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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11月15日  星期五  13:30-17:30

时间 演讲者姓名和单位 演讲题目

13:30-13:50 樊瑜波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国家康复辅具研究中心 康复工程研究与康复辅具创新

13:50-14:00 李   可 
山东大学 一种基于生物反馈的捏力方向训练和评估系统

14:00-14:10 魏鹏绪 
国家康复辅具研究中心 下肢感觉-运动脑机制对跌倒防控的启发

14:10-14:20 李   翀 
清华大学

机器人辅助康复训练中针对患者个体差异性的脑机 
交互研究

14:20-14:30 孟昭建 
广东省工伤康复中心 3D打印技术在康复辅助器具中的应用,挑战及思考

14:30-14:40 王   岩 
香港理工大学 足部矫形器对青少年柔性扁平足的影响作用评估

14:40-15:10

快闪报告

郝蔓钊 上海交通大学 李   剑 国家康复辅具研究中心

付梦龙 中国科学院深圳先进技术研究院 罗胜利 上海理工大学

李金萍 山东大学 冯   帅 重庆大学

徐   瑞 天津大学 梁恩民 深圳大学

张剑红 山东大学 李镇辉 福建中医药大学

杨玉娜 山东建筑大学 吕亚东 山东大学

陈   彪 安徽医科大学 姜新雨 复旦大学

刘孟杰 山东大学

15:10-15:30 茶歇

15:30-15:50 张   明 
香港理工大学 足踝生物力学及其在康复工程中的应用

15:50-16:10 季林红 
清华大学智能与生物机械实验室 提升神经康复机器人临床康复效果的设计与探索

16:10-16:20 文   冬 
燕山大学 轻度认知障碍评定与康复方法

16:20-16:30 施长城 
中国科学院宁波工业技术研究 机器人辅助康复训练中主动参与度估算方法研究

16:30-16:40 周志鸿 
上海交通大学 智能化上肢功能性电刺激康复训练系统

16:40-16:50 孟   琳 
天津大学

基于惯性传感器的步行足下垂矫正系统的实时步态 
反馈方法

16:50-17:00 彭玉鑫 
浙江大学

基于双目视觉与卷积神经网络的手功能活动损伤评 
估

17:00-17:30

快闪报告

谭启涛 香港理工大学 路艳艳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

朱钧杰 浙江大学求是高等研究院 那景童 大连理工大学

罗   奇 上海交通大学 刘   政 重庆大学

王   勖 上海交通大学 王嘉津  
中国科学院宁波工业技术研究院

段艺杰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 许淄豪 天津大学

吴   乐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王   婕 上海体育学院

陈士汉 西安科技大学 马冶浩  
中国科学院宁波工业技术研究院

胡航帆  
中国科学院深圳先进技术研究院

韩星云  
重庆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2019年11月16日  星期六  08:30-12:00

时间 演讲者姓名和单位 演讲题目

08:30-09:00 毕   胜 
国家康复辅具中心附属康复医院 机器人循证康复学

09:00-09:30 侯增广 
中国科学院自动化研究所 机器人面临的“智能”挑战

09:30-10:00 Vincent Cheung（张智钧） 
香港中文大学

Flexibility of Muscle Synergy and its  
Implications for Rehabilitation

10:00-10:30 茶歇

10:30-11:00 蓝   宁 
上海交通大学 康复中神经信息的类同性

11:00-11:30 詹   阳 
中科院深圳先进技术研究院

新型人工嗅觉受体应用于感觉功能替代与自驱动神 
经刺激

11:30-12:00 李光林 
中科院深圳先进技术研究院 神经肌肉生理信息柔性传感检测及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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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    张   明

副主席    李光林

特邀演讲者    蓝   宁

特邀演讲者    侯增广

特邀演讲者    詹   阳

副主席    季林红

特邀演讲者    樊瑜波

特邀演讲者    毕   胜

特邀演讲者    Vincent Cheung

Email: ming.zhang@polyu.edu.hk

香港理工大学生物医学工程系教授，肌骨生物工程

研究中心主任，中国生物医学工程学会康复工程分

会主任委员。

Email: gl.li@siat.ac.cn

中国科学院特聘研究员，中国科学院人机智能协同

系统重点实验室主任、中科院深圳先进技术研究院

集成技术研究所所长、神经工程研究中心主任，中

国生物医学工程学会康复工程分会副主任委员。

Email: ninglan@sjtu.edu.cn

上海交通大学生物医学工程学院教授，康复工程研

究所常务副所长，中国生物医学工程学会康复工程

分会副主任委员。

Email: zengguang.hou@ia.ac.cn

中国科学院自动化研究所复杂系统管理与控制国家

重点实验室副主任，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获得者。

Email: yang.zhan@siat.ac.cn

中国科学院深圳先进技术研究院研究员，中国科学

院百人计划、广东省珠江人才计划。

Email: chenxf@scut.edu.cn

清华大学机械工程系教授，中国生物医学工程学会

康复工程分会候任主任委员。

Email: fanyubo@nrcrta.cn

国家康复辅具研究中心主任，北京航空航天大学生

物与医学工程学院教授，北京市生物医学工程高精

尖创新中心主任，长江学者、国家杰出青年基金获

得者，美国医学与生物工程院会士。

Email: 13661102947@163.com

教授、主任医师，国家康复辅具研究中心附属康复

医院名誉院长。

Email: vckc@cuhk.edu.hk

香港中文大学生物医学学院助理教授，MIT 和哈佛

大学双博士学位，MIT 麦戈文脑科学实验室博士后

研究员，香港中文大学医学院创新奖获得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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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08-01
康复工程研究与康复辅具创新
樊瑜波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生物力学与力学生物学教育部重点实验室
Email: yubofan@buaa.edu.cn

