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 国 康 复 医 学 会

中康函发〔2021〕89 号

关于举办特应性皮炎与免疫性皮肤病高峰论坛
的通知（第三轮）

各相关单位：

根据中国康复医学会《关于公布中国康复医学会2021年第二

批国家继续医学教育项目（2021年备案项目）的通知》（中康发

〔2021〕55号）文件精神，由中国康复医学会皮肤病康复专业委

员会主办，北京大学人民医院承办的国家级继续医学教育项目

“特应性皮炎与免疫性皮肤病高峰论坛”（项目编号：

2021-20-01-203(国)）将于2021年11月6日至11月7日在北京举

办。

“特应性皮炎与免疫性皮肤病高峰论坛”自2012年以来已成

功举办9届，是本领域具有品牌影响力的高水平学术会议。北京

大学人民医院在特应性皮炎、银屑病、斑秃、白癜风等免疫性皮

肤病的诊治方面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学科提出了特应性皮炎诊断

“中国标准”，牵头制定了《中国特应性皮炎指南》《中国斑秃

指南》《皮肤型红斑狼疮指南》，参与制定了《中国银屑病指南》

《中国白癜风诊疗专家共识》，牵头了多项特应性皮炎、银屑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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斑秃等免疫性皮肤病的重要药物的关键性研究，受到了国际关

注，为国家争了光，也得到了全国同道的认可和大力支持。

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组织机构

主办：中国康复医学会皮肤病康复专委会

承办：北京大学人民医院

二、培训对象

皮肤科、免疫科、变态反应科相关专业从业人员

三、培训时间

2021年11月6日～2021年11月7日

四、培训地点

培训地点：北京亮马河大厦（朝阳区东三环北路8号）

报到时间：2021年11月5日

五、培训内容

详见附件

六、培训注册费

本次培训班收取注册费800元/人（研究生：400元/人），不

统一安排住宿，提供会议简餐（中餐），往返交通及住宿费用自

理，费用回单位报销。

七、报名注册

1.学员需微信扫描下方二维码完成线上报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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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名截止日期：2021年10月29日

2.报名后须微信扫描下方二维码提交注册信息并完成缴费

缴费截止日期：2021年11月2日

3.也可采取银行汇款方式

户 名：中国康复医学会

账 号：112303010400039270000000036

开户行：中国农业银行北京和平里支行

转账时请填写备注：免疫性皮肤病培训班+学员姓名+手机号

八、学分授予

本次培训班学分名额300，完成缴费前300名,参加培训并考

核合格者可授予国家级继续医学教育I类学分3分，可在“国家级

继 续 医 学 教 育 项 目 网 上 申 报 及 信 息 反 馈 系 统

（http://cmegsb.cma.org.cn）”首页的“学员学分查询/证书

打印”处，输入项目编号（或项目名称）、学员姓名，即可查询

/打印学员参加学习所获电子学分等情况。

九、联系方式

http://cmegsb.cma.org.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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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中国康复医学会

北京大学特应性皮炎与免疫性皮肤病高峰论坛

日程
地点：北京亮马河大厦（朝阳区东三环北路 8 号）

时间：2021 年 11 月 6 日-7 日

2021-11-05

全天报道

2021-11-06

紫金厅

2021-11-06 08:00-08:10

开幕式合影

时间 题目 讲者 单位

2021-11-06 08:10-08:15

北大AD十周年庆祝视频

时间 题目 讲者 单位

2021-11-06 08:15-08:45

开幕式致辞

主持:张建中

2021-11-06 08:45-10:05

AD与免疫性皮肤病-基础与临床专题讲座

主持:张福仁、马琳

时间 题目 讲者 单位

08:45-09:15 皮肤免疫学进展 陆前进 中国医学科学院皮肤病研究所

09:15-09:45 我国皮肤转化医学进展 高兴华 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09:45-10:05 特应性皮炎与Ⅱ型炎症 张建中 北京大学人民医院

2021-11-06 10:05-10:20

茶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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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 题目 讲者 单位

