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附件一、会议日程

2022-7-15（周五）

09:00-21:30 会议报到，地点：北京铁道大厦一楼大堂

18:00-20:00 自助晚餐

19:30-21:00 SEEG 专委会全体委员会议及 SEEG 中国专家共识定稿会

2022-7-16（周六）上午

会议地点：酒店三层多功能厅

08:00-08:30 开幕式

学术专题研讨

主持人：吴 逊、栾国明、王玉平

08:30-08:50 癫痫脑网络外科治疗-从理论到实践

赵国光-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

08:50-09:20 Voxel- and Surface-Based-Analysis for Advanced Diagnostics

and

Planning in Epilepsy Surgery

Francesco Cardinale-意大利米兰大学

09:20-09:40 SEEG 在癫痫外科中的规范化开展

张建国-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天坛医院

09:40-10:10 The application of new technology in SEEG

Jorge Gonzalez Martinez-美国匹斯堡大学

10:10-10:20 茶 休

主持人：赵国光、朱 丹、徐纪文

10:20-10:40 脑网络图谱及其在脑疾病诊疗中的应用

蒋田仔-中国科学院自动化所

10:40-11:10 The comorbidities of epilepsy and it impact on treatment

Josemir W.Sander-伦敦大学学院

11:10-11:30 元宇宙中的癫痫病人 Meta Epilesia

洪 波-清华大学医学院

11:30-12:00 How does focal seizure could spread easily to other brain

area,

but not movement disorders?

Akio Ikeda-日本京都大学医学院



12:00-13:00 企业午餐学术专场

13:00-13:30 休 会

2022-7-16（周六）下午

分会场一：

 小儿 SEEG 专题

主持人：李云林、王 群、林元相

13:30-13:45 儿童药物难治性癫痫 SEEG 适应症的选择

蔡立新-北京大学第一医院

13:45-14:00 SEEG 在 TSC 患者中应用的思考和探索

梁树立-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儿童医院

14:00-14:15 下丘脑错构瘤的微创治疗：SEEG 及 LITT 的单中心经验探讨

单永治-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

14:15-14:30 射频热凝 FCD 的消融程度分析—我们离根治有多远？

郭 强-广东三九脑科医院

14:30-14:45 癫痫的不自主运动症状

王梦阳-首都医科大学三博脑科医院

14:45-15:00 机器人辅助 SEEG 在儿童难治性癫痫中的应用: pearls and

pitfalls

赵 瑞-复旦大学附属儿科医院

15:00-15:20 讨 论

15:20-15:50 企业学术专场

15:50-16:00 茶 休

 病例讨论（每个病例介绍 30min，讨论 10min）

主 持 人：关宇光、张新定、任连坤

讨论嘉宾：郭 强、刘仕勇、朴月善

16:00-16:40 病例汇报一

陆军军医大学新桥医院

16:40-17:20 病例汇报二

广东三九脑科医院

17:20-18:00 病例汇报三

首都医科大学北京宣武医院



分会场二：

 癫痫与脑科学主题

主持人：梁建民、钱若兵、王长明

13:30-13:45 皮层微环路与癫痫样网络活动

舒友生-复旦大学脑科学转化研究院

13:45-14:00 神经生理信号处理与分析

陈 勋-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14:00-14:15 脑结构网络及功能网络发育的脑科学机制

崔再续-北京脑科学与类脑研究中心

14:15-14:30 网络控制理论应用于神经科学的生理基础:来自癫痫神经影像的证

据

何晓松-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14:30-14:45 基于 AI 技术的脑电分析方法

段立娟-北京理工大学

14:45-15:00 网络定量评估在癫痫外科的应用初探

魏鹏虎-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

15:00-15:20 讨 论

15:20-15:50 企业学术专场

15:50-16:00 茶 休

 癫痫护理论坛

主持人：王 军、魏忠梅、左 颖、王 娜

16:00-16:30 专科护士领导力的培养

李春燕-中华护理学会北京分会

16:30-16:50 癫痫外科患者护理管理的重点与难点

范艳竹-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天坛医院

16:50-17:10 SEEG 引导下射频热凝治疗下丘脑错构瘤的护理管理

刘云云-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

17:10-17:30 脑机接口技术在癫痫外科中的应用及护理

俞 群-浙江大学附属第二医院

17:30-17:50 应用 SEEG 引导下射频热凝毁损术治疗药物难治性癫痫患者

的术后并发症的观察及护理



潘军红-首都医科大学三博脑科医院

17:50-18:10 癫痫持续状态患者的最佳护理实践

刘 芳-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

分会场三：SEEG 论坛

主持人：孙 伟、姚 一、林卫红

13:30-13:45 SEEG 结果解读—所见即所得吗？

邵晓秋-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天坛医院

13:45-14:00 神经外科手术机器人在 SEEG 中的应用

李文玲-河北医科大学第二医院

14:00-14:15 局灶性癫痫发作的皮质和皮质下网络

任连坤-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

14:15-14:30 结节性硬化的癫痫外科治疗

周文静-清华大学玉泉医院

14:30-14:45 SEEG 在中央区 FCD 的应用

朱君明-浙江大学附属第二医院

14:45-15:00 SEEG 引导下 RF-TC 治疗难治性癫痫的单中心经验

张 锐-南京脑科医院

15:00-15:20 讨 论

15:20-15:50 企业学术专场

15:50-16:00 茶 休

主持人：周 健、陈述花、田 宏

16:00-16:15 SEEG 在颞叶癫痫术前评估中的作用

胡 杰-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

16:15-16:30 基于 SEEG 的癫痫调控机制研究

遇 涛-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

16:30-16:45 丘脑底核脑深部电刺激（STN-DBS）治疗药物难治性癫痫

崔志强-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

16:45-17:00 SEEG 引导下颞叶癫痫致痫灶射频热凝术

钱若兵-中国科学技术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17:00-17:15 SEEG 与 SDE 在癫痫术前评估中的应用对比

张 华-西安交通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17:15-17:30 局灶性额叶癫痫的射频热凝治疗一例报告

窦万臣-北京协和医院

17:30-17:50 讨 论

17:50-19:30 晚 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