康复辅具（Rehabilitation Assistive Device）是对身体功能障碍进行补偿、替代或修复最直接有效的手段之一，其服务对象既包括某些
组织和功能全部或者部分丧失的残疾人，也包括身体功能退化需要辅助的老年人，还包括组织和功能暂时受损者人。发展康复辅具对于提
高残障人（残疾人、老年人、伤病人）的生活质量、减轻家庭负担以及保持社会和谐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我国的康复辅具产业如同 20
年前的医疗器械产业，进口产品占据主流市场，价格昂贵，我国康复工程领域研究薄弱，严重威胁国家养老和大健康事业。本文介绍了康
复工程和康复辅具产业的现状和趋势；分析了康复工程主要学科领域、主要科学问题及学术技术发展趋势。并从生物力学角度，介绍了康
复辅具创新从基础研究到应用的实例和必须考虑的重要因素。

Rehabilitation Engineering Research and Innovation of Rehabilitation Assistive Device
Yubo Fan 
Key Laboratory of Biomechanics and mechanobiology of the Ministry of Education, Beihang university 

Rehabilitation Assistive Device is one of the most effective treatment to compensate, replace or repair physical dysfunction. 
It serves not only the disabled who have lost all or part of their tissues and functions, but also the elderly who need 
assistance in the deterioration of their physical functions, as well as those who have temporarily impaired tissues and 
functions. The development of rehabilitation assistive device plays an important role in improving the life quality, relieving 
family’s burden and maintaining harmonious social development. The industry of rehabilitation assistive device in China 
is similar to that of medical devices 20 years ago. Imported products occupy the mainstream market, and its research 
in China is weak, which seriously threatens the national pension and health undertakings. This paper introduces the 
current situation and trend of rehabilitation engineering and rehabilitation assistive device industry, and analyses its 
main disciplines, scientific problems and academic and technological development trend. The innovation of rehabilitation 
assistive device in the perspective of biomechanics are introduced from basic research to application. 

S08-02
足踝生物力学及其在康复工程中的应用
张   明 
香港理工大学生物医学工程学系
Email: ming.zhang@polyu.edu.hk

目的：足踝位于人体肌骨系统的最底端，起着支撑体重，与地面交互作用实现人体运动并吸震缓冲的作用。足踝的生物力学是人体肌骨系
统健康、运动防护及康复工程的基础。早在上世纪五十年代人们已经开始足踝生物力学的研究，迄今已揭示并解决了大量科学问题。随着
生活质量的不断提高，人们对足踝及下肢健康和康复水平的要求已经远远超出仅对功能的基础需求。本课题组多年深入足踝的生物力学，
进行了从外部运动规律至内部力学环境多方面和多层次的探究。
方法：为发现足踝及下肢的运动规律，本研究对正常肌骨功能人群以及下肢损伤和畸形人群进行了运动分析。运动过程中的下肢支撑状态
包含了光脚状态、普通鞋、假肢矫形器等。运动分析采用三维运动捕捉系统，并同时利用压力分布测量系统测量了足底应力分布。研究建
立了个性化的肌骨模型，以计算肌肉力及关节受力等参数。研究还建立了足踝及整个下肢的有限元模型并进行了验证，模型包含了所有骨
骼和主要肌肉、韧带及软组织结构和特征。
结果：运动分析实验中分析了足踝以及膝关节和髋关节的运动学及动力学参数。肌骨模型计算结果得到肌肉力以及关节受力，该结果连同
运动分析参数作为有限元分析的边界和加载条件。有限元计算方法分析了关节接触应力，组织应力分布等内部参数。对以上外部运动参数
以及内部应力分布参数进行三种状态下的对比，及正常足踝及下肢状态、畸形 / 损伤足踝在普通足底支撑和假肢矫形器支撑状态。通过对
比发现正常足踝和畸形 / 损伤足踝之间的异同，以及在不同支撑状态下的改善情况。
结论：以上结果已在评估及优化假肢矫形器设计、运动损伤防护以及康复方案制定中得到应用，并进一步应用在临床手术的对比以及方案
选择中。足踝生物力学仍需要更多层面的扩展，如力学和生理学参数的综合分析等，本课题已经在血氧血流方面展开测量和计算分析研究，
以期推动康复工程的进一步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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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ral Presentation Abstract
口头报告摘要

Foot and Ankle Biomechanics and Application in Rehabilitation Engineering
Ming Zhang 
Department of Biomedical Engineering, Hong Kong Polytechnic University

Aim: The location and structures enable the foot and ankle capable to support the human body and absorb impacts 
during activities. Understanding of the biomechanics of foot and ankle is critical in precaution of sports injuries and 
rehabilitation engineering. Researchers began to explore the biomechanics of the foot and ankle as early as 1950s, which 
have provided large amount of valuable scientific data. Nowadays, more comprehensive and specified knowledge of the 
foot and ankle biomechanics is needed to satisfy the improved requirements on the lower limb health and rehabilitation 
level. Our research team has been deeply involved in the exploration of biomechanics of the foot and ankle for many 
years, and conducted studies on different aspects, from the external movement regulations to the internal biomechanical 
environment. 
Methods: To detect the motion regulations of the lower limb, motion analysis on subjects with normal function lower 
limbs and subjects with deformity in the lower limbs. Foot support conditions in the motion analysis experiments include 
barefoot, canvas shoes, and kinds of foot orthoses. A three-dimensional motion capture system was used to record the 
motion trajectories of lower limb segments and ground reaction forces, and a pressure mapping system was used to record 
the plantar pressure distribution. Personalized musculoskeletal model was established for each individual to calculate 
muscle forces and joint loading. Finite element models of the lower limb, including the foot and ankle model, knee joint 
model and a model of the entire lower limb were developed and validated. The models consist of the majority of the bones, 
joints and muscles, and other soft tissues. 
Result: Kinematics and dynamics parameters of the ankle, knee and hip joints during motion were analyzed. Muscle forces 
and joint loading were calculated using the musculoskeletal models. Besides of being as basic motion information, the 
kinematic and kinetic parameter and the muscle forces were used as boundary and loading conditions for finite element 
analysis, from which biomechanical performance of the internal human body, e.g. stress distribution in tissues, joint 
contact pressure and ligament tensile stress were estimated. Comparison of biomechanics was conducted among the three 
tested conditions, which were performance of the normal function lower limb with common foot supports, lower limb of 
deformity with common foot supports, and lower limb of deformity with foot support of orthoses. Biomechanical differences 
between normal function lower limb and lower limb of deformity were identified, and the effects of foot orthoses on the 
biomechanics of the lower limb with deformity were estimated.
Conclusion: These findings have been applied in the estimation and optimization of prosthesis and orthosis design, 
precaution of sports injuries, and determination of rehabilitation protocols. A breakout of the rehabilitation engineering 
requires integration of biomechanical, physiological and other aspects of information. Currently we have started research 
on blood oxygen and blood flow signals combining with the kinematic and kinetic of the lower limb with expectation of a 
breakout in the rehabilitation engineering.  

