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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届中国模拟医学大会(CMSH)会议通知 

（第二轮） 
 

第三届中国模拟医学大会(China Meeting on Simulation in Healthcare, 

CMSH)将于 2021 年 7 月 23 日-26 日在广西壮族自治区南宁市举行。本次大会

由吴阶平医学基金会主办，广西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和吴阶平医学基金会模

拟医学部承办，广州市女医师协会协办。 

本次大会以“模拟医学赋能医疗质量提升”为主题，邀请国内外模拟医学

学术界领军人物和著名专家，将带给参会者就大数据、人工智能、VR/AR 和

5G 等前沿技术在模拟医学与临床融合应用成效的演讲主题和经验分享。 

大会同期推出“全国模拟医学案例交流”活动和 BLS、ACLS、PALS 考证

课程培训，以推动我国模拟医学与临床专科深度融合应用。围绕“模拟、临床、

提升”三个关键词，面向全国医学院校、医疗机构广泛征集运用模拟教学培训，

在优化医院工作流程、提升临床能力、促进医疗安全、提高服务质量等方面的

模拟案例（模板后附），活动组委会将推选出优秀设计案例、优秀创新案例、

优秀实施案例、优秀成果案例各一个，在大会现场展示交流。 

诚挚邀请全国专家学者拨冗莅临“绿城”南宁，出席第三届 CMSH！ 

 

 

  第三届中国模拟医学大会组委会 

                                        2021 年 6 月 30



 

一、报到时间：2021 年 7 月 23 日 

二、会议时间：2021 年 7 月 23-25 日 

三、会议地点：广西壮族自治区南宁市永恒皇冠假日酒店 

   （广西南宁市青秀区民族大道 148 号） 

四、会议主题：模拟医学赋能医疗质量提升 

五、会议形式：主旨演讲、分论坛、工作坊、“全国模拟医学案例交流” 

优秀案例展示 

六、会议议程： 
时间 内容 嘉宾/讲者 

时间：2021 年 7 月 23 日 

14:00-22:00 大会报到（永恒皇冠假日酒店大堂会议报到处） 
广西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14:00-18:30 AHA-BLS 考证课程（报名人数 12 人以上开课） 

19:00-20:30 吴阶平医学会模拟医学部及胸外专委会、儿科专委会换届会议 5 楼友缘厅 

时间：2021 年 7 月 24 日 
主论坛（3 楼农信厅） 

8:00--8:30 主会场报到  

开幕式 
8:30--9:00 

开幕式主持；领导致辞 广西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培训基地挂牌仪式、第四届中国模拟医学大会交接仪式 
吴阶平医学基金会模拟医学

部 

9:00-10:00 主持人：赖雁妮（复旦大学上海医学院） 汤地（中山大学医学院，中山大学附属第七医院） 

主旨演讲 
9:00--9:30 

模拟虚拟技术在医师实践技能培训考核中的应用研究 
王钢 
国家心理健康和精神卫生防

治中心 

主旨演讲 
9:30--10:00 

Robotics is the Future of Surgery, and Simulation is the Future of Robotic 
Surgical Training  
人工智能时代机器人手术培训的进展及展望 

John Lenihan 
美国华盛顿大学医学院妇产

科临床医学中心 

10:00-10:15 会间休息  

10:15-11:15 主持人：刘继海（北京协和医院） 黎晖（广州中医药大学） 

主旨演讲 
10:15-10:45 

Data Science Powered Simulation: The Future is Closer than You Think 
数据科学驱动的模拟：未来比你想的更近 

Anand Malpani 
美国约翰斯霍金斯大学外科

科学的数据分析中心 

主旨演讲

10:45-11:15 
构建模拟医学大平台：模拟与临床的可及性 

陈俊强 
广西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11:15-12:15 主持人：包品红（广州市第一人民医院） 韦秋文（广西医科大学） 



 

案例展示

11:15-12:15 
“全国模拟医学案例交流”优秀案例展示 案例作者 

午餐，午休 

14:30-15:30 主持人：姚晨姣（中南大学湘雅三医院） 郝爱民（北京航空航天大学） 

主旨演讲 
14:30-15:00 

模拟医学多中心联合研究项目的探索和倡议 
姜冠潮 
北京大学人民医院 

主旨演讲 
15:00-15:30 

机器人辅助远程微创手术临床探索与思考 
李建民 
天津大学 

15:30-15:45 会间休息  

15:45-17:30 主持人：虞洪(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邵逸夫医院)  张进祥(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协和医院) 

