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医学会第十一届全国肠外肠内营养学学术会议
参会邀请函
尊敬的

医师：

由中华医学会、中华医学会肠外肠内营养学分会主办，山东省医学会承办的中华医学会第
十一届全国肠外肠内营养学学术会议将于 2017 年 5 月 26～28 日在山东省青岛市港中旅（青岛）
海泉湾维景国际大酒店举行，我们欢迎相关专业的临床医师、营养师、药师、护理人员及营养
健康工作者踊跃参会。我们将同广大同仁一道，秉承传承、规范、交流与创新的宗旨，以多学
科临床营养指南-共识推广临床应用为学术重点，以“领航临床营养、促进健康中国”为理念，
引领中国肠外肠内营养学事业的学科建设与人才培养。
本次会议学术内容紧密围绕会议主题“领航临床营养、促进健康中国”，开幕式及全体大
会安排在 5 月 27 日；会前会从 5 月 26 日开始，分为 8 个版块；5 月 28 日是 7 个分论坛，精彩
不容错过。会议共收到征文 562 篇，审稿工作已结束，共评选出 23 篇优秀论文及 100 篇壁报交
流论文。
您的论文

被接受为会

议交流论文，欢迎您的积极参会。
一、会议时间：2017 年 5 月 26～28 日
二、报到时间：2017 年 5 月 26 日 08:00～20:00
三、报到地点：港中旅（青岛）海泉湾维景国际大酒店•二层大堂会议注册区
地址/电话：山东省青岛市滨海大道 188 号 / 0532-8906 8888
会场网站：www.osrqd.com
四、注册费：
（1）优惠注册费：2017 年 5 月 22 日 24 时前在线注册并交费
类型

费用标准

非以下类别代表

1000 元/人

专科会员■
西部地区代表▲
基层医疗机构代表●
山东省代表★

800 元/人

所含项目

注册费/资料费/全套餐费
（26 日晚餐、27 日午餐及晚餐、28 日午餐）
学生代表现场报到时，须出示有效学生证件

500 元/人
学生代表◆
注：
■需在线申请并通过专科分会审定，申请网址 www.cmacspen.org/member；
专科会员应具备下列条件之一：
① 取得主治医师（或相应）技术职务后，根据不同学科专业的要求，从事本专业工作五
年以上者；
② 经过专科医师培训已取得专科医师资格者，或通过专科资质培训且合格者；

③ 取得本专科副主任医师或相应专业技术职务者；
▲指工作单位在重庆市、四川省、贵州省、云南省、广西壮族自治区、陕西省、甘肃省、
青海省、宁夏回族自治区、西藏自治区、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内蒙古自治区的代表。
●指工作单位为县级人民医院、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乡镇卫生院、村卫生所（室）的代表。
★指工作/进修单位为山东省医院（高校）的代表。
◆注册现场需要出示有效学生证件。
（2）标准注册费： 2017 年 5 月 22 日以后注册并交费
类型

