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试管婴儿
• 了解生育语言

• 体外受精部骤

• 提高成功率

• 风险和副作用  

• 作出决择

• 管理您的周期



大部分的医学和科学都有自己的行话而生育也

不例外。最常见的术语在此列出。

本节一开始你可能仅仅略读而已，当你想看看

一个缩写的含义或名词。请再参考前面. 

我们的网站有术语和缩写的词汇综合

用于生殖和生育治疗，以及关于更多

药物的信息  

www.fertilityassociates.co.nz

您或许已经了解一些缩写，这里有一些比较常见的生育治疗及缩写：

克罗米芬/排卵药 药片通常用于月经周期的前5天，增加初期生长在卵巢的卵泡数。通常用于促排卵。

促排卵 促排卵是以刺激排卵治疗有不规则或无周期的妇女。

宫腔内人工授精 宫内-人工授精是当精子直接放置到子宫内

试管婴儿 体外受精。严格来说是在身体之外添加精子和卵子，但它通常是用

来描述整个过程涉及的药物，收集卵子，受精，胚胎移植。 

胞质内精子注射 胞质内精子注射。的确是试管婴儿疯狂的行话。这表示单

一精子注入卵子当精子本身不能职行任务。

精子捐赠者 捐赠精子（以前称为人工授精）。捐赠者的精子可用于人工授精和试管婴儿。

卵子捐赠者 捐赠者卵子或卵子捐赠者 - “卵子”是学名。是在另一个女人的卵子用于试管婴儿。

了解生育的语言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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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网站 有术语和缩写的词汇综合用于生殖和生育治疗，以及关于更
多药物的信息。www.fertilityassociates.co.nz

试管婴儿治疗有独特缩写词和术语：

周期 一个疗程。做试管婴儿，这是从第一天开始一直到妊娠试验。

取卵 取卵 - 也被称为收集卵子，当卵子取自卵巢。

胚胎转移 胚胎转移 - 当胚胎移植回子宫。

单一胚胎移植 单一胚胎移植 - 当只有一个胚胎被转移到子宫。

冷冻胚胎移植 冷冻胚胎移植。基本上是解冻和更换已被冻结和我们存储的胚胎试管婴儿一个周期

后，也被称为解冻胚胎更换（TER）。

人工月经周期 人工月经周期用于合适的环境下提供移植胚胎。

胚胎 胚胎在受精后5-6天后，当它由细胞将成为胎盘和婴儿的内团块的外层。名称为胚

胎，

睾丸细针活检 睾丸细针活检 - 当精子直接使用细针睾丸取。

经皮附睾精子

抽吸

经皮附睾精子抽吸 - 当精子从附睾取出，这是一种细小器官坐在睾丸的顶部。

睾丸精子抽

吸，睾丸精子

提取

睾丸精子抽吸，睾丸精子提取 – SSR的其他名称。

卵巢过度刺激

综合症

卵巢过度刺激综合症 -由于过多的卵泡被刺激到在卵巢生长一次。取卵几天后可能

出现的情况。液体将流进血液进入腹部并进入细包组织中。不及时治疗，它可以产

生严重的后果，包括中风，甚至死亡。

你也会同时经历：

第1天 月经或月经出血的第一天。当你开始一个治疗周期，当你醒来月经的第一天。我们

算第1天，所以，如果你的周期开始于下午，第二天被称为第1天。

导管 这是一个很细的导管放入体内。在生育是指放入子宫的胚胎移植试管婴儿和人工授

精宫腔内人工授精于的导管。

生化妊娠 怀孕在很早的阶段结束。它的名字取自于怀孕生化检查如抽血化验检测。

临床妊娠 通过超声波扫描可以检测到怀孕。

 
卵泡和卵子

在卵巢中的卵子是细小

的 -比这个页面上的句

号更小。卵子开始是由

一层颗粒细胞包围。颗

粒细胞繁殖成细胞球，

然后进入一个充满液体

的囊称为毛囊。在月经

周期的开始最大的毛囊

是4-6毫米。在排卵期

的时候，可成长为18-

22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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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你对女性生殖激素并在治疗

中使用的药物有基本的理解，生育治

疗是决对逻辑性。大多数药物是人体

自身激素的版本。

让我们先说激素。在自然月经周

期，大脑控制脑垂体，和脑下垂体控

制卵巢。在卵巢由卵泡激素反馈给大

脑和垂体以保持整个系统的控制。你

可以把它看成是一个有点像高速驾驶

一辆汽车。一旦达到所需的速度，你

就会将油门减轻了。

身体也是如此。大脑会释放一种

叫做促性腺激素释放激素（GnRH）的

激素。促性腺激素释放激素，使垂

体释放一种叫做卵泡刺激素（FSH）

激素。FSH使卵泡生长和卵泡释放雌

荷尔蒙和药物

荷尔蒙控制卵巢图解

垂体腺

卵巢

雌二醇

促性腺激素释放
激素

卵泡刺激素

预知更多资料，请游缆：

www.pharmacy.gov.my – 选择“服务”，然后“搜索已注册的产品”。

www.emdserono.com/en – 选择’治疗’，然后’生育’。

www.fertilitylifelines.com –有很多关于Serono的药物产品。

www.puregon.com

www.msd-newzealand.com – 选择“产品”。

二醇（通常缩写为E2）。当脑和垂

体感增加的E2水平它们缓解了FSH.e

的释放。

用这样的比喻，生育治疗如克罗

米芬，人工授精与卵巢刺激和试管婴

儿仿似开快车。它是如何做的是相当

复杂的。医生和科学家设计的卵巢刺

激方法，就像汽车工程师修改引擎。

该诊所的工作人员会治疗过程中血液

检查和超声波扫描监测卵巢；它们的

工作是类似于在高速下驾驶汽车。

以下的表总结了有关的激素，我

们使用的主要药物，以及如何发挥有

效的做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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激素/荷尔蒙 激素有何效用 药物 药物商品

名称

药物有何效用

促性腺激素

释放激素

（GnRH）

从脑垂体释放FSH和LH。 GnRH agonists Buserelin, 

Lupron, 

Leuprolide, 

Lucrin, 

Zoladex,

Synarel

修改人体自身的激素。最初他们刺激FSH就

像释放GnRH，随着身体的适应并会停止释分

泌了自己的促性腺激素。这就是所谓的“下

调”。通过这样做，将防止LH波动。

GnRH 

antagonists

Cetrotide, 

Orgalutran

修改人体自身的激素。阻止体内的促性腺激

素释放激素，因此，防止了LH波动。

卵泡刺激素

（FSH）

刺激卵巢生长卵泡。 Follicle 

stimulating 

hormone (FSH)

Gonal F,

Puregon, 

Elonva, 

Menopur

复制或修改人体自身的激素。

黄体生成素

（LH）

LH在周期中的激增将触发最终成熟卵

子并含有成熟的卵子的卵泡（S）的

排卵。排卵后，它有助于维持孕酮分

泌。

Luteinising 

hormone (LH) 

