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十五届亚洲及太平洋地区母胎医学 

大会通知 
15th Asia Pacific Congress in Maternal Fetal Medicine 

主要大会:2019年 4 月 12-13 日 (五至六) 

会前工作坊:2019年 4 月 11 日 (四) 

会后工作坊:2019年 4 月 14 日 (日) 

中国 北京 北京饭店 
 

http://www.obg.cuhk.edu.hk/apcmfm/apcmfm-2019/ 
 

为了加强国内外妇产科专业人士之间的交流和合作，香港中文大学妇产科学

系和卫生健康委员会全国产前诊断技术指导专家组办公室、北京协和医院产

前诊断中心、中华医学会北京分会 、中国优生科学协会出生缺陷预防专业委

员会联合举办第十五届亚洲及太平洋地区母胎医学大会 (15th Asia Pacific 

Congress in Maternal Fetal Medicine) 。  
 
大会将于 2019 年 4 月 12-14 日假北京飯店召开。会议还特别邀请了多名

国际知名专家与我们分享他们的专业知识和经验。我们热烈欢迎来自国内外

从事临床遗传学和母胎医学基础相关专家、学者和朋友们前来参加此次盛

会，共同探讨近年来的新成果和新进展。 
 

一﹑主办单位 

香港中文大学妇产科学系 

北京协和医院产前诊断中心 
  

二﹑会议时间 

2019 年 4 月 12-13 日 (五至六) 

 
三﹑会议地点 

中国 北京 北京飯店 
 

 

 

 

  

五、论文摘要 

会议论文摘要必须於 2019 年 2 月 28 日前

以英文提交。组委会于 2019 年 3 月初确

认接收摘要。所有稿件将经过大会科学委

员会审阅后将决定是否录用，并将通知您

展示模式。 

 
六、参会费用  

大会标准注册费(不包括工作坊费用)：  

港币二千五百元正  

会前工作坊注册费 (优化分娩管理):  

港币一千元正 

会后工作坊注册费 (胎儿治疗手操实践培

训工作坊):  

港币一千五百元正 

会后工作坊注册费 (先兆子痫的预测和预

防):  

港币一千元正 

四、国内参会者报名及会议须知 

请联络: 薛小姐 

电子邮件: jessicascw@cuhk.edu.hk  

电话：852-35051527     

本次会议正式语言为英语。 
 

http://www.obg.cuhk.edu.hk/apcmfm/apcmfm-2019/
mailto:jessicascw@cuhk.edu.hk


七﹑大会主要内容 
2019 年 4 月 12 日 

第一节 

Session 1 

三会联合开幕礼 

 欢迎致辞 

Welcome message 

中国卫生部  

 基于胎儿单胎细胞的无创产前诊断检测：革命性的产前检测 

Single Fetal Cell Testing for Noninvasive Prenatal Diagnosis: 

Revolutionizing prenatal testing 

A Beaudet 

 内地母胎医学的角度 

Maternal and Fetal Medicine in China 

JT Liu 

 香港母胎医学的角度 

Maternal and Fetal Medicine in Hong Kong 

TY Leung 

第二节 

Session 2 

多胎妊娠：基因诊断和不一致的畸形 

Multiple pregnancy: genetic diagnosis and discordant malformation 

 双胎和多胎妊娠中 NIPT的应用 

NIPT in twins & high order pregnancies 

R Choy 

 单绒毛膜双羊膜囊双胎(MCDA)具有不一致的基因型 

MCDA with discordant genotypes 

Y ZHou 

 双胎妊娠的侵入性诊断流程 

Invasive diagnostic procedures in twin pregnancy 

YH Ting 

 双胎妊娠中的不一致畸形 

Twin pregnancy with discordant malformations 

TK Lo 

第三节 

Session 3 

单绒毛膜双胎妊娠: 双胎反向动脉灌注序列(TRAPS)序列征的诊断和处理 

MCDA: TRAPS 

 TRAPS 的诊断误区 

Not to be trapped by TRAPS: diagnostic pitfalls 

L Jing 

 TRAPS: 如何评估严重程度并预测结果 

TRAPS: How to assess the severity and predict outcomes 

M Kilby 

 TRAPS: 早期或晚期干预？ 

TRAPS: Early or late intervention? 

