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十一届中青年呼吸学者论坛 

暨 2014 年度天津呼吸病学术年会·海河国际论坛日程 

10 月 17 日  

全天报到（9:00-23:00）(晋滨国际大酒店) 

15:00-17:00 病例集锦 

（天津医科大学总医院第三住院部四楼会议室） 

主持：徐作军 蒋萍

代华平 李月川  

病例 1 天津医科大学总医院 

病例 2 天津市海河医院 

病例 3 天津市胸科医院 

病例 4 武警后勤学院附属医院 

病例 5 北京协和医院 

病例 6 北京同仁医院 

病例 7 北京朝阳医院 

病例 8 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 

病例 9 北京大学人民医院 

病例 10 北京大学第一医院 

 

 

 

 

王平 

金建敏 

朱敏 

 

暴婧 

金哲 

17:00-19:00 优秀英文论文发言及颁奖 主持：高占成  

黄克武 郭禹标 

1. Antimicrobial peptide LL-37 circulating levels in chronic obstructive 

pulmonary disease patients with high risk of frequent exacerbations 

杨翼萌 

2. Aberrant neutrophil polarization in chronic obstructive pulmonary disease 

and how cigarette smoke extract attracts neutrophils 

邓帆 

3. Chicken IgY anti-HMGB1 neutralizing antibody facilitates allergic airway 

inflammation in a toluene diisocynate-induced murine asthma model by 

potentiating Th2 response 

姚利红 

4. Investigation of the molecular regulating effect of promoter-associated 

inserting sequences on CTX-M expression 

刘琳 

5. Mechanism Underlying the Role of NF-κB during the inflammatory injury 

in emphysema with intermittent hypoxia in rat endothelial cells 

梁磊 

6. Mitochondrial DNA induces lung inflammation in vivo and activates 

macrophages via TLR9-p38 MAPK pathway in vitro 

顾晓凌 

7. Association of serum ApoA1, ApoJ, ApoH and leptin levels with cognitive 

dysfunctions in male Chinese obstructive sleep apnea and hypopnea patients 

彭雅婷 

8. Diagnostic performance of diffusion-weighted magnetic resonance imaging 

and positron emission tomography/ computed tomography in cancer: A 

systematic review and meta-analysis 

崔龙彪 

9. A specific serum chemokine network correlates with tumorigenesis in and 

prognosis of patients with non-small cell lung cancer 

杨达伟 

10. Regulation of miR130b-3p on IGF-involved in the development of 

pulmonary fibrosis 

李淑红 

11. An easy way to detect mouse cough based on video and audio mornitoring 张程 

19:00-20:00 晚餐（天津医科大学总医院第三住院部餐厅） 

 



第十一届中青年呼吸学者论坛 

暨 2014 年度天津呼吸病学术年会·海河国际论坛日程 

10 月 18 日 

8:00-8:30 开幕式 

（天津医科大学总医院第三住院部学术报告厅） 

主持：包雅琳  

致辞 王辰、天津有关领导 

8:30-10:00 大会报告 主持：陈宝元 孙永昌 

中国慢阻肺防治四十年：从“呼吸四病”到慢阻肺 王辰 

Asthma: Beyond the Guidelines Monica Kraft 

Asthma, Infection and Innate Immunity Monica Kraft 

 茶歇  

10:10-12:20 大会报告 主持：吴琦 曹洁 

Pulmonary Hypertension and Sleep Disordered Breathing: 