Luveris 人体自身激素的副本。不常用，因为非常

昂贵。

人绒毛膜促性

腺激素（HCG）

人绒毛膜促性腺激素一旦它被植入胚

胎的主要激素。它有一个相似的生物

学效应如LH。绒毛膜促性腺激素是由

妊娠试验检测的激素。

human 

Chorionic 

Gonadotrophin 

(hCG)

Ovidrel,

Pregnyl

Ovidrel是人体自身激素的副本; Pregnyl是

孕妇尿中的纯化。主要用于代替LH触发排卵

因为它是更方便，更符合成本效益。

雌二醇（E2） E2是主要的雌激素用于开发毛囊。它

有很多的效用，包括组于生长的子宫

内膜（称为子宫内膜）。

Estradiol 

(E2)

Progynova,

Estrofem, 

Climara

人体自身激素的副本。 

孕激素(P4) P4是由卵泡分泌的主要激素一旦释放

了其卵子。它的主要作用是要保持子

宫内膜因此胚胎能够植入并引起怀

孕。

Progesterone 

(P4)

Utrogestan,

Crinone,

Gestone, 

Cyclogest

人体自身激素的副本。

用于制造周期，并支助在IVF周期的子宫。

Clomiphene 

citrate (CC)

Serophene 阻止雌二醇，因此脑垂体释放更多的FSH。

The 

contraceptive 

pill 

Levlen ED, 

Microgynon, 

Ava

低剂量雌激素的避孕药可以停止 

FSH和LH和$的释放。并有助于IVF更可靠。

 有多种类型的卵巢刺激。这些使用的

药物是和人体自身的生殖激素相同

的，或类似。

请参阅我们对卵巢刺激生育的数据。 

www.fertilityassociates.co.nz   

请参阅我们对卵巢刺激生育的数据   

词汇表及药物有关的副作用资讯。 

www.fertilityassociates.co.nz   

ABOUT 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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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管婴儿基础知识
在试管婴儿的流程是怎样的？

试管婴儿治疗周期可分为 
五个步骤：

1. 药物性卵巢刺激，使用药物增加可用

的卵子数量。

2. 取卵

3. 实验室受精和培养, 其中包括准备卵

子受精，培养胚胎及小心保管在实验室

的胚胎。

4. 胚胎移植一个或有时两个胚胎移植回

子宫内。

5.黄体期，覆盖准备和维持子宫让胚胎

植入和产生妊娠。

我们已经谈过荷尔蒙和药物此前在这本

杂志，以及如何用药摹拟人体自身的荷

尔蒙用于刺激卵巢成长几个卵子，而不

是像正常的月经周期， 只有一颗卵子。

虽然更多的卵子在理论上是很好，实际

上是有限制的。拥有超过10-15颗卵子增

加

威胁生命并发症的几率，称为卵巢过度刺

激综合症（OHSS）-更多资料在此部分。

依据 Fertility Associates 拥有30, 

000 体外受精周期的经验，我们的医生会

为你量身定制刺激卵巢的方法和FSH的初

始剂量。这个决定考虑到你的年龄，你

的肾上腺髓质增生和FSH荷尔蒙水平，你

的体重指数，断定你是否有多囊卵巢综

合征（PCOS），或子宫内膜异位症，以及

之前任何发生在IVF周期的病症。

大约30％的夫妇有冷冻保存的备用胚胎。

卵巢刺激是通过血液检查和超声波扫描

仪来监控。 

一旦卵泡长到合适的大小，将注射一个

触发荷尔蒙人绒毛膜促性腺激素（HCG）

使卵泡和卵蛋进入最后成熟的阶段。

收集卵蛋是通过超声波的帮助下“看

见”卵巢里的卵泡。一种针头沿阴道超

声探头的装配。卵巢通常只有2-5厘米从

阴道的顶部，所以均可容易地达到与针

的尖端。医生将针头插入每个毛囊和液

体 -希望卵子结合能轻轻地吸入到试管

中。该试管将传递至胚胎学家去寻找在

显微镜下的卵子。

有两种体外受精的方法。传统的体外受

精，约100,000精子被添加到每个卵子。

如果有少量的精子或精子质量受到损

试管婴儿的数字游戏
以下是在试管婴儿周期所遇到的数字说明：

卵泡的平均数量 10

抽取卵子的平均数量 8

成熟卵子的平均数量 7

受精卵子的平均数量 5 

优质胚胎平均数量 通常只有1或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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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管婴儿的选择
• 睾丸细针活检即使射

精时无精子，它们通常

可以从睾丸细针活检获

得。

我们有生育事实表精

子显微注射（ICSI和外

科取精术（SSR）

害，那么就会采用单精子卵子卵胞浆注

射技术 (ICSI)

添加精子至卵子18个小时后，胚胎学家

将检查受精的迹象。胚胎将在25小时后, 

3天及5天再次被观察。我们是在特定时

候观察胚胎以将减少他们不在孵化器受

控环境下的时间。

3胎通常是转移在第3天或第5天，也取决

于医生的管理计划及在第三天质量及数

量好的胚胎。质量好的“备用”胚胎通

常在第5或第6天冻结。如果出于任何原

因不可能或建议做胚胎移植，胚胎可以

冷冻以供稍后使用。

大部分卵巢刺激方法需要提供额外的黄

体酮因为阴道栓剂都能帮助子宫和保持

在合适的环境下引发怀孕。这被称为黄

体支持。

如果你想预知更多详情，请游览

www.fertilityassociates.co.nz 

并阅读我们的实况篇：

• 卵巢刺激 – 讲解如何成功有

效刺激每个卵巢的方法以及不同

IVF 周期会有不同的 产卵数量;

• 辅助性治疗;

• 单精子显微注射（ICSI）;

• 冷冻胚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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胚胎处理

卵泡刺激素(FSH)刺激

准备:激素下调 准备:微小剂量短效方法

治疗流程图

给护士打
电话 ——
第1天

+14–28 天:
开始使用布舍
瑞林和亮丙

瑞林

+7 天:停 
止用药

开始用药

+7 天:开始
卵泡刺激素
(FSH)刺激

+3-7 天:
停止用药

开始用药

3 65421

第18天——下
一次血液检测(
如果受孕)

第14天——
妊娠测试

13121110987

1817161514

6543210

抽取卵子! 
(切记不要吃东
西)*需要精液

受精检查——
实验室会电话

通知您

第3天—— 
移植

今天或昨天
冷冻的多余

胚胎

胚胎移植

7 9

如果需要,进行
第二次扫描和
血液检查

36小时后
抽取卵子

本周进行触发 
注射!(晚间)   

停止卵泡刺激素
(FSH)和其它药物

8

使用拮抗剂?不
久即开始使用
Cetrotide 或
Orgalutran

第一次扫描和
血液检查

+14–28 天:开
始使用布舍瑞林
和亮丙瑞林

给护士打
电话 ——
第1天

+2 天:开始
卵泡刺激素
(FSH)刺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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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及解决方案

