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姓名  标题 检索

按日期查看日程: 2015-08-07 2015-08-08 

按会场查看日程: 中华厅A 钟山厅 扬子厅 南京303AB 南京302AB 南京202 南京201 

中华厅A

2015-08-08

08:00-09:40 心肺脑复苏Session3 主持人:柴艳芬,杨光田    

01 08:00-08:20 [专题发言] 复苏研究热点与进展 陈寿权 温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02 08:20-08:40 [专题发言] 运动性猝死的现场救治 陈晓辉 广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03 08:40-09:00 [专题发言] 心肺复苏到底该持续多久？ 李湘民 中南大学湘雅医院

04 09:00-09:20 [专题发言] 如何提高心肺复苏成功率 徐峰 山东大学齐鲁医院

05 09:20-09:40 [专题发言] 心肺复苏中的超声应用 万智 四川大学华西医院

10:00-11:40 心肺脑复苏Session4 主持人:聂时南,汪波    

01 10:00-10:20 [专题发言] 提高心肺复苏时的脑保护 韩继媛 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协和医院

02 10:20-10:40 [专题发言] 肺栓塞诊治流程 李培杰 兰州大学第二医院

03 10:40-11:00 [专题发言] 液体复苏的困惑 温妙云 广东省人民医院

04 11:00-11:20 [专题发言] 气道建立方式及进展 周煦 湖南省人民医院

OR-03 11:20-11:30 [论文交流] PCI对急性心肌梗死患者心搏骤停复苏预后的影响 陈寿权 温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OR-04 11:30-11:40 [论文交流] 珠三角地区城镇院外心脏性猝死流行病学调查单中心研究 刘远山 中山大学孙逸仙纪念医院

13:30-14:30 青年论坛 科研版块 主持人:徐峰,马青变,唐子人,邢吉红,曹春水    

01 13:30-13:45 [专题发言] 科研中应当关注的重要问题 陈纯波 广东省人民医院

02 13:45-14:00 [专题发言] 急诊青年医生如何开展科研 宋振举 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

03 14:00-14:15 [专题发言] 如何开展高质量临床的研究 李岩 上海市第一人民医院

04 14:15-14:30 [专题发言] 急诊科发表SCI论文，有捷径吗？ 江利冰 浙江大学附属第二医院

14:30-15:30 青年论坛 急诊和危重病版块 主持人:赵小纲,高恒波,张娟,黄健    

01 14:30-14:45 [专题发言] 心脏骤停复苏后患者的温度管理 马青变 北京大学第三医院

02 14:45-15:00 [专题发言] SAP的液体复苏——困惑与对策 郑悦亮 浙江省人民医院

03 15:00-15:15 [专题发言] 严重脓毒症凝血功能紊乱研究进展 王海嵘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新华医院

04 15:15-15:30 [专题发言] CT对比剂不良反应及防治 崇巍 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15:45-16:45 青年论坛 学科建设和管理版块 主持人:宋振举,燕宪亮,万智,凌兰    

01 15:45-16:00 [专题发言] 以主诊医师为核心的急诊排班制度 王国兴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友谊医院

02 16:00-16:15 [专题发言] 急诊单病种MDT建设-整合医学在急诊医疗临床实践中的体现 吕菁君 武汉大学人民医院

03 16:15-16:30 [专题发言] 急诊科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管理 王聪 北京积水潭医院

04 16:30-16:45 [专题发言] 急诊信息化与急诊学科建设 余涛 中山大学孙逸仙纪念医院

16:45-17:45 青年论坛 人文/伦理版块 主持人:陈纯波,孙明伟,穆琼,李勇    

01 16:45-17:00 [专题发言] 急诊的人文修养与思考 朱海燕 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

