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健康检查的目的

健康检查的主要目的在于预防疾病，因此最重要的是持续管理。通过 健康

检查，能在身体没有异常症状时，就早期发现可能危害健康的各种疾病和

现代人最恐惧的癌症，让您不会错过最佳治疗时机。

汉阳大学国际医院综合检查中心，通过个人针对性检查，以更加专业化、

更加精密的手段，努力维护受检者健康。

获得优秀健康检查中心认证

 被韩国消化内镜学会评选为优秀内窥镜部门

 入选韩国综合健康管理学会指定最优秀检查机构

 入选由文化体育观光部韩国观光公社评选的最佳外国患者接待医疗机构

由专科教授检查和判读 

 由专科教授进行特殊检查和判读

 由内窥镜、超声波专科教授亲自进行检查

 如发现问题，本院可提供一站式诊疗服务

提供舒适的服务

 通过限制每日检查人数，提供舒适环境

 检查结束后，提供专职营养师推荐餐(蔬菜粥)

 由专业导医人员提供一对一导医服务



(04763)首尔特别市城东区往十里路222-1号
网站ㅣhyumc.com / eng.hyumc.com / chn.hyumc.com

1. 从检查前一天上9点开始禁食

2. 接受肠镜检查时，人请参考医院指南

3. 接受无痛内镜检查时，为防止安全事故，请不要自驾车，乘坐公共交通

工具来院；

4. 服用出血性药物的，应在咨询主治医生后停止用药(阿司匹林、抗

血栓药 - 7 天、华法林阻凝剂 - 5天)；

5. 女性受检者，应在月经干净至少一周后接受检查，育龄女性应首

先确认是 否怀孕。

注意事项

汉阳大学师范学院附属高中

沙斤洞居民中心

汉阳女子大学

汉阳大学

德寿高中

杏堂中学

城东文化信息中心

杏堂1洞居民中心

首尔森林
The sharp

箭串汽车剧场

(地铁2号线/5号线/中央线/盆唐线)

正门

后门

汉阳大学站1号出口

12号出口
(有摆渡车)

6号出口
(步行约需要10分钟)

CGV
往十里店

警察署

区政府

地铁

○ 在2号线汉阳大学站下车，距1号出口约530米(步行约要8分钟)；

○ 在往十里站(2号线、5号线、中央线、盆唐线)下车，

距6号出口或13号出口约610米(步行约要10分钟)，

12号出口前(有摆渡车)

位置图

· 电话预约  02-2290-9550(韩语), 02-2290-9553(英语), 

  02-2290-9579(俄语), 02-2290-9578(蒙古)

· 手          机     010-6402-9550(英语), 010-6403-9550(俄语)

· 电子邮箱  international@hyumc.com

· 来院预约  西馆3楼国际医院综合检查中心

咨询和预约



综合健康检查
Comprehensive Health

Screening Programs



LOVE is Truth
Hanyang University Medical Center
Love is the best value that is pursued by HYUMC

身处百岁时代，
为保障您未来生活的质量和幸福，

我们愿成为您的健康伙侣。

生命源于‘爱’

爱源于‘汉阳’



类别 检查项目 金额

共同

基础检查 身高、体重、血压、脉搏、体成分分析

眼科检查 (矫正)视力检查、眼底摄影、眼压检测

听力检查 标准纯音听力检查

心脏检查 心电图检查(EKG)

肺部检查 胸部Ⅹ光透视(正面)

血液检查
一般血液检查、肾功能检查、血清免疫学检查、
血糖检查、糖化血红蛋白、甲状腺检查、肿瘤标志
物检查(大肠、直肠、肝、胆囊、胰腺)、肝功能检查

尿液检查 尿蛋白、尿糖、尿潜血、尿白细胞、尿红细胞、尿液浊度

大便检查 潜血、寄生虫

肠胃检查 胃镜(非无痛)

腹部检查 腹部超声波检查(肝、胆囊、胆管、胰腺、肾、脾脏)

肝炎检查 乙型、丙型

男 肿瘤标志物(前列腺癌) 53万韩元

女

A 肿瘤标志物(卵巢癌) 53万韩元

B 女 (A) + 宫颈癌 57万韩元

C 女 (B) + 乳腺Ⅹ光透视 60万韩元

类别 检查项目 金额

共同
基本检查 +  肺功能检查、骨密度检查、甲状腺超声波、低剂量胸部 CT、
生理年龄, 检测(Bio-Age)

