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邀请函
尊敬的同道：
我们正处在一个男性健康充满挑战的时代：精子发生从数量的减少、功能的
下降，甚至严重到无精子状态；前列腺疾病伴随成年男性从成熟到衰老，几乎每
一位成年男性一生总会有前列腺炎、前列腺增生的烦恼，而前列腺癌直接威胁我
们身边朋友或我们自己的健康乃至生命；男性性功能异常，无论是勃起异常、还
是性欲的改变、射精障碍，都让我们无法品味生命的幸福与爱情的甜蜜；性激素
异常导致男性更年期或生殖系统的异常或畸形。。。男性健康影响我们男性的一生，
必须直面挑战，探索对策。
鼓励创新思维，注重创新理念，提高男性健康水平是历史赋予我们泌尿男科
医师的重任。如梗阻性无精子症显微外科治疗是否能够挑战辅助生殖技术，让不
育夫妇生育健康子代？在前列腺癌根治术保护性神经方面，传统腹腔镜技术是否
可以挑战机器人手术？毕竟高昂的手术费用与昂贵的机器，无法让病人或医疗单
位承担。新的性功能异常治疗药物可否挑战传统阴茎假体植入术，通过创新思路
治愈勃起障碍患者？当老年社会到来，男性健康成为人人关注的话题，在性激素
补充之外，我们新的方法能否出现？我们必须注重创新思维，找到提高男性健康
的金钥匙！
我们期待广大泌尿男科同道，在 2015 年 6 月 5-7 日光临上海，在这里我们
直面挑战，勇于创新，为广大男性人人享受男性健康献计献策！

大会主席

夏术阶 博士 教授

中华医学会泌尿外科分会男科学组组长
上海交通大学附属第一人民医院副院长
亚洲男科学杂志助理主编
上海医学会男科学分会主任委员
2015 年 2 月 15 日于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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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会主席 夏术阶
大会名誉主席: 王一飞 孙颖浩 王晓峰

黄翼然

大会副主席：刘继红 白文俊 贺大林 李 铮
学术委员会：
夏术阶 黄翼然 王晓峰 刘继红 白文俊 贺大林 李 铮

邓庶民

董 强 李彦锋 李海 刘 冰 刘 雨 毛向明 莫曾南 彭波 商学军
沈国球 沈 明

宋 涛

修有成 杨书文 张 凯

汤育新 王新生 吴 斌 夏海波

肖明朝

张新华 张宇曦 赵福军 赵连明 赵志刚

组织委员会
王林辉 王 翔 王 忠 周任远 韩邦旻 方 杰 王国增 王跃闽
白 强 孙忠全 张士青 张敏光 李爱华 陈国武 陈 斌 俞建军
姚旭东 钟 山 贾国金 戚广崇 盛畅 龚 旻
平

萍 刘智勇 张 锋 杨 波 汪东亚

谢 弘

蔡志康

赵福军 徐罡

温晓飞

大会秘书处：
赵福军 戴丽峰

施善婕 李 朋 赵 炜 胡剑麟 公跃华

程 洁 朱平 韩念念 金巧巧 智二磊

陈慧兴

田汝辉

2015 年 6 月 4 日下午 13Pm 至 6 月 5 日全天报到注册
地点：上海市新松江路 650 号上海第一人民医院南部会议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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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 年 6 月 5 日（周五）
【临床创新专场 1，Ａ１会场 50-80 人】
国家级继续教育《男子不育症与前列腺疾病超声诊断新进展》培训班
地点：上海交通大学附属第一人民医院松江南部会议中心

08：00～09：00
09 ： 00 ～
上 10：00
10 ： 00 ～
午 11：00
11 ： 00 ～
11：10
11 ： 10 ～
12：00
11 ： 30 ～
13：00
13 ： 00 ～
下 14：00
14 ： 00 ～
午 15：00

报到注册，领资料
男子不育症超声诊断

主讲教师
李凤华

前列腺疾病与男子不育症

胡 兵

茶歇
睾丸和附睾病变引发男子不育症
午

餐

阴囊疾病的超声诊断（急诊及睾丸肿瘤）

詹维伟

经直肠超声检查在不育症诊断中应用

杜联芳

15 ： 00 ～
茶
歇
15：15
15 ： 15 ～ 阴茎海绵体血管的彩色多普勒超声检测
16：15
16 ： 15 ～ 病例讨论
16：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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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凤华

夏建国
张时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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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论创新专场，Ａ２会场 50-80 人】
头脑风暴：男科基础理论创新专场
地点：上海交通大学附属第一人民医院松江南部会议中心

主持人： 张锋

孙刚

讲者与题目：
1.

13:30-14:00

徐

2.

14:00-14:30

李劲松

3.

14:30-15:00

黄荷凤

4.

