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欢  迎  辞

尊敬的各位专家、各位同道：

1937 年，中华医学会放射学分会在上海正式成立。80 年来，历代学会领导运筹帷幄、精心耕耘，无数前

辈与行业同道团结奋进、不懈努力、薪火相传，开创了放射学科光辉灿烂的今天。恰逢中华放射学会八十周年

华诞，中国影像人再聚上海，共忆风雨历程，共庆今日辉煌。

由中华医学会、中华医学会放射学分会主办，上海市医学会、上海市医学会放射学分会承办的中华医学会

第二十四次全国放射学学术大会（CCR�2017）将于 2017 年 10 月 12 日 -15 日在上海世博中心隆重召开。

本次大会将以“传承创新、融合共享”为主题，传承经典、聚焦前沿、融合共享、创新发展，力求展现中

国影像医学近百年的历史传承和跨越式发展！会议将围绕主题邀请世界一流学者做主旨及主题演讲，分设医改

与医学影像论坛、影像国际前沿论坛、互联网与人工智能论坛、金砖五国与一带一路论坛，基于临床思维培训

的继续教育论坛等，同时还有放射学会15个专委会精彩纷呈的学术交流，以及多场盛况空前的国际化学术活动，

会议将在黄浦江畔与您分享学术的饕餮盛宴！会议期间还将举行年度金奖评选，中华影像名医评选，中华放射

学会成立八十周年系列纪念活动，《中华医学影像案例解析宝典》以及中华放射学会《放射科管理规范与质控

标准》等重要图书发行等活动，这将是一次内容丰富、特色鲜明、精彩纷呈、值得期待的盛会！

肩负着期待与梦想，承载着责任与挑战，让我们一起回顾学会八十年的光辉历程，携手共创影像事业的最

新篇章，共同迎接中华放射学会的美好明天！

十月的上海气候宜人、美丽热情，让我们相聚浦江、共叙美好！上海欢迎您！ CCR2017 欢迎您！

�

大会主席：徐� 克� 大会执行主席：刘士远

中华医学会放射学分会主任委员� 中华医学会放射学分会副主任委员

� 上海医学会放射学分会主任委员

大会主席：徐 克 执行主席：刘士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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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会主席

共同主席：冯晓源 共同主席：金征宇

大会主席：徐 克

执行主席：刘士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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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gress Information

大会组织机构

大  会  主  席：徐� 克

大会共同主席：冯晓源� 金征宇

大  会  顾  问：刘玉清� 李果珍� 刘庚年� 戴建平� 祁� 吉� 郭启勇

大会执行主席：刘士远

大 会 副 主 席：滕皋军� 梁长虹� 李坤成

秘  书  长：陈� 敏� 黄� 莉

副  秘  书  长：贾文霄� 韩� 萍� 胡道予� 张敏鸣� 龚启勇� 居胜红

工  作  秘  书：张立娜� 李春媚

大会学术指导委员会：

主 任 委 员：徐� 克

共 同 主 委：冯晓源� 金征宇

副主任委员：滕皋军� 刘士远� 梁长虹� 李坤成

委   员：（按姓氏笔划为序）

于春水� 马祥兴� 王� 维� 王振常� 王培军� 龙莉玲� 卢光明� 申宝忠� 史大鹏� 冯晓源� 伍建林

刘士远� 刘玉林� 刘挨师� 江新青� 孙� 钢� 严福华� 李� 欣� 李� 澄� 李子平� 李坤成� 李建军

杨维竹� 余永强� 沈� 文� 宋� 彬� 宋法亮� 张� 敬� 张� 辉� 张小明� 张永海� 张伟国� 张雪宁

张敏鸣� 张惠茅� 陈� 敏� 罗天友� 罗娅红� 金征宇� 周纯武� 单� 鸿� 赵� 卫� 胡道予� 姜卫剑

洪� 楠� 宦� 怡� 袁建华� 袁慧书� 贾文霄� 徐� 克� 徐文坚� 郭玉林� 郭佑民� 郭启勇� 郭顺林

龚启勇� 崔进国� 银� 武� 梁长虹� 韩� 萍� 程英升� 程敬亮� 焦� 俊� 曾蒙苏� 曾献军� 鲜军舫

滕皋军

大会学术委员会：

丁忠祥� 于� 红� 于春水� 马大庆� 马� 林� 马祥兴� 王光彬� 王� 玮� 王绍武� 王振常� 王� 峰

王培军� 王梅云� 王� 维� 王霄英� 王德杭� 王晨光� 毛燕君� 龙莉玲� 卢光明� 叶滨宾� 申宝忠

田建明� 田� 捷� 史大鹏� 冯晓源� 宁� 刚� 吕� 粟� 朱文珍� 朱海东� 朱� 铭� 伍建林� 任� 克

刘士远� 刘文亚� 刘玉林� 刘作勤� 刘佩芳� 刘俊刚� 刘挨师� 刘斯润� 刘� 筠� 江新青� 祁� 吉

许建荣� 孙夕林� 孙国强� 孙� 钢� 严福华� 杜祥颖� 李小明� 李子平� 李天晓� 李� 东� 李宏军

李坤成� 李松柏� 李国宏� 李明华� 李� 欣� 李建军� 李绍林� 李健丁� 李慎茂� 李� 澄� 杨仁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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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 帆� 杨晓明� 杨� 健� 杨海山� 杨维竹� 肖湘生� 吴仁华� 吴� 宁� 余永强� 闵鹏秋� 汪登斌

沈� 文� 宋� 伟� 宋法亮� 宋济昌� 宋� 彬� 宋� 焱� 张小明� 张云亭� 张龙江� 张永海� 张� 同

张伟国� 张� 冰� 张金山� 张� 炜� 张贵祥� 张� 铎� 张家文� 张雪宁� 张雪哲� 张敏鸣� 张� 敬

张惠茅� 张� 辉� 张� 靖� 陆普选� 陈卫霞� 陈克敏� 陈起航� 陈� 敏� 邵剑波� 武乐斌� 罗天友

罗娅红� 罗鹏飞� 金征宇� 周纯武� 周� 诚� 周翔平� 周康荣� 郑传胜� 郑海荣� 单� 鸿� 郎� 宁

居胜红� 屈� 辉� 孟悛非� 赵� 卫� 赵心明� 赵世华� 赵� 斌� 胡道予� 查云飞� 柳� 澄� 钟红珊

郜发宝� 饶圣祥� 施裕新� 姜卫剑� 洪� 楠� 宦� 怡� 姚振威� 秦月兰� 袁建华� 袁慧书� 贾文霄

顾建平� 钱银锋� 徐文坚� 徐� 阳� 徐� 克� 徐海波� 高明远� 高剑波� 高培毅� 郭玉林� 郭� 志

郭佑民� 郭启勇� 郭顺林� 唐� 磊� 容鹏飞� 陶晓峰� 黄� 力� 黄仲奎� 黄� 杰� 黄明声� 黄� 钢

萧� 毅� 龚启勇� 崔进国� 银� 武� 章士正� 梁长虹� 梁碧玲� 彭卫军� 彭� 芸� 董季平� 韩国宏

韩� 萍� 程英升� 程晓光� 程敬亮� 焦� 俊� 曾洪武� 曾津津� 曾蒙苏� 曾献军� 满凤媛� 鲜军舫

滕皋军� 薛华丹� 戴� 旭� 戴建平

大会组织委员会

主 任 委 员：徐� 克

共 同 主 委：冯晓源� 金征宇

副主任委员：滕皋军� 刘士远� 梁长虹� 李坤成

执 行 主 委：刘士远

执行副主任委员（按姓氏笔划排序）:

于春水� 王振常� 王培军� 王梅云� 卢光明� 伍建林� 严福华� 李宏军� 李� 欣� 宋� 彬� 罗娅红

姜卫剑� 秦月兰� 袁慧书� 郭佑民� 彭卫军� 程英升� 程敬亮� 詹松华

秘 书 长：陈� 敏� 黄� 莉

副秘书长：贾文霄� 韩� 萍� 胡道予� 张敏鸣� 龚启勇� 居胜红� 徐� 英� 陶晓峰� 姚振威� 萧� 毅

组织委员会委员（按姓氏笔划排序）:

丁忠祥� 于� 红� 于春水� 马� 林� 马祥兴� 王光彬� 王绍武� 王振常� 王� 峰� 王培军� 王梅云

王� 维� 王霄英� 毛燕君� 龙莉玲� 卢光明� 申宝忠� 史大鹏� 冯晓源� 宁� 刚� 吕� 粟� 朱文珍

朱海东� 朱� 铭� 伍建林� 任� 克� 刘士远� 刘文亚� 刘玉林� 刘佩芳� 刘俊刚� 刘挨师� 刘� 筠

江新青� 孙夕林� 孙� 钢� 严福华� 杜祥颖� 李小明� 李子平� 李天晓� 李� 东� 李宏军� 李坤成

李明华� 李松柏� 李国宏� 李� 欣� 李建军� 李绍林� 李� 澄� 杨� 帆� 杨� 健� 杨维竹� 吴仁华

吴� 宁� 余永强� 汪登斌� 沈� 文� 宋� 伟� 宋法亮� 宋� 彬� 宋� 焱� 张小明� 张永海� 张� 同

张伟国� 张� 冰� 张� 炜� 张贵祥� 张� 铎� 张家文� 张雪宁� 张敏鸣� 张� 敬� 张惠茅� 张� 辉

张� 靖� 陆普选� 陈卫霞� 陈� 敏� 邵剑波� 罗天友� 罗娅红� 金征宇� 周纯武� 郑传胜� 单� 鸿

郎� 宁� 居胜红� 赵� 卫� 赵心明� 赵世华� 胡道予� 查云飞� 钟红珊� 郜发宝� 饶圣祥� 施裕新

姜卫剑� 洪� 楠� 宦� 怡� 姚振威� 秦月兰� 袁建华� 袁慧书� 贾文霄� 顾建平� 钱银锋� 徐文坚

徐� 阳� 徐� 克� 徐海波� 高剑波� 高培毅� 郭玉林� 郭� 志� 郭佑民� 郭启勇� 郭顺林� 唐� 磊

容鹏飞� 陶晓峰� 黄� 杰� 黄明声� 萧� 毅� 龚启勇� 崔进国� 银� 武� 梁长虹� 彭卫军� 彭� 芸

韩国宏� 韩� 萍� 程英升� 程晓光� 程敬亮� 焦� 俊� 曾洪武� 曾蒙苏� 曾献军� 满凤媛� 鲜军舫

滕皋军� 薛华丹� 戴� 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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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委员会（按姓氏笔划排名）：

王忠敏� 王升平� 王国良� 王建波� 王� 悍� 王培军� 王静雯� 尤� 超� 方� 淳� 叶剑定� 史景云

朱元峰� 朱海云� 乔中伟� 关� 滢� 汤光宇� 汤� 伟� 许建荣� 严福华� 李清楚� 李� 克� 李� 劲

李明华� 李� 彦� 李冠武� 李跃华� 李� 琼� 杨� 军� 杨秀军� 吴� 忆� 何之彦� 邹薇薇� 闵庆华

汪登斌� 沙� 炎� 宋� 琦� 张� 欢� 张国福� 张敏鸣� 张� 蕾� 陆建平� 茅爱武� 金� 彪� 周正荣

周� 滟� 赵秋枫� 钟玉敏� 饶圣祥� 施从新� 施裕新� 姚伟武� 姚侃敏� 姚振威� 贺� 琦� 贾宁阳

顾雅佳� 钱朝霞� 徐� 英� 陶晓峰� 萧� 毅� 常时新� 梁宗辉� 彭卫军� 彭屹峰� 程英升� 曾蒙苏

滑炎卿� 强金伟� 詹松华� 窦娅芳� 管� 宇� 谭文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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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  任  委  员：徐� 克

前任主任委员：冯晓源

候任主任委员：金征宇

副 主 任 委 员：滕皋军� 刘士远� 梁长虹� 李坤成

常  务  委  员：

徐� 克� 冯晓源� 金征宇� 滕皋军� 刘士远� 梁长虹� 李坤成� 于春水� 王振常� 王培军� 卢光明

申宝忠� 宋� 彬� 张� 辉� 陈� 敏� 周纯武� 姜卫剑� 袁慧书� 贾文霄� 郭佑民� 韩� 萍� 程敬亮

曾蒙苏

委    员：（按姓氏笔划为序）

马祥兴� 王� 维� 龙莉玲� 史大鹏� 江新青� 刘玉林� 刘挨师� 孙� 钢� 伍建林� 李� 欣� 李� 澄

李子平� 李建军� 沈� 文� 宋法亮� 严福华� 杨维竹� 余永强� 张� 敬� 张小明� 张永海� 张伟国

张雪宁� 张敏鸣� 张惠茅� 罗娅红� 罗天友� 单� 鸿� 洪� 楠� 胡道予� 宦� 怡� 赵� 卫� 郭玉林

郭启勇� 郭顺林� 徐文坚� 袁建华� 崔进国� 龚启勇� 银� 武� 程英升� 焦� 俊� 曾献军� 鲜军舫

中华医学会放射学分会第十四届委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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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议时间：2017�年 10 月 12�-�15�日

会议地点：上海世博中心

��������������������上海市浦东新区世博大道 1500 号

会议语言：中文

会议注册及资料领取

1. 注册区地点：上海世博中心北大厅

2. 工作时间：

10 月 12�日� 09:00-20:00

10 月 13-14�日� 08:00-17:30

10 月 15 日� 08:00-11:00

胸卡

所有参会人员进入会场，展厅及参加大会活动时需佩戴胸卡。胸卡遗失将不予补办，请妥善保管。未佩

戴胸卡者，工作人员将有权谢绝其参与学术交流、参观展厅及其他大会活动。

胸卡颜色标示：红色 -VIP；

蓝色 - 正式参会代表；

黄色 - 工作人员；

绿色 - 参展企业人员。

绶带颜色标示：红色 - 大会主席；

紫色 - 大会执行主席；

橙色 - 特邀专家；

棕色 : 主题演讲专家；

蓝色 - 专题演讲专家；

绿色：主持人

用餐

用餐时间地点安排如下：

午餐盒饭（12:00-12:30） 晚餐盒饭（18:00-18:30）

10 月 12 日 无 北大厅二层

10 月 13 日 卫星会会场门口及北大厅二层 北大厅二层

10 月 14 日 北大厅二层 北大厅二层

10 月 15 日 北大厅二层

CCR2017 会议须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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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议服务

1��会议试片室：�上海世博中心 4 层中庭

2��VIP 休息及用餐区：上海世博中心 7 层

3���80 周年回顾展，摄影展，国际放射日，3D 老上海风情区，无线照片打印区：上海世博中心一层西大厅

4��纸质壁报区：上海世博中心四层观景厅（蓝厅东侧）

5� 电子壁报区：上海世博中心一层银厅

交通

1��10 月 13 日早 07:00-07:30 从大会会议酒店门口设通勤车接代表到会场，晚 18:15，18:45 从会场返回大

会会议酒店

2��10 月 14 日早 07:00-07:30，从大会会议酒店门口设通勤车接代表到会场，晚 18:30，19:00，21:15 从会

场返回大会会议酒店

3��10 月 15 日早 07:00-07:30,�从大会会议酒店门口设通勤车接代表到会场，中午 12:00 从会场返回大会会

议酒店

会议酒店如下：�

上海世博洲际酒店、上海浦东星河湾酒店、上海浦东喜来登由由酒店、上海浦东福朋喜来登酒店、上海

利园国际大酒店、上海青松城大酒店、上海光大酒店、上海徐汇瑞峰酒店、宜必思酒店上海世博成山路店、

锦江之星浦三路店、锦江之星世博店、如家塘桥店、如家世博园高科西路店

学术交流信息：

1��大会试片室位于上海世博中心四层中庭。

2��工作时间如下：

10 月 12�日� 14:00-18:00

10 月 13-14�日� 07:30-17:30

10 月 15�日� 07:45-11:00

请专题讲座专家和大会发言者在发言前至少提前半天，将幻灯文件提交大会试片室。

学术组联系人：�严福华，13661850380；李彦，18811451716

未经预先请假，无故不按时参加讲课发言和会议主持者，会议将澄清事实后在放射学会网站提出通报批

评并取消下一年度大会的相应资格。

讲者须知
●��根据全国继续教育委员会要求，从�2010�年起，会议主办方会后需提交所有讲者的�PPT�文件，以期对继

续教育项目进行抽查考评及评估该继续项目今后的申报资质。
●��组委会提倡讲者签署知识产权授权书后为参会代表提供免费分享的�PPT(PDF 版 )，我们在此向您的学术

公益行为表示敬意和感谢。
●��讲者须在报到后再次核对本日程册内的发言时间安排、熟悉会场位置。
●��讲者须准备中文幻灯一套，在发言前至少提前半天，将�PPT�提交至大会试片室。由于会议时间安排紧张，

所有会场内不允许讲者使用自带的电脑。
●��讲者须提前�20�分钟进入会场，严格遵守会议时间安排，超时发言幻灯将自动关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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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持人须知

●��主持人须在报到后确认所主持的学术单元时间和会场位置；

●��主持人须提前�10�分钟到达会场，了解会议安排有无变化及讲者到场情况；

●��主持人须严格控制时间，适时提醒讲者按时完成发言；

●��主持人须围绕主题组织讨论、控制会场秩序。遇特殊情况要及时与大会会务组联系。

展板展示者须知

本次会议采用纸质壁报和电子壁报两种交流形式，纸质壁报区位于上海世博中心四层观景厅（蓝厅东侧）。

请纸质壁报作者于 10 月 13 日早上 08:30-10:00 自行张贴壁报，10 月 15 日上午 10:00 以后自行撤除。

电子壁报区位于上海世博中心一层银厅。

学分

本次会议正式注册代表均可获得国家级�I�类继续教育学分。项目编号为 2017-09-01-284（国）。需要

学分的代表请在注册时务必提供相关个人信息。参会代表请于会议结束后三个月后登录中华医学会官网

www�cma�org�cn�,�点击“继续教育”栏目，查找已发布项目，选择年度，输入姓名即可查询并打印电子学

分证书。

展厅位置及开放时间

展厅位置：上海世博中心一层银厅�

展览时间：2017 年 10 月 13 日� 10:15-17:00

��������������������2017 年 10 月 14 日� 09:00-17:00

中华医学会放射学分会全委会安排

●���10 月 12 日下午 16:00 在上海世博洲际酒店（上海市浦东新区雪野路 1188 号）2 楼大宴会厅 II 举行中华

医学会放射学分会第十四届委员会全体委员会议

会议重要活动安排：

1��Presidential�Dinner

����时间：10 月 12 日�18:30-20:00

����地点：详见请柬

����注：请凭请柬参加

2� 大会开幕式及主旨演讲

����时间：10 月 13�日�08:30-09:35

����地点：上海世博中心一层红厅

3��中华医学会放射学分会成立 80 周年纪念晚会

����时间：10 月 14 日�19:30-21:00

����地点：上海世博中心五层金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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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议及其他相关声明
●��提问时须围绕讲者发言主题，避免采用评论性言辞，以简单明确的语言提出问题。
●��大会拥有会议所有内容的版权，未经允许严禁拍摄会议演讲幻灯、视频演示或者图片资料。
●��严禁在会场内外散发或摆放未经大会组委会允许的学术或产品资料。
●��会议期间进入会场和展厅须佩戴胸卡，未佩戴胸卡者，谢绝入场。
●��所有会场内手机须调至震动或关闭状态，严禁吸烟。
●��请参会代表注意保管好自己的财务和会议物品（资料、餐券），外出活动时务必注意交通安全和人身安全。

温馨提示
●��为了您能轻松愉悦地参加好此次会议，请您认真阅读《会议指南》。
●��为了顺利地完成大会议程，请您自觉遵守大会作息时间，按时参加各项会议和活动。
●��为了您能顺利地进入会场，参加各项活动，请您佩带好“代表证”或“工作人员证”。
●� �为了保证会议质量，大会开始时，请您将手机调至震动。会议期间不要随意走动。大会中请您勿在会

场内抽烟，纸屑垃圾请移放到专门收集处。离座或会议结束离开时，请您将椅子摆回原样。感谢您的

理解和支持。
●��为了您的安全，请您务必注意防火、防盗、防破坏，如发现任何问题，请及时报告大会工作人员。
●��上海世博中心安保严格，进场馆需安检，请勿携带易燃、易爆、违禁品和食品等进入场馆。
●  请代表随身携带身份证，注册报名时提供身份证号码。
●  尚未注册领取代表证的代表进入场馆时，需提供相应的会议通知、报名确认函或电子版、微信版的通知。
●  自驾车的代表，请从 3 号门进入，听从工作人员安排。
●  红厅禁止带水进入，请提前知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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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gram 
2017 年 10 月 12-15 日 October 12-15, 2017

开
幕
式
及
主
旨
演
讲

开幕式及主旨演讲

红厅
2017-10-13
07:50-08:30 新书发布会
主持人：刘士远 ,�陈敏

人民卫生出版社重要图书发行仪式：
1. 中华医学影像案例解析宝典 ( 系列丛书 )；
2. 放射科管理规范与质控标准；
3. 闪光的事业，辉煌的历程——中华放射学会成立八十周年纪念册

08:30-09:35 开幕式
主持人：刘士远 ,�滕皋军

1. 徐克主任委员致开幕辞，并作工作汇报：传承宗师伟业，再创影像辉煌——第十四届中华放射学会工作回眸；
2. 第二军医大学孙颖浩校长致辞；
3. 上海市医学会徐建光会长致辞；
4. 中华医学会饶克勤副会长兼秘书长致辞；
5. 颁奖

09:35-10:05 主旨演讲
主持人：滕皋军

09:35-10:05 PL-02 前列腺癌的能量治疗
孙颖浩 , �第二军医大学

10:05-10:20  茶歇

10:20-12:00 主题演讲（一） 大会报告
主持人：祁吉 ,�周纯武 ,�王培军

10:20-10:45 PL-03 医学影像的未来
戴建平 ,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天坛医院

10:45-11:10 PL-04 The Future of Radiology: Challenge,Change and Chance
冯晓源 , �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

11:10-11:35 PL-05 放射学的学科发展之路
金征宇 , �北京协和医院

11:35-12:00 PL-06 PET-MR 的现状和未来
郭启勇 , �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盛京医院

蓝厅
2017-10-13
10:20-12:00 主题演讲（二） 大会报告
主持人：周诚 ,�冯敢生 ,�程敬亮

10:20-10:45 PL-07 中国成年人正常脑图谱的构建与应用研究
李坤成 , �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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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45-11:10 PL-08 介入治疗技术的发展与未来
滕皋军 , �东南大学附属中大医院

11:10-11:35 PL-09 如何认识影像数据参与临床决策
梁长虹 , �华南理工大学附属广东省人民医院

11:35-12:00 PL-10 医学影像研究的科研选题
高 宏 , �《中华放射学杂志》编辑部

金厅 A
2017-10-13
10:20-12:00 主题演讲（三） 大会报告
主持人：孟悛非 ,�王振常 ,�郭佑民

10:20-10:45 PL-11 基于人工智能和影像大数据的的影像组学及其临床应用
田 捷 , �中国科学院自动化研究所

10:45-11:10 PL-12 人工智能在图像识别领域的进展
茹立云 , 搜狗搜索

11:10-11:35 PL-13 Machine Leaning and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Hype,Myth, Reality and How it Will
Eliot Siegel, �University�of�Maryland

11:35-12:00 PL-14 人工智能驱动的医疗健康服务探索
李天天 , 丁香园

金厅 C
2017-10-13
10:20-12:00 主题演讲（四） 大会报告
主持人：高培毅 ,�陈敏 ,�卢光明

10:20-10:45 PL-15 网膜囊病变的放射学表现解剖学基础剖析
闵鹏秋 , �四川大学华西医院

10:45-11:10 PL-16 PET-CT 和 PET-MR：临床价值、限度和合理应用
周康荣 , �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

11:10-11:35 PL-17 科学对待肺结节
肖湘生 , �第二军医大学附属长征医院

11:35-12:00 PL-18 颅内囊实性肿瘤的影像学表现
张云亭 , �天津医科大学总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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蓝厅
2017-10-13
13:30-15:35 国际前沿论坛（一） 专题发言
主持人：章士正 ,�陈起航 ,�居胜红

13:30-13:55 S-001 Is more better:The advantages of ultra-high field MRI
Michael Forsting, �University-Hospital�Essen

13:55-14:20 S-002 Lung cancer imaging in the era of molecular profiling
Yeun-Chung Chang, �National�Taiwan�University

14:20-14:45 S-003 Case-based Review of Lung-RADS
Carol Wu, �MD�Anderson�Cancer�Center

14:45-15:10 S-004 纳米探针与肿瘤成像
高明远 , �中国科学院化学纳米研究所

15:10-15:35 S-005 磁共振快速成像及其在心脑血管疾病中的应用
郑海荣 , �中国科学院深圳先进技术研究院

15:35-15:55  茶歇

15:55-18:00 国际前沿论坛（二） 专题发言
主持人：李麟荪 ,�张辉 ,�余永强

15:55-16:20 S-006 精神放射影像发展前沿
龚启勇 , �四川大学华西医院

16:20-16:45 S-007 影像遗传学
于春水 , �天津医科大学总医院

16:45-17:10 S-008 国际 VR 发展及 VR 技术在中国放射影像的临床应用
曲建明 , �电子科技大学

17:10-17:35 S-009 磁共振 APT 成像技术的临床应用
陈 敏 , �北京医院

17:35-18:00 S-010 抑郁症的 fMRI 研究现状及发展趋势
王 滨 , �滨州医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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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厅 C
2017-10-13
13:30-15:35 “一带一路”论坛（一） 专题发言
主持人：李坤成 ,�刘文亚 ,�印弘

13:30-13:55 S-011 Management of a radiological department in Italy: how to banlance productivity,education and 
reaearch
Giovanni Morana, �University�of�Verona

13:55-14:20 S-012 Training plan and strategy for clinical practitioners in radiology department
David S Enterline, �Duke�University

14:20-14:45 S-013 Occurrence and lungcancer probability of new solid nodules
Matthijs Oudkerk, �University�of�Groningen

14:45-15:10 S-014 Evaluating neurodegenerative disease with STAGE: A rapid protocol for imaging the brain
E Mark Haccke, �Wayne�State�University

15:10-15:35 S-015 Radiological Service in the Kyrgyz Republic
Ermekova Saliia, �The�National�Hospital�of�Kyrgyz�Republic

15:35-15:55  茶歇

15:55-18:00 “一带一路”论坛（二） 专题发言
主持人：张敏鸣 ,�刘玉林 ,�单鸿

15:55-16:20 S-016 肝性脊髓病的脑功能联接及解剖基础研究
印 弘 , �第四军医大学西京医院

16:20-16:45 S-017 Blood Perfusion of Rotator Cuff Tendon and Correlation with Muscle Strength
Tiffany Ting-Fang Shih, �National�Taiwan�University�Medical�College�and�Hospital;� Taipei�
City�Hospital

16:45-17:10 S-018 Application of cardiac MRI in treatment of ventricular tachycardia
Qian Tao, �Leiden�University

17:10-17:35 S-019 Dose Reduction=Waxy Images?---Introducing a Deep Learning Approach to Dose Reduction
Judong Pan, �University�of�California,�San�Francisco

17:35-18:00 S-020 功能 MRI 生物标记物对抗肿瘤血管药物疗效的评价
贾文霄 , �新疆医科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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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厅
2017-10-13
13:30-15:35 临床思维论坛（一） 专题发言
主持人：韩萍 ,�马祥兴 ,�银武

13:30-13:55 S-021 急诊影像学的临床思维解析
王振常 ,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友谊医院

13:55-14:20 S-022 视神经炎的影像诊断思路
于春水 , �天津医科大学总医院

14:20-14:45 S-023 颅内磁共振短 T1 信号的诊断思路
程敬亮 ,�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14:45-15:10 S-024 脑胶质瘤影像诊断分析
卢光明 , �南京军区南京总医院

15:10-15:35 S-025 运动创伤的影像诊断思路
袁慧书 , �北京大学第三医院

15:35-15:55  茶歇

15:55-18:00 临床思维论坛（二） 专题发言
主持人：王维 ,�施海彬 ,�郑传胜

15:55-16:20 S-026 肝脏富血供病变的诊断与鉴别思路
宋 彬 , �四川大学华西医院

16:20-16:45 S-027 如何建立肺空洞与空腔征象的分析与诊断思维
伍建林 , �大连大学附属中山医院

16:45-17:10 S-028 儿科疾病影像思维分析
李 欣 , �天津市儿童医院

17:10-17:35 S-029 乳腺肿块性病变的影像诊断思维解析
罗娅红 , �辽宁省肿瘤医院

17:35-18:00 S-030 颅内出血性病变的鉴别诊断思路
王梅云 , �河南省人民医院

蓝厅
2017-10-14
08:00-10:05 临床思维训练（神经） 专题发言
主持人：张伟国 ,�李建军 ,�耿左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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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8:00-08:25 S-031 脑内环形强化病灶的影像学诊断
洪 楠 , �北京大学人民医院

08:25-08:50 S-032 垂体疾病的临床思维培养
冯 逢 , �北京协和医院

08:50-09:15 S-033 缺血性脑疾病病因诊断的临床影像思路
朱文珍 , �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同济医院

09:15-09:40 S-034 新生儿脑疾病 MRI 诊断及思考
范国光 , �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09:40-10:05 S-035 临影结合看图识病之髓鞘溶解症
江桂华 , �广东省第二人民医院

10:05-10:20  茶歇

10:20-12:00 临床思维训练（内分泌） 专题发言
主持人：孙钢 ,�刘爱连 ,�严福华

10:20-10:45 S-036 鞍区病变影像诊断思路
崔光彬 , �第四军医大学唐都医院

10:45-11:10 S-037 胰腺内分泌肿瘤的影像诊断思路
曾蒙苏 , �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

