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吹田德洲会体检套餐

体检套餐名

吹田德州会

精选套餐
（セレクト）

1天最多可接纳人数：5人

检查内容 可能发现的疾病

既往史、家族病史、听诊和问诊。

与检查结果综合分析

BMI=体重Kg÷（身高m×身高m）用血压计

测量血压
肥胖症、厌食症、高/低血压等

进行视力和眼底、眼压等检查 近视、散光、白内障、青光眼、视网膜病等

隔声室内测量听力 重听

在手臂和前胸部接上电极，调查电压的变化
心律不齐、心绞痛、心肌梗塞、心肌病、心

脏肥大等

腹部超声波检查
肝脏·胆囊·胰腺·

脾脏·肾脏

超声波调查腹部内脏器官

（肝脏·胆囊·肾脏等）

肝硬化、肝肿瘤、胆囊结石、胆囊息肉、胆

囊肿瘤、胰腺肿瘤、肾肿瘤、膀胱肿瘤等

对胸腹部照射螺旋状Ｘ射线，快速摄影，调

查得到的断面影像分析
肺炎、肺结核、肺癌、胸膜炎、心肌肥大等

采取尿样，调查尿的成分及性质
肾炎、糖尿病、尿道结石、肾功能障碍、肾

功能衰竭等

血液检查 血液分析
贫血、红细胞增多症、白细胞、淋巴细胞等

疾病、等

血清检查 检测是否有感染症和肝炎病毒感染 胶原性疾患、炎症、肝炎、等

生化学检查
测定血液中各种成分，检测内脏功能，血液

是否异常

糖尿病、糖耐量异常、肝脏疾病、肾功能衰

竭、高脂血症、胰腺炎、痛风、等

胃健康度检查 通过血液检查，幽门螺旋杆菌、胃蛋白酶
有无幽门螺旋杆菌，及胃液分泌机能、胃粘

膜炎症等

从口或经鼻插入线段有小型照相机（CCD）

或装有折射镜的细长的管状仪器，观察食

道、胃、十二指肠内部

食道炎、食道溃疡、食道癌、胃炎、胃溃

疡、胃癌、十二指肠溃疡等

CEA､CA19-9､CYFRA､AFP､

ProGRP､Span-1､Elastase､

PIVKA-Ⅱ

食道癌、肺癌、肝癌、胰腺癌等

PSA 前列腺癌

CA125、NCC-ST439 乳癌、乳腺纤维腺瘤、乳腺炎等

动脉硬化程度的检查 动脉硬化、下肢动脉硬化闭塞症等

超声波调查颈部动脉 颈部动脉硬化等

对头部外加磁场中核磁共振成像，得到的影

响进行分析诊断。MRA磁共振血管造影

脑梗塞、脑出血、脑蜘蛛膜下腔出血、动脉

瘤等

体内注射微量放射性药剂、PET设备摄影检

查、影像分析诊断
全身各部位脏器的癌等

心电图检查

胸部X光摄影

尿检查

体检内容

问诊，眼科，听力，心电图，腹部超音波，胸透，尿检，血液检查，上消化道内

