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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程一览

日　期 时　间
五层

多功能厅 AB/A
五层

多功能厅 B
四层

国际会议厅

4 月 7 日
上午

08:00-08:30 开幕式 　 　

08:30-10:30 大会报告一 　 　

10:30-10:40 茶歇 　 　

10:40-12:10 大会报告二 　 　

12:30-13:50 学术专场 1/2 学术专场 3/4 学术专场 5/6

4 月 7 日
下午

14:00-16:00 脑血管病的介入
治疗 1

脑小血管病的
基础与临床 1

脑血管病影像学
研究与临床应用

16:00-16:10 茶　　歇

16:10-18:00 脑血管病的介入
治疗 2

脑小血管病的
基础与临床 2

 脑卒中并发症
及其他

18:00-18:50

19:00-22:00 专家面对面 　

4 月 8 日
上午

08:00-09:50 脑血管病与认知障碍
少罕见脑血管病

及其他

第三届曙光行动
影像读片

知识竞赛总决赛

09:50-10:00 茶　　歇

10:00-12:30 大会报告三 　

12:30-12:45 闭幕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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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层 301
会议室

三层 302
会议室

三层 303
会议室

三层 304
会议室

三层 306
会议室

　 　 　 　 　

　 　 　 　 　

　 　 　 　 　

　 　 　 　 　

　 　 学术专场 7　 　 学术专场 8　

脑静脉血栓
形成

脑梗死的急性
期处理 1

出血性脑血
管病 1

脑血管病患者
护理

脑血管病的
预防 1

茶　　歇

脑血管病的
前沿研究与
转化医学

脑梗死的
急性期处理 2

出血性
脑血管病 2

脑血管病的
预防 2

学术专场 9　

　 　 　 　 　

 重症脑血管病
的救治

脑血管病的
康复

脑血管病的
遗传研究进展

脑血管病与
免疫、炎症

脑血管病侧支
循环、脑供血
障碍及其他

茶　　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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详细日程

2017 年 4 月 7 日　五层多功能厅 AB

08:00-08:30 开幕式 主持人：王　柠 

　 　

08:30-10:30 全体大会一 主持人：崔丽英　饶明俐　蒲传强

08:30-09:00 大会报告 中国卒中中心建设工程
王陇德　中国工程院院士
             国家卫计委脑卒中防治工程委员会

09:00-09:30 大会报告 Uses of ultrasound in stroke prevention
J. David Spence　Western University, Canada

09:30-10:00 大会报告 中国脑卒中精准预防策略的转化应用
霍　勇　北京大学第一医院

10:00-10:30 大会报告 中国脑血管病指南的制订与应用
蒲传强　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

10:30-10:40 茶　歇

10:40-12:10 全体大会二 主持人：吕传真　赵　钢　曾进胜

10:40-11:10 大会报告 临床研究：从循证到精准
王拥军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天坛医院

11:10-11:40 大会报告 血管性认知障碍新治疗的中国临床试验
贾建平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宣武医院

11:40-12:10 大会报告 脑血管病分类分型的发展及临床价值
刘　鸣　四川大学华西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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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年 4 月 7 日　五层多功能厅 A

14:00-15:56  脑血管病的介入治疗 1
主持人：林　航　龚　涛

14:00-14:20 专题发言 压力导丝技术在脑血流动力学评估中的应用
刘新峰　南京军区南京总医院

14:20-14:40 专题发言 颈动脉入颅段狭窄的支架成形术治疗
刘煜敏　武汉大学中南医院

14:40-15:00 专题发言 急性进展性脑梗死的介入治疗策略
林　敏　解放军福州总医院

15:00-15:08 论文交流 症状性颅内动脉粥样硬化性狭窄患者血管成形术治疗的
疗效观察
杜　鹃　南京军区南京总医院

15:08-15:16 论文交流 大脑中动脉 M2 段和大脑前动脉闭塞的支架取栓治疗
赵　伟　天津市泰达医院

15:16-15:24 论文交流 Vascular Closure Device versus Manual 
Compression in Acute Ischemic Stroke Patients 
Undergoing Bridging Therapy
赵文博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宣武医院

15:24-15:32 论文交流 急性基底动脉闭塞支架机械取栓的疗效及安全性分析
邢鹏飞　第二军医大学附属长海医院

15:32-15:40 论文交流 房颤患者急性脑栓塞动脉取栓预后影响因素分析
杜　娟　解放军第 306 医院　

15:40-15:48 论文交流 脑梗死急性期取栓治疗责任血管不同病因的分析研究
吴　伟　山东大学齐鲁医院

15:48-15:56 论文交流 前循环串联病变导致急性卒中血管内治疗四例临床分析
石明超　吉林大学第一医院

15:56-16:10 茶　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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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10-18:02 脑血管病的介入治疗 2
主持人 : 柯开富　陆正齐

16:10-16:30 专题发言 颅内动脉狭窄介入治疗的证据与进展
焦力群　北京宣武医院

16:30-16:50 专题发言 脑过度灌注综合征预防的实践与体会
郭富强　四川省人民医院

16:50-17:10 专题发言 基底动脉闭塞介入治疗策略的探讨
朱武生　解放军南京总医院

17:10-17:30 专题发言 经桡动脉脑血管造影技术
陈星宇　厦门中山医院

17:30-17:38 论文交流 症状性椎动脉颅内段狭窄的血管内治疗与标准药物治疗的
比较研究
刘德志 南京军区南京总医院

17:38-17:46 论文交流 缺血性脑卒中颅内血管介入治疗继发症状性 SAH 的预后及
影响因素分析
王守春 吉林大学第一医院

17:46-17:54 论文交流 Risk Factors of Subacute Thrombosis after Intracranial 
Stenting for Symptomatic Intracranial Arterial Stenosis
Sunxuan   河北医科大学附属唐山工人医院

17:54-18:02 论文交流 经微导管机械碎栓和 SolitaireAB 型支架取栓治疗急性缺血
性脑卒中的比较研究
郑德泉 解放军第一七五医院　

19:00-22:10 专家面对面
主持人：崔丽英　蒲传强　刘　鸣　王　柠 

参与专家 崔丽英　蒲传强　刘　鸣　王　柠　饶明俐　吕传真　
黄如训　黄家星　黄一宁　蕫　强　曾进胜　徐　运　
卢德宏　刘新峰　焉传祝　何志义　朱遂强　张杰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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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0-19:05 致辞 开场致辞
崔丽英 北京协和医院

22:05-22:10 总结 总结
蒲传强 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

2017 年 4 月 7 日　五层多功能厅 B

14:00-15:48 脑小血管病的基础与临床 1
主持人：吴　江　徐　运　汪　昕

14:00-14:20 专题发言 脑小血管病诊疗的临床相关问题研究
徐　运 南京大学医学院附属鼓楼医院

14:20-14:40 专题发言 静止性脑血管病：评估及干预进展
彭　斌 北京协和医院

14:40-15:00 专题发言 小病灶大麻烦：脑小血管病与多发性硬化的鉴别要点
陆正齐 中山大学附属第三医院

15:00-15:08 论文交流 Cerebral Small Vessel Disease Burden and Cognitive 
Impairment after First-ever Stroke: A Longitudinal 
Study
梁　燕 香港中文大学

15:08-15:16 论文交流 脑小血管病患者远隔缺血适应研究
王　媛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宣武医院

15:16-15:24 论文交流 皮层下微损伤的症状学和危险因素分析
谭　莎 中山大学附属第三医院

15:24-15:32 论文交流 脑小血管病影像改变与排尿障碍的相关性研究
苏　宁 北京协和医院

15:32-15:40 论文交流 白质疏松伴认知功能障碍患者结构网络与功能网络的
关系研究
叶　娜 北京天坛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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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40-15:48 论文交流 皮质下缺血性脑小血管病患者脑白质病变分级及认知
功能受损程度与外周血红细胞膜 Aβ 沉积相关性的
临床研究
刘　蕾 天津医科大学总医院

15:48-16:10 茶　歇

16:10-17:58 脑小血管病的基础与临床 2
主持人：朱以诚　卢家红　焉传祝 

16:10-16:30 专题发言 大小血管病的相关性研究进展
朱以诚 北京协和医院

16:30-16:50 专题发言 CAA 影像学进展
倪　俊 北京协和医院

16:50-17:10 专题发言 遗传性脑小血管病
张在强 北京天坛医院

17:10-17:18 论文交流 HR-MRI 对脑小血管病与多发性硬化的鉴别诊断价值探讨
单翼龙 中山大学附属第三医院

17:18-17:26 论文交流 侧脑室旁白质高信号作为血管性认知障碍预测因子的研究
邱树卫 南京大学医学院附属鼓楼医院

17:26-17:34 论文交流 基底节区轻型卒中患者认知障碍与白质损伤机制的研究
左丽君 北京天坛医院

17:34-17:42 论文交流 脑微梗死与认知功能障碍的研究进展
陈伟红 河北省人民医院

17:42-17:50 论文交流 脑白质损伤对亚欧人群缺血性脑卒中预后影响的荟萃分析
周　礼 中山大学附属第三医院　

17:50-17:58 论文交流 脑小血管病患者认知障碍亚型及认知域受损分布特点
柴　文 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仁济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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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年 4 月 7 日　四层国际会议厅

14:00-16:24 脑血管病影像学研究与临床应用
主持人：黄一宁　许予明　田成林

14:00-14:20 专题发言 影像学在 TIA 预后评估中的价值
许予明 郑州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14:20-14:40 专题发言 症状性大动脉闭塞的机制
田成林 解放军总医院

14:40-15:00 专题发言 颅内动脉粥样硬化与穿支动脉梗死：来自 SIPS 研究
徐蔚海 北京协和医院

15:00-15:20 专题发言 在缺血性脑卒中急性期应用影像学手段预测出血转化
王乔树 上海市第一人民医院

15:20-15:28 论文交流 伴或不伴大血管病变的皮层下小梗死（SSI）的临床及
影像学特点
李　园 北京大学第三医院

15:28-15:36 论文交流 皮层下梗死急性期采用临床评估结合弥散张量成像可
正确预测患者 3 月时运动功能结局
刘　刚 中山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15:36-15:44 论文交流 基于计算机流体动力学模型的症状性大脑中动脉狭窄
前后压力梯度与软脑膜侧枝循环的关系
冷昕祎 香港中文大学

15:44-15:52 论文交流 BPAS 在椎 - 基底动脉颅内段病变鉴别诊断中的应用
张桂莲 西安交通大学医学院第二附属医院

15:52-16:00 论文交流 大脑中动脉斑块和基底动脉斑块特征的对比研究
杨　弋 吉林大学第一医院

16:00-16:08 论文交流 患侧大脑中浅静脉充盈缺损与急性缺血性卒中再灌注
治疗后预后不良的相关性研究
张　圣 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二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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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08-16:16 论文交流 Association of multiple infarctions and ICAS with 
outcomes of minor stroke and TIA: CHANCE 
substudy
王伊龙 北京天坛医院

16:16-16:24 论文交流 肢体抖动短暂性脑缺血发作的临床和影像学特点
唐　敏　合肥市第一人民医院
             安徽医科大学第三附属学院

16:24-16:30 茶歇

16:30-18:10 脑卒中并发症及其他 
主持人：卢德宏　孙红斌　张宝荣  

16:30-16:50 专题发言 常见脑脊髓栓塞性病变的病理学特点
卢德宏 北京宣武医院

16:50-17:10 专题发言 卒中后癫痫
周　东　四川大学华西医院

17:10-17:30 专题发言 卒中与睡眠障碍
王玉平　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

