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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 北京国际睡眠医学论坛暨睡眠呼吸监测治疗技术新进展高级学习班” 

会议及征文通知 
 

尊敬的各位医学界同仁： 

为进一步推动我国睡眠医学的发展，提高睡眠医学专业技术人员学术水平，交流各地的先进经验， 

北京大学人民医院呼吸科睡眠中心，将于 2010 年 4 月 17 日-4 月 21 日在北京召开“2010 北京国际睡 

眠医学论坛暨睡眠呼吸监测治疗技术新进展高级学习班”。本次会议将延续前三届重技术、重实用的特

点（见议程），并与亚太睡眠技师协会(Network of Asia-Pacific Sleep Technologists)、世界华人

睡眠医学论坛及中国睡眠研究会生理及药理专业委员会联合举办。 

本次会议包括睡眠医学国际论坛 2天，诊断和治疗技术学习班 3 天，大会形式除专题报告外，还包 

括病例讨论、多媒体演示（国外），并安排参观睡眠中心。会议所邀请国内外知名专家授课，将从不同

方面对睡眠呼吸监测及治疗技术的最新进展进行研讨。 

本次会议将授予国家级继续教育 10 学分。欢迎各级医院呼吸科、耳鼻喉科、口腔科、神经内科、

儿科、心内科等与睡眠医学的相关人员踊跃参会，积极投稿。涉及睡眠医学及无创通气领域临床和研究

的文章均可，要求：600-800 字的中文摘要，投稿电子邮箱：hanfang1@hotmail.com  截稿日期：2010

年 4 月 1 日。 

一、报到日期：2010 年 4 月 16 日 

二、报到地点：北京海淀区学院路 39 号,唯实国际文化交流中心酒店大堂 

三、会议日期：2010 年 4 月 17 日～4 月 21 日。 

四、会议地点： 唯实国际文化交流中心（五星）（地址：北京海淀区学院路 39 号）（北京航空航天大学

南边，首享国际大厦旁边，大唐电信对过， 见附图)     酒店总机：010-62308899  
五、乘车路线： 

      1、首都机场 ----- 唯实国际文化交流中心  （约 27 公里） 
首都机场 机场快线→ 三元桥 换乘 地铁 10 号线 →  西土城站 

2、北京西站 ----- 唯实国际文化交流中心  （约 12 公里） 
从北京西站出发,乘坐 387 路, → 文慧桥南 换乘 375 路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  
从北京西站出发,乘坐 319 路 → 二里沟东口 换乘 392 路 →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 

3、北京站 ----- 唯实国际文化交流中心  （约 15 公里） 
地铁 2 号线北京站→雍和宫换乘 5 号线→惠新西街南口换乘地铁 10 号线→西土城站西北出口 

4、北京市内 

乘地铁、公共交通 到西直门———唯实国际文化交流中心 

公交 438、691、375、632、392、438 在北京航空航天大学站、学知桥北站、蓟门桥北站，下车到。 

六、会议注册费： 950 元/人 

七、住宿费用：   120-250 元/天/人  

八、报名方式：1、报名联系电话: 010-88324204、88324220  安培、李静、赵龙。 

2、Email或邮寄参会回执。  hanfang1@hotmail.com

地址：北京大学人民医院睡眠中心（北京市西城区西直门南大街 11 号）100044。 

十、相关学术咨询请联系 ：北京大学人民医院 韩芳老师，电话：010-88324204，13511074278   

     

北京大学人民医院呼吸科睡眠中心 

世界华人睡眠医学论坛       

亚太睡眠技师协会 

                                                

                                                           2010 年 2 月 2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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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0 北京国际睡眠医学论坛”参会回执 

姓名  性别  

职称/职务  年龄  

工作单位及科室               邮政编码  

联系电话    Email  

住宿标准 A. 单间 □  . 双人标间□          C.单张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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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 年北京国际睡眠医学论坛 

2010 Beijing International Sleep Medicine Forum 

17, April, 2010     8:30-8:45     Openning Ceremony  开幕式 

8:45-10:00    The openning Ceremoney of “Sino-German Joint Center of Sleep Medicine” 
北京大学人民医院“中德睡眠医学联合中心”成立仪式 

