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尊敬的各位同仁：

为加强康复医学学术交流与合作，发挥高端学术会议引领辐射

作用，打造综合学术年会品牌，2020 年 11 月 27-29 日，中国康复

医学会将在北京 • 国家会议中心举办 2020 第四届中国康复医学会

综合学术年会暨国际康复设备博览会。

本届会议围绕“智慧引领，科技赋能，创享康复未来”主题，

紧盯新时代康复医学科技发展前沿，安排综合国际康复主论坛、医

养结合高峰论坛及 40 余个分论坛，汇聚康复、医疗、护理、疗养、

中国康复医学会
2020 年 10 月

欢迎辞

养老等领域国内外知名专家，研讨交流先进康复理念、技术创新与服务经验，展示国内外康复医

学科技发展最新成果，开展康复技术理论和操作培训，谋划助推康复医学未来发展，汇集诸多实

用与前沿的康复精品内容。会议期间，颁发 2020 年度中国康复医学会科学技术奖、教学成果奖，

年度优秀奖，第五批终身成就奖，表彰综合学术年会优秀论文。

同期举办第四届国际康复设备博览会，设立 400 个标准展位，展览面积 1.5 万平方米，展示

分享新时代康复医学新技术、新产品，促进康复医学科技创新与成果转化，为专家搭建学术交流

平台、为企业搭建技术推广平台、为用户搭建采购服务平台。

诚邀各位同道莅临大会，共享康复医学学术盛宴，共聚康复医学合作共识，共谋中国康复医

学事业长远发展！

大会主席  方国恩

大会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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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 议 地 点 ：北京 · 国家会议中心

会 议 时 间 ：2020 年 11 月 27-29 日

大 会 主 题 ：智慧引领，科技赋能，创享康复未来

主 办 单 位 ：中国康复医学会

协 办 单 位 ：中国康复辅助器具协会、中国残疾人康复协会、中国康复技术转化及发展促进会、中国医学装备协会、
       中国医师协会 、中国研究型医院学会、中国卫生信息与健康医疗大数据学会

支 持 单 位 ：国际物理医学与康复医学学会、世界作业治疗师联盟、美国听力言语语言协会

会 议 服 务 机 构 ：新锐灵动（北京）会展服务有限公司、北京美迪康信息咨询有限公司、 北京市中瑞信信息咨询有限公司、

   北京鸿康伟业 • 康复社、北京新风旗帜文化传播中心、风瀚墨香（北京）广告有限公司

参 加 单 位 ：

（一）中国康复医学会所属各分支机构

1. 工作委员会

科学普及工作委员会   社区康复工作委员会   青年工作委员会

标准委员会    循证康复医学工作委员会   康复大数据工作委员会

康复质量控制工作委员会   健康伦理工作委员会   科技管理与评估委员会

2. 专业委员会

康复医学教育专业委员会   中西医结合专业委员会   颈椎病专业委员会         

疗养康复专业委员会   脑血管病专业委员会   修复重建外科专业委员会 

骨与关节康复专业委员会   老年康复专业委员会   心血管疾病预防与康复专委会

脊柱脊髓专业委员会   运动疗法专业委员会    电诊断专业委员会 

康复心理学专业委员会   精神卫生康复专业委员会   创伤康复专业委员会  

体育保健康复专业委员会   康复护理专业委员会   康复治疗专业委员会 

儿童康复专业委员会   听力康复专业委员会   烧伤治疗与康复专业委员会

物理治疗专业委员会   作业治疗专业委员会   手功能康复专业委员会     

重症康复专业委员会   帕金森病与运动障碍康复专委会   疼痛康复专业委员会

再生医学与康复专业委员会   吞咽障碍康复专业委员会   呼吸康复专业委员会 

肿瘤康复专业委员会   康复评定专业委员会   远程康复专业委员会 

阿尔兹海默病与认知障碍康复专委会  高压氧康复专业委员会   皮肤病康复专业委员会 

消化病康复专业委员会   血液病康复专业委员会   医养结合专业委员会

心脏介入治疗与康复专业委员会  脑功能检测与调控康复专委会  眩晕康复专业委员会

推拿技术与康复专业委员会   视觉康复专业委员会   健康管理专业委员会 

生殖健康专业委员会   产后康复专业委员会   康复机构管理专业委员会 

减重与代谢康复专业委员会   风湿免疫康复专业委员会         康复工程与产业促进专委会

肾脏病康复专业委员会   针灸技术与康复专委会           营养与康复专业委员会

言语康复专业委员会   颅脑创伤康复专业委员会         外科快速康复专业委员会

居家康复专业委员会   医学影像与康复专委会            骨质疏松预防与康复专委会

器官移植康复专委会   康复辅具应用专委会              智能康复专委会

（二）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康复医学会

（三）全国康复医疗机构及社会各界与康复相关产业、企业等

会议基本信息

2020 年 11 月 27-29 日      北京·国家会议中心

第四届中国康复医学会综合学术年会
暨国际康复设备博览会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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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 会 名 誉 主 席：	 张文康 原国家卫生部部长、中国康复医学会顾问委员会名誉主任委员

