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欢迎辞
2020年是特殊的一年，“健康所系，性命相托”，

疫情来临时，全国医务工作者铭记誓言、不忘初心、众

志成城，毅然投入到抗击新型冠状病毒的战役中去，取

得了显著的成绩！值此中华医学会第二十三次全国神经

病学学术会议隆重召开之际，谨代表中华医学会神经病

学分会和大会组委会，向全体医务人员致以崇高的敬

意！向全国各地神经病学同道表示热烈的欢迎和衷心的

感谢！

全国神经病学学术会议是全国神经病学界重要的展

示与交流平台，为积极响应国家疫情防控不松懈、科研

工作不停歇、学习不止步的号召，经中华医学会和中华

医学会神经病学分会讨论，本次全国神经病学学术会议

改为线上召开。本次会议将充分利用云端会议的优势，

开放免费直播端口，力求做成一场信息量大、覆盖面

广、参与度高的全国神经病学盛会。

本次会议得到了全国各地同道的踊跃参与和支持，

共收到论文投稿6577篇，共安排特邀报告7个、专题研

讨会243场、论文交流342篇、壁报交流1060篇，并设

专家面对面特色线上专场，共讨论点评七个病例分析。

本次会议还将进行“优秀论文奖”和“优秀壁报奖”的

评选，对优秀的论文进行表彰奖励。

衷心感谢中华医学会的大力支持和为促成此次会议

作出的不懈努力！衷心感谢全体中华医学会神经病学分

会委员与各学组在此次会议的组织中高效的工作！衷心

感谢全国神经病学同道对学术交流的热情和对本次会议

的支持！祝大会圆满成功！

中华医学会神经病学分会
2020年9月18日

王拥军  教授
大会主席

中华医学会神经病学分会
主任委员

曾进胜  教授
大会执行主席

中华医学会神经病学分会
候任主任委员

王拥军  教授
大会主席

曾进胜  教授
大会执行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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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议组织机构

大会主席：

王拥军   崔丽英   曾进胜        

大会副主席： 
董　强   徐　运   肖　波   焉传祝

学术委员会：（按姓氏笔画排序）
丁　里 王　伟 王　坚 王小姗 王玉平 王延江 王丽华 王丽娟 

王拥军 王佳伟 王振海 王朝霞 王满侠 文国强 卢祖能 毕建忠 

朱以诚 朱遂强 刘　军 刘学源 江　泓 杜怡峰 李　新 李国忠 

李柱一 杨　弋 杨清武 杨新玲 肖　波 吴　珊 吴志英 何　俐 

何志义 汪　昕 汪　凯 张　俊 张　通 张克忠 张杰文 张宝荣 

张哲成 张晓莺 陆正齐 陈万金 陈会生 陈晓春 陈海波 周　东 

武　剑 赵　钢 赵玉华 赵玉武 赵性泉 赵重波 胡　波 胡文立 

胡全忠 施福东 秦　超 秦新月 袁　军 徐　运 徐仁伵 徐安定 

郭　力 郭军红 谈　颂 焉传祝 黄旭升 黄勇华 戚晓昆 崔　俐 

崔丽英 彭　斌 彭丹涛 董　强 曾进胜 管阳太 谭　兰 滕军放 

潘速跃 薛　蓉　

组织委员会： 
主　　席：王拥军    

执行主席：曾进胜 潘速跃    

委员：（按姓氏笔画排序） 
丁　里 王　伟 王　坚 王小姗 王玉平 王延江 王丽华 王丽娟 

王拥军 王佳伟 王振海 王朝霞 王满侠 文国强 卢祖能 毕建忠 

朱以诚 朱遂强 刘　军 刘学源 江　泓 杜怡峰 李　新 李国忠 

李柱一 杨　弋 杨清武 杨新玲 肖　波 吴　珊 吴志英 何　俐 

何志义 汪　昕 汪　凯 张　俊 张　通 张克忠 张杰文 张宝荣 

张哲成 张晓莺 陆正齐 陈万金 陈会生 陈晓春 陈海波 周　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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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　剑 赵　钢 赵玉华 赵玉武 赵性泉 赵重波 胡　波 胡文立 

胡全忠 施福东 秦　超 秦新月 袁　军 徐　运 徐仁伵 徐安定 

郭　力 郭军红 谈　颂 焉传祝 黄旭升 黄勇华 戚晓昆 崔　俐 

崔丽英 彭　斌 彭丹涛 董　强 曾进胜 管阳太 谭　兰 滕军放 

潘速跃 薛　蓉

大会秘书处： 
李国营 陈华红 赵性泉 蔡晓杰 张　悦 李子孝 秦海强 范玉华 

李　立 李晓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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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 主会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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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十五
分会场

第十六
分会场

9月18日       （星期五）

09:00-12:00 　 　 　 　 　 　 　 　 　 　 　 　 　 　 　 　 　

12:00-12:30 学术专场 　 　 　 　 　 　 　 　 　 　 　 　 　 　 　 　

13:00-18:10
青委

学术会议
　 　 　 　 　 　 　 　 　 　 　 　 　 　 　 　

14:00-15:30 学术专场 　 　 　 　 　 　 　 　 　 　 　 　 　 　 　 　

2020/9/19     （星期六）

08:00-08:30 开幕式

　 　 　 　 　 　 　 　 　 　 　 　 　 　 　 　
08:30-09:30

全体大会
1(1-2)

09:30-10:30
全体大会
2(3-4)

　 　 　 　 　 　 　 　 　 　 　 　 　 　 　 　

10:30-12:00
全体大会
3(5-7)

　 　 　 　 　 　 　 　 　 　 　 　 　 　 　 　

11:30-12:00 学术专场 学术专场 　 　 　 　 　 学术专场 学术专场 　 　 学术专场 　 　 　 　 　

12:00-12:30 学术专场 学术专场

12:30-13:00 学术专场 学术专场

14:00-15:30 　
脑血管病

1
脑血管病

3
脑血管病5 
(神经介入)

肌电图及
临床生理1

神经肌肉
病与周围
神经病1

脑电图与
癫痫1

痴呆与认
知障碍1

帕金森病
及运动障

碍1

神经遗传
1

神经康复
1

神经免疫
1

神经影像
1

感染与脑脊
液细胞学1

神经转化
1

神经心理
与行为神

经病1

神经免疫
7

15:30-16:00 　 专题会 专题会 　 　 专题会 专题会 　专题会 专题会 　 　 专题会 　 　 　 　 　

16:00-17:30 　
脑血管病

2
脑血管病

4
脑血管病6 
(神经介入)

肌电图及
临床生理2

神经肌肉
病与周围
神经病2

脑电图与
癫痫2

痴呆与认
知障碍2

帕金森病
及运动障

碍2

神经遗传
2

神经康复
2

神经免疫
2

神经影像
2

感染与脑脊
液细胞学2

神经转化
2

神经心理
与行为神

经病2

神经免疫
8

19:30-22:00 　
专家

面对面1
　 　 　 　 　 　 　 　 　 　 　 　 　 　 　

日程一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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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 主会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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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十五
分会场

第十六
分会场

9月18日       （星期五）

09:00-12:00 　 　 　 　 　 　 　 　 　 　 　 　 　 　 　 　 　

12:00-12:30 学术专场 　 　 　 　 　 　 　 　 　 　 　 　 　 　 　 　

13:00-18:10
青委

学术会议
　 　 　 　 　 　 　 　 　 　 　 　 　 　 　 　

14:00-15:30 学术专场 　 　 　 　 　 　 　 　 　 　 　 　 　 　 　 　

2020/9/19     （星期六）

08:00-08:30 开幕式

　 　 　 　 　 　 　 　 　 　 　 　 　 　 　 　
08:30-09:30

全体大会
1(1-2)

09:30-10:30
全体大会
2(3-4)

　 　 　 　 　 　 　 　 　 　 　 　 　 　 　 　

10:30-12:00
全体大会
3(5-7)

　 　 　 　 　 　 　 　 　 　 　 　 　 　 　 　

11:30-12:00 学术专场 学术专场 　 　 　 　 　 学术专场 学术专场 　 　 学术专场 　 　 　 　 　

12:00-12:30 学术专场 学术专场

12:30-13:00 学术专场 学术专场

14:00-15:30 　
脑血管病

1
脑血管病

3
脑血管病5 
(神经介入)

肌电图及
临床生理1

神经肌肉
病与周围
神经病1

脑电图与
癫痫1

痴呆与认
知障碍1

帕金森病
及运动障

碍1

神经遗传
1

神经康复
1

神经免疫
1

神经影像
1

感染与脑脊
液细胞学1

神经转化
1

神经心理
与行为神

经病1

神经免疫
7

15:30-16:00 　 专题会 专题会 　 　 专题会 专题会 　专题会 专题会 　 　 专题会 　 　 　 　 　

16:00-17:30 　
脑血管病

2
脑血管病

4
脑血管病6 
(神经介入)

肌电图及
临床生理2

神经肌肉
病与周围
神经病2

脑电图与
癫痫2

痴呆与认
知障碍2

帕金森病
及运动障

碍2

神经遗传
2

神经康复
2

神经免疫
2

神经影像
2

感染与脑脊
液细胞学2

神经转化
2

神经心理
与行为神

经病2

神经免疫
8

19:30-22:00 　
专家

面对面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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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 主会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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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十五
分会场

第十六
分会场

2020/9/20     （星期日）

08:30-10:00 　
脑血管病

7
脑血管病

11

脑血管病
15

(神经介入)
睡眠障碍 1

神经肌肉
病与周围
神经病3

脑电图与
癫痫3

痴呆与认
知障碍3

帕金森病
及运动障

碍3

神经遗传
3

神经病理
1

神经免疫
3

神经影像
3

感染与脑脊
液细胞学3

神经转化
3

神经心理
与行为神

经病3

神经重症
1

10:00-11:30 　
脑血管病

8
脑血管病

12

脑血管病
16

(神经介入)
睡眠障碍 2

神经肌肉
病与周围
神经病4

脑电图与
癫痫4

痴呆与认
知障碍4

帕金森病
及运动障

碍4

神经遗传
4

神经病理
2

神经免疫
4

神经影像
4

感染与脑脊
液细胞学4

神经转化
4

神经心理
与行为神

经病4

神经重症
2

　 　 　 　 　 　 　 　 　 　 　 　 　 　 　 　

14:00-15:30 　
脑血管病

9
脑血管病

13
　 眩晕1

神经肌肉
病与周围
神经病5

脑电图与
癫痫5

头痛 1
帕金森病
及运动障

碍5

神经遗传
5

神经病理
3

神经免疫
5

神经影像
5

护理专场1 　 　 　

15:30-16:00 　 　 　 　 　 　 　 专题会 　 　 专题会 　 　 　 　 　

16:00-17:30 　
脑血管病

10
脑血管病

14
　 眩晕2

神经肌肉
病与周围
神经病6

脑电图与
癫痫6

头痛 2
帕金森病
及运动障

碍6

神经遗传
6

神经病理
4

神经免疫
6

神经影像
6

护理专场2 　 　 　

17:30-18:00 　
学术专场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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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 主会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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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十五
分会场

第十六
分会场

2020/9/20     （星期日）

08:30-10:00 　
脑血管病

7
脑血管病

11

脑血管病
15

(神经介入)
睡眠障碍 1

神经肌肉
病与周围
神经病3

脑电图与
癫痫3

痴呆与认
知障碍3

帕金森病
及运动障

碍3

神经遗传
3

神经病理
1

神经免疫
3

神经影像
3

感染与脑脊
液细胞学3

神经转化
3

神经心理
与行为神

经病3

神经重症
1

10:00-11:30 　
脑血管病

8
脑血管病

12

脑血管病
16

(神经介入)
睡眠障碍 2

神经肌肉
病与周围
神经病4

脑电图与
癫痫4

痴呆与认
知障碍4

帕金森病
及运动障

碍4

神经遗传
4

神经病理
2

神经免疫
4

神经影像
4

感染与脑脊
液细胞学4

神经转化
4

神经心理
与行为神

经病4

神经重症
2

　 　 　 　 　 　 　 　 　 　 　 　 　 　 　 　

14:00-15:30 　
脑血管病

9
脑血管病

13
　 眩晕1

神经肌肉
病与周围
神经病5

脑电图与
癫痫5

头痛 1
帕金森病
及运动障

碍5

神经遗传
5

神经病理
3

神经免疫
5

神经影像
5

护理专场1 　 　 　

15:30-16:00 　 　 　 　 　 　 　 专题会 　 　 专题会 　 　 　 　 　

16:00-17:30 　
脑血管病

10
脑血管病

14
　 眩晕2

神经肌肉
病与周围
神经病6

脑电图与
癫痫6

头痛 2
帕金森病
及运动障

碍6

神经遗传
6

神经病理
4

神经免疫
6

神经影像
6

护理专场2 　 　 　

17:30-18:00 　
学术专场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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详细日程

12:30-13:00 学术专场

尤瑞克林治疗缺血性脑卒中功能预后优势
主持：崔丽英　中国医学科学院北京协和医院
　　　蒲传强　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第一医学中心
讲者：董　强　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

13:00-13:20 青委论坛 开幕式
主持人：王伊龙　楼　敏　江　泓　唐　毅

13:00-13:20 现任主委、前任主委、候任主委视频致辞

13:20-14:10
青委论坛 1
主持人：王伊龙　骆　祥　杨春晓　刘竞丽　张振昶　侯晓霖
　　　　张　茹

13:20-13:30 专题发言
脑卒中登记平台的创建：经验与教训
王伊龙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天坛医院

13:30-13:40 专题发言
血脑屏障破坏与脑小血管病：从基础到临床
范玉华　中山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13:40-13:50 专题发言
穿支动脉梗死的发病机制探索
吴　波　四川大学华西医院

13:50-14:00 专题发言
隐源性卒中与偏头痛病因-右向左分流评价新体系建立与
应用
邢英琦　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

14:00-14:10 讨　论　

14:10-15:10 青委论坛 2
主持人：朱以诚　马明明　刘永红　李　阳　吴凌峰

14:10-14:20 专题发言
遗体捐赠志愿者生前队列带来的初步思考
朱以诚　北京协和医院

2020/9/18  主会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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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20-14:30 专题发言
利妥昔单抗治疗重症肌无力的证据和现状
赵重波   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

14:30-14:40 专题发言
眼咽远端肌病致病基因鉴定及发病机制初探
王朝霞   北京大学第一医院

14:40-14:50 专题发言
重症肌无力的精准研究体系和治疗达标实践
李海峰   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

14:50-15:00 专题发言
二代基因测序在中枢神经系统感染中的应用
孟    强   云南省第一人民医院

15:00-15:10 讨  论

15:10-16:10 青委论坛 3
主持人：唐　毅   范　佳   刘汉兴   高长越   王贺波

15:10-15:20 专题发言
阿尔茨海默病运动障碍的识别与管理
潘晓东　福建医科大学附属协和医院

15:20-15:30 专题发言
Alzheimer病的免疫-血管-代谢互作机制研究
徐俊首　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天坛医院

