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会议手册



主席致辞

尊敬的医师：

“第十五届产科危急重症学术研讨会（15th1COCC）”
暨“第八届正常分娩大会（8th1CCND）”将于2020年10月
7-11日在上海召开！本次会议将在原有的基础上增加新的内
容和形式：

依旧是专题化：针对一个临床问题，请不同的专家从不
同的角度深入探讨；
依旧是与国际接轨：邀请国内国外同行分享最新的技术
与理念；
更加实用：直接回答临床难题；
更多的工具：针对临床问题，临床管理问题提供实用的
工具，让你拿回去就可以用，用了就可以看到改善效
果；
更多的解决方案：单靠一个指南无法解决问题，我们提
供的是整体解决方案，包括临床指南，管理规范，抢救

流程，质控标准，实用工具；
更多的临床研究：通过临床研究，通过多中心的合作来
获得更多的高级别证据，来改变我们的临床实践，改变
指南；
更多的项目：本次大会将会推出非常实用的“产房管
理”项目，和“产科管理模式”项目；
更加多元化：我们的讲者除了有产科医生，还有助产
士，还有产科麻醉医生，超声医生；
更加新潮：移动互联网在产科的应用；
更加可持续：我们将建立永不落幕的COCC&CCND，有
更多精彩话题与大家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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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织机构

大会主席：    
段  涛  教授 
上海市第一妇婴保健院，春田医管创始人 

共同主席：    
陈敦金  教授 
广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三医院

漆洪波  教授
重庆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主办单位：
上海春田医院管理有限公司
《现代妇产科进展》杂志上海办公室
上海布鲁锡管理咨询有限公司 

协办单位：
同济大学附属第一妇婴保健院
广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三医院
重庆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观看直播

时间：
2020年10月9-11日

说明：
1. 本次大会的线上直播为付费观看
2. 请扫描上述二维码，点击页脚导航栏“COCC”进入大会

页面，进入直播间即可付费观看。
3. 直播时请用报名时注册的手机号绑定即可观看  



防疫指南

会议现场防疫措施

1. 凭代表证入场、并出示健康码，非绿码者不可进入会场；

2. 进场时请接受体温检测，体温超过37.3℃者不得入场，并
扫描下方二维码登记相关信息后及时就医；

3. 请于会期全程佩戴口罩，请保持社交距离，勤洗手。



会议日程

会前会一：外倒转训练营



会前会二：宫颈环扎训练营



第十五届产科危急重症学术研讨会
 暨第八届正常分娩大会     

大会第一天



大会第二天



大会第三天



大会主席介绍

段涛

段涛，教授、主任医师、博士研究生导师，世界围产学
会理事、中华围产学会名誉主任委员、WHO世界卫生组织产
科专家委员会委员、FIGO（国际妇产科联盟）专家委员会成
员，亚太母胎医学专家联盟主席。

知名妇产领域专家，全国学科主委，医院管理者，互联
网弄潮儿。2017年1月25日卸任上海市第一妇婴保健院院
长。任院长期间，上海市第一妇婴保健院连续四年是全国分娩
量最大的医院，也是最拥抱互联网的医院。

段涛教授同时是著名的妇产界“网红”，“2016年十大
影响力医疗大V”之一，个人微信公众号“段涛大夫”荣获
2017年“上海市十大健康微信公众号”榜首以及2018年“健
康中国新媒体影响力十佳个人奖”，以科学性、权威性、趣味
性三大原则，及有温度、有情怀、有价值观的“段三有”精
神，坚持每周撰写发布两篇产科相关科普文章和一篇管理文
章，多篇阅读量过10万甚至50万，音频视频直播经常吸引几
十万人次参加。



大会共同主席介绍

陈敦金

陈敦金，现任广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三医院党委委员、广
州妇产科研究所所长、广州孕产妇救治中心主任、广州医科大
学妇产科学系主任、广东省产科临床质量控制中心主任、广东
省母胎医学工程技术研究中心主任等职；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
专家，广东省妇产科学领军人才、广州市高层次人才。

兼任中国医师协会妇产科医师分会母胎医学学组主任委
员、世界华人妇产科医师分会母胎医学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
中国医师协会毕业后医学教育妇产科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
中国医师协会妇产科分会常委、中华医学会围产医学分会常
委、中华医学会围产医学分会重症学组常务副组长、广东省医
师协会母胎医学医师分会主任委员、广东省医学会妇产科分会
副主任委员等；

中华产科急救电子杂志总编辑、Maternal-Fetal Medi-
cine副主编、中国实用妇科与产科杂志副主编、中国妇产科临
床杂志副主编、中国生育健康杂志副主编，中华妇产科杂志编

委、中华围产医学杂志编委。

主要从事重症孕产妇急救、重症管理及相关技术研发和
推广。主持国家级课题7项，省级科研课题11项，项目经费达
1500余万元；获得科技成果8项（其中国家级一等奖2项）、
发表SCI论文85篇，参与撰写专著14部、主编5部，成功申请
国家专利3项。荣获“国之名医”、全国优秀教师、2018感动
广州教师、广东省五一劳动奖章、广东医院优秀管理干部、南
粤优秀教师等荣誉称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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漆洪波

漆洪波，二级教授、医学博士、博士生导师。重庆医科
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妇产科主任，中华医学会围产医学分会副主
任委员，“国家卫计委突出贡献中青年专家”、“重庆市首席
医学专家”、“首批重庆市医学领军人才”、“重庆市百千万
工程领军人才”，教育部国际合作“母胎医学实验室”及重庆
市重点实验室主任，国家临床重点专科、重庆市高危妊娠诊治
中心、重庆市产前诊断中心和重庆市胎儿医学中心主任。

兼任：中华医学会妇产科分会全国委员、中国医师协会
母胎医学专委会副主任委员、中华医学会围产医学分会胎儿医
学学组副组长、重庆市医学会围产医学专委会主任委员、重庆
市医师协会围产医师分会会长、重庆市高校创新团队带头人、
国家高等学校创新引智基地（国家“111计划”）负责人等
职。

全国统编5年制《妇产科学》第9版副主编，研究生统编
教材《妇产科学》副主编，国家卫计委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教

材《妇产科学》副主编，专升本教材第3-4版主编，参编8年
制《妇产科学》教材第3版、共同主编《难产》、《助产》等
著作30多部。获国家重点研发计划、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
重点项目、面上项目等资助30多项，发表的论文320多篇(SCI 
60多篇)。

大会共同主席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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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坚

1995年毕业于中山医科大学，医学硕士，产科副主任
中山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妇产科副主任医师，硕士导师，

主要从事产科临床、科研及教学工作，近5年撰写及参与发表
论著10余篇，主持及参加省级科研项目5项。

现任：
广东优生优育协会第六届理事会专家委员会委员
广东省医学会围产医学分会第六届委员会产科早产及复
发性流产学组成员
广东省医学会妇幼保健学分会委员
广东省妇幼健康教育专业委员会委员
广东省妇幼保健协会高危妊娠专家委员会常委

讲者介绍



陈超

主任医师、教授、博士生导师。

现任复旦大学附属儿科医院新生儿科主任，复旦大学临
床医学院儿科学系副主任，儿内科教研室主任，安徽省儿童医
院执行院长。国家卫健委新生儿疾病重点实验室副主任，中国
医师协会新生儿科医师分会副会长，中国新生儿协作网主席，
上海市医师协会理事。《中华儿科杂志》、《中华围产医学杂
志》、《中国实用儿科杂志》、《中国新生儿科杂志》等杂志
编委。

