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3 月出停诊医生/科目：

1.郑斐医生 3 月份门诊停诊。

2.黄荷凤院士 3 月 7 日上午开设门诊，门诊名称为“院士门诊-

遗传联合生殖专科”，可通过医院微信公众号等各类预约挂号平

台预约，也可拨打 0571-89992341/2342 进行咨询（号源有限，

先到先得哦）。

3.郭庆云医生恢复门诊，时间为：

周一 周二 周三 周四 周五

上午 妇科专家 妇科资深专家 妇科专家 妇科专家 妇科专家

下午 妇科专家 妇科专家 妇科专家 妇科专家 妇科专家

4.新晋专家陈原医生的个人简介：擅长复发性流产、宫颈机能不

全、早产、前置胎盘、胎儿生长受限、胎儿医学和产前诊断、易

栓症、妊娠合并自身免疫性疾病的诊治。门诊时间如下：

周二 周四

上午 产科专家

下午 产科专家

5.新晋专家温洁医生的个人简介：擅长妊娠期合并症并发症诊

治，对早产、前置胎盘、妊娠期高血压、妊娠期糖尿病、疤痕子

宫阴道分娩等经验丰富。门诊时间如下：

周三 周五

上午 产科专家

下午 产科专家



6.新晋专家王芳芳医生的个人简介：擅长产科常见合并症及并发

症人群的妊娠期及围产期管理，多囊卵巢综合征等内分泌疾病孕

妇的产科诊疗策略的制定。门诊时间如下：

周一 周三

上午 产科专家

下午 产科专家

7. 新晋专家周勇医生的个人简介：擅长子宫内膜异位症、子宫

腺肌病、子宫肌瘤、卵巢囊肿、子宫内膜息肉等妇科疾病的诊治

及微创手术。门诊时间如下：

周二

上午 妇科专家

8. 新晋专家苏畅医生的个人简介：擅长高危产科、产前诊断，

手术精湛，对保胎、再生育评估、前置胎盘等处理经验丰富。门

诊时间如下：

周三 周五

上午 产科专家

下午 再生育咨询专家

9. 新晋专家邹亘医生的个人简介：擅长妇科疾病规范化诊治和

妇科微创手术治疗，对子宫内膜异位症、子宫腺肌病和肌瘤处理

经验丰富。门诊时间如下：

周二

下午 妇科专家



10. 新晋专家王元鹤医生的个人简介：擅长妊娠合并症和并发症

的诊治，对宫颈机能不全、臀位外倒转、双胎妊娠、前置胎盘、

疤痕子宫阴道分娩、早产的预防等疾病具有丰富的经验。门诊时

间如下：

周二 周五

上午 产科专家

下午 再生育咨询专家

11. 新晋专家蒋颖医生的个人简介：擅长妊娠合并症（特别是子

痫前期，双胎妊娠，妊娠期糖尿病，前置胎盘）的诊治，对复发

性流产，宫颈机能不全的处理经验丰富。门诊时间如下：

周一 周五

上午 产科专家

下午 产科专家

12. 新晋专家陈璐医生的个人简介：擅长产前诊断咨询；对妊娠

期高血压、胎儿生长受限、疤痕子宫阴道分娩、前置胎盘等常见

病理产科诊治具有较丰富经验。门诊时间如下：

周一 周三

上午 产科专家

下午 胎儿医学专家



13. 新晋专家李春明医生的个人简介：擅长普通妇科疾病如子宫

肌瘤、卵巢囊肿、息肉、月经失调及更年期疾病的诊治。门诊时

间如下：

周一

上午 妇科专家

下午 妇科专家

14. 新晋专家褚克昙医生的个人简介：擅长妇科疾病如子宫肌

瘤，卵巢囊肿，子宫内膜息肉，妇科内分泌及更年期相关疾病的

诊治。门诊时间如下：

周四

上午 妇科专家

下午 妇科专家

15. 新晋专家乐芳医生的个人简介：擅长各种因素不孕症诊治，

如输卵管疾病、多囊卵巢综合征、子宫内膜异位症和卵巢功能减

退等。同时精通生殖生育力保护微创手术及辅助生殖技术。门诊

时间如下：

周二 周四

上午 生殖门诊专家

下午 生殖门诊专家



16. 新晋专家孙瑜医生的个人简介：擅长不孕不育，生殖内分泌

疾病的诊治，熟练掌握取卵、胚胎移植等辅助生育相关手术操作。

门诊时间如下：

周一 周三 周四

上午 生殖门诊专家 生殖门诊专家 生殖门诊专家

下午 生殖门诊专家 生殖门诊专家

17. 新晋专家宋阳医生的个人简介：擅长各种生殖内分泌疾病如

卵巢功能减退、多囊卵巢综合征、围绝经期综合征以及不孕症的

诊治，精通微创手术及辅助生殖技术。门诊时间如下：

周三 周五

上午 生殖门诊专家

下午 生殖门诊专家

18. 新晋专家胡小玲医生的个人简介：擅长各种生殖内分泌、不

孕不育相关疾病的诊治和各种辅助生殖技术，熟练掌握不孕不育

相关的宫腹腔镜手术。门诊时间如下：

周二 周五

上午 生殖门诊专家 生殖门诊专家

下午



3 月门诊调整情况：

1. 崔正慧医生的门诊调整为：

周二 周四

上午 产科专家

下午 产科专家

2. 再生育咨询专科调整为：

周一 周三 周五

上午 再生育咨询专科 再生育咨询专科

下午 再生育咨询专科

3. 多囊卵巢综合征门诊调整为：

周一 周二 周三 周四 周五

上午 √ √ √ √

下午 √

4. 孕期营养管理门诊调整为：

周一 周二 周三 周四 周五

上午 √ √ √ √ √

下午 √ √ √



5. 冯磊医生的门诊调整为：

周一 周五

下午 特需营养咨询专家 特需营养咨询专家

6. 陈希婧医生的门诊调整为:

