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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位嘉宾、各位专家，各位同道、各位朋友： 

中华医学会和中华医学会结核病学分会举办的 2022 年全国结核病学术大会

将于 2022 年 8 月 18-31 日在线上召开，上海设线下工作间。上海，中国共产党

的诞生地，改革开放的排头兵，也是中华医学会结核病学分会的发源地，85 年

前，结核病学分会诞生于上海，今年，我们回归上海。本次大会的主题是：“和而

求同，融核发展”，我谨代表中华医学会结核病学分会，非常荣幸地邀请您参加本

次盛会! 

中华医学会结核病学分会于 1937 年 4 月在上海成立，是中华医学会最早成

立的分会之一。85 年来，中华医学会结核病学分会始终高举学术发展、人才培养

和服务患者的旗帜，重防治、跟前沿，抓学术、促规范、推培训、育人才，在结

核病的临床诊疗、预防控制、基础研究等方面做了大量工作，创造了一个又一个

的辉煌，极大促进了我国结核病防治水平的快速提升，有力推动了我国结核病防

治事业的不断前行。今天，已成为拥有 4 个学组、2 个专家委员会和 21 个专业

委员会的团体，各类委员人数也从第一届的 6 名，发展到如今的 2000 余名，全

国各地各级分会、委员、会员更是灿若繁星。 

结核病是危害人类健康和生命的重大传染性疾病。目前，全球结核病疫情形

势依然十分严峻，特别是由于新冠肺炎大流行，导致结核病死亡人数有所上升，

能够获得规范诊防治的患者人数逐渐下降，结核病服务的可及性受阻和资源削减。

我国也深受影响，结核病负担仍然严重。一直以来，我国高度重视结核病防治工

作，今年我国将“3•24 世界防治结核病日”主题定为“生命至上 全民行动 共享健



康 终结结核”，旨在突出我国坚持“生命至上”理念，强化社会各界广泛参与,呼吁

全社会积极行动起来，携手终结结核病的流行，共同捍卫人民群众的健康。中华

医学会结核病学分会重任在肩，义不容辞，积极承担社会责任，团结带领结核病

防治战线的广大工作者、结核病防治相关机构单位，主动联合关心、支持和配合

结核病防治工作的各方面人士、单位企业，共同应对新挑战，为提高我国结核病

防治能力水平，最终实现 2035 年终结结核病的目标而不懈奋斗。作为中华医学

会结核病学分会的学术载体，一年一度的全国结核病学术大会，为我国结核病防

治工作者提供了相互学习、相互提高的平台，也为结核病学科与其他兄弟学科搭

建了多学科融合的桥梁，同时也是国际结核病合作与交流的纽带。全国结核病学

术大会如一翼风帆，助推结核病防治事业倍速远航。 

本着坚持学术、强调应用、开放协作和传承创新的办会精神，本次大会除大

会报告、专家讲座、论文宣读、壁报交流等外，还设立青年论坛、规范化诊疗会

前培训，举办预防、基础、诊疗、检验、护理、病理、影像、介入、重症、营养、

感染控制、新冠、结脑、尘肺、儿童结核、耐药结核、骨科、胸外科、NTM、临

床试验、新技术新产品、结核病相关疾病、互联网医疗、创新与转化等专场，安

排研讨会、工作会、课题会、卫星会、项目启动会、年鉴编纂会等会议，开展手

术演示、介入诊疗手把手培训等演练活动，组织精彩的临床疑难病例讨论，围绕

结核病预防、临床和基础研究等各方面的热点、难点和前沿问题，进行广泛深入

的交流和研讨，全面展现 2022 年度国内外结核病防治领域和相关领域的新成果、

新进展与新趋势。邀请世界结核病防治研究领域顶尖科学家前来交流指导，自然

不可或缺；邀请我国结核病防治领域和相关领域的院士和著名学者进行专题报告，

更是理所当然。特别是一些老专家、老前辈将亲临大会传经送宝，共商专业发展

大计。更有来自高等院校、科研机构、基层单位和管理部门的领导、专家、学者

和代表拨冗莅临。可以预见，本次大会必将是一场精彩纷呈、高水平高质量的学

术盛会！ 

八月您好，上海遇您。我们将竭诚组织好此次大会，以质量强会、服务强会

为大家搭建一个高水平的学术交流平台。结核病防治事业的发展与进步，离不开



您的热情参与和支持，期待着您的积极参会！再次诚挚邀请您，共同见证 2022 年

全国结核病学术大会的胜利召开，共同探讨中国结核病防治事业发展的美好未来! 

最后，预祝 2022 年全国结核病学术大会圆满成功！ 祝各位工作愉快、学习

进步、阖家幸福！ 

中华医学会结核病学分会第十八届委员会主任委员 

2022 年全国结核病学术大会主席 



各位国内外嘉宾，各位专家，各位同仁： 

中华医学会和中华医学会结核病学分会定于 2022年 8月 18-31日举办 2022

年全国结核病学术大会。本次大会将以线上形式进行。大会主题是：“和而求同，

融核发展”。我们诚邀您参与会议。 

会议有关事宜如下： 

一、举办单位 

主办单位： 

中华医学会、中华医学会结核病学分会 

承办单位： 

上海市医学会、同济大学附属上海市肺科医院、上海市公共卫生临床中心、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胸科医院 

协办单位： 

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结核病防治临床中心、上海市医学会结核病学分会、

北京结核病诊疗技术创新联盟、世界卫生组织结核病研究和培训合作中心、

北京市结核病胸部肿瘤研究所 

二、组织结构 

大 会 顾  问：  端木宏谨  王撷秀  傅  瑜  肖和平  许绍发  刘剑君 

大会指导委员会： 

刘志敏  闫世明  钟  球  易  星  吴  琦  谭守勇  王黎霞   张广宇 

大会名誉主席：王  健  高  文  李  亮 



大 会 主  席：唐神结  

大会执行主席：卢水华  艾开兴  范小红  李晓北 

大会副主席： 

杜  娟   杜  建   吴妹英   郭述良   潘军华   陈  昶   李  锋   

王  刚   魏海龙   沈  军   陈先祥   张延安   吴树才   蔺  刚 

大会秘书长 ：杜  建 

组织委员会   

主  任：杜  建  

副主任：（按姓氏拼音排序） 

毕利军   程军平   池祥波   邓  辉   邓  平   杜映荣   高  飞    

郭永芳   黄  春   鞠秀婷   刘健雄   刘锦程   刘松涛   刘宇红    

刘玉琴   卢洪洲   庞  宇   徐  鸿   于景来   张文龙   张郁澜   

周  琳 

委  员：（按姓氏拼音排序） 

陈  刚   陈海峰   陈金涛   陈力舟   陈雪融   陈振怀   褚衍友       

邓晓军   丁  梅   董兴齐   范月玲   冯  永   甘先锋   龚晓东    

郝世家   郝长城   何金戈   何  滨   贺国明   胡季明   黄朝林    

贾富祥   姜  岩   解忠义   雷后兴   李俊东   李明虎   李向前    

李旭升   林健燕   林淑芳   刘  宏   刘建西   刘松涛   刘永清    

刘永煜   刘振江   刘忠达   陆敬儒   马冬春   马永成   毛立亭    

孟立军   牛卫理   裴  异      平措扎西       王任利   王枭冶   

王晓林   王旭东   王  毅   吴锋耀   郗爱旗   夏  君   谢朝辉   



徐  侃   徐立民   许光辉   许  琳   严晓峰   杨国儒   杨枢敏    

易永祥   于艳玲   余昌胤   袁义强   张定琳   张天华   张铁娟    

张益红   赵敦杰   郑绪鹏   郑志明   钟海波   周  汉   周虹九    

周丽平   邱伟文   史保生   孙定勇   孙  华   唐海宁   王巧智    

张建辉   张忠法   周  锐   朱同海   宗佩兰   邹圣强   邹志强 

   

学术委员会   

主  任：卢水华  

副主任： 

杜  娟   吴妹英   郭述良   赵雁林   张宗德   张  雷   陈效友   

彭  鹏   刘晓清   吴桂辉   陆  伟   沙  巍   高孟秋   徐凯进   

徐金田   金  锋   宋言峥   纪滨英   张  侠   董永康   蒋良双 

委  员：（按姓氏拼音排序） 

安慧茹 蔡青山 操乐杰 车南颖 陈  彬 陈步东 陈南山 

陈晓红 程齐俭 程小星 初乃惠 邓云峰 丁卫民 窦启锋 

段鸿飞 范  君 范  琳 范小勇 符  健 高  磊 高  谦 

戈宝学 顾  瑾 郭爱敏 郭春辉 韩利军 何  晶 贺晓新 

侯代伦 胡必杰 黄  毅 黄海荣 蒋贤高 阚晓宏 李传友 

李发滨 李国保 李敬岚 李明武 李月华 梁大斌 梁建琴 

林明贵 刘爱梅 刘海鹰 刘  新 刘  永 刘友德 卢春明 

麻斌喜 马冠生 马国仁 毛燕君 梅早仙 秦世炳 申阿东 

沈  鑫 孙  鹏 孙彦波 谭卫国 谭耀驹 汤  伟 汪习成 



王洪武 王建云 王健（西藏） 王利花 王晓萌 王秀华 

王玉清 吴  炜 吴雪琼 武春燕 武力勇 谢长俊 谢周华 

徐  苗 严小松 杨高怡 杨  松 杨仲平 叶  寰 余方友 

詹爱琴 张春玲 张  帆 张宏其 张建平 张  慧 张  义 

张智健 赵  红 郑建刚 周立波 竺丽梅   

 

秘书处   

主  任：逄  宇 

副主任：刘宇红  沙 巍  宋言峥  高静韬  王笑春    

委  员：（按姓氏拼音排序） 

贝承丽 曹沁野 陈  晴 陈  洋 陈  梓 陈晓凤 丛  林 

崔金龙 丁晨宇 丁虹琬 高  岩 何映霞 纪婷婷 柯  学 

李  欢 李  静 李  琨 李  璐 李冰曦 李悦琳 梁  晨 

刘  芳 刘盛盛 刘  毅 刘一典 柳芳超 卢  鹏 马皎洁 

宁宇佳 潘  蓉 彭  勃 秦  林 申晓娜 师  宪 史  祥 

舒  薇 苏碧仪 孙  勤 孙  维 孙玙贤 唐佩军 滕田璐 

凃  松 王  川 王  丹 王  芳 王  洁 王  琳 王  敏 

王  炫 王冬梅 王庆伟 王玉峰 王子豪 吴  迪 夏  露 

谢仕恒 邢志珩 熊  瑜 薛仲探 杨澄清 姚  岚 姚宇峰 

于佳佳 于可鑫 占  颖 张  娜 张立杰 张  旭 张运增 

 

三、参会相关事项 



1.会议形式：会议将以线上形式举办，线下工作间仅包括开幕式和部分大会

报告，其它报告均为线上直播，敬请在线观看。 

2.会议时间：2022 年 8 月 18-31 日，具体内容详见附件。 

3. 注 册 流 程 ： 注 册 费 200 元 / 人 ， 请 您 登 录 会 议 网 站

（http://tb2022.tiemeeting.com/），在线填写注册信息进行网上注册及缴费。

为保证参会效果，保证学分发放，记录有效会议时间，本次会议需要实名注册，

所有注册代表需上传本人有效医师/护师执业证书照片，企业参展代表需上传公

司开具的有效证明，会务组审核通过后本次会议注册成功。 

4.线上参会：会议期间，请登录会议网站，进入会议直播界面，选择相应会

场，进入会议直播间。 

 

