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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整形美容协会女性生殖整复分会

“关爱女性健康,关注生殖整复”学术研讨会通知

The 5th Forum of “Focus on Female Health & Female Reproductive Plastic and Rehabilitation”

尊敬的各位医师：

由中国整形美容协会女性生殖整复分会主办的第五届“关爱女性健康，关注生殖整

复”学术研讨会定于 2019 年 5 月 17-19 日在郑州嵩山宾馆隆重召开。

随着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人们对生活质量的要求不断提高。特别是近年来，越

来越多的女性开始关注自己的生殖健康和形态的美。为了满足中国女性的需求，自 2014

年成立以来中国整形美容协会女性生殖整复分会已经成功举办了四届“关爱女性大健

康”学术年会，受到各界人士的广泛关注。我们在女性生殖整形与康复的临床、教学、

科研、管理及相关产品的学术交流和推广上做了大量的工作，并与国外欧美韩泰各国同

行专家进行了广泛的合作与交流，促进了女性生殖整复事业在中国的蓬勃发展。

理论与实践并重，健康与美学同求。此次会议作为女性生殖（私密）整复年度学术

盛会，将依旧按照重学术、高质量、创品牌的理念设置开幕式主会场和五个专题论坛，

即女性生殖整复激光技术；生殖整复物理技术；生殖内分泌；生殖整复微创治疗；生殖

整形手术论坛，将给大家带来新信息和新技术应用的结果。大会将邀请国际、国内资深

的专家做专题报告和手术演示，并就每个专题做深度讨论及分享。会议主要采用视频化、

数据化、可视化方法，演讲和展示各种治疗技术，剖析技术难点和临床实施经验、策略

及并发症防治等，即时解惑答疑，充分讨论等形式进行深入浅出的交流。

郑州是河南省省会，华夏文明的重要发祥地。地处中国地理中心，素有“中国铁路

心脏”和“中国交通十字路口”之誉。欢迎各位志士同仁积极参与和关注女性健康，携

手共进铸辉煌!

一、主办单位：中国整形美容协会女性生殖整复分会

二、承办单位： 郑州大学附属第三医院

三、会议时间：2019 年 5 月 17-19日，17 日全天报到，18 日-19 日两天会议。



四、会议地点：河南省郑州市嵩山饭店（郑州市中原区伊河路 156号）

五、会议相关事宜

（一）会议注册

 学员报名请点击二维码报名:

1、微信扫描图中二维码

2、进入微官网，点击参会报名 http://www.medmeeting.org/MiniSite/Index/8549

3、注册会务通平台 （报名二维码）

4、填写个人信息，按照报名流程点击参会注册，即报名成功。

5、报名交费（见注册费用）

注：会务通平台新用户注册流程，点击注册新用户，填写带*的必填项，提交注册信息

后，点击个人代表注册即可（报名缴费详见下方注册费用）。

（二）注册费用：

 2019年 05月 10日前注册 人民币 800元∕人

 2019年 05月 11日及以后注册 人民币 1000元∕人

 河南省学员注册费为 500元∕人

 注册费请汇入下面指定账号：

户 名：中国整形美容协会

开户行：中国建设银行北京长河湾支行

账 号：11001068900052500320

请学员汇款时在附言栏内注明缴费人姓名、发票抬头、税号“女性分会年会”字样，

以汇款存根、手机短信（凭证）兑换发票。

（三）学分授予：

国家继续教育Ⅰ类项目 2019-05-03-204（国）6分

（四）食宿安排：



1、住宿酒店：河南省郑州市嵩山饭店（郑州市中原区伊河路 156号）

2、住宿费用双标 350—440元∕天（含早）。食宿由会议统一安排，费用回单位报

销。

3、会议住宿请扫描报名二维码，点击个人中心，酒店房间预定。

4、本次会议不设接站，请自行前往。请参加人员自行提前预购返程票，会议不提

供票务服务。

六、大会会务组联系方式

大会秘书处联系人：古 梅 电话：13701370864

安 方 电话：13810267628

大会会务组联系人：屈 敏 （郑大三附院） 电话：13613808952

奈嫚嫚 （郑大三附院） 电话：13523046352

报名联系人：刘思私（中国妇产科在线）13260126994（负责全国各省报名）

高桂香（郑大三附院） 15138979515 （负责河南省学员报名）

住宿安排联系人：侯 影 （郑大三附院） 13837107821

会议招商联系人：王鲁文 13607683293 屈敏 13613808952

中国整形美容协会女性生殖整复分会

2019年 4月 25 日



中国整形美容协会女性生殖整复分会

“关爱女性健康,关注生殖整复”学术研讨会日程

日 期 时 间 内 容 地点

5月16日
（星期四）

14:00-20:00 学习班学员报到
嵩山饭店大

堂

5月17日
（星期五）

08:30-16:30 整形手术培训班

嵩山饭店5

号楼5层会

议室

08:30-16:30 盆底重建手术培训班
嵩山饭店

太阳厅

08:30-16:30 激光技术高级培训班
嵩山饭店

朝岳厅

08:00-21:00 年会会议代表报到注册
嵩山饭店大

堂

19:30-21:00 女性生殖整复常务理事会议

嵩山饭店5

号楼4层会

议室

《关爱女性健康、关注生殖整复》学术会议日程

日期 地点 时间 内 容 主讲人

5月18日
（周六）

嵩山饭店

大礼堂

8:00-8:20
合影 开幕式

主持人：孙秀丽

致辞

主持人： 金杭美 华克勤

08:20-08:50 中国女性生殖整复任重道远 王建六

08:50-09:20 盆底重建手术整体及个体化设计 宋岩峰

09:20-09:50 更年期妇女生殖泌尿症状的治疗新技术
苏棋枫（台

湾）

09:50-10:20
The discussion and debates of recently introduced various

surgical approaches in gynecoplastic field
元铁 （韩）

10:20-10:30 Q & D

10:30-10:50 卫星会+茶歇 王鲁文



主持人： 夏志军 孙秀丽

10:50-11:10 生殖轴衰老与神经内分泌调节 杨冬梓

11:10-11:30 生殖整复激光进展与思考 张晓薇

11:30-11:50 女性外阴整形美容手术的治疗进展与存在问题 刘 阳

11:50-12:10 创新发展物理康复领域热点扫描 马 乐

12:10-12:20 Q & D

12:20-13:30 会场午餐， 休息

女性生殖物理整复论坛

日期 地点 时 间 内 容 主讲人

5月18日
（周六）

嵩山饭店

太阳厅

主持人：吴素慧 韩雪松

13:30-14:00 盆底疾病一、二级预防探索 孙秀丽

14:00-14:30 产后整体体康复新进展 苏园园

14:30-15:00 脊柱骨盆形变与女性盆底功能障碍 刘增君

15:00-15:30 促进血液循环在盆底功能障碍性疾病中的应用 张红真

15:30-15:40 讨论+茶歇

主持人： 郑萍 周志春

15:40-16:00 产后腹直肌分离的物理治疗 李 环

16:00-16:20 女性压力性尿失禁的康复治疗 葛 环

16:20-16:40 LPG治疗会阴侧切疤痕 王比男

16:40-17:00 女性形体智能评估检测装置及方法 李丹彦

17:00-17:30
专家点评及讨论

点评专家：王彦龙 麻荪香 张铭 陶玉玲 王雅莉等

18:00-19:00 女性生殖整复分会全体理事工作会议 一层宴会厅

女性生殖整复激光技术论坛

日期 地点 时 间 内 容 主讲人

主持人： 王鲁文 宋悦

13:30-13:50 FDA有关能量类设备阴道应用警示的解读 张晓薇

13:50-14:10 外阴-阴道激光技术的基本理论与临床实践 张 歌

14:10-14:30 讨论环节



5月18日
（周六）

嵩山饭店

5号楼

5层会议室

14:30-14:50 二氧化激光治疗女性尿失禁的临床应用与思考 宋 悦

14:50-15:10 二氧化碳激光在萎缩性阴道炎治疗的临床研究进展 李静然