02 17:00-17:15 [专题发言] 引进和推广急诊室死亡患者的影像学病理诊断(Autopsy imaging) 张海涛

中国医学协会急救中心（站）管理分会中

国急救网

03 17:15-17:30 [专题发言] 援塞抗击埃博拉医疗队员的人文关怀 张义雄 湖南省人民医院

04 17:30-17:45 [专题发言] 急诊人文关怀之我见 杨建中 新疆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17:45-18:00 大会闭幕式 主持人:张国强,林兆奋    

01 17:45-18:00 [专题发言] 闭幕词 陈玉国 山东大学齐鲁医院

钟山厅

2015-08-08

08:00-09:40 创伤急救Session1 主持人:干建新,张长乐    

01 08:00-08:20 [专题发言] Severe traumatic brain injury and ADRS Qin Lu

法国巴黎第六大学Pittie-Salpetriere医

院SICU

02 08:20-08:40 [专题发言] 创伤分级救治体系建设的意义与框架 白祥军 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同济医院

03 08:40-09:00 [专题发言] 创伤性心脏骤停—真的回天乏力？ 张茂 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二医院

04 09:00-09:20 [专题发言] 腹腔实质性脏器损伤的处理—保守还是手术？ 李小刚 中南大学湘雅医院

05 09:20-09:40 [专题发言] 胰腺创伤的微创诊疗 陈立波 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协和医院

10:00-12:00 创伤急救Session2 主持人:欧阳军,张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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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 10:00-10:20 [专题发言] 骨盆骨折的急诊处理—外固定支架vs骨盆带 赵小纲 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二医院

02 10:20-10:40 [专题发言] 骨盆骨折疑似合并空腔脏器损伤的诊治流程 桑锡光 山东大学齐鲁医院

03 10:40-11:00 [专题发言] 挤压综合征的急诊处理要点 赵晓东 解放军总医院304医院

04 11:00-11:20 [专题发言] 用还是不用—止血带的争议 张旭鸣 福建省立医院

05 11:20-11:40 [专题发言] 创伤失血性休克液体复苏—我们需要目标值吗？ 聂虎 四川大学华西医院

OR-09 11:40-11:50 [论文交流]

Mannitol Cannot Reduce the Mortality on Acute Severe Traumatic Brain Injury 

Patients: a Meta-analyses and Systematic Review

王凯 四川省医学科学院四川省人民医院

OR-10 11:50-12:00 [论文交流] 介入血管栓塞术在严重多发伤致失血性休克患者中应用体会 尹纯林 安徽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

13:30-15:10 危重病救治Session3 主持人:曾红科,曹钰    

01 13:30-13:50 [专题发言] 脓毒症心肌病的基础与临床 柴艳芬 天津医科大学总医院

02 13:50-14:10 [专题发言] 脓毒症与凝血功能异常 崇巍 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03 14:10-14:30 [专题发言] VAP预防—关注的重点有哪些？ 韩小彤 湖南省人民医院

04 14:30-14:50 [专题发言] 泛耐药细菌—难题与应对策略？ 张彧 大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05 14:50-15:10 [专题发言] ARDS肺保护的研究进展 高燕 沈阳军区总医院

15:30-17:20 危重病救治Session4 主持人:曾红科,曹钰    

01 15:30-15:50 [专题发言] ECMO—危重病生命支持的终极武器？ 王胜 上海十院

02 15:50-16:10 [专题发言] ARDS的呼吸支持—高频振荡通气再认识！ 单红卫 长征医院

03 16:10-16:30 [专题发言] 急诊医师如何面对肺栓塞 邓跃林 中南大学湘雅医院

04 16:30-16:50 [专题发言] 超声监测与评估—危重病人的神器 刘志海 浙江大学附属第二医院

OR-11 16:50-17:00 [论文交流] ScvO2对容量反应性及预后的预测价值的临床研究 尹云翔 昆明医科大学第二临床医院

OR-12 17:00-17:10 [论文交流] 中心静脉-动脉二氧化碳分压差在失血性休克容量监测中的应用 李小悦 东莞塘厦医院

OR-13 17:10-17:20 [论文交流] 限制性液体复苏联合血必净对活动性失血未控制性休克兔血气的影响 王振杰 蚌埠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

