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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妇幼便函〔2021〕539 号 

 

中国妇幼保健协会关于举办 

“妇幼保健院学科体系建设与运行方法培训班”的通知 

 

各级妇幼保健机构： 

针对妇幼保健院建设过程中的业务结构优化、技术全面升级和优

势专科建设等焦点问题，中国妇幼保健协会、中国妇幼保健协会妇幼

保健机构建设专业委员会经过精心准备，定于 2021 年 12月 25-26日

举办“妇幼保健院学科体系建设与运行方法培训班”线上直播。本次

培训班是国家级继续医学教育项目（2021-12-03-050（国）），参会学

员可获得国家级继续医学教育学分。 

本次培训专题：循证医学技术平台升级与等级评审、妇幼保健优

势专科建设。聚焦提升妇幼保健院技术平台综合品质、促进妇幼保健

跨越式发展，主要介绍全院业务结构优化方法、循证医学引进与实践

过程，以及优势专科技术与建设步骤。具体事宜通知如下： 

一、主办与承办单位 

主办单位：中国妇幼保健协会 

     中国妇幼保健协会妇幼保健机构建设专业委员会 

承办单位：山东省莱州市妇幼保健院 

二、培训班主要内容 

（一）妇幼保健院技术全面升级与优势专科建设； 

（二）全院循证医学实践与综合品质提升； 

（三）疑难临床问题与优势专科建设； 

（四）妇科内分泌代谢专科规划与建设； 

（五）孕期营养与代谢专科规划与建设； 

（六）儿童内分泌代谢专科规划与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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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参会人员 

正在建设循证医学实践模式、优势专科的妇幼保健院相关人员。 

四、会议时间、参会方式 

会议时间：2021 年 12 月 25日 14:00-18:00 

2021年 12 月 26 日 14:00-18:00   

参会方式：线上直播（观看方式见附件 2）              

五、 其他事宜 

（一）参会人员报名方式：于2021年12月25日之前登录“中国妇

幼保健协会服务号”，注册、报名、参会（详见附件2）。 

（二）费用标准：免注册费。 

六、 培训班联系人及联系方式 

韩晶晶  18511930898 

季  华  13853586507 

 

附件：1.论坛日程 

      2.中国妇幼保健协会会议报名系统使用说明 

      

                                               

 

                                 中国妇幼保健协会 

                                  2021年 12 月 1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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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妇幼保健院学科体系建设与运行方法培训班》 