主要从事新生儿呼吸疾病和危重症、早产儿发育与疾病
防治、早产儿脑发育与脑损伤防治等研究。

 



陈淑琴

中山大学附属第六医院妇科主任，主任医师，教授，博
士生导师。

担任中华医学会计划生育分会委员，中国妇幼保健协会
妇幼微创专业委员会常委，广东省美容协会生殖整复分会副主
任委员，广东省基层医药生殖妇科专委会副主任委员，广东省
医学会性医学分会常委、广东省医学会计划生育分会常委、广
东省健康管理学会妇产医学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

擅长妇科腹腔镜和宫腔镜及微创技术，尤其对子宫内膜
异位症和月经过多的发生机制和临床治疗有着较为深入的研
究。承担多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和省自然科学基金等科研课
题。



杜隽铭

博士，副主任医师。
硕士研究生导师。
麻醉与重症医学科（SICU）副主任。
主要从事外科围手术期重症患者的治疗。

2008年起参与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新华医院危重孕
产妇中心的诊治工作。

完成和参与国家级和市级课题4项，撰写论文数十篇。



杜明钰

昆明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产科，医学博士。

中华医学会围产医学分会围产危重医学组委员

中国妇幼保健协会促进自然分娩专业委员会委员

中国优生科学协会妇儿临床分会委员

中国优生科学协会妇儿临床分会第一届委员会青年委员

云南省医学会妇产科分会第十三届委员会青年委员会副
主任委员



皋源

医学博士，主任医师，博士研究生导师

中华医学会重症分会委员

中国医师协会重症医师分会委员

上海医学会危重病专委会候任主任委员

上海医师协会重症医师分会委员兼秘书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仁济医院重症医学科主任



古航

海军军医大学附属长海医院妇产科

教授、主任医师、博士生导师

上海医学会围产医学分会主任委员

中国优生科学协会妇儿临床分会副主任委员

世界中医药学会联合会围产医学专业委员会副会长

中国优生科学协会常务理事

中国医师协会妇产科医师分会常委

中华医学会妇产科学分会委员

中华医学会妇产科学会产科学组委员

中华医学会妇产科学会妊娠高血压疾病学组委员

上海医学会理事

《中国计划生育和妇产科杂志》副总编辑

《 中 华 妇 产 科 杂 志 》 、 《 中 国 实 用 妇 科 与 产 科 杂
志 》 、 《 实 用 妇 产 科 杂 志 》 、 《 中 华 妇 幼 临 床 医 学 杂
志》、《中国妇产科临床杂志》等杂志编委



顾蔚蓉

医学博士；主任医师；博士研究生导师

现任复旦大学附属妇产科医院产儿部部长，中华医学会
围产医学分会委员，上海市医学会围产医学分会副主任委员，
中华医学会妇产科分会产科学组青年委员，中华医学会围产医
学分会感染与免疫学组委员，中国妇幼保健协会高危妊娠管理
专业委员会常务委员，中国优生科学协会妇幼临床分会常务委
员，中国妇幼保健协会生育保健分会常务委员，中国妇幼保健
协会促进自然分娩分会委员，上海市优生优育科学协会理事，
上海市社会医疗机构协会妇产科分会常务委员。研究方向为高
危妊娠、子痫前期的发病机制研究。承担十三五国家重点研发
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上海市自然科学基金、上
海市卫计委重点项目等。发表论文40余篇，主编《妇产科急
症诊治及经典案例点评》、《妇产科临床思维培训教程》、参
编《助产》、《胎儿学》、《实用妇产科学》、《中华妇产科
学》、《研究生教材妇产科学》、《危重孕产妇抢救案例精
选》等多部专著。



贺晶

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妇产科医院产科大主任

主要学术兼职：
中华医学会妇产科分会产科学组副组长                                  
国家卫计委产前诊断专家组专家                                
中华医学会浙江省分会围产分委前任及候任主委
浙江省预防医学会出生缺陷预防委员会主任委员
中华医学会浙江省妇产科分委副主委
《中华妇产科杂志》等杂志编委



胡芷洋

1998年本科毕业于中山医科大学医疗系；
2007年-2008年作为卫生部第30期中日笹川医学奖学金
研修人员赴日本东京庆应义塾大学妇产科学系进修产前
诊断专业；
2013年博士毕业于香港中文大学妇产科学系。
2013年开始专注于产前诊断以及母胎医学专业，率先在
深圳市成功开展多项宫内治疗。
�
社会任职：
广东省妇幼保健协会产前诊断技术专业委员会常务委员
广东省临床医学学会胎儿医学专业委员会委员
深圳市医学会遗传分会委员
深圳市优生优育协会委员
深圳女医师协会妇女健康促进专业委员会委员
中国优生优育协会助孕与优生专业委员会理事
2005年入选卫生部国际人才库
2014年获聘Uptodate专业顾问
2017年荣获“胡润.平安中国好医生”称号

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妇产科医院产科大主任

主要学术兼职：
中华医学会妇产科分会产科学组副组长                                  
国家卫计委产前诊断专家组专家                                
中华医学会浙江省分会围产分委前任及候任主委
浙江省预防医学会出生缺陷预防委员会主任委员
中华医学会浙江省妇产科分委副主委
《中华妇产科杂志》等杂志编委



黄一颖

医学博士，主任医师，上海市第一妇婴保健院产科副主
任。亚专科为母体医学，主要研究方向胎盘种植异常疾病、产
科出血性相关疾病等危重症的诊疗。



金露青

上海市第一妇婴保健院 医学模拟实训中心 副主任
伦敦大学学院 流行病学和健康研究学院人群健康学理学硕士
复旦大学上海医学院 医学学士



李婷

医学博士，上海市第六人民医院主任医师。

任上海医学会围产医学分会委员；中国妇幼健康研究会
母胎医学专业委员会委员；中华医学会围产医学分会营养与代
谢专业委员会委员；《现代妇产科进展》编委。



李笑天

长期从事妇产科的临床和科研工作

职务
教授，博导，副院长
复旦大学医学院妇产科学系 副主任
“上海市女性激素相关疾病重点实验室”副主任
“上海市出生缺陷重点实验室”副主任

学术经历
卫生部临床重点项目2项（2005，2007）
十五攻关项目1项（2005）
国家973项目（参与 2项）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7项
美国中华医学基金（CMB）1项（2005）



李颖川

医学博士，美国威斯康辛医学院生理系博士后

主任医师，博士研究生导师

中国医师协会重症医学医师分会委员

中国医学救援学会重症医学分会常务理事

上海市医学会危重病专委会委员

上海市医师协会重症医学医师分会委员

上海交通大学附属第六人民医院重症医学科主任



刘江勤

刘江勤博士于2009年毕业于复旦大学儿科医院，获得儿
科 学 博 士 学 位 ， 新 生 儿 专 业 ， 方 向 为 早 产 儿 脑 损 。
2007-2009在加拿大艾伯塔大学（University of Alberta）的
Royal Alexandra Hospital培训两年。2010年回国在同济大学
附属第一妇婴保健院任新生儿科医生，副主任医师，副教授，
硕士生导师。2015年起担任新生儿科主任。发表中英文论文
多篇，担任中国医师协会新生儿科医师分会委员，早产儿专业
学组委员；上海市围产医学会委员。拥有美国儿科协会NRP导
师资格证，加拿大皇家内外科医学院SET培训证。

