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会场 时    间 内容 讲  者 主持人

4月20日

开幕式 08:00-08:15

大会报告 08:15-08:45 用整合医学思想处理妇科恶性肿瘤 郎景和

大会报告 08:45-09:15 宫颈癌的淋巴处理 曹泽毅

大会报告 09:15-09:45 我国妇科肿瘤临床多中心研究的机遇与对策 马丁

专题研讨会 09:45-10:00
精确化疗 安全管理  --白蛋白紫杉醇（克艾力
®）在妇瘤领域的应用及探讨

谢幸

专题研讨会 10:00-10:15 新型能量设备在妇科肿瘤腹腔镜手术中的应用 梁志清

专题研讨会 10:15-10:30 PARP抑制剂在卵巢癌的最新进展
Richard T.

Penson

大会报告 10:30-11:15
肿瘤起源与抗药回到生命的起点：从多倍体巨癌
细胞得到的提示

Jinsong Liu

大会报告 11:15-11:45 PET-CT引导的卵巢癌再次肿瘤细胞减灭术 沈铿

大会报告 11:45-12:05 精准医学时代的卵巢癌靶向治疗 谢幸

专题研讨会 12:05-12:20
复发性卵巢癌化疗进展及BGB-290卵巢癌项目介
绍

吴小华 

专题讲座 13:30-13:50 宫颈癌保留生育的问题 华克勤

专题讲座 13:50-14:10 妊娠遇见宫颈癌 曲芃芃

专题讲座 14:10-14:30 经阴道宫颈广泛切除术输尿管暴露技巧 宋磊

论文交流 14:30-14:38
纳米碳前哨淋巴结显影技术在早期宫颈癌中的应
用研究

郭瑞霞

论文交流 14:38-14:46
局部晚期宫颈癌腹膜后淋巴结切除的适应证和手
术范围探讨

曾四元

论文交流 14:46-14:54
宫颈癌治疗后高危型人乳头瘤病毒转阴情况及与
预后关系

刘金钰

论文交流 14:54-15:02
Type A versus Type B radical hysterectomy
in Stage IA2 cervical cancer: a propensity-
matched cohort study

王伟

论文交流 15:02-15:10
年轻宫颈癌临床病理分析——单中心541例回顾
性分析

刘玥

中华医学会
第十六次全国妇科肿瘤学学术会议  日程

马丁院士
学会领导
当地领导

谢幸、刘继红

大会报到（全天）08:00-20:00

4月21日
主会场

马丁、孔北华、
王世宣

崔恒、向阳

刘继红、吴令英
、宋静慧

廖秦平、黄欧平
、杨兴升



论文交流 15:10-15:18
Exosome miRNA panel for early detection
of cervical cancer

陆燕

专题研讨会 15:20-15:35
人工智能宫颈癌实时筛查技术——在宫颈癌筛查
应用中的效果分析

薛敏 向阳

专题研讨会 15:35-16:05 RCCP宫颈癌筛查整体解决方案应用分享 尤志学 马丁

专题讲座 16:05-16:25 腹腔镜下II型和III型子宫切除的解剖学标志 姚书忠

专题讲座 16:25-16:45 宫颈癌的个体化放射治疗进展 黄曼妮

专题讲座 16:45-17:05 免疫治疗在宫颈癌中的应用现状及前景 狄文

论文交流 17:05-17:13
放射治疗对宫颈癌患者移位卵巢内分泌功能的影
响因素

殷丽娜

论文交流 17:13-17:21
2004年-2015年中国宫颈癌腹腔镜手术开展情况
的研究

沈伟

论文交流 17:21-17:29
机器人辅助腹腔镜宫颈癌根治术与传统腹腔镜宫
颈癌根治术的对比分析

段弯弯

论文交流 17:29-17:37
局部晚期宫颈癌新辅助化疗的疗效及卫生经济学
评价

王霞

论文交流 17:37-17:45 早期宫颈癌患者预后因素分析及预测模型的构建 美丽帕

论文交流 17:45-17:53
阴道菌群在高危型HPV感染导致宫颈癌发生过程
中的作用

杨倩

论文交流 17:53-18:01
神经侵犯与宫颈癌临床病理特征之间的关系及预
后分析

祖新慧

论文交流 18:01-18:09 子宫颈神经内分泌癌44例临床分析 李林

专题讲座 13:30-13:50 卵巢癌BRCA基因检测及临床应用 吴小华

专题讲座 13:50-14:10
卵巢癌多药耐药新的潜在预警与诊断标志物研究
与应用

李力

专题讲座 14:10-14:30 卵巢癌2018NCCN指南解读 高雨农

论文交流 14:30-14:38

BRCA1 and BRCA2 mutations in ovarian
cancer patients from China: ethnic-related
mutations in BRCA1 associated with an
increased risk of ovarian cancer

史庭燕

论文交流 14:38-14:46

Association between Chemotherapy and
Disease-specific Survival in Women with
Borderline Ovarian Tumors: A SEER-based
Study

