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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妇幼便函〔2021〕345号 

 

中国妇幼保健协会关于举办 

《产科适宜技术推广——无创产钳、助产及会阴裂伤缝合技术

改进》培训班的通知 

 

各妇幼保健机构、综合医院产科及相关医疗机构: 

为推广国际产儿科管理服务新模式项目成果，学习国际先进产

儿科服务理念，普及产科无创技术，减少医疗干预，转变理念， 减

少分娩创伤，提高妇女儿童健康水平。中国妇幼保健协会定于2021

年10月15-17日在北京和睦家医院举办《产科适宜技术推广——无创

产钳、无创助产、会阴裂伤缝合技术改进》培训班，培训班特邀美

国旧金山太平洋医学中心产科执行主席范渊达教授在线直播无创助

产技术操作要点，太平洋医学中心高危孕产妇管理中心主任Dr. 

Michael Katz主讲高危孕产妇临床管理及用药进展，就技术难点及

目前临床存在的问题答疑，赴美进修归国的产科主任手把手临床技

术带教无创产钳示范及有着多年产科临床实践经验的知名专家就无

创产钳、会阴Ⅲ-Ⅳ度裂伤缝合技术改进、剖宫产再孕阴道分娩的重

点相关问题、有效催产素引产浓度计量效果与观察等热点话题进行

切磋研讨。本次培训是国家级继续医学教育项目（项目编号：2021-

05-02-253（国）），参加学员可获得国家级继续医学教育学分。具

体事宜通知如下： 

一、组织架构 

主办单位：中国妇幼保健协会 

承办单位：北京和睦家医院 

中国妇幼保健协会中美（北京）母婴健康培训基地 

二、培训内容 

理论培训部分 

 

中 国 妇 幼 保 健 协 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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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推广国际产儿科管理服务新模式示范项目效果与最新临床进

展 

2.范渊达教授产科 40 年无创助产技术要点综述 

3.有效催产素引产浓度计量效果与观察 

4.疤痕子宫阴道分娩常见问题临床处理 

5.无创助产临床实践在中国面临的挑战 

6.Ⅲ度会阴裂伤临床特殊案例分析 

7.无创产钳临床操作演示 

8.会阴三度裂伤成因与缝合技术（产道损伤的处理）  

9.美国临床麻醉、与产时麻醉用药对比以及副作用分析 

10.高危孕产妇临床管理及用药最新进展 

11.预防早产及宫颈环扎方法 

12.BJU分娩镇痛经验分享 

13.无创助产对新生儿窒息及盆底影响的临床研究 

14.剖宫产再孕阴道分娩的重点相关问题 

15.信息化医院管理，大幅提高运营效率 

16.和睦家医院在中国30年的建设与发展 

17.难产的早期发现及处理 

18.宫颈机能不全高位环扎术 （赴美学习经验交流）答疑 

19.不同会阴条件下无创助产技术要点临床分析 

临床技术实操部分 

1.无创助产技术与操作实践(实操） 

2.无创产钳技巧无创产钳助产技术要点分析(实操） 

3.会阴深度裂伤缝合技术改进操作演示 

三、培训对象 

各妇幼保健机构、综合医院产科及相关医疗机构业务院长、产

科主任、产科护士长、助产士、医护技术骨干、综合医院从事产科

工作的医护人员以及医院的管理人员均可参加。 

四、培训方式 

线上线下结合(见附件2说明)。  

五、培训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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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到时间：2021年10月14日全天 

培训时间：2021年10月15日-17日 

六、培训地点 

（一）会议地点：北京和睦家医院2号楼五层多功能厅（北京市

朝阳区将台路2号）； 

（二）报到及住宿地点：北京丽都皇冠假日酒店（北京市朝阳

区将台路6号）。 

七、其他事项 

（一）培训费：现场实操培训3980元，网络直播1500元； 

（二）报名方式： 

1、微信报名：参会人员请于 2021年10月22日前登录中国妇幼

保健协会会议管理系统（详见附件 2）报名、注册、缴费、预留房

间。注册同时微信交费或转账缴费，报到后开具中国妇幼保健协会

正式发票 (增值税电子发票)，回去后自行下载打印，参会人员务必

提供单位税号即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2、对公汇款信息如下： 

收款单位：中国妇幼保健协会 

开 户 行：招商银行北京万泉河支行 

账    号：110906850910605 

汇款注明：产科适宜技术推广+姓名 

八、会议疫情常态化防控要求 

（一）中高风险地区及和新冠肺炎有密切接触者谢绝参加会

议； 

（二）会前14天没有发热等身体不适症状，持会前3天核酸检测

“阴性”报告参会； 

（三）参会期间请全程佩戴口罩，保持安全社交距离，进入会

场时请主动出示健康码和接受体温测量；体温正常和健康码绿码者

方可进入。 

九、培训报名联系电话及邮箱 

（一）疫情责任人： 

第一责任人：邢舒茶 137011846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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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责任人：国  华 18513216939  010-88504217 

