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 国 抗 癫 痫 协 会 

      CHINA ASSOCIATION AGAINST EPILEPS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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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抗协发[2021] 23 号 

关于公布 2021 年度“CAAE 癫痫科研基金” 

资助结果的通知 

各位会员、各相关专业人员： 

2021 年度“CAAE 癫痫科研基金”的评审工作已经完成。本年度

共计安排 5 项基金，分别为“CAAE 癫痫科研基金—UCB 基金”、“‘新

锐酮学’研究项目基金”、“AMPA 机制及抗癫痫药物研究科研基金”、

“CAAE 癫痫科研基金—奇酮基金”、“CAAE-青峰癫痫患者管理基金”。

协会共计收到合格的项目申请书 154 份，经组织专家评审，共计 48

项科研项目获得基金资助，现将资助结果公布如下： 

一、基金资助结果 

1、CAAE 癫痫科研基金—UCB 基金 

共收到合格的项目申请书 61 份，从中评出 10 个项目予以资

助。结果如下： 

项目编号 姓名 单位 课题名称 

金额 

（万元） 

CU-B-2021-15 杨小玲 

北京大学第一医

院 

早发癫痫性脑病致病基因突变嵌合

体研究 

7 

CU-A-2021-47 李东红 

中山大学附属第

三医院 

脑深部电刺激内梨状核控制大鼠颞

叶癫痫的作用及其网络调控机制的

研究 

6 

CU-A-2021-10 杨玉姣 

首都医科大学三

博脑科医院 

释放腺苷的自体干细胞治疗难治性

癫痫的实验研究 

6 



 

CU-A-2021-26 景玮 山西白求恩医院 

GDAP2 通过调控兴奋性突触传递影响

癫痫发作的作用及分子机制 

5 

CU-A-2021-17 张刚 

南京医科大学附

属儿童医院 

lncRNA HNRNPU-AS1 在儿童癫痫发病

中的作用及机制研究 

5 

CU-B-2021-24 徐翠萍 

首都医科大学宣

武医院 

前扣带回癫痫功能解剖网络构建与

跨频率耦合电生理机制的研究 

5 

CU-A-2021-21 林楠 北京协和医院 

基于机器学习鉴别心因性非癫痫发

作和癫痫发作的会话分析及量表优

化 

5 

CU-C-2021-02 操德智 深圳市儿童医院 

基于脆弱拟杆菌BF839辅助治疗儿童

难治性癫痫临床试验的作用机制研

究 

5 

CU-A-2021-27 徐成伟 

内蒙古医科大学

附属医院 

SEEG 引导射频热凝治疗颞叶内侧癫

痫的多模态脑网络机制研究 

3 

CU-B-2021-11 杨光 

解放军总医院第

一医学中心 

褪黑素添加治疗婴儿痉挛症的随机

对照临床研究 

3 

 

2、“新锐酮学”研究项目基金 

共收到合格的项目申请书 26 份，从中评出 10 个项目予以资

助。结果如下： 

项目编号 姓名 单位 课题名称 

金额 

（万元）
 

CX-A-2021-17 陈晨 中南大学湘雅医院 

生酮饮食通过 NADH-CtBP 调控神经

炎症治疗难治性癫痫的作用研究 

5 

CX-B-2021-06 张赟健 

复旦大学附属儿科

医院 

生酮饮食疗效标志物的筛选及对肠

道菌群和机体代谢组变化的影响 

5 

CX-A-2021-11 曾亚 四川大学华西医院 

构建治疗难治性癫痫持续状态的生

酮肠外营养计算机算法 

5 

CX-A-2021-09 吴金泽 

中南大学湘雅三医

院 

D-甘露糖抗癫痫作用的机制研究 5 

CX-A-2021-12 李东景 西安市儿童医院 

生酮饮食对抗 NMDAR 脑炎的治疗作

用及其机制研究 

5 

CX-B-2021-14 刘永芳 

重庆医科大学附属

儿童医院 

改良阿特金斯饮食在 3-6 岁孤独症

谱系障碍儿童的应用 

5 

CX-B-2021-13 张捷 北京大学第一医院 

生酮饮食治疗儿童难治性癫痫有效

率预测模型探索 

5 



 