2021-11-06 10:20-11:40

AD的认识与诊断

主持:张建中、连石、崔勇、陈爱军

时间 题目 讲者 单位

10:20-10:40 AD的诊断问题 姚志荣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新华医院

10:40-11:00 AD的类型、诊断与鉴别诊断 王华 重庆医科大学附属儿童医院

11:00-11:20 模拟AD临床表现的少见病 耿松梅 西安交通大学第二附属医院

11:20-11:40 中国AD诊断标准应用体会 刘玉梅 广州市皮肤病防治所

2021-11-06 11:40-12:00

中昊药业卫星会

时间 题目 讲者 单位

2021-11-06 12:00-12:20

赛诺菲卫星会

时间 题目 讲者 单位

12:00-12:20 度普利尤单抗中国III期数据

分享

赵琰 北京大学人民医院

2021-11-06 12:20-12:40

辉瑞卫星会

时间 题目 讲者 单位

12:20-12:40 新机制新选择-创新小分子

外用药临床经验分享

王鑫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友谊医院

万黛C厅

2021-11-06 13:00-14:40

AD的机制和诊疗进展（上半场）

主持:李承新、李福秋、韩钢文

时间 题目 讲者 单位

13:00-13:20 AD的发病机制研究进展：免

疫与皮肤微生态

姚煦 中国医学科学院皮肤病研究所

13:20-13:40 老年AD诊疗研究进展 李巍 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

13:40-14:00 特应性皮炎与接触性皮炎、

荨麻疹的关系

李邻峰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友谊医院

14:00-14:20 AD与自身免疫：分子模拟与 孙婧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儿童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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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gE自身抗体的产生

14:20-14:40 Breg在AD中的调节及意义 谷盈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儿童医院

2021-11-06 14:40-14:55

艾伯维卫星会

主持:张春雷、张建中

时间 题目 讲者 单位

14:40-14:55
从靶向到优效，选择性JAK
抑制剂开启AD治疗的新阶

段

曾跃平 中国医学科学院北京协和医院

2021-11-06 14:55-15:10

香港澳美卫星会

主持:张建中

时间 题目 讲者 单位

14:55-15:10 全身外用卤米松治疗泛发性

湿疹临床研究

李邻峰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友谊医院

2021-11-06 15:10-15:25

适乐肤卫星会

主持:张建中

时间 题目 讲者 单位

15:10-15:25 特应性皮炎的屏障修复 李巍 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

2021-11-06 15:25-15:40

茶歇

时间 题目 讲者 单位

2021-11-06 15:40-17:35

AD的机制和诊疗进展(下半场)

主持:郭书萍、张理涛、李新华

时间 题目 讲者 单位

15:40-16:00 AD诊疗指南解读2020 宋志强 陆军军医大学第一附属医院（西南医院）

16:00-16:20 外用激素在AD中的应用 李承新 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第一医学中心

16:20-16:40 AD瘙痒机制研究进展与治

疗

谢志强 北京大学附属第三医院

16:40-17:00 AD的转化医学进展 赵琰 北京大学人民医院

17:00-17:20 儿童AD的特点及治疗 梁源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儿童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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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20-17:35 从药理学机制看JAK-STAT
通路与感染的联系

郭澄 上海交通大学附属第六人民医院

万黛D厅

2021-11-06 13:00-14:20

荨麻疹专场

主持:郝飞、徐金华、冯文莉

时间 题目 讲者 单位

13:00-13:20 荨麻疹诊疗指南解读 徐金华 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

13:20-13:40 荨麻疹发病机制进展 郝飞 重庆医科大学附属第三医院

13:40-14:00 血管性水肿研究进展 支玉香 中国医学科学院北京协和医院

14:00-14:20 慢性自发性荨麻疹的免疫调

节治疗初探

龙海 中南大学湘雅二医院

2021-11-06 14:20-14:35

美纳里尼卫星会

主持:张建中

时间 题目 讲者 单位

14:20-14:35 难治性荨麻疹的诊疗策略 陈雪 北京大学人民医院

2021-11-06 14:35-14:50

理肤泉卫星会

主持:李承新

时间 题目 讲者 单位

14:35-14:50 理肤泉卫星会 田燕 空军特色医学中心(原空军总医院)

