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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妇科肿瘤患者提高生存和生活质量提供最佳服务

江省医学重点学科、省医学重

—附属妇产科医院对妇科肿瘤的诊治进入世界先进水平
——
目前收治女性生殖器官包括外阴、
阴道、宫颈、子宫体、卵巢以及输卵管等
的良、恶性肿瘤以及妊娠滋养细胞疾病
患者。采用分层、
个体化治疗形成了以手
术、化疗为主，结合生物治疗、内分泌治
疗的肿瘤综合治疗体系。该科年均收治
宫颈癌 400 例左右、子宫内膜癌 130 余
例、卵巢恶性肿瘤 100 余例、妊娠滋养细
胞疾病 100 余例、CIN （子宫颈上皮不典
型增生）1500 余例。
妇科肿瘤科团队
妊娠滋养细胞肿瘤的治愈率和治疗
附属妇产科医院妇科肿瘤科创建于 1972
后妊娠率达国际先进水平。近年来又在国内首
年，是原浙江省卫生厅第一批重点学科、省卫
先提出 MTX 单药治疗低危病例，与传统治疗
计委医学重点支撑学科，
以及国家临床重点专
方法相比，
不仅减短时间，而且减轻副反应，经
科妇科的重要组成部分。该科是卫生部《妊娠
济费用大大降低。该科牵头撰写了目前国内长
滋养细胞疾病诊治指南》的起草单位、卫生部
学制、五年制、专升本等一系列教科书及国内
规划教材主编单位，对妇科肿瘤的诊治水平已
许多大型参考书的滋养细胞肿瘤篇章节。在卵
达国内领先地位，部分达国际水平，并创出了
巢癌诊治方面形成自己独特的流程，在国内较
自己的特色，
其中妇科恶性肿瘤保留生育功能
早开展了卵巢癌大剂量化疗、二次探查术、新
的治疗在国内领先。
辅助化疗、间隔手术等技术，使患者的生存率

附属妇产科医院产科是
卫生部国家临床重点专科、浙
点支撑学科，同时是浙江省围

达到国内领先水平。在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等多
项课题的资助下，该科开展了系列临床以及基
础研究，其中对上皮性卵巢癌腹腔局部免疫功
能缺陷，
以及缺陷发生的机制，
逆转缺陷可能的
途径等进行了深入研究，为了解上皮性卵巢癌
的分子生物学行为，局部免疫治疗奠定了理论
和实验依据，
研究成果
“卵巢癌进展机制及其阻
遏策略的研究与应用”项目获 2010 年中华医学
科技一等奖、
2011 年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该
科还开展了宫颈癌筛查、早期宫颈癌保留生育
功能的手术治疗、局部晚期宫颈癌的新辅助化
疗等技术。2000 年成功实施了中国大陆第一例
宫颈癌患者的宫颈根治术，为年轻的宫颈癌患
者保留了生育功能。迄今已有多例年轻早期宫
颈癌患者经宫颈根治术后，成功妊娠并分娩了
健康婴儿。目前，有关子宫内膜癌的基础与临
床研究也在进行中，主要集中在子宫内膜癌发
生的分子生物学机制等，临床方面正在开展年
轻子宫内膜癌患者保留生育功能的治疗，有关
研究获 2010 年浙江省科学技术二等奖。

产保健协作组组长单位、浙江
省产前诊断中心、浙江省胎儿
医学中心、浙江省产科诊疗质
量控制中心、浙江省产前诊断
质控中心所在单位、中国妇幼
保健协会助产士分会的主委
单位。该科担负并出色完成了
全省和周边地区重危疑难病
例的临床处置和会诊，同时又
将成熟的新技术、新知识、新
方法向基层医院辐射，是浙江
省产科管理、临床、教育、科研
的龙头单位，年分娩量接近
20000 人次，其中疑难危急重
症比例大于 40%，并经常协助
外院疑难重危病人的会诊、抢
救，对浙江省孕产妇死亡率持
续处于全国低水平的良好成
绩起到了重要作用。今年，该
院被授予“全国优秀爱婴医
院”
、
“ 全国母婴友好医院”称

