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会议手册



尊敬的参会嘉宾：

欢迎您参加“第十四届产科危急重症学术研讨会（14th是
COCC）”暨“第七届正常分娩大会（7th是CCND）”，希望
通过此次大会的学习和交流，为您今后的工作带来有意义的帮
助！

一、会议时间地点：
1、会前会一：早产训练营

时间：2019年9月19日
地点：苏州园区香格里拉大酒店四楼姑苏厅

2、会前会二：阴道助产训练营
时间：2019年9月19日
地点：苏州园区香格里拉大酒店四楼东吴厅

3、会前会三：原位模拟沙龙
时间：2019年9月19日
地点：苏州园区香格里拉大酒店三楼句吴厅

4、正式大会
时间：2019年9月20-22日
地点：苏州园区香格里拉大酒店四楼盛世堂

二、大会相关活动的参与： 
请扫描下方二维码，关注后即可：下载大会手册、递交

现场提问、参与有奖问卷调查、查看实时精彩照片等。
1、《会议手册》下载：

为更好地保护我们的环境，本次大会采用电子版的《会
议手册》：请扫描下方二维码，关注大会官方微信平台后，点
击页面左下方“COCC”，选择手册下载即可。

2、现场微信提问：
本次大会采用微信方式递交现场提问，递交的提问内

容，将在每节课后显示在现场的大屏幕上，供讲者选择作答。
方法如下：请扫描下方二维码，关注大会官方微信平台后，点
击页面左下方“COCC”，选择“大会提问”，编辑提问内
容，点击递交即可。
3、调查问卷填写： 

为了使大会办得越来越好，请您扫描下方二维码，完整
填写“调查问卷”。
4、查看精彩实时照片：

请扫描下方二维码，关注大会官方微信平台后，点击页
面左下方“COCC”，选择“实时照片”即可观看。

三、短信通知：
大会期间，您将实时收到组委会的最新通知、会议动态

等信息。

四、就餐： 
大会期间提供午餐，凭餐券用餐，过期作废。具体时间

地点详见餐券。

主席致辞

尊敬的医师：

“第十四届产科危急重症学术研讨会（14th是COCC）”
暨“第七届正常分娩大会（7th是CCND）”将于2019年9月
19-22日在苏州召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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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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前会一：第一期“早产训练营”

产科最常见，最棘手的问题是3P：Preterm Birth（早
产）， Postpartum Hemorrhage（产后出血）， Preeclam-
sia（子痫前期），其中早产是围产儿死亡的首要原因，我国
和美国早产率分别约为7%和11%，全球每年超过100万的早
产儿死亡，早产是大家极其关注的产科热点问题之一，也是很
难解决的一个问题。

临床实践中，大家对于早产的诊治还存在很多很多疑问：

到底如何鉴别早产？宫缩？宫颈管长度？宫口扩张程
度？
何时及如何进行宫缩抑制？如何选择宫缩抑制剂？
感染与早产关系密切，如何预防，生殖道感染要不要筛
查和治疗？
如何判断到底是不是宫颈机能不全，有那么多“宫颈机
能不全”吗？为什么说经阴道超声测量是诊断孕期宫颈 
短的黄金标准？
环扎的指证是什么？宫颈短都需要扎吗？“环扎”能解
决所有的问题吗？“高位环扎”和“低位环扎”到底有
没有区别？ 
孕激素防治的是哪部分人群的早产呢？口服孕激素有用
吗？阴道用孕激素的效果如何？
环扎后该如何有效管理呢？何时拆环扎线？拆线时找不
到环扎线怎么办？

针对以上种种疑问，段涛教授和刘铭主任牵头主办“早
产训练营”，携手全国知名的早产专家，通过实战演练的方式
为大家解惑答疑，协助大家开展以循证医学证据为基础的，规
范化的早产系统管理。



会前会二：阴道助产训练营

阴道手术助产（器械助产）是产科医护人员的核心技能
之一，同时该技术又和许多产科常见问题相关，例如：剖宫
产、外阴切开、胎儿窘迫、妊娠合并症、胎位异常、VBAC
等。因此，必须规范地掌握基本操作，熟悉常见技术问题及其
解决方案。

阴道助产的常规器械包括产钳和胎吸。本次培训介绍常
见头位助产的Simpson和Kielland产钳，及臀位助产的Piper
产钳，着重规范产钳指征和操作，同时使用无线测力版的高级
助产训练模型为导师和学员提供客观的评估数据。在胎头吸引
助产方面，引入了来自美国的Kiwi胎头真空吸引器，并配合来
自澳大利亚的5-StepTechnique规范教材，同时引入仿真模
拟器Lucy ' s是Mom为学员提供崭新的操作教学，介绍
OA\OT\OP等不同胎方位，以及阴道产和剖宫产等不同分娩方
式中胎吸的使用，在安全性、实用性、规范性方面都较目前临
床上正在使用的传统技术有革命性的改进。此外，我们还将比
较阴道助产的各类指南，进行循证评价，为您带来阴道助产的
Do's and Dont's。





欢迎信

尊敬的参会嘉宾：

欢迎您参加“第十四届产科危急重症学术研讨会（14th是
COCC）”暨“第七届正常分娩大会（7th是CCND）”，希望
通过此次大会的学习和交流，为您今后的工作带来有意义的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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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会议时间地点：
1、会前会一：早产训练营

时间：2019年9月19日  8:30-17:00
地点：苏州园区香格里拉大酒店四楼姑苏厅

2、会前会二：阴道助产训练营
时间：2019年9月19日  8:30-16:15
地点：苏州园区香格里拉大酒店四楼东吴厅

3、会前会三：原位模拟沙龙
时间：2019年9月19日  13:30-17:00
地点：苏州园区香格里拉大酒店三楼句吴厅

4、正式大会
时间：2019年9月20-22日
地点：苏州园区香格里拉大酒店四楼盛世堂

二、大会相关活动的参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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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将在每节课后显示在现场的大屏幕上，供讲者选择作答。
方法如下：请扫描下方二维码，关注大会官方微信平台后，点
击页面下方导航栏“在线提问”，编辑提问内容，点击递交即
可。
3、调查问卷填写： 

为了使大会办得越来越好，请您扫描下方二维码，点击
页面左下方“COCC”，选择“问卷调查”完成填写。
4、查看精彩实时照片：

请扫描下方二维码，关注大会官方微信平台后，点击页
面左下方“COCC”，选择“实时照片”即可观看。

三、短信通知：
大会期间，您将实时收到组委会的最新通知、会议动态

等信息。

四、就餐： 
大会期间提供午餐，凭餐券用餐，过期作废。具体时间

地点详见餐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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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议日程

会前会一：早产训练营



会前会二：阴道助产训练营



大会第一天



大会第二天



大会第三天





大会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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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共同主席

陈敦金

陈敦金，主任医师、教授、博士生导师，享受国务院特
殊津贴。 

现任广州妇产科研究所所长、广州重症孕产妇救治中心
主任、广东省产科临床质控中心主任、广州医科大学妇产科学
系主任。 

学术任职：中国医师协会妇产科分会常委；兼任中国医
师协会妇产科分会母胎医师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中华医学会
围产医学分会常委、兼任中华医学会围产医学分会重症学组常
务副组长；妇幼健康研究会母胎医学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
中国妇幼保健协会促进自然分娩专家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中国
妇幼保健协会高危妊娠管理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广东省医
师协会围产医学分会主任委员、广东省医学会围产学分会副主
任委员；广东省医学会妇产科分会副主任委员，广州市医学会
围产医学分会主任委员。

学术任职：中华产科急救电子杂志总编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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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用妇产科杂志常务编委、Reproductive Sciences、
Chinese medical journal、OB/GY investigation 、Scien-
tific Reports特约审稿专家。



陈敦金，主任医师、教授、博士生导师，享受国务院特
殊津贴。 

现任广州妇产科研究所所长、广州重症孕产妇救治中心
主任、广东省产科临床质控中心主任、广州医科大学妇产科学
系主任。 

学术任职：中国医师协会妇产科分会常委；兼任中国医
师协会妇产科分会母胎医师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中华医学会
围产医学分会常委、兼任中华医学会围产医学分会重症学组常
务副组长；妇幼健康研究会母胎医学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
中国妇幼保健协会促进自然分娩专家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中国
妇幼保健协会高危妊娠管理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广东省医
师协会围产医学分会主任委员、广东省医学会围产学分会副主
任委员；广东省医学会妇产科分会副主任委员，广州市医学会
围产医学分会主任委员。

学术任职：中华产科急救电子杂志总编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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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用妇产科杂志常务编委、Reproductive Sciences、
Chinese medical journal、OB/GY investigation 、Scien-
tific Reports特约审稿专家。



共同主席

漆洪波

漆洪波，教授、医学博士、博士生导师，“国家卫计委
突出贡献中青年专家”。重庆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妇产科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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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部国际合作联合
实验室“母胎医学实验室”及重庆市重点实验室主任。  

中华医学会围产医学分会常委、中国医师协会母胎医学
专委会副主任委员、全国统编5年制《妇产科学》第9版副主
编，专升本教材第3-4版主编，国家卫计委住院医师规范化培
训教材《妇产科学》副主编，参编8年制《妇产科学》教材第
3版、共同主编《难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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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0多篇(SCI 40多篇)。





Ana Pilar Betran 

Dr. Ana Pilar Betrán graduated as a Biochemist in 
1990 and as a Medical Doctor in 1998. She subsequently 
earned a PhD in Preventive Medicine and Public Health. 
In 2000, she joined the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in 
Geneva, Switzerland as a Medical Officer in the Depart-
ment of Reproductive Health and Research where she 
has been working as a scientist and researcher in the 
area of maternal and perinatal health.

Dr.  Betrán has participated in large international col-
laborative research projects including clinical trials, sys-
tematic reviews, multi-country studies, surveys and im-
plementation research with focus on narrowing dispari-
ties worldwide and promoting an equitable approach to 
the improvement of maternal and perinatal health. She 

海外及港澳台讲者介绍
coordinates international collaborative research to ad-
dress public health issues of global relevance in this 
area. She supports capacity building efforts in the design, 
planning and implementation of research projects and 
epidemiological studies in low resource countries. Her in-
terests include the unprecedented increase in caesarean 
sections witnessed worldwide and its ecological effects. 
She is responsible for the research activities on this topic, 
including research in trends, inequalities, determinants, 
guidelines and tools for monitoring rates and reducing 
unnecessary caesarean section when and where neces-
sary for best maternal and perinatal outcomes. 

Title of presentation: 
The global trends and the WHO efforts on the cae-

sarean section rate

奥地利艾尔发医学顾问中心 (CEO, Alpha Medical Con-
cepts)执行长 

卓鲍尔医师具有麻醉、重症医学、疼痛与急救专长。自 
2007年开始担任上奥地利医师公会(Upper Austrian Medical 
Chamber)代表，期间卓鲍尔医师在奥地利林兹总医院协助建
立起该院的模拟医学训练项目，并以模拟医疗教育的专长享誉
欧洲业界。 

2011年，卓鲍尔医师成立Medsimlinz，作为欧洲第一个
专业模拟教育机构，并与德国、英国、法国、西班牙等国的医
疗单位与政府单位建立起紧密的训练合作关系。 

2012年起，卓鲍尔医师转任奥地利商会(Austrian Eco-
nomic Chamber)医疗部门顾问，同时也担任德、奥等国多所
模拟训练中心的顾问，给予场地、教学、研发指导。 

2016年起，Medsimlinz 因应业务的扩大，更名为艾尔
发医学顾问中心(Alpha Medical Concepts), 成为欧洲首屈一

指的模拟医疗教育中心，并获得欧洲各专业学会认可，其培训
课程为专科医师继续教育学分认可项目，并与专科学会共同开 
发执业资格考试之培训课程内容等。其专业能力受到模拟医学
界肯定，在欧洲各国、俄罗斯、中亚、南美洲与我国均曾受邀
讲学或提供培训指导服务。另担任欧盟于东欧国家投资兴建大
型模拟中心之顾问。迄今已和全球超过 50 个国家的模拟培训
中心开展合作。 

Alpha Medical Concepts 作为专业医学模拟培训机构， 
十分注重培训品质与 培训伙伴模拟教学专业能力之开展。是
全球首批通过欧洲模拟医学协会(SESAM) 模拟培训中心专业
认证(Accreditation)的机构之一。 

卓鲍尔医师在公忙之余，仍致力于教学、写作与公益。
他已出版三本着作，分别为「紧急救护指导手册」两册，以及
「神经学指导手册」，均成为相关医疗人员的随身宝典。此
外，卓鲍尔医师也加入奥地利空中医疗救难队，定期在山区 
服务，守护游客与民众安全，同时也为空中救援队提供专业模
拟培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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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ordinates international collaborative research to ad-
dress public health issues of global relevance in this 
area. She supports capacity building efforts in the design, 
planning and implementation of research projects and 
epidemiological studies in low resource countries. Her in-
terests include the unprecedented increase in caesarean 
sections witnessed worldwide and its ecological effects. 
She is responsible for the research activities on this topic, 
including research in trends, inequalities, determinants, 
guidelines and tools for monitoring rates and reducing 
unnecessary caesarean section when and where neces-
sary for best maternal and perinatal outcomes. 

Title of presentation: 
The global trends and the WHO efforts on the cae-

sarean section rate

奥地利艾尔发医学顾问中心 (CEO, Alpha Medical Con-
cepts)执行长 

卓鲍尔医师具有麻醉、重症医学、疼痛与急救专长。自 
2007年开始担任上奥地利医师公会(Upper Austrian Medical 
Chamber)代表，期间卓鲍尔医师在奥地利林兹总医院协助建
立起该院的模拟医学训练项目，并以模拟医疗教育的专长享誉
欧洲业界。 

2011年，卓鲍尔医师成立Medsimlinz，作为欧洲第一个
专业模拟教育机构，并与德国、英国、法国、西班牙等国的医
疗单位与政府单位建立起紧密的训练合作关系。 

2012年起，卓鲍尔医师转任奥地利商会(Austrian Eco-
nomic Chamber)医疗部门顾问，同时也担任德、奥等国多所
模拟训练中心的顾问，给予场地、教学、研发指导。 

2016年起，Medsimlinz 因应业务的扩大，更名为艾尔
发医学顾问中心(Alpha Medical Concepts), 成为欧洲首屈一

指的模拟医疗教育中心，并获得欧洲各专业学会认可，其培训
课程为专科医师继续教育学分认可项目，并与专科学会共同开 
发执业资格考试之培训课程内容等。其专业能力受到模拟医学
界肯定，在欧洲各国、俄罗斯、中亚、南美洲与我国均曾受邀
讲学或提供培训指导服务。另担任欧盟于东欧国家投资兴建大
型模拟中心之顾问。迄今已和全球超过 50 个国家的模拟培训
中心开展合作。 

Alpha Medical Concepts 作为专业医学模拟培训机构， 
十分注重培训品质与 培训伙伴模拟教学专业能力之开展。是
全球首批通过欧洲模拟医学协会(SESAM) 模拟培训中心专业
认证(Accreditation)的机构之一。 

卓鲍尔医师在公忙之余，仍致力于教学、写作与公益。
他已出版三本着作，分别为「紧急救护指导手册」两册，以及
「神经学指导手册」，均成为相关医疗人员的随身宝典。此
外，卓鲍尔医师也加入奥地利空中医疗救难队，定期在山区 
服务，守护游客与民众安全，同时也为空中救援队提供专业模
拟培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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卓鲍尔医师具有麻醉、重症医学、疼痛与急救专长。自 
2007年开始担任上奥地利医师公会(Upper Austrian Medical 
Chamber)代表，期间卓鲍尔医师在奥地利林兹总医院协助建
立起该院的模拟医学训练项目，并以模拟医疗教育的专长享誉
欧洲业界。 

2011年，卓鲍尔医师成立Medsimlinz，作为欧洲第一个
专业模拟教育机构，并与德国、英国、法国、西班牙等国的医
疗单位与政府单位建立起紧密的训练合作关系。 

2012年起，卓鲍尔医师转任奥地利商会(Austrian Eco-
nomic Chamber)医疗部门顾问，同时也担任德、奥等国多所
模拟训练中心的顾问，给予场地、教学、研发指导。 

2016年起，Medsimlinz 因应业务的扩大，更名为艾尔
发医学顾问中心(Alpha Medical Concepts), 成为欧洲首屈一

Stine Bernitz

Dr. Bernitz is an Associate Professor at the Faculty of 
Health Sciences at Oslo Metropolitan University, Norway 
and Researcher at the Department of Obstetrics and Gy-
necology at Østfold Hospital Trust, Norway. Her research 
fields include organization of birth care, labour progres-
sion and the use of labour progression assessment tools. 