TY Leung 

 TRAPS: 胎儿激光手术，射频或双板电凝减胎？ 

TRAPS: Intrafetal laser, radiofrequency or cord occlusion? 

S Suresh 

第四节 

Session 4 

多胎妊娠和产时管理 

Multiple pregnancy and intrapartum management 

 多胎妊娠中我们该处方阿司匹林吗？ 

Should we give aspirin to all multiple pregnancies? 

S Kumar 

 DCDA 和 MCDA 的最佳分娩时机？ 

When is the best timing for delivery of DCDA and MCDA twins? 

KY Leung 

 MCMA 的最佳分娩时机？ 

When is the best timing for delivery of MCMA twins? 

A Mikhailov 

 双胎的阴道分娩的技巧 

Vaginal delivery for twins: technical tips 

A Hui 

 多胎妊娠中的产后出血：预防与治疗 

PPH in multiple pregnancy: prevention and treatment 

T Draycott 

 

 

 

 

 



 

2019 年 4 月 13 日 

第五节 

Session 5 

单绒毛膜双羊膜囊双胎(MCDA):双胎羊水过多-过少序列征 (TOPS)  

与 双胎贫血-多血序列征 (TAPS) 

MCDA: TOPS & TAPS 

 目前的诊断标准与分型：是否存在争议？ 

Current diagnostic criteria and staging of TOPS: is there any controversy? 

Y Ville 

 胎儿镜激光治疗: 技术要点 

Fetoscopic laser: Technical tips 

S Suresh 

 TAPS：诊断的挑战 

TAPS: Diagnostic challenges 

M Kilby 

 TAPS：何时及怎样进行干预 

TAPS: when and how to intervene 

S Kumar 

 激光治疗前子宫颈短：有预防措施吗？ 

Short cervix before laser: any preventive measure? 

Y Ville 

第六节 

Session 6 

单绒毛膜双羊膜囊双胎(MCDA): sIUGR  

 sIUGR：诊断标准和分期 

sIUGR: diagnostic criteria and classification 

L Poon 

 1 型：转变成 2 型的可能性？ 

Type 1: how likely it will progress to Type 2? 

M Kilby 

 早发 2 型：早期选择性减胎，激光或期待治疗？ 

Type 2 with early onset: early selective fetocide, laser or expectant 

management? 

S Kumar 

 3 型：诊断和管理的挑战 

Type 3: diagnostic and management challenges 

Y Ville 

第七节 

Session 7 

单绒毛膜双羊膜囊双胎(MCDA): 一胎胎死宫内 (IUD) 

MCDA: One IUD 

 

 导致双胎存活胎儿死胎或神经系统损伤的潜在发病机制是什么？ 

What is the underlying patho-mechanism causing death or neurological 

damages of the co-twin? 

S Kumar 

 哪种类型的存活胎儿有更高风险神经系统受损？ 

Which types of surviving fetuses is at higher risk of neurological damages? 

M Kilby 

 如何产前评估存活胎儿的脑损伤？ 

How to assess brain damage of the co-twin prenatally? 

Y Ville 

 发生死胎后如何管理？ 

How to manage after one IUD? 

L Poon 

第八节 

Session 8 

Multiple pregnancy and preterm   

 多胎妊娠减胎以减少早产发生 

Fetal reduction for multiple pregnancies to reduce preterm rate 

A Mikhailov 

 第一胎出生后延迟第二胎分娩 

Interval delivery to prolong 2nd twin’s gestation 

KW Cheung 

 黄体酮：用于双胞胎妊娠有效吗？ 

Progesterone: does it work in twin pregnancy? 

L Poon 

 宫颈环扎术：用于双胞胎妊娠预防早产有效吗？ 

Cervical cerclage: does it work in twin pregnancy? 