11:10-11:35 S-038 胰腺囊性病变的诊断与鉴别诊断思路
张惠茅 ,�吉林大学第一医院

11:35-12:00 S-039 肾上腺肿瘤的影像诊断与鉴别思路
居胜红 , �东南大学附属中大医院

13:30-15:35 临床思维训练（消化） 专题发言
主持人：宋彬 ,�张小明 ,�程英升

13:30-13:55 S-040 胰腺实性病变的影像诊断思路
韩 萍 , �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协和医院

13:55-14:20 S-041 肠道血管性病变的影像诊断思路分析
胡道予 , �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同济医院

14:20-14:45 S-042 肝脏肿瘤的影像诊断与鉴别思路
龙莉玲 , �广西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14:45-15:10 S-043 胆道病变的影像诊断与鉴别思路
李子平 , �中山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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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10-15:35 S-044 肝内胆管细胞癌的影像诊断与鉴别思路
江新青 , �广州市第一人民医院

15:35-15:55  茶歇

15:55-18:00 临床思维训练（呼吸） 专题发言
主持人：伍建林 ,�龚洪翰 ,�刘挨师

15:55-16:20 S-045 呼吸系病之影像学诊断思维训练
郭佑民 , �西安交通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16:20-16:45 S-046 呼吸系弥漫性肺小结节的影像诊断思维
马大庆 ,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友谊医院

16:45-17:10 S-047 弥漫性磨玻璃影的影像诊断思维
陈起航 , �北京医院

17:10-17:35 S-048 显著强化的孤立性肺结节的 CT 诊断思路
朱 力 , �宁夏医科大学总医院

17:35-18:00 S-049 基于 PET-CT 的多模态诊断思维在肺部疾病诊断中的应用
王云华 , �中南大学湘雅二医院

金厅 A
2017-10-14
08:00-10:00 临床思维训练（骨肌） 专题发言
主持人：袁慧书 ,�李澄 ,�李小明

08:00-08:20 S-050 脊柱肿瘤的影像诊断思路
徐文坚 , �青岛大学医学院附属医院

08:20-08:40 S-051 软组织肿瘤的影像诊断思路
王绍武 , �大连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

08:40-09:00 S-052 四肢骨肿瘤的影像诊断思路
程晓光 , �北京积水潭医院

09:00-09:20 S-053 脊柱炎性病变的影像诊断思路
李小明 , �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同济医院

09:20-09:40 S-054 骨肌系统退行性疾病的影像诊断思路
李绍林 , �中山大学附属第五医院

09:40-10:00 S-055 骨关节创伤的影像诊断思路
曾献军 , �南昌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24

临
床
思
维
论
坛

10:00-10:20  茶歇

10:20-12:00 临床思维训练（乳腺） 专题发言
主持人：周纯武 ,�罗娅红 ,�彭卫军

10:20-10:45 S-056 导管內乳头状肿瘤的影像诊断思路
汪登斌 ,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新华医院

10:45-11:10 S-057 乳腺腺样囊性癌的影像诊断思路
顾雅佳 , �复旦大学附属肿瘤医院

11:10-11:35 S-058 乳腺错构瘤恶变的影像诊断思路
刘佩芳 , �天津医科大学肿瘤医院

11:35-12:00 S-059 肉芽肿性小叶性乳腺炎的影像诊断思路
杨 帆 , �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协和医院

13:30-15:35 临床思维训练（儿科） 专题发言
主持人：李欣 ,�姜慧杰 ,�钟玉敏

13:30-13:55 S-060 儿童心血管临床诊断思维
朱 铭 ,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上海儿童医学中心

13:55-14:20 S-061 小儿 NMOSD 的磁共振诊断思路与分析
邵剑波 , �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武汉儿童医院

14:20-14:45 S-062 胎儿腹部占位性病变 MR 诊断思路
宁 刚 , �四川大学华西第二医院

14:45-15:10 S-063 儿童脉管性疾病影像诊断与思路
张 靖 , �广州市妇女儿童医疗中心

15:10-15:35 S-064 儿童脑肿瘤的诊断思路：良与恶的是与非
彭 芸 ,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儿童医院

15:35-15:55  茶歇

15:55-18:00 临床思维训练（循环） 专题发言
主持人：孔祥泉 ,�郭顺林 ,�杨志刚

15:55-16:20 S-065 冠心病的影像诊断思维
吕 滨 , �中国医学科学院阜外医院

16:20-16:45 S-066 主动脉病变 -- 从诊断到治疗中的 CT 应用
杨 立 , �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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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45-17:10 S-067 主动脉疾病的影像学诊断思路
范占明 ,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安贞医院

17:10-17:35 S-068 心脏肿瘤 CT 诊断的基本思路
杨有优 , �中山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17:35-18:00 S-069 手术的安心之选 - 复杂性先天性心脏病的 CT 诊断策略
张笑春 , �第三军医大学西南医院

金厅 C
2017-10-14
08:00-10:05 临床思维训练（头颈） 专题发言
主持人：李明华 ,�张永海 ,�韩丹

08:00-08:25 S-070 咽旁间隙病变临床关注点及影像分析思路
鲜军舫 ,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同仁医院

08:25-08:50 S-071 不同原发肿瘤颈部淋巴结转移的影像学特点及分析思路
罗德红 , �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医院深圳医院

08:50-09:15 S-072 颅底病变影像分析思路
刘 筠 , �天津市人民医院

09:15-09:40 S-073 鼻腔鼻窦病变影像分析思路
李松柏 , �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09:40-10:05 S-074 腮腺病变影像分析思路
陶晓峰 ,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九人民医院

10:05-10:20  茶歇

10:20-12:00 临床思维训练（感染） 专题发言
主持人：郭玉林 ,�许建荣 ,�刘强

10:20-10:40 S-075 病毒性肝炎相关肝细胞癌 MR 技术规范管理与分级诊断
李宏军 ,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佑安医院

10:40-11:00 S-076 重大新发呼吸道传染病的影像学检查技术规范与诊断新思路
陆普选 , �深圳市第三人民医院

11:00-11:20 S-077 免疫缺陷合并机遇性疾病的影像诊断思维
施裕新 , �复旦大学附属公共卫生临床中心

11:20-11:40 S-078 肺感染性实变影的判别策略
鲁植艳 , �武汉大学中南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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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40-12:00 S-079 女性盆腔囊性病变的影像学诊断路径
强金伟 , �复旦大学附属金山医院

13:30-15:35 临床思维训练（泌尿生殖） 专题发言
主持人：陈克敏 ,�焦俊 ,�宋法亮

13:30-13:55 S-080 腹膜后肿瘤的影像诊断与鉴别思路
李健丁 , �山西医科大学第一医院

13:55-14:20 S-081 肾盂输尿管病变的诊断思路
宦 怡 , �第四军医大学西京医院

14:20-14:45 S-082 卵巢肿瘤的影像诊断与鉴别思路
沈 文 , �天津市第一中心医院

14:45-15:10 S-083 肾脏囊性病变的影像诊断思路
张雪宁 , �天津医科大学第二医院

15:10-15:35 S-084 肾脏肿瘤的影像诊断思路
赵心明 , �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医院

15:35-15:55  茶歇

15:55-18:00 临床思维训练（脊髓） 专题发言
主持人：罗天友 ,�王小宜 ,�曹代荣

15:55-16:20 S-085 脊髓炎性病变的 MRI 诊断
马 林 , �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

16:20-16:45 S-086 脊髓血管性病变影像诊断
史大鹏 , �河南省人民医院

16:45-17:10 S-087 儿童脊髓常见病变的 MR 影像诊断及实战分析
王晓明 , �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盛京医院

17:10-17:35 S-088 脊髓内肿瘤的临床和影像学特点分析
李传亭 , �山东省医学影像学研究所

17:35-18:00 S-089 视神经脊髓炎谱系病影像诊断及新进展
张家文 , �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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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工智能论坛

金厅 A
2017-10-13
13:30-15:35 人工智能论坛（一） 专题发言
主持人：袁建华 ,�刘兆玉 ,�陈宽

13:30-13:55 S-090 人工智能前沿进展
王启霄 , �微软创新技术合作事业部

13:55-14:20 S-091 Building and Deploying Medical AI: Challenges and Opportunities
George Shih, �Cornell�University

14:20-14:45 S-092 医疗领域人工智能的未来
陈 飞 , �中国人工智能学会

14:45-15:10 S-093 人工智能时代的医学影像
陶晓东，科大讯飞医疗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15:10-15:35 S-094 人工智能与产业变革
陆云波 , �同济大学

15:35-15:55  茶歇

15:55-17:35 人工智能论坛（二） 专题发言
主持人：周石 ,�钱大宏 ,�张大磊

15:55-16:20 S-095 影像科医生眼中的 AI
萧 毅 , �第二军医大学附属长征医院

16:20-16:45 S-099 打开人工智能识别医学图像的黑盒
杨 琼 , �北京医拍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16:45-17:10 S-097 医学影像人工智能应用环境及模式的探索
高云龙 , 翼展科技

17:10-17:35 S-098 人工智能在机器人领域的进展
栾毓敏 , 派毅智能

中华医学会放射学分会成立 80 周年纪念晚会

金厅 A
2017-10-14
19:30-21:00 中华医学会放射学分会成立 80 周年纪念晚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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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6
2017-10-13
13:30-15:35 神经影像读片会（一）

15:55-18:00 神经影像读片会（二）

2017-10-14
08:00-10:05 功能成像与临床前沿进展 专题发言
主持人：齐志刚 ,�金光暐

08:00-08:25 S-100 血管性认知损害的连接组学模型和表征
徐海波 , �武汉大学中南医院

08:25-08:50 S-101 男性早泄的脑结构改变
印 弘 , �第四军医大学西京医院

08:50-09:15 S-102 女性健康的“隐形杀手”：原发性痛经 fMRI 研究新发现
张 明 ,�西安交通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09:15-09:40 S-103 放射性脑损伤的 fMRI 研究进展
邱士军 , �广州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09:40-10:05 S-104 冻结步态帕金森病患者多模态脑功能成像研究
黄 飚 , �华南理工大学附属广东省人民医院

10:05-10:20  茶歇

10:20-12:00 神经论坛 专题发言和论文发言
主持人：耿左军 ,�黎海涛

10:20-10:45 S-105 血管性认知功能障碍的 fMRI 研究进展
朱文珍 , �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同济医院

10:45-11:10 S-106 脑肿瘤全域的 MRI 纹理分析
苗延巍 , �大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11:10-11:20 FP-001 血管选择性动脉自旋标记技术与磁共振血管成像技术用于术前评估脑膜瘤供血动脉的比
较研究
陆逸平 , �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

11:20-11:30 FP-002 基于功能 MRI 的无症状颈动脉狭窄患者认知功能障碍研究
肖 峰 , �武汉大学中南医院

11:30-11:40 FP-003 ADC、APT 直方图分析法鉴别高低级别胶质瘤的研究
康晓伟 , �空军军医大学西京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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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40-11:50 FP-004 高分辨率磁共振成像技术在脑深部电刺激治疗帕金森中的应用
路 莉 , �徐州医科大学附属医院

11:50-12:00 FP-005 轻度脑外伤长时跟踪的大脑偏侧性演化及大脑结构与功能共变的研究
王卓楠 , �西安交通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13:30-15:35 神经论坛 专题发言
主持人：徐晓俊 ,�詹松华

13:30-13:55 S-107 低级别胶质瘤的磁共振评价
张伟国 , �第三军医大学大坪医院野战外科研究所

13:55-14:20 S-108 缺血性脑卒中的无创性 MRI 技术进展
王梅云 , �河南省人民医院

14:20-14:45 S-109 增强 T2FLAIR：state-of-art
姚振威 , �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

14:45-15:10 S-110 颅内血管病变的磁共振新技术
宋 焱 , �北京医院

15:10-15:35 S-111 中枢神经系统血管炎 MRI 诊断
张志强 , �南京军区南京总医院

15:35-15:50  茶歇

15:50-18:00 神经论坛 专题发言和论文发言
主持人：张永海 ,�王效春

15:50-16:15 S-112 治疗相关的中枢神经系统损伤影像学表现
廖伟华 , �中南大学湘雅医院

16:15-16:40 S-113 影像组学在脑肿瘤中的临床应用与进展
方向明 , �南京医科大学附属无锡人民医院

16:40-17:05 S-114 线粒体脑病的影像诊断
刘 军 , �中南大学湘雅二医院

17:05-17:30 S-115 产后神经系统并发症影像学分析思路
陈 峰 , �海南省人民医院

17:30-17:40 FP-006 高龄老年男性基底动脉形态与后循环脑血流延迟灌注现象的相关性研究
张 恒 , �解放军总医院

17:40-17:50 FP-007 时间飞跃法磁共振血管成像原始层面大脑中动脉侧裂分支显示分析
蒋 飚 , �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二医院

17:50-18:00 FP-008 阿尔茨海默病患者边缘系统及深部灰质核团的 DKI 研究
周宇婧 , �大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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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8
2017-10-13
13:30-15:30 中文论文比赛 论文发言
主持人：孙吉林 ,�韩雪立 ,�月强 ,�岳松伟 ,�郝大鹏

13:30-13:40 FP-009 良恶性腮腺肿瘤的 DSCT 诊断与鉴别诊断
戚跃勇 , �重庆医科大学附属第三医院

13:40-13:50 FP-010 鼻咽癌放射治疗后诱发肉瘤的 CT 及 MRI 表现
罗振东 , �香港大学深圳医院

13:50-14:00 FP-011 多种 CT 征象对甲状腺良、恶性结节的预测价值
韩志江 , �杭州市第一人民医院

14:00-14:10 FP-012 Heavily T2-Weighted 3D-FLAIR 成像在不同时相中对突发性耳聋的诊断价值
闵小红 ,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朝阳医院

14:10-14:20 FP-013 中国健康婴儿和学龄前儿童咽部生长发育的形态学研究
仪晓立 , �首都儿科研究所附属儿童医院

14:20-14:30 FP-014 3D 高分辨磁共振血管壁成像评估突发性耳聋患者内耳血供的可行性研究
赵 慧 , �山东省眼耳鼻喉医院

14:30-14:40 FP-015 HRCT 及后处理技术在颞骨病变中的应用
邬小平 , �西安市中心医院

14:40-14:50 FP-016 小视野 DTI 和光学相干断层成像技术联合应用对原发性视网膜色素变性视网膜神经节细
胞轴突变化的研究
张艳秋 , �郑州大学人民医院（河南省人民医院）

14:50-15:00 FP-017 先天性耳聋听觉传导通路及语言中枢与人工耳蜗植入康复相关性的 DTI 研究
汪汉林 , �长江航运总医院·武汉脑科医院

15:00-15:10 FP-018 一种全面显示视网膜全层结构的新技术 ----X 线相位对比 CT 的初步研究
刘学焕 ,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友谊医院

15:10-15:20 FP-019 多期磁共振增强流出环征在甲状腺乳头状癌诊断中的价值
胡文娟 , �上海市闵行区中心医院

15:20-15:30 FP-020 搏动性耳鸣影像学
刘兆会 ,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同仁医院

15:30-15:40  茶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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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40-18:00 英文论文比赛 论文发言
主持人：满凤媛 ,�陈涓 ,�徐雷鸣 ,�蔡剑鸣 ,�邬海博

15:40-15:50 FP-021 Correlation between blood flow of arterial spin label and standardized uptake values in 18F-
FDG integrated PET/MR: preliminary results in oral cancer
陈 钰 , �北京协和医院

15:50-16:00 FP-022 Aberrant interhemispheric homotopic functional and structural connectivity in POAG
王 倩 ,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友谊医院

16:00-16:10 FP-023 Orbital benign and malignant lymphoproliferative disorders: differentiation using semi-quanti-
tative and quantitative analysis of dynamic contrast-enhanced magnetic resonance imaging
胡 昊 , �南京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16:10-16:20 FP-024 Lateralization effects on functional connectivity of the auditory network in patients with uni-
lateral pulsatile tinnitus as detected by functional MRI
吕 晗 ,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友谊医院

16:20-16:30 FP-025 The development and validation of a T2w-based radiomics signature for the preoperative dis-
crimination of stage I-II and stage III-IV head and neck squamous cell carcinoma
任继亮 ,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九人民医院

16:30-16:40 FP-026 Internal jugular vein compression: a study in healthy individuals
姜 雪 , �重庆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16:40-16:50 FP-027 Amide Proton Transfer (APT) Imaging in Head and Neck tumors: Initial Difference between 
Benignity and Malignancy
俞 璐 , �北京医院

16:50-17:00 FP-028 Assessment of Nonarteritic Anterior Ischemic Optic Neuropathy with Intravoxel Incoherent 
Motion Diffusion-weighted Imaging using Readout-segmented Echo-Planar Imaging, Parallel 
imaging and 2D Navigator-based Reacquisition
陆 平 , �复旦大学附属眼耳鼻喉科医院

17:00-17:10 FP-029 Intravoxel Incoherent Motion MR Imaging in the Differentiation between Benign and Malig-
nant Sinonasal Lesions: Comparison with Conventional Diffusion-Weighted MR Imaging
肖泽彬 , �复旦大学附属眼耳鼻喉科医院

17:10-18:00  专家点评
孙吉林 , �河北省人民医院
韩雪立 , �吉林大学第二医院
月 强 , �四川大学华西医院
岳松伟 , �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郝大鹏 , �青岛大学附属医院
满凤媛 , �中国人民解放军火箭军总医院
陈 涓 , �北京医院
徐雷鸣 , �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二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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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剑鸣 , 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
邬海博 , �北京大学第三医院

518
2017-10-14
08:30-10:10 专题讲座（眼部影像专场） 专题发言
主持人：罗德红 ,�苏丹柯

08:30-08:50 S-116 头颈部影像的基本功
王振常 ,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友谊医院

08:50-09:10 S-117 头颈部恶性肿瘤的影像组学现状与展望
陶晓峰 ,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九人民医院

09:10-09:30 S-118 高清弥散在视神经炎和视神经缺血性病变中的应用
沙 炎 , �复旦大学附属眼耳鼻喉科医院

09:30-09:50 S-119 眼眶淋巴增生性疾病的诊断思路
吴飞云 , �南京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江苏省人民医院 )

09:50-10:10 S-120 微线圈联合头线圈视神经高分辨 MR 成像
杨智云 , �中山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10:10-10:20  茶歇

10:20-12:00 专题讲座（耳部影像专场） 专题发言
主持人：唐桂波 ,�徐坚民

10:20-10:40 S-121 颞骨炎症性病变影像诊断
李松柏 , �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10:40-11:00 S-122 耳颞部高清弥散成像的原理、技术要点及应用
方哲明 , �福建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11:00-11:20 S-123 感音神经性耳聋的影像诊断思路
于文玲 ,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同仁医院

11:20-11:40 S-124 中枢性眩晕与影像学检查方法
陈正光 , �北京中医药大学东直门医院

11:40-12:00 S-125 头颈部影像诊断思路与技巧：如何减少误诊？
巩若箴 , �山东省医学影像学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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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30-15:10 专题讲座（鼻部与咽喉部影像专场） 专题发言
主持人：谢传淼 ,�邢伟

13:30-13:50 S-126 真菌性鼻窦炎的影像分析思路
鲜军舫 ,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同仁医院

13:50-14:10 S-127 0 嗅觉障碍相关疾病的影像学诊断
刘 筠 , �天津市人民医院

14:10-14:30 S-128 基于影像解剖头颈咽侧壁病变分析思路
欧陕兴 , �广州军区广州总医院

14:30-14:50 S-129 头颈癌影像组学研究设计思路及体会
张水兴 , �暨南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14:50-15:10 S-130 下咽及食管异物的急症 CT 诊断
张竹花 , �北京市协和医院

15:10-15:20  茶歇

15:20-18:00 专题讲座（颈部与颌面部影像专场） 专题发言
主持人：毕万利 ,�肖喜刚

15:20-15:40 S-131 结合临床视角分析颌面部肿瘤影像表现
杨军乐 , �西安市中心医院

15:40-16:00 S-132 颈部不同区域淋巴转移原发灶的寻找及影像学特征
夏 爽 , �天津市第一中心医院

16:00-16:20 S-133 甲状腺结节临床影像研究进展
李恒国 , �广州暨南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16:20-16:40 S-134 双能 CT 形态联合定量参数诊断 PTC 中央组淋巴结转移
韩 丹 , �昆明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16:40-17:00 S-135 小涎腺肿瘤的影像学诊断
周正荣 , �复旦大学附属肿瘤医院

17:00-17:20 S-136 颈血管鞘区淋巴组织病变的影像评价
陈自谦 , �南京军区福州总医院

17:20-17:40 S-137 医源性涎腺炎的临床与影像
谢 琦 , �广州市第一人民医院（华南理工大学第二附属医院）南沙医院

17:40-18:00 S-138 颞下颌关节紊乱的功能磁共振成像研究
潘 初 , �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同济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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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9
2017-10-13
13:30-15:32 传承创新 心胸共享 专题发言和论文发言
主持人：胡春洪 ,�张立娜

13:30-13:50 S-139 Imaging of mediastinal tumor
J W Song, �Asan�Medical�Center

13:50-14:10 S-140 非结节肺癌的 CT 诊断
叶剑定 , �上海交通大学附属胸科医院

14:10-14:30 S-141 心血管磁共振新技术
赵世华 , �中国医学科学院阜外医院

14:30-14:50 S-142 早期肺癌筛查国内外动态与思考
吴 宁 ,�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医院

14:50-14:58 FP-030 纯磨玻璃密度肺腺癌浸润相关风险因素的量化管理研究
金 梅 ,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友谊医院

14:58-15:06 FP-031 2488 例低剂量 CT 早期肺癌筛查初步研究
何欣源 ,�上海市公共卫生临床中心 / 复旦大学附属公共卫生临床中心

15:06-15:14 FP-032 计算机辅助定量分析对混杂磨玻璃密度肺结节病理类型的诊断价值
涂文婷 , �第二军医大学附属长征医院

15:14-15:32 FP-033 磁共振 feature tracking 初步评价稳定期 COPD 患者心肌形变
张 晨 , �大连大学附属中山医院

15:32-15:55  茶歇

15:55-17:51 心胸学组 - 第一单元 专题发言和论文发言
主持人：罗良平 ,�杨旗

15:55-16:15 S-143 特殊肺感染
宋 伟 , �北京协和医院

16:15-16:35 S-144 肺部疾病的肺内分布区域倾向性
赵绍宏 ,�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 (301 医院 )

16:35-16:55 S-145 CMR 在心衰评估中的应用
刘 辉 , �中南大学湘雅二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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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55-17:15 S-146 心肌 ECV 评价：CT 有没有潜力？
徐 磊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安贞医院

17:15-17:35 S-147 CT 心肌灌注成像：临床应用于进展
张佳胤 , �上海交通大学附属第六人民医院

17:35-17:43 FP-034 心脏磁共振在儿童病毒性心肌炎的应用价值
胡 文 , �西安市儿童医院

17:43-17:51 FP-035 智能期相选择和自动追踪冻结技术联合应用在冠状动脉 CT 血管成像改善图像运动伪影
中的价值
王庆国 , �上海交通大学附属第一人民医院

619
2017-10-14
08:00-10:20 心胸学组 - 第二单元 专题发言
主持人：伍筱梅 ,�邹利光

08:00-08:20 S-148 肺磨玻璃结节随访策略
刘挨师 , �内蒙古医科大学附属医院

08:20-08:40 S-149 肺曲霉菌病空气新月征的影像特点和鉴别诊断
赵振军 , �华南理工大学附属广东省人民医院

08:40-09:00 S-150 急性主动脉 A 型夹层：CT 新证据
郑敏文 , �空军军医大学西京医院

09:00-09:20 S-151 肺部嗜酸性肉芽肿性多血管炎的 CT 表现
曾庆思 ,�广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09:20-09:40 S-152 心肌缺血再灌注损伤的 MR 评价研究进展
侯 阳 , �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盛京医院

09:40-10:00 S-153 肺内多发实质性病变的影像诊断思维
于 红 , �上海交通大学附属胸科医院

10:00-10:20 S-154 呼吸系统疾病的来源、解剖、病理及影像的临床思维培养
王仁贵 ,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世纪坛医院

10:20-12:04 心胸学组 - 第三单元 专题发言和论文发言
主持人：于薇 ,�杜祥颖

10:20-10:40 S-155 CVI MRI 后处理软件解读
胡红杰 , �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邵逸夫医院

10:40-11:00 S-156 磁共振诊断心肌炎的光与影
李 东 , �天津医科大学总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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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0-11:20 S-157 壁冠状动脉及其与冠状动脉粥样硬化性心脏病的相关分析
成官迅 , �北京大学深圳医院

11:20-11:40 S-158 肺栓塞 CT 研究现状与进展
张龙江 , �南京军区南京总医院

11:40-11:48 FP-036 颈动脉斑块的 MRI 检测及与冠脉狭窄的相关性研究
赵新湘 , �昆明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

11:48-11:56 FP-037 系统性轻链型心脏淀粉样变心肌形变的 3.0 T 心 脏磁共振组织追踪技术研究
李 睿 , �川北医学院附属医院

11:56-12:04 FP-038 T1 mapping 及 ECV 评估急性 STEMI 患者再灌注后局部微循环障碍对左室非梗死区心肌
重构的影响
马 跃 , �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盛京医院

13:30-15:26 心胸学组 - 第四单元 专题发言和论文发言
主持人：郭顺林 ,�叶兆祥

13:30-13:50 S-159 MR 在小肺癌早期诊断与疗效判断中的应用
施裕新 , �复旦大学附属公共卫生临床中心

13:50-14:10 S-160 胸部血管性疾病浅析
武志峰 , �山西医科大学

14:10-14:30 S-161 空洞样 GGO 再认识
陈宏伟 , �西安交通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14:30-14:50 S-162 CMR 成像用于肿瘤心脏病学中的临床研究
李智勇 , �大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14:50-15:10 S-163 放射组学模型判别肺癌 CT 筛查结节良恶性
柳学国 , �中山大学附属第五医院

15:10-15:18 FP-039 原发性肺浸润型黏液腺癌的 CT 及临床病理特征分析
聂 凯 , �第二军医大学附属长征医院

15:18-15:26 FP-040 双能量 CT 的定量分析对磨玻璃结节的浸润性影像诊断价值
杨 杨 , �大连大学附属中山医院

15:26-15:55  茶歇

15:55-17:55 心胸学组 - 第五单元 专题发言和论文发言
主持人：张同 ,�张永高

15:55-16:15 S-164 肺结节性质计算机智能诊断系统
贺 文 ,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友谊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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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15-16:35 S-165 循环系统中的先心病的 CT 诊断思路
王锡明 ,�山东省医学影像学研究所

16:35-16:55 S-166 周围型肺腺癌胸膜 CT 表现及其临床意义
史河水 , �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协和医院

16:55-17:15 S-167 白血病肺部侵润的影像诊断及鉴别诊断
林 艳 , �汕头大学医学院第二附属医院

17:15-17:23 FP-041 肺硬化性肺泡细胞瘤 CT 增强影像学特征分析
刘 靖 , �第二军医大学附属长征医院

17:23-17:31 FP-042 同时性多原发 I 期非小细胞肺癌：CT 表现及第七、八版 TNM 分期对其预后的比较
李靖煦 , �广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17:31-17:39 FP-043 三维 CT 直方图分析联合 SUVmax 对肺腺癌淋巴结转移的预测价值
李 琼 , �第二军医大学附属长征医院

17:39-17:47 FP-044 肺结节和 CT 筛查
陶广昱 , �上海市胸科医院

17:47-17:55 FP-045 表现为空腔样肺腺癌影像特征及病理对照
施珏倩 , �上海市胸科医院



38

乳
腺
学
组

乳腺学组

515
2017-10-13
13:30-15:10 乳腺论坛 专题发言
主持人：彭卫军 ,�汪登斌 ,�刘佩芳

13:30-13:35  欢迎致辞
周纯武 , �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医院

13:35-13:40  欢迎致辞
罗娅红 , 辽宁省肿瘤医院

13:40-13:45  欢迎致辞
刘士远 , 第二军医大学附属长征医院

13:45-14:10 S-168 Breast imaging in the modern era: personalized screening
Anne Morris Elizabeth, �Memorial�Sloan-Kettering�Cancer�Center

14:10-14:35 S-169 Breast MRI:Current and future use
K. Kuhl Christiane, �University�of�Aachen

14:35-15:00 S-170 The different false negative situations occur in different breast modalities
潘慧本 , �高雄荣民总医院

15:00-15:10  讨论提问

15:10-15:15  茶歇

15:15-17:55 乳腺论坛 专题发言
主持人：于韬 ,�杨晓棠

15:15-15:35 S-171 MRI 与乳腺癌分子亚型相关性的研究
罗娅红 , �辽宁省肿瘤医院

15:35-15:55 S-172 双模式断层融合成像在乳腺疾病诊断中的应用
彭卫军 , �复旦大学附属肿瘤医院

15:55-16:15 S-173 多灶多中心性乳腺癌的 MRI 表现
汪登斌 ,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新华医院

16:15-16:35 S-174 乳房成形术后影像学表现
刘佩芳 , �天津医科大学肿瘤医院

16:35-16:55 S-175 乳腺病灶环形强化的征象认识和临床意义解析
杨 帆 , �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协和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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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55-17:15 S-176 乳腺 MR 扫描规范
秦乃姗 , �北京大学第一医院

17:15-17:35 S-177 DKI 及 IVIM 在乳腺病变诊断中的价值
李 静 , �江苏省中医院

17:35-17:55 S-178 基于 MRI BI-RADS 描述的乳腺 X 线增强报告规范初探
顾雅佳 , �复旦大学附属肿瘤医院

515
2017-10-14
08:00-10:00 乳腺论坛 专题发言
主持人：赵继红 ,�曹崑

08:00-08:20 S-179 副乳病变影像表现及鉴别诊断
刘万花 , �东南大学附属中大医院

08:20-08:40 S-180 乳腺皮肤疾病的 X 线影像观察
何之彦 , �上海交通大学附属第一人民医院

08:40-09:00 S-181 乳腺 X 线上不对称致密影的评价及处理对策
余建群 , �四川大学华西医院

09:00-09:20 S-182 乳腺高空间分辨率结合高时间分辨率动态增强杂合序列初探
姜 蕾 , �北京医院

09:20-09:40 S-183 数字乳腺断层融合技术在乳腺黏液癌诊断中的应用评估
林 青 , �青岛大学医学院附属医院

09:40-10:00 S-184 乳腺叶状肿乳腺叶状肿瘤的影像病理相关性瘤的影像病理相关性
张 伟 , �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盛京医院

