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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切为了孩子 一切从孩子出发
——— 山东大学附属生殖医院为“二孩”保驾护航

孩子是维系一个家庭幸福的纽带，生育一个健康可爱的宝宝是每个家庭的希冀。2015年，国家全面二孩政策正式落地开放，不少家庭“动了心思”，
一波生育高峰由此到来。不过，与此同时带来的高龄妇女生育健康问题，也成为社会关注的热点。

数据显示，在我国出生缺陷发病率达到5 . 6%，以全国年出生人口1600万计算，每年新增的出生缺陷婴儿就有90万人，相当于每30秒就有一个缺陷
婴儿出生。因而，为了孕育一个健康的宝宝，孕前检查十分必要，尤其是高龄产妇。——— 编者按

严控“缺陷宝宝”的出生

山东大学附属生殖医院为应

对“二孩”高峰，专门成立了生殖健

康管理部，专门为备孕父母提供个

性化孕前检查服务，促进健康宝宝

的出生。

“我们主要是做孕前检查，并对

有生育计划的夫妇提供孕前评估指

导。”生殖健康管理部主任唐蓉介绍，

生殖健康管理部业务范围包括：孕前

保健(优生咨询、生育力检查与评估、

基因水平检测、生育力保存)；妇女保

健(月经病、更年期管理、各年龄段女

性体检)；男性生殖保健(生育力检

查与评估、性功能评估)。
“在很多人的观念中，怀孕生子

是瓜熟蒂落、自然而然的结果，并没

有必要做那么多检查，尤其还是在

怀孕之前就开始检查，其实不然。”

唐蓉表示，孕前检查必不可少，特别

是对于现在一些要二胎的大龄夫妇

来说，更是不能轻易跳过的步骤。因

为导致出生缺陷的很大一部分原

因，就是忽视了孕检和产检。“卵巢

功能不好的话，容易导致流产，另外

过于肥胖，也可导致不孕。”

“二胎夫妇的孕前检查特别重要，

因为高龄孕产妇会面临如肥胖、甲状

腺、高血压等身体方面的许多问题，可

以影响怀孕及增加孕期并发症。”山东

大学附属生殖医院主任医师、副教授，

硕士研究生导师高芹指出。

孕前体检流行“私人定制”

有的二胎妈妈生大宝时是顺

产，有的则是剖宫产，有的甚至还有

瘢痕子宫......面对不同宝妈不同身

体状况，到底应该体检哪些项目？

高芹指出，不同的备孕父母身

体情况不同，做备孕体检时就不能

“一刀切”，而在山大附属生殖医院

生殖健康管理部，孕前检查可以享

受“私人定制”。

作为国内先进的专业生殖医

院，山东大学附属生殖医院专门针

对生殖健康形成了自己的特色。譬

如，一对备孕夫妻前往该院检查，

医院会先进行整体的科学评估，包

括卵巢功能、生育力、高危因素、以

前的不良孕产史等进行了解，随后

会为备孕夫妻个性化定制查体套

餐，每个人有每个人的特点，并不

是一个套餐所有人都适用。“接下

来，便是一站式便捷的专业检查，

类似于VIP服务，在这里可以享受

到一对一的专业化服务。”高芹介

绍说，此外，如果在体检中发现问

题，有便捷的转诊渠道，让患者知

道下一步该找谁。

另外，山大附属生殖医院生殖

健康管理部专门为准父母们提供

了“家庭医生”服务，也就是我们所

说的一对一服务，他们与孕前体检

的夫妇除了在医院的现场沟通外，

还借助微课堂、线下服务、好孕帮

等平台跟备孕夫妇交流，保持备孕

期间沟通的畅通渠道。

专家喊你做个“生育力评估”

