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主持人 波塞冬论坛

08:30-09:00 专家讲坛 The myth of poor ovarian response
Dominique de

Ziegler

Foch ART Center Suresnes,

France

09:00-09:30 专家讲坛
Diagnosis of poor ovarian response, let’s

move away from the past
Robert Fischer

Fertility Center Hamburg,

Germany

09:30-10:00 专家讲坛
How to use the ART new calculator for low

prognosis patient?

Sandro C.

Esteves

Andrology & Human

Reproduction Cinia and

University of Campinas,

Brazil

10:00-10:30 专家讲坛
Matching patients and protocols in low

prognosis – is it possible?
Peter Humaidan

 Skive Regional Hospital and

Faculty of Health, Aarhus

University, Denmark

10:30-10:45 讨论

主持人 卵巢低反应的临床处理

10:45-11:15 专家讲坛 POI的病因学研究 王树玉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市妇产医

院

11:15-11:45 专家讲坛 GH在卵巢低反应患者中使用的经验 杨冬梓 中山大学孙逸仙纪念医院

11:45-12:15 专家讲坛 卵巢低反应患者个体化治疗方案选择 刘嘉茵 江苏省人民医院

12:15-12:30 讨论

主持人 内分泌系统功能异常与人类生殖

13:30-14:00 专家讲坛 垂体疾病与生殖 母义明 解放军总医院

14:00-14:30 专家讲坛 异常子宫出血概念和分类 郁琦 中国协和医科大学

14:30-15:00 专家讲坛 甲状腺疾病与生殖 洪天配 北京大学第三医院

15:00-15:30 专家讲坛
Ovarian reserve testing in IVF; should we

personalize the dose?
Ben Mol Monash University,Australia

15:30-15:45 讨论

主持人 真实世界数据女性生育的评估和处理

15:45-16:15 专家讲坛 高龄女性生殖内分泌特点 周灿权 中山大学

16:15-16:45 专家讲坛 我们可否预测备孕妇女生育的机会？ Ernest Ng Wu 香港大学玛丽医院

16:45-17:15 专家讲坛
Is evidence based management of infertility

possible in the real world?

Siladitya

Bhattacharya
University of Aberdeen,UK

17:15-17:30 讨论

第二会场-实验室质量控制（2F：大宴会厅A）

第一会场-生殖内分泌基础与DOR(2F：大宴会厅C)

马黔红，王莉云，田莉

母义明，郁琦，洪天配，Ben Mol

武学清，郭艺红，王燕

蓉

周灿权，Ernest Ng Wu，Siladitya Bhattacharya

2017年3月30日

第一会场-生殖内分泌基础与卵巢功能减退(2F：大宴会厅C)

腊晓琳，薛晴，商微

Dominique de Ziegler, Robert Fischer, Sandro C. Esteves, Peter Humaidan

连方，张翠莲，胡丽娜

王树玉，杨冬梓，刘嘉茵



主持人 人类生殖的实验室处理质控

08:30-09:00 专家讲坛
Assisted Reproduction in Endangered Species,

a new direction
黄荣业 新加坡皇家妇产科学院

09:00-09:30 专家讲坛 人类胚胎滋养细胞的分化与妊娠结局 王红梅 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

09:30-10:00 专家讲坛 短时禁欲精子行IVF助孕结局及分子机制 王秀霞 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盛京医院

10:00-10:30 专家讲坛 反复受精失败卵源的临床处理方案 廉颖 北京大学第三医院

10:30-10:45 讨论

主持人 临床实验室SOP与技能展示

10:45-11:15 专家讲坛 二代测序技术用于染色体异常PGT的实验室质控 林戈 中信湘雅生殖与遗传专科医院

11:15-11:45 专家讲坛 挑选较高发育潜能胚胎方法的新进展 靳镭
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同

