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粤医会[2022] 310 号

关于召开广东省医学会第十五次变态反应学学术会议

暨变态反应性疾病诊断和治疗的新进展学习班的通知

各有关单位：

为促进我省变态反应领域的交流及发展，我会定于 2022 年 11 月 4

—6 日在广州市召开广东省医学会第十五次变态反应学学术会议暨变态

反应性疾病诊断和治疗的新进展学习班。本次会议由广东省医学会主办、

广东省医学会变态反应学分会承办。

大会将邀请国内从事该领域的著名专家参加会议并作专题讲座，就

过敏性疾病的特异性诊断与免疫治疗进行学术交流和讨论。我们热诚邀

请从事该领域（包括变态反应科、耳鼻咽喉科、呼吸科、儿科、皮肤科、

风湿免疫科以及基础研究）的医师、护理和研究人员积极参加并投稿。

此次会议将采用会前网上预约报名参会，线下开展学术交流（详细操作

流程见附件 1）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会议内容：专题报告、论文交流。

二、会议时间：2022 年 11 月 4—6日。4日 14：30 开始报到，5日

全天-6 日上午开会，6日会议结束撤离。

三、会议地点：广东省广州市越秀区流花路 119 号，越秀国际会议

中心。

四、参会对象：变态反应学分会全体委员、青年委员、学组成员、

专题报告者、论文作者，欢迎从事本专业及相关专业医务人员参加。

五、收费标准：注册培训费（含资料费、授课费、会场使用费等）

总计 800 元/人，在读研究生 400 元/人（凭学生证），住宿费标准 550

元/天/人/房（中国大酒店），会议统一安排食宿，费用回单位报销。

六、学分授予：注册代表均可获得国家级Ⅰ类继续医学教育学分。

请携带医疗教育一卡通登记学分,会议现场授分，会后不予补录。

七、会期其它会议信息：1、11 月 4 号下午 18：00-19：00 召开广

东省医学会变态反应学分会第五届委员会第二次全体委员会议，请各委

员届时参加，会议内容另见通知。2、11 月 6 日 11：40-12：40 在越秀



国际会议中心 2 楼 201 报告厅召开广东省医学会变态反应学分会学组成

立大会，届时将颁发证书。

八、报名方式：请选以下任一方式报名：1、请 2022 年 10 月 31 日

前登录大会唯一报名网站：https://2022btfy.sciconf.cn 预注册报名。

2、关注微信公众号进行在线报名（二维码附后）。3、现场报名。

九、联系方式：广东省医学会学术管理与组织管理部 庞君宇

18027117062。分会秘书 广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杨朝崴

13609008140。

备注：您的论文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已被大会采

用。

附：已被大会录用的论文题目及作者姓名：

1.………

2.………

本次会议预约报名

有关会议最新消息欢迎浏览广东省医学会网站：www.gdma.cc。

备注：会议疫情防控要求，根据具体情况，以届时政府有关部门的

通知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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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会议报名流程及参会须知（含疫情防控措施等）