四、学分 

线上参会人员须满足观看时长要求，并通过考试，方可获得领取学分的资

格。详见后续通知。 

中华医学会继续医学教育项目自 2013 年起不再发放纸质学分证书，通过中

华医学会网站（http://www.cma.org.cn）统一发放电子学分证书，由学员自行上

网打印。 

领 取 学 分 方 法 ： 会 议 结 束 大 约 2 个 月 后 ， 请 登 录 会 议 网 站

（http://tb2022.tiemeeting.com/），查询中华医学会继续医学教育学分证书

步骤。 

 

五、交流形式 

http://tb2022.tiemeeting.com/


大会学术交流形式分为特邀专家报告、投稿发言报告、壁报交流、书面交

流等。 

 

六、简要日程 

8 月 18 日 

上午 
结核病规范化诊疗培训暨会前会 

青年专场 

8 月 18 日 

下午 
常委会暨党小组会 

8 月 19 日 

上午 

开幕式 

大会报告 

8 月 19 日 

下午 
大会报告 

8 月 20 日 

上午 
诊疗专场 感控专场 护理专场 骨科专场 新冠专场 介入专场 

8 月 20 日 

下午 
耐药专场 

潜伏感染专

场 
护理专场 NTM 专场 影像专场 介入专场 

8 月 21 日 

上午 
儿童结核病专场 

互联网医疗 

专场 

职业性肺病 

专场 
影像专场 胸外科专场 

8 月 21 日 

下午 
结脑专场 检验专场 超声专场 重症专场 病理专场 胸外科专场 

8 月 22 日 

上午 
基础专场 

相关疾病专

场 

创新和转化 

专场 

临床试验专

场 
预防控制专场 

8 月 22 日 

下午 
基础专场 

相关疾病专

场 
流病专场 营养专场 预防控制专场 

8 月 22 日 

下午 
闭幕式 

8 月 23-31 日 线上回放 

 

七、联系方式 

分会联系人： 

舒  薇：18710016231，shuwei@tb123.org； 

于可鑫：15901195200，568629157@qq.com； 

马皎洁：18501319183，mmjiaojie@126.com。 

网站技术人员： 

mailto:mmjiaojie@126.com


李倩影，010-69251615，18612966785, cmatb18@126.com； 

中华医学会学术会务部： 

鞠秀婷  电话：010-2172 1241 

 E-mail：juxiuting@cma.org.cn 

地址： 北京市东城区东四西大街 42 号 424 房间 邮编：100710 

 

 

     中华医学会学术会务部  

中华医学会结核病学分会 

二〇二二年八月一日 

 

