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时     间 讲者 主持人

13:00-13:30 开幕式 李兰娟 黄建荣

13:30-13:50 医学临床研究与学科建设 陈  智

13:50-14:10 禽流感溯源研究进展 吴南屏

14:10-14:30 自身免疫性肝病的精准治疗 陈永平

14:30-14:50 新型呼吸道病毒感染的诊治进展 汤灵玲

14:50-15:10
研讨会：直接抗病毒药物治疗丙型肝炎耐药
发生的机制及管理

黄建荣 盛吉芳

15:10-15:30 研讨会：肝内胆汁淤积的治疗策略 黄建荣 裘云庆

15:30-15:40

15:40-16:00 引起肝损的寄生虫病诊治进展 黄建荣

16:00-16:20 肝衰竭预后评估及相关生物标志物研究进展 朱坚胜

16:20-16:40 肝脏占位性病变的磁共振诊断 彭志毅 陈亚岗 施柏年

16:40-16:50 研讨会：医院耐药阴性菌的诊治 盛吉芳 黄建荣

16:50-17:10 研讨会：福甘定-中国注册临床研究报告 盛吉芳、陈亚岗 李兰娟、裘云庆

时     间 内容 讲者 主持人

13:30-13:50 口腔微生态与系统性疾病 陈  晖 

13:50-14:10 呼吸道微生态研究进展 王健伟/任丽丽

14:10-14:30 临床营养治疗中的微生态问题与对策 范旻

14:30-14:50 女性阴道微生态研究进展 廖秦平

14:50-15:10 益生菌在幽门螺杆菌治疗中的功效 陈洁

15:10-15:30 中国诊断微生态科技创新与发展战略思考 王加义

15:30-15:40

15:40-15:50 肠道菌群与自身免疫疾病发生发展的关系 吕龙贤

15:50-16:00 菌群与过敏性疾病 文姝

盛吉芳 钟建平

9月15日（星期五下午） 微生态继续教育课程暨青年论坛     （4楼名思名德厅）

 唐立  魏华

 杭晓敏 张琳

魏泓 罗予

2017年第九届中国医师协会感染科医师大会暨传染病诊治高峰论坛

第十七届中华预防医学会微生态学学术会议

9月15日（星期五下午）2017年浙江省医学会肝病、感染病学术年会/浙江省医师协会感染科医
师大会（4楼名艺厅）

茶歇

陈永平 黄建荣

娄国强 梁晓岳

茶歇



16:00-16:10
粪菌移植治疗万古霉素无效的儿童重症伪膜
性肠炎1例

舒赛男

16:10-16:20 便秘的微生态治疗 沈通一

16:20-16:30 益生菌对于脑-肠轴保护作用的机制探讨 刘佳明

16:30-16:40 艰难梭菌感染的流行与临床检测进展 王浦

16:40-16:50 阴道微生态中的分子生物学研究 肖冰冰

16:50-17:00 微生态调节剂在部分消化系疾病中的应用 梅  璐

17:00-17:10 肠道微生态与自身免疫性肝病 盛国平

17:10-17:20 母乳岩藻糖复合物对新生儿肠道菌群的影响 李旻

18:00-19:00

16:00-17:00

19:00-20:00

20:00-21:00

时     间 内容 讲者 主持人

08:00-08:30 王贵强

08:30-08:55 人体微生态研究进展 李兰娟

08:55-09:20
肠道微生物异常和结肠癌发生：病因、分子
机制和临床意义

于  君

09:20-09:45 慢加急性肝衰竭的肝脏移植研究 郑树森
  黄祖瑚   刘
沛

09:45-10:00

10:00-10:25 自身免疫性肝病诊疗进展 王贵强

10:25-10:50 怎样做一个感染病科医生 王宇明

10:50-11:20 研讨会：慢性丙型肝炎DAA治疗的挑战 王贵强 李兰娟

11:20-11:50
午餐会：真金不怕火炼—韦瑞德®慢乙肝实
践解析

吕芳芳 黄建荣

11:50-12:10
午餐会：百立泽®速维普®在难治性GT1b型丙
肝患者中的应用

黄建荣 盛吉芳

12:10-12:25
午餐会：从指南到临床实践—晴众富马酸替
诺福韦二吡呋酯片研究进展

黄建荣 李兰娟

时间 内容 讲者 主持人

开幕式（致辞）

王贵强  高志良

9月16日（星期六下午）感染科医师分会场 (4楼名艺厅)