  秦银河 原总后勤部副部长、中国康复医学会专家委员会名誉主任委员

大会顾问委员会（按姓氏笔画排序）：

于长隆 王　辰 王　炜 王茂斌 王跃进 邓开叔 付小兵 关　骅 刘　昆 刘江生 华桂茹 孙启良 祁佐良 

纪树荣 严隽陶 励建安 吴宗耀 张　旭 张宝慧 张济川 张黎明 杨志明 杨佩君 邱贵兴 陆廷仁 陈洪铎 

周士枋 侯树勋 南登昆 姚鸿恩 娄思权 胡大一 贺　林 夏照帆 栗秀初 殷玉东 顾　瑛 顾玉东 黄永禧 

程　京 韩雅玲 廖万清 谭维溢 潘之清 戴尅戎 

大 会 主 席：方国恩

大会执行主席：牛恩喜   彭明强

大 会 副 主 席： 李建军   陈立典   岳寿伟   周谋望   黄晓琳   燕铁斌

大会学术委员会

主				席：	陈立典        岳寿伟        燕铁斌 

委				员（按姓氏笔画排序）：

于惠秋 马　迅 马登峰 王乐民 王　冬 王发省 王　辰 王连成 王拥军 王诗忠 王恩海 王莉莎  王瑞辉

邓绍平 邓晓蕴 韦铁民 付小兵 冯尚武 叶再元 叶祥明 田　哲 田常俊 白定群 石秀娥 艾长山  刘江玲

刘季春 刘学勇 刘建军 刘衍滨 刘晓光 刘　楠 吕国华 吕泽平 孙广运 孙乐蓉 孙忠人 曲文春 朱珊珊 

朱鹏立 严隽陶 严　静 励建安 吴　军 宋　涛 张　芳 张　林 张　俊 张俊超 张　通 张嘉默  张黎明

李　丹 李元峰 李占全 李　宁 李旭明 李　柏 李荣祝 李晓捷 杜金刚 杨达宽 杨　坚 杨建荣 杨信才

杨毅军 沈永勤 沈光宇 肖　振 邵　明 陆　芸 陈　伟 陈兆全 陈红霞 陈作兵 陈志斌 陈佩杰 陈南萍

陈健尔 陈晓虹 周江林 周洪梅 周　钰 周慧芳 孟庆才 季国珍 庞声航 金红芳 金荣疆 俞征宙 姜化安

姜志梅 姜慧强 恽晓萍 胡乃亮 胡才友 贺西京 赵天戟 赵继荣 赵雪莲 赵　斌 赵智龙 赵　焰 赵　群

倪彦君 凌成勇 唐　强 席家宁 徐伟伟 徐　林 敖丽娟 桑德春 耿庆山 贾子善 贾汝福 贾　勤 郭全义

郭启勇 郭钢花 郭　晖 钱宝延 陶　陶 高敬龙 巢　毅 曹谊林 黄东锋 黄崇博 黄殿龙 曾传美 程　京

舒　彬 谢　青 廖小平 蔡郑东 潘　钰 戴爱国

大会组织委员会

主			席：李建军        周谋望        黄晓琳

委	员（按姓氏笔画排序）：

千怀兴 马　诚 马高峰 尹　昱 尹新华 毛容秋 王于领 王宁华 王　玉 王玉龙 王　彤 王宝军 王俊华

王　敏 王爽娟 王萍芝 王跃进 王　强 王楚怀 王　颖 邓景元 邓景贵 冯建斌 冯　珍 冯晓东 白艳杰

白跃宏 刘宏亮 刘　芳 刘忠军 刘忠良 刘　梅 朱　宁 朱春燕 朱美兰 朱　霞 毕　胜 江钟立 许光旭

邢晓红 闫金玉 闫彦宁 何予工 何成奇 何君芳 何晓宏 余　茜 余　航 吴　东 吴建贤 吴智勇 吴　毅

宋为群 宋　林 张长杰 张巧俊 张安仁 张志强 张金声 张鸣生 张晓玉 张继荣 张逸仙 张琳瑛 张　鹰

组织架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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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中实 李红玲 李贞兰 李　丽 李秀云 李建华 李剑锋 李彦杰 李　玲 李晓红 李雪萍 杜　青 杨卫新

杨少华 杨忠岑 杨　涛 汪　洁 肖　农 邱　勇 陈文华 陈丽霞 陈和木 陈敏亮 周　军 周凌云 武继祥 

苟　莉 范建中 范晓华 邢　新 郑光新 郑　芸 郑洁皎 郑　茵 郑遵成 侯春林 胡大一 胡文清 赵正全

赵振彪 倪朝民 唐久来 唐金树 徐永清 徐洪港 徐　斌 聂采现 贾　杰 郭学军 郭振强 郭铁成 顾旭东

顾　新 高晓平 商晓英 梁　英 矫　玮 黄力平 黄国志 黄　真 喻洪流 彭宝淦 曾小峰 程　飚 谢　明 

谢　荣 谢欲晓 谢　辉 槐雅萍 窦祖林 虞乐华 廖维靖 戴　红 

大 会 秘 书 处

秘 书 长：牛恩喜（兼） 

执行副秘书长：钟铁军   贾付坤

秘 书 处：

崔　川 胡前安 庞迎春 余红亚 杜　昆 刘　奔 刘　玉 李　建 杨小筠 卢　芬 薛继燕 孟庆岩 全　华 

高　楠 于宛平 张文豪 刘美彤 张羽龙 宣　言 王　鹏 高凯迪

2020 年 11 月 27-29 日      北京·国家会议中心

第四届中国康复医学会综合学术年会
暨国际康复设备博览会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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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册截止时间 早期优惠网上注册
(2020 年 11 月 15 日止 )

后期网上注册和现场注册
（2020 年 11 月 16 日起）

参会人员注册费 1000 元 / 人 1200 元 / 人

学会会员、理事、常务理事 900 元 / 人 1100 元 / 人

学生 500 元 / 人 500 元 / 人

● 自 11 月 16 日起注册的参会代表将不再享受早期注册优惠价格。
● 即时申请学会会员，审核通过后可立即享受会员待遇（详见学会网站 http://www.carm.org.cn）。

● 会议交通、食宿费用自理，报名注册、缴费和住宿登记网址：http://caac.carm.org.cn。

博览会安排

1. 布展时间：11 月 26 日  2. 展览开幕式：11 月 27 日 11:30 3. 展览时间：11 月 27 日 11:00--11 月 29 日 16:30 
4. 撤展时间：11 月 29 日 16:30

参会提示

本届年会是建立综合学术年会制度以来举办的第四届，规格高、规模大、内容丰富，正式注册代表将获国家级继续医学教育 I 类学分 10 分，
大会设立综合国际康复主论坛，聚焦国内外康复医学领域前沿理论与实践，直面康复发展过程中的问题与挑战，全面呈现新时代康复业界
的新理念、新技术、新模式，努力助推康复医学事业蓬勃发展。

