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TCL医疗影像集团

TCL医疗影像集团

地址：深圳市龙华区民治街道新牛社区民治大道万永达大厦附楼2栋（万众城公交站对面50米）

预约电话：                    （24 小时预约热线）

公交信息： 333（翠竹万佳站）/324（景鹏大厦站）/152（银湖汽车站2站）/M391（港大医院总站站）

深圳华影医学影像诊断中心

深圳华影门诊部 
地址：广东省深圳市罗湖区爱国路1058号金通大厦A座四楼

联系电话：0755-2516 2351

深圳华影医学影像诊断中心
地址：广东省深圳市龙华区民治大道新牛社区万永达大厦附楼华影医学影像诊断中心

联系电话：0755- 21012120

昆山锐影医学影像诊断中心
地址：江苏省苏州市昆山市崂山路19号大成莲创2号楼

联系电话：

焦作康影门诊部
地址：河南省焦作市山阳区焦东中路1152号志俊大厦二楼

联系电话：0391—3928 881

惠州迅影门诊部
地址：广东省惠州市惠城区鹅岭北路20号喜悦汇01F023

联系电话：

TCL医疗影像集团总部：

地址：江苏省无锡新区清源路20号传感网大学科技园立业楼B区301号房

联系电活：0510-8883 1188

全国门店分布

SHENZHEN HUAYING MEDICAL IMAGING & DIAGNOSIS CENTER

深圳华影医学影像诊断中心

提供最先进的PET-CT/1.5T MRI/64排CT乳腺钼靶/DR/超声等全方位医学影像

检查服务和诊断服务

国内知名的独立医学影像诊断中心

深度医学影像实践者

CONTACT 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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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CL医疗影像集团

      TCL医疗影像集合了国际尖端医学影像诊断设备和国内最优的医疗

专家资源，以精准影像诊断为方法，融合疾病诊断与就医指导，打造医

疗消费人群与医疗专家的社交平台，以国际化医疗服务标准和理念，为

病患提供医学影像诊断、特色体检以及后续的健康管理专属医疗服务。江苏·无锡

江苏·昆山

广东·深圳

广东·惠州

河南·焦作 

医疗影像集团

      TCL医疗集团成立于2009年，是中国医学影像诊断产品的领先供应

商之一，从事医疗影像设备的研发制造销售和国外高端医疗技术引进后再

研发、生产及销售，是最早获得北京市政府颁发”双软“认证的企业之一。

      TCL医疗从当地居民追求健康生活的实际需求出发，根据当地医疗资

源的实际情况，结合TCL集团强大的社会资源优势，通过与当地政府和世

界最领先的医疗设备公司的合作，响应国家支持社会资本投资第三方独立

影像中心的政策，于2019年初正式成立TCL医疗影像集团，在全国范围

大力开展医学影像中心的投资建设和运营管理的业务。

W.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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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国内精准影像的先行者、深度医学影像的践行者…

