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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作者：闫旺旺 

2．慢性踝关节不稳患者在不稳定地面脑皮质活动的特征研

究  

第一作者单位：北京体育大学  

第一作者：李宇琳 

3. Effect of dual-task training based on Luna system on upper 

limb function and quality of life of stroke patients with hemiplegia 

第一作者单位：江苏省人民医院浦口分院 

第一作者：柏敏 

4. 基于 DTI 的脑卒中后皮质脊髓束重塑机制研究 

第一作者单位：中山大学附属东华医院 

第一作者：孙凌瑜 

5. 有氧运动对自发性高血压大鼠骨骼肌 PPARβ/δ 表达的影

响  

第一作者单位：福建医科大学  

第一作者：林诚 

6. 计算机辅助认知训练对轻度认知障碍患者脑网络拓扑属

性的影响  

第一作者单位：福建中医药大学  

第一作者：何友泽 

7. 穿着分级压缩袜对半程马拉松运动员不同距离跑时踝关

节本体感觉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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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作者单位：上海体育学院 

第一作者：常琳 

8. 运动锻炼对新冠疫情下集中隔离人员焦虑抑郁及睡眠的

影响  

第一作者单位：上海市第一康复医院 

第一作者：姚雅绮 

9. 大五人格特质对 ACL 重建术后早期康复效果影响的前瞻

性队列研究  

第一作者单位：北京体育大学 

第一作者：徐玥 

10. 慢性膝痛患者下肢关节活动度与动态平衡能力的相关

性研究  

第一作者单位：西南大学  

第一作者：黄丽 

11. 悬吊训练和 rTMS 对慢性腰痛患者 M1 区神经可塑性的

影响 

 第一作者单位：中山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第一作者：李鑫 

12. 脉冲电磁场通过抑制 NLRP3/caspase-1/IL-1β 信号通路

减轻绝经后骨关节炎大鼠滑膜炎及软骨退变 

 第一作者单位：南华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第一作者：刘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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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离心运动上调 Scx 提高Ⅰ型胶原合成促进慢性跟腱 病修

复的初步研究  

第一作者单位：西南医科大学  

第一作者：朱斌 

14. 超声引导下针刺灭活肌筋膜触发点术联合肌内效贴治

疗慢性肩痛的疗效观察  

第一作者单位：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武汉中心医院

   第一作者：王艳富 

15. 围术期呼吸肌强化训练在预防老年腹腔镜结直肠手术

患者术后肺部并发症中的应用  

第一作者单位：湖南省人民医院（湖南师范大学附属第一医

院）  

第一作者：刘芷静 

16. 软式支具对慢性踝关节不稳功能的疗效研究  

第一作者单位：沈阳体育学院 

第一作者：高维广 

17. 近红外光谱研究：步行对青年人执行能力的影响 

第一作者单位：常州市第一人民医院 

第一作者：张佳楠 

18. 低剂量甲强龙冲击联合超短波治疗通过调节 IKB-α 蛋白

促进脊髓损伤人脐带间充质细胞移植大鼠运动功能恢复的机制

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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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作者单位：中山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第一作者：王帅 

19. Ａ型肉毒毒素治疗神经源性膀胱逼尿肌过度活动的临

床研究  

第一作者单位：广东省工伤康复医院  

第一作者：陈晖 

二、二等奖（34 篇） 

1. 情景化任务驱动对轻中型颅脑创伤患者社会参与水平及

生活质量的影响 

第一作者单位：德阳市人民医院 

第一作者：陈敏 

2.  NMES 联合 Rood 疗法对脑卒中软瘫期患者上肢功能的

影响  

第一作者单位：安徽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第一作者：徐雪迪 

3. 中文版 DASH 问卷用于手外伤患者的信效度研究  

第一作者单位：广东省工伤康复医院  

第一作者：黎景波 

4. 生物反馈电刺激联合医疗体操治疗产后腹直肌分离的疗

效分析  

第一作者单位：徐州市中心医院  

第一作者：马黎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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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站桩对选择性注意力影响的 ERP 特征研究  