费用标准

所有代表

1200 元/人

所含项目
注册费/资料费/全套餐费
（26 日晚餐、27 日午餐及晚餐、28 日午餐）

五、住宿安排：费用自理，回单位报销。需要预订住宿的代表可与北京市中国旅行社有限
公司联系。会议将根据预订情况，适时在线增加备选酒店供代表预订。
酒店

港中旅（青岛）海泉湾
维景国际大酒店

房间类型

房间价格

备注

单间

550～650 元/间·夜

单份早餐

标间

550～650 元/间·夜

双份早餐

床位

275～325 元/间·夜

单份早餐

六、学分证书：正式注册代表可获国家级 I 类继续教育学分【编号：2017-04-13-031(国)】。
未按规定提交注册信息或未参会代表，不能获得学分证书。学分证书经中华医学会继续教育部
审批后在线发布，发放时间及打印步骤请关注会议网站 www.cmacspen.org 首页”会议动态”栏
目。
七、交通安排：本次会议不设接送站，请代表自行前往。以下乘车路线信息来自百度地图，
供参考：
（1）青岛流亭国际机场：① 613 路公交车(流亭国际机场上，城阳广电中心下，12 站)，
换乘 926 路公交车(张家河下，36 站)，换乘 617 路公交车(海泉湾下，7 站)，下车向东 540 米，
耗时约 3 小时 12 分钟；② 出租车约 57 分钟，约 39.4 公里，途径烟沪线、鹤山路，约 84 元。
（2）即墨北站：① 136 路公交车(即墨火车北站上，港中旅下，17 站)，下车向东 580 米；
② 出租车约 42 分钟，约 30.8 公里，途径青威路、鹤山路，约 66 元。
（3）青岛北站：① 387 路公交车(铁路北站东广场上，海大崂山校区下，20 站)，换乘 617
路公交车(海泉湾下，11 站)，下车向东 540 米；② 出租车约 1 小时 2 分钟，约 43.3 公里，途
径金水路、滨海公路，约 92 元。
（4）青岛站：① 地铁 3 号线(青岛站上，李村 E 口出，17 站)，换乘 365 路公交车(茶博园
下，16 站)，换乘 617 路公交车(海泉湾下，10 站)，下车向东 540 米；② 出租车约 1 小时 19
分钟，约 57.3 公里，途径辽阳东路、滨海公路，约 121 元。
八、会议网站：详细日程已发布，欢迎浏览会议官方网站 www.cmacspen.org 了解注册、日
程、住宿、交通等会议最新信息；
九、大会秘书处：
青岛大学附属医院普外科 曹守根
手 机：186 6180 7278

邮 箱：braincao@126.com
地 址：山东青岛市市南区江苏路 16 号
邮 编：610041
注册/投稿技术支持
北京美迪康信息咨询有限公司 于泽杰
电 话：010-8929 2552 转 815
手 机：158 0115 2848
邮 箱：cspen2017@cmacspen.org
住宿预订
北京市中国旅行社有限公司 齐京萍
电 话：010-5361 7762
邮 箱：qingdao0526@126.com
中华医学会学术会务部 戴丽峰
地址：北京市东城区东四西大街 42 号 226 室
电话：010-8515 8473
邮箱：cspen2017@cmacspen.org

