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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妇幼便函〔2022〕4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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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了落实国家卫生健康委印发了《母婴安全行动提升计划

（2021-2025年）》、《“十四五”国家临床专科能力建设规划》，进一步

对妇幼健康服务水平提出了更高、更新的要求，从源头和基础上提高

妇幼人群的健康水平，中国妇幼保健协会针对妇幼保健院全院技术升

级与运行效率、三大部优势专科建设、延伸业务与发展模式等焦点问

题，中国妇幼保健协会经过精心准备，经研究决定于2022年11月24日-27

日举办“妇幼保健院学科体系建设与运行方法培训班”。 

受疫情影响，培训班将开启线上直播模式，与各位专家聚焦妇幼保

健院技术全面升级与优势专科建设、全院循证医学实践与系统性人才培

养机制、妇科内分泌技术基础与优势专科的规划建设和儿童内分泌代谢

专科规划与建设等妇幼健康相关研究与技术新进展以及相应优势专科

建设。本次培训有国家级继续医学教育项目学分Ⅰ类8分（项目编号：

2022-12-03-018（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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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山东省妇幼保健协会 

承办单位：山东省莱州市妇幼保健院 

山东省妇幼保健协会县级工作委员会 

二、主要内容 

（一）妇幼保健院技术升级与优势专科建设策略； 

（二）从等级评审到综合品质提升-高质量发展策略与路径； 

（三）循证医学临床实践与系统性人才培养机制； 

（四）妇科内分泌代谢专科：规划、建设与运行； 

 

中 国 妇 幼 保 健 协 会 



- 5 - 
 

（五）孕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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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参会人员 

各级妇幼保健机构相关人员。 

四、培训时间及形式 

培训时间：2022年11月24日——27日14:00-20：00 

考核时间：2022年11月27日 

培训形式：线上，学员须在规定时间内完成相应课程学习（为保证

培训质量而尽可能不影响工作，对于已报名而不能同步学习的学员，平

台将培训结束后开放回放） 

五、其他事宜 

（一）参会人员报名方式：于2022年11月2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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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线上直播免费报名参会（参与线上直播会议并按

要求学习可获得学分，学分名额有限，如果超额按考试成绩及报名次序

发放）。 

（三）协会网站：会议通知可在微信“中国妇幼保健协会服务号”

中“会议咨询”—“通知下载”，或协会网站下载：http：//www.cmcha.org。 

六、联系人及联系方式 

董散散 18511930898 

季  华   15843336559 

 

附件：1.培训班日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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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2年 11 月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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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程表 

专题：技术升级与运行效率、三大部优势专科建设、延伸业务与发展模式 

 

日期 培训班内容 

11 月 24 日

（周四） 

医院整体 

规划建设 

培训班致词：山东省莱州市妇幼保健院党委书记  杨楠  14:00-14:10 

培训班内容简介：中国妇幼保健协会副秘书长  宫露霞  14:10-14:20 

主题发言：《妇幼保健院技术升级与优势专科建设策略》14:20-15:30 

1. 妇幼保健院业务结构与运行效率优化 

2. 从经验医学到循证医学的技术升级过程 

3. 妇幼保健疑难问题与基于分析医学的优势专科建设 

4. 医学科学进步与妇幼保健业务发展方向 

5. 妇幼保健未来功能定位探索与医院综合品质评价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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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妇幼保健院业务结构与工作效率的关系》15:30-17:00 

1. 等级评审要求的新建业务内容现状：缺乏技术规范、业务量不足 

2. 如何开展这些业务：过去 20 多年的发展历程回顾 

3. 业务建设与发展的规律：业务合并的必要性与组合原则 

4. 专科业务扩展规律：在本专业范围内扩展或跨学科深入 

5. 业务发展的第一阶段：学科体系+二级专科 

6. 业务发展的第二阶段：学科体系+二级专科+三级专向 

7. 业务三级树形结构：场地、设备、人员、工作量、专业性的设置原则 

8. 医护团队建设的必要条件：有分工才有合作，有专攻才有深入 

9. 全院整体工作效率：工作量饱满+技术水平+服务模式… 

     主讲：宫露霞  中国妇幼保健协会副秘书长    

主题报告：《从等级评审到综合品质提升-高质量发展策略与路径》17:00-18:30 

1. 高质量发展：既是国策，也是趋势 

2. 高质量的概念或泛义：目标、功能定位、业务体系、技术等级、效率 

3. 从医学与医院的历史演变分析医院的发展方向 

4. 医院综合品质评价：医院的历史与未来、自我定位与发展目标 

5. 高质量的具体内容与标准：六个方面、每个方面的四个发展阶段 

6. 妇幼保健核心工作：三大部、24 个二级专科、若干优势专科/专向 

7. 医院目标规划与建设步骤：业务结构与技术规范是核心、案例分析 

     主讲：孙允高  北京医网医学研究院首席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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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报告：《循证医学临床实践与系统性人才培养机制》18:30-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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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速提升全院临床技术水平 