mailto:cmatb18@126.com
mailto:juxiuting@cma.org.cn


2022 年全国结核病学术大会日程 

8 月 18-31 日 

8 月 18 日上午  青年专场 

时间 题目 发言人 单位 主持 

8:00 8:05 致辞 李   亮 北京胸科医院 

8:05 8:25 结核抵抗者发生机制及临床应用 逄   宇 北京胸科医院 

杜   娟 

8:25 8:45 结核患者贫血发生新机制 陈心春 深圳大学 

8:45 9:05 
蛋白质机器与新药：抗结核的新药

研发 
杨海涛 

上海科技大学免疫

化学研究所 

9:05 9:25 抗结核治疗研究设计及最新证据 
Patrick 

Phillips 

加利福尼亚大学旧

金山分校结核病学

中心 

9:25 9:45 
训练免疫/固有免疫记忆的研究新进

展 
胡志东 

上海市公共卫生临

床中心 

郭述良 9:45 10:05 青年研究者科研创新思路 毕利军 
中国科学院生物物

理研究所 

10:05 10:20 
耐药结核病缩短疗程治疗方案的演

化与研究进展 
高静韬 北京胸科医院 

10:20 10:30 休息 

10:30 10:45 
孕期结核病的早期干预-亟待解决的

公共卫生挑战 
刘旭晖 

深圳市第三人民医

院 

吴妹英 

10:45 11:00 
EndTB 临床试验阶段性结果及对抗

结核新药的研究启示 
唐佩军 

苏州市第五人民医

院 

11:00 11:15 
耐药结核临床诊疗模式-山东经验交

流 
熊   瑜 

山东省公共卫生临

床中心 

11:15 11:30 
贝达喹啉治疗非结核分枝杆菌的研

究进展 
姚   岚 上海市肺科医院 

11:30 11:35 总结发言 唐神结 北京胸科医院 

8 月 18 日   结核病规范化诊疗培训暨会前会 

时间 题目 发言人 单位 主持 

8:30 8:50 开幕式 李   亮 北京胸科医院 

刘宇红 
8:50 9:20 我国结核病防控主要措施和要求 刘海涛 

国家卫生健康委疾

控局 

9:20 9:50 结核病病原学检查 黄海荣 北京胸科医院 

9:50 10:20 肺结核影像学检查 侯代伦 北京胸科医院 

10:20 10:30 休息 

10:30 11:00 肺结核诊断与鉴别诊断 李   琦 北京胸科医院 徐金田 



11:00 11:30 敏感结核的治疗 杜   鹃 武汉市肺科医院 

11:30 12:00 耐药结核病的治疗 沙   巍 上海市肺科医院 

13:30 14:00 特殊人群的结核病治疗 高微微 北京胸科医院 

刘玉琴 

14:00 14:30 抗结核药物不良反应监测及处理 吴桂辉 
成都市公共卫生临

床医疗中心 

14:30 15:00 我国抗结核新药使用经验 高孟秋 北京胸科医院 

15:00 15:30 结核病患者管理和健康教育 沈   鑫 
上海市疾病预防控

制中心 

15:30 15:40 休息 

15:40 16:10 
我国潜伏感染和预防性治疗策略和

进展 
徐彩红 

中国疾控中心结核

病预防控制中心 

高   飞 16:10 16:40 医疗机构结核病感染控制 彭   鹏 武汉市第四医院 

16:40 17:10 
WHO关于敏感和耐药结核病治疗

指南的更新 
刘宇红 北京胸科医院 

17:10 17:20 总结、闭会 李晓北 北京胸科医院 

8 月 18 日下午   工作会 

时间 题目 发言人 单位 主持 

16:30 18:00 
中华医学会结核病学分会第 18届委

员会常委扩大会议暨党小组会 
中华医学会结核病学分会 

卢水华 

8 月 19 日   大会报告开幕式 

时间 题目 发言人 单位 主持 

8:00 9:00 开幕式 卢水华 

9:00 9:10 休息 

9:10 9:30 2022 年全球结核病诊治进展 唐神结 北京胸科医院 

许绍发    

高   文 

9:30 10:00 抗结核结构研究与新药开发 饶子和 清华大学 

10:00 10:30 结核菌药物耐受 赵国屏 
中国科学院上海生

命科学研究院 

10:30 10:50 

西安杨森卫星会—耐多药结核全口

服短程方案及骨干药物的临床运用

及进展 

卢水华 
深圳市第三人民医

院 

10:50 11:00 休息 

11:00 11:30 
重大传染病临床免疫学特征及细胞

治疗进展 
王福生 

解放军总医院第五

医学中心 

李   亮    

刘志敏    

11:30 11:50 
交流讨论-药物性肝损伤的诊治：指

南和实践 
茅益民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

院附属仁济医院 

11:50 12:10 
交流讨论-结核潜伏感染筛查和预防

新技术 
蒲   江 

安徽省新型人用疫

苗工程技术研究中

心 



12:10 12:30 
杭州优思达卫星会-分子POCT 结核

病理快速诊断技术及其临床价值 
车南颖 北京胸科医院 

12:30 13:30 休息 

13:30 13:55 
病毒性肺炎抗病毒治疗新进展：困

境与希望 
瞿介明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

院附属瑞金医院 

杜    娟   

吴妹英    

13:55 14:20 从新冠防控到结核病消除 张文宏 
复旦大学附属华山

医院 

14:20 14:45 
世界卫生组织关于敏感结核和耐药

结核管理指南更新 

Fuad 

Mirzayev 
世界卫生组织总部 

14:45 15:05 
浙江大冢卫星会—德拉马尼的全球

最新研究进展 
高静韬 北京胸科医院 

15:05 15:15 休息 

15:15 15:40 
床旁诊断技术用于结核感染和治疗

监测 
汤 一苇 美国微生物学院 

杜   建    

郭述良   

15:40 16:05 
结核病预防的优先次序：研究和实

施差距 

Leo 

Martinez 
波士顿大学 

16:05 16:30 
 TB PRACTECAL治疗方案在MSF

项目点的临床实践与推广 

Animesh 

Sinha 
无国界医生组织 

16:30 16:50 
第一三共卫星会-NTM感染的治疗

进展 
褚海青 上海市肺科医院 

17:00 18:30 

分会成立 85周年研讨会 

（主旨报告：风雨 85载，今朝更辉煌-结核分会成立 85周年回顾与展

望—李亮） 

逄   宇              

姚   岚 

8 月 19 日  研讨会 

时间 内容 

19:00 21:00 结核病辅助诊断创新研讨会 

8 月 20 日 上午 诊疗专场 

时间 题目 发言人 单位 主持 

8:00 8:05 致辞 张   雷 上海市肺科医院 

8:05 8:20 结核病的血液诊断 金   奇 
中国科学院病原生

物学研究所 

吴树才 
8:20 8:35 

结核共患病是被严重忽略的公共卫

生问题 
卢水华 

深圳市第三人民医

院 

8:35 8:50 
从 24个月到 4个月，DS-TB 治疗

进入新时代？ 
刘宇红 

北京胸科医院 

8:50 9:05 敏感结核病的短程治疗 沙   巍 上海市肺科医院 

9:05 9:20 抗结核药物的研究进展 初乃惠 北京胸科医院 
蒋良双 

9:20 9:35 介入技术助力结核病精准诊疗 张   侠 南京市第二医院 



9:35 9:50 重视不典型肺结核的诊断 陈晓红 
福建省福州肺科医

院 

9:50 10:05 
结核病实验室诊断技术及其在结脑

诊断中的应用 
梁建琴 

中国人民解放军总

医院第八医学中心 

10:05 10:20 
正大天晴卫星会-抗结核药物所致肝

损伤诊治策略 
顾  瑾 上海市肺科医院 

10:20 10:30 休息 

10:30 10:40 
胸膜结核瘤的临床特征及发病高危

因素分析 
高卫卫 

南京市第二医院 

严晓峰 

10:40 10:50 

GeneXpert MTB/RIF 探针 A突变

菌株的表型药敏特征及治疗转归分

析 

聂   琦 

武汉市金银潭医院 

10:50 11:00 

QuantiFERON-TB Gold Plus 和 

T-SPOT.TB 在发热患者中对活动性

结核病的诊断价值

杨峥蓉 

北京协和医院 

11:00 11:10 

EBUS-GS联合Xpert MTB/RIF 在

结核分枝杆菌感染所致的孤立性肺

结节中的诊断价值 

孙   勤 

上海市肺科医院 

11:10 11:20 
宏基因组二代测序在检测肺活检组

织中结核分枝杆菌复合群中的应用 
符   萌 

安徽省立医院 

陈力舟 

11:20 11:30 
亚临床肺结核患者的实验室检查特

征分析 
杨江华 

皖南医学院弋矶山

医院 

11:30 11:40 

结核分枝杆菌特异性抗原刺激的

CD27-CD38+IFN-γ+CD4+T细胞

用于诊断活动性结核病 

方   勇 

上海市肺科医院 

11:40 11:50 
基于大数据分析肺结核患者的免疫

浸润情况 
纪滨英 

哈尔滨市胸科医院 

11:50 12:05 
上海仁度卫星会-自动化分子诊断技

术在结核病疗效评价中的应用 
王   华 

安徽省胸科医院 

12:05 12:10 总结发言 张   雷 上海市肺科医院 

8 月 20 日上午  骨科专场 

时间 题目 发言人 单位 主持 

8:00 8:05 领导致辞 李   亮 北京胸科医院 

8:05 8:20 

如何全面认识和规范应用单纯经后

路技术治疗脊柱 TB 及一种实用后路

椎间植入撑开器分享 

张宏其 中南大学湘雅医院 

许建中 
8:20 8:30 脊柱结核临床分型——困惑与思考 许建中 

陆军军医大学第一

附属医院 

8:30 8:40 
加速康复外科理念在骨结核外科中

的应用前景 
秦世炳 北京胸科医院 

8:40 8:50 
合并椎体部分缺损的脊柱结核治疗

的再思考 
张忠民 

南方医科大学第三

附属医院 



8:50 9:00 
后路微创内固定联合 ALIF技术治疗

腰骶椎结核的临床研究 
赵明伟 青岛市胸科医院 

9:00 9:10 脊柱感染的分子生物学诊断 石仕元 
杭州市第九人民医

院 

张忠民 

9:10 9:20 
成人脊柱结核前后联合入路是必要

的吗？ 
盛伟斌 

新疆医科大学第一

附属医院 

9:20 9:30 

XpertMTB_RIF和宏基因组二代测

序技术在脊柱结核诊断中的临床应

用 

张   强 
山东省公共卫生临

床中心 

9:30 9:40 多椎体结核 宋洁富 山西省人民医院 

9:40 9:50 
伽马干扰素释放实验在脊柱结核患

者术前鉴别诊断中的效力分析 
高琪乐 中南大学湘雅医院 

9:50 10:00 休息 

10:00 10:10 
同一体位下OLIF联合经皮椎弓根螺

钉内固定治疗腰椎结核？ 
张泽华 

陆军军医大学第一

附属医院 

秦世炳 

10:10 10:20 
单纯经后入路治疗脊柱结核书中置

钉方案的选择 
唐明星 中南大学湘雅医院 

10:20 10:30 
脊柱结核患者服药依从性现状及影

响因素分析 
董司琪 哈尔滨市胸科医院 

10:30 10:40 
新冠疫情下骨结核患者的管理分

析？ 
王中吉 吉林省结核病医院 

10:40 10:50 
一期后路病灶清除植骨内固定术治

疗胸腰椎结核的疗效分析 
李兆鹏 

黑龙江省传染病防

治院 

10:50 11:00 
宏基因二代测序技术对结核性脊柱

炎诊疗的应用 
张其琛 

复旦大学附属中山

医院 

11:00 11:10 
胸腰椎结核手术失败的原因分析及

再手术策略 
庄宏达 吉林省结核病医院 

于景来 

11:10 11:20 
椎间孔镜辅助下后路一期手术治疗

伴椎旁脓肿脊柱结核 
张   耀 北京地坛医院 

11:20 11:30 脊柱感染的诊疗思路？ 谭洪栋 
山东省公共卫生临

床中心 

11:30 11:40 
脊柱结核合并截瘫患者术后神经功

能预后分析 

普拉提·买

买提 

新疆医科大学第一

附属医院 

11:40 11:50 
脊柱结核病灶中的硬化骨对抗结核

药物浓度影响的研究 
蒋官印 

重庆医科大学附属

第一医院 

11:50 12:00 
局部自体颗粒骨植骨在单纯后路手

术治疗腰椎结核中的应用 
徐   双 

西南医科大学附属

医院 

12:00 12:10 
椎体骨水泥强化术后结核感染的诊

治及手术翻修治疗研究 
刘思源 

昆明市第三人民医

院 

12:10 12:15 总结发言 张宏其 中南大学湘雅医院 

8 月 20 日上午  新冠专场 

时间 题目 发言人 单位 主持 



8:00 8:05 致辞 李   锋 上海市公共卫生临床中心 

8:05 8:25 待定 黄朝林 武汉金银潭医院 

彭   鹏 

8:25 8:45 待定 张晓林 
上海市公共卫生临

床中心 

8:45 8:55 
基于细胞因子和淋巴细胞亚群联合

预测SARS-CoV-2感染预后的模型 
罗   颖 

华中科技大学同济

医学院附属同济医

院 

8:55 9:05 

新型冠状病毒疫苗加强针接种对

Delta 感染者临床指标及血清特异性

抗体的影响分析 

郑会强 

西安市胸科医院 

何    晶 9:05 9:15 

肺动脉收缩压对新型冠状病毒肺炎

危重患者脱离呼吸机事件的预测价

值 

骆永芳 深圳市第三人民医

院 

9:15 9:25 

苏州地区 116例新型冠状病毒奥密

克戎 BA.1感染患者发病初期中医证

型与临床特征分析  

时翠林 苏州市第五人民医

院 

9:25 9:35 休息 

9:35 9:55 新冠疫情下如何做好医院管理 许   优 西安市胸科医院 

沈兴华 

9:55 10:15 待定 李国保 
深圳市第三人民医

院 

10:15 10:35 呼吸道病毒黏膜疫苗 鄢慧民 
上海市公共卫生临

床中心 

10:35 10:45 

上海新冠肺炎临时指定医院 SARS-

CoV-2 对 PPE、衣物和皮肤的污

染：一项多中心研究 

韩梦鸽 复旦大学附属中山

医院 

10:45 10:55 
Omicron（B.1.1.529）变异株与野

生株新冠肺炎患者临床特征研究 
冯彦军 

苏州市第五人民医

院 

胡   明 

10:55 11:05 
武汉市 69例 Delta和Omicron变

异株儿童感染者临床特征 
李华东 

武汉市金银潭医院 

11:05 11:15 
新型冠状病毒肺炎患者血清白蛋白

水平与患者病情的相关分析 
林友飞 

福建省福州结核病

防治院 

11:15 11:25 

苏州市感染新冠肺炎Omicron变异

株与早期变异株住院患者临床特征

的比较 

唐佩军 苏州市第五人民医

院 

11:25 11:30 总结发言 吴庆国 上海市公共卫生临床中心 

8 月 20 日上午  感控专场 

时间 题目 发言人 单位 主持 

8:00 8:05 致辞 彭   鹏 武汉市第四医院 

8:05 8:25 
我国综合性医院结核防控存在的问

题与对策 
胡必杰 

复旦大学附属中山

医院 
卢联合 

8:25 8:45 
医疗机构医务人员个人防护科学选

用 
高晓东 

