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关于启动第二批 PCCM 单修招生工作的通知 

 

各 PCCM 单修基地: 

呼吸与危重症医学（PCCM）专科医师规范化进修（专修）、专科单项规范化

进修（单修），作为 PCCM 专培建设的补充部分，承担着推进 PCCM 专科医师的

培训，使呼吸疾病的诊治更加规范化的重任。经过基地申报和严格遴选，在今年一

月份的呼吸学科发展大会上首批专修、单修基地名单公布。专修单修信息管理工作

也在今年顺利开展，专修单修的报名、管理、考核均将纳入信息管理系统。第一批

PCCM 单修线上招生工作在专修单修信息管理平台（http://zxdx.hxylt.org.cn/）成

功开展，录取学员顺利入培并即将结业。基于以上工作，中国医师协会呼吸医师分

会计划启动第二批 PCCM 单修招生工作，具体安排如下：  

一、招生单位： 

首批单修基地。 

二、招生课程： 

    肺功能，呼吸治疗，呼吸康复，介入呼吸病学，MICU/RICU，睡眠呼吸障碍等

六个单项课程。 

三、招生时间表： 

课程创建 10.24-10.31 

发布时间 11.1 

报名时间 11.2-11.11 

第一志愿录取 11.12-11.16 

中 国 医 师 协 会 



第二志愿录取 11.17-11.19 

报到入培 11.20-12.20 

四、招生流程： 

通过专修单修信息管理平台（http://zxdx.hxylt.org.cn/）招生，具体流程见网站

操作手册。 

课程报名和培训学员数将作为核心评估指标纳入 PCCM 单修基地复评机制，

请各单修基地负责人与协调员做好相关招生工作。 

附件  首批单修基地名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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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首批单修基地名单 

 

肺功能单修基地： 

蚌埠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 

北京大学第三医院 

北京大学第一医院 

北京大学人民医院 

北京医院 

成都市妇女儿童中心医院 

东莞市人民医院 

福建省立医院 

福建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 

福建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 

广东省人民医院 

广东省中医院 

广东医科大学附属医院 

广西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广州市第一人民医院 

广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贵州省人民医院 

贵州医科大学附属医院 

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 



河北医科大学第二医院 

河南省人民医院 

湖州市中心医院 

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同济医院 

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协和医院 

吉林大学第二医院 

吉林大学第一医院 

空军军医大学第二附属医院 

空军军医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昆明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兰州大学第一医院 

陆军军医大学第二附属医院（新桥医院） 

南昌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南方医科大学南方医院 

南京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内蒙古医科大学附属医院 

内蒙古自治区人民医院 

宁夏医科大学总医院 

青海省人民医院 

山东大学齐鲁医院 

山东省立医院 

山东省千佛山医院 

山西大医院 



山西医科大学第二医院 

山西医科大学第一医院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仁济医院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瑞金医院 

上海市第一人民医院 

上海市肺科医院 

深圳市人民医院 

沈阳医学院附属中心医院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朝阳医院 

四川大学华西医院 

四川省人民医院 

苏州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苏州大学附属儿童医院 

天津医科大学总医院 

同济大学附属第十人民医院 

同济大学附属同济医院 

温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武汉大学人民医院 

武汉大学中南医院 

西安交通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民医院 

新疆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新疆医科大学附属中医医院 



云南省第一人民医院 

浙江大学附属邵逸夫医院 

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二医院 

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一医院 

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中国人民解放军北部战区总医院 

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 

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中南大学湘雅二医院 

中南大学湘雅医院 

中日医院 

中山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重庆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遵义医学院附属医院 

  

呼吸康复单修基地： 

北京大学人民医院 

北京医院 

成都市第一人民医院（成都市中西医结合医院） 

福建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 

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 

广东省第二人民医院 

广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贵州省人民医院 

河北医科大学第二医院 

河南省人民医院 

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同济医院 

吉林大学第二医院 

吉林大学第一医院 

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瑞金医院 

南方医科大学南方医院 

内蒙古自治区人民医院 

山东大学齐鲁医院 

山东省立医院 

山西省人民医院 

山西医科大学第一医院 

四川大学华西医院 

同济大学附属同济医院 

西安交通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新疆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云南省第一人民医院 

浙江大学附属邵逸夫医院 

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 

中南大学湘雅二医院 

中日医院 



重庆市人民医院 

重庆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 

  

呼吸治疗单修基地： 

北京大学第三医院 

福建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 

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 

广州市第一人民医院 

广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河南省人民医院 

空军军医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昆明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南方医科大学珠江医院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朝阳医院 

四川大学华西医院 

西安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 

银川市第一人民医院 

浙江大学附属邵逸夫医院 

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 

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中南大学湘雅二医院 

中南大学湘雅医院 



中日医院 

重庆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 

重庆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遵义医学院附属医院 

 

介入呼吸病学单修基地： 

北京大学第一医院 

福建省立医院 

福建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 

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 

广东省人民医院 

广西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广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贵州省人民医院 

河北医科大学第二医院 

河南省人民医院 

呼和浩特市第一医院 

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同济医院 

江汉大学附属医院 

江西省胸科医院 

空军军医大学第二附属医院 

南方医科大学南方医院 

南京市江宁医院 



南京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厦门医学院附属第二医院 

山东省立医院 

山东省胸科医院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瑞金医院 

上海市肺科医院 

上海长海医院（海军军医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朝阳医院 

四川大学华西医院 

苏州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同济大学附属第十人民医院 

温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西安交通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民医院 

浙江大学附属邵逸夫医院 

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二医院 

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一医院 

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中国科学院大学深圳医院（光明） 

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 

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中南大学湘雅二医院 

中南大学湘雅医院 



中日医院 

重庆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 

重庆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MICU/RICU 单修基地： 

蚌埠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 

北京大学第三医院 

北京大学第一医院 

北京大学人民医院 

北京医院 

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 

广州市第一人民医院 

广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贵州省人民医院 

河北医科大学第二医院 

河南省人民医院 

湖州市中心医院 

吉林大学第二医院 

吉林大学第一医院 

空军军医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昆明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陆军军医大学第二附属医院（新桥医院） 

南昌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内蒙古包钢医院 

内蒙古自治区人民医院 

山东省胸科医院 

山西医科大学第二医院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瑞金医院 

深圳市人民医院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朝阳医院 

四川大学华西医院 

四川省人民医院 

苏州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天津医科大学总医院 

同济大学附属同济医院 

温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武汉大学中南医院 

西安交通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新疆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新疆医科大学附属中医医院 

云南省第一人民医院 

浙江大学附属邵逸夫医院 

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中国人民解放军东部战区总医院 

中国人民解放军联勤保障部队第九 OO 医院 

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 



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中南大学湘雅二医院 

中南大学湘雅医院 

中日医院 

中山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重庆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 

重庆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遵义医学院附属医院 

 

睡眠呼吸障碍单修基地： 

北京大学第三医院 

北京大学第一医院 

北京大学国际医院 

北京大学人民医院 

北京医院 

福建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 

广东省人民医院 

广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贵州省人民医院 

邯郸市中心医院 

河南省人民医院 

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同济医院 



吉林大学第一医院 

兰州大学第一医院 

南京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内蒙古医科大学附属医院 

宁夏医科大学总医院 

山西医科大学第二医院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瑞金医院 

深圳市南山区人民医院 

深圳市人民医院 

四川大学华西医院 

天津医科大学总医院 

武汉大学人民医院 

银川市第一人民医院 

云南省第一人民医院 

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一医院 

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 

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中国医学科学院北京协和医院 

中南大学湘雅医院 

中日医院 

重庆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