主旨演讲

15:45-16:15 
虚拟仿真在灾难医学培训中的应用 

范斌 
天津大学灾难医学研究院 

主旨演讲

16:15-17:00 
Evidence based Medical Simulation--Current Trends and Future Research 
 Opportunities--循证医学模拟与研究机遇 

Lars Konge 
丹麦哥本哈根大学医学教育

与模拟研究院 

主旨演讲

17:00-17:30 
新世代的模拟医学——新挑战、新际遇、新征程 

吕建平 
华南理工大学附属第二医院 

时间：2021 年 7 月 25 日  8：00-12：00 
分论坛 

模拟研究 
专场 

 

5 楼友缘厅 

8:30-9:00 模拟研究概述与研究问题的提出 
胡文杰 
中山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9:00-9:30 使用 Kern·s 课程六步法构建研究框架 
刘婧 
北京大学人民医院 

9:30-10:00 如何开展效度研究 
景泉 
北京协和医院 

10:15-10:45 如何从 0 到 1 开展模拟教学 RCT 研究 
卞正乾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仁

济医院 

10:45-11:15 临床技能中心的模拟研究与实践 
肖遥 
南方医科大学珠江医院 

11:15-12:00 模拟医学研究的趋势和机遇 Penal Discussion 

胸外专委会

专场 
 

4 楼 409 

8:00-8:25 肺外科手术模拟系统的构建 
龙浩 
中山大学肿瘤防治中心 

8:25-8:40 多次肺切除治疗多原发肺癌 
陈克能 
北京大学肿瘤医院 

8:40-8:50 人工智能辅助手术治疗技术在肺癌手术中的应用 
黄佳 
上海胸科医院 

8:50-9:00 人工智能辅助手术治疗技术在食管癌手术中的应用 
段晓峰 
天津市肿瘤医院 

9:00-9:10 人工智能辅助手术治疗技术在复杂胸科手术中的应用 
汪路明 
浙江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9:10-9:25 提问&讨论  

9:25-9:35 胸外科腔镜基础技能培训体系-青年医生观点 
魏振强 
杭州市第一人民医院 

9:35-9:45 胸外科腔镜基础技能培训体系-培训基地观点 
闫万璞 
北京大学肿瘤医院 

9:45-9:55 胸外科腔镜基础技能培训体系-华西经验 
廖虎 
四川大学华西医院 

9:55-10:20 提问&讨论  

10:20-11:00 临床医生如何将临床问题转化为科学问题 
方文峰 
中山大学附属肿瘤医院 

11:00-11:40 临床研究的内容、设计与规范 
洪少东 
中山大学附属肿瘤医院 

11:40-12:00 提问&讨论  

虚拟技术 
专委会专场 

 

5 楼 
金色厅 1 

8:30-8:50 虚拟技术分委会工作总结及进展汇报 
李薇、包孝忠 
南方医科大学南方医院 

8:50-9:10 虚拟现实对模拟医学的作用 
汤乐民 
厦门大学附属翔安医院 

9:10-9:30 湘雅二医院医学模拟虚拟教学经验分享 
李瑛 
中南大学湘雅二医院 

9:30-9:50 灾害虚拟现实平台建设与思考 
王娟 
陆军军医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9:50-10:10 高端模拟设备整合 VR 模块的教学实践 
韦秋文 
广西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10:10-10:30 基于 NOTES 的胆囊切除手术模拟器研制 
潘俊君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 

10:30-11:00 虚拟技术在临床实践能力培养中的开发与应用 
李胜云 
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11:00-11:10 VR+AI 算法在超声培训领域的创新应用 
石宇 
北京大学深圳医院 

11:10-11:20 
基于虚实融合 MR 技术在医学护理虚拟仿真教学培训方面

应用分享 

丁艳 
广东省教育大数据工程技术

研究中心 

11:20-11:30 大学生创业实践虚拟技术应用项目汇报（国家级） 
马思原、王思斌 
南方医科大学南方医院 

11:30-11:40 虚拟仿真项目实例展示 
王培松 
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11:40-11:50 ERCP 术中混合现实导航系统研究 
李冉阳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 

11:50-12:00 提问&讨论  

妇儿专场 
 

4 楼 408 

8:30-9:00 认知改变行为——从原位模拟谈起 
李璧如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上

海儿童医学中心 

9:00-9:30 妇产科危机资源管理模拟教学课程的开展与实施 
安海燕 
北京大学人民医院 



 

9:30-10:00 住培模拟医学中的形成性评价 
余更生 
重庆医科大学附属儿童医院 

10:00-10:20 提问&讨论  

10:20-12:00 产科急救团队模拟工作坊 
钱晓蕾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国