试管婴儿治疗是一个复杂的医疗和科学

程序所以想不到的事情有时会发生。如

果事情不及如预期，在还没作出任何决

定之前，我们一定会与你讨论不同的方

法。

• 放缓调控 -有时候下调的时间会超过

预期- 通常这表示延缓4-7天才启动注射

FSH。如果研发囊肿一般可以通过注射

绒毛膜促性腺激素解决。另一种方法就

是停止周期并在1-2个月的时间内重新开

始。

• 在刺激作用下停止治疗- 如果卵泡比预

期发展的较少最好的选择可能是停止治

疗，并使用更多的药物重新开始。这种

情况发生于约10％的试管婴儿周期。

• 过度刺激有太多的的卵泡会增加卵巢过

度刺激综合征（OHSS）的风险。该解决

方案取决于风险的程度。它的范围从停

止循环，注射停止FSH几天会停止一些卵

泡开发-这就是所谓的惯性移动，或冻结

所有的胚胎以防止怀孕因为怀孕增加卵

巢过度刺激综合征的风险。

• 在排卵前抽取卵子-  虽然这种情况发

生在1于200个循环中。但很少会发生第

二次。

• 无或低受精 - 因为精子的因素，卵子

的因素，或者仅仅是无法解释的因素才

发生。一般很少会复发及怀孕率在后续

受精循环是正常的。

• 培养皿的感染  极少情况下培养液会被

精液或阴道的细菌感染。这会导致卵子

垂死。均有不同的策略，可减少在随后

周期中的风险。

• 拖延或不正常的胚胎成长几乎每个人都

会有些胚胎在第2天或3前停止成长，因

此没有任何胚胎可转移。当这种情况发

生是非常困难建议下一步该做什么。对

某些人来说这个问题会在另一个周期再

次出现，而其他可能只是一次而已。

胚胎冷冻-如果您没有道德上的异议,我们建议您要求冻结优质“多余”胚胎.我们还建议

在第5天培养多余胚胎,这样你只需要冷冻那些具有生长能力的胚胎即可.体外受精(IVF)

的时间分成三部分,在后面页的日历中可以看到.这只是一般的情况——您将得到个人化

的管理计划,包括您开始治疗的关键日期,以及在每个周期开始进行测试.

•在卵巢刺激阶段,通常要先准备大约一个月的时间.运用激素下调法和微小剂量短效方

法,通常要使用避孕药,以及性腺刺激素释放素(GnRH)激动剂,如布舍瑞林（Buserelin）

和亮丙瑞林（Lucrin）,以达到刺激卵巢的效果.虽然这项准备工作会稍微延长治疗时间,

但可以增加下一个步骤的可靠性.采取一些拮抗剂用药方案则跳过这项准备步骤.

•在卵泡刺激素(FSH)刺激阶段的做法跟几乎所有使用性腺刺激素释放素(GnRH)的方法都

非常相似.注射FSH使卵泡生长,然后卵泡持续生长,为抽取卵子做准备.

•抽取卵子后,操作的重点转移到实验室和胚胎处理阶段,包括受精,培养胚胎,移植胚胎,

以及冷冻合适的多余胚胎,整个过程需要超过7天的时间.在同一时间,您开始使用黄体酮

阴道栓剂,以支持子宫内膜的生长,这个阶段在体外受精周期中称为“黄体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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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险和副作用

试管婴儿治疗是一个医学和外科手术携

带其所占的副作用和风险。副作用是很

少威胁到健康和生命。虽然它们可以引

起不适，痛苦的常见现象。但这风险所

引发严重的和永久性的后果是罕见的。 

常见的副作用

• 轻微的绝经后(更年期) 症状，如潮

红，头痛，乳房疼痛，疲劳，偶尔反

胃。这些症状是 因服用药物来刺激卵巢

激素水平的迅速变化所引起的。

• 情绪波动，通常是以注射FSH开始的。

报告指出，众多妇女会比平常情绪低

落。情绪波动也因荷尔蒙水平的迅速变

化所致。

• 当取卵针穿刺卵巢取卵子时会引起一

个短暂的疼痛，有时在取卵过程中这种

疼痛是因卵巢的移动所引起。

•阴道会少量的出血。当针出穿过阴壁采

取卵子。在一，两天内有少量褐色出血

是常见的。

•卵子采集后，卵巢会疼痛一天或两天。

•收集卵子的过程中所使用的镇静和麻

醉药物导致反胃和没记性是常见的副作

用。

•用于刺激卵巢的药物会导致轻微腹部不

适，这通常在取卵后发生。

•在胚胎移植的当天或隔天,子宫颈可能

会出血，但相信这不会影响怀孕的可能

性。

女方的风险

• 呼吸系统抑郁症用于收集卵子的药物

会减少你的呼吸量以及你血内的氧气。

我们会在抽取卵子之前和之后以脉搏血

氧计监视你的氧气水平。如果您的氧气

水平下降得太低，医生将会停止收集卵

蛋并为你输氧。极少数情况下，你会需

要紧急药物。脑损伤和死亡在理论上是

可能的，但非常罕见，体外受精（IVF）

并没此数据。

• 抽取卵子后盆腔感染抽取卵子针带有

细菌置入阴道或肠管腹部中，会导致盆

腔感染感染，这机率是500分之一。抗生

素能减少受感染机会。

• 抽取卵子后阴道出血 对超过100毫升

（半杯）阴道流血发生率在是大约百分

之一而且通常很快康复。

• 抽取卵子后内出血 在收集卵子过程中

穿刺腹部大血管的发生率大约在千分之

一。这会引起严重的疼痛，通常会在你

回家之前发生。另一个内部出血症状可

能是肩膀痛，血液刺激膈肌引起的

• 血管神经反应 有一个小几率在胚胎移

植时会出现的血管神经反应。这是不由

自主反射性引起的心脏放缓，血压下降

及昏厥。胚胎移植通常会停止并在稍后

的时间内完成。

• 胚胎移植后的子宫感染 子宫内感染在

胚胎移植后发生率大约在300分之一 。

这些症状都感觉疼痛不适或发烧。使用

抗生素便可。虽然有类似损伤子宫或输

卵管的案件，但这是非常罕见的。感染

是有可能降低怀孕的机率。

• 子宫外孕当胚胎着床于输卵管，子宫

颈或腹部， 它被称为子宫外孕。子宫

外孕是危险的因为胎盘可以钻入血管，

造成重大的内出血。我们通常可以检测

宫外孕绒毛膜促性腺激素水平在怀孕检

验和早期的超声波扫描，但并非总是如

此。症状包括严重腹痛和局部腹痛。

疼痛，-是你的身体告诉你出现了

状况的一种方式。我们需要了解

可能涉及您的任何症状。

•发烧和腹痛是感染的症状——

请联系诊所或你的医生。



PATHWAY TO A CHILD    11

•如果您出现阴道出血,且出血量

稍多——请您马上联系诊所,您的

医生或普通科医生(GP). 

•如果您在抽取卵子之后感觉疼

痛或在抽取卵子的当日出现肩

痛——请您马上联系诊所,您的医

生或普通科医生(GP). 

• 如果您在胚胎移植之后的任何

时间感觉疼痛,发烧或身体不适,

请立即致电诊所. 

•如果您怀孕时感觉局部腹痛——

请您马上联系诊所,您的医生或普

通科医生(GP).  