15:30-15:40 专题发言
脑白质疏松症的病因及机制探讨
朱小群　安徽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15:40-15:50 专题发言
脑功能网络变化在癫痫诊疗中的作用及思考
丁　晶　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

15:50-16:00 专题发言
阿尔茨海默病疾病模型的思考
唐　毅　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

16:00-16:10 讨　论

16:10-17:10 青委论坛 4
主持人：楼　敏　蒋　超　李敬伟　刘　涛　郝　勇

16:10-16:20 专题发言
脑类淋巴系统和急性脑缺血
楼　敏　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二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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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20-16:30 专题发言
神经免疫病肠道菌群机制及干预研究
邱　伟　中山大学附属第三医院

16:30-16:40 专题发言
MOG脑脊髓炎的诊治思考
李春阳　内蒙古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16:40-16:50 专题发言
活检后中枢性瘤样炎性脱髓鞘病与脑肿瘤误诊病例分析
刘建国　
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第六医学中心（原海军总医院）

16:50-17:00 专题发言
自身免疫性脑炎抗体合成细胞的靶向治疗
郭守刚　山东省立医院

17:00-17:10 讨　论

17:10-18:10 青委论坛 5
主持人：江　泓　陈万金　李淑华　丛树艳

17:10-17:20 专题发言
血清神经丝轻链蛋白（sNfL）与脊髓小脑性共济失调3型
（SCA3）疾病严重程度相关性研究
江　泓　中南大学湘雅医院

17:20-17:30 专题发言
以小脑为靶点的神经调控治疗初步探索
吴逸雯　上海瑞金医院

17:30-17:40 专题发言
智能量化评估对帕金森症患者诊治价值探讨
巫嘉陵　天津市环湖医院

17:40-17:50 专题发言
运动障碍病的外周康复干预技术研究
靳令经　同济大学附属同济医院

17:50-18:00 专题发言
从神经递质及环路看帕金森痴呆及应对
罗晓光　深圳市人民医院

18:00-18:10 讨　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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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9/19　　主会场

08:00-08:30 开幕式
主持人：曾进胜

08:30-09:30 全体大会1
主持人：王拥军　崔丽英

08:30-09:00 大会报告
谈谈科研与创新
韩济生　北京大学神经科学研究所

09:00-09:30 大会报告
认知科学的三大基石及其对脑疾病研究不可替代的作用
陈　霖　中国科学院生物物理研究所

09:30-10:30 全体大会2
主持人：曾进胜　蒲传强

09:30-10:00 大会报告
中国卒中防治现状与对策
王拥军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天坛医院 

10:00-10:30 大会报告
G6PD缺乏症与缺血性脑血管病
曾进胜　中山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10:30-12:00 全体大会3
主持人： 吕传真　 饶明俐　贾建平

10:30-11:00 大会报告
Direct-MT解读
刘建民　海军军医大学附属长海医院

11:00-11:30 大会报告
Windows to the Brain（脑之窗）
施福东　天津医科大学总医院

11:30-12:00 大会报告
从后循环BEST来看卒中临床研究的方向
刘新峰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12:00-12:30 学术专场

急性缺血性卒中侧支循环的临床研究进展
主持：崔丽英　中国医学科学院北京协和医院
　　　蒲传强　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第一医学中心
讲者：盛文利　中山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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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30-13:00 学术专场

缺血性卒中规范治疗与综合管理 
讲者：彭　斌　中国医学科学院北京协和医院
主持：曾进胜　中山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樊东升　北京大学第三医院

13:00-13:30 学术专场
/
讲者：谭　兰　青岛市市立医院
主持：贾建平　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

第一分会场

12:00-12:30 学术专场
疫情中急性缺血性卒中静脉溶栓绿色通道的优化。
主持：李小刚　北京大学第三医院
讲者：张佩兰　天津环湖医院

13:00-13:30 学术专场
卒中防护 抗栓基石
主持：曾进胜　中山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讲者：徐安定　暨南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14:00-15:30 脑血管病专场 1：缺血性脑卒中治疗进展一
主持人：崔丽英　王拥军　赵性泉

14:00-14:15 专题发言
急性大血管闭塞的快速病因分型：CHESS
程　忻　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

14:15-14:30 专题发言
后循环轻型卒中的血管内治疗探索
韩建峰　西安交通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14:30-14:45 专题发言
急性缺血性卒中除了开通治疗，我们还能做什么？
陈会生　中国人民解放军北部战区总医院

14:45-15:00 专题发言
免疫干预联合tPA溶栓治疗急性缺血性脑卒中的研究进展
刘　强　延安大学附属医院

15:00-15:06 论文发言
一种检测大血管闭塞及其原因的新型院前分流量表
王嘉楠　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二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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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06-15:12 论文发言
强化他汀联合静脉溶栓治疗急性缺血性卒中的随机对照
研究
李玉峰　暨南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15:12-15:18 论文发言
轻型卒中患者静脉溶栓与非静脉溶栓效果评价及分析研究
邹　宁　常德市第一人民医院

15:18-15:24 论文发言
血清同型半胱氨酸对不同性别急性轻型卒中/TIA患者氯
吡格雷疗效的预测作用研究
黎洁洁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天坛医院神经病学中心

15:24-15:30 论文发言
急性缺血性卒中机械性取栓术围手术期应用替罗非班的
临床疗效和安全性研究
尹家文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九人民医院

15:30-16:00 专题会
/
讲者：张亚清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天坛医院 
主持：曾进胜　中山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16:00-17:30 脑血管病专场 2：缺血性脑卒中治疗进展二
主持人： 刘　鸣 　徐安定　 贺茂林

16:00-16:15 专题发言
血脑屏障功能障碍的评估及相关疾病诊断的探索
滕军放　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16:15-16:30 专题发言
缺血性卒中早期血糖血脂管理进展
徐安定　暨南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16:30-16:45 专题发言
急性缺血性脑血管病再通和再灌注技术进展
武　剑　北京清华长庚医院

16:45-17:00 专题发言
从最新视角聚焦缺血性卒中的再通治疗
王丽华　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

17:00-17:06 论文发言
缺血性卒中患者血管内治疗后即刻双能CT和平扫CT预
测24小时出血的准确性比较
赵玉绮　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二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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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17:12 论文发言
中国缺血性卒中患者桥接取栓与直接取栓有效性及安全
性比较： 基于全国卒中中心登记数据库的真实世界研究
耿　畅　中国医学科学院北京协和医院

17:12-17:18 论文发言
急性脑梗死静脉溶栓后远隔部位出血的临床研究
孙晓培　大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17:18-17:24 论文发言
上海市急性缺血性脑卒中静脉溶栓治疗现况
谢亚男　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

17:24-17:30 论文发言
阿加曲班联合阿替普酶治疗急性缺血性卒中的有效性和
安全性研究(ARAIS)：方法和设计
杨营营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天坛医院

19:30-22:00 专家面对面
主持人：王拥军　崔丽英　曾进胜　蒲传强　彭　斌

19:30-19:50 病例讨论 病例 1

19:50-20:10 病例讨论 病例 2

20:10-20:30 病例讨论 病例 3

20:30-20:50 病例讨论 病例 4

20:50-21:10 病例讨论 病例 5

21:10-21:30 病例讨论 病例 6

21:30-21:50 病例讨论 病例 7

21:50-22:00 讨　论

评　委：董　强　徐　运　肖　波　焉传祝　王玉平　张　通　彭　斌　戚晓昆  
　　　　黄旭升　王佳伟　施福东　郭　力　何志义　杨　弋　汪　昕　管阳太
　　　　刘　军　张宝荣　张杰文　王　伟　王延江　何　俐　赵　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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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分会场

14:00-15:30 脑血管病专场 3：出血及缺血性脑血管病诊治进展
主持人： 蒲传强 　朱遂强　杨　弋

14:00-14:20 专题发言
脑出血患者中脑小血管病　NIHSS评分与预后的思考
傅　毅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瑞金医院

14:20-14:40 专题发言
蛛网膜下腔出血常见并发症及其防治策略
秦　超　广西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14:40-15:00 专题发言
静脉窦狭窄与特发性颅内高压
饶明俐　吉林大学白求恩第一医院

15:00-15:06 论文发言
血清非高密度脂蛋白水平对急性缺血性脑卒中患者出血
转化的预测价值
王亚楠　四川大学华西医院神经内科

15:06-15:12 论文发言
一例CALR基因突变型原发性血小板增多症导致的反复
脑梗死 合并脑出血病例报道及文献复习
陈　蓉　空军军医大学西京医院

15:12-15:18 论文发言
外周血Th17/Treg细胞亚群在急性缺血性脑卒中患者的
水平变化及临床意义
周发英　陆军特色医学中心（大坪医院）

15:18-15:24 论文发言
132例动脉瘤性蛛网膜下腔出血患者的临床特征　治疗
方法与预后关系的病例分析
郭加欢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天坛医院

15:24-15:30 论文发言
干细胞移植治疗缺血性卒中不同移植途径的疗效性分析
谭丽喜　广东药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15:30-16:00 专题会

从最新国内外指南看缺血性卒中二级预防血脂管理新策略
讲者：周盛年　山东大学齐鲁医院
主持：曾进胜　中山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徐　运　南京大学附属鼓楼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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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00-17:24 脑血管病专场 4：脑血管病影像研究进展一
主持人： 黄如训　刘运海　王丽娟

16:00-16:15 专题发言
颈动脉的几何构型与颅内粥样硬化
徐蔚海　中国医学科学院北京协和医院

16:15-16:30 专题发言
高分辨核磁在脑血管病诊治中的实战应用
刘尊敬　中日友好医院

16:30-16:45 专题发言
脑灌注成像在急性缺血性卒中的应用
楼　敏　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二医院

16:45-17:00 专题发言
磁敏感加权成像（SWI）在急性脑梗死中的应用
孙伟平　北京大学第一医院

17:00-17:06 论文发言
白质高信号定量计分与脑小血管病卒中后早期认知损害
的联系
刘晓露　中山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17:06-17:12 论文发言
TTP“黑洞征”预测急性脑梗死DWI核心梗死的准确
性：灵敏度和特异度分析
董书菊　四川大学华西医院

17:12-17:18 论文发言
单发皮质下梗死患者大脑中动脉斑块分布与豆纹动脉相
关性的高分辨核磁共振管壁成像研究
姜　帅　四川大学华西医院

17:18-17:24 论文发言
患侧横窦非优势显影：一种急性前循环大动脉闭塞性缺
血性卒中预后的影像学标记物
陈　逸　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二医院

第三分会场

14:00-15:00 脑血管病专场 5 ：脑血管病介入专场一
主持人： 杨清武　牛国忠　孙钦建

14:00-14:20 专题发言
血管再通治疗中的血压管理
彭　斌　中国医学科学院北京协和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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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20-14:28 论文发言
血管内治疗对高信号血管征筛选的长时间窗急性缺血性
卒中患者预后的影响
刘文华　武汉市第一人民医院

14:28-14:36 论文发言
基底动脉串联和非串联闭塞机械取栓的疗效观察
邢鹏飞　海军军医大学第一附属医院（上海长海医院）

14:36-14:44 论文发言
椎动脉颅内段非急性期闭塞再通治疗的病例选择和策略
李永坤　福建省立医院神经内科

14:44-14:52 论文发言
BEST试验亚组分析及启示
代齐良　中国人民解放军东部战区总医院

14:52-15:00 论文发言
血管内治疗术中不同麻醉方式的选择对后循环大血管闭
塞患者预后的影响
吴隆飞　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

15:30-17:30 脑血管病专场 6 ：脑血管病介入专场二
主持人： 柯开富　郭富强　刘煜敏

15:30-15:50 专题发言
基底动脉狭窄介入治疗57例：一项单中心的临床研究
王守春　吉林大学白求恩第一医院

15:50-16:10 专题发言
缺血性脑血管病非急诊介入治疗术前评估
朱武生　中国人民解放军东部战区总医院

16:10-16:18 论文发言
慢性颈内动脉闭塞不同术式的个体化选择与疗效分析
吴　伟　山东大学齐鲁医院

16:18-16:26 论文发言
一种新型的DWI后循环评分用于预测急性基底动脉的无
效再通
佟　旭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天坛医院

16:26-16:34 论文发言
急性缺血性脑卒中血管内治疗后出血性转化的影响因素
探讨
尹　琳　大连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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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34-16:42 论文发言
急性前循环大血管闭塞性卒中早期血管内治疗术后血压
与临床预后的关系
黄显军　皖南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弋矶山医院）

16:42-16:50 论文发言
心脏外科围手术期急性脑梗死的临床特点及血管内治疗
的探索
张广征　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

16:50-16:58 论文发言
颅内支架置入术后缺血性脑卒中复发的危险因素分析
李广文　青岛大学附属医院

16:58-17:06 论文发言
颈动脉夹层所致急性脑梗死的介入取栓
叶新春　徐州医科大学附属医院

17:06-17:14 论文发言
非急性症状性大脑中动脉完全闭塞性疾病的血管内再通
治疗和短期随访结果
郑梅梅　山东省千佛山医院

17:14-17:22 论文发言
急性脑梗死患者机械取栓术后血管再闭塞的相关因素和
预后分析
李翔宇　天津市环湖医院

17:22-17:30 论文发言
醒后大血管闭塞急性脑梗死血管内治疗的临床资料分析
张文胜　河源市人民医院

第四分会场

14:00-15:32 肌电图及临床生理专场 1
主持人：樊东升　黄旭升

14:00-14:20 专题发言
中国神经肌肉病诊断治疗指南介绍
管宇宙　北京协和医院

14:20-14:40 专题发言
帕金森病感觉障碍及电生理研究
王晓明　川北医学院附属医院

14:40-15:00 专题发言
化疗诱导的周围神经病
许　虹　昆明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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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00-15:08 论文发言
特发性炎症性肌病患者电生理表现及其与肌力　肌酸激
酶　肌痛　病程的相关性研究
谢莉红　兰州大学第一医院

15:08-15:16 论文发言
电生理检测方法在多系统萎缩和帕金森病诊断中的应用
胡望望　温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15:16-15:24 论文发言
早期肌萎缩侧索硬化患者重频电刺激改变提示疾病进展
马婧玥　北京大学第三医院

15:24-15:32 论文发言
85例腓骨肌萎缩症患者的神经电生理检测特征研究
郭玲玲　福建医科大学

16:00-17:30 肌电图及临床生理专场 2
主持人：潘　华　管宇宙

16:00-16:25 专题发言
F波，A波和复杂晚电位
潘　华　北京天坛医院

16:25-16:50 专题发言
结旁区抗体相关CIDP
张哲成　天津市第三中心医院

16:50-16:58 论文发言
探讨前角与前根病变在电生理检测结果上的异同
王恒恒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天坛医院

16:58-17:06 论文发言
神经超声及电生理对于CIDP免疫治疗方案选择的指导
价值
牛婧雯　中国医学科学院北京协和医院

17:06-17:14 论文发言
速率依赖性衰减在肌萎缩侧索硬化中受损
周夏俊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仁济医院(东院)

17:14-17:22 论文发言
特发性震颤、帕金森震颤、特发性震颤合并帕金森病的
表面肌电特点
冯焕焕　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

