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国整形美容协会科技创新与器官整复分会
第二届科技创新与器官整复学术年会

日程安排
2019.10.25-27

太原•阳光皇冠假日酒店

10 月 25 号 星期五 三层宴会厅 13:30-19:30

时间 创新整复:专家手术精讲 主持人：郝敏 段华

13:00-13:15 POP/PFD 治疗-改良阴式 HUSLS 阴道残端四点悬吊术 罗新 暨南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13: 15-13:30 腹腔镜下宫颈周围环精解 黄浩 佛山市南海区人民医院

13:30-13:45 阴式子宫切除加阴道前后壁修补 张蔚 武汉大学中南医院

13:45-14:00 经阴道骶棘韧带悬吊术 谢静燕 南京医科大学附属南京医院

14:00-14:15 阴道顶端支持结构原位重建手术 刘木彪 广东省人民医院

14:15-14:30 压力性尿失禁手术治疗 李佩玲 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

14:30-14:45 经阴道加 U 型补片双侧骶棘韧带悬吊术 李香娟 杭州市妇幼保健院

14:45-15:00 腹腔镜圆韧带悬吊术 应小燕 南京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

15:00-15:15 女性生殖器官发育畸形矫治术 王素敏 南京医科大学附属南京妇幼保健院

15:15-15:30 腹腔镜阴道/子宫骶骨固定术 郝敏 山西医科大学第二医院

15:30-15:45 新型阴道膜模具先天性无阴道成形术 段华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妇产医院

15:45-16:00 不同类型阴道闭锁的治疗 秦成路 深圳大学第三附属医院

16:00-16:10 茶 歇

时间 科技创新与器官整复分会理事工作会议 主持人：唐芹

16:10-16:30 科技创新与器官整复分会理事会工作报告 段华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妇产医院

16:30-16:40 分会工作制度与各专业委员会职责与管理条例 金力 北京协和医院

时间

外阴阴道疾病治疗与整复、盆底功能障碍疾病物理康复、

阴道整复与紧致、盆底康复与重建手术、腹壁与脐孔整复

专业委员会成立会议 主持人：唐芹、金力、李比、李晨

16:40-16:55 外阴阴道疾病治疗与整复专业委员会 主委工作报告 郭银树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妇产医院

16:55-17:10 盆底功能障碍疾病物理康复专业委员会 主委工作报告 张玉泉 南通大学附属医院

17:10-17:25 盆底康复与重建手术专业委员会 主委工作报告 刘木彪 广东省人民医院

17:25-17:40 阴道整复与紧致专业委员会 主委工作报告 罗新 暨南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17:40-17:55 腹壁与脐孔整复专业委员会 主委工作报告 谭先杰 北京协和医院

17:55-19：00 颁发各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副主任委员与委员证书 中整协领导、分会各位副主任委员

19:00-19:10 中整协领导讲话

19:10-20:30 欢迎晚餐



10-26 星期六上午 地点: 三层宴会厅

08:00-08:40
开幕式 主持人： 郭银树 王志莲

领导致辞

时间 特邀报告 主持人： 张玉泉 牛晓宇 韩璐

08:40-09:00 女性生殖器官整复：妇产科医生陌生而又熟悉的话题 段华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妇产医院

09:00-09:20 盆腔脏器脱垂的再认识与重建手术 凌斌 中日友好医院

09:20-09:40 卵巢衰老的相关术语-评估与预警 王世宣 同济医科大学附属同济医院

09:40-10:00 外阴病损切除后皮瓣移植与整复 刘元波 中科院整形医院瘢痕治疗中心

10:00-10:20
从《中国医疗美容》到《中国整形与重建外科（英文）》论

科技创新与器官整复
章毅 《中国医疗美容》杂志社

时间 专题报告 主持人： 郝敏 段华

10:20-10:40 薇润®重组人源胶原蛋白在妇科临床的应用 段华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妇产医院

10:40-11:00 激光治疗在生殖整复的应用进展与思考 张晓薇 广州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时间 特邀报告 主持人： 李佩玲 刘召芬 史玉林

11:00-11:20 女性各种尿失禁评估方法与临床应用 王东文 中科院肿瘤医院深圳医院泌尿外科

11:20-11:40 美容科学下的肌肤管理 刘红梅 北京垂杨柳医院皮肤美容科

11:40-12:00 女性乳房相关疾病的整形外科治疗 李比 北京大学第三医院乳腺整形外科

12:00-12:20
阴道紧致技法的实际应用及发展方向---盆底肌“健美“锻练脑

机接口的未来世界
罗新 暨南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12:20-12:40 单孔腹腔镜腹膜代阴道成形术的相关问题 郝敏 山西医科大学第二医院

12:40-12:50 问题与讨论

12: 50-13:30 午餐&展台参观

10-26 星期六下午 地点: 三层宴会厅 A

外阴阴道疾病治疗与整复&阴道紧致与整复

时间 大会报告 主持人：吴小华 马唯 王敏

13:30-13:50 剖宫产切口愈合不良的形成与修复 金力 北京协和医院

13:50-14:10 外阴阴道疾病诊治与整复进展 郭银树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妇产医院

