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十三届 更年期多学科管理大会课程安排

日期 时间 授课内容 讲者 单位 主持人

3月 21

（周二）
14:00-18:00 报到

3月 22

（周三）

8:00-8:30 开幕式 白文佩 鄢丹

多学科管理在更年期综合管理中的应用与实践

8:30-9:30 以整体医学观点开展更年期多学科管理工作 白文佩 教授 北京世纪坛医院 妇产科

李素云、刘俐惠

9:30-10:20 更年期相关的临床营养理论与实践 李素云 教授 北京世纪坛医院 营养科

10:20-10:30 茶歇

10:30-11:20 医改新形式下的临床药学学科建设 鄢丹 教授 北京世纪坛医院 药剂科

11:20-12:10 护理专科门诊的建立与实施 刘俐惠 主任护师 北京世纪坛医院 护理部

11:50-13:30 午餐

更年期多学科管理

13:30-14:20 更年期相关的中医理论与实践 冯兴中 教授 北京世纪坛医院 中医科

丁立祥、李艳萍

14:20-15:10 更年期心血管保健 张海澄 教授 北京大学人民医院 心内科

15:10-16:00 茶歇

16:00-16:10 更年期骨质疏松诊治策略 丁立祥 教授 北京世纪坛医院 骨科

16:10-17:00 更年期乳腺癌防治 李艳萍 教授 北京世纪坛医院 乳腺科

3月 23

（周四）

8:00-8:50 闭经病例的系统点评 祝佩芹 白文佩 北京世纪坛医院 妇产科

白文佩、赵率红

8:50-9:40 阴道微生态系统解读 廖秦平 教授 清华大学附属长庚医院

9:40-10:30 阴道镜关键技术解读 赵健 教授 北京大学第一医院 妇产科

10:30-10:40 茶歇

10:40-11:30 盆底疾病保守性治疗 杨欣 教授 北京大学人民医院 妇产科

11:30-12:20 子宫托的实用解读 韩劲松 教授 北京大学第三医院 妇产科

12:20-13:30 午餐

妇科内分泌基础与实践

13:30-14:20 异常子宫出血指南解读 白文佩 教授 北京世纪坛医院 妇产科

白文佩、龚萍
14:20-15:10 更年期内分泌与代谢异常 高洪伟 教授 北京大学第三医院 内分泌科

15:10-15:20 茶歇

15:20-16:10 高泌乳素血症指南解读 郁琦 教授 北京协和医院 妇产科

16:10-17:00 多囊卵巢综合征指南解读 阮祥燕 教授 北京妇产医院 妇产科

妇产 CBD，相约世纪坛（京津冀）

18:00-20:30

深部侵润型子宫内膜异位症 主席：白文佩

嘉宾：周应芳（北京大学第一医院）

王世军（北京宣武医院）

高万里（北京大兴医院）

李晓冬（河北医科大学第二医院）

顾蓓、赵晋

早发性卵巢功能不全

垂体促性腺激素腺瘤致卵巢增大及高雌激素血症

更年期性激素治疗

3月 24

（周五）

更年期情景健身运动

9:00-11:00 情景健身运动理论教学 黄光民、王宏 国家体育运动总局

白文佩、段华11:00:12:00午餐

13:30-17:00情景健身运动户外实践指导 段华 主管护师 北京世纪坛医院 妇产科

3月 25

（周六）

深度体验更年期多学科管理（MDT）门诊

8:00-8:50 更年期保健工作体系的构建思路探讨 郑睿敏 副教授
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妇幼

中心
白文佩、顾蓓



8:50-9:50 更年期 MDT 门诊集体授课——更年期综合保健毛乐乐 白文佩 北京世纪坛医院 妇产科

9:50-10:10 更年期 MDT 门诊集体授课——盆底锻炼指导 毛乐乐 博士 北京大学第一医院 妇产科

10:10-10:40 更年期 MDT 门诊集体授课——更年期营养指导吉琳琳 营养师 北京世纪坛医院 营养科

10:40-11:10 更年期 MDT 门诊集体授课——更年期药物指导栗芳 药师 北京世纪坛医院 药剂科

11:20-11:50 更年期 MDT 门诊集体授课——更年期心理指导周志强 副教授 海军总医院 心理科

11:50-12:30 更年期 MDT 门诊集体授课——更年期运动指导刘芹 硕士 北京大学护理学院

12:30-13:30 更年期特色营养标准餐

13:30-13:45 更年期 MDT 门诊一对一指导——临床营养 吉琳琳 营养师 北京世纪坛医院 营养科

13:45-14:00 更年期 MDT 门诊一对一指导——临床药学 栗芳 药师 北京世纪坛医院 药剂科

14:00-14:15 更年期 MDT 门诊一对一指导——护理 段华 护师 北京世纪坛医院 妇产科

14:15-15:00 更年期 MDT 门诊一对一指导——妇科专家 白文佩 教授 北京世纪坛医院 妇产科

15:00-17:00 全国各地更年期门诊经验分享

3月 26

（周日）

更年期的社区医疗和超声诊断

8:00-8:50 社区健康教育和科普资料设计 孙静 副教授 北京大学护理学院
张晶、 孙静

8:50-9:40 分级诊疗与更年期保健 张晶 教授 北京世纪坛医院 社区中心

9:40-9:50 茶歇

9:50-10:20 妇科疾病超声造影 杨敏 教授 北京世纪坛医院 超声科

杨敏、顾小宁10:30-11:20 盆底超声 顾小宁 副教授 北京世纪坛医院 超声科

11:20-12:10 老年性阴道炎的诊治 魏杨 教授 北京世纪坛医院 妇产科

12:10-13:00 午餐

13:00-14:30 绝经相关宫腹腔镜精彩手术视频分享 北京世纪坛医院妇产科团队
白文佩

14:30-15:00 答疑和总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