17:22-17:30 论文发言
以呼吸困难为首发症状的运动神经元病（附一例报告及
文献分析）
宋斐斐　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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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分会场

14:00-16:00
神经肌肉病与周围神经病专场 1： 
疑难病例荟萃（上半场）
主持人：　焉传祝　陈　琳　沈定国　卢家红

14:00-14:20 病例讨论
男，19岁，咳嗽伴呼吸困难2天
郑艺明　北京大学第一医院

14:20-14:40 病例讨论
男，30岁，进行性加重四肢无力、肌萎缩5个月
赵　哲　河北医大第三医院

14:40-15:00 病例讨论
青年男性,肢体震颤1年，踮脚无力6个月
洪道俊　南昌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15:00-15:20 病例讨论
口角左偏6月余，四肢麻木无力5月
牛婧雯　北京协和医院

15:20-15:40 病例讨论
吐词不清、肢体萎缩无力3年
肖　飞　重庆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神经内科

15:40-16:10 专题会
成人脊髓性肌萎缩症疾病修正治疗进展
主持：王拥军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天坛医院
讲者：戴　毅　中国医学科学院北京协和医院

16:10-17:30
神经肌肉病与周围神经病专场 2： 
疑难病例荟萃（下半场）
主持人：蒲传强　崔丽英　袁　云　黄旭升 

16:10-16:30 病例讨论
间断呕吐、渐进性四肢麻木、无力7月余
陈　海　北京宣武医院

16:30-16:50 病例讨论
男，18岁，四肢无力3年
戴廷军　山东大学齐鲁医院

16:50-17:10 病例讨论
男，31岁，自幼运动较同龄人差
石　强　解放军总医院第一医学中心

17:10-17:30 病例讨论
青年男性，足下垂伴上睑下垂1.5年
岳冬曰　上海市静安区中心医院神经内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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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分会场

14:00-15:32 脑电图与癫痫专场 1：癫痫内科诊断
主持人：丁美萍　张颖冬　赵永波

14:00-14:20 专题发言
成人癫痫基因研究进展
廖卫平　广州医学院第二附属医院

14:20-14:40 专题发言
中枢神经系统病毒感染继发癫痫发作及癫痫的诊疗进展
陈阳美　重庆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

14:40-15:00 专题发言
TrkB与癫痫的研究进展
韩雁冰　昆明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15:00-15:08 论文发言
MELAS相关癫痫的临床特点及预后相关因素分析
李嘉爱　吉林大学第一医院

15:08-15:16 论文发言
外显子组测序和重新解读基因检测报告在儿童及成人癫
痫中的临床价值
蒋永莉　空军军医大学西京医院

15:16-15:24 论文发言
OCM 酶基因多态性与丙戊酸致畸易感性的关系
朱少芳　中山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15:24-15:32 论文发言
线粒体脑肌病临床与各阶段电生理特点
王柯黙　山东大学齐鲁医院

15:30-16:00 专题会
AMPA机制在抗癫治疗中的获益与前景
主持：周　东　四川大学华西医院
讲者：王　群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天坛医院

16:00-17:32 脑电图与癫痫专场 2：神经电生理
主持人：王薇薇　刘振国　谭　兰

16:00-16:20 专题发言
常规脑电图检查的基本要求和临床应用
朱国行　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

16:20-16:40 专题发言
癫痫持续状态的脑电图诊断
王　群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天坛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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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40-17:00 专题发言
儿童失神癫痫临床脑磁图研究
王小姗　南京脑科医院（南京医科大学附属脑科医院）

17:00-17:08 论文发言
长程脑电监测在意识障碍患者诊疗中的应用价值
黄　莎　中南大学湘雅医院

17:08-17:16 论文发言
三种癫痫模型的电生理特征及多脑区激活模式的对比
杨华俊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天坛医院

17:16-17:24 论文发言
特发性伴中央颞区棘波癫痫谱系疾病的GRIN2A基因和
ELP4基因变异与异常放电源的相关性研究
段亦然　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

17:24-17:32 论文发言
散发性克雅氏病脑电图周期性放电模式及演变
卢　强　中国医学科学院北京协和医院

第七分会场

12:00-12:30 学术专场

如何尽早识别并诊断阿尔茨海默病患者：生物标志物测
试在临床实践中的应用
主持：董　强　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
讲者：郁金泰　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  

12:30-13:00 学术专场

Gantenerumab的三期临床试验：如何吸取既往Aβ
靶向单抗临床研究的经验教训从而优化研究设计 
讲者：施　炯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天坛医院
主持：陈晓春　福建医科大学附属协和医院

14:00-15:30 痴呆与认知障碍专场 1
主持人：张杰文　贾建平　彭丹涛　曹云鹏

14:00-14:05 致　　辞
痴呆与认知障碍学组组长致辞
陈晓春　福建医科大学附属协和医院

14:05-14:20 专题报告
认知单元模式和阿尔茨海默病研究
贾建平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宣武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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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20-14:35 专题发言
脂质代谢物可扰乱大尺度静息态网络连接并加速阿尔茨
海默病谱系人群的认知衰退速度
王　清　东南大学附属中大医院

14:35-14:50 专题发言
探究认知正常人群关于阿尔兹海默病病理标志物的认知
弹性与大脑弹性变化及其影响因素
林　立　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

14:50-15:05 专题发言
阿尔茨海默病患者血浆神经源性外泌体的TDP-43表达
张　楠　天津医科大学总医院

15:05-15:15 论文发言
动脉僵硬度与脑白质微结构损害及认知功能下降的关
系：社区人群队列研究
韩　菲　北京协和医院

15:15-15:25 讨　　论

15:25-15:30 主席总结

15:30-16:00 专题会
阿尔茨海默病药物研发最新进展
主持：陈晓春　福建医科大学附属协和医院
讲者：潘小平　广州市第一人民医院

16:00-17:30 痴呆与认知障碍专场 2（专题讨论）
主持人：高　晶　章军建　罗本燕　纪　勇

16:00-16:15 专题发言
MAPT突变基因型表型相关性及其异质性
毛晨晖　北京协和医院

16:15-16:30 专题发言
血细胞来源Aβ在阿尔茨海默病发生中的作用和机制研究
卜先乐　陆军军医大学大坪医院

16:30-16:45 专题发言
不同时长慢性睡眠片段化对正常小鼠脑部阿尔茨海默病
样病理改变的影响
黄丽芳　华科大附属同济医院

16:45-16:55 论文发言
NOTCH2NLC基因重复扩展突变在神经变性性痴呆患者
中的突变分析研究 
焦　彬　中南大学湘雅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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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55-17:05 论文发言
基线血浆Aβ1-42水平升高与正常认知人群的认知能力
显著下降有关：一项西安农村地区为期两年的随访研究 
王　瑾　西安交通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17:05-17:15 论文发言
睡眠与全因认知障碍或痴呆风险的关系：一项最新的系
统评价及Meta分析 
徐　伟　青岛市市立医院

17:15-17:25 讨　论

17:25-17:30 主席总结

第八分会场

12:00-12:30 学术专场
新诊帕金森患者的优化治疗
主持：陈生弟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瑞金医院
讲者：肖　勤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瑞金医院

14:00-15:00 帕金森病及运动障碍专场 1：专题讲座 1
主持：王　青　王振福　徐仁伵

14:00-14:20 专题发言
原发性震颤遗传机制研究
唐北沙　中南大学湘雅医院

14:20-14:40 专题发言
肌张力障碍的遗传学研究进展
万新华　中国医学科学院北京协和医院

14:40-15:00 专题发言
颈部肌张力障碍的异常脑连接网络研究
靳令经　上海市同济医院(同济大学附属同济医院) 

15:00-15:30 帕金森病及运动障碍专场 1：论文发言 1
主持：陶恩祥　黄　卫　王晓平

15:00-15:10 论文发言
扫描时间窗口对帕金森病患者18F-FP-DTBZ PET的影响
刘疏影　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

15:10-15:20 论文发言
中国人群中ADAM10基因的rs442495和rs593742位点与
帕金森病和帕金森病认知障碍的易感性无关
张　飘　广东省人民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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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20-15:30 论文发言
脑小血管病对帕金森病运动　认知　情绪多维度功能结
局的影响
陈慧敏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天坛医院

15:30-16:00 专题会
MAO-BI在PD治疗中的进展
主持：陈海波　北京医院
讲者：冯　涛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天坛医院

16:00-17:00 帕金森病及运动障碍专场 2：专题讲座 2
主持：肖　勤　梁战华　薛峥　张晓莺

16:00-16:20 专题发言
异时共生模型探讨免疫炎症介导α-synuclein传播及DA
神经元变性的机制研究。
徐评议　广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16:20-16:40 专题发言
帕金森病模式生物的多样性、机制、和应用价值
乐卫东　四川省人民医院

16:40-17:00 专题发言
帕金森病抑郁多中心调查及诊治进展
刘振国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新华医院 

17:00-17:30 帕金森病及运动障碍专场 2：论文发言 2
主持：杨新玲　叶钦勇　王铭维

17:00-17:10 论文发言
帕金森病不同临床亚型患者颅内异常铁沉积模式研究
熊　洧　中南大学湘雅三医院

17:10-17:20 论文发言
眼球活动在帕金森病和多系统萎缩的鉴别诊断价值
周　红　北京大学第一医院

17:20-17:30 论文发言
m6A修饰蛋白Mettl14对多巴胺能神经元的存活及功能
的影响
刘志豪　电子科技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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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分会场

14:00-15:30 神经遗传专场 1
主持人：陈 涛　丛树艳　赵玉华

14:00-14:30 专题发言
PKD的精准诊治及研究进展
吴志英　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二医院

14:30-15:00 专题发言
机器学习在SCA3/MJD发病年龄预测中的应用
江　泓　中南大学湘雅医院

15:00-15:30 专题发言
肌张力障碍的遗传学进展
商慧芳　四川大学华西医院

16:00-17:30 神经遗传专场 2
主持人：邬剑军　程　楠

16:00-16:15 论文发言
脊髓小脑共济失调3型代间遗传不稳定的特点研究
甘世锐　福建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16:15-16:30 论文发言
临床生化分析，角膜K-F环及头颅MRI在肝豆状核变性患
者诊断中的应用
董　毅　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二医院

16:30-16:40 论文发言
中国人群PLA2G6突变相关早发性帕金森病的基因型及
表型分析
陈　晨　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

16:40-16:50 论文发言
神经丝轻链蛋白与胶质纤维酸性蛋白作为亨廷顿病患者
生物标记物的临床应用评估
尤桦菁　中山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16:50-17:00 论文发言
神经丝轻链蛋白在脊髓小脑性共济失调3型的临床应用
研究
李全福　浙江省中医药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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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0-17:10 论文发言
肝豆状核变性患者吞咽障碍和整体病情严重程度的相关
性研究
蔡家琪　广东药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17:10-17:20 论文发言
中国肌张力障碍患者TOR1A基因 5号外显子变异筛查及
错义变异负荷分析
顾孝静　四川大学华西医院

17:20-17:30 论文发言
血清神经丝轻链蛋白（sNfL）与脊髓小脑性共济失调3
型（SCA3）疾病严重程度相关
陈　召　中南大学湘雅医院

第十分会场

14:00-16:20 神经康复专场 1 ：专题讲座
主持人：彭　英　吴　珊

14:00-14:10 专题发言
第8届神经康复学组换届以及总结汇报
张　通　中国康复研究中心

14:10-14:30 专题发言
失语症的专家共识
张　通　中国康复研究中心

14:30-14:50 专题发言
基于神经影像的失语症的评定与康复
张玉梅　北京天坛医院

14:50-15:10 专题发言
卒中患者深静脉血栓的防治
洪　华　中山大学第一医院

15:10-15:30 专题发言
震颤步态分析和康复治疗
赵　军　中国康复研究中心

15:30-15:50 专题发言
命名障碍
屈传强　山东省立医院

15:50-16:10 专题发言
帕金森病吞咽功能障碍与营养
张丽芳　北京大学深圳医院

16:10-16:20 讨论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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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20-17:30 神经康复专场 2 ：论文交流
主持人：何小明

16:20-16:30 论文发言
脑红蛋白对AMPK介导的谷氨酸损伤的保护机制研究
蔡　斌　福建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16:30-16:40 论文发言
昼夜节律紊乱对WKY与SHR大鼠海马及颈动脉的影响
王云雷　中国康复研究中心北京博爱医院

16:40-16:50 论文发言
重复经颅磁刺激对脑卒中运动功能及皮层网络连接的作
用——一项静息态功能磁共振研究
杜　鹃　中国人民解放军东部战区总医院

16:50-17:00 论文发言
交流效果促进法在早期脑卒中失语症中的应用
程　程　天津市环湖医院

17:00-17:10 论文发言
帕金森病眼球运动障碍的研究
赵翠萍　山东大学齐鲁医院

17:10-17:20 论文发言
rTMS改善MCI患者工作记忆的神经机制研究
刘　梦　上海市同济医院(同济大学附属同济医院)

17:20-17:30 讨论交流

第十一分会场

12:00-12:30 学术专场
/
主持：
讲者：

14:00-15:32 神经免疫专场 1：MS的基础与临床
主持人：许贤豪　王维治　吴卫平　赵玉武

14:00-14:20 专题发言
How to optimize treatment in relapsing-remitting 
MS 
Gilles Edan　University Hospital of Rennes, France



29

14:20-14:40 专题发言
MS treatment： looking to the future
Hans-Peter Hartung　Heinrich Heine University 
Duisseldorf, Germany

14:40-15:00 专题发言

口服特立氟胺24周的中国RMS患者 ABCG2突变
（rs2231142）与特立氟胺暴露量的相关性及安全性：
研究原理及设计
邱　伟　中山大学附属第三医院

15:00-15:08 论文发言
多发性硬化和视神经脊髓炎谱系疾病患者发生新冠肺炎
的风险
樊茉丽　天津医科大学总医院

15:08-15:16 论文发言
腔内注射雷帕霉素对EAE小鼠Gas6/TAM通路免疫调控
机制的研究
李晓玲　兰州大学第二医院

15:16-15:24 论文发言
靶向沉默MyD88诱导耐受性DC 对EAE的治疗作用
刘玲玲　吉林大学白求恩第一医院

15:24-15:30 讨　论

15:30-16:00 专题会
特立氟胺：中国MS患者的一线DMT选择
主持：施福东　天津医科大学总医院
讲者：杨春生　天津医科大学总医院

16:00-17:32 神经免疫专场 2：MOG 与 NMOSD
主持人：郭　力　刘广志　张美妮　秦新月

16:00-16:20 专题发言

From clinical trials to clinical practices in 
progressive MS
Giancarlo Comi　European Academy of 
Neurology,Italia

16:20-16:40 专题发言
基于可逆性血脑屏障开通技术的视神经脊髓炎谱系疾病
小鼠模型的构建与鉴定
管阳太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仁济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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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40-17:00 专题发言
吗替麦考酚酯治疗髓鞘少突胶质细胞糖蛋白抗体相关疾
病的长期疗效：一项前瞻性研究
徐　雁　中国医学科学院北京协和医院

