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怀孕一个月胎儿发育过程图 怀孕1周胎儿图 怀孕2周胎儿图 怀孕3周胎儿图 怀孕4周胎儿图

胎儿发育过程图解：腹中胎儿身长约几毫米，像小

海马一样，这一阶段脊椎和神经沟正在形成。你可能

出现身体疲乏无力、发热、畏寒等怀孕初期症状。

胎儿发育过程图解：怀

孕1周已经完成受精卵着床

的过程了，也就意味着胎

儿在你的子宫安家了，恭

喜你，要当妈妈了！

胎儿发育过程图解：怀

孕第2周，胎盘与羊膜开始

成形了，胎盘有3个胚层：

腹胚层、背胚层、中间胚

层，到第2周末，胚胎有

0.2毫米长。

胎儿发育过程图解：本

周一开始，胎儿的心脏就

已经形成。中枢神经系统

（脑）和肌肉、骨骼也开

始发育，也就是说，这时

胎儿已形成基本骨架。

胎儿发育过程图解：怀

孕4周时，胎儿只有0.2厘

米。受精卵刚完成着床，

羊膜腔才形成，体积小，

超声看不清妊娠迹象。

怀孕两个月胎儿发育过程图 怀孕5周胎儿图 怀孕6周胎儿图 怀孕7周胎儿图 怀孕8周胎儿图

胎儿发育过程图解：胎儿开始有了心跳，胃肠、肝

脏逐渐形成，脑、脊髓、神经细胞发育迅速。已经有

了手指形状，眼睛形成，鼻、口清晰可见。

胎儿发育过程图解：这

时胎儿已经长到了0.4厘

米，进入了胚胎期，羊膜

腔扩大，原始心血管出

现。B超可看见小胎囊，胎

囊约占宫腔不到1/4。

胎儿发育过程图解：怀

孕6周时，胎儿长0.85厘

米，胎儿头部、脑泡、额

面器官、呼吸、消化、神

经等器官分化，B超胎囊清

晰，可见胎芽及胎心跳。

胎儿发育过程图解：怀

孕7周时，胚胎有1.3厘米

长。胚胎手臂和腿开始伸

出嫩芽，手指开始发育。

心脏划分成左心房和右心

室，胎儿有一个尾巴。

胎儿发育过程图解：胎

儿长到1.66厘米，胎形已

定，可分出胎头、体及四

肢。B超可见胎囊约占宫腔

一半，可见卵黄囊。胎宝

宝的心脏开始跳动了。

怀孕三个月胎儿发育过程图 怀孕9周胎儿图 怀孕10周胎儿图 怀孕11周胎儿图 怀孕12周胎儿图

胎儿发育过程图解：胎儿的头约占身长的一半，通

过B超能看到胎儿手脚的活动。膝盖、脚后跟清晰可

见。肾脏、输尿管已经形成，可以排泄了。

胎儿发育过程图解：9周

的胎儿已经长到2.15厘米

了，胎儿头大于胎体，各

部表现更清晰，头颅开始

钙化、胎盘开始发育。B超

可见胎儿轮廓更清晰。

胎儿发育过程图解：此

时胎儿长到2.83厘米了，

胎儿各器官均已形成，胎

盘雏形形成。B超可见胎囊

开始消失，月芽形胎盘可

见，胎儿活跃在羊水中。

胎儿发育过程图解：胎

儿长到3.62厘米，胎儿各

器官进一步发育，胎盘发

育。B超可见胎囊完全消

失，胎盘清晰可见。

胎儿发育过程图解：胎

儿长到4.58厘米，外生殖

器初步发育，可测双顶

径，可诊断是否畸形，此

后各脏器趋向完善，胎儿

眼睛已经形成了。

怀孕四个月胎儿发育过程图 怀孕13周胎儿图 怀孕14周胎儿图 怀孕15周胎儿图 怀孕16周胎儿图

胎儿发育过程图解：胎

儿的肝脏开始制造胆汁，

肾脏开始分泌尿液。

胎儿发育过程图解：胎

儿手指出现指纹印。

双顶径：2.83±0.57

胎儿发育过程图解：胎

儿的眉毛和头发开始生

长。

胎儿发育过程图解：胎

儿生殖器官已形成，用B超

可分辨出胎儿的性别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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胎儿发育过程图解：胎儿的内脏器官几乎发育完

