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胎盘病理学习班第一轮通知

课程概述：

胎盘病理是病理医生既熟悉又陌生的领域。国内很少有胎盘病理专门的学习班，相关的

参考书也很有限。本次学习班将融合理论讲授和阅片实践，强调临床诊断和应用，以

Amsterdam胎盘诊断规范和我们新翻译 Redline教授的最新权威论著《胎盘和产科病理学》

为教学内容，由中、美两国 13位专家讲述胎盘病理的常见病和多发病。阅片带教将应用数

字化病理切片。通过本课程的学习，将为胎盘病理诊断打下扎实基础。

课程目标：

 学习到最新的国际通行的胎盘诊断标准

 胎盘病理从取材到诊断标准化流程

 胎盘病理的临床意义

 流产、死产以及多胎妊娠胎盘的诊断

学习班时间：2020-1-10~2020-1-12

报到时间：2020年 1 月 9日下午 13：30—16:00注册；16：00以后到达的学员安排住宿

后 10日早晨 7：30于报告厅门口注册。

学习班地点：上海市沈阳路 128号复旦大学附属妇产科医院教学楼 1楼报告厅（近眉州路

口）

联系人：肖遥星，俞婷

联系电话：18964581101，13817338589

报名方式：可电话、短信、邮件报名

E-MAIL：906267912@QQ.COM
TEL：33189900－6382
学员必须报到注册，方可领取会议资料，凭学员证参加学习班。

学习班期间学员凭证就餐，餐券当日有效。

收费：1000元/人

注册学员可领取主译和主审的签名的新书《胎盘和产科病理学》一本，另可以 7折购买。

学习班负责人：周先荣

课程负责人：

 陶祥 副主任医师

 李娟 副主任医师



主办单位：复旦大学附属妇产科医院

住宿参考：以下住宿信息供学员参考，学员需自行联系酒店（备注：参加妇产科医院学习班）

住宿 1： 上海印象假日酒店 联系人：梅佳顺总经理 手机：13917008579 标房280元/间/

晚（含早餐）。

地址：上海市杨浦区眉州路300号，步行距医院3分钟距离

住宿 2： 长城饭店 联系人：021-65437270转总台 标房348元/间/晚（不含早），单间320

元/间/晚（不含早）。

地址：上海市杨浦区眉州路272号，步行距医院3分钟距离

住宿 3： 兴荣温徳姆酒店 联系人：胡佳铭 手机：13795290170 标房580元（含单早），

630元（含双早）。

地址：宁国路25号，步行距医院10分钟距离

报名回执单：

姓 名 性 别 年 龄 学历 职务或职称 手 机 邮 编

单 位

通讯地址 E-mail

复旦大学附属妇产科医院

2019 年 9 月

授课专家：

 赵澄泉 教授

 于忠欣 副教授

 周先荣 教授

 刘从容 教授

 陈晓端 教授

 王丽 副主任医师

 曲玉清 主任医师

 程海东 主任医师

 严英榴 主任医师

 张月萍 主任医师

 陶祥 副主任医师

 李娟 副主任医师

 俞婷 主治医师



日程及授课内容：

2020-1-9

时间 内容

3:00 PM – 5:00 PM 学员现场注册

2020-1-10

时间 内容

8:00 AM – 8:40 AM 胎盘病理的意义和学习方法 周先荣 教授

开宗明义，明确学习胎盘病理的目的和学习途径，建立对胎盘

病理的宏观认识

8:40 AM – 9:20 AM 胎盘组织学及相关生理功能 陶祥 副主任医师

结合胎盘功能，讲述胎盘的解剖结构和组织学特点

9:20 AM – 10:00 AM Amsterdam胎盘取材规范和诊断术语 赵澄泉 教授

通过对 Amsterdam规范的学习，系统性地讲述胎盘病理的基

本理论以及大体取材规范。

10:00 AM – 10:20 AM 茶歇