第一作者单位：北京体育大学 

第一作者：吴新怡 

6. 电针预处理对急性肺损伤大鼠炎症反应及 PINK1、parkin

蛋白表达的影响  

第一作者单位：南华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第一作者：谭金曲 

7.  A 型肉毒毒素膀胱注射对高位脊髓损伤 DO 伴 AD 的治

疗  

第一作者单位：广东省工伤康复医院  

第一作者：黄马平 

8.  膝关节疼痛的太极拳练习者搂膝拗步动作的表面肌电

特征研究  

第一作者单位：福建中医药大学  

第一作者：陈晓琳 

9.  听乐治疗结合感觉统合游戏对多动症儿童康复训练的

研究 第一作者单位：南通市妇幼保健院  

第一作者：顾秋燕 

10. 双靶点 TMS 干预传言语运动障碍的神经机制研究  

第一作者单位：中山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第一作者：李婧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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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太极拳练习导致膝关节疼痛的下肢运动生物力学分析

—以杨氏太极拳“搂膝拗步”为例  

第一作者单位：福建中医药大学 

第一作者：李雅萍 

12. 镜像疗法联合低频电刺激治疗脑卒中后上肢功能障碍

的 Meta 分析 

第一作者单位：宁波市康复医院 

第一作者：周珠琪 

13. 有氧运动联合抗阻训练对慢性阻塞性肺疾病患者肺功

能的影响  

第一作者单位：湖南省人民医院（湖南师范大学附属第一医

院） 

第一作者：郑尧 

14. 互联网延伸康复对全髋关节置换术后患肢功能的影响  

第一作者单位：武汉市中心医院 

第一作者：游菲 

15. 电针预处理对急性肺损伤大鼠炎症反应及 GSDMD-N

蛋白表达的影响  

第一作者单位：南华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第一作者：谭金曲 

16. 眼针熥疗止痛技术治疗痰瘀阻络型中风后肩手综合征Ⅰ

期的时效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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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作者单位：辽宁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  

第一作者：丁思元 

17. 脑卒中患者步行能力与踝关节角度的相关性研究 

第一作者单位：上海市第一康复医院  

第一作者： 时旺然 

18. 常规康复治疗联合反重力跑步机步行训练对半月板损

伤术后患者足底压力的影响  

第一作者单位：同济大学附属养志康复医院（上海市阳光康

复中心）  

第一作者：李敏如 

19. 悬吊推拿运动技术治疗腰椎间盘突出症的临床机制研

究 

第一作者单位：山东中医药大学第二附属医院 

第一作者：丁懿 

20. 生活课题设计训练对 C5 不完全性脊髓损伤患者手上肢

功能的影响 

第一作者单位：陕西省康复医院 

第一作者：张洁 

21.  “体医融合”理念下探究北欧腘绳肌训练在前交叉韧带

重建术后膝关节功能康复中的应用  

第一作者单位：联勤保障部队三亚康复疗养中心  

第一作者：吴天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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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基于单髋外骨骼机器人的脑卒中偏瘫患者无错式步态

康复研究  

第一作者单位：东莞东华医院  

第一作者：刘婷 

23.  肌少症对传统腰椎后路手术治疗腰椎管狭窄症临床疗

效的影响 

第一作者单位：中国医学科学院北京协和医院  

第一作者：李子全 

24. 探究出生体重与孕周对 0-1 岁婴幼儿早期神经发育的影

响  

第一作者单位：简阳市妇幼保健院 

第一作者：陈俊霖 

25. 基于中医腕踝针理论的穿戴式痛经镇痛治疗仪的研制

及初步临床疗效观察  

第一作者单位：福建中医药大学 

第一作者：许煜婷 

26. 针刺治疗脊髓损伤后神经源性膀胱的系统评价再评价 

第一作者单位：甘肃省中医院  

第一作者：李超 

27. 三联预康复策略在肝胆管结石衰弱患者应用的价值研

究  

第一作者单位：湖南省人民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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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作者：石泽亚 