17:00-17:08 论文发言
MOG抗体病颅内病灶MRI特征
李海庆　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

17:08-17:16 论文发言
MOG抗体相关脑炎临床特点与预后分析
尹翮翔　中国医学科学院北京协和医院

17:16-17:24 论文发言
基于低频超声联合微泡技术的视神经脊髓炎谱系疾病小
鼠模型的构建与鉴定
罗佳莹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仁济医院(东院)

17:24-17:32 论文发言
视神经脊髓炎谱系疾病中NF155-IgG阳性患者的临床特征
张璘洁　天津医科大学总医院

第十二分会场

14:00-15:30 神经影像专场 1
主持人：楼　敏　徐蔚海

14:00-14:20 专题发言
基于影像组学的磁共振分析方法能够早期识别临床前期
的阿尔茨海默病患者
李陶然　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

14:20-14:30 论文发言
帕金森病患者淡漠影响因素及影像学特征研究
张　煜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新华医院

14:30-14:40 论文发言
肢体起病与球部起病肌萎缩侧索硬化患者的脑结构成像
比较研究
沈东超　中国医学科学院北京协和医院

14:40-14:50 论文发言
帕金森病轻度认知功能障碍的静息态全脑网络功能研究
侯炎冰　四川大学华西医院

14:50-15:00 论文发言
成人起病的皮层强化型NIID患者的临床和病理学特征
梁慧婷　南昌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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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00-15:10 论文发言
锥体外系症候的病因及相关影像表现（神经影像专题）
戚晓昆　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第六医学中心（原海军
总医院）

15:10-15:20 论文发言
脊髓小脑性共济失调3型的临床和影像学特征分析
叶志先　福建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15:20-15:30 论文发言
Leber遗传性视神经病变视神经MRI表现分析
赵　娟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同仁医院

16:00-17:30 神经影像专场 2
主持人：刘　军　吴士文

16:00-16:20 专题发言
多巴胺转运体PET显像对帕金森病和进行性核上性麻痹
的鉴别诊断价值研究
刘丰韬　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

16:20-16:30 论文发言
LAMA2-相关肌营养不良患儿大腿骨骼肌MRI改变特点
谈丹丹　北京大学第一医院

16:30-16:40 论文发言
基于复杂脑网络的帕金森病合并不宁腿综合征的机制研究
李　哲　广东省中医院

16:40-16:50 论文发言
ALS患者单层胸部水平面CT膈肌和辅助呼吸肌结构的研究
吴　迪　东南大学附属中大医院

16:50-17:00 论文发言
眼睑痉挛的脑结构改变：一项皮质厚度和弥散张量成像
研究
郭耀敏　中山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17:00-17:10 论文发言
针刺太冲穴与丘墟穴的大脑时空动态效应研究
刘　琳　西南医科大学附属医院

17:10-17:20 论文发言
卒中后抑郁患者静息态局部脑活动与默认网络功能连接
改变的磁共振成像研究
朱瑞瑞　新乡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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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20-17:30 论文发言
大脑后皮质萎缩的神经退行性改变：大脑结构和功能的
连接　
刘　佳　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

第十三分会场

14:00-15:30 感染与脑脊液细胞学专场 1
主持人：赵　钢　王佳伟　张星虎　王满侠

14:00-14:20 专题发言
脑脊液活检
赵　钢　西北大学医学院

14:20-14:40 专题发言
自身免疫性脑炎的诊治策略
王佳伟　北京同仁医院

14:40-14:48 论文发言
自身免疫性脑炎抗体谱检测：单中心回顾
任海涛　北京协和医院

14:48-14:56 论文发言
15例GFAP-IgG相关神经系统自身免疫病临床　影像及
免疫学特点分析
刘　磊　北京同仁医院

14:56-15:04 论文发言
神经梅毒患者脑脊液中促炎细胞因子和抗炎细胞因子表
达水平的研究
李务荣　北京天坛医院

15:04-15:12 论文发言
抗NMDA受体脑炎患者的临床特征及其与脑脊液抗体滴
度的相关性分析
庞　倩　山西医科大学第一医院

15:12-15:22 讨　　论

16:00-17:30 感染与脑脊液细胞学专场 2
主持人：何俊瑛　范学文　刘卫彬　毕建忠

16:00-16:20 专题发言
脑膜癌病的诊断新进展
何俊瑛　河北医科大学第二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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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20-16:40 专题发言
神经免疫疾病与感染
刘卫彬　中山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16:40-16:48 论文发言
6例中枢神经奴卡菌感染的临床报道和文献回顾
冯国栋　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

16:48-16:56 论文发言
提高对抗体阴性自身免疫性脑炎的认识
郭燕军　北京同仁医院

16:56-17:04 论文发言
成人病毒性脑炎后自身免疫性脑炎的临床特点
付子垚　北京协和医院

17:04-17:12 论文发言
晚期神经梅毒患者脑脊液中YKL-40的表达水平增高
李务荣　北京天坛医院

17:12-17:30 讨　论

第十四分会场

14:00-15:28 神经转化专场 1
主持人：杨晓苏　曾可斌　魏翠柏

14:00-14:20 专题发言
单基因遗传性脑小血管病的诊断与鉴别诊断
何志义　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14:20-14:40 专题发言
微生物-肠-脑轴：神经疾病研究新切入点
谢　鹏　重庆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14:40-15:00 专题发言
纤溶酶原对缺血性卒中后血管新生作用的研究进展
何　俐　四川大学华西医院

15:00-15:20 专题发言
囊胞功能有关的基因与癫痫
廖卫平　广州医科大学神经科学研究所

15:20-15:28 论文发言
血浆外泌体中miRNA作为ALS生物标志物的探索
陈　勇　北京大学第三医院

16:00-17:28 神经转化专场 2
主持人：许予明　林　宇　柳　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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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00-16:20 专题发言
从1例Wingspan支架输送导管回撤困难再谈颅内支架
置入的安全性
尹　琳　大连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

16:20-16:40 专题发言
AD生物标志物临床转化研究
邓钰蕾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瑞金医院

16:40-17:00 专题发言
血管性认知障碍与痴呆的生物标记物应用及其机理
李　怡　山东大学齐鲁医院

17:00-17:20 专题发言
脑血流储备功能评估
秦海强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天坛医院

17:20-17:28 论文发言
MMP2/9选择性抑制剂改善小鼠脑低灌注所致认知功能
下降及血脑屏障损伤
杨　璐　北京大学人民医院

 
第十五分会场

14:00-15:30 神经心理与行为神经病专场 1
主持人：蔡晓杰　郎森阳　刘学源

14:00-14:20 专题发言
综合性医院谵妄的诊断治疗的专家共识
陈海波　北京医院

14:20-14:40 专题发言
神经心理学的历程与挑战
汪　凯　安徽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14:40-15:00 专题发言
抑郁症/老年痴呆：从基础到临床
郁金泰　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

15:00-15:06 论文发言
加利福尼亚词语学习测验在中国健康人群中的应用及其
影响因素分析
娄芳华　天津医科大学总医院

15:06-15:12 论文发言
利用机器学习方法探讨脑白质病变患者脑结构特征对其
认知功能障碍严重程度的分类研究
王金芳　长江航运总医院·武汉脑科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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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12-15:18 论文发言
脑白质病变患者丘脑功能连接分析
陈　晨　安徽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15:18-15:24 论文发言
重复双靶点匹配经颅磁刺激治疗广泛性焦虑症的研究
林一聪　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

15:24-15:30 论文发言
控制感影响抑郁症患者奖赏加工机制的事件相关电位研究
王　韵　大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16:00-17:30 神经心理与行为神经病专场 2
主持人：王　毅　屈秋民　潘小平

16:00-16:20 专题发言
认知障碍疾病之精神行为障碍的鉴别诊断
沈　璐　中南大学湘雅医院

16:20-16:40 专题报告
路易体痴呆诊断：从行为到影像
贾建军　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

16:40-17:00 专题发言
脑小血管病的神经心理学量表建立和实践
田仰华　安徽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17:00-17:06 论文发言
认知障碍多中心数据库的建立及应用研究
周亚芳　中南大学湘雅医院

17:06-17:12 论文发言
θ爆发式磁刺激对阿尔茨海默病患者的认知促进研究
吴兴启　安徽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17:12-17:18 论文发言
进行性核上性麻痹与行为变异型额颞叶痴呆患者认知-精
神行为及18F-FDG PET显像特征研究
王　盼　天津市环湖医院

17:18-17:24 论文发言
轻度认知障碍患者情景记忆提取的theta频段脑磁图研究
石静萍　南京医科大学附属脑科医院

17:24-17:30 论文发言
轻度认知障碍患者在图片描述任务中的眼动特征与语言
功能研究
王结群　上海市同济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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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六分会场

14:00-15:25 神经免疫专场 7：继往开来的神经免疫一
主持人：祝　捷　管阳太　邱　伟

14:00-14:20 专题发言
MS与CNS变性病
许贤豪　北京医院

14:20-14:40 专题发言
中国神经病学先期发展史
王维治　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

14:40-14:55 论文发言
靶向B细胞新药物靶点
张　超　天津医科大学总医院

14:55-15:10 论文发言
中国MS和NMOSD的发病率
田德财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天坛医院

15:10-15:25 论文发言
多发性硬化的新机制和干预策略研究
张存金　南京大学医学院附属鼓楼医院

16:00-17:32 神经免疫专场 8：继往开来的神经免疫二
主持人：刘玉麟　张星虎　杨春生

16:00-16:20 专题发言
先进核磁共振成像技术和疾病调节治疗在MS疾病管理
中的作用
刘玉麟　香港中文大学威尔斯医院

16:20-16:40 专题发言
RRMS vs SPMS发病机制与治疗
郝峻巍　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

16:40-17:00 专题发言
胸腺瘤型重症肌无力的诊疗——思考与探讨
冯慧宇　中山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17:00-17:08 论文发言
NfL与脑出血
王学蛟　大同市第三人民医院

17:08-17:16 论文发言
难治性原发性中枢神经系统血管炎的治疗策略
马越涛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天坛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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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16-17:24 论文发言
7T—MRI在神经免疫疾病的应用
荆　京　国家神经系统疾病临床医学研究中心

17:24-17:32 论文发言
MOG抗体相关疾病重叠综合征的临床分析和思考
郭　俊　空军军医大学第二附属医院（唐都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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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9/20  第一分会场

08:30-10:00 脑血管病专场 7：脑血管病影像研究进展二
主持人：黄一宁　胡　波　龚　涛　黄勇华　

08:30-08:45 专题发言
脑梗死侧支循环的研究进展
胡　波　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协和医院

08:45-09:00 专题发言
压力感受器分布动脉总体动脉粥样硬化负荷与缺血性脑
卒中患者血压昼夜节律的相关性
马　欣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

09:00-09:15 专题发言
头颅SWI在卒中诊疗中的应用
刘俊艳　河北医科大学第三医院

09:15-09:30 专题发言
人工智能在脑血管病影像和诊疗决策中的应用
李子孝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天坛医院

09:30-09:36 论文发言
比较自发性与外伤性脑动脉夹层导致的缺血性卒中的临
床　影像及预后
谭　燕　中山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09:36-09:42 论文发言
高分辨磁共振结合传统影像学对小卒中与非小卒中影像
学差异的初探
于　瑶　吉林大学白求恩第一医院

09:42-09:48 论文发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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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9:48-09:54 论文发言
基于多模态神经影像分析CADASIL患者默认网络改变与
认知功能障碍的相关性
苏敬敬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九人民医院

09:54-10:00 讨　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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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0-11:30 脑血管病专场 8：颅内静脉系统血栓形成
主持人：曾进胜　张祥建　徐　恩　袁　军

10:00-10:20 专题发言
颅内静脉系统血栓形成指南2019
曾进胜　中山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10:20-10:40 专题发言
静脉性脑出血的诊治
杨清武　陆军军医大学第二附属医院 （新桥医院）

10:40-11:00 专题发言
不容忽视的脑静脉疾病
朱武生　中国人民解放军东部战区总医院

11:00-11:06 论文发言
静脉窦狭窄与脑血流自动调节
郭珍妮　吉林大学白求恩第一医院

11:06-11:12 论文发言
脑静脉窦狭窄性搏动性脑鸣的血管内治疗
李　振　山东省立医院

11:12-11:18 论文发言
以偏头痛起病的肺动静脉瘘合并卵圆孔未闭1例
牛天童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安贞医院

11:18-11:24 论文发言
硬脑膜动静脉瘘并发静脉窦血栓形成一例：病例报告 
杨素娟　广东药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11:24-11:30 论文发言
一例甲亢造成的重症颅内静脉窦血栓形成的介入治疗
贾　佳　上海市徐汇区中心医院

14:00-15:24 脑血管病专场 9：脑小血管病一
主持人：徐　运　韩　钊　李继梅　胡全忠

14:00-14:15 专题发言
大数据概念与脑小血管病早期预警的临床研究
徐　运　南京大学医学院附属鼓楼医院

14:15-14:30 专题发言
脑小血管病的遗传易感性：综述
朱以诚　中国医学科学院北京协和医院

14:30-14:45 专题发言
小动脉闭塞型缺血性卒中与脑小血管病影像标志物的关系
吴　波　四川大学华西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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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45-15:00 专题发言
脑小血管病运动认知风险综合征的临床研究
黄勇华
解放军总医院第七医学中心（原北京军区总医院）

15:00-15:06 论文发言
MYPT1缺陷可诱导脑卒中后血管平滑肌表型转换并破坏
血脑屏障
范丽桢　南京大学医学院附属鼓楼医院

15:06-15:12 论文发言
静脉窦纤细可能不影响脑出血灶周水肿的发展
陈志颖　九江学院附属医院

15:12-15:18 论文发言
小动脉硬化型脑小血管病影像学负担与深部脑血流灌
注、心脏超声心动图结构、功能参数的关系
陈小东　中山大学附属第三医院

15:18-15:24 论文发言
脑白质疏松严重程度对急性缺血性卒中机械取栓术预后
的影响：一项系统回顾和荟萃分析
霍龙文　吉林大学白求恩第一医院

16:00-17:30 脑血管病专场 10：脑小血管病二
主持人：饶明俐　彭　斌　吴　江

16:00-16:15 专题发言
对淀粉样血管病发生机制和干预的探索
王延江　陆军特色医学中心（陆军医大学大坪医院）

16:15-16:30 专题发言
脑小血管病与运动障碍的研究现状
胡文立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朝阳医院

16:30-16:45 专题发言
脑小血管病异质性与潜在干预靶点
王伊龙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天坛医院

16:45-17:00 专题发言
脑小血管病抗栓治疗评估与选择
倪　俊　中国医学科学院北京协和医院

17:00-17:06 论文发言
炎症反应与脑小血管病：一项社区队列研究
张丁丁　北京协和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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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17:12 论文发言
脑小血管病相关步态异常的临床特征探索：基于泰州脑
影像队列
李沛汐　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

