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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省第十八次妇产科学学术会议日程 

12 月 1日（周五） 

13:00-22:00 代表注册 山东大厦一楼大堂 

17:30-20:00 会议代表晚餐 山东大厦礼乐宴会厅 

18:30-20:00 山东省 2017 妇产科联席委员会议 南郊宾馆蓝色大厅 

12 月 2日（周六） 大会开幕式  影视会议厅 

08:00-08:30 开幕式 主持人：孔北华 

大会特邀报告 主持人：孔北华 

08:30-09:00 
单孔腹腔镜在妇科手术的应用价值及其

关键技术 
华克勤 复旦大学附属妇产科医院 

09:00-09:30 临床常见遗传病咨询 王树玉 北京妇产医院 

09:30-10:00 高危妊娠滋养细胞肿瘤的治疗 程晓东 
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妇产科

医院 

专题报告 主持人：陈子江 

10:00-10:15 GnRH-a 在妇科领域的应用 李长忠 山东大学附属省立医院 

10:15-10:30 生殖中心质控探索与思考 郝翠芳 烟台毓璜顶医院 

大会特邀报告 主持人：李长忠 

10:30-11:00 
早发性卵巢功能不全临床诊疗中国专家

共识解读 
陈子江 

山东大学附属省立医院 

山东大学附属生殖医院 

11:00-11:30 卵巢癌有关问题 孔北华 山东大学齐鲁医院 

专题报告 主持人：盛  燕、孔北华 

11:30-11:45 
从 Lotusl 研究结果看地屈孕酮在黄体支

持的作用 
唐  蓉 山东大学附属生殖医院 

11:45-12:00 拮抗剂方案共识 石玉华 山东大学附属生殖医院 

午  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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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月 2日下午（周六） 妇科肿瘤分会场  济南厅 

特邀报告 主持人：韦德英、王小元、王肖力 

13:30-13:50 妊娠合并卵巢肿瘤的诊断与治疗 盛修贵 山东省肿瘤医院 

13:50-14:10 子宫内膜癌的规范化诊治  杨兴升 山东大学齐鲁医院 

14:10-14:30 LRH 分型与子宫旁间隙解剖 朱  琳 山东大学齐鲁第二医院 

14:30-14:50 妇科肿瘤相关问题商榷 刘乃富 山东省肿瘤医院 

专题报告 主持人：姚  勤 

14:50-15:05 同步 HPV 分型及定量检测的临床价值 程晓东 
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妇产科

医院 

15:05-15:20 卵巢 BRCA 基因检测及 PARPi 治疗进展 郑  虹 北京大学肿瘤医院 

特邀报告 主持人：王苏荣、朱建文、魏增涛 

15:20-15:40 
前哨淋巴结切除在宫颈癌保留生育功能

手术中的应用 
张友忠 山东大学齐鲁医院 

15:40-16:00 复发性卵巢癌诊疗进展和生化性复发 尹格平 济南军区总医院 

16:00-16:20 保留子宫的肌瘤治疗新进展 方政慧 济南市中心医院 

16:20-16:40 
实时荧光造影腹腔镜下肾血管水平腹膜

后淋巴结清扫相关问题 
侯建青 烟台毓璜顶医院 

晚  餐 

手术视频展示 主持人：宋  坤、韦德英 

19:00-19:10 单孔腹腔镜宫角妊娠切开取胚术 丁小秋 
山东中医药大学第二附属医

院 

19:10-19:20 腹腔镜下巨大子宫切除术 王  丽 山东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 

19:20-19:30 腹腔镜下 DIE 病灶切除术 王立杰 山东大学齐鲁医院 

19:30-19:40 腹腔镜下转移淋巴结切除 王继东 济南市中心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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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0-19:50 宫腔镜下子宫瘢痕妊娠组织清除术 韦德英 山东省立医院 

