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辽宁省护理学会 2021 年学术会议征文计划

会议名称 征文内容 会议时间、地点
投稿邮箱

（各专委会秘书）

辽宁省护理学会

第十七次内科护

理学术会议

1.内科护理的多学科模式合作经验；2.内科疾病的护理指南与研究进展；3.疾病专

科监测指标构建/护理敏感指标的构建与实施；4.质量精细化管理的探索与实践分

享；5.护理风险与危机管理预警；6.内科护理岗位管理经验；7.护理技术方法的改

革与实践；8.危急重症护理；9.内科疾病的介入护理治疗；10.专科护士培养及使

用的新思路；11.内科慢病管理模式的建立与探讨；12.延伸护理在内科慢病管理中

的探索与实践；13.内科护理信息化建设大数据时代下护理信息化建设与应用；14.

心理护理、康复训练在临床护理工作中的应用与研究；15.护理科研与临床创新；

16.新冠疫情防控相关的疾病护理、病人心理、护士心理、护理管理、疫情防控。

根据疫情情况待定
slf971107@163.c

om

辽宁省护理学会

第十九次外科护

理学术会议

1.外科护理科研与护理创新技术；2.机器人手术患者的术后护理；3.外科疾病护理

经验分享；4.快速康复外科护理实践；5.外科患者安全管理；6.外科急性疼痛管理

示范病房的开展；7.外科术后患者的营养支持；8.外科规范化护理管理与发展；9.

外科专科护士规范化培训；10.外科护理新技术，新业务进展；11.外科患者个案介

绍与分享；12.外科伤口、造口患者护理或个案介绍；13.PICC 技术与维护；14.外

科术后患者深静脉血栓形成的预防与护理；15.循证护理；16.外科患者实施个性化

护理、多元化护理的相关经验；17.外科患者心理护理。

拟 6月份召开具体

以会议通知为准

3278410032@qq.c

om

辽宁省护理学会

第十六次妇产科

护理学术会议

1.提升妇产科专科护理质量；2.从理论到实践妇产科护理干预方案的构建；3.妇产

科护理教育；4.妇产科护理人才培养与创新发展；5.妇产科护理服务和管理创新；

6.助产适宜技术。

拟 6月份召开具体

以会议通知为准

1904893161@qq.c

om

辽宁省护理学会

第十七次儿科护

理学术会议

1.儿科护理新知识、新理论、新技术；2.儿科护理实践、质量改善、照护模式、病

人安全；3.跨专业、多学科团队合作分享；4.护理教育与学习；5.儿科专科护士培

养、人才队伍建设；7.信息化：电子病历、移动式医疗、临床信息系统等；8.儿科

护理人文建设与人文关怀，安宁疗护与实践分享；9.职业安全：职业防护、医院感

染护理实践、特殊科室职业防护；10.科普及儿童健康教育；11.其他与儿科护理相

关内容。

拟 9月份召开具体

以会议通知为准

360745230@

qq.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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辽宁省护理学会

第十五次耳鼻喉

护理学术会议

1.耳鼻喉科肿瘤患者的护理新进展；2.耳鼻咽喉外科疾病的循证护理；3.耳鼻咽喉

外科专科护理敏感指标的构建与实施；4.耳鼻喉科护理信息化建设与发展；5.耳鼻

喉科护理新技术实践；6.人文关怀在耳鼻喉科的运用与研究；7.耳鼻喉科护理教学

新方法与研究；8.耳鼻喉科患者营养支持新进展；9.耳鼻喉科变应性疾病诊治中的

护理进展；10.耳鼻喉科器械消毒方法和科学化管理；11.耳鼻喉科护理疑难病历个

案分析；12.耳鼻喉科患者的急救案例分析；13.康复护理在耳鼻喉科的应用；14.

