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 国 康 复 医 学 会

中康函发〔2021〕96 号

关于举办国家级继续医学教育项目“中原肾脏
病康复论坛”的通知（第一轮）

各有关单位：

慢性肾脏病（CKD）的高患病率已经成为全球公共卫生的一

大挑战，终末期肾病患者的人群逐年增加，目前研究显示终末期

肾脏病花费高、死亡风险高、预后差，长期肾脏病替代治疗将带

来巨大的社会及经济负担。肾脏病康复治疗是减轻慢性肾脏病

（CKD）患者功能残疾、提高生活质量、减轻家庭社会负担的有

效手段和重要途径。目前国内 CKD 患者康复治疗的研究尚处于初

期的阶段，对肾脏病康复的关注度不够，肾脏科医生缺乏专门的

学术机构提供指南性意见的指导。

根据中国康复医学会《关于公布中国康复医学会获批2021

年国家级继续医学教育新申报项目的通知》（中康发〔2021〕2

号）文件精神，由中国康复医学会肾脏病康复专业委员会主办，

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承办的国家级继续教育项目“中原肾脏病

康复论坛”（项目编号2021-03-05-131(国)）将于2021年10月30

日至10月31日于线上召开，本次论坛将就肾脏病领域的 ANCA 相

关性血管炎肾损害、狼疮性肾炎、急性肾损伤等重症肾脏病的内

科及血液净化治疗进行深入学术交流。欢迎广大从事肾病科、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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液净化、康复医学的各位专家参加本次论坛，聚焦肾脏病，共享

学术盛宴。

一、组织机构

主办：中国康复医学会肾脏病康复专业委员会

承办：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二、会议日期和地点

会议时间：2021.10.30-2021.10.31

会议形式：网络会议

三、会议内容

详见附件

四、会议费用

本次会议收取注册费100元/人，费用回单位报销。

五、报名注册

1.可通过微信扫描二维码填报信息并缴费，支付成功后请截

图保留转账凭证



- 3 -

2.也可银行汇款方式缴费

户名：中国康复医学会

账号：112303010400039270000000050

开户支行：农业银行北京和平里支行

转账时请填写备注：中原肾脏病康复论坛+学员姓名+手机号

3.缴费完成后须微信扫描下方二维码，完成线上报名。

六、学分授予

线上正式注册参会代表（学习全部课程并考核合格者）者可

授予国家级继续医学教育 I类学分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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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联系方式

会务联系人：王晓阳：18739939677

朱礼阳：15838124414

财务联系人：刘美彤：183108349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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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中原肾脏病康复论坛日程
2021年10月30日上午 线上

时间 题目 讲者 主持人

08:30-08:40 开幕式 学会领导致辞 赵占正 教授

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08:40-09:10 血液透析中心康复体系建设 左力 教授

北京大学人民医院

朱清 教授

河南省人民医院

09:10-09:40 肾脏病康复的现状及未来 马迎春 教授

北京博爱医院

肖静 教授

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09:40-10:10 中国成人CKD患者运动康复专家共识解读 李贵森 教授

四川省人民医院

王少亭 教授

郑州大学第五附属医院

10:10-10:30 茶歇

10:30-11:00 膜增生性肾小球肾炎诊治进展 陈孟华 教授

宁夏医科大学总医院

张琳琪 教授

河南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

院

11:00-11:30 FSGS诊治进展 胡昭 教授

山东大学齐鲁医院

王建生 教授

郑州大学第二附属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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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30-12:00 膜性肾病的优化治疗 李航 教授

北京协和医院

时军 主任医师

河南大学淮河医院

12:00-14:30 午餐

2021年10月30日下午 线上

时间 题目 讲者 主持人

14:30-15:00 IgA肾病治疗现状及新进展 吕继成 教授

北京大学第一医院

张献朝 主任医师

平顶山市第一人民医院

15:00-15:20 生物制剂在肾内科的应用 刘冰 教授

河南省人民医院

王东海 主任医师

驻马店市中心医院

15:20-15:40 肾病综合征抗凝治疗 肖静 教授

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刘云 主任医师

新乡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

15:40-16:00 舒洛地特卫星会 陈楠 教授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瑞金医院

张小玲 教授

河南省人民医院

16:00-16:20 茶歇

16:20-16:40 中国肾性贫血指南解读 邢国兰 教授

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杨福燕 主任医师

新乡市第一人民医院

16:40-17:40 疑难病例讨-郑大一附院 讨论嘉宾

刘栋 主任医师 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赵占正 教授

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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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蓓莉 主任医师 郑州人民医院

任东升 主任医师 南阳市中心医院

薛现军 主任医师 濮阳市人民医院

马东红 主任医师 新乡医学院第一附属医

院

2021年10月31日上午 线上

时间 题目 讲者 主持人

08:00-08:30 ISPD腹膜功能障碍的评估及干预 王惠明 教授

武汉大学人民医院

郭志玲 教授

河南科技大学第一附属医

院

08:30-09:00 狼疮性肾炎治疗的新时代变迁 陈崴 教授

中山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赵瑛瑛 教授

郑州大学第二附属医院

09:00-09:30 ANCA相关性血管诊疗进展 陈旻 教授

北京大学第一医院

刘向东 教授

新乡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

09:30-09:50 糖尿病肾病的诊治进展 刘章锁 教授

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张博 主任医师

信阳市中心医院

09:50-10:10 茶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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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0-10:30 淀粉样变性肾病 邵凤民 教授

河南省人民医院

孟国正 主任医师

漯河市第三人民医院

10:30-10:50 AKI血液净化治疗 郭明好 教授

新乡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

王黎亚 主任医师

许昌市中心医院

10:50-11:10 人工肝开始时机及治疗模式选择 张宏涛 教授

河南省人民医院

王海燕 主任医师

济源市人民医院

11:10-11:30 2021KDIGO血压管理指南解读 朱清 教授

河南省人民医院

沈实现 主任医师

濮阳市油田总医院

11:30-11:50 阿斯利康卫星会 赵占正 教授

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曲矿云 主任医师

黄河三门峡医院

12:10-14:00 午餐

2021年10月31日下午 线上

14:30-14:50 肿瘤相关性肾病 张翥 教授

阜外华中心血管病医院

孙艳梅 主任医师

周口市中心医院

14:50-15:10 肾脏病理诊断新技术及应用 权松霞 副教授

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魏新平 主任医师

商丘市人民医院

15:10-15:30 血液透析通路建立及维护的介入技术 王凯 副教授

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冯双平 主任医师

鹤壁市人民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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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30-15:50 新冠疫情下APD治疗 王晓阳 副教授

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陶雅非 主任医师

南阳市中心医院

15:50-16:10 茶歇

16:10-16:30 透析患者的容量评估 窦艳娜 副教授

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杜跃亮 主任医师

漯河市中心医院

16:30-17:30 疑难病例讨论-河南省人民医院 程根阳 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张晓雪 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郭林 焦作市人民医院

张靖华 郑州市第七人民医院

郭永兵 郑州市中心医院

曹慧霞 教授

河南省人民医院

17:30-17:40 闭幕式 赵占正 教授

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肖静 教授

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