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会议时间：
会议地点：
会议注册：

日期 时间 内容 讲者 主持
07:50-08:00 开幕式 姬秋和、冉兴无 薛耀明

08:00-08:30 中国糖尿病足的现状与未来 冉兴无 许樟荣

08:30-09:00 糖尿病神经病变——从周围到中枢 姬秋和 冉兴无

09:00-09:40 糖尿病缺血性足溃疡的局部高压氧治疗 ROBERT G.FRYKBERG 冯  波
09:40-10:00 基础胰岛素 起始剂量优化-Beyond VII 研究结果解读 冉兴无 许樟荣
10:00-10:40 糖尿病足病的外科减压处理 George T. Liu 薛耀明

10:40-11:20
新一代糖尿病鞋的结构和物理特性—对糖尿病鞋最新天然材料和
垂直微振动芯片作用的思考

CHO JAE HOON 许樟荣

11:20-11:50 基层贯彻糖尿病足防治指南：差距与对策 许樟荣 李  秋

11:50-12:10 糖尿病神经病变在糖足诊治中的意义 薛耀明 王爱萍

12:10-12:30 度易达开启糖尿病治疗新纪元--强效无忧 薛耀明 冯  波

12:30-13:30

13:30-13:55 糖尿病下肢血管病变《足病指南》解读 闫振成 梁自文
13:55-14:20 下肢静脉性溃疡的诊治策略 赵  渝 成志锋

14:20-14:45 DCB时代的糖尿病下肢动脉病变腔内治疗 顾洪斌 杨  川

14:45-15:20 顾洪斌

15:20-15:40 AA6M在糖尿病PAD全程管理中的地位和作用 顾洪斌 冉兴无、林少达

15:40-16:00 小波动，大麻烦-多维度探索血糖波动管理意义 闫振成 李  焱

16:00-18:10 共话PAD 健康中国行 MDT病例演讲比赛

13:30-13:55 改善愈合微环境是中西医创面治疗的共同思路 姜玉峰 韩会民
13:55-14:20 3D生物打印技术在皮肤创面修复中的研究进展 吴  军 赵  湜

14:20-14:45 糖尿病足诊疗管理策略的新契机：新兴技术 曹  瑛 刘  芳

14:45-15:20 陈明卫

糖尿病神经病变与糖尿病足的防治 贾黎静

糖尿病神经病变的病理生理与对策 林少达

16:20-16:45 糖尿病足与感染：指南解读与实践 王鹏华 顾洪斌

16:45-17:10 糖尿病足感染抗生素治疗和停药 杨兵全 程庆丰

17:10-17:35 糖尿病足感染创面细菌学的争议与临床实践 汤正义 肖正华

17:35-18:10 张会峰

18:10-20:00

08:00-08:25 糖尿病神经性溃疡 刘  芳 杨彩哲

08:25-08:50 糖尿病通往神经病变之路 赵志刚 林少达

08:50-09:15 糖尿病性神经病变的风险因素管理 李沛城 陈明卫

09:15-09:45 于艳梅

09:45-09:50 讨论

09:50-10:20 从现象到本质——探究中国2型糖尿病胰岛素起始治疗策略 冉兴无 刘  芳

10:20-10:45 从创面愈合角度谈创面敷料产品的设计和理解 韩春茂 朱  虹

10:45-11:10 定制鞋垫在糖尿病足溃疡防治中的进展及临床应用 王爱红 康后生

11:10-11:35 足底平板压力的临床应用 王  椿 牟忠卿

11:35-12:05 莫朝晖

08:00-08:30 糖尿病足病患者的足底压力测试及其与足病的关系 杨  川 董建军

08:30-09:00 糖尿病足压力异常的矫正 王爱萍 冯  琨

09:00-09:30 糖尿病足创面的“医院—家庭”一体化管理模式探索 李  秋 杨彩哲

09:30-10:00 关于创面封闭负压引流治疗的再认识 颜晓东 于艳梅

10:00-10:30 中医外科在糖尿病足多学科治疗中的作用 张朝晖 莫朝晖

10:30-11:00 糖尿病足预防的中医药实践与应用 陆  灏 康后生

11:00-11:30 糖尿病足不同类型坏疽的临床特点分析及中西医治疗方案选择 曹烨民 姜玉峰

12:10-13:00

13:00-14:00 病例分享1：缺血性足病-少尿-腹胀-腹痛 石鸿雁 朱  虹、冯  琨

14:00-15:00 病例分享2：感染性创面的处理原则与方法 莫健明 张  琦、韩春茂

15:00-16:00 病例分享3：糖尿病合并难治性小腿溃疡 查盼盼 康后生、林少达

16:00-16:10 闭幕式

专题：神经病变

2019中华医学会糖尿病学分会糖尿病足与周围血管病学组年会
日程

2019年9月19-21日
广东省东莞市·东莞厚街国际大酒店(地址：广东省东莞市厚街镇东风路与S256省道交汇处)
9月19日（星期四）09:00-20:00

9月20日
（周五）
下午会场A

午餐

9月20日
（周五）

上午主会场

专题：下肢血管

论文交流
陆德宾  间充质干细胞治疗糖尿病下肢缺血及足溃疡的远期疗效
贾梦潇  2型糖尿病患者下肢不同部位血管病变介入治疗远期再狭窄率及其影响因素分析
王爱红  负载莫西沙星的富白细胞-血小板纤维蛋白的生物学特性
点评与讨论

足病专家组：薛耀明、王鹏华、杨彩哲、刘
芳

冯  波、闫振成

专题：新技术

9月21日
（周六）
下午会场A

午餐

9月20日
（周五）
下午会场B

晚餐

9月21日
（周六）

上午主会场

9月21日
（周六）
上午会场B

知“足”常乐——糖尿病神经病变的防治

15:20-16:20 严  励
张秀薇

论文交流
俞牧雨  电纺丝包裹的利拉鲁肽对糖尿病创面愈合的影响及其机制研究
徐  俊  糖尿病足创面中铜绿假单胞菌的耐药性及其毒力基因分析
杨兵全  糖尿病足溃疡组织蛋白水平变化探索
点评与讨论

论文交流
李  霖  载万古霉素骨水泥在耐甲氧西林金黄色葡萄球菌感染的糖尿病足骨髓炎患者中的疗
效以及其抑菌作用机制的探讨
高芸艺  巴马小型猪糖尿病模型的建立及糖尿病小型猪的皮肤改变
李英莎  牛磺酸抑制血小板瞬时受体电位通道6改善糖尿病患者血管功能的机制研究
点评与讨论

论文交流
Raju Bista  住院糖尿病足病患者感染相关生物学标志物研究
王天元  脂肪酸合成酶在蛆虫治疗糖尿病足溃疡创面愈合中的作用研究
刘德林  定量蛋白质组学揭示糖尿病足皮肤抗菌反应蛋白表达谱
点评与讨论

论文交流
蔡玉兰  基于16S rRNA 和宏基因组测序技术分析糖尿病足骨髓炎微生物群落的研究
夏  伟  团队血糖管理模式联合网络血糖监测系统对糖尿病足患者血糖控制的成效分析
赵紫熙  医用胶原蛋白敷料对促进糖尿病足溃疡创面肉芽组织生长的临床研究
点评与讨论

专题：创面

专题：感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