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十三届北京大学女性盆底重建与私密整形研讨会会议通知 

    第十三屆北京大学人民医院女性盆底重建与私密整形研讨会定于 2017年 9月 8日至 10日在

北京召开。会议除邀请了中国大陆知名女性盆底重建及生殖整复专家外，还邀请了美国克利夫兰

医学中心盆底重建专家 Mark D.Walters 教授、美国密歇根大学盆底专家 Carolyn W. Swenson

教授、瑞典盆底专家张安聚教授、德国及法国盆底专家教授、韩国女性私密整形专家元铁教授、

中国台湾卢佳序教授、中国香港的张伟丽教授等。会议有两大主题：盆底疾病诊治和女性私密整

形。此次会议更加关注盆底功能相关热点问题。研讨会除了有国内外大牌专家的精彩授课、热点

问题讨论及疑难病例分享等专题外，还设立有外国专家手术视频演示、国内专家手术视频演示。

会前有两个主题的 workshop,内容精彩，值得期待，敬请关注。 

北京大学女性盆底重建与私密整形研讨会组委会 

2017 年 6 月 26 日 

 

 

 

大会组织机构 

名誉主席： 魏丽惠教授 王建六教授 

大会主席： 孙秀丽教授 

大会副主席： 韩劲松教授  杨欣教授 

秘 书 长：  陆叶副教授  李晓伟副教授 

秘书组：   安方 王世言 谈诚 

 

主办单位： 北京大学妇产科学系 

北京大学人民医院妇产科 

北京大学人民医院盆底疾病诊疗中心 

《中国妇产科临床杂志》社 

协办单位： 中国妇产科在线 

 

 

 

 

 

 



 

 

第十三届北京大学女性盆底重建与私密整形研讨会 

会议地点：北京万达嘉华酒店 

 

9 月 8 日下午：                                                  地点： 五层宴会厅 

尿失禁诊治专场 

尿失禁的诊断 

时间 主持人：黄向华  沈宏  孙智晶  

13:30-13:50 女性尿失禁的诊断方法 杨欣 

13:50-14:10 膀胱过度活动症诊治 许克新 

14:10-14:30 尿动力检查 马乐 

14:30-15:00 病历 1 全子宫切除术后尿潴留   诊断 李环 

尿失禁的治疗 

时间 主持人：杨欣 许克新  李兆艾 

15:00-15:40 The new frontier on surgical management for SUI 卢佳序（中国台湾） 

15:40-16:00 吊带手术的技巧及关键解剖 沈宏 

16:00-16:20 尿失禁非手术治疗  孙秀丽 

16:20-17:00 病历 2 子宫脱垂合并漏尿          治疗 谢静燕 

北京大学人民医院尿失禁诊治经验分享 

时间 主持人： 孙秀丽 龚健  

17:00-17:15 宫颈癌术后 LUTS及处理 王世言 

17:15-17:30 北大人民医院抗尿失禁手术随访 陈哲 

9 月 8 日晚上：                                                 

17:30-18:30 晚餐 

18:30-19:30 
中国整形美容协会女性生殖整复分会学组成立会议        地点：五层秦宫 

（生殖整形手术学组，激光技术学组） 

国内专家盆底重建手术录像专场 

时间 主持人：马庆良 鲁永鲜  罗新 

 
点评专家： 马庆良 鲁永鲜  罗新  张广民  刘禄斌 张毅 卢丹 陆叶 孙秀丽 

刘娟 谢臻蔚 王宴鹏 吴桂珠 林忠 李际春 王彦 王建六等 



18:30-22:00 

 

