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婚检=孕检？！哪个环节才是
孕育健康宝宝的关键？

北京新世纪妇儿医院产科医疗总监 范玲

      婚检孕检侧重不同 切不可混为一谈
　　范主任认为：婚前检查的侧重点是在于做能
否结婚的相关疾病检查，婚后是否对生育有影
响、对下一代有影响等。
      婚前检查本身就是一个健康的体检，检查身
体是否存在原发的疾病，是一个全面的身体检
查，包括全套的化验，譬如生化检查、肝功、
肾功、心肌酶、电解质、各种离子、血脂等检
查，以及最常见的甲肝、乙肝、丙肝、梅毒、
艾滋病等传染病检查（这些是必查的项目），
通过这些检查可以清楚的知道你是否存在内科
的合并症。除此之外，更重要的是还会涉及到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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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专科疾病的检查，譬如精神病、家族遗传性疾
病等，需要专科医生做进一步确诊，评判你是否
适合结婚。
      女性还需要做妇科检查，看是否有生殖器官
的畸形，毕竟婚后是需要有夫妻生活的，有很多
女性不清楚自己的身体状况，譬如月经不规律，
不来或是量少等情况，有些女性是处女膜闭锁，
但是在膜上会有一个小孔，经血也会从这里流
出，就会让很多女性误认为自己是正常的。
  “而孕前检查的侧重点是看你适不适合怀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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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主任继续说道。
      孕前检查至关重要，尤其是对于婚后几年还
没有怀孕的夫妻来说，可能是由于某些疾病导致
的不孕。
       孕前检查除了全套的生化、肝功、肾功、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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肌酶、血脂等上述检查项目外，还需要做心电
图、胸片等检查。除此之外，还要做病毒的检查，
即TORCH检查，老百姓称之为“优生五项”的
检查，这项筛查最好是在怀孕前做，好知道自己
是否已经感染过并产生抗体了，怀孕后反而更安
全了。这与婚前检查不完全一样。妇科检查也是
不可少的，超声检查看是否合并有子宫肌瘤或卵
巢囊肿，宫颈TCT检查看有无宫颈病变等。

婚检后仍需孕检 但一种情况无需孕检
范主任明确表示，“即便是做了婚前检查也是有
必要做孕前检查。当然还要考虑婚检的时间，时
间临近无需做相同的检查。”
 她举例说明：如果你刚刚做完婚检马上就要怀
孕了，你可以不做重复检查，但像病毒类的检查，
在孕前检查是至关重要的，可以对何时感染了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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毒进行更好地判断。如果是怀孕后检查，我们无
法进行很好的判断，像风疹、疱疹、巨细胞病毒
都有IgM和IgG两种抗体，IgM抗体阳性，表示
近期感染，而IgG抗体阳性表示远期感染，是终
生携带的。范主任强调，“如果是怀孕后检查，
我们无法判断你是什么时期的感染。所以，抗体
筛查在孕检中是至关重要的，如果在孕前检查中
IgG抗体是阳性，那么怀孕后反而更安全，一般
不会再被感染。”
      范主任还有一个担心，目前，老百姓对这个认
知度比较低，大家都不知道孕前要做这个检查，
反而怀孕以后做各种检查就显得比较匆忙。尤其
是养宠物的家庭，会有很多担心，如弓形虫的感
染等。因此，怀孕前必须做一个全面的检查，至
少可以让自己安心。
控制原发病是孕育一个健康宝宝的前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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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范主任表示，“孕检除了帮你诊断是否适
合怀孕外，也可以帮你筛查出很多疾病，如内科
的合并症。”
       譬如说心脏病，你是否适合现阶段怀孕，医
生会为你评估心功能；如果你有肝炎，会为你检
查转氨酶是否正常、是否在活动期，乙肝表面抗
体是否为阳性，是携带还是有小三阳的存在，经
过评估后，如果你的转氨酶是异常的，处于肝炎
活动期，需要先治疗一段时间，要保障肝功能稳
定后才能怀孕。

       如果是高血压是否适合怀孕呢？血压太高，
或肾脏功能异常，就需要治疗一段时间，保证肾
功能稳定，没有蛋白尿或仅有一个“+”号，血
压要控制在140/90mmHg以下，才可以怀孕；
      有糖尿病的患者，如果怀孕孕期可能会加
重。糖尿病患者，怀孕前如果不用胰岛素，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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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饮食、运动等方式控制血糖既可以达标，我们
要求糖化血红蛋白控制在6.5%以下；如果是需
要通过胰岛素打针来控制血糖，就要求糖化血红
蛋白控制在7.0%以下，这样达标的状况去备孕，
可以将早孕期对胎儿发育的影响降到最低，血糖
高容易导致胎儿畸形，主要是与受孕前后的血糖
水平以及早孕期的血糖水平太高了有关。
       通过孕前检查将这些准备都做好了，才能孕
育一个健康的宝宝。