际和平妇幼保健院 

护理专委会

专场 
 

5 楼 
金色厅 2 

8:30-9:00 1.INACSL 更新版标准（2 个模块）2.Rig 相关的介绍 模拟医学部护理专委会 

9:00-9:20 护理专委会工作总结及未来展望 尚少梅 
北京大学护理学院 9:20-9:40 新书发布会+合影 

9:40-10:30 
以赛促改，通过全国大学生医学技术技能大赛促进模拟教

学的发展 
安力彬 
大连大学护理学院 

10:30-11:00 模拟教学在护理课程体系的整合 
徐晨 
深圳职业技术学院医护学院 

11:00-11:30 护士临床思维能力的培养 
兰学立 
北京大学航天临床医学院 

11:30-11:50 人工智能/虚拟仿真在护理模拟教学中的应用 
金晓燕 
北京大学护理学院 

11:50-12:00 提问&讨论  

午  休 

时间：2021 年 7 月 25 日  13：30-18：00 
工作坊 

4 楼 408 13:30-17:30 工作坊 1：Peer to peer learning/同伴互助互学的体验 
金晓燕、管静 
北京大学护理学院 

4 楼 409 13:30-17:30 
工作坊 2：混合式模拟教学-如何通过 vSim 和情境模拟帮助

学生锻炼评判性思维能力 
徐爱京 
武汉大学健康学院 

4 楼 401 

13:30-15:00 
 
 
15:15-18:00 
 
 

工作坊 3：点内人工智能 
王庆林 
中山大学肿瘤防治中心 

工作坊 4：医学沟通模拟培训 

陈怡绮 
上海交大医学院儿科学院 
卞正乾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仁

济医院 

5 楼 
金色厅 1 

13:30-15:00 
 
15:10--16:30 
 
16:40-18:00 

工作坊 5：叙事医学与标准化病人方法论 
唐健 
天津医科大学大学医学人文

学院 

工作坊 6：泌尿外科模拟培训 
程继文 
广西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工作坊 7：ECMO 联合 CRRT 管路连接与管理 
韦明尚 
广西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5 楼 
金色厅 2 

13:30-15:30 
 
15:45-18:00 

工作坊 8：外科递进式腔镜课程体系建设 
胡文杰、侯洵 
中山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工作坊 9：微创手术技术模拟培训 
杨瑾 
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邵逸夫

医院 



 

5 楼 
友缘厅 

13:30-15:30 
 
15:45-18:00 

工作坊 10：基于临床思维培养的 PBL 学习法 
李海潮 
北京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工作坊 11：危急重症模拟教学课程的设计 
陈志桥 
武汉大学中南医院 

考察广西医科大学临床能力模拟教学中心 
会议结束 

AHA 考证课程 

7 月 26 日 8:00-12:30 AHA-BLS 考证课程（报名人数 12 人以上开课） 

广西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7 月 26 日 13:30-18:00 AHA-BLS 考证课程（报名人数 12 人以上开课） 

7 月 26 日-27 日 全天 ACLS、PALS 考证课程（报名人数 6 人以上开课） 

七、大会报名： 

中国模拟医学大会报名网址：http://cmsh.cn/18/85，请于 2021 年 7 月 15

日 24:00 前登陆，进入【第三届中国模拟医学大会】板块，完成大会注册及报

名。详情可见附件 2 会议报名操作指南。 

八、大会缴费： 

（一）缴费相关 

1、大会注册费：1500 元/人；参会人员往返交通、食宿费用等自理。 

2、工作坊注册费，每个工作坊 300 元/人，最多可报 3 个，每个工作坊有

名额限制，参加工作坊须同时报名参加大会，不接受单独报名。 

3、BLS 考证课程 700 元/人 ；ACLS、PALS 考证课程 2500 元/人。 

4、缴费方式： 

（1）扫码支付（请先完成大会报名）： 

 

（注：转账时请备注 CMSH+单位+手机号码+姓名+工作坊编码+考证课程名称） 

（2）银行转账： 

账户名称：广州市女医师协会 

http://cmsh.cn/18/85


 