耳鼻喉科疾病心理护理；15.耳鼻喉专科健康宣教。

拟 9月份召开具体

以会议通知为准

Lnzlliuhuiguang

@163.com

辽宁省护理学会

第十一次传染科

护理学术会议

1.新冠防控管理专题：①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的防控；②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的护理；

③发热门诊的护理管理；④发热门诊质控；⑤新冠肺炎留观区管理；⑥留观患者心

理护理；⑦核酸采集管理。2.感染病护理专题：①新发和突发传染病防控体系管理；

②感染性疾病的规范化护理；③感染性发热患者的护理体会；④疑难重症感染病患

者的护理。3.肝病护理专题：①肝病专科护理发展现状与趋势；②人工肝治疗及护

理；③重症肝炎患者的护理新技术及护理体会。4.管理科研教学专题：①绩效质控

管理；②质控安全管理；③传染病教学新模式；④信息化技术的应用；⑤护理创新

的应用。

拟10月份召开具体

以会议通知为准

2567658087@qq.c

om

辽宁省护理学会

第十四次中西医

结合护理学术会

议

1.优势病种中医护理方案应用经验分享；2.专科专病中医护理特色优势；3.中医治

疗专科护士的探讨；4.中医护理临床路径的应用与研究；5.中医个体化健康宣教经

验交流；6.社区中医护理应用体会；7.中医护理技术创新与康复养生方法的应用；

8.中医护理发展的难点分析与对策；9.中医护理信息化应用。

拟 9月份召开具体

以会议通知为准

18098872633@163

.com

辽宁省护理学会

第十四次精神科

护理学术会议

1.新冠肺炎疫情下精神科病房管理；2.新冠疫情中的心理危机干预；3.健康教育在

护理工作中的应用；4.精神科优质护理服务与发展；5.精神康复护理模式的探讨与

研究；6.心理护理在精神科临床护理中的应用；7.精神科护理安全管理；8.人文关

怀在精神科的运用与研究；9.精神科老年护理模式的思考；10.精神科护理风险管

理；11.精神科护理质量控制与患者安全；12.精神科护理管理与研究。

拟 8月份召开具体

以会议通知为准
ssyhlb@163.com

辽宁省护理学会

第十八次肿瘤护

理学术会议

1.肿瘤护理临床实践：①肿瘤护理评估；②肿瘤疾病及治疗的护理；③肿瘤症状、

急症及并发症的护理；④免疫及靶向治疗的护理；⑤肿瘤营养支持与管理；⑥舒缓

护理；⑦心理护理及人文关怀和社会支持；⑧肿瘤病人康复护理；⑨肿瘤病人生活

质量及研究；⑩化疗药物静脉输注管路安全管理及护理；⑪肿瘤专科护士及个案管

拟 7月份召开具体

以会议通知为准

lnszlhlzwh@126.

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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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师的临床实践；⑫肿瘤疑难病例讨论；○13肿瘤造口及癌性伤口的护理；○14肿瘤实

验用药的护理；○15肿瘤放疗及化疗护理新进展。2.肿瘤护理管理：①肿瘤病人安全

管理；②肿瘤护理质量管理及标准、不良事件分析；③肿瘤专科护士的临床作用及

管理；④肿瘤护士在 MDT 中的角色及作用；⑤肿瘤病人及照护者的健康教育；⑥肿

瘤护士的职业防护；⑦肿瘤护理未来与展望；⑧肿瘤护理中的伦理及法律问题探讨；

⑨肿瘤护理临床教学与管理；⑩肿瘤护理教育与培训；⑪肿瘤社区护理及肿瘤预防

健康教育。3.肿瘤优质护理服务及创新：①肿瘤护理科技及创新实践；②国内外肿

瘤护理新进展、新技术、新理念等前沿信息；③肿瘤循证护理研究及转化；④肿瘤

延续护理服务。4.老年肿瘤病人的护理：①老年肿瘤患者社区护理；②老年肿瘤患

者心理护理；③老年肿瘤患者居家护理；④老年肿瘤患者社会支持；⑤老年肿瘤患

者化疗护理；⑥老年肿瘤患者营养护理。

辽宁省护理学会

第十六次急诊急

救护理学术会议

1.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相关专题；2.急诊突发事件的应对与处置；3.急诊护理规范化

专科培训与教育；4.急诊专科/亚专科护士培养与资质探讨；5.急诊护理人工智能

与信息化；6.急诊预检分诊标准与实践；7.急诊护理创新管理、流程管理的实践；

8.急诊护理风险防范与危机管理；9.急诊护理质量敏感指标管理；10.急诊护理服

务与流程管理；11.急诊护理技术新进展（IO、ECMO 等临床应用）；12.急诊护理职

业暴露与防护；13.急诊护理案例分享（病案报告、个案分析、流程、管理、信息

等）；14.循证实践（EBP）在急诊护理中的转化应用；15.急诊护理人文关怀；16.

