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会议日程

11 月 29 日（星期五）【18:00-21:00】会场：二层 203 会议室

18:00-19:20 中国医师协会创伤外科医师分会创伤后特殊感染与咬蛰伤专业委员会第一次全体委员会议

19:30-20:30 中国医师协会创伤外科医师分会全体委员会议

20:30-21:00 中国医师协会创伤外科医师分会常务委员会议

全体会议

11 月 30 日（星期六）【08:00-17:10】会场：一层铂瑞厅 A

08:00-09:00 开幕式

09:00-12:00 全体会议

12:00-13:30 午餐

13:30-17:10 全体会议

专委会工作会议 & 专委会分会场 

12 月 1 日（星期日）【08:00-12:00】

创伤感染
专委会分会场

多发伤和交通伤
专委会分会场

创伤重症
专委会分会场

创伤康复
专委会分会场

老年与创面修复
专委会分会场

灾难与创伤急救、
青年委员会分会场

创伤后特殊感染与咬蛰伤
专委会分会场

【3 层 307 会议室】 【3 层 308 会议室】 【2 层 201 会议室】 【2 层 203 会议室】 【2 层 205A 会议室】 【2 层 205B 会议室】 【2 层 205C 会议室】

08:00-08:10

创伤感染

多发伤和交通伤

创伤重症

创伤康复

老年创伤与创面修复专委会
全体委员会议

灾难与创伤急救专委会
全体委员会议 创伤后特殊感染与咬蛰伤

专委会成立大会08:10-08:30

灾难与创伤急救

08:30-09:00

老年与创面修复

09:00-09:40

创伤后特殊感染与咬蛰伤
09:40-10:10 卫星会【武田】

10:10-10:15

创伤重症

10:15-10:20
卫星会【北京泰德】 卫星会【维斯第】

10:20-10:45
卫星会【成都欧林】

灾难与创伤急救10:45-11:00

创伤感染11:00-12:00 创伤后特殊感染与咬蛰伤

12:00-12:30

时间

时间

时间

会场

会场

会场 1 2 3 4 5 6 7



主会场 : 全体会议

2019 年 11 月 30 日【13:30-17:10】，一层铂瑞 A 厅

王正国创伤医学发展基金会青年论坛

主持人： 曹   钰（四川大学华西医院）、欧阳军（新疆石河子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13:30-13:38 急诊输注未配血 O 型血患者临床分析 仇威富 香港大学深圳医院

13:38-13:46
合并严重软组织损伤的开放性骨盆骨折的处置策
略

李   阳
陆军特色医学中心 ( 大坪
医院 )

13:46-13:54 髂骨瘀斑征在多发伤合并肠破裂中的诊断价值 李永刚 山东大学齐鲁医院

13:54-14:02 胫骨骨搬运常见并发症原因分析及处理 林庆荣 南方医科大学南方医院

14:02-14:10 复杂胫骨平台骨折整体修复的初步探讨 陈   明 南昌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14:10-14:18 改善愈合微环境是中西医创面治疗的共通思路 姜玉峰 战略支援部队特色医学中心

14:18-14:26
微孔化脱细胞烧伤变性真皮的基础研究与临床应
用效果

张友来 南昌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14:26-14:34 Image-guide 技术在神经功能重建中的应用 李一明 海军军医大学附属长征医院

14:34-14:42
T 淋巴细胞焦亡在创伤脓毒症中的作用及机制研
究

王于昌 华中科技大学附属同济医院

14:42-14:50
狂犬病暴露后伴发破伤风风险评估及典型病例救
治

李   明 北京大学人民医院

王正国创伤医学发展基金会青年论坛优秀论文颁奖

主持人： 都定元（重庆市急救医疗中心）

14:50-15:00 优秀论文颁奖



主会场 : 全体会议

创伤中心建设论坛

主持人： 王天兵 ( 北京大学人民医院 )、李占飞 ( 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同济医院 )
 桑锡光 ( 山东大学齐鲁医院 )、陈海鸣 ( 南昌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胡培阳（台州医院）

省级创伤中心建设

15:00-15:08 综合性医院创伤救治能力建设的思考与实践 张   茂 浙江大学附属第二医院

15:08-15:16 以急诊外科为依托的创伤中心建设思考 党星波 陕西省人民医院

15:16-15:24 九江市第一人民医院 1 级创伤急救中心创建纪实 熊功友 九江市第一人民医院

15:24-15:44 讨论

区域性创伤体系建设

15:44-15:52 江苏省创伤中心建设经验分享 徐   峰 苏州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15:52-16:00 丽水市区域创伤救治体系建设 楼天正 丽水市人民医院