田德英   甄  真

浙江省预防医学会第五届微生态专业委员会议    (4楼名睿厅)

晚餐

程茜 刁宏燕

魏泓 罗予

中国医师协会感染科医师分会常委（全体委员）会议  (4楼名艺厅)

中华预防医学会微生态学分会全体委员会议   (4楼名艺厅）

9月16日（星期六上午）主会场     (4楼竞潮厅)

茶歇



13:30-13:50 疑难复杂感染病临床诊治思路 盛吉芳

13:50-14:10 乙肝防治指南:低病毒载量要不要抗病毒 李用国

14:10-14:30 HIV相关神经认知紊乱的临床研究进展 孙永涛

14:30-14:50 临床辅助诊断系统的过去、现在和未来 居  斌

14:50-15:10 碳青霉烯耐药肺炎克雷伯菌流行及防治 俞云松

15:10-15:20

15:20-15:40 丙型肝炎特殊人群的管理和治疗 尚  佳

15:40-16:00 治疗慢性丙型肝炎的最佳抗病毒药物-DAA 谭德明

16:00-16:20 肿瘤靶向治疗与耐药 王红阳/文文

16:20-16:40 抗菌药物临床应用科学管理 肖永红

16:40-17:44

16:40-16:48
住院患者艰难梭菌感染危险因素及临床预后
分析

 顾思岚  

16:48-16:56
瞬时弹性成像技术在慢性乙肝肝纤维化无创
诊断中的应用研究

程丹颖

16:56-17:04
MicroRNA基因多态性与慢加急性肝衰竭的相
关性研究

袁   满

17:04-17:12
富马酸替诺福韦二吡呋酯在HIV/HBV共感染
患者安全性的随访研究

王   爽

17:12-17:20
活动性肺结核患者外周血miR-16、B12和
CD272表达检测及意义分析

刘乾坤

17:20-17:28
miRNA-146a对乙型肝炎病毒生活周期的影响
及机制研究

刘泉波

17:28-17:36
MDSCs在长期抗乙肝病毒治疗患者中促进
HBsAg阴转的作用和机制探讨

王冰清

17:36-17:44 154例成人EB病毒感染临床特点分析 李  卫

时间 内容 讲者 主持人

13:30-13:50 人体微生态学研究的关键问题 郭晓奎

13:50-14:10 儿童粪菌移植的研究进展 黄志华

14:10-14:30 病毒组及其作用研究进展 张凤民

14:30-14:50 肠道微生态在慢性病演变作用的再认识 秦环龙

14:50-15:10 呼吸道微生态研究进展 肖纯凌    朱宝利   冉陆

15:10-15:20

 张文元   陈智

9月16日（星期六下午）微生态分会场  （3楼名都2厅）

缪晓辉  谢本维

大会发言

谢青  罗光汉

李旭  林峰

韦嘉   刘娅 

茶歇

茶歇

吴安华 郑跃杰 



15:20-15:40 大人群中的关联和模型中的机制研究 王军

15:40-16:00
功能基因组学鉴定耐万古霉素肠球菌致病因
子

张兴林

16:00-16:20 肠道微生物与黏膜免疫系统相互作用的进展 牛海涛

16:20-17:40

16:20-16:28 高脂饮食诱导妊娠期肥胖对子代菌群的影响 郭艳杰

16:28-16:36
高盐饮食增强小鼠肠道Th17细胞的反应性加
重TNBS诱导的小鼠结肠炎

刁宏燕

16:36-16:44
阴道菌群改变与宫颈癌前病变相关性的初步
研究

邓燕杰

16:44-16:52
益生菌通过改善肠道屏障功能减轻肝纤维化
进程

石鼎

16:52-17:00 中国健康儿童上呼吸道菌群组成特征 郑跃杰

17:00-17:08

The Preventing Effects of a Novel 
Prebiotic Product on Irritable Bowel 
Syndrome in Mice by Improving Gut 
Microbiota and Modulating Immune 
Responses

