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 国 妇 幼 保 健 协 会
中妇幼便函〔2021〕4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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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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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
势专科建设和儿童保健新业务开展等焦点问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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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月 25 日-28 日在山东省东阿县举办“妇幼保健院学科体系
建设与运行方法培训班”。本次专题是循证医学技术升级、优势专科
建设、儿童情景式训练原理与操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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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次培训班聚焦提升妇幼保健院技术平台综合品质、促进儿童保
健与儿童康复跨越式发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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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势专科技术与建设步骤、以及应用情景式训练
设施高效开展儿童健康促进、营养、认知心理、运动体质、脑瘫康复、
自闭症康复等操作细节（演示教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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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省东阿县妇幼保健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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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童保健与儿童康复的技术跨越与系统化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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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情景式康复训练设施规划与建设；
（六）情景式训练原理与处方系统；
（七）儿童情景化训练课程、效率与效果；
（八）六类情景式训练厅的操作规范：课表优化与训练过程；
课程第一天为公共课，第二天为儿童情景式训练技术基础课，第
三至第四天为儿童情景式训练现场操作辅导（具体日程见附件 1）。
二、参会人员
正在建设循证医学实践模式、优势专科、儿童情景式训练的妇幼
保健院相关人员。
三、会议时间、地点
报到时间：2021 年 10 月 24 日 下午 13:00-20:00 酒店大堂
会议时间：2021 年 10 月 25 日-28 日
报到地点：山东东阿美居酒店
报到地址：聊城市东阿县环球路北段路西（杂技团南邻）
联系人：孙泽东

电话：15020636003

四、 其他事宜
（一）参会人员报名方式：于 2021 年 10 月 22 日之前登录中国
妇幼保健协会会议管理系统，注册、报名（附件 2）。由于疫情期间
参会人数限制（30 人），在报名后没有得到协会确认参会的人员不要
缴费，也不要擅自参会，在此请大家谅解。
（二）费用标准：免注册费，参会学员食宿交通自理。
（三）会议不安排接站，请参加人员自行到会。
（四）会议疫情常态化防控要求 ：
1、中高风险地区及和新冠肺炎有密切接触者谢绝参加会议；
2、会前 14 天没有发热等身体不适症状；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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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
场。
现场疫情防控责任人：
第一责任人 宫露霞 13699169317
第二责任人 杨同明 135620190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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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培训班联系人
妇幼保健机构建设专业委员会 韩晶晶 17611577689
山东省东阿县妇幼保健院

刘娅楠 13963569969

附件：1.妇幼保健院学科体系建设与运行方法培训班日程
2.中国妇幼保健协会会议报名系统使用说明
3.交通路线方案

中国妇幼保健协会
2021 年 10 月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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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部分
业务结构优化、循证医学全面技术升级、优势专科重点建设

日 期
开幕式：东阿县县领导致辞

培 训 班 内 容
08:30-08:45

培训班内容简介：中国妇幼保健协会领导 08:45-09:00
1．
2．
3．
4．
5．
6．
7．
8．

10 月 25 日
（周 一）
上 午

1.
2.
3.
4.
5.
6.

主题发言：《妇幼保健院技术平台升级与优势专科建设》09:00-10:40
等级评审后的业务发展目标与技术性障碍
医院综合品质评价标准与业务建设发展策略
业务结构优化与扩展对工作效率和效益的促进
保健工作临床化对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的促进
全院技术平台升级：循证医学技术规范的引进与实践
优势专科建设：妇科内分泌代谢等多个专科建设步骤
集儿康和儿保于一体的儿童健康成长营建设与运行
十四五健康中国目标与妇幼保健院业务快速发展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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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茶歇：10:40-11:00
主题报告：《全院技术平台快速升级：循证医学临床实践》11:00-12:00
妇幼保健院技术发展现状：进修学习与自我实践
循证医学引进与实践过程：过去三年的经历
循证医学结论直接应用：快速提升全院临床技术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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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一步的工作：优势专科建设带动全院核心竞争力升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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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午餐及午休：12:00-14:00

1.
2.
3.
4.
5.
10 月 25 日
（周 一）
6.
下午
7.
8.

