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欢 迎 辞 

 

尊敬的各位同道、朋友们： 

二月的长沙，我们连带着春节和新年的喜气，迎来了中华医学会呼吸病学分

会第二届全国呼吸危重症论坛，我怀着十分高兴的心情，代表中华医学会呼吸病

学分会以及呼吸危重症学组和呼吸治疗学组，对所有来参会的同道和朋友们表示

热烈的欢迎和衷心的感谢。 

借鉴发达国家呼吸病学发展模式，中华医学会呼吸病学分会提出了“呼吸病

学与危重症医学捆绑式发展战略”这一重要的战略举措，开拓了呼吸危重症医学

发展的前景和视野，并于 2015 年 3 月在安徽蚌埠成功举办了第一届呼吸危重症

论坛会议，覆盖呼吸、重症医学、急诊、儿科、医学影象等多个学科，参会代表

近千人。本届呼吸危重症论坛将设立 6 个分会场，会议内容较上届增加近一倍，

涵盖了呼吸生理、呼吸危重症影像学、ARDS、sepsis、危重症感染、机械通气、

AKI 与 CRRT、镇静与镇痛、营养支持、呼吸危重症例大查房、危重症人文与护

理等专题，同时开设了会前呼吸支持技术培训课程及会中多场 workshop（包括气

道管理、氧疗、危重症超声等）。 

感谢湖南省医学会、湖南省医学会呼吸病学专业委员会及中南大学湘雅医

院、中南大学湘雅二医院及广大参会代表和医药企业对本次会议的大力支持。 

长沙是一代伟人毛泽东的故里，这里有历史悠久的湖湘文化岳麓书院、风景

如画的岳麓山、橘子洲头。“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在此举办第二届呼吸危

重症论坛，我们所有同道翘首以盼。预祝大会圆满成功! 

 

王辰  

中华医学会呼吸病学分会主任委员 

中国工程院院士 

第二届全国呼吸危重症论坛大会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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尊敬的各位专家、各位同道： 

呼吸与危重症密切相关，呼吸衰竭往往是 MODS的前提和基础，而 MODS又可

以导致呼吸衰竭的发生。以弘扬“呼吸病学与危重症医学捆绑式发展”主题的第

二届全国呼吸危重症论坛会议将于 2016 年 2 月份在长沙召开，我代表湖南省呼

吸同道热情欢迎来自全国各地的专家和学者来长沙参加此次会议。 

一年一度的呼吸危重症论坛会议是王辰院士为首的呼吸领域联合危重症领

域的专家共同发起的全国性学术盛会，会议将就呼吸病危重病医学的一系列热点

问题进行深入广泛的探讨和交流。开展大会发言、论文交流、疑难病例分享与讨

论等形式多样、内容丰富的学术活动，全方位展现呼吸危重症领域的新进展、新

理念。相信此次盛会能为呼吸与危重症捆绑式发展提供一个良好的互动交流平

台，成为呼吸病学与危重症医学发展的桥梁和纽带。 

长沙是伟人毛泽东的故乡，这里有历史悠久的岳麓书院、风景如画的岳麓山、

橘子洲头，张家界国家地质公园。会议之瑕，让我们漫步湘江河畔，领略湖湘文

化悠久的历史沉淀、山清水秀的自然风貌和火辣辣的湖南热情。 

来吧，朋友，长沙欢迎您！ 

 

 

 

                                                     胡成平 

湖南省医学会呼吸分会主任委员 

第二届全国呼吸危重症论坛大会执行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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详细学术日程 
2 月 26 日 

时间 分会场   

13:30-17:30 

3 层接见厅(分会场 4) 康尔福盛 Workshop1:呼吸力学监测 

3 层长沙厅(分会场 5) 飞利浦伟康 Workshop2:无创通气 

3 层贵阳厅(分会场 6) 瑞思迈 Workshop3:无创通气 

   

 

2 月 27 日 

时间 主会场 
 

1 层宴会厅 1＋2 厅 

08:00-08:30 开幕式 
  

08:30-10:00 全体大会 主持 
胡成平（中南大学湘雅医院）

张  波（空军总医院） 

时间 题目 讲者 单位 

08:30-08:55 PCCM 专科医师的危重症培训 王  辰 中日友好医院 

08:55-09:20 呼吸力学监测的应用与展望 陈荣昌 广州呼吸疾病研究所 

09:20-09:45 重症医学，面临哪些选择 杜  斌 北京协和医院 

09:45-10:30 

Ventilator Associated Pneumonia: 

Perspective of a United States 

Respiratory Therapist 

Thomas J. 