CX-B-2021-09 李华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

北京儿童医院 

生酮饮食治疗儿童线粒体癫痫的临

床研究 

5 

CX-B-2021-02 霍亮 

中国医科大学附属

盛京医院 

生酮饮食对比 ACTH 治疗婴儿痉挛

症的疗效及对肠道菌群影响的多中

心前瞻性临床对照研究 

5 

CX-A-2021-08 彭炳蔚 

广州市妇女儿童医

疗中心 

生酮饮食抑制NLRP3 炎症小体减少

IL-1β释放在治疗 Dravet 综合征

中的作用初探 

5 

 

3、AMPA 机制及抗癫痫药物研究科研基金 

    共收到合格的项目申请书 32 份，从中评出 10 个项目予以资

助。结果如下： 

项目编号 姓名 单位 课题名称 

金额 

（万元） 

CW-A-2021-06 杨冬菊 

首都医科大学宣武

医院 

多模式经颅磁刺激研究 AMPA 受体

拮抗治疗局灶性癫痫和全面性癫痫

的电生理机制 

10 

CW-B-2021-06 林幽町 山东省立医院 局灶性癫痫的神经递质机制研究 10 

CW-B-2021-05 佘颖芳 

中山大学附属第七

医院（深圳） 

一项评价治疗成人局灶性癫痫联合

药物方案对比单药的疗效与安全性

的随机双盲对照多中心临床研究 

8 

CW-A-2021-08 李云 

大理大学第一附属

医院 

活化的小胶质细胞在癫痫共病抑郁

发病中的作用研究 

8 

CW-B-2021-25 冯卫星 北京儿童医院 

吡仑帕奈治疗儿童癫痫群体 PK/PD

结合模型研究 

7 

CW-B-2021-21 渠雪峰 

南京医科大学附属

脑科医院 

吡仑帕奈添加治疗癫痫灶切除术后

残留痫性发作的疗效观察：一项单

中心、开放性、自身对照、前瞻性

队列研究 

7 

CW-B-2021-10 马楠 西安市儿童医院 

2-18岁儿童癫痫患者局灶性发作添

加吡仑帕奈的有效性、安全性及电

生理特点分析 

5 

CW-B-2021-07 岳璇 徐州市儿童医院 

吡仑帕奈添加治疗难治性癫痫患儿

的疗效及其对认知影响的研究 

5 

CW-B-2021-09 赵泽仙 浙江医院 

吡仑帕奈 VS 奥卡西平单药治疗老

年初治癫痫的疗效，安全性及耐受

性：一项前瞻性非劣性研究 

5 



 

CW-B-2021-08 吴洵昳 

复旦大学附属华山

医院 

吡仑帕奈添加治疗成人癫痫发作的

疗效安全性与药效药动学及基因多

态性研究 

5 

 