济医院

11:45-12:30 专题讨论 ICSI讨论

主持人 从未成熟卵培养到卵母细胞冻存

13:30-14:00 专家讲坛
Strategy of mild stimulation IVF cycle

combined with IVM treatment
千日成 同济大学附属第十人民医院

14:00-14:30 专家讲坛 10年卵子冷冻摸索研究中的感悟 王维华 美国休斯顿生殖研究所

14:30-15:30 专题讨论 玻璃化冷冻讨论

主持人 临床实验室培训及质控

15:30-16:00 专题讨论 time-lapse和常规胚胎培养系统比较 黄国宁 重庆市妇幼保健院

16:00-17:30 专题讨论

主持人 男科诊疗安全及外科处理

08:30-09:00 专家讲坛 北医三院2017年工作回顾 姜辉 北京大学第三医院

09:00-09:30 专家讲坛 男科诊疗安全及应对措施 李付彪 吉林大学第一医院

09:30-10:00 专家讲坛 男性不育的外科治疗 姜涛 大连医学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10:00-10:30 专家讲坛 高促性腺激素型性腺功能低下的外科治疗 孙中义 第三军医大学大坪医院

10:30-10:45 讨论

主持人 男科医师培训

10:45-11:15 专家讲坛 辅助生育流程中男科医生的适度干预 陈赟 南京鼓楼医院

洪锴，李芃，刘红明

姜辉，李付彪，姜涛，孙中义

赵连明，杜强，朱小军

伍琼芳，杨业洲，张宝

鹏

孙正怡，郑晓英，辛才林，赵志明

魏兆莲，钱卫平，覃爱

平

孙莹璞,黄国宁，孙海翔，黄元华

第三会场一男科同学会2018年年会（2F：大宴会厅B）

欧建平，李艳萍，刘风

华

黄荣业，王红梅，王秀霞，廉颖

赵瑞明，金海霞，郑晓

英

滕晓明，廉颖，方丛，金海霞

第二会场-实验室质量控制（2F：大宴会厅A）

http://www.baidu.com/link?url=3dyDsIpxWNzDxV89ev8FPs7iXCSDjuArbXi4mJiF71W


11:15-11:45 专家讲坛 2018ISSM会议进展 林浩成 北京大学第三医院

11:45-12:15 专家讲坛
结合北医三院精子库探讨男性生育力保护现状和未来

展望
唐文豪 北京大学第三医院

12:15-12:30 讨论

主持人 精子衰老和无精症的遗传问题

13:30-14:00 专家讲坛 北医三院无精子症体系建立 姜辉 北京大学第三医院

14:00-14:30 专家讲坛 国内人类精子库及男性生育力保存现状及展望 张欣宗 广东省计划生育专科医院

14:30-15:00 专家讲坛 人类精子衰老与男性不育的分子基础 李建远 国家卫生计生委科研所

15:00-15:30 专家讲坛 男性输出小管重吸收的分子机制 孙金鹏 吉林大学第一医院

15:30-15:45 讨论

主持人 显微外科在男科中的应用

15:45-16:15 专家讲坛 显微外科在男科中的应用 赵连明 北京大学第三医院

16:15-16:45 专家讲坛 性功能障碍进展 戴玉田 南京鼓楼医院

16:45-17:15 专家讲坛 显微镜下精索静脉结扎在生殖医学中的应用 周辉良 福建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17:15-17:45 专家讲坛 男科实验室诊断技术进展与临床应用 谷翊群 国家卫生计生委科研所

17:45-18:00 讨论

主持人 单细胞遗传和表观遗传学研究进展

08:30-09:00 专家讲坛 无精子症患者减数分裂异常的遗传基础 史庆华 中国科技大学

09:00-09:30 专家讲坛 单细胞测序与生殖生物学研究 汤富酬 北京大学

09:30-10:00 专家讲坛
Migrasome provide regional cues for early

embryonic development
俞立 清华大学

10:00-10:30 专家讲坛

Genetic and Epigenetic Regulation of

Maternal-Zygotic Transition and Early Embryo

Activation in Mammals

范衡宇 浙江大学

10:30-10:45 讨论

主持人 基因编辑的研究进展

10:45-11:15 专家讲坛
RNA Methylation Code: Regulations and

Mechanisms
杨运桂 中国科学院北京基因组研究所

11:15-11:45 专家讲坛

Dissection of functional big data through

high- throughput CRISPR screens in biological

contexts

魏文胜 北京大学

11:45-12:15 专家讲坛
Chromatin reprogramming in early mammalian

development
颉伟 清华大学

史庆华，汤富酬，俞立，范衡宇

张小为，智旭

姜辉，张欣宗，李建远，孙金鹏

商学军，张水文，黄永

汉

赵连明，戴玉田，周辉良，谷翊群

第四会场-生殖生物学前沿(2F:106室)