企业合作提示

企业合作申请截止日期：2020 年 11 月 25 日

注册须知

一、会前注册
1. 填写注册表：登录大会官方网站 http://caac.carm.org.cn，点击“参会报名”进行注册，请完整填写信息上传并及时支付汇款。
2. 查收确认函：大会组委会在收到网上注册信息及报名费后，将在 7 个工作日内注册进行邮件确认。收到邮件确认信息后，
可登陆网站打印注册确认函；若未收到邮件确认，请与大会组委会秘书处联系。
    联系人：安海东 18811211102   李书媛 13910647796
3. 报到时请持注册确认函或身份证到注册处领取胸卡及会议资料。
二、现场注册
1. 已办理会前注册交费的参会代表：报到时请持注册确认函或身份证到注册处领取胸卡及会议资料。
2. 未办理会前注册的参会代表：报到时请到现场自助注册台填写注册信息，注册成功后根据注册流程办理缴费后领取胸卡及会议

资料。
3. 已注册未缴费的参会代表：报到时请根据注册流程办理缴费后领取胸卡及会议资料。
4. 需现场刷公务卡并享受早期优惠注册的参会代表：请先于线上缴费（11 月 16 日前），报到时现场刷卡缴费后领取胸卡及会议资料，
    线上缴纳费用秘书处于会后 7 个工作日内办理退款。

    根据防疫需求，本次年会将取消会议酒店预定。为了保障您参会期间的住宿，我们将推荐会场附近酒店信息，请根据需求自行预定。

报到地址：国家会议中心 C 区一层
报到时间：11 月 26 日 14:00-21:00     11 月 27-28 日 08:00-21:00        11 月 29 日 08:00-12:00
※   为避免报到现场拥挤，建议大家会前网上注册。

注册缴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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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议安排

2020 年 11 月 28 日（周六）

时			间 内			容

08:30-09:50 大会开幕式

10:00-12:30 主论坛报告

13:30-18:20 主论坛报告

2020 年 11 月 27 日（周五）

时			间 内			容

08:30-11:30 中国康复医学会第六届理事会第六次会议暨常务理事会第十一次会议

大会主论坛

中国康复医学会第六届理事会会议

会议室：四层大会堂	A

会议室：三层报告厅

2020 年 11 月 27-29 日      北京·国家会议中心

第四届中国康复医学会综合学术年会
暨国际康复设备博览会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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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 11 月 28 日（周六）

时			间 内			容

18:00-21:00 脑功能检测与调控康复专委会工作会议

19:00-20:30 医养结合专委会工作会议

19:30-21:30 营养与康复专委会成立会议

19:30-21:30 科技管理与评估委员会成立会议

2020 年 11 月 27 日（周五）

时			间 内			容

13:00-17:30

重症康复分论坛

疼痛康复分论坛

帕金森病与运动障碍康复分论坛

康复护理分论坛

物理治疗分论坛

中西医结合分论坛

吞咽障碍康复分论坛

消化病康复分论坛

居家康复分论坛

高压氧康复分论坛

呼吸康复分论坛

听力康复分论坛

颅脑创伤康复专委会成立会议及分论坛

体育保健康复分论坛

康复评定 & 创伤康复联合分论坛

儿童康复分论坛

脑血管病康复分论坛

综合医院“大康复”发展分论坛 

互联网骨科康复新模式分论坛 

康复质量控制分论坛

骨与关节康复分论坛

18:30-19:30 Braddrom 物理医学与康复医学第六版翻译启动会

18:30-21:30 颅脑创伤康复分论坛

19:00-22:00 针灸技术与康复专委会成立会议及分论坛

19:00-20:30 智能康复专委会成立会议

大会分论坛及培训班

2020 年 11 月 25-26 日（周三、四）

时			间 内			容

08:00-17:20 运动康复专题学习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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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 11 月 29 日（周日）

时			间 内			容

08:00-12:00

2020 中国医养结合高峰论坛

康复治疗 & 言语康复联合分论坛

康复机构管理 & 科技管理与评估联合分论坛

眩晕康复分论坛

老年康复分论坛

标准 & 循证康复医学联合分论坛

阿尔兹海默病与认知障碍康复分论坛

作业治疗分论坛

科学普及分论坛

修复重建外科分论坛

产后康复分论坛

肾脏病康复分论坛

青年康复分论坛

智能康复专委会分论坛

手功能康复分论坛

生殖健康分论坛

脑功能检测与调控康复分论坛

2020 中国康复机器人论坛

心血管疾病预防与康复分论坛

减重与代谢康复分论坛

营养与康复分论坛

13:00-17:30

2020 中国医养结合高峰论坛

康复机构管理 & 科技管理与评估联合分论坛

眩晕康复分论坛

产后康复分论坛

生殖健康分论坛

2020 中国康复机器人论坛

康复医学教育分论坛（线上）

2020 年 11 月 30 日（周一）

时			间 内			容

08:30-11:50 康复医学教育分论坛（线上）

2020 年 11 月 27-29 日      北京·国家会议中心

第四届中国康复医学会综合学术年会
暨国际康复设备博览会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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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 会 主 席

大 会 执 行 主 席

中国康复医学会会长

中国康复医学会常务副会长，中日友好医院副院长，

主任医师、研究员、教授，博士生导师。长期从事临

床及医院管理工作，国家卫生健康委医院评审专家。

中国医学救援协会理事兼科学家委员会委员，中国研

究型医院学会后勤分会副会长，北京医院协会副会

长，《中国医疗管理科学杂志》常务编委等。主持或

参与多项国家级、省部级科研课题等。

中国康复医学会党委书记兼常务副会长

牛恩喜 彭明强

方国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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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康复医学会副会长，教授，主任医师，博士生导

