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全南大学医院
健康增进中心



通过早期检查疾病的最重要的是早期发现，早期治疗.

幸福的第一个条件就是健康 

守护健康生活的 One stop service

全南大学医院健康检查中心以丰富的经验和信任为基础，专门医疗人员正在仔细地照顾大
家的健康.另外，通过最尖端医疗设备诊断出精密的检查和疾病，发现异常意见时，通过系统
的门诊网络迅速提供最好的医疗服务.



检验项目

健康咨询 与健康增进中心教授门诊

身体计测及 体成分分析 生体年龄, 肾脏, 体重, 肥胖度及血压测定等体质量分析

血液检查

普通血液检查（白血球, 红血球, 血小板）, 糖尿病（食前血糖、糖化血色素）, 肝功能, 肾功能, 
甲状腺功能（甲状腺刺激荷尔蒙, 甲状腺激素）, 梅毒, 艾滋病, A型肝炎/乙型肝炎/C型肝炎, 
维生素D, 癌症标记物检查（肝, 大肠, 胰腺, 前列腺, 卵巢）, 类风湿因子, 异常脂质血症（高脂血症）

蛋白尿, 血尿, 潜血检查, 幽门螺杆菌抗原检查, 寄生虫检查

心律不齐, 心脏肥大, 心肌缺血、心肌梗塞等

听力障碍有无

视力检查 

限制性及阻塞性肺疾病

龋齿\，牙周疾病及著作障碍 等

肺肿瘤，肺炎，胸膜体液积累，肺结核，心脏肥大 等

颌面,口腔范围的疾病

腹部脏器（肝，胆囊，胰腺，肾脏 等）疾病

食道 · 胃 · 十二指肠出血, 炎症, 溃疡, 癌症等

妇科一般诊断，子宫癌（子宫颈液细胞诊断）

乳房癌，微钙化，非对称病变等

门诊（疾病的既往症, 显病力, 家族病史, 现病力, 家族病史, 生活习惯等）及检查结果综合判定健康状态

大小便检查

心电图检查

听力检查

眼科检查

肺功能检查

牙科检查

胸部X射线摄影

牙科全景摄影

腹部超声波检查

胃内镜检查（非睡眠）

妇科检查

乳房X射线摄影

综合评判

男 660,000元 / 女 708,000元 (非睡眠)

※ 内镜检查中追加实施组织检查时，可能会增加费用.

男 744,000元 / 女  864,000元 (非睡眠)

必须的健康检查

对基本健康状态和发生频率高的疾病进行检查的项目1

费用（元）

费用（元)

附加健康体检

MEDICAL CHECKUP
PROGRAM

细目项目及评估疾病

※高半胱氨酸：预测心脑血管疾病的危险度

必须的健康体检 + 高半胱氨酸 + 肺癌标志者 + 甲状腺功能激素检查（T3）+ 盐分浓度检查 
+ 乳头瘤病毒检查



MEDICAL CHECKUP
PROGRAM

考虑到年龄、家族史及病力等个人危险因素的心脏和脑部疾病以及
女性疾病的一个详细评估的精密程序2

1,380,000元

1,320,000元

l  PET-CT
检查项目 费用（元） 细目项目及评估疾病

Torso PET-CT 

阿米洛伊德PET-CT

癌症的早期诊断 (包括膝盖)

阿尔茨海默病（痴呆症）早期评价

852,000元费用（元)

检查项目 细目项目

心脏血管CT（赵英济使用)

心脏超声波

心脏精密血液检查

冠状动脉内钙的沉着程度及狭窄

心脏结构, 功能相关疾病（瓣膜异常,先天性心脏疾病,心肌病症  ）

急性心肌梗塞, 异常脂质血症等危险因素

l  心脏精密

费用（元) 972,000元 (包括必须的健康检查时 828,000元)

