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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9月12-15日

中国·长春

大会组织机构

顾问委员会（排名不分先后）

华桂茹  南登崑  吴宗耀  周士枋  谭维溢  陈景藻  李  玲

学术委员会

名誉主席：励建安

主    席：岳寿伟

副 主 席：何成奇  刘宏亮  黄晓琳  王宁华

成    员：

何成奇  刘宏亮  黄晓琳  王宁华  张志强  陈丽霞  丛    芳

顾    新   潘    钰   谢欲晓  王宏图  李红玲  谢    青   李建华

张长杰  王楚怀  牟    翔 

组织委员会

主    席：岳寿伟

执行主席：刘忠良

成    员：

励建安  何成奇  刘宏亮  黄晓琳  王宁华  张志强  陈丽霞

丛    芳   顾    新   潘    钰   谢欲晓  王宏图  李红玲  谢    青

李建华  张长杰  王楚怀  牟    翔   武    亮   叶超群  张庆苏

张    岩   梁    英   王宝军  马跃文  刘忠良  张锦明  白玉龙

翟    华   杜    青   王    彤   江钟立  林建强  倪朝民  刘    楠

罗    军   孙强三  郭钢花  廖维靖  许    涛   陈卓铭  胡昔权

潘翠环  张鸣生  杨建荣  宋振华  白定群  余    茜   吴    霜

尹    勇   张巧俊  张跃萍  赵    亮   朱    宁   王宝兰  张桂青

江  山    陈  红    魏  全  王永慧  贾  玲

地方组委会

主    席：刘忠良

副 主 席：许舒野  于惠秋  李贞兰

成    员：

张维奇  康治臣  易  江  江俊杰  姜慧强  王松林  艾长山  张为民  蔺  勇  张  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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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医学会第十九次全国物理医学

与康复学学术会议

会议注册时间：  2018 年 9 月 12 日 09:00-18:00

会议注册地点：  长春市华天大酒店大堂

 （长春市景阳大街 2288 号）

展览时间：  2018 年 9 月 13-14 日 08:30-17:30

地 点：  长春市华天大酒店四层吉林厅

会议开幕式：  2018 年 9 月 13 日 08:30-08:50

地 点：  长春市华天大酒店六层会展厅

学术会议：  2018 年 9 月 13 日 08:30-17:00

  2018 年 9 月 14 日 08:00-18:00

 2018 年 9 月 15 日 08:00-11:30

学术会议闭幕式：  2018 年 9 月 15 日 11:30-12:00

大会秘书处：长春市华天大酒店四层如意厅

大会学术组（试片室）：长春市华天大酒店四层如意厅

综合信息

中华医学会物理医学与康复学分会官方微信公众平台

进一步提高年会服务水平，中华医学会物理医学与康复学分会已开通了微信公众号

服务平台。中华医学会物理医学与康复学分会的官方认证微信号为：cma_prm，微信名

称为中华医学会物理医学与康复学分会。用微信扫描右侧二维码，关注官方微信号，获取

大会最新动态信息，查询学术日程和学分信息，收看大会精彩幻灯讲座视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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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
信
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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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长春

1、会议指定宾馆情况

由于各宾馆接待的人员数量有限，请会议代表在注册时根据各宾馆的入住情况选定宾馆办理住宿

手续。

2、会议代表证

所有人员均需佩带代表证进入会场，如代表证遗失可持注册费发票到报到处补领。

3、领取会议资料

每位代表注册后，可领取会议资料一套。如需论文汇编，请在大会网站自行下载。

4、会议学分证书

所有参加会议的注册代表可获得国家继续医学教育学分，学分为电子学分。项目编号：2018-16-

00-192(国)。参会代表请于会后一个月后登录中华医学会官网（www.cma.org.cn），点击右下方“在线服

务”栏目下的“继续教育部相关服务”按钮，再点击“继教项目学员学分证书查询与打印”按钮，查找

已发布项目，选择年度，输入项目编号和姓名即可查询并打印电子学分证书。

会议演讲人、主
持人、壁报交流
的人员到会议学
术组报到

（四层如意厅）

领取注册卡

领取会议资料

选择住宿宾馆，办理住

宿及交费手续

交纳会议注册费

RMB1200元/人

领取代表证及餐券

注册程序

前期缴费的直接到注册台注册报到，领取发票及注册卡

没注册的先到自助注册台，填写信息后缴费报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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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交流

1、会议主持人须知

a、  主持人应在9月12日18:00前到学术组确认主持会议的时间及会议室。

b、  会议主持人应提前15分钟到场，确认演讲安排是否有变动，电脑、投影机及各种设备是否运行良好。

c、  主持人应严格控好制演讲时间，组织讨论交流及会场秩序。

2、会议演讲人须知

a、  会议专题演讲人，请在9月12日18:00前向会议学术组（试片室）提供会议演讲投影文档，并确认演讲时间

及会场位置（请演讲人务必在演讲前一天将PPT交到试片室）。

b、  演讲人员可在会议试片室对投影文档进行演示及修改。

c、  演讲人请在本单元会议开始前15分钟向会议主持人报到，并在前排就坐。

d、  口头发言论文交流发言的时间为8分钟。

3、壁报张贴须知

a、  壁报展示区在华天大酒店四层走廊。

b、  请于9月13日10:00前在指定区域自行张贴。

4、本次会议评选奖项

a、  优秀论文奖：从中青年英文演讲比赛及口头发言中产生优秀论文奖。

b、  优秀论文获奖情况将在会议闭幕式上宣布并颁发奖状，如获奖者本人不在现场，则视为放弃不再补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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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医学会第十九次全国物理医学

与康复学学术会议

9月13日会议详细日程

08:30-08:50 开幕式 6楼会展厅
主持人：陈丽霞, 刘忠良

08:50-10:20 主旨论坛一 6楼会展厅
主持人：励建安, 岳寿伟

08:50-09:20 PL-01 Current Progress in Cardiac Rehabilitation
Matthew N. Bartels, Albert Einstein College of Medicine

09:20-09:50 PL-02 The role of exercise in rehabilitation medicine
亓念宁, 美国密歇根大学

09:50-10:20 PL-03 浅议康复医学科的无效医疗问题

励建安, 江苏省人民医院（南京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10:40-12:10 主旨论坛二 6楼会展厅
主持人：何成奇, 黄晓琳

10:40-11:10 PL-04 不忘初心，砥砺前行

岳寿伟, 山东大学齐鲁医院

11:10-11:40 PL-05 康复医联体，学科建设新战略

何成奇, 四川大学华西医院

11:40-12:10 PL-06 浅谈以功能为中心的康复医学诊疗思维

刘宏亮, 陆军军医大学西南医院

13:30-15:30 大师论坛一 6楼会展厅
主持人：顾新, 王宁华

13:30-14:00 PL-07 肩关节损伤术后早期康复策略

李 玲, 解放军第304医院

14:00-14:30 PL-08 重症脑卒中患者临床监控指标和神经调控治疗

吴 毅, 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

14:30-15:00 PL-09 基于“互联网+新科技”的智慧康复——“OAO”康复模式的构想

李建军, 中国康复研究中心北京博爱医院

15:00-15:30  康复 科普微电影大赛获奖作品展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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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
13

日

15:30-17:20 大师论坛二 6楼会展厅
主持人：刘宏亮, 张志强

15:30-16:00 PL-10 青少年脊柱侧凸的康复研究进展

黄晓琳, 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同济医院

16:00-16:30 PL-11 中美康复教育的对比与融合

王宁华, 北京大学第一医院

16:30-17:00 PL-12 关注我国康复医学发展的战略与战术

张志强, 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盛京医院

17:00-17:20 S-73 Lymphedma Management at a Glance
Linda Liang, Clinical Occupational Therapy at the University of Southern California in the 
United States

19:00-20:04 英文论坛上半场 4楼华天厅
主持人：江山, 王永慧

19:00-19:08 Y-01 Mechanism Analysis of Connectivity Plasticity in Stroke Patients after Brain Computer 
Interface Training
吴 琼, 北京清华长庚医院

19:08-19:16 Y-02 The effect of early cardiac rehabilitation on the rheumatic heart disease patients with 
valve replacement
边仁秀, 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邵逸夫医院

19:16-19:24 Y-03 MAPK pathways are involved in neuropathic pain in rats with chronic compression of 
the dorsal root ganglion
曲玉娟, 山东大学齐鲁医院

19:24-19:32 Y-04 Muscle Strength of Knee Muscle Groups, Walking Speed, and Walking Index for Spi-
nal Cord Injury Ⅱ in Patients with Early Incomplete Lumbar Spinal Cord Injury
陈 彦, 贵州医科大学附属医院

19:32-19:40 Y-05 Addition of A New 3 Dimensional Adjustable Cervico Thoracic Orthosis To A Multimod-
al Program In The Treatment Of Nonspecific Neck Pain. A Randomized Pilot Trial.
米 德, 湖北省武汉市同济医院

19:40-19:48 Y-06 Short-term intensive preoperative inspiratory muscle training to prevent postoperative 
pulmonary complications in patients undergoing cardiac surgery: A randomized con-
trolled trial
陈小雨, 天津医科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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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8-19:56 Y-07 Effects of comprehensive rehabilitation on complications and long-term prognoses of 
patients in vegetative and minimal consciousness states
张小年, 中国康复研究中心

19:56-20:04 Y-08 A special manifestation of EMG in patients with double upper limb weakness
康治臣, 吉林大学第二医院

20:04-21:00 英文论坛下半场 4楼华天厅
主持人：魏全, 陈红

20:04-20:12 Y-09 Effects of Rehabilitation Exercise on Coronary Artery after Percutaneous Coronary 
Intervention in Patients with Coronary Heart Disease: A Systematic Review and Me-
ta-Analysis
张 庆, 四川大学华西临床医学院

20:12-20:20 Y-10 Comparative Analysis of Plasma Proteome in Adolescent Idiopathic Scoliosis Patients
沈 楠,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新华医院

20:20-20:28 Y-11 Analysis of epidemiologic characteristics and imaging features of patients with shoul-
der pain based on musculoskeletal ultrasound imaging
王庄富, 中山大学附属第三医院

20:28-20:36 Y-12 Effect of novel body weight support locomotion training on the function recovery and 
the brain plasticity in rats with spinal cord injury
刘小燮, 北京大学第三医院

20:36-20:44 Y-13 First multicenter clinical trial of China’s domestically designed powered exoskele-
ton-assisted walking in patients with paraplegia
陈思婧, 江苏省人民医院（南京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20:44-20:52 Y-14 Effect of exercise training combined with fluoxetine on depressive behavior of rats with 
post-stroke depression
邓 钰, 青岛大学附属医院

20:52-21:00 Y-15 Inhibition of PDE2A in the amygdala normalizes PTSD in mice through regulation of 
cGMP-mediated signaling pathways
刘 娜, 西安市红会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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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14日会议详细日程

08:00-09:30 神经康复1 5楼春城厅
主持人：潘钰, 张桂青

08:00-08:20 S-01 外骨骼康复机械手开发：从力学到临床

裴育晟, 桃园长庚纪念医院/长庚大学

08:20-08:40 S-02 脑机接口手功能康复中枢机制

潘 钰, 北京清华长庚医院

08:40-08:48 OR-01 基于稳态运动视觉诱发电位的脑控康复机器人对 脑卒中后神经功能恢复的影响

赵晨光, 空军军医大学西京医院

08:48-08:56 OR-02 神经康复机械手强化训练对脑卒中偏瘫患者上肢运动功能恢复的影响

孙丹乔, 青岛大学附属医院

08:56-09:04 OR-03 基于手部外骨骼机器人的双侧对称性训练对脑卒中患者手功能恢复的影响

程 迎, 安徽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09:04-09:12 OR-04 对侧控制型功能性电刺激对脑卒中患者上肢功能恢复的初步研究

黄崧华, 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北院

09:12-09:30 C-01 脂肪栓子导致大面积脑栓塞病例讨论

潘 钰, 北京清华长庚医院

10:00-11:30 神经康复2 5楼春城厅
主持人：王宝兰, 余茜

10:00-10:20 S-03 中国脊髓损伤康复与社会实践新模式

王惠芳, 上海养志康复医院

10:20-10:40 S-04 脑卒中患者早期运动功能恢复潜力判断

张巧俊, 西安交通大学第二附属医院

10:40-10:48 OR-05 磁共振波谱与洛文斯顿认知评定量表在脑卒中后认知功能评定中的相关性研究

巩尊科, 徐州市中心医院

10:48-10:56 OR-06 缺血性脑卒中后皮质脊髓束损伤与肢体运动功能恢复的相关性研究

陈 琳, 重庆市渝中区第四人民医院

9月
14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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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6-11:04 OR-07 亚急性期脑梗死患者上肢运动预知神经机制研究

陈 玲, 中山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11:04-11:12 OR-08 颞叶梗塞卒中后抑郁的杏仁核与额叶 - 边缘叶-纹状体回路功能连接改变

张雪霏, 南方医科大学珠江医院

11:12-11:30 C-02 脑外伤致不自主运动一例病例讨论

张 皓, 中国康复研究中心

11:40-12:25 思雅医疗卫星会 5楼春城厅
主持人：岳寿伟

11:40-12:25  功能性电刺激临床进展

陆 晓, 江苏省人民医院（南京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13:00-14:30 神经康复3 5楼春城厅
主持人：胡昔权, 朱宁

13:00-13:20 S-05 浅谈如何提高神经系统康复训练效能

张志强, 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盛京医院

13:20-13:40 S-06 干细胞移植在神经康复中应用

胡昔权, 中山大学附属第三医院

13:40-13:48 OR-09 剪切波超声弹性成像技术在脑卒中后腓肠肌痉挛评定中的应用研究

李 娜, 中山大学附属第三医院

13:48-13:56 OR-10 镜像治疗联合Theta爆发式磁刺激治疗脑卒中患者上肢运动功能的疗效研究

周 静, 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同济医院

13:56-14:04 OR-11 脑卒中后下肢痉挛肌注射A型肉毒毒素不同定位方法的疗效比较

刘训灿, 吉林大学白求恩第一医院

14:04-14:12 OR-12 原发性帕金森及健康人“计算负荷+运动”双重任务的表现及超负荷研究

侯 莹, 苏州市立医院北区（原:苏州市第三人民医院）

14:12-14:30 C-03 大面积脑梗死患者上肢肌电分析病例讨论

王永慧, 山东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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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30-16:00 神经康复4 5楼春城厅
主持人：赵亮, 张跃萍

14:30-14:50 S-07 神经重症患者气道管理策略

廖维靖, 武汉大学中南医院

14:50-15:10 S-08 疼痛偏瘫肩的力学评估与康复策略

郭钢花, 郑州大学第五附属医院

15:10-15:18 OR-13 基于α、β脑电频带的rTMS对意识障碍患者治疗效果及神经电生理影响的研究

冯 枫, 空军军医大学西京医院

15:18-15:26 OR-14 节奏听觉刺激对脑卒中患者上肢运动控制障碍的影响

朱玉连, 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

15:26-15:34 OR-15 经颅磁刺激联合计算机辅助认知训练对脑卒中后认知功能障碍恢复的影响

郑婵娟, 湖北省中西医结合医院（湖北省新华医院）

15:34-15:42 OR-16 非意识性感觉统合训练在反馈模式到前馈模式中的应用对脑卒中患者步行功能的影响

杨忠国, 吉林大学白求恩第一医院

15:42-16:00 C-04 姿势解密技术对脑卒中患者慢性期应用个例分析

王 强, 青岛大学附属医院

16:30-18:00 神经康复5 5楼春城厅
主持人：白玉龙, 杨建荣

16:30-16:50 S-09 SMART在意识障碍评定及康复中应用

张 皓, 中国康复研究中心

16:50-17:10 S-10 脊髓损伤神经源性膀胱个体化康复管理思路

许 涛, 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同济医院

17:10-17:18 OR-17 早期呼吸康复训练应用于颈胸段脊髓损伤患者的疗效观察

吴 霜, 贵州医科大学附属医院

17:18-17:26 OR-18 谐振治疗对脊髓损伤截瘫下肢痉挛的影响

梁天佳, 广西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

17:26-17:34 OR-19 功能性磁刺激改善颈髓损伤患者呼吸功能的疗效观察

陈春燕, 空军军医大学第一附属西京医院

9月
14

日



12

中华医学会第十九次全国物理医学

与康复学学术会议

17:34-17:42 OR-20 导航引导下重复经颅磁刺激（rTMS）作用于大脑运动前区皮层（PMC）联合初级运动

皮层（M1）对脊髓损伤患者神经性疼痛的影响

琚 芬, 空军军医大学西京医院

17:42-18:00 C-05 颈髓损伤并发异位骨化一例病例讨论

白玉龙, 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

08:00-09:30 骨科康复1 5楼正阳厅
主持人：张长杰, 廖维靖

08:00-08:20 S-11 肩袖损伤的康复

白定群, 重庆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08:20-08:28 OR-21 踝足稳定性训练在功能性踝关节不稳康复中的应用

胡 旭, 空军军医大学西京医院

08:28-08:36 OR-22 肌骨超声影像诊疗技术在肩痛患者评估及介入治疗中的应用研究

贺涓涓, 中山大学附属第三医院

08:36-08:44 OR-23 胸腰段不完全性脊髓损伤患者膝关节屈伸肌群峰力矩与肌电积分值相关性分析

王志涛, 贵州医科大学附属医院

08:44-09:04 S-12 高位脊髓损伤早期呼吸训练

许 涛, 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同济医院

09:04-09:24 C-06 一例他汀相关性肌病与关节炎患者的康复诊治

李雪萍, 南京市第一医院

10:00-11:30 骨科康复2 5楼正阳厅
主持人：白定群, 罗军

10:00-10:20 S-13 ACLR术后关节粘连无痛康复-从保守到姆瓦的进阶

蔡 斌,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九人民医院

10:20-10:40 S-14 创伤后关节粘连的基础研究进展

张 杨, 山东大学齐鲁医院康复中心

10:40-10:48 OR-24 Ilizarov牵伸技术在非骨源性膝关节僵硬患者康复治疗中的作用

郑遵成, 泰安市中心医院

10:48-10:56 OR-25 Newton Box 3D 悬吊系统治疗腰椎间盘突出症的疗效观察

陈海波, 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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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6-11:16 C-07 髌骨骨折术后粘连

蔡 斌,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九人民医院

13:00-14:30 骨科康复3 5楼正阳厅
主持人：宋振华, 马超

13:00-13:20 S-15 血友病性膝关节炎关节置换术后的康复

虞乐华, 重庆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

13:20-13:40 S-16 超声引导下注射技术在骨关节疼痛中的应用

马 超, 中山大学孙逸仙纪念医院

13:40-14:00 C-08 髌腱断裂缝合术后（带线锚钉）康复

王 刚, 十堰市太和医院

14:00-14:08 OR-26 徒手淋巴引流技术在下肢骨折围手术期肢体肿胀中的应用

吴 平, 西安市红会医院

14:08-14:16 OR-27 强化核心肌群训练对截肢患者步行稳定性的影响

孙英才, 山东省康复研究中心

14:16-14:24 OR-28 快速康复理念介入对脊髓损伤术后生活质量的影响

刘晓霞, 西安市红会医院

14:30-16:00 骨科康复4 5楼正阳厅
主持人：叶超群, 倪国新

14:30-14:50 S-17 颈痛诊疗进展及循证物理治疗

叶超群, 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总医院

14:50-15:10 S-18 “生物力学窗口”在骨科康复中的意义

倪国新, 福建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15:10-15:18 OR-29 腰痛患者手术治疗前后步行特征和平衡功能的变化:系统性回顾

张 杨, 山东大学齐鲁医院康复中心

15:18-15:26 OR-30 足底压力动态检测对慢性踝关节不稳患者的评估与临床应用

陆沈吉,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九人民医院

15:26-15:34 OR-31 脊柱动态平衡系统在非特异性下腰痛患者中的临床研究

杨 绯, 北京清华长庚医院

9月
14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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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34-15:54 C-09 鱼刺所致截瘫患者康复体会

陈建敏, 福建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16:30-18:00 骨科康复5 5楼正阳厅
主持人：王彤, 张杨

16:30-16:50 S-19 SCI康复的未来与外骨骼机器人

倪朝民, 中国科技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安徽省立医院

16:50-17:10 S-20 骶裂孔注射疗法的临床应用

岳寿伟, 山东大学齐鲁医院

17:10-17:30 C-10 脊髓硬脊膜动静脉瘘所致脊髓损伤的诊断与康复治疗

怀 娟, 山东大学齐鲁医院

17:30-17:38 OR-32 脑卒中急性期下肢深静脉血栓形成的解剖分布特点

刘训灿, 吉林大学白求恩第一医院

17:38-17:46 OR-33 快速康复在全膝置换围手术期中的临床应用研究

朱俞岚, 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

17:46-17:54 OR-34 慢性腰痛患者腰部深层多裂肌超声形态特征变化

张珊珊, 中山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08:00-09:30 康复治疗技术1 5楼普阳厅
主持人：丛芳, 郭钢花

08:00-08:20 S-21 颅脑损伤后水中评定与治疗

丛 芳, 中国康复研究中心北京博爱医院

08:20-08:40 S-22 重症颅脑损伤患者的呼吸管理

朱玉连, 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

08:40-09:00 S-23 脑卒中后上肢功能障碍的精准作业治疗

闫彦宁, 河北省人民医院

09:00-09:08 OR-35 互联网+背景下膝半月板术后康复指导的疗效观察

杨灵狄, 丽水市人民医院

09:08-09:28 C-11 颅脑损伤后呼吸运动评估在核心训练中的意义

郭钢花, 郑州大学第五附属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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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0-11:32 康复治疗技术2 5楼普阳厅
主持人：倪朝民, 尹勇

10:00-10:20 S-24 新Bobath疗法概述

常冬梅, 北京博爱医院

10:20-10:40 S-25 偏瘫患者作业治疗的临床思维与实践

刘 璇, 中国康复研究中心

10:40-11:00 C-12 基于姿势控制的脑卒中后上肢异常模式的手法演示

常冬梅, 北京博爱医院

11:00-11:08 OR-36 tDCS与虚拟情景互动训练对脑梗塞偏瘫上肢功能及ADL影响的临床研究

华 强, 湖北省中西医结合医院

11:08-11:16 OR-37 OTPF框架对脑卒中后运动能力及日常生活活动能力的影响

井于玲, 吉林大学白求恩第一医院

11:16-11:24 OR-38 基于镜像神经元理论的动作观察疗法对脑卒中患者实时脑功能成像的影响

庄卫生, 河南省人民医院

11:24-11:32 OR-39 脑机接口在脑卒中上肢运动功能康复中的应用

王晓玉, 泰安市中心医院

11:40-12:25 蓝田医疗卫星会：姿势评估训练系统 5楼普阳厅

13:00-14:32 康复治疗技术3 5楼普阳厅
主持人：马跃文, 张巧俊

13:00-13:20 S-26 从运动学视角看卒中后肩痛

郄淑燕,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康复医院

13:20-13:40 S-27 颅脑损伤后智能化行走仪的临床应用与研究

金冬梅, 中山大学孙逸仙纪念医院

13:40-13:48 OR-40 重复经颅磁刺激治疗对脑卒中患者运动功能恢复的影响

纪爱辉, 山东省立医院耳鼻喉医院山东省立医院西院(原:山东煤矿总医院)

13:48-13:56 OR-41 虚拟现实治疗技术对帕金森患者冻结步态改善的疗效观察

杨 伟, 暨南大学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

9月
14

日



16

中华医学会第十九次全国物理医学

与康复学学术会议

13:56-14:04 OR-42 双重任务训练治疗亚急性期卒中患者平衡及步行功能障碍的临床研究：随机对照试验

何 影, 昆明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

14:04-14:12 OR-43 虚拟现实结合下肢机器人干预脑梗死亚急性期患者功能恢复的效应研究

徐智勤, 中山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14:12-14:32 C-13 蛛网膜下腔出血合并脑室出血后继发吉兰-巴雷综合征1例
刘忠良, 吉林大学第二医院

14:40-16:12 康复治疗技术4 5楼普阳厅
主持人：孙强三, 翟华

14:40-15:00 S-28 软组织修复的组织学与生物力学

袁 华, 空军军医大学西京医院

15:00-15:20 S-29 美式整体脊柱矫正技术临床经验分享

黄明威, 河北省人民医院

15:20-15:28 OR-44 核心肌群训练配合整脊疗法治疗腰痛的临床观察

梁国君, 河北医科大学附属以岭医院

15:28-15:36 OR-45 针对VMO的肌力训练在髌骨脱位MPFL重建术后患者的疗效观察

付 婷, 西安市红会医院

15:36-15:44 OR-46 帕金森健康操对患者姿势平衡及手功能障碍的影响

张海娜, 吉林大学第二医院

15:44-15:52 OR-47 呼吸策略介导的认知行为疗法对慢阻肺患者生活质量和运动能力的影响

王思远, 中日医院

15:52-16:12 C-14 腰腿痛疑难病例讨论

王楚怀, 中山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16:30-18:02 康复治疗技术5 5楼普阳厅
主持人：林建强, 王宝军

16:30-16:50 S-30 贴扎技术在康复治疗中的应用

廖麟荣, 宜兴九如城康复医院

16:50-17:10 S-31 放散状体外冲击波在康复治疗中的临床应用

沈 滢, 江苏省人民医院（南京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17

2018年9月12-15日

中国·长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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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日

17:10-17:18 OR-48 神经滑动训练在腕管综合症松解术后的临床应用

沈 霞, 无锡市第九人民医院

17:18-17:26 OR-49 急性颞下颌关节盘不可复性前移患者手法复位结合综合物理疗法的疗效观察

方仲毅,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九人民医院

17:26-17:34 OR-50 θ短阵快速脉冲重复经颅磁刺激对健康人初级运动皮质作用初探

牟 宏, 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17:34-17:42 OR-51 深层肌肉刺激仪的不同作用路径对延迟性肌肉酸痛的疗效观察

樊嘉婧, 空军军医大学西京医院

17:42-18:02 C-15 产后乳腺问题的物理手法治疗

邓丽明, 中南大学湘雅三医院

08:00-09:30 吞咽言语康复：儿童语言障碍康复 5楼绿园B
主持人：陈卓铭, 张岩

08:00-08:20 S-32 A型肉毒毒素对徐动型脑瘫构音障碍的疗效观察

姚黎清, 昆明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

08:20-08:40 S-33 基于互联网云的儿童康复

陈卓铭, 暨南大学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

08:40-08:48 OR-52 低频重复经颅磁刺激在亚急性Broca失语患者中的疗效观察

陈 琳, 陆军军医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08:48-08:56 OR-53 基于rs-fMRI探讨rTMS治疗卒中后非流利性失语症的恢复机制

戴燕红, 暨南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08:56-09:04 OR-54 低频重复经颅磁刺激对脑卒中后非流利性失语的影响

王静荣, 青岛大学附属医院

09:04-09:12 OR-55 低频重复经颅磁刺激及其强化治疗对脑卒中后非流利性失语症患者治疗效果的观察

柏广涛, 青岛大学附属医院

09:12-09:32 C-16 儿童语言障碍病例

阳 辉, 暨南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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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0-11:30 吞咽言语康复:成人语言障碍康复 5楼绿园B
主持人：张庆苏, 许涛

10:00-10:20 S-34 rTMS对卒中后失语语言功能重组影响初探：基于fMRI研究

丘卫红, 中山大学附属第三医院

10:20-10:40 S-35 无创脑刺激技术在卒中后失语症的应用进展

招少枫, 苏州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10:40-10:48 OR-56 17例应用ABCLOVE嗓音训练法改善嗓音嘶哑临床病例报告

杨海霞,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九人民医院

10:48-10:56 OR-57 运用脑功能成像技术研究言语治疗联合音乐疗法治疗脑卒中后运动性失语的神经康复机

制

王 芳, 郑州大学第五附属医院（原:郑州铁路局中心医院)

10:56-11:04 OR-58 低频rTMS结合语言治疗对脑卒中恢复期非流畅性失语症康复的影响

陈 艳, 广州医学院附属第二医院

11:04-11:12 OR-59 正中神经电刺激联合语言训练对卒中失语症患者语言功能的疗效观察

马艳平, 山东大学齐鲁医院

11:12-11:32 C-17 成人语言障碍病例

席艳玲, 新疆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13:00-14:30 吞咽言语康复:吞咽障碍康复 5楼绿园B
主持人：陈卓铭, 黄晓琳

13:00-13:20 S-36 rTMS在吞咽障碍康复中的应用策略

兰 月, 广州市第一人民医院

13:20-13:40 S-37 脑损伤后吞咽障碍的康复治疗进展

吴军发, 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

13:40-13:48 OR-60 高频重复经颅磁刺激对脑卒中患者吞咽功能及脑干听觉诱发电位的影响

王中莉, 嘉兴市第二医院

13:48-13:56 OR-61 颌下肌群重复周围磁刺激对脑卒中后吞咽障碍患者肌电图的影响

朱其秀, 青岛大学附属医院

13:56-14:04 OR-62 模块化处理直接吞咽训练对吞咽障碍患者疗效影响的研究

陈 晶, 白求恩医科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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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04-14:12 OR-63 酸冰刺激联合神经肌肉电刺激对早期脑卒中患者吞咽困难的疗效影响

王翠翠, 山东省立医院

14:12-14:32 C-18 食管上括约肌失弛缓致重度吞咽障碍的临床特征与康复

邵伟波, 南京脑科医院

14:30-16:05 康复教育 5楼绿园B
主持人：王楚怀, 潘翠环

14:30-14:55 S-38 治疗师规范化培训-中国战略

何成奇, 四川大学华西医院

14:55-15:20 S-39 康复医学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基地迎评准备

王楚怀, 中山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15:20-15:45 S-40 人文情怀与专业素养并举——培养德才兼备的康复住培医师

宋鲁平, 中国康复研究中心

15:45-15:53 OR-64 全科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轮转康复医学科的必要性

刘忠良, 吉林大学第二医院

15:53-16:01 OR-65 华山医院康复医学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临床导师制的构建和初步评价

姜从玉, 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

16:05-16:30 康复教育讨论 5楼绿园B

16:05-16:30  我国康复医师及治疗师的培养

岳寿伟, 山东大学齐鲁医院

何成奇, 四川大学华西医院

王楚怀, 中山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宋鲁平, 中国康复研究中心

黄 真, 北京大学第一医院

潘翠环, 广州医学院第二附属医院

万春晓, 天津医科大学总医院

08:00-10:04 儿童康复专题及口头发言 4楼华天厅
主持人：杜青, 陈丽霞

08:00-08:20 S-41 脑瘫基因诊断新进展

陈 翔, 温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

9月
14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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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8:20-08:40 S-42 特发性脊柱侧凸康复诊疗新进展

杜 青,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新华医院

08:40-09:00 S-43 脑瘫高危儿的早期筛查

吕智海, 哈尔滨市儿童医院

09:00-09:08 OR-66 X线测量在脑瘫患儿继发髋关节发育不良中的临床应用价值初步分析

周 云, 安徽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

09:08-09:16 OR-67 康复治疗对先天性肌性斜颈患儿胸锁乳突肌功能的影响

周 璇,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新华医院

09:16-09:24 OR-68 目标-活动-丰富运动干预与强化的神经发育学治疗对脑瘫婴幼儿粗大运动功能影响的对

比研究

苑爱云, 青岛市妇女儿童医院

09:24-09:32 OR-69 Netrin-1通过DCC/ERK信号通路发挥OGD后大鼠皮层神经元抗凋亡作用

陈剑豪, 福建医科大学附属协和医院

09:32-09:40 OR-70 神经发育治疗结合前庭训练对脑瘫患儿运动功能的影响

龙耀斌, 广西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09:40-09:48 OR-71 共同注意力训练对ASD儿童共同注意能力的疗效观察

陈玉美, 南方医科大学南方医院

09:48-09:56 OR-72 悬吊训练与踝足矫形器对偏瘫患者步行能力及综合功能恢复的临床观察

邵士光, 济宁医学院附属医院

09:56-10:04 OR-73 规律的脊柱侧凸特定性训练对轻度少儿型特发性脊柱侧凸患者的影响

袁望舒, 中国医学科学院北京协和医院

10:40-11:30 儿童康复病例讨论 4楼华天厅
主持人：杜青, 刘楠

10:40-11:00 C-19 重症脑脊髓炎合并周围神经损伤的康复策略

王跑球, 湖南省儿童医院

11:00-11:20 C-20 多巴胺反应性张力障碍

杜 琳, 吉林大学白求恩第一医院

11:20-11:30  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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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00-14:08 疗养、老年病专题及口头发言 4楼华天厅
主持人：牟翔, 刘忠良

13:00-13:20 S-44 老年肌少症的康复策略

牟 翔, 空军军医大学西京医院

13:20-13:40 S-45 康复医学科参与医养结合型养老机构实践

白定群, 重庆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13:40-14:00 S-46 肌少症的病理生理基础及诊疗进展

袁 华, 空军军医大学西京医院

14:00-14:08 OR-74 联合性功能测试对于预测中国社区老年人未来跌倒的更优价值

王 璐, 天津医科大学

14:30-16:30 疼痛康复 4楼华天厅
主持人：顾新, 王宁华

14:30-14:50 S-47 疼痛的警示、管理与挑战

王宁华, 北京大学第一医院

14:50-15:10 S-48 肌筋膜疼痛触发点可视化治疗

罗 军, 南昌大学第二附属医院

15:10-15:30 S-49 锤子与钉子——疼痛康复临床思辨

顾 新, 北京医院

15:30-15:50 C-21 颈痛病例

李 民, 北京大学第一医院

15:50-16:10 C-22 腰痛病例

朱世杰, 北京医院

16:10-16:30 C-23 膝痛病例

段亚景, 中日医院

08:00-09:30 基础与临床研究1 4楼吉祥厅
主持人：江山, 康治臣

08:00-08:20 S-50 肉毒毒素的康复治疗策略

陆 晓, 江苏省人民医院（南京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9月
14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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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8:20-08:40 S-51 经颅磁刺激在神经病理性疼痛中的应用

袁 华, 空军军医大学西京医院

08:40-09:00 S-52 重症康复理论与实践

魏 全, 四川大学华西医院

09:00-09:08 OR-75 肌骨超声在马拉松运动伤实时诊断中的应用研究

周 泳, 重庆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

09:10-09:18 OR-76 血同型半胱氨酸及相关辅助因子、MTHFR C677T基因多态性 在黎族脑血管病患者的研究

卢桂兰, 海南医学院第二附属医院

09:20-09:28 OR-77 基于病理分期的冻结肩治疗策略应用于门诊患者的临床疗效观察

刘莎莎,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九人民医院

10:00-11:30 基础与临床研究2 4楼吉祥厅
主持人：张立新, 吴军发

10:00-10:20 S-53 肩峰撞击综合征：病理机制与物理诊疗

郄淑燕,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康复医院

10:20-10:40 S-54 应用神经生理学的临床实践

江 山, 解放军总医院第一附属医院

10:40-11:00 S-55 基于近红外线的脑氧检测在脑卒中患者中的应用

王永慧, 山东大学

11:00-11:08 OR-78 脊髓损伤多模态整合康复模式探索

毛也然, 同济大学附属同济医院

11:10-11:18 OR-79 关于富血小板血浆（platelet-rich plasma,PRP）治疗肌腱病的有效性及安全性的随机对

照研究的系统性综述和meta分析

阮玉婷, 中山大学孙逸仙纪念医院

11:20-11:28 OR-80 呼吸训练对于慢性持续性下腰痛疗效观察

刘笑宇, 郑州大学第五附属医院（原:郑州铁路局中心医院)

13:00-14:30 基础、临床研究3 4楼吉祥厅
主持人：李哲, 王红星

13:00-13:20 S-56 干细胞治疗中枢神经系统疾病临床前研究

陈 红, 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同济医院



23

2018年9月12-15日

中国·长春

13:20-13:40 S-57 听觉反馈调控发声基频的毕生机制研究

刘 鹏, 中山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13:40-13:48 OR-81 脊髓大鼠CPG及中脑任务依赖性可塑性研究

叶超群, 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总医院

13:50-13:58 OR-82 人胚胎干细胞来源的脊髓GABA能神经前体细胞移植治疗脊髓损伤大鼠神经病理性疼痛

和痉挛的疗效研究

李 馨, 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同济医院

14:00-14:08 OR-83 miR-219对脊髓损伤后少突胶质前体细胞增殖和分化的影响及相关机制研究

李 芳, 北京大学第三医院

14:10-14:18 OR-84 超短波对脊髓损伤后内源性神经干细胞存活和分化的影响

陈丹莹, 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盛京医院

14:20-14:28 OR-85 电刺激对失神经支配骨骼肌力学特性和微结构的影响及相关机制的多组学研究

喇高燕, 北京大学第三医院

14:30-16:00 康复医学科建设与管理 4楼吉祥厅
主持人：何成奇, 岳寿伟

14:30-14:50 S-58 广西康复专科医院及综合医院康复医学科体系建设

杨建荣, 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医院

14:50-15:00 讨论

15:00-15:20 S-59 临床康复学科信息化管理流程的开发与应用

江钟立, 江苏省人民医院（南京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15:20-15:30  讨论

15:30-15:50 S-60 康复医学科建设与管理基本思维模式

何成奇, 四川大学华西医院

15:50-16:00  讨论

16:30-18:00 重症康复 4楼吉祥厅
主持人：王宏图, 刘宏亮

16:30-16:50 S-61 综合医院重症早期康复如何落地

李红玲, 河北医科大学第二医院

9月
14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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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50-17:10 S-62 重症康复中的内脏康复需求

万春晓, 天津医科大学总医院

17:10-17:30 S-63 意识障碍患者的促醒治疗

吴军发, 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

17:30-17:50 C-24 不全闭锁综合征的康复实例

王宏图, 天津市环湖医院

17:50-17:58 OR-86 ICU重症患者早期康复的临床疗效观察

李红玲, 河北医科大学第二医院

17:58-18:06 OR-87 基于EEG的rTMS在重症昏迷患者评估及促醒中的临床作用

何任红, 南方医科大学南方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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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15日会议详细日程

08:00-10:00 心肺康复 5楼正阳厅
主持人：谢欲晓, 江钟立

08:00-08:20 S-64 Introduction of lung transplantation rehabilitation
Matthew N. Bartels, Albert Einstein College of Medicine

08:20-08:40 S-65 “心”“康”联手，实现双赢--心内与康复结合的心脏康复模式

刘遂心, 中南大学湘雅医院

08:40-09:00 S-66 有氧训练精准处方的设定

陆 晓, 江苏省人民医院（南京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09:00-09:15 C-25 肺移植康复病例汇报

段亚景, 中日医院

09:15-09:30 C-26 心脏移植的康复病例汇报

刘遂心, 中南大学湘雅医院

09:30-10:00  讨论

11:30-12:00 颁奖闭幕式 5楼正阳厅
主持人：张志强, 刘宏亮

08:00-09:30 盆底康复1 5楼普阳厅
主持人：李建华, 武亮

08:00-08:30 S-67 康复医学科在盆底功能障碍性疾病康复中面临的机遇和挑战

李建华, 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邵逸夫医院

08:30-09:00 S-68 宫颈癌术后排尿障碍的康复

李旭红, 中南大学湘雅三医院

09:00-09:30 S-69 无创盆底康复治疗创新-贇式盆底优化训练疗法的临床应用

王阳贇, 复旦大学附属上海市第五人民医院

09:30-11:30 盆底康复2 5楼普阳厅
主持人：吴霜, 梁英

09:30-10:00 S-70 电针技术在盆底功能障碍性疾病中的临床应用

吕婷婷,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仁济医院南院

9月
1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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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0-10:08 OR-88 女性盆腔疾病术后尿潴留的康复治疗方案设计及效果分析

曲福玲, 吉林大学第二医院

10:08-10:16 OR-89 不同盆底肌训练方案对女性松弛型盆底肌功能障碍的短期疗效的随机对照研究

李文娟, 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妇产科医院（浙江省妇女保健院、浙江省妇女医院）

10:16-10:24 OR-90 点阵二氧化碳激光联合电刺激及生物反馈疗法治疗阴道松弛的临床疗效及分析

曾小玲, 中南大学湘雅三医院

10:24-10:32 OR-91 脑卒中后神经源性膀胱临床表现及颅脑MRI特点的研究

郭冬菊, 山东大学齐鲁医院

10:32-10:52 C-27 盆底痛诊治思路分析

林阳阳, 中山大学附属第六医院

10:52-11:12 C-28 压力性尿失禁病例汇报

任亚锋, 河南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11:12-11:30  讨论

08:00-10:00 康复护理、社区专题及口头发言 5楼绿园B
主持人：李红玲, 张志强

08:00-08:20 S-71 间歇性置管技术在吞咽障碍病人中的应用

庞 灵, 吉林大学第三医院(中日联谊医院）

08:20-08:40 S-72 高压氧舱内、外康复护理管理

李红玲, 河北医科大学第二医院

08:40-08:46  提问、讨论

08:46-08:54 OR-92 舒适护理模式联合药物治疗对脊髓损伤后神经病理性疼痛的影响研究

刘芳芳, 空军军医大学西京医院

08:54-09:02 OR-93 基于量化评估策略下的护理干预对脊髓损伤后神经源性肠功能障碍患者肠功能及生活质

量的影响

张艳艳, 山东大学齐鲁医院

09:02-09:10 OR-94 思维导图对脑卒中患者入院宣教的优化效果分析

张亚妮, 空军军医大学西京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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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9:10-09:30 C-29 一例重症高龄脑梗死病人的康复历程

张海娜, 吉林大学第二医院

09:30-10:00  讨论

10:00-11:30 肿瘤康复 5楼绿园B
主持人：张锦明, 何成奇

10:00-10:20 S-74 康复医学在肿瘤姑息治疗中的作用

于 雁, 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第三医院

10:20-10:40 S-75 乳腺癌术后康复治疗进展

吴建贤, 安徽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

10:40-10:48 OR-95 局部组织水分检测在乳腺癌术后淋巴水肿诊断中的应用

刘 颖, 中国医学科学院北京协和医院

10:48-10:56 OR-96 乳腺癌术后上肢功能障碍发病现状调查及相关危险因素分析

谢 娜, 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

10:56-11:04 OR-97 中国医院内口腔头颈-颌面肿瘤患者吞咽康复开展现状初步调查

唐 燕,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九人民医院

11:04-11:12 OR-98 肺癌化疗相关性便秘患者肠道康复训练应用的效果研究

纪 婕, 江苏省人民医院（南京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11:12-11:30  讨论

08:00-10:00 康复评定1 4楼华天厅
主持人：谢青, 于惠秋

08:00-08:20 S-76 有的放矢 评定先行

顾 新, 北京医院

08:20-08:40 S-77 神经康复评定进展及现状需求

谢 青,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瑞金医院

08:40-08:48 OR-99 脑卒中肢体运动功能障碍评估的客观生物学指标

杨雅馨, 西安交通大学第二附属医院

08:48-08:56 OR-100 肌肉电阻抗技术在乳腺癌术后淋巴水肿患者CDT治疗评估的应用

李 乐, 中山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9月
1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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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8:56-09:04 OR-101 通过定量超声技术和人工智能算法探究肌力评定的新方法

张元鸣飞, 北京大学第三医院

09:04-09:12 OR-102 应用Delphi法结合前期条目评价建立重症肌无力严重程度新量表

王 琳, 青岛大学附属医院

09:12-09:30 C-30 脊髓损伤后呼吸功能评估及临床应用

吴 霜, 贵州医科大学附属医院

09:30-10:00  讨论

10:00-11:30 康复评定2 4楼华天厅
主持人：谢青, 丛芳

10:00-10:20 S-78 运动功能评定的发展趋势

王 彤, 江苏省人民医院（南京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10:20-10:40 S-79 嗓音疾病的康复评定

于惠秋, 吉林大学中日联谊医院

10:40-10:48 OR-103 正常吞咽咽期的前颈部高密度动态肌电能量分布研究

陆 琳, 深圳市南山区人民医院

10:48-10:56 OR-104 重症患者的膈肌超声评估临床应用进展

潘化平, 南京医科大学附属江宁医院

10:56-11:04 OR-105 脑卒中患者患侧正中神经F波特点及分析

王永慧, 山东大学

11:04-11:12 OR-106 单光子发射计算机化断层显像在创伤性颅脑损伤昏迷患者疗效评价中的应用

江 健, 南昌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11:12-11:30 C-31 表面肌电在吞咽功能障碍评估中的应用

边仁秀, 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邵逸夫医院

08:00-10:00 病例擂台赛上半场 4楼吉祥厅
主持人：江山, 王永慧

08:00-08:15 C-32 一例以脑卒中为首发临床症状的大动脉炎患者的康复治疗

任 玲, 四川大学华西医院

08:15-08:30 C-33 特殊跟腱断裂修补术后的康复治疗

彭彦孟, 陆军军医大学西南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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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8:30-08:45 C-34 体外冲击波治疗联合藻酸盐敷料治愈老年骶尾部巨大压疮1例
段好阳, 吉林大学白求恩第一医院

08:45-09:00 C-35 以冲击波为主的综合物理因子结合PRP注射治疗关节损伤

黄丽萍, 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

09:00-09:15 C-36 一例脑卒中患者的“精准康复”治疗

孙晓龙, 第四军医大学西京医院

09:15-09:30 C-37 心衰合并脑梗死患者I期康复治疗一例

李 井, 泰达国际心血管病医院

09:30-10:00  讨论

10:00-11:30 病例擂台赛下半场 4楼吉祥厅
主持人：刘刚, 朱路文

10:00-10:15 C-38 一位在手术边缘徘徊的腰痛病人的保守治疗

康治臣, 吉林大学第二医院

10:15-10:30 C-39 脑干损伤后顽固性吞咽障碍的康复治疗一例

怀 娟, 山东大学齐鲁医院

10:30-10:45 C-40 右上肢挤压术后康复

苏小妹, 甘肃省中医院

10:45-11:00 C-41 颅脑外伤术后意识障碍及肢体痉挛康复病例分析

季相通, 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

11:00-11:15 C-42 一路前行-脊髓损伤恢复期的康复

徐 薇, 广西壮族自治区江滨医院

11:15-11:30 C-43 脑卒中认知障碍患者全面康复病例分析

刘旭妍, 中日友好医院

9月
1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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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01  Mechanism Analysis of Connectivity Plasticity in Stroke Patients after Brain Computer 

Interface Training ������������������������������������������������������������������������������������������������������Qiong Wu, Yu Pan, etc(190)

Y-02  The effect of early cardiac rehabilitation on the rheumatic heart disease patients with valve 

replacement ������������������������������������������������������������������������������������������������������� Renxiu Bian, Xiaoqing Wu(191)

Y-03  MAPK pathways are involved in neuropathic pain in rats with chronic compression of the 

dorsal root ganglion ������������������������������������������������������������������������������������������������� Yujuan Qu, Lei Jia, etc(1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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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 vegetative and minimal consciousness states ���������������������������������Xiaonian Zhang, Xiaoyan Wang, etc(194)

Y-08  A special manifestation of EMG in patients with double upper limb weakness

 �����������������������������������������������������������������������������������������������������������������Zhichen Kang, Xiaoqin Duan, etc(195)

Y-09  Effects of Rehabilitation Exercise on Coronary Artery after Percutaneous Coronary Intervention 

in Patients with Coronary Heart Disease: A Systematic Review and Meta-Analys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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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alking in patients with paraplegia ��������������������������������������������������������������������Sijing Chen, Jianan Li, etc(199)

Y-14  Effect of exercise training combined with fluoxetine on depressive behavior of rats with post-

stroke depression ����������������������������������������������������������������������������������������������������������������������������� Yu Deng(200)

Y-15  Inhibition of PDE2A in the amygdala normalizes PTSD in mice through regulation of cGMP-

mediated signaling pathways �������������������������������������������������������������������������������������������������������������Na Liu(2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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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L-01

Current Progress in Cardiac Rehabilitation

Matthew N. Bartels

Albert Einstein College of Medicine

Matthew N. Bartels, MD, MPH Professor and Chairman of Rehabilitation Medicine 

Albert Einstein College of Medicine Chairman, Department of Rehabilitation Medicine 

Montefiore Medical Center “Current Progress in Cardiac Rehabilitation”

美国蒙特菲尔（Montefiore）医疗中心康复医学部门主席 国际物理和康复学会

会议心脏康复专题特邀讲师 国际心肺移植学会、欧洲呼吸学会、美国物理医学和康

复学会等学会会员 哥伦比亚老年医学中心内科领域以及物理医学与康复领域认证专

家 在2012~2017年间，连续6年被评为“纽约超级医生” 2013年第75次AAPMR会议

上，被授予美国物理医学和康复学员医疗康复理事会服务奖 发表论文、摘要以及其

他出版物180余篇，发表视听、媒体出版物十余种，在国家以及国际会议中发表演

讲百余次 美国蒙特菲尔（Montefiore）医疗中心康复医学部门主席 国际物理和康复学会会议心脏康复专题特

邀讲师 国际心肺移植学会、欧洲呼吸学会、美国物理医学和康复学会等学会会员 哥伦比亚老年医学中心内科

领域以及物理医学与康复领域认证专家 在2012~2017年间，连续6年被评为“纽约超级医生” 2013年第75次

AAPMR会议上，被授予美国物理医学和康复学员医疗康复理事会服务奖 发表论文、摘要以及其他出版物180余

篇，发表视听、媒体出版物十余种，在国家以及国际会议中发表演讲百余次

Cardiac Rehabilitation is a proven intervention for cardiac disease that has had a progressive increase in application 

from ischemic heart disease in the 1960’s to 1970’s to post transplant and heart failure in the 2000’s and 2010’s� Cardiac 

rehabilitation has been proven to have class 1A efficacy for the reduction of morbidity and mortality in ischemic heart 

disease and new exercise regimens are looking to maximize risk factor reduction with the introduction of high intensity 

interval training and other exercise modalities so that the benefits can be even more powerful� Additionally, new 

methods of delivery of cardiac rehabilitation are looking to overcome barriers to the provision of cardiac rehabilitation� 

Other new frontiers include changing paradigms for phase 1 in hospital cardiac rehabilitation with early mobilization 

of patients in acute hospital settings for patients with acute myocardial infarction as well as after revascularization and 

surgical procedures. The talk will explore the latest benefits for decreasing long term mortality and morbidity for these 

patients, as well as demonstrating short term improvements in length of stay and in hospital complications� Attention 

will also be given to exploring the latest data on improvements in quality of life and functional outcomes while 

exploring the moderate cost of cardiac rehabilitation programs� Finally, the newly demonstrated benefits of cardiac 

rehabilitation for heart failure patients will be explored, looking at the latest evidence of effectiveness and improvement 

of function and outcomes in this population� In conclusion, cardiac rehabilitation has overall benefits of lifestyle 

modification using primary and secondary prevention in populations at risk of cardiac disease that can have long term 

effects on costs and outcomes in a population based model of heal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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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L-02

The role of exercise in rehabilitation medicine

亓念宁

美国密歇根大学

 亓念宁，博士，毕业于美国俄亥俄医学院和加州大学旧金山分校 现任美国密

歇根大学副研究员（科研副教授），美国国家卫生院（NIH）动物实验研究中心-

密歇根大学动物生物性状检测中心实验室主任 参与创建了世界唯一的实验大鼠运

动模型 (LCR/HCR rat model of aerobic running)，用生物进化和能量转换 (energy 

transfer) 的理论来阐明疾病发生发展的生物化学根源 提出“研究健康与研究疾病

同等重要”的临床学术新观念 发表过学术SCI 论文近40篇，并参与获得了多项国家

科研基金，包括美国NIH 和 英国MRC 等。

Use of exercise for preserving health and preventing disease was greatly appreciated 

through the history of human civilization. However, from late 20th and early 21st century, medicine has undergone a 

radical change with its focus shifted from disease prevention to disease treatment� Recently, as global and regional 

aging and non-communicable diseases (NCDs) mortality rise at an unprecedentedly fast speed, prevention of the 

decline in individual and population physiological function has become a major challenge in modern medicine� Given 

the instrumental role of endurance running in the evolution of human body function, the relaxation in power of natural 

selection of the living environment in recent human history might be the culprit behind the development of most of the 

current diseases� Therefore, to ultimately amelivate the health burden of the aging population concomitant with a high 

prevalence of NCDs, our healthcare strategy should be additionally to refocus on promoting individual and population 

health lifestyle to compensate the inevitable decrease or loss of physiological function duo to the significant decreases 

in ecological challenge imposed by our current environment� In addition, because endurance exercise produces an entire 

repertoire of biologic responses, a health promoting effect unachievable by any other available therapeutics, “exercise 

is medicine” should again become the most important tool in the tool box for prophylaxis and restoring physiological 

function in rehabilitation medicine�

PL-03

浅议康复医学科的无效医疗问题

励建安

江苏省人民医院（南京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美国医学科学院国际院士。中华医学会物理医学与康复学分会前任主委、国家

卫计委能力建设和继续教育康复医学专家委员会主委、国家卫计委脑卒中专家委员

会副主委、中国非公立医疗机构协会康复医学专委会主委。

简述临床医学中无效医疗的现状、根源和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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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申讨论康复医疗中的无效医疗的现象，研讨合理选择医疗措施的临床思维，强调以患者为中心的基本原

则。

PL-04

不忘初心，砥砺前行

岳寿伟

山东大学齐鲁医院

岳寿伟，中华医学会物理医学与康复学分会主任委员。教授，主任医师，博士

生导师，山东大学齐鲁医院康复医学科主任。中国康复医学会副会长，中国医师协

会康复医师分会副会长，山东省康复医学会会长，《中国康复医学杂志》副主编，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医学科学部专家评审组成员。已承担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5

项，获山东省科技进步二等奖1项，三等奖3项，发表SCI收录论文30余篇，主编著作

4部。2012年获“全国优秀科技工作者”称号。

中国物理医学与康复的发展可追溯到20世纪初，1923年北京的协和医院和齐鲁

大学医院分别由教会派遣了美国的Mary McMillan和英国的Gladys V.L.Nunn（中文译

名，恩薇露）开设了物理治疗科，由于时局动荡，物理治疗专业的发展受到很大限制，没有得到普及性发展。

解放后，20世纪50年代，国家重视了物理医学的发展，曾以卫生部的名义，举办过多期物理治疗高级培训班，

我国著名的物理医学的老专家多出自这几期学习班，经过他们的共同努力，中华医学会理疗学分会于1978年成

立。他们不忘初心，牢记使命，致力于物理医学的发展，为我国医疗卫生事业做出了重要贡献。改革开放后，

物理医学与康复发展迅速，特别是2008年汶川大地震后，中国政府高度重视康复医学的发展，原卫生部相继印

发了有关康复医学发展的系列文件，保障了康复医学的规范和可持续发展。

在学科快速发展的同时，我们也发现了很多亟待解决的问题，如专业人员缺乏，管理不规范以及学科的理

论基础不够扎实等。强学科，必先强基础，只有打牢基础理论，我们学科的发展才有动力。国家自然科学基

金自成立以来一直坚持“资助基础研究和学科前沿探索，支持人才和团队建设，增强源头创新能力”的战略

定位。2001年康复医学专业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中标数量为2项，2017年中标数量为59项，中标数量逐年增加，

2015年共申请242项，中标46项；2016年共申请330项，中标56项；特别是近3年中标项目数有比较明显的增

加，2017年共申请373项，中标59项。面上项目、青年基金和地区基金的中标率分别为19%，17%，15.8%。中

标的课题多集中在神经系统疾病的康复，脊髓损伤，肌肉骨骼康复，疼痛，内脏疾病的康复等热点领域。这些

研究的开展极大地丰富了我们学科的理论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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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L-05

康复医联体，学科建设新战略

何成奇

四川大学华西医院

何成奇，主任医师/教授/医学博士/博导。

四川大学华西医院一级专家；四川省卫计委首席专家，香港理工大学荣誉教

授，四川大学-香港1994.9-1997.7福建中医学院攻读硕士研究生；

1997.8-2000.1华西医科大学康复医学科住院总、主治医师；

1999.4-7月美国Lomalinda大学访问学者；

2000.9-2003.6四川大学华西临床医学院外科学/骨科攻读博士学位。

先后担任中国康复医学会第五届运动疗法专委会主委，中华医学会物理医学与

康复专委会候任主委，四川省学术技术带头人。先后获得华夏医学科技一等奖，教

育部科技进步二等奖、中国科协优秀科技工作者、中国医师协会医师奖及中国宝钢

优秀教师奖。

2017年4月12日，李克强总理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部署推进医疗联合体建设。李克强指出，建设和

发展医联体，是深化医疗、医保、医药联动改革的重要内容。

2018年1月全国医疗工作会议要求：2018年要以医联体为载体推进分级诊疗制度建设，力争在各地至少建

成一个有明显成效的医联体。

何谓康复医联体？区域内康复资源的纵向整合！以三级综合医院康复医学科/康复医院为龙头，二级医院康

复科/康复医院为重点，社区、乡镇卫生服务机构为基础，以康复技术同质化、疾病康复分级化、双向转诊常

规化、资源利用最大化为目标的区域康复组织。

康复医联体的作用是什么？

康复医联体的模式是什么？

康复医联体的模式是什么？

中国康复医联体应当怎样做？

康复医联体的战略重点是什么？

康复医联体的的战略方向是什么？

让我们一起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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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L-06

浅谈以功能为中心的康复医学诊疗思维

刘宏亮

陆军军医大学西南医院

刘宏亮，主任医师、教授，博士生导师，陆军军医大学西南医院康复科主任，

全军创伤疾病康复治疗中心主任。

从事康复医学临床、教学及科研工30余年，擅长创伤康复、重症康复及物理因

子临床应用。担任中国康复医学会常务理事、中华医学会物理医学与康复分会副主

任委员、中国医师协会康复医师分会常委、重庆市医学会物理医学与康复分会主任

委员等职务20余项。承担军队重大课题1项，国家重大研发计划重点专项课题1项

等，主编参编专著20余部，全国医学院校规划教材《康复医学》（6、5、4、3版）

编委，《康复医学科临床速查掌中宝》主编，《康复医学》（国家电子书包）副主

编，《烧伤康复学》副主编。

以功能为中心是康复医学临床诊疗的基本思路。演讲者以一例肺癌切除术后康复案例，分析了在处理临床

疾病过程中，病理修复与功能恢复、临床症状体征与患者能力，以及康复团队成员的分红协作等关系与要素，

诠释了以功能为中心的康复医学诊疗思路。

PL-07

肩关节损伤术后早期康复策略

李 玲

解放军第304医院

李玲，担任中国康复技术与转化发展促进会副会长兼智能康复分会主任委员，

中国康复医学会常委兼康复评定分会副主任委员，《中华物理医学与康复杂志》副

主编，中国老年学和老年医学学会骨质疏松分会副主任委员；中国研究型医院学会

烧伤修复重建与康复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北京医学会物理医学与康复学分会副

主任委员等职。长期从事神脑创伤、骨关节损伤康复为特色的康复研究体系；发表

论文140余篇，主编和参编专著25部。获国家、军队、省部级科研课题22项。获省

部级奖2项

肩关节损伤手术方法不断的改进,从过去的开放手术、小切口手术、关节镜辅助

下微切口手术，一直发展到现在的全关节镜下缝合术，手术创伤越来越小，缝合固定强度更大，有效降低再撕

裂的发生率，为肩关节早期康复锻炼提供更有效保障，但早期康复如何获得最大功能恢复及降低再撕裂的发生

率是患者及医生关注的焦点，术后肩关节局部是制动好？还是尽早开始活动？众多研究结论如以下几个方面：

1. 肩袖损伤关节镜术后早期活动可以更快的改善患者肩关节活动度, 早期制动并无明显获益。2. 术后早期

局部制动并不一定增加肩关节的粘连，通过延迟的康复锻炼最终能达到与早期康复锻炼类似的肩关节功能。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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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后早期活动有助于改善患者肩关节僵硬情况，初始功能恢复和关节活动度,但可能影响大面积肩袖损伤患者

的肌腱修复进程,也可能会加重大面积损伤再撕裂的情况。4. 小到中度范围全层肩袖撕裂的患者，术后早期主

动运动并无关节活动度改善或减轻疼痛的作用，且对肩关节愈合无明显帮助。建议小到中度范围全层肩袖撕裂

的患者无须强制性进行术后早期主动活动。

如何在肩关节僵硬与再次发生肩袖撕裂之间进行平衡。美国肩肘关节治疗协会关于康复治疗的共识：为了

指导肩袖损伤关节镜术后患者康复的临床选择。康复的首要目标即围绕着控制肩关节应力逐渐增加于术后恢复

的肩袖组织上，这需要考虑肩袖撕裂的范围，组织情况，患者差异。共识包括了康复架构，包括2周内严格的

制动并受保护，2-6周内关节被动活动，过度到主动活动，再到12周后的负重力量训练。康复还可继续，以满

足运动和高强度工作的需求。这份共识是国际康复专业人士在肩袖损伤术后患者康复问题上的第一个共识。

PL-08

重症脑卒中患者临床监控指标和神经调控治疗

吴 毅

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

吴毅，教授，博士生导师。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康复医学科主任，复旦大学

上海医学院康复医学系主任。中国康复医学会常务理事，中国康复医学会脑血管病

康复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曾在香港中文大学威尔斯亲王医院和美国华盛顿大学

康复医学中心各进修学习半年。

主要研究方向：康复治疗对脑卒中、脑外伤等各种脑损伤后引起的意识障碍、

运动功能障碍和认知功能障碍等功能恢复的临床研究, 重点是重症脑损伤患者的脑

功能检测与神经调控研究。

曾主持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7项，国家科技部（863计划）项目1项。发表学术

论文150余篇，被SCI收录30余篇。培养博士后3名，博士生10余名，硕士研究生20

余名。获得中国康复医学会科技进步奖一等奖，中华医学奖二等奖、教育部科技奖二等奖和上海市科技进步奖

二等奖和三等奖、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第八完成人）等奖项各一项。

脑卒中具有高发病率、高死亡率、高致残率的特点，而近年来危重医学的发展以及抢救时间窗的缩短，重

症脑卒中患者的存活率显著提升。对于重症脑卒中的患者，早期开展康复治疗可以获得更佳的临床收益。重症

脑卒中的患者除了一般的生命体征监护（心率、血压、体温等），还应形成由临床量表评定、神经影像学评定

和电生理评定构成的康复监护体系。

重症脑卒中患者常遗留各种严重的后遗症（如意识障碍、运动功能障碍、感知觉障碍等），近年来发展

的神经调控技术则提供了新的康复思路，尤其是以重复经颅磁刺激（repetitive  transcranial magnetic stimulation, 

rTMS）和经颅直流电刺激（transcranial direct current stimulation,  tDCS）为代表的非侵入性脑刺激技术，可以有

选择性的、特异性地通过对脑可塑性的影响，来引导脑卒中后恢复过程中的网络重组。目前的动物实验已证

明，rTMS及tDCS可能通过调控皮质兴奋/抑制平衡，增加神经营养因子的分泌及相关调控基因的表达，强化相

关信号通路的激活，来调控卒中模型的脑可塑性。而部分临床实验也证实了两者对于意识水平、运动功能、言

语及吞咽能力方面的改善。但是目前神经调控技术对于刺激靶点选择、参数的调整等方面仍处于经验化的阶

段，尚缺乏直接而广泛的临床证据支持，值得在将来投入更多的基础及临床研究来发挥其效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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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L-09

