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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定

与您
“我们共同迎接挑战”。
导致不孕的原因有很多。

在治疗不孕的过程中，
需要细心地逐一排查每种可能性，
选择最佳方案实施治疗，
从而消除导致不孕的主要因素。

有些时候，
要走过一段漫长而艰难的路才能迎来新的生命。
但我们将不畏困难，
陪伴在每一位前来就诊的患者身边，
哪怕只能提高1%的怀孕几率也要不懈努力。
致力于提供让就诊患者100%满意的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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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历

1961年 1月出生于爱媛县松山市 男
1986年 3月 毕业于爱媛大学医学院
1986年 5月东京警察医院妇产科
1991年 8月 池下妇幼诊所

1992年 4月 妇产科专科医生

1993年10月 高端医疗研究所 中央诊所兼职医生

1994年 7月 东邦大学医学院第一泌尿科学讲座特
别研究生院研究生

1997年11月 医学博士
（男性不育症与染色体异常）
1997年11月 被授予日本不孕学会奖
（日本先天性
输精管缺如症与引起囊性纤维症的
⊿F508之间相关性的研究）

1999年 1月 木场公园诊所院长
2007年 4月 生殖医疗专科医生
2009年12月 临床遗传专科医生

2010年 3月 工商管理硕士
（MB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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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性与女性同时治疗，
才是实现成功妊娠的捷径”
木场公园专科医院成立于平成 11 年（1999 年）

1 月 11 日，是一家生殖专科医院。

之所以特别将成立之日定

于全是“1”的日子，含有希望

在不孕不育领域成为世界第一
的美好寓意。

自成立以来，医院一直秉

承着“一名医生需同时治疗男
女双方的不孕症”的理念。人

们经常会认为不孕症就是女性的疾病，但这一观念
大错特错。

实际上，在结婚的伴侣中有 10% 以上的人都

有不孕症的烦恼，根据 WHO 的统计，其中女性单

方面因素的病例占 41%，男性单方面因素占 24%，
双方因素占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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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田 淳 木场公园专科医院 董事长

妇产科专科医生、
生殖医疗专科医生、
临床遗传专科医生、
MBA

妊娠率与年龄有着密切的关系。不论男女，妊

娠率均随着年龄的增长而随之下降。

正因为如此，更不应该在治疗的路上绕远以延

误治疗良机。渴望要宝宝但很难妊娠时，不要再按
部就班地先是女方去妇产科就诊，当男方感到忐忑
时再去泌尿科就诊，而是首先要认清不孕症是夫妻

双方的疾病，选择男女双方可以同时就诊、治疗的
专科医院，这才是实现成功妊娠的捷径。

“正因为是夫妻双方的疾病，
因此确立同一目标尤为重要”
在奔波于不孕症治疗的众多夫妻之中，经常会

遇到治疗目标不统一的案例。例如，女方渴望尽早
孕育宝宝，希望尽早进行体外受精或显微授精，而
男方却在考虑首先改善勃起障碍。

如果出现这样治疗方针不统一的情况，就很难

达到良好的治疗结果。在接受治疗时夫妻双方在治
疗目的上达成一致是至关重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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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 造 倾 注 全 部 心 血 的 医 疗 。

“即便只能提高1％的
ART成功几率，
也要不懈努力”
木场公园专科医院内也有一般的不孕患者，但更多的
是在其他医疗机构持续接受治疗却未“成功”的不
孕症重度患者。这种情况适用