男 前列腺超声波 95万韩元

女 乳腺超声波、骨盆超声波(基本检查在 A、B、C 中 选一)

女(A) 106万韩元

女(B) 110万韩元

女(C) 113万韩元

类别 检查项目 金额

共同
基本检查 + 肺功能检查、骨密度检查、甲状腺超声波、肠镜(无痛)、
生理年龄检测(Bio-Age)、胸部 CT/ce、腹部和骨盆 CT/ce

男 前列腺超声波 150万韩元

女 C 乳腺超声波、骨盆超声波 170万韩元

类别 检查项目 金额

共同 癌症基本检查 + 脑 MRI/MRA
男 220万韩元

女 240万韩元

类别 检查项目 金额

 共同 MRI 癌症精密检查 + 全身 PET-CT
男 300万韩元

女 320万韩元

基本检查  诊断成人疾病及检查主要器官功能和预防疾病的最基本检查

精密检查 包括基本检查，可诊断各部位多发癌症的检查

MRI 癌症精密检查  在全身癌症检查中，加上脑部及脑血管 MRI检查的癌症精密检查

PET-CT 癌症精密检查(需要2天)

包括MRI癌症精密检查，利用 PET-CT检查全身癌症的癌症精密检查

癌症基本检查  在精密检查中，加入腹部和骨盆CT 及肠镜检查的癌症精密检查



特别检查

类别 检查项目 金额

老年特别检查

共同
脑 MRI/MRA、颈动脉超声波、低剂量胸部 CT、骨
密度检查、痴呆早期诊断(MMSE)、老年抑郁症检
查(GDS)、日常生活功能评价(IADL)、衰老评价 170万韩

元
男 基本检查 + 前列腺超声波

女 女性基本检查(C) + 骨盆超声波

脑部特别检查

A 脑MRI/MRA/duffusion、颈动脉超声波
110万韩

元

B
脑 MRI/MRA/duffusion、颈动脉超声波、Brain
PET-CT(Neuraceq注射)(阿尔茨海默病)、痴呆早期
诊断(MMSE)

200万韩
元

女性特别检查 女性基本检查(C) + 骨密度检查、乳腺超声波、骨盆超声波、甲状腺超声
波、雌性激素检查(LH、FSH、Prolactin、Estradiol) 98万韩元

心脏特别检查
心脏动脉CT、心脏超声波、颈动脉超声波, 心血管危险因素 70万韩元

心脏SPECT、心脏超声波、颈动脉超声波, 心血管危险因素 83万韩元

呼吸系统特别检查 肺功能检查、骨密度检查、颈动脉超声波、低剂量胸部 CT、心脏动脉 CT/ce 70万韩元

消化系统特别检查 肠镜(无痛)、腹部和骨盆 CT/ce 50万韩元

青少年特别检查

基础检查 身高、体重、血压、脉搏、体成分分析

55万韩元

眼科检查 (矫正)视力检查、眼底摄影、眼压检测

听力检查 标准纯音听力检查

血液检查 一般血液检查、肾功能检查、血糖检查、电解质、高
脂血症、甲状腺检查、肝功能检查

尿液检查 尿蛋白、尿糖、尿潜血、尿白细胞、尿红细胞、尿
液浊度

大便检查 潜血、寄生虫

腹部检查 腹部超声波(肝、胆囊、胆管、胰腺、肾脏、脾脏)

肝炎检查 甲型、乙型、丙型

免疫检查 过敏血液检查、风疹、麻疹、腮腺炎

心脏检查 心电图检查(EKG)

肺·脊椎检 查胸部·全身脊椎Ⅹ光透视

未婚夫妻特别检查

男 基本检查+精液检查、甲型肝炎检查、激素检查
(LH、FSH、Testosterone、Prolactin) 65万韩元

女
女性基本检查(C) + 骨盆超声波、甲型肝炎检查、激素检
查(LH、FSH、Prolactin、Estradiol)、缺铁性贫血(Iron、
TIBC、Reticulocyte)、风疹、麻疹、腮腺炎检查