Title of presentation:
The Labour Progression Study, LaPS, a Multicentre 

Cluster Randomized Trial

指的模拟医疗教育中心，并获得欧洲各专业学会认可，其培训
课程为专科医师继续教育学分认可项目，并与专科学会共同开 
发执业资格考试之培训课程内容等。其专业能力受到模拟医学
界肯定，在欧洲各国、俄罗斯、中亚、南美洲与我国均曾受邀
讲学或提供培训指导服务。另担任欧盟于东欧国家投资兴建大
型模拟中心之顾问。迄今已和全球超过 50 个国家的模拟培训
中心开展合作。 

Alpha Medical Concepts 作为专业医学模拟培训机构， 
十分注重培训品质与 培训伙伴模拟教学专业能力之开展。是
全球首批通过欧洲模拟医学协会(SESAM) 模拟培训中心专业
认证(Accreditation)的机构之一。 

卓鲍尔医师在公忙之余，仍致力于教学、写作与公益。
他已出版三本着作，分别为「紧急救护指导手册」两册，以及
「神经学指导手册」，均成为相关医疗人员的随身宝典。此
外，卓鲍尔医师也加入奥地利空中医疗救难队，定期在山区 
服务，守护游客与民众安全，同时也为空中救援队提供专业模
拟培训。



Iris Scharnreitner

爱瑞丝·香海特纳医师
奥地利林兹克卜勒大学附属医院
妇产科医师

相关学位与培训经历
医学专业
● 1999-2005 格拉兹医学大学

2006.02 取得博士学位

专业经验
2006.07 – 2008.09 实习医师
● 奥地利約翰克卜勒林茲大學医学院附属医院/林兹总医院      
   (AKH Linz)
● 一般内科医师考试 2011.05.23
2008.10 – 2013.08 住院医师
● 奥地利林茨州立妇女儿童医院(LFKK Linz)
● 专业领域；产前医学（畸形、高危险妊娠和侵入性手术）
● 一般内科医师考试 2011.05.23

● 妇科与产科考试 2013.05.30
2014.01 资深医师

专业技能发展
● 奥地利超声医学--会高级超声诊断/产前医学证书 (ÖGUM II)
● 急诊医师证书
● 急诊模拟骨干导师(train the trainer)资格

奥地利艾尔发医学顾问中心 (CEO, Alpha Medical Con-
cepts)执行长 

卓鲍尔医师具有麻醉、重症医学、疼痛与急救专长。自 
2007年开始担任上奥地利医师公会(Upper Austrian Medical 
Chamber)代表，期间卓鲍尔医师在奥地利林兹总医院协助建
立起该院的模拟医学训练项目，并以模拟医疗教育的专长享誉
欧洲业界。 

2011年，卓鲍尔医师成立Medsimlinz，作为欧洲第一个
专业模拟教育机构，并与德国、英国、法国、西班牙等国的医
疗单位与政府单位建立起紧密的训练合作关系。 

2012年起，卓鲍尔医师转任奥地利商会(Austrian Eco-
nomic Chamber)医疗部门顾问，同时也担任德、奥等国多所
模拟训练中心的顾问，给予场地、教学、研发指导。 

2016年起，Medsimlinz 因应业务的扩大，更名为艾尔
发医学顾问中心(Alpha Medical Concepts), 成为欧洲首屈一

指的模拟医疗教育中心，并获得欧洲各专业学会认可，其培训
课程为专科医师继续教育学分认可项目，并与专科学会共同开 
发执业资格考试之培训课程内容等。其专业能力受到模拟医学
界肯定，在欧洲各国、俄罗斯、中亚、南美洲与我国均曾受邀
讲学或提供培训指导服务。另担任欧盟于东欧国家投资兴建大
型模拟中心之顾问。迄今已和全球超过 50 个国家的模拟培训
中心开展合作。 

Alpha Medical Concepts 作为专业医学模拟培训机构， 
十分注重培训品质与 培训伙伴模拟教学专业能力之开展。是
全球首批通过欧洲模拟医学协会(SESAM) 模拟培训中心专业
认证(Accreditation)的机构之一。 

卓鲍尔医师在公忙之余，仍致力于教学、写作与公益。
他已出版三本着作，分别为「紧急救护指导手册」两册，以及
「神经学指导手册」，均成为相关医疗人员的随身宝典。此
外，卓鲍尔医师也加入奥地利空中医疗救难队，定期在山区 
服务，守护游客与民众安全，同时也为空中救援队提供专业模
拟培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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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业技能发展
● 奥地利超声医学--会高级超声诊断/产前医学证书 (ÖGUM II)
● 急诊医师证书
● 急诊模拟骨干导师(train the trainer)资格

奥地利艾尔发医学顾问中心 (CEO, Alpha Medical Con-
cepts)执行长 

卓鲍尔医师具有麻醉、重症医学、疼痛与急救专长。自 
2007年开始担任上奥地利医师公会(Upper Austrian Medical 
Chamber)代表，期间卓鲍尔医师在奥地利林兹总医院协助建
立起该院的模拟医学训练项目，并以模拟医疗教育的专长享誉
欧洲业界。 

2011年，卓鲍尔医师成立Medsimlinz，作为欧洲第一个
专业模拟教育机构，并与德国、英国、法国、西班牙等国的医
疗单位与政府单位建立起紧密的训练合作关系。 

2012年起，卓鲍尔医师转任奥地利商会(Austrian Eco-
nomic Chamber)医疗部门顾问，同时也担任德、奥等国多所
模拟训练中心的顾问，给予场地、教学、研发指导。 

2016年起，Medsimlinz 因应业务的扩大，更名为艾尔
发医学顾问中心(Alpha Medical Concepts), 成为欧洲首屈一

指的模拟医疗教育中心，并获得欧洲各专业学会认可，其培训
课程为专科医师继续教育学分认可项目，并与专科学会共同开 
发执业资格考试之培训课程内容等。其专业能力受到模拟医学
界肯定，在欧洲各国、俄罗斯、中亚、南美洲与我国均曾受邀
讲学或提供培训指导服务。另担任欧盟于东欧国家投资兴建大
型模拟中心之顾问。迄今已和全球超过 50 个国家的模拟培训
中心开展合作。 

Alpha Medical Concepts 作为专业医学模拟培训机构， 
十分注重培训品质与 培训伙伴模拟教学专业能力之开展。是
全球首批通过欧洲模拟医学协会(SESAM) 模拟培训中心专业
认证(Accreditation)的机构之一。 

卓鲍尔医师在公忙之余，仍致力于教学、写作与公益。
他已出版三本着作，分别为「紧急救护指导手册」两册，以及
「神经学指导手册」，均成为相关医疗人员的随身宝典。此
外，卓鲍尔医师也加入奥地利空中医疗救难队，定期在山区 
服务，守护游客与民众安全，同时也为空中救援队提供专业模
拟培训。



Lukas Drabauer

奥地利艾尔发医学顾问中心 (CEO, Alpha Medical Con-
cepts)执行长 

卓鲍尔医师具有麻醉、重症医学、疼痛与急救专长。自 
2007年开始担任上奥地利医师公会(Upper Austrian Medical 
Chamber)代表，期间卓鲍尔医师在奥地利林兹总医院协助建
立起该院的模拟医学训练项目，并以模拟医疗教育的专长享誉
欧洲业界。 

2011年，卓鲍尔医师成立Medsimlinz，作为欧洲第一个
专业模拟教育机构，并与德国、英国、法国、西班牙等国的医
疗单位与政府单位建立起紧密的训练合作关系。 

2012年起，卓鲍尔医师转任奥地利商会(Austrian Eco-
nomic Chamber)医疗部门顾问，同时也担任德、奥等国多所
模拟训练中心的顾问，给予场地、教学、研发指导。 

2016年起，Medsimlinz因应业务的扩大，更名为艾尔发
医学顾问中心(Alpha Medical Concepts), 成为欧洲首屈一指

的模拟医疗教育中心，并获得欧洲各专业学会认可，其培训课
程为专科医师继续教育学分认可项目，并与专科学会共同开 
发执业资格考试之培训课程内容等。其专业能力受到模拟医学
界肯定，在欧洲各国、俄罗斯、中亚、南美洲与我国均曾受邀
讲学或提供培训指导服务。另担任欧盟于东欧国家投资兴建大
型模拟中心之顾问。迄今已和全球超过 50 个国家的模拟培训
中心开展合作。 

Alpha Medical Concepts 作为专业医学模拟培训机构， 
十分注重培训品质与培训伙伴模拟教学专业能力之开展。是全
球首批通过欧洲模拟医学协会(SESAM)模拟培训中心专业认证
(Accreditation)的机构之一。 

卓鲍尔医师在公忙之余，仍致力于教学、写作与公益。
他已出版三本着作，分别为「紧急救护指导手册」两册，以及
「神经学指导手册」，均成为相关医疗人员的随身宝典。此
外，卓鲍尔医师也加入奥地利空中医疗救难队，定期在山区 
服务，守护游客与民众安全，同时也为空中救援队提供专业模
拟培训。



奥地利艾尔发医学顾问中心 (CEO, Alpha Medical Con-
cepts)执行长 

卓鲍尔医师具有麻醉、重症医学、疼痛与急救专长。自 
2007年开始担任上奥地利医师公会(Upper Austrian Medical 
Chamber)代表，期间卓鲍尔医师在奥地利林兹总医院协助建
立起该院的模拟医学训练项目，并以模拟医疗教育的专长享誉
欧洲业界。 

2011年，卓鲍尔医师成立Medsimlinz，作为欧洲第一个
专业模拟教育机构，并与德国、英国、法国、西班牙等国的医
疗单位与政府单位建立起紧密的训练合作关系。 

2012年起，卓鲍尔医师转任奥地利商会(Austrian Eco-
nomic Chamber)医疗部门顾问，同时也担任德、奥等国多所
模拟训练中心的顾问，给予场地、教学、研发指导。 

2016年起，Medsimlinz因应业务的扩大，更名为艾尔发
医学顾问中心(Alpha Medical Concepts), 成为欧洲首屈一指

的模拟医疗教育中心，并获得欧洲各专业学会认可，其培训课
程为专科医师继续教育学分认可项目，并与专科学会共同开 
发执业资格考试之培训课程内容等。其专业能力受到模拟医学
界肯定，在欧洲各国、俄罗斯、中亚、南美洲与我国均曾受邀
讲学或提供培训指导服务。另担任欧盟于东欧国家投资兴建大
型模拟中心之顾问。迄今已和全球超过 50 个国家的模拟培训
中心开展合作。 

Alpha Medical Concepts 作为专业医学模拟培训机构， 
十分注重培训品质与培训伙伴模拟教学专业能力之开展。是全
球首批通过欧洲模拟医学协会(SESAM)模拟培训中心专业认证
(Accreditation)的机构之一。 

卓鲍尔医师在公忙之余，仍致力于教学、写作与公益。
他已出版三本著作，分别为「紧急救护指导手册」两册，以及
「神经学指导手册」，均成为相关医疗人员的随身宝典。此
外，卓鲍尔医师也加入奥地利空中医疗救难队，定期在山区 
服务，守护游客与民众安全，同时也为空中救援队提供专业模
拟培训。



郑博仁

台湾长庚纪念医院基因医学中心主任，长庚医讯发行
人，长庚大学医学院妇产科部定专任教授

台湾医用超音波学会理事长、台湾妇女健康学会理事
长、亚太母胎医学基金会董事长、亚太母胎医学专家联盟总执
行长，台湾母胎医学会创会理事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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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峡两岸医药卫生交流协会遗传与生殖专业委员会
名誉委员，世界华人医师协会妇产科分会母胎医学专业委员会
委员，春田医生集团专业委员会专家。

英国国际妇产科杂志(BJOG)，国际母胎医学杂志(JM-
FM)、中华妇产科杂志(CJOG)，中华产科急救电子杂志，妇产
与遗传杂志等多个国内外学术期刊编辑委员。

临床专长为基因体及精准医学，产前诊断、遗传咨询、
高危妊娠、产科危急重症救治。

近年研究领域为产前筛检及诊断、基因体及精准健康、

孕母及胎儿健康评估。发明「产后出血之骨盆约束套组」、
「无创式安胎子宫颈套环」医材获台湾、中国、美国、欧盟专
利。

主编及著作妇产科、母胎医学、基因医学相关书籍近五
十册，发表SCI论文超过200篇。

奥地利艾尔发医学顾问中心 (CEO, Alpha Medical Con-
cepts)执行长 

卓鲍尔医师具有麻醉、重症医学、疼痛与急救专长。自 
2007年开始担任上奥地利医师公会(Upper Austrian Medical 
Chamber)代表，期间卓鲍尔医师在奥地利林兹总医院协助建
立起该院的模拟医学训练项目，并以模拟医疗教育的专长享誉
欧洲业界。 

2011年，卓鲍尔医师成立Medsimlinz，作为欧洲第一个
专业模拟教育机构，并与德国、英国、法国、西班牙等国的医
疗单位与政府单位建立起紧密的训练合作关系。 

2012年起，卓鲍尔医师转任奥地利商会(Austrian Eco-
nomic Chamber)医疗部门顾问，同时也担任德、奥等国多所
模拟训练中心的顾问，给予场地、教学、研发指导。 

2016年起，Medsimlinz 因应业务的扩大，更名为艾尔
发医学顾问中心(Alpha Medical Concepts), 成为欧洲首屈一

指的模拟医疗教育中心，并获得欧洲各专业学会认可，其培训
课程为专科医师继续教育学分认可项目，并与专科学会共同开 
发执业资格考试之培训课程内容等。其专业能力受到模拟医学
界肯定，在欧洲各国、俄罗斯、中亚、南美洲与我国均曾受邀
讲学或提供培训指导服务。另担任欧盟于东欧国家投资兴建大
型模拟中心之顾问。迄今已和全球超过 50 个国家的模拟培训
中心开展合作。 

Alpha Medical Concepts 作为专业医学模拟培训机构， 
十分注重培训品质与 培训伙伴模拟教学专业能力之开展。是
全球首批通过欧洲模拟医学协会(SESAM) 模拟培训中心专业
认证(Accreditation)的机构之一。 

卓鲍尔医师在公忙之余，仍致力于教学、写作与公益。
他已出版三本着作，分别为「紧急救护指导手册」两册，以及
「神经学指导手册」，均成为相关医疗人员的随身宝典。此
外，卓鲍尔医师也加入奥地利空中医疗救难队，定期在山区 
服务，守护游客与民众安全，同时也为空中救援队提供专业模
拟培训。



