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THE CAMPUS 
// 2019 医学继续教育项⽬目 

颞颌关节治疗 
认证课程 
WITH DR. GUY ZITO  

3⽉月9-10⽇日

该⼯工作坊是旨在增强物理理治疗师、整
⻣骨医师、整脊师与⼝口腔科医⽣生在诊断、
评估和治疗颞颌关节相关疾病上的临
床技能。 



课程概览

课程描介绍 

      在中国物理理治疗本科教育阶段，所涉及
颞颌关节的内容相当少。近⼏几年年来，肌⻣骨相
关的物理理治疗快速发展，⽽而物理理治疗在颞颌
关节相关问题治疗中的作⽤用越来越被认可。
因此，为了了提⾼高临床相关⼈人员的技能，需要
对相关知识和技能开展继续教育。 
此次，我们⾮非常荣幸的邀请到Guy Zito博⼠士
（APA肌⻣骨和运动治疗师，墨墨尔本⼤大学⾼高级
研究员，具有超过35年年的教育和临床经
验），为我们带来为期2天的研讨会和⼯工作
坊，课程所有内容都由证据⽀支持。 

      专业的治疗师可以在上海海的the clinic参
加由Guy Zito博⼠士授课的认证课程。若您想
在颞颌关节疾病的诊断、评估和治疗上进⼀一
步拓拓展治疗技术和经验，那不不能错过本次课
程。 
      物理理治疗师、整⻣骨医师、整脊师与⼝口腔
科医⽣生应该在颞颌关节功能障碍的诊治上做
出显著的贡献。在经过专业的培训后，他们
能应对患者⽇日益增⻓长的需求，并成为该领域
中的领军⼈人物。 

学习⽬目标与收获： 

1. 对颞颌关节的功能性解剖和运动学有更更深⼊入
的理理解 

2. 更更好的理理解颞颌关节和颈椎胸椎之间的联系 
3. 熟悉颞颌关节功能障碍的分类 
4. 理理解物理理治疗在颞颌关节功能障碍中的作⽤用
和相应的证据 

5. 学习如何对颞颌关节和与其相关的结构进⾏行行
综合性评估 

6. 获得颞颌关节功能障碍的治疗相关的证据和
诊疗经验 

7. 增强对颞颌关节功能障碍患者疼痛机制和⼼心
理理因素的认识 

8. 熟悉颞颌关节功能障碍保守治疗和⼿手术治疗
相关的证据 

9. 了了解颞颌关节功能障碍治疗的整体⽅方法以及
参与治疗的其他医疗保健专业⼈人员的作⽤用 

课程特⾊色： 

该课程拥有其独⼀一⽆无⼆二的特点，以深度浸⼊入式
学习、⾼高速吸收与三百六⼗十度全⽅方位的教育体
系体验，让你能够学习到运动医学与MSK康复
的最新变化与进展，从以下三种严谨⽽而相互交
织的专业⻆角度去学习探索： 
‣ 物理理治疗医学与康复医学 
‣ 肌⻣骨放射科 
‣ ⻣骨科 

报名要求： 

肌⻣骨物理理治疗领域的相关专业⼈人员 
参加此次课程必须具备如下条件 (技能、经
验、相关职业认证)  
物理理治疗领域（肌⻣骨⽅方向）2年年以上临床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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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课程模式提倡随堂提问，你更更可以有机会⼀一对
⼀一跟随国内外顶尖专家学习到最新的医学更更新内
容与教育内容。



导师

DR. GUY ZITO 
    Guy Zito博⼠士是APA肌⻣骨和运动治疗师，墨墨尔本⼤大学⾼高
级研究员，具有超过35年年的教育和临床经验。在此期间，
他通过教授和协调物理理治疗硕⼠士课程项⽬目，并帮助建⽴立了了
其他物理理治疗相关的研究⽣生课程。他还通过澳⼤大利利亚物理理
治疗师学院参与指导和检查物理理治疗师进⾏行行专业化考试。 
2015年年，他因为在推动物理理治疗专业发展上所取得的贡献
获得了了APA维多利利亚成就奖。 

