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 国 抗 癫 痫 协 会 

       CHINA ASSOCIATION AGAINST EPILEPSY 

————————————————————————————————————————— 

 

关于举办“第二届 CAAE 结节性硬化学术会议暨第五届 

TSC 相关癫痫及癫痫性脑病外科治疗研讨会”的通知 

（第二轮） 

 

各位会员、各相关专业人员： 

近几年，我国在结节性硬化相关临床诊治和基因分析等研究方面取

得了快速的进展，为了总结近年来我国结节性硬化领域的研究成果，促

进该领域学科的进一步发展及开展多中心的合作研究，中国抗癫痫协会

结节性硬化专业委员会定于 2017 年 12 月 16-17 日在北京召开“第二届

CAAE 结节性硬化学术会议暨第五届 TSC 相关癫痫及癫痫性脑病外科治疗

研讨会”。 

本次会议内容围绕结节性硬化症的精准诊断、癫痫药物治疗、生酮

饮食、术前评估与手术治疗、基础研究进展及癫痫性脑病的诊断与外科

治疗进行深入的讲座与研讨。 

会议将邀请神经内科、神经外科、小儿神经科、神经心理学、神经

病理学、神经影像学、皮肤科、呼吸及肾脏科等多学科多专业临床与基

础研究人员参会。参会代表将授予国家一类继续教育学分。 

会议期间，将召开“CAAE 结节性硬化专业委员会委员会议”，要求全

体专委会委员按时参加。会议相关事宜见附件。 

 

中国抗癫痫协会 

结节性硬化专业委员会 

                                        2017.11.6 



附件一、会议相关安排 

※ 主办单位 

中国抗癫痫协会结节性硬化专业委员会 

※ 会议地点 

北京裕龙国际酒店 

地址：北京市海淀区阜成路 40 号 ，010-68415588 

※ 会议报到及返程 

12 月 15 日全天报到；15 日 19:00-21:00 召开“CAAE 结节性硬化专业委员会工作

会议”（专委会委员参加）；16 日全天和 17 日上午学术会议；17 日 13 时后返程。 

※ 会议注册 

1.参会者请向大会秘书处注册，填写注册表。注册方式：传真、E-mail。 

2.注册费标准：1000 元/人。 

3.专委会委员和研究生（持证件）免注册费。 

4.注册代表权利：参加全体会议，会议相关资料、会议茶休和用餐等。 

※ 汇款地址 

中国抗癫痫协会，账号：0200000709014496245 

开户行：中国工商银行北京市王府井金街支行 

   注意事项：汇款时一定注明参会者姓名及开发票单位。 

※ 会议联系人 

郝雪雅：18515215615 

田  川：010-68308546 

传  真：010-68308546 

E-mail：caae2008@sina.com  

 

附件二、会议日程安排 

2017 年 12 月 15 日（星期五） 

10:00-22:00 外地专家报到 

18:00-19:00 自助晚餐/VIP 晚餐 

18:40-19:00 CAAE-TFTSC 委员签到 

19:00-21:00 CAAE-TFTSC 委员会全体委员会议 

2017 年 12 月 16 日（星期六） 

08:00-08:20 开幕式   

主持人：梁树立 

08:20-10:10  Section 1：TSC 的精准诊断与治疗 

主持人：栾国明 邓艳春 刘智胜 



08:20-08:40 TSC 的诊断与抗癫痫药物应用及经验分享 

             秦炯-北京大学人民医院 

08:40-09:10 Progress in neurological and neuropsychiatric aspects of TSC 

             Paolo Curatolo- "Tor Vergata" University Hospital 

09:10-09:30 TSC 相关影像研究 

周东-四川大学华西医院 

09:30-09:50 癫痫的精准诊治 

             王艺-复旦大学附属儿科医院 

09:50-10:10  讨论 

10:10-10:40  企业学术专场（优时比） 

10:40-10:50  茶休 

10:50-12:40  Section 2：TSC 的非药物治疗 

主持人：张建国 朱丹 方方 周水珍 

10:50-11:20  Resective surgery and Predictors of Seizure Outcomes in Children 

with TSC 

             Aria Fallah- David Geffen School of Medicine at UCLA 

11:20-11:40  TSC 的 mTOR 治疗进展 

             邹丽萍-解放军总医院 

11:40-12:00  TSC 的生酮饮食治疗及经验分享 

             廖建湘-深圳市儿童医院 

12:00-12:20  TSC 相关癫痫的手术治疗及经验分享 

             周健-北京三博脑科医院 

12:20-12:40  讨论 

12:40-13:10  企业午餐学术专场（赛诺菲） 

13:30-15:30  Section 3：TSC 相关研究 (1) 

