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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程一览
　 　 七层上海厅 七层                                                五层 三层 一层

　 　 　
第一

分会场
第二

分会场
第三

分会场
第四

分会场
第五

分会场
第六

分会场
第七

分会场
第八

分会场
第九

分会场
第十

分会场
第十一
分会场

第十二
分会场

第十三
分会场

第十四
分会场

日期 　 上海厅 上海厅1 上海厅2 上海厅3 明珠厅 长江厅   5BC 5DE  黄河厅 国际厅   3DC   3JIH  华夏厅1 华夏厅2 世纪厅

9

月7

日

08:30-09:00 开幕式
　 　 　 　 　 　 　 　 　 　 　 　 　 　

09:00-10:00 全体大会1

10:00-10:15 茶　歇 　 　 　 　 　 　 　 　 　 　 　 　 　 　

10:15-11:45 全体大会2 　 　 　 　 　 　 　 　 　 　 　 　 　 　

12:00-13:00 　 　 　 学术专场 学术专场 学术专场 学术专场 学术专场 学术专场 学术专场 学术专场

13:00-14:00 　 　 　 学术专场 　 　 　 学术专场 学术专场 　 　 　 学术专场 　

14:00-15:30 　 脑血管病1
痴呆与认
知障碍1

帕金森病
及

运动障碍1

感染与
脑脊液

细胞学1

肌电图及临
床生理1

神经生化
1

神经康复
1

脑血管病
3

脑血管病5
神经肌肉
病与周围
神经病1

神经免疫
1

神经影像
1

神经重症
1

脑电图与
癫痫1

15:30-16:00 　 茶  歇 　 　 　 　 　 　 　 　 　 　 　 　 　

16:00-17:30 　 脑血管病2
痴呆与认
知障碍2

帕金森病
及

运动障碍2

感染与
脑脊液

细胞学2

肌电图及临
床生理2

神经生化
2

神经康复
2

脑血管病
4

脑血管病6
神经肌肉
病与周围
神经病2

神经免疫
2

神经影像
2

神经重症
2

脑电图与
癫痫2

18:00-19:00 学术专场 学术专场 学术专场 学术专场

19:00-22:00 　 　 　 　 　 　 　 　 专家面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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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层上海厅 七层                                                五层 三层 一层

　 　 　
第一

分会场
第二

分会场
第三

分会场
第四

分会场
第五

分会场
第六

分会场
第七

分会场
第八

分会场
第九

分会场
第十

分会场
第十一
分会场

第十二
分会场

第十三
分会场

第十四
分会场

日期 　 上海厅 上海厅1 上海厅2 上海厅3 明珠厅 长江厅   5BC 5DE  黄河厅 国际厅   3DC   3JIH  华夏厅1 华夏厅2 世纪厅

9

月7

日

08:30-09:00 开幕式
　 　 　 　 　 　 　 　 　 　 　 　 　 　

09:00-10:00 全体大会1

10:00-10:15 茶　歇 　 　 　 　 　 　 　 　 　 　 　 　 　 　

10:15-11:45 全体大会2 　 　 　 　 　 　 　 　 　 　 　 　 　 　

12:00-13:00 　 　 　 学术专场 学术专场 学术专场 学术专场 学术专场 学术专场 学术专场 学术专场

13:00-14:00 　 　 　 学术专场 　 　 　 学术专场 学术专场 　 　 　 学术专场 　

14:00-15:30 　 脑血管病1
痴呆与认
知障碍1

帕金森病
及

运动障碍1

感染与
脑脊液

细胞学1

肌电图及临
床生理1

神经生化
1

神经康复
1

脑血管病
3

脑血管病5
神经肌肉
病与周围
神经病1

神经免疫
1

神经影像
1

神经重症
1

脑电图与
癫痫1

15:30-16:00 　 茶  歇 　 　 　 　 　 　 　 　 　 　 　 　 　

16:00-17:30 　 脑血管病2
痴呆与认
知障碍2

帕金森病
及

运动障碍2

感染与
脑脊液

细胞学2

肌电图及临
床生理2

神经生化
2

神经康复
2

脑血管病
4

脑血管病6
神经肌肉
病与周围
神经病2

神经免疫
2

神经影像
2

神经重症
2

脑电图与
癫痫2

18:00-19:00 学术专场 学术专场 学术专场 学术专场

19:00-22:00 　 　 　 　 　 　 　 　 专家面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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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层上海厅 七层                                                   五层 三层 一层

　 　 　
第一

分会场
第二

分会场
第三

分会场
第四

分会场
第五

分会场
第六

分会场
第七

分会场
第八

分会场
第九

分会场
第十

分会场
第十一
分会场

第十二
分会场

第十三
分会场

第十四
分会场

日期 　 上海厅 上海厅1 上海厅2 上海厅3 明珠厅 长江厅  5BC  5DE  黄河厅 国际厅    3DC   3JIH  华夏厅1 华夏厅2 世纪厅

9

月8

日

08:30-10:00 　 脑血管病7
痴呆与认知

障碍3
帕金森病及
运动障碍3

睡眠障碍  
头痛\其它 1

感染与脑脊
液细胞学3

神经生化
3

神经心理
与行为

神经病1

神经重症
3

脑血管病
9（神经
介入）

神经遗传
1

神经免疫
3

神经影像
3

神经病理
1

脑电图与
癫痫3

10:00-10:30 　 茶　歇 　 　 　 　 　 　 　 　 　 　 　 　

10:00-12:00 　 脑血管病8
痴呆与认知

障碍4
帕金森病及
运动障碍4

睡眠障碍  
头痛\其它2

感染与脑脊
液细胞学4

神经生化
4

神经心理
与行为

神经病2

神经重症
4

脑血管病
10（神经

介入）

神经遗传
2

神经免疫
4

神经影像
4

神经病理
2

脑电图与
癫痫4

12:00-13:00 学术专场 学术专场 学术专场

学术专场

学术专场

学术专场 学术专场 学术专场

13:00-14:00 　 学术专场 学术专场 　 　 　 　 　 　 　 　 　 　 　

14:00-15:30 　 脑血管病11
痴呆与认知

障碍5
帕金森病及
运动障碍5

睡眠障碍  
头痛\其它 3

神经肌肉病
与周围神经

病3

护理专场
1

神经心理
与行为

神经病3

脑血管病
15

脑血管病
13（神经

介入）

神经遗传
3

神经免疫
5

神经影像
5

神经病理
3

脑电图与
癫痫5

15:30-16:00 　 茶　歇 　 　 　 　 　 　 　 　 　 　 　 　 　

16:00-17:30 　 脑血管病12
痴呆与认知

障碍6
帕金森病及
运动障碍6

睡眠障碍  
头痛\其它4

神经肌肉病
与周围神经

病4

护理专场
2

神经心理
与行为

神经病4

脑血管病
16

脑血管病
14（神经

介入）

神经遗传
4

神经免疫
6

神经影像
6

神经病理
4

脑电图与
癫痫6

18:00-19:00 学术专场

9

月9

日

08:30-10:00 全体大会3

10:00-10:15 茶　歇

10:15-11:45 全体大会4

11:45-12:00 闭幕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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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层上海厅 七层                                                   五层 三层 一层

　 　 　
第一

分会场
第二

分会场
第三

分会场
第四

分会场
第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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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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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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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

分会场
第九

分会场
第十

分会场
第十一
分会场

第十二
分会场

第十三
分会场

第十四
分会场

日期 　 上海厅 上海厅1 上海厅2 上海厅3 明珠厅 长江厅  5BC  5DE  黄河厅 国际厅    3DC   3JIH  华夏厅1 华夏厅2 世纪厅

9

月8

日

08:30-10:00 　 脑血管病7
痴呆与认知

障碍3
帕金森病及
运动障碍3

睡眠障碍  
头痛\其它 1

感染与脑脊
液细胞学3

神经生化
3

神经心理
与行为

神经病1

神经重症
3

脑血管病
9（神经
介入）

神经遗传
1

神经免疫
3

神经影像
3

神经病理
1

脑电图与
癫痫3

10:00-10:30 　 茶　歇 　 　 　 　 　 　 　 　 　 　 　 　

10:00-12:00 　 脑血管病8
痴呆与认知

障碍4
帕金森病及
运动障碍4

睡眠障碍  
头痛\其它2

感染与脑脊
液细胞学4

神经生化
4

神经心理
与行为

神经病2

神经重症
4

脑血管病
10（神经

介入）

神经遗传
2

神经免疫
4

神经影像
4

神经病理
2

脑电图与
癫痫4

12:00-13:00 学术专场 学术专场 学术专场

学术专场

学术专场

学术专场 学术专场 学术专场

13:00-14:00 　 学术专场 学术专场 　 　 　 　 　 　 　 　 　 　 　

14:00-15:30 　 脑血管病11
痴呆与认知

障碍5
帕金森病及
运动障碍5

睡眠障碍  
头痛\其它 3

神经肌肉病
与周围神经

病3

护理专场
1

神经心理
与行为

神经病3

脑血管病
15

脑血管病
13（神经

介入）

神经遗传
3

神经免疫
5

神经影像
5

神经病理
3

脑电图与
癫痫5

15:30-16:00 　 茶　歇 　 　 　 　 　 　 　 　 　 　 　 　 　

16:00-17:30 　 脑血管病12
痴呆与认知

障碍6
帕金森病及
运动障碍6

睡眠障碍  
头痛\其它4

神经肌肉病
与周围神经

病4

护理专场
2

神经心理
与行为

神经病4

脑血管病
16

脑血管病
14（神经

介入）

神经遗传
4

神经免疫
6

神经影像
6

神经病理
4

脑电图与
癫痫6

18:00-19:00 学术专场

9

月9

日

08:30-10:00 全体大会3

10:00-10:15 茶　歇

10:15-11:45 全体大会4

11:45-12:00 闭幕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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详细日程
2018/9/7七层上海厅（主会场）
08:30-09:00 开幕式 主持人:董　强
09:00-10:00 全体大会1 主持人:崔丽英　吕传真　贾建平

09:00-09:30 [大会报告]
The Pathophysiology of Tremor
Mark Hallett
National Institutes of Health(NIH)

09:30-10:00 [大会报告]

The global overview of MS treatment
Giancarlo Comi
Department of Neurology, Scientific Institute San 
Raffaele, 
Milan, Italy

10:00-10:15 茶　歇

10:15-11:45 全体大会2
主持人:蒲传强　饶明俐　王拥军

10:15-10:45 [大会报告] 基因表达调控脑智发育
张　旭　中国科学院神经所

10:45-11:15 [大会报告] 中枢神经系统感染的精准医学诊断
赵　钢　空军军医大学西京医院

11:15-11:45 [大会报告] 中国癫痫诊治现状
周　东　四川大学华西医院

12:00-13:00 学术专场1
13:00-14:00 学术专场2

七层上海厅1（第一分会场）

14:00-16:04 脑血管病专场1：缺血性脑卒中急性期诊治热点1
主持人:饶明俐　张苏明　刘　鸣

14:00-14:15 [专题发言] 急性缺血性脑卒中的出血转化问题
刘　鸣　四川大学华西医院

14:15-14:30 [专题发言] 急性缺血性卒中的血管内治疗发展历程
张苏明　华中科技大学附属同济医院

14:30-14:45 [专题发言]
银杏制剂治疗急性大动脉粥样硬化性卒中的多中心、随
机对照研究－GISAA研究的中期分析
董　强　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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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45-15:00 [专题发言] 中国急性缺血性脑卒中诊治指南解读
彭　斌　北京协和医院

15:00-15:08 [论文发言]
替格瑞洛与氯吡格雷对急性轻型卒中或TIA患者血小板
反应性的影响比较：一项随机对照试验的亚组分析
杨营营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天坛医院

15:08-15:16 [论文发言]
脑出血后早期和迟发性症状恶化相关危险因素及对患者
预后的影响—INTERACT 2 trial
尤寿江　苏州大学附属第二医院

15:16-15:24 [论文发言]
急性缺血性脑卒中患者行血管内取栓术后造影剂外渗与
功能预后相关性研究
安　红　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

15:24-15:32 [论文发言]
机械取栓治疗急性前循环缺血性卒中的麻醉方式的
meta分析
李雪飞　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同济医院

15:32-15:40 [论文发言]
急性缺血性卒中患者取栓术后即刻双能CT碘窗高密度
形态特征预测
徐　超　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二医院

15:40-15:48 [论文发言] 重症脑血管病急性期血压管理CHASE研究阶段汇报
袁　方　空军军医大学西京医院

15:48-15:56 [论文发言]
中性粒细胞、中性粒细胞/淋巴细胞比值与急性脑梗塞
后出血转化的相关性研究
宋渠洪　四川大学华西医院

15:56-16:04 [论文发言]
急性脑梗死溶栓治疗院内延迟与患者人口学资料关系的
研究
杨玉梅　上海市东方医院同济大学附属东方医院

16:04-18:08 脑血管病专场2:缺血性脑卒中急性期诊治热点2
主持人:黄如训　杨清武　韩建峰

16:04-16:19 [专题发言] 急性缺血性卒中大血管闭塞轻微卒中的血管内治疗
杨清武　陆军军医大学附属新桥医院

16:19-16:34 [专题发言]
急性脑梗死溶栓取栓的长期预后因素；房颤脑栓塞急性
期的治疗策略
韩建峰　西安交通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16:34-16:49 [专题发言]
急性大血管闭塞脑卒中穿支动脉及静脉回流的评估价值
分析
李　刚　同济大学附属东方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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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49-17:04 [专题发言] 急性脑梗死的静脉溶栓开通策略
陈会生　沈阳军区总医院

17:04-17:12 [论文发言]
急性缺血性卒中患者动态脑自动调节能力与临床因素关
系的探究
马虹印　吉林大学第一医院

17:12-17:20 [论文发言]
阿加曲班治疗超溶栓时间窗后不同穿支血管梗死的疗效
研究
殷　敏　南昌大学第二附属医院

17:20-17:28 [论文发言]

The effect of blood urea nitrogen to creatinine 
ratio on hemorrhagic transformation in patients 
with acute ischemic stroke
邓灵慧　四川大学华西医院

17:28-17:36 [论文发言]
急性缺血性卒中的基线血压，侧支循环及预后的全球多
中心分析
洪　澜　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神经内科

17:36-17:44 [论文发言] 静脉溶栓后早期神经功能恶化和卒中病因分型的关系
陈智才　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二医院

17:44-17:52 [论文发言] 接受机械取栓的卒中患者术后镇静与预后的关系
吴隆飞　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

17:52-18:00 [论文发言]
血管内治疗对发病6-24小时有颅脑DWI/ASL不匹配的缺
血性卒中患者可显著改善预后
徐炳东　暨南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18:00-18:08 [论文发言]
MRI急诊快速评价在超急性期缺血性脑卒中静脉溶栓治
疗中的应用研究
白青科　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医院

七层上海厅2（第二分会场）

14:00-15:45 痴呆与认知障碍专场1
主持人:贾建平　陈晓春

14:00-14:15 [专题发言] 痴呆新进展
贾建平　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

14:15-14:30 [专题发言] 阿尔茨海默病治疗的困惑与前景
陈晓春　福建医科大学附属协和医院

14:30-14:45 [专题发言] AD早期筛查与诊断
杜怡峰　山东省立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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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45-15:00 [专题发言] 脑淀粉样血管病相关炎症的诊断 
张杰文　河南省人民医院

15:00-15:15 [专题发言] AD病理与生物标记物应用体
高　晶　北京协和医院

15:15-15:30 [专题发言] VCI分类与诊断标准探讨
章军建　武汉大学中南医院

15:30-15:45 [专题发言] 认知环路的tms干预与痴呆
汪　凯　安徽医科大学第一医院

15:45-16:00 茶　歇

16:00-16:48 痴呆与认知障碍专场2
主持人:蔡晓杰　魏翠柏

16:16-16:24 [论文发言] AD的潜在生物标识：半卵园中心扩大的VRS
薛寿儒　苏州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16:00-16:08 [论文发言]
以子宫异常出血和下丘脑功能障碍为主要表现的白质消
融性白质脑病一例
秦　琪　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

16:08-16:16 [论文发言] 帕金森患者认知特点分析及相关脑葡萄糖代谢模式
刘丰韬　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

16:24-16:32 [论文发言]
不同类型遗忘型轻度认知功能损害患者视空间工作记忆
和执行功能损害
顾丽华　东南大学附属中大医院

16:32-16:40 [论文发言]
阿尔茨海默病患者肠道微生态结构特点及其与认知功能
的相关研究
彭国平　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一医院