17:30-17:38 论文交流 Wells 评分应用于脑卒中并发下肢深静脉血栓研究
张　娜 宁夏医科大学总医院心脑血管病医院

17:38-17:46 论文交流 前循环血管重度狭窄患者血抗 BP180 抗体浓度分析
李胜德 中国医学科学院北京协和医院

17:46-17:54 论文交流 关于特发性全身性癫痫基于体素的形态学研究的荟萃
分析
张佳慧 南京大学医学院附属鼓楼医院

17:54-18:02 论文交流 卒中相关不安腿综合征临床特征分析
张小瑾 上海交通大学附属第一人民医院

18:02-18:10 论文交流 卒中后抑郁磁共振预警量表的编制及评价
邓　方 吉林大学第一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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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年 4 月 7 日　三层 301 会议室

14:00-15:52 脑静脉血栓形成
主持人：曾进胜　樊东升　陈海波 

14:00-14:20 专题发言 颅内静脉系统血栓形成的影像学诊断
曾进胜 中山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14:20-14:40 专题发言 以组织病理为依据的脑静脉血栓的病例诊断分享
戚晓昆 海军总医院

14:40-14:48 论文交流 脑静脉血栓形成的结构影像特征及临床相关性研究
周立新 北京协和医院

14:48-14:56 论文交流 核磁黑血成像对孤立皮层静脉血栓的诊断
段建钢 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

14:56-15:04 论文交流 肥胖患者脑静脉窦血栓形成的临床分析
王慧芳 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

15:04-15:12 论文交流 上矢状窦血栓形成合并脑叶皮层出血 3 例临床特点分析
王加璐 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15:12-15:20 论文交流 恶性静脉窦血栓形成的双抗凝治疗探讨
周盛年 山东大学齐鲁医院

15:20-15:28 论文交流 颅内静脉窦血栓患者 NLR 水平与长期预后的关系
刘　凯 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15:28-15:36 论文交流 脑静脉窦血栓患者皮质静脉血栓的诊断及其与临床
- 影像学特征的相关性
梁嘉辉 中山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15:36-15:44 论文交流 孤立性侧窦血栓形成无颅高压的病因及预后探讨
周　研 第二军医大学附属长海医院

15:44-15:52 论文交流 颅内静脉系统血栓形成的临床和影像学分析
赵　婷 河南省人民医院

15:52-16:10 茶 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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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10-18:18 脑血管病的前沿研究与转化医学
主持人：王　伟　胡　波　杨清武 

16:10-16:30 专题发言 缺血性脑卒中的神经保护的基础与临床转化研究进展
杨清武 第三军医大学附属新桥医院

16:30-16:50 专题发言 骨髓间充质干细胞对大脑皮层梗死后继发黑质与丘脑
损伤中的神经修复作用
徐　恩 广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

16:50-17:10 专题发言 脑缺血缺氧的生理反应及应对策略
张黎明 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17:10-17:30 专题发言 P2Y12 受体的靶向研究进展
胡　波 华中科技大学附属协和医院

17:30-17:38 论文交流 CRISPR/Cas9 技术构建 Notch3 基因点突变的
CADASIL 小鼠研究
蔡　斌 福建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17:38-17:46 论文交流 BKCa 通道在适度酒精预适应保护脑缺血再灌注诱导
神经元损伤中的作用及 ROS 的调控机制
苏　芳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天坛医院神经病学中心

17:46-17:54 论文交流 重组 CD200 蛋白治疗新生鼠生发层脑出血疗效观察及
机制研究 
冯占辉 贵州医科大学附属医院

17:54-18:02 论文交流 FTY720 在脑白质缺血损伤中的神经保护研究
樊文慧 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同济医院

18:02-18:10 论文交流 FasL 介导缺血性脑卒中后 CD4-CD8-T 淋巴细胞对
M1 型小胶质细胞的极化及机制研究
孟海兰 南京大学医学院附属鼓楼医院神经内科

18:10-18:18 论文交流 Rd 对大脑中动脉梗死大鼠保护作用的研究
石亚军 第四军医大学西京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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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年 4 月 7 日　三层 302 会议室

14:00-16:08 脑梗死的急性期处理 1
主持人：贾建平　巢宝华　刘运海 

14:00-14:20 专题发言 静脉影像在急性期缺血性卒中的应用
楼　敏 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二医院

14:20-14:40 专题发言 他汀类药物联合溶栓治疗急性缺血性脑卒中
贺茂林 北京世纪坛医院

14:40-15:00 专题发言 缺血性卒中的脑出血转化及抗栓治疗
武　剑 清华长庚医院

15:00-15:20 专题发言 rtpa 静脉溶栓的并发症及处理
韩　钊 温州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

15:20-15:28 论文交流 根据 CISS 分型小卒中与中、重度卒中病因及相关危险
因素对比分析
陈晓瑜 中山大学附属孙逸仙纪念医院

15:28-15:36 论文交流 不同病因分型的轻型缺血性脑卒中患者静脉溶栓与
非静脉溶栓治疗预后的比较
陈玮琪 北京天坛医院

15:36-15:44 论文交流 急性大脑中动脉闭塞性脑梗死静脉溶栓后血管再通
与预后
廖晓凌 北京天坛医院

15:44-15:52 论文交流 超时间窗小卒中 / 症状迅速好转（波动）患者的溶栓
治疗病例分享
靳　航 吉林大学第一医院

15:52-16:00 论文交流  阿替普酶静脉溶栓对轻型卒中的疗效及安全性观察
杨　恒 第三军医大学大坪医院

16:00-16:08 论文交流 阿替普酶静脉溶栓治疗内囊预警综合征的疗效分析
张　萍 第二军医大学附属长海医院

16:08-16:10 茶 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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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10-18:06 脑梗死的急性期处理 2
主持人：黄如训　贺茂林　朱榆红　

16:10-16:30 专题发言 缺血性脑卒中治疗中的神经保护的必要性和可行性
朱榆红　昆明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

16:30-16:50 专题发言 急性缺血性卒中抗栓药物治疗循证与个体化研究进展
王伊龙　北京天坛医院

16:50-17:10 专题发言 急性缺血性卒中诊治进展
何　俐　四川大学华西医院

17:10-17:18 论文交流 低密度脂蛋白与急性脑梗死静脉溶栓预后的相关性研究
蒋　芳　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

17:18-17:26 论文交流 不同抗血小板方案对急性脑梗死患者血小板聚集率及预后
的影响
曹勇军　苏州大学附属第二医院

17:26-17:34 论文交流 Impact of clinical trial participation on ‘door-to-
needle’ time performance: the ENCHANTED trial
杨　杰　成都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

17:34-17:42 论文交流 应用磁共振波谱对人尿激肽原酶治疗急性脑梗死神经
细胞功能保护的研究
张一帆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宣武医院

17:42-17:50 论文交流 uPA-loaded nanogels with 2MHz ultrasound could 
decrease the severity of ischemic injury
滕雨明　北京大学第一医院

17:50-17:58 论文交流 磁共振弥散加权像阴性的脑梗死临床特征和原因分析
陈　蕾　上海长海医院

17:58-18:06 论文交流 急性脑梗死患者血尿酸水平与颈动脉粥样硬化的关系
陈　岩　天津市环湖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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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年 4 月 7 日　三层 303 会议室

14:00-15:56 出血性脑血管病 1
主持人：董　强　王文志　张哲成

14:00-14:20 专题发言 中国脑卒中流行病学调查主要结果
王文志　北京市神经外科研究所

14:20-14:40 专题发言 脑出血血脑屏障破坏与血肿周围水肿形成
赵性泉　北京天坛医院

14:40-15:00 专题发言 脑室出血的治疗策略和研究进展
朱遂强　华中科技大学附属同济医院

15:00-15:08 论文交流 罗格列酮对大鼠脑出血急性期小胶质细胞和星形胶质
细胞的影响
陈龙飞　福建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15:08-15:16 论文交流 Sex-specific differences in clinical characteristics 
and outcomes among patients with vascular 
abnormalities related intracranial hemorrhage A 
Multi-Center Cohort Study
郝子龙　四川大学华西医院

15:16-15:24 论文交流 高血压性脑出血患者的脑微出血相关因素及预后
傅　毅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瑞金医院

15:24-15:32 论文交流 脂肪干细胞立体定向移植改善脑出血后脑水肿
张　晔　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同济医院

15:32-15:40 论文交流 脑室外引流联合低剂量 rt-PA 治疗脑室出血的临床研究
连立飞　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同济医院

15:40-15:48 论文交流 脑室外引流治疗脑室出血的疗效研究
刘永飞　火箭军总医院

15:48-15:56 论文交流 脑出血早期血肿扩大的 CT 影像学分析
贺桂女　河南省人民医院

15:56-16:10 茶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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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10-18:06 出血性脑血管病 2
主持人：谢　鹏　秦　超　李国忠

16:10-16:30 专题发言 脑出血诊治研究
谢　鹏　重庆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16:30-16:50 专题发言 急性脑出血早期止血治疗研究进展
宋水江　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二医院

16:50-17:10 专题发言 高血压脑出血术后再出血分析及处理
唐洲平　华中科技大学附属同济医院

17:10-17:18 论文交流 Association of serum levels of calcium and 
magnesium with prognosis of patients with 
intracerebral hemorrhage
熊　瑶　四川大学华西医院

17:18-17:26 论文交流 脑出血患者 TCD 血流参数与颅内压变化的相关性研究
贾娇坤　北京天坛医院

17:26-17:34 论文交流 Early hemolysis in human patients with ICH: an MRI 
study
刘　冉　北京大学第一医院

17:34-17:42 论文交流 脑室出血与血管结构异常性脑出血患者预后的相关性研究
袁若圳　四川大学华西医院

17:42-17:50 论文交流 凸面蛛网膜下腔出血伴急性缺血性卒中的临床研究
连立飞　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同济医院

17:50-17:58 论文交流 微创穿刺术与小骨窗开颅术治疗高血压脑出血疗效和
并发症比较分析
杨永红　重庆医科大学附属永川医院

17:58-18:06 论文交流 脑出血急性期积极降压治疗对预后及早期血肿增长的影响
徐梦怡　南京市第一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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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年 4 月 7 日　三层 304 会议室

14:00-17:00 脑血管病患者护理
主持人 : 薄　琳　杨　蓉　林志萍

14:00-14:20 专题发言 康复专科护士在急性脑卒中患者护理中的实践与思考
薄　琳　北京协和医院

14:20-14:40 专题发言 急性缺血性卒中 rt-PA 溶栓消化道与泌尿道出血的因素分析
常　红　北京宣武医院

14:40-15:00 专题发言 脑卒中一站式救护新模式的运行
毛燕君　第二军医大学附属长海医院

15:00-15:20 专题发言 重症脑血管疾病患者的呼吸道管理
许雅芳　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

15:20-15:40 专题发言 脑卒中患者延续性功能锻炼依从性的调查研究
张小燕　中山大学附属第一医院东山院区

15:40-16:00 专题发言 脑卒中照顾者负担研究现状
杨　蓉　四川大学华西医院

16:00-16:20 专题发言 缺血性脑血管病规范化治疗与护理质控
颜秀丽　吉林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16:20-16:40 专题发言 神经内科静脉通道的选择与建立—改良中等长度静脉
置管的临床应用研究
沈小芳　南京大学医学院附属鼓楼医院

16:40-17:00 专题发言 脑血管病患者的气道管理
林志萍　福建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17:00-17:10 论文交流 专科防跌倒护理指引在急性脑梗死住院患者跌倒预防的
效果观察
黄燕霞　中山大学附属第五医院