             主持人：张国君 张月华 尹剑 李文玲 

13:30-13:50  癫痫与脑网络的相关研究进展 

             孙伟-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 

13:50-14:10  TSC 诊疗中二代测序应用及临床实践 

             彭镜-中南大学湘雅医院 

14:10-14:30  TSC病理及动物模型进展 

             朴月善-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 

14:30-14:50  杏仁核与记忆网络 

             王亮-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 

14:50-15:10  TSC 术前有创检查与手术长期随访 

             梁树立-解放军总医院 



15:10-15:30  讨论 

15:30-16:10  企业学术专场（诺华） 

16:10-16:20  茶休 

16:20-18:30  Section 4：TSC 相关研究(2) 

             主持人：杨天明 杨卫东 王晓飞 

16:20-16:50 Cost-utility analysis of competing treatment strategies for 

drug-resistant epilepsy in children with TSC 

             Aria Fallah- David Geffen School of Medicine at UCLA 

16:50-17:10  TSC 与 FCD-II 的致病机制 

             刘仕勇-重庆新桥医院 

17:10-17:30  局限性病灶与全面性放电 

             杨志仙-北京大学第一医院 

17:30-17:50  TSC 的基因型与表现型关系 

             杨光-解放军总医院 

17:50-18:10  7T MRI在 TSC 中的应用 

             孙开宝-中国科学院生物物理研究所 

18:10-18:30  讨论 

18:30-20:00 欢迎晚宴 

2017 年 12 月 17 日（星期日） 

08:30-11:00  Section 5：癫痫性脑病的诊治 

             主持人：王学峰 刘献增 乔慧 任连坤 

08:30-09:00 Early onset epileptic encephalopathy or genetically determined 

encephalopathy with early onset epilepsy? Lessons learned from TSC 

             Paolo Curatolo- "Tor Vergata" University Hospital 

09:00-09:20  癫痫网络的分子基础 

             廖卫平-广州医科大学第二医院 

09:20-09:40  癫痫性脑病的精准诊治及及经验分享 

             姜玉武-北京大学第一医院 

09:40-10:00  癫痫性脑病相关的神经心理问题 

             王湘庆-解放军总医院 

10:00-10:20  癫痫性脑病的外科治疗思考及及经验分享 

             张华-空军军医大学唐都医院 

10:20-10:40  讨论 

10:40-10:50  茶休 

10:50-12:50  Section 6：癫痫性脑病的非药物治疗 

              主持人：王群 欧绍武 赵全军 



 10:50-11:10  颜面血管瘤病的外科手术及经验分享 

              关宇光-北京三博脑科医院 

 11:10-11:30  癫痫性脑病的 TMS 治疗及经验分享 

              刘学伍-山东大学齐鲁医院 

 11:30-11:50  VNS 治疗癫痫性脑病及经验分享 

              张凯-北京天坛医院 

 11:50-12:10  DBS 治疗癫痫及经验分享 

              遇涛-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 

 12:10-12:30  癫痫性脑病的 CCT 治疗及思考 

              张军臣-济宁医学院附属医院 

12:30-12:50  讨论 

12:50-13:00  会议总结 

13:00-13:30  自助午餐 

 

附件三、会议注册表 

注意：请于 11 月 30 日前回执，如无住宿预定，届时不能保证您的住房及相应的价格。 

如遇特殊情况，会议房间短缺，会务组有权对您的预定的房间进行调整。 

姓 名  性 别  年 龄  

科 室  职 务  职 称  

单 位  

地 址  邮 编  

电 话  传 真  

个       

人             

信      

息 

手 机  E-mail  

住宿  
预定 

北京裕龙     
国际酒店 

标准间 290 元（床/晚），大床间 550 元（房/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