- 具有多项国内外领先技术和最新影像功能助力各种疾病的影像学筛查鉴

   别和鉴别诊断指导治疗 。

- 同时，深圳华影医学影像诊断中心聘请了国内大师级医学影像学家和多

   位从事医学影像专业工作三十年以上，具有全面和深厚的医学影像学理

   论和临床经验，在华南乃至国内外颇负盛名的资深专家。从而，在为受

   检者提供全面系统影像检查的同时提供精准医学影像诊断服务。

深圳华影影像

精准筛查

以影像深度健检为基石，开展系列专病特色精准筛查

全身肿瘤筛查方案
PET-CT+MRI+超声

乳腺肿瘤三联筛查方案
钼靶+MRI+乳腺超声

肺癌超低剂量CT筛查

肝癌筛查方案
MRI+超声+PET/CT

心脑血管疾病筛查
MRI+CT+超声+（PET-CT）

颈肩腰腿痛筛查方案
X线+MRI+CT

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筛查：
超低剂量CT筛查+核酸检测+IgM监测

无需远足

就能为您提供全球最先进的影像检查服务和检后专属医疗保健服务

SHENZHEN HUAYING MEDICAL IMAGING 

W.Y



曾任中华医学会放射学分会副主任委员， 广东省医学会放射学分会主任

委员

《国外医学临床放射学分册》编委会副主任委员，《影像诊断与介入放

射学》杂志副总编兼编辑部主任

从事影像诊断工作近50年，擅长全身各系统常见病、疑难病的影像学诊

断与鉴别诊断，尤其对骨肌神经系统疾病的影像诊断有很深的造诣。

中山大学附属第一医院放射科教授、主任医师、博士生导师

广东省医学会常务理事

中国医师协会 放射学分会委员

中国医院管理学会放射学分会委员

孟悛非 特聘教授

从事影像诊断工作40余年，擅长全身各系统常见病，疑难病的影像诊断

与鉴别诊断，尤其对骨肌神经系统疾病的影像诊断有很深的造诣。

中华医学会放射学分会骨肌学组委员

广东省医学会放射学分会骨肌学组组长

广东省医学会放射学分会骨肌组顾问

广东省放射学会委员

暨南大学分子与功能影像研究所副所长， 教授，博士生导师

暨南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影像科主任医师

 刘斯润 特聘教授

EXPERTS
专家团队

主任医师、硕士生导师，曾任广东省妇幼保健院放射科主任，学科带头人

从事影像诊断工作40年，擅长全身各系统常见疾病、疑难病的影像诊断与

鉴别诊断，尤其对早期乳腺癌诊断和新生儿疾病影像诊断有丰富的临床经

验。

郭庆禄 教授

广东省医学会放射学分会乳腺学组组长

广东省健康管理学会放射学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

广东省中西医结合影像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

 熊奕 主任医师

在超声诊断方面具有丰富的经验，能胜任各系统器官的超声检查工作，

尤其是在胎儿心脏畸形、产前超声诊断及心脏超声方面具有丰富的诊断

经验，获得由英国胎儿基金会颁布的早中孕期胎儿超声检查认证、胎儿

超声心动图诊断资格认证、中华胎儿基金会颁布的产科超声医师资格认

证和广东省产前超声诊断医师资格证。

罗湖医院集团副院长，硕士生导师，

香港中文大学妇产科博士

原暨南大学第二临床医学院深圳市人民医院主任医师

汇聚省内知名影像学专家汇聚省内知名影像学专家

EXPERTS
专家团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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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属医疗的提供者专属医疗的提供者

服务对象

特需医疗消费人群：有特需的医疗健康服务需求或追求更高医疗品质健
康服务及有消费能力并愿意为此支付一定费用的群体。

让健康退去浮华，尽显医疗本质，真正实现“健康有人管，看病不再难”。

“2”：为每一位会员配备健康管家和私人医疗专家，全程跟踪协调处理您
        与医疗健康相关的所有事物，包括但不限于：健康档案管理、主动
        健康关怀、健康维护、家庭健康照护、专家预约、就诊陪同等服务。
“2”：深圳华影医学影像诊断中心+深圳华影门诊部
“N”：深圳所有三甲医院、专业的医疗服务照护机构、华影合作的众多知
        名专家。

