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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应对不同客户的不同需求，我公司设定了一下套餐 

 

 

检查内容 通过检查如果有异常怀疑患有代表性的疾病 其他

通过了解既往史，家族史，病史等、结合检查結
果，进行听诊、叩诊。

ＢＭＩ＝体重Ｋｇ÷（身高ｍ×身高ｍ）＝用血压
计测血压

肥胖症、营养不良症、高/低血圧　等

检查視力、眼底、眼圧等
近视、散光、白内障、青光眼、视网膜病
等

在遮蔽了外部声音的屋内，听取声音进行检查。 听力障碍　等

在手脚和前胸部放置电极、检测电压的变化。
不规则脉、心绞痛、心肌梗塞、心肌病、心
脏肥大等

肝脏・胆嚢・胰脏・脾
脏・肾脏

用超声波检查胸部臓器（肝脏・胆嚢・肾脏等）
肝硬化、胆肿瘤、胆结石、胆囊息肉、胆囊
瘤、胰瘤、肾肿瘤　等

前列腺 良性肥大、确认有没有癌变。 前列腺肥大、前列腺癌　等 限男性

採尿后、查成分或性质等。
肾炎、糖尿病、尿路结石、肝障碍、肾不全
等

通过血液检查幽门螺旋杆菌 有无幽门螺旋杆菌感染症（胃炎的原因菌）

用X线把人体上部扫描成圆切片状后用电脑分析、
把人体横断面影像化后做检查

肺炎、肺结核、肺气肿、支气管扩张心脏肿
瘤　等、

检查动脉的硬化程度 动脉硬化、下肢动脉硬化闭塞症　等

血糖值 检查血液中的糖分 糖尿病、糖耐量异常　等

血液检查 做血液分析检查
貧血、红细胞增多症、白血球・淋巴细胞等
病症

血清检查 检查有没有炎症，肝炎病毒感染 胶原病、甲状腺疾病、肝炎　等

ＣＥＡ、ＳＣＣ、ｐ
53抗体、ＮＳＥ

大肠癌、食管癌、肺癌　等

ＰＳＡ（男性） 检测血液中的特殊蛋白或酵素等、筛选出癌细胞。 前列腺癌

ＣＡ125、ＣＡ15-3
（女性）

卵巢癌、子宫内膜异位症、乳癌　等

检查内容 通过检查如果有异常怀疑患有代表性的疾病
价格（日元）
/（含税）

用头部有小型相机（ＣＣＤ）或者是包藏有镜头的
細长管道，从口插入食道、胃、十二指肠做内部检
查。

食道炎、食道溃疡、食道癌、胃炎、胃溃
疡、胃癌、十二指肠溃疡　等

¥33,000

大肠内窥镜检查 大腸息肉、大腸癌、溃疡性大腸炎　等 ¥65,000

对脑部强磁扫描摄影，得到信息后进行影像化诊断 脑梗、脑出血、蜘蛛膜下出血　等 ¥44,000

能得到用CT也无法体现的血流量或代謝机能的情
报。特别对心脑血管病或心脏病的诊断发挥威力。

¥110,000

子宫颈细胞检查 从子宫颈（入口）的粘膜处採取细胞检查 阴道癌、子宮癌　等 ¥18,000

超音波检查
用超音波检查乳腺，能查出用X光線也很难发现的
乳癌、在哺乳期、怀孕中也可以检查。

乳癌、乳腺纤维瘤、乳腺炎　等 ¥19,000

乳房X光線检查
乳房专用的X光线撮影，能检测出超级早期乳癌，
还有用超音波也很难检查出的乳癌等

乳癌、乳腺病灶　等 ¥20,000

大肠检查

脳ＭＲＩ・ＭＲＡ検査

SPECT検査

乳腺.妇科(女性）

肿瘤标志物

自选检查

检查項目

上消化道内窥镜检查

252,000（含税）

检查項目

诊察、问诊

测量：身長・体重・血圧・ＢＭＩ・腰围

听力检查

眼科检查

心电图检查

腹部超声检查

综合体检套餐（一般）

尿检

幽门螺旋杆菌检查

胸部ＣＴ

动脉硬化检查（ＡＢＩ检查）

血液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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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查内容 通过检查如果有异常怀疑患有代表性的疾病 备注