检查项目 细目项目
乳房X射线摄影

子宫颈细胞疹 检查

骨密度

乳头瘤 病毒检查

乳房超声波

骨盆超声波

甲状腺超声波

乳房癌, 微钙化、非对称病变 等

宫颈癌

骨质疏松症, 骨减少症

子宫颈癌危险因子

乳房水瘤,炎症,良性,恶性肿瘤（乳房癌）等

子宫,卵巢疾病（子宫肌瘤,卵巢囊肿,肿瘤等）

甲状腺癌, 囊肿, 各种甲状腺疾病

l  女性精密检查

精密健康体检

1,680,000元费用（元)

检查项目 细目项目
大脑MRI & MRA & Diffusion

颈动脉超声波

脑血流超声波

脑卒中精密检查  血液检查

脑缺血性疾病, 中风, 脑肿瘤, 脑血管畸形

颈动脉血管壁肥厚, 动脉硬化, 狭窄状态评价

脑缺血性疾病, 中风

异常脂质血症, 糖尿

l  脑溢血精密



MEDICAL CHECKUP
PROGRAM

208,800元

301,200元

174,000元

240,000元

126,000元

223,200元

231,600元

303,600元

可根据家族病史或个人健康状况对特定疾病进行个别评估的体检项目3

选择检查

※ 内视镜检查中追加进行组织检查时，可能增加费用.

项目 费用（元） 细目项目及评估疾病

 216,000元
(包括药费)

睡眠内视镜
（意识下镇定内视镜）

102,000元
(胃，大肠各)

144,000元
(胃+大肠)

在睡眠状态（使用镇静剂后朦胧的状态）
施行胃肠及大肠内镜

※ 大肠内窥镜在基本健康诊断时可选择。 (不能单独选择) 

检查当天需要静养，选择睡眠内窥镜的人一定要伴随保护者.

炎症性肠道疾病，大肠息肉，大肠癌等
推荐: 50岁以上

l  内窥镜

项目 费用（元） 评估疾病

颈动脉超声波

脑血流超声波

甲状腺超声波

腹部超声波

心脏超声波

骨盆超声波

前列腺超声波

甲状腺肿, 囊肿, 甲状腺癌, 各种甲状腺疾病

腹部器官疾病（肝, 胆囊, 胰脏, 肾）

心脏结构,功能相关疾病（瓣膜异常, 先天性心脏疾病, 心肌病症 等）

乳房水瘤, 炎症, 良性, 恶性肿瘤（乳房癌）等
推荐: 35岁以下 女性

子宫, 卵巢疾病（子宫肌瘤, 卵巢囊肿, 肿瘤等）

前列腺癌, 前列腺肥大, 囊肿

颈动脉血管壁肥厚，动脉硬化，狭窄状态评价
用于脑溢血发病预测检查

脑虚血性疾病，脑溢血

l  超声波

大肠内窥镜

乳房超声波



MEDICAL CHECKUP
PROGRAM

291,600元

344,400元

600,000元

420,960元

312,000元

720,000元

1,075,200元

146,400元

※ 根据医疗数量的调整（每年, 检查费用可能会发生变化.（咨询要求）
※ 只选择选择检查时,会增加诊断费.

项目 费用（元） 评估疾病

肺癌, 肺炎, 肺结核, 支气管扩张疾病
推荐: 50岁以上，吸烟者

肝脏, 胰腺, 胆囊, 肾脏等腹部脏器炎症及肿瘤, 血管疾病

冠状动脉内钙的沉着程度及狭窄

脑梗塞, 脑肿瘤, 脑出血, 脑血管狭窄, 脑动脉瘤

l  CT

低剂量肺 CT  + 腹部-盆腔CT
(使用造影剂)

心脏血管CT
(使用造影剂)

脑血管CT
(使用造影剂)

心脏血管CT + 脑血管CT
(使用造影剂)

腹部-盆腔CT
(使用造影剂)

项目 费用（元） 评估疾病

脑梗塞, 脑肿瘤, 脑出血, 脑血管狭窄,  脑动脉瘤 等 诊断脑 MRI & MRA & Diffusion

项目 费用（元） 评估疾病

骨质疏松症
推荐:70岁以上男性， 闭经女性 (闭经后 6个月经过）

l  BMD

低剂量肺 CT 

骨密度检查

-

-

可根据家族病史或个人健康状况对特定疾病进行个别评估的体检项目3

l  MRI



该（预约检查）日不能进行检查的情况，请在一周前变更预约.