应用自体组织的盆底重建手术            张毅 

经阴道高位骶韧带悬吊术 鲁永鲜 

改良曼彻斯特手术 卢丹 

骶棘韧带悬吊术 陆叶 

直肠阴道瘘修补 孙秀丽 

单孔腹腔镜下全子宫双附件切除+阴道骶骨固定术 刘娟 

腹腔镜下阴道骶骨固定术 张广民 

前盆重建及经阴道前路双侧骶棘韧带固定术 刘禄斌 

顶端缺陷的重建 谢臻蔚 

腹腔镜下自体组织修补盆底重建手术 王宴鹏 

待定 吴桂珠 

阴道闭合术 林忠 

TVM 待定 

骶前固定术后，顽固性盆腔疼痛，网片取出术 王建六 

膀胱全切术后阴道小肠疝骨盆入口网片封闭术 王建六 

9 月 9 日上午：开幕式 

时间 主持人：孙秀丽 

08:00-08:30 

领导致辞   

Mark D.Walters 教授致辞，颁发客座教授证书 

大会合影（俯视图） 

现状及展望    

时间                         主持人   宋岩峰  孙秀丽 

08:30-08:50 盆底重建及生殖整复现状 王建六 

08:50-09:30 Michigan Four Wall Suspension 
Carolyn W. Swenson 

（美国） 

09:30-10:10 
Secondary labiaplasty:Total sex rejuvenation in 

the future: surgery, filler, laser and leds? 