3. 学科机构与人员岗位相吻合 

4. 人才培养与学科体系建设相结合 

5. 建设与发展过程经验总结 

     主讲：张晓平  山东省莱州市妇幼保健院院长    

11 月 25 日

（周五） 

妇科内分泌

代谢 

专题报告：《妇科内分泌技术基础：生理模型与自然节律》14:00-15:00 

1. 性腺轴结构与妇科内分泌生理模型 

2. 性激素调节规律：下丘脑自然节律控制下的负反馈系统 

3. 自然节律的由来：由海洋生物（潮汐/温度）进化到下丘脑管理 

4. 性腺轴性激素调节常见问题：器官问题与反馈调节问题 

5. 妇科内分泌性腺轴功能调节的核心原则：以节律调节目标为目标 

    主讲：孙允高  北京医网医学研究院首席研究员 

专题报告：《更年期内分泌调节：激素补充的循证医学结论》15:00-16:30 

1. 更年期激素补充治疗的困惑 

2. 更年期激素治疗的目的、方法、技术和心理问题 

3. 性激素补充研究的历史证据 

4. 性激素补充治疗的循证医学结论 

5. 性激素药物类型与用药模式（自然节律）选择 

6. 性激素用药剂量的个体化调节方法 

7. 更年期保健主要内容及关键技术 

8. 更年期保健工作效率与成本效益：无法维持科室运行 

9. 从更年期保健到妇科内分泌代谢专科 20 年发展历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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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囊卵巢综合征：多病因分析与针对性康复治疗》16:30-18:00 

1. 多囊卵巢综合征（PCOS）的临床表现与诊断标准 

2. PCOS 多病因分析：内分泌、能量代谢、神经调控、器质性改变 

3. 内分泌调控：甲状腺功能、卵巢功能 

4. 能量代谢功能康复：胰岛素抵抗、营养、血脂等血循环因素 

5. 神经信号恢复：脑神经功能、神经传输障碍、神经末梢敏感度 

6. 器质性改变：下丘脑、垂体、卵巢 

7. 康复治疗：针对存在病因的具体措施 

8. 由 PCOS 引起的问题及妇科内分泌代谢专科工作模式 

    主讲：赵丹  北京医网医学研究院医学科学部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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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题报告：《不孕症诊治规程：病因分析与精准治疗》18:00-19:30 

1. 不孕症病因分析 

2. 生殖器官结构改变及对应的治疗措施 

3. 妇科内分泌代谢障碍的分析与鉴别诊断 

4. 降低胰岛素抵抗改善代谢状态的个体化饮食运动指导 

5. 性激素调节过程：操作规范与患者管理 

6. 促排卵与受孕过程 

7. 案例分析 

主讲：李茜西  广西医科大学附属武鸣医院 

妇产科主任、妇科内分泌代谢专科主任 

专题报告：《妇科内分泌代谢专科：规划、建设与运行》19:30-20:00 

1. 从更年期保健业务到妇科内分泌代谢专科的发展历程 

2. 专科业务内容及对应的核心技术：引进分析医学技术规程 

3. 专科面对的人群及服务模式 

4. 专科建设标准及步骤：IV－级综合品质（国际领先） 

5. 在建专科业务流程和医疗环境：莱州市妇幼保健院 

6. 专科运行与发展策略 

    主讲：孙允高  北京医网医学研究院首席研究员 

11 月 26 日

（周六） 

孕产期保健 

专题报告：《孕前营养代谢问题及临床工作内容》14:00-15:30 

1. 孕前保健：孕前检查和孕前准备 

2. 孕前身体机能康复：盆腔肌体功能 

3. 孕前饮食营养：有害物质预防与个体化适宜饮食结构 

4. 孕前糖尿病：饮食活动指导与适宜胰岛素选择 

5. 甲状腺功能减退：调整 TSH 到最佳范围 

6. PCOS 康复：胰岛素抵抗与神经功能障碍 

7. 业务属性：孕产期营养与代谢专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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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孕期饮食营养指导：创造胎儿发育适宜环境》15:30-17:00 