S08-03
提升神经康复机器人临床康复效果的设计与探索
季林红
清华大学智能与生物机械实验室
Email: jilh@tsinghua.edu.cn

康复机器人是解决我国神经损伤患者康复临床需求量大、康复资源紧缺问题的重要途径和有效手段。近期临床研究表明，相比于康复医师
一对一的训练模式，康复机器人的临床康复效果并未达到期望，应用于临床神经康复的康复机器人技术还需要有针对病患特征的更深入研
究。为此，清华大学智能与生物机械实验室研究团队近年来开展了一些提高机器人临床康复效率、基于康复机器人的康复新方法的研究与
探索。本次主要汇报研究团队的最新进展和研究结果。
1）采用拟人方法设计了上肢康复机器人设备，建立了牵引式上肢康复机器人人机整体与生物力学模型，研制了针对上肢运动功能进行训
练的康复机器人平台。2）基于上肢康复平台，通过患者康复训练中的力、位信息分析患者运动、力量控制能力，并与临床量表评分拟合，
实现以机器人为平台的量化评估方法。3）研究运动感觉统合训练，提出了解消痉挛的物理方法，并开展了临床实验。4）基于上肢康复平
台开展了脑机闭环训练研究，依据患者运动意图表达脑区的检测及损伤情况，选择个性化脑区，可提升对运动神经控制通路的有效刺激，
研究表明该方法对提升临床康复训练效率具有发展潜力。

Design and Exploration of Improving the Clinical Rehabilitation Effect of Neural Rehabilitation Robot
Linhong Ji 
Lab of Intelligent and Biomemetic Machinery, Tsinghua University

Rehabilitation robot is an important way and effective means to solve the problem of large clinical demand and shortage of 
rehabilitation resources for patients with neurological diseases in China. Recent clinical studies have shown that compar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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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ith the one-to-one training mode of rehabilitation physicians, the clinical rehabilitation effect of rehabilitation robots 
has not reached expectations, and the rehabilitation robot technology applied to clinical neurorehabilitation needs further 
research on the characteristics of patients. To this end, the research team of the Intelligent and Biomemetic Machinery Lab 
of Tsinghua University has carried out tremendous research and exploration in recent years to improve the efficiency of 
clinical rehabilitation of robots and new rehabilitation methods based on rehabilitation robots. This report is mainly about 
the latest progress and research results of the research team.
1) The upper limb rehabilitation robot equipment was designed by anthropomorphic method, the human-machine and 
biomechanical model of traction upper limb rehabilitation robot was established, and the rehabilitation robot platform for 
upper limb movement function training was developed. 2) Based on the upper limb rehabilitation platform, the motion and 
strength control ability of patients are analyzed by force and position information in the rehabilitation training of patients, 
and fitted with the score of clinical scale, so as to realize the quantitative evaluation method using robots as the platform. 
3) To study the training of motor sensory integration, put forward the physical method of eliminating spasm, and carry out 
clinical experiments. 4) Based on the upper limb rehabilitation platform, the closed-loop brain-computer training research 
was carried out. According to the detection and injury of brain areas expressed by patients' motor intention, the selection 
of personalized brain areas can enhance the effective stimulation of motor nerve control pathway. The research shows that 
this method has the development potential for improving the efficiency of clinical rehabilitation training.

S08-04
新型人工嗅觉受体应用于感觉功能替代与自驱动神经刺激
毕   胜
国家康复辅具研究中心
Email: 13661102947@163.com

机器人康复训练逐渐成为一种重要的康复训练方法，从此方法诞生起，临床研究一直在进行，近年来有关这个方向发表了多篇系统综述，
以说明此种治疗的循证医学等级，以及是否有更好的临床应用前景，本篇总结最新的机器人康复训练最新的循证医学研究结果，可以更好
的指导这个方向临床与科研工作。

Evidence Based Research on Robot Rehabilitation Training
Sheng Bi 
National Resear Center for Rehabilitation Technical Aids 

Robot rehabilitation training has gradually become an important rehabilitation training method. Since begin of this 
method, clinical research has been carried out. In recent years, a number of systematic reviews have been published in 
this direction to illustrate the level of evidence-based medicine in this treatment and whether there is a better clinical 
application prospect. This paper summarizes the latest research results of evidence-based medicine in robot rehabilitation 
training. It can better guide the clinical and scientific research work in this direction.

S08-05
机器人面临的“智能”挑战
侯增广
中科院自动化所
Email: zengguang.hou@ia.ac.cn

机器人在快速发展，同时也面临诸多来自“智能”的挑战。结合医疗和康复机器人的前沿技术与实际应用问题，阐述相关领域的困难问题
与机遇，以及对未来发展的若干思考。

The Intelligence Challenges in Robotics
Zengguang Hou 
Institute of Automation,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

Robotics are rapidly developing, but also facing various "intelligence" challenges. We will discuss critical issues and 
cutting-edge technologies related to research and practical applications of medical and rehabilitation robots. We will 
outlook the fu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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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08-06
肌肉协同的可变性及其对康复的启示
Vincent Cheung（张智钧）
香港中文大学
Email: vckc@cuhk.edu.hk