19:50-20:00 腹腔镜下阔韧带子宫肌瘤切除术 田树旭 青岛妇女儿童医院 

20:00-20:10 腹腔镜下广泛宫颈切除术 杨兴升 山东大学齐鲁医院 

20:10-20:20 一种改良式腹腔镜宫颈内口环扎术 杨林青 济宁医学院附属医院 

20:20-20:30 宫腹腔镜联合治疗肌壁间妊娠 邹存华 青岛妇女儿童医院 

20:30-20:40 单孔腹腔镜下全子宫切除术 张  辉 山东大学齐鲁医院 

20:40-20:50 腹腔镜下残端宫颈广泛切除术 张贵宇 山东大学齐鲁医院 

20:50-21:00 
基于间隙解剖法的腹腔镜下宫颈癌根治

术 
夏宝国 青岛市市立医院 

21:00-21:10 剖宫产瘢痕绒癌 郭  丽 青岛市市立医院 

21:10-21:20 宫腔镜下宫腔粘连松解术 董建春 山东大学齐鲁医院 

21:20-21:30 腹腔镜下子宫内膜癌分期术 董涛涛 山东大学齐鲁医院 

21:30-21:40 双子宫畸形矫正 穆玉兰 山东省立医院 

12 月 2日下午(周六) 普通妇科分会场  青岛厅 

特邀报告 主持人：刘光海、潘  雷 

13:30-13:50 女性压力性尿失禁的诊断和治疗 崔竹梅 青岛大学附属医院 

13:50-14:10 宫颈锥切术后宫颈环扎 张向宁 山东大学齐鲁医院 

14:10-14:30 腹腔镜下大子宫切除术 荣风年 山东省千佛山医院 

14:30-14:50 
骶棘韧带固定术-全盆腔器官脱垂之经典

术式 
王  彦 烟台毓璜顶医院 

专题报告 主持人：孔北华、姜卫国、于  玲、杨兴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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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50-15:05 混合感染诊断的难点与策略 宋  坤 山东大学齐鲁医院 

15:05-15:20 MVA:流产关爱的新选择 董白桦 山东大学齐鲁医院 

15:20-15:35 流产时的关爱之流产新技术 董白桦 山东大学齐鲁医院 

特邀报告 主持人：夏  敏、张  萍 

15:35-15:55 两性畸形的诊治 赵兴波 山东省立医院 

15:55-16:15 POP 的诊疗指南和手术技巧 刘培淑 山东大学齐鲁医院 

16:15-16:35 女性性功能障碍的诊治现状 姜卫国 山东省千佛山医院 

16:35-16:55 深部子宫内膜异位症的处理 刘  欣 潍坊市人民医院 

晚  餐 

12 月 2日下午(周六) 围产医学分会场  鲁信贵宾厅 

特邀报告 主持人：王  哲、洪凡珍 

13:30-13:50 常见单基因病的产前诊断 蔡  艳 济南市妇幼保健院 

13:50-14:10 会阴裂伤的处理 赵明瑜 烟台市烟台山医院 

14:10-14:30 产前遗传性疾病的临床咨询 于丽霞 威海市妇幼保健院 

14:30-14:45 专题：产科高凝状态与血栓的预防 马玉燕 山东大学齐鲁医院 

特邀报告 主持人：满冬梅、程雪君 

14:45-15:05 胎盘早剥的早期识别及处理 叶元华 青岛大学附属医院 

15:05-15:25 双胎妊娠并发症的防治 纪向虹 青岛市市立医院 

15:25-15:45 早产的相关问题 马玉燕 山东大学齐鲁医院 

15:45-16:00 
专题：从国内外指南看妊娠期贫血治疗

口服铁剂的选择 
马玉燕 山东大学齐鲁医院 

特邀报告 主持人：高丽丽、薛夫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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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00-16:20 剖宫产术中回收式自体输血的争议 刘志芬 烟台毓璜顶医院 

16:20-16:40 妊娠合并 SLE 徐风森 青岛市立医院 

16:40-16:55 专题：niferex 和 Venofer 产科应用 马玉燕 山东大学齐鲁医院 

专题报告 主持人：潘耀平 

16:55-17:10 围产期营养  马玉燕 山东大学齐鲁医院 

特邀报告 主持人：潘耀平、李允光 

17:10-17:30 妊娠合并血小板减少的处理 韩英杰 济宁市医学科学研究所 

17:30-17:50 瘢痕子宫经阴分娩相关问题 张战红 青岛市妇女儿童医院 

17:50-18:10 孕期子宫破裂的识别及处理 于  凤 淄博市妇幼保健院 

晚  餐 

12 月 2日下午（周六） 生殖内分泌与计划生育分会场  中华厅 

特邀报告 主持人：石玉华、马金龙、张迎春 

13:30-14:00 围绝经期门诊建立的经验分享 周坚红 
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妇产科

医院  

14:00-14:30 
Successful Donor/Recipient Program：
What You Need to Know 

Christina 

Miao 

美国北卡罗来那生殖医学中

心 

14:30-15:00 Puzzles in Nuclear Transfer for IVF Zitao Liu 
美国纽约新希望生殖医学中

心 

15:00-15:15 茶歇 

专题报告 主持人：闻  姬、连  方 

15:15-15:30 黄体支持的再认识 朱冬沂 临沂人民医院 

15:30-15:45 来曲唑在不孕不育中的应用 刘  红 山东大学附属生殖医院 

特邀报告 主持人：穆玉兰、祁秀娟、赵淑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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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45-16:05 
生育高龄女性异常子宫出血所致不孕的

