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四届中国医师协会神经介入年会

暨第七届中国神经介入大会

第三轮会议通知

医协函〔2020〕341号

尊敬的各位同道：

由中国医师协会、中国医师协会神经介入专业委员会主

办，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仁济

医院承办的“第四届中国医师协会神经介入年会暨第七届中

国神经介入大会”将于 2020 年 9 月 18 日-20 日在上海国际会

议中心举办，因受疫情的影响，本次年会将采用线上转播及

线下会议相结合的方式与您相聚。

在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和中国医师协会的大力支持下，

中国医师协会神经介入专业委员会于 2017 年 4 月正式成立。

标志着中国神经介入医师之家的成立，为我国神经介入医师

在依法行医、权益维护、人才培养、学科建设等方面搭建了

规范化运行的平台。中国医师协会神经介入专业委员会是由

神经外科、神经内科、介入放射科三大学科构成，充分发挥

跨界学科的知识密集、人才荟萃、纵横联系的结构特点，紧

密围绕技术创新，学科建设和人才培养三大核心内容，积极



倡导“献身、创新、求实、协作”的精神，尊重知识、尊重

人才，发现及培养中青年医学工作者，不断提高神经介入学

术活动的质量和水平。

本次学术年会将继续秉承技术创新，学科建设和人才培

养三大核心内容，邀请世界介入大咖与国内神经介入领域的

专家学者进行学术交流，助力中国医师协会神经介入专业委

员会不断前行发展。大会还将设置创新大赛、并发症讨论、

临床技术指导等形式新颖的内容，打破学科之间的壁垒，共

同参与、相互学习、合作提高，旨在提升学术水平、多学科

协同发展、优化行业组织管理。

谨此，我们热忱地邀请您的光临以及积极参与，见证卓

越，分享喜悦，为推动我国神经介入事业的进一步发展而共

同努力！

热忱的期盼与您相会在东海之滨的璀璨明珠——上海！

中国医师协会

中国医师协会神经介入专业委员会

2020 年 7 月



大会组织机构

名誉主席：凌锋

大会主席：张鸿祺 万杰清

执行主席：焦力群 潘耀华

学术委员（排列不分前后，按姓氏拼音排序）

白小欣 蔡艺灵 曹文锋 曹 毅 柴尔青 陈 锷

陈文伙 陈左权 邓剑平 段传志 戴琳孙 董白晶

杜德坤 范新东 范瑶华 范一木 高小平 高子云

管 生 郭庆东 黄昌仁 黄 捷 何 川 何旭英

洪 波 姜长春 姜卫剑 姜维喜 蒯 东 赖贤良

冷 冰 李永利 李天晓 李佑祥 李真保 李宗正

梁传声 梁国标 刘建民 刘新峰 买买提力·艾沙

缪中荣 秦 超 任 军 任少华 单 鸿 史怀璋

施海彬 帅 杰 宋书欣 孙 鹏 孙钦建 汪 阳

汪银洲 王朝华 王大明 王东海 王 峰 王国平

王宏磊 王守春 王 硕 王晓健 王志刚 翁国虎

吴 航 吴红星 吴科学 吴 伟 夏 鹰 肖福顺

谢晓东 徐 翔 许 璟 许丽华 杨 华 杨 銘

杨少春 杨新健 姚凯华 姚声涛 尹 浩 于加省

喻孟强 张桂莲 张 猛 张 鹏 张 天 张晓冬

张晓龙 张 鑫 张占普 赵 林 赵 卫 赵振伟

赵沃华 郑洪波 郑伟良 郑玉峰 钟 鸣 钟 书



朱 刚 朱健明 朱良付

参会说明

会议地点：上海国际会议中心（上海浦东滨江大道 2727 号）

会议时间：9月 18 日-20 日

报道时间：9月 17 日-18 日

报道地点：上海国际会议中心签到处

一、注册费标准

类别 8月 31 日（含）前 9月 1日后及现场注册

非 CFITN注册会员 1000 元/人 1200 元/人

CFITN注册会员 800 元/人

注册费不含往返交通和住宿费

二、会议酒店

会议酒店 距会场距离 房型

东方滨江大酒店 会场酒店
高级客房

大床

高级客房

标间

注: 会议酒店可通过会务组代为预定，其它酒店请自行预定。

订房电话: 010-65667556 转 8008

手机 13311301901



三、报名方式

1. 在线注册缴费：www.cfitn.org（支持支付宝、微信在线缴费）

2. 报名电话：010-65664755 转 807，手机 13521977077

四、大会联系方式

中国医师协会学术会务部：

