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1 -

浙江省神经科学学会文件 
 

浙江省神经科学学会第九届学术年会 

第三轮会议通知  

各位专家、老师，各位会员及有关单位： 

浙江省神经科学学会第九届学术年会将于2021年7月9-10日在浙

江杭州召开。本次会议由浙江省神经科学学会主办，杭州师范大学承

办。本次会议将设一个主会场，八个主题分会场，会议同期举办青年

博士论坛，预计与会人员约500人次。 

本次会议将邀请神经科学领域相关基础及临床知名专家、学者与

会报告，介绍当今神经科学相关领域的基础研究及临床诊疗的最新进

展以及发展趋势。大会欢迎相关专家、学者积极投递摘要，分享您在

该领域的新知识、新成就，大会学术委员会将从投稿中选取部分做口

头报告。大会特邀报告限时30分钟，其余报告限时20分钟，报告时间

均含5分钟提问。会议期间还将进行优秀墙报评选。 

大会组委会诚邀大家积极参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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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举办单位 

主办单位：浙江省神经科学学会 

承办单位：杭州师范大学、浙江省神经科学学会下属各分会 

 

二、大会组织委员会  

大会主席：罗建红 

执行主席：李葆明、杨巍 

秘 书 长：窦文洁、刘莉 

成    员：施剑飞、舒强、许毅、詹仁雅、张宝荣、张敏鸣、周煜东、

祝胜美、黄曼、王大明、刘昱、王春杰、贾茜、韩柽炀、

武晓菲、张馨元、韩怡斐 

秘 书 处：陈逸、陆邵佳、刘玉慧、孙继军、王丽卿、温良、魏爽、

许晶晶、须欣、俞丽艳、杜文悦、吴迪、任天、马培源 

 
三、大会学术委员会 

委员会成员：段树民、罗建红、李晓明、李涛、胡海岚、许毅、施剑

飞、詹仁雅、张宝荣、李葆明、王钦文、张敏鸣、罗本

燕、吴志英、王立铭、杨巍、周煜东、黄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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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会议安排 

（一）日程总览 

日期 时间 内容 

7月9日 

10:00-21:00 报到、注册 

13:50-16:30 青年博士论坛 

17:30-19:30 晚餐 

20:00-21:00 二届四次常务理事会议 

21:00-22:00 各专业委员会全体委员会议 

7月10日 

08:20-08:30 开幕式 

08:30-10:10 大会报告 

10:10-10:30 合影、茶歇 

10:30-12:00 大会报告 

12:00-13:00 午餐、poster评选、二届五次理事会议 

13:30-17:00 各主题分会场会议 

17:00-17:30 闭幕式 

 



 - 4 -

（二）会场指南 

承办方 会议类型 日   期 时   间 会   场 

杭州师范大学/总会

青年博士论坛 2021.7.9 13:50-16:30 二楼三立厅B

常务理事会 2021.7.9 20:00-21:00 二楼三立厅B

全体大会 2021.7.10 08:20-12:00 二楼三立厅

理事会 2021.7.10 12:00-13:00 四楼立人厅

孤独症分会 

孤独症康复技术主题分会
场 2021.7.10 13:00-16:50 二楼三立厅A

委员会议 2021.7.10 17:30-18:30 四楼立心厅

宁波大学医学院 
精神疾病预防、诊断和治疗
的“医学+”研究主题分会

场
2021.7.10 13:30-17:00 二楼三立厅B

分子神经生物学分会
委员会议 2021.7.9 21:00-22:00 

四楼立人厅
神经退行性疾病的分子机

制主题分会场 2021.7.10 13:30-16:45 

神经修复与康复分会

委员会议 2021.7.9 21:00-22:00 

四楼立业厅颅脑损伤救治康复护理一
体化与神经重塑基础研究

主题分会场
2021.7.10 14:00-17:05 

神经外科分会 
委员会议 2021.7.9 21:00-22:00 

四楼立心厅
神经科学与神经外科主题

分会场 2021.7.10 13:30-16:20 

神经病学分会 
委员会议 2021.7.9 21:00-22:00 

四楼立德厅
帕金森与脑健康分会场 2021.7.10 13:15-16:35 

心理和行为分会 
委员会议 2021.7.9 21:00-22:00 

四楼立意厅
心理与行为干预促进脑健

康主题分会场 2021.7.10 13:30-16:50 

神经重症分会 
委员会议 2021.7.9 21:00-22:00 

四楼立行厅
神经重症从基础到临床，从

临床到基础主题分会场 2020.7.10 13:30-17:00 

麻醉与疼痛分会 委员会议 2021.7.9 21:00-22:00 四楼立志厅

 



