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区名 医疗机构 咨询电话

东城区 东城区妇幼保健院 64048899-8186/8085/8162(周一至周五，9:00-11:00)

东城区 北京协和医院 69155750，国际部 69152801（周一至周五，9:00-11:00）

东城区 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第七医学中心 84009396，66721210（周一至周五，14:30-17:00）

东城区 北京恒河中西医结合医院 85293333（周一至周五，9:00-11:00；13:00-15:00）

东城区 北京第六医院 64035566-3349 或转妇产科护士站（周一至周五，9:00-11:00）

东城区 北京医院 85136211（周一至周五，13:00-16:00）

西城区 北京大学第一医院 15010709490/66156670（周一至周五，8:00-11:00）

西城区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复兴医院 88062303(周一至周五，8:00-16:00）

西城区 中国人民解放军火箭军特色医学中心 66343365（24 小时）

西城区 北京大学人民医院 88324285（周一至周五，8:00-16:00），88324280（24 小时）

西城区 北京友谊医院 63138380（周一至周五，9:00-11:00）

西城区 西城区妇幼保健院 63533402（周一至周五，8:00-16:00）

西城区 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 83198625（周一至周五，8:00-12:00；13:00-17:00）

西城区 北京市健宫医院 83521777-2204（24 小时）

朝阳区 北京市朝阳区双桥医院 85391965（周一至周五，8:00-12:00；13:00-17:00）

朝阳区 北京市第一中西医结合医院 84318600-3313（周一至周五，8:00-12:00；13:00-17:00）

朝阳区 北京美中宜和妇儿医院
4001000016 转丽都院区（24 小时），

52346455（8:00-16:00，周日、周一除外）

朝阳区 北京玛丽妇儿医院 64273607（周一至周五，8:00-11:30；13:30-17:00）

朝阳区 北京五洲妇儿医院 87769899-6369（周一至周五，8:00-12:00；13:00-17:00）

朝阳区 朝阳区妇幼保健院 67719999-2104（周一至周五(周三下午除外)，8:30-11:30；



13:00-16:00）

朝阳区 北京市垂杨柳医院 87213855（周一至周五，8:00-12:00；13:00-17:00）

朝阳区 北京和睦家医院 59277161（周一至周五，8:00-12:00；13:00-16:00）

朝阳区 航空总医院 59520349（周一至周五，8:30-11:30；13:30-16:00）

朝阳区 中日友好医院 84206108（周一至周五，9:00-11:00；13:00-15:00）

朝阳区 北京安贞医院 84005466（周一至周五下午，13:00-17:00）

朝阳区 北京朝阳医院 89138385（周一至周五，8:00-12:00；13:00-17:00）

朝阳区 应急总医院 87935439（周一至周五，8:00-12:00；13:00-17:00）

朝阳区 民航总医院 85762244-2338（周一至周五，8:00-12:00；13:00-17:00）

朝阳区 北京华信医院 64308513（周一至周五，8:00-12:00；13:00-17:00）

朝阳区 战略支援部队特色医学中心 66356729-2079（周一至周五，8:00-12:00；13:00-17:00）

朝阳区 北京妇产医院 52273222（周一至周五，8:00-11:00，13:00-15:30）

