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欢迎辞

亲爱的全国呼吸学界、医学界同道们、朋友们：            

中国医师协会呼吸医师分会年会 2019（CACP 2019）暨第十八届中国呼吸医师

论坛将于 2019 年 6 月 27-30 日在福建省福州市隆重召开。我谨代表中国医师协会呼

吸医师分会（简称呼吸医师分会）和CACP2019组委会，热烈欢迎您们出席本次盛会！       

本届呼吸医师分会委员会明确提出呼吸医师分会以“推动职业发展，加强行业管

理”为宗旨。在我国呼吸界已有工作基础上，总结经验、反复凝炼，确立了以人才培

养、科室建设、行业发展「三驾马车」引领我国呼吸学科发展的方略，并明确了相应

的重点工作，即专培、专修、单修相结合的呼吸与危重症医学（PCCM）专科医师规

范化培训体系建设，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规范化建设，以及全国呼吸专科医联体建设。自「三驾马车」方略施

行以来，经过呼吸学界共同努力、务实操作，呼吸学科发展及呼吸疾病防治各领域打开了良好局面。

自 2017 年开始，年会设立年度主题，突出呼吸学科的发展策略，指导带动呼吸学科的发展。2017 年年会

（CACP2017）主题为“推动职业发展，加强行业管理”，促进呼吸专科医师的规范化培训，构建素质优良的

学科队伍；2018 年年会（CACP2018）主题为“推行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的规范化建设”，以科室规范化建设

推动全国呼吸学科的同质化发展壮大。先后推出《三级和二级医院 PCCM 科规范化建设标准》、基层医疗机

构呼吸疾病规范化防诊治体系与能力建设项目；推动国家卫生健康委发布《呼吸学科医疗服务能力指南》，为

国家层面首次发布针对学科规范化建设的指南，必将对学科发展产生巨大推动作用。PCCM 科室规范建设开展

1年多，全国已有 1000余家单位报名参加 PCCM科室规范化建设认定，截至目前完成二、三级单位认定 513家，

覆盖 30 个省级地区，获得地方政府或医院的大力支持，已经在全国范围内形成了争先开展 PCCM 科室规范化

建设的发展形势。 2019 年年会（CACP2019）主题为“以专科医联体构建行业新业态”，加强行业管理，促进

学科发展。同时，本届年会将继续秉持创新办会、规范办会的理念，聚焦于职业规划与发展、科室建设与行业

管理、临床规范诊治、专业知识和技术的更新与规范化培训，呈现一种全新的概念、视角、形式与内容，力争

全方位提高我国呼吸医师的医疗技能与执业水平，推动呼吸学科的大发展。

每年呼吸医师年会吸引近 6000 名业界人士参会，网络在线观看近 6 万人次，成为呼吸学界广受欢迎的重

要盛会。 相信有大家的积极参与，在福建省医师协会、福建省医学会呼吸病学分会、福建省医学会内科学分

会以及中国人民解放军联勤保障部队第九零零医院、福建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福建省立医院的支持与操办

下，本届会议必将取得圆满成功。祝大家在福州愉快！

王 辰
中国工程院院士

中国医师协会呼吸医师分会会长
中国医学科学院北京协和医学院院校长

中日医院呼吸中心主任
CACP 2019 年会主席

2019 年 6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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尊敬的各位同道、各位来宾、各位朋友：            

大家好！

中国医师协会呼吸医师分会年 2019（CACP2019）暨第十八届中国呼吸呼吸医师

论坛将于 2019 年 6 月 27-30 日在福建省省会福州召开。这是继 2017 年第十八次全

国呼吸病学学术会议后福州迎来的又一次学术盛会，这充分体现了中华医学会呼吸病

学分会、中国医师协会呼吸医师分会对福建呼吸人的信任、支持与厚爱，我们深受感

动，倍感鼓舞。在此，我们代表福建省全体呼吸同道，向中国医师协会呼吸医师分会

的各位领导、专家表示崇高的敬意！向长期以来关心支持福建省呼吸事业发展的各位

同仁、各位朋友表示衷心的感谢！

本次大会将秉承“促进职业发展与行业管理”的医师协会宗旨与职责，以专科医联体构建行业新业态为主

题，探讨呼吸学科发展方向与途径，交流呼吸专科知识与技能最新进展，推进专业规范化培训，提高呼吸医师

诊疗水平和服务能力，加快呼吸专科医联体发展，逐步实现医疗质量同质化，促进中国呼吸学科建设和发展。

福州素有“温泉之都”、“有福之州”之美誉，拥有昙石山、三坊七巷、船政、寿山石四大文化品牌，既

是东南沿海重要的贸易港口和海上丝绸之路门户，也是中国近代海军的摇篮，是一座有着 2200 多年的历史文

化名城。城中三山两塔、榕树独盛，构就福州地理风貌；海纳百川，有容乃大，凝练福州城市精神。数字中国，

清新福建，先行示范。在会议之暇，您可以去城中三坊七巷、鼓岭避暑山庄游览；也可以漫步闽江之畔的栈道、

高空览城的福道，领略福州“一城秀水半城山”的秀美与灵气！

让我们相约福州，不忘初心，砥砺前行！

预祝本次大会取得圆满成功！

陈晓春

福建医科大学校长

福建省科学技术协会副主席

中国医师协会常务理事

中国医师协会神经内科医师分会副会长

福建省医师协会会长  

2019 年 6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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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织架构

名誉主席：	
张雁灵 钟南山

      

大会主席：	

王　辰

       

大会副主席：

白春学 陈良安 康　健 林江涛 刘春涛 瞿介明 沈华浩 徐永健

大会秘书长：
代华平 赖国祥 王　欣 

    

副秘书长： 

张永明 谢宝松 吴司南     

        

学术委员会		 	 	 	 	 	 	
主　席： 王　辰       

副主席： 白春学 陈良安 康　健 林江涛 刘春涛 瞿介明 沈华浩 徐永健

委　员：

白　冲 蔡后荣 曹　彬 陈爱欢 陈　虹 陈起航 陈荣昌 陈　愉 迟春花

笪冀平 代华平 单广良 邓朝胜 范　红 冯瑞娥 高　和 高　莉 葛慧青

郭　强 郭佑民 韩　芳 贺　蓓 胡成平 黄克武 季颖群 解立新 金发光

赖国祥 赖克方 黎毅敏 李春燕 李海潮 李惠萍 李　琦 李　强 李庆云

李时悦 李为民 梁宗安 林其昌 刘辉国 刘荣玉 罗　红 马　壮 莫碧文

宁　文 潘频华 阙呈立 冉丕鑫 申阿东 申昆玲 沈　宁 施举红 施　毅

时国朝 宋元林 苏　楠 孙德俊 孙铁英 孙永昌 王　德 王冬梅 王广发

王　辉 王　健 王临虹 王孟昭 王　玮 王一方 王长征 文富强 肖　丹

肖　伟 肖　毅 谢灿茂 谢　晟 熊维宁 徐剑铖 徐金富 徐作军 杨　冬

杨国儒 杨　汀 叶乐平 易祥华 应可净 应颂敏 袁雅冬 袁　钟 曾奕明

翟振国 詹庆元 张　艰 张　杰 张　捷 张　丽 张　琪 张希龙 张湘燕

张晓雷 张永明 赵红梅 赵建平 赵　京 赵亚滨 郑劲平 郑则广 周建英

周　敏 周庆涛 周　新 朱广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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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织委员会        

主　席： 代华平       

副主席：  林其昌 黄　纯      

委　员：  

白　冲 白春学 包宇旺 蔡后荣 蔡茂胜 曹　彬 陈爱欢 陈公平 陈　虹

陈良安 陈玲玲 陈起航 陈荣昌 陈湘琦 陈晓红 陈晓阳 陈艺坛 陈　愉

陈雨燕 陈志斌 迟春花 笪冀平 代华平 单广良 邓朝胜 邓新宇 邓毅书

范　红 费广鹤 冯瑞娥 高　和 高　莉 高兴林 高占成 葛慧青 顾宇彤

顾玉海 郭　强 郭雪君 郭佑民 韩　芳 贺　蓓 胡成平 华树成 黄克武

黄　茂 黄颂平 黄文杰 黄奕江 黄映晖 霍建民 季颖群 蒋　磊 解立新

金发光 金　阳 柯明耀 赖国祥 赖克方 黎毅敏 李春燕 李风森 李海潮

李惠萍 李　琦 李　强 李庆云 李时悦 李为民 李雄辉 连宁芳 梁宗安

林成进 林殿杰 林　立 林其昌 林庆安 林群英 刘辉国 刘　隽 刘荣玉

刘晓菊 刘晓民 柳广南 卢金聪 罗　红 罗清梅 吕旭桦 马志益 马　壮

莫碧文 宁　文 潘频华 邱栋发 阙呈立 冉丕鑫 佘　晖 申阿东 申昆玲

沈　宁 施举红 施　毅 时国朝 史永红 宋　勇 宋元林 苏　楠 孙德俊

孙铁英 孙永昌 孙志强 唐华平 唐素萍 童朝晖 王导新 王　德 王冬梅

王广发 王　辉 王集红 王　健 王临虹 王孟昭 王　玮 王一方 王长征

王志刚 王智勇 文富强 翁　恒 吴昌归 肖　丹 肖建宏 肖　伟 肖　毅

谢宝松 谢灿茂 谢建春 谢玲华 谢　晟 熊维宁 徐剑铖 徐金富 徐顺贵

徐作军 许建英 许能銮 许西琳 薛　青 阎锡新 杨　冬 杨国儒 杨　汀

杨晓平 叶乐平 易祥华 应可净 应颂敏 于　勤 袁雅冬 袁　钟 曾惠清

曾奕明 翟振国 詹庆元 张国俊 张宏英 张华平 张　艰 张　杰 张　捷

张娟惠 张　雷 张　丽 张　琪 张　伟 张希龙 张湘燕 张晓雷 张永明

赵红梅 赵建平 赵　京 赵　立 赵　炜 赵亚滨 郑冠英 郑劲平 郑秀凤

郑则广 周建英 周　敏 周庆涛 周　新 周燕斌 朱广迎 庄锡彬 邹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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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议基本信息

会议时间

2019 年 6 月 27-30 日

会议地点

福州海峡国际会展中心

地址：福建省福州市仓山区城门镇南江滨西大道 198 号

电话：0591-88039800

报到时间

团队报到

时间：2019 年 6 月 26 日 14:00-18:00

个人代表报到

2019 年 6 月 27 日 08:00-20:00

2019 年 6 月 28 日 07:30-17:30

2019 年 6 月 29 日 07:30-17:30

报到地点

福州海峡国际会展中心一层

报到流程

在福州海峡国际会展中心一层报到处办理注册、缴费、领取餐券、领取资料、办理住宿。

1. 团队注册的代表请团队负责人到团队注册处办理有关手续；

2. 前期在网上注册并完成缴费的代表持本人身份证原件到已交费代表处办理；

3. 前期在网上注册未缴费的代表请直接到现场注册台办理；

4. 西部指定地区县级医院代表、福建省二级及二级以下医院代表持相关证明至现场注册台办理；

5. 未在网上注册的代表，请先到自助注册区填写个人信息。

收费标准

注册费：正式参会代表 1100 元 / 人；在读研究生、护士代表、福建省代表 600 元 / 人；

福建省二级及二级以下医院代表免费；西部指定地区（四川、广西、云南、贵州、甘肃、宁夏、青海、新疆、西藏）

县级医院代表免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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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表标识

胸卡是参会代表的标识，请在参加所有会议活动时佩戴胸卡；

请各位参会代表妥善保管好自己的胸卡，如丢失不予补办，未佩戴胸卡的代表将无法进入会场参会。

橙色胸卡绳：VIP 嘉宾

蓝色胸卡绳：参会代表

白色胸卡绳：参展企业

黄色胸卡绳：工作人员

住宿

对于已通过会议网站预订酒店的代表我们将尽量按您所选择的宾馆、房型办理住宿手续，但随着房间数量的减少，大会会

务组也将根据实际情况对您的宾馆选择或者房间要求进行调整，请您谅解。未定酒店的代表由大会工作人员按报到先后顺

序和实际情况进行安排。

交通

为便于各位代表参会，本次大会为入住以下酒店代表在上述时间段内安排往返会场班车，具体信息详见现场班车时刻表。

会议用餐

早餐在各位下榻酒店；

午餐、晚餐请参会代表按照餐券上指定时间、地点凭餐券就餐，餐券当天当餐有效。

展览开放时间及地点

展览地点：福州海峡国际会展中心 -4 号展馆

展览时间：2019 年 6 月 28 日 09:00-17:00

                    2019 年 6 月 29 日 09:00-17:00

                    2019 年 6 月 30 日 09:00-12:00

撤展时间：2019 年 6 月 30 日 12:00-18:00

会议重要活动安排

中国医师协会呼吸医师分会第四届委员会全体委员会扩大会议

日期：2019 年 6 月 27 日 14:30-17:00

地点：福州海峡国际会展中心 1F 会议室 104

开幕式

日期：2019 年 6 月 27 日 18:00

地点：福州海峡国际会展中心 2F 多功能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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闭幕式

日期：2019 年 6 月 30 日 12:00-12:15

地点：福州海峡国际会展中心 2F 多功能厅

继续教育学分证书

领取时间：2019 年 6 月 30 日 09:00-12:00

领取地点：福州海峡国际会展中心一层注册区

领取方式：电子学分

大会将为境内代表授予国家一类医学继续教育学分；请按照流程提示领取，未按规定提交注册信息或者未注册参会者，不

能获得本次学分。自 2019 年起，参会学员在会议结束 20 个工作日后，按照依以下步骤领取学分：

第一步：登录中国医师协会继续医学教育网

 （http://www.cmdacme.com）

第二步：点击页面上方“领取学分证书”

