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9年广东省医学会儿科学术年会议题

2019年7月12日-14日 汕头市帝豪酒店

报到时间：7月12日14:00-21:00；7月13日7:30-12:00

报到地点：酒店1楼大堂

2019年7月12日

时间 会议及地点

20:00-21:30
广东省医学会儿科学分会第十六届委员会第四次全体委员会议

地点：汕头市帝豪酒店四楼帝景帝丽厅

2019年7月13日 上午主会场

地点：四楼会展中心

时间 议程 讲者 主持

08:30-09:00 开幕式 张智伟

09:00-09:25 儿童全生命周期健康临床研究--新华儿科的传承与继承 孙琨 张智伟

于力09:25-09:50 嗜酦细胞增多疾病的临床诊洽 方建培

09:50-10:20 少年强则国家强——浅谈羔羊胃提取物维B12颗粒的价值（卫星会） 白杨 龚四堂

10:20-10:45 免疫接种 杨军 马恒颢

10:45-11:15 糖皮质激素雾化吸入疗法在儿科应用的专家共识（卫星会） 黄柳一
孙新

11:15-11:20 讨论

11:20-11:30 休息

11:30-12:00 轮状病毒性腹泻疾病负担及防控策略（卫星会） 郑慧贞

12:00-12:25 重新认识自闭症 邹小兵 周敦华
文飞球12:25-12:50 大处着眼小处着手-如何厘清临床研究的问题 周欣

12:50-12:55 讨论

12:55-14:00 午餐和休息

2019年7月13日 下午分会场

分会场1（地点：四楼会展中心帝景帝丽厅）
新生儿学组+内分泌和代谢病学组

14:00-14:30 新生儿学组专题讲座

14:30-14:38 大会发言1

14:38-14:46 大会发言2

14:46-14:44 大会发言3

14:44-14:52 大会发言4

14:52-15:00 大会发言5

15:00-15:08 大会发言6

15:08-15:16 大会发言7

15:16-15:24 大会发言8



15:24-15:32 大会发言9

15:32-15:40 大会发言10

15:40-15:48 大会发言11

15:48-15:53 讨论

15:53-16:03 休息

16:03-16:33 生长迟缓，看似简单，实则不然！ 马华梅 刘丽

16:33-16:41 低碱性磷酸酶血症的临床和遗传学特征 曾春华

黄永兰

梁立阳

16:41-16:49 垂体柄阻断综合征（PSIS）患者的临床特征 刘祖霖

16:49-16:57 Prader-Willi综合征的基因型-临床表型相关性 李坚旭

16:57-17:05
4-8岁单纯乳房早发育（IPT）女童进展为特发性中枢性性早熟（ICPP）/青春早发育

（EP）可能的相关危险因素
苏喆

17:05-17:13 6个Lowe综合征家系7例患者的临床特征表型与基因突变型关系 张晓滢

董国庆

苏喆

17:13-17:21 FARS2基因突变致线粒体病1例及文献复习 王丽

17:21-17:29 中国患者中ARID1B的一种罕见突变致coffin-siris综合征 王宪耀

17:29-17:37 人重组生长激素治疗对青春诱导中的Turner综合征患儿糖脂代谢的影响 郭松

17:37-17:42 讨论

17:42— 休息-晚宴

分会场2（地点：四楼会展中心帝泉帝谷厅）

呼吸学组+危重症学组

14:00-14:20 腺病毒肺炎临床特征，早期诊断、早期干预与预后 樊慧峰 邓力

郑跃杰14:20-14:28 重症肺炎相关性噬血细胞综合症35例临床分析 冯志冠

14:28-14:43 儿童细菌性肺炎的抗感染治疗进展（卫星会） 孙树梅
郑跃杰

14:43-14:58 儿童痰症治疗（卫星会） 邓力

14:58-15:06 低中剂量吸入糖皮质激素对哮喘儿童生长的影响 郑雪芳 邓力

郑跃杰15:06-15:14 屋尘螨过敏儿童气道高反应性测定及评价 黄东明

15:14-15:44 影响儿童肺炎和哮喘治疗效果的药物因素及对策（卫星会） 孙树梅 黄柳一

15:44-15:52 小儿重症肺炎是否将并发心力衰竭没有必要预测 谢国强

邓力

郑跃杰

15:52-16:00 “儿童CAP抗菌药物治疗的初选程序卡”临床应用研究 黄卫东

16:00-16:08 大剂量盐酸氨溴索治疗婴幼儿百日咳多中心真实世界研究初步分析 杨奕校

16:08-16:16 纤维支气管镜引导下气管插管与皮罗综合征患儿气道损伤 彭俊争

16:16-16:21 讨论

16:21-16:31 休息

唐雯

郑亦男

16:31-16:51 老病种、新难题与新思考-小儿危重症腺病毒感染的诊断和救治 杨镒宇

16:51-16:59 重症超声在机械通气的脓毒性休克患儿中的应用 罗勇

16:59-17:07 经颅多普勒超声(TCD)在儿童狼疮脑病诊断中的意义 马伟科

17:07-17:15 糖原贮积症 IIIa 型所致危重病与 AGL基因突变分析 曾汉石

17:15-17:23 儿童重症腺病毒肺炎不同阶段的临床影像学特征 党润

17:23-17:31 无创监测在诊断休克的意义 吕兴



17:31-17:39 用动态血流动力学参数和经胸壁超声心动图预测机械通气患儿的容量反应性 刘纯义

17:39-17:47 无创通气联合综合治疗救治小儿危重症腺病毒肺炎 周涛

17:47-17:52 讨论

17:52- 休息-晚宴

分会场3（地点：四楼会展中心帝豪厅）

消化营养学组+感染学组+心血管病学组

14:00-14:20 儿童消化道出血的诊治策略 耿岚岚
付四毛

周少明

张勇

14:20-14:27 婴儿粪便储留286例随访观察 任路

14:27-14:35 婴儿胆汁淤积的肠道菌群研究 周建利

14:35-15:05 小儿厌食的中医药治疗 （卫星会） 任现志 龚四堂

15:05-15:13 超细内镜下幽门肌切开术治疗婴儿肥厚性幽门狭窄并10年随访 张又祥
付四毛

周少明

张勇

15:13-15:21 MCT4 aggravatedinflammatory bowel disease by triggering cell pyroptosis 许万福

