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附件 2

2022 年新疆师范大学教职工体检项目（39岁及以下已婚女）

项目分类 检查项目 项目含义

一般检查

身高、体重、血压、
体重指数、臀围、腹围

了解身高、体重、血压、臀围、腹围等基本情况以及是
否有体重超标等。

体检问卷 了解生活方式、个人史、家族史、健康体检史等

建立健康档案、健康咨询、疾病健康教育 体检档案建立，解读体检报告，慢病管理咨询。

眼底检查 眼底照相
眼底基础疾病的筛查，如黄斑区、玻璃体、视网膜、视
神经等结构。

血液检查 血常规
了解病毒或细菌感染，如面色苍白或皮下出血点应及时
查一次，以便及早发现血液系统疾病。

常规检查 尿常规
尿常规13项检查，了解有否尿道感染、肾炎或血尿，
以便排除一些疾病引起的肾脏功能改变。

生化项目 血
液检查

肾功组合 检查有无肾脏功能受损。

血脂四项 了解目前甘油三酯及总胆固醇的变化情况，

肝功七项
了解有无肝功能损害及目前损害的程度及是否影响到
肝脏代谢功能。

电解质组合（血清） 测定血清钾、钠、氯、钙。

肺部检查 肺部CT
对支气管炎、肺炎、肺结核、肺部及纵隔占位等疾病诊
断有参考意义。胸廓检查（包括肋骨、胸椎等）、胸膜、
心脏及大血管病变。

心电图 12导联心电图
了解心律不齐、心肌梗塞、心肌缺血、心率过缓/过速、
心室电压增高等心脏疾病。

超声
检查

肝、胆、脾、胰、双肾
了解肝硬化、肝囊肿、肝癌、肝脓肿、肝血管瘤、肝脂
肪、胆囊结石、胆囊息肉、胰腺癌、脾肿大等疾病情况。
通过肾了解有否肾结石、肾肿瘤。

甲状腺 了解有无甲状腺结节、囊肿、良/恶性占位等疾病。

乳腺超声 检查乳房组织病变及腋下淋巴。

阴道超声（已婚，不需憋尿） 检查子宫肌瘤，宫颈癌，卵巢肿物、盆腔炎。

妇科检查
妇科检查+妇科液基薄层细胞学检查与诊
断（含白带常规）

检查脱落细胞有无肿瘤及炎症.