 - 5 -

（三）具体日程 

2021年7月9日（星期五）下午   

青年博士论坛                           地点：二楼三立厅B 

时   间  讲   者  课   题  主持人 

13:50-14:00 
王晓东 

浙江大学医学院 
评比细则讲解 

李相尧 

浙江大学医学院 

Session 1：神经精神疾病的神经环路基础 

14:00-14:10 
王晓会 

浙江大学 

Marmoset model of autism spectral 

disorders established by MECP2 knock 

out specifically in PFC and its neural 

circuit mechanisms underlying vocal 

communication deficits 

李相尧 

浙江大学医学院 
 

14:10-14:20 
张莉平 

温州医科大学 

Volitional Motivation: Neural 

Representation and Shared Circuit and 

Neuromodulator Control with Behavioral 

Motivation 

14:20-14:30 
华书山 

浙江大学 

Adaptor protein APPL1 in prefrontal 

neuronal ensembles determines recall of 

fear extinction 

14:30-14:40 
张晓琴 

宁波大学 

HCN channel in pyramidal neurons of 

dCA1 regulate cognitive behaviors in a 

mouse model of Alzheimer’s disease 

Session 2：神经精神疾病的临床研究进展 

14:40-14:50 
王孟璞 

温州康宁医院 

The effect of chronic schizophrenia with or 

without suicidal ideation on cognitive 

function and lipid metabolism 

黄智慧 

杭州师范大学 

14:50-15:00 

高可润 

杭州市第七人民医

院 

The alterations in the expression of mTOR 

pathway genes and proteins in 

schizophrenia patients 

15:00-15:10 
李文超 

宁夏医科大学 

Alteration of long non-coding RNA 

expression profile in insula of adolescent 

cocaine addicts 

15:10-15:20 
徐佳露 

浙江大学 

Epidemiological characteristics and 

cerebrospinal fluid cytokine profiles of 

enterovirus encephalitis in children in 

Hangzhou,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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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ssion 3：神经精神疾病的分子细胞机制 

15:20-15:30 
夏利平 

浙江大学 

GPR151 in nociceptors modulates 

neuropathic pain via regulating P2X3 

function and microglial activation 

汪  伟 

温州医科大学 

15:30-15:40 
胡亚玲 

浙江大学 

Hexokinase-mediated metabolism 

regulates microglia function 

15:40-15:50 
司紫珍 

宁波大学 

The role of bright light therapy ameliorates 

cognitive impairment through GPX4 

mediated neuronal ferroptosis in 

Alzheimer's disease 

15:50-16:00 
郑芮 

浙江大学 

KIF2C regulates synaptic plasticity and 

cognition by mediating dynamic 

microtubule invasion of dendritic spines

Session 4：心理学与健康前沿研究 

16:00-16:10 
张翼 

浙江大学 

Adaptive Reconfiguration of Intrinsic 

Community Structure in Children with 

5-Year Abacus Training 
刘  昱 

宁波大学医学院 16:10-16:20 
武晓菲 

杭州师范大学 

From “Aha!” to “Haha!” Using Humor to 

Cope with Negative Stimuli 

16:20-16:30 
周瑜 

浙江大学 
重症医学专科大数据平台的建设及应用 

会场负责人：王春杰15088716468 

 



