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尊敬的妇产科同道： 

大家好！ 

为展示妇科微创手术的前沿和发展，推广国内外先进诊疗技术和

经验，为广大同道提供广阔的学习交流平台，我们诚挚邀请您 2019

年 3 月 29 日至 3 月 31 日相聚于花城广州，共襄盛会——2019 年第

3届国际妇科经自然腔道手术大会暨亚太妇产科内视镜和微创治疗医

学会（APAGE）广州区域会议。 

当今妇科手术的发展正呈科学化、人性化、个体化、微创化、多

元化发展，单孔腹腔镜技术作为微创手术新入路途径，因其创伤小，

术后疼痛轻，康复快，符合快速康复外科理念，在临床上广泛使用。

经阴道途径的单孔腹腔镜技术利用阴道自然腔道施行，充分体现了微

创观念，受到妇产科医师的青睐。自 2017 年 4 月以来，我们已成功

召开两届国际妇科经自然腔道手术大会，举办六期单孔腹腔镜技术手

拉手培训班，并于 2018 年 8月举办首期中美西点将才“V-NOTES”手

术培训班。本次大会将延续往届大会特色，邀请国内外知名专家教授

进行 NOTES 相关主题演讲及手术演示，解读国内外临床微创技术新进

展，为与会者提供深入了解、现场交流国内外新进展及临床应用经验

的机会。 

期待与各位同道共享学术盛宴，相会于千年羊城，岭南明珠——

广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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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会组织架构 席团 

         

 

  

 

 

 

 

 

Xiaoming Guan          Chyi Long Lee（李奇龙） 

 

 

 

               

 

  

 

 

刘 娟 

 

大会执行主席 

 

大会主席 

 



 

 

黄凯清、黄子君、郝世辉、孙斌、赵春梅、 甘婷、 

曾彩芬、胡少群、罗启莉、张菁、周星楠、陈硕臻 

符华影、李钰彦、吴纯华、刘启煌 

 

第 3 届国际妇科经自然腔道手术大会 

 

 

 

 

 

               

 

熊 焰                          付 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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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授课专家 席团 

 

 

Robert K Zurawin（美国） 

Xiaoming Guan（美国） 

Chyi Long Lee（李奇龙）（台湾） 

Jan Filip Baekelandt（比利时） 

Chi-Chang Chang（张基昌）（台湾） 

Pao-Ling Torng（童宝玲）（台湾） 

Hsuan Su（苏轩）（台湾） 

Veerapol Khemarangsan（泰国） 

 

 

（按姓氏拼音排序，排名不分先后） 

陈春林、陈健华、韩璐、韩燕华、贺红英、李环 

梁志清 、刘畅 、刘娟 、刘崇东、刘木彪、刘平 

刘萍 、楼微华、娄阁、陆安伟、罗喜平 、倪观太 

倪妍  、沈杨  、石琨、 苏园园、孙大为、孙静 

王刚  、王倩青 、王世军、王寿平、魏正强、吴桂珠 

夏志军、 肖静  、熊樱  、张蔚  、张晓薇、张宗峰 

赵仁峰、郑莹  、朱兰 

特邀授课专家 

境内授课专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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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月 30 日 

V-NOTES 全子宫切除世界专家 show 

 

3 月 29 日 

专家手术视频解析-单孔技巧 Step by Step  

            “西点将才”手术视频汇 

 

3 月 27-28 日 

第七期中美“NOTES”手术“西点将才”培训班 

 

3 月 28 日 

女性盆底康复技能 workshop 培训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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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会议主题 席团 

自然腔道，遵循自然－经自然腔道手术专题； 

盆底疾病，聚焦盆底－阴式手术及盆底康复专题； 

世界微创，放眼亚太－内镜技术培训专题； 

碰撞未来，感触智能－展示经自然腔道机器人； 

 

      会议议题 席团 

专家手术视频解析-单孔技巧 Step by Step 

“西点将才”手术视频汇 

V-NOTES 全子宫切除世界专家 show 
 

What we learn from LACC clinical trial 

Natural Orifice Transvaginal/umbilical Endoscopic Surgery: Facing Future 

Artificial Intelligent Surgery (Digital Surgery) 

LESS or NOTES，Trick and Tip 

NOTES Feasibility in Advanced Hysterectomy 

Single port surgery for large uterus 

Complications of vNOTES surgery 

Eight-year experience of Natrual Orifice Endoscopic Surgery in 

gynecology 

Innovative Robotic System for Transvaginal Procedures 



 

