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二胎妈妈孕期会遇到的
问题基本都在这了，来看看！

成都新世纪妇女儿童医院 主治医师 黄娟

 Q：怀孕6周，现在除了叶酸，需要吃些什么？
黄娟医生：孕早期营养的需求不是太高，能量
需要同非孕状态一样，建议均衡饮食，补充叶
酸，保持愉快心情。
 Q：怀孕6周多，检查孕酮24.5，人绒毛膜促性
腺激素59869，正常吗？这两天左侧小腹时而
跟针刺一样，其他都正常。
黄娟医生：早孕期间有时小腹疼痛是因为子宫
增大牵拉到韧带引起，但首先需排除病理性因
素。您目前的情况建议随访，8周左右行B超检
查。

 Q：孕期是25周，可是做了四维上面的是23周，
小了两周，怎么办呀，医生说，宝宝偏小，我又
没有什么想吃的东西，不知道吃什么对宝宝好。
黄娟医生：胎儿偏小首先需要排除有无发育异
常，比如染色体检查是否异常，四维以及心脏
彩超有无异常，妈妈有无并发症及合并症比如
妊娠期糖尿病和高血压等，排除了这些异常情
况才考虑有无营养因素所致的胎儿发育偏小。
只有明确了原因才能有针对性的处理。

 Q：怀孕48天了做B超48天没有胎心、胚芽是正
常情况内的吗？
黄娟医生：需结合孕囊大小综合判断，大部分
孕妇这个时间应该是有胚芽及胎心的，如果没
有其它症状，建议随访并复查。

 Q： 怀孕后，多少天去医院B超胎芽胎心？
黄娟医生：建议8周左右。
 Q： 现在怀孕五周不到，前两天验血知道怀孕，
各项数值正常，孕酮27，昨晚有出现一次咖啡色
见红，至今未再次出现，请问该怎么办？
黄娟医生：早孕期间4-5个人中就有一个会有先
兆流产的症状，最终是否发生流产其实很大程
度上决定于胚胎本身是否发育良好，也就是我
们常说的优胜劣汰，所以心理上首先放轻松，
多注意休息，严密随访。

 Q：我大宝一周半，是剖腹产。我现在怀二胎
了，需要注意什么 ，我还没到两年就怀了。
黄娟医生：只要第一次剖宫产手术顺利，一般
还是相对安全。建议孕早期一定要B超了解胚胎
和切口的位置，排除切口妊娠。孕期定期产检，

注意孕期营养和体重控制，避免孕期并发症和
合并症的发生。
 Q：我今天查出来胎盘有些低，我该怎么办？
黄娟医生：胎盘位置低还要看孕周，若是28周
以前只能叫做胎盘前置状态，后期可能会有变
化的，所以不要太担心，严密随访，做好产检。

 Q：我是二胎怀孕27周，周围人都说肚子太靠
下，要我注意，我孕21周和25周时因为不舒服
医生让保胎了，吃的孕妇金花胶囊和维生素E，
一直上班，今天觉得肚子坠，有必要卧床休息
吗？
黄娟医生：部分妈妈27周可能出现生理性宫
缩，不用太紧张，但生理性宫缩首先必须排除
一些病理性因素才能考虑，如果感觉腹痛腹胀
明显，建议尽快医院检查，当然适当休息肯定

是有必要的。
 Q：怀孕八周六天了，反映特别大，能吃点什
么药缓解吗？吐的下不了床了
黄娟医生：首先放松心情，不要太紧张，少吃
多餐，适当摄入一些易消化碳水含量丰富的食
物，可在医生建议下服用B族维生素，对缓解妊
娠反应有一定帮助，当然，如果呕吐很厉害一
定要尽快就医，若为妊娠剧吐则需输液治疗，
维持电解质平衡。

 Q：我是二胎妈妈35岁了，怀孕13周了，从怀
孕56天起身上隔几天又有褐色分泌物流出来，
去医院检查又说很好，每次来一点又没了，医
生都说不出原因每次开点保胎的，请问你知道
这是什么原因吗？
黄娟医生：孕早期有先兆流产的症状还是很常