第三步：点击“验证学分”通道

第四步：选择“学分查询”输入个人身份证号码、页面上的 4 位随机验证码，点击“检索内容”（1、★如果您是未注册学

员，需要先去注册，完善个人信息，点击“保存”才能查询到学分信息；2、★如果您是已注册学员，系统会自动检索出您

获得的本次大会学分证书，点击“查看”即可）

第五步：页面右下方，点击“下载”, 下载到电脑上就可以打印此学分证书

特别提示：

1.2019 年起，中国医师协会所有学术会议均不再提供学分领用卡；

2. 如持有 2018 年及之前的学分领用卡，请按卡片背面的领取流程领取学分证书；

3. 新学员领证书请务必要注册、完善个人信息，否则电子证书上的信息会显示不全；

4. 新学员注册时如系统提示“手机号已存在”，请联系在线客服处理；

5. 如学分证书上“性别”、“年龄”处为空，请用户名登录系统完善个人信息。；

6. 已注册学员如果忘记登入密码，可点击“找回密码”重新设置；

7. 如密码重新设置后依然登入不了系统，请联系在线客服处理；

8. 目前该继教管理服务平台只支持电脑操作，手机 /iPad 等移动端登入会出现系统不兼容等问题。

学术安排

A 学术交流须知

会议主持人须知

1.会议主持人须提前15分钟到达会场，了解会议安排是否有变、发言嘉宾有无缺席、幻灯设备及其他会场设备是否运行良好；

2. 主持人应严格控制会议进程，确保所有报告在规定时间内完成，不得超时影响到会议后面的安排；

3. 如有发言嘉宾缺席，不要等待，直接开始下一个报告，并在会议交流结束后，告知现场学术负责人及志愿者进行记录，

并协调调换顺序；

4. 主持人须针对主题主持讨论，维持会场秩序，遇到特殊情况及时通知现场学术负责人，向大会秘书处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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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试片室

请发言嘉宾在发言前至少半天将含有多媒体演示文件的光盘或者 U 盘交至试片室。为避免临时出现技术问题，影响会议程

序的正常进行，会议统一使用工作电脑。

试片室地点：福州海峡国际会展中心 1F 会议室 109A+B

开放时间：

2019 年 6 月 26 日 15:00-19:00

2019 年 6 月 27 日 07:00-19:00

2019 年 6 月 28 日 07:00-19:00

2019 年 6 月 29 日 07:00-19:00

2019 年 6 月 30 日 07:00-12:00

注意事项

会议期间，请参会代表务必佩戴胸卡出入会场；

会议期间严禁以拍摄、拍照、录音、拷贝等方式记录会议演讲幻灯片、视频演示或展示图片；

请自觉将饮料、餐盒投入垃圾箱内，保持会场整洁；

会议期间请将手机置于静音或者震动状态，保持会场安静；

会议期间请保管好自己的财务，注意安全。

中国医师协会呼吸医师分会微信号

微信名称：中国医师协会呼吸医师分会

微信号：CACP_China

 

CACP2019 微官网

扫描进入微官网，随时查询大会相关信息；内容包括：学术日程、讲者主持查询、参会参展信息等会议重要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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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场平面图

注册中心

自助注册区

电子壁报区

班车等候区

茶歇区

开幕式

主会场
多功能厅

109A试片室
109B试片室

大会堂茶座

208

注册中心

自助注册区

电子壁报区

班车等候区

茶歇区

开幕式

主会场
多功能厅

109A试片室
109B试片室

大会堂茶座

2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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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册中心

自助注册区

电子壁报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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茶歇区

开幕式

主会场
多功能厅

109A试片室
109B试片室

大会堂茶座

208

注册中心

自助注册区

电子壁报区

班车等候区

茶歇区

开幕式

主会场
多功能厅

109A试片室
109B试片室

大会堂茶座

2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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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厅平面图

赛客医疗
A60+A61

江苏
春帆

中华
医学杂志

4 号展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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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00
12:00

16:00
20:00

10:00
14:00

18:00
9:00

13:00
17:00

21:00
22:00

22:30
11:00

15:00
19:00

8:30
12:30

16:30
20:30

21:30
10:30

14:30
18:30

9:30
13:30

17:30
11:30

15:30
19:30

6 月 27日

2层多功能厅 18:00-21:00 大会开幕式

分会场2-108 21:00-22:00  工作会议

分会场3-107
09:00-10:40

Workshop1：危重症超声

10:40-12:10
Workshop2：床旁呼吸力学测量

13:00-14:30
Workshop3：气体代谢分析

14:30-16:10
Workshop4：呼吸支持技术的规范应用：

基于真实病例

分会场6-106
13:30-17:20

会前学习班：睡眠呼吸医学的学科建设与诊疗技术新进展

分会场7-208
09:00-10:00

会前学习班一：支气管腔内
超声及其临床应用培训班1

10:00-10:50
会前学习班一：支气管腔内
超声及其临床应用培训班2

10:50-12:00
会前学习班一：支气管腔内
超声及其临床应用培训班3

13:00-16:20
介入学习班二：内科胸腔镜诊疗术专项技术培训班1-4

分会场10-401
13:30-15:00

Section 1:肺部耐药细菌感染的挑战

15:00-16:20
Section 2:非典型免疫抑制患者的真菌感染

16:20-17:40
Section 3: 疑难病例查房

日程一览表

6月28日

2层多功能厅
08:00-10:00

全体大会（1）
10:00-12:00 

全体大会（2）
12:00-13:00
诺华卫星会

14:00-16:00
相关呼吸疾病指南解读

16:20-18:00
CACP慢阻肺专题会：热点与思辨

分会场1-104 GSK卫星会
14:00-15:40

专题一：慢阻肺年度回顾与中国的探索

15:50-17:30
专题二：慢阻肺的综合管理

阿斯利康卫
星会

阿斯利康卫
星会

19:00-22:35 
明道论坛：推动专科医联体建设，促进呼吸学科同质化发展

分会场2-108
14:00-15:40

专题一：非肿瘤性肺疾病病理及临床

15:50-17:30
专题二：肺肿瘤性疾病病理及进展

工作会议

分会场3-107 GSK卫星会
阿斯利康卫

星会
14:00-15:40

专题一：哮喘和慢性咳嗽难题

15:50-17:30
专题二：重症哮喘

17:30-18:30
诺华卫星会

工作会议

分会场4-102 百济神州卫星会
14:00-15:40

专题一：关注呼吸慢病康复治疗

15:50-17:30
专题二：关注呼吸慢病康复治疗

工作会议

分会场5-105
14:00-16:05

营造浓厚政策环境，推动学科快速发展

分会场6-106 BI卫星会 BI卫星会
14:00-15:40

专题一：从PCCM 到PCCMs：构建现代
呼吸病学体系

15:50-17:20
专题二：睡眠呼吸领域新拓展：呼吸疾病

的睡眠与呼吸障碍
工作会议

分会场7-208
14:00-15:40

专题一：磨玻璃阴影的识别与诊断

16:00-17:40
专题二：肺内渗出性病变的诊断与鉴别

工作会议

分会场8-109
阿斯利康卫

星会
阿斯利康卫

星会

14:00-15:40
专题一：肺部感染诊断新技术及其临床应

用

15:50-17:30
专题二：肺部感染合理抗菌治疗

宜昌东阳光
卫星会

分会场9-402
14:00-15:40

专题一：呼吸支持技术年度进展

15:50-17:30
专题二：高流量氧疗（HFNC）

分会场10-401
14:00-15:40

介入专题一：肺血管介入与诊断性呼吸介
入技术进展

15:50-17:30
介入专题二：气道病变与胸膜病变腔内介

入诊疗进展

分会场11-403
14:00-15:40

专题一：基于临床真实病例的指南解读—
肺栓塞规范化诊断

15:50-17:30
专题二：基于临床真实病例的指南解读：

肺栓塞规范化治疗
工作会议

分会场12-404 拜耳卫星会
14:00-15:40

专题一：呼吸疾病研究

15:50-17:30
专题二：呼吸疾病流行病学

工作会议

分会场13-110 14:00-16:00 操作演示： 右心功能评估工作坊 工作会议

分会场14-103
14:00-15:40

专题一：美国PCCM专培基地建设与管理

15:50-17:30
专题二：PCCM专修单修工作推进会

工作会议

分会场15-111
14:00-15:40

动手培训一：基础支气管镜操作

16:00-17:40
动手培训二：超声支气管镜

406会议室
14:00-14:15
尘肺病专题

一

14:15-18:45
尘肺病专题二

Page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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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 30日

2层多功能厅
12:00-12:15
闭幕式

分会场9-402
08:00-10:00

全体大会（3）
10:00-12:00
手术演示

分会场10-401
10:00-12:00
名家讲病例

分会场12-404
06:30-07:50

PCCM专培工作会

8:00
12:00

16:00
20:00

10:00
14:00

18:00
9:00

13:00
17:00

21:00
11:00

15:00
19:00

8:30
12:30

16:30
20:30

10:30
14:30

18:30
9:30

13:30
17:30

11:30
15:30

19:30

8:00
6:30

12:00
12:15

10:00
9:00

7:30
11:00

8:30
7:00

10:30
9:30

11:30

日程一览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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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 29日

分会场1-104
08:00-09:40

专题三：慢阻肺非药物治疗及共患病

10:00-11:40
专题三：气道过敏性疾病诊治

11:40-12:40
GSK卫星会

13:30-15:10
专题四：哮喘治疗领域新进展

15:30-17:10
专题三：肺内渗出性病变的诊断与鉴别

17:10-18:50
专题四：肺部疑难疾病诊断影像学诊断的综合分析能力

分会场2-108
08:00-09:00

专题一：疾病预防-烟草控制
（1）

09:00-10:00
专题一：疾病预防-烟草控制

（2）

10:00-11:00
专题二：疾病预防--慢病预防

（1）

11:00-12:00
专题二：疾病预防--慢病预防

（2）

13:30-14:30
专题三： 慢病预防--感染预防

（1）

14:30-15:30
专题三： 慢病预防--感染预防

（2）

19:30-21:30
工作会议

分会场3-107
08:00-09:40

专题一：肺癌早诊

10:00-11:40
专题二：非小细胞肺癌靶向治疗进展

11:40-12:10
GSK卫星会

12:10-12:40
诺华卫星会

13:30-15:10
专题三：肺癌免疫治疗进展

15:30-17:10
专题四：精准医疗时代肺癌的综合治疗和管

理

17:10-18:50
专题五：肺癌转移灶和肺其它恶性肿瘤诊治

分会场4-102
08:00-09:40

专题三：提升专业发展，促进呼吸健康

10:00-11:40
专题五：《WSPH肺动脉高压专家共识》解

读——肺动脉高压的标准化治疗

13:30-15:10
专题一：中外呼吸研究方法学面面观

15:30-17:10
专题二：中外呼吸科团队MDT介绍

19:30-21:30
工作会议

分会场5-105
08:00-09:40

专题一：呼吸学科规范化建设与质控

10:00-11:40
专题二：科室管理

13:30-15:09
专题三：医疗纠纷预防与处理

15:30-17:10
专题四：科室经济运营

19:00-20:20
幸福呼吸项目工作会议

分会场5-106
08:00-09:40

专题三：加强无创通气应用、促进睡眠呼吸
医学学科建设

09:40-11:20
专题四：基于病例的睡眠呼吸障碍能力培训

13:30-15:10
专题二：青年医师学术成就展示

15:30-17:10
专题三：疑难病例分析与讨论

18:30-20:10
青年沙龙：青年学科带头人谈学科建设 

分会场7-208
08:00-09:39

专题一：肺功能检查技术

10:00-11:40
专题二：肺功能检查临床应用

13:30-15:10
专题三：肺功能指南解读

15:30-17:10
专题四：肺功能规范化培训专题

分会场8-109
08:00-09:40

专题三：免疫受损患者肺部感染的早期识别
和诊治要点

10:00-11:40
专题四：结核和非结核分枝杆菌临床诊治进

展

11:40-12:10
正大天晴卫星

会

13:30-14:30
专题一：基层呼吸能力及体系

建设项目推动

14:30-15:30
专题二：基层版指南的解读

15:30-16:30
专题三：基层版指南的解读

16:30-17:50
专题四：基层病例讨论

分会场9-402
08:00-09:30

专题三：严重免疫抑制合并呼吸衰竭处理

10:00-11:40
专题一：特发性肺纤维化诊断与治疗的变迁

11:40-12:10
BI卫星会

13:30-15:10
专题二：间质性肺炎的治疗策略

15:30-17:10
专题三：间质性肺疾病的诊断：MDT实践

17:10-18:50
专题四：ILD病例讨论

分会场10-401
08:00-09:40
人文专题一

10:00-11:15
人文专题二

13:30-15:10
介入专题三：介入呼吸病学体系的规范化建

设

15:30-17:10
介入专题四：呼吸介入技术在慢性气道疾病

及呼吸重症中的应用进展

17:10-18:46
介入专题五：精彩病例分享

分会场11-403
08:00-09:40

专题三：基于临床真实病例的指南解读：肺
栓塞规范化预防

10:00-11:40
专题四：《WSPH肺动脉高压专家共识》解

读——肺动脉高压的标准化诊断

13:30-15:10
专题四：ICU感染

15:30-17:10
专题五：危重症病例

分会场12-404
08:00-09:40

专题一：儿童疑难、少见病

10:00-11:40
专题二：感染

13:30-15:10
专题三：呼吸重症

15:30-17:10
专题四：儿童呼吸重症

分会场13-110
08:00-09:36

操作演示：肺功能仪器操作演示 ，物联网肺
功能演示

13:30-15:10
操作演示：基于增强现实加的肺癌诊断系统

15:30-17:10
操作演示：睡眠呼吸疾病诊疗的新技术

分会场15-111
08:00-09:40

动手培训三：硬质气管支气管镜及硅酮支架

10:00-11:40
动手培训四：冷冻治疗及冷冻活检

14:00-15:40
动手培训五：TBNA、活瓣置入

16:00-17:40
动手培训六：内科胸腔镜

406会议室
13:30-15:10

典型、罕见病例集锦（一）

15:30-17:10
典型、罕见病例集锦（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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详细日程