复旦大学附属中山
医院  



8:45 9:05 结核防控与暖通设计 刘燕敏 同济大学 

8:50 9:05 气管镜使用及处理中的注意事项 李卫光 
山东第一医科大学

附属省立医院 

张浩军 9:05 9:20 结核检测实验室的生物安全 乔   甫 四川大学华西医院 

9:20 9:35 手术室洁净系统日常运营管理 胡国庆 
浙江省疾病预防控

制中心 

10:00 10:10 休息 

10:10 10:20 

T-SPOT、Genexpert MTB/RIF、

结核分枝杆菌耐药基因芯片三种方

法在菌阴肺结核结核患者的临床应

用价值

周冬青 徐州市传染病医院 

董永康 10:20 10:30 
抗结核治疗导致乙型肝炎病毒再激

活相关性研究 
秦志华 

江苏省南通市第六

人民医院 

10:30 10:40 
某结核病医院环境样本中结核分枝

杆菌的监测分析 
罗   艺 武汉市肺科医院 

10:40 10:50 
不同模拟佩戴方式下口罩功效的研

究及其合理使用建议 
管晓宁 东华大学

10:50 11:00 
奥密克戎感染患者周围环境核酸检

测结果分析 
常   炜 

新疆医科大学第八

附属医院 

张   义 

11:00 11:10 
结核病专科医院新冠隔离病区院感

精准防控的管理实践 
刘玉琴 

黑龙江省传染病防

治院 

11:10 11:20 
浙江省结核病医护人员对结核病预

防治疗态度与行为研究 
任艳丽 

杭州师范大学公共

卫生学院 

11:20 11:30 
湖北省宜昌市耐药结核分枝杆菌的

流行与分子特征分析 
陶凤茜 武汉大学 

11:30 11:35 总结发言 胡必杰 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 

8 月 20 日上午   护理专场 

时间 题目 发言人 单位 主持 

8:00 8:05 领导致辞 李晓北 北京胸科医院 

王秀华 
8:05 8:10 主委致辞 唐神结 北京胸科医院 

8:10 8:30 耐药结核病治疗药物概述 聂文娟 北京胸科医院 

8:30 8:50 结核患者压力性损伤的评估及处理 曹艳华 北京胸科医院 

8:50 9:10 
营养护理管理在结核病患者中的应

用 
陈丹萍 上海市肺科医院 

郭爱敏 9:10 9:40 
发挥护理科普优势   勇担健康管理

使命 
张先庚 四川护理职业学院 

9:40 10:00 结核临床工作中的护理创新与转化 崔晓华 河南省胸科医院 

10:00 10:10 休息 

10:10 10:20 
含氯法齐明方案治疗的耐药结核病

患者身体意象情况及影响因素分析 
谢芳晖 

成都市公共卫生临

床医疗中心 
王丽芹 



10:20 10:30 
肺结核与糖尿病共病患者血糖管理

的最佳证据总结 
方雪娥 上海市肺科医院 

10:30 10:40 
居家治疗结核病患者移动医疗服务

使用意愿及影响因素调查分析 
陈晓凤 北京胸科医院 

10:40 10:50 

医护一体化联合渐进式文式八段锦

锻炼在肺结核肺叶切除术后肺康复

中的应用 

吴登助 
杭州市红十字会医

院 

10:50 11:00 
脊柱结核患者术后排气时间影响因

素分析 
张亚超 北京胸科医院 

毛燕君 

11:00 11:10 
一线结核科护理人员职业倦怠与工

作压力的相关性研究 
崔晓华 河南省胸科医院 

11:10 11:20 
基于循证护理理念的干预模式对肺

结核患者护理满意度的影响评价 
杜桂春 

沈阳市第十人民医

院 

11:20 11:30 
优质护理在病灶清除植骨内固定治

疗腰椎结核患者中的应用效果 
王   静 

太原市第四人民医

院 

11:30 11:40 
原发性耐多药结核病患者心理体验

的质性研究 
刘汉家 武汉市肺科医院 

8 月 20 日下午  护理专场 

时间 题目 发言人 单位 主持 

13:30 14:00 专业性人际交往新思维 绳   宇 北京协和医学院 
程   芳 

14:00 14:20 品管圈在护理质量管理中的应用 王秋宁 哈尔滨市胸科医院 

14:20 14:40 
定点医院新冠肺炎疫情常态化防控

护理人力资源管理 
梁月新 

广西壮族自治区胸

科医院 

唐艳秋 
14:40 15:10 护理论文写作关键要素 郭爱敏 北京协和医学院 

15:10 15:30 
以护士为主导的MDT 模式在结核

病护理大查房中的应用 
陈晓凤 北京胸科医院 

15:30 15:40 休息 

15:40 15:50 
老年住院肺结核患者躯体功能情况

及影响因素分析 
姚   蓉 

成都市公共卫生临

床医疗中心 

谭佳容 

15:50 16:00 
耐多药肺结核家庭密切接触者结核

菌感染及发病状况分析 
周   燕 武汉市肺科医院 

16:00 16:10 

基于NRS2002量表的个体化营养

干预在肺结核合并糖尿病患者中的

应用 

潘陈丽 
安徽省安庆市立医

院 

16:10 16:20 
耐多药结核病患者营养不良风险预

测模型的构建与验证 
韦柳迎 

南宁市第四人民医

院 

16:20 16:30 
精细化护理管理对结核病的应用评

价 
宋   乐 

太原市第四人民医

院 
荣宁宁 

16:30 16:40 
 结核病患者病耻感与孤独感现状及

相关性研究 
韦汉芬 

成都市公共卫生临

床医疗中心 



16:40 16:50 
医护联合精准体位引流方案在人工

气道肺结核患者排痰中的应用 
杨   慧 

解放军总医院第八

医学中心 

16:50 17:00 
4R闭环快速运行模式在结核病区新

冠肺炎疫情防控中的应用 
毛燕君 上海市肺科医院 

17:00 17:05 总结发言 王秀华 北京胸科医院 

8 月 20 日上午  介入专场 

时间 题目 发言人 单位 主持 

8:00 8:05 致辞 丁卫民 北京胸科医院 

8:05 8:25 
气道急性阻塞的应急处理的一点看

法 
傅   瑜 北京胸科医院 

欧阳海峰 
8:25 8:45 气道支架临床应用进展 李时悦 

广州医科大学第一

附属医院 

8:45 9:05 硬质气管支气管镜技术 王广发 北京大学第一医院 

9:05 9:25 
气管支气管结核规范化诊断及非介

入治疗新进展 
丁卫民 北京胸科医院 

9:25 9:40 

一项单中心 LungPro导航下经 BF-

MP290F肺外周病变 1.1mm探针

TBCB队列非预期诊断肺结核的研究 

欧阳海峰 
西安国际医学中心

医院 

叶志坚 
9:40 9:50 

从病例荟萃谈选择性球囊扩张冷冻

喷洒药物在气管支气管结核治疗中

的作用 

卢   晔 
厦门大学附属第一

医院同安院区 

9:50 10:00 
结核性气道狭窄球囊扩张术后严重

并发症分析 
胡智敏 武汉市肺科医院 

10:00 10:10 
Ⅳ型、V型气管支气管结核治疗方

法学初步研究结果分析 
徐   栗 

山东省公共卫生临

床中心 

10:10 10:20 休息 

10:20 10:35 
EBUS-TBNA & GS 在肺结核诊断及

鉴别诊断中应用� 
蔡青山 

浙江大学医学院附

属杭州市胸科医院 

邹   珩 

10:35 10:50 
气管支气管结核管腔闭塞型再通方

式探讨 
王晓平 

山东省公共卫生临

床中心 

10:50 11:00 
超声支气管镜及其弹性成像技术在

肺门及纵膈病变的诊断价值 
程   琪 

黑龙江省传染病防

治院 

11:00 11:10 
浅析支气管镜介入治疗在气管、支

气管结核治疗中的应用 
侯田勇 

太原市第四人民医

院 

11:10 11:20 

痰及肺泡灌洗液标本早期三项病原

学检测指标联合快速诊断肺结核的

临床应用价值 

吴海燕 
苏州市第五人民医

院 

马国仁 
11:20 11:30 

主动动态支气管镜检查对早期诊治

气管支气管结核的重要价值 
胡婷婷 

重庆医科大学附属

第一医院 

11:30 11:40 
AR眼镜导航技术在 5例菌阴性肺结

核患者中的应用 
周   永 西安市胸科医院 



11:40 12:00 总结发言 王洪武 
北京中医药大学东

直门医院 

8 月 20 日下午  介入专场 

时间 题目 发言人 单位 主持 

13:30 13:35 致辞 王洪武 
北京中医药大学东

直门医院 

13:35 13:55 肺血管介入的创新与未来 郭述良 
重庆医科大学附属

第一医院 

孙海林 

13:55 14:15 良性气道狭窄的规范化诊疗及展望 张   杰 北京天坛医院 

14:15 14:35 
规范开展气道结核的支气管镜介入

治疗 
王洪武 

北京中医药大学东

直门医院 

14:35 14:50 气管镜诊疗大出血的急救和预防 杨俊勇 
新疆医科大学第八

附属医院 

14:50 15:00 
经气管镜介入诊治气管支气管结核

并发肺不张患儿的临床观察 
何   畏 

成都市公共卫生临

床医疗中心 

周   永 

15:00 15:10 
经电子支气管镜 Y型覆膜支架置入

的回顾性分析 
靖秋生 武汉市肺科医院 

15:10 15:20 

曲安奈德黏膜下局部注射治疗结核

性气管支气管狭窄的疗效及机制分

析 

罗   莉 湖南省胸科医院 

16:20 16:30 
超声引导下经皮肺穿刺：对 3015

例连续患者的回顾性分析 
沈梦君 上海市肺科医院 

15:30 15:40 休息 

15:40 15:55 
胸腔内结核介入治疗研究现状与思

考 
杨   松 

重庆市公共卫生医

疗救治中心 

秦   林 15:55 16:10 
气管支气管结核反复回缩型治疗进

展 
郭春辉 哈尔滨市胸科医院 

16:10 16:25 
气管支气管结核长期放置支架的经

验及管理 
李一诗 

重庆医科大学附属

第一医院 

16:25 16:35 

激光消融在瘢痕性气道狭窄支气管

镜下介入治疗中的有效性及影响因

素分析 

章俊强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附属第一医院 

沈   军 
16:35 16:45 

评估肺穿刺活检术后发生气胸及肺

出血的影响因素 
丁鲁敏 上海市肺科医院 

16:45 16:55 
气管支气管结核镜检报告规范化书

写 
刘   言 

北京中医药大学东

直门医院 

16:55 17:10 总结发言 丁卫民 北京胸科医院 

8 月 20 日 下午 耐药专场 

时间 题目 发言人 单位 主持 

13:30 13:35 致辞 肖和平 上海市肺科医院 



13:35 13:55 
贝达喹啉联合德拉马尼应用安全性

和近期疗效报告 
高孟秋 北京胸科医院 

谭守勇 13:55 14:15 巨噬细胞抗结核功能的调节 陈心春 深圳大学 

14:15 14:35 
MDR/RR-TB 的治疗新方案研究及

临床实践 
范   琳 上海市肺科医院 

14:35 14:55 结核病耐药分子诊断进展 谭耀驹 广州市胸科医院 

沈   鑫 

14:55 15:15 

利用全基因组测序技术对结核分枝

杆菌早期培养物直接测序预测药物

敏感性 

余方友 上海市肺科医院 

15:15 15:35 

平台型试验设计在结核病领域的创

新——从 TB-TRUST走向

INSPIRE-TB 

孙   峰 
复旦大学附属华山

医院 

15:35 15:50 
浙江海正卫星会-环丝氨酸在MDR-

TB 治疗中的应用 
段鸿飞 北京胸科医院 

15:50 16:00 休息 

16:00 16:10 

RR/MDR-TB 患者体内贝达喹啉血

药浓度及其与近期疗效和安全性的

相关性 

杨   松 
重庆市公共卫生医

疗救治中心 

林明贵 

16:10 16:20 
全程管理模式在MDR/RR-TB 短程

治疗中的应用研究 
汤秋萍 武汉市金银潭医院 

16:20 16:30 

含贝达喹啉及利奈唑胺方案治疗耐

多药肺结核视神经病变的发生及危

险因素分析 

吴桂辉 
成都市公共卫生临

床医疗中心 

16:30 16:40 
含利奈唑胺方案治疗耐多药结核病

期间利奈唑胺调整的危险因素分析 
邹莉萍 

成都市公共卫生临

床医疗中心 

16:40 16:50 
基于药代动力学/药效学的利奈唑胺

用于耐多药结核病最佳剂量的研究 
周文强 北京胸科医院 

裴   异 

16:50 17:00 
耐多药肺结核患者形成氟喹诺酮耐

药因素分析 
梁雅雪 安徽省胸科医院 

17:00 17:10 
延长贝达喹啉 36 周方案治疗耐多药

结核病的安全性和有效性病例分析 
田   兴 

成都市公共卫生临

床医疗中心 

17:10 17:25 
重庆华邦卫星会-耐药结核病治疗方

案调整策略 
范   琳 上海市肺科医院 

17:25 17:30 总结发言 沙巍 上海市肺科医院 

8 月 20 日下午  潜伏感染专场 

时间 题目 发言人 单位 主持 

13:00 13:05 致辞 逄   宇 北京胸科医院 

13:05 13:25 
2022 中国结核病预防性治疗指南解

读 
卢水华 

深圳市第三人民医

院 安慧茹 

13:25 13:45 LTBI免疫状态的研究现状 吴妹英 苏州市传染病医院 



13:45 14:05 
陈旧性肺结核人群的结核分枝杆菌

感染现状 
高   磊 

中国医学科学院病

原生物学研究所 

14:05 14:25 
结核潜伏感染新诊断技术的研究与

应用 
竺丽梅 

江苏省疾病预防控

制中心 

14:25 14:45 潜伏结核感染对妊娠的影响  仵倩红 
陕西省结核病防治

院 

 李明武 14:45 15:05 
浙江省结合居民健康体检的重点人

群结核潜伏感染研究 
陈   彬 

浙江省疾病预防控

制中心 

15:05 15:25 
LTBI--体内微生态视角下的结核病

范式及治疗选择 
谈   绮 江苏省人民医院 

15:25 15:35 休息 

15:35 15:50 

IP-10 mRNA释放试验对 HIV感染

者结核分枝杆菌潜伏感染的诊断价

值  

潘丽萍 北京胸科医院 

党丽云 

15:50 16:05 

基于常规实验室指标的机器学习促

进区分活动性肺结核和潜伏性肺结

核感染 

罗   颖 

华中科技大学同济

医学院附属同济医

院 

16:05 16:20 

IGRA阳性与 IGRA阴性患者结核特

异性抗原诱导 Th1/Th2范式差异显

著  

李   强 北京胸科医院 

16:20 16:35 
肉芽肿性多血管炎合并结核分枝杆

菌潜伏感染一例 
李媛媛 

新疆医科大学第八

附属医院 

16:35 16:50 
我国部分地区风湿免疫病患者预防

性抗结核治疗情况分析 
马亚楠 北京协和医学院 

汤   伟 

16:50 17:05 
亚临床结核合并肺隐球菌病及肺腺

癌 1例 
冯彦军 

苏州市第五人民医

院 

17:05 17:20 

QuantiFERON-TB 和 T-SPOT.TB

诊断成人活动性结核病准确性的系

统综述和Meta分析 

邹小青 北京协和医学院 

17:20 17:35 

17:35 17:40 总结发言 竺丽梅 江苏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8 月 20 日  下午  NTM 专场 

