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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eting purpose 会议目的： 

随着中国二孩政策的开放，国内产科事业蓬勃发展的同时也面临越来越多的产科危急重症情

况的发生，尤其是产科医生在高风险、高强度的工作压力下如何更好的管理科室、如何更规

范化的处理紧急状况、做好与各科室的协调工作等问题也日趋重要。目前，国内的多家产科

模拟培训基地均以国内一线教学医院的规范化处理作为培训标准，也有部分引进国外的培训

技术力量，以期提高国内产科医生的临床水平，但其模拟培训的标准、要求并不统一，培训

模式也不尽相同。 

 

近年来，中国产科界与国际产科学术界进行交流的机会越来越多，各类文章在海外发表的也

很多。然而，绝大多数的情况都是海外的医生来国内进行交流，真正走出去的、拥有国际影

响力的产科医生并不多。而本次会议的目的，不仅仅是增进国内外产科界的交流，而是真正

意义上的让产科医生走出国门开拓视野，感受海外医疗的学术氛围。 

 



本次会议的主办方日本九州大学病院是日本国家认定的核心临床研究中心之一，其目的

是在中国和日本两国促进医学交流，进行医疗行业创新，并为中国的医学教育，住院医

师规范化培训，及医疗改革出力。 

 

日本九州大学病院与世界各国著名医院均有紧密联系和合作，并多次与中国医师协会、

医院联盟有多项交流和合作的项目。此次，日本九州大学病院组织妇产科相关领域的学

术培训及交流，并与全日本知名度非常高的教学医院及专家合作，在本次会议中将对高

危产科领域、临床模拟培训方面进行着重培训。让国内的产科医生真正接触日本的产科

培训方法、深入了解日本在产科领域的临床思维模式、学习其产科模拟培训及多中心协

作模式，让产科医生们真正的跨出国门，去感受去接触海外医疗的人文、技术、临床、

思维、硬件、软件以及管理模式等等众多方面，去发现去理解国内现有的培训、模拟、

管理等模式与日本的区别，与国际通用模式之间的差异，也让更多的海外医生更直观的

了解中国产科界的现状、技术、培训等等，以期让中国的产科医生们真正与国际接轨，

改进现有模式，共同交流促进，为繁荣中国产科，为中国产科界迈向国际并在国际上拥

有更多的话语权而努力。 

 

The Organizers Introduction: 

主办方介绍： 

 

日本九州大学病院 

1879 年設立、九州大学医学部的附属大学医院。床位数 1,275 床、外来患者约１天平均

2,500 人。2016 年被国家认定为临床研究中核医院、积极推进癌症治疗，先端医疗的充

实与强化。著名科室有：産科、婦人科、小児科、外科、心臓血管外科、脳神経外科、



小児外科、放射線科、麻酔科、循環器科、呼吸器科、心療内科、神経内科など。設国

際医療部、中央診療施設等。 

 

Program Chairman: 

大会主席: 

 

加藤聖子 

九州大学病院妇产科教授  

九州大学大学院医学院研究院副所长 

専門分野 

婦人科腫瘍学 

日本產科婦人科学会専門医·指導医 

日本婦人科腫瘍学会専門医 

專門医 

日本治療認定医機構劜治療認定医 

日本 h 治療認定機構暫定教育医 

検診マソモダラフ亻一読影認定医 

 

The Program 会议主旨： 

本次会议将继续为中日的产科医生提供一个集产科创新前沿技术和产科危重症及急救护

理实操模拟的学习研讨交流平台。会议的教学模式多样且先进，将充分运用视频、网络

虚拟模拟教学、实际案例团队模拟实操训练、亲身实践及实际案例分析研讨等多种方式

为中日医生提供充分的学习研讨内容，共同促进中日医生的互相交流和学习。 



 

会议的教学内容（视频及 PPT），案例分析讨论，临床技能模拟培训将帮助与会者提高在紧

急状况下的处理技能以及在面临更广泛的产科重症问题时的处理能力。在今年的会议计划

中，主办方将运用更先进的虚拟实践模拟方式进行培训。 

 

在会后，与会者将更了解孕期的生理机能，以及如何运用独特的微创处理方式来面对重症孕

产妇及其并发症的风险，同时了解多个产科危重病护理和治疗的方式。 

 