17:10-17:20 论文交流 一体式冰帽保护套的制作与临床应用效果观察
张文静　广东省人民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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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20-17:30 论文交流 分指康复训练器在脑卒中手功能障碍患者中应用效果
杨晓夏　第三军医大学第三附属医院

17:30-17:40 论文交流 运用 PDCA 循环提高脑梗塞患者出院计划的完备率
黄海珊　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同济医院

17:40-17:50 论文交流 护理干预减少急性脑血管疾病患者跌倒 / 坠床的效果观察
钟洁平　四川大学华西医院

17:50-18:00 论文交流 脑卒中运动性失语患者发生抑郁的相关因素分析及
护理干预
符晓艳　第三军医大学第三附属医院

2017 年 4 月 7 日　三层 306 会议室

14:00-16:04 脑血管病的预防 1
主持人：刘　鸣　张　通　周华东

14:00-14:20 专题发言 Stroke Prevention: what is the secret ？
J. David Spence　Western University, Canada

14:20-14:40 专题发言 智能技术在卒中康复中的应用
张　通　中国康复研究中心北京博爱医院

14:40-15:00 专题发言 不明原因脑卒中合并卵圆孔未闭
刘运海　中南大学湘雅医院

15:00-15:08 论文交流 Essen 评分联合血管影像预测缺血性卒中复发的探索研究
郭毅佳　四川大学华西医院

15:08-15:16 论文交流 Urban and Rural Differences in Process of Care and 
Outcomes among Patients with Acute Ischemic 
Stroke: Results from China National Stroke Registry II
谷鸿秋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天坛医院

15:16-15:32 论文交流 基于健康风险评估模型的脑卒中高危人群筛查项目的探索
王　媛　天津医科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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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32-15:40 论文交流 急性缺血性脑卒中患者氧化低密度脂蛋白水平与 MMSE
评分的相关性研究
王安心　北京天坛医院

15:40-15:48 论文交流 急性缺血性脑卒中后自主神经功能障碍及其对预后影响
的前瞻性研究
熊　丽　香港中文大学内科与药物治疗学系

15:48-15:56 论文交流 颅内外血管狭窄斑块分布与中国卒中亚型相关性研究
徐曼曼　南京鼓楼医院

15:56-16:04 论文交流 颅内未破裂动脉瘤与缺血性脑血管事件相关性分析
王　岩　上海交通大学附属第一人民医院

16:04-16:10 茶歇

16:10-18:06 脑血管病的预防 2
主持人：黄家星　唐北沙　刘运海

16:10-16:30 专题发言 新型抗凝剂在缺血性脑卒中预防中的应用
黄家星　香港中文大学威尔斯亲王医院

16:30-16:50 专题发言 缺血性卒中 / 短暂性脑缺血发作抗栓治疗新进展
龚　涛　卫生部北京医院

16:50-17:10 专题发言 从指南看卒中血压管理
郭　毅　暨南大学第二临床医学院

17:10-17:18 论文交流 Prevalence and risk factors of intracranial and 
extracranial atherosclerotic stenosis in asymptomatic 
rural residents of 13 villages
金海强　北京大学第一医院

17:18-17:26 论文交流 2006-2015 十年间缺血性脑卒中患者病因亚型及危险
因素的变化趋势分析
田丹阳　北京大学第三医院

17:26-17:34 论文交流 北京月坛社区超老年非瓣膜性房颤并发脑卒中现况调查
魏　娟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复兴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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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34-17:42 论文交流 Intracranial Arterial Calcification Predicts Long-term 
Stroke and Other Cardiovascular Events in Chinese 
Adults
吴小红　香港中文大学

17:42-17:50 论文交流 颅内动脉粥样硬化与冠状动脉及主动脉粥样硬化的关系
研究
郑　璐　香港中文大学威尔斯亲王医院

17:50-17:58 论文交流 偏头痛患者右向左分流与无症状性脑缺血性损伤的相关性
研究： 多中心 MRI 研究
邢英琦　吉林大学第一医院

17:58-18:06 论文交流 非溶栓卒中患者早期神经功能恶化及其相关因素分析
宋晓微　北京清华长庚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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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年 4 月８日　五层多功能厅 A 

08:00-10:00 脑血管病与认知障碍
主持人：何志义　张杰文　王丽娟

08:00-08:20 专题发言 脑小血管病的神经心理与影像评估
汪凯　安徽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08:20-08:40 专题发言 CADASIL 的认知量表筛查
张杰文　河南省人民医院

08:40-09:00 专题发言 应重视阿尔茨海默病血管因素的人群干预研究
杜怡峰　山东省立医院

09:00-09:20 专题发言 脑小血管病与认知障碍的研究进展
张微微　北京军区总医院

09:20-09:28 论文交流 脑白质病变 MRI 视觉量表与认知障碍的相关性
冯　丽　北京天坛医院

09:28-09:36 论文交流 血管性认知功能障碍事件相关电位 -P300 的临床研究
刘　娜　天津市第三中心医院

09:36-09:44 论文交流 轻度血管性痴呆患者与轻度阿尔茨海默病患者 
在听觉词语测验中的比较
孔林林　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二医院

09:44-09:52 论文交流 外周源性 Aβ 在阿尔茨海默病发生中的作用
卜先乐　第三军医大学第三附属医院 /
　　　　重庆市大坪医院

09:52-10:00 论文交流 脑干卒中患者的认知功能损伤研究
付秀娟　武汉大学人民医院

10:00-12:30 全体大会三
主持人：蒲传强　樊东升　董　强

10:00-10:30 大会报告 认知障碍与脑小血管病
申　勇　中国科技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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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0-11:00 大会报告 低剂量 rtPA 的疗效与安全性荟萃分析
董　强　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

11:00-11:30 大会报告 缺血性脑白质损伤
王　伟　华中科技大学附属同济医院

11:30-12:00 大会报告 综合医院脑血管病的多学科诊治
彭　斌　北京协和医院

12:00-12:30 大会报告 血糖水平干扰抗血小板药物基因型对卒中疗效的
预测价值
林　毅　福建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12:30-12:45 闭幕式
主持人：王拥军

　 　 　 　 　

2017 年 4 月８日　五层多功能厅 B 

08:00-10:04 少罕见脑血管病及其他
主持人：黄一宁　焉传祝　何志义

08:00-08:20 专题发言 年轻女性酮症酸中毒和脑出血病例分析
黄一宁　北京大学第一医院

08:20-08:40 专题发言 脑血管病少见病因的鉴别诊断
焉传祝　山东大学齐鲁医院

08:40-09:00 专题发言 脑卒中后癫痫的诊疗策略
汪　昕　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

09:00-09:08 论文交流 Step by step—精彩病例分析
周立新　北京协和医院

09:08-09:16 论文交流 动脉夹层合并干燥综合征一例报告及文献复习
朱　珠　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

09:16-09:24 论文交流 以头痛为首发症状的少见脑血管病例分析
张　馨　南京大学医学院附属鼓楼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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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9:24-09:32 论文交流 类似结缔组织病的青年卒中患者 -1Fabry 家系报道
李　颖　北京安贞医院

09:32-09:40 论文交流 交叉性小脑神经机能联系不能 1 例报道并文献复习
刘静怡　吉林大学第一医院

09:40-09:48 论文交流 以言语不清、认知功能障碍为主要临床表现的
Sneddon’S 综合征 1 例
刘艳君　北京天坛医院

09:48-09:56 论文交流 表现自发性脑出血的 12 个 CADASIL 患者基因突变
与出血机制探讨
蔡　斌　福建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09:56-10:04 论文交流 表现为爪形手的一例脑梗塞的分析
冯新红　北京清华长庚医院

10:04-10:10 茶歇

2017 年 4 月８日　四层国际会议厅

08:00-10:00 第三届曙光行动影像读片知识竞赛总决赛
主持人：张玉虎

08:00-10:00 大会主席：崔丽英、蒲传强

2017 年 4 月８日　三层 301 会议室

08:00-09:52 重症脑血管病的救治
主持人：彭　斌　王佳伟　刘丽萍

08:00-08:20 专题发言 重症缺血性卒中血管再通治疗后管理策略
刘丽萍　北京天坛医院

08:20-08:40 专题发言 重症脑出血的治疗：药物 vs 手术
王芙蓉　华中科技大学附属同济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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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8:40-08:48 论文交流 Development and Validation of a Grading Scale 
for Primary Pontine Hemorrhage
黄凯滨　南方医科大学南方医院

08:48-08:56 论文交流 MCHI 预后预测分析：QEEG 优于目测 EEG 和 GCS
姜梦迪　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

08:56-09:04 论文交流 影响后循环脑梗死急诊溶栓的因素分析
崔世磊　北京同仁医院

09:04-09:12 论文交流 恶性大脑中动脉梗死急性期周围神经损害的电生理
表现
赖重媛　中山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09:12-09:20 论文交流 阿替普酶静脉溶栓治疗基底动脉尖综合征的安全性
和有效性
佟　旭　河北医科大学附属唐山工人医院

09:20-09:28 论文交流 乐山市人民医院 305 例重症脑梗死患者预后的多因素
分析
胡　佳　乐山市人民医院

09:28-09:36 论文交流 TCD 联合定量脑电图对神经重症监护室脑梗死患者预
后的预测价值
邢英琦　吉林大学第一医院

09:36-09:44 论文交流 亚低温治疗大面积脑梗死的初步观察
梁可可　河南省人民医院

09:44-09:52 论文交流 烟雾病患者手术及保守治疗的预后对比研究
张苗怡　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

09:52-10:00 茶歇



37

2017 年 4 月８日　三层 302 会议室

08:00-10:00 脑血管病的康复
主持人：李　新　张祥建　陆正齐

08:00-08:20 专题发言 城市和农村脑卒中患者的需求现状
李　新　天津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

08:20-08:40 专题发言 药用植物药在缺血性脑卒中的治疗作用及展望
张祥建　河北医科大学第二医院

08:40-09:00 专题发言 语言加工模型中的白质纤维环路在卒中后失语症中的
意义
罗本燕　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一医院

09:00-09:20 专题发言 针刺及中药在脑梗死急性期的应用及研究证据
张世洪　四川大学华西医院

09:20-09:28 论文交流 经颅重复磁刺激（rTMS）对急性卒中功能残缺评分的改
善作用： 一项长达 1 年的随机双盲安慰剂对照
研究
管宇宙　北京协和医院

09:28-09:36 论文交流 rTMS 预刺激偶联 FES 对脑梗死患者运动功能重建的
研究
金　俏　青海省人民医院

09:36-09:44 论文交流 舌体牵拉按摩手法对改善卒中急性期言语不利的临床
观察
胡红筠　江西省高安市中医院

09:44-09:52 论文交流 卒中后不自主情绪表达障碍临床亚型的比较研究
王戈鹰　上海同济大学附属同济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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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9:52-10:00 论文交流 健侧控制的任务导向性功能电刺激在脑卒中后手功能
康复中的应用
任啟晶　青海省人民医院

10:00-10:10 茶歇

2017 年 4 月８日　三层 303 会议室

08:00-09:48 脑血管病的遗传研究进展
主持人：王　柠　吴志英　张黎明

08:00-08:20 专题发言 216 例确诊 CADASIL 患者的临床和遗传学分析
吴志英　浙江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

08:20-08:40 专题发言 单基因遗传性脑小血管病研究新进展
王　柠　福建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08:40-09:00 专题发言 脑淀粉样血管病研究进展
唐北沙　中南大学湘雅医院

09:00-09:08 论文交流 汉族人群环指蛋白 213 上 c.14576G ＞ A 位点突变 
相关颅内大动脉狭窄的临床特点及高分辨核磁改变
成蔚阳　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

