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欢迎辞
由中华医学会、中华医学会放射肿瘤治疗学分会主办，四川省医学会、四川省肿瘤医院、

四川省西部放射治疗协会承办的中华医学会第十三次全国放射肿瘤治疗学学术会议将于2016 年

10 月20- 10 月23 日在四川省成都市召开。会议期间将同时召开2016年中美放射肿瘤协作学会

（SANTRO）“放射肿瘤学新技术应用”研讨会。今年是中华医学会放射肿瘤治疗学分会成立30

周年（1986-2016）的喜庆之年，回顾过去，不忘初心；展望未来，心潮澎湃。我们一直在共同奋

斗，健康中国有你更精彩。届时将会有来自国内及欧美众多放射肿瘤中心的放射肿瘤学医师，放

射生物学家，医学物理师，放射治疗技师，放射治疗护士及医学工程师等，以及特邀的国内外有

关专业的知名专家学者，相聚一堂，共同交流和展示放射肿瘤学各领域三十年来所取得的辉煌成

绩，共同探讨和展望放射肿瘤学的未来发展前景。参加注册的代表可获得国家Ｉ类继续医学教育

学分5 分。欢迎广大医技人员莅临参会。诚邀各位专家同道积极投稿参会。

  本次学术大会的主旨是“中国放疗事业，我们一直在奋斗”。会议围绕这一主题已邀请国际

著名肿瘤中心的知名学者分别就各个病种的精准（内外）放疗及放射物理技术、放射生物、放射

免疫、放射影像等多个专题作学术讲座。同时进行与会同行的论文和经验交流，共同展现我国放

射肿瘤学事业的蓬勃发展，以及专业厂商的产品和先进技术展示。

 此次大会将为来自国内外的学者提供一个学术交流的平台，使大家能尽显各自的学术成果，

交流先进技能，拓展学术思想，携手攻克肿瘤难关，联心呵护人类健康。

 我们代表中华医学会放射肿瘤治疗学分会诚挚邀请国内外同行，踊跃参加此次盛会，共筑精

彩人生。让我们相聚在有“天府之国”美誉的成都。

                                                                                                                   中华医学会放射肿瘤治疗学分会

                                                                                                                                     2016年9月18日    

０１／０２

1986年，首届全国放射肿瘤治疗学学术会议在西安召开，并成立了中华医

学会放射肿瘤治疗学分会，开创了放射肿瘤治疗学术发展的里程碑。

1986-2016,中华医学会放射肿瘤治疗学分会走过了风雨兼程的30年。30来，

中国放疗几代人砥砺前行、奋勇前进，在谱写中华民族健康篇章、助力抗癌事

业发展、推进我国放射肿瘤学科稳步前进的征程中，艰苦奋斗、协作创新，实

现了学科从无到有，由弱到强。

30年来，中华医学会放射肿瘤治疗学分会彰显公益性质，积极支持基层、

边远地区放射肿瘤治疗事业，为深化医改献计献策，致力于普及放射肿瘤学先

进技术知识，推进放射肿瘤学的继续教育；努力服务于广大的会员，成为放疗

同行交流学术和情感的温馨家园。

三十年的时光是一首诗歌，低吟浅唱中千回百转；三十的时光是一曲乐章

，婉转缠绵又蓬勃激昂；30年来，中国放疗几代人在推进放疗事业发展的舞台

上尽显风流，令人感叹，催人奋进。不忘初心，方得始终。值此中华医学会放

射肿瘤治疗学分会成立30周年之际，让我们一起追忆前辈，启迪后人，寻找学

会发展之魂，凝练推动学会事业栉风沐雨而枝叶长青的核心价值观，使学会在

新的时代坐标上迎来新的起点，以健康梦托起中国梦。

中华医学会放射肿瘤治疗学分会 

二O一六年十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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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织机构
大会主席

