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会议日程
8月30日

下午

10:00-21:00 大会注册 会议中心楼一楼大厅

18:00-20:30 自助晚餐 会议中心楼一楼金海湾餐厅

8月31日

上午 会议中心楼一楼紫金厅

08:00-08:20 开幕式

主持：许林  薛涛  陈静瑜  史宏灿

08:20-08:40 Scott J. Swanson
The Role of Segmentectomy in Early Stage Lung 
Cancer

美国Brigham and Women’s 
Hospital

08:40-09:00 高树庚 部分肺叶切除术式的选择 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医院

09:00-09:20 姜格宁 早期肺癌术后冰冻病理升级的处理策略 同济大学附属上海市肺科医院

09:20-09:40 Keiju Aokage
Evidence-based Segmentectmy for Lung cancer; 
current status in Japan

日本National Cancer Center 
Hospital East

09:40-10:00 会议讨论

主持：马海涛 杨如松 汪栋 史加海

10:20-10:40 王群 胸腔镜下S9、S10切除术 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

10:40-11:00 Hiroyuki Oizumi Recent developments in Thoracoscopic Lung 
Segmentectomy

日本Yamagata University

11:00-11:20 陈椿 三维重建术前规划单孔特殊解剖变异肺段精准切除 福建医科大学附属协和医院

11:20-11:40 曾尧麟 单孔胸腔镜复杂性肺段切除之手术技巧：成大医院经 台湾成功大学附属医院
11:40-12:00 会议讨论

12:00-13:20 盒饭

下午 会议中心楼一楼紫金厅

主持：李德闽  束余声  张晓膺  徐克平

13:20-13:40 陈亮 肺段切除术治疗早期肺癌的技术流程和质量控制 南京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13:40-14:00 梅建东 亚肺叶切除思考 四川大学华西医院
14:00-14:20 朱全 精准肺段及肺亚段切除术前规划与术中导航 南京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14:20-14:40 吴卫兵 下肺基底段分段切除术技术要点 南京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14:40-15:00 陈海泉 磨玻璃型肺癌是特殊的临床亚型 复旦大学附属肿瘤医院
15:00-15:20 会议讨论

主持：曾尧麟  蒋峰  朱全

手术视频专场

15:20-15:35 Hiroyuki Oizumi VATS subsegmentectomy 日本Yamagata University

15:35-15:50 曾尧麟 Left upper lobe complicated segmentectomy 台湾成功大学医学院附属医院

15:50-16:05 邱斌 解剖性部分肺叶LS8a+9a切除术 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医院

16:05-16:20 梅建东 经下肺韧带的基底段切除 四川大学华西医院

16:20-16:35 张毅 单操作孔胸腔镜RS3+S1b切除术 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

16:35-16:50 郑斌 单孔胸腔镜下RS1+RS3a切除 福建医科大学附属协和医院

16:50-17:05 朱全 右上肺S3a+S1bii切除 南京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17:05-17:20 吴卫兵 右下肺S6+10联合肺段切除术（荧光染色界定段间平
面）

南京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17:20-17:40 会议讨论

17:40-20:00 自助晚餐 会议中心楼一楼金海湾餐厅

9月1日

上午

2019年江苏省医学会胸外科分会年会 会议中心楼一楼紫金CD厅



08:00-08:15 开幕式 主持：陈亮

主持：许林  薛涛  陈静瑜  史宏灿

08:15-08:23 汪栋 新辅助免疫治疗典型病例分析与思考 解放军八一医院

08:23-08:31 吴卫兵 亚段为单位的锥式肺段切除术治疗肺中野GGN的可行
性研究

南京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08:31-08:39 张治 单孔胸腔镜下袖状切除术手术体会 江苏省肿瘤医院

08:39-08:47 毛文君 One thousand and fifty-three lung 
transplantation report between 2015 and 2018, 

无锡人民医院

08:47-08:55 孙云刚 荧光法在单孔胸腔镜解剖性肺段切除术中处理段间交
界面的应用分析

南京市胸科医院

08:55-09:03 李畅 单孔胸腔镜肺癌根治术治疗非小细胞肺癌的临床效果
分析

苏州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09:03-09:11 武强 肺段切除在早期浸润性肺腺癌中的应用评价 苏北人民医院

09:11-09:16 点评

主持：马海涛 杨如松 汪栋 史加海

09:16-09:24 张勇 单孔胸腔镜解剖性肺段切除术的临床应用 江南大学附属医院

09:24-09:32 史敏科 非小细胞肺癌淋巴结转移危险因素分析及数学模型建
立

南京鼓楼医院

09:32-09:40 马志飞 非小细胞肺癌肺叶切除术后持续干性咳嗽的相关临床
因素分析

南京市第一医院

09:40-09:48 许洪磊 多种修补材料的应用对减少肺段切除术后肺漏气效果
的对照研究

南京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09:48-09:56 张楼乾 Subxiphoid versus lateral intercostal approaches 
thoracoscopic thymectomy for non-myasthenic 

