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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女报 / 凤网讯（记者 李
诗韵 通讯员 陈双）酷暑难消，

大家纷纷求助中医，致使名老中

医一号难求。不过，8 月 8 日，

湖南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迎

来了一个大好消息——国医大师

孙光荣、熊继柏受聘为该院终身

教授，成为该院深入实施人才

强院战略、提升医院综合实力和

社会影响力的一大举措。

活动现场，湖南中医药大学

校长、省中医药研究院院长谭元

生代表医院为国医大师孙光荣、

熊继柏颁发聘书。

测辐射手环：

宣传大于功效
近年来，测辐射手环被不

少孕妈热捧。据说，其可在接

近辐射源的地方震动、闪烁，并

发出嘀嘀的警报声，不仅可以

灵敏地检测辐射源，还可以探

测漏电。

然而，对这款“孕妇专用”

电子设备，北京大学人民医院

产科副主任张晓红认为，测辐

射手环是一种炒作出来的概念，

因为家用、日用电器都达不到

致畸辐射剂量。

孕妇智能腰带：

正在测试阶段
除了测辐射手环，我们还可

以看到这样的宣传——某款孕

妇智能腰带可测量腹部肌肉的

收缩频率 (EMG)，同时采用一种

非侵入性的方法来监测胎儿心

脏状况与心电图 (FECG)，其目

的是降低早产儿的发生概率。

当腰带感应垫检测到胎儿

心脏速率异常或子宫收缩率异

常时，就会震动并触发报警。  

张晓红表示，“在临床上，

目前测的都是宫缩压力，EMG

在产科检测中的意义还没有被

完全公认。只有病人有主诉时，

比如感觉到了宫缩，我们才会测

子宫肌电信号。这种可穿戴医疗

设备应该有一个相应的临床研

究，目前走入市场还有点早。”

电子驱蚊器：

效果不明显且有噪音污染
在“孕妇专用”的热销设备中，

电子驱蚊器是通过发出5—20HZ

的变频超声波来驱蚊，据称“不

含任何化学成分，仅有微量噪

音”，且握在手心里的驱蚊器可

以覆盖半径三米，不论是在何处

都能确保同样的驱蚊效果。对此，

张晓红建议，目前声波类产品

的驱蚊效果还受到质疑，不能

达到和传统化学驱蚊产品相同

的效果。而且噪音过大，容易

让人产生烦躁情绪和生理不适，

尤其是承受能力较弱的婴幼儿

和情绪不稳定的孕妇，可能会

因此出现身体不适等情况，应

当避免此类产品的使用。

“孕妇进行胎心监测的时

间也是有讲究的，三更半夜做

监测并不好。”向华建议，孕

妇尽量不要晚上太晚做胎心监

测，一是因为孕妇和胎儿都需

要保证充足的睡眠时间。其次，

晚上做胎心监测，不能及时和

医生沟通交流，万一出现问题，

后果不堪设想。

同时，饥饿、运动过后立

即做监测也不是最佳时间。向

华说，胎动不稳定，对检查结

果有影响。所以，一般要在孕

妇正常状态下做日常监测，“孕

妇到医院做检查，10—20 分

钟时间就够了，但是孕妇在家

使用胎心监测仪的话，时间要

在 20—30 分钟。在没有和医

生面对面检查的情况下，时间

久一点，便于医生更加全面地

了解情况。”

记者从湖南省妇幼保健院

解到，目前，医院已正确判读

1402例远程胎心监护，其中诊

断异常的有 88 例，及时规避

了孕妇危险，保障了母婴安全。

不过，向华提醒，孕妈们不要

完全依靠仪器，一定要定期到

医院检查，做出更准确的判断。

“特殊孕妈”建议用仪器
近日，长沙孕妈的经

历再一次将“孕妇专用”

设备胎心监测仪推上话题

榜。今日女报 / 凤网记者

发现，除了医院为孕妇提

供的仪器，长沙市各大母

婴店内也均有销售且价格

高低不一。

“医生，我在母婴店

买的胎心监测仪在家能用

吗？”湖南省妇幼保健院

门诊办公室副主任向华曾

无数次被孕妈问到这个问

题。不过，她会肯定地告

诉孕妈们：“仪器不是医

生，医生对监测结果的专

业判断才是决定性的。”

