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零一七年 浙江省神经科学学会神经外科分会学术会议
暨 第三届浙大一院钱江神经外科论坛
&《微创神经外科技术在脑肿瘤诊治中应用新进展》学习班

会 议 手 册

主办单位：浙江省神经科学学会
承办单位：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一医院神经外科
协办单位：清华《Translational Neuroscience and Clinics》杂志社

时间：2017 年 6 月 16 日至 18 日
会议地址：杭州市萧山区雷迪森铂丽大酒店

邀

请

信

各位朋友同道：
由浙江省神经科学学会主办、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一医院承办的浙江省神
经科学学会神经外科分会学术会议暨第三届浙大一院钱江神经外科论坛、《微创
神经外科技术在脑肿瘤诊治中应用新进展》学习班将于 ２０１７ 年 ６ 月 １６ 日－６ 月
１８ 日在杭州市萧山区雷迪森铂丽大酒店隆重召开，在此我谨代表大会组委会诚
邀阁下光临杭城，共襄盛会！
神经外科学是神经科学领域最具挑战和机遇的科学研究前沿学科之一，当前
神经科学领域取得的进展为多学科合作研究和转化医学提供不可或缺的技术平
台，也为促进神经外科发展带来新的契机。本届会议将邀请国内最知名的专家学
者莅临讲学，并希望为大家搭建基础和临床相结合、神经科学相关学科交叉融合
的平台，以期达到相互学习、共同提高、增进友谊、促进我省神经外科事业繁荣
发展。
“毕竟西湖六月中， 风光不与四时同”。六月的杭州风光迤逦，更多了一份
饱满的热情。让我们共聚于此，在享受学术盛宴的同时收获快乐和友谊，不断把
我们的事业推向前进！浙江省神经科学学会－神经外科分会、浙江大学医学院附
属第一医院热烈欢迎大家的到来！

大会主席 詹仁雅

会议信息
由浙江省神经科学学会主办、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一医院承
办、清华大学《Translational Neuroscience and Clinics》杂志社
协办的浙江省神经科学学会神经外科分会学术会议暨第三届浙大一
院钱江神经外科论坛、《微创神经外科技术在脑肿瘤诊治中应用新进
展》学习班将于 2017 年 6 月 16 日至 18 日在杭州市萧山区雷迪森铂
丽大酒店隆重召开。会议邀请浙江大学罗建红教授、北京天坛医院张
力伟教授、清华玉泉医院张玉琪教授等为代表带来神经科学、神经外
科疾病的最新知识，欢迎广大同仁踊跃参加。会议代表经考试合格，
授予 I 类学分 8 学分。
会议内容与时间安排：
6 月 16 日 全天（10：00 AM 开始 酒店大堂）报到
6 月 16 日 下午《微创神经外科技术在脑肿瘤诊治中应用新进展》学
习班
6 月 16 日 晚 浙江省神经科学学会神经外科分会全体委员会议
6 月 17 日 全天 浙江省神经科学学会神经外科分会学术会议 暨 第
三届浙大一院钱江神经外科论坛（上午大会，下午设颅脑创伤、肿瘤、
血管病分会场）
6 月 18 日

