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8广州国际康复论坛

尊敬的  先生/女士，您好！

2018广州国际康复论坛将于2018年04月在广州召开。

会议内容会议内容

论坛主旨口号论坛主旨口号

无疆界康复的创新发展

Interscience Innovation for Rehabilitation Development

时间时间

2018年4月2至4日

地点地点

中国•广州•保利世贸博览馆

大会官方大会官方语言语言

英语•汉语

论坛介绍论坛介绍

广州国际康复论坛(IRCF)创立于2014年3月，与中国广州国际康复设备及福祉辅具展览会同期同址召开，已成功举办
四届，是国际知名度最高的中国康复论坛。做到了多方面领跑国内行业；国内外注册参会代表最多，平行会议与分
论坛学术领域最广，会议场次与分论坛数量最多，演讲专家人数最多，产品展示区规模最大，参展企业数量最多，
是国际化运营管理程度最高的年度盛会。

正如论坛创立至今的主旨“无疆界康复的创新发展”，IRCF一直聚焦康复领域的研究探索与实践创新，内容之新颖
开行业之先河。通过“跨学科、跨系统、跨国界、跨职业群体”的交流合作，不断探索国内外前沿发展趋势。笃行
实践WHO行动计划，推动全球康复与健康事业发展，造福全人类。

IRCF 2018的会场和展厅总面积为2.5万平方米，各类平行会议、技术培训班、工作坊、学术分论坛、竞赛类项目等
主题分会场超过30场，预计本届大会参观展览及参加论坛总人数将突破3万人。

 

主办单位主办单位



中国国际经济技术交流中心

中山大学

特邀协办特邀协办

世界卫生组织康复合作中心

中国康复研究中心

国际物理医学与康复医学学会国际交流委员会

中国国际康复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

中国康复器具协会足部辅具专业委员会

广东省残疾人康复协会

广东省康复医学与临床转化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国际肉毒毒素教育协会 

肉毒毒素学院

区域协办区域协办

广东省残疾人辅助器具资源中心

中山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中山大学新华学院

广东省假肢康复中心

广东省工伤康复中心

广州体育学院

广东省康复医学会

广东省医师协会康复科医师分会

广东省医院管理协会康复医学管理分会

广东省康复产业技术创新联盟

香港执业物理治疗师协会

香港职业治疗学院

澳门康复医学会

承办单位承办单位

广州市金晔展览有限公司

核心组织机构核心组织机构

大会主席：大会主席：



黄东锋

执行主席：执行主席：

范建中

秘书长：秘书长：

王楚怀

嘉宾主席团（按姓氏笔画顺序排列）：嘉宾主席团（按姓氏笔画顺序排列）：

Bryan OYOUNG(美国)、Sam WU(美国)、李建军、吴毅、邵明、岳寿伟

专题特约专家（按专题特约专家（按姓氏笔画姓氏笔画顺序排列）：顺序排列）：

Antonio STECCO(意大利)、Areerat SUPUTTITADA(泰国)、Giampaolo de SENA(意大利)、Reynaldo R. REY-
MATIAS（菲律宾）、Sheila PURVES(加拿大)、马超、王于领、乔晋琳、刘刚、陈建平、武继祥、胡波、柯晓燕、
郭兰、蔡文智 (名单陆续增加中)

