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美千挙亦西部呼吸介入咲盟第一届学木

年会萱成者F市医師lJb会呼吸寺委会

第四届学木年会的通知

各医庁相夫単位 :

西部呼吸介入咲盟足在咲合我国西部地区川、流、貴、

漠、映、青、宇夏、新羅等多今省倫、多家呼吸介入中ノむ俎

咸的西部呼吸介入珍庁核ノむ困阪,旨 在規疱西部地区呼吸介

入治庁技木升展,学 マ国内国隊最新介入呼吸病学技木,提

高地区呼吸介入治庁妹合水平。力促辻咲盟単位在1臨 床技

末、科学研究、燃紋教育、基晨培う|1等 方面展升仝面、深入

的交流寺合作,か 張咲盟体系建没,提高整企画部地区呼吸

介入的服弁能力,成都市医奸協会定千 2019年 4月 12-14

日在成都挙力、“西部呼吸介入咲盟第一届学木年会盟成都市

医師協会呼吸寺委会第四届学末年会"。 本次会袂由咸都市

医炉称会主力、,咸都市医りT称会呼吸寺委会、四川西部医菊

技木橘移中ノい 、四り|1大 学牛西医院承力、。現杵有夫事項通

知女口下。



一、会波吋同

2019414月 12 日 10:00-17:00オ又至1'主 妍, 4月 12-14

日会袂。

二、会波地点

咸都錦江宴竹 (咸都市錦江区人民南路二段 80号 )

三、会波内容

会袂遂清国内外著名的呼吸疾病、呼吸介入病学寺家就

本頷域最新的辻展辻行介幻利技木交流,遅杵通辻寺項学コ

班、操作演示、寺題サ座、病案責沿等形式指早医庁単位規

疱化升展呼吸疾病珍治、呼吸介入技木,辻一歩lli_劫 学科仝

面友展。

四、参会人員

(一 )成都市医llT協 会呼吸寺委会全体委員;

(二 )西部地区各象医院よ事呼吸寺立及呼吸介入相美

医弁人員。

五、会波費用

会前手把手培り|1班 数培り|1奏 500元 ,学木会波数培う|1奏

500元 ,参か会前培り|1班 及学木会波数培り|1費 800元 ,二象医

院及以下
～

社区、多鎮基晨工生院医弁人員免費注1/1,参会

人員交通費、住宿費按規定回単位扱4肖 。

六、其他

(一 )咸都市医岬称会呼吸寺委会工作会決定子 4月 13



日 19:00-21:00在 錦江輿竹召升 (具体会洸室待通知),

清全体委員弁又准叶参カロ;

(二 )西部呼吸介入咲盟全体理事工作会決定千4月 12

日19:00-21:00在錦江実竹召升 (具体会袂室待通知),清

全体理事弁必准叶参カロ。

会袂咲系人及駄系方式

成都市医llT協 会

四川大学年西医院

附件:会洪 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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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会波日程

培〕1班 (2019年 4月 12日 )

