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首都医科大学第三批临床诊疗与研究中心简介 

为了有效支撑学校“十三五”期间学科高峰建设，根据《首都医

科大学关于印发临床诊疗与研究中心管理规定的通知》并结合学校实

际，经 2018 年 4 月 26 日校长办公会研究决定，成立首都医科大学第

三批 10 个临床诊疗与研究中心，具体名单如下： 

主动脉疾病临床诊疗与研究中心（Clinical Center for Aortic 

Disease, Capital Medical University），挂靠单位：附属北京安贞

医院，负责人：孙立忠； 

结直肠肿瘤临床诊疗与研究中心（ Clinical Center for 

Colorectal Cancer, Capital Medical University），挂靠单位：附

属北京友谊医院，负责人：张忠涛； 

儿童肝脏移植临床诊疗与研究中心（Clinical Center for  

Pediatric Liver Transplantation, Capital Medical University），

挂靠单位：附属北京友谊医院，负责人：朱志军； 

儿童血液肿瘤临床诊疗与研究中心（Clinical Center for 

Pediatric Hematology and Oncology, Capital Medical University），

挂靠单位：附属北京儿童医院，负责人：郑胡镛； 

下肢动脉硬化闭塞症临床诊疗与研究中心（Clinical Center for 

Arteriosclerosis Obliterans of Lower Extremity, Capital 

Medical University），挂靠单位：宣武医院，负责人：谷涌泉； 

眼部肿瘤临床诊疗与研究中心（Clinical Center for Eye Tumors, 

Capital Medical University），挂靠单位：附属北京同仁医院，负



责人：鲜军舫； 

呼吸系感染临床诊疗与研究中心（ Clinical Center for 

Pulmonary Infections, Capital Medical University），挂靠单位：

中日友好临床医学院，负责人：王辰； 

急性胰腺炎临床诊疗与研究中心（Clinical Center for Acute 

Pancreatitis, Capital Medical University），挂靠单位：宣武医

院，负责人：李非； 

宫腔粘连疾病临床诊疗与研究中心（Clinical Center for 

Intrauterine Adhesion Disease, Capital Medical University），

挂靠单位：附属北京妇产医院，负责人：段华； 

眩晕临床诊疗与研究中心（Clinical Center for Vertigo and 

Balance Disturbance, Capital Medical University），挂靠单位：

附属北京天坛医院，负责人：赵性泉。 

各中心简介如下： 

 

 

 

 

 

 

 

 



一、主动脉疾病临床诊疗与研究中心 

首都医科大学主动脉疾病临床诊疗与研究中心，依托于首都医科

大学附属北京安贞医院，不仅是首批国家心血管临床医学研究中心之

一，而且是目前国内最大的主动脉疾病诊疗中心，以及世界排名前三

的主动脉疾病诊疗中心。其手术量及手术效果长期处于世界领先水平。

作为国内主动脉疾病诊疗技术标准化培训基地，中心长期致力于主动

脉专科人才的培养。在孙立忠教授的带领下，中心在主动脉诊疗与研

究方面一直处于国内领军地位。 

中心研究目标明确，在主动脉外科诊疗方面，致力于制定本专业

疾病诊疗共识，积极促进诊疗协作网络的建立，提高全国主动脉外科

诊疗水平；在主动脉外科材料学方面，重点进行大血管外科植入式人

工材料的研制开发，主要包括术中支架人工血管、机织带预凝防渗血

涂层人工血管、大血管介入支架、冠状动脉搭桥用人工血管等。 

中心坚持国内大血管外科病例资料库、影像资料库和病理标本库

的建设，在深入研究中国大血管疾病患者资料的基础上，有针对性地

对机织带预凝防渗血涂层人工血管和术中支架人工血管进行改进，使

其更加符合中国大血管疾病患者病理特点，提高国内患者疾病的治疗

效果。 

中心每年举办盘古大血管专题研讨会和学习班，促进国内外主动

脉技术的发展交流，开展多方面的外部交流合作；同时，与有研亿金、

上海微创等公司，北京理工大学材料学研究中心及东华大学纺织学院

都有着良好的合作关系，致力于深化人工血管等方面的合作研制。 



中心进一步研究目标：①进一步完善国内主动脉临床研究网络建

设，与国内多家核心单位构成研究网络，加强合作与交流，完善国内

主动脉疾病的发现、诊断与治疗，促进主动脉疾病的三级防治技术，

并逐步推进技术的基层普及化；②进一步加强科研平台建设；③重点

进行大血管外科植入式人工材料的研制开发、冠状动脉搭桥用人工血

管研制开发；④长期坚持大血管外科资料库的建设。 

二、结直肠肿瘤临床诊疗与研究中心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友谊医院普外科为国家临床重点专科（卫

