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0 年全国耳科年会日程 

11月5日全天 

08:00-23:00 线下授课专家报到（海口鸿洲埃德瑞皇家园林酒店） 

11月6日上午  主会场（皇家厅） 

开幕式（08:00-08:30） 

主持：李华伟、姜鸿彦 

08:00-08:30 

海南省卫健委领导致欢迎辞（李文秀 副主任） 

主办方中华医学会杂志社领导致辞（魏均民 社长） 

大会主席致辞（高志强 教授、吴  皓 教授） 

院士致辞（王正敏 院士、韩德民 院士） 

大会专题报告（08:30-12:10） 

大会专题报告（每人 25 分钟）    主持：孙建军、孔维佳 

08:30-08:55 内耳畸形的人工听觉植入 吴  皓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九人民医院 

08:55-09:20 颞骨外科的工程技术原理与实践 高志强 北京协和医院 

09:20-09:45 听神经瘤手术的听力保存和人工耳蜗植入 韩东一 解放军总医院第一医学中心 

09:45-10:10 人工耳蜗植入与听觉中枢可塑性 杨仕明 解放军总医院第一医学中心 

茶  歇（10:10-10:30） 

大会专题报告（每人 25 分钟）    主持：邱建华、龚树生 

10:30-10:55 人工耳蜗植入术后耳蜗电生理研究 王海波 山东大学附属山东省耳鼻喉医院 

10:55-11:20 急性前庭综合征的分类诊断及治疗 殷善开 上海交通大学附属第六人民医院 

11:20-11:45 耳显微外科发展历程与面临的挑战 李华伟 复旦大学附属眼耳鼻喉科医院 



11:45-12:10 小儿听障的诊断与治疗 马秀岚 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盛京医院 

美敦力卫星会（12:10-12:40） 

主持：王海波 

12:10-12:40 如何做好中耳乳突手术 王海波 山东大学附属山东省耳鼻喉医院 

会场快餐及午休（12:10-13:30） 

 
11月6日下午  五个分会场交流（13:30-18:00） 

第一分会场（王府厅）    人工听觉植入专题 

 

 

专题讲座（每人 20 分钟）    主持：李永新、高  下 

13:30-14:50 

特殊病人耳蜗植入及疗效分析 邱建华 空军军医大学第一附属医院（西京医院） 

慢性中耳炎的人工耳蜗植入 潘  滔 北京大学第三医院 

单侧聋患者人工耳蜗植入及其进展 李永新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同仁医院 

人工耳蜗植入对单侧聋声源定位功能的影响 王宁宇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朝阳医院 

澳科利耳卫星会 

主持：王海波 

14:50-15:20 近蜗轴电极植入体，听效与保护的结合 龚树生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友谊医院 

茶  歇（15:20-15:30） 

专题讲座（每人 20 分钟）    主持：郑  虹、吴佩娜 

15:30-16:50 

人工耳蜗植入者是否对音乐有感知？ 高  下 南京大学医学院附属鼓楼医院 

残余听力的保留对人工耳蜗植入效果的影响 徐  磊 山东大学附属山东省耳鼻喉医院 

耳聋遗传诊断与人工耳蜗植入效果的综合分析 袁慧军 陆军军医大学 

建立神经干细胞移植和人工耳蜗植入相结合的新综合

技术体系的研究 
柴人杰 东南大学生命科学研究院 



大会发言（每人 8 分钟）    主持：刘月辉、杜  波 

16:50-17:50 

耳蜗内神经鞘瘤切除同期人工耳蜗植入的疗效分析 张治华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九人民医院 

伴有白质病变的语前聋患儿行人工耳蜗植入术的效果

评价 
陈善文 安徽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不完全分隔 I 型先天性耳蜗畸形患者电子耳蜗植入效

果分析 
黄  艳 广东省人民医院 

蜗神经发育不良患者术前影像学特点与人工耳蜗植入

术后效果的相关性分析 
陆思萌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同仁医院 

双模干预对双侧极重度感音神经性耳聋患儿的早期疗

效研究 
陈  颖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九人民医院 

汉语普通话的人工耳蜗儿童的言语情感识别能力 任  蕾 北京大学第一医院 

年龄对语前聋患儿人工耳蜗植入后语言能力远期康复

效果的影响 
魏  薇 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盛京医院 

第二分会场（公爵厅）    中耳疾病及手术专题 

 