治疗 
王东梅 山东省中医院 

16:05-16:25 微刺激促排卵方案的选择 任春娥 潍坊医学院附属医院 

16:25-16:45 
肾阳虚型不孕症的中西医结合诊疗规范

与研究进展 
连  方 山东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 

专题报告 主持人：任春娥、唐  蓉 

16:45-17:00 雌激素在辅助生殖中的临床应用 韩  婷 山东大学附属生殖医院 

17:00-17:15 
GnRHa 在子宫内膜异位症合并不孕患者

中的治疗应用 
孙  梅 山东大学附属生殖医院 

17:30-19:00 
山东省医学伦理学学会生殖医学伦理学分会专题

讨论会（包会场简餐 50 人） 
烟台厅 

晚  餐 

19:00-20:30 生殖医学分会临床应用讨论会--拮抗剂方案专题 莱芜厅 

12 月 2日下午（周六） 青年论坛分会场  烟台厅 

特邀报告 主持人：马玉燕、秦莹莹 

13:30-13:40 大会主席陈子江致辞 

13:40-14:00 反复流产中的免疫学问题 何  畏 第三军医大学西南医院 

14:00-14:20 ICSI 受精失败的实验室应对策略 李  博 第四军医大学唐都医院 

14:20-14:40 产前 CMA 检测的指征与咨询 戚庆炜 北京协和医院 

14:40-15:00 NIPT 临床应用相关问题思考 郑明明 南京鼓楼医院 

专题报告 主持人：高  媛 

15:00-15:15 孕前遗传病携带者筛查的国内外新进展 冯  涛 北京嘉宝仁和 

特邀报告 主持人：徐银涛、苏士利 

15:15-15:35 肠道菌群与宫内环境 马京梅 北京大学第一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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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35-15:55 低置胎盘的分娩方式选择 李  婷 上海市第一妇婴保健院 

15:55-16:15 中孕期胎盘前置状态的诊疗策略 彭  萍 北京协和医院 

16:15-16:35 
腹腔镜下宫颈癌根治术解剖要点及注意

事项 
娄艳辉 青岛大学附属医院 

16:35-16:55 卵巢癌患者规范化管理 宋  坤 山东大学齐鲁医院 

专题报告 主持人：高  选、吴克良 

16:55-17:10 VD 的临床应用和检测新进展 张  琛 
索灵诊断医疗设备(上海)有

限公司 

17:10-17:25 拉曼光谱在无创胚胎检测中的应用 胡涛涛 苏州贝康医疗器械有限公司 

晚  餐 

12 月 3日上午（周日） 妇科肿瘤分会场  济南厅 

特邀报告 主持人：彭存旭、李  桦、王华丽  

08:00-08:20 卵巢恶性肿瘤患者的生育力保存 姜  洁 山东大学齐鲁医院 

08:20-08:40 
无意中发现宫颈癌腹腔镜手术关键技术

及要点 
陈  龙 青岛市立医院 

08:40-09:00 子宫肌瘤再生育相关问题商榷 刘  鸣 山东省立医院 

09:00-09:20 从子宫颈周围解剖谈子宫切除术 王长河 济宁市第一人民医院 

专题报告 主持人：杨兴升、张友忠 

09:20-09:35 妇科肿瘤前哨淋巴结技术 张友忠 山东大学齐鲁医院 

09:35-09:50 洛铂在妇科肿瘤的应用 杨兴升 山东大学齐鲁医院 

特邀报告 主持人：王晓红、孙  丽、胡友斌 

09:50-10:10 宫颈癌新辅助化疗的过去、现在与未来 赵淑萍 青岛妇女儿童医院 

10:10-10:30 
盆腔恶性肿瘤淋巴结切除术后淋巴漏的

预防与治疗 
李  桦 泰安市中心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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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0-10:50 子宫肉瘤患者的治疗思考 杨林青 济宁医学院附属医院 