孕育生命 绽放未来

号。
该科发展 一直 与国 际接

—附属妇产科医院生殖医学中心为不孕家庭保驾护航
——
附属妇产科医院生殖医学中心成立于上
世纪 80 年代，经过几代人的不懈努力，已具备
雄厚的临床综合实力，
领衔浙江省妇产科生殖
医学的临床、科研和教学工作。1997 年成为浙
江省生殖医学中心，2001 年为国家卫生部首
批准入的可以开展全部人类辅助生殖技术项
目的单位，2007 年成为卫生部 11 家辅助生殖
技术培训单位之一，2010 年成为浙江省医学
重点学科群，同年成为卫生部临床重点专科，
获批生殖遗传教育部重点实验室，
2012 年获
批浙江省生殖医学创新团队的牵头单位，2013
年成为浙江省人类辅助生殖质控中心挂靠单
位、
浙江省卫计委医学重点生殖内分泌支撑学
科。该中心获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 2 项。最近，
徐键主任医师主持完成的“辅助生殖关键技术
体系创新、优化及推广和应用”项目获国家妇
幼健康科技奖科技成果一等奖。
该中心年均接诊生殖内分泌疾病和不孕
不育患者近 20 万人次，完成 ART（人类辅助
生殖技术）周期近 1 万个，其中植入前遗传学
诊断（PGD）100 余人次。重点关注女性生殖健
康相关的内分泌疑难疾病，如卵巢早衰、多囊
卵巢综合征、子宫内膜异位症、自然流产等的

治疗，并大量开展相关的科学研究，深入
探索女性生殖障碍相关的病理生理基础
及分子生物学机制，为防治生殖内分泌疾
病、
维护女性正常生育力提供科学依据。
鉴于辅助生殖治疗过程中多胚胎的
移植使复合妊娠的发生率增加（宫内外同
时妊娠）的情况，该中心在国内开创性地
对复合妊娠患者采用 B 超引导下宫外妊
娠减胎术，将治疗的创伤减少到最小，在
对宫外孕进行治疗的同时，最大程度地减
小了宫内妊娠流产的风险性。该项技术自
开展至今成功实施 15 例。同时，
中心还可开展
孕周超过 12 周的胚胎减灭术。由于此时已经
不适用常规的经阴道 B 超引导下胚胎减灭术，
该中心对这类病人采用 B 超引导下腹部减胎
术，
该项技术自开展至今成功实施 51 例。
无精子症患者约占男性不育患者 10%。中
心开展睾丸及附睾穿刺取精术、显微睾丸切开
取精、显微附睾穿刺取精术等取精手术。显微
附睾 - 输精管吻合术、经尿道射精管囊肿切
开术及显微精索静脉结扎术等治疗手术，均在
省内最早开展，
并处于省内领先水平。尤其是
显微附睾 - 输精管吻合术，年手术量近百例，

轨，设立明确的亚专科方向，
分别为母体医学、胎儿医学、
普通产科。至今为止，在早发
型子痫前期、妊娠期肝内胆
汁淤积症、妊娠期糖尿病、胎
盘源性疾病等转归及病理生
理基础研究等方面积累了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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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经验，擅长早发型子痫前
期的诊治管理与再发的预防、凶险性前置胎盘
的处理与抢救、胎儿先天异常与遗传性疾病的
生殖内分泌科团队
成功率近 70%，位于国内前列。
该中心 2001 年 成为 卫生 部首个 准入 临
床实施 PGD 的生殖中心，2007 年成为卫生部
指定的首批辅助生育技术和 PGD 培训基地。
目前，每年开展 PGD 周期 100 个以上，在平
均移植胚胎数为 1.5 个的情况下，妊娠率达到
35%左右。2012 年，中心开展基于比较基因组
杂交芯片技术的植入前胚胎遗传学诊断,妊娠
率提高至 42%。2015 年，该中心成为全国首
批、浙江省内唯一一家可以开展高通量胚胎
植入前遗传学诊断 / 筛查（PGD/PGS）的生殖
中心。