      婚检孕检侧重不同 切不可混为一谈
　　范主任认为：婚前检查的侧重点是在于做能
否结婚的相关疾病检查，婚后是否对生育有影
响、对下一代有影响等。
      婚前检查本身就是一个健康的体检，检查身
体是否存在原发的疾病，是一个全面的身体检
查，包括全套的化验，譬如生化检查、肝功、
肾功、心肌酶、电解质、各种离子、血脂等检
查，以及最常见的甲肝、乙肝、丙肝、梅毒、
艾滋病等传染病检查（这些是必查的项目），
通过这些检查可以清楚的知道你是否存在内科
的合并症。除此之外，更重要的是还会涉及到一

专家简介
                                范玲
范玲，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妇产医院主任医师、
教授；北京新世纪妇儿医院产科医疗总监；中华
医学会围产医学分会委员、新生儿复苏学组委
员，中华医学会妇产科专业委员会产科学组委
员，中国妇幼保健协会促进自然分娩分会副主
任委员，北京医学会早产与早产儿医学分会副
主任委员，北京中西医结合学会妇产科专业委员
会副主任委员，北京医学会妇产科学分会常委，
北京医学会围产医学分会常委，重症医学协作
组组长。《中华妇产科杂志》，《中华围产医
学杂志》，《中华产科急救电子杂志》，《中
国妇产科临床杂志》，《中国妇幼卫生杂志》
等杂志编委。
从事妇产科临床工作33年，在高危妊娠及产科疑
难并发症的诊治，产科危重症的救治方面具有丰富
的经验。在学术杂志上发表论文60多篇，参与多
篇专业书籍的编写。主持国家重点研发专项、国
家科技部支撑项目-子课题。市科委、首发基金
等多项科研课题研究。
本文为凤凰健康原创稿件，转载需注明出处。
图片来源：网络，版权归原创者所有

(未完待续….)





你以为备孕很容易
没有这7个“一”宝宝想健康都难！

本文转载自：凤凰健康

      “丈夫要配合妻子完成备孕的全部工作，不
仅仅是为孕育一个健康的宝宝，也会为夫妻间
增加不少乐趣。”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妇产
医院主任医师、北京新世纪妇儿医院产科医疗
总监范玲如是说。
如何备孕？
——准备怀孕要做到7个“一”
1、一定要做孕前检查
    孕检可以帮助你确认身体现在的状况是否适
合怀孕，如果存在某些疾病，需要先将身体调
整到最佳状态，将原发病的病情控制到适合怀
孕的程度，这样怀孕后才是安全的，也更有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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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孕育健康的宝宝。
   另外，在孕前做TORCH病毒筛查也是很有必
要的。如果检测出已有各种病毒的-IgG抗体阳
性，说明曾经感染过，身体已产生抵抗力，怀
孕后就不用担心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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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有一个良好的心理准备
    一个健康宝宝的降临，夫妻必须做好心理方
面的准备，这是非常重要的。很多人在计划外
妊娠时，情绪、心理都没有准备好，没有做好
接受宝宝降临的准备，会认为这个宝宝是突如
其来的异物，会感到恐慌，从心里面排斥、拒
绝接受他，这对于胚胎早期的发育是非常不利
的。因此，必须要“有备而来”，做好在心理
上接纳小宝宝的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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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有一个充足的时间准备
    精神上、身体上、经济方面也要做好充分的
准备。现如今，很多女性都是忙碌的上班族，
平时的身体状况都处于亚健康的状态，如果不
调理好，很难孕育出健康的宝宝。 
    所以，在备孕期间，我们要有意识的把工作
调整好，生活、学业等方面的压力不要太大。
如果是在准备晋升、升学考试、毕业答辩等如
此紧张的心态下，就暂且缓缓怀孕的计划，等
这段时间结束后再重新提上日程；每天的饮
食、起居要规律，将身体状态调整到最佳。经
济上也需要略微考虑下，宝宝出生后的经济花
费增加了一大块，若是工作不稳定，再添一口
人，是否可以保证自己的生活质量？这也是需
要时间调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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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养成一个良好的生活、饮食、运动习惯
    如果日常生活中，有抽烟喝酒习惯的夫妻，
在准备备孕时，要停止半年以上的烟酒。备孕
期间，我们不清楚宝宝哪天会突然降临，因
此，如果是偶尔一次喝酒，这并不会有太大的
影响，只要不是经常醉醺醺的状态，是无需过
分担心的。
     但既然你计划怀孕，就要尤其注意这方面
的，不仅仅是女性，男女都要做好戒烟酒的准
备。很多男性认为，每次吸烟都在外面，不会
对妻子产生影响，但其实长久吸烟是对精子质
量不好的，因此男女都要调理。