台湾长庚纪念医院基因医学中心主任，长庚医讯发行
人，长庚大学医学院妇产科部定专任教授

台湾医用超音波学会理事长、台湾妇女健康学会理事
长、亚太母胎医学基金会董事长、亚太母胎医学专家联盟总执
行长，台湾母胎医学会创会理事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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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峡两岸医药卫生交流协会遗传与生殖专业委员会
名誉委员，世界华人医师协会妇产科分会母胎医学专业委员会
委员，春田医生集团专业委员会专家。

英国国际妇产科杂志(BJOG)，国际母胎医学杂志(JM-
FM)、中华妇产科杂志(CJOG)，中华产科急救电子杂志，妇产
与遗传杂志等多个国内外学术期刊编辑委员。

临床专长为基因体及精准医学，产前诊断、遗传咨询、
高危妊娠、产科危急重症救治。

近年研究领域为产前筛检及诊断、基因体及精准健康、

孕母及胎儿健康评估。发明「产后出血之骨盆约束套组」、
「无创式安胎子宫颈套环」医材获台湾、中国、美国、欧盟专
利。

主编及著作妇产科、母胎医学、基因医学相关书籍近五
十册，发表SCI论文超过200篇。

奥地利艾尔发医学顾问中心 (CEO, Alpha Medical Con-
cepts)执行长 

卓鲍尔医师具有麻醉、重症医学、疼痛与急救专长。自 
2007年开始担任上奥地利医师公会(Upper Austrian Medical 
Chamber)代表，期间卓鲍尔医师在奥地利林兹总医院协助建
立起该院的模拟医学训练项目，并以模拟医疗教育的专长享誉
欧洲业界。 

2011年，卓鲍尔医师成立Medsimlinz，作为欧洲第一个
专业模拟教育机构，并与德国、英国、法国、西班牙等国的医
疗单位与政府单位建立起紧密的训练合作关系。 

2012年起，卓鲍尔医师转任奥地利商会(Austrian Eco-
nomic Chamber)医疗部门顾问，同时也担任德、奥等国多所
模拟训练中心的顾问，给予场地、教学、研发指导。 

2016年起，Medsimlinz 因应业务的扩大，更名为艾尔
发医学顾问中心(Alpha Medical Concepts), 成为欧洲首屈一

指的模拟医疗教育中心，并获得欧洲各专业学会认可，其培训
课程为专科医师继续教育学分认可项目，并与专科学会共同开 
发执业资格考试之培训课程内容等。其专业能力受到模拟医学
界肯定，在欧洲各国、俄罗斯、中亚、南美洲与我国均曾受邀
讲学或提供培训指导服务。另担任欧盟于东欧国家投资兴建大
型模拟中心之顾问。迄今已和全球超过 50 个国家的模拟培训
中心开展合作。 

Alpha Medical Concepts 作为专业医学模拟培训机构， 
十分注重培训品质与 培训伙伴模拟教学专业能力之开展。是
全球首批通过欧洲模拟医学协会(SESAM) 模拟培训中心专业
认证(Accreditation)的机构之一。 

卓鲍尔医师在公忙之余，仍致力于教学、写作与公益。
他已出版三本着作，分别为「紧急救护指导手册」两册，以及
「神经学指导手册」，均成为相关医疗人员的随身宝典。此
外，卓鲍尔医师也加入奥地利空中医疗救难队，定期在山区 
服务，守护游客与民众安全，同时也为空中救援队提供专业模
拟培训。



郑勤田

现任广州市妇女儿童医疗中心妇产科技术总监。美国妇
产科执业医师，美国亚利桑那大学医学院 (University of Ari-
zona College of Medicine)妇产科副教授(Clinical Associate 
Professor)。在美国出色地完成了住院医师培训，毕业后留在
附属医院妇产科工作。培训期间担任行政总住院医师，被家庭
医学科评为最佳妇产科咨询专家，多次被授予科主任奖、最佳
住院医师奖和最佳科研奖。工作后获美国妇产科教授协会(As-
sociation of Professors of Gynecology and Obstetrics) 优
秀教师奖。在美国出版多部妇产科专著，所著的Comprehen-
sive Handbook Obstetrics and Gynecology 是美国最畅销
的妇产科手册，已被美国 160 多个妇产科和全科住院医师培
训中心采用。每个妇产科住院医师都熟知郑医生的“红宝书”
(“the little red book”)。 

在广州市妇女儿童医疗中心任职期间，致力打造安全产
房和母胎医学。项目得到了广州市外国专家局和科技部（国家
外国专家局）的支持和赞助，被评为高端外国专家引进计划项
目。

奥地利艾尔发医学顾问中心 (CEO, Alpha Medical Con-
cepts)执行长 

卓鲍尔医师具有麻醉、重症医学、疼痛与急救专长。自 
2007年开始担任上奥地利医师公会(Upper Austrian Medical 
Chamber)代表，期间卓鲍尔医师在奥地利林兹总医院协助建
立起该院的模拟医学训练项目，并以模拟医疗教育的专长享誉
欧洲业界。 

2011年，卓鲍尔医师成立Medsimlinz，作为欧洲第一个
专业模拟教育机构，并与德国、英国、法国、西班牙等国的医
疗单位与政府单位建立起紧密的训练合作关系。 

2012年起，卓鲍尔医师转任奥地利商会(Austrian Eco-
nomic Chamber)医疗部门顾问，同时也担任德、奥等国多所
模拟训练中心的顾问，给予场地、教学、研发指导。 

2016年起，Medsimlinz 因应业务的扩大，更名为艾尔
发医学顾问中心(Alpha Medical Concepts), 成为欧洲首屈一

指的模拟医疗教育中心，并获得欧洲各专业学会认可，其培训
课程为专科医师继续教育学分认可项目，并与专科学会共同开 
发执业资格考试之培训课程内容等。其专业能力受到模拟医学
界肯定，在欧洲各国、俄罗斯、中亚、南美洲与我国均曾受邀
讲学或提供培训指导服务。另担任欧盟于东欧国家投资兴建大
型模拟中心之顾问。迄今已和全球超过 50 个国家的模拟培训
中心开展合作。 

Alpha Medical Concepts 作为专业医学模拟培训机构， 
十分注重培训品质与 培训伙伴模拟教学专业能力之开展。是
全球首批通过欧洲模拟医学协会(SESAM) 模拟培训中心专业
认证(Accreditation)的机构之一。 

卓鲍尔医师在公忙之余，仍致力于教学、写作与公益。
他已出版三本着作，分别为「紧急救护指导手册」两册，以及
「神经学指导手册」，均成为相关医疗人员的随身宝典。此
外，卓鲍尔医师也加入奥地利空中医疗救难队，定期在山区 
服务，守护游客与民众安全，同时也为空中救援队提供专业模
拟培训。





卞政

临床医学硕士，上海市第一妇婴保健院临床主治医生。
一直从事妇产科临床医疗，教学科研工作。擅长分娩适宜技术
培训，产程和VBAC的管理，以及产科危急重症的诊治。长期
从事临床教学工作，并参与多部专业著作的编译工作。

国内讲者介绍



陈慧

工作单位及职务
中山大学孙逸仙纪念医院妇产科、产科副主任
中山大学中山医学院遗传学与细胞生物学教研室临床副

主任，主任医师、副教授、博士

国家级学术任职
中国医师协会青年委员、中国优生科学协会理事、中国

医院协会妇幼保健院管理分会委员、世界中医药学会联合会围
产医学专业委员会理事

省级学术任职
广东省医学会妇产科学分会青年副主任委员、广东省妇

幼保健协会产后康复保健专业委会副主任委员、广东省医学会
生殖免疫与优生学分会、广东省医师协会围产医师分会常委等

学术方向
早产、流产等妊娠相关疾病诊疗及发病机制研究。“广

东省杰出青年医学人才”“羊城好医生”、“岭南名医”。主
持、参与包括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在内的科研项目12项。编
写《流产基础与临床》 、 《早产基础与临床》 等专著。《中
华产科急救杂志》 等杂志编委、 审稿专家



程蔚蔚

学历：医学博士
职称：主任医师，博士生导师
职务：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国际和平妇幼保健院副院长 
中国优生科学协会副会长
上海医师协会母胎医学医师分会会长
上海生物医学工程学会妇产科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
上海优生优育协会暨上海妇幼保健协会副会长
中国医院协会妇产科医院管理专业委员会常委
中国预防医学会妇女保健分会常委
中华医学会围产医学分会常务委员
中华医学会妇产科学分会委员
上海医院管理协会常务理事

担任《中国计划生育与妇产科杂志》副主编，及《中华
围产医学杂志》《中华生殖与避孕杂志》《上海医学》《中国
产前诊断杂志》《中国产科急救杂志》《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
学报》等编委



冯玲

医学博士 1984年毕业于中山医科大学 教授 主任医师 博士生
导师。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同济医院妇产科学系副主
任 产科主任。

学会任职：
中华围产医学会委员
中华围产医学会重症学组副组长
中华围产医学会围产营养与代谢学组委员
武汉医学会妇产科分会主任委员
国家产科专业质控中心专家委员会成员
湖北省产科医疗质量控制中心副主任
中国妇幼保健协会围产营养与代谢分会常委
中国妇幼保健协会高危妊娠管理专业委员会常委
中国医师协会分娩镇痛专家工作委员会副总干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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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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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黄亚绢

现任上海交通大学附属上海第六人民医院妇产科行政副
主任，妇产科教研室副主任，产科主任

上海市危重孕产妇会诊抢救中心（市六医院）副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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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黄一颖，女，医学博士，副主任医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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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晶

李晶，副教授，博士，硕士生导师，中山大学孙逸仙纪
念医院妇科肿瘤专科临床科研秘书。

师从我国著名妇科肿瘤专家林仲秋教授。

中国研究型医院学会妇科肿瘤专业委员会委员；
中山大学“叶任高-李幼姬”夫妇临床医学优秀中青年教
师奖；
2017年强生全国青年医师手术视频比赛第一名；
《逸仙妇瘤-妇科恶性肿瘤化疗手册》主编；
《妇科恶性肿瘤腹腔热灌注化疗临床应用专家共识》主
要执笔人；
主要从事妇科恶性肿瘤的临床诊疗，可独立完成广泛全
子宫切除等腔镜四级手术；
现主持国家自然基金一项，以第一作者发表SCI论文11
篇；
主要研究方向为腹膜播散性妇科肿瘤的综合治疗、腹腔
热灌注化疗、宫颈癌手术治疗和子宫内膜癌保留生育功
能的治疗。

 



李颖川

李颖川，医学博士，美国威斯康辛医学院生理系&A-
HA-SFRN博士后，主任医师，博导，上海交通大学附属第六
人民医院重症医学科主任。担任中国医师协会重症医学医师分
会委员，中国医学救援协会重症医学分会常务理事（重症创伤
专委会主任委员），上海市医学会危重病专委会青年委员会副
主任委员，上海市医师协会重症医学医师分会委员。临床工作
20余年，主要从事急危重症患者的抢救与治疗。主持国家及
省部级课题4项。主要研究方向为急性肺损伤、肾损伤的发病
机制与防治，心血管疾病的表观遗传学研究。主编专著1本，
参编专著5本。



林建华

林建华，女，博士，主任医师，博士生导师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仁济医院妇产科 科副主任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仁济医院产科主任
上海市危重孕产妇会诊抢救中心（仁济）主任
上海市产科心脏病监护中心主任
上海市产前诊断中心（仁济）主任

中华医学会妇产科学会妊娠高血压疾病学组副组长兼秘书
中华医学会妇产科学会产科学组委员
中国优生科学协会妇儿临床分会副主任委员
中国妇幼保健协会围产营养与代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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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研究型医院学会孕产期母儿心脏病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
中国医师协会学妇产科医师分会母胎医学专业委员会委员
中国妇幼健康研究会母胎医学专业委员会委员
中华医学会医疗鉴定专家库成员
上海医学会医疗鉴定专家库成员

上海市产前诊断技术专家委员会委员
上海市医师协会母胎医学医师分会委员
《中华产妇科杂志》编委
《实用妇产科杂志》编委，
《中华围产医学杂志》编委
《中华产科急救电子杂志》编委
《妇产与遗传杂志》编委编委
《诊断学理论与实践》杂志编委
《现代妇产科进展》审稿专家
《Chinese Medical Journal》审稿专家

从事妇产科临床、科研和教学工作35多年，从事产科专
业22年，擅长产科高危疾病的诊治和危重孕产妇的抢救，熟
练诊治各类妊娠合并症和并发症，尤其擅长妊娠心脏病、子痫
前期和自身免疫性疾病的处理。以第一申请人完成国家“十
五”攻关课题、国家“十二五”支撑项目、国家自然基金课
题、上海市科委和上海市卫生局等课题，发表论著和专题讲座
139篇，其中SCI文章21篇，参与专著编写10本。



林建华，女，博士，主任医师，博士生导师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仁济医院妇产科 科副主任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仁济医院产科主任
上海市危重孕产妇会诊抢救中心（仁济）主任
上海市产科心脏病监护中心主任
上海市产前诊断中心（仁济）主任

中华医学会妇产科学会妊娠高血压疾病学组副组长兼秘书
中华医学会妇产科学会产科学组委员
中国优生科学协会妇儿临床分会副主任委员
中国妇幼保健协会围产营养与代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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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研究型医院学会孕产期母儿心脏病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
中国医师协会学妇产科医师分会母胎医学专业委员会委员
中国妇幼健康研究会母胎医学专业委员会委员
中华医学会医疗鉴定专家库成员
上海医学会医疗鉴定专家库成员

上海市产前诊断技术专家委员会委员
上海市医师协会母胎医学医师分会委员
《中华产妇科杂志》编委
《实用妇产科杂志》编委，
《中华围产医学杂志》编委
《中华产科急救电子杂志》编委
《妇产与遗传杂志》编委编委
《诊断学理论与实践》杂志编委
《现代妇产科进展》审稿专家
《Chinese Medical Journal》审稿专家

从事妇产科临床、科研和教学工作35多年，从事产科专
业22年，擅长产科高危疾病的诊治和危重孕产妇的抢救，熟
练诊治各类妊娠合并症和并发症，尤其擅长妊娠心脏病、子痫
前期和自身免疫性疾病的处理。以第一申请人完成国家“十
五”攻关课题、国家“十二五”支撑项目、国家自然基金课
题、上海市科委和上海市卫生局等课题，发表论著和专题讲座
139篇，其中SCI文章21篇，参与专著编写10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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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要学习及工作经历 
1987.9-1993.6 中山医科大学医学系临床医学专业毕
业，获临床医学学士学位；
1993.7-1998.11 中山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妇产科住院
医师；
1998.12-2006.11 中山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妇产科主治医
师，
其中2002.9-2006.6 中山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妇产科在职
硕士研究生，获临床医学硕士学位；
2006.2-2007.7 援藏（西藏林芝地区妇幼保健院副院
长）
2006.12 评聘为副教授、副主任医师，2007年6月获评
硕士生导师。
2006.12-至今 中山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妇产科副教授、副
主任医师
2013起担任中山大学八年制临床医学博士研究生全程导
师

临床医疗经历 
熟悉妇产科各种疾病的诊断和治疗，特别对于妇科疾患

包括子宫内膜异位症、子宫肌瘤、卵巢肿瘤等妇科肿瘤、不孕
症、宫颈机能不全等有着较为深入的科学研究和较为丰富的临
床工作经验。擅长妇科疾病的腹腔镜、宫腔镜等微创手术。