对于任何运动行为，中枢神经系统必须组合一个协调的肌肉活动模式以实现预期运动。该组合背后的计算极其复杂，因为即使对于看似简
单的运动，数百块肌肉构成了一个很大的运动指令的搜索空间。为规避肌肉协调的复杂性，中枢神经系统可能通过组合预定的单元计算成
肌肉命令，每个单元将同时募集控制某一特定肌群。这些分别称为运动原、神经运动模块、或肌肉协同的单元，其本质上是一种同步多个
肌肉运动神经元活动的神经机制。肌肉协同一直被认为一种天生的神经约束，这个约束限制了运动指令的可能性。在这里，我认为肌肉协
同的结构是可以透过神经可塑性随时间而变化的。这种改变是适应运动行为和肌肉骨骼系统逐渐变化中的必要条件。我将，通过收集不同
的横向和纵向数据，说明肌肉协同功能不变的局限性。这将包括分析适应扰动，在发育过程中的双足运动，及通过多年训练的运动员的优
化运动表现。此外，包括中风和神经元退化在内的神经病理可能会损害肌肉协同，这个特定的协同模式也会被描述，包括与中风患者康复
过程中运动障碍的减少的关联。

Flexibility of Muscle Synergy and its Implications for Rehabilitation
Vincent Cheung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For any motor act, the CNS must assemble a coordinated pattern of muscle activities to achieve the intended motion. 
The computations behind this assembly are extraordinarily complicated, in that the hundreds of muscles constitute 
a large search space of motor commands even for an apparently simple movement. The CNS likely circumvents this 
complexity by generating muscle commands through the combination of a manageable number of pre-specified units, 
each of which would simultaneously recruit a specific group of muscles. These units, variously called motor primitives, 
neuromotor modules, or muscle synergies, are in essence neural mechanisms for synchronizing motoneuronal activities 
for purposeful behaviors. Muscle synergies have been viewed as hard-wired neural constraints that limit possibilities of 
motor commands. Here, I argue that the coordinative structures of muscle synergies are not insusceptible to change over 
time. Such alterations, underscored by neuroplasticity, are necessary to accommodate gradual changes in motor behaviors 
and the musculoskeletal system. I will illustrate the limit of the invariance of muscle synergies with both cross-sectional 
and longitudinal data collected in scenarios that demand behavioral changes in different time scales. These include 
achieving within-session adaptation to perturbations, acquiring bipedal locomotion during development, and optimizing 
sports performance in athletes with years of training. In addition, neural pathologies, including stroke and neuronal 
degeneration, may compromise the muscle synergies. The specific patterns of synergies that could be related to reduction 
of motor impairment in stroke survivors undergoing rehabilitation will also be described.

S08-07
康复中神经信息的类同性
蓝   宁
上海交通大学
Email: ninglan@sjtu.edu.cn

如何驾驭大脑可塑性使之向着期望的方向重组感知运动神经系统，是神经康复的中心问题。人体运动控制信息包括 alpha 控制信号， 
gamma 控制信号，以及脊髓神经反馈回路增益等；感知信息包括触碰、压力、温度、痛觉、肌肉收缩、张力和关节运动等模式；关节运
动由肌肉收缩力量产生，而肌肉具有独特的生物物理特性，使得人体的运动具有整体稳定，细微柔顺，抗扰动强而又机动灵活。当外部
康复设备与人体感知运动神经系统交互，要达到弥补因感知运动系统某种损伤或疾病造成的功能缺失时，实现神经信息的类同性 (Neural 
Compatibility) 将取得较好的康复效果，如人工电子耳蜗。如果难于实现神经信息类同性，许多情况下外部设备将达不到预期的效果，而
且还会遭到人体感知运动神经系统的排斥。比如肌电控制假肢手。因此，最大程度提高假肢手与截肢者感知运动神经信息交互的类同性，
可催生新一代仿生假肢手的新兴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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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08-08
新型人工嗅觉受体应用于感觉功能替代与自驱动神经刺激
詹   阳
香港中文大学
Email: yang.zhan@siat.ac.cn

嗅觉在生物体中发挥重要作用。生物体在感受气味的过程中需要嗅觉受体的参与，通过特异性功能作用对不同的气味进行识别。受到生物
体嗅觉系统的启发，我们设计了一种人工嗅觉系统，通过在纳米材料的特殊排列位点，可以识别不同气体分子。基于自驱动纳米材料，实
现了不同气体分子的编码，进而进行嗅觉感知和识别。该器件在清醒动物模型中进行了验证，通过将器件输出接入小鼠大脑，实现了一种
不需要外界供能的自驱动闭环神经信息处理方式。应用自驱动纳米器件，我们开发了自驱动神经电刺激系统。该系统实现神经电位诱发，
通过结合电生理信号变化检测，可以用于神经突触可塑性的度量。自驱动人工嗅觉受体为感觉功能替代、脑机接口和中枢以及外周神经刺
激提供了新方法和新思路。

Novel Artificial Olfactory Receptors and Self-Powered Neural 
Vincent Cheung 
Shenzhen Institutes of Advanced Technology,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
Olfaction plays important roles for biological systems. Olfactory receptors detects different odorant molecules and they 
identify different odors. Inspired by the biological olfactory receptors, we designed an artificial olfactory system via 
nanofabrication on the device. Based on the self-powered nanogenerator, we design the arrangement of the sensors and 
the different combinations can encode different odors. We have demonstrated the in vivo application of the device in animal 
models. The system therefore can process neural information without external power source. We develop a self-powered 
system to evoked synaptic response and this response can measure the strength of the synapses. Self-powered artificial 
olfactory receptors provide novel insights on the sensory function substitution, brain-machine interface and neural 
stimulation.
 
 

S08-09
神经肌肉生理信息柔性传感检测及应用
李光林
中科院深圳先进技术研究院
Email: gl.li@siat.ac.cn

神经肌肉活动将伴随着生理信号的改变。电生理信息的实时精确检测可以为神经肌肉疾病及功能障碍的康复治疗提供生理基础。传统的电
生理信号传感是金属电极，并用导电膏来改善电极与检测面的接触电阻，提高信号检测质量。实用中，金属传感电极存在几个问题：将刚
性金属电极置于人体（或动物）柔软表面记录电生理信号时，因金属电极的粘附性差，容易引起电极接触不良等问题； 长时间检测中，
导电膏的逐渐干燥会改变电极与体表的接触电阻；实时检测时，因神经肌肉活动引起的检测面形变而影响电极的接触困难等，这些问题将
严重影响电生理信号的检测质量。我们研发了多种柔性可拉伸电极及透明、微针电极阵列，并将其应用于不同神经肌肉电生理信号检测中。