TBA 
Introduction of Sino-Germany Center for Research Promotion 
“中德中心”介绍 China 

Pollmächer T   
Development of sleep medicine in Germany 
德国的睡眠医学发展状况 Germany 

Han F Development of sleep medicine in China 
中国的的睡眠医学发展状况 China 

Penzel T 
Pollmächer T 
Wetter T 
Tang XD 
Han F 
 

Introduction of Sino-German Joint Center of Sleep Medicine and the 
objectives of the four joint projects  
“中德睡眠医学联合中心”及相关联合研究课题介绍 
1. Metabolic changes in sleep disorders. 
2. Sleep apnea and cardiovascular disorder 
3. Recognition of parasomnia 
4. Effects of Chronic Social Stress on Sleep, Behavior and 

Telomere Length in Tree Shrews 

Germany 
China 

10:00 -10:15  Break  休息 

10:15 -12:30  Lecture  学术报告 

Shapiro C Development in the Sleep Field: A Time and Continent Perspective 
睡眠医学发展展望 Canda 

Kushida C Sleep-Related Movement Disorders  睡眠相关运动障碍  USA 

Weaver T Residual sleepiness in sleep apnea 睡眠呼吸暂停患者的残留嗜睡  USA 

Grunstein R Sleep medicine application in respiratory medicine area  睡眠医学在呼吸

领域的应用 
Australia 

12:30-13:30  Lunch 
13:30-18:00  Lecture  学术报告 

Pollmächer T Sleep and endocrine systems     睡眠与内分泌系统  Germany 

Penzel T Diagnostic tests for sleep disorders 睡眠疾病的诊断技术 Germany 

Miyazaki S New development in the surgery treatment of OSA   OSA 的手术治疗 Japan 

Shin C Complex sleep apnea  复杂性睡眠呼吸暂停 Korea 

Wetter T Neuroimaging and sleep 睡眠与神经影象技术 Germany 

Gadel L  Sleep Education in Asia  亚洲的睡眠医学教育 Sigapore 

Liu XC Culture and Child Sleep in China 中国儿童的睡眠与文化 USA 

Hong SC CSF hypocretin, HLA and Narcolepsy 发作性睡病的相关研究 Korea 

Vorona R Short Sleep duration and Obesity     短睡眠时间与肥胖 USA 

卫星会: Satellite meeting 



睡眠医学基础研究论坛    Basic sleep medicine forum 
Sunday, April 18, 2010     8：00-12：30 
Andreas Schuld, MD Cytokines in the regulation of sleep  
Wiegand M    
黄自力   

胡志安   

张永鹤 药物的睡眠调节机制  

李晓东   
唐向东   

侯一平   

赵华   

房季东   

徐樱   

 

世界华人睡眠医学论坛 World Chinese Sleep Medicine Forum 

Sunday, April 18, 2010     8：00-12：30 

陈泞宏  

Chen NH 
The Neurocognitive function of OSA  OSA 患者的认知功能 

台湾 Taiwan 
 

荣润国 

Wing YK 

familial aggregation of sleep disorders  睡眠疾病的家族性研究 香港 HongKong

黄玉书 

Huang YS 
ADHD and pediatric OSA  儿童 OSA 与注意力缺陷 台湾 Taiwan 

李學禹 
Li XY 

Nasal and palatopharyngeal surgery for obstructive sleep apnea   
台湾 Taiwan 
 

沈建华 
Shen JH 

睡眠与抑郁 
Sleep Disorder in Depression 

加拿大  Canda 

杭良文 
Hang LW 

台湾睡眠技術人員教育培训及醫學會對睡眠医学研究之影響 台湾 Taiwan 
 

Pon-Poh Hsu 
Computer-assisted quantitative analysis of the upper airway in  OSA 
patients  上气道的计算机评价系统 

新 加 坡

Sigapore 

林新景  Lin HC  Minimal invasive surgery for OSA  OSA 的微创治疗新技术 
台湾 Taiwan 

 

  

 



The Joint Sleep Training Course between PHPKU and NAPST 

口腔睡眠医学论坛  Dental Sleep Medicine Forum  

Sunday, April 18, 2010     13：30-16：45 

Ralf Barschow  
Developments in Oral appliances in the treatment of sleep 
disorders   
睡眠疾患口腔治疗装置的技术进展 