Kallstrom 

American Association for 

Respiratory Care, Irving, 

TX 

 

10:40-12:00 全体大会 主持 

陈  平（中南大学湘雅二医

院） 

马晓春（中国医科大学第一

医院） 

时间 题目 讲者 单位 

10:40-11:00 
Vincent 提出的 ICU 十大谬误：我们应

该如何认识？ 
黎毅敏 广州呼吸疾病研究所 

11:00-11:20 Sepsis：进展与问题 解立新 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 

11:20-11:40 ARDS：指南与实践 詹庆元 中日友好医院 

11:40-12:00 超声技术在 ICU 中的应用：无处不在 王小亭 北京协和医院 

时间 分会场 1 
 

1 层宴会厅 1 厅 

12:30-13:10 美敦力卫星会   

13:30-15:10 呼吸生理与正压通气 主持 

郑劲平（广州医学院第一附

属医院） 

戴爱国（湖南省老年医院） 

时间 题目 讲  者 单位 

13:30-13:50 肥胖患者的肺功能与正压通气 黄  絮 中日友好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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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50-14:10 ICU 患者不同体位对肺功能的影响 黄  宏 华中科技大学附属同济医院 

14:10-14:30 
危重症患者肺内分流的测量与临床应

用 
孙兴国 阜外心血管病医院 

14:30-14:50 机械通气患者死腔的测量与临床应用 姚  欣 江苏省人民医院 

14:50-15:10 Q&A   

 

15:30-17:10 心血管生理与血流动力学监测 主持 

杨明施（中南大学湘雅三医

院） 

曾  勉（中山大学附属第一

医院） 

时间 题目 讲者 单位 

15:30-15:50 心功能曲线的临床应用 郭  强 苏州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15:50-16:10 
静脉回流曲线的临床应用：休克与机械

通气 
翁  利 北京协和医院 

16:10-16:30 左心收缩与舒张功能的评价 王京岚 北京协和医院 

16:30-16:50 功能血流动力学 蒋进军 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 

16:50-17:10 Q&A   

时间 分会场 2 
 

1 层宴会厅 2 厅 

12:30-13:10 默沙东卫星会   

13:30-15:10 PCCM 学科体系建设 主持 

王  辰（中日友好医院） 

杨敬平（内蒙古医大第三附

属医院） 

时间 题目 讲者 单位 

13:30-13:50 呼吸科主任如何推进 PCCM 体系建设 梁宗安 四川大学华西医院 

13:50-14:10 如何保证 ICU 工作的程序化 马晓春 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14:10-14:30 
如何成为合格呼吸与危重症医生：我的

成长之路 
贺航咏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朝阳

医院 

14:30-14:50 MICU 的建制与管理 詹庆元 中日友好医院 

14:50-15:10 Q&A   

 

15:30-17:10 ICU 内获得性感染 主持 
艾宇航（中南大学湘雅医院） 

柏长青（解放军 307 医院） 

时间 题目 讲者 单位 

15:30-15:50 
ICU 内获得性感染的防控措施：bundle

的制定与实施 
刘嘉琳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瑞

金医院 

15:50-16:10 
抗生素的开始与停用：生物标记物 vs 

临床判断 
李燕明 北京医院 

16:10-16:30 
抗生素局部雾化治疗的临床价值和应

用前景 
马迎民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朝阳

医院 

16:30-16:50 多重耐药菌感染的非抗生素治疗 崔俊昌 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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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50-17:10 Q&A   