（二）会议联系人： 

国  华  18513216939  010-88504217 

杨  霓  18500470205   

董金叶：18612492925  

邮  箱：jcfybj@126.com 

 

附件：1.《产科适宜技术推广——无创产钳、无创助产、会阴裂伤

缝合技术改进》培训班日程 

2.中国妇幼保健协会会议报名系统说明 

3.交通路线及住宿标准 

 

       

                                               

 

                                 中国妇幼保健协会 

                                  2021年09月0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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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1 

《产科适宜技术推广—— 

无创产钳、无创助产、会阴裂伤缝合技术改进》日程 

时间 内容 主持人 

10月14日（星期四）全天报到 

 
10月15日（星期五）培训第1天 

 

星期五 

 

8:40-8:55 
一、开幕式 

1.和睦家医疗创始人、董事长李碧菁女士致词 

 

 

 

 

 

 

中国妇幼

保健协会

中美（北

京）母婴

健康培训

基地主任 

邢舒茶 

 

 

 

 

8:55-9:10 2.中国妇幼保健协会常务副会长兼秘书长于小千向和睦家医院授牌 

9:10-9:20 3.中国妇幼保健协会常务副会长兼秘书长于小千讲话  

9:20-9:50 

二、学术讲座及交流 

（一）推广国际产儿科管理服务新模式示范项目效果与临床最新进展 

中国妇幼保健协会副秘书长王玲 

9:50-10:50 

（二）产科40年无创助产技术总结 

1.无创技术国际进展 

2.催产素引产有效管理  

美国旧金山太平洋医学中心妇产科执行主席范渊达 

10:50-11:20 

提问、交流、讨论 

（关于有效催产素引产浓度计量效果与观察 )          

美国旧金山太平洋医学中心妇产科执行主席范渊达 

11:20-12:00 
（三）和睦家医院在中国30年的建设与发展 

                                                     北京和睦家医院盘仲莹院长 

12:00-13:30 午  餐  

13:30-14:10 
（四）无创助产临床实践在中国面临的挑战 

        中国妇幼保健协会中美（北京）母婴健康培训基地主任邢舒茶 

 

 

北京和睦

家医院产

科主任 

于莎莎 

14:10-14:50 

（五）Ⅲ度会阴裂伤临床案例分析 

降低会阴侧切，减少产道损伤，无创产钳经验分享 

答疑                      山东省济宁市任城区妇幼保健院产科主任田苹 

 

14:50-15:30 
（六）无创产钳临床操作演示 

答疑                    山东省济宁市任城区妇幼保健院产房护士长张哲 

 

16:00-16:40 
（七）会阴三度裂伤成因与缝合技术（产道损伤的处理）临床效果交流 

                                             北京大学国际医院产科主任李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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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40-17:00 答疑  

10月16日 （星期六）培训第2天 

 

 
8:40-9:40 

（八）美国临床麻醉、与产时麻醉用药对比以及副作用分析 

（分娩镇痛疼痛管理，药物选择，并发症处理） 

                      美国旧金山太平洋医学中心麻醉科主任Dr.Aneth 

北京和家 

医院产科

副主任 

李奎 

 

 

空军军医

大学第一

附属医院

妇产科主

任马向东 

 

9:40-10:40 

（九）高危孕产妇临床管理及用药进展  

预防早产及宫颈环扎方法 

美国旧金山太平洋医学中心高危围产专家、产科主任Dr. Michael Katz 

 

10:40-11:20 
（十）BJU分娩镇痛经验分享                                              

北京和睦家医院麻醉科主任刘薇 

11:20-12:00 
（十一）疤痕子宫阴道分娩常见问题临床处理 

                                      北京和睦家医院产科主任于莎莎 

 12:00-13:30 午  餐 

 

 

13:30-14:10 
（十二）剖宫产再孕阴道分娩的重点相关问题（高危妊娠管理） 

                                            北京大学第三医院妇产科主任赵扬玉 

 

 

 

北京和睦

家医院产

科主任 

于莎莎 

 

 

 

14:10-14:50 
（十三）信息化医院管理，大幅提高运营效率 

                                            深圳市宝安区妇幼保健院院长朱元方 

14:50-15:30 
（十四）宫颈机能不全高位环扎术（开展高位宫颈环扎经验分享） 

                                空军军医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妇产科主任马向东 

        
15:30-16:10 

（十五） 无创助产对新生儿窒息及盆底影响研究分析 

                                      山东省枣庄市妇幼保健院产科主任李姗姗 

 16:10-17:10 

 

 参观北京和睦家医院 

10月17日（星期日）培训第3天 

 

 

