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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研究进展 
1.钟南山院士与李时悦教授团队在 Chest 杂志发表光学相干成像技术检测慢阻肺的

论著 

    慢阻肺（ COPD）是世界上最常见的慢性气道疾病，其患病率、死亡率

之高一直引起呼吸学界的重视。传统上呼吸科主要基于第一秒用力肺活量

（FEV1）对 COPD 进行严重程度分级，但是 COPD 患者的气道重塑程度与气流

受限的关系不甚明确；此外重度吸烟患者气道重塑程度是否与典型 COPD 患

者有相似之处也少有报道。     

    最近，钟南山院士和李时悦教授组织研究团队已经在人体中验证了经

纤支镜行光学相干成像技术（EB-OCT）评估气道重塑程度的可靠性。在此基

础上，团队进一步纳入了 48 例不同分级的 COPD 患者、21 名肺功能正常人

的重度吸烟患者、17 例从未吸烟者。对 COPD 患者进行病史采集、用力肺活

量测定、胸部 CT、EB-OCT 检测。本研究主要关注 COPD 患者、重度吸烟者、

正常人各级支气管（第 3-9 分级）重塑程度的差异。 

   研究发现，COPD 分级越高则大、小气道重塑程度越显著；与正常人相

比较，重度吸烟者的气道也出现了显著的重塑特征。更有趣的是，重度吸烟

者气道重塑的程度已经和 1 级 COPD 患者相近。传统用力肺活量指标 FEV1 与

第 7--9 级支气管的管腔面积以及管径相关。但在 1、2 级 COPD 患者以及重

度吸烟者中，FEV1 与大/中等气道（第 3--6 级支气管）的管腔面积以及管

径无关。 

    本研究的重要价值在于验证了 EB-OCT 作为判断 COPD 患者、重度吸烟

者小气道重塑的临床价值；尽管传统用力肺活量指标确实与 COPD 的临床分

级有一定的相关性，但 EB-OCT 的评价指标对反映 COPD 的分级更有价值。本

研究还重点发现了重度吸烟患者已经存在显著的小气道重塑，尽管并非所有

吸烟者都会发展出 COPD，但是吸烟至少是引起气道重塑的重要因素。这将

为今后临床医师对吸烟患者进行劝诫提供重要依据。此外，尽管目前国际上

对是否应该恢复 0 级 COPD 仍持有不同的争议，本研究的发现将为重视 COPD

的早期干预（特别是 1 级 COPD 以前的病变）提供重要靶点。 

   据悉，本文的共同第一作者为丁明博士（现工作于东南大学呼吸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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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愉博士、关伟杰博士，通讯作者为李时悦教授，钟南山院士为课题的顺利

进行提供全程指导。本文目前已经正式发表在著名的呼吸科杂志 Chest 上，

文章索引为 Ding M #, Chen Y #, Guan WJ #, et al. Measuring Airway 

Remodeling in Patients with Different COPD Staging Using 

Endobronchial Optical Coherence Tomography. Chest. 2016; 150: 

1281-90，全文链接：

http://journal.publications.chestnet.org/article.aspx?articleID=2

545770。 

    

 

 

http://journal.publications.chestnet.org/article.aspx?articleID=2545770
http://journal.publications.chestnet.org/article.aspx?articleID=25457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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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中南大学湘雅医院发现氧化钙调素激酶 II在哮喘发病中的重要作用 

由中南大学湘雅医院屈晶晶医师和美国霍普金斯大学高培松教授团队

合作，共同发现氧化钙调素激酶 II 可通过募集肥大细胞，在哮喘发病中的

起到重要作用。通过抑制氧化钙调素激酶 II 可减少活性氧生成，以及抑制

肥大细胞活性，从而达到治疗哮喘的效果。该研究成果已被国际著名杂志

JCI Insight(IF:12.812)于 2016 年 11 月接收，目前已见刊（Qu J, Do D C, 

Zhou Y, et al. Oxidized CaMKII promotes asthma through the activation 

of mast cells[J]. Jci Insight, 2017, 2(1):e90139）。 

 

 

二、会议资讯 
1.湘雅医院呼吸科承办第十九届湖南省呼吸病学年会 

2016 年 10 月 21 日上午，由湖南省医学会呼吸病学专业委员会主办，

中南大学湘雅医院呼吸内科（国家呼吸疾病临床研究中心核心单位）承办的

第十九届湖南省呼吸病学年会在长沙开幕。来自省内的近 800 位呼吸病学专

家学者出席，围绕呼吸病学及相关领域的最新进展进行学术思想大讨论。  

一年一度的湖南省医学会呼吸病学专业委员会学术年会是湖南省呼吸病学

领域的重大学术活动，也是展示湖南省呼吸病学领域最新研究成果、推动学

科发展的一个重要平台。 

    本着提高湖南省呼吸病学的基础研究和临床诊治水平，活跃学术气氛、

推动提高呼吸病学诊治水平的宗旨，会议邀请国内知名医学专家作专题报

告，介绍国内外呼吸相关领域的最新进展。报告涉及支气管哮喘、慢性阻塞

性肺病、肺部感染性疾病、胸膜疾病、介入肺脏病学、肺癌、肺间质性疾病、

呼吸衰竭和呼吸重症监护医学、肺血管疾病等呼吸系统疾病的流行病学、发

病机制、诊断、治疗进展及相关基础研究的探讨。同时会议期间还进行了疑

难病例讨论，青年呼吸热点辩论赛等形式多样、内容丰富的学术活动，全方

位展现呼吸病学领域的新进展、新理念。  

  本届年会得到了国内呼吸病学领域知名专家的高度关注。受大会组委会

邀请，南京军区呼吸病研究所所长施毅，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中日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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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二部主任曹彬，广州呼吸疾病研究所所长陈荣昌教

授，北京大学临床药理研究所常务副所长吕媛，复旦大学附属华东医院疑难

病影像读片中心主任张国桢等多位国内专家做报告，受到与会代表热烈欢

迎。 

    大会安排了多次疑难病例讨论，特别是有针对性地邀请相关专家进行

临床病例深度探讨。湘雅医院老年医学科主任陈琼、呼吸内科肖奇明教授、

潘频华教授、唐勇军教授、曹立明副教授等专家的授课，既有临床实际病例，

又有理论研究展示，图文并茂，给与会代表很大启迪。  

    中南大学湘雅医院呼吸内科目前已经形成支气管哮喘、肺癌、肺部介

入诊断和治疗、慢阻肺、睡眠呼吸病学、间质性肺部疾病、呼吸危重症、呼

吸系统感染及肺栓塞与肺血管疾病等 9 个稳定的亚专科及研究方向。作为全

国临床重点专科、国家呼吸疾病临床医学研究中心核心单位、湖南省呼吸疾

病临床技术研究中心、湖南省医学会呼吸病学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单位，有

责任和义务发挥自身优势，通过技术辐射、人才培养、学科帮扶等多种途径，

帮助基层医疗卫生机构提升水平。 

 

 

2.浙医二院呼吸团队在世界生命科学大会展示最新研究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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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 月 1 日上午，2016 世界生命科学大会

(2016 World Life Sc

ience Conference）在

北京国家会议中心隆重

召开。本次大会共邀请了

13 位诺贝尔奖得主、3 位

世界粮食奖得主、美国科

学院院长、英国皇家科学

院院长等众多享有国际声誉的顶级科学家参会，得到生命科学领域多个国际

重要学术组织支持。 

    浙江大学医学院副院长、浙江大学呼吸病研究所所长、浙医二院呼吸

及危重医学中心主任沈华浩教授担任慢性阻塞性肺疾病（COPD）分会场主席，

钟南山院士及来自英国的 Paul Jones 教授担任主持。会场座无虚席，我院

的陈志华教授及赖天文博士代表浙医二院呼吸科大会发言。其中陈志华教授

介绍了最近发表在 Autophagy 杂志的 2 篇关于 MTOR-Autophagy 信号通路调

控气道上皮损伤的作用机制研究；赖天文博士介绍了 HDAC2 调控 IL17 介导

的 COPD 气道重构的机制研究。另外，钟南山院士介绍了介绍了 COPD 早

期治疗策略对于延缓 COPD 进展、改善肺功能的重要意义；Paul Jones

教授介绍了如何评估 COPD 病情进展；广州呼研所卢文菊教授介绍了 Mucin1

在 COPD 气道粘液及重构中的作用机制。ReinderAalber 教授及 Andrew 

Greening 教授分别介绍了 COPD 表型分型及个体化治疗、ACOS 的表型及未来

的研究方向。 

    此次会议是我国目前举办的生命科学领域层次最高、覆盖面最广的一

次国际学术盛会。我科多位学者在会上展示我们的最新研究成果，这标志着

在学术带头人沈华浩教授的带领下，浙医二院呼吸团队在呼吸病领域作出的

卓越贡献以及国际同行的极大认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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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湘雅医院呼吸内科承办湖南省抗癌协会肺癌专业委员会第五届年会 