师。中国医师协会康复医师分会会长，国务院政府特殊

津贴专家。中国康复研究中心党委副书记、中国康复科

学所所长、首都医科大学康复医学院院长，中国社会福

利协会副会长，中国残疾人康复协会副理事长，中国残

疾人康复协会脊柱脊髓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国际脊髓

学会中国脊髓损伤学会主任委员，中国医院协会康复医

疗机构管理分会主任委员。

中国康复医学会副会长，教授，主任医师，博士生导师。山东

大学齐鲁医院康复医学科主任，中华医学会物理医学与康复学

分会主任委员，中国医师协会康复医师分会副会长，山东省康

复医学会会长，《中华物理医学与康复杂志》副总编辑，《中

国康复医学杂志》副主编，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医学科学部专

家评审组成员。已承担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6项，山东省重大

技术攻关课题2项。获山东省科技进步二等奖2项，三等奖3

项，发表SCI收录论文40余篇。规划教材：《肌肉骨骼康复

学》（第3版）主编，研究生教材《康复医学》（第2版）主

编，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教材《康复医学》（第2版）主

编。2012年获中国科协“全国优秀科技工作者”称号。

中国康复医学会副会长，教授，主任医师，博士生导

师。国际物理与康复医学学会执行委员。国务院政府特

殊津贴专家，百千万人才工程国家级人选、岐黄学者。

长期从事中西医结合康复医学教学、科研、临床工作，

主持国家级课题9项，发表学术论文230余篇，获专利

授权28项，主编教材、专著20部，获国家科学技术进

步二等奖、国家级教学成果二等奖、中国中西医结合学

会科学技术一等奖、中国康复医学会科学技术一等奖、

中华中医药学会科普著作一等奖等成果10多项。

中国康复医学会副会长，北京大学二级教授，博士生导

师。北京大学第三医院康复医学科主任，国家康复医学

质控中心主任，中国医师协会康复医师分会候任会长，

中国医促会康复医学分会主委，中国康复医学杂志副主

编，中华物理医学与康复杂志副总编辑，北京医学会物

理医学与康复分会主任委员 ，北京康复医学会会长。

2020 年 11 月 27-29 日      北京·国家会议中心

第四届中国康复医学会综合学术年会
暨国际康复设备博览会2020 

大 会 副 主 席

岳寿伟

李建军

周谋望

陈立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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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康复医学会副会长，教授，主任医师，博士生导

师。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同济医院康复医学教

研室主任，世界卫生组织康复培训与研究合作中心主

任，中华医学会物理医学与康复学会副主任委员，中国

医疗保健国际交流促进会康复医学分会副主任委员，湖

北省康复医学会会长，湖北省康复医疗质控中心主任，

《中华物理医学与康复杂志》总编，《中国康复》杂志

主编，《神经损伤与功能重建》杂志副主编，《康复学

报》副主编，《康复康复医学》等杂志编委。

中国康复医学会副会长，教授，主任医师，博士生导

师。中山大学康复治疗学系副主任，国家卫建委能力

建设和继续教育康复医学专家委员会副主任，中国康

复医学会康复治疗专业委员会名誉主任委员，中国康

复医学会标准委员会主任委员，国际物理医学与康复

学会理事。中山大学孙逸仙纪念医院康复医学科前任

主任。

黄晓琳 燕铁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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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 11 月 27-29 日      北京·国家会议中心

第四届中国康复医学会综合学术年会
暨国际康复设备博览会2020 

主 论 坛 嘉 宾

中国工程院院士，全国名中医，天津中医药大学校长，

中国中医科学院名誉院长，组分中药国家重点实验室主

任。新冠肺炎疫情发生后，作为中央指导组专家赴武汉

抗疫80余日，主持研究制定中西医结合救治方案，指

导中医药全过程介入新冠肺炎救治。获“人民英雄”国

家荣誉称号。 获国家科技进步一、二等奖7项，国家教

学成果一等奖2项，省部级科技进步一等奖10项，获何

梁何利医学奖、吴阶平医学奖、树兰医学奖、医学教育

杰出贡献奖、中医药国际贡献奖等奖励。

中国工程院院士、美国医学科学院外籍院士。中国抗癌协

会理事长、亚太消化学会主席、国际抗癌联盟常务理事、

世界消化学会常务理事、空军军医大学西京消化病医院院

长、肿瘤生物学国家重点实验室主任、国家消化疾病临床

医学研究中心主任、国家新药临床试验机构主任。全国优

秀科技工作者、首批长江学者特聘教授和国家杰出青年基

金获得者。获国家科技进步创新团队奖，国家科技进步

一、二、三等奖各1项，国家技术发明奖1项。主编专著31

本。发表SCI论文近700篇，单篇最高影响因子45分。

呼吸病学与危重症医学专家，主任医师，教授，中国工

程院院士。全国政协常委。中国工程院副院长，中国医

学科学院北京协和医学院院校长。国家呼吸医学中心主

任，国家呼吸临床研究中心主任，中日医院呼吸中心主

任。中国医院协会副会长，中国医师协会副会长, 世界

卫生组织全球防治慢性呼吸疾病联盟副主席。

医学博士，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中医科学院院长、

首席研究员，全国中药资源普查工作专家指导组组

长，科技部重点领域中药资源创新团队负责人，部局

共建道地药材国家重点实验室（培育基地）负责人，

国家中药材产业技术体系首席科学家，国家中药材产

业扶贫技术指导中心主任，中药材产业扶贫行动技术

指导专家组组长，曾任国家973计划项目首席科学家。

王  辰   院士

张伯礼   院士

黄璐琦   院士

樊代明    院士



13

主任医师，教授，博士生导师。国家和北京市突出贡献专家，

我国心血管医学领域德高望重的专家，国际欧亚科学院院士。

中国控制吸烟协会会长，中国康复医学会心血管疾病预防与康

复专委会主任委员，北京大学人民医院心血管病研究所所长等

职。发表论文和科普文章3400余篇，主编/主译医学教材和医

学著作60余部，主持完成心血管医学指南20余项。获国家科技

进步二等奖6项。其他奖项：吴杨奖（2001年），中国医师奖

（2006年），中宣部、中央文明办全国“最美志愿者”