生部）、国家消化系统疾病临床医学研究中心（科技部、国家卫生计

生委、总后卫生部）普外分中心、首都医科大学普通外科学系主任单

位、北京市医管局扬帆计划重点医学专业（消化外科）、北京市医管

局“登峰”团队。借助上述平台，2018 年 7 月结直肠外科团队牵头

获批了“首都医科大学结直肠肿瘤临床诊疗与研究中心”。结直肠肿

瘤临床诊疗与研究中心依托上述国家级平台，有利于整合各方面的资

源，为学科的发展提供很好的平台支撑。 

结直肠肿瘤临床诊疗与研究中心主任张忠涛教授，兼任中华医学

会外科学分会副主任委员兼结直肠外科学组组长，北京医学会外科学

分会副主任委员兼结直肠外科学组组长；中心副主任李非教授，兼任

中华医学会外科学分会常委；中心副主任王振军教授为中华医学会外

科学分会结直肠外科学组副组长；中心副主任姚宏伟教授，兼任中华

医学会外科学分会结直肠外科学组委员、中国医师协会外科医师分会

TaTME 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中心主任、副主任在国内结直肠外科

领域具有很高的声誉，能够更好地整合北京地区乃至全国结直肠外科

相关资源做好临床研究，促进学科发展。 



结直肠肿瘤临床诊疗与研究中心依托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友

谊医院普外科，同时联合 3家合作单位：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首

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朝阳医院、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世纪坛医院。