09:08-09:16 论文交流 CADASIL 患者静息态功能磁共振低频振幅的初步观察
苏敬敬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九人民医院

09:16-09:24 论文交流 KRIT1 基因新突变与海绵状血管瘤家系报道
王　晖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天坛医院神经病学中心

09:24-09:32 论文交流 Association of matrix metalloproteinase-3 gene 
5A/6A polymorphism with the recurrence of 
ischemic stroke: A prospective observational study
黄小亚　温州市中心医院

09:32-09:40 论文交流 缺血性脑卒中恢复期患者外周血单个核细胞中差异表达
基因的生物信息学研究
李龙宣　上海市浦东新区公利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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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9:40-09:48 论文交流 PSMA6 rs1048990 增加缺血性脑卒中及其亚型的风险：
新数据和 meta 分析
余丽华　四川大学华西医院

09:48-10:00 茶歇

2017 年 4 月８日　三层 304 会议室

08:00-09:52 脑血管病与免疫、炎症
主持人：施福东　楚　兰　管阳太

08:00-08:20 专题发言 IgG4 相关性脑血管炎
管阳太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仁济医院

08:20-08:40 专题发言 免疫调节剂延长 tPA 在急性缺血性卒中病人溶栓时间窗
的试验研究
田德才　天津医科大学总医院

08:40-08:48 论文交流 大鼠脑出血后 CORM-2 通过抑制 IKK/NF-κB 通路发挥
抗炎作用
张茴燕　南昌大学第二附属医院

08:48-08:56 论文交流 以中枢神经系统症状为主要表现的儿童坏死性肉芽肿性
血管炎
卢婷婷　中山大学附属第三医院

08:56-09:04 论文交流 强化降脂治疗对急性脑梗死患者炎症因子、纤溶系统的
影响
管得宁　南京大学医学院附属鼓楼医院

09:04-09:12 论文交流 趋化因子 CXCL16 参与内皮细胞和平滑肌细胞介导的
动脉粥样硬化斑块形成机制研究
张　强　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同济医院

09:12-09:20 论文交流 青年急性脑梗死患者血清免疫炎症因子与短期预后及
严重程度的关系
周晓庆　中南大学湘雅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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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9:20-09:28 论文交流 3D 高分辨率各向同性黑血管壁成像序列诊断中枢神经
系统血管炎并随访 1 例
杨　弋　吉林大学第一医院

09:28-09:36 论文交流 脑出血后小胶质细胞活化与神经元 DNA 损伤的关系
刘春梅　南京医科大学附属南京医院

09:36-09:44 论文交流 P2X7 受体 /NLRP3 炎症小体通路在脑缺血中的作用机制
研究
叶新春　徐州医科大学附属医院

09:44-09:52 论文交流 Trem2 在缺血再灌注脑损伤中的功能研究
唐亚梅　中山大学附属第二医院

09:52-10:00 茶歇

2017 年 4 月８日　三层 306 会议室

08:00-09:52 脑血管病侧支循环、脑供血障碍及其他
主持人：唐洲平　杨　弋　刘学源

08:00-08:20 专题发言 缺血性脑卒中侧支循环的评估方法与应用
唐洲平　华中科技大学附属同济医院

08:20-08:40 专题发言 脑血流自动调节检测技术的临床研发及转化
杨　弋　吉林大学第一医院

08:40-08:48 论文交流 侧支循环可改善症状性颅内动脉狭窄后远端血流动力学
变化
刘　欣　北京天坛医院

08:48-08:56 论文交流 左心室肥厚与脑血流动力学变化及卒中风险的关系
黄久仪　上海市脑血管病防治研究所

08:56-09:04 论文交流 心肌标志物与伴有房颤的脑梗塞患者白质病变严重
程度的相关性研究
韦琛琛　四川大学华西医院



41

09:04-09:12 论文交流 急性脑梗死脑血流自动调节的相关危险因素探究
杨　弋　吉林大学第一医院

09:12-09:20 论文交流 颈动脉支架术后血流动力学损害的临床观察及危险因素
分析
张莉莉　第三军医大学大坪医院

09:20-09:28 论文交流  脑小血管病相关影像改变的患病率及危险因素研究
——来自顺义社区人群
韩　菲　北京协和医院

09:28-09:36 论文交流 短暂性脑缺血发作患者的认知功能损害研究
徐志鹏　解放军武汉总医院

09:36-09:44 论文交流 TIA 后 5 年临床随访
韩　旭　河北医科大学第二医院

09:44-09:52 论文交流 激肽释放酶 - 激肽系统（KKS）对急性颅内大血管狭窄
或闭塞事件侧支血流的影响
丁亚榕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天坛医院

09:52-10:00 茶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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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专场日程

五层多功能厅A	 	 	 	 											2017 年 4月 7日
主持人：汪　昕 教授                                  

12:20-12:45 卒中后癫痫的诊断与处理

 周　东 教授 四川大学华西医院

12:45-13:10  从 ILAE 指南看早期关注女性癫痫治疗 

 王　群 教授 北京天坛医院

五层多功能厅A	 	 	 	 											2017 年 4月 7日
主持人：王　柠 教授 

13:10-13:15  主席开场               

 　　　王　柠 教授　　福建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13:15-13:35  复发缺血性卒中患者的抗血小板治疗               

 　　　彭　斌 教授　　中国医学科学院北京协和医院

13:35-13:55  优化选择：缺血性卒中长期二级预防抗血小板治疗策略    

　　　　　　　陆正齐 教授　　中山大学附属第三医院

13:55-14:00  主席总结    

　　　　　　　王　柠 教授　　福建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五层多功能厅B	 	 	 	 											2017 年 4月 7日

12:10-13:50  学术专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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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层国际会议厅	 	 	 	 											2017 年 4月 7日
主持人：刘　鸣 教授 

12:10-12:40 线粒体医学与脑卒中               

 　　　赵性泉 教授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天坛医院

12:40-13:10 无症状性脑血管病    

　                      管阳太 教授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仁济医院

四层国际会议厅	 	 	 	 											2017 年 4月 7日
主持人：崔丽英 教授　蒲传强 教授

13:10-13:35 急性缺血性脑卒中治疗新探讨               

 　　　李震中 教授　　河北医科大学第二医院

13:35-13:40 急性缺血性卒中侧支循环研究进展    

　                      何　俐 教授　　四川大学华西医院

三层 306	 	 	 	 	 											2017 年 4月 7日
主持人：蒲传强 教授　刘　鸣 教授 

12:10-12:15 致欢迎辞                

 　　　蒲传强 教授　　解放军总医院

12:15-12:35 神经修复与再生对于脑缺血治疗的重要意义                

 　　　张祥建 教授　　河北医科大学第二医院

12:35-12:40 致欢迎辞                

 　　　刘　鸣 教授　　四川大学华西医院

12:40-13:00     缺血性卒中再灌注及再灌注损伤治疗    

　　　　　　　龚　涛 教授　　卫计委北京医院

13:00-13:10     点评和讨论    

　　　　　　　蒲传强 教授　　刘　鸣 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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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层 303	 	 	 	 	 											2017 年 4月 7日
主持人：王拥军 教授 

12:30-13:30 二代测序在脑血管病领域的临床与科研应用                

 　　    孙　隽 博士　　北京金准基因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三层 302	 	 	 	 	 											2017 年 4月 7日

18:06-18:35 脑卒中急性期干预治疗对语言功能障碍的预防及恢复                

 　　    王佳伟 主任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同仁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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壁报索引

壁报编号 题　　　目 第一作者 第一作者单位

PO-001 内蒙古自治区在基因多态性检测指导下
华法林个性化用药研究

刘国荣 包头市中心医院

PO-002 急性非致残性脑血管事件高危人群
血小板反应性研究的中期数据分析结果

王伊龙 北京天坛医院

PO-003 胞磷胆碱治疗对脑白质疏松患者胼胝体
网络连接性的影响

何育生 同济大学附属同济医院

PO-004 ABCB1 基因 DNA 低甲基化与中国
脑梗死患者氯吡格雷低反应性相关

杨杰
南京医科大学附属南京
第一医院

PO-005 血浆 miRNA 类分子标记物与颅内
动脉瘤的快速诊断

张鑫 大连市第三人民医院

PO-006 急性多灶性脑出血与单灶性脑出血
108 例临床对比分析

朱毓科 武警黑龙江省总队医院

PO-007 脑出血后继发性癫痫 46 例临床分析 朱毓科 武警黑龙江省总队医院

PO-008
自发性脑出血急性期阿托伐他汀治疗
对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及中性粒细胞
比率的影响及预后观察

李增晖 青海省人民医院

PO-009 不同血压参数综合评估高血压脑出血
患者急性期血压对临床转归的影响

冯靓
温州医科大学附属
第一医院

PO-010 骨髓间充质干细胞移植治疗脑出血损伤
大鼠的实验研究

杜从斌
天津医科大学第二附属
医院

PO-011 尿毒症脑出血患者早期控制性降压的
血肿变化观察

冯文军
天津医科大学第二附属
医院

PO-012 阿托伐他汀干预对基底节区脑出血患者
的预后影响及其机制的研究

丁张纳
温州医科大学附属
第一医院

PO-013
Prognosis of 908 patients with 
intracerebral hemorrhage in 
Chengdu, Southwest of China

刘峻峰 四川大学华西医院

PO-014 脑微出血与颈动脉粥样硬化的关联性
评价

谢增华
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一
医院北仑分院
（原北仑人民医院）

PO-015 MMP9 基因单核苷酸多态性与
中国汉族脑出血患者预后的关联研究

杨杰
南京医科大学附属南京
第一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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壁报编号 题　　　目 第一作者 第一作者单位

PO-016 白藜芦醇通过抑制 ROS-NLRP3 通路
减轻凝血酶诱导小胶质细胞炎症反应

唐蛟 徐州医科大学附属医院

PO-017
局部低通透性及总体高通透性可预测
急性脑梗死后动脉溶栓的出血转化风险
与部位

陈辉 陆军总医院

PO-018 基线 ADC 阈值对急性期脑梗死体积与
异常 DWI 体积差异分析

隋海晶 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医院

PO-019 15 例基底动脉尖综合征临床特点分析 胡晓琴 宜昌市第一人民医院

PO-020 三七通舒胶囊预处理对大鼠局灶性脑
缺血后不同灌注时间窗的影响研究

方婧环 四川大学华西医院

PO-021 高海拔地区非致残性缺血性脑血管
事件转归不良的危险因素分析

吉维忠 青海省人民医院

PO-022
山奈酚通过 Wnt3a/beta-catenin
信号通路促进实验性脑缺血小鼠神经
功能改善及神经再生

焦红蕾 河北省医科大学第二医院

PO-023 急性脑梗死患者预后与同型半胱氨酸
及血浆 D- 二聚体的相关分析

马登红 青海省人民医院

PO-024 氯膦酸二钠脂质体抑制小胶质细胞对
实验性脑缺血小鼠急性期炎症反应影响

阎文宇 河北医科大学第二医院

PO-025  CTP 指导下急性脑梗死溶栓患者血清
MMP-9 水平的研究

高路燕 天津市第四中心医院

PO-026 急性脑梗死患者静脉溶栓前进行阿托伐
他汀预处理的疗效及安全性分析

邓珊 柳州市工人医院

PO-027 伴有大脑中动脉高密度征的急性脑梗死
静脉溶栓疗效分析

郭岩
大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
医院

PO-028 护理干预对静脉溶栓治疗急性脑梗死的
NIHSS 评分的影响

赵美丽
天津医科大学第二附属
医院

PO-029 Netrin-1 通过激活自噬通路保护脑梗死
后同侧丘脑内皮细胞间紧密连接

李晨光 中山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PO-030 血清胱抑素 C 对阿替普酶静脉溶栓
治疗急性缺血性脑卒中疗效的影响