段恩奎，谭景和

陈赟，林浩成，唐文豪

第三会场-辅助医学下的男科学进展（2F：大宴会厅B）

刘睿智，潘伯臣，陈向

锋



12:15-12:30 讨论

主持人 从动物学研究看生殖基础理论进展

13:30-14:00 专家讲坛 肥胖和糖尿病对生殖细胞DNA甲基化影响及跨代传递 孙青原 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

14:00-14:30 专家讲坛

Cell-cell interactions in ovarian follicles:

Roles of transforming growth factor beta

superfamily members

William Chang 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

14:30-15:00 专家讲坛
In vitro differentiation of human pluripotent

stem cells to germ cells
纪家葵 清华大学

15:00-15:30 专家讲坛
The Expression and Regrulation of NPPC/NPR2

in the granulosa cells
张美佳 中国农业大学

15:30-15:45 讨论

主持人 生殖细胞起源的研究进展

15:45-16:15 专家讲坛 胚胎发育与体细胞重编程的表观调控 高绍荣 同济大学

16:15-16:45 专家讲坛 "人造精子"介导半克隆技术的建立与应用 李劲松
中科院上海生科院生物化学与细

胞生物学研究所

16:45-17:15 专家讲坛 精子发生的磷酸化修饰调控 郭雪江 南京医科大学

17:15-17:30 讨论

主持人 遗传病在生殖领域的干预措施

08:30-09:00 专家讲坛 儿童神经肌肉病遗传诊断要点 宋昉 首都儿科研究所

主持人 09:00-09:30 专家讲坛 线粒体疾病的特点及可干预性 马端 复旦大学

09:30-10:00 专家讲坛 男性不育的遗传易感性研究 胡志斌 南京医科大学

10:00-10:30 专家讲坛 卵子成熟障碍与基因突变 王磊 复旦大学

10:30-10:45 讨论

主持人 特殊遗传性疾病的遗传学诊断

10:45-11:15 专家讲坛 遗传性耳聋的基因发现与临床应用 王秋菊 解放军总医院

11:15-11:45 专家讲坛 心血管病分子遗传学进展 周洲 阜外医院

11:45-12:15 专家讲坛 智力障碍/发育迟缓的遗传学诊断及咨询 王静敏 北京大学第一医院

12:15-12:30 讨论

主持人 产前诊断的发展

田婵，杭婧

王秋菊，周洲，王静敏

第五会场-生殖与遗传(1F:多功能厅A)

魏瑗，王妍

闫丽盈，庞艳莉

高绍荣，李劲松，郭雪江

第五会场-生殖与遗传(1F:多功能厅A)

黄昱，朱晓辉

宋昉，马端，胡志斌，王磊

杨运桂，魏文胜，颉伟

第四会场-生殖基础研究进展(2F:106室)

陈大元、杨增明

孙青原，William Chang，纪家葵，张美佳



13:30-14:00 专家讲坛 中国产前诊断发展历程和教训 黄尚志 中国协和医科大学

14:00-14:30 专家讲坛 高通量测序在产前诊断的应用 邬玲仟 中南大学

14:30-15:00 专家讲坛 嵌合体：临床诊断陷阱 梁德杨 香港中文大学

15:00-15:30 专家讲坛 胎儿生长受限（FGR ）的诊断和评估 漆洪波 重庆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15:30-15:45 讨论