4 家医院结直肠外科专业组现每年开展结直肠癌手术 1200 余例，其

中 70%以上为腹腔镜微创手术。庞大的手术量，为开展相关研究提供

了病例保障。2019 年依托本中心成功申报获批“首都医科大学临床

医学高精尖学科建设项目”。 

2018年 3 月在张忠涛教授的倡导下，依托中华医学会及中华医学

会外科学分会结直肠外科学组，建立“中华结直肠外科学院”，并开

展结直肠肿瘤的规范化临床实践、专科培训、临床研究全国巡讲，惠

及广大基层结直肠外科医师。同时张忠涛教授牵头，联合全国三十余

家结直肠外科知名中心，创新性地建立了两个全国性的结直肠癌手术

数据库，填补了国内该领域的空白；（1）中国结直肠癌手术病例数据

库网络登记系统（CCCD）；（2）中国 TaTME 网络登记协作研究网络系

统（CTRC）。2018年 7 月 13-15 日在沈阳举办的“中华医学会外科学

分会第十三届全国结直肠外科学术会议”期间发布这两个全国性的数

据库，引起全国结直肠外科同道的关注；两大数据库的不断完善，收

集中国人自己的数据，为将来制定中国结直肠癌相关指南提供强大的

数据参考。2017年 9月张忠涛教授牵头制定了中国首部《直肠癌 TaTME

手术专家共识及手术操作指南，2019 年第二版指南将更新，规范和

促进 TaTME 手术在中国的开展。2018 年 5 月张忠涛和姚宏伟教授受

欧洲结直肠外科学会的邀请参与《国际 TaTME指南》编委会的撰写工

作。2018 年 7 月张忠涛教授牵头将国际知名多中心 TaTME 临床研究

——COLOR III引入中国，并担任 COLOR III研究中国区域管理委员

会主席，负责审核中国区域研究中心的资质以及把握中国区域的研究



质量。这一系列举措将规范中国结直肠外科的发展同时提高中国结直

肠癌临床研究水平。 

同时，张忠涛教授代表中华医学会外科学分会结直肠外科学组、

结直肠肿瘤临床诊疗与研究中心，与美国结直肠外科协会、欧洲腔镜

外科学会、日本大肠癌研究会等建立了长期合作及互访机制，规范了

中国结直肠外科学临床及科研行为，促进了中国结直肠外科学走向世

界的步伐。 

三、儿童肝脏移植临床诊疗与研究中心 

首都医科大学儿童肝脏移植临床诊疗与研究中心依托首都医科

大学附属北京友谊医院，并与首都儿科研究所、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

京儿童医院、北京大学第一医院建立了密切的合作。中心拥有一流的

儿童疾病内外科知名专家，肝移植外科专家、肝移植重症及术后管理

的内科专家、移植病理、移植麻醉和移植超声专家。 

中心实现了儿童肝脏疾病和遗传代谢性疾病的序贯治疗。整合优

势资源实现了整体实力的进一步提升。疑难肝病和代谢缺陷的确诊、

内科治疗、危重转诊和肝脏移植实现同步评估、信息分享和无缝衔接，

减少患儿就医过程中的治疗延误、重复诊疗和无效治疗。 

依托单位相关科室：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友谊医院肝移植中心成人与儿童的肝移

植总病例数，活体肝移植病例数均居北京市首位。术后患者远期生存

率与国际先进的移植中心持平。在此基础上开展了活体肝移植、多米

诺肝移植、双供肝肝移植、单独肝段肝移植、减体积肝移植、辅助性

肝移植等多种术式。中心采用辅助性肝移植治疗成人门静脉高压和急



性肝衰竭，全部病例预后满意，成为国内唯一在临床上大量开展辅助

性肝移植的中心。 

中心为国内三大儿童肝脏移植中心之一，肝移植治疗遗传代谢性

疾病是其突出优势之一，目前已通过肝脏移植成功治疗 30 多种遗传

性代谢性疾病。2013 年完成了世界首例双多米诺交叉辅助肝移植，

2018 年完成世界首例互换部分肝脏的交叉辅助肝移植，实现了不需

要捐献的肝移植。 

合作单位相关科室： 

北京儿科研究所小儿外科专业是国家“十一五”先天重大畸形科

技攻关课题的牵头单位，在治疗胆总管囊肿、胆道闭锁、门脉高压等

方面成绩卓著，特别是腹腔镜治疗各种小儿外科疾病方面经验丰富，

处于国际领先水平。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儿童医院新生儿专业创建于 1972年，专业

发展至今已有近 40 年。成功救治了大批新生儿外科疾病患儿，目前

本专业在国内处领先水平。 

北京大学第一医院儿科在遗传性神经系统疾病、基因诊断、血液

系统疾病的诊治以及危重症救治等方面具有明显特色和优势。建立了

完善的儿科疾病诊疗管理规范与流程，制定诊疗手册并应用临床路径

指导疾病的诊疗活动。 

 

专家介绍： 

首都医科大学儿童肝脏移植临床诊疗与研究中心主任：朱志军 



主任医师 博士生导师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友谊医院肝脏移植中心【主任】 

国家消化系统疾病临床医学研究中心【副主任】 

卫生部有突出贡献中青年专家 

北京市“215”高层次卫生技术人才学科带头人 

北京市医管局“登峰”人才 

2015年法国外科学院 Membre a Titre Etranger 

中国研究型医院学会消化外科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 

中国医师协会器官移植分会【常委】 

中华医学会器官移植分会【委员】 

中国医师协会器官移植医师分会活体器官移植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

员】 

北京医学会器官移植分会【副主任委员】 

中华医学会器官移植学分会肝移植学组、中华医学会外科学分会器官

移植学组、中国免疫学会移植免疫分会、中华医学会微生物学与免疫

学分会移植免疫学专业学组、中国肝移植注册中心科学委员会、中国

器官移植发展基金会专家委员会等【委员】 

 

首都医科大学儿童肝脏移植临床诊疗与研究中心副主任：李龙 

主任医师 博士生导师 

首都儿科研究所普外新生儿外科【主任】 

中华医学会小儿外科学分会【副主任委员】 

获北京市科技进步二等奖三项 

 

首都医科大学儿童肝脏移植临床诊疗与研究中心副主任：陈亚军 



主任医师 博士生导师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儿童医院普通外科【主任】 

北京儿童医院集团普外科【学科带头人】 

中华医学会小儿外科学分会肛肠学组【副组长】 

 

首都医科大学儿童肝脏移植临床诊疗与研究中心副主任：孙丽莹 

主任医师 博士生导师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友谊医院重症医学科【副主任】 

移植耐受与器官保护北京市重点实验室【副主任】 

中国医师协会器官移植分会移植管理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 

中华医学会器官移植分会感染学组【副组长】 

 