    在饮食方面，要保证食物的多样化，膳食要
平衡、营养全面，因为每种食物含的营养素是
不一样的，所以要吃的品种多，我们不是常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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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天要吃8种不同种类的食物吗，这样我们吸收
每种不同食物的营养就能保证膳食的平衡。像
“一天一根海参”等这类特殊的要求是没有必
要的，可以根据个人的口味进行选择，不需要
强迫自己吃某一种东西。
     在运动方面，每天要有计划的进行锻炼，不
要过分的追求自己身体不能达到的目标，因为
我们每个人自身素质不同、原本的活动量也不
同，因此不能做统一的要求。运动到什么程度
最合适呢？运动后，出汗了、心跳加快了，身
体感觉很舒服就对了，千万不要把自己累到疲
劳，运动后应该是更有活力的，这才是运动最
好的一个度。



      “丈夫要配合妻子完成备孕的全部工作，不
仅仅是为孕育一个健康的宝宝，也会为夫妻间
增加不少乐趣。”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妇产
医院主任医师、北京新世纪妇儿医院产科医疗
总监范玲如是说。
如何备孕？
——准备怀孕要做到7个“一”
1、一定要做孕前检查
    孕检可以帮助你确认身体现在的状况是否适
合怀孕，如果存在某些疾病，需要先将身体调
整到最佳状态，将原发病的病情控制到适合怀
孕的程度，这样怀孕后才是安全的，也更有利

5、养成一个服用叶酸的习惯
    普通人群一般情况下，在怀孕前一个月服用
叶酸，服用剂量为0.4-0.8mg/d，但如果之前
生过神经管畸形儿的女性，需要提前三个月服
用，服用的剂量是5mg/d。建议最好吃含有叶
酸剂量合适的复合维生素，对神经管畸形预防
作用会更好，我国因为普遍孕妇服用叶酸，大
大降低了神经管畸形的发生率。范主任说，“
二十年前，我国畸形率的排名神经管畸形在第
一、第二位，如今排名已经降到了第八位并持
续了十年，这是个巨大的成绩。这也更加说明
了孕前服用叶酸的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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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有一个怀孕前停止口服避孕药的准备
如果平时是口服短效避孕药来避孕的女性，要
在准备怀孕前6个月停止用药，毕竟药物是需要
有一个代谢的过程，吃了这么多的雌孕激素可
能对胎儿生长发育会有影响。在此期间可以用
避孕套等工具代替药物，如果是偶尔服用像毓
婷等紧急避孕药，不会有太大影响，但也要尽
量避开当月怀孕。
7、选择一个合适的医院
 据自己的经济能力，身体状况等因素，选择一
个合适的医院。怀孕后就需要做保健，不能够
现找，尤其是在北京床位这么紧张的情况下，
更要提前找好，要选择一个环境、条件、医疗
水平等各方面因素都适合自己的医院。一旦怀
孕，就可以按照计划去做保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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丈夫在妻子备孕期间做什么？
孕前准备从这几个方面做好了，就万事OK了！
那么丈夫在妻子备孕期间应该做什么？范主任
提出了两个方面：
 第一，丈夫也要做孕前检查。
取精液查查精子的总数，良好精子的比例、活
动能力等等，如果说弱精、少精要及时治疗。
还有男性的泌尿生殖系统，是否有隐睾、前列
腺疾病等等都需要检查；传染性疾病如肝炎、
梅毒、艾滋病等做一个全面的检查。这样都准
备好以后再去怀孕更好些。除此之外，范主任
还特别提醒，检查也要包括内科疾病，男性会
存在内科相关疾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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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男人要辅助女人完成以上七个“一”的准备。
    要经常关心妻子，给予妻子爱抚的动作和语
言等等，这样才能使妻子保持一个良好的心情。
丈夫也要学会做饭，按照妻子的口味做，并且
要保证食物搭配的营养均衡，丈夫需要多操心
妻子的饮食，这也提供了丈夫能够为妻子做些
事情的一个时机；
     妻子自己去运动可能很难坚持，需要一个陪
伴，丈夫可以陪伴妻子运动，给妻子加油，从
中也会收获乐趣，也是感情交流最好的时机；
督促妻子服叶酸。虽然孕期不需要摄入太多的
药品和营养品，只是复合维生素叶酸和后期的
钙的补充，但是妻子也容易忘记，需要丈夫的
暖心提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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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妻子在准备这些工作时都需要丈夫的支持，
在其中也会增加许多乐趣。
    小结：备孕是孕育一个健康、聪明宝宝的
前提，只有从精神、身体、经济等方方面面做
好准备，才能给宝宝创造一个健康、舒适的环境。