时间 题目 发言人 单位 主持 

13:00 13:05 致辞 沙   巍 上海市肺科医院 

13:05 13:25 
我国流行的非结核分枝杆菌生物学

特性分析 
赵雁林 

中国疾病预防控制

中心 

王   华 13:25 13:45 
非结核分枝杆菌肺病（NTM-PD）

危险因素与预防策略 
胡必杰 

复旦大学附属中山

医院 

13:45 14:05 肺外非结核分枝杆菌感染诊疗概述 徐凯进 
浙江大学医学院附

属第一医院



14:05 14:25 
提高非结核分枝杆菌病的治疗水

平：我们该做些什么 
段鸿飞 北京胸科医院 

14:25 14:45 
脓肿分枝杆菌细胞壁与其致病性和

耐药性 
王晴岚 四川大学华西医院 

陈品儒 

14:45 15:05 非结核分枝杆菌病实验室诊断进展 黄海荣 北京胸科医院 

15:05 15:15 
腰 1-2椎体非结核分枝杆菌感染 1

例 
蒋韶宁 

上海市公共卫生临

床中心 

15:15 15:30 
山西立业卫星会-氯法齐明治疗

NTM的研究进展 
沙  巍 上海市肺科医院 

15:30 15:40 休息 

15:40 15:50 
含利奈唑胺方案治疗脓肿分枝杆菌

肺病的疗效分析 
程丽平 上海市肺科医院 

褚海青 

15:50 16:00 
脓肿分枝杆菌肺病疗效相关因素分

析 
鲍生娟 北京胸科医院 

16:00 16:10 
表现为肺孤立性病灶伴 FDG升高的

的鸟分枝杆菌肺病 2例并文献复习 
姚雨濛 

复旦大学附属中山

医院 

16:10 16:20 
非结核分枝杆菌肺病的临床病理特

征分析 
董宇杰 北京胸科医院 

16:20 16:30 

广州地区脓肿分枝杆菌临床分离株

全基因组测序结果与克拉霉素和阿

米卡星体外药敏结果关联分析 

王歆雨 广州医科大学 

蒋贤高 
16:30 16:40 

宏基因组二代测序技术在非结核分

枝杆菌肺病诊断中的临床应用价值 
孙   勤 上海市肺科医院 

16:40 16:50 
基于甘油磷脂代谢的脓肿分枝杆菌

体外表型转换的分子机制研究  
李姗姗 北京胸科医院 

16:50 17:05 
厦门致善卫星会-熔解曲线技术在非

结核分杆菌诊断中的应用价值 
陈效友 北京地坛医院 

17:05 17:10 总结发言 段鸿飞 北京胸科医院 

8 月 20 日 下午  影像专场 

时间 题目 发言人 单位 主持 

13:30 13:35 致辞 侯代伦  北京胸科医院 

13:35 13:55 肺结核影像分析思路与鉴别 周新华 北京胸科医院 

谢汝明 
13:55 14:15  肺栓塞 CTA检查技术和应用 张龙江 

南京大学医学院附

属金陵医院 

14:15 14:35 肺结核的人工智能应用研究进展 侯代伦  北京胸科医院 

14:35 14:55 NTM肺病的影像标准及解读 陈步东 北京地坛医院  

14:55 15:15 肺结核MR诊断进展 施裕新 
上海市公共卫生临

床中心 

邱小伟 15:15 15:35 耶氏肺孢子菌肺炎影像诊断 吕平欣 北京老年医院  

15:35 15:55 撰写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的那些事儿 鲁   宏  
重庆理工大学附属