首都医科大学儿童肝脏移植临床诊疗与研究中心专家：杨艳玲 

主任医师 博士生导师 

北京大学第一医院儿科【主任医师】 

中华预防医学会儿童保健分会新生儿筛查学组【副组长】 

中华儿科学会遗传代谢内分泌学组【委员】 

亚洲遗传代谢病学会【委员】 

四、儿童血液肿瘤临床诊疗与研究中心 

儿童血液肿瘤临床诊疗与研究中心依托儿童血液肿瘤分子分型

北京市重点实验室成立，由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儿童医院牵头，整

合单位包括中国医学科学院血液病医院、北京大学第一医院、首都儿



科研究所、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同仁医院、北京大学人民医院、中

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和首都医科大学基础医学院。专家委员会由郑胡

镛、王天有、竺晓凡（中国医学科学院血液病医院）、赵卫红（北京

大学第一医院）、王玺（首都医科大学）、师晓东（首都儿科研究所）、

黄东生（北京同仁医院）、张乐萍（北京大学人民医院）、刘兵（中国

人民解放军总医院）、马晓莉、彭晓霞、彭芸、郝婵娟、吴润晖、张

永红、秦茂权、张蕊、姜锦、张瑞东和金玲组成。其中郑胡镛教授为

中心主任，竺晓凡教授、赵卫红教授、王玺教授为中心副主任，高超

和于皎乐医生为中心秘书。 

中心主任郑胡镛教授任职于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儿童医院，儿

科学教授、主任医师、博士生导师。1983 年毕业于苏州医学院，获

医学学士学位；1991 毕业于中国协和医科大学，获医学硕士学位；

2001毕业于首都医科大学，获临床医学博士学位；2000-2003年在美

国 MD 安德森癌症中心从事肿瘤学博士后研究。现任国家卫生健康委

儿童白血病专家委员会临床诊疗工作组组长、中国医师协会儿科医师

分会儿童血液肿瘤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北京医学会血液分会委员、

《中华儿科杂志》编委、《中国小儿血液与肿瘤杂志》副主编、《Blood 

Research》编委。研究方向为“儿童和青少年白血病的多学科综合治

疗”及“白血病基因学分型和个性化治疗”。作为课题负责人承担国

家科技部十三五、863 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及市局级科研项目和

国际合作项目 30 余项，在《Blood》、《Clinical Cancer Research》、

《J Hematology Oncology》及中文核心期刊发表研究论文 100 余篇，

参与编撰专业和英语书 20 余本。入选 北京市科技新星计划、“十百千”