 

专题讲座（每人 20 分钟）    主持：姜学钧、陈  兵 

13:30-15:10 

常规耳显微手术的术野暴露与功能美观兼顾等问题 

探讨 
陈  兵 复旦大学附属眼耳鼻喉科医院 

中耳炎/胆脂瘤个性化手术治疗 姜鸿彦 海南省人民医院 

后天继发性中耳胆脂瘤的外科治疗 姜学钧 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骨性外耳道大小与镫骨手术入路和方式选择 唐安洲 广西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慢性中耳炎量表研究 马芙蓉 北京大学第三医院 

XION 卫星会 

主持：虞幼军 

15:10-15:40 4K 内镜在耳内镜新技术中的应用 廖  华 武汉大学人民医院 

专题讲座（每人 20 分钟）    主持：许  珉、阮  标 

15:40-17:20 

儿童分泌性中耳炎的诊断与治疗进展 孙建军 解放军总医院第六医学中心 

儿童中耳疾病诊治进展——从单一到多样 张  杰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儿童医院 



易误诊为中耳炎的免疫相关中耳疾病 郑亿庆 中山大学孙逸仙纪念医院 

中耳炎分类的再思考 肖红俊 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协和医院 

咽鼓管球囊扩张联合鼓膜置管治疗慢性分泌性中耳炎
的疗效观察 

钟时勋 重庆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大会发言（每人 8 分钟）    主持：袁  伟、谭颂华 

17:20-18:10 

中耳乳突手术中棘手问题的处理 倪玉苏 复旦大学附属眼耳鼻喉科医院 

后天原发性紧张部胆脂瘤的临床特点及手术疗效 陈  阳 空军军医大学第一附属医院（西京医院） 

中耳炎再次手术的颞骨 CT 表现 李盼盼 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咽鼓管球囊扩张再手术后咽鼓管功能及影像学变化 李  莉 山东大学附属山东省耳鼻喉医院 

儿童单纯鼓膜穿孔的临床和听力学特点及预后相关因
素分析 

马  宁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儿童医院 

耳部韦格纳肉芽肿病 10 例临床分析 赵小颖 中山大学孙逸仙纪念医院 

第三分会场（会议室 1）    耳聋、耳鸣专题 

 

 

专题讲座（每人 20 分钟）    主持：余力生、叶胜难 

13:30-15:10 

突聋现况 余力生 北京大学人民医院 

人工耳蜗术后耳鸣疗效及耳鸣改变模式分析 孔维佳 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协和医院 

搏动性耳鸣诊断与治疗的困惑 龚树生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友谊医院 

肌源性耳鸣的诊断与治疗 樊兆民 山东大学附属山东省耳鼻喉医院 

耳鸣诊疗—中国方案 李  明 上海中医药大学附属岳阳中西医结合医院 

金纳多卫星会 

主持：李  明 

15:10-15:40 慢性耳鸣的治疗 余力生 北京大学人民医院 

茶  歇（15:40-15:50） 



大会发言（每人 8 分钟）    主持：冀  飞、董耀东 

15:50-17:30 

3D-FLAIR MRI强化的突发性聋临床特征与听力转归 王明明 山东大学附属山东省耳鼻喉医院 

巴曲酶治疗突发性耳聋前后的凝血与纤维蛋白原变化
研究 

李欣 清华大学附属北京清华长庚医院 

327 例突发性聋的发病 季节 规律性研究 高瞻 安徽医科大学第四附属医院 

中国北方农村老年人听力现状分析 艾毓 山东大学附属山东省耳鼻喉医院 

维生素 A 与感音神经性聋的相关性现况研究 祝颖超 温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育英儿童医院 

口服大剂量维生素 B6 导致感音神经性听力下降 王玥 宁波市第一医院 

全频下降型突发性聋患者耳闷胀感的特征及预后研究 周恩 
湖南省人民医院（湖南师范大学第一附属医
院） 

前庭诱发肌源电位在内耳源性耳闷诊治中的价值高于
耳蜗电图 

江黎珠 重庆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耳鸣与隐匿性听力损伤及超高频听力损失相关——青
年耳鸣患者的病例对照研究 