王老师 电话：010-63317331

中国医师协会神经介入分会：

叶老师 电话：13764001035

会务组：

刘老师 电话：13811139569

企业合作：

张老师 电话：13811869287



附件 1：

日程一览

时间 地点 三层国际厅 三层黄河厅 三层会议厅 CD 三层会议厅 E 三层会议厅G

9 月 17 日
（星期四）

08:30-22:00 全天报到（上海国际会议中心一层签到处）

13:30-17:00 第二届全国神经介入医师运动会

9月 18 日
（星期五）

09:00-12:00 报到（上海国际会议中心一层签到处）

13:30-16:30
创新大赛

技术创新、融合之美
并发症讨论
出血、缺血

17:30-18::30 全委会

9月 19 日
（星期六）

07:15-08:45
继续教育培训

动脉瘤
继续教育培训

取栓
继续教育培训
血运重建

继续教育培训
解剖和影像

09:00-12:00 全体大会

12:00-13:30 午餐卫星会 午餐卫星会 午餐卫星会

13:30-17:20 全体大会 专题会

9月 20 日
（星期日）

07:15-08:45
继续教育培训

动脉瘤
继续教育培训

取栓
继续教育培训
血运重建

继续教育培训
解剖和影像

09:00-12:00
分会场一

出血性脑血管病
分会场二

缺血性脑血管病
分会场三
复合手术



9 月 18 日创新大赛（技术创新、融合之美）
10 分钟发言+5分钟评审，共 9位参赛选手，现场抽签决定出场顺序

9 月 18 日（星期五） 地点：上海国际会议中心三层黄河厅

时间 题目 演讲者 单位

13:30-16:00
主持人：郭新宾 何旭英
评委：缪中荣 贺民 王君

13:30-13:40 主持人致辞、评审规则

13:40-13:55 流变溶栓导管应用于脑静脉窦血栓的治疗 易婷玉 福建省漳州市医院

13:55-14:10 越过山丘—动脉瘤栓塞中的“翻山”技术 孙博文 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14:10-14:25 静脉入路Onyx 逆行栓塞小脑天幕硬膜动静脉瘘 潘耀华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仁济医院

14:15-14:30 一种标记节段动脉的脊髓造影方法 蔡栋阳 河南省人民医院

14:30-14:45
颈内动脉血泡样动脉瘤双支架套叠辅助弹簧圈栓塞复发

处理
李欢欢 湖北省第三人民医院

14:45-15:00 保护伞碎栓、辅助抽吸取栓治疗静脉窦血栓形成一例 张文胜 河源市人民医院

15:00-15:15 法无定则，一波三折取栓路” 罗根培 广东省东莞市人民医院

15:15-15:30 Hybrid 手术室治疗脊髓硬脊膜动静脉瘘经验分享 张耐 天津医科大学总医院

15:30-15:45 脊髓髓周动静脉瘘致根痛的诊疗 申杰 山大大学齐鲁医院

15:45-16:00 总结

9 月 18 日并发症讨论（出血性脑血管病、缺血性脑血管病）
5 分钟发言+5 分钟评审，共 16 位参赛选手，现场抽签决定出场顺序

9 月 18 日（星期五） 地点：上海国际会议中心三层会议厅CD

时间 题目 演讲者 单位

13:30-14:50
并发症讨论：出血性脑血管病
主持人：何川 王朝华
评委：张鸿祺 万杰清 谢晓东

13:30-13:40
平均血小板体积对动脉瘤性蛛网膜下腔出血患者栓塞术后

动脉瘤复发的预测价值
陈刘炜 上海市第十人民医院

13:40-13:50 弹簧圈意外解脱的补救处理 慕璐岩 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第四医院

13:50-14:00 密网支架贴壁不良 赵阳 北京大学国际医院

14:00-14:10 大脑中动脉破裂动脉瘤介入治疗 1例 杨文进 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医院

14:10-14:20 一例惊心动魄的后交通动脉瘤的介入治疗 王磊 毫州市人民医院



14:20-14:30 后交通动脉瘤术中脑栓塞 1例 邱传珍 赣南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