2021-11-06 14:50-15:20

茶歇

时间 题目 讲者 单位

2021-11-06 15:20-17:20

免疫相关皮肤、毛发疾病专场

主持:潘萌、邓丹琪、方红

时间 题目 讲者 单位

15:20-15:40 大疱性类天疱疮与Ⅱ型炎症 潘萌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瑞金医院

15:40-16:00 生物制剂时代传统免疫制剂

的应用

邓丹琪 昆明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

16:00-16:20 重症药疹治疗进展 施辛 苏州大学附属第二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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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20-16:40 斑秃发病机制研究进展 吕中法 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二医院

16:40-17:00 脱发的新药研发 周城 北京大学人民医院

17:00-17:20 毛囊干细胞研究进展 李吉 中南大学湘雅医院

2021-11-07

万黛C厅

2021-11-07 08:00-09:40

白癜风和黑素瘤专场

主持:王秀丽、杜娟、魏爱华、禚风麟

时间 题目 讲者 单位

08:00-08:20 武汉协和医院黑素瘤MDT团
队的建设

陶娟 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协和医院

08:20-08:40 白癜风治疗策略 李珊山 吉林大学第一医院

08:40-09:00 白癜风外科治疗策略 丁晓岚 北京大学人民医院

09:00-09:20 白癜风白发的诊与治 杜娟 北京大学人民医院

09:20-09:40 白癜风维持治疗的基础与临

床研究进展

雷铁池 武汉大学人民医院

2021-11-07 09:40-10:00

茶歇

时间 题目 讲者 单位

2021-11-07 10:00-12:00

疑难病例及诊疗思维

时间 题目 讲者 单位

万黛D厅

2021-11-07 08:00-09:40

银屑病专场（上半场）

主持:张春雷、朱威、蔡林

时间 题目 讲者 单位

08:00-08:20 靶向药物治疗皮肤病进展 张学军 复旦大学皮肤病研究所

08:20-08:40 银屑病生物制剂进展 郑敏 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二医院

08:40-09:00 复杂银屑病的诊治 晋红中 中国医学科学院北京协和医院

09:00-09:20 关节型银屑病诊疗专家共识 顾军 海军军医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09:20-09:40 关节型银屑病：风湿科专家 苏茵 北京大学人民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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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经验

2021-11-07 09:40-09:50

茶歇

时间 题目 讲者 单位

2021-11-07 09:50-10:10

诺华卫星会

主持:张建中

时间 题目 讲者 单位

09:50-10:10 三月不敌，卸甲归“挺” 蔡林 北京大学人民医院

2021-11-07 10:10-10:25

礼来卫星会

主持:张建中

时间 题目 讲者 单位

10:10-10:25 生物制剂治疗新格局下的道

与术

蔡林 北京大学人民医院

2021-11-07 10:25-10:40

协和麒麟卫星会

主持:张建中

时间 题目 讲者 单位

10:25-10:40 协和麒麟卫星会 晋红中 中国医学科学院北京协和医院

2021-11-07 10:40-12:20

银屑病专场（下半场）

主持:栗玉珍、李新华、赵邑

时间 题目 讲者 单位

10:40-11:00 银屑病生物制剂治疗体会 丁杨峰 上海市皮肤病性病医院

11:00-11:20 银屑病外用药物治疗进展 孙青 山东大学齐鲁医院

11:20-11:40 银屑病生物制剂专家共识 史玉玲 上海市皮肤病医院

11:40-12:00 银屑病患者长期管理 吕成志 大连市皮肤病医院

12:00-12:20 银屑病生物制剂治疗体会 夏建新 吉林大学第二医院

2021-11-07 12:20-12:30

大会闭幕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