16:40-16:48 [论文发言]
中国痴呆症多模干预研究项目设计和进展（MIND-
CHINA）
王永祥　山东省立医院

16:48-18:18 痴呆与认知障碍专场3
主持人:张杰文　罗本燕

16:48-17:03 [专题发言] 结合国际指南探讨实际痴呆病例的诊断问题
彭丹涛　中日友好医院

17:03-17:18 [专题发言] 皮层下缺血性血管性痴呆（SIVD ）脑磁图变化特征
吕佩源　河北省人民医院

17:18-17:33 [专题发言] 血浆Aβ转运与AD 的关系
屈秋民　西安交通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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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33-17:48 [专题发言] 痴呆的遗传诊断和新进展
谭　兰　青岛大学附属青岛市立医院

17:48-18:03 [专题发言] 早期精神行为损害对痴呆影响
李焰生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仁济医院

18:03-18:18 [专题发言] MCI和AD患者脑默认网络的研究进展
梁芙茹　包头市中心医院

七层上海厅3（第三分会场）

14:00-15:30 帕金森病及运动障碍专场1：专题讲座1
主持人:孙圣刚　程　焱　蒋雨平

14:00-14:20 [专题发言] 帕金森病嗅觉障碍及其机制
乐卫东　大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14:20-14:40 [专题发言]
LAG-3基因功能失调在帕金森病a-synuclein蛋白扩散
过程中的分子机制及临床意义
徐评议　中山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14:40-15:00 [专题发言] 多巴胺能药物剂量与pd运动并发症
冯　涛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天坛医院

15:00-15:20 [专题发言] 帕金森病体重变化的机制探讨
王　涛　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协和医院

15:20-15:30 讨　论
15:30-15:40 茶　歇

15:40-16:40 帕金森病及运动障碍专场2：论文报告1
主持人:孙相如　王　青　刘卫国　邵　明

15:40-15:50 [论文发言]
帕金森病胆碱能系统有关的认知损害与脑皮质厚度的相
关性研究
李　兵　广东省人民医院

15:50-16:00 [论文发言]
辅助运动区高频重复经颅磁刺激对帕金森病冻结步态的
疗效研究
米涛免　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

16:00-16:10 [论文发言]
SNCA基因多态性与中国帕金森病发病风险，起病和进
展相关：一项3.5年随访研究
李　鹏　南京脑科医院(南京医科大学附属脑科医院)

16:10-16:20 [论文发言]
LINGO-1基因rs9652490位点与新疆地区散发型特发性
震颤的关系
姚亚妮　新疆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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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20-16:30 [论文发言] 丘脑底核脑深部电刺激术治疗帕金森病的八年临床随访
郭琪瑜　中山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16:30-16:40 [论文发言]
帕金森病唾液样本的细胞外囊泡中α-突触核蛋白作为
生物学标记物的研究
曹振汤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天坛医院

16:40-18:10 帕金森病及运动障碍专场3：专题讲座2
主持人:彭国光　肖　勤　胡兴越

16:40-17:00 [专题发言] 帕金森病运动障碍精准测评及运动处方
梁战华　大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17:00-17:20 [专题发言] 睡眠障碍与运动障碍疾病
陈　蕾　天津市环湖医院

17:20-17:40 [专题发言] VitD与帕金森病
罗蔚锋　苏州大学第二医院

17:40-18:00 [专题发言]
以问题为导向的MDT工作模式在帕金森综合征诊疗中的
价值
王　含　北京协和医院

18:00-18:10 讨论

七层明珠厅（第四分会场）

14:00-15:42 感染与脑脊液细胞学专场1：CNS感染论坛
主持人:何俊瑛　崔　俐　张家堂

14:00-14:20 [专题发言] 神经感染专科建设
赵　钢　空军军医大学西京医院

14:20-14:28 [论文发言] 急性脑炎脑膜炎症候群监测现状和进展
冯国栋　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

14:28-14:36 [论文发言] 病毒与神经系统疾病
汪春娟　山东省立医院

14:36-14:44 [论文发言]
基于专家系统和机器学习算法的人工智能系统可以用于
辅助诊断脑膜炎疾病
黄　欢　空军军医大学西京医院

14:44-14:52 [论文发言]
家族性致死性失眠症8例临床特征、睡眠障碍及影像分
析
靖冬来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宣武医院

14:52-15:00 [论文发言] 神经梅毒尸检病理特征及临床病理分析
毛晨晖　中国医学科学院北京协和医院

15:00-15:08 [论文发言] 隐球菌性脑膜炎临床分离株的微生物学特征分析
徐　莉　中山大学附属第三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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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08-15:16 [论文发言]
应用微型体液浓缩装置浓缩脑脊液中ESAT-6提高结核性
脑膜炎诊断率
文　安　江西省人民医院

15:16-15:24 [论文发言]
脑脊液降钙素原（PCT）对革兰氏阴性细菌性脑膜炎患
者诊断价值的研究
李　雯　空军军医大学西京医院

15:24-15:32 [论文发言]
 脑脊液中小胶质细胞外泌体在感染性脑炎与免疫性脑
炎的研究
国　敏　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

15:32-15:42 讨　论
15:42-16:00 茶　歇

16:00-17:50 感染与脑脊液细胞学专场2：感染测序论坛
主持人:赵　钢　关鸿志　冯国栋

16:00-16:20 [专题发言] 隐球菌性脑膜炎分层诊治
彭福华　中山大学附属第三医院

16:20-16:28 [论文发言] 脑脊液二代测序技术在中枢神经系统感染中的应用价值
卜　晖　河北医科大第二医院

16:28-16:36 [论文发言]
下一代基因测序技术在中枢神经系统结核相关性感染中
的研究
李朝阳　空军军医大学西京医院

16:36-16:44 [论文发言] 二代测序诊断七例不典型脑囊虫病
费笑非　空军军医大学西京医院

16:44-16:52 [论文发言] 热带痉挛性截瘫患者临床特点
林晓虹　福建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16:52-17:00 [论文发言] 宏基因组高通量测序对病毒性脑（膜）炎诊断意义
邢小微　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

17:00-17:08 [论文发言]
脑脊液二代测序在α-人疱疹病毒颅内感染诊断中的应
用
陆　杰　南京脑科医院(南京医科大学附属脑科医院)

17:08-17:16 [论文发言] 5例猪疱疹病毒I型脑炎患者的临床特点分析
杨　雪　山东大学齐鲁医院

17:16-17:24 [论文发言]
脑脊液二代测序诊断2011年伪狂犬病毒脑炎死亡病例1
例
刘　磊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同仁医院神经内科

17:24-17:32 [论文发言]
基于宏基因组学和NGS确诊和病原特征分析的新型布尼
亚病毒重症脑炎
郭守刚　山东省立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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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32-17:40 [论文发言] 虚拟基因组技术的建立及其在脑型疟研究中的应用
刘学武　空军军医大学西京医院

17:40-17:50 讨　论

五层长江厅（第五分会场）

14:00-15:28 肌电图及临床生理专场1
主持人:崔丽英　王玉平

14:00-14:20 [专题发言] 对重复神经电刺激正常值的再评估
沈定国　西安高新医院

14:20-14:40 [专题发言] 神经肌肉病肌电图的检查策略和规范化
管宇宙　北京协和医院

14:40-14:48 [论文发言]
视频眼震视图在神经变性疾病（非痴呆类）诊治中的价
值
吴　超　中山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14:48-14:56 [论文发言] 电生理检查对多系统萎缩的诊断与鉴别价值研究
邱　峰　海军总医院

14:56-15:04 [论文发言]
膈神经传导监测在机械通气慢性阻塞性肺疾病急性加重
期呼吸肌疲劳评价中的作用
孙立超　吉林大学第一医院

15:04-15:12 [论文发言] 糖尿病前期患者周围神经电生理评价及相关因素研究
刘　娜　天津市第三中心医院

15:12-15:20 [论文发言] 周期性瘫痪患者肌肉兴奋性异常的动态电生理演变
翦　凡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天坛医院

15:20-15:28 [论文发言]
多灶性获得性脱髓鞘性感觉运动神经病与多灶性运动神
经病的运动神经传导阻滞与运动神经传导速度关系研究
李　亦　北京协和医院

15:28-16:00 茶　歇

16:00-17:28 肌电图及临床生理专场2
主持人:樊东升　黄旭升

16:00-16:08 [论文发言]
SOD1-mutated patients with amyotrophic lateral 
sclerosis in China
唐　璐　北京大学第三医院

16:08-16:16 [论文发言] 多发性骨髓瘤周围神经病30例临床及电生理分析
张文娟　山西省人民医院

16:16-16:24 [论文发言] 神经生理指数与肌萎缩侧索硬化患者生存的相关分析
曹　蓓　四川大学华西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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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24-16:32 [论文发言] 原发性干燥综合征周围神经病的神经电生理特点分析
王　丹　昆明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16:32-16:40 [论文发言] 四种方法诊断糖尿病自主神经病的一致性比较
刘颖珊　南方医科大学南方医院

16:40-16:48 [论文发言]
30例特发性臂丛神经炎的临床、肌电图、超声以及核磁
共振的特点分析
冯新红　清华大学附属北京清华长庚医院神经内科

16:48-16:56 [论文发言] 手部肌肉萎缩的原因分析及其肌电图鉴别诊断价值
谢莉红　兰州大学第一医院

16:56-17:04 [论文发言]
重复神经电刺激与神经生理指数在肌萎缩侧索硬化患者
预后评估中的意义
周丽娜　大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17:04-17:12 [论文发言] 用阈值追踪方法探究平山病患者外周神经兴奋性改变
聂　聪　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

17:12-17:20 [论文发言] nTMS对健康志愿者拇短展肌运动诱发电位的研究
方筱静　北京大学国际医院神经内科

17:20-17:28 [论文发言] 危重病性肌病的临床及电生理特点
车春晖　福建医科大学附属协和医院

五层5BC（第六分会场）

14:00-15:32 神经生化专场1
主持人:徐　平　丁正同　赵世刚

14:00-14:20 [专题发言] 非肝性高血氨的神经系损害
蒋雨平　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

14:20-14:40 [专题发言] 神经系统少见疾病的诊断和鉴别诊断
何志义　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14:40-15:00 [专题发言] 癫痫相关的基因
廖卫平　广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

15:00-15:08 [论文发言]
泛素连接酶Huwe1介导proNGF/p75NTR对大鼠脑缺血
后神经轴突可塑性调控的机制研究
何　俐　四川大学华西医院

15:08-15:16 [论文发言]
双侧颈总动脉狭窄慢性脑缺血模型导致认知功能损害及
血脑屏障损伤
杨　璐　北京大学人民医院

15:16-15:24 [论文发言]
 脑脊液Aβ42, T-tau, and p-Tau在中国人阿尔茨海默
病痴呆中的应用探索
孙云闯　北京大学第一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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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24-15:32 [论文发言]
基于高血压和高血糖的脑出血血肿扩大模型中细胞凋亡
机制的研究
褚鹤龄　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

15:32-16:00 茶　歇

16:00-17:32 神经生化专场2
主持人:程　焱　唐洲平　刘永红

16:00-16:20 [专题发言] Borna病毒引起认知障碍？
谢　鹏　重庆医科大学第一医院

16:20-16:40 [专题发言]
年龄相关性白内障晶状体内AD相关蛋白表达与认知功
能关系的研究
杨晓苏　中南大学湘雅医院

16:40-17:00 [专题发言] 星型胶质细胞与缺血性脑损伤
冯加纯　吉林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17:00-17:08 [论文发言]
中国大陆脊髓小脑性共济失调患者RNA表达谱及潜在生
物标志物的研究
江　泓　中南大学湘雅医院

17:08-17:16 [论文发言] 颈动脉硬化狭窄生化标志物
乔杉杉　北京友谊医院

17:16-17:24 [论文发言] A型肉毒毒素长期治疗眼睑痉挛135例回顾性分析
方小波　中山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17:24-17:32 [论文发言] 硫胺素代谢障碍通过胰岛素抵抗引起脑葡萄糖代谢异常
万文斌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仁济医院(东院)

五层5DE（第七分会场）

14:00-15:50 神经康复专场1：规范、融合、发展
主持人:张　通　李小刚

14:00-14:30 [专题发言] 神经电生理在神经康复中的应用
张　通　中国康复研究中心

14:30-14:50 [专题发言] 脑卒中神经康复进展
李小刚　北京大学第三医院

14:50-15:10 [专题发言] 皮层下失语的研究进展
刘　雁　广州军区总医院

15:10-15:30 [专题发言]
酒精中毒性脑病诊疗中国专家共识解读及酒精依赖诊疗
技术推广
彭　英　中山大学孙逸仙纪念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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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30-15:50 [专题发言] 丰富环境与缺血性脑卒中
王　亮　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神经内科

15:50-16:00 茶　歇

16:00-17:30 神经康复专场2：规范、融合、发展
主持人:刘　雁　彭　英

16:00-16:08 [论文发言]
康复机器人对急性脑梗死运动障碍、抑郁和认知障碍的
作用研究
李红戈　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协和医院

16:08-16:16 [论文发言] 脑血管病康复动物模型研究进展
蔡　斌　福建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16:16-16:24 [论文发言]
虚拟现实技术联合手工作业训练对脑卒中偏瘫患者上肢
运动功能的影响
纪　亮　苏州大学附属第二医院

16:24-16:32 [论文发言] 脑卒中患者运动想象训练前后的弥散张量成像研究
李　芳　中国康复研究中心

16:32-16:40 [论文发言] 脑卒中患者吞咽功能的纤维喉镜评估研究
孙伟平　北京大学第一医院

16:40-16:48 [论文发言] 缺血性卒中偏瘫上肢恢复的脑可塑性研究
刘鑫鑫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天坛医院

16:48-16:56 [论文发言]
下肢外骨骼机器人REX促进严重瘫痪的脑卒中患者尽早
恢复行走能力
丁宏岩　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神经内科

16:56-17:04 [论文发言] MMSE、MoCA评定中的思考
屈传强　山东省立医院

17:04-17:12 [论文发言] 运动障碍疾病脑深部电刺激术后的康复治疗
王瑞丹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康复医院

17:12-17:20 [论文发言]
经颅直流电刺激联合高频胸壁震荡和常规治疗对重型颅
脑损伤后意识障碍患者肺部感染的疗效
李亚斌　甘肃省康复中心医院

17:20-17:28 [论文发言]
脑梗死后偏瘫上肢运动功能恢复与脑白质疏松程度相关
性
党　超　中山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17:28-17:30 讨　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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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层黄河厅（第八分会场）

14:00-16:04 脑血管病专场3:脑血管病临床问题新认识（一）
主持人:王拥军　曾进胜　徐　运

14:00-14:20 [专题发言] 缺血性脑血管病强化抗血小板治疗进展
曾进胜　中山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14:20-14:40 [专题发言] 个体化抗血小板治疗
徐　运　南京大学医学院附属鼓楼医院

14:40-15:00 [专题发言] TOAST的应用与挑战
孟　强　云南省人民医院

15:00-15:08 [论文发言] 碘佛醇与碘普罗胺引起的造影剂脑病对比研究
张桂莲　西安交通大学第二附属医院

15:08-15:16 [论文发言] 住院患者不明原因栓塞性卒中的诊治现状研究
付　琳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新华医院

15:16-15:24 [论文发言] HRMRI对少见脑血管病的诊治价值
李敬伟　南京大学医学院附属鼓楼医院

15:24-15:32 [论文发言]
大脑浅静脉显影不良影响再灌注治疗后出血转化及临床
预后
章若夏　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二医院

15:32-15:40 [论文发言]
磁敏感加权成像评估急性脑梗死患者皮层软脑膜支临床
意义研究
骆　嵩　蚌埠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

15:40-15:48 [论文发言]
准连续动脉自旋标记成像与单光子发射计算机断层成像
技术评估脑灌注的应用比较
亚静远　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

15:48-15:56 [论文发言]
基于7T磁共振观察穿支动脉粥样硬化在皮层下梗死中的
作用
秦海强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天坛医院

15:56-16:04 [论文发言]
急性脑梗死溶栓患者视神经鞘直径与出血性转化发生的
相关研究
孙逊沙　中山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16:04-18:08 脑血管病专场4：脑血管病临床问题新认识（二）
主持人:王　伟　田成林　张祥建

16:04-16:24 [专题发言] 脑组织不同灌注状态的综合影像评价
田成林　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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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24-16:44 [专题发言]
系列指南关于脑梗死急性期血压的管理及在预防中的价
值
张祥建　河北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