14:30-14:40 后交通动脉瘤支架辅助弹簧圈栓塞急期血栓抢救 李欢欢 湖北省第三人民医院

14:40-14:50 血流导向装置治疗颅内动脉瘤的湘雅经验 姜维喜 中南大学湘雅医院

14:50-15:00 茶歇

15:00-16:30
并发症讨论：缺血性脑血管病
主持人：高鹏 朱良付
评委：焦力群、李天晓、顾宇翔

15:00-15:10 右侧颈内动脉起始段夹层血管内治疗并发症一例 张文胜 河源市人民医院

15:10-15:20 复杂颈动脉狭窄治疗 蒯东 山西医科大学第一医院

15:20-15:30 失之东隅，收之桑榆 剖析两例取栓出血不同处理和结局 吴燕敏 福建省漳州市医院

15:30-15:40 宜将剩勇追穷寇——急诊取栓术中出血病例分享 刘曙东 重庆医科大学附属永川医院

15:40-15:50 急性缺血性脑卒中动脉取栓术后高灌注综合征 叶静 四川省成都市第六人民医院

15:50-16:00 左侧颈内动脉急性闭塞串联病变取栓后出血一例 李立夫 伊春市第一医院

16:00-16:10 急性期血清组织蛋白酶S水平与组织蛋白酶S/胱抑素C比
值是脑梗死的相关因素及其对脑梗死的诊断价值

张爱武 广东省第二人民医院

16:10-16:20 大脑中动脉慢闭塞开通需谨慎 唐玺和 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医院

16:20-16:30 总结

9 月 19 日早餐会日程
9 月 19 日（星期六） 继续教育培训-动脉瘤 地点：上海国际会议中心三层黄河厅

07:15-08:45 主持人：谢晓东 史怀璋 冷冰

时间 题目 演讲者 单位

07:15-07:45 颅内动脉瘤体积与破裂单一因素关联性研究 安庆祝 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

07:45-08:15 密网支架的术前评估及选择 张昌伟 四川大学华西医院

08:15-08:45 动脉瘤栓塞过程中弹簧圈及微导管的选择 吴培 哈尔滨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9 月 19 日（星期六） 继续教育培训-取栓技术 地点：上海国际会议中心三层会议厅CD

07:15-08:45 主持人：李天晓 缪中荣

时间 题目 演讲者 单位

07:15-07:30 急性缺血性卒中血管内治疗质控指标培训 蔡艺灵 战略支援部队特色医学中心

07:30-07:45 急诊取栓技术进展 高鹏 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

07:45-08:00 急诊取栓遇到颈动脉夹层处理策略 杨新光 广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

08:00-08:15 支架成形与 AIS 开通治疗 朱良付 河南省人民医院

08:15-08:30 AIS 取栓后残余重度狭窄处理策略 贺雄军 南方医科大学深圳医院

08:30-08:45 莫道桑榆晚 为霞尚满天：超 24 小时取栓 袁正洲 西南医科大学附属医院

9 月 19 日（星期六） 继续教育培训-血运重建 地点：上海国际会议中心三层会议厅 E

07:15-08:45 主持人：范一木 李永利

时间 题目 演讲者 单位

07:15-07:35 颅内动脉慢性闭塞介入再通的评价 洪波 海军军医大学长海医院

07:35-07:55 CAS 中栓塞保护装置的历史与发展 焦力群 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

07:55-08:15 椎动脉颅外段介入治疗的器械选择与评价 王亚冰 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

08:15-08:45 全体讨论

9 月 19 日（星期六） 继续教育培训-解剖与影像 地点：上海国际会议中心三层会议厅G

07:15-08:45 主持人：黄亚波 王峰

时间 题目 演讲者 单位

07:15-07:35 人脑血管吻合的探索之路 马妍 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

07:35-07:55 烟雾病、增殖性血管病和奇网的胚胎发育 张鑫 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

07:55-08:15 神经嵴细胞与烟雾病 陆夏 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

08:15-08:35 烟雾病中线区域的血管构筑特点与潜在治疗 王健 南京医科大学附属常州二院

08:35-08:45 讨论

9 月 19 日全体大会日程
9 月 19 日（星期六） 全体大会 地点：上海国际会议中心三层国际厅

时间 题目 演讲者 单位



09:00-09:30

开幕式致辞
张鸿祺、万杰清、协会李松林秘书长，仁济医院院长李卫平、上海市医学会会长兼医师协会会长徐

建光、华山医院院长毛颖、浦东新区卫健委主任李新明
主持人：焦力群

主旨演讲（一）
主持人：焦德让 李铁林 张鸿祺

09:30-09:50 关于人工智能与脑科学交叉融合的若干思考 杨小康 上海交通大学人工智能研究院

09:50-10:20 美术史与神经科学 范景中 中国美术学院

10:20-10:40 医生的道德与智慧 吴中学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天坛医院