院前急救管理；17.非专业人员紧急意外事件的科普实践；18.国际急诊护理交流见

闻；19.急诊护理信息化建设及 5G 技术在急诊的应用。

拟 5月份召开具体

以会议通知为准

250776488@qq.co

m

辽宁省护理学会

第二十七次护理

管理学术会议

1.新形势下我国护理管理的发展趋势；2.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中护理管理实践与思

考；3.《民法典》对护理管理影响；4.护理标准相关内容；5.护理岗位管理方面：

护理岗位科学设置与人力调配；成本效益与绩效考核的研究与实践；专科护士培养

与使用；护士规范化培训；护理团队建设与沟通协作；6.护理质量安全方面：质量

精细化管理的探索与实践；护理质量指标体系建设与应用；护理风险管理与预警；

护理不良事件管理及持续改进；7.护理信息化方面：护理信息化的建设与应用；电

子护理病历的应用与评价；网络安全的管理与实践；信息化环境下的护理流程优化

与再造；8.延伸护理方面：延伸护理的研究与实践；医院-社区联动的延伸护理模

式建立与应用；延伸护理在慢病管理中的探索与实践；9.人文关怀方面：人文关怀

拟 9月份召开具体

以会议通知为准）

xingll@sj-hospi

tal.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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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人文关怀理论及实践；多元文化与人文关怀；10.职业安全方面：职业安全

现状及对策；职业安全管理与持续改进；特殊科室职业环境及防护；11.护理工作

流程优化和标准化建设；12.管理者应具备的高效管理核心技能；13.其他与护理管

理相关的主题。

辽宁省护理学会

第二十一次护理

教育学术会议

1.在建设健康强国和教育强国背景下，根据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和人民群众的健康需

求，优化各层次（中专、高职高专、本科和研究生）护理人才培养结构的研究；2.

探讨医教协同背景下护教协同育人机制、临床护理教学和新护士培养模式的研究；

3.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虚拟现实等现代技术在教学和教育管理中的应用研

究；4.老年护理、安宁疗护、慢病管理、智能护理、精准护理等专科护理人才培养

的机制和模式探讨；5.高级专科护士的培养模式、胜任力、实践范畴的相关研究；

6.“五大”金课（线下“金课”、线上“金课”、线上线下混合式“金课”、虚拟

仿真 “金课”和社会实践“金课”）建设的研究与经验分享；7.不同教学模式、

不同教学方法的运用与效果评价的研究；8.关于护理一流教学基地建设的研究与经

验分享；9.结合护理专业特点，进行课程思政教育和实践的研究与经验分享。

拟 6月份召开具体

以会议通知为准

mxl_cmu2004@163

.com

辽宁省护理学会

第十三次手术室

护理学术会议

1.手术室管理变革与研究；2.日间手术的发展与管理；3.疼痛护理的发展；4.麻醉

护理的发展；5.手术室运营管理模式探讨；6.手术室精益管理；7.手术室护理岗位

管理；8.手术室护理人力资源管理；9.手术室人性化管理模式；10.磁性医院理念

在手术室管理中的应用；11.快速康复在手术室护理中的应用；12.手术室循证护理

研究与发展；13.手术室成本控制与管理；14.管理工具在手术室管理中的应用；15.

手术室持续质量管理的方法；16.洁净手术室的感染控制与监测；17.手术隔离技术

的应用；18.手术室医用耗材管理；19.手术室药品的管理；20.手术室仪器设备管

理；21.手术器械规范管理（外来器械、精密手术器械等）；22.手术室护理信息化

建设与发展；23.复合手术室的管理；24.人工智能在手术室工作中的应用；25.手

术室护理在灾害护理中的实践与研究；26.人文关怀在手术室的运用与研究；27.围

手术期优质护理服务的实施与发展；28.男护士在手术室工作中的作用与优势；29.