陈倩

17:08-17:16
东北地区不同基因型母亲哺乳期HMO差异及
其对子代肠道菌群的影响研究

周娇锐

17:16-17:24
艾滋病和非艾滋病相关隐球菌脑膜炎的临床
对比研究

 房晴晴

17:24-17:32
七味白术散对抗生素所致腹泻小鼠肠道内容
物中细菌乳糖酶基因多样性的影响

贺璐

17:32-17:40
甘草多糖调节肠道微生态免疫活性的物质基
础研究

赵宏

时间 内容 讲者 主持人

13:30-14:00 王晓燕

14:00-14:30 基于大数据的护理质量控制临床实践 陈黎明

14:30-15:00 新医改新思维推动感染病护理发展 李春梅

15:00-15:10

15:10-15:40 浅谈传染病专科医院护理人员培训的开展 张昕

15:40-16:10 安全注射与职业防护 王晓燕

16:10-16:35 医学论文的撰写技巧 金建华

16:35-17:00 艾滋病，近在咫尺 郑丽平

17:00-17:30

9月16日（星期六下午）护理分会场  （3楼名都6+7厅）

茶歇

大会发言

论文交流

开幕式

邵丽芳  叶静芬

徐敏  薛黎明

俞伶  王莉娜

 刘志华  肖永红

朱宝利 冉陆

袁杰力  邓燕杰



17:00-17:05
6例危重症禽流感患者体外膜肺支持治疗期
间导管相关性压疮的防护

高文娟

17:05-17:10
女性2型糖尿病患者尿液微生态多样性特征
和机制研究

柳丰萍

17:10-17:15
中药巴布剂腹部穴位贴敷对肝硬化腹水患者
疗效观察

王婷玉

17:15-17:20
医护一体化管理降低ALSS治疗中并发症发生
率的效果分析

于静静

17:20-17:30 王晓燕

17:30-18:00

18:00-19:00

19:00-19:30

19:30-21:00

21:00-21:30

时     间 内容 讲者 主持人

08:00-08:40 医学的系统论与整合观 樊代明

08:40-09:00 乙型肝炎临床治疗研究精准策略 高志良

09:00-09:20 旅行医学：感染科医师责无旁贷 黄祖瑚

09:20-09:40 耐药结核诊治的研究进展 张文宏

09:40-09:50

09:50-10:10 DAA时代丙型肝炎治疗的新进展和争议问题 谢青

10:10-10:30 丙型肝炎DAA抗病毒治疗中需要关注的问题 唐红

10:30-10:50 互联网医疗的实践和与思考 缪晓辉

10:50-11:10 肠道菌群与肠易激综合征  李延青

11:10-11:30 口腔微生态与口腔慢性病防治  周学东

11:30-12:00                闭幕式 高志良

晚餐

总  结

浙江省医学会肝病、感染病学分会/浙江省医师协会感染科医师分会委员会议（4楼竞潮
厅A厅）

潘晨  张伦理

王峰  盛吉芳

李智伟  王凯

               茶歇

9月17日（星期日上午）主会场  （4楼竞潮厅B厅）

浙江省医学会感染病学分会护理学组委员会议

浙江省医学会肝病、感染病学分会常委会议（4楼竞潮厅A厅）

浙江省医学会肝病、感染病学分会换届选举会议（4楼竞潮厅A厅）

许国强  郑鹏远  

王秀娟  倪晶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