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介入神经病学大会2018暨第14届国际脑血管病高峰论坛

08:00-11:50
08:00-10:00
10:00-11:45

2018年6月8日（星期五）
注册报到
急性脑卒中血管内诊疗培训
AIS围手术期血压管理讨论会（武田亚宁定）
中国研究型医院学会介入神经病学专委会神经血管监测学组成立大会
青年先锋论坛
江苏省卒中学会神经介入专业委员会工作会议
2018年6月9日（星期六）
开幕式及卒中热点论坛
卒中热点论坛
神经介入论坛——急诊血管内介入治疗论坛
神经介入论坛——脑动脉夹层介入治疗论坛
神经介入论坛——介入并发症论坛
神经护理论坛
恩必普原创之旅华东大区赛
波士顿科学导师阵营——优秀介入医师病例展示
争鸣与实践论坛
金陵脑卒中社区论坛
“颈之论道” Cordis 专家一席谈
雅合赢精彩——青年医师穿刺点管理大赛（ISS站）
评价Eruss取栓系统用于急性缺血性脑卒中患者血管内治疗安全性和有效性的前瞻
性、多中心、随机对照临床试验招募会
中华医学会神经病学分会神经血管介入协作组第二届委员会成立会议
中国研究型医院学会介入神经病学专业委员会工作会议
2018年6月10日（星期日）
卒中热点论坛及闭幕式
神经介入论坛——血管闭塞再通论坛
神经介入论坛——复杂介入手术论坛

时间
14:00-14:20
14:20-14:40
14:40-15:00
15:00-15:20
15:20-15:40
15:40-16:00
16:00-16:20
16:20-16:40

2018年6月8日（星期五）
急性脑卒中血管内诊疗培训（青年汇5楼 中华A厅）
题目
急性缺血性卒中早期治疗新进展
院内卒中的急诊救治
急性缺血性卒中的影像学评估
介入治疗围手术期管理
急性缺血性卒中血管闭塞介入治疗的补救措施
复杂介入手术的思考
急性颈动脉闭塞的诊治策略
CTP指导下的超时间窗血管内介入治疗体会

08:00-23:00
14:00-17:30
13:30-17:00
16:00-18:30
19:00-21:20
20:00-21:00
08:00-11:50
13:00-18:00
13:30-15:16
15:16-16:42
16:42-18:00
13:30-17:40
13:30-18:00
13:30-17:00
14:00-17:40
14:00-16:00
14:00-16:00
15:00-17:30
15:30-17:30
19:45-20:45
20:50-22:00

国际青年会议酒店塔楼一楼
青年汇5楼中华A厅
青年汇7楼趵突泉厅733
青年汇5楼中华C厅
青年汇5楼中华A厅
青年汇7楼虎跑泉厅736
青年汇5楼南京厅
青年汇5楼南京A厅
青年汇5楼南京B厅
青年汇5楼南京B厅
青年汇5楼南京B厅
青年汇7楼趵突泉厅733
青年汇7楼漓江厅722
青年汇7楼汉江厅730
青年汇5楼中华A厅
青年汇7楼虎跑泉厅736
青年汇7楼龙井泉厅721
青年汇7楼金沙江厅732
青年汇7楼石泉厅735
青年汇5楼中华A厅
青年汇5楼中华A厅
青年汇5楼南京A厅
青年汇5楼南京B厅
青年汇5楼南京B厅

讲者
朱武生
马敏敏
周长圣
刘 锐
叶瑞东
樊小兵
李 敏
韩云飞

叶瑞东
孙 文
韩云飞
中国研究型医院学会介入神经病学专委会神经血管监测学组成立大会（青年汇5楼 中华C厅）
时间
题目
讲者
16:00-16:10 中国研究型医院学会领导致辞
16:10-16:25 中国研究型医院学会介入神经病学专业委员会主委主持学组选举并致辞
16:25-16:35 全体委员合影

主持

周志明
刘文华
刘德志
林 敏
岳炫烨
陈茂刚

16:40-17:30 介入疑难病例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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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持

16:35-16:40
16:40-17:00
17:00-17:15
17:15-17:30
17:30-17:45
17:45-18:00
18:00-18:15
18:15-18:30
时间
19:00-19:06
19:06-19:12
19:12-19:18
19:18-19:24
19:24-19:30
19:30-19:36
19:36-19:42
19:42-19:48
19:48-19:54
19:54-20:00
20:00-20:06
20:06-20:12
20:12-20:18
20:18-20:24
20:24-20:30
20:30-20:36
20:36-20:42
20:42-20:48
20:48-20:54
20:54-21:00
21:00-21:06
21:06-21:12
21:12-21:18

