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8年云南省中西医结合学会

中医芳香疗法专业委员会学术年会暨中医

芳香疗法临床运用培训班通知

为了让广大医务工作者能系统地学习、了解、掌握芳香疗法

的基础及前沿知识，更好地将芳香疗法推广应用于养生保健、临

床疾病的防治中，提高人民群众健康水平，发扬中医芳香疗法。

经云南省中医药学会、云南省中西医结合学会批准，由云南省中

西医结合学会中医芳香疗法专业委员会以及云南中医学院治未病

理论应用研究省创新团队、云南省高校芳香中药研究重点实验室

共同主办的2018年云南省中西医结合学会中医芳香疗法专业委员

会学术交流年会暨中医芳香疗法临床运用培训班将于今年11月

29日-12月3日在昆明举行。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培训对象

凡从事中医、中西医结合的临床医师、护士或科研人员及大

健康产业的相关人员均可报名；云南中医学院在校研究生也可自

愿报名。

各有关单位，各位委员：

云 南 省 中 医 药 学 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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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培训内容与收费

（一）理论培训   

1. 湿疹之芳疗对策以及精油之物性探讨 

2. 芳香精油在神经系统的反馈与作用机制研究 

3. 芳香纯露与精油的联合运用与其使用注意事项 

4. 中医芳香疗法临床科研设计与实施中的注意事项 

5. 中医药精油的临床运用与展望

6.  云南香疗产业的发展与国际地位

7.  精油辅助治疗之实践案例分享

（二）实践培训       人数限制：30人

1. 临床常用修护膏剂的制作实践(另付费)

2. 参观云南芳香科普园(另付费)

3. 参观云南民族医药博物馆（免费）

三、主讲专家

熊磊：教授，云南中医学院校长，中医芳香疗法专业委员会

主任委员

溫佑君：亚洲知名芳疗专家，肯园ANIUS负责人

赵华祥：颇黎芳香医药科技（上海）有限公司创始人

林承杰：云南省香疗协会副会长

许敏：教授，昆明理工大学

贺建昌：教授，云南中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临床药理研究中

心     

周铁生：研究员，云南省香料研究开发中心

四、时间及地点

报到时间与地点：

2018年11月29日下午（14:00-19:30）

昆明市呈贡区雨花路267号昆明医科大学国际交流中心

理论时间与地点：

2018年11月30日-2018年12月1日上午



云南中医学院翰墨楼一楼报告厅（呈贡校区）

实践课培训地点与时间：

2018年12月1日下午  云南中医学院临床教学实验中心（呈贡

校区）

2018年12月2日全天  云南芳香科普园（专车前往）

离会时间：2018年12月3日

五、培训费用   

理论培训与实践培训分别收费

1. 理论课课程  

会员价格1200元/人；非会员1500元/人（含餐费，交通费及

住宿费自理）；在校学生（学生证报名）300元/人(不含餐费、交

通费、住宿费等)。

2. 临床常用修护膏剂的制作与实践课程    人数限制：30人

会员价格200元/人；非会员300元/人；在校学生（学生证报

名）100元/人 。   

3. 云南芳香科普园参观课程500元/人（含中餐费、往返车

费）    人数限制：30人

（会员指云南省中西医结合学会或云南省中医药学会会员，

需提供验证会员证复印件；在校学生指本科在读或研究生在读学

生。）

六、住宿安排

昆明市呈贡区雨花路267号昆明医科大学国际交流中心

单间、标间    ￥328.00元/间

三人间            ￥468.00元/间

套房                ￥428.00元/间

住宿费用自理，需要安排住宿者请提前与会务组联系，可开

具发票按规定回单位报销。

七、学分授予

培训结束后，将授予相应的省级医学继续教育Ⅱ类学分。



请各位学员使用智能手机提前在云南省卫生科技教育网下载

“继教通”二维码，带手机记录本次培训的学分。

八、参会方式

收到会议通知后请填写回执卡，以E-mail、信件、电话的方

式报名。

九、联系方式

联系人：赵旻月13698760315   

邮箱：499920645@qq.com       邮编：650500

会务QQ联络群：

 

附件：1. 2018年中医芳香疗法临床运用培训班参会回执单

            2. 报到地点与培训地点交通路线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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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2018 年中医芳香疗法培训班参会回执单 

姓名  性别  职务/职称  

通讯地址  邮编  

单位名称  电话  

E-mail  手机  

身份证号  

课程选择 

（请将相应的

信息√选择） 

口会员 口非会员 口在校学生 

理论课 

口 1200 元/人 

含餐费，但交通费及住

宿费自理。 

口 1500 元/人 

含餐费，但交通费及住

宿费自理。 

口 300 元/人 

不含餐费、交通费、住

宿费。 

实践课 
口 200 元/人 

（含耗材） 

口 300 元/人 

（含耗材） 

口 100 元/人 

（含耗材） 

参观 

芳香科普园 

口 500 元/人 

含中餐费、往返车费。 

口 500 元/人 

含中餐费、往返车费。 

口 500 元/人含中餐费、

往返车费。 

费用合计 

共计        元 

会员需提供扫描件，并

当场验证。 

共计        元 

共计        元 

学生需提供学生证扫

描件，并当场验证。 

发票选择 

是否需要发票：是（    ）     否（    ） 

开票详细信息： 

发票金额：        元 

单位及纳税人识别号： 

 