马婧
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第一
医院

PO-031 延髓内侧梗死病情进展、严重程度及
预后的相关因素分析

张晓芳 山西医科大学第一医院

PO-032 不同频率的高频重复经颅磁刺激对血管
认知障碍大鼠学习记忆影响

刘黎明 川北医学院附属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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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033

Comparison between intra-
arterial therapy and intravenous 
thrombolysis for acute ischemic 
stroke in the posterior circulation

黄镪
清华大学附属北京清华
长庚医院

PO-034 丹参酮 IIA 磺酸钠盐对脑卒中溶栓患者
血脑屏障的保护作用

嵇碧莹
南京大学医学院附属鼓楼
医院

PO-035 替罗非班治疗进展性卒中 郝静 解放军总医院

PO-036 年龄 ≥80 岁急性缺血性卒中患者阿替普
酶静脉溶栓治疗的安全性及有效性研究

董重 天津市环湖医院

PO-037
合并 ≤3mm 的颅内动脉瘤的急性缺血性
卒中患者静脉溶栓治疗的有效性和安全
性研究

王育新 天津市环湖医院

PO-038 发病时间窗不确定的急性缺血性卒中患
者静脉溶栓治疗的安全性及有效性研究

张辰昊 天津市环湖医院

PO-039

Association between Coagulation 
Function and Cerebral Microbleeds 
in Ischemic Stroke Patients with Atrial 
Fibrillation and/or Rheumatic Heart 
Disease

刘峻峰 四川大学华西医院

PO-040

High Serum Alkaline Phosphatase 
Levels in Relation to Multi-Cerebral 
Microbleeds in Acute Ischemic 
Stroke Patients with Atrial Fibrillation 
and/or Rheumatic Heart Disease

刘峻峰 四川大学华西医院

PO-041 颅内动脉瘤弹簧圈栓塞术后患者急性脑
梗死行静脉溶栓治疗 1 例报道

杨弋 吉林大学第一医院

PO-042 脑白质病变与腔隙性脑梗死患者早期
神经功能恶化的关联研究

王昭君 南京军区南京总医院

PO-043 高血压对缺血性卒中 TOAST 各亚型复发
风险的影响

蔡必扬 南京军区南京总医院

PO-044 静脉溶栓与动脉溶栓联合支架取栓治疗
后循环梗死的临床效果比较

张心邈 北京天坛医院

PO-045 亚低温治疗重症脑梗死的临床研究 王洪平
贵州省清镇市第一人民
医院

PO-046
The effect of Ginsenside Rd on 
DNA damage after facal cerebral 
ischemia

杨龙秀
广西医科大学第一附属
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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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047 缺血性卒中急性期血压下降对溶栓后
神经功能恢复及预后的影响

李姗姗 南京市鼓楼医院

PO-048 碳纳米材料 - 脐带间充质干细胞治疗小鼠
缺血性卒中的研究

金佳丽 南京市鼓楼医院

PO-049 急性缺血性脑卒中合并慢性肾功能不全
的预后及影响因素分析

陈玉辉 北京医院

PO-050 血清末端补体复合物 C5b-9 是急性脑梗
死患者颈动脉不稳定斑块的生物标记物

司味鑫
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盛京医
院

PO-051 胰高血糖素样肽一 1 受体激动剂对糖氧
剥夺条件下血脑屏障的保护作用

单翼龙 中山大学附属第三医院

PO-052 颅内动脉狭窄的青年卒中患者梗死部位
和狭窄特点分析

董恺 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

PO-053 症状性颈内动脉闭塞患者侧支循环的
分析

吴家勇
南京大学医学院附属鼓楼
医院

PO-054 脑梗死静脉溶栓 24 小时内抗血小板治疗 杭景
南京医科大学附属南京医
院

PO-055

Association between plasma 
fibrinogen and hemorrhagic 
transformation in patients with 
ischemic stroke not receiving 
thrombolytic therapies

袁若圳 四川大学华西医院

PO-056

Association of diabetes and 
prognosis of minor stroke and 
its subtypes: a prospective 
observational study

Xia 
Meng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天
坛医院

PO-057 脂联素基因转染的内皮祖细胞对急性
缺血性脑卒中的保护作用

刘煜敏 武汉大学中南医院

PO-058 脑白质纤维连接与卒中后语言理解
功能的预后

邢世会 中山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PO-059 MicroRNA126 通过提高内皮祖细胞
功能参与缺血性脑卒中缺血损伤修复

潘群文 广东医科大学附属医院

PO-060
基于高分辨率磁共振成像的瑞舒伐他汀
治疗症状性大脑中动脉狭窄 2 年研究
（ REALM）

王伊龙 北京天坛医院

PO-061 血浆脂蛋白相关磷脂酶 A2 水平与缺血性
脑卒中复发的关系

赵艳霞
南京医科大学附属南京
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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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062
缺氧预处理的骨髓间充质干细胞来源的
外泌体移植治疗大鼠脑缺血的作用及
机制研究

崔国红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
第九人民医院

PO-063 急性缺血性卒中 rt-PA 静脉溶栓出血
转化的相关性研究

郭祈福
福建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
院

PO-064 缺血性卒中急性期阿托伐他汀治疗对载
脂蛋白的影响

林红
福建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
院

PO-065 人血浆脂蛋白相关磷脂酶 A2 预测脑梗死
面积的价值

蔡学坤
广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三医
院

PO-066 PFO 相关后循环卒中动脉取栓病例一例 王光耀 北京天坛医院

PO-067 高敏肌钙蛋白在急性缺血性脑卒中的
临床意义

江华 泸州市人民医院

PO-068 HDAC6 在脑出血后神经元凋亡中的作用
及可能机制

崔程程 徐州医科大学附属医院

PO-069

Assessment of bilateral cerebral 
peduncular infarction: Magnetic 
resonance imaging, clinical features, 
and prognosis

易婷玉 漳州市医院

PO-070

Improvement of postconditioning on 
focal cerebral ischemic reperfusion 
injury and microcirculatory 
disturbance in rats

梁可可 河南省人民医院

PO-071 脑静脉窦及深静脉血栓侧支静脉形成：
来自强化磁共振静脉成像的初步证据

张开元 北京宣武医院

PO-072

Outcomes of Stenting Versus 
Balloon Angioplasty for Patients with 
Idiopathic Intracranial Hypertension 
and Venous Sinus Stenosis

Dapeng 

Mo
河北医科大学附属唐山工
人医院

PO-073 脑梗塞后并发脑出血 43 例临床分析 朱毓科 武警黑龙江省总队医院

PO-074 非瓣膜性房颤致首次脑栓塞的预后影响
因素分析

郭义坤 常州市第二人民医院

PO-075 肺癌伴大量心包积液合并脑栓塞 1 例
报道

金枫
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
院

PO-076 以双侧枕叶出血性梗死为首发表现的
亚急性感染性心内膜炎 1 例报道

王爽 吉林大学第一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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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077 超声评价法优化三氯化铁诱导大鼠颈
总动脉血栓模型的研究

滕雨明 北京大学第一医院

PO-078 阿替普酶静脉溶栓治疗 91 例超早期脑
梗塞的疗效和不良反应临床分析

刘芳 抚顺市中心医院

PO-079 肾功能不全与伴非瓣膜性房颤的急性
脑梗死患者长期预后的相关性研究

董恺 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

PO-080 以头晕为主要表现的左房粘液瘤一例 管艳敏 吉林市人民医院

PO-081 7 例合并卵圆孔未闭的青年卒中临床
特点分析

李澜
山东省聊城市第三人民医
院

PO-082 Rho 激酶抑制剂对急性脑梗死患者
血浆 U Ⅱ的影响及疗效分析

于芳苹 上海市松江区中心医院

PO-083 老年脑梗死血管狭窄与同型半胱氨酸
水平的临床分析

周志可
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
院

PO-084 新型脑白质病变动物模型及其脑小血管
的病理学研究

林晶 中山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PO-085 694 例青年脑出血的临床特点及病因
分析

黄梁江
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
附属同济医院

PO-086
上海地区汉族人群颈动脉硬化患者
NAD（P）H 氧化酶 p22phox
亚基 C242T 基因多态性的研究

赵迎春 上海市松江区中心医院

PO-087 轻型卒中的病因学分型 : 一项基于
TOAST 和 ASCO 分型的回顾性研究

周杰 四川大学华西医院

PO-088 Left Atrial Size and Risk of Recurrent 
Ischemic Stroke 薛杰

温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
院

PO-089
高海拔地区缺血性脑卒中颈动脉易损
斑块与 CXCL16 和 Lp-PLA2 的相关性
研究

杨晓莉 青海省人民医院

PO-090 不同海拔地区藏、汉族健康人脑血管
反应性研究

高雁青 青海省人民医院

PO-091 TLR2 介导的 MyD88 信号通路在缺血性
脑损伤中的作用机制研究

孟强 云南省第一人民医院

PO-092 自噬通过降低活性氧的水平抑制神经
酰胺介导的细胞死亡

范成河 北京大学第一医院

PO-093 三七总皂苷对谷氨酸诱导损伤神经元
p-PPARγ 的影响

曹杉杉 天津医科大学总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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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094 阿托伐他汀及联合普罗布考对 TLR4 诱导
自噬的影响

夏晓爽 天津医科大学第二医院

PO-095 氧化低密度脂蛋白与脑梗死患者颈
动脉硬化斑块的相关性研究

路蔚 天津市医科大学第二医院

PO-096 非瓣膜性房颤合并脑卒中患者危险
因素的回顾性分析

田晓琳 天津医科大学第二医院

PO-097 不同类型脑梗死患者血浆不对称二甲
基精氨酸的水平的研究

张福青 天津医科大学第二医院

PO-098
TSPO 配体 2-Cl-MGV-1 可减少脑皮层
梗死后同侧丘脑和海马神经元凋亡并
改善空间认知障碍

陈艺聪 中山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PO-099

Interhemispheric asymmetry 
in mechanisms of large-artery 
atherosclerotic ischemic stroke 
within anterior circulation territory

郝静 解放军总医院

PO-100 颞叶癫痫患者的脑血流自动调节研究 杨弋 吉林大学第一医院

PO-101 比较微栓子信号在症状性及无症状性
大脑中动脉狭窄患者中的预测价值

邢英琦 吉林大学第一医院

PO-102 星形胶质细胞 TRPV2 调控参与脑缺血时
神经损伤与修复的机制研究

何丹 中山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PO-103 选择性组蛋白去乙酰化酶 -9 抑制剂
TMP269 对缺血再灌注的保护作用

旷神怡 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

PO-104 PFO 相关隐源性卒中的临床及影像学
特点及量表开发

何丹 中山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PO-105 Activin A 信号途径参与神经元样 PC12
细胞缺血预处理诱导缺血耐受机制研究

梁文昭 吉林大学中日联谊医院

PO-106 EphB2 参与缺血再灌注损伤后神经元可
塑性调控的机制研究

黄浩 遵义医学院附属医院

PO-107 广泛性焦虑障碍患者的动态脑血流
自动调节功能受损

杨弋 吉林大学第一医院

PO-108 不同时程他汀治疗对斑块组织结构及
自噬流的影响

刘慧慧 苏州大学附属第二医院

PO-109 血浆 miR-27b、miR-10b 与
脑动脉粥样硬化及脂代谢异常的关系

马爱军 青岛大学附属医院

PO-110 血浆 sCD40L、sP-selectin 与大动脉
粥样硬化型脑梗死的关系

潘旭东 青岛大学附属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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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111
脑脊液置换对动脉瘤性蛛网膜下腔出血
患者血管内栓塞术后脑脊液核因子 κB
和转归的影响

