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 国 抗 癫 痫 协 会

CHINA ASSOCIATION AGAINST EPILEPSY
———————————————————————————————————————

关于举办“第八届 CAAE 国际癫痫论坛”的通知

（第二轮）

各位会员、团体会员，各相关专业人员：

“第八届 CAAE 国际癫痫论坛”定于 2019 年 10 月 18-20 日在青岛

市举办。

“CAAE 国际癫痫论坛”创建于 2004 年，是中国抗癫痫协会（CAAE）

双年度学术例会，已经成为癫痫领域具有国际影响力的品牌会议，得

到了国际抗癫痫联盟(ILAE)和国际癫痫病友会（IBE）的重点推荐和

支持，得到了全国专业同道的高度评价和积极参与。

本届论坛继续围绕脑科学和癫痫研究的热点问题以及国际上神

经科学领域的前沿进展问题开展研讨，将是一届别具特色和学术影响

力深远的盛会。

浙江大学医药学部主任段树民院士将出席会议并做题为“脑功能

的环路解析和干预”的演讲。会议还邀请到《Epilepsia》主编 Micheal

Sperling 教授、IBE 副主席 Tomas Mesa 教授、澳大利亚墨尔本大学

Sam Berkovic 教授、CAOA 主席(日本京东大学)Akio Ikead 教授、德

国 Julich 脑研所 Olga Kedo 教授、日本静冈癫痫中心 H.Kubota 教授

等国外讲者到会演讲。

我们还高兴地邀请到北美癫痫华人专家团队、台湾癫痫医学会专

家团队集体参会，同内地专家一起分享研究成果、共谋学科发展。

http://www.baidu.com/link?url=E09TVTZCYqnk3wUPeXMlfYrVVmEKwpeRinMk1KYgmSVZBaWbyjq2QytMqNJdiv86Yfg-N3GhEip-aAo6N8G5Jq
http://www.baidu.com/link?url=E09TVTZCYqnk3wUPeXMlfYrVVmEKwpeRinMk1KYgmSVZBaWbyjq2QytMqNJdiv86Yfg-N3GhEip-aAo6N8G5Jq


本次会议内容安排丰富多彩，亮点环节不断：

1.“综合癫痫中心授匾仪式”将在论坛开幕式上进行，我国首批

由行业协会评审的癫痫中心将集中亮相；

2.会议期间将召开“CAAE 第四届会员代表大会”，选举产生 CAAE

第四届理事会及新一届理事会负责人；

3.由青委会主办的“第七届 CAAE 青年论坛”、由 SEEG 专委会主

办的“SEEG 与脑定位学论坛”、由 TSC 专委会主办的“TSC 专场”以

及由癫痫病友分会主办的“癫痫病友专场”将在论坛期间精彩举行；

4.“临床病例报告会”由北美华人癫痫专家团队和首批综合癫痫

中心团队分享病例，会议形式耳目一新，多学科团队集体上场，对疾

病诊治多视角探讨。

欢迎从事癫痫及相关专业的临床和科研人员积极参会并提交论

文或摘要，优秀论文获奖者将安排大会发言。与会者将授予国家一类

继续教育学分。会议具体安排见附件。

中国抗癫痫协会

2019.8.28



附件一

“第八届 CAAE 国际癫痫论坛”会议安排

※ 会议地点

青岛红树林酒店会议会展中心（青岛市黄岛区滨海大道 3588 号）

※ 会议报到及返程

会议时间：2019 年 10 月 18-20 日

会议报到和返程：17日全天报到，20日 13:00 后返程

报到地点：青岛红树林酒店会议会展中心一楼大厅

※ 会议注册

1、请参会者向大会秘书处登记注册，提交注册表，缴纳注册费。

2、注册费标准：

9月30日前（含）800元，10月1日后及现场交费1100元，公司统

一注册1000 元/人，以汇入帐户日期为准。包括：参加全程会议、会

议相关资料、茶休和用餐等，不含住宿费和交通费。

3、提交注册表方式：E-mail、传真及现场注册。

※ 关于注册费退费的规定

已经缴纳注册费，因故不能参加会议或因重复注册需要退费，须

按照以下规定执行。10月 10 日前提出退费申请，扣除 20%费用；10

月 10 日（含）到会前提出退费申请，扣除 50% 费用；10 月 17 日（含）

后提出退费申请，不予退费。

※ 汇款地址及注意事项

单位名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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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汇款时一定写明汇款事由及参会人姓名，或者 E-mail 告知。