宋子珺 复旦大学附属眼耳鼻喉科医院 

急性和慢性耳鸣患者前额叶皮质变化和功能连接改变
的比较: 静息态脑电图证据 

蔡跃新 中山大学孙逸仙纪念医院 

乙状窦憩室致搏动性耳鸣的介入手术治疗效果分析 丁映辉 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第四分会场（会议室 2）    耳科基础、耳聋基因及耳畸形专题 

 
耳科基础与耳聋基因 专题讲座（每人 20 分钟）    主持：王秋菊、时海波 

13:30-14:50 

复杂基因组变异 Y 连锁遗传性耳聋机制研究新进展 王秋菊 解放军总医院第一医学中心 

THOC1基因的内耳功能和致聋机制研究 杨  涛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九人民医院 

黄疸遭遇酸中毒，孰主孰仆？ 时海波 上海交通大学附属第六人民医院 

炎性小体激活在噪声诱导听力损伤过程的作用研究 柳  柯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友谊医院 

耳科基础与耳聋基因 大会发言（每人 8 分钟）    主持：柳  柯、杨  涛 

14:50-15:40 

双胞胎姐妹大前庭家系 SLC26A4基因新发剪切位点变
异致病性探讨 

周  凯 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医院 

Otoferlin 剪接异构体对内毛细胞囊泡释放功能的影
响 

刘辉辉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九人民医院 



小鼠内耳支持细胞促进羊水干细胞定向分化为神经元
的可能调控机制 

宗  凌 广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 

听觉增韧在噪声诱导的听觉突触损伤中的二元作用 范历强 上海交通大学附属第六人民医院 

内毒素脂多糖激活血管旁固有巨噬细胞破坏耳蜗血迷
路屏障的机制研究 

江  英 重庆医科大学附属儿童医院 

小鼠活体耳蜗微血管观察技术及应用 侯志强 山东大学附属山东省耳鼻喉医院 

茶  歇（15:40-15:50） 

耳畸形 专题讲座（每人 20 分钟）    主持：张天宇、陈晓巍 

15:50-17:10 

耳郭畸形的分型分类分度与治疗策略选择 张天宇 复旦大学附属眼耳鼻喉医院 

小耳家系中相关基因与模式动物的研究 陈晓巍 北京协和医院 

乙状窦后进路骨桥植入手术的临床应用 赵守琴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同仁医院 

耳后瘘管的处理 梁  勇 南方医科大学南方医院 

耳畸形 大会发言（每人 8 分钟）    主持：赵守琴、赵质彬 

17:10-18:00 

复杂耳郭畸形的整形技术与策略 傅窈窈 复旦大学附属眼耳鼻喉医院 

完全扩张法耳再造术软骨支架塑形与再造耳郭的形态
匹配 

董立维 空军军医大学第一附属医院（西京医院） 

成人小耳畸形伴肋软骨钙化的耳廓再造 陈  东 山东大学附属山东省耳鼻喉医院 

骨桥植入在先天性前庭窗闭锁患者应用研究 高梦蝶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同仁医院 

CHARGE 综合征患者颞骨影像和临床特点 林  颖 空军军医大学第一附属医院（西京医院） 

BMP5低表达影响线粒体致小耳畸形发生机制研究 邱茵怡 中山大学孙逸仙纪念医院 

第五分会场    耳科影像、新技术及其他、耳科护理专题 

 

 

