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六届 中国微循环周 

中国·北京 2021 

（最后一轮通知） 

 

为了搭建机体实质与间质、微循环与人体组织关系、基础与临床、医学与药学、

中医与西医的交流平台，根据中国微循环学会关于举行学术活动的章程和专委会全体

会议决议并报总会批准，第六届中国微循环周会议将于 2021 年 9 月 24 日-26 日在北

京雁栖湖召开，采取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方式举办。本次会议由国家纳米科学中心承

办，会议将以大会报告、专题报告、壁报展示等形式，聚焦循环变化特征、发生机制

和临床治疗策略、微循环与组织纤维化相关研究成果进行交流。热烈欢迎国内外相关

领域的专家、青年学者和研究生投稿和参会，望各位委员积极参会。根据北京市疫情

防控工作统一要求以及中国科学院大学疫情防控领导小组规定，京外参会人员请携

带 48 小时内阴性核酸检测报告，京区参会人员健康宝绿码参会。  

 

 

主要内容 

 

大会报告：韩 峰  教授  南京医科大学药学院 

          李 霞  教授  哈尔滨医科大学生物信息科学与技术学院 

          孔 炜  教授  北京大学医学部生理与病理生理系 

          殷雅俊 教授  清华大学航天航空学院工程力学系 

 

 

专题报告：心血管疾病与心脏微循环      脑微循环  

糖尿病与微循环              消化系统损伤与微循环 

                休克与微循环                出血与血栓 

                淋巴与淋巴管                周围血管病 

微循环与气郁                微循环与痰瘀 

微循环与血瘀                微循环前沿技术 

组织纤维化                  微循环与其他           

          注：大会学术委员会将从投稿中选定专题报告或 Poster 展示。 

 

https://baike.baidu.com/item/%E5%8C%97%E4%BA%AC%E5%A4%A7%E5%AD%A6%E5%8C%BB%E5%AD%A6%E9%83%A8/434367


大会学术委员会 

 

主任委员：韩晶岩 

  常务委员：戴克胜  黄巧冰  韩东 

      成员：王世军、王伟、牛春雨、朱明军、朱彦、刘育英、刘建勋、孙保亮、李玉珍、 

            吴剑波、沈剑刚、宋柏林、张双彦、张庆富、张明雪、陈思锋、黄聿、韩峰 

           （排名按姓氏笔划排序） 

 

大会共同主席 

 

韩晶岩   北京大学医学部中西医结合学系 主任、教授 

世界中医药学会联合会 气血专业委员会 会长 

                      中国中西医结合学会 微循环专业委员会 主任委员 

 

           戴克胜    苏州大学唐仲英医学研究院 副院长 

       中国病理生理学会 微循环专业委员会 主任委员             

 

           黄巧冰    中国微循环学会 副理事长 

   

  大会执行主席 

 

韩 东  中国微循环学会痰瘀专业委员会 主任委员 

 

主办团体 

中国微循环学会        痰瘀专业委员会 

协办团体 

中国中西医结合学会    微循环专业委员会 

中国病理生理学会      微循环专业委员会 

世界中医药学会联合会  气血专业委员会 

 

 承办单位：国家纳米科学中心 

会期：2021 年 9 月 24 日-26 日 

线下会址：北京市怀柔区国科大国际会议中心 

大会网站：www.chmicrocircuweek.com（直播回看均可，登陆账号前手机号注册） 

http://www.chmicrocircuweek.com/


本次学术报告及会议摘要征集 

学术报告形式：① 大会报告：40 分钟； 

         ② 专题报告：20 分钟； 

         ③ 学术墙报 Poster: 本次会议墙报评比产生一等奖 1 人，二等奖 2 人， 

三等奖 3 人，大会组委会颁发荣誉证书。 

(会议提供墙报展位，墙报尺寸：高 120 厘米，宽 90 厘米，墙报由参会人员自行制作) 

同时本次会议的学术委员会将在研究生（在读硕士、博士）的专题报告和 Poster 中选

举产生前三名，直接参加国际微循环学会的青年论坛进行 Presentation，并由万东医疗科技

公司提供奖励。 

 

请各学会还未报名的委员们和参会人员尽快填写本通知下方的“第六届中国微循环周

参会报名表” 