中心医院 



15:55 16:05 休  息 

16:05 
16；

15 
儿童并殖吸虫病影像诊断 李   翔 

昆明市第三人民医

院 

吴吉丽 

16:15 16:25 
非结核分支杆菌与结核分枝杆菌骨

关节病变 CT特点的比较 
任会丽 广州市胸科医院 

16:25 16:35 
基于CT 影像组学鉴别表现为孤立性

实性结节的肺隐球菌与肺腺癌 
赵佳璧 上海市肺科医院 

16:35 16:45 
CT引导下经皮肺穿刺活检术对菌阴

肺结核的诊断价值 
任   荣 

苏州市第五人民医

院 

16:45 16:55 淋巴结结核的影像诊断与鉴别 王东坡 北京胸科医院 

张   娜 

16:55 17:05 
基于术前 CT图像的放射组学模型预

测脊柱结核手术的价值研究 
宋   敏 广州市胸科医院 

17:05 17:15 大动脉炎的影像诊断和鉴别 杨   瑞 河南省胸科医院 

17:15 17:25 肺小结节人工智能 AI诊断策略研究 王   冰 
北京市结核病胸部

肿瘤研究所 

17:25 17:30 总结发言 陈步东 北京地坛医院  

8 月 20 日  研讨会 

时间 内容 

19:00 21:00 结核分子病理诊断体系建设研讨会 

8 月 21 日上午  影像专场 

时间 题目 发言人 单位 主持 

8:00 8:20 脑-肺同源性病变的影像诊断 卢   洁 
首都医科大学宣武

医院 

陈疆红 8:20 8:40  影像学在重症医学中的应用与前景 居胜红 
东南大学附属中大

医院 

8:40 9:00 
颅内结核的临床及 CT、MRI影像学

特征分析 
吕圣秀 

重庆市公共卫生医

疗救治中心 

9:00 9:20 儿童肺结核的影像特征分析 彭   芸 北京儿童医院 

林    伟 
9:20 9:40 

结节病与结核病并存病例报道及文

献复习 
曾   谊 南京市第二医院 

9:40 10:00 易被误诊为肺结核病例的 CT 分析 李   琦 
重庆医科大学附属

第一医院 

10:00 10:10 休  息 

10:10 10:20 

基于胸部CT 影像组学在空洞型肺结

核多重耐药菌预测中的应用：多中

心研究 

李   晔 北京胸科医院 

李   敏 

10:20 10:30 
基于MRI影像组学列线图鉴别脑结

核瘤和脑弓形虫病的研究 
马   琼 

上海市公共卫生临

床中心 



10:30 10:40 
双层探测器光谱 CT多参数图像诊断

咯血患者中体-肺循环分流的价值 
渠慧芳 

山东省公共卫生临

床中心 

10:40 10:50 
基于Omicron 和 SARS-CoV-2感

染的 CT 影像诊断差异表现研究 
刘   静 

苏州大学附属传染

病医院 

秦立新 
10:50 11:10 

误诊为肺结核的先天性肺囊性腺瘤

样畸形影像分析 
杨澄清 武汉市肺科医院 

11:10 11:30 肺水肿的影像学诊断 邢志珩 天津市海河医院 

11:30 11:40 总结发言 杜   娟 贵州医科大学附属医院  

8 月 21 日 上午  儿童专场 

时间 题目 发言人 单位 主持 

8:00 8:05 致辞 申阿东 北京儿童医院 

8:05 8:20 儿童结核病精准诊断 卢水华 
深圳市第三人民医

院 

麻斌喜 

8:20 8:35 儿童肺结核诊断专家共识解读 申阿东 北京儿童医院 

8:35 8:50 
儿童结核性脑膜炎诊断专家共识解

读 
许红梅 

重庆医科大学附属

儿童医院 

8:50 9:05 先天性结核病诊断 朱渝 
四川大学华西第二

医院 

9:05 9:20 
孟德尔遗传易感分枝杆菌病诊断思

路 
高立伟 北京儿童医院 

王玉梅 9:20 9:35 儿童重症结核病的临床特点和诊断 张海邻 
温州医科大学附属

第二医院 

9:35 9:45 
根据真实世界研究数据对儿童耐多

药结核病全口服短程治疗的展望 
陈   禹 

沈阳市第十人民医

院 

9:45 10:00 
自动化等温扩增技术快速诊断结核

病的价值评估 
黄海荣 北京胸科医院 申阿东 

10:00 10:10 休息 

10:10 10:20 
252例儿童气管支气管结核分型探

讨 
刘   芳 北京儿童医院 

李惠民 

10:20 10:30 
利用胸水特征区分结核性胸腔积液

和寄生虫性胸腔积液 
张一帆 

四川大学华西第二

医院 

10:30 10:40 
85例发生卡介苗接种后强反应小儿

的回顾性分析 
黄绍梅 广州市胸科医院 

10:40 10:50 

基于交叉引物恒温扩增技术的

EasyNAT在儿童活动性结核病诊断

中的价值 

全舒婷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 

10:50 11:00 围产期结核病 20例临床分析 朱   瑛 昆明市儿童医院 

夏   露 
11:00 11:10 

儿童肠结核并发急性阑尾炎行保守

治疗 1例 
彭   旺 中南大学湘雅医院 

11:10 11:20 
慢性肉芽肿合并脓肿分枝杆菌和少

见的霉菌感染 1例 
蒋婷婷 保定市儿童医院 



11:20 11:30 重症耐多药结核病婴儿 1例 张   锋 长沙市中心医院 

11:30 11:35 总结发言 申阿东      北京儿童医院 

8 月 21 日上午  职业性肺病专场 

时间 题目 发言人 单位 主持 

8:00 8:05 致辞 李晓北 北京胸科医院 

8:05 8:20 尘肺结核影像学指南研制 王焕强 

中国疾病预防控制

中心职业卫生与中

毒控制所 

陈   宏 8:20 8:35 
尘肺大容量全肺灌洗技术的临床应

用 
叶   寰 北京胸科医院 

8:35 8:50 艾滋病患者尘肺结核病 CT表现初探 吕圣秀 
重庆市公共卫生医

疗救治中心 

8:50 9:05 矽肺合并分枝杆菌感染临床分析 毛   翎 上海市肺科医院 

9:05 9:20 
尘肺合并不典型肺结核的临床识别

和处理 
彭莉君 四川大学华西医院 

朱   钧 
9:20 9:35 CT视野下尘肺结核诊断及鉴别 蒋文中 

广州市第十二人民

医院 

9:35 9:50 尘肺病肺功能的评估 操敏 北京胸科医院 

9:50 10:00 休息 

10:00 10:15 尘肺结核的 CT 诊断 金盛辉 
重庆市职业病防治

院 
操   敏 

10:15 10:30 尘肺病合并肺结核的康复策略 王   洋 黑龙江省第二医院 

10:30 10:45 尘肺合并肺结核病例分享 刘   杰 苏州市第五医院 

10:45 10:55 
矽肺合并活动性肺结核的临床特征

分析 
李   强 北京胸科医院 

程齐俭 10:55 11:05 555例肺肉芽肿疾病临床病理分析 张岩君 北京朝阳医院 

11:05 11:15 
肺肉芽肿性疾病的病因及临床特征

分析 
王   璞 

重庆医科大学附属

第一医院 

11:15 11:25 总结发言 孙   新 

中国疾病预防控制

中心职业卫生与中

毒控制所 

8 月 21 日上午  互联网专业委员会专场 

时间 题目 发言人 单位 主持 

8:00 8:15 致辞 陈晓红 
福建省福州肺科医

院 
陈雪融 

8:15 8:45 
互联网诊疗平台对结核病患者的复

诊体验调查 
杜   建 北京胸科医院 

8:45 9:15 
新冠疫情下如何利用互联网诊疗平

台患者管理经验分享 
林明贵 

清华大学附属长庚

医院 王   璞 

9:15 9:45 互联网医疗中的法律法规要点 邓明攀 四川省律师协会 



9:45 10:15 
互联网医院——北京胸科医院经验

介绍 
马丽萍 北京胸科医院 

陈晓红 10:15 10:45 创新联盟助力结核病互联网医疗 王笑春 
北京结核病诊疗技

术创新联盟 

10:45 11:15 互动交流环节 

11:15 11:30 总结发言 陈雪融 四川大学华西医院 

8 月 21 日上午  胸外科专场 

时间 题目 发言人 单位 主持 

8:00 8:05 致辞 宋言峥 上海市公共卫生临床中心 

8:05 8:10 专家致辞 丁嘉安 

宋言峥 

8:10 8:15 专家致辞 许绍发 

8:15 8:30 NTM肺病的胸外科治疗策略 姜格宁 上海市肺科医院 

8:30 8:45 
从肺癌外科研究看中国胸外科发展

现状 
方文涛 上海市胸科医院 

8:45 9:00 胸外科机器人手术 2500例报告 王述民 北方战区总医院 

徐   侃 
9:00 9:15 肺结核外科治疗的现代概念 金   锋 

山东省公共卫生临

床中心 

9:15 9:30 中国的耐多药肺结核外科治疗 宋言峥 
上海市公共卫生临

床中心 

9:30 9:40 休息 

9:40 9:55 初诊为脓胸的胸腔恶性肿瘤分析 周逸鸣 上海市肺科医院 

刘健雄 

9:55 10:10 
2.5厘米单孔胸腔镜辅助手术治疗

III期结核性脓胸-病例报告 
杨   志 北京胸科医院 

10:10 10:25 
化疗联合免疫新辅助治疗用于肺癌

合并肺结核的临床疗效及安全性 
姚晓军 

成都市公共卫生临

床医疗中心 

10:25 10:40 
单操作孔胸腔镜行壁层胸膜剥脱术

治疗难治性结核性气胸 
刘小玉 武汉市肺科医院 

10:40 10:55 

全胸腔镜手术联合吲哚菁绿荧光显

影技术在结核性肺毁损中的可行性

研究 

龚   胜 
成都市公共卫生临

床医疗中心 

10:55 11:10 介绍几种国外结核胸外科技术 廖   勇 
广西壮族自治区胸

科医院 

张双林 

11:10 11:25 
介入联合外科手术治疗合并中心气

道狭窄的气管支气管结核 
曾晓刚 

重庆市公共卫生医

疗救治中心 

11:25 11:40 荧光腔镜在胸导管结扎中的应用 刘   宏 南京市第二医院 

11:40 11:55 

GeneXpert MTB/RIF 检测联合传

统病理检查在肺结核结节手术中的

诊断应用分析 

陈   星 
福建省福州结核病

防治院 

11:55 12:10 
单操作孔电视胸腔镜治疗Ⅲ期结核

性脓胸临床疗效分析 
王晨焱 南京市第二医院 

12:10 12:15 总结发言 宋言峥 



8 月 21 日下午  中国结核外科论坛-支气管胸膜瘘专场 

时间 题目 发言人 单位 主持 

12:00 13:30 交流讨论-支气管胸膜瘘的诊疗进展 宋言峥 上海市公共卫生临床中心 

13:30 13:45 
纵隔结核性支气管淋巴瘘病例报告

并文献分析 
宋言峥 

上海市公共卫生临

床中心 
蒋良双 

13:45 14:00 气道瘘的气管镜介入治疗 冯剑雄 江西省胸科医院 

14:00 14:15 结核性支气管胸膜瘘治疗体会 刘   宏 南京市第二医院 

14:15 14:30 

应用 3D打印成像技术个体定制支

气管封堵器治疗支气管胸膜瘘的疗

效分析 

高健齐 广州市胸科医院 

王子彤 
14:30 14:55 机械通气后气管食管瘘的外科治疗 段   亮 上海市肺科医院 

14:55 15:10 
合并脓胸的支气管胸膜瘘的外科保

守治疗 
周逸鸣 上海市肺科医院 

15:10 15:25 
局限（改良）胸廓成形术治疗肺结

核术后支气管胸膜瘘（残端瘘） 
吴晓明 河南省胸科医院 

周逸鸣 
15:25 15:40 

肺结核术后并发支气管胸膜瘘的诊

治探讨 
蒋良双 

成都市公共卫生临

床医疗中心 

15:40 15:55 支气管胸膜瘘治疗及分析 田怀宇 沈阳市胸科医院 

15:55 16:10 肺结核术后支气管残端瘘的治疗 韩   毅 北京胸科医院 

朱益军 
16:10 16:25 

肺术后支气管胸膜瘘的治疗，内镜

与手术 
申   磊 武汉肺科医院 

16:25 16:40 总结发言 金   锋 

8 月 21 日 下午 结脑专场 

时间 题目 发言人 单位 主持 

13:30 13:35 致辞 武力勇 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 

13:35 13:55 结核性脑膜炎诊治进展 张文宏 
复旦大学附属华山

医院 

韩利军 13:55 14:15 
颅内结核感染伴发脑梗塞的影像诊

断 
侯代伦  北京胸科医院 

14:15 14:35 结核性脑膜炎的鉴别诊断 关鸿志 
北京协和医院（东

单院区） 

14:35 14:55 
中枢神经系统结核病的宿主导向治

疗 
张立群 北京胸科医院 

武力勇 

14:55 15:15 
糖皮质激素在中枢神经系统结核病

中的应用进展 
梅早仙 天津市天津医院 

15:15 15:35 结核性脑膜炎病原诊断 冯国栋 
复旦大学附属中山

医院 

15:35 15:50 
卫星会：百万探针捕获技术

IDseqTM Ultra 全流程 
韩士瑞 广州微远基因 

15:50 16:00 休息 



16:00 16:10 
低剂量沙利度胺辅助治疗 14例成人

结核性脑膜炎 矛盾反应的临床分析 
赵雪瑶 长春市传染病医院 

彭   劼 

16:10 16:20 
不同剂量脑脊液标本对 Gene Xpert 

MTB/RIF结果的影响 
姚   戈 武汉市金银潭医院 

16:20 16:30 
儿童结核性脑膜炎治疗中矛盾反

应：病例报告及文献复习 
李思彤 天津市儿童医院 

16:30 16:40 
结核性脑膜炎并脑梗死危险因素及

预后分析 
赵雪瑶 长春市传染病医院 

16:40 16:50 总结发言 韩利军 长春市传染病医院 

8 月 21 日 下午  检验专场 

时间 题目 发言人 单位 主持 

13:30 13:35 致辞 谭耀驹 广州市胸科医院 

13:35 13:55 mNGS 在呼吸系统感染中的应用 徐金富 上海市肺科医院 

逄   宇 

13:55 14:15 
基于ARP的结核病诊断及分枝杆菌

表型药敏检测技术进展 
张天宇 

中国科学院广州生

物医药与健康研究

院 

14:15 14:35 

结核分枝杆菌特异性细胞因子 IFN-

γ/IL-2联合检测对活动性肺结核诊

断的临床研究 

陈雪融 四川大学华西医院 

14:35 14:55 
抗原多肽组学用于分枝杆菌的精确

鉴定 
胡   晔 美国杜兰大学 

14:55 15:05 

全基因组测序较 VNTR分型对结核

分枝杆菌混合感染的检测具有更高

敏感性 

陈义旺 
复旦大学上海医学