中华医学会肠外肠内营养学分会

中华医学会学术会务部

2017 年 5 月

附：日程框架及详细日程【5 月 12 日版】

日程框架，港中旅（青岛）海泉湾维景国际大酒店
日期

5 月 26 日
星期五

5 月 27 日
星期六

5 月 28 日
星期日

时间

版块

地点

08:00-20:00

报到注册

二层大堂

08:30-12:00

优秀论文报告

二层雅典厅

08:30-17:30

TNT 继续教育课程

M 层摩纳哥厅

08:30-17:30

儿科营养论坛

M 层锦华宫 C

CSPEN 继续教育培训课程

M 层锦华宫 B

护理论坛

M 层锦绣宫

NUSOC 第 12 次论坛

M 层里斯本厅

CSPEN 海外论坛*

二层米兰厅

神经疾病营养论坛

二层里昂厅

19:00-20:00

CSPEN 第四届委员会 2017 年第二次常委会

二层雅典厅

20:00-21:00

CSPEN 第四届委员会 2017 年全体委员会议

二层雅典厅

07:00-07:30

健康跑

户外

08:30-09:20

开幕式

09:20-12:00

大会报告

12:00-13:00

专题展示

13:00-14:00

壁报交流、参观展台、快乐运动

14:00-17:00

专题报告

17:00-17:30

壁报交流、参观展台、快乐运动

17:30-18:30

专题展示

13:30-17:30

08:30-12:00

12:00
*分会场配同传设备

M 层锦华宫

肿瘤营养论坛

M 层锦华宫 B

老年营养论坛

M 层锦绣宫

NUSOC 第 39 次工作坊

M 层里斯本厅

ESPEN-LLL 继续教育课程*

M 层威尼斯厅

药师营养论坛

二层雅典厅

营养与代谢论坛

二层米兰厅

肠道微生态与营养论坛

二层里昂厅

闭幕

各分会场

5 月 26 日，优秀论文报告，二层雅典厅
08:30-10:10
评 委：伍晓汀、康维明、陈莲珍、郭建昇、任建军、吴蓓雯、张片红
08:30-08:38
Xue Zhigang: The Effects of Enteral Nutrition by Different Approaches on
Gastrointestinal Hormones and Gastrointestinal Mucosa in Rat
Model
08:38-08:46
Wu Jiang:
Soluble mediators from Lactobacillus rhamnosus GG support
intestinal barrier function in rats after massive small bowel
resection
08:46-08:54
Chen Chao:
Skeletal muscle area predicts the prognosis of patients with
gastric outlet obstruction caused by gastric cancer
08:54-09:02
于子荞：两种肠内营养途径对机械通气患者胃液 pH 值及应激性溃疡发生的影响
09:02-09:10
王 珂：外科加速康复团队在克罗恩病患者中的应用与效果观察
09:10-09:18
杨建波：严重烧伤患者肠道菌群结构的动态变化研究
09:18-09:26
高仁元：肠道菌群及代谢产物在肠道腺瘤和肠癌中的作用研究
09:26-09:34
李子建：一项全国多中心肿瘤住院患者营养不良现况综合调查
09:34-09:42
彭 曦：重症烧伤患者能量消耗与供给平衡----尚待解决的重要问题
09:42-09:50
王 楠：极低体重儿肠外营养相关胆汁淤积发病率和危险因素研究
09:50-09:58
蒋 奕：骨骼肌含量与消化道恶性肿瘤病人临床结局的关系
09:58-10:06
Cao Shougen：Fish oil-supplement parenteral nutrition modulate immunity and
reduce inflammation via suppress the TLR-4 signaling pathways
in rats with abdominal sepsis
10:10-10:30
茶 歇
10:30-12:00
评 委：王凤安、所 剑、董 明、郑 璇、于吉人、季 峰、郑启昌
10:30-10:38
阮慧娟：体外循环与心脏瓣膜术后机械通气患者能量代谢的关系
10:38-10:46
楼金玕：经皮内镜胃造瘘术在严重喂养障碍患儿中的应用
10:46-10:54
徐鹏远：胃肠快速康复治疗改善腹部大手术病人术后肠麻痹和临床结局的
随机对照研究
10:54-11:02
魏雨佳：强化 EPA、DHA 肠内营养对危重症患者营养状况的影响
11:02-11:10
杨 鑫：口服营养补充对胃肠道恶性肿瘤术后患者营养状态及生活质量影响的
多中心研究
11:10-11:18
周 华：中国大陆 ICU 患者营养支持实践现况调查
11:18-11:26
管文瑜：血清镁水平与慢性肾脏病患者营养状态的相关性研究分析
11:26-11:34
周 婧：多种微量元素制剂临床使用情况的回顾性调查分析
11:34-11:42
师 磊：沉默 MCHR1 对小鼠 3T3-L1 细胞脂肪合成的影响研究
11:42-11:50
陈 敏：上海老年人骨骼肌量与功能下降的横断面研究
11:50-11:58
刘 芳：肠内营养制剂恒温与加温输注对重症脑损伤患者胃肠道并发症的影响

5 月 26 日，TNT 继续教育课程，M 层摩纳哥厅
主 席：韦军民
08:30-08:45
主席致辞：韦军民
08:45-10:30
第一部分：石汉平
1. 营养不良及其后果
2. 生理机能与代谢

10:30-10:45
10:45-12:45

12:45-13:45
13:45-14:15
14:15-15:30
15:30-15:45
15:45-17:00
17:00-17:30
17:30-18:00

3. 营养筛查与评估
4. 医学营养治疗的基本原理
问与答/茶歇
第二部分：陈 伟
5. 肠外营养
6. 肠内营养-配方与输液
7. 肠内营养-实施与并发症
8. 疾病特定的营养-糖尿病、恶性肿瘤和肾脏疾病
午 餐
曹伟新：危重症患者的肠内营养
研讨会：朱明炜、曹伟新
评定营养状况并选择喂饲方试
问与答/茶歇/答卷
Case study：曹伟新、朱明炜
胃癌营养支持
韦军民：岗位职责、团队合作与团队建设
闭幕致辞/毕业证颁发仪式（合影）
：韦军民