撤离

会议费用：注册费 800 元，食宿统一安排，费用自理。

主办单位：浙江省神经科学学会
承办单位：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一医院神经外科
协办单位：清华大学《Translational Neuroscience and Clinics》杂志社
大会名誉主席：罗建红、李晓明、杨巍
大会主席：詹仁雅
大会副主席：诸葛启钏、袁坚列、郑秀珏、沈宏、陈琳
秘书处：刘莉、童鹰、万曙、徐庆生、俞建波、温良、朱昱
大会学术委员会（按姓氏笔画排序）：丁方 万曙 马跃辉 王义荣
王汉盆 王波定 王保平 王俊兴 王冠军 厉民 叶锦平 许信龙 孙才
兴 孙军 苏志鹏 杜杭根 杜朝亮 李先锋 杨松斌 杨树旭 吴建跃 吴
崇光 余国峰 沈伟 沈宏 张建民 滕灵方 张祖勇 张弩 陆川 陈杰
陈书达 陈海 陈腊 邵林华 金一勤 金心 金许洪 金国良 金涌 周跃
郑伟明 郑秀珏 单国进 赵明 赵学群 胡小铭 钟鸣 俞文华 俞学斌
姜启周 娄伟宏 娄晓辉 宣宏飞 袁坚列 徐正保 高雄伟 高翔 诸葛
启钏 黄红光 黄李法 黄强 章威 彭思民 蒋小杰 韩瑞璋 程军 童鹰
曾怀文 裘申忠 褚正明
大会组织委员会（按姓氏笔画排序）：王承 王萍 王新东 方敏玮 乐
海伟 叶红星 叶科 叶碎林 冯志仙 潘德生 李亚丰 李谷 杨小锋 杨
国芳 沈良军 戴伟民 周永庆 罗祖炎 金来法 郑杰胜 胡晓华 徐庆
生 黄欣 曹飞 彭志毅 童晓飞 褚纪发 潘剑威
会议联系人：万曙 13588776777； 徐庆生 13588434540

会议议程

6 月 16 日
微创神经外科技术在脑肿瘤诊治中应用新进展 学习班
13:30—14:00
主持：詹仁雅

学习班开幕式 暨 浙大一院神经外科联盟筹备会

专题讲座 第一节
14:00—15:20
主持：郑杰胜、杨松斌
14:00—14:20

改良 Kawase 入路的手术治疗

詹仁雅

14:20—14:40

听神经瘤的治疗进展

郑秀珏

14:40—15:00

低级别胶质瘤的治疗进展

黄红光

15:00—15:20

ERAS 在神经外科的应用

方敏玮

专题讲座 第二节 15:20—16:40
主持：金心、沈伟
15:20—15:40

胶质瘤基因相关的多模态影像学进展

楼海燕

15:40—16:00

脑转移瘤的治疗进展

徐庆生

16:00—16:20

椎管内肿瘤的手术治疗技术进展

郑杰胜

16:20—16:40

复发胶质瘤的治疗

叶红星

病例讨论环节 16:40—17:30
主持：黄李法、黄红光
16:40—16:55

脑转移瘤综合治疗一例

16:55—17:10

垂体瘤多学科诊治病例分享

17:10—17:30

病例报告

叶科
潘新发
童鹰

6 月 17 日
浙江省神经科学学会神经外科分会学术会议 暨 第三届浙大一院钱江神经外科论坛

开幕式
8:00-8:20 主持：诸葛启钏
致辞：学校领导、医院领导、学会领导、科室领导
主会场
大师讲坛 8:20—11:40
08:20—10:00

主持：沈宏、郑秀珏、袁坚列

08:20—08:45

Gamma Oscillation Dysfunction in mPFC Leads to
Social Deficit in Neuroligin 3R451C Knock-in Mice