2019年 06月 27日	[ 星期四 ] 2 层多功能厅

18:00-21:00  [ 全体大会 ] 大会开幕式

2019 年 06月 27日	[ 星期四 ] 分会场 2-108

21:00-22:00  [ 介入呼吸病学工作委员会 ] 工作会议

2019 年 06月 27日	[ 星期四 ] 分会场 3-107

09:00-10:40   [ 危重症医学工作委员会 ] Workshop1：危重症超声
主持 : 许爱国  宋立强

09:00-09:20 超声导向急性呼吸衰竭管理 冯莹莹 中日友好医院

09:20-09:40 超声导向急性循环衰竭管理 唐　晓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朝阳医院

09:40-10:00 演示：超声基本切面 孙丽娜 北京大学第三医院

10:00-10:40 Hands on（分组练习） 冯莹莹 中日友好医院

唐　晓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朝阳医院

孙丽娜 北京大学第三医院

10:40-12:10   [ 危重症医学工作委员会 ] Workshop2：床旁呼吸力学测量
主持 : 秦志强 ,  董丽霞

10:40-11:05 呼吸力学概念：阻力，顺应性，内源性 PEEP 孙丽娜 北京大学第三医院

11:05-11:30 呼吸力学概念：跨肺压 徐建桥 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第一医学
中心

11:30-11:50 演示：阻力，顺应性，内源性 PEEP 谭　政 北京医院

11:50-12:10 演示：跨肺压 王　睿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朝阳医院

13:00-14:30   [ 危重症医学工作委员会 ] Workshop3：气体代谢分析
主持 : 上官红 ,  王导新

13:00-13:20 血气分析流程 程真顺 武汉大学中南医院

13:20-13:40 血气分析案例分析 蒋进军 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

13:40-14:00 肺内分流的计算：案例分析 曾　勉 中山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14:00-14:20 死腔的计算：案例分析 谢俊刚 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
附属同济医院

14:20-14:30 Q ＆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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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30-16:10    [ 危重症医学工作委员会 ] Workshop4：呼吸支持技术的规范应用：基于真实病例
主持 : 赵洪文 ,  胡国栋

14:30-14:55 气道阻塞疾病的呼吸支持 黄　絮 中日友好医院

14:55-15:20 ARDS 的呼吸支持 贺航咏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朝阳医院

15:20-15:45 呼吸机的撤离 曹志新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朝阳医院

15:45-16:10 人工气道的拔除 淦　鑫 南昌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2019 年 06月 27日	[ 星期四 ] 分会场 6-106

13:30-17:20  [ 睡眠呼吸障碍工作委员会 ] 会前学习班：睡眠呼吸医学的学科建设与诊疗技术新进展
主持 : 林其昌 ,  陈公平 ,  曾奕明 ,  林胜

13:30-13:53 为什么在 SDB 患者中仍需重视 PSG 睡眠监测的应
用？

郭兮恒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朝阳医院

13:53-14:16 从医院到家庭：便携式睡眠呼吸监测的应用 陈　锐 苏州大学附属第二医院

14:16-14:39 脉搏血氧饱和度监测的应用 王碧瑛 福建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14:39-15:02 CO2 监测的应用 刘亚男 北京大学第一医院

15:02-15:25 如何在基层医院开展睡眠呼吸障碍的诊疗工作 王慧玲 邯郸市中心医院

15:25-15:48 如何在综合医院建立和运作睡眠中心 欧阳松云 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15:48-16:11 我国睡眠技术人员的培养体系的构建 王　彦 天津医科大学总医院

16:11-16:34 提高睡眠呼吸暂停患者治疗接受度及顺应性的对策 董霄松 北京大学人民医院

16:34-16:57 如何选择 SDB 的呼吸机治疗 欧　琼 广东省人民医院

16:57-17:20 如何进行 SDB 患者压力滴定 王莞尔 北京大学国际医院

2019 年 06月 27日	[ 星期四 ] 分会场 7-208

09:00-10:00  [ 介入呼吸病学工作委员会 ] 会前学习班一：支气管腔内超声及其临床应用培训班 1
主持 : 曾奕明 ,  周锐

09:00-09:20 支气管腔内超声及其临床应用概述 陈正贤 中山大学附属第六医院

09:20-09:40 EBUS-TBNA 技术的操作要点及其临床应用 陈　愉 广州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09:40-10:00 EBUS-TBNA 与传统 TBNA 相比它的优势与不足 荣　福 南方医科大学顺德医院

10:00-10:50 [ 介入呼吸病学工作委员会 ] 会前学习班一：支气管腔内超声及其临床应用培训班 2
主持 : 杨华平 , 罗凌飞

10:00-10:20 支气管腔内弹性超声的成像原理及其临床应用 顾　晔 上海市肺科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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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0-10:40 EBUS-GS 在肺外周病变诊疗中的应用及注意事项 张　新 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

10:40-10:50 讨论

10:50-12:00  [ 介入呼吸病学工作委员会 ] 会前学习班一：支气管腔内超声及其临床应用培训班 3
主持 : 张杰 ,  王臻

10:50-11:10 导航支气管镜与支气管腔内超声技术的联合及其临床
价值

马　芸 河南省人民医院

11:10-11:30 超声支气管镜多模态影像用于胸内淋巴结诊断 孙加源 上海市胸科医院

11:30-11:50 EBUS-TBNA 及 TBLB 技术中细胞和组织标本的获取
及其处理的技术要点

蒋军红 苏州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11:50-12:00 讨论

13:00-14:00 [ 介入呼吸病学工作委员会 ] 介入学习班二：内科胸腔镜诊疗术专项技术培训班 1
主持 : 李强 ,  金发光

13:00-13:20 内科胸腔镜检查术操作规范与临床应用概述 周红梅 广东医科大学附属中山医院

13:20-13:40 内科胸腔镜在胸腔积液诊疗中的应用 陈中书 江西省胸科医院

13:40-14:00 胸膜结核的呼吸介入诊断与进展 吕莉萍 安徽省胸科医院

14:00-14:50  [ 介入呼吸病学工作委员会 ] 会前学习班二：内科胸腔镜诊疗术专项技术培训班 2
主持 : 白冲 ,  蔡志刚

14:00-14:20 经皮穿刺在胸膜疾病诊断中的应用 罗凤鸣 四川大学华西医院

14:20-14:40 内科胸腔镜在难治性气胸及肺大疱治疗中的应用进展 张　华 日照市中医医院

14:40-14:50 讨论

14:50-15:30 [ 介入呼吸病学工作委员会 ] 会前学习班二：内科胸腔镜诊疗术专项技术培训班 3
主持 : 叶贤伟 ,  陈成水

14:50-15:10 内科胸腔镜治疗医源性气胸探索 刘志光 湖南省人民医院

15:10-15:30 内科胸腔镜并发症防范与处理 刘庆华 同济大学附属东方医院

15:30-16:20   [ 介入呼吸病学工作委员会 ] 会前学习班二：内科胸腔镜诊疗术专项技术培训班 4
主持 : 王昌惠 ,  杨震

15:30-15:50 内科胸腔镜对粘连包裹性胸腔积液的诊断价值 周　锐 中南大学湘雅二医院

15:50-16:10 胸腔镜相关并发症及质控 谢宝松 福建省立医院

16:10-16:20 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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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年 06月 27日	[ 星期四 ] 分会场 10-401

13:30-13:40   [ 感染工作委员会 ] 第十五届华东肺部感染学术会议 - 主席致辞
主持 : 赖国祥

13:30-13:40 主席致辞 瞿介明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
附属瑞金医院

13:40-15:00   [ 感染工作委员会 ] Section 1: 肺部耐药细菌感染的挑战
主持 : 徐金富 ,  周建英 ,  周新

13:40-14:05 中国肺移植人群基础疾病及围术期的感染挑战 陈静瑜 无锡市人民医院 / 中日友好医院

14:05-14:30 CRE 的防治策略和实验室鉴别进展 周　华 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一医院

14:30-14:55 难治性肺部感染与局部用药的临床前景 张　静 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

14:55-15:00 讨论

15:00-16:20   [ 感染工作委员会 ] Section 2: 非典型免疫抑制患者的真菌感染
主持 :  林章树 ,  黄茂 ,  谢宝松 

15:00-15:25 非 HIV 患者肺部隐球菌的诊断治疗进展 赖国祥 中国人民解放军联勤保障部队第
900 医院 ( 原福州总医院 )

15:25-15:50 COPD 患者中的曲霉病易感人群及临床管理 施　毅 中国人民解放军东部战区总医院

15:50-16:15 呼吸机相关性肺炎流行病现状 - 上海研究 黄　怡 海军军医大学附属长海医院

16:15-16:20 讨论

16:20-17:40    [ 感染工作委员会 ] Section 3: 疑难病例查房
主持 :   姜淑娟 ,  李秋根 ,  宋元林 ,  何礼贤 ,  陈余清 ,  童波 

16:20-16:45 疑难病例大查房 1 佘丹阳 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
第一医学中心

16:45-17:10 疑难病例大查房 2 李玉苹 温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17:10-17:35 疑难病例大查房 3 占扬清 广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17:35-17:40 大会总结 赖国祥 中国人民解放军联勤保障部队第
900 医院 ( 原福州总医院 )

21:00-22:00  [ 感染工作委员会 ] 工作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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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年 06月 28日	[ 星期五 ] 2 层多功能厅

08:00-10:00 [ 全体大会 ] 全体大会（1）
主持 : 徐永健 ,  陈良安 , 白春学 

08:00-08:30 以信息技术促进专科医联体发展 王　辰 中国医学科学院，北京协和医学
院，中日医院呼吸中心

08:30-09:00 临床与科研工作有机结合，推动学科发展 陈荣昌 深圳市人民医院
深圳呼吸疾病研究所

09:00-09:30 综合性医院如何做好结核病诊治 瞿介明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
附属瑞金医院

09:30-10:00 感染免疫研究与临床 邵　峰 北京生命科学研究所

10:00-12:00 [ 全体大会 ] 全体大会（2）
主持 : 康健 ,  林江涛 ,  刘春涛 

10:00-10:30 以标准化病种管理推动医疗质量提升 李为民 四川大学华西医院

10:30-11:00 Sarcoidosis: where we stand Ulrich Costable Ruhrlandklinik University of 
Duisburg-Essen Essen, Germany

11:00-11:30 Clinical phenotyping in COPD Christopher 
Cooper

David Geffen School of Medicine,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LA, USA

11:30-12:00 支气管哮喘：从症状治疗到靶向治疗 沈华浩 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二医院

12:00-13:00  [ 卫星会 ] 诺华卫星会
主持 : 王辰，孙永昌   

12:00-12:30 过敏性哮喘的精准诊疗时代 刘春涛 四川大学华西医院

12:30-13:00 奥马珠单抗的真实世界临床应用经验 金美玲 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

14:00-16:00   相关呼吸疾病指南解读
主持 : 孙铁英 ,  王静 ,  钱桂生  殷凯生 

14:00-14:30 IPF-the new diagnosis guidelines Ulrich Costable Ruhrlandklinik University of 
Duisburg-Essen Essen, Germany

14:30-15:00 弥漫性渗出病变的影像思路 陈起航 北京医院

15:00-15:30 肺结节诊断中国专家共识解读 白春学 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

15:30-16:00 2018年中国哮喘诊治指南基层版解读 周　新 上海市第一人民医院

16:20-18:00   CACP 慢阻肺专题会：热点与思辨
主持 : 陈荣昌 ,  周新 

16:20-16:30 开场致辞

16:30-17:20 辩论：慢阻肺患者稳定期支扩剂常规治疗的基础上是否需要联合应用ICS-慢阻肺早期干预带来怎样的临床
获益

郑劲平 广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 文富强 四川大学华西医院 , 杨岚 西安交通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 
曹彬 中日友好医院 , 孙永昌 北京大学第三医院 , 郭禹标 中山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 
陈燕 中南大学湘雅二医院 , 高金明 北京协和医院 , 张静 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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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20-17:50 慢阻肺早期干预带来怎样的临床获益？ 郑劲平 广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17:50-18:00 答疑及总结

2019 年 06月 28日	[ 星期五 ] 分会场 1-104

12:00-13:00  [ 卫星会 ] GSK 卫星会
主持 : 周新 ,  林江涛  

12:00-12:02 遇见·值得更好 - 万瑞舒®上市仪式主持 韩建波 GSK

12:02-12:07 致辞 王菁薇 GSK

12:07-12:12 遇见?值得更好 - 万瑞舒®上市仪式  

12:12-12:14 专题报告主持 周新 上海市第一人民医院

12:14-12:34 每个人都值得更好的哮喘控制---万瑞舒®药理学特点及
临床价值

Ronald Dahl -

12:54-13:00 讨论&总结 林江涛 中日友好医院

14:00-15:40   [ 慢阻肺工作委员会 ] 专题一：慢阻肺年度回顾与中国的探索
主持 : 冯玉麟 ,  蔡柏蔷 ,  康健 ,  肖伟  

14:00-14:20 2019GOLD更新的依据及对临床诊治的启示 文富强 四川大学华西医院

14:20-14:40 慢阻肺晨间症状评估方法和临床意义 陈　平 中南大学湘雅二医院

14:40-15:00 慢阻肺表型进展与临床启示 郭岩斐 北京医院

15:00-15:20 吸入装置新认识：装置或许比药物更重要？ 张　静 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

