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国康复朕学会文件

中康发 (2020) 79 号

关千表彰2020年度中国康复医学会

科学技术奖获奖项目的通报

各分支机构， 各省、 自治区、 直辖市康复医学会， 各单位会员：

2020 年， 全国广大康复医学科技工作者认真贯彻创新发展

理念，努力提高科技创新能力，积极投身科技创新实践，产出了

一批优秀科技成果，根据《中国康复医学会科学技术奖励管理办

法》， 经组织专家评审， 共评出科学技术奖39项， 其中一等奖

11项、 二等奖13项、 三等奖15项， 经公示后无异议， 现予以

通报表彰。

一、 一等奖（共1 1项）

1. 神经疾病相关运动控制障碍的康复技术研究及应用

主要完成单位： 上海市同济医院、 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

上海市养志康复医院（上海市阳光康复中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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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完成人：靳令经、李  放、牛文鑫、刘务朝、秦文婷、

聂志余、陈  婵、潘丽珍、陈玉辉、朱俞岚、陈晓宇 

2. 运动干预促进心血管健康的研究与应用 

主要完成单位：上海大学、北京大学人民医院 

主要完成人：肖俊杰、丁荣晶、贝毅桦、李  进 

3. 皮肤恶性肿瘤 5-氨基酮戊酸光动力诊疗与康复体系的创

建与应用 

主要完成单位：上海市皮肤病医院、中国医学科学院皮肤病

医院、温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复旦大学附属华东医院、深

圳大学  

主要完成人：王秀丽、方  方、李智铭、张国龙、王宏伟、

黄  鹏、石  磊、张玲琳、周忠霞、王佩茹、张海艳  

4. 脑瘫外科治疗与康复一体化模式的应用和推广 

主要完成单位：北京中医药大学东直门医院 

主要完成人：徐  林、穆晓红、俞  兴、焦  勇、孙  旗、

杨济洲、王逢贤、曹  旭、赵  毅、任敬佩、胡传宇 

5. 膝骨关节炎中医康复关键技术的研究与推广 

主要完成单位：福建中医药大学、福建中医药大学附属康复

医院、河南省洛阳正骨医院（河南省骨科医院）、广州医科大学

附属第五医院、五岳尚水（北京）科技有限公司、西藏元新康养

养老服务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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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完成人：苏友新、李  楠、杨  洸、罗庆禄、王晓玲、

刘  娇、仲卫红、洪振强、洪昆达、王  凯、周梦林  

6. 一种用于体外受精-胚胎移植的生殖康复新技术-高孕激

素下超促排卵 

主要完成单位：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九人民医院、中

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第六医学中心 

主要完成人：匡延平、陈秋菊、商  微、吕祁峰、芦雪峰、

于  莎、王  丽、龙  慧、蔡任飞、张韶珍、舒明明 

7. 脑卒中康复创新理论下的新技术研发及推广应用 

主要完成单位：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上海交通大学、上

海市静安区中心医院、上海大学、上海诺诚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迈动医疗器械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司羿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上海朗信医学科技有限公司  

主要完成人：贾  杰、童善保、陆小锋、何志杰、丁  力、

李琴英、杨  青、茆顺明、李  鹏、尹刚刚、刘同有  

8. 脑卒中神经修复机制与社区康复方案策略研究 

主要完成单位：四川省医学科学院·四川省人民医院、西南

医科大学附属医院、成都顾连锦宸康复医院、四川赫尔森康复医

院有限公司、遂宁市中心医院  

主要完成人：余  茜、李亚梅、李晓红、黄  林、王  静、

段小东、胡可慧、田  洋、崔  微、张  舟、黄云峰  

9. 社区肺康复的临床实践与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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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完成单位：上海市第一人民医院、上海杉达学院、上海