时间 分会场 3 
 

3 层国际会议厅 

12:30-13:10 华瑞卫星会   

13:30-15:10 ARDS 指南：证据与实践 主持 

解立新（中国人民解放军总

医院） 

李小刚（中南大学湘雅医院） 

时间 题目 讲者 单位 

13:30-13:50 控制通气与自主呼吸：证据与实践 夏金根 中日友好医院 

13:50-14:10 肺保护性通气：证据与实践 罗  红 中南大学湘雅二医院 

14:10-14:30 PEEP 与肺复张：证据与实践 黎毅敏 广州呼吸疾病研究所 

14:30-14:50 NPPV 与 ECMO: 证据与实践 孙  兵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朝阳

医院 

14:50-15:10 Q&A   

 

15:30-17:10 红日 Sepsis专场:组织灌注评估 主持 

桂培根（南华大学附属二医

院） 

宋立强（第四军医大学西京

医院） 

时间 题目 讲者 单位 

15:30-15:50 组织灌注的临床评估与指标选择 艾宇航 中南大学湘雅医院 

15:50-16:10 组织灌注评估：血压多高合适？ 李  琦 第三军医大学第二附属医院 

16:10-16:30 血乳酸水能否准确反映组织灌注？ 宋立强 第四军医大学西京医院 

16:30-16:50 Cv-aCO2/Da-vO2 周庆涛 北京大学第三医院 

16:50-17:10 Q&A   

 

18:30-20:30 危重症大查房 查房教授 

解立新（解放军总医院） 

黎毅敏（广州呼吸疾病研究

所） 

张  波（空军总医院） 

时间 题目 讲者 病例提供单位 

18:30-19:00 病例 1 潘频华 湘雅医院 

19:00-19:30 
误诊达 9 月的重症肺泡蛋白沉积症救

治经验分享 
阎锡新 河北省二院 

19:30-20:00 病例 3 黄  絮 中日医院 

20:00-20:30 一例儿童肺泡蛋白沉积症的救治 张  伟 长海医院 

时间 分会场 4 
 

3 层接见厅 

12:30-13:10 纽迪希亚卫星会   

13:30-15:10 呼吸内镜与介入 主持 

黄海东（上海市第一人民医

院） 

马迎民（首都医科大学附属

北京朝阳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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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 题目 讲者 单位 

13:30-13:50 介入呼吸病学在危重病医学中的应用 黄海东 上海市第一人民医院 

13:50-14:10 大咯血的抢救 张  伟 上海长海医院 

14:10-14:30 支气管胸膜瘘的处理：内科 or 外科 曾奕明 福建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 

14:30-14:50 人工气道所致气管狭窄的处理 张  杰 北京天坛医院 

14:50-15:10 Q&A   

 

15:30-17:10 VTE 与急性右心功能不全 主持 

许爱国（郑州大学第一附属

医院） 

阎锡新（河北医科大学第二

医院） 

时间 题目 讲者 单位 

15:30-15:50 
ICU 患者的肺动脉高压：一个必需重视

的问题 
上官红 山东大学齐鲁医院 

15:50-16:10 慢性肺高压急性右心衰竭的处理 蒋进军 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 

16:10-16:30 内科危重患者 VTE 的预防 丁毅鹏 海南省人民医院 

16:30-16:50 术后大面积（高危）肺栓塞的处理 翟振国 中日友好医院 

16:50-17:10 Q&A   

 

18:30-20:30 危重症大查房 查房教授 

马晓春（中国医科大学附属

第一医院） 

潘频华（中南大学湘雅医院） 

詹庆元（中日友好医院） 

时间 题目 讲者 病例提供单位 

18:30-19:00 病例 1 谢  菲 解放军总医院 

19:00-19:30 病例 2 黎毅敏 广州呼吸疾病研究所 

19:30-20:00 一例儿童肺泡蛋白沉积症的救治 蒋进军 中山医院（上海） 

20:00-20:30 
重症肺炎、急性肝衰竭并发肠道感染 1

例 
曾  勉 中山医院（广州） 

时间 分会场 5 
 

3 层长沙厅 

13:30-15:10 AKI 与持续肾脏替代治疗 主持 

向旭东（中南大学湘雅二医

院） 

李燕明（北京医院） 

时间 题目 讲者 单位 

13:30-13:50 AKI 的诊断与流行病学 周庆涛 北京大学第三医院 

13:50-14:10 肾绞痛（Renal angina）:概念与处理 谢  菲 解放军总医院 

14:10-14:30 
CRRT 治疗 AKI：如何把握治疗时机、剂

量及终止指征 
徐思成 新疆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14:30-14:50 AKI 的集束化治疗 崔恩海 湖州市中心医院 

