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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议日程 
第十一届北京大学盆底重建与微创手术研讨会 

日程安排（2015.9.18-2015.9.20） 
9.17 全天报到地点：北京科技会堂酒店大堂（北京市海淀区复兴路 3号） 

 
 
 
 
 
 
 
 
 
 

星期五 
（9/18） 
 

B207 

主持人：杨 欣 

开幕式 
 08:30-09:00 

大会主席、妇产科主任致辞 
大会名誉主席致辞 
北京大学人民医院领导致辞 
北京大学医学部领导致辞 
北京医学会领导致辞 
国家卫计委领导致辞 

主题发言 
主持人：崔 恒  朱 兰  孙秀丽 

09:00-09:30 掌握小技法，追求大道理 郎景和 
09:30-10:00 宫腔镜技术新进展 夏恩兰 
10:00-10:40 Anterior and Posterior Prolapse: what the literature says? Mark D. Walters 

翻译-谢冰 
10:40-11:05 阴道植入网片后疼痛的处理 朱  兰 
11:05-11:30 三十功名塵與土八千里路雲和月——我的婦女泌尿學生涯 王  诚 

11:30-11:45 盆底手术方式选择之我见 王建六 

11:45-12:00 专题报告会 1                     主持人：王建六 
宫腔镜冷刀手术——HEOS 夏恩兰 

 
星期五 

（9/18） 
 

 

生殖整形分会场（授课 20 分钟，讨论 5 分钟）  地点：B309 
主持人：华克勤 苗娅莉 余坚忍 

13:00-13:25 生殖器官畸形的治疗策略 华克勤 
13:25-13:50 女性性感提高的手术治疗 元  铁 
13:50-14:15 PRP/透明质酸/自体脂肪移植用于女性生殖道整形 李伯宁 
14:15-14:40 多孔空心分离式阴道模具在新阴道重建手术的应用 余坚忍 
14:40-15:05 女性外阴阴道外伤畸形的整复处理 刘建华 
15:05-15:20 专题报告会 2  

 盆底超声 耿  京 
主持人：金杭美 刘 阳 

15:20-15:45 阴道紧缩术 金杭美 
15:40-16:05 女性私密整形的实践与思考 刘  阳 
16:05-16:30 雄激素不敏感诊治实践 谢梅青 
16:30-16:55 小阴唇缩小术 穆  籣 
16:55-17:20 二氧化碳激光在女性生殖道整形中的应用与实践 苗娅莉 
17:20-17:35 专题报告会 3                    主持人：李伯宁 

 蒙娜丽莎激光技术在国际妇产科领域的应用和展望 苗娅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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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35-17:50 专题报告会 4                   主持人：杨 欣  
 尿动力检查质量控制 孙秀丽 

17:50-18:30 晚餐  （一层宴会厅）  

18:30-20:30 

美国专家 Walters 手术录像专场  地点：B309 
讨论专家：杨 欣 罗 新 孙秀丽 梁旭东 金杭美 韩劲松 鲁永鲜等 

Teaching the next generation of GYN surgeons   Mark D. Walters 
翻译-王益勤 

手术录像讲解 Mark D. Walters 
骶棘韧带悬吊术、经阴道高位骶韧带悬吊术、骶骨固定术等 
专题报告会 5                  主持人：罗 新 
新型补片在盆底重建中的应用 刘培淑 

 
妇科微创分会场（授课 25 分钟讨论 5 分钟）  地点：B205 

星期五 
（9/18） 

主持人：王世军  郭红燕 
13:00-13:30 妊娠相关疾病的宫腔镜手术 段  华 
13:30-14:00 腹腔镜手术如何避免闭孔神经损伤 张国楠 
14:00-14:30 “输尿管膝部”在宫颈癌治疗中的临床意义 康  山 
14:30-15:00 深部浸润性内异症腹腔镜手术技巧 周应芳 

主持人：周应芳  王志启 
15:00-15:15 专题报告会 6                 主持人：王建六、王世军 

 能量设备在妇科腔镜手术中的应用 孙大为 
15:15-15:30 专题报告会 7                 主持人：王世军  

    妇产科手术的 VTE 预防 张小明 
15:30-16: 00 盆底的 3D 结构 刘  萍 
16: 00-16:30 妇科微创新观念 张师前 
16:30-17:00 复发性阴道黑色素瘤腹腔镜下全阴道全膀胱全尿道切除术 郭红燕 
17:00-17:30 输卵管显微外科手术 关  菁 
17:30-18:00 子宫内膜异位症淋巴结转移 姚书忠 
18:00-19:00      晚餐（一层宴会厅） 

    
盆底重建手术分会场（授课 25 分钟讨论 5 分钟） 地点：B309 

星期六 
（9/19） 

主持人：罗新  韩劲松 
08:00-08:20 How I manage the Urogynecology clinic in Taiwan? 卢佳序 
08:20-08:40 Lower urinary symptoms after pelvic reconstructive surgery 卢佳序 
08:40-09:10 POP 术后复发诊断标准及并发症术语 韩劲松 
09:10-09:40 POP-Q 评分及相关问题 罗  新 
09:40-09:55 专题报告会 8                    主持人：韩劲松 

 补片在盆底重建手术中的应用 王建六 

09:55-17:00 

手术演示 
讲解专家：王诚、卢佳序、余坚忍、罗新、黄欧平、马庆良、王鲁文、吴氢凯、

徐惠成、龚健等 
腹腔镜阴道骶骨固定术 杨  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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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阴道网片植入术 夏志军 
抗尿失禁手术（TOT,AJUST,TVT-E） 孙秀丽 
阴道闭合术 孙秀丽 

