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0 年国际妇产超声学会“ISUOG 中国大会”（ISUOG China Symposium）

暨第 9 届胎儿出生缺陷产前超声诊断及咨询高级课程

（第一轮通知）

9th Prenatal Ultrasound Diagnosis of Fetal Birth Defects and Counseling（2020）

大会主席：严松彪 阴赪宏 吴青青

Congress Chairs: SongbiaoYan, Chenghong Yin, Qingqing Wu

大会名誉主席：姜玉新 田家玮

Congress Honorary Chair: Yuxin Jiang, Jiawei Tian

大会执行主席：吴青青 卢丽娟 栗河舟 冉素真

Executive Chairs: Qingqing Wu, Lijuan Lu, Hezhou Li, Suzhen Ran

大会秘书： 李琳 王晶晶 李菁华

Secretary: Lin Li, Jingjing Wang, Jinghua Li

会议内容（program）：

会议涵盖产前超声诊断、临床咨询、妇科超声规范化培训、国际超声新技术新进展等。

会议邀请了来自世界各国及中国香港地区的国际顶级专家 12人，国内知名专家 21人，共 38个精彩讲座。

课程负责人（Course Sponsors）：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妇产医院超声医学科 吴青青教授

(Beijing Obs&Gyn Hospital, Capital Medical University) Prof. Qingqing Wu

英国伦敦大学 St George医院 Aris Papageorghiou教授

(St George Hospital, London )

（一） 会议地点：线上

（二） 会议时间：2020年 9月 11日-2020年 9月 13日（周五-周日）

（三） 注册费：注册交费者可获得国家继续教育项目 I类学分，学分有限，请及早注册

注册费用 300元/人（含 ISUOG 一年会员资格）

（注册交费者通过发送手机密码进入听会）





2020 国际妇产超声学会“ISUOG 中国大会”（ISUOG China Symposium）

日程（Agenda） 2020 年 9 月 11 日-13 日

（注册学习者获国家级继续教育学分 6 分） 线上

2020 年 9 月 11 日 周五 （September 11, 2020, Friday）

大会主席：吴青青 执行主席：卢丽娟 云南专场

ISUOG Approved Course（Kunming, Yunnan）
ISUOG授权教育课程 暨云南省第八届妇产超声新进展学习班

中国医学影像技术研究会第 16届“产前监测与妇科超声学术交流会”走基层规范化培训项目

时间（Time） 课程内容 (Course List) 演讲者（Speaker） 主持（Host）

13:30-13:50
授权课程开幕式

Opening Ceremony
卢丽娟

13:50-14:00
ISUOG 及课程简介

ISUOG introduction

吴青青 Qingqing Wu
中国北京

（Beijing，China）
卢丽娟

14:00- 14:40
胎儿 SGA 和 FGR的诊断、鉴别诊断与咨询

Diagnosis, differential diagnosis and consultation
of fetal SGA and FGR

潘昭颐 Liona Poon
中国香港

（Hong Kong，China）
吴青青

14:40-15:10
双胎贫血多血综合征的超声诊断与咨询

Ultrasound diagnosis and consultation of twin
anemia-polycythemia sequence

杨芳 Fang Yang
中国广州

（Guangzhou, China）
吴青青

15:10-15:30
妇科超声规范化检查

Standardized ultrasonographic examination of
Gynecology

张丹 Dan Zhang
中国北京

（Beijing，China）
杨敏

15:30-16:20
卵巢肿瘤的规范化诊断和良恶性鉴别

Standardized diagnosis and differentiation of
benign and malignant ovarian tumors

Tom Bourne
（UK，英国）

翻译：和平（北京妇产）

Interpreter: Ping He

吴青青

16:20-16:40
妇科疾病介入超声规范化

Standardization of interventional ultrasound in
gynecological diseases

张晶 Jing Zhang
中国北京

（Beijing，China
郭君

16:40-17:00
超声在妊娠相关乳腺癌诊断与预后评估

Value of ultrasosound in diagnosis and prognosis
evaluation of breast cancer during pregnancy

