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欢迎辞
金秋时节，硕果飘香，值此第二十次中国脑血管病大

会（CCCD2020）召开之际，谨代表中华医学会神经病学

分会、中华医学会神经病学分会脑血管病学组和大会组委

会，向全国脑血管病领域的同道表示热烈欢迎！

2020 年是不平凡的一年，不论是在新冠肺炎阻击战关

键时刻，还是在常态防疫的持续阶段，全国医务工作者用

自己的行动诠释了“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的崇高理念，

特殊时期的学术盛会必将给大家留下深刻的记忆。

中国脑血管病大会是由中华医学会、中华医学会神经

病学分会主办，中华医学会神经病学分会脑血管病学组承

办的年度学术会议，历届参会代表数千人，由于疫情影响，

经中华医学会和中华医学会神经病学分会讨论，会议举办

日期由惯例的 4 月份延期至今日，参会形式改为线上线下

结合，希望全国更多的同道在此特殊时期仍有机会参会，

享受学术盛宴，领略专家风采，促进学习交流。

大会内容包括缺血性脑血管病的急性期诊断与治疗、

血管内介入诊治进展、脑小血管病、脑血管病的基础转化

研究、脑血管病的预防、脑血管病影像与血流动力学、脑

静脉系统疾病的诊治、少见脑血管病及血管性认知障碍、

脑血管病的康复实践、重症脑血管病与脑出血、眩晕与脑

血管病及脑血管病的护理学等专题，本次会议还特别增设

了青年论坛。尤其结合新冠防治时期，脑血管病诊治的现状与面临的挑战，大会邀请

国内外专家进行专题论述，宝贵的经验分享有助于我们在疫情防控下更好地开展脑血

管病防治工作。

衷心感谢中华医学会和中华医学会神经病学分会的大力支持！衷心感谢脑血管病

学组全体委员以及青年委员的积极参与！衷心感谢大会组委会高效工作和辛勤付出！

衷心感谢全国脑血管病领域同道对本次学术会议的全力支持！

祝大会圆满成功！

王拥军 教授

大会主席

中华医学会神经病学分会主任委员

王拥军 教授
大会主席

中华医学会神经病学分会
主任委员

彭斌 教授
大会组委会主席

彭斌 教授
大会组委会主席

中华医学会神经病学分会常委

中华医学会神经病学分会脑血管病学组组长
2020 年 11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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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　期 时　间 主会场 / 分会场一 分会场二 分会场三

11 月 7 日
上午

08:00-08:15 开幕式 　 　

08:15-10:15 大会报告一 　 　

10:15-12:00 大会报告二 　 　

12:00-12:30 学术专场 　 学术专场

12:30-13:00 学术专场 　 　

13:00-13:30 学术专场 　 　

11 月 7 日
下午

13:30-15:30 脑血管介入专场一
脑血管病影像与血流

动力学
脑梗死的急性期处理

一

15:30-15:50 专题会

15:50-17:30 脑血管介入专场二 脑小血管病
脑梗死的急性期处理

二

日程一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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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会场四 分会场五 分会场六 分会场七 分会场八

　 　 　 　

　 　 　 　

　 　 　 　

　 　 　 　 　

　 　 　 　

脑血管病的防治
脑血管病的康复及

其他
重症脑血管病与脑

出血
 眩晕与脑血管病  青年论坛 1

专题会

少见脑血管病及血
管性认知障碍

脑血管病基础及
转化研究

脑静脉系统疾病及
其他

   脑血管病患者
护理

 青年论坛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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详细日程

主会场  2020 年 11 月 7 日

08:00-08:15 开幕式　主持人：彭　斌

　 　 　

08:15-10:15 全体大会一　主持人 : 王拥军　饶明俐　崔丽英　曾进胜

08:15-08:45 大会报告
Strategies for intravenous thrombolysis in patients with 
anticoagulants
Geoffrey Donnan　墨尔本大学，澳大利亚

08:45-09:15 大会报告
New insights into clinical features of SVD
Joanna Wardlow　爱丁堡大学，英国

09:15-09:45 大会报告
2020 卒中研究新进展
王拥军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天坛医院