     Guy拥有墨墨尔本⼤大学临床物理理治疗博⼠士学位以及其他研
究和专业的资格认证。他的研究⽅方向是颈源性头痛、颞颌
关节功能障碍和头痛的鉴别诊断，并发表了了相关的⽂文章。
他的⽂文章“颈源性头痛诊断中肌⾁肉⻣骨骼功能障碍的临床试验”
是⼿手法治疗领域中引⽤用率排名前⼗十的⽂文章之⼀一，他也因此
⽽而获得嘉奖。 

     他是北北卡尔顿Carlton物理理治疗中⼼心的主管物理理治疗师，
他治疗患有肌⾁肉⻣骨骼疾病的患者，包括患有颞颌关节功能
障碍和头痛，以及颈部和背部疼痛的患者。 

     虽然他不不再正式参与⼤大学的教学，他仍然继续追求他对
物理理治疗教学的热情，并在澳洲和海海外开设了了许多肌⾁肉⻣骨
骼相关主题的短期课程，尤其是颞下颌关节相关的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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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CHEDULE & SYLLAB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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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ATURDAY, MARCH 9TH 2019 

8:30 - 8:55 
注册 

9:00 - 9:15 
简介 

9:15 - 10:45 
颞颌关节的结构和功能 

10:45 - 11:00 
茶歇 

11:00 - 11:30 
运动学/动⼒力力学 

11:30 - 12:30 
颞颌关节的评估 

12:30 - 13:30 
午餐 

13:30 - 14:30 
TMD分类 - 肌源性TMD 

14:30 - 15:15 
TMJ 和颈椎 

15:15 - 15:30 
茶歇 

15:30 - 16:30 
病例例分析和讨论 

注释：TMD是指颞颌关节紊乱 

SUNDAY, MARCH 10TH 2019 

9:00 - 9:15 
回顾讨论第1天内容 

9:15 - 10:45 
TMD分类 - 关节源性 TMD 

10:45 - 11:00 
茶歇 

11:00 - 12:00 
TMD分类 - 关节源性 TMD 

12:30 - 14:00 
病例例分析 

12:30 - 13:30 
午餐 

13:30 - 14:30 
头痛和TMD  

14:30 - 15:15 
其他治疗法  

15:15 - 15:30 
茶歇 

15:30 - 16:30 
复习和提问 



报名概况

学费 

常规价: 
5000 元  

1⽉月31⽇日前的早⻦鸟价: 
4000 元 

助学价： 
相关专业在校⽣生可以申请THE CAMPUS 
助学⾦金金（限5名） 

2000 元 

参与名额有限 

请注意课程限制⼈人数，参与名额有限，为
确保您不不错过报名，建议尽早注册报名。 

详询： 

致电:       (+8621) 336.888.01 
              周⼀一～周五 
              早上9:00 ⾄至 晚上7:00 (ET) 

发送邮件⾄至: 

thecampus@theclinic.international  

报名、付费、确认 
与退款政策 

THE CAMPUS | CME医疗继续教育课程项⽬目
的报名需通过我们的在线系统注册报名，欢
迎扫描以下⼆二维码进⼊入我们的课程或⼯工作坊
注册⻚页⾯面。 

如果您从中国以外地区报名： 

thecampus@theclinic.international 

我们会邮寄您如何付款的详细资料料。 

⼀一旦收到您的付款注册，我们将向您发送电
⼦子邮件确认。请务必提供您常⽤用的邮箱地址。
您的邮箱地址将⽤用于关键信息，包括注册确
认、评估和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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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示: 退款流程会涉及500元⼈人⺠民币的操作费，并需在
课程／⼯工作坊等开始前三周申请退款。退款申请需通过
邮件发送并确认。 任何少于课程前两周的退款皆不不予
以处理理与返还。 任何情况的缺席都将会按照规定收取
全部课程的费⽤用；课程开始之后，不不接受任何退款处理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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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更多详情: 
www.theclinic.international/the-campus

地址: 
上海海市徐汇区嘉善路路118号B座A501单元 
118 JIASHAN RD. BUILDING B, SUITE A501 - SHANGHAI 

http://www.theclinic.international/the-campu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