报名流程：

1、所有参会代表均需提前登录会议官网注册报名。

2、会前一周登陆会议官网确定参会。

3、会议现场报到处出示 48小时核酸检测证明、注册码及穗康码（或

粤康码、平安白云，有其中一码即可）报到。

参会须知：

1、参会代表进入会议酒店都必须佩戴口罩并进行体温检测，体温异

常者（≥37.3℃）不允许进入。

2、参会代表与会过程中需全程佩戴代表证，凭证进入会场。人流高

峰时期，大会将通过管控分流等措施减少同时进入会场的客人数，请遵

守会务组现场安排。

3、参会代表与会期间必须佩戴口罩，活动间隔 1米以上。

4、会议期间请勿进行聚集性用餐，参会代表取餐后请尽可能回房用

餐或在用餐区与人间隔 1.5 米以上的距离用餐，餐食方可摘脱口罩，就

餐后离开座位必须戴口罩。

5、会议期间住宿不进行随机拼房安排。

6、会议期间请注意个人卫生，勤洗手。



附件 2：

广东省医学会第十五次变态反应学学术会议

会 议 议 程（初版）

时 间 内 容 讲 者 主持人

11 月 5 日上午 广州越秀国际会议中心 5楼大会议厅

开幕式 8:00-8:30

大会专题讲座

全国主委论坛

08:30-08:55 严重过敏反应的诊断和治疗 尹佳
赖荷

08:55-09:00 问答与讨论 李添应、孙宝清

09:00-09:25 中国过敏性鼻炎临床研究 张罗
杨钦泰

09:25-09:30 问答与讨论 徐睿、杨贵

09:30-09:55 食物过敏的诊断思路与治疗 王良录
邱前辉

09:55-10:00 问答与讨论 卢根、鲍燕敏

10:00-10:25 过敏性鼻炎特异性免疫治疗未来方向 程雷
彭华

10:25-10:30 问答与讨论 白珺、唐隽

10:30-10:40 茶歇

10:40-11:10 大会卫星会---2 型炎症诊断与治疗 李靖 邱前辉

大湾区讲者论坛之一

11:10-11:35 Prospects of primary prevention of asthma 王永坚（香港）
曾华松

11:35-11:40 问答与讨论 陈爱欢、陈壮桂

11:40-12:05 环境因素对过敏性疾病的发病转归的影响 黄啸谷（台湾）
陶爱林

12:05-12:10 问答与讨论 刘雪婷、杨朝崴

12:10-12:40 大会卫星会 2---卫星会 洪海裕 李靖

11 月 5 日下午 广州越秀国际会议中心 5 楼小会议厅 A

（过敏与风湿免疫学组/过敏基础与转化学组）

14:00-14:15 过敏与风湿免疫学组组长发言 曾华松 陶爱林

14:15-14:30 高 IgE 综合征 杨军

曾华松
14:30-14:45 JAK 通路与自身免疫性疾病 袁飞

14:45-15:00 天然植物产物与类风湿关节炎 接力刚

15:00-15:15 狼疮与获得性免疫缺陷 叶玉津



时 间 内 容 讲 者 主持人

15:15-15:30 学组卫星会 1：---过敏原检测 曾华松

15:30-16:00 学组口头发言

16:00-16:10 茶歇

16:10-16:25 重组过敏原组分脱敏疫苗的进展 陶爱林 曾华松

16:25-16:40 亚洲慢性鼻窦炎和 2 型生物制剂 张雅娜

陶爱林

16:40-16:55 农村环境微生物通过调控肠道菌群介导过敏免疫保护 杨朝崴

16:55-17:10 多靶效纳米制剂在嗜酸性哮踹治疗中的探讨 孙卫民

17:10-17:25 基于内在分型的慢性鼻窦炎伴鼻息肉的治疗策略进展 于超生

17:25-17:40 学组卫星会 2

17:40-18:10 学组口头发言

11 月 5 日下午 广州越秀国际会议中心 5 楼小会议厅 B

（肺过敏学组/儿童过敏与哮喘学组）

14:00-14:15 广东省成人哮喘管理现状与策略 赵海金 李敏菁

14:15-14:30 重度哮喘生物靶向治疗进展 陈如冲 郑忠生

14:30-14:45 过敏性肺炎的诊断和评估指南解读 吴健 樊慧珍

14:45-15:00 ABPA 的诊治进展 周宇麒 张 丽