28. 动态关节松动术配合肌肉能量技术对腰椎关节突关节

病腰痛的疗效观察  

第一作者单位：南阳市第一人民医院  

第一作者：孙辉 

29. 运动康复数据化在青少年体育运动教育中的赋能应用 

第一作者单位：北京合晟源生态科技有限公司  

第一作者：毕小超 

30. 旋律语调疗法结合针灸治疗对运动性构音障碍患者的

疗效观察  

第一作者单位：上海市第二康复医院  

第一作者：张倩 

31. 难治性癫痫患儿大脑半球切除术后运动功能的综合评

估 

第一作者单位：深圳市儿童医院  

第一作者：赵一霖 

32. 基于 CiteSpace 对国内肌内效贴研究的可视化分析  

第一作者单位：武汉体育学院  

第一作者：苏鹏 

33. 模拟教学法在高职运动治疗技术教学中的应用  

第一作者单位：沈阳体育学院  

第一作者：敖文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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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浅谈康养结合中的轻资产模式 

第一作者单位：昆明长和天城康复医院  

第一作者：徐骁 

三、三等奖（60 篇） 

1. 肌内效贴扎疗法对痉挛型构音障碍言语清晰度的影响 

  第一作者单位：上海市第二康复医院 

第一作者：陈宜懿 

2. 基于程式化改良矫形重建术下早期康复治疗模式在中枢

神经损伤后马蹄内翻足的临床研究  

第一作者单位：广东省工伤康复医院  

第一作者：周宪章 

3. 筋膜松弛术联合静态渐进性牵伸技术在创伤后膝关节僵

硬康复治疗中的应用 

第一作者单位：湖南湘雅博爱康复医院 

第一作者：汪鑫 

4. 双侧上肢作业训练对轻度脑卒中患者上肢功能的影响 

第一作者单位：安徽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第一作者：徐雪迪 

5. 吸气肌训练对慢性下腰痛患者的康复效果分析 

第一作者单位：沈阳体育学院  

第一作者：张学彬 

6. 社区老年人群预测活动受限的握力临界值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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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作者单位：天津中医药大学 

第一作者：董仁卫 

7. 有无视觉补偿对慢性踝关节不稳患者静态姿势控制的大

脑皮质激活特征研究  

第一作者单位：北京体育大学运动医学与康复学院 

第一作者：明月晴 

8. 对侧控制型功能性电刺激联合重复经颅磁刺激治疗对脊

髓损伤患者下肢功能的影响  

第一作者单位：海军青岛特勤疗养中心  

第一作者：刘冬 

9. 髌骨粉碎性骨折术后患肢不同体位制动的疗效观察  

第一作者单位：四川省成都市温江区人民医院 

第一作者：曾本强 

10. A 型肉毒毒素尿道外括约肌注射治疗男性神经源性逼尿

肌活动低下的疗效及安全性  

第一作者单位：广东省工伤康复医院  

第一作者：陈晖 

11. 视觉反馈平衡训练对脑白质病患者平衡功能和日常生

活能力的影响 

第一作者单位：甘肃省人民医院 

第一作者：张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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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体外冲击治疗联合肌内效贴促进肩袖损伤的临床疗效

分析  

第一作者单位：新疆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第一作者：孙孝月 

13. 青少年的注意力与运动协调能力之间的关系  

第一作者单位：常州市第一人民医院 

第一作者：吴野环 

14. 气压弹道式体外冲击波治疗臀上皮神经卡压综合征所

致的腰腿痛效果评价  

第一作者单位：吉林省吉林中西结合医院 

第一作者：朱玉辉 

15. 六字诀发音结合腹式呼吸训练对产后压力性尿失禁患

者盆底肌及情绪的临床疗效观察 

第一作者单位：福建中医药大学 

第一作者：林紫玲 

16. 脉冲电磁场对去卵巢骨质疏松大鼠及骨髓间充质干细

胞自噬的影响  

第一作者单位：长沙市第一医院  

第一作者：肖豪 

17. 河北省社区康复服务现状的调查研究与分析---以石家

庄市为例  

第一作者单位：河北中医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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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作者：杨皓月 