16:44-17:04 [专题发言] 颅内外动脉狭窄的IVUS成像特点
孙钦建　山东省立医院

17:04-17:12 [论文发言] 社区居民对卒中识别能力及急救意识的调查研究
吴恒趋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仁济医院

17:12-17:20 [论文发言]
脑小血管病伴高血压患者白质高信号与各认知领域的关
系
邹君惠　南京大学医学院附属鼓楼医院

17:20-17:28 [论文发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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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姜晓晗　吉林大学第一医院

17:28-17:36 [论文发言] 314例青年脑静脉窦血栓临床特点分析
尹　西　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

17:36-17:44 [论文发言]
大连市气象及空气污染因素与急性脑梗死发病相关性研
究
林亚楠　大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17:44-17:52 [论文发言]
延髓梗死的形态学特点及与病因的关系——SMART研
究亚组分析
洪月慧　北京协和医院

17:52-18:00 [论文发言] 小脑前下动脉脑梗死诊治分析
张炳俊　中山大学附属第三医院

18:00-18:08 [论文发言]
河北三河农村脑血管狭窄及其危险因素的人群群集趋势
调查
韩尚容　北京大学第一医院

三层国际厅（第九分会场）

14:00-16:04 脑血管病专场5：出血性脑血管病及其他
主持人:许予明　杨　弋　胡　波

14:00-14:20 [专题发言] 脑出血血肿扩大的影像学征象及人工智能识别
杨　弋　吉林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14:20-14:40 [专题发言] 脑出血的干预研究进展
胡　波　华中科技大学附属协和医院



31

14:40-15:00 [专题发言] 静脉性脑出血的临床特点、影像学特征和鉴别诊断
段建钢　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

15:00-15:08 [论文发言]
CT出血区低密度灶预测自发性脑出血后继发神经损伤
的最佳时机
董　静　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神经内科

15:08-15:16 [论文发言] 房颤对急性缺血性卒中患者静脉溶栓 出血转化的影响
王志敏　台州市第一医院

15:16-15:24 [论文发言]
247名烟雾病病人动脉瘤发生及其临床特征和预后的分
析
严雅维　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同济医院

15:24-15:32 [论文发言]
替罗非班对急性缺血性卒中机械取栓患者功能预后和颅
内出血的影响
赵文博　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神经内科

15:32-15:40 [论文发言] 静脉溶栓患者中血管钙化与出血转化及功能预后的研究
于　瑶　吉林大学第一医院

15:40-15:48 [论文发言] 探究卒中高风险人群的肠道菌群特征
曾秀丽　南方医科大学南方医院

15:48-15:56 [论文发言]
不同部位白质高信号对急性脑梗死静脉溶栓患者疗效及
预后的影响
刘艳艳　南京脑科医院(南京医科大学附属脑科医院)

15:56-16:04 [论文发言] 脊髓血管病的临床特点及预后分析 
刘　娜　苏州大学附属第二医院

16:04-18:08 脑血管病专场6：脑小血管病1
主持人:贺茂林　朱以诚　陆正齐

16:04-16:24 [专题发言] 中国CAA医院队列的分子生物标记物的研究
董　强　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

16:24-16:44 [专题发言] 脑小静脉病是什么
朱以诚　北京协和医院

16:44-17:04 [专题发言] 从神经影像学标志物寻找CSVD的病因
陆正齐　中山大学附属第三医院

17:04-17:12 [论文发言]
脑淀粉样血管病相关炎症4例的临床、影像特点及预后
分析
姚　生　海军总医院

17:12-17:20 [论文发言]
CADASIL的三维伪连续动脉自旋标记灌注成像与认知
功能研究
王　亮　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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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20-17:28 [论文发言] 髓静脉评分与颅内微出血严重程度及分布的相关性
李青青　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二医院

17:28-17:36 [论文发言]
高血压患者血压昼夜节律变化与急性脑梗死及脑白质疏
松的关系
傅　毅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瑞金医院

17:36-17:44 [论文发言] 脑小血管病患者的注意和执行功能研究
张　骏　安徽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17:44-17:52 [论文发言]
33例CADASIL患者的NOTCH3基因突变及临床影像特
征分析
宫　萍　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

17:52-18:00 [论文发言]
共病慢性失眠对小动脉硬化型脑小血管病患者认知功能
的影响
王继辉　中山大学附属第三医院

18:00-18:08 [论文发言] 针对脑小血管病患者语言流畅性的语言图表分析研究
赵弘轶　陆军总医院

19:00-22:00 专家面对面   
主持人:崔丽英　蒲传强　王拥军

点评专家：
崔丽英　蒲传强　王拥军　贾建平　饶明俐　吕传真　黄如训　曾进胜　樊东升
赵　钢　黄一宁　焉传祝　张杰文　徐　运　朱遂强　刘　鸣　王　柠　管阳太

三层3DC（第十分会场）

14:00-15:28 神经肌肉病与周围神经病专场1
主持人:蒲传强　焉传祝　卢家红　陈　琳

14:00-14:20 [专题发言]
危重症神经肌肉综合征，一种严重影响疾病预后的获得
性疾病
袁　云　北京大学第一医院

14:20-14:40 [专题发言] 皮肤活检技术在评价神经系统疾病小纤维损伤的应用
黄旭升　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

14:40-14:48 [论文发言]
原发性轻链型淀粉样周围神经病的临床、电生理与病理
研究
钱　敏　北京协和医院

14:48-14:56 [论文发言]
X连锁Charcot-Marie-Tooth病1型表型基因型特征及
发病机制研究
王　彦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瑞金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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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56-15:04 [论文发言]
6例变应性肉芽肿血管炎相关周围神经病的临床、电生
理及病理特点分析
林　锋　福建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15:04-15:12 [论文发言] 抗NF155-IgG4 抗体阳性的CIDP患者临床特点 
孙　翀　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

15:12-15:20 [论文发言]
伴小纤维受损周围神经病55例的临床量表、电生理及皮
肤活检研究
孙　博　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

15:20-15:28 [论文发言] 不同诱发因素吉兰-巴雷综合征患者的特征
程艳伟　吉林大学白求恩第一医院

15:28-16:00 茶　歇

16:00-17:20 神经肌肉病与周围神经病专场2
主持人:崔丽英　张　俊　胡　静　王朝霞

16:00-16:08 [论文发言] X连锁腓骨肌萎缩症六家系的临床和遗传学特点分析
陈　彬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天坛医院

16:08-16:16 [论文发言] 糖尿病前期周围神经病患病率及损害特点研究
孙晓慧　天津市第三中心医院

16:16-16:24 [论文发言] 伴呼吸早衰的遗传性肌病6例报道
王张阳　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

16:24-16:32 [论文发言]
编码复合体I亚基的mtDNA突变导致的MELAS临床、病
理和基因突变特点
纪坤乾　山东大学齐鲁医院

16:32-16:40 [论文发言]
中性脂肪沉积病伴肌病：中国患者多中心临床基因谱系
分析
张　巍　北京大学第一医院

16:40-16:48 [论文发言] PGM1纯合突变导致糖原贮积病14型一例报道
田沃土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瑞金医院

16:48-16:56 [论文发言] 脂质沉积性肌病合并周围神经病4例报道
段卉茜　中南大学湘雅医院

16:56-17:04 [论文发言] 9例结节样肌炎患者的临床病理分析
刘　智　北京协和医院

17:04-17:12 [论文发言]
遗传性压力易感性周围神经病3个家系的临床、电生理
及基因分析
刘雪梅　吉林大学第一医院

17:12-17:20 [论文发言] 恶性肿瘤相关肌病临床与病理分析
魏妙妙　天津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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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层3JIH（第十一分会场）

14:00-15:36 神经免疫专场1
主持人:许贤豪　王维治　施福东

14:00-14:40 [专题发言]

Global view and experience of Teriflunomide in 
MS
Giancarlo Comi　　
Department of Neurology, Scientific Institute San 
Raffaele, 
Milan, Italy

14:40-15:00 [专题发言]
特立氟胺用于中国复发型多发性硬化患者的有效性和安
全性： III期TOWER研究亚组分析
邱　伟　中山大学附属第三医院

15:00-15:09 [论文发言] 中央静脉征(cVS)对多发性硬化诊断价值的临床分析
宋　田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天坛医院

15:09-15:18 [论文发言] 多发性硬化关键基因和通路的生物信息学分析
韩　露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仁济医院

15:18-15:27 [论文发言]
电压门控钙离子通道抗体阳性的 Lambert-Eaton综合
征临床特点
谭　颖　北京协和医院

15:27-15:36 [论文发言] GFAP抗体阳性的中枢神经系统脱髓鞘病
张包静子　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神经内科

15:36-16:00 茶　歇

16:00-17:36 神经免疫专场2
主持人:吴晓牧　张　华　卜碧涛

16:00-16:20 [专题发言]
跨世纪之问∽对MG研究发展的思考！路在何方？ 基因
免疫疗法
李柱一　空军军医大学唐都医院

16:20-16:40 [专题发言]
改用基因编码体外合成nAChRα1-ECD， 检测重症肌
无力患者血清中抗nAChR抗体的临床应用
涂来慧　海军军医大学附属长海医院

16:40-17:00 [专题发言] 重症肌无力真实世界临床研究的若干问题
刘卫彬　中山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17:00-17:09 [论文发言]
328名MGFA 1型重症肌无力患者的临床转归及电生理
研宄
冯学麟　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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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9-17:18 [论文发言]
重症肌无力患者血清抗皮动蛋白抗体的检测及其临床意
义
陈美秋　贵州医科大学附属医院神经内科

17:18-17:27 [论文发言]
低剂量美罗华治疗难治性重症肌无力对T、B淋巴细胞失
衡的影响
敬思思　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

17:27-17:36 [论文发言]
重症肌无力患者外周血中主要树突状细胞亚型失衡的研
究
陈　裴　中山大学附属第一医院黄埔院区

一层华夏厅1（第十二分会场）

14:00-15:30 神经影像专场1：认知网络成像
主持人:汪　凯　纪　勇

14:00-14:10 [论文发言] 抑郁症自杀意念患者记忆网络静息态功能连接研究
何灿灿　东南大学附属中大医院

14:10-14:20 [论文发言]
脑小血管病伴认知障碍患者脑功能网络内和网络间功能
连接特征分析
叶　青　南京大学医学院附属鼓楼医院

14:20-14:30 [论文发言] 丘脑病变——深部微出血伴随认知障碍的影像机制通路
王颖喆　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

14:30-14:40 [论文发言]
应用扩散峰度成像技术分析脑小血管病脑微观结构变化
及其与认知障碍的相关性
兰文婧　吉林大学白求恩第一医院

14:40-14:50 [论文发言]
自动分割白质高信号软件BIANCA在CADASIL患者中的
验证和优化
凌倚峰　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

14:50-15:00 [论文发言]
血管危险因素累积效应影响AD谱系人群脑结构和功能
网络机制
王　清　东南大学附属中大医院

15:00-15:10 [论文发言]
中央杏仁核与脑岛之间的功能连接减弱促进了抑郁患者
躯体化症状的发展
祖美丹　安徽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15:10-15:20 [论文发言]
弥散张量成像技术探讨脑白质病变伴认知障碍患者白质
微结构损伤及与执行功能障碍的相关性
马艳玲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天坛医院

15:20-15:30 [论文发言] 基于分子影像的AD诊断
纪　勇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天坛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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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30-16:00 茶　歇

16:00-17:20 神经影像专场2：高分辨成像
主持人:徐　运　李明利

16:00-16:10 [论文发言] 颅内动脉夹层管壁高分辨磁共振成像随访研究
陈红兵　中山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16:10-16:20 [论文发言]
颅内有明显强化斑块病人的特征分析：一项高分辨MR
研究
黄　娟　北京医院

16:20-16:30 [论文发言]
大脑中动脉高密度征对急性缺血性卒中的临床意义： 
一项基于多模态CT的队列研究
何　俐　四川大学华西医院

16:30-16:40 [论文发言]
全脊髓高分辨率水成像诊断中枢神经系统表面铁沉积症
2例报道及文献复习
余　纯　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神经内科

16:40-16:50 [论文发言]
血清Emmprin在评估颈动脉斑块稳定性和预测未来卒
中事件中的作用研究
崔　梅　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

16:50-17:00 [论文发言] 颅外段椎动脉夹层的超声表现及其与脑卒中的相关性 
杨丽娟　内蒙古包头市中心医院

17:00-17:10 [论文发言]
基于68Ga-NOTA-PRGD2 PET/MRI多模态分子显像探
讨血管新生在脑微出血中的作用
丁玲玲　北京协和医院

17:10-17:20 [论文发言] 卒中形态学对穿支动脉梗死发病机制的研究
李敬伟　南京大学医学院附属鼓楼医院

一层华夏厅2（第十三分会场）

14:00-15:30 神经重症专场1：颅内压增高1
主持人:袁　军　丁　里　张　猛

14:00-14:20 [专题发言] 颅内压增高-ICP监测的选择
宿英英　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

14:20-14:40 [专题发言] 颅内压增高-药物治疗的局限
江　文　第四军医大学西京医院

14:40-14:48 [论文发言] 超声检测视神经鞘直径无创性动态评估颅内压
王丽娟　吉林大学第一医院

14:48-14:56 [论文发言] 定量脑电图评估急性大面积脑梗死中线移位
张　哲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天坛医院神经病学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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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56-15:04 [病例讨论] 重症断肠草中毒序贯颅脑影像分析
冯　黎　中山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15:04-15:30 讨　论
15:30-16:00 茶　歇

16:00-17:30 神经重症专场2：颅内压增高2
主持人:彭　斌　刘丽萍　张永巍

16:00-16:20 [专题发言] 颅内压增高-药物基础研究的热点
潘速跃　南方医科大学南方医院

16:20-16:40 [专题发言] 颅内压增高-外科手术治疗的关键点
高　亮　上海同济大学附属第十人民医院

16:40-16:48 [论文发言] 侧脑室穿刺联合脑脊液引流术治疗重症蛛网膜下腔出血
王　伟　包头市中心医院

16:48-16:56 [论文发言]
EDEMA量表预测大脑中动脉供血区脑梗死伴致死性脑
水肿：一项基于中国人群的验证性研究
程亚军　四川大学华西医院

16:56-17:04 [病例讨论] Gamma刀治疗脑动静脉畸形诱发抗GAD抗体脑炎
杨　渝　中山大学附属第三医院

17:04-17:30 讨　论

一层世纪厅（第十四分会场）

14:00-15:30 脑电图与癫痫专场1
主持人:汪　昕　陈阳美　邓学军

14:00-14:20 [专题发言] 中国癫痫流行病学过去、现在与未来
丁　玎　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

14:20-14:40 [专题发言] 癫痫精准治疗进展
姜玉武　北京大学第一医院

14:40-14:48 [论文发言]
儿童和青少年癫痫相关局灶性皮质发育不良22例临床分
析
刘　旸　北京大学第一医院

14:48-14:56 [论文发言] 以癫痫发作起病的抗GABAB受体脑炎
李志梅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天坛医院

14:56-15:04 [论文发言]
绵阳地区158例肿瘤相关性癫痫住院患者的回顾性分析
研究带来的思考：亟需提高癫痫症状学的识别
唐宇凤　绵阳中心医院

15:04-15:12 [论文发言]
慢性自身免疫性癫痫
李旭峰　山西医科大学第一医院（山西医科大学第一临
床医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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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12-15:20 [论文发言] 形态学分析程序在MRI阴性扣带回癫痫致痫区中的应用
汪　珊　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二医院

15:20-15:30 讨　论
15:30-16:00 茶　歇

16:00-17:30 脑电图与癫痫专场2
主持人:吴　原　邓艳春　吴洵昳

16:00-16:20 [专题发言] 脑电图之于临床医生的困惑
朱国行　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

16:20-16:40 [专题发言] 痫性发作诊断与监测的最新挑战
肖　波　中南大学湘雅医院

16:40-16:48 [论文发言]
基于头皮脑电图和功能磁共振的最低意识状态患者电磁
同步促醒治疗
黄　倩　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

16:48-16:56 [论文发言]
国际临床神经电生理联盟脑电图电极安放标准指南
（2017）解读
张文娟　空军军医大学西京医院

16:56-17:04 [论文发言] 睡眠中癫痫性电持续状态的临床疾病谱系及治疗转归评价
彭炳蔚　广州市妇女儿童医疗中心

17:04-17:12 [论文发言] 癫痫发作期高频脑电网络特征模式研究
张歆怡　天津医科大学总医院

17:12-17:20 [论文发言] 皮质脑电图在脑海绵状血管瘤所致癫痫手术中的应用研究
肖其华　徐州医科大学附属医院

17:20-17:30 讨　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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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9/8　七层上海厅1（第一分会场）