• 孕妇及生理期者

• 绿内障

• 前列腺肥大症

• 因疾病服用药物者

如有下列情况, 请提前体检预约时通知.

• 生理期结束后3 ~ 4天是适当的.

• 如果怀孕或有可能怀孕，就不能接受放射线相关检查.

  ※ 接受子宫切除手术的人为了确认骨盆内器官是否异常，需要进行妇科检查.

女性的情况

体检前日
• 健康检查2~3天前开始，请避免饮酒、暴饮暴食及过度疲劳.

• 体检前一天的晚餐少吃，晚上10点以后请禁食（包括水、口香糖、香烟）.

• 预约大肠内镜时，参考"大肠内镜检查指南"，请注意事项.

体检时注意事项



• 当天早上也包括吃饭, 喝水, 药, 口香糖, 烟, 咖啡等一切不可饮用.

// 服药用

• 请携带预约挂号证, 身份证, 平时使用的眼镜,隐形眼镜等.

• 大便容器

: 检查前一天或当天早上取豆粒大小的大便拿来.
: 如果您预订了大肠内窥镜时，请在服用大肠清洁剂（鼻酸）前抽取.

// 准备物品

// 注意事项

体检当天

• 服用血压药时，请于当日早晨7点之前用最少量水服用.

• 正在服用糖尿病药时，检查当天早晨禁止注射胰岛素或服用糖尿病药.
  但同时预约CT检查（使用造影剂）时，糖尿病药成分中如含有甲胺（咨询相关医院, 药店确认 成分），
  检查日前/后48小时请停止服用.

• 服用抗凝固剂（阿司匹林, 阿哌沙班, 弗拉维克斯, 华法林等）时，
  请到相应科诊疗后与医疗团队（处方医生）商议后决定停止服用.

• 健康辅助食品（红参, 中药, 芦荟等）请从检查5天前开始停止服用.

: 不到5mm的大小，通过组织检查试图去除息肉
：5mm以上进行组织检查，确认结果后通过门诊（消化器内科）治疗手术 

• 检查当天手表, 戒指, 项链等首饰会妨碍检查，所以禁止佩戴.

• 贵重物品有被盗, 丢失的可能性，请尽量不要携带.

• 内视镜检查中发现异常见解，进行组织检查时增加费用.

• 大肠内视镜检查中发现大肠息肉时，

• 申请睡眠内视镜的人，当天不能自己驾驶，一定要家属陪同（成人）来医院.

体检时注意事项



• 检查时根据需要使用注射剂（造影剂）.

• 如果接受使用造影剂CT检查，下列人员请提前通知
  - 过去经历过造影济或抗生素（青霉素、安培素）等药物副作用的人
  - 服用糖尿病药时
  （使用造影剂的CT检查时，含有二甲双胍制剂的糖尿病药在检查前/后48小时禁止服用.）

l  电脑断层摄影（CT）

• 由于产生强烈的磁场，下列事项中附着或移植的人请务必通知.
  ：心率搏动器,金属碎片,脑动脉,大动脉回形针,颈椎动脉回形针,胰岛素泵,心电图电极, 
    矫正用&金属用金属物质, 其他避孕机构, 金针

• 检查6小时前开始禁食，请尽可能充分（1.5升以上）饮用矿泉水.

• 无需禁食，只有周三下午进行检查.

• 检查前一天请勿进行剧烈运动, 物理治疗, 经络按摩, 针灸或副项治疗 等. 

• 检查当天不要跑来或长时间步行来院.

• 检查开始前实施血糖检查，血糖数值高时可能无法进行检查.

- 戒酒, 禁烟, 不要喝饮料, 咖啡, 大麦茶, 锅巴汤, 口香糖, 糖果等含有糖分和咖啡因的饮料.
- 糖尿病患者在检查当日禁止服用糖尿病药物和注射胰岛素.

• 检查时根据需要使用注射剂（造影剂），过去经历过造影剂或抗生素（青霉素, 癌血清素）
  等药物副作用的人请提前通知.