朝阳区 北京地坛医院 84322440（周一至周五，8:30-11:30；13:00-15:30）

朝阳区 和美妇儿医院 64990000（周一至周五，9:00-11:00；13:30-16:00）

朝阳区 俪婴妇产医院 85520899-8668（周一至周五，8:00-12:00；13:00-17:00）

朝阳区 北京新世纪妇儿医院 51783366-8053（周一至周五，8:00-12:00；13:00-17:00）

朝阳区 北京亚运村美中宜和妇儿医院 52346856（工作日，8:00-16:30）

朝阳区 北京明德医院 59850321（周一至周五，9:00-11:00；13:00-16:00）

朝阳区 北京百子湾和美妇儿医院 50951111（周一至周五，8:00-12:00；13:00-17:00）

朝阳区 北京弘和妇产医院 65491911，18201014929（周一至周五，8:00-12:00；13:00-17:00）

朝阳区 北京家恩德仁医院 17813209790（周一至周五，13:00-17:00）

丰台区 北京丰台医院 63811115-6568（周一至周五，8:00-11:30）



丰台区 北京市丰台中西医结合医院 83876700（24 小时）

丰台区 北京市丰台区南苑医院 67991201（24 小时）

丰台区 丰台区妇幼保健院 83917051（24 小时）

丰台区 中国航天科工集团七三一医院 68742490（24 小时）

丰台区 北京安太嘉园医院 67535599-3001（24 小时）

丰台区 北京嘉禾妇儿医院 56309898（24 小时）

丰台区 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第五医学中心 66933401（8:00-11:30,14:30-18:00）

丰台区 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第五医学中心（南院区） 66047394（周一至周五 8:30-11:30、14:30-17:30）

丰台区 北京航天总医院 68753702（24 小时）

丰台区 北京佑安医院 83997102（24 小时）

丰台区 北京天坛医院 59976609（24 小时）

丰台区 国家电网公司北京电力医院 63502300（周一至周五，8:00-12:00；13:30-16:00）

石景山区 首钢集团矿山医院 0315-7710068-5226（周一至周五，8:00-17:00）

石景山区 北京大学首钢医院 57830313（周一至周五，8:00-16:00）

石景山区 清华大学玉泉医院 88257755-6316（周一至周五，8:00-11:00；13:30-16:00）

石景山区 石景山医院 88689208（周一至周五，8:30-11:00；13:30-16:00）

石景山区 北京朝阳医院西院 51718132（周一至周五 8:00-12:00；13:00-17:00）

海淀区 北京太和妇产医院
400-818-9959（24 小时），

68779210（周一至周五，8:00-17:00）

海淀区 北京大学第三医院 82267640（24 小时）

海淀区 解放军总医院第八医学中心 66775220（8:00-11:30；14:00-16:30）



海淀区 空军特色医学中心 66928372（24 小时）

海淀区 海淀区妇幼保健院 82871460，62538899(24 小时）

海淀区 航天中心医院
59971478（8:00-12:00，13:00-17:00），

59971522（17:00-次日 8:00）

海淀区 北京市中西医结合医院
53259455（24 小时），

88223609（8:00-12:00；13:00-17:00）

海淀区 美中宜和北三环妇儿医院 62003268（24 小时）

海淀区 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第三医学中心 57976670，62006666（24 小时）