院 

谭耀驹 
15:05 15:15 

中国西部汉族人群维生素D受体基

因 SNP与结核病发生发展的相关性 
徐少华 

四川省三台县人民

医院 

15:15 15:25 
Xpert MTB/RIF Ultra 在结核病高

负担国家诊断结核病的实用价值 
王桂荣 北京胸科医院 

15:25 15:40 
BD医疗卫星会-中国结核病专科医

院抗结核新药耐药监测进展 
逄   宇 北京胸科医院 

15:40 15:50 休息 

15:50 16:10 
细胞免疫治疗在结核病中的作用机

制研究和疗效监测初探 
胥   萍 

苏州市第五人民医

院 

谭云洪 
16:10 16:30 后疫情时代的结核病实验室管理 任   易 武汉市肺科医院 

16:30 16:50 基于细胞免疫的结核病诊断进展 余方友 上海市肺科医院 

16:50 17:00 
 肺结核患者与曲霉菌感染患者间血

浆细胞因子谱的比较分析 
李浩然 北京胸科医院 

17:00 17:10 
肺结核患者外周血中调节性 T细胞

的表达特性及其临床意义 
虞   忻 苏州市传染病医院 

刘   新 

17:10 17:20 
不同呼吸道标本的mNGS诊断效能

以及菌群特征比较分析 
缪   青 上海中山医院 



17:20 17:30 

Xpert-MTB/RIF-Ultra 在淋巴结核

诊断中优于 Xpert-MTB/RIF：一项

前瞻性头对头队列研究 

孔瑶瑶 北京胸科医院 

17:30 17:45 
上海仁度卫星会-自动化分子诊断技

术在结核病诊断中的应用 
陈珣珣 

广东省结核病控制

中心 

17:45 17:50 总结发言 邓云峰 山东省公共卫生临床中心 

8 月 21 日 下午  超声专场 

时间 题目 发言人 单位 主持 

13:30 13:35 超声专委会致辞 杨高怡 杭州市胸科医院 

13:35 14:00 
新型冠状病毒肺炎患者肺部病变的

超声表现 
黄   毅 

西安交通大学医学

部附属胸科医院  
罗春英 

14:00 14:25 
高频超声引导下胸膜活检在胸腔镜

难以实施病例中应用价值 
包明稳 

深圳市第三人民医

院 

14:25 14:50 

超声对颈部淋巴结结核、反应性淋

巴结和转移性淋巴结的鉴别诊断价

值 

王新方 
南京市中西医结合

医院 
冯   程 

14:50 15:15 超声在女性生殖系统结核中的应用 黎   秋 
广西壮族自治区胸

科医院 

15:15 15:25 休息 

15:25 15:50 
气管切开后发生气管内肉芽肿及肉

芽肿位置的相关因素分析 
李维飞 武汉市肺科医院 

王   茵 

15:50 16:15 
超声引导下穿刺活检结合实验室检

查在肺外结核诊断中的价值研究 
阎庆虎 

山东省公共卫生临

床中心 

16:15 16:40 
CDFI阻力指数对胸膜下肺部病灶良

恶性诊断的应用价值 
朱惠铭 上海市肺科医院 

曹兵生 

16:40 17:05 
基于深度学习构建的超声辅助诊断

模型在淋巴结结核中的初步应用 
张   旭 杭州市胸科医院 

17:05 17:10 总结发言 杨高怡 杭州市胸科医院 

8 月 21 日下午  重症专场 

时间 题目 发言人 单位 主持 

13:30 13:45 致辞 张智健 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 

13:45 14:00 
重症结核患者的呼吸支持：如何优

化选择 
张智健 

中国人民解放军总

医院 

张智健 
14:00 14:15 重症肺结核的营养治疗 李国保 

深圳市第三人民医

院 

14:15 14:30 
重症呼吸道传染病呼吸支持条件下

的感染防控 
李   锋 

上海市公共卫生临

床中心 

14:30 14:45 重症结核患者的介入治疗 张   伟 上海长海医院 

14:45 15:00 体位策略在呼吸重症患者中的应用 孙文青 
山东省公共卫生临

床中心 
李国保 



15:00 15:15 跨肺压的临床应用 谢   菲 
中国人民解放军总

医院 

15:15 15:30 
重症结核合并 ARDS的个体化肺保

护策略 
叶   寰 北京胸科医院 

15:30 15:45 ECMO在重症结核的应用 胡   明 武汉市肺科医院 

15:45 15:55 休息 

15:55 16:10 结核危重症患者抗结核方案的选择 傅满姣 
南华大学附属长沙

中心医院 

张   伟 

16:10 16:25 重症患者 CRRT 的液体管理 沈   涛 
蚌埠医学院第二附

属医院 

16:25 16:40 脓毒症休克复苏目标的选择与实施 杨江华 
皖南医学院弋矶山

医院 

16:40 16:50 结核病死亡风险因素研究进展 贝承丽 
南华大学附属长沙

中心医院 

16:50 17:00 
康替唑胺成功治疗 1例重症结核伴

发急性血小板降低患者病例报道 
周计雪 

中国人民解放军海

军第 905 医院 

王利花 17:00 17:10 
结核重症监护室 TB/HIV感染患者

死亡相关因素分析 
程   耀 

成都市公共卫生临

床医疗中心 

17:10 17:20 
有创-无创序贯机械通气对急性Ⅰ型

呼吸衰竭患者的临床疗效研究 
李书文 

贵州医科大学附属

医院 

17:20 17:30 总结发言 李国保 深圳市第三人民医院 

8 月 21 日下午  病理专场 

时间 题目 发言人 单位 主持 

13:30 13:35 致辞 车南颖 北京胸科医院 

刘红刚 

13:35 13:55 肠结核的诊断与鉴别诊断 金木兰 北京朝阳医院 

13:55 14:10 
NGS技术检测 FFPE标本诊断耐药

结核病 
车南颖 北京胸科医院 

14:10 14:25 
分子病理技术诊断分枝杆菌过程中

的质控分析 
武春燕 上海市肺科医院 

14:25 14:35 
组织切片智能化抗酸杆菌检测平台

的开发和在结核病理诊断中的应用 
熊   焰 北京大学第一医院 

杨永辉 

14:35 14:45 
肺癌合并结核的临床病理特征及驱

动基因分析 
徐建平 安徽省胸科医院 

14:45 14:55 
分子病理技术提高耐药结核病诊断

率的真实世界研究 
车佳璐 北京胸科医院 

14:55 15:10 
QPCR与 DD-PCR检测病理组织样

本中结核分枝杆菌的结果分析 
吴   伟 上海市肺科医院 

15:10 15:20 
121例老年气管支气管结核临床病

理特点及病原学检测结果分析 
杨庆婵 天津市海河医院 

15:20 15:30 茶歇 

15:30 15:50 血管炎的基本病理形态及分类原则 冯瑞娥 北京协和医院 王宏伟 



15:50 16:05 
特殊染色对于肉芽肿性炎症的鉴别

应用 
王   鹏 北京地坛医院 

16:05 16:20 常见抗酸阳性菌的形态学特点 郑立恒 河北省胸科医院 

16:20 16:30 过敏性肺炎临床病理特点 李   雪 北京朝阳医院 

16:30 16:40 奴卡菌肺炎临床病理学特征观察 刘加夫 福州市肺科医院 

徐凯进 

16:40 16:50 
马尔尼菲蓝状菌感染临床病理特征

分析 
周   薇 广州市胸科医院 

16:50 17:00 
宏基因组二代测序技术在脊柱感染

诊断中的应用价值 
严广璇 北京胸科医院 

17:00 17:10 
非结核分枝杆菌感染合并肺癌 1例

并文献复习 
林海峰 北京胸科医院 

17:10 17:15 总结发言 武春燕 上海市肺科医院 

8 月 22 日上午   创新和转化专场 

时间 题目 发言人 单位 主持 

8:00 8:10 致辞 
毕利军 中国科学院生物物理研究所 

窦启锋 新乡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 

8:10 8:30 科技创新助力结核诊治 毕利军 
中国科学院生物物

理研究所 
严晓峰 

8:30 8:50 
基于拉曼光谱的分枝杆菌耐药性检

测的新技术研发及应用 
逄   宇 北京胸科医院 

8:50 9:10 
结核病比较免疫学过程中的创新和

转化 
朱国峰 

深圳国家感染性疾

病临床医学研究中

心 
吴智龙 

9:10 9:25 

InnowaveDx MTB-RIF 结核分枝杆

菌和利福平耐药突变检测新技术多

中心研究报告 

逄   宇 北京胸科医院 

9:25 9:35 休   息 

9:35 9:55 结核免疫应答及宿主定向治疗 张国良 
深圳市第三人民医

院 

黄   曦 9:55 10:15 
结核潜伏感染预防干预相关分子标

识研究 
高   磊 

中国医学科学院病

原生物学研究所 

10:15 10:35 依托自贸政策的转化平台建设 于兆衍 
山东省公共卫生临

床中心 

10:35 10:45 总结发言 
窦启锋 新乡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 

毕利军 中国科学院生物物理研究所 

8 月 22 日上午  临床试验专场 

时间 题目 发言人 单位 主持 

8:00 8:05 致辞 高孟秋 北京胸科医院 

8:05 8:25 临床试验设计要点 詹思延 北京大学医学部 
刘爱梅 

8:25 8:45 Ⅰ期临床试验管理与团队培养 李海燕 北京大学第三医院



8:45 9:05 研究者发起研究申请及管理要求 钱碧云 
上海申康医院发展

中心 

9:05 9:25 临床试验（研究）中的伦理审查 母   双 北京大学人民医院 

陈   裕 
9:25 9:45 

我国首个上市新冠抗体药物安巴韦

单抗/罗米司韦单抗的临床试验设计

与执行 

张   峣 
腾盛博药医药技术

(北京)有限公司 

9:45 10:05 专病队列建立、维护与大数据挖掘 王晋伟 北京大学第一医院 

10:05 10:25 在研抗结核新药、新方案研究 裴   异 长沙市中心医院 

10:25 10:35 休息 

10:35 10:55 
TB PRACTECAL研究结果及其公共

卫生评估 

Ilaria 

Motta/ 

Sedona 

Sweeney 

无国界医生 

潘洪秋 
10:55 11:05 

含白介素-2 抗结核方案治疗敏感肺

结核病提高痰培养早期阴转率 
聂文娟 北京胸科医院 

11:05 11:15 

重组融合蛋白 ESAT6-CFP10 皮肤

试验用于活动性肺结核鉴别诊断的

准确性 

袁   媛 
复旦大学上海医学

院 

11:15 11:25 
复治肺结核优化方案治疗效果的再

验证和中远期随访的评价 
张立杰 北京胸科医院 

11:25 11:35 

初复治耐多药肺结核患者临床特征

及治疗结局影响因素的比较：一项

前瞻性、观察性、队列研究 

王   鹏 上海市肺科医院 

符   健 
11:35 11:45 

中国耐多药结核病全口服短程方案

(MDR-Chi)：一项多中心开放标签

非随机对照试验 

付   亮 
深圳市第三人民医

院 

11:45 11:55 
LncRNA CCAT1在结核病患者中过

度表达及其生存率的预测 
叶涛生 

深圳市第三人民医

院 

11:55 12:00 总结发言 裴   异 长沙市中心医院 

8 月 22 日 上午   结核相关疾病专场 

时间 题目 发言人 单位 主持 

8:00 8:05 致辞 庞   宇 北京胸科医院 

8:05 8:25 
潜伏感染阳性的糖尿病人是否需要

结核病预防性治疗 
林   岩 

国际防痨和肺部疾

病联合会 

顾   瑾 
8:25 8:45 COPD与肺结核 杜   娟 

贵州医科大学附属

医院 

8:45 9:00 “说三道四”结核性脑膜炎谵妄 庞   宇 北京胸科医院 

9:00 9:15 MDR-TB/HIV 双重感染的治疗策略 吴桂辉 
成都市公共卫生临

床医疗中心 

9:15 9:30 
免疫风湿性疾病对结核病诊治的影

响及临床研究 
范   琳 上海市肺科医院 吴于青 



9:30 9:45 
肺结核患者遇到真菌感染—雪上加

霜，如何是好？ 
范   红 四川大学华西医院 

9:45 9:55 
对《少见非结核分枝杆菌肺病治疗

共识与推荐》的解读 
杨   松 

重庆市公共卫生医

疗救治中心 

9:55 10:05 休息 

10:05 10:15 
基于蛋白质组学技术的抗结核药物

性肝损伤生物标记物的研究 
贺建清 四川大学华西医院 

赵红心 

10:15 10:25 

中国西南地区经培养确诊的

EPTB/HIV感染共病患者临床特征、

常见发生部位和耐药情况 

王冬梅 
成都市公共卫生临

床医疗中心 

10:25 10:35 
应用利福平抗结核治疗人群降压药

的选择 
金   弢 

沈阳市第十人民医

院 

10:35 10:45 
使用核酸质谱快速检测痰或肺泡灌

洗液的非结核分枝杆菌 
姚   岚 上海市肺科医院 

10:45 10:55 

结核性脑膜炎神经功能预后不良的

患病率和预测模型: 一项单中心的队

列研究 

李卫民 北京胸科医院 

操乐杰 

10:55 11:05 
妊娠期感染耐药结核分枝杆菌患者

情况调查及相关因素分析 
毛   毅 

成都市公共卫生临

床医疗中心 

11:05 11:15 结核合并血管肉瘤一例及文献复习 赵   丹 北京胸科医院 

8 月 22 日 下午  结核相关疾病专场 

时间 题目 发言人 单位 主持 

13:30 13:45 慢性肾脏病合并结核病的治疗 顾   瑾 上海市肺科医院 

范   琳 
13:45 14:00 尘肺合并结核——老话题、新挑战 朱   钧 北京胸科医院 

14:00 14:15 肺结核合并肺癌的诊治 陈勃江 四川大学华西医院 

14:15 14:30 小结节样结核病灶的诊疗新进展 韩   毅 北京胸科医院 

14:30 14:40 
艾滋病合并结核（HIV/TB）双重感

染诊治新进展 
曹   青 

浙江大学医学院附

属第一医院 

杨国立 

14:40 14:50 维生素D有效抑制结核性骨破坏 邓杰忠 西南医院 

14:50 15:00 

气管支气管结核后中心气道狭窄的

发病率和诊断预测指标：一项重庆

双中心前瞻性研究 

庄融娟 
重庆医科大学附属

第一医院 

15:00 15:10 
肺结核合并惠普尔养障体肺部感染

的临床诊疗分析 
