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08:30-08:40 

08:40-08:50

08:50-09:00

09:00-09:20 青少年特发性脊柱侧凸协和（PUMC）分型的改良 邱贵兴

09:20-09:35 颈椎后凸畸形评估和手术方案选择 袁  文

09:35-09:50 3D打印人工椎体的临床价值 刘忠军

09:50-10:05
强直性脊柱炎“下颌-胸畸形”（chin on chest
deformity）：何时需颈椎截骨矫形？

邱  勇

10:05-10:20 寰椎椎弓根螺钉植入技巧 郝定均

10:20-10:35 创新思维在骨科实践中的应用 张英泽

10:35-10:50 中国城市创伤救治体系 姜保国

10:50-11:05 运动医学新进展 敖英芳

11:05-11:20 机器人关节置换术的过去、现在和未来 翁习生

11:20-11:35 骨及骨关节疾病的国家防控策略及行动 吴  静

4月14日

 主持：刘忠军，邱   勇 ，杨  泽

中华预防医学会第二届骨与关节病预防与控制学术会议暨
第三届积水潭骨科新进展研讨会

 主持：田   伟，敖英芳，马信龙

开幕式

主持：姜  旭

主任委员田伟教授致辞

第一节

特邀专家讲坛

顾问邱贵兴院士致辞

开幕式暨特邀专家讲坛（3层报告厅）

上午

国家会议中心-2017年4月14日

中华预防医学会领导致辞

学术日程

第二节



12:00-13:00

13:30-13:45 核心肌肉训练预防腰椎退行性疾病 王  欢

13:45-14:00 骨质疏松性胸腰椎骨折的防治进展 杨惠林

14:00-14:15 头盆环牵引在治疗重度脊柱畸形中的作用 李淳德

14:15-14:30 脊柱畸形三维矫形现代理念与技术进展 李  明

14:30-14:45 椎间隙感染与特殊病例报告 蒋电明

14:45-15:00 腰椎融合选择的新策略 闫景龙

15:00-15:15 有限减压动态稳定治疗腰椎管狭窄症的长期随访研究 海  涌

15:15-15:45 腰椎融合术后邻椎病（病例讨论） 赵凤东

15:45-16:00 茶歇 

16:00-16:15 复发性与多节段胸腰椎肿瘤全脊椎en-bloc整块切除 董  健

16:15-16:30 脊柱肿瘤手术几点思考 沈慧勇

16:30-16:45 颈椎前路手术后硬膜外血肿的预防措施 朱庆三

16:45-17:00 脊柱手术安全性的整体解决方案 姜建元

17:00-17:15 颈椎损伤的新进展 孙天胜

17:15-17:30 3D打印盘旋型人工髓核相关研究 马远征

17:30-18:00 枕颈部与寰枢椎畸形治疗策略（病例讨论） 刘宝戈

18:00-18:15 讨论

13:30-13:45 关节炎的运动疗法 林剑浩

13:45-14:00 关节炎治疗的新进展 史冬泉

14:00-14:15 截骨术在膝关节骨性关节炎预防和治疗中的角色 黄  野

14:15-14:30 髌股关节置换术的现状 吴立东

4月14日

4月14日 下午

下午4月14日

关节会场（302AB会议室)

 主持：周一新，翁习生，刘军

脊柱外科会场（301AB会议室)

