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爱维塔斯生殖医学中心  开普敦

国际患者信息手册

非洲生殖领域领头羊

南非第 1 例试管婴儿（1984 年）

南非第 1 例冷冻胚胎妊娠（1988 年）

南非第 1 例囊胚冷冻宝宝（2005 年）

子宫内膜异位症和生殖卓越中心

世界著名的妇科内窥镜手术中心

男性不育领域的领头羊

“医护人员助您孕育宝宝”



欢迎
爱维塔斯 (Aevitas) 生殖医学中心是一个面向进取、创新和

研究的医疗机构，致力于人类不孕症的治疗，位于南非开普敦

派恩兰兹的文森特帕洛蒂 (Vincent Pallotti) 医院。该医学

中心离许多美丽的旅游胜地车程 10 分钟，如桌山、好望堡、

维多利亚阿尔弗雷德码头广场和世界各地特色餐馆聚集区。 

我们为患者提供最新的医学行业知识和世界上最先进的技术，

通过专职员工的祝愿营造真正爱心满满的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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咨询
我们知道生殖历程往往情绪波动大，因此我们与心理医生团队密切合作。如果您想求助，非常欢迎咨

询。 

生殖治疗方案 

治疗方案 适应症 流程

诱导排卵 • 女伴不排卵

• 女伴诊断患有多囊卵巢综合

征

• 男性生育能力正常的年轻夫

妇。

常用克罗米芬或来曲唑促排卵，第 3 – 7 天服用药片，第 

11/12 天进行超声扫描和验血（黄体生成素 - LH）。每天继

续验血直到 LH 含量达到峰值（平均 5 天），这需要来我们

中心就诊 30 分钟。

AI（人工授精）/ 

IUI（子宫内授精）

• 男性性功能障碍

• 使用供精

• 女性宫颈粘液质量差

• 单身妇女

• 同性女性伴侣

常用克罗米芬或来曲唑促排卵，第 3 – 7 天服用药片，第 

11/12 天进行超声扫描和验血（黄体生成素）。每天继续验血

直到 LH 含量达到峰值（平均 5 天），这需要来我们中心就

诊 30 分钟。然后通常用人绒毛膜促性腺激素 (HCG) 注射诱

导排卵，注射后 24 – 36 小时进行授精。人工授精是门诊手

术，需要 10 分钟。

ICSI（胞质内精子注

射）/

IVF（体外受精）

• 不明原因的不孕症

• 子宫内授精等其它治疗不成

功

• 男性生育能力低下（更严重

的男性不育症推荐胞质内精

子注射）

体外受精 (IVF) 是最常用的辅助生殖技术 (ART)，体外受精

的字面意思是“玻璃器皿受精”（是指试管，这是术语“试管

婴儿”的由来）。在体外受精过程中，从卵巢采集卵子并在实

验室受精，几天后，受精卵（胚胎）被转移到女性患者的子宫

中发育和生长。 

第 3 天将开始药物治疗（注射），进行第一次超声检查，第 

8 天和第 10 天再次进行超声检查。通常第 13/14 天进行卵

母细胞抽吸。然后在卵母细胞抽吸 3-5 天后进行胚胎移植 

(ET)。10 天后进行妊娠试验。

如果卵子受精不成功，可以使用胞质内精子注射（一项专门的

实验室技术）。在胞质内精子注射过程中，用微针将单精子直

接注入卵子。然后精子必须进行卵子受精的生物过程。



治疗方案 适应症 流程

利用精子/卵子供体 • 精子或卵子质量/数量差或

者没有

• 同性伴侣

爱维塔斯可帮助提供来自内部或通过合作捐赠机构的优质可靠

精子或卵子供体。供体与受体通过我们胚胎学研究员和医生的

协助仔细匹配。

代孕 • 备孕妈妈无子宫或子宫异

常，或者患有妨碍她怀宝宝

的疾病

在妊娠代孕过程中，由生物母亲的卵子和父亲的精子产生的胚

胎被转移到代孕者的子宫中，然后代孕者孕育并生下宝宝。 

对代孕感兴趣的任何人均可咨询其中的医生，可通过电话/

skype 或亲自进行咨询。我们医学中心与一个专攻生殖法的法

律团队密切合作，他们可以针对贵国法律提出在南非代孕的建