10:20 AM – 11:00 AM 胎儿监护 程海东 教授

讲述产科胎儿监护的方法以及诊断术语，建立基本的产科临床

思维

11:00 PM – 11:40 PM 超声胎儿监护 严英榴 教授

讲述胎儿超声监护相关的诊断术语以及超声对胎盘功能的评

估方法

11:40 PM – 1:30 PM 午饭

1:30 PM – 2:10 PM 异常妊娠的遗传背景 张月萍 主任医师

从遗传学角度探讨不良妊娠结局的发生机制

2:10 – 2:50 PM 胎盘发育及成熟度的评估 周先荣 教授

讲述各孕周胎盘的形态学特征及成熟度的评价方法和意义

2:50 PM – 3:10 PM 茶歇



3:10 PM – 3:50 PM 水泡状胎块的诊断和鉴别诊断 刘丛容 教授

讲述水泡状胎块的最新发病机制，诊断标准和鉴别诊断思路

3:50 – 4:30 PM 胎盘大体异常及临床意义及肿瘤性病变 周先荣 教授

讲述胎盘大体异常的形成机制及临床相关意义

2020-1-11

时间 内容

8:00 AM – 8:40 AM 感染性胎盘病变 李娟 副主任医师

掌握胎盘急性、慢性炎症性病变的各类形态学特征及临床意

义。包括：绒毛膜羊膜炎、绒毛炎、蜕膜炎等诊断标准

8:40 AM – 9:20 AM 母体-胎盘灌注异常相关病变 俞婷 主治医师

掌握胎盘血液循环的基本知识，在此基础上学习母体-胎盘低

灌注、胎儿-胎盘循环的病理形态学特征。

9:20 AM – 10:00 AM 胎儿-胎盘循环相关病变 陶祥 副主任医师

掌握胎儿循环相关的病理改变，包括：绒毛膜血管相关病变、

间质-细胞核碎裂、无血管绒毛

10:00 AM – 10:20 AM 茶歇

10:20 AM – 11:00 AM 双胎胎盘病理 于忠欣 副主任医师

熟悉各种绒毛膜性胎盘的形成机制，掌握单绒毛膜性双胎胎盘

的取材、相关并发症形成机制和病理特征

11:00 PM – 11:40 PM 死胎和死产相关胎盘 于忠欣 教授

讲述胎盘在胎儿死亡原因推断中的作用，熟悉胎儿死亡后的继

发性胎盘改变和原有病理性改变的鉴别

11:40 PM – 1:30 PM 午饭

1:30 – 3:10 切片带教 李娟 副主任医师

3:10 – 3:30 PM 茶歇

3:30 PM – 5:10 PM 切片带教 陶祥 副主任医师



2019-1-12

时间 内容

8:00 AM – 8:40 AM 产科并发症的胎盘病理 曲玉清 副主任医师

通过对几种临床常见产科疾病的发病机制及相关的胎盘病理

的学习，掌握胎盘诊断的临床思路

8:40 AM – 9:20 AM 胎儿和新生儿窒息的胎盘病理 王丽 副主任医师

了解胎盘在胎儿死亡原因推断中的作用，熟悉胎儿死亡后的胎

盘形态学改变和原有病变的鉴别。

9:20 AM – 10:00 AM 产后出血的临床和病理 陈晓端 教授

讲述产后出血的原因和相应的胎盘病理改变

10:00 AM – 10:20 AM 茶歇

10:20 AM – 11:00 AM 早产及胎膜早破相关病理 陶祥 副主任医师

讲述早产的发病原因及相关病理改变

11:00 PM – 11:40 PM 胎盘肿瘤及胎盘诊断报告的规范 周先荣 教授

讲述胎盘常见肿瘤性病变及规范化胎盘诊断模板。

11:40 PM – 1:30 PM 午饭

1:30 – 3:30 胎盘诊断示教 陶祥 副主任医师

通过对几例典型病例的全套胎盘切片的示教，掌握胎盘镜下观

察方法、诊断思路，同时熟悉诊断模板

3:30 PM 学员撤离



授课专家介绍：

周先荣，复旦大学附属妇产科医院病理科主任，教授。中国抗癌协会肿瘤病理专业委员会常

委，中国医疗器械学会病理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上海市抗癌协会肿瘤病理专业委员会副