鲍兵 九江学院附属医院

PO-112 隐源性脑梗死患者 OCSP 分型及预后研
究

周官恩 天津市脑系科中心医院

PO-113 单个卒中中心的研究显示房颤相关的缺
血性卒中和 TIA 在 12 年间增加 1.4 倍

杨琼 北京大学第三医院

PO-114 126 例血管病相关性眼肌麻痹的病因与
预后分析

李然 北京同仁医院

PO-115 颈内动脉发育不全的临床特征 汤建军
上海交通大学附属第一人
民医院

PO-116 Ndrg2 对成年大鼠脑卒中后缺血半暗带
神经发生的影响

张钦军 第四军医大学西京医院

PO-117 评估颈动脉易损斑块与缺血性卒中的相
关性 -- 从血管超声 HRMRI 到病理

惠品晶 苏州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PO-118 环指蛋白 213 基因多态性与广西壮族成
人烟雾病遗传易感性相关研究

黄燕兰
广西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
院

PO-119 脑白质高信号患者脑微结构损害的评估
及其与脑灌注水平的相关性研究

钟根龙
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二
医院

PO-120 门诊头晕患者常见病因及临床特点分析
研究

王琰 北京天坛医院

PO-121 可溶性环氧化物水解酶抑制剂在脑白质
缺血中的作用

郝嘉欢
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
附属同济医院

PO-122 原发性脑出血患者中小缺血病变与出血
病因及 eGFR 的相关性探讨

徐芒芒 四川大学华西医院

PO-123
Risk of premature cerebrovascular 
disease in patients with ankylosing 
spondylitis

张兴文 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

PO-124 人血浆脂蛋白相关磷脂酶 A2 与脑梗死及
其不同亚型的关系

蔡学坤
广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三医
院

PO-125 1950 例急性脑出血住院患者住院期间深
静脉血栓防治状况

文晓佳 中南大学湘雅二医院

PO-126
Abnormal epiglottis tilt could predict 
aspiration in acute ischemic stroke 
patients

张婧 北京天坛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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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127 脑卒中患者早发性和迟发性痫性发作
危险因素和预后分析

边淑芳 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

PO-128 脑卒中后癫痫发作的危险因素 崔桂云 徐州医学院附属医院

PO-129 脑卒中急性期并发尿失禁危险因素的
系统评价

肖静 四川大学华西医院

PO-130 不同职业紧张度对脑血流自动调节的
影响

杨弋 吉林大学第一医院

PO-131 Acupuncture for acute stroke 李丹 河南省人民医院

PO-132
二级和三级医院急性缺血性卒中患者
指南过程指标和 1 年结局比较：中国
国家卒中登记Ⅱ的结果

王伊龙 北京天坛医院

PO-133 脑卒中患者主要照顾者焦虑、抑郁现状
与照顾负担关系研究

胡平
重庆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
院

PO-134 加拿大卒中最佳实践建议：卒中后过渡
护理的管理（2016 年更新）

何凌霄 四川大学华西医院

PO-135
Effectiveness of a fall prevention 
protocol for patients with ischemic 
stroke during hospitalization

Yanxia 
Huang 中山大学附属第三医院

PO-136 慢性失眠症患者药物 - 认知行为序贯治疗
网络化管理模式的建立与应用

钟代曲 第三军医大学大坪医院

PO-137 脑卒中患者网络化管理系统的设计
与研发

钟代曲 第三军医大学大坪医院

PO-138 一体式冰帽保护套的制作与临床应用
效果观察

张文静 广东省人民医院

PO-139 重症患者呼吸道护理路径表的应用效果 董申琴
徐州矿务集团总医院（徐
州医学院第二附属医院）

PO-140 视神经脊髓炎患者生活质量研究进展 冯灵 四川大学华西医院

PO-141 喂食技巧对脑卒中吞咽障碍患者误吸的
影响

刘萍 中山大学附属第三医院

PO-142 运用 PDCA 循环提高脑梗塞患者出院
计划的完备率

黄海珊
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
附属同济医院

PO-143 护理干预减少急性脑血管疾病患者
跌倒 / 坠床的效果观察

钟洁平 四川大学华西医院

PO-144 急性缺血性卒中应用 rt -PA 静脉溶栓的
护理研究进展  唐颖 湘潭市中心医院

PO-145 脑卒中运动性失语患者发生抑郁的相关
因素分析及护理干预

符晓艳
第三军医大学第三附属医
院 / 重庆市大坪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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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146 腰大池持续外引流在隐球菌性脑膜炎
治疗中的应用与护理

黄志玉 第三军医大学大坪医院

PO-147  分指康复训练器在脑卒中手功能障碍
患者中应用效果

杨晓夏
第三军医大学第三附属医
院 / 重庆市大坪医院

PO-148 神经内科患者转重症监护病房的原因
及预后分析

邓逃生 南方医科大学南方医院

PO-149 浅谈神经内科健康教育在临床护理中的
研究现状

何丽娜
宁夏医科大学总医院心脑
血管病医院

PO-150 综合护理干预对偏头痛患者负性心理
与生活质量的影响

吴忠伶 中南大学湘雅医院

PO-151 强化康复指导和功能锻炼操在偏瘫患者
中的应用价值研究

何蕴丝 广东省人民医院

PO-152 康复护理对脑卒中患者预后的影响 高妍 天津市脑系科中心医院

PO-153 音乐干预对应激性失眠易感群体唤醒度
的影响观察

李泓钰 首都医科大学康复医学院

PO-154 经颅直流电刺激对脑卒中后吞咽障碍的
疗效观察

段茜 上海市第八人民医院

PO-155 急性脑卒中患者出院后去向及转诊影响
因素的回顾性分析

屠建莹 北京世纪坛医院

PO-156 神经传导测定技术对偏瘫肢体功能预后
的预测的价值

徐士军 唐山市人民医院

PO-157 虚拟现实言语训练对卒中后非流畅性
失语康复的疗效观察

王洪洋
中国康复研究中心北京博
爱医院

PO-158 神经肌肉电刺激治疗对卒中后吞咽障碍
患者的影响研究

袁绘
第二军医大学附属长海医
院

PO-159 不同强度 MOTOmed 智能运动训练
对老年卒中恢复期患者下肢影响研究

刘佳 湖南省人民医院

PO-160 急性脑梗死患者踝肱指数与肾功能
损伤的相关性研究

李敏 南京军区南京总医院

PO-161 急性脑梗死患者 NT-proBNP 水平变化
与预后关系的探讨

曹铭华 景德镇市第一人民医院

PO-162 被误诊为 TIA 的以发作性症状为首发
症状的 MS 2 例临床特点分析并文献回顾

张遥 北京协和医院

PO-163 三种脑出血分级量表对自发性脑出血
预后的评价比较

孙晓培
大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
院

PO-164 54 例急性缺血性脑卒中的神经功能缺损
rADC 值的相关性研究

郭咏娣
航天海鹰中心医院 ( 原 :
中国航天工业总公司
七三一医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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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165 颅内动脉粥样硬化性狭窄脑血管新生
血清学研究

张莉 北京协和医院

PO-166 感觉性共济失调与脑动脉粥样硬化性
脑白质病变的临床研究

王素红 天津市第三中心医院

PO-167 血管性帕金森综合征震颤分析的特点
研究

李澎鹏 南昌大学第二附属医院

PO-168 代谢综合征与缺血性脑卒中短期预后
关系的研究

刘柳
广州医科大学神经科学研
究所

PO-169 脑小血管病的常见生物化学标志 顾雨铖 南京市鼓楼医院

PO-170 成人缺血缺氧性脑病的影像学特点分析 李倩 天津市第三中心医院

PO-171 基于复合手术室治疗复杂脑动静畸形
的临床探索

文军 暨南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PO-172 开颅夹闭手术治疗大脑中动脉瘤 28 例
疗效分析

王鹏 武警黑龙江省总队医院

PO-173 青年脑卒中与颈部动脉夹层 于成超 宁夏医科大学附属医院

PO-174
Carotid endarterectomy for in-
stent restenosis: a case report and 
literature review

徐保锋 吉林大学第一医院

PO-175 高流量颅内外血管搭桥治疗颅内复杂性
动脉瘤 ( 附 2 例报告 ) 郭云宝 吉林大学第一医院

PO-176 血管危险因素与阿尔茨海默病关系的
荟萃分析

王清 东南大学附属中大医院

PO-177 绝经后妇女血脂及脂蛋白的生物标记
和缺血性中风的风险

田焱林 黄石人福医院有限公司

PO-178 窖蛋白 -1 与脑小血管病的相关性研究 张君 山东省千佛山医院

PO-179 睡眠质量、生活事件与新发脑梗死关系
的研究

郭毅 深圳市人民医院

PO-180 血清镁和急性缺血性卒中住院期间死亡
的相关性研究

尤寿江 苏州大学附属第二医院

PO-181 急性缺血性卒中空腹血糖在糖尿病和
非糖尿病患者中对预后的预测价值

尤寿江 苏州大学附属第二医院

PO-182
中国西南地区院内缺血性卒中患者入院
人数及病死人数的季节变化及其影响
因素

周知微 四川大学华西医院

PO-183 脑卒中高危人群危险因素与颈动脉斑块
稳定性的关联性研究 秦凤琴 四川大学华西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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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184 青年卒中的病因及临床分析 张凤娇 天津市第三中心医院

PO-185 寒潮天气下发病的缺血性脑卒中的病情
严重程度分析

黄欣怡 中山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PO-186
Risk factors for early neurological 
deterioration in patients with acute 
ischemic stroke

黄志新 广东省第二人民医院

PO-187 高海拔地区急性脑梗死患者血清 Ox-LDL
浓度与颈动脉斑块的关系 曾玮 青海省人民医院

PO-188 青海地区不同海拔非致残性缺血性脑血
管事件患者预后及再发危险因素分析

李娜 青海省人民医院

PO-189 血清脂蛋白 (a) 与缺血性卒中及其病因
学亚型的相关性

刘潇强
汕头大学医学院第一附属
医院

PO-190 血栓素受体基因多态性调控血小板功能
的初步研究

傅毅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
瑞金医院

PO-191 脑梗死后非症状性出血转化的预后及
相关危险因素

吴余燕
大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
院

PO-192 脑梗死后非症状性出血转化的预后及
危险因素临床分析

吴余燕
大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
院

PO-193 慢性眼底病变与脑卒中事件的关系研究 王丹丹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天
坛医院

PO-194 小脑梗死患者外科治疗预示因素分析 王玲娜 河北医科大学第二医院

PO-195 TLR4 在动脉粥样硬化斑块形成和进展中
的作用机制

夏晓爽 天津医科大学第二医院

PO-196 高血压与脑白质病变严重程度的相关性
研究

宋玉强 青岛大学医学院附属医院

PO-197 Telomere length and biological 
aging in atherosclerosis 张艳波

广西壮族自治区南溪山医
院 / 广西壮族自治区第二
人民医院

PO-198
血管性危险因素对轻度认知障碍患者
默认网络影响的静息态功能磁共振成像
研究

陈海峰 东南大学附属中大医院

PO-199 颅内 / 外血管狭窄部位并非侧脑室
旁白质病变的影响因素

赵娜 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

PO-200 大脑中动脉狭窄正向血流及侧枝代偿
情况与脑白质疏松的相关性研究

赵娜 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



57

壁报编号 题　　　目 第一作者 第一作者单位

PO-201

Smoking, hypertension and their 
combined effect on ischemic stroke 
incidence：A prospective study 
among inner Mongolians in China

