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4:00-16:00 大会报到

16:00-18:00 中国非公立医疗机构协会骨科专业委员会成立大会 309A

18:00-20:00 晚餐

3楼报告厅

授牌 赵书贵

郝德明

田  伟

08:20-08:50 国家非公医疗发展政策解读 姚建红

08:50-09:20 社会办医，大有作为 郝德明

09:20-09:50 非公立医疗机构骨科专业调研情况介绍 田  伟

4/15/2017

致辞

 主持：赵书贵、裴福兴、杨惠林

中国非公立医疗机构协会
骨科专业委员会成立大会暨首届年会

北京国家会议中心 2017年4月14日-15日

时间 活动内容

                主持：蒋协远

4/14/2017 下午

上午

开幕式

特邀专家讲坛       

08:00-08:20



09:50-10:05 茶歇 

10:05-10:30 非公立医疗机构与公立医院资源共享、增进合作、会诊机制探讨 吴海山

10:30-10:55 非公立医疗品牌建设解读 宋爱国

10:55-11:20 非公立骨科的困难与求解 谭  军

                                      主持：吴海山、陈峰

11:20-11:40 医保精细化管理在骨科的应用 王  岩

11:40-12:00 医患关系现状分析及应对策略 陈  伟  

12:00-13:30

301AB

13:30-13:35

                            主持：杨惠林，刘  波 ，赵  凯

13:35-13:50 胸腰椎骨折骨不连的微创治疗 杨惠林

13:50-14:05 胸腔镜辅助下胸腰段脊柱疾病的前路手术及固定 赵  凯

14:05-14:11 PKP与PVP对累及终板的OVCF短期疗效对比 胡  波

4/15/2017

下午

第一节

主持：李  明、肖正权、张长青

午餐

脊柱外科会场

开幕式

上午



14:11-14:17
椎体成形术（PVP）治疗老年人骨质疏松性压缩性骨折的临床
疗效

毛继鹏

14:17-14:23
骨水泥强化椎弓根螺钉置入内固定治疗骨质疏松性压缩性骨
折的临床效果观察

高贵营

14:23-14:29 微创经皮椎弓根螺钉内固定治疗胸腰椎爆裂骨折 李培龙

14:29-14:40 讨论

                            主持：李  明，谭  军，李  利  

14:40-14:55 退变性脊柱侧凸的矫形方式和技术要点 李  明

14:55-15:10 结核性后凸畸形矫正神经并发症的防治策略 李  利

15:10-15:16
颈前路与后路手术治疗多节段脊髓型颈椎病的临床疗效对比
分析

韩德韬

15:16-15:22 经寰枢椎椎弓根内固定影像学个性化设计及临床应用 贾卫斗

15:22-15:28
国人寰椎Resnick技术置入椎弓根螺钉后相关径线的解剖学测
量及临床应用

陈  建

15:28-15:34
应用零切迹椎间融合固定系统治疗单节段颈椎间盘突出症的
疗效观察

王  伟

15:34-15:45 讨论

15:45-16:00

                           主持：张  为，王鸿晨，倪文卓    

4/15/2017

下午

第二节

茶歇 

第三节



16:00-16:15 经髂脊入路椎间孔镜手术治疗腰5骶1椎间盘突出症 张  为

16:15-16:30 椎间孔镜BEIS技术 王鸿晨

16:30-16:36 椎间孔镜与椎板开窗治疗腰椎间盘突出症的临床对比 秦世强

16:36-16:42 椎间孔镜手术不良事件及预防 郭海牛

16:42-16:48 一例椎间盘镜下减压治疗far out syndrome报道 曾蔚林

16:48-16:54 腰椎间盘突出的自然吸收1例临床报告 邓海彦

16:54-17:05 讨论

                               主持：项乃强，徐卫星，宋爱国

17:05-17:20 中国脊柱外科手术的演化: 未来展望 项乃强

17:20-17:35 腰椎间盘突出症的阶梯治疗 徐卫星

17:35-17:41 增强民营医院骨科竞争力的实践与探索 柯雯昙

17:41-17:47 浅谈腰椎间盘突出、腰椎管狭窄症的治疗体会 李金松

17:47-17:53 不同手术入路治疗胸腰段骨折临床对比研究 黄立军

17:53-17:59 自体嗅粘膜固有层移植治疗慢性脊髓损伤 路继科

17:59-18:10 讨论

4/15/2017

下午