18. 基于无创脑刺激技术 TDCS 对精神分裂症患者认知功能

康复的影响分析  

第一作者单位：成都市第四人民医院 

第一作者：米莉 

19. 正中神经磁刺激联合康复训练对痉挛型偏瘫脑瘫患儿

上肢精细功能的影响  

第一作者单位：徐州市儿童医院  

第一作者：吴野 

20. 电针“水沟”“百会”穴对脑缺血再灌注损伤大鼠大脑皮层

神经元凋亡的影响  

第一作者单位：南华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第一作者：刘丹妮 

21. 电针“百会”“水沟”穴对脑缺血再灌注损伤大鼠神经功能

及 PI3K/Akt/mTORC 信号通路的影响  

第一作者单位：南华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第一作者：黄夏荣 

22. 慢性踝关节不稳患者在功能表现测试过程中的脑功能

研究  

第一作者单位：北京体育大学  

第一作者：黄梓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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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太极拳运动结合传统音乐对社区轻中度抑郁症状老年

人生活质量影响的研究  

第一作者单位：山东第一医科大学附属颈肩腰腿痛医院 

第一作者：郭琛琛 

24. 口腔穴位点按结合精准定位治疗对改善功能性构音障

碍 儿童语音清晰度的疗效分析  

第一作者单位：西安中医脑病医院  

第一作者：贺媛 

25. 超短波通过抑制 MAPKs 信号通路减轻大鼠急性肺损伤

   第一作者单位：长沙市第一医院  

第一作者：肖豪 

26. 对 1 例经健侧颈 7 神经移位术治疗脑外伤术后致上肢瘫

痪病案分析  

第一作者单位：陕西省康复医院  

第一作者：李超 

27. 电针“水沟”、“百会”穴对大鼠脑缺血再灌注损伤及海马

脑神经细胞自噬的影响  

第一作者单位：南华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第一作者：刘丹妮 

28. 电针对脑缺血再灌注损伤大鼠神经炎症反应及细胞焦

亡底物蛋白 GSDMD 的影响  

第一作者单位：南华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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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作者：罗敷 

29. 骶神经磁刺激治疗初产妇产后尿潴留的疗效观察 

第一作者单位：徐州市中心医院 

第一作者：吴洁 

30. 电针预处理对急性肺损伤大鼠炎症反应的影响   

第一作者单位：南华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第一作者：罗敷 

31. 麦肯基疗法和核心肌力训练对非特异性腰痛的疗效对

比  

第一作者单位：吉林体育学院 

第一作者：郝建源 

32. 跑步疲劳对不同经验跑者下肢生物力学特征影响的研

究  

第一作者单位：北京体育大学 

第一作者：徐玥 

33.  6 周颈部离心训练对大学生颈部功能的影响 

第一作者单位：北京体育大学 

第一作者：贾学恕 

34. 基于运动功能的老年人衰弱状态的影响因素分析  

第一作者单位：潍坊医学院  

第一作者：王立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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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基于 EEG 技术观察针刺联合重复经颅磁刺激治疗抑郁

症的临床研究  

第一作者单位：陕西省康复医院 

第一作者：张旭龙 

36. 传统功法八段锦对围绝经期妇女雌激素影响 

第一作者单位：西南医科大学 

第一作者：王晓雯 

37. 血流限制性运动对早期膝骨性关节炎患者股四头肌表

面肌电特征的阶段性研究  

第一作者单位：天津体育学院  

第一作者：李震 

38. 肌内效贴联合 PNF 拉伸对功能性踝关节不稳人群平衡

能力的影响  

第一作者单位：沈阳体育学院 

第一作者：刘思琦 

39. 中西医结合肺康复治疗慢阻肺急性加重临床观察 

第一作者单位：吉林省吉林中西医结合医院  

第一作者：王文艳 

40. 基于 fNIRS 研究阳极 HD-tDCS 刺激对静息态脑功能的

影响  

第一作者单位：沈阳体育学院 

第一作者：陈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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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性别对前交叉韧带重建患者步行时足底压力时相特征