罗建红

08:45—9:10

从脑干胶质瘤的治疗历程解读精准医学

张力伟

09:10—9:35

儿童颅脑手术对脑认知功能的影响

张玉琪

09:35—10:00

不断扩展的内镜颅底外科

刘丕楠

10:00—11:40

主持：黄李法、王义荣、黄强

10:00—10:25

多方式血管搭桥治疗复杂大脑中动脉瘤

孙正辉

10:25—10:50

岛叶胶质瘤的手术治疗

谢

坚

10:50—11:15

脊髓功能修复：细胞移植策略及手术策略探讨

陈

琳

11:15—11:40

复杂动脉瘤的显微外科治疗

詹仁雅

史赛克卫星会

12:00—13:00

主持： 詹仁雅
12:00—13:00

新型取栓支架在临床应用中的心得体会

史万超

颅脑创伤分会场
专题发言 第一节

13:00—14:00

主持：张弩、姜启周
13:00—13:20

脑出血与亚低温脑保护

李

谷

13:20—13:40

颅内耐药菌感染的治疗经验

温

良

13:40—14:00

颅脑术后硬膜下积液处理体会

俞文华

专题发言 第二节 14:00—15:00
主持：周跃、章威
14:00—14:20

高压氧在颅脑损伤早期康复中应用的思考

李景琦

14:20—14:40

颅内压监护在脑挫裂伤治疗中的应用

周

14:40—15:00

脑室出血脑室外引流+腰大池引流后颅内感染

裘申忠

跃

专题发言 第三节 15:15—16:15
主持：余国峰、金许洪
15:15—15:35

非金属异物颅眶贯通伤的急救和治疗

金

心

15:35—15:55

外伤亚急性期开颅伴术中对侧特急性迟发血肿病例及
文献分析

金

涌

15:55—16:15

损伤控制在颅脑损伤中的应用

胡培阳

颅脑肿瘤分会场
专题讲座 第一节 13:00—14:00
主持：陈杰、韩瑞璋
13:00—13:20

岩斜脑膜瘤的手术治疗

郑秀珏

13:20—13:40

脑胶质瘤在浙医一院的个体化治疗

黄红光

13:40—14:00

脑肿瘤的放射治疗

严森祥

14:00—14:20

大型颅咽管瘤经额底纵裂入路的手术治疗

沈宏/徐锦芳

专题讲座 第二节 14:20—16:00
主持：胡小铭、黄强
14:20—14:40

疑似脑膜瘤的颅内慢性炎症诊治

沈宏/石健

14:40—15:00

颅内肿瘤治疗策略---经验与体会

杨树旭

15:00—15:20

改良 kawase 入路切除岩斜区脑膜瘤的经验和体会

杜

15:20—15:40

前颅底恶性肿瘤手术路径及颅底重建的演变

孙才兴

15:40—16:00

额外侧入路在前颅底肿瘤中的应用探讨

童民峰

权

病例讨论 16:00—16:40
主持：黄红光、沈宏
16:00-16:20

听神经瘤一例

曹

飞

16:20-16:40

脑胶质瘤一例

叶红星

脑血管病分会场
第一节 专题发言 13:00—14:20
主持：孙军、金国良、胡小铭
13:00—13:20

累及 M1 的复杂大脑中动脉血流重建

顾宇翔

13:20—13:40

高分级动脉瘤性蛛网膜下腔出血多中心临床研究

钟

13:40—14:00

颅内复杂动脉瘤的手术治疗

祝向东

14:00—14:20

颅颈动脉夹层诊治进展

万

茶歇

鸣
曙

14:20—14:30

第二节 缺血性脑卒中 14:30—16:00
主持： 潘剑威、何士科、尹波
14:30—14:45

颅内动脉狭窄的介入治疗

彭志毅

14:45—15:00

急性大动脉闭塞性脑梗死开通治疗

殷聪国

15:00—15:15

基于影像学的颅内动脉栓塞急性再通

郑伟良

15:15—15:30

急性缺血性卒中的早期再灌注治疗

张锦华

15:30—15:45

CAS，CEA：我的选择

孙

15:45—16:00

症状性非急性颈动脉闭塞的颈动脉再通手术

孙伟军

军

第三节 出血血性脑卒中 16:00—17:30
主持： 戴伟民、陈茂送、阮善平
16:00—16:15

3D 打印颅内动脉瘤模型及其临床应用

金国良

16:15—16:30

舌下神经管区 DAVF 的治疗

方

16:30—16:45

颅内覆膜支架的临床应用

罗祖炎

16:45—17:00

Flow Diverter 系统在颅内复杂动脉瘤介入手术中的
应用

王

威

17:00—17:15

对于基底动脉穿支粟粒样动脉瘤诊断和治疗的思考

鲍

翔

17:00—17:30

海绵窦区 DAVF 的介入治疗

蔺志清

兵

主要讲者简介
罗建红
教授, 博士生导师。现任浙江大学副校长，第九届浙江省政协委员，
第十一届、十二届浙江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2014 年当选
为中国生理学会常务理事，2007 年当选为中国神经科学学会常务理事，
2009 年当选为中国生物物理学学会理事，2013 年当选为浙江省神经科
学学会理事长。主要研究领域:神经生物学，主要研究方向包括突触功
能的细胞和分子机制，着重在谷氨酸受体通道及其相关的信号转导在突触形成和突触可塑性
中的作用。如 NMDA 受体亚单位结构与受体装配、运输和突触定位，NMDA 受体介导突触效能
增强过程中的细胞内信号传导机制，个体突触形成过程中形态学和分子事件。