扬子厅

2015-08-08

08:00-09:40 *江浙分会场3：急诊室严重脓毒症的早期识别与处理 Session1 主持人:    

01 08:00-08:20 [论文交流] 重症社区获得性肺炎—需要尽早识别与处理 徐秋萍 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邵逸夫医院

02 08:20-08:40 [论文交流] 血流感染—急诊室如何识别与处理 蔡洪流 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一医院

03 08:40-09:00 [论文交流] 腹腔感染—急诊室严重脓毒症的常见陷阱 蔡文伟 浙江省人民医院

04 09:00-09:20 [论文交流] 生物标记物—识别严重脓毒症的火眼金睛？ 卢中秋 温州医学院附属第一医院

05 09:20-09:40 [论文交流] 严重脓毒症的血流动力学监测—从微创进入无创时代 黄培培 江苏省人民医院

10:00-12:00 *江浙分会场3：急诊室严重脓毒症的早期识别与处理 Session2 主持人:    

01 10:00-10:20 [论文交流] 严重脓毒症复苏的血压目标—One size fits all？ 叶英 徐州医学院附属医院

02 10:20-10:40 [论文交流] 严重脓毒症的处理—CRRT必不可少？ 黄英姿 东南大学附属中大医院

03 10:40-11:00 [论文交流] 严重脓毒症的处理—已经不再需要EGDT？ 温晓红 湖州市第一人民医院

04 11:00-11:20 [论文交流] 脓毒症个体化治疗离我们远吗？ 刘文明 常州市第二人民医院

05 11:20-11:40 [论文交流] 严重脓毒症的处理—糖皮质激素可以盖棺定论了吗？ 许红阳 无锡市第一人民医院

06 11:40-12:00 [论文交流] 创伤大出血的液体复苏新策略 骆建军 解放军医院117医院

13:30-15:10 *江浙分会场4：创伤大出血的早期识别与处理 Session1 主持人:    

01 13:30-13:50 [论文交流] 创伤大出血—需要立即识别 洪玉才 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二医院

02 13:50-14:10 [论文交流] 尽快明确创伤大出血的部位—影像学检查的策略 花嵘 解放军第97医院

03 14:10-14:30 [论文交流] 创伤大出血需要紧急控制—我们有哪些选择？ 刘筱 徐州医学院附属医院

04 14:30-14:50 [论文交流] 创伤大出血后静脉血栓栓塞症的防治策略 张均 南京大学医学院附属鼓楼医院

05 14:50-15:10 [论文交流] 创伤大出血的输血策略 金平 余姚市人民医院

15:30-16:50 *江浙分会场4：创伤大出血的早期识别与处理 Session2 主持人:    

01 15:30-15:50 [论文交流] 创伤大出血—损伤控制手术VS确定性手术 胡培阳 浙江省天台县人民医院

02 15:50-16:10 [论文交流] 创伤大出血后体温管理的策略—保温VS降温 包龙 苏州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03 16:10-16:30 [论文交流] 创伤大出血—全身止血药物的选择 陈大庆 温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

04 16:30-16:50 [论文交流] 创伤大出血—凝血功能的监测 李茂琴 徐州市中心医院

南京303AB

2015-08-08

08:00-09:40 急性心脑血管疾病救治 Session1 主持人:李超乾,梁显泉    

01 08:00-08:20 [专题发言] 中国胸痛联盟建设势在必行 陈玉国 山东大学齐鲁医院

02 08:20-08:40 [专题发言] 我国心脑血管疾病急诊救治现状与未来 孙树杰 中国科上海临床中心学院

03 08:40-09:00 [专题发言] 树立自信，敢于担当--溶栓治疗在急诊 朱继红 北京大学人民医院

04 09:00-09:20 [专题发言] 脑出血微创治疗转化医学研究 伍国峰 贵州医科大学附属医院

05 09:20-09:40 [专题发言]