基于“互联网+新科技”的智慧康复——“OAO”康复模式的构想

李建军

中国康复研究中心北京博爱医院

李建军，二级教授、主任医师、博士生导师、博士后导师，享受国务院政府特

殊津贴，现任中国康复科学所所长，中国残疾预防与控制中心主任，中国康复研究

中心党委副书记，首都医科大学康复学系主任、首都医科大学康复医学院院长，北

京脑重大疾病研究院神经损伤与修复研究所所长，神经损伤与康复北京市重点实验

室主任，德国创伤骨科外科医师学会会员、日本康复医学会荣誉会员。

担任中国康复医学会副会长、中国社会福利与养老服务协会副会长、中国残疾

人康复协会副理事长、北京市康复质控中心主任、中国医院协会医疗康复机构管理

分会主任委员、中国医师协会康复医师分会会长、中国残疾人康复协会脊髓损伤专

业委员会主任委员、《中国康复理论与实践》杂志主编等职务。先后担任2012年伦

敦夏季残奥会，2016年巴西夏季残奥会中国代表团首席医疗官。

随着卫生健康事业的发展和人们对健康理解与需求的转变，康复医疗服务逐步由传统的疾病治疗为主转变

为健康和功能的管理为核心。当前，日益增长的康复需求和康复资源的不足是康复事业发展中面临的重要问

题。基于人工智能和互联网信息技术的智慧康复为解决这一问题提供新的思路和手段，是当代科技进步与思潮

下成长起来的智慧康复服务平台。未来康复发展的趋势，便是康复医学与新科技的高度协同和融合，助推康复

事业发展。

PL-10

青少年脊柱侧凸的康复研究进展

黄晓琳

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同济医院

黄晓琳，教授，主任医师，博导

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同济医院康复医学教研室主任

世界卫生组织康复培训与研究合作中心主任

中国康复医学会 副会长

中华医学会物理医学与康复学会 副主委

中国医疗保健国际交流促进会康复医学分会 副主委

中国医院协会医疗康复管理机构分会 常委

湖北省康复医学会 会长

湖北省康复医疗质控中心 主任

《中华物理医学与康复杂志》 总编

《中国康复》杂志 主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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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经损伤与功能重建》杂志 副主编

《康复学报》 副主编

《中国康复医学杂志》等 编委

国际脊柱侧凸研究学会(scoliosis research society，SRS)对脊柱侧凸定义为：Cobb角≥10°并伴有椎体旋转。

脊柱侧凸发病率为2-3%，其中特发性脊柱侧凸占脊柱侧凸（ALS）的80%，女性好发。ALS早筛查、早诊断

对治疗和预后意义重大。本报告分两个部分：一是解读国际脊柱侧凸矫形与康复治疗科学协会（SOSORT，

Society on Spinal Orthopedic and

Rehabilitation Treatment）关于特发性脊柱侧凸矫形与康复治疗最新指南；二是报告有关临床康复研究，包

括（1）脊柱侧凸智能三维矫正治疗仪的研发；（2）脊柱侧凸智能三维矫正治疗仪的初步临床应用；（3）脊

柱侧凸智能三维矫正治疗仪治疗AIS的疗效研究。

PL-11

中美康复教育的对比与融合

王宁华

北京大学第一医院

王宁华，北京大学第一医院康复医学科主任，主任医师、博士生导师。现担任

中华医学会物理医学与康复分会副主任委员、北京医学会物理医学与康复学分会后

任主任等职务。负责国家科技部、教育部等多项课题。主编专著和教材等22部，以

第一作者和责任作者发表的论著90余篇，参与了20余种书籍的编写。具有3项专利和

1项著作权。现担任《中华物理医学与康复杂志》、《中国康复医学杂志》、《中

国康复理论与实践》编委。

教育是使受教育者促进和激发其不断学习的一个过程，也是一个获得知识、技

能、价值、信仰等重要过程。中国康复教育，特别是康复专业教育，自上世纪八十

年年代起从国外康复教育的部分引进到中国自我学习、自我发展及中外融合，从康复医师专业化、规范化培

养制度的建立，到康复治疗师的中短期学习课程，大学教育、直至毕业后规范化继续教育。尽管与美国等教

育先进国家比较还有差距，但是中国从最早于2002年康复治疗专业本科教育开始，到目前全国已有5所大学获

得国际作业治疗联盟（World Federation of Occupational Therapy, WFOT）国际认证，中国康复教育经历了很大的

发展。2018年国家教育部颁发了《康复治疗学专业教学质量国家标准》，同时在全国率先启动包括北京大学等

5所大学的康复治疗专业研究生教育培养的试点工作，这是中国康复教育的重要里程碑。2017年北京大学与美

国南加州大学开启了OT硕士、博士联合培养合作项目，双方在教育目标、教育理念、课程设计、毕业要求等

方面进行了广泛的交流、对比和融合，在北京大学设立的OT研究生项目，不仅符合中国医学教育的规律，又

能够达到国际联盟WFOT、美国ACOTE（Accreditation Council  for Occupational Therapy Education）认证的国际标

准，而最终目的是为中国培养康复治疗专业高水平的教育者和从业者，使康复治疗与国际接轨、促进中国康复

教育专业化、规范化和系统化健康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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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L-12

关注我国康复医学发展的战略与战术

张志强

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盛京医院

张志强，男，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盛京医院康复中心主任，

中国医科大学康复治疗学教研室主任。

现任中华医学会物理医学与康复分会副主任委员，中国医师协会康复医师分会

副会长、辽宁省康复医学会会理事长、中国老年医学学会康复分会副会长，国家卫

生计生委能力建设和继续教育康复医学专家委员会物理治疗学组组长。

从事康复医学医疗、教学和科研工作三十余年，擅长脑血管病、急慢性运动系

统损伤以及老年病的康复治疗，同时在上述疾病的电生理检查方面也有很深的造

诣，并专长于肌电、电刺激引导下的肉毒素注射治疗技术。

一、战略与战术的关系

战略是方向性问题，战术是实现目标的方法学问题。

战略错了，方向出问题，越努力离目标越远

战术错了，方法错了，达到目的的时间要延长

战略与战术是相互作用，和谐平衡，才能更好的接近目标。

在不同层面，战略与战术也可以相互转化，全国层面的战术问题也可能是局部层面的战略问题。

二、我国康复医学的健康发展面临着失衡的担忧

1. 战略问题考虑不足，重视战术

1）全国各地的会多数以技术为主，很少考虑学科建设方向。

2）对我国康复医学健康发展缺少定力，思考讨论不足。

3）对国际康复医学发展的经验，教训，调研，总结不够；中国人的习惯思维→国际歌→围绕社会发展需求 。

2.爆发式增长带来失控的风险

1）全民搞康复→康复与恢复统一 。

如何借东风，促进健康发展，认识不足，随着感觉走。

2）康复与养老不是高利润的行业，是一个长线低利润，稳定需求的行业→老年人消耗社会资源，而不是

创造财富的阶段。 北京中日养老是特例。

3）靠政策支撑的行业，长期下去会出问题→靠输出长不了 。

3.本专业标准不清

准入标准 ；疗效标准；投入与产出标准

三、调整与改进的思考

1.重视战略思维，全国知名专家应多考虑的问题，发挥学会引领的作用。

2.注重调查研究，了解世界各国康复医学结构特点，调研了解社会体制，经济发展状况与康复医学之间的

关系，为制定符合我国国情的政策，体系提供借鉴。

3. 认识我国发展的不平衡性，制定符合我国国情的康复医学规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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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01

外骨骼康复机械手开发：从力学到临床

裴育晟

桃园长庚纪念医院/长庚大学

 裴育晟，医师/博士现担任林口长庚纪念医院康复科系主任、林口长庚纪念医院

触觉实验室主持人与长庚大学医学系副教授，专精于系统神经科学、触觉系统学、

心理物理学及转译康复医学等研究领域，并有多篇突破性的学术论文发表在国际知

名顶尖期刊PNAS及Neuron上刊登，是目前灵长类触觉研究的知名学者及医师。近年

来以神经科学为导向开发多种医疗器械，已积累国际学术期刊论文66余篇，医疗器

械技术及专利5件等亮眼成就。

机器人辅助是近几年全球康复医学发展的潮流，中风后的上肢手指康复也是最

困难且功能恢复速度最慢的一个项目。为此，林口长庚纪念医院康复科、长庚大学

医学系、及台湾清华大学动力机械系共同组成研发团队执行科技部辅具计划，成功开发创新之穿戴式手部康复

外骨骼机器手，以执行中风病人手指的康复治疗。该外骨骼装置优化设计了虚拟旋转中心轴并采用三指节结构

以对应各别的旋转中心点，动力传动上使用牵引式的动力驱动使各别手指可独立进行伸张与弯曲等动作；同时

也结合传感装置以侦测中风病人健侧手的手型变化，以控制应用于患侧手的外骨骼作动。本研发项目已在台湾

桃园长庚纪念医院康复科完成了22例的人体试验，测试此外骨骼装置的可用性及满意度，结果显示SUS系统可

用性评估及满意度皆达到95分以上的优异成果。本计划并衍生了新创公司研发新一代外骨骼装置，并导入临床

服务。机器人辅助将为未来中风后康复治疗的主流，本案分享学界开的发经验，鼓励临床人员加入机器人康复

的开发与应用。

S-02

脑机接口手功能康复中枢机制

潘 钰

北京清华长庚医院

潘钰，2005年毕业于首都医科大学获康复医学与理疗学博士学位，致力于无创

神经干预、脑多模态影像、脑机接口和康复机器人研究。主持北京市科委、北京市

自然科学基金、组织部和清华大学等课题。已发表论文数十篇，参编著作6部。目前

担任中华医学会物理医学与康复学分会常委和神经康复学组组长、中国康复医学会

理事、中国医促会肿瘤康复学组组长、北京康复医学会脊柱脊髓损伤专委会主任委

员、北京医学会物理医学与康复学分会常委。

脑卒中后手功能康复一直是康复领域的重点和难点，研究发现强制性运动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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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运动想象、康复机器人能一定程度的改善卒中后手功能。然而对于严重的脑卒中，大约79%患者手功能不

能得到有效恢复。脑机接口技术近年在国际上研究逐年增加，通过脑机接口结合运动想象和手功能康复机器人

可有效改善脑卒中患者手功能，提高实用手比例、降低废用手预后。对脑机接口技术改善手功能的中枢机制尚

不清楚。本研究团队建立了脑多模态磁共振影像信息融合技术，通过静息态磁共振数据分析、计算，提取有效

特征信息，并与脑卒中患者手功能临床评分进行相关分析，发现脑机接口技术对脑卒中手功能改善的中枢机制

与左右大脑半球感觉运动区功能连接增强、感觉运动区与视觉、听觉、视空间执行及小脑半球功能连接增强有

关。个体化患者脑功能研究和分析发现脑功能恢复预测信息和特征。脑机接口手功能康复中枢机制研究对今后

进一步迭代脑机接口手功能康复机器人技术、预测和评价康复预后有重要的研究意义和价值。

S-03

中国脊髓损伤康复与社会实践新模式

王惠芳, 夏松成, 解海霞, 吴爱荣, 陈建斌, 徐东红

同济大学附属养志康复医院（上海市阳光康复中心）

王惠芳，上海同济大学附属养志康复医院（上海市阳光康复中心）医疗副院

长、硕士生导师，副主任医师。中国残疾人协会康复技术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

中国残联神经伤残康复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中国研究型医院学会足踝医学专委

会康复学会副主任委员、上海市医学会物理医学与康复专委会顾问、中华运动医疗

学会康复学会委员、中国阿尔茨海默病防治专业委员会理事、《中华全科医师杂

志》、《中国康复医学杂志》编委等

目的：探讨社会关注度对脊髓损伤者带来的可能影响，延伸与推进SCI的社会实

践与长期生活质量随访，提高SCI患者生命质量。

方法：以国家“希望之家”脊髓损伤资源中心，即上海市阳光康复中心脊柱脊髓损伤康复重点专科和阳

光“希望之家”为研究基础平台，采用：1.SCI高位损伤患者早期ICU处理与肺功能康复处理与延续康复方法：

（1）早期呼吸功能康复治疗干预；（2）2011-2016颈髓损伤恢复期及对照组各50例随机分组研究。采集肺功

能等9项指标对比分析；2. SCI康复护理的社会实践的家庭与社区实施方法2017年6区县的59例家庭护理与指导

信息反馈；3年116例家庭护理操作指导服务数据分析； 3. 人工智能设备的社会实践在SCI人群的应用指标采

集；4. “希望之家”与复旦大学公共卫生系联合的社会实践调查：2013-2016年383名“希望之家”康复训练患

者的年龄平均45岁，受伤年龄平均31岁，从受伤到参加机构康复训练的时长平均5年，基本技能15个指标、家

庭和社会生活应用8个指标评估数据进行回顾性自身训练前后对照分析。

结果：1. ICU早期呼吸功能、吞咽功能、言语功能处理具有正效应，综合性呼吸训练队SCI颈髓损伤恢复期

患者肺通气功能有明显的短期疗效； 2. 3年中962例SCI临床护理， 家庭与社区延续护理操作指导获得成效；提

升康复护理专业能力，成为全国特色康复护理培训基地；3.人工智能设备的社会实践带来SCI有效的生活能力提

升，移动辅助机器人合作研制获2018德国红点至尊奖；4.基本生活技能、户外家庭和社会生活中的应用能力训

练前后评估与调查。研究应用因子分析考察数据变量间的内在结构，并采用多元线性回归分析方法研究康复效

果的影响因素有统计学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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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康复医疗、护理、教育等项目在SCI康复的社会实践与培训对其生活质量有积极正面影响。社会关

注SCI的婚育、教育和无障碍环境等需求，提升SCI康复治疗质量、社会适应能力与生活质量。

S-04

脑卒中患者早期运动功能恢复潜力判断

张巧俊

西安交通大学第二附属医院

张巧俊，西安交通大学第二附属医院康复医学科主任。曾主持和参与国家及省

市级科研项目20多项，发表科研论文100多篇，副主编医学专著1部，参编医学专著

2部，参译医学专著1部，获陕西省科学技术奖进步奖1项。现任中国康复医学会理

事；中国康复医学会脑血管病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中国医师协会康复医师分会

常务委员，中国医师协会康复医师分会住院医师规培委员会委员，陕西省康复医学

会常务副理事长兼秘书长、神经疾病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陕西省医学会物理医学

与康复医学分会主任委员等。《中国康复医学杂志》编委。

运动障碍是卒中后最常见的躯体功能障碍，患者卒中后恢复独立生活的能力主

要依赖于运动功能的恢复。早期准确预测卒中患者肢体运动功能恢复潜力能够帮助我们为患者制定合理有效的

康复训练方案及切实可行的康复目标。运动功能恢复预测指标包括临床、影像学和电生理学三方面。临床上病

情程度、病灶体积、患者年龄、伴随疾病和合并症、脑白质软化程度，以及神经功能损害程度均是影响预后的

关键因素。研究发现：(1) 运动损伤程度是判断预后的最简单指标，早期损害程度越大，功能恢复越差。卒中

后一周内运动障碍评定结果可以预测功能恢复。运动功能评定最常用和通用的量表是Fugl-Meyer量表，其对于

预测运动恢复是有效和可靠的，但评分影响因素多，对于功能障碍严重患者预测性差。(2)  fMRI能够在功能上

反映大脑皮质功能区在执行某项任务或受到某种刺激时的激活情况，可利用 fMRI对卒中后的功能恢复、功能

性重组进行深入的研究。但由于设备问题可行性不佳。(3) DTI是利用水分子布朗运动的各向异性成像，显示脑

白质纤维结构和走行，脑白质纤维束完整性和方向性的。多数研究证实，白质纤维完整性是判断运动功能预

后的一个有效的神经影像学指标；下行白质纤维通路中断预示着功能预后较差。然而其具有操作者依赖缺点

及在纤维交叉地方容易错误追踪，影像预后判断。（4) MEP能够评价皮层兴奋性和皮质脊髓束的传导性，大脑

半球皮质运动兴奋性是运动缺陷严重程度的最重要的预测因素。MEP可以作为急性预测卒中患者预后的有效工

具。患者卒中早期存在MEP预示着更好的运动恢复和结果，对轻型脑卒中病人预后的预测更具有独特的价值，

但MEPs的缺乏并不一定意味着患者的康复或预后较差；MEP对于下肢运动功能恢复预测可靠性不如上肢。总

之，目前上述方法各有优势和缺陷，需综合运用临床、影像和电生理的指标，以提高预测的准确性，制定更加

精准的个性化康复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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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05

浅谈如何提高神经系统康复训练效能

张志强

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盛京医院

张志强，男，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盛京医院康复中心主任，

中国医科大学康复治疗学教研室主任。

现任中华医学会物理医学与康复分会副主任委员，中国医师协会康复医师分会

副会长、辽宁省康复医学会会理事长、中国老年医学学会康复分会副会长，国家卫

生计生委能力建设和继续教育康复医学专家委员会物理治疗学组组长。

从事康复医学医疗、教学和科研工作三十余年，擅长脑血管病、急慢性运动系

统损伤以及老年病的康复治疗，同时在上述疾病的电生理检查方面也有很深的造

诣，并专长于肌电、电刺激引导下的肉毒素注射治疗技术。

一、运动再学习理论

1.概念及动物实验

运动再学习，是二十世纪80年代初由澳大利亚学者J.Carr等提出的一种运动疗法，它把中枢神经系统损伤后

运动功能的恢复训练视为一种再学习或再训练过程。它以生物力学、运动科学、神经科学和认知心理学等为理

论基础，以作业与功能为导向，在强调患者主观参与和认知重要性的前提下，按照科学的运动学习方法对患者

进行再教育以恢复其运动功能的一套完整的方法。

2.临床常见的现象

（1）肌无力

（2）肌张力增加

（3）联带运动

（4）Brunstrum分级的实质

二、运动疗法治疗技术的应用（包括各种技术）

早期康复防止废用综合症

科学训练防止误用综合症

循序渐进防止过用综合症

1. 从儿童脑损伤看治疗方案设定→网络失平衡

2. 从儿童发育特点看治疗方法

1）正确引导

2）适当矫正

3. 主动运动为导向→如何进行要灵活

4. 从中医学角度如何引入现代康复

1）了解西医理论

2）运用中医精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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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结合发挥特长

有效与治愈是两回事

临床设计与观察指标是两回事

临床病例的分析

以一个不规范治疗可能出现的问题

目前治疗也有两种观点：

一种不出现联带，强调标准化的动作

另一种是尽可能让其主动运动，只要有就可以。

如何解析，自己的看法。

三、提高训练效果的办法

1. 正确训练保证质量；

科学训练提高效率

2. 可能促进效果的办法

选择合适的治疗内容（难度）

关键动作点：见研究结果

S-06

干细胞移植在神经康复中应用

胡昔权

中山大学附属第三医院

胡昔权，中山医科大学神经病学专业硕士，中山大学康复医学与理疗学专业博

士；中山大学附属第三医院康复科副主任、岭南医院康复科主任。

广东省医学会物理医学与康复学分会主任委员、广东省康复医学会副会长兼神

经康复分会候任会长、中华医学会物理医学与康复学分会委员兼神经康复学组副组

长、中国康复医学会康复评定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等；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一审、

二审专家、国家和教育部高等学校科技奖评审专家。

干细胞的概念、特征及分类

神经康复治疗新技术--干细胞移植

干细胞移植治疗的机制

干细胞移植治疗的优势

移植干细胞的类型

干细胞移植的途径

干细胞移植在神经康复中的应用

脑卒中

脊髓损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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脑外伤

神经变性疾病

小儿脑瘫

以往研究存在的问题

我们初步的实践与体会

小结与展望

S-07

神经重症患者气道管理策略

廖维靖

武汉大学中南医院

廖维靖，1979.09-1984.07 咸宁医学院临床医学专业本科生，学士学位

1988.09-1991.07 同济医科大学康复医学专业硕士研究生，硕士学位

2000.07-2003.07 军事医学科学院神经生物学博士研究生，博士学位

1996.06-1997.12 德国柏林Humboldt大学Charite医学院神经科学研究所访问学

者

任中华医学会物理医学与康复分会委员、中国医师协会康复医师分会常委、中

国医师协会康复医师分会神经康复专业委员会常委、中国医师协会整合医学医师分

会整合康复医学专业委员会副主委、中国康复医学会理事、中国康复医学会运动疗

法专业委员会副主委、中国康复医学会电诊断专业委员会委员、中国康复医学会中

西医结合专业委员会委员、中国残疾人康复协会社区康复专业委员会常委、世界中医药学会联合会疼痛康复专

业委员会常委、中国医疗保健国际交流促进会康复分会常委、中国老年医学会康复分会常委、湖北省康复医学

会副会长、湖北省康复医学会神经康复专业委员会副主委、湖北省物理医学与康复学会副主委、湖北省康复医

疗质控中心副主任、湖北省残疾人康复协会常务理事、湖北省残疾人康复协会医疗及社区康复委员会副主委等

职。

在国内外期刊发表中英文论文87篇（其中SCI论文15篇）、综述27篇，参加编写著作9部。担任《中华物理

医学与康复杂志》、《中国康复理论与实践杂志》、《中国康复医学杂志》、《中国康复》、《神经损伤与功

能重建》、《康复学报》等期刊的编委，担任《武汉大学学报（医学版）》、《中国应用生理学杂志》期刊审

稿人。参加编写人民卫生出版社研究生教材《康复医学》、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教材《康复医学》、全国医师

定期考核康复医学专科教材《康复医学》、卫生部“十二五”规划教材康复治疗专业《神经康复学》。

先后承担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5项。

一、神经重症患者呼吸功能处理

昏迷在临床上被定义为眼睛闭合的无反应状态。昏迷时间超过1个月，则被称为长期昏迷，也有观点认为

超过2周就属于长期昏迷。长期昏迷还可以分为昏迷、植物状态、轻微意识状态等，如果一个昏迷患者存活下

来，植物状态或轻微清醒状态就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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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患者采用全面无反应性评分（Full outline of unresponsiveness，FOUR），评估睁眼反应、运动反应、脑干

反射、呼吸状态。跟格拉斯哥评分的不同之处，增加了呼吸状态的评估一项。

一级康复：患者早期在医院急诊室或神经内科的常规治疗及早期康复治疗。对患者进行脱水、降压、控

糖、控液、镇静、镇痛、保持温度不高等处理，保护脑细胞、营养神经，抗感染，预防和控制癫痫。配合使用

部分中药。

二、气道的管理

（1）痰液培养，选择敏感抗菌素

（2）翻身、叩背、雾化、吸痰、更换纱布

（3）肺部物理治疗

（4）呼吸肌训练

（5）营养支持，纠正贫血和低蛋白血症

（6）控制血糖

三、拔管指征及步骤

1 指征

患者上呼吸道通畅，梗阻症状完全消除。早期拔管降低气管感染、溃疡等并发症

2 基本步骤

（1）堵塞气管套管外口：采用软木塞或纱布球、棉签，密切观察患者的呼吸情况24小时；如果患者出现

呼吸困难，应及时去除套管外口堵塞物或改为堵塞一半

（2）拔管：确认堵管24小时后无呼吸困难，直接拔出即可。塑料材质的气管插管，先给气囊排气

（3）创口处理：采用油纱布及纱布覆盖创口，如创口较大，用蝶形胶布牵拉创口，愈合不良者可以缝合。

无菌敷料外敷

3 注意事项

（1）向患者及家属说明拔管的步骤、拔管后注意事项（知情同意）

（2）尽可能在上午

（3）床边备用充分湿化的氧气、重新插管的各种器械

（4）评估患者的整体情况（意识是否清晰、简单交流、对气管切开无心理依赖、咳嗽有力、肺部感染控

制、无痰或少痰、无缺氧现象等物理体征、简单吞咽无呛咳、血/气指标）

（5）检查下颌活动，观察拔管后是否出现呼吸障碍，准备再插管

（6）拔管前宜禁食，胃内无较多的内容物，避免拔管后呕吐物造成误吸

四、康复治疗策略

1 保持体能

2 呼吸功能再训练

3 物理治疗

4 说话瓣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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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08

疼痛偏瘫肩的力学评估与康复策略

郭钢花

郑州大学第五附属医院

郭钢花，教授，主任医师，郑州大学第五附属医院康复医学部主任，郑州大学

康复医院常务副院长、河南省康复医学质量控制中心主任、河南省医学会物理医学

与康复分会主任委员、中华医学会物理医学与康复专科分会第十届常务委员、中国

康复医学会创伤康复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中国伤残医学杂志》副主任编委、

《中华物理医学与康复杂志》、《中国康复医学杂志》编委。曾作为高级访问学者

先后赴台湾国立大学、美国纽约州立大学上州医科大学康复医学中心访学。长期以

来致力于现代康复医学的临床及研究，在学科建设、神经及慢性肌肉骨骼疼痛康复

等方面都积累了丰富的临床经验。

疼痛偏瘫肩是脑卒中早期患者丧失了保持直立控制的能力，肩复合关节因为重力，肌无力和肌肉不平衡而

导致，肩复合关节的对位对线不良引起肩峰撞击是产生疼痛的常见原因。

肩关节是人体最灵活的关节, 尤其是180°高举过头这一动作有多达七个关节参与一系列连接,各个关节之

间必须以同步的协调的方式运动才能进行平稳的无障碍的运动，但整个上肢只有锁骨与胸骨相连, 因此保持肩

关节运动中的稳定几乎完全依赖于肩袖肌群，肩关节几乎没有肌肉可单独活动，肌群间运动必须高度协调，最

终将肩胛骨置于最佳位置，以接纳肱骨头，并使盂肱关节产生最佳对合关系. 如此精细复杂高度协调统一的控

制，只要有一个关节问题或肌肉的瘫痪变弱或张力增高都可能破坏整个肩部的自然动力学。

治疗中我们必须能够识别不良对线以有效治疗，避免一切在没有调整好肩胛骨位置之前的外展外旋动作，

作好肩复合关节的力学评估，找出短缩和无力的责任肌，明确肩袖肌群异常的力学关系，牵伸短缩肌，刺激无

力肌，积极主动调整和恢复肩胛位置以及运动中使盂肱关节产生最佳对合关系。

S-09

SMART在意识障碍评定及康复中应用

张 皓

中国康复研究中心

张皓，首都医科大学康复医学与理疗学博士，现任北京博爱医院神经康复三科

主任。兼任中华物理医学与康复专委会神经康复学组副组长，中国康复医学会重症

康复专委会副主任委员及手功能康复专委会副主任委员，中国残疾人康复协会神经

康复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医促会康复医学分会神经康复学组组长，北京市住院医

师规范化培训康复科专科委员会主任委员等。主要从事神经康复、尤其是脑外伤康

复的临床与科研工作，主编神经康复学、脑外伤康复300问等专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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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觉模式评估和康复技术（SMART）作为皇家医学院国家临床指南推荐的用于评估脑损伤后意识障碍患者

的三种工具之一，是由Karen Elliott与Helen Gill-Thwaites设计开发并优化改进的，旨在检测意识障碍患者的潜在

意识。

SMART感觉评估包括八部分内容：五种感觉方式（视觉，听觉，触觉，嗅觉和味觉）以及运动功能，功能

性交流和觉醒。用于检测DOC患者意识存在的迹象和有意义的反应，并通过制定治疗计划优化患者的潜在沟通

和运动功能，可以用于DOC患者的评估、治疗以及长期预后判断。SMART能够有效降低DOC诊断的误诊率，原

因在于优化评估前环境,长时间的观察评估,评估中纳入家属和照顾团队，以及评估内容的范式化。SMART除了

是一个评估工具外，还提供治疗方案。目前SMART治疗已经正式化，可以为患者创建个性化治疗计划。DOC评

估后的干预可以分为探索、加强和教育。SMART量表在评估、治疗、预后判定方面均有其独特的优势，相信在

国内推广应用能够进一步规范DOC的诊断和干预。

S-10

脊髓损伤神经源性膀胱个体化康复管理思路

许 涛

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同济医院

许涛，医学博士，美国芝加哥康复中心、Kessler康复中心访问学者。现任中华

医学会物理医学与康复分会委员、中国康复医学会技术转化与产业促进专委会常

委、中国医疗保健国际交流促进会康复分会常委等，《中华物理医学与康复杂志》

编委、《中国康复》责任编辑、《骨科》通讯编委。主持及参与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4项，发表科研论文50余篇；担任人卫社《人体运动学》、英文版规划教材《康复医

学》副主编、电子工业出版社《脑外伤居家康复》主编。

脊髓损伤会导致多种全身性生理变化及并发症，后者对功能和生活质量的影响

堪比神经功能障碍，其中泌尿系统并发症如UTI、返流、肾衰竭、肾结石是最常见反

复住院原因和死亡原因。由于脊髓损伤不同部位、不同程度、不同时期导致的下尿路病理生理的可变性导致病

程演进复杂；以及出现了返流、肾衰竭、肾结石等并发症的患者常常没有症状，但如不治疗后果严重等原因，

建议对所有脊髓损伤患者进行泌尿系统评估并定期随访，为这类慢性问题提供长期的、个性化的管理方案。在

整个管理过程中，有多种保守治疗（如药物、康复训练、间歇性导尿、肉毒素注射等等）和手术治疗方法（如

扩大膀胱容量的术式、增加尿道控尿能力的术式、降低尿道阻力的术式,等等），但在选用不同治疗方法时，

必须要明确神经源性膀胱的治疗目标包括首要和次要目标：（1）首要目标：保护上尿路功能（保护肾脏功

能），确保储尿期和排尿期膀胱压力处于安全范围内；（2）次要目标：恢复/部分恢复下尿路功能、提高控尿

/排尿能力、减少残余尿量、预防泌尿系感染、提高患者生活质量。遵循神经源性膀胱管理的治疗原则：（1）

积极治疗原发病;（2）选择治疗方式应遵循逐渐从无创、微创、再到有创的;（3）影像尿动力学检查对治疗方

案确定和方式选择有重要意义（4）神经源性膀胱患者的病情具有临床进展性，应定期随访。在随访时，尿常

规、泌尿系超声、残余尿量、尿动力学检查为基础随访检查项目，并应根据病情进展复查影像尿动力学，并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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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调整随访间隔时间。

S-11

肩袖损伤的康复

白定群

重庆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白定群，副主任医师 副教授 硕士生导师

重庆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康复医学科 康复医学教研室主任

中华医学会物理医学与康复学分会 委员

中华医学会物理医学与康复学分会骨科康复学组 副组长

中国医院协会康复医疗机构管理分会委员

中华医学会老年医学分会老年康复学组委员

重庆市康复医学会 副会长

重庆市医学会物理医学与康复学专委会 副主任委员

《中国康复医学杂志》编委

主要研究方向为光动力疗法及康复机器人研发及临床应用

承担国家级、省部级科研课题5项，发表SCI论文十多篇

一、肩关节的解剖：特别是肩袖的解剖

二、肩袖损伤

1.肩袖损伤的流行病学：发病率高，易被忽视及误诊

2.肩袖损伤的分型

3.肩袖损伤的病因：和肩峰撞击的关系

4.肩袖损伤查体：常见特异性体征

三、肩袖损伤后治疗原则：保守及手术治疗的原则

四、肩袖修复术后康复

1.肩袖修复术的指征

2.肩袖修复术后康复原则：不同时间点的康复原则，关节活动度范围，主动及被动活动的方式的选择原则

3.肩袖修复术的康复：具体的康复训练方案及注意事项

五、肩袖损伤预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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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12

高位脊髓损伤早期呼吸训练

许 涛

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同济医院

许涛，医学博士，美国芝加哥康复中心、Kessler康复中心访问学者。现任中华

医学会物理医学与康复分会委员、中国康复医学会技术转化与产业促进专委会常

委、中国医疗保健国际交流促进会康复分会常委等，《中华物理医学与康复杂志》

编委、《中国康复》责任编辑、《骨科》通讯编委。主持及参与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4项，发表科研论文50余篇；担任人卫社《人体运动学》、英文版规划教材《康复医

学》副主编、电子工业出版社《脑外伤居家康复》主编。

呼吸康复是颈及上胸段脊髓损伤患者最重要的康复问题。颈髓损伤后肋间肌完

全麻痹，呼吸及有效咳嗽能力受损，直接威胁到患者生存，颈1、2损伤者往往在现

场即已死亡，颈3、4损伤也常于早期因呼吸衰竭而死亡，即使是颈4-5以下的损伤，也会因伤后脊髓水肿的蔓

延，波及中枢而产生呼吸功能障碍，只有下颈髓损伤才能保住腹式呼吸；且急性SCI患者呼吸并发症发生率很

高，如气胸与肺损伤、肺不张、肺炎、肺栓塞、误吸、胸腔积液、肺脓肿、肺萎陷、呼吸衰竭、腹部并发症

（腹胀可阻碍膈肌下降）；如果患者再合并有吸烟、COPD、吸毒和睡眠障碍等因素，更会加重患者康复的难

度。对这类患者早期康复包括系统的评估和康复治疗：常用到的检查方法包括肺功能检查、血气分析、连续血

氧饱和度、X线片、CT扫描、膈肌荧光透视检查等。对肺部的康复治疗主要涉及三个主要问题：分泌物处理、

肺不张、肺通气不足。分泌物增多的处理包括选用合适的抗生素；定期翻身拍背；帮助清除分泌物如水化、体

位引流、胸部物理治疗（手法）、吸引、振动排痰机、支气管扩张剂、黏液溶解剂、如有较大的黏液栓可用纤

维支气管镜; 还有气管切开（可以安装呼吸机进行辅助呼吸，还可经气管给以药物）一般认为下列患者应作气

管切开：（1）上颈椎损伤；（2）出现呼吸衰竭者；（3）呼吸道感染痰液不易咳出者；（4）已有窒息者。肺

不张预防及治疗处理包括：间歇性正压呼吸、无创正压通气、吹肺量计。肺通气不足处理包括肌肉训练、使用

腹带、无创呼吸机使用、有创通气、剌激呼气肌 (电剌激或磁剌激、膈神经电刺激)等。来自美国荣军系统脊髓

损伤后呼吸管理临床操作指南建议脊髓损伤的起始评估应始于现场和急诊，包括初始病史收集和查体、常规实

验室检查、监测血氧饱和度和呼气末二氧化碳浓度；还要阶段性评估呼吸功能；评估有无睡眠障碍性呼吸；评

估吞咽困难和误吸情况；对患者社会心理进行评估和治疗；制定教育计划；出院计划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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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13

ACLR术后关节粘连无痛康复-从保守到姆瓦的进阶

蔡 斌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九人民医院

 蔡斌，运动科学硕士、骨外科学博士，副主任医师，硕士生导师，上海交通大

学医学院附属第九人民医院康复科主任。2014年博士毕业于上海交通大学。现任世

界华裔骨科学会骨科康复专委会主任委员、中华医学会骨科学分会骨科康复学组委

员、中华医学会运动医疗分会运动康复学组委员、中华口腔医学会颞下颌关节病学

及牙合学专委会委员等。2009年至2018作为主要组织者先后举办了十届国际骨科康

复学术会议，同时为全国28地区128家医院培养骨科康复进修人员146人。作为第一

主译2017年2月翻译出版了《骨科术后康复》

ACLR术后关节粘连不仅严影响患者的日常生活而且造成了巨大心理创伤。对

于虽经积极的物理治疗，关节粘连依然存在的患者，麻醉下手法松解术（manipulation under anesthesia, MUA）

是一个有效解决粘连的方法。相比国外，国内患者多数就诊晚，关节肿胀、炎症反应重，粘连坚强，保守治

疗效果欠佳。笔者2016年报告过ACLR术后关节粘连无痛康复保守治疗的效果，最终平均屈膝角度依然达不

到110°。若采用目前通用的大力长杠杆牵伸进行MUA，又面临风险高、术中并发症多的问题。如何把握适

应症、有效地处理膝关节粘连同时最大限度地降低风险？这是一个在临床上值得探索的新课题。首次报告姆

瓦技术即程序化麻醉下手法松解术，治疗膝关节粘连的有效性和安全性。选取2017年3月至2017年9月收治入

院的20例膝关节创伤或术后关节粘连患者，其中ACLR术后10例，行程序化麻醉下手法松解术，包括术前、

术中、术后处理三步骤。术前应用综合手段抗炎消肿，包括物理因子、手法和非甾体消炎药、激素等。术中

改良式MUA。术后即刻开始的48h综合镇痛、控制肿胀“3C”方案，包括48h应用自控镇痛泵(patient controlled 

analgesia, PCA)、Cryo/Cuff 膝关节袖套配合带泵的冰桶48h持续加压冷疗（continuous compression and cryotherapy, 

CCC）、48h持续被动运动（continuous passive motion，CPM）。术后强化住院康复治疗2周，术后第三天开始常

规物理治疗，术后口服非甾体类消炎药2周。评估术前被动屈膝角度、术中被动屈膝角度、术后2周主动屈膝角

度、最终术后随访主动屈膝角度。记录可能出现的MUA并发症。结果：术中被动屈膝角度（119.1°±7.6°）

显著高于术前被动屈膝角度（77.4±16.8°），p<0.05。术后两周的主动屈膝角度（102.3°±14.3°）较术中

屈膝角度显著变小，p<0.05。术后随访平均10周,最终的主动屈膝角度（128.4°±14.8°）较术中屈膝角度显著

增大，p<0.05。没有发生一例并发症。结论：姆瓦技术即程序化麻醉下手法松解术治疗膝关节粘连相对安全且

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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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14

创伤后关节粘连的基础研究进展

张 杨

山东大学齐鲁医院康复中心

张杨，博士，副主任医师，山东大学齐鲁医院康复中心一病区副主任，现任中

华医学会物理医学与康复分会第十一届委员会骨科康复学组副组长，山东省康复医

学会康复治疗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目前主持国家自然基金项目2项，山东省重点

研发计划1项，山东大学自主创新基金项目1项，对神经性疼痛的机制进行了系统研

究。发表SCI论文和核心期刊论文10余篇，参编国家卫生计生委规划教材1部，多部

康复专业书籍的编写。

关节粘连和强直一直以来是骨科临床面临的一重要难题，创伤手术后形成的纤

维性关节粘连将严重的限制患者功能的康复。关节挛缩的组成可分为关节源性和肌

源性。本文将初步探讨创伤后关节粘连的分子机制和影响因素。

一、关节挛缩的细胞因子变化及其相互作用

（一）肌成纤维细胞

肌成纤维细胞是一种组织成纤维细胞，可以在胞内表达 α- 平滑肌肌动蛋白(α- SMA)，α- SMA 的高水平

表达可增强细胞株胶原的收缩力量。肌成纤维细胞是造成正常急性伤口愈合的细胞类型，持续时可导致纤维化

和组织挛缩。通过活性TGF-β1、ECM蛋白和机械应力的过程将通常静止的成纤维细胞转化为肌成纤维细胞。

（二）转化生长因子β

转化生长因子β(TGF-β)是一种多功能细胞因子，可调节分化、增殖和使细胞外基质(ECM)生产各种生物

组织，是纤维化最重要的因素。在纤维化疾病中，TGF-β1激活上调，调节成纤维细胞表型和功能，诱导肌成

纤维细胞分化转移。

（三）结缔组织生长因子

结缔组织生长因子是另一种可诱导胶原合成的促修复作用生长因子。早期关节囊的挛缩主要由TGF-β1诱

导，结缔组织生长因子发挥辅助作用且具有维持关节纤维化的作用。

二、神经源性炎症反应

（一）神经肽-肥大细胞-肌成纤维细胞轴

神经肽-肥大细胞-肌成纤维细胞轴是活化肌成纤维细胞的重要机制。机体的损伤和疼痛可引起神经末梢释

放神经肽 P 物质及降钙素G相关肽类物质，从而引起肥大细胞脱颗粒，释放促纤维化因子，从而促进肌成纤维

细胞的分化及增殖。肥大细胞脱颗粒抑制剂酮替芬可降低关节的挛缩程度。

（二）巨噬细胞

巨噬细胞在纤维化中起着关键作用，可产生促纤维化介质，如TGF-β1和血小板源性生长因子(PDGF)，直

接激活成纤维细胞。

三、关节内出血

关节内出血后，血铁黄素中的铁在关节滑膜中浸润诱导炎症反应、增殖、纤维化、新生血管，TGF-β1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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α-SMA表达增加。

四、基因

同样的关节创伤的不同个体可以表现为不同程度的挛缩， 因此， 关节挛缩中可能存在基因易感性机制。

了解创伤后关节粘连的分子机制和影响因素有助于有效预防和治疗关节挛缩。

S-15

血友病性膝关节炎关节置换术后的康复

虞乐华

重庆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

虞乐华，医学博士、主任医师、教授、博士生导师，重庆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

院康复医学科主任、康复治疗学系主任。

中国康复医学会烧伤治疗与康复医学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中国康复医学会

手功能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中国康复医学会中西医结合专业委员会常务委员、

中国生物医学工程学会体外反搏分会常务委员、国家卫计委能力建设和继续教育康

复医学专家委员会委员、中国康复医学会理事、中国医师协会康复医师分会委员。

血友病是一种X染色体连锁的隐性遗传性出血性疾病，是由于凝血因子基因突

变导致凝血因子VIII（血友病A）或凝血因子IX( F IX ) 缺乏（血友病B）所致。关节

或肌肉是血友病最常见的出血部位，肌肉骨骼系统急性出血或因出血造成的慢性并发症（如血友病性膝骨关

节病等）严重影响患者的生活质量。重庆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血友病多学科诊疗组（Multidisciplinary Team, 

MDT）成立以来已收治许多血友病膝骨关节手术患者，康复治疗贯穿始终。

相关康复原则有：MTD团队管理、早期开始、全面评估、循序渐进、注意凝血因子监测、坚持功能导向、

遵循个体差异等。在康复评定方面：注意从器官水平（关节功能与病损）、个体水平（ADL）、社会水平（生

活质量）三个层面进行。包括①术前评定：上下肢肌力；关节活动度与关节周围肌力；步态评定（确定步态

类型、有无使用助步器）；ADL。②术后评定：分别在术后相应时间点对伤口情况、膝关节肿胀、疼痛、肌力

和关节活动范围、转移能力、步态、ADL等进行评定。③特殊评定方法及量表：MMT、等速肌力评定法、血友

病活动能力评估（HAL）、血友病关节健康评（hemophilia joint healthscore, HJHS）、以及血友病功能独立性评

估。在康复治疗方面：术前予以健康教育，告知正确的疾病康复观念；适当肌力训练，方便早期开展踝泵等运

动；呼吸训练，以预防肺部感染；早期床上体位转移训练等。针对关节置换的患者，术后康复重点包括增强肌

力和改善膝关节活动度的训练、负重练习、本体感觉训练、步态训练、ADL训练。作业治疗对于患者改善日常

生活活动能力，促进回归家庭有着重要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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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16

超声引导下注射技术在骨关节疼痛中的应用

马 超

中山大学孙逸仙纪念医院

马超，社会任职：中国康复医学会疼痛康复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国家卫生

计生委能力建设和继续教育康复医学专家委员、广东省医学会物理医学与康复分会

副主任委员、广东省康复医学会副会长，《中华物理医学与康复杂志》编委等。

擅长软组织疼痛及颈腰关节疼痛疾患和椎间盘突出症的诊断，以及超声引导下

各种急慢性疼痛的注射技术。针刀松解疗法和微创射频热凝技术。肉毒素注射技术

治疗难治性睑肌、面肌痉挛，痉挛性斜颈和肢体痉挛,吞咽困难和脊髓损伤后尿潴留

等。主持国家自然科学基金2项，省部级科研基金6项和厅局级基金1项，参与国家

级和省部级基金5项。其中被SCI收录近20篇，最高影响因子6.12分。参编教材及专

著10余本，其中主编2本，《超声引导慢性疼痛注射技术》（人民卫生出版社）和

《软组织疼痛治疗与康复》。

超声成像技术具有无创、无辐射、便捷、经济、实时动态监测、操作时间短和便于医患沟通等优点，已成

为康复医学中使用广泛的诊断和介入治疗方法。

目前，超声引导介导治疗在肌肉骨骼系统损伤性/疼痛疾病的应用越来越受到关注，能在治疗过程中实时评

估准确的位置，特别是在注射过程，可实时显示进针路径中的血管、神经、胸膜等重要结构，明显降低穿刺的

风险；同时，可观察药物弥散情况，从而成为注射等操作的重要影像引导工具。

临床上根据诊断、病情严重程度、既往治疗情况等，选择合适的注射药物。如慢性肌腱炎、筋膜炎可

考虑局部激素+利多卡因注射、臭氧、富血小板血浆（PRP）等；肌腱损伤可给予15% 高糖溶液（增生疗法

Prolotherapy)或PRP局部注射；骨关节炎可根据病情选择关节腔内注射玻璃酸钠、激素、臭氧、PRP或干细胞

等。对于肌肉内血肿、腱鞘囊肿、腘窝囊肿、关节腔积液等可以在超声引导下行抽吸治疗，而痛风性关节炎可

进一步行关节腔灌洗治疗。对慢性筋膜炎、肌肉触发点(trigger point)、肌腱钙化、周围神经卡压综合征（如腕

管综合征）可在局部注射基础上，联合超声引导干针/针刀，可进一步提高疗效。

进一步，超声可通过脊柱骨性结构的形态特点来判断脊柱节段、关节突关节、脊神经根位置、骶管，从而

进行超声引导颈/腰神经根阻滞、骶管阻滞等缓解脊柱源性疼痛。同时，超声可清晰脊柱的骨性结构，可进行

超声引导颈/胸/腰椎小关节腔内注射、骶髂关节或骶管注射等；超声能清晰显示脊柱周围肌肉、韧带等，进行

超声引导斜方肌触发点注射、腰大肌注射、棘上/棘间韧带注射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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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17

颈痛诊疗进展及循证物理治疗

叶超群

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总医院

叶超群，2005年7月毕业于首都医科大学，获博士学位；2006.2-2008.2北京军

区总医院临床骨科学博士后；博士生导师；现任中华医学会物理医学与康复分会委

员，全军康复医学与理疗学专委会常委，北京医学会物理医学与康复分会常委、

《中国脊柱脊髓杂志》编委等学术任职；主持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军委后勤部

保障部重点项目等多项课题；主编专著3部，参编专著8部，以第一作者和通讯作者

发表论文40余篇。

一、 临床诊疗进展

（一）分类：机械性颈痛、神经性颈痛和混合性颈痛

（二）诊断：依据病史、临床表现、辅助检查，病史需关注红旗征；临床查体需关注阳性体征；辅助检查

依据相应标准进行选择

（三）治疗：患者教育、运动、理疗是基础治疗；短期药物治疗有助于减轻症状；整合治疗作用存在争

议，生物治疗有待于进一步研究。

二、循证物理治疗

评估和干预流程

（一）医学筛查

关注红旗征；依据现有指南和标准(CCR、nexus和ACR建议) 选择影像学检查；根据筛查，将患者分为三

类：

适合于物理治疗的评价和干预者

适合于物理治疗评估和干预，但需会诊者

不适合进行物理治疗评价和干预者

（二）诊断分类：通过对依于 ICF 和ICD的肌肉骨骼损伤的临床结果的评估将颈痛患者分为以下类别:

颈痛伴活动受限、颈痛伴协调障碍、颈痛伴头痛、颈痛伴放射痛

（三）确定疾病分期

急性期、亚急性期、慢性期

（四）干预策略

1、颈痛伴活动受限

急性 （B）胸椎手法、运动康复

(C）颈椎手法和/或关节松动术

亚急性 (B) 颈和肩带耐力练习

(C) 胸椎手法、颈椎手法、关节松动术

慢性 （B）综合方法:胸椎和颈椎手法或关节松动术；运动康复、认知行为疗法；干针、激光或间歇牵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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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颈部、肩带和躯干耐力练习和患者教育、咨询策略

2、颈痛伴协调障碍

急性 (B) 1 .患者的教育；2. 争取使患者预期在头2至3个月内恢复

(B) 对可能存在持续损害的中等到缓慢恢复的患者提供多模式干预方法，包括手法松动技术结合运动康复

（C）对低风险慢性患者：早期建议、运动指导和教育、全面康复计划，TENS

（F）监测恢复状况，以确定延迟恢复及可能需要更集中的康复和早期疼痛教育的患者

慢性（C）患者教育；关节松动术结合运动康复，认知行为疗法；TENS

3、颈痛伴头痛

急性 （B）监护下的主动活动指导

（C）C1-2的自我滑动练习

亚急性 （B）颈椎手法治疗和关节松动术

（C）C1 – 2的自我滑动练习

慢性 （B）颈或颈胸段的手法治疗/关节松动术，结合运动康复

4颈痛伴放射痛

急性 (C) 神经松动和稳定性练习、激光和短期颈围

慢性 (B)颈椎牵引，结合其他干预措施，如运动康复，关节松动术和手法

(B) 教育和咨询，鼓励参与职业和体育活动

S-18

“生物力学窗口”在骨科康复中的意义

倪国新

福建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倪国新，香港大学博士，德国洪堡学者；教授、主任医师、博士研究生导师；

福建医科大学康复治疗学系主任、附属第一医院康复科主任。福建省康复治疗应用

型学科负责人。主持国内外研究课题近20 余项。先后受聘为中华医学会物理医学与

康复学分会委员、运动疗法学会青年委员、骨科康复学组副组长、骨科基础学组和

运动康复学组委员等。以第一作者和/或通讯作者发表SCI文章40余篇。受聘为13种

国际期刊的编委以及20余种国际知名期刊的特邀审稿专家。

机械载荷是维持肌肉骨骼系统发育和健康最重要的外部因素。为适应周围力学

环境变化，活体组织会改变其结构形态和力学特性，这种现象称为组织的功能适

应。大量的临床和基础研究表明：肌肉骨骼系统组织的结构与特性改变存在应力大小相关性。为合理解释这一

现象，我们提出“生物力学窗口”假说：过小和过大的应力均不利于组织的发育与健康，仅仅是中间窗口区域

的应力起到有益的作用。本讲座将结合自己大量相关研究和文献报道，从动物实验依据、人体研究证据、细胞

和分子机制等方面为这一假说提供支撑。此外，以此假说为基础，对骨科康复中的适量载荷、动态载荷和载荷

个体化三个原则进行了阐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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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19

SCI康复的未来与外骨骼机器人

倪朝民

安徽省立医院

倪朝民，教育经历：1983年获安徽医科大学临床医学学士，1988年获安徽医科

大学运动医学硕士，1990年参加WHO康复医师培训班学习（同济二期）。

社会任职：安徽省医学会物理医学与康复学分会候任主委。中国医师协会康复

医师分会常务委员，中国康复医学会常务理事，中华医学会物理医学与康复学分会

委员。《中华物理医学与康复杂志》、《中国康复医学杂志》、《中国康复理论与

实践》等期刊编委。

突出成就：已培养研究生40名。2012年获安徽省首届江淮名医。2017年获安徽

省科学技术进步三等奖。

早期综合康复功能训练可以有效改善SCI患者受损的功能，提高其日常生活活动能力。基于织物的软机器

人手套能够有效地帮助受脊髓损伤影响的参与者操作日常生活中遇到的物体。动力外骨骼机器人是一种可穿戴

式矫正器的新兴技术，它可以作为辅助设备，使胸段完全SCI患者能够行走，或者作为康复工具，提高脊髓损

伤的行走能力。

S-20

骶裂孔注射疗法的临床应用

岳寿伟

山东大学齐鲁医院

岳寿伟，中华医学会物理医学与康复学分会主任委员。教授，主任医师，博士

生导师，山东大学齐鲁医院康复医学科主任。中国康复医学会副会长，中国医师协

会康复医师分会副会长，山东省康复医学会会长，《中国康复医学杂志》副主编，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医学科学部专家评审组成员。已承担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5

项，获山东省科技进步二等奖1项，三等奖3项，发表SCI收录论文30余篇，主编著作

4部。2012年获“全国优秀科技工作者”称号。

目的：骶裂孔注射疗法，是指经骶管裂孔穿刺至骶部椎管硬膜外腔注射药物，

借其上行扩散作用而达腰部，从而阻滞腰骶部神经的方法，属于硬膜外腔阻滞术的

一种，是治疗腰痛的有效方法。

方法：适用于下腰椎椎间盘突出症（L4-5、L5/S1）、腰椎管狭窄症和腰椎退行性变的病人，尤其是神经

根性疼痛症状严重者。常用药物为生理盐水、利多卡因、地塞米松及维生素B类药等，药液一般为30-50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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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注射后可在注射局部发挥止痛、解痉、抗炎及松解粘连之功效，每周一次，3次为一疗程。

结论：骶裂孔注射疗法对下腰椎椎间盘突出症（L4-5、L5/S1）、腰椎管狭窄症和腰椎退行性变的病人腰

痛的有效率为91.0%。

S-21

颅脑损伤后水中评定与治疗

丛芳, 崔尧

中国康复研究中心北京博爱医院

丛芳，首都医科大学康复医学与理疗学专业博士，中国康复研究中心北京博爱

医院理疗科主任、主任医师。目前担任中华医学会物理医学与康复学分会常务委员

兼康复治疗学组组长，中国医师协会康复医师分会委员兼水疗康复专业委员会主任

委员，北京医学会物理医学与康复学分会副主任委员，中国医师协会整合医学医师

分会康复治疗专业委员会常务委员，北京康复医学会常务理事兼康复治疗专业委员

会副主任委员，《中国康复理论与实践》杂志编委等。

目的：建立颅脑损伤后水中评定与治疗的技术规范。

方法：查询相关文献，总结颅脑损伤后水中评定与治疗的相关知识与技术。

结果：颅脑损伤患者通常会遗留一定程度的功能障碍，包括运动功能障碍、感觉功能障碍、认知功能障

碍、心理情感障碍、社会参与障碍等。颅脑损伤的康复治疗需要多学科综合评估与治疗，作为一种较新的治疗

方式，水疗在颅脑损伤的康复治疗治疗中应用越来越广泛。一般来说，可将水疗康复技术分为以被动浸浴为主

的浴疗法和以主动运动为主的水中运动疗法，相比于其他技术，水疗在颅脑损伤的康复治疗中具有一定的独特

疗效，比如，以深度放松为主的Watsu技术，有助于缓解严重颅脑损伤伴发的创伤性应激障碍；再如，以本体

感觉神经肌肉促通技术为基础的巴德拉格茨泳圈治疗，有助于针对性地促进运动恢复；又如，以十点程序为核

心的Halliwick技术，有助于患者实现水中独立运动，提高其运动及社会参与功能。为颅脑损伤患者实施有效的

水疗治疗的核心与基础在于准确而全面的康复评定，具体包括陆上常规康复评定及水中特殊康复评定，前者与

常规康复评定无异，包括徒手肌力检查、简易精神状态检查、Berg平衡量表评定等，后者包括ALYN水中适应

性评定、盆底表面肌电评定、手术切口愈合情况评估等。

结论：本文简要介绍了颅脑损伤患者的水中评定与治疗技术，为水疗在颅脑损伤康复中的推广应用提供了

文献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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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22

重症颅脑损伤患者的呼吸管理

朱玉连

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

朱玉连，2016年博士研究生毕业，现任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康复医学科主任

治疗师、副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科副主任；兼任中国康复医学会物理治疗专委

会副主任委员、中国康复医学会康复治疗专业委员会常委、物理治疗学组副组长，

中国康复医学会物理治疗师资考核专家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上海市康复医学会康复

治疗师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上海市医学会物理医学与康复专业委员会康复治疗

学组组长等。擅长各类疾病后导致功能障碍的评估和物理治疗、急重病早期康复治

疗和管理；主持或参与多项国家级及省市级研究课题，并作为主要完成者获教育部

科技进步二等奖、上海市科技进步二等奖和上海医学科技奖二等奖各1项，获称中

国康复医学会首届“十佳康复治疗师”“优秀治疗师”等称号；参编或副主编著作8

部，发表论著近百篇，其中第一作者及通讯作者SCI7篇。

重症颅脑损伤患者多伴有明显的意识障碍，各种反射减弱或消失，排痰功能低下，口腔、 鼻咽部分泌物较

多，又多伴有呕吐，极易导致坠积性肺炎、肺不张等并发症，早期应积极配合临床进行康复管理以及胸肺的物

理治疗，包括正压通气、促醒、膈神经电刺激、辅助呼吸肌训练等技术。

S-23

脑卒中后上肢功能障碍的精准作业治疗

闫彦宁

河北省人民医院

闫彦宁，河北省人民医院康复医学科副主任，主任治疗师。现任中国康复医学

会常务理事，作业治疗专委员主任委员，康复治疗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河北省

康复医学会秘书长；河北省康复服务协会副会长；中华医学会物理医学与康复分会

康复治疗学组委员；河北省医学会物理医学与康复分会康复治疗学组组长等。

任《中国康复医学杂志》和《康复学报》编委；参编多部全国高等学校《作

业治疗学》本科、专科教材；参编卫生部《常用康复治疗技术操作规范》（2012

版）、我国首部《物理治疗与作业治疗教学指南》、《中国康复治疗师规范化培训

专家共识》等。

2012年WFOT对作业治疗的定义是以服务对象为中心，通过有意义和目的的作业活动促进健康与幸福的一

门医疗卫生专业，其主要目标是协助人们参与到日常生活活动中去，作业治疗师通过与个人和社区的合作、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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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通过活动调整或环境改造来提高服务对象的参与能力，支持他们更好地参与其想做的、必须做的、或期望做

的作业活动，实现治疗目标。作业治疗在脑卒中后上肢功能康复中担当者重要的角色，而作业治疗的精准化是

提高治疗质量和效率的基本要求。

作业治疗流程包括访谈、收集资料、评估、计划与实施等几个过程。 “访谈”精准即找准患者的需求，

真正实现以患者及其需求为中心。调动个体（照顾者）的积极性，获得积极配合。“评估”精准即合理选择

评估方法，在选择上肢功能评估方法时避免“天花板效应”与“地板效应”；在评估与上肢相关ADL时，需注

意ADL执行能力、实际表现、自觉困难程度三者是否一致。对于需要恢复工作者还要进行工作情况相关的评定

如模拟职业设备和专用评估设备。还应包含人际关系、生活习惯、心理状态等，并注意评估的时间和环境。 

“计划与实施” 精准需要再制定计划和实施时遵循SMART原则。具体的活动（specific）应该是患者“想做

的、必须做的、或期望做的”，要重视“需求”，还确定“优先顺序”，真正实现“以患者为中心”。可测量

（measurable）性即注意把复杂活动分解，选择适宜的难易度、帮助量等并尽可能量化。可实现（attainable）

即让患者在具有挑战性的活动中获得成就感，结束感。评定与治疗要有相关性（relevant）；治疗目标要有时限

性（time－based），并注意治疗效果与反馈 。同时，注意分析其他影响上肢康复的因素，如感觉、知觉、动

作计划、疼痛、认知能力、环境等。注意新技术的采用，如应用智能化作业治疗设备，实现人—机交互作；使

用智能上肢精准作业训练系统、通过物联网训练功能实现多台设备互联，不同训练者之间实时竞赛排名等，提

高训练兴趣和效果。

S-24

新Bobath疗法概述

常冬梅

北京博爱医院

常冬梅，本科与硕士均毕业于日本国际医疗福祉大学，1988年开始就职于中国

康复研究中心工作至今。

国际BOBATH指导者协会会员，BOBATH成人基础认证班指导者。

中华医学会物理医学与康复学分会康复治疗学组委员。

中国残疾人康复协会应用行为分析专业委员会常委。

除临床工作之外，还担任首都医科大学康复医学系的教学工作，参与编写《神

经康复学》、《神经康复治疗学》、《运动疗法技术学》等专业书籍，发表中、外

文论文多篇。

中国医师协会整合医学医师分会整合康复治疗专业委员会第一届委员会副主任

委员

除临床工作之外，还担任首都医科大学康复医学系的教学工作，参与残疾人社区康复教学及指导工作，多

次深入地方及社区讲课、指导；中残联专家讲师团专家等。

参与编写《神经康复学》、《神经康复治疗学》、《运动疗法技术学》、《临床运动疗法学》等多本专业

及高等医学院校康复治疗专业教材；参与翻译《新Bobath技术》；发表中、外文论文多篇。

参与主办的学习班有BOBATH成人偏瘫国际认证班、推广班和小儿脑瘫BOBATH班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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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5年英国的物理治疗师Mrs.Bobath在给偏瘫患者进行治疗时见到的临床症状的变化由其丈夫Dr. Bobath

根据当时的神经生理学理论进行解释说明，形成自己的治疗理念至今已经有73年的历史。1984年成立了国际

Bobath指导者培训协会(IBITA)，并制定定义为“基于Bobath概念的治疗、是针对中枢神经系统损伤造成的姿势

紧张、运动等各种功能障碍的患者进行个体化评定和治疗，解决问题的方法”。

目前，这个定义正在更改中。现在的Bobath概念吸收了当今最新研究成果，以姿势控制和运动控制为中

心，在姿势控制的前提下帮助患者恢复行走、上肢手的使用及口腔颜面部的功能。其理论基础包含了现代运动

控制理论、运动学习和神经可塑性及生物力学理论等。最新的BOBATH的临床应用是通过各种感觉输入使患者

能关注于有效的、功能性的运动学习。灵活应用正常运动的知识，在临床推理的过程中通过治疗师与患者之间

的互动让患者能够学习到适应课题、环境变化的高效良好运动模式，最大限度开发引导每一位患者潜在的运动

功能，然后尽可能将其应用到课题、环境中去，逐渐促成一种高效的运动模式。“概念”意思是思想、见解和

思考，是不断改进和发展的，Bobath概念在不断学习的过程中随着科学的发展持续探索更新、更好的治疗可能

性。

S-25

偏瘫患者作业治疗的临床思维与实践

刘 璇

中国康复研究中心

刘璇，中国康复研究中心作业疗法科主任，副主任治疗师，任中国康复医学会

康复治疗专业委员会副组委，作业治疗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中国康复医学会肾

病专业委员会委员，中国残疾人康复协会神经伤残康复专业委员会副组委。2003年

毕业于日本国际医疗福址大学，获得作业疗法硕士学位。1988年至今一直在中国康

复中心作业疗法科，从事截瘫、偏瘫、截肢等疾患的临床作业治疗与教学科研等各

项工作。担任首都医科大学康复医学院OT教研室主任。参与并主编了多部康复专业

书籍的编写。

偏瘫患者中枢性运动功能恢复过程要经过正常，痉挛减轻、分离运动充分，

痉挛减轻、出现分离运，痉挛达高峰、联带运动，弛缓期、无随意运动五个阶段。那么 Brunnstrom偏瘫上肢

功能分级，分为无随意运动（迟缓期）、联带运动初期（痉挛期）、联带运动达到高峰、出现部分分离运动

（1）、出现分离运动（2）、正常等六级。在OT治疗中治疗的误区是容易做成上肢的PT还有治疗师指导不到

位，其次机器代替训练，患者病程有急性期、亚急性期、慢性期、后遗症期，恢复功能有翻身功能、坐位站立

平衡、站起坐下功能、行走功能、转身功能、上肢够物功能等。康复训练是患者从学习正确的动作到掌握正确

动作的过程。在对偏瘫患者进行训练时要思考的问题是：1考虑正常运动的完成方式-动作分析，2许多动作要

求双上肢/手的协调性功能，3许多动作的控制需要有更充分的自由度，4注意运动中的力线、肌肉的长度和直

线活动。



专题发言  中华医学会第十九次全国物理医学与康复学学术会议论文汇编

72

S-26

从运动学视角看卒中后肩痛

郄淑燕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康复医院

郄淑燕，主任医师、副教授，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康复医院康复诊疗中心主

任，在肌骨疾病、慢性疼痛康复方面具有较丰富的临床经验，参与多项国家和省部

级课题研究工作，获省级科技进步奖两次。主编著作1部，副主编著作2部，参编著

作6部。现任中华医学会物理医学与康复学分会康复治疗学组副组长，中国康复医

学会运动疗法专业委员会委员，北京康复医学会中西医结合康复专业委员会常务委

员，石景山区重点学科学术带头人等。

本专题报告围绕卒中后肩痛的产生机制、偏瘫肩的运动学特征以及结合运动学

的康复诊疗思路分析开展。

中国脑卒中发病率排名世界第一，肩痛累及到70%的卒中患者，是全面康复的主要障碍。伴有痉挛的患

者，肩痛的比例上升到85%。肩痛对卒中患者的影响是多方面的，包括分散注意力，使患者不能集中精力学习

新的技能；影响重新获得日常生活活动独立的能力；抑制肌肉活动，肩痛存在时很难刺激患臂进行主动活动

等。在进行有效的治疗之前，首先要了解正常的肩关节活动机制，以及偏瘫肩运动学的改变及特征。

肩关节作为一个复合关节，任何一个真正的关节或功能性关节的疼痛或运动限制都可导致肩的功能不全。

卒中后，肩胛上提肌肉瘫痪，重力决定肩胛胸廓姿势，出现盂肱关节半脱位，不仅丧失了被动锁定机制，而且

从反射或相关肌肉的随意活动中得到的支持也丧失。另外，神经系统张力的增高上提了患者的肩胛带，伴腹肌

张力过低，从而影响肩胛带位置。由此造成的肩胛肱骨协调活动的丧失，以及肌肉张力异常造成的肱骨外旋不

充分、肱骨头在关节盂内下移不充分等，是造成肩痛的主要原因。因此，结合偏瘫肩运动学的变化，针对肩痛

的预防，主要为恢复偏瘫肩关节的运动控制或正常姿势，不要让未加保护的或对线不良的肩发展成为被动活动

或主动活动受限的疼痛肩。治疗手段主要以矫正肩胛骨的姿势、降低神经系统不利张力，使肩关节复位并恢复

主动的肌肉控制、刺激肩周稳定肌的活动和张力为主。出现卒中后肩痛时， 应从运动学生物力学角度，设计

体位摆放、运动方式并选择合适的手法治疗如关节松动和其他辅助治疗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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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27