第一节

 主持：陈长青，高延征，刘  波

午餐

第二节

 主持： 李中实，伍   骥，何   达

第一节

上午



14:30-14:45 单髁置换的适应症及疗效 杨  佩

14:45-14:55

14:55-15:15 人工关节置换术的疼痛管理 翁习生

15:15-15:30 如何提高人工髋关节的疗效 何   川

15:30-15:45 如何提高人工膝关节的疗效 马建兵

15:45-16:00 如何提高人工髋膝置换术患者围手术期的体验 周宗科

16:00-16:10

16:10-16:20

16:20-16:35 如何演绎复杂的翻修术 周一新

16:35-16:50 髋翻修术中骨缺损的处理 姜   旭

16:50-17:05 假体周围感染的诊断和处理 田   华

17:05-17:20 假体周围骨折的预防与处理 张国强

17:20-17:30

13:30-13:35

13:35-13:45 桡骨发育不良的显微外科治疗 顾立强

13:45-13:55 舟月不稳定进行性塌陷（SLAC）的治疗进展 徐文东

13:55-14:05 桡骨远端骨折治疗中应关注的相关问题 温树正

14:05-14:15 陈旧性下尺桡关节半脱位的诊治 宫可同

14:15-14:25 舟骨骨折不愈合进行性塌陷（SNAC）的治疗进展 刘  波

14:25-14:35 腕关节类风湿性关节炎的治疗进展 李文军

14:35-14:45 讨论

14:45-14:55 从导航到机器人：股骨头坏死的“精准治疗” 陈山林

下午4月14日

下午4月14日

手外科会场（303AB会议室）

第一节   腕关节疾患预防与诊治进展

 主持：顾立强，徐文东，李文军

第二节    青年股骨头坏死保头还是换头？

 主持：张长青，赵德伟，陈山林

 主持：张志强，王万春，夏亚一

讨论

致辞

讨论

第二节

 主持：姜旭，张卫国，张树栋

讨论

茶歇

第三节



14:55-15:05 股骨颈骨折显微修复新方法 赵德伟

15:05-15:15 股骨头坏死保髋——诱惑与陷阱 何  伟

15:15-15:25 青年股骨颈骨折的手术治疗与愈合 毛玉江

15:25-15:35 青年人创伤性股骨头坏死的游离腓骨移植治疗 张长青

15:35-15:45 讨论

15:45-16:00 茶歇

16:00-16:10 肢体胚胎发育与先天性畸形 徐  健

16:10-16:20 巨指（肢）症的研究进展 武竞衡

16:20-16:30 Ollier氏病的治疗进展 田  文

16:30-16:40 分裂手畸形治疗进展 栗鹏程

16:40-16:50 Madelung 畸形 郭  阳

16:50-17:00 讨论

17:00-17:10 并指畸形治疗的理念 赵俊会

17:10-17:20 并指畸形治疗的进展 高伟阳

17:20-17:30 并指畸形治疗的策略 芮永军

17:30-17:40 并指畸形的显微外科治疗 陈振兵

17:40-17:50 并指畸形治疗的方法 邵新中

17:50-18:00 并指畸形的并发症及其防治 田晓菲

18:00-18:10 讨论

13:30-13:35

13:35-13:55 肱骨近端骨折治疗的选择 姜保国

13:55-14:15 转子间骨折治疗策略 唐佩福

14:15-14:35 顺势复位理论在骨折临床实践中的应用 张英泽

下午4月14日

下午4月14日

致辞

第一节

 主持：廖   琦，朱仕文，公茂琪

 主持：田   文，温树正，郭    阳

第四节    先天性并指畸形的诊断与治疗进展

 主持：邵新中，高伟阳，芮永军

创伤&运动医学会场（3层报告厅）

第三节    先天性畸形预防与治疗进展



14:35-14:55 股骨颈骨折切开复位技术 张长青

14:55-15:15 肘部创伤治疗进展 蒋协远

15:15-15:35 AAOS老年髋部骨折治疗指南 危  杰

15:35-15:45 讨论

15:45-16:00

16:00-16:20 拟定骨科内植物术后感染的诊断和治疗 余  斌

16:20-16:40 微创插板技术用于髋臼前柱骨折 王爱国

16:40-17:00 外固定架延长后接骨板固定治疗股骨不等长 黄  雷

17:00-17:20 肱骨近端骨折的手术治疗 黄  强

17:20-17:35 复发性肩关节脱位的系统性治疗 李奉龙

17:35-17:50
股骨远端去旋转化截骨在治疗复杂复发性髌骨脱位中的
应用

刘  心

17:50-18:00 讨论

13:30-13:40

13:40-13:50 北京市婴幼儿发育性髋关节脱位早期筛查现状与思考 陈雪辉

13:50-14:20 婴幼儿发育性髋关节脱位早期筛查与防治 吕学敏

14:20-14:30 儿童肘部骨折流行病学分析 张  涛

14:30-14:40

第二节

14:40-15:10 儿童马蹄足的手术治疗 杨  征

15:10-15:30 关节镜技术在儿童骨科的应用 冯  超

15:30-15:45

15:45-16:00

第三节

下午4月14日

4月14日 下午

讨论

 主持：朱振华，闫桂森

讨论

茶歇

 主持：李建民，牛晓辉

 主持：张伯松，王  岩，张力丹

骨肿瘤&小儿骨科会场（305会议室）

致辞

第一节

 主持：郭    源，王玉琨

茶歇

第二节



16:00-16:20 脊柱转移瘤的外科分级治疗策略 胡永成

16:20-16:40 骨肿瘤自然病程和外科分期概述 刘巍峰

16:40-17:00 活检的准确率性影响因素 李  远

17:00-17:10

第四节

17:10-17:30 骨肿瘤的临床和影像诊断思路 徐海荣

17:30-17:50 恶性骨肿瘤切除后重建的临床相关问题 王  涛

17:50-18:00

讨论

 主持：张   清，郝   林

讨论

4月14日 下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