海淀区 圣宝妇产医院 62957080（8:30—15:30），62936699（24 小时）

海淀区 北京四季青医院 88431490（24 小时）

海淀区 解放军总医院第四医学中心 66867075（24 小时）

海淀区 万柳美中宜和妇儿医院 4001000016—万柳院区（24 小时）

海淀区 北京市海淀医院 82693402（24 小时）

海淀区 北京市上地医院
82899978（周一、周二，8:00-11:30；13:00-5:00），

62973150-6636（周一至周五，8:00-11:30；13:00-17:00）

海淀区 北京世纪坛医院 63926263（24 小时）

海淀区 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第一医学中心 66875547（24 小时）

海淀区 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第六医学中心 66957558（24 小时）

海淀区 北京怡德医院 53826000-8048（24 小时）

门头沟区 北京市门头沟区医院 69843251-639(工作日 8：30-11:30、13:30-17:00）

门头沟区 北京市门头沟区妇幼保健院 69827527-8118（周一、周二、周四，13:30-16:00）（节假日除外）

门头沟区 北京京煤集团总医院 69842525-36136(24 小时）

房山区 北京核工业医院 69357034（周一至周五，8:00-12:00；13:30-16:30）



房山区 房山区妇幼保健院 81316713（工作日下午 14:00-16:30）

房山区 北京市房山区中医医院 69314902-8070（周一至周五，8:00-12:00；13:30-16:30）

房山区 北京市房山区良乡医院 81356135（24 小时）

房山区 北京燕化医院 80345566-2301（周一至周五，8:00-12:00；13:30-16:30）

房山区 北京市房山区第一医院 89323440-8043（周一到周五下午 13：30 至 16：30）

通州区 通州区妇幼保健院 81591912（周一至周五，8:00-11:30；13:00-16:30）

通州区 北京潞河医院 69543901-2063（周二、周五，8:30-11:30；13:30-16:30）

通州区 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京东医疗区（原263医院） 66856048（周一至周五，8:00-16:00）

通州区 北京友谊医院（通州） 80838122（周一至周五，8:00-16:00）

通州区 北京市通州区中西医结合医院 69545228-8013（周三至周五，8:00-11:30）

通州区 北京先宝妇产医院 81593612-9309（周一至周五，8:30-16:00）

通州区 北京安琪妇产医院 60525127（周三至周五， 8:00-16:00）

顺义区 顺义区医院 69423220-5641(周一至周五，8:00-11:30；13:30-17:00)

顺义区 北京中医医院顺义医院 89413332（24 小时）

顺义区 顺义区妇幼保健院 89449200-6216（周一至周五，8:00-12:00）

昌平区 昌平区中西医结合医院 58596207（周一到周五 8:30-11:30；13:30-16:00）

昌平区 北京王府中西医结合医院 81779999-8503（周一到周五 8：00-11:00；13:00-16：00）

昌平区 北京积水潭医院（回龙观） 58398213（周一至周五 9:00-11:00；13:00-15:00）

昌平区 昌平区医院 69742328-20304（周一到周五 8:00-11:30；13:30-17:00）

昌平区 昌平区妇幼保健院 69742706-8157(周一至周五 8:00-11:45；13:30-16:50)

昌平区 昌平区中医医院 89713287(周一至周五 8:00-11:30； 14:00-17:00)

昌平区 北京大学国际医院 69006220（24 小时），69006226（周一至周五 8:00-11:00）



昌平区 北京清华长庚医院 56119019，56119626(周一至周五 8:00-12:00；13:00-17:00）

大兴区 大兴区中西医结合医院 61278010（周一至周五，8:00-11:30；13:30-17:00）

大兴区 大兴区妇幼保健院 69252081-8036(周一至周五，8:00-17:00）

大兴区 大兴区人民医院 60281363（周一至周五，8:00-11:30；13:30-17:00）

大兴区 北京市仁和医院 69242469-2036（周一至周五，8:00-11:30；13:30-17:00）

大兴区 大兴区榆垡镇中心卫生院 89214111-8075（周一至周五，8:00-11:00；13:00-16:30）

怀柔区 北京怀柔医院
60686699-8703（周二和周四，8:00-12:00；13:30-17:30），

60686699-8269（周一至周五，8:00-12:00；13:30-17:30）节假日除外

怀柔区 怀柔区妇幼保健院 13693060823（周一至周五，7:45-11:45；13:30-17:30）节假日除外

平谷区 平谷区医院 89999005(8:30-11:30；14:00-17:30)

平谷区 平谷区妇幼保健院 69985857（周一至周五，8:00-11:00；14:00-17:00）

密云区 密云区妇幼保健院 69043316-8322（周一至周五，8:00—11:30）

密云区 密云区医院 89037923（周一至周五，8:00—11:30）

延庆区 延庆区医院 69103020-1212（周一至周五，8:00-17:00）

延庆区 延庆区妇幼保健院 69101559-8211(周一至周五，8:00-11:30；14:00-17:00)

经开区 北京同仁医院（南区） 58266293（周一至周日，9:00-12:00）

经开区 北京爱育华妇儿医院
69079738（周一至周五，8:00-16:00），69079666、69079128（24 小

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