耳科影像、新技术及其他 专题讲座（每人 20 分钟）    主持：李  兰、邹  静 

13:30-15:10 

颞骨 HRCT、锥束 CT、MR基础及进展 巩若箴 山东省医学影像学研究所 

钆增强 MRI检测梅尼埃病患者内淋巴积水的技术进展
与临床应用 

邹  静 海军军医大学附属长海医院 



特纳综合征在耳科学的表现特点及治疗 李  兰 深圳市儿童医院 

复杂脑脊液耳漏的诊疗体会 赵  辉 解放军总医院第一医学中心 

中耳通气数值仿真模型 冯国栋 北京协和医院 

耳科影像、新技术及其他 大会发言（每人 8 分钟）    主持：赵  辉、冯国栋 

15:10-15:50 

基于深度学习的颞骨 CT内面神经、迷路、听骨结构的 

自动化分割方法 
柯  嘉 北京大学第三医院 

分泌性中耳炎及相关鼓膜病变人工智能诊断研究 曾俊波 中山大学孙逸仙纪念医院 

单耳发病的中耳慢性炎性疾病与颞骨异常气化的相关
性研究 

鹿伟理 大连大学附属中山医院 

咽鼓管可吸收扩张支架新进展 高华公 上海同济大学附属上海市第四人民医院 

茶  歇（15:50-16:00） 

护理专题（每人 8 分钟）    主持：赵  薇、吴金丽 

16:00-17:40 

基于时机理论对面瘫患者焦虑抑郁和自我效能影响的
研究 

赵  薇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九人民医院 

面瘫术后康复护理的研究进展 王  琦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九人民医院 

整体护理在梅尼埃病患者中的应用效果 郭燕平 河南省人民医院 

突发性耳聋伴眩晕患者心理护理 陈冬蓉 海南省人民医院 

全面性护理在突发性耳聋中的应用效果及对患者
SF-36评分的影响 

陈晓君 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微信延续性护理对难治性突发性耳聋患者听力及心理
状态的影响 

丁永丽 河南省人民医院 

听神经瘤患者症状群的调查研究 王  丽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九人民医院 

认知性访谈在听神经瘤生活质量量表汉化中的应用 胡  冉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九人民医院 

耳内镜鼓室成形术后切口早期减压敷贴覆盖在围手术
期快速康复护理中的应用 

刘小白 湖南省人民医院 

术前栓塞联合显微手术治疗颈静脉孔区肿物的系统化
整体护理 

罗润芬 空军军医大学第一附属医院（西京医院） 

专项护理安全质控管理对耳外科多重耐药菌定植患者
及陪人洗手依从性的影响观察 

李  瑾 山东大学附属山东省耳鼻喉医院 



耳鼻咽喉科护士新冠肺炎防控培训模式的应用 罗  泉 中南大学湘雅医院 

自助晚餐（18:00-20:30） 

 
11月6日晚上  耳科精品手术录像集粹（19:00-22:00） 

第一分会场（王府厅） 

 

 

手术录像讲解（每人 15 分钟）    主持：韩维举、陈  阳 

19:00-20:30 

激光镫骨手术 龚树生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友谊医院 

先天性前庭窗闭锁的手术治疗 马芙蓉 北京大学第三医院 

经迷路颞骨岩部胆脂瘤切除术 韩维举 解放军总医院第一医学中心 

外伤性面瘫面神经减压术 林  昶 福建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中耳胆脂瘤术中探查圆窗致井喷的病例报道 陈  阳 空军军医大学第一附属医院（西京医院） 

耳内镜下儿童先天性胆脂瘤切除术 张  杰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儿童医院 

手术录像讲解（每人 15 分钟）    主持：潘  滔、冯国栋 

20:30-22:00 

Subtotal petrosectomy一期人工耳蜗植入 潘  滔 北京大学第三医院 

一例罕见病患者的人工听觉植入 徐百成 兰州大学第二医院 

颞下窝进路 TypeA+B颞骨鳞癌（T4N0M0）切除术 冯国栋 北京协和医院 

颞下窝 A 型径路颈静脉孔区神经鞘膜瘤切除术 钟时勋 重庆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颞骨恶性肿瘤手术关键技术 戴春富 复旦大学附属眼耳鼻喉科医院 

颈静脉孔付神经节瘤手术进阶 华清泉 武汉大学人民医院 

 
11月7日上午  四个分会场交流（08:00-12:30） 

第一分会场（王府厅）    耳内镜专题  

 

 



专题讲座（每人 20 分钟）    主持：赵  宇、廖  华 

08:00-09:40 

内镜下听神经瘤切除 汪照炎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九人民医院 

耳内镜下中耳乳突部手术 虞幼军 广东省佛山市第一人民医院 

双镜联合下岩部胆脂瘤切除 赵  宇 四川大学华西医院 

持续灌流模式耳内镜手术——从耳道至颅底 廖  华 武汉大学人民医院 

灌流/非灌流模式切换的耳内镜手术方式 侯昭晖 解放军总医院第一医学中心 

STORZ 卫星会 

主持：姜鸿彦 

09:40-10:10 耳内镜的发展与 4K技术的临床应用 汪照炎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九人民医院 