08:30-10:25 脑血管病专场7：脑动脉及静脉系统疾病
主持人:武　剑　刘运海　汪银洲

08:30-08:45 [专题发言] 颅内动脉夹层治疗方法探讨
刘运海 中南大学湘雅医院

08:45-09:00 [专题发言] 脑静脉窦血栓形成的影像与临床联系
汪银洲　福建省立医院

09:00-09:15 [专题发言] 绿色通道中急慢性颈内动脉闭塞病因判断和诊治决策
方　琪　苏州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09:15-09:22 [论文发言]
新型PROS1基因突变所致静脉窦血栓形成家系一例报导
并文献复习
胡　洋　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同济医院

09:22-09:29 [论文发言]
探索非炎性颅内静脉血栓形成患者颅内高压的相关危险
因素
王立艳　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

09:29-09:36 [论文发言]
妊娠及产褥期颅内静脉窦血栓形成的临床特点，危险因
素及预后分析
盖　晴　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盛京医院

09:36-09:43 [论文发言]
新型口服抗凝药治疗脑静脉血栓的安全性和有效性研究
的系统性研究
李弘杰　中山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09:43-09:50 [论文发言]
激素治疗Cognard 5型硬脑膜动静脉瘘导致急性四肢
瘫二例报道及文献回顾
陈鲲鹏　北京医院

09:50-09:57 [论文发言] 基于缺血性脑卒中患者的头颈部动脉夹层相关因素研究
连亚军　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09:57-10:04 [论文发言]
年龄影响急性缺血性脑血管病患者头颈部动脉粥样硬化
负荷与主动脉弓复杂斑块的相关性
马　欣　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神经内科

10:04-10:11 [论文发言]
颅内血管壁剪切力和粥样硬化的关系:    一项计算流体
力学研究
陈毓文　北京协和医学院

10:11-10:18 [论文发言] 基于机器学习的脑卒中高危人群颈动脉斑块预测模型研究
尹俊雄　南京脑科医院(南京医科大学附属脑科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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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8-10:25 [论文发言]
全脑高分辨核磁定量化分析新发脑卒患者中症状性颅内
动脉粥样硬化性狭窄斑块特征及穿支特点
郭秀海　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

10:25-12:06 脑血管病专场8：脑血管病防治1
主持人:黄一宁　赵性泉　龚　涛

10:25-10:40 [专题发言] 脑血管病的血脂谱分析和干预
黄一宁　北京大学第一医院

10:40-10:55 [专题发言] 缺血性卒中急性期改善微／侧支循环策略探讨
龚　涛　北京医院

10:55-11:10 [专题发言]
卒中起病72小时以内的颅内动脉血栓：一项多中心、前
瞻性、观察性研究
徐蔚海　北京协和医院

11:10-11:17 [论文发言]
一例血管存在颅内动脉多发狭窄的青年卒中---病因分析
与诊治思考
段建钢　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

11:17-11:24 [论文发言]
合并孤立性大脑中动脉狭窄的青年缺血性卒中患者临床
预后分析
饶文洁　苏州大学附属第二医院

11:24-11:31 [论文发言]
多发性硬化与脑卒中关系的研究进展：系统评价和荟萃
分析
何　俐　四川大学华西医院

11:31-11:38 [论文发言]
文拉法辛对皮层下失语患者语言功能影响的纵向fMRI研
究
刘雷媛　广州军区广州总医院

11:38-11:45 [论文发言] 后循环梗死的临床及预后研究
徐　曼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友谊医院

11:45-11:52 [论文发言]
YKL-40与颈动脉粥样硬化斑块超声影像学特点相关性研
究
刘改芬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天坛医院

11:52-11:59 [论文发言] 运用3D-ASL预测卒中高危人群椎动脉狭窄的临床研究
叶钦勇　福建医科大学附属协和医院

11:59-12:06 [论文发言] 脑血疏对高血压性脑出血颅内血肿吸收的疗效分析
郝　勇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仁济医院(东院)

14:00-16:12 脑血管病专场11：脑血管病防治2
主持人:王文志　吴　伟　秦　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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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00-14:20 [专题发言] 脑卒中首次发病风险早期评估预警
王文志　全国脑防办

14:20-14:40 [专题发言] 缺血性脑卒中患者血小板反应多样性的临床与基础研究
李　新　天津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

14:40-15:00 [专题发言] 如何提高脑卒中防治实效
何　俐　四川大学华西医院

15:00-15:08 [论文发言] 综合医院青年卒中的规范化病因诊断流程应用
周立新　北京协和医院

15:08-15:16 [论文发言]
基于高分辨率核磁技术的大脑中动脉粥样硬化斑块定量
测量评分模型
孟　瑶　北京协和医院神经内科

15:16-15:24 [论文发言] 尿白蛋白肌酐比增高可预测急性缺血性卒中的短期预后
申致远　北京医院

15:24-15:32 [论文发言]
短暂性脑缺血发作不同持续时间患者血清尿酸水平差异
的研究
张忠玲　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15:32-15:40 [论文发言]
中性粒细胞-淋巴细胞比值预测血管内治疗急性缺血性
卒中后的功能和安全结局
段振晖　武汉市第一医院

15:40-15:48 [论文发言]
大脑后动脉偏侧优势对大脑中动脉M1段闭塞的预后分
析
陈响亮　南京市第一医院

15:48-15:56 [论文发言]
冬季气温对缺血性脑卒中患者危险因素、病因分型、凝
血功能及神经功能受损程度影响的相关研究
陈秀慧　中山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15:56-16:04 [论文发言]
无症状与症状性大脑中动脉M1段闭塞脑梗死患者临床
相关危险因素及预后分析
刘永霞　江西省南昌市南昌大学第四附属医院

16:04-16:12 [论文发言] 急性缺血性卒中患者静脉溶栓治疗后血压与预后的关系
吴隆飞　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

16:12-18:40 脑血管病专场12：脑小血管病2
主持人:朱遂强　韩　钊　陈　旭

16:12-16:27 [专题发言] CAA相关炎的认识
倪　俊　北京协和医院

16:27-16:42 [专题发言] 脑淀粉样血管病相关炎症的诊治进展
吴　波　四川大学华西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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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42-16:57 [专题发言] 脑白质高信号（WMH）的OCT及血管成像的观察研究
韩　钊　温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

16:57-17:12 [专题发言] ESUS的研究进展
宋　波　郑州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17:12-17:20 [论文发言] 腹膜透析患者中的脑小血管病患病状况研究
田丹阳　北京大学第三医院

17:20-17:28 [论文发言] 社区人群血管周围间隙与影像学改变相关性研究
张江涛　北京协和医院

17:28-17:36 [论文发言]
院前抗栓治疗与伴有房颤或风心病的脑梗死患者脑微出
血的相关性
程亚军　四川大学华西医院

17:36-17:44 [论文发言]
24小时动态血压水平及其变异性与脑小血管病影像学总
负担的相关性研究
杨淑娜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朝阳医院

17:44-17:52 [论文发言] 以卒中为临床表现的42例脑小血管病患者的基因分析
蒋海山　南方医科大学南方医院

17:52-18:00 [论文发言] 甘油三酯与血管周围间隙扩大的相关性研究
蔡　斌　福建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18:00-18:08 [论文发言] 颅内大动脉粥样硬化与脑微出血的相关性
沈　懿　清华大学

18:08-18:16 [论文发言]
中国东南部地区CADASIL患者特殊临床表型及基因突
变谱
段心怡　福建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18:16-18:24 [论文发言]
脑小血管病影像标志物预测认知功能下降——上海社区
老年人7年纵向随访
程　忻　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

18:24-18:32 [论文发言] 脑出血促进脑白质进展
陈雪梅　南京医科大学附属江宁医院

18:32-18:40 [论文发言] 社区人群脑深髓静脉和脑结构影像改变的相关性研究
敖冬慧　北京协和医院

七层上海厅2（第二分会场）

08:30-09:45 痴呆与认知障碍专场4
主持人:杜怡峰、章军建

08:30-08:45 [专题发言]
成年重度抗NMDA受体脑炎患者认知功能恢复的纵向观
察研究
罗本燕　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一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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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8:45-09:00 [专题发言] 痴呆的分子影像
纪　勇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天坛医院

09:00-09:15 [专题发言] 语义性痴呆研究进展
郭起浩　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

09:15-09:30 [专题发言] 事件相关电位与认知功能
贾志荣　北京大学第一医院

09:30-09:45 [专题发言] AD治疗新药研究策略
魏翠柏　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

09:45-10:25 痴呆与认知障碍专场5
主持人:张昆南、周春奎

09:45-09:53 [论文发言]
路易体痴呆与帕金森病结构磁共振比较研究（此部分结
果已发表）
马文颖　南京脑科医院(南京医科大学附属脑科医院)

09:53-10:01 [论文发言]
脑白质病变合并认知障碍患者胆碱能通路损伤与大脑影
像结构改变的关系
贾伟丽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天坛医院

10:01-10:09 [论文发言] 路易体痴呆12例临床分析
于跃怡　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

10:09-10:17 [论文发言] LX012通过减轻氧化应激改善Aβ诱导的细胞损伤
陶文渊　南京大学医学院附属鼓楼医院

10:17-10:25 [论文发言] 中国南方农村社区老年人群认知特点及与脑萎缩的相关性
李沛汐　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

10:25-12:10 痴呆与认知障碍专场6
主持人:高晶、彭丹涛

10:25-10:40 [专题发言] AD分子影像学进展
贾建军　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

10:40-10:55 [专题发言] 精神行为异常与痴呆
曹云鹏　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10:55-11:10 [专题发言] 对额颞叶痴呆发生机制和防治的初步探索
王延江　第三军医大学大坪医院神经内科

11:10-11:25 [专题发言] 原发性年龄相关Tau蛋白病
孙　莉　吉林大学第一医院

11:25-11:40 [专题发言] 基因检测在认知障碍疾病中的应用
沈　璐　中南大学湘雅医院

11:40-11:55 [专题发言] 小分子干预新方法在阿尔茨海默病中应用
陈国俊　重庆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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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55-12:10 [专题发言] 脑神经功能损伤后的重塑
张金涛　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八十八医院

14:00-15:15 痴呆与认知障碍专场7
主持人:王荫华　贾建军

14:00-14:15 [专题发言]
利用高时间高空间分辨的ERP～MRI兼容技术探寻AD早
期诊断标记
张志珺　东南大学附属中大医院

14:15-14:30 [专题发言]
 阿尔茨海默病精神行为症状的特点、治疗及与脑白质
高信号的相关性研究
唐牟尼　广州市惠爱医院

14:30-14:45 [专题发言] 听觉与认知研究
张　巍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天坛医院

14:45-15:00 [专题发言] 痴呆非药物治疗进展
吕继辉　北京老年医院

15:00-15:15 [专题发言] TMS对认知障碍的诊治实践及进展
王　刚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瑞金医院

15:15-16:15 痴呆与认知障碍专场8
主持人:佡剑非　张　伟

15:15-15:23 [论文发言] 原发性年龄相关Tau蛋白病变
胡慧玲　吉林大学第一医院

15:23-15:31 [论文发言]
重复高频经颅磁刺激结合认知训练对阿尔茨海默病患者
精神行为症状及脑代谢的影响
张凤霞　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同济医院

15:31-15:39 [论文发言]
Subjective Cognitive Decline: Preclinical 
Manifestation of Alzheimer’s Disease
林　岩　山东大学齐鲁医院

15:39-15:47 [论文发言] 额颞叶痴呆56例临床及影像学特点分析
胡秀秀　南京脑科医院(南京医科大学附属脑科医院)

15:47-15:55 [论文发言]
年龄-AD二维空间区分阿尔茨海默病进程与正常老化研
究
束　昊　东南大学附属中大医院

15:55-16:03 [论文发言] 阿尔茨海默病唾液菌群多样性分析研究
焦　彬　中南大学湘雅医院

16:03-16:11 [论文发言] 3例语义性痴呆临床报道和文献回顾
张玉婧　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

16:11-16:15 讨　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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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15-17:45 痴呆与认知障碍专场9
主持人:张　旻 　吕继辉

16:15-16:30 [专题发言] FTD-ALS研究进展
孙中武　安徽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16:30-16:45 [专题发言] 痴呆患者BPSD的综合管理
石胜良　广西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

16:45-17:00 [专题发言] 阿尔茨海默病的精准诊疗
郁金泰　青岛大学医学院附属青岛市立医院

17:00-17:15 [专题发言] 嗅觉障碍与阿尔茨海默病
孟新玲　新疆医科大学附属中医医院

17:15-17:30 [专题发言] 阿尔茨海默病早期诊断
赵　辉　南京大学医学院附属鼓楼医院

17:30-17:45 [专题发言] 快速进展性痴呆
贺　电　贵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七层上海厅3（第三分会场）

08:30-10:00 帕金森病及运动障碍专场4：专题讲座3
主持人:陈海波　张振馨　刘振国

08:30-08:50 [专题发言] PD治疗新方法和新技术研究
王丽娟　广东省人民医院

08:50-09:10 [专题发言] 早发性帕金森病的诊疗研究
唐北沙　中南大学湘雅医院

09:10-09:30 [专题发言] 经颅超声检测与帕金森病
刘春风　苏州大学附属第二医院

09:30-09:50 [专题发言] 帕金森病非多巴胺能脑功能PET显像
王　坚　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

09:50-10:00 讨　论

10:00-11:00 帕金森病及运动障碍专场5：论文报告2
主持人:杨新玲　陶恩祥　黄　卫

10:00-10:10 [论文发言]
血清MicroRNA29家族在帕金森病诊断与病情严重程度
评估中的作用
唐一麟　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

10:10-10:20 [论文发言] 多系统萎缩与肠道菌群的相关性研究
江　泓　中南大学湘雅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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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0-10:30 [论文发言]
帕金森病发病过程中肠道菌群动态变化及其与帕金森病
的关系研究
杨晓东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瑞金医院

10:30-10:40 [论文发言] 帕金森病患者骨折多因素分析
秦亚勤　苏州大学附属第二医院

10:40-10:50 [论文发言]
脑深部电刺激术（DBS）对帕金森病（PD）非运动症状
（NMS）的治疗作用
李　耀　徐州医科大学附属医院

10:50-11:00 [论文发言]
初诊帕金森病伴轻度认知功能障碍患者的蓝斑神经黑色
素成像研究
王昌鹏　上海中山医院

11:00-12:00 帕金森病及运动障碍专场6：专题讲座4
主持人:杨任民　王铭维　谢安木

11:00-11:20 [专题发言] OCT在帕金森综合征中的应用
苏　闻　北京医院

11:20-11:40 [专题发言] 基于可穿戴式传感装置的帕金森运动症状量化评估的研究
叶钦勇　福建医科大学附属协和医院

11:40-12:00 [专题发言] 帕金森病中的肌张力障碍
朱晓冬　天津医科大学总医院

14:00-15:00 帕金森病及运动障碍专场7：论文报告3
主持人:陈先文　薛　峥　承欧梅

14:00-14:10 [论文发言]
SAMD12基因内含子区五核苷酸（TTTCA）重复序列插
入导致家族性皮质肌阵挛性震颤癫痫1型
岑志栋　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二医院

14:10-14:20 [论文发言]
散发性帕金森病患者尸检迷走神经和肠道神经炎症病理
分析
杨兆菲　大连医科大学附一院

14:20-14:30 [论文发言]

眼球运动联合平衡功能测试对帕金森病和进行性核上性
麻痹的鉴别诊断价值——眼动仪和躯体摆动仪应用的初
步观察
孙　卓　北京协和医院

14:30-14:40 [论文发言] 不安腿综合征肢体不适感的分布特征分析
李　璇　上海市第一人民医院

14:40-14:50 [论文发言] 进行性核上性麻痹20例临床及影像学特点分析
钱海蓉　海军总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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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50-15:00 [论文发言] 经颅磁刺激对帕金森病临床症状的缓解作用及其神经机制
刘婷婷　安徽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15:00-15:10 茶　歇