通过了解既往史，家族史，病史等、结合检查結
果，进行听诊、叩诊。

ＢＭＩ＝体重Ｋｇ÷（身高ｍ×身高ｍ）＝用血
压计测血压

肥胖症、营养不良症、高/低血圧　等

检查視力、眼底、眼圧等
近视、散光、白内障、青光眼、视网膜病
等

在遮蔽了外部声音的屋内，听取声音进行检查。 听力障碍　等

在手脚和前胸部放置电极、检测电压的变化。
不规则脉、心绞痛、心肌梗塞、心肌病、肥
心症　等

肝脏・胆嚢・胰脏・脾
脏・肾脏

用超声波检查胸部臓器（肝脏・胆嚢・肾脏等）
肝硬化、胆肿瘤、胆石症、胆囊息肉、胆囊
瘤、胰瘤、肾肿瘤　等

前列腺 良性肥大、确认有没有癌变。 前列腺肥大、前列腺癌　等 限男性

检查动脉硬化的程度 动脉硬化、下肢动脉硬化性闭塞症　等

通过血液检查幽门螺旋杆菌 有无幽门螺旋杆菌感染症（胃炎的原因菌）

肺、心脏、左右的肺之间的纵隔等有X光线照射成
平面图、查浓淡。

肺炎、肺結核、肺癌、胸膜炎、心脏肥大
等

血糖値 检查血液中的糖分値。 糖尿病、耐糖能異常　等

血液检查 血液分析
贫血、红细胞增多症、白血球・淋巴细胞等
病症　等

血清检查 有无感染症状，病毒性肝炎 胶原病、甲状腺疾病、肝炎的原因　等

生化检查
检查血液中的糖成分、内臓机能或血液有无异常
等。

肝的疾病、肾不全、高脂血、胰腺炎、痛风
等

ＣＥＡ、ＳＣＣ、ｐ
53抗体、ＮＳＥ

大肠癌、食管癌、肺癌　等

ＰＳＡ
检测血液中的特殊蛋白或酵素等、筛选出癌细
胞。

前列腺癌 限男性

ＣＡ125、ＣＡ15-3 卵巢癌、子宫内膜异位症、乳癌　等 限女性

採尿后、查成分或性质等。
肾炎、糖尿病、尿路结石、肝障碍、肾不全
等

对脑部强磁扫描摄影，得到信息后进行影像化诊
断

脑梗、脑出血、蜘蛛膜下出血　等

自选检查

检查内容 通过检查如果有异常怀疑患有代表性的疾病
价格（日
元）含税

用头部有小型相机（ＣＣＤ）或者是包藏有镜头
的細长管道，从口插入食道、胃、十二指肠做内
部检查。

食道炎、食道溃疡、食道癌、胃炎、胃溃
疡、胃癌、十二指肠溃疡　等

¥33,000

大肠内窥镜检查 大腸息肉、大腸癌、溃疡性大腸炎　等 ¥65,000

用X线把人体上部扫描成圆切片状后用电脑分析、
把人体横断面影像化后做检查

肺炎、肺结核、肺气肿、支气管扩张心脏肿
瘤　等、

¥35,000

能得到用CT也无法体现的血流量或代謝机能的情
报。特别对心脑血管病或心脏病的诊断发挥威
力。

¥110,000

子宫颈细胞检查 从子宫颈（入口）的粘膜处採取细胞检查 阴道癌、子宮癌　等 ¥18,000

超音波检查
用超音波检查乳腺，能查出用X光線也很难发现的
乳癌、在哺乳期、怀孕中也可以检查。

乳癌、乳腺纤维瘤、乳腺炎　等 ¥19,000

乳房X光線检查
乳房专用的X光线撮影，能检测出超级早期乳癌，
还有用超音波也很难检查出的乳癌等

乳癌、乳腺病　等 ¥20,000

胸部ＣＴ

SPECT検査

乳腺.妇科(女性）

298,000日元（含税）

肿瘤标志物

尿检

脳ＭＲＩ・ＭＲＡ检查

检查項目

上消化道内窥镜检查

大肠検査

心电图检查

腹部超声检查

动脉硬化检查（ＡＢＩ检查）

幽门螺旋杆菌检查

胸部摄影

血液检查

听力检查

综合体检套餐(含脑部检查・癌症检查)

检查項目

诊察、问诊

测量：身長・体重・血圧・ＢＭＩ・腰围

眼科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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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查内容
通过检查如果有异常怀疑患有代表性的疾
病