•卵巢过度刺激综合症 (OHSS) OHSS 是

体外受精( IVF)过程中最严重的风险.多

达20%的妇女在接受体外受精(IVF)时出

现轻度的OHSS, 1-2%出现严重OHSS.如果

不进行治疗,严重的OHSS可导致血栓,中

风甚至死亡. 

至于OHSS为什么有些人会发生,而有些人

却不会发生,目前尚不得而知,但OHSS只会

在卵巢受到刺激并暴露于人绒毛膜促性

腺激素(HCG)之后,才会发生.OHSS多见于

那些在体外受精(IVF)刺激后产生更多卵

泡以及那些有多囊卵巢综合症(PCOS)的女

性,通常在绒毛膜促性腺激素(HCG)触发注

射4天或更长时间之后,才会出现,在怀孕

女性中也更多见.从生理学上讲,在液体从

血液流至腹部或肺部时,会出现OHSS.  

对于轻度和中度OHSS病例,通常要观察并

缓解疼痛,严重的情况需要住院.在医院,

可能给予您静脉输液或从腹部引流液体

的治疗.   

我们采取一些积极的措施来减少OHSS的

发生几率.我们也会帮助您诊断是否患有

OHSS,具体做法是在胚胎移植时测量您的

体重,并让您每两天测量一次.

如果你的体重增加2公斤或2公斤

以上,可能是OHSS的早期征兆——

请于当天与诊所联系.以下是OHSS

可能出现的症状——您只要出现

任何一种,就请在发现症状当天与

诊所联系:  

•腹部(肚子)疼痛增加; 

•感觉腹胀或腹部肿胀;

•恶心或呕吐; 

•排尿量减少; 

•呼吸急促或呼吸困难; 

•严重头痛.

由于OHSS仅在受孕治疗时发生,所以其

症状可能会被非生育科医生误诊为阑尾

炎.如果您去看其它科系的医生,请告诉

他(她),您刚接受了体外受精(IVF)卵巢刺

激,并请医生与我们诊所联系.您可能需要

服用乙酰氨基酚(扑热息痛),以缓解疼痛.

手术取精(SSR)对男性的副作用和
风险

卵胞浆内单精子显微注射(ICSI)的过程

中,大约5-10%的步骤涉及到通过外科手

术从睾丸取精.手术取精(SSR)过程中使

用的镇静药和麻醉药物,带来的常见副作

用是恶心和失忆. 

•呼吸抑制  手术取精(SSR)所使用的药物

会减少您呼吸的空气量,从而使血液中的

氧气减少.我们会在手术取精(SSR)过程中

和手术后,用脉搏血氧仪监测您血液中的

氧气水平.如果氧气水平降得太低,医生会

停止手术取精(SSR)操作,并给您输氧.极

少出现需要紧急治疗的情况.在理论上可

能会出现脑损伤和死亡,但实际上到目前

为止还没有因手术取精(SSR)导致脑损伤

和死亡的数据.

•出血和感染 出血和感染是手术取精

(SSR)可能出现的并发症,但也是罕见

的.一般会出现连续几天感觉不舒服的现

象,建议使用优质的阴囊托带并服用扑热

息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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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睾丸炎症-手术取精(SSR)有可能引起睾

丸炎症,从而降低未来的精子生成.手术

取精(SSR)也可能损伤睾丸内血管.有高达

80%接受手术取精(SSR)的男性在活检部位

发生炎症或血液包块(血肿).还有在睾丸

活检后,睾丸完全丧失血液供应并发生萎

缩的情况,并已经有报告对此说明.如果在

完成手术取精(SSR)最后步骤后至少6个月

再重复进行一次手术取精(SSR),成功可能

性更大,这表明手术取精(SSR)通常会导致

睾丸暂时性损害.   

•如果活检期间使用止痛药,会影

响您的安全驾驶,所以您需要安排

从诊所回家的交通.您在接下来

的24小时内都不能开车或操作机

械,我们建议您手术后6个小时内

有人陪同.

•如果手术取精(SSR)后疼痛持续

或疼痛复发,请立即联系诊所.

长期风险和体外受精(IVF)

•多胎妊娠-如果怀上双胞胎,对于您和婴

儿来说,大多数与生产有关的风险会是怀

单胎的两倍或三倍,而怀三胞胎风险则增

加8～10倍.一次移植一个胚胎会消除一

些怀双胞胎的风险,但并不能完全消除,

因为体外受精(IVF)后,怀同卵双胞胎的

几率比自然受孕更高.在生育协会,经过

移植一个体外受精(IVF)胚胎后出生的所

有试管婴儿中,大约2%是同卵双胞胎.同

卵双胞胎出生的孩子出现并发症的风险

较高,这正是我们在下一页讨论的内容,

我们强烈建议一次移植一个胚胎.

对于一些人来说,还会出现多胎妊娠的间

接风险,原因是在抽取卵子的过程中,卵

子没有经过筛选就进行受精,这不包括被

移植的胚胎.

请参见我们的有关双胞胎风险的

生殖信息. 

www.fertilityassociates.co.nz

•癌症-长期随访研究没有显示受孕治疗

和患卵巢癌或乳腺癌之间有任何关联.怀

孕对于防止卵巢癌起到了一定程度的保

护作用.

•精子和胚胎储存- 冷冻的精子和胚胎被

储存在浸没于液氮中的薄塑胶细管内.理

论上,会有如肝炎或HIV病毒的交叉污染

风险,但尚未有相关报告.但我们采取了

预防措施,对于乙型或丙型肝炎阳性,或

者艾滋病毒阳性的男性,他们的精子被放

在一个单独的精子库中分开储存.

发生液氮罐储存失败并导致其中的精子

或胚胎死亡,这样的风险非常小,全世界

偶尔会有相关报告.我们采取合理的预防

措施,但我们对于储存失败导致精子或胚

胎死亡不承担责任.

•体外受精(IVF)-出生儿童的健康情况   

体外受精(IVF)或卵胞浆内单精子显微注

射(ICSI)出生的儿童,先天性畸形的发病

率比自然受孕出生的儿童高出大约1/3,这

意味着大约每100胎有4个可能会出现先天

性畸形,而不是每100胎中有3个.几乎所有

的随访研究都发现,体外受精(IVF)出生的

儿童,其生理,心理和社会能力的发展是正

常的,但是这些方面还需要进一步研究.

卵胞浆内单精子显微注射(ICSI)出生的

儿童染色体异常的患病率稍高,男童可能

会遗传其父亲的不孕症.

体外受精(IVF)后母亲出现妊娠并发症的

风险略高,例如妊娠先兆子痫,早产和低

体重新生儿.

请见我们关于体外受精(IVF)出生

儿童健康的生殖信息,包括卵胞

浆内单精子显微注射(ICSI)出生

的儿童.  

www.fertilityassociates.co.n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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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定,决定,决定!

在开始治疗前,您和您的医生需要对体外

受精(IVF)周期做几点决定,这些都会记

录在医生的管理计划中.有关道德方面的

事宜会记录在您的知情同意书中.

• 精液中加入多少个卵子?    正常情况下,

平均有75%的成熟卵子会在IVF和ICSI中受

精.如果您对抛弃“质量差”的胚胎或冷

冻“多余”胚胎没有道德上的异议,我们

建议您要求给所有卵子增加精液.