Australia 

Kikuchi M 
The role of dentistry in sleep disordered breathing 
口腔科医师在睡眠医学中的作用 Japan 

Schwarting S Oral Appliances for the Treatment of Sleep Apnea and Snoring  
睡眠呼吸暂停及打鼾的口器治疗 

Germany 

Netzer N 
The geriatric patient in sleep medicine including 
geronto-ondontologic aspects 老年患者的睡眠疾患 Germany 

Gao XM 
OSAHS ：Dental therapy in China  
中国 OSA 的口器治疗情况 China 

Yi B. 
Surgical treatment of OSA: the role of dentistry  
OSA 的正颌外科手术治疗 China 

16：45-18：15   Case discussion  
   
18:15-          卫星会: Satellite meeting 

Sunday, April 18, 2010     8：00-12：30 

1. RPSGT Sleep physician certification     考试体系 
Lalaine Gedal Overview of RPSGT Examination  RPSGT 概览 Sigapore 

蔡政缌(Cai ZS) RPSGT Training in Taiwan 台湾的 RPSGT 培训及认证 台湾 

何国华( Crover Ho) RPSGT Training in Hongkong  RPSGT：香港的经验 香港 

韩旭 （Han X） The experience of taking RPSGT examination RPSGT 考试经验 北京 

王立曼(Wang LM) RPSGT training in China      中国 RPSGT 的培养及思考 北京 

高和(Gao H) AASM new scoring system and its application in China  
AASM 新睡眠分期手册在中国的应用 

北京 

Kushida C Overview of the AASM Sleep physician certification examination 美
国睡眠医学会睡眠医师认证、考试概览 

USA 

韩芳 AASM 睡眠医师认证体系在中国的开展情况  
AASM Sleep physician certification examination in China 

中国 

实用睡眠诊疗技术培训 Practice in Sleep Medicine: techniques for Dignosis and Treatment （2.5 hours）

Yoshimura C, Lee-Gushi S 10-20 Hook-up Session 经典 10-20 脑电系统的安装 

Gedal L, Roldan  G Hands-on Scoring 手把手教学如何分图 
Lalaine Gedal Mask Fitting Sessions 如何进行鼻罩选择及安装 



睡眠呼吸监测及治疗技术学习班内容(training course) 
 

题目 主要内容介绍 讲课人 

睡眠呼吸障碍的相关指南的制定与解读 
 Guildlines for SDB and systemic disease 

国际、国内 OSA 与心血管、糖尿病指南

的制定与解读 
何权瀛 

2007 AASM 新睡眠分期手册的解读 
2007 AASM new Scoring Creteria  

解读 2007 A ASM 睡眠分期新规则 何国华 

睡眠与癫痫 sleep and epilepsy 夜间睡眠行为异常 刘晓燕 

膈肌电极记录辅助进行睡眠呼吸暂停分型 
Phrenic EMG in the dianostic of sleep apnea 

如何应用膈肌电极记录辅助进行睡眠呼

吸暂停分型 
罗远明 

无创伤心电监测技术在诊断 SAHS 中的应用 
 Non-invasive EKG for sleep apnea screening  

介绍心电监测技术在初筛 SAHS 中的应

用价值 
张海澄 

脑组织氧饱和度测定在睡眠呼吸障碍中的应用

Brain O2 saturation measurement in sleep apnea 脑组织氧饱和度仪原理及应用 王丽 

脉搏血氧饱和度仪原理及应用 
Utility of oximetry in sleep apnea  

脉搏血氧饱和度仪原理、应用中的注意事

项、在家庭诊断及治疗中的应用     
何忠明 

睡眠呼吸暂停药物治疗的新思路 
Drug treatment for sleep apnea: new strategy 

从睡眠呼吸暂停的发病机制探讨药物治

疗的新思路 
王广发 

CAP 在睡眠分期中的应用 
CAP and sleep scoring 

介绍 CAP 技术的特点及临床应用价值 王玉平 

呼气末 CO2 监测、经皮 PO2，PCO2 监测 
Pet CO2, PtcCO2 and PtcO2 in sleep apnea 
monitoring     

这些技术在睡眠临床中应用较少，但在儿

童 病 人 较 有 价 值 ， 对 睡 眠 低 通 气

(hypoventilation) 有独特价  
刘玺成 

觉醒及呼吸性微觉醒的评价及应用   
Arousal: scoring and evaluation                

结合 1992 年 ASDA 标准分析微觉醒的判

读及其产生机理及临床意义 
董霄松 

上气道相关检查技术     
Techniques for upper airway measurement        

介绍上气道查体及各种检查方法 马  靖 

多次小睡试验 (MSLT)                
                                     