发表文章及研究课题 
主持和参与包括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和省部级在内的科研

课题6项，主要研究方向子宫内膜异位症、妇科肿瘤及宫颈机
能不全在国际和国内核心期刊发表研究论文10余篇，参与编
写全国高等医学院校教材2本

学术任职 
中国医药教育协会专业委员会委员
广东省优生优育协会专家委员会委员
广东省妇幼保健协会专家委员会委员

获奖情况 
2009年获广东省科学技术二等奖（腹腔镜在妇产科疾病

刘兴会

四川大学华西第二医院产科主任
博士生导师、主任医师/教授
四川省学术和技术带头人
中华医学会围产医学分会主任委员

兼任中国妇幼保健协会高危妊娠管理专委会副主委、妇
幼健康研究会母胎医学专委会副主委、中华预防医学会出生缺
陷预防与控制专委会常委、中国医师协会循证医学专委会常
委、中华医学会妇产科分会产科学组副组长、全国三八红旗手
及优秀巾帼志愿者、四川省有突出贡献的优秀专家、四川省医
学会围产医学专委会前任及候任主委及妇产科专委会常委等；
兼任《中华妇产科杂志》、《实用妇产科杂志》、《中华妇幼
临床医学杂志（电子版）》、《中国实用妇科与产科杂志》等
八家杂志副主编、常务编委及编委。

产科工作30多年，具有丰富的临床经验，尤其对产科疑
难、危重疾病的诊断、治疗、手术技术等；在产科危重症、产
科严重的合并症及并发症、胎儿宫内发育、孕期营养和体重管

理等方面有深入的临床研究。执笔撰写了中国首部《产后出血
预防与处理指南》，并参与撰写国家30余项产科指南。主持
国家级、省部级30余项科研课题，发表论文329篇，其中
SCI、Medline 收录112篇；获全国及省市级科研成果共7项；
主编及参编专著共40部，其中主编及副主编专著《助
产》、《难产》、《实用产科手术学》、《妇产科医生手册》
等13部；参编专著27部。培养硕士、博士研究生30余名。



主要学习及工作经历 
1987.9-1993.6 中山医科大学医学系临床医学专业毕
业，获临床医学学士学位；
1993.7-1998.11 中山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妇产科住院
医师；
1998.12-2006.11 中山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妇产科主治医
师，
其中2002.9-2006.6 中山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妇产科在职
硕士研究生，获临床医学硕士学位；
2006.2-2007.7 援藏（西藏林芝地区妇幼保健院副院
长）
2006.12 评聘为副教授、副主任医师，2007年6月获评
硕士生导师。
2006.12-至今 中山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妇产科副教授、副
主任医师
2013起担任中山大学八年制临床医学博士研究生全程导
师

临床医疗经历 
熟悉妇产科各种疾病的诊断和治疗，特别对于妇科疾患

包括子宫内膜异位症、子宫肌瘤、卵巢肿瘤等妇科肿瘤、不孕
症、宫颈机能不全等有着较为深入的科学研究和较为丰富的临
床工作经验。擅长妇科疾病的腹腔镜、宫腔镜等微创手术。

发表文章及研究课题 
主持和参与包括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和省部级在内的科研

课题6项，主要研究方向子宫内膜异位症、妇科肿瘤及宫颈机
能不全在国际和国内核心期刊发表研究论文10余篇，参与编
写全国高等医学院校教材2本

学术任职 
中国医药教育协会专业委员会委员
广东省优生优育协会专家委员会委员
广东省妇幼保健协会专家委员会委员

获奖情况 
2009年获广东省科学技术二等奖（腹腔镜在妇产科疾病

四川大学华西第二医院产科主任
博士生导师、主任医师/教授
四川省学术和技术带头人
中华医学会围产医学分会主任委员

兼任中国妇幼保健协会高危妊娠管理专委会副主委、妇
幼健康研究会母胎医学专委会副主委、中华预防医学会出生缺
陷预防与控制专委会常委、中国医师协会循证医学专委会常
委、中华医学会妇产科分会产科学组副组长、全国三八红旗手
及优秀巾帼志愿者、四川省有突出贡献的优秀专家、四川省医
学会围产医学专委会前任及候任主委及妇产科专委会常委等；
兼任《中华妇产科杂志》、《实用妇产科杂志》、《中华妇幼
临床医学杂志（电子版）》、《中国实用妇科与产科杂志》等
八家杂志副主编、常务编委及编委。

产科工作30多年，具有丰富的临床经验，尤其对产科疑
难、危重疾病的诊断、治疗、手术技术等；在产科危重症、产
科严重的合并症及并发症、胎儿宫内发育、孕期营养和体重管

理等方面有深入的临床研究。执笔撰写了中国首部《产后出血
预防与处理指南》，并参与撰写国家30余项产科指南。主持
国家级、省部级30余项科研课题，发表论文329篇，其中
SCI、Medline 收录112篇；获全国及省市级科研成果共7项；
主编及参编专著共40部，其中主编及副主编专著《助
产》、《难产》、《实用产科手术学》、《妇产科医生手册》
等13部；参编专著27部。培养硕士、博士研究生30余名。



主要学习及工作经历 
1987.9-1993.6 中山医科大学医学系临床医学专业毕
业，获临床医学学士学位；
1993.7-1998.11 中山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妇产科住院
医师；
1998.12-2006.11 中山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妇产科主治医
师，
其中2002.9-2006.6 中山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妇产科在职
硕士研究生，获临床医学硕士学位；
2006.2-2007.7 援藏（西藏林芝地区妇幼保健院副院
长）
2006.12 评聘为副教授、副主任医师，2007年6月获评
硕士生导师。
2006.12-至今 中山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妇产科副教授、副
主任医师
2013起担任中山大学八年制临床医学博士研究生全程导
师

临床医疗经历 
熟悉妇产科各种疾病的诊断和治疗，特别对于妇科疾患

包括子宫内膜异位症、子宫肌瘤、卵巢肿瘤等妇科肿瘤、不孕
症、宫颈机能不全等有着较为深入的科学研究和较为丰富的临
床工作经验。擅长妇科疾病的腹腔镜、宫腔镜等微创手术。

发表文章及研究课题 
主持和参与包括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和省部级在内的科研

课题6项，主要研究方向子宫内膜异位症、妇科肿瘤及宫颈机
能不全在国际和国内核心期刊发表研究论文10余篇，参与编
写全国高等医学院校教材2本

学术任职 
中国医药教育协会专业委员会委员
广东省优生优育协会专家委员会委员
广东省妇幼保健协会专家委员会委员

获奖情况 
2009年获广东省科学技术二等奖（腹腔镜在妇产科疾病

马润玫

马润玫，医学博士、博士研究生导师，昆明医科大学二
级教授。云南省跨世纪学术带头后备人选；称号，云南省高校
教学名师，享受云南省政府特殊津贴专家；2015年遴选为云
南省政府“云岭学者”；国家卫健委产科质量控制中心专家委
员会委员，中华妇产科学会云南妇产科学分会主任委员。

社会任职：
中华妇产科学会云南妇产科学分会主任委员
中华医学会妇产科学分会委员
中华医学会妇产科学分会产科分组委员
中华医学会妇产科学分会妊娠高血压学科组委员
中国妇幼保健协会副主任委员
中国优生协会理事暨候任副主任委员
中国医师协会妇产科分会母胎医学组委员
中国妇幼保健协会促进自然分娩专业组副主任委员
云南省医师协会《产科医师分会》副主任委员
中国妇幼保健学会高危妊娠分会副主任委员
中国优生学会临床妇儿分会副主任委员

中国研究型医院妇产科专科分会常委

从事临床医疗、教学及科研工作36余年，主攻围产医学
数次在国际学术大会上发言。作为项目第一负责人承担国家
级、省级重大课题10余项，以第一作者或通讯作者在国内及
国外核心期刊发表论文100余篇，SCI收录16篇，参编、参译
学术著作和全国高等院校教材、研究生教材共20部，主译人
民卫生出版社译著一部，参与中国产科指南的审编10部，执
笔起草“妊娠剧吐专家共识”。参编人民卫生出版社出版第九
版全国《妇产科学》教材，获2016年云南省十大科技进展和
云南省政府科技进步二等奖。

  



主要学习及工作经历 
1987.9-1993.6 中山医科大学医学系临床医学专业毕
业，获临床医学学士学位；
1993.7-1998.11 中山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妇产科住院
医师；
1998.12-2006.11 中山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妇产科主治医
师，
其中2002.9-2006.6 中山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妇产科在职
硕士研究生，获临床医学硕士学位；
2006.2-2007.7 援藏（西藏林芝地区妇幼保健院副院
长）
2006.12 评聘为副教授、副主任医师，2007年6月获评
硕士生导师。
2006.12-至今 中山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妇产科副教授、副
主任医师
2013起担任中山大学八年制临床医学博士研究生全程导
师

临床医疗经历 
熟悉妇产科各种疾病的诊断和治疗，特别对于妇科疾患

包括子宫内膜异位症、子宫肌瘤、卵巢肿瘤等妇科肿瘤、不孕
症、宫颈机能不全等有着较为深入的科学研究和较为丰富的临
床工作经验。擅长妇科疾病的腹腔镜、宫腔镜等微创手术。

发表文章及研究课题 
主持和参与包括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和省部级在内的科研

课题6项，主要研究方向子宫内膜异位症、妇科肿瘤及宫颈机
能不全在国际和国内核心期刊发表研究论文10余篇，参与编
写全国高等医学院校教材2本

学术任职 
中国医药教育协会专业委员会委员
广东省优生优育协会专家委员会委员
广东省妇幼保健协会专家委员会委员

获奖情况 
2009年获广东省科学技术二等奖（腹腔镜在妇产科疾病

马润玫，医学博士、博士研究生导师，昆明医科大学二
级教授。云南省跨世纪学术带头后备人选；称号，云南省高校
教学名师，享受云南省政府特殊津贴专家；2015年遴选为云
南省政府“云岭学者”；国家卫健委产科质量控制中心专家委
员会委员，中华妇产科学会云南妇产科学分会主任委员。

社会任职：
中华妇产科学会云南妇产科学分会主任委员
中华医学会妇产科学分会委员
中华医学会妇产科学分会产科分组委员
中华医学会妇产科学分会妊娠高血压学科组委员
中国妇幼保健协会副主任委员
中国优生协会理事暨候任副主任委员
中国医师协会妇产科分会母胎医学组委员
中国妇幼保健协会促进自然分娩专业组副主任委员
云南省医师协会《产科医师分会》副主任委员
中国妇幼保健学会高危妊娠分会副主任委员
中国优生学会临床妇儿分会副主任委员

中国研究型医院妇产科专科分会常委

从事临床医疗、教学及科研工作36余年，主攻围产医学
数次在国际学术大会上发言。作为项目第一负责人承担国家
级、省级重大课题10余项，以第一作者或通讯作者在国内及
国外核心期刊发表论文100余篇，SCI收录16篇，参编、参译
学术著作和全国高等院校教材、研究生教材共20部，主译人
民卫生出版社译著一部，参与中国产科指南的审编10部，执
笔起草“妊娠剧吐专家共识”。参编人民卫生出版社出版第九
版全国《妇产科学》教材，获2016年云南省十大科技进展和
云南省政府科技进步二等奖。

  



牛刚

主要学习及工作经历 
1987.9-1993.6 中山医科大学医学系临床医学专业毕
业，获临床医学学士学位；
1993.7-1998.11 中山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妇产科住院
医师；
1998.12-2006.11 中山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妇产科主治医
师，
其中2002.9-2006.6 中山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妇产科在职
硕士研究生，获临床医学硕士学位；
2006.2-2007.7 援藏（西藏林芝地区妇幼保健院副院
长）
2006.12 评聘为副教授、副主任医师，2007年6月获评
硕士生导师。
2006.12-至今 中山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妇产科副教授、副
主任医师
2013起担任中山大学八年制临床医学博士研究生全程导
师

临床医疗经历 
熟悉妇产科各种疾病的诊断和治疗，特别对于妇科疾患

包括子宫内膜异位症、子宫肌瘤、卵巢肿瘤等妇科肿瘤、不孕
症、宫颈机能不全等有着较为深入的科学研究和较为丰富的临
床工作经验。擅长妇科疾病的腹腔镜、宫腔镜等微创手术。

发表文章及研究课题 
主持和参与包括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和省部级在内的科研

课题6项，主要研究方向子宫内膜异位症、妇科肿瘤及宫颈机
能不全在国际和国内核心期刊发表研究论文10余篇，参与编
写全国高等医学院校教材2本

学术任职 
中国医药教育协会专业委员会委员
广东省优生优育协会专家委员会委员
广东省妇幼保健协会专家委员会委员

获奖情况 
2009年获广东省科学技术二等奖（腹腔镜在妇产科疾病

诊治中应用的系列研究）



主要学习及工作经历 
1987.9-1993.6 中山医科大学医学系临床医学专业毕
业，获临床医学学士学位；
1993.7-1998.11 中山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妇产科住院
医师；
1998.12-2006.11 中山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妇产科主治医
师，
其中2002.9-2006.6 中山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妇产科在职
硕士研究生，获临床医学硕士学位；
2006.2-2007.7 援藏（西藏林芝地区妇幼保健院副院
长）
2006.12 评聘为副教授、副主任医师，2007年6月获评
硕士生导师。
2006.12-至今 中山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妇产科副教授、副
主任医师
2013起担任中山大学八年制临床医学博士研究生全程
导。师

临床医疗经历 
熟悉妇产科各种疾病的诊断和治疗，特别对于妇科疾患

包括子宫内膜异位症、子宫肌瘤、卵巢肿瘤等妇科肿瘤、不孕
症、宫颈机能不全等有着较为深入的科学研究和较为丰富的临
床工作经验。擅长妇科疾病的腹腔镜、宫腔镜等微创手术。

发表文章及研究课题 
主持和参与包括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和省部级在内的科研

课题6项，主要研究方向子宫内膜异位症、妇科肿瘤及宫颈机
能不全在国际和国内核心期刊发表研究论文10余篇，参与编
写全国高等医学院校教材2本。

学术任职 
中国医药教育协会专业委员会委员
广东省优生优育协会专家委员会委员
广东省妇幼保健协会专家委员会委员

获奖情况 
2009年获广东省科学技术二等奖（腹腔镜在妇产科疾病

诊治中应用的系列研究）



主要学习及工作经历 
1987.9-1993.6 中山医科大学医学系临床医学专业毕
业，获临床医学学士学位；
1993.7-1998.11 中山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妇产科住院
医师；
1998.12-2006.11 中山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妇产科主治医
师，
其中2002.9-2006.6 中山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妇产科在职
硕士研究生，获临床医学硕士学位；
2006.2-2007.7 援藏（西藏林芝地区妇幼保健院副院
长）
2006.12 评聘为副教授、副主任医师，2007年6月获评
硕士生导师。
2006.12-至今 中山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妇产科副教授、副
主任医师
2013起担任中山大学八年制临床医学博士研究生全程导
师

临床医疗经历 
熟悉妇产科各种疾病的诊断和治疗，特别对于妇科疾患

包括子宫内膜异位症、子宫肌瘤、卵巢肿瘤等妇科肿瘤、不孕
症、宫颈机能不全等有着较为深入的科学研究和较为丰富的临
床工作经验。擅长妇科疾病的腹腔镜、宫腔镜等微创手术。

