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八届中·美妇科泌尿盆底重建外科学术研讨会

会议通知

尊敬的各位妇产科专家及同仁：

由解放军总医院第一附属医院、中国医师协会主办的第八届中·美妇科泌尿

盆底重建及微创手术研讨会将于 2018 年 11 月 16 日-18 日在北京举行。

一路走来，我们在实践、求索、精进，每一个改良和进步，都凝结着反复

的设想和求证的血汗。当日光再一次泛起在地平线，重新振作的心灵才发现，

前行的动力源自攻坚克难的快乐和初心不改的执着。

国内最早专注于妇科泌尿盆底手术的此研讨会创立于 2005 年，经历十几

年风雨寒暑已在国内外享有盛誉，它引领着我国盆底领域研究紧跟国际前沿，

同时造就了一批领军人才。在第八届研讨会即将召开之际，为进一步推动妇科

泌尿盆底功能障碍性疾病诊治的进展，我们热切期待与您在北京相聚，相互交

流，分享经验，共解难题。

自上世纪末以来，我院妇产科在鲁永鲜主任率领下开妇科盆底研究之路，

创学术前沿跟进之先。鲁主任在 1995 年首先报道了经阴道的非脱垂大子宫切

除术，奠定了我院阴道手术的领先地位。自 2002 年起，鲁主任团队在国内外

盆底功能障碍性疾病研究领域迭奏强音，一愿精诚，汇川聚海。至今我院累计

行经阴道子宫切除及盆底重建及抗尿失禁手术 8000 余例，发表文章 150 余

篇，获国家及省部级成果奖十余项，同时在国内培养了大批一流的专业人才，

为我国妇科泌尿亚专业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我院最先报告了一系列盆底疾

病相关的研究结果，包括：盆底功能障碍性疾病、尿粪失禁的流行病学、各类

抗尿失禁手术、阴道旁修补、阴道封闭、骶棘韧带固定、子宫骶韧带高位悬

吊、网片盆底重建术、穹窿骶骨固定术、隐匿性尿失禁、网片并发症高危因素

分析、15年网片暴露并发症的处理经验、各类手术的主客观疗效等。目前盆底

疾病已占到我科患者 30%以上，手术主客观治愈率分别达 95%、92%，并发症及

复发率均居国内外最低水平。2017、2018 年我院关于盆底重建手术近十年长期

疗效及研究连续入选国际妇科泌尿会议大会发言，佳评鹊起，声扬海外。



会议将邀请国内几十名著名妇科泌尿盆底及肛肠专家就此专业的有关进展

及热点问题进行专题报告、主题演讲、视频展播及病例讨论。会议邀请的专家

有：朱兰、宋岩峰、廖利民、王建六、张晓薇、鲁永鲜、韩劲松、杨欣、许学

先、夏志军、黄向华、温玉库、倪观太、李玉玮、李基业、潘凌亚、王彦、孙

秀丽、龚健、李兆艾、张毅、王鲁文、卢丹、古丽娜、吕秋波、沈文洁、史宏

晖、孙智晶、陆叶、陈娟，还特邀美国德州大学医学院、达拉斯西南医学中心

妇科泌尿专家 Joseph Schaffer 教授、芝加哥圣弗朗西斯医院妇科泌尿及重

建科主任 Marko J.Jachtorowycz 教授进行 6-8 学时授课。

本研讨会授 I类国家级继续教育学分 6 分，项目编号 2018-05-01-024（国）。

一、会议时间、地点

1．报到时间：2018 年 11 月 15 日

2．会议时间：2018 年 11 月 16 日-18 日

3．会议地点：北京解放军总医院第一附属医院（北京市海淀区阜成路 51号）

4．乘车路线：（1）北京西站：乘公交 40路、运通 102 路，航天桥西站下

车，西行 100 米。（2）北京站：乘地铁 2号线至阜成门，换乘

公交运通 106 路航天桥西站下车，西行 100 米。（3）北京南

站：乘地铁 4 号线至角门西，换乘 10号线至西钓鱼台下车，东

行 500 米。（4）首都机场：乘机场大巴公主坟线至航天桥下

车，西行 500 米。

二、报名方式

会议费：1380 元（包括资料费、餐费），参会人员统一安排住宿（裕龙大

酒店，标准间）420 元/间/天，不含早，费用自理

投稿与报名短信：尚陈 010-66867071、13146372086，（短信及邮件报名

请务必注明姓名、单位、科室、联系电话）电子邮件：521shangchen@163.com

学术咨询：葛静 13552626609 电子邮件：gejing304@126.com

中国医师协会 解放军总医院第一附属医院

2018 年 10 月 2018 年 10 月



第八届中·美妇科泌尿盆底重建外科学术研讨会日程表（第 1 版）

（2018.11.16~11.18）

日程安排（11 月 16 日）

8:00-8:20 开幕式，院首长致词 主持人：沈文洁 解放军总医院第一附属医院

专题讲座 主持人：宋岩峰 鲁永鲜

8:30-9:10
Ethics of Surgical Innovation

手术创新的伦理学
Joseph Schaffer 教授 美国

9:10-9:50 子宫切除术同时顶端支持手术解析 朱 兰 教授 北京协和医院

9:50-10:30

Pelvic Floor Disorders and Urinary

Incontinence: Treatment and Possibilities

for Prevention

盆底功能障碍和尿失禁：治疗和预防的可能性