时间
08:00-08:30
08:30-08:50
08:50-09:10
09:10-09:30
09:30-09:50
09:50-10:10

神经血管监测学组组长致辞
组长、副组长、秘书介绍并合影
颈动脉斑块易损性与缺血性脑卒中的相关性
超声在缺血性卒中溶栓术前后的应用
TCD术前综合评价在高龄手术患者中的应用
神经介入手术TCD术中监测的思考
电生理检测联合TCD预测昏迷患者预后
中-低流量颅内外血管搭桥在缺血性脑血管病中的应用
青年先锋论坛（青年汇5楼 中华A厅）
题目
Pipeline栓塞装置在治疗海绵窦段至眼动脉段动脉瘤中的应用
中间导管抽吸作用在急性缺血性脑血管病取栓治疗中的疗效
一键去骨法与减影法在头颅CTA血管成像中的对照研究
初次培训后ASPECT 评分的一致性和准确性
急性前循环大动脉闭塞性脑梗死动脉取栓后过度灌注的临床分析
基于血栓弹力图抗栓治疗对急性动脉粥样硬化性脑梗死患者疗效及复发的研究
缺血性脑血管病患者FLAIR血管高信号征三种评分方法的一致性及可重复性研究
急性缺血性脑卒中静脉溶栓早期疗效的相关因素分析
急性大血管闭塞脑梗死血管内治疗后无症状性颅内出血对预后的影响
无临床症状颈动脉易损斑块患者呈现脑局部活动一致性和功能连接的破坏
无症状性颅内动脉狭窄增加症状性颅内动脉狭窄患者支架植入术后30天内的卒中
风险
机械血栓切除术治疗心房颤动所致心源性卒中的有效性和安全性：与单纯静脉溶
栓的比较
不同程度脑白质疏松对急性脑梗死静脉溶栓患者疗效及预后的影响
锁骨下动脉开口处慢性闭塞性病变的分型与介入治疗
Endovascular therapy for acute ischemic stroke associated with carotid artery tandem
occlusion
大动脉粥样硬化性和小动脉闭塞性小卒中患者的早期神经功能恶化：倾向评分匹
配分析
琐琐葡萄提取物联合高频rTMS对轻、中度阿尔茨海默病患者MMSE评分及NF-κB/I
кB-α信号通路的影响
毛细血管指数评分与前循环急性缺血性卒中血管内治疗转归的相关性
MoCA和MMSE在血管性认知功能障碍筛查中的应用研究
凝血酶-抗凝血酶复合物及金属基质蛋白酶-9在脑出血患者中的表达及其与脑水肿
的关系
Risk prediction of cerebrovascular events with carotid plaque MRI: A meta-analysis
亚急性病程硬脊膜动静脉瘘血管内治疗一例
Cordis Exoseal血管封堵器和Perclose ProGilde血管缝合器在股动脉穿刺止血的效果
分析

2018年6月9日（星期六-上午）
卒中热点论坛（青年汇5楼 南京厅）
题目
开幕式
中国脑血管病研究的机遇与挑战
New Paradigms for Patient Selection in Stroke Endovascular Therapy
漫谈脑出血
Can We Remove IV Thrombolysis from Bridging Endovascular Clot Retrieval Therapy?
中国脑血管病指南概况