15:21-15:29 高通量基因捕获测序技术诊断Alagille综合征患儿三例 龙晓玲

15:29-15:59 小儿功能性消化不良（卫星会） 耿岚岚
龚四堂

15:59-16:04 讨论

16:04-16:14 休息

16:14-16:34 儿童重症腺病毒感染临床特点及早期识别 徐翼

孙树梅

周敦华

16:34-16:41 2008-2010 年广东省重症手足口病死亡病例流行病学分析 胡兢晶

16:41-16:48 广州地区先天性感染人巨细胞病毒临床病毒株 UL148 基因生物信息学分析 伍苑宾

16:48-16:55
H1N1 influenza A -associated mild encephalitis/encephalopathy with

reversible splenial lesion of the corpus callosum

Li

Xufang

16:55-17:02
Bordetella pertussis isolates from children are highly resistant to

antibiotics with prevalent gene profile ptxP3/prn2 in southern China
张交生

17:02-17:09 新生儿侵袭性 B族链球菌分型与多重耐药的相关性研究 高坎坎

17:09-17:16 大环内酯类抗生素耐药与敏感百日咳的临床比较 雷炎玲

17:16-17:21 讨论

17:21-17:41 先天心脏病介入治疗的进展 张智伟

张丽

刘琮
17:41-17:48 定量组织速度成像和应变率显像对重症地中海贫血儿童心功能的研究 刘麟

17:48-17:55 心导管造影术在治疗 IIIIV 型肺动脉闭锁室间隔缺损中的应用价值 李建斌

17:55-18:02 三维标测下递进性消融策略在儿童室上速射频消融中的应用 梁东坡

覃有振

谢育梅

18:02-18:09 IFN-α信号异常在急性期川崎病Breg PB细胞分化失衡机制中的作用及意义 王国兵

18:09-18:16 川崎病所致缺血性心肌病患儿的临床特点与转归 王燕飞

18:16-18:23 合并先天性心脏病的遗传综合征的基因及面部分析 辛颖

18:23-18:28 讨论

18:28- 休息



分会场4（地点：四楼会展中心皇室厅）

护理学组

13:30-13:40 护理分会场领导致词 林艳

13:40-14:00 护理专科门诊出诊护理人员临床实践现状的现象学研究 林文璇

付勤

14:00-14:06 基于“手术实时进程系统”大数据支持，提高择期手术患儿术前舒适度 李素芳

14:06-14:22 基于大数据质量管理模式在病区出院流程精细化管理应用效果 肖志田

14:22-14:28 临床护理工作无纸化的实现及效果评价 徐信兰

14:28-14:34 HIMSS 7级标准下的新生儿日间病房的信息化管理 孙黎

14:34-14:40 中国儿科血液学/肿瘤学从业人员镇痛和镇静实践调查 严翠霞

14:40-14:46 有关中日早产儿体位管理差异的研究 夏幸阁

14:46-14:52 198 名儿科护士医用黏胶相关皮肤损伤知信行的现状调查 马敬香