10:40-11:00 茶歇

主旨演讲（二）
主持人：马廉亭 李慎茂 万杰清

11:00-11:20 神经血管磁共振成像临床应用 李明华 上海交通大学附属第六人民医院

11:20-11:40 神经外科医生诊疗过程中遇到的问题和困惑 毛颖 复旦大学华山医院

11:40-12:00 脑 AVM的演化及终结 张鸿祺 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

12:00-13:30 午餐卫星会

13:30-14:00 赋能计划启动仪式

13:30-13:33 主持人开场白及介绍嘉宾

13:33-13:50 卫健委领导致辞

13:50-13:55 张鸿祺教授致辞

13:55-13:58 中国初级卫生保健基金会相关领导致辞

13:58-14:00 合影

主旨演讲（三）主持人：沈健康 陈左权

14:00-14:20 急性缺血性卒中血管内治疗进展 刘建民 海军军医大学长海医院

14:20-14:40 颅内动脉狭窄的介入治疗向何处去？ 焦力群 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

14:40-15:00 BEST 试验与临床启示 刘新峰 东部战区总医院

15:00-15:20 急性后循环大血管闭塞血管再通治疗的现状与探索 杨清武 陆军军医大学新桥医院

15:20-15:30 茶歇

主旨演讲（四）
主持人：白如林 蔡艺灵 冷冰

15:30-15:50 中国急性缺血性卒中血管内治疗现状 缪中荣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天坛医院

15:50-16:10 涉及分支动脉瘤的治疗：简化以提高安全和长期疗效 洪波 海军军医大学长海医院



16:10-16:30 压力锅技术在血管内治疗中的应用 赵振伟 空军军医大学唐都医院

16:30-16:50 弓上大血管闭塞血管内再通：技术、感悟和理念 万杰清 上海交通大学医院院附属仁济医院

16:50-17:20
颁奖仪式（创新大赛、并发症讨论各奖项）
主持人：何川、何旭英、朱良付、王朝华

16:50-17:00 创新大赛一等奖演讲（融合之美）

17:00-17:05 讨论

17:05-17:15 创新大赛一等奖演讲（技术创新）

17:15-17:20 讨论

9 月 20 日早餐会日程
9 月 20 日（星期日） 继续教育培训-动脉瘤 地点：上海国际会议中心三层黄河厅

07:15-08:45 主持人： 段传志 陈左权 王朝华

时间 题目 演讲者 单位

07:15-07:45 复发动脉瘤的介入治疗策略 徐善才 哈尔滨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07:45-08:15 血泡样动脉瘤介入治疗策略 林森 四川大学华西医院

08:15-08:45 颅内动脉瘤的个性化栓塞治疗 闫研 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

9 月 20 日（星期日） 继续教育培训-取栓技术 地点：上海国际会议中心三层会议厅CD

07:15-08:45 主持人：王大明 刘亚杰

时间 题目 演讲者 单位

07:15-07:30 大血管闭塞的血流再通联合神经保护 吉训明 首都医科大学

07:30-07:45 取栓的一线选择:支架 or 抽吸？ 杨斌 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

07:45-08:00 AIS 血管内治疗术前影像评估 陈文伙 福建省漳州市医院

08:00-08:15 颅内动脉狭窄基础上急性大血管闭塞血管内治疗策略 陈健 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

08:15-08:30 AIS 血管内治疗研究进展 杨鹏飞 海军军医大学长海医院

08:30-08:45 技不精，必挖坑：急诊取栓手术中的技术细节分析 宋立刚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天坛医院

9 月 20 日（星期日） 继续教育培训-血运重建 地点：上海国际会议中心三层会议厅 E

07:15-08:45 主持人： 白小欣 高小平

时间 题目 演讲者 单位

07:15-07:35 颅内动脉狭窄介入治疗的器械选择和基本技术 莫大鹏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天坛医院



07:35-07:55 慢性闭塞性病变介入开通的基本技术和风险防范 赵同源 河南省人民医院

07:55-08:15 脑动脉狭窄闭塞介入治疗的常见并发症和处理 张涛 空军军医大学唐都医院

08:15-08:45 全体讨论

9 月 20 日（星期日） 继续教育培训-解剖与影像 地点：上海国际会议中心三层会议厅G

07:15-08:45 主持人：顾宇翔 何旭英

时间 题目 演讲者 单位

07:15-07:35 静脉系统的解剖与静脉途径治疗脑AVM 贺迎坤 河南省人民医院

07:35-07:55 危险吻合的解剖与 DAVF 栓塞 孙力泳 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