17:12-17:18 论文发言
视网膜血管病伴脑白质营养不良一例
严玉颖 四川大学华西医院

第二分会场

08:30-10:00 脑血管病专场 11：遗传性脑血管病
主持人：吕传真　宋水江　范玉华

08:30-08:50 专题发言
遗传性脑小血管病的诊断和治疗
陆正齐　中山大学附属第三医院

08:50-09:10 专题发言
脑血管淀粉样变的诊疗进展
林　毅　福建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09:10-09:30 专题发言
动脉粥样硬化的表观遗传学研究进展
范玉华　中山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09:30-09:36 论文发言
卒中急救地图对吉林省脑卒中救治质量的影响
靳　航　吉林大学白求恩第一医院

09:36-09:42 论文发言
重复经颅磁刺激治疗对急性脑梗死患者脑血管反应性影
响的前瞻性临床研究
何奕涛　深圳市人民医院

09:42-09:48 论文发言
Nomogram图预测自发性脑出血早期血肿扩大
连立飞　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同济医院

09:48-09:54 论文发言
不同海拔地区老年人脑卒中患病率及影响因素的对比分析
宋镇妤　云南省第二人民医院

09:54-10:00 论文发言
腔隙性梗死与脑白质损伤相关研究
周义钧　中国医学科学院北京协和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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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0-12:00 脑血管病专场 12：卒中预防
主持人：王伟　王文志　郭　力

10:00-10:15 专题发言
气象环境因素对脑血管疾病影响的研究进展
李　新　天津医科大学第二医院

10:15-10:30 专题发言
当抗小血板遇到出血
骆　翔　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同济医院

10:30-10:45 专题发言
脑血管慢性闭塞不同方式开通的临床思考
吴　伟　山东大学齐鲁医院

10:45-11:00 专题发言
ISC热点回顾
夏　健　中南大学湘雅医院

11:00-11:06 论文发言
PAR-1基因多态性与氯吡格雷对急性缺血性卒中和TIA的
疗效的关系：CHANCE研究二次分析
潘岳松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天坛医院

11:06-11:12 论文发言
影响青年缺血性脑卒中发生　预后的危险因素分析
吴小珂　苏州大学附属第二医院

11:12-11:18 论文发言
血清炎症因子与动脉粥样硬化、动脉硬化和迂曲扩张的
相关性
曹　苑　北京协和医院神经科

11:18-11:24 论文发言
归因于环境细颗粒物污染的脑卒中的全球疾病负担和死
亡率：1990-2017对195个国家和地区的系统分析
卢鹤扬　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

11:24-11:30 论文发言
LDL-c和hs-CRP累积负担对心脑血管疾病风险的影响：
一项基于一级预防人群的前瞻性研究
莫荆麟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天坛医院

14:00-15:30 脑血管病专场 13：颅内动脉狭窄评估及治疗
主持人：董　强　汪银洲　许予明

14:00-14:15 专题发言
HR-MRI对ICAS标准化药物治疗的成像评价
孙钦建　山东省立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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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15-14:30 专题发言
慢性大动脉闭塞的风险评估
田成林　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第一医学中心

14:30-14:45 专题发言
几例特殊串联病例取栓分享
殷小平　九江学院附属医院

14:45-15:00 专题发言
基底动脉狭窄脑梗死的治疗
孟　强　云南省第一人民医院

15:00-15:06 论文发言
收缩压昼夜节律影响伴有严重头颈部动脉狭窄的急性缺
血性卒中患者功能恢复
孔　琦　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神经内科

15:06-15:12 论文发言
neuroform EZ支架成形术治疗症状性颅内动脉狭窄的围
手术期结果分析
徐浩文　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15:12-15:18 论文发言
不对称皮质静脉征预测急性缺血性脑卒中合并颅内动脉
狭窄或闭塞患者的早期神经功能恶化
李　伟　东莞市人民医院

15:18-15:24 专题发言
脑动静脉循环时间对椎动脉狭窄评估的应用价值
陈振泽　南方医科大学珠江医院

15:24-15:30 专题发言
脑动脉狭窄与出院时和三月时卒中后抑郁的关系
邱秀丽　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同济医院

16:00-17:30 脑血管病专场 14：少见脑血管病
主持人：张苏明　贾建平　蔡晓杰 

16:00-16:15 专题发言
夹层所致急性大血管闭塞脑梗死的临床特征与血管内治
疗策略
李　刚　上海市东方医院（同济大学附属东方医院）

16:15-16:30 专题发言
CSF1R与脑小血管病
徐　俊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天坛医院

16:30-16:45 专题发言
炎性血管病的分类诊断-临床病理演示
张在强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天坛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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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45-17:00 专题发言
中国青年卒中的遗传因素：一项多中心研究
柳　青　中国医学科学院北京协和医院

17:00-17:06 论文发言
识别与急性/亚急性CVT患者中静脉性脑梗死相关的生物
学标记物的前瞻性队列研究
段建钢　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

17:06-17:12 论文发言
放射后血脑屏障破坏引发迟发性脑坏死病灶
何柏萱　中山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17:12-17:18 论文发言
继发于严重肺动脉栓塞的颈动脉血栓
杨　琦　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

17:18-17:24 论文发言
丘脑梗死致Cheiro-oral syndrome（手—口综合征）一
例报告并文献复习
陈椿勇　广西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17:24-17:30 论文发言
空腹血糖水平与脑静脉血栓形成的严重程度及不良预后
的关联
吴雅婷　中国医学科学院北京协和医院

 
第三分会场

08:30-10:00 脑血管病专场 15：脑血管介入专场三
主持人：刘新峰　刘运海　张　猛 

08:30-08:50 专题发言
颅内慢性闭塞性病变血管内介入治疗病例分析
马　宁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天坛医院

08:50-09:10 专题发言
多模式影像在缺血性脑血管病介入治疗的应用实践
石　进　空军特色医学中心(原空军总医院)

09:10-09:18 论文发言
多模式影像在缺血性脑血管病介入治疗的应用实践
陈红兵　中山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09:18-09:26 论文发言
基于基底动脉闭塞患者机械取栓术前DWI的影像组学研究
刘　昶　陆军军医大学第二附属医院（新桥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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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9:26-09:34 论文发言
ICAD-能否单纯球囊成形？
朱双根　深圳市龙华区人民医院

09:34-09:42 论文发言
远隔缺血后适应在急性脑梗塞早期血管内治疗中的脑缺
血保护作用
陈荣波　汕头大学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

09:42-09:50 论文发言
急性椎基底动脉闭塞串联病变的处理
岳炫烨　天津医科大学总医院

10:00-11:44 脑血管病专场 16：脑血管介入专场四
主持人：汪银洲　刘新通　骆　翔

10:00-10:20 专题发言
颅内复杂破裂动脉瘤介入处理策略
高小平　
湖南省人民医院（湖南师范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10:20-10:40 专题发言
特发性高颅压的介入治疗进展
王　君　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第一医学中心

10:40-10:48 论文发言
药物球囊在颅内动脉狭窄治疗中的应用
胡　伟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安徽省立医院）

10:48-10:56 论文发言
真假火焰征鉴别急性颈动脉闭塞的病因机制
叶瑞东　中国人民解放军东部战区总医院

10:56-11:04 论文发言
急性缺血性脑卒中血管内介入治疗院内延误因素分析
蒋智林　中国人民解放军第202医院

11:04-11:12 论文发言
伴颅内动脉瘤的颈动脉狭窄
肖国栋　苏州大学附属第二医院

11:12-11:20 论文发言
Sofia中间导管在急性缺血性卒中的临床应用研究
杨　琴　广西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11:20-11:28 论文发言
脑血管支架术中的抗凝治疗
刘德志　上海中医药大学曙光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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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28-11:36 论文发言
BPAS-MR在椎-基底动脉颅内段急性闭塞的应用价值研究
黎凯锋　南方医科大学深圳医院

11:36-11:44 论文发言
CTA评分对发病6～24 h急性基底动脉闭塞患者血管内治
疗临床结局的预测价值
孟媛媛　胜利油田中心医院

第四分会场

08:30-10:00 睡眠障碍专场 1
主持人：王玉平　唐吉友

08:30-08:50 专题发言
睡眠障碍与神经退行性疾病
刘　军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瑞金医院

08:50-09:10 专题发言
睡眠障碍与危险行为
王春雪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天坛医院

09:10-09:30 专题发言
帕金森病的生物节律紊乱
乐卫东　四川省人民医院

09:30-09:40 论文发言
帕金森病患者睡眠障碍影响因素及临床特征研究
张　煜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新华医院

09:40-09:50 论文发言
误诊为自身免疫性脑炎的Kleine–Levin综合征一例报告
黄　颜　北京协和医院

09:50-10:00 论文发言
表现为“发作性睡病”的抗Ma2抗体相关性脑炎
潘　静　瑞金医院

10:00-11:30 睡眠障碍专场 2
主持人：赵忠新　蒋晓江

10:00-10:20 专题发言
OSA与痴呆
薛　蓉　天津医科大学总医院

10:20-10:40 专题发言
睡眠障碍与自主神经功能障碍
王　赞　吉林大学白求恩第一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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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40-11:00 专题发言
孕产妇失眠障碍的管理
宿长军　空军军医大学第二附属医院（唐都医院）

11:00-11:10 论文发言
电压门控钾离子通道抗体相关疾病睡眠障碍研究  
林　楠　北京协和医院

11:10-11:20 论文发言
快速眼动睡眠行为障碍患者大脑结构网络特性的改变
张蕊蕊　河南大学人民医院

11:20-11:30 论文发言
经皮脊髓直流电刺激对特发性不宁腿综合征患者皮层灰
质体积和功能连接的影响
王　黎　宣武医院

14:00-15:30 眩晕专场 1
主持人：张杰文　秦　超

14:00-14:30 专题发言
前庭综合征实用临床分类解析
戚晓昆
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第六医学中心（原海军总医院）

14:30-15:00 专题发言
前庭神经炎诊疗误区与陷阱
蒋子栋　中国医学科学院北京协和医院

15:00-15:30 专题发言
视眼动通路病变的定位诊断
韩军良　西京医院

16:00-17:30 眩晕专场 2
主持人：丁　里　卢祖能

16:00-16:30 专题发言
脑动脉盗血与头晕
邱　峰
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第六医学中心（原海军总医院）

16:30-17:00 专题发言
头晕/眩晕基层医生指南解读
赵性泉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天坛医院

17:00-17:30 专题发言
慢性头晕诊疗思路
鞠　奕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天坛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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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分会场

08:30-10:20 神经肌肉病与周围神经病专场 3
主持人：胡　静　曹秉振　赵重波　姚晓黎　谈　颂

08:30-08:50 专题讲座
转甲状腺素蛋白淀粉样变性多发性神经病（ATTR-PN）
的管理建议
袁　云　北京大学第一医院

08:50-09:10 专题讲座
可治性罕见病诊疗进展
张　成　中山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09:10-09:20 论文发言
NF155　NF186和CASPR1抗体阳性CIDP患者临床及电
生理特点分析
张　亢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天坛医院

09:20-09:30 论文发言
13个中国HNPP家系的分子和临床特点分析及1607个已
报道HNPP家系基因型-表型特点总结
曹婉芊　中南大学湘雅三医院

09:30-09:40 论文发言
中国人群中GARS基因突变相关遗传性周围神经病临床
特点的研究
孙　博　解放军总医院第二医学中心

09:40-09:50 论文发言
转甲状腺素蛋白家族性淀粉样变性多发性神经病（TTR-
FAP）的临床表型及基因型分析，29个家系的单中心研究
杜　康　北京大学第一医院

09:50-10:00 论文发言
98例臂丛神经病变的单中心临床回顾性分析
牟婧宇　北京清华长庚医院

10:00-10:10 论文发言
变异型慢性炎性脱髓鞘性多发性神经根神经病进展为经
典型及其临床　电生理和磁共振神经成像研究
卢祖能　武汉大学人民医院

10:10-10:20 论文发言
MGUS相关周围神经病的临床和神经电生理特点研究
郑永胜　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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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0-12:10 神经肌肉病与周围神经病专场 4
主持人：姚　生　郝延磊　丰宏林　喻绪恩

10:30-10:50 专题发言
如何截获遗传性神经肌肉病二代测序的“漏网之鱼
王朝霞　北京大学第一医院

10:50-11:10 专题发言
COVID-19与周围神经病
郭军红　山西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11:10-11:20 论文发言
GIPC1基因5‘UTR区 CGG 三核苷酸异常扩增与眼咽远
端肌病高度相关
奚剑英　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神经内科

11:20-11:30 论文发言
线粒体赖氨酸转运RNA（mt-tRNALys）基因突变相关临
床表型特点研究
纪坤乾　山东大学齐鲁医院

11:30-11:40 论文发言
Accuracy of FGF-21 and GDF-15 for the diagnosis 
of mitochondrial disorders：a meta-analysis
林　岩　山东大学齐鲁医院

11:40-11:50 论文发言
眼咽远端型肌病致病基因GIPC1的发现及其致病机制初探
于佳希　北京大学第一医院

11:50-12:00 论文发言
Dysferlin肌病-家系表型异质性分析
林　锋　福建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12:00-12:10 论文发言
TIA1基因突变Welander远端型肌病家系的疾病表型与
遗传分析
林家宁　中山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14:00-15:50 神经肌肉病与周围神经病专场 5
主持人：管阳太　张在强　于雪凡　李　伟

14:00-14:20 专题发言
MG的快速和长期免疫调节治疗进展
笪宇威　北京宣武医院

14:20-14:40 专题发言
血清阴性的IMNM的诊断与治疗
卜碧涛　华中科技大学附属同济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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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40-14:50 论文发言
抗SRP肌病和抗HMGCR肌病蛋白芯片与转录组学研究
刘怡琳　北京大学第一医院

14:50-15:00 论文发言
胸腺切除术治疗非肿瘤性重症肌无力的疗效分析
林　婧　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同济医院

15:00-15:10 论文发言
强的松联合小剂量甲氨蝶呤治疗全身型重症肌无力开放
性随机对照研究
邸　丽　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

15:10-15:20 论文发言
肢带型肌营养不良2A致病基因CAPN3的突变分布：从
中国到世界
衷画画　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

15:20-15:30 论文发言
DMD基因型与激素治疗反应的多中心对列研究
张　淑　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第三医学中心

15:30-15:40 论文发言
5例MGUS相关肌肉病理及临床特点分析
刘　智　中国医学科学院北京协和医院

15:40-15:50 论文发言
8例肢带型肌营养不良2Q的临床及基因突变特点
朱　敏　南昌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16:00-17:30 神经肌肉病与周围神经病专场 6
主持人：吴士文　石　强　马明明　田淑芬

16:00-16:20 专题发言
肌电图联合影像学在神经肌肉病的应用
刘明生　北京协和医院

16:20-16:40 专题发言
神经元核内包涵体病研究进展
洪道俊　南昌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16:40-16:50 论文发言
肢体进行性无力 - 不可忽略的共病
陶　媛　陆军特色医学中心（陆军医大学大坪医院）

16:50-17:00 论文发言

磁共振序列T2-FLAIR图像中的血管流空征和高信号血管
征可有效鉴别线粒体肌病脑病伴乳酸中毒及中风样发作
（MELAS）与急性脑卒中
李　崇　南方医科大学南方医院