服务宗旨

服务模式
2+2+N

服务内涵

EXPERTS
专家团队

从事PET/CT核医学诊断工作30余年，擅长肿瘤早期发现、肿

瘤分型及疑难病的影像学与鉴别诊断，尤其对胸、腹部肿瘤的

影像诊断有很深的造诣。

山西太原中心医院 核医学及肿瘤科 

深圳第一台PET/CT   深圳龙珠医院核医学科主任

华余强 主任医师

1994年大学毕业成为解放军第一八四医院一名军医，历任外科医师、放

射科医师、影像科主治医师、副主任医师及影像科主任等职务，军队任职

期间至南京军区福州总院、解放军第一军医大学南方医院、第二军医大学

长征医院进修学习，任期内发表论文二十余篇，其中国家核心期刊发表论

文十余篇，服役期间取得两项骨科材料国家发明专利。2019年部队转业

后选择自主择业，现为退役军人事务局管理的党员干部。

原解放军南京军区第一八四医院影像科主任，中共党员。

张彩虹 PET-CT主任

W.Y



PET-CT检查的临床应用

- 肿瘤高危人群的筛查

- 治疗前分期（TNM）

- 放疗生物靶区确定、定位

- 治疗后评价治疗反应和预测疗效

- 治疗后残余、复发病灶和坏死、 

   瘢痕的鉴别及确定有无转移

神经、精神疾病、脑功能研

究，不同生理刺激或思维活

动状态脑皮质的代谢，脑行

为研究

区别心肌坏死和冬眠心肌，

为冠心病血运重建治疗提供

依据，是判断心肌细胞活性

的“金标准

肿瘤领域 神经&精神领域 心肌活性

发现早期病变 Biograph Horizon系统采用业界最小4mm x 4mm 闪烁更快、有更高光输出的LSO晶体，能提

供更高分辨率、高灵敏度和高清晰度的图像，有助于识别早期微小肿瘤病灶，达到早期诊断的目的。

提高诊断准确率 Biograph Horizon系统的高对比度，高分辨率可以帮助临床医生提高诊断准确率。精准活检

定位，适合于每一个肿瘤患者，有助于改善患者结局，创伤小，降低治疗成本和降低责任风险。

快速扫描和重建 Biograph Horizon通过Quanti•QC功能可以在一夜之间运行质量控制程序，扫描最快可在5

分钟内完成，扫描后仅30秒即可在获取图像的同时进行重建。

降低辐射剂量 Biograph Horizon基于人工智能微辐射筛查平台，可以有效降低68%的辐射剂量，并保持最

佳信噪比。最低辐射剂量可达1mSv，略高于1次胸部低辐射剂量肺癌筛查（小于1mSv），小于常规胸腹部

CT检查辐射剂量（3-20mSv）。

全球首款高端人工智能PET-CT
SIEMENS PET/CT Biograph Horizon

深度医学影像的践行者 配备全球顶尖的影像设备

德国西门子最新上市全球首款超高清TOF PET-CT

SIEMENS PET-CT Biograph Horizon

快速扫描/精准成像/完美融合

      PET，即正电子发射计算机断层现象，是一种无创的以功能代谢显像的医学影像学检查设备，

采用正电子核素作为示踪剂，通过探测病灶对示踪剂的异常摄取情况，了解病灶代谢状态，对疾病

进行正确诊断。PET可用于肿瘤发生部位探测、良恶性鉴别、治疗效果监测、复发和全身转移的发

现。CT肿瘤的分期可以清晰地显示人体断层解剖结构，准确地描述病变的大小、密度、位置、形

态等解剖学特征。将PET与CT有机地结合在同一台设备上，两种扫描一次完成，可以获得PET、

CT和PET-CT融合图像，同时提供功能、代谢和精细的解剖结构信息，使临床诊断和治疗、放疗

定位及各种治疗效果的评价更加全面和准确。

PET扫描图 CT扫描图 PET-CT扫描图

W.Y



深度医学影像的践行者 配备全球顶尖的影像设备

魏xx  男 50岁 吸烟史30年，30支／日，气紧8-9个月，咳嗽、咯血10天，开始为血中带痰，

后逐渐痰中带血，近4-5天未咳。曾两次胸片：慢支。

PET/CT诊断：右肺癌、肺门淋巴结转移（T2N1M0） ”

