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欢迎辞
尊敬的各位同道、各位专家： 

你们好！

应广大兄弟医院的要求，由陕西省保健协会周围血管专业委员会、国际血管联盟（IUA）中国分部陕西分会、陕西

省保健协会周围血管专业委员会护理学组共同主办，西安交通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周围血管科承办的“西安交通大学第一

附属医院 & 国家血栓防治示范基地——住院患者静脉血栓栓塞症预防与治疗一体化建设专题会”将于 2018.11.23—24 在

西安交大一附院举行。会议将邀请国内著名的医院质量管理和血栓性疾病专家莅临讲学，交流血栓性疾病管理、防治和

诊断研究方面所取得的新成就、新进展，对血栓性疾病领域热点问题进行深入讨论和经验交流，追求学术进步，提高临

床水平，从而进一步促进我国血栓性疾病的发展。

静脉血栓栓塞症（VTE）包括下肢深静脉血栓（DVT）和肺栓塞（PE），在住院期间贯穿于从入院到出院所有医

疗活动中，VTE 几乎涉及内、外、妇、儿、传等诸多学科。住院期间，静脉相关的血栓事件可导致肺栓塞，而肺栓塞是

导致心血管死亡的第三大常见原因，具有高发生率、高致残率、高病死率、低诊断率的特点，也是导致住院患者患者死亡、

产生医疗纠纷非常重要的原因，因为它常常是非预期的死亡。高润霖院士说：60% 的 VTE 和住院相关，肺栓塞是最具有

代表性的可预防的致死性疾病。

肺栓塞已经成为医师执业中的重大医疗事故原因。目前国家卫健委已将院内 VTE 防治工作纳入医院医疗质量管理

体系，提高到医院管理、医疗质量管理及患者安全管理的高度：2008 年，原卫生部发文将“预防术后深静脉血栓形成”

列为质量控制指标之一；2010 年，原卫生部制定的《第二批单病种质量控制指标》中，将 12 种手术的围手术期深静脉

血栓质量监控纳入了单病种管理，规范临床诊疗行为，促进临床服务质量管理的持续改进；2011 年，原卫生部将 VTE

的防治纳入三级综合医院医疗质量管理与控制指标。

通过构建院内 VTE 防治管理体系、对 VTE 诊治进行管理、评估实施后的效果发现，实施院内 VTE 防治管理工作后，

医务人员 VTE 防治意识明显提高，院内 VTE 诊断例数、治疗率提高，VTE 相关死亡病例、医生因素未治疗比例下降……

由此可见，这些管理措施确实可行，有严格遵循的必要。正如肺血管病专家王辰院士所说：“开展院内 VTE 防治工作是

为了救治患者，同时也是医务人员进行自救的措施。”

周围血管科是中国健康促进基金会血栓防治委员会授予的全国首个国家级血栓防治示范培训基地，是我院集 VTE

预防、评估、诊断、治疗及管理为一体的多学科 VTE 专业化诊治团队，一直负责规范我院 VTE 患者诊断治疗、院内

VTE 防治工作的持续推进、全院 VTE 防治一体化方案制定、以及定期对全体医护人员和进修医师进行 VTE 相关知识培

训等。经过 10 多年的工作，已经构建成具有我院特色的 VTE 防治一体化体系。为提高基层医院对 VTE 防治知识，周围

血管科已对省内 50 多家医院进行了院内 VTE 防控体系的建设进行了专题培训，建立了 VTE 多学科诊治的双向转诊机制

并开通了高危肺栓塞救治的绿色通道。对唐都医院、西京医院、陕西省人民医院、陕西省肿瘤医院、西安市红会医院、

郑大一附院、湘雅医院以及甘肃省、山西省等近 40 家医院进行 VTE 防治培训。经过培训的单位和医务人员明显提高了

VTE 的诊疗意识和诊疗水平，规避了大量的医疗风险。由田红燕教授主编多专家合作撰写的《院内静脉血栓栓塞症的预

防和治疗》、《住院患者静脉血栓栓塞症防治手册》、《医院内静脉血栓栓塞症预防与管理建议》、《中国血栓指南》

等多部国家级血栓防治指南及行业规范书籍，以面向广大基层医院发售。周围血管科在血栓防治方面已经达到国内领先、

国际先进水平行列，能为 VTE 患者提供预防、诊断、治疗、管理、随诊等全方位的一体化诊疗措施。

我们诚挚邀请各位医院院长、医务部领导和相关科室专家莅临此次会议，共同见证和分享省内专家就血栓性疾病

的成就与见解。衷心地期待与您相聚，携手开创血栓性疾病防治事业的美好未来。

大会主席：

二〇一八年十一月三日

西安交通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周围血管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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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议日程
时间：2018-11-24