10:00-12:00 乳腺论坛 专题发言
主持人：刘玉林 ,�黎庶

10:00-10:20 S-185 乳腺 BPE 与月经周期及乳腺良恶性病变的相关研究
丁莹莹 , �云南省肿瘤医院

10:20-10:40 S-186 乳腺 X 线 BI-RADS 分类及其在乳腺癌诊断中的价值
李功杰 , �解放军三 0 七医院

10:40-11:00 S-187 动态增强 MR 扫描在降低非肿块型乳腺保乳术切缘阳性率中的价值
李相生 , �空军总医院

11:00-11:20 S-188 乳腺癌影像组学研究策略简析
陈宝莹 , �第四军医大学第二附属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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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20-11:40 S-189 影像在乳腺癌前哨淋巴结显像中的价值
谭红娜 , �河南省人民医院

11:40-12:00 S-190 腋窝淋巴结状态异常的影像学分析
马 捷 , �深圳市人民医院

13:30-14:30 优秀论文发言 论文发言
主持人：杨帆 ,�程流泉

13:30-13:36 FP-046 数字乳腺断层结合合成二维图像对乳腺病变的鉴别诊断价值
尤 超 , �复旦大学附属肿瘤医院

13:36-13:42 FP-047 基于乳腺 FFDM 及超声图像结合 logistics 回归分析建立肿块型病变良恶性评分模型
何子龙 , �南方医科大学南方医院

13:42-13:48 FP-048 he medial infiltration of breast hydrophilic polyaryamide gel（PAAG）by 3.0T MR
丁 宁 , �北京协和医院

13:48-13:54 FP-049 Ktrans 联合 ADC 值对乳腺浸润性导管癌及乳腺腺病合并纤维腺瘤的鉴别诊断价值
张建新 , �山西省肿瘤医院

13:54-14:00 FP-050 Differential diagnosis for clustered ring enhancement lesions on breast MRI
王丽君 ,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新华医院

14:00-14:06 FP-051 乳腺派杰氏病：乳腺 X 线、超声及磁共振图像与病理相关性研究
刘雪静 , �天津医科大学肿瘤医院

14:06-14:12 FP-052 DCE-MRI 在乳腺病变诊断中的价值
付芳芳 , �河南省人民医院

14:12-14:18 FP-053 Imaging of breast fat-containing lesion with review of literature
钱李娟 , �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协和医院

14:18-14:24 FP-054 老年女性乳腺乳头状癌影像学特点与病理学特点分析
贺 帅 ,�辽宁省肿瘤医院

14:24-14:30 FP-055 多模态纳米探针在 HR2 阳性乳腺癌 HER2 受体密度的体内评价的应用
洛小珺 , �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医院

14:30-16:30 “乳影谁行”读片大赛
主持人：周纯武 ,�罗娅红 ,�杨帆

14:30-16:30  读片对抗赛（红队队长：顾雅佳；蓝队队长：刘佩芳）
顾雅佳 ,�复旦大学附属肿瘤医院
刘佩芳 , 天津医科大学肿瘤医院



41

Program 
2017 年 10 月 12-15 日 October 12-15, 2017

腹
部
学
组

腹部学组

618
2017-10-13
13:30-14:30 “腹部影像——经典与前沿”专家讲座 专题发言
主持人：李宏军 ,�沈文

13:30-14:00 S-191 Imaging of abdominal and pelvic lymph nodes with special attention to lymphatic pathways
Joseph Lee, �University�of�North�Carolina

14:00-14:30 S-192 Multihance in the management of incidental focal liver lesion
Giovanni Morana, �University�of�Verona

14:30-15:35 莫迪司肝脏专家共识专题分享 专题发言
主持人：宋彬

14:30-15:00 S-193 莫迪司肝脏规范化临床应用专家共识介绍
王海屹 , �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

15:00-15:30 S-194 莫迪司专家共识的解读
曹代荣 , �福建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15:30-15:35  总结发言
宋 彬 , 四川大学华西医院

15:35-15:55  茶歇

15:55-18:00 腹部学组 - 第一单元 专题发言和论文发言
主持人：邓丽萍 ,�伍兵 ,�姚晋

15:55-16:20 S-195 胰腺恶性囊性病变的诊断与鉴别
陈克敏 ,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瑞金医院

16:20-16:45 S-196 胰腺结核的影像诊断思路
梁宗辉 ,�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静安分院

16:45-17:10 S-197 胰腺肿瘤诊断中的假性征象辨析
刘文亚 , �新疆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17:10-17:20 FP-056 多模态 MR 参数预测术后胰瘘的风险分析
纪若云 , �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盛京医院

17:20-17:30 FP-057 The value of posterior pararenal space involvement on early-stage computed tomography for 
predicting prognosis of acute kidney injury following severe acute pancreatitis
汪 翊 , �四川大学华西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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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30-17:40 FP-058 Image characteristic of simultaneous-multislice (SMS)-accelerated diffusion-weighted image 
with higher spatial resolution: a comparison with conventional DWI in neuroendocrine neo-
plasms liver metastases patients
徐 佳 , �北京协和医院

17:40-17:50 FP-059 腹部多器官影像组学对糖尿病发病的诊断及预测
卢春强 , �东南大学附属中大医院

17:50-18:00 FP-060 增强 CT 纹理特征在预测肝细胞肝癌术后早期复发的可行性分析
王慧慧 , �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医院

618
2017-10-14
08:00-10:00 腹部学组 - 第二单元 专题发言和论文发言
主持人：贾宁阳 ,�安维民 ,�饶圣祥

08:00-08:20 S-198 肝脏转移瘤影像学评估
李宏军 ,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佑安医院

08:20-08:40 S-199 动物脂肪肝影像学研究进展
焦 俊 ,�贵州医科大学附属医院

08:40-09:00 S-200 MR 在子宫恶性肿瘤临床诊治中的价值
刘剑羽 , �北京大学第三医院

09:00-09:20 S-201 女性生殖道畸形的 MR 诊断
王 青 , �山东大学齐鲁医院

09:20-09:30 FP-061 CT Spectral Imaging in Hepatic Vessels: What Is the Optimal Energy Level for Displaying 
Vessels?
高 璐 , �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

09:30-09:40 FP-062 钆塞酸二钠增强磁共振 T1 mapping 与超声二维剪切波弹性成像评价 显著肝纤维化的比
较研究
杨 丽 , �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

09:40-09:50 FP-063 Liver Fibrosis Detection and Staging: A Comparative Study of T1ρ MR Imaging and 2D 
Real-time Shear-wave Elastography
李若坤 ,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瑞金医院

09:50-10:00 FP-064 移植肝排斥反应的 CT、MRI 表现
谢佩怡 , �中山大学附属第六医院

10:00-10:10  茶歇

10:10-12:00 腹部学组 - 第三单元 专题发言和论文发言
主持人：陈天武 ,�陈勇 ,�唐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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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0-10:30 S-202 结肠血管性病变 MSCT 表现
胡道予 , �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同济医院

10:30-10:50 S-203 能谱 CT 消化系统疾病临床应用现状和前景
高剑波 , �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10:50-11:10 S-204 CT 对急性肠系膜上静脉血栓形成所致小肠缺血的预测评价
孙浩然 , �天津医科大学总医院

11:10-11:20 FP-065 多层螺旋 CT 测量胃癌肿块体积与术后病理淋巴血管受侵及 T 分期的关系
李 杭 , �四川省人民医院

11:20-11:30 FP-066 CT findings used in diagnosis of gastric bare area invasion: potential prognostic factors for 
proximal gastric carcinoma
孙瑞佳 , �北京大学肿瘤医院

11:30-11:40 FP-067 Esophageal carcinoma: in vivo evaluation with high-spatial-resolution MR imaging by using 
ex vivo MR imaging-matched histopathological findings as the reference standard
魏 毅 , �四川大学华西医院

11:40-11:50 FP-068 Risk stratification of gastrointestinal stromal tumors assessed by quantitative texture analysis 
based on dual-energy CT: a preliminary study
刘婧娟 , �北京协和医院

11:50-12:00 FP-069 Abdominal CT : application of half-dose spectral CT based on the automatic spectral imaging 
mode selection and adaptive statistical iterative reconstruction(ASIR) in patients with High 
BMI Values
赵慧萍 , �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13:30-15:40 腹部学组 - 第四单元 专题发言和论文发言
主持人：肖文波 ,�谭艳 ,�雷军强

13:30-13:50 S-205 肾脏乏脂肪的血管平滑肌脂肪瘤 MRI 诊断
章士正 , �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邵逸夫医院

13:50-14:10 S-206 肾脏实性肿瘤的影像学诊断思路
杨正汉 ,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友谊医院

14:10-14:30 S-207 肾盂尿路上皮癌影像诊断
孙 丛 , �山东省医学影像学研究所

14:30-14:50 S-208 肾上腺疾病影像诊断分析思路
李文政 , �中南大学湘雅医院

14:50-15:00 FP-070 小视野扩散加权成像表观扩散系数直方图鉴别透明细胞肾癌与非透明细胞肾癌的价值
李浩杰 , �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同济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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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00-15:10 FP-071 MRI 定量参数在凶险性前置胎盘胎盘成熟度分级诊断中的应用价值
邓 明 ,�武汉大学中南医院

15:10-15:20 FP-072 前列腺移行带、外周带中癌和非癌组织扩散峰度成像的可行性和可重复性研究
钟 燕 , �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

15:20-15:30 FP-073 基于 mpMRI 的 PI-RADS 与 MRI/TRUS 融合引导靶向穿刺相结合对前列腺癌的检出价值
王希明 , �苏州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15:30-15:40 FP-074 Adrenal incidentaloma: texture analysis based on pre-enhanced CT images can differentiate 
subclinical pheochromocytoma from fat-poor adrenal adenoma effectively
易小平 , �中南大学湘雅医院

15:40-15:50  茶歇

15:50-18:00 腹部学组 - 第五单元 专题发言和论文发言
主持人：朱绍成 ,�姜慧杰 ,�张铎

15:50-16:10 S-209 副结瘤的 MRI 表现与诊断思路
叶慧义 , �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

16:10-16:30 S-210 磁共振弹力成像在腹部病变诊断应用进展
王 劲 , �中山大学附属第三医院

16:30-16:50 S-211 腹部大血管非增强 MRA 常用序列及临床应用
任 克 , �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16:50-17:10 S-212 Revolution CT 腹部一站式检查
刘爱连 , �大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17:10-17:20 FP-075 Diagnostic performance of apparent diffusion coefficient and T2 relaxation time value for pre-
dicting histological grade of hepatocellular carcinoma
曹立坤 , �四川大学华西医院

17:20-17:30 FP-076 Gd-EOB-DTPA enhanced MR T1 mapping in the prospective assessment of postoperative 
liver function: compared with the Model for End-Stage Liver Disease
段 婷 , �四川大学华西医院

17:30-17:40 FP-077 Non-contrast Enhanced Magnetic Resonance Angiography: A Reliable Clinical Tool for Eval-
uating Transplant Renal Artery Stenosis
余元蒙 , �南京军区南京总医院

17:40-17:50 FP-078 肝脏特异性对比增强 MRI 预测肝细胞癌微血管侵犯的研究
黄梦琪 , �中山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17:50-18:00 FP-079 Evaluation of histologic grade of hepatocellular carcinoma using intravoxel incoherent motion 
and combination with AFP levels
单群刚 , �中山大学附属第三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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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7
2017-10-13
13:30-13:40 领导致辞
主持人：袁慧书

13:40-15:40 中法骨肌影像论坛 专题发言
主持人：徐文坚 ,�程晓光

13:40-14:10 S-213 Imaging the Spine with EOS
Antoine Feydy, �Paris�Descartes�University

14:10-14:40 S-214 Imaging and Treating Extreme Spinal Curves in Children and Adolescents: New Techniques 
and Strategies
Raphaë l VIALLE, �Universit�Pierre�et�Marie�Curie

14:40-15:10 S-215 各类影像技术对诊断骶髂关节炎的价值探讨
李小明 , �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同济医院

15:10-15:40 S-216 类风湿关节炎的综合影像学评价
陈 爽 , �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

16:00-18:00 中放 REACH 多学科病例讨论 专题发言
主持人：袁慧书 ,�田军

16:00-16:25 S-217 穿刺活检对诊断骨肿瘤的病理诊断价值及风险对策
张惠箴 , �上海交通大学附属第六人民医院

16:25-16:50 S-218 骨肿瘤的外科治疗原则及方法
杨庆诚 , �上海交通大学附属第六人民医院

16:50-17:15 S-219 骨肉瘤新辅助化疗疗效评估方法及进展
姚伟武 , �上海交通大学附属第六人民医院

17:15-18:00  病例讨论
张惠箴 , �上海交通大学附属第六人民医院
杨庆诚 , �上海交通大学附属第六人民医院
姚伟武 , �上海交通大学附属第六人民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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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7
2017-10-14
08:30-10:10 骨肌论坛 专题发言
主持人：崔建岭 ,�许建荣

08:30-08:55 S-220 骨脉管源性肿瘤的诊断与鉴别
丁建平 , �杭州师范大学附属医院

08:55-09:20 S-221 肿瘤性骨软化症的影像诊断
张朝晖 , �中山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09:20-09:45 S-222 伴骨内气体的常见病变及临床影像学特点
刘吉华 , �青岛大学附属医院

09:45-10:10 S-223 骨小圆细胞肿瘤影像学
强永乾 , �西安交通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10:10-10:20  茶歇

10:30-12:10 骨肌论坛 专题发言
主持人：曾献军 ,�王晨光

10:30-10:55 S-224 糖尿病足影像学研究
李绍林 , �中山大学附属第五医院

10:55-11:20 S-225 经皮椎体后凸成形术后近远期并发症的相关危险因素分析
邹月芬 , �南京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11:20-11:45 S-226 干骺端病变影像诊断及鉴别诊断
余 卫 , �北京协和医院

11:45-12:10 S-227 骨髓微结构的 IVIM 研究及组织学基础
牛金亮 , �山西医科大学第二医院

13:30-14:45 骨肌论坛 专题发言
主持人：柳林 ,�常晓丹

13:30-13:55 S-228 骨关节影像投稿策略
贺光军 ,�《磁共振成像》杂志社

13:55-14:20 S-229 腕三角纤维软骨复合体（TFCC）损伤的改良分型及 MR 特点
白荣杰 , �北京积水潭医院

14:20-14:45 S-230 不稳定性脊柱创伤影像诊断进展
葛英辉 , �河南省人民医院

14:45-15:05  茶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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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05-16:20 骨肌论坛 专题发言
主持人：龚向阳 ,�龚沈初

15:05-15:30 S-231 腰椎术后 MRI 与 CTM 影像表现与临床相关性
陈建宇 , �中山大学附属孙逸仙医院

15:30-15:55 S-232 骨髓病变：基于骨髓 MRI 信号变化规律分析
潘诗农 , �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盛京医院

15:55-16:20 S-233 儿童常见四肢关节损伤的核磁共振表现
于静红 , �内蒙古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

16:20-16:40  茶歇

16:40-18:00 骨肌论坛 论文发言
主持人：雷新玮 ,�宋英儒

16:40-16:50 FP-080 中性脂肪沉积病受累肌肉脂肪浸润的 MRI 半定量研究
杨海涛 , �重庆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16:50-17:00 FP-081 The Study of DCE-MRI Evaluate Preoperative Chemotherapy in Patients with Osteosarcoma
郝跃文 , �空军军医大学西京医院

17:00-17:10 FP-082 Preliminary assessment of diagnostic value in lumbar intervertebral disc degeneration with 
MR T1rho imaging
李 丹 , �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协和医院

17:10-17:20 FP-083 IVIM 在脊柱恶性肿瘤与结核鉴别诊断的价值研究
肖继杰 , �南方医科大学第三附属医院

17:20-17:30 FP-084 超短回波时间技术在腰椎间盘软骨终板成像中的初步应用
陈 宁 , �北京大学第三医院

17:30-17:40 FP-085 Investigation on the prevalence of lumbar spondylolisthesis in middle - aged elderly in main-
land China
陈玲珑 , �南昌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17:40-17:50 FP-086 Longitudinal assessment of oxytocin efficacy on bone and bone marrow fat masses in a rabbit 
osteoporosis model through 3.0-T magnetic resonance spectroscopy and micro-CT
邱裕友 , �上海市第十人民医院

17:50-18:00 FP-087 第三代双源双能量 CT 虚拟去钙技术对胸腰椎骨髓水肿检测的初步研究
王 林 , �南通市第一人民医院（南通大学医学院第二附属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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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1
2017-10-13
13:30-15:30 关爱儿童健康 医学影像随行（一） 专题发言
主持人：钟玉敏 ,�张新荣

13:30-13:50 S-234 Optimization of Pediatric MR Neuro Imaging
David S Enterline, �Duke�University

13:50-14:10 S-235 儿科影像诊断漏诊分析
朱 铭 ,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上海儿童医学中心

14:10-14:30 S-236 儿童颅神经疾病 MRI 表现
李 欣 , �天津市儿童医院

14:30-14:50 S-237 儿童罕见病影像学诊断与分析
邵剑波 ,�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武汉儿童医院

14:50-15:10 S-238 胎儿脑室扩张 MRI 诊断及临床
宁 刚 , �四川大学华西第二医院

15:10-15:30 S-239 影像检查在原发性中枢神经系统血管炎诊断中的应用
叶滨宾 , �广州市妇女儿童医疗中心

15:30-15:50  茶歇

15:50-18:02 关爱儿童健康 医学影像随行（二） 专题发言和论文发言
主持人：乔中伟 ,�尹传高

15:50-16:10 S-240 儿童虐待性颅脑外伤的影像认识
彭 芸 ,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儿童医院

16:10-16:30 S-241 儿童视网膜母细胞瘤影像诊断与介入多学科综合治疗
张 靖 , �广州市妇女儿童医疗中心

16:30-16:50 S-242 耳源性眩晕的影像表现
李玉华 ,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新华医院

16:50-17:10 S-243 小儿基底节丘脑对称性受累病变的影像诊断
严志汉 , �温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

17:10-17:30 S-244 MR 在胎儿神经系统疾病诊断的价值
张小安 , �郑州大学第三附属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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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30-17:38 FP-088 小儿一站式 CT 尿路、血管造影的技术可行性研究
杨秀军 , �上海市儿童医院

17:38-17:46 FP-089 胎儿肾脏肿瘤性病变的 MRI 诊断及鉴别诊断
兰为顺 , �湖北省妇幼保健院

17:46-17:54 FP-090 离体胎儿髋关节发育规律的 MRI 研究
刘鸿圣 , �广州市妇女儿童医疗中心

17:54-18:02 FP-091 儿童朗格汉斯细胞组织细胞增生症胸腺 CT 影像表现
彭雪华 , �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武汉儿童医院

431
2017-10-14
08:00-10:04 关爱儿童健康 医学影像随行（三） 专题发言和论文发言
主持人：朱铭 ,�张增俊

08:00-08:20 S-245 儿童肝脏脉管性病变的影像诊断
钟玉敏 ,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上海儿童医学中心

08:20-08:40 S-246 多模态磁共振成像在幼儿不明原因语言发育落后的大脑结构及功能改变的研究现状及进
展
肖江喜 , �北京大学第一医院

08:40-09:00 S-247 小儿自身免疫性脑炎临床与 MR 分析
张晓凡 , �哈尔滨市儿童医院

09:00-09:20 S-248 新生儿脑损伤多模态影像
乔中伟 , �复旦大学附属儿科医院

09:20-09:40 S-249 儿童脑基底神经节病变的影像表现和分析思路
袁新宇 , �首都儿科研究所附属儿童医院

09:40-09:48 FP-092 Impact of iterative model reconstruction combined with dose reduction on the image quality 
of head and neck CT angiography for pediatric patients
程勃超 , �四川大学华西第二医院

09:48-09:56 FP-093 Diffusional Kurtosis Imaging of Kidneys in Children with Chronic Kidney Disease: Initial Re-
sults
温 洋 ,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儿童医院

09:56-10:04 FP-094 局灶性皮层发育不良 MR 表现
陈 静 , �天津市儿童医院

10:04-10:20  茶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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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0-12:04 关爱儿童健康 医学影像随行（四） 专题发言和论文发言
主持人：李玉华 ,�张欣贤

10:20-10:40 S-250 儿童咳血的影像诊断
何 玲 , �重庆医科大学附属儿童医院

10:40-11:00 S-251 儿童横纹肌肉瘤介入治疗效果评价
赖 灿 , �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儿童医院

11:00-11:20 S-252 神经节细胞源性肿瘤影像诊断与神经母细胞瘤的转归
范 淼 , �中山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11:20-11:40 S-253 少见肾区囊性病变的影像解读
马 睿 , �山东省医学影像学研究所

11:40-11:48 FP-095 三侧性视网膜母细胞瘤的临床及 MRI 表现
陈淑贤 ,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新华医院

11:48-11:56 FP-096 儿童髓母细胞瘤不典型 CT 及 MR 表现
黄明霞 , �西安市儿童医院

11:56-12:04 FP-097 Changes in brain morphology in children and adolescent with type 1 diabetes mellitus.
刘 锟 , �温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

13:30-15:42 关爱儿童健康 医学影像随行（五） 专题发言和论文发言
主持人：张体江 ,�侯振洲

13:30-13:50 S-254 新生儿胆红素脑病磁共振波谱在苍白球的特征分析
盛 茂 , �苏州大学附属儿童医院

13:50-14:10 S-255 复杂先心病治疗中影像技术的应用
黄美萍 , �华南理工大学附属广东省人民医院

14:10-14:30 S-256 儿童中的肺栓塞
谢 晟 , �中日医院

14:30-14:50 S-257 儿童胸壁肿瘤的影像分析
刘 鑫 , �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盛京医院

14:50-15:10 S-258 儿童咽鼓管解剖特点及发育规律的影像学分析
石 浩 , �昆明市儿童医院

15:10-15:18 FP-098 CT 肝脏功能分段在儿童肝母细胞瘤分期及治疗评价中的应用价值研究
周 莺 ,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上海儿童医学中心

15:18-15:26 FP-099 MRI 在胎儿颅脑先天畸形诊断的应用
赵 鑫 , �郑州大学第三附属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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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26-15:34 FP-100 3.0T 磁共振多体素波谱对无形态学改变的儿童颞叶癫痫患者的应用价值
朱 凯 , �哈尔滨市儿童医院

15:34-15:42 FP-101 幼年特发性关节炎踝关节受累的 MRI 评估
杨 洋 , �首都儿科研究所附属儿童医院

15:42-15:55  茶歇

15:55-18:03 关爱儿童健康 医学影像随行（六） 专题发言和论文发言
主持人：张皓 ,�徐昕

15:55-16:15 S-259 儿童眼眶病变影像诊断分析思路
燕 飞 ,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同仁医院

16:15-16:35 S-260 MSCT 在婴幼儿先天性心脏病诊断中的临床应用初探
周作福 , �福建省妇幼保健院

16:35-16:55 S-261 不同影像检查在新生儿食管闭锁与食管气管瘘中的应用
丁 山 , �江西省儿童医院

16:55-17:15 S-262 癫痫的脑功能成像研究进展
曾洪武 , �深圳市儿童医院

17:15-17:23 FP-102 并发消化道出血的先天性门体分流的影像特征
龚 英 , �复旦大学附属儿科医院

17:23-17:31 FP-103 儿童朗格汉斯细胞组织细胞增生症的胸部影像学表现
张 黎 , �重庆医科大学附属儿童医院

17:31-17:39 FP-104 BOLD-fMRI 技术应用于先天性内斜视的研究进展
杨 豪 , �湖南省儿童医院

17:39-17:47 FP-105 儿童髓母细胞瘤与其它后颅窝肿瘤的鉴别诊断
杨兴惠 , �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儿童医院

17:47-17:55 FP-106 新生儿先天性细小结肠症的造影技巧及病因诊断分析
贾慧惠 , �苏州大学附属儿童医院

17:55-18:03 FP-107 MSCT 低剂量扫描技术在婴幼儿气道异物检查中的应用
陈霞平 , �福建省妇幼保健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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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0
2017-10-13
13:30-13:50 介入开场致辞
主持人：王忠敏

13:30-13:35  欢迎致辞
姜卫剑 , �中国人民解放军火箭军总医院

13:35-13:40  欢迎致辞
滕皋军 , 东南大学附属中大医院

13:40-13:50  欢迎致辞
徐 克 , 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13:50-15:30 个体化与规范化 专题发言
主持人：田建明 ,�程永德 ,�王建华

13:50-14:10 S-263 介入人的卓越梦想
姜卫剑 , �中国人民解放军火箭军总医院

14:10-14:30 S-264 下肢动脉闭塞性病变的介入治疗
单 鸿 , �中山大学附属第五医院

14:30-14:50 S-265 生物可降解支架研究进展
程英升 , �上海交通大学附属第六人民医院

14:50-15:10 S-266 2017 美国 SIR 年会主题内容及亮点解读
郑传胜 , �武汉协和医院

15:10-15:30 S-267 肝硬化门静脉血栓形成的危险因素和 TIPS 治疗
韩国宏 , �空军军医大学西京医院

15:30-15:40  茶歇

15:40-18:10 介入论坛（一） 专题发言
主持人：邹英华 ,�李天晓 ,�董伟华

15:40-16:00 S-268 介入分子影像学在 TIPS 中的应用
杨晓明 , �University�of�Washington�School�of�Medicine

16:00-16:20 S-269 HIFU lysis of hematoma
Wayne Monsky, �University�of�Washington�School�of�Medici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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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20-16:40 S-270 BRTO and BATO for gastric and ectopic varice
Christopher lngraham, �University�of�Washington�School�of�Medicine

16:40-17:00 S-271 脑动脉瘤影像诊断和介入治疗进展
李明华 , �上海交通大学附属第六人民医院

17:00-17:20 S-272 肾肿瘤，介入治疗不可忽视的单病种
郭 志 , �天津医科大学肿瘤医院

17:20-17:40 S-273 急性下肢动脉闭塞的介入治疗
顾建平 , �南京市第一医院

17:40-18:00 S-274 膝下动脉病变特点和治疗策略
钟红珊 , �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18:00-18:10  专家点评
黄祥龙 , �上海华山医院
杨 宁 , �中国医学科学院北京协和医院
王 峰 , �大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刘瑞宝 , �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肿瘤医院
郭金和 , �东南大学附属中大医院
张跃伟 , �北京清华长庚医院
欧阳强 ,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新华医院
范新东 ,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九人民医院
李文涛 , �复旦大学附属肿瘤医院

620
2017-10-14
08:00-10:10 介入论坛（二） 专题发言
主持人：茅爱武 ,�杨维竹 ,�孙钢

08:00-08:20 S-275 出血性疾病与介入诊疗的相融性
向 华 , �湖南省人民医院

08:20-08:40 S-276 TIPS 培训的任务与挑战
李 肖 , �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医院

08:40-09:00 S-277 经皮腔内血管成形术在透析患者肿胀手综合征应用
吕维富 , �安徽省立医院

09:00-09:20 S-278 介入治疗辐射防护问题与对策
倪才方 , �苏州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09:20-09:40 S-279 消融技术在肿瘤介入治疗中的策略和全程化管理
肖越勇 ,�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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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9:40-10:00 S-280 前列腺动脉栓塞术治疗良性前列腺增生
施海彬 , �南京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10:00-10:10  专家点评
卢再鸣 , �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盛京医院
黎海亮 , �河南省肿瘤医院
王建波 , �上海交通大学附属第六人民医院
尚鸣异 , �上海市同仁医院
王精兵 ,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九人民医院
沈加林 ,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仁济医院
袁 敏 , �上海市公共卫生临床中心
张家兴 , �同济大学附属第十人民医院

10:10-10:20  茶歇

10:20-12:10 介入论坛（三） 专题发言
主持人：陆骊工 ,�李茂全 ,�任伟新

10:20-10:40 S-281 经门脉途径的介入
颜志平 , �上海中山医院

10:40-11:00 S-282 急性主髂动脉闭塞的介入治疗
周 石 , �贵阳医学院附属医院

11:00-11:20 S-283 载药微球—能否成为肝癌介入治疗新模式？
邵国良 , �浙江省肿瘤医院浙江中医药大学附属肿瘤医院

11:20-11:40 S-284 VIATORR 支架在门脉高压症 TIPSS 术中的应用
李家平 , �中山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11:40-12:00 S-285 探寻经支气管动脉栓塞治疗大咯血复治之原委
王文辉 ,�兰州大学第一医院

12:00-12:10  专家点评
许国辉 , �四川省肿瘤医院
范 勇 , �天津医科大学总医院
朱 旭 , �北京大学肿瘤医院
赵 卫 , 昆明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周顺科 , �中南大学湘雅二医院
尹化斌 , �复旦大学附属上海市第五人民医院
张国福 , �复旦大学附属妇产科医院
罗剑钧 , �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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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30-16:20 介入论坛（四） 专题发言
主持人：丁晓毅 ,�唐军 ,�黄立新

13:30-13:50 S-286 Procedures-related mortality during consecutively embolizing 787 intracranial Ans
张晓龙 , �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

13:50-14:10 S-287 TIPS 在布 - 加综合征介入治疗中的应用
徐 浩 , �徐州医科大学附属医院

14:10-14:30 S-288 覆膜支架在国内 TIPS 二十年临床应用
张曦彤 , �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14:30-14:50 S-289 臭氧治疗临床应用新进展
何晓峰 , �南方医科大学南方医院