15:10-16:40 帕金森病及运动障碍专场8：专题讲座5
主持人:王晓平　张宝荣　刘　军

15:10-15:30 [专题发言] 运动障碍病治疗中肉毒毒素的临床应用
万新华　北京协和医院

15:30-15:50 [专题发言] 帕金森病功能影像研究进展
商慧芳　四川大学华西医院

15:50-16:10 [专题发言] 帕金森疼痛与处理方法
罗晓光　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16:10-16:30 [专题发言] DLB多模态神经影像学的临床诊断研究
王振福　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

16:30-16:40 讨　论

16:40-18:00 帕金森病及运动障碍专场9：专题讲座6
主持人:焦　玲　叶　民　张玉虎

16:40-17:00 [专题发言] 帕金森病体位性低血压的危险因素分析
刘艺鸣　山东大学齐鲁医院

17:00-17:20 [专题发言] PD患者营养状况分析及与运动症状的关系
陈　玲　中山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17:20-17:40 [专题发言] 颜面部运动障碍的精细分析与干预
靳令经　同济大学附属同济医院

17:40-18:00 [专题发言] 帕金森病神经保护治疗研究的探索
吴云成　上海市第一人民医院

七层明珠厅（第四分会场）

08:30-10:00 睡眠障碍、头痛\其它专场1
主持人:陈贵海　乐卫东

08:30-08:50 [专题发言] 不宁腿综合征的脑功能成像与电生理研究
王玉平　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

08:50-09:10 [专题发言] 睡眠与认知的研究进展
汪　凯　安徽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09:10-09:18 [论文发言]
阻塞性睡眠呼吸暂停低通气综合征患者相关血清学标志
物分析
林永忠　大连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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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9:18-09:26 [论文发言]
MAP2K5/SKOR1单倍型揭示不安腿综合征与特发性震
颤的关联
马建芳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瑞金医院

09:26-09:34 [论文发言]
过度觉醒机制在PI和失眠为前驱症状的PMD中的作用研
究
蒋晓江　陆军军医大学大坪医院

09:34-09:42 [论文发言]

Downregulating IGF-1R alleviates β-amyloid 
deposition in cortex induced by chronic sleep 
restriction
吴惠涓　海军军医大学附属长征医院

09:42-09:50 [论文发言]
突显网络相关共同活动异常参与丛集性头痛发生机制的
研究
邱恩超　解放军总医院第一附属医院

09:50-10:00 讨　论
10:00-10:30 茶　歇

10:30-12:00 睡眠障碍、头痛\其它专场2
主持人:詹淑琴　薛　蓉

10:30-10:50 [专题发言] 体位调整对OSAS患者睡眠结构与心率变异性的影响
赵忠新　海军军医大学长征医院

10:50-11:10 [专题发言] 不宁腿综合征的诊疗进展
宿长军　空军军医大学唐都医院

11:10-11:18 [论文发言]
昼夜节律紊乱促进 SOD1G93A 小鼠 ALS 疾病进展的机
制研究
黄芷琳　中山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11:18-11:26 [论文发言]
nCPAP治疗对合并重度OSAHS的脑出血患者血肿、周
围水肿及神经功能恢复的影响
潘瑞春　包头市中心医院

11:26-11:34 [论文发言] 肌萎缩侧索硬化早期睡眠呼吸监测的预警价值
曾国勇　赣州市人民医院

11:34-11:42 [论文发言] 重复经颅磁刺激调控原发性失眠患者的时变脑电网络研究
宋鹏辉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宣武医院

11:42-11:50 [论文发言]
伴疼痛性躯体症状抑郁症患者接触性热痛刺激诱发的脑
功能磁共振成像(CHS-fMRI)研究
侯前梅　川北医学院附属医院

11:50-12:00 讨　论

14:00-15:30 睡眠障碍、头痛\其它专场3
主持人:潘集阳　吴中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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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00-14:20 [专题发言] 慢性失眠患者的认知网络与脑白质完整性
唐吉友　山东大学附属千佛山医院

14:20-14:40 [专题发言] 睡眠觉醒调节的多巴胺能机制
王　涛　华中科大同济医学院附属协和医院

14:40-14:48 [论文发言] 我国八省份6～12岁儿童上学日睡眠状况分析
翟　屹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天坛医院

14:48-14:56 [论文发言] 睡眠障碍与AD
纪　勇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天坛医院

14:56-15:04 [论文发言] 经皮迷走神经刺激在原发性失眠的有效性和安全性研究
刘爱华　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

15:04-15:12 [论文发言]
谷氨酸激活大鼠结节乳头核组胺能神经元促进觉醒作用
及机制研究
尹　豆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瑞金医院

15:12-15:20 [论文发言] 慢性每日头痛的药物及rTMS调控治疗
林　岩　山东大学齐鲁医院

15:20-15:30 讨　论
15:30-16:00 茶　歇

16:00-17:30 睡眠障碍、头痛\其它专场4
主持人:顾　平　蒋晓江

16:00-16:20 [专题发言] 脑干病变睡眠呼吸暂停的风险
邓丽影　南昌大学第二附属医院

16:20-16:40 [专题发言] 发作性睡病与脑血流调节
王　赞　吉林大学第一医院

16:40-16:48 [论文发言]
无创经颅直流电刺激改善急性睡眠剥夺后认知功能灵活
度下降
廖　巧　中南大学湘雅医院

16:48-16:56 [论文发言]
持续气道正压通气和高压氧疗对阻塞性睡眠呼吸暂停低
通气综合征疗效对比研究
李秀娥　包头市中心医院

16:56-17:04 [论文发言]
伴快速眼球运动睡眠期行为障碍的帕金森病的黑质异常
功能连接研究
王升辉　河南省人民医院

17:04-17:12 [论文发言]
血清H2S及NSE水平与MCI及MCI合并失眠患者 的相关
性研究
汤永红　南华大学附属南华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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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12-17:20 [论文发言]
偏头痛患者发作间期体感刺激下神经网络的多频段脑磁
图研究
任　静　南京脑科医院(南京医科大学附属脑科医院)

17:20-17:30 讨　论

五层长江厅（第五分会场）

08:30-10:00 感染与脑脊液细胞学专场3：免疫性脑炎论坛
主持人:王佳伟　刘卫彬　杜　芳

08:30-08:50 [专题发言] 少见类型的自身免疫脑炎诊治进展
王佳伟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同仁医院

08:50-09:10 [专题发言] 抗NMDAR脑炎临床表型、免疫治疗及预后
关鸿志　北京协和医院神经科

09:10-09:18 [论文发言]
隐球菌性脑膜炎合并抗NMDAR抗体阳性患者临床特点
分析
陈灼林　中山大学附属第三医院

09:18-09:26 [论文发言] 抗富亮氨酸胶质瘤失活1蛋白抗体相关脑炎癫痫特征分析
连亚军　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09:26-09:34 [论文发言]
自免脑炎的吗替麦考酚酯个体化治疗方案 ——附15例
抗LGI1脑炎的长期疗效与免疫指标观察
关鸿志　北京协和医院神经科

09:34-09:42 [论文发言] NMOSD复发时外周血免疫细胞水平的相关性分析
姜　曌　空军军医大学西京医院

09:42-09:50 [论文发言] 误诊为结核性脑膜炎的神经白塞病1例
辛子凯　河北医科大学第二医院

09:50-10:00 讨　论
10:00-10:30 茶　歇

10:30-12:04 感染与脑脊液细胞学专场4：脑膜癌病论坛
主持人:范学文　李国忠　卜　晖

10:30-10:50 [专题发言] 脑膜癌病的诊断与治疗共识讨论稿
何俊瑛　河北医科大学第二医院

10:50-10:58 [论文发言]

培美曲塞二钠鞘内化疗用于非鳞非小细胞肺
癌脑膜转移挽救性治疗的I期探索性临床研究
(IPRLM,NCT03101579)
潘振宇　吉林大学第一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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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8-11:06 [论文发言]
三维容积成像在颅内转移瘤患者并发静脉窦血栓形成的
应用
符　浩　云南省第一人民医院

11:06-11:14 [论文发言]
15例脑膜癌病患者脑脊液中肿瘤细胞的动态变化及预后
分析
高瑞平　河北医科大学第二医院

11:14-11:22 [论文发言]
基于二代测序平台的基因筛查技术实现副肿瘤综合症患
者原发肿瘤的超早期诊断
石晓丹　空军军医大学西京医院

11:22-11:30 [论文发言] 误诊为梅毒树胶样肿的PET阴性间变性星型细胞瘤一例
黄筑忆　上海市东方医院同济大学附属东方医院

11:30-11:38 [论文发言]
原始神经外胚层肿瘤的脑脊液细胞学表现1例报道及文
献复习
汪春娟　山东省立医院

11:38-11:46 [论文发言] 生殖细胞瘤导致脑膜癌病2例报道
李晓庆　河北医科大学第二医院

11:46-11:54 [论文发言] 神经皮肤黑变病2例报告
李志宏　楚雄州人民医院

11:54-12:04 讨　论

14:00-15:20 神经肌肉病与周围神经病专场3：神经肌肉病疑难病例荟萃（上半场）
主持人:杨　欢　曹秉振　张在强　卜碧涛

14:00-14:20 [病例讨论] 46岁男性，进行性四肢麻木、疼痛、无力1年
陈　琳　北京协和医院

14:20-14:40 [病例讨论] 16岁男性，行走不稳2月余
卢家红　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

14:40-15:00 [病例讨论] 37岁  男性，发现肌酶升高16个月
焉传祝　山东大学齐鲁医院

15:00-15:20 [病例讨论] 7岁男性，四肢无力进行性加重5年
胡　静　河北医科大学第三医院

15:20-16:00 茶　歇

16:00-17:20 神经肌肉病与周围神经病专场4：神经肌肉病疑难病例荟萃（下半场）
主持人:张　成　赵重波　姚　生　笪宇威

16:00-16:20 [病例讨论] 女性55岁，双下肢无力4年
洪道俊　北京大学人民医院

16:20-16:40 [病例讨论] 肢体萎缩无力39年
肖　飞　重庆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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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40-17:00 [病例讨论] 18岁男性，双下肢肿疼10月，四肢力弱10天
蒲传强　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

17:00-17:20 [病例讨论] 女性，67岁，双下肢无力4周，伴麻木3周
袁　云　北京大学第一医院

五层5BC（第六分会场）

08:30-10:02 神经生化专场3
主持人:张为西　贾延劼　冯　娟

08:30-08:50 [专题发言] COX基因及基因间交互作用与缺血
何　俐　四川大学华西医院

08:50-09:10 [专题发言] 长期酗酒所致高血压脑出血的有关机制研究
彭　英　中山大学孙逸仙纪念医院

09:10-09:30 [专题发言] 中枢神经系统诺卡氏菌感染的诊断和治疗
王振海　宁夏医科大学总医院

09:30-09:38 [论文发言] 缺血性卒中急性期外周血免疫变化对脑损伤的影响及干预
冯加纯　吉林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09:38-09:46 [论文发言] 小胶质细胞自噬在炎性反应中的代谢组学研究
田代实　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同济医院

09:46-09:54 [论文发言]
海藻糖激活自噬清除运动神经元病中TDP-43异常聚集的
细胞研究
刘丰韬　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

09:54-10:02 [论文发言] 福建地区早发型帕金森病的外显子拷贝数分析
刘云珠　福建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10:02-10:30 茶　歇

10:30-12:02 神经生化专场4
主持人:郭淮莲　闵连秋　张莉莉

10:30-10:50 [专题发言] 卒中后生化标志物
张拥波　北京友谊医院

10:50-11:10 [专题发言] 偏头痛治疗新进展
于生元　解放军总医院

11:10-11:30 [专题发言] 多系统萎缩患者的宏基因组学研究
江　泓　中南大学湘雅医院

11:30-11:38 [论文发言] 肌萎缩侧索硬化患者的血清肌酐水平研究
邰宏飞　北京协和医院

11:38-11:46 [论文发言] 空气污染物不同成份对中枢神经系统毒性作用研究进展
迟海涛　大连大学附属新华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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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46-11:54 [论文发言]
吗啡下调小胶质细胞焦亡（pyroptosis）介导中枢神经
系统免疫抑制的作用和机制
王鸿轩　中山大学孙逸仙纪念医院

11:54-12:02 [论文发言]

Optimal parameters for the effects of repetitive 
transcranial magnetic stimulation (rTMS) on motor 
function in stroke patients: A systematic review 
and meta-analysis of randomized controlled trials
项慧芳　重庆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14:00-15:23 神经护理专场1：卒中护理专场
主持人:杨　蓉　常　红　薄　琳

14:00-14:05 [致辞] 开幕式致辞
蒋　红　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

14:05-14:20 [专题发言] 跌倒的风险评估与干预
张雅静　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

14:20-14:35 [专题发言] 脑卒中患者并糖尿病的营养管理
张小燕　中山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14:35-14:42 [论文发言]
专职康复护士的设立对脑卒中偏瘫患者日常生活活动能
力的影响
苏永静　中山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14:42-14:49 [论文发言]
基于信息平台的积极心理学干预在科室护理管理中的应
用研究
费才莲　海军军医大学附属长征医院

14:49-14:56 [论文发言]
脑卒中吞咽障碍患者早期康复护理质量敏感指标的建立
与实施
管文娟　中国科技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南区

14:56-15:03 [论文发言]
电话随访对缺血性脑卒中患者二级预防依从性影响的系
统评价
黄　鹂　陆军军医大学第二附属医院

15:03-15:23 [工作坊] 规范化程序启动神经科重症患者肠内营养护理
许雅芳　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

15:23-15:30 茶　歇

15:30-16:58 神经护理专场2
主持人:张雅静　张小燕　许雅芳

15:30-15:45 [专题发言] 重症肌无力研究现状及护理规范
杨　蓉　四川大学华西医院



54

15:45-16:00 [专题发言] 神经疾病患者病房-门诊-居家护理管理体系构建
常　红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宣武医院

16:00-16:15 [专题发言] 自身免疫性脑炎患者精神行为症状的护理
薄　琳　北京协和医院

16:15-16:30 [专题发言] 基于创新理念的神经内科专科护理临床实践
沈小芳　南京大学医学院附属鼓楼医院

16:30-16:37 [论文发言] 延续护理对比常规护理在肌萎缩侧索硬化症患者中的应用
张小兰　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

16:37-16:44 [论文发言]
以癫痫日记APP为主导的远程干预对青少年癫痫患者自
我管理行为的影响
王乾贝　北京协和医院

16:44-16:51 [论文发言]
CICARE标准化沟通模式在提高临床护理服务质量的前
瞻性研究
黄燕珠　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同济医院

16:51-16:58 [论文发言] 特发性低颅压头痛患者的临床特点及护理
黎恩知　四川大学华西医院

五层5DE（第七分会场）

08:30-10:03 神经心理与行为神经病专场1
主持人:丁素菊　潘小平　宋鲁平

08:30-08:50 [专题发言] 血管性认知障碍的认知与影像研究
汪　凯　安徽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08:50-09:10 [专题发言] 帕金森病的神经心理学
陈海波　北京医院

09:10-09:18 [论文发言]
基于弥散张量成像的阿尔兹海默患者脑白质结构网络和
功能改变的研究
陈思霨　北京大学第一医院

09:18-09:26 [论文发言] 阿尔茨海默病及额颞叶变性患者的动态核磁对比
李　洁　北京协和医院

09:26-09:34 [论文发言]
帕金森患者血清血管紧张素II水平与抑郁和焦虑程度的
相关性及意义
张国平　北京世纪坛医院

09:34-09:42 [论文发言] 特发性快速眼动睡眠行为障碍患者的认知功能研究
李旭东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天坛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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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9:42-09:50 [论文发言]
应用粤语版伯明翰认知评估量表探讨颈内动脉狭窄患者
认知功能障碍的特征
罗家兴　广州市第一人民医院

09:50-09:58 [论文发言] 语言发展与阿尔茨海默病患者失语的特点
陈爱敏　南方医科大学珠江医院

09:58-10:03 讨　论

10:03-12:04 神经心理与行为神经病专场2
主持人:蔡晓杰　刘彩燕　张玉梅

10:03-10:23 [专题发言] 应用神经心理学筛查神经变性病
郎森阳　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

10:23-10:43 [专题发言] 多模态磁共振技术与失语症
罗本燕　浙江大学第一医院

10:43-11:03 [专题发言] 脑内电生理技术与癫痫
翁旭初　华南师范大学

11:03-11:11 [论文发言] 带状疱疹后遗神经痛患者各脑区静息态功能磁共振研究
张毅韬　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

11:11-11:19 [论文发言] 传导性失语症复述障碍的神经心理学机制探讨
姚婧璠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天坛医院