14:50-15:10 Q&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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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30-17:10 代谢与营养支持 主持 

吴大玮（山东大学齐鲁医院） 

邢丽华（郑州大学第一附属

医院） 

时间 题目 讲者 单位 

15:30-15:50 如何确定危重症患者的能量需求 许  媛 北京同仁医院 

15:50-16:10 严格血糖控制：目标与操作 张丽娜 中南大学湘雅医院 

16:10-16:30 不适当喂养并发症的防治 李爱民 山西医科大学第一医院 

16:30-16:50 机械通气患者的早期肠内营支持 尹辉明 湖南市三医院 ICU 

16:50-17:10 Q&A   

 

18:30-20:30 礼来危重症感染专场   

 

时间 分会场 6 
 

3 层贵阳厅 

13:30-15:10 workshop4：人工气道管理与氧疗 1 主持 

梁宗安（四川大学华西医院） 

袁月华（浙江大学附属邵逸

夫医院） 

时间 题目 讲  者 单位 

13:30-13:50 困难气道处置 浦其斌 
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一医

院 

13:50-14:10 人工气道位置的确认 陆蓉莉 
中南大学湘雅医院呼吸治疗

中心 

14:10-14:30 人工气道梗阻的识别与处理 袁月华 
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邵逸夫

医院 

14:30-14:50 气切套管的选择与困惑 梁国鹏 四川大学华西医院 

14:50-15:10 新产品演示 
  

 

15:30-17:10 workshop5：人工气道管理与氧疗 2 主持 

韩晓彤（湖南省人民医院） 

倪  居（郑州铁路职业技术

学院） 

时间 题目 讲者 单位 

15:30-15:50 人工气道气囊：过去、现在和将来 韩晓彤 湖南省人民医院呼吸治疗科 

15:50-16:10 病例讨论：气囊漏气常见原因及处理 王胜昱 西安医学院附属医院 

16:10-16:30 病例讨论：如何实施声门下吸引 张  晗 中南大学湘雅二医院 

16:30-16:50 
严重气道阻塞性疾病如何实施有效气

道内给药 
段  均 重庆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16:50-17:10 新产品演示 
  

 

2 月 28 日 

时间 分会场 1 
 

1 层宴会厅 1 厅 

08:00-09:40 呼吸危重症影像学 主持 
胡成平（中南大学湘雅医院） 

曹照龙（北京大学人民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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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 题目 讲者 单位 

08:00-08:20 超声之于呼吸衰竭的临床价值 张丽娜 湘雅医院 ICU 

08:20-08:40 超声之于休克的临床价值 段  军 北京中日友好医院 

08:40-09:00 CT在 ARDS 中的应用 阎锡新 河北医科大学第二医院 

09:00-09:20 
肺曲霉菌病影像学：血管侵袭征 vs 气

道侵袭征 
曹照龙 北京大学人民医院 

09:20-09:40 Q&A   

 

10:00-11:40 session：优秀论文汇报（10 篇） 主持 

宋元林（上海中山医院） 

潘频华（湘雅医院） 

詹庆元（中日友好医院） 

10:00-10:10 
跨肺压与最佳氧合法导向 ARDS 肺复张

PEEP 滴定的对比研究 
尹辉明 湖南医药学院第一附属医院 

10:10-10:20 

体外膜肺氧合联合双重血浆置换治疗

无肌病性皮肌炎合并重症呼吸衰竭 1

例 

刘长智 
广东省佛山市顺德区第一人

民医院 

10:20-10:30 

First successful combination of 

extracorporeal membrane 

oxygenation (ECMO) with 

video-assisted thoracic surgery 

(VATS) of pulmonary bullae 

resection in the management of 

refractory pneumothorax in a 

critically ill patient with H7N9 

pneumonia and ARDS 

黄进宝 福州肺科医院 

10:30-10:40 

Voluntary Cough Peak Flow Measured 

By A Ventilator For Predicting 

Re-intubation After Scheduled 

Extubation 

白林富 重庆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10:40-10:50 
侧流免疫层析技术在侵袭性肺曲菌病

