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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第二届精准麻醉分会年会暨第二届华南精准

麻醉医学高峰论坛暨 2021精准麻醉新进展

学习班议程
（会议具体时间和内容以实际情况为准）

时间：2021年 10月 15日-16日
地点：广州越秀国际会议中心

2021 年 10 月 15 号（星期五）下午

地点 时间 内容

会议中心
611 17:00-18:30 第二届精准医学应用学会精准麻醉分会常委会

会议中心
601 18:30-21:00 常委会工作晚餐.

2021年 10月 16号（星期六）全天

地点 时间 内容

会议中心
602 8:00-16:00 会议报到

年会开幕式：8:20-9:00

地点 时间 内容 主持人

会议中心
602B

8:20-8:25 大会开幕

彭 俊

柴云飞

8:25-8:30 主委致辞：舒海华

8:30-8:35 嘉宾致辞：黄文起

8:35-8:40 嘉宾致辞：薛张纲

8:40-8:45 领导致辞：杨小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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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45-8:50 领导致辞：孙炳刚

8:50-9:00 合影

精准麻醉医学高峰论坛:9:00-12:00

地点 时间 讲者 内容 主持人

会议中心
602B

9:00-9:30 黄文起 麻醉期间精确输液治疗分析
赵国栋

舒海华

9:30-10:00 薛张纲 麻醉科术前会诊
赵国栋

舒海华

茶歇：10:00-10:20

10:20-10:50 陈新忠 精准麻醉概述
张鸿飞

江 楠

10:50-11:20 陈向东
精准麻醉的理论与实践思考

（线上）

王汉兵

张奕文

11:20-11:50 钱 鹏 医疗物联网与精准麻醉
周少丽

农丽丹

卫星会：12:00-13:00

12:00-12:30 杨 栋

利用围手术期专科数据平台

筛查患者术后并发症危险因

素并建立预测模型 刘 翔

崔建修

12:30-13:00 吴一兵
精准麻醉中信息整合的自动

化与人工智能问题

分会场一（超声专场）:13:30-18:00

地点 时间 讲者 内容 主持人

会议中心
602A 13:30-14:10 宋海波 食道超声围术期应用

张鸿飞

柴云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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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10-14:50 柳垂亮
肺部超声快速查因 pacu低氧

血症

魏涧琦

梁丽霞

14:50-15:30 曹忠明 TEE相关应用
梁杰贤

陶 涛

15:30-15:50 自由茶歇，不设暂停

15:30-18:00 workshop
站点 1 经食道心脏超声 曹忠明

站点 2 胃部超声 魏 明

站点 3 经胸心脏超声 段雪飞

站点 4 EFAST 庞琼妮

站点 5 超声引导下四肢神经阻滞 方嘉凯

站点 6 困难气道工作站

李海风

温岚淇

罗雀华

分会场二(病例讨论)：13:30-18:00

地点 时间 讲者 内容
主持及点评专

家

会议中心
602B

13:30-14:30 陈小杏
胃镜下食管支架植入术

后心脏骤停 1例
主持：薛张纲

点评：赵高峰

吴超然

周 俊

江 楠

刘卫锋

张新建

14:30-15:30 王 翔
髋关节置换术中严重低

血压、低氧血症一例

15:30-16:00 曾维安 恩华卫星会
赵高峰

周 俊

16:00-17:00 贺秋兰

生命总有太多意外——

房颤患者 PCNL术中突

发呼末 CO2、血压、血

氧下降

主持：赵高峰

点评：薛张纲

江 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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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 俊

吴先平

张岳农

温海明

17:00-18:00 徐滕飞

险象环生--成功抢救鼻咽

肿瘤切除术术中心跳骤

停一例

15:30-16:00自由茶歇，不设暂停

分会场三（ERAS专场）:14:00-18:00
地点 时间 讲者 内容 主持人

会议中心
602C

专题一：专家讲座

14:00-14:30 林建华
ERAS项目的实施策略与

实战案例分析
周少丽

14:30-15:00 于冬男
血流动力学检测与液体管

理
马 珏

专题二：单病种麻醉方案标准化建立及合理化讨论

15:00-15:35 郭 娜
择期剖宫产术 ERAS的践

行
林建华

15:35-16:10 陈红云 膝关节置换术快速康复 王 刚

16:10-16:45 郭志华
颈动脉内膜剥脱术围术期

ERAS管理
周少丽

16:45-17:20 雷洪伊

术后即刻“走出手术

室”—ERAS围术期镇痛

管理

张孝华

17:20-17:55 刘 艺
胸腔镜下肺叶切除术的快

速康复案例分享
崔建修

15:30-16:00自由茶歇，不设暂停

分会场四（科研专场）14：00-18：00

地点 时间 时间 题目 主持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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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议中心
601

14:00-14:40 蔡佩娥
the Art and science of
manuscript writing

彭 俊

王 昊
14:40-15:20 刘 勇

麻醉对大脑神经元和免疫细

胞的影响

15:20-16:00 段满林 冷休克蛋白与低温脑复苏

彭雪梅

季文进16:00-16:40 许 杰
Howdo endothelial cells sense

blood flow?

16:40-17:20 向芙莉
Identifing therapeutic targets for

cardiac repair
唐 靖

郑 彬
17:20-18:00 黄潋滟

Bidirectional Glial Cells–
Neuron Communication in

Chronic Pain
15:30-16:00自由茶歇，不设暂停

闭幕:18:00-20:00

地点 时间 内容

会议中心
407BC 18:00-21:00 闭幕式及工作餐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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抄送：学会会长、副会长、理事会各理事、监事，学会其他部门。

广东省精准医学应用学会 2021年 10月 11日印发

校对：学术部 张柔娜 （共印 3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