皇甫新
凤

苏州大学

PO-202 MTHFR 基因多态性与脑梗塞相关性研究
的 Meta 分析

朱颖
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
院

PO-203 高盐通过诱导星形胶质细胞激活破坏
血脑屏障

邓哲治 中山大学附属第三医院

PO-204 理想心血管健康因素与眼底微血管
相关性研究

张倩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天
坛医院

PO-205 血清镁和脑出血患者预后的相关性研究 尤寿江 苏州大学附属第二医院

PO-206 高血压、糖尿病患者血管健康状况评估
与比较

俞学海
上海市脑血管病防治研究
所

PO-207 糖调节异常在脑出血住院患者中的分布
特点及临床结局分析

贾茜 北京天坛医院

PO-208

Subclinical hypothyroidism is 
a risk factor for cerebral small 
vessel disease: a hospital-based 
prospective study in patients with 
minor stroke or transient ischemic 
attack

张晓浩 南京军区南京总医院

PO-209

Pretreatment with simvastatin 
upregulates expression of BK-2R and 
CD11b in the ischemic penumbra of 
rats

张健颖 上海浦东新区人民医院

PO-210
血清非高密度脂蛋白胆固醇对缺血性
脑卒中患者急性期神经功能损害的
影响及其相关因素分析

陆达 天津市环湖医院

PO-211 高龄老人颈动脉超声检查后脑梗死 1 例
报道

侯文丽 吉林大学白求恩第一医院

PO-212 皮质下缺血性血管病患者平均血小板体
积水平变化及其意义

沈春子
安徽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
院

PO-213 不良生活方式对缺血性卒中患者颅内外
血管狭窄的影响

叶伟 天津市环湖医院

PO-214 甲亢相关性 Moyamoya 病 1 例 张蓓琳 吉林大学第一医院二部

PO-215 首次急性脑梗死患者住院内科并发症
对再发卒中的影响

王蓬莲 北京天坛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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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216 抑郁症伴高血压患者中 NET、TNF、IL-6
与 MeCP2 表达相关性研究

孟霖 吉林大学第一医院

PO-217 脑白质病变与腔隙性脑梗死的相关性及
危险因素分析

徐欣
南京大学医学院附属鼓楼
医院

PO-218 中老年初次脑梗塞发作后血管性痴呆的
相关危险因素分析

张钱林 河南省人民医院

PO-219 大动脉粥样硬化性卒中患者中颅内、外
血管狭窄患者的 eGFR 存在差异

田丹阳 北京大学第三医院

PO-220 大量右向左分流是偏头痛患者脑白质损
害的危险因素

彭玉桃
南华大学附属第一医院神
经内科

PO-221 中老年人血脂水平与脑白质病变发生的
相关性

陶永
第三军医大学第三附属医
院 / 重庆市大坪医院

PO-222 60 岁以上老年人颈动脉粥样硬化与脑白
质病变的相关性研究

霍颖超
第三军医大学第三附属医
院 / 重庆市大坪医院

PO-223 颅内动脉粥样硬化与颅外动脉粥样硬化
危险因素的 Meta 分析

杨航
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
附属协和医院

PO-224 钙补充对血液胆固醇的影响：13 项随机
对照试验的 Meta 分析

杨航
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
附属协和医院

PO-225 空腹血糖与颈动脉斑块稳定性的关系 张润华 北京天坛医院

PO-226 中老年人群脂联素基因多态性与脑白质
病变的关系

尹泽钢
第三军医大学第三附属医
院 / 重庆市大坪医院

PO-227 房颤患者脑血管功能及脑卒中风险对比
研究

郭吉平
上海市脑血管病防治研究
所

PO-228 颈动脉粥样斑块易损性与缺血性卒中的
相关性研究

郭周颖 苏州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PO-229 颅内外动脉斑块的诊断分类及治疗原则 周华东 第三军医大学大坪医院

PO-230 永存寰前节间动脉并双侧椎动脉缺如病
例 1 例报道

严家川
第三军医大学第三附属医
院 / 重庆市大坪医院

PO-231 脑血管病患者介入治疗医院感染的危险
因素及预防措施

杨珩 第三军医大学大坪医院

PO-232 Bilateral vertebral artery dissection in 
a young “phubbing” man 尹苓 山东省立医院

PO-233 代谢综合征与缺血性脑卒中近期预后关
系的研究

刘柳
广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
院

PO-234 血尿酸水平与脑小血管病影像学特征的
相关性研究

蔡斌
福建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
院



59

壁报编号 题　　　目 第一作者 第一作者单位

PO-235 血同型半胱氨酸与脑小血管病相关性研
究

蔡斌
福建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
院

PO-236 炎症性肠病与脑卒中关系的队列研究
meta 分析

袁敏 江西省人民医院神经内科

PO-237 大脑中动脉狭窄的侧支循环及影响因素
研究进展

杨佳宜 贵州医科大学附属医院

PO-238 中年人群脑微出血相关危险因素分析 倪睿涵 贵阳医学院附属医院

PO-239 高血压患者血压昼夜节律异常对脑微出
血的影响

邓秀梅 贵州医科大学附属医院

PO-240 多模式影像指导的扩大时间窗溶栓治疗
后循环卒中的安全性和有效性

佟旭
河北医科大学附属唐山工
人医院

PO-241 中风 120 适用于中国的中风快速识别和
立刻行动

赵静 复旦大学附属闵行医院

PO-242 年龄过大或症状过轻？时间窗内未溶栓
原因分析

刘宇恺 南京市第一医院

PO-243 四川省脑血管病流行病学调查报告 王翩 四川大学华西医院

PO-244

Association between 
Socioeconomic Status and Post-
stroke Functional Outcome in Rural 
Southern China: a Population-based 
Study

欧阳馥
冰

中山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PO-245

Combined effects of family history 
of cardiovascular disease and 
serum C-reactive protein on the 
risk of stroke: a population-based 
prospective study among Inner 
Mongolians in China

朱正保 苏州大学

PO-246
Community-Based Stroke System of 
Care Improves Patients Outcomes in 
China Rural Areas

何明利 连云港市第一人民医院

PO-247

Stent-Assisted Angioplasty Could 
Effectively Improve Cerebral 
Autoregulation in Patients with 
Severe Basilar Artery Stenosis

龚浠平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天
坛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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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248
CDKN2A 和 CDKN2B 区域间的基因多
态性与中国汉族人群颅内动脉瘤性别
差异效应的关联分析

欧阳嶷
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第一
医院

PO-249
吉林省德惠地区 40 岁以上人群代谢
综合征患病情况及其组分与缺血性脑
血管病的相关性研究

杨弋 吉林大学第一医院

PO-250 脑卒中及相关危险因素的流行现状研究：
来自吉林省德惠地区的横断面调查

杨弋 吉林大学第一医院

PO-251 中国东北地区吉林省 212 例出血型
烟雾病的临床特点分析：单中心研究

于金录 吉林大学第一医院

PO-252 气候、气象条件与脑出血发病的关系：
流行病学调查

曹勇军 苏州大学附属第二医院

PO-253
Prognostic value of serum Galectin-3 
in patients with acute ischemic 
stroke

王艾丽 苏州大学

PO-254 社区成人脑血管病患者血脂控制情况
研究

姜勇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
天坛医院

PO-255 高分辨率磁共振对大脑中动脉狭窄的
研究

徐曼曼 南京鼓楼医院

PO-256 Bcl-2 对脑缺血再灌注后神经元 DNA 的
自我保护作用

邓娟 第三军医大学大坪医院

PO-257 PPARγ 抑制 TLR4 介导的炎症反应减轻
血管内膜增生的作用机制研究

胡子成 第三军医大学大坪医院

PO-258 Toll 样受体 4 在平滑肌源性泡沫细胞形成
中的作用

廖少琼
第三军医大学第三附属
医院 / 重庆市大坪医院

PO-259 PAI-1 基因启动子区 4G/5G 多态性和
缺血性脑卒中的关系

皮燕 第三军医大学大坪医院

PO-260 TLR4 通过上调 ACAT1 表达而促进血管
平滑肌源性泡沫细胞形成

尹延伟 第三军医大学大坪医院

PO-261
Fractalkine/CX3CR1 参与骨髓间充质
干细胞向缺血脑组织定向迁移的分子
机制研究

朱洁 第三军医大学大坪医院

PO-262 黄芪多糖对慢性脑灌注不足大鼠的抗
疲劳作用及其机制探讨

高长越 第三军医大学大坪医院

PO-263 急性脑梗死患者静脉溶栓后中性粒
细胞游离 DNA 浓度变化研究

李玮 第三军医大学大坪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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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264
低肾小球滤过率与蛋白尿对社区普通
人群的全因死亡及心血管事件的影响：
开滦研究结果

李朝霞 北京天坛医院

PO-265 中国脑出血患者的临床特征和远期预后
的性别差异

周俊山 南京市第一医院

PO-266
A Systematic Review of Hospital-
based Stroke Register Studies in 
China

陶文丹 四川大学华西医院

PO-267 后循环脑梗死的临床特点和危险因素
分析

张莉莉 第三军医大学大坪医院

PO-268

Association of Inter-arm Blood 
Pressure Difference with 
Asymptomatic Intracranial and 
Extracranial Arterial Stenosis in 
Hypertension Patients

王彥 上海市高血压研究所

PO-269 老年脑梗死患者使用他汀类药物肌肉
损害的调查研究

刘潺潺 深圳光明新区人民医院

PO-270 餐后胰岛素抵抗测量指标与非糖尿病
缺血性脑卒中的预后的关系

潘岳松 北京天坛医院

PO-271 电磁刺激和中药导入治疗高血压合并
顽固性头痛的分析

黄建立 包头第四医院

PO-272 氟西汀对缺血性脑卒中后神经功能预后
影响研究：一项中国随机对照临床研究

郭毅 深圳市人民医院

PO-273

Effect of using fluoxetine at different 
time windows on neurological 
functional prognosis after ischemic 
stroke

郭毅 深圳市人民医院

PO-274 尤瑞克林联合纤溶酶治疗脑梗死的临床
疗效及对血清 CRP、IL-6 的影响

余芬 武汉市第三医院

PO-275
低剂量他汀一级预防对首发急性缺血性
卒中患者发病严重程度及功能预后的
作用研究

方婧环 四川大学华西医院

PO-276

miR-150: a potential biomarker to 
predict the prognosis of patients in 
secondary prevention after ischemic 
stroke

刘新通 广东省第二人民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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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277 脑卒中高危人群睡眠质量及其相关因素
调查分析

张天丽
天津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
院

PO-278 超声造影技术在缺血性脑血管病中的
应用

李萌 河北省人民医院

PO-279 基因检测下氯吡格雷对缺血性卒中二级
预防的临床分析

姚远 内蒙古自治区医院

PO-280 阿加曲班联合氯吡格雷治疗急性进展性
脉络膜前动脉梗死的疗效观察

赵晶 南昌大学第二附属医院

PO-281 脂蛋白相关磷脂酶 A2 与脑梗死患者中
脑动脉狭窄的相关性分析

舒睿 天津市环湖医院

PO-282 吸烟是否影响氯吡格雷在卒中二级预防
中的作用

王晶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天
坛医院

PO-283 脑卒中高危因素与脑血流动力学指标
及卒中风险的关系

王艳
上海市脑血管病防治研究
所

PO-284 CYP2C19 基因多态性与首发缺血性卒中
氯吡格雷二级预防复发风险的关联研究

肖旋浩 广州市第一人民医院

PO-285 松龄血脉康联合脉血康预处理 对大鼠
全脑及血清 IL-6 表达的影响

梁汝庆 济宁医学院附属医院

PO-286 应激期和平稳期血压变异性与短中期
功能结局的相关性研究

许杰 北京天坛医院

PO-287 缺血性脑血管病二级预防抗血小板药物
使用现状研究

王默力 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

PO-288 叶酸联合降压治疗对 H 型高血压患者
疗效的 meta 分析

谢成龙 温州医学院附属第一医院

PO-289 缺氧预处理对缺氧再复氧后共培养体系
中神经元生存的影响及缝隙连接干预

马迪 吉林大学第一医院

PO-290 急性轻型卒中患者 1 年预后和二级预防
策略：中国国家卒中登记研究结果

谭颖 北京天坛医院

PO-291 Ndrg2 对培养大鼠神经干细胞增殖和
分化的影响

师瑞 第四军医大学西京医院

PO-292 院外随访对提高脑出血患者二级预防
依从性和远期预后的影响

孔令文 徐州医科大学附属医院

PO-293 一例特殊的 CADASIL 病例 欧阳嶷
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
院