视镜，肿瘤标记物，PET-CT，动脉硬化，头部精密

颈动脉超声波检查

头部（MRI·MRA） 或  头部CT

      （如不能做MRI将改为CT）

全身PET-CT检查

血液检查

上部消化道内视镜检查

肿瘤标记物

动脉硬化度检查（ABI 检查）

测量血液中的特殊蛋白和酶等，进行癌的筛

查

听力检查

产品详细内容

检查项目

诊疗、问诊

测量：身高·体重·血压·BMI·腹围

眼科检查



吹田德洲会体检套餐

体检套餐名

吹田德州会

标准套餐
（スタンダード）

1天最多可接纳人数：10人

检查内容 可能发现的疾病

既往史、家族病史、听诊和问诊。

与检查结果综合分析

BMI=体重Kg÷（身高m×身高m）用血压计

测量血压
肥胖症、厌食症、高/低血压等

进行视力和眼底、眼压等检查 近视、散光、白内障、青光眼、视网膜病等

隔声室内测量听力 重听

在手臂和前胸部接上电极，调查电压的变化
心律不齐、心绞痛、心肌梗塞、心肌病、心

脏肥大等

腹部超声波检查
肝脏·胆囊·胰腺·

脾脏·肾脏

超声波调查腹部内脏器官

（肝脏·胆囊·肾脏等）

肝硬化、肝肿瘤、胆囊结石、胆囊息肉、胆

囊肿瘤、胰腺肿瘤、肾肿瘤、膀胱肿瘤等

对胸腹部照射螺旋状Ｘ射线，快速摄影，调

查得到的断面影像分析
肺炎、肺结核、肺癌、胸膜炎、心肌肥大等

采取尿样，调查尿的成分及性质
肾炎、糖尿病、尿道结石、肾功能障碍、肾

功能衰竭等

血液检查 血液分析
贫血、红细胞增多症、白细胞、淋巴细胞等

疾病、等

血清检查 检测是否有感染症和肝炎病毒感染 胶原性疾患、炎症、肝炎、等

生化学检查
测定血液中各种成分，检测内脏功能，血液

是否异常

糖尿病、糖耐量异常、肝脏疾病、肾功能衰

竭、高脂血症、胰腺炎、痛风、等

胃健康度检查 通过血液检查，幽门螺旋杆菌、胃蛋白酶
有无幽门螺旋杆菌，及胃液分泌机能、胃粘

膜炎症等

从口或经鼻插入线段有小型照相机（CCD）

或装有折射镜的细长的管状仪器，观察食

道、胃、十二指肠内部

食道炎、食道溃疡、食道癌、胃炎、胃溃

疡、胃癌、十二指肠溃疡等

体检内容

问诊，眼科，听力，心电图，腹部超音波，胸透，尿检，血液检查，上消化道内

视镜

上部消化道内视镜检查

心电图检查

胸部X光摄影

尿检查

血液检查

听力检查

产品详细内容

检查项目

诊疗、问诊

测量：身高·体重·血压·BMI·腹围

眼科检查



吹田德洲会体检套餐

体检套餐名

吹田德州会

标准+套餐
(スタンダードプラス)