卫生人才百人计划、新世纪百千万人才、卫生系统高层次人才学科带

头人、北京市卫生系统首批“登峰”人才计划负责人。荣获北京市科



技进步一等奖、三等奖、北京医学会三等奖各一项。 

中心致力于儿童血液与肿瘤疾病的精准分型、治疗及临床新技术

研发攻关。通过引入先进的高通量检测技术，研究疾病分子分型、危

险度分层及预后标志物、细胞异质性、克隆演变、药物基因组学。开

展细胞靶向免疫治疗，包括新型的免疫治疗靶点、新的技术手段和途

径、免疫治疗的组合方法、免疫治疗疗效、耐药及评估体系，以及免

疫治疗并发症机制及干预措施等。中心目标是建设成为具有国际水平

的儿童血液与肿瘤专业临床和科研团队，建设国际领先的临床诊疗与

研究中心，带动京津冀及全国儿童血液与肿瘤疾病整体医疗水平的不

断提高。 

五、下肢动脉硬化闭塞症临床诊疗与研究中心 

中心负责人：谷涌泉 

挂靠单位：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 

参加医疗机构：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友谊医院、首都医科大学附属

北京朝阳医院、中日友好临床医学院 

中心建设情况 

1、中心定位：聚焦下肢动脉硬化闭塞症的诊疗与研究，引领国

内下肢动脉硬化闭塞症的治疗方向，切实提高国内下肢动脉硬化闭塞

症的诊治水平，降低该病引起的致残率和致死率； 

2、建设目标：利用宣武医院血管外科在血管外科领域的学术平

台，继续做国内下肢动脉硬化闭塞症治疗领域的领头羊，把中心建设

成国内领先、国际先进水平的、聚焦下肢动脉硬化闭塞症的临床诊疗

与研究中心； 



3、工作基础：下肢动脉硬化闭塞症连续十年为本科室第一大疾

病，也是国内收治下肢动脉硬化闭塞症最多的医院。从1983年汪忠镐

院士在国内开展第一例下肢动脉旁路移植以来，经过多年来的治疗方

法的发展，目前主要治疗方式包括三大类：下肢动脉旁路移植（动脉

搭桥），下肢动脉腔内治疗（介入治疗）和血管新生疗法。本团队对

每一种方法都做出了贡献； 

4、与中心参加单位既往合作基础：2016年宣武医院血管外科与

附属北京友谊医院血管外科、附属北京朝阳医院血管外科联合申报并

成功获批北京市医管局扬帆计划：“斑块切除和支架成形在治疗糖尿

病下肢动脉硬化闭塞症中疗效比较的多中心随机对照研究”，2016

年宣武医院血管外科与中日友好临床医学院血管外科、附属北京朝阳

医院血管外科联合申报、并成功获批首都卫生发展科研专项重点攻关

项目“脱细胞人工血管的临床转化研究”； 

5、组建方式：将联合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友谊医院、首都医

科大学附属北京朝阳医院和中日友好临床医学院围绕中心的定位，系

统的开展工作，组建方式包括：建立中心组织管理机构；成立中心学

术委员会；成立中心临床研究协调委员会； 

6、拟开展工作： 

    1）开展流行病学研究，建立我国下肢动脉硬化闭塞症人群队列，

获得我国下肢动脉硬化闭塞症流行病学资料； 

    2）在技术层面继续开展新技术，建立并完善我国下肢动脉硬化

闭塞症的外科治疗体系；进一步提高治疗效果； 



    3）开展大样本多中心随机对照临床研究。 

7、工作目标：最终使中心成为引领国内，甚至国际的下肢动脉

硬化闭塞症临床诊疗与研究中心。 

六、眼部肿瘤临床诊疗与研究中心 

首都医科大学眼部肿瘤临床诊疗与研究中心挂靠首都医科大学

附属北京同仁医院，中心主任为附属北京同仁医院医学影像中心主任

鲜军舫教授，副主任为附属北京同仁医院眼科魏文斌教授、宣武医院

眼科刘大川教授和附属北京朝阳医院眼科陶勇教授。主要成员包括附

属北京同仁医院眼科李彬、史季桐、马建民、姜利斌、顼晓琳、赵红

姝、贾力蕴、刘月明、杨本涛、燕飞等教授（排名不分前后）及首都

医科大学其它几个附属医院专家。 

    中心致力于眼部肿瘤的临床诊疗和应用基础研究以及新技术应

用与临床转化，以治疗葡萄膜黑色素瘤、视网膜母细胞瘤和眼眶恶性

肿瘤为重点，建立了多学科诊疗团队，由眼科、影像科、眼病理室、

儿科、神经外科和眼内肿瘤诊治研究北京市重点实验室等在内的成员

联合组成，采用综合诊治方案提高生存率、保眼率（保留眼球）、保

视率（保留视力）。近年开展了葡萄膜黑色素瘤近距离敷贴放射治疗

保眼治疗、视网膜母细胞瘤化疗保眼治疗、眼眶恶性肿瘤粒子植入治

疗等多种新的诊治方案，显著提高了患者生存率和生活质量，制定了

中国葡萄膜黑色素瘤诊疗指南等指南共识。中心拥有眼肿瘤临床信息

和组织标本库，为临床和应用基础研究提供了坚实的保障。中心将加

强与理工科研究团队合作，研发眼部肿瘤诊断与治疗新技术，进一步



开展全国多中心研究，及时实现临床转化，提升临床诊治和研究能力，

制定和推广眼部各种肿瘤的影像检查、诊断和治疗指南与共识，努力

创建国际一流的眼部肿瘤临床诊疗与研究中心。 

七、呼吸系感染临床诊疗与研究中心 

首都医科大学呼吸系感染临床诊疗与研究中心创建于 2018 年，

是由中国工程院副院长王辰院士及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曹彬教