5 月 26 日，儿科营养论坛，M 层锦华宫 C
主 席：蔡 威
08:30-08:40
主席致辞：蔡 威
08:40-10:40
专题讲座—小儿肠衰竭
主持人：汤庆娅、汪 健、陈兰萍
08:40-09:20
Prof. Raanan Shamir: Nutrition support in SBS children
09:20-10:00
Prof. Olivier Goulet: Nutrition management in pediatric intestinal
dismotility
10:00-10:30
蔡 威：中国小儿肠衰竭现状
10:30-10:40
Q & A
10:40-12:30
专题讲座—小儿消化道疾病与营养
主持人：陈 洁、刘 俐、洪 莉
10:40-11:20
Prof.Douglas Burrin: Fish oil based lipids and PNALD
11:20-11:50
龚四堂：危重症患儿的肠内营养管理
11:50-12:20
李在玲：儿童功能性胃肠病罗马 IV 标准解读
12:20-12:30
Q & A
12:30-13:30
午 餐
13:30-15:20
专题报告—母乳库
主持人：庄思齐、陈平洋、曹 云
13:30-14:00
张 婷：母乳喂养与母乳库
14:00-14:30
刘喜红：中国母乳库发展现状分析
14:30-15:10
Prof. Rosan Meyer: Introduction to the UK dietetic training programme &
allergy
15:10-15:20
Q & A
15:20-17:20
研究生优秀论文评选

15:20-15:30
15:30-15:40
15:40-15:50
15:50-16:00
16:00-16:10
16:10-16:20
16:20-16:30
16:30-16:40
16:40-16:50
16:50-17:00
17:00-17:10
17:10-17:20
17:20-17:30

论文报告顺序由现场抽签决定，每篇报告 8 分钟，点评 2 分钟
主持人：万燕萍、江米足、李中跃、唐维兵
早产儿坏死性小肠结肠炎肠道菌群高通量测序研究
刘嘉奕，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上海儿童医学中心
机械通气危重患儿能量代谢与免疫功能关系评估
李雪华，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儿童医院
自噬在肠外营养相关肝损伤模型中的肝细胞保护作用
张 天，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新华医院
低蛋氨酸对 Caco-2 肠上皮细胞紧密连接蛋白表达和功能的影响
申晓婷，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儿童医院
新生儿危重症体外膜氧合治疗营养支持 4 例并文献复习
钱 甜，复旦大学附属儿科医院
433 例极低出生体重儿肠外营养相关胆汁淤积危险因素分析
王 楠，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新华医院
肠道紧密连接蛋白、NOD2 及相关信号分子在肠外营养大鼠中的表达及其意义
张晓青，苏州大学附属儿童医院
粪菌移植治疗儿童复发性艰难梭菌感染临床疗效评价及肠道菌群分析
李小露，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儿童医院
HLA-I 类基因多态性与儿童克罗恩病相关性的研究
夏海娇，复旦大学附属儿科医院
早产极低出生体重儿早期生长与肠外肠内营养关系研究分析
郭楚怡，中山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多种油脂肪乳在新生儿围手术期的应用
李红星，南京医科大附属儿童医院
儿童无痛胃镜 21688 例临床分析
苏阳娜，重庆医科大附属儿童医院
会议总结：蔡 威

5 月 26 日，CSPEN 继续教育培训课程，M 层锦华宫 B
May 26, Continuing Education Course in CSPEN, Jinhua Palace B, Floor B
主 席：韦军民
13:30-15:50
主持人：迟 强、许 媛、王昆华、吴健雄
13:30-13:40
主席致辞：韦军民
13:40-14:00
孙建琴：营养不良诊断方法的新进展
14:00-14:20
孟庆华：重症肝病患者营养支持治疗的体会与思考
14:20-14:40
曹伟新：肠微生态与炎性肠病
14:40-15:00
王新颖：肠内营养在肿瘤病人应用新进展
15:00-15:20
康维明：肠内营养置管途径的选择
15:20-15:40
田伟军：肠外营养临床及研究进展
15:40-15:50
讨 论/茶 歇【M 层威尼斯厅】
15:50-17:45
主持人：韩春茂、胡俊波、张有成、陈鄢津
15:50-16:10
田字彬：SAP 的肠内营养和补充性肠外营养的作用及时机
16:10-16:30
周业平：伤口愈合与营养支持