 
8:40-9:40 

三、无创助产技术与操作实践(示教与实操） 

（一）不同会阴条件下无创助产技术要点分析 

答疑           山东省济宁市任城区妇幼保健院产房护士长张哲 

中国妇幼

保健协会

中美（北

京）母婴

健康培训

基地主任 

邢舒茶 

 

9:40-10:40 

（二）无创产钳助产技术要点分析(实操） 

山东省济宁市任城区妇幼保健院产科主任田苹 

北京和睦家医院产科主任于莎莎 

 10:40-11:40 （十六）学分考试 

11:40  离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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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中国妇幼保健协会会议报名系统使用说明 

 

一、 使用微信扫描右侧二维码关注“中国妇幼保

健协会服务号”进入“会议广场”。 

 

二、 填写报名信息： 

1. 在会议列表中找到会议“产科适宜技术推广

—无创产钳、助产及会阴裂伤缝合技术改进”点

击进入“会议详情”页面； 

2. 点击“我要报名”，进入“填写订单”页

面； 

3. 选择分会场：分为线上（即网络直播）会议和线下会议，您可

根据实际会议的具体情况勾选分会场； 

4. 选择参会人：在跳转的页面中勾选需要报名的人员信息，第一

次使用本系统报名，需添加参会人信息（可添加多人）后再进行勾

选（每次报名只能勾选一人）； 

5. 选择发票抬头：在跳转的页面中勾选发票信息，第一次使用本

系统报名，需添加发票信息后再进行勾选，然后点击“选择此发票

抬头”； 

说明：正确的发票信息，包括单位发票抬头和税号即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正确税号为 15 或 18 位，部队医院或无税号的单位填写 15 个

“0”。自费不需要开发票的参会人员抬头填写姓名，税号填写 15

个“0”）； 

6. 选择学分信息（无学分会议，请忽略此步骤）：在弹出项目中

点击“选择学分信息”，第一次使用本系统报名，需添加参会人学

分信息后再进行勾选，在跳转的页面中勾选参会人的学分信息，点

击“选择此学分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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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支付注册费：核查报名信息填写是否有误，确认无误后点击

“确认报名”并支付注册费。 

 

三、 酒店预订： 

1.网络直播会议，无需预定酒店； 

2.点击“酒店选择”在弹出窗口中选择酒店和房型，点击窗口右上

角的“完成”，然后填写参会人身份证号，选择入住时间、离店时

间（如不需要酒店请选择酒店自理）。 

 

四、 报名成功的订单存储位置： 

1.已支付会务费：【会议广场】→【个人中心】→【已支付会

议】； 

2.未支付会务费：【会议广场】→【个人中心】→【待支付会

议】。 

 

五、 观看直播方式（非网络直播会议，请忽略）： 

1、第一次需要微信登录，验证手机号，必须是报名填写的手机号。 

2、报名成功后可以点击《跳转直播界面》，进入直播观看。 

3、请于直播开始前到《直播回看》点击会议名称直播观看。 

 

六、 本次会议将全程通过“中国妇幼保健协会服务号”进行会议事

项通知，敬请关注。如有疑问或参会人员变更，请联系：会议服务

热线 400-004-2599、 苑福仁 13311319458（同微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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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3  

交通路线及住宿标准 

 

会议地点：北京和睦家医院2号楼五层多功能厅 

 

机场/高铁至会议地点交通路线推荐： 

一、机场 

1.北京首都国际机场坐机场大巴石景山中关村线到望和桥换乘408路

公交至高家园公交步行74米即到（全程1小时2分钟）。 

2.北京首都国际机场坐机场大巴4号线公文坟线到西坝河换乘847路公

交至高家园公交步行74米即到（全程1小时7分钟）。 

3.北京大兴国际机场坐北京大兴国际机场线到10号线外环草桥地铁站

换乘14号线东段十里河地铁站到将台路A西北口出步行851米即到（全

程1小时32分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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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地铁 

地铁14号线：在将台站下车，从A或B口出，出站后沿着将台路往西北

方向行至北京和睦家医院。 

 

住宿酒店：北京丽都皇冠假日酒店（北京市朝阳区将台路6号） 

机场/高铁至酒店交通路线推荐： 

1.北京首都机场坐首都机场线至三元桥地铁站打车到北京丽都皇

冠假日酒店（全程46分钟）。 

2.北京大兴国际机场坐北京大兴国际机场线到10号线外环草桥地

铁站至三元桥地铁站C1东南口出打车至北京丽都皇冠假日酒店（全程

1小时35分钟）。 

住宿标准： 

750元/标间  双床 (含早餐）        

750元/单间  大床 (含早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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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宿、交通费自理。本培训班不予接送，请各位自行前往。 

因酒店房源有限，会议期间用房紧张，请务必提前报名并注明

用房信息，并以会务组回复的电话、短信或邮件确认用房为准。未

提前报名及提前预订房间者，请自行安排住宿，敬请理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