15:00-15:15
学组卫星会 3---提高哮喘控制水平，改善患者生存质量

--GINA2022 更新解读
赵海金 李靖

15:15-15:30 EGPA 的诊断治疗进展 程远雄 梁伟权

15:30-15:45 ILC2 细胞在哮喘中的作用及相关免疫治疗进展 刘 晶 陈 敏

15:45-16:00 基层哮喘管理经验分享 陈翠仪 区秀燕

16:00-16:10 茶歇

16:10-16:25
广东省儿童哮喘防治体系建设总结暨广东省变态反应分会

儿童过敏与哮喘学组工作总结
陈爱欢

孙树梅

马战英

16:25-16:45 上气道炎症性疾病的分层管理 邓力
黄柳一

孙丽红

16:45-17:05 阿奇霉素在儿童呼吸系统疾病中的适应症及合理使用 郑跃杰
李增清

王桂兰

17:05-17:25 儿童腺样体肥大非手术治疗的最新进展 陈广道 檀卫平



时 间 内 容 讲 者 主持人

彭秋莹

17:25-17:40
学组卫星会 4：免疫治疗在儿童感染相关喘息性疾病中的应

用
孙树梅

郑跃杰

陈永新

17:40-17:50 基层儿童哮喘标准化门诊建设经验分享 待定 鲍燕敏

潘志伟17:50-18:00 儿童哮喘标准化门诊区域示范中心建设经验分享 待定

18:00-18:10 区域示范中心授牌既第四批标准化门诊授牌
邓力

陈爱欢

11 月 5 日下午 广州越秀国际会议中心 5 楼小会议厅 C

（诊断检验学组/鼻眼过敏学组）

14:00-14:15
诊断检验学组成立组长发言

过敏原诊断中国专家共识解读
孙宝清 文译辉

14:15-14:30 过敏性疾病的预防策略及方法 刘光辉

孙宝清

14:30-14:45 FeNO 应用与过敏性诊断的临床意义 郝创利

14:45-15:00 食物过敏的诊断和治疗 周薇

15:00-15:15 过敏原组分特异性 IgE 检测及其临床意义 祝戎飞

15:15-15:30 过敏性疾病生物样本库建立标准 罗文婷

15:30-15:45 学组卫星会 5：过敏原定量检测的临床意义及结果解读 待定

15:45-16:00 学组口头发言 待定

16:00-16:10 茶歇

16:10-16:25
鼻眼过敏学组组长发言

慢性鼻窦炎合并哮喘手术治疗关注点
文译辉 孙宝清

16:25-16:40 变应性鼻炎的手术治疗 孙悦奇

文译辉

16:40-16:55 特异性免疫治疗新进展 黄雪琨

16:55-17:10 儿童变应性鼻炎的危害与早期干预的必要性 秦勇

17:10-17:25 过敏性鼻炎鼻后神经切断术后的初步疗效观察 洪海裕

17:25-17:40 学组卫星会 6：---度普利尤单抗治疗鼻窦炎 待定

17:40-18:55 过敏性结膜炎诊断和治疗 霍丽君

17:55-18:10 学组口头发言 待定



时 间 内 容 讲 者 主持人

11 月 5 日下午 广州越秀国际会议中心 5 楼小会议厅 D

（皮肤过敏学组/精准诊疗学组）

14:00-14:15 特应性皮炎诊疗进展 梁云生

14:15-14:30 特应性皮炎 MDT 管理 冯佩英

梁云生

14:30-14:45 重症药疹诊疗进展 张江林

14:45-15:00 慢性荨麻疹诊疗进展 黄卫宁

15:00-15:15 学组卫星会 7 待定

15:15-15:30 学组口头汇报 待定

15:30-16:00 学组口头汇报 待定

16:00-16:10 茶歇

16:10-16:25 支气管哮喘的精准治疗 董航明
陈新

张培芳

16:25-16:45 慢性鼻窦炎伴哮喘的诊疗进展 陈枫虹
李赛群

李健忠

16:40-16:55 特应性皮炎的精准治疗 吉苏云
卢荣标

梁粤

16:55-17:10 NLRP3 炎症小体和系统性红斑狼疮 张松
莫友

黎炳祥

17:10-17:25
学组卫星会 8---度普利尤治疗 2型炎症

生物制剂在儿童过敏性疾病的应用
陈壮桂

罗少华

林嘉镖

17:25-17:40 学组疑难病例精准治疗 MDT 吉苏云 潘莉

