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山大学孙逸仙纪念医院 

协办：福建省康复医学会 

厦门市康复医学会 

海峡两岸暨港澳ICF应用与研究联盟 

广东省康复与养老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大会主席：方国恩  牛恩喜  

学术委员会主席：燕铁斌  

组织委员会主席：黄继义  

二、 会议主题 

中西融通，协同发展 

三、 会议时间 

 11月27-28日 

四、会议内容 

详见附件。 

五、 会议形式 

本次会议免注册费。 

1. 直播平台网址（输入注册信息，即可进入直播链接）： 

https://wx.vzan.com/live/tvchat-995844366?v=1637219914675 

2. 直播二维码： 





附件： 

会议议程 

 

一、总体安排 

 

2021年11月27日 星期六 

时间 论坛名称 线上会议 

8:30-12:00 开幕式与主旨报告 主会场 

14:30-18:00 非侵入性脑肢刺激技术论坛 分论坛1 

14:30-18:00 
第二届海峡两岸暨港澳ICF应用与研究

论坛  
分论坛2 

14:30-18:00 中西医结合康复论坛 分论坛3 

14:30-18:00 高科技融入康复论坛 分论坛4 

 

2021年11月28日 星期日 

时间 论坛名称 线上会议 

8:30-12:00 智慧康复优秀论文评选 分论坛5 

8:30-12:00 
第二届《国际功能、残疾和健康分类

（ICF）》临床应用与研究优秀论文评选 
分论坛6 

8:30-12:00 
中国康复医学会首届团体标准建设研讨

会   
分论坛7 

                             

二、具体安排 

 

主会场：大会开幕式及主旨报告 

论坛主席：燕铁斌 谢洪武          日期：2021年11月27日 



时间  讲课主题 讲者 单位 

08:30-

09:10 
领导致辞 

09:10-

09:40 
智慧康复发展趋势 励建安 南京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09:40-

10:10 
加快康复医疗亚专科建设 燕铁斌 中山大学孙逸仙纪念医院 

10:10-

10:30 

Progress in the Clinical 

Application of the 

International Classification of 

Functioning, Disability and 

Health (ICF)  

Gerold 

Stucki 
University of Lucerne 

10:30-

11:00 

作业治疗于卒中康复的发展

新况 
林克忠 台湾大学医学院 

11:00-

11:30 
超声在电诊断中的应用 李常威 香港大学医学院 

11:30-

12:00 

物理治疗科技发展现况与新

机遇 
陈畅坚 澳门物理治疗师公会 

 

分论坛1 ：非侵入性脑肢刺激技术 

 

主题语：非侵入性刺激技术在康复临床的应用 

论坛主席：何晓阔  刘慧华  日期：2021年11月27日 

时间 讲课主题 讲者 

14:30-15:00 
经颅脑刺激方法在神经疾病中的神经调

节和治疗作用：基础研究验证 
谢宗勋 

15:00-15:30 
神经退行性疾病在线认知评估的验证研

究 
陈智轩 

15:30-16:00 高精度经颅电刺激基础及应用 赵敬璞 

茶歇 

16:10-16:40 
tDCS强度依赖性调控皮层兴奋性的电生

理研究 
刘慧华 



16:40-17:10 rPNMS调控运动皮层兴奋性的研究 刘浩 

17:10-17:40 
经颅磁刺激技术在神经功能障碍的评估

应用 
何晓阔 

17:40-18:00 互动环节：提问及解答  

 

分论坛2 ：第二届海峡两岸暨港澳ICF应用与研究论坛 

 