15:20-15:40 慢阻肺稳定期“升-降级治疗”之循证学证据 陈　燕 中南大学湘雅二医院

15:50-17:30   [ 慢阻肺工作委员会 ] 专题二：慢阻肺的综合管理
主持 : 姚婉贞 ,  赵建平 ,  林英翔 ,  唐学义  

15:50-16:10 慢阻肺急性加重：预防AECOPD的措施、AECOPD患者
应用吸入激素是否影响气道黏膜病原菌感染的修复

朱惠莉 复旦大学附属华东医院

16:10-16:30 中国慢阻肺人群易感性差异及临床上激素治疗的个体
选择

谢俊刚 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           
附属同济医院

16:30-16:50 慢阻肺早诊断，何为之早？ 李　雯 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二医院

16:50-17:10 FEV1/FVC介于0.6-0.8的患者的分层管理探讨 刘升明 暨南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17:10-17:30 慢阻肺患者行为与医疗决策 马千里 陆军军医大学新桥医院

17:30-18:00    [ 卫星会 ] 阿斯利康卫星会
主持 : 瞿介明  

17:30-18:00 见症清源—推动慢阻肺规范化诊疗 孙永昌 北京大学第三医院

18:00-18:30    [ 卫星会 ] 阿斯利康卫星会
主持 : 康健  

会议日程.indd   20 2019/6/20   下午9:28



Page 21

18:00-18:30 慢阻肺三联治疗：我们已知的与我们未知的 陈荣昌 深圳市人民医院
深圳呼吸疾病研究所

19:00-22:35 明道论坛：推动专科医联体建设，促进呼吸学科同质化发展
主持 : 代华平 ,  孙永昌  

19:00-19:15 致辞 王　辰  中国医学科学院，北京协和医学
院，中日医院呼吸中心

19:15-19:35 PCCM专科医师规范化培训工作进展 代华平 中日友好医院

19:35-19:45 PCCM专修、单修工作进展 胡成平 中南大学湘雅医院

19:45-19:55 PCCM专修、单修工作进展 王　玮 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19:55-20:15 PCCM科规建项目总体进展及工作要求 陈荣昌 深圳市人民医院
深圳呼吸疾病研究所

20:15-20:35 二、三级医院规建标准培训及共性问题解读 梁宗安 四川大学华西医院

20:35-20:55 专科医联体建设经验分享 孙德俊 内蒙古自治区人民医院

20:55-21:15 专科医联体信息化建设 齐　菲 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
第一医学中心

21:15-21:35 讨论、交流

21:35-21:40 总结

2019 年 06月 28日	[ 星期五 ] 分会场 2-108

14:00-15:40  [ 呼吸病理工作委员会 ] 专题一：非肿瘤性肺疾病病理及临床
主持 : 笪冀平 ,  顾莹莹  

14:00-14:20 小气道疾病的病理基础及临床 冯瑞娥 北京协和医院

14:20-14:40 诱导痰标本电镜检查诊断肺泡蛋白沉积症 易祥华 上海市同济医院

14:40-15:00 肺嗜酸性粒细胞浸润性疾病病理特点及诊断 顾莹莹 广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15:00-15:20 关注吸烟相关性肺间质纤维化 朱　翔 北京大学医学部

15:20-15:40 再论PVOD：从病理看胸部CT表现 冯瑞娥 北京协和医院

15:50-17:30   [ 呼吸病理工作委员会 ] 专题二：肺肿瘤性疾病病理及进展
主持 : 易祥华 ,  张伟   

15:50-16:10 大细胞癌/大细胞神经内分泌癌变迁及进展 笪冀平 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医院深圳医院

16:10-16:30 非小细胞肺癌免疫治疗相关病理生物标志物的应用与
探索

张　伟 空军军医大学唐都医院

16:30-16:50 肺NUT癌诊断、分子生物学改变及靶向治疗前景 方　芳 北京医院

16:50-17:10 肺淋巴瘤样肉芽肿病病理及进展 孙昆昆 北京大学人民医院

17:10-17:30 ILD/肺肿瘤：合并、继发、鉴别...复杂关系剖析 王　蓓 中日友好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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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0-21:00  [ 哮喘与变态反应性疾病工作委员会 ] 工作会议   

2019 年 06月 28日	[ 星期五 ] 分会场 3-107

12:00-12:30   [ 卫星会 ] GSK 卫星会
主持 : 黄克武   

12:02-12:28 基于中国慢阻肺患者特征看适合的药物治疗选择 陈亚红 北京大学第三医院

12:28-12:30 讨论&总结 黄克武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朝阳医院

12:30-13:00   [ 卫星会 ] 阿斯利康卫星会
主持 : 沈华浩  

12:30-13:00 从GINA2019看哮喘管理新模式 蔡绍曦 南方医科大学南方医院

14:00-15:40 [ 哮喘与变态反应性疾病工作委员会 ] 专题一：哮喘和慢性咳嗽难题
主持 : 黄茂 ,  冯俊涛 ,  刘晶 ,  雷伟  

14:00-14:25 激素敏感性咳嗽诊疗与思考 赖克方 广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14:25-14:50 临床哮喘样发作疾病分析与教训 黄克武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朝阳医院

14:50-15:15 妊娠期咳嗽药物的处理 张　旻 上海市第一人民医院

15:15-15:40 流感后咳嗽的治疗 邱忠民 上海市同济医院

15:50-17:30   [ 哮喘与变态反应性疾病工作委员会 ] 专题二：重症哮喘
主持 : 张清玲 ,  刘先胜 ,  杨冬 ,  王彦  

15:50-16:15 重症哮喘的个体化治疗 林江涛 中日友好医院

16:15-16:40 大环内酯类治疗重症哮喘的探索和展望 蔡绍曦 南方医科大学南方医院

16:40-17:05 BT治疗重症哮喘的时机和对象选择 苏　楠 中日友好医院

17:05-17:30 重症哮喘与ACO异同 汤　葳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
附属瑞金医院

17:30-18:30  [ 卫星会 ] 诺华卫星会
主持 : 陈荣昌 , 瞿介明   

17:30-18:00 新进展，新视角：Right Patient, Right Treatment 王　雯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朝阳医院

18:00-18:30 专家面对面：哮喘靶向治疗的临床实践和体会 刘先胜 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
附属同济医院

吴月清 天津医科大学总医院

赵丽敏 河南省人民医院

19:30-21:00  [ 管理工作委员会 ] 工作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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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年 06月 28日	[ 星期五 ] 分会场 4-102

12:00-13:00 [ 卫星会 ] 百济神州卫星会
主持 : 陈良安 ,  周建英   

12:00-12:30 替雷利珠单抗治疗晚期NSCLC研究进展 张　艰 空军军医大学西京医院

12:30-13:00 From bench to clinic：免疫逃逸机制与抗肿瘤免疫策略 胡　洁 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

14:00-15:40  [ 呼吸相关职业发展工作委员会 ] 专题一：关注呼吸慢病康复治疗
主持 : 林江涛 ,  赵红梅 ,  吴迪   

14:00-14:25 AECOPD早期康复实践 赵红梅 中日友好医院

14:25-14:50 重视支气管扩张症患者的肺康复 卜小宁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朝阳医院

14:50-15:15 慢阻肺患者肺康复存在的困惑 葛慧青 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邵逸夫医院

15:15-15:40 膈肌体外起搏治疗在肺康复中的应用 刘　萍 上海市第一康复医院

15:50-17:30 [ 呼吸相关职业发展工作委员会 ] 专题二：关注呼吸慢病康复治疗
主持 : 俞红霞 ,  李娜嘉 ,  杨冬   

15:50-16:15 睡眠呼吸疾病的康复治疗初探 欧阳松云 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16:15-16:40 呼吸困难的肺康复策略 喻鹏铭 四川大学华西医院

16:40-17:05 传统中医药文化在肺康复过程中的实践经验 李光熙 中国中医科学院广安门医院

17:05-17:30 不同体位下pT差异点 刘惠林 中国康复研究中心

19:30-21:00 肺功能与临床呼吸生理工作委员会 ] 工作会议

2019 年 06月 28日	[ 星期五 ] 分会场 5-105

14:00-15:40 [ 政策工作委员会 ] 营造浓厚政策环境，推动学科快速发展。
主持 :   周敏   

14:00-14:25 我国东西部呼吸学科发展差异及应对策略  孙德俊 内蒙古自治区人民医院

14:25-14:50 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如何在多学科协作中发挥主导作用 徐剑铖 陆军军医大学新桥医院

14:50-15:15 中国结核病防治策略 刘宇红 北京胸科医院

15:15-15:40 互联网医疗 卢清君 中日友好医院

15:40-16:05 5G使能智慧医疗，助力健康中国 王　鹢 华为技术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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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年 06月 28日	[ 星期五 ] 分会场 6-106

12:00-12:30  [ 卫星会 ] BI 卫星会
主持 : 康健   

12:00-12:30 高风险型慢阻肺患者稳定期管理策略 沈　宁 北京大学第三医院

12:30-13:00   [ 卫星会 ] BI 卫星会
主持 : 瞿介明 ,  林其昌   

12:30-13:00 雾化吸入疗法在慢性气道疾病急性期的合理应用 宋元林 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

14:00-15:40   [ 睡眠呼吸障碍工作委员会 ] 专题一：从 PCCM 到 PCCMs：构建现代呼吸病学体系
主持 : 林其昌 ,  胡征 ,  何忠明   

14:00-14:20 单修-专修-专培 睡眠呼吸医学范化培训概述 王　玮 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14:20-14:40 如何规范睡眠相关临床培训与资质认证 高　和 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总医院

14:40-15:00 国外睡眠医师、技师临床培训与资质认证介绍 张晓雷 中日友好医院

15:00-15:20 临床培训的内容设置与考核：从教材建设到题库建立 王莞尔 北京大学国际医院

15:20-15:40 医师、技术人员与睡眠实验室认证体系构建与评估 王菡侨 河北医科大学第三医院

15:50-17:20  [ 睡眠呼吸障碍工作委员会 ] 专题二：睡眠呼吸领域新拓展：呼吸疾病的睡眠与呼吸障碍
主持 : 罗宏 ,  高志 ,  陈延伟 ,  刘辉国   

15:50-16:05 COPD 与OSA：重叠综合征 胡　克 武汉大学人民医院

16:05-16:20 肥胖、OSA与呼吸功能不全 肖　毅 北京协和医院

16:20-16:35 难治性哮喘与睡眠呼吸疾病 张希龙 江苏省人民医院

16:35-16:50 OSA白天嗜睡与车祸的研究 刘建红 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医院

16:50-17:05 睡眠呼吸障碍视角打开ICU机械通气处理的另一扇窗 马　靖 北京大学第一医院

17:05-17:20 OSA与肺癌：从流行病学到机制 王　蓓 山西医科大学第二医院

19:30-21:00 [ 基层工作委员会 ] 工作会议

2019 年 06月 28日	[ 星期五 ] 分会场 7-208

14:00-15:40 呼吸放射工作委员会 ] 专题一：磨玻璃阴影的识别与诊断
主持 : 叶剑定 ,  谢晟 ,  王丽华   

14:00-14:25 磨玻璃病变的病因分析 宋　伟 北京协和医院

14:25-14:50 弥漫性磨玻璃改变的感染和非感染鉴别 高　莉 北京大学第一医院

14:50-15:15 乳糜肺的类型与影像特征分析 王仁贵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世纪坛
医院

15:15-15:40 肺内弥漫性/多发性磨玻璃影(GGO)鉴别诊断 熊　曾 中南大学湘雅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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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00-17:40  [ 呼吸放射工作委员会 ] 专题二：肺内渗出性病变的诊断与鉴别
主持 : 栾立 ,  李佩玲 ,  陈欣   

16:00-16:25 肺部感染-从影像表现看病原菌 赵绍宏 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
第一医学中心

16:25-16:50 双肺渗出灶-肺炎还是肺癌？细节决定成败 刘　敏 中日友好医院

16:50-17:15 肺水肿的影像识别与鉴别 朱　力 宁夏医科大学总医院

17:15-17:40 异体干细胞移植受者肺部并发症的CT观察 罗良平 暨南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19:30-21:00  [ 肺癌工作委员会 ] 工作会议

2019 年 06月 28日	[ 星期五 ] 分会场 8-109

12:00-12:30 [ 卫星会 ] 阿斯利康卫星会
主持 : 瞿介明    

12:00-12:30 下呼吸道感染患者黏液高分泌的管理 施　毅 中国人民解放军东部战区总医院

12:30-13:00  [ 卫星会 ] 阿斯利康卫星会
主持 : 陈荣昌   

12:30-13:00 从上皮损伤看AECOPD糖皮质激素治疗策略 文富强 四川大学华西医院

14:00-15:40 [ 感染工作委员会 ] 专题一：肺部感染诊断新技术及其临床应用
主持 : 高占成 ,  陈愉 ,  沈宁   

14:00-14:20 提升微生物思维，早期诊断呼吸道感染 卓　超 广州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14:20-14:40 分子诊断技术在肺部感染中的作用与争议 瞿介明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
附属瑞金医院

14:40-15:00 诊断性支气管镜技术在肺部感染中的应用进展 侯　刚 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15:00-15:20 支气管镜相关感染 黄　怡 海军军医大学附属长海医院

15:20-15:40 病例：一样的“空洞” 不一样的“菌 刘学东 青岛市市立医院

15:50-17:30 [ 感染工作委员会 ] 专题二：肺部感染合理抗菌治疗
主持 : 张湘燕 ,  范红 ,  揭志军   

15:50-16:10 基层医院HAP经验性治疗的问题在哪里？ 施　毅 中国人民解放军东部战区总医院

16:10-16:30 常用抗真菌药物PK/PD特点及应用要点 张　静 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