16:00-16:20 讨论

市县级创伤中心建设

16:20-16:28 建设特色创伤中心 梁旭光 贵阳市第四人民医院

16:28-16:36 实体化创伤中心建设提升创伤救治能力 肖仁举 兴义市人民医院

16:36-16:44 江西省南昌县创伤中心建设心得 龚小兵 南昌县医院

16:44-16:52
来自阿克苏的报道 -- 新疆兵团第一师区域创伤
中心建设纪实

张裕方 新疆第一师医院

16:52-17:10 讨论



分会场一 : 创伤感染专委会分会场

2019 年 12 月 1 日【08:00-12:15】，三层 307 会议室

第一节

主持人：余   斌（南方医科大学南方医院）、谢增如（新疆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李   忠（西安红会医院）

08:00-08:15 膝关节周围骨折的治疗 廖   琦 南昌大学第三附属医院

08:15-08:30 骨盆外固定技术 李开南 成都大学附属医院

08:30-08:45 骨感染、骨缺损的显微外科治疗 倪江东 中南大学附属湘雅二院

08:45-09:00 KMnO4 联合自制 VSD 治疗骨与软组织感染 林凤飞 厦门大学附属福州第二医院

09:00-09:15 骨科手术部位感染 吴克俭
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第四
医学中心

 第二节

主持人：石展英（柳州工人医院）、刘曦明（中国人民解放军中部战区总医院）
        冯   卫（内蒙古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

09:15-09:30 骨搬运技术在感染性骨不连的应用 刘国辉 
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
附属协和医院

09:30-09:45 急性骨筋膜室综合症早期诊断与处理原则 苏   伟 广西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09:45-10:00 纤微外科的春天——迷一样的横搬 朱跃良 成都军区昆明总医院

10:00-10:15 四肢骨感染骨缺损的治疗策略和方法 舒衡生 天津医院

10:15-10:30 骨折内固定术后感染的病理生理及处理策略 覃承诃 南方医科大学南方医院

卫星会

主持：余   斌（南方医科大学南方医院）

10:30-11:00 TBD TBD TBD

 第三节

主持人： 谭文甫（南华大学第二附属医院）、陈顺有（福州市第二医院）、胡岩君（南方医科大学南方医院）

11:00-11:15 骨搬移技术治疗感染性骨缺损的优势 张   群 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

11:15-11:30 股骨近端合并股骨干骨折治疗要点 袁   志 第四军医大学西京医院

11:30-11:45 治疗骨感染，抗生素是必须的吗？ 康庆林 
上海交通大学附属第六人民
医院

11:45-12:00 内固定术后感染的相关因素分析 刘   雷 四川大学华西医院

12:00-12:15 讨论及总结



分会场二 : 多发伤和交通伤专委会分会场

2019 年 12 月 1 日【08:00-12:00】，三层 308 会议室

第一节

主持人：王爱国（河南省郑州市骨科医院）、王继东（山东省济南市齐鲁石化医院集团中心医院）
      王正安（浙江省嘉兴市第一医院）、王树相（淄博市中心医院）

08:00-08:15 信息化支撑下的中国创伤救治体系建设 王天兵 北京大学人民医院

08:15-08:30 航空医学救援经验分享 张进军 北京急救中心

08:30-08:45 多模态检测技术在颅脑外伤治疗中的作用 王海峰 吉林大学第一医院

08:45-09:00 创伤数据库 4.0 与创伤中心建设 周继红
重庆市中国人民解放军交通
医学研究所

09:00-09:15
湖南省多发重症创伤救治临床医疗技术示范基地
创建体会

李   峰 湖南医药学院第一附属医院

09:15-09:30 河南创伤救治体系建设经验分享 刘寒松 郑州市中心医院新区院区

09:30-09:45 以骨折重建为目标导向引导多发伤救治 桑锡光 山东大学齐鲁医院

09:45-10:00 骨盆髋臼骨折合并同侧股骨颈骨折的治疗 易成腊
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
属同济医院

第二节

主持人：  吕夫新 ( 青岛山东大学齐鲁医院青岛院区 )、吴立生 ( 山东省临沂市人民医院 )
  田宝方 ( 济宁市第一人民医院 )、 林焱斌 ( 福州市第二医院 )

10:00-10:15 骨盆骨折急救流程技术与流程 郭庆山 陆军军医大学大坪医院

10:15-10:30 多发伤救治的骨科复苏 李   军 陕西省人民医院

10:30-10:45
以多发伤救治为起点，引领创伤学科发展的海南
经验

彭   磊 海南医学院附属医院

10:45-11:00 创伤后的凝血管理 唐柚青
中国人民解放军东部战区
总医院

11:00-11:15 严重创伤损伤控制的体液复苏 邵   标 云南昆明市第一人民医院

11:15-11:30 多学科协作 MDT 在严重创伤救治的作用 朱凤雪 北京大学人民医院

11:30-11:45 创伤一体化模式下的胸部损伤救治 郭贯成 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11:45-12:00 四肢大血管损伤的现代治疗 马   林 山西晋煤集团总医院