09:45-10:15 大会报告

How was aucte stroke care including intravenous 
thrombolysis and mechanical thrombectomy affected 
by the Covid-19 pandemic in the UK?
Anthony Rudd　伦敦大学国王学院，英国

10:15-12:05 全体大会二　主持人： 董　强　肖　波　徐　运　焉传祝 

10:15-10:45 大会报告
中国人群卒中危险因素的变化趋势（基于国家系列卫生服务
调查研究）
王　伟　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同济医院

10:45-11:15 大会报告
急性脑梗死诊治难点的研究进展
刘　鸣　四川大学华西医院

11:15-11:45 大会报告
DIRECT-MT 研究与临床实践
刘建民　海军军医大学第一附属医院（上海长海医院） 

11:45-12:05 大会报告
青少年脑动脉病：现状与启发
彭　斌　北京协和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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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05-13:05 学术专场　主持人：崔丽英　蒲传强　彭　斌　徐　运

12:05-12:35 卒中后认知功能障碍研究进展
魏翠柏 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

12:35-13:05 丁苯酞药物临床试验——从中国到美国
朱以诚 北京协和医院

13:05-13:35 学术专场

13:05-13:07
致辞
崔丽英　北京协和医院
曾进胜　中山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13:07-13:33 从脑血流角度看尤瑞克林的卒中获益
倪    俊　北京协和医院   

13:33-13:35
总结
崔丽英　北京协和医院
曾进胜　中山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第一分会场  2020 年 11 月 7 日

13:35-15:35 脑梗死的急性期处理一　主持人： 蒲传强　刘　鸣　张苏明

13:35-13:55 专题发言
急性脑梗死溶栓后出血的诊治
孟　强　云南省第一人民医院

13:55-14:15 专题发言
AF 合并 ICAS 的不明原因卒中抗栓治疗策略
刘俊艳　河北医科大学第三医院

14:15-14:35 专题发言
急性卒中院前急救新进展
李　刚　上海同济大学附属东方医院

14:35-14:55 专题发言
缺血性脑血管病真实世界中的抗血小板治疗问题分析
刘尊敬　中日友好医院

14:55-15:03 论文交流
急性缺血性卒中个体化静脉溶栓评估与决策
姜　南　中国医学科学院北京协和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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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03-15:11 论文交流
尿激酶溶栓的安全性和有效性多中心真实世界研究
张融融　重庆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15:11-15:19 论文交流
造影剂渗出对急性缺血性脑卒中血管内治疗患者预后的影响
杭　景 江苏省苏北人民医院

15:19-15:27 论文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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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27-15:35 论文交流
22 例延髓梗死患者 MRI 与临床特点对照研究
王玉晔　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15:35-16:59 脑梗死的急性期处理二　主持人： 贾建平　王丽华　吴　伟

15:35-15:55 专题发言
如何规范颅内动脉狭窄的诊疗策略
孙钦建　山东省立医院

15:55-16:15 专题发言
血压变异与缺血性脑卒中
马　欣　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

16:15-16:35 专题发言
缺血性卒中侧支循环干预现状及方向
傅　毅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瑞金医院

16:35-16:43 论文交流
急性轻型非致残性 AIS 患者不能从静脉溶栓中获益
钟晚思　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二医院

16:43-16:51 论文交流
不同梗死模式与轻型卒中临床预后的相关性研究 
王光耀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天坛医院

16:51-16:59 论文交流
应用计算机流体力学技术，评估颅内动脉狭窄患者卒中复发
风险
刘　欣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天坛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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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分会场  2020 年 11 月 7 日

13:30-15:10  脑血管介入专场一　主持人：石　进　朱其义　曹文锋

13:30-13:50 专题发言
BEST 和 BASICS 后时代卒中治疗的趋势
刘新峰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13:50-14:10 专题发言
不同血栓性质对取栓技术运用的影响
高连波　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第四医院

14:10-14:30 专题发言
高危颈动脉狭窄 CAS 的风险防控
韩建峰　西安交通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神经内科

14:30-14:38 论文交流
中国缺血性卒中患者桥接取栓与直接取栓治疗现状及预后
对比
耿　畅　中国医学科学院北京协和医院

14:38-14:46 论文交流
脑皮层微梗死对急性缺血性卒中血管内治疗预后的影响及相
关因素分析
魏雨菲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天坛医院