Marko J.Jachtorowycz 教授 美国

10:30-10:40 茶歇 主持人：王建六 黄向华

10:40-11:20 保留子宫的盆底重建手术 宋岩峰 教授 南京军区福州总医院

11:20-12:00 盆底整体理论在妇科盆底手术中的实践与应用 王建六 教授 北京大学人民医院

12:00-13:00 午餐

专题讲座 主持人：张晓薇 龚健

13:00-13:40

Updates from the Pelvic Floor Disorders

Network

来自美国盆底疾病网内容的更新

Joseph Schaffer 教授 美国

13:40-14:20 穹窿骶骨固定术手术技巧及并发症处理 张晓薇 教授 广州医学院附属第一医院

14:20-15:00

Urinary tract injury in gynecologic

surgery

妇科手术中的尿路损伤

Marko J.Jachtorowycz 教授 美国

15:00-15:40 女性下尿路症状（LUTS）的临床诊治 廖利民 教授 中国康复研究中心北京博爱医院

15:40-15:50 茶歇 主持人：韩劲松 李兆艾

15:50-16:30 盆底功能障碍性疾病主客观评价与术式选择 韩劲松 教授 北京大学第三医院

16:30-17:10 膀胱过度活动症的诊断与治疗 杨 欣 教授 北京大学人民医院

17:10-17:50 微创手术在妇科肿瘤中应用的评价 潘凌亚 教授 北京协和医院

17:50-18:20 电生理技术在盆底功能障碍及尿失禁中的应用 孙秀丽 教授 北京大学人民医院

18:20-19:20 晚餐

19:20-20:30 病例术前讨论



日程安排（11 月 17 日）

专题讲座 主持人： 夏志军 张毅

8:00-8:40
Office-based solutions for Urinary incontinence

基于门诊的尿失禁解决方案
Joseph Schaffer 教授 美国

8:40-9:20 盆腔器官脱垂常用术式要点与评价 鲁永鲜 教授 解放军总医院第一附属医院

9:20-10:00

Do Urodynamics Really Matter in the

evaluation of the Incontinent Patient?

尿动力检查在尿失禁病人中的评价真有意义吗？

Marko J.Jachtorowycz 教授 美国

10:00-10:10 茶歇 主持人：卢丹 王鲁文

10:10-10:50 盆腔器官脱垂术后复发的对策及再次手术选择 夏志军 教授 辽宁沈阳盛京医院

10:50-11:30 外科疝手术的进展 李基业 教授 解放军总医院第一附属医院

11:30-12:10 直肠脱垂的诊断与手术治疗 李玉玮 教授 天津市人民医院肛肠科

12:10-13:00 午餐

专题讲座 主持人：吕秋波 沈文洁

13:00-13:40 阴式高位骶韧带悬吊术 鲁永鲜 教授 解放军总医院第一附属医院

13:40-14:10 骶棘韧带悬吊手术途径与技巧 倪观太 教授 皖南医学院

14:10-14:40 生殖道瘘的临床诊断与手术治疗 许学先 教授 武汉大学人民医院

14:40-15:10 网片并发症处理共识解读及经验分享 鲁永鲜 教授 解放军总医院第一附属医院

15:10-15:20 茶歇 主持人： 史宏晖 陆叶

15:20-15:50 盆腔器官脱垂的自体组织修补 温玉库 教授 锦州医学院

15:50-16:20 骶棘韧带悬吊手术途径与技巧 王 彦 教授 山东烟台毓璜顶医院

16:20-16:50 抗尿失禁吊带手术的研究进展 鲁永鲜 教授 解放军总医院第一附属医院

16:50-17:00 专题讲座 主持人：古丽娜 孙智晶

17:00-17:20 阴式高位骶韧带悬吊术治疗复发性脱垂的长期疗效 沈文洁 主任 副教授 解放军总医院第一附属医院

17:20-17:40 盆底功能障碍的保守治疗 葛 静 副教授 解放军总医院第一附属医院

17:40-17:50 单独高位骶韧带在中重度中盆腔脱垂中的疗效 张迎辉 副教授 解放军总医院第一附属医院

日程安排（11月 18日）-手术演示

术式 手术及讲解者

(1) 各类产品的经耻骨和经闭孔抗 SUI 吊带手术

(2) 经阴道网片盆底重建术（赫美、德迈、钛乐）

(3) 腹腔镜及腹部小切口穹窿骶骨固定（Y网）

(4) 髂耻骨穹窿固定术（德迈）

(5) 高位骶韧带悬吊、骶棘韧带悬吊

(6) 阴道全封闭/半封闭术（切除子宫的半封闭术）

(7) 盆腔器官脱垂术后复发的再次手术

(8) 会阴 III-IV 度裂伤及粪瘘、尿瘘的修补

(9) 阴式大子宫切除术

Dr.Schaffer、Dr.Jachtorowycz、朱兰、

宋岩峰、王建六、鲁永鲜、张晓薇、韩劲松、

杨欣、许学先、夏志军、黄向华、倪观太、李玉

玮、温玉库、王彦、孙秀丽、龚健、李兆艾、

张毅、王鲁文、卢丹、古丽娜、吕秋波、

沈文洁、史宏晖、孙智晶、陆叶、陈娟、刘昕、

刘静霞、葛静、张迎辉、牛珂、赵英、王文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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