15:10-15:20 讨论环节

主持人：牛晓宇 付秀虹

15:20-15:40 激光技术在女性外阴皮肤疾病中的应用进展 李 环

15:40-16:00 二氧化碳激光与小阴唇整形术 王鲁文

16:00-16:20 阴道松弛症的阴道激光治疗 刘 阳

16:20-16:40 生殖激光的文献回顾与思考 苗娅莉

病例分享及讨论 主持人： 张晓薇 李静然

16:40-17:00 案例分享 徐丽珍

17:10-17:30 现场提问及讨论

18:00-19:00 女性生殖整复分会全体理事大会

生殖内分泌论坛

日期 地点 时 间 内 容 主讲人

5月18日
（周六）

嵩山饭店

朝岳厅

主持人： 杨欣 胡丽娜

13:30-14:00 浅谈干细胞与抗衰老 张 琪

14:00-14:30 绝经女性骨质疏松 杨 欣

14:30-15:00 绝经激素治疗延缓女性衰老 谢梅青

15:00-15:30 子宫托在盆腔器官脱垂中的应用 郑 铮

15:30-15:50 阴道微生态与女性盆底功能 李香娟

15:50-16:10 生殖道感染影响胚胎种植的研究 胡丽娜

16:10-17:00
病例讨论

主持人：谢梅青 盛少琴

女性生殖整复微创论坛

日期 地点 时 间 内 容 主讲人

5月19日
（周日）

嵩山饭店

朝岳厅

专题讲座 主持人：蔡云朗、肖斌梅

8:00-8:20 前盆腔缺陷和手术设计的再认识 宋岩峰

8:20-8:40 腹腔镜下网片固定与TVM的比较 夏志军

8:40-9:00 网片植入盆底重建手术复发及并发症分析
古丽娜.阿巴

拜克力

9:00-9:20
经腹腹前筋膜悬吊治疗子宫全切术后阴道穹窿脱垂的

手术技巧
王英红

专题讲座 主持人：李彩云、谢静燕

09:20-09:40 肾上腺皮质增生性外阴阴道发育异常 田永杰

09:40-10:00 经自然腔道手术在妇科应用 吴桂珠

10:00-10:20 中盆腔缺陷手术路径选择 周 勤



10:20-10:40 保留子宫盆底重建手术研究 王凤玫

10:40-11:00 深部 DIE的微创手术治疗 李佩玲

手术视频 主持人：洪莉 刘娟 于晓辉

11:00-11:20 腹膜后肿瘤的腹腔镜手术 徐惠成

11:20-11:40 经阴道单孔腹腔镜下盆底重建 陈义松

11:40-12:00
经阴道/腹腔镜/vNOTES 三途径尾骨肌骶棘韧带复合

体解剖体会及手术探索
王延洲

12:00-12:20 腹腔镜下乙状结肠代阴道
金 心

夏志军

女性生殖整形手术论坛

日期 地点 时 间 内 容 主讲人

5月19日
（周日）

嵩山饭店

大礼堂

论坛一：生殖整形的美学与性学

主持人：谢臻蔚、华克勤

08:10-08:40 美学阴道紧缩术的关注点 穆 籣

08:40-09:10 阴道紧致术与性学 罗 新

09:10-09:40 女性私密整形适应症的探讨 刘 阳

论坛二：私密整形与抗衰老

主持人：徐珊、金杭美

09:40-10:10 女性外阴衰老变化特点及抗衰老美容手术 李 强

10:10-10:40 浅谈外阴填充治疗在抗衰老中的作用 程 辰

10:40-11:10 女性抗衰老相关的激素问题 伍学焱

午餐（11：10-12：20）

论坛三：整形手术的研讨与精彩视频

主持人：刘建华、林忠

点评专家：生殖整形手术组专家成员

12:20-12:40 生殖道畸形单孔腹腔镜手术的关键技术 华克勤

12:40-13:00 会阴损伤修复（范例视频） 金杭美

13:00-13:20
小阴唇整形（范例视频） 刘 阳

13:20-13:40 私密整形（范例视频） 穆 籣

13:40-14:00 私密整形（范例视频） 王建六

14:00-14:30 点评与讨论环节

14:30 会议结束，撤离



附件一交通信息
酒店地址：河南省郑州市嵩山饭店（地址：郑州市中原区伊河路 156 号）

酒店电话：0371—67176677，67176699。

酒店联系人：席琛：电话：13663006503。

郑州火车站出发

出租车：郑州火车站东、西广场--陇海路快速通道（西广场也可走中原路）—嵩山

路--伊河路，全程 6公里，约 10 元左右。

公交车：

（1）201 路：郑州火车站西广场站上车，在伊河路百花里路下车，对面即到达

嵩山饭店。全程 4公里。

（2）1路：火车站东广场上车，在嵩山路伊河路站下车，沿嵩山路伊河路十字路

口向西步行 200 米路南到达。全程约 6公里。

（3）102 路：火车站乘 102 路，到市委站下车，沿百花里路向南走 500 米到伊河

路斜对面即到。

地铁 1 号线：西广场上车--绿城广场站下车，C出站口出站后可转乘 S112 路公交

车 1站到百花里路下车，对面即到。

郑州东站出发

出租车：郑州东站--107 国道--陇海路快速通道—嵩山路-伊河路--嵩山饭店，全

程约 18 公里，约 30 分钟，约 35 元。

地铁 1 号线：郑州东站上车--绿城广场站下车，C出站口出站后可转乘 S112 路公交

车 1站到百花里路下车，对面即到。全程 16.54 公里，约 58 分钟。

新郑国际机场出发

出租车：郑州新郑国际机场--机场迎宾大道--机场高速--陇海路快速通道----陇海

西路—嵩山路下高架--伊河路--嵩山饭店，全程约 40 公里，50 分钟，约 90 元。

地铁 2 号线：机场乘坐地铁 2号线到紫荆山站换乘地铁 1号线，-绿城广场站下车，

C出站口出站后可转乘 S112 路公交车 1站到百花里路下车对面即到，约 2小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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