 

V-NOTES 全子宫切除的临床前瞻性研究 

中国大陆单孔腹腔镜及 NOTES 手术在妇科领域的应用探讨 

中国 NOSES 和 NOTES 的现状与未来 

VNOTES 手术困难病例分享 

经阴 NOTES 初探 

腹腔镜设备与能量器械工作原理及使用技巧 

经脐单孔腹腔镜的手术技巧与体会 

网片相关并发症的处理 

腹腔镜下网片固定与 TVM 的比较 

先天性阴道中下端闭锁并膀胱阴道瘘的处理 

环阴道支持结构缺陷原位重建术的理论基础与新实践 

整体康复新技术在妇产科的临床应用 

经阴道骶棘韧带固定术的解剖与手术技巧 

子宫切除顶端悬吊的手术指证及注意事项 

mini 腹腔镜在妇科手术中的应用 

单孔腹腔镜下妊娠合并巨大卵巢肿瘤的手术技巧 

基于宫颈癌大数据讲讲微创手术的利与弊 

单孔腹腔镜技术在恶性肿瘤中的治疗现状 

单孔腹腔镜下恶性肿瘤手术的体会和技巧 

妇癌常规手术的单孔化----困难和对策 

子宫内膜癌单孔腹腔镜手术难点与技巧 

外阴癌的腹股沟淋巴结切除 



 

 

再议妇科恶性肿瘤腹腔镜手术 

如何开展腹腔镜技术培训——佛山经验分享 

浅淡如何在基层医院妇科推广经脐单孔腹腔镜技术 

从麻醉医生的角度谈妇科 ERAS 的围术期管理  

论文撰写要点及常见问题分析 

        会议时间、地点    席团 

会议时间：2019 年 3月 29日至 3月 31日 

    开幕式：2019年 3月 30日  8：00 

注册报道时间：2019 年 3月 28日 14:00-18:00 

2019年 3月 29日 08:00-18:00 

会议地点：广州卡威尔酒店五楼会议厅（广州市海

珠区工业大道中 222号） 

参会须知 团 

（一） 注册费：本次参会代表注册费 1000 元/人，包括 3 月

29—30 日午餐 

（二） 酒店住宿及用餐：食宿自理，注册代表凭餐券领取午餐；

会务酒店为广州卡威尔酒店：豪华大床房（含早）450元

／晚，豪华双床房（含早）450 元／晚，订房联系人：酒

店朱经理 18022322925、黄经理 18022322931。 

（三） 学分授予：本次会议注册代表授予继续教育项目学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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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报名方式： 

① 微信报名：请关注广医三院盆底诊治中心微信号，于栏目

下方点击会议报名，认真填写报名回执后提交。截止时间：2019

年 3 月 20 日。 

 

② 邮箱报名：notesconference@163.com 请发送参会者姓

名、性别、职称、职务、单位及科室、联系电话、邮箱。截止

时间：2019 年 3月 20 日。 

③ 现场报名：会议期间于报到处办理手续。 

大会联系人：李老师（18318718603）刘老师（18707594258） 

符老师（13790423282）  

 

 

 

 

2019 年第 3 届妇科经自然腔道手术大会报名回执 

姓名： 

单位名称:                职称、职务:  

   联系电话：               电子邮箱： 

温馨提示：食宿自理，住宿详情请看会议通知。 

mailto:notesconference@163.com
mailto:notesconference@163.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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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注 

秉承“交流  发展 创新”的宗旨，重视学术性，坚持博采众

长，创新发展的理念，现向全国征集会议主题相关手术录像、技术

改进体会及经验分享。大会同时开设“西点将才培训班学员手术视

频风云汇”，征集学员在两年内以单孔为主题的获奖手术录像，及

历届学员手术录像。欢迎大家关注并积极参与！  

手术视频要求：MP4 格式，良性 6分钟以内，恶性 8分钟以

内。 

版权要求：视频需为参赛者本人原创且有独立版权，视频内不

得出现患者面部或姓名身份信息等事实资料 

投稿截止日期：2019 年 3月 20 日；择优遴选手术录像，用于

大会发言。 

作品投寄方式：电子版可直接发送至

notesconference@163.com 

作品邮件主题格式为：（手术视频）+作者姓名+工作单位+联系

方式等个人信息，另撰文说明其主要内

容及手术亮点并附病例介绍。 

广东省医师协会妇产科电生理医师分会 

2019年 1月 1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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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会前培训 