51

17:00-17:10 论文发言
93例中国强直性肌营养不良1型患者多系统损害分析
李　懋　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第一医学中心

17:10-17:20 论文发言
神经肌肉超声检测肌束颤动在运动神经元病及其鉴别诊
断中的应用
刘婧雯　中国医学科学院北京协和医院

17:20-17:30 论文发言
膈肌超声对肌萎缩侧索硬化症患者呼吸功能障碍的诊断
价值
温　琪　山西医科大学第一医院

第六分会场

08:30-10:02 脑电图与癫痫专场 3：癫痫术前评估及神经影像
主持人：周列民　张　庆　金丽日

08:30-08:50 专题发言
癫痫术前评估标准
王玉平　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

08:50-09:10 专题发言
癫痫的影像遗传学研究新进展
肖　波　中南大学湘雅医院

09:10-09:30 专题发言
颞叶癫痫执行控制障碍的功能脑网络机制
宋毅军　天津医科大学总医院

09:30-09:38 论文发言
颞叶癫痫NR4A1异常甲基化相关的多模态神经影像改变
吴文悦　中南大学湘雅医院

09:38-09:46 论文发言
机器学习区分局灶性皮质发育不良和胶质神经元肿瘤相
关癫痫
郭　谊　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二医院

09:46-09:54 论文发言
头皮脑电图未记录到癫痫样放电的局灶性癫痫的定位分
析：基于SEEG的研究
胡湘蜀　广东三九脑科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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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9:54-10:02 论文发言
儿童失神癫痫发作间期与发作期全面性棘慢波放电的神
经磁源与网络的差异
石　祺　南京脑科医院(南京医科大学附属脑科医院)

10:03-11:27 脑电图与癫痫专场4：共病及癫痫治疗
主持人：吴　逊　孙红斌　刘献增

10:03-10:23 专题发言
癫痫药物治疗进展
周　东　四川大学华西医院

10:23-10:43 专题发言
癫痫药物治疗经验——真实世界
王学峰　重庆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10:43-11:03 专题发言
癫痫患者认知管理
洪　震　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

11:03-11:11 论文发言
新型冠状肺炎新发急性症状性癫痫发作及其危险因素：
多中心回顾研究
陆　璐　四川大学华西医院

11:11-11:19 论文发言
颞叶癫痫共患抑郁执行控制障碍的Theta振荡和脑功能
连接的机制研究
宋毅军　天津医科大学总医院

11:19-11:27 论文发言
缺血性卒中后癫痫危险因素分析及预测工具评估
刘　燕　海南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

14:00-15:32 脑电图与癫痫专场 5：癫痫神经免疫与重症
主持人：任连坤　陈晓红　林卫红

14:00-14:20 专题发言
癫痫持续状态指南解读及更新
朱遂强　华中科技大学附属同济医院

14:20-14:40 专题发言
特发性全面性癫痫患者认知损害的研究进展
汪　昕　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

14:40-15:00 专题发言
炎症反应和氧化应激在癫痫中的作用研究进展
刘学伍　山东大学齐鲁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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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00-15:08 论文发言
伴脑电图周期放电的神经重症患者死亡相关因素分析及
预测模型构建
李　凤　重庆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15:08-15:16 论文发言
PXR-Pgp-CYP3A4调控通路在难治性癫痫中的作用初探
王剑虹　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

15:16-15:24 论文发言
探讨Bcl3在海人酸诱导癫痫小鼠模型及神经元毒性模型
中的表达与作用
林婉挥　福建医科大学附属协和医院

15:24-15:32 论文发言
ZAG/IGF1R/GLUT3通路在无镁痫性发作诱导神经元葡
萄糖摄取降低中的作用
彭舞雪　重庆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

16:00-17:32 脑电图与癫痫专场 6：病例讨论
主持人：江　文　吴　原　王湘庆

16:00-16:20 病例讨论
病例讨论
孙　伟　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

16:20-16:40 病例讨论
病例讨论
王　爽　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二医院

16:40-17:00 病例讨论
病例讨论
洪　桢　四川大学华西医院

17:00-17:08 论文发言
癫痫药物反应性外周血标志物的基因共表达网络分析
钟绍平　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

17:08-17:16 论文发言

Transversal investigation of the risk factors of 
valproic-acid-induced tremor in a secondary 
epilepsy center in Central China
兰立立　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同济医院

17:16-17:24 论文发言
奥卡西平及左乙拉西坦对成人颞叶癫痫患者认知功能的
影响分析
李欣潞　昆明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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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24-17:32 论文发言
阿罗洛尔和普萘洛尔对丙戊酸钠所致震颤疗效及安全性
的随机对照研究
胡美玲　四川省人民医院

第七分会场

08:30-10:00 痴呆与认知障碍专场 3
主持人：杜怡峰　罗本燕　王　刚　陈国俊

08:30-08:40 论文发言
视觉系统异常作为阿尔茨海默病临床生物标记物的探索
和研究应用前景
潘晓东　福建医科大学附属协和医院

08:40-08:50 论文发言
使用 [18F] FDG-PET测量的对阿尔茨海默病脑代谢下降
的全基因组关联研究
王榕泽　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

08:50-09:00 论文发言
外周血β-淀粉样蛋白1-42　Tau　毛甲状腺激素水平与
缺血性脑卒中后认知功能障碍的关系
陈晓晗　上海长征医院

09:00-09:10 论文发言
阿尔茨海默病血清外泌体miRNA诊断生物标志物的筛选
研究
段　贤　湖南省人民医院

09:10-09:20 论文发言
CSF1R基因新位点突变所致的伴球状体遗传性弥漫性白
质脑病1例
朱飞奇　深圳市罗湖区人民医院

09:20-09:30 论文发言
PET在快速进展性痴呆诊断中的应用
郭燕军　北京同仁医院

09:30-09:40 论文发言
RE-CA1环路对AD相关认知的影响及机制研究
邓世佶　南京大学医学院附属鼓楼医院

09:40-09:55 讨　论

09:55-10:00 主席总结



55

10:00-11:30 痴呆与认知障碍专场 4
主持人：施　炯　王延江　谭兰　魏翠柏

10:00-10:15 专题发言
EMERGE和ENGAGE研究Aducanumab治疗早期阿尔
茨海默病III期研究结果
Samantha Budd　Haeberlein　渤健（Biogen）公司

10:15-10:25 论文发言
雷公藤氯内酯醇通过增强NEP活性减少N2a/APP695细
胞β淀粉样蛋白生成
曾育琦　福建医科大学附属协和医院

10:25-10:35 论文发言
脑白质高信号与认知功能障碍关系的纵向研究
王艳丽　北京天坛医院

10:35-10:45 论文发言
甲状腺功能与认知和与动脉粥样硬化的关系：一项社区
队列研究
曹　苑　北京协和医学院

10:45-10:55 论文发言
血脂对非痴呆老年人群认知能力下降的预测作用：一项
纵向研究
马雅惠　青岛市市立医院东部院区

10:55-11:05 论文发言
阿尔茨海默病伴发嗅觉功能障碍的临床特征的研究
连腾宏　北京天坛医院

11:05-11:15 论文发言
外周血NFL对轻度认知损害患者的转归预测研究
肖朕旭　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

11:15-11:25 讨　　论

11:25-11:30 主席总结

14:00-15:30 头痛专场 1
主持人：赵红如　刘恺鸣

14:00-14:20 专题发言
头痛的疾病负担与神经生物学机制
王永刚　北京天坛医院

14:20-14:40 专题发言
头痛治疗的安慰剂效应和安慰剂负效应
肖哲曼　武汉大学人民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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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40-15:00 专题发言
偏瘫型偏头痛诊治进展
陈　宁　四川大学华西医院

15:00-15:20 专题发言
急诊室头痛
张　亮　青岛大学附属医院

15:20-15:30 专题发言
一例霹雳样头痛
刘永辉　广西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16:00-17:30 头痛专场 2
主持人：王永刚　肖哲曼

16:00-16:20 专题发言
新发每日持续性头痛—认知与迷茫
赵红如　苏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16:20-16:40 专题发言
偏头痛的脑代谢机制
刘恺鸣　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二医院

16:40-17:00 专题发言
慢性头痛的新思考
桂　韦　中国科技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17:00-17:20 专题发言
偏头痛的药物治疗
王　丹　北部战区总医院

17:20-17:30 专题发言
一例头痛伴视力下降患者的病例分享
张　锐　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第八分会场

08:30-09:30 帕金森病及运动障碍专场 3：专题讲座3
主持人：陈海波　谢安木　邵　明　王　含

08:30-08:50 专题发言
 C/EBPβ/AEP在帕金森病年龄依赖性激活介导路易小体
由肠道向脑传播研究.
陈生弟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瑞金医院 

08:50-09:10 专题发言
帕金森病震颤模式的神经振荡机制。
冯　涛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天坛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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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9:10-09:30 专题发言
帕金森病生物节律紊乱及干预探讨
刘春风　苏州大学附属第二医院

09:30-10:00 帕金森病及运动障碍专场 3：论文报告3
主持人：承欧梅　胡兴越　张克忠

09:30-09:40 论文发言
帕金森病的冻结步态：发病机制　危险因素和治疗策略
高　超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瑞金医院

09:40-09:50 论文发言
α-突触核蛋白及其磷酸化在非神经退行性疾病肠道中表
达及分布特征
卜璐璐　中山大学孙逸仙纪念医院

09:50-10:00 论文发言
帕金森病不同区域铁沉积的时间特异性模式
符筱笛　南方医科大学南方医院

10:00-11:00 帕金森病及运动障碍专场 4：专题讲座4
主持人：张宝荣　孙圣刚　蔡晓杰

10:00-10:20 专题发言
帕金森病的遗传学研究进展
商慧芳　四川大学华西医院

10:20-11:40 专题发言
iRBD转化成PD的相关因素研究及机制初步探索
刘　军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瑞金医院

10:40-11:00 专题发言
PD认知障碍研究进展及思考
王丽娟　广东省人民医院

11:00-11:30 帕金森病及运动障碍专场 4：论文报告4
主持人：程　焱　陈先文　朱晓东

11:00-11:10 论文发言
经颅超声下帕金森病伴抑郁患者抑郁程度与中缝核回声
的相关性分析
徐　雯　吉林大学第一医院

11:10-11:20 论文发言
ADAM10基因rs514049　rs 653765位点多态性与帕金森
病发病相关性分析
周苗苗　广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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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20-11:30 论文发言
鼻内胰岛素对帕金森病患者运动功能 及脑自发活动与功
能连接的影响
范　杨　川北医学院附属医院

14:00-15:00 帕金森病及运动障碍专场 5：专题讲座5
主持人：苏　闻　陈　玲　刘卫国

14:00-14:20 专题发言
帕金森病/综合征的蛋白沉积脑功能显像
王　坚　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

14:20-14:40 专题发言
帕金森精神症状临床亚型及应对
罗晓光　深圳市人民医院

14:40-15:00 专题发言
肠道菌群失调与帕金森病发病机制相关性研究
叶　民　南京医大明基医院

15:00-15:30 帕金森病及运动障碍专场 5：论文发言5
主持人：卢晓东　田玉玲　张玉虎

15:00-15:10 论文发言
Ambulosono步态音乐系统可监测和改善帕金森病冻结
步态
冼文彪　中山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15:10-15:20 论文发言
帕金森病起病侧与脑局部一致性之间的关系：一项静息
态功能磁共振成像研究
李　凯　北京医院

15:20-15:30 论文发言

应用表面等离子共振系统筛选鉴定a-突触核蛋白纤维聚
集体PET示踪配体的实验研究
沈　岩　
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国家老年疾病临床医学研究中心

15:30-16:00 专题会
PD人群LCE用药策略的临床获益
主持：陈海波　北京医院
讲者：刘春风　苏州大学附属第二医院

16:00-17:00 帕金森病及运动障碍专场 6：专题讲座6
主持人：王　涛　崔桂云　卢　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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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00-16:20 专题发言
冻结步态和言语重复在PSP早期诊断中的价值和干预研究
刘艺鸣　山东大学齐鲁医院

16:20-16:40 专题发言
嗅觉障碍在神经变性性疾病诊断中的意义及挑战
陈　蕾　南开大学附属环湖医院

16:40-17:00 专题发言
lCD表象，机制与处理探讨
沈岳飞　广西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17:00-17:30 帕金森病及运动障碍专场 6：论文发言6
主持人：吴云成　许二赫　邹海强

17:00-17:10 论文发言
质子磁共振波谱分析在帕金森病和遗传性脊髓小脑性共
济失调中的应用
陈　岩　天津市环湖医院

17:10-17:20 论文发言
基于ROI法对LOPD伴Parkin基因S/N 167 杂合变异患者
的弥散张量成像研究
余金虬　福建医科大学附属协和医院

17:20-17:30 论文发言
基于免疫谱分析的帕金森病特征基因及其免疫细胞亚群
的研究
张　熙　上海市同济医院(同济大学附属同济医院)

第九分会场

08:30-11:30 神经遗传专场 3
主持人：黄旭升　柯　青

08:30-09:00 专题发言
Expanding mechanisms and therapeutic targets 
for ALS
Aaron Gilter　斯坦福大学

09:00-09:30 专题发言
痉挛性截瘫的诊断和治疗
王　柠　福建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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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9:30-10:00 专题发言
进一步认识腓骨肌萎缩症
唐北沙　中南大学湘雅医院

10:00-11:30 神经遗传专场 4
主持人：吕　鹤　胡　静

10:00-10:15 论文发言
150个遗传性痉挛性截瘫家系的临床及遗传学研究
曹　立　上海市第六人民医院

10:15-10:30 论文发言
56例晚发型cblC缺陷患者临床及分子遗传学特点研究
赵玉英　山东大学齐鲁医院

10:30-10:40 论文发言
年轻起病的肌萎缩侧索硬化患者临床特点及基因分析
林家宁　中山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10:40-10:50 论文发言
24个中国dHMN家系的基因突变和临床特点分析
谢雍之　中南大学湘雅三医院

10:50-11:00 论文发言
FIG4基因无效突变导致进展缓慢的散发性ALS患者
邹漳钰　福建医科大学附属协和医院

11:00-11:10 论文发言
线粒体融合、分裂异常相关腓骨肌萎缩症的表型及基因
型研究
吴　锐　北京大学第一医院

11:10-11:20 论文发言
TFG相关遗传性运动感觉周围神经病大家系的临床、电
生理特点及遗传学分析
戴　毅　中国医学科学院北京协和医院

11:20-11:30 论文发言
JAM2基因功能缺失突变引起常染色体隐性遗传的原发
性家族性脑钙化
岑志栋　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二医院

14:00-15:30 神经遗传专场 5
主持人：方　琪　宋晓南

14:00-14:30 专题发言
单基因脑小血管病欧洲共识解读及临床研究现状
李　伟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天坛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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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30-15:00 专题发言
可治性神经遗传病诊疗新进展
张　成　中山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15:00-15:30 专题发言
神经遗传病的基因治疗现状与思考
陈万金　福建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16:00-17:30 神经遗传专场 6
主持人：吴　军　欧阳嶷