授共同组建，挂靠在中日医院呼吸中心，长期保持与英国帝国理工大

学、英国牛津大学、美国西北大学、中国医学科学院病原微生物所、

北京协和医院等国内外知名医学院校密切合作，是致力于中国呼吸道

感染领域临床、科研、教学等多方位的研究中心。每年收治疑难呼吸

系感染 4000 余例，近年来成功组建了呼吸系感染医生和微生物诊断

多学科团队，不断提高病原诊断水平：基于快速、准确的病原学诊断

指导疑难呼吸系感染的抗感染治疗，降低了重症肺炎病死率；创建了

中国肺炎研究网（CAP－China），组织全国 120 余家医院开展多中心

临床研究，动态研究耐药细菌肺炎、耐药支原体肺炎、军团菌肺炎、

真菌性肺炎和非结核分枝杆菌肺部感染的临床、影像学特征、发病机

制及诊治经验；在国内率先揭示病毒性肺炎高发病率的特点；首次报

道腺病毒 55 型为引起中国成人社区获得性肺炎重要病原体，总结出

流感肺炎和腺病毒肺炎等流行规律和临床特点；系列研究成果被写入

《中国成人社区获得性肺炎诊断和治疗指南（2016 年版）》。团队研

究成果在 NEJM、CID、ERJ 等知名学术期刊发表。 

未来中心的研究重点包括：肺炎宿主基因易感性；中国各年龄组



人群 CAP发病率、病死率；肺炎病原谱和耐药性的动态变化；肺炎病

原诊断新技术的研发、临床评估和应用；肺炎微生物组学研究、病毒

性肺炎和耐药菌肺炎发病机制、新型治疗药物研发、治疗新方法的临

床评估和应用；疫苗对肺炎的预防作用。中心将努力提高中国社区获

得性肺炎的诊治和研究水平，并以 CAP-China 平台为依托，提高中国

在世界肺炎研究领域的学术地位，向世界发出中国声音。 

主要专家介绍： 

王辰，中国工程院院士，副院长，中国医学科学院-北京协和医

学院院校长，主任医师，教授，中国医师协会呼吸医师分会会长，中

华医学会呼吸病学分会荣誉主任委员，国家呼吸系统疾病临床医学研

究中心主任，科技部呼吸与肺循环疾病研究创新团队带头人，国家呼

吸与危重症医学(PCCM)专科医师培训专家委员会主委，WHO戒烟与呼

吸疾病预防合作中心主任。长期从事呼吸危重症、肺栓塞、慢阻肺、

肺部感染医教研工作。 

曹彬，主任医师，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呼吸内科专业），教

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获得者。中国医学科

学院呼吸病学研究院副院长，中日友好医院呼吸中心常务副主任，呼

吸与危重症医学科主任兼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二部主任（含临床微生

物与感染实验室、结核病区），医院感染管理办公室主任、疾病预防

控制处处长。中华预防医学会流感预防控制工作委员会第一届委员会

副主任，国家呼吸内科专业质控中心专家委员会副主任，中华医学会

呼吸病学分会第十届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中华医学会呼吸病学分会呼



吸感染学组副组长。国际流感和其他呼吸道病毒感染－抗病毒工作组

（ISIRV－AVG）成员。2017 年获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特等奖，2016

年荣获首都十大杰出青年医生和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2014 年获第

十五届吴杨奖，第一届树兰医学青年奖，全国优秀科技工作者。发表

SCI 论文 112 篇，以第一和通讯作者（含共同）在影响因子＞5 的国

际权威期刊发表论著 19篇，其中以第一和共同第一作者在 New Engl 

J Med 杂志发表论著 3 篇。 

作为呼吸病学国家重点学科呼吸感染领域带头人，在国内率先创

建了呼吸感染、微生物和免疫、流行病学和统计学等多学科交叉研究

团队。且带领团队在呼吸感染研究方面取得了多项具有国际影响的创

新性成果，推动了我国呼吸感染的科学规范诊治。 

八、急性胰腺炎临床诊疗与研究中心 

首都医科大学急性胰腺炎临床诊疗与研究中心依托于宣武医院

普通外科建设，是首都医科大学急性胰腺炎诊疗联盟的牵头单位。 

中心队伍包括国际先进国内顶尖水平的医疗团队，优秀的护理团

队和紧随前沿科学研究团队，以最先进最精准的医疗、最优质的护理

为基础，为急性胰腺炎患者提供最优、最有效的治疗。急性胰腺炎团

队多年来致力于对急性胰腺炎的基础研究与临床治疗，培养该领域的

科研及医疗人才，打造国际先进国内顶尖的急性胰腺炎临床诊疗与研

究中心！ 

 

首席专家 李非，科室主任，主任医师、教授、博士生导师 



首都医科大学急性胰腺炎联盟主席 

中华医学会外科学分会常务委员 

中华医学会外科学分会胰腺学组委员 

擅长：急性胰腺炎的诊治，特别在急性胰腺炎各类并发症的处理方面

经验丰富；精通各类急性胰腺炎外科手术治疗，尤其擅长急性胰腺炎

的微创治疗，包括腹腔镜、内镜、经皮肾镜、及小切口胰腺脓肿引流，

假性动脉瘤介入栓塞等；在复杂难治性感染性胰腺坏死的治疗方面，

独具特色地“应用多视频辅助微创技术”，使其治愈率达到国际先进

国内顶尖水平。 

 