• 移植多少胚胎? 一个女人的身体适合一

次怀一个孩子.

正如我们之前所提到的,怀双胞胎对母亲

和孩子来说,产生不良后果的风险都会是

怀单胎的2-3倍,从产妇死亡,死胎到胎儿

脑瘫.

我们强烈建议一次移植一个胚胎.

要记住的重要事项是:

• 39岁或超过39岁,怀双卵双胞胎的几率

大约是25-30%.

• 40岁至43岁之间,怀双卵双胞胎的几率

大约是10%-15%.

• 即使是一个胚胎, 有2%的几率是同卵

双胞胎,甚至已有报告指出有怀同卵三胞

胎的孕妇

• 随着现代胚胎冷冻方法的发展,90-95%

的胚胎在冷冻和解冻中存活下来.当胚胎

存活下来,怀孕的几率几乎和未冷冻的新

鲜胚胎是一样的.从我们自己以及其他人

的工作情况看,您放置两个新鲜胚胎,或

者一个是新鲜胚胎,一个是解冻胚胎,怀

孕的整体几率是一样的.

但一次移植一个胚胎将使怀双胞胎的几

率从25%减少至2%,从而对您和您的孩子

来说更安全.

• 在什么阶段移植胚胎?   通常在抽取卵

子后第3天或第5天进行胚胎移植.如果在

第3天发现有许多类似质量的胚胎,那么

就将胚胎培养到第5天,这样会得到最佳

胚胎,然后再进行移植.

我们建议选择在第5天进行移植,但是如

果发现有突出优质的胚胎,可以提前到第

3天甚至第2天进行移植.

• 胚胎冷冻 如果您没有道德上的异议,我

们建议您要求冻结优质“多余”胚胎.我

们还建议在第5天培养多余胚胎,这样你

只需要冷冻那些具有生长能力的胚胎即

可.

IV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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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Y HUSBAND and I were first offered informa-
tion about the fertility clinic approximately  
2 years after a miscarriage. We had a lot of  
mixed emotions and even wondered why we 
were not so fortunate to be blessed with one 
child, especially when you hear about so many 
neglected children in the news. 

We applied for public funding (in New 
Zealand) and were not eligible until 2010. My 
husband had a low sperm count and I had no 
problems at all, therefore we were accepted 
due to the fact that we had been trying for five 
years with no success. It seemed like a lifetime 
to wait. I know sometimes Māori can tend to feel 
uncomfortable with public funding, but I can 
assure you that at no stage at all were we made 
to feel uneasy or less eligible for treatment. 

I was very happy to finally get the call from 
the fertility clinic to let me know that my 
IVF treatment was to start in June 2010. The 
procedure was very quick once started. The 
hormonal drugs did have a few side effects for 
me, but we were always well informed of what 

We feel blessed
Trying for a baby was an emotionally  
trying time for this couple, but they 
made it through with a little help

to expect. It is a very emotional time and I 
found the best way for my husband and I to get 
through was to let my husband know how I was 
feeling. Although the female is the one who 
has to take all the drugs and cope with the side 
effects, I found my husband feeling helpless and 
wishing he could do more. Through my IVF 
cycle the Fertility clinic staff were very helpful 
and supplied plenty of information for what I 
was to expect next. 

My husband and I managed to fertilise 8 eggs 
out of 12. We were informed of the condition 
of these embryos and were told that we had one 
that was growing nicely which was chosen to be 
transferred into the uterus. We were advised that 
the other embryos did not make it to blastocyst 
stage which did give me a slight feeling of 
emptiness. The clinic staff once again was very 
informative and advised us of the options we 
could take with these embryos. 

The rest of the procedure was pretty 
straightforward and took a lot of patience. I 
found myself counting down the days just to 
hear ‘Yes, congratulations you are pregnant’, 
one of the happiest days of our lives. 

The fertility clinic continued to be very 
supportive with regular monitoring of the 
pregnancy which made me feel a lot more 
confident about not having to face another 
miscarriage. 

My personal view, being Māori, found that 
the fertility clinic staff were always warm and 
understanding which made us feel confident in 
all our decision making. I was very comfortable 
and asked a lot of ‘what if’ questions which were 
always answered with all possible outcomes. 

My husband and I are very grateful to finally 
be blessed with our baby thanks to the help of 
all the staff at the fertility clinic.

“Regular monitoring of the 
pregnancy made me feel 
a lot more confident about 
not having to face another 
miscarriage.”

Here you will find stories our patients have chosen to share with you about their experiences with fertility treatment, 
the impact on their lives and the different ways they coped with treatment. These stories are written by them and are 
unedited – they are in their own words...

IN MY OWN WORDS

Our Pathway...



每个人都想知道他们通过人工受孕（IVF）拥有

宝宝的个别几率。这是一个很难回答的问题，但是

有两个因素是至关重要的，亦即收集卵子时女性

的年龄以及成功收集到的卵子数量。除非所有的精

子都无法游动，否则不育的原因其实并不是那么重

要。女性的体质质素（BMI）较高或许意味着她必

须接受药物治疗，但通常不会影响她的受孕率。近

期的研究报告显示，男性的BMI数值或许和不育有

一定的关联，但是这一点也正在研究当中。

成功的定义为何？

大多数诊所都以每一次胚胎移植的受孕率来夸

大他们的IVF成功率。这种计算方式排除了没有

任何胚胎成功被移植的个案，但却包括移植后

流产的个案。根据这样的计算方式，所谓的成

功率就会大大地提高。我们认为，报告出生率

才是最重要的。在人工受孕的过程中，每一颗

所收集到的卵子最后发育成为健康宝宝的成功

率，与胚胎移植的成功率相比，更为重要。现

在，由于很多求助 Fertility Associates 助

孕中心的人士每一次只移植一个胚胎，我们认

为最有效的途径就是报告所收集到的卵子最后

发育成为健康宝宝的几率，包括使用冷冻胚胎

（若女性无法通过新鲜胚胎移植的方式受孕）

的个案。当然，若你有冷冻胚胎，你也希望知

道使用冷冻胚胎成功受孕的机会，所以我们也

发表了这一方面的数据。

通过单一IVF 周期成功受孕

图 5 显示 IVF 所收集到的单一卵子成功发育

成为健康宝宝的几率，包括使用任何冷冻胚胎

（若无法通过新鲜胚胎移植成功受孕）。这

些数据包括 2009 年至 2011 年之间在所有 

Fertility Associates 助孕中心进行的人工受

孕疗程，包括没有收集到任何卵子的个案。> 

graphs here

此图不包括 10% 在收集卵子前就中止疗程的

女性。一般上，人工受孕疗程中止的原因是对

药物反应过低。在这种情况下，医生通常会提

高药物剂量或采用不同的刺激方式，然后才再

次开始人工受孕疗程。比较少见的情况是接受

人工受孕疗程者对药物过度反应；在这种情况

下，如果继续疗程的话可能会有危险。若你之

前没有尝试过IVF疗程，那么，你的血清抗苗勒

管激素 (AMH) 水平就能有效预测你可以通过刺

激药物所获得的卵子数量，进而提高拥有宝宝

的几率。图6是根据AMH水平而得到的出生率曲

线。目前，我们尚未有足够的资讯细分低于5 

pmol/l AMH的数据。 PATHWAY TO A CHILD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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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 MY OWN WORDS IV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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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

