附件 1
2019 年度肿瘤粒子治疗技术高级研修班（2019-1、2、3 班）
招生简章

主办单位
清华大学工程物理系
协办单位
中日友好医院北京质子医疗中心

2019 年 9 月 18-21 日（2019-1 班）
2019 年 10 月 23-26 日（2019-2 班）
2019 年 12 月 5-8 日（2019-3 班）

中国·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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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课程背景
随着医疗技术日新月异的发展进步，肿瘤粒子（质子、重离子和硼中子俘获治疗 BNCT）治疗作为一类
极具发展潜力和优势的肿瘤治疗手段倍受追捧。目前，越来越多的国家和地区都在加倍投入肿瘤粒子治疗
的建设发展，卓越的工程技术不断更新，先进的设备装置不断涌现。
中国肿瘤粒子治疗的发展历程不算久远，但我们也正在创新发展、迎头赶上，中国正在迎来肿瘤粒子
治疗的春天！
本研修班旨在为中国肿瘤粒子治疗事业培养行业精英和未来领袖，共同开创肿瘤粒子治疗的新时代！
二、培训对象
肿瘤粒子治疗技术相关政府产业部门、建设运营、投资融资、设备研发、医疗管理、项目咨询等机构
高层管理人员；肿瘤粒子治疗相关医院院长、主任等。
三、师资队伍
清华大学工程物理系与中日友好医院质子治疗中心粒子治疗创新技术与服务平台专家团队：王学武、
高海鹏、陈怀璧、唐劲天、李君利、刘亚强、安峥等；国内外质子和重离子、硼中子俘获治疗 BNCT 治疗技
术及临床领域资深专家：卢晓明、戴建荣、黄晓延、康静波、高献书、李晔雄；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相关
领导。
四、课程价值
（一）权威专家授课，深入交流研讨
汇集肿瘤粒子治疗技术领域资深专家，系列课程详尽解析肿瘤粒子治疗技术专业知识及最新动态，涵
盖质子、重离子、BNCT 肿瘤治疗的设备原理、创新技术、辐射防护、设备检测、治疗计划、临床进展、医
学物理等方面，及国家有关政策法规；深度剖析粒子治疗机构筹建运营、治疗设备选型等实际案例；广泛
交流讨论，为国内粒子治疗机构建设提供参考意见，为规范和创新我国肿瘤粒子治疗提供工程技术支撑。
（二）实地考察互动，开拓专业视野
将体验国内肿瘤粒子治疗项目、清华大学质子和中子发生装置的实地考察和学习交流；身临其境领略
粒子治疗技术的高精尖，近距离见证新技术为肿瘤患者带来的实际疗效和生存希望；学习先进知识和技术，
开拓在医疗技术研发和临床工作中的视野和思路。
（三）搭建高端平台，抢占市场先机
培训规模小而精，研讨内容广而深，高端平台的优质资源集合，共同学习研讨粒子肿瘤治疗最新技术
及临床应用，建立关系携手共进；课后拟安排日本粒子治疗项目考察，将与国际医疗领域大企业及相关财
团深度接触，帮助投资与建设粒子治疗相关领域的高级管理者，掌握肿瘤粒子治疗领域国内外形势，洞察
市场投资前景，抢占肿瘤粒子治疗前沿。
（四）创中日大舞台，造长久合作圈
本研修班是清华大学定期举办的专业培训班，每年拟办 2-3 期。研修班学员集结医疗健康、工程技术、
投资融资领域精锐力量，深化拓展同学情谊并打造永久合作平台；与日方健康相关企业和研究机构建立长
期双赢的合作关系，通过双向的健康理念交流与技术合作，推动我国健康产业快速发展；研修班学员们也
将参与创建中日健康技术合作组织，即第一届健康产业与投资专业委员会，为中国健康产业的发展培养行
业精英、聚集力量、寻找商机。
五、课程介绍
（一）基本情况
时长：4 天/期
时间：2019 年 9 月 18-21 日（2019-1 班）
2019 年 10 月 23-25 日（2019-2 班）
2019 年 12 月 5-8 日（2019-3 班）（课后组织日本考察活动）
地点：北京.清华大学刘卿楼
招生规模：20 人以内
学员资格：学员报名后将接受一定形式的选拔。
结业证书：学员结业后将获得由清华大学统一提供的结业证书。
课程馈赠：我们将推荐符合条件的优秀学员报名清华大学创新领军工程博士项目（含未来健康交叉培
养项目）；我们将推荐研修班班干部及优秀学员参与肿瘤粒子治疗技术相关创新项目的投融资咨询及管理
工作；学员结业后，可获得一次机会免费旁听下一期研修班课程。
研修班学费：包含听课费、资料费、活动费、参观考察相关费用和食宿交通费（不含往返北京相关费
用），合计 15800 元；2019 年 12 月“2019-3 班”课后将组织日本肿瘤粒子治疗机构参观考察，活动费用
另行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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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课程概况
本课程采取课堂授课与参观考察相结合的方式，共计 30 课时。其中课堂授课 3 天，均在清华大学校内
完成，共 12 讲，每讲 2 学时，每学时 45 分钟；参观国内质子项目 1 个，4 学时；参观清华大学工程物理系
质子与中子装置等，2 学时。
（三）日程概要（2019-1 班）
第 1 天（9 月 18 日，周三）
时间