11 月 19 日，由湖南省抗癌协会肺癌专业委员会、湖南省肺癌防治联

盟主办，湘雅医院呼吸内科承办的 2016 年湖南省抗癌协会肺癌专业委员会

第五届年会在长沙召开。湖南抗癌协会肺癌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中南大学

湘雅名医、湘雅医院呼吸内科主任胡成平担任大会主席。来自省内外的近

500 位专家学者围绕肺癌领域的最新进展进行了深入探讨。  

    一年一度的湖南省肺癌专业委员会、肺癌防治联盟学术年会既是湖南

省抗癌领域的重大学术活动，也是展示湖南省肺癌省肺癌领域最新研究成

果、推动学科发展的一个重要平台。 

    本届年会在基于湖南省肺癌领域目前诊治水平及总结湖南省抗癌协会

肺癌专业委员会成立 5 年以来的经验基础上，本届会议分为三部分篇章：争

议与规范、实验与实践及 MDT 病例挑战赛，从肺癌及相关领域新进展出发，

结合临床病例提出临床治疗规范化的重要性，并进行了一系列学术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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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着学术发展研究结合临床实践的大会宗旨，大会邀请了韩宝惠、周承

志、钟文昭、朱正飞、余宗阳等国内知名专家作专题报告。韩宝惠教授对晚

期 NSCLC 化疗策略进行了精彩演讲，周承志教授对 NGS 及液体活检在肺癌治

疗中的规范应用作了最新介绍，钟文昭教授对 IIAN2 的争议与共识进行精彩

报告。另外，朱正飞教授、余宗阳教授、杨农教授、杨华平教授分别就肿瘤

放疗靶区勾画、肺癌合并孤立肺外转移处理策略、肺癌诊疗中临床医生应当

关注的病理问题及肺癌的支气管镜下介入治疗等不同方向进行了详细阐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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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本届会议再次举行了 MDT 病例挑战赛，长沙市八医院、郴州市第

一人民医院、南华大学附属第二人民医院 3 家医院的呼吸内科、肿瘤科、放

疗科/胸外科、病理科年轻医生组成了 MDT 团队，由我省肺癌领域各位专家

教授任挑战嘉宾及点评专家团，现场气氛热烈，场内座无虚席。与会专家纷

纷表示，专题报告以及 MDT 挑战赛精彩缤纷，让大家受益匪浅，更好的将学

术研究与临床诊治相结合。 

    闭幕式上，大会主席胡成平教授提出，湖南省肺癌专业委员会、肺癌

防治联盟是一个团队，我们有责任与义务通过技术辐射、人才培养、学科帮

扶等多种途径，提高我省肺癌诊治的整体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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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浙医二院呼吸与危重症中心全国哮喘年会大放异彩 

2016 年 11 月 24 日至 26 日，第十届全国哮喘学术会议在广州市白云国

际会议中心召开。两年一度的全国哮喘学术会议是作为呼吸领域专业会议之

一，更是国内哮喘相关研究最权威的学术会议。该会议是对国内呼吸领域最

新研究成果进行广泛交流的一个重要平台，是献给各国呼吸病研究者的一份

新知识与新技术的学术盛宴。 

  据悉，本次学术会议参会约 600 人次，在哮喘的发病机制、重症哮喘相

关研究等方面展开了多中心、深层次的探讨。本次大会由浙江大学呼吸疾病

研究所所长、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二院呼吸与危重症医学中心主任、中华医

学会呼吸病学分会副主任委员、哮喘学组组长沈华浩教授任大会主席，到场

的也有全国哮喘研究的先驱者、呼吸疾病国家重点实验室钟南山院士、GINA

前任和现任主席 Bateman 和 Pedersen 教授，以及梅奥医学中心教授 James 

Lee 等重量级嘉宾。大会期间，我科哮喘学组秘书应颂敏教授和黄华琼副主

任医师为大会的顺利召开保驾护航。陈志华教授作了题为《浙二医院哮喘研

究进展：从临床到基础》的专题报告，介绍了浙二医院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

对哮喘相关的临床研究和基础研究的进展和成果，包括胸闷变异性哮喘

（CTVA）的相关研究，以及哮喘发生的分子机制和靶向治疗。 2004 年沈华

浩教授发现并诊断了首例以胸闷为唯一症状的哮喘病例，经过近 10 年的探

索研究，命名了一种新的哮喘类型-胸闷变异性哮喘（CTVA）。此外，胸闷

变异性哮喘已被写入我国高等医学院校统编教材《内科学》、权威工具书《呼

吸病学》，并被 2014 版中国肺功能指南、2016 版中国哮喘指南引证。同时

应颂敏教授也做了对于重症哮喘的靶向治疗的相关介绍，浙医二院呼吸团队

近期发现的 BCL-2 抑制剂 ABT-737/199 在治疗激素抵抗性哮喘中的重要作

用，该项成果已经申请了国际和国内的相关专利，并发表在全球免疫学顶级

杂志 Journal of Allergy & Clinical Immunology 上。黄华琼副主任医师

在大会上带来了一例哮喘诊治疑难病例，介绍重症哮喘的诊治最新进展。  

  本次大会，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二医院-浙江大学呼吸疾病研究所的

参会代表分别在哮喘的机制研究方面与相关领域学者进行了深入交流讨论，

受到呼吸领域专家的一致好评。团队共有 3 篇口头交流、10 篇壁报入选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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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示。其中我院呼吸科主治医师夏旸博士介绍了重症哮喘和 ACOS 的相关性，

该研究已被国际顶级医学期刊“柳叶刀”接收；鲍正强博士介绍了 DNA 损伤

修复蛋白 RAD50 在哮喘中的意义；朱忱博士介绍了 mTOR 分子在调控嗜酸性

粒细胞分化中的作用。经过评委打分评选，最终夏旸博士获得优秀论文奖，

张超博士、赖天文博士和赵昀获得优秀壁报奖。  

  作为国家临床重点专科，呼吸疾病国家临床研究中心核心单位，浙江大

学医学院附属第二医院-浙江大学呼吸疾病研究所是浙江省重点学科，浙江

省重点科技创新团队，浙江大学创新团队，SFDA 浙江呼吸药物研究实验室。

团队带头人，也是中华医学会呼吸分会副主任委员和哮喘学组组长沈华浩教

授长期致力于哮喘发病机制、诊断和治疗相关的研究，为培养哮喘方面的专

科人才做出了突出的贡献。团队鼓励年轻医生们积极参加国内外的学术会

议，拓宽眼界，打造具有国际影响力的呼吸品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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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016 年珠江呼吸论坛在广州成功举办 

由广东省胸部疾病学会主办、呼吸疾病国家重点实验室、国家呼吸系统

疾病临床医学研究中心、广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协办的 “2016 年珠

江呼吸论坛”于 12 月 15 日到 18 日在广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成功举办。

会议邀请了日本 M. OKI、李时悦、张国桢、张艰、杨衿记、洪群英、何勇、

周燕斌、高兴林、李建国等国内外知名肺癌专家进行专题报告，就国际上关

于支气管镜临床常用诊疗技术新进展及新技术，肺癌的支气管镜诊治技术与

最新进展，肺部结节的筛查，肺癌的早诊早治，肺癌的手术及各种介入治疗

进展，晚期肺癌的化疗、靶向治疗、抗血管及免疫治疗的全程管理、个体化

综合治疗进展。特别就处于呼吸与肿瘤交界学科的“重症肺癌”，对其概念

及其处理原则提出了初步探讨。 

大会还在中国肺癌防治联盟主席白春学教授的授权下，由本院呼吸五区

（肿瘤一区）主任、中国肺癌防治联盟青委会副主委周承志教授主持，我院

钟南山院士及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洪群英教授对来自北大深圳医院等 11

家单位授予“中国肺癌防治联盟广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肺结节诊治培训

基地”铭牌。 

大会花絮： 

 

钟南山院士致开幕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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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承志主任、秦茵茵教授主持肺结节诊治培训基地授牌仪式  

 

      李时悦教授介绍与会嘉宾        支气管镜诊疗高级研讨班合影 

 

 

张国桢教授精彩演讲，座无虚席 /靶向治疗分会场气氛活跃、妙趣横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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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继教培训 
1.首届钱江呼吸论坛暨 2016 年浙江省医师协会呼吸医师分会年会及介入肺脏病学实

用技术学习班 

 