          国家癌症中心数据：中国恶性肿瘤病发

率和死亡率均呈逐年增长趋势，2015年中国

恶性肿瘤发病率为285.83/10万，死亡率为

170.05/10万。中国恶性肿瘤发病率在20岁

开始随年龄增加逐渐上升，中国恶性肿瘤死

亡率在45岁开始明显上升。

-下列高危人群进行早期筛查时应行PET-CT检查：

·原因不明的肿瘤标志物升高

·40岁以上长期吸烟或嗜酒人群

·外科检查触摸到不明原因淋巴结肿大者

·经放射或超声影像检查出肿瘤病灶者

       2019年9月23日，国家卫健委等10部门联合印发了《健

康中国行动——癌症防治实施方案（2019-2022年）》，到

2022年，癌症防治体系进一步完善，危险因素综合防控取得

阶段性进展，癌症筛查、早诊早治和规范诊疗水平显著提升

，癌症发病率、死亡率上升趋势得到遏制，总体癌症5年生存

率比2015年提升3个百分点，患者负担得到有效控制。

PET-CT精准肿瘤筛查

早发现、早诊断是肿瘤治

疗的关键，肿瘤早期治疗

有利于降低治疗费用，提

高5年生存率和生活质量。

PET-CT肿瘤定性及寻找原发病灶

郭xx 女 59岁。右上臂疼痛2月余，X线

及MRI提示恶性占位，不除外转移。申

请PET/CT定性及寻找原发灶? 

PET-CT诊断：肾癌骨转移

延迟2小时

增强CT：2.50x2.14cm²占位，

动脉期明显不均匀强化

W.Y



深度医学影像的践行者 配备全球顶尖的影像设备

PET-CT肿瘤疗效评价及预后判断

2011年3月，因吞咽异物赶到301医院就诊。

胃镜提示：食管中段低分化癌，不除外神经内分泌来源，并做胃镜下食管癌切除术（ESD）。

2011年10月31日，301医院骨扫描：骨多发浓聚灶，考虑多发骨转移。

2011年11月，301医院第一次PET-CT提示：食管恶性肿瘤，骨、肝脏多发转移。

随后，行“卡铂+依托泊苷”化疗，到2012年3月26日最后一次化疗结束，共行6个疗程化疗。

PET-CT肿瘤随访复查/复发监测

PET-CT放疗精准定位

男性，75岁。右下肺中央型肺鳞癌，

右下肺不张；右侧胸水。由于身体原

因，不能耐受手术。拟行放射治疗。

PET-CT准确显示肿瘤边界，有助于放疗的精准定位，提升放疗精准度，减少正常组织不必要的放

射损伤。

PET-CT指导穿刺活检

PET-CT检查主要用于手术或放射治疗后残余、复发病灶和坏死、瘢痕的鉴别及确定是否发生转移。

男，71岁，发现左上肺占位3年。近半年来有所增大。

PET-CT指导穿刺活检，病理结果：鳞癌。

2011-11-3 化疗前 2012-1-7 化疗3个疗程后 2012-4-12 化疗6个疗程后

食道癌放疗后治疗监测 鼻咽癌放疗后复发

W.Y



深度医学影像的践行者配备全球顶尖的影像设备

1.5T磁共振新标准 新时代
SIEMENS ESSENZA Galaxy 1.5T磁共振

TIM一体化高密度线圈

全静音平台  全部位+全序列

超快速成像平台

高级临床应用软件包  

包括神经系统、血管造影、体部脏器、心脏、肿瘤、骨关节、乳腺、儿科。

超快速成像平台——CAIPIRINHA鸡尾酒成像技术

      德国曼海姆医学中心比较CAIPIRINHA和GRAPPA在腹部成像方面应用的区别，最终得出：320x175分辨率

条件下，扫描时间从21秒降至9秒，可以有效缩短患者腹部扫描屏气时间。随着技术进一步升级，目前采用该技

术可以实现5秒/期的肝脏快速动态扫描，而挑战极大的冠状位肝脏同反相位扫描也只需要12秒钟时间。

320矩阵，CAIPIRINHA4,  9S 256矩阵，IPAT 2，16s

儿科高级临床应用软件包

      包含各种针对儿童的专门扫描成像序列和技术。由于儿童器官、组织处于生长发育中，身体尺寸小、心率

快、对屏气指令的顺从性差，儿童磁共振检查的参数与成人相比，具有很大的差异。本儿童组件提供不同年龄

组儿童及不同部位专用扫描方案。此外，syngo BLADE技术的应用，可有效减少儿童患者对于镇静剂的用药量

，全面消除运动伪影，获得最佳影像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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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度医学影像的践行者配备全球顶尖的影像设备

