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大会注册台

内容 讲者 主持 地点 备注

专题会-1（住友） ： 精神分裂症的个体化治疗 司天梅 方贻儒/ 李凌江

主题演讲 1：                                                                       生

物-信息交叉技术交融与脑健康医疗
张旭 陆林/李凌江

主题演讲 2：

信息时代精神医学临床研究机遇与挑战
方贻儒 王小平/江开达

主题演讲 3：

Neural circuits for pain and emotion comorbidity
张智 张岱/方贻儒

主题演讲 4：

情感脑机接口及其在难治性抑郁症治疗中的应用
吕宝粮 徐一峰/张伟

第十七届 CSNP 全国学术年会暨华西国际精神医学论坛日程  2020-成都

一、2020-10-30（全天）

08:00--21:00 报到/注册

二、2020-10-31（全天：主会场+分会场）

时间

08:00--09:00

09:00--09:20 开幕式

豪生厅

09:20--11:20 特邀主题演讲

09:20--09:50

09:50--10:20

10:20--10:50

10:50--11:20

中国神经科学学会精神病学基础与临床分会（CSNP）



专题会 2（住友）：

精神分裂症治疗中的换药治疗
李晓白 江开达

内容 讲者 主持 地点 备注

专题会 3（康弘）：从依从性看抑郁症的个体化治疗 司天梅 王小平 奥尔良厅

专题会 4（科伦）：焦虑障碍的诊治新进展 王振 张宁 波士顿厅

专题会 5（灵北）：关注新冠疫情下老年人的心理健康 彭代辉 徐一峰 赛芬拿厅

专题会 6（康哲）：抗焦虑抑郁药物的合理选择及使用 李涛 方贻儒 乔治亚厅

内容 讲者 主持 地点 备注

1、肠道菌群与精神分裂症认知的关系 马现仓

2、精神分裂症的谷氨酸能神经功能异常与认知损害 何红波

3、精神分裂症执行功能异常的相关研究 王惠玲

讨论

陈晋东

岳伟华

张向荣

1、双相障碍识别与治疗生物学标记物研究 汪作为

2、情感障碍的细胞免疫学研究进展  胡少华

3、双相混合状态的模型及诊疗进展 白渊瀚

讨论

夏炎

陈俊

陈哲宇

豪生厅

11:20--12:10

时间

时间

论坛 1：（精神分裂症论坛－恩华）：精神分裂症认知障碍的研究进展

论坛 2（双相障碍论坛－绿叶）：双相障碍诊断与治疗前沿技术

论坛 3（抑郁障碍论坛－中西）：抑郁症临床研究与转化主题

司天梅/张志珺

方贻儒/许秀峰

奥尔良厅

波士顿厅

13:00--13:40

13:40--15:10



1、抗抑郁药疗效预测的生物学标记  张燕

2、抑郁症初始治疗选择的脑影像学初探 姚志剑

3、抑郁症的神经调控研究 袁逖飞

讨论：1、抑郁症临床研究的方向展望；2、抑郁症研究成果向

临床应用转化的前景预测

刘晓华

荣晗

马小红

1、抗精神病药物所致高泌乳素血症的机制及风险因素 吴仁容

2、抗精神病药物所致高泌乳素血症的临床表现及诊断 王强

3、抗精神病药物所致高泌乳素血症的干预对策 石川

4、抗精神病药长效针剂治疗精神分裂症的临床实践 宋学勤

讨论：抗精神病药物所致高泌乳素血症的临床表现及干预对策 王传跃

内容 讲者 主持 地点 备注

1、持续性θ爆发式刺激治疗强迫症的疗效研究 范青

2、强迫症患者抑制功能受损的脑影像特征 周建松

3、BD共病强迫障碍认知功能损伤相关研究 贾艳滨

讨论

许秀峰

王喜今

李斌

1、创伤后应激障碍与睡眠 唐向东

论坛 4（精神分裂症研究论坛－杨森）

时间

论坛 5（强迫障碍论坛－辉瑞普强）：强迫症的病理机制探索与应用