ヨ三IEヨ三角彗り11: EBUS― TBNA/11 TBNA均 曽り‖ラ圧

吋同 題 目 沸者 単位 主持人

14:00⌒ν14:30 EBUS_TBNA HT&H Bing Lam 香港芥和医院 Bing Lam/

張怖14:30′―ヤ15:00 EBUS―GS在外周肺結市的庇用 張怖 海軍軍医大学K海医院

15:00′ V`17:30 手把手教学
Bing Lam/

張怖

手把手培切12:気道支架座用

吋同 題 目 沸者 単位 主持人

14:00′^V14:30 硬鏡在気道狭窄的座用 叶賢怖 貴州省人民医院 叶賢常

周国武14:30´ Vヽ15:00 気道金属支架的泣用 周国武 中日医院

15:00′ -`17:30 手把手教学
叶賢怖/

周国武

手把手培切13:早管早引技木

吋同 題 目 沸者 単位 主持人

14:00-14:30 劉胞学在行支鏡珍断中的座用 王 可 四川大学準西医院
文」丹/王可

14:30-15:00 屯磁早航的原理及庇用 文J丹 四川大学年西医院

15:00′ V`17:30
手把手教学 文J丹/王可

手把手培切14:高頻屯凝、APC和冷凍

吋同 題 目 沸者 単位 主持人

14:00-14:30 高頻屯在大気道狭窄的泣用 李王平 空軍軍医大学唐都医院 李一持/

李王平
14:30′ ヤヽ15:00 冷凍治庁在大気道狭窄中的庇用 李一時 重医附一院

15:00-17:30 手把手教学
李王平/朱輝/李一

時

18:00～20:00 晩餐、西部呼吸介入朕盟委員会

牙幕式 (2019年 4月 13日 ) 主持人

8:00´ ヽ́8:05 主持人升場

グ凩鳴8:05´^V8:15 嘉宴致辞

8:15-8:20 頷早致辞



8:20～ 8:25 宣布西部呼吸介入咲盟成立

主会場

2019.04.13 授深題目 沸者 単位 主持人

8:30^V8:55 中国介入呼吸病学的所史及展望 王庁友 北京大学第一医院

梁宗安/

王庁友
8:55´ V`9:20 介入呼吸病学体系的建立 李張 同済大学附属末方医院

9:20～ 9:45 呼吸内鏡取立防タ 白沖 海軍軍医大学長海医院

9:45´―ヤ10:10 光功力治庁気道悪性脚瘤中的皮用 古川欣也 日本木京医科大学

白沖/郭述良
10:10′ Vヽ10:35 lecent advances in interventional

pulmonology
Bing Lam 香港芥和医院

10:35⌒ν10155 工星会

李張/叶賢怖
10:55′ V`ll:20 4D呼吸介入筒介 郭述良

重庚医科大学附属第一

医院

11:20^フ 11:45 慢性気道疾病介入治庁遊展 夕凩鳴 四川大学隼西医院

11:45～ 12:05 工星会 夕凩鳴

12:05～ 12:25 工星会

12:25-13:30
午餐

分会場 分会場 1:大気道良悪性狭窄分会場

2019.04.13 授深題 目 沸者 単位 主持

13:30～ 13:55 JJmu代硬鏡技木与磋醐支架的庄用 除愉 声州健康呼吸研究院

弘錦/叶賢怖
13:55～ 14:20 金属支架在悪性気道狭窄中的庄用 程徳云 四川大学準西医院

14:20～ 14:45
気道球嚢デ張在気道狭窄中的座用策

略
張云輝 云南省人民医院

14:45～ 15:10 冷擦技木在大気道狭窄中的庇用 叶賢怖 貴州省人民医院

グ壮/願玉海
15:10～ 15:35 気道内血管性疾病表現及成対策略 願昨 上海肺科医院

15:35～ 16:00 特殊光新技木在呼吸介入中的庇用 際愉 庁州健康呼吸研究院

16:00～ 16:20 休息

16:20～ 16:45 良性中央気道狭窄処理策略 ν壮 昆明医科大学附一院

程徳云/銚怖

16:45～ 17:10 気道内激光技本的鹿用与病例分享 除愉 声州健康呼吸研究院

17:10～ 17:35 高頻屯刀在気道狭窄中的座用 邪西i■ 昆明延安医院

17:35～ 18:00 大気道狭窄的介入治庁 物俊勇 新彊胸科医院

分会場 分会場 2:鉄隔与外周肺結市分会場

2019.04,13 授課題 目 沸者 単位 主持

13:30～ 13:55 屯磁早航在肺外周結市中的庇用 文J丹 準西医院
王可/李静

13:55～ 14:20 haode 販昨 上海肺科医院



14:20～ 14:45
EBUS TBNA tt EUS在 鉄隔病交 中的lh

床座用
包郁 四川省沖瘤医院

14:45～ 15:10 TBCB在同反性肺疾病的成用 李一寺 重医附一院

李王平/万毅新15:10～ 15:35 肺小結市的木前輔助定位 李静 声木省人民医院

15:35～ 16:00 Dyna CT在 肺外周小結市中的庇用 周国武 中日医院

16:00～ 16:20 休息/工星会

16:20～ 16:45
LungPro BTPNA在 外周肺結市中的成

用
黄文茶 台湾弓偕医院

郭述良/王升録

16:45～ 17:10 径皮穿刺技木在肺結市珍断中的逃展 王 並 四川大学準西医院

17:10～ 17:35
屯刀輔助下鉄隔活栓鉗活栓技木

(Ca TBFB)的皮用与争波
李K毅 重医附二院

17:35～ 18:00 TBCB的年度逃展
郭述 良/江

瑾現
重医附一院

