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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中医药大学附属康复医院

主要完成人：陈立典、陈智轩、陶 静、李湄珍、柳维林、

黄 佳、吴劲松、林如辉、林丹红、刘 娇、林志诚

2. 基于神经环路机制与神经调控的脑功能障碍康复技术研

究与应用

主要完成单位：上海中医药大学、南京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

院

主要完成人：单春雷、沈 滢、张思聪、吴 婷、周秋敏、

陈文莉

3. 一体化听觉识别编码技术与智能听觉康复平台的研制与

推广

主要完成单位：佛山市第一人民医院、天津医科大学总医院、

暨南大学医学院附属珠海医院、佛山博智医疗科技有限公司

主要完成人：赵远新、张 耕、赵 非、王跃建、梁 勇、

虞幼军、刘 振、熊彬彬、蓝 军、谭业农、陈俊明

4. 中国脑性瘫痪康复指南（2015）

主要完成单位：中国康复医学会儿童康复专业委员会、中国

残疾人康复协会小儿脑瘫康复专业委员会

主要完成人：李晓捷、唐久来、马丙祥、庞 伟、黄 真、

陈秀洁、王雪峰

5. 基于汉语加工机制的语言障碍精准评测及康复

主要完成单位：暨南大学、华南师范大学、华南理工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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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州市钱璟康复股份有限公司、广州市三好计算机科技有限公司、

北京师范大学

主要完成人：陈卓铭、莫 雷、王穗苹、贺前华、王瑞明、

樊金成、凌卫新、黄伟新、李艳雄、胡思源、金 花

6. 基于神经可塑性机制的运动训练促进脑卒中后神经功能

恢复的基础研究与临床应用

主要完成单位：中山大学附属第三医院

主要完成人：胡昔权、温红梅、郑海清、张丽颖、罗 婧、

郑雅丹、李莉莉、李 奎、李 超

7. 尿失禁康复护理技术的发展与推广

主要完成单位：南方医科大学深圳医院、南方医科大学南方

医院、伊利沙伯医院、南京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吉林大学中

日联谊医院、赣南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

主要完成人：蔡文智、方蘅英、周君桂、王 娟、蔡 舒、

杜海柱、丁 慧、庞 灵、王来福、潘火英

二、二等奖（共 9 项）

1. 脊柱脊髓损伤治疗、康复与修复的系列研究

主要完成单位：中国康复研究中心、中国人民解放军陆军总

医院

主要完成人：洪 毅、孙天胜、白金柱、张军卫、李 放、

李 想、王方永、张志成、姜树东

2. 脑卒中康复护理系列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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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完成单位：海军军医大学

主要完成人：周兰姝、王 莹、孟宪梅、李玉霞、陈雪梅、

朱晓萍、刘智慧、周 璇、李 娟

3. 小儿痉挛型脑瘫中西医结合康复方案优化及应用研究

主要完成单位：辽宁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

主要完成人：王雪峰、李晓捷、庞 伟、胡晓丽、姜志梅、

刘先宇、张秀英、崔振泽、梁 兵

4. 巨刺法改善脑卒中后肢体运动功能障碍的系列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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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要完成人：杨珊莉、江一静、黄赛娥、高燕玲、王林林

5. 颈椎病中医康复基础与临床研究

主要完成单位：上海中医药大学附属龙华医院

主要完成人：胡志俊、唐占英、陈 洋、刘 丹、林 婕、

袁薇娜、陈苹华、肖 静、李唯薇

6. 中西医结合食管癌加速康复外科治疗及基础研究

主要完成单位：西安交通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主要完成人：张广健、付军科、张明鑫、张 勇、吴文婧、

高 蕊、李 硕、贺海奇、冯锦腾

7. 综合医院向康复医院转型的路径和执行

主要完成单位：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康复医院

主要完成人：席家宁、焦 杨、刘铁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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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8-16 月龄正常及脑瘫婴幼儿膝爬运动肩关节运动轨迹及