    由浙江省医师协会主办、浙江省医师协会呼吸医师分会和浙江大学呼

吸病研究所协办的“首届钱江呼吸论坛暨 2016 年浙江省医师协会呼吸医师

分会年会及介入肺脏病学实用技术学习班”于 11 月 4 日至 11 月 6 日在杭州

隆重举行。 

    大会开幕式邀请了浙江省医师协会骆华伟监事长、田云鹏秘书长，浙

江省医师协会呼吸医师分会周建英、应可净、李雯、王良兴、宋康、崔恩海、

王雪芬、严建平、赵伟和、钦光跃、戴元荣等领导出席。本次大会的最大亮

点是设立了“浙江省呼吸医师终身成就奖”，“浙江省优秀呼吸医师”和“浙

江省优秀基层呼吸医师”荣誉称号，并在开幕式上进行颁奖仪式。浙江大学

医学院附属第二医院呼吸内科刘富光教授获得了“浙江省呼吸医师终身成就

奖”、沈华浩教授和李雯教授被授予“浙江省优秀呼吸医师”的荣誉称号。 

    大会本着更好地发挥医师协会“服务、协调、自律、监督、管理”职

能的宗旨，邀请了多位国内知名的呼吸病学专家，围绕慢性气道疾病、肺血

管病、间质病、肺癌及介入呼吸病、肺部感染以及医患沟通学等专题开展了

一系列学术讲座。会议期间，中华医学会呼吸病分会间质病学组副组长李惠

萍教授、中华医学会呼吸病分会介入呼吸病学组副组长李强教授和金发光教

授、中国抗癌协会介入专业委员会呼吸内镜分会副主委曾奕明教授、解放军

第二军医大学长海医院呼吸内科张伟教授、广东省医学会呼吸病分会主任委

员蔡绍曦教授分别对肺间质性疾病、精准医学时代的介入诊疗技术、肺癌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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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诊断策略与方法，放射性粒子植入在胸部肿瘤中的应用和肺部感染诊治进

展进行了大会报告。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一医院的周建英教授做了有关

“雾化共识”和“肺穿刺共识”。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邵逸夫医院的应可净

教授做了“肿瘤相关血栓的诊治进展”和“2016 年 ACCP10 静脉血栓栓塞症

抗栓治疗指南”。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二医院呼吸内科李雯教授做了关于

“2016 年中国哮喘指南”和“支气管哮喘的靶向治疗”的大会专题报告。

根据李雯教授的介绍，该版指南的修订历时两年，由钟南山院士和王辰院士

牵头，浙医二院沈华浩教授作为总负责人，中华医学会呼吸病学分会哮喘学

组全体成员共同撰写完成。在阅读了数万篇哮喘相关的论文基础上，在原有

指南基础上融入了更多本土中国学者的研究成果。与 2008 年的哮喘指南比

较，本次指南还加入了流行病学、哮喘评估、重度哮喘和哮喘特殊问题的处

理四个部分。李雯教授认为，2016 版哮喘指南发布将更加规范指导哮喘的

管理，让患者得到的真正受益。此外，李雯教授还对支气管哮喘的靶向治疗

的研究进展进行了详尽的阐述和分析。随后，颜伏归、张浩、张斌和夏旸医

生也在大会中做了精彩的专题报告。 

 

    本次大会内容新颖、覆盖学科广泛，分别从慢性气道疾病的防控管理、

肺部感染的诊治进展，肺部疑难间质血管病的诊疗和肺癌及介入呼吸病学等

不同角度，全方位、多角度地解读了当代呼吸病学的发展方向，为与会人员

扩宽了思路，加强了浙江省呼吸医师的联络，强化了呼吸疾病综合治疗及精

准治疗的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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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广医一院成功举办第二届体外肺膜（ECMO）在呼吸支持临床应用学习班 

11 月 11 日至 11 月 12 日,第二届体外膜肺氧合(ECMO)在呼吸支持临床应

用学习班在广医一院医技楼八楼会议室成功举行。本届学习班由国家呼吸系

统疾病临床医学研究中心,呼吸疾病国家重点实验室,广州医科大学附属第

一医院,广州呼吸疾病研究所重症医学科承办,广东省健康管理学会协办,得

到了医院领导大力支持。院党委书记,重症医学科学科带头人黎毅敏教授主

持并作开幕致辞。由重症医学科中高层骨干进行 ECMO 知识的授课,并邀请了

国内知名专家莅临指导。香港东区医院 ICU 主管，前香港重症医学会主席殷

荣华教授，广东省人民医院心内科张力医生参与了授课，并得到了来自省内

外各级医疗单位的积极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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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院是一所以呼吸专科为特色的综合性医院,在非典、甲型流感等社会

卫生公共事件的医疗工作中承担起重要作用。近年来 ,体外肺膜 ECMO 技术成

熟的开展作为我院医疗技术进步的一个标杆.然而,ECMO 技术进入大陆时间

不足 20 年光景，复杂的 ECMO 原理，一些具体的临床问题比如如何判断 ECMO

上机及撤机时机，患者的凝血监测、具体抗凝药物的选择，以及 ECMO 具体

参数的设置等仍然使临床医生“望而生畏”。让更多的人了解 ECMO,应用 ECMO,

挽救更多的重症患者,也是本次学习班意义所在。 

  

学习班首日,黎毅敏教授总结了 ECMO 在重症呼吸衰竭的应用与进展，讲

者结合临床实际,深入浅出的讲授了实施 ECMO 当中的指征及常见问题，如出

凝血方面的处理及 VVECMO 的适应症与时机。殷荣华教授在现场讲授应如何

开展 ECMO 的模拟教学以及实战情景设计，逼真的情景模拟让人印象深刻。

第二日上午,讲者结合本院特色及自身临床实践,讲解了 ECMO 在 ARDS 患者中

机械通气的管理，ECMO 并发症的处理以及 ECMO 撤离的流程，得到了与会者

的好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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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万卷书不如行万里路，11 月 12 日下午，重症医学科的菁英与学员们

共同现场进行了 ECMO 操作流程演示。讲师具体讲解示范了 ECMO 管道的预冲,

如何选择 ECMO 管道穿刺置管，设置上机参数以及如何在 ECMO 运行过程中更

换膜肺。学员们在现场对 ECMO 装置进行了零距离的接触及操作,让 ECMO 不

再只是一个躺在书本上的概念。不少学员表示将回去所属医疗单位积极准备

开展 ECMO 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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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CMO 学习班的成功举办，离不开我院领导的大力支持与鼓励，离不开省

内外各级医疗的支持与响应，更离不开重症医学科 ECMO 团队为本次学习班

作出的巨大贡献。相信广东省 ECMO 治疗在不远将来定会实现完美的突破，

使 ECMO 在推广度和治愈率都有明显提高，也相信我院及我院重症医学科在

此进程中将会不断努力，一直跻身领先水平。  

 

3.2016 年全国肺康复年会暨慢阻肺护理康复治疗学习班 

    由中国医师协会和中国残疾人康复协会肺康复专业委员会主办、 由广

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广州呼吸疾病研究所、国家呼吸疾病临床医学研

究中心和呼吸疾病国家重点实验室协办的“2016 年全国肺康复学术年会”

暨“第二届肺康复培训班”和“慢性阻塞性肺疾病进展与呼吸治疗康复学习

班”会议于 2016 年 11 月 18-20 日在广东省广州市召开, 本次会议展示欧洲、

日本和我国肺康复三个国家关于肺康复的指南和最新研究成果 , 并为肺康

复临床应用提供一个高水平的学术交流平台。  

    开幕式上，中华医学会前任会长中国工程院院士钟南山教授、中国医

师协会谢启麟秘书长和中国康复研究中心北京博爱医院呼吸科与危重症医

学科主任肺康复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赵红梅教授分别为本次会议致辞，中国

工程院院士王辰也以录像形式致辞。钟南山院士在开幕式上提到：康复医学

是临床医学进一步发展的方向，慢阻肺患者通过康复能达到药物治疗所达到

的疗效，其循证医学已达到 A 级依据。 

 

中国工程院院士钟南山致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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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幕式上大家观听王辰院士致辞 

 

中国医师协会谢启麟秘书长致辞 

 

中国康复研究中心北京博爱医院呼吸科与危重症医学科主任肺康复专委会

主委赵红梅教授致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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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呼吸疾病研究所郑劲平教授在主持会议的讨论 

 

肺康复专业委员会到会全体委员合照 

 

    历时三天的 2016 年全国肺康复学术年会上，有来自欧洲、日本和国内

的三十多位知名专家上台演讲交流，共有巡回演讲专题 7 个、大会报告 4 个、

专题 33 个和论文交流 8 篇，会议注册或来自全国呼吸内科、胸外科、麻醉

科、康复科、中医科、儿科、脊柱外科等相关学科的参会人数有 400 多人。

另外本次会议开设了需要交学费的手把手实际操作专场，有 71 位学员得到

了培训，有 84 位学员到广州呼吸疾病研究所 26 楼慢性气道疾病病区参观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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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康复的实施和管理。 

    为了能帮助临床医务人员开展肺康复工作，大会提出了肺康复新的定

义：即呼吸康复是以患者健康状态的综合评估为基础，以提高患者呼吸功能

为目的，通过各种非药物手段，包括运动、心理教育、疾病防治常识教育和

去除病因或疾病加重诱因等，所确定的个体化综合管理措施。  

    呼吸康复的对象是包括：各种可能导致呼吸功能受损的病理状态，包

括：呼吸衰竭、心功能不全、神经脊髓疾病、运动受限、误吸、慢性气道疾

病、心理障碍和围手术期等。赵红梅主委介绍了开展肺康复的组织结构建设，

来自意大利大学 Nicolino Ambrosino 教授介绍了欧洲肺康复指南、来自日

本一般财团法人淳风会仓敷第一医院的藤原耕三理学疗法士介绍了日本的

呼吸康复经验；会议专题分为慢性气道疾病肺康复、心理康复、围手术期肺

康复、运动功能评定和运动处方制定、中医、脑卒中脊髓损伤肺康复、危重

症患者康复、护理和其他等九部分： 

 

