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国中西医结合学会生殖医学专业委员会

第一届第三次学术年会第二轮通知 

尊敬的_______专家、同道： 

生殖是人类永恒的主题，中西医结合治疗生殖障碍、促进中国人群生殖

健康是我们生殖医学的目标和方向,中国中西医结合学会生殖医学专业委员会

第一届第三次学术年会定于2016年7月21日—7月23日在浙江省杭州市召开。会

议邀请国内外中西医领域知名专家进行专题讲座，并举办青年委员学术论坛、

优秀论文大会交流和评奖，与会者可授予国家级中医药继续教育学分5分。诚

挚邀请国内外从事中西医生殖医学专业的专家同道们莅临交流探讨，共同促进

中西合结合生殖医学的发展繁荣。 

一、会议主要内容 

（一）中西医结合诊治不孕不育及辅助生殖技术进展；（二）二胎生育相

关问题的中西医结合诊疗策略；（三）生殖医学中实验室和男科学相关进展；

（四）高龄/卵巢低反应中西医结合治疗；（五）微创技术、超声医学在不孕

症中的应用。 

二、 征文内容 

    （一）征文主题：不孕不育中西医诊治与辅助生殖技术相关内容 

    （二）征文要求：未公开发表的论文，以论文摘要形式投稿，摘要应包括题

目、作者、单位及地址、邮编、目的、方法、结果、结论，字数800-1200字，不

含图标。会议采用网上投稿，投稿信箱：zhongxiyijieheshzh@163.com张润驹（收），

请将投稿文件名编辑为“投稿+姓名+手机号”字样（如：投稿张三13888888888）。

请自留底稿，恕不退稿。截稿时间：2016年7月10日（为方便反馈信息，请在稿

件最后写清联系地址、电子邮箱和联系电话）。亦欢迎无投稿而愿意参加会议的

同行。 

三、 7月21日晚上将举行生殖医学专业委员会全体委员会议、青年委员

会议，请各位委员、青年委员务必按时参会（不能参会者请提前向秘书处请假）。 

       四、 会议注册费 

mailto:zhongxiyijieheshzh@163.com


       会议注册费：1000元人民币/人，研究生凭研究生证600元/人。 

       五、 会议时间 

       2016年7月21-23日，21日下午1:30时开始报到。 

       六、 会议地点 

       杭州天元大厦，杭州钱潮路2号。 

       大会统一安排住宿。交通、住宿费用自理。所有注册参会人员用餐统一

由会务组安排解决。 

       参会回执：为妥善安排会务，请参会者于2016年4月20日前编辑本人信息

（姓名、性别、年龄、工作单位、职称、手机、邮箱、是否包房或拼房）至大会

秘书处电子邮箱zhongxiyijieheshzh@163.com，谢谢！ 

  大会秘书处：张  丹 057189992081  

              张润驹 13989803210  Email:zhongxiyijieheshzh@163.com              

              陈希婧 13805734780         

 

                

中国中西医结合学会生殖医学专业委员会年会 

暨男女不孕不育症中西医结合研究进展学习班日程 

2016年 7月 21日－23 日在浙江省杭州市召开 

 

21 日下午 13:30 开始报到 

 

21 日晚上（18：30-21：30） 

时间 主题 主持 

18:30-20:00 中国中西医结合学会生殖专业委员会全体委员、青年委员会议 学会领导 

20:00-21:30 浙江省中西医结合学会生殖专业委员会全体委员、青年委员会议 学会领导 

 

22 日上午（8：30-12：30） 

时间 开幕式 主持 

8:00-8:30 领导致辞 

全国中西医结合学会生殖专委会主任委员 黄荷凤

领导讲话 

浙大妇院 徐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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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家论坛 
时间 主  题 讲者                                                                                                                                                           

8:30-9:00 不孕不育治疗的中西医结合要略 黄荷凤 

上海国际和平妇幼保健院 

 
9:00-9:30 子宫内膜容受性的中医药研究 杜惠兰 

河北中医学院中西医结合学院 

9:30-10:00 特殊人群 ART的管理、伦理以及相

关立法讨论 

曹云霞 

安徽医科大学 

10:00-10:30 卫星会议+茶歇  

10:30-11:00 孕早期黄体支持 徐键 

浙大医学院附属妇产科医院 

 

11:00-11:30 输卵管性不孕的治疗方法优劣 连方 

山东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 

 

11:30-12:00 辅助生育与中医助孕 

 

罗颂平 

广东中医药大学一附院 

 