邮箱：jiangqinliu@163.com.
微信公众号：刘江勤



刘铭

刘铭，博士，副主任医师，现任上海交通大学附属同仁
医院产科主任。中华医学会围产分会第九届委员会产房安全及
助产学组委员，上海市妇产科第十届青委会副主任委员，上海
市医学会围产医学专科分会第七届委员会青年学组成员，上海
市医学会妇产科专科分会第十一届委员会青年委员，第9
版《妇产科》教材秘书。擅长早产管理、外倒转术、产房管
理，尤其擅长高位宫颈环扎术、紧急宫颈环扎术及早产的整体
管理，已救治大量早产高危病人，早产训练营正式面向全国召
开。已开展7期外倒转训练营，培训全国各地100多家医院的
200余名产科医生，协助数十家医院规范开展外倒转术，并将
继续开展。学术研究以早产、产程研究等临床研究为主，获得
省部级课题两项，发表文章二十余篇，参与编译产科著作多
部。



任芸芸

复旦大学附属妇产科医院，医学博士，主任医师，博士
研究生导师，超声科主任；

学术任职：
中国医师协会超声医师分会第四届委员会委员及第二届

妇产超声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

中华医学会超声医学分会第九届委员会妇产学组副
组长；

首届中国研究型医院学会超声医学专业委员会副主任
委员；

简历：
主编：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十三五“规划教材专科医

师核心能力提升导引丛书《妇产科超声诊断学》（人民卫生出
版社），《中国产科超声检查指南》（人民卫生出版社）；

副主编：《医学超声影像学》学习指导与习题集（人民
卫生出版社），《胎儿及新生儿心脏病学》，北京科学技术出
版社）。

参加编写：《中国妇科超声检查指南》编委（人民卫生
出版社），《实用妇产科学》等。

以第一作者及通讯作者身份发表SCI论文及权威核心论文
30余篇，承担多项省部级课题。

获得中国医师协会超声医师分会2019年“中国杰出超声
医师”称号

医学博士，博士生导师，二级教授，主任医师，泰山学
者, 山东省有突出贡献的中青年专家。现任山东省妇幼保健院
院长、党委副书记兼执行理事，山东省立医院妇产科常务副主
任兼产科主任，国家卫计委生育调控技术重点实验室主任。国
家级临床重点专科建设项目学科带头人。山东省产科质控中心
主任。兼任中华医学会围产医学分会副主任委员、中国医师协
会妇产科分会母胎医学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中国妇幼保健
协会高危妊娠管理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山东省医师协会常
务理事、山东省妇女保健协会会长、山东省母胎医学分会主任
委员、山东省医师协会围产医学医师分会主委、山东省妇女保
健协会生育保健分会主委。《中华妇产科杂志》、《中华围产
医学杂志》、《现代妇产科进展》、《国际妇产科学杂
志》、《中国产前诊断杂志》、《妇产与遗传（电子版）》编
委、《中华产科急救电子杂志》副主编、《中国实用妇科与产
科杂志》常务编委。擅长孕产期保健、妊娠合并症的诊治、产
科危重病人抢救、难治性产后出血处理、产前诊断及其侵入性
取材技术（绒毛、羊水、胎儿血）、优生与遗传咨询及胎儿监
护。在复发性流产诊治、产科APS诊治、胎儿宫内治疗（孕中

期减胎、射频消融、胎儿镜、胎儿输血等）等专业领域在国内
具有一定影响力。在省级以上专业杂志发表论文第一或通讯作
者文章一百余篇，其中SCI30余篇；主编、副主编(译)著作5
部，参编译著作5部；获十一五”全国人口和计划生育优秀科
技成果三等奖1项、省科技厅二等奖1项(第一位)三等奖2项(第
一、二位)、省卫生厅和计生委科技进步一、二、三等奖各1项
(第一位)。现承担国家自然基金面上项目3项、国家行业项目
子课题3项、省自然基金1项、省科技厅课题3项、中医药管理
局和计生委课题各1项。荣获山东省首届医药卫生中青年重点
科技人才、山东省优秀医务工作者、山东省社会科学界联合
会：山东省“十一五’卫生系统十大杰出人物、2011年度山
东省“我最喜爱的健康卫士”荣誉称号；获2015年山东省第
六届“十佳医师”、2015年“省级最美医生”称号、2016年
“山东省医院协会双十佳科主任”、2017年全国卫生系统先
进工作者、2017年首届国家名医高峰论坛授予“国之名医·
优秀风范”称号。



复旦大学附属妇产科医院，医学博士，主任医师，博士
研究生导师，超声科主任；

学术任职：
中国医师协会超声医师分会第四届委员会委员及第二届

妇产超声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

中华医学会超声医学分会第九届委员会妇产学组副
组长；

首届中国研究型医院学会超声医学专业委员会副主任
委员；

简历：
主编：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十三五“规划教材专科医

师核心能力提升导引丛书《妇产科超声诊断学》（人民卫生出
版社），《中国产科超声检查指南》（人民卫生出版社）；

副主编：《医学超声影像学》学习指导与习题集（人民
卫生出版社），《胎儿及新生儿心脏病学》，北京科学技术出
版社）。

参加编写：《中国妇科超声检查指南》编委（人民卫生
出版社），《实用妇产科学》等。

以第一作者及通讯作者身份发表SCI论文及权威核心论文
30余篇，承担多项省部级课题。

获得中国医师协会超声医师分会2019年“中国杰出超声
医师”称号

医学博士，博士生导师，二级教授，主任医师，泰山学
者, 山东省有突出贡献的中青年专家。现任山东省妇幼保健院
院长、党委副书记兼执行理事，山东省立医院妇产科常务副主
任兼产科主任，国家卫计委生育调控技术重点实验室主任。国
家级临床重点专科建设项目学科带头人。山东省产科质控中心
主任。兼任中华医学会围产医学分会副主任委员、中国医师协
会妇产科分会母胎医学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中国妇幼保健
协会高危妊娠管理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山东省医师协会常
务理事、山东省妇女保健协会会长、山东省母胎医学分会主任
委员、山东省医师协会围产医学医师分会主委、山东省妇女保
健协会生育保健分会主委。《中华妇产科杂志》、《中华围产
医学杂志》、《现代妇产科进展》、《国际妇产科学杂
志》、《中国产前诊断杂志》、《妇产与遗传（电子版）》编
委、《中华产科急救电子杂志》副主编、《中国实用妇科与产
科杂志》常务编委。擅长孕产期保健、妊娠合并症的诊治、产
科危重病人抢救、难治性产后出血处理、产前诊断及其侵入性
取材技术（绒毛、羊水、胎儿血）、优生与遗传咨询及胎儿监
护。在复发性流产诊治、产科APS诊治、胎儿宫内治疗（孕中

期减胎、射频消融、胎儿镜、胎儿输血等）等专业领域在国内
具有一定影响力。在省级以上专业杂志发表论文第一或通讯作
者文章一百余篇，其中SCI30余篇；主编、副主编(译)著作5
部，参编译著作5部；获十一五”全国人口和计划生育优秀科
技成果三等奖1项、省科技厅二等奖1项(第一位)三等奖2项(第
一、二位)、省卫生厅和计生委科技进步一、二、三等奖各1项
(第一位)。现承担国家自然基金面上项目3项、国家行业项目
子课题3项、省自然基金1项、省科技厅课题3项、中医药管理
局和计生委课题各1项。荣获山东省首届医药卫生中青年重点
科技人才、山东省优秀医务工作者、山东省社会科学界联合
会：山东省“十一五’卫生系统十大杰出人物、2011年度山
东省“我最喜爱的健康卫士”荣誉称号；获2015年山东省第
六届“十佳医师”、2015年“省级最美医生”称号、2016年
“山东省医院协会双十佳科主任”、2017年全国卫生系统先
进工作者、2017年首届国家名医高峰论坛授予“国之名医·
优秀风范”称号。