诊治 等，开展了疤痕 子宫经 阴道 分娩 、胎 儿镜
手术 等新 兴项 目。 在国家 再生 育政 策开放 以
来，该科在全国率先开设再生育咨询门诊，年
接诊人数已达 5000 例以上，切实为再生育人
群风险预防与妊娠规划提供服务。同时，该科
重 视 规 范 医 疗 服 务 ，2009 年 为 卫 生 部 起 草 了
《择期剖宫产分娩》、
《胎膜早破经阴道分娩》、
《单 胎头 位 足 月 阴 道分 娩》、
《子 痫 前 期》、
《过
期妊 娠》、
《近足月 完全性前置胎盘》等产 科临
床路径，并在全国范围推广应用。2010 年卫生
部为贯彻落实国家医药卫生体制改革，提高医
疗质量和保证医疗安全，又选定该科为卫生部
草拟其他 12 个疾病临床路径，分别为《足月引
产》、
《营养性胎儿宫内生长受限》、
《胎盘因素
的产 后出血》、
《宫 缩因素的产后出血》 等，这

用心呵护女人的青春和美丽
—附属妇产科医院妇科对妇科常见病诊治处于国内领先水平
——
治均达国内先进水平，部分领域达国际先
进水平。该科广泛应用腹腔镜、宫腔镜等
妇科内窥镜诊治各类妇科疾病，妇科内镜
手术达国内先进水平。
该科在盆腔子宫内膜异位症的基础
和临床研究方面已卓有成效。首次提出子
宫内膜异位症发病机制新学说，首次将纳
米技术用于治疗子宫内膜异位症，对子宫
普通妇科创新团队 内膜异位症患者采用个体化手术方案，术
后根据患者的具体情况，分别制定系统及
附属妇产科医院妇科是浙江省卫计委医
长期的治疗方案，提高保守手术后患者的妊娠
学创新学科、国家临床重点专科，已成为国家
率，减少术后复发率。该科采用目前国际上最
妇科领域技术创新体系的主要阵地之一。该科
先进的抗内异药物进行治疗，有效地提高了患
以子宫内膜异位症机制研究及防治策略的研
者的生活质量。在对内异合并疼痛、内异合并
发、
女性生殖道功能整复相关技术的创建和应
不孕、内异症复发、重症内异症和子宫腺肌病
用、
妇科常见疾病功能保留诊治规范体系构建
患者保留生育功能的诊治以及减少抗内异药
及推广为主要研究方向，在盆腔子宫内膜异位
物的副作用方面有极其丰富的经验，从机制上
症、女性整形、泌尿妇科等妇科疾病方面的诊
探索子宫内膜异位症的复发、疼痛及生育的内

在联系问题。
作为浙江省妇科泌尿及盆底康复质量控
制中心和浙江省围绝经期保健质量控制中心
的所在单位，该科率先使用了由国际尿控协会
盆腔器官脱垂及盆底功能障碍分会制定的新
分度法（POP－Q 分度法），并采用国际推行的
对临床检查、诊断的标准化评估，对女性盆底
功能障碍性疾病进行规范化治疗。该科关注女
性性功能、生育功能防治不力问题以及先天性
或后天性女性生殖道功能问题，开创先进盆底
功能障碍性疾病整复技术，已在全省范围推广
压力性尿失禁规范化诊治适宜技术和产后盆
底功能评估及康复技术，以提高全省从事妇科
泌尿及盆底康复的基层医疗机构卫生技术人
员的专业技能和素质。该科还开展围绝经期妇
女健康宣教、健康管理以及激素治疗等工作，
为围绝经期妇女提供科学合理的个体化保健
及性激素治疗方案，在国内处于领先地位。

地址：浙江省杭州市余杭塘路 866 号浙江大学医学院 310058 电话：0571-88208025

PDF 文件使用 "pdfFactory Pro" 试用版本创建 www.fineprint.cn

E-mail:rensangsang@zju.edu.cn

也标志着该科在全国的学术地位和影响力。中
华医学会妇产科分会产科学组制定的《ICP 临
床诊治指南》 第一版和 2015 年第二版均由该
科主任贺晶负责起草，已成为中华系列杂志最
高引文之一。林俊教授主持完成的“出生缺陷
综合 防控体系创新、运 用与推 广”项 目获国 家
妇幼健康科技奖科技成果一等奖。此外，相继
依托 该科 成立 的浙 江省产 科诊 疗质 量控 制中
心、浙江省产前诊断（筛查）质控中心 ，更 标志
着产科发展迈入了新的阶段，
从单纯的临床诊疗
走向规范化质量控制与系统化管理。

产科团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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