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附件1：广东技术师范大学45岁以上（含45岁）男教工体检项目表 

序

号 
体检项目 内容和目的 

1 一般检查 身高 体重 血压 

2 内科检查 胸部、心率、心律、心音、心界、肺、腹部、肝胆脾肾、肠鸣音、神经系统及其他                              

3 外科检查 
浅表淋巴结，甲状腺、乳房、脊柱、四肢、外生殖器、前列腺、肛肠指检、皮肤、皮肤疣、

手足癣等 

4 眼底照相 眼底 

5 心电图 心电图 

6 

X-DR正侧位/低

剂量胸部 CT扫

描 

胸部正位、侧位 

7 心脏彩超 了解心脏各组成部分的形态以及功能状态，对心脏瓣膜疾病有较大的临床诊断意义 

8 输尿管彩超 通过彩色超声仪对诊断输尿管肿瘤、结石、囊肿有重要的临床意义 

9 膀胱彩超 通过彩色超声仪器来检测膀胱的形态，有无病变情况 

10 腹部彩超 肝胆胰脾肾 

11 前列腺彩超 前列腺 

12 甲状腺彩超 检查甲状腺 

13 甲状腺五项 
检测甲状腺功能是否正常。甲状腺功能五项包括：促甲状腺激素 TSH、甲状腺素 T4、三碘

甲状原氨酸 T3、游离甲状腺素 FT4、游离三碘甲状原氨酸 FT3 

14 颈动脉彩超 颈动脉 

15 血常规（五分类） 

血常规五分类，检查白细胞,淋巴细胞（LYN）,粒细胞（GRAN）,单核细胞，单核细胞百分

比，嗜酸性粒细胞，嗜酸性粒细胞百分比，嗜碱性粒细胞，嗜碱性粒细胞百分比，红细胞

计数,血红蛋白（HGB）,红细胞压积（HCT）,平均红细胞体积（MCV）,平均红细胞血红蛋白

含量（MCH）,平均红细胞血红蛋白浓度（MCHC）,红细胞体积分布宽度（RDW）,血小板,平

均血小板体积（MPV）,血小板分布宽度（PDW）,血小板压积（PCT）,单核细胞（MON） ,

淋巴细胞相对百分比（LRR%）,粒细胞相对百分比（RPR%）,单核细胞相对百分比（MPR%） 

16 尿常规 

蛋白质（PRO）、葡萄糖（GLU）、胆红素（BIL）、尿胆原（URO）、酮体（KET）、亚硝酸

盐（NIT）、白细胞（LEU）、尿比重（SG）、尿酸碱度（pH）、隐血（OBT）、尿结晶、尿

液管型、红细胞镜检、白细胞镜检 

17 肝功 9项 

TP,ALB,GLO,ALB/GLO,ALT,AST,AST/ALT ,T-BIL,ALP，可提示肝胆系统疾病：急性传染性肝

炎，中毒型肝炎，脂肪肝，胆管炎，胆囊炎，肝硬化，药物中毒性肝炎，酒精性肝炎和黄

疸等 

18 血脂 4项 
总胆固醇（TCHO）、甘油三酯（TG）、 高密度脂蛋白胆固醇（HDL-C）、低密度脂蛋白胆

固醇（LDL-C）                       



19 肾功能 3项 尿素氮（BUN）、肌酐（CRE）、尿酸（UA）                       

20 血清胱抑素测定 检验肾小球滤过率，是检测早期肾病的指标 

21 空腹血糖 空腹血糖 

22 
糖化血红蛋白

(HbA1c) 
可反映检查前 1-3 个月的血糖水平 

23 心肌酶 4项 
乳酸脱氢酶（LDH）、肌酸激酶（CK）、肌酸激酶同工酶（CK-MB）、α -羟丁酸脱氢酶（α

-HBDH）                       

24 
髓过氧化物酶

（MPO） 
髓过氧化物酶（MPO） 

25 
幽门螺杆菌抗体

检测（定量） 
幽门螺杆菌抗体检测（定量） 

26 
胃泌素测定

（G-17） 

胃泌素 17检测反映胃黏膜健康状况的敏感指标，可以有效评估胃功能状况、胃酸水平并提

示是否存在胃部疾病、癌前病变、及早期胃癌。 

27 EB病毒抗体 EB病毒抗体 

28 
肿瘤标志物 13

项（男） 

甲胎蛋白（AFP）、癌胚抗原（CEA）、细胞角蛋白 19片段（Cyfra21-1）、神经元特异性

烯醇化酶（NSE）、糖类抗原 CA242、糖类抗原 CA125、特异β 人绒毛膜促性腺激素、糖类

抗原 CA19-9、总前列腺特异性抗原（TPSA）、游离前列腺特异性抗原（FPSA）、鳞状细胞

癌相关抗原（SCC）、糖类抗原 CA15-3、糖类抗原 CA72-4 

29 骨密度测定 了解骨质量情况，预防骨质疏松 

30 心血管检测 
同型半胱氨酸（HCY），与动脉粥样硬化性心脑血管疾病密切相关 ，是心脑血管疾病的独

立风险因子 

 

  