茶  歇（10:10-10:20） 

大会发言（每人 8 分钟）    主持：侯昭晖、虞幼军 

10:20-11:40 

耳内镜联合显微镜治疗中耳胆脂瘤手术疗效分析 张  文 陕西省人民医院 

耳内镜下不伴乳突切除的单纯鼓室成形术治疗伴乳突
鼓窦病变的湿耳的疗效分析 

韩  朝 复旦大学附属华东医院 

耳内镜下鼓膜完整的传导性耳聋的听力重建 童步升 安徽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耳内镜人工听骨重建手术治疗先天性听骨链畸形的 

效果分析 
黄宏明 广东省人民医院 

耳内镜中耳胆脂瘤手术策略探讨 陶  源 北京大学深圳医院 

耳道径路全耳内镜下治疗上鼓室胆脂瘤疗效分析 姜  妍 襄阳市中心医院 

开展耳内窥镜下听骨链重建日间手术可行性和安全性
分析 

周  鹏 四川大学华西医院 

中耳 “S-O”区域病变的耳内镜手术策略 蔡鑫章 中南大学湘雅医院 

耳内镜下不翻皮瓣的单纯鼓膜修补术治疗不同类型 

鼓膜穿孔 
陈愈彬 中山大学附属第三医院 

第二分会场（公爵厅）    前庭疾病专题 



专题讲座（每人 20 分钟）    主持：杨  军、陈太生 

08:00-09:20 

梅尼埃病前庭功能分级的初步探讨 杨  军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新华医院 

半规管阻塞术治疗梅尼埃病的研究 张道宫 山东大学附属山东省耳鼻喉医院 

直流电刺激诱发的前庭诱发肌源性电位在眩晕疾病精
细化诊断中的应用 

张  青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新华医院 

BPPV定位诊断-从主观到客观 陈太生 天津市第一中心医院 

专题讲座（每人 20 分钟）    主持：张  青、张甦琳 

09:20-10:40 

特发性双侧前庭病临床分析 刘  波 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协和医院 

头晕与眩晕内在联系的机制探讨 王  巍 天津市第一中心医院 

多感觉整合和老年平衡 张甦琳 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协和医院 

外周和中枢性前庭疾病的鉴别诊断  吴海燕 北京协和医院 

茶  歇（10:40-10:50） 

大会发言（每人 8 分钟）    主持：王  巍、刘  波 

10:50-12:10 

儿童眩晕构成和临床特征 李壮壮 上海交通大学附属第六人民医院 

迷路炎的病理表现 魏馨雨 西安交通大学第二附属医院 

老年人前庭功能与跌倒风险的关系探究 刘  鹏 中山大学孙逸仙纪念医院 

前庭神经炎患者前庭功能与内耳 3D- Flair MRI 特点相
关性分析 

菅慧蓉 山东大学附属山东省耳鼻喉医院 

以驾车头晕为首发症状的持续性姿势——感知性头晕
一例 

丁韶洸 河南省人民医院 

突发性聋治疗后耳石器功能转归 胡  娟 西安交通大学第二附属医院 

探究 LVAS患者中ANSR波的引出与耳石器功能的联系 王艳琦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安徽省立
医院） 

良性阵发性体位性眩晕与 25-羟基维生素 D 的相关性
研究 

宋鹏龙 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Sox10 基因突变对前庭发育的影响及分子机制初步  
研究 