发表文章及研究课题 
主持和参与包括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和省部级在内的科研

课题6项，主要研究方向子宫内膜异位症、妇科肿瘤及宫颈机
能不全在国际和国内核心期刊发表研究论文10余篇，参与编
写全国高等医学院校教材2本

学术任职 
中国医药教育协会专业委员会委员
广东省优生优育协会专家委员会委员
广东省妇幼保健协会专家委员会委员

获奖情况 
2009年获广东省科学技术二等奖（腹腔镜在妇产科疾病

牛建民

牛建民，教授/主任医师/博士生导师；现任南方医科大学
附属深圳妇幼保健院产科主任，深圳市妇幼医学研究所常务副
所长，深圳市产科质控中心主任，广东省产科质控中心副主
任，国家产科质控中心委员。从事妇产科临床、教学、科研工
作30余年，在围产医学、母胎医学、产科危重症救治等方面
具有较高的学术造诣。学术任职包括中国妇幼保健协会高危妊
娠管理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中国妇幼保健协会促进自然分
娩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中国妇幼保健协会围产营养与代谢
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中华医学会糖尿病学分会妊娠糖尿病
学组副组长，中华医学会妇产科学分会妊娠高血压疾病学组委
员，中国转化医学联盟常务理事，广东省转化医学学会副会
长，广东省医学会围产医学分会副主任委员兼妊娠高血压疾病
学组组长，广东省妇幼保健协会产科与促进自然分娩专业委员
会主任委员；研究方向：母胎医学，妊娠期代谢性疾病及母子
心血管代谢风险防范；主持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点项目等科研
项目8项，累计科研经费1000余万，相关研究获省部级科学技
术奖2项，在JCEM、Hypertension等杂志发表论文100余
篇。



主要学习及工作经历 
1987.9-1993.6 中山医科大学医学系临床医学专业毕
业，获临床医学学士学位；
1993.7-1998.11 中山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妇产科住院
医师；
1998.12-2006.11 中山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妇产科主治医
师，
其中2002.9-2006.6 中山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妇产科在职
硕士研究生，获临床医学硕士学位；
2006.2-2007.7 援藏（西藏林芝地区妇幼保健院副院
长）
2006.12 评聘为副教授、副主任医师，2007年6月获评
硕士生导师。
2006.12-至今 中山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妇产科副教授、副
主任医师
2013起担任中山大学八年制临床医学博士研究生全程导
师

临床医疗经历 
熟悉妇产科各种疾病的诊断和治疗，特别对于妇科疾患

包括子宫内膜异位症、子宫肌瘤、卵巢肿瘤等妇科肿瘤、不孕
症、宫颈机能不全等有着较为深入的科学研究和较为丰富的临
床工作经验。擅长妇科疾病的腹腔镜、宫腔镜等微创手术。

发表文章及研究课题 
主持和参与包括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和省部级在内的科研

课题6项，主要研究方向子宫内膜异位症、妇科肿瘤及宫颈机
能不全在国际和国内核心期刊发表研究论文10余篇，参与编
写全国高等医学院校教材2本

学术任职 
中国医药教育协会专业委员会委员
广东省优生优育协会专家委员会委员
广东省妇幼保健协会专家委员会委员

获奖情况 
2009年获广东省科学技术二等奖（腹腔镜在妇产科疾病

沈策

沈策医生1983年毕业于大二军医大学，获学士、硕士及
博士学位。上海交通大学EMBA。曾任上海交通大学附属第六
人民医院呼吸内科主任，教授，博士、硕士生导师，上海呼吸
协会委员，呼吸危重病学组组长。

从事呼吸内科临床工作30余年。专长：呼吸系统疑难病
例的诊断与治疗；疑难胸部影像的诊断与鉴别，特别是肺小结
节的诊断与处理；重症肺炎及ARDS；无创及有创机械通气；
慢性咳嗽的诊断与治疗；擅长肺脏介入治疗，如气道支架植入
及狭窄的扩张及全麻下全肺灌洗技术等。



主要学习及工作经历 
1987.9-1993.6 中山医科大学医学系临床医学专业毕
业，获临床医学学士学位；
1993.7-1998.11 中山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妇产科住院
医师；
1998.12-2006.11 中山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妇产科主治医
师，
其中2002.9-2006.6 中山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妇产科在职
硕士研究生，获临床医学硕士学位；
2006.2-2007.7 援藏（西藏林芝地区妇幼保健院副院
长）
2006.12 评聘为副教授、副主任医师，2007年6月获评
硕士生导师。
2006.12-至今 中山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妇产科副教授、副
主任医师
2013起担任中山大学八年制临床医学博士研究生全程导
师

临床医疗经历 
熟悉妇产科各种疾病的诊断和治疗，特别对于妇科疾患

包括子宫内膜异位症、子宫肌瘤、卵巢肿瘤等妇科肿瘤、不孕
症、宫颈机能不全等有着较为深入的科学研究和较为丰富的临
床工作经验。擅长妇科疾病的腹腔镜、宫腔镜等微创手术。

发表文章及研究课题 
主持和参与包括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和省部级在内的科研

课题6项，主要研究方向子宫内膜异位症、妇科肿瘤及宫颈机
能不全在国际和国内核心期刊发表研究论文10余篇，参与编
写全国高等医学院校教材2本

学术任职 
中国医药教育协会专业委员会委员
广东省优生优育协会专家委员会委员
广东省妇幼保健协会专家委员会委员

获奖情况 
2009年获广东省科学技术二等奖（腹腔镜在妇产科疾病

孙丽洲

南京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江苏省人民医院，主任医
师，二级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

现任国家卫健委产前诊断专家组成员、国家卫健委出生
缺陷防治培训专家、中华医学会产科学组及妊娠高血压疾病学
组委员、中国妇幼保健协会促进自然分娩专业专家委员会副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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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预防医学会出生缺陷预防与控制专业委员会委员、中
国医疗保健国际交流促进会妇产科分会母儿学组副组长、中国
优生科学协会出生缺陷预防专业委员会常务委员、江苏省妇幼
健康研究会母胎健康与出生缺陷干预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江
苏省围产学会前任主任委员、江苏省优生优育协会常务理事、
江苏省中西医结合学会围产分会主任委员等。

现为国家产科临床重点专科、江苏省“十三五”产科重
点学科以及江苏省孕产妇危急重症救治指导中心带头人。江苏
省基层孵化中心主任、国家科研评审专家库成员、国家级规划
教材编写专家、国家卫计委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专家、江苏省

卫生高级专业技术资格评委库成员。担任《南京医科大学学
报》、《中华围产医学杂志》、《中国实用妇科与产科杂
志》、《江苏医药》、《现代妇产科杂志》、《中华妇幼临床
杂志》、《中国产前诊断杂志》、《中华产科急救电子杂
志》、《妇产与遗传杂志》编委等。

曾获国家教育部及江苏省科技进步二、三等奖、 江苏省
卫生厅新技术引进一、二等奖。发表SCI论文50余篇。

曾获南京医科大学名医称号、全国五一巾帼标兵、中央
电视台“寻找最美医生特别关注医生”称号，中国医学基金会
杨崇瑞妇幼卫生奖励基金表彰。



主要学习及工作经历 
1987.9-1993.6 中山医科大学医学系临床医学专业毕
业，获临床医学学士学位；
1993.7-1998.11 中山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妇产科住院
医师；
1998.12-2006.11 中山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妇产科主治医
师，
其中2002.9-2006.6 中山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妇产科在职
硕士研究生，获临床医学硕士学位；
2006.2-2007.7 援藏（西藏林芝地区妇幼保健院副院
长）
2006.12 评聘为副教授、副主任医师，2007年6月获评
硕士生导师。
2006.12-至今 中山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妇产科副教授、副
主任医师
2013起担任中山大学八年制临床医学博士研究生全程导
师

临床医疗经历 
熟悉妇产科各种疾病的诊断和治疗，特别对于妇科疾患

包括子宫内膜异位症、子宫肌瘤、卵巢肿瘤等妇科肿瘤、不孕
症、宫颈机能不全等有着较为深入的科学研究和较为丰富的临
床工作经验。擅长妇科疾病的腹腔镜、宫腔镜等微创手术。

发表文章及研究课题 
主持和参与包括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和省部级在内的科研

课题6项，主要研究方向子宫内膜异位症、妇科肿瘤及宫颈机
能不全在国际和国内核心期刊发表研究论文10余篇，参与编
写全国高等医学院校教材2本

学术任职 
中国医药教育协会专业委员会委员
广东省优生优育协会专家委员会委员
广东省妇幼保健协会专家委员会委员

获奖情况 
2009年获广东省科学技术二等奖（腹腔镜在妇产科疾病

南京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江苏省人民医院，主任医
师，二级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

现任国家卫健委产前诊断专家组成员、国家卫健委出生
缺陷防治培训专家、中华医学会产科学组及妊娠高血压疾病学
组委员、中国妇幼保健协会促进自然分娩专业专家委员会副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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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预防医学会出生缺陷预防与控制专业委员会委员、中
国医疗保健国际交流促进会妇产科分会母儿学组副组长、中国
优生科学协会出生缺陷预防专业委员会常务委员、江苏省妇幼
健康研究会母胎健康与出生缺陷干预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江
苏省围产学会前任主任委员、江苏省优生优育协会常务理事、
江苏省中西医结合学会围产分会主任委员等。

现为国家产科临床重点专科、江苏省“十三五”产科重
点学科以及江苏省孕产妇危急重症救治指导中心带头人。江苏
省基层孵化中心主任、国家科研评审专家库成员、国家级规划
教材编写专家、国家卫计委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专家、江苏省

卫生高级专业技术资格评委库成员。担任《南京医科大学学
报》、《中华围产医学杂志》、《中国实用妇科与产科杂
志》、《江苏医药》、《现代妇产科杂志》、《中华妇幼临床
杂志》、《中国产前诊断杂志》、《中华产科急救电子杂
志》、《妇产与遗传杂志》编委等。

曾获国家教育部及江苏省科技进步二、三等奖、 江苏省
卫生厅新技术引进一、二等奖。发表SCI论文50余篇。

曾获南京医科大学名医称号、全国五一巾帼标兵、中央
电视台“寻找最美医生特别关注医生”称号，中国医学基金会
杨崇瑞妇幼卫生奖励基金表彰。



孙路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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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伟琳

上海市第一妇婴保健院主治医师。从事妇产科临床医
疗、教学和科学研究工作多年。热衷于医学教育和医学模拟实
训；曾赴美国内布拉斯加医学中心接受模拟实训培训。多次在
国内各类产科大会上担任翻译工作；参与编译《威廉姆斯产科
学》，《产科手术学》等多部国外经典著作。目前是BJOG英
国妇产科杂志中文微博平台负责人。

擅长：孕期管理和适宜分娩技术的应用；关注产后康
复。

门诊时间：南院，周五全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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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志坚

南方医科大学南方医院妇产科副主任、妇产科产科亚专
科学科带头人、主任医师、博士研究生导师、博士后合作导师

担任职务：
世界华人医师协会妇产科分会母胎学组专委会 委员兼秘
书
中国医师协会妇产科分会医疗安全与健康保障工作委员
会 副主任委员
中国医师协会妇产科分会母胎学组专委会 委员
中国医师协会分娩镇痛专家委员会 专家
中华医学会妇产科分会妊高病学组 青年委员
广东省医师协会围产医学分会副主任委员兼青委会 主任
委员
广东省药学会妇产科药学分会 副主任委员
广东省围产医学会 常委
广东省妇产科学会产科学组 副组长
广州市围产医学会 副主任委员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评审专家

《中国实用妇科与产科杂志》特约编委、
《中华产科急救杂志》编委
《国际医药卫生导报》编委

2012年于香港伊丽莎白医院妇产科研修，2016年-2017
年美国堪萨斯大学医学院妇产科系访问学者。主持国家自然科
学基金、广东省科技重大项目各一项，省部级科研课题九项，
其它课题六项。获广东省科技进步二等奖、军队医疗成果二等
奖及三等奖各一项，国家实用新型发明专利一项。国内外核心
期刊发表专业学术论文70篇，SCI收录10篇。副主编专著1
部，参编人民卫生出版社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教材《妇产科
学》，参编五年制医学本科教材2部、专著10部。被评为“岭
南名医”、“羊城好医生”、“广东省实力中青年医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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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方医科大学南方医院妇产科副主任、妇产科产科亚专
科学科带头人、主任医师、博士研究生导师、博士后合作导师

担任职务：
世界华人医师协会妇产科分会母胎学组专委会 委员兼秘
书
中国医师协会妇产科分会医疗安全与健康保障工作委员
会 副主任委员
中国医师协会妇产科分会母胎学组专委会 委员
中国医师协会分娩镇痛专家委员会 专家
中华医学会妇产科分会妊高病学组 青年委员
广东省医师协会围产医学分会副主任委员兼青委会 主任
委员
广东省药学会妇产科药学分会 副主任委员
广东省围产医学会 常委
广东省妇产科学会产科学组 副组长
广州市围产医学会 副主任委员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评审专家

《中国实用妇科与产科杂志》特约编委、
《中华产科急救杂志》编委
《国际医药卫生导报》编委

2012年于香港伊丽莎白医院妇产科研修，2016年-2017
年美国堪萨斯大学医学院妇产科系访问学者。主持国家自然科
学基金、广东省科技重大项目各一项，省部级科研课题九项，
其它课题六项。获广东省科技进步二等奖、军队医疗成果二等
奖及三等奖各一项，国家实用新型发明专利一项。国内外核心
期刊发表专业学术论文70篇，SCI收录10篇。副主编专著1
部，参编人民卫生出版社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教材《妇产科
学》，参编五年制医学本科教材2部、专著10部。被评为“岭
南名医”、“羊城好医生”、“广东省实力中青年医生”。



王子莲，女，主任医师、教授、博士生导师，1988年毕
业于原中山医科大学医学系，毕业至今一直在中山大学附属第
一医院妇产科工作，1993-1998年硕博连读获临床医学博士
学位，2003-2004年间在香港大学玛丽医院进修学习。历任
中山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妇产科副主任、妇产科主任、妇产科教
研室主任。

研究领域：妊娠期糖尿病、妊娠期与分娩期监护、高危
及多胎妊娠管理、产科合并症并发症和危急重症救治等。

学术成就：在围产医学领域尤其在高危妊娠、母胎监
护、多胎妊娠、妊娠期糖尿病、妊娠合并内外科疾病的诊治等
方面具有深入的研究和丰富的临床经验，参与产科多个诊治指
南的制定。先后获得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卫生部行业项目、世
界糖尿病基金会、广东省自然和社会发展项目、广州市科技计
划项目以及中山大学5010等多个项目的资助，在国内外学术
期刊上发表学术论文多篇。获广东省南粤优秀教师、教育部宝
钢优秀教师奖、中山大学教学名师奖及“叶任高李幼姬夫妇临

王子莲

床医学优秀中青年教师奖教金”，主办多届国家级继续教育项
目“中山母胎监护论坛”，为传播产科新知识、新理念起到了
积极的推动作用。

主要社会任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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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华医学会妇产科分会产科学组成员
广东省围产医学分会副主任委员兼青年委员会主任委员
广东省妇产科医师协会母胎医学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
广东省营养学会妇幼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
广东省围产医学会妊娠期糖尿病学组组长
广州市围产保健专家组组长
《中华产科急救杂志》电子版副主编
《中华妇产科杂志》通讯编委
《中华围产医学杂志》编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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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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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山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妇产科副主任、妇产科主任、妇产科教
研室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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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多胎妊娠管理、产科合并症并发症和危急重症救治等。

学术成就：在围产医学领域尤其在高危妊娠、母胎监
护、多胎妊娠、妊娠期糖尿病、妊娠合并内外科疾病的诊治等
方面具有深入的研究和丰富的临床经验，参与产科多个诊治指
南的制定。先后获得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卫生部行业项目、世
界糖尿病基金会、广东省自然和社会发展项目、广州市科技计
划项目以及中山大学5010等多个项目的资助，在国内外学术
期刊上发表学术论文多篇。获广东省南粤优秀教师、教育部宝
钢优秀教师奖、中山大学教学名师奖及“叶任高李幼姬夫妇临