15：00-15:30 乔中东

5.

15：30-16：00 孙 斐 创新思维：直面环境污染影响男性生殖

6.

16：00－16：30 黄倩

7.

16：30－17：00 李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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晨

男性生殖创新研究：从 UU 到 miRNAs

我的干细胞研究创新之路

精子传递胚胎源性疾病新机制

父系尼古丁暴露影响子代行为状态

肿瘤放疗致细胞凋亡与精子 DNA 损伤
前列腺干细胞：PCA 发生的新视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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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床创新专场 2，Ａ３会议室，60-80 人】

CUA2015 全国男科会议尿控与性健康热点专场
时间：2015 年 6 月 5 日下午 13：30
地点：上海市第一人民医院南部 会议中心
主持人：傅

强

谷宝军

13：30-13：45

吴氢凯

13：50-14：05

方祖军 TVT 手术对女性性功能的影响

14：10-14：25

胡 青

女性性功能障碍的国内外调查现状

14：30-14：45

蒋 晨

腹腔镜下膀胱阴道瘘修补术的诊治体会

14：50-15：05

邵

15：10-15：20 茶

妊娠和分娩对盆底功能的影响和对策

远 间质性膀胱炎治疗及其对性功能影响
歇

15：20-15：35 吕坚伟 盆底疾病对性功能的影响
15：40-15：55

文 伟 复杂压力性尿失禁的 TVT 选择

16：00-16：15 徐智慧 骶神经调控术在泌尿外科中的使用
16：20-16：35 周任远 压力性尿失禁三线治疗的得与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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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床创新专场 3，Ａ４主会场 300 人】
男性健康临床创新专题讨论会: （14：00－17：00)
地点：上海交通大学附属第一人民医院松江南部会议中心
专题讨论会议 1：LOH 循证新研究：雄激素补充新理念
主持人：

赵福军 周任远 邱建新

14:00-14:30 卢一平

前列腺癌: 并非雄激素补充的禁忌症

14:30-15:00 刘智勇: LOH 诊疗共识再解读
15:00-15:30 LOH 共识讨论专家

白文俊 邓庶民 赵志刚

【临床共识专场 1，Ａ４主会场 300 人】
A4-2 专题讨论会议 2：
PE 论坛：坚持不懈：早泄诊疗经验分享(15:30-17:00)
主持人：沈明

吴斌

刘海涛

15:30-15:50 杨书文 早泄发病机理与诊疗经验
15:50-16:10 陈斌 达泊西汀治疗早泄的循证医学研究
16:10-16:30 张春影 严格掌握适应症之后的早泄手术价值
16:30-17:00 早泄共识讨论与点评专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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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幕式，A4 主会场 300-500 人】（17：00－17：30）
主持人：李

铮

贺大林

赵福军

17:00-17:05 王兴鹏院长致欢迎辞
17:05-17:10 孙颖浩主任委员致辞
17:10-17：15 中华医学会领导致辞
17:15-17:20 上海交通大学附属第一人民医院
泌尿中心客座教授聘任仪式
17：20-17:30 夏术阶教授 十年创新路：上海交通大学泌尿研究所成立
十周年回顾
【大会主旨发言 1，A4 主会场，300-500 人】
主题： 泌尿男科挑战与创新
主持人：唐孝达

黄翼然

讲者与题目：
17:30-18:00 王一飞 近代男科学中的创新思维
( Innovative Thinking in Current Andrology)
18:00-18:30

孙颖浩

泌尿男科创新：顶天立地

18：30－19：00 Declan G Murphy

How to protect and

rehabilitate sexual function after radical prostatectomy

19:00-19:30 自助晚餐

市一松江南院餐厅

19:30-20:00 男科学组组长会议：【A1 会场，VIP 会议室】
主持：夏术阶
20:00-21:00 男科学组全体委员会会议：【A1 会场，VIP 会议室】
主持：刘继红 李铮

8 / 16

直面挑战

勇于创新

【自然基金撰写与 SCI 论文创新思维，A2 会场 50 人】
地点：上海交通大学附属第一人民医院松江南部会议中心
主持人：

孙晓文 韩邦旻 李佳

讲者题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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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0-20:30

张锋

20:30-21:30

孙刚

男性生殖遗传领域的选题与思索
自然基金选题：创新性与可行性的平衡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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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 年 6 月 6 日（周六）
地点：上海交通大学附属第一人民医院松江南部会议中心
8：00－21：00
8:00-8:30