主题报告：《化弱项为强项：优势专科建设与运行》14:00-15:30
等级评审要求新增业务内容：技术支持与效益方面的问题
专科的业务组合与优化：提高效率和效益的第一步
基于疾病模型的精准治疗：引进分析医学技术，达到国际先进水平
妇科内分泌代谢专科：妇科内分泌代谢相关 20 余疾病的精准治疗
孕产期营养与代谢专科：孕前、孕期、产后的个体化饮食营养支持
10 余种代谢疾病精准治疗
儿童内分泌代谢专科：个体化营养支持，哺乳、辅食、饮食结构等
发育期内分泌代谢相关 10 余疾病的精准治疗
儿童健康成长营：儿保与儿康的情景式监测与训练、特教托幼机构
优势专科的作用：区域诸多专病诊治的中心、带动保健院技术和经济
主讲：孙允高 北京医网医学研究院首席研究员
现场参观：东阿县妇幼保健院-新建儿童康复与儿童保健 15:30-17: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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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
儿童保健技术升级：情景式训练设施的原理、建设与运行方法

日 期

培 训 班 内 容
1．
2．
3．
4．
5．
6．

专题报告：《儿童保健部技术平台设计与建设：案例展示》08:30-09:40
儿童保健与康复现状：评估为主、缺乏训练设施、业务碎片化
基于学科体系的儿童保健部业务树形结构：专科及其业务内容
强化康复训练设施：从简陋的康复器具到先进的情景式训练设施
门诊区域科室布局设计：体检、免疫、五官、营养、运动体质/脑瘫/神经功能障碍、认知心
理/行为障碍/自闭症、儿科门急诊
情景式主动康复训练区：特点、训练效果、效率
儿童保健部案例展示
主讲：李红彬 北京医网医学研究院医院儿童保健部
茶歇：09:40-10:00

1.
2.
3.
10 月 26 日
4.
（周 二）
上 午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主题报告：《从儿童保健部到健康成长营：建设与运行策略》10:00-11:30
儿童康复训练短板：有趣且有效的康复训练设施与训练规范
功能评级与训练设施的对应关系：缺乏互动与主动训练设施
情景式训练的技术要求：趣味性、安全性、有效性、经济性
儿童情景训练分类：饮食营养、运动、认知心理、自闭、脑瘫
顺利运行的关键-自动处方系统：基于评估结果产生训练课程表
饮食营养训练课程：基于分析医学解决实际问题，课程导引
大运动训练模式：环境互动触发目标与运动愿望、自适应训练
情景式体质监测与训练一体化系统：安全、实时、智能处方系统
精细运动训练模式与课程：面食制作、兴趣与成就感诱发参与
视听觉与认知综合训练：宽屏多媒体专业训练、母婴同训
形象思维训练模式与课程：模型搭建、2-3-4 维空间简绘与思维
抽象思维与言语训练模式与课程：音乐实践、舞台演播、逻辑与表达
自闭症训练模式：交流晋级模式、环境触发互动与主动交流
脑瘫训练模式：环境互动触发主动运动与交流、实时监测与成就感
课程应用范围：儿童康复、发育落后、正常儿童、特长训练
儿童保健部发展方向：儿童健康成长营构成及其稳健的经济模型
主讲：孙允高 北京医网医学研究院首席研究员
上午课程答疑：11:30-12:00
午餐及午休：12:00-14:00

1.
2.
3.
10 月 26 日
（周 二）
4.
下 午 5.
6.
7.

专题报告：《情景式训练：课程表、训练处方、缓冲课程》14:00-15:00
运行条件：门诊与训练密切协调的一体化运行
核心工作：自动处方系统协助进行
处方原理：0-6 岁筛查评估结果-智龄
课表调整：基于训练人群在课程上的分布
课程缓冲：大运动厅
系统更新：基于需要增加内容
发展方向：基础人群的稳定性-特教托幼机构建设与合作
主讲：韩晶晶 北京医网医学研究院儿童保健部技术支持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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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2.
3.
4.
5.
6.
7.

专题报告：《训练课程：各训练厅管理及授课模式》15:00-16:00
情景式训练原理：职业化体验模式，兴趣与目标驱动
课程分布：各训练厅课程数量
教师任务：辅导或辅助婴幼儿主动完成目标
训练效果评价：注重个体进步，不追求统一结果
课程导引：按部就班，适度发挥
现场维护：及时更新损坏道具或工具
集体合作：与门诊密切协调
主讲：刘幸男 北京医网医学研究院儿童保健部技术支持组
茶歇：16:00-16:20

1.
2.
3.
4.

专题报告：《儿童保健与康复宣教：形式内容与路径布位》16:20-17:00
宣传资料构成：电视片、手册、折页、媒体
路径布局：门诊区域、训练厅外、训练厅内
宣教资料制作过程：初级资料与资料个性化更新
改进模式：不同医院之间取长补短
主讲：王欢欢 北京医网医学研究院医学科学部宣教组
下午课程答疑：17:00-17:30

1.
2.
3.
4.
5.
6.
10 月 27 日
（周 三）
1.
2.
3.
4.
5.
6.
7.

1.
2.
3.
10 月 28 日
4.
（周 四）
5.
6.
7.