文摘征文：请参照通知下方的“第六届中国微循环周文摘投稿表”将字数不超过 800 字的

文摘相关内容（题目、作者、单位、邮箱、目的、方法、结果、结论等），把文摘投稿至会

议秘书处邮箱: ncnst2021@163.com 

会议费：会员参会缴纳 1200 元人民币/人，学生凭有效证件参会缴纳 800 元人民币/人。 

   （会务费含资料费、餐费，会议统一安排住宿，费用自理，差旅费回原单位按规定报销）  

注：各学会参会人员在注册时务必将费用汇款至本人所在学会账号，如参与两个及以上学会

者，只需选择其中一个账号汇款。附：中国病理生理学会微循环专业委员会成员请注册至中

国微循环学会。 

1） 中国微循环学会请汇入下述账户 

开户名称：中国微循环学会 

开户银行：中国农业银行南京城北支行 

银行账号：1010 0001 0402 1312 3 

汇款时请务必注明本人姓名+微循环周，将汇款信息截图、所需发票抬头、纳税人识别号、

联系人及手机号，并注明“第六届中国微循环周+中国微循环学会痰瘀专业委员会”，发至秘

书处邮箱: ncnst2021@163.com 



2） 中国中西医结合学会请汇入下述账户 

开户名称：中国中西医结合学会 

开户银行：工商银行北京北新桥支行 

银行账号：0200 0043 0908 9112 466 

汇款时请务必注明本人姓名+微循环周，将汇款信息截图、所需发票抬头、纳税人识别号、

联系人及手机号，并注明“第六届中国微循环周+中国中西医结合学会微循环专业委员会”，

发至秘书处邮箱: ncnst2021@163.com 

 

3） 世界中医药学会联合会请汇入下述账户 

开户名称：世界中医药学会联合会 

开户银行：交通银行北京育惠东路支行 

银行账号：1100 6097 1018 0026 0448 0024  

汇款时请务必注明本人姓名+微循环周，将汇款信息截图、所需发票抬头、纳税人识别号、

联系人及手机号，并注明“第六届中国微循环周+世界中医药学会联合会气血专业委员会”，

发至秘书处邮箱: ncnst2021@163.com 

 

4） 现场缴费：支持现金、微信和支付宝支付，汇款时注明本人姓名、所需发票抬头、纳税

人识别号、手机号，并注明“第六届中国微循环周+所在学会”。 

 

会议秘书处：国家纳米科学中心纳米生物效应与安全性实验室 

地址：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北一条 11 号 国家纳米科学中心（邮编 100190） 

联系人：李 斌   手机：13651341582     聂壹峰  手机：18810201603      

        赵淑玉  手机：13641117911     冀文英  手机：13261593731 

李  想  手机：13240198181     孙崇豪  手机：17335887957 

   

         

 

 

 

 



大会共同主席   

 

韩晶岩              

             北京大学医学部中西医结合学系 主任、教授 

             北京大学医学部中西医结合研究院 院长 

             北京大学医学部天士力微循环研究中心 主任 

             中国微循环学会 副理事长 

             世界中医药学会联合会 气血专业委员会 会长 

             中国中西医结合学会 微循环专业委员会 主任委员 

 

戴克胜               

             苏州大学唐仲英医学研究院 副院长 

             江苏省血液研究所 副所长 

             中国病理生理学会 微循环专业委员会 主任委员    

 

黄巧冰               

             中国微循环学会 副理事长 

 

大会执行主席 

 

韩 东                

             中国微循环学会痰瘀专业委员会 主任委员 

       

         



第六届中国微循环周参会报名表 

姓名  性别  

职务  职称  

电话  手机  

邮箱  

单位、部门  

通讯地址  

是否参加线下会议 是（  ）               否（  ） 

是否需要安排住宿 是（  ）               否（  ） 

住宿要求 双人标间（  ）         单间（  ） 

注：此表请用 E-mail 邮寄回会议秘书处 ncnst2021@163.com 

   

 

 

 

 

 

 

 

 

 

 

 

 

 

 

 



第六届中国微循环周文摘投稿表 

选择发表形式 专题报告（  ）          论文集（  ） 

备选专题 心血管疾病与心脏微循环      脑微循环  

糖尿病与微循环              消化系统损伤与微循环 

休克与微循环                出血与血栓 

淋巴与淋巴管                周围血管病 

微循环与气郁                微循环与痰瘀 

微循环与血瘀                微循环前沿技术 

组织纤维化                  微循环与其他 

 

拟选报告专题  

摘要 

用中文，按题目、作者、单位、目的、方法、结果、结论的顺序，用 5 号宋体（英文用

Times New Roman）撰写，不超过 800 字。 

 

 

 

 

 

 

 

报告者个人信息 

姓名  性别  

职务  职称  

电话  手机  

邮箱  

单位、部门  

通讯地址  

是否参加现场会议 是（  ）               否（  ） 

注：此表请用 E-mail 邮寄回会议秘书处 ncnst2021@163.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