孙丽华

副主任医师, 副教授，硕士生导师

上海市东方医院生殖中心主任，中国医师协会生殖医学
专业委员会第一届委员会生殖外科学组委员，中国康复医学会
生殖健康专业委员会第一届委员，上海市医学会生殖医学委
员；

2006年当选为首届江苏省中西医结合生殖学会常务委
员，2012年任江苏省优生优育协会妇保保健分会委员。

从事辅助生殖技术临床工作 20 多年，曾在上海交通大学
附属第九人民医院辅助生殖科工作期间匡延平教授的领导下，
主要参与PPOS超排卵方案和“上海方案”等研发；擅长应用
个体化的治疗方案，对反复胚胎质量差、反复胚胎移植失败、
卵巢储备功能低下，卵子成熟障碍、PCOS的患者治疗有独特
的经验。

医学博士，博士生导师，二级教授，主任医师，泰山学
者, 山东省有突出贡献的中青年专家。现任山东省妇幼保健院
院长、党委副书记兼执行理事，山东省立医院妇产科常务副主
任兼产科主任，国家卫计委生育调控技术重点实验室主任。国
家级临床重点专科建设项目学科带头人。山东省产科质控中心
主任。兼任中华医学会围产医学分会副主任委员、中国医师协
会妇产科分会母胎医学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中国妇幼保健
协会高危妊娠管理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山东省医师协会常
务理事、山东省妇女保健协会会长、山东省母胎医学分会主任
委员、山东省医师协会围产医学医师分会主委、山东省妇女保
健协会生育保健分会主委。《中华妇产科杂志》、《中华围产
医学杂志》、《现代妇产科进展》、《国际妇产科学杂
志》、《中国产前诊断杂志》、《妇产与遗传（电子版）》编
委、《中华产科急救电子杂志》副主编、《中国实用妇科与产
科杂志》常务编委。擅长孕产期保健、妊娠合并症的诊治、产
科危重病人抢救、难治性产后出血处理、产前诊断及其侵入性
取材技术（绒毛、羊水、胎儿血）、优生与遗传咨询及胎儿监
护。在复发性流产诊治、产科APS诊治、胎儿宫内治疗（孕中

期减胎、射频消融、胎儿镜、胎儿输血等）等专业领域在国内
具有一定影响力。在省级以上专业杂志发表论文第一或通讯作
者文章一百余篇，其中SCI30余篇；主编、副主编(译)著作5
部，参编译著作5部；获十一五”全国人口和计划生育优秀科
技成果三等奖1项、省科技厅二等奖1项(第一位)三等奖2项(第
一、二位)、省卫生厅和计生委科技进步一、二、三等奖各1项
(第一位)。现承担国家自然基金面上项目3项、国家行业项目
子课题3项、省自然基金1项、省科技厅课题3项、中医药管理
局和计生委课题各1项。荣获山东省首届医药卫生中青年重点
科技人才、山东省优秀医务工作者、山东省社会科学界联合
会：山东省“十一五’卫生系统十大杰出人物、2011年度山
东省“我最喜爱的健康卫士”荣誉称号；获2015年山东省第
六届“十佳医师”、2015年“省级最美医生”称号、2016年
“山东省医院协会双十佳科主任”、2017年全国卫生系统先
进工作者、2017年首届国家名医高峰论坛授予“国之名医·
优秀风范”称号。



孙路明

博士，主任医师，博士生导师。上海市第一妇婴保健院
胎儿医学科主任。完成北美母胎医学临床专科医生正规培训，
美国超声诊断医学注册协会（ARDMS）妇产科超声及胎儿心
超注册超声师。

专业协会任职：国际妇产联盟（FIGO）母婴健康安全委
员会委员；国家卫健委产前诊断专家组成员；国家卫健委出生
缺陷咨询培训项目组副组长；国家卫健委遗传咨询能力建设专
家委员会委员；中华预防医学会出生缺陷预防与控制专业委员
会常委；中国遗传学会遗传咨询分会常委；中华围产协会胎儿
医学学组秘书；上海产前诊断专委会副主任委员。

医学博士，博士生导师，二级教授，主任医师，泰山学
者, 山东省有突出贡献的中青年专家。现任山东省妇幼保健院
院长、党委副书记兼执行理事，山东省立医院妇产科常务副主
任兼产科主任，国家卫计委生育调控技术重点实验室主任。国
家级临床重点专科建设项目学科带头人。山东省产科质控中心
主任。兼任中华医学会围产医学分会副主任委员、中国医师协
会妇产科分会母胎医学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中国妇幼保健
协会高危妊娠管理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山东省医师协会常
务理事、山东省妇女保健协会会长、山东省母胎医学分会主任
委员、山东省医师协会围产医学医师分会主委、山东省妇女保
健协会生育保健分会主委。《中华妇产科杂志》、《中华围产
医学杂志》、《现代妇产科进展》、《国际妇产科学杂
志》、《中国产前诊断杂志》、《妇产与遗传（电子版）》编
委、《中华产科急救电子杂志》副主编、《中国实用妇科与产
科杂志》常务编委。擅长孕产期保健、妊娠合并症的诊治、产
科危重病人抢救、难治性产后出血处理、产前诊断及其侵入性
取材技术（绒毛、羊水、胎儿血）、优生与遗传咨询及胎儿监
护。在复发性流产诊治、产科APS诊治、胎儿宫内治疗（孕中

期减胎、射频消融、胎儿镜、胎儿输血等）等专业领域在国内
具有一定影响力。在省级以上专业杂志发表论文第一或通讯作
者文章一百余篇，其中SCI30余篇；主编、副主编(译)著作5
部，参编译著作5部；获十一五”全国人口和计划生育优秀科
技成果三等奖1项、省科技厅二等奖1项(第一位)三等奖2项(第
一、二位)、省卫生厅和计生委科技进步一、二、三等奖各1项
(第一位)。现承担国家自然基金面上项目3项、国家行业项目
子课题3项、省自然基金1项、省科技厅课题3项、中医药管理
局和计生委课题各1项。荣获山东省首届医药卫生中青年重点
科技人才、山东省优秀医务工作者、山东省社会科学界联合
会：山东省“十一五’卫生系统十大杰出人物、2011年度山
东省“我最喜爱的健康卫士”荣誉称号；获2015年山东省第
六届“十佳医师”、2015年“省级最美医生”称号、2016年
“山东省医院协会双十佳科主任”、2017年全国卫生系统先
进工作者、2017年首届国家名医高峰论坛授予“国之名医·
优秀风范”称号。



王冬昱

中山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妇产科，副主任医师，硕士
导师

2002年毕业于中山大学临床医学专业本科，2015年获得
中山大学妇产科学博士学历学位，从事妇产科临床工作18
年，专业方向为围产医学、母胎医学，擅长妊娠期糖尿病等妊
娠相关疾病诊治研究，目前主持和主要参与多项国家自然科学
基金面上及青年项目，第一作者发表SCI论著8篇。同时有丰
富的本科医学教育经验。曾获广东省科技进步三等奖及广州市
科技进步二等奖各一项。