颅脑损伤后智能化行走仪的临床应用与研究

金冬梅

中山大学孙逸仙纪念医院

金冬梅，女，医学博士、美国西北大学芝加哥康复中心博士后，副主任医师、

硕士生导师，中山大学孙逸仙纪念医院康复科神经康复专科主任，广东省康复医学

会康复治疗分会第二届副会长，中华物理医学与康复学分会教育学组委员，中国康

复医学会运动疗法委员会委员

学习经历

2006.9-2009.6 中山大学，康复医学与理疗学医学博士

1999.9.-2002.6月 中山大学，康复医学与理疗学医学硕士

1994.9.-1999.6.山东大学，临床医学学士

2015.4.1—2016.3.31博士后 美国西北大学芝加哥康复中心

2014.9.29—2015.3.31 访问学者 美国西北大学芝加哥康复中心

从事神经系统疾病的临床和基础研究，对脑卒中、颅脑损伤、脊髓损伤的康复治疗有深入的研究，对昏迷

等神经系统重症疾病的康复和的运动功能障碍的康复有丰富的经验，擅长本专科特色技术如肉毒毒素注射技

术。目前主持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青年项目1项和广东省自然科学基金2项，参与多项国家级和省级课题；发表论

著共10余篇，其中SCI收录第1或共同第1作者8篇；出版专著：副主编专著2部，参编多部。

脑卒中后对患者影响最大的是行走问题，恢复行走能力是患者康复的重要目标，强化、重复步行训练可以

有效降低因行走障碍导致的跌倒风险。传统的训练采用从卧位到坐位、站立位然后步行训练的“循序渐进”的

行走训练模式，前期准备时间太长；或者在没有正确模式刺激的情况下过早的开始步行，从而早期缺少正常模

式的刺激，患侧负重不足、足下垂、支撑相时膝过伸、摆动相屈髋屈膝不足，最终导致外周向中枢传输错误的

行走模式，基于错误的输入信息分析，输出错误的行走模式，从而又强化错误的行走模式。以上情况，没有从

行走产生的机制考虑：这是中枢控制，模式（功能）导向的行为，另外离散性训练，缺乏系统和完整性，而卧

位－坐位－站立位－行走的循序渐进的训练，行走前的训练周期长，或者在形成了错误的行走模式后，总是采

取纠正错误行走模式的策略，耗人工、效率低、疗效慢、难以持久。因此，通过多通道功能性电刺激设备即智

能化行走仪分别刺激下肢肌群，按照正常行走时下肢肌肉收缩的时序刺激肌肉，重复产生正常行走的动作，在

早期即给于患者正确的行走模式输入。智能化行走仪的设计原理：按照正常行走模式时不同肌肉收缩的时序，

通过预先设定的程序在预定的时间内刺激各组肌群产生协调动作，模拟正常的行走模式，刺激四组肌肉：股四

头肌、腘绳肌、胫前肌和腓肠肌，开机后的刺激时序：按照正常行走模式刺激相应的肌群，最终不论患者是否

清醒，能否走路，始终按照无错法原则给予正确的信息，不清醒、不能走路、早期患者：悬吊下肢，被动或助

力下智能化行走仪辅助行走，清醒、能站立患者：借助于触发开关刺激利用智能行走仪行走。智能化行走仪的

使用可以使偏瘫患者的步行治疗能够达到以下目标：早期介入：卧位开始、病情稳定即可开始步行训练；整体

（模式）训练；行走模式训练、无需强求下肢的关节和肌群控制；强制性训练：不具备站立能力也可以开始步

行训练、患者不清醒也可以开始步行训练。应用智能化行走仪对偏瘫患者进行步行治疗，可以改善踝关节肌张

力、改善关节活动度，提高步行速度、改善步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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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28

软组织修复的组织学与生物力学

袁 华

空军军医大学西京医院

袁华，博士，空军军医大学西京医院康复科副主任，副主任医师、副教授，硕

导。中华医学会物理医学与康复学分会康复治疗学组副组长、全军物理医学与康复

学会常委及秘书长、卫生部脑卒中筛查与防治工程全国中青年专家委员会委员、陕

西省医学会物理医学与康复学分会常委、青年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曾赴日本、美国

留学；主持国家级课题3项、省部级课题4项，发表SCI论文14篇，参编参译专著12

部。获军队科技进步一等奖1项。

广义的结缔组织包括固有结缔组织、软骨、骨、血液、淋巴及骨髓，固有结缔

组织根据致密程度和排列规则程度可以分为致密规则、致密不规则、疏松结缔组织

等。结缔组织是非常重要的力学传导的组成部分。固有结缔组织组成非常相似，由细胞和细胞外基质组成。细

胞中绝大多数是成纤维细胞；细胞外基质主要是液态基质和纤维。结缔组织最重要的生物学特性包括粘弹性、

收缩性和感受性。这些特性决定了软组织损伤修复过程中的独特特点。软组织的收缩特性是组织修复过程中必

不可少的过程，但是如果过度收缩又必将影响软组织的功能；制动将使得软组织变硬、滑动减少、发生病理性

交联，最终明显限制软组织的柔韧性和延展性。因此在软组织损伤的修复过程中，必须有效地利用软组织的生

物力学特性，在修复的不同阶段，根据软组织修复的特性，采用适当的方法给予临床干预：比如手法治疗、比

如牵伸等等，而且还需要适当的主动渐进性负荷运动才能使软组织全面恢复其功能。软组织修复的病理学和生

物力学基础应该是软组织相关损伤的康复必须反复考量的重要内容。

S-29

美式整体脊柱矫正技术临床经验分享

黄明威

河北省人民医院

黄明威，副主任治疗师，从事康复治疗工作27年，曾经到香港明爱医院和麦理

浩医院深造，社会任职。中国康复医学会康复治疗专业委员会委员，中华医学会物

理医学与康复学分会康复治疗专业委员会委员，中国物理治疗师资质认证考核专家

委员会委员，中国康复机构联盟康复治疗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和讲师团讲师，河

北省康复医学会康复治疗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河北省物理医学与康复学分会康

复治疗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

美式整体脊柱矫正手法技术，起源于美国，对于脊柱相关疾病的治疗，是非常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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缓解疼痛和改善功能的方法，本题目会从脊柱功能解剖，生物力学分析，临床神经学检查，视诊，手法触诊，影像

学阅片，动态功能测试，偏位编码，手法治疗技术等方面分享这项技术的特色魅力。

S-30

贴扎技术在康复治疗中的应用

廖麟荣

宜兴九如城康复医院

廖麟荣，男，博士，副主任治疗师，宜兴九如城康复医院康复部主任，香港理

工大学物理治疗博士(Ph.D)，优秀博士毕业生，第四届树兰医学青年奖提名人。兼任

中国医师协会、中国康复医学会等委员。为PLOS ONE、Clinical Rehabilitation等7

本国内医学杂志的审稿专家。在国际顶尖SCI杂志发表论文17篇（第一作者7篇），

国内核心论文15篇，多次获得国内外优秀论文奖，曾主持和参与省、市级和院级立

项支助科研项目9项，曾主译、副主编/副主译和参编专著18部。擅长运动损伤康复

与骨科康复。

功能性贴扎技术作为一项新兴的康复治疗技术，较早地运用到运动损伤和康复

领域，目前已广泛运用于各种运动损伤、骨科术后康复和肌肉骨骼系统疾病，目前更进一步应用于神经康复、

老年康复、儿童康复和产后康复等。

运动机能贴布(Kinesiology Tape)：是一种弹性贴布，近年来在国外的临床上逐渐受到重视，它本身并不是像

传统膏药或药布，没有药性，所以相较之下不容易会有皮肤过敏或适应不良的情形。而它的最主要作用原理是

来自于本身具有拉力与弹性的设计，无论是贴布本身上层的“布”或是下层贴在皮肤的“胶”，均依照生物力

学以及生理机制设计出来的，主要通过粘贴时胶布的密度差来牵动皮肤的走向，增加皮肤与肌肉之间的间隙，

进而影响到皮下筋膜组织的流动，让筋膜系统能够有足够的通透性与流通，促进淋巴及血液循环。有调整肌肉

张力、促进肌肉协调的能力、增强关节稳定性、缓解疼痛、改善循环、减轻水肿、支持放松软组织、纠正姿势

并增加关节活动度等作用。是次报告介绍贴扎技术的循证医学证据及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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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31

放散状体外冲击波在康复治疗中的临床应用

沈 滢

江苏省人民医院（南京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沈滢，南京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康复医学中心副主任治疗师。江苏省康复医

学会康复治疗专委会副主委、口腔康复专委会常委；国家卫计委脑卒中康复专委

会、中国康复医学会吞咽康复专委会委员。《中国康复医学杂志》、SCI期刊审稿

人。

主持国家自然科学基金1项，参与国家及江苏省重点研发计划项目。以第一作者

发表SCI8篇（3篇IF>10分，累计IF：50分），中文核心10篇。主编书籍3部，参编2

部。曾获“中国康复医学会科学技术进步奖”一等奖，“南京市第十二届自然科学

优秀学术论文奖”优秀奖。

放散状体外冲击波技术在康复治疗中的临床应用的越来越多，冲击波在人体内传播过程中，其振动能量不

断地被吸收转变为热能，使温度升高。在两种不同组织的界面上，温度升高特别显著，如皮下组织与肌肉组织

交界处，肌肉组织与骨组织交界处。人体内可被优先加热的组织有肌腱、韧带附着处、关节的软骨面及骨皮

质。放散状体外冲击波的热效应可增强血液循环，加强 、改善局部组织营养，降低肌肉和结缔组织张力，缓

解痉挛及减轻疼痛，同时又可以降低神经兴奋性，所以已成功应用于软组织疾病、肌肉痉挛的治疗。

循证学证据证明在治疗足底筋膜炎、网球肘、跟腱炎、肩关节钙化性肌腱炎等疾病方面优于其他物理因

子。在实际应用中能量的选择要合理。根据一些循证医学证据，治疗足底筋膜炎、钙化性冈上肌腱炎等软组织

疾病时，能量相对较高时效果好。一项发表于 2016 年 6 月的最新研究认为在慢性足底筋膜炎的治疗上，体外

冲击波疗法比可的松注射治疗效果更好。且具有操作简单、无需麻醉、非侵入性和疗效持久、可靠等优势。

近年来，放散状体外冲击波也开始应用于上运动神经元损伤造成的肌肉痉挛，但其作用机制未明。

本专题报告将主要介绍放散状体外冲击波的特点，在软组织疾病及痉挛方面的研究进展、操作中需注意的

问题，以及在科研中需要进一步探索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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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32

A型肉毒毒素对徐动型脑瘫构音障碍的疗效观察

姚黎清

昆明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

姚黎清，美国纽约上州医科大学访问学者

云南省康复医学学科带头人、领军人才

云南省医德标兵

卫生部“十二五、十三五” 规划教材《康复医学概论》编委

《临床康复学》主编；《手功能康复概论》副主编

中国康复医学会帕金森病及运动障碍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社区康复专业委

员会常委、手功能康复专业委员会常委

中国研究型医院学会冲击波医学会常委

中国心脏联盟心血管病预防与康复学会常务委员

中华医学会云南省分会社区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

中华医学会物理医学与康复学云南省分会副主任委员

云南优生优育妇幼保健协会整合盆底暨妇科微创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

中国研究型医院学会云南省冲击波医学教育与培训专家委员会副主任委员

云南省康复医学会康复教育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

云南省残疾人康复学会副会长

上海电生理与康复技术创新战略联盟手功能康复专委会常委

《中国康复医学杂志》的审稿专家、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评审专家

目前主持2项国自然、一项云南省重大专项（2460万），在研项目9项，合计科研经费2800万元左右，发表

文章37篇。

云贵区域康复专科联盟发起人

徐动型脑瘫是由于脑基地区损伤引起的运动障碍或运动失调，表现为难以用意志控制的不自主运动。上肢

损害一般会重于下肢。在病儿活动时，常发现某些动作夹杂着许多多余的动作，四肢及头部在不停地晃动，而

自己没有一定的自控能力。而且徐动型脑瘫的症状常伴有语言障碍，吐词不清，而智力多无明显异常。由于上

肢和语言障碍，故属于独立生活能力最难病型。A型肉毒毒素(Botulinum Toxin，BTX A)是一种嗜神经外毒素，

局部注射后迅速作用于外周神经末梢神经肌肉接头处突触前膜，使钙通道介导的乙酰胆碱释放量减少，从而使

肌肉松驰、麻痹，缓解痉挛肌群。我们用肉毒毒素注射头颈部和上肢的痉挛和肌张力障碍的肌群后，患儿的构

音和头控明显好转，走路的姿势和平衡也得到恢复。在讲座中用个案和视频，患儿治疗前后的对比，和注射演

示等手段，将会给听众带来学以致用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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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33

基于互联网云的儿童康复

陈卓铭

暨南大学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

陈卓铭，教授，主任医师，暨南大学博士生导师。专攻神经心理及语言康复28

年。现任暨南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康复科主任、医院特色专科语言障碍诊治中心主

任。为亚太听力言语专业委员会理事，中华医学会物理医学与康复学委员全国言语

语言学组组长。共承担省部级以上重大课题16项，获广东省技进步二等奖2次，广

州市科技进步二等奖1次。主编及参编出版16本。

互联网已经渗透到我们的生活中，通过大数据运算可以知道孩子的爱好及能

力，以康复与功能为导向进行孩子的评估与训练。针对各种儿童认知发展特点，在

神经发展原理的指导下，基于计算机及互联网技术平台，实现精准化的个体化康复

及教育平台。通过认知数据库建立，实施定量化评测，基于个体方案的精准康复。平台实现认知心理测量自动

化，定量化，认知训练趣味化，内容丰富，符合孩子的各种兴趣目标。

在互联网云康复的管理方面，展示云平台以讲解组织管理、信息管理、评估方案、康复训练上如何实现科

室管理要效率，评估要精准，康复要有效及有趣味。

通过筛查系统的设计、智能筛查模式来讲解智能系统设计原理。系统通过对六种维度中的各因子的得分计

算，实现智能筛查，以便智能分析并设计出针对各维度或综合性的训练程序。

家庭训练上，治疗师可监控家庭训练内容及其训练报告案例分析。

进行案例分析，介绍云平台的服务对象、平台特色、服务内容，并展示平台、推荐教材。

S-34

rTMS对卒中后失语语言功能重组影响初探：基于fMRI研究

丘卫红

中山大学附属第三医院

丘卫红，毕业于原中山医科大学，从事康复医学临床、教学、科研20多年。主

任医师，博士生导师，香港中文大学访问学者。现任中山大学附属第三医院康复医

学科专科主任；兼任中华医学会物理医学与康复学分会言语语言康复学组委员、广

东省康复医学会听力与言语康复分会副会长、广东省残疾人康复协会语言残疾专业

委员会副主任委员。

专业特长为神经康复，主持和参与包括国家科技计划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

金、国家 “十一五”、“十二五”科技支撑计划分课题等多项研究，发表论文30多

篇，主编和参与编写专著多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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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复经颅磁刺激（rTMS）作为卒中后失语的非侵入性治疗手段，越来越受到国内外的关注。目前的研究以

小型病例对照研究或个案分析居多，特别是针对右侧大脑半球在卒中后失语恢复中所起的作用，一直以来都是

学界争议的焦点。部分研究发现，运用低频rTMS抑制卒中后失语患者右侧半球后可使患者语言功能改善，但也

有研究者运用高频rTMS兴奋患者右侧半球后观察到其语言功能有所提高。因此，我们的研究拟采用低频rTMS

对失语患者右侧大脑半球兴奋性进行干预，结合任务态fMRI观察其脑区激活变化情况，探讨rTMS刺激右侧大

脑半球对失语患者大脑语言功能重组的影响，为寻求rTMS在卒中后失语的规范化治疗提供理论依据。

本研究实验组选择符合条件的卒中后失语患者6例，健康对照组选择年龄、性别相匹配的健康成人9例，均

于入组时进行任务态功能磁共振检查。其中4例接受1Hz rTMS刺激右侧额下回三角部，每周5次，共2周，并于

治疗前后进行WAB评估及任务态fMRI检查。比较实验组和健康对照组脑区激活差异，并对4例病例rTMS治疗前

后fMRI数据及WAB评分进行个体分析，比较其脑区激活差异、激活体素指数（AVI）及语言功能变化。结果 ①

组水平分析：实验组双侧大脑半球激活总体素均比健康对照组多，包括双侧部分感兴趣区（ROI）和非感兴趣

区（n-ROI）。实验组比健康对照组激活减少的脑区包括ROI左侧额下回三角部及双侧部分n-ROI。②个体水平

分析：病例1、病例2病程较短，病灶体积较小，治疗前双侧大脑半球激活升高，语言功能偏侧化为右侧大脑半

球；治疗后双侧大脑半球激活水平均降低，但ROI的高效语言功能区如左侧额下回三角部由原来无激活变为明

显激活，语言功能偏侧化由右侧大脑半球转为左侧大脑半球，语言功能较前改善。结合组水平结果分析，提示

脑卒中失语后患者双侧大脑半球可能均存在无效激活，rTMS治疗后可使无效激活降低，有效激活增加，语言功

能改善。病例3、病例4病程较长，病灶体积较大，治疗前双侧大脑半球激活均降低，病例3语言功能偏侧化为

右侧大脑半球，病例4为左侧大脑半球。治疗后两者双侧大脑半球激活均较前增加，语言功能偏侧化均为右侧

大脑半球，提示低频rTMS可增加双侧大脑半球部分高效语言功能区激活，改善语言功能，且此类患者的语言功

能恢复可能更依赖右侧大脑半球的代偿。

结论：1、低频rTMS刺激右侧额下回三角部对不同病程、不同病灶体积的卒中后失语患者语言功能重组造

成的影响不尽相同。左侧半球损伤程度较轻时，其语言功能恢复可能主要依靠左侧半球残存语言功能区及其周

围组织进行代偿，若左侧半球受损严重，则语言功能恢复可能更依赖于右侧半球相关语言功能区的代偿。2、

低频rTMS可通过刺激脑卒中后失语患者右侧额下回三角部，抑制其双侧大脑半球的无效激活，间接使双侧半球

高效语言功能区激活增加，优化卒中后失语患者语言功能重组模式，改善失语患者的语言功能。其机制有别于

既往的一些研究认为是基于半球间竞争性抑制的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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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35

无创脑刺激技术在卒中后失语症的应用进展

招少枫

苏州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招少枫，苏州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康复医学科 副主任医师、副教授。中山大学康

复医学博士、美国Johns Hopkins Hospital博士后。现任中国康复医学会吞咽障碍专

委会常委，中华医学会物理医学与康复分会语言学组委员，中国康复医学会康复治

疗专委员会言语学组委员，江苏省康复医学会听力言语专委会常委等职。

主持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和江苏省科技厅社会发展项目。

主研方向：神经康复、言语吞咽康复和非侵入性脑刺激（tDCS和TMS）在康复领

域的研究。

失语症（Aphasia）是脑血管意外后常见并发症。统计表明，脑卒中后失语症

发病率高达22.7-32.35%，主要临床表现包括听理解、表达、阅读以及书写障碍等。现有的临床失语症治疗以

言语治疗为主，采用Schuell刺激法、认知加工法、交流促进等方法，但其疗效不一。无创脑刺激技术（Non-

invasive brain stimulation, NIBS）通过电或化学手段对中枢神经发挥兴奋、抑制或调节作用，改变脑网络兴奋

性。该技术已经应用于精神、神经疾病，顽固性疼痛、成瘾性疾病等诸多领域。而对于失语症的治疗也是近来

研究的热点。本专题报告将以失语症的机制研究为主线，比较经颅磁刺激TMS和经颅直流电刺激tDCS的差异，

结合我科病例实践为临床失语症治疗提供新的思路和策略。

S-36

rTMS在吞咽障碍康复中的应用策略

兰 月

广州市第一人民医院

兰月，华南理工大学附属第二医院／广州市第一人民医院康复医学科行政主

任。博士，主任医师/教授，博士生导师。广东省杰出青年医学人才，广州市医学重

点人才。美国佛罗里达大学访问学者。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评审专家。现为中国康复

医学会吞咽康复分会常委，中国康复医学会远程康复分会常委，广东省康复医学会

吞咽障碍分会副主任委员，广东省医学会社区康复分会常委，广州市医学会康复医

学分会副主任委员。

主要研究方向:神经康复，关注于吞咽障碍的生物力学及功能重组机制、经颅磁

刺激精准靶向治疗及脑可塑性等研究。

目前主持国家自然科学基金4项，广东省公益研究与能力建设重点项目，广州市

产学研协同创新重大项目等省部级课题5项。获得发明及实用新型技术专利4项，计算机软件著作权2项。国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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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核心期刊发表论文50余篇，其中第1作者/通讯作者SCI论文15篇。

吞咽障碍是脑梗死患者的常见症状，运动皮质如何调控吞咽活动，健康人与吞咽障碍患者咽部肌群/食道上

括约肌（UES）与脑干、运动皮质之间存在何种联系目前仍不十分清楚。经颅磁刺激对卒中后吞咽障碍进行的

治疗与研究显示，双侧半球同源脑区间和同侧相关脑功能区间的竞争性抑制“失平衡”，参与了吞咽障碍的发

生并阻碍其功能康复；TMS做为无创的神经调节技术，有助于恢复抑制平衡，促进吞咽功能的改善。但有2个

问题值得深入思考：如何精准的定位目标脑区，如何根据大脑皮层兴奋性选择治疗参数。本专题将针对以上两

个问题进行探讨。

S-37

脑损伤后吞咽障碍的康复治疗进展

吴军发

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

吴军发，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康复医学科副主任医师，康复医学与理疗学博

士。中华医学会物理医学与康复学会青年委员，中华医学会物理医学与康复学会言

语语言康复学组副组长，中国康复医学会重症康复委员会常务委员，中国研究型医

院学会神经外科学专业委员会意识障碍学组委员，上海市医学会物理医学与康复专

业青年委员会副主任委员。

擅长利用脑损伤后功能重建理论为脑损伤后严重意识障碍（植物状态、微弱意

识状态、意志缺乏症、缄默状态等）、运动障碍、言语障碍、吞咽障碍及认知障碍

患者提供个体化、精细化的康复治疗，同时能熟练地将肉毒毒素注射、经颅磁电刺

激等现代康复治疗技术用于各种原因所致脑损伤的康复治疗。

一、吞咽障碍

1. 定义：指由多种原因引起的、发生于不同部位的吞咽时咽下困难。吞咽障碍可影响摄食及营养吸收，还

可导致食物误吸入气管引发吸入性肺炎，严重者可危及生命。应查找引起吞咽困难的原发疾病，针对病因治

疗。

2. 临床危害：营养不良、脱水、肺部感染等。

二、吞咽障碍的分类（不同类型吞咽障碍的临床特点）

1. 根据吞咽障碍分期分类：口腔期、咽期、食道期

2. 根据病灶位置分类：中枢型和外周型

三、常用的康复评定方法

1.  临床量表评定方法：洼田饮水测试方法、亚甲蓝实验等

2.  临床辅助检查评定方法：VFSS、纤维内窥镜检查、核磁共振等

VFSS也称改良吞钡造影，是国际公认的吞咽障碍检查金标准，可以检测、分析与吞咽相关的结构与功能异

常，并且，可以通过观察患者吞咽不同体积、质地、黏度的食团和液体时的表现，能够确定适合患者的饮食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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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策略。

四、康复治疗方法的进展（涉及肉毒素和间歇性IOE等方法）

1.  临床常规吞咽康复治疗（各种常规吞咽训练方法，如门德尔松、shake训练法等）

2.  肉毒素在中枢型吞咽障碍治疗中的应用

3.  间歇性IOE在中枢型吞咽障碍治疗中的应用

4.  其他一些康复治疗在吞咽障碍治疗中的应用

五、病例介绍

1. 中枢性吞咽障碍患者的康复治疗体会。

S-38

治疗师规范化培训-中国战略

何成奇

四川大学华西医院

何成奇，主任医师/教授/医学博士/博导。

四川大学华西医院一级专家；四川省卫计委首席专家，香港理工大学荣誉教

授，四川大学-香港1994.9-1997.7福建中医学院攻读硕士研究生；1997.8-2000.1

华西医科大学康复医学科住院总、主治医师；1999.4-7月美国Lomalinda大学访问学

者；2000.9-2003.6四川大学华西临床医学院外科学/骨科攻读博士学位。先后担任中

国康复医学会第五届运动疗法专委会主委，中华医学会物理医学与康复专委会候任

主委，四川省学术技术带头人。先后获得华夏医学科技一等奖，教育部科技进步二

等奖、中国科协优秀科技工作者、中国医师协会医师奖及中国宝钢优秀教师奖。

1992年，卫生部发布《康复医学教育方案》制定了康复治疗师（士）、康复医师的培养方案和教学计划；

1997年，华西医科大学在美国CMB资助下，开办康复治疗4年制本科；

2001年，教育部首次批准在高等院校正式开展康复治疗学历教育；

2004年，四川大学华西医院试行康复治疗师规培；

2017年，燕铁斌教授牵头组织相关专家制定了中国康复治疗师规范化培训专家共识”。

我们的对策是什么？

什么是规范化培养？国内外趋势是什么？

规范化培养的目的、模式、方法是什么？

加入我们，共同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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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39

康复医学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基地迎评准备

王楚怀

中山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王楚怀，教授，主任医师、博士研究生导师。中山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康复医学

科主任、康复医学培训基地主任

擅长创伤骨科及神经疾患的临床康复,尤其脊柱相关疾病及骨骼肌肉疼痛康复。

科研方向：生物力学、神经调控与神经可塑性研究，重点是脊柱退行性疾病的生物

力学与神经调控机制。

学术及社会任职：中华医学会物理医学与康复分会常委兼康复教育学组组长、

中国医师协会康复医师分会副会长、中国老年医学学会康复医学分会副会长、中国

康复医学会颈椎病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中国康复医学会疼痛专业委员会副主任

委员；广东省医学会物理医学与康复分会副主任委员、广东省康复医学会副会长、

广东省康复医学会脊椎伤病康复分会会长、广东省医生协会康复医师分会副主任委员等。

详细介绍了康复医学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基地的评估指标，如何准备迎评，包括评估流程，汇报PPT的准

备、教学活动准备、座谈会准备、教学资料准备以及注意事项。

S-40

人文情怀与专业素养并举——培养德才兼备的康复住培医师

宋鲁平

中国康复研究中心

宋鲁平，医学博士、心理学博士后。具有30多年神经内科和神经康复科临床经

验，先后获得国家级和省部级课题二十余项。发表SCI论文10余篇，核心期刊30余

篇。获得认知评估和训练系统及言语评估和训练系统软件著作权3项。

现任北京神经内科学会神经康复专委会主任委员、中国微循环学会神经变性病

专委会康复学组组长、中华医学会物理医学与康复学分会康复教育专业学组副组

长、中国医师协会住院医师规培康复专委会副主任委员等学术职务。

我国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制度已经成为国家制度，是培养合格医师的必经之

路，指导教师带教能力的提高对于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至关重要，作为合格的康复

住培带教师资，需着重以下四方面的培养和提高

1. 人文医学思想教育：医学是一门研究人类自身的科学，具有三大特点：未知数最多、局限性最大、风险

性最高。因此，疾病诊治遵循两个原则：针对病情的科学原则和针对人情的人文原则。因此，住院医师规培要

自始至终贯穿人文教育。

医师的四大美德在于：①克己 —— 大度大气：不计较个人得失；②利他 —— 助人为乐：维护良好人际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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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③同情 —— 仁爱善良：关心体贴、将心比心；④正直—— 一视同仁：坦诚以对，不骄不躁。

2.医患沟通能力培养：研究发现，半数以上医患纠纷事故源于医患缺乏有效沟通，医护人员83%以上不懂

得如何与患者沟通

，最经常被投诉的医生并非医疗技术水平最差，而是医患沟通技巧最差的。因此，医患沟通是门功课，沟

通能力需要培养。

医患关系是围绕人类生命健康建立的特殊人际关系，医患沟通是维持医患关系的重要纽带和桥梁，也是诊

治疾病、防范纠纷和医技发展的关键环节。医患沟通的三种主要形式为医师权威式、患者自主式和医患共商

式。不良医患沟通的主要表现有不文明生冷话、无边际外行话、伤人心刺激话、不负责议论话

和过头话绝对话，这些常常是纠纷、投诉甚至医疗官司的祸根。

因此，良好医患沟通是医患和谐的保障。需要从思想意识上：建立情感账户，有同理心、将心比心、换位

思考：从言语行为上：关爱体贴、宾至如归。

3.康复医学知识传授：以传授理念为主，进行临床教学多环节、多场景设计，在教学方法上，应用授课

法、基于问题教学法（TBL）等，教学的主要内容注重原则性和规律，归纳和概括应掌握的要领和知识点。包

括主治医师床边查房、提问和小讲座；新病人三级医师查房以汇报分析病历为主， 每周科室主任大查房和每

周康复评价会。

4.临床思维习惯养成：通过指导康复病历书写、问题小结、康复诊疗计划、病历点评会，以呈现汇报病历

和分析点评等为重点内容，培养康复医学专业的临床思维。

S-41

脑瘫基因诊断新进展

陈 翔

温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

陈翔，医学博士，教授，主任医师，硕士生导师，留美学者，温州医科大学康

复医学系主任、儿童康复科主任兼孤独症专科主任。中国医师协会儿童康复医师专

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中国残疾人康复协会脑瘫康复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中国

残疾人康复协会应用行为分析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浙江省康复医学会儿童康复

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宁波卫生职业技术学院康复治疗技术指导委员会主任委员、

温州市儿童康复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1983年7月毕业于衡阳医学院（现南华大

学）医疗系，获医学学士学位，1989年7月毕业于湖南医科大学小儿心血管专业硕

士研究生，获硕士学位，1996年7月毕业于湖南医科大学（现中南大学）湘雅医院

小儿神经学专业博士研究生，获医学博士学位。2005年9月至2006年10月赴美国新泽

西洲医科与牙科大学医学院神经系留学访问。

脑性瘫痪(cerebral palsy, CP)简称脑瘫，是一组持续存在的中枢性运动和姿势发育障碍、活动受限症候群，

这种症候群是由于发育中的胎儿或婴幼儿脑部非进行性损伤所致。其病因复杂，临床表现多样。近些年来随着

分子技术的快速发展和应用，发现了大量与脑瘫相关的易感基因，致病基因和基因组拷贝数变异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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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42

特发性脊柱侧凸康复诊疗新进展

杜 青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新华医院

杜青，主任医师，硕导，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新华医院康复医学科主任，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康复医学系副主任。中华医学会物理医学与康复学分会疗养康

复学组副组长、中国医师协会康复医师学分儿童康复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中国

康复医学会儿童康复专业委员会辅助器具学组组长、上海市康复医学会儿童康复专

业委员会主任委员等。擅长特发性脊柱侧凸、脑瘫、先天性心脏病、罕见病、高危

儿等儿童相关疾病康复诊疗。国内外核心期刊收入论文70余篇，专利6项等。

特发性脊柱侧凸（Idiopathic Scoliosis,  IS）是一种不明原因、脊柱畸形，国际脊

柱侧凸研究学会将其定义为：采用Cobb法测量站立位全脊柱冠状面X线摄片上的脊

柱侧方弯曲，如果Cobb角达到或超过10°，且存在轴向旋转。特发性脊柱侧凸可见于健康儿童，在其任何一个

快速发育的阶段发生进展，与多种因素相关。我国特发性脊柱侧凸患病率约为0.61%~5%。当已发育成熟的患

者脊柱侧凸角度超过“临界值”（Cobb角 为30°）时，其成人期健康风险增加，包括生活质量降低、外观畸

形、可看见的残疾、疼痛和功能受限。根据诊断年龄，特发性脊柱侧凸可分为：婴儿型、少年型和青少年型、

成人型。特发性脊柱侧凸临床诊断需要结合体格检查与X线片检查。X光片检查仍是脊柱侧凸诊断的金标准。

其它检查，如Risser征常用于判断脊柱侧凸患者骨骼生长潜能的指标。IS治疗方法主要包括手术和非手术两大

类，Cobb角＞50°的患者建议进行手术治疗，症状相对较轻或进展风险较小的患者则行非手术治疗。非手术治

疗可分为支具疗法、物理疗法两大类，物理疗法又分为运动疗法、手法治疗、被动牵伸等。在国际上，运动疗

法越来越受到的重视，运动疗法作为单一的保守治疗、支具治疗的辅助治疗、术前康复治疗和术后康复治疗被

广泛应用。由于特发性脊柱侧凸病因未明、病理改变复杂、分类多样，其运动疗法上存在很大差异。

S-43

脑瘫高危儿的早期筛查

吕智海

哈尔滨市儿童医院

吕智海，副主任医师，哈尔滨市儿童医院康复科主任，日本札幌医科大学、韩

国延世大学访问学者，哈尔滨市领军人才梯队儿科康复学科带头人。参编国家卫计

委十二五规划教材《人体发育学》、十三五规划教材《儿童康复学》。学术兼职：

黑龙江省医学会儿科学分会儿童康复学组主任委员、中国残疾人康复协会小儿脑瘫

康复专业委员会委员、中国康复医学会康复评定专业委员会委员/康复治疗专业委员

会康复辅具学组委员。

我国十二省市小儿脑性瘫痪（以下简称脑瘫）流行病学调查结果显示脑瘫发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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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为2.48‰，患病率为2.46‰，由于围产医学的快速发展、环境因素的变化、二胎政策的放开以及出生人口基

数大，脑瘫防治压力增大，脑瘫高危儿的早期筛查和早期干预治疗，对于降低脑瘫发病率、患病率，以及提高

人口素质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对于具有新生儿HIE、早产、颅内出血、窒息、黄疸、感染等脑损伤高危因素，对生长发育尤其是脑组织

的发育可能发生或已经存在神经心理发育障碍潜在危险的脑瘫高危儿要尽早进行神经系统发育监测和筛查。主

要方法和手段有：颅脑MRI、头颅超声检查、脑电图；神经行为检查和发育指标/里程碑评估、.全身运动质量

评估、0～1岁神经运动20项检查、Alberta婴儿运动量表（AIMS）、Peabody运动发育量表（PDMS-2）等。

哈尔滨市儿童医院康复科采取家庭疗育指导、医疗康复等不同形式进行脑瘫高危儿的早期干预，并采取定

期公益家长培训、定期公益讲座的形式指导家庭疗育，取得了良好效果。康复科对502名1～3月脑瘫高危儿进

行家庭疗育指导和定期门诊评估，3个月后对其中199名脑瘫高危儿进行了电话随访，有32人（16.08%）在黑龙

江省各地因脑瘫高危儿、发育迟缓等接受医疗康复，远期预后有待进一步观察。

S-44

老年肌少症的康复策略

牟 翔

空军军医大学西京医院

牟翔，空军军医大学西京医院康复医学与理疗学教研室主任，康复科主任，医

学博士，主任医师、教授，博士生导师。

任全军康复与理疗学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西安医学会物理医学与康复学分会

主任委员、中国老年医学学会康复分会副会长、中国老年保健医学研究会医养康复

分会副会长、中国康复医学会理事会常务理事、中华物理医学与康复医学分会常务

委员；任《中华物理医学与康复杂志》、《中国疗养医学杂志》、《中国康复医学

杂志》和《康复学报》编委。主持863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大项目各1项，国

家自然科学基金3项、全军重点课题3项、全军指令性课题2项，陕西省自然科学基金

2项等科研任务。获军队科技进步一等奖1项，全军优秀电视教材一等奖1项，全军

科技进步三等奖2项；获国家发明专利3项。主编和参编专著20余部。发表SCI及核心期刊论文60余篇。

一、肌少症的定义：肌少症（sarcopenia），又称肌肉衰减征或肌容积减少，是与年龄相关的肌肉质量的减

少，并对机体的力量、代谢率、功能等产生负性的影响，最终导致生活质量的下降。

二、肌少症的影响：跌倒 、骨折、生活质量下降、增加死亡风险

三、发病机制：运动减少、神经-肌肉功能减弱、激素变化、营养因素、其他

四、评估方法：

1.肌量（mass）评估：肌围度测量、肌围度测量、生物电阻抗分析、双能X线吸收仪（DXA）、CT、外周

骨定量CT、MRI

2.肌强度(strength)评估：手部握力方法、膝关节屈伸测试、最大呼气流量

3.日常生活功能评估：简易机体功能评估 （日常步速评估 、站立-行走计时测试 、6分钟步行试验 ）、爬

楼试验、身体活动能力试验、身体机能失能指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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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运动治疗

1.运动处方：个体化、修订调整、以全身耐力为基础、保持安全界限和有效界限

2.处方内容：运动项目、运动强度、运动持续时间、运动中应注意的事项

3.运动强度：阻力训练、耐力训练、按心率确定运动强度

靶心率：通常达最大心率的60%-70%时的心率称为靶心率，它指获得最佳效果并能确保安全的运动心率 

，日本学者称之为“目标心率”。

心率确定运动量的常用方法：⒈按运动后最高心率的百分数：运动后心率﹥136次/min就有过度倾向﹤102

次/min就不可能起到锻炼作用；大运动量：＞80%(136次/min)，中运动量：70%(120次/min)左右，小运动量：＜

60%(102次/min)。

     ⒉按运动后心肌出现缺血变化

     3.按鲁宾逊 Robinson 方法：60%-70%  运动量合适； ﹤40%  运动量偏小。

     4.按心率恢复时间：10-15min运动量合适，﹤3min运动量偏小，﹥15min运动量偏大

4.运动治疗原则 ：经常坚持、循序渐进、个别对待、密切观察

5.运动频度：每周锻炼3-4次是最适宜的频度， 间隔不宜超过3d。

6.一般注意事项：医学检查；贯彻渐进性；掌握自己的活动限度；有规律地锻炼；事先做好准备活动；运

动后调整；起始强度要低，运动持续时间要短；渐进性体力活动：个体化、特制、可承受、有趣；力量训练：

开始时应有专业指导；早期运动计划：先行有氧运动，再行抗阻力活动；增加运动量：逐渐、谨慎。

7.特别注意事项：患慢性疾病老年人，即使无法达到最小体力活动，也应尽可能做可耐受体力活动，避免

静坐少动状态；应尽量超过体力活动最小推荐值，以加强慢性疾病控制；行为策略：社会支持、安全感等；增

强依从性：定期反馈、巩固支持

8.运动处方注意事项：

9.老年人运动处方 ：

训练程序：5-10分钟，低-中强度，有氧+肌耐力；20-60分钟，有氧、抗阻或相关运动；5-10分钟，低-中

等强度，有氧运动+肌耐力；10分钟，热身和整理活动之后

有氧运动：频率，5天/周、中等强度运动或3天/周较大强度运动；强度，0-10分疲劳量表5-6分-中等，7-8

分-较大强度；时间，中等强度，30-60分钟/天较大强度，20-30分钟/天；类型，不能对骨骼施加过大压力步行

是常见方式水上项目/固定功率自行车。

抗阻运动：频率 ，至少2天/周；强度，0-10分疲劳量表、中等强度：5-6分、较大强度：7-8分；类型 ，渐

进式负重运动项目、承受体重的软体操、8-10个大肌群，10-15次/组、蹬爬楼梯练习。

柔韧性训练：频率 ，至少2天/周；强度，0~10分疲劳量表、达到5~6分；类型 ，任何保持或提高柔韧性的

活动、拉伸身体各大肌群、静力性拉伸>振动性牵伸。

平衡练习：神经肌肉控制，平衡感 、灵敏度，本体感觉能力；2-3/周训练，有助减少摔倒。建议 ，双脚站

立→双脚交替站→脚站 ，前后脚交替走路/蹬自行车 ，脚跟站立、足尖站立 ，闭眼站 ，太极 。

营养治疗 ：营养均衡、优质蛋白、不饱和脂肪酸、维生素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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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45

康复医学科参与医养结合型养老机构实践

白定群

重庆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白定群，副主任医师 副教授 硕士生导师

重庆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康复医学科 康复医学教研室主任

中华医学会物理医学与康复学分会 委员

中华医学会物理医学与康复学分会骨科康复学组 副组长

中国医院协会康复医疗机构管理分会委员

中华医学会老年医学分会老年康复学组委员

重庆市康复医学会 副会长

重庆市医学会物理医学与康复学专委会 副主任委员

《中国康复医学杂志》编委

主要研究方向为光动力疗法及康复机器人研发及临床应用

承担国家级、省部级科研课题5项，发表SCI论文十多篇

本讲座首先分析了目前我国医养结合发展的背景和不足，特别是现有的养老模式及不足之处，提出大型公

立医院开办医养结合型养老机构的优势。简要介绍了重医附一院开办的青杠老年护养中心的规划理念、运行模

式，分析该模式的优势及不足的方面；还重点展示了我院医养结合的成效以及康复医学科在其中的角色等一系

列亮点，体现出了大型公立医院开办医养结合养老机构的诸多优势，该养老机构取得的一系列成绩。也为大家

提供了医养结合之路更多可借鉴的思路和方法。

S-46

肌少症的病理生理基础及诊疗进展

袁 华

空军军医大学西京医院

袁华，博士，空军军医大学西京医院康复科副主任，副主任医师、副教授，硕

导。中华医学会物理医学与康复学分会康复治疗学组副组长、全军物理医学与康复

学会常委及秘书长、卫生部脑卒中筛查与防治工程全国中青年专家委员会委员、陕

西省医学会物理医学与康复学分会常委、青年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曾赴日本、美国

留学；主持国家级课题3项、省部级课题4项，发表SCI论文14篇，参编参译专著12

部。获军队科技进步一等奖1项。

肌少症是以肌量减少、肌力下降和肌功能减退为特征的综合征。正常人从30

岁开始肌量每年丢失1％ -2％，到80岁时，30％的肌量已流失。肌少症与年龄、营

养、运动、疾病(如炎症反应、恶性肿瘤及内分泌疾病)等因素有关。肌少症的发病机制涉及多个方面，目前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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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缺乏运动是肌少症的首要危险因素，缺乏体育运动，特别是力量性运动，可能会加快肌少症的进展。激素及

细胞因子失调的联合作用则加剧了老年人肌量和肌强度的损失；蛋白质合成与再生减少、运动单位重塑等都参

与肌少症的发生。肌少症的肌纤维体积和肌纤维数量均下降。由于临床表现没有特异性，肌少症的评估需要客

观测量肌肉力量和肌肉质量。

对肌少症的早期识别和干预是改善预后的关键，运动疗法是肌少症治疗的基石。肌肉阻抗训练及力量训练

均可有效预防并治疗肌少症。对患者营养状态进行评估并制订相应的营养干预计划，是肌少症综合治疗的重要

组成部分，对于蛋白质的具体摄入量、如何保证蛋白质摄入、如何补充营养素和维生素等方面仍存在争议。目

前还没有经过批准针对性用于治疗肌少症的药物。生长激素虽然可以增加肌肉蛋白质合成及肌量，但并不能带

来肌强度和肌肉功能的改善。近年研究较多的还有肌肉生长抑制因子抑制剂。

今后的研究应致力于探索肌少症发病的生物学途径，寻找更有效的诊断标志物。提高患者及护理人员的相

关意识、早期筛查及多学科综合治疗是目前应对肌少症的最佳方案。

S-47

疼痛的警示、管理与挑战

王宁华

北京大学第一医院

王宁华，北京大学第一医院康复医学科主任，主任医师、博士生导师。现担任

中华医学会物理医学与康复分会副主任委员、北京医学会物理医学与康复学分会后

任主任等职务。负责国家科技部、教育部等多项课题。主编专著和教材等22部，以

第一作者和责任作者发表的论著90余篇，参与了20余种书籍的编写。具有3项专利和

1项著作权。现担任《中华物理医学与康复杂志》、《中国康复医学杂志》、《中

国康复理论与实践》编委。

2016年国际疼痛学会将疼痛定义更新为：疼痛是具有感觉、情绪、认知和社会

层面的实际或潜在组织损伤所引起的痛苦体验。疼痛可分为急性疼痛，导致周围性

敏化的病生理改变，以及慢性导致中枢性敏化，包括脊髓节段性敏化。疼痛成为人体第五生命体征，具有生命

活动的警示意义。因此对于疼痛的评估非常重要，采用综合疼痛评定方法，必须是系统的、合适的、有效的，

不仅筛查疼痛的发生、风险和类型，还应包括个体活动水平，以及社会参与水平，另外患者教育背景、对疼痛

的理解等，以及环境的影响均应加以评估。这样的评估是基于功能障碍国际分类（ICF）的框架和理念。消除

疼痛是所有患者的基本权利，基于近10年的国际、国内疼痛指南或专家共识，疼痛管理具有其循证依据。疼痛

的管理重视患者教育和自我管理，多学科参与不仅使用药物、物理因子、手法、心理等治疗方法，个体积极参

与的主动训练更为重要，它是解决和治疗疼痛病因的更好手段，包括矫正训练、柔韧性训练、肌力训练、耐力

训练、核心稳定性训练以及全身训练等。尽管疼痛已被健康界广泛重视，但仍面临挑战，包括如何选择和分辨

患者教育的标准化工具、如何评价疼痛管理的综合性效果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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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48

肌筋膜疼痛触发点可视化治疗

罗 军

南昌大学第二附属医院

罗军，二级教授，博士生导师，现任南昌大学第二附属医院副院长，美国北德

克萨斯州大学访问学者，江西省名中医，江西省百千万工程人选，江西省学术学科

和技术带头人，江西省骨与神经再生工程研究中心主任，中国中西医结合脊柱专业

委员会常委，中华医学会物理医学与康复医学全国委员，江西省医学会物理医学与

康复医学分会主任委员，江西省中西医结合学会脊柱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江西省

运动医学会主任委员。负责在研国家自然基金2项。发表SCI论文7篇（总影响因子接

近20分），在国内核心期刊及其他发表论文34篇，编写专著3部。

肌筋膜疼痛触发点技术作为诊断和治疗骨骼肌疼痛、关节功能受限以及运动损

伤和疲劳的主要手段，其临床应用已经得到广泛应用和普遍认可，并取得了显著性的临床疗效。但寻找肌筋膜

疼痛触发点，准确的定位以及有效灭活疼痛触发点，成为我们当前研究的热点和难点。本报告主要通过超声检

查找到肌筋膜的致密区或者嵌入点，在超声引导下准确定位肌筋膜疼痛触发点，采用刃针、针刀、针灸等中医

微创技术有效清除肌筋膜疼痛触发点病灶，重振筋膜的弹性结构及恢复肌肉的正常张力和局部的力学平衡，达

到治疗肌筋膜疼痛触发点的目的。

S-49

锤子与钉子——疼痛康复临床思辨

顾 新

北京医院

顾新，从事康复医学临床工作30余年，自2000年起任北京医院康复医学科科主

任，自2005年起担任中央保健会诊专家。

学术任职：中华医学会物理医学与康复学分会第九届主委第十一届常委，北京

医学会物理医学与康复学专业委员会第十届主委第十二届副主委，中国康复医学会

理事，中国老年医学学会康复分会会长，中国残疾人康复协会康复技术专业委员会

副主任委员，中国康复医学会远程康复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世界中医药学会联

合会肿瘤康复专业委员会副会长等。

借用一句名人名言：当你手里有一把锤子，你看什么都是钉子。人有思维的惯

性，临床医生也容易随惯性进行熟悉的诊疗流程。

最佳的临床诊疗过程应该是深入地了解患者问题的各个方面，有针对性地选择解决问题的方法。在疼痛的

临床康复中，首先需要辨别患者的疼痛是由于伤害感受器被激活而引起的化学性或力学性疼痛，还是神经病理

性疼痛，还是心理源性疼痛，然后进行有针对性的止痛治疗。如果用锤子和钉子这个比喻，“锤子”握在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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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应该是第一步骤，应该准备好丰富的工具箱，首先认真地研究面对的是不是钉子，是什么？最好的对应工具

是什么？再从工具箱中选取应用。但是临床的场景是复杂的，临床专科是细化的，疼痛不像“钉子”那么一目

了然，解决疼痛的各类工具也不是集中在一个专科。因此更可行的临床路径是在面对患者之前，认真地研究每

个专科手中的“锤子”的特点与边界，遇到问题时就可以简单地二分法，适用或不适用。

治疗疼痛的手法和运动疗法有许多，但其应用的核心治疗要素是力，方法学的差别在于力施加的方式以及

力的方向、强度、时间等参数。因此这些康复治疗方法最直接的适应证就是各种力学性疼痛。如果面对的患者

疼痛的特点是间歇性痛，疼痛程度与姿势、动作有关联，就应该适用。如果面对的患者疼痛的特点为持续性疼

痛、夜间痛明显、疼痛部位红肿热明显等化学性疼痛的主要表现，就不适用。这种临床实践的方法可以比喻为

“手握锤子找钉子”，看准了再砸，而此时钉子的特性和支撑面的特性还决定了锤子施加力度的大小。

总之，只有对疼痛患者进行个体化全面的评估，采用恰当的康复方案，才能达到安全有效的结局。

S-50

肉毒毒素的康复治疗策略

陆 晓

江苏省人民医院（南京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陆晓， 主任医师。南京医科大学康复医学院副院长，康复医学科行政副主任。

中华物理医学与康复学分会心肺组副组长、中国康复医学会重症康复专委会副主

委，江苏省重症康复专委会主委,南京市物理医学与康复学会主委。主持国家重点研

发计划课题“脑卒中康复机器人”（2017），国家十二五科技支撑项目“脑卒中后

痉挛的中医康复临床规范研究”课题分中心负责人，主持3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课题

（面上项目），主持多个省级课题，近五年在各类杂志发表论文20余篇，SCI收录10

余篇。

痉挛是上运动神经元疾病常见的功能障碍，痉挛会严重影响到患者功能障碍的

进展。肉毒毒素注射是解决痉挛尤其是脑损伤痉挛的首选方法。肉毒毒素技术除注射技术重要外，肉毒毒素的

康复治疗策略即肉毒毒素注射的目的，注射的时机，注射的精准性（按肌肉解剖确定注射位点，按运动分析结

果确定注射肌群，引导技术）及注射后的处理（注射肌肉的处理延长肉毒毒素作用时间，相应的注射后训练方

案），这些是作为康复医生在注射前要考量及掌握的重要内容。以获得最佳的注射效果。



专题发言  中华医学会第十九次全国物理医学与康复学学术会议论文汇编

92

S-51

经颅磁刺激在神经病理性疼痛中的应用

袁 华

空军军医大学西京医院

袁华，博士，空军军医大学西京医院康复科副主任，副主任医师、副教授，硕

导。中华医学会物理医学与康复学分会康复治疗学组副组长、全军物理医学与康复

学会常委及秘书长、卫生部脑卒中筛查与防治工程全国中青年专家委员会委员、陕

西省医学会物理医学与康复学分会常委、青年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曾赴日本、美国

留学；主持国家级课题3项、省部级课题4项，发表SCI论文14篇，参编参译专著12

部。获军队科技进步一等奖1项。

神经病理性疼痛是由躯体感觉系统的损害或疾病导致的疼痛。在我国大约有

9000万患者。神经病理性疼痛会严重影响患者生活质量，但发病机制复杂，涉及中

枢敏化和外周敏化等多种途径。目前推荐以药物治疗为首选，适时进行微创或神经调控治疗的综合治疗策略。

但是药物治疗的有效率较低，脊髓电刺激、运动皮层电刺激等有创治疗不仅昂贵，而且存在感染等并发症风

险；神经毁损等技术难以避免对神经的损伤。因此迫切需要探索一种无创的神经调控治疗技术。重复经颅磁刺

激作为一种新兴的无创神经调控技术备受关注。它可以调节皮层神经元兴奋性，引起神经元可塑性改变，影响

疼痛传导通路中的信号传导，很多临床研究显示运动皮层的高频重复经颅磁刺激，对三叉神经痛典型的神经病

理性疼痛有良好的治疗效果，值得进一步深入探索和研究。

S-52

重症康复理论与实践

魏 全

四川大学华西医院

魏全，副教授/副主任医师/博士生导师

临床医学博士、博士后

华西医院康复医学中心副主任

入选四川省“千人计划”

荣获四川大学青年科技人才奖

中华医学会物理医学与康复专委会青年委员会副主委

中国康复医学会重症康复专委会常委

中国康复医学会远程康复专委会常委

四川省医学会物理医学与康复专委会青委副主委

美国Tennessee大学健康科学中心联合培养博士（2010-2011）；美国Tennessee大学健康科学中心和美国

Oklahoma大学健康科学中心博士后（2011-2014）。在国际杂志上发表多篇SCI论文，主持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面上项目等多项课题。临床及研究方向：重症及心肺康复、脊髓损伤康复、颈腰椎病康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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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康复医学的发展，重症患者的康复受到越来越多的重视，本专题报告将简述重症医学的发展、重症康

复医学的发展概况，简述重症康复患者的功能障碍特征；重症康复的循证；重症康复目标、原则以及相关治疗

技术；简述重症康复指南；分享重症康复病例。

S-53

肩峰撞击综合征：病理机制与物理诊疗

郄淑燕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康复医院

 郄淑燕，主任医师、副教授，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康复医院康复诊疗中心主

任，在肌骨疾病、慢性疼痛康复方面具有较丰富的临床经验，参与多项国家和省部

级课题研究工作，获省级科技进步奖两次。主编著作1部，副主编著作2部，参编著

作6部。现任中华医学会物理医学与康复学分会康复治疗学组副组长，中国康复医

学会运动疗法专业委员会委员，北京康复医学会中西医结合康复专业委员会常务委

员，石景山区重点学科学术带头人等。

本专题报告围绕肩峰撞击综合征的物理评估、鉴别诊断及康复治疗方法的选择

开展。并结合临床案例，分析针对撞击征患者的诊断分析及治疗思路。

肩峰撞击综合征是最常见的肩部疼痛之一，是喙肩弓下空间内的组织（冈上肌腱、肱二头肌长头肌腱等）

由于解剖结构原因或动力学原因，受到反复性的不正常压迫和机械性撞击所致。可分为原发性和继发性撞击。

常见原因为解剖结构异常、肩胛肌肉失衡/肩胛动力障碍、肩袖肌肉失衡、肩关节不稳定、颈胸椎疾病等。

Nikolaus等根据临床症状与体征提出五项诊断指标，建议满足其中三项即可考虑诊断：1.肩峰前外缘压痛；2.上

肢外展时疼痛弧征阳性；3.与被动活动相比，肩关节主动活动时疼痛明显；4.Neer撞击试验阳性；5.肩峰骨赘，

肩袖部分撕裂或全层撕裂。肩峰撞击综合征常用的特殊检查包括疼痛弧征：、Neer测试（撞击诱发试验）、

Hawkins-kennedy测试、喙突夹挤测试、空罐试验、肩胛辅助测试、肩胛回缩测试等。

肩峰撞击综合征诊断要点主要为鉴别是原发性或继发性撞击：

结构还是功能原因所致，以及是否存在盂肱关节或肩胛不稳定，是否合并脊柱或神经症状。同时，需要鉴

别是内撞击还是外撞击，并确定其病理分期。其训练策略主要以3M原则开展，在传统物理治疗基础上，以释

放肩峰下空间、稳定肩胛、重建肌肉平衡、改善运动控制和本体感觉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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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54

应用神经生理学的临床实践

江 山

解放军总医院第一附属医院

江山，康复医学科副主任，副主任医师，博士后，硕士研究生导师。现任中华

医学会物理医学与康复分会青年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中华医学会物理医学与康复学

分会神经康复学组委员，北京医学会物理医学与康复分会青年委员，全军理疗与康

复专业委员会委员，中国研究型医院烧创伤修复重建与康复专业委员会委员等多项

社会职务。在神经系统损伤修复、高级神经功能损伤修复等领域有较深的造诣。目

前承担五项国家级及省部级课题，发表论著20余篇，SCI收录6篇，参编专著4部。

神经系统损伤患者的临床表现千变万化，而相应的临床康复方案也各不相同。

应用神经生理学综合了神经生理学、人体运动学，是康复方案制定的理论基础，但

却常常被人们所忽略。了解应用神经生理学的临床实践，能够帮康复医生、康复治疗师更加透彻的理解康复方

案，以及临床推理，因此有重要的实践意义。

S-55

基于近红外线的脑氧检测在脑卒中患者中的应用

王永慧

山东大学

 王永慧，主任医师、博士，硕士研究生导师；山东大学康复医学教研室副主

任；山东大学齐鲁医院康复中心副主任；中华医学会物理医学与康复青年委员会副

主任委员，中国康复医学会康复评定、电诊断专业委员会委员，山东省医学会物理

医学与康复副主任委员、山东省康复医学会康复教育专业分会副主任委员，山东省

康复医学质量控制专家委员会委员兼秘书。擅长神经系统疾病的康复诊断与治疗，

2013至2014年在美国临床学习。承担国家自然基金3项，省自然基金1项，以第一作

者发表20余篇文章，7篇被SCI收录。2014年获评“山东大学齐鲁医院杰出青年”称

号。2017年荣获中国康复医学会首届“优秀康复医师”称号。

近红外光（Near  Infrared，NIR）是波长介于可见光（ⅥS）和中红外光（MIR）之间的电磁波。按ASTM

（美国试验和材料检测协会）定义是指波长在780～2526nm范围内的电磁波。

人体组织中的血氧含量会随人体代谢活动而变化，血氧含量的变化会引起组织光学特性的变化，而某一特

定波段的近红外光对这种变化敏感，因此可以使用近红外光照射人体组织并检测出射光强，在入射光强已知

和出射光强可测的情况下，根据Beer-Lambert 定律，可以计算人体组织中血氧含量的变化情况，实现对人体

组织氧含量的无损实时检测。这就是NIRS（Near-Infrared Spectroscopy）技术的原理。功能性近红外光谱技术

（functional near-infrared spectroscopy ,  fNIRS) ，是一种脑功能成像技术，可用于检测人类脑皮层的功能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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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NIRS技术基于神经血管耦合机制（neural-vascular coupling），通过检测脑组织中的血氧参数来间接得到脑组

织的活跃程度，是一种血氧水平依赖（Blood Oxygen Level Dependent, BOLD）的技术。 fNIRS已广泛应用在医学

研究的不同领域中，在异常脑发育中研究（儿童自闭症、注意力缺陷等）、精神疾病、阿尔茨海默病、中风后

康复等。该专题报告结合本团队所做的fNIRS的临床研究，对脑卒中康复中的应用进行总结和报告。

S-56

干细胞治疗中枢神经系统疾病临床前研究

陈 红

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同济医院

陈红，教育经历：

1994年9月-1999年6月

武汉大学医学院临床医学本科

1999年9月-2002年6月

武汉大学附属人民医院神经病学硕士研究生

2002年9月-2005年6月

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同济医院神经病学博士研究生

2005年9月-2009年11月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同济医院康复医学科讲

师、主治医师

2009年11月-2010年12月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同济医院康复医学科副教授（2009年）、副主任医

师（2010年）

2011年1月-2013年6月美国威斯康辛大学麦迪逊分校博士后

2013年9月-2014年12月美国威斯康辛大学麦迪逊分校访问学者

2015年1月-至今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同济医院副教授，副主任医师

社会任职：

Society for Neuroscience 会员

Internatinal Society for stem cell research 会员

International society of physical and rehabilitation 会员

Journal of clinic endocrinology and metabolism 审稿专家

中华物理医学与康复学杂志审稿专家

Neural Regeneration Research审稿专家

Physiological Reports审稿专家

Scientific Reports审稿专家

Cell Regeneration 编委会成员

中华医学会物理医学与康复学分会青年副主任委员

中国微循环学会神经保护与康复专业委员会青年副主任委员

突出成绩：

主持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科学基金3项，国家科技部重点研发计划“干细胞与转化研究”1项，总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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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费500万，参与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3项。发表SCI包括Cell Stem Cell, Nature Communication, Journal of 

clinic investigation 在内的论文十余篇，总影响因子：114.93

(IF>5 分9篇，其中IF>10分3篇)，文章总引用次数约300余次，其中被Nature Biotechnology、Cell Stem 

Cell、Neuron 等期刊正面引用。这些研究成果在国际领域有较高的影响和知名度。多次应邀参加国际、国

内会议就该领域的内容进行学术交流，2015年受邀为Cell Regeneration 撰写题为“Stem cell therapy for 

amyotrophic lateral sclerosis, 2015, 4 (1): 1-7”的综述。应邀为以色列卫生部的干细胞项目及荷兰基金

Prinses Beatrix Spierfonds。主要研究方向：1.