要点速览
大多数诊所都以胚胎移植受孕率来夸大他们的

IVF成功率，而我们所报告的则是出生率。

通过IVF成功
诞下宝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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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一试管婴儿取卵周期的出生率
包括6个月内使用任何冷冻胚胎

to 31 32 33 34 35 36 37 38 39 40 41 42 43 44 45+
女人的年龄

60%

 50%

40%

30%

20%

10%

0

AMH < 5 pmol/l 

AMH 5–8 pmol/l

AMH 8–12 pmol/l

AMH >12 pmol/l

单一试管婴儿取卵周期的出生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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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7

如果你曾经尝试过人工受孕，那么，你就大概

可以知道你下一次排卵的数量。我们说“大

概”，是因为你的医生可能会更改药物剂量或

刺激方案，以尝试增加排卵的数量。此外，即

使使用相同的刺激排卵方法，同一位女性在每

一次进行人工受孕疗程时的排卵状况也有所不

同。根据“经验法则”，你有80%的机会获得

与上一次一样的卵子数量（差异在加、减三颗

的范围）。通常，人们很想知道卵子的数量如

何影响生育成功率。我们试图通过图7向大家

解释这一点。但紧记，这些只是平均数值，每

个人的实际情况可能有很大的分别。若能够获

得11至15颗卵子是最理想的，但是，无论使用

多少剂量的药物或方式，很多女性都无法一次

排这么多颗卵子。庆幸的是，尽管无法获得很

多卵子，你拥有宝宝的几率还是相当高的。> 

graph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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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解冻胚胎成功受孕

移植解冻胚胎后成功生下宝宝的几率取决于女

性的年龄。所谓“女性的年龄”，是指女性在

卵子被收集时的年龄，而不是胚胎被移植时的

年龄。图8显示来自各Fertility Associates 

助孕中心在 2011 年期间所得到的数据。当

然，胚胎首先必须在冷冻和解冻的过程中存活

下来。事实上，有高达 90-95% 的囊胚期冷冻

胚胎可以在冷冻和解冻的过程中存活下来。冷

冻胚胎也会出现同卵双胞的情况，这种情况发

生的几率与新鲜胚胎大致相同。

累积成功率

没有人会因为在尝试自然怀孕的第一个月没有成

功，就马上放弃。成功怀孕其实只是数字的游

戏，你只要继续尝试，成功的几率就会不断增

加。这就是所谓的“累积出生率”。同样的道理

也适用于人工受孕等生育治疗方式，当然，成本

和“心力”是大多数人的限制。幸运的是，如果

你的第一次的人工受孕疗程没有成功，你在第二

次或第三次疗程的成功几率是一样高的。流产对

你未来怀上宝宝的机会并不是坏预兆。如果你准

备尝试多达三个IVF疗程，那么，你在38岁前怀

上宝宝的几率是80％，如图9所示。

没有人会因为在尝试自
然怀孕的第一个月没有
成功，就马上放弃。成
功怀孕其实只是数字的
游戏，你只要继续尝
试，成功的几率就会不
断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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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前规划
正如我们之前在这本小册子讨论的，有

两种基本类型IVF刺激作用 - 那些以服

用避孕药和另一类则不。如果你不打算

使用避孕药，请在你“第一天”来经的

2-3个星期前打电话给你的护士。通过

这样做，你将有足够的时间来安排。因

此，在开始IVF后一旦你有月经就不会

这么急。

很多人想在工作甚至更长远各或其他事

务中规划自己的IVF周期 - 涉及你的医

生和护士往往可以帮助你的规划。因为

该诊所可能会因各地重大节假日休息或

关闭几天。 

'第一天’电话 / 通电
你第1天打的电话给诊所就是如何开始

你的IVF周期。第1天的周期就是当你醒

来第一天来临的月经。如果你的月经在

中午来临，那第二天就是你的第一天。 

请在你的第1天上午9点到下午4点之间至

电于你的诊所。如果我们与其他患者，

您可以留言，我们会在同一天内回电给

你。如果你的第1天发生在周末或公众假

期，请致电与我们在下一个工作日。

继你的第1天电话我们仔细检查一些事

情 –例如你的医生为你安排的IVF周期

计划和筛查试验是最新的。我们也会制

定出一些主要的日子为您治疗。

我们将邮寄或亲自交给你关于

你第一个天的信，内容涵盖：

• 开始药物治疗的日期，验

血，和第一次扫描时，和可能

收集卵的一周;

• 根据医生的计划，其中包括

您可能药物的使用，费用估算;

• 一份为你和你的伴侣须完成

同意书;

• 关于何时须回复，支付和同

意书。

试管婴儿的步骤
您已决定开始试管婴儿治疗 - 那么之前，

期间和之后究竟会有何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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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的医生的管理计划
你的医生写了一个每个试管婴儿周期中

的管理计划，包括类型和起始剂量的每

种药物; 无论您使用的是受精; 胚胎计

划的传输数量; 该在哪个阶段胚胎将被

转移，及任何其它特殊要求。

您需要填写及同意每一个IVF的周期并

确认在管理计划的每个关键决策。你可

以在家中完成这部分的同意书（称为B

部分）而无需来到该诊所，或者您也可

以在诊所内完成。

• 您将需要为每个试管婴儿治

疗完成一个新的B部分同意书。

• 您必须在收集卵前完成B部分

及回送到诊所。

• 如果你想。您可以随后随时

改变，比如胚胎传输的数量。

支付治疗
在开始之前我们会告诉你的治疗费用。

随时致电我们的工作人员以为你解答任

何问题。

欲了解更多信息，请参阅我们

的：

• 各类的收费指南。

• 我们网站内的部分费用： 

www.fertilityassociates.co.nz

关于生育药物
第一件事情你需要在试管婴儿周期前做

的是拿取你须要的药物。我们的一位护

士会上门教你如何自我注射，或给你一

个复习，如果你需要。

许多我们使用的药物都有一个有限的保

质期，一旦他们达到室温时。- 护士会

告诉你如何存储你每次使用的服药。

你也并不需要将药物保冷当你把它们带

回家。因为药物是昂贵的，我们尽量以

最小的成本，只发出什么是需要的直到

你的下一个血液测试或扫描。但是，它

有可能不是所有的药物将被使用，有时

你可能需要放弃药物治疗。

当每天服用药物，大多数女性选择服用

兴奋剂或在早上服用拮抗剂药物，在下

午或晚上服用Puregon或Menopur。每天

大约在同一时间服用这些药物是很重要

的。对于某些类型的卵巢刺激（如“

微剂量'）的激动剂每天须服用两次。- 

在这种情况下，应当采取大约间隔12小

时。如果你在使用避孕药刺激疗程中有

一些“突发性”出血，请不必担心。这

不会影响你用于刺激卵巢荷尔蒙的反

应。这也是常见还是有一定的出血，当

你始用GONAL F,Puregon或Menopur。

请参考我们的药物治疗第15

页。

我们会给你为每种类型的药

物，您将使用的具体说明书。

• 用药说明书GONAL F和

Puregon均有有部分记录在后面

关于GONAL F或Puregon你已经

使用并还有多少剩余。我们强

烈建议您使用它。

• 不幸的是，我们无法回馈那

些治疗结束后未使用的药物。

我们会给你容器来存储任何用

过的针头和注射器。您可以在

收集卵的时候把他们带回该诊

所进行处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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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VF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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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液测试和扫描
我们会告诉你什么时候开始药物治疗，