意大利大学 Nicolino Ambrosino 教授介绍了欧洲肺康复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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钟南山院士与 Nicolino Ambrosino 教授进行互动 

 

    在慢性气道疾病方面：广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广州呼研所陈荣昌

教授介绍了呼吸力学指导优化肺康复的方法探讨、郑劲平教授介绍了慢阻肺

急性加重管理新进展、郑则广教授介绍了慢阻肺康复及其管理、北京大学人

民医院高占成教授介绍了慢阻肺康复与精准医疗、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朝

阳医院童朝晖院长介绍了肺动脉高压的肺康复、中国康复研究中心神经系统

康复理学疗法科刘惠林教授介绍了 PT 治疗在肺康复中的应用、四川大学华

西医院范红教授介绍了肺部感染后的肺康复策略；深圳市人民医院傅应云教

授和重庆市人民医院黄勇教授介绍了气道分泌物的清除方法等康复策略；  

    在心理康复方面：中国康复研究中心心理科刘松怀教授和密忠祥教授

分别介绍了心理治疗在肺康复中的作用和自闭症儿童的心理康复、北京大学

第三医院陈亚红教授介绍了呼吸康复在慢阻肺合并焦虑抑郁中的作用；  

    在围手术期肺康复方面：四川大学华西医院车国卫教授介绍了围手术

期肺康复临床应用现状与思考、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胸外科陈晓峰教授介

绍了围手术期患者肺康复； 

    在运动方法、运动功能评定和运动处方制定方面：北京朝阳医院呼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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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危重症医学科黄克武教授介绍了 6 分钟步行试验、中国康复研究中心康复

评定科恽晓萍教授介绍了肺康复患者如何进行康复评定、郑则广教授介绍了

慢阻肺患者运动处方的 

    制定、广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广州呼研所郑劲平教授介绍了肺功

能及运动心肺功能评定、中国康复研究中心博爱医院刘新民教授介绍了老年

人呼吸功能评价； 

中医在肺康复中的应用方面：南京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周林福教授介绍了

慢阻肺抗炎治疗及八段锦肺康复、广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中医科童娟教

授和中国中医科学院广安门医院呼吸科李光熙教授分别介绍了中医针灸和

中医在肺康复中的应用； 

    在脑卒中脊髓损伤肺康复方面：中国康复研究中心脊柱外科张军卫教

授介绍了脊髓损伤患者肺康复、中国康复研究中心北京博爱医院院长李建军

教授介绍了高位颈脊髓损伤呼吸功能重建、北京 301 医院李玉柱教授介绍了

老年吸入性肺炎的康复、郑则广教授介绍了误吸的评估方法、广州军区总医

院神经康复科黄怀教授介绍了脑血管意外患者康复管理、中山大学医学院附

属第三医院窦祖林教授介绍了气管切开患者呼吸训练及说话瓣膜的应用、首

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朝阳医院逯勇教授介绍了脊髓损伤患者的肺功能损害

特点； 

    在护理方面：广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广州呼研所宫玉翠教授介绍

了如何做好规范化肺康复护理干预；在危重症患者康复方面：中国康复研究

中心北京博爱医院呼吸科与危重症医学科赵红梅教授介绍了危重症患者的

肺康复治疗、解放军总医院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解立新教授介绍了困难撤机

—问题与解决方案、郑则广教授介绍了家庭无创通气应用进展、宁夏医学院

附属医院周玮教授介绍了 COPD 伴神志障碍患者的无创通气治疗； 

    此外，中国康复研究中心心理科音乐治疗中心张晓颖老师介绍了声乐

气息训练在呼吸功能康复中的应用初探、广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广州呼

研所孙丽红主任介绍了儿童呼吸康复、中日友好医院杨汀教授介绍了社区肺

康复在慢性致残性肺病管理中的应用、广东省人民医院康复科张鸣生教授介

绍了肺癌患者术后康复、中国康复研究中心神经系统康复科刘惠林教授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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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不同体位下 PT 治疗对气体交换的影响。 

  大会共收到４３篇论文投稿，经匿名评审９篇文章获得大会奖励他们分

别是：广州总医院神经医学专科医院神经康复二科王志威医师、广州医科大

学附属第一医院呼吸内科刘妮医师、广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呼吸内科陆

浩南、广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呼吸内科钟丽红医师、广东中山市中医院

葛炎医师、上海市养志康复医院（上海市阳光康复中心）心肺康复科曾晓文

医师、四川大学华西医院曾奕华医师、四川大学华西医院胸外科沈诚医师。 

手把手专场中，广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广州呼研所曹燕妃护理师介绍了

呼吸操（深吸慢呼、联合步行）和利用呼气阀排痰、广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

医院广州呼研所杨峰主治医师介绍了无创通气下康复操（步行 +无创通气机+

便携式氧气）、广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广州呼研所郭文亮医师介绍了单

向活瓣雾化吸入技术、广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广州呼研所李有霞医师介

绍了误吸进食方式指导、广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广州呼研所陆浩南医师

介绍了卧位康复操（吸氧和无创通气下）。  

 

 

开幕式会场座无虚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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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把手实际操作专场，杨峰医生和郭文亮医师示范肺康复的实际操作  

 

颁奖仪式上，赵红梅教授、傅应云教授和郑则广教授与优秀论文获奖者合影 

 

    这次会议的成功离不开赵红梅主委的支持和指导，离不开会务秘书高

连军医师的全程跟进，离不开广州呼吸疾病研究所会务组黎明、李有霞、杨

峰、郭文亮、刘妮、曹燕妃、钟秀萍的辛勤细致工作，离不开全国各位专家

的积极参与，尤其是中国康复研究中心北京博爱医院的全心全意地支持，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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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不开广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呼吸疾病国家重点实验室、国家呼吸疾

病临床医学研究中心和广州呼吸疾病研究所的支持，离不开广州大厦对本次

会议的周到细致安排，感谢你们为本次会议的成功举行所付出的巨大努力！

也感谢各合作方对会议的支持！ 

 

4.第二届华南肺血管病诊疗学习班在广州成功召开 

第二届华南肺血管病诊疗学习班于 2016 年 11 月 19-20 日在广州医科大

学附属第一医院医技楼 8 楼会议厅成功召开，本次学习班由广东省医学会呼

吸病学分会血管学组、呼吸疾病国家重点实验室、广州呼吸疾病研究所、广

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共同举办。学习班邀请了国内在肺血管病领域具有

丰富诊疗经验及深厚研究基础的专家进行专题报告，为与会的学员们提供了

一份高质量的学术大餐。 

 

本次学习班邀请了国内在肺血管疾病领域具有丰富临床经验和深入基

础研究的专家和学者进行专题报告。来自北京、内蒙古、宁夏、广州、深圳

等地方的将近 150 名学员参与到此次学习班中。学习班首先由广州医科大学

附属第一医院呼吸疾病研究所著名学者王健教授致开幕辞。紧接着在广州市

孙逸仙医院李建国教授的主持下拉开了为期一天半的学习班内容。  

学习班分三个专题。肺动脉高压专题分别由广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王健、广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刘春丽、北京阜外医院熊长明、广东省人

民医院张曹进、广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卢文菊作精彩的专题报告。肺栓

塞专题由深圳市人民医院傅应云、广州市孙逸仙医院李建国、广州医科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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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属第二医院冯莹、广东医科大学附属医院宋泽庆、中日友好医院翟振国、

广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洪城、广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罗福全作精彩

的专题报告。肺血管疾病诊疗技术专题分别由东莞市人民医院张平、广州医

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温燕杭、广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关玉宝、广州医科

大学附属第一医院韩茜作精彩的专题报告。  

  

 广州呼吸疾病研究所王健教授    广州呼吸疾病研究所卢文菊教授 

  

 北京阜外医院熊长明教授       广州市孙逸仙医院李建国教授 

  

   广医一院刘春丽教授          广东省人民医院张曹进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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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日友好医院翟振国教授           广医一院洪城教授 

  

参会学员的学习气氛浓厚，提问环节常常超时  

 

华南肺血管病学习班是一个集高质量学术与组织能力为一体的会议，学

员们有来自全国各地的医生及学生，他们认真聆听，现场展开学术互动交流

的氛围十分活跃。纵观整场报告，专家学者们的反响异常热烈，激发了学生

们的求知欲望，开阔了学术视野，获益匪浅，充分达到了本次学习班的目的，

也让我们由衷的期待下一次的学术大会。  

  