分会场三 : 创伤重症专委会分会场

2019 年 12 月 1 日【08:00-12:00】，二层 201 会议室

第一节

主持人：曾元临（南昌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李宗瑜（哈尔滨市第五医院）

08:00-08:20 创伤性凝血病研究热点 宋景春 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九四医院

08:20-08:40 TOTAL TRAUMA CARE 中国之路 陈尔真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
瑞金医院

08:40-09:00 创伤修复之路如“此”才完美 陆树良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
瑞金医院

09:00-09:20 突发创伤急救的管理视角 林炜栋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
瑞金医院

09:20-09:40 老年烧伤手术前准备 李宗瑜 哈尔滨市第五医院

武田卫星会

主持人：陈海鸣（南昌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09:40-10:10 创伤重症中血流动力学监测的运用 党星波 陕西省人民医院

第二节

主持人：徐庆连（安徽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张   勤（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瑞金医院）

10:10-10:30 快速循环评估的主要措施 皋   源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
仁济医院

10:30-10:50 创伤延迟愈合的微循环诊断 张庆富 河北医科大学第一医院

10:50-11:10 重症烧伤患者镇静镇痛治疗 张红艳 南昌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11:10-11:30 复杂性腹腔感染——感染源清除时机 朱   峰 海军军医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11:30-11:50 循环复苏：大循环还是微循环 瞿洪平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
瑞金医院

11:50-12:00 讨论



分会场四 : 创伤康复专委会分会场

2019 年 12 月 1 日【08:00-12:00】，二层 203 会议室

第一节

主持人：侯立军 ( 第二军医大学附属长征医院 )、王   艳 ( 黑龙江中医药大学附属第二医院康复中心 )

08:00-08:20 颅底创伤的手术治疗与功能重建  侯立军 第二军医大学附属长征医院

08:20-08:40 汗腺再生和皮肤的功能性修复 孙晓艳
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基础
医学所

08:40-09:00 MDT 在严重创伤救治中的作用 韩   娜 北京大学人民医院

主持人：侯志勇 ( 河北医科大学第三医院 )、刘雅丽 ( 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同济医院 )

09:00-09:20 Image-guide 技术在神经功能重建中的应用 李一明 海军军医大学附属长征医院

09:20-09:40 DC 术后硬膜下积液的策略管理 黄齐兵 山东大学齐鲁医院

09:40-10:00 颅脑创伤意识障碍的诊治 杨朝华 四川大学华西医院

10:00-10:20 休息

第二节

主持人： 宋   波 ( 江西省景德镇市第二人民医院 )、张永发 ( 云南省第一人民医院）

10:20-10:30 重症创伤后的康复策略 陈   真 同济大学附属康复中心

10:30-10:40
组织工程与干细胞技术在神经损伤修复中的 
应用

胡   荣 陆军军医大学西南医院

10:40-10:50 颅骨修补并发症分析及对预后的影响  陈世文 上海市第六人民医院

10:50-11:00 腹部创伤腹腔开放治疗法—从开腹到关腹 黄   骞 东部战区总医院

11:00-11:10
脑神经损伤康复国际前沿与智能化康复体系 
构建

任晓琳 桓台县人民医院

主持人： 王博禹（上海中冶医院）、李   扬（中国人民解放军第 422 医院）

11:10-11:20 腰椎间盘突出症康复诊治新策略 高月明 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

11:20-11:30 乳腺癌术后评估与康复策略 曹   湾 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医院

11:30-11:40
在复杂肘关节骨折治疗中铰链式外固定支架 
的应用

张世谦
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第一
医院

11:40-11:50 骨搬运常见并发症及其原因分析 林庆荣 南方医科大学南方医院

11:50-12:00 创伤性颈内动脉海绵窦瘘的临床诊治 林   超 江苏省人民医院



分会场五 : 老年与创面修复专委会分会场

2019 年 12 月 1 日【08:00-12:00】，二层 205A 会议室

专委会全体委员会议

主持人：TBD

08:00-08:30 中国医师协会创伤外科医师分会老年与创面修复专委会工作会议

 第一节

主持人：曾元临（南昌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李宗瑜（哈尔滨市第五医院）、曹烨民 ( 上海市中西医结合医院 )

08:30-08:50 中国创面修复科建设进展 陆树良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
瑞金医院

08:50-09:10 创面诊疗中心 15 年历程 韩春茂
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二
医院

09:10-09:30 PRP 在创面治疗专家共识 ( 指南）的解读 程   飚 南部战区总医院

09:30-09:50 创面辅助治疗技术 谢   挺
上海交通大学医院附属
第九人民医院

09:50-10:10
微孔化脱细胞烧伤变性真皮的基础研究与临床应
用效果

张友来 南昌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10:10-10:20 茶歇

 第二节

主持人：韩春茂（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二医院）、谢   挺（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九人民医院 ) 
    高良辉（海南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