其他： 

住宿信息 

是否住宿：是（    ）     否（    ） 

住宿标准：单间（    ）    标间（    ） 

套房（    ）    三人间（    ） 

住宿时间：11 月 29 日（   ）11 月 30 日（  ） 

12 月 1 日（   ）12 月 2 日（   ） 

注：实际入住情况依据当天参会房间数，可能有所变动，敬请谅解 

学分信息 
是否需要学分  是（  ）  否（  ） 

注：需要学分者提供身份证号码 

请填写相应的信息并在（√）选择，复印有效。 



附件 2： 

报到地点与培训地点交通路线图 

 

一、 东部客运站：步行至东部公交枢纽站乘坐 d22 路，在新

螺蛳湾公交枢纽站（商博街站）下车，步行至南部汽车站乘坐地

铁 1 号线（方向为大学城南）在联大街站下车（D 出口），步行

至联大街口（彩云南路站）乘坐 909 路在雨花路（医科大学站）

下车或乘 Z54 至医科大学（学术交流中心站）下车，步行至昆明

医科大学东苑朋乐楼 B 座国际交流中心 

二、 南部客运站：步行至南部汽车站乘坐地铁 1 号线（方向

为大学城南）在联大街站下车（D 出口），步行至联大街口（彩

云南路站）乘坐 909 路在雨花路（医科大学站）下车或乘 Z54 至

医科大学下车，步行至昆明医科大学东苑朋乐楼 B 座国际交流中

心 

三、 西部客运站：步行至黄土坡立交桥西口站乘坐 146 路，

在白云路口（同德昆明广场站）下车，步行至白云路站乘坐地铁

2 号线（方向为大学城南）在联大街站下车（D 出口），步行至

联大街口（彩云南路站）乘坐 909 路在雨花路（医科大学站）下

车或乘 Z54 至医科大学（学术交流中心站）下车，步行至昆明医

科大学东苑朋乐楼 B 座国际交流中心 

四、北部客运站：乘坐地铁 1、2 号线（方向为大学城南）

在联大街站下车（D 出口），步行至联大街口（彩云南路站）乘



坐 909 路，在雨花路（医科大学站）下车或乘 Z54 至医科大学下

车，步行至昆明医科大学东苑朋乐楼 B 座国际交流中心 

五、长水国际机场：乘坐机场大巴 919d 线，在新螺蛳湾公

交车场站下车，步行至南部汽车站乘坐地铁 1 号线（方向为大学

城南）在联大街站下车（D 出口），步行至联大街口（彩云南路

站）乘坐 909 路在雨花路（医科大学站）下车或乘 Z54 至医科大

学（学术交流中心站）下车，步行至昆明医科大学东苑朋乐楼 B

座国际交流中心 

六、火车站：步行至环城南路站乘坐地铁 1 号线（方向为大

学城南）在联大街站下车（D 出口），乘坐 Z54 路至医科大学（学

术交流中心站）下车，步行至昆明医科大学东苑朋乐楼 B 座国际

交流中心 

七、高铁站：可乘坐地铁 1 号辅助线至春融街站换乘坐地铁

1 号线（方向为大学城南）在大学城站下车操作公交 Z10 路或行

在联大街口站下车（D 出口）乘坐 Z54 路至医科大学（学术交流

中心站）下车，步行至昆明医科大学东苑朋乐楼 B 座国际交流中

心 

交通线路指引： 

自驾 A：沿彩云北路---彩云南路---春融西路交叉口右转---第

二个红绿灯路口左转---医科大学北门往前走 150m 后右转---雨花

路医科大学东苑西门，即可到昆明医科大学东苑朋乐楼 B 座国际

交流中心（0871-65939116） 



自驾 B：昆磨高速---驶出联大立交---右转沿春融西路直行

500m---雨花路右转 150m,即可到昆明医科大学东苑朋乐楼 B 座国

际交流中心（0871-65939116）  

地铁：乘坐地铁 1 号线（方向为大学城南）---联大街站下车

（D 出口）----乘 Z54 公交车至医科大学（学术交流中心站）下

车，步行至昆明医科大学东苑朋乐楼 B 座国际交流中心或乘坐地

铁 1 号线（方向为大学城南）---大学城站下车（B 出口）---乘坐

Z10 路公交车---医科大学公交站---昆明医科大学东苑朋乐楼 B 座

国际交流中心（0871-65939116） 

 

 

昆明医科大学住宿地点至云南中医学院会议地点 

步行路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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