郎锦义　　于金明

大会执行主席

郎锦义　　卢　冰　　邓小武

学术委员会顾问

刘泰福　　殷蔚伯　　余子豪　　徐国镇　　何少琴　　申文江　　蒋国梁　　杨伟志

胡逸民　　徐　博　　张宜勤

学术委员会（按姓氏拼音排序）

蔡英全　　曹永珍　　曾昭冲　　陈　凡　　陈佳艺　　陈龙华　　陈　明　　陈显钊

程玉峰　　崔书中　　戴建荣　　邓小武　　鄂明艳　　樊锐太　　傅　深　　傅小龙

高　黎　　高献书　　郭小毛　　韩　春　　何　侠　　贺晓东　　胡炳强　　胡超苏

胡德胜　　金　风　　金　晶　　兰胜民　　郎锦义　　李宝生　　李高峰　　李　光

李建彬　　李建斌　　李金高　　李　涛　　李文辉　　李晔雄　　林　勤　　林少民

刘孟忠　　刘士新　　刘　孜　　卢　冰　　卢泰祥　　卢　铀 　　罗京伟　　雒建超

马　骏　　马　林　　马胜林　　马学真　　宁　博　　潘建基　　庞学利　　钱立庭

邱素芳　　曲宝林　　曲雅勤　　申良方　　石　梅　　宋启斌　　孙新臣　　田　野

王　阁　　王　晖　　王建华　　王　军　　王俊杰　　王绿化　　王　平　　王仁生

王若雨　　王若峥　　王胜资　　王卫东　　王小虎　　王晓萍　　王颖杰　　邬　蒙

吴敬波　　吴　荣　　吴永忠　　吴　铮　　伍　钢　　席许平　　夏廷毅　　夏云飞

肖绍文　　谢丛华　　徐向英　　许　青　　阎　英　　杨朝群　　叶　明　　易俊林

尹　勇　　于　洪　　于金明　　郁志龙　　张大昕　　张福泉　　张红雁　　张红志

张瑾熔　　张伟京　　张晓智　　章　真　　赵路军　　折　虹　　周光华　　周云峰

朱广迎　　朱小东　　朱　远　　祝淑钗　　邹华伟

０３／０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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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织委员会（按姓氏拼音排序）

艾艺钦　　敖　睿　　白　静　　白彦灵　　柏　森　　柏玉举　　包永星　　蔡宏懿

蔡旭伟　　蔡英全　　曹建忠　　曾继泽　　陈　宏　　陈俊妮　　陈念永　　陈永顺

迟子峰　　崔同建　　邓清华　　狄小云　　丁　喆　　樊　旼　　费振乐　　封　巍

冯国生　　冯　梅　　甘家应　　高　鸿　　顾乃龙　　官　键　　韩　非　　韩亚骞

洪金省　　胡　克　　胡伟刚　　胡作怀　　惠周光　　贾晓晶　　靳　富　　雷宏昌

李　兵　　李丰彤　　李冠贞　　李光明　　李　杭　　李　平　　李　勤　　李荣清

李　莎　　李小波　　李志刚　　刘　刚　　刘　晖　　刘　珈　　刘　均　　刘秋芳

刘珊珊　　刘文超　　刘　勇　　刘智华　　刘　孜　　陆雪官　　罗文广　　欧阳伟炜

庞青松　　彭　楠　　乔　俏　　秦继勇　　秦庆亮　　秦颂兵　　邱　冬　　邱　杰

冉　立　　尚　革　　邵汛帆　　苏胜发　　苏　颖　　隋黎丽　　孙宝胜　　孙建海

孙晓南　　孙　研　　孙　颖　　谭榜宪　　谭　力　　唐芳琼　　万　跃　　汪　浩

汪　虹　　王济东　　王继英　　王捷忠　　王晋川　　王　培　　王榕生　　王　石

王淑莲　　王　伟　　王义善　　王　颖　　王运来　　魏丽春　　魏　青　　文碧秀

吴爱东　　吴　昊　　吴　荣　　吴式琇　　吴湘阳　　吴稚冰　　夏　冰　　肖　锋

邢立刚　　邢晓芬　　徐利明　　徐志勇　　杨成梁　　杨坤禹　　杨青山　　杨瑞杰

杨怡平　　姚伟强　依斯坎达尔　尹春柱　　尤庆山　　袁双虎　　袁响林　　袁智勇

翟福山　　翟振宇　　张凤春　　张九堂　　张秋宁　　张石川　　张书旭　　张　涛

张　伟　　张秀春　　张　勇　　章龙珍　　章岳山　　赵成茂　　赵恒军　　赵　莉

赵　仁　　钟亚华　　周福祥　　周凌宏　　周　涛　　周一兵　　朱　莉　　邹丽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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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议基本信息
大会主席

郎锦义　　于金明

会议时间：

2016年10 月20 日-10 月23日

会议地点：

中国 . 成都

会议网站：

http://www.csronet.org

主办单位:

中华医学会

中华医学会放射肿瘤治疗学分会

承办单位:

四川省医学会

四川省医学会放射治疗专委会

四川省肿瘤医院

西部放射治疗协会

０５／０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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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系人信息
大会秘书处

中华医学会放射肿瘤治疗学分会

王　培　

手　机：186 1571 3123

E-mail：dengwangpei@163.com

秦　远　

手　机：133 0807 8884

E-mail：qinyuan889@sina.com

四川省医学会

向航辰

手　机：180 8198 0636

展览搭建、管理服务商

北京中广会展服务有限公司

钟　瑜

手　机：138 1103 5667

E-mail：joyce.zhong@unichoice.cc

地　址：北京市朝阳区十里堡都会国际31M

时　间 内　容 地　点

10月20日　09:00-20:30 报道注册
成都世纪城新国际会展中心-假日酒店

（西楼）1楼大厅

10月21日　08:00-18:00 会　议 成都世纪城新国际会展中心

10月22日　08:00-18:00 会　议 成都世纪城新国际会展中心

10月23日　08:00-12:00 会　议 成都世纪城新国际会展中心

注册区开放时间：

10月20日　09:00-20:30

10月21日　07:30-18:00

10月22日　08:00-18:00

10月23日　08:00-12:00

试片室开放时间：

10月20日　15:00-18:00

10月21日　07:00-18:00

10月22日　07:00-18:00

10月23日　07:30-11:00

会议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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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议注册
会议费