周二 周四

下午 生殖高年专家 生殖门诊专家



名医门诊一览表

时间 妇科 产科 一体化
生殖内

分泌科
其他

周

一

上

午

金杭美 陈亚侠

周坚红 邱丽倩

庄亚玲 谢臻蔚

张信美 王建华

赵小环 王凤鸣

黄秀峰 赵小峰

万小云 傅云峰

韩秀君

梁朝霞

上官雪军

王正平

白晓霞
高惠娟 孙 革 陈新忠

朱 江

下

午
邱丽倩

郑斐

缪敏芳
朱依敏 叶英辉 应伟雯

周

二

上

午

张信美 胡东晓

程 蓓 王建华

丁志明 黄夏娣

毛愉燕 汪 辉

贺 晶

郑斐

缪敏芳

陈丹青
金 帆 鲁惠顺

王军梅 朱宇宁

下

午

金杭美 钱洪浪

陈晓端
方 勤 应伟雯

周

三

上

午

吕时铭 万小云

庄亚玲 陈亚侠

江秀秀 赵小环

黄丽丽 赵小峰

王正平

陈丹青

贺 晶

梁朝霞
胡燕军

鲁 红 吴明远

董旻岳 王军梅

金 帆 邹 煜

朱 江

下

午

吴瑞瑾 钱洪浪

江秀秀
鲁 红 邹 煜

周

四

上

午

毛愉燕 黄夏娣

徐开红 黄秀峰

黄丽丽 傅云峰

杨小福

何赛男
韩秀君

朱依敏

张 丹

下

午

徐开红 程蓓

谢臻蔚

周

五

上

午

胡东晓 孙惠兰

周坚红

方 勤

白晓霞
杨小福

胡燕军

高惠娟

徐 键

宋伊丽 蔡雪芬

下

午
何赛男 蔡雪芬



星期 时间 专科名称 专家姓名

周一

上午

妇科专家
陈梅、黄奖平、杨筱英（资）、谢秀琴（资）、卢晓男、叶

菁、洪蝶、邵丽凤、彭保安、司马妮（高）

宫颈疾病、肿瘤专家 朱长焜（资）、沈源明（资）

复发性流产专家 王雯

产科专家 郑斐、舒淑娟、江若安、栗宝华（资）

生殖专家
郦美根、胡燕军、吴丽萍、王宁、侯宁宁、楼航英（资）、

何荣环、张丹

计划生育 钱志大（高）

中医妇科 顾颖尔、陈怡（资）

内科专家 杨澜帆（资）

乳腺外科、普外专家 龙景培（资）

生殖遗传咨询专家 徐向荣（资）

男性科资深专家 张峰彬

超声诊断特需专家 钱越

放射诊疗 楼芬兰（资）

下午

妇科专家

陈梅、谢秀琴、张琴芳、彭保安、王建华、卢晓男、杨筱英、

黄奖平、张信美、徐开红、金杭美、叶菁、洪蝶、邵丽凤、

庄亚玲、谢臻蔚、司马妮、汪银锋、赵小峰

妇科内分泌专家 周坚红

子宫内膜增生症专科 黄秀峰

复发性流产专家 王雯

宫颈疾病、肿瘤专家 程易凡、沈源明

