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 国 抗 癫 痫 协 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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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于举办第四届 CAAE国际癫痫论坛的通知 

（第二轮） 

 

各位会员、团体会员，各相关单位及医技人员： 

“第四届 CAAE国际癫痫论坛”（原名“北京国际癫痫论坛”，以下简称“论

坛”）定于 2011年 9月 21-24日在江苏省南京市举办。 

论坛创办于 2004年，是中国抗癫痫协会（CAAE）双年度学术年会，已成功

举办三届，自本届（即第四届）起更名为“CAAE国际癫痫论坛”。论坛得到全国

癫痫专业同道的高度评价和国际抗癫痫联盟(ILAE)与国际癫痫病友会（IBE）的

大力支持，是我国癫痫领域规模大、水平高的品牌会议，并具有一定的国际影响。 

本届论坛的主题是“强化规范诊疗、关注最新进展、突出研究热点、活跃

学术氛围”，通过论坛这一平台，进一步促进中国各级医疗机构癫痫防治水平的

全面提高，推动中国抗癫痫事业的发展。论坛已经邀请到国际和国内三十余名神

经科学领域众多权威专家到会进行专题演讲并开展研讨。论坛的学术内容集中体

现当前国际、国内癫痫学界热点和焦点问题，并且首次开辟“癫痫的精神和心理”

专场及“中医药与癫痫”专场进行重点研讨。 

欢迎从事癫痫及相关专业的临床医技人员、科研人员、在读研究生及相关

社会学工作者参会，特别是欢迎更多的精神科及中医界专业人员参会。 

论坛期间还将召开协会第二届理事会第二次会议和会员代表大会。 

会议具体安排见附件，议程等相关信息将陆续在协会网站（www.caae.org.cn）

上公布。 

中国抗癫痫协会 

                      2011.6.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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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会议安排 

※ 会议组委会 
名誉主席：何鲁丽 
名誉副主席：殷大奎、李振吉 
主    席：李世绰 
副 主 席：洪 震、吴立文、廖卫平、秦 炯、郑晓瑛、栾国明、杨天明 
秘 书 长：吴立文、张慧 
副秘书长：刘晓燕、刘献增、丁玎、刘晓蓉、段力 

※ 会议学术委员会（以姓名拼音排序） 
蔡方成、迟兆富、狄 晴、 赟邓艳春、丁成 、傅先明、高觉民、洪 震、黄远桂、黄希顺、
何丽云、廖卫平、李世绰、李勇杰、刘晓燕、刘兴洲、刘金民、李作汉、刘玉玺、李 岩、
栾国明、林 庆、秦 炯、任 惠、施荣富、孙若鹏、孙康健、谭启富、王建怡、王为民、
王薇薇、王文志、王学峰、王 艺、王玉平、吴 逊、吴立文、吴建中、肖 波、杨天明、
姚 一、杨卫东、于 欣、翟琼香、张国君、张黎明、张 明、赵文清、郑晓瑛、周 东、
周列民、邹丽萍 

※ 会议地点 
南京钟山宾馆（江苏省会议中心） 
地址：中国南京市钟山东路 307号     
电话：（86-25）84818888 

※ 会议报到及返程 

报到时间：2011年 9月 21日全天，22日上午 
报到地点：钟山宾馆主楼一楼大堂 
论坛时间：9月 21日，会前专题讲座（吴逊、黄远桂，15：30-17：00） 

开幕式  （17：00-18：00） 
欢迎晚宴（19：00- 20：30） 

          9月 22日、23日大会及分会，24日上午大会 
返程时间：9月 24日 12：00以后 

※ 会议语言 

本次论坛工作语言为中文、英文 

※ 会议注册 

1. 参会者须向大会秘书处登记注册，填写注册表。 

2. 注册费标准： 

8月 15日前 800元，9月 15日前 1000元，9月 16日至现场 1200元，以汇入协会帐
户日期为准。注册费包括：参加全体会议、会议相关资料、会议纪念品，会议茶休和用餐。 

3. 注册方式：信函注册、传真注册、E-mail注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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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住宿预定 

如需会议安排住宿，须在 8月 31日前向会务组预定房间。预定方式：提交注册表并预
付一晚定金（与别人合住一张床 205，包房 390元）。定金将由会务组交会议宾馆，抵一晚
房费。如无预定，会议不安排住房。 

※ 关于退费的规定 

缴纳注册费和住房预定金者，因特殊原因不能参加会议，9月 15日前提出退费申请，
退 80%费用，9月 15日以后提出退费申请者不予退费。 

※ 汇款地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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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会议联系 
联系人：王 淼、杨洪超、段力 
电话： 010-65250423，010-68308546  传真： 010-65143125  
E-mail： caae2008 @sina.com 
地址：北京市西城区西外大街 135号院二号楼 5102室  邮编：100044 
网址：www.caae.org.cn 

