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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治区级继续医学教育项目 

《2018年双胎妊娠专题学习班暨胎儿超声论坛》通知 

 

随着新的人口政策实施和辅助生殖技术的广泛开展，双胎妊娠发生率

日益升高，双胎妊娠出生缺陷发生率增加及复杂性双胎特有的并发症，使

双胎的监护、评估和治疗十分复杂和困难，漏诊误诊及不规范诊疗十分常

见，大量病例错失治疗机会，出生缺陷防控面临新的挑战。胎儿超声是产

前诊断的重要手段，是出生缺陷防控的有力武器。产科和超声科是出生缺

陷防控的主力军，两个学科如何有机紧密结合，如何更好地发挥超声技术

在出生缺陷防控中的作用，是产科和超声科共同面临的临床问题。 

为了规范双胎孕产期监护和管理，我院已连续两年举办《双胎妊娠专

题学习班》，得到参会学员的高度评价。2018年 12月 28日-12月 29日广

西壮族自治区妇幼保健院将在南宁再次举办自治区级继续医学教育项目

《2018年双胎妊娠专题学习班暨胎儿超声论坛》。本期学习班除了继续就双

胎妊娠做专题讲座外，还特别增设了胎儿超声论坛，就胎儿超声常见的临

床问题或误区由超声科专家和产科专家进行面对面辩论或解答；以临床热

点问题或病例为线索，超声科与产科直接对话；专家与学员互动讨论、答

疑，探讨胎儿超声的困惑与出路，旨在促进产科和超声科紧密合作，两个

学科形成共识。学习班及论坛由著名胎儿医学专家李胜利教授 祎、周 教授

及杨芳教授等率领区内外专家联手主讲、擂台，内容权威，形式活泼新颖，

实用性强，是一场精彩纷呈的学术盛宴，是产科与超声科增进理解、互相

切磋、提高技艺的绝佳机会，我们诚邀各单位产科医师和超声科医师联手

参会！具体通知如下： 

【学习对象】二级及以上助产机构的产科医师和超声科医师，要求主

治及以上职称，科主任优先安排。 

【报到时间】2018年 12月 27日 14:30-21:00。 

【报到地点】南宁市星光大道 223 号（与燕敦路交界处）荣荣大酒店

一楼大堂总台电话: 0771-3139888。 

【学习时间】2018年 12月 28日-12月 29日培训，12月 30日上午 12

点前撤离。 

【学习地点】荣荣大酒店 11楼俪都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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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费用】正式学员免收培训费、伙食费、资料费，统一安排食宿，

交通费及住宿费回原单位报销。非正式学员免收培训费，伙食及住宿自理，

费用回原单位报销。 

【报名及录取】网上报名。请参会者于 2018年 12月 16日前将回执发

至以下邮箱 qfykyjy@163.com（邮件主题请务必写单位及学习班名称），务

必留下准确的联系电话。报名后收到我院邮件答复“同意录取”者为正式

学员。正式学员限额 300人，同一家单位限额 2人（1名产科医师、1名超

声科医师），按报名回执先后录取。 

【住宿安排及标准】荣荣大酒店，双标、单间（均含早餐）：350 元/

天/间， 费用自理。 

温馨提示：请参加培训的学员报到时提供本单位的纳税人代码（社会

信用代码），以便顺利开具发票。 

【学习班主要内容及讲者】详见附件 1：2018 年双胎妊娠专题学习班

暨胎儿超声论坛课程。 

联系人：广西壮族自治区妇幼保健院  产科  许丰艺，联系电

话 :0771-2860571 ； 科教科  黄泽清 ，联系 电话 :0771-2860938 ， 

18077166150。     

【学分】本期学习班培训结束后授予自治区级继续医学教育 I类学分 4

分（项目编号:备 20170502445）。 

【其他】本通知可在广西妇幼保健院网站“通知公告”下载或广西妇

幼卫生微信服务号的“历史信息”中下载。 

 

附件：1、2018年双胎妊娠专题学习班暨胎儿超声论坛课程 

    2、2018年双胎妊娠专题学习班暨胎儿超声论坛回执 

 

 

广西壮族自治区妇幼保健院 

                           2018年 11月 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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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2018年双胎妊娠专题学习班暨胎儿超声论坛课程 

第一部分：双胎妊娠专题学习班（2018年 12月 28日） 

时 间 
时长
(分) 内  容 主讲人 

08:00-08:20 20 开幕式 

08:20-08:50 30 双胎妊娠概述及血液动力学基础 韦红卫 

08:50-09:30 40 TTTs与 sFGR：鉴别及处理 韦红卫 

09:30-10:10 40 TAPS与 TRAP的诊断及处理 孔  琳 

10:10-10:20 10 休息 

10:20-11:00 40 单羊膜囊双胎及双胎之一宫内死亡的临床处理 夏红卫 

11:00-11:30 30 双胎妊娠产前筛查及产前诊断策略 潘平山 

11:30-12:10 40 母胎医学框架下的复杂性双胎妊娠管理 周  祎 

午餐 

14:30-15:00 30 双胎妊娠早产及延迟分娩 潘平山 

15:00-15:30 30 双胎妊娠分娩方式及分娩时机的选择 宋  良 

15:30-16:00 30 多胎妊娠选择性减胎术的应用策略 韦红卫 

16:00-16:10 10 休息 

16:10-16:50 40 双胎妊娠超声诊断的特殊性及注意事项 李胜利 

16:50-17:30 40 复杂性多胎：从筛查到治疗，我们有多少选择 王彦林 

 