    会后全体专家和学员共同合照        会后专家组合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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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学术讲座 
1.第二届国际咳嗽会议圆满落幕 

由呼吸疾病国家重点实验室、国家呼吸系统疾病临床医学研究中心、广

州呼吸疾病研究所、广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和广州市医学会主办，深圳

市人民医院协办的第二届国际咳嗽会议于 2016 年 11 月 12 日在深圳华侨城

洲际大酒店圆满落幕。 

 

此次会议邀请了

来至中国、欧洲、美

国、加拿大、澳大利

亚、日本、韩国等国

内外咳嗽领域的知名

专家前来授课。由中

国工程院院士钟南山

教授担任大会主席，

由伦敦帝国理工学院的 Kianfan Chung 教授、Albert Einstein College of 

Medicine 的 Peter Dicipinigaitis 教授和广州医科大学的赖克方教授担任

大会联合主席，以及深圳市人民医院的邱晨院长担任大会执行委员会副主

席，国内外权威专家齐聚深圳。此次大会既是展现我国当前咳嗽领域研究最

新成果的高规格国际会议，也是推动我国咳嗽研究走向世界的重要学术交流

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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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工程院院士、呼吸疾病国家重点实验室主任、国家呼吸系统疾病临

床医学研究中心主任钟南山院士 

 

此次有来自北京、上海、成都、南京、杭州、哈尔滨、吉林、青岛、广

州以及深圳本地的将近 500 名学员参与到该学术盛会中。会议开幕当天，会

场座无虚席。首先由钟南山院士致开幕辞，随后此次会议组织委员会副主席、

深圳市人民医院邱晨院长发言。紧接着由来至美国的肯塔基大学的 Luyuan 

Lee 教授拉开为期两天的会议内容。 

会议上，多位国外知名专家，Lorcan McGarvey 教授、Stuart Mazzone

教授、Kianfan Chung 教授、David Jacoby 教授、Woo-Jung Song 教授、Roma 

Sehmi 教授等针对咳嗽的最新进展进行了深入报告和交流。  

 

Prof. Luyuan Lee 教授，University of Kentuck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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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f. Anne Vertiga 教授，Speech Pathology Department, John Hunter 

Hospital, Australia 

 

Prof. Alyn H Morice 教授，University of Hull,UK 

 

此次会议设置了 9 个专场、27 个专题，内容包括慢性咳嗽新靶点、空气

污染与慢性咳嗽、病毒，感冒与感染后咳嗽、嗜酸粒细胞性炎症与咳嗽、咳

嗽高敏综合征的机制与治疗、咳嗽的中药治疗等内容。专题汇报内容精彩、

紧凑。参会学员的学习气氛浓厚，提问环节常常超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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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A 环节 Prof. Alyn H Morice 教授（University of Hull, UK）提问 

 

Q&A 环节 Prof. Surinder Birring 教授(King's College Hospital,UK)

提问 

 

Q&A 环节 广东省人民医院 吴健 教授提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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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后专家讨论 

 

大会为国内青年学者提供形式多样的展现形式，设有口头发言以及壁报

交流环节，共有 8 位年青学者入选英文口头发言，29 篇投稿入选壁报交流

环节，为我国青年学者的科研成绩提供了高水平的交流、展现平台。  

 

壁报交流环节 

 

此外本次大会更成立了中国咳嗽联盟，相信联盟的成立将对整合区域内

研究资源、学科发展起到极大的推动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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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咳嗽联盟成立会议专家合影 

 

会议讲者与主持闭幕式合影 

 

12 日下午 6 时，第二届国际咳嗽会议在为发言获奖选手颁奖后顺利拉下

帷幕。 

自 2013 年以来，呼吸疾病国家重点实验室、广州呼吸疾病研究所已成

功举办两届国际咳嗽会议，共接待来至国内外专家学者约计 1000 人。国际

咳嗽会议是具有重要影响力、呼吸同道广泛参与的学术盛会。本次会议学术

内容丰富，组织严密，得到了国内外专家的高度评价，认为本次咳嗽国际会

议是多年来学术水平最高的一次会议。欧洲呼吸协会（ERS）咳嗽指南主席

莫里斯（Alyn Morice）教授称本次会议是他所参加的咳嗽会议中最好的一

次。相信通过与会各方的不懈努力，我国咳嗽领域研究将迎来又一个春天。

我们下一届会议再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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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广医一院举办第 15 个世界慢阻肺日健康讲座活动 

 

    11 月 16 日是第 15 个世界慢阻肺日，今年世界慢阻肺日的主题是“科

学呼吸—Breathe In The Knowledge”。每年的慢阻肺日，钟南山院士及广

州呼吸疾病研究所的专家都会齐聚一堂，与广大患者、家属和街坊们见面，

将最新的慢阻肺研究结果、防治知识传递给大家。与往年有所不同的是，今

年，包括北京、广东在内的全国 10 省市同步开展大型的慢阻肺主题宣传教

育活动，钟南山院士的讲话更是通过网络直播平台传递到了其他省市的会

场。 

本次活动是国家卫生计生委宣传司和疾控局联合指导，中国健康教育

中心等单位支持的“健康中国行——全民慢病防治素养促进行动•呼吸专项

行动”的系列落地活动之一，在广东会场，中国工程院院士钟南山教授、广

东省卫生与计划生育委员会副主任陈义平、广东省健康教育中心主任汤捷、

广东省健康教育中心副主任吴孟雄、广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党委书记黎

毅敏教授、广州呼吸疾病研究所所长、呼吸内科带头人陈荣昌教授、广州医

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呼吸内科病区主任郑则广教授等悉数到场，为我们启动

了这次具有特殊意义的活动。此外，还有呼吸科专家耐心解答了患者的提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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慢阻肺可防也可治，肺功能检查是“金标准” 

    慢阻肺是一种严重危害人类健康的常见病、多发病，具有高发病率、

高致残率和高死亡率的特点，对家庭和社会造成巨大的经济负担。据世界卫

生组织统计预测，至 2020 年，慢阻肺将位居世界疾病经济负担第 5 位，成

为全球第三大致死病因。 

    在钟南山院士的带领下，我院广州呼吸疾病研究所、呼吸疾病国家重

点实验室、国家呼吸系统疾病临床医学研究中心多年来一直致力于研究慢阻

肺防治的工作，并取得了较大的进展，其中冉丕鑫教授主持完成的项目《慢

性阻塞性肺疾病发病与综合防治》荣获 2015 年度国家科技进步奖二等奖。

该研究选取广东、北京、上海、天津、沈阳、西安、重庆等地，随机调查了

25000 多名 40 岁以上的人，结果显示，我国 40 岁以上人群 COPD 的患病率

为 8.2%。2012 年，国家正式将 COPD 纳入我国重点防控慢性疾病，并根据该

研究结果，制定了将 40 岁以上人群 COPD 患病率控制在 8%以下的目标。 

    但是，慢阻肺依然是可防可治的疾病，关键是患者要对疾病有清晰的

认识，并做好长期自我管理，可在医生指导下戒烟、接种流感和肺炎球菌疫

苗、坚持长期规律用药、合理膳食、适量的康复训练、长期家庭氧疗等，这

些措施均可有效减少急性加重和住院次数，维持病情稳定，提高生活质量。 

    钟南山院士表示，早发现早治疗对防治慢阻肺尤为重要，肺功能检查

是诊断慢阻肺的“金标准”。他提醒广大老百姓，如果等有上楼梯气喘、活

动后感觉力不从心等这些症状时再去治疗，肺功能已经损害了一半。因此，

钟南山院士呼吁，要像对待高血压、糖尿病一样早防早治，40 岁以上人群

要定期测试肺功能，如果做不到，就在每年的体检中增加肺功能检测项目。

如果是有慢阻肺主要症状、吸烟史、职业粉尘暴露史、化学物质接触史、生

物燃料烟雾接触史、慢阻肺家族史的人群，则应把定期检测时间线提前到

35 岁。  

发布慢阻肺防治核心信息 

    一、慢性阻塞性肺疾病（简称慢阻肺）是一种以持续气流受限为特征

的可以预防和治疗的肺部疾病，气流受限多呈进行性发展，与气道和肺组织

对烟草烟雾等有害气体或有害颗粒的慢性炎症反应增强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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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慢阻肺的主要症状：慢性咳嗽、咳痰、气短或呼吸困难、喘息和