14:46-14:54 论文交流
脑部血管内治疗与变异
范　进　西部战区总医院

14:54-15:02 论文交流
急性缺血性卒中血管内治疗预测预后的影像学量表
钟晚思　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二医院

15:02-15:10 论文交流
急性椎基底动脉闭塞性卒中患者血管内机械血栓切除术后死
亡的预测因素
段振晖　武汉市第一医院

15:10-15:30 休　息

15:30-17:02  脑血管介入专场二　主持人 : 朱武生　周志明　李　冰

15:30-15:50 专题发言
后循环大血管闭塞血管再通治疗的探索与临床研究设计
杨清武　陆军军医大学新桥医院

15:50-16:10 专题发言
颈动脉非急性闭塞再通的介入治疗策略 - 东总模式
殷　勤　东部战区总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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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10-16:30 专题发言
重视脑动脉支架植入术后再狭窄的诊治
周振华　陆军军医大学西南医院

16:30-16:38 论文交流
基于 CT 灌注原始图像的急性脑梗死侧支循环评估方法研究
曹文杰　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

16:38-16:46 论文交流

采用一种新的改良的颈内动脉闭塞的影像学分类方法对症状
性的亚急性和慢性颈内动脉闭塞行血管内再通治疗的可行性
分析
莫柳媚 广东省人民医院

16:46-16:54 论文交流
醒后卒中大血管闭塞患者血管内治疗有效性及影响因素
戴征 无锡市人民医院

16:54-17:02 论文交流
血管内介入治疗急性前循环大血管闭塞脑梗死的手术者学习
曲线
蔡乾昆　福建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

12:00-12:30 学术专场    主持人：赵性泉

12:00-12:30 11700 余例急性缺血性卒中静脉溶栓感悟
张佩兰　天津环湖医院 

第三分会场  2020 年 11 月 7 日

13:30-15:10 脑血管病影像与血流动力学　主持人：郭　力　骆　翔　林　毅

13:30-13:50 专题发言
颅内血管壁影像技术的建立、临床应用和未来展望
徐蔚海　北京协和医院

13:50-14:10 专题发言
脑静脉窦血栓影像检查技术优选及诊断思路
杨　旗　北京朝阳医院

14:10-14:30 专题发言
脑小血管病静脉病变研究进展
楼　敏　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二医院

14:30-14:38 论文交流
短暂性全面遗忘的临床及影像特点分析
贾树红　中日友好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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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38-14:46 论文交流
颈动脉几何形态与下游大脑中动脉粥样硬化独立相关
刘伊桐　中国医学科学院北京协和医院

14:46-14:54 论文交流
斑块内出血在颅内动脉粥样硬化卒中人群的发生率及相关因
素分析
宋晓微 北京清华长庚医院

14:54-15:02 论文交流
脑出血早期各种非增强 CT 征象预测继发神经功能恶化的比较
褚鹤龄　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

15:02-15:10 休息

15:10-15:30 先声专题会　主持人： 曾进胜　崔丽英

15:10-15:30 脑卒中治疗新选择—依达拉奉右莰醇机制解读
徐　运　南京大学医学院附属鼓楼医院

15:30-17:22 脑小血管病　主持人： 施福东　胡　波　吴　波

15:30-15:50 专题发言
CADASIL 的再认识
朱以诚　北京协和医院

15:50-16:10 专题发言
欧洲遗传性脑小血管病专家共识解读
陆正齐　中山大学附属第三医院

16:10-16:30 专题发言
脑白质高信号的发生发展机制——上海老年队列 7 年随访启示
程　忻　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

16:30-16:50 专题发言
脑小血管病临床研究概况及困惑
胡文立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朝阳医院

16:50-16:58 论文交流
脑小血管病总负担与伴有房颤或风湿性心脏病的脑梗死后出
血转化的相关性研究
韦琛琛 四川大学华西医院

16:58-17:06 论文交流
血浆 Aβ42/Aβ40 可能辅助诊断 CAA 相关脑出血
苏　娅 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