ART（体外受精、显微授精）治
疗法，但左右其成功与否的因

素有 ART 治疗前的检查、基于
卵巢储备功能选择适宜的卵巢

刺激、采卵、培养室操作、胚
胎筛选与胚胎移植、补充黄体

酮这 6 个方面。无论缺少哪一

个环节，都无法达到理想的受孕几率。1978 年，英

国妇产科医生斯特普托博士与研究员爱德华博士成

功完成了首例体外受精技术。此外，在 1992 年，

比利时研发出显微授精技术，让患有重度少精症、

“力求为您量身定制最佳方案”
即便想提高 1％的 ART 成功几率，也必须努力

提高上述 6 个方面的精度。

举例来说，关于卵巢刺激，要在实施操作前详

细了解卵巢的状况，选择最适合患者的刺激方法（温
和刺激、强刺激法等）。

卵巢刺激方法不是根据女性年龄去选择，而是

针对个体情况从众多的治疗方法中选择最适合的方
法，这一点非常重要。

“一胚入魂（一胚即中）”
自然妊娠过程中，卵子与精子无需离开体外。

但是体外受精和显微授精则需要将卵子与精子取

出，在体外完成结合，再送回到子宫，因此在实施
过程中必须非常谨慎细致。

我们尽可能在没有压力

精子无力症或精囊内只有极少数精子的患者也可成

的安全环境中管理胚胎。同

微授精技术诞生的婴儿超过 500 万名。

了最先进的胚胎缩时摄影监

功让另一半怀孕、分娩。全世界利用体外受精和显

时为了获得更多信息，引进

控系统，不是以一个个的“点”

［调理身心］

为了打造易孕体质，我们开展

低反应水平激光治疗和针灸治
疗，以改善子宫、
卵巢乃至全身的
血液循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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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灸治疗的候诊室内，采用亚洲风格的室内装潢，有助于缓解患
者的紧张情绪，也是消除不孕压力的有效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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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 造 倾 注 全 部 心 血 的 医 疗 。

而是以连续不断的“线”来观察胚胎分裂状况。

目 标。 我 们 所 认 为 的 真

的心情来进行操作。将世界顶尖设备、系统以及主治

康的宝宝三个人高兴地

胚胎移植时，需要满怀“一胚入魂（一胚即中）
”

医生的虔诚之心完美融为一体，必定会提高妊娠率。

“健康的卵子与精子寄居于
身心健康的体魄内”
卵子与精子源自哪里？众所周知，源自夫妻各

自的体内。首先要有健康的卵子与精子才能创造出
健康的胚胎，即健康生命的起源。

在木场公园专科医院内，设有针灸治疗室、改

善血液循环的低反应水平激光治疗室以及营养门诊，
帮助患者打造健康的体魄。

“妊娠并非最终目标”
从打造易孕体质到高精度

ART，通过各种各样的治疗手段

实现成功妊娠，但这并非最终的

［产前诊断］

正目标是夫妻俩带着健
回家。

为了减轻分娩前的

不 安， 木 场 公 园 专 科 医

院 内 设 有 产 前 检 查 室，

在这里可以进行本院特有的染色体异常等检查。

对于不孕不育治疗的一种说法，便是要承受着

“第二胎不孕专用楼层”

与癌症治疗同等的精神压力。

木场公园专科医院设有二胎不孕专用楼层，由

于楼层分开，初次挑战怀孕的患者与带小孩前来就
诊的患者双方都可以缓解压力。

我们希望成为所有意志坚定、目标一致前来接

受不孕不育治疗的夫妻们强有力的后盾。

“来这里治疗真好”
获得所有患者的好评

是我们永恒追求的目标。
［二胎不孕专用楼层］
我们为带孩子一道前来就诊的患者设立
了专用楼层，而且还在该楼层设有“儿
童游乐区”
。精心准备了绘本和玩具，孩

子们可以在这里尽情玩乐，还可以用餐，
可以自由使用。
检查室内抽取羊水，不仅仅只是确认
染色体有无异常的产前诊断，为了查
明不孕或流产的原因还会进行进一步
的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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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于卵巢储备功能选择

适宜的卵巢刺激 ■

ART成功的

条件。

超声波检查在初诊时是最基

本的检查，在后续的治疗过
程中也发挥着重要作用。我
们通过引进高画质显像的超

声 波 检 查 设 备“Voluson”，
提高了适宜卵巢刺激所需的

在提高ART成功几率所不可或缺的6大因素中，

“卵巢储备功能”的检查精度。
此外，在荷尔蒙检查中，确

特别是正确掌握卵巢储备功能选择最适宜的卵巢刺激、

立了可以在 45 分钟左右实时

采卵、培养室操作，
以及胚胎筛选与胚胎移植是重中之重。

确认检查结果的体制。

木场公园专科医院拥有最尖端的设备，
医生、
护士、

采卵在手术室内进行。医生
会借助超声波显像使用专用

医学检验师、
胚胎学家们严谨细致、
通力合作，

取卵针穿刺入卵巢中装有卵

不断挑战高精度的不孕不育治疗。

子的卵泡抽取卵泡液，随后
由在场的胚胎学家等专业人
士用显微镜确认卵泡液中的
卵子。

采卵

胚胎筛选与
胚胎移植

■

基于卵巢储备功能选择

治疗前检查

适宜的卵巢刺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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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定ART成功几率的
大因素