患者可诱导多潜能干细胞库建立及疾病发病机理研究； 2. hPSC向特定神经元定向分化；3.针对重大疾病

开展细胞替代治疗研究；4.进行干细胞移植治疗的预临床评估及临床评估；5. 康复手段对干细胞移植后效果评

估。

多潜能干细胞在体外可定向诱导为全身的各种组织细胞，为难治性神经系统疾病患者的康复带来了曙光。

我们实验室应用多潜能干细胞技术体外定向诱导分化技术获得了高纯度的GABA神经元前体细胞。移植至大鼠

及灵长类脊髓损伤的模型中，观察其对痉挛及神经病理性疼痛的影响。发现移植后1.5个月，人的脊髓前体细

胞能够在大鼠脊髓存活、分化，并改善大鼠的神经病理性疼痛及痉挛。

S-57

听觉反馈调控发声基频的毕生机制研究

刘 鹏

中山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刘鹏，医学博士，主任医师，博士生导师。从事康复医学医教研工作24年。研

究方向为言语运动神经调控机制研究，重点集中在言语感知与运动调控的发育与老

化的行为学和神经生理学机制。目前主持国家自然基金面上项目2项，近年来，发表

SCI 论文16篇，其中第一作者5篇。

主要社会任职：中华医学会物理医学与康复分会康复评定学组委员，中国康复

医学会康复教育专业委员会常委兼医生教育学组副组长，广东省医学会物理医学与

康复学分会常委等。

作为人类特有的认知运动行为，言语是最主要的交流沟通方式。神经系统疾病

导致的言语障碍是言语康复的重点和难点，但是长期以来缺乏突破性的进展。究其根本，在于言语运动调控的

神经机制至今不甚明了。我们课题围绕这一重要科学问题，利用基于听觉反馈扰动的心理声学方法与基于脑电

/事件相关电位和静息态磁共振成像的多模态神经影像技术，从毕生发展的角度对儿童、年轻成人和老年人利

用听觉反馈调控言语运动的神经机制进行了系统性研究。行为学的研究结果表明，与年轻成人相比，儿童和老

年人面对言语听觉反馈扰动时产生的声学补偿响应幅度显著升高，并且存在明确的年龄阶段性发展和老化特

征。基于脑电/事件相关电位的研究发现，儿童产生言语声学补偿响应时的大脑皮层响应成分主要体现在P1、

N1和P2成分，并且随着年龄的增长和性别的差异发生动态的变化；与年轻成人相比，老年人产生言语声学补

偿响应时的皮层诱发电位P2幅度显著降低、P2潜伏期变成，并且老化效应和性别存在显著性交互作用。在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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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础上，我们以年轻人为对象，结合静息态磁共振成像技术，发现不同个体的大脑结构形态和功能连接特征能

够预测言语运动调控的行为表现和皮层活动，说明个体之间利用听觉反馈调控言语运动的神经行为差异存在明

确的脑结构和功能基础。综上所述，我们的研究在个体和组间水平上揭示了言语运动调控的神经机制随着大脑

的发育、成熟和老化而变化的动态特征，从行为表现和神经活动的角度证实了言语运动调控毕生发展特征，为

从年龄和性别、发育和老化、功能和结构等多个角度开展言语运动障碍的康复治疗提供了立论依据和可行性思

路。

S-58

广西康复专科医院及综合医院康复医学科体系建设

杨建荣

广西壮族自治区江滨医院

杨建荣，主任医师，教授。法国雷恩大学研修肝移植。现任广西壮族自治区人

民医院党委书记。广西医科大学、广西中医药大学硕士研究生导师。中国康复医学

会常务理事、中华医学会物理医学与康复学分会委员、广西康复医学会会长、广西

康复质量控制中心主任、广西医学会物理医学与康复学分会主任委员、广西中西医

学会副会长、广西医师协会血管外科副主任委员、广西医学会普外分会常委、《广

西医学》杂志编委等。2009年获全国卫生应急先进个人、2015年广西先进工作者、

全国五一劳动奖章。是广西肝移植领域的先驱，主持国家级省部级课题并荣获广西

自然科学奖等奖项多项。在担任广西壮族自治区江滨医院院长期间，致力于研究和

推动康复体系化建设，成功建成康复病区专科化、康复治疗专业化、康复护理专科

化的完整康复医学体系，以及康复医技护全方位培训平台，受到中国康复医学会的高度赞赏。

近年来，随着国家健康战略的实施，康复医学在中国蓬勃发展。但由于康复医学起步晚，底子薄，与临床

医学学科发展相比，存在着人才、科研、教学多方面的短板。康复医学如何发展，尤其是康复专科医院和三级

综合医院康复医学科如何定位，以及更好地错位发展，形成相互补充、相互促进的局面，在构建三级康复医疗

体系中有极为重要的意义。

通过对广西康复现状的分析，结合国内外康复体系发展状况和经验，明确提出了三级综合医院康复医学科

在康复诊疗过程中以依托综合医疗实力，致力于疾病早期康复介入；康复专科医院致力于疾病稳定期康复的定

位，以及社区康复服务机构提供居家养老、日间诊疗服务，含照护、院外康复、健康管理等职能， 形成疾病

早期康复—稳定期康复—社区康复为一体的三级康复服务体系。

以广西壮族自治区江滨医院为例，系统阐述了康复专科医院如何凸显专业化、系统化康复治疗的医院特色

发展思路以及在康复亚专业发展、康复治疗专业精准化、康复护理专科化方面的建设经验和成就。

以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医院为例，描述了依托医院综合医疗服务能力，以重症康复、围术期快速康复等为

核心的康复医学科发展方向。在提高疗效、缩短平均住院日、减少并发症等方面获得良好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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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59

临床康复学科信息化管理流程的开发与应用

江钟立

江苏省人民医院（南京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江钟立，1981年江苏大学医学部毕业，1993-1999年日本东北大学医学博士毕

业，2000-2002年南京医科大学临床医学博士后流动站，2004-2005年日本东北大

学脑高级功能障碍研究室高访学者。现任中国康复医学会康复医学教育专委会副主

委，中国医师协会康复医师分会常委、江苏省医学会物理医学与康复分会主委、江

苏省医师协会康复医师分会主委、江苏省康复医学教育专委会主委、江苏省康复医

学会副会长等职。长期从事慢病和脑高级功能障碍康复技术研究，主持多项国家和

省部级科研项目并获奖项。

随着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和国家卫生工作发展战略的重视，康复医学得到快速

发展，怎样实现规范管理和持续改进，已经成为亟待解决的问题。设计以《国际功能、残疾和健康分类》为框

架，贯穿于整个康复评估和治疗体系的康复医疗信息化管理平台显得至关重要。

通过分析康复专科业务的方法论特点和逻辑特征，提出康复信息化的基本原则。在此基础上，采用ASP.

NET、Javascript、Css和HTML技术，开发康复信息化平台。通过在综合医院康复医学科的实际应用，对平台及其

业务模式进行验证。

经过一年的实际运行，所建平台全面嵌入康复业务流程，实现治疗方案ICF框架化、日程安排无纸化、治

疗记录数字化和设备维护自动化，并初步在教学和科研方向实现平台模块延伸。

康复医学的业务活动，是在康复医生主导下的团队活动。ICF条目可视为从“康复目标”到“治疗方案”之

间的桥梁，ICF评估实际上就变成“由各个亚专业汇总评估信息来协作完成总体评定”。本研究在业务系统中，

根据WHO发布的核心和综合核心组合，动态分发ICF条目给不同的亚专业，系统能够汇总信息用于团队查房和

决策，实现高效查房。在现代信息技术发展之下，可以实时生成一系列记录的汇总，包括计划制定、修改、实

施、核对和备注等业务行为的实时记录内容，从而把治疗师和医生解放出来，使之专注于“判断决策”和“实

施干预”。在RIS支持下，通过日程实施过程中监管设备和采集动态数据，还可以实现“评治一体”模式，将平

时成绩记录转变为动态评估数据，指导治疗方案的调整和实施。综上，在ICF框架指导下，采用信息化手段可以

重整康复业务流程，清晰展示业务计划和实施数据，实现康复业务管理的持续改进。

ICF为核心的康复信息化平台可以实现综合医院康复医学科的医疗、教学和科研管理一体化，并且可对专

业服务实现持续记录、追踪和改进，提供远程康复医疗同质化服务，具有优化康复服务，升级行业生态的远景

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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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60

康复医学科建设与管理基本思维模式

何成奇

四川大学华西医院

何成奇，主任医师/教授/医学博士/博导。

四川大学华西医院一级专家；四川省卫计委首席专家，香港理工大学荣誉教

授，四川大学-香港1994.9-1997.7福建中医学院攻读硕士研究生；1997.8-2000.1

华西医科大学康复医学科住院总、主治医师；1999.4-7月美国Lomalinda大学访问学

者；2000.9-2003.6四川大学华西临床医学院外科学/骨科攻读博士学位。先后担任中

国康复医学会第五届运动疗法专委会主委，中华医学会物理医学与康复专委会候任

主委，四川省学术技术带头人。先后获得华夏医学科技一等奖，教育部科技进步二

等奖、中国科协优秀科技工作者、中国医师协会医师奖及中国宝钢优秀教师奖。

康复医学科

建设的基础是硬件

建设的重点是软件

要引领区域靠体系

如何做到可持续发展？

康复医学科管理的关键是什么？

康复医学科如何凝聚医师、治疗师及护士的精气神

康复医学科如何创新驱动？

……让我们共同探索 欢迎老师们参加……

S-61

综合医院重症早期康复如何落地

李红玲

河北医科大学第二医院

李红玲，主任医师，二级教授，医学博士，硕导。现任河北医科大学第二医院

康复医学二科主任。中华医学会物理医学与康复学分会常委；河北省医学会物理医

学与康复学分会主委；中华医学会高压氧医学分会委员，脑复苏学组副组长；第一

届中国神经科学学会意识与意识障碍分会委员等。《中华物理医学与康复杂志》

《中国康复医学杂志》《中国康复》《脑与神经杂志》《河北医科大学学报》编

委。专业研究方向为神经康复、早期康复和重症康复。

基本概念：ICU的英文全称是Intensive Care Unit，中文名称为重症监护室、重症

监护病房、加强治疗病房等。ICU的特点是患者病情危重，医疗设备高端、贵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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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护人员专业性强，处理危急重症的能力强，整合了麻醉、内科（呼吸科、心内科、神经内科、肾内科）、外

科、护理等多个专业的高端技术。

国内外早期康复现状：国外很早就提出早期康复的概念，如骨折早期康复（1963年美国）、心肺疾病早期

康复(1975年美国)、脑卒中的早期康复（1984年加拿大），甚至将其纳入立法（2001年德国）。我国早期康复

开展的较晚，如三级康复服务体系的建立（2011年）、综合医院康复医学科的职责（2012年）、9种常见疾病

早期康复诊疗原则（2013年）等。

重症早期康复及国内外现状：重症早期康复是指在ICU患者血流稳定及血氧水平允许、生命体征稳定的情

况下，以改善患者功能障碍为核心，最大限度维持和改善患者重症期间的功能。近年，国外针对重症早期康复

的作用疗效、安全性、有效性、介入时间、常用技术和康复优先顺序进行了不少研究。而我国在这方面的工作

开展及研究尚少，本讲座将结合我院（三级综合医院）重症患者（脑外伤、脑卒中、脑炎、心肺复苏术后、缺

血缺氧性性脑病、人工肺等）进行早期康复评定（床边脑电图、诱发电位、膈肌超声等）和治疗（高压氧、经

颅直流电刺激、正中神经电刺激、膈肌起搏器、吞咽治疗、上下肢主被动训练、电刺激、手法等）的一些实际

经验和大家一起交流。

S-62

重症康复中的内脏康复需求

万春晓

天津医科大学总医院

万春晓，康复医学博士，博士后。加拿大Mcgill University高级访问学者，美国

马里兰大学国际培训学者。

担任中国康复医学会重症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中华物理与康复医学分会青

委、教育组副组长，中国老年医学会理事、非公立医院协会康复专业委员会常委、

国家脑卒中筛查与防治工程专家、中华医学会心血管专业委员会心脏康复组委员，

天津医师协会康复医师分会副会长，天津康复医学会常务理事、天津康复医学会心

血管病专委会副主委。

在国内率先运行了康复ICU病房，开展急危重症的的神经康复，参与编写了二个

神经重症康复的指南。

承担国家科技部重大研发项目2项，省部级课题2项，局级课题多项，获得省级新技术引进二等奖2项及市

级科技进步三等奖1项。

本专题讲述内脏康复在重症康复中的实用性和地位，拓宽康复前沿范畴。早期重症康复是康复领域的最新

模式，天津医科大学总医院康复医学科开设康复ICU，进行重症患者内脏康复诊疗及流程的探索和实践，针对

内脏康复的需求通过不同的康复治疗措施，促进康复疗效，缩短住院时间。内脏康复规范评定和管理对患者功

能的改善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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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识障碍患者的促醒治疗

吴军发

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

吴军发，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康复医学科副主任医师，康复医学与理疗学博

士。中华医学会物理医学与康复学会青年委员，中华医学会物理医学与康复学会言

语语言康复学组副组长，中国康复医学会重症康复委员会常务委员，中国研究型医

院学会神经外科学专业委员会意识障碍学组委员，上海市医学会物理医学与康复专

业青年委员会副主任委员。

擅长利用脑损伤后功能重建理论为脑损伤后严重意识障碍（植物状态、微弱意

识状态、意志缺乏症、缄默状态等）、运动障碍、言语障碍、吞咽障碍及认知障碍

患者提供个体化、精细化的康复治疗，同时能熟练地将肉毒毒素注射、经颅磁电刺

激等现代康复治疗技术用于各种原因所致脑损伤的康复治疗。

一、概述（意识障碍的分类）

1.  意识的含义：包括觉醒和知觉，觉醒和知觉之间的关系

2.  植物状态：定义（植物状态是由各种病因引起的严重脑损伤后有觉醒但无觉知的状态）、诊断、相关

进展、自己的临床体会

3.  微弱意识状态：定义、诊断、相关进展、自己的临床体会

4.  闭锁状态：定义、诊断、相关进展、自己的临床体会

5.  缄默：定义、诊断、相关进展、自己的临床体会

6.  其他情况

二、康复评定方法

1. 临床诊断方法的介绍，重点要关注患者的病史和目前康复评定结果。

2. 康复评定：重点介绍改良昏迷恢复量表、神经电生理和神经影像学评定方法，其中神经电生理会介绍到

体感诱发电位、听觉诱发电位、事件相关电位、TMS-EEG等，神经影像学评定会介绍目前相关进展。

三、常用的康复治疗方法（感觉刺激、物理疗法和神经调控方法）

1.  感觉刺激包括声、光、电、嗅觉、针灸等

2.  物理治疗包括各种常规康复训练

3.  神经调控包括药物调控、有创磁电调控和无创磁电调控，及当前最新研究进展。

四、意识障碍康复治疗过程中需要注意的常见问题处理（特殊问题和少见问题）

1. 意识障碍的康复治疗策略

2. 肺部感染的康复治疗

3. 痉挛状态与意识障碍的关系

4. 营养不良在意识障碍恢复中的意义

五、病例介绍

1.  植物状态病例介绍

2.  微弱意识状态病例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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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64

Introduction of lung transplantation rehabilitation

Matthew N. Bartels

Albert Einstein College of Medicine

Matthew N. Bartels, MD, MPH Professor and Chairman of Rehabilitation Medicine 

Albert Einstein College of Medicine Chairman, Department of Rehabilitation Medicine 

Montefiore Medical Center “Current Progress in Cardiac Rehabilitation”

美国蒙特菲尔（Montefiore）医疗中心康复医学部门主席 国际物理和康复学会

会议心脏康复专题特邀讲师 国际心肺移植学会、欧洲呼吸学会、美国物理医学和康

复学会等学会会员 哥伦比亚老年医学中心内科领域以及物理医学与康复领域认证专

家 在2012~2017年间，连续6年被评为“纽约超级医生” 2013年第75次AAPMR会议

上，被授予美国物理医学和康复学员医疗康复理事会服务奖 发表论文、摘要以及其

他出版物180余篇，发表视听、媒体出版物十余种，在国家以及国际会议中发表演

讲百余次 美国蒙特菲尔（Montefiore）医疗中心康复医学部门主席 国际物理和康复学会会议心脏康复专题特

邀讲师 国际心肺移植学会、欧洲呼吸学会、美国物理医学和康复学会等学会会员 哥伦比亚老年医学中心内科

领域以及物理医学与康复领域认证专家 在2012~2017年间，连续6年被评为“纽约超级医生” 2013年第75次

AAPMR会议上，被授予美国物理医学和康复学员医疗康复理事会服务奖 发表论文、摘要以及其他出版物180余

篇，发表视听、媒体出版物十余种，在国家以及国际会议中发表演讲百余次。

Lung transplantation was the last solid organ transplant to achieve major acceptance and success� Among the 

challenges in this population was the techniques of lung transplant and the high rate of rejection� Additionally, these 

are patients who often have severe debility pre transplant and post transplant are on some of the highest dosages of 

anti rejection medications� This creates a population of patients who have severe pre and post operative debility and 

often face challenging issues in rehabilitation. This lecture will look at the issues of mobilization and exercise in lung 

transplant patients. with a focus on early ICU mobilization, maintaining viability in the pre transplant period and 

then restoring function in the perioperative and post operative periods� A special emphasis will be placed on early 

mobilization principles as well as interventions to counteract the effects of the post transplant medical regim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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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康”联手，实现双赢——心内与康复结合的心脏康复模式

刘遂心

中南大学湘雅医院

刘遂心，心血管内科学教授，康复医学博士生导师。现任中南大学湘雅医院康

复科主任，“中华医学会物理医学与康复学会”心肺康复学组组长、 “中国康复

医学会心血管病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中国医师协会康复医师分会”常委、

“中国老年医学会康复分会“副会长，“湖南省康复医学会心血管病康复专业委员

会”主任委员、“湖南省健康管理学会心血管健康促进与康复专业委员会”主任委

员，《中华心血管病杂志》、《中华物理医学与康复杂志》、《中国康复医学杂

志》等杂志编委、国家973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评审专家。

从事心血管内科临床工作17年，2000年转攻心血管病康复，积累了比较丰富的

临床经验，在心脏康复方面在全国处于领先地位。2008年赴美国耶鲁大学访问、交

流2年，带回了先进的心脏康复理论与技术。回国后结合我国国情创造性的开展了一系列心脏康复工作，并作

为主要执笔人参与撰写了《冠心病康复与二级预防中国专家共识》 及《在心血管科就诊患者的心理处方中国

专家共识》等多部共识，为我心脏康复事业的发展作出了一定的贡献。

心脏康复已经成为备受关注的学科，发展前景看好，学科推广日益加速。如何把心脏康复做实、落地，是

我们共同面临的问题。在我国已有多种心脏康复模式，如在综合医院心内科、心血管病研究所、老年医学科、

康复科开展心脏康复工作，另有心血管病专科医院、中医院、疗养院等模式，各种模式各有优劣势。值得一提

的是心内科联合康复科的院内合作模式在多家医院实践，凸显了强强联合。

心内科和康复科开展心脏康复各有优势。心内科病人来源多、康复中能很好掌控患者风险，但受限于临床

工作量大、没有更多的时间管理患者及缺乏康复技术；康复科具备康复知识与技术、需要拓展康复领域，却受

限于心内科知识相对缺乏，难以掌控康复中的风险。两科联手实现了优劣势互补。

湘雅医院心脏康复采用的是三级综合医院中建立心脏康复中心，该中心于2000年由心内科牵头独立运行，

2002年与康复科合并，即心脏康复中心团队与大康复团队（神经康复、肌骨康复、疼痛康复）融合。当时我

院的心脏康复刚刚起步，康复科在我院地位低，科室总人数13人，收入水平全院倒数第二。经过18年的不懈努

力，形成了一支高学历、多专业、敢于拼搏、团结进取的团队（科室现共71人，其中医生18人，治疗师40人，

护士10人，来自康复、心内、神内、骨科、中医、运动医学等专业背景，治疗师中硕士以上学历达50%），康

复的临床水平明显提升，同时带动了科研发展，团队连续3年获国家自然基金资助；心脏康复实力在全国处于

领先地位，学科整体实力快速发展，连续3年康复科进入中国医院最佳专科声誉排行榜。我们的体会是：康复

科中建立心脏康复中心的模式具有独特的优势，促进了亚专业的融合，实现了资源共享、技术互补、相互促

进、共同发展的目的。

“心”“康”联手开展心脏康复的模式值得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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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66

有氧训练精准处方的设定

陆 晓

江苏省人民医院（南京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陆晓， 主任医师。南京医科大学康复医学院副院长，康复医学科行政副主任。

中华物理医学与康复学分会心肺组副组长、中国康复医学会重症康复专委会副主

委，江苏省重症康复专委会主委,南京市物理医学与康复学会主委。主持国家重点研

发计划课题“脑卒中康复机器人”（2017），国家十二五科技支撑项目“脑卒中后

痉挛的中医康复临床规范研究”课题分中心负责人，主持3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课题

（面上项目），主持多个省级课题，近五年在各类杂志发表论文20余篇，SCI收录10

余篇。

冠心病康复有氧训练是基础。有氧训练个体化的训练处方的设定是最核心的内

容。有氧训练处方包括运动方式，运动强度，运动时间，运动频率等。其中运动强度及运动时间是最重要的内

容。运动处方的精准设定主要是进行运动强度及运动时间的精准计算。运动强度的计算包括根据最大心率，最

大吸氧量，最大METs等计算运动强度。运动时间的计算要依据每周运动总量，运动强度等依据公式计算出每

种运动方式的运动时间。总之，运动处方的精准设定可以使患者的训练达到最大的有效性及安性性。

S-67

康复医学科在盆底功能障碍性疾病康复中面临的机遇和挑战

李建华

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邵逸夫医院

李建华，浙江大学在职博士，现任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邵逸夫医院康复医学中

心主任，从事康复医学临床工作25年，擅长神经系统疾病康复、骨与关节损伤康

复，尤其是在疾病肌肉痉挛诊治、盆底功能性障碍疾病康复诊治方面有深入研究，

先后获得省部级科研课题10余项，国内核心期刊发表学术论文50余篇，其中SCI文章

6篇，主编或参编康复医学教材10余本。兼任中华医学会物理医学与康复学分会常

委、中国医师协会康复医师分会常委、中国国际医疗保健促进会康复医学分会副主

任委员兼盆底障碍康复学组组长、浙江省医学会物理医学与康复分会主任委员兼盆

底障碍康复学组组长、浙江省医师协会康复医师分会副会长、《中华物理医学与康

复杂志》编委、《中国康复医学杂志》编委、《中国运动医学杂志》编委。

盆底功能障碍性疾病是一种因盆底支持结缔组织薄弱引起的盆底器官解剖结构及位置改变造成的疾病，包

括盆腔脏器脱垂、压力性尿失禁和生殖道瘘，主要表现为子宫脱垂、阴道前（后）壁膨出、压力性尿失禁、尿

瘘、粪瘘和性功能障碍等。该疾病涵盖的临床科室包括了妇产科、泌尿科、肛肠科、康复科等，患者虽然不会

因此而面临巨大的生命威胁，但由于疾病性质的特殊性，患者常承受着巨大的心理负担，严重影响了日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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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盆底功能障碍性疾病的康复治疗最早是在我国妇产科界开展的，妇产科引领了整个国内盆底康复的方向和

实施了部分技术推广，泌尿科和康复科也开始逐步介入开展，然而从该病目前采用的康复技术手段来看主要还

是康复医学专业中的“声、光、热、磁治疗技术和运动治疗技术”，一方面由于专科研究方向原因，妇产科界

的康复治疗受到了技术上的限制，导致部分患者的治疗效果不佳，另一方面由于该类患者的首诊大多数在妇产

科、泌尿科和肛肠科，因此对于康复科开展该疾病康复治疗具有一定的局限性。本专题详细分析了临床相关学

科开展盆底功能障碍性疾病康复的优势和劣势，提出了多学科联合康复治疗的理念，尤其对于康复医学科开展

该疾病治疗的困难和优势进行了详细的分析和讨论，对于国内康复医学界开展盆底康复具有一定的借鉴作用。

S-68

宫颈癌术后排尿障碍的康复

李旭红

中南大学湘雅三医院

李旭红，临床医学博士，现任中华医学会全国物理医学与康复学会青年委员；

中国医师协会全国物理医学与康复学会委员；湖南省盆底康复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

员。开展在医院、社区、养老院、网络平台等多种形式的盆底功能障碍疾病的健康

宣教。组织盆底康复专业领域全国性学术会议及国家级培训班多次，为盆底功能障

碍的防治培训师资人才。发表学术论文20余篇，发明专利二项。主编《图说尿失禁

康复》，已见样刊。参编国内首部《盆底康复》教材。

宫颈癌患者常规行子宫广泛切除加盆腔淋巴结清扫术，术后均有不同程度的膀

胱功能障碍，术后尿潴留发生率达50%。术后尿潴留是指膀胱内充满尿液但不能自

行排出，或者是不能有效自行排空膀胱而残余尿量大于100ml，是宫颈癌术后常见并发症，可导致膀胱过度膨

胀和永久的逼尿肌损伤，而通过留置尿管预防尿潴留，会给病人带来痛苦和不便，增加尿路感染的机会，且可

延长住院日，增加病人费用。

宫颈癌术后尿潴留的原因多样，与护理操作、手术范围、麻醉、药物、心理等多原因相关，病程长短不 

一，少数患者遗留慢性尿潴留，拔管困难。也有部分术前有盆底功能障碍的患者，术后有继续漏尿或加重倾

向。本报告将从宫颈癌排尿障碍的类型、原因、手术方式、手术范围以及其对排尿功能的影响与康复治疗做一

个全面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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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69

无创盆底康复治疗创新-贇式盆底优化训练疗法的临床应用

王阳贇

复旦大学附属上海市第五人民医院

王阳贇，盆底疾病诊疗中心岗位负责人,中华医学会泌尿外科分会尿控学组青委,

中国老年医学会妇科分会盆底学组委员,上海医学会男科分会学组委员,上海盆底疾病

诊治南联盟秘书,上海市巾帼建功标兵,复旦大学十大优秀青年医师，国际及全国发明

展览会金奖获得者。

盆底功能障碍，如尿失禁、膀胱过度活动症、盆底器官脱垂、性功能障碍等是

临床常见且困扰女性的泌尿生殖系统良性疾病之一，作为不致命的“癌”，它严重

影响着女性的生活质量。盆底功能障碍可降低女性性欲、性满意度等，导致女性性

功能障碍，从而引起心情沮丧和焦虑，越来越多的患者深受其害。随着医学的进

步，在保证疗效情况下的无创治疗成为医学的发展趋势。

盆底功能障碍的一线治疗方法为行为治疗。其中，盆底肌训练是除了改善生活方式外的重要而有效的无创

治疗方法。传统盆底肌训练因其枯燥、单调，难以让患者坚持治疗。所以，应用一种安全有效、低失访率且耐

受性良好的新型胯部—盆底功能重建训练成为我们专业的方向。本研究凭借人员储备优势与特长，将专业、科

学的盆底肌训练融入时尚、性感的舞蹈。东方舞是一种专为女性量身定做的中东性感舞蹈，主要锻炼胯部、盆

底、会阴、腰腹、胸部及手臂。它不仅可阻断盆底功能障碍患者相关精神因素的恶性循环，减轻焦愁情绪，且

能提高盆底肌肉的协调性。

我们认为：通过不断鼓励、指导加强行为治疗，增进医患沟通，全方位改变患者错误的认知，可进一步增

强疗效，在盆底功能障碍性疾病及性功能障碍性疾病诊疗中发挥不可或缺的作用。临床医学与艺术融合的优化

治疗在医学领域有广阔的应用研究空间。

S-70

电针技术在盆底功能障碍性疾病中的临床应用

吕婷婷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仁济医院南院

吕婷婷，博士，毕业于上海中医药大学，

现任上海交通大学附属仁济医院尿失禁及盆底重建诊治中心盆底康复项目负责

人

北美国际尿失禁及盆底手术培训中心秘书

国际盆底障碍康复培训班专家组成员

上海电生理与康复技术创新战略联盟盆底疾病专家组成员

长期从事电针治疗盆底功能障碍性疾病的临床研究，发表学术论文18篇，在国

际泌尿学领域J Urology、Urology等著名杂志上发表SCI收录论文5篇。参与国家自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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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基金、上海市科委等课题5项。

电针阴部神经刺激疗法是将现代神经肌肉解剖学、电生理学与传统中医针灸学理论相结合，综合盆底肌锻

炼、骶神经刺激和生物反馈电刺激等疗法的优点，结合中医长针深刺技术，发展而成。

电针阴部神经刺激疗法（即“骶四针”），根据阴部神经走向，选择尾骶部四个针刺点，运用长针深刺技

术，采用特殊针刺方法（针尖向特定方向）使针尖抵达阴部神经干及其会阴分支并加以电刺激，直接兴奋阴部

神经，使刺激感应持续抵达尿道及其周围，诱发盆底肌（包括尿道括约肌）收缩，出现“以尿道为中心的盆底

肌肉收缩”的感觉，从而代替主动盆底肌锻炼，实现被动、精确盆底肌锻炼的目的，增强盆底肌肉力量，改善

神经肌肉功能。同时该疗法实现了对阴部神经的直接电刺激，使刺激传入排尿及排便中枢，抑制中枢功能亢进

和逼尿肌无抑制性收缩，抑制疼痛感觉神经传导，从而缓解疼痛症状，进一步改善控尿控便能力。其疗效较普

通针刺及电刺激生物反馈等间接神经刺激更优。

通过超声盆底肌肉运动、阴道内压力和盆底表面肌电的同步检测，我们也已证实电针阴部神经刺激疗法确

实能收缩盆底肌，直接诱发盆底肌被动收缩。同时通过影像学及人体解剖学我们也证实针刺的位置的确是在阴

部神经附近。

本疗法机理明确、在盆底功能障碍性疾病如：产后盆底功能障碍、尿失禁、盆底疼痛综合征、盆底脏器脱

垂、膀胱过度活动综合征、性功能障碍、排尿困难、排便障碍和神经源性膀胱（外伤及术后继发的排尿障碍）

等疾病中疗效显著，

该疗法在盆底功能障碍性疾病中实现了“精准医疗”，其临床研究结果已发表学术论文18篇，在国际泌尿

学领域J Urology、Urology等著名杂志上发表SCI收录论文5篇，获得上海市科委课题资助5项；获第五届上海市中

西医结合科学技术奖二等奖，并被评为中医适宜技术向全国推广项目。

S-71

间歇性置管技术在吞咽障碍病人中的应用

庞 灵

吉林大学第三医院(中日联谊医院）

庞灵，硕士

社会任职：

中国康复医学会康复护理专业委员会 副主任委员

中国康复医学会吞咽障碍康复专业委员会 副主任委员

吉林省护理学会护理分会 主任委员

吉林省康复医学会 常务理事兼副秘书长

中国康复医学会康复护理专科护士培训基地 负责人

在省内率先开展了关于神经源性膀胱的规范化管理、采用导管球囊扩张术治疗

吞咽功能障碍的病人、将间歇性管饲技术广泛地应用于吞咽障碍的病人。

发表国家级核心期刊论文20余篇，参编著作4部，省级课题5项,获得国家实用型专利1项。

临床上对于存在吞咽功能障碍的患者，为了供给足够的水分与营养、防止误吸等并发症，常常超推荐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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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置胃管，基本是采用长期留置鼻胃管、定期更换这种折中的方法来为患者补充日常所需营养。众所周知，经

鼻插管的过程中往往存在患者不配合导致插管困难，胃管留置期间患者因为不适而出现频繁拔管的现象，而且

在长期留置胃管会出现鼻咽食道黏膜受损、影响吞咽动作、胃食管返流、不同程度的喷门肌肉松弛、胃肠蠕动

减慢等并发症，不同程度影响了病人的康复效果。

间歇口-胃管营养法，即进食前将胃管（扩张管）经口腔插入胃（食管）内，经管将营养丰富的的流质饮

食、水与药物注入胃内，注入完毕随即拔管的营养供给法。适应症：1中枢神经系统疾病导致吞咽障碍者；2头

颈部肿瘤放疗或手术前后吞咽困难者；3老年器官衰退相关的吞咽困难者；4吞咽功能障碍行器官切开、气管插

管或机械通气辅助呼吸需长时间营养支持者；5吞咽功能正常，但摄入不足，如烧伤、厌食症；6婴幼儿喂养困

难；7认知障碍或意识障碍相关的吞咽困难者；8所有吞咽障碍患者的终末期。间歇口-胃管插管经口腔插管，

无痛苦，无鼻腔刺激，患者只要配合吞咽动作即可顺利插管，插管过程中刺激到舌根部、诱发吞咽反射、促

进吼上抬，因此也起到了吞咽训练的目的，而且间歇性插管符合生理规律，每次经胃管注食不受200ml（留置

胃管患者每次注食不超过200ml）的限制，注食完毕随即拔管，不影响其他功能训练，面部美观，患者也容易

接受。我科开展间歇口-胃管营养法以来，已为多例患者患者解决了吞咽和营养的问题，积累了丰富的临床经

验。

S-72

高压氧舱内、外康复护理管理

李红玲

河北医科大学第二医院

李红玲，主任医师，二级教授，医学博士，硕导。现任河北医科大学第二医院

康复医学二科主任。中华医学会物理医学与康复学分会常委；河北省医学会物理医

学与康复学分会主委；中华医学会高压氧医学分会委员，脑复苏学组副组长；第一

届中国神经科学学会意识与意识障碍分会委员等。《中华物理医学与康复杂志》

《中国康复医学杂志》《中国康复》《脑与神经杂志》《河北医科大学学报》编

委。专业研究方向为神经康复、早期康复和重症康复。

高压氧疗法：是指机体处于高气压（大于一个标准大气压）环境中呼吸与环境

等压的高压纯氧或高压混合氧（97%O2+>3%CO2）以达到治疗各种疾病的方法。

高压氧治疗的基本原理：①增加血氧含量，提高血氧分压； ②增加血氧弥散量，提高组织氧储量；③促进

侧支循环的生成；④消除体内气泡的栓塞；⑤抑制厌氧菌生长；⑥对放化疗的增敏作用；⑦减少L-型钙通道开

放降低细胞内浓度；⑧促进神经再生；⑨对免疫功能的双向调节作用。

高压氧舱是为高压氧治疗提供压力环境的特殊设备。氧舱设备的高压密闭环境是保证患者有效吸氧的基本

条件。根据舱内充注的介质不同分为空气加压舱和氧气加压舱。同时，高压氧治疗期间，由于舱内气压变化，

对舱内的护理技术操作也有特别要求。因此，高压氧舱内、外康复护理安全非常重要。

首先就高压氧治疗过程中不同阶段（加压、稳压、减压）安全教育和注意事项进行简单介绍。之后围绕舱

内抢救治疗用药品、物品及医疗器材的准备、检查、操作（如开启安瓿；静脉输液；负压吸引器的使用；病人

所带导管的管理；采血；呼吸器；心电监护、舱内中正神经电刺激使用等）要点进行说明；最后结合临床和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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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分享交流常见病症，如缺氧、意识障碍、认知障碍、脑水肿、高颅压、营养障碍、二便异常、吞咽障碍、失

语症、运动障碍、褥疮等高压氧治疗时，高压氧护理人员（在进舱前和舱内治疗）和康复护理人员（在进舱前

和出舱后）应进行的护理内容及注意事项。

S-73

Lymphedma Management at a Glance

Linda Lian

Clinical Occupational Therapy at the University of Southern California in the United States

Linda Liang is an Associate Professor of Clinical Occupational Therapy at the 
University of Southern California in the United States. She is a Mentor of Doctors 
and Post-Doctors （博士生及博士后导师）. Her specialty certifications include 
Special Certification in Low Vision, Certified Lymphedema Therapist, Neuro-Dynamic 
Therapy Certificate/Advanced, Hand Therapy Certificate, Executive Certificate in Home 
Modification and Medical Billing and Coding. Linda’s areas of clinical expertise also 
include but are not limited to: Homonymous Hemianopsia intervention with a novel 
computer program, neurological facilitation for non-function UE from stroke, frozen 
shoulder intervention, vestibular dysfunction intervention, and OT cancer prevention 
and intervention. Liang’s recent publications involve “A novel treatment program for 

the management of acute male genital edema/lymphedema” and “A novel approach to reducing hand tremor: beyond 
weighted equipment”. She has had developed Low Vision Program, Normal Pressure Hydrocephalus Program and 
Genital Edema/lymphedema Management Program at the Keck Medical Center of USC. She has also trained doctoral 
fellowship in multiple areas.

Lung transplantation was the last solid organ transplant to achieve major acceptance and success� Among the 
challenges in this population was the techniques of lung transplant and the high rate of rejection� Additionally, these 
are patients who often have severe debility pre transplant and post transplant are on some of the highest dosages of 
anti rejection medications� This creates a population of patients who have severe pre and post operative debility and 
often face challenging issues in rehabilitation. This lecture will look at the issues of mobilization and exercise in lung 
transplant patients. with a focus on early ICU mobilization, maintaining viability in the pre transplant period and 
then restoring function in the perioperative and post operative periods� A special emphasis will be placed on early 
mobilization principles as well as interventions to counteract the effects of the post transplant medical regim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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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74

康复医学在肿瘤姑息治疗中的作用

于 雁

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第三医院

于雁，1989年8月毕业于哈尔滨医科大学，为肿瘤学博士生导师，从事化

疗专业多年，曾经在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医院肿瘤内科、广东省人民

医院肿瘤中心参观学习。2006年到美国匹兹堡大学医学中心学习。

中国抗癌协会肺癌专业委员会内科学组 委员

中国临床肿瘤学会肿瘤支持与康复治疗委员会 常委

中国抗癌协会癌症康复与姑息治疗委员会 委员

中华医学保健促进会癌症姑息治疗专业委员会 委员

中国医疗保健国际交流促进会肿瘤内科分会 委员

黑龙江省医学会癌症姑息息治疗委员会 主任委员

黑龙江省抗癌协会癌症康复与姑息治疗专业委员会 主任委员

伴随肿瘤发病率的攀升，肿瘤成为导致姑息治疗需求增加的主要因素。2017年WHO公布的姑息治疗的10个

事实也印证了这一点。

本次专题报告从姑息领域三大热点名词即支持治疗、姑息治疗、临终关怀概念和框架入手，理清支

持治疗、姑息治疗、临终关怀的内涵及外延。关于姑息治疗，国际上有不同的表述方法，如支持治疗

（supportivecare），姑息治疗（palliative care），还有临终关怀治疗等。在发表的不同的文章中，其每个用词

的内涵和外延也有差异。2018年ESMO指南发表了肿瘤支持/姑息治疗意见书，提出了“patient-centredcare”理

念，以及相关的系统评估干预措施，尤其强调支持治疗与姑息治疗的共同内涵，为世界肿瘤支持/姑息治疗发

展，尤其是我国的肿瘤支持/姑息治疗发展带来全新的思考和借鉴。 从最新指南角度对肿瘤支持/姑息治疗时间

模式、关键治疗框架进行探索；从循证角度分享早期姑息干预的临床获益；直击前沿对2018年ASCO会议有关

支持/姑息治疗最新研究方向。

支持/姑息治疗在不同领域的发展方兴未艾，在理论及实操层面的研究百家争鸣，发展将呈现多元化、信息

化、精准化、整合化的趋势。支持/姑息治疗是一门浩瀚的学科，需要更加科学的、全面的、规范的掌握与推

广，进一步推进姑息治疗整体的同质化、标准化，系统化，规范化。因此，中国肿瘤姑息治疗的实施任重而道

远，呼唤我们携手共进。



中华医学会第十九次全国物理医学与康复学学术会议论文汇编  专题发言

111

专
题
发
言

S-75

乳腺癌术后康复治疗进展

吴建贤

安徽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

吴建贤，主任医师、教授、博导，安徽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康复医学科技术

主任，康复医学教研室主任，安医大康复学学系副主任，安徽省康复医学质控中心

副主任。在安医大一附院康复医学科工作28年，2008年任安医大二附院康复医学科

主任。获得“全国医药卫生系统创先争优先进个人；安徽省女教职工先进个人；安

医大最受学生欢迎的教师教学奖；安医大优秀教师；安医大二附院“十佳医师”

等。中国康复医学会委员，中国医学协会康复医学会委员。

随着生活方式的改变，乳腺癌已成为女性最常见的恶性肿瘤，手术、放疗、化

疗等让乳腺癌成为疗效最佳的实体肿瘤之一，手术治疗是主要治疗手段之一。对于

早期、中期、中晚期的乳腺癌病人，只要身体状态能耐受手术，均应首选手术治疗。但术后出现的并发症严重

干扰患者自身及家庭的生活质量，早期康复介入可促进患者尽快更好地融入社会享受生活。乳腺癌患者术后的

常见并发症有术后感染、伤口愈合不良、皮下积液、皮瓣坏死、上肢淋巴水肿、术后慢性神经痛、上肢关节活

动功能障碍等。手术过程中因破坏了正常的血液和淋巴循环而导致上肢水肿，术后经常锻炼上肢功能，避免上

肢进行过重的体力劳动及感染，可以减少上肢水肿的发生。乳腺癌术后常见并发症之一，治疗方法以保守治疗

为主。上肢功能锻炼主要为运动疗法，术后3个月内为功能锻炼的关键时刻，物理治疗健身气功：太极拳、八

段锦、易筋经等都可以起到很好的帮助。运动疗法应遵循循序渐进的原则，由他人助力训练到自助力训练，再

到无抗阻等张运动。出院后通过治疗师给患者及患者教会运动疗法具体方法，居家进行自我运动锻炼，长期坚

持。指导家属给予病人支持和鼓励，主动参与及督促病人进行功能锻炼。术后早期、合理、有计划地进行患侧

上肢功能锻炼，可使术后乳腺癌患者得到更好地恢复。

S-76

有的放矢 评定先行

顾 新

北京医院

顾新，从事康复医学临床工作30余年，自2000年起任北京医院康复医学科科主

任，自2005年起担任中央保健会诊专家。

学术任职：中华医学会物理医学与康复学分会第九届主委第十一届常委，北京

医学会物理医学与康复学专业委员会第十届主委第十二届副主委，中国康复医学会

理事，中国老年医学学会康复分会会长，中国残疾人康复协会康复技术专业委员会

副主任委员，中国康复医学会远程康复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世界中医药学会联

合会肿瘤康复专业委员会副会长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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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床医学是以疾病为核心，通过病史、症状、体征、实验室检查和影像学检查等方法进行结构病理的诊

断，诊断结果可以直接为临床治疗导航。与临床医学并列的康复医学则是以功能为核心，等同于诊断意义的功

能评定就成为了康复医学专业的灵魂。功能评定是对功能障碍进行的定性/定量的诊断，功能评定又同时是制

定康复方案、评定康复疗效的工具。功能障碍的种类/严重程度与疾病诊断不是一一对应关系，仅根据临床疾

病诊断而不进行功能评定就做出康复决策，往往没有针对性。所有康复临床工作者都应该认识到功能评定的重

要性并切实实施。

有些疾病的常用功能评定的结果可以直接为康复治疗导航。比如脑卒中偏瘫运动控制的评定结果，就可以

直接指向进一步的运动训练方案。

S-77

神经康复评定进展及现状需求

谢 青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瑞金医院

谢青，主任医师，上海交大医学院附属瑞金医院康复医学科主任，交大医学院

康复医学系主任，上海瑞金康复医院副院长。现任中华物理医学与康复学分会常委

兼评定学组组长，中国康复医学会电诊断专委会候任主委，上海市医学会物理医学

与康复学候任主委等10余任职。获上海市“引领专科康复-优秀带头人”、“上海

市区域名医”等称号。科研项目10余项，论文40余篇，负责项目获“上海康复医学

科技二等奖”。擅长神经肌骨疾病诊断和康复治疗。

神经系统作为人体8大系统中起主导作用的系统，由脑、脊髓、脑神经、脊神

经、和自律神经，以及各种神经节组成，协调体内各器官、各系统的活动，并与外

界环境发生相互作用。在发生神经系统疾患后，进行相关神经康复评定测试，有助于了解功能障碍的性质、严

重程度、发展趋势，为制定康复处方、检验康复治疗效果、判断预后提供了科学、客观的依据。神经功能康复

评定的内容主要包括：躯体功能、精神功能、言语吞咽功能、社会参与功能几大方面。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

康复从业人员的评估手段也逐渐由徒手评估、量表评估发展到计算机系统、人工智能评估。由于量表评估方法

简单、快捷，且其信度及效度都接受过检验，故临床上常应用相关量表针对某一康复功能障碍进行评估。但量

表评估仍存在一定的主观性，也无法直观、定量的揭示患者神经系统功能情况。未来康复评定需求正逐渐向精

准、可视化、实时化发展。功能性核磁共振（fMRI）是迄今应用较广、较敏感的脑功能成像技术，通过核磁设

备对大脑皮层的活动区域进行实时成像，实现对脑区活动进行观察，具有很高的空间分辨率。近红外脑功能成

像通过检测大脑皮层的合氧血红蛋白、脱氧血红蛋白和总血红蛋白含量可间接反应大脑活动，由于设备便携的

优势性，可实现患者康复过程中脑皮层激活模式的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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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78

运动功能评定的发展趋势

王 彤

江苏省人民医院（南京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王彤，江苏省人民医院康复医学中心副主任、主任医师；教授、博士、硕士生

导师；江苏省兴卫工程重点学科学科带头人、重点人才；曾获江苏省“333工程”中

青年科技领军人才,江苏省突出贡献中青年专家。获江苏省科技进步奖二等奖、中国

康复医学会科技进步奖一等奖，2次获江苏省医学科技奖二等奖，先后获4项国家自

然基金课题资助。发表SCI期刊和国家核心期刊论文200多篇。中国创伤康复专委会

主委、江苏省运动医疗专委会主委、江苏省卒中康复专委会主委、江苏省体育科学

会运动医学、会主委、《中国伤残医学杂志》副主编、《中华物理医学与康复学杂

志》编委。

回顾了传统运动评估的主要方法、存在的问题，介绍了新进发展的针对运动控制的动态评估技术，如等速

肌力评定、综合运动分析、三维运动分析系统等，结合研究重点介绍应用三位运动分析的等级评定、骶骨定标

法在平衡功能评定中的作用及效果。展现现代影像学技术（超声技术、FMRI）在运动评估中的研究与应用趋

势。强调了综合评估、实时监测、全面分析的运动功能评定是未来发展的主流。

S-79

嗓音疾病的康复评定

于惠秋

吉林大学中日联谊医院

于惠秋，吉林大学中日联谊医院康复医学科主任，现任中国康复医学会常务理

事、吉林省康复医学会副会长兼秘书长、吉林省医师协会康复医师分会主任委员、

中国康复技术转化及发展促进会理事、中国老年学和老年医学学会骨质疏松分会和

中国康复医学会老年康复及社区康复专业委员会常委、中国医师协会康复医师分会

及中国医师协会医疗康复机构管理分会全国委员。从事本专业医教研工作32年，多

次获得省、市科学技术进步奖，发表论文数十篇、负责省级科研课题3项、医疗成果

20余项。

言语交流是人类社会生存的基本功能，与生活质量及交流水准密切相关。伴随

着日趋频繁的社会交往活动，嗓音疾病的患病率也在逐年增加，近年来嗓音医学不断发展，嗓音功能恢复和嗓

音疾病诊治已让更多人受益。嗓音康复是针对嗓音异常人群，通过指导患者进行一系列个体化的综合康复训

练，以加强、改善发音，消除发音障碍。导致嗓音疾病的影响因素有发音滥用或（和）用声不当、感染与炎

症、全身情况（老化、听力损失、内分泌异常、神经源性疾病、精神心理问题等）、结构异常。嗓音功能评定

是嗓音疾病治疗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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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效的嗓音治疗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对嗓音障碍的正确评估。嗓音功能评定的主要目的：1.病因诊断；

2.确定疾病程度及范围；3.估计发言困难的程度及特性；4.制定合理的治疗方案；5.监测嗓音治疗效果；6.预测

预后。

嗓音功能评定主要包括：1.嗓音质量评价，通过主观感知评价、患者自我评价和生活质量问卷调查进行；

2.形态学评估，主要应用频闪喉镜检查；3.喉肌电图检查，测试喉肌及其支配神经点活动；4.气流动力学评

估，依据空气动力学参数，了解包括呼吸系统及振动系统在内的嗓音持续的最大能力；5.嗓音声学评估，进行

嗓音频率及强度的检查及基于频谱的声学分析。

依据不同时期评估结果，制定系列嗓音康复计划，实施嗓音康复治疗。



病 例 讨 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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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01

脂肪栓子导致大面积脑栓塞病例讨论

潘 钰

北京清华长庚医院

C-02

脑外伤致不自主运动一例病例讨论

张 皓

中国康复研究中心

C-03

大面积脑梗死患者上肢肌电分析病例讨论

王永慧

山东大学

C-04

姿势解密技术对脑卒中患者慢性期应用个例分析

王 强

青岛大学附属医院

C-05

颈髓损伤并发异位骨化一例病例讨论

白玉龙

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

C-06

一例他汀相关性肌病与关节炎患者的康复诊治

李雪萍

南京市第一医院

C-07

髌骨骨折术后粘连

蔡 斌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九人民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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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08

髌腱断裂缝合术后（带线锚钉）康复

王 刚

十堰市太和医院

C-09

鱼刺所致截瘫患者康复体会

陈建敏

福建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C-10

脊髓硬脊膜动静脉瘘所致脊髓损伤的诊断与康复治疗

怀 娟

山东大学齐鲁医院

C-11

颅脑损伤后呼吸运动评估在核心训练中的意义

郭钢花

郑州大学第五附属医院

C-12

基于姿势控制的脑卒中后上肢异常模式的手法演示

常冬梅

北京博爱医院

C-13

蛛网膜下腔出血合并脑室出血后继发吉兰-巴雷综合征1例

刘忠良

吉林大学第二医院

C-14

腰腿痛疑难病例讨论

王楚怀

中山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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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对一例疑难腰腿痛病例的临床检查、评估诊断与康复治疗过程的介绍，展开讨论、分析及总结，介绍

腰腿痛的诊疗新思路及康复治疗新技术，并指出其常见诊疗的误区，提醒相关的注意事项。

C-15

产后乳腺问题的物理手法治疗

邓丽明

中南大学湘雅三医院

C-16

儿童语言障碍病例

阳 辉

暨南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C-17

成人语言障碍病例

席艳玲

新疆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C-18

食管上括约肌失弛缓致重度吞咽障碍的临床特征与康复

邵伟波

南京脑科医院

目的：探讨脑卒中所致重度吞咽障碍的食道上括约肌功能相关特征，并观察柱状球囊介入性扩张治疗上括

约肌失弛缓的作用机制及效果。

方法：筛选适宜脑卒中所致重度吞咽障碍患者，通过临床表现、影像学和食管上括约肌动力学检查等方

法，进行食管上括约肌功能特性分析，探索其特征；并选择出典型失迟缓患者64例，随机予常规药物治疗脑卒

中和常规康复治疗（对照组，32例）以及常规治疗基础上柱状球囊介入扩张治疗（治疗组，32例），分别于治

疗前和治疗终点或治疗4周后通过吞咽的影像学、食管上括约肌动力学和吞咽障碍程度评分来评价治疗效果。

结果：脑卒中后所致重度吞咽障碍患者存在食道上括约肌功能障碍，并和病损部位有相关性。对于治疗观

察，治疗4周后，两组患者食管上括约肌的静息压、残余压、峰值压力、和松弛持续时间都不同程度的改善，

治疗组改变更明显（P<0.05）。治疗后两组患者吞咽障碍的程度评分均高于治疗前（治疗组Z=5.070,P=0.000；

对照组Z=4.983，P=0.000），治疗组评分亦高于对照组(Z=5.002，P=0.000)。至治疗终点或治疗4周后，治疗组

总有效率高于对照组（93.8%对81.3%；X2=4.010，P=0.045）。

结论：1、脑卒中所致重度吞咽障碍患者存在食道上括约肌功能异常，并和病损部位有关，诊断食道上括

约肌失驰缓更需参考动力学参数指标；2、患者柱状球囊扩张术有助于降低食管上括约张力，缓解痉挛，对食

管上括约肌失弛缓具有明显的针对性治疗作用。3、建议还是以“食管上括约肌失弛缓”来替代“环咽肌失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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缓”，作为一个整体看待UES可能更容易被临床理解和接受；4、基于精准和合理的原则，临床吞咽评价还需

要进一步深入。在吞咽常规康复治疗的同时，吞咽治疗中应该根据病理损害和表现不同，尽量根据个体化病症

的差异性和基于机制的理念，选择针对性强的治疗方法，才会使得治疗作用最大化。5、典型病例分享。

C-19

重症脑脊髓炎合并周围神经损伤的康复策略

王跑球

湖南省儿童医院

C-20

多巴胺反应性张力障碍

杜 琳

吉林大学白求恩第一医院

C-21

颈痛病例

李 民

北京大学第一医院

C-22

腰痛病例

朱世杰

北京医院

C-23

膝痛病例

段亚景

中日医院

C-24

不全闭锁综合征的康复实例

王宏图

天津市环湖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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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25

肺移植康复病例汇报

段亚景

中日医院

C-26

心脏移植的康复病例汇报

刘遂心

中南大学湘雅医院

C-27

盆底痛诊治思路分析

林阳阳

中山大学附属第六医院

C-28

压力性尿失禁病例汇报

任亚锋

河南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C-29

一例重症高龄脑梗死病人的康复历程

张海娜

吉林大学第二医院

C-30

脊髓损伤后呼吸功能评估及临床应用

吴 霜

贵州医科大学附属医院

C-31

表面肌电在吞咽功能障碍评估中的应用

边仁秀

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邵逸夫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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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32

一例以脑卒中为首发临床症状的大动脉炎患者的康复治疗

任 玲

四川大学华西医院

C-33

特殊跟腱断裂修补术后的康复治疗

彭彦孟

陆军军医大学西南医院

C-34

体外冲击波治疗联合藻酸盐敷料治愈老年骶尾部巨大压疮1例

段好阳

吉林大学白求恩第一医院

C-35

以冲击波为主的综合物理因子结合PRP注射治疗关节损伤

黄丽萍

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

C-36

一例脑卒中患者的“精准康复”治疗

孙晓龙

第四军医大学西京医院

C-37

心衰合并脑梗死患者I期康复治疗一例

李 井

泰达国际心血管病医院

C-38

一位在手术边缘徘徊的腰痛病人的保守治疗

康治臣

吉林大学第二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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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39

脑干损伤后顽固性吞咽障碍的康复治疗一例

怀 娟

山东大学齐鲁医院

C-40

右上肢挤压术后康复

苏小妹

甘肃省中医院

C-41

颅脑外伤术后意识障碍及肢体痉挛康复病例分析

季相通

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

C-42

一路前行-脊髓损伤恢复期的康复

徐 薇

广西壮族自治区江滨医院

C-43

脑卒中认知障碍患者全面康复病例分析

刘旭妍

中日友好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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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R-001

基于稳态运动视觉诱发电位的脑控康复机器人对 脑卒中后神经功能恢复的影响

赵晨光, 袁华, 牟翔

空军军医大学西京医院

目的：观察基于稳态运动视觉诱发电位（Steady-State Motion Visual Evoked Potential，SSMVEP）脑-机接口

（Brain-computer interface，BCI）康复训练对脑卒中后认知、运动功能的治疗效果，并初步探讨其作用机制。

方法：本研究为单中心双盲对照前瞻性临床试验。研究共纳入29例脑损伤患者（2015年6月-2017年6

月），随机分为治疗组及对照组。治疗组（n=15）给予脑-机接口康复训练及常规康复训练。对照组（n=14）

给予单纯常规康复训练。两组治疗周期1次/天，6天/周，共治疗4周。于治疗开始前，治疗2周及4周时进行评

估。主要结局指标为LOTCA评分，次要结局指标为Fugl-Meyer运动、Fugl-Meyer平衡、改良Barthel指数以及神

经电生理指标。

结果：基于视觉诱发电位的脑-机接口康复机器人治疗安全性高，除1例患者出现头晕、恶心不适感外，均

未发生临床不良反应（AE）。脑-机接口治疗组及对照组患者与各自治疗前相比，LOTCA评分、Fugl-Meyer下

肢运动与平衡功能、改良Barthel指数评分均明显提高（P<0.05）；与对照组相比，治疗组LOTCA评分明显提高

（P<0.05），而改良Barthel指数、Fugl-Meyer下肢运动与平衡功能评分与对照组相比，虽有提高但无显著性差

异（P>0.05）。与治疗前相比，治疗4周后，两组患者的MEP波幅均有所提高（P<0.05），与对照组相比，治疗

组的波幅显著提高（P<0.05），两组患者的潜伏期和CMCT在治疗前后的变化并不明显（P>0.05）。

结论：一、安全性：基于视觉诱发电位的脑-机接口康复机器人是一种安全的神经功能损伤康复治疗仪器

系统，患者发生不良反应率极低且较轻。二、有效性：与传统康复治疗手段相比较，其可以显著提高患者认知

功能，并在一定程度上改善肢体运动功能，可作为现有神经康复治疗的良好补充。

OR-002

神经康复机械手强化训练对脑卒中偏瘫患者上肢运动功能恢复的影响

孙丹乔, 王强, 柏广涛, 薛俊强, 邓钰, 王欣欣

青岛大学附属医院

目的：探讨神经康复机械手强化训练对脑卒中偏瘫患者上肢运动功能恢复的影响

方法：选取脑卒中偏瘫患者32例，按随机数字表法分为常规康复训练组（10例）、神经机械手治疗组（10

例）和强化神经机械手治疗组（12例），患者均接受神经科常规药物治疗，常规康复训练组在此基础上接受

常规性康复训练，每日40min，每周5d，神经机械手治疗组在常规康复训练(20min/d)基础上增加机械手康复训

练，每日20min，每周5d，强化神经机械手治疗组在常规康复训练(20min/d)基础上增加机械手康复训练，每

日40min，每周5d，所有患者均治疗4周。治疗前及治疗4周后（治疗后）对3组患者Fugl-Meyer上肢运动功能

（FMA-UE）、改良Barthel指数（MBI）、上肢动作研究量表(ARAT)结果进行评估比较。

结果：（1）治疗前，3组患者FMA-UE、MBI、ARAT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2）与组内治

疗前比较，3组患者FMA-UE、MBI、ARAT均有所改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3）与常规康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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训练组比较，神经机械手治疗组治疗后FMA-UE[(47.0±2.6) vs(44.0±2.7)分]、ARAT[(47.0±3.5) vs(44.0±2.5)

分]均增高，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MBI[(72.0±6.7)  vs(70.0±6.5)分]增高，但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 ＜0.05)。（4）与神经机械手治疗组比较，强化神经机械手治疗组FMA-UE[(51.0±1.8) vs(47.0±2.6)分]、

MBI[(78.0±4.5) vs(72.0±6.7)分]、ARAT[(51.0±2.3) vs(47.0±3.5)分]均增高，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

结论：神经康复机械手强化训练能显著改善脑卒中偏瘫患者上肢运动功能和日常生活能力。

OR-003

基于手部外骨骼机器人的双侧对称性训练对脑卒中患者手功能恢复的影响

程迎, 高晓平

安徽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目的：通过比较外骨骼辅助双侧对称性训练与镜像疗法和常规治疗对于偏瘫手功能的康复效果，探索其能

否促进偏瘫手功能的恢复，以及其对于手功能的改善是否优与镜像疗法及常规治疗。

方法：纳入首次发生脑卒中后病程在1个月以内的偏瘫患者30例（n=30），30例患者偏瘫手均无主动活

动。随机分为3组，外骨骼组10例、镜像治疗组10例、常规治疗组10例。

外骨骼组：在常规治疗的基础上，给予手部外骨骼机器人辅助训练，训练模式为双侧同步对称性训练。采

集患者健手自主运动时的sEMG驱动外骨骼机械手辅助患手同步执行与健手相同的动作。训练6个规定动作，依

次为：全手抓握、全手伸展、伸拇指、伸食指、伸食指和中指、拇指示指对捏。每日训练一次，5日/周，持续

8周。

镜像治疗组：在常规治疗的基础上行镜像疗法。30分钟/日，5日/周，持续8周。

常规治疗组：下肢及行走康复训练不设限制，上肢给予大致相同的综合康复治疗。5日/周，持续8周。

康复评定：治疗前及治疗过程中每周固定时间评定一次。Brunnstrom分期；Fugl-meyer评分（手，总分14

分）；握力；ADL评分。

结果：1. 3组患者治疗8周后，Brunnstrom分期、Fugl-meyer评分、握力、ADL评分均高于治疗前；

2.治疗第3周至第8周，外骨骼组Fugl-meyer评分、握力均高于常规组；

3.治疗第3周至第8周，外骨骼组Fugl-meyer评分、握力均高于镜像组；

结论：基于手部外骨骼机器人的双侧对称性训练可促进偏瘫手的主动活动尽早出现，促进偏瘫手功能的恢

复。其对于手功能改善的效果优于镜像疗法和常规治疗。

OR-004

对侧控制型功能性电刺激对脑卒中患者上肢功能恢复的初步研究

黄崧华, 白玉龙

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北院

目的：观察对侧控制型功能性电刺激（CCFES）对脑卒中患者上肢功能恢复的影响。

方法：将32例病程在6个月内的脑卒中患者随机分为CCFES组（n=16）和NMES组（n=16）。两组均接受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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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康复训练。CCFES组给予对侧控制型功能性电刺激（CCFES），NMES组给予神经肌肉电刺激（NMES）。

两组电刺激治疗方案为每次20分钟，每日1次，每周5日，连续3周。分别于治疗前、治疗后3周采用上肢Fugl-

Meyer评分法、手臂动作调查测试表（ARAT）、Barthel指数以及表面肌电图（sEMG）对患者进行上肢功能评

定。

结果：两组患者治疗前、后组间各项功能评分之间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NMES组组内治

疗前、后各项功能评分之间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治疗后，CCFES组组内ARAT评分与表面肌

电图（患侧主动腕背伸/健侧主动腕背伸）信号比值有显著提高(P<0.05)。CCFES组表面肌电图进步值较NMES组

有显著提高(P<0.05)。

结论：CCFES较NMES在提高脑卒中患者上肢功能方面有潜在的优势。

OR-005

磁共振波谱与洛文斯顿认知评定量表在脑卒中后认知功能评定中的相关性研究

巩尊科, 王世雁, 王蜜, 陈姣姣, 姚睿, 王聪

徐州市中心医院

目的：探讨脑卒中后认知障碍患者磁共振波谱检查与洛文斯顿作业疗法认知评定量表评分的相关性，并分

析其临床意义。

方法：采用简易精神状况检查量表筛查脑卒中认知障碍患者30例(认知障碍组)和脑卒中无明显认知障碍患

者30例(卒中对照组)，另选30例健康志愿者(健康对照组)。三组间性别、年龄、文化程度、病程等一般资料均相

匹配。3组患者均行MRS检查及LOTCA评定。

结果：认知障碍组LOTCA各项评分均低于卒中对照组及正常对照组（P<0.05），卒中对照组LOTCA各项评

分低于正常对照组，（P<0.05）；认知障碍组双侧海马区NAA/Cr低于卒中对照组及健康对照组 (P<0．05)；双

侧海马区Cho/Cr高于卒中对照组及健康对照组（P<0.05）。卒中对照组双侧海马区NAA/Cr低于正常对照组，

双侧海马区Cho/Cr高于正常对照组，（P<0.01）；左侧海马区NAA/Cr与LOTCA总分、各分项及注意力呈低至

中度正相关(r=0.376~0.609，P <0.05)；右侧海马区NAA/Cr与LOTCA总分、各分项及注意力呈低至中度正相关

(r=0.396~0.691，P <0.05)；左侧海马区Cho/Cr与LOTCA总分及各分项呈低至中度负相关(r=-0.368~-0.619，P <0 

.05)，与注意力无明显相关性(r=-0.312，P>0.05)；右侧海马区Cho/Cr与LOTCA总分及定向力、视知觉、视运动

组织及思维运作呈低至中度负相关(r=-0.391~-0.632，P <0.05)，与空间知觉、动作运用及注意力无明显相关性

(r=-0.263，P>0.05，r=-0.339，P>0.05，r=-0.219，P>0.05)。

结论：MRS可用于评定脑卒中患者的认知障碍程度，能有效鉴别认知障碍的存在，MRS与LOTCA评分具有

相关性，认知障碍程度越重，LOTCA分值越低，NAA/Cr值越低，Cho/Cr值越高。MRS与LOTCA相结合能够更全

面、客观的评价认知功能障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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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R-006

缺血性脑卒中后皮质脊髓束损伤与肢体运动功能恢复的相关性研究

陈 琳

重庆市渝中区第四人民医院

目的：了解缺血性脑卒中患者康复治疗前后双侧皮质脊髓束(CST)的部分各项异性比值(rFA)与肢体运动功能

变化的关系，探讨弥散张量成像（DTI）在评估缺血性脑卒中患者临床预后中的应用价值。

方法：选取2017年3月～2018年2月昆明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住院的急性基底节区缺血性脑卒中患者20

例，予康复指导训练，在病程2周及康复治疗6周后分别用Barthel 指数、Fugl- Meyer 量表评估患者运动功能，

并行常规MRI及DTI检查。在DTI上分别测量梗死灶及对侧相应区域的部分各向异性值（FA），弥散对齐软件处

理得到弥散张量纤维示踪成像（DTT），呈现CST的走行，用Pearson直线相关分析患者CST的rFA值与运动功能

的关系。

结果：1、对20例患者进行治疗前后FA值、FM值、BI值的比较，经配对t检验得出治疗前后FM值、BI值、

患侧FA值均存在统计学差异（P＜0.05），健侧FA值无统计学差异（P>0.05）。

2、经Pearson直线相关分析得出，脑卒中患者患侧大脑rFA值下降百分比与FM值增加百分比间存在中度负

线性相关关系，相关系数r=-0.472，P<0.001。

3、利用DTT三维重建CST发现，6例患者CST部分纤维明显中断，其早期FM评分在50分以下，经6周康复治

疗后仍遗留部分肢体功能障碍；10例患者CST明显受压但未中断，其FM评分在50~80分，经6周康复治疗后仅遗

留肢体精细活动障碍；4例患者CST完整，病灶未波及CST，其FM评分在80分以上，经6周康复治疗后肢体功能

基本恢复正常。

结论：1、缺血性脑卒中患者rFA值降低百分比与FM值增加百分比间存在负性相关关系，患者早期rFA值降

低越少，运动功能恢复越好。

2、缺血性脑卒中患者经早期康复训练后，运动功能明显改善，但由于神经纤维的Walleria变性，FA值仍有

降低。

3、缺血性脑卒中患者可通过DTT呈像显示CST损伤情况，评估患者运动功能的预后：CST明显中断者可能

遗留肢体功能障碍，CST明显受压但无中断者可能遗留肢体精细活动障碍，CST未被梗塞灶波及者可能完全恢

复肢体运动功能。

OR-007

亚急性期脑梗死患者上肢运动预知神经机制研究

陈玲, 黄东锋

中山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目的：本研究从运动预知角度比较亚急性期脑梗死患者和正常人执行左右手抓握任务运动准备过程的脑功