表面肌电图对比研究

主要完成单位：重庆医科大学附属儿童医院

主要完成人：肖 农

9. 青少年特发性脊柱侧凸康复诊疗方案的研究

主要完成单位：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新华医院、上海交

通大学医学院附属新华医院崇明分院

主要完成人：杜 青、周 璇、陈 楠、陈 珽、杨晓颜、

李 欣、梁菊萍、于 虹、宋琰萍

三、三等奖（共 16 项）

1. 脊髓损伤肠道及膀胱功能障碍的中医康复基础研究

主要完成单位：南京中医药大学

主要完成人：程 洁、朱 毅、郭佳宝、杨雨洁、张文毅、

朱昭锦、陈灵君

2. 脑卒中后肩痛的影像学观察及肉毒毒素注射治疗的临床

与基础研究

主要完成单位：青岛大学附属医院

主要完成人：李铁山、初 晓、王 琳、沈娜娜、刘志华

3. 人体平衡评定及训练系统

主要完成单位：河南优德医疗设备股份有限公司

主要完成人：陈立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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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小儿脑瘫手术的围麻醉期管理与康复

主要完成单位：四川省八一康复中心（四川省康复医院）

主要完成人：赵泽宇、何 霞、张 倩、邵 明、黄建盛、

张 蓉、常有军

5. 电针刺激头部运动区调控 PI3K/AKT 信号通路促进脑瘫

神经行为康复的机制研究

主要完成单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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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丽娜、何璐娜、赵 斌、

孙梅玲、吴云岚

6. A型肉毒素毒素基础与临床应用研究

主要完成单位：昆明医科大学康复学院

主要完成人：敖丽娟、刘 垚、陈茉弦、王文丽、李咏梅、

郑 琳、李 脉

7. 经颅磁刺激联合司来吉兰治疗帕金森综合征运动功能效

果评价

主要完成单位：青海省人民医院

主要完成人：张俊霞、金 俏、刘国勇、胡全忠、侯 倩、

王 玲、任啟晶

8. 脑卒中和鼻咽癌放疗后吞咽障碍的康复评估和康复治疗

系列研究

主要完成单位：佛山市第一人民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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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完成人：周惠嫦、张盘德、刁伟霖、林楚克、梁 鹏、

陈丽珊、刘景辉

9. 全身运动质量评估在早产儿神经发育后遗症早期诊治中

的应用研究

主要完成单位：昆明市儿童医院

主要完成人：刘 芸、黄高贵、张 雁、唐学兵、程 昱、

崔继华、黄浩宇

10. 脑源性心脏自主神经功能紊乱的发病机制及其康复研

究

主要完成单位：贵州医科大学附属医院

主要完成人：刘兴德、王艺明、周海燕、张 蓓、李 伟、

黄妮雯、沈 正

11. 颈髓损伤患者的呼吸道护理研究与应用

主要完成单位：陆军军医大学第二附属医院（陆军军医大学

新桥医院）

主要完成人：罗春梅、穆智平、张玉梅、陈邦菊、王 苹、

林 玲、张正丰

12. A型肉毒毒素治疗脊髓损伤后神经源性逼尿肌过度活动

主要完成单位：广东省工伤康复医院

主要完成人：陈 晖、杨幸华、黄马平、黄天海、李青青、

刘秋玲、杨晓毅

13. 压力性损伤现患率调查、危险因素分析与预防措施的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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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

主要完成单位：中山大学附属第三医院

主要完成人：胡爱玲、黄 蕾、邓小红、余 婷、周 青、

吴 珍

14. 针灸结合运动想象在脑卒中偏瘫患者康复护理中的应

用效果观察

主要完成单位：邢台市人民医院

主要完成人：王建华、谢立娟、王 飞、郑丽娅、赵 辉、

张军波、郭文平

15. 工作能力评估及训练系统

主要完成单位：广东省工伤康复医院

主要完成人：卢讯文、徐艳文

16. 鹿茸多肽经由 SDF1/CXCR4 通路诱导间充干细胞定向

募集治疗脑性瘫痪的临床前研究

主要完成单位：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儿童医院、浙江工业大

学、浙江省疾病防治控制中心

主要完成人：李海峰、吴 涛、邹 艳、王江平、王 慧、

余永林、夏哲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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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进为榜样，紧盯现代康复医学

科技前沿，发扬刻苦钻研、团结协作、勇攀高峰的精神，加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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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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 年 10 月 29 日印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