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北京市62所可接诊发热儿童患者的医院名单

机构名称
发热患儿首诊

场所
接诊时间 联系电话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同仁医院 门急诊 24小时 58266092

中国医学科学院北京协和医院 门急诊 24小时 69156114

北京大学第一医院 门急诊

24小时

83572211

北京大学人民医院 门急诊

工作日8:00-
12:00、13:00-17:00；周
末8：00-12:00；其余时
间段为急诊。

88325531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儿童医院 发热门诊

门诊：上午8:00-11:00；
下午13:00-16:00；小夜
儿内科：4:00-10:30；急
诊24小时

59616161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友谊医院 门急诊

门诊：工作日8:00-11:30
；13:00-
17:00；节假日8:00-
11:30。急诊：工作日
17:00-
8:00；节假日11:30-8:00
。

63138217

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 门急诊

24小时 83198899转8311

中国中医科学院广安门医院 门急诊

工作日8:00-
12:00，13:00-17:00 周
末8:00-12:00

88001128

北京和睦家医院 发热门诊
周一至周日24小时儿科急
诊

24小时服务中心 :
4008919191; 24小时急诊
热线 : 5927 7120

北京市垂杨柳医院 门急诊

普通门诊及假日门诊：
8:00-
20:00，节日门诊8:00-
17:00

67711960

航空总医院 门急诊

24小时

59520439

民航总医院 门急诊

工作日8:00-11:30
13:00-17:00；周末8:00-
11:30

85762244转2381

首都儿科研究所附属儿童医院 发热门诊

24小时

85695555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安贞医院 门急诊

周一至周日08:00-11:30
13:00-17:00，其余时间
段为急诊

64456745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朝阳医院 门急诊

24小时

85231000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地坛医院 发热门诊
周一至周五8:00-12：00
；13:00-16:00

84322473

应急管理部应急总医院(原煤炭总医院) 门急诊 8:00-21:00 87935452

中日友好医院
儿科门诊或急

诊
24小时 84205566

北京大学第三医院 门急诊

门诊：工作日8：00～12
：00，13：00～17：00；
周末及节假日半天门诊，
8：00～12：00；具体时
间以医院公告时间为准。
急诊：工作日17：00～次
日8：00。周六日及节假
日12:00～次日8:00

82264101

北京市海淀医院 门急诊

周一至周日8:00-
12:00,13:00-17:00，具
体时间以医院公告为准

82619999（总机）、
82693001（咨询）

北京市上地医院 门急诊
周一至周日：8:00-12:00
；13:00-17:00

62973150

北京四季青医院（北京市海淀区四季青镇

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门急诊

全日制（含节假日、周末
）8:00-20:00

88434040

航天中心医院 门急诊

周一至周日8:00-
11:30及13:30-17:00，其
余时间为儿科急诊

59971328/1332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世纪坛医院 门急诊

工作日8:00-11:30 13:30-
17:00 其余时间为儿科急
诊

63925588

中国中医科学院西苑医院 门急诊
工作日8:00-11:30，其余
时间段为急诊

62835123

北京航天总医院 门急诊 周一至周日 8：00-20:00 68754014

北京市丰台区南苑医院 发热门诊

24小时

67953040

北京市丰台中西医结合医院 门急诊

工作日8：00-11:3013:00-
16:302、日常周末（法定
节假日除外）：8：00-
11:3013:00-15:50

83862760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天坛医院 门急诊
周一至周日8:00-
12:00，13:00-21:00

总机电话：59976611 24
小时咨询电话：59976550
59975043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佑安医院 发热门诊

24小时

63057513

中国航天科工集团七三一医院
门诊、发热门
诊同时接

24小时

68374065

北京市大兴区人民医院 发热门诊 24小时
60283592（儿科服务台）
周一至周日：8:00-
20：00

北京市大兴区中西医结合医院 门急诊

周一至周日7:30-11:30;
13:30-17:00;其余时间段
为急诊

67992043（总机）
61278087（儿科)

北京市仁和医院 门急诊
周一至周日7:30-17:30，
其余时间段为急诊

69242469-3203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同仁医院(南区) 门急诊 24小时 58266354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潞河医院 门急诊

儿科门诊：周一至周日早
8点至晚17点； 儿科急
诊：周一至周日全天

69543901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友谊医院通州院区 门急诊

门诊工作日8:00-
11:30；13:00-17:00.节
假日8:00-11:30。急诊工
作日17:00-
8:00；节假日11:30-8:00

80839051

北京市顺义区妇幼保健院 发热门诊

24小时 89449200-8220

北京市顺义区医院 儿科发热门诊
周一至周日 8:00-12:00
13:30-17:30

69423220

北京积水潭医院（回龙观院区） 门急诊 周一至周日 8:00-17:00
58516688（总机）
58398122（儿科门诊）

北京京都儿童医院 发热门诊 24小时 69787777

北京清华长庚医院 门急诊

工作日 8:30-
12:30、13:30-
17:00、17:00-20:00 周
六及法定节假日8:30-
12:30 周日无门诊

56118899

北京市昌平区南口医院(北京市昌平区南

口中西医结合医院)
发热门诊 24小时 60751422

北京市昌平区沙河医院 门急诊
工作日08:00-11:50
13:00-17:00

69731113

北京市昌平区医院 发热门诊 24小时 69742509

北京市昌平区中西医结合医院 发热门诊 24小时 69712343-8072

北京市昌平区中医医院 门急诊

全年无假日门诊，5月1日
至9月30日8：00-12：00
，14：00-17：30；10月1
日至次年4月308：00-12
：00， 13：30-17：00
。

69712343-8072

北京王府中西医结合医院 门急诊 8：00-17：30，无节假日 81778186

北京京煤集团总医院 门急诊

工作日：8:00-
12:00,13:30--17:00；其
余时间为急诊

69842525-36143(儿科门
诊)69842525-36343（儿
科病房）

北京市门头沟区医院 门急诊

门诊工作日：8:00-
12:00,13:30--17:00，急
诊为24小时

69843251-334

北京市房山区第一医院 发热门诊 24小时 89323440-8052

北京市房山区良乡医院 发热门诊 24小时 81356177

北京燕化医院 儿科门诊 周一至周日8:00-17:00； 80345566-5011

北京市平谷区妇幼保健院 门急诊

冬春季就诊时间  8:00-
11:30  13:30-17:30 夏
秋季就诊时间  8:00-
11:30  14:00-18:00 
其余时间为急诊

69962400 89985074

北京市平谷区医院 门急诊

冬季08:00-12:00
；13:30-17:30；
夏季08:00-12:00
；14:00-18:00.其余时间
为急诊

89999279

北京怀柔医院 儿科门急诊
周一至周日7:45-17:15其
余时间为急诊

69644711

北京市怀柔区中医医院 儿科门诊

周一至周日7:45-
11:45,13:30-17:30，其
余时间为急诊

69624125

北京市密云区妇幼保健院 发热门诊

冬季7:45-11:35，13:30-
17：10 ；夏季7:45-
11:35，14:00-17：35其
余时间为急诊

69085973

北京市密云区医院 发热门诊 24小时 69056922

北京市密云区中医医院 发热门诊
周一至周日8:00-12:00
13:30-17:30

69044117

北京市延庆区医院 门急诊

周一至周日全天门诊。8
：00-12:00，13:30-
17:30

69178976

北京中医医院延庆医院(北京市延庆区中

医医院）
门急诊 8:00-12:00

13:30-17:30

（节假日不休息） 69147152-804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