16:30-16:50 在PK/PD指导下用好抗菌药物：疗效和耐药防控双赢 贺　蓓 北京大学第三医院

16:50-17:10 2018《抗菌药物药代动力学/药效学理论临床应用专家
共识》解读

赖国祥 中国人民解放军联勤保障部队第
900医院(原福州总医院)

17:10-17:30 病例讨论 童　翔 四川大学华西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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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30-18:00  [ 卫星会 ] 宜昌东阳光卫星会
主持 : 瞿介明 ,  代华平 ,  赖国祥   

17:30-18:00 2018IDSA季节性流感防治指南解读 周　新 上海市第一人民医院

2019 年 06月 28日	[ 星期五 ] 分会场 9-402

14:00-15:40  [ 危重症医学工作委员会 ] 专题一：呼吸支持技术年度进展
主持 : 孙忠民 ,  阿布力米提 . 阿布都拉 ,  李建强   

14:00-14:20 高流量氧疗年度进展 解立新 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
第一医学中心

14:20-14:40 无创正压通气年度进展 周庆涛 北京大学第三医院

14:40-15:00 有创正压通气年度进展 黎毅敏 广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15:00-15:20 ECMO年度进展 詹庆元 中日友好医院

15:20-15:40 人工气道管理技术年度进展 夏金根 中日友好医院

15:50-17:30  [ 危重症医学工作委员会 ] 专题二：高流量氧疗（HFNC）
主持 : 朱晔涵 ,  曹照龙 ,  尤青海   

15:50-16:10 HFNC治疗低氧性呼吸衰竭 罗　红 中南大学湘雅二医院

16:10-16:30 HFNC治疗高碳酸性呼吸衰竭 雷　伟 苏州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16:30-16:50 HFNC辅助撤机 李　琦 陆军军医大学新桥医院

16:50-17:10 HFNC在家庭康复治疗的应用 赵红梅 中日友好医院

17:10-17:30 Q＆A

2019 年 06月 28日	[ 星期五 ] 分会场 10-401

14:00-15:40  [ 介入呼吸病学工作委员会 ] 介入专题一：肺血管介入与诊断性呼吸介入技术进展
主持 : 李强  ,  李时悦   

14:00-14:25 从全国基线数据看呼吸病血管介入未来发展重点 郭述良 重庆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14:25-14:50 2019年呼吸病血管介入诊疗进展 陶新曹 中日友好医院

14:50-15:15 经支气管镜导航技术的临床应用 白　冲 海军军医大学附属长海医院

15:15-15:40 快速现场评价与二代测序技术在肺部感染性病变中的
临床应用

冯　靖 天津医科大学总医院

15:50-17:30  [ 介入呼吸病学工作委员会 ] 介入专题二：气道病变与胸膜病变腔内介入诊疗进展
主持 : 白冲 ,  曾奕明    

15:50-16:15 良性气道狭窄的临床评估及处理策略 李时悦 广州呼吸疾病研究所

16:15-16:40 恶性气道狭窄的介入处理原则及技巧 柯明耀 厦门医学院附属第二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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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40-17:05 我国气管支架临床应用20年现状及思考 金发光 空军军医大学唐都医院

17:05-17:30 内科胸腔镜下治疗顽固性气胸的临床研究报告 林殿杰 山东省立医院

2019 年 06月 28日	[ 星期五 ] 分会场 11-403

14:00-15:40  [ 肺栓塞与肺血管病工作委员会 ] 专题一：基于临床真实病例的指南解读—肺栓塞规范化诊断
主持 : 马壮 ,  吴琦  邓朝胜   

14:00-14:20 肺栓塞的疑诊：关注临床细节 施举红 北京协和医院

14:20-14:40 肺栓塞的确诊：合理检查 章锐锋 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邵逸夫医院

14:40-15:00 肺栓塞的危险分层：关乎临床处理的关键 朱　玲 山东省立医院

15:00-15:20 肺栓塞的求因：重视病因检查 陈　虹 重庆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15:20-15:40 典型病例展示（肺栓塞诊断） 刘　蕾 中国人民解放军北部战区总医院

15:50-17:30  [ 肺栓塞与肺血管病工作委员会 ] 专题二：基于临床真实病例的指南解读：肺栓塞规范化治疗
主持 : 程兆忠 ,  夏书月 ,  应可净    

15:50-16:10 肺栓塞的溶栓治疗及策略 季颖群 大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16:10-16:30 传统抗凝药物：“老”而不“废” 刘春丽 广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16:30-16:50 直接口服抗凝药物：抗凝治疗中的后起之“秀” 倪松石 南通大学附属医院

16:50-17:10 PTE的抗凝疗程：如何抉择？ 翟振国 中日友好医院

17:10-17:30 典型病例展示（肺栓塞治疗） 丁永杰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
附属瑞金医院

19:30-21:00  [ 睡眠呼吸障碍工作委员会 ] 工作会议

2019 年 06月 28日	[ 星期五 ] 分会场 12-404

12:00-12:30 [ 卫星会 ] 拜耳卫星会
主持 : 陈荣昌    

12:00-12:30 AECOPD的优化抗菌治疗 蔡绍曦 南方医科大学南方医院

14:00-15:40 [ 研究工作委员会 ] 专题一：呼吸疾病研究
主持 : 单广良 ,  宁文   

14:00-14:25 大数据与临床研究 裴正存 北京大学

14:25-14:50 慢阻肺队列研究的资料 周玉民 广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14:50-15:15 肺动脉高压的诊疗进展 王　健 广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15:15-15:40 靶向EGFR突变肺癌的联合靶向治疗药物研究进展 曲梅花 潍坊医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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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50-17:30  [ 研究工作委员会 ] 专题二：呼吸疾病流行病学
主持 : 曹彬 ,  谢灿茂   

15:50-16:15 医学科研中的量效关系 罗自强 中南大学基础医学院

16:15-16:40 我国临床队列研究的机遇和瓶颈 单广良 中国医学科学院 北京协和医学院

16:40-17:05 类器官（organoid）培养技术及其应用 陈怀永 天津市海河医院

17:05-17:30 早期识别结核相关慢性阻塞肺病的相关因素分析 张晓琦 潍坊市第二人民医院

19:30-21:00  [ 呼吸病理工作委员会 ] 工作会议

2019 年 06月 28日	[ 星期五 ] 分会场 13-110

14:00-16:00   [ 肺栓塞与肺血管病工作委员会 ] 操作演示： 右心功能评估工作坊

14:00-14:30 右心功能评估工作坊 李爱莉 中日友好医院

14:30-15:00 右心功能评估工作坊 陶新曹 中日友好医院

15:00-15:30 右心功能评估工作坊  高　柳 中日友好医院

15:30-16:00 右心功能评估工作坊  李　蕾 中日友好医院

19:30-21:00  [ 人文工作委员会 ] 工作会议

2019 年 06月 28日	[ 星期五 ] 分会场 14-103

14:00-15:40  [ 教育工作委员会 ] 专题一：美国 PCCM 专培基地建设与管理
主持 : 王辰 ,  陈荣昌 ,  李海潮

14:00-14:25 美国PCCM专培基地人员配置与职责 Darcy 
Marciniuk

American College of Chest 
Physicians

14:25-14:50 美国PCCM专培基地运行与质控 John Buckley American College of Chest 
Physicians

14:50-15:15 美国PCCM专培考核体系 Mark Rosen American College of Chest 
Physicians

15:15-15:40 PCCM专培如何在全院起核心作用 乔人立 American College of Chest 
Physicians

15:50-17:30  [ 教育工作委员会 ] 专题二：PCCM 专修单修工作推进会
主持 : 胡成平 ,  王玮 ,  孙继红

15:50-16:15 PCCM专修考核标准及方案 胡成平 中南大学湘雅医院

16:15-16:40 PCCM单修考核标准及方案 王　玮 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16:40-17:05 PCCM专修、单修信息化平台介绍及操作演示 吴司南 中日友好医院

17:05-17:30 提问与讨论

19:30-21:00  [ 外事工作委员会 ] 工作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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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年 06月 28日	[ 星期五 ] 分会场 15-111

14:00-15:40  [ 介入呼吸病学工作委员会 ] 动手培训一：基础支气管镜操作

14:00-15:40  基础支气管镜操作 陈正贤 中山大学附属第六医院

肖　奎 中南大学湘雅二医院

16:00-17:40 [ 介入呼吸病学工作委员会 ] 动手培训二：超声支气管镜

16:00-17:40 超声支气管镜 程　渊  北京大学第一医院 

廖　槐 中山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2019 年 06月 28日	[ 星期五 ] 406 会议室

14:00-14:15 尘肺病专题一
主持 : 李珏 ,  朱钧

14:00-14:15 开幕式：短片播放《关注尘肺病患者》 袁　立 袁立公益基金会

14:15-18:45 尘肺病专题二
主持 : 代华平 ,  孙承业 ,  李树强

14:15-14:45 尘肺病学科的定位与未来发展 王　辰 中国医学科学院，北京协和医学
院，中日医院呼吸中心

14:45-15:05 尘肺病临床治疗探索 赵金垣 北京大学第三医院

15:05-15:25 晚期尘肺终结者-肺移植技术 陈静瑜 无锡市人民医院/中日友好医院

15:25-15:45 尘肺病与肺结核影像学的鉴别诊断 陈步东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地坛医院

15:45-16:05 尘肺病合并肺结核的治疗策略 陈效友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胸科医院

16:05-16:25 尘肺病患者肺功能的评价及质量控制 陈亚红 北京大学第三医院

16:25-16:45 职业暴露与慢阻肺 陈　宏 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

16:45-17:05 尘肺病致肺纤维化的病理诊断 苏　敏 汕头大学医学院

17:05-17:25 HRCT在尘肺病鉴别诊断中的价值 宋　伟 北京协和医院

17:25-17:45 尘肺病患者恶性结节识别 陈良安 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第一医学
中心

17:45-18:05 尘肺病与吸入治疗 朱　红 北京大学第三医院

18:05-18:25 职业人群如何戒烟？ 肖　丹 中日友好医院

18:25-18:45 尘肺病自然病程 叶　俏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朝阳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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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年 06月 29日	[ 星期六 ] 分会场 1-104

08:00-09:40 [ 慢阻肺工作委员会 ] 专题三：慢阻肺非药物治疗及共患病
主持 : 冉丕鑫 ,  杨岚 ,  杨汀 ,  姚欣

08:00-08:20 稳定期慢阻肺的无创治疗 王　玮 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08:20-08:40 经鼻高流量吸氧在慢阻肺急性加重期治疗中的临床应
用

李亚清 浙江省人民医院

08:40-09:00 慢阻肺合并重度肺动脉高压的治疗策略 陈亚红 北京大学第三医院

09:00-09:20 重叠综合症（COPD与OSAS）新思考、新进展 曹　洁 天津医科大学总医院

09:20-09:40 慢阻肺合并慢性肺曲霉病临床诊治策略 何志义 广西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10:00-11:40  [ 哮喘与变态反应性疾病工作委员会 ] 专题三：气道过敏性疾病诊治
主持 :  刘春涛 ,  刘荣玉 ,  邓静敏 ,  赵海金

10:00-10:25 真菌与哮喘 孙永昌 北京大学第三医院

10:25-10:50 过敏性鼻炎与哮喘综合征 唐华平 青岛市市立医院

10:50-11:15 支气管哮喘气道重塑的研究和治疗进展 董　亮 山东大学齐鲁医院

11:15-11:40 哮喘发病中的遗传和环境因素 郭禹标 中山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11:40-12:40 [ 卫星会 ] GSK 卫星会
主持 : 代华平

11:45-12:35 ANORO as initial maintenance therapy for symptomatic 
COPD patients

Christopher 
Cooper

David Geffen School of Medicine,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LA, USA

12:35-12:40 讨论&总结 代华平 中日友好医院

13:30-15:10  [ 哮喘与变态反应性疾病工作委员会 ] 专题四：哮喘治疗领域新进展
主持 : 金美玲 ,  苏新明 ,  戴元荣 ,  黄奕江

13:30-13:55 哮喘治疗新药进展 王长征 陆军军医大学新桥医院

13:55-14:20 哮喘治疗新靶点 陈志华 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二医院

14:20-14:45 抗IgE治疗在哮喘治疗的机制、影响和提升 黄华琼 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二医院

14:45-15:10 IL-5单抗治疗过敏性哮喘 陈　敏 广东医科大学附属医院

15:30-17:10 [ 呼吸放射工作委员会 ] 专题三：肺内渗出性病变的诊断与鉴别
主持 : 赵绍宏 ,  于楠  ,  张春峰

15:30-15:55 肺部渗出性病变病因与影像分析 郭　岗 厦门市第二医院

15:55-16:20 急性肺部多发渗出性病变的影像评估 曾庆思 广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16:20-16:45 肺炎的诊断和鉴别诊断 张　嵩 山东省立医院

16:45-17:10 病毒性肺炎的影像表现 林　艳 汕头大学医学院第二附属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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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10-18:50  [ 呼吸放射工作委员会 ] 专题四：肺部疑难疾病诊断影像学诊断的综合分析能力
主持 : 陈起航 ,  宋伟 ,  吴晓明

17:10-17:35 肺内渗出性病变疑难疾病专家解读之一 曾庆思 广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17:35-18:00 肺内渗出性病变疑难疾病专家解读之二 叶剑定 上海交通大学附属胸科医院

18:00-18:25 肺内渗出性病变疑难疾病专家解读之三 胡红杰 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邵逸夫医院

18:25-18:50 肺内渗出性病变疑难疾病专家解读之四 郭晓娟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朝阳医院

