意义

40 岁及

以下项

目价格

40 岁及

以上项

目价格

一般检查

一般 A：身高,体重,

体重指数 BMI,血压,

脉搏

诊断高血压、超重、肥胖、消瘦、及中心型肥胖，并且为相关科室的诊断提供重要的依据。 ★ ★

外科检查

外科 A：皮肤,浅表淋

巴结,甲状腺,乳房,

脊柱,四肢关节

皮肤、淋巴结、甲状腺、乳房、前列腺、肛门、直肠有无异常;脊柱、四肢及关节有无畸形等。 ★ ★

内科检查

内科 A：营养,面容,

体态,心脏,胸廓,肺

部,腹部,肝脏,脾脏

通过视、触、叩、听检查心、肺、肝、脾等重要脏器的基本状况,发现常见疾病的相关征兆，或初步排除常见疾病,

外周血管搏动状况,下肢是否浮肿等。
★ ★

眼科检查 眼科 A：视力,外眼
了解视力状况,检查眼睑、泪囊、结膜、眼球是否存在异常情况.通过眼底镜检查眼底视网膜、视神经乳头和视网膜

中央血管等有无异常情况。
★

眼科检查
眼科 C：视力,外眼,

眼底镜,裂隙灯检查

了解视力状况,眼外观是否正常，通过眼底镜检查眼底视网膜、视神经、视乳头和视网膜中央血管等有无异常情况，

通过裂隙灯检查巩膜、虹膜、角膜、瞳孔、玻璃体、晶体等有无异常情况。
★

耳鼻喉检

查
耳鼻、口咽 筛查耳鼻、口咽发育、功能有无异常，有无疾病，用于诊断中耳炎、鼻炎、扁桃体病变及肿瘤病变。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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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类 实验室检查项目 检测意义

血液常规 18项
通过检测血液细胞的计数及不同种类细胞、成分的分类来反映身体状况，如：贫血、感染、血液系统疾病、物理化

学因素损伤等。
★ ★

血糖测定 空腹血糖（GLU） 是筛查糖尿病最基本的方法，有无糖尿病和低血糖,同时也是判断糖尿病病情和控制程度的主要指标。 ★ ★

血脂检测

总胆固醇（TC）
可筛查高脂血症、动脉粥样硬化、冠心病、严重肝脏损坏等疾病。

★ ★

甘油三脂（TG） ★ ★

高密度脂蛋白胆固

醇（HDL-C）
对血管有保护作用。血中含量低则易患血管硬化。 ★ ★

低密度脂蛋白胆固

醇（LDI-C）
越高越不好。是检测动脉粥样硬化的重要指标。 ★ ★

动脉硬化

血液检测
动脉硬化指数（AI） ≥5异常。数值越大动脉硬化的程度越重，发生心脑血管的危险性越高。 ★ ★

肝胆功能

血清丙氨酸氨基转

移酶（ALT），又叫

GPT

可检测急、慢性病毒性肝炎、酒精性肝病、肝癌、肝硬化、脂肪肝等。

★ ★

血清天冬氨酸氨基

转移酶（AST）,又叫

谷草转氨酶 GOT

可检测急、慢性病毒性肝炎、酒精性肝病、肝癌、肝硬化、脂肪肝、心肌梗死等。

AST/ALT 可检测急、慢性病毒性肝炎、酒精性肝病、肝癌、肝硬化、脂肪肝等。

血清总胆红素

（T-BIL）
用于黄疸诊断与鉴别诊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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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清直接胆红素