附件2：广东技术师范大学45岁以下男教工体检项目表 

序号 体检项目 内容和目的 

1 一般检查 身高 体重 血压 

2 内科检查 胸部、心率、心律、心音、心界、肺、腹部、肝胆脾肾、肠鸣音、神经系统及其他                             

3 外科检查 
浅表淋巴结，甲状腺、乳房、脊柱、四肢、外生殖器、前列腺、肛肠指检、皮肤、皮肤疣、

手足癣等 

4 眼底照相 眼底 

5 心电图 心电图 

6 

X-DR正侧位/

低剂量胸部 CT

扫描 

胸部正位、侧位 

7 输尿管彩超 通过彩色超声仪对诊断输尿管肿瘤、结石、囊肿有重要的临床意义 

8 膀胱彩超 通过彩色超声仪器来检测膀胱的形态，有无病变情况 

9 腹部彩超 肝胆胰脾肾 

10 前列腺彩超 前列腺 

11 甲状腺彩超 检查甲状腺 

12 甲状腺五项 
检测甲状腺功能是否正常。甲状腺功能五项包括：促甲状腺激素 TSH、甲状腺素 T4、三碘甲

状原氨酸 T3、游离甲状腺素 FT4、游离三碘甲状原氨酸 FT3 

13 颈动脉彩超 颈动脉 

14 
血常规（五分

类） 

血常规五分类，检查白细胞,淋巴细胞（LYN）,粒细胞（GRAN）,单核细胞，单核细胞百分比，

嗜酸性粒细胞，嗜酸性粒细胞百分比，嗜碱性粒细胞，嗜碱性粒细胞百分比，红细胞计数,

血红蛋白（HGB）,红细胞压积（HCT）,平均红细胞体积（MCV）,平均红细胞血红蛋白含量（MCH）,

平均红细胞血红蛋白浓度（MCHC）,红细胞体积分布宽度（RDW）,血小板,平均血小板体积

（MPV）,血小板分布宽度（PDW）,血小板压积（PCT）,单核细胞（MON） ,淋巴细胞相对百

分比（LRR%）,粒细胞相对百分比（RPR%）,单核细胞相对百分比（MPR%） 

15 尿常规 

蛋白质（PRO）、葡萄糖（GLU）、胆红素（BIL）、尿胆原（URO）、酮体（KET）、亚硝酸

盐（NIT）、白细胞（LEU）、尿比重（SG）、尿酸碱度（pH）、隐血（OBT）、尿结晶、尿

液管型、红细胞镜检、白细胞镜检 

16 肝功 9项 

TP,ALB,GLO,ALB/GLO,ALT,AST,AST/ALT ,T-BIL,ALP，可提示肝胆系统疾病：急性传染性肝

炎，中毒型肝炎，脂肪肝，胆管炎，胆囊炎，肝硬化，药物中毒性肝炎，酒精性肝炎和黄疸

等 

17 血脂 4项 
总胆固醇（TCHO）、甘油三酯（TG）、 高密度脂蛋白胆固醇（HDL-C）、低密度脂蛋白胆固

醇（LDL-C）                       