分会場 分会場 3:慢性気道疾病/成都市医りT祢会年会分会場

2019,04.13 授深題目 沸者 単位 主持

13:30～ 13:55 熟蒸気消融在慢阻肺中的座用及困雅 グ凩鳴 四川大学隼西医院

王国1/銚怖13:55～ 14:20 支気管胸膜湊的介入治庁 弘怖 海写軍医大学後海医院

14:20～ 14:45 支気管熟成型在雅治性嗜喘的座用 臭沿澤 四川大学準西医院

14:45～ 15:10 腔内肺減容在慢阻肺治庁中的遊展 王昌恵
同済大学附属第十人民

医院

弘錦/胡張15:10～ 15:35 杷向去神径在 COPD中 的成用 文J丹 四川大学準西医院

15:35～ 16:00 準西医院肺移植囲臥的建没与友展 蒲張 四川大学準西医院

16:00～ 16:20 休息/工星会

16:20～ 16:45 嗜喘昇反性:中 国人群嗜喘表型探究 王図1 四川大学準西医院
グ凩鳴/王昌悪

16:45～ 17:10 支気管拡張珍治新祝野 顔浩 成都市第二人民医院

17:10～ 17:35 呼吸康隻的病例径聡分享 王永生 成都市第一人民医院
顔浩/文J丹

17:35～ 18:00 元念J机械通気 邦碧霞 成都市第二人民医院

分会場 分会場 4:ノ L童、夕理及麻酔青場

2019.04.13 授深題目 沸者 単位 主持

13:30～ 13:55 ノL童呼吸介入lh床庇用JymL状 際莉郷 四川大学準西第二医院

物宇光/陳来娼13:55～ 14:20 ノL童気管鏡室的反量控制林准 輔晩蓉 山木大学井魯ノし童医院

14:20～ 14:45 りし科気道介入手木常用麻酔方法 王少超 山木大学井害ノL童医院

14:45～ 15:10 気道狭窄珍庁的鎮静与麻酔 物宇光
海軍写医大学附属長海

医院
何穎/王図1

15:10～ 15:35 支気管鏡治庁的麻酔管理 張翔 四川大学準西医院



15:35～ 15:55 休息/工星会

15:55～ 16:20 呼吸内鏡中心押理囲臥建没 王琴
海軍軍医大学附属K海

医院
王琴/臭小蛉

16:20～ 16:45 径支気管鏡荻取林本処理流程 何穎 庁州健康呼吸研究院

16:45～ 17:10 内鏡中心緊急事件庇対策略 除来娼 浙医二院

17:10～ 17:35 支気管鏡珍庁大出血的夕理配合 張姦林 四川大学準西医院

17:35～ 18:00 工星会

分会場 分会場 5:胸膜与肺血管疾病/成都市医用祢会年会分会場

2019.04.13 授深題目 沸者 単位 主持

13:30～ 13:55 肺血管介入年度選展 郭述良 重医附一院
何元兵/侯因J

13:55～ 14:20 悪性胸腔秋液珍治逃展 李王平 空軍軍医大学唐都医院

14:20～ 14:45 可弯曲胸腔鏡珍治技木新逃展 侯図1 中国医大附一院
李王平/王笙軍

14:45～ 15:10 内科胸腔鏡大疱性疾病的介入治庁 張隼 山木省日照市中医医院

15:10～ 15:35 里星会一程徳云

15:35～ 15:55 常兄肺部真菌感染的規疱化珍治 楊 「日 四川省人民医院

毛輝/邦玉疎15:55～ 16:20 医院内静詠血栓栓塞症防治策略 曽雪峰 成都市第八人民医院

16:20～ 16:45 特殊情況下肺栓塞的処理 周 暉 成都大学附属医院

16:45～ 17:10 晩期J卜小綱胞肺癌的免疫咲合化庁 除鍵永 成都市第七人民医院
物陶/熊曙光

17:10～ 17:35 如何実施胸腔釈液的珍断 田攀文 四川大学準西医院

17:35～ 18:00 里星会

19:00-21:00 成都市医師協会呼吸寺委会工作会波十青委工作会波

2019年 4月 14日 沸座及精彩病例分享

2019.04.14 授深題 目 沸者 単位 主持

8:00′ Vヽ8:30 支気管鏡珍庁辻程中致死性大出血的

原因及救治原只」
金友光 空軍軍医大学唐都医院

グ凩鳴
8:30～ 9:00 気道狭窄困荘 T管的放畳 張茶 天塚医院

精彩病例分享 主持/点坪

9:00-9:08 李王平 唐都医院

張茶/グ壮9:08′ Vヽ9:16 張先明 貴隅医学院附一院

9:16´ヽ́9:24 白陶 重医附一院

9:24′ フヽ9:30 主持人点坪

9:30‐-9:38 何元兵 新彊医大附一院
金友光/張錦

9:38～ 9:46 叶賢怖 貴州省人民医院



9:46～ 9:54 張茶 天塚医院

9:54′ Vヽ10:00 主持人点坪

10:00-10:08 柳声南 声西医大附一院

郭述良/販玉海

10:08′ V`10:16 金志賢 昆明市第一人民医院

10:16′ Vヽ10:24 臭友茄 四川省錦阿中心医院

10:24´ヤ10:32 文J丹 準西医院

10:32′ V`10:38 主持人点坪

10:38-10:46 臭小木 上海本方医院

叶賢制 張怖10:46～ 10:54 李K毅 重医大附二院

10:54´ νヽll:00 名「俊 四川省人民医院

11:00-11:08 主持人点坪

11:08′ V`ll:16
順畔 上海肺科医院

夕凩鳴/11:16-‐ 11:24 周国武 中日医院

11124´^ヤ 11:30 張怖 上海K海医院

11:30´ヤ11:40 閉幕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