专题：全院技术平台升级与优势专科建设 
 

第一部分：全院循证医学技术平台升级与等级评审、妇科内分泌代谢专科建设 

日 期 培 训 班 内 容 

12月 25日

（周 六） 

下 午 

会议承办单位致欢迎词：山东省莱州市妇幼保健院党委书记  杨楠 14:00-14:10 

主持人：中国妇幼保健协会副秘书长  宫露霞 

主题发言：《妇幼保健院技术平台升级与优势专科建设策略》14:10-15:00 

1． 业务发展的瓶颈与技术性障碍：新增业务缺乏技术、难以运行发展 

2． 业务结构优化与业务内容系统化可持续扩展的方法 

3． 循证医学技术规范的引进与临床实践（证据、P文件、职业心理） 

4． 全院技术平台升级：三级树形业务结构与基于循证医学的操作规范 

5． 优势专科选择：整合“新增、缺乏技术且难以运行”的业务 

6． 优势专科建设：妇科内分泌代谢、孕期营养与代谢、儿童内分泌代谢 

7． 新形势下妇幼保健业务建设方向及两个关键步骤 

    主讲：宫露霞  中国妇幼保健协会副秘书长 

                 《妇幼保健机构学科体系建设研究与推广应用》专项负责人 

主题报告：《全院技术平台升级：循证医学临床实践》15:00-15:50 

1. 妇幼保健院技术发展现状：进修学习与自我实践 

2. 循证医学引进与实践过程：过去三年的经历 

3. 循证医学结论直接应用：快速提升全院临床技术水平 

4. 医院技术升级前后对比：业务范围、技术水平、社会声誉、经济效益 

5. 循证医学技术规范对医院等级评审的帮助 

6. 下一步的工作：优势专科建设带动全院核心竞争力升级 

7. 对未来发展的期待：开放合作下的国际水平的妇幼保健院 

    主讲：张晓平  山东省莱州市妇幼保健院院长 

主题报告：《妇科内分泌代谢专科：技术基础与科室结构》15:50-17:00 

1. 从更年期保健到妇科内分泌代谢专科：1999 年~2021 年 

2. 妇科内分泌代谢专科业务结构：疑难问题与关键技术 

3. 激素治疗百年循证：目标与方案、用药方式、药物选择、剂量调节 

4. 代谢综合症康复策略：餐后血糖控制、胰腺功能与胰岛素敏感度康复 

5. 器官功能、盆底与骨质疏松康复：神经-肌肉-关节-器官康复综合训练 

6. 科室构成与功能简介、与慢病康复治疗结合发展、实际案例展示 

7. 专科建设步骤与运行策略 

    主讲：孙允高  北京医网医学研究院首席研究员 

专题报告：《妇科内分泌临床实践：从更年期保健到妇科内分泌》17:00-18:00 

1. 从更年期保健到妇科内分泌代谢专科的发展过程 

2. 专科业务结构、人员组成、业务流程 

3. 疑难问题解决方案举例：多囊卵巢综合症、不孕症等 

4. 专科业务在妇科发展中的作用 

5. 专科的发展方向与改进计划 

    主讲：李茜西  广西医科大学附属医院妇产科主任 



- 4 - 
 

 
第二部分：孕期营养与代谢专科建设、儿童内分泌代谢专科建设 

日 期 培 训 班 内 容 

 

12 月 26日 

（周 日） 

下 午 

 

专题报告：《孕期营养代谢专科：技术基础与科室结构》14:00-15:00 

1. 孕前、孕期和产后面临的饮食营养与代谢问题、所需相关技术 

2. 消除饮食与环境危害因素：外源激素或类激素、农药、真菌… 

3. 饮食结构个体化确定原则：胃酸、肠道菌、凝集素、食物认知 

4. 肥胖与形体的评价标准、个体化饮食活动指导、甲状腺功能调节、神经体成分感知与

调节系统康复措施 

5. 妊娠糖尿病（GDM）诊断标准的争议和危害分析 

6. GDM 分步康复治疗方案：餐后血糖控制（饮食结构与模式、餐后活动）、神经功能康

复锻炼、胰岛素谨慎使用等三类方法的工作原理 

7. 专科科室结构与建设和运行策略 

    主讲：赵  丹  北京医网医学研究院医学科学部研究员 

专题报告：《孕期个体化营养支持与 GDM 康复管理》15:00-16:00 

1. 孕期营养建设与发展过程 

2. 目前专科主要业务内容：饮食结构、体重增加过快、妊娠糖尿病… 

3. 个体化确定饮食结构过程及报告模版 

4. 体重增加过快的饮食活动指导过程与训练 

5. 甲状腺功能最佳调节措施与门诊过程 

6. 妊娠糖尿病（GDM）的饮食营养与活动指导 

7. 专科发展目标：孕前准备、孕期营养与代谢问题指导、产后康复 

    主讲：宋锦霞  吉林省延边州妇幼保健院院长 

现场演示：《儿童饮食营养基础支持：筛查指导与训练》16:00-16:50 

1. 儿童饮食营养相关问题与基础支持工作内容 

2. 缺乳与乳汁质量不足的分析与指导：乳母体质与药膳处方 

3. 辅食添加：味觉神经发育期基于遗传特征确定适宜与不宜食物种类 

4. 饮食结构：基于个体体质确定不宜食物  

5. 食物加工：从清洗、加工和饮食模式等步骤消除食物中的危害物质 

6. 肥胖儿童体重控制：饮食结构、餐后血糖控制、神经调节障碍康复 

7. 儿童保健中业务开展模式：筛查、指导、训练、咨询全过程 

    主讲：孙允高  北京医网医学研究院首席研究员 

现场演示：《儿童内分泌代谢专科：业务内容与临床实践》16:50-17:50 

1. 儿童内分泌代谢专科建设与发展过程 

2. 目前专科主要业务内容：生长发育问题，如肥胖、矮小、糖尿病… 

3. 肥胖儿童诊治过程与相关措施 

4. 儿童甲减与糖尿病的最佳调节参数和措施 

5. 矮小儿童的内分泌调节原理与临床实施步骤 

6. 早熟儿童饮食营养活动指导及内分泌调节措施 

7. 专科发展目标：内分泌代谢疑难病种的跨学科综合康复治疗 

主讲：邹  卉  济南市妇幼保健院儿童保健部儿童内分泌科主任 

    闭幕：17:50-18: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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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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议报名”。 

 

二、 填写报名信息： 

1. 在会议列表中找到会议“‘妇幼保健院学科体系

建设与运行方法培训班’线上直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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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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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提交报名信息：核对填写的报名信息，无误后请点击屏幕最下方

“确认报名信息无误，下一步”，确认报名即可。 

 

三、 报名成功的订单存储位置： 

已支付会务费：【会议广场】→【个人中心】→【已支付会议】； 

 

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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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名成功后可在订单详情页面，点击《跳转直播界面》，进入直播

观看。 

3、直播开始前，微信打开“中国妇幼保健协会服务号”，选择“会议

咨询”按钮内的《往期回看》，点击会议名称观看直播。 

 

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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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