影响的初步探究  

第一作者单位：天津体育学院  

第一作者：李世浩 

42. 中医“筋骨平衡”导引手法治疗青少年特发性脊柱侧凸症

的生物力学分析  

第一作者单位：上海中医药大学附属龙华医院  

第一作者：刘丹 

43. 徒手淋巴引流术对全膝关节置换术后肿胀程度及平衡

能力的影响 

第一作者单位：天津体育学院  

第一作者：苑子男 

44. 北京市老年人群体力活动水平及肌少症的影响因素分

析  

第一作者单位：北京体育大学研究生院  

第一作者：魏涵锐 

45. 高校足球必修课学生运动损伤预防及处理研究 

第一作者单位：沈阳体育学院  

第一作者：刘忠秋 

46. 重复经颅磁刺激对优秀射箭运动员机能状态影响的个

案研究 

第一作者单位：北京体育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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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作者：吴新怡 

47. 注意力成套测试联合Conners父母问卷对ADHD儿童诊

断效能的研究  

第一作者单位：常州市第一人民医院  

第一作者：张瑜 

48. 3D 打印乐器演奏型上肢假肢的个案报道 

第一作者单位：广东省工伤康复中心 

第一作者：孟昭建 

49. 心理护理对卒中后抑郁患者心理状态及日常生活活动

能力的影响  

第一作者单位：河南省南阳市第一人民医院 

第一作者：鲁娟娟 

50. 中医医院脑卒中康复专科护士核心能力评价指标体系

的构建  

第一作者单位：陕西中医药大学 

第一作者：庄苗青 

51. 全膝关节置换术后恐动症的现状及其影响因素的研究 

第一作者单位：北京大学 

第一作者：何家文 

52. 快速康复外科理念在胸腔镜辅助下小切口手术患者围

术期护理中的应用效果分析  

第一作者单位：昆明市延安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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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作者：冯雯娟 

53. 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期间网络教学方式在康复治疗

技术专业临床实习教学中的应用  

第一作者单位：常州市第一人民医院 

第一作者：陈程 

54. 西部偏远山区双语教学在本科《康复护理学》中的探索

   第一作者单位：遵义医科大学附属医院  

第一作者：朱先坤 

55. 奥马哈系统护理模式在脑卒中患者中的应用及效果研

究  

第一作者单位：广西柳州市人民医院  

第一作者：梁毅 

56. 互动式教学在高职高专康复专业课《运动治疗技术》中

的教学效果研究  

第一作者单位：廊坊卫生职业学院  

第一作者：杨悦 

57. 超星学习通结合思维导图教学在理疗学课程中的应用 

第一作者单位：天津中医药大学  

第一作者：董仁卫 

58. 基于感觉统合理论的体能游戏介入对改善智力障碍儿

童适应性行为的疗效观察 

第一作者单位：西安中医脑病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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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作者：刘怡欢 

59. 增加学习方式自我认知程度对康复治疗专业学生学业

表现的影响研究 

第一作者单位：江苏省人民医院（南京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

院）  

第一作者：伊文超 

60. 基于积极心理学理论的康复护理在精神分裂症病情恢

复中的应用研究  

第一作者单位：广西柳州市人民医院  

第一作者：梁毅 

希望以上获奖者珍惜荣誉，再接再厉。广大康复医学工作者

要向他们学习，紧盯现代康复医学理论与实践前沿，立足本职岗

位，加强学术研究和科技创新，不断产出更多高质量高水平的学

术论文，为推动康复医学事业发展、助力健康中国建设做出积极

贡献。 

 

 

                                             中国康复医学会 

                                         2021 年 11 月 2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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抄送：中国科协学会学术部，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康复医学会  

中国康复医学会学术部                     2021 年 11月 29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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