特邀专家（按特邀专家（按姓氏笔画姓氏笔画顺序排列）：顺序排列）：

丁芳、丁慧、万汉明（中国澳门）、马诚、马超、王玉、王玉龙、王宁华、王朴、王秀岚、王彤、王青、王珏、王
俊华、王惠芳、王翔、王强、王睦雄、王磊、毛玉瑢、卞瑞豪、方新、方蘅英、孔学君(美国)、邓复旦（中国台
湾）、石秀娥、卢漫、叶正茂、叶永玉(中国香港)、丘卫红、丛芳、邝永祥(中国香港)、兰月、朱天刚、朱玉连、朱
贤胜、仲格嘉、刘合建、刘振寰、刘健、刘朝晖、刘惠宇、刘惠林、刘鹏、关雄熹(中国香港)、祁奇、许光旭、许红
霞、孙明晓、麦坚凝、严励、杜海柱、李云、李玉明、李乐、李达、李光林、李林、李咏雪、李奎成、李胜(美国)、
李铁山、李萍英（中国香港）、李廖沙(美国)、杨万章、杨卫新、杨秋苑、杨恒文、杨海芳、吴文、邱宏仁(中国台
湾)、何霞、余瑾、冷秀玉、汪波、汪萍、汪黎明、宋虎杰、宋嵘、张帆、张华斌、张志杰、张志强、张卓、张国
林、张晓玉、张盘德、张盘德、张皓、陆晓、陈旭红、陈庆儒(中国台湾)、陈红霞、陈卓铭、陈明强、陈定章、陈美
玉（美国）、陈黄怡（中国香港）、陈智辉(中国香港)、陈影、邵明、武百山、苗欣、范佳进、林国徽、尚清、罗
军、罗颂华(中国香港)、罗锦兴(中国台湾)、金宇、周江林、周君桂、周维金、周惠嫦、庞灵、单春雷、孟玲、赵正
全、赵明中、胡昔权、拜玉明(美国)、姜志梅、洪佩贤、姚贵忠、姚颖、耿香菊、贾杰、贾勤、贾福军、徐开寿、徐
光华、徐光青、徐宇彤(中国香港)、徐桂凤、郭凤宜(美国)、郭延庆、郭琪、唐久来、唐木德、唐丹、唐强、黄庆
华、黄国志、黄晓琳、黄锦文（中国香港）、曹宁、曹民佑、曹建国、鄂占森、崔立刚、梁自文、梁崎、彭志
坚、曾永康（中国香港）、曾洁雯(中国香港)、谢青、谢韶东、蓝宁、窦祖林、静进、蔡永裕(中国台湾)、蔡树河、

廖华芳(中国台湾)、廖远朋、廖维靖、潘钰、潘翠环、燕铁斌、燕楠 (名单陆续增加中)

精彩主题活动精彩主题活动

会前专业技术培训班（培训项目增加中）会前专业技术培训班（培训项目增加中）

临床康复肌骨超声介导技术培训班(2018春季)

肉毒毒素临床应用进展及精准注射培训班

康复治疗新趋向-肿瘤康复学习班

平行主题会议平行主题会议



2018中国市县乡康复发展论坛

康复中国万里行2018启动仪式              

第十一届自闭症康复与发展研讨会

2018春季康复医疗设备团购会

学术分论坛主题：（主题项目增加中）学术分论坛主题：（主题项目增加中）    

心脏康复

帕金森康复

脑卒中及脑损伤康复

认知语言康复

儿童展能与康复（语言及吞咽）

疼痛康复

运动创伤及运动康复

足部康复

康复护理新进展

国际论坛论文交流

Workshop工作坊Workshop工作坊：：

陈氏摇摆手法诊疗技术                  

MTT医学运动康复                       

意式筋膜手法    

    

专业竞赛项目专业竞赛项目：：

“科莱瑞迪杯”低温矫形支具制作技能大赛

“科莱瑞迪杯”辅具设计大赛  

会议日程会议日程

2018年4月2日（周一）

 

9:00-17:00 注册报到

   

会议厅A



时间 主讲 主题内容

治疗师，如何提升自己

13:30-14:10 曾永康(中国香港) 专业培训的机遇：香港职业治疗师和物理治疗师的培训

14:10-14:50 赵炳楠 物理治疗师，把握自己的未来

14:50-15:00 提问与讨论

15:00-15:30 茶歇

15:30-16:10 王南梅 从学科教育到临床教育：言语治疗师的精益求精

16:10-16:50 待定 待定

16:50-17:00 提问与讨论

   

会议厅B

时间 主讲 主题内容

2018中国市县乡康复发展论坛暨2018康复运营管理院长高峰论坛
主题：名家观点

9:30-9:40 方国恩 致开幕辞

9:40-10:05 高臻 康复体系建设的探索与思考

10:05-10:15 茶歇

10:15-10:45 Dianne Davis 新时代的老龄化问题

10:45-11:10 朱一平 残联康复医院的发展出路

11:10-11:35 周新建 企业医院机构如何转型

11:35-12:00 沈敏海 康复专科医院连锁化发展的投资运营管理策略

12:00-13:30 午餐

13:30-14:00 成扶真 康复机构品牌建设



14:00-14:30 虞乐华 康复专科联盟与三级康复医疗服务体系建设

14:30-15:00 彭志坚 新形势下县域康复专科医院发展实践

15:00-15:10 李妍伶 新型康教项目的应用与发展

15:10-15:30 茶歇

15:30-16:00 蒋萌 起死回生--康复医院的自新和盈利之路

16:00-16:30 庄小强 康复医学科建设面临的挑战探讨

16:30-17:00 李克 康复机构成功要素分析

18:30-20:00 2018广州国际康复论坛开幕联谊晚宴

   