Flexible Sensing Detections of Electrophysiological Signals of Neuromuscular Activities 
Guanglin Li 
Shenzhen Institutes of Advanced Technology,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 

Neuromuscular Activities will generate the variations of different physiological information such as bioelectrical signals. 
The real-time precise detection of the electrophysiological signals will provide the physiological basis for the treatment and 
rehabilitation of neuromuscular diseases and dysfunctions. Traditionally, the electrophysiological signals are detected by 
metal electrodes with using the conductive gel to improve the quality of signals. In practical applications, the metal electrodes 
suffer from several issues. When placing rigid metal electrodes on soft surface of humans or animals to detect the 
electrophysiological signals, the bad contact may be caused due to their poor adhesion. For a long-time signal detection, 
since the conductive gel will be gradually drying, the contact resistance between electrodes and detected surface would 
be changed. And in a practical signal detection, the shape changes of the signal detected surface, which are caused by 
neuromuscular activities, may lead to the contact problems of the electrodes. These issues would severely decay the quality 
of electrophysiological signal detection. Therefore, a number of flexible and stretchable electrodes as well as transparent 
and micro-needle electrodes have been developed in our lab and used to detecting different electrophysiological signals of 
neuromuscular activit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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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08-OR01
下肢感觉 - 运动脑机制对跌倒防控的启发
魏鹏绪
国家康复辅具研究中心

【目的】 跌倒是导致 65 岁以上老人伤亡的首要因素，明确老人跌倒的神经机制对跌倒预防有重要意义。【方法】 脑功能区存在功能特异性，
即功能分离；各个脑区之间也存在协作或对抗关系，即功能整合。在功能性磁共振研究中，通过定量脑区之间的功能连接，构建二值网络
或加权网络，能够在经典的激活、去激活分析的基础上，探究脑区之间的相互关系，进一步明确静息态和任务态的脑机制。二值网络是加
权网络的简化模型，与加权网络相比，损失了部分信息。【结果】在前期研究中，我们发现功能性磁共振技术能够分辨刺激小腿不同部位
时，初级感觉皮质和次级感觉皮质激活簇的空间分布，这一分布模式与上肢代表区的空间拓扑分布规律是一致的。我们在国际上首次报道
了人体脊髓中存在静息态功能网络。之后，报道了岛叶相关的感觉信息处理脑网络。近年来，通过分析健康人左足和右足运动的加权脑网
络，发现单侧下肢运动时左右同源脑区之间的强功能连接是脑网络的基本特征，也是脑区模块化空间分布特征的原因。我们还发现，丘脑 -
运动皮质之间的弱功能连接对运动控制有特殊的调节效应，从而在体育、健身、康复领域的多种效应中发挥重要作用。【结论】通过结合
激活分析与加权脑网络分析，能够更为全面地获取下肢运动时的脑功能特征，从而可能明确老人与青年人下肢运动的脑机制差异，以及跌
倒高风险老人的脑运动网络特征。
【关键字】加权脑网络分析；跌倒；神经机制

S08-OR02
基于惯性传感器的步行足下垂矫正系统的实时步态反馈方法
孟   琳
天津大学

【目的】足下垂是神经系统损伤（如中风， 脊柱损伤等）患者经常出现的一种步态障碍症状，主要表现为患者在早期摆动相时无法完成
主动足背屈，导致步态紊乱和跌倒风险提高，严重影响其日常独立生活能力。步行足下垂矫正系统可通过施加特定的踝关节驱动来矫正足
下垂姿态 , 提高患者运动能力。实时准确的步态相位和踝关节角度测量是实现自适应闭环机器控制的前提。因此，本研究提出了一种新式
的基于惯性传感器的实时步态反馈方法。【方法】该方法采用两个惯性传感器， 一个置于小腿侧面，一个置于脚背上方，对传感器位置
准确性无具体要求。算法包括两层独立模型以同时实现步态站立相和摆动相识别及踝关节角度测量， 其中：上层模型通过采集小腿的角
速度信号，结合贝叶斯算法实现步态相位识别；下层模型通过基于互补滤波和传感器 - 肢体校准的数据融合算法实现了踝关节角度的计算。
本研究召集了 10 名健康受试者参与实验验证算法线上表现，并采用运动捕捉系统 Vicon 作为参考系统。每名受试者需同时穿戴运动捕捉
标记点模型和四个惯性传感器， 在完成传感器与肢体的相对位置校准后，分别以慢、中、快（0.5m/s，1.0m/s，1.5m/s）三种速度在
跑步机上行走 1 分钟。【结果】结果表明在未进行新分类器训练的情况下，步态相位识别算法在三种跑步机速度下的准确率均达到 94%
以上，并且延时反应时间低于 20ms。另一方面，不同速度下的踝关节角度与参考关节角度间的皮尔森相关系数均大于 0.9，说明算法测
量结果与参考角度具有很好的一致性，测量均方根误差低于 3.5°。【结论】本研究提出一种新式的针对足下垂矫正控制的步态反馈方法。
算法采用置于小腿和脚部的两个惯性传感器来测量肢体的线性加速度和角速度，通过双层模型实现了同步的步态相位识别和踝关节角度测
量。健康受试者跑步机步行实验验证了该算法在不同跑步机速度下的线上准确性，证明了其可为步行足下垂矫正系统控制模型提供有效的
步态反馈。
【关键字】步态分析；步态阶段识别；踝关节角度测量；传感数据融合