2022 年新疆师范大学教职工体检项目（39岁及以下未婚女）

项目分类 检查项目 项目含义

一般检查

身高、体重、血压、
体重指数、臀围、腹围

了解身高、体重、血压、臀围、腹围等基本情况以及是
否有体重超标等。

体检问卷 了解生活方式、个人史、家族史、健康体检史等

建立健康档案、健康咨询、疾病健康教育 体检档案建立，解读体检报告，慢病管理咨询。

临床检查
内科检查 了解心血管、呼吸系统、神经系统、肝脾、发育营养等

外科检查
了解浅表淋巴、皮肤黏膜、脊柱、四肢、关节活动、甲
状腺等

眼底检查 眼底照相
眼底基础疾病的筛查，如黄斑区、玻璃体、视网膜、视
神经等结构。

血液检查 血常规
了解病毒或细菌感染，如面色苍白或皮下出血点应及时
查一次，以便及早发现血液系统疾病。

常规检查 尿常规
尿常规13项检查，了解有否尿道感染、肾炎或血尿，
以便排除一些疾病引起的肾脏功能改变。

生化项目 血
液检查

肾功组合 检查有无肾脏功能受损。

血脂四项 了解目前甘油三酯及总胆固醇的变化情况，

肝功七项
了解有无肝功能损害及目前损害的程度及是否影响到
肝脏代谢功能。

电解质组合（血清） 测定血清钾、钠、氯、钙。

肿瘤标志物

甲胎蛋白（AFP） 原发性肝癌筛查。

糖类抗原(CA 199） 消化系统肿瘤筛查，早期预警或辅助诊断。

幽门螺旋杆
菌检查

碳-14呼气试验 了解有无幽门螺旋杆菌的感染。

脑血管功能
筛查

颅内段血管彩色多普勒超声
通过检测颈动脉血流流速、血管弹性及血管阻力，评估
脑血管功能，进行脑卒中风险筛查。

肺部检查 肺部CT
对支气管炎、肺炎、肺结核、肺部及纵隔占位等疾病诊
断有参考意义。胸廓检查（包括肋骨、胸椎等）、胸膜、
心脏及大血管病变。

心电图 12导联心电图
了解心律不齐、心肌梗塞、心肌缺血、心率过缓/过速、
心室电压增高等心脏疾病。

超声
检查

肝、胆、脾、胰、双肾
了解肝硬化、肝囊肿、肝癌、肝脓肿、肝血管瘤、肝脂
肪、胆囊结石、胆囊息肉、胰腺癌、脾肿大等疾病情况。
通过肾了解有否肾结石、肾肿瘤。

甲状腺 了解有无甲状腺结节、囊肿、良/恶性占位等疾病。

乳腺超声 检查乳房组织病变及腋下淋巴。

子宫附件超声（未婚，需憋尿） 检查子宫肌瘤，宫颈癌，卵巢肿物、盆腔炎。



2022年新疆师范大学教职工体检项目（40岁及以上男）

项目分类 检查项目 项目含义

一般检查

身高、体重、血压、
体重指数、臀围、腹围

了解身高、体重、血压、臀围、腹围等基本情况以及是否有体重超
标等。

体检问卷 了解生活方式、个人史、家族史、健康体检史等

建立健康档案、健康咨询、疾病健康教育 体检档案建立，解读体检报告，慢病管理咨询。

临床检查

内科 心血管、呼吸系统、肝脏、发育营养等。

外科 浅表淋巴、脊柱、四肢、甲状腺等。

口腔科 牙体、牙列、牙龈、牙周及粘膜等。

眼底检查 眼底照相 眼底基础疾病的筛查，如黄斑区、玻璃体、视网膜、视神经等结构。

血液检查
血常规

了解病毒或细菌感染，如面色苍白或皮下出血点应及时查一次，以
便及早发现血液系统疾病（白血病、贫血、溶血、败血症及凝血功
能）。

常规检查 尿常规
尿常规13项检查，了解有否尿道感染、肾炎或血尿，以便排除一些
疾病引起的肾脏功能改变。

生化项目
血液检查

肾功组合 检查有无肾脏功能受损、前列腺病变、痛风、血糖等病变。

