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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科动态

今年的7月24日是胶东地区第
一例试管婴儿20周岁的生日。20
年前，孩子的母亲在烟台山医院接
受了试管婴儿技术治疗，成功分娩
出一位健康可爱的女婴。如今女孩
已经长大，学习成绩优良，是一名在
校大学生。

胶东首家生殖医学中心
圆不孕者“母亲梦”

早在上世纪80年代，烟台山医
院就开始了不孕症治疗，主要通过药
物及手术方法治疗不孕症。但通过
药物及手术，可以治疗80%-90%的
不孕症，仍有10%-20%的患者无法
受孕。烟台山医院生殖医学中心主
任王冬梅回忆说，“1999年初，在医院
安排下，我到山东大学附属生殖医院
进修辅助生殖技术，这里曾诞生过华
东六省一市第一例试管婴儿。经过
几个月的筹备，同年3月，我们成立了
胶东地区首家生殖医学中心。”

生殖医学中心成立之初，条件
非常简陋，只有诊室、准备间、手术
室、实验室4间房，不足40平方米，
人员配备也只有医护人员各1名，
实验室人员1名，基本没有节假日
和休息日。作为当时生殖医学中心
唯一一名医生，王冬梅经常一天要
做十几个子宫输卵管造影，由于设
备落后，做造影时需要医生暴露在
放射线下为患者推注造影剂，长期
在放射线下暴露，她频繁地出现脱
发问题。

硬件不够，技术来凑。在这样
的条件下，王冬梅结合进修所学，与

生殖医学中心团队一同致力钻研，
积极开展辅助生殖技术。首例试管
婴儿的母亲，由于输卵管不通常年
辗转于多家医院，药物、手术治疗多
次未果，适逢烟台山医院生殖医学
中心成立，该患者来到中心尝试试
管婴儿治疗。1999年11月，王冬梅
为患者进行了取卵移植，当月患者
便成功妊娠。2000年7月24日，胶
东地区首例试管婴儿在烟台山医院
顺利降生，标志着烟台乃至胶东地

区辅助生殖技术发展迈上新台阶。

专注技术提升
近万例不孕不育症患者受益

烟台山医院生殖医学中心在胶
东地区最早开展不孕不育诊治及辅
助生殖技术，经过20余年的发展，现
已成为集妇科学、男科学、胚胎学于
一体的综合性学科。近年来不断开
展新的技术项目，妇科团队率先在烟
威地区开展超声下子宫输卵管造影
术、宫腔镜冷刀手术、复发性流产的
病因学筛查及个体化治疗；男科团队
专注男性不育症的诊治，尤其是对无
精子症、少弱畸精子症的治疗，精子
DNA碎片检测技术、男性不育的显
微外科治疗为众多男性不育症患者
带来了福音；胚胎实验室团队开展稀
少精子冷冻技术、卵母细胞激活技
术，技术水平达到国内前列。

生殖医学中心注重传承与创
新，积极探索中西医结合辅助疗
法。充分发挥中医优势，对于肥胖
型不孕症患者，采用穴位埋线疗法，
再配合饮食、运动、作息和情绪的管
理，帮助她们减脂助孕，在临床上取
得了显著疗效。该技术开展2年来，
已帮助200多位肥胖不孕的女性成
功减脂妊娠。今年6月28日，烟台
山医院作为全省首家单位加入“世
界针联国医大师中医针灸传承基
地-中医针灸埋线联盟”，表明烟台
山医院的中医针灸埋线工作得到了
业内专家的一致认可，并在区域内
具有一定的示范性、带动性。

随着中心试管婴儿技术水平的
不断提高、胚胎培养体系的持续改
进和仪器设备的及时更新，试管婴
儿的成功率由90年代的30%-40%
上升到目前的50%-60%，达到国内
先进水平。

软硬件两手抓
打造生殖医学中心强“心脏”

辅助生殖治疗的诸多环节中，

辅助生殖实验室发挥着重要作用，
是一个生殖中心的“心脏”，是孕育
生命的“摇篮”。辅助生殖实验室是
培养胚胎的地方，很多辅助生殖技
术都在实验室进行操作，主要包括
人工授精、体外受精-胚胎移植、卵
胞浆内单精子显微注射、囊胚培养、
精子冷冻、胚胎冷冻等。2019年 1
月，烟台山医院新建成的辅助生殖
实验室正式投入使用，该实验室硬
件有三大升级：一是洁净度高，生殖
实验室一般比医院手术室要干净10
倍，实验室配备先进的空气层流系
统，室外空气从外面进入到实验室需
要过粗效、中效和高效过滤系统三大
关，同时空调系统和加湿器能保持室

内恒温恒湿，为操作成功提供基础；
二是仪器设备先进，在采购之初通过
多方调研，选择国内外大多数生殖中
心公认培养效果好的进口品牌，为实
验室配备18种共计100多台设备，包
括培养箱、显微镜、超静工作台、显微
操作仪、离心机、冰箱等；三是严选耗
材及培养液，所用的耗材都经过严格
选择，培养液使用的是瑞典进口目前
最先进的vitrolife胚胎培养液，保证
胚胎宝宝们在最好的环境中成长，更
容易在准妈妈们的肚子里“扎根”。

实验室工作人员每天一早进入
实验室后先打开所有的仪器设备进

行检测和记录，确保正常后才开始工
作；所有的试剂耗材都提前做过质控
实验，效果好才使用，每月、每季度、
每年都进行人员质控、培养环境质
控、关键技术指标质控，一旦发现问
题立即着手整改；每天每一项操作都
双人核对，务必准确无误；晚上下班
时发现卵子没有受精需要立即处理，
不管加班到多晚。生殖医学中心副
主任陈辉认为，“我们生殖中心能达
到60%以上成功率，是在硬件提升的
前提下科学管理的结果，也是所有工
作人员携手努力的成果。”