见的，暗褐色分泌物应该是陈旧的，多次流出
的，妈妈不要太紧张，只要医生检查一切指标
都是正常，多休息，定期随访即可。
 Q：我第一胎是去年新历一月份剖腹的，现在
又怀孕了，医生说我宫口不是恢复得很好，怎
么办？
黄娟医生：间隔一年确实稍微短了点，这种情
况需结合上次手术是否顺利，子宫切口恢复情
况等综合考虑。建议孕早期一定要通过B超了解
胚胎和切口的位置，排除切口妊娠。
 Q：请问医生怀孕做唐氏筛查结果21三体 
1:749 临界高风险怎么办呢？
黄娟医生：如果早期B超NT正常，再做个无创
DNA就可以了。
 Q：我想问下专家，因为我是试管婴儿前期打
了近两个月黄体酮，现在怀孕五个月了两边屁
股疼的厉害，已经疼了一个月了。现在感觉越
来越严重了。里面有硬块，请问有什么好的方
法消痛？
黄娟医生：硫酸镁热敷，或者土豆切成薄片热
敷，每次15分钟，一天数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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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Q：我大宝一周半，是剖腹产。我现在怀二胎
了，需要注意什么 ，我还没到两年就怀了。
黄娟医生：只要第一次剖宫产手术顺利，一般
还是相对安全。建议孕早期一定要B超了解胚胎
和切口的位置，排除切口妊娠。孕期定期产检，

注意孕期营养和体重控制，避免孕期并发症和
合并症的发生。
 Q：我今天查出来胎盘有些低，我该怎么办？
黄娟医生：胎盘位置低还要看孕周，若是28周
以前只能叫做胎盘前置状态，后期可能会有变
化的，所以不要太担心，严密随访，做好产检。

 Q：我是二胎怀孕27周，周围人都说肚子太靠
下，要我注意，我孕21周和25周时因为不舒服
医生让保胎了，吃的孕妇金花胶囊和维生素E，
一直上班，今天觉得肚子坠，有必要卧床休息
吗？
黄娟医生：部分妈妈27周可能出现生理性宫
缩，不用太紧张，但生理性宫缩首先必须排除
一些病理性因素才能考虑，如果感觉腹痛腹胀
明显，建议尽快医院检查，当然适当休息肯定

是有必要的。
 Q：怀孕八周六天了，反映特别大，能吃点什
么药缓解吗？吐的下不了床了
黄娟医生：首先放松心情，不要太紧张，少吃
多餐，适当摄入一些易消化碳水含量丰富的食
物，可在医生建议下服用B族维生素，对缓解妊
娠反应有一定帮助，当然，如果呕吐很厉害一
定要尽快就医，若为妊娠剧吐则需输液治疗，
维持电解质平衡。

 Q：我是二胎妈妈35岁了，怀孕13周了，从怀
孕56天起身上隔几天又有褐色分泌物流出来，
去医院检查又说很好，每次来一点又没了，医
生都说不出原因每次开点保胎的，请问你知道
这是什么原因吗？
黄娟医生：孕早期有先兆流产的症状还是很常

见的，暗褐色分泌物应该是陈旧的，多次流出
的，妈妈不要太紧张，只要医生检查一切指标
都是正常，多休息，定期随访即可。
 Q：我第一胎是去年新历一月份剖腹的，现在
又怀孕了，医生说我宫口不是恢复得很好，怎
么办？
黄娟医生：间隔一年确实稍微短了点，这种情
况需结合上次手术是否顺利，子宫切口恢复情
况等综合考虑。建议孕早期一定要通过B超了解
胚胎和切口的位置，排除切口妊娠。
 Q：请问医生怀孕做唐氏筛查结果21三体 
1:749 临界高风险怎么办呢？
黄娟医生：如果早期B超NT正常，再做个无创
DNA就可以了。
 Q：我想问下专家，因为我是试管婴儿前期打
了近两个月黄体酮，现在怀孕五个月了两边屁
股疼的厉害，已经疼了一个月了。现在感觉越
来越严重了。里面有硬块，请问有什么好的方
法消痛？
黄娟医生：硫酸镁热敷，或者土豆切成薄片热
敷，每次15分钟，一天数次。