全，脸上长出胎毛，胎盘形成，开始迅速成长，骨骼

和肌肉发达，手脚开始活动，但是妈妈还感觉不到。

双顶径:2.52±0.25

腹围:6.90±l.65

股骨长：1.17±0.31。

腹围：7.77±1.82

股骨长：1.38±0.48。

双顶径：3.23±0.51

腹围：9.13±1.56

股骨长：1.74±0.58。

双顶径：3.62±0.58

腹围：10.32±1.92

股骨长：2.10±0.51。

怀孕五个月胎儿发育过程图 怀孕17周胎儿图 怀孕18周胎儿图 怀孕19周胎儿图 怀孕20周胎儿图

胎儿发育过程图解：这个月胎儿身高20-25厘米，体

重250-300克，全身长出细毛，眉毛、指甲出齐，心跳

十分活跃，手脚在羊水中可以自由活动。

胎儿发育过程图解：胎

儿的肺开始工作，能够不

断地吸入和呼出羊水。

双顶径：3.97±0.44

腹围：11.49±1.62

股骨长：2.52±0.44。

胎儿发育过程图解：胎

儿的身长接近14厘米，体

重大约200克。

双顶径：4.25±0.53

腹围：12.41±l.89

股骨长：2.71±0.46。

胎儿发育过程图解：胎

儿大约有15厘米长，羊水

在胎儿的口腔里流动。

双顶径：4.52±0.53

腹围：13.59±2.30

股骨长：3.03±0.50。

胎儿发育过程图解：胎

儿开始能吞咽羊水，肾脏

已能够制造尿液。

双顶径：4.88±0.58

腹围：14.80±l.89

股骨长：3.35±0.47。

怀孕六个月胎儿发育过程图 怀孕21周胎儿图 怀孕22周胎儿图 怀孕23周胎儿图 怀孕24周胎儿图

胎儿发育过程图解：胎儿的头发，眉毛、睫毛越发

清晰了。胎儿很瘦，皮肤表层附着一层白色雪花膏状

的物质，皮肤皱皱的。可以听到妈妈心跳和说话了。

胎儿发育过程图解：胎

儿身长约16-18厘米，体重

300克，开始长出指甲。

双顶径：5.22±0.42

腹围：15.62±1.84

股骨长：3.64±0.40。

胎儿发育过程图解：体

重约350g，长19cm。胎儿

眉眼已清晰可辨。

双顶径：5.45±0.57

腹围：16.70±2.23

股骨长：3.82±0.47。

胎儿发育过程图解：身

长约20cm，体重约450g。

皮肤红红的，皱巴巴的。

双顶径：5.80±0.44

腹围：17.90±1.85

股骨长：4.21±0.41。

胎儿发育过程图解：身

长约25厘米，体重500多

克。他的听力已经形成。

双顶径：6.05±0.50

腹围：18.74±2.23

股骨长：4.36±0.51。

怀孕七个月胎儿发育过程图 怀孕25周胎儿图 怀孕26周胎儿图 怀孕27周胎儿图 怀孕28周胎儿图

胎儿发育过程图解：男孩的阴囊明显，女孩的小阴

唇、阴核已突起。脑组织开始出现皱缩样，能分辨声

音，视网膜已经形成；有了呼吸和微弱的吸吮力。

胎儿发育过程图解：胎

儿约30cm长，570g，身体

比例均称，味蕾正形成。

双顶径：6.39±0.70

腹围：19.64±2.20

股骨长：4.65±0.42。

胎儿发育过程图解：胎

儿重约800g，身高34cm。

肺部尚未发育完全。

双顶径：6.68±0.61

腹围：21.62±2.30

股骨长：4.87±O.41。

胎儿发育过程图解：体

重约900克，长38厘米。生

殖器官明显。

双顶径：6.98±0.57