手术室新技术实施中的护理实践；30.手术室护理质量改善个案分享；31.手术患者

安全管理个案分享；32.各级各类手术护理配合；33.机器人手术护理配合；34.预

防手术患者术中低体温；35.预防手术患者术中压力性损伤；36.预防手术患者术中

深静脉血栓形成；37.预防手术患者手术部位感染 SSI；38.预防手术患者电外科并

拟 9月份召开具体

以会议通知为准

597041064@qq.co

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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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症的探讨；39.手术室专科护士的培养与使用；40.麻醉科专科护士的培养与使用；

41.手术室护理教学新方法与研究；42.手术室护士规范化培训；43.手术室护理科

研与创新。

辽宁省护理学会

第十二次消毒供

应护理学术会议

1.护理管理对消毒供应中心专业的促进与研究；2. PDCA 持续改进方法在 CSSD 管理

中的应用；3.专科器械的供应及保障改进；4.器械清洗质量问题案例分析及改进；

5.无菌物品供应需求及改进的研究；6.无菌包装材质及形式的应用改进与案例分

析；7.岗位管理及人员设置的探讨与改进；8.专业人员技能培训方法及效果评价；

9.信息技术应用及效果研究；10.设备常见问题及案例分析；11.临床服务需求调查

改进与案例分析；12.精密器械的供应和效果评价；13.湿包的控制与案例分析；14.

硬式内镜处理常见问题及案例分析；15. 绩效管理方法及应用研究；16.外来器械

处理常见问题及案例分析；17.软式内镜处理常见问题及案例分析。

拟 9月份召开具体

以会议通知为准

708871367@qq.co

m

辽宁省护理学会

第十一次社区护

理学术会议

1.开展互联网+护理服务经验介绍；2.社区慢性病患者的管理；3.探讨慢性病患者

的健康教育模式；4.如何提升社区老年患者的依从性；5.社区护理工作中的风险防

范；6.社区护理人员在疫情防控中的作用；7.护理人力资源调配；8.护理质量与安

全；9.延伸护理服务；10.护理信息化管理与应用。

根据疫情情况待定
2218603602@qq.c

om

辽宁省护理学会

第九次心理护理

学术会议

1.国内外心理护理的新思路、新技术、新应用、新前沿等；2.我国心理护理研究的

变化趋势分析；3.心理护理对提高临床护理质量的作用；4.心理护理实践的创新与

特色；5.身心疾病、临床多发病、常见病的心理护理研究进展及临床实践；6.肿瘤、

老年、重症、儿童等临床特殊患者的心理护理研究进展及临床实践；7.患者/家庭/

社区参与健康照护、健康管理；8.护士（生）如何适应职业角色及护士（生）的角

色心理研究；9.护士（生）职业胜任力与职业心理健康促进等。

拟 7月份召开具体

以会议通知为准

lnxlhlzwh@163.c

om

辽宁省护理学会

第十次静脉输液

治疗护理学术会

议

1.静脉输液治疗护理工作的新技术与前沿发展；2.静脉输液工具的临床应用与实

践；3.静脉输液治疗相关并发症的循证护理；4.静脉输液治疗相关创新发明；5.静

脉输液治疗相关质量控制与管理。

拟10月份召开具体

以会议通知为准

lnshlxhjl@163.c

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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辽宁省护理学会

第十次内分泌护

理学术会议

1.专科护士在全院血糖管理中的作用；2.疫情防控下糖尿病患者护理管理；3.团队

合作在内分泌疾病合并其他特殊疾病临床护理中的作用；4.护理信息化管理在糖尿

病患者管理中的作用；5.品管圈在内分泌护理管理中应用的相关研究；6.糖尿病护

理发展实践；7.糖尿病足预防与护理新进展；8.围手术期血糖管理；9.内分泌延续

护理及社区护理；10.胰岛素规范注射在糖尿病患者中的应用。

拟11月份召开具体

以会议通知为准

18940254346@

163.com

辽宁省护理学会

第七次眼科护理

学术会议

1．创新技术在眼科护理中的应用；2.眼科护理评价指标的建立、应用及规范；3.