S08-OR03
足部矫形器对青少年柔性扁平足的影响作用评估
王   岩
香港理工大学

【目的】功能鞋和矫正鞋垫被广泛用于柔性扁平足的非临床治疗。足部支撑改变足部对线和关节运动模式的同时也会潜在引起下肢其他部
分的生物力学行为改变。为评估功能鞋及足弓支撑鞋垫对柔性扁平足患者下肢关节运动的影响作用，本研究针对青少年以及成年柔性扁平
足患者开展了运动分析，对不同足部支撑状态下的关节运动进行分析对比。【方法】实验招募了 14 名青少年柔性扁平足患者参与步态分
析实验， 本实验测试四种支撑组合：功能矫正鞋与足弓支撑鞋垫、功能矫正鞋与普通平鞋垫、平底帆布鞋与足弓支撑鞋垫、平底帆布鞋
与普通平鞋垫，其中平底帆布鞋与普通平鞋垫作为对照组。本实验选用 Oxford model 作为运动分析肌骨模型，参与者在四种鞋底支撑下
按照自然步速行走，每种支撑状态采 5 组数据。每个受试者每种支撑状态的 5 组数据取均值，14 名受试者的均值再求取均值与标准差。
配对 t 检验用于比较 14 名受试者不同支撑状态下踝关节、距跟关节、膝关节及髋关节的运动差异。【结果】通过对比四种支撑组合发现，
足弓支撑鞋垫使踝关节背曲明显减小（p=0.000）、前足外展明显减小（p=0.005）、前足矢妆面运动角度增加（p=0.000）；功能矫形
鞋对步态参数无显著影响；足弓支撑鞋垫和功能矫形鞋综合作用可以明显减小膝关节内旋（p=0.0023）、踝关节跖屈（p=0.001）和前
足外展（p=0.003），以及增大前足矢妆面运动角度（P=0.005）。【结论】功能矫正鞋与足弓支撑鞋垫组合能够显著影响踝关节、膝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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节和髋关节的运动角度。该组合能够减小踝关节在冠状面的运动角度，但不具有显著性意义。单独功能矫正鞋对下肢关节运动不产生显著
性影响。本研究得到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点项目 NFSC (11732015)、国家科技部重点研发计划 (2018YFB1107000)、香港大学委员会
基金 GRF (PolyU152065/17E) 支持。
【关键字】柔性扁平足，足部矫形器，步态分析，关节运动角度

S08-OR04
机器人辅助康复训练中针对患者个体差异性的脑机交互研究
李   翀
清华大学

【目的】脑卒中作为我国第一致残疾病，高效治疗方法和康复手段已成为研究重点。脑机接口技术与康复机器人结合的脑机交互康复训练，
可将缺乏自主运动能力患者的运动意图转化为机器人动作辅助患肢完成训练。其康复机理被认为是这种训练模式可刺激大脑运动意图与躯
体感觉反馈的闭环。传统的运动感觉闭环构建策略是选择健康人运动意图表达的运动皮质区采集脑电信号，然而，由于卒中患者脑损伤引
起神经重组，其运动意图表达可能由运动皮质区转移至其他脑区，因此本研究目的是研究卒中患者运动想象任务时激活脑区的差异性并对
比分析不同脑区选择策略下运动意图识别准确率。【方法】本研究共募集 15 例非痉挛期的脑卒中患者进行临床实验，实验要求每位患者
均根据命令提示完成相应任务，根据提示分别尝试伸展患侧（即使无法实际张开）或健侧手掌，两项任务各包含 40 次命令，其中 20 次
为实验任务（伸展手掌），其余 20 次为对照（不进行任何动作）。实验进行中采用 64 导脑电设备监测并采集患者脑电信号，实验后对
各个患者运动尝试任务下激活脑区进行分析，即分析脑电 alpha 及 beta 频段下事件相关去同步电位（ERD），并对比传统脑区选择策略（运
动皮质区）与个性化脑区选择策略（ERD 脑区）运动意图识别准确率差异，识别准确率采用共空间模式的支持向量机算法进行计算。【结果】
分析发现 15 例卒中患者运动意图表达脑区具有特异性，根据 ERD 出现位置可将患者具体分为：i）ERD 原位表达；ii）ERD 扩散表达；
iii）ERD 缩小表达；iv）ERD 消失及 v）ERD 缺失五类，采用个性化脑区选择策略对于 ERD 扩散表达患者运动意图识别准确率有较大
提高（>7.5%），对于 ERD 原位表达、ERD 缩小表达患者也有不同程度提高。【结论】脑机交互康复训练模式应根据患者运动意图表
达特点选择个性化脑区构建运动感觉闭环训练，提高运动意图识别准确率，增加对运动感觉闭环神经通路有效刺激，进而提升康复效率。
【关键字】脑卒中；康复机器人；脑机交互；个性化脑区选择；运动意图识别

S08-OR05
一种基于生物反馈的捏力方向训练和评估系统
郝再军
山东大学

【目的】手部功能是上肢功能中最为精细和重要的功能 ，也是日常生活中十分常用的功能。但是，卒中幸存者往往会在精准抓握时在同
样大小的径向捏力下产生更大的切向捏力，造成抓握的失败概率增大。本设计在前人的基础上，在生物动力学的基础上开发带有视觉反馈
的卒中后手功能康复生物反馈系统。在训练之外加入了对手功能的协调性的评估研究，对训练手段进行量化。【方法】训练的控制器是基
于一个在对侧装有两个六轴力传感器的抓捏装置，能够实时地、准确地测量受试者捏力的大小和方向以及作用的力矩。本设计目前主要涉
及两款训练程序，一款为受试者通过手指切向力控制人物走向来穿过一个较为简单的迷宫，一款为经典的飞机射击游戏。这样的训练形式
在训练受试者的手指力量稳定性、准确性的基础上，也有利于患者中风后的认知障碍的恢复。系统完成后我们招募了 26 位健康青年受试
者测试了评估程序和训练程序的有效性。评估程序在确认训练程序的有效性的同时，也提供了精准抓握在有视觉的反馈和没有视觉反馈的
信息的情况下的指力的波动性变化的情况。【结果】在评估程序数据的基础上，我们提取多种训练数据的参数。在对这些参数做 ANOVA
分析后，我们发现了一些引人注意的差异，包括 DFA 指数的上升（F2,50=4.857， p<0.05 和 F2,50=10.698, p<0.05），在一定程度
上说明了训练导致的受试者的指力结构稳定性提高、变异性降低达到效果。在去掉视觉反馈的信息后，受试者的指力的波动性明显增加说
明了视觉反馈对于精准抓握起到提供相当重要的信息的作用。双指的指力差异主要体现在结构变异性的不同，可能暗示了双指的指力控制
是中枢神经经过不同的通道和方式进行控制的。【结论】本研究探究了一种基于生物反馈的中风后指力训练系统的可行性，系统经过实验
和统计分析后发现对于指力有比较高效的影响方式。系统未来可能在中风后的指力训练和评估有所应用。
【关键字】精准抓握；生物反馈；卒中康复；指力训练