能区的激活特征，研究脑梗死后上肢运动预知神经机制的变化。

方法：将25名中重度上肢偏瘫的亚急性期脑梗死患者和25 名性别、年龄相匹配的健康中老年人分为脑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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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组和对照组。采集两组受试者执行提示下左右手抓握任务的脑电/事件相关电位，分析运动启动前CNV潜伏

期、平均波幅和反应时。

结果：(1)脑卒中组和对照组反应时比较，执行左手抓握任务时，两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执行右

手抓握任务时，两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1);脑卒中组执行左手抓握和右手抓握比较，差异具有统计学意

义(p<0.01)。(2)脑卒中组和对照组 CNV 潜伏期比较，执行左手抓握任务时，两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1)，

执行右手抓握任务时，两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脑卒中组执行左手抓握和右手抓握比较，差异无统计

学意义(p>0.05)。(3)脑卒中组和对照组 CNV 平均波幅比较，执行左手抓握任务时，两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p<0.05)，脑卒中组大脑对侧皮层(F4 和 C4)、中央脑区(Fz和 Cz)和同侧皮层(F3 和 C3)出现明显激活;执行右手抓

握任务时，两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p<0.05)，脑卒中组大脑对侧皮层(F3 和 C3)、中央脑区(Fz 和 Cz)和同侧

皮层(F4 和 C4)明显激活。(4)脑卒中组执行右手(患手)抓握任务时，对侧皮层和同侧皮层 CNV 平均波幅比较差

异无统计学意义(F3 vs.F4:p>0.05;C3 vs.C4:p>0.05)，中央脑区和同侧皮层比较出现明显激活(F4 vs.Fz:p<0.001;C4 

vs.Cz:p<0.01);脑卒中组执行左手(健手)抓握任务时，同侧和对侧皮层比较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p<0.05)，中央脑

区和对侧皮层明显激活(Fz vs. F3:p<0.01;Czvs.C3:p<0.001;C3vs.C4:p<0.05);。

结论：亚急性期脑梗死患者运动预知的神经机制存在异常。运动准备反应时延长，双侧大脑半球CNV 潜伏

期延长，平均波幅增大，可能是由于脑梗死患者运动预知过程肌肉启动效应延迟，大脑的计算需求增加所致。

损伤侧和非损伤侧大脑半球CNV 潜伏期和平均振幅没有差异，表明非损伤侧皮质运动区在运动预知过程中起主

导作用。

OR-008

颞叶梗塞卒中后抑郁的杏仁核与额叶 - 边缘叶-纹状体回路功能连接改变

张雪霏, 吴文

南方医科大学珠江医院

目的：中风后抑郁症是影响中风康复的严重并发症。既往研究表明，卒中后抑郁受到病灶位置的极大影

响，左半球卒中患者可能更容易患上抑郁症。 颞叶病变与卒中后抑郁的严重程度有关。然而，很少有研究关

注颞叶梗塞的卒中后抑郁患者的情绪网络。杏仁核被认为是边缘系统情绪加工的关键。因此，本研究的目的是

探讨卒中后抑郁患者在颞叶病变中的杏仁核与皮质功能连接的破坏。

方法：本研究选择首次卒中、病程6个月内的颞叶脑梗塞患者，对23例左侧颞叶PSD患者以及21名左侧颞叶

卒中后未抑郁患者进行静息态fMRI扫描，以杏仁核为种子点，分析患者左右杏仁核与全脑的功能连接情况。

结果：与未抑郁组相比，卒中后抑郁患者左侧杏仁核与双侧楔前叶、左侧距状裂、右侧眶额叶功能连接增

强，与左侧颞上回、右侧S1区、右侧豆状核、右侧枕下回功能连接减弱；右侧杏仁核与右侧颞极、左侧直回、

左侧眶额叶、右侧楔叶功能连接增强，与右侧S1区功能连接减弱。左侧杏仁核与右侧眶额叶和右侧岛叶的功能

连接与汉密尔顿抑郁量表（HAMD）评分呈正相关。 右侧杏仁核与右侧扣带皮层的功能连接与HAMD正相关，

左侧杏仁核与左侧S1之间的功能连接与HAMD呈负相关。

结论：目前的研究揭示通过杏仁核通过前额叶-边缘叶-纹状体回路影响的情绪。杏仁核与默认网络及突显

网络关键区连接异常，其中显着网络可能与抑郁症状如过度焦虑和消极思维有关，这将为颞叶卒中后抑郁患者

潜在的神经病理学机制提供新的见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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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R-009

剪切波超声弹性成像技术在脑卒中后腓肠肌痉挛评定中的应用研究

李娜, 卫小梅, 王巧缘, 窦祖林, 张耀文, 喻勇, 姜丽

中山大学附属第三医院

目的：探讨基于剪切波超声弹性技术的脑卒中后痉挛患者腓肠肌（Gastrocnemius,GM）的硬度特点，并分

析不同MAS痉挛等级间GM的Young’s 模量值的变化特征

方法：选取9例脑卒中后下肢痉挛患者和5例正常人进行研究，通过MAS将其分为0、2、3、4分组，分别对

应MAS的0、1+、2、3级，采用剪切波超声弹性成像测量Young’s模量

结果：正常对照（0分组）右GM：踝自然位10.5±1.2kPa，踝背伸位18.4±1.2  kPa，二者间差异有统计

学意义（P≤0.05）；3分组患侧，踝背伸位模量值（74.4±18.7  kPa）明显大于踝自然位模量值（17.7±3.6 

kPa），3分组健侧，踝背伸位模量值（38.3±9.0 kPa）明显大于踝自然位测量值（18.7±4.9 kPa），相同踝自

然测量状态，健、患侧弹性模量值无统计学差异（P＞0.05），踝背伸状态时，患侧GM模量值明显大于健侧

（P≤0.05）；4分组患者患侧踝背伸位GM模量（55.3±13.2 kPa）大于踝自然位（16.9±2.5 kPa）模量，4分

组健侧踝背伸位模量值（23.1±6.0 kPa）大于踝自然位模量值（17.3±8.5 kPa），但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

＞0.05）。正常对照（0分组）：踝自然位GM模量值（10.5±1.2kPa）与踝背伸位GM模量值（18.4±1.2 kPa）

间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3分组患侧，踝背伸位GM模量值（74.4±18.7 kPa）明显大于踝自然位GM模

量值（17.7±3.6 kPa）；4分组患侧踝背伸位GM模量值（55.3±13.2 kPa）大于踝自然位（16.9±2.5 kPa）模量

值。踝关节自然位时，3分组及4 分组患者患侧GM弹性模量大于正常对照（P<0.05），但3分组与4分组间患侧

GM弹性模量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踝关节背伸位时，3分组及4分组患侧GM弹性模量值均较正常对照

明显增高（P<0.05），4分组患侧GM弹性模量值小于3分组，但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

结论：不同MAS评分的肌痉挛，其GM硬度也不同；踝不同屈伸状态下，GM硬度不同；患者背屈0°时患侧

GM硬度大于踝自然放松位时的硬度。剪切波超声弹性技术可评价脑卒中患者痉挛肌硬度。

OR-010

镜像治疗联合Theta爆发式磁刺激治疗脑卒中患者上肢运动功能的疗效研究

周静, 刘雅丽

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同济医院

目的：研究镜像治疗联合间断性Theta爆发式磁刺激治疗脑卒中上肢运动功能的安全性和有效性，探讨对运

动皮层兴奋性的影响。

方法：21例患者被随机分为2组：常规康复治疗组（n=10）、镜像治疗联合iTBS治疗组（n=11）。分别进

行常规康复治疗、镜像治疗联合iTBS治疗。常规康复治疗针对功能障碍进行肢体主动及被动活动。镜像治疗：

主要动作包括前臂旋前旋后，腕关节背伸、尺偏、桡偏，手指伸展抓握，拇指外展运动，时间30min；iTBS

治疗：刺激作用于第一运动皮层患侧M1区（利用导航定位仪进行定位）；iTBS刺激强度80%AMT，丛内频率

50HZ，丛间频率5HZ，每10秒内，连续刺激2 s，间歇8 s，共20串，时间192s。镜像治疗联合Theta爆发式磁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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激治疗：先进行iTBS治疗，后立即行镜像治疗，治疗1次/天，5次/周，共两周。在治疗前、治疗后对患者进行

评估，评估包括：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卒中量表 （NIHSS评分)、 Fugl-Meyer评定量表、Brunnstrom评分、日常

生活活动能力评定（改良Barthel指数）、运动阈值MT、运动诱发电位MEP、中枢运动传导时间CMCT。

结果：联合治疗组和常规康复治疗组NIHSS、ADL、SS-QOL、Brunnstrom（上肢和下肢）评分治疗后较治

疗前提高（p<0.05），组间比较无统计学差异（p>0.05）。联合治疗组可显著提高上肢FMA评分和Brunstrom

（手）评分（p<0.05），而常规康复治疗组未观察到统计学差异（p<0.05）。联合治疗组健侧静息运动阈值

（RMT）有升高趋势（p<0.05）。

结论：镜像治疗联合iTBS作用于慢性期脑卒中患者是安全的，且能明显改善上肢运动功能和大脑皮层兴奋

性，但联合治疗效果是否更佳、是否有持续的后效应有待进一步观察。

OR-011

脑卒中后下肢痉挛肌注射A型肉毒毒素不同定位方法的疗效比较

刘训灿, 崔银星, 徐国兴, 李贺, 李贞兰

吉林大学第一医院

目的：在A型肉毒毒素治疗脑卒中后下肢痉挛中，比较单纯电刺激引导、单纯超声引导和联合超声+电刺激

引导不同定位方法的疗效。

方法：选取2015年1月至2017年12月收入吉林大学第一医院康复科恢复期的脑卒中偏瘫患者63例，下肢表

现为踝关节跖屈痉挛，分别行A型肉毒毒素注射小腿三头肌+胫骨后肌，A组23例，采用单纯电刺激引导定位，

B组27例，采用单纯超声引导定位，C组13例，采用联合超声+电刺激引导定位。每组在注射前和注射后2W评定

患者的改良Ashworth分级（MAS）、踝阵挛Clonus分级、Berg平衡量表（BBS）、简化Fugl-Meyer下肢运动部分

量表（FMA）和10米步行速度，以及注射所用时间和注射过程VAS疼痛评分。数据采用方差分析和秩和检验。

结果：A型肉毒毒素注射采用不同引导定位方法的三组患者在注射前MAS分级、Clonus分级、BBS、FMA和

10米步行速度方面均未见统计学差异；A型肉毒毒素注射后2W，三组MAS分级和Clonus分级较注射前均有显著

下降，BBS、FMA和10米步行速度较注射前均有显著提高，但三组之间各评价指标改善程度未见明显统计学差

异；注射所用时间三组有统计学差异（P=0.000），A组、B组和C组所用时间分别为25.7±4.0min、13.9±1.2min

和21.6±3.2min；VAS疼痛评分，A组、B组和C组分别为5.0±1.1、3.9±0.9和4.8±0.7，B组和A组、C组有统计

学差异（P=0.000），A组和C组之间无统计学差异。

结论：采用单纯电刺激引导、单纯超声引导和联合超声+电刺激引导A型肉毒毒素治疗脑卒中后下肢痉挛的

疗效相当，无显著差异；单纯超声引导A型肉毒毒素注射可显著减轻患者疼痛，节省医师注射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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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R-012

原发性帕金森及健康人“计算负荷+运动”双重任务的表现及超负荷研究

侯莹1, 江钟立2

1.苏州市立医院北区（原:苏州市第三人民医院）

2.江苏省人民医院

目的：观察健康人与帕金森患者双重任务中的超负荷的表现及评估指标。

方法：16名帕金森患者和15名健康人分别进行单一计算任务、单一运动任务及“计算+运动”双重任务的

测试，实验过程中的计算、运动结果和特殊行为分别被录音、可穿戴式步态分析仪和评估者记录。

结果：①在单一计算任务中，实验组正确率和对照组无差异（P=0.068），但做题速度变慢（P<0.05）；②

在单一运动任务中，两组26个运动指标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③双重任务时，对照组自身对比，正确

率差异和3米折返中的从坐到站的时间有统计学意义。实验组自身对比，正确率、计算速度、计算用时、步速

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两组对比，在“计算+2分钟步行”时，计算和运动结果的差异均变得更大，增加

了10个有差异的运动学指标；④两组错误算式比较，实验组出错情况与算法无关。出错后，出错后主动纠正情

况却只有12%，而对照组则主动纠正大部分。实验组的错误更多地分布在计算的前半部分，而对照组则更容易

在计算的最后出错；⑤双重任务中的特殊行为表现，实验组50%出现计算停顿，81%在双重任务中出现运动任

务遗忘；⑥计算和运动指标的相关性，年龄、MMSE、MoCA这三项指标和计算的正确率相关，担心跌倒量表则

和360°原地转身的时间和计算量相关（P<0.05）。

结论：①本研究证明计算负荷是一种敏感性、有效性的认知负荷，可以在帕金森的双重任务中使用；②

不同的运动具有不同的认知负荷，单一步行任务、和计算同步的步行任务、和计算同步的3米折返任务难度递

增；③在双重任务中帕金森患者的计算及运动功能均变差；④帕金森患者双重任务时的超负荷可有两种表现，

一是普遍存在的任务执行质量变差现象，二是半数患者出现明显的减负行为，如某一任务的停止和遗忘；⑤帕

金森患者计算时有“早错”现象，到任务后半程反而减少。

OR-013

基于α、β脑电频带的rTMS对意识障碍患者治疗效果及神经电生理影响的研究

冯 枫

空军军医大学西京医院

目的：比较10 Hz与20 Hz的重复经颅磁刺激（rTMS）对改善最低意识状态（MCS）和无反应性觉醒综合征

（UWS）患者治疗效果及神经电生理的影响。

方法：将17例慢性意识障碍的患者（7名MCS和10名VS/UWS）按照脑电频率10Hz的α频率和20Hz的β频

率随机分为10 Hz组和20 Hz组。分别在常规药物治疗康复训练基础上对左侧背外侧前额叶皮层（DLPFC）进行

10Hz（10 Hz的串重复10次，串间隔10秒，共1000个脉冲）、20Hz（20Hz的串重复5次，串间隔5秒，在下一刺

激之前暂停30秒，共1000个脉冲）的rTMS 治疗，持续治疗20d，分别于治疗前，治疗第1天、第10天及第20天

时对两组患者进行EEG、BEAP、N20指标分析。采集主要指标是EEG Synek分级变化，次要指标JFK昏迷恢复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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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修订版（CRS-R）量表总分和临床整体印象改善量表（CGI-I）量表的变化。

结果：所有7名MCS患者和10名UWS患者中的6名的EEG改善，CRS-R评分均增加，其中MCS患者的改善更

明显（p = 0.042）。治疗20天，β节律组和α节律组BEAP、N20潜伏期较治疗前明显缩短、波幅明显增加；组

间比较，β节律组潜伏期改善程度优于α节律组，脑电分析显示，β组头部各导联δ＋θ／α＋β值明显降

低，α组头部各导联δ＋θ／α＋β值明显降低。基于CGI-I评分，3名患者显着改善，4名患者改善，6名患

者有改善，4名患者无改变，无一例恶化。EEG、BAEP、N20与CGI-I结果和CRS-R评分增加之间有良好的一致

性。

结论：α频率组（10 Hz）和β频率组（20 Hz）的rTMS作用患者的DLPFC区，EEG提示患者脑皮质的电生

理特性均显著改善，尤其是20 Hz的rTMS 对MCS患者的唤醒有显著意义。

OR-014

节奏听觉刺激对脑卒中患者上肢运动控制障碍的影响

朱玉连1,2, 田茹锦1, 徐冬艳1,2, 刘珏1,2, 洪姿1

1.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

2.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东院

目的：探究音乐治疗中节奏听觉刺激对脑卒中后患者上肢运动控制障碍的影响

方法：招募30名脑卒中后有运动障碍的患者，将其随机分为试验组和对照组，每组15人，其中试验组为节

奏听觉刺激组，对照组为常规治疗组。两组患者每天均接受脑卒中后常规治疗，试验组在常规治疗的基础上每

天再接受为期30分钟的节奏听觉刺激治疗；对照组每天额外接受30分钟常规治疗，其中包括15分钟物理治疗，

15分钟作业治疗。两组干预均为每周5天，共4周。在干预前后分别进行评估，评估项目包括：Fugl-Meyer运动

功能评估量表（上肢）、Wolf运动功能评估量表、改良Barthel指数和表面肌电评估。

结果：Fugl-Meyer运动功能评估量表（上肢）在干预前后，两组均表现出统计学差异，但在干预后的组间

差异并无统计学意义。改良Barthel指数和Wolf上肢运动功能评估量表在干预后两组间具有统计学差异，两组组

内在干预前后也具有统计学差异。在表面肌电结果中，在肘伸阶段，试验组在干预前后的共同收缩时间（co-

time）具有统计学差异（P=0.00），而对照组的共同收缩时间在干预前后则不具有统计学差异（P=0.93）；组

间比较在干预前无统计学差异（P=0.94），而在干预后具有统计学差异（P=0.001）。共同收缩指数无论在干预

后的组间比较还是组内比较，均无统计学差异。

结论：为期4周的节奏听觉刺激使脑卒中后运动功能障碍的患者其表面肌电中的时间指标、日常生活活动

能力和Wolf上肢运动功能评分提高，节奏听觉刺激可以促进脑卒中后运动功能障碍患者上肢功能的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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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R-015

经颅磁刺激联合计算机辅助认知训练对脑卒中后认知功能障碍恢复的影响

郑婵娟

湖北省中西医结合医院（湖北省新华医院）

目的：卒中后认知障碍( post-stroke cognitive impairment，PSCI)是指在卒中发生以后出现的达到认知障碍诊

断标准的一系列综合征，发生率高达50~70%，随着人口老龄化、卒中患者寿命延长， 其发生率将进一步增

加。经颅磁刺激（repetitive transcranial magnetic stimulation，rTMS）可通过调节大脑皮层兴奋性促进认知功能的

恢复，因此，rTMS联合计算机辅助认知训练成为一种新的康复策略。本研究旨在探讨rTMS联合计算机辅助认

知训练对脑梗塞患者认知功能恢复的影响。

方法：采用随机对照的方法将83例脑梗塞后存在认知功能障碍的患者分为观察组和对照组，2组患者均给

予常规药物及康复治疗，观察组在患侧大脑半球给予rTMS，对照组给予假刺激，1次/日，每周5次，连续4周。

分别于治疗前和治疗4周后采用简易精神状态评价量表（Mini-Mental State Examination，MMSE）、蒙特利尔认

知评估量表（Montreal Cognitive Assessment，MoCA）、及改良Barthel指数量表（Modified Barthel Index，MBI）

进行评定

结果：治疗后，两组患者以上各项指标较治疗前明显改善（P＜0.05，P＜0.01），且观察组MMSE评分、

MoCA及MBI与对照组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P＜0.01）。均未出现严重不良反应。

结论：rTMS联合计算机辅助认知训练能显著改善脑梗塞后认知功能障碍，显著提高日常生活活动能力。本

研究也存在一定的局限性，没有采用fMRI或PET或EEG技术检测大脑的功能性的改变，得到客观的指标；样本

量较小，缺乏多中心、长期随访，远期疗效及安全性评价等。

OR-016

非意识性感觉统合训练在反馈模式到前馈模式中的应用对脑卒中患者步行功能

的影响

杨忠国

吉林大学第一医院

目的：探讨非意识性感觉统合训练在姿势控制中的应用，从反馈模式到前馈模式的诱导对脑卒中患者步行

功能改善的疗效分析。

方法：选取2017年9月至2018年3月在我科住院治疗的脑卒中后运动功能障碍患者40例，随机分为两组，各

20例。对照组患者给予常规的康复治疗，包括被动关节活动度，肌力及肌耐力训练，下肢负重及平衡训练等康

复措施；实验组患者在常规康复训练的基础上，在负重及平衡的训练中利用Bobath球，平衡垫等康复器具对患

者坐位及站立位给予平衡干扰，让其参与肌肉内的感受器兴奋，使其感觉输入上传至小脑，但在训练的过程中

和患者聊天或者让其读书或报纸去分散其注意力，使其在不断的非意识反馈中形成其姿势控制，也就是前馈模

式的诱导训练。训练前及训练后4周对两组患者均采用Berg平衡量表（BBS）、Holden步行功能评分，对患者的

平衡及步行能力进行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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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训练前，两组患者性别、年龄、病程、功能状态等经统计学(t检验)处理无显著差异(p>0.05)，具有可

比性。训练4周，后两组患者的Berg评分与Holden评分均有改善，其中实验组的Berg评分与Holden评分改善优于

对照组（p＜0.05）。

结论：根据研究结果进行结论分析，非意识性感觉统合训练在姿势控制中的应用，从反馈模式到前馈模式

的诱导对脑卒中患者步行功能的改善有效果明显。

OR-017

早期呼吸康复训练应用于颈胸段脊髓损伤患者的疗效观察

吴 霜

贵州医科大学附属医院

目的：观察早期呼吸康复训练对颈胸段脊髓损伤患者肺功能、肺部感染发生率及生存质量的影响，拟为颈

胸段脊髓损伤患者早期介入呼吸康复训练的临床意义提供切实的依据。

方法：选择伤后2周或脱机后2周内，符合入选标准的40例颈胸段脊髓损伤患者，随机分为治疗组和对照

组。对所有患者均予以常规康复训练，训练内容包括包括体位摆放、关节被动活动、牵伸训练、电动起立床训

练、物理因子治疗、肌力训练、床上转移训练等。治疗组在此基础上增加呼吸康复训练，训练内容包括呼吸肌

肌力训练、缩唇呼吸、辅助咳嗽训练、体位排痰、肩胛胸廓动度训练等。在治疗前、治疗2周后、治疗4周后，

采用Power breathe肺功能评定系统、呼吸困难程度评定及指脉氧、胸廓动度进行呼吸功能的评估；同时以表面

肌电评估患者主要呼吸肌群的肌力；采用慢性呼吸疾病调查问卷评估与健康相关的生存质量；对所有入选患

者肺部感染发生例数进行统计，并计算发生率。通过统计学分析分别比较2组患者治疗前后各项功能改善的情

况，比较2组患者间治疗前后各项指标的差异。

结果：2组患者治疗前各项观察指标差异无统计学意义。对照组治疗2周后各项指标值较治疗前提升，但差

异无统计学意义；治疗4周后后患者MIP、膈肌IEMG值、呼吸困难程度评分优于治疗前，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其他指标差异无统计学意义。治疗组治疗2周及4周后各项指标均明显优于治疗前，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治疗

组治疗2周、4周后的肺部感染发生率显著低于对照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吸气肌肌力与患者肺部感染发生

率呈显著负相关。

结论：早期呼吸康复训练可以有效改善颈胸段脊髓损伤患者呼吸功能、减少肺部感染发生，提升患者的生

存质量，值得引起临床医生的重视并积极在临床推广。吸气肌肌力可能作为颈胸段脊髓损伤患者肺部感染发生

的预测指标。

OR-018

谐振治疗对脊髓损伤截瘫下肢痉挛的影响

梁天佳, 周开斌, 麦威, 莫明玉, 黄福才, 黄林鹏

广西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

目的：观察谐振治疗对脊髓损伤截瘫患者下肢痉挛和ADL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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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选取2016年2月～2018年1月在广西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康复科住院的脊髓损伤患者60例。入选标

准：均符合脊髓损伤神经学分类国际标准；有影像学资料明确诊断；双下肢已出现肌痉挛；生命体征平稳，能

主动参与各项治疗；患者签署知情同意书。排除标准：合并有严重肝、肾、造血系统、内分泌系统疾病及骨关

节病；不能配合训练者；病情不稳定患者。60例患者随机分为2组各30例。2组患者一般资料情况：①观察组：

男23例，女7例；平均年龄(36.25±13.54)岁；平均病程(82.35±15.78)d；损伤平面：C3-C8 18例，T1-L1 12例；

ASIA分级：A级12例，B级6例，C级7例，D级5例。②对照组，男21例，女9例；平均年龄(34.12±14.15)岁；平

均病程(80.18±16.29)d；损伤平面：C3-C8 16例，T1-L1 14例；ASIA分级：A 级15例，B级4例，C级6例，D级

5例。2组患者一般资料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0.05。2组患者均接受常规物理治疗及作业治疗，物理治

疗包括运动疗法及物理因子治疗。运动疗法包括：关节活动度的维持与改善训练、肌力增强训练、牵伸训练、

平衡功能训练、站立及行走训练。每次40min，每天2次。物理因子治疗包括痉挛肌电刺激、神经肌肉电刺激治

疗。各项物理因子治疗时间均为每次20min，每天2次。作业治疗主要设计与日常生活相关的功能性活动，如进

食、穿脱衣裤、翻身、从坐到站、床－椅间转移、轮椅前后推行等技巧性活动等。40min/次，每天2次。观察

组在给予以上治疗外，还接受谐振治疗：在支具或夹板辅助下负重站立于振动平台上，选择德国产Bodygreen

（型号：i-vib5020）振动平台，振幅4mm，振动频率2.5～15Hz，根据患者耐受程度逐渐增加振动频率。每

日2次，每次20min。上述所有康复治疗每周5d，连续8周。采用改良Ashworth评定（MAS）、改良Barthel指数

（MBI）分别评估，比较2组疗效。

结果：治疗后，2组改良Ashworth评定均优于治疗前，观察组优于对照组(P<0.05)。2组改良Barthel指数均较

治疗前有改善(P<0.05)，但２组间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

结论：谐振治疗有助于减轻脊髓损伤截瘫患者下肢痉挛，对患者日常生活活动能力改善不明显。

OR-019

功能性磁刺激改善颈髓损伤患者呼吸功能的疗效观察

陈春燕

空军军医大学第一附属西京医院

目的：观察功能性磁刺激治疗对颈髓损伤患者呼吸功能的影响。

方法：将2016年7月至2017年11月在我院住院的27例颈髓损伤患者随机分成治疗组（n=20）和对照组

（n=17）。对照组接受常规康复治疗和呼吸训练，常规组在此基础上增加功能性磁刺激治疗，刺激处方是：刺

激部位C6~T1和T9~10，频率20Hz，总脉冲数1400个，时间7分钟。每周治疗6天，共治疗4周。在治疗前后对患

者进行最大通气量（MVV）和1秒钟用力呼气通气量（FEV1）进行比较。

结果：治疗后两组患者的MVV和FEV1均较治疗前有所提高，且治疗组优于对照组（P<0.05）。

结论：功能性磁刺激对于改善颈髓损伤患者呼吸功能有着积极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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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R-020

导航引导下重复经颅磁刺激（rTMS）作用于大脑运动前区皮层（PMC）联合

初级运动皮层（M1）对脊髓损伤患者神经性疼痛的影响

琚芬, 袁华

空军军医大学西京医院

目的：本研究旨在观察导航引导下重复经颅磁刺激作用于大脑运动前区皮层（premotor cortex，PMC）联合

初级运动皮层（M1）对脊髓损伤患者神经性疼痛的影响。

方法：本研究共选取了在2015年10月至2016年10月在我科住院治疗的不完全性脊髓损伤伴有神经性疼

痛的患者共39例。利用随机数字表法将患者随机的分为PMC+M1组（n=12）、M1组（n=14）和假刺激组

（n=13）。三组患者均给予常规物理治疗及药物治疗。PMC+M1组在导航系统引导下于患者左侧大脑PMC区给

予rTMS治疗，10Hz ，600个脉冲，80%RMT（resting motor threshold），左侧大脑M1区给予10Hz，1200个脉冲，

80%RMT，各7分钟/次，每天一次，每周六天，治疗2周。M1组在导航系统引导下于患者左侧大脑初级运动皮

层（M1）给予10Hz重复经颅磁刺激，1200个脉冲，80%RMT（resting，7分钟/次，每天一次，每周六天，治疗2

周。假刺激组给予患者左侧M1区假刺激。于治疗前及治疗2周后对三组患者分别进行VAS评分、RMT、CMCT、

MEP波幅及潜伏时评估。

结果：1.治疗后与治疗前比较，PMC+M1组与M1组两组患者VAS评分均有减轻，其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5)，而治疗后PMC+M1组与M1组相比较，PMC+M1组VAS评分明显降低，有统计学差异（P<0.01）。2. 

治疗后与治疗前相比较，三组MEP潜伏时均有缩短，无统计学差异。而治疗后PMC+M1组与M1组相比较，RMT

及CMCT明显降低（P<0.01），MEP波幅明显增大，有统计学差异(P<0.05)。

结论：导航引导下重复经颅磁刺激能有效缓解脊髓损伤患者神经性疼痛，且刺激PMC+M1区效果优于只刺

激M1区。

OR-021

踝足稳定性训练在功能性踝关节不稳康复中的应用

胡 旭

空军军医大学西京医院

目的：探讨踝足稳定性训练对功能性踝关节不稳患者疼痛、关节稳定性及平衡功能的影响。

方法：将符合纳入标准的35 例功能性踝关节不稳(FAI)患者，随机分如治疗组（n=17）和对照组

（n=18）。两组患者均接受相同常规康复治疗，包括干扰电疗法、超短波治疗，在此基础上对照组还接受踝关

节力量训练，主要包括跖屈、背屈、内翻、外翻力量训练，及关节活动度训练，每日1次、每次20分钟、每周6

天、持续4周，治疗组在常规康复治疗的基础上接受踝足稳定性训练，包括：①踝关节肌肉力量训练，②足外

在肌力量训练，③足内肌力量训练，④平衡垫训练，每日1次、每次20分钟、每周6天、持续4周。采用视觉模

拟疼痛评分（VAS）、Cumberland 踝关节不稳问卷调查(CAIT)、Berg平衡量表（BBS）及和平衡功能测试仪分别

对疼痛、踝关节稳定性、平衡功能进行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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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康复治疗前两组患者VAS、CAIT 评分、BBS评分和 重心移动距离组间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 (P> 

0.05)；治疗 4 周后两组患者各项指标均较治疗前均显著改善(P> 0.05)，且治疗组CAIT评分较对照组显著提高，

重心移动距离较对照组显著降低（P<0.05）。

结论：无论是否结合踝足稳定性训练，持续4周以上的系统康复治疗均能有效改善 FAI 患者踝关节的疼

痛、踝关节稳定性、平衡功能，结合踝足稳定性训练，能更好地改善其稳定性和平衡功能。

OR-022

肌骨超声影像诊疗技术在肩痛患者评估及介入治疗中的应用研究

贺涓涓, 姜丽, 王庄富, 解东风, 麦艺颖

中山大学附属第三医院

目的：对肌骨超声影像技术在康复科肩痛门诊患者中诊疗实践的应用进行回顾分析研究

方法：对2017年4月1日至2017年9月30日在我科门诊接受肌骨超声影像引导糖皮质激素注射治疗的所有肩

痛患者的一般资料及注射前、后临床资料进行收集，资料内容包括患者性别、年龄、病程、肌骨超声影像诊

断、超声影像引导注射方案，以及部分完成治疗后随访患者注射治疗前、后肩关节疼痛和功能活动情况，采用

肩关节疼痛与功能障碍指数（Shoulder Pain and Disability Index,SPADI）量表进行评估。

结果：共纳入接受注射治疗的患者102例，其中女性55例（53.9%），40~69岁年龄段患者82例（80.4%），

病程>3个月肩痛患者59例（57.84%）；急性肩痛患者单独肩峰下滑囊的注射率高于慢性肩痛患者（P<0.05）。

注射前、后完成评估及随访的患者共71例（75例患肩），与注射前相比，注射后1周、1个月、3个月患者肩关

节疼痛评分显著下降（P<0.0083），功能障碍评分明显改善（P<0.0083）。

结论：在康复科门诊接受注射治疗的肩痛患者以中老年为主；常见注射部位是肩周滑囊和肱二头肌长头腱

鞘；急性肩痛患者单独肩峰下滑囊注射率较高；超声影像引导糖皮质激素注射治疗肩痛定位精准、疗效显著且

效果稳定。

OR-023

胸腰段不完全性脊髓损伤患者膝关节屈伸肌群峰力矩与肌电积分值相关性分析

王志涛, 吴霜

贵州医科大学附属医院

目的：察评估康复疗效，或者将其作为一种康复干预手段以增加治疗效果。等速技术在不完全性脊髓损伤

患者中的应用较少，国内外更是鲜有将等速肌力测试训练系统、表面肌电测试系统同时应用于不完全性脊髓损

伤患者。。本课题将等速测试训练系统与表面肌电测试系统结合用于观察胸腰段不完全性脊髓损伤患者膝关节

屈伸肌群的峰力矩与股直肌（RF）、股二头肌(BF)表面肌电信号肌电积分值(IEMG)相关性。可以在一定程度上

证实多种评估方式结合使用更有参考价值。

方法：选取符合入选标准的胸腰段不完全性脊髓损伤患者30例。所有患者分别采用端坐位取端坐位，按照

等速测试要求进行膝关节交替曲、伸运动，收集膝关节屈伸肌群的峰力矩(PT)；双膝关节从屈膝90°位置，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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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完成3次10s的最大用力伸膝、屈膝抗阻动作，分别采集受试者股直肌(RF)、股二头肌(BF)的表面肌电信号。

取肌电信号波幅最大的检测结果作为观察指标，使用MegaWin3.0软件截取其中最大振幅持续3s的sEMG，分析

得出肌电积分值(IEMG)。对峰力矩和肌电积分值作Spearman相关分析，探索两者两相关性。且在整个测试过程

中未出现关节损伤，肢体疼痛。

结果：本课题对PT、IEMG进行Spearman相关性分析，相关系数r＝0.660，p＜0.001（双侧）。以上说明峰

力矩与肌电积分值之间存在正相关关系，即随着肌肉的收缩强度变化，峰力矩、肌电积分值呈现相同方向的变

化。

结论：等速肌力测试系统作为一种安全、可靠的量化评估工具，与表面肌电测试相结合，可以更有效反应

肌肉功能，值得临床推广，可以将两者综合用于肌肉功能评估和康复治疗效果。

OR-024

Ilizarov牵伸技术在非骨源性膝关节僵硬患者康复治疗中的作用

郑遵成

泰安市中心医院

目的：膝关节僵硬是临床上常见的一种骨关节活动障碍，它是膝关节及其周围组织创伤及术后常见的并发

症，常导致膝关节活动受限及疼痛，严重影响病患的生活质量。目前膝关节僵硬的治疗手段尚未形成统一意

见。本研究旨在探讨llizarov牵伸技术在非骨源性膝关节僵硬患者康复治疗中的作用。

方法：选取2013年1月－2017年8月泰安市中心医院收治的非骨源性单膝关节僵硬病程大于8周的患者38

例。按照就诊顺序分为治疗组与对照组，各19例。两组患者均进行膝关节康复运动训练 (2次/d) 、蜡疗(2次/ d)

及冷敷(每次治疗后)。治疗组患者给予Ilizarov牵伸(患者可取坐位、俯卧位及仰卧位，患者大腿固定于固定床

上，给予重力牵伸，重力程度以患者适宜为准; 每天3次，上午及下午各3h，晚上2h，每周6d，疗程8周)。比较

两组患者治疗前、治疗后第4、8周关节僵硬指标、关节活动指标、KSS 评分及 BBS 评分指标。关节僵硬指标由

改良数字评分法 ( Visual Analogue Scale/ Score，VAS) 评估。将僵硬程度用 0 ~ 100 表示，0表示没有僵硬感觉，

100 代表无法忍受的僵硬，患者根据自身感觉在0 ~ 100 之间挑选1个数字代表僵硬程度。主被动关节活动指标

由普通量角器测量角度进行评估。并对膝关节采用美国膝关节协会评分系统( KSS)和Berg平衡量表( BBS) 进行评

分。

结果：治疗前两组患者上述指标及评分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 P > 0. 05)；治疗后第 4、8周治疗组患者

VAS评分低于对照组，关节活动度、KSS以及 BBS评分显著高于对照组，差异明显( P < 0. 05)，有统计学意义。

患者治疗后均未出现关节感染、关节血肿、下肢深静脉血栓等并发症。

结论：Ilizarov牵伸技术疗法对非骨源性膝关节僵硬的临床疗效确切，可有效提高关节活动范围，改善关节

僵硬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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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R-025

Newton Box 3D 悬吊系统治疗腰椎间盘突出症的疗效观察

陈海波

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医院

目的：探讨“Newton Box 3D ”悬吊系统治疗腰椎间盘突出症的临床疗效。

方法：选取2017-03～2018-04在我院康复医学科就诊的40例腰椎间盘突出症患者，按照随机数字表法分为

“Newton Box 3D ”悬吊系统治疗组和传统推拿治疗组，每组各20例。悬吊治疗组采用我科引进的“Newton Box 

3D ”悬吊系统由我科康复治疗师予以弱链激活、姿势调整等动作进行训练，传统推拿治疗组由推拿科指定推

拿师依据经络选穴结合症状区域进行按、揉、点、推、弹拨等传统手法进行治疗，每组均以5天为一个疗程，

共治疗3个疗程，疗程间间隔2天，治疗结束1个月后随访。采用目测视觉模拟评分法（VAS）、改良Oswestry下

腰痛失能问卷表（OPDQ）和健康状况SF-36等量表评分，然后进行统计学分析。

结果：①两组患者在性别、年龄、疼痛部位等方面均没有显著性差异，结果具有可比性（P>0.05）.②两组

患者经治疗后VAS、OPDQ评分均较治疗前降低，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两组患者经治疗后SF-36评

分均较治疗前提高，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③第1疗程结束后传统推拿治疗组VAS、OPQD评分的降

低程度显著大于“Newton Box 3D ”悬吊系统治疗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推拿组SF-36评分高于

悬吊治疗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④治疗第2、第3疗程结束后，“Newton Box 3D ”悬吊系统治

疗组和传统推拿治疗组在VAS、OPQD和SF-36在评分上均没有显著性差异（P>0.05）；⑤治疗1个月后随访，

“Newton Box 3D ”悬吊系统治疗组SF-36在评分上高于传统推拿治疗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悬

吊组在VAS、OPQD评分上稍低于推拿组，但没有显著性差异（P>0.05）。

结论：“Newton Box 3D ”悬吊系统在治疗腰椎间盘突出症初期有明显疗效，但其减轻疼痛效果略低于传统

推拿；在治疗中后期其效果与传统推拿相当，但在远期效果特别是疗效维持上其优于传统推拿。因此可作为常

规技术推广临床应用。

OR-026

徒手淋巴引流技术在下肢骨折围手术期肢体肿胀中的应用

吴 平

西安市红会医院

目的：研究徒手淋巴引流治疗下肢骨折围手术期肢体淋巴肿胀、预防深静脉血栓、肢体疼痛的临床疗效。

方法：采集我院2014年10月～2017年10月收治的36例下肢创伤患者，纳入标准：下肢创伤或肢体骨折、皮

肤创伤已愈合、生命体征平稳等。排除标准：开放性伤口未愈合、有严重心血管病史、确诊静脉血栓、传染性

疾病等。按照随机数字表法将其36例患者分成两组:对照组18例，围手术期采用常规方法促进下肢肢体肿胀及

淋巴回流，常规消肿方法包括药物治疗、气压治疗及抬高患肢。观察组18例，在对照组的基础上采用徒手淋巴

引流技术来治疗，根据淋巴系统分布采取激活、推送（召回）、重吸收的方法进行治疗，沿淋巴回流方向和途

径，首先对头颈部、躯干、下肢淋巴结集中的部位用拇指进行10～15次（3～5min）的激活，再对深浅部淋巴



口头发言  中华医学会第十九次全国物理医学与康复学学术会议论文汇编

140

结或淋巴管采用推送的方法进行淋巴引流,15～20min/次，最后利用淋巴系统的重吸收功能使其下肢淋巴进行重

吸收，10～15min/次。两组方法每天早晚各治疗1次，早期介入时间均在24h后进行。在手术期前1～5d和手术

期后5～10d分别对两组患者进行VAS疼痛评分、下肢肢体周径肿胀度测量评定、术后深静脉血栓（DVT）发生

率以及对两组患者术前等待时间和缩短康复时间进行统计学分析。

结果：两组患者在治疗前与治疗后VAS评分经统计学分析有统计学意义(P<0.05)，具有可比性；对治疗前

后肢体肿胀度进行测量评定，分别在髌骨上10cm和髌骨下10cm以及踝上10cm处测出，结果经统计学分析比较

(P<0.05)；术后深静脉血栓（DVT）发生率对照组发生率为16%，观察组发生率为2%；以上三项指标经统计学

分析比较观察组优于对照组(P<0.05)；术前等待时间观察组较对照组明显缩短(P<0.05)，术后康复时间观察组较

对照组明显缩短(P<0.05)。

结论：通过两组的临床疗效分析，徒手淋巴引流技术对下肢骨折围手术期肢体淋巴肿胀、深静脉血栓

（DVT）有较好的早期预防效果，对肢体的疼痛有很好的治疗作用。徒手淋巴引流技术在骨折围手术期肢体肿

胀中以及康复领域有较好的发展。

OR-027

强化核心肌群训练对截肢患者步行稳定性的影响

孙英才

山东省康复研究中心

目的：探讨强化核心肌群训练对截肢患者步行稳定性的影响

方法：将行截肢术后在我院康复治疗符合条件的大腿截肢患者36例，采用随机数字表法，随机分为常规治

疗组和实验治疗组。常规治疗组18例，实验治疗组18例。两组每天均接受运动疗法治疗，每次30分钟，每天2

次。常规治疗组主要采用被动活动、残肢肌力训练，平衡训练等方法进行治疗。实验治疗组采用以上治疗方法

的同时，增加核心肌群训练，每次20~30分钟，每天一次。治疗前后以Berg评分、三级平衡能力分级、Holden

步行能力分级进行疗效对比评估。

结果：两组患者经过一段时间的治疗后进行疗效评估，患者平衡功能和身体的稳定性均有较大的改善和进

步，常规治疗组BBS评分平均为31.66±10.41分，实验治疗组平均为40.83±9.82分，采用两均数对比的t检验，p

＜0.05。三级平衡能力分级、Holden步行能力分级等方面的指标采用等级计数资料的卡方检验，均p＜0.05，实

验治疗组均优于常规治疗组。两组疗效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结论：核心肌群的稳定是人体所有运动的基础，核心肌群主要是由腹直肌、腹内外斜肌、腹横肌、竖脊

肌、多裂肌以及盆底肌等组成的肌肉群。截肢患者术后，立位平衡能力受到严重的影响，需要长时间的卧床休

息或者借助轮椅辅助完成移动。患者的运动量明显减少，肢体的肌力和耐力明显下降，核心肌群的肌力和稳定

性同样受到很大的影响。在患者进行立位平衡和维持站立姿势时，不能够先行性激活，平衡的前馈机制受到影

响，从而影响到患者的平衡和步行稳定性。强化核心肌群的训练，加强了躯干和骨盆的稳定性，激活了人体平

衡的前馈机制，提高了躯干和骨盆带的局部稳定，提高了整体的姿势控制水平，对截肢后配戴假肢步行的稳定

性和步行的安全性有很好的促进作用，可以有效减少意外事件的发生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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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R-028

快速康复理念介入对脊髓损伤术后生活质量的影响

刘晓霞, 董璐, 程晓婕

西安市红会医院

目的：探讨快速康复理念介入对脊髓损伤术后生活质量的影响

方法：选择2015年1月至2016年4月在我科住院接受康复治疗的脊髓损伤术后的60例患者，按入院先后分治

疗组与对照组，两组患者均给予患者及家属健康宣教与心理疏导，治疗组给予快速康复理念介入，即在患者术

后7d（生命体征平稳后）介入，具体内容（1）加强早期呼吸和排痰训练：主要方法有扣背、缩唇呼吸训练、

排痰训练、体位引流、腹部加压助咳等。（2）加强心血管系统训练：①预防深静脉血栓：干扰电，叩打胆

经、肾经，肢体按摩。②上肢的被动与主动运动。（3）膀胱和直肠管理：干扰电、艾灸、点穴、腹部按摩、

清清导尿与间歇导尿。（4）加强躯体功能训练：包括维持与改善关节活动范围的训练、增强残存肌力的训

练、平衡功能训练、转移训练、ADL能力训练、轮椅的使用训练等等。（5）加强皮肤护理：勤翻身、按摩、

勤清洗。（6）心理疏导：教会患者腹式呼吸、吟诗、讲故事、唱歌等；对照组术后第14天介入，康复介入方

法、疗程同治疗组。14天1个疗程，共3个疗程，随访6个月。治疗结束后对两组患者治疗前与治疗后的第1周、

第4周、第6周、第24周进行生活质量（SF36)、并发症、死亡率、满意度进行评定。

结果：两组患者治疗前SF36无明显差异（P>0.05），治疗后的第1周两组患者SF36、并发症、死亡率、满

意度无明显改善（P>0.05），治疗后的第4周、第6周、第24周SF36、并发症、死亡率、满意度均有明显改善，

且治疗组明显优于对照组(P<0.05).

结论：快速康复理念介入能明显的提高患者生活质量与满意度，还能减少并发症与死亡率，疗效确切。

OR-029

腰痛患者手术治疗前后步行特征和平衡功能的变化:系统性回顾

张杨, 岳寿伟

山东大学齐鲁医院康复中心

目的：目前，全球估计有54000万人患有腰痛(low back pain，LBP)。在低收入和中等收入国家，腰痛变得越

来越流行，速度远远超过高收入国家。许多LBP患者经历了多种治疗方式，其中一些是极具争议性的，腰椎再

手术率高达15%。目前有大量可供选择的治疗方法，重要的是要有明确的方法来评估手术治疗结果，以评估最

佳的处理方式，降低再手术率，最大化性价比(成本/质量)，提高生活质量和功能。

方法：我们对 PubMed、 Embase、 Scopus、the Cochrane Library、Web of Science、CINAHL数据库进行了搜

索。文章通过以下入选标准进行了研究:1)研究人群包括需要手术的LBP患者；2) 术前和术后均客观测量步态的

动力学和运动学指标和平衡功能。采用Delphi共识评估所选研究的质量，并进行meta分析比较术前和术后的变

化。

结果：共有9篇文章符合纳入标准。与健康对照组相比，伴有椎间盘狭窄的患者的步态变异性更高，可能

与急性神经根疼痛和神经跛行有关。这两种情况都进一步限制了正常的行走耐受性。而减压后LBP患者的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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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能性指标和整体行走耐受性增强均明显改善。LBP患者行椎管减压手术后，步态周期中行走模式的相似度增

加(术后1年，变异降低了约73%，效应值为1.45)，行走对称性、平滑度和规律性、躯干摆动和跨步长均明显提

高。术后3个月，耐力评估显示，步行持续时间的增加高达340%。而且与对照组相比，术后骨盆和胸椎前倾明

显减少，伴有椎管狭窄患者的间歇性跛行减少。术后LBP患者的平衡功能也得到了有效改善。88%的LBP患者

直立姿势下躯干晃动比正常人增加约700%，闭眼测试和单足平衡测试时，躯干中心压力(CoP) 明显后移，证明

保持直立位平衡时，LBP患者更加依赖于髋调节机制，而非正常的踝调节机制。手术治疗后，LBP患者的躯干

摆动范围、摆动速度、摆动面积、摆动变异度均下降。

结论：我们认为步态和平衡功能评估可作为LBP患者手术后运动改善的指标。可以通过测量行走时空参

数、步态模式、行走耐力、躯干中心压力来评价运动功能的改善.

OR-030

足底压力动态检测对慢性踝关节不稳患者的评估与临床应用

陆沈吉1, 蔡斌1, 王典2, 蔡萍2

1.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九人民医院

2.上海交通大学

目的：利用多时空分辨率足底压力动态检测针对慢性踝关节不稳患者进行临床评估。

方法：慢性踝关节不稳（CAI）患者20例，其中机械性不稳（MAI）13例，功能性不稳（FAI）7例，正常

对照23例，分别进行足底压力（COP）动态检测，测试者单足站立15s，休息1min，重复3次。检测指标：包

络面积（mm2）、COP动摇轨迹长（mm）、M/L（左右）向动摇轨迹长（mm）、A/P（前后）向动摇轨迹长

（mm）、M/L向动摇范围（mm）、A/P向动摇范围（mm）、单位面积轨迹长（mm-1）。

结果：CAI患者患侧足与正常足相比，COP包络面积（268+-57.2，96.8+_31.8）、COP动摇轨迹长（389+-

66.0，192+-36.6）、M/L向动摇轨迹长（142+-25.6，99.0+-23.7）、A/P向动摇轨迹长（297+-46.0，136+-

25.2）、M/L向动摇范围（13.1+-2.05，10.1+-1.90）、A/P向动摇范围（34.2+-5.10，13.7+-2.30）和单位面积轨

迹长(37.3+-5.15，28.0+-5.75)，差异显著。

CAI患者健侧足与正常足相比，COP包络面积（229+-37.4，96.8+_31.8）、COP动摇轨迹长（239+-32.9，

192+-36.6）、M/L向动摇轨迹长（153+-23.0，99.0+-23.7）、A/P向动摇轨迹长（183+-20.7，136+-25.2）、

M/L向动摇范围（16.8+-1.35，10.1+-1.90）、A/P向动摇范围（31.5+-3.17，13.7+-2.30）和单位面积轨迹长

(35.4+-5.84，28.0+-5.75)，差异显著。

MAI患者患侧足与FAI患者患侧足相比，包络面积（340+-64.8，202+-99.3）、COP动摇轨迹长（333+-

37.1，180+-37.5）、M/L向动摇轨迹长（172+-12.5，86.0+-15.6）、A/P向动摇轨迹长（247+-24.6，137+-

31.0）、M/L向动摇范围（18.6+-1.95，16.3+-2.45）、A/P向动摇范围（26.1+-5.10，29.0+-4.65），差异显著。

结论：多时空分辨率足底压力动态检测仪简便、无创、快捷，利用多个COP指标的联合判断，可用于评估

CAI患者功能及康复治疗后的随访评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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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R-031

脊柱动态平衡系统在非特异性下腰痛患者中的临床研究

杨绯, 潘钰, 徐泉, 吴琼, 李欣, 孙小花, 樊森朝

北京清华长庚医院

目的：采用三维动态平衡测试训练系统定量评估非特异下腰痛患者的躯干运动控制能力。

方法：分别纳入20位非特异性下腰痛患者及19位健康人，记录下腰痛患者Oswestry功能障碍指数（The 

Oswestry Disability Index，ODI），采用三维动态平衡测试训练系统记录两组人群在动态平面中的各方向躯干移

动力矩，比较两组患者间的力矩差值（即测量力矩值与正常值间的差值），分析并比较两组间的异常方向数、

最大力矩差值、平均力矩及平均力矩差，对腰痛组患者的力矩差值、常方向数、最大力矩差值、平均力矩及平

均力矩差与ODI进行相关性分析。

结果：与健康组相比，腰痛组患者左侧及左后方向的力矩显著下降（P<0.05），左侧、左后、右前方向的

力矩差值显著增加（P<0.05），方向数、最大力矩差值、平均力矩差均显著增加（P<0.05），而平均力矩则显

著下降（P<0.05）。各方向的力矩差值与ODI呈负相关，且异常方向数量与ODI评分呈正相关，而最大力矩差

值、平均力矩差值与ODI评分呈负相关（P<0.05）。

结论：下腰痛患者在运动时的核心运动控制能力较健康人群下降，其中左侧及左后方向变化显著，且运动

控制越差，患者症状越明显，提示脊柱运动控制下降是下腰痛的重要病因，本研究方法可定量评估患者的运动

控制能力及其不足方向，为患者的个性化康复训练方案提供依据。

OR-032

脑卒中急性期下肢深静脉血栓形成的解剖分布特点

刘训灿, 陈晓伟, 崔银星, 李贞兰

吉林大学第一医院

目的：探讨缺血性卒中和出血性卒中急性期下肢深静脉血栓形成的差异及解剖分布特点。

方法：回顾性分析2016年1月至12月收入吉林大学第一医院神经内科的脑卒中患者 679例（缺血性卒中507

例，出血性卒中172例），发病2周内行患侧下肢静脉系统血管超声筛查深静脉血栓形成，缺血性卒中患侧下肢

509例，出血性卒中患侧下肢177例。比较分析缺血性卒中和出血性卒中急性期下肢深静脉血栓形成的差异及解

剖分布。

结果：缺血性卒中男性337例，女性170，年龄26岁~91岁，平均年龄61.3±11.3岁；出血性卒中男性120

例，女性52例，年龄29岁~89岁，平均年龄58.0±10.9岁。两组年龄有统计学差异（P=0.001），男、女比例无

统计学差异（χ2=0.64，P=0.426）。缺血性卒中组下肢深静脉血栓形成共119例（23.4%，119/509），中心型

血栓0例（0.0%），周围型血栓114例（95.8%），混合型血栓5例（4.2%）；出血性卒中组下肢深静脉血栓形成

共55例（31.1%，55/177），中心型血栓0例（0.0%），周围型血栓51例（92.7%），混合型血栓4例（7.3%）。

两组在下肢深静脉血栓形成发生率上存在统计学差异（χ2=4.11，P=0.043），两组下肢深静脉血栓类型无统计

学差异（χ2=0.23，P=0.630）。两组患侧下肢深静脉血栓形成最易累及部位依次为肌间静脉168例（9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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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8/174），腓静脉27例（15.5%，27/174），胫后静脉16例（5.8%，16/274），腘静脉7例（2.6%，7/274），

股静脉6例（2.2%，6/274）。周围型血栓中，缺血性卒中组孤立性血栓101例（88.6%，101/114），出血性卒中

组孤立性血栓43例（84.3%，43/51），两组间无统计学差异（χ2=0.58，P=0.446）。

结论：脑卒中急性期下肢深静脉血栓形成发生率较高，且出血性卒中发生率更高。下肢深静脉血栓形成的

解剖分布在缺血性卒中和出血性卒中之间没有差异，以孤立性肌间静脉血栓形成为主。

OR-033

快速康复在全膝置换围手术期中的临床应用研究

朱俞岚, 梁静娟, 朱玉连

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

目的：探讨快速康复在全膝置换围手术期中的临床应用效果。

方法：选取 2016年10月-2017年12月于骨科进行全膝置换手术治疗的 84 例患者为研究对象，将其随机分

为对照组42例和干预组42例，对照组进行常规护理干预，干预组则以快速康复外科理念为指导进行康复护理干

预，包括：术前康复评估与宣教、呼吸训练、双下肢徒手淋巴引流按摩；术后“无痛病房”的实时疼痛评估、

物理因子康复介入；延续康复护理宣教及出院随访。将两组患者的住院时间、并发症发生率、疼痛评分、患者

满意度做比较。

结果：干预组的住院时间短于对照组，并发症发生率低于对照组，疼痛评分低于对照组，总满意率高于对

照组，P 均＜0.05，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结论：快速康复外科在全膝置换围手术期中的临床应用效果较好，可有效提升患者的康复疗效。

OR-034

慢性腰痛患者腰部深层多裂肌超声形态特征变化

张珊珊1, 王艳君1, 赖建洋1, 吴文2, 王楚怀1

1.中山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2.南方医科大学珠江医院

目的：采用骨肌超声测量慢性腰痛（cLBP）患者腰部深层多裂肌静息及收缩时形态结构变化特征，并分析

疼痛强度、持续时间与多裂肌形态的相互关系。

方法：对21例cLBP患者和30例健康对照组分别进行腰部深层多裂肌形态学指标测量，包括多裂肌静息态下

厚度和横截面积及最大随意收缩时肌肉厚度变化。

结果：cLBP患者多裂肌静息状态下厚度和横截面积均显著低于健康对照组（P＜0.001）；最大等长收缩

时，多裂肌厚度也明显低于健康对照组（P＜0.001）。此外，cLBP患者多裂肌静息时厚度与疼痛持续时间呈负

相关（r=-0.49，P＜0.05），与疼痛强度VAS 评分无明显相关性（r=0.09，P＞0.05）

结论：cLBP患者腰部深层多裂肌萎缩，自主收缩能力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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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R-035

互联网+背景下膝半月板术后康复指导的疗效观察

杨灵狄, 吕雪霞

丽水市人民医院

目的：观察在互联网+背景下的膝关节半月板术后康复指导的疗效，为更充分利用优质医疗资源提供依据

和方法。

方法：膝关节半月板术后患者62例，随机分成观察组和对照组各31例，2组患者在住院期间均进行早期康

复治疗，对照组回家自行延续院内康复训练。观察组通过互联网APP进行视频为主，文字、语音多种方式为辅

的指导下进行功能锻炼。两组患者均由同一康复治疗师对患者进行HSS膝关节评分标准、医学结局研究简明调

查-36条（SF-36）的评估，分别记录干预前，干预后12周的评分进行比较。

结果：观察组干预后12周HSS评分、SF-36评分明显高于对照组(P＜0.05)。

结论：互联网+下的远程康复指导可以改善膝关节半月板术后患者的膝关节活动能力和提高患者的生活质

量。

OR-036

tDCS与虚拟情景互动训练对脑梗塞偏瘫上肢功能及ADL影响的临床研究

华强, 夏文广

湖北省中西医结合医院

目的：观察经颅直流电刺激( tDCS) 与虚拟情景互动训练对脑梗塞偏瘫患者上肢功能及ADL恢复的影响。

方法：研究对象：2017年3月-2018年2月于湖北省中西医结合医院康复医学中心住院的脑梗塞患者120例，

随机分为tDCS + 虚拟情景互动训练组42例、虚拟情景互动训练组40例和常规治疗组38例。3 组患者均给予常规

药物治疗、偏瘫肢体综合训练、电子生物反馈治疗、作业治疗、针灸推拿治疗等综合康复治疗；虚拟情景互

动训练组加用虚拟情景互动训练治疗；tDCS +虚拟情景互动训练组加用虚拟情景互动训练及经颅直流电刺激治

疗。虚拟情景互动训练利用虚拟现实和生物反馈技术开发出的针对性、个性化的、目标化的各种游戏对患者

进行互动训练，每次20分钟。经颅直流电刺激治疗时选择安静的治疗室，治疗目标区域为运动区（鼻根沿头部

正中线至枕外粗隆连线中点旁开6cm处），将阳极电极片中点粘贴固定于损伤侧运动区，阴极电极片对称固定

于对侧肩部，给予兴奋治疗；如损伤侧行去骨瓣手术，将阳极电极片固定于损伤侧肩部，阴极电极片中点粘

贴固定于非损伤侧运动区，给予抑制治疗，设置电流大小为1.2 -1.4mA、安全电流密度为0.05 mA/cm2，每次20 

min。三组患者上述治疗均每日1次，连续治疗5日后，休息2日，共计治疗30次。由专门的康复评定人员在患者

治疗前、治疗30次时用改良的 Ashworth 量表( MAS)、Fugl-Meyer运动评分量表( FMA)中的上肢部分、手臂动作

调查测试（ARAT）对患侧上肢功能进行评定，并采用改良的Barthel指数（MBI）评定患者日常生活能力。

结果：治疗30次后，常规组患者评分优于治疗前(P＜0.05)，tDCS +虚拟情景互动训练组和虚拟情景互动

训练组均明显优于治疗前(P＜0.01)；tDCS +虚拟情景互动训练组和虚拟情景互动训练组均优于常规治疗组(P

＜0.05)；tDCS+虚拟情景互动训练组上肢功能及日常生活自理能力改善较虚拟情景互动训练组更为明显 (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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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5)。

结论：经颅直流电刺激（tDCS）与虚拟情景互动训练治疗均可改善脑梗塞偏瘫患者上肢运动功能，提高日

常生活能力；经颅直流电刺激（tDCS）结合虚拟情景互动训练改善上肢运动功能、提高日常生活能力较虚拟情

景互动训练效果更为明显，疗效确切，值得在临床上推广。

OR-037

OTPF框架对脑卒中后运动能力及日常生活活动能力的影响

井于玲

吉林大学第一医院

目的：探讨OTPF框架对脑卒中后运动能力及日常生活活动能力的影响

方法：按照统一标准入选的44例患者，采用随机数字表法，将其随机分为对照组和治疗组，每组22例。两

组患者均接受常规康复治疗，总的治疗时间为40min/d，6天/周，4周为一个疗程。治疗组在对照组的基础上增

加OTPF框架，OTPF框架内容：1、作业活动（ADL,IADL，工作，休闲娱乐，社交等）；2、作业表现模式（习

惯，每日常规，角色等）3、作业表现技能（移动技能，处理技能，生活技能，社交技能等）；4、个体因素

分析（身体结构，功能，价值观，信仰等）5、条件和环境分析；6、转归和预后。分别于4周和12周采用Fugl-

meyer评分和ADL评分比较两组患者肢体运动功能和ADL能力，并结合患者及家属满意度调查表进行评定分析。

结果：4周后，两组肢体运动功能Fugl-meyer评分和ADL评分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0.05）；12周

后，治疗组经过系统的OTPF模式后，Fugl-meyer评分和ADL评分明显高于对照组（P＜0.01）；且满意度高于对

照组（P＜0.05）；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结论：OTPF框架促进脑卒中运动能力的恢复、改善日常生活活动能力并且提高患者满意度。

OR-038

基于镜像神经元理论的动作观察疗法对脑卒中患者实时脑功能成像的影响

庄卫生, 钱宝延, 蔡西国

河南省人民医院

目的：探讨基于镜像神经元理论的动作观察疗法对脑卒中偏瘫患者实时脑功能成像的影响。

方法：

选取脑卒中偏瘫患者31例，随机分为动作观察组和常规康复治疗组，两组患者均给予相同的常规康复治疗

措施，另外给予动作观察组患者动作观察疗法，给予常规康复组与动作观察疗法相似的安慰治疗，每天2次，

每次30min，每周10次，共治疗8周。分别在入组时、8周后时，行实时功能磁

共振（real time functional Magnetic Resonance Imaging,rtfMRI）检查，选择初级运动区(primary motor cortex，

M1)、运动前区(premotor cortex，PMC)、辅助运动区(supplementary motor area，SMA)为感兴趣区域（region of 

interest，ROI），然后做相应的数据处理，观察患者脑功能成像情况、激活体积，并进行统计学分析。

结果：r t fMRI数据分析结果显示，治疗后两组患者在M1区、SMA区、PMC区的激活体素数均较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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疗前有显著增加，动作观察组患者治疗前激活体素为M1（153.94±15.93）、PMV（97.75±17.28）、

SMA（90.38±18.11），治疗后激活体素数为M1（416.81±64.42）、PMC（199.50±30.06）、SMA

（189.94±23.35），治疗后激活体积显著高于治疗前(P<0.05)，常规康复治疗组治疗前激活体素数分别为M1

（161.53±17.66）、PMC（95.13±19.10）、SMA（92.33±19.61），治疗后为M1（334.13±36.69）、PMC

（162.27±28.89）、SMA（152.20±23.21），治疗后激活体积显著高于治疗前激活体积(P<0.05)。两组比较，

动作观察组患者ROI区激活区体积与增加值，均显著高于常规康复治疗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