17:06-17:14 论文交流
急性丘脑梗死临床影像特征研究：SMART 研究影像亚组分析
姚　明　中国医学科学院北京协和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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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14-17:22 论文交流
线粒体 syntaphilin 功能障碍介导脑小血管病脱髓鞘的机制
探索
冯一苇　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

第四分会场  2020 年 11 月 7 日

13:30-15:30 脑血管病的防治　主持人：汪　昕　黄旭升　王玉平

13:30-13:50 专题发言
卒中二级预防的血压达标值
徐安定　暨南大学附属医院

13:50-14:10 专题发言
吉林省缺血性卒中急性期治疗的质量控制与提升
杨　弋　吉林大学第一医院

14:10-14:30 专题发言
气象因素相关血压变异性与脑卒中防治策略
李　新　天津医科大学第二医院

14:30-14:50 专题发言
缺血性卒中医疗质量指标 2020 版解读
李子孝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天坛医院

14:50-14:58 论文交流
单侧脑桥梗死后同侧小脑网络改变与运动功能恢复
刘　刚　中山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14:58-15:06 论文交流
大动脉僵硬度与颅内动脉狭窄及扩张的相关性
韩　菲 北京协和医院

15:06-15:14 论文交流
脑小血管病患者脑白质损伤与基底节铁沉积的相关性
杨　丹　南京大学医学院附属鼓楼医院

15:14-15:22 论文交流
205 例头昏患者脑血管 CTA 特点分析
万金城　四川大学华西医院

15:22-15:30 论文交流
幽门螺旋杆菌感染与大动脉粥样硬化的发生：一项孟德尔随
机化研究
夏恺璘　北京大学第三医院

15:30-15:50 专题会　主持人：彭　斌

15:30-15:50 从临床获益看 PCSK9 抑制剂在缺血性卒中二级预防中的应用
胡　波　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协和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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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50-17:30 少见脑血管病及血管性认知障碍　　主持人：张杰文　管阳太　张宝荣

15:50-16:10 专题发言
脑动静脉瘘早期诊断和鉴别诊断
徐　运　南京大学医学院附属鼓楼医院

16:10-16:30 专题发言
大脑低灌注与脑内 Beta 淀粉样蛋白沉积和脑萎缩相关性的
初步探索
王延江　陆军特色医学中心（陆军医大学大坪医院）

16:30-16:50 专题发言
CADASIL 的研究进展
袁　云　北京大学第一医院

16:50-16:58 论文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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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医学科学院北京协和医院

16:58-17:06 论文交流
脉络膜后外侧动脉吻合形成是预测成人出血型烟雾病发生再
出血的危险因素  
杨咏波　南京大学医学院附属鼓楼医院

17:06-17:14 论文交流
癫痫持续状态 - 貌似脑海绵状血管畸形 - 肺癌
姜　南　中国医学科学院北京协和医院

17:14-17:22 论文交流
表现为脑出血的 GLA 突变
唐　璐　北京大学第三医院

17:22-17:30 论文交流
误诊为抗磷脂综合征的 CADASIL 一例
韩　菲　北京协和医院神经科

第五分会场  2020 年 11 月 7 日

13:30-15:30 脑血管病的康复及其他　主持人：张　通　孙伟平

13:30-13:50 专题发言
卒中失语症专家共识
张　通　中国康复研究中心

13:50-14:10 专题发言
局部肌肉振动在脑卒中痉挛治疗中的应用
白玉龙　上海华山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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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10-14:30 专题发言
卒中偏瘫膝反张相关因素及继发性膝关节损伤的研究
公维军　北京康复医院

14:30-14:50 专题发言
卒中后足下垂内翻的机制分析和康复对策
赵　军　中国康复研究中心北京博爱医院

14:50-14:58 论文交流
孤立性小脑梗死与认知功能障碍的临床观察
张　龙　河南省人民医院

14:58-15:06 论文交流
异常白质微结构特征与脑小血管病认知功能障碍的相关性
黄丽丽　南京大学医学院附属鼓楼医院

15:06-15:14 论文交流
卒中后失语症语言功能的恢复与受教育年限的关系
牛星阳 中山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15:14-15:22 论文交流
列线图预测缺血性脑卒中后感染
兰　燕　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同济医院