14:50-15:10 S-290 放射性粒子在脊柱转移肿瘤治疗中的优势
黄学全 , �第三军医大学西南医院

15:10-15:30 S-291 应用体外冲击波联合 ERCP 介入治疗胆总管结石及胰管结石初探
吴 非 ,�大连大学附属中山医院

15:30-15:50 S-292 动静脉畸形分型与介入治疗选择
张 靖 , �广州市妇女儿童医疗中心

15:50-16:10 S-293 模板技术在肺小微结节穿刺活检及消融领域应用初探
张开贤 , �滕州市中心人民医院

16:10-16:20  专家点评
于经瀛 , �北京医院
王大伟 , �山东大学齐鲁医院
王永利 , �上海市奉贤区中心医院
方 淳 , �同济医院
耿 坚 , �上海中医药大学附属曙光医院
姚 晔 , �上海中医药大学附属龙华医院
吴志远 ,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瑞金医院
曹 军 , �上海市徐汇区大华医院

16:30-18:00 华东六省一市介入沙龙
主持人：陈克敏 ,�杨继金 ,�肖恩华 ,�吴春根 ,�熊斌

16:30-16:40  疑难病例讨论 （江苏）

16:40-16:50  疑难病例讨论（安徽）

16:50-17:00  疑难病例讨论（浙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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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0-17:10  疑难病例讨论（山东）

17:10-17:20  疑难病例讨论（江西）

17:20-17:30  疑难病例讨论（福建）

17:30-17:40  疑难病例讨论（上海）

17:40-18:00  介入专委会全体委员讨论会
姜卫剑 , �中国人民解放军火箭军总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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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RI 学组

617
2017-10-13
13:30-15:30 神经系统疾病 MRI 专题发言
主持人：张敏鸣 ,�王梅云

13:30-13:50 S-294 胼胝体弥散受限制的细胞毒性病变
赵 斌 , �山东省医学影像学研究所

13:50-14:10 S-295 脑动脉壁成像的临床应用及其进展
程敬亮 , �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14:10-14:30 S-296 脑胶质瘤 IDH 分型的影像研究进展
张 辉 , �山西医科大学第一医院

14:30-14:50 S-297 化疗脑及其认知功能成像
余永强 , �安徽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14:50-15:10 S-298 神经精神疾病 MR 进展
龚启勇 , �四川大学华西医院

15:10-15:30 S-299 阿尔兹海默病神经影像学研究进展
张敏鸣 , �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二医院

15:30-15:50  茶歇

15:50-17:50 神经系统疾病 MRI 专题发言
主持人：王小宜 ,�陆建平

15:50-16:10 S-300 颅内动脉 CT 与 MR 血管结构成像和功能成像
李 澄 , �东南大学附属中大医院

16:10-16:30 S-301 小脑蚓部解剖与临床应用
王光彬 , �山东省医学影像学研究所

16:30-16:50 S-302 SWI：优势与陷阱
李建军 , �海南省人民医院

16:50-17:10 S-303 脑胶质瘤多模态磁共振成像的临床应用
曹代荣 , �福建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17:10-17:30 S-304 颅脑正常发育及常见畸形的 MR 诊断
王 健 , �重庆市第三军医大学西南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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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30-17:50 S-305 糖尿病心肌病 MRI 检查
夏黎明 , �华中科技大学附属同济医院

617
2017-10-14
08:00-10:00 肿瘤的磁共振诊断 专题发言
主持人：张敬 ,�刘再毅

08:00-08:20 S-306 胎盘植入 MRI 诊断
张雪宁 , �天津医科大学第二医院

08:20-08:40 S-307 子宫少见恶性肿瘤的 MR 影像征象与病理
欧阳汉 , �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医院

08:40-09:00 S-308 重复经颅磁刺激功能磁共振成像的临床应用研究进展
母其文 , �南充市中心医院

09:00-09:20 S-309 前列腺影像报告和数据系统（Pl － RADS）临床应用经验分享
沈钧康 , �苏州大学附属第二医院

09:20-09:40 S-310 原发性硬化性胆管炎诊断和治疗专家共识 (2015) 解读
靳二虎 ,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友谊医院

09:40-10:00 S-311 脊髓肿瘤的 MR 诊断
郑卓肇 , �北京清华长庚医院

10:00-10:20  茶歇

10:20-12:00 胸腹部 MRI 专题发言
主持人：娄昕 ,�关丽明

10:20-10:40 S-312 胰腺囊性肿瘤影像与病理对照
陆建平 , �第二军医大学附属长海医院

10:40-11:00 S-313 急性胰腺炎：影像与临床
张小明 , �川北医学院附属医院

11:00-11:20 S-314 胰腺癌的影像学筛查与早期诊断
张宗军 , �南京军区南京总医院

11:20-11:40 S-315 动态增强 MRI 在乳腺癌诊治中的应用研究
许茂盛 , �浙江中医药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11:40-12:00 S-316 MR 冠脉管壁成像在急性心梗中应用初探
于 薇 ,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安贞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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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30-15:30 脑功能 专题发言
主持人：艾林 ,�李跃华

13:30-13:50 S-317 目前脑功能研究反思
刘 波 , �广东省中医院

13:50-14:10 S-318 多模态磁共振技术联合电生理在 CIDP 诊治中的应用
刘含秋 , �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

14:10-14:30 S-319 主观认知下降的临床与影像研究进展
王子琪 , �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

14:30-14:50 S-320 QSM 原理及临床应用
马国林 , �中日医院

14:50-15:10 S-321 脑瘫儿童磁共振表现分型
杨 健 , �西安交通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15:10-15:30 S-322 急性脑梗死缺血半暗带的 DKI 与血流状态评价
尹建忠 , �天津市第一中心医院

15:30-15:50  茶歇

15:50-18:30 大会发言 专题发言和论文发言
主持人：张岚 ,�张勇

15:50-16:10 S-323 颅内 DWI 高信号疾病的诊断与鉴别
王 俭 , �新疆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16:10-16:30 S-324 一体化 PETMR 在痴呆的研究应用
卢 洁 , �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

16:30-16:36 FP-108 血氧水平依赖性成像预测痛风肾损害价值初步研究
黄海波 , �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三 0 三医院

16:36-16:42 FP-109 海洛因成瘾者大型脑网络异常与复吸行为关系的 fMRI 研究
李 强 , �第四军医大学唐都医院

16:42-16:48 FP-110 急性睡眠剥夺降低局部脑血流：ASL 灌注成像的研究
周福庆 , �南昌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16:48-16:54 FP-111 创伤后应激障碍患者脑白质结构连接组学研究
索学玲 , �四川大学华西医院

16:54-17:00 FP-112 单侧颞叶癫痫伴海马硬化患者大尺度脑结构协变网络小世界特性改变的研究
权 巍 ,�中国人民解放军南京总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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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0-17:06 FP-113 基于弥散张量成像的地震幸存者脑网络纵向研究
孟令惠 , �四川大学华西医院磁共振研究中心

17:06-17:12 FP-114 ELP4 基因多态性对 Rolandic 癫痫的灰质结构影响的形态学研究
张志强 , �南京军区南京总医院

17:12-17:18 FP-115 视听通路下汉语双字词语义加工的功能磁共振研究
佟 丹 , �吉林大学第一医院

17:18-17:24 FP-116 Amygdala functional disconnection with the prefrontal-cingulate-temporal circuit in chronic 
tinnitus patients with depressive mood
陈宇辰 , �南京市第一医院

17:24-17:30 FP-117 Thinning of cerebral cortex in adults with amblyopia
鲁 璐 , �四川大学华西临床医学院

17:30-17:36 FP-118 Altered resting-state functional connectivity of the dentate nucleus in multiple system atrophy
杨华光 , �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17:36-17:42 FP-119 Altered white matter integrity in smokers is associated with smoking cessation outcomes
黄沛钰 , �浙江省医学会

17:42-17:48 FP-120 Altered white matter microarchitecture in amyotrophic lateral sclerosis：A voxel-based meta-
analysis of diffusion tensor imaging
张菲菲 ,�四川大学华西医院

17:48-17:54 FP-121 MRI 对胎盘植入的诊断价值
吴晓峰 , �山西医科大学第一医院

17:54-18:00 FP-122 Measurement reproducibility of intravoxel incoherent motion parameters and apparent diffu-
sion coefficient derived from free-breathing diffusion-weighted MR imaging in hepatocellular 
carcinoma
武丽芳 , �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

18:00-18:06 FP-123 Quantitative assessment in Lateral Pterygoid Muscle region of TMDs by using the IVIM se-
quence
孙 琦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九人民医院

18:06-18:12 FP-124 Enhancement ratio correlates with unstable intracranial aneurysms
王光宪 , �第三军医大学新桥医院

18:12-18:18 FP-125 The Multiparametric Diffusion-weighted Magnetic Resonance Imaging of Rectal Cancer: A 
Research on Quantitative Evaluation of the Preoperative Staging
沈 浮 , �第二军医大学长海医院

18:18-18:24 FP-126 Biventricular tissue tracking correlated with myocardial extracellular volume in subclinical 
cardiomyopathy patients with systemic lupus erythematosus using cardiovascular magnet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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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onance
武 睿 ,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仁济医院

18:24-18:30 FP-127 Three-dimensional fast spin echo with extended echo train acquisition (3D-FSE-Cube) inte-
grate with 2-point water-fat separation Dixon methods (Flex): comparison with three-dimen-
sional fast spin echo Cube in lachrymal drainage system imaging
刘 萍 , �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同济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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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8+419
2017-10-13
13:30-15:30 专家讲座：“开启分子影像新时代” 专题发言
主持人：张贵祥 ,�张振峰

13:30-13:50 S-325 肿瘤纳米分子靶向诊疗
申宝忠 ,�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第四医院

13:50-14:10 S-326 介入分子影像学：最新进展
杨晓明 , �University�of�Washington�School�of�Medicine

14:10-14:30 S-327 多模态分子影像与肿瘤精准成像
田 捷 , �中国科学院自动化研究所

14:30-14:50 S-328 分子影像研究现状及发展趋势
王培军 , �同济大学附属同济医院

14:50-15:10 S-329 磁共振心肌组织特征成像
郜发宝 , �四川大学华西医院

15:10-15:30 S-330 磁共振化学交换饱和传递技术的研究进展
吴仁华 , �汕头大学医学院第二附属医院

15:30-15:40  茶歇

15:40-18:00 专家讲座：“开启分子影像新时代” 专题发言和论文发言
主持人：陈峰 ,�王怡宁

15:40-16:00 S-331 细胞毒性脑水肿发生的分子学机制、影像学分型及其临床意义
张贵祥 , �上海交通大学附属第一人民医院

16:00-16:20 S-332 多功能刺激响应型纳米组装体的分子影像学研究
凌代舜 , �浙江大学

16:20-16:40 S-333 盲人大学生任务态脑功能研究
王 滨 , �滨州医学院

16:40-17:00 S-334 分子影像引导的手术导航的最新进展
张国君 , �汕头大学医学院附属肿瘤医院

17:00-17:10 FP-128 基于超顺磁性氧化铁纳米壳和 PVA 的新型化疗栓塞剂的构建和机制的研究
梁 琪 , �中南大学湘雅三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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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10-17:20 FP-129 HPF 标记小鼠自然杀伤细胞的高分辨率磁共振成像
郑林丰 , �上海交通大学附属第一人民医院

17:20-17:30 FP-130 近红外荧光探针的构建及其体内外核酸识别
刘瑞源 , �南方医科大学

17:30-17:40 FP-131 分子影像在肿瘤分子成像与干细胞示踪的应用
李 丹 , �中山大学附属第三医院

17:40-17:50 FP-132 前列腺癌人工智能平台构建经验初步探讨
张玉东 , �南京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17:50-18:00 FP-133 RNA 干扰沉默 P2X7 受体治疗 APP/PS1 转基因小鼠的实验研究
倪 炯 , �同济大学附属同济医院

418+419
2017-10-14
08:00-10:20 专家讲座：“肿瘤分子影像” 专题发言
主持人：陈雁 ,�王静

08:00-08:20 S-335 不同修饰的氧化铁纳米探针靶向肿瘤的效果对比
单秀红 , �江苏大学附属人民医院

08:20-08:40 S-336 基于多模态卷积神经网络磁共振成像的前列腺癌自动诊断
王 良 , �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同济医院

08:40-09:00 S-337 胆道内分子磁共振引导及射频增强的基因治疗研究
孙继红 , �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邵逸夫医院

09:00-09:20 S-338 缺血性脑卒中半暗带靶向肽的体内筛选及重要功能分子 PirB、MHCI 分子成像研究
张建琼 ,�东南大学医学院

09:20-09:40 S-339 多功能纳米颗粒在肿瘤多模态成像和诊疗一体化的研究
张瑞平 , �山西医科大学第一医院

09:40-10:00 S-340 机器学习结合多模态 MRI 术前分级胶质瘤的探索性研究
王 文 , �第四军医大学第二附属医院

10:00-10:20 S-341 动脉粥样硬化分子影像学研究中动物模型的选择及应用
马占龙 , �江苏省人民医院

10:30-12:00 专家讲座：“肿瘤分子影像” 专题发言和论文发言
主持人：姚秀忠 ,�孟晓春

10:30-10:50 S-342 APT 成像临床应用现状
许乙凯 , �南方医科大学南方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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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0-11:10 S-343 肿瘤诊疗一体化分子影像研究
王 悍 , �上海交通大学附属第一人民医院

11:10-11:20 FP-134 基于金属有机骨架材料固载的碲化镉量子点作为信号探针测定心肌肌钙蛋白的电致化学
发光免疫传感器
何晓静 , �重庆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

11:20-11:30 FP-135 比较 PET/CT 与 PET/MR 在诊断宫颈癌原发灶及盆腔淋巴结转移中的应用价值
尚 靳 , �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盛京医院

11:30-11:40 FP-136 整合素 αvβ3 靶向全氟化碳纳米探针肺癌分子成像研究
张睿馨 , �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第四医院

11:40-11:50 FP-137 急性缺血和出血性脑卒中患者酰胺质子转移成像的表现差异
罗晓捷 , �北京医院

11:50-12:00 FP-138 利用 T1mapping 技术动态评价心肌梗死演变过程的初步试验研究
潘存雪 , �新疆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13:30-15:50 专家讲座：“分子影像的临床与基础” 专题发言
主持人：王嵩 ,�赵小虎

13:30-13:50 S-344 胰腺癌相关基因及膜蛋白的双功能、多模态分子探针的构建及其早期诊治效果的研究
任 静 , �第四军医大学西京医院

13:50-14:10 S-345 自身免疫性脑炎 PET/CT 和 MRI 联合诊断
徐俊玲 , �河南省人民医院

14:10-14:30 S-346 乳腺癌分子与功能成像
段小艺 , �西安交通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14:30-14:50 S-347 脑胶质瘤外科手术后的影像学评价及病理基础
陈旺生 , �海南省人民医院

14:50-15:10 S-348 纳米微粒活体内生物学行为的变化
蒋 涛 , �第二军医大学附属长海医院

15:10-15:30 S-349 脑功能成像在神经心理药物学中的应用
梁佩鹏 , �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

15:30-15:50 S-350 急性缺血性卒中影像新进展
何慧瑾 , �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

16:00-18:00 专家讲座：“分子影像的临床与基础” 专题发言和论文发言
主持人：卜丽红 ,�杨蕊梦

16:00-16:20 S-351 扩散峰度成像定量参数及直方图分析在前列腺癌中的应用研究
吴光耀 , �武汉大学附属中南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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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20-16:40 S-352 基于 SPCIAL 序列检测在体肝脏糖代谢的采集与定量技术
沈智威 , �汕头大学医学院第二附属医院

16:40-17:00 S-353 基于沙门氏菌肿瘤免疫诊疗一体化的研究进展
容鹏飞 , �中南大学湘雅三医院

17:00-17:20 S-354 CT 心肌灌注临床应用进展
王怡宁 , �北京协和医院

17:20-17:30 FP-139 多反转时间 IR-SE 量化 19F 纳米对比剂在肿瘤内浓度分布
王昱青 , �国家纳米科学中心

17:30-17:40 FP-140 慢性阻塞性肺疾病患者肺气肿改变及小气道重塑的 CT 定量研究
管 宇 , �第二军医大学附属长征医院

17:40-17:50 FP-260 影像组学在预测浸润性乳腺癌腋窝淋巴结转移中的应用研究
柴瑞梅 , 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17:50-18:00 FP-141 7.0 T MR 评价靶向对比剂 CREKA-(Gd-DOTA)4 在裸鼠结肠癌模型中的实验研究
张 恒 , �西南医科大学附属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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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1+412
2017-10-13
13:30-15:30 磁共振成像安全与规范 专题发言
主持人：周纯武 ,�周俊林

13:30-13:50 S-355 MRI Safety: Physics, Guidelines and Practices
邓 洁 , �Ann�&�Robert�H�Lurie�Children’s�Hospital

13:50-14:10 S-356 CT 定位下肺穿刺活检的质量控制
赵振军 , �华南理工大学附属广东省人民医院

14:10-14:30 S-357 非对比剂增强门脉成像及血流动力学评估
胡道予 , �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同济医院

14:30-14:50 S-358 DCE-MRI 概述及应用
马 林 , �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

14:50-15:10 S-359 乳腺影像质量控制及新技术应用
彭卫军 , �复旦大学附属肿瘤医院

15:10-15:30 S-360 脊神经 MRI 检查规范、质控及临床应用
李建军 , �海南省人民医院

15:30-15:55  茶歇

15:55-18:00 CT 质控与低剂量拜耳专场 专题发言
主持人：宋法亮 ,�赵斌

15:55-16:20 S-361 CT 辐射剂量管理进展及专家共识
卢光明 , �南京军区南京总医院

16:20-16:45 S-362 CT 成像的质量控制与要求：操作常规与质控规范解读
韩 萍 , �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协和医院

16:45-17:10 S-363 CT 检查中的辐射剂量控制与管理措施探讨
张永海 , �青海省人民医院

17:10-17:35 S-364 头颈部 CTA 扫描技术及重建规范
萧 毅 , �第二军医大学附属长征医院

17:35-18:00 S-365 对比剂使用规范及常见存在问题
许乙凯 , �南方医科大学南方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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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1+412
2017-10-14
08:00-10:20 大数据与信息化管理 专题发言
主持人：崔进国 ,�赵卫

08:00-08:20 S-366 JCI 复审中影像科的重要关注点
刘文亚 , �新疆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08:20-08:40 S-367 影像质控之安徽实践
余永强 , �安徽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08:40-09:00 S-368 影像急诊流程的优化与质控初探
张敏鸣 , �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二医院

09:00-09:20 S-369 大数据与医学影像质量控制
王 维 , �中南大学湘雅三医院

09:20-09:40 S-370 影像信息系统在放射科质量管理的作用
龙莉玲 , �广西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09:40-10:00 S-371 医学影像药物临床试验质量控制浅析
董丹丹 , �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第四医院

10:00-10:20 S-372 放射科门诊的作用和意义
史大鹏 , �河南省人民医院

10:20-12:00 防护与质控 专题发言
主持人：张辉 ,�詹松华

10:20-10:40 S-373 安全、规范及科学的放射防护
焦 俊 , �贵州医科大学附属医院

10:40-11:00 S-374 磁共振在肺动脉高压诊断中的应用
朱 力 , �宁夏医科大学总医院

11:00-11:20 S-375 脑外伤影像检查的质量控制
王晓明 , �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盛京医院

11:20-11:40 S-497 结肠充气三维成像与质量控制
宋法亮 ,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医院

11:40-12:00 S-376 心脏 MRI 技术的应用
郭顺林 , �兰州大学第一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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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30-15:30 诊断报告规范与人工智能 专题发言
主持人：徐凯 ,�曾献军

13:30-13:50 S-377 天津市医学影像诊断报告的年度评审
白人驹 , �天津医科大学总医院

13:50-14:10 S-378 影像诊断人工智能的应用丞待规范
袁建华 , �浙江省人民医院

14:10-14:30 S-379 影像报告书写规范解读
周顺科 , �中南大学湘雅二医院

14:30-14:50 S-380 影像诊断报告常见错误的原因及对策
李明利 ,�北京协和医院

14:50-15:10 S-381 基于规范化数据采集的 MR 图像质量控制与科研需求
严福华 ,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瑞金医院

15:10-15:30 S-382 放射诊断漏、误诊报告的统计数据和案例分析
刘含秋 , �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

15:30-15:40  茶歇

15:55-17:35 人才培养 专题发言
主持人：杨维竹 ,�曹殿波

15:55-16:20 S-383 影像住院医师规培探索与实践
朱文珍 , �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同济医院

16:20-16:45 S-384 影像科住院医师规培制度建设和实践体会
李 澄 , �东南大学附属中大医院

16:45-17:10 S-385 “5+3”专业硕士培养质量控制～西安交通大学经验分享
张 明 , �西安交通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17:10-17:35 S-386 实习生的规范化管理
王 骏 , �南京军区南京总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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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3+415
2017-10-13
13:30-15:35 对比剂安全与规范使用 专题发言
主持人：郭顺林 ,�陈卫霞

13:30-13:55 S-387 肝脏 CT 增强对肝纤维化的诊断
郭顺林 ,�兰州大学第一医院

13:55-14:20 S-388 解读欧洲 PRAC 钆类对比剂脑沉积风险警戒通告
郭佑民 , �西安交通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14:20-14:45 S-389 单晶铁氧体在大鼠脑胶质瘤模型中的巨噬细胞成像研究
杨 健 , �西安交通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14:45-15:10 S-390 肝脏占位性病变 CT、MRI 强化特征
余日胜 , �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二医院

15:10-15:35 S-391 如何实现最佳心血管影像 CTA 和 CTP
栾 立 , �新疆医科大学附属中医医院

15:35-15:55  茶歇

15:55-18:00 专题发言及大会发言 专题发言和论文发言
主持人：徐文坚 ,�王荣品

15:55-16:20 S-392 对比剂在软组织肿瘤影像诊断中的价值
徐文坚 , �青岛大学医学院附属医院

16:20-16:30 FP-142 Gadolinium-chelate functionalized Bismuth Nanotheranostic Agent for in Vivo MRI/CT/PAI 
Imaging-Guided Photothermal Cancer Therapy
陆树婷 , �武汉大学中南医院

16:30-16:40 FP-143 双源 CT 肺血管低剂量高浓度对比剂的应用
周小倩 , �西安交通大学第二附属医院

16:40-16:50 FP-144 Optimization of Contrast agent dosage on Contrast-enhanced T2 FLAIR: An In-Vitro and 
Animal-Model Study
芮文婷 , �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

16:50-17:00 FP-145 联合使用 USPIO 增强 SWI 和平均微血管密度成像监测索拉非尼抗裸鼠原位肝细胞癌血
管生成疗效的研究
杨烁慧 , �上海中医药大学附属曙光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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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0-17:10 FP-146 新型磁共振对比剂磁性羟基磷灰石纳米材料的制备及其在 MR 诊断急性肝损中的作用
徐运军 , �安徽省立医院

17:10-17:20 FP-147 Optimization of the Composition and Dosage of PEGylated Polyethylenimine-Entrapped Gold 
Nanoparticles for Blood Pool, Tumor, and Lymph Node CT Imaging
王 玥 , �上海市松江区中心医院

17:20-17:30 FP-148 增强检查中不同水化方式预防碘对比剂肾损伤的研究
张月英 , �山西医科大学第二医院

17:30-17:40 FP-149 多层螺旋 CT 冠脉造影对非钙化斑块致血流动力学变化的显示价值
宋思远 ,�天津海滨人民医院

17:40-17:50 FP-150 双能量 CT 增强扫描对缺血性肠病的诊断价值
程维高 , �雅安市人民医院

17:50-18:00 FP-151 20,418 例 CT 检查非离子型碘对比剂不良反应回顾性分析
曹建勋 ,�甘肃省人民医院

413+415
2017-10-14
08:00-10:05 专题论坛（一） 专题发言
主持人：郭佑民 ,�张惠茅

08:00-08:25 S-393 Contrast media safety and efficacy
David S Enterline, �Duke�University

08:25-08:50 S-394 HCCM clinical application in abdomen image
Giovanni Morana, �University�of�Verona

08:50-09:15 S-395 对比剂增强扫描在 CT 定位下穿刺活检中的应用
赵振军 , �华南理工大学附属广东省人民医院

09:15-09:40 S-396 单聚体非离子型碘对比剂对家兔肾脏氧含量和水分子扩散影响的磁共振评价研究
任 克 , �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09:40-10:05 S-397 不同碘流率虚拟平扫技术在腹部的初步应用
张惠茅 , �吉林大学第一医院

10:05-10:20  茶歇

10:20-12:00 专题论坛（二） 专题发言
主持人：朱海云 ,�陈峰

10:20-10:40 S-398 先天性心脏病多层 CT 个体化双低剂量扫描及诊断分析
王荣品 , �贵州省人民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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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40-11:00 S-399 纳米磁共振对比剂的研究进展
张瑞平 , �山西医科大学第一医院

11:00-11:20 S-400 静脉注射高浓度对比剂在克罗恩病 CT 诊断中的价值
李子平 , �中山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11:20-11:40 S-401 胶质瘤 DCE 强化特征分析与进展
陈 峰 , �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一医院

11:40-12:00 S-402 差异化增强 CT 扫描方案在肺部病变的应用
曾庆思 , �广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13:55-15:20 专题发言及大会发言（一） 专题发言和论文发言
主持人：常时新 ,�任克

13:55-14:20 S-403 对比剂安全与规范使用
梁长虹 ,�华南理工大学附属广东省人民医院

14:20-14:30 FP-152 Brain tumours at 7T MRI compared to 3T—contrast:relaxation time shorten effects
吴 昊 , �第三军医大学大坪医院

14:30-14:40 FP-153 等渗低浓度碘对比剂（270 mgI/ml）对 CT 灌注参数影响的试验研究
望 云 , �第二军医大学附属长征医院

14:40-14:50 FP-154 MR imaging of the biliary tract with Gd-EOB-DTPA: Quantitatively Evaluation of Liver 
Function on signal intensity
刘 冬 , �苏州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14:50-15:00 FP-155 住院肿瘤患者强化 CT 检查 CI-AKI 风险的研究
高志鹏 , �天津医科大学肿瘤医院

15:00-15:10 FP-156 第三代双源 CT 冠状动脉成像的低剂量低对比剂个性化扫描方案研究
刘 星 , �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15:10-15:20 FP-157 探讨 Flash 扫描模式下对比剂的优化注射方法在小儿先天性心脏病中的应用
赵思斯 , �四川大学华西医院

15:20-15:40  茶歇

15:40-18:00 大会发言（二） 论文发言
主持人：李子平 ,�赵振军

15:40-15:50 FP-158 High Signal Intensity in the Nucleus Cerebelli and Pallidum on Unenhanced T1-Weighted Im-
ages: Relationship with the Number of Gadolinium-enhanced Examinations
吕桑英 , �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邵逸夫医院

15:50-16:00 FP-159 钆塞酸二钠 DCE-MRI 定量评估慢性肝炎的实验研究
卢 欣 , �西南医科大学附属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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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00-16:10 FP-160 基于功能化支化 HPMA 聚合物递送系统的 MRI 对比剂对肿瘤的诊断研究
肖雪阳 , �四川大学华西医院

16:10-16:20 FP-161 IVIM 与 BOLD 联合评估对比剂导致正常兔肾功能动态变化的实验研究
郑玉丽 , �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16:20-16:30 FP-162 Gd-EOB-DTPA 增强扫描前后 T2 加权成像的对肝脏结节显示的比较
蔡华崧 , �中山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16:30-16:40 FP-163 Crossover Intra-individual Comparison Study of Non-ionic and Ionic Gadolinium Based Con-
trast Agents in the Quantitative Evaluation of C6 Glioma with DCE-MRI
李 颖 , �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

16:40-16:50 FP-164 Intrarenal Oxygenation Assessment by BOLD MRI in Chronic Kidney Disease Rat Models: 
Acute Effect of Iodinated Contrast Agent Administration
王 艺 , �山东省千佛山医院

16:50-17:00 FP-165 Expression and Purification of Protein Based MRI Contrast Agent Targeted Integrin αvβ3 and 
the Character study
冷月爽 , �中南大学湘雅医院

17:00-17:10 FP-166 拉萨市应用高浓度碘对比剂在 CT 冠状动脉造影检查中的应用研究
沈 亚 , �西藏自治区人民医院

17:10-17:20 FP-167 半量对比剂能谱单能量在肾动脉成像的可行性研究 : 与常规 120kVp 对比
雷雨欣 , �陕西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

17:20-17:30 FP-168 评估磁共振增强扫描不同剂量对比剂对腹部脏器强化程度影响的研究
陈 晓 , �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同济医院

17:30-17:40 FP-169 比较 3T 上八种含钆对比剂的 T1 和 T2 弛豫率的温度变化
沈亚琪 , �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同济医院

17:40-17:50 FP-170 Acute Kidney Injury in Patients with Nephrotic Syndrome Undergoing Contrast-enhanced CT 
for Suspected Venous Thromboembolism: A Propensity Score-matched Retrospective Cohort 
Study
陶舒敏 , �南京军区南京总医院

17:50-18:00 FP-171 Imaging and Therapeutic Effectiveness Evaluation Using 11C-PK11195 and 18F-DPA-714 
Micro-Positron Emission Tomography
罗 松 , �南京军区南京总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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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2+423
2017-10-13
13:30-15:10 感染（一） 专题发言
主持人：黄仲奎 ,�侯代伦

13:30-13:50 S-404 AIDS 合并恶性肿廇的临床及影像分析
刘晋新 , �广州市第八人民医院

13:50-14:10 S-405 MRI 在肺部感染性疾病中的应用初探
汪丽娅 , �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医院深圳医院（深圳市肿瘤医院）