结论：动作观察疗法可以影响患者实时脑功能成像，增加M1区、PMC区、SMA区等运动区激活体积，改变

运动功能重组，促使患者偏瘫肢体运动功能恢复。

OR-039

脑机接口在脑卒中上肢运动功能康复中的应用

王晓玉, 郑遵成, 赵庆贺

泰安市中心医院

目的：脑机接口康复训练系统是基于脑机接口、功能性电刺激、运动想象疗法的康复训练方法，可应用于

严重肢体运动功能障碍的患者（肌力0-1级，Brunnstrom运动分期1-2期），使患者尽早开始主动康复。本课题

旨在通过评价脑控康复训练系统对脑卒中后功能障碍患者偏瘫侧上肢运动功能及日常生活能力的影响，探讨其

对脑卒中患者康复中的可行性。

方法：对2016年2月至2016年12月在泰安市中心医院康复医学科就诊的共60例因脑卒中入院的病人按照随

机、单盲和对照设计原则分为实验组和对照组，每组各30例。对照组给予常规康复治疗和药物治疗，包括良肢

位的摆放、康复功能训练、作业训练、肌电生物反馈疗法、针灸等。每周治疗5 d，每天每项30min。实验组：

除进行常规康复训练及药物治疗之外还接受脑控康复系统治疗，每周5次，每次30-40min，治疗周期3个月。康

复评定采用Fugl-Meyer评分（上肢、手部分）、ADL评分对疗效进行评定。

脑控康复训练系统治疗方法：

1.适应性训练：根据语音提示进行运动想象和放松练习，使患者掌握运动想象过程中的注意事项及训练技

巧。训练完成度达到90%以上后进入正式训练。

2.正式训练：训练完程度达到目标值以后开始正式训练，正式训练包括两种模式，一是想象模式，由患者

的运动想象脑电波控制电刺激的开关。二是固定模式，以固定频率给予电刺激，用于脑功能状态较差，不能耐

受全过程运动想象的患者

结果：1.治疗前两组Fugl-Meyer及ADL评分均无显著性差异，具有可比性（P＞0.05）。2.治疗后两组Fugl-

Meyer评分、ADL评分与治疗前比较均有显著性差异（P＜0.05），且治疗组评分优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

义（P＜0.05）。

结论：脑控康复训练可改善脑卒中患者运动功能障碍，其效果优于常规康复治疗。其机理可能与提高患者

主动参与性，有助于患侧脑区激活，促进大脑重塑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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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R-040

重复经颅磁刺激治疗对脑卒中患者运动功能恢复的影响

纪爱辉

山东省立医院耳鼻喉医院山东省立医院西院(原:山东煤矿总医院)

目的：重复经颅磁刺激（rTMS）作为一种新型非侵入性脑刺激技术，已广泛应用于治疗卒中患者的运动功

能障碍。目前研究中所采用的rTMS治疗方案仅限于患侧高频刺激治疗或健侧低频刺激治疗，但对双侧大脑半球

同时予以刺激治疗则鲜有研究。因此本课题将探讨连续抑制性—易化性rTMS治疗方案对脑卒中患者运动功能恢

复以及患侧大脑半球运动诱发电位的影响。

方法：选择2016年8月-2017年1月收治于我科的脑卒中恢复期患者39名，记录患者的年龄、性别、发病部

位及类型。将患者随机分为治疗组（20名）和对照组（19名），两组均予以常规药物治疗及康复治疗（包括物

理治疗、作业治疗、言语治疗、吞咽障碍的治疗、认知功能治疗、针灸、推拿等）。在此基础上给予治疗组

rTMS刺激治疗，治疗方案为：先于健侧大脑皮层上肢运动代表区进行15min的1Hz低频刺激，再于患侧大脑皮

层上肢运动代表区进行15min的5Hz高频刺激。对照组则给予相同时间的rTMS 伪刺激。评价指标包括：治疗前

及治疗6周后的Fugl-Meyer（FMA）上肢运动功能评分、Barthel（BI）指数评分、运动诱发电位（MEP）潜伏期

及最大振幅。实验数据使用SPSS软件进行统计学分析。

结果：治疗组与对照组在治疗前各项功能评分无明显统计学差异（p＞0.05）。治疗6周后，两组患者治疗

后各项功能评分均较治疗前有明显改善（p＜0.05）；治疗组的FMA评分、BI评分、MEP潜伏期及MEP最大振幅

均较对照组有显著改善（p＜0.05）。

结论：我们的研究发表明抑制性—易化性rTMS治疗方案能明显促进恢复期脑卒中患者运动功能的恢复，同

时还能调节双侧大脑半球的整合作用，恢复双侧大脑半球间的功能平衡。作用机制可能包括两方面：其一，对

健侧大脑半球皮层运动区采用低频磁刺激，可降其兴奋性，减轻对患侧大脑半球相同区域的过度抑制作用，从

而提高患侧大脑半球皮质运动区的兴奋性，达到改善患侧肢体运动功能的效果；其二，对患侧大脑半球皮层运

动区采用高频磁刺激能提高其兴奋性，从而改善患侧肢体的运动功能。综上，rTMS是一种有效改善脑卒中恢复

期患者运功功能的治疗方法。

OR-041

虚拟现实治疗技术对帕金森患者冻结步态改善的疗效观察*

杨伟, 陈卓铭, 王红

暨南大学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

目的：探讨虚拟现实技术应用于帕金森冻结步态患者，评价其疗效，为此症的临床治疗提供有效的依据。

方法：选取暨南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帕金森中心，冻结步态患者24例，依照随机数字表分成2组，虚拟治疗

组与常规治疗组，各12人。常规治疗组给予对症及营养脑神经的药物治疗，运动给予进行治疗前肢体弛缓放

松训练、大摆臂阔步前进、平衡仪的稳定站立、视觉提示下的步行、下肢MOTOmed训练，以上每天各项目15

分钟，以上在患者开期进行，每项目15分钟，每天1次，每周6天，连续4周。虚拟治疗组，在常规治疗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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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给予虚拟现实训练，每天30分钟，疗程同上。分别在治疗前，12天，结束时分别采用计时起立-行走实验

（TUG）、步态分析仪上10米步行能力，用秒表记录始步启动时间，疲劳严重度量表（FSS），评判虚拟现实

技术对冻结步态的干预效果。

结果：2组患者治疗前计时起立-行走实验（TUG）、10米步行能力及启动时间、疲劳严重度量表（FSS）

评测均无统计学差异（P>0.05）;训练的第12天，计时起立-行走实验（TUG）、10米步行能力、疲劳严重度

量表（FSS）无统计学差异（P>0.05），启动时间比较，有统计学差异（P<0.05）;训练结束时，计时起立-行

走实验（TUG）、10米步行能力及启动时间比较、疲劳严重度量表（FSS）评测比较，均有显著地统计学差异

（P<0.01）。

结论：虚拟现实技术应用于帕金森冻结步态患者，能有效改善步行速度，能减少指令后的步行潜伏时间，

降低疲劳程度。

OR-042

双重任务训练治疗亚急性期卒中患者平衡及步行功能障碍的临床研究： 

随机对照试验

何影, 姚黎清

昆明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

目的：探索双重任务训练对亚急性期卒中患者在单一/双重任务状态下的步行、平衡能力的治疗效果。

方法：将46名亚急性期卒中患者随机分配到双重任务平衡/步行训练组、单一任务平衡/步行对照组。每组

23例受试者，每周接受3次45分钟的训练，为期4周。在训练前、训练4周后对受试者进行评估，评估内容包括

步行功能［单一/双重任务状态下的10米步行速度、起立－行走计时测试（the Timed Up and Go test，TUG）所

需时间］、执行双重任务的性能（不同类型的双重任务步行时间DTE%）、平衡功能［简易平衡评定系统测试

评估系统测试（the Mini-Balance Evaluation Systems Test，Mini-BESTest）、特定活动平衡信心量表（Activities-

specific Balance Confidence scale，ABC）］、Frenchay活动量表（Frenchay Activities Index，FAI）和SF-12生活质

量量表。

结果：46名受试者均完成4周的训练，没有脱访。经过训练，两组在步行、平衡及功能水平方面均较治疗

前有明显改善（p<0.05）。与对照组比较，单一/双重任务状态下的10米步行速度（p<0.01），在双重任务（步

行+连续减3、步行+运动）下完成TUG测试所需时间（p<0.01），均有更显著改善，然而，仅步行+连续减3状

态下的步行时间DTE%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01）。对于次要结局指标，DT组的Mini-BESTest平衡量表得分

（p<0.001），ABC%（p<0.001）和SF-12（p<0.05）优于对照组。

结论：为亚急性期脑卒中患者进行双重任务平衡与步行能力训练可有效改善患者单一/双重任务条件下的步

行功能、平衡功能及患者功能水平，并具有潜在的康复治疗价值，但其远期疗效仍有待进一步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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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R-043

虚拟现实结合下肢机器人干预脑梗死亚急性期患者功能恢复的效应研究

徐智勤, 卞瑞豪, 赵江莉, 毛玉瑢

中山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目的：探讨虚拟现实（Virtual Reality，VR）结合下肢机器人早期应用于亚急性脑梗死患者的可行性，并研

究对偏瘫患者功能恢复的效应。

方法：收集2014年6月-2018年4月中山大学临床医学研究5010项目，亚急性期脑梗死存在运动功能障碍的

患者80例，年龄40-79岁，平均年龄59.62±10.09，采用随机数字信封分为治疗组和对照组，其中治疗组共计

42例，对照组共计38例。对照组接受常规康复治疗（以Bobath技术为主），治疗组采用多体位智能康复机器

人结合虚拟现实系统进行多感觉交互训练。两组均接受3周治疗干预，每周5次，每次20-30分钟；两组每天的

总物理治疗时间均为2小时。治疗干预前及连续治疗3周后、3个月随访时分别进行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卒中量

表（National Institute of Health stroke scale，NIHSS），简易智能精神状态量表（Mini-mental State Examination，

MMSE）、Fugl-Meyer下肢运动功能评分量表 （Fugl-Meyer Motor Assessment Scale-Lower Extremity，FMA-

LE）、Berg平衡量表（Berg Balance Scale，BBS）进行评估，并比较训练前后认知功能、下肢运动和平衡功能

的变化。

结果：治疗前两组NIHSS、MMSE、FMA-LE和BBS评分无统计学差异（P>0.05），3周干预后，治疗组和对

照组FMA-LE和BBS评分均较治疗前明显提高，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1）。治疗组治疗前后NIHSS差异有统

计学意义（P<0.01），对照组治疗前后NIHSS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但治疗后两组间各项得分比较无显

著性差异（P>0.05）。 随访3月数据分析显示，两组患者的评分均得到提高（P<0.05)，但组间比较无显著性差

异（P>0.05）。

结论：VR结合下肢机器人能促进脑梗死亚急性期患者下肢运动和平衡功能改善，其功能促进效应与常规康

复治疗相同，并且对神经功能缺损恢复稍优于常规康复；随访分析显示在康复效果方面具备时效性，可以作为

一种有效的临床康复干预手段应用于早期脑梗死患者 。

OR-044

核心肌群训练配合整脊疗法治疗腰痛的临床观察

梁国君, 周顺林

河北医科大学附属以岭医院

目的：观察核心肌群训练配合整脊疗法治疗腰痛的临床疗效。

方法：将我科2017年5月至2018年5月收入住院的40例腰痛患者随机分为对照组和治疗组。对照组采用整脊

疗法，具体操作：以右侧小关节错位为例，术者坐于患者左后方，助手固定患者双膝关节以下肢，术者右手

掌根放于患椎右侧，左手放于右侧肩前，此时术者利用自身脊柱及左肩关节旋转带动患者脊柱向左侧旋转至

最大角度数次，当患者处于放松状态，术者双手向相反方向用力，此时可闻及弹响声。1次/隔日，10次为一个

疗程。治疗组在此基础上结合核心肌群训练进行治疗（根据脊柱稳定性的3个亚系诊断为原则训练（每次30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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钟，1次/日，20天为一疗程）。

结果：两组观察对比分别于治疗后10d、 20d时进行腰痛JOA评分和VAS评分，治疗后都有明显改善，JOA

评分均有不同程度提高、VAS评分均有不同程度降低，尤以治疗组明显，差异性具有统计学意义（P＜0.01，

P＜0.05）；组间比较治疗组明显优于对照组，差异性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复发率明显低于对照组。 

组在此基础上结合核心肌群训练进行治疗（根据脊柱稳定性的3个亚系诊断为原则训练（每次30分钟，1次/

日，20天为一疗程）。

结论：整脊疗法在治疗诊断明确的腰痛中，具有较好的治疗效果，但容易复发。核心肌群训练具有安全

性、易操作性，自我治疗性、预防复发性等多重特点。。通过临床观察，核心肌群训练与整脊疗法相结合运用

于临床腰痛的治疗，能够进一步提高治疗效果，且能够降低临床复发率。

OR-045

针对VMO的肌力训练在髌骨脱位MPFL重建术后患者的疗效观察

付 婷

西安市红会医院

目的：内侧髌骨股骨韧带(MPFL)重建术对于复发性髌骨脱位的疗效较满意，有研究表明股内侧肌（VMO）

的肌力减退会影响术后的康复进程。本研究为实施MPFL术后的患者提供更有效的肌力训练方法，可进一步加

速膝关节功能的恢复。

方法：选取2016年12月至2017年6月MPFL 重建术后的髌骨脱位患者30 例，男女不限，年龄为20岁-49岁

之间，无肌力训练的禁忌症。根据随机分组法分成治疗组和对照组，每组各 15 例。治疗组给予0-30°范围内

针对VMO的肌力训练及股四头肌抗阻治疗，对照组进行治疗师指导下的股四头肌抗阻肌力训练。分别于术后

第 8、12、16周对两组患者进行股四头肌等速测试(慢速 60°/s、快速 120°/s)，并 将vmo患侧/健侧峰力矩百分

比、膝关节活动度(ROM)及 lysholm 膝关节评分进行比较。

结果：治疗组术后第 8、12、16 周，股四头肌等速测试结果较对照组峰力矩百分比明显增大，结果有显著

性差异(P<0.05)， Lysholm评分与对照组相比得分普遍较高，结果有显著性差异 (P<0.05)，ROM 与对照组相比角

度明显改善，结果有显著性差异(P>0.05)。

结论：针对VMO的肌力训练能明显加速MPFL 重建的髌骨脱位患者术后康复进程，与对照组相比有显著性

差异，相比传统训练方法而言具有更明显的优势与疗效，能更快的促进患者术后康复进程。

OR-046

帕金森健康操对患者姿势平衡及手功能障碍的影响

张海娜, 徐广甍, 张军, 易江, 刘鸿, 李文茂, 魏彦龙, 江俊杰, 张添琦, 刘忠良

吉林大学第二医院

目的：帕金森病（Parkinson Disease ,PD）是神经系统常见的退行性疾病，发病机制不详，临床以静止性震

颤、肌强直、运动迟缓和姿势步态障碍为主要表现。帕金森病的治疗以药物治疗为主，康复治疗为辅。近年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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兴起的帕金森健康操逐渐成为一种新的治疗帕金森病的辅助手段。本文主要研究帕金森健康操对帕金森病患者

姿势平衡障碍和手功能障碍的影响。

方法：帕金森病患者40例，符合帕金森病诊断标准及排除标准。随机分为2组，对照组予以常规药物治

疗。治疗组在对照组治疗基础上加用帕金森健康操，每天2次，每次30分钟，每周5次。帕金森健康操是由帕友

网携同中华医学会神经病学分会帕金森病及运动障碍学组专家和康复科专家为帕金森病患者量身打造的国内首

套帕金森健康操。共分为3节，每节6个动作，主要是放松热身、牵伸运动和协调平衡运动。

两组均在治疗前、治疗1月后进行疗效评定。分别采用改良帕金森病活动量表（modifified Parkinson Activity 

Scale，M-PAS）和简易上肢功能检查（Simple Test  for Evaluating Handfunction，STEF）量表，评定患者的姿势

平衡障碍和手功能活动障碍。

结果：改良帕金森病活动量表（M-PAS）评分：两组帕金森病患者在入组时的M-PAS评分差异无统计学意

义，具可比性。1个月后的M-PAS评分明显优于对照组，两组间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简易上肢功能检查（STEF）评分：两组帕金森病患者在入组时的M-PAS评分差异无统计学意义，具可比

性。1个月后的M-PAS评分明显优于对照组，两组间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结论：帕金森健康操以中枢神经系统的可塑性理论为基础，通过增加患者肌肉的牵伸协调平衡运动来刺激

大脑神经中枢皮质联系的重新建立。本研究提示在患者实施帕金森健康操治疗组1个月后，M-PAS与STEF评分

与治疗前比较差异显著; 说明经药物治疗与帕金森健康操治疗1月后，患者姿势平衡障碍、手功能障碍均有改

善，充分说明应用帕金森健康操能更进一步提高患者的姿势平衡功能及手功能、该套健康操操临床适用范围

广、患者依从性好，值得推广应用，有必要纳入帕金森病的常规治疗中并长期坚持。

OR-047

呼吸策略介导的认知行为疗法对慢阻肺患者生活质量和运动能力的影响

王思远

中日友好医院

目的：本研究旨在探讨以呼吸策略介导的认知行为疗法（Cognitive Behavioral Therapy，CBT）对慢阻肺患者

康复前后生活质量和运动能力的影响。

方法：选取就诊于中日友好医院呼吸内科及其医联体的慢阻肺（GOLD分级2—3级）患者30名，随机分

为试验组（n=15）和对照组（n=15），试验组采用呼吸策略介导的CBT康复方案，对照组采用常规康复方

案。所有患者均接受4周的机构内康复训练（5次/周；30分钟/次）。在康复训练前，康复训练后，训练后第3

个月和第6个月进行生活质量和运动能力的相关评估。生活质量采用圣乔治呼吸问卷（St. Georges Respiratory 

Questionnaire  ,SGRQ）进行评估；运动能力采用简易躯体能力测试（Short Physical Performance Battery，SPPB）

和六分钟步行测试（6-Minute Walking Test,6-MWT）进行评估。

结果：1.两组患者康复训练后SGRQ、SPPB和6MWT结果较训练前均有明显改善（P＜0.05），且无组间差

异。2.康复训练后第3、6个月，试验组SGRQ、6-MWT较康复训练前明显改善（P＜0.05），对照组SGRQ、

SPPB和6-MWT较康复训练前无显著性差异，且康复训练后第3、6个月，试验组SGRQ、6-MWT的结果优于对

照组（P＜0.05）。3.康复训练后第3、6个月，试验组SPPB较康复训练前无显著性差异。

结论：结论：显著效果。2.呼吸策略介导的CBT康复方案较常规康复方案在改善慢阻肺患者生活质量和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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氧运动能力上有更长久的效果。

OR-048

神经滑动训练在腕管综合症松解术后的临床应用

沈 霞

无锡市第九人民医院

目的：探讨神经滑动训练在腕管综合症松解术后对患者手部功能的影响。

方法：选取掌部小切口法松解腕管综合症患者60例，随机分为观察组30例，对照组30例，对照组患者术后

常规给予甲钴胺治疗，观察组患者术后给予甲钴胺治疗联合神经滑动训练。术后4周、8周、12周分别观察对比

两组患者肌力(三点捏力)，波士顿腕管量表（BCTQ）症状评分、功能评分，生活质量评估量表（QOL-SF36）

评分及Jebson手功能评定。

结果：术后4周、8周、12周对照组、观察组患者手指捏力， BCTQ症状评分、功能评分及QOL-SF36评分指

标均较治疗前明显改善。进一步比较发现，观察组患者4周、8周、12周手指捏力、 BCTQ症状评分、BCTQ功

能评分及QOL-SF36量表评分[分别为(70±2.1)N、(1.6±0.8)分、（1.35±0.63）分、(105±20.15)分]均优于对照

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

结论：神经滑动训练可促进腕管综合症松解术后患者手部功能的恢复，有效提高患者对患手功能恢复的满

意度，该疗法安全、有效，值得临床推广、应用。

OR-049

急性颞下颌关节盘不可复性前移患者手法复位结合综合物理疗法的疗效观察

方仲毅, 刘丽琨, 蔡斌, 范帅, 姜鑫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九人民医院

目的：观察手法复位结合综合物理疗法治疗急性颞下颌关节盘不可复性前移患者的临床疗效。

方法：选取2017年1月至2017年12月我院康复医学科门诊收治的40例患者（36女，4男），急性张口受限

（病程在2个月以内）且经MRI证实颞下颌关节盘不可复性关节盘前移的患者，施予健康教育、物理因子治疗

（超短波治疗、超声治疗、激光治疗），随后予手法复位，即刻佩戴硬质热塑再定位牙合垫，同时进行运动疗

法（软管盘复位训练、关节稳定性训练和颈椎姿势训练）。每周5次，连续治疗2周。所有患者均于治疗前和治

疗后采用最大主动开口度（mm）、视觉类比评分（Visual Analogue Pain Score，VAS）（0～10分）、下颌功能

损害问卷评分（Mandibular Function Impairment Questionnaire，MFIQ）进行疗效评估。治疗结束后MRI复查盘-

髁关系。

结果：治疗结束后即刻，最大主动开口度从（24.5±6.4 ）mm 增加到（40.1±4.4）mm，张口末VAS从

2（0，3）分下降到0（0，0）分，咀嚼VAS从1（0，3）分下降到0（0，0）分，下颌功能损害问卷评分从

（25.0±6.5）分下降到（12.3±6.4）分。均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静息VAS 从0（0，0）分下降到0

（0，0）分，无统计学意义（P>0．05）。40例患者在治疗结束后平均（3.6±3.1）周MRI 显示：正常盘-髁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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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23例（占 57%），可复性关节盘前移位9例（占23%），不可复性盘前移位 8例（20%）。

结论：手法复位结合综合物理疗法治疗急性颞下颌关节盘不可复性前移可以即刻增加张口度，缓解疼痛，

改善下颌关节功能，并对维持正常盘-髁关系有一定疗效。

OR-050

θ短阵快速脉冲重复经颅磁刺激对健康人初级运动皮质作用初探

牟宏, 马跃文

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目的：研究健康青年受试者右侧大脑半球初级运动皮质（primary motor cortex ，M1区）应用连续θ短阵

快速脉冲（continuous  theta burst  stimulation，cTBS）模式的重复经颅磁刺激（repetitive  transcranial magnetic 

stimulation，rTMS）联合左侧M1区应用间断θ短阵快速脉冲（intermittent  theta burst stimulation，iTBS）的作用

效果，与左侧M1区单独应用iTBS的作用效果的比较。

方法：实验分为A组(右侧cTBS+左侧iTBS)和B组(右侧cTBS假刺激+左侧iTBS)，28位健康青年受试者两组均

参加（间隔时间≥48小时）。首先于受试者左侧大脑半球M1区测定其静息运动阈值（resting motor  threshold，

RMT）RMT1，记录运动诱发电位（motor evoked potential，MEP）最大波幅MEP1；然后给予右侧M1区cTBS刺激

或假刺激，联合左侧M1区iTBS刺激，最终测定RMT2，记录MEP2。研究经cTBS刺激右侧大脑半球M1区后联合

左侧M1区应用 iTBS与左侧M1区单独应用iTBS对受试者皮质兴奋性相关指标（RMT、MEP等）的不同影响。

结果：①刺激前后，A、B两组组内、组间RMT改变无显著意义（P>0.05）；②A组cTBS+iTBS刺激后MEP2

较MEP1增高，结果有显著性意义（P≤0.05）；③B组cTBS假刺激+iTBS后MEP2较MEP1明显增高，结果有显著

性意义（P≤0.05）；④A组刺激后MEP2较MEP1增高幅度与B组相比明显增高（P≤0.05）。

结论：本实验结果提示，A、B两组刺激方案均可提高健康青年受试者右侧大脑半球M1区皮质兴奋性，且A

组刺激方案优于B组。

OR-051

深层肌肉刺激仪的不同作用路径对延迟性肌肉酸痛的疗效观察

樊嘉婧

空军军医大学西京医院

目的：探索深层肌肉刺激仪（deep muscle stimulator，DMS）的两种不同作用路径（沿肌肉走行以及针对扳

机点）对延迟性肌肉酸痛的缓解情况。

方法：选取西京医院2017年4月至2018年4月的30名运动损伤后小腿三头肌延迟性肌肉酸痛的患者36名，将

其随机分为治疗组及对照组各18名，治疗组进行沿小腿三头肌走行的方式（顺着肌纤维走行方向来回移动，速

度为5cm／s，共5min）接受深层肌肉刺激仪治疗，对照组15名进行沿肌肉走行与针对扳机点方式（除以治疗组

治疗方法外，将振动头静置在相应肌肉的扳机点处，每个扳机点保持静置5s为一组，重复3组，共5min）接受

深层肌肉刺激仪治疗。两组均从就诊当时起进行五天DMS治疗，在此期间，两组均进行简单的自我牵伸训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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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进行治疗的五天之间，每日对伤者进行视觉疼痛模拟评分VAS和主观体力感觉PRE评分两项指标进行评定。

对比分析数据得出结论。

结果：治疗组与对照组在五日间VAS与PRE评分均有改善，两组在治疗48h时治疗效果均达到最佳，并且治

疗组在治疗前以及治疗24h、48h、以及72h后VAS评分与PRE均优于对照组，有统计学意义。96h后两组VAS与

PRE评分无统计学意义。

结论：深层肌肉刺激仪可以缓解运动损伤后的延迟性肌肉酸痛，并且沿肌肉走行联合扳机点治疗的早期疗

效明显优于沿肌肉走行。

OR-052

低频重复经颅磁刺激在亚急性Broca失语患者中的疗效观察

陈琳, 周贤丽

陆军军医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目的：本研究应用低频重复经颅磁刺激技术（repetitive Transcranial Magnetic Stimulation ,rTMS）治疗亚急性

Broca失语症患者，观察低频rTMS对亚急性Broca失语症患者的疗效。

方法：本研究收集符合纳入要求的40名患者，将这40名患者随机分为rTMS组（n=20人）和对照组（n=20

人）。其中，rTMS组患者接受右额下回（Brodman45区）1Hz抑制性rTMS和45分钟言语训练，对照组仅接受

45分钟言语训练，且两组患者分别在治疗前、治疗2周后、治疗4周后通过中国康复研究中心失语症检查法

(CRR–  CAE)、西方失语症成套测验（WAB）及图片命名测验（PNT）的评分来评估患者的治疗效果。

结果：1.rTMS组治疗前、治疗2周后、治疗4周后用CRR-CAE、WAB、PNT量表评估失语程度，差异具有统

计学意义（P＜0.05)。2.对照组治疗前、治疗2周后、治疗4周后用CRR-CAE、WAB、PNT量表评估失语程度，

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3. rTMS组和对照组治疗2周后用CRR-CAE、WAB、PNT量表评估失语程度，

差异不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4. rTMS组和对照组治疗4周后用CRR-CAE、WAB、PNT量表评估失语程

度，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

结论：低频重复经颅磁刺激联合言语训练和单纯言语训练对亚急性Broca失语症患者均有疗效，但低频重复

经颅磁刺激联合言语训练效果优于单纯言语训练，且随着疗程增加疗效更显著。

OR-053

基于rs-fMRI探讨rTMS治疗卒中后非流利性失语症的恢复机制

戴燕红, 王红

暨南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目的：利用静息态功能性核磁共振（rs-fMRI）探讨rTMS治疗卒中后非流利性失语症的恢复机制。

方法：纳入非流利性失语症患者14例，随机分为rTMS（语言治疗+rTMS，rTMS低频刺激右侧Broca区）组7

例，单纯语言训练组7例。两组患者在入组当天、治疗2周末、治疗4周末分别行ABC、MMSE、BDAE严重程度

分级评估，记录各组三个时间点的评估结果并分别进行组内、组间两两比较。在入组当天、治疗4周末分别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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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s-fMRI检查。采用ReHo法研究两组患者治疗前后差异性脑区。治疗前后组内比较采用配对t检验、组间比较采

用独立双样本t检验,P<0.05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结果：语言学评分结果：①组内两两比较：rTMS组在治疗2周末与入组当天相比，除句复述、列名、颜色

命名的评分差异无统计学意义外（P>0.05），其他语言功能评分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语言训练组在

治疗2周末与入组当天相比，语言总分、听是否、听辨认、口头指令、词复述、词命名的评分差异有统计学意

义（P<0.05）。两组在治疗4周末，所有语言功能评分均有明显改善（P<0.05）。②组间两两比较：治疗4周末

rTMS治疗组与单纯语言训练治疗组相比，语言总分、听是否、听辨认、词复述、词命名、反应命名的评分差异

有统计学意义（P<0.05）。

ReHo结果：①rTMS组在治疗后发现ReHo升高的脑区主要集中在左侧优势半球，尤以左侧病灶周围脑区为

主，具体脑区为:左侧缘上回、左侧额中回、左侧额上回、右侧海马，全脑未发现ReHo降低的脑区；②语言训

练在治疗后ReHo升高和降低的脑区均有发现，呈双侧半球散在分布。ReHo升高脑区还包括：右侧岛叶、右侧

额中回、左侧岛叶、左侧壳核等。ReHo降低的具体脑区为：右侧颞下回、左侧直回等。

结论：1.低频 rTMS 刺激非优势半球Broca区，可以抑制非优势大脑半球大脑皮层的过度兴奋性，解除其对

左侧大脑半球的抑制而促进优势半球的语言网络修复和重建，从而促进卒中后失语患者语言功能的恢复。

2.失语症患者语言功能恢复可能涉及双侧大脑半球的网络重建或功能代偿，但以病灶周围的网络修复和重

建效果更佳。

3.低频rTMS治疗联合语言训练治疗，对卒中后非流利性失语症患者的治疗效果更好。

OR-054

低频重复经颅磁刺激对脑卒中后非流利性失语的影响

王静荣

青岛大学医学院附属医院

目的：本研究通过收集临床病例资料，旨在观察低频重复经颅磁刺激(Low Frequency Repetitive Transcranial 

Magnetic Stimulation，LF-rTMS)作用于脑卒中后亚急性期非流利性失语患者大脑右半球Broca镜像区对其语言功

能恢复的影响，以及低频重复经颅磁刺激在脑卒中后非流利型性失语患者中应用的安全性，探讨低频重复经颅

磁刺激的治疗价值。

方法：纳入30名符合入选标准的脑卒中后亚急性期非流利性失语患者，应用随机数字表法，将符合纳入标

准的患者随机分为实验组（rTMS组）和对照组（假刺激组），rTMS组15例，对照组15例。两组均接受一般药

物治疗和言语训练。rTMS组将线圈作用于未损伤的大脑右半球Broca镜像区，给予患者频率为1Hz的重复经颅磁

刺激，对照组将线圈置于患者大脑右侧半球相同的部位，患者接受完全相同的治疗参数的假刺激。两组患者均

为星期一至星期五，每天治疗1次，持续治疗4周。在未接受低频rTMS治疗前和接受4周治疗后，对两组患者运

用汉语失语成套测验(Aphasia Batteryof Chinese,ABC)评定其语言功能，主要包括自发言语、听理解、复述及命名

能力，并用统计学方法分析各组所得资料。

结果：1、治疗前，rTMS组与对照组两组患者在年龄、性别、病程、卒中类型等一般资料上无明显差异，

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2、治疗前，比较rTMS组和对照组两组患者的自发言语、听理解、复述及命名

各项评分，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3、治疗后，rTMS组各项评分与治疗前比较，有明显的改善，差异具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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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计学意义(P<0.05)，比较对照组治疗后与治疗前上述四项评分，治疗后评分较治疗前改善，差异具有统计学

意义(P<0.05)。4、治疗后rTMS组与对照组比较，rTMS组患者自发言语、听理解、复述、命名各项评分均优于对

照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5、在实验过程中，2组患者均表现出较好的耐受性，无明显并发症及不

良反应发生。

结论：1、应用1Hz的低频重复经颅磁刺激作用于大脑右侧半球Broca镜像区，对脑卒中后亚急性期非流利

性失语患者有促进其语言功能改善的积极作用。2、低频重复经颅磁刺激应用于卒中后非流利性失语患者的治

疗，无明显并发症及不良反应，安全性较高。

OR-055

低频重复经颅磁刺激及其强化治疗对脑卒中后非流利性失语症患者治疗效果的观察

柏广涛, 王强, 李江, 孟萍萍, 杨传美, 张子青, 李展菲

青岛大学医学院附属医院

目的：观察低频重复经颅磁刺激及其强化治疗对脑卒中后非流利性失语症患者治疗效果。

方法：根据纳入及排除标准选取脑卒中后非流利性失语症患者30例。采用完全随机化分组方法随机分为三

组，第一组进行常规的每日一次低频重复经颅磁刺激+常规ST治疗，第二组为每日两次低频磁刺激+常规ST治

疗，第三组进行假刺激+常规ST治疗。三组治疗时间均为每周5天，共4周。分别于治疗前、后对三组患者采用

WAB量表进行评定，并将评定结果分别按照WAB量表的内容：失语商、自发语言、听理解、复述和命名分别

进行总结分析，采用SPSS15.0对数据进行统计分析得出结论。

结果：分别于治疗前后比较WAB量表失语商、自发语言、听理解、复述和命名等共五个维度得分并进行统

计学分，失语商统计分析第一组常规治疗组治疗前后分别为：47.9±4.7，68.5±7.3；第二组强化组治疗前后失

语商分别为：46.9±4.5，78.2±6.59；对照组治疗前后失语商分别为47.3±5.3，59.3±6.1。三组治疗前后失语

商均有统计学差异，其中第一组常规治疗组和第二组强化治疗组改善较第三组对照组均有统计学差异，第二组

强化治疗组改善较第一组常规治疗组同样具有统计学差异。此外，第一组常规治疗组患者WAB评分中四个维度

数值均强于对照组，第二组强化治疗组患者WAB各维度评分均强于对照组，第二组强化治疗组患者WAB自发

语言及复述维度评分强于第一组常规治疗组。上述差异均具有统计学差异（P＜0.05）。

结论：低频重复经颅磁刺激联合常规ST治疗可有效提高脑卒中后非流利性失语症患者的语言功能，强化

rTMS治疗联合常规ST治疗可更有效的改善脑卒中后非流利性失语症患者的语言功能。

OR-056

17例应用ABCLOVE嗓音训练法改善嗓音嘶哑临床病例报告

杨海霞, 唐燕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九人民医院

目的：总结应用ABCLOVE嗓音训练治疗头颈肿瘤患者嗓音嘶哑的临床改善情况

方法：收录门诊头颈肿瘤患者术后出现嗓音嘶哑患者17例，采用ABCLOVE嗓音训练法进行嗓音康复训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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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周1次，训练次数10±3次。治疗前后应用计算机嗓音分析仪进行主客观嗓音障碍程度和嗓音障碍指数量表

(VHI)评估。以嗓音嘶哑指数(RAP％)、最长发声时间(MPT)、基础音频范围(Hz)等指标评判治疗效果。

结果：应用ABCLOVE嗓音训练法进行嗓音治疗后，患者发音均有改善，总有效率达95%。1.治疗后VHI评

分(功能、生理、情感和总体评分)均较治疗前明显降低(P＜0.05);2.嗓音分析结果提示，嗓音嘶哑指数(RAP)较治

疗前显著下降(P＜0.01)，最长发声时间(MPT)训练后较前显著延长(P＜0.01)，基础音频范围(Hz)和音强(dB)等指

标均较治疗前明显提高(P＜0.05)。

结论：ABCLOVE嗓音训练法可针对头颈肿瘤患者术后常见声音嘶哑进行有效的针对性治疗，从而改善发

音，以保持最大程度的嗓音功能，提高沟通能力，增强患者的生活信心。

OR-057

运用脑功能成像技术研究言语治疗联合音乐疗法治疗脑卒中后运动性失语的神

经康复机制

王芳, 李哲, 董安琴

郑州大学第五附属医院（原:郑州铁路局中心医院)

目的：音乐疗法可用于脑卒中后失语症的康复治疗已见于诸多报道，但目前尚缺乏客观性的方法对其疗效

进行评估与监测。本次研究将采用静息态脑功能成像技术评估言语治疗联合音乐疗法在脑卒中后运动性失语症

康复过程中的作用。

方法：收集郑州大学第五附属医院自2017年7月起诊断为脑卒中后运动性失语症患者，共计63例，进行分

层随机分组。对两组患者均进行30min/次、2次/d、5d/周、疗程为2个月的言语治疗的常规语言康复治疗：听／

阅读理解、复述（字→词→短句→长句）、命名、朗读、情景对话、书写等，观察组根据患者的背景资料（如

兴趣爱好、文化程度、性格等），选择适合的音乐或歌曲结合常规言语治疗进行言语训练。采用西方失语症成

套测验（WAB）、汉语标准失语症检查量表评分（CRRCAE）及静息态脑功能成像技术评估两组患者治疗前后

颞下回Broca区的血氧代谢率改善程度。

结果：研究结果发现，治疗开始前两组患者WAB 评分、CRRCAE 评分及Broca区血氧代谢率无统计学差

异。在治疗开始的一个月内，两组患者WAB 评分与CRRCAE 评分较治疗开始前无统计学差异，但脑功能成像

显示治疗前后两组患者均有明显改善，但组间比较无明显差异。经过两个月的康复治疗后，两组患者WAB 评

分、CRRCAE 评分Broca区的血氧代谢率均明显优于治疗前，并且观察组明显高于普通言语治疗组。

结论：本次研究发现结合传统常规言语康复疗法，音乐疗法可以增加失语症患者的主动参与，增加脑多个

功能区的协同锻炼，促进患者言语功能的康复，对音乐疗法提供了影像学依据。并且静息态脑功能成像技术，

在言语康复治疗初期的检测敏感性要明显高于常规量表评估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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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R-058

低频rTMS结合语言治疗对脑卒中恢复期非流畅性失语症康复的影响

陈艳, 高汉雄, 王璇, 曾泳媚, 周钰, 欧秀君, 潘翠环

广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

目的：探讨低频rTMS结合语言治疗对脑卒中恢复期非流畅性失语症患者语言功能及语言交流康复的影响。

方法：选取符合入组标准的脑卒中恢复期非流畅性失语症患者30名，随机分入rTMS刺激组及伪刺激对照

组。rTMS刺激组在进行低频rTMS治疗后进行常规语言治疗；伪刺激组接受rTMS伪刺激后进行常规语言治疗。

治疗周期为2周，每周5次，共10次。治疗前、治疗后及治疗后30天时进行语言功能(CRRCAE)及语言交流(FIM

交流亚项)的评估。

结果：语言功能评定：①治疗后与治疗前比较，rTMS刺激组CRRCAE评估听理解、说亚项均有显著改善

(P<0.05)，伪刺激组CRRCAE评估听理解和阅读亚项有显著改善(P<0.05);②随访时与治疗前比较，rTMS刺激组

CRRCAE评估听理解、复述、说、朗读、阅读理解亚项改善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伪刺激组仅CRRCAE

评估听理解及阅读理解改善有统计学意义(P<0.05);rTMS刺激组CRRCAE评估说亚项改善程度优于伪刺激组

(P<0.05);③随访时与治疗后比较，rTMS刺激组CRRCAE评估听理解、复述、朗读、阅读理解有显著改善

(P<0.05)，伪刺激组语言功能各亚项均无明显改善(P>0.05);rTMS刺激组CRRCAE评估听理解、复述、说、朗读、

阅读理解亚项的改善程度大于伪刺激组，但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

语言交流能力:①治疗后与治疗前比较，rTMS刺激组理解及表达能力均有显著改善(P<0.05)，伪刺激组仅

理解能力有显著改善(P<0.05);rTMS刺激组理解能力的改善程度优于伪刺激组(P<0.05)。②随访时与治疗前比

较，rTMS刺激组及伪刺激组的理解及表达均有显著改善(P<0.05);rTMS刺激组理解能力改善程度优于伪刺激组

(P<0.05);③随访时与治疗后比较，rTMS刺激组理解及表达均有显著改善(P<0.05)，伪刺激组仅理解有显著改

善(P<0.05);rTMS刺激组FIM交流亚项评定语言理解及表达能力的改善程度大于伪刺激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0.05)。

结论：1. 常规言语语言治疗可改善脑卒中恢复期非流畅性失语症患者的语言功能(听理解与阅读理解亚项)

及语言交流能力

2. 低频rTMS结合语言治疗可改善脑卒中恢复期非流畅性失语症患者的语言功能(听理解、复述、说、朗读

与阅读理解亚项)及语言交流能力，并具有一定的长期效果，且疗效均优于常规语言治疗

OR-059

正中神经电刺激联合语言训练对卒中失语症患者语言功能的疗效观察

马艳平, 荆静, 刘万林, 王永慧

山东大学齐鲁医院

目的：观察正中神经电刺激（MNES）联合语言训练，对脑卒中失语症患者语言功能的疗效并探讨其机

制。

方法：选择2017.4至2018.4在我院康复科治疗的40例脑卒中失语症患者，随机分为对照组（n=20）和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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疗组（n=20），两组均给予常规语言训练4周，治疗组加用MNES治疗。治疗前、后采用汉语标准失语症检查

（CRRCAE）评价语言功能，Fugl-Meye运动功能量表评估运动功能，Barther指数评分量表评估日常生活活动能

力，近红外光谱仪评定脑氧及不同脑区功能连接。

结果：经4周治疗，1.对照组和治疗组语言功能均较治疗前明显提高，组间比较治疗组提高更明显，差

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运动功能和日常生活活动能力无明显提高，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

①对照组CRRCAE评分：听理解（10.27±2.65vs17.54±2.48）、复述（9.36±2.95vs17.18±2.47）、命

名（1.81±0.58vs4.54±1.37）、朗读（7.90±3.17vs13.81±3.48）、阅读理解（略）、书写（略），差

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②治疗组CRRCAE评分：听理解（10.72±2.41vs24.54±2.16）、复述

（12.18±2.89vs23.18±1.27）、命名（2.45±1.63vs11.45±2.74）、朗读（4.72±1.38vs13.90±2.95）、

阅读理解（略）、书写（略），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 . 0 5）。③治疗后组间比较：听理解

（17.54±2.48 vs24.54±2.16）、复述（17.18±2.47  vs23.18±1.27）、命名（4.54±1.37  vs11.45±2.74）、

书写（5.54±1.8vs12.09±2.07），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朗读、阅读理解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0.05）。2.正中神经电刺激前后左右额叶脑激活信号明显增强，左枕叶激活信号明显降低，差异有统计学

意义（P<0.05）；6功能区（双额叶、双运动区、双枕叶）脑连接电刺激下和静息下无改变，差异无统计学意

义（P>0.05）。

结论：MNES联合语言训练对失语症患者语言功能的疗效优于单用常规语言训练，尤其在听理解、复述、

命名、书写方面更为显著。其机制可能与双侧前额叶、左枕叶脑细胞激活有关。

OR-060

高频重复经颅磁刺激对脑卒中患者吞咽功能及脑干听觉诱发电位的影响

王中莉1, 姚云海1, 胡乐明1, 柏京1, 金敏敏1, 尹汉奎1, 曾明1, 傅建明1, 李亮1, 杨春2, 朱美红1

1.嘉兴市第二医院

2.首都医科大学公共卫生学院

目的：观察高频重复经颅磁刺激(rTMS)对脑卒中吞咽障碍患者吞咽功能及脑干听觉诱发电位（BAEP）的影

响，从行为学和电生理学角度探讨重复经颅磁刺激对脑卒中患者吞咽功能的作用。

方法：选取脑卒中恢复期吞咽障碍患者60名，按入院的先后顺序随机分为两组：观察组（重复经颅磁刺激

+常规吞咽训练）和对照组（常规吞咽训练组）各30例。治疗前及治疗5个疗程后观察两组患者临床疗效（采

用洼田饮水试验评价标准及改良曼恩吞咽能力评估量表MMASA）和BAEP的各波潜伏期（PL）和波峰间潜伏期

（IPL）变化。

结果：根据洼田氏评定法判定疗效：总有效率观察组（100%）与对照组（90%）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0.05）。愈显率观察组（93.3%）与对照组（66.7%）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MMASA

评分比较：治疗前观察组总分（74.3±6.86）和对照组总分（74.53±7.16）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

0.05），5个治疗疗程后两组组内总分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观察组总分（92.63±6.88）和

对照组总分（81.60±7.98）组间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从 BAEP 变化看，治疗后观察组各波

潜伏期I波（1.61±0.16）、III波（3.84±0.12）、V波（5.70±0.16）及波峰间潜伏期I-III（2.18±0.16）、

III-V（1.95±0.16）、I-V（4.25±0.14）与对照组各波潜伏期I波（1.92±0.16）、III波（4.03±0.14）、V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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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93±0.19）及波峰间潜伏期I-III（2.39±0.14）、III-V（2.09±0.13）、I-V（4.39±0.21）比较均有统计学

意义（P＜0.05）。两组治疗前后比较亦有有统计学意义（P＜0.05）。

结论：rTMS结合常规吞咽训练可以明显提高脑卒中患者吞咽功能，改善BAEP的异常率，可使消失波重

现，延迟的潜伏期提前和波形分化好转，从而调节吞咽中枢功能。

OR-061

颌下肌群重复周围磁刺激对脑卒中后吞咽障碍患者肌电图的影响

朱其秀1, 王杰2

1.青岛大学附属医院

2.青岛市第三人民医院

目的：探讨颌下肌群重复周围磁刺激对于亚急性期脑卒中后吞咽障碍患者表面肌电图的影响。

方法：选取30例亚急性期脑卒中后吞咽障碍患者，随机分为治疗组和对照组，治疗组给予常规吞咽训练和

颌下肌群重复周围磁刺激治疗，对照组仅给予常规吞咽训练，治疗前后分别行洼田饮水试验和表面肌电图检

查，2周后观察对比两组患者吞咽功能变化：洼田饮水试验分级和颌下肌群表面肌电图吞咽时限及最大振幅的

改变

结果：两组患者治疗2周后吞咽功能均有改善，组内比较：两组治疗后较治疗前洼田饮水试验分级降低，

吞咽最大振幅增高，吞咽时限缩短，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组间比较：治疗组患者洼田饮水试验

分级优于对照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38），治疗组吞咽时限较对照组缩短，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P=0.006），治疗组吞咽最大振幅增高相对于对照组未表现出明显差异（P=0.352）。

结论：重复周围磁刺激可以改善患者吞咽功能，主要表现为提高卒中后吞咽障碍患者吞咽肌群的灵活性、

协调性，临床上可选择性采用重复周围磁刺激治疗卒中后吞咽障碍。

OR-062

模块化处理直接吞咽训练对吞咽障碍患者疗效影响的研究

陈 晶

白求恩医科大学

目的：探讨将模块化理论运用到直接吞咽训练中对患者吞咽功能康复的影响。

方法：选取存在吞咽障碍的患者20例，意识清醒，功能性经口进食量表（FOIS）得分大于1分。将选入患

者按随机数字表法随机分为实验组和对照组，每组10例。对照组患者接受康复科进行常规吞咽训练及直接训

练，直接训练由治疗师自由选择训练内容，每日1次，每周6次；实验组在此基础上，直接训练时按照模块化

理论规范化选择进食口味、性状、姿势、环境等因素。于治疗前、治疗4周后分别采用功能性经口进食量表

（FOIS）评估患者的吞咽功能。

结果：治疗前实验组FOIS评分为（2.60±0.69）分，与对照组（2.50±0.78）分，行组间比较，差异无统计

学意义（P＞0.05）；治疗4周后实验组FOIS评分（5.60±0.96）分与对照组（4.50±0.84）分行组间比较，具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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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计学意义（P＜0.05）

结论：模块化处理直接吞咽训练可规范直接进食训练内容，指导康复师选择训练项目使吞咽训练取得良好

的效果，值得推广。

OR-063

酸冰刺激联合神经肌肉电刺激对早期脑卒中患者吞咽困难的疗效影响

王翠翠

山东省立医院

目的：酸冰刺激联合神经肌肉电刺激对早期脑卒中患者吞咽困难的疗效影响

方法：将临床中124位有吞咽困难的脑卒中患者随机分为四组，每组31人：第一组为空白对照组，仅做基

础训练；第二组做基础训练加酸冰刺激；第三组做基础训练加神经肌肉电刺激；第四组做基础训练加酸冰刺

激联合神经肌肉电刺激。四组患者基础训练、酸冰刺激以及神经肌肉电刺激的时间分别相同，连续治疗三个

疗程。整个过程均采用洼田饮水试验，V-VST及吞咽造影检查对患者进行吞咽评估，并填写SOAP记录患者情

况。

结果：第一组无效3例，有效15，吞咽困难缓解13例，有效率为48.4%；第二组分别为2例，20例，9例有效

率为64.5%；第三组分别为2例，19例，10例，有效率为61.3%；第四组分别为1例，26例，4例有效率为83.9%。

前三组分别与第四组的有效率作比较，均P<0.05。

结论：酸冰刺激联合神经肌肉电刺激对早期脑卒中患者的吞咽困难有一定治疗效果，且效果明显。但数据

少，存在差异。

OR-064

全科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轮转康复医学科的必要性

刘忠良, 张军, 曲福玲, 刘颜芬, 陈野

吉林大学第二医院

目的：为了提高培训基地对全科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轮转康复医学科的重要性的认识

方法：我国的医改政策为全科医生的培养提供了政策的支持和保障。而目前各住培基地缺乏与培训目标相

符的轮转计划。而康复医学科正是能为全科医生提供覆盖全病种和拓宽治疗方法的科室，康复医学与全科医学

密不可分，因此，全科住培医师轮转康复科具有紧迫性和必要性。全科住培医师轮转康复医学科存在学生认识

不清，老师重视不够； 轮转时间短、学习内容多；配套轮转方案缺乏的问题，

结果：通过分析全科医生轮转康复医学科的重要性，以引起培训基地和全科医师的重视，为全科医师规范

化培训计划的改革提供有益的参考。

结论：全科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轮转康复医学科是必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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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R-065

华山医院康复医学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临床导师制的构建和初步评价

姜从玉, 朱玉连, 白玉龙, 吴军发, 孙莉敏, 黄虑, 姜昊文, 吴毅

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

目的：总结与分析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开展的康复医学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临床导师制度的构建和初步

实施效果。

方法：以2014年以来华山康复住培基地招录的配备临床导师的42名康复医学住院医师为调研对象，回顾性

分析康复医学临床导师带教制度的具体构建、初步实施和落实情况，并以学员问卷调研的形式对临床导师制进

行整体评价。

结果：100%学员认为临床导师公正地对待自己的学员，100%临床导师经常帮助学员解决相关疑难问题，

88.1%临床导师经常悉心指导学员如何处理医患关系，83.3%规培学员熟悉自己临床导师，81%学员认为临床导

师制度对提高自己临床能力有很大帮助，71%学员认为临床导师制度对提高自己科研能力有很大帮助，97.6%

学员认为临床导师制对于学员确立正确的价值观和人生观有很大帮助，97.6%学员认为临床导师制很好。81%

学员认为现行临床导师制度非常好，继续执行，19%学员认为现行临床导师制很好，但是需要进行一些适当

调整后执行更好。虽然大部分临床导师对学员的出科考核（59.5%）、年度考核（64.3%）、执业医师考试

（42.7%）、结业综合考试（52.4%）、病史文案采集和书写（57.1%）和体格检查和技能操作（69%）较为重

视并积极参与了指导，但是指导学员的覆盖面不够广，也仅有临床导师对学员的科研指导方面超过70%，达到

71.4%。

结论：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在康复医学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中引入临床导师制，有助于提升康复医学住

院医师培训效果和学员的整体素质，临床导师带教体系尚有待在实践过程中不断地完善和改进。

OR-066

X线测量在脑瘫患儿继发髋关节发育不良中的临床应用价值初步分析

周云, 李杜娟, 黄晶晶, 张全兵, 阚秀丽, 沈显山, 洪永锋, 冯小军, 吴建贤

安徽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

目的：通过分析脑瘫患儿髋关节X线的相关指标，明确各测量指标的临床应用价值，寻求适合临床医师应

用的脑瘫患儿继发髋关节发育不良的监测方式。

方法：回顾性分析2017年5月-2018年3月在我科治疗的50名脑瘫患儿的100个髋关节的X线相关指标，并以

正常人群儿童30例作为对照，测量指标包括髋臼指数（AI）、颈干角（NSA）、股骨头偏移百分比（MP）。

结果：小于2岁脑瘫患儿与同年龄段正常小儿骨盆平片相关指标对比显示，脑瘫组与正常组的骨盆平片

测量指标AI、NSA、MP均无统计学意义。2-3岁脑瘫患儿与同年龄段正常小儿骨盆平片相关指标对比显示，

脑瘫组NSA角为149.41±9.25，而正常组为138.61±7.11，P＜0.05，脑瘫组MP值为11.73±11.37，正常组为

5.60±5.13，P＜0.05，NSA与MP均具有统计学意义。大于3岁脑瘫患儿与同年龄段正常小儿骨盆平片相关指标

对比，脑瘫组NSA角为145.85±9.41，而正常组为133.37±7.28，P＜0.05，脑瘫组MP为25.95±5.99，正常组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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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3±3.35，P＜0.05，NSA、MP均具有统计学意义。

结论：脑瘫患儿的髋关节出生时多为正常，但随着骨骼肌肉系统的发育，一般在2-3岁时开始出现股骨头

外移，NSA和MP均是反映脑瘫患儿继发性髋关节半脱位的有效指标。

OR-067

康复治疗对先天性肌性斜颈患儿胸锁乳突肌功能的影响

周璇, 杜青, 杨晓颜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新华医院

目的：研究康复治疗后先天性肌性斜颈患儿双侧胸锁乳突肌表面肌电信号特征变化。

方法：回顾性选择59例计划未进行康复治疗的先天性肌性斜颈患儿作为对照组，选择63例进行康复治疗的

先天性肌性斜颈患儿作为康复治疗组。分析所有研究对象治疗前后仰卧中立位、颈部旋转和颈部牵伸下双侧胸

锁乳突肌的肌电信号，计算时域均方根值（RMS）。

结果：对照组有17例女性、42例男性，有左CMT39例、右CMT20例；康复治疗组有24例女性、39例男性，

有左CMT34例、右CMT29例，两组性别构成比、左右侧CMT构成比差异无统计学意义。治疗前，两组患儿中立

位、颈部旋转和牵伸时患侧胸锁乳突肌的RMS值均低于健侧。治疗后，对照组中立位、颈部旋转和牵伸时患侧

胸锁乳突肌的RMS值低于健侧。治疗后，康复治疗组中立位、颈部旋转和牵伸时双侧胸锁乳突肌RMS值差异无

统计学意义。

结论：康复治疗可以改善先天性肌性斜颈患儿双侧胸锁乳突肌表面肌电信号特征差异。

OR-068

目标-活动-丰富运动干预与强化的神经发育学治疗对脑瘫婴幼儿粗大运动功能

影响的对比研究

苑爱云, 王淑婷, 宫兆帅, 侯梅

青岛市妇女儿童医院

目的：对比研究目标-活动-丰富运动（Goals-Activity-Motor Enrichment，GAME)干预与强化的神经发育学

治疗（intensive neurodevelopmental treatment I-NDT）对脑瘫婴幼儿粗大运动功能的影响。

方法：采用随机、单盲、对照试验，对68例符合纳入标准的0-36月龄脑瘫患儿，采用随机数字表法分为

I-NDT组和GAME组。每组进一步按GMFCS分为GMFCSⅠ-Ⅱ组和GMFCS Ⅲ-Ⅴ；按照年龄分为≤2岁组及＞2岁

组。I-NDT组采用强化的神经发育学治疗方案，患儿接受每日2次、每次45min、每周5天的医院干预；GAME组

采用目标-活动-丰富运动（Goals-Activity-Motor Enrichment，GAME)方案，患儿接受每日1次、每次30min、每

周5天的医院干预，和每日60min、每周5天的家庭干预，总疗程均为8周。治疗前及治疗8周后分别进行GMFM

运动功能评估，对比分析两种方案的疗效。

结果：治疗8周后，GAME组与I-NDT组GMFM总分均有显著提高，但GAME组总分及增加值明显高于I-ND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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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P<0.05)；GAME组与I-NDT组两组≤2岁组GMFM总分增加值均显著高于相应＞2岁组；GAME组与I-NDT组

两组GMFCSⅠ-Ⅱ组患儿GMFM总分增加值显著高于相应GMFCSⅢ-Ⅴ组；GAME组与I-NDT组两组依从性的比

较，GAME组缺失率更低。

结论：GAME干预与I-NDT均可显著促进脑瘫婴幼儿的粗大运动功能，但EE干预具有更优的疗效及依从

性；年龄越小、GMFCS分级水平越低者进步越快。

OR-069

Netrin-1通过DCC/ERK信号通路发挥OGD后大鼠皮层神经元抗凋亡作用

陈剑豪, 杜厚伟, 张逸仙, 郑谋炜, 林佩强, 赖永兴, 刘楠

福建医科大学附属协和医院

目的：在神经系统中，Netrin-1作为神经导向因子，在神经系统的发育过程中发挥轴突导向作用。在我们

的前期研究中发现，在脑卒中后，康复训练可促进Netrin-1的表达水平可提高。故我们猜测，除已经公认的神

经导向功能之外，Netrin-1可能发挥神经保护作用，其在脑卒中后发挥神经保护作用的机制也值得进行进一步

的探讨。

方法：使用编码Netrin-1的慢病毒转染体外培养的大鼠原代皮层神经元，后对各组别皮层神经元细胞进行

氧糖剥夺处理（Oxygen and glucose deprivation，OGD），以模拟脑卒中体外模型。实验分组分别为：对照组

组、OGD组、OGD+Netrin-1组、OGD+Netrin-1+anti-DCC组、OGD+Netrin-1+U0126组。进行体外OGD造模后，

通过LDH释放和流式细胞术评估细胞死亡和凋亡情况。同时通过Western blot、PCR、激光共聚焦及彗星实验等

方法，对Netrin-1及其受体结肠直肠癌缺失基因（deleted in colorectal carcinoma，DCC）、ERK信号通路的激活

情况及神经元DNA损伤情况进行检测。

结果：我们发现在OGD处理后24小时后，Netrin-1减弱了OGD诱导的细胞死亡和神经元凋亡，同时我们发

现，Netrin-1的过表达作用可激活ERK信号传导通路。在接下来的实验中，我们对该结果进行更加深入的研究

讨论。我们发现，通过阻断Netrin-1的受体之一，结肠直肠癌缺失基因（DCC）或U0126（ERK信号传导通路

的抑制剂），Netrin-1对神经元OGD模型诱导的死亡及凋亡的保护作用可部分被消除。同时我们还发现，神

经元中的Netrin-1的过表达提高DCC的表达水平，且这一结果在mRNA水平和蛋白质水平都得到了验证，提示

Netrin-1可能对其受体DCC的表达起到正反馈的调节作用。我们还对各组OGD后的神经元进行了彗星实验检测

（检测神经元的DNA损伤情况），在实验结果中我们发现Netrin-1可减少神经元的DNA损伤。

结论：综上，我们得出的结论是，在原代皮层神经元的OGD损伤模拟脑卒中的体外模型中， Netrin-1可通

过DCC / ERK信号传导途径来的减弱细胞死亡和神经元凋亡，而这一过程可能涉及Netrin-1减少OGD后神经元中

的DNA损伤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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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R-070

神经发育治疗结合前庭训练对脑瘫患儿运动功能的影响

龙耀斌

广西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目的：观察神经发育治疗结合前庭训练对脑瘫患儿运动功能的影响。

方法：纳入脑瘫患儿40例，随机分为对照组和实验组各20例。对照组进行神经发育治疗（NDT）每次50分

钟，每天1次，每周5d。实验组进行神经发育治疗(进行20分钟的NDT)结合前庭训练（VR）(30分钟的VR) 每天

1次，每周5d。VR：①强化前庭眼反射的目光稳定性训练：受试者坐在没有椅背的活动椅子上，并被动在水平

和垂直方向移动(每轴5分钟，共10分钟)中观察一个明亮的视觉目标。尽可能使患儿配合，让他们转动头部来

保持注视所选定的视觉目标，以此进行保持凝视的稳定性训练）；②刺激前庭脊髓反的平衡和步态训练：分为

直线加速运动训练和角加速度训练，并根据患儿具体情况（分能步行和不能步行两种情况）进行练习，受试者

需蒙住眼睛来感受变化的刺激，以促进动态条件下的姿势稳定性。对于直线加速运动，将不能行走的患儿安置

在没有座椅靠背的轮椅上，治疗师前后被动活动轮椅，每一次变化的强度和速度都不同。能步行的孩子在跑步

机上或地毯上进行跑步训练，以避免他们的同质性。训练时间持续5分钟。对于角加速度训练，患儿被安置在

旋转的无靠椅凳子上，使他们被动旋转，适当使加速度每一次都不同。训练时间为5分钟）；③进行动态的任

务躯体感觉整合训练：不同的系统如前庭、听觉、本体感受和运动系统参与了这个训练。它基于不同的针对性

和要求，比如识别自己在空间中的位置，理解这个位置和目标之间的距离，然后寻找它。能步行和不能步行的

孩子所用的训练方式稍有不同。受试者同样要求蒙住眼睛，在开始练习之前，他们正前方约3m处给予摇铃刺

激。不可步行的孩子坐在旋转的无靠椅的凳子上，被蒙住眼睛的坐着的受试者接受被动的角度旋转（包括顺时

针和逆时针两个方向，每个方向各5圈），并在不同的时段增加强度，在旋转过程中或旋转后，再次在随机方

向给予摇铃刺激，他们指出听觉刺激目标的方向。训练时间为10分钟）。

采用粗大运动功能评定88项量表、目标实现量表对患儿治疗前后进行评价。

结果：经过2个月治疗后，两组患儿的粗大运动功能评定88项量表得分、目标实现量表得分均较治疗前提

高（P＜0.05），且实验组疗效优于对照组（P＜0.05）。

结论：前庭训练是神经发育治疗促进脑瘫儿童运动功能的有效补充策略。

OR-071

共同注意力训练对ASD儿童共同注意能力的疗效观察

陈玉美1,2, 陈卓铭2, 梁俊杰2, 范建中1

1.南方医科大学南方医院

2.暨南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目的：观察共同注意力训练对ASD儿童共同注意能力的疗效。

方法：将入组的28名ASD儿童随机分为对照组及共同注意力组，对照组进行每天80min的常规康复训练，共

同注意力组进行每天40min的常规康复训练加40min的共同注意力训练，两组均进行4周的训练，观察两组治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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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后共同注意能力的变化。

结果：治疗前两组儿童的年龄、性别、各项共同注意能力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将治疗前后各项共同注意

能力的差值进行Wilcoxon秩和检验，发现两组在眼神接触（P<0.01）和跟随近距离指示（P<0.01）两项指标上

有统计学差异。

结论：对ASD儿童进行共同注意力训练可以有利于提高其共同注意能力，在短时间内，提高的能力主要表

现在低水平的回应性及自发性共同注意能力上。

OR-072

悬吊训练与踝足矫形器对偏瘫患者步行能力及综合功能恢复的临床观察

邵士光

济宁医学院附属医院

目的：研究悬吊训练与踝足矫形器对偏瘫患者步行能力及综合功能恢复的临床疗效。

方法：将60例符合条件的偏瘫患者按开始治疗的时间顺序进行编号〔1-60〕，奇数为治疗组，偶数为对照

组，每组30例，2组患者均接受常规康复治疗，包括心理疏导，运动治疗〔不包括悬吊训练〕，物理因子治疗

等。其中运动治疗每次30分钟，每天一次，每周6天，共治疗12周，物理因子治疗每次15-20分钟，每天两次，

每周6天，共治疗12周，治疗组在此基础上应用悬吊训练仪与踝足矫形器进行训练治疗，每天30-40分钟，每天

一次，每周5天，共12周。在治疗前和治疗后，对两组患者分别采用10m最快步行速度测试（10MWT）、“起

立-行走”计时测试（TUGT）、Holden步行功能评分（FAC）、踝趾屈肌肌张力评估及Brunnstrom偏瘫运动功

能分期对患者进行疗效评定。

结果：治疗前2组患者10MWT、TUGT、FAC、踝趾屈肌肌张力、Brunnstrom运动功能分期组间差异无统计

学意义，治疗后均有显著提高〔P<0.05〕，且治疗组悬吊训练治疗后上述各项评分均明显高于踝足矫形器组

〔p<0.05〕。

结论：悬吊训练结合踝足矫形器训练较单纯常规康复训练能显著提高偏瘫患者的步行能力，且悬吊训练较

踝足矫形器更显著改善偏瘫患者下肢步行能力。

OR-073

规律的脊柱侧凸特定性训练对轻度少儿型特发性脊柱侧凸患者的影响

袁望舒, 陈丽霞

北京协和医院

目的：观察规律的脊柱侧凸特定性训练(scoliosis  specific  exercise，SSE)对轻度少儿型特发性脊柱侧凸

(juvenile idiopathic scoliosis，JIS)患者的影响，为临床治疗轻度少儿型特发性脊柱侧凸提供理论基础。

方法：对36例4-9岁轻度JIS患者进行为期6个月的SSE治疗，按训练时间分为规律训练和不规律训练两组。

训练前后对其Cobb角度、轴向躯干旋转(Axial Trunk Rotation，ATR)角度、国际脊柱侧凸研究学会病人问卷

-22(Scoliosis Research Society Patient Questionnaire-22，SRS-22)进行评定，并进行组内和组间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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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规律训练组患者治疗后Cobb角度(10.36±7.02)较治疗前Cobb角度(14.71±3.17)有所减小，且其差异具