新型64排128层螺旋CT
SIEMENS SOMATOM go.Top

无极变档、精准影像  13档KV，自由选择，涵盖所有人群的个性化检查需求

独家KV纯谱技术  全肺筛查，高图像质量、低辐射剂量

炫速扫描、急诊利器  单圈扫描速度突破0.33秒/360。，全身扫描成像16秒可完成

iMAR–迭代去金属伪影技术  有效降低金属伪影对周围软组织成像的影响

      美国曾有一项针对50-74岁有抽烟病史民众的大规模肺癌筛查。研究显示，低剂量螺旋CT 有助于早期

肺癌，特别是周围型非小细胞肺癌，其检出率约为胸部X光的10倍。并且相对于胸部X光检查，低剂量螺旋

CT扫描可降低20%的肺癌死亡率。

KV纯谱：平片剂量，高清影像

鼻窦 肺部 脊柱 四肢骨骼 结肠

结合Sn filter能谱纯化技术的低剂量肺部扫描，多kV水平可供选择，适用于不同体型的患者；

结合Sn filter能谱纯化技术的定位像扫描，更大程度的降低总体检查辐射剂量。

光子探测器和高采样率技术的结合带来出色的高分辨图像

早期肺癌筛查利器——低剂量CT

SOMATOM go.Top

Collimation: 64 x 0.6 mm

Scan length: 314 mm

Rotation time: 0.33 s

Pitch: 0.6

Tube setting: Sn100 kV  

Ref. mAs: 15 mAs

CTDIvol: 0.86  mGy 

DLP: 27 mGy cm

Eff. dose: 0.38 mS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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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度医学影像的践行者配备全球顶尖的影像设备

平片DR
全自动化，多平面多角度成像，可全自动追

踪检查部位，避免双重剂量和双剂量放射成

像，X线平片是胸部和骨关节疾病筛查的首

要方法。

乳腺DR

清晰显示乳腺各层组织，可以发现乳腺增生。可观察到小于

0.1毫米的微小钙化点及钙化族以及良恶性肿瘤和乳腺组织结

构紊乱。乳腺DR检查在欧美发达地区是女性进行乳腺疾病

筛查的首选。

超声诊断仪
实时心脏彩色容积超声诊断系统，可做到以容积的方式，客观

准确地评估心功能，同时满足心脏介入科、心脏外科和超声心

动图室不同临床专业领域所需要的专业数据分析。实现从二维

超声到四维超声，为临床提供诊断依据，为客户提供多维度的

呵护。

Robotic Ultrasound System
远程超声诊断系统 MGIUS-R3

全球首创“远程+智能”超声辅助诊断解决方案

远程超声  0距离专家扫描

实时诊断  0.001s异地同步响应

智能辅助  重复定位精度高达0.1mm

智能诊断系统  自动识别病情，确保医生诊断准确性

可检测部位  心脏/甲状腺/胆囊/乳腺/肝脏/胎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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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属医疗的提供者专属医疗的提供者