内容

嘉宾/授课教授
开学仪式

8:30-9:00

主持人介绍出席领导、嘉宾

唐劲天

致欢迎辞

王学武

致欢迎辞

高海鹏

领导讲话

卫健委领导

9:00-9:10

合影

9:10-9:25

学员破冰活动

9:25-9:30

清华大学创新领军工程博士（免笔试推荐）项目介绍

9:30-11:00

报告 1：肿瘤粒子治疗技术现状

唐劲天

11:00-12:30

报告 2：粒子治疗原理与设备

王学武

12:30-13:30

午餐

14:00-15:00

报告 3：清华大学电子加速器发展历程及未来

陈怀璧

15:10-16:10

报告 4：粒子治疗设备关键部件及功能解析

邢庆子

16:20-17:20

参观 1：清华大学工程物理系直线加速器质子和中子发生装置、
电子直线加速器实验室

17:30-20:00

邢庆子

晚餐
第 2 天（9 月 19 日，周四）

时间

内容

嘉宾/授课教授

8:30-10:00

报告 5：粒子治疗生物医学研究与进展

唐劲天

10:15-11:45

报告 6：粒子治疗辐射防护与环保

李君利

12:00-13:30

午餐

14:00-15:30

报告 7：粒子影像跟踪新技术

刘亚强

15:45-17:15

报告 8：粒子治疗设施建设

高海鹏

17:30-20:00

晚餐
第 3 天（9 月 20 日，周五）

时间

内容

嘉宾/授课教授

8:30-10:00

报告 9：粒子医学物理进展

卢晓明/戴建荣/黄晓延

10:15-11:45

报告 10：粒子治疗临床进展

康静波/高献书/李晔雄

12:00-13:30

午餐

14:00-15:30

报告 11： 国家相关政策解读

15:45-17:15

报告 12：质子治疗机构立项申报及案例分析

17:20-18:00

卫健委领导

参观 1（重返）：清华大学工程物理系直线加速器质子和中子
发生装置

18:00-20:00

晚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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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峥

第 4 天（9 月 21 日，周六）
8:30-12:00

参观 2：北京地区质子医疗项目 1 个

12:00-15:00

午餐及返程

15:00-17:00

毕业典礼

备注：研修班日程中的讲题、授课老师及顺序可能因各种原因作出相应调整，敬请谅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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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年度肿瘤粒子治疗技术高级研修班（2019-3 班）
国外项目参观考察

2019 年 12 月 9-13 日
日本·大阪-京都-东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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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基本情况
考察时间：2019 年 12 月 9-13 日（5 天 4 晚）
考察地点：日本•大阪-京都-东京
组团规模：20 人以内
组织机构：北京华清粒子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行程费用：包含听课费、资料费、活动费、参观考察相关费用和食宿交通费（不含往返北京相关费用），
合计 68000 元。
二、行程概要
（一）参观日本质子、重离子、BNCT 等项目 3 个；
（二）拜访日立、东芝、住友、村田制作所、罗姆株式会社、EPS 益新株式会社等国际知名企业及财团
领导。
三、考察目的
（一）实地考察，开拓视野，领略国际先进技术
参观考察日本肿瘤粒子治疗相关项目和机构，学习先进知识和技术，身临其境领略粒子治疗技术的高
精尖，近距离见证新技术为肿瘤患者带来的实际疗效和生存希望，开拓在医疗技术研发和临床工作开展上
的视野和思路。
（二）搭建平台，内外交友，抢占粒子市场蓝海
集合高端优质资源，与国际医疗领域大企业及相关财团深度接触，建立信任与合作关系，帮助投资与
建设粒子治疗相关领域的高级管理者，洞察国内外市场投资前景，抢占肿瘤粒子治疗前沿。
四、具体行程安排
第 1 天（12 月 9 日，周一）
上午：离京,前往日本大阪
下午：参观大阪重离子线中心
专题讲座：重离子治疗现状与未来
专题讲座：重离子治疗装置及运行维护
第 2 天（12 月 10 日，周二）
上午：参观大阪医科大学关西 BNCT 中心
专题讲座：BNCT 原理及发展现状
现场交流会
下午：与国际癌症治疗财团讨论交流会
第 3 天（12 月 11 日，周三）
上午：前往京都
拜访村田制作所或罗姆株式会社
下午：前往东京
休息调整
第 4 天（12 月 12 日，周四）
上午：参观日本国立癌中心东病院质子中心
专题讲座：质子治疗现状与未来
现场交流会
下午：交流讨论会
第 5 天（12 月 15 日，周五）
上午:拜访住友、东芝或日立
下午:返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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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会务联系
报名时间：报名正在进行中！
报名方式：请填写报名回执（附后）并发送至会务组邮箱 huaqingparticle@126.com
联系人：乔老师 张老师
咨询电话：010-62789237 18601221662 18600466062
其他事项：同时招募班干部参与研修班团队建设的组织带领工作，欢迎填写报名回执时备注。
五、报名须知
（一）赴日签证请个人提前办理，如需提供日方考察邀请函可联系我们；缴费后，如因个人原因不能
参加此次行程者，费用不予退还，可根据实际情况申请变更考察人员。
（二）如遇天气变化、地质灾害、交通异常、参观机构特殊状况等不可预测、不可抗拒的情况，在争
取学员利益最大化的前提下，有可能调整部分行程顺序及活动内容，敬请谅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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