向华介绍，使用远程

胎心监测仪，正确的检

测手法是很重要的。比

如，孕妇做检测的时候，

不能完全平躺，头抬高

30—45 度 是 最 佳 角度。

除此之外，胎心监测仪

若没有专业的、有经验

的医生来分析检测结果，

一切白搭。

然而，什么情况下才

需要远程胎心监护呢？向

华表示，对于妊娠合并高

危因素，如妊娠期糖尿病、

高血压合并妊娠、妊娠高

血压、巨大胎儿、多胎妊

娠等，医生会在妊娠 28

周前后酌情给予相应的医

疗建议：外租胎心监护仪，

在家进行自我监护，然后

上传监护图。产科的医生

可以在中心的监护系统或

手机 APP上看到图形，并

进行判读和指导。

当然，对于那些进行

过不孕症治疗采用人工辅

助生殖技术受孕、高龄、

较为焦虑的孕妇，也可以

租用远程胎心监护仪。

长沙孕妈的“历险日记”

看着怀中熟睡的宝宝，幸

福感又一次涌上心头。然而，

只要想起那天他与“死神”赛

跑的场景，我至今心有余悸。

所以，写下这篇“历险日记”，

提醒广大孕妈，别轻视宝宝的

每一分一秒……

7月 29 日 9:39

肚子里的宝宝又动了一

下！已经怀孕 35 周的我不敢

大意，于是，我赶紧拿出胎心

监测仪，连接上手机，为宝

宝进行胎心监测。20 分钟自

我监测后，我立马将胎心监护

图传送到了湖南省妇幼保健

院远程胎心监测平台。

7月 29 日 9:50

没多久，医院向华医生回

复了我：“胎儿胎心变异减速，

请立即来院全面评估。”

一刻也没有耽搁，丈夫和

父母陪着我赶到医院急诊科。

医生立即安排我进行胎心复

查。复查结果与远程胎心监

测结果一致：胎儿可能出现宫

内窘迫、缺氧等情况，严重可

导致胎死宫内情况。

医生告诉我，由于本身羊

水过少，胎儿偏小，又脐带绕

颈一圈……紧张和害怕的情绪

填满了整个大脑。

7月 29 日 16:50

“立即进行 剖腹生产手

术。”医生斩钉截铁的决定把

我的思绪拉了回来，这句话更

像是给我吃了一颗定心丸。接

着，我被送入麻醉手术室。1

个小时后，我听到“哇”地一

声，我和家人悬在嗓子眼的心

终于落了下来。

儿子，6 斤 4 两。我从没

想过，在家里“葛优躺”也能

享受医生远程监控的服务，并

且还救了孩子一命。

链接 >>

这些“孕妇专用”
设备靠谱吗

文、图：今日女报 / 凤网记者 李诗韵 见习记者 刘彦宇 通讯员 黄欢

20 分钟的自我监测、一张胎心检测图——“嘟”地一声，肚子上的仪器突
然报警，长沙孕妈吓坏了！ 

“多亏医生远程监控，不然孩子就没命了！”8 月 3 日，今日女报 / 凤网记
者在湖南省妇幼保健院见到了这位新妈妈。经历了一场“胎儿
抢救战”后，初为人母的她对这款“孕妇专用”的胎儿检测仪
深信不疑。

如今，除了胎心监测仪，一些打着“孕妇专用”名号的产
品也受到广泛关注。不过，这些孕妇专用的电子产品中，哪些
实用，哪些又是仅有噱头的“鸡肋”呢？ 

孕妇在家“葛优躺”，
医生远程救一命
胎心监测仪等“孕妇专用”电子设备使用有讲究

7月 25 日，学校组织我们

进行一次社会实践活动，我特

别期待！今天的活动分为三个部

分——首先，检查视力。其次，

了解护眼知识。虽说护眼的小

常识和眼球的结构我都稍微了

解了一些，但还是有不一样的

感受；第三，学习“护眼的重

要性”。了解完眼球的知识，医

生带我们去会议室上了一堂课。

“护眼的重要性”这一课中，我

了解了保护眼睛的重要性和如

何去保护眼睛。

半日后，我整理了自己的情

绪和收获——对于眼睛知识的

了解和爱护眼睛的重要性。全

国学生体质健康调研最新数据

表明，我国小学生近视眼发病率

为 22.78％，中学生为 55.22％，

高中生为 70.34％。不正确地用

眼、不注意用眼卫生，是现代青

少年近视眼大增的主要原因。

所以，从今天起，我们一定

要爱护眼睛、保护视力！

小体验 >>

眼科医院的暑期体验
文 / 刘阳灵（长沙市长郡滨江中
学 C1602 班）

健康身边事 >>

两位国医大师
“终生加盟”湖南医院

医生远程监控的
最佳时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