朱庆莉 Qingli Zhu
中国北京

（Beijing，China）
郭君



2020 年 9 月 12 日 周六 （September 12, 2020, Saturday）：

ISUOG 中国大会 ISUOG China Symposium

大会主席：姜玉新 田家玮 执行主席： 吴青青 王莉

17:00-17:20
子宫畸形的超声诊断

Ultrasonographic diagnosis of uterine
malformations

马永红 Yonghong Ma
中国昆明

（Kunming，China）
刘焕玲

17:20-17:40
腔内三维超声在异位妊娠中的作用

The role of transvaginal three-dimensional
ultrasound in ectopic pregnancy

卢丽娟 Lijuan Lu
中国昆明

（Kunming, China）
程艳

17:40-18:00
盆底超声的临床应用

Clinical application of pelvic floor ultrasound

陈红坚 Hongjian Chen
中国昆明

（Kunming, China）
黄燕玲

18:00-18:20
迷走的肺静脉

Pulmonary veins

王钰 Yu Wang
中国昆明

（Kunming, China）
仝蕊

18:20-18:30 课程总结 卢丽娟

时间

（Time）
课程内容 (Course List) 演讲者（Speaker） 主持（Host）

8:00- 8:30
大会开幕式

Opening ceremony and anniversary activity

阴赪宏 吴青青

Chenghong Yin,
Qingqing Wu

学术会议

8:30- 8:50
出生缺陷队列研究

The birth defect cohort study

阴赪宏 Chenghong Yin
中国北京妇产医院

（Beijing，China）

岳文涛 王莉8:50- 9:00 介绍产前超声筛查诊断技术规范的研制 国家卫健委出防处

9:00-9:40
胎儿感染与超声异常表现

Ultrasonographic findings of fetal infection

吴青青 Qingqing Wu
中国北京

(Beijing, China)

9:40-10:30
胎儿胼胝体的产前超声诊断

Ultrasonographic diagnosis of fetal corpus
callosum

Malinger Gustavo
（Israel，以色列）

翻译：玄英华（北京妇产）

Interpreter: Yinghua Xuan

陈俊雅 袁红霞



10:30-10:40 休息 (Break)

10:40-11:20
胎儿正常和异常脑室系统的进一步研究

An Advanced look into the normal and abnormal
ventricular system in the fetal brain

Alfred Abuhamad
（America，美国）

翻译：孙丽娟（北京妇产）

Interpreter: Lijuan Sun

任芸芸 应涛

11:20-12:05
胎儿骨骼异常与遗传

Fetal skeletal abnormalities and genetics

Aris Papageorghiou
(UK，英国)

翻译：刘妍（北京妇产）

Interpreter: Yan Liu

周毓青 姚远

12:30-13:30
专家讲座+病例演示

Lunch Time and Demo
李菁华

13:30-14:00
胎儿心脏少见疾病的诊断思路

Diagnosis of rare fetal heart diseases

田家玮 Jiawei Tian
中国哈尔滨

（Harbin，China）
赵博文 张新玲

14:00-15:00
胎儿早期异常的超声诊断与咨询

Ultrasound diagnosis and consultation of early
fetal anomalies

Katia Bilardo
（Netherlands，荷兰）

翻译：李贞（北京妇产）

Interpreter: Zhen Li

鲁红 纪学芹

15:00-15:50

妊娠早期剖宫产瘢痕妊娠与胎盘植入特征的认

识

Recognizing the features of cesarean scar
pregnancy and placenta accreta spectrum in the

first trimester

Bryann Bromley
（USA，美国）

翻译：张娟（北京妇产）

Interpreter:Juan Zhang

袁红霞 罗红

15:50-16:00 休息 (Break)

16：00-16:30

新冠期间超声检查注意事项与防护及三维超声

的新进展

Precautions and protection measure taken in
ultrasound examination during COVID-19

pandemics and new development of
three-dimensional ultrasound

邓京 Jing Deng
（UK，英国）

汪龙霞

16:30-17:20
胎儿泌尿系统异常的超声诊断及咨询

Ultrasonographic diagnosis and consultation of
fetal urinary tract anomalies

Oliver Kagan
（German，德国）

翻译：玄英华（北京妇产）

Interpreter：Yinghua Xuan

孟华 孙立涛

17:20-18:10
双胞胎畸形

Anomalies in twins

Aris Papageorghiou
(UK，英国)

翻译：李晓菲（北京妇产）

Interpreter：Xiaofei Li

欧阳云淑 罗红



ISUOG 中国大会 ISUOG China Symposium

2020 年 9 月 13 日 周日上午 （September 13, 2020, Sunday）： 河南郑州专场

大会主席： 吴青青 执行主席： 栗河舟

时间 讲座内容(Course List) 演讲者（Speaker） 主持（Host）

7:40-8:00 专场开幕式 栗河舟

8:00-8:40
大动脉转位

Transposition of the great arteries

Simon Meagher
（Australia，澳大利亚）

翻译：孟祥丽（北京妇产）

Interpreter: Xiangli Meng

栗河舟 赵胜

8:40-9:15

胎儿复杂先心病的超声诊断及技巧

Imaging Essentials and Techniques of Ultrasonic
Diagnosis of Fetal Complex Congenital Heart