教育经历：
1.2012/9–2015/6，中山大学，妇产科学，博士 
2.2007/9–2010/6，广州医科大学，妇产科学，硕士
3.1997/9–2002/6，中山大学，临床医学，学士

工作经历：
1.2015/7-至今，中山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妇产科，主治

医师
2.2002/7-2012/8，广州市第一人民医院，妇产科，主治

医师，住院医师

医学博士，博士生导师，二级教授，主任医师，泰山学
者, 山东省有突出贡献的中青年专家。现任山东省妇幼保健院
院长、党委副书记兼执行理事，山东省立医院妇产科常务副主
任兼产科主任，国家卫计委生育调控技术重点实验室主任。国
家级临床重点专科建设项目学科带头人。山东省产科质控中心
主任。兼任中华医学会围产医学分会副主任委员、中国医师协
会妇产科分会母胎医学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中国妇幼保健
协会高危妊娠管理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山东省医师协会常
务理事、山东省妇女保健协会会长、山东省母胎医学分会主任
委员、山东省医师协会围产医学医师分会主委、山东省妇女保
健协会生育保健分会主委。《中华妇产科杂志》、《中华围产
医学杂志》、《现代妇产科进展》、《国际妇产科学杂
志》、《中国产前诊断杂志》、《妇产与遗传（电子版）》编
委、《中华产科急救电子杂志》副主编、《中国实用妇科与产
科杂志》常务编委。擅长孕产期保健、妊娠合并症的诊治、产
科危重病人抢救、难治性产后出血处理、产前诊断及其侵入性
取材技术（绒毛、羊水、胎儿血）、优生与遗传咨询及胎儿监
护。在复发性流产诊治、产科APS诊治、胎儿宫内治疗（孕中

期减胎、射频消融、胎儿镜、胎儿输血等）等专业领域在国内
具有一定影响力。在省级以上专业杂志发表论文第一或通讯作
者文章一百余篇，其中SCI30余篇；主编、副主编(译)著作5
部，参编译著作5部；获十一五”全国人口和计划生育优秀科
技成果三等奖1项、省科技厅二等奖1项(第一位)三等奖2项(第
一、二位)、省卫生厅和计生委科技进步一、二、三等奖各1项
(第一位)。现承担国家自然基金面上项目3项、国家行业项目
子课题3项、省自然基金1项、省科技厅课题3项、中医药管理
局和计生委课题各1项。荣获山东省首届医药卫生中青年重点
科技人才、山东省优秀医务工作者、山东省社会科学界联合
会：山东省“十一五’卫生系统十大杰出人物、2011年度山
东省“我最喜爱的健康卫士”荣誉称号；获2015年山东省第
六届“十佳医师”、2015年“省级最美医生”称号、2016年
“山东省医院协会双十佳科主任”、2017年全国卫生系统先
进工作者、2017年首届国家名医高峰论坛授予“国之名医·
优秀风范”称号。



医学博士，博士生导师，二级教授，主任医师，泰山学
者, 山东省有突出贡献的中青年专家。现任山东省妇幼保健院
院长、党委副书记兼执行理事，山东省立医院妇产科常务副主
任兼产科主任，国家卫计委生育调控技术重点实验室主任。国
家级临床重点专科建设项目学科带头人。山东省产科质控中心
主任。兼任中华医学会围产医学分会副主任委员、中国医师协
会妇产科分会母胎医学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中国妇幼保健
协会高危妊娠管理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山东省医师协会常
务理事、山东省妇女保健协会会长、山东省母胎医学分会主任
委员、山东省医师协会围产医学医师分会主委、山东省妇女保
健协会生育保健分会主委。《中华妇产科杂志》、《中华围产
医学杂志》、《现代妇产科进展》、《国际妇产科学杂
志》、《中国产前诊断杂志》、《妇产与遗传（电子版）》编
委、《中华产科急救电子杂志》副主编、《中国实用妇科与产
科杂志》常务编委。擅长孕产期保健、妊娠合并症的诊治、产
科危重病人抢救、难治性产后出血处理、产前诊断及其侵入性
取材技术（绒毛、羊水、胎儿血）、优生与遗传咨询及胎儿监
护。在复发性流产诊治、产科APS诊治、胎儿宫内治疗（孕中

王谢桐

期减胎、射频消融、胎儿镜、胎儿输血等）等专业领域在国内
具有一定影响力。在省级以上专业杂志发表论文第一或通讯作
者文章一百余篇，其中SCI30余篇；主编、副主编(译)著作5
部，参编译著作5部；获十一五”全国人口和计划生育优秀科
技成果三等奖1项、省科技厅二等奖1项(第一位)三等奖2项(第
一、二位)、省卫生厅和计生委科技进步一、二、三等奖各1项
(第一位)。现承担国家自然基金面上项目3项、国家行业项目
子课题3项、省自然基金1项、省科技厅课题3项、中医药管理
局和计生委课题各1项。荣获山东省首届医药卫生中青年重点
科技人才、山东省优秀医务工作者、山东省社会科学界联合
会：山东省“十一五’卫生系统十大杰出人物、2011年度山
东省“我最喜爱的健康卫士”荣誉称号；获2015年山东省第
六届“十佳医师”、2015年“省级最美医生”称号、2016年
“山东省医院协会双十佳科主任”、2017年全国卫生系统先
进工作者、2017年首届国家名医高峰论坛授予“国之名医·
优秀风范”称号。



医学博士，博士生导师，二级教授，主任医师，泰山学
者, 山东省有突出贡献的中青年专家。现任山东省妇幼保健院
院长、党委副书记兼执行理事，山东省立医院妇产科常务副主
任兼产科主任，国家卫计委生育调控技术重点实验室主任。国
家级临床重点专科建设项目学科带头人。山东省产科质控中心
主任。兼任中华医学会围产医学分会副主任委员、中国医师协
会妇产科分会母胎医学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中国妇幼保健
协会高危妊娠管理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山东省医师协会常
务理事、山东省妇女保健协会会长、山东省母胎医学分会主任
委员、山东省医师协会围产医学医师分会主委、山东省妇女保
健协会生育保健分会主委。《中华妇产科杂志》、《中华围产
医学杂志》、《现代妇产科进展》、《国际妇产科学杂
志》、《中国产前诊断杂志》、《妇产与遗传（电子版）》编
委、《中华产科急救电子杂志》副主编、《中国实用妇科与产
科杂志》常务编委。擅长孕产期保健、妊娠合并症的诊治、产
科危重病人抢救、难治性产后出血处理、产前诊断及其侵入性
取材技术（绒毛、羊水、胎儿血）、优生与遗传咨询及胎儿监
护。在复发性流产诊治、产科APS诊治、胎儿宫内治疗（孕中

期减胎、射频消融、胎儿镜、胎儿输血等）等专业领域在国内
具有一定影响力。在省级以上专业杂志发表论文第一或通讯作
者文章一百余篇，其中SCI30余篇；主编、副主编(译)著作5
部，参编译著作5部；获十一五”全国人口和计划生育优秀科
技成果三等奖1项、省科技厅二等奖1项(第一位)三等奖2项(第
一、二位)、省卫生厅和计生委科技进步一、二、三等奖各1项
(第一位)。现承担国家自然基金面上项目3项、国家行业项目
子课题3项、省自然基金1项、省科技厅课题3项、中医药管理
局和计生委课题各1项。荣获山东省首届医药卫生中青年重点
科技人才、山东省优秀医务工作者、山东省社会科学界联合
会：山东省“十一五’卫生系统十大杰出人物、2011年度山
东省“我最喜爱的健康卫士”荣誉称号；获2015年山东省第
六届“十佳医师”、2015年“省级最美医生”称号、2016年
“山东省医院协会双十佳科主任”、2017年全国卫生系统先
进工作者、2017年首届国家名医高峰论坛授予“国之名医·
优秀风范”称号。