人性化服务理念
构建良好和谐的医患关系

由于试管婴儿的治疗周期长、节
点多，以往面对面的宣教服务已经满
足不了就诊者的需求。为此，生殖医
学中心利用“三群一号一直播”的线
上服务模式，在线为患者提供诊疗、
答疑、科普等服务。“三群是指烟台山
生殖健康大讲堂、烟台山生殖中心好
孕群和烟台山生殖中心男科群，一号
是指烟台山生殖中心微信公众号，一
直播是千聊APP。”生殖医学中心副
护士长张倩介绍说，“多数患者就诊
时有些心理压力，如果对自己的病
情没听懂，就容易胡思乱想，因此我
们充分利用线上平台，通过微信群
及时解决患者的困惑，指导患者正
确处理突发状况，减轻心理压力。”
目前，中心宣教已经形成面对面的
个体化护理指导、即问即答的生殖健
康微信群、微信公众号推送生殖科普
文章、随点随播了解生殖知识的千
聊-网络直播。

主动服务，情暖人心。生殖医
学中心努力为不孕不育夫妇打造温
暖舒适的就医环境，用暖心的话语、
坚定的眼神、贴心的服务安抚就诊

患者的情绪。取卵手术后，患者都
迫切地想知道胚胎培养的结果，胚
胎实验室工作人员从取卵开始，就
每天主动打电话和患者沟通卵子受
精情况和胚胎发育情况，让患者随
时知情，用放松的心情迎接好

“孕”。“来这里治疗感觉医护人员跟
我们不像医患，更像朋友和亲人，最
初取卵后非常紧张，又不好意思总
问，反而是医院一直主动打电话来
沟通，每次接完电话都感觉悬着的
心放下来了。”通过试管婴儿治疗成
功妊娠的患者王女士说。

【宣传科】

胶东地区首例试管婴儿迎来20岁生日

烟台市卫生健康委员会日前下
发通知，公布烟台市医疗卫生重点学
科及重点专业名单，我院再添10个
市级重点学科、1个市级重点专业。
至此，我院的省级、市级重点学科和
重点专业共计30个，这标志着我院

“省级引领、市级拓展、全院推进”的
学科梯队日臻成型，医院学科建设水
平再上新台阶。

据悉，本次新增的10个市级重
点学科为儿童保健科、普外科、生殖
医学科、消化内科、风湿免疫科、肾内
科、胸外科、产科、全科医学科、妇科，
新增的市级重点专业为血液净化科。

近年来，我院围绕“九大中心”深
化学科建设，坚持“院有品牌、科有特
色、人有专长”，着力推进标准化、规

范化、现代化的医院建设，不断加强
学科引领，拓展学科覆盖，提升医疗
质量与服务水平。

目前，我院已经初步建成以骨科
等省级重点学科、以急诊科等市级重
点学科为龙头的学科集群。立足三
大院区，瞄准高精尖技术，突出定位、
明确方向、融合管理，保障医教研工
作全面协调发展。

今后，我院将以东院区启用为契
机，进一步完善学科建设计划，加大
学科建设投入，强化学科带头人培养
和专业人才队伍建设，高点定位、高
效推进，主动突破、跨越提升，为更好
地服务就医群众提供强大的学科与
技术支撑。

【科研科】

我院再添10个市级重点学科
和1个市级重点专业

日前，我院委托中国药理学
会药物临床试验专业委员会对
医院药物临床试验机构开展药
物临床试验的能力进行第三方
评估。

汇报会上，我院党委书记
于远臣介绍了医院临床试验
开展情况，表达了对本次检查
的重视程度，欢迎评估组莅临
我院评估指导并恳请提出宝
贵意见。我院药物临床试验
机构主任张恩宁作现场汇报，
详细介绍了我院的概况和机
构筹建的情况。此后，伦理委
员会副主任委员张璐、肿瘤科
专业组负责人周冬梅、心血管

内科专业组负责人徐志颖、风
湿免疫科专业组负责人尉世
同、神经内科专业组负责人唐
剑华分别对伦理委员会的建设
情况和各专业组的GCP建设情
况进行汇报。

会后，评估专家通过现场查
看文件资料、对相关人员询问等
方式，对机构办、伦理办、机构
药房、档案室，肿瘤科、心血管
内科、风湿免疫科、神经内科进
行了现场评估。专家组根据
GCP专委会制订的第三方评估
标准，对人员组成、相关人员的
综合素质、制度、SOP体系、专业
特点、临床试验相关的设备设施

等情况进行检查。
在评估检查过程中，专家们

对我们前期的筹备工作给予肯
定，对医院目前药物临床试验制
度及SOP提出了进一步完善的
意见及建议。

反馈会上，评估组对本次评
估过程中发现的共性问题和专
业组个性问题进行了反馈交
流。今后，我院将以此次评估为
契机，进一步提高我院开展临床
试验的水平，为做出安全、有效、
真实、可靠的临床试验打下坚实
基础。

【药物临床试验机构办公室】

我院通过国家药物临床试验机构备案前评估

2000年7月24日，胶东地区首例试管婴儿在烟台山医院诞生

20多年来，诸多家庭在烟台山医院生殖医学中心遇见了好“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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胚胎实验室技术人员在施行卵胞浆内单精子显微注射技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