丝绸之路·健康论坛
第九届国际骨科康复学术会议暨
2017 年新疆医学会物理医学与康复学年会
（第二轮通知）
尊敬的_________医生：
由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九人民医院、新疆医科大学附属第一附属医
院、新疆医学会物理医学与康复学分会主办，世界华裔骨科学会、香港“站起来”
计划、上海市康复医学工程研究会、上海交通大学康复工程研究所、上海市康复
医学会共同合办，新疆医联体科技有限公司、万怡会展 HEALIFE@GROUP 协办的
第九届国际骨科康复学术会议暨 2017 新疆医学会物理医学与康复学年会将于
2017 年 6 月 15 日至 17 日在新疆乌鲁木齐召开。参会者将授予国家级继续教育
Ⅰ类学分 10 分。
本届大会聚焦关节康复、神经康复、重症康复、老年康复，特邀美国、香港、
台湾和大陆的骨科与康复专家围绕膝关节、肩关节、肘关节、创伤性关节挛缩四
大主题展开研讨，从物理治疗师的力学评估与治疗到医师的注射及手术，从动物
实验、组织病理到生物力学，全方位探讨常见关节疼痛与功能障碍的手术与非手
术处理，更是首次引入运动损伤后如何重返运动的热门话题。次日为 2017 新疆
医学会物理医学与康复学年会，来自海内外的康复医学专家将聚焦康复医学研究
热点进行专题演讲。理论与实践并重是会议的特色，本次会议继续关注实用物理
治疗技术的推广，将于 17 日安排实训（workshop）课程内容（限 50 人）。由上
海九院两位骨科康复治疗师组长领衔，传授“关节僵硬无痛康复技术”，聚焦“肩、
肘、膝、踝”关节粘连的评估、软组织与关节松动技术。
希望大家携手共同促进骨科康复的发展！

一、会议简介
1.1 会议时间
2017 年 6 月 15 日—6 月 18 日

1.2 会议地点
新疆乌鲁木齐昆仑宾馆

1.3 主办单位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九人民医院
新疆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新疆医学会物理医学与康复学分会

1.4 合办单位
世界华裔骨科学会
香港“站起来”计划
上海市康复工程研究会
上海交通大学康复工程研究所
上海市康复医学会

1.5 协办单位
新疆医联体医疗科技有限公司

万怡会展 HEALIFE@GROUP

1.6 大会组织机构
大会顾问: 吴皓、温浩
大会主席: 戴尅戎、陈启明（港）、郑诚功（台）
主席团（按姓氏拼音排序）：
曹力、李建军、励建安、郑洁皎
执行主席: 王宝兰、蔡斌
组织委员会（按姓氏拼音排序）:
艾合买提江、蔡斌、曹维宁、郭玉峰、何瑛、黄海霞、姜迎萍、雷舜英、刘红、
栾汝峰、马红鹤、欧亚、蒲改玉、蒲瑜、盛伟斌、史振国、宋兴华、田青、王宝
兰、王刚、王业建、谢荣、谢增如、熊道海、杨军、张富洪、张桂青、张克远、
张虔
学术委员会（按姓氏拼音排序）：
蔡斌、蔡永裕（台）、陈启明（港）、戴尅戎、戴闽、窦祖林、范存义、范建中、

方仲毅、何成奇、贾杰、姜鑫、姜迎萍、李建军、李志端（港）、励建安、欧阳
元明、田青、王宝兰、王刚、席艳玲、谢荣、熊道海、徐丽丽、袁华、张富洪、
张桂青、张虔、张心怡（美）、郑诚功（台）、卓裕森（台）