A Hui 

 子宫颈宫托：用于双胞胎妊娠有效吗？ 

Cervical ring pessary: does it work in twin pregnancy? 

TY Leung 

 

 



 

八﹑大会讲者 
学者名称 地区 所属院校及职位 

MIKHAILOV Anton 教授 英国 俄罗斯圣彼得堡西北医科大学 (North-West 

State Medical University, St-Petersburg) 教授 

圣彼得堡母婴医院 主管 
 

陈敏教授 广州 广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三医院 

产前诊断科 胎儿医学中心（产前诊断科） 

副主任 教授 
 

张嘉宏 医生 香港 玛丽医院 妇产科 副顾问医生 
 

蔡光伟教授  香港 香港中文大学 妇产科学系 副教授 

 

DRAYCOTT Tim 医生 英国 石塔布里斯托尔医院 (Spire Bristol Hospital)  

妇产科 顾问 
 

许淑仪医生 香港 威尔斯亲王医院 妇产科 顾问医生 
 

KILBY Mark 教授 英国 英国 伯明翰母婴医院 (Birmingham Women’s 

Foundation NHS Trust) 产科及胎儿医学中心 

荣誉顾问医生 
 

KUMAR Sailesh 教授 澳洲 昆士兰大学 (The University of Queensland) 妇

产科学系 主管 
 

梁国贤医生 香港 伊利沙伯医院 妇产科部门主管 及顾问医生 
 

梁德杨教授 香港 香港中文大学 妇产科学系 系主任及教授 
 

卢子健医生 香港 玛嘉烈医院 妇产科 顾问医生 
 

路晶医生 香港 厦门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妇产科 主治医师 
 

潘昭颐教授 香港 香港中文大学 妇产科学系 副教授 (临床) 
 

SURESH Seshadri 教授 印度 TN MGR 医科大学 (TN MGR Medical 

University) 客席教授 MediScan 系统 主管 
 

丁婉霞医生 

 

香港 香港中文大学 妇产科学系 系主任及教授 
 

谢颖婷医生 

 

香港 威尔斯亲王医院 妇产科 主治医生 

VILLE Yves 教授 法国 巴黎笛卡尔大学 (Paris Descartes University) 
产科及胎儿医学中心 系主任及教授 
 

周祎医生 广州 中山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妇产科 主任医师 
 



 

九﹑会前工作坊 (2019 年 4 月 11 日 14:00 - 18:00) 

优化分娩管理 

Working Towards Better Births 
 

* 备注：会议全程主要以中文进行 * 

* Note that the lectures will mainly be conducted in Mandarin * 
 

会前工作坊注册费: 港币一千元正 (首 100 名免费注册) 

 

大会主席: 梁德杨教授, 威尔士亲王医院, 中国香港 
Chairmen: Professor Tak Yeung LEUNG, Prince of Wales Hospital, Hong Kong 

边旭明教授, 北京协和医院, 中国 

Professor Xu Ming BIAN, Peking Union Medical College Hospital, China 
 

议程  Programme 

14:00 - 14:05 开幕 

Opening 

 

14:05 - 14:35 催引产的时机、决策与处理 

Updates on induction of labour: Who, when & 
how? 

肖梅 

Mei XIAO 

14:35 - 15:05 引产流程中医生、助产士、护士的角色与

责任 

Optimizing the flow of induction: A 
collaboration between obstetricians, 
midwives & nurses 

Tim DRAYCOTT 

15:05 - 15:45 中国产科质控的思考: 产后出血预防中的第

三产程管理 

Quality control in China Obstetrics: 3rd labour 
stage management on PPH prevention 

马润玫 

Run Mei MA 

15:45 - 15:55 讨论 

Discussion 

 

15:55 - 16:10 茶歇 

Tea break 

 