07:55-08:15 脊髓血管性病变的MRA诊断 魏小二 上海市第六人民医院

08:15-08:35 颅内动脉粥样硬化的多模态影像评估 杨斌 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

08:35-08:45 讨论

9 月 20 日分会场日程
9 月 20 日（星期日） 分会场一：出血性脑血管病 地点：上海国际会议中心三层黄河厅

时间 题目 演讲者 单位

09:00-10:45 主持人：梁传声 李佑祥

09:00-09:15 血流导向装置治疗颅内动脉瘤的中国专家共识 杨新健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天坛医院

09:15-09:30 血流导向应用现状及困惑 张鹏 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

09:30-09:45 FD 治疗大脑中动脉瘤的单中心经验与展望 管生 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09:45-10:00
Pipeline 治疗动脉瘤中国上市后多中心回顾性研究

（PLUS）研究结果汇报：动脉瘤的闭塞率及其相关因素
吕明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天坛医院

10:00-10:15 Pipeline 血流导向装置治疗颅内大型动脉瘤的再思考 盖延廷 上海冬雷脑科医院

10:15-10:30 FD 结合弹簧圈治疗破裂颅内动脉瘤 李立 河南省人民医院

10:30-10:45 血流导向装置治疗颅内动脉瘤的并发症及其防治 周宇 海军军医大学长海医院

10:45-11:00 茶歇

11:00-12:30 主持人：李桂林 吕明

11:00-11:10 浅谈不规则伴子囊颅内动脉瘤 叶明 首度医科大学宣武医院

11:10-11:20 动静脉联合入路栓塞复杂脑动静脉畸形 何旭英 南方医科大学珠江医院

11:20-11:30 基底动脉尖动脉瘤的血管内介入栓塞治疗 吴红星 新疆自治区人民医院

11:30-11:40 海绵窦区 DAVF 血管内治疗单中心经验 钟鸣 温州医科大学附属一医院



11:40-11:50 破裂性 V4 夹层动脉瘤血流导向装置治疗 钟书 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医院

11:50-12:00
眶区颅内外危险吻合及临床应用

赵沃华
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协和

医院

12:00-12:10 烟雾病相关性颅内动脉瘤的血管内治疗：单中心经验总结 付超 吉林大学中日联谊医院

12:10-12:20 经静脉入路栓塞脑动静脉畸形：单中心 21 例经验 李强 海军军医大学长海医院

12:20-12:30 最佳投稿评选

9 月 20 日（星期日） 分会场二：缺血性脑血管病 地点：上海国际会议中心三层会议CD

时间 题目 演讲者 单位

09:00-09:05
主持人：郑洪波
焦力群理事长致辞

09:05-11:5 主持人：张晓龙 杨鹏飞

09:05-09:20 颈动脉支架未来发展方向 焦力群 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

09:20-09:35 急性大血管闭塞侧枝循环评估新方法 曹文杰 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

09:35-09:50 颅内动脉狭窄支架治疗的单中心经验 张桂莲 西安交通大学附属第二医院

09:50-10:05 颈动脉慢性闭塞再通的体会 徐善才 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10:05-10:20 发病超 24 小时的急性脑梗死的急诊介入治疗 王守春 吉林大学第一医院

10:20-10:35 非急性期颅内动脉闭塞开通的随访分析 孙钦建 山东省立医院

10:35-10:50 重型静脉窦血栓的治疗进展和问题 郭新宾 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10:50-11:05 血管再通联合局部低温治疗大核心脑梗死的初步探索 张猛 第三军医大学大坪医院

11:05-11:15 茶歇

11:15-12:30 主持人：郑洪波 史树贵

11:15-11:25 放疗后颈动脉狭窄的临床结局分析 张潇 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