市松江区中心医院  

主要完成人：陈文华、余  波、何  霏、缪  芸、段周瑛、

周瑞娟、李剑华、葛政卿、金先桥、张见平、纪任欣  

10. 体外冲击波关键技术研究及产业化 

主要完成单位：河南翔宇医疗设备股份有限公司、郑州大学、

郑州大学第五附属医院  

主要完成人：郑鹏远、何永正、李立国、张  杰、徐昆仑、

马登伟、李恩耀、付红光、赵永红、原  丹、李志强  

11. 超声精准定位联合 A 型肉毒毒素干预在痉挛及疼痛中

的应用及基础研究 

主要完成单位：中山大学附属第三医院  

主要完成人：姜  丽、陈  曦、窦祖林、温红梅、卫小梅、

王巧缘、贺涓涓、戴  萌、解东风  

二、二等奖（共 13 项） 

1. 运动康复在心血管疾病中的临床应用及其机制 

主要完成单位：南京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江苏省人民医

院）  

主要完成人：陆  晓、励建安、林  松、郑  瑜、林爱翠、

沈  梅、高  晶、赵  彦  

2. 功能性低频电刺激改善脑缺血大鼠运动及记忆功能的脑

重塑机制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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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完成单位：中山大学孙逸仙纪念医院 

主要完成人：燕铁斌、金冬梅、庄志强、刘慧华、何晓阔、

向  云、吕  晓、林阳阳、董军涛  

3. 儿童脑瘫吞咽和运动障碍的评估与康复体系的建立 

主要完成单位：郑州大学第三附属医院  

主要完成人：王  军、朱登纳、张  勇、袁俊英、熊华春、

董  燕、牛国辉、李巧秀、常艳玲  

4. 中国工伤康复标准体系的研究 

主要完成单位：广东省工伤康复医院  

主要完成人：欧阳亚涛、陈  叙、唐  丹、刘四文、罗筱媛、

卢讯文、冼庆林、王  俊、邓小倩  

5. 健身气功养肺方在慢性阻塞性肺疾病康复中的研究与应

用 

主要完成单位：上海中医药大学、上海体育学院、上海中医

药大学附属岳阳中西医结合医院  

主要完成人：刘晓丹、吴卫兵、王振伟、单春雷、严隽陶、

冯  玲、李培君、李  健、段宏霞  

6. “康复是一缕阳光”脑卒中康复指导进社区 

主要完成单位：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  

主要完成人：朱玉连、吴  毅、陈  萍、白玉龙、姜从玉、

胡瑞萍、田  闪、沈  莉、朱俞岚 

7. 脑卒中合并冠心病运动康复治疗的研究及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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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完成单位：上海市徐汇区中心医院、上海市第一康复医

院、上海市同济医院、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上海市徐汇区枫

林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主要完成人：杨  坚、李  擎、周明成、沈玉芹、刘邦忠、

洪  怡、丁珊珊、顾文钦、周媚媚  

8. 脑卒中功能障碍康复新方案与康复理论基础新认识 

主要完成单位：福建中医药大学附属康复医院、福建中医药

大学、福建省立医院  

主要完成人：薛偕华、陈  捷、林志诚、江一静、林  茜、

邵  斌、徐  颖、詹增土 

9. 冠心病康复的基础研究 

主要完成单位：四川大学华西医院  

主要完成人：魏  全、付琛颖、何成奇、彭丽虹、张  庆  

10. 膝骨关节炎全程快速康复体系的构建与研究 

主要完成单位：西南医科大学附属医院  

主要完成人：张  驰、谢羽婕、王剑雄、胥方元、李  忠、

徐丽丽、汪  丽、刘俊才、郭声敏  

11. 低氧在心脏康复中的作用与机理 

主要完成单位：天津医科大学总医院、天津市海河医院  

主要完成人：万春晓、黄  传、姜俐洋、武  蕊  

12. 神经损伤后康复的再生机制 

主要完成单位：滨州医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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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完成人：黄  飞、徐  林、张璐萍、周  帅、冯国营、

张玉强、张春雷、于振海、张乃丽 

13. miRNAs 通过自噬调控运动性心肌肥大的分子机制研究 

主要完成单位：上海师范大学  

主要完成人：张  钧、齐  洁、何进胜、张  波、蒋  丽、

张瑶、吴晓燕  

三、三等奖（共 15 项） 

1. 巨大/破裂型腰椎间盘突出症中医内治康复技术促进重吸

收的研究 

主要完成单位：苏州市中医医院  

主要完成人：姜  宏、俞鹏飞、马奇翰、刘锦涛、王志强、

马智佳、沈学强  

2. 强化训练对脑卒中后神经功能恢复的基础与临床研究 

主要完成单位：青岛大学附属医院、青岛大学神经再生与康

复研究所  

主要完成人：王  强、王玉阳、孟萍萍、万  芪、罗  路、

李丛琴、徐翔宇  

3. 重症患者早期预防性康复核心技术的研发与应用 

主要完成单位：湖南省人民医院（湖南师范大学附属第一医

院）、湖南医药学院  

主要完成人：石泽亚、邓景贵、谌绍林、甘晓庆、蒋玉兰、

吴  娟、徐芙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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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综合医院住院患者吞咽障碍早期筛查及分级干预的系列