Disease

田志云 Zhiyun Tian
（America，美国）

纪伟英 孙丽娟

9:15-9:50
胎儿心脏顶部解剖区的超声诊断

Top anatomic regions in the fetal heart

Alfred Abuhamad
（America，美国）

翻译：孙丽娟（北京妇产）

Interpreter: Lijuan Sun

曹荔 尚宁

9:50-10:25
胎儿水肿的超声诊断

Fetal hydrops

梁国贤 Kwok Yin Leung
中国香港

(Hong Kong, China)
牛建梅 王睿丽

10:25-10:55
多普勒在早发型晚发型 IUGR中的应用

Doppler in the management of early and late
IUGR

Laurent Salomon
（France，法国）

翻译：李晓菲（北京妇产）

Interpreter： Xiaofei Li

解丽梅 张一休

10:55-11:00 休息 (Break)

11:00-11:40
胎儿大脑皮质发育畸形的超声诊断

The ultrasonographic diagnosis of fetal cerebral
cortical malformation

栗河舟 Hezhou Li
中国郑州

（Zhengzhou，China）
陶国伟 吴娟

11:40-12:00
胎儿门-体静脉分流

Portosystemic shunt

严英榴 Yingliu Yan
中国上海

（Shanghai, China）
谢琼

12:00-12:10 会议专场小结 栗河舟

12:10-12:50 专家讲座+病例演示 Lunch Time and Demo 栗河舟



ISUOG 中国大会 ISUOG China Symposium

2020 年 9 月 13 日 周日下午 （September 13, 2020, Sunday）： 重庆专场

大会主席： 吴青青 执行主席：冉素真

时间 讲座内容(Course List) 演讲者（Speaker） 主持（Host）

13:00-13:25 专场开幕式 冉素真

13:30-13:50
胎儿三血管切面筛查可以发现的心脏异常

Fetal cardiac defects found in three vessel
section

裴秋艳 Qiuyan Pei
中国北京

（Beijing，China）
张晓航

13:50-14:30
法洛四联症的诊断技巧

Tetralogy of Fallot

Simon Meagher
（Australia，澳大利亚）

翻译：孟祥丽（北京妇产）

Interpreter: Xiangli Meng

周一敏 熊奕

14:30-14:50
需要急诊救治的胎儿心脏病

Fetal heart disease requiring emergency treatment

何怡华 Yihua He
中国北京

（Beijing，China）
秦佳乐 唐静

14:50-15:10
胎儿脊髓结构及异常的超声诊断

Ultrasonographic diagnosis of fetal spinal cord
structure and anomalies

李胜利 Shengli Li
中国深圳

（Shenzhen，China）
李锐

15:10-15:30
先天性眼发育异常：产前超声与遗传

Congenital ocular anomalies: prenatal ultrasound
and genetics

谢红宁 Hongning Xie
中国广州

（Guangzhou，China）
徐钟慧

15:30-15:40 休息 (Break)

15:40-16:00
胎儿心律失常的超声诊断技巧

The skills of Ultrasonographic diagnosis on fetal
arrhythmia

袁丽君 Lijun Yuan
中国西安

（Xian，China）
孙彤

16:00-16:20
胎盘异常超声诊断规范和进展

Ultrasound diagnostic criteria and progress of
placental abnormalities

戴晴 Qing Dai
中国北京

（Beijing，China）
夏红梅

16:20-16:40
早孕期超声检查质量控制

Quality control of ultrasonography in first
trimester

邓学东 Xuedong Deng
中国苏州

（Suzhou，China）
冉素真

16:40-17:00
胎儿三尖瓣病变的陷阱

The trap of fetal tricuspid valve lesions

冉素真 Suzhen Ran
中国重庆

（Chongqing，China）
李陶

17:00-17:20
子痫前期筛查与预防

Preeclampsia screening and prevention

潘昭颐 Liona Poon
中国香港

（Hong Kong，China）
冉素真

会议小结 冉素真

会议结束（闭幕式） The Closing Ceremony 吴青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