 - 7 -

2021年7月10日（星期六）上午 

 
主会场：                                   地点：二楼三立厅 

大会报告 

时  间 讲  者 课  题 主持人 

08:20-08:30 
罗建红 

浙江大学医学院 
致  辞 

杨  巍 

浙江大学基础医学院 

08:30-09:10 
杨雄里 
复旦大学 

脑科学面临的挑战及前景展望 
罗建红 

浙江大学医学院 

09:10-09:40 
潘秉兴 

南昌大学医学部 

GABAA(δ)R hypofunction in 

amygdala-hippocampal circuit is critical for 

stress-induced anxiety 

杨  巍 

浙江大学基础医学院 

09:40-10:10 
徐  晗 

浙江大学脑科学与脑医学学院 

Basal forebrain mediates prosocial behavior 

via disinhibition of midbrain dopamine 

neurons 

胡玉正 

浙江大学 

10:10-10:30 合  影、茶  歇 

10:30-11:00 
顾士欣 
华山医院 

从一个神经外科医生的视角展望神经重症监护
的发展和未来 

黄  曼 

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二医院

11:00-11:30 
潘树义 

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 

第六医学中心 
高压氧氢气治疗重症脑损伤前沿研究 

王大明 
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一医院

11:30-12:00 
王  峰 

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一医院 

Continuous High-Frequency Deep Brain 

Stimulation of the Rat Anterior Insula 

Attenuates the Relapse Post Withdrawal and 

Strengthens the Extinction of Morphine 

Seeking 

詹仁雅 
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一医院

会场负责人：窦文洁  135167123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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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7月10日（星期六）下午 
 
分会场一：  
    

孤独症康复技术主题分会场                          地点：二楼三立厅A 

时  间 讲  者 课  题 主持人 

13:00-13:20 短视频放映 

李科威  
杭州文广集团 

13:20-13:30 
罗建红 

浙江大学医学院 
领导致辞 

13:30-14:00 
李海峰 

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儿童医院
孤独症谱系障碍的规范化诊断思路 

14:00-14:30 
静  进  
中山大学 

儿童共情能力发展特点及对ASD认识启示 

14:30-14:50 
胡  俊  

杭州师范大学美术学院 
基于“三界空间”假说探索孤独症的艺术疗育

方法 李海峰   
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儿童医院

14:50-15:10 
李相尧  

浙江大学脑科学学院 
后压皮层调节社交行为 

15:10-15:20 茶  歇 

15:20-15:50 
缪明永   

海军军医大学基础医学院 
肠道微生态与儿童自闭症 

朱  晓  
青苹果学园幼儿园 

15:50-16:10 
徐紫薇  

清华大学无障碍发展研究院 
用数据决策—构建有效的康复教育和人才培

养体系 

16:10-16:30 
陈  睿    
长和医疗 

国内外融合教育现状对比： 探讨如何成功打
造有中国特色的融合体系 

16:30-16:50 
张之光   

ALSOLIFE 
数据驱动下的高效干预 

 会场负责人：俞丽艳  159881070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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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会场二：  
      

精神疾病预防、诊断和治疗的“医学+”研究主题分会场        地点：二楼三立厅B  

时  间 讲  者 课  题 主持人 

13:30-13:55 
李  娟 

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 
脑认知健康研究与增强：延缓认知老化与痴呆

防治 

刘  昱 
宁波大学医学院 

13:55-14:20 
施长城 

中国科学院宁波材料技术与工

程研究所生物医学工程研究所

多感觉融合运动神经调控与量化评估技术研究 

14:20-14:45 
陈  宁 

武汉体育学院健康科学学院 
运动介导的细胞自噬功能状态对神经降解性

疾病的调控与应用前景 

14:45-15:10 
王钦文 

宁波大学医学院 
多感觉融合干预促进神经再生治疗阿尔茨海

默病的分子机制 

15:10-15:20 茶  歇 

15:20-15:45 
李勇辉 

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 
虚拟现实技术在物质成瘾行为评估和干预中

的应用 

王钦文 
宁波大学医学院 

15:45-16:10 
周文华 

宁波市康宁医院 
前额叶皮层在海洛因奖赏和复吸中的作用 

16:10-16:35 
杜  江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 

附属精神卫生中心 
经颅磁刺激干预对物质成瘾者优化干预研究 

16:35-17:00 
刘  昱 

宁波大学医学院 
神经系统疾病的“医学+”发病机制和治疗手

段探索 

会场负责人：司紫珍  18858254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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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会场三：    
    