研究 

主要完成单位：中山大学附属第三医院  

主要完成人：安德连、李慧娟、陈妙霞、黄师菊、方蘅英、

温红梅、窦祖林  

5. 脉冲电磁场治疗骨关节炎的作用机制研究 

主要完成单位：南华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主要完成人：周  君、廖  瑛、钟培瑞、孙光华、伍  琦、

周桂娟、刘  静  

6. 中风恢复期患者自我疾病管理策略的构建与应用 

主要完成单位：福建中医药大学附属第二人民医院  

主要完成人：关风光、王  玫、江月卿、钟  雯、庄灼梅、

吴小芬、何丹丹 

7. 电针刺激头部运动区调控神经细胞自噬与凋亡促进脑瘫

神经功能康复的机制研究 

主要完成单位：江苏省淮安市妇幼保健院、南昌大学第四附

属医院  

主要完成人：高  晶、于雪峰、何璐娜、王莉娜、王丽娜、

张红敏、谷昱奇  

8. 基于生物力学实时反馈的个性化足踝矫形器的设计与关

键技术推广 

主要完成单位：上海市养志康复医院（上海市阳光康复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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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九人民医院、深圳创感科技有限公司  

主要完成人：俞沁圆、王  斌、戴心怡、李志男、王陶黎、

仲荣洲、陆佳妮  

9. 下肢步行机器人对 C-D 级脊髓损伤患者步行、步态的影

响研究 

主要完成单位：广东省工伤康复医院 

主要完成人：石芝喜、刘明检、黄凯荣  

10. 脑卒中后突触可塑性及认知功能障碍血清标志物研究 

主要完成单位：福建中医药大学附属康复医院、福建中医药

大学、厦门市第五医院、泉州医学高等专科学校  

主要完成人：黄赛娥、赵嘉培、江  征、黄丹霞、白  亮、

王振杰、郑  美  

11. 早期综合康复治疗对烧伤儿童的功能恢复和家庭负担

影响的临床研究 

主要完成单位：成都市第二人民医院  

主要完成人：罗  伦、李  攀、王孝云、张  燕、李曾慧平、

张玉婷、吴清华  

12. 高血压自我康复护理的研究与应用 

主要完成单位：福建中医药大学、福建中医药大学附属人民

医院  

主要完成人：郑丽维、葛  莉、庞书勤、邓丽金、陈谷兰、

陈  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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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脑卒中肢体主动运动康复器具研发及推广应用  

主要完成单位：柳州市中医医院（广西中医药大学第三附属

医院）  

主要完成人：王金宇、吴玉芬、刘国成、卢昌均、韦冰心、

杨柳江、曾鉴源 

14. 基于体成分分析的老年慢性病康复人群研究 

主要完成单位：郑州大学附属郑州中心医院、中国人民解放

军总医院、南方医科大学、新郑市公立人民医院、中国人民解放

军海南医院 

主要完成人：王景信、张宇杰、李怡岚、付士辉、高月明、

王维民、韩  通  

15. 经皮电刺激及生物反馈技术在卒中后便秘中的应用研

究 

主要完成单位：南通大学附属医院、南通市康复医院（南通

市第二人民医院）  

主要完成人：陈伟观、刘肇修、马宇敏、周小云、花敏慧、

宋新建、蒋楠楠 

希望获奖单位和个人珍惜荣誉，戒骄戒躁，再接再厉，再

创佳绩。其他单位和个人要以他们为榜样，聚焦现代康复医学

科技前沿，提高创新融合意识，发扬刻苦钻研、团结协作、勇

攀高峰的精神，加强学术研究和科技创新，不断增强自主创新

能力，为推进国家康复医学事业发展、助力健康中国建设做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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抄送：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医政医管局，中国科学技术协会学会学术部。 

中国康复医学会学术部                     2020 年 10月 21日印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