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肿瘤营养专业委员会

2018工作小结



组织建设与自身建设



2012年3月16日 广州

2012年3月16日（星期五）晚广州合群大厦2楼3号会议室



2015年11月27日 北京

2015年11月27日下午北京朗丽滋西山花园酒店



2018年8月19日 沈阳

由于专业委员会的壮大，2018年发展成为3个专业委员会（营养、代谢、支持）



• 领导成员

主任委员：石汉平

副主任委员：李薇、刘明、许红霞、李涛、李增宁、陈俊强

秘书长：崔久嵬

• 委员/会员总数

委员124人，会员 3559（ 1535）人，学生会员569（432）人

• 挂靠单位、工作人员

挂靠中国抗癌协会秘书处，专职工作人员2人

• 费用及公章管理

不收会员费，费用由总会管理，换届时没有欠费，经费使用合理

公章管理规范



人才培养



推荐2019年度中国抗癌协会科技奖（数量/第一完成人/单位）

石汉平/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世纪坛医院

推荐第二届中国肿瘤青年科学家奖

崔久嵬教授 吉林大学第一医院

宋春花教授 郑州大学/河南省肿瘤流行病学重点实验室

推荐2019年CCO主旨演讲候选人

宋春花教授 专委会常委/副秘书长

积极推荐青年理事，崔久嵬教授当选为副理事长



1.全国肿瘤营养先进单位

2.全国肿瘤营养先进个人

3.杰出贡献奖：评选对象为学会委员

4.全国肿瘤营养青年专家演讲比赛（中文、英文）

5.全国肿瘤营养青年专家辩论赛：团队奖，个人奖

6.全国肿瘤营养优秀论文评比

7.全国先进省市肿瘤营养学术组织

8.中国抗癌协会肿瘤营养专业委员会先进集体



国际学术任职



石汉平

国际肿瘤康复学会副主席/世界华人临床营养协会副主任委员

谌永毅

国际肿瘤护理学会理事兼宣传主席

亚洲肿瘤护理协会执行秘书

陈伟

世界华人临床营养协会执行主任委员

亚太临床营养杂志编委

世界中医药学会联合会癌症姑息治疗研究专业委员会常务理事



学术交流/继续教育



2018年CCO大会

石汉平做主旨报告

组织了肿瘤营养与支持治疗专业委员会分会场

专业委员会组织投稿超过100篇

组织参会代表超过150人



参会人数增加迅速

3----33

230-2300



品牌继教培训—肿瘤营养疗法（CNT）

中国医务人员肿瘤营养知识-态度-行为调查分析. 肿瘤代谢与营养电子杂志2016;3(2):108-113
肿瘤营养疗法培训对护理人员营养知识- 态度- 行为影响. 肿瘤代谢与营养电子杂志2017;4(2):193-203

2012/6/23 第1次南宁 2018/12/7 第110次北京

培训后医务人员营养KAP 总分显著高于培训前（145到207），营养会诊显著

增加，p＜0.001



2018年举办CNT训班一览表

年场次
总场

次
举办日期 举办人 举办单位

地点 参加人数
1 92 2018年1月20日 叶永强 江西赣州肿瘤医院 赣州 120
2 93 2018年3月17日 余惠青 重医肿瘤医院 重庆 150
3 94 2018年4月14日 宋桂花 潍坊人民医院 潍坊 100
4 95 2018年5月19日 周福祥 湖北黄石人民医院 黄石 120
5 96 2018年6月09日 樊卫飞 江苏省老年医院 南京 50
6 97 2018年6月10日 姚庆华 浙江台州人民医院 台州 100
7 98 2018年6月11日 郭增清 福建省肿瘤医院 福州 150
8 99 2018年6月23日 黄河 山西医大一院 太原 100
9 100 2018年6月30日 石汉平 世纪坛医院 北京 80