神经退行性疾病的分子机制主题分会场                  地点：四楼立人厅  

时  间 讲  者 课  题 主持人 

13:30-13:55 
梅  峰 

陆军军医大学 
Myelin dynamics in a murine model of 

Alzheimer’s disease（线上） 

周煜东 
浙江大学 

 
徐贞仲 
浙江大学 

13:55-14:20 
黄智慧 

杭州师范大学 

YAP prevents the premature senescence of 

astrocytes and cognitive decline of 

Alzheimer's disease through regulating 

CDK6 signaling 

14:20-14:45 
凌代舜 

上海交通大学 
Dynamic nanoassemblies for imaging and 

therapy of neurological disorders 

14:45-15:10 
沈  逸 
浙江大学 

The regulation of synapse function by 

mGluR5 in early Alzheimer's disease  

15:10-15:30 茶  歇 

15:30-15:55 
孙秉贵 
浙江大学 

Aberrant neuronal activity and it’s regulation 

in the hippocampus of mouse models of 

Alzheimer’s disease 

邱  爽 
浙江大学     

15:55-16:20 
徐淑君 
宁波大学 

p-Hydroxybenzyl alcohol improve the 

cognitive impairment via regulating the 

gut-brain axis in a mice model of Alzheimer’s 

disease 

16:20-16:45 
包爱民 
浙江大学 

Sex differences in the neuropathological 

hallmarks of Alzheimer’s disease: focus on 

cognitively intact elderly individuals 

会场负责人：刘玉慧  181585150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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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会场四： 

       

颅脑损伤救治康复护理一体化与神经重塑基础研究主题分会场    地点：四楼立业厅

时  间 讲  者 课  题 主持人 

14:00-14:25 
陈作兵 

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一医院
脑康复：重症康复领域的“冠上明珠” 

郭大志 
解放军总医院第六医学中心

 
胡晓华 

武警浙江省总队医院 
 

14:25-14:50 
林建强 

浙江大学康复医院 
重型颅脑损伤高压氧治疗的理论与实践 

14:50-15:15 
杨小锋 

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一医院
昏迷促醒的手术干预介绍 

15:15-15:40 
李景琦 

杭州明州脑康康复医院 
颅脑损伤后康复思考（全程脑康复：时间就是

大脑） 

15:40-15:50 茶  歇 

15:50-16:15 
杨  芳 

浙江中医药大学 
颅脑损伤救治康复教育与科研思路 章渭方 

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一医院

 
吕雪霞 

萧山区第一人民医院 
 

16:15-16:40 
胡颖红 

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二医院
神经重症脑保护新进展 

16:45-17:05 
狄海波 

杭州师范大学 
意识障碍的诊断和临床应用 

会场负责人：魏  爽  134567454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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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会场五： 

神经科学与神经外科主题分会场                        地点：四楼立心厅  

时  间 讲  者 课  题 主持人 

13:30-14:00 
黄金艳 

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一医院
基于大数据的肿瘤精准诊疗 

马跃辉 
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一医院

 
童  鹰 

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一医院

 
黄红光 

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一医院

14:00-14:30 
詹仁雅 

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一医院
微创技术与颅底外科 

14:30-15:00 
郑秀珏 

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一医院
幕上幕下联合入路切除岩斜区肿瘤 

15:00-15:20 茶  歇 

15:20-15:50 
沈  宏 

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二医院
高血压脑出血的外科处理和预防 

李  谷 
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一医院

潘剑威 
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一医院

温  良 
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一医院

15:50-16:20 
俞文华 

杭州市第一人民医院 
显微血管减压术治疗椎-基底动脉冗长扩张症

相关三叉神经痛 

会场负责人：翁宇翔  188687337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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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会场六： 