中的诊断价值及实践 

王杰 

 

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一医

院 

10:50-11:00 

Histopathological findings in a 

critically ill patient with avian 

influenza A (H7N9) 

黄进宝 福州肺科医院 

11:00-11:10 
ICU 多重耐药鲍曼不动杆菌血流感染

的回顾性分析 
何禄娟 中南大学湘雅医院 

11:10-11:20 

Study of Microbial Community of 

Bronchoalveolar Lavage Fluid from 

Healthy Lung of Human based on 

Metagenomic Data 

温燕 卫生部中日友好医院 

11:20-11: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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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 分会场 2 
 

1 层宴会厅 2 厅 

08:00-09:40 ICU 真菌感染 主持 

赵蓓蕾（南京军区南京总医

院） 

赵洪文（中国医科大学附属

第一医院） 

时间 题目 讲者 单位 

08:00-08:20 
如何识别 ICU 患者合并 IBPA 的高危因

素 
潘频华 中南大学湘雅医院 

08:20-08:40 血培养阳性结果的处理 张健鹏 武警总医院 

08:40-09:00 ICU 念珠菌血症的临床对策 赵洪文 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09:00-09:20 呼吸道念珠菌定植：治与不治？ 余  红 贵州省人民医院 

09:20-09:40 Q&A   

 

10:00-11:40 严重免疫力抑制的肺部感染 主持 

杨敬平（内蒙古医大第三附

属医院） 

张  红（北京大学第一医院） 

时间 题目 讲者 单位 

10:00-10:20 如何评价 ICU 患者细胞免疫功能 赵蓓蕾 南京军区南京总医院 

10:20-10:40 PCP：AIDS vs 非 AIDS 董宇超 
解放军第二军医大附属长海

医院 

10:40-11:00 肺奴卡菌病 吴  波 无锡市医院 

11:00-11:20 严重免疫力抑制患者的分支杆菌感染 张  波 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总医院 

11:20-11:40 Q&A   

时间 分会场 3 
 

3 层国际会议厅 

08:00-09:40 ARDS 诊断与治疗 主持 

孙耕耘（安徽医科大学第一

附属医院） 

王京岚（北京协和医院） 

时间 题目 讲者 单位 

08:00-08:20 
ARDS 柏林诊断标准：来自开胸肺活检

的启示 
孙耕耘 安徽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08:20-08:40 保护 ARDS 肺，驱动压真的很重要吗？ 朱光发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安贞

医院 

08:40-09:00 ARDS 的药物治疗 宋元林 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 

09:00-09:20 老年 ARDS 临床特点 王导新 重庆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 

09:20-09:40 Q&A   

 

10:00-11:40 容量状态与容量反应性 主持 
丁毅鹏（海南省人民医院） 

孙  兵（北京朝阳医院） 

时间 题目 讲者 单位 

10:00-10:20 如何预测容量反应性 吴大玮 山东大学齐鲁医院 

10:20-10:40 Sepsis 液体复苏目标 杨明施 中南大学湘雅三医院 IC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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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40-11:00 
脓毒性高乳酸血症除了快速灌注、纠

酸，还有哪些治疗？ 
曾  勉 中山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11:00-11:20 sepsis 血管活性药的选择 许爱国 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11:20-11:40 Q&A   

时间 分会场 4 
 

3 层接见厅 

08:00-09:40 呼吸机的撤离 主持 

黄  宏（华中科技大学附属

同济医院） 

李  琦（第三军医大学第二

附属医院） 

时间 题目 讲者 单位 

08:00-08:20 撤机诱导的心功能不全：预测与处理 方保民 卫生部北京医院 

08:20-08:40 上气道阻塞的识别与处理 葛慧青 
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邵逸夫