专家简介 
    范玲，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妇产医院主任
医师、教授；北京新世纪妇儿医院产科医疗总
监。中华医学会围产医学分会委员、新生儿复
苏学组委员，中华医学会妇产科专业委员会产
科学组委员，中国妇幼保健协会促进自然分娩
分会副主任委员，北京医学会早产与早产儿医
学分会副主任委员，北京中西医结合学会妇产
科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北京医学会妇产科
学分会常委，北京医学会围产医学分会常委，
重症医学协作组组长。《中华妇产科杂志》，
《中华围产医学杂志》，《中华产科急救电子
杂志》，《中国妇产科临床杂志》，《中国妇
幼卫生杂志》等杂志编委。
   从事妇产科临床工作33年，在高危妊娠及产
科疑难并发症的诊治，产科危重症的救治方面
具有丰富的经验。在学术杂志上发表论文60多
篇，参与多篇专业书籍的编写。主持国家重点
研发专项、国家科技部支撑项目-子课题。市科
委、首发基金等多项科研课题研究。



·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市妇产医院副院长、
     教授、主任医师

· 具有丰富的临床教学和管理经验，从事临
   床工作近30年
· 培养医学后备人才，指导硕士、博士研究

    生50余人
· 国家教委授予“有突出贡献的中国硕士”，

   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
· 曾多次获省科技进步三等奖、省科技进步

    二等奖，卫生部科技进步三等奖、中国人
   民解放军医疗成果奖

   专业特长：
   高危妊娠管理，产科出血及妊娠合并症、
   并发症的诊治

张为远
主任医师 
教授 
博士学位

产科专家介绍

范玲
北京新世纪妇儿
医院医疗总监
主任医师
教授

· 首都医科大学毕业，获学士学位
·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妇产医院主任医师
· 访问学者，瑞典、奥地利、新加坡妇产医院
· 中华医学会妇产科专业委员会委员、中国女  
 医师协会妇产科专业专家委员会委员、北京  
 优生优育协会理事会常务理事、北京市孕产 
 期保健技术专家指导组专家
·北京妇产医院产科著名专家，从事产科临床   
 工作30余年
  
 专业特长：
· 高危妊娠及产科疑难并发症的诊治、产科危   
  重症的救治
· 难产的处理
· 妊娠期高血压疾病、妊娠期糖尿病的诊治
·早产、前置胎盘和胎盘早剥等产科并发症的 
 诊治



黄醒华
主任医师
教授
硕士生导师

· 1960年毕业于北京医科大学，从事产科临 
  床工作50余年
· 著名产科专家，曾任北京妇产医院产科主任
· 美国南加州大学医学院妇产医院、瑞典卡罗
  林斯卡医院访问学者
· 曾多次获各级科研成果奖，享受国务院特殊 
  津贴
· 现任中华预防医学会妇女保健协会委员、
  中华医学会围产医学会常委等职
    
  专业特长：
· 围产医学，围产保健
· 孕产妇、胎儿及新生儿医学的诊治
· 各类产科危重症疾病及疑难病例的诊治
· 孕产妇不良因素接触后的咨询
· 各类高危妊娠，妊娠合并症及并发症的诊治

王敏娃
主任医师

· 北京妇产医院产科专家，从事产科临床工
  作30余年

 专业特长：
· 产科孕期保健
· 妊娠各种合并症的诊断及抢救
· 围产保健
· 高危妊娠的诊断和治疗

翟桂荣 · 1970年毕业于天津医科大学，从事产科专业40余年
· 曾任北京妇产医院产科主任，多胎妊娠领域专家
· 日本东北大学访问学者
· 现任中华医学会北京分会委员、北京医学杂志
    常务编委、继续医学教育编委、中国现代妇产
    科学杂志编委

    专业特长：
· 羊水栓塞、产后大出血、胎盘早剥、胎盘前置、
  重度子痫前期、子痫
· 高危妊娠及疑难杂症的诊治
· 多胎妊娠的管理
· 妊娠合并子宫肌瘤及卵巢肿物的处理及手术治疗
· 胎儿宫内的监测与诊治