（2015年），世界卫生组织“控烟贡献奖”（2018年），中

国科协“中国十大科学传播人物”（2018年）等。

中国康复医学会常务理事，美国国家医学院国际院

士，南京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康复医学中心主任，

江苏钟山老年康复医院院长，亚洲和大洋洲物理医学

与康复医学学会候任主席，中国康复医学杂志主编，

国家卫健委能力建设与继续教育中心康复专委会主任

委员，国家卫健委脑防委康复专委会主任委员，中国

老年医学学会副会长，中国非公立医疗机构协会康复

医学专委会主任委员。

教授，生物力学博士。北京市生物医学工程高精尖中心（北航）

主任，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医工交叉创新研究院院长、医学科学与

工程学院院院长、生物力学与力学生物学教育部重点实验室主任。

长江学者，杰青，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创新群体带头人，科技部重

点领域创新团队带头人。美国医学生物工程院会士（AIMBE 

Fellow）， 国际医学与生物工程科学院（IAMBE Fellow）会士，

世界生物材料学会会士 (FBSE)。医工整合联盟理事长，国务院学

位委生物医学工程学科评议组成员，北航生物与医学工程学院创

始院长。从事生物医学工程、医疗器械、康复辅具等领域研究。

发表 SCI 论文 300 余篇、Elsevier 生物医学工程高被引学者，H

指数 55。授权发明专利 80 余项，获部省级科技及教学奖励 8 项。

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神经外科首席专家，神经外科

主任医师、教授。第十三届全国政协提案委员会委员，

中国医师协会医师志愿者工作委员会主任委员，中国

医师协会神经外科医师分会荣誉会长，中国社会福利

与养老服务协会副会长，首都医科大学神经介入研修

学院院长，中国国际神经科学研究所（CHINA-INI）副

所长，《中国脑血管病杂志》主编。荣获国家科技进

步二等奖，周光召临床医师奖等荣誉称号。

凌  锋    教授

励建安   教授

樊瑜波   教授

胡大一   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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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授，主任医师，博士生导师。中国康复医学会副会长，

国际物理与康复医学学会执行委员。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

专家，百千万人才工程国家级人选、岐黄学者。长期从事

中西医结合康复医学教学、科研、临床工作，主持国家级

课题9项，发表学术论文230余篇，获专利授权28项，主

编教材、专著20部，获国家科学技术进步二等奖、国家

级教学成果二等奖、中国中西医结合学会科学技术一等

奖、中国康复医学会科学技术一等奖、中华中医药学会科

普著作一等奖等成果10多项。

教授，主任医师，博士生导师。中山大学康复治疗学

系副主任，国家卫建委能力建设和继续教育康复医学

专家委员会副主任，中国康复医学会副会长、中国康

复医学会康复治疗专业委员会名誉主任委员，中国康

复医学会标准委员会主任委员，国际物理医学与康复

学会理事。中山大学孙逸仙纪念医院康复医学科前任

主任。

2020 年 11 月 27-29 日      北京·国家会议中心

第四届中国康复医学会综合学术年会
暨国际康复设备博览会2020 

燕铁斌    教授 陈立典   教授

香港大学医学院内科荣誉教授，香港尚至医疗神经康复

中心主任，香港康复资源协会主席，香港医管局沙田慈

氏护養院管治委員会主席，国际物理医学与康复医学学

会（ISPRM）主席，世界神经康复联盟（WFNR）主席。

博士，CAE，ASHA 首席执行官。工程和科学学会执

行委员会（CESSE）副主席、注册财务规划师委员会

公众成员。曾任乔治华盛顿大学医学中心语言病理学

和听力学主任、康复服务主任、神经研究所行政主任、

美国卫生部卫生服务部主任（1994 年至 1996 年）。

李常威   教授 Arlene  教授



15

分 论 坛 嘉 宾

科学普及分论坛主席

教授，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新华医院康复医学科

主任，中国康复医学会副秘书长，科学普及工作委员

会主任委员，儿童康复专业委员会副主委，康复质控

工作委员会常委，上海市儿童康复专委会主任委员。

青年康复分论坛主席

教授，主任医师，博士生导师。天津医科大学总医院康复医学科

主任，天津医科大学康复医学系副主任，国家双一流大学基础建

设平台和应用型平台负责人，中国康复医学会青年工作委员会主

任委员，中国康复医学会重症康复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天津

市康复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基地主任，天津市重点培育学科（康

复医学）项目负责人，天津市疑难复杂重症康复指导与培训中

心，天津市康复医学会康复教育委员会主任委员，加拿大Mcgill 

University高级访问学者，美国马里兰大学国际培训学者。

标准 & 循证康复医学联合分论坛主席

教授，主任医师，博士生导师。中山大学康复治疗学

系副主任，国家卫建委能力建设和继续教育康复医学

专家委员会副主任，中国康复医学会副会长、中国康

复医学会康复治疗专业委员会名誉主任委员，中国康

复医学会标准委员会主任委员，国际物理医学与康复

学会理事。中山大学孙逸仙纪念医院康复医学科前任

主任。

标准 & 循证康复医学联合分论坛主席

主任医师，教授，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现任陕西

省康复医院院长。中国康复医学会常务理事、循证康复

医学工作委员会主委、标准委员会副主委等。研究老年

病康复和现代医院管理。发表SCI18篇，科研奖12项。

杜   青

燕铁斌

万春晓

石秀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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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 11 月 27-29 日      北京·国家会议中心

