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医学会糖尿病学分会教育管理研讨会暨2018国际糖尿病教育管理论坛日程
08：00-21：00 报到 注册
分会场一

分会场二

分会场三（净月宴会厅1）

分会场四（净月宴会厅2）

心理行为工作坊

创意卫教工作坊

分会场五（净月宴会厅3）
糖尿病教育标准化
主持：孙亚东、王清

8月9日
14:00-18:00
Fisher（美国）Tricia（加拿大） 助教：陈沐洁（美国）

13:30-13:50

药物治疗篇 李玲

13:50-14:10

认识糖尿病 孙亚东

14:10-14:30

饮食治疗篇 邹芳

14:30-14:50

运动治疗篇 马博清

14:50-15:0

监测篇 严孙杰

15:10-15:30

心理调适篇 李文慧

陈良娟（中国台湾）助教：鞠昌萍

主持：匡洪宇、王桂侠
15:40-16:00

低血糖识别和预防 匡洪宇

16:00-16:20

糖尿病急性并发症识别、处理和预防 朱延华

16:20-16:40

糖尿病慢性并发症识别、处理和预防 郗光霞

16:40-17:00

糖尿病患者生活常识 张明霞

17:00-17:20

护足篇 章秋

17:20-17:40

常见误区解析篇 刘静

主会场（益田会议中心1/2)
07:30-08:00
08:00-08:30
08:30-08:45

礼来公司早餐卫星会
三诺公司早餐卫星会
开幕式 主持：郭晓蕙
领导致辞
第一部分 对话糖尿病教育与管理
1、分级诊疗体系中糖尿病分级管理的价值与目标

08:45-10:15

贾伟平 潘长玉

Nam Choe（韩国） 纪立农 姬秋和
2、糖尿病分级管理与全程支持综合实践的核心与支撑 郭晓蕙 孙子
林

10:15-10:30
10:30-12:30
10:30-11:10
11:10-11:40
11:40-12:00
12:00-12:30
12:30-13:00
13:00-13:30

于晓松 黄泽民 孙亚东

茶 歇（VIP合影）
第二部分 糖尿病教育管理，从全球经验到中国探索

主持：潘长玉

纪立农
全球糖尿病教育管理的发展趋势 Nam Choe（韩国）
分级诊疗体系中糖尿病教育管理的体系建设与基层拓展 贾伟平
教育管理从"应对"到"改变"糖尿病，我们的策略和行动 郭晓蕙
BD公司午餐卫星会
美敦力公司午餐卫星会
雅培公司午餐卫星会

8月10日
分会场一（益田会议中心2）

分会场二（益田会议中心1）

分会场三（净月宴会厅1）

分会场四（净月宴会厅2）

分会场五（净月宴会厅3）

第三部分
分会场
13:30-15:30

DSMS专场 纪立农 杨立勇

13:30-14:10

DSMS与DSMSE的全球实践与发展 Fisher（美国）

13:30-14:00

糖尿病教育的转型-从知识灌输到问题解决 楼青青

13:30-14:00

14:10-14:40

IDF-WPR各国DSMS体系的实践与发展 纪立农

14:00-14:30

北美糖尿病教育管理新技术与新工具荟萃分析 陈沐洁（美国）

14:00-14:30

DSMS中国实践:同伴支持与互联网+ 孙子林

14:30-15:00

糖尿病运动综合评估系统与并发症筛查的协同应用 金晖

14:30-15:00

从1型病人的角度看DSMS与新技术的研究与应用Laurence Hirsch

15:00-15:30

论文交流 4篇

15:00-15:30

14:40-15:10
15:10-15:30
15:30-15:45

糖尿病教育管理的新技术应用

梁瑜祯 赖晓阳

糖尿病教育管理与体系建设 匡洪宇 华燕吟

院内院外血糖管理与衔接 姬秋和 孙亚东

以处方共识为指导的教育管理团队规划与建设 章秋
个案管理技术在糖尿病教育管理中的思考与实践 沈犁
专科护士与教育者培养体系的协同发展 赵芳
论文交流 4篇

全院血糖管理的综合效能提升经验谈 沈洁

13:30-14:00

上海市社区糖尿病防治管理一体化的创新实践 贾伟平

14:00-14:30

全院血糖管理在特殊人群低血糖防范中的价值与实践 袁丽

14:00-14:30

成都市成华区糖尿病分级管理的实践与服务 冉兴无

14:30-15:00

CGMS在院内院外血糖管理中的独特价值 周健

14:30-15:00

河北省糖尿病防治管理体系的分级建设与完善 宋光耀

15:00-15:30

自我血糖监测在口服降糖药物治疗中的作用—梦幻与现实 纪立农

15:00-15:30

餐后血糖与分级管理专题 大会主席：纪立农、孙子林

糖尿病院内外整合血糖管理体系的建立与应用专题大会主席：姬秋和、孙

15:45-16:15

胰岛素注射技术指南解读 章秋

15:45-16:15

5个问题带你看清糖尿病饮食管理的真正价值 董建军

15:45-16:15

16:15-16:45

胰岛素注射技术新进展 郭晓蕙

16:15-16:45

社区血糖管理实践——来自北京方庄社区的经验分享 葛彩英

16:15-16:45

16:45-17:15

血糖监测在慢病管理中的应用 匡洪宇

16:45-17:15

唾手可得的血糖波动——血糖波动专家共识解读 孙子林

16:45-17:15

DSMS与胰友支持实践 孙子林

16:45-17:15

17:15-17:45

讨论、总结： 纪立农、孙子林

17:15-17:45

Q&A，大会主席总结

17:15-17:45

DSMS中国实践-胰友支持专题大会主席：姬秋和 刘静

分会场一（益田会议中心2）

分会场二（益田会议中心1）

心理支持与行为改变专场 段滨红 李军
糖尿病教育管理体系中心理支持和行为改变的价值与概念 Edwin B
.Fisher（美国）

09:20-10:00

糖尿病教育者心理支持和行为改变的实践经验示例与互动点评 陈沐洁

09:00-09:30
09:30-10:00

医学营养协同专场- 让营养管理走入糖尿病一线治疗

三甲医院体医融合必要性与实施路径探讨，郗光霞
北大医院体医融合实践，郭威

主持：姬秋和 孙亚东
血糖信息化对护理管理质量的改进经验分享 李君
主持：王桂侠 谢翠华
院外血糖信息化管理模式分享 王菲菲
主持：孙亚东 匡洪宇
糖尿病全病程闭环管理模式的探讨