眼科护理信息化建设；4.如何运用管理工具对眼科患者实施精准化护理；5.眼科护

士在提升患者就医体验、提高患者满意度中的举措；6.儿童弱视、近视眼的防治新

进展；7.眼科器械消毒方法及科学化管理；8眼科患者的急救案例分析； 9.眼科日

间患者的管理流程；10.眼科疑难病历个案分析；11.眼科护理不良事件管理及风险

防范；12.眼科护理教学与管理；13.眼科专科护士、分层护士培训模式；14.护理

专利分享与成果转化；15.眼科患者的前馈管理、过程管理及延续护理；16.眼科护

士在社区、乡镇卫生院、医联体中的作用；17.眼科护士在公益活动中的作用；18.

眼科护理的国际交流。

拟11月份召开具体

以会议通知为准

1308235357@qq.c

om

辽宁省护理学会

第九次神经科护

理学术会议

1.神经科重症监护病房的组织与管理；2.神经科护理新业务、新技术；3.神经科护

士培训与继续教育；4.神经科院内感染监测的防治；5. 危重症患者镇静镇痛管理；

6.神经重症患者护理与康复；7.神经外科加速康复；8.脑卒中患者的护理与管理；

9.颅内压监测的护理；10.神经科危重症患者人文关怀及沟通技巧；11.神经科患者

心理护理、伦理思考；12.神经科老年疾病的护理 13.健康教育 14.神经科呼吸道管

理；15.神经科重症患者感染防控。

拟 9月份召开具体

以会议通知为准

123niefang@163.

com

辽宁省护理学会

第十次心血管疾

病护理学术会议

1.护理质量提升推进过程中，所遇到的难点问题探讨及经验介绍；2.心血管疾病患

者安全管理；3.心血管专科疾病患者心理问题分析及干预方法介绍；4.心血管慢性

疾病社区延续护理；5.心血管专科疾病患者个性化健康教育案例分析及经验交流；

6.心血管疾病预防（健康教育的具体做法、经验介绍、效果评价等）；7.心血管专

科护士培训经验交流；8.心血管病房预防院内感染方法及成效；9.心脏疾病的内外

科治疗、护理新进展、新动态及见闻；10.疑难重症临床监护及护理；11.心血管疾

病介入诊疗护理及进展。

拟 5月份召开具体

以会议通知为准

13478383073@163

.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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辽宁省护理学会

第九次影像护理

学术会议

1.国内外影像技术及新进展；2.护理技术方法的改革与实践；3.深化优质护理服务

新举措；4.影像护理工作相关指南、标准、规范解读；5.护理质量改进新方法与项

目分享；6.护理风险与危机管理；7.护士绩效考核及护士分层次使用研究；8.基于

循证医学的影像临床护理发展动态；9.影像护理的多学科模式合作经验；10.影像

护理岗位管理经验；11.疫情期间如何维护和促进抗疫一线影像科护士的心理健康；

12.护理质量管理的新尝试；13.专科护士培养及使用的新思路；14.如何培养护士

的岗位胜任能力；15.护士规范化培训经验与管理；16.影像临床教学师资队伍建设

的策略及管理经验；17.人文与沟通；18.影像护理服务的延伸与管理；19.影像护

理信息化建设；20.影像科护士如何做好新冠疫情防控工作；21.影像专科护士基于

“疫情常态化”的工作流程和职责；22.心理护理、感染控制在影像护理工作中的

应用。

根据疫情情况待定
cmugaohong@163.

com

辽宁省护理学会

第八次重症护理

学术会议

1.重症护士在公共突发事件中的作用；2.重症护理信息化建设；3.重症护理危机防

范；4.重症护理新理论、新技术；5.重症护理质量控制；6.重症专科护士培养与使

用；7.重症循证护理。

拟 9月份召开具体

以会议通知为准

13889813226@163

.com

辽宁省护理学会

第四次口腔护理

学术会议

1.口腔新技术新疗法的护理配合；2.口腔诊疗器械的清洗消毒与灭菌；3.口腔护理

新型专利的发明和应用；4.口腔护理质量安全管理；5.口腔专科护士职业安全及风

险管理；6.口腔专科护士培训体系构建及应用；7.护理教学/培训方法的改革；8.