主持人 多学科协作平台促生殖与产科的发展

15:45-16:15 专家讲坛 出生缺陷风险咨询面临的挑战 朱军 四川大学华西第二医院

16:15-16:45 专家讲坛 多学科合作平台基础上的产前诊断和治疗 马丽霜 首都儿科研究所

16:45-17:15 专家讲坛 双胎妊娠特殊并发症的临床诊治思考 赵扬玉 北京大学第三医院

17:15-17:45 讨论

主持人 中华生殖与避孕杂志写作专场

08:30-09:00 专家讲坛 审稿人谈综述撰写 朱伟杰 上海计划生育研究所

09:00-09:30 专家讲坛 应用动物模型需注意的问题 谭毅 重庆医科大学

09:30-10:00 专家讲坛 投稿的统计学问题 周维瑾  上海市计划生育科学研究所

10:00-10:30 专家讲坛 如何写好英文论文 李党生
中科院上海细胞生化所《细胞研

究》

主持人 指南及共识编写方案及投稿

10:30-11:00 专家讲坛 GRADE在临床指南编写中的应用 孙鑫 四川大学华西医学院

11:00-11:30 专家讲坛 投稿的伦理学问题 丛亚丽 北京大学医学部

11:30-12:00 专家讲坛
介绍《中华生殖与避孕杂志》和《生殖与发育医学

（英文）》杂志及投稿规则
王黎茜 上海计划生育科研所

12:00-12:15 讨论

主持人 HRU专场

13:30-14:00 专家讲坛 正式的主编副主编编委等的证书颁发 Felice Petraglia/乔杰

14:00-14:30 专家讲坛 海外主编的发言（HRU已发表经典研究的设计介绍） Felice Petraglia 

14:30-15:00 专家讲坛 梗阻型女性生殖道畸形的生育诊治策略 朱兰

15:00-15:30 文献报告 HRU中文版2018第一期重点内容集萃 青年编委

第六会场-国际生殖领域著名期刊专场（1F:多功能厅B）

龚斐，冒韵东

朱军，马丽霜，赵扬玉

第六会场-中华生殖与避孕杂志专场(1F:多功能厅B)

韩丽晖，李笑天，陈华

黄薇，张炜，周文浩

孙鑫，丛亚丽，王黎茜

黄尚志，邬玲仟，梁德杨，漆洪波

郭红燕，张龑



主持人 试验设计、数据统计和投稿

15:30-16:00 专家讲坛
选题和设计是在国际高影响因子医学期刊上发表文章

的关键
照日格图 中华医学杂志英文版

16:00-16:30 专家讲坛 实验设计中统计学的知识介绍 曾琳 北京大学第三医院

16:30-17:30 专家讲坛 在研项目workshop 青年医生

主持人 护理质量管理

08:30-09:00 专家讲坛 新形势下生殖护理面临的机遇和挑战 邓明芬 广州中山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09:00-09:30 专家讲坛 护理质量管理理论与实践 柴德春 江苏省人民医院

09:30-10:00 专家讲坛 不孕症患者心理分析及疏导技巧（暂定） 陈凯欣 香港大学

10:00-10:30 专家讲坛 护士长在人才梯队建设中的思考与实践 李葆华 北京大学第三医院

10:30-10:45 讨论

主持人 生殖医学特殊疾病护理流程管理

10:45-11:15 专家讲坛 PGD\PGS实验室技术 黄锦 北京大学第三医院

11:15-11:45 专家讲坛 IVF高龄孕妇产科常见问题及护理 卢洁 北京大学第三医院

11:45-12:15 专家讲坛 生殖病房护理质量管理与护士培训 张曦 北京大学第三医院

12:15-12:45 专家讲坛 患者诊疗路径下的流程优化与服务 王敏 西北妇女儿童医院

12:45-13:00 讨论

主持人 护理模式探索与管理研究

13:30-14:00 专家讲坛 生殖中心护理管理模式探索 陆虹 北京大学护理学院

14:00-14:30 专家讲坛 护理论文选题、撰写及投稿方法指导 宋东红 北京大学第三医院

14:30-15:00 专家讲坛 ART护理伦理与法律 邢兰凤 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妇产科医院

15:00-15:30 专家讲坛 PCOS患者治疗 王丽娜 北京大学第三医院

15:30-15:45 讨论

主持人

15:45-16:15 专家讲坛 卵巢功能不全 王颖 北京大学第三医院

16:15-16:45 专家讲坛 科室文化与服务 李俐琳 中山大学附属第六医院

罗红玲、张曦

邓明芬、柴德春、宋东红、陆红

柯玩娜、曾韩

黄锦、卢洁、张曦、王敏

第七会场-护理标准化管理(1F:多功能E)

周红卫、卢洁

李葆华、陈凯欣、邢兰凤、王丽娜

朱依敏，杨蕊

第七会场-护理质量管理(1F:多功能E)

李梦洁、张宇辉



16:45-17:15 专家讲坛 人文关怀与生殖护理管理 赵金珠
兰州大学第一医院生殖医学专科

医院

17:15-17:45 专家讲坛 新媒体环境下生殖护理拓展与创新 夏明静 成都西囡妇科医院

17:45-18:00 讨论

主持人

08:30-09:00 专家讲坛
影响男性精液质量的环境-社会-心理-行为因素及相

关机制
曹佳 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三军医大学

09:00-09:30 专家讲坛 中国男性生育力现状与生育力保护策略 熊承良 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