卵巢肿瘤专病 陈亚侠

妇科炎症专家 赵小环

产科专家 徐冬、韩秀君、王正平、朱晓军、梁朝霞

妊娠合并肝病专家 白晓霞

特需营养咨询专家 冯磊

生殖专家 吴丽萍、郦美根、侯宁宁、王宁、何荣环

计划生育专家 钱志大(资) 、江秀秀

精神卫生科专家 叶翠薇（资）

中医妇科 顾颖尔、陈怡

内科专家 杨澜帆

甲状腺乳腺专家 龙景培

泌尿外科专家 张峰彬

超声诊断特需专家 潘姣娥、项小苗

麻醉咨询及疼痛专家 徐丽丽(资)

放射诊疗 楼芬兰（资）



星期 时间 专科名称 专家姓名

周二

上午

妇科专家

陈梅、张琴芳、彭保安、黄奖平、洪蝶（资）、

张英（资）、季银芬（资）、兰义兵、阮恒超

（资）、叶菁、邵丽凤、李小永（高）、吴琼

燕、王雯、司马妮、赵小峰

妇科内分泌专家 周坚红

复发性流产专家专家 谢秀琴

妇科炎症专家 卢晓男

肿瘤放射治疗专家 唐秋

产科专家 胡颖、崔正慧、罗琼（资）、俞颖（资）

生殖专家
吴丽萍、刘爱霞（资）、郦美根、侯宁宁、陈

希婧（高）、王宁、何荣环、张润驹(资)

中医妇科专家 陈怡、曲凡（资）、顾颖尔

内科专家 包铧

乳腺外科、普外专家 陈欣

男性科专家 梁忠炎

超声诊断特需专家 姚维妙、周一敏（限）

放射诊疗 俞琳玲（资）

新生儿资深专家 朱佳骏

下午

妇科专家

陈梅、张琴芳、彭保安、王建华、张英、黄奖

平、兰义兵、阮恒超、叶菁、李小永、邵丽凤、

吴琼燕、李恩春、赵小峰

妇科内分泌专家 王雯

子宫内膜增生症专科 卢晓男

复发性流产专家 谢秀琴

产科专家 郑斐、徐建云（资）

生殖专家 吴丽萍、侯宁宁、王宁、何荣环、占琪涛

精神卫生科专家 叶翠薇

中医妇科专家 陈怡

中医产后调理专家 顾颖尔

内科专家 包铧

乳腺外科、普外专家 陈欣

男性科专家 梁忠炎

生殖遗传咨询专家 余美玉

亲子鉴定咨询门诊 吕时铭

超声诊断特需专家 李媛

麻醉咨询及疼痛专家 雷志兵（资）

放射诊疗 俞琳玲（资）



星期 时间 专科名称 专家姓名

周三

上午

妇科专家

王建华、卢晓男（资）、王悦（资）、黄奖

平、田永红（高）、王凤鸣、陈梅（资）、

张琴芳（资）、李娟清（资）、叶菁、邵丽

凤、罗洁、马袁英（资）、王雯、彭保安、

司马妮

宫颈疾病、肿瘤专家 程易凡（资）

复发性流产专家 洪蝶

早孕期产前筛查管理专家 朱宇宁

产科专家 郑斐、徐建云、江若安、朱晓军(资)