帕金森与脑健康分会场                                地点：四楼立德厅 

时  间 讲  者 课  题 主持人 

13:15-13:30 重庆圣华曦屈昔多巴胶囊卫星会 

13:30-13:55 
钟  贞 

浙江大学医学院 
神经退行性疾病中类朊蛋白的错误折叠及其

在胞间转运扩增机制研究 

吴志英 
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二医院

 
谢国民 

李惠利东部医院 

 
梁  辉 

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一医院

 
江佩芳 

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儿童医院

 
吴承龙 

绍兴人民医院 
 

张晓玲 
嘉兴市第二医院 

 
许勇峰 

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二医院

13:55-14:20 
张  旭 

温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帕金森病的免疫相关问题 

14:20-14:45 
龚  薇 

浙江大学医学院 
三维高通量光学显微成像及其在神经科学的

应用 

14:45-14:55 茶歇 

14:55-15:20 
王小姗 

南京脑科医院 
儿童失神癫痫脑磁图研究 （卫材卫星会） 

15:20-15:45 
陈红芳 

金华中心医院 
基因检测助力神经疾病精准诊疗 

15:45-16:10 
赵国华 

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四医院
帕金森病的综合管理 

16:10-16:35 
殷鑫浈 

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二医院
庞贝病诊疗经验 

会场负责人：陈  逸  13588187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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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会场七： 

心理与行为干预促进脑健康主题分会场                  地点：四楼立意厅  

时  间 讲  者 课  题 主持人 

13:30-13:40 开幕式  
施剑飞 

杭州市第七人民医院

第一部分   心理与行为干预促进脑健康   主题报告 

13:40-14:05 
赵经纬 

浙大医学院基础医学院 
Exploring New Ways to Enhance Myelin 

Repair in the Aged Brain 
斯  科 

浙江大学脑科学与脑医学学院

14:05-14:30 
汪永光 

杭州市第七人民医院   
甲基苯丙胺毒瘾评估与矫治 

王赵伟 
绍兴市人民医院 

14:30-14:55 
田国强 

绍兴市第七人民医院   
《ICD-11 游戏障碍相关成瘾行为的心理行

为干预》
陈致宇 

杭州市第七人民医院 

14:55-15:20 
 施剑飞 

杭州市第七人民医院   
心理与行为干预促进脑健康的进展 

范卫星 
金华市第二人民医院

15:20-15:45 
汤义平 

台州市第二人民医院   
miRNA在重症抑郁症中的新作用及其对诊断

和治疗反应的意义
何兆洋 

台州市第二人民医院

15:45-16:05 
俞少华 

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二医院

西安杨森卫星会：从COVID-19到常态下精分
患者依从性管理

施剑飞 
杭州市第七人民医院

第二部分    心理与行为干预促进脑健康    学术进展 

16:05-16:50 

朱  盛 
瑞安市第五人民医院 

新冠肺炎疫情下人群心理健康调查 

汪永光 
杭州市第七人民医院 

 
龚  薇 

浙江大学脑科学与脑医学学院

叶港伟 
十里坪强制戒毒所 

毒品成瘾人员治疗技术方法研究进展和展望 

陈  策 
温州市第七人民医院 

不同诊断类型的言语性幻听症状影像遗传学
特征及治疗靶点的模式识别研究 

李晓静 
浙江大学脑科学与脑医学学院

神经活动是否存在多脑区协同调控？ 

胡希文 
杭州市第七人民医院 

抑郁症急性期的视觉功能损害和枕叶GABA异常 

林倩倩 
杭州市第七人民医院 

面向个体差异的fMRI疼痛预测方法研究 

王身祥 
富阳区第三人民医院 

通过元认知干预反刍思维治疗抑郁症的疗效
研究

何宏建 
浙江大学生物医学工程与仪器

科学学院  
大脑定量磁共振成像的信度与效度 

沈志华 
杭州市第七人民医院 

精神分裂症社会认知交互训练虚拟现实干预
系统研发及临床验证

会场负责人：孙继军  136758731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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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会场八： 

