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关于召开“第二届 CAAE 神经调控学术大会”的通知 

（第二轮） 

 

各位会员、各相关专业人员： 

神经调控是医学领域快速发展的一门新兴学科。近几年，国内外针对神

经调控的研究不断深入、技术水平逐步提高、设备推陈出新，而神经调控的

应用范围也不断扩大，特别是在难治性癫痫治疗领域不断取得新的突破。与

此同时，神经调控技术为认识脑提供了新可能，在即将启动的中国脑计划中，

神经调控技术也必将有不可或缺的浓厚一笔。 

为了进一步促进我国神经调控事业的发展，推动我国各级癫痫中心神经

调控的规范化应用，中国抗癫痫协会神经调控专业委员会定于 2019 年 5 月

18-19 日在天津市举办“第二届 CAAE 神经调控学术大会”。 

本次大会将以“癫痫的网络与神经调控”为主题，特邀国际与国内权威

专家，紧扣学科发展趋势，全面研讨癫痫神经调控技术及学科发展的前沿和

焦点问题，搭建起神经调控领域的国内外学术交流的平台。本次会议已被列

入国家级医学继续教育项目。 

欢迎癫痫及相关领域的专业人员积极参会并开展研讨。会议期间还将召

开“CAAE 神经调控专委会全体委员会议”，要求专委会委员必须参加。 

现将会议相关事宜通知如下： 

 



一、会议组织 

名誉主席：李世绰、洪震 

大会主席：栾国明 

副 主 席：李路明、林志国、刘宏毅、王  群、吴  晔、杨卫东 

周  健、张  凯 

秘 书 长：周  健 

二、会议时间 

2019 年 5 月 18-19 日会议，17 日全天报到，19 日下午 13:00 后返程。 

三、会议地点 

天津东凯越酒店（天津市河东区卫国道 126 号，022-24571234） 

四、会议注册 

1．请向大会秘书处登记注册。注册方式：E-mail 注册、现场注册。 

2. 注册费标准：800 元/人，不含住宿费和交通费，神经调控专委会委员

免注册费。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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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汇款时请写明参会者姓名及参加会议名称。 

五、会议学术安排和住宿预定等信息见附件。 

六、联系方式 

协会秘书处 郝雪雅 田 川  电话：010-68308546 

E-mail: caae2008@sina.com 

 

                                             中国抗癫痫协会 

神经调控专业委员会 

2019.4.15 



附件一 

“第二届 CAAE 神经调控学术大会”日程安排 

 

5 月 17日星期五 

08:00-22:00 全天报到 

20:00-21:30 CAAE 神经调控专委会第二次全体委员会议 

5 月 18日星期六上午  

主会场 

08:30-09:00 会议开幕式   主持：周健 

致辞：洪震、栾国明、张建宁、杨卫东 

第一时段  主持人：洪震  栾国明 

09:00-10:00 New Era of Neuromodulation for Epilepsy: LITT and RNS 

Robert E.Gross   Emory University School of Medicine 

10:00-10:35 癫痫的闭环神经调控研究进展 

            李路明 清华大学  

10:35-10:50 茶休 

第二时段  主持人：林志国  杨卫东 

10:50-11:25 低龄儿童癫痫迷走神经刺激术的临床前瞻性研究 

姜玉武 北京大学第一医院 

11:25-12:00 经颅磁刺激在临床医学与脑科学中的应用 

殷涛 中国医学科学院 

12:00-13:00 午餐及企业学术专场 

5 月 18日星期六下午 

分会场一 

第一时段  主持人：凌志培  陈阳美 

13:30-13:50 丘脑前核深部电刺激术的关键技术 

凌至培 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 

13:50-14:10 迷走神经刺激术的腺苷机制与术后综合管理 

李天富 首都医科大学三博脑科医院 

14:10-14:30 颅骨修补后癫痫发作高危因素分析与神经调控治疗 



王增光 天津医科大学总医院 

14:30-14:50 癫痫精神共患病的现状与神经调控治疗进展 

林卫红 吉林大学第一医院 

14:50-15:10 茶休 

第二时段  主持人：李天富  钱若兵 

15:10-15:30 双侧颞叶癫痫的神经调控治疗 

遇涛 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 

15:30-15:50 多模态影像学在神经调控治疗的临床应用 

王爽 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二医院 

15:50-16:10 1、VNS 治疗癫痫的循证医学   2、VNS 治疗外伤后癫痫 

周洪语 上海交通大学附属仁济医院 

16:10-16:30 迷走神经刺激术后并发症高危因素分析：三博经验 

关宇光 首都医科大学三博脑科医院 

16:30-17:30 企业学术专场 

18:30-20:30 欢迎晚宴 

分会场二 

第一时段  主持人：徐纪文  李晓裔 

13:30-13:50 VNS 和 DBS 在难治性癫痫治疗中的个体化选择 

邵晓秋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天坛医院 

13:50-14:10 睡眠相关的发作性疾病—诊断及鉴别诊断 

刘永红 空军军医大学西京医院 

14:10-14:30 脑电图在难治性癫痫 VNS治疗术前和疗效评估中价值 

陈述花 首都儿研所 

14:30-14:50 经颅磁刺激癫痫术前评估中的应用进展 

王梦阳 首都医科大学三博脑科医院 

14:50-15:10 茶休 

第二时段  主持人：姚一  李文玲 

15:10-15:30 药物难治性癫痫的远程神经调控 

徐欣 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 

15:30-15:50 SEEG引导下毁损治疗癫痫与术后药物综合管理 



隋立森 广东省中医院 

15:50-16:10 癫痫共患抑郁的神经调控治疗：临床体会与文献复习 

尹剑 大连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 

16:10-16:30 无创性癫痫神经调控的选择：经颅磁刺激与直流电刺激 

林一聪 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 

5 月 19日星期日上午 

第一时段  主持人：周东  刘宏毅 

08:30-08:55 儿童癫痫神经调控治疗时机与临床研究进展 

王艺 复旦大学医学院附属儿童医院 

08:55-09:20 ILAE新分类解读与神经调控治疗适应症的再讨论 

廖卫平 广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 

09:20-09:45 癫痫神经调控的临床研究现状 

王群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天坛医院 

09:45-10:10 迷走神经刺激器植入术术式改良与手术相关并发症 

徐纪文 上海交通大学附属仁济医院 

10:10-10:25 茶休 

第二时段  主持人：王群  李岩 

10:25-10:50 结节性硬化的神经调控治疗  

梁树立 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 

10:50-11:15 中央区癫痫的外科手术与神经调控治疗 

张凯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天坛医院  

11:15-11:40 脑磁图与癫痫的神经调控 

孙伟 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 

11:40-12:05 国产迷走神经刺激器植入术的多中心临床医学研究 

周健 首都医科大学三博脑科医院 

12:05-12:15 会议总结 栾国明 

 

 

 

 



附件二 

“第二届 CAAE 神经调控学术大会”注册表 

注：请于 5月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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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个       

人             

信      

息 

姓 名  性 别  年 龄  

科 室  职 务  职 称  

单 位  

地 址  邮 编  

电 话  传 真  

手 机  E-mail  

住宿  

预定 

天津东    

凯越酒店 

□ 包房（500元含早）   □ 标间、单床（250元含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