论坛 6（睡眠障碍论坛－雅培）：睡眠医学新进展

彭代辉/李凌江

刘登堂/江开达

王小平/王振

陆林/张克让

赛芬拿厅

乔治亚厅

奥尔良厅

波士顿厅

13:40--15:10

15:10--16:40



2、睡眠感知异常的研究进展和干预 孙洪强

讨论

陆峥

张红星

施剑飞

1、网络游戏障碍及网络成瘾的精神病理共病差异 郭万军

2、ATS所致精神障碍的临床诊治 李毅

3、成瘾记忆的转化医学研究：从分子机制到临床干预 薛言学

1、Regulation of Sleep Homeostasis Mediator Adenosine

by Basal Forebrain Glutamatergic Neurons
彭婉玲

2、Mesenchymal Stem Cell-Derived Exosomes for

Treatment of Autism Spectrum Disorder
梁宇杰

3、重性精神障碍患者暴力犯罪的风险因素分析及预测模型构建 钟少玲

4、Aberrant patterns of effective connectivity among

large-scale networks in major depressive disorder
张慧凤

5、抗精神病药疗效相关的差异甲基化研究 苏怡

6、肠道菌和代谢紊乱与精神疾病 范雅娟

点评与讨论
李扬

常静

内容 讲者 主持 地点 备注

1、孤独症谱系障碍的遗传研究进展 黄颐

论坛 8（博士论坛）

时间

论坛 9（孤独症论坛－大冢）：中国孤独症谱系障碍患者遗传学相关研究进展、挑战及未来展望

奥尔良厅

陆林/张克让

时杰/向小军

张宁/熊志奇

柯晓燕/王长虹

波士顿厅

赛芬拿厅

乔治亚厅

15:10--16:40

16:40--18:10

论坛 7（物质依赖与成瘾论坛）：成瘾的临床诊治与转化研究新进展



2、孤独症高风险致病基因及相关的分子亚型 郭辉

3、基因变异、肠道菌群与孤独症 刘星吟

1、精神分裂症肠脑轴机制探索 朱峰

2、精神药理的神经环路机制 胡霁

3、海马调控抑郁和焦虑行为的机制 朱丽娟

4、双相障碍的基因组学研究 李明

1、精神科临床诊断/证明的相关伦理与法律 周建松

2、精神科临床诊断/证明中的风险-典型案例解读 邱昌建

讨论：

A、精神疾病的诊断与上报

B、请假证明的相关问题

C、学生休学/复学证明问题

马宁

向小军

李洁

1、虚拟化身（阿凡达）技术治疗幻听的机制和临床实践 徐勇

2、小胶质细胞介导的炎症反应与认知缺陷 赵国庆

3、自噬在氯胺酮抗抑郁机制中的作用研究进展 洪武

4、负性情绪影响下认知灵活性的环路解析 王征

5、紧张症与认知相关机制 周福春

6、记忆提取对恐惧记忆的调控机制 叶小菁

第五届CSNP委员会议（暨常委与青年委员选举会）

论坛 10（青年科学家论坛）：精神疾病的神经机制研究

论坛 11（精神疾病司法学论坛）精神科临床诊断/证明的责任与风险：伦理与法律

论坛 12（精神障碍的神经科学基础论坛）：情绪与认知

20:00--21:30

奥尔良厅

波士顿厅

赛芬拿厅

乔治亚厅

柯晓燕/王长虹

徐一峰/蒋田仔

王小平/杨甫德

徐林/张志珺

16:40--18:10



内容 讲者 主持 地点 备注

1、ECT抗精神病作用的生物学机制 王继军

2、经颅超声刺激在抑郁症治疗的应用 孙俊峰

3、tDCS在精神科的应用 张效初

4、精神分裂症基于冥想调控的整合干预病例分享 崔东红

5、运动改善情感障碍的神经机制 张力

6、抑郁症病理性记忆的TMS干预 彭代辉

7、基于影像分析的抑郁症TMS干预新靶点的探索 王化宁

8、神经调控刺激新模式 袁逖飞

1、精神病临床高危综合征和抗精神病药干预 张天宏

2、华南早期干预联盟建立及其发展计划 曹丽萍