有显著性意义(P=0.007)。非规律训练组患者治疗后Cobb角度较治疗前无变化(P＞0.05)。两组组患者治疗后ATR

角度较治疗前无变化 (P＞0.05)。两组患者治疗后满意度较治疗前均有所增加，且其差异具有显著性意义(P＜

0.05)。规律训练组患者治疗后满意度[5.00（0.6）]高于非规律训练组[4.00（1.5）]，且其差异具有显著性意义

(P=0.002)。

结论：为期6个月的规律SSE能够减少轻度JIS患者的Cobb角度。患者对规律SSE治疗效果表示满意。

OR-074

联合性功能测试对于预测中国社区老年人未来跌倒的更优价值

王璐, 郭琪

天津医科大学

目的：这项研究的目的在于探索联合性功能测试是否会在一个中国社区来年人群中对于预测未来跌倒产生

更大的价值，同时探索最佳的切点值以建立一个临床实用的筛查工具。

方法：这项前瞻性研究共囊括了875名居住在中国天津汉沽地区年龄在60岁以上的老年人。我们选取了

“计时起立行走测试”（TUGT）、步行速度（WS）和握力（GS）三个中国社区老年人常用的功能测试指标作

为我们研究的主要测试项目以进一步探索它们的联合使用与未来跌倒发生之间的关联。所有的协变量信息（如

生活状态、疾病状况等）都是通过面对面调查和问卷来获得的，在1年后通过电话、问卷、面对面咨询随访以

获得这些参与者在过去一年内的跌倒发生情况（包括任一跌倒和反复跌倒的发生次数）。

结果：本研究参与者的平均年龄为67.10±5.94岁，其中女性占据总人群的58.63%。随访期间，共有200名

老年人经历了跌倒，其中134名（67%）老年人出现了1次跌倒而另外66名（33%）老年人出现了两次及以上跌

倒。基于ROC面积，与跌倒相关的TUGT、WS和GS截止点分别为10.31s，0.9467m/s and 0.3742kg/kg。通过逻辑

回归分析，我们发现：在三个单独测试中，只有“TUGT>10.31s”和任一跌倒及反复跌倒的发生都存在显著相

关性。当成对联合应用不同测试时，“TUGT>10.31s，GS<0.3742kg/kg” 和 “TUGT>10.31s，WS>0.9467m/s的

组合模式对任一跌倒及反复跌倒都有较好的价值。在所有的测试方式中，“TUGT>10.31s，GS<0.3742kg/kg，

WS>0.9467m/s”的联合应用对于任一跌倒和反复跌倒的发生都具有最强的预测价值，远胜于应用单一测试或成

对测试方法。

结论：较差的TUGT表现、较弱的GS和较快的WS的联合应用在筛查高风险的跌倒者和反复跌倒者方面具有

最高的价值，可以推荐作为临床中初级评估中简单实用的筛查工具。

OR-075

肌骨超声在马拉松运动伤实时诊断中的应用研究

周 泳

重庆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

目的：本课题拟对比观察研究肌骨超声医师与运动医学医师在马拉 松赛中对运动损伤的诊断情况，及分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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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导运动处方和康复治疗方案 后运动员恢复情况，探讨肌骨超声在马拉松赛事中的实时应用价值。

方法：选取 2017 年与 2018 年重庆国际马拉松赛现场因下肢疼痛于医疗点就诊的运动员，随机分为肌骨超

声(Muscleskeleton ultrasound，MSUS)医师组与运动医学(Sports medicine，SM)医师组， 两组分别从骨骼损伤、关

节损伤、肌肉损伤、肌腱损伤、韧带损伤、 皮肤及皮下组织损伤以及无损伤进行分类诊断，对比分析两组在

不同 类型损伤的诊断情况，MSUS 组根据肌骨超声诊断结果、SM 组根据医 师诊断分别选择运动处方(冰敷、牵

伸、固定)，利用视觉模拟评分量 表(Visual analogy scale，VAS)随访记录诊断前、经现场干预处理后 和赛后 24 

小时运动员疼痛缓解情况，并将两组中疼痛持续存在或加重的运动员返院进一步磁共振成像(Magnetic resonance 

imaging ，MRI) 检查后与现场诊断结果对比分析，评估两组赛事现场诊断是否一致。

结果：共收集运动员 399 例，均参加并完成全程比赛。其中MSUS 组 195 例，SM 组 204 例，两组在性别、

年龄及诊断前 VAS 评分等各项指标组间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0.05)。两组运动员损伤部位均以膝部为

主，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损伤类型方面，MSUS 组在肌腱损伤、韧带损伤的诊断高于 SM 组(P<0.05);经现

场分别选择运动处方后，MSUS 组运动员疼痛明显缓解者高于 SM 组 (P<0.05);随访 24 小时后疼痛持续存在或加

重的运动员，MSUS 组 3 人(均由现场诊断为骨骼及关节损伤)，SM 组 8 人(其中 6 人现场诊 断为无异常)，均返

我院行 MRI 检查对比分析，结果 MSUS 组 3 人现场肌骨超声诊断与 MRI 诊断基本一致，SM 组6人中有1人 MRI 

示骨骼损伤，2人示关节损伤，3人示韧带损伤，与现场诊断不符。

结论：1.马拉松运动伤以肌腱、韧带损伤多见;2.肌骨超声在肌腱、 韧带、软组织的赛场实时诊断中具有一

定的优势;3.结合肌骨超声有 助于医师更快更准判断伤情，更有效指导下一步的运动处方和康复治 疗方案;4.肌

骨超声实时、可靠、便捷，在马拉松等运动赛事中具有 应用价值。

OR-076

血同型半胱氨酸及相关辅助因子、MTHFR C677T基因多态性 在黎族脑血管病

患者的研究

卢桂兰, 周美琴, 张正学, 杨松

海南医学院第二附属医院

目的：探讨血浆同型半胱氨酸（ＨＣＹ）、相关辅助因子（维生素Ｂ6、维生素Ｂ12 和叶酸）、亚甲基四

氢叶酸基因多态率（MTHFR C677T）在海南黎族正常人群与脑血管病患者之间的关系。

方法：选择海南正常黎族人及脑血管病患者，采取化学发光法检测ＨＣＹ、ＨＣＹ代谢相关辅助因子（维

生素Ｂ6、维生素Ｂ12 和叶酸）水平，采用PCR检测MTHFR C677T基因多态性；应用统计学方法分析以上指标

在健康黎族与脑血管病患者之间的差异性。

结果：1、海南正常黎族人和黎族脑梗死患者维生素B6（VitB6）、叶酸水平表现为极显著差异性，分别为

(t=3.3，p<0.01)，(t=8.2，p<0.01)，两组HCY、VitB12的水平正常，相互比较无显著性差异（p>0.05）；2、正

常黎族与黎族脑出血患者之间VitB6、叶酸表现为极显著差异性，分别(t=5.28，p<0.01)、 (t=6.3，p<0.01)，两

组HCY、VitB12的水平正常，相互比较无显著性差异（p>0.05）；3、正常黎族人与黎族脑梗死、脑出血患者

MTHFR C677T位点基因以CC基因型为主，CC、CT和TT的基因型各组之间进行比较无差异性（p>0.05）；

结论：海南黎族脑血管病患者血HCY水平正常，HCY相关的辅助因子VitB6、VitB12、叶酸水平与对照组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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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脑血管病患者VitB6有增高，叶酸偏低，脑血管病MTHFR C677T基因型以CC型为主，提示HCY并非海南黎

族脑血管病患者的致病危险因素。

OR-077

基于病理分期的冻结肩治疗策略应用于门诊患者的临床疗效观察

刘莎莎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九人民医院

目的：

观察基于病理分期的冻结肩治疗策略应用于门诊患者的临床疗效

方法：

2017年9月-2018年3月对门诊16例冻结肩患者，原发性5例，继发性11例，基于病理分期应用相应治疗措施

进行包括关节腔注射、肩峰下注射、物理治疗等门诊治疗干预，平均治疗7周（2w-14w）。治疗前后根据肩关

节活动度，VAS疼痛评分及Constant肩关节功能评分评价治疗效果。

结果：16例患者全部随访，平均随访2个月（1~3个月）。肩关节前屈上举、外展上举、外旋和后伸主被动

活动度测量值在治疗前后比较，经自身对照的t检验均P小于0.05。在治疗后疼痛评分（1.81±1.55）分，较治疗

前（4.75±2.58）分明显降低，肩关节功能评分（83.56±11.34），均高于术前（60.12±17.84）分，差异具有

统计学意义（<0.05）

结论：基于病理分期的冻结肩治疗策略是门诊综合治疗冻结肩患者的有效方法。

OR-078

脊髓损伤多模态整合康复模式探索

毛也然, 许东升

同济大学附属同济医院

目的：脊髓损伤（SCI）是一种极为严重的中枢神经系统损伤，导致不同程度的运动功能、感觉障碍和其

他并发症。脊髓损伤也是高消耗医疗资源的疾病之一。随着经济的发展和科技进步，患者对康复的需求逐步提

高，需求更积极的手段来获得围手术治疗和术后的功能康复。因此，探索和制定整合的外科康复一体化康复方

案和路径，是临床的重大挑战。

方法：在过去的数年，我们始终坚持急性期干预康复，以确保患者自手术后可以无缝对接康复，并大力推

进多模态康复模式和外科康复一体化的进程。我们团队对五年内急性期康复患者19人 (发病后<2周介入康复治

疗)与亚急性和慢性期期患者32人（发病后>2周介入康复治疗）进行回顾性研究比较。

结果：统计发现，伤后2周内开始康复的患者平均住院时间为66.65天，改良barthel量表评分平均增加23.16

分，berg平衡评分平均增加14.53分。发病后大于14天开始康复的患者，平均住院时间为68.66天，而改良barthel

量表增加11.96分,berg平衡评分平均增加13.78分。最近，通过观察运用“多模态”（部位、强度、时机与重

复）神经调控技术（rTMS+康复）的患者，损伤平面以下的神经传导速度及肌电图，有显著性改善。分析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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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SCI患者的功能康复效果和住院时间与早期康复时间相关联。手术后康复的实施时间越早，住院时间越

短，获得性功能恢复越明显，并发症越少。

结论：1、精确康复：我们坚持准确的评估和预测，建立和完善SCI康复评估方法和人文关怀理念，准确地

对每个病人的补偿模式，每一个神经，每一个肌肉，甚至一组皮层区，并给出一个精准的评估和个性化的康复

计划。

2、多模式康复：我们强调康复的概念需要更新。过去，我们总是过于强调自下而上的刺激，忽视脑功能

的恢复对康复的积极作用。我们结合自上而下的刺激来建立多模态刺激并与运动康复相结合。

3、外科与康复深度融合：我们一直坚持实行双查房制度，为每一位病人提供外科治疗和康复训练计划。

第一轮查房是由两组合作完成的，由外科医生队和康复团队组成。重点讨论手术方案，以及手术与康复时间的

协调。康复查房由康复小组完成。康复医生和治疗师关注神经康复的评估和预后、康复方案的制定以及近期及

远期康复目标。

OR-079

关于富血小板血浆（platelet-rich plasma,PRP）治疗肌腱病的有效性及安全性

的随机对照研究的系统性综述和meta分析

阮玉婷, 邓嘉瑞, 林晓婷, 马超

中山大学孙逸仙纪念医院

目的：探讨PRP治疗全身肌腱病的有效性及安全性

方法：计算机检索英文数据库自2017年10月1日之前所有关于PRP治疗肌腱病的随机对照研究的相关研究。

根据修订版PEDro量表对纳入研究进行质量评分。根据具体肌腱病及对照组不同干预方式进行分类分析并探讨

PRP治疗肌腱病的副作用、彩超下肌腱厚度变化方面的影响。总体的meta分析均通过Revman 5.3及stata14.0软件

进行分析。各组研究间存在显著的异质性时应用随机效应模型，反之应用固定效应模型

结果：本研究纳入22篇文献，结果显示在肘部肌腱病中，激素对肌腱功能方面短期疗效优于PRP，两者在

疼痛方面、功能的中长期疗效方面无显著差异；PRP在缓解疼痛方面优于自体全血局部注射，不论短期、中

期或长期，两者在功能改善方面无显著差异；PRP在缓解疼痛中期、长期疗效方面优于局麻药，在疼痛短期疗

效及任何时段功能改善方面两者无显著差异；PRP和盐水局部注射在疼痛和功能方面无显著差异。足部肌腱病

中，PRP在改善疼痛方面优于激素，包括短期、中期、长期；PRP在疼痛方面短期疗效优于大容量溶液注射，

两者在疼痛中长期疗效无显著差异；PRP和盐水、物理训练相比，在疼痛、功能方面的无显著差异。肩袖损

伤：PRP在疼痛短期、中期及长期疗效方面优于干针治疗，在功能方面，两者短期疗效无显著性差异，而中长

期疗效优于干针；PRP和局部注射盐水在疼痛、功能改善方面无显著性差异。大转肌腱综合征：PRP在疼痛、

功能方面和激素相比无显著差异。PRP治疗过程中出现的副作用主要是：局部疼痛不适、暂时性活动受限。

PRP和各对照组干预方式出现副作用的相对危险度（RR）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结论：激素治疗肘部肌腱病短期内功能改善优于PRP，而在足部肌腱病中PRP疗效优于激素；在大转子肌

腱综合征中两者无显著差异。PRP治疗肌腱病疗效优于自体全血。PRP治疗肘部肌腱病在疼痛中长期疗效方面

优于局麻药。PRP治疗肌腱病和盐水注射相比无显著差异。PRP治疗肩袖损伤在缓解疼痛方面优于干针。PR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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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疗髌腱炎在疼痛长期疗效优于干针疗法，但在肱骨外上髁炎中无显著差异。PRP治疗髌腱炎长期疗效优于冲

击波。PRP治疗足部肌腱病在疼痛短期疗效方面优于大容量溶液注射。PRP治疗肌腱病出现的副作用主要局限

于局部，较安全。

OR-080

呼吸训练对于慢性持续性下腰痛疗效观察

刘笑宇, 连林立, 金兵站, 李文言

郑州大学第五附属医院（原:郑州铁路局中心医院)

目的：观察正确的呼吸训练，对于慢性持续性下腰痛患者临床症状改善的观察

方法：2017年6月至12月，40例慢性持续性下腰痛患者分为对照组和观察组。对照组根据患者病情给予康

复治疗（腰部、臀部DMS，腰椎松动术，腰部训练），观察组在对照组基础上增加腹式呼吸训练（吸气：腹部

充盈，即髂前上棘上方、肋弓下方、肋弓与髂棘后缘连线中点都有气体充盈，抑制肋骨外翻。呼气：达到良

好的会厌、膈肌、盆底肌对位，鼻子吸气，缩唇呼气，吹起气球），共2周。治疗前、治疗后、治疗1月后采用

VAS疼痛量表、Oswestry功能障碍指数进行评价，并比较两组临床症状改善情况。

结果：治疗后，两组VAS评分及ODI评分均降低，观察组评分较对照组好转，但两组间无明显统计学差

异；1月后两组VAS，ODI评分对比，观察组评分明显低于对照组，两组数据有统计学差异。

结论：在康复治疗的基础上结合正确呼吸训练，可有效减少慢性疼痛反复发作，及疼痛程度。

OR-081

脊髓大鼠CPG及中脑任务依赖性可塑性研究

叶超群1, 陈杨葭2, 冯杰扬1

1.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总医院

2.福建医科大学附属第一院康复医学科

目的：探究脊髓CPG兴奋性中间神经元（INs）及脑干运动网络可塑性

方法：SD大鼠T10不完全脊髓挫伤模型，随机分为步行训练组、损伤组(SCI)、假手术组（Sham）。步行训

练组在伤后1周开始进行6周步行训练，另外2组无干预。干预6周后取材行脊髓腰段、中脑角桥核和延髓巨细

胞网状核NeuN、多巴胺、去甲肾上腺素、谷氨酰胺免疫荧光染色；同时利用18F-FDG Micro PET/CT观察脊髓腰

段、中脑角桥核和延髓巨细胞网状核代谢。

结果：（1）脊髓腰段INs可塑性：1）SCI组腰段INs数量（94.2±9.86个/视野）较Sham组（123.2±11.00）

减少（P<0.05），步行训练组（131.2±10.03）较SCI组增加（P<0.05）。2）三组谷氨酸能INs计数均高于

去甲肾上腺素能和多巴胺能INs（P<0.05）；且步行训练使谷氨酸能INs数量增多（P<0.05）。3）SCI组三类

INs 的MFI均高于Sham组（P<0.05），步行训练组三类INs的MFI均高于SCI组（P<0.05）。其中，在SCI组，

谷氨酸能INs（0.1975±0.0193）MFI高于去甲肾上腺素（0.1588±0.0114）和多巴胺能（0.1466±0.0296）

INs（P<0.05）；步行训练组谷氨酸能INs的MFI（0.3559±0.0027），高于去甲肾上腺素能INs及多巴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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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INs（P<0.05），去甲肾上腺素能INs的MFI（0.3172±0.0165）高于多巴胺能INs（0.2134±0.0257）

（P<0.05）。4）步行训练组腰段核素摄取值（0.284±0.053%ID/g）高于SCI组（0.145±0.081%）和Sham组

（0.139±0.026%）（p<0.05）。

（2） 脑干运动网络可塑性：1）各组脚桥核和巨细胞网状核神经元数量无差异（P>0.05）。2）训练

组脚桥核（1659.98±365.54）和巨细胞网状核（1944.23±376.51）2型囊泡膜谷氨酸转运体IOD值较SCI

组（988.77±133.38，977.38±246.36）增高（P<0.01，P<0.05），较假手术组IOD（3196.29±686.39，

3138.88±312.45）降低（P<0.01， P<0.05）。3）各组脚桥核网状核代谢无差异

结论：SCI后步行训练可促进CPGINs可塑性和代谢，及脑干运动网络可塑性。

OR-082

人胚胎干细胞来源的脊髓GABA能神经前体细胞移植治疗脊髓损伤大鼠神经病

理性疼痛和痉挛的疗效研究

李馨, 汪亚男, 陈红

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同济医院

目的：人胚胎干细胞来源的脊髓GABAergic神经前体细胞移植治疗脊髓损伤大鼠神经病理性疼痛和痉挛的

疗效观察。

方法：将健康成年雄性SD大鼠随机分成假手术组(S)、脊髓损伤组(SCI)、细胞移植组(SCI+cell)。10 g打击棒

从25.0 mm高度撞击脊髓T10，造成脊髓损伤。脊髓损伤术后1周，移植人胚胎干细胞来源的脊髓GABAergic神

经前体细胞到大鼠脊髓。细胞移植一个月后评估各组大鼠的机械超敏症状，检测H反射的Hmax/Mmax，及H反

射的频率依赖性抑制作用RDD。细胞移植一个半月注射细胞激活剂氯氮平甲氧氮芥CNO （clozapine-N-oxide，

CNO），观察给药前后大鼠的机械超敏症状、H反射的Hmax/Mmax，及H反射的频率依赖性抑制作用RDD。行

为学评估后动物取材，免疫荧光染色检测移植细胞在大鼠脊髓存活情况。

结果：（1）细胞移植一个月，人胚胎干细胞来源的脊髓GABAergic神经前体细胞在大鼠体内存活。（2）

与假手术组相比，细胞移植组的机械缩足阈值显著降低（左足p = 0.001，右足p = 0.003）；与脊髓损伤组比，

细胞移植组的机械缩足阈值无统计学差异（p > 0.05）。（3）与假手术组相比，细胞移植组的Hmax/Mmax比

值显著增大（p = 0.008），0.5 Hz（p = 0.004）、1 Hz（p = 0.013）、2 Hz（p = 0.010）时频率依赖性抑制作

用显著减弱；与脊髓损伤组相比，细胞移植组的Hmax/Mmax比值无统计学差异（p > 0.05），各频率的频率依

赖性抑制作用也无统计学差异（p > 0.05）。（4）注射CNO前后，假手术组机械缩足阈值无统计学差异（p > 

0.05），脊髓损伤组机械缩足阈值无统计学差异（p > 0.05），细胞移植组机械缩足阈值无统计学差异（p > 

0.05）。（5）注射CNO前后，假手术组Hmax/Mmax比值及RDD作用无统计学差异（p > 0.05），脊髓损伤组

Hmax/Mmax比值及RDD作用无统计学差异（p > 0.05），细胞移植组Hmax/Mmax比值及RDD作用无统计学差异

（p > 0.05）。

结论：人胚胎干细胞来源的脊髓GABAergic神经前体细胞能在大鼠体内存活，但移植一个月时尚未改善脊

髓损伤大鼠神经病理性疼痛和痉挛。利用工具药CNO发现移植细胞有改善脊髓损伤神经病理性疼痛和痉挛的趋

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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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R-083

miR-219对脊髓损伤后少突胶质前体细胞增殖和分化的影响及相关机制研究

李芳, 周谋望

北京大学第三医院

目的：观察miR-219对脊髓损伤（SCI）后少突胶质前体细胞（OPCs）增殖和分化的影响。

方法：健康成年SD大鼠156只，随机分为假手术组（Sham组，6只）、SCI组（30只）、SCI+miR-219过表

达组（agomir-219组，30只）、SCI+miR-219过表达阴性对照组（agomir-NC组，30只）、SCI + miR-219拮抗

组（antagomir-219组，30只）、SCI+miR-219拮抗阴性对照组（antagomir-NC组 ，30只），除Sham组外，其他

各组又细分为1d、3d、7d、10d、14d五个不同的时间点，每个时间点6只大鼠。Sham 组只暴露脊髓，不打击。

其他各组采用 IH打击器损伤大鼠C5脊髓半侧节段，制备C5脊髓半侧挫伤动物模型。造模成功后，采用微量神

经针联合微量注射泵对miR-219干扰组大鼠损伤部位直接注射相应的agomir-219、agomir-NC、antagomir-219、

antagomir-NC。造模成功后按照Brdu Regimen对所有组大鼠腹腔注射Brdu。采用 Rearing评分法分析大鼠的前肢

运动功能,RealTime qPCR 检测脊髓中miR-219的表达水平，免疫荧光检测OPCs、少突胶质细胞（OLs）、星形

胶质细胞（As）的改变，LFB染色观察大鼠脊髓组织髓鞘的变化，Western blot检测脊髓中MCT-1的表达水平。

结果：1）与Sham组相比,SCI组 1、3、7、10和14d脊髓组织中miR-219和MCT-1表达均降低，OPCs和As数

量增多、OLs数量减少，LFB染色显示广泛脱髓鞘改变，其中7d时各指标改变最显著，3、7、10及 14 d 差异

有统计学意义。2）与SCI组相比,agomir-219组大鼠损伤后 7、10和14d Rearing评分均显著升高；OPCs和As 3、

7、10和14d明显减少，OLs数量则明显增多；LFB染色显示3、7、10和14d脱髓鞘程度明显改善；MCT-1表达

水平显著增高。antagomir-219组大鼠上述指标变化呈现与agomir-219组大鼠相反的改变。3）agomir-NC组和

antagomir-NC组大鼠损伤后各项指标与SCI组相比，无统计学差异。

结论：miR-219抑制SCI后OPCs增殖并促进其分化为OLs，进而促进SCI大鼠的功能恢复，并且这种作用可能

通过增强MCT-1的表达实现。

OR-084

超短波对脊髓损伤后内源性神经干细胞存活和分化的影响

陈丹莹, 张立新

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盛京医院

目的：观察脊髓损伤后内源性神经干细胞的存活和分化的变化，并且观察超短波对这一变化的影响。

方法：用46只SD大鼠，被随机分成3组：假手术组，只暴露硬脊膜，不给予打击；对照组，给予Allen’s打

击，并不做任何治疗；治疗组，给予Allen’s打击，并在SCI后24小时开始给予小剂量超短波(11 W)治疗，每日一

次7min直至取材前。大鼠的运动功能用BBB评分进行评定，大鼠取材后分别对组织进行横向切片，分别进行HE

和免疫荧光染色，来检测脊髓形态和Nesin、GFAP、NeuN在组织内的表达部位和表达量，以观察内源性神经干

细胞在脊髓损伤后并超短波治疗后存活和分化为星形胶质细胞的情况。

结果：① BBB评分显示，3天后后肢功能评分逐渐恢复。治疗组与对照组相比，3天、5天和7天的BBB评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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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没有显著的差异，直到14天，治疗组的后肢功能BBB评分高于对照组，并且差异显著（p<0.05）②HE染色：

在第3天，超短波治疗组与对照组相比，脊髓组织出血较多，但是在第7天和14天，组织坏死的范围较对照组

小。③Nestin、GFAP 、NeuN免疫荧光染色：在脊髓中央管，Nestin+细胞在损伤后第3天表达最多，并且随着损

伤后时间的推迟，Nestin+细胞的表达量却是逐渐减弱的，到第14天表达水平与假手术组相当。GFAP+细胞在第

7天表达最强，并且与Nestin共染的区域（黄色荧光）也是最多的。在损伤周围区白质，损伤头端和尾端的表达

变化不一样，脊髓损伤对于脊髓头端和尾端的干细胞存活影响不一致，头端的存活高峰在第3天，尾端则在第7

天，并且治疗组Nestin+存活的数量大于对照组的时间，头端在第3天，尾端在第 14天；而分化为星形胶质细胞

趋势，头端和尾端却是一致的，分化的高峰都在第7天，并且此时损伤尾端治疗组Nestin+/GFAP+大于对照组； 

在损伤后第14天，治疗组头端NeuN+细胞个数大于对照组，且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结论：超短波能够减少脊髓损伤早期坏死面积、提高大鼠运动功能评分，有利于损伤后3天和14天神经干

细胞的存活，但是损伤头端和尾端表现不尽相同。并且超短波治疗也能够减少损伤后7天神经干细胞分化为星

形胶质细胞的数量。

OR-085

电刺激对失神经支配骨骼肌力学特性和微结构的影响及相关机制的多组学研究

喇高燕, 周谋望

北京大学第三医院

目的：（1）研究电刺激分别对快慢收缩型失神经支配骨骼肌主动力学特性的影响；（2）研究电刺激分

别对骨骼肌主动和被动力学特性的影响；（3）研究电刺激对骨骼肌整理力学特性和单根肌纤维力学特性的影

响；（4）研究电刺激分别对快慢收缩型骨骼肌微结构的影响；（5）分析电刺激对骨骼肌力学特性和微结构影

响的相关机制。

方法：以SD大鼠为研究对象，随机分为假手术组（SHAM）、损伤组（DN）、损伤后电刺激组（DN-

SM），DN和DN-SM组进行了坐骨神经钳夹伤手术， DN-SM组接受小腿三头肌电刺激治疗，采用坐骨神经功

能指数（SFI）分析模型稳定性。力学特性分析采用（1）BL-420S机能学系统分析肌肉整体的收缩特性；（2）

Instro5848微力测试仪分析骨骼肌的抗牵拉性能；（3）Aurora1400A分析单根肌纤维的力学特性。微结构分析采

用（1）HE染色分析肌纤维的直径和横截面积；（2）免疫组化分析快慢肌纤维的改变；（3）电镜技术分析肌

原纤维和细胞器改变。组学研究采用（1）BIG500分析mRNA的改变；（2）非标定量LC-MS/MS分析蛋白质组

学改变；（3）对差异基因和差异蛋白进行验证后；（4）GO、KEGG富集和蛋白互作网络分析。

结果：各组动物SFI值无统计学差异，表明模型稳定，力学特性分析中（1）肌肉整体收缩特性测试结构电

刺激组最大收缩力和曲线下面积均高于未接受电刺激组；（p＜0.05）（2）单根肌纤维水平的力学性能测试结

果显示电刺激组标准最大收缩力高于未接受电刺激组；（p＜0.05）（3）电刺激并未提高骨骼肌的抗拉伸特

性。微结构分析中失神经支配后肌纤维排列紊乱，电刺激组较未接受电刺激组，结构完整，纤维整齐。非标定

量LC-MS/MS共得到2903个蛋白，对上调蛋白进行富集，Wnt信号通路可能是作用通路，转录组学结果中共检测

到14334个基因，其中Xirp2 、Cd164、Rbfox1可能是电刺激作用于骨骼肌力学特性和结构的靶基因。

结论：电刺激提高失神经支配骨骼肌在整体和单根肌纤维水平的主动力学特性；电刺激可提高快慢收缩型

骨骼肌的收缩特性；电刺激可能会使骨骼肌的抗拉伸性能下降；电刺激有利于失神经支配骨骼肌微结构维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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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相关的信号通路包括Wnt信号通路等，相关基因包括Xirp2 、Cd164、Rbfox1等。

OR-086

ICU重症患者早期康复的临床疗效观察

李红玲, 庞亚涛

河北医科大学第二医院

目的：探讨ICU重症患者进行早期康复干预的安全性及有效性，明确早期康复干预在ICU患者治疗中的应用

价值

方法：选取2016年12月至2017年12月入住河北医科大学第二医院神经外科ICU的42例符合纳入标准的脑出

血及脑外伤重症患者，随机分为早期康复组和常规治疗组各21例。患者入科后均采取ICU常规对症治疗，早期

康复组患者同时接受康复团队的早期康复治疗，包括良肢位摆放、促醒治疗、治疗性运动训练、电刺激治疗等

方法。通过综合评估病情给予个体化早期康复治疗方案并根据患者状况及时调整，患者持续行康复治疗至出

院。治疗方案为1次/天，6次/周，10天为1个疗程，治疗3个疗程后比较两组患者治疗前后及两组间的急性生理

和慢性健康评分Ⅱ(Acute Physiology And Chronic Health Evaluation，APACHEⅡ)、医学研究理事会评分(Medical 

Research Council score，MRC)、意识好转率、不良事件发生率、常见并发症发生率、机械通气时间、ICU住院时

间、总住院时间。试验结果采用SPSS21.0软件进行统计学分析处理。

结果：1.两组患者不良事件发生率无统计学差异(P>0.05)，表明早期康复不会增加患者不良事件；2.两组患

者治疗后的APACHEⅡ评分均较疗前明显降低，且试验组评分(8.90±2.07)分更优于对照组(10.24±2.19)分，差

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3.两组患者疗后MRC评分均较疗前明显升高，且试验组评分(53.05±2.64)分较对照组

(50.86±1.77)分有所提高，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说明早期康复可以提高肌力。4.意识好转率：试验组好

转率(85.71%)高于对照组(76.19%)，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5.比较两组患者常见并发症的发生率，发现试

验组发生率(19%)要少于对照组(42%)，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6.两组患者机械通气时间、ICU住院时间、

总住院时间的比较显示，早期康复组患者上述时间(3.00±1.71)天、(11.76±2.63)天、(30.95±2.31)天均少于对照

组(5.17±0.75)天、(14.00±2.19)天、(32.90±2.02)天，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

结论：对ICU患者进行早期康复安全、有效、可行。

OR-087

基于EEG的rTMS在重症昏迷患者评估及促醒中的临床作用

何任红, 郑碧娥, 范建中

南方医科大学南方医院

目的：重复经颅磁刺激（rTMS）因具有兴奋和抑制神经元的双重作用，因此在康复治疗中应用较广泛，然

而阈值和频率是影响rTMS治疗效果的重要参数，本研究将探讨基于EEG的rTMS在重症昏迷患者评估及促醒中

的临床治疗作用。

方法：募集了我科IRCU中的10例重症患者，均为昏迷状态（GCCS＜9分），首次治疗前测量脑电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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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EG），并评估经颅磁诱发电位（TEP），确定rTMS治疗的阈值（MT）和频率，治疗时刺激部位选择左侧额

叶背外侧区。每位患者每周治疗5天，每天治疗一次，其中第一周一次治疗10min，第二周一次治疗15min，第

三周和第四周治疗20min，所有患者总疗程均为4周，并且每周评估一次脑电图、MT、TEP和GCS。

结果：昏迷患者脑电图大部分以θ慢波为主，MT阈值普遍偏高，TEP反应性差，每位患者经rTMS后其EEG

表现为频率增加，大部分患者在每一次rTMS治疗结束会出现α波并持续一段时间。经过4周治疗后，GCS评分

显著升高，α/θ波比值显著增加。

结论：rTMS治疗可以用于重症昏迷患者的促醒治疗，其中借助EEG的精准评估是保证rTMS治疗效果的重要

方法，同时基于EEG的TMS也是评估昏迷患者的一种有效方法。

OR-088

女性盆腔疾病术后尿潴留的康复治疗方案设计及效果分析

曲福玲, 刘鸿, 张江春, 郭丽新, 刘忠良

吉林大学第二医院

目的：尿潴留是影响患者身心健康的常见临床问题，也是妇产科盆腔术后常见的并发症。总结2015.01-

2018.01期间，康复科共治疗143例女性盆腔术后尿潴留患者，对其治疗方案及治疗效果进行分析总结，以指导

该并发症的治疗。

方法：回顾性分析近3年治疗的患者，其中2015.01-2015.12期间，尚未开展排尿促进的引导式教育、康复

宣教、排尿促进手法治疗，此期间共治疗45例患者，这里称之为A组。2016.01-2018.01期间开展排尿促进的引

导式教育、康复宣教、排尿促进手法治疗，此期间共治疗98例患者，这里称之为B组。A组予以物理因子治疗

（中频脉冲电治疗、低频脉冲电治疗）、普通针刺治疗。物理因子治疗：（1） 中频脉冲电治疗：处方：处方

20，频率为4kHz，主要调制波形为指数波、正弦波、方波， 电流≤30mA，随部位及患者感觉调整剂量；治疗

方法：耻骨联合上区、腰骶区、双侧坐骨结节、大腿内侧；治疗时间：夹闭尿管，充盈膀胱约300ml时开始治

疗，每次20min，每日一次，10天为1个疗程，疗程间可休息2天。（2）低频脉冲电治疗：处方：感应电，频

率为20Hz，电流≤40mA，随部位及患者感觉调整剂量；治疗方法：耻骨联合上区、腰骶区前后对置；治疗时

间：夹闭尿管，充盈膀胱约300ml时开始治疗，每次3min，每日一次，10天为1个疗程，疗程间可休息2天。普

通针刺治疗：针灸穴位处方：百会、合谷、气海、关元、中极、曲骨、水道、归来、阴陵泉、三阴交、太溪、

太冲。针刺方法：皮肤常规消毒，毫针刺入、平补平泻。治疗时间：患者排空小便后进行治疗，每次30min，

1次/天，10天为1个疗程，每个疗程间休息2天，2个疗程为一个周期。B组在原有治疗基础上增加引导式教育、

康复宣教、排尿促进手法治疗。

结果：共治疗143例，其中物理因子及普通针刺治疗患者45例（A组），加用排尿促进技术治疗患者98例

（B组），患者年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治疗效果按残余尿≤100ml为显效，残余尿100-200ml为有效，治疗时

间大于3周且残余尿≥200ml为无效。联合排尿促进技术治疗尿潴留有效率较高，且与前期应用物理因子及普通

针刺治疗方法相比达到疗效所需时间明显缩短，后者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结论：引导式教育、康复宣教、排尿促进手法治疗有利于改善女性盆腔疾病术后尿潴留的治疗效果，缩短

治疗时间，促进恢复排尿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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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R-089

不同盆底肌训练方案对女性松弛型盆底肌功能障碍的短期疗效的随机对照研究

李文娟, 孙晓燕, 刘晓霞, 谢臻蔚

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妇产科医院（浙江省妇女保健院、浙江省妇女医院）

目的：盆底训练是女性松弛型盆底肌功能障碍（UPFD）的一线治疗方案，包括主动训练（kegel锻炼为

主）和被动训练（电刺激为主）。多个研究显示电刺激治疗可以改善盆底肌功能，但次数和疗程存在争议，特

别是对于重度肌力减退难以主动训练的患者。为了探讨对不同肌力的UPFD患者主被动训练优化方案，本研究

比较了不同盆底肌训练方案对UPFD患者的短期疗效，为盆底康复方案选择提供依据。

方法：募集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妇产科医院门诊就诊的81名松弛型盆底肌功能障碍女性，按照肌力分层随

机分为四组，治疗为期两周：指测盆底肌力≤1级患者分为a组（25人）和b组（21人），a组进行盆底肌被动

训练5次，b组进行盆底肌被动训练3次+主被动结合训练2次; 指测盆底肌力2级的患者随机分为c组（19人）和d

组（16人），c组与b组治疗方案相同；d组进行盆底肌主被动结合训练3次+盆底肌主动训练2次。治疗前后均

检测盆底指测肌力包括I类肌肌力（收缩保持5秒）和II类肌肌力（最大随意收缩），以及基于glazer评估的盆底

肌电值，并进行生活质量影响问卷调查，包括盆底功能影响问卷7（PFIQ-7），盆底功能障碍问卷20（PFDI-

20），盆腔脏器脱垂尿失禁性功能问卷（PISQ-12），尿失禁影响问卷 （IIQ-7），并记录治疗期间不良反

应。

结果：肌力≤1级患者，两组间盆底肌收缩时肌电值、指测肌力和生活质量没有显著差异；b组治疗后II类

肌测试阶段放松时间较治疗前明显降低 (治疗前VS治疗后，2.820±3.423s VS 0.697±0.675s，p=0.01)。肌力2

级的患者中，两组相比指测肌力、盆底肌电值和生活质量没有显著差异；c和 d 组治疗后耐力测试阶段变异值

较治疗前均显著减少 (c组治疗前VS治疗后，0.28±0.06μV VS 0.23±0.07μV，p=0.036，d组治疗前VS治疗后 

0.29±0.06μV VS 0.20±0.06μV，p<0.001)。

结论：对于松弛型盆底肌功能障碍患者，电刺激可在短期内加强盆底肌收缩的稳定性，早期开始主动训练

有助于提高对盆底肌控制力。

OR-090

点阵二氧化碳激光联合电刺激及生物反馈疗法治疗阴道松弛的临床疗效及分析

曾小玲, 李旭红

中南大学湘雅三医院

目的：探讨阴道内点阵二氧化碳激光治疗联合电刺激及生物反馈疗法治疗阴道松弛的临床疗效观察

方法：选取2016年12月至2017年12月在中南大学湘雅三医院康复医学科因主诉阴道松弛就诊的女性患者90

例，根据患者意愿及不同的治疗方式随机分为三组，每组30人。Ａ组：电刺激及生物反馈结合点阵二氧化碳激

光治疗组：Ｂ组：点阵二氧化碳激光治疗组：C组：电刺激及生物反馈组。电刺激及生物反馈治疗1疗程（15次

/疗程，每周3次），阴道内点阵二氧化碳激光治疗（3次/疗程，间隔一个月）。比较三组患者治疗完成3月后阴

道健康指数调查表（ＶＨＩ）、盆底肌力评定、阴道松弛改善度、FSFI性生活评估量表，并进行统计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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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１、阴道健康指数调查表（ＶＨＩ）显示三组之间有统计学意义，其中A、B组与C组差异有统计学

意义(P<0.05)。2、盆底肌力测定显示三组有统计学意义，其中A、C组与B组间差异有统计学意义。3、阴道松

弛度显示三组之间有明显统计学意义(P<0.05)，其中A组与B、C组间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4、FSFI性生活

评估量表三组之间有明显统计学意义(P<0.05)，其中A组与B、C组间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

结论：点阵二氧化碳激光后改善阴道萎缩；盆底电刺激及生物反馈疗法治疗提高盆底肌力。联合应用后改

善阴道松弛效果肯定，能提高性生活，值得在临床上推广应用。

OR-091

脑卒中后神经源性膀胱临床表现及颅脑MRI特点的研究

郭冬菊

山东大学齐鲁医院

目的：分析脑卒中后神经源性膀胱临床表现及颅脑MRI特点。

方法：回顾性分析我科自2018年1月至5月住院期间8例确诊为脑卒中后神经源性膀胱患者的资料，包括性

别、年龄、临床表现、诊断和颅脑MRI特点。

结果：8例患者中，尿失禁6例，分别是：急迫性尿失禁3例，一例部位在右侧放射冠、基底节区，一例在

右侧放射冠区，另一例在左侧胼胝体；压力性尿失禁1例，部位在左侧放射冠、基底节区；混合性尿失禁1例，

部位在右侧额叶、顶叶、扣带回前半部；充盈性尿失禁1例，部位在脑桥；尿潴留2例，一例部位在脑桥、双侧

桥臂、左侧小脑半球；另一例在左侧脑桥。

结论：脑卒中后神经源性膀胱特点：脑桥以上部位损伤者，临床以尿失禁为主，脑桥部位损伤以损伤位置

（M区/L区）不同，可出现尿潴留或尿失禁。尿失禁类型因具体损伤位置不同差异较大，颅脑MRI检查对脑卒

中后神经源性膀胱临床表现具有一定指导作用。

OR-092

舒适护理模式联合药物治疗对脊髓损伤后神经病理性疼痛的影响研究

刘芳芳

空军军医大学西京医院

目的：探讨舒适护理模式联合药物治疗对脊髓损伤后神经病理性疼痛患者疼痛程度、情绪、睡眠以及生活

质量的影响。

方法：舒适护理模式是一种整体的、个性化的、具有创造性的、有效的护理模式，舒适护理研究强调的是

在整个护理活动中，不断探索研究病人的舒适感受，给予最舒适的护理，使人在生理、心理、社会、灵性上

达到最愉快的状态，或缩短、降低其不愉快的程度，促进健康及疾病的康复。我科2017年10月-2018年2月期

间脊髓损伤后伴有疼痛住院患者共72例，其中56例符合选择标准纳入研究，将其随机分为干预组和对照组两组

（n=28），两组患者入院后均给予相应敏感药物治疗疼痛，在患者药物治疗疼痛稳定后，对照组给予常规护

理，干预组在此基础上实施舒适护理干预。实施干预前和15天后分别采用疼痛数字评分（NRS）、医院焦虑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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郁量表（HAD）、MOS睡眠量表（6维）评价患者疼痛程度、情绪、睡眠。

结果：干预组治疗前后患者MOS评分明显提高，HAD评分、疼痛数字评分显著降低，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对照组治疗前后患者MOS评分有所提高，HAD评分、疼痛数字评分有所降低，但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治疗

后干预组MOS评分明显优于对照组( P ＜0.05)，HAD评分显著低于对照组，疼痛数字评分明显低于对照组( P ＜ 

0.05)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结论：在相应敏感药物治疗患者疼痛稳定的同时，给予患者舒适护理干预可以显著改善其睡眠质量，增加

患者的舒适度，避免其焦虑抑郁等不良情绪的发生，对于疼痛治疗具有重要作用。

OR-093

基于量化评估策略下的护理干预对脊髓损伤后神经源性肠功能障碍患者肠功能

及生活质量的影响

张艳艳

山东大学齐鲁医院

目的：探讨以量化评估为基础的康复护理干预对脊髓损伤后神经源性肠功能患者肠功能及生活质量的影

响。背景：脊髓损伤后神经原性肠功能障碍表现为腹胀、顽固性便秘、排便时间延长、大便失禁等，严重影响

了患者的正常生活。对这些患者传统的护理方法侧重于基础护理，但对疾病的严重程度和个人需求缺乏足够的

认识。

方法：将我科收治的184例脊髓损伤后神经源性肠功能障碍患者随机分为观察组（92例）和对照组（92

例）。 方法：对照组给予常规护理，观察组给予以量化评估为基础的综合护理干预。比较两组患者肠功能恢

复情况、生活质量及满意度。

结果：观察组肠功能（腹胀、便秘、排便时间延长、排便药物依赖、大便失禁）评分明显低于对照

组（p<0.05）。观察组的身体机能（PF）、一般健康（GH）、社会功能（SF）、角色运动（RM）、心理

健康（MH）评分均显著高于对照组（P<0.001）。最后，观察组满意率为95.56%，明显高于对照组83.7%

（P<0.01）。

结论：量化评估为基础的护理干预有助于脊髓损伤后神经源性肠功能障碍患者的肠道功能的恢复和生活质

量满及意度的提高。

OR-094

思维导图对脑卒中患者入院宣教的优化效果分析

张亚妮

空军军医大学西京医院

目的：探讨思维导图对脑卒中患者入院宣教的优化效果，为临床护理人员实施有效的入院指导提供依据。

方法：选取2017年1月~2018年1月首次在我科住院的脑卒中患者80 例，按照患者入院顺序随机分为观察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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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对照组，各40例。 观察组患者应用思维导图优化了的入院宣教方式进行宣教，对照组患者应用常规的口头

宣教方式进行入院宣教。入院后第三天分别对两组患者入院宣教知识掌握程度及对护士健康教育满意度进行测

评。

结果：对照组患者入院宣教知识掌握程度及对护士健康教育满意度均明显低于观察组（P＜0.05）。

结论：采用思维导图优化了的入院宣教方式对新入院脑卒中患者进行宣教，能提高患者对入院宣教知识的

掌握程度，提高患者对临床护理服务的满意度，效果显著。

OR-095

局部组织水分检测在乳腺癌术后淋巴水肿诊断中的应用

刘颖, 关竞红, 龙笑

北京协和医院

目的：探讨局部组织水分（local  tissue water，LTW)测试对乳腺癌术后淋巴水肿（breast  cancer  related 

lymphedema，BCRL）的诊断和评估价值。

方法：选取2017年10月至2017年12月在北京协和医院就诊的女性乳腺癌术后患者61例，平均年龄

(50.5±10.8)岁，水肿病程0.1个月至12年。参照2013年国际淋巴水肿协会（International Society of Lymphology，

ISL)的分级标准,0期水肿患者18例，1期患者22例，2期患者13例，3期患者8例。采用组织介电常数(tissue 

dielectric constant，TDC) 方法检测患者双侧上肢LTW。上臂测试点为肘横纹上方10cm腹侧中点和肘后鹰嘴上方

10cm背侧中点，前臂测试点为肘横纹下方10cm腹侧中点和肘后鹰嘴下方10cm背侧中点。每个部位重复检测3

次，取平均值，计算每个测试点的LTW比值。再由同一名研究人员用卷尺测量患侧及健侧上臂（肘上10cm）和

前臂（肘下10cm）的周径。分别计算患臂与健臂的LTW比及周径比。

结果：前臂周径差≥2cm、上臂腹侧LTW比≥1.2和前臂腹侧LTW比≥1.2的患者比例分别为29.5%、39.3%和

52.5%。患侧与健侧上臂和前臂腹侧LTW比均明显大于其背侧LTW比（P<0.05）；患侧与健侧上臂和前臂周径

比分别与其上臂和前臂LTW比相关（P<0.05），特别是与腹侧LTW比的相关系数较高；患者淋巴水肿分期也与

其上臂和前臂LTW比相关（P<0.05），其中与前臂腹侧LTW比的相关系数最高。

结论：采用TDC方法检测LTW对BCRL有较好的早期诊断和定量评估价值，值得在临床推广使用。前臂腹侧

是较重要的检查部位。

OR-096

乳腺癌术后上肢功能障碍发病现状调查及相关危险因素分析

谢娜, 贾杰

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

目的：开展乳腺癌根治术后相关淋巴水肿、上肢浅感觉障碍、上肢运动功能障碍发病现状调查，并对其可

能的危险因素进行分析。为乳腺癌根治术后上肢功能障碍的康复提供理论依据。

方法：对我院分院2012年1月至2017年1月诊断为乳腺癌并行根治或改良根治术，符合研究条件的患者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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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访。随访内容包括病史采集：一般情况、健康状况、生活方式采集，并采用定点臂围测量装置评定上肢水

肿、采用徒手肌力检查及肩关节功能评定患者上肢运动功能、从症状和体征两方面评估患者上肢及肩胸部浅感

觉功能。上肢浅感觉功能评估工具为棉签和大头针。对筛选出的上肢功能障碍患者进行诱因、发病情况等详细

调查，并采用SPSS软件多因素回归分析对相关危险因素进行分析。

结果：有30.8%的患者有患肢淋巴水肿，92%的患者存在上肢浅感觉障碍，14.4%的患者上肢肌力减退，

29.6%的患者肩关节功能下降。上肢淋巴水肿的发生多集中在3个月至2年内，占肿胀患者的83.7%，73.5%的肿

胀患者有明确诱因，不同诱因发生肿胀的部位有所不同，但肿胀多集中在上臂，前臂和手的肿胀较少。肿胀患

者的患侧上肢与健侧上肢最大臂围差躲在10cm以下。其中2~3cm占据76%，仅有6%的肿胀患者最大臂围差距在

10cm以上。感觉障碍的患者，其中上臂内侧感觉异常达62%，肩胸部感觉异常达60%，肩胸部感觉异常主要表

现为胸部刀疤周围的感觉异常，前臂及手的感觉异常较少见。上肢浅感觉减退或消失患者占31%，以肩胸部及

上臂内侧感觉减退为主，前臂和手部感觉减退较少见，仅3例患者出现手部浅感觉减退。仅有个别患者出现感

觉过敏情况，感觉过敏以疼痛为主，用NRS评分，有6例患者评分为3分，疼痛在可忍受范围，不影响工作和生

活，另有3例患者评分为7分，疼痛难以忍受，影响睡眠和日常生活。

多因素Logistic分析结果显示放疗、化疗是上肢淋巴水肿发生的危险因素，非利手侧手术较利手侧手术发生

淋巴水肿的风险较大。年龄越大的患者，发生淋巴水肿的风险越大，而较大的BMI则是淋巴水肿发生的保护性

因素。高龄、放疗是上肢感觉减退与感觉过敏的危险因素，化疗是上肢感觉减退的危险因素，内分泌是上肢感

觉异常的独立影响因素。

结论：乳腺癌术后上肢功能障碍发病率高，其受多种因素影响，为危险因素暴露的患者应高度重视，并注

意避免诱因，及时康复治疗。在不影响患者预后的情况下合理选择治疗方案、增强患者康复理念、早期进行康

复训练对发生及预后意义重大。

OR-097

中国医院内口腔头颈-颌面肿瘤患者吞咽康复开展现状初步调查

唐燕1, 陈旸2, 范帅1, 徐丽丽1, 沈淑坤1

1.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九人民医院

2.Duqueuesne University

目的：初步调查国内口腔头颈-颌面肿瘤（head and neck cancer，HNC）吞咽康复开展现状。

方法：采用自行设计的问卷进行网络调查，问卷通过口腔肿瘤科医生、康复医学科医生、ST、国内外在校

ST教师共同拟定、探讨、确定。采取随机调查的方式，问卷以网络在线调查形式，通过微信发放问卷链接至ST

相关群组，并于问卷星网（www.sojump.com）填写并回收。

结果：本次问卷共回收130份，有效问卷126份，涵盖中国27个地区，111家医院。其中提供过HNC患者康

复的人数仅为65份。绝大多数治疗人员曾治疗过少量HNC患者。患者大部分来自于相关临床科室病区会诊或门

诊转诊，康复为主的科室门诊接收患者较少。常用评估、治疗方法繁复多样，介入时间亦无有定数。大部分治

疗人员对治疗效果的自我满意度为比较满意或一般。多重因素影响工作的开展。

结论：国内HNC吞咽障碍康复治疗尚处于起步阶段，需通过治疗人员专业化、教育体系系统化、诊疗手段

规范化、患者宣教普遍化、相关科室合作化等来加快、加强工作开展，提高治疗水平，帮助更多患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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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R-098

肺癌化疗相关性便秘患者肠道康复训练应用的效果研究

纪 婕

江苏省人民医院（南京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目的：探究肠道康复训练在改善肺癌患者便秘方面的应用效果。

方法：选取2017年7月至2018年2月于我院实施化疗行5-HT3受体拮抗剂止吐的172位肺癌患者，按照随机数

字表法将其均分为实验组和对照组，各组86例。两组患者均采用一般护理措施，其中实验组在一般护理基础上

给予肠道康复训练，对照组在一般护理基础上给予口服杜密克干预，两组干预时间均为7 d。对比两组患者干

预3d、干预7d两个时间段内的便秘相关症状的发生率及便秘的改善情况、以及两组患者干预前及干预7d时的焦

虑及生活质量使用焦虑自评量表（SAS）及便秘患者生存质量量表（PAC-QOL）测评结果。

结果：实验组患者便秘相关症状的发生率低于对照组，对比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实验组便秘

的改善时间短于对照组，对比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干预7d实验组SAS及PAC-QOL得分均低于对照

组，对比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

结论：肠道康复训练能够显著改善肺癌患者化疗相关性便秘的情况及不良情绪，提高其生活质量，且肠道

康复技术不需特殊仪器，在院居家均事宜操作，值得临床推荐。

OR-099

脑卒中肢体运动功能障碍评估的客观生物学指标

杨雅馨, 张巧俊﹡, 李颖, 李文娟, 傅静, 张慧

西安交通大学第二附属医院

目的：了解DTI及MEP相关参数与临床常用运动功能评分量表间的相关性，明确其在卒中患者早期肢体运

动功能障碍评估中的应用价值

方法：对入组的60例脑卒中偏瘫患者分别用简式Fugl-Meyer评分、MI进行评定，并分为轻中度和重度运动

功能障碍组。同时对患者进行DTI及MEP检测。DTI观察指标为双侧PC、PLIC的FA值及 aFA值。MEP观察指标

为能否引出MEP波形、波幅、潜伏期、CMCT及MT，并对其结果按异常程度进行分级。应用Spearman相关分

析，分析上述DTI、MEP观察指标与运动功能评分之间的相关性，并对其在卒中患者肢体运动功能障碍评估中

的应用价值进行评价。

结果：1、弥散张量成像在卒中后肢体运动功能障碍评定中的应用

1）卒中患者患侧与上肢FMA、MI评分与FA值呈正相关，与aFA值呈负相关（均P<0.01）。上肢轻中度运动

功能障碍组FA值明显高于重度运动功能障碍组（P<0.01），aFA值明显低于重度运动功能障碍组（P<0.01）；

应用ROC曲线计算出PLIC处aFA值为评定上肢重度运动功能障碍的最佳参数，最佳分界值为0.167，其灵敏度为

87.5%、特异度为75%、阳性预测值为80%、阴性预测值为84%。

2、运动诱发电位在卒中后肢体运动功能障碍评定中的应用

1）CMCT、MT异常程度与上下肢FMA、MI呈负相关（P<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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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将MEP波形缺失作为卒中后肢体重度运动功能障碍的评定标准，应用于上肢的灵敏度为84.37%、特异

度为35.71%、阳性预测值为60%、阴性预测值为66.70%；应用于下肢的灵敏度为91.30%、特异度40.54%、阳性

预测值为48.84%、阴性预测为88.23%。

3）结合DTI和MEP进行系列检查，可将评定上肢重度功能障碍的特异度提升至82.14%。

结论：1）DTI及MEP与肢体运动功能评分有明确的相关性，可作为临床上评估卒中患者运动功能障碍的客

观定量指标；

2）FA值、aFA值越大则肢体运动功能越差；aFA值是评定上肢重度运动功能障碍的最佳评价指标，其最佳

分界值为0.167，具有较好的检验效度；

3）患侧CMCT、MT异常程度越高，患侧肢体运动功能越差；MEP波形缺失可作为重度运动功能障碍的评价

标准；

4）结合DTI及MEP检查，可提升对上肢重度运动功能障碍评定的检验特异度。

OR-100

脑卒中患者患侧正中神经F波特点及分析

王永慧, 荆静, 郭冬菊, 王艳琴, 岳寿伟

山东大学齐鲁医院

目的：研究脑卒中患者患侧正中神经F波的特点表现，及与患侧上肢肌张力的关系，探讨F波在脑卒中后患

侧上肢神经电生理评定中的应用价值。

方法：选取2016年6月—2017年12月在作者所在医院康复医学科收治的脑卒中患者64例（脑卒中组，其中

男40例、女24例），28名健康者作为正常对照组（男１8名，女１0名），应用丹麦丹迪公司生产的Ｋｅｙｐｏ

ｉｎｔ肌电／诱发电位仪进行Ｆ波测定。分析脑卒中组患者患侧、非患侧及正常对照组上肢正中神经Ｆ波的平

均潜伏期、出现率、波幅、波幅下面积、波宽、F/M最大波幅比值、位相数及产生F波刺激强度进行比较。在F

波检查前，对脑卒中组患侧上肢进行改良Ａｓｈｗｏｒｔｈ评分（ＭＡＳ）和Brunnstrom分级评定，并与Ｆ波

相关参数进行方差分析及相关性分析。

结果：1）脑卒中组患侧、非患侧与正常对照组间F波刺激强度、波幅、波幅下面积及F/M比值，差异均有

统计学意义（ Ｐ ＜0.05）；2）和非患侧及正常健康人比，脑卒中患侧F波刺激强度低（26.77±3.05mA，Ｐ ＜

0.05），波幅增高（329.28±41.98mV，Ｐ ＜0.05）、波幅下面积增大（795.64±99.12ms*mV，Ｐ ＜0.05）、

F/M比值升高（9.33%±1.72%，Ｐ ＜0.05）； F波出现率、平均潜伏期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Ｐ ＞0.05）；

脑卒中组波宽小（8.85±0.28ms）但未见统计学意义；3）脑卒中非患侧和正常健康人F波各指标比较差异无

统计学意义；4)脑卒中偏瘫上肢F波波幅、波幅下面积及F/M比值与改良Asworth分级成正相关；Asworth分级

0-1级和2-3级F波幅分别为（267.7±62.70 mV和346.25±62.38 mV，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Ｐ ＜0.05）；波幅下

面积分别为（613.87±140.54 ms*mV和790.25±62.38 ms*mV，Ｐ ＜0.05）；F/M比值分别为（6.55%±1.2%和

7.43±1.01%，Ｐ ＜0.05）；5）脑卒中偏瘫上肢F波波幅、F/M比值和F波幅下面积在上肢Brunnstrom分级Ⅱ期和

Ⅲ期最高，差异有统计学意义；Ⅱ和Ⅲ期间无统计学意义。

结论：脑卒中患者患侧上肢正中神经F波具有一定的特征表现。F波波幅、波幅下面积及F/M比值可作为脑

卒中患者上肢痉挛程度及异常模式评价的客观电生理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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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R-101

通过定量超声技术和人工智能算法探究肌力评定的新方法

张元鸣飞

北京大学第三医院

目的：肌力评定广泛应用于神经系统疾病和肌肉骨骼疾病的临床诊治和康复医疗中，而目前临床常用的几

种肌力评定方法都存在一些不足，如解剖定位不精准、临床运用局限、性价比低、难以精确量化等问题。超声

成像是一种实时，无创，无辐射，便捷，廉价，解剖定位精准，应用广泛的检查方法。之前已经有很多研究证

明，肌肉厚度、平均回声强度等参数与肌力呈显著相关性，但与运用于临床肌力评定中尚有一段距离。

本研究拟运用定量超声技术，分别通过传统的多元线性回归统计学方法和人工智能卷积神经网络算法进行

图像识别，来探究将定量超声技术直接运用于临床肌力评定中的方法。

方法：本研究通过对50位中青年志愿者双侧股四头肌内侧头运动前后进行超声数据采集，除肌肉厚度、平

均回声强度外，增加能量多普勒超声相关参数的测量，从而对健康成年人的肌肉数量、质量和募集程度进行描

述，并与现有的肌力评定方法——等速肌力测试相对比，分别通过传统的多元线性回归统计学方法和人工智能

卷积神经网络算法进行图像识别，来探究将定量超声技术直接运用于临床肌力评定中的方法。

结果：

研究发现在受试者中，股四头肌内侧头肌力与肌肉厚度呈显著线性正相关（0.000），与平均回声强度呈显

著线性负相关（0.037），与校正能量超声强度呈显著线性正相关（0.003）。若以以下变量建立多元线性回归

——因变量y：伸膝峰力矩（Nm）。自变量x1：肌肉厚度（cm）；x2：肌肉平均回声强度（灰阶）；x3：校正

能量超声强度（像素），所得方程为Y=66.194 x1 -0.745 x2 +0.002 x3 -85.945。三个自变量间不存在交互作用。

通过人工智能图像识别方法构建 CNN 卷积神经网络和 RNN 循环神经网络模型，将受试者的超声图像和

个人信息作为输入，伸膝峰力矩数值结果作为输出，经过100轮数据迭代之后，成功搭建肌力预测准确率为

85%、准确范围为±3（Nm）的模型。

结论：本研究回归方程和人工智能模型的成功建立为定量超声技术作为一种评定肌力的新方法及其临床应

用奠定了一定基础。

OR-102

应用Delphi法结合前期条目评价建立重症肌无力严重程度新量表

王 琳

青岛大学医学院附属医院

目的：研制适合我国患者使用的重症肌无力（MG）严重程度新量表的初始量表。

方法：根据4个常用的MG严重程度量表建立条目池，采用Delphi法调查国内MG领域专家的意见，选择专家

推荐一致性好且前期评价好的条目，建立初始量表。

结果：核心小组拟定的条目池包含来自上述4个量表的19个条目。两轮专家调查的积极系数分别为91.4%和

96.9%；专家权威系数分别为0.79和0.80。专家对条目综合评分的Kendall协同系数分别为0.22（P﹤0.01）和0.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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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0.01）。初始量表包括10个条目，涉及眼外肌、球部肌、面肌、四肢肌、中轴肌和呼吸肌6个肌群。

结论：采用Delphi法结合前期条目评价筛选出代表性条目，形成全面反映MG严重程度的初始量表。

OR-103

正常吞咽咽期的前颈部高密度动态肌电能量分布研究

陆琳1, 朱明星2, 杨万章1

1.深圳市南山区人民医院

2.中国科学院深圳先进技术研究院

目的：咽期是吞咽过程在中心枢纽，在此过程中食物从口腔运输到食道。了解正常吞咽功能受试者在吞咽

咽期，相关肌肉的电生理活动有助于评估吞咽障碍患者的吞咽功能。本研究通过高密度（High-density，HD）

动态表面肌电（Surface Electromyography，sEMG）技术研究正常吞咽过程中的前颈部肌肉电生理活动，全面同

步获取大量肌电信息，量化分析吞咽咽期颈部相关肌肉功能，为评估和诊断吞咽障碍相关疾病提供新方法及客

观依据。

方法：在6名吞咽正常的健康受试者前颈部分别放置96通道电极，任意两个连续电极间的中心距离为

15mm。所有受试者完成以下四级不同粘度水平的吞咽任务：第一级吞咽唾液（干吞咽）、第二级吞咽水（正

常吞咽）、第三级吞咽低浓度糊状物（小应力吞咽）、第四级吞咽高浓度糊状物（大应力吞咽），每个粘度水

平吞咽3次。记录每个受试者吞咽过程中的高密度表面肌电信号，通过分析计算咽期连续时间窗口内 96 通道的

均方根值，提取其中连续三个时间窗内的均方根求取平均值并均一化处理，建立咽期动态二维肌电电势图，展

示吞咽咽期颈部肌肉能量分布情况。另外，进一步采用统计学方法，分析前颈部左侧和右侧之间肌肉活动的相

关性。

结果：以地势图的颜色梯度表示肌肉活动强度：暖（偏红色）色表示高强度，而冷（偏蓝色）色表示低

强度。咽期颈部肌电能量对称分布在前颈部的左侧和右侧，且肌电最大的部分分别集中在每一侧（左侧或右

侧）的中间位置，形成能量中心，强度从中心向周围逐渐减小。同时，吞咽四种不同粘度食物时咽期颈部肌电

分布呈现出一致性。此外，吞咽不同粘度物质过程中，前颈部左侧和右侧之间肌肉活动均具有显著相关性（p 

<0.01）。

结论：不同粘度水平的吞咽可产生不同的高密度动态表面肌电地势图，其代表吞咽过程中相关肌肉活动。

吞咽不同粘度物质时前颈部左侧和右侧肌肉活动存在高对称性和显著相关性。因此，高密度动态表面肌电技术

是评估正常吞咽过程中相关肌肉活动的潜在方法之一，为临床诊断吞咽障碍提供有价值的信息。

OR-104

重症患者的膈肌超声评估临床应用进展

潘化平, 付娟娟

南京医科大学附属江宁医院

目的：近十年来，重症患者膈肌功能障碍成为研究热点。膈肌作为最主要的吸气肌，在吸气过程中负担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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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的通气。