14:52-14:58 儿童门诊就医患儿体验质性研究 温秀兰

14:58-15:04 多功能可视输液分流板的研制 卢艳华

15:04-15:10 儿童上臂型植入式给药装置的临床应用 刘嫣媚

15:10-15:20 讨论

15:20-15:26 基于 JCI 标准下儿科急诊护士专业化培训方法探讨 吴金霞

李智英

15:26-15:32 儿童 1 型糖尿病延续性护理模式构建及效果研究 饶敏

15:32-15:38 2068 例消化系统疾病住院患儿营养风险筛查的临床意义 欧瑞菊

15:38-15:44 婴幼儿动脉导管未闭介入治疗术后血管并发症的护理 严秋萍

15:44-15:51 剥夺睡眠—睡眠脑电图在小儿癫痫诊断中的价值的分析 田婷

15:51-16:01 休息

16:01-16:07 早产儿 PICC 导管继发异位采用体位复位成功的护理体会 钟婷

16:07-16:13 PICC 导管末端位置对新生儿继发性乳糜胸的影响 陈小玲

16:13-16:19 探讨早产儿入院即刻核心温度与喂养进程及各并发症的关系 徐占媛

16:19-16:25 早期母乳喂养量对极低/超低出生体重儿 NEC 和喂养不耐受影响 熊小云

16:25-16:31 基于证据的住院新生儿母乳喂养流程再造 贺芳

16:31-16:41 讨论

16:41-16:50 不同年龄段小儿支气管镜肺泡灌洗术后并发症回顾性分析 张彩凤

严秋萍

16:50-16:56 6 例腺病毒导致儿童呼吸衰竭应用体外膜肺治疗护理体会 罗毅

16:56-17:02 超声引导下腔内定位上臂完全植入式输液港在白血病化疗患儿中的应用及护理体会 黄海英

17:02-17:08 一例病态窦房结综合征并发急性大面积脑梗塞患儿的护理 姚静

17:08-17:14 凸面底盘造口袋联合硅胶胶带在婴儿肠造口及周围皮肤并发症中的应用效果 邝云莎

17:14-17:20 以家庭为中心护理干预模式在小儿先天性心脏病围手术期护理中的应用 付勤

17:20-17:26 危重症患儿家属参与医疗决策期望的现状及其影响因素研究 李智英

17:26-17:32 延续性护理对改善幼年特发性关节炎患儿疼痛的影响 徐彩虹

17:32-17:38 儿童早期压力性损伤延迟愈合的影响因素分析 春晓

17:38-17:44 Braden-Q 儿童压疮评估量表使用信效度分析及相关生理危险因素研究 罗文君



17:44-17:54 讨论

17:54-18:24 优秀论文证书颁发-总结 林艳

18:24- 休息-晚宴

分会场5（地点：四楼会展中心会佳阁）

行为发育学组+儿童保健学组+神经学组

14:00-14:20 中国南方三甲医院自闭症转介患儿特征分析 陈文雄

李平甘
胡莲清

14:20-14:28 与社交机器人互动是否能够促进自闭症儿童的共同注意？ 曹伟

14:28-14:36 孤独症谱系障碍儿童早期诊断影响因素分析 武宇琦

14:36-14:44 智力发育迟缓儿童染色体亚端粒区研究 苏海浩

14:44-14:54 伴有阅读困难的注意缺陷多动障碍儿童的智力特点 余珍珠

14:54-15:02 SH2D1A基因缺失的X-连锁淋巴增殖综合征1型一例并文献复习 张碧红 孙良忠
曾萍15:02-15:10 儿童与成人系统性红斑狼疮的临床特征对比分析 张萍萍