09:30-10:00 专家讲坛 男性生育力保存新进展、精原干细胞 李铮 上海第一人民医院

10:00-10:30 专家讲坛 女性生育力保存现状及其伦理问题 李文
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军医大学附

属上海长征医院

10:30-10:45 讨论

主持人

10:45-11:15 专家讲坛
卵子玻璃化超低温保存过程中热力学及非晶体物理学

因素解析
孟励 美国路易斯威尔大学

11:15-11:45 专家讲坛 子宫移植 陈必良
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军医大学西

京医院

11:45-12:15 专家讲坛 卵泡3D打印/激素微流控芯片 肖硕 美国南卡罗莱纳大学

12:15-12:30 讨论 孟励，陈必良，肖硕

主持人 流产相关微环境和分子机制

13:30-14:00 专家讲坛 复发性流产 李大金 复旦大学附属妇产科医院

14:00-14:30 专家讲坛 子宫内膜免疫细胞谱在反复种植失败诊疗中的应用 曾勇 深圳中山泌尿外科医院

14:30-15:00 专家讲坛 母胎调控紊乱致复发性流产的分子机制 王雁玲 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

15:00-15:30 专家讲坛 反复种植失败与子宫内膜微环境 何畏 第三军医大学西南医院

15:30-15:45 讨论

主持人

15:45-16:15 专家讲坛 宫缩抑制剂在预防流产和早产中的应用 张建平 广东中山大学孙逸仙纪念医院

16:15-16:45 专家讲坛 胚胎植入的分子路径 王海滨 厦门大学医学院

16:45-17:15 专家讲坛 反复流产抗凝治疗的适应症及药物选择 赵爱民 上海交通大学仁济医院

17:15-17:30 讨论 张建平，王海滨，赵爱民

沈浣，徐阳

第八会场一流产的诊治进展(1F:1号报告厅)

孙伟，徐素欣，华克勤

李大金，曾勇，王雁玲，何畏

李柳铭，王健，王海燕

王颖、李俐琳、赵金珠、夏明静

第八会场一生育力保存与重塑(1F:1号报告厅)

阮祥燕，李媛

曹佳，熊承良，李铮，李文

http://www.baidu.com/link?url=4m-4pSoJAKILQMXLHA1SL55IkHaQsZPe3Nrdz5cULaJBMn_JliMsCfjWq5C4bhdj
http://www.baidu.com/link?url=4m-4pSoJAKILQMXLHA1SL55IkHaQsZPe3Nrdz5cULaJBMn_JliMsCfjWq5C4bhdj


主持人 主会场

09:00-10:00

10:00-10:40 主题报告 医学是什么？ 韩启德 北京大学医学部

10:40-11:10 主题报告

The Development of Human in vitro 

Fertilisation: The Role of Patrick Steptoe,

Robert Edwards and the World’s first IVF

baby

Peter R.