90万韩元

过敏特别检查
A MAST(62种)、PNS、IgE(免疫检查) 20万韩元

B Skin prick test(55种)、PNS、IgE(免疫检查) 20万韩元

风湿癌症特别检查

共同
血液肿瘤标志物检查(大肠、直肠、肝、胆囊、胰
腺)、胃镜、肠镜(无痛)、甲状腺超声波、胸部 CT/ce、
腹部和骨盆 CT/ce

男
110万韩元

女
120万韩元

男 肿瘤标志物检查(前列腺癌)、前列腺超声波

女 肿瘤标志物检查(卵巢癌)、乳腺超声波、乳腺Ⅹ光
透视、宫颈癌、人类乳头瘤病毒检查



VIP检查

入住舒适的VIP病房，对癌症及各种疾病的危险因素进行综合检查的高品位精密健康

检查。

“以差异化的特色健康检查服务回报顾客。”

类别 检查项目 金额

VIP

两天一夜

* 包括癌症基本检查

VIP室(一晚)、

PET-CT(全身/脑部)、

脑MRI/MRA/diffusion、

脊椎MRI(颈椎、胸椎、腰椎中选一个)

心脏动脉 CT/ce、心脏超声波

男 460万韩元

女 480万韩元

VIP

三天两夜

* 包括VIP两天一夜住院检查

VIP室(两晚)、

24小时动态心电图、运动负荷检查

男 500万韩元

女 520万韩元



一般选择性检查

青少年选择性检查

项目

脑部+全身 PET-CT
通过生物化学检查，早期发现癌症，查出肿瘤生成前变化的检查

全身 PET-CT

脑部 PET-CT 早期诊断阿尔茨海默型痴呆，诊断引发癫痫的病灶、大脑发育疾病、运动障碍等的检查

脑部+血管 MRI 利用磁场诊断脑病变和血流病变的检查

颈椎 MRI

借助高分辨率影像，显示构成脊椎的骨骼、椎间盘、小面关节等结构异常形状的检查胸椎 MRI 

腰椎 MRI

肩关节 MRI(左或右) 借助高分辨率影像，显示构成肩关节的结构、软组织疾病的检查

膝关节 MRI(左或右) 借助高分辨率影像，显示引发膝盖疼痛的软骨损伤、韧带撕裂等的检查

心脏断层扫描检查(SPECT) 通过注入同位素，评估平稳时和运动时的心脏血流影像，诊断心脏疾病的检查

腹部和骨盆 CT/ce
诊断肝、胆囊、胆道、胰腺、肾、膀胱、前列腺、子宫、卵巢等腹腔内器官是否存在良

性或恶性肿瘤的检查

心脏动脉 CT/ce 通过心脏肌肉和血管的立体组合，诊断心血管异常等心脏疾病的检查

胸部 CT/ce 通过增强造影，诊断支气管、肺以及心肺血管等的计算机断层扫描成像检查

低剂量胸部 CT 辐射量低、不使用造影剂，诊断支气管和肺部异常症状的检查

腰椎 CT 诊断腰椎结构异常形状的计算机断层扫描成像检查

颈椎 CT 诊断颈椎结构异常形状的计算机断层扫描成像检查

下肢静脉 CT/ce 诊断是否下肢静脉曲张及其程度的计算机断层扫描成像检查

心脏超声波 评估心脏活动及瓣膜结构和功能的检查

颈动脉超声波 诊断并评估颈动脉的动脉硬化和血管狭窄的检查

甲状腺超声波 早期诊断甲状腺的良性或恶性肿瘤，诊断甲状腺疾病的检查

乳腺超声波 结合乳腺扫描，早期诊断乳腺癌的检查

骨盆超声波 诊断卵巢、卵管、子宫等骨盆内器官疾病的检查

前列腺超声波 诊断前列腺癌、前列腺肥大以及前列腺炎等前列腺疾病的检查

无痛肠镜 可检查大肠内部的最准确大肠癌检查

骨密度检查 检测脊椎和髋关节骨密度，诊断骨质减少、骨质疏松症的检查

基因

检查

癌症 以十大高发病率癌症为主，按性别分析多发性癌症的检查

一般疾病 分析高发病率慢性疾病相关健康信息的检查

Platinum Light 针对主要癌症和高关注度一般疾病的基因检查

Platinum 在癌症和一般疾病全部项目中，加入食品和药物反应以及身体特征的基因检查

Noble 一次性进行全部Platinum检查以及癌症、一般疾病、稀有疾病检查的综合分析检查

* 选择性检查的费用另见

检查内容

项目

选择性检查
骨龄评估、激素检查(诊断性早熟、身材矮小症)

贫血检查

* 选择性检查的费用另见

检查内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