10:50-11:10 基于宫颈癌解剖理念行 CSP 手术治疗 姚  勤 青岛大学附属医院 

11:10-11:30 少见类型卵巢肿瘤诊治要点 宋  坤 山东大学齐鲁医院 

午  餐 

12 月 3日上午（周日） 普通妇科分会场  青岛厅 

特邀报告 主持人：孔北华、张建海、孙  选 

08:00-08:20 ERAS 在妇科手术中的应用 李长忠 山东省立医院 

08:20-08:40 瘢痕妊娠的诊疗 刘  薇 山东省立医院 

08:40-09:00 宫腔粘连治疗管理 王晓雷 威海妇女儿童医院 

09:00-09:20 恶性肿瘤术后淋巴囊肿的预防和处理 王长林 山东省中医院 

专题报告 主持人：赵淑萍、马德美 

09:20-09:35 腹腔镜下子宫肌瘤粉碎的风险及防控 李长忠 山东省立医院 

09:35-09:50 艾拉光动力在 HPV 感染中的应用 李长忠 山东省立医院 

特邀报告 主持人：张丽君、李吉昌 

09:50-10:10 女性生殖道整复定义与内涵 田永杰 山东省立医院 

10:10-10:30 经阴子宫切除术的选择与利弊 窦洪涛 淄博中心医院 

10:30-10:50 III型瘢痕妊娠的处理 崔保霞 山东大学齐鲁医院 

10:50-11:10 围绝经期女性生殖内分泌特点与诊治 侯洪春 济南市妇幼保健院 

11:10-11:30 腹腔镜下盆内筋膜缺损的诊断及修复 刘光海 泰山医学院附属医院 

11:30-11:50 HPV 感染者的妊娠相关问题 刘志强 滨州医学院附属医院 

午  餐 



9 

12 月 3日上午（周日） 围产医学分会场  鲁信贵宾厅 

特邀报告 主持人：连  岩、闫印春 

8:00-8:20 羊水栓塞的早期识别及处理 陈丽君 山东大学齐鲁医院   

8:20-8:40 妊娠合并重症感染 洪善玲 临沂市人民医院 

8:40-9:00 分娩镇痛 刘成文 枣庄市妇幼保健院 

9:00-9:20 如何术前诊断凶险性前置胎盘植入程度 陶国伟 山东大学齐鲁医院 

专题报告 主持人：高  媛 

9:20-9:35 携带者筛查在产科医学中的应用 高  明 山东大学附属生殖医院  

特邀报告 主持人：薄其芳、高丽丽 

9:35-9:55 妊娠合并心脏病的产科管理 徐永萍 山东大学第二医院 

9:55-10:15 阴道助产 王  翔 济南市妇幼保健院  

10:15-10:35 妊娠期急性脂肪肝的诊治 李钦文 泰安中心医院 

10:35-10:50 专题：脐带血的价值及应用前景 孟松松 山东省脐血库医学中心 

特邀报告 主持人：单瑞芹、张树泉 

10:50-11:10 妊娠合并甲状腺疾病诊治 郭  伟 山东省千佛山医院 

11:10-11:30 未足月胎膜早破的处理 林  莉 泰安医学院附院 

11:30-11:45 专题：规范化促宫颈成熟 左常婷 山东省立医院 

11:45-12:05 产后出血的手术治疗 左常婷 山东省立医院 

午  餐 

12 月 3日上午（周日） 生殖内分泌与计划生育分会场  中华厅 

特邀报告 主持人：张梅心、于新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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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8:00-08:20 冻胚移植前的内膜处理 邓晓惠 山东大学齐鲁医院 

08:20-08:40 输卵管检查在助孕中的意义 邹淑花 青岛市妇女儿童医院 

08:40-09:00 计划生育新进展 董白桦 山东大学齐鲁医院 

专题报告 主持人：陈子江 

09:00-09:15 卵巢储备功能减退的评估及中医对策 高  芹 山东大学附属生殖医院 

09:15-09:30 促性腺激素的异质性及其特点  盛  燕 山东大学附属生殖医院 

09:30-09:45 茶歇 

专题报告 主持人：颜军昊、张迎春 

09:45-10:00 黄体支持在辅助生殖中的临床应用 郝翠芳 烟台毓璜顶医院 

10:00-10:15 HEOS 宫腔镜在临床中的应用 荣风年 山东省千佛山医院 

特邀报告 主持人：张亦文、杨爱军 

10:15-10:35 长效长方案的使用策略 闻  姬 
山东中医药大学第二附属医

院 

10:35-10:55 PGT 的临床遗传咨询要点 颜军昊 山东大学附属生殖医院 

10:55-11:15 总结 马金龙 山东大学附属生殖医院 

午  餐 

12 月 3日上午（周日） 青年论坛分会场  烟台厅 

特邀报告 主持人：颜军昊、宋  坤 

08:30-08:50 反复自然流产的病因及处理 金莉萍 上海市第一妇婴保健院 

08:50-09:10 卵子因素不孕的遗传机制研究进展 林  戈 
中信湘雅生殖与遗传专科医

院 

09:10-09:30 卵巢癌保留生育功能治疗 汪  辉 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院 

09:30-09:50 
近红外荧光显影系统在子宫内膜癌前哨

淋巴结显影中的应用 
陈晓军 上海复旦大学附属妇产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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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题报告 主持人：宋  坤、姜  洁 

09:50-10:05 晚期妇科肿瘤的抗血管生成研究进展 姜  洁 山东大学齐鲁医院 

10:05-10:20 高危 HPV 检测用于宫颈病变防治 宋  坤 山东大学齐鲁医院 

特邀报告 主持人：孟金来、娄艳辉 

10:20-10:40 宫颈环扎相关热点问题 乔  宠 中国医科大学盛京医院 

10:40-11:00 产科重症感染的诊治 孟金来 山东大学附属省立医院 

11:00-11:20 OCs 预处理对 IVF 结局的影响 秦莹莹 山东大学附属生殖医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