2019 年 06月 29日	[ 星期六 ] 分会场 2-108

08:00-09:00  [ 疾病预防工作委员会 ] 专题一：疾病预防 - 烟草控制（1）
主持 : 王辰 ,  徐永健 ,  白春学

08:00-08:20 烟草人文 孙德俊 内蒙古自治区人民医院

08:20-08:40 吸烟，气道肠道菌群与哮喘 黄春容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
附属瑞金医院

08:40-09:00 吸烟与慢阻肺获得性免疫 石志红 西安交通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09:00-10:00  [ 疾病预防工作委员会 ] 专题一：疾病预防 - 烟草控制（2）
主持 : 陈良安 ,  张珍祥  ,  胡雪君

09:00-09:20 戒烟门诊规范建设 肖　丹 中日友好医院

09:20-09:40 慢阻肺患者的戒烟治疗实践 熊维宁 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同
济医院

09:40-10:00 如何开设烟草病学选修课 陈　虹 重庆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10:00-11:00 [ 疾病预防工作委员会 ] 专题二：疾病预防 -- 慢病预防（1）
主持 : 陈良安 ,  张继华 ,  朱钧

10:00-10:20 疫苗与慢病防控进展 王临虹 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慢病中心

10:20-10:40 雾霾与慢性气道疾病 王广发 北京大学第一医院

10:40-11:00 雾霾与肺癌 陈良安 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
第一医学中心

11:00-12:00  [ 疾病预防工作委员会 ] 专题二：疾病预防 -- 慢病预防（2）
主持 : 张黎川 ,  胡明东 ,  方利文

11:00-11:20 病毒感染在慢阻肺急性发作中作用与预防 杨　岚 西安交通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11:20-11:40 肺癌早期筛查与预防 梁志欣 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
第一医学中心

11:40-12:00 哮喘早期防治新进展 姜淑娟 山东省立医院

13:30-14:30 [ 疾病预防工作委员会 ] 专题三： 慢病预防 -- 感染预防（1）
主持 : 张湘燕 ,  黄怡 ,  郭丽萍

13:30-13:50 呼吸道感染/传染病临床工作中的职业风险与防范 佘丹阳 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
第一医学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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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50-14:10 再谈高危人群肺结核预防的有关问题 宗志勇 四川大学华西医院

14:10-14:30 ICU病人感染防控的关键问题与解决方案 沈　宁 北京大学第三医院

14:30-15:30  [ 疾病预防工作委员会 ] 专题三： 慢病预防 -- 感染预防（2）
主持 :  陈良安 ,  田欣伦 ,  彭春红 

14:30-14:50 抗生素在AECOPD预防应用的价值与争议 张湘燕 贵州省人民医院

14:50-15:10 生物被膜与慢性肺感染控制 陈一强 广西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15:10-15:30 铜绿假单胞菌在慢性肺部感染中的预防控制 刘　琳 贵州省人民医院

19:30-21:30  [ 疾病预防工作委员会 ] 工作会议

2019 年 06月 29日	[ 星期六 ] 分会场 3-107

08:00-09:40  [ 肺癌工作委员会 ] 专题一：肺癌早诊
主持 : 白春学 ,  张国桢 ,  王琪 

08:00-08:20 NSCLC免疫治疗生物标记物选择与检测 王　凯 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二医院

08:20-08:40 CT筛查微小肺癌的影像诊断及鉴别 张国桢 复旦大学附属华东医院

08:40-09:00 人工智能辅助诊断早期肺癌 白春学 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

09:00-09:20 肺部良性结节的影像特征 白　莉 陆军军医大学新桥医院

09:20-09:40 液体活检辅助诊断早期肺癌 王　琪 大连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

10:00-11:40  [ 肺癌工作委员会 ] 专题二：非小细胞肺癌靶向治疗进展
主持 : 周建英 ,  王孟昭 ,  周玮 

10:00-10:20 肺癌驱动基因检测共识和规范 张　艰 空军军医大学西京医院

10:20-10:40 EGFR突变NSCLC的规范治疗 王孟昭 北京协和医院

10:40-11:00 ALK融合阳性非小细胞肺癌的规范治疗 周建英 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一医院

11:00-11:20 少见驱动基因突变NSCLC治疗进展 周承志 广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11:20-11:40 靶向治疗在驱动基因阳性NSCLC围手术期的地位和评
价

高蓓莉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
附属瑞金医院

11:40-12:10 [ 卫星会 ]GSK 卫星会
主持 : 瞿介明 

11:42-12:08 GINA2019更新对哮喘管理的启示 赖国祥 中国人民解放军联勤保障部队第
900医院(原福州总医院)

12:08-12:10 讨论&总结 瞿介明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
附属瑞金医院

12:10-12:40  [ 卫星会 ] 诺华卫星会
主持 :  蔡绍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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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10-12:40 探敏溯源，靶控过敏～IgE在过敏性疾病发病机制中的
重要地位

郭禹标 中山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13:30-15:10  [ 肺癌工作委员会 ] 专题三：肺癌免疫治疗进展
主持 : 胡成平 ,  宋勇 ,  金阳 

13:30-13:50 晚期NSCLC 免疫治疗决策思考 胡成平 中南大学湘雅医院

13:50-14:10 肺癌筛查的研究进展 张晓菊 河南省人民医院

14:10-14:30 SCLC免疫治疗研究进展 何　勇 陆军军医大学大坪医院

14:30-14:50 免疫治疗耐药机制和对策 宋　勇 中国人民解放军东部战区总医院

14:50-15:10 免疫治疗安全性的多维度管理 胡　洁 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

15:30-17:10  [ 肺癌工作委员会 ] 专题四：精准医疗时代肺癌的综合治疗和管理
主持 : 白春学 ,  朱广迎

15:30-15:50 III期NSCLC —— 外科视角 葛　棣 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

15:50-16:10 III期NSCLC —— 放疗科视角 朱广迎 中日友好医院

16:10-16:30 III期NSCLC —— 内科视角 杨拴盈 西安交通大学第二附属医院

16:30-17:10 III期NSCLC MDT病例讨论

黄建安 苏州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 周燕斌 中山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 唐可京 中山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 
衡伟 苏州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 熊维宁 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同济医院 , 
秦茵茵 广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 李玉 山东大学齐鲁医院

17:10-18:50 [ 肺癌工作委员会 ] 专题五：肺癌转移灶和肺其它恶性肿瘤诊治
主持 : 孙耕耘 ,  郭纪全 ,  洪群英 

17:10-17:30 肺癌脑转移治疗 陈公平 福建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17:30-17:50 肺癌骨转移治疗 王悦虹 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一医院

17:50-18:10 肺癌胸腔转移治疗 孙耕耘 安徽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18:10-18:30 肺部其他原发性恶性肿瘤 张　捷 吉林大学第二医院

18:30-18:50 肺癌转移异质性与克隆进化 洪群英 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

2019 年 06月 29日	[ 星期六 ] 分会场 4-102

08:00-09:40  [ 呼吸相关职业发展工作委员会 ] 专题三：提升专业发展，促进呼吸健康
主持 : 赵艳伟 ,  郑智 ,  贾燕瑞  ,  杨磊

08:00-08:25 COPD患者痰液潴留临床研究进展 张会芝 北京大学第三医院

08:25-08:50 管路相关感染重点环节防控 蔡　虻 北京医院

08:50-09:15 老年患者误吸风险评估与护理干预 乔红梅 北京大学第三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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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9:15-09:40 COPD患者肺康复管理 张　素 北京大学人民医院

10:00-11:40  [ 肺栓塞与肺血管病工作委员会 ] 专题五：《WSPH 肺动脉高压专家共识》解读——肺动脉高压的标准
化治疗

主持 : 杨媛华 ,  刘晖 ,  傅应云 

10:00-10:20 肺动脉高压：重视基础治疗 邝土光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朝阳医院

10:20-10:40 动脉性肺动脉高压的治疗策略 许小毛 北京医院

10:40-11:00 肺动脉高压的靶向药物治疗 李圣青 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

11:00-11:20 肺动脉高压的非内科治疗 陶新曹 中日友好医院

11:20-11:40 典型病例展示（肺动脉高压治疗） 高　倩 中日友好医院

13:30-15:10 [ 外事工作委员会 ] 专题一：中外呼吸研究方法学面面观
主持 : 杨冬  ,  吴司南 ,  黄晓亮 

13:30-13:50 临床研究顶层设计思路与质量控制 王　辰 中国医学科学院，北京协和医学
院，中日医院呼吸中心

13:50-14:10 How to initiate a clinical study and become an principle 
investigator ? 

李京红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San Diego

14:10-14:30 呼吸道微生物组学研究方法与进展 瞿介明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
附属瑞金医院

14:30-14:50 呼吸病的循环脂质组学变化 王向东 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

14:50-15:10 临床研究与设计-PM2.5与呼吸健康大数据分析 朱　彤 北京大学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

15:30-17:10   [ 外事工作委员会 ] 专题二：中外呼吸科团队 MDT 介绍
主持 : 宋元林 ,  王洵 ,  高晓方

15:30-15:50 Challenge for Evidence-based medical diagnosis and 
treatment in respiratory medicine

乔人立 American College of Chest 
Physicians

15:50-16:10 How we take care of ARDS patients with MDT group in 
UCSD

李京红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San Diego

16:10-16:30 抽丝剥茧，见微知著-临床感染性疾病诊断思路 翁心华 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

16:30-16:50 肺部阴影MDT协作 胡成平 中南大学湘雅医院

16:50-17:10 呼吸病精准治疗-感染性疾病抗生素选择 沈　宁 北京大学第三医院

19:30-21:30 [ 间质性肺疾病工作委员会 ] 工作会议

2019 年 06月 29日	[ 星期六 ] 分会场 5-105

08:00-09:40  [ 管理工作委员会 ] 专题一：呼吸学科规范化建设与质控
主持 : 李为民 ,  王红阳 ,  张新日  ,  高怡

08:00-08:25 介入呼吸病学的进展与质控管理 罗凤鸣 四川大学华西医院

08:25-08:50 肺功能的质控管理 郑劲平 广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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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8:50-09:15 呼吸疾病临床路径实施与质控管理 李燕明 北京医院

09:15-09:40 呼吸学科病种大数据库的建设与管理 黄　伟 四川大学华西医院

10:00-11:40  [ 管理工作委员会 ] 专题二：科室管理
主持 : 孙永昌 ,  胡成平 ,  张黎明 ,  任涛

10:00-10:25 临床研究对学科发展的重要性 宋　勇 中国人民解放军东部战区总医院

10:25-10:50 呼吸科肺癌专业多学科团队建设 李　敏 中南大学湘雅医院

10:50-11:15 二级医院呼吸专科建设实践 杨国儒 潍坊呼吸病医院

11:15-11:40 中国医院科技量值(STEM)介绍 孙永昌 北京大学第三医院

13:30-15:09  [ 管理工作委员会 ] 专题三：医疗纠纷预防与处理

13:30-13:36 开场介绍、致辞 王冬梅 北京天驰君泰律师事务所

穆苏红 北京市医疗纠纷人民调解委员会

13:36-13:41 十大案例发布仪式 王冬梅 北京天驰君泰律师事务所

13:41-13:48 案例一介绍及分析成因 刘智慧 中国政法大学法律硕士学院

13:48-13:55 案例二介绍及分析成因 曾凡恩 北京威欧盛律师事务所

13:55-14:03 嘉宾点评 张　军 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

曹　彬 中日友好医院

14:03-14:10 案例三介绍及分析成因 王冬梅 北京天驰君泰律师事务所

14:10-14:17 案例四介绍及分析成因 杜钦华 -

14:17-14:25 嘉宾点评 张　军 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

刘智慧 中国政法大学法律硕士学院

14:25-14:32 案例七介绍及分析成因 王冬梅 北京天驰君泰律师事务所

14:32-14:39 案例八介绍及分析成因 杜钦华 -

14:39-14:47 嘉宾点评 穆苏红 北京市医疗纠纷人民调解委员会

14:47-14:54 案例九介绍及分析成因 曾凡恩 北京威欧盛律师事务所

14:54-15:01 案例十介绍及分析成因 卞志斌 京天驰君泰律师事务所

15:01-15:09 嘉宾点评 应可净 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邵逸夫医院

王广发 北京大学第一医院

15:30-17:10  [ 管理工作委员会 ] 专题四：科室经济运营
主持 : 崔恩海 ,  朱宇清 ,  张伟

15:30-15:55 呼吸与危重医学科互联网十医疗的思考 张　伟 南昌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15:55-16:20 以CMI为导向的绩效分配体系 李为民 四川省四川大学华西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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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20-16:45 华西医院科技成果转移转化探索与实践 袁淑兰 四川大学华西医院

16:45-17:10 从三级公立医院绩效考核来看现代医院和科室管理 任在方 中日友好医院

19:00-20:20 幸福呼吸项目工作会议

2019 年 06月 29日	[ 星期六 ] 分会场 6-106

08:00-09:40 [ 睡眠呼吸障碍工作委员会 ] 专题三：加强无创通气应用、促进睡眠呼吸医学学科建设
主持 : 欧琼 ,  马利军 ,  李明娴

08:00-08:20 发挥无创通气治疗在睡眠呼吸医学学科建设中的重要
作用

陈宝元 天津医科大学总医院

08:20-08:40 如何规范无创通气治疗在睡眠呼吸领域的应用：从技
术及应用指南谈起

李庆云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
附属瑞金医院

08:40-09:00 无创通气新模式 陈　锐 苏州大学附属第二医院

09:00-09:20 拓展无创通气治疗：从ICU到普通病房到家庭 吕云辉 云南省第一人民医院

09:20-09:40 无创通气治疗长程家庭管理的新策略：Telemedicine 
的应用

马德东 山东大学齐鲁医院

09:40-11:20  [ 睡眠呼吸障碍工作委员会 ] 专题四：基于病例的睡眠呼吸障碍能力培训
主持 : 陈宝元 ,  张希龙

09:40-10:05 睡眠低氧血症- CO2监测的重要性 郭静静 北京大学人民医院

10:05-10:30 睡眠低氧血症-如何分辨真假？ 皮梦媛 北京大学人民医院

10:30-10:55 经皮二氧化碳分压监测下应用适应性伺服通气治疗原
发性中枢性睡眠呼吸暂停一例

王　彦 天津医科大学总医院

10:55-11:20 神经肌肉疾病与呼衰：MSA患者睡眠呼吸功能异常 韩　腾 中日友好医院

13:30-15:10 [ 青年工作委员会 ] 专题二：青年医师学术成就展示
主持 : 郭强 ,  熊维宁 ,  董航明

13:30-13:50 支气管哮喘上皮细胞Ezrin蛋白表达与疾病关系 姚　欣 江苏省人民医院

13:50-14:10 肺修复失衡与慢阻肺 张　静 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

14:10-14:30 重症哮喘IL-27与固有免疫 谢　敏 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
附属同济医院