2018康复运营管理院长高峰论坛-成功机构探访交流活动

4月3日

14:00-17:00 成功机构探访：中山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4月4日

8:30-11:30 成功机构探访：广东省工伤康复中心

   

会议厅C

全国康复科学与技术论文大赛专场

13:30-17:00

主办单位：教育部生物医学工程教学指导委员会
          广州国际康复论坛组委会
承办单位：教育部生物医学工程教学指导委员会康复科学与技术教材编写委员会
首席执行官：王珏、李光林、尧德中、罗锦兴、黄东锋
秘书长：李乐
专家组组长：吴文
专家评审组：吴文、李乐、王朴、魏全、罗炜樑、宋嵘、赵文汝、柴新禹



   

会议厅D

时间 主讲 主题内容

姿势控制的理论与实践

13:30-14:10 王健 姿势控制研究新进展

14:10-14:50 王楚怀 姿势控制及其在康复中的应用

14:50-15:00 提问与讨论

15:00-15:30 茶歇

15:30-16:10 薛爱荣 姿势评估-医生的第二双眼睛

16:10-16:50 周华军 姿势分析与动作评估：静与动的哲学

16:50-17:00 提问与讨论

   

会议厅E

时间 主讲 主题内容

儿童发育及展能

13:30-14:10 徐开寿 基于英国NICE的脑瘫临床康复指南

14:10-14:50 廖洪波 “结伴康复”对特殊儿童康复和发展的促进效应

14:50-15:00 提问与讨论

15:00-15:30 茶歇

15:30-16:10 陈旭红 特殊儿童情绪行为问题评估及处理策略

16:10-16:50 杨恒文  非洲鼓在特殊儿童康复教育领域的独特作用



16:50-17:00 提问与讨论

   

会议厅F

时间 主讲 主题内容

临床康复护理新进展

13:30-14:10  刘小芳 脑卒中康复护理早期介入

14:10-14:50 贾勤 脊髓损伤患者早期并发症预见性的康复护理策略

14:50-15:00 提问与讨论

15:00-15:30 茶歇

15:30-16:10 胡爱玲 脊髓损伤患者的压疮预防与处理

16:10-16:50 李艳芬 CARF标准下护理健康教育的实施

16:50-17:00 提问与讨论

   

2018年4月3日（周二）

   

会议厅A

时间 主讲 主题内容

心脏康复

9:00-9:40 郭兰  综合医院如何落实心脏康复的措施？ 

9:40-10:20 魏全 心脏康复的基础和临床研究进展

10:20-10:30 提问与讨论



10:30-11:00 茶歇

11:00-11:40 董吁钢 待定

11:40-12:20 待定 待定

12:20-12:30 提问与讨论

12:30-13:30 午餐

运动创伤及运动康复

13:30-14:10 梁润辉 浮针疗法：一种创新治疗对运动损伤和运动康复的临床应用

14:10-14:50 刘刚 基于时间窗口的膝关节运动损伤康复策略

14:50-15:00 提问与讨论

15:00-15:30 茶歇

15:30-16:10 胡波 MTT医学运动康复的临床应用

16:10-16:50
Antonio Stecco
(意大利)

筋膜：中西医的结缔组织

16:50-17:00 提问与讨论

   