Smarrito 

（法国） 

10:10-10:30 盆底电生理技术的展望 王晓光 

盆底重建手术专场 

时间            主持人：  鲁永鲜  杨欣 

10:30-10:50 POP 术式选择及最新业内证据 朱兰 

10:50-11:30 Complications of POP Surgery Mark D.Walters（美国） 



11:30-12:10 
Recent Progress of Plevic Floor Reconstruction 

in Germany 

Mathias Mengel 

（德国） 

12:10-12:30 
Treatment strategy of pelvic floor 

insufficiency---experience from Sweden 
张安聚（瑞典） 

12:30-12:50 网片的临床应用及变迁 张伟丽（中国香港） 

12:50-13:30 午餐、专题报告会 1      孙秀丽 

盆底手术及并发症专场 

时间 主持人： 许学先  夏志军 

13:30-13:50 盆底解剖及 POP手术中的解剖关键 刘萍 

13:50-14:10 曼彻斯特手术 韩劲松 

14:10-14:30 顶端悬吊重要性及方法 张晓薇 

14:30-14:50 讨论 

时间 主持人：张晓薇 王彦 

14:50-15:10 自体组织修复性盆底重建手术 鲁永鲜 

15:10-15:30 盆底重建手术并发症及案例分析 宋岩峰 

15:30-15:50 POP 复发处理 夏志军 

15:50-16:10 讨论 

北大人民盆底重建专题 

              主持人：杨欣  孙秀丽 

16:10-16:20 北京大学人民医院盆底手术历史演变 李晓伟 

16:20-16:30 盆底手术并发症 程文瑾 

16:30-16:40 盆底手术前后排尿功能（LUTS）变化 安方 

16:40-16:50 POP 术前后排便功能比较 谈诚 

16:50-17:00 讨论 

17:00-18:00 晚餐、专题报告会 2 

9 月 9 日晚上：外宾视频分享讨论专题 

时间               主持人：杨欣、孙秀丽 

18:00-21:00 

手术视频题目 播放及讨论专家 

盆底手术 Mark D. Walters 

盆底手术 Carolyn W. Swenson 

生殖整复手术 元铁 

盆底手术 法国专家 



盆底手术 德国专家 

病例 1   盆底重建手术后复发 古丽娜 

病例 2   子宫脱垂 IV期 杨莹超 

讨论专家：Mark Walters   Carolyn W. Swenson   Mathias Mengel  Smarrito 

卢佳序  张安聚  王建六  元铁  马庆良  鲁永鲜  罗新  张广民  刘禄斌   

张毅  卢丹  陆叶  孙秀丽  刘娟  谢臻蔚  王宴鹏  吴桂珠  林忠  古丽娜  

杨欣 王彦 

9 月 10 日上午：                          盆底物理康复专题 

时间 主持人：刘培淑 王鲁文 

08:00-08:20 产后整体康复理念 苏园园 

08:20-08:40 恶性肿瘤术后的物理康复治疗 孙秀丽 

08:40-09:00 慢性盆底肌筋膜疼痛综合征 郑峥 

09:00-09:20 不同分娩方式的盆底肌电改变和康复干预方案 王小榕 

09:20-09:30 讨论 

盆底病情评估及基础研究专题   

时间 主持人： 黄欧平 胡丽娜  孙智晶 罗新 

09:30-10:00 MRI Carolyn W. Swenson 

10:00-10:20 盆底超声 耿京 

10:20-10:40 国自然课题 吴氢凯 

10:40-11:00 北大人民的盆底基础研究 贾元元 

11:00-11:20 
机械力诱导氧化应激在女性压力性尿失禁的作用及抗

氧化治疗研究 
洪莉 

11:20-11:30 讨论 

11:30-12:30 午餐 

9 月 10 日下午 

女性私密整形专题 

非手术专题 

时间 主持人：金杭美  李静然 

12:30-12:50 CO2点阵激光在压力性尿失禁治疗中的应用 张晓薇 

12:50-13:10 CO2点阵激光治疗阴道松弛症 刘阳 

13:10-13:30 注射治疗在女性生殖道整复中的应用 穆籣 

13:30-13:50 生殖整形美容理念 彭喆 

13:50-14:00 讨论 

女性私密整形手术专题 

时间 主持人：穆籣  刘阳 



14:00-14:20 子宫畸形的腹腔镜微创治疗的关键技术 华克勤 

14:10-14:30 异位输尿管畸形的诊治 金杭美 

14:30-14:50 阴道紧缩术 李强 

14:50-15:10 整形手术原则及技巧 李峰永 

15:10-15:50 韩国女性生殖整复的发展及主要整复手术技巧 元铁 

15:50-16:00 讨论 

16:00-17:00 生殖整复手术视频展示 

17:00 闭幕式 

 

 

 

 

 

 

会议报到：2017 年 9 月 7 日（全天） 

会议时间：2017 年 9 月 8-10 日 

会议地点：北京万达嘉华酒店 

大会注册费：1000 元（含资料费，食宿自理） 

住宿信息： 北京万达嘉华酒店 地址：北京石景山区石景山路甲18号1号楼 电话：(010)88681188 

住宿费用：单间/标间 600元（含早餐），标间拼房 300 元/床，会务组不收取住宿费用，交纳注

册费学员可预留房间，住房费用及住宿押金需交酒店。 

注：会务组可协助参会代表拼房入住酒店标准间。但两位代表必须同时入住和离开方可拼房，否

则只能单间。会务组不负责承担空床费用。 

转账信息： 

公司名称：北京尖尖康医疗科技有限公司 

开 户 行：建设银行北京宣武支行营业部 

账    号：11001019500059998998 

请学员汇款时在附言栏内注明： 参会人姓名、电话、“北大人民盆底重建与私密整形研讨会”

字样，以汇款存根、手机短信(凭证)兑换发票。   

 

联系人：付静 安方 段秋霞   

组委会：010-88324385     E-mail: fujing0315@163.com 

mailto:fujing0315@163.com


中国妇产科在线网站报名：（www.cogonline.com.cn）

http://www.cogonline.com.cn/Article/xshy/hyyg/152087063.html 

报名联系人：刘老师 18910626301    李老师 15810026182 

报名回执邮箱：E-mail:bdpdbm@126.com 

 

 

 

 

 

 

 

------------------------------------------------------------------------------ 

第十三届北京大学女性盆底重建与私密整形手术研讨会报名回执 

（复印有效） 

姓名： 性别： 职称： 职务: 电话： 

单位名称： 微信： 

联系地址： 邮编： 

发票抬头： 住宿：口是口否 拼房：口是  口否 

单位税号： 

 

http://www.cogonline.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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