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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促进低下的免疫反应 [18]，使机体的免疫状态达到
一个平衡的状态。而麻醉药用量的减少则可以减轻
机体免疫功能的抑制作用[19]。
综上所述，TEAS 对围术期肺癌患者免疫功能
具有正向调节作用，在肺癌患者围术期施行经皮穴
位电刺激，
能够显著提高患者免疫功能，尤其是细胞
免疫功能，机体可以通过免疫效应机制发挥抗肿瘤
作用，而且 TEAS 操作简便，价格便宜，因此在临床
工作中兼顾整体又考虑到患者功能状态的情况下，
TEAS 都是一种较为理想的辅助治疗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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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届全国骨科及运动创伤康复学习班通知
北京大学第三医院康复医学科，北京康复医学会骨科分会联合主办骨科康复系列学习班，本届学习班内容为脊柱脊髓伤
病康复，2014 年 9 月 13—17 日在北京举行。
学习班内容：脊柱脊髓解剖；脊柱脊髓康复进展；常见脊柱疾病及脊柱脊髓外伤手术治疗介绍；脊柱脊髓影像学诊断；颈椎
疾病康复评定与治疗；腰椎疾病康复评定与治疗；脊髓损伤并发症及康复治疗；最新版脊髓损伤神经学分类国际标准及脊髓
损伤后残存自主神经功能载录国际标准解读及使用培训。采取理论与实际相结合，临床与康复相结合，医师与治疗师相结合
的授课方式。使学员既掌握相关骨科康复的理论，又能实际操作。适合骨科、康复科医师、康复治疗师参加。参加者获得国家
级继续教育Ⅰ类学分 10 分，
2014-16-00-376(国)。
联系人：北京大学第三医院康复医学科：张娟。邮编：100191。固定电话：010-82264595。移动电话：15611908376。传真：
010-82265861。E-mail：
bysykf@163.com。截止日期 2014 年 9 月 6 日。为保证学习效果限额 80 人，
以报名先后为序。
北京大学第三医院康复医学科
北京康复医学会骨科分会
www.rehabi.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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