开户银行：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州流花支行 

银行账号：44042501040013531  税号：51440100517361757E 

（注：转账时请备注 CMSH+单位+手机号码+姓名+工作坊编码+考证课程名称） 

（3）现场缴费：刷卡缴费，会议当天不再接受汇款。 

开票及退费 

本次会议由广州市女医师协会开具会议费发票。请在线上报名表中准确填

写发票抬头、纳税人识别号、手机号码、邮箱等信息，会议结束后会统一开具

电子发票至报名邮箱，发票开出概不退换。 

九、参会住宿： 

登陆网站：http://cmsh.cn/18/85，进入【第三届中国模拟医学大会】，点

击【住宿信息】进行个人住宿信息预留。 

（注：为确保住宿预留，请报名成功后登记个人住宿信息） 

十、AHA 考证课程培训班报名资料： 

请于 7 月 15 日前扫描二维码，完成个人信息、行程码截图、

健康码截图的上报。（BLS、ACLS、PALS 考证课程仅限有医师执

业资格证或护士执业资格证的医务人员报名） 

十一、联系方式： 

1、会议报名、团体报名相关事宜：陆老师，19925758025 

2、“全国模拟医学案例交流”相关事宜：刘老师，15240694515 

案例提交邮箱：cmsh_competition@163.com 

3、AHA 考证课程相关事宜：   

韦老师 15977129630（微信同号） 

黄老师 0771-5337560 

蒋老师 0771-5337560 

   

http://cmsh.cn/18/85
mailto:cmsh_competition@163.com


 

微信群：第三届 CMSH-AHA 考证课程培训班 

 

（如失效，请联系韦老师） 

4、会议缴费及发票相关事宜：鞠老师，13672411288 

邮箱：cmsh2021@163.com 

5、企业联系：陆老师，19925758025 

  

mailto:cmsh2021@163.com


 

附件： 

1.“全国模拟医学案例交流”活动须知 

2.会议报名、案例模板下载操作指南 

附件 1  “全国模拟医学案例交流”活动须知 
 

“全国模拟医学案例交流”活动须知 

2021 年第三届中国模拟医学大会 (China Meeting on Simulation in 

Healthcare,CMSH)举办“全国模拟医学案例交流”，大赛面向全国医学院校及

医疗机构，围绕“模拟医学赋能医疗质量提升”的大会主题，扣紧“模拟、临

床、提升”3 个关键词，广泛征集运用模拟教学培训，在优化工作流程、提升

临床能力、促进医疗安全、提高医疗质量等方面的模拟案例。旨在展示模拟教

育在临床应用的成功经验，宣传和推广模拟医学服务患者安全和提升医疗质量

的终极目的，进一步推动我国模拟医学的发展。活动组委会将推选出优秀设计

案例、优秀创新案例、优秀实施案例、优秀成果案例各一个，在第三届 CMSH

现场展示交流。 

参赛案例请参照本模板进行编写，建议不超过 10 页。 

参赛案例由大赛学术委员会组织评审专家进行会前评审，优秀案例在第三

届 CMSH 大会进行现场展示及大会官网电子壁报交流。 

投稿截止时间: 2021 年 7 月 5 日。 

投稿电子邮箱：cmsh_competition@163.com  

联系人：刘老师 15240694515 

案例模板下载操作流程：登陆网站：http://cmsh.cn/18/85，进入【第三届

中国模拟医学大会】，点击【会议资料】页面，下载活动须知及案例模板。 

 

诚挚邀请全国医学院校及医疗机构同行积极投稿交流！ 

http://cmsh.cn/18/85


 

附件 2   

第三届中国模拟医学大会会议报名、案例模板下载操作指南 

 

（一）大会报名操作指南： 

1.打开中国模拟医学大会会议报名缴费网站 

链接：http://cmsh.cn/18/85  

2.点击进入第三届中国模拟医学大会会议详情页面 

 

3.查看会议信息并报名 

 

http://cmsh.cn/18/85


 

4.选择大会注册费（必选）及参加的工作坊 

 

5.中国模拟医学大会账号注册，或登录已有帐号 

 

6.确认报名，进入报名列表，确认无误后——>填写开票信息 ——>点击

【去结算】 

（注：发票抬头、税号、联系电话、电子邮箱为必填项） 

 

  



 

7．再次确认订单信息——>点击【支付】 

 

8.请选择扫码支付或银行转账——>上传转账凭证——>保存 ；或直接点

击保存，大会报到时现场缴费 

 

9.报名完成后，如需要补充开票信息及上传转账凭证，请登陆大会网站

http://cmsh.cn/，登陆【会员中心】——>点击左侧导航栏中【会员缴费】—

—>对应订单【补充资料】 

 

 

http://cmsh.cn/


 

（二）案例模板下载操作指南： 

1.打开中国模拟医学大会会议报名缴费网站 

链接：http://cmsh.cn/18/85  

2.点击进入第三届中国模拟医学大会会议详情页面 

 

3.点击会议资料 

 

4.点击【“全国模拟医学案例交流”活动须知及案例模板】，进行下载。 

 

http://cmsh.cn/18/8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