胸闷，还会有体重下降、食欲减退等全身症状。  

    三、慢阻肺常见合并症包括心血管疾病、骨质疏松、焦虑和抑郁、肺

癌、代谢综合征和糖尿病等，应该及早发现慢阻肺合并症并给予适当治疗。 

    四、慢阻肺早发现早治疗至关重要，肺功能检查是诊断慢阻肺的金标

准。 

    五、35 岁及以上人群伴有慢阻肺主要症状、吸烟史、职业粉尘暴露史、

化学物质接触史、生物燃料烟雾接触史、慢阻肺家族史等情况，应警惕慢阻

肺，建议每年进行一次肺功能检查。 

    六、慢阻肺需要长期治疗，首选吸入疗法，应用支气管扩张剂是最核

心的治疗措施。治疗目标是防止疾病进展、减轻症状、改善运动耐力、改善

健康状态、预防和治疗并发症、预防和治疗急性加重、降低死亡率。  

    七、慢阻肺急性加重主要表现为气促加重，常伴有喘息、胸闷、发热、

咳嗽加剧、痰量增加、痰液颜色和（或）黏度改变等，其最常见的诱因为呼

吸道感染（尤其是病毒感染），通常可以预防，一旦出现上述症状，应到医

院就诊。 

    八、慢阻肺患者需要做好长期自我管理，可在医生指导下戒烟、接种

流感和肺炎球菌疫苗、坚持长期规律用药、合理膳食、适量的康复训练、长

期家庭氧疗等，这些措施均可有效减少急性加重和住院次数，维持病情稳定，

提高生活质量。 

    九、吸烟是导致慢阻肺发生的重要危险因素，戒烟是慢阻肺的重要预

防和治疗措施，可咨询当地医院戒烟门诊或拨打 12320 卫生热线。 

    十、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和二级及以上医院实施双向转诊，基层医疗卫

生机构负责患者稳定期长期管理和随访，二级及以上医院主要负责患者确

诊、治疗方案制订、急性加重期诊治、疑难急危重症救治等。  

肺移植是治疗严重慢阻肺的可选方法之一 

钟南山院士称，当慢阻肺病人完全不能维持基本的肺功能，身体状态还不是

很差时，肺移植是治疗慢阻肺的其中一个方法。目前，广州医科大学附属第

一医院已经完成 126 例肺移植手术，术后最长生存时间超过 14 年，并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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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一位 81 岁高龄患者完成了肺移植手术。因此，肺移植手术不失为一种延

长严重慢阻肺患者生命的有效方式之一。  

 

五、综合报道 
1.2015 年度最佳医院排行榜揭晓，广医一院连续 7 年入围全国百强，呼吸科稳居榜

首 

    由复旦大学医院管理研究所邀请全国 37 个临床专科的 3969 名国内著

名同行专家担任评审的《2015 年度中国最佳医院综合排行榜》和《2015 年

度中国医院最佳专科声誉排行榜》今日在上海发布，全国 100 家最佳医院和

37 个最佳专科名单揭晓，在全国最佳医院排行榜中，我院位居 38 位，华南

地区第 7 位；在最佳专科排行榜中，我院呼吸内科稳居全国榜首，胸外科位

列全国第 6 名。 

    至此，这是自 2010 年以来,复旦版中国最佳医院排行榜一年一度的第

七次发布，我院已经连续 7 年入围全国百强医院，呼吸内科连续 7 年排名第

一。在区域专科（华南区）排行榜中，我院呼吸内科及胸外科均位列第一，

重症医学科第三名、泌尿外科第五名、核医学第四名；获提名的学科有 15

个：病理科、传染科、风湿科、妇产科、骨科、麻醉科、普通外科、神经内

科、小儿内科、心血管病、血液科、肿瘤学、检验科、超声科、急诊科。  

    此次排行榜不仅是对我院工作与服务的认可与肯定，更激励着我们广

医一院全体职工继续努力，不断提升医疗服务质量和服务水平，以临床需求

为出发点，敢于创新、敢于拼搏，助推国家医疗卫生行业的向前发展，全心

全意守护广大老百姓的健康，为“健康中国”的宏伟蓝图贡献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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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我国的空气污染状况及影响如何？钟南山院士及团队给您仔细道来 

    近年来大家时有听闻，我国又有哪些地区出现了严重的雾霾。大气污

染防治是世界性难题，影响全球人类健康，在中国也毫不例外。大家也许对

1940 年代洛杉矶光化学烟雾事件、 1950 年代的伦敦烟雾事件仍记忆犹新

吧？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近 20 年间疾病谱发生很大变化（传

染病防治进展显著，但非传染性疾病的负担逐年增高，环境污染愈发严重）。 

    呼吸系统是空气污染物进入人体的首要通道，然而我国仅有有限的流

行病学资料以及空气污染对呼吸系统健康的影响。受著名医学杂志《柳叶刀》

（The Lancet）编辑王辉（Helena Hui Wang）的邀请，钟南山院士及团队

成员[关伟杰博士（第一作者）、郑雪燕博士（广东省疾病预防与控制中心）、

英国 Imperial College London 呼吸科教授 Kian Fan Chung]总结了中国空

气污染现状，并提出改进建议（题录：Guan WJ, Zheng XY, Chung KF, Zhong 

NS. Impact of air pollution on the burden of chronic respiratory 

diseases in China: Time for urgent action. Lancet. 2016; 388: 

1939-51）。 

  

钟院士及团队作了哪些工作？ 

1.回顾室内、大气空气污染物的主要来源及成分，指出挥发性有机化合物及

光照促进雾霾形成； 

2.分析大气污染物水平在不同年份、中国不同地区的变异趋势；  

3.探讨空气污染对主要慢性呼吸道疾病（包括支气管哮喘、慢性阻塞性肺疾

病、肺癌）的影响； 

4.指出空气污染物水平的增高显著增加了慢性呼吸道疾病的发病率，触发哮



 

42 

喘、慢性阻塞性肺疾病的急性加重；空气污染的不良影响还可以长期存在，

因此大气污染物对母体的保留可以影响婴儿今后的肺功能增长以及哮喘发

病风险； 

5.强调中国空气污染物的水平显著高于西方国家，但空气污染物浓度与慢性

呼吸道疾病发病率并非呈线性相关关系：在较高污染物水平下，呼吸道疾病

发病率的增长可能呈平台样改变。 

钟院士及团队针对中国空气污染的现状提出改进的建议： 

全社会水平： 

a)政府各部门通力协作制定政策；b)改善机动车燃油质量与更新机动车引

擎；c)工业生产技术改良；d)为公共场合禁烟立法；e)建造健康城市；f)

降低大气温室气体浓度；g)向低碳生活的转变；h) 建立早期空气污染事件

预警系统。 

个人水平： 

a)佩戴面罩；b)使用室内空气净化仪或空气质量检测仪；c)改变饮食习惯；

d)减少二手烟的不良影响。 

 

钟院士及团队还点出了今后我国开展空气污染防治研究的方向: 

1. 探讨燃烧秸秆对呼吸系统健康的影响； 

2. 对呼吸系统产生最大不良影响的主要空气污染物成分；  

3. 燃烧烟煤后产生空气污染物的致癌性； 

4. 中国不同地区、不同民族之间对空气污染物不良影响的易感性差异；  

5. 在较高浓度下，空气污染物对中国人群究竟是否具有致癌性；  

6. 探讨空气污染物浓度与慢性呼吸道疾病发病率、急性加重发病率的剂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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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应关系； 

7. 改进空气质量后对慢性呼吸道疾病的长期影响。  

 

    《柳叶刀》杂志（爱思唯尔负责出版）具有很高的著名度与国际影响

力，2015 年影响因子达 44.002 分，与新英格兰医学杂志（NEJM）、美国医

学会会刊（JAMA）、英国医学杂志（BMJ）共被称为四大医学杂志。本次《柳

叶刀》杂志主办的中国专刊（China themed issue）已在 10 月份刊登出。

了解详情请参阅《柳叶刀》主页。 

作者简介 

关伟杰 博士 

    男，32 岁，副教授，就职于广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呼吸疾病国

家重点实验室，主要从事支气管扩张诊治研究。近 4 年以第一、共同第一、

通讯作者身份发表 47 篇 SCI 文章(总影响因子超过 190 分)，发表在 The 

Lancet、Lancet Respiratory Medicine、Journal of Allergy and Clinical 

Immunology、European Respiratory Journal、Chest 等杂志上，单篇文章

影响因子最高达 44.002 分(The Lancet. 2016)。3 年内发表 25 篇支扩系列

研究的 SCI 文章(23 篇以第一、共同第一作者身份发表)，影响因子超过 70

分。现任 Thorax (IF:8.12 分)、European Respiratory Journal (IF:8.33

分)等 10 个 SCI 杂志的审稿人。 

郑雪燕 博士 

    女，28 岁，现就职于广东省疾病预防与控制中心，从事主要病毒学研

究及慢性非传染性疾病预防控制工作。近 3 年以第一、共同第一作者身份发

表 10 篇 SCI 文章(总影响因子超过 20 分)。现任 PLOS ONE(IF:3.01 分)、

Respiratory Care (IF:2.0 分) 等 SCI 杂志的审稿人。 

Kian Fan Chung 教授 

    英国 Imperial College London 呼吸病学教授，Royal Brompton & 

Harefield NHS Trust, London 主任医师。现从事气道氧化应激对平滑肌功

能的影响以及空气污染对肺脏疾病的影响研究。主持 UBIOPRED 研究。发表

超过 300 篇 SCI 论文，相关杂志包括 Lancet、Lancet Respiratory Medicine、



 