课程主题包括： 

• hemorrhage, massive transfusion and placental abnormalities 

产科出血，大量输血及胎盘异常 

• cardiac disease including postpartum cardiomyopathy, acute infarction 

孕产期心脏疾病包括产后心肌病、急性梗死 

• pulmonary hypertension and structural disease 

孕产期肺动脉高压和结构性疾病 

• thromboembolic disease 

孕产期血栓栓塞性疾病 

• SIRS, sepsis and diabetic ketoacidosis 

孕产期脓毒症和糖尿病酮症酸中毒 

• ARDS and pulmonary edema 

ARDS 和孕产期肺水肿 

• preeclampsia and hypertensive crisis 

孕产期子痫前期和高血压 

• amniotic fluid embolism 

羊水栓塞处理 

• alterations to the ACLS and trauma protocols 

ACLS 及创伤修复 



• indications for and use of invasive monitoring 

孕产期适应症及介入性监测 

• OBGY Dep. Management 

产科科室管理 

• High risk emergency rescued management 

危急重症抢救多学科合作管理 

• The Green intelligence hospital  

绿色智慧医院 

 

Who Should Attend 应与会者： 

MFM Physicians / OB Hospitalists / MFM Fellows / Practicing OB 

Physicians / Residents / High Risk OB Nurses / Emergency Room 

Physicians / Medical Students / Certified Nurse Midwives 

妇产科医生、产科家庭医生、妇产科研究员、产科实习医生、住院医生、高危产科护士、 

急诊室医生、医学院学生、助产士等 

 

论文要求及演讲相关情况： 

1. 请于 2020 年 3 月 1 日前提交论文至邮箱：obgytraining@qq.com 

2. 大会组将于 2020 年 3 月 15 日前通知大会被选演讲论文，请被选者准备大会发言稿，

并与会务组沟通详细。 

 

 大会主办方： 

日本九州大学病院 

2019.9.1  

mailto:obgytraining@qq.com


Daily Arrangements 日程安排: 

Day1 April. 10
th
, 2020  Registration   飞往日本 全天注册（8:00am-23:00pm） 

Day2 April. 11
rd
, 2020  中日产科重症监护及急救处理专题交流会 

Day3 April. 12
st
 , 2020  中日产科重症监护及急救处理专题交流会 

Day4 April.13
th
 , 2020  中日产科重症监护及急救处理专题交流会 

Day5 April.14
th
, 2020  Morning Lectures  上午课程教学    

       Afternoon Simulations 下午实操模拟（模拟中心） 

Hospital Visit   医院分组参观 

Day6 April.15
th
 , 2020  Morning Lectures  上午课程教学 

       Afternoon Simulations 下午实操模拟（模拟中心） 

Day7 April.16
th
 , 2020  Morning Lectures  上午课程教学 

       Afternoon Simulations 下午实操模拟（模拟中心） 

Day8 April.17
th
 , 2020  Morning Certification 颁发证书 

       Afternoon fly back to China 回国 

 

Detail daily arrangement will be continuum updating……  

详细日程安排更新中…… 

  



会务安排： 

会议时间：  2020 年 4 月 10 日 至 4 月 17 日 

报到时间：  2020 年 4 月 10 日 8:00am-23:00pm 

会议地点及报到地点： 日本福冈 

报名方式： 

1. 电话咨询热线：135 8551 5698 葛老师 (8:00am-20:00pm) 

2. 邮箱报名：obgytraining@qq.com （以收到邮件回复为准） 

3. 邮寄回执报名：上海市宝山区陆翔路 1018弄 1 号 1925 室 中日产科重症监护及急救

处理研讨会会务组收   

4. 所有学员需提前报名并支付会议费。因名额有限，若有任何变动，会议费用不予退还。 

会议收费： 

a) 会议注册费、医院培训费等各类费用，详情见附件。 

b) 签证代理服务费 1500 元/人（仅为服务费，其他签证所涉及的费用自理。） 

c) 会议期间住宿交通费自理，若需代为办理需提前与会务组预定。 

d) 会议期间住宿如需会务组安排，需提前预定并支付全额房费。会议期间房间紧张，

请务必提前预定，并以电子邮件答复及房费提前支付为准。 

* 海外会议特别注意事项：海外会议流程复杂且时间长，各项费用一经支付，不论是否成行，

均不可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