第四节



302AB

开幕式

13:35-13:55 骨科手术病人的全程管理模式 吴海山

13:55-14:15 老年肩袖撕裂的治疗特点 薛庆云

14:15-14:30 膝关节骨关节炎的阶梯性治疗 刘  刚

14:30-14:45 关节腔注射几丁糖与玻璃酸钠治疗骨关节炎的临床疗效观察 潘天涛

14:45-15:05 复杂髋关节置换术的术前计划 高忠礼

15:05-15:25 全髋置换健康教育指南 高小雁

15:25-15:40 射频热凝术治疗Hoffa病的临床疗效观察 陆蕴松

15:40-15:45 讨论（第一节和第二节）

15:45-16:00

4/15/2017

下午

13:30-13:35

第一节

 主持：裴福兴，吴海山，王黎明                         

第二节

 主持：薛庆云，周一新，高忠礼                         

致辞：吴海山

茶歇 

关节外科会场



16:00-16:20 围麻醉期管理 周  雁

16:20-16:40 老年髋关节翻修患者的麻醉选择及管理 张  伟

16:40-16:55 假体周围感染的处理流程 王立伟

16:55-17:15 跨医院医患团队协作平台的应用 唐  浩

17:15-17:30 无痛病房模式在TKA术后早期功能康复中的应用疗效观察 王建业

17:30-17:45 泰勒空间外架在下肢畸形中的应用 崔雅南

17:45-17:50 讨论（第三节和第四节）

3楼报告厅

13:30-13:35

13:35-14:05 桡骨远端骨折的诊断和治疗 贡小英

4/15/2017

下午

创伤骨科&运动医学会场

第四节

 主持：冯  宾，倪文卓 ，张  伟                           

第一节

                主持：陈伟高，李开南                             

开幕式

第三节

 主持：陈伟高，高小雁，周  雁                           



14:05-14:20 创伤骨科空地一体化救治 包文华

14:20-14:35 微创骶髂三角固定在垂直不稳定骨盆后环损伤中的应用 陈同林

14:35-14:50
经三角肌入路与传统入路置入锁定钢板治疗肱骨近端骨折的M
eta分析

杨超凡

14:50-15:05 民营医院手术治疗老龄髋部骨折患者94例体会 柯雯昙

15:05-15:20 关节镜下喙突移位治疗复发性肩关节前脱位的疗效 李  旭

15:20-15:35
喙锁韧带重建联合钩钢板固定治疗肩锁关节脱位的临床疗效
分析

印  飞

15:35-15:45 讨论

15:45-16:00

16:00-16:15 骶髂关节螺钉治疗骨盆后环骨折 赵春鹏

16:15-16:30 髋关节外科脱位入路治疗PipkinⅠ和Ⅱ型股骨头骨折 邹豪杰

16:30-16:45 骨科多发创伤救治模式与病例分享 郭友福

16:45-17:00 胫骨平台后外侧骨折的治疗 李卫华

17:00-17:15 大肢体离断合并严重复合伤的救治体会 董其强

17:15-17:30 跟骨关节内骨折手术治疗与围手术期处理 赵  科

第二节

 主持：宋爱国，贡小英  

4/15/2017

下午

茶歇 



17:30-17:45
可吸收骨粉载药抗生素联合皮瓣修复技术在慢性骨感染并皮
肤软组织缺损创面治疗中的运用

徐伟华

17:45-18:00 讨论

303AB

13:30-13:35

13:35-13:50 Ollier病的诊断及治疗进展 田  文

13:50-14:05 香港公私營医疗合作经验 陈平德

14:05-14:15 慢性骨髓炎的外科治疗 唐林俊

14:15-14:25 特殊类型的断指再植 侯建玺

14:25-14:35 显微外科技术在四肢创伤修复中的应用 陈福生

14:35-14:40 讨论

14:40-14:55 DRUJ韧带损伤的解剖、生理、诊断和治疗 陈山林

14:55-15:10 手術室團隊安全管理文化之浅谈 尹少豪

开幕式

第一节

 主持：田光磊，张长青， 陈平德                      

第二节

 主持：田  文，唐林俊，尹少豪                         

4/15/2017

下午

手外科会场



15:10-15:20 踝部结构性组织缺损显微微创修复重建 任志勇

15:20-15:30 悬吊重建法治疗纽扣指畸形 侯忠军

15:30-15:40 桥式交叉皮瓣联合游离皮瓣修复小腿复杂创面的蒂部改良 鲍  锟

15:40-15:50 股前外侧皮瓣在手外科的个性化应用 雷彦文