44 

American Journal of Respiratory and Critical Care Medicine、Journal 

of Allergy and Clinical Immunology 等。现担任 Lancet Respiratory 

Medicine 的编委，并担任多个 SCI 杂志的评委，包括 Lancet、Lancet 

Respiratory Medicine、European Journal of Pharmacology、Respirology

等。 

钟南山 院士 

    中国工程院院士，现任呼吸疾病国家重点实验室主任，原中华医学会

会长。先后承担国家 973、863 计划、国家“十五”重大科技攻关、国家自

然科学基金重点项目、WHO GOLD 委员会全球协作课题及国家教育部重点专

项基金等课题，在 New England Journal of Medicine、Lancet、Lancet 

Respiratory Medicine、Nature Medicine、Science、American Journal of 

Respiratory and Critical Care Medicine 等 SCI 收录刊物中发表超过 200

篇论文，获得了包括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广东省科技进步一等奖等多项高

水平成果。获得中华医学会终身成就奖等国家级重大奖项。 

 

3.贵州省人民医院呼吸内科张湘燕、泌尿外科罗光恒入选华医纵横榜 

10 月 22 日，第三届中国医疗产业发展大会在北京隆重召开。会议颁发

了首期"华医纵横榜-中国最具影响力医生排行榜"，标志着品牌医生时代到

来。  

贵州省人民医院副院长、贵州省呼吸疾病研究所所长——张湘燕教授当

选“中国最具影响力呼吸内科医生排行榜”。贵州省人民医院肾脏泌尿外科

研究所副所长——罗光恒教授当选“中国最具影响力泌尿外科医生排行榜”，

贵州地区仅三名医师入选该榜单。 

据悉，"华医纵横榜"由北京华医纵横医疗科技发展有限公司推出，依据

科学医生评价体系，结合中华医学会、中国医师学会、中国医院管理学会、

国家医学类大学本科教材编委和专家审议推荐，从 6000 多名遴选形成。首

期榜单推出"华医纵横榜-中国最具影响力医生排行榜"，榜单由近千名医生

组成，包括心内科、耳鼻喉科、妇产科、泌尿及肾内科、神经外科、儿科、

皮肤性病科、全科、口腔科、心血管麻醉科、心脏外科、疼痛科、呼吸科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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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个医学规培科目。 

 

4.白春学教授荣获“亚太呼吸病学会勋章” 

   11 月 12 日，白春学教授荣获亚太呼吸病协会授予的“亚太呼吸病学会

勋章”，自此，白教授及中国物联网医学真正站上了世界舞台。 

   2016 年 11 月 12 日，对于白春学教授而言是个颇为特殊的日子。  

   这天，在泰国曼谷召开的第 21 届亚太呼吸病协会年会上，白春学教授

从大会主席 Michiaki Mishima 教授手中接过了一枚沉甸甸的勋章。这枚珍

贵的“亚太呼吸病学会勋章”（APSR Medal）是世界对白教授多年来工作的

最高肯定，也使中国物联网医学真正走上了国际舞台。  

第 21 届亚太呼吸病协会主席 Michiaki Mishima 教授授予白春学教授亚太呼

吸病学会勋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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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春学教授 

 

   “对我而言，亚太呼吸学会勋章是一份很高的荣誉，它不仅是个人荣誉

也是给中国呼吸界的荣誉。亚太呼吸学会成立 21 年至今，中国对亚太呼吸

病学的贡献已逐渐受到了重视！”白教授在接受医学界记者采访时这样说道。 

   荣誉奖章的背后，倾注了什么？ 

   白教授是亚太呼吸学会历史上第九位获得该勋章的杰出呼吸病学专

家，并成为国内继钟南山院士之后第二位获此奖章的学者。  

    在白教授办公室里，陈列着许多权威学会机构授予的奖章与证书，它

们仿佛在无声述说着荣誉奖章背后的故事。那么，在行医 40 余年中，白教

授在中国呼吸病学中倾注了多少心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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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春学教授办公室一角 

 

白春学教授办公室一角 

 

   顶层设计、学术引领、科技创新和智能惠众是白春学教授工作的四个

关键词，分别集中概括了白教授在物联网医学、肺部结节诊治指南、人工智

能技术及惠民工程领域的重大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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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用“一张网”实现顶层设计 

   “物联网医学就是要把无序的、水平高低不一的看病模式，改成国际标

准、现代化的流水作业工程。这是一件功德无量的事情。”  

——白春学 

   提到白春学教授，就不得不提“物联网医学”。  

   在白教授早期从医时，他曾深切感受中国的优秀医生由于门诊工作时间

有限、求诊病人众多，临床专家的优质诊疗资源根本无法充分普及至每位患

者。这时，如何放大名医效应，将优质医疗资源普及于社会便成了白教授迫

切想要解决的问题。于是在 2008 年，他萌生了在中国兴起物联网医学的念

头，从此便“欲罢不能”。 

   物联网医学是将物联网技术应用于健康辨识、诊断治疗、医院信息化和

健康管理等人口与健康领域而形成的一个交叉学科，主要采用物联网技术解

决医学领域的部分问题。 

   从 2008 年起，白教授带领团队成功研发出基于手机的无线传感肺功能

仪，并建立了世界首个睡眠呼吸暂停物联网医学家庭管理平台。  

   当记者问及最令白教授自豪的工作是哪一项时，他坦言，自己倾注心血

的 4 本物联网医学专著得到了中国和世界的认可是他最为骄傲的事。（《物

联网医学》、《实用物联网医学》、《物联网医学分级诊疗手册》、《 e-Health 

4.0:How Virtualization and Big Dataare Revolutionizing Healthca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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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令白春学教授自豪的 4 本专著 

 

   在 2014 年出版的《实用物联网医学》一书中，白教授大胆进行顶层设

计，根据自己的学术沉淀，适宜技术和实战经验基础，提出三级联动的物联

网医学架构，开展慢性气道疾病、睡眠呼吸暂停和肺结节的诊治实践。次年，

《物联网医学分级诊疗手册》相继问世。今年 10 月，世界最大的英文出版

社 Springer 出版社出版了由白春学教授主编的《e-Health 4.0:How 

Virtualization and Big Dataare Revolutionizing Healthcare（第四次

工业革命过程中的物联网医学）》，用英文向世人展示了中国物联网医学的

研究成果。 

   自此，物联网医学已开始逐步走向世界。  

   用“一项指南”实现学术引领 

   肺癌是中国癌症病人的“第一杀手”。我国男性肺癌发病率达到 70/10

万，女性 36/10 万，肺癌患者的 5 年存活率仅有 15.6%。于是，如何使肺癌

病人得到及时诊治，改善预后便成了当前中国呼吸病学必须攻克的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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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此，白春学教授提出“端口前移，重心下沉”的概念，倡导将肺癌诊

治目光转向早期原位癌及Ⅰa 期肺癌的诊断，从而使患者早诊早治，达到“一

劳永逸”的效果。 

   遗憾的是，早前肺部小结节在亚洲始终没有找到真正合适自己的指南。

由于亚洲患者的独特特征影响了肺结节的诊断性评估，即使是权威的美国胸

科医师学会（ACCP）肺结节评估临床实践指南在亚洲国家的采用率也并不高。 

    为了弥补亚洲肺部小结节指南的空白，白春学教授牵头制定了亚太肺

结节评估指南，为亚洲医师提供了适合自己的专家共识意见。这也是中国首

次参与呼吸病学界指南的牵头工作 

 

CHEST 期刊中的亚太肺结节评估指南原文 

 

   专家组经反复分析研究，认识到室内和室外高浓度空气污染所带来的肺

癌风险，以及非吸烟女性肺腺癌的高发病率。此外，指南建议，在进行结节

分析时应考虑到亚洲肉芽肿性疾病高发，以及由其他感染性因素引起的肺结

节。并且，非亚洲人群中开发出的诊断风险计算公式在亚洲患者中可能并不

完全适用。 

   这项指南的出台让亚洲的临床医生在肺部小结节的诊治中更有据可循，

也使成千上万的早期肺癌患者获得了更明确的诊断及相应更精准的治疗方

案。 

   用一个“人”实现科技创新 

   什么是一个“人”？白教授指出，所谓的“人”就是人工智能技术。白

春学教授团队将医学指南与医学物联网相结合，研发出“肺结节伴侣” ap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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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睡眠呼吸暂停物联网医学家庭管理平台，通过 5A 流程实时监控、准确筛

查出早期肺癌患者并帮助睡眠呼吸暂停患者实时监测病情。  

   何为 5A 流程？ 

    “Ask”，询问病史，包括吸烟室、家族史；  

    “Assessment”，辅助检查，如进行胸部 CT 检测、肺癌标志物； 

    “Advice”，根据测定结果和信息提出进一步诊疗意见； 

    “Arrangement”，根据得到证据确定诊断与鉴别诊断，安排治疗计划； 

    “Assistant with e-Health”，物联网医疗辅助，管理病人同时进行

质量控制。 

   物联网医学技术具有其特有的联网、信息挖掘和拓展功能，不但适合肺

结节筛查，方便信息采集和储存，而且还有利于联合云中专家进行多学科会

诊和随访跟踪。这便真正落实了前文提到的“放大名医效应”，让优质医学

资源随时随地普及社会。 

 