主任委员，中华妇产科学会妇科肿瘤学组委员，《中国妇产科杂志》编委，《中华病理学杂志》

编委，《肿瘤影像学杂志》常务编委，《诊断学理论与实践杂志》编委。长期以来致力于各种

妇科疾病的病理诊断和围产儿尸检诊断研究，重点研究妇科肿瘤病理学、内分泌病理学和胎

儿及新生儿先天性畸形的解剖病理诊断，在妇产科病理诊断领域积累了丰富的经验。10 余

年来，发表文章 20 余篇，参与 3 部学科专业著作撰写。

赵澄泉，医学博士，美国匹兹堡大学医学院教授，妇科病理学、乳腺病理学和细胞病理学专

家，细胞病理学室共同主任。美国匹兹堡大学医学中心（UPMC）中国病理企业部主任。美

国阴道镜及宫颈病理学会（ASCCP）国际教育委员会委员,-中国区主席，美国细胞病理学会

国际教育委员会委员, 中国阴道镜及宫颈病理学会（CSCCP)首席海外医学顾问。已发表医学

科研论文 180 余篇, 论文摘要 140 余篇。受邀参加科研会议报告和讲课百余次. 担任 20 余

家英文医学杂志编委或特约审稿人。主编 6部中文医学书籍和主审 6部英文翻译书。获 ASCCP



2017 年度卓越服务贡献奖。积极 推动和参加中国宫颈细胞学和阴道镜规范化的培训和中国

病理医生教育活动。推动和领导 UPMC 与中国病理公司和医院的远程病理会诊合作。

于忠欣，于忠欣博士现任职于美国俄克拉荷马大学健康科学中心，担任病理学副教授和儿科

病理学主任职位。她同时还拥有美国俄克拉荷马州病理学家协会教授的职称。于忠欣博士先

后毕业于青岛医学院、上海医科大学和美国路易斯安那州立大学医学院。然后在美国俄克拉

荷马大学健康科学中心病理学系接受综合病理学住院医师培训和在俄亥俄州辛辛那提儿童

医院病理学系接受儿科病理学专科培训，并获得美国病理学委员会的解剖病理学、临床病理

学和儿科病理学资格认证。于忠欣博士长期以来致力于各种儿科疾病、胎盘病理和包括围产

儿在内的儿科尸检的诊断及教学研究，在儿科和胎盘病理诊断领域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已发

表医学科研论文 30 余篇，论文摘要 60 余篇，并在儿科肿瘤病理学书籍中撰写了五个章节。

刘从容，北京大学医学部病理学系副主任／北京大学第三医院病理科主任，主任医师，博士

生导师。现任学术兼职：国际妇科病理协会（International Society of Gynecological Pathologists,

ISGyp），中国妇幼保健协会病理专业委员会主委、中国医师协会微无创分会妇科病理专业委

员会副主委、中国医疗保健国际交流促进会病理专业委员会副主委、中国女医师协会病理委



员会副主任委员副主委；全国卫生产业企业管理协会实验医学专家委员会委员病理专业委员

会常委、中国医学装备协会病理装备技术委员会常委；北京肿瘤病理精准诊断研究会常委；

及中华医学会病理分会第十二届委员会女性生殖学组（协作组）、中华医学会妇产科学会病

理学组、中国研究型医院学会妇产科学专业委员会、中国研究型医院学会超微与分子病理学

专业委员会、中国研究型医院学会精准医学与肿瘤 MDT 专业委员会妇科肿瘤学组及中国阴

道镜及宫颈病理学协作组（CSCCP）委员。任《诊断病理学杂志》常委。主要从事：有关妇

科病理的诊断和基础研究工作。主持国家重点研发计划、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北京市自然科

学基金和归国留学人员启动基金。参与多项国家及省市级大型科研项目。国内外杂志发表文

章约 60 篇，参编参译专业著作 10 余部。

陈晓端，主任医师，硕士生导师。从事妇产科临床及妇产科病理工作 30 余年，任病理科主

任 23 年。有丰富的妇产科疾病及妇科肿瘤诊治经验。发表论文近 40 篇，参与编写专业类书

籍 15 本。现任中华医学会中华病理分会女性生殖病理学组顾问，中华医学会妇产科学分会

妇产科病理学组委员，中国优生科学协会阴道镜和宫颈病理学分会（CSCCP）常委，浙江省

抗癌协会肿瘤病理专业委员会委员，卫计委（中国）病理远程会诊与质控平台全国会诊中心

会诊专家，中华病理学杂志特邀审稿专家。2017 年获中国医师协会妇产科医师分会的‘妇

产科好医生-林巧稚杯’奖。研究方向：妇产科临床与病理；妇产科肿瘤病理；围产医学病

理研究。



程海东，1983 年毕业于上海医科大学医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目前在研项目有国家自