什么时候开始你的第一次验血，大该是

你第一次扫描。从血液测试和扫描的结

果，我们可以告诉您卵泡生长的如何，

过后到卵子收集。在这个过程中，我们

可能需要改变药物的剂量。

我们会告诉你，你何时需要一个血液测

试或扫描。验血通常会发生在上午8:30

到10点之间因此我们可以在稍后的同一

天得到的结果。同时我们也通常在早上

8点半到10点之间做一次扫描。

超声扫描使用的超声波探头置于

阴道内。你应该有一个空囊，让

医生获得最佳效果观查你的卵

巢，并在其中生长卵泡。

决定
每一天，你有一个血液测试或扫描，我

们会尽快给您提供有关下一步该怎么做

的指示。我们的医生，护士和胚胎学家

看结果做出决定。我们通常会在下午3

点到5点之间打电话给你。

• 我们强烈建议您，当我们打

电话给你时请记下每一个指

示。有在本刊的末尾，你可以

用一些空白页作为一本日记。

试管婴儿可以是复杂的你而无

需记住药物的剂量和时间！

• 我们交选择给你打电话。我

们发现，当大部分人打电话到

该诊所，大多电话都转移到语

音信箱，因为我门的工作人员

正与其他病人同电。随后，我

们需要听取语音邮件，而接听

不到你的来电。

• 请致电诊所，如果到了下午5

点你还接到我们的来电。

• 你必须无时无刻能够与诊所联

系。当你开始了卵巢刺激药物，

如GONAL F ,Puregon或Menopur，

直到胚胎移植的日子。

• 如果您在3点到5点下午之间

无空，请让我们知道，我们可

以在那留下一个保密信息给

你。

• 一旦你开始了GnRH激动剂（

如布舍瑞林或亮丙瑞林）或

GnRH拮抗剂（如Cetrotide或

Orgalutran）你必须坚持每天

服用，直到你的绒毛膜促性腺

激素触发注入。

如果只有一个或两个卵泡发育，或者，

如果从血液检查的激素水平是低的，那

最好立既停止。稍后再试使用更多的药

物。偶尔治疗可能被停止对于太大药物

反应。如果你有一个低反应，我们将作

出决定是否停止，或许我们可以为您提

供另一个周期的决定。

在作出任何决定之前，我们会一直与您

讨论不同的选择。虽然有时是非常令人

失望因为不得不停止治疗，你将受益于

所学以备将来治疗。

       生命的步伐
       “生命的路程里我们总面临不同的挑战。值得肯定的

是，我们每克服了障碍，下一个我们会处理的更好。最后一个

星期是非常紧张的由于处理我们流产的悲痛，甚直工作压力和

我们房子的问题。安迪和我一直花时间彻底讨论每个问题，以

决定每一个的下一步骤。我需花上一段时间慢慢的放手，和回

到原状。我意识到每一件事情我经历展示了如何回报其他的事

情。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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抽取卵子
卵的最终的熟化是由触发器注射激素

hCG诱导的。这是在收集卵36小时前的

计划，通常给于晚上8时至午夜十二

时，当我们安排了触发注射的时间，我

们可以告诉你何时收集卵蛋。

在我们给你收集卵之前，  

我们给你一些具体信息：

• 触发注入指示;

• 准备取卵。

我们通常会要求你在取卵计划30分钟之

前到达诊所。这让你有时间去阅读你的

同意书，并为您完成术前问卷。你可能

会在诊所逗留共2-3小时。我们鼓励您

带多一位能为你支持的人员 - 比如你

的伴侣或朋友。如果你喜欢你也可以挟

带一些写轻松的音乐在你的MP3播放器

内。

您将需要安排任何托儿，当在取卵的时

侯，- 诊所领域是不适合儿童的。

• 取卵六个小时之前，不可服

食任何食物。而且两个小时前

不能有任何饮料。

• 卵子采集过程中使用的镇痛

药物会影响您的安全驾驶能力

所以你需要安排交通工具接送

回家。

• 卵子采集后24小时内，您不

能驾驶或使用任何机械。

• 某人必须送你回家，并和你

在一起该过程后的24小时。

阴道有一些出血现象是取卵后常见的。

如果大量出血，或持续时间超过一天，

请联系诊所。一些腹痛在第一个24小时

也是常见的- 你可以服用扑热息痛。如

果扑热息痛不足以用于你的疼痛，请联

系诊所，讨论替代方案。

抽取卵子通常在轻麻醉镇痛进行- 女方

是清醒的，虽然她可能不记得过程以及

之后。一些医生也用局部麻醉围绕子宫

颈。参于取卵的妇女如国经历痛苦或疼

痛可能要考虑使用更重的镇静。这涉及

到一个麻醉师给予不同组合的药物，更

密切观察。麻醉师会收取单独的费用。

较重的镇静也依赖于麻醉师的可用性在

您卵子收集的时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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疼痛是你的身体告诉你某地方出

错的方式。我们必须知道，了解

可能涉及你的任何症状。请参阅

妇女的风险，第62页。

 

精子样本
质量最好的精子是，如果胚胎人员在

一小时内收集到样品。你可以在家生

产样品，或在收集卵前，在诊所内完

成。- 我们诊所也有提供一个房间。同

时也请告诉我们你当日要去哪里，在某

情况下，我们需要与您联系有关样本的

质量。虽然我们建议大概三个天前禁

欲，以便建立精子的数量，现在，我们

认为一天的禁欲能提供更好质量的精

子。禁欲超过三天或更长可因精子老化

而不利。

我们给你的精液分析表格，有

收集样本详细咨询。

我们不鼓励使用的润滑油，因

为即使是少量也可以对精子有

害。有一种润滑剂，其是相

对“精子友好”或无害，被称

为“Pre-Seed”。诊所的工作

人员可以给你更多的资料。

如果你担心，当天你可能无法产生精液

样本，我们也许可以冻结一个备份样

品。这需要提前做好因此我们可以看到

精子如何存生存与冻结融解。精子冷冻

是另收费的。您还需要填写一份同意

书，冻结和使用冷冻精子。

虽然你的医生会决定他或她的管理计划

是使用传统的IVF或ICSI，有时在收集

卵的当天精子质量达不到预期效果。那

么胚胎学家可能会建议ICSI给予授精的

最佳机会。同意书涵盖了这种可能性，

并提醒你我们是否需要在当天做ICSI。

随后将收取ICSI费用。我们将于您事先

联系。在您的同意下我们才会做ICSI的

做到这一点。

激素支助
关于收集卵，护士会和你谈谈服用黄体

酮阴道栓剂或者在接下来的两个星期凝

胶来维持子宫内膜。

孕酮通常以孕酮阴道栓剂使用商品

名“Cyclogest’。Utrogestan和

Crinone是孕激素的替代形式。所有女

人使用Cyclogest，Utrogestan或者

Crinone时会出现轻微排放。请告知我

们如果出现症状。

        试管婴儿的奇迹
        试管婴儿的“整个奇迹是如何发生的对我来说

是个谜，当我们首先来到了等候室。接待员很友好，也轻

松的。与专家第一次会议感觉非常好-他很专业的，就事

论事，并不冷淡。当我泪流满面，感到欣慰当他说试管婴

儿是我们最好的机会。他递纸巾给我，继续的说着。我听

着，哭着。。我觉得作为毛利族，对我来说，公开哭是不

是一个问题（由于我们都有参加所有的坦吉[葬礼]！）护

士也非常的棒。如果你有任何问题， 可随时依赖与他们

或致电或什么的。有人告诉我，'天下没有愚蠢的问题“

对于其他人，询问东西时候一定要明显但除了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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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将会在这个阶段给您一些