10 101 2018年7月14日 姚庆华 浙江省肿瘤医院 杭州 200
11 102 2018年7月27日 李涛 四川省都江堰人民医院 都江堰 120
12 103 2018年7月28日 周岚 云南省玉溪人民医院 玉溪 100
13 104 2018年8月04日 吴静 广州中山医院 广州 80
14 105 2018年10月20日 孙利国 山东省临沂市人民医院 临沂 100
15 106 2018年10月26日 李涛 四川省眉山市人民医院 眉山 150
16 107 2018年10月27日 张燕忠 山西医大一院 太原 120
17 108 2018年11月04日 郑瑾 空军军医大学唐都医院 西安 150

18 109 2018年11月30日 黄河 山西医大医院 太原 200

19 110 2018年12月07日 丛明华 讲者培训班 北京 50



ASTRO Best of ASTRO

ASPEN Travel award 1 项

Oral presentation 4 项

Poster 8 项



科普教育



138        3036        35%          12%

18          535 99.6%       93.0%

认知误区是我国肿瘤患者营养不良的第一原因

与发达国家不同

营养KAP误区

抗肿瘤治疗不良反应

肿瘤本身代谢消耗

肿瘤本身代谢消耗

抗肿瘤治疗不良反应

我国肿瘤患者营养不良的主要原因是什么？



肿瘤营养疗法培训对护理人员营养知识
- 态度- 行为影响. 肿瘤代谢与营养电子
杂志2017;4(2):193-203

发行量接近100万

主编科学普及专著

癌症知多少—肿瘤营养

肿瘤患者必备营养手册



1. 肿瘤患者的幸运数字”中国健康科普创新大赛“十佳健康科普文

案”。健康报社。

2. 肿瘤医生给癌症患者的一封信”第二届中国健康科普创新大赛“科

普漫画十佳奖（第一名）”。健康报社。

3. “与肿瘤患者谈营养”《中国科协优秀网络撰稿人》二等奖。中国

科学技术协会信息中心。

4. “防控癌症，共享天伦”《中国科协优秀网络撰稿人》三等奖。中

国科学技术协会信息中心。

5. 优秀科普工作者，中华预防医学会。



主要研究



2012年9月16日

常见恶性肿瘤营养状况与临床结局相关性研究，INSCOC

全国102家医院参与本研究



2013年7月5日，第1例患者

•注册成功

•建成世界最大肿瘤营养数据库

•发表SCI论文4篇

•首次对握力的诊断价值提出质疑



Low ketolytic enzyme levels in 
tumors predict ketogenic diet 
responses in cancer cell lines in 
vitro and in vivo. J Lipid Res. 
2018;59(4):625-634