PO-294 NOTCH3 突变未涉及半胱氨酸改变的
可突变疑 CADASIL 病例报道及文献复习

宫萍 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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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295

Impact of Glycemic Control on 
Efficacy of Clopidogrel in TIA or 
Minor Stroke Patients with CYP2C19 
Genetic Variants

林毅
福建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
院

PO-296 泛素连接酶 Huwe1 调控 proNGF ／
p75NTR 介导猴脑缺血再灌注损伤

余丽华 四川大学华西医院

PO-297 AAV9 介导 sFLT1 抑制脑病理性血管
新生的研究

沈帆霞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
瑞金医院

PO-298
兔慢性应激模型建立及其导致动脉粥样
硬化中膜减少和 斑块不稳定性增加的
机制研究

于泽谋 卫生部北京医院

PO-299 药物支架涂层脱落药物雷帕霉素以及
微粒对于 PC-12 细胞的影响评估

韩莎 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

PO-300 PTEN/mTOR 信号通路对神经干细胞分化
成熟过程中轴突生长抑制作用的研究

沈华超
南京医科大学附属明基医
院

PO-301 脑红蛋白对 AMPK 介导的神经元
Glutamate 损伤的保护作用及机制研究

蔡斌
福建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
院

PO-302 Melkersson-Rosenthel 综合征 1 例报道 唐兰英 株洲市中心医院

PO-303 视神经脊髓炎谱系疾病合并
Moyamoya 病 1 例报道

章殷希
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二
医院

PO-304 Wernekink 连合综合征 3 例临床分析
并文献复习

郝悦含
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
院

PO-305 一例以脊髓炎为主要表现的布氏杆菌病
分析

李燕 吉林大学白求恩第一医院

PO-306 中脑梗死致孤立性内直肌麻痹 2 例
临床及影像学分析

张志勇 中日友好医院

PO-307 颈内动脉闭塞致急性脑梗死起病的
血管型神经梅毒一例

王曼 南昌大学第二附属医院

PO-308 出血型 CADASIL 的基因和临床分析 连立飞
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
附属同济医院

PO-309 胼胝体梗死引起“异己手综合征”两例
报道

杨利 湘雅二医院

PO-310 表现为复发性脑卒中的 Trousseau 综合
征一例及文献复习

朱纪婷
福建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
院

PO-311 颞动脉纤维肌性发育不良致头痛 2 例
分析及文献回顾

吴大鹏 北京华信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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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312 54 例硬脑膜动静脉瘘的临床特点研究 朱文浩
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
附属同济医院

PO-313 直窦区硬脑膜动静脉瘘特殊影像表现
一例

郝楼 南昌大学第二附属医院

PO-314 Percheron 动脉梗死一例 刘颖 山东大学齐鲁医院

PO-315 Sneedon 综合征 罗瑞卿 南昌大学第二附属医院

PO-316 急性颈髓前动脉综合征 2 例静脉溶栓
的诊治探讨

姜乐
第二军医大学附属长海医
院

PO-317 线粒体脑肌病伴卒中样发作和高乳酸
血症的卒中样发作病灶影像学特点

何方方
福建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
院

PO-318 甲苯诱发双侧基底节区出血一例 易旭 第三军医大学大坪医院

PO-319 一侧椎动脉闭塞致闭锁综合征 1 例 杨碧晖
福建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
院

PO-320 节段性神经纤维瘤病 1 型并颅内多发
动静脉瘘—病例报道

贺电 贵州医科大学附属医院

PO-321 颈动脉支架置入术后疲劳与认知功能
的变化

段立晖 南京军区南京总医院

PO-322 右侧症状性椎动脉狭窄的介入治疗方法
探讨

李军荣 南京市江宁区人民医院

PO-323 动脉瘤血管内介入治疗术后瘤体 3D
成像重建对评估预后的临床意义

李胜君 潍坊市脑科医院

PO-324 锁骨下动脉闭塞再通治疗体会 曹文锋
江西省人民医院 / 江西省
心血管病研究所

PO-325 血管内介入与单纯药物治疗颅内前循环
动脉狭窄的长期疗效比较

代齐良 南京军区南京总医院

PO-326 Solitaire AB 支架取栓治疗静脉溶栓禁忌
的急性缺血性脑卒中

毛西京 吉林大学第二医院

PO-327 组织蛋白酶 S 对犬颈动脉支架置入后再
狭窄的影响及法舒地尔对其干预的研究

黄惠英 乐山市人民医院

PO-328 颈动脉支架内再狭窄危险因素分析 周峰
南京医科大学附属南京医
院

PO-329
急性脑动脉闭塞合并心房颤动患者行
静脉溶栓或静脉溶栓桥接动脉取栓
治疗的疗效对比分析

于海龙 江苏省苏北人民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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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330

Immediate and Late Outcomes 
of Stenting for Extracranial 
Internal Carotid Artery Stenosis in 
Octogenarian Patients

段金海 广东省人民医院

PO-331
Application of Solitaire system for 
MCA and BA stenosis: a single-
center experience

曹向宇 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

PO-332

Rapid Endovascular Mechanical 
Thrombectomy Versus Intravenous 
Thrombolysis for Acute Posterior 
Circulation Stroke Patients

罗岗 北京天坛医院

PO-333 基于高分辨磁共振及脑小血管病负荷
评分的孤立桥脑梗死的病因学研究

夏程 沈阳军区总医院

PO-334 颈内动脉和椎动脉颅外段迂曲与急性
缺血性卒中的相关性分析

曹益瑞 四川大学华西医院

PO-335 基线 CT 影像侧枝状态区分急性起病
脑梗死患者前循环颅内大血管闭塞机制

张美霞
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二
医院

PO-336 卒中后偏瘫手恢复与静息脑网络功能
磁共振研究

党超 中山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PO-337 血脑屏障渗透性升高可预测静脉溶栓后
出血转化和水肿

刘畅
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二
医院

PO-338
大脑功能网络“小世界”属性的改变
与脑白质疏松患者认知功能障碍的
关系研究

王金芳 北京天坛医院

PO-339 中国偏头痛患者右向左分流阳性率及
分流类型：多中心 - 病例对照研究

邢英琦 吉林大学第一医院

PO-340 颈静脉超声评估横窦发育不良 韩珂 吉林大学第一医院

PO-341

Patients with symptomatic 
intracranial stenosis: persistent 
prolonged perfusion predicts 
recurrent ischemic stroke but not 
transient ischemic attack

蓝琳芳 香港中文大学

PO-342 颅内动脉粥样硬化斑块强化的高分辨率
磁共振研究

杨文杰 香港中文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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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343

The morphology of culprit plaques 
in anterior and posterior circulation 
of Ischemic Stroke patients : A study 
based on high resolution magnetic 
resonance imaging

李明耀 北京天坛医院

PO-344 头晕与颅内胆碱能通路损害初步分析 李鑫 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

PO-345
颅内动脉狭窄的危险因素及其与脑
小血管病影像改变的相关性研究
——来自顺义社区人群

韩菲 北京协和医院

PO-346 长程脑电图和体感诱发电位对重症
脑梗塞患者预后的评价

张锦凤 包头市中心医院

PO-347 微创术联合 rt-PA vs. 尿激酶治疗幕上
脑出血： 疗效评估

连立飞
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
附属同济医院

PO-348
血浆集落刺激因子、炎性因子、β 淀粉
样蛋白在阿尔茨海默病与血管性痴呆中
的变化及相互关系

方燕南 中山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PO-349 血管性认知功能障碍患者血压水平和
血压变异性的分析

陈雪梅 南京市中心医院

PO-350 脑小血管病患者认知状态与神经影像学
特征的相关性分析

曹雯炜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
仁济医院

PO-351 TLR4 基因缺失有助于减少脑白质
低灌注损害

秦川
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
附属同济医院

PO-352
依达拉奉对血管性痴呆大鼠认知功能的
影响及 对 ERK/Nrf2/HO-1 信号转导
通路的影响

张丹丹 河北省人民医院

PO-353 重复经颅磁刺激对全脑缺血大鼠学习
记忆功能及 pCREB、PKA 表达的影响

任丽君 川北医学院附属医院

PO-354 丁苯酞对血管性痴呆大鼠 NOX1 蛋白
表达的影响

齐倩倩 河北省人民医院

PO-355 脑白质疏松患者大脑灰质体积与认知
功能障碍的关系研究

王金芳 北京天坛医院

PO-356 丁苯酞对血管性痴呆大鼠海马 CA1 区
脑源性神经营养因子表达的影响

姚刚 吉林大学第二医院

PO-357 皮质下缺血性血管病患者血清碱性
磷酸酶变化及其对认知功能的影响

吴有丽
安徽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
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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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358 南宁市某社区老年人跌倒与认知功能
障碍的相关性研究

吕渊 广西壮族自治区江滨医院

PO-359 脑小血管病致认知情感障碍相关危险
因素分析

李春荣 吉林大学第一医院

PO-360 慢性脑低灌注小鼠认知功能及神经血管
单元研究

宋江曼 北京大学人民医院

PO-361 脑血管储备功能对轻度血管性痴呆预后
的影响

张馨 吉林省人民医院

PO-362 豆状核梗死致急性认知功能减退 1 例 杨仕林
上海交通大学附属第一人
民医院

PO-363 认知障碍患者颅内动脉狭窄与脑白质胆
碱能通路病变的关系

蒋艳艳 温州市中心医院

PO-364
微小 RNA-103 靶向调控小窝蛋白 1 在
蛛网膜下腔出血后神经功能缺损方面的
作用及机制研究

叶瑞东 南京军区南京总医院

PO-365 影响动脉瘤破裂与否的炎性机制研究及
可能的血清标记物筛选

骆翔
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
附属同济医院

PO-366 假性蛛网膜下腔出血 5 例临床及影像学
分析

曾宪珠 天津市第三中心医院

PO-367 卒中后抑郁发病机制及中药干预途径 章少华 中日友好医院

PO-368 阿戈美拉汀治疗脑卒中后抑郁患者睡眠
障碍的随机对照研究

陈旭 山东省精神卫生中心

PO-369 脑白质疏松症相关性抑郁障碍的胼胝体
网络连接性改变

何育生 同济大学附属同济医院

PO-370 脑卒中后抑郁患者脑网络拓扑改变的
研究

蓝学群 右江民族医学院附属医院

PO-371 卒中后失语患者抑郁量表评定简介 刘艳君 北京天坛医院

PO-372 脑卒中后抑郁障碍的发病相关因素分析 王艳 天津市环湖医院

PO-373 银杏二萜内酯抗抑郁作用的初步研究 梁子红 重庆医科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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