江苏省肿瘤医院

09:56-10:04 刘征呈 Uniportal Video-Assisted Thoracoscopic 
Tracheal Resection

南京市胸科医院

10:04-10:12 范啸 病理亚型对IA期肺腺癌患者预后的影响 常州市第一人民医院

10:12-10:20 会议讨论

主持：李德闽  束余声  张晓膺  徐克平

10:40-10:48 赵建强
腔镜食管癌术后免胃管及免禁食不会增加术后吻合口
瘘及肺部感染发生率

淮安市第一人民医院

10:48-10:56 靖胜杰
全腔镜与开放Ivor-Lewis术治疗中下段食管癌围术期
临床结果比较

东南大学附属中大医院

10:56-11:04 任正兵 食管癌胸腔镜Ivor-Lewis手术20例报告
江南大学附属镇江市第一人民
医院

11:04-11:12 钟斌
经剑突下与经侧胸入路胸腔镜手术在胸腺瘤切除中的
应用比较

常州市第二人民医院

11:12-11:20 刘小龙
Reverse-Puncture Anastomotic Technique for 
Minimally Robotic Intrathoracic Esophagectomy

东部战区总医院

11:20-11:28 张蕾
胸腔镜和纵隔镜食管癌切除术治疗T1-2N0M0期食管
癌的 临床对照研究

常州市市第一人民医院

11:28-11:36 赵晨 早期食管癌淋巴结转移风险的相关因素分析 徐州市中心医院

11:36-11:41 点评

主持：  蒋峰  朱全

11:41-11:49 陈磊 McKeown术中同期重建胃网膜右血管并制作管胃的
关键外科策略探讨

苏州大学附属第二医院

11:49-11:57 吴云江 Thoracoscopic segmentectomy assisted by 
three-dimensional (3D) computed tomography 

扬州大学医学院附属医院

11:57-12:05 胡若愚 Hook-wire定位针对肺小结节术前定位的应用评价及
临床应用要领分析

东南大学附属中大医院

12:05-12:13 冯宇 FAM196B下调ER-α表达促进NSCLC细胞EMT和侵袭
迁移的作用及机制研究

苏州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12:13-12:21 许张炎 ILF3在肺腺癌患者中的预后价值研究 南通大学附属医院

12:21-12:29 谢天 血循环外泌体中HAX1基因通过PTEN/PI3K/AKT通路
参与LUAD患者疾病的发生发展

南通市第一人民医院



12:29-12:45 会议总结

12:45 结束

分会场--中国胸外科三维重建与人工智能联盟成立大会暨第一届学术会议 会议中心楼一楼紫金AB厅

中国胸外科三维
重建及人工智能
联盟 成立仪式

主持：朱全

08:30-08:50

宣读联盟宗旨、章程、第一届执行委员会成员名单 朱   全 （江苏省人民医院）

成立仪式 执委会主席、副主席

名誉主席讲话 陈   亮 （江苏省人民医院）

主持：范军强 朱全

08:50-09:05 肺部CTBA相关的CT扫描 唐立钧 （江苏省人民医院）

09:05-09:20 肺三维重建的算法研究及DeepInsight 软件的特点 覃文军 （东北大学）

09:20-09:35 DeepInsight 软件的临床应用 徐心峰 （江苏省人民医院）

09:35-09:50 早期肺癌三维重建的现状与展望 邱   斌 （医科院肿瘤医院）

09:50-10:05 Mimics软件的流程优化 黄   刚 （河北医大三院）

10:05-10:20 Mimics 中肺部结构的精准重建 毛   宁 （重医附属永川医院）

10:20-10:30 会议讨论

10:30-10:50 茶歇

主持：崔飞  邱斌

10:50-11:05 Synapse 软体三维影像重组在肺段切除之应用 曾尧麟（台湾成功大学附属医院）

11:05-11:20 肺三维重建中山经验 袁云锋 （复旦大学中山医院）  

11:20-11:35 IQQA软件三维重建福建协和经验 郑   斌（福建医科大学协和医院）

11:35-11:50 薄层CT平扫肺段结构辨认 王仁峰 （石家庄市一院 ）  

11:50-12:05 精准肺段切除手术术前规划与术中导航 朱   全 （江苏省人民医院）   

12:05-12:20 人工智能在肺癌筛查中的初步应用-影像平台的建立 俞同福（江苏省人民医院）

12:20-12:30 会议讨论

12:30 结 束

分会场--护理分会场 会议中心楼一楼会见厅

08:30-08:40 开幕式
主持：袁慧 南京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顾则娟主任致辞 南京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主持：袁慧 

08:40-09:20 立足临床，推动二级护理学科建设 顾则娟（南京医科大学第一附
属医院）09:20-10:00 胸外科VTE预防管理—华西经验 杨梅（四川大学华西医院）

10:00-10:40 加速康复理念下的胸外科临床实践 丁君蓉（同济大学附属上海市
肺科医院）10:40-10:50      茶歇

主持：李方

10:50-11:30 肺癌围手术期肺康复理论与实践 茅矛（南京医科大学第一附属
医院）11:30-11:45 基于专科护理质量指标建设的胸外科围手术期护理质量管理 袁慧（南京医科大学第一附属
医院）11:45-12:00 加温湿化氧疗在肺部术后患者气道管理中的应用 李方（南京医科大学第一附属
医院）12:00-12:15 预警模型在肺手术患者围术期饮食决策中的应用 曹娟（南京医科大学第一附属
医院）12:15-12:30 会议讨论

12:30 结 束

11:30-14:00 自助午餐 会议中心楼一楼金海湾餐厅

14:00 会议结束，撤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