 第七期中美“NOTES”手术“西点将才”培训班 

    为满足广大妇产科医师学习单孔腹腔镜手术的热切期盼，2019年 3月

27-28日，将由美国妇科腔镜协会（AAGL）微创妇科专科培训基地负责人关小

明教授联合广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三医院妇科刘娟主任单孔腹腔镜手术团队，采

用美国 fellowship培训模式，举办第七期中美“NOTES”手术“西点将才”培

训班。本次培训班特邀授课专家：Robert K Zurawin 、Xiaoming Guan、

Hsuan Su（苏轩）、刘萍、刘娟、付熙、林琼燕、叶青进行授课讲解妇科单孔

腹腔镜手术技术要点。为期两天的妇科单孔手术技术培训将让您学习并掌握新

兴妇科微创技术，共享精湛详细的技能操作手册，实时分享临床手术心得以及

与国际、国内专家进一步交流经验。 

中美“NOTES”手术“西点将才”培训班精彩内容摘要： 

单洞雅韵—Xiaoming Guan 

Ergonomic Challenge and Learning curve in Single Port Laparoscopic surgery—Hsuan Su

（苏轩） 

盆腔血管解剖—刘萍 

单孔腹腔镜下缝合打结及肌瘤取瘤技巧—刘娟 

单孔腹腔镜技术与 ERAS联合在妇科手术中的应用—付熙 

Hand-on干式模拟训练讲解—林琼燕 

单孔腹腔镜手术的护理配合—叶青 

妇科单孔腹腔镜手术展示— Xiaoming Guan、刘娟、付熙、林琼燕 

动物实验（猪）、干式模拟训练单孔腹腔镜手术 

第七期中美“NOTES”手术“西点将才”培训班报名已结束，如还有对单孔

腹腔镜手术感兴趣的妇产科同道未报名，请您留意下一期中美“NOTES”手术

“西点将才”培训班的报名通知，感谢您对我们的关注与支持！ 

温馨提示：本次培训班收费标准为 4500元/人 ，限报到时间(2019年 3月

26日下午 15:00-18:00)于报到地点广州卡威尔酒店大堂现金缴费，参加本次培

训班的学员可免费参加 3月 29 日的第三届国际妇科经自然腔道手术大会。食宿

自理，住宿推荐预定广州卡威尔酒店（广州市海珠区工业大道中 222号）,订房

联系人：酒店朱经理 18022322925、 黄经理 18022322931。 



 

 

女性盆底康复技能 workshop 培训班 

近年来，盆底电生理技术在女性盆底康复治疗中得到广泛应用并取得良好

效果，造福广大女性患者。为提高广大医务人员在盆底康复技能方面的水平，

做好盆底疾病的防治工作，降低盆底疾病发病率，由广东省医师协会妇产科电

生理医师分会、广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三医院联合主办的“女性盆底康复技能

workshop"定于 2019年 3月 28 日在广州举行，欢迎广大相关专业人员踊跃报名

参会。 

女性盆底康复技能 workshop 培训班精彩内容摘要： 

女性压力性尿失禁诊断治疗指南—刘平 

腹直肌超声评估—张新玲   

产后耻骨联合分离的诊治—宋成宪 

力学与美—韩燕华 

女性盆底功能障碍的物理康复治疗及临床个体化应用—李环 

术后盆腔痛和尿潴留的中医特色疗法介绍—肖静 

实操培训：康复技能手拉手—肖静、曾彩芬、胡少群、李太良 

 

报名方式：邮箱报名:请发送姓名、单位、联系电话、单位及科室、联系电

话、个人邮箱等信息至邮箱：765753360@qq.com，备注“女性盆底康复技能

workshop培训班”培训班。会务组将以短信方式通知报名成功。 
温馨提示：本次会议收取会务费 1000元（含资料、午餐费），限报到时间

(2019年 3月 27日下午 15:00-18:00)于报到地点广州卡威尔酒店大堂现金缴

费，参加本次培训班的学员可免费参加 3月 29日的第三届国际妇科经自然腔道

手术大会，住宿推荐预定广州卡威尔酒店（广州市海珠区工业大道中 222号）,

订房联系人：酒店朱经理 18022322925、 黄经理 1802232293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