11:19-11:27 [论文发言]
特发性正常压力脑积水病人脑白质病变与临床特征及脑
脊液放液试验结果相关性分析
刘彩燕　北京协和医院

11:27-11:35 [论文发言] 惊恐障碍患者心跳诱发脑电位研究
李立竹　大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11:35-11:43 [论文发言]
定量分析脑白质病变患者白质体积与认知障碍严重程度
的关系
王金芳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天坛医院

11:43-11:51 [论文发言]
大脑右侧半球对视觉文字的N170选择性：来自脑电单
试次分析的证据
赵　静　杭州师范大学

11:51-12:04 讨　论

14:00-15:33 神经心理与行为神经病专场3
主持人:崔　芳　王文敏　孙永安

14:00-14:20 [专题发言] 眩晕与焦虑抑郁
王　毅　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

14:20-14:40 [专题发言] 孤独症谱系障碍的神经心理特征
柯晓燕　南京脑科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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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40-14:48 [论文发言]
肉苁蓉其主要成分治疗阿尔茨海默病的临床前证据及可
能作用机制
林　燕　温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

14:48-14:56 [论文发言] 前庭性偏头痛认知功能障碍和功能磁共振研究
张军莉　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14:56-15:04 [论文发言]
高功能ASD公平感的行为特征及静息态脑功能局部一致
性研究
王　瑶　南京脑科医院(南京医科大学附属脑科医院)

15:04-15:12 [论文发言] 基于BART风险决策任务的抑郁自杀风险fMRI研究
季欣蕾　中南大学湘雅二医院医学心理学研究中心

15:12-15:20 [论文发言] 短期高原移居人群脑结构的可塑性分析
范存秀　上海长海医院

15;20-15:28 [论文发言]
以认知功能障碍为主要表现的GABA-B受体脑炎误诊分
析
蒋文霞　重庆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15:28-15:33 讨　论
15:33-15:45 茶　歇

15:45-17:30 神经心理与行为神经病专场4
主持人:田仰华　汤荟冬　李淑华

15:45-16:05 [专题发言] 综合性医院焦虑抑郁的全程管理
刘学源　上海市第十人民医院

16:05-16:25 [专题发言] 脑血管病炎症脱髓鞘与抑郁
毕晓莹　海军军医大学附属长海医院

16:25-16:45 [专题发言] 情绪障碍的药物治疗原则与技巧
杨　渊　华中科技大学院附属同济医院

16:45-16:53 [论文发言] 认知行为治疗对颅脑创伤后抑郁患者的疗效
邵春红　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

16:53-17:01 [论文发言] 高精度经颅直流电刺激对健康人群共情能力的影响
吴小玲　安徽医科大学

17:01-17:09 [论文发言] 临床缓解早期双相情感障碍的静息态功能连接研究
崔立谦　中山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17:09-17:17 [论文发言]
氟西汀治疗对缺血性脑卒中二级预防影响：一项前瞻性
随机对照盲法评价临床研究
何奕涛　深圳市人民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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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17-17:25 [论文发言]
A型肉毒素治疗慢性偏头痛患者的抑郁焦虑症状：一个
前瞻性观察性研究
蒋仙国　上海市仁济医院

17:25-17:30 讨　论

三层黄河厅（第八分会场）

08:30-09:50 神经重症专场3：呼吸泵衰竭1
主持人:张　旭　滕军放　崔　芳

08:30-08:50 [专题发言] 呼吸泵衰竭-监测指标的选择
王芙蓉　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同济医院

08:50-09:10 [专题发言] 呼吸泵衰竭-药物治疗的局限
张　乐　中南大学湘雅医院

09:10-09:18 [论文发言] 神经危重症患者顽固性低钠分析
齐　畅　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

09:18-09:26 [论文发言] NIRS在神经重症监测中的应用
姜　南　北京协和医院

09:26-09:34 [病例讨论] 危重症获得性肌无力的临床、电生理及肌肉病理研究
熊　葶　西安高新医院

09:34-09:50 讨　论

09:50-12:00 神经重症专场4：呼吸泵衰竭2
主持人:王振海　张家堂　李红燕

09:50-10:10 [专题发言] 呼吸泵衰竭-撤机的难点
范琳琳　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

10:10-10:30 [专题发言] 呼吸泵衰竭-呼吸机相关肺炎的控制
王胜男　南方医科大学南方医院

10:30-10:38 [论文发言] 马拉松赛运动员过度通气综合征的特点与处理
郝俊杰　上海市东方医院同济大学附属东方医院

10:38-10:46 [论文发言] 高氯血症与重症卒中患者的不良预后相关
黄凯滨　南方医科大学南方医院

10:46-10:54 [病例讨论] 抗凝治疗无效的颅内静脉血栓：抗心磷脂综合征
陈卫碧　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

10:54-12:00 讨　论

14:00-16:36 脑血管病专场15:脑卒中遗传与转化医学
主持人:徐　恩　李继梅　林　毅

14:00-14:20 [专题发言] 调控谷氨酸－谷氨酰胺代谢在脑缺血神经保护中的作用
徐　恩　广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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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20-14:40 [专题发言] 遗传性卒中诊疗新进展与策略思考
林　毅　福建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14:40-15:00 [专题发言] 脑出血神经修复研究进展
唐洲平　华中科技大学附属同济医院

15:00-15:08 [论文发言] RNF213常见及少见变异与sICAS遗传易感性的关联研究
王君燕　中南大学湘雅医院

15:08-15:16 [论文发言]
鞘脂抑制剂抑制apoE-/-小鼠单核细胞趋化因子受体的
表达
于泽谋　北京大学第一医院

15:16-15:24 [论文发言] 脑梗死患者颈动脉斑块形成与凝血功能的相关性研究
姚小英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仁济医院

15:24-15:32 [论文发言] 北京顺义地区人群心脑血管病危险因素及治疗现况调查
袁　晶　北京协和医院神经科

15:32-15:40 [论文发言]
LncRNA-1810034E14Rik抑制炎症反应保护缺血性脑卒
中的机制研究
张　曦　南京大学医学院附属鼓楼医院

15:40-15:48 [论文发言]
中国汉族人群BIRC5基因多态性与缺血性卒中的相关性
研究
丁　婕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仁济医院

15:48-15:56 [论文发言]
TSPO配体2-Cl-MGV-1减轻实验性脑梗死后认知损害和
远隔部位神经元凋亡及其机制研究
陈艺聪　中山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15:56-16:04 [论文发言] DHA通过诱导巨噬细胞亚型分化保护急性缺血性卒中
陆正齐　中山大学附属第三医院

16:04-16:12 [论文发言]
FasL介导缺血性脑卒中后CD4-CD8-T淋巴细胞对促炎
型小胶质细胞的激活及机制研究
孟海兰　南京大学医学院附属鼓楼医院

16:12-16:20 [论文发言]
MiR-155通过靶向结合PI3K/Akt/mTOR通路促进ox-LDL
诱导的自噬
潘旭东　青岛大学附属医院

16:20-16:28 [论文发言] 食蟹猴急性局灶性脑缺血后肠道菌群改变的初步探讨
陈永洪　中山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16:28-16:36 [论文发言]
M2型小胶质细胞来源的外泌体通过miR-124靶向USP14
促进卒中后神经保护
宋雅颖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瑞金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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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36-18:36 脑血管病专场16：类卒中及其他
主持人:马　欣　殷小平　巫嘉陵

16:36-16:56 [专题发言] 卒中样发病的脑胶质母细胞瘤
殷小平　九江学院附属医院

16:56-17:16 [专题发言] 脑小血管病与帕金森综合征所致的步态障碍
巫嘉陵　天津环湖医院

17:16-17:24 [论文发言]
纳米氧化铈标记人脐带间充质干细胞治疗急性脑梗死的
疗效观察 
左　联　上海市东方医院同济大学附属东方医院

17:24-17:32 [论文发言]
红细胞分布宽度对急性缺血性卒中合并房颤患者短期功
能预后的影响
田文洁　天津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

17:32-17:40 [论文发言] 氧化三甲胺对缺血性卒中复发及全因死亡的预测研究
谭楚红　南方医科大学南方医院

17:40-17:48 [论文发言]
缺血性脑卒中后自然杀伤细胞功能相关的miRNA筛选
与作用机制研究
冯　岩　天津医科大学总医院

17:48-17:56 [论文发言]
HABP2在MCAO后血管新生与神经功能重建中的作用
研究
田代实　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同济医院

17:56-18:04 [论文发言]
双侧脑桥延髓交界区内侧梗死的临床、影像特点分析与
发病机制探讨
贾树红　中日友好医院

18:04-18:12 [论文发言]
基于农村人口为主的急性脑梗死患者静脉溶栓院内流程
的改进
蔡乾昆　福建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

18:12-18:20 [论文发言] 缺血性脑血管病脑白质病变与血压变异性相关研究
徐文灯　北京清华长庚医院

18:20-18:28 [论文发言] 椎动脉闭塞侧枝代偿对后循环梗死患者预后的影响
安中平　天津市环湖医院

18:28-18:36 [论文发言] 探究缺血性卒中小鼠不同肠段肠腔内菌群的变化
高徐璇　广州南方医科大学南方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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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层国际厅（第九分会场）

08:30-10:00 脑血管病专场9（神经介入1）
主持人:刘新峰　石　进　陈国华

08:30-08:50 [专题发言] 急性缺血性卒中血管再通治疗时窗的拓展
刘新峰　解放军南京总医院

08:50-09:10 [专题发言] 正常脑血管内压力测量
石　进　空军总医院

09:10-09:18 [论文发言] 急性缺血性卒中支架取栓“无效再通”院前影响因素分析
邓一鸣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天坛医院

09:18-09:26 [论文发言] 急性缺血性脑卒中血栓病理特性和血管内开通治疗
朱良付　河南省人民医院

09:26-09:34 [论文发言]
远端缺血适应对急性缺血性卒中机械取栓治疗患者安全
性及可行性研究
赵文博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宣武医院

09:34-09:42 [论文发言] CTP标记的核心梗死能逆转吗？
刘文华　武汉市第一人民医院

09:42-09:50 [论文发言] 椎动脉狭窄支架成形术的安全性和有效性初步研究
尹　琳　大连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

09:50-10:00 讨　论
10:00-10:15 茶　歇

10:15-12:00 脑血管病专场10（神经介入2）
主持人:秦　超　赵玉武　王国平

10:15-10:35 [专题发言] 后循环动脉瘤介入治疗
秦　超　广西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10:35-10:55 [专题发言] 急性缺血性卒中取栓困难病例的手术技巧
张永巍　海军医科大学附属长海医院

10:55-11:03 [论文发言] IVUS在颅内动脉支架术后再狭窄的应用探讨
孙钦建　山东省立医院

11:03-11:11 [论文发言] 缺血性卒中血管再通后脑肿胀的防治
石向群　解放军兰州总医院

11:11-11:19 [论文发言] 关于急性缺血性脑卒中血管再通时间窗的思考
刘新通　广东省第二人民医院

11:19-11:27 [论文发言] RECAST取栓技术在脑梗死取栓治疗中的应用
林　敏　解放军福州总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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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27-11:35 [论文发言] 高危复杂颈动脉狭窄支架治疗
陈红兵　中山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11:35-11:43 [论文发言]
不同血管病变部位急性缺血性脑卒中机械取栓患者的临
床资料分析
吴　伟　山东大学齐鲁医院

11:43-11:51 [论文发言]
嗜中性粒细胞百分比与急性大血管闭塞性卒中血管内治
疗预后的相关性研究
王怀明　解放军南京总医院

11:51-12:00 [论文发言] 疑似脱髓鞘病变的椎-基底-大脑后动脉夹层一例
刘　颖　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

14:00-15:30 脑血管病专场13（神经介入3）
主持人:杨清武　刘运海　牛国忠

14:00-14:20 [专题发言] 颅内动脉粥样硬化狭窄治疗现状及创新临床研究设计
杨清武　陆军医科大学新桥医院

14:20-14:40 [专题发言] 侧支循环及灌注一体化在脑卒中急诊救治中的运用
刘德志　上海市第一人民医院

14:40-14:48 [论文发言] 远端血管闭塞机械取栓的疗效观察
邢鹏飞　海军军医大学附属长海医院

14:48-14:56 [论文发言]
经动脉内脑局部亚低温联合闭塞血管再通治疗急性缺血
性卒中：可行性与安全性的初步研究
朱双根　深圳市龙华区人民医院

14:56-15:04 [论文发言] 平均血小板体积对急性脑梗死机械再通治疗预后的影响
孙　文　解放军南京总医院

15:04-15:12 [论文发言] 小球囊辅助穿越支架-小技术解决大问题
郭富强　四川省人民医院

15:12-15:20 [论文发言]
颅内动脉狭窄和栓塞所致急性基底动脉闭塞患者临床特
征与血管内治疗后结局的区别
张雪蕾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天坛医院

15:30-17:30 脑血管病专场14（神经介入4）
主持人:王守春　汪银洲　曹文杰

15:30-15:50 [专题发言] 症状性后循环颅内动脉严重病变的介入治疗
王守春　吉林大学白求恩第一医院

15:50-16:10 [专题发言] OCT在颈动脉粥样硬化病变中的应用
朱武生　解放军南京总医院

16:10-16:18 [论文发言] 急性脑梗塞合并颅内未破裂动脉瘤的处理
曹文锋　江西省人民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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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18-16:26 [论文发言]
自膨式颅内LEO支架系统治疗椎基底动脉扩张延长症合
并面肌痉挛的体会
田喜光　广东武警医院

16:26-16:34 [论文发言] 单中心急性脑血管病的治疗现状
周丽丽　解放军总医院

16:34-16:42 [论文发言] 介入术后肝素诱导性血小板减少
张光运　空军军医大学附属西京医院

16:42-16:50 [论文发言] Willis覆膜支架在颈内动脉脑池段部分动脉瘤中的应用
邓江山　上海第六人民医院

16:50-16:58 [论文发言] 急性缺血性卒中大血管串联病变的取栓策略
周志明　皖南医学院弋矶山医院

16:58-17:06 [论文发言] 伴静脉溶栓禁忌的急性脑梗死的血管再通治疗
岳炫烨　天津医科大学总医院神经内科

17:06-17:14 [论文发言]
取栓前造影见关键穿支血管显影是取栓预后良好的一种
影像学标志物
陈　晨　同济大学附属东方医院

17:14-17:22 [论文发言]
脑动脉自旋标记（ASL）和弥散加权成像（DWI）
ASPECT评分不匹配可指导醒后卒中患者机械取栓
王冬梅　南方医科大学南方医院

17:22-17:30 [论文发言] 双管齐下，无栓可逃：一例颈内动脉次全闭塞治疗分享
张　尧　南京医科大学附属脑科医院

三层3DC（第十分会场）

08:30-10:20 神经遗传与基因研究专场1：神经遗传病机制探索
主持人:王　柠　吴世政　黄旭升

08:30-08:50 [专题发言] 腓骨肌萎缩症的诊断进展
唐北沙　中南大学湘雅医院

08:50-09:10 [专题发言]
原发性家族性脑钙化症新基因MYORG的发现及功能研
究
陈万金　福建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09:10-09:18 [论文发言]

多巴胺受体相关的两个单核苷酸多态DRD2 rs2283265
和DRD1 rs4532与中国帕金森病和多系统萎缩发病风险
的相关性研究
顾孝静　四川大学华西医院

09:18-09:26 [论文发言] ATL3基因突变导致遗传性感觉神经病和发病机制初探
赵国华　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二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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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9:26-09:34 [论文发言]
45例中国CADASIL患者NOTCH3 基因型和临床表型特
点研究
张　晨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天坛医院

09:34-09:42 [论文发言] 中英二国管聚集肌病的对比研究
刚　蔷　北京大学第一医院

09:42-09:50 [论文发言]
线粒体功能障碍在遗传性痉挛性截瘫4型患者中的致病
机制研究
林　翔　福建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09:50-09:58 [论文发言]
一例SCA40相关基因CCDC88C杂合突变合并双侧锥
体束损害的病例报道并相关文献复习
谭寅寅　山东省立医院

09:58-10:06 [论文发言]
IA型腓骨肌萎缩症诱导多能干细胞体外模型构建及其发
病机制研究
石　磊　中山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10:06-10:20 讨论与点评
10:20-10:30 茶　歇

10:30-12:00 神经遗传与基因研究专场2：神经遗传病的诊断
主持人:梁秀龄　张　成　丁新生

10:30-10:50 [专题发言] 肝豆状核变性的精准诊治
吴志英　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二医院

