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十五届女性盆底康复与影像生物力学研讨会 

暨整体理论之《盆底的科学》中英文对照版发行仪式 

上海市医学继续教育项目（编号：2019-05-01-015） I 类学分 

主办单位：上海交通大学附属第六人民医院   妇产科 

2019 年 11 月 24 日   中国  上海 

邀请函 
2007，南太平洋一只蓝色的蝴蝶振翼飞向上海，中国妇产科同仁从此认识了

“整体理论”。女性盆底“整体理论”由澳大利亚妇科泌尿专家 Peter Petros 教授

和瑞典的 Ulmsten 教授于 1990 年首次提出，是一个集解剖、肌电生理、影像检

查、临床诊断和手术治疗于一体的理论体系。2007 年 9 月，《女性骨盆底----基于

整体理论的功能、功能障碍及治疗》中文版由上海交通大学附属第六人民医院罗

来敏教授主译，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该书将复杂隐秘的盆底解剖付诸

于形象生动的模拟图形，使其描述的理论和医学哲学浅显易懂。 

今年我们再度翻译 Petros 教授的患者教育手册《Unlocking Female Pelvic 

Floor 盆底的科学》，以中英文对照的形式，由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Petros 教授将亲自参加 2019 年 11 月 24 日举办的研讨会和新书发行仪式。该书

通过诸多真实的病例，用简明的语言阐述盆底疾病的发病机制和基于“整体理论

系统”的治疗方法。该书针对盆底功能障碍性疾病高发病率，低就诊率的现状，

鼓励患者抛开自卑，勇敢地面对疾病，寻求治愈-----也即解除患者保持缄默的密

约。该书语言浅显易懂，中文译文适合患者阅读；对于盆底诊疗感兴趣的年轻医

生，中英文对照的形式，也为其提高专业英语能力，更好地理解原著的精髓大有

裨益。 

此外，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近年来我国的妇科盆底康复保健工作日益

受到重视，尤其是产后盆底康复日益普及。同样，盆底康复也应根据每位患者的

症状和盆底解剖缺陷制定个体化的整体解决方案。本次研讨会以盆底康复、盆底

影像和生物力学为主题，邀请了 Peter Petros 教授（澳大利亚）、朱兰教授、王

建六教授、童晓文教授、夏志军教授、谢臻蔚教授、罗家佳教授、吕坚伟教授、

吴氢凯教授等围绕盆底“整体理论”就目前的热点问题展开讨论。研讨会还安排

盆底实体标本的手术解剖径路讲解，帮助学员理解盆底解剖。 

 

我们热忱欢迎广大妇产科、整形科、泌尿科、肛肠科同仁以及住培、研究生

参会，共同促进盆底事业的发展壮大！ 

 

 

 

 

上海交通大学附属第六人民医院 妇产科 

上海市康复医学会泌尿盆底专委会 

盆底康复和护理学组 

 

2019 年 11 月 2 日 



一、会议注册费及学分 

    研讨会注册费 1000 元，食宿自理。注册学员授予医学继续教育 I 类学分，

并可获得国际盆底障碍康复协会的培训证书（需另收费 200 元）。 

二、 研讨会时间、地点 

时间：2019 年 11 月 24 日，8:30—16:00。 

地点：上海市宜山路 600 号，上海交大附属第六人民医院，新科研楼 4 楼演

讲厅。 

三、报名联系人 （住培、研究生免费参加研讨会） 

韩  微（手机：18930177053），李洁（手机：18621557645） 

微信或短信报名格式：姓名，性别，单位，手机号，电子邮箱，是否住培、

研究生，是否住宿，住宿酒店（请说明是否拼住）。可接受会议回执照片报名。  

 

六院盆底二维码 研讨会群二维码（11.14 前有效） 

 

五、优惠购书活动  

预先报名的学员，可现场 8 折优惠购买《女性骨盆底》（价值 198 元）、中英

文版《盆底的故事》（价值 98 元）。 其他学员可现场 9 折优惠购书。  

六、交通  

1. 公交 93 路、830 路、732 路、205 路→市六医院站下车。 

2. 地铁 4 号线、3 号线→宜山路站下车→转公交；地铁 9 号线→柳州路站下车。 

3. 自驾车停车，请联系韩微老师，电话：18930177053。 

七、推荐住宿酒店：（需在报名时说明，可享优惠价） 

1. 上海神旺大酒店：优惠价标房 650 元/间/天（含早），地址：宜山路 650 号，

电话：021-61451111  

2. 上海田林宾馆：优惠价标房 350 元/间/天（含早），地址：田林路 1 号，电话：

021-64367070 

----------------------------------------------------------------------------------------------------------------- 

第十五届女性盆底康复与影像生物力学研讨会 

回执（复印有效） 

姓名 性别 年龄 职称 职务 

住培研、究生免

费参加研讨会 
住培：是，否 研究生：是，否 

工作单位  

联系电话  电子邮箱  

住宿酒店名称  入住时间  



第十五届女性盆底康复与影像生物力学研讨会 

暨《盆底的科学》中英文对照版发行仪式 

上海市医学继续教育项目（编号：2019-05-01-015） I 类学分 

主办单位：上海交通大学附属第六人民医院   妇产科 

 

时间：2019 年 11 月 24 日（周日）： 8:30-16:00 

地点：上海宜山路 600 号，上海交大附属第六人民医院，新科研大楼 4 楼演讲厅 

时 间 内     容 演 讲 人 

 

上 

 

 

午 

8:30-8:45 开幕式，领导致辞  主持：吴氢凯  

8:45-9:00 上海交大附属第六人民医院女性盆底

重建专业的发展史，暨《盆底的科学》

中英文对照版发行仪式，合影 

主持：吴氢凯  

9:00-10:30 Part 1 The Integral Theory in 4 slides 

Part 2 The Integral Theory is holistic 

Part 3 Structure:5ligaments-4 muscles 

Part 4 Holistic interaction of ligaments 

and muscles in normal function 

Part 5 Pathogenesis 

Part 6 Diagnosis of ligament defects 

Part 7 Treatment 

Petros 教授，整体理论创始人 

 

主持翻译：童晓文 吴氢凯 

讨论：朱兰教授、王建六教授、童晓

文教授、夏志军教授、吕坚伟教授、

吴氢凯教授等 

10:30-10:40 茶     歇           

10:40-11:10 盆底康复的大数据管理 朱  兰，北京协和医院 

11:10-11:40 全盆底重建手术的价值 夏志军，沈阳盛京医院 

11:40-12:10 OAB 的肉毒素治疗和骶神经调控治疗 吕坚伟 上海交大附属仁济医院 

12:10-13:00 午      餐           

 

 

下 

 

 

午 

13:00-13:30 盆底“整体理论”之我见 王建六，北京大学人民医院 

13:30-14:00 盆底康复的精准化探索 谢臻蔚，浙江大学妇产科医院 

14:00-14:10 茶     歇          

14:10-14:40 盆底生物力学概述 罗家佳，北京大学 

14:40-15:10 复杂盆底脱垂的影像学和力学评估 吴氢凯，上海交大附属第六人民医院 

 15:10-15:30 盆底实体标本的解剖讲解 张  睿，上海交大附属第六人民医院 

 15:30 闭幕式，会议结束 吴氢凯 主持 

备  注： 

1. 预先报名的学员，可现场 8 折优惠购买《女性骨盆底》（价值 198 元）、《盆

底的科学》（价值 98 元）。 其他学员可现场 9 折优惠购书。  

2. 本课程安排盆底实体标本的解剖讲解，帮助学员理解盆底解剖。 

会议报名微信   研讨会群二维码（11.14 前有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