11:25-11:35
应用 soliaireAB 支架治疗颅内动脉富穿支段狭窄的单中心

经验 曹向宇
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

11:35-11:45
抽吸取栓结合血管成形治疗急性颅内动脉粥样硬化性狭窄

继发闭塞的初步体会 陈虎
空军军医大学唐都医院

11:45-11:55 CT 灌注影像在缺血性卒中急诊介入治疗的应用 陈文伙 福建省漳州市医院

11:55-12:05
DSA 与高分辨MRI 诊断颅外段颈内动脉闭塞性病变的对比

研究 吕涛
西安交通大学第二附属医院

12:05-12:15
急性缺血性卒中机械取栓血栓病理分型，卒中病因分型和磁

敏感血栓征相关性的研究
吴迎春 鄂尔多斯市中心医院

12:15-12:25 眼动脉置管溶栓治疗颈动脉支架术中视网膜动脉栓塞一例 蔡梦娟 福建省立医院

12:25-12:30 最佳投稿评选



9 月 20 日（星期日） 分会场三：复合手术 地点：地点：上海国际会议中心三层会议 E

时间 题目 演讲者 单位

09:00-10:45 主持人：任军 柴尔青

09:00-09:15 颅外支架术后狭窄或闭塞的复合手术血运重建术 王东海 山东大学齐鲁医院

09:15-09:30
缺血性脑血管病的复合手术应用进展及单中心

经验回顾
马妍 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

09:30-09:45 急性出血性脑血管病的复合手术技术的临床应用 顾宇翔 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

09:45-10:00
颅内复杂动脉瘤的复合手术应用进展及但中心经验

回顾
冯文峰 南方医科大学南方医院

10:00-10:15 颅内复杂动脉瘤的复合手术适应症与手术技巧 贺民 四川大学华西医院

10:15-10:30
颅内动脉静脉畸形的复合手术应用进展及单中心

经验回顾
邓剑平 空军军医大学唐都医院

10:30-10:45 脊髓血管病的复合手术诊治进展及单中心经验回顾 洪韬 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

10:45-11:00 茶歇

11:00-12:10 主持人：于加省 郭庆东

11:00-11:10 在复合手术室治疗脑脊髓血管病的经验总结 张海峰 中国人民解放军北部战区总医院

11:10-11:20 复合手术在慢性颈内动脉闭塞开通中的应用 伍健明 深圳市第二人民医院

11:20-11:30
根据 LYS 风险分级复合手术切除脑动静脉畸形的疗

效分析
王威 上海冬雷脑科医院

11:30-11:40 脊髓血管畸形的介入治疗的困惑和技巧 卞立松 北京海淀医院

11:40-11:50
引流模式对硬脊膜外动静脉畸形临床特征和远期疗

效的影响
冯月山 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

11:50-12:00 运用 Hybird 手术室治疗脊髓硬脊膜动静脉瘘的体会 张耐 天津医科大学总医院

12:00-12:10 最佳投稿评选

9 月 19 日（星期六） 美敦力卫星会 地点：上海国际会议中心三层黄河厅

时间 题目 演讲者 单位

12:00-12:02
欢迎致辞

主持人：杨新健

12:02-12:22 义不容辞—大和巨大宽颈动脉瘤：Pipeline vs 支架 王云彦 山东大学齐鲁医院

12:22-12:42 义无反顾—中小宽颈动脉瘤：Pipeline vs 支架 冯文峰 广州南方医院

12:42-12:45 总结与讨论



12:45-12:47
欢迎致辞

主持人：焦力群 万杰清

12:47-13:07 在急诊取栓遭遇战中最大化 Solitaire 支架的效能 张利勇 聊城脑科医院

13:07-13:27 REACT68 在急诊取栓的一次三级再通的应用 温昌明 南阳市中心医院

13:27-13:30 总结

9 月 19 日（星期六） 史赛克卫星会 地点：上海国际会议中心三层CD

时间 题目 演讲者 单位

12:00-12:02
欢迎致辞

主持人：焦力群 万杰清

12:00-12:15 Trevo XP 取栓支架的临床使用经验 高鹏 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