短暂脑缺血发作急诊治疗

Zhanxin Liang

10:00-12:00 急性心脑血管疾病救治 Session2 主持人:童朝阳,王秀杰    

01 10:00-10:20 [专题发言] 急性心衰急诊救治最新进展 徐峰 山东大学齐鲁医院

02 10:20-10:40 [专题发言] 心肌再灌注损伤保护策略 商德亚 山东省立医院

03 10:40-11:00 [专题发言] 关于优化急诊冠脉血运重建流程的思考 楚英杰 河南省人民医院

04 11:00-11:20 [专题发言] MOST技术在脑卒中超微成像中的应用 唐洲平 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同济医院

05 11:20-11:40 [专题发言] 抗N-甲-D天冬氨酸受体脑炎在急诊科的诊断和治疗 费爱华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新华医院

OR-15 11:40-11:50 [论文交流] TIMI评分对急性心肌梗死再灌注与非再灌注治疗患者预后预测价值 陈晓辉 广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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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R-16 11:50-12:00 [论文交流] 优化STEMI急诊救治流程对改善医院延迟的作用 刘晓宇 河南省人民医院

13:30-15:10 *江浙分会场5： 急诊护理 Session1 主持人:    

01 13:30-13:50 [论文交流] 急诊品质管理之质量控制指标 黄萍 南京市鼓楼医院

02 13:50-14:10 [论文交流] OSM 现场管理系统在急诊患者安全管理中的应用 毕东军 浙江省台州医院

15:20-17:00 *江浙分会场5： 急诊护理 Session2 主持人:    

01 15:20-15:40 [论文交流] 创伤护理团队急救流程与实践 陈水红 浙江大学附属第二医院

02 15:40-16:00 [论文交流] 急诊科护士能力考察案例实践 崔秋霞 南通大学附属医院

南京302AB

2015-08-08

08:00-09:40 急诊急救的质量控制与管理 Session1 主持人:谢苗荣,王仲    

01 08:00-08:20 [专题发言] 急诊医疗质量建设工作着眼点 杨兴易 第二军医大学附属长征医院

02 08:20-08:40 [专题发言] 基于血、尿浓度的急性百草枯中毒患者的早期诊治 刘志 中国医科大学附属一院

03 08:40-09:00 [专题发言]

医疗调解与道歉法

Cai Zhenxing

04 09:00-09:20 [专题发言]

临床教育学对现代医护培训的影响

Cai Yuhui

05 09:20-09:40 [专题发言] 再议急诊质量管理—过程好结果一定好 吕传柱 海南医学院

10:00-11:50 急诊急救的质量控制与管理 Session2 主持人:杨晓明,张新超    

01 10:00-10:20 [专题发言] 抢救室--EICU封闭式管理 郑亚安 北京大学第三医院

02 10:20-10:40 [专题发言] POCT 在医院急诊质量控制建设中的必要性与意义 方邦江 上海中医药大学附属龙华医院

03 10:40-11:00 [专题发言] 院前急救和院内急诊该如何衔接？ 潘曙明 上海交通大学附属新华医院

04 11:00-11:20 [专题发言] 以点带面提高急诊质控水平 吕瑞娟 山东大学齐鲁医院

OR-19 11:20-11:30 [论文交流] 医院急诊质量控制工作的实践及探讨 陈建荣 南通大学附属中医院

OR-20 11:30-11:40 [论文交流] 浅谈互联网+时代区域性胸痛救治网络的建设 李玉杰 中山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OR-21 11:40-11:50 [论文交流] 急诊患者病死率10年回顾性研究——来自一家大型三级综合性医院的数据 徐峰 山东大学齐鲁医院