主任医师
教授
硕士生导师



张新阳
主任医师

· 北京妇产医院产科专家，从事产科临床工作
  30余年

   专业特长：
· 妊娠期高血压疾病，妊娠期糖尿病
· 胎儿宫内发育受限
· 产科各种危急重症的诊断及处理
· 围产保健
· 多胎妊娠、胎儿宫内生长受限、
  母儿血型不和等合并症的诊治

吴连方
主任医师
教授
硕士生导师

· 1960年毕业于北京医科大学，从事产科临床
  工作50余年
· 曾任北京妇产医院产科主任，是我国妊娠糖
  尿病领域的权威专家
· 美国南加州大学医学院妇产医院、瑞典卡罗
  林斯卡医院访问学者
· 曾获各级科研成果奖18项，获中华医学会妇
  产科学会产科特殊贡献奖
· 曾任中华医学会妇产科学会常委、北京妇产
  科学会委员

  专业特长：
· 孕前、孕期优生咨询
· 高危孕产妇、高危胎儿的监测与诊治
· 孕期营养及妊娠糖尿病的管理
· 胎儿宫内生长发育异常的诊治
· 妊娠合并症、并发症、分娩期的处理

·  毕业后一直从事产科临床工作，
   在三甲医院工作16年
·  先后在协和医院和北京妇幼保健院进修
·  熟练掌握孕期保健及围产保健、
   早孕以及流产的诊断治疗

· 胎儿宫内生长受限
· 妊娠期高血压
· 妊娠期糖尿病的诊断以及治疗

副主任医师

李 莉

专业特长：



王欣
主任医师

· 北京医科大学毕业，医学硕士
· 现任北京妇产医院产科副主任
· 北京妇产医院产科专家,从事产科临床工作20余年
· 小儿呼吸内科专业专家
 

刘晓巍 ·  中国医科大学毕业，医学硕士
·  北京市妇产医院产科专家，从事产科临床
  工作20年
 
 

主任医师

赵友萍
主任医师
副教授

· 首都医科大学毕业，获医学硕士学位
· 北京妇产医院产科专家，从事产科临床
 工作20余年

  

周 莉 · 首都医科大学毕业，医学硕士
· 北京妇产医院产科专家，从事产科临床工

作   20余年

· 产科各种合并症、疑难症的诊治
· 难产及难产手术
· 高危妊娠
· 围产保健
· 早孕咨询

主任医师

专业特长：

 专业特长：
·  孕期保健
·  妊娠期高血压，妊娠期糖尿病的诊治
·  胎儿宫内生长受限
·  宫颈机能不全
·  早产及流产的诊断及治疗

专业特长：
· 孕期保健
· 妊娠期高血压、妊娠期糖尿病的诊治
· 胎儿宫内生长受限
· 宫颈机能不全
· 早产及流产的诊断及治疗

 专业特长：
· 孕期保健
· 产科常见并发症如子痫前期、妊娠糖尿病的治疗
· 产前诊断和宫内治疗
· 介入性产前诊断



· 毕业于首都医科大学，医学硕士
· 北京妇产医院产科专家，20余年产科工作经验
· 美国辛辛那提大学医院及辛辛那提儿童医院
  胎儿医学中心访问学者

· 围产期保健
· 高危妊娠的管理
· 早产的筛查及诊治
· 孕期营养及妊娠期糖尿病的管理
· 妊娠期高血压疾病的管理

主任医师
邹丽颖

张 岩
资深妇幼保健
母婴教育专家

原北京市东四妇产医院医生，科主任，
从事妇产工作近40年，从1982年开始在北
京协和医院、北京妇产医院进修学习，
2000年后走出国门寻求发展，先后到澳大
利亚、美国等地考察研修和工作，回国后
一直从事注重母婴咨询与系列医学教育工作。
她的讲座声情并茂，列举大量真实案例分
享，以科普语言诠释深奥医学道理。听过
张岩医生课的妈妈，最大体会是能够心中
有数，懂得自我监护并从容面对孕产期发
生的各种情况。

辛 郁
副主任医师

· 首都医科大学医疗系毕业 学士学位
· 从事妇产科临床工作二十余年
· 工作语言：中文、英文
· 妇科专家

· 妇科炎症及妇科肿瘤的诊断治疗
· 妇科内分泌治疗
· 宫腔镜及腹腔镜的手术治疗
· 妊娠期管理
· 妊娠合并症及并发症的诊治

专业特长：

专业特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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