二、 会议日程
2017.6.15 星期四
10:00-10:30
10:30-12:10

开幕式
主持人：曹力

时间

王宝兰

主旨演讲

讲者

发言内容

10:30-10:50

戴

10:50-11:10

李建军 （北京）

科学技术与康复未来

11:10-11:30

郑诚功 （台湾）

科技辅具台湾经验

11:30-11:50

陈启明 （香港）

运动医学与康复

11:50-12:10

戴尅戎 （上海）

3D 打印与康复科技

闽 （南昌）

骨折康复，路在何方？从AO、BO到CO

12:10-12:20
12:20-14:30

茶歇
主持人：盛伟斌

郑洁皎

时间

讲者

12:20-12:35

胥伯勇 （新疆）

12:35-12:50

姜

12:50-13:50

李志端 （香港）

13:50-14:30

张心怡 （美国）

发言内容

鑫 （上海）

TKA 快速康复理念与核心技术
TKA 术后康复进程的考量-上海九院 11 年经验

14:30-15:30
15:30-17:20

膝关节

半月板术后重返运动
ACL 重建术后重返运动
膝关节疼痛的力学评估与物理治疗
午餐

主持人：宋兴华

谢荣

肩关节

时间

讲者

发言内容

15:30-16:10

蔡永裕 （台湾）

肩痛合并活动受限的物理评估与治疗

16:10-16:30

蔡

16:30-17:10

卓裕森 （台湾）

斌 （上海）

基于病理分期的冻结肩治疗策略
肩关节伤病注射治疗新进展

17:10-17:20

讨论

17:20-17:30

茶歇

17:30-18:40

主持人：谢增如

熊道海

僵硬肘

时间

讲者

发言内容

17:30-18:00

范存义 （上海六院）

应用铰链式外固定支架手术松解僵硬肘

18:00-18:30

欧阳元明（上海六院）

关节镜松解僵硬肘

18:30-18:40
18:40-20:10

讨论
主持人：张克远

姜迎萍

创伤性关节挛缩

时间

讲者

发言内容

18:40-19:00

袁

19:00-19:20

徐丽丽（上海九院）

19:20-20:00

蔡

华（西京医院）

斌（上海九院）

软组织修复的病理与生物力学
关节挛缩的基础研究进展
关节挛缩无痛康复-No pain, more gain!

20:00-20:10

讨论
2017.6.16 星期五
2017 新疆医学会物理医学与康复学年会日程

10:00-11:40

主持人：王宝兰

欧亚

时间

讲者

发言内容

10:00-10:30

励建安 （南京）

中国康复十三五规划的机遇与挑战

10:30-11:00

燕铁斌 （广州）

农牧区脑卒中患者的康复策略

11:00-11:30

窦祖林 （广州）

吞咽康复新进展

11:30-11:40

讨论

11:40-11:50

茶歇

11:50-13:30

主持人：张桂青

王刚

11:50-12:20

何成奇 （四川）

12:20-12:50

贾

12:50-13:20

范建中 （广州）

康复医学科“十三五”学科建设战略

杰 （上海）

手功能康复
物理因子在康复中的应用

13:20-13:30

讨论

13:30-14:30

午餐

14:30-16:10

主持人：何瑛

14:30-15:00

王宝兰 （新医大一附院）

重症康复之气管切开患者的管理

15:00-15:30

谢 荣（自治区人民医院）

电生理技术在康复医学中的应用

15:30-16:00

姜迎萍 （自治区中医院）

史振国

皮肤感觉刺激在治疗异常肌张力中的应用
与思考

16:00-16:10

讨论

16:10-16:20

茶歇

16:20-17:50

主持人：张虔

杨军

16:20-16:50

熊道海（新医大五附院）

膝关节骨性关节炎康复治疗进展

16:50-17:10

张桂青（石河子一附院）

卒中患者的心理康复

17:10-17:40

张

虔（巴州人民医院）

中枢整合整体治疗思路及信息化平台建设

17:40-17:50

讨论

17:50-18:00

茶歇

18:00-19:10

主持人：马红鹤

黄海霞

18:00-18:20

毕德波

18:20-18:40

田 青（喀什第一人民医院）

18:40-19:00

王 刚

（军区总医院）

（独山子人民医院）

椎间盘突出的微创介入治疗
针灸在康复中的应用
内热针在颈肩腰腿痛治疗中的应用

19:00-19:10

讨论

2017.6.17 星期六
Workshop 关节僵硬无痛康复技术培训班
时间

讲者

10:00-14:00

发言内容

方仲毅（上海）
姜

鑫（上海）

14:00-15:00
15:00-18:30

康复策略及关键技术
肩关节、肘关节
午餐

方仲毅（上海）
姜

膝关节、踝关节

鑫（上海）

2017.6.18 星期日
Workshop 吞咽障碍康复治疗实训班
时间

讲者

发言内容
吞咽相关解剖及生理

10:00-13:30

窦祖林（广州）

吞咽障碍的评估
吞咽障碍的治疗

13:30-14:30

午餐
实操：评估

14:30-18:00

席艳玲（新疆）

实操：基础治疗
实操：球囊扩张

三、会议注册
提前注册

现场注册

大会

800 元/人

1000 元/人

大会+ 任一 workshop

1800 元/人

2000 元/人

大会+ 两天 workshop

2200 元/人

2400 元/人

会议网址：http://www.orpt.org/2017kf （2 月 14 日开通网上注册）
本次会议委托万怡会展 HEALIFE@GROUP 收款。
联系方式：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九人民医院骨科
（上海制造局路 639 号，邮编：200011）
联系人：水汶 殷宁
电话/传真：021-63139920
电子邮箱: shrehab@163.com

大会会务组
新疆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康复医学科
联系人：李冬 手机：157-3955-2636（微信同步）
任钰 手机：139-9912-5911（微信同步）
邮

箱：15739552636@163.com

第九届国际骨科康复学术会议暨
2017 年新疆医学会物理医学与康复学年会
大会会务组
2017 年 3 月 6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