16:00-16:15 论文发言
104例神经元核内包涵体病患者临床总结
沈　璐　中南大学湘雅医院

16:15-16:30 论文发言
肝型儿童肝豆状核变性回顾性治疗方案分析
李洵桦　中山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16:30-16:40 论文发言
AARS2突变致进行性脑白质病4个家系临床特点分析
王新高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天坛医院

16:40-16:50 论文发言
成年发病的白质脑病合并轴索球样变和颗粒样胶质细胞6
例临床分析
王冬欣　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

16:50-17:00 论文发言
9例表现为痉挛性截瘫的肾上腺脑白质营养不良
王梦文　福建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17:00-17:10 论文发言
MtDNA突变导致的MELAS/LS重叠综合征：临床、基因
和影像学研究
魏妍平　中国医学科学院北京协和医院

17:10-17:20 论文发言
抗NMDA阳性自身免疫性脑炎合并线粒体脑肌病
（MELAS型）１例报道
成秋生　广州市第一人民医院

17:20-17:30 论文发言
COQ8A基因突变所致原发性辅酶Q10缺乏症4型一例表
型及基因突变分析
张麟伟　中日友好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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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分会场

08:30-10:00 神经病理专场 1
主持人：张　俊　卢德宏　张在强

08:30-08:40 致　　辞
开幕式
张　俊　北京大学第三医院

08:40-09:10 专题发言
颅内静脉系统血栓形成的临床病理
朴月善　宣武医院

09:10-09:20 病例讨论
一例重症脑梗死的脑尸检病理分析
尹金辉　天坛医院

09:20-09:30 病例讨论
双下肢无力15月，反复抽搐4月，双下肢麻木3月
刘效辉　山东省立医院

09:30-09:40 病例讨论
66岁女性进行性的肌无力　肌萎缩12月，头痛1月
毕方方　湘雅医院

09:40-09:50 病例讨论
颈部疼痛2月余，头痛1月余
刘妍梅　中山一院

09:50-10:00 讨　　论　

10:00-11:30 神经病理专场 2
主持人：章　京　桂秋萍　高　晶

10:00-10:30 专题发言
从几种常见神经变性疾病杏仁核蛋白质病理观察，解读
神经变性疾病盛行的发病机制假说
朱明伟　解放军总医院第二医学中心

10:30-10:40 病例讨论
发作性头痛伴行为异常　性格改变，记忆力下降
张　巍　北京大学第一医院

10:40-10:50 病例讨论
无特征性DWI皮髓质交界区异常高信号的神经元核内包
涵体病一例
董　惠　河北医科大学第二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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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0-11:00 病例讨论
渐进性肢体活动障碍伴间断性肢体震颤9年，间断出现精
神症状，轻度认知功能下降4年
朱明伟　解放军总医院第二医学中心

11:00-11:10 病例讨论
间断双下肢、头部肌肉紧张1年余，加重伴四肢无力半年余
郑丹枫　北医三院

11:10-11:20 病例讨论
非免疫缺陷年轻患者的快速进展的EBV-相关原发中枢神
经系统淋巴瘤一例报道
蒋　云　北京医院

11:20-11:30 讨　　论

14:00-15:30 神经病理专场 3
主持人：李存江　毕方方　张　巍

14:00-14:30 专题发言
分子检测技术在中枢神经系统感染性疾病中的应用-附病
例分享
汪　寅　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

14:30-14:40 病例讨论
进行性多灶性白质脑病（JC病毒感染）1例
李劲梅　华西医院

14:40-14:50 病例讨论
女性，73岁，视野缺损伴进展性肢体无力3个月，记忆
下降1个月
付永娟　宣武医院

14:50-15:00 病例讨论
男，54岁，头痛3月，视物成双19天，发热5天
董春霞　九六0医院

15:00-15:10 病例讨论
行走不稳4月，双下肢无力　抖动3月
毛晨晖　协和医院

15:10-15:20 病例讨论
女，20岁，无痛性颈部肿块14月，双下肢无力　麻木1
月余
杨灿洪　南方医三院

15:20-15:30 讨　　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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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00-17:30 神经病理专场 4
主持人：戚晓昆　朴月善　赵玉英

16:00-16:30 专题发言
神经白塞病的临床病理
张在强　天坛医院

16:30-16:40 病例讨论
反复双眼视力下降11年，嗜睡加重半个月
王志伟　解放军总医院第六医学中心

16:40-16:50 病例讨论
NMDAR脑炎合并中枢神经系统脱髓鞘病
范洋溢　北大人民

16:50-17:00 病例讨论
慢性进展性周围神经病一例
沈宏锐　河北医科大学第三医院

17:00-17:10 病例讨论
女性，54岁，颈部酸痛半年，加重伴双上肢麻木2月余
戴廷军　齐鲁医院

17:10-17:20 讨　　论

17:20-17:30 会议总结
朴月善　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 

第十一分会场

08:30-10:00 神经免疫专场 3：NMOSD的治疗
主持人：董会卿　戚晓昆　张星虎

08:30-08:50 专题发言
NMOSD：pathophysiological and clinical aspects
Fujihara Kazuo　
Fukushima Medical University, Japan

08:50-09:10 专题发言
NMOSD treatment and monitoring
施福东　天津医科大学总医院 

09:10-09:30 专题发言
NMOSD特殊人群的诊治策略
王佳伟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同仁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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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9:30-09:38 论文发言
B细胞监测下减量利妥昔单抗治疗视神经脊髓炎谱系病的
疗效及安全性初步研究
薛　群　苏州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09:38-09:46 论文发言
育龄期视神经脊髓炎谱系疾病的免疫治疗
杨亭亭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安贞医院

09:46-09:52 论文发言
静脉丙种球蛋白在视神经脊髓炎谱系疾病（NMOSD）
急性发作中的应用
李昕頔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天坛医院

09:52-10:00 论文发言
基底节和伏隔核与视神经脊髓炎谱系疾病患者疲劳相关
陈虹西　四川大学华西医院

10:00-11:24 神经免疫专场 4：中枢神经系统血管炎 AND 神免疾病实验室诊断
主持人：管阳太　王佳伟　郝峻巍

10:00-10:20 专题发言
神经免疫和感染疾病实验室诊断现状和进展
金薇娜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天坛医院

10:20-10:40 专题发言
中枢神经系统血管炎的诊断与鉴别
戚晓昆
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第六医学中心（原海军总医院）

10:40-11:00 专题发言
CAA相关炎症与PCNSV
吴卫平　解放军总医院第一医学中心

11:00-11:08 论文发言
感染性中枢神经系统血管炎的诊断及治疗
张星虎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天坛医院

11:08-11:16 论文发言
USPIO用于中枢神经系统血管炎磁共振对比检查的影像
分析
郑叶祥　福建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11:16-11:24 论文发言
利妥昔单抗作为视神经脊髓炎谱系疾病缓解期治疗的有
效性研究
何孜姿　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第一医学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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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00-15:28 神经免疫专场 5：重症肌无力 
主持人：李柱一　卜碧涛　张　旭

14:00-14:20 专题发言
疗效差还是难治性重症肌无力？—混杂因素的识别
刘卫彬　中山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14:20-14:40 专题发言
重症肌无力患者的严重程度与AChR抗体水平的相关性
研究
李海峰　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

14:40-14:48 论文发言
中国西部地区眼肌型重症肌无力继发全身化风险因素分析
常　婷　空军军医大学第二附属医院（唐都医院）

14:48-14:56 论文发言
托珠单抗在治疗乙酰胆碱受体抗体阳性的全身型重症肌
无力中的疗效分析
贾冬梅　天津医科大学总医院

14:56-15:04 论文发言
淋巴血浆置换治疗重症肌无力的临床疗效及免疫学机制
探讨
欧阳松　长沙市第一医院  中南大学湘雅医院

15:04-15:12 论文发言
儿童型重症肌无力的预后影响因素及预测
操亚云　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同济医院

15:12-15:20 论文发言
NFAT5在MG淋巴细胞中调控G0S2的研究
徐立群　中南大学湘雅医院

15:20-15:28 论文发言
重症肌无力患者外周血淋巴细胞亚群变化及其临床意义
罗　婷　贵州市医科大学附属医院

15:30-16:00 专题会

新型多发性硬化治疗药物 —富马酸二甲酯的作用机制与
临床数据
讲者：管阳太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仁济医院
主持：施福东　天津医科大学总医院

16:00-17:28 神经免疫专场 6：MG、抗体、瘤样脱髓鞘、自免脑
主持人：冯慧宇　黄德晖　冯　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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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00-16:20 专题发言
COVID-19流行期间重症肌无力患者相关抗体的测定状况
郝洪军　北京大学第一医院

16:20-16:40 专题发言
瘤样脱髓鞘病与脑肿瘤误诊病例分析及取材策略探讨
刘建国
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第六医学中心（原海军总医院）

16:40-17:00 专题发言
神经系统自身免疫病中的“责任抗体”概念
陈向军　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

17:00-17:20 专题发言
代谢型谷氨酸受体脑炎：新型抗体与临床疾病谱特点
龙友明　广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

17:20-17:28 论文发言
自身免疫性脑炎外周血B细胞亚型动态分布规律及其相关
性研究
郭守刚　山东省立医院

第十二分会场

08:30-10:00 神经影像专场 3
主持人：初曙光　吴　昊

08:30-08:50 专题发言
基于常规脑MR图像的卷积神经网络（CNN）算法分类
脑病
单　伟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天坛医院

08:50-09:00 论文发言
Altered Brain Functional Hubs and  Connectivity 
Underlie Persistent Somatoform Pain Disorder
刘　渠　陆军军医大学第一附属医院（西南医院）

09:00-09:10 论文发言
亚临床甲状腺功能减退症相关情绪改变的多模态磁共振
研究
张　阳　四川大学华西医院

09:10-09:20 论文发言
抑郁症自杀意念患者的静息态脑血流及其脑网络异常机
制研究
樊丹丹　东南大学医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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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9:20-09:30 论文发言
杏仁核与前额叶腹内侧皮质在情绪处理时反应的研究：
情绪及情绪控制效应的meta分析
杨　沫　中南大学湘雅医院

09:30-09:40 论文发言
基于静息态功能技术构建慢性意识障碍患者分类诊断模型 
俞垭美　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一医院

09:40-09:50 论文发言
特发性快速动眼相睡眠行为障碍患者纹状体神经元活动
和多巴胺功能的相关性研究
李广璐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瑞金医院

09:50-11:10 神经影像专场 4
主持人：徐　运　卢晓东

09:50-10:10 专题发言
颞叶癫痫患者及其未患病同胞海马及默认模式网络的结
构和功能连接的研究
王　歌　中南大学湘雅医院

10:10-10:20 论文发言
瘤样原发性中枢神经系统血管炎的临床、影像特征
王晴晴
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第六医学中心（原海军总医院）

10:20-10:30 论文发言
通过11C-BU99008 PET/CT显像探讨帕金森痴呆与活化
星形胶质细胞之间的关系
曾　舟　中南大学湘雅二医院

10:30-10:40 论文发言
基于机器学习算法预测胶质瘤异柠檬酸脱氢酶（IDH）
突变和 1p/19q染色体共缺失状态
周　昊　中南大学湘雅医院神经内科

10:40-10:50 论文发言
SPECT，PET与MRS对HIV患者原发性中枢神经系统淋巴
瘤诊断准确性的研究
杨　沫　中南大学湘雅医院

10:50-11:00 论文发言
累及壳核作为II级岛叶胶质瘤预后因子的特异性和有效性
邓　璐　中南大学湘雅医院

11:00-11:10 讨　　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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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00-15:30 神经影像专场 5
主持人：黄一宁　单　伟

14:00-14:20 专题发言
探索基于TPOT的机器学习算法在儿童常见颅后窝肿瘤鉴
别诊断中的应用
周　昊　中南大学湘雅医院

14:20-14:30 论文发言
脑干胶质瘤的MRI表现及与病理分级的相关性研究 
隋海晶　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医院

14:30-14:40 论文发言
急性颅内静脉窦血栓形成的磁共振三维可视化及四维流
动磁共振成像量化血流动力学定量研究
李　鑫　兰州大学第二医院

14:40-14:50 论文发言
急性缺血性卒中病灶下游CST纤维完整性对远期神经功
能的影响
徐　超　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二医院

14:50-15:00 论文发言
脑深部组织液的引流受完整致密的髓鞘影响
王　睿　北京大学第三医院

15:00-15:10 论文发言
预测急性前循环大血管闭塞性卒中机械取栓术后90天功
能预后的新指标：净吸水量
臧乃亮　南方医科大学南方医院

15:10-15:20 论文发言
11C-PIB PET对高龄脑淀粉样血管病患者的诊断价值
张善春　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第二医学中心

15:20-15:30 讨　　论

16:00-17:00 神经影像专场 6
主持人：秦　超　范玉华

16:00-16:20 专题发言
基于MRI影像特征预测弥漫性低级别胶质瘤生存期与分
子标志物
周　昊　中南大学湘雅医院

16:20-16:30 论文发言
静脉窦血栓患者MRV成像的“静脉污染”征象及临床意义
邓　方　吉林大学第一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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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30-16:40 论文发言
磁共振灌注成像对后循环缺血孤立性眩晕的诊断价值
吴伟烽　广东药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16:40-16:50 论文发言
使用2D-Phase Contrast MRI技术和颈部血管彩超测量
脑小血管病患者颈内动脉搏动性的对比研究
施余露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天坛医院

16:50-17:00 论文发言
脑小血管病及相关认知障碍的功能连接模式异常研究
朱文浩　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同济医院

第十三分会场

08:30-10:00 感染与脑脊液细胞学专场 3
主持人：关鸿志　崔　俐　李国忠

08:30-08:50 专题发言
原发性自身免疫性小脑性共济失调的诊断与治疗(附抗体
阳性PACA病例组报告)
关鸿志　北京协和医院

08:50-08:58 论文发言
细胞型朊蛋白在脑缺血/再灌注损伤后CD4+T淋巴细胞激
活及分化中作用的研究
张柏茁　吉林大学第一医院

08:58-09:06 论文发言
联合鞘内注射治疗隐球菌性脑膜炎的疗效及安全性观察
齐雪姣　河北医科大学第二医院

09:06-09:14 论文发言
由感染性脑炎到自身免疫性脑炎：转化及诊断陷阱
刘　磊　北京同仁医院

09:14-09:22 论文发言
抗α-氨基-3-羟基-5-甲基-4-异噁唑丙酸受体（AMPAR）
脑炎的临床特征及预后分析 —一个病例系列研究
张　哲　北京协和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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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9:22-09:30 论文发言
基于弥散张量成像的家族性克雅氏病临床前期脑白质完
整性研究
靖冬来　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

