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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举办“2022 天坛国际癫痫会议”的通知

各位会员、各相关专业人员：

近年来，癫痫疾病的发病机制、可穿戴设备对癫痫发作的预测和预警、

多模态影像新技术在术前评估中的应用、新型抗癫痫药物及癫痫疾病的修

饰性治疗的药物研发、基于个体化脑网络的神经调控及癫痫外科微创治疗

等方面的研究成为癫痫领域研究关注的热点，极大地促进了科研与临床工

作者对于癫痫疾病认知的深化以及临床实践水平的提高。

为进一步加强我国癫痫专业医师对癫痫的认识，提高癫痫的临床诊疗

水平及科研能力，定于 2022 年 8 月 20-21 日举办“2022 天坛国际癫痫会

议”。

本次会议将继续采取线上方式召开，邀请国际癫痫领域著名专家，与

国内专家学者一道，聚焦癫痫国际学术前沿，探讨最新诊疗技术，分享临

床典型及疑难病例，让我们共同期待此次会议的召开。

现将会议相关事宜通知如下：

一、会议组织

主办单位：中国抗癫痫协会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天坛医院

大会主席：王 群、张建国

二、会议时间：2022 年 8 月 20-21 日



三、会议形式：网络直播

四、会议注册：本次会议免收注册费，请关注中国抗癫痫协会公众号

（CAAEWEIXIN）获取参会信息。

五、会议日程安排见附件

六、联系方式：

协会秘书处 田 川、王子鹤 电话：010-65250423

E-mail: office@caae.org.cn

附件：会议日程

中国抗癫痫协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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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日程安排

8 月 20 日 周六 上午

08:00-08:20 开幕式

专题一

主持人：洪 震、张建国、王 群

08:20-08:45 癫痫的治疗：展望未来

Jacqueline French—纽约大学

08:45-09:10 急性反复癫痫发作的定义、诊断和治疗

Edward Hogan—华盛顿大学

09:10-09:35 癫痫的药物治疗：过去、现在和未来

Patrick Kwan—莫纳什大学

09:35-10:00 迷走神经刺激（VNS）的作用机制

Elinor Ben-Menachem—哥德堡大学

10:00-10:10 讨 论

10:10-10:40 企业学术专场

专题二

主持人：肖 波、周列民、邓艳春

10:40-11:05 癫痫神经调控疗效—从分析到预测

栾国明—首都医科大学三博脑科医院

11:05-11:30 基因的依赖性及现代遗传学原理

廖卫平—广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

11:30-11:55 青少年肌阵挛癫痫长期预后

周 东—四川大学华西医院

11:55-12:20 难治性癫痫的治疗策略

王玉平—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

12:20-12:30 讨 论

12:30-13:00 企业学术专场

13:00-13:30 企业学术专场



8 月 20 日 周六 下午

第一分会场

第一时段

主持人：秦 炯、方 方、陈阳美

13:30-13:55 mtDNA 突变原发性线粒体病的诊治进展

王 艺—复旦大学附属儿科医院

13:55-14:20 2022 ILAE 对特发性全面性癫痫综合征的定义

王小姗—南京脑科医院

14:20-14:45 2022 年 ILAE 癫痫综合征与脑发育

吴 晔—北京大学第一医院

14:45-15:10 进行性肌阵挛癫痫治疗进展

刘学伍—山东大学齐鲁医院

15:10-15:35 眼睑肌阵挛综合征临床病因学及发作机制研究进展

杨志仙—北京大学第一医院

15:35-15:45 讨 论

第二时段

主持人：丁美萍、汪 昕、朱遂强

15:45-16:10 环路特异性深部电刺激神经调控治疗癫痫—概念更新

任连坤—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

16:10-16:35 癫痫持续状态的研究进展

丁 晶—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

16:35-17:00 肠道菌群与癫痫相关性研究进展

洪 桢—四川大学华西医院

17:00-17:25 癫痫共病精神障碍的机制探索

陈子怡—中山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17:25-17:50 基于眼动技术的颞叶癫痫认知障碍研究

冯 莉—中南大学湘雅医院

17:50-18:00 讨 论



第二分会场

第一时段

主持人：傅先明、张国君、杨卫东

13:30-13:55 应用外科切除手术联合反应性神经刺激治疗多灶性癫痫

Jack Lin—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

13:55-14:20 浅谈脑科学研究与癫痫

杨小枫—广州实验室

14:20-14:45 长期癫痫发作相关肿瘤（LEAT）的外科治疗

梁树立—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儿童医院

14:45-15:10 基于 SEEG 的癫痫调控机制研究

遇 涛—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

15:10-15:35 颞叶癫痫附加症

张 凯—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天坛医院

15:35-15:45 讨 论

第二时段

主持人：周 健、李文玲、李云林

15:45-16: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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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10-16:35 癫痫外科手术的语言区定位与保护

关宇光—首都医科大学三博脑科医院

16:35-17:00 单中心 SEEG-RFTC 和 LITT 的比较

单永治—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

17:00-17:25 Reelin 信号通路相关基因阳性的癫痫外科治疗

郭 强—广东三九脑科医院

17:25-17:50 功能性前颞叶切除术治疗颞叶癫痫

张 华—西安交通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17:50-18:00 讨 论



8 月 21 日 周日 上午

专题三

主持人：王学峰、连亚军、姚丽芬

08:00-08:25 癫痫的疾病修饰治疗—抗癫痫治疗的未来？

Terence O’Brien—莫纳什大学

08:25-08:50 成年新诊断癫痫患者规范管理下的预后

林卫红—吉林大学第一医院

08:50-09:15 钾离子通道与癫痫

彭 镜—中南大学湘雅医院

09:15-09:40 老年人群发作和癫痫的诊断

邵晓秋—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天坛医院

09:40-10:05 癫痫发作期脑电去同步化现象与手术预后

王 爽—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二医院

10:05-10:15 讨 论

10:15-10:45 企业学术专场

专题四

主持人：宋毅军、朱雨岚、韩 雄

10:45-11:10 老年人的癫痫：在日益增加的人群中面临的挑战

吴 原—广西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11:10-11:35 语言相关症状与癫痫发作

陈述花—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儿童医院

11:35-12:00 肌阵挛共济失调的诊治思考

王湘庆—解放军总医院第一医学中心

12:00-12:25 四维诊断癫痫分类系统在癫痫术前评估中的应用

王梦阳—首都医科大学三博脑科医院

12:25-12:35 讨 论

12:35-13:05 企业学术专场



8 月 21 日 周日 下午

病例讨论

时段一

主持人：刘晓燕、邹丽萍、陈 倩、王薇薇

13:05-13:35 病例一

胡文瀚—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天坛医院

13:35-14:05 病例二

林一聪—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

14:05-14:35 病例三

刘庆祝—北京大学第一医院

14:35-15:05 病例四

王海祥—清华大学玉泉医院

时段二

主持人：金丽日、张月华、杨 光、李志梅

15:05-15:35 病例五

吕瑞娟—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天坛医院

15:35-16:05 病例六

张 玮—清华大学长庚医院

16:05-16:35 病例七

邓 劼—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儿童医院

16:35-17:05 病例八

王雄飞—首都医科大学三博脑科医院

17:05-17:10 大会总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