床医学优秀中青年教师奖教金”，主办多届国家级继续教育项
目“中山母胎监护论坛”，为传播产科新知识、新理念起到了
积极的推动作用。

主要社会任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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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华医学会妇产科分会产科学组成员
广东省围产医学分会副主任委员兼青年委员会主任委员
广东省妇产科医师协会母胎医学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
广东省营养学会妇幼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
广东省围产医学会妊娠期糖尿病学组组长
广州市围产保健专家组组长
《中华产科急救杂志》电子版副主编
《中华妇产科杂志》通讯编委
《中华围产医学杂志》编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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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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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华围产医学会委常委
中华围产医学会产科学组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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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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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践》、《子宫肌瘤》、《难产》参编《病理产科学》、《现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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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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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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中华妇产科杂志》、 《中华医学杂志》、《齐鲁医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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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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严晓玲

严晓玲，博士，产科副主任医师，杭州美华妇儿医院执
行院长。2005年任上海市第一妇婴保健院产科主任助理负责
产前诊断中心的日常管理。2009年任院办副主任，期间参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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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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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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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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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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姚强

四川大学华西第二医院妇产科主任医师。中华医学会围
产医学分会第八届青年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四川省医学会妇产
科专委会第九届青年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四川预防医学会及四
川性学会委员、成都市围产医学分会委员、四川省卫生计生委
学术技术带头人后备人选、第一届四川省临床技能名师、《中
国药师》编委、《西部医学》审稿专家。1999年毕业于华西
医科大学获妇产科学硕士学位，2004年获四川大学妇产科学
博士学位。现在四川大学华西第二医院产科从事临床、教学及
科研工作，擅长产科疑难危急重症的诊治，擅长各级医师产科
实用技术的培训，研究方向为高危妊娠、母胎医学及医学教
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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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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弘

张弘，主任医师，博士生导师。苏州大学附属第二医院
妇产科副主任，生殖中心主任

学术任职：
中国妇幼保健协会生育保健专业委员会委员
中国免疫学会生殖免疫分会委员会委员
中国妇幼保健协会辅助技术监测与评估专业委员会委员
江苏省医学会生殖医学专业委员会委员
江苏省医学会妇产科学分会内分泌学组委员
中国医师协会遗传医师分会儿童遗传病学组副主任委员
江苏省妇幼保健协会人类辅助生殖技术分会委员
江苏省中西医结合学会生殖医学专业委员会委员
苏州市医学会妇产科专业委员会委员

主要从事复发性流产、不孕症与辅助生殖、宫颈机能不
全、子宫内膜异位症、生殖道发育异常以及妇科内分泌疾病的
诊治，擅长生殖外科手术。曾在法国巴黎CHIC医学中心学习
宫腹腔镜手术及生殖道畸形的治疗。江苏省妇幼健康重点人
才。主持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省市级科研项目10余项，在国

内外期刊发表学术论文40余篇，主编与参编《自然流
产》、《生殖疾病诊断学》、《实用妇产科学》（第二版）、
全国普通高等医学院校五年制临床医学专业“十三五”规划教
材《妇产科学》等专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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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军

博士，国家“千人计划”特聘专家；上海交通大学王宽
诚讲席教授；“973”首席；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新华医
院环境与儿童健康教育部和上海市重点实验室主任，世界卫生
组织生殖健康部顾问。

1988年毕业于复旦大学上海医学院（原上海医科大
学），1993年在美国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at Chapel 
Hill获流行病学博士学位。长期从事生殖、围产流行病学研
究，1995年至1997年任教于Mount Sinai School of Medi-
cine，NewsYork；1997年至2011在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
（NIH）工作，并于2005年被NIH聘为（终身）资深研究员。
于2010年荣获国家“千人计划”特聘专家，全职回国。

 在围产医学领域，通过一系列研究，建立了新的产程标
准。作为项目负责人在美国组织实施了由19家医院组成的
“美国安全分娩研究网”，收集了25万例孕妇/新生儿病例，
论文发表在如JAMA（2010;304:419-425）等期刊上。自
2008起开始创建美国胎儿生长标准，该项目是在美国13所医

院共同实施，是NIH重点项目之一。 2011年一篇关于全球胎
儿生长标准的论文作为通讯作者发表在ThesLancet。承
担《英国妇产科学杂志》编辑、《美国流行病学杂志》和美
国《Birth》杂志聘为编委成员，并继续担任美国新生儿研究
网顾问委员会成员。

 在生殖医学领域中，主要的研究成果是关于自然流产后
处理的美国多中心研究，结果发表在《新英格兰医学杂志》上
（2005,353:761- 769）。于2007年又以通讯作者在《新英
格兰医学杂志》（2007;357:648-653）发表了关于药物流产
对后续妊娠影响研究的论文。曾担任美国生殖医学研究网顾问
委员会成员，目前任世界卫生组织生殖健康部顾问，“973”
首席“环境内分泌干扰物对女性生殖功能的影响及其机制”，
“上海优生儿童队列”首席，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点项目首
席。共发表过230多篇SCI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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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扬玉

赵扬玉，医学博士、主任医师、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
北京大学第三医院 产科主任 

专业方向：母胎医学
国家医疗服务标准委员会委员、中华医学会妇产科分会委
员、中华预防医学会出生缺陷防控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
员、全国产前诊断专家组成员、中华围产医学专业委员会
委员、中华围产医学胎儿学组委员、中华围产医学会重症
学组副组长、国家新生儿复苏指导专家
北京围产医学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北京医学会妇产科
专业委员会委员、北京医学会围产医学分会胎儿学组副组
长、北京医学会早产儿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北京中西
医学会围产医学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北京医师协会妇
产分会常务理事、北京住院医师规范培训专科委员
中国妇幼保健协会高危妊娠管理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中
国女医师协会妇产科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华人围产医
学会副主任委员、中国妇幼保健协会常务理事、中国妇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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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单位：湘西自治州人民医院
第一作者：程秋蓉  黄春艳  周双

1. 抢救一例妊娠HELLP综合征并发肝包膜下
血肿、破裂出血休克的体会

优秀投稿论文

多科联合成功抢救一例妊娠HELLP综合征并发肝包膜破
裂出血休克的孕妇，总结救治体会及经验教训，提高产科团队
快速反应能力、快速准确评估病情变化及综合救治水平。

Summary  Multi-disciplinary joint rescue of a preg-
nant woman with HELLP syndrome complicated with 
hepatic rupture and hemorrhagic shock, summed up 
the experience and experience and lesson, improve the 
rapid response ability of the obstetric team, quickly and 
accurately assess the changes of the condition and im-
prove the comprehensive treatment and cure level .

目的：报道因宫颈机能不全宫口近开全行紧急宫颈环扎
术延长孕期17天，成功挽救小儿生命1例。方法：回顾性报道
产妇从入院保胎治疗、术前准备、手术操作、术后治疗等完整
诊疗过程。结果：产妇，30岁，停经24+1周，阴道分泌物增
多9小时就诊，因B超检查提示宫口全程扩张，范围约
72*59mm,外口闭合段约3mm拟“宫颈机能不全”于2019年
7月29日17时入院。生育史0-0-2-0，2016年11月孕6月流产
1次，2018年3月稽留流产1次。末次月经：2019年2月11
日，2019年3月2日于美国行三代试管胚胎移植术。孕4+月曾
因先兆流产在我院妇科住院保胎治疗。入院后予积极准备拟行
紧急宫颈环扎，准备过程中患者出现不规则宫缩，立即予以静
滴硫酸镁抑制，宫缩渐消失一小时后妇科检查发现宫颈扩张，
羊膜囊膨出，考虑此胎儿珍贵，沟通后决定立即行宫颈环状
术。于2019年7月29日21点在腰麻下行紧急宫颈环扎术，术
中见宫口近开全，宫颈管仅0.5-1cm,羊膜囊膨出,术中用注水
的Foley 导尿管球囊分步上推羊膜囊，以双股10号丝McDon-
ald法行宫颈环扎术，手术操作困难，尚成功。术后预防抗感
染24小时，地塞米松促胎肺成熟治疗一疗程，硫酸镁抑制宫
缩治疗3天，情况平稳改硝苯地平保胎治疗，患者一直取臀高
卧位。术后13天开始反复出现宫缩情况，再次启动第二疗程
地塞米松促胎肺成熟，硫酸镁保胎治疗，后因效果不佳，改阿
托西班抑制宫缩治疗一疗程效果仍不佳，评估分娩难免，予拆
掉宫颈环扎缝线，于2019年8月15日2时13分顺娩一活男婴，
反应好，哭声可， Apgar评10分-10分，体重970g，平安送
至新生儿科。后因家属要求平安转送上海复旦大学儿童医院，

现小儿情况稳定，各项检测正常，已可进食母乳。结论：此病
例的良好结局获得，相关因素有手术中技巧的熟练，有术前术
后的观察及处置，有患者及家属积极配合。延长孕期17天为
胎儿宫内治疗争取了时间，为小儿出生后治疗奠定了良好基
础，从而获得满意结局。宫颈环扎术是治疗宫颈机能不全最确
切最有效的方法，原理在于修复并重建宫颈内口正常的形态和
功能，使孕周尽可能延长，妊娠得以维持。根据实施时间可分
预防性宫颈环扎术及紧急性宫颈环扎术。预防性宫颈环扎因宫
颈情况较好，准备充分，效果肯定，多可达到理想要求。而紧
急宫颈环扎术多因宫口开大、羊膜膨出而采取急诊手术，明显
影响疗效，但从近年临床报道可看出效果仍有肯定，可有效延
长孕周。紧急宫颈环扎手术手术禁忌主要有：阴道出血、宫
缩、胎膜破裂、胎儿畸形、胎盘早剥、羊膜炎等。对于手术时
限，即宫口开大程度没有统一要求，但手术效果相关文献总结
得出;宫颈开大程度、羊膜囊膨出程度与妊娠结局呈负相关关
系，对于孕周小、评估结局不理想的要结合病史，充分与患者
及家属沟通共同做出选择。紧急宫颈环扎手术方式多选择Mc-
Donald宫颈环扎术或其改良法，手术中要求：手法要轻柔以
减少对宫颈的刺激，操作要精准尽可能减少手术时间，降低术
后感染的可能。紧急宫颈环扎，手术成功只是迈向成功的一小
步，术后的治疗和管理也是成功的关键环节，首先，积极预防
感染及监测感染指标，特别是宫口开大后及羊膜囊脱出，宫颈
的屏障功能被破坏，容易出现绒毛感染、宫缩及伤口裂伤。其
次，术后宫颈薄弱，患者应选择臀高头低位，减少机械性重力
作用，正确选择及使用宫缩抑制剂，尽量降低生理性宫缩，按
疗程使用促胎肺成熟及胎儿脑保护药物以提高早产儿成活率。
此外，要治疗过程中做好母婴安全检测及防护。最后，当流产
或早产不可避免，要及时拆掉缝线，正确处理产程并积极联系
新生儿科医生做好新生儿的抢救及转运准备。紧急宫颈环扎手
术，可有效的延长难免流产、早产孕周，从而改善母婴结局。
我们要掌握并推广这项技术，更好的服务患者服务临床。



2. 凶险性前置胎盘术中大出血风险评估
量表的制定及应用

第一作者：彭冰
作者单位：四川大学华西第二医院

目的：探讨凶险性前置胎盘患者发生剖宫产术中大出血
的危险因素，制定术中大出血风险评估量表，验证分析量表的
临床可行性及有效性。方法： (1 )根据剖宫产术中出血量
2000ml为界将纳入凶险性前置胎盘患者分为两组，剖宫产术
中出血量≥2000ml的病例为病例组，剖宫产术中出血量
<2000ml病例为对照组，分析比较两组病例的临床资料及MRI
影像学资料的差异。(2)利用Logistic多因素分析模型得出凶险
性前置胎盘患者发生剖宫产术中大出血相关的危险因素，制定
凶险性前置胎盘术中大出血风险评估量表。(3)运用本研究制
定的评估量表对新纳入的115例凶险性前置胎盘病例进行评
估，验证量表的临床可行性及有效性。结果：(1) logistic多因
素分析模型结果示术前血色素<110g/L;孕次>4次；剖宫产次
数>1次；子宫颈管长度<3.10cm；子宫前壁切口瘢痕区域胎
盘厚度>3.80cm；T2W1序列胎盘内异常低信号影；膀胱后壁
肌层低信号不连续；子宫前壁肌壁间或表面有流空血管影；胎
盘附着于子宫前壁或覆盖面广等指标为凶险性前置胎盘患者术
中大出血的危险因素。（2）根据多因素分析模型得出的危险
因素制定凶险性前置胎盘术中大出血风险评估量表并绘制
ROC曲线，评估总分值7分作为判别凶险性前置胎盘术中大出
血高风险的最佳界限值。该量表的曲线下面积为0.863，95%
可信度区间为 0.811–0.916。（3）用本研究制定的凶险性
前置胎盘术中大出血风险评估量表分别对新纳入的115例患者
进行评分，行ROC曲线分析结果提示曲线下面积为0.933，
95%可信度区间为0.885–0.980。 结论：本研究得到的凶险

性前置胎盘术中大出血风险评估量表可用于预测凶险性前置胎
盘患者发生术中大出血的风险，指导临床医生做到更好的预防
和应对处理。此量表应用方便简单，预测的敏感性高，具有较
高的临床可行性及有效性。

目的：报道因宫颈机能不全宫口近开全行紧急宫颈环扎
术延长孕期17天，成功挽救小儿生命1例。方法：回顾性报道
产妇从入院保胎治疗、术前准备、手术操作、术后治疗等完整
诊疗过程。结果：产妇，30岁，停经24+1周，阴道分泌物增
多9小时就诊，因B超检查提示宫口全程扩张，范围约
72*59mm,外口闭合段约3mm拟“宫颈机能不全”于2019年
7月29日17时入院。生育史0-0-2-0，2016年11月孕6月流产
1次，2018年3月稽留流产1次。末次月经：2019年2月11
日，2019年3月2日于美国行三代试管胚胎移植术。孕4+月曾
因先兆流产在我院妇科住院保胎治疗。入院后予积极准备拟行
紧急宫颈环扎，准备过程中患者出现不规则宫缩，立即予以静
滴硫酸镁抑制，宫缩渐消失一小时后妇科检查发现宫颈扩张，
羊膜囊膨出，考虑此胎儿珍贵，沟通后决定立即行宫颈环状
术。于2019年7月29日21点在腰麻下行紧急宫颈环扎术，术
中见宫口近开全，宫颈管仅0.5-1cm,羊膜囊膨出,术中用注水
的Foley 导尿管球囊分步上推羊膜囊，以双股10号丝McDon-
ald法行宫颈环扎术，手术操作困难，尚成功。术后预防抗感
染24小时，地塞米松促胎肺成熟治疗一疗程，硫酸镁抑制宫
缩治疗3天，情况平稳改硝苯地平保胎治疗，患者一直取臀高
卧位。术后13天开始反复出现宫缩情况，再次启动第二疗程
地塞米松促胎肺成熟，硫酸镁保胎治疗，后因效果不佳，改阿
托西班抑制宫缩治疗一疗程效果仍不佳，评估分娩难免，予拆
掉宫颈环扎缝线，于2019年8月15日2时13分顺娩一活男婴，
反应好，哭声可， Apgar评10分-10分，体重970g，平安送
至新生儿科。后因家属要求平安转送上海复旦大学儿童医院，