医院 

08:40-09:00 经鼻高流量氧疗：指征何在？ 夏金根 中日友好医院 

09:00-09:20 呼吸机的撤离：HFNC vs NPPV 代  冰 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09:20-09:40 Q&A   

 

10:00-11:40 严重气道阻塞性疾病 主持 

陈宝元（天津医科大学总医

院） 

周庆涛（北京大学第三医院） 

时间 题目 讲者 单位 

10:00-10:20 睡眠低通气的诊断与治疗进展 陈宝元 天津医科大学总医院 

10:20-10:40 
如何避免 COPD 气管插管:HFNC vs NPPV 

vs ECCO2R 
邢丽华 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10:40-11:00 严重 COPD 合并肺栓塞的诊治 林  勇 东南大学附属中大医院 

11:00-11:20 
PEEP 的作用与设置：COPD vs 支气管

哮喘 
曹志新 北京朝阳医院 

11:20-11:40 Q&A   

时间 分会场 5 
 

3 层长沙厅 

08:00-09:40 镇静与镇痛 主持 

刘嘉琳（上海交大附属瑞金

医院） 

罗  红（中南大学湘雅二医

院） 

时间 题目 讲者 单位 

08:00-08:20 ICU 镇静药物的选择 朱  然 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08:20-08:40 镇静药物：镇静之外的脏器保护 苏晓丽 中南大学湘雅医院呼吸 ICU 

08:40-09:00 ICU 镇静策略 孙武装 河北医科大学第一医院 

09:00-09:20 ICU 谵妄的诊断与处理 张  红 北京大学第一医院 

09:20-09:40 Q&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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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0-11:40 危重症护理与人文 主持 

曹志新（北京朝阳医院） 

李爱民（山西医科大学第一

医院） 

时间 题目 讲者 单位 

10:00-10:20 我如何了解机械通气患者的需求 申艳玲 中日友好医院 

10:20-10:40 安宁护理（palliative care） 卢敬梅 中南大学湘雅医院 

10:40-11:00 
ICU 获得性衰弱（ICU-acquired 

weakness） 
陈丽花 广州呼吸疾病研究所 

11:00-11:20 血管内导管的护理 贾艳红 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 

11:20-11:40 Q&A   

时间 分会场 6 
 

3 层贵阳厅 

09:00-11:40 workshop6：危重症超声 主持 
张丽娜（湘雅医院 ICU） 

段军（中日医院 ICU） 

 

时间 分会场 1  1 层宴会厅 1 厅 

11:40-12:00 闭幕式，颁发优秀论文奖 主持 王辰，胡成平，张波 

注：日程可能有微调，以现场版本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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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医学会呼吸病学分会第二届全国呼吸危重症论坛 

会议通知 

医学术便函 [2015] 第 363 号 

为加强我国呼吸危重症医学的学术交流，促进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的学科体系建设，中华医学会呼吸

病学分会主办，湖南省医学会呼吸病专业委员会和中南大学湘雅二院协办的中华医学会呼吸病学分会第

二届全国呼吸危重症论坛定于2016年2月26～28日在湖南省长沙市召开。本次会议与会代表预计约2000

人。大会组委会诚挚地邀请全国各地的同道踊跃参加此次盛会。  

   现将大会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会议时间：2016 年 2 月 26～28 日， 