09:30-09:38 论文发言
抗NMDAR脑炎的长期预后和复发——中国西部地区的
一项队列研究
龚　雪　四川大学华西医院

09:38-09:46 论文发言
非HIV非器官移植隐球菌性脑膜炎的感染后免疫反应综合征
刘　佳　中山大学附属第三医院

09:46-10:54 论文发言
抗N-甲基-D-天冬氨酸受体脑炎患者lncRNA和mRNA的
差异表达研究
马晓宇　山东省立医院

09:54-10:00 讨　　论

10:00-11:30 感染与脑脊液细胞学专场 4
主持人：杜　芳　 张家堂　王振海

10:00-10:20 专题发言
IgG4相关神经系统病变的临床表现和治疗
杜　芳　空军军医大学西京医院

10:20-10:28 论文发言
脑膜癌病的诊治策略--鞘注为主的综合治疗（附34例病
例分析）
卜　晖　河北医科大学第二医院

10:28-10:36 论文发言
围脑膜感染概念的拓展
刘　韬　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

10:36-10:44 论文发言
单核细胞增生李斯特菌感染特点分析
李　杨　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第一医学中心

10:44-10:52 论文发言
糖氧剥夺/复糖复氧损伤后小胶质细胞中细胞型朊蛋白 
PrPC 调控其活化　表型转化及其对神经元活性的影响
韩晓鸥　吉林大学白求恩第一医院

10:52-11:00 论文发言
抗DPPX自身免疫性脑炎规范检测诊断一例报告
任海涛　北京协和医院



72

11:00-11:08 论文发言
利妥昔单抗治疗非肿瘤性抗 N-甲基-D-天冬氨酸受体脑
炎疗效分析
郭守刚　山东省立医院

11:08-11:16 论文发言
水痘-带状疱疹病毒感染相关的脑膜炎/脑炎7例的脑脊液
分析
黄天文　福建医科大学附属协和医院

11:16-11:24 论文发言
免疫检测点抑制剂相关无菌性脑膜炎临床脑脊液细胞学
报告一例
范思远　北京协和医院

11:24-11:30 讨　　论

14:00-15:30 护理专场 1 
主持人：蔡卫新　薄　琳　张雅静  

14:00-14:20 专题发言
新冠肺炎防控中神经重症患者护理的难点与对策
李　玲　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同济医院

14:20-14:40 专题发言
气道管理--预防重于治疗
浦其斌　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一医院

14:40-15:10 护理
工作坊

 “新冠和卒中”——一例危重型新冠肺炎合并脑梗塞患
者的护理体会
许雅芳　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

15:10-15:30 专题发言
后疫情时代下神经护理发展规划的思考
杨　蓉　四川大学华西医院

16:00-17:30 护理专场 2 
主持人：张小燕　常　红

16:00-16:16 专题发言
多学科协作下帕金森照护工作室的构建
柳　欣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天坛医院



73

16:16-16:32 专题发言
神经性吞咽障碍患者摄食训练及误吸防护
李慧娟　中山大学附属第三医院

16:32-16:48 专题发言
顽固性便秘和漏尿的临床解决方案
沈小芳　南京大学医学院附属鼓楼医院

16:48-16:55 论文交流
认知训练护理门诊护理质量指标体系的构建研究
常　红　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

16:55-17:02 论文交流
基于正念减压的运动干预对帕金森病疲劳患者生活质量
影响的研究
周　翔　南京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17:02-17:09 论文交流
神经内科静脉血栓信息化防控体系的建立与应用
刘必琴　苏北人民医院

17:09-17:16 论文交流
卒中中心神经内科护士对患者安全文化的认知情况及影
响因素研究
邓志强　四川大学华西医院

17:16-17:23 论文交流
脑卒中后尿失禁患者功能独立性现状及其对社会参与生
活质量和心理状态的影响
周雨欣　东南大学医学院

17:23-17:30 论文交流
V-VST方法在评估脑卒中患者留置鼻胃管拔除时机中的
效果评价
徐卓珺　同济大学附属东方医院

第十四分会场

08:30-10:00 神经转化专场 3
主持人：张拥波　李海宁　袁俊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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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8:30-08:50 专题发言
脑血管病新危险因素及其机制研究
王　伟　华中科技大学附属同济医院

08:50-09:10 专题发言
具有周细胞分化潜能的中间细胞发现及其在脑缺血再灌
注损伤中的作用及机制
杨清武　陆军军医大学新桥医院

09:10-09:30 专题发言
快速进展性痴呆，诊断之挑战
丛　琳　山东省立医院

09:30-09:50 专题发言
一个累及下丘脑病例的启发
周　畅　青岛大学附属医院

09:50-10:00 论文发言
更昔洛韦对大鼠脑缺血后神经炎症的治疗作用及机制研究
徐慧珍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友谊医院

10:00-11:30 神经转化专场 4
主持人：吴　伟　姜　红　刘　芳

10:00-10:20 专题发言
预测出血性脑卒中预后的分子标志物研究
唐宇平　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

10:20-10:40 专题发言
脑心综合征：脑卒中后心功能障碍
阎　涛　天津医科大学总医院

10:40-11:00 专题发言
药物过量性头痛
刘若卓　解放军总医院第一医学中心

11:00-11:20 专题发言
重金属中毒性神经系统损伤
樊双义　解放军总医院第五医学中心

11:20-11:30 论文发言
成年豚鼠海马神经元发育的时相研究
万莉莉　中南大学湘雅医院

第十五分会场

08:30-10:00 神经心理与行为神经病专场 3
主持人：毛善平　钟莲梅　胡盼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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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8:30-08:45 专题发言
慢性意识障碍的血浆代谢谱研究
罗本燕　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一医院

08:45-09:00 专题发言
慢性头晕患者的神经心理与影像特征
毕晓莹　海军军医大学第一附属医院（长海医院）

09:00-09:15 专题发言
正常颅压脑积水的神经心理与行为学特征
刘彩燕　中国医学科学院北京协和医院

09:15-09:23 论文发言
TBS与rTMS治疗焦虑障碍患者临床疗效及脑电α振荡变化
的前瞻性研究
李曦丹　大连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

09:23-09:31 论文发言
抑郁症患者自杀意念的弥散张量成像拓扑属性研究
刘馨怡　东南大学医学院

09:31-09:39 论文发言
基于癫痫患者立体脑电记录的语音时域精细结构的听皮
层加工机制
徐　娜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天坛医院

09:39-09:47 论文发言
肠道菌群代谢物与卒中后认知及情感障碍相关：一项益
生菌小型临床干预研究
龚　骊　上海市第十人民医院

09:47-09:55 论文发言
无症状性线粒体病基因突变携带者的认知损害研究
孙云闯　北京大学第一医院

09:55-10:00 讨　　论

10:00-11:30 神经心理与行为神经病专场 4
主持人：詹淑琴　潘晓东　潘永惠

10:00-10:15 专题发言
关注儿童青少年抑郁症--浅谈其研究现状
张志珺　东南大学附属中大医院

10:15-10:30 专题发言
藏在头痛背后的情绪障碍
何金彩　温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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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0-10:45 专题发言
综合性医院抑郁焦虑状态的药物治疗技巧
杨　渊　华中科技大学附属同济医院

10:45-10:53 论文发言
特发性快动眼睡眠行为障碍的影像研究
邓　方　吉林大学第一医院

10:53-11:01 论文发言
COVID-19疫情期间对公众心理状态及应对方式的调研
黄燕霞　中山大学附属第五医院

11:01-11:09 论文发言
持续气道正压通气对阻塞性睡眠呼吸暂停综合征患者认
知功能改善的作用： 随机对照研究的Meta分析
王美玲　青岛大学附属医院

11:09-11:17 论文发言
抑郁患者躯体化障碍与BMI　睡眠和认知功能相关性的
研究
陆　悦　海军军医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11:17-11:25 论文发言
广泛性焦虑对脑血流自动调节功能的影响
郭珍妮　吉林大学第一医院

11:25-11:30 讨　　论

第十六分会场

08:30-10:00 神经重症专场 1
主持人：江　文　王芙蓉　张　艳

08:30-08:35 致　　辞
开幕式
宿英英　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

08:35-08:55 专题发言
重症新冠肺炎特征与救治
曹　杰　吉林大学白求恩第一医院

08:55-09:15 专题发言
重症新冠肺炎的神经系统损害
胡　波　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协和医院 

09:15-09:23 论文发言
老年取栓患者术后低白蛋白血症的结局及相关因素研究
聂曦明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天坛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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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9:23-09:31 论文发言
基于网络的恶性脑水肿动态列线图预测模型
孙文哲　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同济医院

09:31-09:39 论文发言
皮质脊髓束区低灌与静脉溶栓后早期不明原因神经功能
恶化相关
张丹凤　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二医院

09:39-09:47 论文发言
脑电信号随昏迷预后而异：一种新型EEG 反应性方法
陈卫碧　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

09:47-09:55 病例讨论
合并呼吸衰竭的核黄素反应性多酰基辅酶A脱氢缺陷患
者2例
冯学麟　中山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09:55-10:00 讨　　论

10:00-11:30 神经重症专场 2
主持人：彭　斌　张乐　张　猛

10:00-10:20 专题发言
免疫异常与危重神经疾病
潘速跃　南方医科大学南方医院

10:20-10:40 专题发言
神经危重症与免疫损伤
宿英英　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

10:40-10:48 论文发言
局部脑梗死组织抽吸术治疗恶性大脑中动脉梗死的实验
研究与临床探索
刘　亮　中国人民解放军北部战区总医院

10:48-10:56 论文发言
序贯延长SBT撤机方案在重症肌无力危象机械通气患者中
的应用
张杰妮　中山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10:56-11:04 论文发言
危重患者个性化血糖管理目标研究进展
宋学梅　南方医科大学南方医院

11:04-11:12 论文发言
警惕易碎的鸡蛋白，ECMO在神经科的紧急应用
刘俊江　湖南省人民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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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2-11:20 病例分享
继发于医源性左心房-食管瘘的脑动脉空气栓塞1例
张　萍　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同济医院

11:20-11:25 讨　　论

11:25-11:30 总　　结
会议总结
潘速跃　南方医科大学南方医院



79

学术专场日程一览

2020年9月19日

主会场

12:00-12:30 学术专场
急性缺血性卒中侧支循环的临床研究进展

12:30-13:00 学术专场
缺血性卒中规范治疗与综合管理

13:00-13:30 学术专场
/

第一分会场 

12:00-12:30 学术专场
疫情中急性缺血性卒中静脉溶栓绿色通道的优化  

13:00-13:30 学术专场
卒中防护 抗栓基石

15:30-16:00 专题会
/

2020年9月18日

主会场

12:30-13:00 学术专场
学术专场尤瑞克林治疗缺血性脑卒中功能预后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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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分会场  

15:30-16:00 专题会
从最新国内外指南看缺血性卒中二级预防血脂管理新策略

第五分会场

15:30-16:00 专题会
成人脊髓性肌萎缩症疾病修正治疗进展

第六分会场

15:30-16:00 专题会
AMPA机制在抗癫治疗中的获益与前景

第七分会场

12:00-12:30
学术专场
如何尽早识别并诊断阿尔茨海默病患者：生物标志物测试在临床实
践中的应用

12:30-13:00
学术专场
Gantenerumab的三期临床试验：如何吸取既往Aβ靶向单抗临床
研究的经验教训从而优化研究设计 

15:30-16:00 专题会
阿尔茨海默病药物研发最新进展

第八分会场

12:00-12:30 学术专场
新诊帕金森患者的优化治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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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30-16:00 专题会
阿尔茨海默病药物研发最新进展

第十一分会场

12:00-12:30 学术专场
/

15:30-16:00 专题会
特立氟胺：中国MS患者的一线DMT选择

2020年9月19日

第八分会场

15:30-16:00 专题会
PD人群LCE用药策略的临床获益

第十一分会场

15:30-16:00 专题会
新型多发性硬化治疗药物 —富马酸二甲酯的作用机制与临床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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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专场详细日程

2020年9月18日

主会场

12:30-13:00

学术专场
主持：崔丽英　中国医学科学院北京协和医院 
　　　蒲传强　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第一医学中心

尤瑞克林治疗缺血性脑卒中功能预后优势
讲者：董　强　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

2020年9月19日

主会场

12:00-12:30

学术专场
主持：崔丽英　中国医学科学院北京协和医院 
　　　蒲传强　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第一医学中心

急性缺血性卒中侧支循环的临床研究进展
讲者：盛文利　中山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12:30-13:00

学术专场
主持：曾进胜　中山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樊东升　北京大学第三医院

缺血性卒中规范治疗与综合管理
讲者：彭　斌　中国医学科学院北京协和医院

13:00-13:30

学术专场
主持：贾建平　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

/
讲者：谭　兰　青岛市市立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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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分会场 

12:00-12:30

学术专场
主持：李小刚 　北京大学第三医院

疫情中急性缺血性卒中静脉溶栓绿色通道的优化
讲者：张佩兰　天津环湖医院

13:00-13:30

学术专场
主持：曾进胜　中山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卒中防护 抗栓基石
讲者：徐安定　暨南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15:30-16:00

专题会
主持：曾进胜　中山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
讲者：张亚清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天坛医院

第二分会场  

15:30-16:00
专题会
主持：曾进胜　中山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徐　运　南京大学医学院附属鼓楼医院

从最新国内外指南看缺血性卒中二级预防血脂管理新策略
讲者：周盛年　山东大学齐鲁医院

第五分会场

15:30-16:00 专题会
主持：王拥军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天坛医院

成人脊髓性肌萎缩症疾病修正治疗进展
讲者：戴　毅　中国医学科学院北京协和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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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分会场

15:30-16:00

专题会
主持：周　东　四川大学华西医院

AMPA机制在抗癫治疗中的获益与前景
讲者：王　群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天坛医院

第七分会场

12:00-12:30

学术专场
主持：董　强　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

如何尽早识别并诊断阿尔茨海默病患者：生物标志物测试在临床实
践中的应用
讲者：郁金泰　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

12:30-13:00

学术专场
主持：陈晓春　福建医科大学附属协和医院

Gantenerumab的三期临床试验：如何吸取既往Aβ靶向单抗临床
研究的经验教训从而优化研究设计 
讲者：施　炯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天坛医院

15:30-16:00 专题会
主持：陈晓春　福建医科大学附属协和医院

阿尔茨海默病药物研发最新进展
讲者：潘小平　广州市第一人民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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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分会场

12:00-12:30 学术专场
主持：陈生弟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瑞金医院

新诊帕金森患者的优化治疗
讲者：肖　勤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瑞金医院

15:30-16:00 专题会
主持：陈海波　北京医院

阿尔茨海默病药物研发最新进展
讲者：冯　涛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天坛医院

第十一分会场

12:00-12:30

学术专场
主持：

/
讲者：

15:30-16:00 专题会
主持：施福东　天津医科大学总医院

特立氟胺：中国MS患者的一线DMT选择
讲者：杨春生　天津医科大学总医院

2020年9月19日

第八分会场

15:30-16:00 专题会
主持：陈海波　北京医院

PD人群LCE用药策略的临床获益
讲者：刘春风　苏州大学附属第二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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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分会场

15:30-16:00

专题会
主持：施福东　天津医科大学总医院

新型多发性硬化治疗药物 —富马酸二甲酯的作用机制与临床数据
讲者：管阳太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仁济医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