16:30-16:50
16:50-17:10
17:10-17:30
17:30-17:45

王化虹：炎性肠病患者的营养支持进展
朱维铭：从克罗恩病的角度探讨肠瘘的营养支持
朱明炜：口服营养补充疗法的临床实践
讨 论/总 结

5 月 26 日，护理论坛，M 层锦绣宫
13:30-14:50
主持人：彭南海、李 卡
13:30-14:10
路 潜：营养筛查和营养评定基本概念与方法
14:10-14:50
马玉芬：肿瘤患者营养干预
14:50-15:00
主持人：马玉芬、曲晓菊、姜文彬
彭南海：营养护理学组工作讲评
15:00-15:40
CSPEN 护理学组评定“营养护理小组项目，示范病房”— 代表汇报
15:00-15:10
朱 丽：规范中成长，探索中前行
15:10-15:20
郭淑丽：爱注营养，携手健康
15:20-15:30
张晓梅：肠内营养安全输注管理
15:30-15:40
陆晓燕：重症患者肠内营养护理管理
15:40-15:50
“规范肠内营养护理，提高护理质量”演讲
15:50-16:20
案例分析讨论（规范化护理）
主持人：姜文彬
16:20-16:30
颁发项目小组、置管资质合格证书
16:30-17:30
护理学组全体委员会议

5 月 26 日，第 12 届<营养风险-不足-支持-结局-成本/效果（NUSOC）多中心数据库协作组>论坛，
M 层里斯本厅
14:00-17:00
主持人：于 康、康维明、路 潜、许静涌
14:00-14:15
路 潜：【NUSOC 协作组】三个阶段的临床研究计划介绍
14:15-14:30
于 康：【NUSOC 协作组】12 年来 38 次工作坊的经验和教训
14:30-14:45
张 明：三甲医院营养风险、营养不良（不足）、发生率及营养支持应用率（前瞻
性描述性临床研究）（按 DRG 病组）
14:45-15:00
程庚哲：中小医院营养风险、营养不良（不足）、发生率及营养支持应用率（前瞻
性描述性临床研究）（按科室）
15:00-15:15
揭 彬：营养支持对有营养风险患者结局的影响（前瞻性队列临床研究）
15:15-15:30
谢海雁：营养支持对有营养风险患者结局的影响（前瞻性队列临床研究）
15:30-15:45
王 杨、于 康、路 潜：
营养支持对有营养风险患者结局和成本/效果的影响
15:45-16:00
王 杨：队列研究数据库需要 Propensity Score Matching（PSM）
16:00-16:15
刘延延：【NUSOC 协作组】三阶段临床研究的统计学基本要求
16:15-16:30
李小萌：【EDC】是【NUSOC 协作组】高质量临床研究的基石
16:30-16:45
许静涌：解读【2017 版营养用药 医保目录“限定”】及依据—【NUSOC 协作组】
北京中心的临床研究数据再分析
16:45-17:00
杨 剑：营养不良（不足）评定争论和营养风险筛查理念-误区

5 月 26 日，CSPEN 海外论坛，二层米兰厅，同传会场
May 26，The Overseas Forum of CSPEN，Milan Hall, Floor 2
Simultaneous Interpretation Available
13:30-15:15
主持人：蔡 威、石汉平、杨 桦
Moderators: Prof. Cai Wei, Prof. Shi Hanping, Prof. Yang Hua
13:30-14:00
Protein Dose in Critically Ill Patients
危重症患者的蛋白质推荐量
Prof. Charlene Compher (USA)
14:00-14:30
Nutritional Support and Application of Japanese patients
日本住院患者营养支持与实施
Prof. Takashi Higashiguchi 东口高志 (Japan)
14:30-15:00
Physiological Study and Clinical Application of Gastrointestinal Tract in
Cancer
肿瘤患者的胃肠道生理研究与临床应用
张子明 教授 (中国台湾)
15:00-15:15
讨 论
15:15-15:45
茶 歇【M 层威尼斯厅】
15:45-17:30
主持人：于健春、吴国豪、王新颖
Moderators: Prof. Yu Jianchun, Prof. Wu Guohao, Prof. Wang Xinying
15:45-16:15
Interpretation the ESPEN guideline on Chronic intestinal failure and
treatment experiences
解读欧洲慢性肠功能衰竭指南及治疗经验
Prof. Van Gossum (Belgium)
16:15-16:45
Diagnostic criteria and terminology of malnutrition—perspectives on a
global process
营养不良的诊断与分类—全球化进程视角
Prof. Tommy Cederholm (Sweden)
16:45-17:15
Introduction about PTEG to China—Efficacies of Drainage and/or Feeding
PTEG 途径的建立及临床应用
Prof. Hideto Oishi 大石英人 (Japan)
17:15-17:30
讨 论