14:10-14:30 S-406 肺内多发空洞性病变 CT 诊断
杨 州 , �山西医科大学第一医院

14:30-14:50 S-407 HIV 抗逆转录病毒治疗期相关胸部疾病的临床影像学表现
单 飞 , �上海市公共卫生临床中心

14:50-15:10 S-408 糖尿病相关性肺感染影像学征象及其临床应用价值
张笑春 , �第三军医大学西南医院

15:10-18:00 感染（二） 专题发言和论文发言
主持人：何玉麟 ,�吕圣秀

15:10-15:30 S-409 肺外结核的 18F-FDG PET/CT 诊断与鉴别诊断
李向东 , �广州军区广州总医院

15:30-16:50 S-410 局灶炎性与癌性磨玻璃结节的 HRCT/MPR 鉴别诊断
徐秋贞 , �东南大学附属中大医院

15:50-16:10 S-411 尘肺病合并肺结核的影像特点及最新分型
陈步东 , �首都医科大学北京胸科医院

16:10-16:30 S-412 磁共振论文撰写与图表的合理使用
贺光军 , �《磁共振成像》杂志社

16:40-16:50 FP-172 16 例非 HIV 感染的隐球菌肺炎的临床及 CT 诊断
张惠娟 , �福建省立医院南院

16:50-17:00 FP-173 肺奴卡菌病的 HRCT 表现
龚静山 , �深圳市人民医院

17:00-17:10 FP-174 免疫正常人群原发性肺隐球菌病及艾滋病合并肺隐球菌病的临床、CT 特征分析
屈艳娟 , �武汉大学中南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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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10-17:20 FP-175 肺炎性假瘤的影像诊断及误诊情况分析
陈 洋 ,�海南省人民医院

17:20-17:30 FP-176 42 例免疫相关性疾病胸部表现初步总结
唐永华 ,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瑞金医院

17:30-17:40 FP-177 重症登革热的胸部影像表现
胡天丽 , �广州市第八人民医院

17:40-17:50 FP-178 机化性肺炎的影像诊断
彭德昌 , �南昌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17:50-18:00 FP-179 HIV 继发胸部马红球菌病的影像诊断与鉴别诊断
伍国伟 , �柳州市龙潭医院

422+423
2017-10-14
08:00-09:00 共建、共享、共联、共赢 专题讲座（一）
主持人：谢敬霞 ,�贾文霄

08:00-09:00  致辞与发布

09:00-10:20 共建、共享、共联、共赢 专题讲座（二） 专题发言
主持人：边杰 ,�刘文亚

09:00-09:20 S-413 Imaging Detection of Metastatic Liver Lesion
李宏军 ,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佑安医院

09:20-09:40 S-414 Automated Systems for Radiographic Tuberculosis Screening
Fleming Lure, �University�of�Texas

09:40-10:00 S-415 全球首发于中国的人禽流感 - 流行病学与影像学特点
陆普选 , �深圳市第三人民医院

10:00-10:20 S-416 艾滋病伴发神经系统疾病的 MR 研究
施裕新 , �复旦大学附属公共卫生临床中心

10:20-12:00 共建、共享、共联、共赢 专题讲座（三） 专题发言和论文发言
主持人：沈文 ,�张立娜

10:20-10:40 S-417 糖尿病足感染的 MRI 多模态研究进展
李咏梅 , �重庆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10:40-11:00 S-418 Gd-EOB-DTPA 增强 MRI 对肝脏功能的评估价值
陆 健 , �南通市第三人民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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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0-11:20 FP-180 磁共振弹性成像与 T1ρ成像在肝脏纤维化分期的对比研究
邹立秋 , �深圳市南山区人民医院

11:20-11:30 FP-181 强直性脊柱炎骶髂关节活动性的 MR 评估
张晓东 , �南方医科大学第三附属医院

11:30-11:40 FP-182 中国传染病放射影像大数据共享平台的现状及应用
李 莉 ,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佑安医院

11:40-11:50 FP-183 肝移植术后肺部细菌、病毒及真菌感染 CT 表现的对照研究
覃 杰 , �中山大学附属第三医院

11:50-12:00 FP-184 AIDS 合并耐多药肺结核的 CT 表现
李春华 , �重庆市公共卫生医疗救治中心

13:30-15:10 共建、共享、共联、共赢 专题讲座（四） 专题发言
主持人：龚洪翰 ,�曲金荣

13:30-13:50 S-419 弥散张量成像在 AIDS 脑内结核和弓形虫病的应用
王 红 , �新疆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

13:50-14:10 S-420 造血干细胞移植后神经系统感染影像鉴别诊断
李勇刚 , �苏州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14:10-14:30 S-421 Cerebrovascular complications of CNS infections
高 波 , �烟台毓璜顶医院

14:30-14:50 S-422 HIV 垂直感染的青少年 fMRI 脑成像研究
徐海波 , �武汉大学中南医院

14:50-15:10 S-423 神经梅毒的影像诊断及鉴别诊断
龚良庚 ,�南昌大学第二附属医院

15:10-18:00 共建、共享、共联、共赢 专题讲座（五） 专题发言和论文发言
主持人：孙勇 ,�成官迅

15:10-15:30 S-424 华支睾吸虫病合并肝脓肿的影像和病理基础
廖锦元 ,�广西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15:30-15:50 S-425 肝硬化结节 DWI 信号误区的判别
罗佳文 , �大连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

15:50-16:10 S-426 纤维组织在肝脏感染性疾病 MR 诊断中的价值
于德新 ,�山东大学齐鲁医院

16:10-16:30 S-427 Radiology of Infectious Diseases 杂志简介与 SCI 论文写作
丁金立 , �北京佑安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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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30-16:40  茶歇

16:40-16:50 FP-185 AIDS 患者相关性颅内隐球菌感染影像学征象分析
许传军 , �南京市传染病医院（南京市第二医院）

16:50-17:00 FP-186 MR 对女性盆腔脓肿的特征分析
郭兴华 , �运城市中心医院

17:00-17:10 FP-187 双源双能 CT 单能量曲线与双能参数在鉴别肾癌与肾结核囊性成分中的初步研究
黄 刚 , �甘肃省人民医院

17:10-17:20 FP-188 脑膜感染类病变的 MRI 表现
毛 宁 , �青岛大学附属烟台毓璜顶医院

17:20-17:30 FP-189 HIV 感染者认知功能正常时静息态脑功能连接的研究
张倩倩 , �周口市中心医院

17:30-17:40 FP-190 颈部第三四鳃裂囊肿合并感染的影像学特征及临床处理
夏 爽 , �天津市第一中心医院

17:40-17:50 FP-191 肺部单发肿块型炎性假瘤的 CT 征象分析
王敏君 , �南昌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17:50-18:00 FP-192 儿童脑型肺吸虫病的 MRI 表现
童 娟 , �贵州医科大学附属医院



77

Program 
2017 年 10 月 12-15 日 October 12-15, 2017

护
理
专
场

护理专场

416+417
2017-10-13
13:30-15:30 管理与创新论坛 专题发言
主持人：毛燕君 ,�郑淑梅 ,�许秀芳

13:30-14:40  领导致辞

14:00-14:30 S-428 护理领导力与高效团队建设
张 素 ,�北京大学人民医院

14:30-15:00 S-429 护理创新机制的建设
秦月兰 , �湖南省人民医院

15:00-15:30 S-430 提升临床护理能力保障患者安全
施 雁 , �同济大学附属第十人民医院

15:30-15:40  茶歇

15:40-17:45 管理与创新论坛 专题发言和论文发言
主持人：徐阳 ,�黄杰 ,�李晓蓉

15:40-16:05 S-431 护理干预方案的构建：从理论到实践
袁长蓉 , �复旦大学护理研究中心

16:05-16:30 S-432 护士长能力培养
李国宏 , �东南大学附属中大医院

16:30-16:55 S-433 变革管理思维，精准护理学科建设
张红梅 , �河南省人民医院

16:55-17:20 S-434 循证护理奠定护理质量基础
胡 雁 , �复旦大学护理学院

17:20-17:45 FP-193 急性缺血性脑卒中介入治疗术中风险监控方式的改进与应用效果
卢 蓉 , �第三军医大学大坪医院

416+417
2017-10-14
08:00-10:05 管理与创新论坛 专题发言
主持人：李雪 ,�赵丽 ,�庞婷婷

08:00-08:25 S-435 基于最佳证据的静脉团注对比剂安全管理
程俊卿 , �山东大学齐鲁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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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8:25-08:50 S-436 基于循证实践构建急重症联合血管造影的护理策略
李丽卿 , �福建医科大学附属协和医院

08:50-09:15 S-437 护理措施在一站式心脏磁共振检查中的应用
姜 红 ,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安贞医院

09:15-09:40 S-438 信息化自助系统在放射科的应用
曾小红 , �南昌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09:40-10:05 S-439 夜间急诊增强 CT 的风险防范探讨
梁俊丽 ,�广西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10:05-10:20  茶歇

10:20-12:00 管理与创新论坛 专题发言
主持人：李伟 ,�张华 ,�吴文颖

10:20-10:45 S-440 介入手术室电离辐射防护安全管理
刘雪莲 , �中山大学附属第三医院

10:45-11:10 S-441 介入手术室耗材管理方法探索
付军华 , �青岛大学医学院附属医院

11:10-11:35 S-442 介入手术室不良事件管理
周云英 ,�江西省人民医院

11:35-12:00 S-443 介入手术室药品管理
肖 娟 , �西安交通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13:30-15:35 管理与创新论坛 专题发言
主持人：岳同云 ,�平秀琴 ,�冯英璞

13:30-13:55 S-444 新媒体环境下的护理形象与品牌管理
施琳玲 , �江苏省南通大学附属医院

13:55-14:20 S-445 高危药物职业暴露与防护
高晓东 , �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

14:20-14:45 S-446 介入护士，血管康复的”私教”
范玉红 , �中国人民解放军白求恩国际和平医院

14:45-15:10 S-447 介入病房患者健康教育的“不销而销”
郑玉婷 , �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第四医院

15:10-15:35 S-448 夜空中最亮的星——介入病房护士在健康教育中的角色
王 嵘 , �山西医科大学第一医院

15:35-15:55  茶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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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55-18:00 管理与创新论坛 专题发言
主持人：陈秀梅 ,�阳秀春 ,�高岚

15:55-16:20 S-449 品管圈活动在提高介入手术室时间管理合格率中的应用
李 颐 , �南昌大学第二附属医院

16:20-16:45 S-450 提高肝癌患者介入术后水化合格率
王雪梅 , �江苏省人民医院

16:45-17:10 S-451 降低 CT 增强检查中对比剂渗漏发生率
李素兰 , �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17:10-17:35 S-452 提高 CT 定位穿刺成功率
蒋 妮 , �昆明医学院第三附属医院

17:35-18:00 S-453 品管圈用于介入患者舒适管理
尤国美 , �浙江省肿瘤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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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0
2017-10-13
13:30-15:50 青年医师论坛（一） 专题发言
主持人：钟红珊 ,�萧毅 ,�朱力

13:30-14:00 S-454 从问题到方法 医学影像的科研快速发展方向
田 捷 , �中国科学院自动化研究所

14:00-14:30 S-455 医学影像重要科学问题凝练
郑海荣 , �中国科学院深圳先进技术研究院

14:30-15:00 S-456 科研大数据助力临床科研分享
曹 引 , �Elsevier临床医学事业部

15:00-15:25 S-457 SCI 论文的写作技巧
吕 粟 , �四川大学华西医院

15:25-15:50 S-458 如何申报国家级项目
张龙江 , �南京军区南京总医院

16:10-18:00 青年医师论坛（二） 专题发言
主持人：李东 ,�丁忠祥 ,�于德新

16:10-16:35 S-459 如何平衡工作与生活
王梅云 , �河南省人民医院

16:35-17:10 S-460 青年医师涉外礼仪注意事项
薛华丹 , �中国医学科学院北京协和医院

17:10-17:35 S-461 职场中升职与生育邂逅，你如何选择
张 炜 ,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仁济医院

17:35-18:00 S-462 如何为当好研究生导师做准备
杨 健 , �西安交通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430
2017-10-14
08:10-10:10 ARRS-CSR 中美联合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一） 专题发言
主持人：许乙凯 ,�张同 ,�王嵩

08:10-08:40 S-463 心肌缺血 / 梗塞
Philip Costello, �Medical�University�of�South�Carolina



81

Program 
2017 年 10 月 12-15 日 October 12-15, 2017

青
委
专
场

08:40-09:10 S-464 非缺血性心肌病
赵世华 , �中国医学科学院阜外医院

09:10-09:40 S-465 心肌病
Philip Costello, �Medical�University�of�South�Carolina

09:40-10:10 S-466 冠状动脉 / 主动脉
徐 磊 ,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安贞医院

10:20-12:00 ARRS-CSR 中美联合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二） 专题发言
主持人：王梅云 ,�薛蕴菁 ,�李咏梅

10:20-10:50 S-467 颅内肿瘤与非肿瘤病变
李 澄 , �东南大学附属中大医院

10:50-11:20 S-468 丘脑病变
印 弘 , �第四军医大学西京医院

11:20-11:50 S-469 脑疾病
王梅云 , �河南省人民医院

11:50-12:00  会议总结与闭幕致辞
王梅云 , �河南省人民医院

13:30-15:10 英文演讲比赛（一） 论文发言
主持人：曾洪武 ,�容鹏飞
讨论 / 点评：曹引 ,�石喻 ,�钱银锋 ,�唐磊 ,�徐磊

13:30-13:40 FP-194 Evaluation of brain injury in neonates by Magnetization transfer imaging combined amide 
proton transfer imaging: a preliminary study
郑 阳 , �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盛京医院

13:40-13:50 FP-195 Textural Features of DCE-MRI Derived Model-Free and Model-Based Parameter Maps in 
Glioma Grading and Their Correlation with Cellular and Vascular Proliferation
解 添 , �第三军医大学大坪医院

13:50-14:00 FP-196 DCE-MRI in human gliomas: a surrogate for invasive hypoxia marker assessment based on 
MRI- neuronavigation stereotactic biopsies
解 骞 , �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

14:00-14:10 FP-197 Value of high resolution magnetic resonance black blood imaging for evaluation of the stage 
of disease in intracranial venous and sinus thrombosis
杨晓旭 , �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

14:10-14:20 FP-198 Brain functional networks: correlation analysis with clinical indexes in patients with diabetic 
retinopathy
戴 慧 , �苏州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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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20-14:30 FP-199 Preterm neonates show a “catch-up” pattern toward term in motor development during the 
neonatal period: a diffusion tensor imaging study
程燕南 , �西安交通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14:30-14:40 FP-200 Improved Neuroimaging Atlas of the Dentate Nucleus
贺娜英 ,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瑞金医院

14:40-14:50 FP-201 Assessment of steal phenomenon in MMD patients with combination of t-ASL and MRA
高心逸 ,�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

14:50-15:00 FP-202 Effects of 2-Repeat Allele of DRD4 Gene on Neural Networks Associated with Prefrontal 
Cortex in ADHD Children
钱安丹 , �温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15:00-15:10 FP-203 Application of Diffusion Tensor Imaging in Quantitatively Monitoring Chronic Constriction 
Injury of Rabbit Sciatic Nerve: Correlation with Histological and Functional Changes
吴文骏 , �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协和医院

15:20-17:00 英文演讲比赛（二） 论文发言
主持人：饶圣祥 ,�孙洪赞
讨论 / 点评：杜祥颖 ,�查云飞 ,�满凤媛 ,�张冰 ,�宋焱

15:20-15:30 FP-204 IVIM and DKI-derived parameters: potential imaging biomarkers for monitoring tumor micro-
environment and predicting early responses to anti-angiogenesis therapy in an ovarian carci-
noma xenograft model.
王婷婷 ,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新华医院

15:30-15:40 FP-205 Preoperative MDCT Scan Helps to Predict the Occurrence of Pancreatic Fistula After Pancre-
aticoduodenectomy
曹 凯 , �第二军医大学附属长海医院

15:40-15:50 FP-206 Diffusion Kurtosis at 3.0T as in vivo Imaging Marker for Breast Cancer Characterization: cor-
relation with prognostic factors
黄 瑶 , 汕头大学医学院第二附属医院

15:50-16:00 FP-207 One-step Spectral and Perfusion CT Scan: monitoring the therapeutic efficacy of VEGF recep-
tor kinase inhibitor AG-013736 in rabbit VX2 liver tumors
吕培杰 , �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16:00-16:10 FP-208 Role of Proton MR Spectroscopy in the Differentiation of Borderline from Malignant Epithe-
lial Ovarian Tumors: a preliminary study
马凤华 , �复旦大学附属妇产科医院

16:10-16:20 FP-209 Molecular Imaging-Monitored Radiofrequency Heat-Enhanced Intratumoral HSV-TK Gene 
Therapy in Orthotopic Lung Cancer
翁巧优 , �丽水市中心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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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20-16:30 FP-210 Magnetic resonance imaging of myocardial infarction using a novel manganese chelate con-
trast agent in a rabbit ischaemia model
文凌仪 , �四川大学华西第二医院

16:30-16:40 FP-211 Prognostic significance of late Gadolinium enhancement in children and adolecents with di-
lated cardiomyopathy
崔 辰 , �中国医学科学院阜外医院

16:40-16:50 FP-212 Imaging features of TSCT predict the classification of pulmonary preinvasive lesion, mini-
mally and invasive adenocarcinoma presented as ground glass nodules
吴 童 , �同济大学附属肺科医院 / 上海市肺科医院

16:50-17:00 FP-213 Lung cancer screening with LDCT: A study on risk factors and establishing the high-risk 
model for lung cancer
张 迪 , �第二军医大学附属长征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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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7+408
2017-10-13
13:00-14:45 质控与管理专题报告 专题发言
主持人：罗天友 ,�龙莉玲

13:30-13:55 S-470 放射科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 - 浙大一院模式介绍
陈 峰 ,�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一医院

13:55-14:20 S-471 独立影像诊断中心的成立体现影像科医生的价值
龚洪翰 , �南昌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14:20-14:45 S-472 循证影像诊断：从研究证据到临床实践
雷军强 , �兰州大学第一医院

14:45-15:45 大会发言 论文发言
主持人：武乐斌 ,�刘挨师

14:45-14:55 FP-214 综合评价高级建模迭代重建在颈部低剂量 CT 扫描中对图像质量的影响
顾海峰 , �南京军区南京总医院

14:55-15:05 FP-215 基于低剂量胸部 CT 数据集的深度学习算法检测肺部结节的应用研究
王浩初 , �浙江省人民医院

15:05-15:15 FP-216 能谱 CT 虚拟平扫在肺部结节及肿块影像诊断中的可行性研究
吕 燕 , �东南大学附属中大医院

15:15-15:25 FP-217 冠脉 CTA 自由呼吸扫描与屏息扫描的辐射剂量对比研究
原 媛 ,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友谊医院

15:25-15:35 FP-218 FLASH 光子 CT 低剂量血管成像在诊断肠系膜静脉狭窄的扫描参数及重建方式的选择
顾 欣 , �天津武警后勤学院附属医院

15:35-15:45 FP-219 双源能谱 CTMonoenergic+ 技术低浓度对比剂门静脉成像在食管胃静脉曲张的应用研究
徐 宁 , �宁夏人民医院

15:45-15:55  茶歇

15:55-17:05 大会发言 论文发言
主持人：银武 ,�朱力

15:55-16:05 FP-220 辐射代谢组学用于多层螺旋 CT 冠状动脉血管造影辐射生物效应的初步研究
李勇刚 , �苏州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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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05-16:15 FP-221 CTD-ILD CT 肺容积量参数与肺功能、临床严重程度的相关性研究
李海兰 , �中南大学湘雅医院

16:15-16:25 FP-222 生理辅助通气超高分辨 CT 靶扫描技术对肺纯磨玻璃结节的诊断价值
任 华 ,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新华医院

16:25-16:35 FP-223 隐源性机化性肺炎孤立肿块型的临床、影像及病理分析
沈蕾蕾 , �第二军医大学附属长征医院

16:35-16:45 FP-224 基于前列腺 MRI 灌注利用聚类分析方法自动识别前列腺灌注特征的可行性研究
黄 凯 , �武汉大学中南医院

16:45-16:55 FP-225 基于定量磁化率图（QSM）进行纹理分析以诊断帕金森病
李改英 , �华东师范大学物理系

16:55-17:05 FP-226 GABA in patients with neuromyelitis opticaspectrum disorder and multiple sclerosis:A proton 
magnetic resonance spectroscopy study
曹观美 , �山东省医学影像学研究所

17:10-18:00 大会发言 论文发言
主持人：李建军 ,�洪楠

17:10-17:20 FP-227 联合第二版前列腺影像报告和数据系统与表观扩散系数图像定量分析对外周带前列腺癌
的诊断价值
冯智超 , �中南大学湘雅三医院

17:20-17:30 FP-228 钆塞酸二钠对多 b 值肝脏呼吸触发扩散加权成像中表观扩散系数值的影响
李 伟 , �中山大学附属江门医院

17:30-17:40 FP-229 基于乳腺磁共振 ADC 图和 DCE 图纹理分析在乳腺良恶性病变诊断中的价值
吴佩琪 , �广东省人民医院

17:40-17:50 FP-230 CT 基于 Patlak 两点法测定肾小球滤过率的临床研究
王婷婷 , �江苏省人民医院

17:50-18:00 FP-231 VX2 瘤不同 CT 机型常规扫描的纹理分析的差异评价
丁玖乐 , �常州市第一人民医院

2017-10-14
08:00-12:10 大数据、人工智能与放射组学 专题发言
主持人：袁建华 ,�李一鸣

08:00-08:25 S-480 人工智能 + 时代的科研思考与学科建设
梁长虹 , �华南理工大学附属广东省人民医院

08:25-08:50 S-481 临床问题引导的人工智能的影像研究与应用
田 捷 , �中国科学院自动化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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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8:50-09:15 S-482 医疗大数据与人工智能在医学影像学应用中的挑战
周 石 , �贵阳医学院附属医院

09:15-09:40 S-483 智能算法在影像组学中的应用
冯建峰 , �复旦大学

09:40-10:05 S-484 肺癌智能化筛查及肺部结节双向敏感度评估
姜 峰 , �哈尔滨工业大学

10:05-10:20  茶歇

10:20-10:45 S-485 深度学习算法在低剂量 CT 肺癌筛查中的初步应用
王建卫 , �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医院

10:45-11:10 S-486 乳腺癌影像诊断的智能化技术研究
厉力华 ,�杭州电子科技大学

11:10-11:35 S-487 CT 纹理分析无创体内鉴别诊断泌尿系尿酸及非尿酸结石的初步临床研究
孙 昊 , �北京协和医院

11:35-12:00 S-488 Radiomics of Multiparametric MRI for Pretreatment Prediction of Progression-Free Survival 
in Advanced Nasopharyngeal Carcinoma
张水兴 , �暨南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12:00-12:10  讨论
卢光明�南京军区南京总医院 ,�史宇杰�南京大学

13:30-14:50 大会发言 论文发言
主持人：牛广明 ,�王骏

13:30-13:40 FP-252 18F-FDG PET/CT 结合增强 CT 纹理分析术前预测胸段食管癌区域淋巴结转移：列线图
模型的建立和内验证
张晓春 , �广东省人民医院

13:40-13:50 FP-253 磁共振成像 3D 纹理分析在血管周细胞瘤与不典型脑膜瘤鉴别诊断中的价值研究
卓 沛 , �中南大学湘雅医院

13:50-14:00 FP-254 机器学习定量分析强化信号特征预测胶质母细胞瘤 EGFR 基因扩增状态的研究
董 飞 , �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二医院

14:00-14:10 FP-255 Breast cancer computer-aided diagnosis based on breast density features
李 悦 , �中山大学

14:10-14:20 FP-256 基于多模态 MR 影像组学策略检测胶质母细胞瘤 MGMT 启动子甲基化状态的研究
田 强 , �第四军医大学唐都医院

14:20-14:30 FP-257 基于磁共振放射组学预测乳腺癌 ki-67 表达水平 - 标签的建立与验证
梁翠珊 , �广东省人民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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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30-14:40 FP-258 Radiomic Features Associated with Epidermal Growth Factor Receptor Mutation Status in Pa-
tients with Lung Adenocarcinoma
杜 雷 , �中日友好医院

14:40-14:50 FP-259 Characterization of the vulnerable intracranial atherosclerotic plaque features by high resolu-
tion MRI and a quantitative radiomics approach
史 张 , �第二军医大学附属长海医院

420+421
2017-10-13
13:30-15:45 人工智能闭门高峰论坛 论文发言
主持人：梁长虹 ,�陈敏 ,�夏黎明 ,�王培军�

13:30-13:40  开场致辞（开场主持人：王培军 同济大学附属同济医院）
金征宇 ,�北京协和医院

13:40-14:40  上半节主持人：梁长虹，夏黎明
13:50-14:00 S-473 政府相关部门领导

阎祖强 , �

14:00-14:10 S-474 医生代表
伍建林 , �大连大学附属中山医院

14:10-14:40 S-475 人工智能企业代表

14:40-15:40  下半节主持人：王培军，陈敏
14:50-15:00 S-476 嘉宾发言

谢 桦 , �上海卫计委信息中心

15:00-15:10 S-477 嘉宾发言
George Shih, �Cornell�University

15:10-15:20 S-478 医生代表发言
马 军 , �

15:20-15:40 S-479 人工智能企业

15:40-15:45  总结发言
刘士远 , 第二军医大学附属长征医院

15:45-16:00  茶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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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00-18:00 大会发言 论文发言
主持人：牛刚 ,�李小虎

16:00-16:06 FP-232 A64 治疗裸鼠肝癌移植瘤超早期改变的 IVIM-DWI 研究
徐笑双 , �暨南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16:06-16:12 FP-233 血氧水平依赖 MR 成像对兔肝热缺血 - 再灌注损伤及 Lipo-PGE1 干预作用的评价
李婧瑶 , �天津医科大学一中心临床学院

16:12-16:18 FP-234 基于 1H NMR 代谢组学方法研究 MPTP 诱导的帕金森小鼠脑内代谢机制
张晓夏 , �温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

16:18-16:24 FP-235 肝移植术后病人钆塞酸二钠增强 MRI 的应用价值
孙 侠 ,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友谊医院

16:24-16:30 FP-236 超高场核磁共振成像示踪并定量分析在外源性自然杀伤细胞过继免疫治疗大鼠肝细胞癌
模型中的应用
苏占亮 , �天津市西青医院

16:30-16:36 FP-237 常规影像学基于大数据分析在诊断弥漫性胶质细胞瘤 IDH1 基因状态 的价值研究
文剑波 , �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

16:36-16:42 FP-238 MR Tissue tracking 技术评价 2 型糖尿病患者合并高血压左室心肌应力改变的初步研究
谢林均 , �四川大学华西第二医院

16:42-16:48 FP-239 Gd 基 MRI 对比剂在细胞不同界面分布决定其细胞结合时间及造影效果
邓宗武 , �中国科学院苏州纳米技术与纳米仿生研究所

16:48-16:54 FP-240 心脏磁共振 T1 mapping 技术评价扩张性心肌病引起心肌弥漫性纤维化的初步研究
汪晶晶 , �广东省人民医院

16:54-17:00 FP-241 静、动态 MRI 对生物反馈电刺激治疗产后盆腔器官脱垂的疗效评估
王秋静 , �天津市第一中心医院

17:00-17:06 FP-242 DCE-MRI 及 IVIM 模型在直肠癌病理分级的应用价值及其灌注参数的相关性研究
刘晓冬 , �大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17:06-17:12 FP-243 Intravoxel incoherent motion diffusion-weighted imaging for discriminating the pathological 
response to neoadjuvant chemoradiotherapy in locally advanced rectal cancer
侯 静 , �湖南省肿瘤医院

17:12-17:18 FP-244 三维动脉自旋标记技术评估颈动脉内膜剥脱术后脑血流灌注改变
徐慧敏 , �北京大学第三医院

17:18-17:24 FP-245 In Vivo Porcine Liver Radiofrequency Ablation With Simultaneous MR Temperature Imaging
杨万群 , �广东省人民医院

17:24-17:30 FP-246 Intravoxel Incoherent Motion Diffusion-weighted Imaging of Bone Marrow Microstructure in 
Patients with Acute Leukemia
牛金亮 , �山西医科大学第二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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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30-17:36 FP-247 PC cine MRI 技术对不同年龄段脑积水患者 ETV 术后的疗效评价
温德英 , �四川大学华西医院

17:36-17:42 FP-248 Diffuse fibrosis in negative late gadolinium enhancement patients with systemic lupus ery-
thematosus – a clinical study using native myocardial T1 mapping and extracellular volume 
quantification
武 睿 ,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仁济医院

17:42-17:48 FP-249 The Optimizations of SEMAC-VAT Technique for Magnetic Resonance Imaging of Total 
Knee Prosthesis
艾 涛 , �武汉华中科技大学附属同济医院

17:48-17:54 FP-250 心脏 MR 多模态成像鉴别诊断小儿爆发性心肌炎与急慢性心肌炎的价值
王翠艳 , �山东省医学影像学研究所

17:54-18:00 FP-251 基于人源蛋白的磁性分子探针用于活体内肿瘤的 MR 靶向诊断
赵 阳 , �天津医科大学第二医院

2017-10-14
08:30-10:25 中德交流论坛乳腺影像专场 专题发言
主持人：金征宇

08:30-08:35  开场致辞
金征宇 , 北京协和医院

08:35-08:40  开场致辞
Michael Forsting, University-Hospital�Essen

08:40-09:10 S-489 定量 DCE-MRI 在乳腺癌诊断治疗中的应用
罗娅红 , �辽宁省肿瘤医院

09:10-09:50 S-490 乳腺 MRI 及筛查序列
Evelyn Wenkel, �University�of�Texas

09:50-10:20 S-491 乳腺断层融合成像的临床应用价值
彭卫军 , �复旦大学附属肿瘤医院

10:20-10:25  小结
金征宇 , �北京协和医院

10:35-12:00 中德交流论坛乳腺影像专场 专题发言
主持人：刘士远

10:35-11:05 S-492 MRI 和 PET-CT 对腋淋巴结转移癌患者寻找乳腺原发灶作用
刘佩芳 , �天津医科大学肿瘤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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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5-11:25 S-493 人工智能是否将取代放射医师在乳腺或其他影像领域的工作？
Michael Forsting, �University-Hospital�Essen