4、CAAE 癫痫科研基金—奇酮基金 

共收到合格的项目申请书 17 份，从中评出 10 个项目予以资

助。结果如下： 

项目编号 姓名 单位 课题名称 

金额 

（万元） 

CJ-A-2021-17 刘丽琴 深圳市儿童医院 

生酮饮食治疗不同类型基因突变所

致难治性癫痫疗效的对比 

5 

CJ-B-2021-18 陈卫碧 

首都医科大学宣武

医院 

生酮饮食治疗成人新发超级难治性

癫痫持续状态的疗效评价及其免疫

调节作用研究 

5 

CJ-A-2021-17 袁芳 上海市儿童医院 

生酮饮食治疗 KCNT1 相关癫痫的有

效率及其机制研究 

5 

CJ-A-2021-15 叶园珍 深圳市儿童医院 

照顾者同伴支持对难治性癫痫患儿

生酮饮食治疗依从性的效果研究 

5 

CJ-B-2021-21 王英燕 上海儿童医学中心 

优化生酮饮食治疗婴幼儿难治性癫

痫的疗效和安全性分析 

5 

CJ-A-2021-11 何芳 

浙江大学医学院附

属第二医院 

生酮饮食治疗成人难治性癫痫疗效

相关的影像学标志物研究 

5 

CJ-B-2021-09 王秀霞 

河北医科大学第二

医院 

生酮饮食治疗儿童癫痫性脑病的临

床研究 

5 

CJ-B-2021-19 樊海珍 山西省儿童医院 

生酮饮食在治疗儿童癫痫共患孤独

症谱系障碍中的研究 

5 

CJ-A-2021-04 龚晓妍 

复旦大学附属儿科

医院 

生酮饮食对难治性癫痫儿童体格生

长与骨骼健康影响的相关性研究 

5 

CJ-B-2021-20 黄丽娟 武汉儿童医院 

生酮饮食治疗线粒体病癫痫患儿的

疗效与肠道菌群相关性研究 

5 

 

5、CAAE-青峰癫痫患者管理基金 

共收到合格的项目申请书 18 份，从中评出 8 个项目予以资

助。结果如下： 



 

项目编号 姓名 单位 课题名称 

金额 

（万元） 

CQ-C-2021-01 刘婷红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

北京儿童医院 

交互式癫痫数据银行大数据平台初

期项目 

5 

CQ-B-2021-10 杨永华 

西安交通大学第一

附属医院 

应用深度迁移学习视频检测儿童癫

痫发作的研究 

5 

CQ-A-2021-01 吕瑞娟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

北京天坛医院 

成人局灶性癫痫抗癫痫药物撤药复

发风险的研究——一多中心、前瞻

性队列研究 

5 

CQ-A-2021-13 王玲玲 北华大学附属医院 初级癫痫中心长程管理模式的建设 5 

CQ-B-2021-16 陈紫仙 

宁波市医疗中心李

惠利医院 

吡仑帕奈、左乙拉西坦和癫痫患者

焦虑、抑郁症状的相关性研究 

5 

CQ-A-2021-07 王文杰 兰州大学第二医院 癫痫患者数据库软件的开发和应用 5 

CQ-B-2021-04 段丽芬 昆明市儿童医院 

云南地区儿童癫痫长程随访管理体

系构建研究 

5 

CQ-A-2021-12 刘卓琼 

哈尔滨医科大学附

属第一医院 

儿童癫痫患者自我管理 APP 在癫痫

患者长程管理中的应用 

5 

 

二、基金资助相关要求及流程 

1、课题启动 

确定资助的项目，申报者须按相关要求通过本单位伦理学批准，

并在 5 月 10 日前将纸质材料寄到协会，包括：签字盖章的纸质版申

报书（一式二份），伦理批件复印件一份。协会收到材料后，资助经

费将分批次打入申报者单位的账户，各单位收到经费后须提供正规发

票。 

相关材料未及时提交的或提交的材料与系统内电子申报书内容

不符的，将取消该申报人的资助资格。 

除不可抗力因素外，项目应于两年内结题。基金必须按照项目书



 

的相应内容专款专用，协会将对基金的使用情况进行抽查审计。 

2、课题中期 

项目实施到中期时，申报者提供中期报告书，经协会评审通过后

将获得项目中期款。 

3、课题结题 

申报者在规定的时间内完成研究、提交成果（文章发表要求参见

各基金规定，各项成果均须注明项目支持），提供结题报告书，经评

审组评审满足相关要求后，获得项目结题款。 

鼓励在《癫痫杂志》或《Acta Epileptologica》发表论文。 

 

 

 

                                        中国抗癫痫协会 

                                          2021.4.2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