15:22-15:30 休息

15:30-17:10 脑血管病基础及转化研究　主持人：何志义　赵　钢

15:30-15:50 专题发言
干细胞治疗脑卒中研究与临床进展
武　剑　北京清华长庚医院

15:50-16:10 专题发言
基于高分辨质谱的缺血性脑卒中血浆非靶向代谢组学研究
夏　健　中南大学湘雅医院

16:10-16:30 专题发言
脑卒中与神经免疫交互作用
刘　强　天津医科大学总医院

16:30-16:38 论文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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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38-16:46 论文交流
丁酸钠调节糖尿病小鼠肠道菌群并通过粪菌移植缓解脑缺血
再灌注损伤 
王晖迪 南方医科大学南方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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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46-16:54 论文交流
二十碳五烯酸通过抑制 NLRP3 炎症小体的激活从而减轻急
性脑梗死诱导的炎症反应 
王　萍 中山大学附属第五医院

16:54-17:02 论文交流
LncRNA-U90926 对缺血性卒中后小胶质细胞趋化功能的影
响及其机制研究
陈　建　南京大学医学院附属鼓楼医院

17:02-17:10 论文交流
Dl-3-n-butylphthalide 通过维持血管内皮细胞的线粒体功
能减少脑缺血损伤
贾静静　北京大学第一医院

第六分会场  2020 年 11 月 7 日

13:30-15:10 重症脑血管病与脑出血　主持人：何　俐　刘　军　陈会生

13:30-13:50 专题发言
中国脑出血指南热点解读 2019
朱遂强　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同济医院

13:50-14:10 专题发言
静脉窦纤细可能不影响脑出血灶周水肿的发展
陈志颖　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

14:10-14:30 专题发言
大面积脑梗死急性期颅内压管理
滕军放　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14:30-14:38 论文交流
基线 NIHSS 和 GCS 评分及其早期改变预测脑出血患者预后
的最佳 cut-points：INTERACT 1+2 研究
尤寿江　苏州大学附属第二医院

14:38-14:46 论文交流
格列本脲添加治疗减轻脑出血后脑水肿 GATE-ICH 研究
赵晶晶　空军军医大学西京医院

14:46-14:54 论文交流
脑出血预后的相关危险因素探究
贾宇超　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同济医院

14:54-15:02 论文交流
碳 11- 匹兹堡复合物 -B 分子影像学评估单纯脑叶出血与混合
出血 Aβ沉积差异探究
叶晓东　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同济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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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02-15:10 论文交流
急性脑梗死静脉溶栓后远隔部位出血的临床研究
林亚楠　大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15:10-17:02 脑静脉系统疾病及其他　主持人：田成林　秦　超　汪银洲　

15:10-15:30 专题发言
硬脑膜病变与脑静脉窦血栓形成 
周立新 中国医学科学院北京协和医院

15:30-15:50 专题发言
特发性颅内压增高伴静脉窦狭窄的发病机制和治疗策略
莫大鹏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天坛医院

15:50-16:10 专题发言
中国颅内静脉血栓形成诊断和治疗指南 2019 
曾进胜 中山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16:10-16:30 专题发言
深髓静脉与脑白质高信号发生发展
范玉华　中山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16:30-16:38 论文交流
HALP 在颅内静脉窦血栓患者预后预测价值的探索和合并模
型的有效性评价
李　屾　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16:38-16:46 论文交流
社区人群中深髓静脉与脑结构改变相关性研究 
刘子悦 中国医学科学院北京协和医院

16:46-16:54 论文交流
中国汉族人群颅内静脉窦血栓形成遗传性易栓症二代测序结
果分析
丁宏岩　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

16:54-17:02 论文交流
遗传性抗凝血酶Ⅲ缺乏致产后颅内静脉窦血栓形成的青年女
性 SERPINC1 基因家系分析
马红蕊　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

第七分会场  2020 年 11 月 7 日

13:30-15:10 眩晕与脑血管病　主持人：赵性泉　王佳伟　戚晓昆

13:30-13: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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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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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50-14:10 专题发言
前庭综合征之影像辨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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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10-14:30 专题发言
老年头晕
鞠　奕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天坛医院