专属健康管家

1.随时为客户提供健康咨询，解答客户健康问题；

2.为客户提供生活中紧急事件处理指导；

3.为客户精准推荐三甲医院专家进行疾病治疗；

4.将客户提出的健康信息汇报给本中心或三甲医院背景副高以上专家进行深入分

   析，给出健康方案；

5.定期对客户进行健康回访，主动关注客户健康，为客户健康保驾护航。

专业、便捷的

健康咨询

1.提供5*8小时健康咨询，解答客户健康问题；

2.全科医生为客户提供生活中紧急事件处理指导；

3.三甲医院背景专家为客户精准推荐三甲医院专家进行疾病治疗；

全科医师 

上门服务

1.全科医师上门为客户健康指导及回访；

2.全科医师上门为客户面对面健康咨询；

3.专家团队做后盾，使客户足不出户，解决健康问题。

专家 

上门服务

1.三甲医院背景副高以上专家上门为客户健康指导及回访；

2.三甲医院背景副高以上专家上门为客户面对面健康咨询；

3.专家团队做后盾，使客户足不出户，解决健康问题。

动态电子

健康档案

1.三甲医院背景专家对客户历年体检报告进行深度分析、给出健康方案；

2.三甲医院背景专家结合客户提供的健康资料进行综合分析，给出健康方案；

3.健康管家主动跟踪客户健康，不断完善客户健康档案，由专家综合分析客户健

   康状况，给出健康指导建议；

4.为客户永久性保存健康档案，客户可以随时调阅。

专家会诊
以影像诊断为主，根据客户健康状况，邀请三甲医院背景副高以上专家进行会

诊，深度解读客户体检报告，并给出健康方案。

预约专家 为客户精准推介并预约专家看诊。

夜间急诊

陪诊

晚上18:00至次日8:00期间看急诊，本中心专业医护人员全程陪同客户医院看

诊，提供挂号、指引到看诊科室、陪同看诊、陪同检查、取结果、取药、陪

同输液、协调车辆送客户返回等。

（陪同）

代配药
专业医护人员全程陪同（或代替客户）医院挂号、开处方、配药、取药、送客户

（药品）返回。

项   目   描   述 

日间陪诊
1.医院门诊就诊、名医看诊全程陪护，指引看诊科室、陪同看诊、陪同检查、陪同输

  液，代替客户取结果、取药、协调车辆送客户返回等。

2.代替或陪同客户收取病理二次诊断结果。

名医看诊 1.名医门诊或非门诊时间看诊；

2.由于初次诊断不准确等原因进行二次诊断（包括病理诊断)

住院安排 三甲医院住院安排。

私人医疗

专家
为华影会员客户配备三甲医院背景副高以上专家作为私人医生，帮助客户全面改

善个人生活方式，客户随时与私人医疗专家就个人乃至家庭成员的健康情况进行

分析讨论和咨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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肿瘤科普华影让健康有人管 看病不再难

2015年国家癌症中心数据：
2015年恶性肿瘤发病率为285.83/10万，死亡率为

170.05/10万。中国平均每天约1.2万确诊癌症，平均每

分钟就有8人确诊患癌，5人死于癌症。

‐ 男性发病率和死亡率均明显高于女性

‐ 城市发病率和死亡率均明显高于农村

‐ 恶性肿瘤发病率在20岁开始随年龄增加逐渐上升

‐ 恶性肿瘤死亡率在45岁开始明显上升，男性高于女性

深圳市人民医院

深圳市第二人民医院

深圳市第三人民医院

深圳市肿瘤医院

深圳市中医院

罗湖区医院集团

南山区人民医院

宝安区人民医院

龙华区人民医院

龙华区中心医院

龙岗区中心医院 

龙岗区人民医院

北京大学深圳医院

香港大学深圳医院

南方医科大学深圳医院

中山大学第七医院

中山大学第八医院

推荐医院名录

深圳市慢性病防治中心

肿瘤监测数据：

2018年深圳市新发肿瘤病例近

25587例，较2013年增加72.5%。

肿瘤早期诊断：显著提高五年生存率

类别 肺癌 食道癌 胃癌 结肠癌 乳腺癌 宫颈癌 肝癌

早期诊断（%）

根治术后（%）
包含进展期

80 90.3 90.9 91.1 92.5 99.1 64.9

35-50 10-20 20-30 72.7 40-50 60-70 37.4

感谢上海交大附属新华医院肿瘤科的数据分享

早发现、早诊断是肿瘤治疗的关键，肿瘤早期治疗有利于降低治疗费用，提高5年生存率和生活质量。

PET-CT通过全身检查功能显像，可以提供全身肿瘤病灶大小、形态和代谢功能显像等诊断信息，发现

CT/MR等未能发现的隐匿病灶、1.0cm以下的淋巴结转移、鉴别诊断肿瘤术后或放疗术后的局部组织纤维

化、坏死和肿瘤复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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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户须知 常见问题