待定

15:45-16:15

项目成果总结 郭晓蕙

16:15-16:45

妊娠糖尿病线上线下多维度精细化管理 平凡

16:45-17:15

多学科诊疗模式（MDT）妊娠糖尿病管理的经验分享

17:15-17:45

区域内妊娠糖尿病管理协作 章秋

会议总结 孙亚东

项目总结表彰

分会场四（净月宴会厅2）

分会场五（净月宴会厅3）

拉伸联系的理论与方法，王安利
糖尿病专科如何在医体融合中实现协同发展

全科医生协同专场 孙子林 王爽
08:00-08:20

糖尿病综合管理实践之专科医生如是说 刘静

糖尿病特医食品的开发与应用 陈伟

08:20-08:40

糖尿病综合管理实践之全科医生如是说 吴浩

08:40-09:00

北京社区医生代表经验分享；魏学娟

09:00-09:20

上海社区医生代表经验分享； 雷云

09:00-09:30
崔巍

李兴 李学军

逆转糖尿病不是梦 王建

08:30-09:00

09:30-10:00

糖尿病营养管理与肠道菌群 柯静
糖尿病患者膳食指南 葛声

09:20-09:40

辽宁社区医生代表经验分享； 韩琪

09:40-10:00

苏州社区医生代表经验分享； 赵翼洪

茶歇
第二部分
分会场 专题会议
血糖监测精益求精实践专场大会主席：赵芳

13:00-15:00

16:15-16:45

席：章秋

信息化技术助力全院护理同质化管理 沈犁

08:00-08:30

10:15-12:15

12:15-13:00

体验 王美君

分会场三（净月宴会厅1）

医体融合协同专场 郭立新 郭建军
08:00-08:30
08:30-09:00

11:15-11:45

从DSME向DSMS的同伴教育项目实践-“胰友支持”掌控糖尿病全新

15:45-16:15

第一部分

糖尿病教育者心理支持的方法和工具介绍 Tricia S. Tang（加拿大）

10:45-11:15

王思明

分会场 专题会议

08:40-09:20

10:15-10:45

“胰路相伴”-浅谈互联网时代，糖尿病团队管理的优势

妊娠糖尿病综合管理专题 —GDM关爱计划项目中期成果汇报会大会主

亚东

营养自助餐体验活动（自助晚餐）

08:00-10:00

10:00-10:15

论文交流 4篇

茶 歇 参观展台
胰岛素注射技术及新进展专题大会主席：纪立农

08:00-08:40

糖尿病教育管理的分级与实践 刘静 雷闽湘

13:30-14:00

15:45-17:45

18:00-20:00

8月11日

专题会议

血糖仪ISO新标准及其临床意义 孙子林

运动支持专场 陈开宁 郗光霞
10:15-10:45

如何让运动支持与药物选择相得益彰 常翠青

营养联合门诊示教 刘静 楼青青
10:15-11:15
11:15-12:15

清华长庚个案门诊团队
（营养师+教育者，联合介绍40分钟，专家点评和互动讨论20分钟）
同济医院管理门诊团队

联合门诊的综合实践 孙亚东 章秋
10:15-10:45

就医不孤单-从个别门诊到共享门诊 林瑞祥

10:45-11:15

生活康养基地与创意卫教实践之经验分享 陈良娟

如何实现有意义的血糖监测 胡肇衡

10:45-11:15

运动康复支持-来自301的经验分享 王维民

SMBG相关技能培训项目 郭晓蕙

11:15-11:45

运动康复支持的示教案例分享—江伟新

11:15-11:45

11:45-12:00

论文交流 4篇

11:45-12:00

（营养师+教育者，联合介绍40分钟，专家点评和互动讨论20分钟）

午餐+学术壁报交流

分阶段自我管理支持专场 郭晓蕙 张明霞
四个关键阶段的管理目标分析与实践解读：

13:00-15:00

运动支持专场 马博清 朱延华

综合管理门诊示教 严孙杰 袁丽

运动实践工作坊 戴剑松 贾竹敏

中大医院联合门诊团队
13:00-13:30

新病人确诊的管理 李君

13:00-13:30

运动与肌氧相关知识理论讲解

13:00-14:00

（教育者+团队成员1人，联合介绍40分钟，专家点评和互动讨论20

13:30-14:00

年度例行评估的管理 邢秋玲

13:30-14:00

中心示范 20分钟

14:00-15:00

（教育者+团队成员1人，联合介绍40分钟，专家点评和互动讨论20

14:00-14:30

并发症重点筛防的管理 鞠昌萍

14:00-14:30

场内人员互动参与

14:30-15:00

管理方案发生改变的管理 李彩宏

14:30-15:00

论文交流 8篇

15:00-15:20

第三部分 闭幕式 主持：孙子林

分钟）
中大医院联合门诊团队
分钟）

闭幕致辞 优秀论文颁奖

照护门诊的进阶实践与建设管理
论文交流 4篇

张俊清

胡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