中心在急性胰腺炎疾病的治疗研究领域紧随国际前沿，处于国内领先

水平： 

1.中心建立了以急性胰腺炎诊疗为主的外科 ICU，采用“早期目标液

体复苏”、“持续肾脏替代”、“代谢平衡车”等先进技术，使急性胰腺

炎早期重症救治处于全国领先水平； 

2. 中心在国际上首次提出“联合多视频辅助微创技术”应用于感染

性胰腺坏死的治疗，将感染性胰腺坏死死亡率降低至 5%以下，为在

国内广泛开展联合多视频辅助微创技术奠定坚实基础； 

3. 中心改进并完善了感染性胰腺坏死的微创治疗策略，在进阶微创

治疗基础上，国内首次提出“一步法”胰腺坏死组织清创术。同时在

国际首次提出并报道清创引流术后不灌洗理念，与加速康复外科

（ERAS）充分结合，促进患者康复，具有较大经济效益及社会效益； 



4. 中心于国内首次建立重症急性胰腺炎相关数据库，形成系统的急

性胰腺炎研究网络，初步明确了胰腺炎病因学变化趋势及现状，并制

定了针对不同病因方面胰腺炎治疗策略； 

5. 中心已获得包括北京市科委重点项目在内的基金资助 4 项，发表

急性胰腺炎诊治研究论文 100 余篇； 

6. 中心将立足急性胰腺炎临床大数据，依托首都医科大学急性胰腺

炎联盟平台，在急性胰腺炎的规范治疗、新技术开发及应用、急性胰

腺炎相关基础科学研究方面深入开展研究工作，使得中心在急性胰腺

炎的诊治研究领域达到国际先进水平。 

九、宫腔粘连疾病临床诊疗与研究中心 

首都医科大学宫腔粘连疾病临床诊疗与研究中心挂靠于附属北

京妇产医院。医院妇科微创诊治中心拥有国家临床重点建设专科，北

京市临床重点医学专业，是全国子宫腔疾病诊治会诊中心，首批卫健

委四级妇科内镜手术培训基地，医疗服务实力雄厚，接诊各类疑难复

杂妇科疾病，特别是在宫腔粘连的微创诊疗领域具有国内领先、国际

先进水平。中心合作单位有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世纪坛医院、附属

北京安贞医院、附属北京潞河医院和平谷教学医院。 

中心主任段华教授现任首都医科大学妇产科学系主任、北京妇产

医院妇科微创中心主任、中国医师协会妇科内镜医师培训学院院长、

中华医学会妇产科分会妇科内镜学组副组长、中华预防医学会生殖健

康分会副主委、中国医师协会内镜医师分会副主委、妇科内镜专委会

主委、微无创医学专委会副主委、北京医学会妇科内镜分会主委、京

津冀妇科内镜协同发展促进会主委等。段华教授主笔撰写了中华医学

会妇产科分会《妇科宫腔镜诊治规范》、《宫腔粘连临床诊治中国专家



共识》，并参与了 11 项妇产科临床指南的专家讨论制定，已经形成具

有我国特色的子宫腔疾病规范化诊治的行业标准指南。段华教授团队

现承担《国家临床重点专科建设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

《国家“十一五”攻关项目》等多项课题。研究成果先后获国家科技

进步二等奖、中华医学科技奖二等奖、北京医学科技奖一等奖、北京

市科技进步二等、三等奖等。  

中心远期研究目标：深入宫腔粘连疾病的基础与临床研究；建立

并完善宫腔粘连疾病临床诊断治疗新体系，建立行业诊疗标准；开展

对宫腔粘连疾病再粘连预防的系列研究，创新多种再粘连预防措施，

加快子宫内膜再生修复系列研究，探索子宫内膜修复机制，促进研究

成果转化。 

十、眩晕临床诊疗与研究中心 

首都医科大学眩晕临床诊疗与研究中心于 2018年 7月挂牌成立，

是首都医科大学第三批十家临床诊疗与研究中心之一，挂靠单位为附

属北京天坛医院，下设主任一名、副主任三名。中心与首都医科大学

宣武医院、附属北京朝阳医院、附属北京同仁医院密切合作，成立近

一年来，致力于眩晕疾病学科平台建设、诊疗技术推广及相关科研工

作。 

在学科平台建设方面，中心继续深化多学科诊疗模式，在特需门

诊眩晕会诊的基础上,开设眩晕神经科专家门诊及耳鼻喉科联合会诊，

扩大眩晕专病门诊覆盖面，筹备眩晕专病病房，整合已有的领先检查

技术和设备，创立眩晕检查工作站，通过资源集中整合打造眩晕学科

平台。 



在诊疗技术推广方面，中心继续开展全国眩晕巡讲，包括卒中与

眩晕分会年会、天坛国际脑血管病会议眩晕论坛等，部分会议参会人

员逾千人；继续开展眩晕诊疗技术推广，培养眩晕专科进修医生，编

写《前庭性偏头痛诊疗多学科专家共识》、《头晕眩晕基层指南》，极

大地提高了基层医务工作者对眩晕疾病的认识。 

在相关科研及课题方面，依托北京市医管局“登峰”人才培养计

划、首都卫生发展科研专项重点项目等课题，丰富已有孤立性血管源

性眩晕影像数据库、神经内科急诊头晕/眩晕登记数据库、眼震平衡

评估系统数据库等，并建立眩晕疾病电子病历数据库，继续进行眩晕

登记、良恶性眩晕鉴别等科研课题，着手启动头晕与运动认知风险综

合征等系列研究，并继续深化与美国 UCLA 大学等交流合作。 

眩晕临床诊疗与研究中心将继续致力于眩晕诊疗规范的建立、诊

疗技术的推广、相关科研工作的开展及人才培养、交流合作等，开展

多中心临床研究及基础研究，填补眩晕领域诊疗及研究空白，以我校

“十三五”期间迈向“高水平研究型医科大学”建设的整体战略规

划为基础，提升我校优势学科建设水平，推动全国眩晕学科及专业的

快速规范发展。 

 