3、PRS对精神病临床高危综合征预后转归的影 王强

4、Cytokines and schizophrenia revisited: a two-sample

multi-marker Mendelian randomization approac
任虹燕

5、中国人群精神分裂症患者的甲基化标记物研究 郎兵

6、精神分裂症代谢障碍与认知功能 吴仁容

内容 讲者 主持 地点 备注

奥尔良厅

三、2020-11-1（全天：分会场）

时间

坛主：崔东红

主持：徐林/熊志奇

坛主：王继军

主持：赵靖平/杨甫

德

08:00--10:00

10:00--12:00

08:00--12:00 CSNP 高峰论坛

CSNP精神障碍神经调控高峰论坛

CSNP早期精神病性障碍高峰论坛

时间

奥尔良厅



专题会7（绿叶）：精神分裂症全病程管理新进展 王强 李涛 韦尔斯顿厅

开幕式 张伟/李涛

疫情常态化下精神医学的展望	 陆林	 李涛

危机干预的伦理问题 王小平		 邱昌建

心理应激与心理急救		 王振 况伟宏

疫情下的危机干预		 澳大利亚专家 	郭万军

新冠疫情心理干预—华西医院引领下的中国四川模式 李涛 孟宪东

邱昌建

内容 讲者 主持 地点 备注

“欣中心”项目总结会 彭代辉／江开达 波士顿厅

内容 讲者 主持 地点 备注

1、寻找抑郁症的生物学标记之路 万春玲

2、生物-心理-社会因素在抑郁症发病机制中的作用 朱刚

讨论

朱刚

范长河

万春玲

任庆国

施慎逊

内容 讲者 主持 地点 备注

韦尔斯顿厅

09:10--09:40

09:40--10:10

10:10--10:40

10:40--11:25

11:25--11:50

11:50--12:00 闭幕式

时间

10:00--12:00

论坛 13 （精神医学与神经科学对话论坛）：  精神障碍的基础研究与临床实践的整合观

时间

08:30--10:00 陆峥/蒋田仔 赛芬拿厅

08:30--10:00

时间

论坛 14 （青年委员论坛）：神经调控在精神疾病精准诊治中的应用与展望

08:20--09:00

09:00--12:00 第五届华西国际精神医学论坛

09:00--09:10



1、应激：从行为到免疫 胡霁

2、Immediate Visuospatial Leraning Improvement in

Subjects at Clinical High-risk for Psychosis after

Transcranial Magnetic Stimulations Targeting the Parieto-

hippocampal Circuit

唐莺莹

3、面向精神分裂症精准诊疗的影像学标记 刘冰

4、神经可塑性与认知康复 谭淑平

讨论

刘晓华

李继涛

欧建君

李名立

乔治亚厅

内容 讲者 主持 地点 备注

大会论文报告（上半场）万春玲   谢春明   隋婧  柯晓燕

点评专家

李则宣

谭云龙

林铮

栗克清/吴仁容

大会论文报告（下半场）张志珺   李涛   陆峥  张云淑

 点评专家

焦志安

邹韶红

李毅

李晓白/岳伟华

时间

乔治亚厅

赛芬拿厅10:00--12:00

张晨/苏允爱

10:10--10:30

08:30--10:00

    茶歇

  Poster 交流与评审（常静 徐林 司天梅 熊志奇和全体CSNP青年委员）



闭幕式+颁奖仪式 王小平/李涛 乔治亚厅12:00--12:20

备注：所有论坛的坛主，专家讲者均以会议当日的日程为准

中国神经科学学会精神病学基础与临床分会

第十七届全国学术年会组委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