腹围：21.81±2.12

股骨长：5.10±0.41。

胎儿发育过程图解：重

约1100克，高约40厘米，

形成了自己的睡眠周期。

双顶径：7.24±O.65

腹围：22.86±2.41

股骨长：5.35±0.55。

怀孕八个月胎儿发育过程图 怀孕29周胎儿图 怀孕30周胎儿图 怀孕31周胎儿图 怀孕32周胎儿图

胎儿发育过程图解：胎儿的大脑发育迅速，眼睛可

以开闭自由，能辨认和跟踪光源，肺和胃肠功能接近

胎儿发育过程图解：皮

下脂肪已初步形成，指甲

清晰，视觉发育完善。

双顶径：7.50±0.65

胎儿发育过程图解：男

孩睾丸从腹腔向阴囊下

降，女孩阴蒂突出。

双顶径：7.83±0.62

胎儿发育过程图解：肺

部和消化系统基本发育

完，身长增长减慢。

双顶径：8.06±0.60

胎儿发育过程图解：胎

盘已形成，肺胃肠功能接

近成熟，可用膀胱排泄。

双顶径：8.17±0.65



成熟，男孩的睾丸下降，女孩阴蒂突出。 腹围：23.71±1.50

股骨长：5.61±0.44。

腹围：24.88±2.03

股骨长：5.77±0.47。

腹围：25.78±2.32

股骨长：6.03±0.38。

腹围：26.20±2.33

股骨长：6.43±0.49。
怀孕九个月胎儿发育过程图 怀孕33周胎儿图 怀孕34周胎儿图 怀孕35周胎儿图 怀孕36周胎儿图

胎儿发育过程图解：胎儿的听力已充分发育，皱

纹、毳毛都相对减少，性器官内脏已发育齐全。身体

转为头位，头部已进入骨盆。

胎儿发育过程图解：皮

下脂肪增加，皱纹减少，

头部开始降入骨盆。

双顶径：8.50±0.47

腹围：27.78：±2.30

股骨长：6.52±0.46。

胎儿发育过程图解：胎

儿头骨很柔软，身体其它

部位骨骼变得结实。

双顶径：8.61±0.63

腹围：27.99±2.55

股骨长：6.62±0.43。

胎儿发育过程图解：胎

儿听力已发育充分，越长

越胖，变得圆滚滚。

双顶径：8.70±0.55

腹围：28.74±2.88

股骨长：6.71±0.45。

胎儿发育过程图解：胎

儿的肾脏已发育完全，肝

脏已能处理一些代谢物。

双顶径：8.81±0.57

腹围：29.44±2.83

股骨长：6.95±0.47。

怀孕十个月胎儿发育过程图 怀孕37周胎儿图 怀孕38周胎儿图 怀孕39周胎儿图 怀孕40周胎儿图

胎儿发育过程图解：胎儿的感觉器官和神经系统发

达，骨骼已变硬，这时胎儿的头部已固定在骨盆中，

胎儿变安静了。

胎儿发育过程图解：胎

儿在母腹中的位置下降，

重量约3kg，长约51cm。

双顶径：9.00±0.63

腹围：30.14±2017

股骨长：7.10±0.52。

胎儿发育过程图解：绒

毛和白色胎脂逐渐脱落消

失，皮肤变得光滑。

双顶径：9.08±0.59

腹围：30.63±2.83

股骨长：7.20±0.43。

胎儿发育过程图解：体

重应该已有3200—3400

克，已经准备好分娩了。

双顶径：9.21±0.59

腹围：31.34±3.12

股骨长：7.34±0.53。

胎儿发育过程图解：胎

儿周围的羊水变浑浊，呈

乳白色，胎盘功能退化。

双顶径：9.28±0.50

腹围：31.49±2.79

股骨长：7.4±0.5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