现场演示：《大运动厅：训练模式与课程》08:30-12:00
训练模式：环境触发的互动与主动训练、自适应项目选择
课程内容：0-6 岁 30 项训练
儿童体质定量监测与自动运动处方智能系统
适宜人群：脑瘫、自闭症、发育落后、正常儿童
课程导引：自适应互动和主动训练引导
其它场地训练课程缓冲区
主讲：刘幸男 北京医网医学研究院医学部质量控制与技术支持组
午餐及午休：12:00-14:00
现场演示：《演播厅：课表优化与授课过程》14:00-17:00
课程范围：1-3 岁 24 节训练课程、4-6 岁扩展-舞台表演班
训练内容：视听注意、抽象思维、言语表达、表演、社会适应能力
训练模式：实践体验音乐演奏和舞台表演，节奏、逻辑、序贯结构等
课前准备：检查摄像头等设施、道具，明确学员登记表
授课过程：在剧本和导引的支持下，辅导婴幼儿完成舞台表演
课表优化：基于报名分布调整课表，与处方科室协调一致
科室宣传：儿童保健部内部宣传、开放日宣传、儿保统一宣传
主讲：韩晶晶 北京医网医学研究院医学部质量控制与技术支持组
现场演示：《精细运动厅：课表优化与授课过程》08:30-10:30
课程范围：1-3 岁 18 节训练课程、4-6 岁扩展-手工工艺班
训练内容：手部精细动作、综合思维、社会适应能力/劳动习惯
训练模式：实践体验面食制作，安全保障、多维训练
课前准备：检查工具、耗材、登记表
授课过程：在制作程序和导引的支持下，辅导婴幼儿完成面食作品
课表优化：基于报名分布调整课表，与处方科室协调一致
科室宣传：儿童保健部内部宣传、开放日宣传、儿保对外统一宣传
主讲：刘幸男 北京医网医学研究院医学部质量控制与技术支持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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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2.
3.
4.
5.
6.

1.
2.
3.
4.
5.
6.

现场演示：《多媒体厅：课表优化与课程播放》10:30-10:50
课程范围：0-2 岁 6 节训练课程、4-6 岁扩展，可增加更多课程
脑瘫康复：采用空中飞翔体验刺激运动神经发育和恢复
开放宣教：开放日第一个项目-儿保宣教片（在此播放）
课表优化：基于报名分布调整课表，与处方科室协调一致
授课过程：只需启动，中间不需要人工参与
科室宣传：儿童保健部内部宣传、开放日宣传、儿保对外统一宣传
主讲：刘幸男 北京医网医学研究院医学部质量控制与技术支持组
现场演示：《健康厨房：标准课程与自制课程》10:50-12:00
课程范围：0-6 岁 6 节标准训练课程，可增加更多标准课程
自制课程：饮食相关过程演示
专职人员：公共营养咨询师
课表优化：基于报名分布调整课表，与处方科室协调一致
授课过程：照本宣科，不许加入未经审核的营养学知识
宣传目标：将课程变为父母的刚需，因为太多误区正在损害儿童健康
主讲：赵 丹 北京医网医学研究院医学科学部
午餐及午休：12:00-14:00

1.
2.
3.
4.
5.
6.
7.

现场演示：《美术厅：课表优化与授课过程》14:00-17:00
课程范围：1-3 岁 24 节训练课程、4-6 岁扩展-美术班
训练内容：视听注意、形象思维、美术、社会适应能力
训练模式：实践体验搭模、2-3-4 维美术绘画，个体化运动缓冲
课前准备：检查摄像头等设施、道具，明确学员登记表
授课过程：在剧本和导引的支持下，辅导婴幼儿完成搭模或绘画作品
课表优化：基于报名分布调整课表，与处方科室协调一致
科室宣传：儿童保健部内部宣传、开放日宣传、儿保对外统一宣传
主讲：韩晶晶 北京医网医学研究院医学部质量控制与技术支持组
闭幕：17:00-17:30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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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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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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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交通路线方案
报到地点：山东东阿美居酒店
报到地址：聊城市东阿县环球路北段路西（杂技团南邻）
联系人：孙泽东

电话：15020636003

乘车线路方案：
线路 1：济南西站
济南西汽车站→东阿美居酒店:可微信关注东阿汽车站公众号，提前
预约东阿济南商务通步行至济南西汽车站直接送到酒店。
线路 2：济南机场
乘坐机场巴士至济南西汽车站,后参考线路 1。
线路 3：聊城站
步行至火车站公交站-乘坐 K6/K300/K249 -换乘 601 路北线-御龙金
湾小学站下车步行 66 米。
线路 4：县内公交线路
东阿 5 路/9 路/12 路/102 路/601 路北线御龙金湾小学或御龙金湾杂
技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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