齐景翠 北京大学人民医院 



第三分会场（会议室 1）  侧颅底及面神经专题 

专题讲座（每人 20 分钟）    主持：戴春富、查定军 

08:00-09:20 

听神经瘤治疗策略-Mayo 夏  寅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天坛医院 

内听道少见病变诊断与处理 华清泉 武汉大学人民医院 

迷路及耳囊径路巨大听神经瘤手术 陈穗俊 中山大学孙逸仙纪念医院 

颞骨岩部胆脂瘤切除及面神经功能保护和修复 韩维举 解放军总医院第一医学中心 

专题讲座（每人 20 分钟）    主持：夏  寅、华清泉 

09:20-10:40 

面神经无张前移位技术在颞下窝径路手术中的应用 戴春富 复旦大学附属眼耳鼻喉科医院 

颞骨岩部胆脂瘤的手术入路选择及治疗效果分析 查定军 空军军医大学第一附属医院（西京医院） 

保留面神经的面神经肿瘤切除术 韩月臣 山东大学附属山东省耳鼻喉医院 

面神经肿瘤的诊断及处理 陈正侬 上海交通大学附属第六人民医院 

茶  歇（10:40-10:50） 

大会发言（每人 8 分钟）    主持：韩维举、韩月臣 

10:50-12:00 

内镜辅助下经颅中窝径路切除小型听神经瘤 赵卫东 复旦大学附属眼耳鼻喉科医院 

侧颅底交通性疾病外科治疗及结构功能重建 伊海金 清华大学附属北京清华长庚医院 

鼓室副神经节瘤侵入中颅窝的治疗探讨 王锡温 烟台毓璜顶医院 

侧颅底黏液软骨肉瘤的诊治 姜  振 山东大学附属山东省耳鼻喉医院 

伴发脑脓肿岩骨胆脂瘤的处理 孙鹏程 山东大学附属山东省耳鼻喉医院 

慢性中耳炎合并周围性面瘫临床特点及影响因素 訾定京 空军军医大学第二附属医院（唐都医院） 

面神经减压术治疗 Hunt综合征面瘫的临床分析 李  莉 山东大学附属山东省耳鼻喉医院 

33 例面神经瘤临床分析 熊  颖 中山大学孙逸仙纪念医院 



第四分会场（会议室 2）    听力学专题 

 

 

专题讲座（每人 20 分钟）    主持：黄治物、郗  昕 

08:00-10:00 

婴幼儿人工耳蜗术后中枢发育的偏侧化 刘玉和 北京大学第一医院 

人工听觉脑干植入效果实践 李  蕴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九人民医院 

婴幼儿期植入人工耳蜗的语前聋儿童单字声调产出 

特点 
陈雪清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同仁医院 

双模式听力干预患者的听力设备调试和效果评估 冀  飞 解放军总医院第一医学中心 

老年性聋听力筛查及干预模式探讨——2步法筛查模
式及分级干预路径策略 

黄治物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九人民医院 

远程听力学服务 郗  昕 解放军总医院第一医学中心 

茶  歇（10:00-10:10） 

大会发言（每人 8 分钟）    主持：刘玉和、李  蕴 

10:10-11:40 

成年人工耳蜗植入者音乐感知影响因素的研究 古  鑫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同仁医院 

人工耳蜗植入后儿童声母构音不一致性的特征研究 徐  帅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九人民医院 

助听患者人工耳蜗术中电诱发听性脑干反应的特征 

分析 
郭小涛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安徽省立
医院） 

老年人噪声下声源定位及认知改变的特征分析 陈桂生 中山大学孙逸仙纪念医院 

老年人听力下降对认知功能的相关因素分析及其中枢
机制探讨 

高敏倩 中山大学孙逸仙纪念医院 

双耳掩蔽级差异常在老年性聋助听器效果中的影响 

分析 
代阿强 上海汾阳视听医学技术有限公司 

汉语声调对不同听力损失患者噪声下 语句识别中的
意义 

王  哲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同仁医院 

听障婴幼儿早期干预康复训练后语前听觉功能和词汇
量增长的 2年随访研究 

孟照莉 四川大学华西医院 

镫骨手术治疗耳硬化症的术后听力学特征及术后疗效
相关因素分析 

杨海弟 中山大学孙逸仙纪念医院 

探讨三种听力监测手段在听神经瘤手术中的听力保护
作用 

冯天赐 中山大学孙逸仙纪念医院 

不同品系小鼠听觉电生理功能差异的研究 刘宏超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九人民医院 



自助餐及午休（12:00-13:30） 

 
11月7日下午  主会场（皇家厅） 

耳科手术继续教育专场（13:30-17:00）    主持：杨仕明、赵  宇 

美敦力&蔡司人工耳蜗植入手术演示继续教育专场 

13:30-15:30 

人工耳蜗植入 李永新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同仁医院 

人工耳蜗植入 徐  磊 山东大学附属山东省耳鼻喉医院 

STORZ 耳内镜下鼓室成形手术演示继续教育专场 

15:30-16:50 

耳内镜下鼓室成形 汪照炎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九人民医院 

耳内镜下鼓室成形 侯昭晖 解放军总医院第一医学中心 

闭幕式（16:50-17:00） 

主持：姜鸿彦 

16:50-17:00 大会总结（杨仕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