S08-OR06
腰椎间盘突出症患者斜面站立平衡控制机制研究
李金萍
山东大学

【目的】腰椎间盘突出症（Lumbar disc herniation, LDH）对平衡控制机制造成的改变尚未得到深入地了解。本研究的目的是探究
LDH 对在斜面站立时压力中心点（Center of pressure, COP）动力学耦合的影响。【方法】实验中招募了 10 名 LDH 患者和 10 名性
别和年龄与患者相匹配的健康志愿者。受试者在三种角度（-5°，0°和 +5°）的支撑面上进行静止站立，通过压力平板采集的足底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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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分布数据得出下肢负荷不对称性（Limb load asymmetry, LLA）指数，健、患肢及全身 COP 轨迹。使用交叉递归定量分析（Cross 
recurrence quantification analysis, CRQA）对 COP 前后及左右两方向轨迹的动力学耦合进行评估。【结果】与健康对照组相比，
LDH 组的 LLA 值更高，标准差更大，变化更多；其健肢和全身 COP 的 CRQA 参数值增加（p<0.05）。除此之外，相较于平面站立，
斜面站立时的 LLA 增加，CRQA 参数降低（p<0.05）。【结论】LDH 患者通过增加下肢负荷不对称性以及增强前馈控制机制来维持身
体平衡。当站在斜面上，尤其是在下降面上时，LDH 患者更明显地表现出不同于健康人的平衡控制机制。本研究揭示了 LDH 对斜面站立
平衡控制机制的影响，可为 LDH 的诊断和治疗评估提供新的思路。
【关键字】腰椎间盘突出症；斜面；平衡控制机制；交叉递归定量分析；下肢负荷不对称性

S08-OR07
基于双目视觉与卷积神经网络的手功能活动损伤评估
彭玉鑫
浙江大学

【目的】手功能活动是让个体在某一环境下进行的一组或几组有目的的、持续的、规律的、以及可涉及物品工具的活动。手功能活动的损
伤会影响人的作业表现，最终决定人的社会属性及生活质量。功能性活动评估涉及到的评估项目繁多，评估流程复杂，在如今专业康复医
师不足的情况下无法满足患者的需要。因此，本文开发了一种基于卷积神经网络识别双目视觉视频的方法对手功能活动进行评估。【方法】
本文使用 RYSDUALCAMERAS 双目摄像头采集人手功能活动视频，并使用 11 层 LeNet 卷积神经网络作为评估手部动作功能的神经网
络结构。双目摄像头采集的视频为 1080p/30fps。网络中包括 3 个卷积层，3 个最大池化层，2 个全连接层和一个输出 Softmax 层。为
了处理更多手部特征，本文将第一个卷积核的大小为 7×7×3，平移步长为 1，其他的设置为 7×7。本文使用 TensorFlow 框架对神经
网络进行训练，训练系统为 Ubuntu 18.04，硬件为 NVIDIA RTX2080Ti。网络结构的迭代步数设置为 10000，批量大小配置为 50，
代价函数选为交叉熵。【结果】实验选取手部正常者 10 名、手部具有不同运动损伤者 10 名（每种损伤包括 2 人，损伤等级分为 1-5 级），
共 20 人作为被试者。实验通过使用双目摄像头录制被试者完成 Jebsen-Taylor 手功能测试的过程完成数据集的建立，并将其分为训练集
（70%）和测试集（30%）。经过训练后，卷积神经网络的损失函数从 17.84 被缩小到了 1.134，并在验证集中对手功能活动损伤等级
划分的准确率达到了 91.12%。【结论】本文通过双目视觉摄像头建立手功能活动数据集，并使用基于 LeNet 的卷积神经网络对其进行训
练与验证，完成了对手功能活动损伤等级评估。结果显示，本方法可以良好的完成人手功能活动损伤的评估，在应用后可以降低康复医生
的工作强度，具有一定的社会价值。
【关键字】双目视觉；卷积神经网络；手功能

S08-OR08
机器人辅助康复训练中主动参与度估算方法研究
施长城
中国科学院宁波工业技术研究院慈溪生物医学工程研究所

【目的】机器人辅助上肢康复训练能够帮忙脑卒中患者改善其肢体运动功能障碍，已逐渐应用于上肢偏瘫患者的康复训练中。患者在康复
训练中的主动参与度是影响康复治疗效果的关键指标，临床康复医师可以采用量表方式获取主动参与度信息，但该方法主观性较强，难以
实现在线的康复评估；相关研究采用脑电与肌电特征信号衡量患者训练过程的主动参与度，实现了客观与在线的主动参与度评价。然而，
该方法需要患者穿戴多种传感器，操作复杂，临床推广存在一定局限性。本研究提出一种基于末端牵引式上肢康复机器人系统的在线主动
参与度估计方法，通过采集电机的实时位置与输出力矩信息从而计算一定时间范围内用户做功情况，在此基础上估算机器人辅助康复训练
过程中患者的主导参与度。本研究为开展基于上肢康复机器人的在线康复评估提供了实验基础支撑。【方法】本研究中末端牵引式上肢康
复机器人运行在规划轨迹下的往复运动状态。主动参与度计算方法主要通过获取电机输出力矩与位置的积分，即电机在一定时间范围内所
做的功，在此基础上，通过对机器人系统空载运行（空载）与其加载用户上肢但上肢不发力（纯被动）两种条件下电机做功大小的计算，
进而估计用户上肢完成规划轨迹运动所需做功的大小。接下来在机器人加载用户上肢并开始发力条件下获取电机做功大小，该数值与之
前做功值的融合即可获取主动参与度。本研究开展的验证试验中招募了 8 名健康受试者，他们在机器人辅助训练中通过控制上肢不同的
发力程度分别模拟四种不同状态（纯被动、半主动、主动与抗阻）的主动参与程度。进而采用提出的方法定义并进行了“主动参与度”计
算。同时，采集了被试者肱二头肌表面肌电信号并用相同时间范围内的均方根积分信息对主动参与度的计算结果准确性进行验证。【结
果】基于电机做功方法的主动参与度计算结果为：纯被动：-4.59±10.64%；半主动：44.71±18.85%；主动：96.33±20.95%；抗
阻：251.22±30.25%。基于肌电信号积分方法的主动参与度计算结果为：纯被动：0.00±3.92%；半主动：34.61±15.23%；主动：
100.00±18.08%；抗阻：173.28±19.80%。两种方法的计算结果具有可比性。【结论】基于做功来衡量患者主动参与度的方法能够较
好实现在线康复功能评估。后续将开展主动参与度指标的标定与应用研究。
【关键字】机器人辅助康复训练；电机输出力矩；主动参与度估计；做功估计；在线康复评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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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08-OR09
3D 打印技术在康复辅助器具中的应用 , 挑战及思考
孟昭建
广东省工伤康复中心