Brinsden
 Bourn Hall Clinic,UK

11:10-11:40 主题报告 Is IVF in 2018-less is more? Richard Kennedy 国际生殖医学联盟（IFFS）

11:40-12:10 主题报告
Recurring pregnancy loss - is there an

evidence base?
Roy Farquharson 欧洲生殖医学会（ESHRE）

12:10-12:50 主题报告 ART的生命伦理学思考 王一飞 上海交通大学

主持人

13:30-14:00 专家讲坛
Interaction of Activin and BMP on trophoblast

invasion
Peter Leung

University of British

Columbia,Canada

14:00-14:30 专家讲坛 卵巢高反应患者促排卵治疗方案选择 杨菁 武汉大学人民医院

14:30-15:00 专家讲坛 PPOS的促排卵方法和机制 匡延平 上海交通大学附属第九医院

15:00-15:30 专家讲坛 从累积妊娠率的角度看获卵数及促排卵方案的选择 王晓红 第四军医大唐都医院

15:30-15:45 讨论 Peter Leung，杨菁，匡延平，王晓红

主持人 PCOS相关研究讨论

16:15-16:45 专家讲坛
Modern views on PCOS-evidence,

guidelines,patient concerns
Robert Norman

The University of

Adelaide,Australia

16:45-17:15 专家讲坛 PCOS促排卵治疗
Victoria

Nisenblat

The University of

Adelaide,Australia

17:15-17:45 专家讲坛 不孕PCOS的手术治疗 龚福财 高雄长庚纪念医院

17:45-18:00 讨论 Robert Norman，Victoria Nisenblat，龚福财

主持人

13:30-14:00 专家讲坛 线粒体捐赠技术难点和伦理探讨 曹云霞 安徽医科大学

14:00-14:30 专家讲坛 ART-伦理和管理 翟晓梅 北京协和医院

14:30-15:00 专家讲坛 ICSI使用率的变化和思考 邵小光 大连市妇女儿童医疗中心

健康大步走

第二会场－临床实验室（2F：大宴会厅A）

周平，彭红梅，张爱军

第一会场-生殖内分泌疾病与促排卵（2F：大宴会厅C）

邓成艳，郝翠芳，张波

孙赟，宋学茹，郝桂敏

2018年3月31日

卢光琇，庄广伦，陈贵

安

中国大陆辅助生殖技术成功应用三十周年学术论坛开幕式

https://en.wikipedia.org/wiki/Bourn_Hall_Clinic


15:00-15:15 讨论

主持人

15:15-15:45 专家讲坛

Clinical and laboratory research jointly

advance reproductive medicine - a Hong Kong

experience

杨树标 香港大学

15:45-16:15 专家讲坛 精卵结合后精子DNA损伤的母源性修复机制和意义 黄学锋 温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16:15-17:30 专题讨论 活检技术讨论

主持人

13:30-14:00 专家讲坛 显微男科手术的回顾与展望 李石华
New York-Presbyterian

Hospital,U.S.A

14:00-14:30 专家讲坛 勃起功能障碍与男性生殖 邓春华 中山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14:30-15:00 专家讲坛 SPANX表达与精子的受精能力 范立青 中信湘雅生殖与遗传专科医院

15:00-15:30 专家讲坛 无头精子症的研究进展 李卫 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

15:30-15:45 讨论

主持人

16:15-16:45 专家讲坛
结合北医三院的经验介绍显微取精体系建立及技术升

级
洪锴 北京大学第三医院

16:45-17:15 专家讲坛 高龄男性对生殖疾病的影响 孙斐 南通大学医学院院长

17:15-17:45 专家讲坛 男性不育遗传因素的诊断与治疗 许蓬 沈阳菁华医院

17:45-18:15 专家讲坛 附睾梗阻性无精子症的发病、评估及治疗选择 张志超 北京大学第一医院

18:15-18:30 讨论

主持人

13:30-14:00 专家讲坛
Key factors affecting transgenerational

epigenetic inheritance
闫威 University of Nevada,U.S.A

14:00-14:30 专家讲坛
Application of bioinformatics on RNA

functional studies
王秀杰

中国科学院遗传与发育生物学研

究所

14:30-15:00 专家讲坛 New insights to chromatin replication 李晴 北京大学

15:00-15:30 专家讲坛
Programming and reprogramming of the

regulatory landscape at the beginning of life
陆发隆

中国科学院遗传与发育生物学研

究所

15:30-15:45 讨论

第四会场-生殖生物学青年论坛（2F：106室）

刘见桥，李默

闫威，王秀杰，李晴，陆发隆

第三会场一生殖男科学从基础到临床（2F：大宴会厅B）

姜辉，黄卫东，杨晓华

李石华，邓春华，范立青，李卫

林浩成，戴继灿，唐文

豪

洪锴，孙斐，许蓬，张志超

曹云霞，翟晓梅，邵小光，杨树标

李永刚，段金良，金帆

徐艳文，吴克良，黄锦，林戈

http://www.baidu.com/link?url=in68XoxA5d-jpe3u_QwMv9guL4PHu9QUiOrw4Lbh8tdp99qmyhhJumYZoGGj0JSoRMix51HU1urqhF1xQmBbDS3-rFGnAt5VE5uNCXk5ugC


主持人

16:15-16:45 专家讲坛 基因编辑和基因治疗 李伟 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