16:10 - 16:45 从网络荟萃分析评价预防产后出血药物的

选择 

How does the uterotonics compare: Results 
from the Cochrane network analysis 

高劲松 

Jing Song GAO 

16:45 - 17:15 全球早产指南荟萃分析: 共识与差异 

An appraisal of the current preterm 
guidelines: consensus & differences 

胡娅莉 

Yali HU 

17:15 - 17:45 紧急宫颈环扎术及术后管理 

Combining the use of emergency cerclage & 
tocolytics to manage preterm labour 

乔宠 

Chong QIAO 

17:45 - 18:00 讨论 

Discussion 

 



 
 

十﹑会後工作坊 (2019 年 4 月 14 日 08:30 - 13:30) 
 

会後会 (2019年4月14日 08:30 - 13:30) 

胎儿治疗手操实践培训工作坊 

Workshop on in utero fetal therapy 
 

大会主席: 梁德杨教授   香港中文大学 妇产科学系 系主任及教授 

Chairmen: Professor Tak Yeung LEUNG, Chairman and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Obstetrics and Gynaecology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Hong Kong 
 

It is our honor to have the guests below to conduct the Workshop on in utero fetal therapy. 
From left, Prof. Mark KILBY (Birmingham Women’s Foundation NHS Trust, UK), Prof. Sailesh 
KUMAR (The University of Queensland, Australia), Dr. Seshadri SURESH (MediScan Systems, 
India), Prof. Yves VILLE (Paris Descartes University, France), Professor Tak Yeung LEUNG 
 

 
 

 

Programme 

Forum to discuss the technical aspects of in utero fetal therapy including (08:30-11:00) 

 Fetoscopic laser 胎儿激光 

 Bipolar forceps coagulation 脐带的双极凝固 

 Radiofrequency ablation 超聲波引导射频消融術 

 Pleural and bladder shunting 胸膜和膀胱分流 

 Embolization 栓塞 

 FETO for diaphragmatic hernia FETO 治療膈疝 

 Fetoscopic repair of myelomeningocele 胎儿鏡修復脊髓脊膜膨出 

Hands-on workshop (6 stations) (11:00-13:30) 

(11:00-13:30) (48 quotas only)  第 1 站： Fetoscopic laser: Anterior placenta 用于胎盘前的胎儿激光 

 第 2 站： Fetoscopic laser: Posterior placenta 用于胎盘后部的胎儿激光 

 第 3 站： Bipolar forceps coagulation 脐带的双极凝固 

 第 4 站： Radiofrequency超聲波引导射频 

 第 5 站： Pleural shunting with pigtail shunt 胸腔分流术, 脐带穿刺术與 IU 输血 

 第 6 站： Pleural shunting with somatex 胎儿气囊气管阻塞（包括仪器） 



十一﹑会後工作坊 (2019 年 4 月 14 日 14:00 – 17:00) 

 

  

Organizer: 



 

 

 

 

 

 
 

 

 

第十五届亚洲及太平洋地区母胎医学大会报名回执 

 

姓 名 

(中文及拼音) 
 称呼 教授 / 医生 / 

先生 / 小姐 
职称  

单 位 
 

 
部门 

 

 

单位地址 

 

 

 

电 话 
 

 

 

手机 
 

 
邮编  

电子邮箱 
 

 

主要大会 港币 2,500 (4 月 12-13 日 08:30 - 17:00)    

工作坊 

港币 1,000  首 100 名参加者免费参加 

                        (4 月 11 日 14:00 - 18:00   优化分娩管理) 

港币 1,500  (4 月 14 日 08:30 - 13:30   胎儿治疗手操) 

港币 1,000  (4 月 14 日 14:00 – 17:00 先兆子痫手操) 

付款方法:    信用咭 (港币)   Visa      MasterCard       (不接受银联咭) 

信用咭号码                                                                       信用咭背面 

                                                                                             三位数字 
有效日期(月份/年份) 

   

持咭人姓名: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请在上述信用咭扣除港币$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签署: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日期: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填妥报名回执请电邮至 大会会务处 

电子邮箱：jessicascw@cuhk.edu.hk  

电话：852-3505 1527 / 传真：852-2636 0008 
 

mailto:jessicascw@cuhk.edu.hk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