5 月 26 日，神经疾病营养论坛—危重症患者的肌减少症，二层里昂厅
13:35-15:25
主持人：张 乐、石广志、王长青
13:35-14:00
宿英英：营养不良的分类和诊断标准
14:00-14:25
彭 斌：危重症肌容积减少的流行病学特点
14:25-14:50
江 文：危重症肌容积减少的机制
14:50-15:15
王芙蓉：肌容积的评估方法
15:15-15:25
讨 论
15:25-15:30
茶 歇【M 层威尼斯厅】
15:30-17:30
主持人：袁 军、钟春龙、牛小媛
15:30-15:55
黄旭升：危重症肌病的诊断和鉴别诊断
15:55-16:20
高 亮：危重症呼吸肌功能的优化策略

16:20-16:45
16:45-17:10
17:10-17:30

高岱佺：危重症肌容积减少的物理和药物防治
潘速跃：危重症肌容积减少和营养支持治疗
讨 论

5 月 27 日
07:00-07:30
08:30-18:30
08:30-09:20

健康跑，户外
全体大会，M 层锦华宫
开 幕 式
主 持 人：周岩冰 执行主席
开幕视频
嘉宾致辞
荣誉颁奖：于健春、蔡 威
09:20-10:50
大会报告（一）
主 持 人: 祝学光、詹文华、顾倬云、田字彬
09:20-09:50
蒋朱明：肠外肠内营养二 、三阶段转化医学与规范应用
09:50-10:20
蔡 威：中国注册营养师制度的建立
10:20-10:50
于健春：营养在疾病管理中的重要作用
10:50-11:00
茶 歇【M 层威尼斯厅】
11:00-12:00
大会报告（二）
主 持 人：蔡 威、于健春、石汉平、杨 桦
11:00-11:30
The clinical nutrition education and development in Europe
欧洲临床营养教育与进展
Prof. Van Gossum (Belgium)
11:30-12:00
Diet and the Gut Microbiome in Children with Crohn’s Disease
儿童克罗恩病的饮食及肠道微生态
Prof. Charlene Compher (USA)
12:00-12:30
华瑞专题展示
主 席：蔡 威
Prof. Remy Meier：鱼油的临床应用
12:30-13:00
贝朗专题展示
主 席：于健春
吴国豪：补充性肠外营养的益处：时机和选择
13:00-14:00
壁报交流评选、参观展台、快乐运动
壁报评审专家：唐 云、彭 曦、徐鹏远、孟翔凌、王 烈、邵江华、靖昌庆、许爱国、
陈子华、姜海平、朱翠凤、陈俊强、范 伟、沈友秀、高小芳、姚俊英、
潘慧忠、何振扬
14:00-15:40
专题报告
主 持 人：韦军民、王新颖、贾汝梅、曹伟新
14:00-14:20
吴国豪：蛋白质代谢及骨骼肌功能
14:20-14:40
王新颖：中国住院病人营养状况调查报告
14:40-15:00
周岩冰：胃癌围手术期 ERAS 路径管理理论及实践
15:00-15:20
康维明：胃肠道手术患者围手术期营养疗法
15:20-15:40
石汉平：整体营养疗法

15:40-15:50
15:50-17:00
15:50-16:05
16:05-16:20
16:20-17:00
17:00-17:30
17:30-18:30

