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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公布“首批CAAE一、二级癫痫中心”评审结果的通知

各省级抗癫痫协会、各相关单位：

按照中国抗癫痫协会（CAAE）癫痫中心规范化建设工作整体安排，

“首批CAAE一、二级癫痫中心申报工作”于2020年4月份正式启动。该项

工作得到全国各级医疗机构的积极响应，共计314家医疗机构进行了申

报，其中申报一级中心（癫痫专科门诊）112家，二级中心（癫痫中心）

202家。

2021年1月，依照“癫痫中心分级标准（试行）”的要求，我协会组

织专家对314家申报单位的材料进行了初评，共计209家医疗机构通过初

评，其中一级中心（癫痫专科门诊）77家，二级中心（癫痫中心）132

家。

2021年3月开始，我协会委托各省级抗癫痫协会组织专家对通过初评

的一、二级中心进行了复评（现场评审）。各省级协会都能站在事业发

展的高度，认真落实评审工作，按时提交评审结果和评审工作总结，且

评审结果较客观公正。

近期，秘书处组织专家对各省提交的结果进行了集中复核。复核原

则如下：1、充分尊重各省级协会评审结论和排名；2、综合把握和平衡



各省级协会的评审尺度；3、脑电图学专业水平考试成绩作为硬性标准（一

级中心至少有1名通过脑电图初级考试的人员，二级中心至少有1名通过

初级、1名通过中级考试的人员）；4、依据各省级协会排名、具体分析

各医院的实际情况，给予“通过”、“继续建设”、“ 不通过”三个档

次的结论。

根据以上程序和原则，首批通过“CAAE一、二级癫痫中心”评审的

医疗机构共计162家，其中一级中心64家，二级中心98家，现予以公布，

名单附后。

联系人：中国抗癫痫协会秘书处 段立嵘、郝雪雅

电话：010-65250423,68332928

E-mail:office@caae.org.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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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首批通过“CAAE一、二级癫痫中心”名单