12:15-12:30 BGC球囊导引导管在AIS 急诊取栓中的应用 李子付 海军军医大学附属长海医院

9 月 19 日（星期六） GE医疗卫星会 地点：上海国际会议中心三层 E

时间 题目 演讲者 单位

12:30-12:34 开场致辞

12:34-12:44 产品研发历程 视频播放

12:44-12:54 AI IGS 6 产品介绍 产品经理

12:54-12:59 产品用户体验 视频播放

12:59-13:00 总结

9 月 19 日（星期六） 专题会 地点：上海国际会议中心三层黄河厅

时间 题目 演讲者 单位

13:30-13:35
欢迎致辞 彭亚 高连波

专家团：彭亚/高连波/张全斌/施洪超/殷聪国/李迪/韩红星/刘永昌

专题一：“精准定位，一次再通” Solitaire 铂金版系列

13:30-13:35
6-40-10 Solitiare 铂金版支架在后循环大负荷血栓的临床应用 周文胜 湖南省人民医院

问答与讨论 专家团

13:35-13:55 4-20-10 Solitiare 铂金版支架在 ICAD急性大血管闭塞的临床应用 李敬伟 南京鼓楼医院



问答与讨论 专家团

13:55-14:15
6-40-10 Solitaire 铂金版支架在前循环大负荷血栓的临床应用 孙雅轩 山西省人民医院

问答与讨论 专家团

14:15-14:35
6-40-10 Solitiare 铂金版支架在心源性 T分叉栓塞的临床应用 田甜 承德医学院附属医院

问答与讨论 专家团

14:55-15:15
6-24-06 Solitiare 铂金版支架在 ICAD急性大血管闭塞的临床应用 李超 吉林大学第一医院

问答与讨论 专家团

专题二：“随芯所驭，抽拉无忧” REACT68 远端通路导管

15:15-15:35
REACT68 导管在迂曲病变高到位应用的 SWIM取栓实践 魏铭 天津环湖医院

问答与讨论 专家团

15:35-15:55

REACT68 导管在前循环行大内腔抽吸的 SWIM取栓实践 王力 自贡市第三人民医院

问答与讨论 专家团

15:55-16:15
REACT68 导管在后循环行大内腔抽吸的 SWIM取栓实践 张广

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
第一医院

问答与讨论 专家团

16:15-16:35
REACT68 在 ADAPT 技术和 SWIM 技术中善抽拉的临床应用 夏文卿 杭州市第一人民医院

问答与讨论 专家团

16:35-16:55
REACT68 在 SWIM 技术中善抽拉的临床应用 丁圣豪 上海仁济医院

问答与讨论 专家团

16:55-17:00 总结致辞 彭亚 高连波



附件 2:

征文通知

由中国医师协会、中国医师协会神经介入专业委员会主
办，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上海仁济医院承办的“第四届
中国医师协会神经介入年会暨第七届中国神经介入大会”将
于 2020 年 9 月 18 日-20 日在上海国际会议中心举办。

为积极贯彻本专业委员会“献身、创新、求实、协作”
的精神，大会于会议期间特别设置“并发症讨论会” 和“创
新大赛”环节，前者设置出血性脑血管病和缺血性脑血管病
两个分会场，针对神经介入治疗的并发症病例，从发生原因，
处理办法，预后判断，预防策略，基础研究几个方面进行深
入的讨论和分析；后者设置融合之美和技术创新两个分会
场，从临床诊疗技术、基础研究、产品研发三个方面进行创
意比拼。

此外，本次学术年会将于会议期间设置出血性脑血管
病、缺血性脑血管病、脑血管病复合手术三个分会场。

现面向广大同仁征集并发症讨论会、创新大赛以及分会
场稿件，并对遴选出优秀稿件予以鼓励。

并发症讨论会投稿须知

一、投稿主题：
请注明投稿主题：出血性脑血管病或缺血性脑血管
病

二、投稿要求
1. 稿件格式：Word 或 PPT 文件，文件名：作者+主题；
2. 病例介绍简洁清晰，影像等支持文件无冗余，内容时

长为 10 分钟；



3. 将病例 PPT 稿件通过以下方式提交；
A. 发送至邮箱：abstract@cfitn.org
B. 在线上传稿件: www.cfitn.org

三、投稿截止日期：2020 年 8 月 18 日 24:00
四、专家评审：
投稿截止后，2020 年 8 月 19 日-31 日为专家评审阶段。组

委会将于 9月 1 日起通知投稿作者稿件是否被录用。
五、现场演讲：
并发症讨论环节 9 月 18 日 13：30-17：30，单个发言时长

10 分钟，讨论 10 分钟。

创新大赛投稿须知

一、投稿主题：
请注明投稿主题：创新大赛—融合之美或创新大赛
—技术创新

二、投稿流程
将 PPT 稿件通过以下方式提交；
1．在线上传稿件（推荐）：www.cfitn.org
2．将稿件发送至邮箱：abstract@cfitn.org