方法：临床上多种因素可导致膈肌功能障碍，如机械通气、慢性心肺疾病、药物、心胸手术、脓毒性休克

和慢性营养不良等。膈肌功能障碍可能引起呼吸系统症状、运动耐力降低、睡眠障碍，严重时甚至威胁生命。

结果：重症疾病影响膈肌运动功能，其传统检查方法有体格检查、跨膈压基础、膈肌电活动、X线成像、

CT、磁共振成像等，对重症病人来说，影像学及电生理检测操作繁琐、有创及且具有放射性风险，临床较难开

展。

结论：目前，超声成为评估重症患者膈肌功能的一种手段。膈肌超声精确性高，且具备无创、操作容易、

个体变异性小、重复性高等优点；特别是病情严重不易搬动者，超声可快速准确地评估膈肌功能。

OR-105

肌肉电阻抗技术在乳腺癌术后淋巴水肿患者CDT治疗评估的应用

李乐, 李雪宜, 胡程鹏, 余秋华, 陈少贞

中山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目的：探究乳腺癌术后继发性淋巴水肿病人不同淋巴 水肿分期的肢体水肿情况的生物阻抗特性的改变，以

及与患侧肢体成分改变之间的关系。探究肌肉电阻抗技术在继发性上肢淋巴水肿患者的诊断和评估意义。

方法：自2017年10月起，收治乳腺癌术后单侧上肢淋巴水肿患者进行信息采集和评估，评估内容主要包

括：CDT治疗前后均测量上肢围度、多频生物阻抗成分分析仪（Multiple Frequency Bioimpedance Analysis，

MFBIA）、肌肉电阻抗技术（Electrical Impedance Myography,EIM），其中EIM参数主要包括电阻值（R）、电抗

值（X）以及相位角（PA）。本研究主要对比治疗前健侧与患侧评估结果以及对CDT治疗前后的评测结果进行

比较。患者进行规范化的综合消肿治疗（CDT），包括气压治疗、淋巴引流手法、绷带包扎和运动治疗，每次

1小时，每周5次，为期四周。

结果：截止2018年4月，共收治4名患者，其中3名完成整个CDT疗程。通过分析4位患者的数据得出，治疗

前：①50kHz频率下，患侧肢体淋巴水肿分期越晚期，即淋巴水肿纤维化和脂肪化越严重，PA值越小。②不

同频率下患侧PA值对比，频率为5kHz时，4名患者的PA值差异不大；频率增大，4名患者间的PA值差异逐渐增

大，至100kHz后差异保持相对稳定。③3名无蜂窝炎的患者患侧肢体R值均低于健侧，1名正患有蜂窝炎的患者

患侧肢体R值稍高于健侧。④在各个频率下，1名伴有神经损伤的晚期患者X值均低于其余3名患者。⑤经过4周

CDT治疗后2名患者得患侧50KHz的PA值比初次评估的PA值更靠近健侧PA值。

结论：①EIM在分析乳腺癌术后单侧上肢淋巴水肿患者患侧肢体炎症情况、纤维化和脂肪化程度上评估

上有一定的应用前景。②PA值可以作为乳腺癌术后单侧上肢淋巴水肿患者判断建议接治疗疗程长短的参考数

值。



口头发言  中华医学会第十九次全国物理医学与康复学学术会议论文汇编

188

OR-106

单光子发射计算机化断层显像在创伤性颅脑损伤昏迷患者疗效评价中的应用

江健, 冯珍

南昌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目的：探究单光子发射计算机化断层显像（SPECT）在颅脑损伤昏迷患者治疗效果评价应用中的意义。

方法：选取颅脑损伤昏迷患者64例，其中男48例，女16例，采取GCS评分将患者分为A组（4.33±0.78分）

及B组（7.23±0.81分）。分别于治疗前及治疗后4w观察两组患者的GCS评分、SPECT视觉分析及半定量分析。

结果：治疗后A组患者GCS评分5.42±0.90分，B组患者GCS评分11.17±1.73分，两组患者GCS评分与治疗

前比较，其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SPECT视觉分析提示两组患者病灶区脑血流量较治疗前有不同程度增

加；半定量分析比值结果提示A组患者的绝对值为34.35±11.70，较治疗前减低20.02±10.16，B组患者的绝对

值为15.13±8.18，较治疗前减低31.89±10.48，两组患者半定量分析的绝对值与治疗前比较，其差异具有统计

学意义(P＜0.05)。

结论：SPECT检查可相对客观地描述颅脑损伤昏迷患者治疗前后脑血流灌注变化情况，与GCS评分形成互

补，对颅脑损伤昏迷患者疗效具有一定的评估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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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01
Mechanism Analysis of Connectivity Plasticity in Stroke Patients after Brain 

Computer Interface Training
Qiong Wu1, Yu Pan1, Weibei Dou2, Gang Liu3, Yueheng Wang2, Bo Chen3, Di Ma1, Hang Yin1, Hongliang Zhao4

1.Department of Physical Medicine and Rehabilitation，Beijing Tsinghua Changgung Hospital， Tsinghua University
2.Department of Electronic Engineering，Tsinghua University
3.Xi’an Jiaotong University
4.Department of Radiology， Beijing Tsinghua Changgung Hospital

Objective: Modulating motor control and feedback may be a viable option to improve motor function after stroke� The 
brain computer interface (BCI) combined with exoskeleton intervention was designed to promote functional recovery of 
upper limb function of stroke patients, but the neurophysiological basis is not clear� This study aim at analysis clinical 
effect of BCI+exoskeleton and explore the mechanism in motor function plasticity after stroke�

Methods Based on routine rehabilitation, 10 stroke patients with upper limb dysfunction were treated with 
BCI+exoskeleton system 60 min/d, 5 times a week for 4 weeks� The upper limb motor function was assessed by Fugl-
Meyer motor assessment (FMA), Action research arm test (ARAT) and Wolf motor function test (WMFT)� All patients 
were examined by resting state functional magnetic resonance imaging (fMRI) before and after training� Took the 
sensorimotor area as seed point，we compared the clinical scores and functional connectivity change by resting-state 
BOLD time-correlation before and after training，and explored the correlation between clinical score and functional 
connectivity�

Results After training, all clinical scores improved significantly (FMA：Pre16�15±14�15 vs Post 27�26±16�11，PFMA
＜0�01；ARAT：Pre 8�42±13�84 vsPost 20±18�35，PARAT＜0�01；WMFT：Pre 23�19±12�77 vs Post 37�92±19�68，
PWMFT＜0�01）� After training, supplementary motor area (SMA，BA6) and frontal eye fields (FEFs, BA8） of right 
hemisphere became key nodes of brain network� The interhemispheric and hemispherical connection intensity increased 
between following areas, including right BA6 and ipsilateral somatosensory cortex (SSC, BA2, BA3), bilateral superior 
parietal（BA7）, left peristriate area(associative visual cortex , AVC, BA19) and fusiform gyrus(BA37)� The function 
connectivity between BA8 of right hemisphere and ipsilateral BA7, bilateral parastriata（secondary visual cortex, SVC, 
BA18） and ipsilateral BA19� Left primary motor cortex (PMC，BA4) and contralateral supramarginal gyrus（primary 
auditory cortex, PAC, BA41）�Left somatosensory association cortex（SSAC, BA5） and contralateral pars opercularis 
(BA44), Left BA5 and bilateral retrosubicular（BA48）�The increase of functional connectivity between left BA4 and 
right BA41，left BA5 and right BA48 were positively correlated with clinical scores�

Conclusions BCI combined with exoskeleton intervention could promote functional recovery of upper limb function 
in stroke patients� BCI training enhanced the function connectivity between motor related brain region (BA4\BA6) 
and primary auditory cortex, the somatosensory area and the brain regions responsible for visual motor processing; It 
enhanced the function connectivity between somatosensory related brain region (BA5\BA7) and working memory area, 
as well as between frontal lobes and the visual space processing area� BCI combined with exoskeleton improves the 
upper limb function of stroke, which may be associated with the enhancement of the functional connectivity between 
the PMC and PAC, and the connectivity between SSC and retrosubicular�



中华医学会第十九次全国物理医学与康复学学术会议论文汇编  英文演讲

191

英
文
演
讲

Y-02
The effect of early cardiac rehabilitation on the rheumatic heart disease 

patients with valve replacement
Renxiu Bian, Xiaoqing Wu
Sir Run Run Shaw Hospital， Zhejiang University Medical School

Objective The beneficial effects of cardiac rehabilitation (CR) have been challenged in recent years and there is now a 
need to investigate whether current CR program, delivered in the rheumatic heart disease (RHD) still benefit patients. 
RHD remains a significant worldwide cause of morbidity and mortality. Our study was to investigate the effects of early 
cardiac rehabilitation program on the rheumatic heart disease patients after valve replacement�

Methods 60 patients with rheumatic heart disease (mean age 53�26±1�89, 30 males, 30 females) at our hospital from 
2012 to 2016 were included in this study� We randomly divided the patients into two groups, group A (early cardiac 
rehabilitation group) and group B (control group) before valve replacement� All the participants were educated with 
diaphragmatic breathing, cough exercise, incentive spirometry training, physical exercises, notice and etc� at the day 
before surgery� In addition, the CR group patients (group A) did respiratory training, cough and physical exercise guided 
with therapist every day after surgery until discharge� However, the patients in group B did these exercises that they 
had been educated before surgery by themselves as possible as they could after surgery� Distance of 6MWT, the score 
of Borg were measured before surgery and the day of discharge, except that, hospital stays (d) and ICU stays (h) were 
measured in both groups, to evaluate the effects of early cardiac rehabilitation on these patients�

Results The distance of 6MWT were increased at the day on discharge after surgery in both groups, and the distance of 
group A (486.00±55.86m) was significantly longer than group B (273.00±46.78m)(p<0.01). Compared to pre-operation, 
both of the two groups showed reduced scores after 6MWT at the day on discharge, and there was significantly lower 
score in group A (p<0.01). Furthermore, between two groups, group A showed a significantly bigger reduce of Borg 
score after 6MWT at the day on discharge compared with group B (group A=12.83±2.13, group B=16.22±1.99, P<0.01). 
There was no significantly difference of the stays in ICU after surgery between two groups (group A=33.67±3.25h , 
group B=40.33±4.58h, p>0.05). However, the time of hospital stays in group A (24.78±0.63d) was significantly shorter 
than group B (36.43±1.99d)(p<0.01).

Conclusions This study evaluated the role of early exercise-based CR in the effects of RHD patients after valve 
replacement with rehabilitation outcomes� The results of this study will provide valuable information about the effect 
of these interventions in exercise-based CR with RHD patients� And it has the potential to inform and assist in further 
treatment in secondary prevention for patients with coronary artery disease�

Y-03
MAPK pathways are involved in neuropathic pain in rats with chronic 

compression of the dorsal root ganglion
Yujuan Qu, Lei Jia, Xiao Zhang, Hui Wei, Shouwei Yue
Qilu Hospital of Shandong University

Objective The aim of the present study was to investigate whether the MAPK pathways were involved in the 
mechanism of neuropathic pain in rats with chronic compression of the dorsal root gangl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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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thods We determined the paw withdrawal mechanical threshold (PWMT) of rats before and after CCD surgery 
and then after inhibitors of p38, JNK or ERK administration. Western blotting, RT-PCR and immunofluorescence of 
dorsal root ganglia were performed to investigate the protein and mRNA level of MAPKs, and also the alternation in 
distributions of positive neurons in dorsal root ganglia�

Results Intrathecal administration of MAPKs inhibitors, SB203580 (p38 inhibitor), SP600125 (JNK inhibitor), and 
UO126 (ERK inhibitor), resulted in a partial reduction in CCD-induced mechanical allodynia� The reduction of 
allodynia was associated with significant depression in the level of both MAPKs mRNA and protein expression in CCD 
rats, and also associated with the decreased ratios of large size MAPKs positive neurons in dorsal root ganglia.

Conclusions In conclusion, the specific inhibitors of MAPKs contributed to the attenuation of mechanical allodynia in 
CCD rats and the large size MAPKs positive neurons in dorsal root ganglia were crucial.

Y-04
Muscle Strength of Knee Muscle Groups, Walking Speed, and Walking Index 

for Spinal Cord Injury Ⅱ in Patients with Early Incomplete Lumbar Spinal Cord 

Injury
Yan Chen, Shuang Wu, Zhitao Wang, Xinyuan Tian, Qiang Pei
the Affiliated Hospital of Guizhou Medical University

Objective The major issue of rehabilitation therapy for patients after lumbar spinal cord injuries is to obtain better 
ambulation ability and be able to perform community ambulation� Studies showed that there is a high correlation 
among walking ability, lower limb strength and walking speed for the individuals with incomplete spinal cord injury� 
However, these results were mainly focused on incomplete cervical and thoracic spinal cord injuries� Few studies have 
demonstrated the facts affecting ambulatory function for whom experienced incomplete lumbar spinal cord injury� The 
purpose of the present study was to quantify relationship among muscle strength of knee muscle groups, walking speed 
and Walking Index for Spinal Cord Injury Ⅱ in patients with early incomplete lumbar spinal cord injury�

Methods Participants were 27 patients(males, n=16; females, n=11) with incomplete lumbar spinal cord injury� Patients 
ranged in age from 15 to 70 years, were classified as either C or D on the American Spinal Cord Injury Association 
Impairment Scale(AIS), and displayed injury locations from L1 to L3� Participants were suffered by trauma less than 
three months, and capable of ambulating 10 meters with or without an assistive device� Bilateral muscle strength 
measurements were performed in the quadriceps femoris and hamstring using Manual Muscle Strength(MMT) , and 
peak torque(PT)� Walking speed was calculated using 10 Minutes Walking Test(10MWT) � Walking Index for Spinal 
Cord Injury Ⅱ(WISCI Ⅱ) was also measured during the study� The relationship among MMT of quadriceps femoris 
and hamstring, walking speed and WISCIⅡwere determined using Spearson correlation and stepwise linear regression�

Results Twenty-seven subjects completed data collection� The highest correlations were found between 10MWT and 
WISCI Ⅱ(r=-0�986, P＜0.01). Significant correlations were found between MMT of hamstring and WISCI Ⅱ（r=0�713, 
P＜0�01）, and also between MMT of hamstring and 10MWT(r=-0�703, P＜0�01)� Of note, MMT of two knee groups 
were stronger predictor of 10MWT and WISCI II(r2=0�549, r2=0�536) respectively� MMT of quadriceps femoris was a 
secondary predictor of 10MWT and WISCI Ⅱ� Stepwise linear regression analysis revealed that MMT of quadriceps 
femoris and hamstring accounted for 62�5% and 64�1% of the variation in 10MWT and WISCI Ⅱ separately�

Conclusions These data demonstrated that muscle strength of knee muscle groups were associated with walking speed and 
walking ability in the early stage of incomplete spinal cord injury� In addition, there were much consistency in 10MW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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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d WISCI Ⅱ, which could be applied as evaluation methods of walking ability after incomplete lumbar spinal cord injury 
within three months, reflecting the pace of walking and the degree of dependence of braces and help to others.

Y-05
Addition of A New 3 Dimensional Adjustable Cervico Thoracic Orthosis 

To A Multimodal Program In The Treatment Of Nonspecific Neck Pain. A 

Randomized Pilot Trial.
De Mi, Xiaolin Huang
Tongji Hospital，Wuhan City， Hubei Province

Objective STUDY DESIGN: A pilot single-blind randomized controlled trial.

BACKGROUND: Nonspecific neck pain (NSNP) is one of the most common musculoskeletal problems that facing 
orthopedic physicians and physiotherapists� It has incidence rate about 70% of world population )ranges between 0�4% 
and 86�8 %(� Although the posture has emerged as one of the important etiological factors reported to be associated with 
NSNP, mostly the previous ignoring the posture correction as an effective treatment �Even the few studies, which used 
posture corrective strategy, were based on the dated concept when the 3D nature of posture was not incorporated into the 
treatment plane. So One of the major challenges faced by clinicians is that how to incorporate the 3d posture findings in 
the treatment plane�

OBJECTIVES:

The primary aim of this study is to evaluate the feasibility of conducting a larger randomized trial with consideration to 
recruitment, compliance to study protocols, and adverse events� The pilot is also designed to investigate the hypothesis 
that the addition of a 3D adjusted cervical orthotic device to a multimodal program will have short and long-term 
improvement effects on NSNP management outcomes

Methods 24 patients will be randomized to into two groups (study and control) by block randomization. The both 
groups will receive conventional treatment consisting of moist hot pack, soft tissue mobilization, therapeutic exercise, 
mobilization. Additionally, the study group will receive ambulatory mirror image functional re-training through wearing 
3D adjustable CTPCO�

Feasibility outcomes related to recruitment (time to complete enrollment, Recruitment rate), participant retention or 
completion rate, adherence to treatment allocation (sessions attendance, home practice, use of non-study treatments), 
and safety will be assessed�

The primary outcome tool for determining the treatment effect will be the neck pain (by visual analogue scale (VAS), 
and neck disability (by neck disability index NDI)�

Other outcome measures will be used to compare the treatment effectiveness between the experimental and control 
groups will include 3 dimensional posture parameters of head measure by global posture system (GPS)�

All outcome measures for determining the treatment effect will be obtained at three intervals: pretreatment, after 10 
weeks of intervention and after 3 months follow up�

Results Trial registration: The study protocol was approved by the Ethical Committee of Tongji Hospital, Tongji 
Medical College, Huazhong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Wuhan, China (certificate of approval number TJ-
IRB20170703) and prospectively registered at clinical registry called Clinical trial.gov (ClinicalTrials.gov Identifier: 
NCT03331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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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clusions This randomized controlled pilot trial will inform the design of a further full-scale trial. The outcomes 
will provide some resources for incorporating addition of ambulatory a mirror image functional re-training intervention 
compared to a control group intervention for neck pain, disability and 3D pasture parameters�

Y-06
Short-term intensive preoperative inspiratory muscle training to prevent 

postoperative pulmonary complications in patients undergoing cardiac 

surgery: A randomized controlled trial
Xiaoyu Chen1, Qi Guo1, 2

1.Department of Rehabilitation Medicine， Tianjin Medical University， Tianjin， China.
2.Department of Rehabilitation Medicine， TEDA International Cardiovascular Hospital， Cardiovascular Clinical 
College of Tianjin Medical University， Tianjin， China.

Objective Postoperative pulmonary complications (PPCs) after cardiac surgery (CABG and/or value) are a major source 
of morbidity and mortality, and increase length of hospital stay and resource utilization. The pre-hospitalization period 
before cardiac surgery may be used to improve a patient’s pulmonary condition. The efficacy of short-term preoperative 
inspiratory muscle training (IMT) in reducing the incidence of PPCs in patients undergoing cardiac surgery has not 
yet been determined. The objective of the study was to evaluate the prophylactic efficacy of preoperative IMT on the 
incidence of PPCs in patients scheduled for cardiac surgery�

Methods A prospective randomized controlled trial with a total of 200 subjects aged ＞50 y was analyzed. The IMT 
group was treated for one week with systematic and intensive preoperative IMT before surgery, and the usual care 
group was treated with conventional preoperative care management. We analyzed the inspiratory muscle strength and 
pulmonary function before and after the rehabilitation regimen as well as the incidence of PPCs�

Results Both groups were comparable at baseline� After cardiac surgery, PPCs were present in 10 (10�0%) of 100 
patients in the IMT group and 27 (27.0%) of 100 patients in the usual care group (odds ratio [OR], 0.23; 95% confidence 
interval [CI], 0.09-0.58). Mean duration of postoperative hospitalization was 7.51 days (SD, 2.83 days) in the IMT 
group vs� 9�38 days (SD, 8�10 days) in the usual care group�

Conclusions A 5-day intensive pattern of preoperative IMT reduced the incidence of PPCs and duration of postoperative 
hospitalization in patients undergoing cardiac surgery.

Y-07
Effects of comprehensive rehabilitation on complications and long-term 

prognoses of patients in vegetative and minimal consciousness states
Xiaonian Zhang1, Xiaoyan Wang1, Xinting Sun1, Xin Zhang1, Qianqian Chi1, Yue Zhang1, Rongrong Wang1, 
Xiaoxue Zhai2, Hao Zhang1

1.China Rehabilitation Research Center
2.Capital Medical University

Objective To understand the clinical characteristics and prognoses of vegetative state (VS) and minimal consciousn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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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ate (MCS) patients hospitalized for comprehensive rehabilitation and to analyze the prognostic factors.

Methods VS and MCS patients admitted in the most recent 6 years were retrospectively analyzed. Age of onset, 
etiology, course of disease, complications, and retention of tracheal intubation, gastric tube, and urethral catheter 
were recorded� All patients were followed for 1 year after onset, and the Glasgow Outcome Scale (GOS) scores were 
assessed. Long-term prognosis factors were analyzed using logistic regression.

Results The proportion of patients with traumatic brain injuries in the MCS group was higher than the VS group (P 
<0.05), while hypoxic-ischemic encephalopathy accounted for a higher proportion in the VS group; the differences were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between the two groups. The incidence of infection was the highest in both groups, followed 
by spasticity and epilepsy� The incidence of other complications was slightly different between the two groups, but did 
not reach statistical significance (P> 0.05). Age, etiology, and consciousness at the time of admission had a significant 
impact on the long-term prognoses of VS or MCS patients (P <0.05), and the age of onset was the most important factor 
(the highest OR)�

Conclusions Infection, spasticity, and epilepsy are common complications in both VS and MCS patients� Recovery of 
consciousness after 1 year was shown to be affected by age, etiology, and consciousness at the time of admission�

Y-08
A special manifestation of EMG in patients with double upper limb weakness
Zhichen Kang, Xiaoqin Duan, Haina Zhang, Zhongliang Liu
Second Hospital of JiLin University

Objective To retrospectively analyze the diagnosis process of a patient with progressive upper limb weakness. The 
patient had no obvious cause of weakness of the double upper limbs 3 months before, and the upper limbs had weakness 
and the distal muscle strength was slightly limited� Since then, the symptoms have gradually increased, showing 
symmetry and difficulty in lifting and shoulders. Not accompanied by unclear speech, difficulty in swallowing, coughing 
with drinking water, and effort to look up, etc. The above symptoms were not heavy in the morning and no significant 
relief was observed after the rest� Head and neck, double lower limb activities are not limited�

Methods Differential diagnosis was performed by nerve conduction velocity test, repeated attenuation test, concentric 
round needle test, thymus CT, neostigmine test, etc�

Results The results of electromyography showed that a large number of positive sharp waves and fibrillation potentials 
were seen in the double deltoid, extensor digitorum, and interosseous muscles, and the duration of exercise units was 
normal� There was no myotonic potential and beam oscillation potential� MNCV/SNCV: There was no abnormality in 
the peripheral motor and peripheral sensory conduction velocity and wave amplitude of both upper limbs; the amplitude 
of peripheral motor evoked potentials was decreased in both phrenic nerve and musculocutaneous nerve branches (Erb’s 
point stimulation), and the latency was normal� F wave: No abnormality� Repetitive decay test: Decreasing phenomenon 
of the two-sided median nerve low-frequency repeated attenuation test� There was no abnormality in the double-tendon 
deep nerve and facial nerve repeated attenuation tests� Neostigmata test: Neostigmine’s muscle strength returned to level 
4 after 1 hour of intramuscular injection of 1 mg, and muscle strength dropped to its original state after 6 hours� Thymus 
CT showed no abnormalities� Cervical MRI (2017�06�20 White City Hospital): C5/6 mild disc herniation� After the 
above symptoms, signs, and neuro-electrophysiology, thymus CT, neostigmine test, initially diagnosed as myasthenia 
gravis by neurology clinic�

Conclusions The rapid progression of myasthenia gravis and motor neuron disease is difficult to distinguish 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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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lectrophysiology and requires multiple methods to be performed at the same time� In this case, oral administration 
of olfactory metzamine, 60 mg, three times daily, and follow-up patients significantly improved muscle strength, 
maintained at about 5 plus. Follow-up so far, no illness fluctuations.

Y-09
Effects of Rehabilitation Exercise on Coronary Artery after Percutaneous 

Coronary Intervention in Patients with Coronary Heart Disease: A Systematic 

Review and Meta-Analysis
Qing Zhang1, 2, Quan Wei1, Chenying Fu1, 2, Chi Zhang1, 2, Haiming Wang1, 2, Chengqi He1, 2

1.四川大学华西临床医学院

2.Key Laboratory of Rehabilitation Medicine in Sichuan Province， Chengdu， Sichuan， PR China.

Objective The purpose of this study is to evaluate the effects of rehabilitation exercise on coronary artery of the patients 
with coronary heart disease after percutaneous coronary intervention�

Methods Medline, EMBASE, Cochrane CENTRAL databases, ISI Web of Science databases, Chinese biological 
medicine data base, Chinese knowledge resources, and Wan Fang database� Two researchers independently screened 
the literature databases, and assessed methodological qualities using the Physiotherapy Evidence Database scale and 
extracted data�

Results The coronary restenosis rate in rehabilitation exercise group was 10�8% (23/212), and that in the control group 
was 21% (48/229). Patients with rehabilitation exercise showed a significantly reduction in restenosis rate, compared to 
the control group [(pooled OR: 0.46, 95% CI: 0.26 to 0.82, P<0.01); Heterogeneity: Chi² = 3.86, df = 5(P = 0.57); I² = 
0%]. In addition, the late luminal loss per stent in the rehabilitation exercise group was significantly smaller than that in 
the control group (pooled MD: -0.33, 95% CI: -0.52 to -0.13, P<0.01); Heterogeneity: Chi² = 0.27, df = 1 (P = 0.60); I² 
= 0%]�

Conclusions Appropriate rehabilitation exercise reduces the incidence of coronary restenosis after percutaneous 
coronary intervention in patients with coronary heart disease and contributes to a significant reduction in late luminal 
loss in the stented coronary segment�

Y-10
Comparative Analysis of Plasma Proteome in Adolescent Idiopathic Scoliosis 

Patients
Nan Shen, Xuan Zhou, Nan Chen, Bing Zhao, Qing Du
Xinhua Hospital， School of Medicine， Shanghai Jiao Tong University

Objective To identify the differential proteome in plasma of adolescent idiopathic scoliosis (AIS) patients and to 
investigate the underlying molecular mechanisms for the pathogenesis of AIS�

Methods Plasma samples were collected from five AIS patients (before treatment) and five healthy subjects. Tandem 
Mass Tag (TMT)-based liquid chromatography-tandem mass spectrometry (LC-MS) was performed to identify 
differentially abundant proteins using quantitative proteomic approaches� Bioinformatic analysis was then execu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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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ing Ingenuity Pathway Analysis� Altered expression of representative proteins was validated by western blot�

Results A total of 652 plasma proteins was detected by proteomic analysis, of which 42 were significantly differentially 
expressed in AIS patients and healthy subjects. Among the differential proteins identified by LC-MS, 36 were 
upregulated and the other 6 were downregulated in patients� The different functional proteins contained RHO, AHNAK, 
FN1 and VDAC1� Moreover, the cellular component of these proteins mainly gathered in extracellular exosome, 
followed by cytosol and extracellular space. In addition, gene ontology classification analysis showed that the biological 
process was primarily related to cadherin binding involved in cell-cell adhesion pathway, Wnt signaling pathway and 
proteolysis� IPA analysis revealed complement and coagulation cascades, chemokine signaling pathway and platelet 
activation were the top pathways� Hierarchical clustering analysis generated two clusters�

Conclusions In summary, this study is the first proteomic research to delineate the total and differential plasma proteins 
in AIS� The differential proteins discovered in this experiment may serve as potential biomarkers for AIS� Furthermore, 
cell-cell adhesion pathway, Wnt signaling pathway and proteolysis might play important roles in the pathogenesis of 
AIS�

Y-11
Analysis of epidemiologic characteristics and imaging features of patients with 

shoulder pain based on musculoskeletal ultrasound imaging
Zhuangfu Wang, Juanjuan He
The third affiliated hospital of Sun Yat-sen university

Objective To investigate the epidemiologic characteristics and imaging features of shoulder pain in rehabilitation clinic 
based on musculoskeletal ultrasound imaging�

Methods Patients with shoulder pain treated consecutively at our department from June 1, 2016 to December 31, 2017 
were subjected to musculoskeletal ultrasound. The epidemiological characteristics of patients were analyzed by cross-
sectional analysis based on clinical data�

Results A total of 266 patients with shoulder pain were collected, among which young (<45 years), middle-aged (45-59 
years), and elderly (>59 years) patients each accounted for 26�7%, 41�3%, and 32�0%� The incidences of supraspinatus 
tendinopathy and subacromial bursitis were 55�9% and 55�2%, respectively, followed by acromioclavicular joint 
degeneration and tendonitis of the long head of biceps� The incidence of supraspinatus tendinopathy in the elderly group 
was the highest, followed by the middle-aged group (middle-aged group vs elderly group: 57.5% vs. 73.5%, P<0.0167), 
young group (young group vs middle-aged group: 29.7% vs 57.5 %, P<0.0167). Compared with the young group, the 
incidences of acromioclavicular joint degeneration in the middle-aged and elderly group were significantly higher 
(middle-aged vs young group: 41.7% vs 8.1%, P<0.0167; elderly group vs young group: 53.1% vs 8.1%, P<0.0167).

Conclusions The musculoskeletal ultrasound imaging technology can help to clear the diagnosis of shoulder pain� 
Individualized shoulder pain diagnosis and treatment based on the characteristics of musculoskeletal ultrasound imaging 
is worthy of clinical appli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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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12
Effect of novel body weight support locomotion training on the function 

recovery and the brain plasticity in rats with spinal cord injury
Xiaoxie Liu, Mouwang Zhou
Peking University Third Hospital

Objective (1) To use the self-develpoed task-shifting based body weight support locomotion training（TS-BWSLT）
, which is a new kind of locomotion training paradigm in line with normal walking pattern and combined cognitive 
stimulation, to verify the effect of the body weight support locomotion training on the motor function, emotional state, 
and learning and memory function of rats with cervical spinal cord injury; (2) to confirm the brain functional remodeling 
induced by cervical hemi-contusion spinal cord injury in rats with resting-state functional magnetic resonance imaging 
(rs-fMRI); (3) to investigate the effects of conventional body weight support locomotion training (C-BWSLT) and TS-
BWSLT on the brain functional plasticity of rats with cervical spinal cord injury�

Methods 90 SD rats were assigned into sham-operated group, C7 cervical hemi-contusion spinal cord injury model 
group, C-BWSLT group, and TS-BWSLT group� The training paradigm of TS-BWSLT was to combine 1 to 4 walking 
task(s) from uniform linear motion, variable rectilinear motion, go up and down the stairs and walk over obstacles� The 
combination should shift everyday, and increase the difficulty of the task gradually. Both of the two BWSLT groups 
underwent 4 weeks of training after the injury� BBB score and foot printing tests were carried out 2 days, 1 week, 2 
weeks, and 4 weeks after the injury to evaluate the motor function of the hindlimbs of the rats� Rearing and staircase 
tests were conducted before and 2 and 4 weeks after the injury to examine the function of the forelimbs� The wheel 
running test was performed to analyze the overall motor function and the fatigue 2 and 4 weeks after the injury. The 
open field experiment was conducted to assess the degree of anxiety and depression in rats 2 and 4 weeks after the 
injury, and the learning and memory functions of the rats were investigated through a radial arm maze. Part of the rats 
were subjected to rs-fMRI before and 3 days, 1 week, 2 weeks, and 4 weeks after the injury to study the spontaneous 
amplitude of low-frequency fluctuations (fALFF) and regional homogeneity (ReHo) in different brain regions, and the 
functional connectivity (FC) between different brain regions�

Results All rats from the training groups can be adapted tho the BWSLT, and no harmful effects were observed� Both 
BWSLTs can significantly improve the BBB score, step length, rearing score, and fatigue index after cervical spinal 
cord injury in rats. While the improvement of TS-BWSLT is significant higher than that of C-BWSLT. TS-BWSLT can 
significantly enhance the staircase score after cervical spinal cord injury in rats for 4 weeks. Conversely, traditional 
BWSLT does not have this effect. In addition, TS-BWSLT can significantly increase the walking distance of the rats 
with spinal cord injury in the central area of the open field, whereas C-BWSLT does not elicit a significant effect. 
BWSLT can significantly shorten the time of completion of the radial arm maze and reduce the working memory 
error and the reference memory error of the rats with cervical spinal cord injury� And the reduction of TS-BWSLT is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at of C-BWSLT.

Spinal cord injury can significantly decrease the fALFF of the contralesional motor cortex, contralesional sensory cortex, 
prefrontal cortex, ventral tegmental, cingulate cortex and contralesional dorso-thalamus, and also increase the fALFF 
of the ipsilesional motor cortex and ipsilesional sensory cortex of the rats. Both two BWSLTs can significantly increase 
the fALFF of the contraleisonal motor cortex, prefrontal cortex, and ventral tegmental, and also decrease the fALFF of 
the ipsilesional motor cortex and ipsilesional sensory cortex of the rats with cervical spinal cord injury� The effects of 
TS-BWSLT on the prefrontal cortex and ipsilesional sensory cortex are more significant than those of C-BWSLT. In 
addition, TS-BWSLT and significantly increase the fALFF of the contralesional sensory cortex. Spinal cord injury can 
also significantly increase the ReHo value of the contralesional sensory cortex and ipsilesional motor cortex, and als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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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crease the ReHo value of the prefrontal cortex of the rats. Both two BWSLTs can significantly reduce these effects. 
While the ReHo value of the ipsilesional motor cortex and prefrontal cortex in the TS-BWSLT group changes more 
significantly than those in the C-BWSLT group. Spinal cord injury can significantly increase the FC coefficient between 
the bilateral motor cortex and decrease the FC between the contralesional motor cortex and prefrontal cortex, between 
the contralesional sensory cortex and dorso-thalamus, and between the prefrontal cortex and cingulate cortex� BWSLTs 
can significantly reverse the FC changes induced by spinal cord injuries. In addition to the raise of the FC between the 
motor cortex and the prefrontal cortex, it is significantly affected by TS-BWSLT compared to the C-BWSLT.

Conclusions Spinal cord injury can impair the motor function, emotional state and learning and memory function 
of the rats� Body weight support locomotion training can improve these functions, while task-shifting based body 
weight support locomotion training, witch combined with cognitive stimulation, can improves more significantly than 
conventional body weight support locomotion training� Spinal cord injury can disrupt the normal brain functional 
networks of the rats, but the disrupted network can be recovered by Body weight support locomotion training� And the 
impact of task-shifting based body weight support locomotion training is more significant. The combination of cognitive 
stimulation and locomotion training is a promising new rehabilitation paradigm for spinal cord injury�

Y-13
First multicenter clinical trial of China’s domestically designed powered 
exoskeleton-assisted walking in patients with paraplegia
Sijing Chen1, Jianan Li1, Mei Shuai2, Zhanbin Wang2, Zishan Jia3, Xiaolin Huang4, Yulong Wang5

1.The First Affiliated Hospital of Nanjing Medical University
2.Beihang University
3.Chinese PLA General Hospital
4.Tongji Hospital
5.The Second People’s Hospital of Shenzhen

Objective Two types of lower extremity exoskeleton rehabilitation training robots (named Aiwalker and Ailegs) had 
been the first powered gait orthosis (PGO) in China. The aim of this study conducted in patients with paraplegia was to 
verify the effectiveness and safety of the lower extremity exoskeleton rehabilitation training robot developed in China�

Methods Forty subjects (nine females and thirty-one males with the age of 38�1 ± 9�4 years, height of 169�8 ± 6�5 cm, 
weight of 62�2 ± 7�8 kg and the post injury time of 67�8 ± 112�8 months) with T6–L2 spinal cord lesions participated in 
the study. The patients were characterized by a traumatic SCI with scale A (twenty-nine patients), B (four patients) and 
C (seven patients) according to American Spinal Injury Association score� All patients received a walking and standing 
program with the isocentric reciprocating gait orthosis (IRGO) and the PGOs (Ailegs and Aiwalker)� After 1 week of 
gait training, subjects walked using three types of orthosis in random order at their self-selected speed each half day and 
repeated ten times� A wireless single channel ECG recorder and a stop watch were used to measure the speed of walking 
and heart rate�

Results The Lsmeans of distance walked(m) were: Ailegs 79�30(76�62, 81�98), Aiwalker 134�0(131�3, 136�7), IRGO 
48.74(45.94, 51.53). There was a significant difference of distance walked between orthotic walking conditions (Ailegs-
IRGO P<0.001, Aiwalker-IRGO P<0.001). The Lsmeans of increased percentage of heart rate (%) were: Ailegs 40.80 
(38.01, 43.59), Aiwalker 4.32(1.47, 7.18), IRGO 63.00 (60.03, 65.98). There was a significant difference of heart rate 
increased between orthotic walking conditions (Ailegs-IRGO P<0.001, Aiwalker-IRGO P<0.001). The Lsmeans of time 
(s) of put on orthosis were: Ailegs 119�39 (116�66, 126�90), Aiwalker 112�97(105�85, 142�23), IRGO 160�29(146�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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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1.30). There was a significant difference of put on time between orthotic walking conditions (Ailegs-IRGO P<0.001, 
Aiwalker-IRGO P<0.001). The Lsmeans of time (s) of put off orthosis were: Ailegs 52.63 (47.06, 61.23), Aiwalker 
54.00 (51.26, 68.20), IRGO 82.24(73.37, 97.73). There was a significant difference of put on time between orthotic 
walking conditions (Ailegs-IRGO P<0.001, Aiwalker-IRGO P<0.001).Walking speed, the distance walked, the 
physiological cost index (PCI), orthosis wearing speed and rating of perceived exertion all improved with both PGOs as 
compared with the IRGO� Adverse events associated with PGO were calcaneus compression fracture (one patients) and 
mild skin pressure ulcer (two patients)�

Conclusions Patients with paraplegia (below T6 level) were able to ambulate efficiently using the powered exoskeleton 
for overground ambulation, providing potential use for functional gain and improved fitness. Fracture and skin damage 
may be the main risk focus in clinical application�

Y-14
Effect of exercise training combined with fluoxetine on depressive behavior of 

rats with post-stroke depression
Yu Deng
The Affiliated Hospital of Medical College Qingdao University

Objective To observe the effect of exercise training combined with fluoxetine on the degree of depression and the 
expression of brain-derived neurotrophic factor（BDNF） and tropomyosin receptor kinase B（TrkB） protein in 
hippocampus of post-stroke depression rats, and to explore the possible mechanism of combined treatment for post-
stroke depression�

Methods Forty eight male Wistar rats were randomly divided into the sham operation group, the model group, the 
fluoxetine group and the combined treatment group(n=10 for each group). All except the sham operation group were 
given the middle cerebral artery occlusion(MCAO) using the intraluminal tread method and a chronic unpredictable 
stress (CUMS) was applied� The model group and the sham operation group were not giving any training� Fluoxetine 
group was given fluoxetine treatment, combined treatment group received exercise training and fluoxetine treatment, 
and these treatments lasted for 28 days� After 14 days and 28 days treatment, four groups of rats were performed 
behavioral experiments (sucrose consumption test、forced swimming test and body weight test)� The expression of 
BDNF and TrkB in the left hippocampus were detected by Western blot�

Results There were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between the model group and the sham operation group. After 14 days and 
28 days of treatment, behavioral tests showed that the degree of depression in fluoxetine group and combined treatment 
group were significantly lower than that in the model group. At same time point, the expression of BDNF and TrkB in 
the left hippocampus of the combined treatment group was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at of the fluoxetine group.

Conclusions Exercise training combined with fluoxetine can improve the depressive state of rats with post stroke 
depress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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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15
Inhibition of PDE2A in the amygdala normalizes PTSD in mice through 

regulation of cGMP-mediated signaling pathways
na liu
1.xi’an honghui hospital
2.Department of Pharmaceutical Sciences ，University at Buffalo，The United States

Objective Posttraumatic stress disorder (PTSD)is a mental disorder that can develop after a person is exposed to a 
traumatic event� Symptoms may include disturbing thoughts, feelings, mental or physical distress, anxiety disorders� 
In recent studies, Anxiety disorders are linked to hyperactivity of the amygdala� phosphodiesterase 2 (PDE2) in the 
amygdala has been shown to be associated with anxiety in different animal behavioral models� Our previous research 
suggested that systemic treatment of PDE2 inhibitor Bay-60-7550 could reverse oxidative or chronic stress-induced 
anxiety-like behavior in mice through an increase in cGMP signaling in the amygdala� The present study was conducted 
to evaluate whether the inhibition of PDE2 in the CeA using pharmacological approach or lentiviral-based RNA 
interference strategy affect anxiety-like behavior in mice, and investigate related mechanism specially focused on 
cGMP-mediated signaling and downstream proteins such as BDNF and GAD67�

Methods Male ICR mice (Harlan, Indianapolis, IN, USA) , 12-16 weeks of age and weighing 25-30 g were used for all 
the experiments�

Lentiviral vector and virus injection

PDE2A knockdown in the CeA was established using a lentiviral-vector-based shRNA system according to the 
manufacturer’s instructions� Surgery for brain cannula implantation

they were bilaterally implanted with permanent cannulas into the amygdala (AP－1�5 mm from bregma, ML±2�8 mm 
from midline and DV －3�0 mm from skull surface) in a stereotaxic apparatus�

Experiment 1: Forty-eight mice were divided into six groups:“control”(vehicle treated only); “BAY”; “ODQ”; “SQ”; 
“BAY+ODQ”and “BAY+SQ”� ODQ or SQ were given 30 min before BAY was injected, and behavioral tests were 
carried out 30 min later after BAY was given�

Experiment 2: Forty-eight mice were divided into six groups: “control”; “PDE2A-/-”; “ODQ”; “SQ”; “PDE2A-/-+ODQ” 
and “PDE2A-/-+SQ”�

PDE2 knockdown virus was injected 7 days before ODQ or SQ which was given 60 min before behavioral tests�

Behavioral testing

Elevated plus maze. Hole-Board Test.

Immunoblot analyses for p-VASPser239, BDNF, GAD and p-CREB

Results 1�Effects of Bay-60-7550 microinjection in the CeA on behavior and its reversal by ODQ or SQ

2�Effects of Bay-60-7550 microinjection in the CeA on PDE2A, VASP phosphorylation, BDNF, CREB phosphorylation, 
GAD and its reversal by ODQ or SQ

3�Effects of PDE2A knockdown in the CeA on PDE2A, VASP phosphorylation, CREB phosphorylation, BDNF, GAD 
and its reversal by ODQ and SQ

Conclusions The present study demonstrates for the first time that PDE2 inhibition in the CeA using pharmacological 
approach or lentiviral-based RNA interference strategy produced anxiolytic behaviors in the mice� The anxiolytic effec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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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f PTSD induced by PDE2 inhibition in the CeA were reversed by pre-intra-CeA treatment of ODQ� Furthermore, 
molecular studies show that bilateral infusion of the PDE2 inhibitor Bay or PDE2A knockdown lentiviral/miRNA vector 
in the CeA increased phosphorylation of VASPser239, a marker of cGMP mediated signaling activation, and decreased the 
downstream proteins BDNF and GAD67, which were also reversed by pre-intra-CeA treatment of ODQ� These results 
suggest that PDE2 in the CeA modulate anxiety-like behavior through cGMP-mediated signal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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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编号 题  目 第一作者 第一作者单位

PO-001 CYLD 基因沉默对 necroptosis/apoptosis 信号通路

介导 SCI 早期神经元死亡影响的研究

刘慧芳 四川省医学科学院，四川省人民医院

PO-002 Netrin-1 通过 JNK1/C-Jun 信号通路促进大鼠脑缺

血后突触重建及轴突再生

郑谋炜 福建医科大学附属协和医院

PO-003 脑瘫儿童粗大运动功能与骨强度的相关性研究 周  璇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新华医院

PO-004 早期介入丹佛模式治疗儿童孤独症谱系障碍的初

步应用

杜  琳 吉林大学第一医院

PO-005 悬吊训练对脑性瘫痪高危儿运动功能的影响 姜韫赟 泰安市中心医院

PO-006 A 型肉毒毒素治疗肌张力障碍型脑瘫的疗效观察 刘建军 中国康复研究中心北京博爱医院

PO-007 悬吊训练结合电子生物反馈治疗对痉挛型脑瘫儿

童的疗效观察

李红霞 陕西省康复医院

PO-008 基于发育理论的针刺联合康复训练治疗座位障碍

脑瘫儿的 RCT 研究

张  洪 绵阳市第三人民医院 / 四川省精神卫生

中心

PO-009 PTSD 样大鼠行为学改变与海马组织 MKP-1 的关

联分析

邢文龙 石河子大学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

PO-010 不同频率的高频 rTMS 对脑梗死恢复期大鼠认知

功能的影响

曾  妍 中山大学附属第三医院

PO-011 选择性强化股内侧斜肌训练对髌骨脱位三联术后

康复的疗效观察

李曼蓉 上海市东方医院同济大学附属东方医院

PO-012 丰富环境可通过改善大脑健侧运动皮层血管重塑

促进脑缺血损伤后运动功能恢复

王玉阳 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

PO-013 认知康复训练对血管性认知功能障碍的疗效观察 

及对血清 Tau 蛋白、β 淀粉样蛋白的影响

刘  敏 山东省立第三医院

PO-014 两种体系下干细胞向运动神经元前体细胞分化的

研究

方明珠 郑州大学第五附属医院（原 : 郑州铁路

局中心医院 )

PO-015 强制性运动疗法（CIMT）对不同时期脑梗死大鼠

运动功能恢复的影响及机制研究

刘西花 山东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

PO-016 运动干预调控脑内 microRNA 表达的脑卒中神经

保护机制研究

张  力 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

PO-017 经颅磁刺激对脑卒中后帕金森综合征影响的临床

研究

杨汉文 湘雅博爱康复医院

PO-018 Vocastim-Master 电刺激联合康复训练治疗脑梗死

后吞咽障碍的临床研究

向丽萍 湘西州人民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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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019 功能性电刺激通过调节细胞凋亡和胶质增生改善

卒中后大鼠神经功能

金冬梅 中山大学孙逸仙纪念医院

PO-020 神经肌肉训练在关节镜下 ACL 重建后膝关节本体

感觉恢复作用的研究

王  坦 济宁医学院附属医院

PO-021 糖尿病大鼠髌腱的生物力学变化与骨化三醇的治

疗作用

高文双 山东大学齐鲁医院

PO-022 基于 Nogo-A/RhoA/ROCK 通路研究限制 - 诱导

运动疗法对偏瘫型脑瘫小鼠肢体功能的影响

刘力茹 广州市妇女儿童医疗中心，广州市儿

童医院

PO-023 周期性张应力刺激通过影响线粒体功能调控大鼠

软骨细胞炎症反应的机制研究

郝晓霞 湖北省武汉市同济医院康复科

PO-024 8 周跑台运动对高血压大鼠血压调节和脑内血管

紧张素转换酶的影响

李明余 厦门大学附属中山医院（原 : 厦门中山

医院 )

PO-025 经皮神经电刺激对糖尿病大鼠 GLUT4 基因表达

的影响及信号机制

夏  婉 浙江医院

PO-026 超短波对脂多糖诱导大鼠吸入性肺炎的影响 曾亚华 南华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原：衡阳医学

院第一附属医院）

PO-027 基于图像认知心理测评系统和心理自评量表评估

健康医务人员心理状态的临床研究

马  迪 清华大学附属北京清华长庚医院，清

华大学临床医学院

PO-028 CTBS 对类淋巴通路代谢及阿尔茨海默病小鼠 Aβ
清除机制研究

吴  程 广州市第一人民医院康复医学科

PO-029 不同形式运动对糖尿病周围神经病变大鼠神经传

导速度及疼痛的影响

税晓平 四川中医高等专科学校

PO-030 经颅磁刺激对产后抑郁症患者的临床效果分析 徐美君 深圳市南山区人民医院

PO-031 阻断 BDNF-TRKB 信号通路后运动训练对脊髓损

伤后大鼠痉挛状态及腰髓内 GAD65 表达的影响

丁  洁 南京医科大学第一临床医学院

PO-032 成对经颅磁刺激评价脑卒中患者健侧半球皮层兴

奋性的横断面研究

贾晋瑄 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

PO-033 经颅磁电脑病治疗仪治疗阿尔茨海默病的临床研

究

唐  强 黑龙江中医药大学附属第二医院

PO-034 线粒体呼吸链在兔膝骨关节炎早期发病过程中的

变化

兰纯娜 中南大学湘雅二医院

PO-035 不同运动训练强度对脑梗死大鼠神经功能恢复的

影响及其机制

杨怀春 中山大学附属第三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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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036 长时程运动训练对慢性高血压大鼠认知障碍的影

响与机制

张丽颖 中山大学附属第三医院

PO-037 神经细胞自噬与 Aβ 沉积在运动训练改善脑梗死

大鼠 认知功能中的作用及机制

潘晓娜 中山大学附属第三医院

PO-038 低频率全身振动疗法对小鼠膝骨关节炎模型软骨

代谢的实验研究

王海明 四川大学华西医院

PO-039 活体成像下观察散发性 AD 小鼠模型脑血管反应

性及其机制研究

李明月 中山大学附属第三医院

PO-040 重建生活为本的康复模式在髋关节置换术后超早

期介入的临床效果分析

赵  婧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安徽

省立医院）

PO-041 双向运动模式与多向运动模式动态平衡训练治疗

脑卒中后 Pusher 综合征的疗效对比观察

段好阳 吉林大学第一医院

PO-042 脊髓损伤后焦虑患者情绪变化的神经机制的初步

研究

王  曼 中国康复研究中心北京博爱医院

PO-043 上肢闭链功能电刺激对脑卒中患者上肢肱三头肌

功能障碍恢复的影响

孙丽媛 吉林大学第一医院

PO-044 太极拳对帕金森病人平衡能力及跌倒的随机对照

研究的 meta 分析和系统评价

张  阳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PO-045 右侧正中神经电刺激促醒治疗对正常人脑功能影

响的 fMRI 研究

陈  祢 新疆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PO-046 强制性运动对脑缺血模型大鼠行为学以及双侧海

马区神经递质受体的影响

高蓓瑶 复旦大学

PO-047 FGFR1 在颞下颌关节软骨维持中的作用与机制研

究

王祖强 陆军军医大学大坪医院

PO-048 大鼠脊髓损伤后体感诱发电位和运动诱发电位与

后肢运动功能的相关性

谢财忠 南京军区南京总医院

PO-049 脑出血后表现为面孔失认及神经心理学分析 陆雪松 东南大学附属中大医院北院

PO-050 经血源性间充质干细胞改善脊髓损伤后 功能障碍

机制相关研究

沈光宇 南通大学附属医院

PO-051 rTMS 对 MCAO 大鼠学习记忆和海马神经再生的

影响

郭  风 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同济医

院

PO-052 颈段脊髓损伤患者血清 lncRNA 的表达及其对康

复的指导价值

许建文 广西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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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053 激活皮质椎体运动神经元电活动促进脊髓损伤轴

突再生的实验研究

谭波涛 重庆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

PO-054 以整体护理为基础的引导式教育对脑瘫患儿运动

功能改善的效果

李少云 郑州大学第三附属医院河南省妇幼保

健院

PO-055 品管圈在提高脑卒中患者吞咽障碍康复训练有效

率中的应用

李  浪 重庆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

PO-056 吞咽专科护理对脑卒中后吞咽障碍患者的影响 丁  莉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瑞金医院

PO-057 经后路开放手术治疗腰椎间盘突出症术后分阶段

康复护理疗效分析

寇  娟 河南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PO-058 SET 悬吊系统对改善脑卒中患者核心肌群控制力

量疗效观察

范杰诚 潍坊市人民医院

PO-059 深层肌肉刺激仪结合悬吊运动训练治疗下背痛的

临床疗效

李  林 青岛大学医学院附属医院

PO-060 艾灸百会治疗抑郁症疗效及与血清 5-HT、皮质

醇相关性研究

潘洪峰 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医院

PO-061 经颅磁刺激在脑梗死患者上肢运动功能康复中的

效果

刘琳琳 山东泰安市中心医院

PO-062 手法牵引下胸、腰椎脊段定点整复缓解痉挛型小

儿脑瘫躯干肌张力 112 例

赵鑫胤 广西医科大学附属第五医院 / 柳州市人

民医院

PO-063 ICF 通用组合对下肢干骨骨折术后患者康复疗效

的分析

吴文婷 贵州医科大学附属医院

PO-064 早期康复训练对机械通气患者的影响 吴  淼 安徽省立医院

PO-065 Physical exercise promotes myelin debris clearance 
through switching reactive astrocyte toward a neuro-
protective type in rats with chronic cerebral hypoper-
fusion

Ting Jiang The Third Affiliated Hospital of Sun Yat-
sen University

PO-066 Effect of neuromuscular training program to prevent 
the non-contact ACL injury in female athletes:a sys-
tematic review

Hongwei 
Li

The First Affiliated Hospital of Chongq-
ing Medical Univercity

PO-067 Neural processes of proactive and reactive controls 
for task switching modulated by motor-skill experi-
ences

Qiuhua 
Yu

The first affiliated hospital， Sun Yat-sen 
Univers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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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068 The Effectiveness of Ultrasound-guided Steroid 
Injection Combined with Miniscalpel-needle Release 
in the Treatment of Carpal Tunnel Syndrome: A Ran-
domized Controlled Study

Subo 
Zhang

Sun Yat sen Memorial Hospital

PO-069 Therapeutic effects and mechanisms of ipsilateral 
sciatic nerve rPMS on rat CRPSI

Fuling Qu The Second Hospital of Jilin University

PO-070 Differentiation of Spinal Cord Glutamatergic Inter-
neurons from Human Pluripotent Stem Cells in Vitro

Hailong 
Huang

Tongji Hospital， Tongji Medical Col-
lege， Huazhong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PO-071 Effects of ERK knockdown by lentivirus-mediated 
shRNA on TRPV4 and alodynia in rats with chronic 
compression of the dorsal root ganglion

Lei Jia Department of Physical Medicine and 
Rehabilitation， Qilu Hospital， Shandong 
University

PO-072 Enriched environment induces angiogenesis and im-
proves neural function outcomes in rat stroke model

Kewei Yu Hua shan hospital， Fudan university

PO-073 Transcutaneous Electrical Nerve Stimulation in 
Combination with Methylcobalamin Injection for 
Postherpetic Neuralgia at 2 years: An Open-Label, 
non-randomized, before -after Study

Gang Xu Affiliated Tenth People’s Hospital of 
Tongji University， Shanghai Tenth Peo-
ple’s Hospital

PO-074 Wheel-running promotes functional recovery by im-
proving olfactory ensheathing cells metabolism after 
ischemic stroke in rats

Ce Li Department of Rehabilitation Medicine， 
Huashan Hospital， Fudan University

PO-075 Abnormal Bone and Cartilage Metabolism Could 
Be Antagonized by Pulsed Electromagnetic Fields 
(Pemfs) and Tnf-Α and Il-6 Gene Knockouts in a 
Similar Mechanism

Siyi Zhu Department of Rehabilitation Medicine， 
West China Hospital， Sichuan University

PO-076 Reform and Practice of Teaching Assessment Meth-
ods in Rehabilitation Medicine

Haina 
Zhang

The Second Hospital of JiLin University

PO-077 Effects of Fatigue on The Neuromuscular Transmis-
sion of Hamstrings During Eccentric Muscle Action

Ziwen Pei Wuhan Sports University

PO-078 TMS Brain Mapping Swallowing Representation in 
Healthy Subjects

Wanqi Li Guangzhou First People’s Hospital

PO-079 Behavioral and ERP Correlates of Declined Senso-
rimotor Control of Speech Production With Ageing

Jingting 
Li

The First Affiliated Hospital of Sun Yat-
sen Univers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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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080 The influence of Constraint Induced Movement 
Therapy (CIMT) on the central nervous system of the 
brain ischemia rats: a retrograde tracing by pseudora-
bies virus (PRV)

pei le Liu Huashan Hospital， Fudan University

PO-081 Responsiveness of modified Tardieu scale and modi-
fied Ashworth scale in children with spastic cerebral 
palsy of calf undergoing botulinum toxin injection

Lu He Guangzhou Women and Children’s Medi-
cal Center

PO-082 Effect of high-intensity intermittent training on 
depression, neuroplasticity and expression of BDNF, 
proBDNF in hippocampus of post-stroke depression 
rats

Lu Luo Qingdao University Medical College

PO-083 Reliability and validity of the Chinese version of 
Mini-Manual Ability Classification System for chil-
dren with cerebral palsy

Huiying 
Qiu

Guangzhou Women and Children’s Medi-
cal Center

PO-084 The Association Between Genetic Variation in 
FOXP2 And Sensorimotor Control of Speech Produc-
tion

Siyun 
Zhang

The First Affiliated Hospital of Sun Yat-
sen University

PO-085 To Study the Effect of Horseback Riding Therapy on 
the Postural Control’s Complexity of Hemiplegic Pa-
tients by Using Detrented Fluctuation Analysis (DFA)

Xiaoxue 
Zhai

China Rehabilitation Research Center

PO-086 Comparison of The Effectiveness of Ischemic Com-
pression Therapy , Dry Cupping and Combined 
Therapy for Trigger Points

Mo Nasb Tongji hospital

PO-087 十六式轮椅太极拳对 T2-T5 脊髓损伤患者平衡和

心肺功能的影响

齐  燕 上海市养志康复医院（上海市阳光康复

中心）

PO-088 社区康复工作方法的研究 周新建 重庆渝西医院

PO-089 不同时段八段锦锻炼对糖耐量受损（IGT）人群干

预效果观察

李庆雯 天津体育学院

PO-090 中国远程智慧康复平台建设与研究 屈  云 四川大学华西医院

PO-091 多点多轴悬吊震动治疗对亚急性期脑卒中患者平

衡、下肢痉挛及步行能力的影响

金铭亮 空军军医大学西京医院

PO-092 活动平板步行训练在帕金森患者步态训练中的临

床疗效系统性回顾

乔鸿飞 西安交通大学医学院第二附属医院

PO-093 重复经颅磁刺激对脑卒中亚急性期患者血管内皮

生长因子影响的研究

王  虹 空军军医大学西京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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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094 运动想象疗法对脑梗死患者躯干控制及运动功能

影响的研究

随燕芳 海口市人民医院

PO-095 数字 OT 训练系统结合作业疗法对脑卒中患者上

肢功能及 ADL 的影响

胡永林 南通市第二人民医院

PO-096 高频重复经颅磁刺激结合功能磁刺激对急性期脑

梗死患者上肢运动功能恢复的临床研究

薛  娜 山东大学齐鲁医院

PO-097 脑卒中患者 DTI/DTT 临床观察 范天君 陆军军医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PO-098 不同病程下脑卒中偏瘫患者的气道功能对比 李剑姣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瑞金医院

PO-099 镜像治疗结合改良强制性运动疗法对脑卒中恢复

期患者上肢功能康复的影响

孟桂宇 重庆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PO-100 医生指导下的居家运动对于成年无症状孤立性左

室心肌致密化不全

刘淑芬 北京协和医院

PO-101 脑卒中患者交感神经电生理特征分析 王  培 上海市同仁医院

PO-102 镜像治疗对脑卒中偏侧忽略的疗效观察 侯  红 江苏省人民医院

PO-103 重复经颅磁刺激在卒中后抑郁治疗中的频率选择 

——基于三项随机对照实验的 Mate 分析

郭海洋 吉林大学第四医院（原：第一汽车制造

厂总医院）

PO-104 助力手结合任务导向训练对偏瘫恢复期手功能的

疗效观察

段素倩 山东大学齐鲁医院

PO-105 小组作业治疗结合虚拟现实对脑卒中后抑郁患者

心理及日常活动参与能力的影响

王利群 天津市环湖医院

PO-106 综合呼吸训练对脑卒中患者肺功能及心理状况影

响的临床观察

郝世杰 山东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

PO-107 虚拟现实训练对亚急性期脑梗死患者生活自理能

力和生存质量的影响

卞瑞豪 中山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PO-108 表面肌电诱导下 A 型肉毒毒素注射联合手部矫形

器分指板治疗对脑卒中偏瘫患者上肢痉挛的影响

张  稳 济宁医学院附属医院

PO-109 经颅直流电刺激治疗神经病理性疼痛的效果观察

及机制初探

李冰冰 湖北省中西医结合医院

PO-110 AAV-GFP- CBD3 在神经病理性疼痛中的作用及

生物学机制研究

沈  娜 青岛大学医学院附属医院

PO-111 头穴丛刺结合丰富环境对 AD 大鼠海马及皮层区

组织病理学及神经细胞凋亡的影响

高  伟 黑龙江中医药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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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112 外周磁刺激对脑卒中肩部疼痛和上肢运动功能的

疗效分析

李  阳 上海市静安区中心医院

PO-113 双侧高频重复经颅磁刺激治疗单侧脑卒中后吞咽

障碍患者的疗效观察

闫莹莹 郑州大学第五附属医院

PO-114 口肌生物反馈（IOPI）、球囊扩张联合康复功能训

练对环咽肌失弛缓症的临床疗效观察

王珊珊 山东省立第三医院

PO-115 重复经颅磁刺激对卒中后失语语言功能重组的影

响：基于功能磁共振的研究

丘卫红 中山大学附属第三医院

PO-116 经颅直流电刺激联合镜像神经元康复训练系统对

脑卒中后非流利性失语患者的疗效

李  姣 甘肃省康复中心医院

PO-117 非流利性失语患者语言信息加工的认知控制研究 陈小云 暨南大学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

PO-118 标准吞咽功能评价量表用于判断脑卒中吞咽障碍

患者胃管拔管时机的探究

朱红梅 南通市第二人民医院

PO-119 电子鼻咽喉镜 在急性脑卒中后吞咽障碍患者中的

应用价值

张欣然 大连市中心医院

PO-120 功能性磁刺激对急性 - 亚急性期脑卒中患者下肢

运动功能和步行能力的影响

陈晓伟 吉林大学第一医院

PO-121 功能性电刺激联合活动平板对痉挛型偏瘫患儿下

肢运动功能的疗效观察

刘跃琴 湖南省儿童医院

PO-122 数字 OT 评估与治疗系统对脑卒中患者认知功能

及日常生活活动能力的影响

赵永秀 绵阳市中心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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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会特别感谢以下公司对 CSPRM 2018 的大力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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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长春

展位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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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会合作伙伴

本次大会衷心感谢以下合作伙伴的鼎力支持：

展位号 公司名称

A24 沈阳百茂医疗器械销售有限公司

A01 广州一康医疗设备实业有限公司

A29 蝶和科技（中国）有限公司

A22 常州思雅医疗器械有限公司

A19 南京拓冠医疗器械有限公司 

A53 北京蓝田医疗设备有限公司

A07 武汉依瑞德医疗设备新技术有限公司

A43 飞利浦（中国）投资有限公司

A40 北京普康科健医疗设备有限公司

A38 北京承康基业医用设备有限公司

A38 蒂捷欧医疗器械贸易（上海）有限公司

A62 常州市钱璟康复股份有限公司

A34 深圳市日酉辰科技有限公司

A42 青岛海蓝康复器械有限公司

A60 北京海特科技有限公司

A33 北京华泰长润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A09 安阳市翔宇医疗设备有限责任公司

A27 比特乐科技（深圳）有限公司

A52 北京欧培德科技有限公司

A10 吉林省九骏医疗器械有限公司

A11 上海本迪医疗器械有限公司

A28 大连惠智华康医疗设备有限公司

A18 南京锐诗得医疗科技有限公司

A61 瑞禾玛斯特

A26 美国医疗设备器材有限责任公司

A16 杭州极智医疗科技有限公司

A05 郑州羽丰医疗科技有限公司

A35 科瑞德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A17 华控（天津）医疗器械贸易有限公司

A06 烟台嘉德瑞医疗器械有限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