• 如果有封闭恐惧症，很难进行检查.

l  磁共振影像（MRI）

l  PET-CT

l  阿米洛伊德PET-CT

检查别注意事项

体检时注意事项



平时有肺部疾病或心脏病（心律不齐, 冠状动脉疾病）, 腹部动脉瘤等疾病时, 请提前通知医疗人员. 

检查前 注意事项

饮食调节

健康诊断一周前
因为个人的不同，肠运动也有差异，所以比平时便秘严重的人，
检查前一周开始限制食用膳食纤维，
比平时轻松食用，每天饮用2L以上的水.

请按下面进行饮食调节.
如果不能进行饮食调节时，肠清洁不充分很难进行正确的检查.

要避免的食物

• 杂粮饭，黑米，糙米饭，芝麻粥
• 谷物或全麦面包, 谷物麦片 等

能吃的食物

• 早, 中: 白粥   
• 晚上: 米汤（下午 6点之前 用餐） 
• 晚上10点之前只喝水，以后什么都不要吃.

• 白米饭，白粥
• 白面包

• 苹果，梨，香蕉

• 泡菜类, 蔬菜类, 物流类, 蘑菇类
• 海藻类（海带，紫菜，海带）
• 坚韧的肉

• 瓜子（瓜子，瓜子，辣椒子等）
• 坚果类（花生, 松子, 核桃）, 玉米
• 有籽的水果
 （葡萄, 西瓜, 香瓜, 猕猴桃, 草莓 等）

• 豆腐，土豆（无皮），鸡蛋，鱼
• 清澈的饮料类
  （清澈的果汁、绿茶、离子饮料 等）

大肠内视镜检查指南

健康诊断3天前 

检查 前一天



※  科莱特粉服用后1小时后开始大便，最后药口服完后过1小时30分排泄清水样便.（有个人差异）这时可以进行检查.
※  吃完上述所有药物后，不可以食用包括水在内的任何东西.

时间 服用药物

肠道清洁剂服用方法

检查 
前一天 上午 十点

检查当天 凌晨
四点~六点

加索胶悬浮液(Gascol syrup)

(这时进行采便检查)
阿乐实(Alaxyl)

科莱特粉(Colyte)

① 从凌晨4点开始，将科莱特粉1包和250ml温水放入容器中融化粉末后，    
    将凉水（矿泉水）填满500ml左右.

② 每隔15分钟服用一盒（500ml）.

③ 重复剩下的科莱特粉7包，在2小时内服用.
   
     (把药喝完，肠才能清理干净.)

(共 8包)

(排气体剂)

大肠内视镜检查指南

检查当天 科莱特粉
服用后马上



咨询及预约
: 通过直接访问或电话咨询预约

ㅣ 健康增进中心ㅣ
  - 场所 : 儿童医院 6 栋 7 层
  - 时间 : 周一~周五 上午08:00~17:00 (咨询时间 14:00~17:00) 
  - 电话 : 062-220-6969, 6901, 6902, 6906, 6914 
  - 网址 : https://www.cnuh.com/hic/main.cs

ㅣ 国际医学中心ㅣ
  - 场所 : 儿童医院 6 栋 1 层
  - 时间 : 周一~周五 上午09:00~18:00
  - 电话 : 062-220-6016, 6565~6567 
  - 邮箱 : imccnuh@gmail.com

• 地铁
  - 1 号线"南光州站"下车（4 号出口）

• 公交车
  - "全南大学医院五岔路"或"全南大学医院"下车
  - 号码: 尖端09, 水湾12, 凤仙37, 池元45, 云林51, 池元52, 云林54, 金南59,
                 尖端95, 池元151,  池元152

位置

南光州市场

Hakdong Post Office

Gwangju Jeonnam Regional
Military Manpower Administration

第2停车场

齐峰路1栋 (本馆)

2栋5栋
6栋

3栋

8栋

7栋

毕门大路

南光州站
急救医疗中心

第
1停

车
场

第
2停

车
场

(单
向

路
)

National Asian 
Cultural Center

Chonnam National 
University Hospital 

5th Street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