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编辑闫晓智 文检 吕小方 2019.10.31 星期四T02

临床医讯

由山东省医学会机器人分会主
办，烟台山医院承办的中韩骨科机器
人临床应用与研发研讨会日前召开。
烟台市医学会秘书长杨林海、烟台山
医院院长张树栋分别致辞，烟台山医
院副院长常黎明主持本次研讨会。
本次论坛邀请了中韩医疗机器人领
域的知名专家来烟交流，围绕机器
人、远程医疗、5G、骨科、心脏外科等
方面的临床应用、创新研发开展学术
研讨，来自全省的 160 多位医护人
员参加本次研讨会。

杨林海在致辞中指出，烟台山医
院有着 160 年的悠久历史，是烟台
市重要的综合性医疗机构，承担着市
区及周边区域群众的医疗保障任务。
2016 年烟台山医院完成了山东省首
台骨科机器人手术。骨科机器人目
前可以辅助完成脊柱外科、骨盆骨折
等多种骨科手术，烟台山医院不断扩
大其使用范围，截至到目前共完成骨
科机器人手术近 800 台，手术量居
全国前茅。医院举办过 6 次全国、山
东省骨科手术机器人应用与推广学
习班，国内 30 多家医院前来学习交

流，在全国起到了示范引领作用。
韩国庆北大学是亚洲著名学府，

在韩国有着较强影响力。以朴一亨
教授为代表的机器人研发团队在机
器人应用与研发领域有着较高的学
术地位，朴教授是韩国新医疗技术评
价委员会委员，长期从事骨科机器人
的研发和应用，是国际知名的骨科机
器人专家。在本次研讨会上，朴教授
作了 《高精度模块化骨折复位及骨
畸形矫正系统》的精彩报告；Hyun-
hee Bang 教授作《韩国庆北国立大
学融合医疗机器人研究所介绍》的
报告，介绍了该研究所自 2012 年成
立以来 7 年的发展历程和取得的成
绩；Sanghyun Joung 工程师作《人
工智能集成骨科内镜手术机器人系
统》的精彩报告，介绍了内镜技术在
骨科机器人手术领域的应用情况与
研发进展。

烟台山医院张树栋院长以 《智
慧骨科的建设》为题作精彩讲座，他
指出，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方
兴未艾，智能制造作为中国制造业发
展的主攻方向，正在不断地突破新技

术、催生新业态、迈上新台阶。张院
长结合医院实际与未来在人工智能
管理、人工智能医疗、人工智能服务
和 5G应用前景等方面作分享；山东
省医学会机器人分会主任委员、青岛
大学附属医院心外科杨苏民教授作
《达芬奇机器人微创心脏手术的 5
年经验总结》的精彩报告，介绍了连
续三年其心脏外科达芬奇手术数量
和质量居全国首位的成功经验以及
全国心脏外科达芬奇手术培训中心
的工作情况；北京积水潭医院王军强
教授作 《如何促进机器人手术在创
伤骨科的常规应用》的精彩报告；北
京航空航天大学夏春节博士以 《临
床需求驱动的手术机器人研究》为
题作精彩报告；北京市医疗机器人产
业创新中心王彬彬总经理作 《北京
市医疗机器人产业创新中心创建》
的精彩演讲；烟台山医院张国峰博士
作《机器人在骨肿瘤手术应用现状》
的报告；烟台山医院王磊升副主任医
师作 《骨科机器人在脊柱外科手术
中的应用与创新》的讲座。研讨会讨
论环节，参会代表积极发言，就骨科

机器人的临床应用场景、手术优势、
应用指控和改进前景等热点问题提
出了不同的见解。

本次研讨会是山东省医学会医
用机器人分会成立后首次学术活动。
中韩专家和学者共同表示，依托山东
省医学会医用机器人分会平台，拓展

合作领域、加快标准制定、加强人才
培养,在更高层次、更宽领域的合作
中实现互利共赢，促进智能制造、智
能医疗落地生根、开花结果，为中国
医用机器人事业发展作出贡献，造福
百姓。

【骨病与慢病科】

中韩骨科机器人临床应用与研发研讨会召开

8 月 9日，由烟台山医院承办的
烟台中西医结合学会第二届影像专
业委员会换届大会暨学术研讨会日
前召开。烟台山医院副院长张恩宁
致辞，烟台山医院 CT.MR 室主任张
国伟当选为烟台中西医结合学会第
二届影像专业委员主任委员，李忠
维等 7人当选为副主任委员。

在研讨会上，中华医学会山东
省放射学会主任委员、山东大学齐
鲁医院青岛院区党委书记马祥兴，
山东省医学影像研究所所长王光
彬、教授刘强，山东省立医院教授王
锡明，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上