16:45-17:15 专家讲坛 减数分裂重组在男女两性之间的差异 张亮然 山东大学

17:15-17:45 专家讲坛
Maternal obesity and embryo development: an

oocyte issue
王强 南京医科大学

17:45-18:15 专家讲坛 卵巢早衰遗传学病因新进展 秦莹莹 山东大学

18:15-18:30 讨论

主持人

13:30-14:00 成立大会 领导讲话及颁发证书 金大鹏，乔杰

主持人 青年专题演讲会

14:00-14:10 青年论坛 个体化促排卵方案的应用 李敏 海军总医院

14:10-14:20 青年论坛 辅助生殖技术评价指标 王艳槟 北京大学人民医院

14:20-14:30 青年论坛 PGD——我们能做什么？ 马慜悦 解放军总医院

14:30-14:40 青年论坛 IVM的应用 杨蕊 北京大学第三医院

14:40-14:50 青年论坛 OHSS可以避免吗？ 金丹 中国人民解放军第306医院

14:50-15:00 青年论坛 如何灵活有效应用多胎妊娠减胎术？ 李颖 海淀区妇幼保健院

15:00-15:10 青年论坛 辅助生殖后复杂妊娠 宋颖 北京大学第三医院

15:10-15:30 专家点评 专家点评
马延敏，刘晓红，

胡卫红，黄晓武等

主持人 青年专题演讲会

15:30-15:40 青年论坛 受精率低我们能有效的做什么？ 刘姗 北京朝阳医院

15:40-15:50 青年论坛 辅助生殖技术安全吗？ 尹聪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世纪坛医院

15:50-16:00 青年论坛 卵巢功能低下患者临床有什么好办法？ 尚䴖 北京大学第一医院

16:00-16:10 青年论坛 男性生育那些事儿 焦婷婷 陆军总医院

16:10-16:20 青年论坛 卵巢功能低下患者传统医学有好办法 佟庆 北京中医药大学东方医院

16:20-16:30 青年论坛 谈谈生化妊娠 董丽 积水潭医院

16:30-16:40 青年论坛 LH 在卵泡生长发育中的作用 甄璟然 北京协和医院

第五会场-北京医学会青委会成立会暨首届学术论坛（1F:多功能厅A）

田宝朋，李蓉

杨蕊，杨洋

甄璟然，马慜悦

严杰，赵越

李伟，张亮然，王强，秦莹莹



16:40-17:00 专家点评 专家点评
李蓉，沈浣，徐

阳，孙丽芳等

主持人

13:30-14:00 专家讲坛
Uterine factors in implantation and its

failure
TC Li 香港中文大学

14:00-14:30 专家讲坛 宫腔镜手术严重并发症——turp综合征、气体栓塞 徐丛剑 复旦大学附属妇产科医院

14:30-15:00 专家讲坛 宫腔镜常见并发症的处理 夏恩兰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复兴医院

15:00-15:30 专家讲坛 生殖道感染对女性生育力的影响 廖秦平 清华长庚医院

15:30-15:45 讨论

主持人

16:15-16:45 专家讲坛 经阴道注水腹腔镜的常见并发症及处理 卢美松 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16:45-17:15 专家讲坛 腹腔镜操作中常见的并发症 吴瑞芳 北京大学深圳医院

17:15-17:45 专家讲坛 子宫内膜癌患者生育力保护的相关问题 魏丽惠 北京大学人民医院

17:45-18:15 专家讲坛 生殖中心门诊宫腔镜应用 马彩虹 北京大学第三医院

18:15-18:30 讨论

主持人

13:30-14:00 专家讲坛 黄体支持大数据分析 迟洪滨 北京大学第三医院

14:00-14:30 专家讲坛 复发性流产的治疗新进展 王海燕 北京大学第三医院

14:30-15:00 专家讲坛 诊疗过程中患者心理疏导的技巧 黄薛冰 北京大学第六医院

15:00-15:30 专家讲坛 内观认知疗法在改善辅助生殖患者心理健康中的作用 孙洪梅 北京大学深圳医院

15:30-16:00 专家讲坛 IVF患者心理干预案例分享 李爱民 河北医科大学第二医院

16:00-16:15 讨论

主持人

16:15-16:45 专家讲坛 ART患者心理状况及干预 周娜 广东省妇幼保健院

16:45-17:15 专家讲坛 不孕症患者心理疏导案例分享 何晓玲 海军总医院

何玉萍、杨柳

迟洪滨、王海燕、黄薛冰、孙洪梅、李爱民

陈文娜、宋东红

沈嵘，唐蓉，徐凤琴

TC Li，徐丛剑，夏恩兰，廖秦平

谭丽，施晓波，赵君利

卢美松，吴瑞芳，魏丽惠，马彩虹

第七会场-生殖护理心理疏导（1F:多功能E）

第六会场-宫腹腔镜不孕诊治及并发症处理（1F:多功能厅B）



17:15-17:45 专家讲坛 患者健康宣教管理 刘金莲 北京大学第三医院

17:45-18:00 讨论

主持人 生殖心理与伦理

13:30-14:00 专家讲坛 妇幼健康心理问题 丁辉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妇产医院