其他

通过了解既往史，家族史，病史等、结合检查結
果，进行听诊、叩诊。

ＢＭＩ＝体重Ｋｇ÷（身高ｍ×身高ｍ）＝用血
压计测血压

肥胖症、营养不良症、高/低血圧　等

检查視力、眼底、眼圧等
近视、散光、白内障、青光眼、视网膜病
等

在遮蔽了外部声音的屋内，听取声音进行检查。 听力障碍　等

在手脚和前胸部放置电极、检测电压的变化。
不规则脉、心绞痛、心肌梗塞、心肌病、
肥心症　等

肝脏・胆嚢・胰脏・脾
脏・肾脏

用超声波检查胸部臓器（肝脏・胆嚢・肾脏等）
肝硬化、胆肿瘤、胆石症、胆囊息肉、胆
囊瘤、胰瘤、肾肿瘤　等

前列腺 良性肥大、确认有没有癌变。 前列腺肥大、前列腺癌　等 限男性

肺、心脏、左右的肺之间的纵隔等有X光线照射
成平面图、查浓淡。

肺炎、肺結核、肺癌、胸膜炎、心脏肥大
等

通过血液检查，查出肝功能、脂质、代谢系统、
肾功能、胰功能、电解质、感染症等的异常。

採尿后、查成分或性质等。
肾炎、糖尿病、尿路结石、肝障碍、肾不
全　等

体内注射放射性检查药、用ＰＥＴ相机摄影诊断 各种脏器的癌 等

自选检查

检查内容
通过检查如果有异常怀疑患有代表性的疾
病

价格（日
元）含税

上消化道内窥镜检查
用头部有小型相机（ＣＣＤ）或者是包藏有镜头
的細长管道，从口插入食道、胃、十二指肠做内
部检查。

食道炎、食道溃疡、食道癌、胃炎、胃溃
疡、胃癌、十二指肠溃疡　等

¥33,000

幽门螺旋杆菌检查 通过血液检查幽门螺旋杆菌
有无幽门螺旋杆菌感染症（胃炎的原因
菌）

¥10,000

大肠检查 大肠内窥镜检查 大腸息肉、大腸癌、溃疡性大腸炎　等 ¥65,000

胸部ＣＴ
用X线把人体上部扫描成圆切片状后用电脑分
析、把人体横断面影像化后做检查

肺炎、肺结核、肺气肿、支气管扩张心脏
肿瘤　等、

¥35,000

动脉硬化检查（ＡＢＩ检查） 检查动脉的硬化程度 动脉硬化、下肢动脉硬化闭塞症　等 ¥4,000

血糖值 检查血液中的糖分 糖尿病、糖耐量异常　等 ¥11,000

血液检查 做血液分析检查
貧血、红细胞增多症、白血球・淋巴细胞
等病症

¥11,000

血清检查 检查有没有炎症，肝炎病毒感染 胶原病、甲状腺疾病、肝炎　等 ¥11,000

ＣＥＡ、ＳＣＣ、ｐ
53抗体、ＮＳＥ

大肠癌、食管癌、肺癌　等

ＰＳＡ（男性のみ） 前列腺癌

ＣＡ125、ＣＡ15-3
（女性のみ）

卵巢癌、子宫内膜异位症、乳癌　等

脳ＭＲＩ・ＭＲＡ検査
对脑部强磁扫描摄影，得到信息后进行影像化诊
断

脑梗、脑出血、蜘蛛膜下出血　等 ¥44,000

SPECT検査
能得到用CT也无法体现的血流量或代謝机能的情
报。特别对心脑血管病或心脏病的诊断发挥威
力。

¥110,000

子宫颈细胞检查 从子宫颈（入口）的粘膜处採取细胞检查 阴道癌、子宮癌　等 ¥18,000

超音波检查
用超音波检查乳腺，能查出用X光線也很难发现
的乳癌、在哺乳期、怀孕中也可以检查。

乳癌、乳腺纤维瘤、乳腺炎　等 ¥19,000

乳房X光線检查
乳房专用的X光线撮影，能检测出超级早期乳
癌，还有用超音波也很难检查出的乳癌等

乳癌、乳腺病　等 ¥20,000

316,000日元（含税）

检查項目

心电图检查

腹部超声检查

胸部摄影

血液检查

尿检

全身ＰＥＴ-ＣＴ检查（東京西ＨＰ）

综合体检套餐（一般）+全身Ｐｅｔ－ＣＴ检查

检查項目

诊察、问诊

测量：身長・体重・血圧・ＢＭＩ・腰围

眼科检查

听力检查

血液检查

检测血液中的特殊蛋白或酵素等、筛选出癌细
胞。

肿瘤标志物 ¥24,000

乳腺.妇科(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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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查内容 通过检查，如果有异常怀疑患有代表性的疾病 其他