第四届中国康复医学会综合学术年会
暨国际康复设备博览会2020 

中西医结合分论坛主席

教授，博士生导师。福建中医药大学副校长，国家中医

药管理局中医康复研究中心副主任，国务院特殊津贴专

家，百千万人才工程国家级人选。中国康复医学会副秘

书长，中国康复医学会中西医结合专委委员会主任委

员，中国康复医学会大数据工作委员会副主任委员。

脑血管病康复分论坛主席

国家一级主任医师，医学领军人才，全国卫生系统先

进工作者，湖南省康复医学医疗质量控制中心主任。

现任中国康复医学会常务理事，中国康复医学会脑血

管病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国家卫生计生委能力建设

和继续教育康复医学专家委员会成员，中国信息与健

康大数据学会康复医学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湖南

省康复医学会副会长兼秘书长。

康复医学教育分论坛主席

教授，博士生指导教师（中英联合培养）。中国康复医

学会康复医学教育专委会主任委员，教育部卫生职业教

育指导委员会专家委员会委员，全国康复治疗技术专业

教材建设与评审委员会主任，浙江康复医疗中心/浙江中

医药大学附属康复医院顾问，学术委员会名誉主任。

康复质量控制分论坛主席

北京大学二级教授，博士生导师。北京大学第三医院康

复医学科主任，中国康复医学会副会长，国家康复医学

质控中心主任，中国医师协会康复医师分会候任会长，

中国医促会康复医学分会主委，中国康复医学杂志副主

编，中华物理医学与康复杂志副总编辑，北京医学会物

理医学与康复分会主任委员 ，北京康复医学会会长。

周谋望

陶   静

陈健尔

邓景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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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复重建外科分论坛主席

教授，主任医师，博士生导师。同济大学附属杨浦医院创

伤骨科主任，中国康复医学会修复重建外科专委会常委、

秘书长，中华医学会显微外科分会常委，中国临床解剖学

分会副主委，上海市显微外科学会副主委，中国青年科技

奖（2006），中国健康传播大使（2016）。

骨与关节康复分论坛主席

国家二级教授、主任医师，医学博士，博士生（后）导

师。中国康复医学会常务理事、骨与关节康复专业委员会

主任委员。北京中医药大学临床骨伤学系主任，北京中医

药大学东直门医院骨科中心主任、骨科教研室主任，享受

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国内外著名骨科与显微外科专家，

中国科学院院士陈中伟教授带出的我国第一位骨显微外科

博士。2015年荣获“中国好医生”荣誉称号。

老年康复分论坛主席

教授，主任医师，博士生导师。华东医院康复医学科

主任，上海市康复治疗质量控制中心主任，上海市康

复医学会常务副会长，中国康复医学会老年康复专委

会主任委员，中国康复医学会重症康复专委会副主任

委员，中国康复医学会标准康复委员会副主任委员，

上海市标准化协会康复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

心血管疾病预防与康复分论坛主席

主任医师，教授，博士生导师。国家和北京市突出贡献专家，

我国心血管医学领域德高望重的专家，国际欧亚科学院院士。

中国控制吸烟协会会长，中国康复医学会心血管疾病预防与康

复专委会主任委员，北京大学人民医院心血管病研究所所长等

职。发表论文和科普文章3400余篇，主编/主译医学教材和医

学著作60余部，主持完成心血管医学指南20余项。获国家科技

进步二等奖6项。其他奖项：吴杨奖（2001年），中国医师奖

（2006年），中宣部、中央文明办全国“最美志愿者”

（2015年），世界卫生组织“控烟贡献奖”（2018年），中

国科协“中国十大科学传播人物”（2018年）等。

张世民

郑洁皎

徐   林

胡大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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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 11 月 27-29 日      北京·国家会议中心

第四届中国康复医学会综合学术年会
暨国际康复设备博览会2020 

康复护理分论坛主席

教授，主任护师，硕士生导师。四川省人民医院护理部主

任，中国康复医学会康复护理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中华

护理学会护理行政管理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四川省护

理学会理事长，四川省护理质量控制中心主任等。

体育保健康复分论坛主席

教授，博土生导师。教育部体育学类运动康复专业国家

标准研制组组长，中国康复医学会体育保健康复专业委

员会主任委员，全国体育专业学位研究生教学指导委员

会委员，河北师范大学体育与健康研究所所长。

康复评定 & 创伤康复联合分论坛主席

教授，江苏省人民医院康复医学中心副主任、主任医师

（2级），运动医学博士、博士生（后）导师。中华医学

会物理医学与康复学分会委员，中国康复医学会常务理

事，中国康复医学会创伤康复专委会主委，江苏省运动医

疗专委会主委，江苏省卒中康复专委会主委，中国康复功

能评定专委会副主委，江苏省体育科学会运动医学会主

委，中国女医师协会康复分会副主委。

康复评定 & 创伤康复联合分论坛主席

中国康复研究中心康复评定科主任医师，首都医科大

学康复医学院教授，康复评定学教研室主任。中国康

复医学会康复评定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中国康复医

学会阿尔茨海默病与认知障碍康复专业委员会副主任

委员，中国残疾人康复协会康复技术专业委员会及康

复评定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中国康复技术转化与发

展促进会智能康复技术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国家

自然科学基金项目评审专家。

恽晓萍

赵   斌

王   彤

温贤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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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童康复分论坛主席

一级主任医师，二级教授，博士生导师。享受国务院

特殊津贴，安徽医科大学儿科学系主任，中国康复医

学会儿童康复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中国医师协会康

复医师分会儿童康复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

康复治疗 & 言语康复联合分论坛主席

教授，主任医师，博士生导师。上海交通大学附属第

一人民医院康复医学科学科带头人，上海杉达学院国

际医学技术学院康复治疗学系系主任。中国康复医学

会康复治疗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中国康复医学会康

复教育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中国非公立医疗机构

协会康复分会副主任委员，上海市医学会物理医学与

康复专业委员会第八届、第十一届主任委员，上海市

专科医师规范化培训康复专家组组长。

听力康复分论坛主席

天津医科大学总医院耳鼻咽喉科主任，中华医学会耳

鼻咽喉头颈外科分会全国委员，中国中西医结合学会

耳鼻咽喉科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中国康复医学会

听力康复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中国研究型医院学会

眩晕医学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天津医学会耳鼻喉

头颈外科分会主任委员，天津康复医学会听力语言康

复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获天津市科技进步二、三等

奖，中国康复医学会科技进步二等奖。参编专业书籍8

部，编写医学院校教材4部。

康复治疗 & 言语康复联合分论坛主席

教授，博士生（后）导师。美国华盛顿大学言语语言

病理与听力学博士。华东师范大学言语听觉康复科学

与ICF应用研究院院长，华东师范大学康复科学系教

授，中国康复医学会言语康复专委会副主委、康复治

疗专委会言语康复组长。

陈文华

唐久来

黄昭鸣

周慧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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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 11 月 27-29 日      北京·国家会议中心