14:30-14:50 肺曲霉病早期诊断进展 苏　欣 中国人民解放军东部战区总医院

14:50-15:10 大环内酯类药物在慢阻肺的治疗中的作用  何志义 广西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15:30-17:10 [ 青年工作委员会 ] 专题三：疑难病例分析与讨论
主持 : 邓朝胜  ,  孙加源  ,  陈燕 

15:30-15:40 疑难病例讨论1 黄　可 中日友好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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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40-15:46 讨论

15:46-15:56 疑难病例讨论2 周　敏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
附属瑞金医院

15:56-16:02 讨论

16:02-16:12 疑难病例讨论3 梁　硕 上海市肺科医院

16:12-16:18 讨论

16:18-16:28 疑难病例讨论4 夏　旸 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二医院

16:28-16:34 讨论

16:34-16:44 疑难病例讨论5 陈　成 苏州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16:44-16:50 讨论

16:50-17:00 疑难病例讨论6 丁海波 福建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17:00-17:10 讨论

18:30-20:10  [ 青年工作委员会 ] 青年沙龙：青年学科带头人谈学科建设 
主持 : 王辰 ,  沈华浩 ,  陈荣昌 ,  瞿介明 ,  李为民 

[讨论]曹彬 中日友好医院 , 宋元林 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 , 王玮 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 
应颂敏 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二医院 , 徐金富 上海市肺科医院 , 张艰 空军军医大学西京医院 , 
张晓菊 河南省人民医院 , 何勇 陆军军医大学大坪医院 , 班承钧 北京中医药大学东直门医院 , 
高凌云 四川省医学科学院·四川省人民医院 , 揭志军 复旦大学附属上海市第五人民医院 , 
牟向东 北京清华长庚医院

2019 年 06月 29日	[ 星期六 ] 分会场 7-208

08:00-09:40 [ 肺功能与临床呼吸生理工作委员会 ] 专题一：肺功能检查技术
主持 : 郑劲平 ,  阙呈立

08:00-08:22 Capnovolumetry技术 刘锦铭 上海市肺科医院

08:22-08:25 讨论

08:25-08:47 呼出气一氧化氮(FeNO)检测技术及质量控制 逯　勇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朝阳医院

08:47-08:50 讨论

08:50-09:12 肺功能设备应用与消毒 孙蓓丽 江苏省人民医院

09:12-09:15 讨论

09:15-09:37 肺功能检查报告规范——肺量计检查、支气管舒张试
验、支气管激发试验的标准化格式

郑劲平 广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09:37-09:40 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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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0-11:40 [ 肺功能与临床呼吸生理工作委员会 ] 专题二：肺功能检查临床应用
主持 : 袁雅冬 ,  张晓雷 

10:00-10:22 多种不同结缔组织疾病的肺功能表现 顾宇彤 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

10:22-10:25 讨论

10:25-10:47 运动心肺功能试验对肝胆外科手术患者术后并发症及
术后肺功能的预测

所　鸿 内蒙古医学院附属医院

10:47-10:50 讨论

10:50-11:12 肺移植的肺功能评价 张晓雷 中日友好医院

11:12-11:15 讨论

11:15-11:37 肺功能检查信息化管理与人工智能分析 简文华 广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11:37-11:40 讨论

13:30-15:10  [ 肺功能与临床呼吸生理工作委员会 ] 专题三：肺功能指南解读
主持 : 王惠妩  ,  赵桂华

13:30-13:48 肺功能检查指南解读（第一部分） 王惠妩 新疆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13:48-13:50 讨论

13:50-14:08 肺功能检查指南解读（第二部分） 周　宁 天津医科大学总医院

14:08-14:10 讨论

14:10-14:28 肺功能检查指南解读（第三部分） 谢燕清 广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14:28-14:30 讨论

14:30-14:48 肺功能检查指南解读（第四部分） 张旭华 宁夏医科大学总医院

14:48-14:50 讨论

14:50-15:08 肺功能检查指南解读（第五部分） 周明娟 广东省中医院

15:08-15:10 讨论

15:30-17:10   [ 肺功能与临床呼吸生理工作委员会 ] 专题四：肺功能规范化培训专题
主持 : 赵明华 ,  逯勇

15:30-15:52 PCCM肺功能单训基地建设及考核要求 郑劲平 广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15:52-15:55 讨论

15:55-16:17 肺功能质控问题分析及改进细则 高　怡 广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16:17-16:20 讨论

16:20-16:42 基层卫生服务中心肺功能室的建立及质控 逯　勇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朝阳医院

16:42-16:45 讨论

16:45-17:07 呼吸道慢病管理的肺功能质控 宋元林 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

17:07-17:10 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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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年 06月 29日	[ 星期六 ] 分会场 8-109

08:00-09:40 [ 感染工作委员会 ] 专题三：免疫受损患者肺部感染的早期识别和诊治要点
主持 : 姜淑娟 ,  苏欣  ,  诸兰艳

08:00-08:20 免疫抑制宿主肺部感染的诊治 叶　枫 广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08:20-08:40 真菌感染的实验室检查进展 施　毅 中国人民解放军东部战区总医院

08:40-09:00 病例：变化多端的“肺炎”该如何治疗？ 刘　漪 昆明市第二人民医院

09:00-09:20 病例：肺放线菌病 陈延斌 苏州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09:20-09:40 病例：肝移植后、发热、肺部阴影、皮肤病变 牟向东 北京清华长庚医院

10:00-11:40  [ 感染工作委员会 ] 专题四：结核和非结核分枝杆菌临床诊治进展
主持 :  赖国祥 ,  许淑云  ,  张巧

10:00-10:20 老年结核性胸膜炎临床研究 吴　琦 天津市海河医院

10:20-10:40 结核潜伏感染，治还是不治 程齐俭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
附属瑞金医院

10:40-11:00 支气管扩张症合并NTM诊治进展 徐金富 上海市肺科医院

11:00-11:20 非结核分枝杆菌合并TM感染特点 张建全 广西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11:20-11:40 肺结节病与肺结核的鉴别诊断（附病例） 邓国防 深圳市第三人民医院

11:40-12:10  [ 卫星会 ] 正大天晴卫星会
主持为：瞿介明，赖国祥

11:40-12:10 肺部感染的诊疗策略 施　毅 中国人民解放军东部战区总医院

13:30-14:30 [ 基层工作委员会 ] 专题一：基层呼吸能力及体系建设项目推动
主持 : 方力争 ,  黄克武 ,  刘春涛

13:30-13:50 基层呼吸能力及体力建设标准及规划 迟春花 北京大学第一医院

13:50-14:10 基层呼吸能力及体系建设项目进展 杨　汀 中日友好医院

14:10-14:20 基层呼吸能力建设经验分享 张　楠 北京安贞社区服务中心

14:20-14:30 基层呼吸能力建设经验分享 汤松涛 东莞市寮步镇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14:30-15:30  [ 基层工作委员会 ] 专题二：基层版指南的解读
主持 : 张捷  ,  郑则广 ,  卢祖洵

14:30-14:50 支气管哮喘基层诊疗指南(2018年)解读 周　新 上海市第一人民医院

14:50-15:10 慢性阻塞性肺疾病基层诊疗指南(2018年)解读 陈亚红 北京大学第三医院

15:10-15:30 慢性肺源性心脏病基层诊疗指南(2018年)解读 赖国祥 中国人民解放军联勤保障部队第
900医院(原福州总医院)

15:30-16:30  [ 基层工作委员会 ] 专题三：基层版指南的解读
主持 : 达春和 ,  杨晓红

15:30-15:50 咳嗽的基层诊疗指南解读 赖克方 广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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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50-16:10 肺炎的基层诊疗指南解读 刘晓民 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16:10-16:30 睡眠呼吸障碍性疾病基层诊疗指南的解读 王　玮 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16:30-17:50  [ 基层工作委员会 ] 专题四：基层病例讨论
主持 : 吴琦 ,  袁雅冬 ,  周玮

16:30-16:50 慢性咳嗽 杭晶卿 上海市普陀区人民医院

16:50-17:10 呼吸困难 程　哲 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17:10-17:30 肺部阴影 曲仪庆 山东大学齐鲁医院

17:30-17:50 喘憋原因待查 刘先胜 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
附属同济医院

2019 年 06月 29日	[ 星期六 ] 分会场 9-402

08:00-09:30 [ 危重症医学工作委员会 ] 专题三：严重免疫抑制合并呼吸衰竭处理
主持 : 谭海  ,  赵洪文 ,  李丹 

08:00-08:20 严重免疫抑制合并呼吸衰竭病因的诊断：感染 vs 非感
染

林　勇 东南大学附属南京胸科医院

08:20-08:40 严重免疫抑制合并呼吸衰竭的呼吸支持：高流量氧疗 
vs 无创通气

余　红 贵州省人民医院

08:40-09:00 严重免疫抑制合并呼吸衰竭的呼吸支持：无创通气 vs 
有创通气

赵蓓蕾 中国人民解放军东部战区总医院

09:00-09:20 严重免疫抑制合并呼吸衰竭的呼吸支持：ECMO的指征
与操作

孙　兵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朝阳医院

09:20-09:30 Q＆A

10:00-11:40 [ 间质性肺疾病工作委员会 ] 专题一：特发性肺纤维化诊断与治疗的变迁
主持 : 李振华 ,  郑金旭 ,  彭红 ,  王婧

10:00-10:25 IPF诊断与治疗的变迁 徐作军 北京协和医院

10:25-10:40 AE-IPF的治疗：大剂量激素冲击治疗有效 曹孟淑 南京大学医学院附属鼓楼医院

10:40-10:55 AE-IPF的治疗：大剂量激素冲击治疗无效 陈　娟 宁夏医科大学总医院

10:55-11:20 Dysregulation of cellular metabolism in pulmonary 
fibrosis

刘　刚 University of Alabama at 
Birmingham

11:20-11:40 IPF的预后与评价 罗　群 广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11:40-12:10 [ 卫星会 ] BI 卫星会
主持 : 代华平

11:40-12:10 尼达尼布长期治疗数据解读 李惠萍 上海市肺科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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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30-15:10 [ 间质性肺疾病工作委员会 ] 专题二：间质性肺炎的治疗策略
主持 : 于文成 ,  代静泓  ,  刘运秋 ,  赵铁梅

13:30-13:50 非IPF-IIP的治疗 蔡后荣 南京大学医学院附属鼓楼医院

13:50-14:10 真实世界中IPF的治疗 金　洪 四川大学华西医院

14:10-14:30 CTD-ILD治疗：呼吸科医生的视角 李惠萍 上海市肺科医院

14:30-14:50 CTD-ILD治疗：CTD治疗 马　丽 中日友好医院

14:50-15:10 一种变化多端且充满挑战的疾病----论HP 的诊治策略 王笑歌 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第四医院

15:30-17:10 [ 间质性肺疾病工作委员会 ] 专题三：间质性肺疾病的诊断：MDT 实践
主持 : 张云辉 ,  孟莹 ,  陈起航 ,  冯瑞娥

15:30-15:55 机化性肺炎的诊疗误区与防范 代华平 中日友好医院

15:55-16:20 嗜酸性粒细胞肺浸润的分类与诊断  蒋捍东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
附属仁济医院

16:20-16:40 放射性肺炎的诊断与治疗 张惠兰 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
院附属同济医院

16:40-17:10 间质性肺疾病MDT 任雁宏 中日友好医院

代华平 中日友好医院

陈起航 北京医院

冯瑞娥 北京协和医院

17:10-18:50 [ 间质性肺疾病工作委员会 ] 专题四：ILD 病例讨论
主持 : 魏路清 ,  高凌云 ,  曹卫军 ,  杨莉

17:10-17:35 病例1 赵亚滨 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17:35-18:00 病例2 杨俊玲 吉林大学第二医院

18:00-18:25 病例3 孟　婕 中南大学湘雅医院

18:25-18:50 病例4 黄　慧 北京协和医院

2019 年 06月 29日	[ 星期六 ] 分会场 10-401

08:00-09:40 [ 人文工作委员会 ] 人文专题一
主持 : 何权瀛 ,  张丽

08:00-08:25 医院正道是沧桑 袁　钟 中国协和医科大学出版社

08:25-08:50 重温“希波克拉底宣言” 刘春涛 四川大学华西医院

08:50-09:15 医疗实践和临床研究中的伦理问题 兰礼吉 四川大学医学院

09:15-09:40 沟通技巧助力临床实践 朱　红 北京大学第三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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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0-11:15 [ 人文工作委员会 ] 人文专题二
主持 : 任新玲 ,  黄茂

10:00-10:25 互联网时代的医学人文挑战与应对 徐国纲 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
第一医学中心