※ 会务联系： 联系人：田川、王淼

电话：010-68308546，65250423 传真：010-68308546

E-mail：caae2008@sina.com

http://www.so.com/link?m=aUIhWdad6i%2BekkONyaqmb2eCQVMJYFnIaf8gLAR3unJz7psY272wNnFjl%2BHgyOFwUaAO90VloicgoB9Z45dCLq%2F5V5KAm5P62vev15wVRnWQW%2FbOPGZJeZHQQVU%2BcxTvJb4ODeso47BKBZOKM%2FmZ8tBnpRRFQYK5iKSbNxUnDwEs2m0%2BeAdjaOfgz2vRZahkxpi65wPk8csPZi24LceOSIqKK%2Bsz0JqZbRicetlA81JKK4ZVongmBKE1fTul7CvgHboRz%2FPioDD0X%2FmttHMANymy5QSpv5CLq94x4%2F5KlDAum%2FkByfoGwSahCDeX8GBqf6v2ZU3sPYN9ycPxMwTTDLGr6IIyxawTCNYLvZH%2FxjJN82fVIWzkdcCPnq2hZLALiyNZiZKM%2FJg5JEEmww8lgyE6YopjVgoJAtuI4q2SvIJxt1BZoqDw36OSelEdo42RosEIRIcY0c01rxFEGzCxzcfNHkhSCubgHuXE7cGokpJlIZTZfAms17jKkrLdgArs84ieKYr5s7yMVpeyBtc9LmE%2FxZ%2FOjmHORpvbPA4Q%2FzqWvjiPfYWSSj4ykOiglJj1fPwJmZo2z6l%2F%2F%2Fx2WTo0IWKq0o%2FtFJdI449yd2JkCSwo%3D


附件二

“第八届 CAAE 国际癫痫论坛” 日程安排

2019 年 10 月 17 日 星期四

08:00-22:00 全天报到

14:00-17:30 癫痫病友专场

18:30-20:00 自助晚餐

2019 年 10 月 18 日 星期五

08:00-08:45 大会开幕式

08:45-12:05 大会学术演讲

12:05-13:05 午餐企业学术专场

13:30-16:45 大会学术演讲

16:45-17:45 企业学术专场

18:30-20:00 福尔摩斯之夜

2019 年 10 月 19 日 星期六

08:00-12:00 学术专场

1.第七届 CAAE 青年论坛

2.SEEG 与脑定位学论坛

3.TSC 专场

4.待定，根据会议投稿情况确定主题

12:00-13:30 自助午餐

13:30-14:45 大会学术演讲

14:45-16:15 企业学术专场

16:30-18:20 中国抗癫痫协会第四届会员代表大会

19:00-20:30 大会欢迎晚宴

2019 年 10 月 20 日 星期日

08:00-12:00 临床病例报告会

12:00-13:00 会议总结、自助午餐



附件三

“第八届 CAAE 国际癫痫论坛”注册表

注意：会场周边住宿较少，请一定于 9 月 30 日前住宿预定，如无预定，届时

不负责您的住房；遇有特殊情况，会务组有权更改您的预定。

附件四： 征文说明

提交的论文内容包括：癫痫预防、诊断、治疗和基础研究等相关

的论著、个案报告等。征文截止日期为 2019 年 9月 10 日，征文邮箱：

caae2008@sina.com。 论文要求如下：

1. 文稿应具有科学性、实用性，论点明确、资料可靠，必要时应

作统计学处理。论著一般不超过 4000 字（含图表、摘要、参考文献

等），个案报告不超过 1000 字。来稿需注明是否在国内外公开发表过,

已公开发表的不参加论文评选。

2. 论文应该使用 A4纸规格，使用 word 软件编辑，正文 4 号字，

采用 1.5 倍行距，提供电子版。

3. 文题力求鲜明，醒目，能反映文章主题。作者姓名在文题下按

序依次排列，同时注明作者单位全称。

4. 论著需附 1000 字以内的中英文摘要，摘要必须包括目的、方

法、结果（应给出主要数据），结论四部分。

5. 提交论文的同时请附 200 字以内的个人简历。

6. 参加论文评选的必须提供全文。如只提交论文摘要不能评奖。

个

人

信

息

姓 名 性 别 年 龄

科 室 职 务 职 称

单 位

电 话 传 真

手 机 E-mail

住宿

预定

红树林会议

中心酒店

□包房（480 元，含单早）

□标准间和别人合住（240 元，含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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