14:10-14:30 宫颈癌术后阴道内病变的处理 马晓欣 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盛京医院



14:30-14:50 自体细胞在阴道松弛及萎缩患者的应用现状 牛晓宇 四川大学华西二院

14:50-15:10 改良前庭粘膜上提法阴道成形术 谢臻蔚 浙江大学附属妇产科医院

15:10-15:30 高危型 HPV 持续感染相关问题探讨 贾雪梅 南京医科大学附属南京妇幼保健院

时间 专题报告 主持人： 郭银树

15:30-15:50 聚焦超声治疗外阴白色病变的现状与研究进展 孟戈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妇产医院

15:50-16:00 问题与讨论

16:00-16:10 茶 歇

时间 大会报告 主持人： 贾雪梅 杨秋云 金海红

16:10-16:30 下尿路症状电生理诊治 岳青芬 洛阳市中心医院

16:30-16:50 产后女性阴道微生态特征及影响因素分析 牛菊敏 沈阳市妇婴医院

16:50-17:10 外阴癌的诊治 王海琳 甘肃省人民医院

17:10-17:30 从生殖内分泌角度探讨阴道紧致诊治的问题 徐肖文 温医大二院盆底中心

17:30-17:50 阴道松弛症非手术技法的干预处理应用现状 吴衡慧 河南省人民医院

17:50-18:10 外阴癌手术创面整复初探 刘 芸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友谊医院

18:10-18:20 问题与讨论

10-26 星期六下午 地点: 三层宴会厅 B

盆底功能障碍性疾病物理康复&腹壁与脐孔整复

时间 大会报告 主持人：张晓薇 姜洁 刘佳华

13:30-13:50
女性盆底功能障碍性疾病物理康复治疗的现状及发展趋

势
张玉泉 南通大学附属医院

13:50-14:10 盆腔脏器脱垂的顶端悬吊 韩璐 大连市妇幼保健院

14:10-14:30 盆底手术再认识（附 2 例特殊病例） 石彬 河北医科大学第二医院

14:30-14:50 经腹子宫纵隔切除术与双子宫合并手术 刘建华 上海市第六医院

14:50-15:10 警惕盆底"穹隆疝"陷阱 洪莉 武汉大学人民医院

15:10-15:30 整形医生对腹壁综合整形的思考 刘召明 石家庄市妇幼保健院整形外科

时间 专题报告

15:30-15:50 智能机器人在妇科盆底康复中的应用 刘木彪 广东省人民医院

15:50-16:00 问题与讨论

16:00-16:10 茶 歇

时间 大会报告 主持人： 张健 江少如 平毅

16:10-16:30 当妇科手术遇上脐孔 韩莉莉 新疆维吾尔族自治区人民医院

16:30-16:50 盆底康复中心运营中的一些体会 陈信良 上海交通大学附属国际和平妇幼保
健院

16:50-17:10 产后盆底功能的康复 李 霞 呼和浩特市妇幼保健院

17:10-17:30 盆底康复宣教沟通解析 蒋玉梅 南京市江宁区妇幼保健计划生育服
务中心



17:30-17:50 盆底康复个性化方案制定和病例分享 杨爱萍 北京长峰医院

17:50-18:10 宫腔镜在子宫整复中的应用体会 高永星 东南大学附属中大医院

18:10-18:20 问题与讨论

10-27 星期日上午 地点: 三层宴会厅

盆底康复与手术重建

时间 大会报告 主持人：罗新 张炳太 靳双玲

08:15-08:35 阴道支持结构原位重建系列手术的理论基础与实践 刘木彪 广东省人民医院

08:35-08:55 分娩方式与阴道松弛症 王志莲 山西医科大学第二医院妇产科

08:55-09:15 腹壁与脐部整复的现状与未来 谭先杰 北京协和医院

09:15-09:35 阴道紧致术后的再生育问题 应小燕 南京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

09:35-09:55 经阴道单切口吊带治疗压力性尿失禁 张鹏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朝阳医院

09:55-10:15 女性盆底对性功能的影响 胡越 温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

10:15-10:25 问题与讨论

10:25-10:35 茶歇

时间 大会报告 主持人：王素敏 魏芳 张延丽

10:35-10:55
穿支蒂螺旋桨皮瓣的历史、进展与演变及其在腹壁缺损修

复中的应用
朱珊 中科院整形医院

10:55-11:15 经阴道腹膜外盆底重建术 吴晓梅 云南省人民医院

11:15-11:35 单孔腹腔镜下改良高位骶韧带悬吊术 易萍 重庆医科大学附属第三医院

11:35-11:55 盆底器官脱垂网片相关并发症的思考 谢静燕 南京医科大学南京市第一医院

11:55-12:15 阴式手术的难点与处理 熊员焕 江西省人民医院

12:15-12:35 腹腔镜子宫骶骨悬吊术 张顺仓 西安市第四医院

12:35-12:45 问题与讨论

12:45-12:55 闭幕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