医学博士，博士生导师，二级教授，主任医师，泰山学
者, 山东省有突出贡献的中青年专家。现任山东省妇幼保健院
院长、党委副书记兼执行理事，山东省立医院妇产科常务副主
任兼产科主任，国家卫计委生育调控技术重点实验室主任。国
家级临床重点专科建设项目学科带头人。山东省产科质控中心
主任。兼任中华医学会围产医学分会副主任委员、中国医师协
会妇产科分会母胎医学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中国妇幼保健
协会高危妊娠管理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山东省医师协会常
务理事、山东省妇女保健协会会长、山东省母胎医学分会主任
委员、山东省医师协会围产医学医师分会主委、山东省妇女保
健协会生育保健分会主委。《中华妇产科杂志》、《中华围产
医学杂志》、《现代妇产科进展》、《国际妇产科学杂
志》、《中国产前诊断杂志》、《妇产与遗传（电子版）》编
委、《中华产科急救电子杂志》副主编、《中国实用妇科与产
科杂志》常务编委。擅长孕产期保健、妊娠合并症的诊治、产
科危重病人抢救、难治性产后出血处理、产前诊断及其侵入性
取材技术（绒毛、羊水、胎儿血）、优生与遗传咨询及胎儿监
护。在复发性流产诊治、产科APS诊治、胎儿宫内治疗（孕中

期减胎、射频消融、胎儿镜、胎儿输血等）等专业领域在国内
具有一定影响力。在省级以上专业杂志发表论文第一或通讯作
者文章一百余篇，其中SCI30余篇；主编、副主编(译)著作5
部，参编译著作5部；获十一五”全国人口和计划生育优秀科
技成果三等奖1项、省科技厅二等奖1项(第一位)三等奖2项(第
一、二位)、省卫生厅和计生委科技进步一、二、三等奖各1项
(第一位)。现承担国家自然基金面上项目3项、国家行业项目
子课题3项、省自然基金1项、省科技厅课题3项、中医药管理
局和计生委课题各1项。荣获山东省首届医药卫生中青年重点
科技人才、山东省优秀医务工作者、山东省社会科学界联合
会：山东省“十一五’卫生系统十大杰出人物、2011年度山
东省“我最喜爱的健康卫士”荣誉称号；获2015年山东省第
六届“十佳医师”、2015年“省级最美医生”称号、2016年
“山东省医院协会双十佳科主任”、2017年全国卫生系统先
进工作者、2017年首届国家名医高峰论坛授予“国之名医·
优秀风范”称号。

温弘

博士，副主任医师。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妇产科医院产
七科病区副主任。学术兼职：中华医学会围产学会分会青年委
员会委员。中华医学会围产分会胎儿医学组委员。浙江省出生
缺陷预防青年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浙江省胎儿医学中心副主
任。擅长胎儿异常的产前诊断和治疗。



医学博士，博士生导师，二级教授，主任医师，泰山学
者, 山东省有突出贡献的中青年专家。现任山东省妇幼保健院
院长、党委副书记兼执行理事，山东省立医院妇产科常务副主
任兼产科主任，国家卫计委生育调控技术重点实验室主任。国
家级临床重点专科建设项目学科带头人。山东省产科质控中心
主任。兼任中华医学会围产医学分会副主任委员、中国医师协
会妇产科分会母胎医学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中国妇幼保健
协会高危妊娠管理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山东省医师协会常
务理事、山东省妇女保健协会会长、山东省母胎医学分会主任
委员、山东省医师协会围产医学医师分会主委、山东省妇女保
健协会生育保健分会主委。《中华妇产科杂志》、《中华围产
医学杂志》、《现代妇产科进展》、《国际妇产科学杂
志》、《中国产前诊断杂志》、《妇产与遗传（电子版）》编
委、《中华产科急救电子杂志》副主编、《中国实用妇科与产
科杂志》常务编委。擅长孕产期保健、妊娠合并症的诊治、产
科危重病人抢救、难治性产后出血处理、产前诊断及其侵入性
取材技术（绒毛、羊水、胎儿血）、优生与遗传咨询及胎儿监
护。在复发性流产诊治、产科APS诊治、胎儿宫内治疗（孕中

期减胎、射频消融、胎儿镜、胎儿输血等）等专业领域在国内
具有一定影响力。在省级以上专业杂志发表论文第一或通讯作
者文章一百余篇，其中SCI30余篇；主编、副主编(译)著作5
部，参编译著作5部；获十一五”全国人口和计划生育优秀科
技成果三等奖1项、省科技厅二等奖1项(第一位)三等奖2项(第
一、二位)、省卫生厅和计生委科技进步一、二、三等奖各1项
(第一位)。现承担国家自然基金面上项目3项、国家行业项目
子课题3项、省自然基金1项、省科技厅课题3项、中医药管理
局和计生委课题各1项。荣获山东省首届医药卫生中青年重点
科技人才、山东省优秀医务工作者、山东省社会科学界联合
会：山东省“十一五’卫生系统十大杰出人物、2011年度山
东省“我最喜爱的健康卫士”荣誉称号；获2015年山东省第
六届“十佳医师”、2015年“省级最美医生”称号、2016年
“山东省医院协会双十佳科主任”、2017年全国卫生系统先
进工作者、2017年首届国家名医高峰论坛授予“国之名医·
优秀风范”称号。

徐冬

中共党员，副主任医师，医学硕士，浙江大学医学院妇
产科医院产科病区副主任。兼任产二科责任医师，医院抢救小
组甲组负责人。为中华医学会围产医学分会青年委员，浙江省
医学会围产医学分会青年委员副主任委员，浙江省医师协会首
届分娩镇痛专业委员会委员，浙江省妇幼健康协会首届妇女营
养专业委员会委员，浙江省医师学会妇产科分会青年委员，浙
江省质控中心专家库成员，浙江省医学会热带病与寄生虫病分
会细菌真菌感染诊治学组委员，北京长照公益基金会ALSO高
级产科生命支持项目专家工作委员会委员，国家三级营养师。
历任金华市妇幼保健院产科执行主任，余杭区妇幼保健院产科
执行主任，海宁市妇幼保健院业务副院长。在产科母体医学及
危急重症诊治方面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先后主持和参与省部级
及厅局级科研项目7项，参编《医学汉语》《产科临床工作手
册》、《再生育100问》等人民卫生出版社十三五规划教材专
著数本，先后发表医学SCI著作及国内核心刊物文章十余篇。
工作方向为普通产科和母体医学，擅长妊娠期内分泌疾病诊
治，疤痕子宫阴道分娩，前置胎盘，臀位外倒转等产科合并症
并发症的处理。