【昨日回顾，今日亮点】

王小海 阮渊博士

【大会主旨发言 2，A4 主会场，300-500 人】
男科创新研究与临床需求
主持人： 黄健 沈柏华 莫曾南
讲者：

8:30-9:00 夏术阶

中国男性泌尿生殖现状调查与分析

9:00-9:30 高维强

前列腺干细胞增殖分化机制

9:30-10:00 乔

生育力保存的挑战与对策

杰

【大会主旨发言 3，A4 主会场，300-500 人】
主题：美国男性健康的创新与挑战
主持人：

凡杰

张凯

赵福军

讲者与题目：
10:00-10:30 1. Ajay Nangia Testosterone Deficiency: Who, What and Why
Do We Treat - All So Confusing?
10:30-11:00 Philip S. Li (李石华) Male Circumcision and HIV, HPV/HSV
and STI
Prevention- Current Status and Opportunities - Current
Progress and Opportunit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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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撰写创新思维，A4 主会场，300-500 人】
主持人： 董强 刘雨
题目：11:00-11:30

陈新石 赵景辉 医学文章创新思维

11:30-12:30 自助午餐
11：30-12:30

辉瑞午餐讨论会会

【临床共识专场 2，Ａ４主会场 300 人】
精索静脉曲张诊疗共识 12：30－13：30
主持人：毛向明

宋涛

讲者：1. 李宏军：精曲不育者的非手术治疗策略
2. 李铮 涂响安 陈向锋： 精曲诊疗共识
【大会主旨发言 4，A4 主会场，300-500 人】
性功能障碍新疗法挑战传统方法 13：30－15：30
主持人：

肖明朝

沈明

张宇曦

13:30-14:00

刘继红：早泄治疗：新思路，新疗效

14:00-14:30

白文俊：射精障碍的临床新进展

14:30-15:00

辛钟成

15:00-15:30

周任远：ED 按时治疗新理念

15:30-16:00

朱选文：阴茎畸形整形手术经验分享

勃起障碍手术治疗经验总结

【优秀论文评选 1，A4 主会场，300-500 人】
性功能障碍研究优秀论文演讲与评选（16:00-17:00）
主持人：张新华 沈国球
评选专家：刘继红 白文俊 卢一平 邓庶民 汤育新
6 名选手（7＋3min）
【临床共识专场 3，Ａ４主会场 300 人】
17:00-18:00 勃起障碍诊疗共识
主持人：王翔

毛向明 李铮

共识辨析专家：刘继红 白文俊 周任远 陈辉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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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男性健康演讲比赛】
18:00-19:00 主持人：周任远 王云开
评委：夏术阶 贺大林

修有成

卢一平

杨林

第一轮:7 名选手（自选题目演讲：每人 5 分钟）
第二轮即兴演讲：7 名选手抽签选取题目（每人 3 分钟）
选出１等奖１名；２等奖２名,３等奖３名
【大会主旨发言 5，A1 会场，100 人】
男性不育显微外科挑战 ART：无中生有－梗阻性无精子症专题
主持人：

张炎 赵连明 平萍

讲者与题目：
13：30－14：00

梗阻性无精子症诊疗策略 李铮

14：00－14：30

附睾梗阻性无精子症的显微治疗

14：30－15：00

V-E 吻合：手术关键与体会

涂响安

田龙

主持人：董强 洪锴 彭靖
15：00－15：30

V-E 吻合术康奈尔培训体会

赵福军

15：30-16：00

射精管梗阻性无精子症诊疗理念

李彦锋

【男性不育专题讨论会，A1 会场，100 人】
主持人：张立元

张峰彬 杨晓玉

16:00-16：30 李铮 朱晓斌 Y 染色体微缺失欧洲诊疗新指南解读
16:30-17:00

李小英

17:00-17:30

张炎

垂体激素泵：低促性腺功能低下症的新疗法
左卡尼汀治疗男性不育共识

【优秀论文评选 2，A1 会场，100 人】
男性不育研究优秀论文评选 6 名选手（7＋3min）
主持人：王翔 田龙 王新生
评选专家： 毛向明 张炎 张立元 赵连明

周任远

17:30-18:30 优秀论文评选 6 名选手（7＋3min）
18:30-19:30 自助晚餐
【AJA 圆桌会议：创新性与逻辑性，A1 会场，100 人】
19:30-20：30 主持人：郑芹珠 任丹青
作者-读者-编辑见面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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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 年 6 月 7 日（周日）
【大会主旨发言 6，A1 会场，100 人】
主题：前列腺疾病微创手术治疗与性功能保护专场
主持人： 袁建林 夏海波 孙晓文 刘冰
8:00-8:30 梁朝朝 腹腔镜前列腺癌根治术保护性功能解剖技巧
8:30-9:00 王林辉 机器人辅助前列腺癌根治术性神经保护
9:00-9:30