（D-BIL）
用于黄疸诊断与鉴别诊断。

间接胆红素（I-BIL） 用于黄疸诊断与鉴别诊断。

血清总蛋白（TP） 可检测肝脏疾病、营养不良、肾病综合征及慢性消耗性疾病等。

血清白蛋白（ALB） 可检测肠道吸收障碍、营养不良、慢性消耗性疾病、肾病综合征、肝硬化等。

血清球蛋白（GLO） 可检测慢性肝脏疾病、M球蛋白血症、自身免疫性疾病等。

ALB/GLO 可检测肝硬化、肾病综合征、慢性肝炎等。

肾脏功能

血尿素氮（BUN）,血

肌酸酐（CR）,血清

尿酸检测（UA）

用于诊断肾功能异常，痛风，高尿酸血症等。 ★ ★

血粘度 15 项
主要反映血液流动性、凝滞性和血液粘度的变化。适用于高血压、动脉硬化、脑中风、糖尿病及血脂异

常等疾患的检查。
★

尿液常规 15项
该项检查是筛查泌尿系统疾病简单并且准确的方法。如泌尿系统感染、肿瘤、结石及了解肾功能，还可用于协助检

查其他系统疾病，如糖尿病、肾炎等。
★ ★

肿瘤标

记 20

项

甲胎蛋白 AFP 肝癌（原发性）生殖腺胚胎性肿瘤、胰腺癌、胃癌、肾癌、绒毛膜癌
瑞慈全员

升级肿瘤

指标 20

项（全套

肿瘤标志

物）

瑞慈全员

升级肿瘤

指标 20

项（全套

肿瘤标志

物）

癌胚抗原 CEA
消化系肿瘤: 结直肠癌、 胰腺癌、胃癌、 肝癌、肺癌、 乳腺癌、 卵巢癌、 膀胱癌、 宫颈癌、 子宫

内膜癌

糖类抗原 CA153 乳腺癌、胰腺癌、 肺癌、 结直肠癌、 卵巢癌、 宫颈癌、 肝癌、 胃癌、 肺癌

糖类抗原 CA199 胰腺癌、胆囊癌、胆管壶腹癌、胃癌、 结肠癌、 肝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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糖类抗原 CA50
胰腺癌、结直肠癌、胃癌、肝癌、 肺癌、 子宫癌、 卵巢癌、 肾癌、 乳腺癌、 食管癌、 胆管癌、 恶

性胸腹水

神经元特异性烯醇

化酶 NSE
小细胞肺癌、神经母细胞瘤、 视网膜母细胞瘤、 精原细胞瘤、 甲状腺髓样癌

糖类抗原 CA724 胃癌、卵巢癌、非小细胞肺癌、胆道癌、 结直肠癌、 胰腺癌

细胞角蛋白 19 片

断 CY211 非小细胞肺癌、结、直肠癌，胰、胆管癌

糖类抗原 CA242 胰腺癌、结直肠癌、肝癌、胃癌

人生长激素 HGH 垂体瘤引起的肢端肥大症、巨人症、胃、肾、肺等器官肿瘤

铁蛋白 FER 恶性血液系统疾病（白血病、淋巴瘤、多发性骨髓瘤等）、胰腺癌、 肺癌、 肝癌

鳞状上皮细胞癌抗

原 SCC
宫颈癌、肺鳞癌、头颈部癌、 皮肤癌、食管鳞癌、 阴茎鳞癌、 口腔上皮癌

α-L-岩藻糖苷酶

AFU
肝癌、转移性肝癌、肺癌、乳腺癌、卵巢癌、子宫癌

EB病毒衣壳抗原 IgA

抗体 EBVIgA/VCA
鼻咽癌、胸腺淋巴上皮癌、胃癌、直肠癌

胃蛋白酶原 PG-Ⅰ 胃癌

胃蛋白酶原 PG-Ⅱ 胃癌

β2微球蛋白 β

2-MG

恶性淋巴瘤、慢性淋巴细胞性白血病、非霍奇金淋巴瘤、多发性骨髓瘤、胆管癌、 肝癌、 胃癌、 大肠癌、 肺癌、

食管癌、 膀胱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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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前列腺特异性抗

原（男） TPSA
前列腺癌

游离前列腺特异性

抗原（男） FPSA
前列腺癌

血清降钙素 CT 甲状腺髓样癌、肺癌、胃肠癌、肝癌、乳腺癌、白血病

人绒毛膜促性腺激

素 β-HCG 绒癌、恶性葡萄胎、乳腺癌、睾丸癌、卵巢癌、肺癌

糖类抗原 CA125 卵巢癌、乳腺癌、 胰腺癌、 胃癌、 肝癌、 肠癌、 子宫内膜癌、 输卵管癌、 恶性胸腹水

人附睾蛋白 HE4 卵巢癌、子宫内膜癌、肺癌、膀胱癌、乳腺癌、肾癌、胰腺癌、恶性间皮瘤

粪便试验
粪便隐血试验（定量

检测）

对疑有消化道慢性出血的辅助诊断，及消化道肿瘤（胃癌、大肠癌、息肉、腺瘤）的早期筛查。较免疫

法粪便隐血反应的特异性和敏感性更高。
★ ★

第三类 器械检查项目 检测意义

CT 肺部
CT 对肺部筛查有助于发现早期肺癌，特别是周围型肺癌，其诊出率约为胸片的 10 倍。因其较少的辐射剂量，有效的

降低了医源性辐射引起的恶性病变的风险。
★ ★

心电图
静态心电图检查

(ECG)