2

惠品晶
邢英琦
游 咏
钟经馨
刘昌云
梅其勇
讲者
刘 涛
段文博
陈荣云
邓国莉
杜 鹃
葛中林
郭京华
郭章宝
郝永岗
贺 威
赵

许文勇
展群岭
李 中
戴加飞
主持

瑾

刘春梅
张 敏
张静良
李

威

胡

挺

沈 霞
崔桂云
徐格林
石向群
张卓伯
王 硕
钟士江
张桂莲

陈方方
段振晖
吴 波
史

帝

叶 民
罗根培
张文胜

讲者

主持

王拥军
Raul G Nogueira
谢 鹏
Bernard Yan
刘 鸣

石 进
陈国华
Bernard Yan

卒中治疗的新进展与介入神经病学
Prehospital Management and the RACECAT Trial
战胜高血压-卒中防治的永恒话题
CADASIL、CARASIL和CARASAL-脑小血管启示录
颅内复杂动脉瘤及其介入相关问题
2018年6月9日（星期六-下午）
卒中热点论坛（青年汇5楼 南京A厅）
时间
题目
13:00-13:40 影像学指导的缺血性脑卒中静脉溶栓及相关研究（卫星会）
13:40-14:00 无症状脑梗死诊治探讨
14:00-14:20 The DAWN Trial: Subgroup Analysis and Time Relationship with Outcomes
14:20-14:40 In-hospital Triage, Management and Selecction for EVT
14:40-15:00 椎动脉狭窄的外科与介入治疗
15:00-15:20 急性缺血性脑血管病的治疗时窗
15:20-15:40 急性大动脉闭塞轻型卒中的血管再通治疗
15:40-16:00 急性缺血性卒中的侧支循环
16:00-16:20 未破裂颅内动脉瘤的治疗策略
16:20-16:40 脑小血管病与认知功能损害研究
16:40-17:00 颅内动脉狭窄介入治疗新进展
17:00-17:20 产褥期颅内静脉窦血栓形成
17:20-17:40 肌纤维发育不良与卒中
17:40-18:00 长期饮酒所致的高血压性脑出血
神经介入论坛（青年汇5楼 南京B厅）
时间
题目
12:50-13:05 天堑通途-次全闭塞病变中Angioguard保护伞的应用
13:05-13:20 封堵有道-ExoSeal封堵器的临床应用
13:20-13:30 讨论
急诊血管内介入治疗论坛
13:30-13:42 急性脑梗死机械再通策略选择
13:42-13:54 急性脑梗死的血管内治疗：桥接还是直接?
13:54-14:06 黎明（DAWN）之后的拆弹（DEFUSE) --对AIS取栓策略的展望
14:06-14:18 球囊导管在颈内动脉栓塞病例中的取栓作用
14:18-14:40 高负荷血栓的取栓处理
14:40-14:52 急性脑梗死患者取栓思考
14:52-15:04 AIS围手术期血压管理（卫星会）
15:04-15:16 讨论
脑动脉夹层介入治疗论坛
15:16-15:28 颈段动脉夹层的支架重建
15:28-15:42 颈动脉夹层闭塞的血运重建
15:42-15:54 椎动脉夹层动脉瘤术中闭塞后再通
15:54-16:06 动脉夹层所致AIS的血管内治疗
16:06-16:18 颈部动脉夹层介入策略
16:18-16:30 急性颈动脉夹层治疗体会
16:30-16:42 讨论
介入并发症论坛
16:42-17:00 脑血管支架断裂的原因探析
17:00-17:12 缺血性卒中再通治疗后的出血风险
17:12-17:24 AIS急性取栓术中出血的处理体会
17:24-17:36 颅内血管再通失败后的处理
17:36-17:48 颈动脉支架成形术并发症的思考
17:48-18:00 讨论
10:10-10:30
10:30-10:50
10:50-11:10
11:10-11:30
11:30-11: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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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新峰
Marc Ribo
曾进胜
张颖冬
秦 超