张力伟
主任医师，首都医科大学及清华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首都医
科大学附属北京天坛医院副院长，首都医科大学第五临床学院副院长，
国家神经系统疾病临床研究中心副主任，脑肿瘤研究北京市重点实验
室主任。中国医师协会神经外科分会第四届委员会常委、副会长、候
任会长，中国医师协会神经肿瘤专家委员会主任委员，中华医学会神
经学分会第七届委员、神经肿瘤组组长，中国医师协会北京神经外科
专家委员会主任委员，北京医学会神经外科分会常委、肿瘤组组长，中国颅底外科多学科协
作组组长。国家 863 课题专家评审委员会会员，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评选委员，教育部、卫生
部科研项目评审专家，卫生部高级职称评审专家，中华医学杂志、英文版审稿专家，中华神
经外科杂志副主编，中华神经外科杂志英文版副主编,《NEUROSURGERY》杂志中文版肿瘤分
册主编。专业特长:颅底及脑干疾病的临床与基础研究.

张玉琪
主任医师，教授，博士生导师。现任清华大学玉泉医院副院长，
神经中心副主任。国际小儿神经外科学会（ISPN）中国委员，国家科技
奖励评审专家，卫生部专科医师评审专家，中国医师协会理事，中国医
师协会神经外科医师分会副会长。《中华神经外科杂志》编辑部主任，
《中华小儿外科杂志》和《中国继续医学教育杂志》编委。北京市王忠
诚医学基金会董事长。专业特长:小儿神经外科、脑肿瘤、脑积水的诊治，擅长颅咽管瘤、
鞍区肿瘤、三室内肿瘤、丘脑肿瘤、颅底肿瘤、脑干肿瘤、脑血管病。

刘丕楠
主任医师，教授，博士生导师。现任北京天坛医院神经外科中心副
主任，神经外科九病区主任，耳鼻咽喉科主任。北京市神经外科研究所
神经重建室主任，北京市卫生系统学科带头人。专业特长: 擅长神经外
科常见肿瘤（脑膜瘤、胶质瘤等）的微创治疗，以及各种疑难颅底肿瘤
以及颅内外沟通性肿瘤的显微外科手术治疗。肿瘤全切率、死亡率和神
经功能保护等均已达到国际先进水平。成立了国内第一个诊治神经纤维瘤病的医疗和科研团
队，在国际神经纤维瘤病的临床和科研领域处于领先地位。

孙正辉
主任医师，硕士生导师。现任解放军总医院神经外科副主任。中
国医师协会脑血管病专家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中华医学会神经外科分会
脑血管病专家委员会委员兼秘书；中华医学会北京分会神经外科青委会
副主任委员；中华中青年神经外科交流协会常务委员；卫生部中青年脑
卒中防治委员会常委。兼任《中华神经医学杂志》等杂志审稿专家。专
业特长：擅长颅底肿瘤及脑深部肿瘤的手术治疗，尤其擅长脑动脉瘤，颈动脉狭窄及脑血管
畸形的手术治疗。

谢坚
主任医师，教授，博士生导师。现任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天坛
医院神经外科十病区副主任。专业特长：各种颅内肿瘤，如胶质瘤、脑
膜瘤、垂体瘤、后颅凹肿瘤的手术治疗，尤其擅长脑胶质瘤的综合治疗。
对于胶质瘤的手术，在处理肿瘤切除程度（暨界限识别）和脑功能保护
方面有自己的独到之处；手术致残率低，病人生存期长。其中脑岛叶（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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