通过了解既往史，家族史，病史等、结合检查结果，进
行听诊、叩诊

ＢＭＩ＝体重Ｋｇ÷（身高ｍ×身高ｍ）＝用血压
计测血压

肥胖症、营养不良症、高/低血圧　等

用血压计测量血压 高/低血压

在手脚和前胸部放置电极、检测电压的变化。
不规则脉、心绞痛、心肌梗塞、心肌病、肥
心症　等

通过手脚血压的比较和脉搏的跳动，将动脉硬化的程
度用数值表示出来。

动脉硬化、下肢动脉硬化闭塞症　等

可以发现心脏形状的异常和观看心脏的跳动 动脉硬化

肺、心脏、左右的肺之间的纵隔等有X光线照射成平
面图、查浓淡。

肺炎、肺結核、肺癌、胸膜炎、心脏肥大
等

血糖值 检查血液中的糖分 糖尿病、糖耐量异常　等

血液检查 做血液分析检查
貧血、红细胞增多症、白血球・淋巴细胞等
病症

血清检查 检查有没有炎症，肝炎病毒感染 胶原病、甲状腺疾病、肝炎等

生物化学检查
通过对血液中糖分比例的检测，检查内脏机能和血
液异常

肝脏疾病、肾不全、高血脂、胰腺炎、痛风
等

钠 检查体内水分是否正常 糖尿病、肾不全、心脏不全 等

钾 检查肌肉和神经的协调度 肾不全、糖尿病、呼吸不全症候群 等

氯 检查身体供养是否均衡 肾不全、肺气肿、肾机能下降 等

採尿后、查成分或性质等。
肾炎、糖尿病、尿路结石、肝障碍、肾不全
等

比心电图更容易抓住心脏的动态图像，同时造影剂
可以给心肌补充营养通过观察冠动脉的形状、是否

石灰化、血液流速等分析心脏机能

心膜症、狭心症、心筋梗塞、心肥大、大動
脈瘤、心脏是否石灰化等

检查内容 通过检查如果有异常怀疑患有代表性的疾病
价格（日
元）含税

能得到用CT也无法体现的血流量或代謝机能的情
报。特别对心脑血管病或心脏病的诊断发挥威力。

110,000

对脑部强磁扫描摄影，得到信息后进行影像化诊断 脑梗、脑出血、蜘蛛膜下出血　等 44,000

用头部有小型相机（ＣＣＤ）或者是包藏有镜头的
細长管道，从口插入食道、胃、十二指肠做内部检
查。

食道炎、食道溃疡、食道癌、胃炎、胃溃
疡、胃癌、十二指肠溃疡　等

33,000

通过血液检查幽门螺旋杆菌 有无幽门螺旋杆菌感染症（胃炎的原因菌） 10,000

大肠内窥镜检查 大腸息肉、大腸癌、溃疡性大腸炎　等 65,000

ＣＥＡ、ＳＣ
Ｃ、ｐ53抗体、
ＮＳＥ

大肠癌、食管癌、肺癌　等

ＰＳＡ（男性） 前列腺癌

ＣＡ125、ＣＡ
15-3（女性）

卵巢癌、子宫内膜异位症、乳癌　等

子宫颈细胞检查 从子宫颈（入口）的粘膜处採取细胞检查 阴道癌、子宮癌　等 18000

超音波检查
用超音波检查乳腺，能查出用X光線也很难发现的乳
癌、在哺乳期、怀孕中也可以检查。

乳癌、乳腺纤维瘤、乳腺炎　等 19000

乳房X光線检查
乳房专用的X光线撮影，能检测出超级早期乳癌，还
有用超音波也很难检查出的乳癌等

乳癌、乳腺病　等 20000

测量血压

 综合体检套餐（常规体检，心脏CT检查） 440,000日元（含税）

检查项目

侦察、问诊

测量：身長・体重・血圧・ＢＭＩ・腰围

脳ＭＲＩ・ＭＲＡ検査

心电图检查

动脉硬化检查（ABI、PWV）

心脏超声波检查

胸部摄影

血液检查

电解质

尿检

心脏CT

自选项目

检查項目

SPECT検査

24,000

乳腺.妇科(女性）

上消化道内窥镜检查

幽门螺旋杆菌检查

大肠检查

肿瘤标志物 检测血液中的特殊蛋白或酵素等、筛选出癌细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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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查内容
通过检查如果有异常怀疑患有代表性的疾
病