15:10-15:18 异基因造血干细胞移植治疗粘多糖贮积病的疗效分析 屈钰华

马廉

陈惠芹

15:18-15:26
12 例利妥昔单抗（美罗华）鞘注治疗儿童非霍奇金淋巴瘤

临床分析
熊稀霖

15:26-15:34 单中心儿童神经肿瘤 184 例临床分析 麦惠容

15:34-15:39 讨论

15:39-15:49 休息

15:49-16:09 癫痫持续状态诊治新进展 翟琼香

杨思达

廖建湘
16:09-16:17 遗传性癫痫伴热性惊厥附加症患儿SCN1A突变与药物疗效研究 张静雯

16:17-16:25 利妥昔单抗治疗儿童免疫相关性脑炎脑病临床疗效及安全性分析 李小晶

16:25-16:33 原发性肉碱缺乏症临床特点及随访观察 陈淑丽

李宏

罗向阳

16:33-16:41 婴儿痉挛症及大田原综合征分子遗传学研究 邹东方

16:41-16:49 儿童热性惊厥短程预防的多中心“真实世界研究” 周晓华

16:49-16:57 BTR整体策略在孤独症谱系障碍儿童中的干预效果分析 李平甘

16:57-17:05 Age-related chinical-EEG chearacteristics of epileptic spasms in children 彭炳蔚

17:05-17:13 低龄儿童难治性癫痫外科治疗之权重、技术及策略 姚一

17:13-17:18 讨论

17:18-17:38 广东省儿保门诊建设的现状和思考 柯海劲

陈晓东

林翠兰

17:38-17:46 孕期情绪及睡眠对妊娠期糖尿病发病率的影响 林雪梅

17:46-17:54 62 例极低/超低出生体重儿早期体格和神经系统发育随访及其影响因素分析 付欣睿

17:54-17:59 讨论

17:59- 休息-晚宴

分会场6（地点：三楼龙凤厅）

免疫学组+血液学组+肾脏病学组

14:00-14:20 腹型紫癜治疗进展 檀卫平

杨军
李小琳

14:20-14:28
Efficacy and safety of Infliximab in juvenile idiopathic arthritis and