 Q：怀孕6周，现在除了叶酸，需要吃些什么？
黄娟医生：孕早期营养的需求不是太高，能量
需要同非孕状态一样，建议均衡饮食，补充叶
酸，保持愉快心情。
 Q：怀孕6周多，检查孕酮24.5，人绒毛膜促性
腺激素59869，正常吗？这两天左侧小腹时而
跟针刺一样，其他都正常。
黄娟医生：早孕期间有时小腹疼痛是因为子宫
增大牵拉到韧带引起，但首先需排除病理性因
素。您目前的情况建议随访，8周左右行B超检
查。

 Q：孕期是25周，可是做了四维上面的是23周，
小了两周，怎么办呀，医生说，宝宝偏小，我又
没有什么想吃的东西，不知道吃什么对宝宝好。
黄娟医生：胎儿偏小首先需要排除有无发育异
常，比如染色体检查是否异常，四维以及心脏
彩超有无异常，妈妈有无并发症及合并症比如
妊娠期糖尿病和高血压等，排除了这些异常情
况才考虑有无营养因素所致的胎儿发育偏小。
只有明确了原因才能有针对性的处理。

 Q：怀孕48天了做B超48天没有胎心、胚芽是正
常情况内的吗？
黄娟医生：需结合孕囊大小综合判断，大部分
孕妇这个时间应该是有胚芽及胎心的，如果没
有其它症状，建议随访并复查。

 Q： 怀孕后，多少天去医院B超胎芽胎心？
黄娟医生：建议8周左右。
 Q： 现在怀孕五周不到，前两天验血知道怀孕，
各项数值正常，孕酮27，昨晚有出现一次咖啡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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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宝宝,从备孕开始(中篇)
北京新世纪妇儿医院 妇科副主任医师 辛郁

　　（接上篇：http://yuedu.163.com/book_read-
er/8475572099ea4f2b8766b0391058aef3_4/dfe4
e0fc20fa31550d7ad3a0d4a699f3_4）
 孕前检查
　　适宜人群：适于所有备孕人群未做过婚检的
育龄夫妇，或女方年龄30岁以上的；
　　有不良产史的夫妇，如人流、药流、自然流
产、智力低下儿等；
　　有不良生活习惯的夫妇，如抽烟、酗酒、药
物成瘾等；
　　夫妻双方或一方有遗传病史、慢性疾病或传
染病的；
　　夫妻双方或一方工作生活中会接触放射性物
质、化学农药等；



　　未接种过乙肝疫苗的夫妇；
　　饲养宠物的人。
　　最佳时间：孕前检查最好在怀孕前3到6个月；
　　男性精液检查在同床后2-7天内，如有异
常，可及时治疗；
　　女性在月经干净后的一周以内就可以了，注
意检查前一天不要同房。
　　检查内容见下表：

　　（接上篇：http://yuedu.163.com/book_read-
er/8475572099ea4f2b8766b0391058aef3_4/dfe4
e0fc20fa31550d7ad3a0d4a699f3_4）
 孕前检查
　　适宜人群：适于所有备孕人群未做过婚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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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智力低下儿等；
　　有不良生活习惯的夫妇，如抽烟、酗酒、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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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夫妻双方或一方有遗传病史、慢性疾病或传
染病的；
　　夫妻双方或一方工作生活中会接触放射性物
质、化学农药等；

项目 类别
健康状况、既往慢性病史、家族和遗传病史、不良孕产史。
生活方式、饮食营养、职业状况及工作环境、精神状态等。
身高
体重
体重指数
血压
体温
脉搏
心肺听诊
外阴
阴道
宫颈
子宫
双附件触诊
阴道分泌物常规
阴道分泌物唾液酸转酶测定（BV）
宫颈细胞学检查（TCT）
全血细胞分析、血型（ABO和Rh）
尿常规分析
肝功能
肾功能
空腹血糖*
HBsAg
梅毒螺旋体
HIV筛查

检查 盆腔超声（子宫、双侧卵巢、输卵管）
孕前保健指导

身体检查

妇科检查

检验

评估孕前高危因素



　　（接上篇：http://yuedu.163.com/book_read-
er/8475572099ea4f2b8766b0391058aef3_4/dfe4
e0fc20fa31550d7ad3a0d4a699f3_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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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备孕营养储备大盘点
　　孕前的营养补充对受孕以及孕期健康有着非
常重要的作用，首先要做到平衡膳食，保证营养
全面，如果有特殊营养问题，要在孕前加以补充。
孕前3个月开始补充叶酸，可预防胎儿神经管畸
形。注意饮食卫生，少吃加工食品，动物性食物
一定要吃煮熟的。增加某些微量营养素的摄取：
钙、铁、维生素A等微量营养素。戒烟、戒酒，
控制咖啡和软饮料的摄入量。