MSLT 硬件的建设及测定方法、应用指

征、结果判读 
李  静 

嗜睡的评价 
Evaluation of daytime sleepiness               

主要包括嗜睡的主观、客观评价及病因诊

断 
肖  毅 

家庭睡眠呼吸监测    
Home sleep testing                         

结合相关指南，对家庭睡眠呼吸监测进行

探讨 
董霄松 

上气道压力监测在判定 SDB 上气道阻塞平面

中的应用 
 

上气道压力监测的原理及应用  叶京英 

睡眠呼吸暂停的新疗法：膈肌起搏  介绍这一新技术的特点，展示其应用前景
张希龙 

无创性动脉硬度测定技术 介绍动态动脉硬度测定的原理及应用 王宏宇 
动脉硬度测定在 OSA 患者中的应用 介绍动态动脉硬度测定在睡眠呼吸疾病

中的应用 
吕云辉 

监

测

技

术 

强迫震荡技术与 APAP 
OPS technology of modern APAP 

强迫震荡技术（OPS）在 AUTO-CPAP 中

的应用 
韩  芳   



CPAP 及 BIPAP 压力滴定技术 
CPAP titration 

包括手动、自动、遥控进行压力滴定及远

程滴定，压力再滴定 
郭兮恒 

面罩技术在无创通气中的应用 
Mask in noninvasive ventilation  

技术原理及应用 王菡侨 

睡眠呼吸障碍作为慢性疾病管理的新思路 
Management of sleep apnea as aa chronic disease

关于睡眠呼吸障碍作为慢性疾病的管理

模式 
韩 芳 

综合医院中失眠症的认识       
Recognization of insomnia in general hospital    

综合医院中失眠症的认识 樊东升 

失眠药物治疗的新进展 
New drug treatment for insomnia 

失眠治疗的最新药物进展及机制 潘集阳 

舌根前移术 
Tonge surgery for sleep apnea 

技术要点及评价 孙建军 

儿童睡眠呼吸障碍的手术治疗 
Surgery treatment for children sleep apnea 

包括适应征、手术效果     张亚梅 

无创通气治疗技术                
Techniques for noninvasive ventilation           

从技术角度介绍该方法的应用    张  波 

治 

疗 

技 

术 

无创通气治疗神经肌肉疾病  
NPPV for neuromuscular Disease               

无创通气治疗神经肌肉疾病特别是运动

神经元病 
樊东升 

睡眠呼吸障碍流行病学研究方法 
 

结合国内开展流调的经验，介绍流行病学

研究的方法及注意事项 
李庆云 

睡眠呼吸障碍流行病学研究：广西的经验 介绍广西多种族睡眠呼吸障碍流行病学

研究的经验 
刘建红 

动物睡眠监测技术 
Animal EEG monitoring                      

动物睡眠监测的技术, 主要介绍应用软

件 
房季东 

动物呼吸监测技术  
Animal breathing monitoring 

动物呼吸监测的技术 韩  芳 

间歇低氧动物模型的建立与应用 
Intermittent hypoxia animal model 

间歇低氧动物模型的建立与应用 陈琳 

科 

研 

技 

术 
间歇低氧细胞模型的建立与应用 
Intermittent hypoxia cell model 

间歇低氧的细胞学模型 陈宝元 

如何建立及运作睡眠中心       
How to set up a sleep lab                      

包括如何进行睡眠中心的予算安排，人员

安排，实验室建设(包括空间、位置、床

位)  侧重于软件       
韩 芳 

何建立及运作睡眠中心：河南的经验     
How to run a sleep lab                        

通过河南省人民医院的经验，如何建立多

学科合作的睡眠中心       
马立军 

睡眠医学科：广东的经验 
How to run a an indepenndent sleep center 

如何独立运转睡眠医学科 李涛平 

 
睡  
眠 
中 
心 
建  
设 
 美国睡眠中心的认证 

Accredation of sleep lab 
介绍睡眠中心的国际认证体系 欧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