通过在体表特定部位同步记录和分析心脏每一个心动周期所产生电活动变化的曲线图形，为心脏疾病诊断、疗效评

价、预后评估提供重要的依据。
★ ★

彩超检查 肝部 B 超 通过彩色超声仪器对人体肝脏进行检测，发现是否有形态学改变及占位性病变（肿瘤，结石，炎症等）。 ★ ★

彩超检查 胆 B 超 通过彩色超声仪器对人体胆囊进行检测，发现是否有形态学改变及占位性病变（肿瘤，结石，炎症等）。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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彩超检查 脾 B 超 通过彩色超声仪器对人体脾脏进行检测,发现是否有形态学改变及占位性病变（脾肿大、脾脓肿、脾肿瘤等）。 ★ ★

彩超检查 双肾 B 超
通过彩色超声仪器检测人体脏器双肾，依病灶周围血管情况、病灶内血流血供情况-良恶性病变鉴别；判断肾动脉狭

窄、肿瘤、结石、积水等。
★ ★

彩超检查 甲状腺 B 超
通过彩色超声仪器更清晰地观察甲状腺肿物、结节、肿大、炎症；可发现甲状腺肿、甲状腺囊肿、甲状腺炎、甲状

腺瘤、甲状腺癌等疾病。

瑞慈赠送

高发疾病

全员检测

瑞慈赠送

高发疾病

全员检测

彩超检查
男科前列腺超声波

检查（男）

通过彩色超声仪器检查更清晰地观察前列腺大小、形态、结构等情况，判断有无前列腺增大、囊肿、结石，恶性病

变等。
★

幽门螺杆

菌检测
C13 呼气实验（HP）

碳 13 尿素呼气试验阳性示有幽门螺杆菌感染，它与胃部炎症、消化性溃疡、胃癌的发生密切关联。该方法具有无痛、

快速、准确的特点。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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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瑞医通”服务医院列表（上海地区-特需门诊）

瑞慈在上海与上医系统、复医系统各附属三甲医院建立了广泛的合作关系，拥有丰富的专家医生资源；可为员工

提供各项便利服务，最大程度地提高就诊的效率。体检结束后，瑞慈体检会为有住院或手术需要的员工及时安排门诊、

住院就医协助一条龙服务，并协助员工办理入院期间的相关院内事务。点诊，挂号，陪同就医等服务，此项为有偿服

务，费用根据员工点诊上海专家不同收取费用 800~2000不等。

医院 特色科室

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 心内科、心外科、肝肿瘤外科、呼吸科、普外科

复旦大学附属华东医院 胆胰疾病、疝与腹壁外科、泌尿外科、消化内科、骨科

复旦大学附属儿科医院 儿科

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 手外科、神经外科、神经内科、皮肤科

复旦大学附属肿瘤医院 肿瘤各科

复旦大学附属眼耳鼻喉科医院 眼科、耳鼻喉科

复旦大学附属妇产科医院（红房子医院） 妇科、产科

交通大学附属仁济医院
胆道专科、消化内科、风湿免疫科、生殖中心、神经内科、

神经外科、心内科、妇科

交通大学附属第六人民医院 骨科、手外科、内分泌科

交通大学附属第九人民医院
整形外科、口腔科（口腔内科、口腔外科、口腔美容、口腔修复

口腔正畸、口腔粘膜）

交通大学附属瑞金医院 烧伤科、血液科、心血管内科、内分泌科

交通大学附属新华医院 小儿各科

交通大学附属儿童医院 新生儿、儿科

交通大学附属胸科医院 心内科、心胸外科

交通大学附属第一人民医院 眼科、腹部外科、血液科、消化科、泌尿外科

交通大学附属上海儿童医学中心 小儿先心、小儿外科

国际和平妇幼保健院 产科、妇科

中医药大学附属龙华医院 中医内科、中医外科

中医药大学附属岳阳医院 中医内科、中医外科

中医药大学附属曙光医院 中医内科、中医外科

中医药大学附属中医医院 中医外科、中医外科、中医消化内科、中医伤科

二军大附属东方肝胆外科医院 肝胆外科

二军大附属长海医院 胸心外科、烧伤外科、创伤外科、血液内科、消化内科

二军大附属长征医院 神经外科、骨科、肾移植、传染科

同济大学附属第一妇婴保健院 妇产科、妇科

同济大学附属同济医院 心血管内科、骨科、胸心外科

同济大学附属东方医院 心胸外科、骨科、急救创伤

同济大学附属第十人民医院 妇产科、肾脏内科、口腔科、消化内科

瑞慈瑞铂诊所 感染科、神经外科、小儿骨科、皮肤科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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