10:20-10:40 创伤输血国内外新进展 乐爱平 南昌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10:40-11:00 烧伤创面真菌侵袭性感染的治疗 李宗瑜 哈尔滨市第五医院

11:00-11:15 复杂胫骨平台骨折的整体修复 陈   明 南昌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11:15-11:30 改善愈合微环境是中西医创面治疗的共通思路 姜玉峰 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

11:30-11:45 糖尿病足坏疽不同分型的临床评价研究 曹烨民 上海市中西医结合医院

11:45-12:00 强直性脊柱炎合并颈椎骨折的手术治疗 钟招明 南方医科大学南方医院



分会场六 灾难与创伤急救、青年委员会分会场

2019 年 12 月 1 日【08:00-12:00】，二层 205B 会议室

灾难与创伤急救专委会全体委员会议

主持人：白祥军（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同济医院）

08:00-08:10 中国医师协会创伤外科医师分会灾难与创伤急救专委会工作会议

08:10-08:20 世界第七次军人运动会医疗卫生保障 白祥军
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
附属同济医院

第一节

主持人：邓   进（贵阳医学院附属医院）、谭   浩（陆军特色医学中心 / 大坪医院）
许永安（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二医院）

08:20-08:35 严重创伤救治：院前急救如何提速 都定元 重庆市急救医疗中心

08:35-08:50 严重创伤与腹腔高压综合征 赵   刚
山东省第一医科大学附属
中心医院

08:50-09:05 多发伤院间转运策略 姚元章 四川广安华泰国际医院

09:05-09:20 血液制品在严重创伤中的使用 刘   东
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
附属同济医院

09:20-09:30 讨论

第二节

主持人：杜工亮（陕西省人民医院）、喻安永（遵义医学院附属医院）、冯   珂（宁夏医科大学总医院）

09:30-09:45 创伤重症（TICU）之镇静镇痛 解翠红
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
附属同济医院

09:45-10:00 骨盆骨折大出血早期综合性止血技术 胡   平 重庆市急救医疗中心

10:00-10:15 浅谈灾难事件创伤院前急救 徐进宇 无锡市人民医院

10:15-10:30 胰十二指肠创伤诊治附病例报道 潘春球 南方医科大学南方医院

10:30-10:40 讨论

维斯第卫星会

10:40-10:50 VSD 技术概述及材料发展
武汉维斯第医用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

第三节

主持人：朱长举（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闵定宏（江西南昌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高    伟（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同济医院）

10:50-11:05 重症创伤早期容量复苏争议与思考 涂建锋 浙江省人民医院

11:05-11:20 灾难医学救援新模式探索 - 全国首创医疗列车 梁隆斌 成都大学附属医院

11:20-11:35 创伤性心搏骤停的救治策略 李湘民 中南大学附属湘雅医院

11:35-11:50 逆风救援，急诊先行 施培瑶 深圳市盐田区人民医院

11:50-12:00 讨论及总结 都定元 重庆市急救医疗中心



分会场七：创伤后特殊感染与咬蛰伤专业委员会分会场

2019 年 12 月 1 日【08:00-12:00】，二层 205C 会议室

中国医师协会创伤外科医师分会创伤后特殊感染与咬蛰伤专业委员会成立大会

主持人：王天兵（北京大学人民医院）

08:00-08:30 致辞

王传林 北京大学人民医院

张连阳
重庆第三军医大学大坪医院
野战外科研究所

姜保国 北京大学人民医院

08:30-08:40 颁发组长、副组长、委员证书

08:40-08:50 合影

08:50-09:00 茶歇

第一节

主持人：邵祝军（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陈庆军（北京和平里医院）

09:00-09:20 我国动物伤害救治核心问题探讨 王传林 北京大学人民医院

09:20-09:40 国内外狂犬病立场文件及指南解读 殷文武 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09:40-10:00 基于流程化思维的急诊外科临床决策同质化探讨 李建国 河北省人民医院

10:00-10:20
深圳特区外伤后破伤风与动物致伤防治现状及应
对策略

范   昭 北京大学深圳医院

卫星会 

主持人：王传林（北京大学人民医院）

10:20-11:00 《外伤后破伤风预防诊疗规范》解读 刘   斯 北京大学第一医院

第二节

主持人：殷文武（中国疾控中心）、马   宵（中国食品药品检定研究院）

11:00-11:15 重症破伤风的诊断与治疗 张齐龙 江西省第三人民医院

11:15-11:30 中国动物伤害规范化防治体系 李   明 北京大学人民医院

11:30-11:45 毒蛇咬伤的规范化救治及专科建设 兰   频 丽水市中心医院

11:45-12:00 创伤弧菌救治专家共识 洪广亮
温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
医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