12:00-12:30 温和刺激合并中药的临床运用与体

会 

谈勇 

南京中医药大学第一临床医学院 

 

12:30 会场快餐  

 

 

22日下午 

分会场 1  

讲者 主  题 讲者 主持 

13:30-14:0
0 

待定 陈子江 

山东大学 

 

14:00-14:3
0 

复发性流产的中西医结合研究 李大金 

复旦大学附属妇产科医院 

14:30-15:0
0 

中医药在辅助生殖技术中的作用 齐聪 

上海中医药大学附属曙光医院 

15:00-15:3
0 

子宫内膜息肉、粘膜下子宫肌瘤对妊

娠的影响及相应处理 

张治芬 

杭州市妇产科医院 

15:30-15:5
5 

卫星会+茶歇 

时间 主  题 讲者 主持 

16:00-16:3
0 

PGD 的前世、今生和明天 金帆 

浙大医学院附属妇产科医院 
 

16:30-17:0
0 

环境因素、遗传因素与男性不育 孙斐 

国际和平妇幼保健院 

17:00-17:3
0 

中药和针刺在 PCOS治疗和辅助生殖

技术中的应用 

曲凡 

浙大妇产科医院 

 

17:30-19:0
0 

自助晚餐 

 



22日下午 分会场 2  

时间 主  题 讲者 主持 

13:30-14:00 针刺联合克罗米芬提高 PCOS活产

率的国际合作临床试验 

吴效科 

黑龙江中医药大学 

 

14:00-14:30 蜕膜巨噬细胞和母胎免疫耐受 金莉萍 

上海市第一妇婴保健院 

14:30-15:00 输卵管介入术后的中医综合治疗 胡晓华 

河南省中医院 

15:00-15:30 辅助生殖技术中胚胎种植率的再思

考 

马黔红 

四川大学华西第二医院 

15:30-15:55 茶歇 

时间 主  题 讲者 主持 

16:00-16:30 输卵管复通的中西医结合治疗 蒋学禄 

浙江省中医院 
 

16:30-17:00 男性不育的诊疗策略 黄学锋 

温州医学院附属第一医院 

17:00-17:30 何氏女科对 IVF-ET术后先兆流产

患者的临床辩治 

傅萍 

杭州市中医院 

 

17:30-19:00 自助晚餐 

22日 晚青年论坛 

时间 评委：徐键  主持 

19:00-20:30 大会优秀论文交流  

 

23 日上午（8：00-12：20）分会场 1 

时间 主  题 讲者 主持 

8:00-8:30 待定 刘嘉茵 

江苏省人民医院 

 

8:30-9:00 子宫内膜异位症性不孕的诊治策略 朱依敏 

浙大妇产科医院 

9:00-9:30 如何结合男科临床和胚胎实验室技

术来治疗男性不育症 

郑菊芬 

上海二军大附属长海医院 

9:30-10:00 输卵管性不孕的微创治疗 陈亚琼 

天津武警后勤学院附属医院 

10:00-10:3
0 

卫星会+茶歇  

10:30-11:0
0 

宫腔粘连不孕患者的综合治疗 张丹 

浙大妇产科医院 

 
11:00-11:3
0 

高雄血症的临床诊治 郑红枫 

丽水市人民医院 

11:30-12:0
0 

女性盆底障碍性疾病的防治进展 李香娟 

杭州市妇产科医院 

12:00-12:2
0 

颁论文奖、闭幕  

12:20 自助餐 



23日上午（8：00-12：00） 

分会场 2 

时间 主  题 讲者 主持 

8:00-8:30 中西排卵诱导法治疗不孕（育）症 程泾 

温州中山医院 

 

8:30-9:00 输卵管间质部妊娠及其预防 张松英 

浙大医学院附属邵逸夫医院 

9:00-9:30 多囊卵巢综合征的中西医诊治体会 马堃 

中国中医科学院 

9:30-10:00 高领妇女的助孕策略及困境 张甦 

湖州市妇幼保健院 

10:00-10:30 卫星会+茶歇 

10:30-11:00 辅助生殖卵巢刺激方案的发展及趋

势 

吕杰强 

温州医学院附属第二医院 
 

11:00-11:30 复发性流产的诊治 孙亦婷 

宁波市妇女儿童医院 

11:30-12:00 卵巢储备功能低下中西医结合诊治

思路与病例分享 

丁彩飞 

浙江省中西医结合医院 

 

 

 

中国中西医结合学会 

2016年 6月 30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