13:30-15:10 中毒急救Session3 主持人:卢中秋,杨立山    

01 13:30-13:50 [专题发言] 急性中毒的诊断与反思 田英平 河北医科大学第二医院

02 13:50-14:10 [专题发言] 抗凝血杀鼠剂中毒诊治现状分析 邱泽武 解放军三0七医院

03 14:10-14:30 [专题发言] 生物毒素中毒救治现状与进展 宋维 海南省人民医院

04 14:30-14:50 [专题发言] 酵米面中毒 赵敏 中国医科大学附盛京医院南湖院区

05 14:50-15:10 [专题发言] 有机磷农药中毒至心脏损伤的基础和临床研究 燕宪亮 徐州医学院附属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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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8:00-09:40 灾难医学 Session1 主持人:公保才旦,陈锋    

01 08:00-08:20 [专题发言] 尼泊尔大地震救援—我们的价值与收获 胡卫建 四川省人民医院

02 08:20-08:40 [专题发言] 上海外滩踩踏事件救援—经验和教训 林兆奋 第二军医大学附属长征医院

03 08:40-09:00 [专题发言] 东方之星游轮救援—我们准备好了吗？ 王仲 北京协和医院

04 09:00-09:20 [专题发言] 南京青奥会应急救援保障的实践 张劲松 江苏省人民医院

05 09:20-09:40 [专题发言] 急诊科应对不明原因传染性疾病的挑战—MERS的启示 曾红科 广东省人民医院

10:00-11:40 灾难医学 Session2 主持人:史若飞,杨亚非    

01 10:00-10:20 [专题发言] 直面死神的挑战——非洲埃博拉救援的启示 祝益民 湖南省人民医院

02 10:20-10:40 [专题发言] 信息系统在紧急医学救援中的价值 刘继海 北京协和医院

03 10:40-11:00 [专题发言] 灾难医学救援的模拟培训 胡海 四川大学华西医院

OR-24 11:20-11:30 [论文交流] Sacco评分在芦山地震伤员在急诊室伤情评估中的作用 姚莉 四川大学华西医院

OR-25 11:30-11:40 [论文交流]

大规模伤亡事件应对研究范式的发展：基于2008年汶川地震和2014年杭州7.5公交车起火

事件紧急医疗救援的反思

沈伟锋 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二医院

南京201

2015-08-08

08:00-09:40 小儿急诊急救 Session1 主持人:祝益民,高恒妙    

01 08:00-08:20 [专题发言] ARDS与肺复张 祝益民 湖南省人民医院

02 08:20-08:40 [专题发言] 感染性休克诊治中的相关问题 钱素云 北京儿童医院

03 08:40-09:00 [专题发言] 血栓弹力图在PICU的应用 王莹 上海儿童医学中心

04 09:00-09:20 [专题发言] 儿童重症病毒感染 刘春峰 中国医科大学盛京医院

05 09:20-09:40 [专题发言]

肠病毒71肆虐15年的再思

Kaisheng Xie 台湾高雄长庚医院

10:00-12:00 小儿急诊急救 Session2 主持人:钱素云,肖政辉    

01 10:00-10:20 [专题发言] 模拟教学与急救规范化 陆国平 复旦大学附属儿科医院

02 10:20-10:40 [专题发言] 儿科急诊质量改进-永恒的努力目标 任晓旭 首都儿科研究所附属儿童医院

03 10:40-11:00 [专题发言] 小儿爆发性心肌炎诊治进展 张晨美 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儿童医院

04 11:00-11:20 [专题发言] 面对ARDS—我们有太多临床未知 许峰 重庆医科大学附属儿童医院

05 11:20-11:40 [专题发言] 脓毒症正面临的挑战 喻文亮 南京儿童医院

OR-26 11:40-11:50 [论文交流] 床旁纤维支气管镜对重症肺炎患儿血气分析及感染指标影响的分析研究 袁远宏 湖南省儿童医院

OR-27 11:50-12:00 [论文交流] 血清GLUT4水平在危重高血糖患儿前瞻性探索研究 朱翠平 广州市妇女儿童医疗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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