17:30-18:30

17:30-18:30
17:30-17:35
17:35-18:05
18:05-18:30

茶 歇【M 层威尼斯厅】
主 持 人：于健春、Prof. Charlene Compher、孙永华、吴国豪
韦军民：纪念大师—吴蔚然教授
杨 桦：纪念大师—Prof.Daniel H.Teitelbaum
优秀论文报告
点评专家：伍晓汀、王为忠、彭俊生、康维明
壁报交流、参观展台、快乐运动
纽迪希亚专题展示，M 层锦华宫 A+B
主 席：于健春
秦环龙：肠内营养新靶点—肠道微生态
王新颖：胃肠道与肠内营养的交叉对话
百特侨光专题展示，M 层锦绣宫
主 席：石汉平
Prof. Johane P. Allard：Clinical considerations for the use of PN
陈 伟：维生素制剂专家共识的解读与临床应用
雀巢专题展示，M 层锦华宫 C
主 席：潘宏铭
会议致辞：潘宏铭
吴国豪：
《成人口服营养补充专家共识》解读
Oral nutritional treatment of malnutrition in chronic disease, cancer and
after surgery
Prof. Tommy Cederholm

5 月 28 日，肿瘤营养论坛，M 层锦华宫 B
主 持 人：江志伟、潘宏铭、石汉平、林 锋
08:30-08:40
开 场
08:40-10:00
理念更新
08:40-09:00
江志伟：加速康复外科与应激代谢的调控
09:00-09:20
石汉平：营养治疗—肿瘤一线治疗
09:20-09:40
潘宏铭：非手术恶性肿瘤患者营养支持治疗
09:40-10:00
陈 伟：肌肉在肿瘤营养治疗中的价值
10:00-12:00
实践指引
10:00-10:20
贾宝庆：胃肠肿瘤手术的全程营养支持
10:20-10:40
迟 强：结直肠癌患者围手术期营养评估与干预
10:40-11:00
于振涛：食管癌手术患者肠内营养治疗
11:00-11:20
赵 充：头颈部肿瘤放疗患者营养治疗专家共识
11:20-11:40
张小田：营养支持在胃肠肿瘤综合治疗中的应用
11:40-12:00
汪志明：肿瘤患者肠内营养支持通路的建立与应用

5 月 28 日，老年营养论坛，M 层锦绣宫
主 席：韦军民、曹伟新、石汉平、董碧蓉、陈
08:25-08:30
主席致词

伟

08:30-10:15
08:30-09:00
09:00-09:30
09:30-10:00
10:00-10:15
10:15-12:10
10:15-10:35
10:35-10:55
10:55-11:15
11:15-11:35
11:35-11:55
11:55-12:10

海外讲坛
主持人：曹伟新、石汉平、王新颖
张子明 教授：如何筹划高龄营养照护政策
Prof. Takashi Higashiguchi 东口高志：缓和医学的发展现状
Prof. Remy Meier：欧洲老年营养管理经验
讨 论
专题报告
主持人：雷 平、唐 云、刘洪俊
韦军民：中国老年人营养状况及对医疗费用的影响
周岩冰：老年患者围手术期营养管理
孙建琴：ONS 在医院和社区居家老年人中的应用
周苏明：老年危重症营养支持
陈 伟：基于中国人数据的老年肌肉减少症的诊断与营养干预
讨论及总结

5 月 28 日，M 层里斯本厅
NUSOC 工作坊：第 39 次【营养风险-不足-支持-结局-成本/效果 多中心 数据库 协作组】工作坊
主持人：于 康、康维明、路 潜、许静涌
09:00-09:15
孙大力：规范应用和不规范应用营养支持对有营养风险患者结局影响的对比
09:15-10:30
NUSOC 协作组 各个中心工作进展汇报
郑州（关 珂）、天津（陈鄢津）
、长沙（曽敏捷）、重庆（孙海岚）、
昆明（孙大力）、贵阳（李海洋）、深圳（张 明）
、松原（程庚哲）、
武汉（张献娜）、福州（穆 艳）
10:30-10:50
营养风险有关的全国及全球文献汇编研究计划
康维明、许静涌、于 康、蒋朱明
10:50-11:20
NUSOC 协作组 12 年来的第一阶段库存数据分析
蒋朱明、王 杨、于 康、杨 娇
11:20-11:30
第 39 次 NUSOC 工作坊小结及第 40 次工作坊预告
于 康、康维明、路 潜、蒋朱明