10:50-11:10 [专题发言] 从DMD基因诊断透视单基因病临床基因诊断
戴　毅　北京协和医院

11:10-11:18 [论文发言] 遗传性过度惊吓反应症一家系临床和基因型研究
张　超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瑞金医院

11:18-11:26 [论文发言]
166例MELAS患者临床、影像、肌肉病理及分子遗传学
分析
赵玉英　山东大学齐鲁医院

11:26-11:34 [论文发言]
基因分析在多巴反应性肌张力障碍与青少年帕金森诊断
中的作用
赵　哲　河北医科大学第三医院

11:34-11:42 [论文发言]
中国假肥大型肌营养不良症患者DMD基因微小变异的
基因型与表型分析
王　倞　中山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11:42-11:50 [论文发言] SYNE1共济失调存在于中国人群
江　泓　中南大学湘雅医院

11:50-12:00 讨论与点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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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00-15:50 神经遗传与基因研究专场3：神经遗传病的诊疗与病例报道
主持人:沈定国　唐北沙　李晓光

14:00-14:20 [专题发言] Pompe病的诊疗现状与思考
张　成　中山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14:20-14:40 [专题发言] 脑铁沉积症的诊治进展
曹　立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瑞金医院

14:40-14:48 [论文发言] 以双下肢麻木起病的特殊类型线粒体病1例 
尹翮翔　北京协和医院

14:48-14:56 [论文发言] 2例X-连锁肾上腺脑白质营养不良的临床及实验室分析
李　东　天津市儿童医院

14:56-15:04 [论文发言]
HTRA1基因突变与常染色体显性遗传性脑小血管病相关
性分析
张　晨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天坛医院

15:04-15:12 [论文发言]
一例以“痉挛性截瘫”为突出表现的青少年起病的“高
同型半胱氨酸血症”
李　翔　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

15:12-15:20 [论文发言] 17个PFBC家系患者的临床特征及其致病基因研究
黄远桃　湖南省脑科医院（湖南省第二人民医院）

15:20-15:28 [论文发言] 以痉挛性截瘫为突出表现的晚发型脑白质营养不良
张同霞　山东大学齐鲁医院

15:28-15:36 [论文发言]
新发CSF1R基因突变所致遗传性弥漫性白质脑病合并轴
索球样变一例
杨晓东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瑞金医院

15:36-15:50 讨论与点评
15:50-16:00 茶　歇

16:00-17:40 神经遗传与基因研究专场4：复杂神经系统遗传病
主持人:杨任民　樊东升　吴志英

16:00-16:20 [专题发言] PolyQ病的修饰基因研究
江　泓　中南大学湘雅医院

16:20-16:40 [专题发言] 肌萎缩侧索硬化的遗传学特点
陈雪平　四川大学华西医院

16:40-16:48 [论文发言] 福建地区家族性ALS患者基因突变和临床特点分析
张奇杰　福建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16:48-16:56 [论文发言]
中国肌萎缩侧索硬化/额颞叶痴呆患者KIF5A基因突变研
究
张　亢　北京协和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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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56-17:04 [论文发言]
东南地区肌萎缩侧索硬化病例临床表型和遗传学特点分
析及其相关性研究
谢友娜　中山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17:04-17:12 [论文发言] 中国散发性肌萎缩侧索硬化寡基因致病筛查
张　航　解放军总医院

17:12-17:20 [论文发言]
性别和CCG多态性对中国汉族亨廷顿舞蹈病患者代代
传递间CAG变化的影响
程红荣　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二医院

17:20-17:28 [论文发言]
TTBK2基因新发c.3290T>C点突变致遗传性脊髓小脑共
济失调11型一家系报道
漆学良　南昌大学第二附属医院神经内科

17:28-17:40 讨论与点评

三层3JIH（第十一分会场）

08:30-09:57 神经免疫专场3
主持人:郭　力　董会卿　王丽华

08:30-08:50 [专题发言] 自身免疫性脑炎的治疗策略与体会
胡学强　中山大学附属第三医院

08:50-09:10 [专题发言]
自身免疫性胶质纤维酸蛋白星形细胞病：历史、现状与
展望
龙友明　广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

09:10-09:30 [专题发言]
髓鞘少突胶质细胞糖蛋白（MOG）抗体综合征的本质
与边界
刘　磊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同仁医院神经内科

09:30-09:39 [论文发言] 华中地区自身免疫性脑炎的临床多中心观察性研究
黄梁江　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同济医院

09:39-09:48 [论文发言]
表现为“脑血管病”的3例LGI1相关抗体脑炎的误诊分
析
张文琳　河北医科大学第二医院

09:48-09:57 [论文发言]
CASPR2/LGI1抗体双阳性的女性Morvan综合征一例报
道
孙　健　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

09:57-10:30 茶　歇

10:30-11:55 神经免疫专场4
主持人:安中平　楚　兰　秦新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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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0-10:50 [专题发言]
中枢神经系统血管炎与瘤样脱髓鞘病变和原发性中枢神
经系统淋巴瘤的诊断鉴别
戚晓昆　海军总医院

10:50-11:10 [专题发言] 对炎性脊髓病的再认识
王佳伟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同仁医院

11:10-11:19 [论文发言] 脑淋巴瘤病2例报告并文献复习
罗宁迪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瑞金医院

11:19-11:28 [论文发言]
抗NMDA受体脑炎脑代谢改变--系列18F-FDG PET/CT
发现
袁　晶　中国医学科学院北京协和医院神经科

11:28-11:37 [论文发言]
脑炎是MOG抗体相关脱髓鞘病的重要临床组份：一项
单中心队列研究
汪　亮　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神经内科

11:37-11:46 [论文发言]
Homer-3 抗体相关的自身免疫性小脑性共济失调病例
报道及文献回顾
徐晓璐　北京协和医院

11:46-11:55 [论文发言] 病毒性脑炎后抗NMDA受体脑炎的机制探讨
张伟娇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同仁医院

14:00-15:34 神经免疫专场5
主持人:赵玉武　段瑞生　刘广志

14:00-14:20 [专题发言] 小剂量利妥昔单抗治疗视神经脊髓炎谱系疾病:唐都经验
郭　俊　空军军医大学第二附属医院神经内科

14:20-14:40 [专题发言] 肠道菌群多样性与视神经脊髓炎谱系疾病相关性研究
石紫燕　四川大学华西医院神经内科

14:40-14:49 [论文发言] 视神经脊髓炎谱系疾病肠道菌群组成结构及差异物种分析
焦　晓　中南大学湘雅医院

14:49-14:58 [论文发言]
机会致病菌的增加与短链脂肪酸产生菌的缺乏定义中国
视神经脊髓炎患者的肠道菌群失调特征
宫俊丽　中山大学

14:58-15:07 [论文发言]
泰爱（TACI-Ig）对实验性自身免疫性脑脊髓炎的治疗
作用
韩　露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仁济医院

15:07-15:16 [论文发言]
首次发病的视神经脊髓炎谱系疾病血和脑脊液Th17和
Treg相关细胞因子 和组织损伤标记物水平及临床关联
魏玉桢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天坛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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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16-15:25 [论文发言]
利用全外显子组测序寻找我国家族性视神经脊髓炎谱系
疾病的致病基因
常艳宇　中山大学附属第三医院

15:25-15:34 [论文发言]
滤泡辅助性T细胞和CXCL13在视神经脊髓炎谱系疾病
中的作用
彭　静　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15:34-16:00 茶　歇

16:00-17:34 神经免疫专场6
主持人:陈向军　王满侠　王津存

16:00-16:20 [专题发言] 血浆置换在NMOSD治疗中的应用
管阳太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仁济医院

16:20-16:40 [专题发言]
用于视神经脊髓炎治疗的全人源抗C5单链抗体(scFV)
的筛选及其作用机制研究
朱文莉　天津医科大学总医院

16:40-16:49 [论文发言] 队列研究:血清MOG抗体阳性小儿视神经炎的临床特点
赵桂宪　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

16:49-16:58 [论文发言]
一项检测水通道蛋白4抗体的新型免疫斑点法的建立及
应用
孙晓渤　中山大学附属第三医院

16:58-17:07 [论文发言]
中国AQP4-IgG阳性或MOG-IgG阳性的视神经脊髓炎
谱系疾病(NMOSD)患者:单中心研究
李昕頔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天坛医院

17:07-17:16 [论文发言] 人羊水干细胞对B淋巴细胞的免疫调节功能的初步研究
薛　群　苏州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17:16-17:25 [论文发言]
血清水通道蛋白4抗体与其他自身抗体均阳性的视神经
脊髓炎谱系疾患者临珠特点研究
宋　凯　广西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神经内科

17:25-17:34 [论文发言] 视神经脊髓炎谱系疾病患者下尿路症状多模态影像学研究
连志云　四川大学华西医院

一层华夏厅1（第十二分会场）

08:30-10:00 神经影像专场3：变性病
主持人:刘春风　宋海庆

08:30-08:40 [论文发言] 中枢性眩晕的影像鉴别诊断思路与病例分享
戚晓昆　海军总医院



68

08:40-08:50 [论文发言] 帕金森病患者冻结步态的影像标志物研究
欧汝威　四川大学华西医院

08:50-09:00 [论文发言]
不同发作频率无先兆偏头痛患者头痛 间期区域同质性
fMRI研究
陈　灿　苏州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09:00-09:10 [论文发言]
帕金森病患者的临床信息、多巴胺能显像与葡萄糖代谢
显像的相关性探索：华山双示踪剂研究
刘丰韬　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

09:10-09:20 [论文发言] 不同亚型多系统萎缩中多巴胺转运体显像模式差异的研究
卜璐璐　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

09:20-09:30 [论文发言]
经颅多普勒超声结合卧立位试验检查帕金森病的脑自主
调节功能
陈玉辉　北京医院

09:30-09:40 [论文发言]
“奔驰征” 原发脑室小B细胞淋巴瘤：2例病例报道并
文献复习
郭荣静　空军军医大学唐都医院

09:40-09:50 [论文发言]
1例原发性中枢神经系统淋巴瘤样肉芽肿临床、影像及
病理特点分析
刘翠翠　山东省立医院

09:50-10:00 [论文发言] 伴广泛脑室强化和脑积水的下丘脑淋巴瘤1例
杨仕林　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

10:00-10:30 茶　歇

10:30-12:00 神经影像专场4：特殊病例
主持人:赵重波　朱以诚

10:30-10:40 [论文发言] 脑脊液漏合并颅内静脉窦血栓形成病例报道及文献回顾
谢亚男　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

10:40-10:50 [论文发言] 应用超声比较腰椎穿刺前后视神经鞘直径的变化
陈丽敏　吉林大学第一医院

10:50-11:00 [论文发言] 对比不同体位对于右向左分流筛查及定量影响的研究
董　培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天坛医院

11:00-11:10 [论文发言] 脑“一站式”多模态CT在急性缺血性脑卒中的应用
汪进丁　江西省九江市第一人民医院

11:10-11:20 [论文发言]
青年男性，反复头痛、伴听力下降16年，加重伴反复抽
搐1年余
李　凡　北京大学第一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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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20-11:30 [论文发言] 肌萎缩侧索硬化的肌肉MRI改变特点
张文晴　北京大学第一医院

11:30-11:40 [论文发言]
从18F-FDG PET／CT影像学表现分析长期饮酒对中青年
男性脑部损害
温璐璐　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11:40-11:50 [论文发言]
多灶性运动神经病的运动神经传导阻滞与神经超声关系
研究
李　亦　北京协和医院

11:50-12:00 [论文发言] 脊髓亚急性联合变性的临床及影像学特征
刘晨辰　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同济医院

13:30-15:00 神经影像专场5：影像病例讨论一
主持人:黄一宁　徐蔚海

13:30-13:50 [专题发言] 脊膜病变：路在何方？
陈　晟　上海瑞金医院

13:50-14:10 [专题发言] 头痛、高热和颅内多发病变
陈为安　温州医大附属医院

14:10-14:30 [专题发言] 眶尖综合征
孙伟平　北京大学第一医院  

14:30-14:50 [专题发言] 对称性的“脑梗死”？
邹漳钰 　福建医科大学协和医院  

14:50-15:00 讨　论

15:00-17:30 神经影像专场6：影像病例讨论二
主持人:吴士文　张　冰

15:00-15:20 [专题发言] 双侧基底节病变：一波三折
蒋海山　南方医科大学南方医院 

15:20-15:40 [专题发言] 头痛原因待查
赵　辉   南京鼓楼医院 

15:40-16:00 [专题发言] “难以扑灭”的颅内多发病灶
杜　芳　空军医科大学西京医院 

16:00-16:20 [专题发言] 颅内多发病变一例
陶文丹　四川大学华西医院

16:20-17:30 讨　论

一层华夏厅2（第十三分会场）

08:30-10:10 神经病理专场1
主持人:卢德宏　焉传祝　褚晓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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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8:30-09:00 [专题发言] 颅内压增高导致脑组织继发性改变的病理形态学
卢德宏　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病理科

09:00-09:30 [专题发言] 难治性肌炎的病理改变特点
袁　云　北京大学第一医院神经内科

09:30-09:40 [病例讨论] 61岁男性，颅内脊髓多发病变
周　磊　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

09:40-09:50 [病例讨论] 54岁男性，发作性头昏耳鸣3年余,记忆力减退6月
毕方方　中南大学湘雅医院

09:50-10:00 [病例讨论] 青年女性，头痛，发作性肢体抽搐
刘　颖　山东大学齐鲁医院

10:00-10:10 [病例讨论] 63岁男性，反复头痛5年，加重1月
刘效辉　山东省立医院

10:10-10:30 茶　歇

10:30-12:10 神经病理专场2
主持人:陈　琳　李洵桦　曹秉振

10:30-11:00 [专题发言] 颅内囊性病变
蒋海山　南方医科大学南方医院神经内科

11:00-11:30 [专题发言] 中枢神经系统脱髓鞘病临床病理研究进展
戚晓昆　海军总医院神经内科

11:30-11:40 [病例讨论] 中年女性，进行性四肢无力、言语不清
张　巍　北京大学第一医院

11:40-11:50 [病例讨论] 25岁男性，头痛伴呕吐、精神行为异常1+月
李劲梅　四川大学华西医院

11:50-12:00 [病例讨论] 50岁女性，颅内多发病变
王雷明　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

12:00:12:10 [病例讨论] 立体定向活检对脑干、内囊疑难病变的精准诊断价值
秦　峰　中山大学附属第三医院 岭南医院

14:00-15:40 神经病理专场3
主持人:袁　云　戚晓昆　高　晶

14:00-14:30 [专题发言] 影像在CNS感染中的诊断价值
初曙光　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影像科

14:30-15:00 [专题发言] 抗酸染色与非结核颅内感染
高　晶　北京协和医院神经内科

15:00-15:10 [病例讨论]
46岁男性，进行性行走不稳8月，加重伴言语不清、饮
水呛咳4月余
桂秋萍　解放军总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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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10-15:20 [病例讨论]
50岁女性，进行性右上肢无力10余年，左上肢及双下肢
无力5年
刘向一　北京大学第三医院

15;20-15:30 [病例讨论] 35岁男性，颅内多发占位性病变
蒋海山　南方医科大学南方医院

15:30-15:40 [病例讨论] 17岁女性，反复发作性头痛伴意识障碍
刁东卫　海军总医院

15:40-16:00 茶　歇

16:00-17:40 神经病理专场4
主持人:李存江　朴月善　汪　寅

16:00-16:30 [专题发言] 免疫相关性血管炎
张在强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天坛医院神经内科

16:30-17:00 [专题发言] 罕见的脊髓血管病
朴月善　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病理科

17:00-17:10 [病例讨论]
31岁男性，复视、言语障碍、反复发作性肢体麻木、抽
搐2年，言语不利2周
毛晨晖　北京协和医院

17:10-17:20 [病例讨论] 48岁男性，走路不稳2月余，加重伴头痛20余天
张在强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天坛医院

17:20-17:30 [病例讨论] 20岁男性，弥漫性脊髓病变
唐舒锦　中山大学第一医院

17:30-17:40 [病例讨论] 26岁男性，发作性意识不清伴肢体抽搐2个月
胡怀强　济南军区总医院

一层世纪厅（第十四分会场）

08:30-10:00 脑电图与癫痫专场3
主持人:孙红斌、谭兰、丁美萍

08:30-08:50 [专题发言] 癫痫外科的进展与挑战
遇　涛　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

08:50-09:10 [专题发言] 癫痫神经调控
王玉平　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