生殖专家
高惠娟、吴丽萍、郦美根、侯宁宁、王宁、

何荣环（资）

计划生育专家 罗勤（资）

精神卫生科专家 叶翠薇

中医妇科专家 顾颖尔、陈怡、曲凡

内科专家 杨澜帆

乳腺外科、普外专家 蔡乾荣（资）

下午

妇科专家

陈梅、谢秀琴、张琴芳、王建华、卢晓男、

赵小环、叶菁、田永红、邵丽凤、庄亚玲、

马袁英、王雯、彭保安、司马妮、罗洁、陈

宁、赵小峰

妇科内分泌专家 吕时铭、李娟清、黄奖平

子宫内膜增生症专科 王悦

宫颈疾病、肿瘤门诊专家 万小云、陈丽莉（资）

复发性流产专家 洪蝶

肿瘤放射治疗资深专家 唐秋

中医妇科专家 顾颖尔、陈怡

产科专家 郑斐、陈丹青、徐建云、俞颖

复杂性双胎特需门诊 温弘

胎儿医学门诊专家 罗琼

生殖专家 吴丽萍、侯宁宁、王宁、何荣环

男子不育专家 金帆

计划生育专家 罗勤、黄丽丽

内科专家 杨澜帆

乳腺外科、普外专家 蔡乾荣

超声诊断特需 苏继莲

生殖遗传咨询专家 董旻岳

麻醉咨询及疼痛专家 钱小伟（高）



星期 时间 专科名称 专家姓名

周四

上午

妇科专家

陈梅、谢秀琴、张琴芳、王建华、严宝瑾、黄奖

平、洪蝶、阮菲（资）、陈冰亚（资）、赵小环、

张祖娟（高）、陈正云（资）、卢晓男、邵丽凤、

杨春波（高）、卢永超、马麟娟（高）、赵小峰

宫颈疾病、肿瘤专家 吕卫国、李晓（资）

卵巢肿瘤专病专家 谢幸

复发性流产专家 司马妮

妇科炎症专家 彭保安

产科专家 郑斐、温弘、徐冬（高）

生殖专家
吴丽萍、何荣环、郦美根、刘爱霞、侯宁宁、王

宁、陈希婧

计划生育 韦浪花（资）

精神卫生科专家 叶翠薇

中医妇科专家 陈怡

新生儿专家 朱以琳（资）

内科专家 包铧

乳腺外科、普外专家 万芳（资）

男性科专家 张峰彬

生殖遗传咨询专家 余美玉（资）

超声诊断特需专家 秦佳乐

麻醉咨询及疼痛专家 鲁惠顺

妇女保健专家 邱丽倩

下午

妇科专家

陈梅、谢秀琴、张琴芳、彭保安、王建华、陈冰

亚、季银芬、黄奖平、黄夏娣、赵小环、张祖娟、

陈正云、邵丽凤、阮菲、李阳、杨春波、卢永超、

赵小峰

青春期专科专家 邱丽倩

妇科内分泌专家 马麟娟

子宫内膜增生症专科 洪蝶

宫颈疾病、肿瘤专家 丁志明、朱长焜、李晓、毛愉燕

复发性流产专家 司马妮

产科专家 郑斐、舒淑娟、栗宝华、何赛男、崔正慧

生殖专家
刘爱霞、吴丽萍、何荣环、郦美根、朱依敏、侯

宁宁、王宁、占琪涛

计划生育专家 韦浪花

中医妇科专家 陈怡

新生儿专家 蔡美仙（资）

内科专家 包铧

乳腺外科、普外专家 万芳

生殖遗传咨询专家 叶英辉

麻醉咨询及疼痛专家 封英(资)