第二部分：胎儿超声论坛（2018年 12月 29日） 

时间 
时长
(分) 内容 主讲人 

专题 1：胎儿多普勒血流监测 

09:00-09:15 15 多普勒血流监测疑惑、误区及病例分享  
柳州市妇幼 

保健院 

09:15-09:45 30 

专家面对面、产科与超声科对话： 

1.胎儿血流监测，超声医生所测量的与产科医生想了解的一样吗？ 

2.脐动脉血流S/D增高临床怎么应对？ 

3.哪些情况需要检测大脑中动脉血流？有什么临床意义？大脑中

动脉血流增高需要紧急处理吗？ 

4.什么情况需要测量静脉导管？其临床意义如何？ 

李胜利 

柳州市妇幼 

保健院专家 

09:45-10:00 15 专家解惑：如何规范应用胎儿多普勒血流检测 李胜利 

10:00-10:10 10 休息 

 



第二部分：胎儿超声论坛（2018年 12月 29日） 

时间 
时长
(分) 内容 主讲人 

专题 2：超声软指标 

10:10-10:25 15 超声软指标检测、解读常见问题及病例分享 自治区人民医院 

10:25-10:55 30 

专家面对面、产科与超声科对话： 

1. 超声医生常常测量哪些软指标？ 

2. 所有的超声软指标都有临床意义吗？ 

3. 所有的超声软指标都需要发报告吗？哪些必须报？ 

4. 产科医生如何解读超声软指标？面对没有临床意义的软指

标产科医生如何咨询？ 

杨  芳 

李胜利 

自治区人民医院

专家 

10:55-11:10 15 专家解惑：超声软指标的检测与报告 杨  芳 

专题 3：胎儿体重超声估测 

11:10-11:20 10 胎儿体重估测的困惑：超声估测与实际体重距离有多远? 
自治区妇幼 
保健院 

11:20-11:50 30 

专家面对面、产科与超声科对话： 

1.妊娠中期超声胎儿体重估测的主要临床意义。 

2.妊娠晚期超声胎儿体重估测的临床意义与妊娠中期有何不同？ 

3.对胎儿体重估测贡献最大的超声测量指标是哪些?双顶径值与体重

关系最密切吗？ 

4.当超声检查发现胎儿可疑生长受限时，该如何系统测量哪些指标以

帮助临床诊断？ 

李胜利 

杨  芳 

自治区妇幼 

保健院专家 

11:50-12:05 15 专家解惑：胎儿生长发育的超声评估 田晓先 

午餐 

专题 4：心血管系统结构异常及变异的产前超声 

14:30-14:45 15 心血管系统产前超声诊断的困惑及病例分享 
广西医科大学 

第一附属医院 

14:45-15:15 30 

专家面对面、产科与超声科对话： 

1.房间隔缺损产前能不能诊断出来？ 

2.卵圆孔大小常规测量有没有临床意义？ 

3.永存上腔静脉、迷走左锁骨下静脉的临床意义？ 

4.心脏瓣膜轻度返流是否有临床意义?超声报告书需要下诊断吗? 

 

李胜利 

广西医科大学第

一附属医院专家 

15:15-15:30 15 专家解惑：心血管系统产前超声诊断 马  燕 

专题 5：双胎妊娠的超声监护 

15:30-15:45 15 双胎妊娠超声监护常见问题及病例分享 
自治区妇幼 

保健院 

15:45-16:15 30 

专家面对面、产科与超声科对话： 

1.双胎绒毛膜性质对产科的重要性。 

2.如何规范双胎绒毛膜性质的超声诊断？什么时候诊断？如何

书写超声报告书？ 

3.单绒毛膜双羊膜囊双胎超声诊断的关键指标：羊水量、羊膜

分隔、脐带插入部位、胎儿发育是否一致。 

4.单绒毛膜单羊膜囊双胎超声诊断需关注的问题。 

李胜利 

自治区妇幼 

保健院专家 

16:15-16:30 15 专家解惑：双胎妊娠的超声诊断 李胜利 

16:30-17:00 30 总结、考核、发学分证 



 

附件 2： 

2018年双胎妊娠专题学习班暨胎儿超声论坛回执 
 

姓名 科室 职称 职务 学历 工作单位 
联系 

电话 

电子 

邮箱 

是否 

住宿 

         

         

单位： 

                                                           年  月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