【目的】本文通过我中心应用 3D 打印技术在康复辅助器具中的初探，总结和讨论 3D 打印技术在康复辅助器具应用中所遇到的问题，解
决方案及应用展望。【方法】通过 Esin Shinning 扫描仪获取肢体轮廓或直接扫描修型好的石膏阳模，利用 Geomagics studio 软件将
扫描好的肢体模型进行点云优化处理和辅助器具个性化设计。根据不同辅助器具的功能和设计要求选用合适的尼龙，聚乳酸 (Polylactic 
Acid, PLA)，碳纤维材料或牙科 MED610 材料进行 3D 打印成品。【结果】个性化设计的 3D 打印踝足矫形器（Ankle-foot orthosis, 
AFO），颈托，及烧伤面具能够更加精准的适应患者的肢体轮廓从而达到更高的贴合度和更好的依从性。【结论】本研究初步实现了辅助
器具的制作从 3D 扫描，3D 设计和 3D 打印过程的全面化，从而使 3D 打印技术替代传统石膏取模，修模，成型成为可能。通过实际应
用发现，昂贵的 3D 打印成本，较难获取肢体轮廓的三维扫描和不确定的 3D 打印材料长期使用性能是目前阻碍 3D 打印技术在辅助器具
应用的主要阻力。同时作为科技发展新产物的 3D 打印技术制作而成的辅助器具产品是否优于传统方法制作的产品，和患者应用 3D 打印
产品的有效性有待于进一步探讨和研究。对于个性化设计的 3D 打印辅助器具进行生物力学性能分析，并且与传统方法制作的辅助器具产
品进行对照研究从而为临床应用提供循证医学依据是目前需要解决的问题。
【关键字】3D 打印，增材制造，辅助器具，假肢，矫形器

S08-OR10
智能化上肢功能性电刺激康复训练系统
周志鸿
上海交通大学生物医学工程学院

【目的】功能性电刺激器 (FES) 是一种卒后常用的康复训练手段，FES 的发展已经有相当多年的历史，在康复相关应用上已经相当成熟，
但是使用 FES 应用于卒中康复训练上还是有许多的限制，需要一定的训练才能进行 FES 参数的调整，并且在多关节多肌肉的应用上也有
较大的难度。【方法】本研究透过肌群协同的方式，使用表面式肌电采集出上肢前向与侧向运动的肌电讯号，透过正常人的肌电信号转化
为对应的输出电刺激刺激参数与时序；且使用加速度计与 RFID 等技术来建立了一个智能化的上肢智能肘托，可在患者进行电刺激训练时
作为上肢动作意图侦测，并可在训练时同步采集上肢的运动过程，实现训练与采集一体化的可能性。本研究基于该智能化上肢功能性电刺
激康复训练系统于瑞金医院康复科招募六名卒中患者进行测试，分别给予不同的电刺激介入时间，观察电刺激在不同介入时间下的结果，
对患者在运动时的加速度值加以分析，观察不同运动能力的卒中患者与电刺激介入时间的影响。【结果】在六名卒后患者的使用下，本系
统可以在不同患者上肢运动预值的启动下，进行运动意图的侦测，并可调整在不同的运动预值下进行功能性电刺激的介入，本系统达到了
训练采集一体化的可能性，并且透过智能化的肘托可以让患者进行任务导向的游戏化训练。【结论】在本智能化上肢功能性电刺激康复训
练系统的测试下，可以发现不同的患者对于不同的介入时间的适应性皆有所不同，并且随着患者的进步可以发现最佳的电刺激介入时间也
会随着康复的进程有所改变，这说明卒中患者是需要高度个性化与不断调整康复策略。
【关键字】功能性电刺激 , 康复 , 上肢 , 偏瘫 , 肌群协同

S08-OR11
轻度认知障碍评定与康复方法
文   冬
燕山大学健康大数据挖掘与人工智能系统实验室

【目的】当前，我国已快速进入了老龄化社会，社会的老龄化给我们带来了许多负面影响，其中包括我国现有的医疗机构无法满足老年人
的各种健康需求，特别是由于许多原因导致大量老年人的认知功能快速衰退，该症状不能得到及时的发现与诊治，最后导致了包括阿尔兹
海默氏症 (Alzheimer's Disease, AD) 在内的老年痴呆症患者的大量出现。【方法】然而，AD 作为当前国际医学界的一大难题，至今尚
没有良好的治疗方案。于是，人们开始把目光转移到对 AD 的早期诊断、预防与延缓康复训练上。相应地，作为 AD 临床早期表现的轻度
认知障碍（Mild Cognitive Impairment, MCI）便成为人们关注的重点。【结果】本报告将从脑电信号、功能核磁共振成像等智能神经
信息处理的角度介绍 MCI 及其临床前 MCI 患者的诊断与康复训练方法。其诊断方法包括脑电信号、功能核磁共振成像领域的动力学特征
提取、特征分类等方法，康复训练方法包括脑机接口、虚拟康复训练等领域的方法。最后本报告将对未来基于智能神经信息处理的轻度认
知障碍患者诊断与康复训练方法进行展望。【结论】期望本报告能引起我国相关研究人员的重视，进而助推我国在该研究领域稳步向前发
展，辅助改变当前 AD 和 MCI 早期诊断效果不佳、治疗领域无特效药的现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