星期 时间 专科名称 专家姓名

周五

上午

妇科专家

陈梅、谢秀琴、张琴芳、司马妮、徐萍（高）、洪蝶、

严宝瑾（资）、黄奖平（资）、王雯（资）、邵丽凤

（资）、吴琼燕、叶菁、卢永超、汪银锋（高）

妇科内分泌专家 彭保安、马麟娟、赵小环

更年期保健专家门诊 马袁英

妇瘤化疗专家门诊 陈丽莉

宫颈疾病、肿瘤专家 程易凡、傅云峰、王芬芬（资）

复发性流产专家 王建华

产科专家 郑斐、赵柏惠（资）

妊娠合并肝病专家 栗宝华

生殖专家
何荣环、楼航英、侯宁宁（资）、吴丽萍（资）、郦

美根（资）、王宁

精神卫生科专家 叶翠薇

中医妇科专家 顾颖尔、陈怡

乳腺外科、普外专家 龙景培

男性科专家 李乐军

生殖遗传专家 徐向荣、朱宇宁

超声诊断特需专家 周露璐

放射诊疗 李奎

下午

妇科专家

陈梅、张琴芳、王雯、彭保安(资)、孙惠兰、黄奖平、

洪蝶、钱洪浪、叶菁、陈宁、邵丽凤、徐萍、马袁英、

吴琼燕、钱学茜、卢永超、许君芬

妇科内分泌专家 马麟娟

更年期保健专家门诊 马袁英

子宫内膜增生症专科 司马妮、谢秀琴

宫颈疾病、肿瘤专家 程蓓、胡东晓、王芬芬

复发性流产专家 王建华

妇科炎症专家 赵小环

生殖专家 吴丽萍、郦美根、侯宁宁、何荣环、王宁

产科专家 杨小福、赵柏惠、缪敏芳、郑斐、方勤

助孕技术特需专家 钱羽力

中医妇科专家 顾颖尔、陈怡

男性科专家 李乐军

生殖遗传咨询专家 余美玉

超声诊断特需专家 许剑萍

放射诊疗 李奎

麻醉评估及疼痛专家 吕昌成

特需营养咨询专家 冯磊



星期 时间 专科名称

周一

上午

孕期营养管理门诊 生殖内分泌

放射诊疗 生殖随访门诊

普通妇科 3楼 ART 周期特需门诊

妇女保健专科 计划生育

普通妇科 4楼 人工流产专科

妇科内分泌 放环、取环专科

盆底疾病（脱垂、泌尿）专科 人流后避孕咨询

日间手术 男性科

妇科炎症 中医妇科

日间手术术后随访 乳腺外科、普外

阴道镜检查 泌尿外科

普通产科 病理咨询专科

产后门诊 母乳喂养咨询特需

新冠低危筛查门诊 妇瘤化疗门诊

孕前保健专科门诊 营养管理门诊

中医适宜技术专科门诊 限 肿瘤放射治疗专科

宫颈疾病专科 剖宫产疤痕妊娠门诊

早孕门诊 妇科小手术术后随访专科

针灸门诊 宫腔粘连生育门诊

多囊卵巢综合征门诊

下午

宫颈机能不全联合管理 男性科

助产士咨询特需 生殖内分泌

再生育咨询专科 生殖随访门诊

普通妇科 3楼 ART 周期特需门诊

妇女保健专科 生殖健康咨询

普通妇科 4楼 卵巢功能减退专科

宫颈疾病专科 计划生育

盆底疾病（脱垂、泌尿）专科 人工流产专科

盆底保健专科 人流后避孕咨询

慢性盆腔疼痛专科门诊 放射诊疗

日间手术 中医妇科