主题语 ：拓展ICF应用领域 

论坛主席：于佳妮  章马兰     日期：2021年11月27日 

时间 讲课主题 讲者 

14:30-14:50 
ICF理论与方法及其在康复中的系统应

用 
邱卓英 

14:50-15:10 
基于ICF的中国言语康复学的学科体系

建设及应用 
黄昭鸣 

15:10-15:30 
ICF-based integrated rehabilitation 

management 

Jan D 

Reinhardt 

15:30-15:50 ICF在老年失能评估中的应用 刘守国 

15:50-16:20 

Application of ICF in Stroke 

Rehabilitation: the Hong Kong 

Experience 
吳玉敏 

茶歇 

16:30-16:50 
功能图谱与IRT模型：统一的真实世界

ICF应用策略 
林枫 

16:50-17:10 
The application of ICF in pediatric 

rehabilitation 

Verónica 

Schiariti 

17:10-17:30 
基于ICF的脊髓损伤患者远程延续护理

模式 
李琨 

17:30-17:50 
基于人工智能的ICF-RS功能状态分级

算法模型构建 
于佳妮 

17:50-18:10 

ICF 指导下的多学科合作多脏器疾患

高龄老人全程康复疗效与成本效益分

析 

谭景斐 



 

分论坛3：中西医结合康复论坛 

 

主题语 ：中西融合 守正创新    

论坛主席：李泰标 眭明红  日期：2021年11月27日 

时间 讲课主题 讲者 主持人 

14:30-15:15 传统运动疗法与老年健康 陶静 眭明红 

15:15-16:00 分层论治焦虑症 徐放明 眭明红 

16:00-16:45 
“人迎-脉口”双诊法在中医康复中的

应用 
李泰标 眭明红 

16:45-17:30 中医康复中“虚劳夹风”问题思考 纪立金 李泰标 

17:30-18:15 内科疾病的针刀治疗 卢胜春 李泰标 

 

分论坛4 ：高科技融入康复 

 

主 题 语 ：智能康复，跨界融合   

论坛主席：危昔均、黄伟新    日期：2021年11月27日 

时间  讲课主题 讲者 

14:30-14:50 当脑卒中遇见虚拟现实 刘笑宇 

14:50-15:10 精准智能导航TMS的临床应用现状 董安琴 

15:10-15:30 AI康复治疗室之立基与实务动作 张瑞昆 

15:30-15:50 
基于虚拟现实技术对脑卒中后运动功能康

复的新进展 
罗炜樑 

15:50-16:10 
脑神经反馈和经颅直流电刺激于作业治疗

之应用 
陈家梁 

16:10-16:30 
基于VR的癌症相关认知障碍评估与康复系

统构建与初步验证 
曾迎春 



16:30-16:50 
虚拟环境时空参数调控上肢活动表现的机

制研究 
危昔均 

16:50-17:10 
用于中风后自助式远程康复的多模态可穿

戴康复机器人 
胡晓翎 

17:10-17:30 智慧康复医疗在体医融合中的应用 向云 

17:30-17:50 
5G康复机器人柔顺运动的临床意义与推广

应用 
牛传欣 

17:50-18:10 高科技康复中的人文支撑 欧阳亚涛 

 

分论坛5 ：中国康复医学会首届团体标准建设研讨会 

 

主 题 语：学习团体标准、制定团体标准   

论坛主席：庄志强 吴伟    日期：2021年11月28日 

时间  讲课主题 讲者 

08:30-08:55 我国康复领域的标准化体系建设与发展 张晓玉 

08:55-09:20 医学标准实施与评价 李慧 

09:20-09:45 
上海市康复医学会如何开展团标编制与推

广经验分享 
郑洁皎 

09:45-10:10 我国工伤康复标准体系的建设 欧阳亚涛 

茶歇 

10:30-10:55 治疗师岗位能力建设标准体系 陈文华 

10:55-11:20 ICF-RS APP与推广（标准能变成app） 章马兰 

11:20-11:45 康复医学团体标准的机遇与挑战 燕铁斌 

   

注意：以上日程仅供参考，可能随时调整 

 


	扫描.pdf
	扫描0001.pdf
	11-24海峡两岸暨港澳智慧康复医疗创新会议通知（第三轮）.pdf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