三、投稿截止日期：2020 年 8 月 18 日
四、专家评审：
投稿截止后，2020 年 8 月 19 日-31 日为初筛阶段。组委会

将于 9月 1 日起通知投稿作者稿件是否被录用。
五、现场演讲：
现场竞演环节 9月 18 日 13：30-17：30，每位参赛者发言

时长 10 分钟，现场评审和讨论 10 分钟。

分会场投稿须知

一、投稿主题
A. 出血性脑血管病

http://www.cfitn.org/
mailto:abstract@cfitn.org


颅内动脉瘤、脑动静脉畸形、硬脑膜动静脉瘘等疾病
的介入诊治
B. 缺血性脑血管病
颅内动脉及弓上动脉的狭窄和闭塞、颅内静脉和静脉

窦的狭窄和闭塞等疾病的介入诊治
C. 脑血管病复合手术

复杂脑与脊髓血管疾病的介入与手术复合技术
二、投稿要求
1. 稿件格式：WORD摘要，文件名必须注明：作者+主

题（A/B/C/D）；
2. 未在国内公开发行刊物上发表的论文；勿投综述类文

章；Word 格式的摘要一份，800 字左右，摘要正文格式必须
包括：目的、方法、结果和结论四部分。
3. 投稿方式

A. 发送至邮箱：abstract@cfitn.org
B. 在线上传稿件: www.cfitn.org

三、投稿截止日期
2020 年 8 月 18 日 24:00
四、专家评审：
投稿截止后，2020 年 8 月 19 日-31 日为初筛阶段。组委会

将于 9月 1 日起通知投稿作者稿件是否被录用。
五、说明：
分会场将评选最佳稿件者，有出国参加国际学术交流的机

会。

关于征稿，如有疑问，请联系组委会秘书处
电话：010-65664755 转 0
手机：18810856087/ 13521977077

http://www.cfitn.org


附件 3:

第二届中国医师协会神经介入专业委员

会

全国神经介入医师运动会

通 知

中国医师协会神经介入专业委员会

神经介入医师：

为培养全国神经介入医师团队协作精神、拚搏精神、

创新能力，同时放松自我、调整心态，由中国医师协会神经

介入专业委员会发起主办的第二届全国神经介入医师运动

会报名通知发予贵省，望积极组织参与此项活动。

报名条件：仅限于中国医师协会神经介入专业委员会会

员参加（可提前注册会员，签到时需提供会员证号和身份证，

与协会会员总表进行核对）。各医院神经外科、神经内科、

放射介入科的在职神经介入医师自愿报名，严禁非神经介入

医师或其他人员顶替。

报名人数：100 人，专委会委员所在单位必须安排一人

参加。

运动会时间：2020 年 9 月 17 日 13:30-17:00

比赛地点：上海源深体育馆

报名截止日期：2020 年 9 月 1 日



联系人：神经介入专业委员会秘书 叶老师 13764001035

报名邮箱：cfitn_vip @163.com

第二届中国医师协会神经介入专业委员

会

全国神经介入医师运动会

组委会

大会主席：张鸿祺 万杰清

执行主席：焦力群 潘耀华

委员（排列不分前后，按姓氏拼音排序）

白小欣 蔡艺灵 曹文锋 曹 毅 柴尔青 陈 锷
陈文伙 陈左权 邓剑平 段传志 戴琳孙 董白晶
杜德坤 范新东 范瑶华 范一木 高小平 高子云
管 生 郭庆东 黄昌仁 黄 捷 何 川 何旭英
洪 波 姜长春 姜卫剑 姜维喜 蒯 东 赖贤良
冷 冰 李永利 李天晓 李佑祥 李真宝 李宗正
梁传声 梁国标 刘建民 刘新峰 买买提力·艾沙
缪中荣 秦 超 任 军 任少华 单 鸿 史怀璋
施海彬 帅 杰 宋书欣 孙 鹏 孙钦建 万杰青
汪 阳 汪银洲 王朝华 王大明 王东海 王 峰
王国平 王宏磊 王守春 王 硕 王晓健 王志刚
翁国虎 吴 航 吴红星 吴科学 吴 伟 夏 鹰
肖福顺 谢晓东 徐 翔 许 璟 许丽华 杨 华
杨 銘 杨少春 杨新健 姚凯华 姚声涛 尹 浩
于加省 喻孟强 张桂莲 张 猛 张 鹏 张 天
张晓冬 张晓龙 张 鑫 张占普 赵 林 赵 卫
赵振伟 赵沃华 郑洪波 郑伟良 郑玉峰 钟 鸣
钟 书 朱 刚 朱健明 朱良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