主要专家简介： 

赵性泉，眩晕临床诊疗与研究中心主任，男，主任医师、教授、

博士研究生导师，现任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天坛医院神经病学中心

常务副主任、党支部书记，中国卒中学会副秘书长、常务理事，北京



脑血管病防治协会副会长、秘书长，中国卒中学会卒中与眩晕分会主

任委员，北京医学会眩晕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中国研究型医院学

会眩晕病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中国医药教育协会眩晕专业委员会

副主任委员等职，多部杂志编委。赵性泉教授长期致力于头晕/眩晕

疾病与脑血管病的诊疗及科研工作，作为国内首批眩晕领域专家，率

先开展眩晕综合门诊诊疗和新技术，创办 VESSEL 全国眩晕规范化巡

讲和中美眩晕巡讲，极大地促进了基层医务工作者对头晕/眩晕疾病

的认识，有力地推动了头晕/眩晕规范化诊疗技术的推广。其在国内

率先开展基于急诊的头晕/眩晕疾病谱调查，探索良恶性眩晕的快速

鉴别方法，并组织成立了中国卒中学会卒中与眩晕分会，进一步扩大

辐射面，通过多学科交流探讨，提升头晕/眩晕疾病的诊疗和研究水

平。赵性泉教授促成创建北京市脑血管病急救中心、中国首家卒中单

元，为全国各地医院培训学员数千人次，极大地提高了全国脑血管病

治疗水平。其作为主要组织和实施者创建全国最大脑血管病临床研究

协作网络和重大新药创制研究平台，其中代表性的 CHANCE 研究结果

发表在新英格兰杂志上，团队成果改写国内国际指南，并在国内 600

余家医院进行技术推广，成为脑血管病治疗领域的里程碑。赵性泉教

授还在国际上率先完成大规模前瞻性 CTA 预警脑出血结局的队列研

究，国内首次创建超急性期脑出血一站式多模式 CT 预警模式及脑出

血风险评估体系，为脑出血的诊治奠定坚实基础。赵性泉教授现以第

一/通讯作者在行业顶级杂志发表 SCI论文 60 余篇，影响因子 270余

分，获得实用新型专利 7 项，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 1项，省部级科技



进步奖 7项，入选北京市卫生系统高层次卫生技术人才学科骨干、学

科带头人、北京市医院管理局“登峰”人才计划，2017 年入选国家

百千万人才工程。 

鞠奕，神经病学博士，主任医师、副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现

工作于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天坛医院神经病学中心/血管神经病学

一病区，任病房副主任。首都医科大学眩晕临床诊疗与研究中心副主

任。长期从事脑血管临床与科研工作及头晕/眩晕诊疗工作。在常见原

因及少见原因疑难脑血管病、头晕/眩晕的诊断和治疗方面有着丰富的

临床经验。现担任中国卒中学会卒中与眩晕分会副主任委员，中国医

师协会神经内科分会眩晕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中国研究型医院学

会眩晕医学专业委员会常委，中国中西医结合学会眩晕病专业委员会

常委，中国医药教育学会眩晕分会常委、中国卒中学会医疗质量管理

与促进委员会委员，北京市脑血管病防治协会理事，北京医学会眩晕

医学分会常委。近年来，主持及参与国家级、市级等科研课题多项；

发表中英文论文 60余篇，参与翻译和编写书籍多部。 

刘博，眩晕临床诊疗与研究中心副主任，女，主任医师、教授、

博士研究生导师，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同仁医院耳鼻喉科主任医师、

北京市耳鼻咽喉科研究所副所长，现任 国际耳内科医师学会中国专业

委员会副主席、中华医学会耳鼻咽侯头颈外科专业委员会委员、中国

卒中学会卒中与眩晕分会副主任委员、中国医药教育协会眩晕专业委

员会副主任委员、北京市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耳鼻喉科专家委员会主

任委员、北京医学会耳鼻咽侯头颈外科专业委员会委员等职。获得国

家科学技术进步二等奖 1 项，北京市科学技术进步二等奖 1 项、三等

奖 2 项，技术专利 1 项，发表专业研究型论著 130 余篇，编写专著



23 部。 

李淑娟，眩晕临床诊疗与研究中心副主任，女，主任医师、副教

授、硕士研究生导师，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朝阳医院神经内科副主

任，现任中国卒中学会青年理事会常委，北京生理科学学会组织委员

会主任委员等职，先后于白求恩医科大学、首都医科大学、美国伊利

诺斯大学和澳大利亚皇家墨尔本大学神经病学中心学习，擅长 急危重

症脑血管病的救治和神经保护机制的研究，以及老年人群神经系统疾

病如认知障碍、睡眠和眩晕的危险因素分析。主持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2 项，北京市自然科学基金等其他基金 5 项，作为课题骨干参与了科

技部重点专项 1项，以第一/通讯作者发表 SCI论文 14 篇，核心期刊

论文 40 篇。曾获得奥运巾帼奉献奖、全国神经病学青年医师演讲比

赛一等奖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