汪朔

开放前列腺癌根治术与腹腔镜、机器人性功能保护的优劣

9:30-10:00 刘春晓

前列腺良性增生症等离子剜除术与性功能保护

10:00-10:30 韩邦旻 铥激光前列腺剜除术与性功能保护
【优秀论文评选 3，A1 会场，100 人】
前列腺疾病优秀论文评选
主持人：鲁军 龚旻
评选专家：袁建林 修有成 李海 夏海波 韩邦旻
10:30-11:30

6 名选手演讲（7＋3min）

【 闭幕式、男科共识总结及颁奖，A1 会场，100 人】
主持人：赵福军 彭波
11:30-11:40 夏术阶：男科共识总结
11:40-11:50 优秀论文与演讲颁奖：颁奖嘉宾：
夏术阶

贺大林 刘继红 白文俊 李铮

【午餐专题讨论会，A1 会场，100 人】包皮环切与生殖健康的公共卫生意义
主持人：李石华
12:00-12:15 吕年青

商环包皮环切在全球生殖健康的评估及推广

12:15-12:30 赵福军

包皮环切与泌尿生殖肿瘤

12:30-12:45 曹德宏

成人包皮环切不同手术治疗方法的 meta 分析

12:45-13:00 彭弋峰

新型麻醉油膏在包皮环切中的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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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会主旨发言 7，A2 会场，80 人】生育力保存专场
2015 年 6 月 7 日（周日）８：０0－1６：00
主持人：冯云 孙晓溪 高晓红
8:00-8:30 李善国

生育力保存的伦理管理问题与对策

8:30-9:00 曹云霞

生育力保存：玻璃化冻融技术体系建立与临床应用

9:00-9:30 席小薇

卵巢肿瘤患者生育力保存方法探索

9:30-10:00 吴小华 肿瘤患者生育力保存手术经验分享
主持人：滕晓明

张爱军

10:00-10:30

吴

煜：胚胎玻璃化冻融及其子代安全性

10:30-11:00

姚康寿：男性生育力保存患者生育力评估

11:00-11:30

刘

11:30-12:00

薛松果：单精子冷冻保存新探索：一种新载体

锋：稀少精子冻融与受精功能保护：超细管法

【稀少/单精子冻融手把手培训班，南院门诊 4A 辅助生殖科】
主持人： 吴煜 高晓红
13:00-14:00 朱子珏 公跃华 睾丸/附睾或精液中稀少精子制备
14:00-15:00 刘锋 孙健

稀少精子超细管方法冻存训练

15:00-16:00

薛松果 孙健 单精子冻融技术训练

16:00-16:30

李铮 吴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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颁发结业证书

直面挑战

勇于创新

2015 年 6 月 7 日 (周日)
【男性显微外科手把手培训班】
地点：市一南部内镜培训中心 13：00－18：00
题目： 梗阻性无精子症手术创新经验分析
理论授课:
主持人：王翔

张立元

1. 13：00－13：30 李石华
Establish Good Male Infertility Microsurgical Training in China ；
输精管附睾吻合术（V-E）：细节决定成败
2. 13：30-14:00

V-E吻合术历史回顾

3. 14：00－14：30

精道梗阻及复通对附睾蛋白表达的影响

4. 14：30－15：00

保留动脉的 V_E 吻合术

5. 15：00－15：30

感染因素所致梗阻性无精症临床特点及疗效分析

主持人 毛向明

赵福军
王翔

张炎
平萍

董强

6. 15：30－16：00
7. 16：00-16：30
8. 16：30-17：00

V-E 吻合术中张力的处理与并发症防治

洪锴

显微重建术后的生育结果和相关的影响因素 彭靖
V-E 交叉吻合术经验分享

李朋

9. 17：00－17：30 显微不育手术的围手术期管理策略 陈向锋

17:30-18:00 夏术阶 李铮

培训班理论学习总结

晚餐与 V－E 吻合术 共识编写启动会（市一松江南院餐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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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00-20:00）

直面挑战

勇于创新

2015 年 6 月 8 日－12 日（周一－周五）显微外科培训班实践培训课程
地点：市一南部内镜培训中心
筹备及秘书： 赵炜 李朋
6 月 8 日(周一)

8:30-17:00

手术显微镜与器械基本知识;显微外科演示与训练 ；
橡皮手套缝合、橡胶管缝合
6 月 9 日(周二)

8:30-17:00

大鼠输精管-输精管吻合术与输精管附睾吻合术训练
6 月 10 日(周三) 8:30-17:00
市一北部 V-E 吻合术示教或精曲显微结扎术（手术演示或视频讲解）
6 月 11 日(周四)

8:30-12:00

动物实验 V-V、V-E 吻合训练（视频讲解）考试合格: 颁发结业证书
(夏术阶 李石华 李铮 赵福军）
6 月 12 日(周五)：8:00-14:00 V-E 手术示教或精曲显微手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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