序号 省市区 单位 等级

1 安徽 中国人民解放军联勤保障部队第九〇一医院 二级

2 皖北煤电集团总医院 二级

3 北京 北京市大兴区人民医院 一级

4 北京市房山区良乡医院 一级

5 国家电网公司北京电力医院 一级

6 北京市门头沟区医院 一级

7 中国医科大学航空总医院 二级

8 北京丰台右安门医院 二级

9 福建 厦门大学附属中山医院 二级

10 甘肃 兰州大学第一医院 一级

11 甘肃省天水市第三人民医院 一级

12 广东 南方医科大学南方医院 一级

13 华中科技大学协和深圳医院 一级

14 汕头大学医学院第二附属医院 一级

15 东莞市松山湖中心医院 一级

16 东莞市中医院 一级

17 广东省湛江中心人民医院 一级

18 广东省人民医院 二级

19 中山大学附属第七医院（深圳） 二级

20 广州市第一人民医院 二级

21 佛山市妇幼保健院（佛山市儿童医院） 二级



22 东莞市人民医院 二级

23 汕头大学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 二级

24 广东医科大学附属医院 二级

25 惠州市中心人民医院 二级

26 深圳市人民医院 二级

27 广西 钦州市第一人民医院 一级

28 玉林市红十字会医院 一级

29 广西国际壮医医院 一级

30 梧州市工人医院 一级

31 广西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二级

32 柳州市人民医院 二级

33 贵州 贵州中医药大学第二附属医院 一级

34 六盘水市人民医院 一级

35 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人民医院 一级

36 铜仁市人民医院 一级

37 清镇市第一人民医院 一级

38 贵州省人民医院 二级

39 贵州医科大学附属医院 二级

40 贵阳市第二人民医院 二级

41 海南 海南省妇女儿童医学中心 二级

42 海南省人民医院 二级

43 河北 河北省唐山市工人医院 一级

44 河北省儿童医院 二级

45 邢台市人民医院 二级



46 沧州市中心医院 二级

47 河北省邯郸市中心医院 二级

48 河南 河南省新乡医学院第三附属医院 一级

49 开封市儿童医院 一级

50 河南科技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一级

51 黄河三门峡医院 一级

52 河南省儿童医院 二级

53 安阳市人民医院 二级

54 河南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二级

55 新乡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 二级

56 驻马店市中心医院 二级

57 商丘市第一人民医院 二级

58 开封市中心医院 二级

59 河南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二级

60 南阳市中心医院 二级

61 黑龙江 黑龙江省牡丹江市妇幼保健院 一级

62 牡丹江市第一人民医院 一级

63 哈尔滨市第二医院 一级

64 佳木斯市中心医院 二级

65 湖北 湖北省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中心医院 一级

66 湖北省十堰市太和医院 二级

67 湖北省襄阳市第一人民医院 二级

68 十堰市人民医院 二级

69 湖南 南华大学附属南华医院 一级



70 娄星区人民医院 一级

71 浏阳市妇幼保健院 一级

72 岳阳市二人民医院 一级

73 中南大学湘雅三医院 二级

74 中南大学湘雅二医院 二级

75 湖南省第二人民医院/湖南省脑科医院 二级

76 郴州市第一人民医院 二级

77 湘潭市中心医院 二级

78 吉林 长春市儿童医院 一级

79 长春市第六医院 一级

80 江苏 江苏省盐城市第四人民医院 一级

81 江苏省常州市第二人民医院 一级

82 泰州市人民医院 一级

83 南京医科大学附属儿童医院 二级

84 江苏省人民医院 二级

85 南通大学附属医院 二级

86 徐州市儿童医院（徐州医科大学附属徐州儿童医院） 二级

87 淮安市第三人民医院 二级

88 连云港市第二人民医院 二级

89 徐州市矿山医院 二级

90 徐州市中心医院 二级

91 江西 赣州市妇幼保健院 一级

92 遂川县人民医院 一级

93 赣州市人民医院 二级



94 江西省儿童医院 二级

95 辽宁 沈阳市儿童医院 一级

96 本溪市中心医院 一级

97 大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二级

98 大连市儿童医院 二级

99 沈阳市第一人民医院 二级

100 沈阳市第五人民医院 二级

101 内蒙古 鄂尔多斯市中心医院 一级

102 呼和浩特市第一医院 一级

103 包头市中心医院 二级

104 内蒙古赤峰市第二医院 二级

105 内蒙古自治区人民医院 二级

106 赤峰学院附属医院 二级

107 宁夏 银川市第一人民医院 一级

108 山东 山东省菏泽市第三人民医院 一级

109 德州市人民医院 一级

110 青岛市中心医院 一级

111 青岛大学附属医院 二级

112 临沂市人民医院 二级

113 山东大学齐鲁儿童医院（济南市儿童医院） 二级

114 聊城市人民医院 二级

115 山东大学齐鲁医院（青岛） 二级

116 滨州医学院附属医院 二级

117 滕州市中心人民医院 二级



118 山东第一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 二级

119 潍坊医学院附属医院 二级

120 山西 长治市人民医院 一级

121 山西医科大学第一医院 二级

122 山西省儿童医院 二级

123 山西医科大学第二医院 二级

124 山西白求恩医院（山西医学科学院） 二级

125 太原市中心医院 二级

126 大同市第五人民医院 二级

127 晋城市人民医院 二级

128 陕西 西安市第四医院 一级

129 兵器工业五二一医院 一级

130 西安交通大学第二附属医院 二级

131 西安市儿童医院 二级

132 西安市中心医院 二级

133 宝鸡市中医医院 二级

134 延安大学咸阳医院 二级

135 西安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 二级

136 陕西省延安市人民医院 二级

137 上海 上海市嘉定区中心医院 一级

138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九人民医院 一级

139 上海市儿童医院 二级

140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上海儿童医学中心 二级

141 四川 巴中市中心医院 一级



142 川北医学院附属医院 二级

143 绵阳市中心医院 二级

144 成都市妇女儿童中心医院 二级

145 绵阳市第三人民医院 二级

146 天津 天津市北辰区中医医院 一级

147 天津市儿童医院 二级

148 天津市环湖医院 二级

149 云南 大理市第一人民医院 一级

150 昭通市第一人民医院 一级

151 云南省第二人民医院/云南大学附属医院 一级

152 昆明市第一人民医院 一级

153 昆明医科大学附属延安医院 一级

154 昆明市儿童医院 二级

155 浙江 浙江省中医院 一级

156 宁波市第一医院 一级

157 杭州师范大学附属医院 一级

158 宁波市医疗中心李惠利医院 二级

159 嘉兴市第二医院 二级

160 浙江省嘉兴市第一医院 二级

161 重庆 重庆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 二级

162 重庆三峡中心医院 二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