陈光辉
刘运海
王守春

讲者
白青科
徐 运
Raul G Nogueira
Marc Ribo
焦力群
王守春
杨清武
骆 翔
高小平
黄勇华
缪中荣
柯开富
刘煜敏
彭 英

主持
刘新峰

讲者
李 敏
杨 林

主持
殷

刘新通
陈阳美
张 猛
蒋智林
丁文彬
叶新春
李 敏

朱其义
陈阳美
刘新通
丁文彬
张 猛
吴 伟

张晓龙
刘文华
刘 圣
彭 亚
朱双根
陈星宇

张晓龙
汪银洲
彭 亚
樊小兵
朱双根
陈星宇

石 进
徐格林
吴 伟
朱武生
刘迪龑

石 进
李天晓
张光运
朱武生

蔡艺灵
胡文立
蔡晓杰

高连波
林 航
牛国忠

勤

争鸣与实践论坛（青年汇5楼 中华A厅）
题目
讲者
主持
特殊类型的AIS血管内取栓病例
尹 琳
双支架取栓技术在颈内动脉末端高负荷栓塞性病变中的应用
吴 晋
孙 勇
急性心源性脑卒中取栓治疗体会
自膨式颅内支架系统LEO椎基底动脉成形术治疗面肌痉挛症的体会
田喜光
李 冰
汤永红
后循环梗死患者的超急性期桥接治疗
陶中海
邓本强
大脑中动脉闭塞再通的策略
史树贵
胡兴越
颅内动脉闭塞动脉溶栓及取栓病例报道
李 钢
如何提高AIS血管内治疗再通率及预后
施洪超
动脉瘤栓塞术中静脉早显的原因
吴 琪
讨论
颈内动脉血栓的血管内治疗策略
侍海存
颈动脉次全闭塞病变术前评估与处理抉择
冯 骏
椎基底动脉扩张延长症并发后循环梗死的临床特征和危险因素分析
王 枫
动脉内灌注维拉帕米治疗动脉瘤介入手术中的脑血管痉挛
周新民
耿 昱
单纯弹簧圈栓塞治疗永存三叉动脉-海绵窦瘘
李永坤
张卓伯
曹文杰
急性前循环大血管闭塞性卒中血管内治疗成功再通预后不良的早期预测
王怀明
王 硕
血管血栓 孰先孰后
陈科春
An Acute Ischemic Stroke Resulting from Aortic Dissection
罗永春
颈内动脉病变患者的介入治疗及随访的体会
金华锋
讨论
神经护理论坛（青年汇7楼 趵突泉厅733）
时间
题目
讲者
主持
13:30-13:40 神经护理论坛开幕式
刘新峰 孙琳
专题讲座
13:40-14:10 专科敏感指标的探索与实践
谭丽萍
14:10-14:40 基于创新理念的神经内科专科护理临床实践
刘亚红
沈小芳
14:40-15:10 护士分层培训和考核
刘亚红
专案管理
15:20-15:35 一例急诊桥接治疗病例分享
苗燕兰
15:35-15:50 桥接治疗术中管理标准化
侯华娟
15:50-16:05 桥接治疗术后监控管理标准化
李 芸
郭亚辉
16:05-16:20 桥接治疗术后康复护理标准化
朱小敏
16:20-16:35 桥接治疗延续性护理管理标准化
付成成
论文交流
16:35-16:40 延续性护理干预对颈动脉支架置入术后患者服药依从性的应用研究
晁 群
16:40-16:45 神经外科护理亚专科建设与效果分析
常 青
16:45-16:50 阿尔兹海默症（老年痴呆患者）的护理对策
郭宏英
16:50-16:55 呼吸功能训练对脑卒中吞咽障碍患者干预效果的系统评价
王 芳
郭亚辉
16:55-17:00 标准化盲插鼻肠管技术在重型颅脑损伤患者早期肠内营养中的应用
武 燕
17:00-17:05 RCA2在一例跌倒患者中的应用
徐应玲
17:05-17:10 PBL模式在神经内科临床护理带教中的应用与研究
陈小亚
17:10-17:15 重症脑卒中张口呼吸患者口腔清洁度现状调查与原因分析
杨晴晴
专题报告
17:15-17:30 缩短急性脑梗死患者就诊至静脉溶栓时间（全国医院品管圈大赛一等奖）
李 芸
侯华娟
17:30-17:40 神经护理论坛闭幕式
刘亚红
波士顿科学导师阵营——优秀介入医师病例展示（青年汇7楼汉江厅730）
13:30-17:00
主持：徐格林 王守春 点评导师 ：殷勤 骆翔 汪银洲 韩巨 刘文华 周志明 曹辉 李敬伟 肖国栋
时间
14:00-14:10
14:10-14:20
14:20-14:30
14:30-14:40
14:40-14:50
14:50-15:00
15:00-15:10
15:10-15:20
15:20-15:30
15:20-15:40
15:50-16:00
16:00-16:10
16:10-16:20
16:20-16:30
16:30-16:40
16:40-16:50
16:50-17:00
17:00-17:10
17:10-17:20
17:20-17: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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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
08:00-08:30
08:30-08:50
08:50-09:10
09:10-09:30
09:30-09:50
09:50-10:10
10:10-10:30
10:30-10:50
10:50-11:05
11:05-11:20
11:20-11:35
11:35-11:50

2018年6月10日（星期日-上午）
卒中热点论坛（青年汇5楼 南京A厅）
题目

脑瘤干细胞与肿瘤异质性
颅内动脉不稳定斑块的评估
上海地区卒中二级预防的质量改进
脑卒中与睡眠
TIA的评估与处理
颅内动脉狭窄支架治疗的前景
绿色通道中急慢性颈内动脉闭塞的病因判断和治疗策略
溶栓后出血转化
静脉窦狭窄高颅压的介入治疗策略和前瞻
高分辨磁共振血管壁成像在血管再通治疗中的应用
管壁高分辨MRI技术于神经介入治疗的潜在价值
基于OCT的脑血管结构与功能的综合评估进展
神经介入论坛（青年汇5楼 南京B厅）
时间
题目
血管闭塞再通论坛
08:00-08:12 锁骨下动脉闭塞的再通策略
08:12-08:24 球囊桥接：卒中后血管再通的重新穿越
08:24-08:36 颅内动脉狭窄的介入治疗：来自单中心的经验
08:36-08:48 显微外科和神经介入在颈部血管病中的应用
08:48-09:00 锁骨下动脉闭塞分型及介入治疗策略
09:00-09:12 基底动脉尖血栓取还是不取？一例病人引发的思考
09:12-09:24 颈内动脉再通治疗
09:24-09:36 非急性期颈动脉闭塞开通
09:36-09:48 椎动脉闭塞再通治疗
09:48-10:00 讨论
复杂介入手术论坛
10:00-10:12 缺血性脑卒中困难开通病例的解决策略
10:12-10:24 桡动脉入路在脑血管介入治疗中的应用：一项单中心前瞻对照研究
10:24-10:36 双支架取栓技术
10:36-10:48 支架辅助技术在出血性椎动脉夹层动脉瘤中应用
10:48-11:00 椎基底动脉串联闭塞的再通治疗
11:00-11:12 并联性闭塞的再通治疗
11:12-11:30 取栓后并发快速增长假性动脉瘤
11:30-11:45 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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