5 月 28 日，ESPEN-LLL 继续教育课程，M 层威尼斯厅，同传会场
May 28, ESPEN LLL Course-Topic 12-Nutrition in Gastrointestinal Disease,
Venice Hall, Floor M
Simultaneous Interpretation Available
08:30-08:40
Prof. Yu Jianchun: President Address from CSPEN
于健春：CSPEN 主任委员致词
08:40-11:10
Prof. Remy. Meier, Prof. Pierre. Singer
1. Compromised Gut
肠道功能损害
2. Management of the short bowel syndrome
短肠综合征的管理
3. Nutrition and Gastrointestinal Fistulas

11:10-11:30
11:30-11:40

胃肠道瘘与营养
4. Nutrition and Inflammatory Bowel Disease
炎性肠病与营养
5. Case-Nutrition in IBD
营养在炎性肠病中的应用—病例报告
Examination
考 试
Summary & Certification
总结、颁发证书

5 月 28 日，药师营养论坛，二层雅典厅
08:35-10:50
主持人：翟所迪、张 鉴
08:35-08:40
石汉平教授致词
08:40-09:20
黄心宇：医疗保险管理政策探讨
09:20-09:50
梅 丹：药学协作组工作回顾及 2017 年学组工作计划
09:50-10:20
李 莉：头颈肿瘤患者营养治疗策略
10:20-10:50
曾英彤：论精准营养用药对患者的意义
10:50-11:00
《临床药物治疗学营养支持治疗》主编赠书活动：梅 丹、于健春
11:00-12:20
主持人：梅 丹、郭 澄
11:00-11:20
赵 彬：肠外营养配制共识介绍
11:20-11:35
沈 娟：重症脑出血患者营养支持治疗案例分享
11:35-11:50
朱小红：药师在肿瘤 MDT 中的作用及案例分享
11:50-12:05
商永光：肺移植患者营养支持案例分享
12:05-12:20
李 梦：短肠综合征案例分享

5 月 28 日，营养与代谢论坛，二层米兰厅
主持人：于 康、康维明、万燕萍、李玉秀、汤庆娅
08:30-08:40
开幕致辞：于健春、于 康
08:40-09:00
朱慧娟：肥胖症内分泌评定及治疗
09:00-09:20
万燕萍：儿童肥胖的综合治疗
09:20-09:40
梁 辉：肥胖症外科治疗进展
09:40-10:00
于 康：肥胖营养评定及术后营养管理
10:00-10:20
张 鹏：美国 Duke 大学减肥手术与营养管理
10:20-11:20
减肥手术病例分享—减肥手术后复胖及营养不良多学科会诊与管理
董光龙、康维明、梁 辉、孟 化、李子建
点评专家：刘燕萍（营养科）、李玉秀（内分泌科）、杜玉君（肾内科）
张晓霞（妇产科）、万燕萍（儿科）
11:20-11:30
总 结：于 康

5 月 28 日，肠道微生态与营养论坛，二层里昂厅
主 席：秦环龙

08:30-08:40
08:40-08:50
08:50-10:05
08:50-09:15
09:15-09:40
09:40-10:05
10:05-10:15
10:15-12:00
10:15-10:40
10:40-11:05
11:05-11:30
11:30-12:00

中华医学会肠外肠内营养学分会肠道微生态与临床营养协作组成立仪式：秦环龙
领导致辞并颁发证书：于健春
主持人：杨云生、袁杰力
秦环龙：肠道微生态和大肠癌
杨云生：肠道微生态与重大慢性病
郭晓奎：人体微生态学研究的关键问题
茶 歇【M 山东厅】
主持人：吴仲文、郭晓奎
刘 杰：肠道免疫稳态与肿瘤精准治疗
陈 烨：肠道菌群与营养
吴仲文：肝病肠道微生态
讨论及总结：秦环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