会议厅B

时间 主讲 主题内容

2018中国市县乡康复发展论坛暨2018康复运营管理院长高峰论坛
主题：院长对话

8:30-9:30
张宁 王建立 成扶真 
付雄 赵俊祥

院长对话（一）：如何解决康复机构患者来源问题

9:30-10:00 靖冰 百佳康复中心机构联盟筹备会

10:00-10:20 茶歇



10:20-11:00 方国恩 牛恩喜 黄东锋  李克 康复服务行 — 2018康复中国万里行发车仪式

11:00-12:00
宋利东 吴宗辉 宋哲 
王玉林 李恩耀

院长对话(二）：如何提高康复机构效益

12:00-13:30 午餐

2018康复经营管理经销商论坛
主题：新形势下经营公司发展的机遇与挑战

13:30-14:00 陈作兵 新形势下康复发展未来的机会和挑战

14:00-14:20 刘刚 供给侧改革背景下社区康复的机遇和挑战

14:20-14:40 颁奖嘉宾：黄东锋

2018新产品推荐及新产品之星颁奖

14:40-15:00 新产品之星钻石奖代表

15:00-15:10 茶歇

15:10-16:40 徐保国 中国康复营销未来3年发展分析-康复营销3.0

16:40-16:10 付雄 新医改形式下经销商的发展思路

16:10-17:00 胡军、倪勇、陆云良 对话：康复经营企业如何转型对话

18:30-20:00 市县乡康复发展论坛机构探访总结晚宴

   

会议厅C

时间 主讲 主题内容

帕金森康复

9:00-9:40 邵明 帕金森病的康复

9:40-10:20 李咏雪  LSVT Loud训练对帕金森病言语障碍的影响

10:20-10:30 提问与讨论

10:30-11:00 茶歇

11:00-11:40 王青 康复疗法对帕金森病步态和语言障碍的研究进展



11:40-12:20 卞瑞豪 帕金森病人的运动障碍干预-LSVT BIG

12:20-12:30 提问与讨论

12:30-13:30 午餐

脑卒中及脑损伤康复

13:30-14:10 吴毅 颅脑损伤致昏迷患者的促醒康复治疗

14:10-14:50 徐光青 脑血管病与脑类淋巴通道功能紊乱-认知康复新靶点

14:50-15:00 提问与讨论

15:00-15:30 茶歇

15:30-16:10 刘朝晖 脑损伤后肌痉挛的物理治疗

16:10-16:50 胡昔权 重复经颅磁刺激在脑卒中康复中的应用与研究

16:50-17:00 提问与讨论

   

会议厅D

时间 主讲 主题内容

普康科健-呼吸睡眠康复

9:00-9:40 郭兮恒 睡眠大数据与睡眠健康管理

9:40-10:20 张小年 神经重症的呼吸康复

10:20-10:30 提问与讨论

10:30-11:00 茶歇

11:00-11:40 李世通 中医睡眠心理在康复科的应用

11:40-12:20 李昌竹 华为睡眠智能大数据



12:20-12:30 提问与讨论

12:30-13:30 午餐

工作坊：慢性疼痛-一种有效的脊髓敏化法

13:30-14:30 Giampaolo De SENA(德国) 理解慢性疼痛综合征的脊髓及中枢敏化

14:30-14:50 Reynaldo Rey MATIAS(菲律宾) 从胚胎学的角度理解节段化的致敏

14:50-15:15
Bryan O'YOUNG
(美国)

肌筋膜疼痛：实用脱敏疗法

15:15-15:30 茶歇

15:30-16:00
Bryan O'YOUNG
(美国)

意念对于疼痛的中枢脱敏作用

16:00-16:30 Giampaolo De SENA(德国) 皮肤疼痛的脱敏

16:30-17:15

Bryan O'YOUNG
(美国)

实操演示

Giampaolo De SENA(德国)

   

会议厅E

时间 主讲 主题内容

儿童康复（言语与吞咽）

9:00-9:40 陈卓铭 构音与语音康复

9:40-10:20 王南梅(中国台湾) 儿童吶语症：理论至临床

10:20-10:30 提问与讨论

10:30-11:00 茶歇



11:00-11:40 周惠嫦 婴幼儿吞咽障碍的治疗策略

11:40-12:20 唐木得  OPT口部定位治疗

12:20-12:30 提问与讨论

12:30-13:30 午餐

第十一届自闭症康复与发展研讨会 

13:00-14:30 静进
干预：通过职业化的培训，建立职业技能，生活自理和情绪管
理能力，以及和家庭方面的配合

14:30-15:30 曾海辉 干预 -通过医疗康复方案: 医院和家庭的共同努力

15:30-15:45 茶歇

15:45-17:30 冯冠佳
干预:  生态化系统理论 -  综合性、系统性和发展性的模式和思
路

   