然科学基金和上海市科委自然科学基金。在读研究生 5 人，已毕业 13 人。近年来核心杂志

发表论文 20 余篇，近三年 SCI 10 余篇。参编《中华妇产科学》第三版，《病理产科学》第一

第二版，《现代产科学》第一第二版，参译《威廉姆斯产科学》第十九版等。现担任实用妇

科与产科杂志编委，中国临床医学检验杂志学编委，中华实用医药杂志常务编委。中国优生

优育协会理事，中国预防医学协会上海妇女保健分会委员。上海市医疗事故鉴定专家。

张月萍，主任医师，医学博士，现任复旦大学妇产科医院集爱遗传与不育诊疗中心遗传科主

任，上海医学会生殖医学分会委员，上海遗传学会遗传与分子诊断专业委员会委员。1992

年获上海医科大学生殖内分泌硕士学位，2000 年获复旦大学围产医学博士学位。多次赴美

国 Fairfax 遗传与辅助生殖中心接受遗传咨询、羊膜腔穿刺、绒毛活检、羊水及绒毛原位培

养方法、胚胎植入前诊断(PGD)、基因芯片等临床和实验室技术培训。



严英榴，主任医师，硕士研究生导师，超声指导，擅长妇产科超声，尤其擅长产科超声及产

前诊断，包括胎儿畸形的产前诊断、胎儿生长受限及双胎并发症等的诊断及监测、妊娠合并

症的诊断。主编《产前超声诊断学》第一版及第二版。

王丽，复旦大学附属妇产科医院病理科副主任，副主任医师。中华医学会妇产科分会病理学

组委员，中国阴道镜及宫颈病理（CSCCP）委员，上海医学会细胞学组委员。

曲玉清，复旦大学附属妇产科医院病理科副主任，主任医师。1989 年上海第一医学院医疗

系医疗专业毕业，后于复旦大学附属妇产科医院临床工作，1991 起从事病理工作至今。擅



长妇科、产科病理和细胞病理诊断。发表论文 10 篇。上海市临床病理质控中心妇科病理工

作组委员。

陶祥，医学博士，复旦大学附属妇产科医院病理科副主任医师。曾于 2014 年至 2015 年在

美国匹兹堡大学病理学系进修学习。主持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及教育部博士点基金，发表 20

余篇 SCI 论文。现任中华病理学分会女性生殖病理学组委员，中国阴道镜及宫颈病理协会

（CSCCP）委员，研究型医院学会超微与分子病理分会妇儿学组委员。

李娟，副主任医师，济南市妇幼保健院病理科主任，山东大学妇产专业硕士，肿瘤病理学在

读博士。从事妇产科工作九年，妇产科病理诊断十年，曾在美国匹兹堡大学病理学系进修学

习。主要亚专科方向为女性生殖系统疾病和宫颈细胞学的病理诊断。现任中国阴道镜-病理

分会（CSCCP）委员，中国妇幼保健协会病理专业委员会委员，山东省抗癌协会肿瘤病理分

会委员，山东省医师协会病理科医师分会委员。


	胎盘病理学习班第一轮通知
	课程概述：
	课程目标：
	学习班时间：2020-1-10~2020-1-12
	报到时间：2020年1月9日下午 13：30—16:00注册；16：00以后到达的学员安排住宿后10
	学习班地点：上海市沈阳路128号复旦大学附属妇产科医院教学楼1楼报告厅（近眉州路口）
	收费：1000元/人
	注册学员可领取主译和主审的签名的新书《胎盘和产科病理学》一本，另可以7折购买。
	课程负责人：
	主办单位：复旦大学附属妇产科医院
	报名回执单：
	授课专家：
	日程及授课内容：
	2020-1-9
	2020-1-10
	2020-1-11
	授课专家介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