现小儿情况稳定，各项检测正常，已可进食母乳。结论：此病
例的良好结局获得，相关因素有手术中技巧的熟练，有术前术
后的观察及处置，有患者及家属积极配合。延长孕期17天为
胎儿宫内治疗争取了时间，为小儿出生后治疗奠定了良好基
础，从而获得满意结局。宫颈环扎术是治疗宫颈机能不全最确
切最有效的方法，原理在于修复并重建宫颈内口正常的形态和
功能，使孕周尽可能延长，妊娠得以维持。根据实施时间可分
预防性宫颈环扎术及紧急性宫颈环扎术。预防性宫颈环扎因宫
颈情况较好，准备充分，效果肯定，多可达到理想要求。而紧
急宫颈环扎术多因宫口开大、羊膜膨出而采取急诊手术，明显
影响疗效，但从近年临床报道可看出效果仍有肯定，可有效延
长孕周。紧急宫颈环扎手术手术禁忌主要有：阴道出血、宫
缩、胎膜破裂、胎儿畸形、胎盘早剥、羊膜炎等。对于手术时
限，即宫口开大程度没有统一要求，但手术效果相关文献总结
得出;宫颈开大程度、羊膜囊膨出程度与妊娠结局呈负相关关
系，对于孕周小、评估结局不理想的要结合病史，充分与患者
及家属沟通共同做出选择。紧急宫颈环扎手术方式多选择Mc-
Donald宫颈环扎术或其改良法，手术中要求：手法要轻柔以
减少对宫颈的刺激，操作要精准尽可能减少手术时间，降低术
后感染的可能。紧急宫颈环扎，手术成功只是迈向成功的一小
步，术后的治疗和管理也是成功的关键环节，首先，积极预防
感染及监测感染指标，特别是宫口开大后及羊膜囊脱出，宫颈
的屏障功能被破坏，容易出现绒毛感染、宫缩及伤口裂伤。其
次，术后宫颈薄弱，患者应选择臀高头低位，减少机械性重力
作用，正确选择及使用宫缩抑制剂，尽量降低生理性宫缩，按
疗程使用促胎肺成熟及胎儿脑保护药物以提高早产儿成活率。
此外，要治疗过程中做好母婴安全检测及防护。最后，当流产
或早产不可避免，要及时拆掉缝线，正确处理产程并积极联系
新生儿科医生做好新生儿的抢救及转运准备。紧急宫颈环扎手
术，可有效的延长难免流产、早产孕周，从而改善母婴结局。
我们要掌握并推广这项技术，更好的服务患者服务临床。



目的：探讨凶险性前置胎盘患者发生剖宫产术中大出血
的危险因素，制定术中大出血风险评估量表，验证分析量表的
临床可行性及有效性。方法： (1 )根据剖宫产术中出血量
2000ml为界将纳入凶险性前置胎盘患者分为两组，剖宫产术
中出血量≥2000ml的病例为病例组，剖宫产术中出血量
<2000ml病例为对照组，分析比较两组病例的临床资料及MRI
影像学资料的差异。(2)利用Logistic多因素分析模型得出凶险
性前置胎盘患者发生剖宫产术中大出血相关的危险因素，制定
凶险性前置胎盘术中大出血风险评估量表。(3)运用本研究制
定的评估量表对新纳入的115例凶险性前置胎盘病例进行评
估，验证量表的临床可行性及有效性。结果：(1) logistic多因
素分析模型结果示术前血色素<110g/L;孕次>4次；剖宫产次
数>1次；子宫颈管长度<3.10cm；子宫前壁切口瘢痕区域胎
盘厚度>3.80cm；T2W1序列胎盘内异常低信号影；膀胱后壁
肌层低信号不连续；子宫前壁肌壁间或表面有流空血管影；胎
盘附着于子宫前壁或覆盖面广等指标为凶险性前置胎盘患者术
中大出血的危险因素。（2）根据多因素分析模型得出的危险
因素制定凶险性前置胎盘术中大出血风险评估量表并绘制
ROC曲线，评估总分值7分作为判别凶险性前置胎盘术中大出
血高风险的最佳界限值。该量表的曲线下面积为0.863，95%
可信度区间为 0.811–0.916。（3）用本研究制定的凶险性
前置胎盘术中大出血风险评估量表分别对新纳入的115例患者
进行评分，行ROC曲线分析结果提示曲线下面积为0.933，
95%可信度区间为0.885–0.980。 结论：本研究得到的凶险

性前置胎盘术中大出血风险评估量表可用于预测凶险性前置胎
盘患者发生术中大出血的风险，指导临床医生做到更好的预防
和应对处理。此量表应用方便简单，预测的敏感性高，具有较
高的临床可行性及有效性。

3. 肠膀胱扩大术后妊娠一例分析及文献回顾

第一作者：阮洁 张力 于秀章 刘畅 刘冬 汪月梅 段美帆
作者单位：四川大学华西第二医院

目的：肠膀胱扩大术后妊娠的案例并不多见，但由于术
后健康状况及生活质量得到改善，这部分病例可能越来越多，
需要产科医生对围产期处理有相应的了解。方法：通过回顾对
一例乙状结肠膀胱扩大术后妊娠患者的孕期管理，并总结现有
的10余篇报道（100余例），针对该术式合并妊娠的常见产科
问题，我们做出了几点总结。结果：通过对本病例的分析及既
往病例回顾，可以帮助产科医生更好的处理该类患者。结论：
这部分患者的母儿结局均较满意，孕期最常见的合并症是尿路
感染、肾盂肾炎及上尿路梗阻，因此应在孕期定期监测小便常
规、尿培养及血肌酐水平；严重上尿路梗阻可安置输尿管支架
或肾造瘘术、从而避免肾功能损伤。仅行肠膀胱扩大术的患者
可以经阴道分娩；但合并有膀胱颈重建手术史的患者是否可以
选择阴道分娩尚存在争议；总结阴道分娩患者中存在较高的阴
道助产比例，应安排经验丰富的医生或助产士完成。如存在产
科指征需剖宫产的患者，尽量避免急诊手术，建议术前行核磁
检查了解盆腹腔解剖关系，并邀请一名具有丰富的膀胱扩大术
经验的泌尿外科医师共同上台，必要时可行膀胱灌注以了解解
剖关系，术中应个体化选择子宫切口，应避免代膀胱及系膜损
伤。

目的：报道因宫颈机能不全宫口近开全行紧急宫颈环扎
术延长孕期17天，成功挽救小儿生命1例。方法：回顾性报道
产妇从入院保胎治疗、术前准备、手术操作、术后治疗等完整
诊疗过程。结果：产妇，30岁，停经24+1周，阴道分泌物增
多9小时就诊，因B超检查提示宫口全程扩张，范围约
72*59mm,外口闭合段约3mm拟“宫颈机能不全”于2019年
7月29日17时入院。生育史0-0-2-0，2016年11月孕6月流产
1次，2018年3月稽留流产1次。末次月经：2019年2月11
日，2019年3月2日于美国行三代试管胚胎移植术。孕4+月曾
因先兆流产在我院妇科住院保胎治疗。入院后予积极准备拟行
紧急宫颈环扎，准备过程中患者出现不规则宫缩，立即予以静
滴硫酸镁抑制，宫缩渐消失一小时后妇科检查发现宫颈扩张，
羊膜囊膨出，考虑此胎儿珍贵，沟通后决定立即行宫颈环状
术。于2019年7月29日21点在腰麻下行紧急宫颈环扎术，术
中见宫口近开全，宫颈管仅0.5-1cm,羊膜囊膨出,术中用注水
的Foley 导尿管球囊分步上推羊膜囊，以双股10号丝McDon-
ald法行宫颈环扎术，手术操作困难，尚成功。术后预防抗感
染24小时，地塞米松促胎肺成熟治疗一疗程，硫酸镁抑制宫
缩治疗3天，情况平稳改硝苯地平保胎治疗，患者一直取臀高
卧位。术后13天开始反复出现宫缩情况，再次启动第二疗程
地塞米松促胎肺成熟，硫酸镁保胎治疗，后因效果不佳，改阿
托西班抑制宫缩治疗一疗程效果仍不佳，评估分娩难免，予拆
掉宫颈环扎缝线，于2019年8月15日2时13分顺娩一活男婴，
反应好，哭声可， Apgar评10分-10分，体重970g，平安送
至新生儿科。后因家属要求平安转送上海复旦大学儿童医院，

现小儿情况稳定，各项检测正常，已可进食母乳。结论：此病
例的良好结局获得，相关因素有手术中技巧的熟练，有术前术
后的观察及处置，有患者及家属积极配合。延长孕期17天为
胎儿宫内治疗争取了时间，为小儿出生后治疗奠定了良好基
础，从而获得满意结局。宫颈环扎术是治疗宫颈机能不全最确
切最有效的方法，原理在于修复并重建宫颈内口正常的形态和
功能，使孕周尽可能延长，妊娠得以维持。根据实施时间可分
预防性宫颈环扎术及紧急性宫颈环扎术。预防性宫颈环扎因宫
颈情况较好，准备充分，效果肯定，多可达到理想要求。而紧
急宫颈环扎术多因宫口开大、羊膜膨出而采取急诊手术，明显
影响疗效，但从近年临床报道可看出效果仍有肯定，可有效延
长孕周。紧急宫颈环扎手术手术禁忌主要有：阴道出血、宫
缩、胎膜破裂、胎儿畸形、胎盘早剥、羊膜炎等。对于手术时
限，即宫口开大程度没有统一要求，但手术效果相关文献总结
得出;宫颈开大程度、羊膜囊膨出程度与妊娠结局呈负相关关
系，对于孕周小、评估结局不理想的要结合病史，充分与患者
及家属沟通共同做出选择。紧急宫颈环扎手术方式多选择Mc-
Donald宫颈环扎术或其改良法，手术中要求：手法要轻柔以
减少对宫颈的刺激，操作要精准尽可能减少手术时间，降低术
后感染的可能。紧急宫颈环扎，手术成功只是迈向成功的一小
步，术后的治疗和管理也是成功的关键环节，首先，积极预防
感染及监测感染指标，特别是宫口开大后及羊膜囊脱出，宫颈
的屏障功能被破坏，容易出现绒毛感染、宫缩及伤口裂伤。其
次，术后宫颈薄弱，患者应选择臀高头低位，减少机械性重力
作用，正确选择及使用宫缩抑制剂，尽量降低生理性宫缩，按
疗程使用促胎肺成熟及胎儿脑保护药物以提高早产儿成活率。
此外，要治疗过程中做好母婴安全检测及防护。最后，当流产
或早产不可避免，要及时拆掉缝线，正确处理产程并积极联系
新生儿科医生做好新生儿的抢救及转运准备。紧急宫颈环扎手
术，可有效的延长难免流产、早产孕周，从而改善母婴结局。
我们要掌握并推广这项技术，更好的服务患者服务临床。



目的：报道因宫颈机能不全宫口近开全行紧急宫颈环扎
术延长孕期17天，成功挽救小儿生命1例。方法：回顾性报道
产妇从入院保胎治疗、术前准备、手术操作、术后治疗等完整
诊疗过程。结果：产妇，30岁，停经24+1周，阴道分泌物增
多9小时就诊，因B超检查提示宫口全程扩张，范围约
72*59mm,外口闭合段约3mm拟“宫颈机能不全”于2019年
7月29日17时入院。生育史0-0-2-0，2016年11月孕6月流产
1次，2018年3月稽留流产1次。末次月经：2019年2月11
日，2019年3月2日于美国行三代试管胚胎移植术。孕4+月曾
因先兆流产在我院妇科住院保胎治疗。入院后予积极准备拟行
紧急宫颈环扎，准备过程中患者出现不规则宫缩，立即予以静
滴硫酸镁抑制，宫缩渐消失一小时后妇科检查发现宫颈扩张，
羊膜囊膨出，考虑此胎儿珍贵，沟通后决定立即行宫颈环状
术。于2019年7月29日21点在腰麻下行紧急宫颈环扎术，术
中见宫口近开全，宫颈管仅0.5-1cm,羊膜囊膨出,术中用注水
的Foley 导尿管球囊分步上推羊膜囊，以双股10号丝McDon-
ald法行宫颈环扎术，手术操作困难，尚成功。术后预防抗感
染24小时，地塞米松促胎肺成熟治疗一疗程，硫酸镁抑制宫
缩治疗3天，情况平稳改硝苯地平保胎治疗，患者一直取臀高
卧位。术后13天开始反复出现宫缩情况，再次启动第二疗程
地塞米松促胎肺成熟，硫酸镁保胎治疗，后因效果不佳，改阿
托西班抑制宫缩治疗一疗程效果仍不佳，评估分娩难免，予拆
掉宫颈环扎缝线，于2019年8月15日2时13分顺娩一活男婴，
反应好，哭声可， Apgar评10分-10分，体重970g，平安送
至新生儿科。后因家属要求平安转送上海复旦大学儿童医院，

4. 产后肺栓塞3例报告并文献复习

第一作者：汪月梅  于秀章  张力  阮洁  刘畅  刘冬
作者单位：四川大学华西第二医院

妊娠期血栓栓塞性疾病的患病率为0.5/1000~2.0/1 
000，是非妊娠期女性发病风险的4~5 倍。妊娠期血栓栓塞性
疾病中 80% 为静脉血栓栓塞症（venous thromboembolism 
VTE），在美国其占所有孕产妇死亡的 9.3%，是孕产妇死亡
的主要原因之一。VTE包括深静脉血栓形成（deepvein 
thrombosis DVT，占 75%~80%）和肺栓塞（ pulmonary 
embolism PE，占 20%~25%），一半发生在妊娠期，一半
发生在产褥期，尤其产后1周内发生风险最大（1）。在
1000-3000例妊娠中，约有1例并发肺栓塞(PE)，虽然它是一
种罕见的妊娠期和产后并发症，但因心源性梗阻性休克导致血
流动力学不稳定的肺栓塞是其最严重的表现，可在5%的肺栓
塞中发生，其病死率高达约30%，是发达国家孕产妇死亡的
主要原因之一。（2）近年来随着临床医师对妊娠期及产后期
肺栓塞认识水平及诊断技术的不断提高，本病的预防、诊断、
治疗及后续随访均得到了一定的提高，但因其死亡率高，需临
床医师提高警惕，积极防治。本文介绍了四川大学华西第二医
院采用药物抗凝成功救治3例急性肺栓塞产妇，现报道如下。