具体信息：

•  卵子收集后护理;

• 激素的支持;

• 卵巢过度刺激综合征 

（OHSS）。

 
• 有时候，女性有妊娠试验前

出血的壮况。- 这并不一定意

味着你不会怀孕了。

• 不要停止使用黄体酮阴道栓

剂或凝胶直到我们告诉你的妊

娠试验结果。如果你怀孕了，

您将需要继续使用阴道栓剂或

凝胶，直到我们告诉你可以安

全地停止。

胚胎移植
在适当取卵的时候，护士或胚胎学家会

安排一个时间内给您讯问以便找出有多

少卵已子受精了。在此阶段我们大概可

以确认为胚胎移植的时间。胚胎移植同

常会在取卵后第2天及第5天之间发生，

这取决于胚胎的数量和质量。

您需要在胚胎移植计划之前大约一小时

十五分钟到达诊所。胚胎移植通常是无

痛的，基本上很少需要任何药物，通常

需要大约一刻钟的时间。您将可以在视

频屏幕上看到被转移之前的胚胎。这是

一个特殊的时刻对大多数人来说，你可

能会希望有你的伴侣或其他人在场支

持。同时，我们也可以给您或向您发送

电子邮件胚胎的照片。

胚胎移植前请先让你自己有一

个舒适的全膀胱- 这可以帮助

使传输更轻松，尤其是当我们

用超声波来置放含有胚胎的导

管。

之后，你可以继续你正常活动- 胚胎是

不会掉出来的！同时，我们也不认为性

交会有任何伤害。一旦胚胎培养完成

后，您的医生会向您发送一封信，总结

所收集卵子的数量，多少个已受精，以

及是否有任何胚胎适合胚胎移植后冻

结。 

等待验孕
大多数人说，等着看他们是否怀孕治疗

是最紧张的部分。请随时致电我们如果

您希望在这段时间内得到一些额外的支

持。

       你是否 
知道？ 

当你阅缆这本杂志阅的

时候，你所遇到的一些

故事并从患者了解到生

育治疗的经历。我们命

名这些故事为“我自己

的话”。这些人都觉得

非常疗效和乐意写自己

的经历而，生育治疗对

他们来说的影响，他们

的感情关系，他们的家

庭，并且他们生活的方

式。这也许是在治疗过

程中一些你可以考虑做

的，无论你把你自己所

写的收藏于己，或与他

人共享。请记住，这是

你的故事... 你自己的

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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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多数人说，等着看他们是否怀孕治疗是最紧张

的部分。请随时致电我们如果您希望在这段时间

内得到一些额外的支持。

✿



周期类型

人工受孕的方式有两种——在自然月经周

期中的正确时间点把解冻后的胚胎移植入子

宫；或通过药物制造一个人工周期，然后在

正确的时间点把解冻后的胚胎移植入子宫。

采用自然周期者必须在月经来潮第一天算起

的7至11天内开始每日进行血液测试，直到我

们检测到LH高峰期为止。LH的高峰期也意味

着排卵过程即将发生。至于要在哪一天开始

进行血液检查，这取决于你的月经周期平均

间隔以及你每一次月经周期间隔的差异。当

我们知道排卵的日子，我们就可以在适当的

时候解冻胚胎，然后准备移植工作。如果无

法进行血液测试，你也可以每日两次在家使

用尿液LH测试剂进行测试。当然，尿液测试

的结果不如血液测试的结果般准确。人工周

期则是通过药物模仿月经周期中正常的激素

分泌状况——从注射雌二醇刺激子宫内壁的

生长开始，然后再加入孕激素为胚胎的着床

做准备。在开始注射孕激素前，我们通常会

要求病人验血，有时也会进行扫描，以确保

一切按计划进行。当你怀孕后，你必须继续

使用药物，直到怀孕7至8周胎盘开始分泌相

同的激素为止。

冷冻胚胎——  
与IVF疗程有何不同？

相较于制造冷冻胚胎，使用冷冻胚胎更为容易。然而，使用
新鲜胚胎和冷冻胚胎之间有一些差异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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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工周期对月经周期不规律或周期间隔太

长，或不方便每天验血，或想要提前计划胚

胎移植日期的女性来说，非常管用。无论是

自然周期或者是人工周期，成功受孕的几率

是一样的。

提前计划和第一天

如果你或你的医生考虑使用人工周期方式

的话，提早计划是非常重要的，因为注射药物

最好在月经周期的第一天开始进行；不过，

如有必要延后一到两天开始也没有关系。

在启动每一个解冻周期前，我们会给你

一份计划书，内有注射药物和进行验血的日

期、发票和一份同意书。同意书内包括你同

意移植的胚胎数量。如果你已移植一个新鲜

胚胎以减少双胎妊娠的风险，那么，我们强

烈建议你在移植解冻胚胎时也这么做。

•  每一次进行解冻疗程前你都必须

填妥新的B部分同意书。

•  你必须在预计或计划进行解冻疗

程的前一天，把填妥的B部分同

意书交还给助孕中心。

•  你可以在必要时作出更改，例如移

植的胚胎数量等等。

胚胎存活率

不幸的是，一些胚胎无法在冷冻和
解冻过程中存活下来。然而，也有
高达90-95%的囊胚期冷冻胚胎可以
在冷冻和解冻的过程中存活下来。
若至少50%的细胞完整无缺的话，胚
胎就被认定为存活。细胞的损失并
不会增加胎儿畸形的风险。

胚胎移植和复检

移植解冻胚胎和移植新鲜胚胎是一样的，因

此，你也可重温本杂志早前所刊登的胚胎移植

和妊娠试验相关文章。一般而言，除非成功怀

孕或已经用尽了所有胚胎，否则，病人在每个

解冻周期后都不会回来见医生。然而，我们非

常欢迎你在任何阶段预约复检。

要点速览
移植解冻胚胎和移植新鲜胚胎是一样的，因此，你也可重温本杂志早前所刊登的胚胎移植和妊娠试

验相关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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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is booklet is a translation of the IVF section of 

the full Pathways booklet which is available at your 

Fertility Associates clinic. Also available online at 

www.fertilityassociates.co.n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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