10:25-10:50 当前社会医生是否应当保育“贵族精神”？ 刘绍坤 中南大学湘雅二医院

10:50-11:15 《医疗纠纷预防和处理条例》解读 董玉龙 四川省人民医院

13:30-15:10 [ 介入呼吸病学工作委员会 ] 介入专题三：介入呼吸病学体系的规范化建设
主持 : 张杰 ,  郭述良

13:30-13:55 COPD的支气管腔内介入治疗及疗效评价 王广发 北京大学第一医院

13:55-14:20 支气管哮喘热成形治疗的临床应用及疗效评价 王昌惠 上海市第十人民医院

14:20-14:45 呼吸危重症介入技术体系建设思考 陈成水 温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14:45-15:10 呼吸介入技术在基层医院呼吸重症中的应用 尹辉明 湖南医药学院第一附属医院

15:30-17:10 [ 介入呼吸病学工作委员会 ] 介入专题四：呼吸介入技术在慢性气道疾病及呼吸重症中的应用进展
主持 : 王广发 ,  王昌惠

15:30-15:55 呼吸内镜中心的规范化建设 张　杰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天坛医院

15:55-16:20 呼吸内镜检查报告系统标准化及网络上报建设初探 李　静 广东省人民医院

16:20-16:45 间充质干细胞治疗支气管胸膜瘘的临床研究 曾奕明 福建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

16:45-17:10 经皮冷冻治疗肺部肿瘤技术要点与操作规范 罗凌飞 应急总医院

17:10-18:46 [ 介入呼吸病学工作委员会 ] 介入专题五：精彩病例分享
主持 : 陈成水 ,  柯明耀

17:10-17:22 病例1 侯　刚 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17:22-17:34 病例2 王晓平 中日友好医院

17:34-17:46 病例3 徐　浩 浙江大学附属第二医院

17:46-17:58 病例4 叶贤伟 贵州省人民医院

17:58-18:10 病例5 王晓平 山东省胸科医院

18:10-18:22 病例6 杨　震 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
第一医学中心

18:22-18:34 病例7 金志贤 昆明市第一人民医院

18:34-18:46 病例8 蔡志刚 河北医科大学第二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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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年 06月 29日	[ 星期六 ] 分会场 11-403

08:00-09:40 肺栓塞与肺血管病工作委员会 ] 专题三：基于临床真实病例的指南解读：肺栓塞规范化预防
主持 : 翟振国 ,  张运剑 ,  朱光发

08:00-08:20 院内VTE管理体系建设 易　群 四川大学华西医院

08:20-08:40 血栓风险评估 唐勇军 中南大学湘雅医院

08:40-09:00 出血风险评估 刘维佳 贵州省人民医院

09:00-09:20 预防策略实施 程　哲 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09:20-09:40 院内VTE典型病例（警示病例） 程兆忠 青岛大学医学院附属医院

10:00-11:40 [ 肺栓塞与肺血管病工作委员会 ] 专题四：《WSPH 肺动脉高压专家共识》解读——肺动脉高压的标准
化诊断

主持 : 柳志红 ,  刘璠 ,  王宁

10:00-10:20 如何评价肺动脉高压的定义更新及其意义 万　钧 中日友好医院

10:20-10:40 解读肺动脉高压的最新临床分类 刘　双 北京大学国际医院

10:40-11:00 肺动脉高压优化诊断流程 熊长明 中国医学科学院阜外医院

11:00-11:20 肺动脉高压功能评估与危险分级更新 毛毅敏 河南科技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11:20-11:40 典型病例展示（肺动脉高压诊断） 杨媛华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朝阳医院

13:30-15:10  [ 危重症医学工作委员会 ] 专题四：ICU 感染
主持 : 赵子文 ,  韩志海 ,  柏长青

13:30-13:50 Sepsis的早期诊断 邢丽华 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13:50-14:10 Sepsis抗感染策略 李爱民 山西医科大学第一医院

14:10-14:30 呼吸机相关肺炎（VAP）的预防 阎锡新 河北医科大学第二医院

14:30-14:50 CRE：如何面对？ 刘嘉琳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
附属瑞金医院

14:50-15:10 老年重症肺炎 方保民 北京医院

15:30-17:10 [ 危重症医学工作委员会 ] 专题五：危重症病例
主持 : 张伟 ,  徐喜媛 ,  徐思成 ,  赵子文

15:30-15:50 病例1 刘晓青 广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15:50-16:10 病例2 郭　强 苏州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16:10-16:30 病例3 谢　菲 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
第一医学中心

16:30-16:50 病例4 潘频华 中南大学湘雅医院

16:50-17:10 病例5 李燕明 北京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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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年 06月 29日	[ 星期六 ] 分会场 12-404

08:00-09:40 [ 儿科呼吸工作委员会 ] 专题一：儿童疑难、少见病
主持 : 赵京 ,  陈爱欢

08:00-08:25 中国儿童呼吸系统单基因遗传病诊断平台建设 申昆玲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儿童医院

08:25-08:50 原发性纤毛不动综合征 徐保平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儿童医院

08:50-09:15 弥漫性肺出血性疾病 农光民 广西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09:15-09:40 儿童马尔尼菲青霉菌病 卢　根 广州市妇女儿童医疗中心

10:00-11:40 [ 儿科呼吸工作委员会 ] 专题二：感染
主持 : 申昆玲 ,  徐保平

10:00-10:25 儿童潜伏性结核病诊治 申阿东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儿童医院

10:25-10:50 慢性化脓性肺疾病 蔡栩栩 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盛京医院

10:50-11:15 卡介苗菌病 陈艳萍 湖南省儿童医院

11:15-11:40 肺炎支原体感染与哮喘的内在关联 丁圣刚 安徽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13:30-15:10 [ 儿科呼吸工作委员会 ] 专题三：呼吸重症
主持 : 张琪 ,  叶乐平

13:30-13:55 学龄前儿童哮喘的早期诊断和治疗 陈爱欢 广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13:55-14:20 儿童过敏原测定结果解读 赵　京 首都儿科研究所附属儿童医院

14:20-14:45 呼出气NO测定在哮喘诊疗中的意义 张　皓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
附属上海儿童医学中心

14:45-15:10 微生物组学与变态反应性疾病 孙　新 空军军医大学西京医院

15:30-17:10 [ 儿科呼吸工作委员会 ] 专题四：儿童呼吸重症
主持 : 申阿东 ,  王世彪

15:30-15:55 儿童ARDS诊治 张　琪 中日友好医院

15:55-16:20 儿童中心气道狭窄的介入诊疗策略 叶乐平 北京大学第一医院

16:20-16:45 吸入相关呼吸综合征 王文建 深圳市儿童医院

16:45-17:10 儿童卡氏肺孢子虫肺炎 李　明 昆明医科大学附属儿童医院

2019 年 06月 29日	[ 星期六 ] 分会场 13-110

08:00-09:36  [ 肺功能与临床呼吸生理工作委员会 ] 操作演示：肺功能仪器操作演示 ，物联网肺功能演示
主持 : 陈芳 ,  谢燕清

08:00-08:16 通气功能检查操作方法 李　雪 河北医科大学第二医院

08:16-08:32 弥散功能检查操作方法 黄　刚 浙江大学医学院第二附属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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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8:32-08:48 体积描计检查操作方法 杨卫江 新疆医科大学附属中医医院

08:48-09:04 支气管激发试验操作方法 杨文兰 上海市肺科医院

09:04-09:20 支气管舒张试验操作方法 彭　毅 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
附属协和医院

09:20-09:36 物联网肺功能演示 王天星 浙江亿联健公司

13:30-15:10 [ 肺癌工作委员会 ] 操作演示：基于增强现实加的肺癌诊断系统

13:30-14:20 基于增强现实加的肺癌诊断系统  胡　洁 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

14:20-15:10 基于增强现实加的肺癌诊断系统  童　琳 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

15:30-17:10 [ 睡眠呼吸障碍工作委员会 ] 操作演示：睡眠呼吸疾病诊疗的新技术

15:30-15:50 非接触式呼吸监测技术 董霄松 北京大学人民医院

15:50-16:10 负压吸引治疗睡眠呼吸暂停新技术 胡　嫣 北京大学国际医院

16:30-16:50 可穿戴脑电监测技术 高威威 倍德

16:50-17:10 家庭睡眠呼吸监测 张弘毅 凯迪泰

2019 年 06月 29日	[ 星期六 ] 分会场 15-111

08:00-09:40 [ 介入呼吸病学工作委员会 ] 动手培训三：硬质气管支气管镜及硅酮支架
主持 : 欧琼 ,  马利军 ,  李明娴

08:00-09:40 硬质气管支气管镜及硅酮支架 王广发 北京大学第一医院 

  张　红  北京大学第一医院

10:00-11:40 [ 介入呼吸病学工作委员会 ] 动手培训四：冷冻治疗及冷冻活检

10:00-11:40 冷冻治疗及冷冻活检 张　杰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天坛医院

陈　愉 广州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广州呼吸健康研究院

14:00-15:40 [ 介入呼吸病学工作委员会 ] 动手培训五：TBNA、活瓣置入

14:00-15:40 TBNA、活瓣置入 

  

王昌惠 上海市第十人民医院

荣　福 南方医科大学顺德医院

16:00-17:40 [ 介入呼吸病学工作委员会 ] 动手培训六：内科胸腔镜

16:00-17:40 内科胸腔镜  王　娟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天坛医院

王　臻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朝阳医院

会议日程.indd   45 2019/6/20   下午9:28



Page 46

2019 年 06月 29日	[ 星期六 ] 406 会议室

13:30-15:10 典型、罕见病例集锦（一）
主持 : 霍建民 ,  余勤 ,  邓毅书 ,  许建英

13:30-13:40 急诊支气管动脉栓塞术治疗气管镜活检后大咯血一例 程　亮 无锡市第五人民医院

13:40-13:50 1例以周身乏力起病，重度呼吸衰竭为突出表现的罕见
病

刘娜娜 武警后勤学院附属医院

13:50-14:00 原发性肺外周T细胞淋巴瘤1例 施丽泳 福建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

14:00-14:10 囊性纤维化典型病例 徐文帅 北京协和医院

14:10-14:20 肺部表现为双肺多发囊性变的原发性干燥综合征1例 王晓月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朝阳医院

14:20-14:30 成人朗格汉斯细胞组织细胞增生症累及肺、垂体、甲
状腺、肝、淋巴结、皮肤一例报道

刘贵钱 中南大学湘雅二医院

14:30-14:40 以间质性肺疾病为首发表现的IgG4相关疾病病例报道
一例

崔贝贝 四川大学华西医院

14:40-14:50 右中间支气管胸腔胃瘘行气道支架封堵治疗 张华平 福建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
福建省呼吸医学中心

14:50-15:00 肺泡蛋白沉积症1例 张　慧 中日友好医院

15:00-15:10 1例历经沧桑的重症支气管扩张 占扬清 广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15:30-17:10 典型、罕见病例集锦（二）
主持 : 华树成 ,  胡晓芸 ,  刘翱 ,  赵立

15:30-15:40 误诊为感染后机化的隐源性机化性肺炎一例 王诗尧 中日友好医院

15:40-15:50 长期气管切开的睡眠低通气患者成功NIV序贯1例报道 李红鹏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
附属瑞金医院

15:50-16:00 发热伴双肺多发斑片影----拨云见日寻病因 马　晖 天津市胸科医院

16:00-16:10 右心导管检查指导肺动脉高压诊疗的典型病例 —1例
第三大类肺动脉高压合并动脉性肺动脉高压病例

张　琳 中日友好医院

16:10-16:20 一例以肺部症状首发、累及多系统损害的少见NK/T淋
巴细胞瘤的诊治

王艳丽 江苏省人民医院

16:20-16:30 急性肺栓塞求因—肿瘤合并肺栓塞 焦小净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朝阳医院

16:30-16:40 病例报道--睡眠呻吟1例 陈丹丹 深圳市人民医院

16:40-16:50 反复感染、肺部空洞--真凶何在 张晓琦 潍坊市第二人民医院

16:50-17:00 以间质性改变为主要表现的肺结核一例 并文献复习 吴　迪 福建省福州肺科医院

17:00-17:10 变应性支气管肺曲霉病：典型病例报告及文献复习 匡煜坤 中山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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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年 06月 30日	[ 星期日 ] 分会场 9-402

08:00-10:00 [ 全体大会 ] 全体大会（3）
主持 : 曾奕明 , 梁宗安 , 王良兴 , 李月川 

08:00-08:30 中国介入呼吸病学发展现状及未来方向 李　强 同济大学附属东方医院

08:30-09:00 肺动脉高压标准化诊疗体系在中国 翟振国 中日友好医院

09:00-09:30 如何加强睡眠呼吸医学学科建设 韩　芳 北京大学人民医院

09:30-10:00 也易也难：肺内渗出性病变的影像学诊断与鉴别 郭佑民 西安交通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10:00-12:00 [ 全体大会 ] 手术演示
主持：李强 , 张杰

2019 年 06月 30日	[ 星期日 ] 分会场 10-401

10:00-12:00 [ 全体大会 ] 名家讲病例
主持：林其昌 , 陈宝元

10:00-10:20 病例1 康　健 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10:20-10:30 讨论

10:30-10:50 病例2 陈良安 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
第一医学中心

10:50-11:00 讨论

11:00-11:20 病例3 赖国祥 中国人民解放军联勤保障部队第
900医院(原福州总医院)

11:20-11:30 讨论

11:30-11:50 病例4 陈成水 温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11:50-12:00 讨论

2019 年 06月 30日	[ 星期日 ] 分会场 12-404

06:30-07:50 PCCM 专培工作会

2019 年 06月 30日	[ 星期日 ] 二层多功能厅

12:00-12:15 [ 全体大会 ] 闭幕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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