高芹主任建议，再生育女性除

了心理、身体上做好准备外，还要

做一个生育力评估。

随年龄增加，女性不孕发生率

增加，生育能力降低是不争的事

实。生育能力降低不仅是指怀孕

难，还包括流产率增加，生育的平

均间隔时间延长，孕育的子代染色

体异常概率增加，活产率降低等

等。女性尤其是35岁以上，因年龄

增长导致的不孕率升高。尤其是对

于高龄、有剖宫产史、有不良孕产

史、有急慢性疾病或自认为身体状

态欠佳的女性朋友来说，掌握科学

有效的方法以免耽误宝贵的受孕

时机是再生育女性最需要了解的

常识。这时，生育咨询尤为必要。

高芹主任提醒，对于有剖宫产病

史的女性来说，还存在着瘢痕子宫的

问题。国内的剖宫产率居高不下，造成

了瘢痕子宫再次妊娠的高风险。瘢痕

子宫风险主要是子宫破裂、瘢痕部位

妊娠及瘢痕部位的胎盘植入。这些情

况可能造成妊娠期及分娩期的大出

血，危及生命，属严重的妊娠并发症。

有剖宫产史的女性在备孕前最好进行

相关检查，了解切口的愈合情况，避免

双胎妊娠，防患于未然。

PGD技术 圆你一个生育健康宝宝的梦想
30岁的刘婷(化名)是一个“瓷

娃娃”，患有成骨不全症，这是一

种单基因遗传病。婚后她渴望能

生一个健康的宝宝。记者从山东

大学附属生殖医院获悉，刘婷可

以通过PGD技术梦想成真，分娩

出健康宝宝。

拥有一个健康、聪明的宝宝是

每一个家庭的愿望，然而，随着现

代女性生育年龄推迟、生活方式改

变及环境污染加剧等诸多因素，越

来越多的家庭迟迟未能如愿。2015

年1月19日，我国首例遗传性耳聋

胚胎植入前遗传学诊断健康试管

婴儿在山大大学附属生殖医院诞

生，标志着该院植入前胚胎遗传学

诊断(PGD)技术又迈上一个新的台

阶。随着医学科技的不断进步，越

来越多的家庭因而看到了新的希

望。

大事件———

耳聋基因夫妇诞下
健康宝宝

“放心吧，孩子听力等全部指

标正常，是个健康的宝宝！”从医生

口中听到这句话的霎那间，谢女士

才终于有了久违了的做母亲的喜

悦和幸福。

多年前，葛女士生了一个男

孩，但是他生下来就没有听力，属

于先天性耳聋。2011年3月，葛女士

再次怀孕，18周羊水细胞基因产前

诊断结果给了她当头一棒，腹中近

5个月大的胎儿也是先天性耳聋患

者！无奈之下，夫妻俩只好忍痛做

了引产手术。

夫妻双方都是正常人，接连两

个孩子怎么都是先天性耳聋呢？费

了很多周折后才找到了病根：夫妇

双方都是耳聋致病基因携带者！数

据统计，在我国，先天性耳聋致病

基 因 在 新 生 儿 中 的 携 带 率 为

5 . 6%，发病率为0 . 1%。我国每年有

3万先天性耳聋患者出生，其中约

60%与遗传因素有关。

为了能生个健康宝宝，他们

来到山东大学附属生殖医院寻

求帮助。山大生殖医院采用目前

最先进的胚胎植入前遗传学诊

断技术 ( PGD )来帮助他们实现

这一目标。

2015年1月29日，一个健康

的宝宝呱呱落地。随后的新生儿

听力筛查结果也显示，宝宝听力

等指标一切正常。这也是我国首

例 胚 胎 植 入 前 遗 传 学 诊 断

( PGD )联合无创产前单体型分

析遗传性耳聋基因健康婴儿，小

家伙的成功诞生，也标志着我国

PGD (第三代试管婴儿 )技术迈

上了一个新台阶。

“通过胚胎植入前遗传学诊

断，也就是PGD技术，联合无创

产前单体型分析遗传性耳聋基

因技术，即在植入母体之前对有

遗传风险的胚胎进行遗传学分

析，选择健康的胚胎移入宫腔，

最终帮助葛女士生育了一个健

康宝宝。”山东大学附属生殖医

院生殖遗传科主任、医学博士颜

军昊告诉记者， PGD技术可有

效地防止有遗传疾病患儿的出

生，是一项保障生育健康宝宝的

重要技术。

大解读———

PGD技术的核心优势
是“优生优育”