徐文怡

医学博士，博士生导师，二级教授，主任医师，泰山学
者, 山东省有突出贡献的中青年专家。现任山东省妇幼保健院
院长、党委副书记兼执行理事，山东省立医院妇产科常务副主
任兼产科主任，国家卫计委生育调控技术重点实验室主任。国
家级临床重点专科建设项目学科带头人。山东省产科质控中心
主任。兼任中华医学会围产医学分会副主任委员、中国医师协
会妇产科分会母胎医学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中国妇幼保健
协会高危妊娠管理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山东省医师协会常
务理事、山东省妇女保健协会会长、山东省母胎医学分会主任
委员、山东省医师协会围产医学医师分会主委、山东省妇女保
健协会生育保健分会主委。《中华妇产科杂志》、《中华围产
医学杂志》、《现代妇产科进展》、《国际妇产科学杂
志》、《中国产前诊断杂志》、《妇产与遗传（电子版）》编
委、《中华产科急救电子杂志》副主编、《中国实用妇科与产
科杂志》常务编委。擅长孕产期保健、妊娠合并症的诊治、产
科危重病人抢救、难治性产后出血处理、产前诊断及其侵入性
取材技术（绒毛、羊水、胎儿血）、优生与遗传咨询及胎儿监
护。在复发性流产诊治、产科APS诊治、胎儿宫内治疗（孕中

硕士，党员，早产专业组组长

硕士毕业于同济大学医学院，先后工作于上海市浦南医
院 、 同 济 大 学 附 属 天 佑 医 院 及 上 海 市 同 仁 医 院 ， 于
2007-2009年参加中国援摩医疗队两年。20余年的临床工
作，积累了比较丰富的各种妊娠合并症、并发症的诊治经验。

近两年专注于早产管理，负责早产高危门诊、早产组病
房的管理，对早产、宫颈机能不全以及早产的围产期管理有一
定的经验。最大的优点是对病人认真、负责、耐心，以病人为
中心，工作不计较，具有奉献精神。

期减胎、射频消融、胎儿镜、胎儿输血等）等专业领域在国内
具有一定影响力。在省级以上专业杂志发表论文第一或通讯作
者文章一百余篇，其中SCI30余篇；主编、副主编(译)著作5
部，参编译著作5部；获十一五”全国人口和计划生育优秀科
技成果三等奖1项、省科技厅二等奖1项(第一位)三等奖2项(第
一、二位)、省卫生厅和计生委科技进步一、二、三等奖各1项
(第一位)。现承担国家自然基金面上项目3项、国家行业项目
子课题3项、省自然基金1项、省科技厅课题3项、中医药管理
局和计生委课题各1项。荣获山东省首届医药卫生中青年重点
科技人才、山东省优秀医务工作者、山东省社会科学界联合
会：山东省“十一五’卫生系统十大杰出人物、2011年度山
东省“我最喜爱的健康卫士”荣誉称号；获2015年山东省第
六届“十佳医师”、2015年“省级最美医生”称号、2016年
“山东省医院协会双十佳科主任”、2017年全国卫生系统先
进工作者、2017年首届国家名医高峰论坛授予“国之名医·
优秀风范”称号。



医学博士，博士生导师，二级教授，主任医师，泰山学
者, 山东省有突出贡献的中青年专家。现任山东省妇幼保健院
院长、党委副书记兼执行理事，山东省立医院妇产科常务副主
任兼产科主任，国家卫计委生育调控技术重点实验室主任。国
家级临床重点专科建设项目学科带头人。山东省产科质控中心
主任。兼任中华医学会围产医学分会副主任委员、中国医师协
会妇产科分会母胎医学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中国妇幼保健
协会高危妊娠管理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山东省医师协会常
务理事、山东省妇女保健协会会长、山东省母胎医学分会主任
委员、山东省医师协会围产医学医师分会主委、山东省妇女保
健协会生育保健分会主委。《中华妇产科杂志》、《中华围产
医学杂志》、《现代妇产科进展》、《国际妇产科学杂
志》、《中国产前诊断杂志》、《妇产与遗传（电子版）》编
委、《中华产科急救电子杂志》副主编、《中国实用妇科与产
科杂志》常务编委。擅长孕产期保健、妊娠合并症的诊治、产
科危重病人抢救、难治性产后出血处理、产前诊断及其侵入性
取材技术（绒毛、羊水、胎儿血）、优生与遗传咨询及胎儿监
护。在复发性流产诊治、产科APS诊治、胎儿宫内治疗（孕中

期减胎、射频消融、胎儿镜、胎儿输血等）等专业领域在国内
具有一定影响力。在省级以上专业杂志发表论文第一或通讯作
者文章一百余篇，其中SCI30余篇；主编、副主编(译)著作5
部，参编译著作5部；获十一五”全国人口和计划生育优秀科
技成果三等奖1项、省科技厅二等奖1项(第一位)三等奖2项(第
一、二位)、省卫生厅和计生委科技进步一、二、三等奖各1项
(第一位)。现承担国家自然基金面上项目3项、国家行业项目
子课题3项、省自然基金1项、省科技厅课题3项、中医药管理
局和计生委课题各1项。荣获山东省首届医药卫生中青年重点
科技人才、山东省优秀医务工作者、山东省社会科学界联合
会：山东省“十一五’卫生系统十大杰出人物、2011年度山
东省“我最喜爱的健康卫士”荣誉称号；获2015年山东省第
六届“十佳医师”、2015年“省级最美医生”称号、2016年
“山东省医院协会双十佳科主任”、2017年全国卫生系统先
进工作者、2017年首届国家名医高峰论坛授予“国之名医·
优秀风范”称号。

徐先明

中华围产医学会委常委
中华围产医学会产科学组委员
上海医师学会母胎医学分会副会长
上海市围产医学会委员
全国妊娠期糖尿病协作组副组长
中国成人疾病的胎儿起源(DOHaD)联盟专家委员会委员
上海市妊娠期糖尿病诊断与治疗中心主任
上海市危重孕产妇抢救中心主任 

1988年毕业于蚌埠医学院医疗系，获医学学士学位，
1997毕业于上海医科大学妇产科专业获博士学位。1997年至
今在上海交通大学附属第一人民医院妇产科工作。2000年起
担任《中国临床医生杂志》编委，2003年起担任《中华围产
医学杂志》、《现代妇产科进展》、《中华妇幼临床医学杂志
(电子版)、《中华产科急救电子杂志》及《上海医学》编
委。《中华妇产科杂志》、 《中华医学杂志》、《齐鲁医学
杂志》特邀审稿专家。近年来主要从事妊娠期糖尿病的病因研
究。擅长妊娠期糖尿病的诊断与处理。对妊娠合并症及妊娠并
发症的诊断与处理具有丰富的临床经验。对产科危重症的诊断

与处理也有丰富的临床经验。近年在国内外学术期刊上发表学
术论文100余篇。撰写了大量的科普文章。主编《实用产科手
术学》、《周氏剖宫产术》、《妊娠期糖尿病的临床与实
践》、《子宫肌瘤》、《难产》参编《病理产科学》、《现代
产科学》及《糖尿病学》等专业著作。参与完成国家十一五攻
关课题一项，参与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三项、参与上海市科委课
题一项。曾获上海市科委科技进步三等奖。



医学博士，博士生导师，二级教授，主任医师，泰山学
者, 山东省有突出贡献的中青年专家。现任山东省妇幼保健院
院长、党委副书记兼执行理事，山东省立医院妇产科常务副主
任兼产科主任，国家卫计委生育调控技术重点实验室主任。国
家级临床重点专科建设项目学科带头人。山东省产科质控中心
主任。兼任中华医学会围产医学分会副主任委员、中国医师协
会妇产科分会母胎医学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中国妇幼保健
协会高危妊娠管理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山东省医师协会常
务理事、山东省妇女保健协会会长、山东省母胎医学分会主任
委员、山东省医师协会围产医学医师分会主委、山东省妇女保
健协会生育保健分会主委。《中华妇产科杂志》、《中华围产
医学杂志》、《现代妇产科进展》、《国际妇产科学杂
志》、《中国产前诊断杂志》、《妇产与遗传（电子版）》编
委、《中华产科急救电子杂志》副主编、《中国实用妇科与产
科杂志》常务编委。擅长孕产期保健、妊娠合并症的诊治、产
科危重病人抢救、难治性产后出血处理、产前诊断及其侵入性
取材技术（绒毛、羊水、胎儿血）、优生与遗传咨询及胎儿监
护。在复发性流产诊治、产科APS诊治、胎儿宫内治疗（孕中