14:30-14:38 论文交流
症状性脑动脉狭窄患者脑微出血的临床和影像学特征 
高玉元　广东省人民医院

14:38-14:46 论文交流
非酒精性脂肪肝及其严重程度与缺血性卒中的相关性研究：
开滦队列研究
戴丽叶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天坛医院

14:46-14:54 论文交流
红细胞分布宽度和脑卒中发生风险剂量反应相关性的系统
评价
郭　文　四川大学华西医院

15:02-15:10 论文交流
脑桥及丘脑梗死导致跷跷板眼球震颤及核间性眼肌麻痹
张　倩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天坛医院

15:10-16:46  脑血管病患者护理　主持人：蔡卫新　薄　琳　张雅静

15:10-15:30 专题发言
2019 卒中护理指导规范解读
蔡卫新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天坛医院

15:30-15:50 专题发言
脑卒中患者主要照顾者照顾负担的研究现状分析
杨　蓉　四川大学华西医院

15:50-16:10 专题发言
阿替普酶静脉溶栓出血预警模型的构建
常　红　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

16:10-16:30 专题发言
脑卒中并糖尿病患者的营养管理
张小燕　中山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16:30-16:38 论文交流
吞咽障碍患者口腔护理的循证实践
薄　琳　北京协和医院

16:38-16:46 论文交流
医护一体化管理方式在重症蛛网膜下腔出血早期介入治疗患
者中的应用
薛云娜　解放军总医院第一医学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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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分会场  2020 年 11 月 7 日

13:30-14:36 青年论坛 1　主持人：王拥军　徐安定　郭　力　徐　运

13:30-13:36 专题发言
替罗非班在急性穿支动脉闭塞中应用病例分享
刘　旭　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

13:36-13:42 专题发言
缺血性卒中侧支循环的生物标记物筛选及机制研究
田代实　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同济医院

13:42-13:48 专题发言
中国急性缺血性卒中及 TIA 患者的认知障碍登记研究
廖晓凌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天坛医院

13:48-13:54 专题发言
脑梗死后恶性脑水肿预测研究
吴思缈　四川大学华西医院

13:54-14:00 专题发言
Sneddon 综合征影像特征及其与认知障碍的相关性
姚　明　北京协和医院

14:00-14:06 专题发言
高分辨血管壁 MR 指导下慢性颈动脉闭塞开通
常明则　西北大学附属医院

14:06-14:12 专题发言
特殊类型基底节脑出血 1 例
王勤周　山东大学齐鲁医院

14:12-14:18 专题发言
连接蛋白 47 通过介导少突胶质细胞与小胶质细胞相互作用
促进多发性硬化进展的机制研究
赵奕楠　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14:18-14:24 专题发言
CSVD 患者认知功能损害的多模态功能磁共振成像研究
魏　强　安徽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14:24-14:30 专题发言
椎基底动脉急性闭塞的血管内治疗体会和现况浅析
陈枝挺　福建医科大学附属协和医院

14:30-14:36 专题发言
脑小血管病与步态障碍
崔　梅　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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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36-15:30 青年论坛 2　主持人：彭　斌　赵性泉　杨　弋　范玉华

14:36-14: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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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42-14:48 专题发言
新型深部脑磁刺激技术对 5xFAD 转基因鼠的认知改善作用
及机制研究
甄军丽　河北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

14:48-14:54 专题发言
Minor nonintracranial hemorrhage and poor prognosis 
of stroke patients undergoing intravenous thrombolysis
秦晓明　郑州大学华中阜外医院

14:54-15:00 专题发言
miR-140-5p: 早期预警卒中后晚期抑郁的新型外周血生物学
标志物
曾丽莉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瑞金医院

15:00-15:06 专题发言
神出鬼没的颅内和脊髓病灶
易　芳　中南大学湘雅医院

15:06-15:12 专题发言
卒中样发病的一例少见病 诊疗体会 
魏光如 北京大学人民医院

15:12-15:18 专题发言
定量脑电图在急性大面积脑梗死的应用研究 
杨庆林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同仁医院

15:18-15:24 专题发言
理想心血管健康因素与脑血管病 
张　倩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天坛医院

15:24-15:30 专题发言
卒中后失语的脑网络机制 
邢世会 中山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