1天最多可接纳人数：6人

检查内容 可能发现的疾病

既往史、家族病史、听诊和问诊。

与检查结果综合分析

BMI=体重Kg÷（身高m×身高m）用血压计

测量血压
肥胖症、厌食症、高/低血压等

进行视力和眼底、眼压等检查 近视、散光、白内障、青光眼、视网膜病等

隔声室内测量听力 重听

在手臂和前胸部接上电极，调查电压的变化
心律不齐、心绞痛、心肌梗塞、心肌病、心

脏肥大等

腹部超声波检查
肝脏·胆囊·胰腺·

脾脏·肾脏

超声波调查腹部内脏器官

（肝脏·胆囊·肾脏等）

肝硬化、肝肿瘤、胆囊结石、胆囊息肉、胆

囊肿瘤、胰腺肿瘤、肾肿瘤、膀胱肿瘤等

对胸腹部照射螺旋状Ｘ射线，快速摄影，调

查得到的断面影像分析
肺炎、肺结核、肺癌、胸膜炎、心肌肥大等

采取尿样，调查尿的成分及性质
肾炎、糖尿病、尿道结石、肾功能障碍、肾

功能衰竭等

血液检查 血液分析
贫血、红细胞增多症、白细胞、淋巴细胞等

疾病、等

血清检查 检测是否有感染症和肝炎病毒感染 胶原性疾患、炎症、肝炎、等

生化学检查
测定血液中各种成分，检测内脏功能，血液

是否异常

糖尿病、糖耐量异常、肝脏疾病、肾功能衰

竭、高脂血症、胰腺炎、痛风、等

胃健康度检查 通过血液检查，幽门螺旋杆菌、胃蛋白酶
有无幽门螺旋杆菌，及胃液分泌机能、胃粘

膜炎症等

从口或经鼻插入线段有小型照相机（CCD）

或装有折射镜的细长的管状仪器，观察食

道、胃、十二指肠内部

食道炎、食道溃疡、食道癌、胃炎、胃溃

疡、胃癌、十二指肠溃疡等

PSA 前列腺癌

CA125、NCC-ST439 乳癌、乳腺纤维腺瘤、乳腺炎等

体内注射微量放射性药剂、PET设备摄影检

查、影像分析诊断
全身各部位脏器的癌等

体检内容

问诊，眼科，听力，心电图，腹部超音波，胸透，尿检，血液检查，上消化道内

视镜，肿瘤标记物，PET-CT

全身PET-CT检查

上部消化道内视镜检查

肿瘤标记物
测量血液中的特殊蛋白和酶等，进行癌的筛

查

听力检查

心电图检查

胸部X光摄影

尿检查

血液检查

产品详细内容

检查项目

诊疗、问诊

测量：身高·体重·血压·BMI·腹围

眼科检查



吹田德洲会体检套餐

体检套餐名

吹田德州会

精精选套餐
（リファイン）

1天最多可接纳人数：10人

检查内容 可能发现的疾病

既往史、家族病史、听诊和问诊。

与检查结果综合分析

CEA､CA19-9､CYFRA､AFP､

ProGRP､Span-1､Elastase､

PIVKA-Ⅱ

食道癌、肺癌、肝癌、胰腺癌等

PSA 前列腺癌

CA125、NCC-ST439 乳癌、乳腺纤维腺瘤、乳腺炎等

体内注射微量放射性药剂、PET设备摄影检

查、影像分析诊断
全身各部位脏器的癌等

体检内容

肿瘤标记物，PET-CT

全身PET-CT检查

肿瘤标记物
测量血液中的特殊蛋白和酶等，进行癌的筛

查

产品详细内容

检查项目

诊疗、问诊



吹田德洲会体检套餐

体检套餐名

吹田德州会

高级大肠套餐
（プレミアム大肠）

1天最多可接纳人数：5人

检查内容 可能发现的疾病

既往史、家族病史、听诊和问诊。

与检查结果综合分析

BMI=体重Kg÷（身高m×身高m）用血压计

测量血压
肥胖症、厌食症、高/低血压等

进行视力和眼底、眼压等检查 近视、散光、白内障、青光眼、视网膜病等

隔声室内测量听力 重听

在手臂和前胸部接上电极，调查电压的变化
心律不齐、心绞痛、心肌梗塞、心肌病、心

脏肥大等

腹部超声波检查
肝脏·胆囊·胰腺·

脾脏·肾脏

超声波调查腹部内脏器官

（肝脏·胆囊·肾脏等）

肝硬化、肝肿瘤、胆囊结石、胆囊息肉、胆

囊肿瘤、胰腺肿瘤、肾肿瘤、膀胱肿瘤等

对胸腹部照射螺旋状Ｘ射线，快速摄影，调

查得到的断面影像分析
肺炎、肺结核、肺癌、胸膜炎、心肌肥大等

采取尿样，调查尿的成分及性质
肾炎、糖尿病、尿道结石、肾功能障碍、肾