海儿童医学中心教授董素贞，大连
医科大学教授于胜波等分别作讲
座，结合影像学的热点、难点、创新
点及部分典型病案与大家进行了深
入交流。烟台山医院CT.MR室主任
张国伟、副主任李忠维、副主任医师
徐永忠分别作 《骨骼系统漏诊误诊
病例分析》《胃癌影像诊断与评估
分期》《肺微小结节 CT 诊断与鉴别
诊断》的学术讲座。

8 月 17日，烟台中西医结合学
会影像专业委员会召开了 2019 年
骨肌系统研讨会。会议围绕骨质疏
松、软组织肿瘤的影像诊断等重点展

开学术讨论。北京积水潭医院程晓光
教授介绍了骨质疏松症诊断标准，分
享了国际骨密度学会和美国放射学
会骨质疏松的诊断标准，提出了符合
中国国情的骨质疏松诊断建议。天津
市天津医院王植教授、同济大学上海
第十人民医院汤光宇教授、青岛市立
医院郁万江教授分别作 《常见病的
诊断与深入认识-论髌骨脱位》《软
组织肿瘤的影响诊断》《能谱 CT 测
量骨密度的应用价值》的讲座。研讨
会的召开，与会专家在交流中提升了
业务水平，必将促进全市医学影像学
事业更好更快发展。【CT.MR室】

烟台中西医结合学会第二届影像专业委员会
换届大会暨学术研讨会召开

8 月 24 日，由烟台市抗癌协会、
烟台市医学会化疗专业委员会主
办，烟台山医院承办的 2019 年烟台
市抗癌协会学术年会暨烟台市医学
会化疗专业委员会学术会议召开。
烟台市医学会化疗专业委员会主任
委员、烟台市肿瘤性疾病质控中心
主任、烟台市抗癌协会理事长、烟台
山医院副院长张恩宁主持本次大
会。来自全国各地的 50多位专家及
全市的 300 多名肿瘤专业相关医务
人员参加本次会议。

烟台山医院党委书记于远臣到
会致辞，介绍了烟台山医院在医疗、
教学、科研等方面的现状以及医院

肿瘤科近年来的发展情况与学科优
势。北京大学国际医院副院长、肿瘤
中心主任梁军教授在致辞中赞扬了
烟台市抗癌协会在山东省肿瘤领域
的影响力，同时，梁军教授指出虽然
山东省为医疗大省，但并非医疗强
省，他号召专家同道共同努力，推进
抗癌事业不断发展。烟台市卫健委
副主任陈立在致辞中介绍了目前我
市抗癌工作所遇到的机遇与挑战，对
我市抗癌协会的工作给予了肯定，并
提出了期望。

于金明院士领衔的五位专家在
主会场就近年全球肿瘤领域热点作
报告。于金明院士以《肿瘤精准放疗

新实践》为题作报告，他指出，精准
诊断是精准治疗的前提，没有精准诊
断，精准治疗就无从谈起。精准医学
首先是从精准检测、精准诊断开始
的。NGS 作为国际上精准医学领域
关于基因检测的重要代表，也是未来
精准医学和医学研究的主流或主要
方向之一。在未来研究中，一定要把
分子研究、转化医学研究以及临床研
究紧密结合起来。临床研究的关键在
于精准防治、重心前移，而不在于晚
期恶性肿瘤的治疗。肿瘤防治的观念
一定要重心前移，去早筛、去预防。对
恶性肿瘤而言，完全是可以做到预防
的。举例而言，肺癌的发病因素有内

在因素和外在因素，对于外因占重要
权重的恶性肿瘤，预防和筛查是重要
的防治手段。北京大学国际医院副院
长梁军教授分享了 《免疫治疗的机
遇与挑战》，通过从免疫治疗的基本
机制，梁教授用形象的比喻说明了人
体内部的免疫就是一个松刹车踩油
门的双向调控，自身的免疫机制是通
过 T 细胞激活→T 细胞增生→浸润
肿瘤细胞→破坏肿瘤这一机制来起
到自身调节的作用。目前免疫治疗开
发如火如荼，已经有 2000 多种联合
方式正在探索。中山大学附属肿瘤医
院临床研究中心副主任李苏教授讲
解了 《PD-1 抗体临床药理学》，从

多个方面给我们介绍了 PD-1 抗体
临床药理学作用，重点强调了目前研
究得出的结论，D+T 患者大多数是
PMMR型的，最后简单介绍了免疫
治疗超进展的观念。山东省肿瘤医院
副院长王哲海教授介绍了 《晚期癌
症的治疗 -指南与实践》，讲述了免
疫治疗目前的重要性，还通过列举真
实的案例向我们列举了目前肺癌治
疗模式与进展。中国医师协会法律事
务部主任、中国卫生法学会常务理事
邓利强律师分析了 《你不是药神及
知情同意相关问题》。 邓教授指出，
法律规定，所有进入中国的药品必须
经中国政府审批，若药品未经中国政
府审批而进入中国，无论此类药品在
国外是否合法，在中国一概以假药论
处。其次，《执业医师法》明确规定：
医生必须使用经国家批准的药品、消
毒药剂和医疗器械。