18 肾功能 3 项 尿素氮（BUN）、肌酐（CRE）、尿酸（UA）                        

19 血清胱抑素测 检验肾小球滤过率，是检测早期肾病的指标 



定 

20 空腹血糖 空腹血糖 

21 心肌酶 4 项 
乳酸脱氢酶（LDH）、肌酸激酶（CK）、肌酸激酶同工酶（CK-MB）、α -羟丁酸脱氢酶（α

-HBDH）                       

22 
髓过氧化物酶

（MPO） 
髓过氧化物酶（MPO） 

23 
幽门螺杆菌抗

体检测（定量） 
幽门螺杆菌抗体检测（定量） 

24 
胃泌素测定

（G-17） 

胃泌素 17检测反映胃黏膜健康状况的敏感指标，可以有效评估胃功能状况、胃酸水平并提

示是否存在胃部疾病、癌前病变、及早期胃癌。 

25 EB 病毒抗体 EB 病毒抗体 

26 
肿瘤标志物 13

项（男） 

甲胎蛋白（AFP）、癌胚抗原（CEA）、细胞角蛋白 19片段（Cyfra21-1）、神经元特异性烯

醇化酶（NSE）、糖类抗原 CA242、糖类抗原 CA125、特异β 人绒毛膜促性腺激素、糖类抗原

CA19-9、总前列腺特异性抗原（TPSA）、游离前列腺特异性抗原（FPSA）、鳞状细胞癌相关

抗原（SCC）、糖类抗原 CA15-3、糖类抗原 CA72-4 

 

  



附件3：广东技术师范大学40岁以上（含40岁）女教工体检项目表 

序

号 
体检项目 内容和目的 

1 一般检查 身高 体重 血压 

2 内科检查 胸部、心率、心律、心音、心界、肺、腹部、肝胆脾肾、肠鸣音、神经系统及其他                             

3 外科检查 
浅表淋巴结，甲状腺、乳房、脊柱、四肢、外生殖器、前列腺、肛肠指检、皮肤、皮肤疣、

手足癣等 

4 眼底照相 眼底 

5 
妇科常规检

查 

妇科检查 

白带常规 

子宫颈涂片检查（液基超薄细胞检测，TCT） 

6 心电图 心电图 

7 

X-DR正侧位/

低剂量胸部

CT扫描 

胸部正位、侧位 

8 心脏彩超 了解心脏各组成部分的形态以及功能状态，对心脏瓣膜疾病有较大的临床诊断意义 

9 输尿管彩超 通过彩色超声仪对诊断输尿管肿瘤、结石、囊肿有重要的临床意义 

10 膀胱彩超 通过彩色超声仪器来检测膀胱的形态，有无病变情况 

11 腹部彩超 肝胆胰脾肾 

12 

女性盆腔彩

超(49岁以下

女性检查查

环查孕) 