朱滔

论文交流 14:46-14:54
淋巴结分期方法和临床病理因素在恶性卵巢性索
间质肿瘤中的应用

王杰玉

王丹波、王泽华
、陈亦乐

4月21日
宫颈癌分

会场

姜洁、陈春玲、
哈春芳

沈铿、崔恒、孔
北华

杨佳欣、郭红燕
、崔满华



论文交流 14:54-15:02
腹腔镜技术在早期卵巢恶性肿瘤治疗中的临床资
料分析

张怡然

论文交流 15:02-15:10
卵巢癌PDX模型的构建及其在卵巢肿瘤研究中的
价值探讨

吴建发

论文交流 15:10-15:18
Prognostic significance of lymph node
metastasis and lymphadenectomy in early-
stage ovarian carcinosarcoma

王文鹏

专题研讨会 15:20-15:35 阿帕替尼在卵巢癌领域的探索进展及思考 唐洁 马丁、梁志清

专题讲座 15:35-15:55 紫杉醇在卵巢癌化疗中的双刃剑效应及对策思考 张国楠

专题讲座 15:55-16:15 复发卵巢癌的治疗 彭澎

专题讲座 16:15-16:35 复发性卵巢癌手术多中心临床试验进展 臧荣余

论文交流 16:35-16:43 PcG核心基因在卵巢癌中的作用及机制研究 霍霄

论文交流 16:43-16:51 机器人系统在晚期及复发卵巢癌的临床应用分析 叶明侠

论文交流 16:51-16:59 老年晚期上皮性卵巢癌治疗结局及预后分析 龙行涛

论文交流 16:59-17:07
Survival impact of secondary cytoreductive
surgery for   platinum-sensitive relapsed
serous ovarian cancer

刘京京

论文交流 17:07-17:15

Apatinib, a novel VEGFR inhibitor, combined
with oral etoposide in patients with
platinum-resistant or platinum-refractory
ovarian cancer (AEROC): a single-arm, open-
label, phase 2 study

蓝春燕

专题研讨会 17:15-17:30 妇科手术的防粘连处理及能量器械使用技巧 向阳 张国楠

论文交流 17:30-17:38
卵巢癌合并下肢深静脉血栓发生时间的临床特点
分析

郭涛

论文交流 17:38-17:46
卵巢原发性粘液性卵巢癌临床病理分析及分子特
征研究

张青

论文交流 17:46-17:54
乏氧的上皮性卵巢癌细胞通过传递外泌体
microRNAs诱导巨噬细胞极化

汪希鹏

论文交流 17:54-18:02
卵巢癌多药耐药信号通路节点蛋白的筛选及其与
临床预后的分析

韦露薇

论文交流 18:02-18:10
Bioinformatics genome-wide analysis of
gene expression between high and low-
grade epithelial ovarian cancers

龚咪

专题讲座 13:30-13:50 子宫内膜癌的分子靶向治疗和免疫治疗 万小平

吕卫国、祝亚平
、吴玉梅

崔保霞、赵卫东
、杨萍

徐丛剑、辛晓燕
、程文俊4月21日

卵巢癌分
会场



专题讲座 13:50-14:10 保留生育功能治疗后子宫内膜癌恶性潜能转归探讨 赵霞

专题讲座 14:10-14:30 子宫内膜癌保留生育功能多科诊治 陈晓军

论文交流 14:30-14:38 青少年子宫内膜癌的诊断误区及应对策略 景丹

论文交流 14:38-14:46
A novel endocrine therapeutic strategy
targeting estrogen receptor-related
receptor α in endometrial carcinoma

毛晓丹

论文交流 14:46-14:54
miR-501促进子宫内膜癌增殖及转移的作用机制
研究

孙晓梅

论文交流 14:54-15:02
子宫内膜采集器采取子宫内膜微组织病理检查在
子宫内膜疾病筛查中临床价值研究

张果

论文交流 15:02-15:10
加速康复外科在机器人子宫内膜癌根治术围手术
期中的安全性及可行性分析

李佳

论文交流 15:10-15:18
Meta分析比较手术后子宫浆液性癌进行放化疗
结合与单独化疗的生存获益

林燕莺

专题讲座 15:20-15:40 子宫内膜癌2018最新指南解读 林仲秋

专题讲座 15:40-16:00 高危子宫内膜癌辅助治疗 李小平

专题讲座 16:00-16:20 子宫内膜间质肉瘤保留生育功能的治疗 郑建华

专题研讨会 16:20-16:35 子宫恶性肿瘤前哨淋巴结研究新发展 王建六 马丁

论文交流 16:35-16:43
 全子宫切除术和广泛全子宫切除术对Ⅱ期子宫内
膜癌预后影响的比较

姜雅慧

论文交流 16:43-16:51 子宫内膜癌患者卵巢转移的临床病理分析 凌小婷

论文交流 16:51-16:59
吲哚菁绿及腹腔镜近红外荧光显影在子宫内膜癌
前哨淋巴结绘图中应用的可行性及安全性研究

叶磊

论文交流 16:59-17:07
Sentinel lymph node mapping with carbon
nanoparticles in endometrial cancer