　　在怀孕前3个月～1年时间里改善你的饮食
　　食物与男女的生殖能力都有关系。如果你和
丈夫都坚持膳食平衡，就能提高你受孕和孕育健
康宝宝的机会。看看下面这些为你准备的具体指
导。你丈夫也能从中得到很多营养贴士，从而成



　　（接上篇：http://yuedu.163.com/book_read-
er/8475572099ea4f2b8766b0391058aef3_4/dfe4
e0fc20fa31550d7ad3a0d4a699f3_4）
 孕前检查
　　适宜人群：适于所有备孕人群未做过婚检的
育龄夫妇，或女方年龄30岁以上的；
　　有不良产史的夫妇，如人流、药流、自然流
产、智力低下儿等；
　　有不良生活习惯的夫妇，如抽烟、酗酒、药
物成瘾等；
　　夫妻双方或一方有遗传病史、慢性疾病或传
染病的；
　　夫妻双方或一方工作生活中会接触放射性物
质、化学农药等；

为一个健康的未准爸爸。
　　达到理想体重
　　你尝试怀孕时，可能需要减些体重，如果你
太轻的话还需要增些体重。尝试怀宝宝时，最好
能让自己的体重尽可能地接近被推荐的体重值，
因为过重或是过轻都会降低你的受孕机会。不过，
在采取任何饮食调整或健身计划前，记得先咨询
一下医生。
　　如果你过重，明智的膳食计划应该包括低脂
和高纤维的食物，但也要记得运动。如果你能加
入把健身与膳食建议结合在一起的团体，而不是
自己从饮食中寻找方法的话，就更有可能怀孕。

采取速成节食法，一下减掉很多体重会耗尽你体
内储存的营养，并不是开始孕期的好方法。



　　（接上篇：http://yuedu.163.com/book_read-
er/8475572099ea4f2b8766b0391058aef3_4/dfe4
e0fc20fa31550d7ad3a0d4a699f3_4）
 孕前检查
　　适宜人群：适于所有备孕人群未做过婚检的
育龄夫妇，或女方年龄30岁以上的；
　　有不良产史的夫妇，如人流、药流、自然流
产、智力低下儿等；
　　有不良生活习惯的夫妇，如抽烟、酗酒、药
物成瘾等；
　　夫妻双方或一方有遗传病史、慢性疾病或传
染病的；
　　夫妻双方或一方工作生活中会接触放射性物
质、化学农药等；

　　遵循健康的饮食计划
　　健康饮食就是说膳食要均衡，避免高脂肪和
高糖的食物，如蛋糕和饼干等。准备怀孕时的膳
食要多样化，包括：
　　1.水果和蔬菜，可以是新鲜的、冷冻的、罐
装的、干的，或一杯果汁等等。一天要至少吃5
份。
　　2.碳水化合物食品，如面包、面条、大米、
土豆等。
　　3.蛋白质，如瘦肉、鸡肉、鱼、蛋、豆类(扁
豆和豌豆)等。
　　4.鱼，每周至少吃两次，包括一些高脂鱼，
但每周吃高脂鱼的次数不能超过两次。新鲜金枪
鱼(罐装金枪鱼不算油性鱼)、鲭鱼、沙丁鱼、鳟
鱼等都是高脂鱼。
　　5.奶制品，如牛奶、奶酪、酸奶等，这些食
物中都含钙。
　　6.富含铁的食物，如牛羊肉、豆类、干果、
面包、绿色蔬菜、强化早餐麦片等，在你准备怀
孕时，此类食物都能为你增加铁资源。如果你吃
一些含维生素C的食物，比如水果或蔬菜，或在
吃富含铁的饭菜时喝一杯果汁，都有利于身体对
铁的吸收。
　　（未完待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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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现任北京妇产医院产科主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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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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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副主任医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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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副主任医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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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