地点 : 西安交大一附院新科教楼三层报告厅

09:00-09:30 开幕式及领导致辞

主持人 田红燕 杨岚 李红霞 辛霞  

主持人 左健 韩建峰 程康 孙立军

09:30-09:45

09:45-10:15

10:15-10:30

10:30-10:45

10:45-11:00

11:00-11:15

11:15-11:30

11:30-11:45

11:45-12:00

12:00-12:15

12:15-12:45

李红霞

田红燕

辛霞

张军波

李满祥

杨健

王晓红

苗常青

马建仓

刘亚民

午餐

体系建设 --- 院内静脉血栓防治与管理

防控一体 ----VTE 防治体系的建设交大经验

医护一体 ----VTE 防控临床护理体系建设

慢性血栓栓塞性肺动脉高压的介入治疗

从循证证据看肺栓塞诊疗进展

CTA 在 VTE-PE 防治中的应用

冠心病合并肺栓塞的治疗决策

肺栓塞的鉴别诊断和急诊处理

肿瘤患者 VTE 的防治

髂静脉压迫与 VTE——现状与进展

西安交大第一附属医院

西安交大第一附属医院

西安交大第一附属医院

西安交大第一附属医院

西安交大第一附属医院

西安交大第一附属医院

西安交大第一附属医院

西安交大第一附属医院

西安交大第二附属医院

西安交大第一附属医院

主持人 徐健 代毅 王明全 

主持人 刘亚民 冯占斌 袁会军 李丽君

12:45-13:00

13:00-13:15

13:15-13:30

13:30-13:45

13:45-14:00

14:00-14:15

14:15-14:30

14:30-14:45

14:45-15:00

15:00-15:15

15:15-15:30

15:30-15:45

15:45-16:00

16:00-16:30

王顺

宋艳

马强

盛婴

秦皓

张波

孟燕

白玲

周红艳

唐小妮

李前进

陈鹤鸣

陈晓峰

讨论

心动超声在肺栓塞诊断中的价值

VTE 的超声诊断技巧和进展

高危肺栓塞的介入治疗

VTE 抗栓治疗的并发症监测及处理

玩转滤器——下腔静脉滤器的合理应用

VTE 防治中的患者早期识别及危险分层

抗凝药物在 VTE 防治中的规范应用

胸痛联防 --- 一站式胸痛中心的建设

院内 VTE 的物理预防

VTE 患者的健康教育

钢丝上的舞蹈——出血合并肺栓病例汇报

身材危机——肥胖与静脉血栓

儿童 VTE 诊治实例剖析

西安交大第一附属医院

西安交大第一附属医院

西安交大第一附属医院

西安交大第一附属医院

西安交大第一附属医院

西安交大第一附属医院

西安交大第一附属医院

西安交大第一附属医院

西安交大第一附属医院

西安交大第一附属医院

榆林市第一医院

安康市中心医院

西安市儿童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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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注册时间：2018 年 11 月 23 日（周五）14:00 开始