An Update Beyond 2004 ACCP Guidelines 

Ambrose A. Chiang 

State-of-the-Art Management of Obstructive Sleep Apnea Ambrose A. Chiang 

支气管扩张诊治中的几个问题 主持：王辰 讲者：孙永昌 

铜绿假单胞菌肺炎的诊治与未来 主持：吴琦 讲者：徐金富 

12:30-13:20 午餐（天津医科大学总医院第三住院部餐厅） 

分会场一（学术报告厅） 

13:20-13:50 莲花清瘟防治呼吸系统感染研究报告 主持：曹彬 讲者：王玉光 

慢阻肺急性发作期研究进展   主持：高占成 讲者：宋元林 

14:00-16:00 呼吸系统感染 主持：高占成 霍建民 

呼吸道感染病原诊断：培养与分子检测究竟谁更可靠 王琪 

重症和危重症 CAP 治疗相关“热点”的选择策略与研判 解立新 

呼吸道分离菌：感染？定植？ 高占成 

如何对非结核分枝杆菌进行快速诊断和有效治疗 陈效友 

 青年委员会专场（辩论）  

16:00-18:00 辩题：含有 T790M 和 EGFR 复合突变的晚期 NSCLC

患者一线治疗时首选 EFGFR-TKI 还是化疗？ 

主持：张艰 王孟昭 

正方观点：首选 EFGFR-TKI 王晓慧 

反方观点：首选化疗 牛牛 

辩题：COPD 稳定期是否需要 ICS 治疗 主持：宋元林 陈虹 

正方观点：COPD 稳定期需要 ICS 治疗 武俊平 

反方观点：COPD 稳定期不需要 ICS 治疗 赵丽敏 

18:00-19:30 晚餐（天津医科大学总医院第三住院部餐厅） 

青年委员会学术沙龙（晋滨国际大酒店三楼杜鹃厅） 

19:30-21:00 听老师们讲：住院医师和呼吸科主治医师 

如何打好临床基本功 

特邀嘉宾：朱元珏 赵鸣武 陈良安 代华平 

           高占成 孙永昌 王广发 徐作军 

主持：宋元林 曹彬 张艰 



10 月 18 日 
 分会场二（四楼会议室）  

14:00-16:00 慢性气道疾病：问题与争议 主持：黄克武 孙增涛 

关注工作相关哮喘：ERS 指南解读 蔡绍曦 

咳嗽变异性哮喘 时国朝 

健康吸烟者健康吗？ 陈平 

过敏/曲霉致敏在慢阻肺中的意义 金建敏 

16:00-18:00 肺部结节阴影（SSPN）的临床处理策略 主持：陈良安 张杰 

病例呈现 杨震 

讨论：（1）SSPN 的影像鉴别；（2）SSPN 的介入诊断方法与

价值；（3）SSPN 的手术时机把握 

讨论专家：聂永康 

张杰 于磊 

小结：SSPN 的临床处理策略 陈良安  

肺癌治疗年度进展 主持：黄建安 张力 

非小细胞肺癌分子靶向治疗年度进展回顾 黄建安 

小细胞肺癌临床治疗：从指南到临床实践 张力 

 

10 月 19 日 
       分会场一（学术报告厅）  

8:00-10:00 肺血管病 主持：吴琦 刘锦铭 杨媛华 

辩论赛：传统抗凝药物能否应对新型抗凝药物的挑战  

正方：传统抗凝药物能应对新型抗凝药物的挑战 天津 

反方：传统抗凝药物不能应对新型抗凝药物的挑战 北京 

严重低氧血症可否作为急性肺栓塞患者的溶栓指征  

急性肺栓塞伴严重低氧血症 1 例报告 李莉 

专家点评/专题报告 吴琦 刘双 

10:00-12:00 肺间质病临床问题 主持：徐作军 代华平 蔡后荣 

机化性肺炎的诊断和治疗 蒋捍东 

职业性肺病：老题目 新内容 叶俏 

HRCT 对特发性间质性肺炎的诊断价值 魏路清 

临床病例讨论 梁硕 

       分会场二（四楼会议室）  

8:00-10:00 睡眠呼吸暂停与呼吸系统疾病关系的争论与进展 主持：肖毅 潘频华 李庆云 

难治性哮喘与阻塞性睡眠呼吸暂停 张希龙 

睡眠呼吸暂停与慢性咳嗽 韩芳 

COPD 与 OSA 重叠综合征与 COPD 治疗的区别 曹洁 

病例：无创机械通气成功抢救肥胖低通气呼吸衰竭 董丽霞 

病例：睡眠、呼吸衰竭、失明：OSA 与眼部疾病 闫涵 

10:00-12:00 介入专场：Video Seminar Program 主持：王广发 张杰 

结核引起气管支气管狭窄的治疗 刘莹 

气道支架的置入 白冲 

金属气道支架的取出方法 张杰 

气道电烧蚀治疗 周锐 

气管支气管瘘的腔内介入治疗 曾奕明 

12:00-13:00 午餐（天津医科大学总医院第三住院部餐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