前不久，山东大学附属生殖医

院通过胚胎植入前遗传学诊断

(PGD)技术，帮助一位肝豆状核变

性病基因携带者成功生下了一个

健康宝宝。

“第三代试管婴儿也称胚胎植

入前遗传学诊断(PGD)的核心优

势是：优生优育。用最通俗的话说，

就是能发现家系中已知遗传致病

基因，减少缺陷儿的出生率。尤其

是对于那些已经有了一个残疾儿

的家庭而言，通过这项技术，可以

‘选择’生下一个健康宝宝。”颜军

昊介绍，试管婴儿PGD技术的诊断

步骤通常包括促排卵、取卵、受精、

受精卵体外培养等试管婴儿助孕

治疗的整个过程，侧重胚胎诊断环

节，医生通过对人体促排卵和体外

受精后，一次培育出多个胚胎。然

后，从发育到一百多个细胞的胚胎

中取3-5个细胞进行植入前遗传学

分析，鉴定分析胚胎染色体，然后

把检测正常的胚胎移植到子宫内，

从而达到优生优育的目的。

PGD主要针对的适应症包

括三类：第一类是染色体异常，

例如染色体平衡易位，罗氏易位

等；第二类是单基因疾病，单基

因疾病从遗传方式来分有常染

色体显性遗传病，常染色体隐性

遗传病以及性连锁疾病；第三类

是 P G D 的一些扩展应用，包括

胚胎HLA配型检测，通过PGD
选择无疾病、HLA相同的胚胎，

妊娠出生健康新生儿后，留取脐

血，用于患者同胞的脐血造血干

细胞移植；还有是遗传性肿瘤家

系肿瘤易感基因的剔除。

不过，颜军昊也表示，理论上，

目前能够检测出的基因遗传疾病

只有几百种。因此，PGD技术还需

要继续不断地改进和完善。

▲山东大学附属生殖医院课题攻关项目组部分成员与国内首例耳聋

基因PGD检测后健康试管婴儿合影。(中间为陈子江教授，左为颜军昊

博士，右为高媛博士。)

医院名片：

山东大学附属生殖医院
山东大学附属生殖医院是山

东大学生殖医学研究中心在新形

势下，为满足广大患者的需求扩

建而成的，是国务院首批博士、硕

士点、博士后流动站，国家重点学

科，山东省生殖医学重点实验室、

教育部生殖内分泌重点实验室、

国家辅助生殖与优生工程技术研

究中心，为国内首批通过卫生部

技术准入的可开展人类辅助生殖

技术十三家医疗机构之一。

近年来医院不断加强对外

合作交流，成立了国家辅助生殖

与优生工程技术研究中心上海

分中心，并与香港中文大学成立

生殖遗传联合实验室。医院广大

职工在陈子江教授的领导下，缔

造生命、创新未来，为无数个家

庭美满和幸福奉献着青春，先后

被评为“山东省青年文明号”、“国

家级巾帼文明示范岗”，受到了

全社会的广泛赞誉。

掌握先进的生殖技术，是该

院处于省内生殖医学领先地位的

重要保证。近年来，该院主持国家

重大科学研究计划-973项目、国家

“863”计划、国家科技支撑计划、卫

生公益性行业科研专项、国家自

然科学基金等研究课题80余项；发

表论文400余篇，其中SCI收录150余

篇，授权专利12项，其中发明专利5

项，美国发明专利1项；获国家科

技进步奖、国家发明奖、何梁何利

科技奖和省部级奖励等20多项。

1992年，山东省立医院生殖医学研

究中心(现山东大学附属生殖医

院)完成了世界首例宫腔胚子移植

技术，填补了国际空白；1995年1月

5日该院出生了山东省首例试管

婴儿。无数荣耀已成过去，如今的

山东大学附属生殖医院，正以朝

气蓬勃的精神，攀登一个又一个

生殖医学技术的高峰，为人类的

健康繁衍而奋斗着。

打造一站式孕前检查 严控“缺陷宝宝"出生

┮记者 董昊骞 通讯员 高亚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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