子宫、附件                                    

13 乳腺彩超 双侧乳房 

14 

人乳头瘤病

毒分析全套

检测（共

16/18型） 

高危和低危人乳头瘤病毒感染诊断 

15 甲状腺彩超 检查甲状腺 

16 甲状腺五项 
检测甲状腺功能是否正常。包括五项：促甲状腺激素 TSH、甲状腺素 T4、三碘甲状原氨酸 T3、

游离甲状腺素 FT4、游离三碘甲状原氨酸 FT3 

17 颈动脉彩超 颈动脉 

18 
血常规（五分

类） 

血常规五分类，检查白细胞,淋巴细胞（LYN）,粒细胞（GRAN）,单核细胞，单核细胞百分比，

嗜酸性粒细胞，嗜酸性粒细胞百分比，嗜碱性粒细胞，嗜碱性粒细胞百分比，红细胞计数,

血红蛋白（HGB）,红细胞压积（HCT）,平均红细胞体积（MCV）,平均红细胞血红蛋白含量（MCH）,



平均红细胞血红蛋白浓度（MCHC）,红细胞体积分布宽度（RDW）,血小板,平均血小板体积

（MPV）,血小板分布宽度（PDW）,血小板压积（PCT）,单核细胞（MON） ,淋巴细胞相对百

分比（LRR%）,粒细胞相对百分比（RPR%）,单核细胞相对百分比（MPR%） 

19 尿常规 

蛋白质（PRO）、葡萄糖（GLU）、胆红素（BIL）、尿胆原（URO）、酮体（KET）、亚硝酸

盐（NIT）、白细胞（LEU）、尿比重（SG）、尿酸碱度（pH）、隐血（OBT）、尿结晶、尿

液管型、红细胞镜检、白细胞镜检 

20 肝功 9项 

TP,ALB,GLO,ALB/GLO,ALT,AST,AST/ALT ,T-BIL,ALP，可提示肝胆系统疾病：急性传染性肝

炎，中毒型肝炎，脂肪肝，胆管炎，胆囊炎，肝硬化，药物中毒性肝炎，酒精性肝炎和黄疸

等 

21 血脂 4项 
总胆固醇（TCHO）、甘油三酯（TG）、 高密度脂蛋白胆固醇（HDL-C）、低密度脂蛋白胆固

醇（LDL-C）                       

22 肾功能 3项 尿素氮（BUN）、肌酐（CRE）、尿酸（UA）                         

23 
血清胱抑素

测定 
检验肾小球滤过率，是检测早期肾病的指标 

24 空腹血糖 空腹血糖 

25 
糖化血红蛋

白(HbA1c) 
可反映检查前 1-3个月的血糖水平 

26 心肌酶 4项 
乳酸脱氢酶（LDH）、肌酸激酶（CK）、肌酸激酶同工酶（CK-MB）、α -羟丁酸脱氢酶（α

-HBDH）                       

27 
髓过氧化物

酶（MPO） 
髓过氧化物酶（MPO） 

28 

幽门螺杆菌

抗体检测（定

量） 

幽门螺杆菌抗体检测（定量） 

29 
胃泌素测定

（G-17） 

胃泌素 17检测反映胃黏膜健康状况的敏感指标，可以有效评估胃功能状况、胃酸水平并提

示是否存在胃部疾病、癌前病变、及早期胃癌。 

30 EB病毒抗体 EB病毒抗体 

31 
肿瘤标志物

11项（女） 

甲胎蛋白（AFP）、癌胚抗原（CEA）、细胞角蛋白 19片段（Cyfra21-1）、神经元特异性烯

醇化酶（NSE）、糖类抗原 CA242、糖类抗原 CA125、特异β 人绒毛膜促性腺激素、糖类抗原

CA19-9、鳞状细胞癌相关抗原（SCC）、糖类抗原 CA15-3、糖类抗原 CA72-4 

32 骨密度测定 了解骨质量情况，预防骨质疏松 

33 心血管检测 
同型半胱氨酸（HCY），与动脉粥样硬化性心脑血管疾病密切相关 ，是心脑血管疾病的独立

风险因子 

 

  



附件4：广东技术师范大学40岁以下女教工体检项目表 

序

号 
体检项目 内容和目的 

1 一般检查 身高 体重 血压 

2 内科检查 胸部、心率、心律、心音、心界、肺、腹部、肝胆脾肾、肠鸣音、神经系统及其他                            

3 外科检查 
浅表淋巴结，甲状腺、乳房、脊柱、四肢、外生殖器、前列腺、肛肠指检、皮肤、皮肤疣、

手足癣等 

4 眼底照相 眼底 

5 
妇科常规检

查 

妇科检查 

白带常规 

子宫颈涂片检查（液基超薄细胞检测，TCT） 

6 心电图 心电图 

7 

X-DR正侧位/

低剂量胸部

CT 扫描 

胸部正位、侧位 

8 输尿管彩超 通过彩色超声仪对诊断输尿管肿瘤、结石、囊肿有重要的临床意义 

9 膀胱彩超 通过彩色超声仪器来检测膀胱的形态，有无病变情况 

10 腹部彩超 肝胆胰脾肾 

11 

女性盆腔彩

超(49岁以下

女性检查查

环查孕) 