日间手术术后随访 乳腺外科、普外

妇科炎症 病理咨询专科

阴道镜检查 picc 护理专科

妊娠期哺乳期用药咨询 伤口护理专科

普通产科 中医适宜技术专科门诊 限

胎儿医学专科 盆腔痛康复治疗门诊

新冠低危筛查门诊 剖宫产疤痕妊娠门诊

早孕门诊 针灸门诊

孕前保健专科门诊 妇科小手术术后随访专科



星期 时间 专科名称

周二

上午

妇科炎症 生殖内分泌

病理咨询专科 多囊卵巢综合征门诊

普通妇科 3楼 生殖随访门诊

妇女保健专科 ART 周期特需门诊

普通妇科 4楼 计划生育

盆底疾病（脱垂、泌尿） 人工流产专科

日间手术门诊 放环、取环专科

日间手术术后随访 人流后避孕咨询

阴道镜检查 中医妇科

HPV 疫苗接种和 HPV 感染咨询门诊 乳腺外科、普外

普通产科 泌尿外科

孕期营养管理门诊 乳腺外科急

产后门诊 男性科

母乳喂养咨询特需 新冠低危筛查门诊

再生育咨询专科 妇瘤化疗门诊

中医适宜技术专科门诊 限 早孕门诊

宫颈疾病专科 生殖免疫专科门诊

宫腔镜门诊 剖宫产疤痕妊娠门诊

肿瘤放射治疗专科 子宫内膜息肉专病

针灸门诊 更年期保健专科

妇科小手术术后随访专科

下午

产后门诊 更年期保健专科

母乳喂养咨询特需 生殖内分泌

普通产科 宫腔粘连生育门诊

普通妇科 3楼 生殖随访门诊

妇女保健专科 ART 周期特需门诊

普通妇科 4楼 生殖健康咨询

内异专科 计划生育

盆底疾病（脱垂、泌尿）专科 人工流产专科

宫颈疾病专科 人流后避孕咨询

日间手术门诊 青春期专科

妇科炎症 病理咨询专科

日间手术术后随访 中医妇科

阴道镜检查 产后婴儿

妊娠期糖尿子代随访门诊 乳腺外科、普外

孕期营养管理门诊 男性科

胎儿医学专科 新冠低危筛查门诊

复发性流产专科 早孕门诊

中医适宜技术专科门诊 限 子宫肌瘤专病门诊

盆腔痛康复治疗门诊 针灸门诊

剖宫产疤痕妊娠门诊 妇科小手术术后随访专科



星期 时间 专科名称

周三

上午

孕期营养管理门诊 ART 周期特需门诊

生殖内分泌 计划生育

普通妇科 3楼 4楼 人工流产专科

妇女保健专科 放环、取环专科

妇科小手术术后随访专科 人流后避孕咨询

盆底疾病脱垂专科 中医妇科

日间手术门诊 乳腺外科、普外

妇科炎症 麻醉疼痛咨询专科

日间手术术后随访 泌尿外科

阴道镜检查 男性科

普通产科 病理咨询专科

放射诊疗 产后门诊

内异症性不育门诊 新冠低危筛查门诊

母乳喂养咨询特需 妇瘤化疗门诊

中医适宜技术专科门诊 限 妊娠高血压专科

生殖随访门诊 早孕门诊

宫颈疾病专科 孕前保健专科门诊

妇科内分泌专科 胎儿医学专科

营养管理门诊 肿瘤放射治疗专科

剖宫产疤痕妊娠门诊 针灸门诊

下午

男性科 产后门诊(一体化)