神经重症从基础到临床，从临床到基础主题分会场        地点：四楼立行厅 

时  间 讲  者 课  题 主持人 

13:30-13:55 
周以侹 
浙江大学 

如何搭建基础研究和临床的桥梁 
胡颖红 

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二医院

 
陈  琨 

金华市中心医院
13:55-14:20 

汪  伟 
温州医科大学精神医学学院 

负性免疫调节蛋白SARM1在自闭症发病中的
作用及其分子机制 

14:20-14:45 
戴平丰 

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二医院

磁敏感成像技术及其在神经系统疾病诊断中
的应用 

唐卫东 
杭州市富阳区第一人民医院

 
黄  曼 

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二医院
14:45-15:10 

丁美萍 
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二医院

癫痫持续状态的诊治进展 

15:10-15:20 茶  歇 

15:20-15:45 
黄  曼 

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二医院
脓毒症相关脑病的分子生物学机制 

马卫星 
绍兴市中心医院 

 
苏立达 

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二医院
15:45-16:10 

胡  炜 
杭州市第一医院 

镇静镇痛的新靶点 

16:10-16:35 
张  宁 

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二医院
急性脊髓损伤治疗的研究进展 何国鑫 

瑞安市人民医院 
 

须  欣 
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二医院

16:35-17:00 
赵  晖 

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邵逸夫医

院 

不同目标温度管理对心肺复苏后的脑保护作
用的研究 

会场负责人：须  欣  138571388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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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会议注册相关 
1. 会议注册：请登录浙江省神经科学学会官网完成在线注册及缴

费（网址：http://www.zjsfn.cn/），原注册截止时间为2021

年6月30日，考虑到较多会员须待单位审批后方能注册，特将注

册系统开放时间延至2021年7月5日。请各位会员尽快注册，勿

要再次错过！注册时请选择要参加的主题分会场，会议时我们

鼓励大家串场交流。 

2. 缴费标准：注册费含资料费及会议期间餐费，交通及住宿费用

自理。本次会议不接受现场注册。 

缴费类型 优惠注册费 

（6月10日前） 

注册费 

（6月11日至7月5日）

会员代表 600元 800元 

非会员代表 800元 1000元 

主会场特邀报告 免 免 

3. 发票申领：完成缴费后请直接在系统申请发票。因票据类型为

增值税电子普通发票，申请成功后开出的票据会发送至参会者

注册时所填写的邮箱。请务必保证您所填写的邮箱信息无误！ 

4. 酒店预订：参会者若需要会务组协助预订酒店的，请务必在注

册时将相关住宿信息填写完整。 

 

六、会议酒店 

酒店名称：浙江三立开元名都大酒店 

酒店地址：浙江省杭州市下城区绍兴路538号 

住宿费用：大床房450元/间/晚 

双床房450元/间/晚 

交通信息：地铁5号线善贤站E1出口，距酒店约1.4公里。杭州东 

站，打车至酒店，约8km，25分钟，费用约30元 

代表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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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会务组联系方式： 

注册开票： 
刘  莉13600529722（总负责）； 
杜文悦19157728013；马培源18339516312 

会议签到： 
贾  茜19803098822（总负责）； 
任  天17775276466；吴  迪15957106201 

学术相关： 
武晓菲18811016200（分会场）； 
王春杰15088716468（青年博士论坛、poster）

专家接待： 张馨元18302498660；韩怡斐15957180921 

志愿者管理： 韩柽炀13777497685 

会场总协调、餐饮住宿： 窦文洁13516712309；李  麟13655711434 

会场联系人：  

主会场： 窦文洁13516712309 

孤独症康复技术主题分会
场： 

俞丽艳15988107030 

精神疾病预防、诊断和治疗
的“医学+”研究主题分会场：

司紫珍18858254007 

神经退行性疾病的分子机制
主题分会场： 

刘玉慧18158515080 

颅脑损伤救治康复护理一体
化与神经重塑基础研究主题
分会场： 

魏  爽13456745427 

神经科学与神经外科主题分
会场： 

翁宇翔18868733785 

帕金森与脑健康分会场： 陈  逸13588187112 

心理与行为干预促进脑健康 
主题分会场： 孙继军13675873116 

神经重症从基础到临床，从
临床到基础主题分会场： 

须  欣13857138821 

 

浙江省神经科学学会 

2021年07月01日 

 

抄报：浙江省科学技术协会学会部  

浙江省神经科学学会办公室                     2021年07月01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