子宫、附件                                    

12 乳腺彩超 双侧乳房 

13 

人乳头瘤病

毒分析全套

检测（共

16/18型） 

高危和低危人乳头瘤病毒感染诊断 

14 甲状腺彩超 检查甲状腺 

15 甲状腺五项 
检测甲状腺功能是否正常。包括五项：促甲状腺激素 TSH、甲状腺素 T4、三碘甲状原氨酸 T3、

游离甲状腺素 FT4、游离三碘甲状原氨酸 FT3 

16 颈动脉彩超 颈动脉 

17 
血常规（五分

类） 

血常规五分类，检查白细胞,淋巴细胞（LYN）,粒细胞（GRAN）,单核细胞，单核细胞百分比，

嗜酸性粒细胞，嗜酸性粒细胞百分比，嗜碱性粒细胞，嗜碱性粒细胞百分比，红细胞计数,

血红蛋白（HGB）,红细胞压积（HCT）,平均红细胞体积（MCV）,平均红细胞血红蛋白含量（MCH）,

平均红细胞血红蛋白浓度（MCHC）,红细胞体积分布宽度（RDW）,血小板,平均血小板体积（MPV）,

血小板分布宽度（PDW）,血小板压积（PCT）,单核细胞（MON） ,淋巴细胞相对百分比（LRR%）,

粒细胞相对百分比（RPR%）,单核细胞相对百分比（MPR%） 

18 尿常规 

蛋白质（PRO）、葡萄糖（GLU）、胆红素（BIL）、尿胆原（URO）、酮体（KET）、亚硝酸盐

（NIT）、白细胞（LEU）、尿比重（SG）、尿酸碱度（pH）、隐血（OBT）、尿结晶、尿液管

型、红细胞镜检、白细胞镜检 

19 肝功 9项 
TP,ALB,GLO,ALB/GLO,ALT,AST,AST/ALT ,T-BIL,ALP，可提示肝胆系统疾病：急性传染性肝炎，

中毒型肝炎，脂肪肝，胆管炎，胆囊炎，肝硬化，药物中毒性肝炎，酒精性肝炎和黄疸等 

20 血脂 4项 
总胆固醇（TCHO）、甘油三酯（TG）、 高密度脂蛋白胆固醇（HDL-C）、低密度脂蛋白胆固

醇（LDL-C）                       

21 肾功能 3 项 尿素氮（BUN）、肌酐（CRE）、尿酸（UA）                       



22 
血清胱抑素

测定 
检验肾小球滤过率，是检测早期肾病的指标 

23 空腹血糖 空腹血糖 

24 心肌酶 4 项 乳酸脱氢酶（LDH）、肌酸激酶（CK）、肌酸激酶同工酶（CK-MB）、α -羟丁酸脱氢酶（α -HBDH）                       

25 
髓过氧化物

酶（MPO） 
髓过氧化物酶（MPO） 

26 

幽门螺杆菌

抗体检测（定

量） 

幽门螺杆菌抗体检测（定量） 

27 
胃泌素测定

（G-17） 

胃泌素 17检测反映胃黏膜健康状况的敏感指标，可以有效评估胃功能状况、胃酸水平并提示

是否存在胃部疾病、癌前病变、及早期胃癌。 

28 EB 病毒抗体 EB病毒抗体 

29 
肿瘤标志物

11 项（女） 

甲胎蛋白（AFP）、癌胚抗原（CEA）、细胞角蛋白 19片段（Cyfra21-1）、神经元特异性烯

醇化酶（NSE）、糖类抗原 CA242、糖类抗原 CA125、特异β 人绒毛膜促性腺激素、糖类抗原

CA19-9、鳞状细胞癌相关抗原（SCC）、糖类抗原 CA15-3、糖类抗原 CA72-4 

注：体检项目在不超过中标价格的范围内，经双方商定可作适当调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