马赟17:40-18:10 学组疑难病例精准治疗 MDT 董航明

11 月 5 日下午 广州越秀国际会议中心 5 楼小会议厅 E

（特异性免疫治疗学组/食物药物过敏学组）

14:00-14:15
特异性免疫治疗学组成立组长发言

SCIT 优化方案治疗儿童过敏性哮喘的多中心研究
白珺 鲍燕敏

14:15-14:35
生物标记物在评价过敏原特异性免疫治疗临床疗效中的

价值
李靖 韩虹

14:35-14:55 交叉致敏反应与过敏原的精准诊断 祝戎飞 黄东明

14:55-15:15 特异性免疫治疗的制剂及治疗方案的优化选择 王学艳 翟莺莺



时 间 内 容 讲 者 主持人

15:15-15:35 特异性免疫治疗安全性的临床策略实施 孟娟 白珺

15:35-15:55 学组卫星会 9：---特异性免疫治疗 待定 刘永平

15:55-16:10 国内外 AIT 指南要点及梳理 徐睿 张萍萍

16:00-16:10 茶歇

16:10-16:25
食物与药物过敏学组组长发言

食物与药物过敏所致儿童严重过敏反应单中心研究
鲍燕敏 白珺

16:25-16:45 药物过敏的诊断和治疗 赖荷

16:45-17:05 食物过敏的胃肠道表现 杨敏

17:05-17:25 药物过敏的皮肤表现 关凯

17:25-17:45 食物过敏的特异性免疫治疗进展 邵洁

17:45-18:00 食物与药物过敏病例分享 朱政

18:00-18:15 学组卫星会 10：---严重过敏性反应的诊断与治疗 待定

11 月 5 日下午 广州越秀国际会议中心 5 楼小会议厅 F

（青委会/护理学组）

14:00-14:05 青委工作汇报 黄健聪 石照辉

14:05-14:20 全国多中心过敏性疾病过敏原分布及危险因素分析 罗文婷

石照辉

黄健聪

14:20-14:35 过敏性鼻炎的外科治疗—理想和现实 石照辉

14:35-14:50 慢性瘙痒的研究进展及治疗策略 刘雪婷

14:50-15:05
尘螨非过敏原蛋白烯醇化酶的交叉反应抗体诱导中性粒细

胞性气道炎症
刘晓宇

15:05-15:20 稀发食物过敏的文献回顾 陈德华

15:20-15:35 大质管体系下多学科诊疗助力变态反应专科建设心得体会 庄虹

15:35-16:00 卫星会 待定

16:00-16:10 茶歇

16:10-16:15 护理学组组长发言 周琪琳 徐燕妮

16:15-16:40 以家庭为中心的舌下免疫治疗患儿居家照护策略 颜斐斐
周琪琳

徐燕妮
16:40-17:05 皮下特异性免疫治疗患者的全过程管理 罗晓青



时 间 内 容 讲 者 主持人

17:05-17:30 儿童哮喘护理门诊远程随访模式的构建与实践 张彩凤

17:30-18:00
1 例多学科协同诊疗的重度特应性皮炎合并过敏性鼻炎患

儿的护理经验分享
林秀贤

18:00-18:30 圆桌会议：讨论 2023 年护理学组工作计划
正副组长、骨干、

秘书
周琪琳

11 月 5 日晚上 广州越秀国际会议中心 5 楼大会议厅

19:00-21:00 晚餐

11 月 6 日上午 广州越秀国际会议中心 2 楼大会议厅

大湾区讲者论坛之二

08:00-08:25 重症哮喘的精准诊治和未来挑战 卢浩然（香港）

赵海金

08:25-08:30 问答与讨论 周宇麒、吴健

08:30-08:55 从 II 性炎症看特应性皮炎管理 朱家瑜（台湾）

梁云生

08:55-09:00 问答与讨论 李莉、冯佩英

09:00-09:30 大会卫星会 3------专家共识 李靖 杨钦泰

09:30-10:10 专题辩论赛
青年学

组

10:10-11:10 多学科疑难病例讨论

11:10-11:40 大会卫星会 4------特异性免疫治疗

11:40-12:40 学组成立大会，颁发证书 各学组
省医学

会

12:40-13:00 闭幕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