病理咨询专科 孕前保健专科门诊

放射诊疗 生殖内分泌

普通妇科 3楼 4楼 生殖随访门诊

妇女保健专科 ART 周期特需门诊

普通妇科 生殖健康咨询

盆底疾病（脱垂）专科 子宫内膜息肉专病

宫颈疾病专科 计划生育

盆底疾病（一体化） 人工流产专科

日间手术门诊 人流后避孕咨询

妇科炎症 助产士咨询特需

日间手术术后随访 中医妇科

阴道镜检查 乳腺外科、普外

妊娠期、哺乳期用药咨询 产后婴儿（一体化）

普通产科 伤口护专科

针灸门诊 围产期心理门诊

新冠低危筛查门诊 中医治未病门诊 限

中医适宜技术专科门诊 限 盆腔痛康复治疗门诊

早孕门诊 剖宫产疤痕妊娠门诊

孕期营养管理门诊 妇科小手术术后随访专科

多囊卵巢综合征门诊



星期 时间 专科名称

周四

上午

生殖内分泌 生殖随访门诊

普通妇科 3楼 ART 周期特需门诊

妇女保健专科 生殖免疫专科门诊

普通妇科 4楼 计划生育

妇科小手术 人工流产专科

盆底疾病（脱垂）专科 取环、放环专科

日间手术门诊 人流后避孕咨询

妇科炎症 放射诊疗

日间手术术后随访 中医妇科

阴道镜检查 乳腺外科、普外

普通产科 病理咨询专科

产后门诊 泌尿外科

新冠低危筛查门诊 男性科

围产期心理门诊 母乳喂养咨询特需

中医适宜技术专科门诊 限 妇瘤化疗门诊

宫颈疾病专科 早孕门诊

生殖免疫专科门诊 多囊卵巢综合征门诊

复发性流产产科管理 HPV 疫苗接种和 HPV 感染咨询门诊

针灸门诊 肿瘤放射治疗专科

妇科小手术术后随访专科 剖宫产疤痕妊娠门诊

更年期保健专科 妊娠期糖尿病专科

孕期营养管理门诊

下午

产前诊断联合门诊(产科) HBV 母婴阻断随访门诊

多学科联合门诊 生殖内分泌

普通妇科 3楼 生殖随访

妇女保健专科 ART 周期特需门诊

普通妇科 4楼 生殖健康咨询

盆底疾病（脱垂）专科 计划生育

宫颈疾病专科 人工流产专科

日间手术门诊 人流后避孕咨询

妇科炎症 放射诊疗

日间手术术后随访 中医妇科

阴道镜检查 乳腺外科、普外

妊娠合并感染性疾病专科 男性科

普通产科 子宫内膜息肉专病

妊娠高血压专科 母乳喂养咨询特需

病理咨询专科 产前诊断联合门诊(复流)

产后门诊 早孕门诊

新冠低危筛查门诊 妊娠期宫颈疾病筛查门诊

中医适宜技术专科门诊 限 宫腔镜门诊

盆腔痛康复治疗门诊 宫腔粘连生育门诊



星期 时间 专科名称

周五

上午

普通产科 生殖随访

孕期营养管理门诊 宫腔粘连生育门诊

胎儿医学专科 ART 周期特需门诊

普通妇科 3楼 4楼 计划生育

妇女保健专科 人工流产专科

多囊卵巢综合征门诊 放环、取环专科

盆底疾病（脱垂）专科 人流后避孕咨询

日间手术门诊 助产士特需咨询

妇科炎症 中医妇科

日间手术术后随访 普通内科

阴道镜检查 乳腺外科、普外

放射诊疗 泌尿外科

病理咨询专科 麻醉疼痛咨询专科

新冠低危筛查门诊 男性科

子宫肌瘤专病门诊 再生育咨询专科

双胎专科门诊 中医适宜技术专科门诊 限

宫颈疾病专科 双胎专科门诊

孕前保健专科门诊 早孕门诊

生殖内分泌 肿瘤放射治疗专科

营养管理门诊 针灸门诊

剖宫产疤痕妊娠门诊 妇科小手术术后随访专科

子宫内膜息肉专病 HPV 疫苗接种和 HPV 感染咨询门诊

下午

母乳喂养咨询特需 男性科

子宫内膜息肉专病 卵巢功能减退专科

生殖内分泌专科 生殖随访门诊

普通妇科 3楼 ART 周期特需门诊

妇女保健专科 计划生育

普通妇科 4楼 人工流产专科

妇科内分泌 人流后避孕咨询

宫颈疾病专科 青春期专科

盆底疾病（脱垂、泌尿） 放射诊疗

月经异常与体重管理专科门诊 中医妇科

日间手术门诊 产后婴儿

妇科炎症 普通内科

日间手术术后随访 乳腺外科、普外

阴道镜检查 病理咨询专科

妊娠期、哺乳期药物咨询 picc 护理专科

普通产科 伤口护理专科

妇科小手术术后随访专科 早孕门诊

产后门诊 中医适宜技术专科门诊 限



注：以上出诊信息如有变动，均以当日挂号室信息为准

星期 时间 专科名称

周六

上午

乳腺外科、普外

男性科

普通妇科

生殖门诊

计划生育科

普通产科

新冠低危筛查门诊

盆底专科

妇科小手术术后随访专科

下午

普通妇科

普通产科

生殖门诊

计划生育科

男性科

新冠低危筛查门诊

盆底专科

妇科小手术术后随访专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