15:50-16:00

16:00-16:10 急性舟骨骨折手术治疗：数字化技术 郭  阳

16:10-16:20 足部瓦合皮瓣联合植骨再造不同程度拇指缺损 周广良

16:20-16:30 多指多节断指再植临床研究 宋振有

16:30-16:40 Illizarov 技术在手外科的应用 朱  辉

16:40-16:50 复拇畸形的治疗对策 林  跃

16:50-17:00 邻指顺、逆行动脉岛状皮瓣在手指远端软组织缺损的应用 李培龙

17:00-17:10 腕管综合征各种治疗方法优缺点的比较及分析 朱柯楠

主持：郭  阳，任志勇，周广良                            

茶歇 

第三节

 主持：陈山林，侯建玺，陈福生                    

第四节

4/15/2017

下午



17:10-17:20 手部创伤的皮瓣修复 郭晓宇

17:20-17:30 拇指旋转撕脱性离断伤改良再植方法的探讨 徐伟华

17:30-17:40 手部软组织缺损的精准修复 田  林

17:40-17:50
Flow-
through静脉皮瓣在伴动脉缺损的上肢复杂损伤保肢治疗中的

郑大伟

17:50-18:00 后路副神经移位肩胛上神经治疗臂丛神经臂丛根性撕脱伤 张松健

305

13:30-13:40

13:40-13:55 弹性髓内针治疗儿童股骨干骨折 杨大兴

13:55-14:10 小儿骨折的流行病学分析 王  超

14:10-14:30 重度股骨头骺滑脱的手术治疗 傅  刚

14:30-14:40 讨论

14:40-15:15 儿童特发性股骨头缺血坏死 王玉琨

第二节

开幕式

第一节

主持：郭  源 王玉琨                            

骨肿瘤&小儿骨科分会场

4/15/2017

下午

主持：朱振华 闫桂森                             



15:15-15:35 儿童脑瘫髋脱位的治疗 徐  刚

15:35-15:45 讨论

15:45-16:00 茶歇 

16:00-16:05 大剂量甲氨蝶呤血药浓度与肝肾功能相关性分析 王  哲

16:05-16:10 异环磷酰胺在骨肉瘤治疗中的常见副作用及处理措施 李鹏飞

16:10-16:15
单用rhG-CSF与rhG-CSF联合rhGM-
CSF对异环磷酰胺化疗后粒细胞减少治疗效果的比较

陈  龙

16:15-16:20 骨肉瘤化疗后Ⅳ度骨髓抑制的临床分析 杨  沛

16:20-16:25
健脾补肾中药联合重组人粒细胞刺激因子注射液防治骨肉瘤
异环磷酰胺化疗后骨髓抑制的临床观察

滕鸣健

16:25-16:35 讨论

16:35-16:40 甲泼尼龙注射治疗骨囊肿30例临床分析 胡宇贤

16:40-16:45 膝关节结核与色素沉着绒毛结节性滑膜炎鉴别要点 王向明

16:45-16:50 甲状旁腺功能亢进的棕色瘤3例临床分析 李海亮

第四节

第三节

4/15/2017

下午

 主持：鱼  锋，胡宇贤，杨  沛                             

主持：刘文生，王向明，李海亮                              



16:50-16:55 骨肉瘤中医证型与方药分析研究 刘  莹

16:55-17:00 小腿软组织软骨瘤一例报告 左运卿

17:00-17:10 讨论

17:10-17:14 术后拔除留置尿管的时机对膀胱排尿功能的影响 王  斌

17:14-17:18 护理干预对化疗患者PICC置管穿刺后出血预防效果的观察 方秋霞

17:18-17:22 浅谈肿瘤患者PICC置管术后护理体会 徐  洁

17:22-17:26 浅谈疼痛护理干预在骨肿瘤疼痛中的临床效果 曹真真

17:26-17:30 骨肉瘤患者化疗后低钾血症的延续性护理 贾  琳

17:30-17:34
连续、系统性术前健康教育对骨肿瘤截肢患者焦虑程度的影
响

郝冀东

17:34-17:38 护士接触化疗药物的职业防护现状及对策 刘  婷

17:38-17:42 心理干预对肿瘤病人的影响 李玉婷

17:42-17:46 心理干预对肿瘤负情绪的影响 刘  铭

第六节

第五节

4/15/2017

下午

主持：王  斌，王  辉，李  春

 主持：姚晋囡，郝冀东，刘  铭



17:46-17:50 激励理论在骨肿瘤化疗病人心理护理的应用 管白雪

17:50-18:00 讨论

4/15/2017

下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