Step 1

预约登记

Step 2

收集病史

Step 3

测量身高体重

Step 4

测量血糖

Step 5

注射显像剂

Step 6

检查前休息

Step 7

上机检查

Step 8

图像采集

Step 9

专家阅片

Step 10

报告结果

1. 怀孕和哺乳期妇女应避免PET-CT检查。

2. 请带齐资料（病史记录、病理报告、治疗有关经过、影像学检查如CT、MRI、
    股显像等）。

3. 检查前禁食6小时，禁饮用含糖类饮料，禁止静脉输入葡萄糖液体或进行胃肠外
   营养补充。

4. 检查前应避免剧烈运动和精神紧张。注射显像药物前后应保持安静，并以卧位
    或半卧位休息，避免走动，以免影响检查结果。

5. 注射显像药物前需要测定血糖浓度。糖尿病患者需在检查前将血糖调整至合理
   水平。

6. 全身检查一般需要平卧10分钟左右，不能坚持的患者（如儿童、有明显疼痛的
   病人），可能需要用镇静剂或止痛药。

7. 开始检查前必须排空小便，尽量避免尿液沾染内裤或皮肤上，以免影响诊断结果。

注意事项

PET-CT检查流程 Q1：PET-CT检查是否安全？

PET-CT是安全的无创检查，所注射的放射性药物均为生命物质的类似物（如葡萄糖类似物），不存在药

物过敏及个人耐受问题，而且衰变极快，对人体不构成危害，是CT碘造影剂和磁共振成像钆造影剂过敏

患者、体内植有心脏起搏器、神经刺激器、人工耳蜗及其他磁性金属异物患者的优选方案。

Q2：PET-CT检查有无痛苦？

PET-CT检查是无创检查，只需要静脉注射显像药物，并采集微量血测定血糖，

不会额外增加患者的病痛。

Q3：为什么PET-CT检查费用昂贵？

PET-CT检查费用高主要在于它的运行成本：整套PET-CT从国外引进和安装成

本巨大，生产显像剂的回旋加速器也及其昂贵，致使显像剂价格高，而且为了维

持整机的正常运行，每年机器的保修费也相当高。
PET-CT检查费用虽然昂贵，但它可以改善肿瘤病人的治疗方案。例如单个肺结

节，过往都是直接手术切除，病人免手术的痛苦，其中也包含部分良性姐姐的患

者。通过PET-CT的功能显像可以鉴别肺结节的良恶性，可以免除手术对良性结

节患者的痛苦和手术相关费用。
再例如确定为肺癌的患者需要了解肿瘤是否发生转移，这对是否需要制定手术切

除治疗方案起着关键作用。如果PET-CT检查发现已经发生率转移，手术切除方

案就应该仔细斟酌，这样也可以减少不必要的手术，免除手术对肺癌患者的痛苦

和手术相关费用。
国外的一项统计学研究结果：PET/CT成像改变或影响67%的非小细胞肺癌病人

的治疗计划。Kalff V, et al. J Clin Oncol. 2001, 19(1): 111-118

Q4：PET-CT辐射剂量大么？

SIEMENS PET-CT Biograph Horizon基于人工智能微辐射筛查平台，可以有效

降低68%的辐射剂量，并保持最佳信噪比。最低辐射剂量可达1mSv，略高于1次

胸部低辐射剂量肺癌筛查（小于1mSv），小于常规胸腹部CT检查辐射剂量（

3-20mS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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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舒适典雅

舒适就诊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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