采卵 ■

培养室操作

补充黄体酮
采卵在手术室内进行。医生会借助超声波显像使用专用取卵针穿刺入卵巢中装
有卵子的卵泡抽取卵泡液，随后由在场的胚胎学家等专业人士用显微镜确认卵
泡液中的卵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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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培养室操作 ■

■

胚胎筛选与胚胎移植 ■

通过风淋室进入处理卵子和精子、进行体外受精和显微授精的实验室（培养室）
。
实验室内的清洁程度需保持与半导体生产车间同一级别。

为提高显微授精的精度，
引进了以超高倍率观察
精子的“IMSI”系统。以
6000 倍率严谨细致地确认
精子，也可筛选注入卵子
内的精子。

为了提高体外受精、显微授精
的成功率，准确掌握受精卵的
状态是非常重要的。胚胎缩时
摄影监控系统可以自动拍摄

培育过程中的受精卵。实现了

从“点”到“线”的胚胎观察。

通过显示器向患者展示胚
胎后，医生需通过超声波

显像谨慎地确认胚胎应移
液氮容器专用储存库。冷冻的卵子、精子、胚胎在双重安全系统受到精心呵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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植的位置，然后用导管将
胚胎移植回子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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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疗法人社团 生新会

木场公园专科医院
木场公园专科医院分院
诊疗指南

邮编135-0042 东京都江东区木场 2-17-13 龟井大厦2F、3F、5F、6F、7F
TEL:03-5245-4122

FAX:03-5245-4125

诊疗时间 平日／ 上午 8：30 〜12：00

下午 13：30 〜16：
30

仅6楼周二、周四的下午13：30 〜18：00
※仅平日晚上注射截止20：00

医院的标志是相互依偎的两棵大树，

周六／ 上午 9：00 〜14：00

寓意着共同挑战不孕不育治疗的夫妻。

下午 14：30 〜16：00

周日（仅注射）／上午9：00 〜13：00

下午14：30 〜17：
00

休诊日 周日及节假日（不定期休息）／年末年初

治疗范围 ①女性不孕 ②男性不育 ③复发性流产

④性功能门诊 ⑤子宫镜检查 ⑥人工授精

⑦精子冷冻 ⑧体外受精・显微授精 ⑨胚胎冷冻
⑩胚盘细胞培养 ⑪精巢内精子回收法

楼层指南

7F

综合医疗、产前检查、研究实验室

6F

ART、男性不育检查

5F

采卵、胚胎移植、培养室

3F
2F

二胎不孕治疗、日间手术
（子宫镜下手术、输卵管镜下输卵管成形术）

请通过网上预约进行预约后，前来就诊。
对于治疗内容不接受电话咨询。

TEL:

03-5245-4122

FAX: 03-5245-4125
HP:

http://kiba-park.jp
木场5丁目十字路口

全家便利店

二胎不孕为主题的免费讲座。如有希望参
加者，请浏览主页了解详细信息。

NIC住宅
木场公园第一
木场公园诊所

（镜面玻璃大楼）

三目大街

公开讲座

永代大街

坂本牙科 地铁东西线
木场站3号出口

普通不孕治疗、精巢内精子回收法

董事长亲自不定期举办以 ART、男性不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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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前来就诊

地铁 东西线 木场站
（3号出口 步行1分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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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疗法人社团 生新会

木场公园诊所/木场公园诊所分所
〒135-0042 东京都江东区木场2-17-13
龟井Building2F/3F/5F/6F/7F
TEL:03-5245-4122/FAX:03-5245-412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