第四届中国康复医学会综合学术年会
暨国际康复设备博览会2020 

物理治疗分论坛主席

教授，主任治疗师，博士生导师，博士后合作导师。

中山大学附属第六医院康复医疗中心主任，客户服务

管理处处长。中国康复医学会副秘书长、常务理事、

物理治疗专委会主任委员、康复医学教育专委会副主

任委员等职务。

作业治疗分论坛主席

主任治疗师，硕士生导师。河北省人民医院康复医学科

副主任，曾在日本研修作业治疗。全国首届“十佳康复

治疗师”。中国康复医学会常务理事，中国康复医学会

作业治疗专委员主任委员，河北省康复医学会秘书长。

手功能康复分论坛主席

教授，主任医师，博士生导师。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

康复科副主任，上海市静安区中心医院康复科主任。中

国康复医学会手功能康复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中国康

复医学会循证康复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

重症康复分论坛主席

教授，主任医师，博士生导师。中国康复医学会常务

理事，重症康复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中国医疗保健

促进会康复医学分会副会长，北京康复医学会副会

长，首都医科大学康复系副主任，宣武医院康复医学

科主任，中国医师协会康复医师分会副会长。

王于领

贾   杰

闫彦宁

宋为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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帕金森病与运动障碍康复分论坛主席

医学博士，主任医师，博士生导师。广州医科大学附属脑

科医院神经康复科首席专家，中国康复医学会常务理事，

中国康复医学会帕金森病与运动障碍康复专业委员会主任

委员，中国卒中协会脑卒中康复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

中国康复机构联盟副主席，中华医学会神经病学分会帕金

森病与运动障碍学组委员，中华医学会神经病学分会神经

康复学组委员。《中国脑卒中杂志》《中国临床神经病杂

志》编委，《中华神经科杂志》通讯编委。

疼痛康复分论坛主席

原解放军总医院主任医师，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

康复医学会常务理事，中国康复医学会疼痛康复专业

委员会主任委员、康复治疗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兼

超声技术学组组长，中国中医药研究促进会软组织疼

痛分会副主任委员，中国研究型医院学会肌骨及浅表

超声专业委员会秘书长，中国非公立医疗机构协会康

复医学专业委员会常务副主任委员兼秘书长。

吞咽障碍康复分论坛主席

教授，主任医师，博士生导师。中山大学附属第三医

院康复医学科主任，中山大学附属第三医院康复医学

教研室主任，中国康复医学会吞咽障碍康复专业委员

会主任委员，广东省康复医学会会长，中国康复医学

会神经康复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中华物理医学与

康复杂志副主编。

呼吸康复分论坛主席

主任医师，教授。中国工程院院士、副院长、全国政

协常委，中国康复医学会常务理事、呼吸康复专业委

员会主任委员，中国医学科学院北京协和医学院院校

长。国家呼吸临床研究中心主任，中日医院呼吸中心

主任，中国医院协会副会长，中国医师协会副会长，

呼吸病学与危重症医学专家。

邵   明

窦祖林

毕   胜

王   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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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 11 月 27-29 日      北京·国家会议中心

第四届中国康复医学会综合学术年会
暨国际康复设备博览会2020 

阿尔兹海默病与认知障碍康复分论坛主席

国家康复辅具研究中心附属康复医院副院长，主任医

师。国家科技部“十三五”重大慢病指南编写专家，中

国康复技术转化及发展促进会副会长，中国康复医学会

阿尔茨海默病与认知障碍康复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中

国康复医学会康复评定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中国阿

尔茨海默病协会神经认知专业委员会常委，北京医学会

物理医学与康复专业委员会常委，《中国神经免疫学和

神经病学》编委。

高压氧康复分论坛主席

医学博士，主任医师，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人民解

放军总医院第六医学中心全军高压氧治疗中心主任，中

国康复医学会高压氧康复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全军科

学技术专业委员会高压氧医学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中

华医学会高压氧医学分会副主任委员，北京市医学会高

压氧医学分会主任委员。

消化病康复分论坛主席

二级教授，主任医师，博士生导师。郑州大学第五附

属医院院长，郑州大学康复医学系主任。中国康复医

学会消化病康复专委会主委、医养结合专委会副主

委，科技部重点专项（医养结合）首席专家，主持国

家科技部重点研发专项。

2020 中国医养结合高峰论坛主席

主任医师，教授、博士生导师。现任浙江大学附属第

一医院副院长，浙江省残联副理事长、中国康复医学

会医养专委会主任委员、国务院康养领域特聘专家、

长江商学院特聘教授、浙江大学医学院康复研究中心

主任。近2年在《人民日报》、《光明日报》发表健康

评论性文章20多篇，主持、参与国家、省部级课题多

项，担任《中国医养结合专家共识》、《康复医学》

等多部权威教材、专著主编或者副主编，在全国大健

康、康复医学和中国老龄化等领域具有重要影响力。

吕泽平

郑鹏远

潘树义

陈作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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脑功能检测与调控康复分论坛主席

教授，主任医师，博士生导师。上海中医药大学康复医

学院院长，研究所所长。亚洲大洋洲神经康复学会传统

补充整合康复专委会主席，中国康复医学会副秘书长，

脑功能检测与调控康复专委会主委，上海领军人才。

眩晕康复分论坛主席

主任医师，教授，博士生导师。北京市耳鼻咽喉科研究

所副所长，北京同仁医院耳鼻咽喉头颈外科中心行政办

主任。中国康复医学会眩晕康复专委会主任委员，国家

卫健委全国防聋治聋技术指导组办公室主任。

生殖健康分论坛主席

医学博士，主任医师，硕士博士生导师。上海交通大

学医学院附属第九人民医院辅助生殖科主任。中国辅

助生殖技术界自然周期、轻微刺激和玻璃化胚胎冷冻

等技术的倡导和开拓者，国际辅助生殖高效黄体期促

排 卵 的 开 创 者 ， 原 创 的 高 孕 激 素 状 态 下 促 排 卵

（PPOS）技术引领行业发展新潮流，研发上使本行

业试剂器材首次有了中国设计（胚胎冻融培养基）和

中国产品（新型取卵针）。主持国家自然基金、市科

委、985转化医学等多项课题，发表创新学术研究受到

国际高度关注并有专利多项。

产后康复分论坛主席

医学博士、妇产科主任医师、研究员。国家卫生健康委科研

所女性临床研究室主任，中国康复医学会产后康复专业委员

会主任委员，中国协和医科大学发妇产科研究生导师。

单春雷

匡延平

刘   博

邹   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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营养与康复分论坛主席