2 月 26 日全天报到，26 日下午会前培训课程，27～28 日上午学术会议 

二、会议地点：湖南省长沙世纪金源大饭店 地址：长沙市开福区金泰路 199 号 

三、会议征文  

    1、学术交流形式：大会报告、专题报告、口头发言、壁报交流、汇编交流。  

    2、征文要求：(1)投稿必须是本次会议前尚未在国内同类学术会议上宣读和交流的科研成果；(2)论

文内容包括与呼吸危重症医学基础和临床研究相关的论著、综述、以及特殊个案报告；(3)为了保证摘要

的质量，增加被录用的机会，请不要将一项研究课题或成果拆分成若干个子课题分别投稿；(4) 以论文

摘要的形式投稿，稿件字数限 320 字。摘要须按题目、作者、单位、邮编、目的、材料与方法、结果和

结论的格式书写，要求内容科学性强、重点突出、数据可靠、结论恰当、文字通顺精炼。(5)为了保证投

稿后的通讯效率，请第一作者或通讯作者尽可能直接投稿，不要请他人代为投递，尽量避免一个科研单

位或科室的稿件通过一个用户名投递。 

    3、投稿方式：为了方便您投稿、修改以及第一时间了解您稿件的接收和安排情况，会议只接收互

联 网 在 线 投 稿 ， 不 接 收 电 子 邮 件 投 稿 或 纸 质 投 稿 。 请 登 录 会 议 的 专 门 网 站 

（http://www.ctschina.org/crd2016/cn ），了解投稿要求、程序和细节。通过在线投稿，您将获得以

下便捷：(1)初次注册后，您的用户名和密码可以在呼吸病学分会主办的全国年会中永久有效，无需重新

注册；(2)注册后，您可以在会务系统上办理注册和住宿手续，并随时对注册信息、预定信息进行修改；

(3)在投稿截止日期之前，随时随地对已投稿件进行修改；在审稿结束后第一时间收到有关审稿安排的通

知。  

     4、截稿日期：2016 年 1 月 20 日 

5、审稿和录用通知：呼吸病学分会将在 1 月底召开专家审稿会，对所有摘要进行审阅，并决定是

否录用，以及具体的交流安排。秘书处将通过电子邮件的方式将审稿结果通知通讯作者。所有被接受的

摘要将被收录入汇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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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注册与住宿须知  

    1、注册： 

费用：1）单独参加 26 日下午会前培训课程：注册费 200 元/人； 

2）参加 27 日~28 日学术会议：注册费 1000 元/人，在读研究生 600 元/人（研究生报到时需出

具有效证件）。可免费参加 26 日下午会前培训课程。 

    注册程序：请登录会议网站 http://www.ctschina.org/crd2016/cn 在线填写注册信息进行网上交

费，系统将通过邮件在 7 个工作日内向您寄发“注册确认函”，请对注册信息进行确认。参会时，请您

持“注册确认函”会议注册处签到并领取资料，办理入住手续。您如已交费，但没有收到“注册确认函”，

请携带汇款凭证到注册台签到，领取资料和办理入住。  

    交费方式：会议只接受在线支付和现场支付。 

    在线支付 中华医学会联合首信易支付平台，目前已经开通注册费网银在线支付功能。  

登录大会网站征文注册系统后，点“网上参会注册”按钮，按照提示网上提示进行网银在线交费。 

网上支付成功后，系统将在 2 个工作日内通过邮件向您发送正式的注册确认函。 

    现场交费 您如果在 2 月 20 日前尚未通过网络向注册秘书处提交注册表，或只提交注 

册表而未付注册费，请直接到大会注册现场办理缴费注册手续。 

    2、住宿  

会务组为参会代表以优惠价格预订了饭店，预订者需到会议网站上预订住房。只有已经缴纳注册费

的代表的预订才有效。没有事先缴纳注册费的代表，秘书处将不保证提供房间。会务组将根据预订先后

顺序及房源情况安排住房，尽可能考虑代表要求，但不保证预订房型。请登录会议网站

http://www.ctschina.org/crd2016/cn 查看酒店情况并预定住房。 

酒店价格：高级大床房 438 元/间夜 高级双床房 438 元/间夜 

本次大会指定订房中心及联系人信息：湖南省万达亲和力旅游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 

联系人：陈伟，电话：151 1617 9936，邮箱：2365573654@qq.com 

 

五、会议网站：请登录会议网站查看会议相关信息 http://www.ctschina.org/crd2016/cn  

 

六、注册投稿联系人：吕向阳  010-8929 2552-817     Email：csrd2008@126.com  

 

七、大会秘书处 

中华医学会学术会务部 

地  址：北京东城区东四西大街 42 号 

联系人：冯博 

电  话：010-8515 8145 

邮  箱：csrd2008@126.com 

 

 

 

 

 

                                  中华医学会学术会务部   中华医学会呼吸病学分会  

                                                      二〇一五年十二月十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