期减胎、射频消融、胎儿镜、胎儿输血等）等专业领域在国内
具有一定影响力。在省级以上专业杂志发表论文第一或通讯作
者文章一百余篇，其中SCI30余篇；主编、副主编(译)著作5
部，参编译著作5部；获十一五”全国人口和计划生育优秀科
技成果三等奖1项、省科技厅二等奖1项(第一位)三等奖2项(第
一、二位)、省卫生厅和计生委科技进步一、二、三等奖各1项
(第一位)。现承担国家自然基金面上项目3项、国家行业项目
子课题3项、省自然基金1项、省科技厅课题3项、中医药管理
局和计生委课题各1项。荣获山东省首届医药卫生中青年重点
科技人才、山东省优秀医务工作者、山东省社会科学界联合
会：山东省“十一五’卫生系统十大杰出人物、2011年度山
东省“我最喜爱的健康卫士”荣誉称号；获2015年山东省第
六届“十佳医师”、2015年“省级最美医生”称号、2016年
“山东省医院协会双十佳科主任”、2017年全国卫生系统先
进工作者、2017年首届国家名医高峰论坛授予“国之名医·
优秀风范”称号。

中华围产医学会委常委
中华围产医学会产科学组委员
上海医师学会母胎医学分会副会长
上海市围产医学会委员
全国妊娠期糖尿病协作组副组长
中国成人疾病的胎儿起源(DOHaD)联盟专家委员会委员
上海市妊娠期糖尿病诊断与治疗中心主任
上海市危重孕产妇抢救中心主任 

1988年毕业于蚌埠医学院医疗系，获医学学士学位，
1997毕业于上海医科大学妇产科专业获博士学位。1997年至
今在上海交通大学附属第一人民医院妇产科工作。2000年起
担任《中国临床医生杂志》编委，2003年起担任《中华围产
医学杂志》、《现代妇产科进展》、《中华妇幼临床医学杂志
(电子版)、《中华产科急救电子杂志》及《上海医学》编
委。《中华妇产科杂志》、 《中华医学杂志》、《齐鲁医学
杂志》特邀审稿专家。近年来主要从事妊娠期糖尿病的病因研
究。擅长妊娠期糖尿病的诊断与处理。对妊娠合并症及妊娠并
发症的诊断与处理具有丰富的临床经验。对产科危重症的诊断

与处理也有丰富的临床经验。近年在国内外学术期刊上发表学
术论文100余篇。撰写了大量的科普文章。主编《实用产科手
术学》、《周氏剖宫产术》、《妊娠期糖尿病的临床与实
践》、《子宫肌瘤》、《难产》参编《病理产科学》、《现代
产科学》及《糖尿病学》等专业著作。参与完成国家十一五攻
关课题一项，参与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三项、参与上海市科委课
题一项。曾获上海市科委科技进步三等奖。



杨祖菁

上海艾儿贝佳妇产科医院院长，曾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
附属新华医院 妇产科主任、产科主任；上海市（新华医院）
危重孕产妇会诊抢救中心主任和产前诊断中心主任。中国优生
科学协会委员（产科分委常委），中华妇产科学会产科和妊娠
高血压疾病学组成员，曾经中华围产学会委员，中国医师协会
妇产科分会委员。《实用妇产科杂志》和《中华围产医学杂
志》编委。主持和参与国家级和上海市的多项课题，发表论文
100多篇。主编翻译《孕产健康》，参加编写《围产医学手
册》、《高危妊娠监护和处理》和《妇产科科学》等著作。

 



教授，主任医师，博士生导师，妇科主任。卫生部妇科
内镜培训与考评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中华医学会妇科内窥镜学
组委员，广东省妇产科学会副主任委员，妇科内镜学组组长，
广东省妇科内镜考评专家小组组长，广东省抗癌学会妇科专业
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主攻妇科良恶性肿瘤治疗。擅长使用妇科
腹腔镜和宫腔镜等微创技术治疗妇科疾病。主要开展腹腔镜广
泛子宫切除、全子宫切除及盆腔和腹主动脉旁淋巴结清扫治疗
子宫颈癌、子宫内膜癌和子宫肌瘤。对使用腹腔镜行子宫腺肌
瘤剔出、深部侵润型子宫内膜异位症病灶切除，肠道及泌尿系
子宫内膜异位症病灶切除有丰富经验，可采用腹腔镜行孕前子
宫颈环扎治疗子宫颈机能不全。同时，也具有非常娴熟的开腹
手术和阴式手术技能治疗各种妇科良、恶性疾病。在《Gyne-
cologicOncology》、《JournalofMinimallyInvasiveGyne-
cology》、《ArchGynecolObstet》、《ReproductiveBio-
medicine》、《BJOG》等SCI收录杂志及国内核心期刊杂志
发表文章一百余篇，《疑难妇产科学》副主编，“腹腔镜在妇
科疾病诊治中应用系列研究”获2008年广东省科技进步二等
奖。

姚书忠



苑文军

妇产科副主任医师，从事妇产科工作30余年。

擅长于产科高危妊娠的临床诊治，对产科合并症、并发
症如子痫前期、糖尿病、产后出血、胎盘早剥、前置胎盘等疾
病的处理有丰富的临产经验，对危重孕产妇的抢救有丰富的抢
救经验及综合协调处理能力。

熟练掌握复杂的剖宫产手术、产钳术及新生儿窒息复苏
等。

对早产、宫颈机能不全的诊断及处理有丰富的临床经
验。熟练掌握宫颈低位环扎术。



张卫社

中南大学湘雅医院产科主任，教授，主任医师，博士研
究生导师，湖南产科救治联盟主席，中华医学会妇产科学分会
产科学组成员，中华医学会围产学分会委员，中国妇幼保健协
会高危妊娠专业委员会常委，中华预防医学会产科疾病与出生
缺陷防控学组成员，湖南省妇幼保健与优生优育协会产科重大
疾病救治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湖南省妇幼保健专业委员会副
主任委员。专攻复杂疑难重症母胎疾病的救治、妊娠期评估与
指导。



邹刚

医学博士，上海市第一妇婴保健院胎儿医学科行政副主
任，副主任医师。专业特长：高危妊娠的诊治及围产期保健，
胎儿疾病诊治（复杂性双胎的诊治，胎儿宫内治疗，入侵性产
前诊断、遗传咨询）。

现担任《中国产前诊断杂志》编委，上海市医学会分子
诊断分会委员。为中国“双胎妊娠监护指南”“非免疫性胎儿
水肿临床指南”主要撰写专家之一。主持国家自然科学（面
上）基金及上海市局级青年课题各一项，作为骨干参与国家科
技部重大专项课题。发表论文数篇，其中作为第一作者被SCI
收录5篇。曾获第三届中华医学会妇产科分会优秀中青年妇产
科医师优秀论文二等奖及第二届同济大学“十佳医务青年”称
号。



公司鸣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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