09:10-09:18 [论文发言]
双侧小脑高频重复经颅磁刺激治疗难治性癫痫的随机双
盲对照研究
刘学伍　山东大学齐鲁医院

09:18-09:26 [论文发言] 癫痫患者脑血流自动调节功能的研究
吕　珊　吉林大学白求恩第一医院



72

09:26-09:34 [论文发言]
服药与未服药BECTS基于静息态功能磁共振的脑区域一
致性研究
宋　丽　川北医学院附属医院

09:34-09:42 [论文发言] 继发全面强直阵挛发作的颞叶癫痫患者脑电网络研究
王中原　南京大学医学院附属鼓楼医院

09:42-09:50 [论文发言]
儿童失神癫痫发作起始时动态神经网络的多频段脑磁图
研究
吴彩云　南京脑科医院

09:50-10:00 讨　论
10:00-10:30 茶　歇

10:30-12:00 脑电图与癫痫专场4
主持人:刘振国　孙　伟　张颖冬

10:30-10:50 [专题发言] 癫痫的共病（头痛）
王湘庆　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

10:50-11:10 [专题发言] 2018 AAN/AES新型抗癫痫药物指南
周　东　四川大学华西医院

11:10-11:18 [论文发言] 耐药性癫痫界定的再思考
狄　晴　南京医科大学附属脑科医院

11:18-11:26 [论文发言]
中国西南地区癫痫患者共患焦虑抑郁现状、 危险因素
及治疗缺口的调查与分析
李　倩　四川大学华西医院

11:26-11:34 [论文发言] 癫痫共病焦虑抑郁障碍对认知及生活质量的影响
林婉挥　福建医科大学附属协和医院

11:34-11:42 [论文发言]
102例藏族癫痫患者共患抑郁、焦虑、抑郁且焦虑情况
的临床分析
赵梦娇　西藏大学

11:42-11:50 [论文发言] LGI1抗体阳性边缘叶脑炎癫痫的临床特点及预后
刘学伍　山东大学齐鲁医院

11:50-12:00 讨　论

14:00-15:30 脑电图与癫痫专场5
主持人:江　文　林卫红　赵永波

14:00-14:20 [专题发言] 癫痫持续状态并发症诊断与处理
王学峰　重庆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14:20-14:40 [专题发言] 癫痫持续状态治疗新进展
朱遂强　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同济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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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40-14:48 [论文发言]
一例表现持续部分性癫痫发作(EPC)中年女性的诊治启
示--“抗体阴性”自身免疫性脑炎？
金丽日　北京协和医院

14:48-14:56 [论文发言] 生酮饮食在儿童难治性癫痫中的应用进展
谢旭芳　江西省人民医院神经内科

14:56-15:04 [论文发言] 大鼠SUDEP模型的建立及相关影响因素分析
明倩文　吉林大学第一医院

15:04-15:12 [论文发言]
丙戊酸钠、奥卡西平对青年男性癫痫患者精液、性功
能、性激素影响的对照研究
陈　浪　四川省人民医院

15:12-15:20 [论文发言] 抗癫痫药物与抗生素相互作用研究
丁　晶　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

15:20-15:30 讨　论
15:30-16:00 茶　歇

16:00-17:30 脑电图与癫痫专场6
主持人:王小姗　张　庆　王　群

16:00-16:20 [专题发言] 抗癫痫药物皮肤过敏与HLA
廖卫平　广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

16:20-16:40 [专题发言] 扣带回癫痫
吴　逊　北京大学第一医院

16:40-16:48 [论文发言] TTTCA重复突变导致家族性皮质肌阵挛性震颤伴癫痫
卢　强　北京协和医院

16:48-16:56 [论文发言] GRIN1基因突变的新表型——良性Rolandic癫痫
刘晓蓉　广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

16:56-17:04 [论文发言] PIK3R基因突变致颞叶癫痫家系报道
丁　婕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仁济医院

17:04-17:12 [论文发言]
一碳单位代谢酶的基因多态性对丙戊酸单药治疗癫痫患
者DNA甲基化水平的影响
倪冠中　中山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17:12-17:20 [论文发言]
CXCR7参与调控海马区颗粒细胞的兴奋性突触传递活
动及其对癫痫发作易感性的调节作用
许　韬　重庆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

17:20-17:30 讨　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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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9/9　七层上海厅（主会场）

08:30-09:30 全体大会3
主持人:曾进胜　樊东升　黄一宁

08:30-09:00 [大会报告] 中国糖尿病管理经验
宁　光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瑞金医院

09:00-09:30 [大会报告] 中国家族性阿尔茨海默病
贾建平　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

09:30-09:45 茶　歇

09:45-11:15 全体大会4
主持人:赵　钢　王　伟　焉传祝

09:45-10:15 [大会报告] 脑肠对话-神经精神疾病机制研究新进展
谢　鹏　重庆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10:15-10:45 [大会报告] 神经遗传病诊断和治疗的现状与展望
王　柠　福建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10:45-11:15 [大会报告]
中国农村人群脑小血管病的现状研究-4年随访数据初步
分析
董　强　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

11:15-12:00 闭幕式
主持人:蒲传强

　 　
大会总结
王拥军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天坛医院

　 　
优秀论文颁奖仪式
彭　斌　北京协和医院

　 　
优秀壁报颁奖仪式
杨　弋　吉林大学白求恩第一医院 

　 　 年会交接仪式/致欢迎辞/合影留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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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专场日程一览

2018年9月7日　 

上海厅1

18:00-19:00 学术专场
阿司匹林是否被新型抗血小板药物所取代？                          
从CYP2C19基因多态性看缺血性卒中患者长期抗血小板药
物的合理选择

明珠厅

12:00-13:00 学术专场
择优而从——高出血风险的亚洲人群抗血小板攻略 
抗血小板药物在缺血性卒中真实世界中的疗效 

13:00-14:00 学术专场
2018肉毒毒素专家共识
肉毒毒素背后科学 

长江厅 

12:00-13:00 学术专场
混合性痴呆临床进展  

17:30-18:30 学术专场
松龄血脉康对缺血性卒中的防治与应用    
卒中患者治疗的几点反思   

黄河厅

12:00-13:00 学术专场
8000余例急性缺血性卒中静脉溶栓治疗的体会与感悟
血管再通影像学评估                                         

13:00-14:00 金纳多®中国卒中后认知功能损害多中心临床研究介绍                   
从阿尔茨海默病线粒体级联假说看金纳多®治疗认知功能损
害的疗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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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00-19:00 "第二届络泰杯病例大赛总决赛

国际厅

12:00-13:00 学术专场
原创之旅第二季启动仪式
血管性认知功能障碍研究现状与展望
急性缺血性卒中国际研究热点解读
氯吡格雷上市发布会

13:00-14:00 学术专场
阿加曲班联合阿替普酶治疗急性后循环梗死的有效性和安
全性研究（ARPIS试验）介绍 
阿加曲班治疗伴有症状性重度颅内动脉狭窄的急性缺血性
卒中多中心、随机、对照研究  

3JIH

12:00-13:00 学术专场
血管保护在缺血性脑卒中防治中的临床价值                                
缺血性卒中血管再通治疗进展                                              

华夏厅1

12:00-13:00 学术专场
2018版中国急性缺血性卒中指南解读 
ALS诊疗及研究进展 

华夏厅2

12:00-12:50 学术专场
《中国急性缺血性脑卒中诊治指南（2018）》解读  
从脑血流角度看尤瑞克林的卒中获益

12:50-14:00 学术专场
凯力康®上市后安全性及有效性—RESK研究中期结果汇报      
凯力康®有效改善卒中患者肢体运动功能
洛欣®在治疗急性缺血性卒中的临床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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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纪厅

12:00-13:00 学术专场
“避重就轻”关注高危非致残性卒中  
CHANCE is POINTed抗栓治疗平衡之美   
FUTURE全国调研介绍 
FUTURE全国调研启动仪式

17:30-18:30 脑卒中病例演讲比赛及醒脑静优秀病例颁奖

2017年9月8日  

上海厅1

12:00-13:00 学术专场
卒中后高血压患者降压治疗与脑灌注 
卒中后患者的血压管理

13:00-14:00 学术专场
客观看待左旋多巴在临床实践中的价值 
帕金森病的起始治疗—PD MED研究对临床实践的启示                   

上海厅2

12:00-13:00 学术专场
痴呆的治疗：规范-安全-有效 
卒中后认知障碍管理流程  

13:00-14:00 学术专场
多巴胺受体激动剂在帕金森病患者中的临床应用 
帕金森病的治疗新进展——从指南到临床

上海厅3

12:00-12:40 学术专场
CDD，防治运动并发症的新选择

12:40-13:20 学术专场
"科学防治,长治久安-帕金森病运动并发症的防治 
CDS理念在PD治疗中的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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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20-14:00 学术专场
从指南到实践：治疗PD运动并发症的优选方案                        
脑深部电刺激全球发展30年

明珠厅

12:00-13:00 学术专场
失眠的临床特点分析
神经内科抑郁焦虑的识别与评估
褪黑素能药物的循证进展

3JIH

17:30-18:30 学术专场
偏头痛的发病机制和治疗  

华夏厅1

12:00-13:00 学术专场
凯时凯那序贯治疗脑小血管病    
前列腺素类物质的前世今生   

世纪厅

12:00-13:00 学术专场
抗癫痫药物的治疗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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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专场详细日程
2018年9月7日　

第一分会场   上海厅1

18:00-19:00

主　席：待定
阿司匹林是否被新型抗血小板药物所取代？                          
楼　敏　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二医院
从CYP2C19基因多态性看缺血性卒中患者长期抗血小板药
物的合理选择                      
徐　运　南京鼓楼医院

第四分会场   明珠厅

12:00-13:00

主　席：崔丽英 教授　管阳太 教授
择优而从——高出血风险的亚洲人群抗血小板攻略                     
高连波 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第四医院
抗血小板药物在缺血性卒中真实世界中的疗效                         
李小刚　北京大学第三医院

13:00-14:00

主　席：陈海波 教授　商慧芳 教授
2018肉毒毒素专家共识                                           
万新华　北京协和医院
肉毒毒素背后科学                                               
靳令经　上海同济医院 

第五分会场  长江厅 

12:00-13:00
主　席：贾建军 教授
《混合性痴呆临床进展》                                         
章军建　武汉大学中南医院

17:30-18:30

主　席：董　强 教授
松龄血脉康对缺血性卒中的防治与应用
吴圣贤　北京中医药大学东直门医院
卒中患者治疗的几点反思                                         
谢　鹏　重庆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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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分会场   黄河厅

12:00-13:00

主　席：许予明 教授　李小刚 教授
8000余例急性缺血性卒中静脉溶栓治疗的体会与感悟
张佩兰　天津市环湖医院
血管再通影像学评估                                    
曹文杰　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

13:00-14:00

主　席：董　强 教授　汪　昕 教授
金纳多®中国卒中后认知功能损害多中心临床研究介绍                   
刘学源　上海市第十人民医院
从阿尔茨海默病线粒体级联假说看金纳多®治疗认知功能损
害的疗效
郭起浩　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

18:00-19:00

主　席：曾进胜 教授
第二届络泰杯病例大赛总赛
主　持：王延江　陆军军医大学大坪医院  
评　委：戚晓昆　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总医院 
　　　　杜怡峰　山东省立医院

第九分会场   国际厅

12:00-13:00

主　席：崔丽英 教授　蒲传强 教授　董　强 教授
恩必普原创之旅第二季启动仪式
血管性认知功能障碍研究现状与展望　
魏翠柏　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
急性缺血性卒中国际研究热点解读
彭　斌　北京协和医院
氯吡格雷上市发布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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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00-14:00

主　席：刘　鸣 教授　刘春风 教授　王伊龙 教授
阿加曲班联合阿替普酶治疗急性后循环梗死的有效性和安
全性研究（ARPIS试验）介绍
陈会生　沈阳军区总医院
阿加曲班治疗伴有症状性重度颅内动脉狭窄的急性缺血性
卒中多中心、随机、对照研究
曹勇军　苏州大学附属第二医院 

第十一分会场   3JIH

12:00-13:00

主　席：董　强 教授　刘　鸣 教 授　徐　运 教授
血管保护在缺血性脑卒中防治中的临床价值                                
吕佩源　河北省人民医院
缺血性卒中血管再通治疗进展                                             
曾进胜　中山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第十二分会场   华夏厅1

12:00-13:00

主　席：崔丽英 教授　董　强 教授　樊东升 教授
2018版中国急性缺血性卒中指南解读                                
吴　波　四川大学华西医院
ALS诊疗及研究进展                                             
卢家红　复旦大学附属上海华山医院

第十三分会场   华夏厅2

12:00-12:50

主　席：蒲传强 教授　曾进胜 教授
《中国急性缺血性脑卒中诊治指南（2018）》解读                     
彭　斌　北京协和医院
从脑血流角度看尤瑞克林的卒中获益
潘速跃　南方医科大学南方医院



82

12:50-14:00

主　席：崔丽英 教授　董　强 教授
凯力康®上市后安全性及有效性—RESK研究中期结果汇报                            
倪　俊　北京协和医院
凯力康®有效改善卒中患者肢体运动功能                             
徐　运　南京鼓楼医院
洛欣®在治疗急性缺血性卒中的临床应用                             
张微微　陆军总医院

第十四分会场　世纪厅

12:00-13:00

主　席：董　强 教授　刘新峰 教授　张哲成 教授　
　　　　杨清武 教授
“避重就轻”关注高危非致残性卒中                                
方　堃　上海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
CHANCE is POINTed抗栓治疗平衡之美                              
楼　敏　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二医院
FUTURE全国调研介绍                                             
董　强　上海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
FUTURE全国调研启动仪式                                         
嘉　宾

17:30-18:30

脑卒中病例演讲比赛及醒脑静优秀病例颁奖
主　席：董　强 教授　蒲传强 教授　徐安定 教授
讲　者：张秀艳 教授　雷　琦 教授　刘子林 教授　
　　　　周春辉 教授
点评嘉宾：赵性泉 教授　胡学强 教授　蔡定芳 教授 
　　　　　曾进胜 教授　管阳太 教授

2017年9月8日   

第一分会场   上海厅1

12:00-13:00

主　席：徐安定 教授
卒中后高血压患者降压治疗与脑灌注   
李焰生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仁济医院
卒中后患者的血压管理                                           
赵性泉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市天坛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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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00-14:00

主　席：王丽娟 教授 刘振国 教授
客观看待左旋多巴在临床实践中的价值                              
刘　军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瑞金医院
帕金森病的起始治疗—PD MED研究对临床实践的启示                   
马敬红　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

第二分会场   上海厅2

12:00-13:00

主　席：贾建平 教授　王鲁宁 教授
痴呆的治疗：规范-安全-有效                                      
高　晶　北京协和医院
卒中后认知障碍管理流程                                          
潘小平　广州市第一人民医院

13:00-14:00

主　席：刘春风 教授
多巴胺受体激动剂在帕金森病患者中的临床应用                       
陈先文　安徽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帕金森病的治疗新进展——从指南到临床                            
肖　勤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瑞金医院

第三分会场   上海厅3

12:00-12:40
主　席：蒋雨平 教授
CDD，防治运动并发症的新选择                                     
王丽娟　广东省人民医院

12:40-13:20

主　席：陈海波 教授 刘艺鸣 教授
科学防治,长治久安-帕金森病运动并发症的防治   
刘振国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新华医院
CDS理念在PD治疗中的探索
王丽娟　广东省人民医院

13:20-14:00

主　席：陈海波 教授
从指南到实践：治疗PD运动并发症的优选方案                        
刘春风　苏州大学附属第二医院
脑深部电刺激全球发展30年                            
苏　闻　北京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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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分会场   明珠厅

12:00-13:00

主　席：赵忠新 教授　汪　昕 教授
失眠的临床特点分析
詹淑琴　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
神经内科抑郁焦虑的识别与评估
汪　凯　安徽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褪黑素能药物的循证进展
刘春风　苏州大学附属第二医院

第十一分会场   3JIH

17:30-18:30
主　席：董　强 教授
偏头痛的发病机制和治疗                                         
于生元　解放军总医院

第十二分会场   华夏厅1

12:00-13:00

主　席：董　强 教授
凯时凯那序贯治疗脑小血管病                               
徐　运　南京鼓楼医院
前列腺素类物质的前世今生                                        
刘丽萍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天坛医院

第十四分会场   世纪厅

12:00-13:00
主　席：崔丽英 教授
抗癫痫药物的治疗选择                                           
王玉平　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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