会议厅F

时间 主讲 主题内容

足踝损伤——微创、康复与竞技运动

9:00-9:30 王惠芳 足踝运动创伤术后竞技能力的康复

9:30-10:00 南海鸥 舟骰骨功能障碍的物理康复

10:00-10:30 病例讨论1

10:30-11:00 茶歇

11:00-11:30 胡跃林 踝关节不稳的诊断、微创治疗和康复原则

11:30-12:00 陈亚平 慢性踝关节不稳的阶段性康复治疗

12:00-12:30 病例讨论2

12:30-13:30 午餐



重症康复

13:30-14:10

范建中

重症康复病房护理专科团队构建与管理

周君桂

14:10-14:50 管向东 重症相关康复治疗进展

14:50-15:00 病例讨论1

15:00-15:30 茶歇

15:30-16:10 刘宏亮 重症康复策略与实践

16:10-16:50 潘化平 困难撤机原因分析与物理治疗价值

16:50-17:00 病例讨论2

   

2018年4月4日（周三）

   

会议厅A

时间 主讲 主题内容

中国传统康复

9:00-9:30 宓士军 超声可视化针刀精准治疗疼痛性疾病

9:30-10:00 符文彬 疏肝调神针灸治疗抑郁障碍的研究

10:00-10:30 病例讨论1

10:30-11:00 茶歇

11:00-11:30 罗军 颈椎病的肌筋膜疼痛触发点中医治疗体会

11:30-12:00 黄保民(马来西亚) 马来西亚中医治疗骨折康复的进展与困境

12:00-12:30 病例讨论2



   

会议厅B

时间 主讲 主题内容

疼痛康复

9:00-9:40 乔晋琳 针刀医学原理及可视化研究进展

9:40-10:20
Bryan O'YOUNG
(美国)

慢性疼痛的管理：O'Young医生的实用概念疗法

10:20-10:30 提问与讨论

10:30-11:00 茶歇

11:00-11:40 马超 超声引导下注射在慢性疼痛疾患中的应用

11:40-12:20 王朴 脑卒中后肩部疼痛：从评估到治疗，从分类到机制

12:20-12:30 提问与讨论

   

会议厅D

工作坊：意式筋膜手法

9:00-12:30 主讲：Antonio Stecco(意大利)

   

会议厅E

时间 主讲 主题内容

第十一届自闭症康复与发展研讨会 

9:00-12:30
Richard Solomon
(美国)

“玩乐”自闭症干预方案：从临床实践到研究到全国范围内实
施



12:10-13:30 午餐

13:30-15:30 邹小兵 干预 - 理解评估技巧及可行康复方案

15:30-17:00 待定 待定

会议门票会议门票

注册人员类别注册人员类别

中期注册中期注册

(2018/3/16以前)(2018/3/16以前)
会议注册会议注册

海外参会人员 250美金 300美金

低收入国家参会人员 150美金 180美金

国内参会人员 1200人民币 1500人民币

住院医师/治疗师/护士 800人民币 1000人民币

 

2）团体注册优惠：2）团体注册优惠：

团体注册10人以上，享受缴费时段标准价格八五折优惠

 

备注说明：

1) 缴费注册的代表可获得国家继续教育Ⅰ类学分10分（编号：2017-16-00-119）。

2) 缴费注册代表享有包括会议资料、代表证、茶歇服务、午餐。

3) 港澳台地区注册代表缴费享有国内代表同等注册待遇。

4) 各技术培训班与中国市县乡康复发展论坛收费标准按照其具体通知为准，费用已包含广州国际康复论坛注册费各技术培训班与中国市县乡康复发展论坛收费标准按照其具体通知为准，费用已包含广州国际康复论坛注册费
用。用。同时，只注册康复论坛则不能享有各技术培训班及中国市县乡康复发展论坛的参加资格。同时，只注册康复论坛则不能享有各技术培训班及中国市县乡康复发展论坛的参加资格。

5) 2018年3月23日之前申请取消正式注册代表资格的已缴费人员，大会扣取每人人民币500元违约金，逾期不再受
理退款和变更。

 

住宿信息住宿信息

大会统一安排住宿，参会代表统一入住大会指定合作酒店（含早餐），住宿、晚餐与交通费自理，费用回单位报
销，提前注册参会者将优先获得酒店房间至房满为止。

活动家 

成都云数海量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2018年3月31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