17:00-18:00 晚餐 （一层宴会厅） 
  
18:00-18：15 专题报告会 9                    主持人：孙秀丽 

8plus 盆腹动力恢复  李丹彦 
 
 
 
 
 
 
 
 
18:15-21:00 

国内专家手术录像专场及疑难案例分享  (地点：B309) 
主持人：王诚  罗新 马庆良  

星期六 
（9/19） 

吴氢凯 巨大子宫直肠陷凹疝修补术 
马庆良 阴式次全子宫切除 
王鲁文 膀胱阴道瘘 
倪观太 经阴道前路骶棘韧带固定术 
黄向华 腹腔镜下乙状结肠间置宫颈吻合阴道成形术 
王英红 骶骨固定术 
王  彦 经阴道—阴道穹隆骶骨固定术 
李  环 B 超监护清宫及剖宫产瘢痕薄弱部位缝合加固术 
吴桂珠 腹腔镜骶骨固定术 
陆  叶 腹腔镜下骶前悬吊 
王武亮 腹腔镜下阴道残端高位骶韧带悬吊术 

罗  新 

先天无阴道的腹腔镜下腹膜代阴道手术；                     
肥大阴蒂切除术后重建与阴道狭窄扩张私密整形术；                                        
阴道前壁修补术+压力性尿失禁 3D 电纺 PVD 尿道中段悬吊术 

刘  青 病例讨论：脱垂合并尿失禁 
古丽娜 病例讨论：复发肿瘤处理 

 
妇科微创分会场（授课 25 分钟讨论 5 分钟） 地点 B205 

 
 

星期六 
（9/19） 

主持人: 张小为  王悦 
08:00-08:30 机器人腹腔镜宫颈癌根治术 梁志清 
08:30-09:00 外阴癌腹腔镜下腹股沟淋巴结切除术 熊光武 
09:00-09:15 专题报告会 10                      主持人：陆安伟  

 新能量设备在妇科微创手术中的应用 康  山 
09:15-09:30 专题报告会 11                      主持人：王建六  

 子宫恶性肿瘤前哨淋巴结进展 王志启 

09:30-17:00 

手术演示 
讲解专家：梁志清、康山、周应芳、熊光武、陆安伟、徐惠成等 
机器人宫颈癌根治术 陈必良/邹伟 
腹腔镜下宫颈癌根治术 康山/王志启 

17:00-18:00 晚餐（一层宴会厅）  
 

18:00-18:15 专题报告 12                    主持人：王建六、张小为  
 妇科手术与粘连的预算                                        吴  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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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15-21:00 

国内专家手术录像专场及疑难案例分享   (地点 B205) 
星期六 

（9/19） 
徐惠成 腹腔镜下肾静脉损伤修补 
倪  妍 腹腔镜宫颈癌根治术中子宫深静脉的暴露与处理技巧 
冯力民 宫腔镜录像集锦 
王永军 宫颈癌腹腔镜策略 
赵福杰 避免乳糜漏及淋巴漏的腹腔镜腹主动脉淋巴清扫术 
韩  璐 腹腔镜并发症视频回放 
陆安伟 保留盆腔神经的宫颈癌根治术 
王武亮 腹腔镜下肾血管水平腹主动脉旁肿大转移的淋巴结切除术 
王玉东 腹腔镜下大淋巴切除 
陈  龙 腹腔镜下卵巢癌二探全子宫切除+盆腔转移病灶的处理+左输尿

管压迫性狭窄松解术 
程文俊 宫颈癌转移淋巴结切除 
米  鑫 腹腔镜在恶性肿瘤的应用体会 

 
盆底重建分会场（授课 25 分钟讨论 5 分钟）  地点：B309 

星期日 
（9/20） 

主持人：宋岩峰  王英红 
08:00-08:30 POP 手术保留子宫的术式选择及并发症处理 宋岩峰 
08:30-09:00 盆底疾病患者的生活质量评估 鲁永鲜 
09:00-09:30 尿失禁及 POP 的超声特点及应用价值 耿  京 
09:30-10:00 抗尿失禁手术方式选择、并发症防治及手术技巧演示 杨  欣 

主持人：张晓薇  黄欧平 
10:00-10:30 盆底手术失败后处理 许学先 
10:30-11:00 腹腔镜下阴道旁修补 张晓薇 
11:00-11:30 阴道封闭术 谢静燕 
11:30-12:00 膀胱过度活动症的诊断与治疗 马  乐 

 

星期日 
（9/20） 

微创分会场（25 分钟）   地点：B205 
主持人：凌斌  周蓉  

08:00-08:25 早期上皮性卵巢癌腹腔镜下保留生育功能的治疗及相关问题 向  阳 
08:25-08:50 从手术角度谈内异症与恶性肿瘤的关系 刘开江 
08:50-09:15 盆底重建与医学人文 凌  斌 
09:15-09:30 专题报告会 13                   主持人：王建六  

 3D 腹腔镜在妇科手术中的应用 向  阳 
 

盆底康复专场（25 分钟）    地点：B205 
主持人：孙秀丽  刘娟   

09:40-10:05 妇产电生理在妇科常见疾病诊疗领域的发展 王晓光 
10:05-10:30 女性慢性盆腔疼痛的治疗方案 王忠民 
10:30-10:55 女性性功能障碍物理整复方法 苏园园 
10:55-11:20 物理康复治疗在宫颈癌患者中的应用 孙秀丽 
11:20-11:45 妇科电生理在尿控中的应用 张  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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