功能衰竭等

血液检查 血液分析
贫血、红细胞增多症、白细胞、淋巴细胞等

疾病、等

血清检查 检测是否有感染症和肝炎病毒感染 胶原性疾患、炎症、肝炎、等

生化学检查
测定血液中各种成分，检测内脏功能，血液

是否异常

糖尿病、糖耐量异常、肝脏疾病、肾功能衰

竭、高脂血症、胰腺炎、痛风、等

胃健康度检查 通过血液检查，幽门螺旋杆菌、胃蛋白酶
有无幽门螺旋杆菌，及胃液分泌机能、胃粘

膜炎症等

从口或经鼻插入线段有小型照相机（CCD）

或装有折射镜的细长的管状仪器，观察食

道、胃、十二指肠内部

食道炎、食道溃疡、食道癌、胃炎、胃溃

疡、胃癌、十二指肠溃疡等

肠镜检查 大肠息肉、大肠癌、溃疡性大肠炎等

体检内容

问诊，眼科，听力，心电图，腹部超音波，胸透，尿检，血液检查，上下消化道

内视镜

下部消化道内视镜检查（大肠镜）

上部消化道内视镜检查

心电图检查

胸部X光摄影

尿检查

血液检查

听力检查

产品详细内容

检查项目

诊疗、问诊

测量：身高·体重·血压·BMI·腹围

眼科检查



吹田德洲会体检套餐

体检套餐名

吹田德州会

高级心脏套餐
（プレミアム心臓）

1天最多可接纳人数：5人

检查内容 可能发现的疾病

既往史、家族病史、听诊和问诊。

与检查结果综合分析

BMI=体重Kg÷（身高m×身高m）用血压计

测量血压
肥胖症、厌食症、高/低血压等

进行视力和眼底、眼压等检查 近视、散光、白内障、青光眼、视网膜病等

隔声室内测量听力 重听

在手臂和前胸部接上电极，调查电压的变化
心律不齐、心绞痛、心肌梗塞、心肌病、心

脏肥大等

腹部超声波检查
肝脏·胆囊·胰腺·

脾脏·肾脏

超声波调查腹部内脏器官

（肝脏·胆囊·肾脏等）

肝硬化、肝肿瘤、胆囊结石、胆囊息肉、胆

囊肿瘤、胰腺肿瘤、肾肿瘤、膀胱肿瘤等

对胸腹部照射螺旋状Ｘ射线，快速摄影，调

查得到的断面影像分析
肺炎、肺结核、肺癌、胸膜炎、心肌肥大等

采取尿样，调查尿的成分及性质
肾炎、糖尿病、尿道结石、肾功能障碍、肾

功能衰竭等

血液检查 血液分析
贫血、红细胞增多症、白细胞、淋巴细胞等

疾病、等

血清检查 检测是否有感染症和肝炎病毒感染 胶原性疾患、炎症、肝炎、等

生化学检查
测定血液中各种成分，检测内脏功能，血液

是否异常

糖尿病、糖耐量异常、肝脏疾病、肾功能衰

竭、高脂血症、胰腺炎、痛风、等

胃健康度检查 通过血液检查，幽门螺旋杆菌、胃蛋白酶
有无幽门螺旋杆菌，及胃液分泌机能、胃粘

膜炎症等

血液检查 Na、K、Cl、BNP检查

胸部CT
使用X光对胸部进行断层扫描摄影，详细查看

胸部状态。

心脏超声波
使用超声波检查心脏内部构造、机能、心脏

运动、瓣膜状态、血流等有无异常。

负荷心电图 施加运动负荷，进行心电图检测。

动脉硬化程度的检查 动脉硬化、下肢动脉硬化闭塞症等

超声波调查颈部动脉 颈部动脉硬化等

体检内容

问诊，眼科，听力，心电图，腹部超音波，胸透，尿检，血液检查，心脏精密，

动脉硬化及颈动脉检查

颈动脉超声波检查

心脏精密
心肌梗塞、心绞痛、心瓣膜病、心律不整

等

动脉硬化度检查（ABI 检查）

心电图检查

胸部X光摄影

尿检查

血液检查

听力检查

产品详细内容

检查项目

诊疗、问诊

测量：身高·体重·血压·BMI·腹围

眼科检查



吹田德洲会体检套餐

体检套餐名

吹田德州会

高级女士套餐
（レディース）

1天最多可接纳人数：5人

检查内容 可能发现的疾病

既往史、家族病史、听诊和问诊。

与检查结果综合分析

BMI=体重Kg÷（身高m×身高m）用血压计

测量血压
肥胖症、厌食症、高/低血压等

进行视力和眼底、眼压等检查 近视、散光、白内障、青光眼、视网膜病等

隔声室内测量听力 重听

在手臂和前胸部接上电极，调查电压的变化
心律不齐、心绞痛、心肌梗塞、心肌病、心

脏肥大等

腹部超声波检查
肝脏·胆囊·胰腺·