胡   旭 河南省胸科医院 

15:10 15:20 休息 

15:20 15:30 
基于代谢组学探索抗结核药物性肝

损伤的新型生物标记物 
王明桂 四川大学华西医院 

王建云 

15:30 15:40 药肝病例分享 陈   裕 河南省传染病医院 

15:40 15:50 
糖尿病合并肺结核发病率 10 年的变

迁 
杨江华 

皖南医学院弋矶山

医院 

15:50 16:00 
HIV 合并 TB感染的患者发生免疫重

建炎症反应综合征的危险因素分析 
洪   可 武汉市金银潭医院 



16:00 16:10 

上海市某结核病定点医院非结核分

枝杆菌肺病的诊断时间及影响因素

分析 

郑旭彬 上海市肺科医院 

詹爱琴 
16:10 16:20 

2014-2021 年中国北方地区呼吸道

非结核分枝杆菌分离趋势及物种多

样性 

晏   君 北京胸科医院 

16:20 16:30 
2018-2021 年广东地区非结核分枝

杆菌临床分离株菌种鉴定结果分析 
陈   华 广州市胸科医院 

16:30 16:35 总结发言 吴桂辉 成都市公共卫生临床医疗中心 

8 月 22 日 上午  预防控制专场 

时间 题目 发言人 单位 主持 

8:00 8:05 致辞 刘宇红 北京胸科医院 

8:05 8:25 
在不断变化的形势下优化结核病防

治策略 
陈仲丹 WHO驻华代表处 

王   刚 
8:25 8:45 我国耐药结核病防控策略和进展 徐彩红 

中国疾控中心结控

中心 

8:45 9:05 
西太平洋区域老年结核病的挑战和

最佳实践回顾 

Alvin 

Kuo Jing 

Teo 

新加坡国立大学公

共卫生学院 

9:05 9:15 
北京市耐多药结核病传播模式的研

究 
李卫民 北京胸科医院 

刘建民 9:15 9:25 
学生结核病传播模式：一项 12 年的

前瞻性结核病分子流行病学研究 
李   蒙 复旦大学 

9:25 9:35 
结核病防治机构医务人员感染防护

行为及其影响因素分析 
王晓君 武汉市肺科医院 

9:35 9:45 休息 

9:45 10:05 
结核病防治的创新：卫生系统和新

工具 
桓世彤 

比尔和梅琳达盖茨

基金会 

林淑芳 10:05 10:25 
潜伏感染筛查中的几个技术问题探

讨 
陆 伟

江苏省疾病预防控

制中心 

10:25 10:45 
结核病人主动发现策略尚未考虑的

领域 
林   岩 

国际防痨和肺部疾

病联合会 

10:45 10:55 
浙江省结合居民健康体检的结核病

主动发现模式对患者发现的影响 
刘   魁 

浙江省疾病预防控

制中心 

卢春明 

10:55 11:05 

结核菌素皮试临界值对学生进行预

防性治疗的选择：一项基于学生的

横断面研究 

卢   鹏 
江苏省疾病预防控

制中心 

11:05 11:15 
疫情常态化管理对结核病患者返乡

治疗的影响 
孙明乾 

黑龙江省传染病防

治院 

11:15 11:25 
城市地区肺结核患者诊断延迟特征

及影响因素 
孙若瑶 

中山大学公共卫生

学院（深圳） 



8 月 22 日下午  预防控制专场 

时间 题目 发言人 单位 主持 

13:30 13:50 
公共卫生视角下的 DS-TB 短程化疗

方案 
王晓萌 浙江省疾控中心 

纪滨英 

13:50 14:10 
结核病患者治疗后健康评估和干

预：从理论到实践  
刘宇红 北京胸科医院 

14:10 14:20 
异烟肼的群体药代动力学的系统评

价 
李金梦 杭州市胸科医院 

陈   静 14:20 14:30 
一氧化碳和二氧化氮暴露对初治结

核病患者的预后影响 
赵嘉文 安徽医科大学 

14:30 14:40 
复治肺结核患者不良结局发生情况

与影响因素——回顾性队列研究 
张丹妮 广州医科大学 

14:40 14:50 休息 

14:50 15:10 结核病筹资的国际经验和案例 魏晓林 多伦多大学 

王   毳 
15:10 15:30 

耐药结核病的筹资模式和医保政策

探讨 
李月华 武汉市肺科医院 

15:30 15:50 
AI赋能的结核病潜伏感染全链条筛

查体系 
杜   建 北京胸科医院 

15:50 16:00 

基于减免诊疗费用背景下武汉市耐

多药肺结核患者服药依从性相关因

素分析 

王坚杰 武汉市肺科医院 

贺晓新 
16:00 16:10 

安徽省肺结核患者的社会支持与抑

郁情况研究 
方雪晖 安徽省胸科医院 

16:10 16:20 
个性化健康教育和心理支持对耐多

药结核病患者的应用价值研究 
曹培明 

重庆市公共卫生医

疗救治中心 

16:20 16:25 总结发言 刘宇红 北京胸科医院 

8 月 22 日 上午  基础专场 

时间 题目 发言人 单位 主持 

8:00 8:05 致辞 刘翠华 中国科学院微生物研究所 

8:05 8:20 结核感染组织 T细胞免疫特征 蔡   毅 深圳大学 

戈宝学 

8:20 8:35 靶向肠道菌的结核病干预 曾谷城 中山大学 

8:35 8:50 
结核分枝杆菌适应厌氧抑制宿主抗

结核免疫的机制研究 
杨   华 上海市肺科医院 

8:50 9:05 
结核分枝杆菌效应蛋白 PknG调控

宿主固有免疫的分子机制研究 
汪   静 

中国科学院微生物

研究所 

9:05 9:20 
结核分枝杆菌氧化磷酸化的功能机

制及抑制剂开发 
贡红日 

南开大学生命科学

学院 
陈心春 

9:20 9:35 
结核病精准防控对新技术的需求：

从实验室研究到临床应用 
江   渊 

上海市疾病预防控

制中心 



9:35 9:45 

雌激素调控气管支气管结核肉芽组

织原代成纤维细胞活化和胶原分泌

的作用及机制研究 

甘易玲 
重庆医药高等专科

学校附属第一医院 

9:45 9:55 
抗结核新药吡法齐明组合用药的体

外及小鼠体内抗结核活性研究 
陆 宇 北京胸科医院 

9:55 10:05 休息 

10:05 10:15 

结核分枝杆菌细胞壁阿拉伯半乳聚

糖识别 Galectin-9 加重分枝杆菌感

染的作用机制研究 

郑瑞娟 上海市肺科医院 

万康林 10:15 10:25 
适配体荧光显微镜在肺结核诊断中

的应用效果评价 
秦莲花 上海市肺科医院 

10:25 10:35 

敲低 SOX9减轻气管支气管结核等

损伤后气道肉芽组织增生的作用及

机制研究 

谷   雷 重庆医科大学 

10:35 10:45 

靶向抑制NLRP3 及细胞焦亡对气管

支气管结核（TBTB）等损伤后异常

修复的治疗作用及分子机制 

黎安茂 
重庆医科大学附属

第一医院 

高   飞 

10:45 10:55 

3D 打印载 PaMZ/BMP-2 的 nHA 

抗结核人工骨在体内成骨及缓释性

能研究 

朱   禧 
宁夏医科大学总医

院 

10:55 11:05 
1,25-(OH)2-D3通过降低 TNF-α细

胞因子分泌抑制 THP-1细胞凋亡 
杨宇生 

陆军军医大学第一

附属医院 

11:05 11:15 

暴露于结核分枝杆菌和香烟烟雾的

NK细胞的促炎细胞因子产生增强和

免疫代谢损伤 

曹文利 北京老年医院 

11:15 11:20 总结发言 朱国峰 深圳市第三人民医院 

8 月 22 日 下午  基础专场 

时间 题目 发言人 单位 主持 

13:30 13:35 致辞 高谦 复旦大学 

13:35 13:50 
 6 周预防性治疗短程方案的 5 年保

护效果 
高   磊 

中国医学科学院病

原生物学研究所 

黄海荣 
13:50 14:05 

模式识别受体介导的抗结核免疫机

制研究 
黄   曦 中山大学 

14:05 14:20 分枝杆菌外膜分泌通道研究 龚为民 中国科技大学 

14:20 14:30 
评估 KEAP1 多态性在结核病易感

性中的作用 
吴寿全 四川大学华西医院 

14:30 14:40 
CD39通路抑制结核病中的 Th1细

胞功能 
罗   颖 

华中科技大学同济

医学院附属同济医

院 谢建平 

14:40 14:50 
活动性肺结核 ceRNA 调控网络的

构建 
李奇凤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

儿童医院 



14:50 15:00 

结核分枝杆菌对新型恶唑烷酮类抗

生素康替唑胺（MRX-I）耐药的新

机制：mce3R基因突变促进药物降

解 

皮   锐 
杭州市红十字会医

院 

15:00 15:10 休息 

15:10 15:25 细胞诊疗生物芯片 常凌乾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 

高   谦 

15:25 15:40 

群体基因组学为水传播病原体堪萨

斯分枝杆菌的进化和适应人类提供

了见解 

罗   涛 四川大学 

15:40 15:55 
治疗药物监测策略在耐多药结核病

治疗中的应用研究 
胡   屹 复旦大学 

15:55 16:05 
巨噬细胞靶向纳米-免疫协同抗结核

新策略开发 
皮   江 广东医科大学 

16:05 16:15 
诺西肽对脓肿分枝杆菌的体外和细

胞内抑制活性 
于   霞 北京胸科医院 

徐凯进 

16:15 16:25 

表达Mtb多阶段抗原的重组腺病毒

（Ad-AE-R2） 在小鼠中的黏膜免

疫学特性和保护效果研究 

王丽梅 空军军医大学 

16:25 16:35 

新型四环素、依拉环素、奥马环素

和沙瑞环素对快速生长的分枝杆菌

的体外活性 

张婷婷 北京胸科医院 

16:35 16:45 

基于外泌体中基因序列构建

miRNA—mRNA预测初治和复治

肺结核共有的关键基因 

徐振华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

儿童医院 

16:45 17:00 祥瑞卫星会待定 待定 待定 

17:00 17:05 总结发言 黄海荣 北京胸科医院 

8 月 22 日 下午   流行病与循证医学专场 

时间 题目 发言人 单位 主持 

13:30 13:35 致辞 李   亮 北京胸科医院 

13:35 13:55 中国指南的制修订导则 陈耀龙 
兰州大学健康数据

科学研究院 

李秀君 13:55 14:15 临床顶层设计与选题 康德英 四川大学华西医院 

14:15 14:35 
倾向性评分在结核相关疗效评价中

的应用 
王   丽 北京协和医学院 

14:35 14:50 

环丝氨酸治疗耐多药结核病患者致

精神障碍的高患病率的分析：一项

在中国北京市的队列研究 

庞   宇 北京胸科医院 

关丽英 14:50 15:05 
Cox健康行为互动模式在老年肺结

核患者护理中的应用 
卢   婷 武汉市肺科医院 

15:05 15:20 

沈阳红旗卫星会—FDC在结核病定

点医院推广使用的可行性试点项目

报告 

王   倪 
中国疾病预防控制

中心 



15:20 15:30 休息 

15:30 15:50 诊断试验设计及高质量实施 汪海波 
北京大学临床研究

所 

弭凤玲 15:50 16:10 
肺结核患者密切接触者预防性治疗

的研究及政策建议 
张   慧 中国疾控中心 

16:10 16:30 
短程方案治疗 HIV感染者潜伏性结

核杆菌感染的Meta分析 
吴亚鑫 北京佑安医院 

16:30 16:45 

系统性红斑狼疮患者中活动性结核

病的发病率和危险因素分析：一项

多中心前瞻性队列研究 

张丽帆 北京协和医学院 

梅早仙 
16:45 17:00 

糖尿病合并敏感肺结核强化治疗期

末痰菌未阴转影响因素分析 
柴春维 

太原市第四人民医

院 

17:00 17:15 
支气管动脉栓塞（BAE）肺结核大

咯血疗效影响因素分析 
徐培水 吉林省结核病医院 

17:15 17:20 总结发言 李   亮 北京胸科医院 

8 月 22 日下午  营养专场 

时间 题目 发言人 单位 主持 

13:30 13:35 致辞 马冠生 北京大学公共卫生学院 

13:35 13:55 结核病营养防治历史、发展与现状 马冠生 
北京大学公共卫生

学院 

赵秀兰 

13:55 14:15 
推进医院临床营养科建设的路径和

对策 
张旭东 

国家卫生健康委医

院管理研究所 

14:15 14:35 
营养在结核预防、治疗和康复中的

作用 
余焕玲 

首都医科大学公共

卫生学院 

14:35 14:55 住院患者营养风险筛查和营养评定  刘晓军 
深圳市龙华区人民

医院 

14:55 15:15 

构建规范化医院临床营养诊疗流程

——结核病营养管理示范中心和示

范病房的协作 

谢雯霓 
深圳市第三人民医

院 

王莲芝 
15:15 15:35 

糖尿病、肺结核双重负担：维生素

D的作用 
汪求真 

青岛大学营养与健

康研究院 

15:35 15:50 
规范化营养治疗在结核病患者中的

应用 
马皎洁 北京胸科医院 

15:50 16:00 休息 

16:00 16:10 结核病与生活方式 张   娜 
北京大学公共卫生

学院 

张建平 

16:10 16:20 
耐药肺结核患者营养状况调查及其

与免疫指标相关性研究 
陈   薇 上海市肺科医院 

16:20 16:30 
加速康复外科理念下的营养管理在

围手术期脊柱结核患者中的价值 
陈   洋 北京胸科医院 

16:30 16:40 
109例痰培养阳性肺结核患者贫血

与营养不良的相关性分析 
时翠林 

苏州市第五人民医

院 



16:40 16:50 
结核病患者营养免疫状态与临床病

理因素的关系 
刘权贤 四川大学华西医院 

王玉清 16:50 17:00 
山东省结核病患者常量营养素摄入

量与肝功能损害的关系 
蔡   静 青岛大学 

17:00 17:10 
肺结核合并糖尿病患者营养不良风

险预测模型的构建与验证 
刘   玲 南京市第二医院 

17:10 17:20 总结发言 高建鹏 昆明市第三人民医院 

8 月 22 日 下午  闭幕式 

时间 内容 主持 

17:30 18:30 闭幕式 杜   建 

8月 22-31日   线上回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