11:25-11:50  讨论
刘士远 ,�第二军医大学附属长征医院

11:50-12:00  会议总结与闭幕致辞
刘士远 ,�第二军医大学附属长征医院

13:15-15:05 2018 星火计划面试会 SPARK Interview

13:15-13:30  面试者报到抽签

13:30-13:35  面试会开场致词
金征宇 , �北京协和医院

13:35-13:40  面试会开场致词
Michael Forsting,  University-Hospital�Essen

13:40-15:00  2017 星火计划面试会

15:00-15:05  结果公布
金征宇 , �北京协和医院

15:15-16:00 2017 星火计划俱乐部 SPARK Club 专题发言

15:15-15:20  俱乐部开场致词
金征宇 , 北京协和医院

15:20-15:25  俱乐部开场致词
Michael Forsting,  University-Hospital�Essen

15:25-15:40 S-494 SPARK 2017 总结报告
盛若凡 , �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

15:25-15:40  点评
曾蒙苏 , 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

15:40-15:55 S-495 SPARK 2017 总结报告
柴 超 , �天津市第一中心医院

15:40-15:55  点评
沈 文 , 天津市第一中心医院

15:55-16:00  结语
金征宇 , �北京协和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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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gram 
2017 年 10 月 12-15 日 October 12-15, 2017

群
英
会

群英会

蓝厅
2017-10-15
07:50-11:00 群英会

07:50-08:00  开场视频

08:00-08:05  大会主席致辞
徐 克 , 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08:05-08:10  抽签（决定南北队出场顺序）
徐 克 , 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08:10-08:15  队长开场
伍建林 , �大连大学附属中山医院

08:10-08:15  队长开场
严福华 ,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瑞金医院

08:15-09:05  神经系统病例分享
张 敬 , 天津医科大学总医院

08:15-09:05  神经系统病例分享
徐海波 , 武汉大学中南医院

09:05-09:55  腹部系统病例分享
杨正汉 ,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友谊医院

09:05-09:55  腹部系统病例分享
张 欢 ,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瑞金医院

09:55-10:45  骨关节学组病例分享
程晓光 , �北京积水潭医院

09:55-10:45  骨关节学组病例分享
王晨光 , �第二军医大学附属长征医院

10:45-11:00  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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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放名医在线

431
2017-10-15
08:10-11:30 中放名医在线
主席 :�徐克 ,�冯晓源�

08:10-08:15  开幕式 - 嘉宾致辞
徐 克 , 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08:15-08:20  开幕式 - 嘉宾致辞
李 庆 , GE医疗

08:20-09:20  腹部专场（主持人： 张铎 北华大学附属医院）
张惠茅 , 吉林大学第一医院
居胜红 , 东南大学附属中大医院

09:20-10:20  神经专场（主持人：姚振威 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
马 林 , 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
冯 逢 ,�北京协和医院

10:20-11:20  心胸专场（主持人：张龙江 南京军区南京总医院）
吕 滨 , 中国医学科学院阜外医院
于 红 , 上海交通大学附属胸科医院

11:20-11:30  闭幕式 - 嘉宾致辞
冯晓源 , 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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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gram 
2017 年 10 月 12-15 日 October 12-15, 2017

闭
幕
式

闭幕式

蓝厅
2017-10-15
11:00-12:00 闭幕式
主持人：王培军

11:00-11:20  颁奖仪式

11:20-11:40  闭幕总结
金征宇 , 北京协和医院

11:40-11:50  会旗交接仪式
徐 克 , 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金征宇 , 北京协和医院
刘士远 , 第二军医大学附属长征医院

11:50-12:00  宣布闭幕
徐 克 , 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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卫
星
会

卫星会

617
2017-10-13
12:15-13:15	 飞利浦
飞利浦卫星会

618
2017-10-13
12:15-13:15	 飞利浦
飞利浦卫星会

616
2017-10-13
12:15-13:15	 通用
GE 关爱先行卫星会 - Imaging Empower Healthcare

619
2017-10-13
12:15-13:15	 西门子
西门子卫星会

515
2017-10-13
12:15-13:15	 GUERBET
GUERBET 卫星会

金厅 A
2017-10-13
12:15-13:15	 影像医生创业发布会
《影像惠民，医生圆梦》——中国影像医生创业计划发布会

430
2017-10-13
12:15-13:15	 依图
人工智能变革医疗——突破医疗新疆域，重新定义金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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壁报安排
纸质壁报
纸质壁报区位于上海世博中心四层观景厅（蓝厅东侧）。请纸质壁报作者于 10 月 13 日早上 08:30-10:00

自行张贴壁报，10 月 15 日上午 10:00 以后自行撤除。

神经

PO-001 MRI 对颈椎横孔韧带与神经根型颈椎病神经卡压的相关性研
究

李俊林 内蒙古自治区人民医院

PO-002 磁共振成像技术在克雅氏病诊断中的应用 王� 婷 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

PO-003 Three�dimensional�pseudocontinuous�arterial�spin�labeling�to�differ�
high-grade�gliomas�from�low-grade�gliomas:�correlation�between�
quantitative�VEGF�expression�and�perfusion�MR�imaging�on�a�
region-by-region�basis

庞浩鹏 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

PO-004 Evaluation�of�the�applicability�of�territorial�arterial�spin�labeling�in�
meningiomas�for�presurgical�assessments�compared�with�3-dimen-
sional�time-of-flight�magnetic�resonance�angiography

陆逸平 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

PO-005 脑结构磁共振成像在鼻咽癌放射性脑损伤中的初步研究 肖� 翔 南方医科大学南方医院

PO-006 扩散张量成像对视神经脊髓炎谱系疾病视束�及视放射的研究 陈晓娅 重庆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PO-007 抗 N_ 甲基 _D 天冬氨酸受体脑炎临床与影像分析 陈晓娅 重庆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PO-008 6 例抗 γ- 氨基丁酸 B 受体脑炎临床、影像分析及治疗转归 陈晓娅 重庆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PO-009 围产期动脉缺血性脑卒中的临床和影像学特征分析 张� 苗 国家儿童医学中心，首都医科大学附属
北京儿童医院

PO-010 基于低频振幅分析 2 型糖尿病视网膜病变患者���静息态脑功能
的 MRI 研究

王中领 上海交通大学附属第一人民医院

PO-011 复发 - 缓解型多发性硬化患者视束及视放射的 DTI 研究 陈晓娅 重庆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PO-012 胶质细胞表达的 FABP7 对癫痫大鼠海马突触可塑性的影响 李玉爽 武汉大学中南医院

PO-013 高场强磁共振 DTI 成像对单纯脑白质疏松症及多发性硬化的
鉴别诊断价值

王� 勇 河北医科大学第二医院

PO-014 Changes�of�Brain�White�Matter�Microstructure�in�people�of�Al-
zheimer�disease�with�Type�2�diabetes�(AD+T2DM):a�DKI�study

董俊伊 大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PO-015 Radiomics�Signature:�A�Potential�Biomarker�for�the�Prediction�of�
MGMT�Promoter�Methylation�in�Glioblastoma

王柳仙 西京医院

PO-016 Altered�resting-state�functional�activity�in�isolated�pontine�infarc-
tion�patients�with�pathological�laughing�and�crying

陈� 峰 海南省人民医院

PO-017 rain�perfusion�abnormalities�in�idiopathic�rapid�eye�movement�
sleep�behavior�disorder:��2D�GRASE�pseudo-continuous�arterial�
spin�labeling�(pCASL)�technique�study

周彩红 广东省人民医院

PO-018 慢性主观性耳鸣患者小脑异常功能连接的静息态功能磁共振研
究

冯� 源 南京市第一医院

PO-019 颅内肿瘤 CT、MRI 误诊分析 王佳宁 河北大学附属医院

PO-020 Morphologic�and�Wall�Enhancement�Features�of�Symptomatic�Un-
ruptured�Intracranial�Aneurysms:�a�High-Resolution�MRI�Study

王馨蕊 第二军医大学附属长海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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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021 Distinct�patterns�of�cortical�gray�matter�in�early�course�bipolar�dis-
order��predict�different�treatment�response�with�quetiapine

张文静 四川大学华西医院

PO-022 利用 DCE-MRI 参数直方图探讨非典型垂体腺瘤血管异质性的
研究

刘杨颖秋 大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PO-023 Application�of�virtual�monochromatic�images�at�optimal�energy�
level�in�dual-energy�spectral�CT�combined�with�multiplanar�refor-
mation�in�diagnosing�lumbosacral�peripheral�neuropathy

杨创勃 陕西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第

PO-024 儿童原发性中枢神经系统血管炎的磁共振表现 冯� 静 重庆市第七人民医院

PO-025 锂的血药浓度对躁郁症 II 型患者海马区谷氨酸盐浓度的双向
影响预实验研究

罗梦婷 上海交通大学附属第六人民医院

PO-026 脊髓刺激镇痛术调节大脑神经生物学的磁共振波谱学研究 罗梦婷 上海交通大学附属第六人民医院

PO-027 Role�of�3D�Pseudo-continuous�Arterial�Spin�Labeling�Perfusion�in�
the�Diagnosis�and�Follow-up�in�Patients�with�Herpes�Simplex�En-
cephalitis

李� 锐 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

PO-028 中枢神经系统非典型畸胎瘤样 / 横纹肌样瘤的影像学表现（附
9 例报道）

李晓凤 重庆医科大学附属第三医院

PO-029 从神经元树突棘水平解析睡眠剥夺对脑功能的影响 吕金风 武汉大学中南医院

PO-030 特发性颅内高压的可靠影像学征象分析 王智清 攀枝花市中心医院

PO-031 Impact�of�COMT�Haplotypes�on�Parietal�Functional�Connectivity�
Density�in��Chinese�Healthy�Young�Adults

唐� 洁 天津医科大学总医院

PO-032 Lumbosacral�intraspinal�paraganglioma:�a�clinicopathologic�and�
CT/MR�imaging�features�of�thirteen�cases

张友明 中南大学湘雅医院

PO-033 TaqIA 基因对海洛因成瘾者毒品线索诱导渴求影响的 MRI 研
究

李永斌 第四军医大学唐都医院

PO-034 慢性主观耳鸣患者大脑局部一致性和灰质结构磁共振研究 韩� 祺 第三军医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 重庆市西
南医院

PO-035 �Effect�of�Ile107�allele�of�NPSR�rs324981�on�regional�gray�matter�
volumes�in�healthy�young�adults

熊永琴 天津医科大学总医院

PO-036 磁共振波谱成像（MRS）在评价胶质瘤细胞增殖及预后的应用
价值

高文静 山东大学齐鲁医院

PO-037 椎管相关的节细胞神经瘤影像学分析 陈德华 福建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PO-038 Research�on�brain�structure�and�function�of�cervicogenic�dizziness 匡翠立 武汉大学人民医院

PO-039 多发性硬化及视神经脊髓炎患者脑血流量变化相关研究 张� 雪 天津医科大学总医院

PO-040 静息态 fMRI 研究视神经脊髓炎患者全脑度中心度改变 韩永良 重庆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PO-041 2 型糖尿病伴视网膜病变患者脑 rs-fMRI 及 VBM 的研究 张� 谍 大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

PO-042 Abnormal�white�matter�integrity�in�parkinson’s�disease�patients�
with�cognitive�impairment�revealed�by�tract-based�spatial�statistics

黄明明 贵州医科大学附属医院

PO-043 脊髓损伤后脑灰质的萎缩：基于体素形态学的 MRI 研究 陈� 乾 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

PO-044 Brain�White�Matter�Fiber�Tracts�Involved�in�post-Transjugular�
Intrahepatic�Portosystemic�Shunt�Hepatic�Myelopathy

刘婷婷 第四军医大学西京医院

PO-045 �轻度近视患者视区体积改变——基于 VBM 的研究 王梦辰 大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PO-046 MR-NODDI 成像联合 TBSS 分析在肌萎缩侧索硬化症评估中
的价值

蒋日烽 福建医科大学附属协和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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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047 Symptomatic�chronic�middle�cerebral�artery�stenosis:�comparison�
of�whole-brain�arterial�spin�labeling�with�CT�perfusion

田� 冰 第二军医大学附属长海医院

PO-048 Comparative�study�of�4D�CTA�and�DSA�for�vascular�assessment�in�
moyamoya�disease

田� 冰 第二军医大学附属长海医院

PO-049 儿童结节性硬化颅内及心脏影像学分析及随访 沈� 瑾 复旦大学附属儿科医院

PO-050 The�role�of�sleep�on�cognition�and�spontaneous�activity�in�type�2�
diabetes�mellitus�an�fMRI�study

吴光耀 大连大学附属中山医院

PO-051 弥漫型中线胶质瘤 (H3�K27M 突变型）的 MRI 影像特点 曹� 冬 中南大学湘雅医院

PO-052 Altered�regional�homogeneity�in�chronic�insomnia�disorder�with�or�
without�cognitive�impairment

庞� 冉 北京中医药大学东方医院

PO-053 神经突起方向离散度与密度成像在肝豆状核变性中的应用 宋玉坤 中山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PO-054 ��大脑中动脉重度狭窄或闭塞后 ASL 灌注结果统计分析 张慧勤 北京协和医院

PO-055 单侧无症状颈动脉重度狭窄的半球间功能连接研究 高� 磊 武汉大学中南医院

PO-056 高分辨率磁共振管壁成像在头颈动脉闭塞病因诊断中的价值 吴� 芳 北京宣武医院

PO-057 慢性耳鸣患者静息态丘脑功能连接障碍的研究 张� 健 东南大学附属中大医院

PO-058 定量评估神经轴突方向分散性和密度成像（NODDI）在胶质
瘤分级及预测胶质瘤 IDH-1 突变状态的临床应用

赵� 静 中山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PO-059 少见类型的脑膜瘤 MRI 特征表现分析 郝跃文 第四军医大学西京医院

PO-060 The�Differential�Diagnostic�Value�of�Minimum�Apparent�Diffusion�
Coefficient�Values�on�the�peritumoral�edema�between�Primary�Cen-
tral�Nervous�System�Lymphoma�and�Glioblastoma

李鸣歌 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

PO-061 Iron�Deposition�and�Thinning�of�Optic�Radiation�in�Multiple�Scle-
rosis�—�An�Enhanced�T2*-Weighted�Angiography�Imaging�Study

曾� 春 重庆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PO-062 颅内静脉窦血栓与深静脉血栓形成的影像学特征解析 李思睿 武汉大学中南医院

PO-063 结节性硬化症影像表现 1 例分析 王� 阳 山西医科大学第二医院

PO-064 In�Vivo�Measurements�of�Glutamate�and�GABA�in�Nocturnal�Fron-
tal�Lobe�Epilepsy

王维娜 四川大学华西医院

PO-065 �MRI 灰度直方图分析在儿童后颅窝常见肿瘤中的鉴别诊断价
值�

朱晨迪 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PO-066 囊性成分在鉴别儿童髓母细胞瘤和室管膜瘤中的价值 李� 娅 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PO-067 淋巴细胞性垂体炎的 MRI 征象分析及鉴别 许� 翠 南方医科大学深圳医院

PO-068 MRI 对阿尔兹海默病早期诊断的研究进展 胡红云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九人民医
院

PO-069 116 例丘脑不同穿支动脉区急性梗死灶平均峰度值与临床预后
的相关性

张艳利 兰州大学第一医院

PO-070 兔 VX2 肿瘤脑转移瘤动物模型的建立及 MRI 检测 孙朋朋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九人民医
院

PO-071 Neurite�orientation�dispersion�and�density�imaging�for�evaluation�
of�white�matter�tract�in�post-operative�cognitive�dysfunction

游� 弋 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盛京医院

PO-072 The�morphological�changes�of�the�cortical�and�subcortical�grey�
matter�in�first�episode,�untreated�major�depressive�disorder�with�
short-duration

鲁� 毅 昆明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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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073 原发性低颅压综合征的临床及 MRI 定量分析 吴立业 湖南省第二人民医院 / 湖南中医药大学
附属人民医院（原：湖南省脑科医院）

PO-074 新生儿胆红素脑病磁共振弥散峰度成像研究 林洁芬 汕头大学医学院第二附属医院

PO-075 体素内不相干运动弥散加权成像在脑胶质瘤良恶性分级中的应
用

俎金燕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仁济医院南
院

PO-076 精神分裂症静息态脑血流和功能连接耦合机制异常 朱佳佳 安徽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PO-077 Changes�in�Structure�and�Perfusion�of�Gray�Matter�Tissues�during�
Recovery�from�Ischemic�Subcortical�Stroke:�A�Longitudinal�MRI�
Study

余鑫锋 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二医院

PO-078 高压氧治疗创伤性脑损伤康复机制的功能磁共振研究 肖� 慧 南京军区福州总医院

PO-079 2 型糖尿病患者基于后扣带回的静息态脑功能连接研究 肖� 慧 南京军区福州总医院

PO-080 2 型糖尿病视网膜病变的低频振幅磁共振研究 赵丽梅 南京军区福州总医院

PO-081 晚发性抑郁患者随访一年认知功能变化及静息态 fMRI 研究 许洪敏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瑞金医院

PO-082 Microbleeds�on�Susceptibility�Weighted�MRI�in�Depressive�and�
Non-depressive�Patients�after�Mild�Traumatic�Brain�Injury

余蒙蒙 上海交通大学附属第六人民医院

PO-083 有氧训练对轻度认知障碍患者干预作用的研究 祁� 鸣 南京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江苏省人
民医院）

PO-084 新兵适应障碍的亚频段低频振幅功能磁共振研究 潘洁娜 南京军区福州总医院

PO-085 Bright�Vessel�Sign�on�Arterial�Spin�Labeling�Predicts�Long-Term�
Functional�Outcome�in�Stroke�Patients�With�Large�Vessel�Intracra-
nial�Occlusion

李� 桥 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

PO-086 MR 扩散张量成像在评估三叉神经微结构改变中的价值及其与
血管压迫程度的相关性研究

郭田田 连云港市第一人民医院

PO-087 多时相三维自旋标记成像联合 MRA 在颈动脉狭窄中的应用 陈聚惠 连云港市第一人民医院

PO-088 Gray�matter�networks�across�psychosis�and�their�unaffected�first-
degree�relatives---Findings�from�the�Bipolar-Schizophrenia�Net-
work�for�Intermediate�Phenotypes

张文静 四川大学华西医院

PO-089 DCE-MRI 的直方图分析在脑胶质瘤分级当中的应用 韩秋月 无锡市人民医院

PO-090 帕金森病冻结步态的静息态脑功能磁共振局部一致性研究 王� 敏 南京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PO-091 ��3�0T高分辨率磁敏感加权成像评估幕上脑胶质瘤磁敏感效应：
与磁共振灌注成像（PWI）对比研究

邹启桂 南京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江苏省人
民医院）

PO-092 磁共振定量参数对脑膜瘤的诊断价值：多模态功能磁共振的对
比分析

徐� 杰 南京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

PO-093 原发全面强直阵挛性癫痫耐药的海马功能连接研究 王正阁 南京市鼓楼医院

头颈

PO-094 环形小线圈联合头线圈视神经高分辨 MRI 初步临床应用 戴群瑶 中山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PO-095 Combined�diffusion�weighted�imaging�and�dynamic�contrast�en-
hanced�magnetic�resonance�imaging�for�differentiating�radiologi-
cally�indeterminate�malignant�from�benign�orbital�mass

许晓泉 南京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江苏省人
民医院）

PO-096 成人后髁导静脉的 CT 评估 赵智勇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友谊医院

PO-097 扩散张量成像在甲状腺相关眼病视神经病变（DON）激素冲
击治疗后全视路功能修复评价中的应用

刘� 萍 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同济医
院

PO-098 鼓膜张肌圆腱、鼓膜张肌半管与咽鼓管半管的 HRCT 研究 杨想春 西安市中心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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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099 鼻咽癌甲状腺转移 1 例 胡� 艳 西南医科大学附属医院

PO-100 Histogram�analysis�of�apparent�diffusion�coefficient�maps�for�the�
differentiation�between�lymphoma�and�metastatic�lymph�nodes�of�
squamous�cell�carcinoma�in�head�and�neck�region

王焱钧 东南大学附属中大医院

PO-101 Crouzon 综合征一例报道和其随年龄增长的动态影像学特征分
析

柏� 梅 复旦大学附属儿科医院

PO-102 104�例儿童眶周皮样囊肿及表皮样囊肿分布与�CT�影像表现 王进华 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儿童医院

PO-103 Temporal�Contrast-enhanced�High-resolution�CT�Evaluation�of�
Pulsatile�Tinnitus�after�Sigmoid�Sinus�Wall�Reconstruction

丁贺宇 北京友谊医院

PO-104 腮腺占位病变中双源 CT 虚拟平扫代替常规平扫的可行性研究 杨亚英 昆明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PO-105 Assessment�of�Cochlea�Endolymphatic�Hydrops�Using�3-D�FLAIR�
and�3-D�Real�IR�Sequence�in�Guinea�Pigs�via�3T�MRI�After�Intra-
tympanic�Gadolinium:�A�Histopathological�Comparison

王� 凤 复旦大学附属眼耳鼻喉科医院

PO-106 患有搏动性耳鸣症状的硬脑膜动静脉瘘核磁诊断 邬海博 北京大学第三医院

PO-107 A�preliminary�study�for�the�diagnostic�value�of�diffusion�kurtosis�in�
head�and�neck�lesions

杨功鑫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九人民医
院

PO-108 视神经脊髓炎谱系疾病患者的脑弥散峰度成像研究 李� 晴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同仁医院

PO-109 高眼压性青光眼患者脑结构连接损伤及重塑机制研究 李� 婷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同仁医院

PO-110 Feasibility�Study�of�Using�Intravoxel�Incoherent�Motion�MRI�to�
Detect�Parotid�Gland�Abnormalities�in�Early-Stage�Sjogren�Syn-
drome�Patients

苏国义 南京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PO-111 磁共振动态增强定量参数分析联合 3�0T�RESOLVE-DWI 技术
对腮腺肿瘤的鉴别诊断价值

黄� 楠 福建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PO-112 基于 CT 图像纹理特征分析鉴别甲状腺乳头状癌颈侧方转移淋
巴结与增生性淋巴结

任� 玲 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PO-113 左侧颌下腺放线菌病一例 赵智勇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友谊医院

心胸

PO-114 Pulmonary�hypertension�parameter�assessment�by�electrocardio-
graphically�gated�computed�tomography�coronary�angiography:�
normal�limits�by�age,�gender,�and�body�surface�area�

唐� 鑫 南京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PO-115 冠状动脉 CT 血管成像在评估冠状动脉侧支循环中的应用价值 谢丽响 徐州医科大学附属医院

PO-116 中老年人心肌淀粉样变性 CMR 表现 张� 旻 北京医院

PO-117 光谱 CT 低 KeV 成像与混合能量成像对冠脉支架体模显示能
力的比较研究

杨林林 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盛京医院

PO-118 穿刺针道肺组织 CT 值对 CT 引导经皮肺穿刺活检术后气胸的
定量预测价值

张寒菲 武汉大学中南医院

PO-119 Wall�Shear�Stress�Is�Associated�With�severity�of�Idiopathic�Pulmo-
nary�Arterial�Hypertension�

吴� 童 同济大学附属肺科医院 / 上海市肺科医
院

PO-120 不同病理类型肺磨玻璃结节的 CT 诊断价值 赵� 娇 大连大学附属中山医院

PO-121 吸烟者双呼吸相 MDCT 扫描气道径线与肺气肿及空气潴留的
相关性研究

苏维维 第二军医大学附属长征医院

PO-122 体素内不相干运动扩散加权成像预测非小细胞肺癌侵袭性的初
步研究

江建芹 盐城市第一人民医院（南通医学院第四
附属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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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123 肺内淋巴结 CT 表现特点及与类似淋巴结的鉴别诊断 唐丽萍 大连大学附属中山医院

PO-124 成人先天性心脏病合并肺动脉高压的磁共振评价 陈友三 中国人民解放军武汉总医院

PO-125 Score�for�Lung�Adenocarcinoma�in�China�with�EGFR�Mutation�of�
Exon�19:�Combination�of�Clinical�and�Radiological�Characteristics�
Analysis

史� 张 第二军医大学附属长海医院

PO-126 双源 CT 双能量肺灌注成像对 COPD 患者自动定量评估及其与
肺功能、肺气肿指数相关性研究

李一鸣 天津市人民医院

PO-127 16cm 宽体探测器�CT 自由呼吸下高心率患者 CCTA 的应用价
值

陈玉环 陕西中医药大学

PO-128 能谱 CT 定量分析在评估实性肺浸润性腺癌生长方式中的初步
研究

李� 琦 重庆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PO-129 能谱 CT 平扫定量分析鉴别诊断周围型肺癌与结核球 李� 琦 重庆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PO-130 MR 自由呼吸 T1�Star�VIBE 高分辨率成像对周围型肺结节征象
的显示

党� 珊 陕西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

PO-131 深度卷积网络骨抑制成像（deepBSI）与多种影像学检查方法
诊断肺内孤立性结节应用价值

吴杰芳 南方医科大学南方医院

PO-132 Dual-energy�spectral�CT�in�patients�with�lung�cancer�:�correlation�
with�degree�of�tumor�differentiation�and�ki-67�expression�level

林了一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仁济医院

PO-133 Diagnostic�value�of�cardiac�magnetic�resonance�imaging�for�cardiac�
mass�in�children

欧阳荣珍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上海儿童医
学中心

PO-134 不同类型的肺癌移植瘤模型新生血管的发生发展变化 邹� 勤 第二军医大学附属长征医院

PO-135 基于体素的哮喘患者空气潴留程度及肺叶分布的定量研究 梁志冉 西安交通大学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

PO-136 CT�Angiography�for�the�Diagnosis�and�Subcategorization�of�Un-
roofed�Coronary�Sinus�Syndrome

支爱华 阜外心血管病医院

PO-137 基于 CT 定量对肺癌患者支气管形态的研究 沈� 聪 西安交通大学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

PO-138 量化 CT 对特发性脊柱侧凸患者术前肺叶水平容积的评估 夏� 艺 第二军医大学附属长征医院

PO-139 LDCT 肺癌筛查：肺癌危险因素及高危模型的研究 张� 迪 第二军医大学附属长征医院

PO-140 原发性肺淋巴上皮瘤样癌的影像表现与病理对照 雷永霞 广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PO-141 吸烟者 MDCT 双呼吸相肺气肿定量分析及与肺功能的相关性
研究

张� 迪 第二军医大学附属长征医院

PO-142 冠状动脉 CTA 腔内衰减梯度及其校正模式辅助评估血管狭窄�
程度的初步研究

彭� 鲲 上海市第十人民医院（暨同济大学附属
第十人民医院）

PO-143 应用多层螺旋 CT 研究不同分型左前降支心肌桥的影像特性 顾玲玲 第二军医大学附属长征医院

PO-144 Iterative�Reconstruction�Technique�of�Non-gated�LDCT�Chest�
Scan�in�Coronary�Calcification�Score�to�Evaluating�Cardiovascular�
Disease�Risk

樊荣荣 第二军医大学附属长征医院

PO-145 Contribution�of�Radiomics�Features�from�Computed�Tomography�
of�Part-solid�Ground�Glass�Nodules:�Differentiation�of�Preinvasive�
Lesions�from�Invasive�Pulmonary�Adenocarcinomas

罗� 婷 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PO-146 CT 纹理分析对低剂量 CT 筛查中检查的肺磨玻璃密度结节的
评估价值

孙� 琦 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医院

PO-147 多 b 值弥散成像评价肿瘤血管靶向性药物在 NSCLC 治疗中的
作用

史长征 暨南大学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

PO-148 肺淋巴水肿与乳糜肺的临床、病理与影像特征 金� 丹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世纪坛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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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149 DWI 联合 CTP 对非小细胞肺癌放化疗疗效的预测价值 崔� 磊 江苏省南通大学第二附属医院

PO-150 原发囊腔型肺癌的影像特征及鉴别诊断 程少容 中国人民解放军武汉总医院

PO-151 良恶性纯毛玻璃密度结节的 HRCT 征象鉴别 李� 云 山东大学附属山东省肿瘤医院

PO-152 320 排 CT 前瞻性心电门控技术在婴幼儿胸部 CT 扫描中应用�
的可行性研究

程少容 中国人民解放军武汉总医院

PO-153 EMLA-ALK 融合基因突变非小细胞肺癌影像特征分析 李勇刚 苏州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PO-154 能谱 CT 在肺癌病理类型鉴别诊断中的应用研究 杨� 倩 湖北省肿瘤医院

PO-155 终末期肥厚型心肌病磁共振延迟强化及预后分析 程赛楠 中国医学科学院阜外心血管病医院

PO-156 Assessing�Right�Ventricular�Function�in�Patients�with�Pulmonary�
Hypertension�based�on�noninvasive�measurements:�correlation�be-
tween�cardiac�MRI,�ultrasonic�cardiogram,�multidetector�CT�and�
right�heart�catheterization

郭晓娟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朝阳医院

PO-157 肺磨玻璃密度结节中“实性成分”的影像学定义、显示以及其
与肺腺癌浸润性之间的相关性研究

涂文婷 第二军医大学附属长征医院

乳腺

PO-158 数字化乳腺断层摄影（DBT）对于乳腺微钙化性病灶的诊断价
值

刘卫敏 中山大学附属第三医院

PO-159 Solid�papillary�carcinoma�of�the�breast:�MR�mammography,�mam-
mography�and�ultrasound�findings

尤� 超 复旦大学附属肿瘤医院

PO-160 扩散加权成像与乳腺浸润性导管癌分子生物学相关性研究 刘� 莉 复旦大学附属肿瘤医院

PO-161 Dynamic�Contrast-enhanced�MRI:�To�predict�Pathologic�Complete�
Response�of�different�Subtypes�of�Breast�Cancer�after�Neoadjuvant�
Chemotherapy

姜� 原 北京大学第一医院

PO-162 Preoperative�Predicting�Malignancy�in�Breast�Mass-like�Lesions:�
Value�of�Adding�Histogram�Analysis�of�Apparent�Diffusion�Coef-
ficient�Maps�to�Dynamic�Contrast-enhanced�Magnetic�Resonance�
Imaging�for�Improving�Confidence�Level

刘鸿利 江苏省人民医院

PO-163 Histogram�Analysis�of�Apparent�Diffusion�Coefficient�at�3�0T:�Cor-
relation�with�Prognostic�Factors�of�Invasive�Ductal�Carcinoma

刘鸿利 江苏省人民医院

PO-164 Gaussian�and�Non-Gaussian�Analysis�of�Diffusion�Weighted�Imag-
ing�in�Breast�Cancer�Associated�with�Pathologic�Factors:�Prelimi-
nary�Findings

孙� 琨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瑞金医院

PO-165 MRI 动态增强定量参数和相对定量参数对乳腺病变的诊断价
值对比分析

刘万花 东南大学附属中大医院

PO-166 3�0T 增强 MRI 血管成像对乳腺良恶性病变诊断价值探讨 王� 瑞 东南大学附属中大医院

PO-167 基于卷积神经网络的多视角乳腺肿块分类算法 王红玉 西北大学

PO-168 Diffusion-weighted�MR�imaging�of�the�breast�at�3�0T:�the�diag-
nosis�efficiency�of�the�decline�rate�of�signal�intensity�and�apparent�
diffusion�coefficient�value�with�different�b�values�to�differentiate�
benign�and�malignant�breast�lesions

叶媛媛 东南大学附属中大医院

PO-169 乳腺 MR 纤维腺体背景强化与乳腺癌患病风险的相关性研究 张睿馨 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第四医院

PO-170 The�value�of�digital�breast�tomosynthesis�for�diagnosing�breast�can-
cers�in�dense�breast

陶� 阳 重庆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PO-171 乳腺导管内乳头状癌的 MR 影像学表现 何翠菊 辽宁省肿瘤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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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172 乳腺弥漫性大 B 细胞淋巴瘤的 MRI 特点 王丽君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新华医院

PO-173 3T 磁共振乳腺成像对乳腺癌保乳术疗效评估应用研究 徐俊卿 第四军医大学西京医院

PO-174 乳腺导管造影联合细胞学检查诊断导管内乳头状瘤的价值� 曾� 利 新疆伊犁州友谊医院

PO-175 三种不同磁共振扩散模型在鉴别乳腺良恶性病灶中的价值研究 夏冰清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瑞金医院

PO-176 The�assessment�of�background�parenchymal�enhancement�(BPE)�in�
a�high-risk�population:�What�causes�BPE?