奖励与成果





1. 实施国家重点研发计划项目----恶性肿瘤姑息治疗和护理关键技术研究

2. 完成《食品安全国家标准》----肿瘤全营养配方食品

3. 国家标准----肿瘤患者营养评估（WS/T 555—2017）正式发布

4. 完成《承接政府转移职能》项目----全国规范化肿瘤营养示范病房

5. 完成《肿瘤全营养配方食品临床实验指导原则》



创办期刊/编写专著



国际肿瘤代谢与营养学会

官方学术刊物



学会成立5年来，出版专业著作16（3）部，科普著作2本
即将出版4本



营养风险筛查

营养评估

经鼻胃/肠管营养治疗途径

PEG/J营养治疗途径

肿瘤营养治疗通则

肿瘤恶液质营养治疗指南

肌肉减少症营养治疗指南

化疗患者营养治疗指南

结直肠癌营养治疗指南

肿瘤免疫营养治疗指南

口服营养补充指南

胃癌患者营养治疗指南

肺癌营养指南

食管癌放疗患者肠内营养专家共识

肿瘤患者特殊医学用途配方食品应用专家共识

口服营养补充的临床应用

恶性肿瘤放射治疗患者肠内营养专家共识

恶性肿瘤患者膳食营养处方专家共识

恶性肠梗阻诊断治疗的临床路径

以中国抗癌协会名义发布30项指南、13个

专家共识，首次在SCI期刊发布我国专家共

识

涉及肿瘤营养诊断、治疗、实施、护理及

评价、随访全过程

举办指南、共识宣讲会50余场



理论创新



所有患者

一级诊断
营养筛查

无风险患者

营养良好

有风险患者

营养不良

阴性患者 阳性患者

营养干预 综合治疗

营养干预

制定营养计划

特殊人群如所有肿瘤患者

重新筛查

重新评估

重新测价

二级诊断
营养评估

三级诊断
综合评价

营养不良的三级诊断



PIF、LAF
FFA及乳酸

IL-1、IL-6
TNFα、CRP
TBARS

皮质激素
(皮质醇)

髓质激素
(儿茶酚胺)

REE、BEE
及二者比
BMR

营养不良

有无应

激反应

有无炎

症反应

能量消

耗高低

有无代

谢紊乱

营养不良的四维度分析



TPN

PEN+PPN

TEN（口服及管饲）

饮食＋ONS

饮食＋营养教育

营养不良的五阶梯治疗



无营养不良 可疑或轻度营养不良 中度营养不良 重度营养不良

肠道是否可用 四维度分析

营养诊断

肿瘤患者入院

无代谢紊乱 有代谢紊乱完全不能

代谢调节治疗

整体疗效评价

可以使用

TPN 营养教育

摄入量<60% 摄入量>60%

EN（ONS、TF）

SPN 日常饮食

继续饮食

摄入量<60% 摄入量>60%

肿瘤营养疗法路径



整合营养疗法

HNT

H-C-H

空间

内涵

P-P-S-S

外沿

P-T-R

时间

H-HS-H

整合营养疗法



肿瘤营养疗法

营养诊断

营养筛查

SGA

PG-SGA
营养评估

营养风险筛查

营养不良风险筛查

营养不良筛查

综合评价

病史询问

体格体能检查

实验室检查

器械检查

营养干预
营养教育

人工营养

肠内营养

肠外营养

口服

管饲

PPN

TPN
疗效评价

快速反应参数

中速反应参数

慢速反应参数

肿瘤营养疗法



建言献策/宣传推广



第一次将肿瘤营养内容纳入教材

五、七、八年制规划肿瘤学教材中加入“肿瘤营养治疗”

. 医学生营养知识－态度－行为现状调查分析. 中华普通外科学文献（电子版） 2013;7(5):62-64



《国民营养计划2017-2030》

《健康中国2030》

受邀参与或负责国家政策/标准制定

《肿瘤患者主观整体评估》

《肿瘤营养示范病房》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肿瘤全营养配方食品》

《肿瘤全营养配方食品临床试验指导原则》

参与制定

负责制定





分级诊断

阶梯治疗

家庭-社区-医院分级管理

被纳入国家

《国民营养计划》



营养分级诊断、阶梯

治疗

欧洲肠外肠内营养学

会指南

国际领导人营养不良

倡议（GLIM）



 推动全国23个省市成立25个“肿瘤营养相关学术组织“

宁夏、 湖南、云南、海南、河南、湖北、黑龙江、辽宁、

天津、广东、浙江、重庆、广州、河北、山东、山西、广

西、四川、重庆、上海、浙江、台湾、北京………

 推动全国33家医院

“肿瘤营养治疗示范病房”



建设“无饿医院”. 肿瘤代谢与营养电子杂志2018;5(3):225-230

 推动全国“无饿医院”建设试点



2019年主要工作



1. 2019年 CCO大会

2. 2019年CSNO大会

3. CACA布置的各项工作

4. 推动INSCOC项目及临床研究

5. 重要著作再版

6. 规范名词术语出版



The Long Journey for Excellence

we are on the way



热烈欢迎参加

2019 全国肿瘤营养学术会议

（第七届）

2019年4月19-21日北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