※ 优秀论文评选 

1. 会议将征集论文并进行优秀论文评选，优秀论文参评必须是全文且未公开发表； 

2. 评选出的优秀论文将颁发证书并奖励（一等奖 2名，资助参加 2012年欧洲癫痫大会；
二等奖 3名，资助参加 2012年亚洲大洋洲癫痫会议；三等奖 5名，颁发奖金）； 

3. 优秀论文将指定进行会议交流； 

4. 如只提交论文摘要不能参评，但将编入会刊； 

5、提交论文及摘要截止日期为 8月 15日。 

※ 征文要求 
提交的论文内容包括：癫痫及相关领域的预防、诊断、治疗和基础研究等的论著、个案

报告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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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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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知选定进行大会交流的人员请自行制作论文的中英文 Powerpoi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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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第四届 CAAE国际癫痫论坛特邀嘉宾及演讲主题 
国（境）外演讲者 

序号 演讲题目 演讲人 

1 植物药治疗癫痫的国际动向 Steven Schachter 美国  

2 灾难性癫痫外科治疗 Otsuki Taisuke 日本 

3 发作预测：工程学模型的建立 Brian Litt 美国 

4 超高频及低频脑电活动 Kiyohito Terada 日本 

5 癫痫相关的死亡问题 Ley Sender 英国 

6 电-临床相互关系及其在外科治疗中的含义 Imad Najm 美国 

7 发作符号学：在诊断与分类中的应用与局限 John Donne 澳大利亚 

8 儿童癫痫外科 Joseph Madsen 美国 

9 中-港-美国 NIH合作中国农村癫痫基因研究 Patrick Kwan 香港 

10 台湾关于中草药治疗癫痫的研究 蔡景仁 台湾 

11 妇女与癫痫 姚俊兴 台湾 

 

境内演讲者 

12 癫痫控制的全球动态及中国的地位与作用 李世绰 中国抗癫痫协会 

13 国际癫痫新分类之辨析 吴 逊 北大第一医院 

14 癫痫与睡眠障碍 黄远桂 第四军医大学西京医院 

15 癫痫的优化管理 洪 震 上海华山医院 

16 部分性癫痫与遗传 廖卫平 广州医学院第二附属医院 

17 癫痫外科技术操作规范 栾国明 北京三博脑科医院 

18 心因性（假性）发作 王玉平 北京宣武医院 

19 儿童癫痫性痉挛与部分性发作--诊断和治疗进展 刘晓燕 北大妇儿医院 

20 静息态功能磁共振的应用 周 东 四川大学华西医院 

21 癫痫研究中的几个问题------热点与争论 王学峰 重庆医大第一附属医院 

22 立体定向与硬膜下栅状电极 EEG 刘兴洲 北京三博脑科医院 

23 癫痫性脑病 秦 炯 北大妇儿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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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抗癫痫药物治疗的选择-单药还是多药？ 吴立文 北京协和医院 

25 循证医学在癫痫临床的意义 王 艺 复旦大学附属儿科医院 

26 精神科临床对癫痫的诊治 于 欣 北大第六医院 

27 农村癫痫防治管理项目进展 王文志 北京市神经外科研究所 

28 癫痫与代谢障碍疾病 杨艳玲 北京大学第一医院 

29 癫痫的疾病负担 郑晓瑛 北京大学人口研究所 

30 耐药基因表达与相应对策的研究进展 周列民 中山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31 电极植入治疗癫痫的临床应用 蔡立新 北京宣武医院 

32 路在何方-癫痫中医研究回顾与展望 刘金民 北京东方医院 

 

附件三 

第四届 CAAE国际癫痫论坛注册表 

填表及汇款注意事项： 

1．请认真填写表中各项内容，并在选择□中划√；  

2. 汇款时无论是银行电汇、网上汇款、邮局汇款，一定注明参会人的姓名、单位；如已确

定开发票的单位名称，请注明，如未确定请在报到时现场开据，发票一旦开出不再更换；以

上事宜可发邮件至 caae2008 @sina.com进行确认，或来电说明，以避免发生错误。 

□ 8月 15日之前 □ 8月 16日-9月 15日 □ 9月 16日后及现场交费 

800元 RMB/人 1000元 RMB/人 1200元 RMB/人 

注 

册 

费 
开发票的单位名称（如未确定不要填写）： 

 一人包房（390元/间/天，
含单早） 

 和别人合住，一张床（205
元/床/天） 

钟山 

宾馆 

预定 □预交 390元 □预交 205元 

注：定金将由会务组交钟山

宾馆，抵一晚房费。如只预定、

未交订金，会议不负责安排住房。 

 

姓 名  性 别  年 龄  

科 室  职 务  职 称  

单 位  

地 址  邮 编  

电 话  传 真  

个       

人             

信      

息 

手 机  E-mail  

请选择 □只参会不提交论文、摘要 □参评优秀论文 □ 要求论文张贴 □要求会议发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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