14:00-14:30 专家讲坛 生殖中心的伦理管理与建设 冯云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瑞金医

院

14:30-15:00 专家讲坛 AID精子后代先天缺陷 唐运革 广东省计划生育专科医院

15:00-15:30 专家讲坛 AID的远期伦理问题 刘平 北京大学第三医院

15:30-15:45 讨论

主持人 生殖人文与团队建设

16:15-16:45 专家讲坛 生殖中心文化建设与创新 梁晓燕 中山大学附属第六医院

16:45-17:15 专家讲坛 团队建设与质量管理 钟影
成都市锦江区妇幼保健院成都市

锦江区妇产科医院

17:15-17:45 专家讲坛 新医改下妇幼体系患者转诊联动机制的建设 师娟子 西北妇女儿童医院

17:45-18:15 专家讲坛 中心管理问题与挑战经验介绍 孙晓溪 复旦大学附属妇产科医院

18:15-18:30 讨论

18:30-

20:00

主持人 生殖医学在政府和学会推动下的发展

09:00-09:30 大会报告 关于中国辅助生殖管理工作的若干思考 妇幼健康服务司 国家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

09:30-10:00 大会报告
What initiates labor and preterm labor? How

close are we?
Joe Simpson 国际生殖医学联盟（IFFS）

10:00-10:30 大会报告 Mitochondria research in human reproduction 曾启瑞 台北医学大学

主持人 妇科内分泌学研究进展

10:30-11:00 大会报告 谈谈新医学 贺林 复旦大学

11:00-11:30 大会报告 染色体重组家系极体遗传学诊断策略 黄荷凤 中国福利会国际和平妇幼保健院

主会场-交叉学科论坛1（2F：大宴会厅C厅）

2018年4月1日

刘平，李尚为

朱桂金，李蓉

张云山，金哲，李元春

丁辉，冯云，唐运革，刘平

樊延军，张学红，白文

佩

梁晓燕，钟影，师娟子，孙晓溪

生殖同仁大联欢

周娜、何晓玲、刘金莲

第八会场-心理，妇幼健康（1F:1号报告厅）

http://www.baidu.com/link?url=JAcM0Cec3-J4bGHVULTbZi7vdaefgCkXY83S8oGaYd2lxLWYfVtuF0lWY13bd8w_FCvExt-7uytdAUVir70p-2bAaCKEGuHCQ2fJkjJ9TUa


11:30-12:00 大会报告 PCOS NEJM文章解读 陈子江 山东大学附属生殖医院

主持人 生殖医学基础与临床研究进展

09:00-09:30 大会报告 在生殖生育领域十年的学习回顾 程京 清华大学

09:30-10:00 大会报告 The future of PGD and PGS 谢晓亮 美国哈佛大学

10:00-10:30 大会报告 辅助生殖领域发展对中国科技创新的启示 周琪 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

主持人 国家临床中心助力学科发展

10:30-11:00 大会报告 妇科恶性肿瘤保护生殖内分泌功能探索性研究 马丁
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同

济医院

11:00-11:30 大会报告 提高临床研究及论文发表水平的关键要素 蒋立新
中国医学科学院阜外医院国家心

血管病中心

11:30-12:00 大会报告 借力国家妇产疾病研究中心加强生殖医学学科建设 乔杰 北京大学第三医院

主持人 国家妇产疾病临床研究中心--疑难病例讨论

13:30-14:20 病例讨论 复杂多胎妊娠
李蓉，李红真，杨

艳
北京大学第三医院

14:20-15:10 病例讨论 疑难PGD病例
刘平，陈新娜，黄

锦
北京大学第三医院

15:10-16:00 病例讨论 危重OHSS病例
李蓉，甄秀梅，范

燕宏
北京大学第三医院

16:00-16:50 病例讨论 生殖道畸形手术治疗
马彩虹，宋雪凌，

王洁净
北京大学第三医院

马彩虹，李美芝

主会场-交叉学科论坛2（2F：大宴会厅A+B厅）

PC Ho，乔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