议。

导致不孕症疾病的妇

科内窥镜手术/治疗

• 子宫内膜异位症

• 肌瘤

• Asherman 综合征和子宫纵

膈修复

• 女性绝育

• 输卵管损伤

• 以前的手术造成粘连。

全身麻醉进行内窥镜手术，包括宫腔镜和腹腔镜检查。

宫腔镜检查指通过阴道和子宫颈将镜子送入子宫腔，全面检查

子宫。手术在爱维塔斯日间诊所进行，患者清醒镇静下 30 分

钟可完成。

腹腔镜检查包括单孔（通过肚脐）腹腔镜下检查盆腔器官，必

要时两侧下腹另做一小切口协助完成手术操作，这在生命文森

特帕洛蒂 (Life Vincent Pallotti) 医院手术室进行，住院

半天到一天，24 - 48小时即康复。

费用
新患者諮詢 費用（包括掃描）：

  兰特 2120

治疗

只有在我们知道哪种治疗方案最适合您之后，才能与Aevitas

生育专家进行咨询后讨论费用。 IVF周期大约花费 

+/- R 49 000（不包括药物）。 根据您的治疗要求，额外

费用可能作为IVF周期的一部分，可能包括：精液分析，精液

冷冻，供体精子，供体卵和胚胎冷冻。



制订到爱维塔斯生殖医学中心就诊计划
联系我们

请与我们医学中心联系并申请我们一名医生提供 Skype /电话咨询，以及在咨询前要完成推荐的检验。

请当地的妇科医生完成推荐的检验（如子宫颈抹片检查、验血）和全面体检，爱维塔斯医生将评估检

查结果。

Skype /电话咨询

在 Skype /电话咨询期间，爱维塔斯医生将讨论您的病史及当地妇科医生完成的检查结果，根据该信

息推荐治疗计划。 

IVF（体外受精）/ ICSI（胞质内精子注射）

患者在她们月经来潮的第 8 天到达医学中心，要求在开普敦待 10-14 天。患者可乘国内或国际航班

飞回家，毫不影响妊娠结果。胚胎移植 10 天后在贵国进行妊娠试验（验血），并将结果告知您的爱

维塔斯医生。 

手术

对于深部浸润型子宫内膜异位症手术，患者在手术前一天与外科医生磋商，术后 5 天在接受了术后

指导后可离开开普敦。



住宿
建议使用以下选项，但是爱维塔斯生殖医学中心与任何住宿选项没有隶属关系：

• 实惠的住宿

如果想找开普敦的实惠住宿，从私人自助公寓、花园公寓、小型公寓到小房子，请与金格雷·吉

恩凯恩 (Kim Gray Giancane) 联系：

电话：+27 72 265 9900 

电子邮箱：graymoon@telkomsa.net

金格雷可提供住宿、交通、换乘、照顾和支持的帮助。 

• 罗斯代尔宾客套房 

需要派恩兰兹的自助公寓，请与金格雷和莫琳联系

电话：+27 21-5313752 / +27 736075166  

电子邮箱：Ken.gillham@telkomsa.net 

网站：www.rosedaleguestsuite.co.za 

• 第 5 大道旅馆

第 5 大道旅馆位于龙德博斯。

电话：+27 21-6968514

电子邮箱：info@5thavenuelodge.co.za

网站：www.5thavenuelodge.co.za 

• 外科幸福

根據您的需求和預算打包。

電話：+27 82 857 4414

電子郵件：denise@surgicalbliss.com

網站：www.surgicalbliss.com



爱维塔斯期待伴您踏上这段征程！

口译服务
我们的生殖专家和工作人员英语和南非荷兰语流利。如果需要

口译员，我们可以协助安排，但是，口译费用是额外费用。请

联系我们进行咨询。 

安排预约
申请 Skype 咨询或到我们诊所咨询，欢迎跟我们的接待员联

系了解详细信息：

电话：+27 21 531 6999 

电子邮箱：info@aevitas.co.za 

在线联系表：http://www.aevitasfertilityclinic.co.za/

schedule-an-appointment/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