口腔门诊的护理绩效管理；9.护理岗位科学设置与人力调配；10.护理信息化的建

设与应用；11.新冠疫情的防控措施；12.国内外口腔护理见闻。

拟10月份召开具体

以会议通知为准

957508358@qq.co

m

辽宁省护理学会

第五次灾害护理

学术会议

1.护士在灾害、突发事件中的预防作用、角色功能及任务；2.医院及社区护理人员

在防灾、减灾、突发事件中的作用；3.灾害护理管理体系建设与运行机制；4.护理

人员灾害救援核心能力培养体系的构建；5.专科护士在灾害救援及突发事件处理中

的作用；6.灾害护理救据分阶段、分成次技能培训的实施进展与思考；7.灾害护理

领域中循证护理研究与发展；8.灾害护理护理教育体系的思考；9.国内外灾害护理

及管理的现状；10.灾害救援中灾后人员心理护理的研究；11.灾害救援人员心理干

预的培训与思考；12.国内外灾害全周期护理研究热点；13.灾害护理救援中全科护

士的培养与多学科合作的思考。

拟 9月份召开具体

以会议通知为准

527433910@qq.co

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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辽宁省护理学会

第五次老年护理

学术会议

1.老年护理服务模式及进展：①老年急性期照护模式；②老年长期照护服务模式；

③安宁疗护模式；④老年健康促进；⑤老年慢病个案管理。2.老年专科护士培养：

①老年专科护士培养与使用；②老年护士规范化培训；③老年护理团队建设、沟通

协作、人力配备；④老年护理人才的职业生涯规划。3.护理质量安全：①老年患者

风险评估；②老年危重患者各种管道的护理新进展；③老年患者常见并发症的预防、

观察与护理；④失能失智老年人的综合专业服务；⑤老年住院安全问题（跌倒、噎

呛、压力性损伤、失禁、营养不良、多药共用等）的护理及其循证实践。4.老年延

续护理：①老年延伸护理的研究与实践；②医院—社区联动的老年延伸护理模式建

立与应用；③居家护理站的护理标准和质量管理、延伸护理在老年慢病管理中的探

索与实践；④互联网+老年护理服务。5.人文关怀：①老年护理中的人文关怀理论

及实践；②老年护理中的多元文化与人文关怀。6.其他与老年主题护理相关的内容。

拟 7月份召开以具

体通知为准

1143531296@qq.c

om

辽宁省护理学会

第二次康复护理

学术会议

1.国内康复护理的新理论、新技术、新进展；2.康复护理与临床护理融合；3.中西

医结合的康复护理探讨和研究；4.康复专科护士的培养与思考；5.康复护理质量控

制与安全管理；6.康复护理专科指南、专家共识与实践；7.康复护理创新服务模式；

8.中医护理技术在康复护理中的应用；9.老年慢性病的康复护理；10.脑卒中康复

护理策略与新进展；11.脊髓损伤患者的康复与护理；12.心、肺康复护理模式与研；

13.重症早期康复护理与评估；14.肿瘤患者的康复与护理；15.骨与关节的康复护

理；16.吞咽功能障碍的康复护理与进展；17.灾害急救与康复护理；18.慢病的康

复护理实践与健康管理；19.加速外科康复护理；20.MDT 模式下的慢性创面修复管

理。

拟11月份召开以具

体通知为准

lnskfhlwyh@163.

com

辽宁省护理学会

第二次安宁疗护

学术会议

1.安宁疗护管理模式：包括安宁疗护的照护质量、安宁疗护照护模式创新、安宁疗

护中的信息化管理技术、安宁疗护队伍建设等。2.安宁疗护护理实践：包括人文关

怀、姑息性照护、心理护理、症状管理等。3.安宁疗护科研创新：包括安宁疗护中

的人文关怀、生活质量、心理社会支持、健康教育、症状管理、营养支持及照顾者

管理、照护结局评价的相关性研究等。

拟11月份召开以具

体通知为准
lzanlh@163.com

辽宁省护理学会

第二次医院感染

管理学术会议

1.征集关于疫情防控的临床管理实践经验；2.征集关于疫情防控的信息化支持、创

新管理模式经验介绍；3.关于重点科室的院内感染防控举措；4.关于多重耐药菌病

人的管理规范；5.从医院感染角度对注射安全、导管安全、环境安全的相关征文。

拟 8月份召开以具

体通知为准

yygrhlgl@163.co

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