血脂四项 了解目前甘油三酯及总胆固醇的变化情况。

肝功七项
了解有无肝功能损害及目前损害的程度及是否影响到肝脏代谢功
能。

电解质组合（血清） 测定血清钾、钠、氯、钙。

心肌酶谱 了解心肌细胞的代谢情况，有无心肌损伤。

钙磷四项 测定血清钙、镁、磷、铁。

肿瘤筛查
血液检查

甲胎蛋白（AFP） 原发性肝癌筛查。

癌胚抗原（CEA） 消化系统肿瘤筛查，早期预警或辅助诊断。

总前列腺特异抗原(TPSA) 前列腺炎症、前列腺良/恶性病变等筛查，早期预警或辅助诊断。

糖尿病筛查 糖化血红蛋白测定 反映近3个月血糖平均水平。

肺部检查 肺部CT
对支气管炎、肺炎、肺结核、肺部及纵隔占位等疾病诊断有参考意
义。胸廓检查（包括肋骨、胸椎等）、胸膜、心脏及大血管病变。

幽门螺旋杆菌
检查

碳-14呼气试验 了解有无幽门螺旋杆菌的感染。

脑血管功能评
估

颅内段血管彩色多普勒超声
通过检测颈动脉血流流速、血管弹性及血管阻力，评估脑血管功能，
进行脑卒中风险筛查。

心电图 12导联心电图
了解心律不齐、心肌梗塞、心肌缺血、心率过缓/过速、心室电压增
高等心脏疾病。

超声检查

肝、胆、脾、胰、双肾
了解肝硬化、肝囊肿、肝癌、肝脓肿、肝血管瘤、肝脂肪、胆囊结
石、胆囊息肉、胰腺癌、脾肿大等疾病情况。通过肾了解有否肾结
石、肾肿瘤。

甲状腺 了解有无甲状腺结节、囊肿、良/恶性占位等疾病。

前列腺、膀胱 了解前列腺增大、增生、钙化、结石、占位等疾病。



2022 年新疆师范大学教职工体检项目（40 岁及以上女）

项目分类 检查项目 项目含义

一般检查

身高、体重、血压、
体重指数、臀围、腹围

了解身高、体重、血压、臀围、腹围等基本情况以及是
否有体重超标等。

体检问卷 了解生活方式、个人史、家族史、健康体检史等

建立健康档案、健康咨询、疾病健康教育 体检档案建立，解读体检报告，慢病管理咨询。

眼底检查 眼底照相
眼底基础疾病的筛查，如黄斑区、玻璃体、视网膜、视
神经等结构。

血液检查 血常规
了解病毒或细菌感染，如面色苍白或皮下出血点应及时
查一次，以便及早发现血液系统疾病。

常规检查 尿常规
尿常规13项检查，了解有否尿道感染、肾炎或血尿，
以便排除一些疾病引起的肾脏功能改变。

生化项目 血
液检查

肾功组合 检查有无肾脏功能受损。

血脂四项 了解目前甘油三酯及总胆固醇的变化情况，

肝功七项
了解有无肝功能损害及目前损害的程度及是否影响到
肝脏代谢功能。

电解质组合（血清） 测定血清钾、钠、氯、钙。

肺部检查 肺部CT
对支气管炎、肺炎、肺结核、肺部及纵隔占位等疾病诊
断有参考意义。胸廓检查（包括肋骨、胸椎等）、胸膜、
心脏及大血管病变。

心电图 12导联心电图
了解心律不齐、心肌梗塞、心肌缺血、心率过缓/过速、
心室电压增高等心脏疾病。

超声
检查

肝、胆、脾、胰、双肾
了解肝硬化、肝囊肿、肝癌、肝脓肿、肝血管瘤、肝脂
肪、胆囊结石、胆囊息肉、胰腺癌、脾肿大等疾病情况。
通过肾了解有否肾结石、肾肿瘤。

甲状腺 了解有无甲状腺结节、囊肿、良/恶性占位等疾病。

乳腺超声 检查乳房组织病变及腋下淋巴。

阴道超声（已婚，不需憋尿） 检查子宫肌瘤，宫颈癌，卵巢肿物、盆腔炎。

妇科检查
妇科检查+妇科液基薄层细胞学检查与诊
断（含白带常规）

检查脱落细胞有无肿瘤及炎症.