除了主会场，本次会议还设有胸
部肿瘤专场、消化道肿瘤专场、乳腺
肿瘤专场、放疗专场等四个分会场，
以及卫星会。各个分会场内容涉及
国内国际先进抗癌治疗进展及现状，
精彩纷呈。此次会议为我市肿瘤学
者搭建了学术交流平台，是一场高水
平、高层次和高质量的肿瘤科学术盛
会，推动了烟台地区肿瘤诊治水平再
上新台阶。 【肿瘤内科】

烟台市抗癌协会学术年会暨化疗专业委员会学术会议召开

因我院康复医学科表现突出、
发展迅速，2019 年烟台市卫健委将
烟台市康复质量控制中心挂靠单位
调整为我院。10月 19日，烟台市康
复质量控制中心 2019 年工作会议
召开，来自全市 32 家医院的 47 名
康复医学科负责人参加本次会议。

烟台市卫健委医政医管科科长
李德华出席会议并结合全市康复医
学科的建设和发展情况，对烟台市
康复质量控制中心 2019 年的工作
给予充分肯定，并指出了下步工作
方向。烟台市康复质量控制中心副

主任委员、我院康复医学科主任邵
鹏根据前期调研情况，作了关于烟
台市康复医学科建设情况的调查报
告，分析了我市二级和三级医院康
复医学科建设和发展情况，从硬件
设施、人员配置、工作能力等方面进
行对比，介绍了烟台市康复医学发
展现状。山东省医学会物理医学与
康复学分会主任委员、山东大学第
二医院副院长、康复医学科主任孙
强三教授根据调查报告，结合全省
康复医学发展情况，认为烟台市康
复医学的建设情况与经济实力并不

相符，对我市康复医学的发展提出
了建设性意见。最后，烟台市康复质
量控制中心主任委员于群涛提出了
下一步的工作计划，并与参会代表
共同讨论了康复医学发展困难、解
决方案和前景。

今后，烟台市康复质量控制中
心将根据工作计划，加强学科建设
的规范管理和建设指导，提高全市
康复医学专业诊治水平，促进共同
发展。

【康复医学科】

烟台市康复质量控制中心2019年工作会议召开

山东省皮肤镜诊断学习班日前
在济南开班。学习班上，国家远程
医疗与互联网医学中心授予烟台市
烟台山医院、聊城市人民医院 、青
岛市市立医院三家医院“国家远程
医疗与互联网医学中心皮肤影像示
范建设单位”称号。我院皮肤科王
艳菊、李露霄两位医师以第一名、第
二名的好成绩通过了国家远程医疗
与互联网医学中心皮肤科专委会组
织的皮肤影像能力认证皮肤镜中级
考核，并获得了相应的中级证书。
据悉，此考核的通过率仅为 20%，
截止到目前，全国范围内不足 200

人获此中级证书。
从 2017 年开始，我院皮肤科

开始将皮肤镜检查应用到临床工
作。皮肤镜检查是一种无创的皮肤
检查方式，可以观察到皮肤表皮下
以及真皮上层肉眼无法看到的皮肤
结构和改变。皮肤镜在黑色素细胞
来源的良恶性皮损鉴别中，已经有
了相当成熟的运用，它在肿瘤性疾
病、感染性疾病、炎症性疾病和毛发
及甲病等的辅助诊断中也具有越来
越高的地位，成为皮肤病诊断的重
要依据。

【皮肤科】

我院获“国家远程医疗与互联网医学中心
皮肤影像示范建设单位”称号

在“世界镇痛日”到来之际，
我院疼痛科专家高建东到芝罘区
老年公寓开展义诊暨健康科普活
动。

老年人是慢性疼痛的高发群
体。在讲座中，疼痛科专家高建东
从生命在于运动的角度阐述了“健
康重在预防，有病早诊早治”的重
要性，并结合老年人的生理特点和
常见病种，推荐了颈椎操、肩周操、
腰肌劳损和膝关节疾病功能锻炼

法等几种适合老年人的慢性疼痛
疾病防治方法。慢性疼痛是影响人
们生活质量的一个严重问题，我国
慢性疼痛的发病率为 35%-40%，
许多严重的疼痛患者需常年靠止
痛药维持。在义诊活动中，疼痛科
专家为十多位有着慢性疼痛的老
人进行了义诊，并给出了有针对性
的、个性化的防治建议。

【疼痛科】

疼痛科开展关爱老年人义诊
暨健康科普活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