juvenile ankylosing spondylitis: A randomized, double-blind, controlled

study

曾萍

14:28-14:36 WAS基因功能获得性突变致先天性粒细胞缺乏症2例并文献复习 夏宇



14:36-14:44 M型磷脂酶A2受体与儿童特发性膜性肾病—4例患者报告 李敏

14:44-14:54 A20单倍体剂量不足的临床及免疫功能研究 何庭艳

14:54-15:02 华南地区14074例儿童过敏原特异性IgE分布及定量分级特点分析 李丰

15:02-15:10 一例周期性发热的临床表型/基因型及其免疫机制初步研究 李莎

15:10-15:15 讨论

15:15-15:35 液体活检在儿童血液肿瘤的应用 文飞球

吴北燕

孙新

15:35-15:43 单倍体造血干细胞移植治疗儿童重型地中海贫血疗效分析 张小玲

15:43-15:51 GATA3遗传变异与儿童急性B淋巴细胞白血病患者化疗敏感性的关联性研究 李春杰

15:51-15:59 骨髓间充质干细胞对白血病患儿门冬酰胺酶治疗敏感性的影响 徐清云

15:59-16:07 非血缘脐血移植后PES发生的危险因素及外周血炎症因子检测 刘典典

16:07-16:15

微小残留病检测在不同细胞遗传学及分子生物学特征儿童 ALL 中的临床意义：

SCCLG-ALL-2016 多中心协作组数据回顾性分析 吴晓君

16:15-16:23 含 HDMTX 的方案治疗儿童急性髓系白血病的疗效观察 黄礼彬

16:23-16:31

Evaluation of risk factors of GVHD Following Allogeneic Stem Cell

Transplantation for patients with β thalassemia major:10 Years Follow-up in

568 Patients

何岳林

16:31-16:36 讨论

16:36-16:46 休息

16:46-16:06 高尿酸血症和肾脏病 莫樱

李颖杰

林容华

16:06-17:14 单中心儿童狼疮性肾炎的随访分析 程程

17:14-17:22 基因诊断儿童Alport综合征30例临床分析 谭俊杰

17:22-17:30 儿童紫癜性肾炎临床分型与病理关系分析 陈程

17:30-17:38 5例儿童急性肾盂肾炎并肾梗塞临床和影像学特征及转归 刘玉玲

黄清明

吴伟森

17:38-17:46 儿童原发性肾病综合征合并塑型性支气管炎临床分析 贾实磊

17:46-17:54 儿童 I 型原发性高草酸尿症单中心回顾分析 廖欣

17:54-18:02 原发肾病综合征及慢性肾衰竭患儿血清FGF21变化及意义 韦念

18:02-18:07 讨论

18:07- 休息-晚宴

分会场7（地点：三楼麒麟厅）

青年论坛

14:00-14:20 川崎病的血管损伤与保护策略 徐明国

黎阳

张旭

14:20-14:28 儿童室性心动过速心肌病诊治附 2 例报告 欧振恒

14:28-14:36 儿童朗格汉斯细胞组织细胞增生症免疫状态检测及其意义 彭晓敏

14:36-14:44 抗CLL1 CAR-T细胞在儿童急性髓白血病中的应用 甘文婷

14:44-14:54
中性粒细胞/淋巴细胞、血小板/淋巴细胞和平均血小板体积/淋巴细胞对川崎病临床

预测作用的研究
吴业媚

14:54-15:02 儿童神经母细胞瘤骨髓微小残留病变的临床意义分析 冯楚础

15:02-15:10 早产儿支气管肺泡灌洗液中微生物与支气管肺发育不良的关系研究 高晓燕



15:10-15:15 讨论

小儿外科学组专场

钟微

刘珍银

15:15-15:23 基于气相色谱-质谱技术早产儿喂养前后血清代谢组学研究 俞梦璐

15:23-15:31 个性化定制负压吸盘治疗婴幼儿漏斗胸效果初探 张青

15:31-15:39
Analysis of postoperative risk factors for seizures in children following

cardiopulmonary bypass: The first Chinese study

Meng-Yao

Li1,

15:39-15:47 ERAS在婴儿肠吻合术中应用的可行性分析 吕俊健

15:47-15:55 88 例新生儿坏死性小肠结肠炎保守治疗继发肠狭窄诊治分析 周佳亮

15:55-16:00 讨论

16:00-16:10 休息

介入学组专场

16:10-16:18 低浓度 1%聚多卡醇注射治疗 60 例淋巴管畸形临床分析 刘浪

16:18-16:26 儿童静脉畸形硬化治疗方法选择与技术 刘录

16:26-16:34 埋入式输注系统在儿科中的应用 牛传强

16:34-16:39 讨论

放射、超声学组专场

王红英

田金生

16:39-16:47 儿童可逆性胼胝体压部病变诊断与误诊分析 艾斌

16:47-16:55 早产儿全脑体积的 MRI 测量及相关危险因素的回顾性分析 胡婷

16:55-17:03 儿童幕上脑实质室管膜瘤MRI影像表现及误诊分析 王帅

17:03-17:11 The ultrasonic evaluation before and after the left portal vein bypass surgery

(Rex shunt)

Zhang

Xiangxia

ng

17:11-17:19 超声联合上消化道造影诊断婴幼儿先天性十二指肠梗阻的价值 祁丹

17:19-17:27 The safety and feasibility of intravenous contrast-enhanced sonography in

children—a single center and prospective study in China
毛木翼

17:27-17:32 讨论

17:32- 休息-晚宴

2019年7月14日 上午主会场

地点：四楼会展中心

08:30-08:55 生长激素的合理应用 刘丽

王波

付四毛
08:55-09:25 早防早治儿童慢性肾脏病 蒋小云

09:25-09:55 人工智能问诊系统初探 方文达

09:55-10:25 儿童益生菌合理运用（卫星会） 沈振宇 龚四堂

10:25-10:30 讨论

10:30-10:40 休息

10:40-11:05 新生儿败血症诊治进展 林霓阳

马廉

林明祥
11:05-11:30 ECMO技术在小儿危重医学中的适度应用与前景 黄莉

11:30-11:55 儿童腺病毒感染流行病学与临床 陈德晖

11:55-12:00 讨论



12:00-12:10 闭幕式 龚四堂

12:10-14:00 午餐及撤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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