       会议时间：2018 年 11 月 24 日（周六）09:00-17:00

二、 注册地点：西安市东方大酒店（西安市子午路十字东北角）      

       或会议现场注册

       会议地点：西安交大一附院新科教综合楼三层报告厅

三、参会须知：

 1、参会代表免收注册住宿费，交通自理。会议提供当日中午  

      工作餐。

 2、请参会者于 2018 年 11 月 15 日前发邮件、短信、微信报名， 

      以便会务组提前安排。

 3、会务邮箱：jdzwxgbq@163.com

       报名电话：联系人：陈娇 18629683915

                                       孟燕 15339138302

                                       王兰 13649285322

会议回执内容

姓名：

性别：

年龄：

手机：

信箱：

单位：

科室：

职称 / 职位：

是否住宿：

参会须知

西安交通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周围血管科科室简介

2006 年我院成立西北首家集医疗、科研、教学、预防保健为一体的周围血管病专科，国家重点专科，

医院重点发展学科，由著名心脏和血管专家田红燕教授、介入专家刘亚民教授、脑血管病专家白羽教授

及一批博士、硕士为骨干的中青年医师组成。目前是国家卫计委首批授予的外周血管介入培训基地，脑

卒中筛查与防治基地，颈动脉支架植入技术培训基地，西部首个国家级血栓防治示范培训基地，国家药

物临床研究基地，硕士及博士生授予点。在周围血管病诊治方面，在西北地区独树一帜，居全国领先水平，

受到国内外同行的好评，是《中国血栓防治指南》等 4 部国家级指南的核心撰稿专家。

学科带头人田红燕教授担任中国医师协会腔内血管治疗学会常委及血管炎性疾病专业委员会主任委

员，国际血管联盟委员及陕西分会主席，中华医学会心血管病学分会肺血管学组委员，中华医学会血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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栓塞性疾病防治委员会委员兼学术秘书，中国国际医疗保健促进会高血压和血管疾病委员会副主委，陕

西省心血管病质量控制中心副主任等，陕西省医师协会腔内血管学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陕西省保健协

会周围血管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国际血管联盟（IUA）中国分部陕西分会主任委员。核心期刊《血栓

与止血杂志》的常务编委，《心血管微创医学杂志》的副主编。SCI 期刊《respiratory research》审

稿人。刘亚民教授担任中华医学会介入放射学组委员，陕西省介入放射学会副主任委员等。

科室共主持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3 项，主持科技部“十一五”、“十二五”科技支撑计划及科技部惠

民子项目 4 项。主持省级课题 10 余项，获省部级科技进步奖 2 项，国内外核心期刊发表论文 55 篇， 

SCI 收录 20 余篇，主编专著 5 部。

在全国率先创立了“以疾病为中心，集介入、内科、外科等相互融合的多学科诊治周围血管疾病”

的模式。累计完成各类介入诊治操作 3 万余 / 人次，介入治疗近 2 万余 / 人次。开展多项新医疗新技术，

填补多项国内空白，开创西北地区和省内多个第一：第一例主动脉夹层腔内隔绝术，第一例腹主动脉瘤

腔内治疗，第一例同期主动脉夹层介入与外科结合的镶嵌手术治疗；第一个开展致死性肺栓塞的介入治

疗，目前已救治 1500 余例肺栓塞患者，肺栓塞抢救成功率达 99% ，领先国际水平（国际抢救成功率

85%）；第一例糖尿病足及下肢动脉硬化闭塞症的介入治疗，目前已成功治疗 3000 余例，技术成功率

99%；开展第一例颈动脉和颅内动脉支架植入治疗术；第一例开展慢性肺栓塞肺动脉成形术；第一例内

脏动脉成形术；第一个布加综合征的介入治疗；第一例急性动脉栓塞机械性取栓术……在全国同行中，

是并发症最低的专业团队，为数以万计的患者去除病痛，获得患者及家属的一致好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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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脉疾病：

急慢性主动脉夹层介入治疗、介入与外科手术相结合的镶嵌手术及内科治疗

胸腹主动脉瘤的介入治疗、介入与外科手术相结合的镶嵌手术及内科治疗

四肢动脉硬化闭塞症和糖尿病足的介入治疗及内科治疗

急性动脉栓塞介入治疗、机械取栓及内科治疗

颈动脉狭窄的介入治疗和内科治疗

椎动脉狭窄的介入治疗和内科治疗

无脉症和锁骨下动脉盗血综合征的介入治疗及综合治疗

肾动脉狭窄的介入治疗及内科治疗

内脏动脉狭窄的介入治疗及内科治疗

血栓闭塞性脉管炎的介入治疗及综合治疗

各种大出血的急诊介入治疗

肝、肾移植术后的各种介入治疗

各种动脉瘤的介入治疗及综合治疗

血管畸形的硬化剂治疗及介入治疗

冠心病合并下肢动脉疾病同期介入治疗与全程管理

冠心病合并脑血管疾病同期介入治疗与全程管理

静脉疾病：

下肢深静脉血栓形成和静脉血栓栓塞后综合征的介入及综合治疗

下腔静脉滤器植入与取出及综合管理

肺栓塞的介入溶栓、介入取栓、机械消融及内科治疗

肺动脉高压的微创介入诊断与综合治疗

肾功能衰竭血透通路综合征的介入治疗

髂静脉压迫综合征的介入治疗与综合治疗

微创治疗下肢静脉曲张、下肢静脉曲张的硬化剂治疗

各种周围血管疾病的介入与外科手术相结合的镶嵌治疗等

周围血管科开展
的特色业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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