备注

通过了解既往史，家族史，病史等、结合检查結果，进
行听诊、叩诊。

ＢＭＩ＝体重Ｋｇ÷（身高ｍ×身高ｍ）＝用血压计测
血压

肥胖症、营养不良症、高/低血圧　等

检查視力、眼底、眼圧等
近视、散光、白内障、青光眼、视网膜病
等

在遮蔽了外部声音的屋内，听取声音进行检查。 听力障碍　等

在手脚和前胸部放置电极、检测电压的变化。
不规则脉、心绞痛、心肌梗塞、心肌病、
肥心症　等

肝脏・胆嚢・胰脏・脾
脏・肾脏

用超声波检查胸部臓器（肝脏・胆嚢・肾脏等）
肝硬化、胆肿瘤、胆石症、胆囊息肉、胆
囊瘤、胰瘤、肾肿瘤　等

前列腺 良性肥大、确认有没有癌变。 前列腺肥大、前列腺癌　等 限男性

检查动脉硬化的程度 动脉硬化、下肢动脉硬化性闭塞症　等

通过血液检查幽门螺旋杆菌
有无幽门螺旋杆菌感染症（胃炎的原因
菌）

肺、心脏、左右的肺之间的纵隔等有X光线照射成平面
图、查浓淡。

肺炎、肺結核、肺癌、胸膜炎、心脏肥大
等

血糖値 检查血液中的糖分値。 糖尿病、耐糖能異常　等

血液检查 血液分析
贫血、红细胞增多症、白血球・淋巴细胞等
病症　等

血清检查 有无感染症状，病毒性肝炎 胶原病、甲状腺疾病、肝炎的原因　等

生化检查 检查血液中的糖成分、内臓机能或血液有无异常等。
肝的疾病、肾不全、高脂血、胰腺炎、痛
风 等

ＣＥＡ、ＳＣＣ、
ｐ53抗体、ＮＳＥ

大肠癌、食管癌、肺癌　等

ＰＳＡ 检测血液中的特殊蛋白或酵素等、筛选出癌细胞。 前列腺癌 限男性

ＣＡ125、ＣＡ15-3 卵巢癌、子宫内膜异位症、乳癌　等 限女性

採尿后、查成分或性质等。
肾炎、糖尿病、尿路结石、肝障碍、肾不
全　等

对脑部强磁扫描摄影，得到信息后进行影像化诊断 脑梗、脑出血、蜘蛛膜下出血　等

全身ＰＥＴ-ＣＴ检查（東京西ＨＰ） 体内注射放射性检查药、用ＰＥＴ相机摄影诊断 各种脏器的癌 等

自选检查

检查内容
通过检查如果有异常怀疑患有代表性的疾
病

价格（日
元）含税

用头部有小型相机（ＣＣＤ）或者是包藏有镜头的細长
管道，从口插入食道、胃、十二指肠做内部检查。

食道炎、食道溃疡、食道癌、胃炎、胃溃
疡、胃癌、十二指肠溃疡　等

¥33,000

大肠内窥镜检查 大腸息肉、大腸癌、溃疡性大腸炎　等 ¥65,000

用X线把人体上部扫描成圆切片状后用电脑分析、把人
体横断面影像化后做检查

肺炎、肺结核、肺气肿、支气管扩张心脏
肿瘤　等、

¥35,000

能得到用CT也无法体现的血流量或代謝机能的情报。特
别对心脑血管病或心脏病的诊断发挥威力。

¥110,000

子宫颈细胞检查 从子宫颈（入口）的粘膜处採取细胞检查 阴道癌、子宮癌　等 ¥18,000

超音波检查
用超音波检查乳腺，能查出用X光線也很难发现的乳
癌、在哺乳期、怀孕中也可以检查。

乳癌、乳腺纤维瘤、乳腺炎　等 ¥19,000

乳房X光線检查
乳房专用的X光线撮影，能检测出超级早期乳癌，还有
用超音波也很难检查出的乳癌等

乳癌、乳腺病　等 ¥20,000

446,000日元（含税）

上消化道内窥镜检查

大肠検査

胸部ＣＴ

SPECT検査

检查項目

综合体检套餐(含脑部检查・癌症检查)

+全身Ｐｅｔ－ＣＴ检查

检查項目

腹部超声检查

诊察、问诊

测量：身長・体重・血圧・ＢＭＩ・腰围

脳ＭＲＩ・ＭＲＡ检查

胸部摄影

血液检查

乳腺.妇科(女性）

肿瘤标志物

尿检

眼科检查

听力检查

心电图检查

动脉硬化检查（ＡＢＩ检查）

幽门螺旋杆菌检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