教授，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营养系副主任，上海营养学会

副理事长兼秘书长，妇幼专业主任委员，上海学生营养与

健康促进会副会长，中国营养学会理事，科普工作委员会

副主任委员，中国食品科学技术学会理事，中国学生营养

与健康促进会常务理事，中国健康教育协会理事。

针灸技术与康复分论坛主席

河南中医药大学教授，博士生（后）导师，针灸研究所所

长，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十二五中医药重点学科针灸学学科

带头人，教育部特色专业建设点针灸推拿学负责人，全国

针灸标准工作委员会委员，《中国针灸》杂志编委。

颅脑创伤康复分论坛主席

主任医师，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康复研究中心北

京博爱医院神经康复三科主任。中国康复医学会重症

康复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北京市住院医师规范化

培训康复医学委员会主任委员等。

肾脏病康复分论坛主席

教授，主任医师，博士生导师。北京大学人民医院肾内

科主任。中国康复医学会肾脏病康复专业委员会主任委

员，中国医院协会血液净化中心管理分会主任委员，中

国医疗装备协会血液净化设备技术委员会主任委员，中

国研究型医院学会血液净化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中关

村肾病血液净化创新联盟理事长。

左   力

蔡美琴

高希言

张   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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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复机构管理 & 科技管理与评估联合分论坛主席

教授，主任医师，博士生导师。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专

家，首都劳动奖章获得者。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康复医

院、北京康复医学院院长。成功带领传统疗养院转型为学

院型康复医院，是现代康复医院建设的引领者，“大康

复，强综合”康复医院运营管理模式的开拓者和实践者。

中国康复医疗机构联盟主席，中国康复医学会副秘书长、

常务理事，康复机构管理专委会主任委员等。承担或参与

省部级以上课题近10项，发表论文30余篇，其中以第一作

者、通讯作者发表SCI论文12篇。

康复机构管理 & 科技管理与评估联合分论坛主席

教授，主任医师，博士生导师。首都医科大学北京康复

医学院副院长。康复医学与理疗学博士，美国北德克萨

斯大学访问学者，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科技部重大项目

评审专家。中国抗衰老促进会康复分会会长，中国医师

协会康复医师分会中西医结合康复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

员，中国康复医学会重症康复专业委员会、帕金森病与

运动障碍康复专业委员会、标准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

等。累计发表论文60余篇，其中SCI论文10篇。

减重与代谢康复分论坛主席

教授，主任医师，硕士生导师。上海市第六人民医院

减重代谢外科主任，中国康复医学会减重代谢康复专

业委员会主任委员，中国医师协会外科医师分会肥胖

与糖尿病外科医师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中国研究型医

院学会肥胖与代谢外科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

2020 中国康复机器人论坛主席

教授，博士生导师。上海理工大学康复工程与技术研

究所所长，上海康复器械工程技术研究中心主任，上

海市高水平大学“康复工程”重点创新团队负责人。

中国康复医学会常务理事兼康复工程与产业促进专委

会主任委员、康复机器人联盟理事长，中国康复辅助

器具协会康复器材专委会主委兼秘书长，亚洲康复工

程与辅助技术联盟前主席，上海重点科技领域（康复

器械）技术预见首席专家，上海市生物医学工程学会

康复工程专委会主委等。

席家宁

张   频

公维军

喻洪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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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家康复分论坛主席

教授，主任医师，博士生导师，现任WHO康复合作中

心主任、中山大学七院康复医学科学科带头人、中山医

学院康复系主任，现任ISPRM国际交流委员会亚澳区主

任，中国康复医学会常务理事兼居家康复专委会主委。

智能康复分论坛主席

教授、博士生导师。国家万人计划科技创新领军人才、人机智

能技术与系统教育部工程研究中心负责人、电子科技大学机器

人研究中心主任，人工智能研究院副院长、美国卡内基梅隆大

学博士后。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计划、电子科技大学百人计

划、四川省千人计划入选者，国家中青年科技创新领军人

才。IEEE高级会员，中国自动化学会认知系统与信号处理专委

会副主任，四川省医用机器人和医学智能化专委会共同发起人

兼副主任。主持完成/在研超过7项国家级项目，其中重点研发

计划项目1项和国家自然基金项目6项（重点1项和面上3项）。

综合医院“大康复”发展分论坛主席

研究员，上海市第七人民医院院长，中国康复医学会

健康管理专业委员会第一届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中国

卫生信息学会健康医疗大数据中医药专业委员会副主

任委员，上海市中西医结合学会副会长，上海市中西

医结合学会管理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上海市浦东新

区医学会医院管理专委会主任委员。在《中国医院管

理》《解放军医院管理杂志》《中华医院管理杂志》

等多家核心期刊发表论文30余篇，SCI论文10余篇。

运动康复专题学习班负责人

4S运动体能康复学院创始人，院长。中国非公立医疗

机构康复医疗专业委员会副主委，中国康复医学会疼

痛康复专委会运动康复学组主任委员、康复治疗专委

会体医融合学组主任委员，中国体育科学学会“体能

训练师”认证专家组成员，中国医院救援协会运动伤

害分会运动伤害防护学组常务委员，昆明医科大学康

复学院、广西玉林师范学院、内蒙体育职业学院、广

州体育职业技术学院、吉林体育学院运动健康技术学

院等多所高校客座教授。

黄东锋

王杰宁 相福通

程   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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