1. 胎儿发育所需要的营养环境 

2. 孕期营养指导工作内容：创造胎儿发育适宜营养环境 

3. 孕期有害物质预防与个体化饮食结构指导 

4. 孕期体重控制与胎儿营养保证：兼顾措施 

5. 业务属性：孕产期营养与代谢专科 

    主讲：王博  山东省莱州市妇幼保健院产科医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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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题报告：《妊娠糖尿病管理：平稳血糖及预防低血糖的措施》17:00-18:30 

1. 孕期血糖控制的目标及危险因素：波动幅度过大与低血糖 

2. 妊娠糖尿病机制：必然性与个体差异 

3. 妊娠糖尿病诊断标准的争议：孕期不同时期标准不同 

4. 胰岛素抵抗生理原因：必然的内分泌改变/胎儿需求、孕妇肌体抵抗 

5. 胎儿发育风险：高胰岛素与生长因子间接调节胎儿血糖、母体低血糖 

6. 平稳血糖措施：餐后血糖调控、低血糖预防 

7. 降低胰岛素抵抗措施：降低肌体内糖原和甘油三酯数量的方法 

8. 甲状腺素补充原则及调节方法 

9. 胰岛素选择与计量调节策略：甘精与地特比较、剂量与调节 

10. 业务属性：孕产期营养与代谢专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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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后保健：哺乳促进与机能恢复》18:30-19:30 

1. 产妇面临的主要问题：哺乳、抑郁、盆腔机能恢复、形体恢复 

2. 开乳与哺乳：预防新生儿低血糖、哺乳多重作用、哺乳问题解决方案 

3. 抑郁：了解抑郁的内分泌原因、心理期待与情绪预测 

4. 盆腔机能康复：精准的自主康复措施 

5. 关节与姿态复位：姿态目标与肌群综合训练（分布与肌力） 

6. 形体重塑：形体五参数评价及饮食活动个体化精准指导 

7. 业务属性：孕产期营养与代谢专科、与儿童营养合作进行 

    主讲：孙允高  北京医网医学研究院首席研究员 

专题报告：《孕产期营养与代谢专科：规划、建设与运行》19:30-20:00 

1. 从孕期营养业务到孕产期营养与代谢专科的发展历程 

2. 专科业务内容及对应的核心技术：引进分析医学技术规程 

3. 专科面对的人群及服务模式 

4. 专科建设标准及步骤：IV－级综合品质（国际领先） 

5. 在建专科业务流程和医疗环境 

6. 专科运行与发展策略 

    主讲：李波  山东省莱州市妇幼保健院孕产期营养专科负责人 

11 月 27 日

（周日） 

儿童康复与

儿童保健 

专题报告：《婴儿营养与代谢问题：技术进步与家长的刚性需求》14:00-15:00 

1. 人类神经发育关键节点与保障措施 

2. 添加辅食与婴儿神经发育：种类选择与添加时间 

3. 儿童饮食有害物质预防措施 

4. 肥胖预防与体质监测 

5. 儿童内分泌与代谢专科 

    主讲：孙允高  北京医网医学研究院首席研究员 

专题报告：《儿童内分泌问题：生长激素个体化应用与监测》15:00-16:30 

1. 儿童内分泌典型问题 

2. 生长激素应用规则 

3. 早熟诊断及预防 

4. 身高与生长激素调节 

5. 儿童内分泌专科建设 

    主讲：邹卉  山东省济南市妇幼保健院儿童保健部内分泌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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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题报告：《儿童自闭症：认知过程障碍分析与康复措施》16:30-17:30 

1. 自闭症的认知特点与康复措施 

2. 不同形式康复措施的区别：被动、互动与主动 

3. 被动康复的适应症与目标 

4. 互动与主动康复：认知与表达的闭环训练，环境刺激、负荷与评估 

5. 情景式训练：脑瘫与自闭症的互动与主动训练 

    主讲：韩晶晶 北京医网医学研究院儿童保健部助理研究员 

专题报告：《儿童康复与保健融合发展：康复设施技术升级》17:30-18:30 

1. 常规康复设施：难以构成主动康复（缺乏欲望或需要） 

2. 主动康复的条件：感知觉、兴趣需求、状态、负荷、成就 

3. 康复设施升级：全过程主动训练的情景式设施 

4. 典型情景式训练设施展示 

5. 儿童康复与保健联合应用模式 

     主讲：李红彬  北京医网医学研究院儿童保健部负责人 

专题报告：《儿童健康成长营：专业训练套餐制定与实施》18:30-20:00 

1. 0-6 岁发育评估与对应的训练设施 

2. 儿童早期发展典型需求 

3. 训练套餐设计与运行模式 

4. 现场展示 

5. 存在的问题与发展目标 

    主讲：刘幸男  北京医网医学研究院儿童保健部助理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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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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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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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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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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