2022 年新疆师范大学教职工体检项目（退休男）

项目分类 检查项目 项目含义

一般检查

身高、体重、血压、
体重指数、臀围、腹围

了解身高、体重、血压、臀围、腹围等基本情况以及是否有体重
超标等。

体检问卷 了解生活方式、个人史、家族史、健康体检史等

建立健康档案、健康咨询、疾病健康教育 体检档案建立，解读体检报告，慢病管理咨询。

临床检查
内科 心血管、呼吸系统、肝脏、发育营养等。

外科 浅表淋巴、脊柱、四肢、甲状腺等。

血液检查 血常规
了解病毒或细菌感染，如面色苍白或皮下出血点应及时查一次，
以便及早发现血液系统疾病（白血病、贫血、溶血、败血症及凝
血功能）。

常规检查 尿常规
尿常规13项检查，了解有否尿道感染、肾炎或血尿，以便排除一
些疾病引起的肾脏功能改变。

生化项目
血液检查

肾功组合 检查有无肾脏功能受损、前列腺病变、痛风、血糖等病变。

血脂四项 了解目前甘油三酯及总胆固醇的变化情况。

肝功七项
了解有无肝功能损害及目前损害的程度及是否影响到肝脏代谢功
能。

电解质组合（血清） 测定血清钾、钠、氯、钙。

糖尿病筛
查

糖化血红蛋白测定 反映近3个月血糖平均水平。

肿瘤筛查 总前列腺特异抗原(TPSA) 前列腺炎症、前列腺良/恶性病变等筛查，早期预警或辅助诊断。

肺部检查 肺部CT
对支气管炎、肺炎、肺结核、肺部及纵隔占位等疾病诊断有参考
意义。胸廓检查（包括肋骨、胸椎等）、胸膜、心脏及大血管病变。

四肢血管
动脉硬化
筛查

四肢多普勒血流图检查 对四肢血管弹性、硬化程度及动脉管腔的阻塞程度进综合评估。

心电图 12导联心电图
了解心律不齐、心肌梗塞、心肌缺血、心率过缓/过速、心室电压
增高等心脏疾病。

超声检查

心脏彩超 了解心脏结构，评价心功能。

肝、胆、脾、胰、双肾
了解肝硬化、肝囊肿、肝癌、肝脓肿、肝血管瘤、肝脂肪、胆囊
结石、胆囊息肉、胰腺癌、脾肿大等疾病情况。通过肾了解有否
肾结石、肾肿瘤。

甲状腺
了解有无甲状腺结节、囊肿、良/恶性占位等疾病。

前列腺、膀胱
了解前列腺增大、增生、钙化、结石、占位等疾病。



2022 年新疆师范大学教职工体检项目（退休女）

项目分类 检查项目 项目含义

一般检查

身高、体重、血压、
体重指数、臀围、腹围

了解身高、体重、血压、臀围、腹围等基本情况以及是
否有体重超标等。

体检问卷 了解生活方式、个人史、家族史、健康体检史等

建立健康档案、健康咨询、疾病健康教育 体检档案建立，解读体检报告，慢病管理咨询。

临床检查
内科 心血管、呼吸系统、肝脏、发育营养等。

外科 浅表淋巴、脊柱、四肢、甲状腺等。

血液检查 血常规
了解病毒或细菌感染，如面色苍白或皮下出血点应及时
查一次，以便及早发现血液系统疾病。

常规检查 尿常规
尿常规13项检查，了解有否尿道感染、肾炎或血尿，
以便排除一些疾病引起的肾脏功能改变。

生化项目 血
液检查

肾功二项 检查有无肾脏功能受损。

血清尿酸测定 检查有无高尿酸可能，痛风的早期筛查。

血糖（空腹） 检查有无空腹血糖受损、糖尿病早期筛查。

血脂二项 了解目前甘油三酯及总胆固醇的变化情况，

肝功二项
了解有无肝功能损害及目前损害的程度及是否影响到
肝脏代谢功能。

电解质组合（血清） 测定血清钾、钠、氯、钙。

糖尿病筛查 糖化血红蛋白测定 反映近3个月血糖平均水平。

肺部检查 肺部CT
对支气管炎、肺炎、肺结核、肺部及纵隔占位等疾病诊
断有参考意义。胸廓检查（包括肋骨、胸椎等）、胸膜、
心脏及大血管病变。

心电图 12导联心电图
了解心律不齐、心肌梗塞、心肌缺血、心率过缓/过速、
心室电压增高等心脏疾病。

超声
检查

心脏彩超 了解心脏结构，评价心功能。

肝、胆、脾、胰、双肾

了解肝硬化、肝囊肿、肝癌、肝脓肿、肝血管瘤、肝脂
肪、胆囊结石、胆囊息肉、胰腺癌、脾肿大等疾病情况。
通过肾了解有否肾结石、肾肿瘤。

甲状腺 了解有无甲状腺结节、囊肿、良/恶性占位等疾病。

乳腺超声 检查乳房组织病变及腋下淋巴。

阴道超声（已婚，不需憋尿） 检查子宫肌瘤，宫颈癌，卵巢肿物、盆腔炎。

妇科检查 妇科检查+妇科检查与诊断（含白带常规） 检查脱落细胞有无肿瘤及炎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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