陈家瑜

论文交流 17:07-17:15
前哨淋巴结活检在子宫内膜癌中应用价值的荟萃
分析

顾海风

论文交流 17:15-17:23
腹腔镜下子宫内膜癌前哨淋巴结绘图识别技术的
初步临床研究

张正茂

论文交流 17:23-17:31
140例子宫肉瘤患者的临床资料及其预后因素分
析

王光伟

专题讲座 13:30-13:50 葡萄胎清宫后持续低水平hCG升高的处理 吕卫国 

丰有吉、康山、
狄文

王建六、薛凤霞
、孟元光

郝敏、林安、王
烈宏

王沂峰、朱根海
、杨英捷、米玛

4月21日
子宫内膜癌

分会场



专题讲座 13:50-14:10 滋养细胞疾病肺转移的处理 万希润 

专题讲座 14:10-14:30 滋养细胞肿瘤患者生育相关问题 鹿欣

论文交流 14:30-14:40
初治妊娠滋养细胞肿瘤患者治疗疗效分析—北京
协和医院30年回顾性队列研究

蒋芳

论文交流 14:40-14:50
EMA-CO作为初始方案治疗极高危滋养细胞肿瘤
22例临床报道

沈涛

论文交流 14:50-15:00
Successful salvage therapy for failed low-
risk gestational trophoblastic neoplasia
patients treated with methotrexate

吴晓东

论文交流 15:00-15:10

False diagnosis and needless therapy of
presumed gestational trophoblastic disease
in women with unusual site residual
pregnancy

高彤

论文交流 15:10-15:20 宫腔镜在妊娠滋养细胞疾病诊治中的应用 杨淑丽

专题研讨会 15:20-15:35 HPV检测的价值和误区 汪希鹏 王世宣

专题研讨会 15:35-15:50 新型恒温HPV检测技术在宫颈癌筛查中应用 梁志清 狄文

专题讲座 15:50-16:10 建立保留妇科恶性肿瘤患者生育功能新理念 王世宣

专题讲座 16:10-16:30 恶性生殖细胞肿瘤治疗规范及面临的挑战 杨佳欣

专题讲座 16:30-16:50 外阴癌术式的更新及循证医学证据 陶光实

论文交流 16:50-16:58 低危妊娠滋养细胞肿瘤204例病例分析 陈丹

论文交流 16:58-17:06
低危妊娠滋养细胞肿瘤初始单药治疗疗效及影响
疗效的因素

陈思思

论文交流 17:06-17:14 43例外阴癌前哨淋巴结活检的临床分析 万挺

论文交流 17:14-17:22

经大腿皮下间隙腔镜下行腹股沟淋巴结系统性切
除（video endoscopic inguinal
lymphadenectomy，VEIL）治疗老年外阴癌的
临床分析

朱亚飞

论文交流 17:22-17:30
探索宫颈脱落细胞蜡块在宫颈病变初筛中的临床
价值

朱勇

论文交流 17:30-17:38
单孔腹腔镜下腹主动脉旁淋巴结切除术38例临床
分析

陈诚

19:00-23:30 手术视频展播和点评

4月21日晚上  手术视频展播

汪辉、陈晓军、
宋坤、汪希鹏 等

视频展播会场

谢幸、向阳

郭瑞霞、张友忠
、陈春林

周先荣、周琦、
程晓东

马彩玲、杨宏英
、刘青

4月21日
其他肿瘤

及肿瘤基础
分会场



4月22日上午

会场 时    间 内容 讲  者 主持人

大会报告 08:00-08:20 早期高危子宫内膜癌术后是放疗还是化疗？ 孔北华

大会报告 08:20-08:50 子宫颈癌治疗面临的问题和挑战 刘继红

大会报告 08:50-09:10 卵巢癌细胞免疫治疗的研究进展 崔恒

大会报告 09:10-09:30 重视滋养细胞肿瘤的规范化诊断与治疗 向阳

专题研讨会 09:30-09:45 同步HPV分型及定量检测的临床价值 谢幸

专题研讨会 09:45-10:00 适合中国国情的宫颈癌筛查策略 孔北华

大会报告 10:00-10:20 契而不舍地与复发性妇科恶性肿瘤战斗 王建六

大会报告 10:20-10:40 子宫颈癌腹腔镜手术治疗的进展、挑战与反思 梁志清

大会报告 10:40-11:10 精准治疗在妇科肿瘤中的应用 Han Liang

专家访谈 11:10-12:10
专家面对面
讨论主题：子宫颈癌系统淋巴结切除（清扫）的
必要性

刘继红（主发
言）、孔北华
、崔恒、向阳
、王建六、吴
小华、赵霞、
郑建华、汪希
鹏

马丁、谢幸

12:10-12:25 闭幕式 谢幸 马丁

马丁、孔北华

孔北华、崔恒

主会场

王建六、梁志清




	日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