现小儿情况稳定，各项检测正常，已可进食母乳。结论：此病
例的良好结局获得，相关因素有手术中技巧的熟练，有术前术
后的观察及处置，有患者及家属积极配合。延长孕期17天为
胎儿宫内治疗争取了时间，为小儿出生后治疗奠定了良好基
础，从而获得满意结局。宫颈环扎术是治疗宫颈机能不全最确
切最有效的方法，原理在于修复并重建宫颈内口正常的形态和
功能，使孕周尽可能延长，妊娠得以维持。根据实施时间可分
预防性宫颈环扎术及紧急性宫颈环扎术。预防性宫颈环扎因宫
颈情况较好，准备充分，效果肯定，多可达到理想要求。而紧
急宫颈环扎术多因宫口开大、羊膜膨出而采取急诊手术，明显
影响疗效，但从近年临床报道可看出效果仍有肯定，可有效延
长孕周。紧急宫颈环扎手术手术禁忌主要有：阴道出血、宫
缩、胎膜破裂、胎儿畸形、胎盘早剥、羊膜炎等。对于手术时
限，即宫口开大程度没有统一要求，但手术效果相关文献总结
得出;宫颈开大程度、羊膜囊膨出程度与妊娠结局呈负相关关
系，对于孕周小、评估结局不理想的要结合病史，充分与患者
及家属沟通共同做出选择。紧急宫颈环扎手术方式多选择Mc-
Donald宫颈环扎术或其改良法，手术中要求：手法要轻柔以
减少对宫颈的刺激，操作要精准尽可能减少手术时间，降低术
后感染的可能。紧急宫颈环扎，手术成功只是迈向成功的一小
步，术后的治疗和管理也是成功的关键环节，首先，积极预防
感染及监测感染指标，特别是宫口开大后及羊膜囊脱出，宫颈
的屏障功能被破坏，容易出现绒毛感染、宫缩及伤口裂伤。其
次，术后宫颈薄弱，患者应选择臀高头低位，减少机械性重力
作用，正确选择及使用宫缩抑制剂，尽量降低生理性宫缩，按
疗程使用促胎肺成熟及胎儿脑保护药物以提高早产儿成活率。
此外，要治疗过程中做好母婴安全检测及防护。最后，当流产
或早产不可避免，要及时拆掉缝线，正确处理产程并积极联系
新生儿科医生做好新生儿的抢救及转运准备。紧急宫颈环扎手
术，可有效的延长难免流产、早产孕周，从而改善母婴结局。
我们要掌握并推广这项技术，更好的服务患者服务临床。



5. 宫口近开全紧急宫颈环扎1例

第一作者：王慧
作者单位：六安市金安区妇幼保健院

目的：报道因宫颈机能不全宫口近开全行紧急宫颈环扎
术延长孕期17天，成功挽救小儿生命1例。方法：回顾性报道
产妇从入院保胎治疗、术前准备、手术操作、术后治疗等完整
诊疗过程。结果：产妇，30岁，停经24+1周，阴道分泌物增
多9小时就诊，因B超检查提示宫口全程扩张，范围约
72*59mm,外口闭合段约3mm拟“宫颈机能不全”于2019年
7月29日17时入院。生育史0-0-2-0，2016年11月孕6月流产
1次，2018年3月稽留流产1次。末次月经：2019年2月11
日，2019年3月2日于美国行三代试管胚胎移植术。孕4+月曾
因先兆流产在我院妇科住院保胎治疗。入院后予积极准备拟行
紧急宫颈环扎，准备过程中患者出现不规则宫缩，立即予以静
滴硫酸镁抑制，宫缩渐消失一小时后妇科检查发现宫颈扩张，
羊膜囊膨出，考虑此胎儿珍贵，沟通后决定立即行宫颈环状
术。于2019年7月29日21点在腰麻下行紧急宫颈环扎术，术
中见宫口近开全，宫颈管仅0.5-1cm,羊膜囊膨出,术中用注水
的Foley 导尿管球囊分步上推羊膜囊，以双股10号丝McDon-
ald法行宫颈环扎术，手术操作困难，尚成功。术后预防抗感
染24小时，地塞米松促胎肺成熟治疗一疗程，硫酸镁抑制宫
缩治疗3天，情况平稳改硝苯地平保胎治疗，患者一直取臀高
卧位。术后13天开始反复出现宫缩情况，再次启动第二疗程
地塞米松促胎肺成熟，硫酸镁保胎治疗，后因效果不佳，改阿
托西班抑制宫缩治疗一疗程效果仍不佳，评估分娩难免，予拆
掉宫颈环扎缝线，于2019年8月15日2时13分顺娩一活男婴，
反应好，哭声可， Apgar评10分-10分，体重970g，平安送
至新生儿科。后因家属要求平安转送上海复旦大学儿童医院，

现小儿情况稳定，各项检测正常，已可进食母乳。结论：此病
例的良好结局获得，相关因素有手术中技巧的熟练，有术前术
后的观察及处置，有患者及家属积极配合。延长孕期17天为
胎儿宫内治疗争取了时间，为小儿出生后治疗奠定了良好基
础，从而获得满意结局。宫颈环扎术是治疗宫颈机能不全最确
切最有效的方法，原理在于修复并重建宫颈内口正常的形态和
功能，使孕周尽可能延长，妊娠得以维持。根据实施时间可分
预防性宫颈环扎术及紧急性宫颈环扎术。预防性宫颈环扎因宫
颈情况较好，准备充分，效果肯定，多可达到理想要求。而紧
急宫颈环扎术多因宫口开大、羊膜膨出而采取急诊手术，明显
影响疗效，但从近年临床报道可看出效果仍有肯定，可有效延
长孕周。紧急宫颈环扎手术手术禁忌主要有：阴道出血、宫
缩、胎膜破裂、胎儿畸形、胎盘早剥、羊膜炎等。对于手术时
限，即宫口开大程度没有统一要求，但手术效果相关文献总结
得出;宫颈开大程度、羊膜囊膨出程度与妊娠结局呈负相关关
系，对于孕周小、评估结局不理想的要结合病史，充分与患者
及家属沟通共同做出选择。紧急宫颈环扎手术方式多选择Mc-
Donald宫颈环扎术或其改良法，手术中要求：手法要轻柔以
减少对宫颈的刺激，操作要精准尽可能减少手术时间，降低术
后感染的可能。紧急宫颈环扎，手术成功只是迈向成功的一小
步，术后的治疗和管理也是成功的关键环节，首先，积极预防
感染及监测感染指标，特别是宫口开大后及羊膜囊脱出，宫颈
的屏障功能被破坏，容易出现绒毛感染、宫缩及伤口裂伤。其
次，术后宫颈薄弱，患者应选择臀高头低位，减少机械性重力
作用，正确选择及使用宫缩抑制剂，尽量降低生理性宫缩，按
疗程使用促胎肺成熟及胎儿脑保护药物以提高早产儿成活率。
此外，要治疗过程中做好母婴安全检测及防护。最后，当流产
或早产不可避免，要及时拆掉缝线，正确处理产程并积极联系
新生儿科医生做好新生儿的抢救及转运准备。紧急宫颈环扎手
术，可有效的延长难免流产、早产孕周，从而改善母婴结局。
我们要掌握并推广这项技术，更好的服务患者服务临床。



目的：报道因宫颈机能不全宫口近开全行紧急宫颈环扎
术延长孕期17天，成功挽救小儿生命1例。方法：回顾性报道
产妇从入院保胎治疗、术前准备、手术操作、术后治疗等完整
诊疗过程。结果：产妇，30岁，停经24+1周，阴道分泌物增
多9小时就诊，因B超检查提示宫口全程扩张，范围约
72*59mm,外口闭合段约3mm拟“宫颈机能不全”于2019年
7月29日17时入院。生育史0-0-2-0，2016年11月孕6月流产
1次，2018年3月稽留流产1次。末次月经：2019年2月11
日，2019年3月2日于美国行三代试管胚胎移植术。孕4+月曾
因先兆流产在我院妇科住院保胎治疗。入院后予积极准备拟行
紧急宫颈环扎，准备过程中患者出现不规则宫缩，立即予以静
滴硫酸镁抑制，宫缩渐消失一小时后妇科检查发现宫颈扩张，
羊膜囊膨出，考虑此胎儿珍贵，沟通后决定立即行宫颈环状
术。于2019年7月29日21点在腰麻下行紧急宫颈环扎术，术
中见宫口近开全，宫颈管仅0.5-1cm,羊膜囊膨出,术中用注水
的Foley 导尿管球囊分步上推羊膜囊，以双股10号丝McDon-
ald法行宫颈环扎术，手术操作困难，尚成功。术后预防抗感
染24小时，地塞米松促胎肺成熟治疗一疗程，硫酸镁抑制宫
缩治疗3天，情况平稳改硝苯地平保胎治疗，患者一直取臀高
卧位。术后13天开始反复出现宫缩情况，再次启动第二疗程
地塞米松促胎肺成熟，硫酸镁保胎治疗，后因效果不佳，改阿
托西班抑制宫缩治疗一疗程效果仍不佳，评估分娩难免，予拆
掉宫颈环扎缝线，于2019年8月15日2时13分顺娩一活男婴，
反应好，哭声可， Apgar评10分-10分，体重970g，平安送
至新生儿科。后因家属要求平安转送上海复旦大学儿童医院，

现小儿情况稳定，各项检测正常，已可进食母乳。结论：此病
例的良好结局获得，相关因素有手术中技巧的熟练，有术前术
后的观察及处置，有患者及家属积极配合。延长孕期17天为
胎儿宫内治疗争取了时间，为小儿出生后治疗奠定了良好基
础，从而获得满意结局。宫颈环扎术是治疗宫颈机能不全最确
切最有效的方法，原理在于修复并重建宫颈内口正常的形态和
功能，使孕周尽可能延长，妊娠得以维持。根据实施时间可分
预防性宫颈环扎术及紧急性宫颈环扎术。预防性宫颈环扎因宫
颈情况较好，准备充分，效果肯定，多可达到理想要求。而紧
急宫颈环扎术多因宫口开大、羊膜膨出而采取急诊手术，明显
影响疗效，但从近年临床报道可看出效果仍有肯定，可有效延
长孕周。紧急宫颈环扎手术手术禁忌主要有：阴道出血、宫
缩、胎膜破裂、胎儿畸形、胎盘早剥、羊膜炎等。对于手术时
限，即宫口开大程度没有统一要求，但手术效果相关文献总结
得出;宫颈开大程度、羊膜囊膨出程度与妊娠结局呈负相关关
系，对于孕周小、评估结局不理想的要结合病史，充分与患者
及家属沟通共同做出选择。紧急宫颈环扎手术方式多选择Mc-
Donald宫颈环扎术或其改良法，手术中要求：手法要轻柔以
减少对宫颈的刺激，操作要精准尽可能减少手术时间，降低术
后感染的可能。紧急宫颈环扎，手术成功只是迈向成功的一小
步，术后的治疗和管理也是成功的关键环节，首先，积极预防
感染及监测感染指标，特别是宫口开大后及羊膜囊脱出，宫颈
的屏障功能被破坏，容易出现绒毛感染、宫缩及伤口裂伤。其
次，术后宫颈薄弱，患者应选择臀高头低位，减少机械性重力
作用，正确选择及使用宫缩抑制剂，尽量降低生理性宫缩，按
疗程使用促胎肺成熟及胎儿脑保护药物以提高早产儿成活率。
此外，要治疗过程中做好母婴安全检测及防护。最后，当流产
或早产不可避免，要及时拆掉缝线，正确处理产程并积极联系
新生儿科医生做好新生儿的抢救及转运准备。紧急宫颈环扎手
术，可有效的延长难免流产、早产孕周，从而改善母婴结局。
我们要掌握并推广这项技术，更好的服务患者服务临床。



目的：报道因宫颈机能不全宫口近开全行紧急宫颈环扎
术延长孕期17天，成功挽救小儿生命1例。方法：回顾性报道
产妇从入院保胎治疗、术前准备、手术操作、术后治疗等完整
诊疗过程。结果：产妇，30岁，停经24+1周，阴道分泌物增
多9小时就诊，因B超检查提示宫口全程扩张，范围约
72*59mm,外口闭合段约3mm拟“宫颈机能不全”于2019年
7月29日17时入院。生育史0-0-2-0，2016年11月孕6月流产
1次，2018年3月稽留流产1次。末次月经：2019年2月11
日，2019年3月2日于美国行三代试管胚胎移植术。孕4+月曾
因先兆流产在我院妇科住院保胎治疗。入院后予积极准备拟行
紧急宫颈环扎，准备过程中患者出现不规则宫缩，立即予以静
滴硫酸镁抑制，宫缩渐消失一小时后妇科检查发现宫颈扩张，
羊膜囊膨出，考虑此胎儿珍贵，沟通后决定立即行宫颈环状
术。于2019年7月29日21点在腰麻下行紧急宫颈环扎术，术
中见宫口近开全，宫颈管仅0.5-1cm,羊膜囊膨出,术中用注水
的Foley 导尿管球囊分步上推羊膜囊，以双股10号丝McDon-
ald法行宫颈环扎术，手术操作困难，尚成功。术后预防抗感
染24小时，地塞米松促胎肺成熟治疗一疗程，硫酸镁抑制宫
缩治疗3天，情况平稳改硝苯地平保胎治疗，患者一直取臀高
卧位。术后13天开始反复出现宫缩情况，再次启动第二疗程
地塞米松促胎肺成熟，硫酸镁保胎治疗，后因效果不佳，改阿
托西班抑制宫缩治疗一疗程效果仍不佳，评估分娩难免，予拆
掉宫颈环扎缝线，于2019年8月15日2时13分顺娩一活男婴，
反应好，哭声可， Apgar评10分-10分，体重970g，平安送
至新生儿科。后因家属要求平安转送上海复旦大学儿童医院，

6. 一例重度子痫前期病例死亡的探讨

第一作者：朱莉
作者单位：甘肃省武威市人民医院

目的：妊娠期高血压疾病危害较大，而且病因多因素，
个体差异大没有好的预测方法，治疗过程中对患者的评估及预
测极其重要，通过这份失败病例，让产科医务工作者吸取经验
教训，用动态的时时评估的方法，用多学科的力量协作治疗，
提高救治能力。方法：病例汇报。结果：提高救治能力。结
论：请专家点评，解惑答疑。

现小儿情况稳定，各项检测正常，已可进食母乳。结论：此病
例的良好结局获得，相关因素有手术中技巧的熟练，有术前术
后的观察及处置，有患者及家属积极配合。延长孕期17天为
胎儿宫内治疗争取了时间，为小儿出生后治疗奠定了良好基
础，从而获得满意结局。宫颈环扎术是治疗宫颈机能不全最确
切最有效的方法，原理在于修复并重建宫颈内口正常的形态和
功能，使孕周尽可能延长，妊娠得以维持。根据实施时间可分
预防性宫颈环扎术及紧急性宫颈环扎术。预防性宫颈环扎因宫
颈情况较好，准备充分，效果肯定，多可达到理想要求。而紧
急宫颈环扎术多因宫口开大、羊膜膨出而采取急诊手术，明显
影响疗效，但从近年临床报道可看出效果仍有肯定，可有效延
长孕周。紧急宫颈环扎手术手术禁忌主要有：阴道出血、宫
缩、胎膜破裂、胎儿畸形、胎盘早剥、羊膜炎等。对于手术时
限，即宫口开大程度没有统一要求，但手术效果相关文献总结
得出;宫颈开大程度、羊膜囊膨出程度与妊娠结局呈负相关关
系，对于孕周小、评估结局不理想的要结合病史，充分与患者
及家属沟通共同做出选择。紧急宫颈环扎手术方式多选择Mc-
Donald宫颈环扎术或其改良法，手术中要求：手法要轻柔以
减少对宫颈的刺激，操作要精准尽可能减少手术时间，降低术
后感染的可能。紧急宫颈环扎，手术成功只是迈向成功的一小
步，术后的治疗和管理也是成功的关键环节，首先，积极预防
感染及监测感染指标，特别是宫口开大后及羊膜囊脱出，宫颈
的屏障功能被破坏，容易出现绒毛感染、宫缩及伤口裂伤。其
次，术后宫颈薄弱，患者应选择臀高头低位，减少机械性重力
作用，正确选择及使用宫缩抑制剂，尽量降低生理性宫缩，按
疗程使用促胎肺成熟及胎儿脑保护药物以提高早产儿成活率。
此外，要治疗过程中做好母婴安全检测及防护。最后，当流产
或早产不可避免，要及时拆掉缝线，正确处理产程并积极联系
新生儿科医生做好新生儿的抢救及转运准备。紧急宫颈环扎手
术，可有效的延长难免流产、早产孕周，从而改善母婴结局。
我们要掌握并推广这项技术，更好的服务患者服务临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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