脾脏·肾脏

超声波调查腹部内脏器官

（肝脏·胆囊·肾脏等）

肝硬化、肝肿瘤、胆囊结石、胆囊息肉、胆

囊肿瘤、胰腺肿瘤、肾肿瘤、膀胱肿瘤等

对胸腹部照射螺旋状Ｘ射线，快速摄影，调

查得到的断面影像分析
肺炎、肺结核、肺癌、胸膜炎、心肌肥大等

采取尿样，调查尿的成分及性质
肾炎、糖尿病、尿道结石、肾功能障碍、肾

功能衰竭等

血液检查 血液分析
贫血、红细胞增多症、白细胞、淋巴细胞等

疾病、等

血清检查 检测是否有感染症和肝炎病毒感染 胶原性疾患、炎症、肝炎、等

生化学检查
测定血液中各种成分，检测内脏功能，血液

是否异常

糖尿病、糖耐量异常、肝脏疾病、肾功能衰

竭、高脂血症、胰腺炎、痛风、等

胃健康度检查 通过血液检查，幽门螺旋杆菌、胃蛋白酶
有无幽门螺旋杆菌，及胃液分泌机能、胃粘

膜炎症等

从口或经鼻插入线段有小型照相机（CCD）

或装有折射镜的细长的管状仪器，观察食

道、胃、十二指肠内部

食道炎、食道溃疡、食道癌、胃炎、胃溃

疡、胃癌、十二指肠溃疡等

肿瘤标记物 CA125、NCC-ST439
测量血液中的特殊蛋白和酶等，进行癌的筛

查
乳癌、乳腺纤维腺瘤、乳腺炎等

子宫颈部细胞检查、经阴超声波

子宫体部细胞检查

（专家建议40岁以上人群，颈部、体部全检）

乳腺超声波检查

用超声波调查乳腺。用乳房X射线使不易分辨

的乳腺癌也可检查出来。授乳、妊娠期也能

检查

乳癌、乳腺纤维腺瘤、乳腺炎等

乳腺X摄影
乳房专用的X射线摄影。超早期乳腺癌，或对

超声波不易分辨的乳腺癌检查也有效果
乳癌、乳腺增生等

体检内容

问诊，眼科，听力，心电图，腹部超音波，胸透，尿检，血液检查，肿瘤标记

物，内视镜，乳腺，妇科

乳腺 · 妇科

子宫癌检查

听力检查

产品详细内容

检查项目

诊疗、问诊

测量：身高·体重·血压·BMI·腹围

眼科检查

心电图检查

胸部X光摄影

尿检查

血液检查

上部消化道内视镜检查

阴道癌、子宫癌等



精选 标准 标准+ 精精选 高级大肠 高级心脏 高级女士

セレクト スタンダード
スタンダード
プラス

リファイン
プレミアム
大腸

プレミアム
心臓

プレミアム
レディース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腹部

超声波
 肝脏·胆囊·胰腺·脾脏·肾脏 ● ● ● ● ● ●

● ● ● ● ● ●

● ● ● ● ● ●

 血液检查 ● ● ● ● ● ●

 血清检查 ● ● ● ● ● ●

 生化学检查 ● ● ● ● ● ●

 胃健康度检查 ● ● ● ● ● ●

● ● ● ● ●

 CEA､CA19-9､CYFRA､ProGRP､

 Span-1､Elastase､AFP､PIVKA-Ⅱ
● ●

 男性PSA ● ● ●

 女性CA125、NCC-ST439 ● ● ● ●

● ●

● ●

●

● ● ●

 血液检查

 心脏超声波

 负荷心电图

●

●

 子宫癌检查 ●

 乳腺超声波检查 ●

 乳腺X摄影 ●

平成28年度

 诊疗、问诊

 测量：身高·体重·血压·BMI·腹围

 眼科检查

检查项目

 心电图检查

 胸部X光摄影

 尿检查

血液检查

 睡眠呼吸暂停综合征检查

 大肠精密

 胸部CT

 骨密度检查

 甲状腺检查

妇科精密

吹田德洲会 体检项目一览表

●心脏精密

 上部消化管内视镜检查

肿瘤

标记物

 动脉硬化度检查（ABI 检查）

 颈动脉超声波检查

 头部（MRI·MRA） 或  头部CT

       （如不能做MRI将改为CT）

 全身PET-CT检查

 听力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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