尤� 超 复旦大学附属肿瘤医院

PO-177 MR 间质淋巴造影在 VX2 兔乳腺癌内乳前哨淋巴结显像中的
初步研究

谭红娜 河南省人民医院

PO-178 乳腺叶状肿瘤与纤维腺瘤 MRI 征象分析及鉴别 付芳芳 河南省人民医院

PO-179 恩度联合 TP 方案对人 MCF-7 乳腺癌裸鼠移植瘤 VEGF、
MMP-2 表达的影响

雷� 振 锦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PO-180 MR�Imaging�Features�of�Pure�Mucinous�Breast�Carcinoma 曲� 宁 中国医科大学肿瘤医院，辽宁省肿瘤医
院

PO-181 MR 间质淋巴造影评价兔 VX2 乳腺癌腋窝前哨淋巴结性质的
实验研究

王攀鸽 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PO-182 Apparent�Diffusion�Coefficient�derived�Histogram�analysis�for�Pre-
treatment�Prediction�of�Response�to�Neoadjuvant�Chemotherapy�in�
Patients�with�Breast�Cancer:�Comparison�between�Single-Section�
and�Whole-tumor�Volume�Measurement

耿小川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仁济医院

PO-183 基于磁共振弥散加权成像的定量容积直方图及纹理分析在乳腺
肿瘤诊断中的研究

毛� 宁 北京大学人民医院

PO-184 Correlation�of�Pharmacokinetic�Parameters�with�Prognostic�factors�
of�Breast�Cancers:�a�Retrospective�Study�in�Dynamic�Contrast-En-
hanced�MRI�with�CAIPIRINHA-Dixon-TWIST-VIBE�Technique

艾� 涛 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同济医
院

PO-185 全数字化乳腺 X 线立体定位技术在隐匿性乳腺微钙化灶诊断
中的应用价

杨� 光 河北医科大学第四医院

腹部

PO-186 Histogram�analysis�of�stretched-exponential�diffusion�model�in�
Differentiating�Pancreatic�Adenocarcinoma��and��Neuroendocrine�
Tumor

李佳丽 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同济医
院

PO-187 Delineation�of�Hepatic�Veins:�Comparison�of�Magnetic�Resonance�
Angiography�Using�Spatial�Labeling�with�Multiple�Inversion�
Pulses,�Perfusion-Weighted�Imaging�and�Computer�Tomography�
Angiography

竺� 笛 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同济医
院

PO-188 临床结合多参数 MRI 评分模型对子宫肉瘤及不典型子宫肌瘤
的鉴别诊断价值

吕发金 重庆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PO-189 基于 PI-RADS�v2�探究不同经验水平对观察者间一致性及诊断
效能的影响：6 名放射医师的单中心研究

可� 赞 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同济医
院

PO-190 平扫最佳单能量 CT 值的直方图分析对鉴别肾乏脂性错构瘤与
透明细胞癌的价值初探

徐明哲 大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PO-191 Quantitative�Evaluatation�of�HBV-related�Acute-on-chronic�Liver�
Failure�Using�3�0T�MRI

兰莲君 西南医科大学附属医院

PO-192 Diagnosis�and�differential�diagnosis�of�metanephric�adenoma�and�
papillary�renal�cell�carcinoma:�dynamic�contrast-enhanced�magnet-
ic�resonance�imaging�versus�apparent�diffusion�coefficient�imaging

曹建霞 解放军总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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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193 Peritumoral�Artery�Scoring�System:��a�Novel�Scoring�System�to�
Predict��Renal�Function�Outcome�after��Laparoscopic�Partial�Ne-
phrectomy

刘桂勤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仁济医院 ( 东
院 )

PO-194 Explore�the�Features�of�Iron�Deposition�in�cirrhotic�Nodules 刘� 丹 四川省医学科学院 � 四川省人民医院

PO-195 Adrenal�schwannoma:�CT,�MR�manifestations�and�pathological�
correlation

汤� 伟 复旦大学附属肿瘤医院

PO-196 Value�of�Whole-Liver�Apparent�Diffusion�Coefficient�Histogram�
Analysis�for�Quantification�of�Liver�Fibrosis�Stages�

阳朝霞 复旦大学附属儿科医院 ,�复旦大学附属
中山医院

PO-197 Characterization�of�Hepatic�Perfusions�in�Cavernous�Transforma-
tion�of�the�Portal�Vein�by�Using�Spectral�CT�Imaging

李� 洁 北京清华长庚医院

PO-198 能谱 CT 在肾嫌色细胞癌和肾乳头状细胞癌鉴别诊断中的价值 王� 丹 兰州大学第二医院

PO-199 In�Vivo�Multiparameter�Quantitative�Characterization�of�Sub-
differentiation�of��Upper�Urinary�Calcium�Calculi�on�Dual-energy�
CT:�A�Pilot�Study

王� 茸 甘肃省人民医院

PO-200 Xp11�2 易位 /TFE3 基因融合相关性肾癌的临床及影像学诊断 张建新 山西省肿瘤医院

PO-201 功能 MRI 早期诊断移植肾功能异常的初步研究 王� 楠 天津医科大学一中心临床学院

PO-202 Assessment�of�Monoenergetic�Reconstructions�Technique�in�a�
Novel�Dual-Layer�Spectral�Detector�Contrast-enhanced�Hydro-
CT�of�Gastric�Cancer

刘婧娟 北京协和医院

PO-203 双能 CT 定量评价克罗恩病活动度的价值初探 王春龙 昆明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PO-204 MR�T2-mapping 评估经阴道分娩肛提肌损伤恢复的随访研究 赵玉娇 天津市第一中心医院

PO-205 肝细胞癌根治性切除术后早期肝内复发的 CT 影像学危险因素
分析

张海龙 南京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PO-206 应用 MR 动态增强全定量技术判断子宫内膜癌的探索性研究 叶芷君 四川大学华西第二医院

PO-207 不同级别胰腺神经内分泌肿瘤的 MRI 影像特征及 ADC 值分析 陈� 楠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瑞金医院

PO-208 HCC 强化与流出征象在增强 CT 与普美显增强 MRI 中出现率
比较

樊璐璐 天津市第一中心医院

PO-209 探讨 MSCT 多期强化扫描联合 GD-EOB-DTPA 肝胆期对肝癌
TACE 术后复发的诊断价值

何� 苹 天津市第三中心医院

PO-210 甲胎蛋白阴性表达类型的肝细胞癌多层螺旋 CT 特点分析 唐� 栋 杭州师范大学附属医院

PO-211 犬肝纤维化磁共振弥散加权成像及 VEGF 表达与病理对照研究 李从蕊 中南大学湘雅三医院

PO-212 CT 灌注对中华田园犬肝纤维化 - 肝硬化程度检测的初步研究 骆� 雷 中南大学湘雅三医院

PO-213 多层螺旋 CT 对慢性胰腺炎体外震波碎石治疗疗效的评估价值 刘� 日 第二军医大学附属长海医院

PO-214 宝石能谱 CT 评估食管鳞癌不同分化程度的临床价值 刘月华 河南省人民医院

PO-215 DWI--ADC 直方图鉴别前列腺癌与前列腺增生的价值探讨 郭� 丹 大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PO-216 双频、双刺激器磁共振弹性成像诊断胰腺疾病的可行性研究 石� 喻 中国医科大大学盛京医院

PO-217 动态增强 MRI 定量参数在食管鳞癌的应用价值：ROI 的选择
和可重复性

李琳琳 河南省人民医院

PO-218 DCE-MRI 的 Ktrans、Kep 纹理分析对前列腺癌和前列腺增生
的鉴别价值

郭� 丹 大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PO-219 Quantitative�analysis�of�chronic�hepatitis�with�the�sequence�of�DWI 卢� 欣 西南医科大学附属医院

PO-220 89 例盆腔多重造影对出口梗阻性便秘的诊断分析 胡金香 武汉大学中南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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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221 Vessel�Size�Imaging�for�Liver�Fibrosis�Staging�Based�on�SE/GRE-
EPI�Sequence:�Comparison�with�2D�Real-time�Shear-wave�Elas-
tography

李若坤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瑞金医院

PO-222 DCE-MRI 在胰腺肿瘤量化鉴别诊断中的应用研究 赵娓娓 第四军医大学西京医院

PO-223 炎症性肠病、肠结核及其反应性增生淋巴结的双能量能谱及碘
含量对比分析

杨亚英 昆明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PO-224 DWI 单指数模型、双指数模型参数直方图及 PI-RADS 评分对
移行带前列腺癌的诊断价值

baojie 苏州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PO-225 磁共振扩散峰度成像对大鼠肝纤维化分期的诊断效能评估 李金凝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新华医院

PO-226 3�0T 高分辨、常规 MRI 及 64 排增强 CT 对直肠癌 T 分期的准
确性研究

周� 煌 上海东方医院

PO-227 应用定量 CT 纹理分析鉴别肾上腺转移瘤和其它肾上腺实性肿
瘤

石� 冰 北京协和医院

PO-228 Feasibility�of�an�increasing�flip�angle�of�25°�with�reducing�delay�
time�in�Gd-EOB-DTPA-enhanced�MRI�for�focal�nodular�hyper-
plasia�characterization

盛若凡 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

PO-229 低剂量全胰腺 CT 灌注扫描在神经内分泌肿瘤检查中的应用 康� 冰 山东省医学影像学研究所

PO-230 不同器官来源肝转移瘤的影像特征分析 李宏军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佑安医院

PO-231 双源 CT 低剂量扫描在上腹部 CT 血管成像中的应用 袁� 元 四川大学华西医院

PO-232 Multi-model�analysis�of�diffusion-weighted�imaging�of�normal�
testes�at�3�0�T:�preliminary�findings

闵祥德 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同济医
院

PO-233 Magnetization�transfer�imaging�and�amide�proton�transfer�imaging�
at�3�0�tesla:�preliminary�results�in�diagnosis�peripheral�zone�pros-
tate�cancer

闵祥德 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同济医
院

PO-234 MDCT 及 MR 在肝体积测量中的对比研究 戴亚婕 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

PO-235 Assessing�the�severity�of�crohn’s�disease�by�using�quantitative�
parameters�of�MRI�:�DCE-MRI�and�DWI-MRI

周金发 南京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南京医科
大学第二临床医学院、江苏省第二红十
字医院、南京医科大学附属儿童医院）

PO-236 从 UICC/AJCC 第 8 版分期看胃癌影像学 T 分期的发展方向 唐� 磊 北京大学肿瘤医院

PO-237 能谱 CT 曲线在评估慢性乙型肝炎肝硬化及炎症活动度中的作
用

吕� 艺 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

PO-238 Correlation�between�MRI�Total�tumor�volume�and�postoperative�
TNM�staging�in�patients�with�early�rectal�cancer

唐艺菠 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

PO-239 肝脏磁共振灌注图像对神经内分泌肿瘤肝转移的随访评价价值 徐� 佳 北京协和医院

PO-240 Wermer 综合征影像表现 方� 旭 第二军医大学附属长海医院

骨关节

PO-241 双能量 CT 虚拟平扫诊断骨质疏松的初步研究 王� 林 南通市第一人民医院（南通大学医学院
第二附属医院）

PO-242 Biochemical�T2*�mapping�evaluates�the�cartilage�of�talus�for�
chronic�lateral�ankle�instability�(LAI)�with�lateral�ligament�injury:�
Correlation�with�clinical�symptom

胡忆文 复旦大学华山医院

PO-243 磁共振 T1rho 成像在定量检测飞行人员早期椎间盘退变中的应
用价值

张秀兰 长江大学附属第一医院�荆州市第一人
民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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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244 不同稳定状态下腰部椎旁肌横截面积与脂肪比的磁共振定量研
究

李轶雯 北京大学第三医院

PO-245 The�reproducibility�and�reliability�of�quantitative�measurement�for�
hip�muscle�and�adipose�tissue�in�Computed�Tomography

晏乘曦 西南医科大学附属医院

PO-246 类风湿性关节炎患者腕关节运动能力 CT 成像研究 吴训华 中南大学湘雅医院

PO-247 正常四肢骨骼肌 T1-mapping 的定量研究及变异度对比分析 袁军辉 河南省肿瘤医院

PO-248 Imaging�findings�and�histopathologic�characteristics�of�undifferen-
tiated�high-grade�pleomorphic�sarcoma�of�bone

李� 丹 南昌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PO-249 骨未分化高级别多形性肉瘤的影像学表现及组织病理学分析 李� 丹 南昌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PO-250 多回波化学位移编码水 / 脂 MRI 与 MRS 定量绝经后女性骨髓
脂肪的对比研究

李冠武 上海中医药大学附属岳阳医院

PO-251 3D-SHINKEI 序列在评价外伤性臂丛神经损伤中的价值 王姗姗 山东省医学影像学研究所

PO-252 进餐对骨骼肌血管反应性影响的初步研究 史瑞清 河北医科大学第三医院

PO-253 女性月经周期的变化对骨骼肌血管反应性影响的初步研究 史瑞清 河北医科大学第三医院

PO-254 定量分析 DCE-MRI 与软组织肉瘤组织病理学分级对照研究 綦述晓 大连医科大学附属二院

PO-255 IVIM-DWI 及定量分析 DCE-MRI 在软组织肿瘤诊断中的价值
研究

王雅祯 大连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

PO-256 IDEAL-IQ 及多 b 值弥散加权成像定量评价强直性脊柱炎患者
骶髂关节炎

任� 翠 北京大学第三医院

PO-257 基于 IVIM 模型的多 b 值 DWI 在骨肿瘤 MRI 诊断中的初步应
用

杨� 帆 北京大学首钢医院

PO-258 MRI�study�on�the�changes�of�bone�marrow�microvascular�perme-
ability�and�fat�content�after�total�body�irradiation�via�X-ray

王克军 十堰市太和医院

PO-259 减重患者腰椎旁肌肉及椎体脂肪浸润的 CT 定量评估 孙� 鹤 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第四医院

PO-260 ADC 和 SSmax 变化率在骨肉瘤新辅助化疗疗效评价效能的
ROC 分析

高振华 中山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PO-261 双指数表观弥散加权成像在肌病中的诊断价值 冉� 君 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同济医
院

PO-262 Could�we�benefit�more�from�the�Spectral�CT?�Primary�study�about�
Quantitative�Measurement�on�mineral�content�of�in�vitro�porcine�
bones�

王向阳 北京医院

PO-263 Quantitative�T2�Measurement�as�a�Marker�of�Activity�and�Severity�
in�Patients�with�Idiopathic�Inflammatory�Myopathies

陈� 伟 昆明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PO-264 负重位磁共振在评价前交叉韧带损伤膝关节稳定性中的作用 汪� 益 苏州科技城医院

儿科

PO-265 0-6 岁儿童腹部低剂量 CT 层厚的选择 孙记航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儿童医院，国家
儿童医学中心

PO-266 Molecular�Imaging�of�Pediatric�Cerebellar�Tumors�Using�Endoge-
nous�Protein-based�Amide�Proton�Transfer�MR�Imaging�at�3�Tesla

张� 宏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儿童医院 ,�国家
儿童医学中心

PO-267 MSCT 在 Apert 综合征与 Crouzon 综合征颅面畸形中的对比研
究

韩素芳 南京市儿童医院

PO-268 心脏磁共振成像在三尖瓣下移畸形诊断中的价值 程维琴 广东省人民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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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269 Hemodynamic�evaluation�in�patients�with�Tetralogy�of�Fallot�after�
operation:�4D�flow�and�2D�phase�contrast�cardiovascular�magnetic�
resonance

胡立伟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上海儿童医
学中心

PO-270 儿童肾脏病 MR 功能成像的初步研究 闫� 喆 天津市儿童医院

PO-271 The�clinical�and�radiological�features�of�pediatric�adrenal�cortical�
carcinoma�

胡培安 复旦大学附属儿科医院

PO-272 网络成瘾青少年静息态功能 MRI 区域一致性研究 仪晓立 首都儿科研究所附属儿童医院

PO-273 可逆性胼胝体压部综合症的临床及 MR 诊断 刘� 明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新华医院

PO-274 Pediatric�Langerhans�Cell�Histiocytosis�of�the�Temporal�Bone:�
Clinical�and�Imaging�Studies�of�38�Cases

郑� 慧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新华医院

PO-275 Disrupted�Small-World�brain�networks�in�Tourette�Syndrome�in�
Children

廖� 怡 四川大学华西第二医院

PO-276 肾脏中胚层肾瘤合并肝脏组织细胞增生症 龚� 英 复旦大学附属儿科医院

PO-277 Can��Radiographic�Data�Indicate�the�Outcomes�of�Poseti��Method�
on�Clubfoot�?

fan��hua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新华医院

PO-278 儿童睾丸肿瘤的 CT 诊断与鉴别诊断 刘菁华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儿童医院

PO-279 儿童肺隔离症的 CT 诊断 沈全力 复旦大学附属儿科医院

PO-280 儿童视网膜母细胞瘤的临床及 MRI 表现 陈淑贤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新华医院

PO-281 小儿肠道炎性肌纤维母细胞瘤 1 例 杨� 宾 复旦大学附属儿科医院

PO-282 宫颈静脉在后壁前置胎盘 MR 评估的应用价值 孙陶陶 上海交通大学附属国际和平妇幼保健
院

PO-283 Magnetic�resonance�imaging�of�fetal�persistent�left�superior�vena�
cava

董素贞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上海儿童医
学中心

PO-284 The�image�characters�of�Langerhans�cell�histiocytosis�with�thymic�
calcification�in�young�children�

邵� 虹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上海儿童医
学中心

PO-285 学龄儿童单纯性肥胖症肝脏脂肪含量的 MR 研究 王春祥 天津市儿童医院

介入

PO-286 Hepatic�resection�after�transarterial�chemoembolization�increases�
overall�survival�in�large/multifocal�hepatocellular�carcinoma:�a�
retrospective�cohort�study�

陈俊伟 中山大学附属第三医院

PO-287 MSCT 血管成像对胃左动脉起源变异分型的研究 程� 诚 第三军医大学大坪医院野战外科研究
所

PO-288 Applications�of�Cone-beam�computed�tomography�(CBCT)�in�the�
treatment�of�liver�lesions�

孙� 诚 天津市第三中心医院

PO-289 槐耳颗粒联合 TACE 治疗不可手术切除 HCC 前瞻性队列研究 王海瑞 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盛京医院

PO-290 骨水泥量对椎体成形术疗效和渗漏并发症的影响�� 宋� 戈 上海交通大学附属第六人民医院

PO-291 EPC 细胞的缺失引起血管内皮化的延迟 马� 旭 上海交通大学附属第六人民医院

PO-292 Contrast�agent�extravasation�on�immediate�follow-up�enhancement�
CT�after�percutaneous�radiofrequency�ablation�for�hepatocellular�
carcinoma:�incidence�and�clinical�significance

高钦宗 中国医学科学院�北京协和医学院�北京
协和医院

PO-293 射频消融对兔肝 VX2 瘤不同消融区带 PCNA�mRNA 和 VEGF
表达

唐文静 安徽省立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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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294 聚乙烯醇静电纺丝纳米纤维栓塞比格犬良性前列腺增生前列腺
动脉的初步研究

李拔森 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同济医
院

PO-295 Enterprise 支架半释放技术辅助微弹簧圈栓塞治疗颅内宽颈动
脉瘤

张大忠 泰州市人民医院

PO-296 Pipeline 血流导向装置治疗国人复杂脑动脉瘤的中期随访结果：
53 例病人 70 枚动脉瘤

贺迎坤 河南省人民医院

PO-297 经皮静脉栓塞术在盆腔淤血综合征的临床运用 杜恩辅 十堰市太和医院

PO-298 CBCT 引导下经皮穿刺引流术的临床应用 李� 崧 上海市同仁医院

PO-299 椎体骨质破坏行同轴穿刺活检 298 例分析 黄� 雨 南京脑科医院

PO-300 Treatment�of�Delayed�Postoperative�Hemorrhage�after�Pancreatico-
duodenectomy:�Role�of�Multidetector�CT�and�Transcatheter�Arte-
rial�Embolization

刘灵军 四川大学华西第二医院

PO-301 Minimally�invasive�salvage�therapy�for�transplanted�renal�allografts 刘兴龙 江苏省人民医院

PO-302 Effect�of�general�anesthesia�vs�conscious�sedation�during�endovas-
cular�treatment�for�acute�ischemic�stroke:�comprehensive�meta-
analysis�of�observational�studies�and�randomized�trials

卢光东 江苏省人民医院

PO-303 iFlow 在 B 型主动脉夹层血流动力学评估中的价值 刘光锐 北京安贞医院

PO-304 高压微灌注化疗联合动脉栓塞术对 III 型原发性肝癌门静脉癌
栓短期疗效观察

杨� 利 南京军区福州总医院

PO-305 Comparison�of�the�safety�and�efficacy�of�Oxycodone�with�Fentanyl�
in�percutaneous�microwave�ablation�of�liver�tumor�abutting�the�
capsule

吴文涛 江苏省人民医院

PO-306 CT�angiography�predicts�the�outcome�of�guidewire�crossing�
through�peripheral�artery�chronic�total�occlusions

丁宁宁 西安交通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PO-307 药物涂层球囊治疗股腘动脉硬化闭塞症的效果及安全性探究 -
小样本前瞻性研究

陈旭姣 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盛京医院

磁共振

PO-308 面部联带运动患者运动皮层可塑性的 fMRI 研究 王� 胤 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

PO-309 基于 3�0T�MRI 动态对比增强的药代动力学参数分析 FIGO�Ⅱ
期宫颈癌的宫旁浸润

张� 禹 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 0 五医院

PO-310 基于 MRI 纹理分析对宫颈癌淋巴血管侵犯的初步研究 侯佳乐 中南大学湘雅医院

PO-311 In�Vivo�Imaging�Markers�for�Prediction�of�Radiotherapy�Response�
in�Patients�with�Nasopharyngeal�Carcinoma:�RESOLVE�DWI�ver-
sus�DKI

黄薇园 海南省人民医院

PO-312 正常人 3D-pCASL 不同标记后延迟时间下�脑血流量与年龄的
相关性研究

吴� 江 山西省心血管疾病医院

PO-313 磁共振黑血延迟增强成像在心肌梗死中的应用 纪可姗 中国医学科学院阜外心血管病医院

PO-314 胎儿硬脑膜窦畸形的 MRI 表现 李晓兵 上海市奉贤区中心医院

PO-315 Diagnostic�of�Metastatic�Lymph�Nodes�of�Pancreatic�Cancer�by�
3�0T�magnetic�resonance�diffusion�weighted�imaging

方� 旭 第二军医大学附属长海医院

PO-316 常规弥散加权成像在局部进展期直肠癌新辅助放化疗疗效评价
中的应用价值

胡飞翔 复旦大学附属肿瘤医院



108

PO-317 Initial�experience�of�correlating�parameters�of�IVIM�and�DCE-
MRI�for�distinguishing�borderline�ovarian�tumors�from�ovarian�
cancers�in�rodent�model

蔡宋琪 复旦大学附属金山医院

PO-318 脑出血磁共振扩散加权成像的时间 - 信号模式研究 汤� 敏 陕西省人民医院

PO-319 The�study�of�ADC�value�and�nADC�in�differentiating�between�bor-
derline�and�malignant�ovarian�tumors

皮� 姗 复旦大学附属金山医院

PO-320 PI-RADS�v1 与 PI-RADS�v2 对前列腺临床有意义癌诊断效能
间的初步对比分析

居敏昊 苏州大学附属第二医院

PO-321 Tumor�volume�at�MRI�association�with�lymph�node�metastasis�and�
lymphovascular�space�invasion�in�resectable�cervical�cancer:�study�
in�surgical�specimens

陈晓丽 四川省肿瘤医院

PO-322 全身磁共振成像在多发性骨髓瘤分期中的应用：影像学分期与
临床分期相关性研究

王� 勤 北京协和医院

PO-323 深部浸润型子宫内膜异位症的 MRI 诊断与腹腔镜手术病理的
对照研究

王曼頔 北京协和医院

PO-324 前列腺肉瘤的 MRI 表现 郭亚飞 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PO-325 体素内不相干运动成像在食管鳞癌新辅助化疗疗效评估及预测
中的应用

宋� 涛 河南省肿瘤医院

PO-326 Differentiation�of�High-Grade�Astrocytomas�from�Solitary�Brain�
Metastases:�Comparing�Diffusion�Kurtosis�Imaging�and�Diffusion�
Tensor�Imaging

谭� 艳 山西医科大学第一医院

PO-327 脑星形细胞瘤磁共振 SWI 成像与 VEGF 的相关性研究 谭� 艳 山西医科大学第一医院

PO-328 Glioma:�Application�of�Histogram�Analysis�of�Diffusion�Kurtosis�
Imaging�to�Tumor�Grading�and�Tissue�Heterogeneity

高安康 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PO-329 前列腺癌 DWI、DCE-MRI 参数与 Gleason 评分的相关性研究 马培旗 皖南医学院附属医院 / 皖南医学院弋矶
山医院

PO-330 Noninvasive�Fractional�Flow�on�3D�Time-of-Flight�MRA�Indi-
cates�the�Degree�of�Cerebral�Perfusion�Insufficiency�in�Ischemic�
Stroke�Patients�with�Intracranial�Atherosclerosis

葛晓乾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仁济医院

PO-331 Investigation�of�diffusion�kurtosis�imaging�for�discriminating�tu-
mors�from�inflammatory�lesions�after�treatment�for�bladder�cancer

王� 芳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仁济医院

PO-332 The�Study�of�the�Intervertebral�Disc�Microstructure�in�matured�rats�
with�Diffusion�Kurtosis�Imaging

李� 丽 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同济医
院

PO-333 BOLD-fMRI 与 DTI 技术在脑肿瘤外科治疗中的联合应用 王� 乐 山西医科大学第一医院

PO-334 复发缓解型多发性硬化默认与背侧注意网络的内在同步性 黄木华 南昌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PO-335 用定量磁敏感图来量化阿尔茨海默病患者的脑铁沉积并探究其
与认知之间的相关性

李晓欣 大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PO-336 应用 1H-MRS、3D-TIWI 评价复发缓解型多发性硬化丘脑损伤 匡洋莹 贵州医科大学附属医院

PO-337 DCE-MRI 定量灌注参数评价直肠癌转移淋巴结的应用研究 杨心悦 中山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PO-338 The�clinical�and�radiologic�features�of�endolymphatic�sac�tumors 徐玉芸 浙江省人民医院

PO-339 Application�of�IVIM�in�fetal�brain�development�in�the�2nd�and�3rd�
trimester�of�pregnancy

袁� 逍 第四军医大学唐都医院

PO-340 Cardiac�Diastolic�Dysfunction�Evaluated�by�Ultrasound�and�Car-
diac�MRI�in�Early-Stage�Spontaneous�T2DM�Rhesus�Monkey

陈榆舒 四川大学



109

Congress Information

PO-341 DCE-MRI、IVIM 在肺结节血管生成的相关性研究 杜永浩 西安交通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PO-342 Correlation�Analysis�between�Surface-Based�Regional�Homogene-
ity�and�Age�in�Bipolar�Disorder�Patients�and�Healthy�Controls�:�A�
resting�state�fMRI�study�

张� 博 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PO-343 高级弥散 MRI 技术（NODDI 和 DKI）在肝豆状核变性中的应
用

宋玉坤 中山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PO-344 不同分化程度直肠癌 DCE-MRI 直方图分析与 Her-2 和 Ki-67
表达的相关性研究

程佳荣 甘肃省人民医院

PO-345 DRD4 基因多态性与 ADHD 患儿的静息态脑功能的相关性研
究

王美豪 温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PO-346 影像组学在颈动脉粥样硬化斑块稳定性预测中的应用 陈思涵 湖北省人民医院

PO-347 DTI 定量评估慢性肝炎的实验研究 卢� 欣 西南医科大学附属医院

PO-348 Apparent�Diffusion�Coefficient�of�Diagnostic�Value�of�Ultra-high�
b-value�Diffusion-weighted�Imaging�in�Prostate�Cancer

张� 琨 北京市海军总医院

PO-349 3D-ASL 灌注成像及 IVIM-DWI 技术在早期高血压脑病中的
血液动力学评价研究

魏梦绮 第四军医大学西京医院

PO-350 Altered�intrinsic�neuronal�activity�correlates�with�GABA�levels�in�
the�auditory�region�of�patients�with�presbycusis

高� 飞 山东省医学影像学研究所

PO-351 心脏磁共振对肥厚型心肌病患者心脏舒张功能评价的价值 张晓洁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友谊医院

PO-352 Phase�Contrast�Cine�Magnetic�Resonance�Imaging�in�Evaluating�
the�Effect�of�Endoscopic�Third�Ventriculostomy�for�the�Treatment�
of�Different�Age�Groups�of�Patients�with�Obstructive�Hydrocepha-
lus

温德英 四川大学华西医院

PO-353 Altered�regional�spontaneous�neural�activity�in�Professional�Pingju�
Opera�actors

张维涛 天津医科大学总医院

PO-354 Brain�White�Matter�and�Hippocampal�Functional�Connectivity�al-
teration�in�T2DM�without�MCI�patients:�A�DTI�and�rs-fMRI�study

孙� 倩 第四军医大学唐都医院

PO-355 DWI 单指数和双指数模型在前列腺癌 Gleason 分级中的应用：
基于三维立体直方图分析

张配配 解放大道 1095 号同济医院

PO-356 运用多模态影像技术进行非酒精性脂肪肝定量分�析的可行性
研究

李小虎 安徽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PO-357 3D-pCASL 技术评估单侧 MCA 重度狭窄性 TIA 患者静息状态
脑血管储备能力

唐小平 南昌大学第二附属医院

PO-358 MRI�Quantitative�Analysis�of�Orbital�Structures�in�Hyperthyroid�
Rhesus�Monkeys�

张� 惠 西安交通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PO-359 宫内胎儿内囊后肢 - 丘脑腹侧白质发育与孕周相关性的 DTI
定量研究

肖连祥 山东省医学影像学研究所

PO-360 Selective�effect�of�cognitive�status�and�APOE�ε4�allele�on�the�hip-
pocampal�subfield�volume�as�well�as�AD-signature�cortical�thick-
ness�in�non-demented�elders

Xue�Liang Affiliated�Drum�Tower�Hospital�of�Nan-
jing�University�Medical�School,�Nanjing,�
China

PO-361 Spatial�navigation�impairment�is�associated�with�alterations�in�sub-
cortical�intrinsic�activity�in�mild�cognitive�impairment:�a�resting-
state�fMRI�study

青� 钊 南京市鼓楼医院

PO-362 三叉神经痛术前 MR 评价的价值探讨 马恩森 中日友好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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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363 NOE(-1�6)�as�a�sensitive�saturation�transfer�effect�to�rat�brain�re-
gions�and�physiological�conditions

张孝勇 复旦大学

分子影像

PO-364 NaLuF4�for�Spectral�CT�in�the�diagnosis�of�Osteoscarcoma 金莹莹 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

PO-365 AQP4 在大鼠脑挫伤后损伤侧与镜像侧脑组织的表达与病理改
变

鲁� 宏 重庆市第七人民医院

PO-366 Assessment�of�brain�development�in�children�with�developmental�
delay�using�amide�proton�transfer�weighted�(APTw)�MRI

唐晓璐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儿童医院

PO-367 BMSC 在肿瘤微环境下演进分子影像的示踪 李天然 解放军总医院第一附属医院

PO-368 抑郁症、精神分裂症脑功能异常的 MRI 研究 宋玉璐 滨州医学院

PO-369 A�bioluminescence�orthotopic�model�of�human�ovarian�cancer�in�
nude�rats

赵书会 上海交通大学附属新华医院

PO-370 失眠障碍患者多巴胺神经通路多巴胺 D2 受体 PET/CT 显像初
步研究

尤� 阳 郑州大学人民医院

PO-371 化疗中期 18F-FDG�PET/CT 显像能提升国际预后指数（IPI）
对弥漫性大 B 细胞淋巴瘤的预后评估效能

江茂情 宁波市第一医院

PO-372 近红外纳米荧光分子靶向探针 BD-NGR 在评价胰腺癌预后中
的应用价值

唐� 言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第六人民医
院

PO-373 靶向 EGFR 相关结直肠癌光学／磁共振双模态成像的研究 李� 媛 北京协和医院

PO-374 MCI 患者选择性记忆损害机制的 fMRI 研究 赵小虎 同济大学附属同济医院

PO-375 水通道蛋白 1、4 表达、定位与肝纤维化诊断、分析的相关性
研究

张� 强 葫芦岛市中心医院

PO-376 Orthotopic�Hepatic�Cancers:�Optical�Imaging-Monitored�Intratu-
moral�Radiofrequency�Hyperthermia-Enhanced�Direct�Oncolytic�
Virotherapy�

宋晶晶 丽水市中心医院

PO-377 探讨多次重复扫描中 MRS 的可重复性 张� 敏 同济大学附属同济医院

PO-378 体外间歇性低氧对胰腺癌干细胞干性维持作用研究���� 陈芳芳 安徽省立医院

PO-379 In�vitro�evaluation�of�anti-MMP14-targeted�magnetic�nanoparti-
cle-aptamer�probe�for�targeted�MR�imaging�of�pancreatic�carci-
noma

黄旭方 第四军医大学西京医院

PO-380 Disrupted�Structural�and�Functional�Connectivity�in�Hippocampus-
Prefrontal�Circuitry�in�Parkinsons�disease�patients�with�mild�cogni-
tive�impairment�

陈博宇 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PO-381 胶质母细胞瘤靶向性新型树枝状大分子纳米探针的�制备与表
征

蔡婷婷 东南大学

PO-382 Disrupted�Functional�Connectivity�and�Topological�Reorganization�
of�the�Default�Mode�Network�in�the�Patients�with�Obstructive�Sleep�
Apnea

陈立婷 南昌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PO-383 高 BMI 成人脑功能连接 - 血糖变化的 fMRI 初步研究 陈� 娟 中南大学湘雅三医院

PO-384 异氟烷麻醉下猴脑功能网络的 fMRI 研究 段俊宏 中南大学湘雅三医院

PO-385 多模态示踪内皮靶向传递 siRNA 对于增强抗肝癌血管生成的
初步研究

李� 雪 天津医科大学第二医院

PO-386 PET 联合 MR 对发作间期癫痫致病灶的诊断价值 杜� 名 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盛京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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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387 联合扩散峰度成像和 3D 动脉自旋回波标记鉴别桥小脑角区不
典型前庭神经鞘瘤与脑膜瘤

陈晓丹 福建省肿瘤医院

PO-388 Magnetic�resonance�molecular�imaging�with�RGD-PAA-USPIO�
evaluate�the�losartan�antifibrotic�effect�on�rat�fibrosis�model:�an�
experimental�study

张财源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新华医院

PO-389 cMET 靶向探针对裸鼠原位胶质瘤生长作用的影响研究 樊� 奇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九人民医
院

PO-390 18F-FDG�PET/CT 对粘膜相关淋巴组织淋巴瘤的诊断价值及影
响因素的研究

陈怡楠 上海市胸科医院

PO-391 首发抑郁症患者脑纹状体多巴胺 D2 受体结合力与脑功能局部
一致性改变的多模态影像研究

孙萌萌 河南省人民医院

PO-392 弥漫型轻度脂肪肝 CT 定量测定与血脂的相关性研究 李� 琼 上海中医药大学附属龙华医院

质控

PO-393 影像学结构化报告对胰腺癌术前评价的质量提高 边� 云 第二军医大学长海医院

对比剂

PO-394 MRI 钆对比剂：环状螯合物和链状螯合物在乳腺纤维腺瘤�增
强效能的对比研究

李建鹏 东莞市人民医院

PO-395 七种碘对比剂静脉注射的合理应用及其不良反应分析 王军大 重庆市中医院

PO-396 中医经典方剂五皮袋泡中药饮片水化法防治对比剂肾功能损害
临床对照研究

王军大 重庆市中医院

PO-397 MRI-guided�glioma�chemo-photodynamic�therapy�with�porphy-
rins

吴� 波 武汉大学中南医院

PO-398 高浓度对比剂在低剂量、低辐射条件下�冠状动脉 CTA 扫描的
可行性

赵兴汉 山东省济宁市第一人民医院

PO-399 不同用量对比剂在能谱 CT 肾脏增强扫描中的应用价值 陈晓侠 陕西中医学院附属医院

PO-400 冠状动脉 CTA 中基于瘦体重的对比剂注射方案与基于体重方
案的比较

刘忠啸 徐州医科大学附属医院

PO-401 多层螺旋 CT 小肠造影不同口服对比剂的对照研究 蒲� 红 四川省人民医院

PO-402 碘对比剂特性对肾脏的影响 王志强 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PO-403 能谱 CT 单能量图像结合团注测试法在低对比剂用量肺动脉成
像中的应用

陈晓侠 陕西中医学院附属医院

PO-404 CT 检查中预热造影剂对相关不良反应影响的研究 刘� 然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朝阳医院

PO-405 256 排宽体探测器胰腺一站式灌注增强成像研究 池� 萌 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PO-406 Quantitative�analysis�of�chronic�hepatitis�with�the�sequence�of�
DCE-MRI

卢� 欣 西南医科大学附属医院

PO-407 CT 脑灌注联合减影法血管成像对颈内动脉支架置入术后的评
价分析

王� 正 山西晋城煤业集团总医院

PO-408 Temperature�dependence�of�T1�and�T2�relaxivities�with�Gd-base�
contrast�agents�diluted�in�human�whole�blood�at�3T�

沈亚琪 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同济医
院

PO-409 钆塞酸二钠短 T2 效应对胆道结构和结石显示的影响 吴建伟 解放军第八十一医院

PO-410 靶向乳腺癌的新型诊疗一体化探针研究 吴琬璐 无锡人民医院

PO-411 口服甘露醇盐水和水灌肠肠道充盈法联合应用下的 MSCTE 研
究

李� 旭 武汉大学中南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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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412 Altered�Auditory�Network�at�Resting-state�in�HIV�Positive�Indi-
viduals�with�Central�Auditory�Deficits�

詹� 艺 上海市公共卫生临床中心

PO-413 水痘肺炎的影像学表现 姚升娟 天津市第二人民医院

PO-414 艾滋病合并颅内结核的 MRI 表现 李春华 重庆市公共卫生医疗救治中心

PO-415 艾滋病相关肺部非霍奇金淋巴瘤的 CT 表现 王惠秋 重庆市公共卫生医疗救治中心

PO-416 弓形虫脑病的影像表现与诊断 鲁植艳 武汉大学中南医院

PO-417 基于套索回归的多变量模式分析方法对 HIV 患者脑白质损伤
的 DTI 研究

李瑞利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佑安医院

PO-418 DTI 对脑实质型囊虫病分期诊断的研究价值 李信响 安徽省肿瘤医院

PO-419 间质型肺孢子菌肺炎的 HRCT 表现 李� 航 武汉大学中南医院

PO-420 布氏杆菌性脊柱炎的 MRI 诊断优势 彭� 琨 太原钢铁（集团）有限公司总医院

PO-421 Comparative�study�between�swine�influenza�H1N1�infection�and�
the�Pneumonia�of�Human�infection�with�H7N9�subtype�avian�influ-
enza�in�the�initial�stage�of�a�disease

杨� 晨 南昌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PO-422 Radiological�characterization�of�disseminated�tuberculosis�in�pa-
tients�with�AIDS

冯� 峰 南通市肿瘤医院 / 南通市第五人民医院

PO-423 艾滋病合并耶式肺孢子菌肺炎的 CT 特点及与预后的关系 史东立 北京佑安医院

PO-424 黄色肉芽肿性胆囊炎 CT 表现 姜红丽 牡丹江医学院附属第二医院 ( 原 : 牡丹
江铁路中心医院 )

PO-425 军团菌肺炎的影像学表现及其诊断价值 任红健 天津市泰达医院

PO-426 EB 病毒相关噬血细胞综合征的肺部 CT 表现 陈疆红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友谊医院

PO-427 累及骨骼的播散性隐球菌病的影像学表现 陈淑香 福建省立金山医院

PO-428 宫颈癌患者 MRI 图像纹理特征与 HPV 感染的相关性研究 童永秀 福建省立医院南院

PO-429 恶性疟疾的 CT 表现及其受累组织器官的分布特点 张笑春 第三军医大学西南医院

PO-430 急性胰腺炎累及 PPRS 的 CT 表现及解剖学特点 王雅琴 潍坊医学院

PO-431 艾滋病相关淋巴瘤的 CT 影像表现及病理特点 胡天丽 广州市第八人民医院

PO-432 肝脏异常灌注在肝脏炎性病变中的诊断价值 刘� 棠 大连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

PO-433 多排螺旋 CT 对于儿童支原体肺炎的诊断及治疗价值 赵� 萌 江苏省人民医院

PO-434 18F-FDG�PET/CT 在发热待查的应用价值 王� 憬 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

PO-435 布鲁氏菌病脊柱炎 CT、MRI 表现及对比研究 张� 鹏 沈阳市第六人民医院沈阳市传染病医院

PACS 与信息化

PO-436 某医院影像平台系统的设计与应用 王� 正 北京大学人民医院

影像技术

PO-437 Diagnosing�lung�nodules�on�various�mri�imaging:�comparison�of�
T1-Weighted-3D�vibe-dixon�sequence�and�T1-Weighted�3D�star�
vibe�sequence

杨创勃 陕西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

PO-438 Force�CT 超大螺距一站式头颈心血管联合扫描的可行性探讨 张小勇 贵州省人民医院

PO-439 Effect�of�model-based�iterative�reconstruction�on�computer-aided�
detection�for�quantitative�analysis�of�airway�tree�in�routine�dose�chest�
CT:Comparison�with�adaptive�statistical�iterative�reconstruction

贾永军 陕西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



113

Congress Information

PO-440 新生儿头颅磁共振成像序列讨论 黄子栋 江西省儿童医院

PO-441 基于多模型的迭代重建（ASIR-V）算法结合双低技术在头颈�
CTA�中的应用研究

常丽阳 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PO-442 �70KV+ 前置 Asir-v�与常规 80KV�ASIR 重建技术对小儿胸部
疾病中图像质量及低剂量的对比研究

黄� 瑞 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PO-443 层面及感兴趣区的选择对直肠癌扩散峰度成像测量值一致性的
影响：单中心临床研究

孙轶群 复旦大学附属肿瘤医院

PO-444 CTA 和 CE-MRA 诊断糖尿病下肢动脉狭窄间接比较的 meta
分析

杨晓风 兰州大学第一临床医学院

PO-445 基于体质量的婴幼儿无线小 DR 板床边机胸片剂量优化研究 吴雨萌 上海市儿童医院、上海交通大学附属儿
童医院

PO-446 EOS�X 射线影像采集系统中微剂量扫描协议 (μdose) 在青少年
特发性脊柱侧弯病例中的临床应用价值

徐嘉旭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瑞金医院

PO-447 扫描探针声学显微镜观察人体肝癌细胞的形态特征 陈晓惠 武汉大学中南医院

PO-448 ASIR-V 重建低剂量上腹部 CT 图像最优百分数研究 杨炎炎 广西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PO-449 下肢 CTA 优化扫描技术对糖尿病足患者的应用研究 刘� 衡 第三军医大学大坪医院野战外科研究
所

PO-450 Generalized�q-sampling�imaging�in�posterior�visual�pathway:�
evaluation�the�treatment�effect�of�personalized�adaptive�visual�field�
defect�treatment�system�to�hemianopia

杨志安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朝阳医院

PO-451 CT 后处理技术在肝段精准划分及三维可视化的应用 任福欣 山东省医学影像学研究所

PO-452 甲状腺结节 CT 及 MRI 及临床意义探究 芦� 佳 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六三医院

PO-453 肺栓塞的影像学诊断 王彩云 五寨县第一人民医院

PO-454 宫颈鳞癌低剂量容积 CT 灌注成像参数影响因素初探 董瑞彤 中国医科大学肿瘤医院

PO-455 One-stop�CT�examination�with�combined�head�and�neck�angiogra-
phy�and�thoracic�and�abdominal�angiography

王紫薇 四川大学华西医院

PO-456 动脉自旋标记技术在视神经脊髓炎疾病中的应用研究 孙� 峥 北京宣武医院

PO-457 �宽体探测器 CT 自由呼吸状态下冠脉成像应用价值探讨 帅� 桃 四川大学华西医院

PO-458 目的 : 探讨磁共振扩散峰度成像 (DKI) 在肺结节良恶性病变鉴
别诊断中的价值。

陈庭宇 四川大学华西医院

PO-459 双能量能谱扫描联合金属伪影削减算法在 CT 引导肺结节微弹
簧圈定位中的应用价值

刘� 卓 北京大学人民医院

PO-460 双向法下肢深静脉 CT 成像在髂静脉受压综合征诊断中的应用 王利伟 南京市第一医院

PO-461 256 层 iCT�O-MAR 技术在下肢金属内固定术后血管成像的应
用价值

于军成 南通大学附属医院

PO-462 双源 CT 低电压迭代重建联合分次注射法低辐射泌尿道造影的�
可行性研究

李� 强 宁波鄞州人民医院

各种影像设备和图像质量的控制

PO-463 基于多目标进化算法的超声随机稀疏面阵设计 肖� 峰 武汉大学中南医院

PO-464 不同水平的 ASiR-V 迭代算法在低剂量胸部 CT 成像中图像质
量的比较

赵艳红 宁夏人民医院

PO-465 代谢综合征患者应用 256 排 CT 及 64 排 CT 低剂量冠状动脉血
管成像图像质量及放射剂量的比较

张晓洁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友谊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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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检者的辐射剂量研究

PO-466 基于胃肠道肿瘤术后 CT 扫描方案优化的辐射剂量控制研究 过川根 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一医院

PO-467 Roles�of�miRNAs�in�the�damage�and�repair�mechanisms�of�X-rays 刘� 栋 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同济医
院

PO-468 应用第 3 代双源 CT 行小儿肋骨低剂量扫描术前评估听力障碍
儿童患者耳廓再造

朱元利 北京协和医院

PO-469 Clinical�value�of�different�tube�voltage�combined�with�adaptive�
prospectively�ECG-gated�sequence�scan�for�dual-source�CT�coro-
nary�angiography

古丽娜·
阿扎提

新疆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人工智能

PO-470 An�Intelligent�Imaging�Informatics-based�Decision�support�System�
for�Radiation�Therapy�Treatment

阮� 兆 武汉大学中南医院

PO-471 基于 MRI 纹理特征的早期肝癌术后复发预测 胡先玲 第三军医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 重庆市西
南医院

PO-472 Smoking�Status�Discrimination�by�MRI�Images�based�on�Deep�
Learning�Method

王双坤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朝阳医院

PO-473 CT 肋骨自动定位软件对外伤患者肋骨骨折阅片效率影响的初
步研究

齐� 敏 陕西省人民医院

PO-474 应用人工智能和放射组学精准诊断胸部 x 线图像和预测疾病的
短期风险

关玉宝 广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PO-475 320 排容积 CT�计算机辅助诊断技术（Nodule�Analysis）对检
测孤立性肺结节的应用价值

曲迎午 河北北方学院附属第一医院

PO-476 基于移动 GPU 的阿尔茨海默病早期预警研究 高建花 太原理工大学

放射组学

PO-477 磁共振增强序列的影像组学标签对直肠癌生存期的预测价值：
与平扫序列比较

孟闫凯 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医院

PO-478 Quantitative�texture�analysis�on�contrast-enhanced�CT�images�for�
small�renal�masses:�differentiation�of�angiomyolipoma�without�vis-
ible�fat�from�renal�cell�carcinoma

冯智超 中南大学湘雅三医院

PO-479 Radiomics�Features�of�DCE-MRI�Correlation�with�Ki67��Expres-
sion�of�Invasive�Breast�Cancer�

马文娟 天津医科大学附属肿瘤医院

PO-480 探讨放射组学对预测早期肺腺癌隐匿性淋巴结转移的临床价值 仲� 艳 江苏省人民医院

PO-481 DCE-MRI 的 Ktrans、HPI 纹理分析对原发性肝癌和肝转移瘤
的鉴别

李� 烨 大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PO-482 The�value�of�multimodality�radiomics�on�early-stage�breast�cancer�
patients�with�microcalcifications-only�

陈淑君 浙江省肿瘤医院

PO-483 MR�Imaging�Radiomics:�Prediction�of�Local�Recurrence-Free�Sur-
vival�in�Nasopharyngeal�Carcinoma�Pretreatment

张� 璐 广东省人民医院 / 广东省医学科学院

PO-484 Comparison�of�radiomic�biomarker�with�established�predictive�
model�based�on�clinical�data�and�radiographic�features�for�discrimi-
nating�FOP�from�PLC

张� 腾 江苏省人民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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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gress Information

参展商名录
企业名称 展位号

飞利浦（中国）投资有限公司 A01

上海联影医疗科技有限公司 A02

通用电气医疗系统贸易发展（上海）有限公司 B02

拜耳医药保健有限公司 B01

西门子医疗系统有限公司 B03

集倍医疗咨询（上海）有限公司 C01

杭州依图医疗技术有限公司 C02

锐珂亚太投资管理（上海）有限公司 E05

 巴可公司 D01

爱克发医疗系统设备（上海）有限公司 D02

上海博莱科信谊药业有限责任公司 D04

康达洲际医疗器械有限公司 D03

一脉阳光医学影像集团 F10

图玛深维 E11

科大讯飞股份有限公司 E04

宁波全网云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E01

德为显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E12

西安翼展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E07

深圳市巨烽显示科技有限公司 E03

艺卓显像技术（苏州）有限公司 E08

乐凯医疗科技有限公司 E02

平安好医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E06

深圳蓝韵医学影像有限公司 E09

东软医疗系统有限公司 E07

深圳市柯尼达巨茂医疗设备有限公司 E13

三星（中国）投资有限公司 F02

广州友沃医疗设备有限公司 F01

汇医慧影 F20

浙江卡易智慧医疗科技有限公司 F18

凯捷健生物技术咨询（北京）有限公司 F05

上海嘉蓝仪器设备有限公司 F09

南京云磁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F03

扬子江药业集团有限公司 F14

索尼（中国）有限公司 F11

柯尼卡美能达医疗印刷器材（上海）有限公司 F12

美中互利医疗有限公司 F18

深圳市智影医疗科技有限公司 F08

日立医疗（广州）有限公司 F07

企业名称 展位号

苏州众志医疗科技有限公司 F04

上海辰光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F06

深圳市巨鼎医疗设备有限公司 F08

广东康臣药业集团 F15

富士胶片（中国）投资有限公司 F13

岛津企业管理（中国）有限公司 F16

科多尼克（上海）贸易有限公司 F17

北京华影云商科技有限公司 F22

万康医疗科技有限公司 F19

江苏康众数字医疗设备有限公司 F48

江苏迈特菲光电技术有限公司 F47

平生医疗科技（昆山）有限公司 F24

深圳迈瑞生物医疗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F32

北京北陆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F27

无锡市宇寿医疗器械有限公司 F31

深圳市嘉利达专显科技有限公司 F25

北京医海金升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F23

医众影像 F30

北京佳信昌瑞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F33

深圳市美德医疗电子技术有限公司 F29

北京洛克斯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F34

杭州梅清数码科技有限公司 F35

上海艾乐影像材料有限公司 F33

斑块视界（ 北京 ）诊断技术有限公司 F36

深圳市保安医疗用品有限公司 F37

施普林格 • 自然 T25

广州七喜医疗设备有限公司 F38

苏州朗润医疗系统有限公司 F21

影思软件科技（上海）有限公司 F40

深圳市君安康医疗科技有限公司 F41

上海高朗医疗设备有限公司 F42

上海奕瑞光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F43

北京博雅泰医药技术开发有限公司 F44

北京优利绚彩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F28

苏州体素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F39

深圳市安特高科实业有限公司 F45

日本株式会社根本杏林堂 F46

眀峰医疗系统股份有限公司 F26



Ingenia 3.0T 医用磁共振成像系统
• Ingenia全数字磁共振具备高均匀度的大孔径磁体设计，确保诊断准确的同时，

 为患者带来舒适的就医体验。

• 全数字影像链实现信号源头数字化，有助于提高图像质量，缩短扫描时间。

• “直接冠状位全身弥散成像”技术让全身肿瘤筛查快速，可行，简便。

医用磁共振成像系统Ingenia 3.0T
Philips Medical Systems Nederland B.V.  
沪医械广审（文）第2017092192号            国械注进20153282757
禁忌内容或注意事项详见说明书，请仔细阅读产品说明书或在医务人员的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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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CT — 爱的CT，我的CT

• 关爱医生 —— iPatient智能扫描平台，优质心脏成像

• 关爱患者 —— iDose4低剂量扫描，减少辐射损伤

• 关爱效率 —— iMRC球管，30M大容量，长寿高效

X射线计算机断层摄影设备
Philips Medical Systems (Cleveland), Inc.
沪医械广审（文）第2017092193号            国械注进20153300422
禁忌内容或注意事项详见说明书，请仔细阅读产品说明书或在医务人员的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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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速率
低对比剂用量
低辐射剂量

小肝癌检测利器

CT检查早发现早治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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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京华影云商科技有限公司致力于以互联网、移动互联网及云计算等最新技术为主导，秉

承“用户至上、极致体验、积极创新、贴心服务”的宗旨，以实现扩大医疗服务供给、提高医

疗服务效率、积极推进国家倡导的医生多点执业为目标。公司自主研发的锐滴达远程影像协诊

系统，拥有专业的影像处理、直达知名专家通道、远程协诊平台、典型病例分享论坛、影像图

库、诊断报告管理等功能，专注为医疗机构、放射领域专家及从业人员提供定向合作服务。

R

北京华影云商科技有限公司
RADIDA.COM

助 | 力 | 医 | 疗 | 互 | 联       共 | 享 | 美 | 好 | 明 | 天

公司简介Corporate  Profile

锐滴达
云       

     系统PACS

全院PACS/多功能转诊/电子病案



小锐医生APP

本地PACS
专注于为医疗机构、放射领域专家及从业

人员提供专业的影像操作系统、远程协诊

平台及医学影像交流站等技术支持及全面

解决方案。

北京华影云商科技有限公司

电话（Tel）：010-64787189

传真（Fax）：010-64787013

网址（Web）：www.radida.com

地址：北京市朝阳区望京金隅国际大厦C座1603室 
微信公众号：华影云商

联系我们

PACS系统

云端PACS
系统包含了专业的影处理功能、直达知名

专家通道、远程协诊平台、典型病例分享

论坛、数据传输及二维码扫描查看诊断报

告的一站式解决方案。

方便：预约名医，全国知名医学专家任你选择

高效：与专家视频面对面，沟通真实有效

专业：依据先前资料，专家亲自撰写报告

省心：层层医生把关，实现患者零操心就诊

产品优势

多渠道执业：医生可申请成为协诊医生或专家

协诊医生：协助患者上传院内病例资料全面又快捷

直达专家：详尽的资料及视频会诊填写报告更准确

更专业：专业的影像处理诊断更轻松

收入实时查取：收入自动入账，随时提取

产品优势

小锐医生（患者版）

一个能与专家视频会诊随时随地

查看CT/MR图像的移动平台

小锐医生（医生版）

是国内首创的重问诊服务
依托院内PACS,跨空间云端移动办公

实现多渠道执业







huiyihuiying.com

扫码立即体验(                              )

数字智能胶片

更先进、更便捷、更安全

的影像就诊新体验

影像即存即取即看

手机领取查阅报告

复诊转诊互通互认

在线咨询一流专家

建立电子影像档案

扫码立即体验(                              )

大数据智能分析云平台

四大核心功能

科研课题管理

影像和临床数据管理

放射组学分析

人工智能辅助诊断

六大核心优势

数据采集和存储便捷

支持多中心研究协作

放射组学的量化分析

跨学科博士科研支持

高效经济，按需定制

网络和数据安全保障



















www.eizo.com.cn 服务热线：400-650-6072

乳腺诊断系列 - RX560 MammoDuo

多模态系列 - RX660

艺卓医疗显示解决方案

专业高端显示器缔造者

50年专注影像解决方案

全球医疗市场领先品牌

欢迎莅临艺卓展台：E08







Athena Pro DR胃肠一体机                    Apollo Pro悬吊DR         

 Akso Pro移动DR                     Luna乳腺DR  

扫一扫

关注蓝韵影像公众号

全国统一客服热线：

400 888 6452

深圳蓝韵医学影像有限公司是中国专业、领先的医学影像解决方案

供应商，业务涵盖放射影像和超声诊断两大领域。公司被评为“国

家级高新技术企业”、“深圳市高新技术企业”，在国家卫计委优

秀设备遴选总评分排名第一。

中国第一台拥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的全自动悬吊DR、第一台DR胃

肠一体机、第一台移动DR、第一台可进行TOMO三维断层摄影、穿

刺活检技术的乳腺DR等，均为蓝韵影像自主研发的创新之作。

创新路上 从未止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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