“肺结节伴侣”App 截图画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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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用“一项工程”实现智能慧众 

    “这项工作可以为国家和个人节省 150 亿以上的费用，而且更重要的

是这项工作可以延续人的生命，延续一个家庭的幸福。”  

   白春学教授口中的“工程”就是“百千万工程”。也就是在全国范围内

启动「百」家医院做中国肺癌防治联盟肺结节诊治分中心；在这百个分中心

培养「千」名肺结节诊治名医；每年诊治十「万」例以上早期肺癌。  

    白教授指出，按每年诊治 10 万例早期肺癌患者计算，“百千万工程”

可使这些患者中的 90%生存期达到 10 年以上。因此，这项工程能使近 10

万患者免于晚期肺癌患者需要遭受的放疗及化疗，也就能为患者和国家节省

150 亿的医疗费用。 

    2015 年 4 月 20 日，中国第一家医学物联网医学分级诊疗中心示范基地

在上海古美社区正式启动。同年 11 月 5 日，中国欧盟物联网医学示范基地

也在安徽省芜湖市相继成立。目前申请者已经超过百家，在仅仅  1 年半的

时间内已经启动 75 余家分中心，并有已经申请待启动 50 余家...... 

    “现在我每天乐此不彼四处启动物联网医学分级诊疗分中心，为学员

们培训授课，就是想让这项工程能真正接地气！”白春学教授谈道。  

    从谋生到惠众，医学之路不止于此！ 

    “最近我想总结自己从医 40 余年的工作，虽然其中仍有困惑，但我能

想或许能用'从谋生到慧众'来概括。” 

    当记者问及白春学教授心中医生的至高境界时，方才对答严谨、不苟

言笑的白教授终于露出了笑容。他总结自身 40 多年的从医历程，用“从谋

生到慧众”六字精辟概括。 

    和大多医生一样，“医生工作高尚，为病人救死扶伤”是白教授从医

伊始的最初原因。届时，他十分热衷于有挑战性的工作，常在为濒死的呼吸

衰竭患者气管插管、机械通气，使患者口唇从青紫变得红润后，感到极大的

欣慰。 

    “能把病人从死亡线上拉回来，让他们‘起死回生’，是我那时最追

求的事，这能给医生带来很大的成就感。”白教授这样谈到自己最初从医的

理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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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在后来的工作中，白春学教授逐渐发现，临床医生要具有一定的科

研创新能力。于是，他便在 1997 年和 2001 年专注投入到水通道及 RNAi 干

扰技术的研究，为世界重大医学研究作出了充分的基础铺垫工作。然而，实

验室研究要真正转化到实际工作中，解决病人实际问题，还为时尚早。  

    “这些科研工作固然重要，但它们能否转化到实际工作中，真正解决

实际问题？我看还有一定距离。甚至我都无法保证在有生之年能看到它真正

惠及病人这一天。所以，我还是想做一些能马上出效果的实事！”白春学教

授谈道。 

    于是“物联网医学”便诞生了。物联网医学的普及将使无数中国乃至

世界呼吸病患者“无罪释放”、“一劳永逸”，挽救无数因诊治不及时而导

致的肺癌晚期及肺功能衰竭患者。 

    “从谋生到慧众”，这是白春学教授从医 40 余年后的感悟。而笔者相

信，白教授的医学之路仍旧不止于此！ 

    文末，引以白春学教授的七绝诗词，与君共勉。  

三个连接全时空，融合四众在其中。 

质控防保与诊疗，全新模式惠终生。 

 

5.贵州省人民医院呼吸科圆满举办第二届“护理学习型积极分子”评选活动 

  为提高护理人员专科知识水平及学习积极性，12 月 8 日呼吸与危重症医

学科在 11 楼多功能厅小会议室举行了 2016 年度“护理学习型积极分子”评

选活动。 

此次活动由张萍、周明星、刘建琴主持，护士长吴瑞明、陈仁华进行督

导。活动坚持“公平、公正、公开”的原则，每一位护理人员积极参与、认

真审阅、反复比对，投下自己最宝贵的一票，选出 2016 年度书写规范、字

迹清晰、内容丰富的学习读书笔记，再结合每位护士平时的理论及技能考核

成绩，最终评选出一等奖 1 名、二等奖 2 名、三等奖 4 名，并对获奖者给予

一定的奖励。 

本次活动是我科第二次举行以倡导护理学习、加强护理质量、提升护理

技术、督导护理教学而专门举办的活动，得到了科室全体人员的大力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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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贵州省人民医院)省医快速反应,多学科救治一例人感染禽流感患者 

一元复始，万象更新。在辞旧迎新的跨年之夜，省医专家组临危受命，

奔赴黔南州中医院。尽管农历鸡年还没来，但是禽流感捷足先登。  

    咳嗽、咳痰伴发热  确诊人感染高致病性禽流感 

2016 年 12 月 29 日 19 时 36 分，患者因“咳嗽、咳痰伴发热”经门诊

入住黔南州中医院内四科，因患者病情危重于 2016 年 12 月 29 日 20 时 45

分转入该院 ICU 进一步救治，同时采取隔离、消毒措施，及时报告卫生行政

部门。2016 年 12 月 31 日，经过黔南州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实验室检查，确

诊人感染高致病性禽流感患者 A（H7N9）。 

12 月 31 日凌晨到达黔南州中医院   省医实施多学科综合救治 

省委省政府、国家及州卫计委、贵州省人民医院及黔南州中医院等领导

高度重视，成立了以卫计委牵头、该院院长为组长的医疗救治小组，开放绿

色通道，举全省之力，实施多学科综合救治。贵州省人民医院成立了以医务

处王元林处长为组长、呼吸科叶贤伟主任、感染科罗新华主任、心内科杨龙

主任、肾内科査艳主任、院感科杨怀科长的禽流感救治专家小组， 2016 年

12 月 31 日凌晨到达黔南州中医院，下车后立即奔赴 ICU 病房，详细听取 ICU

主任及医务人员对患者病情的汇报，亲自察看患者，制定周密诊疗计划。  

成功经验和综合实力  救治初见成效 

每日上午九时，由黔南州中医院组织该院及黔南州州医院等医院重症医

学科、呼吸内科、肾内科、血液内科、心内科、放射科、药剂科、护理部和

医院感染管理科等相关科室人员参会，汇报患者病情变化，我院禽流感救治

专家小组成员讨论病情、共商诊疗方案及院内感染防控措施。全体医护人员

全力以赴、夜以继日的全力救治。 

2009 年，我院成功救治贵州省内首例禽流感患者，凭借当时救治的成功

经验，以及省医强大的临床综合实力，我院禽流感救治小组挟成功救治贵州

省首例禽流感之威武，制定周密诊疗计划，加强细节管理，救治初见成效。 

抢救治疗冲往一线的同时，我院还派出国家级院感控制专家，对医院的

院内感染进行严密监控。 

借助远程医疗 实施严密监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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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月 3 日，我院专家回在到贵阳的第二天，马上通过远程医疗平台，组

织相关专家，对病人病情进行严密监控，保证治疗效果。  

  

 

7.沈华浩，陈志华，李雯教授荣获 2016 年浙江省浙江省自然科学一等奖 

    沈华浩，陈志华，李雯教授荣获 2016 年浙江省“慢性气道疾病分子机

制研究浙江省自然科学一等奖”。该项目在 973 项目和多项国家自然科学基

金资助下，深入开展了慢性气道疾病的分子发病机制和临床前期防治研究，

取得了系列创新成果： 1) 在哮喘气道炎症和气道重构分子机制领域取得创

新性研究成果。2）在哮喘靶向防治领域开展了系列基础研究并取得突出成

果。3）在慢性气道疾病上皮细胞损伤机制方面取得创新性研究成果。  

 

六、公告专栏 
1.广医一院国家呼吸系统疾病临床医学研究中心通讯期刊交稿事宜 

《国家呼吸系统疾病临床医学研究中心(广医一院)通讯》（以下简称《通讯》）

刊物旨在增进各核心单位成员间的了解交流、促进相互合作而创办。主要栏

目包括各单位研究进展、会议资讯、继教培训、综合报道、公告专栏等五大

板块，是一个信息交换、传递的重要窗口。电子《通讯》按季度发布，请各

成员单位于下个季度首月 15 日前（示例：1-3 月的宣传材料请于 4 月 15 日

前）将季度搜集的关于贵院呼吸科的宣传材料发送到广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

医院国家呼吸系统疾病临床医学研究中心张冬莹邮箱

（mandy13480271412@foxmail.com）,衷心感谢各成员单位的配合，期盼众

志成城创办的每一期刊物都能成为促进中心成员间的交流与合作的枢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