（包括注册费、资料费，食宿自理回单位按规定报销）

前期注册：
2016 年 09 月 30 日前

（含）

现场注册：
2016 年 09 月 30 日后

四川本省代表及研究生
（凭有 效证件或单位证明）

正式注册代表 1000 元 1200 元 享受优惠价格 600 元

请于10月14日前登录大会网站www.csronet.org，进行会议注册，并通过网上在线缴纳注册费和住宿 

费。请您务必完整填写个人信息，否则无法获得继续教育学分。

注册流程

1、信息填写

　  请登录会议网站http://www.csronet.org 在线填写注册信息

2、前期交费

     在线支付中华医学会联合首信易支付平台，目前已经开通网络银行支付功能。选择前期优惠注册类

型的个人代表，请务必在网上参会注册选定注册类型后，在支付方式那里请选择“在线支付”方

式，再选择您的发卡银行（您的银行卡需要开通网上银行功能，信用卡则可直接使用，不收任何手

续费），按照网页提示进行注册费的网上支付操作。

3、现场报到

     请您持“注册确认函”到成都世纪城新国际会展中心- 假日酒店的注册处签到并领取资料，办理入

住手续。您如已交费，但没有收到“注册确认函”，请携带支付凭证到注册台签到，领取资料和办

理入住。您如果在9 月30 日前尚未向注册秘书处提交注册表，或只提交注册表而未付注册费，请直

接到成都世纪城新国际会展中心- 假日酒店现场办理缴费注册手续（注册费：1200 元/ 人）。

4、取消注册与退款

     您如已经缴了注册费，但因故不能参加会议，可以取消注册，并申请退还已交的注册费，但需向注

册秘书处提交书面申请。其它方式将不被接受。退款的政策如下：

      2016 年9 月30 日前（含）收到取消注册通知和退款申请的，秘书处全额退款，但收取20 元/ 人的退

款手续费。退款手续将在会议结束后的7 日内办理完毕。

      2016 年9 月30 日后收到取消通知和退款申请的，不予退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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酒店名称 星级参考 价格（间 /天，含早餐）
与会场距离
（车程）

世纪城假日酒店  准5星级 高级标间 / 高级单间550元 / 间.晚       0公里

世纪城假日酒店 准5星级 豪华标准间 / 豪华单间600元 / 间.晚       0公里

瑞庭竹岛酒店 准4星级 标准间280元 / 间.晚       3公里

有园酒店 准4星级 标准间280元 / 间.晚       1.5公里

1、酒店预订时间为：2016年9月1日—2016年10月16日

2、本次大会指定订房中心及联系人信息如下：

       四川华荣旅游有限责任公司联系人：     

       假日酒店订房：王眉麟 151 0830 3885     028-8518 7782                   邮箱：974010033@qq.com

       外围酒店订房：张　莹 182 2423 0212     028-8513 9918转807        邮箱：1977759182@qq.com

      *团队订房请直接联系订房中心。

3、需要预订住房的代表，可通过大会网站直接预订或以邮件的方式联系订房中心，订房中心不接

受电话预订。根据酒店对于住宿间夜数的担保规定，需在同一酒店住宿2晚。

4、为保证您的预订有效，您在网上完成住房预订之后，请务必在3日内将房费汇至订房中心账

户；否则系统将自动取消原预订，汇款后请将汇款水单扫描发送至订房中心，备注栏里请务必

标注【中华医学会第13次全国放射肿瘤治疗学学术会议房费】及住宿人员姓名。

缴纳房款账户信息：

    （1）公司付款：                                                    （2）个人付款：

     开户行：交通银行成都分行磨子桥支行          开户行：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成都武侯支行

     帐　号：511 609 017 018 000 610 786              帐　号：6227 0038 1167 0008 689                 

     帐　户：四川华荣旅游有限责任公司              帐　户：肖　琳

     行　号：301651000275       

5.需要延住的代表，须视酒店具体预订情况而定。

会议住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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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住宿发票由四川华荣旅游有限责任公司开具；1、增值税普通发票，发票项目为：【代订房

费】；2、增值税专用发票，发票项目为：【旅游服务费】。

7、汇款后请尽快确认并告知发票抬头等信息，以便及时开具发票；发票一经开出，恕不更改退

换。

8、已经签合同付款后，房费概不退还 。请知晓。

成都世纪城会展中心乘车线路

双流国际机场——世纪城会展中心

公交车：成都双流国际机场步行 20 米，双流国际机场(t1 航站楼)站上车→乘坐双流 t6 路或 t804 路或机

场专线 4 号线 )，1 站→双流国际机场( t2 航站楼) 站上车，乘坐机场专线 4 号线，6 站，→新会展中心

北侧站下车→步行 170 米到达。

出租车：打车约 32 元，此价格仅供参考。

成都火车北站——世纪城会展中心

地铁： 成都站步行 280 米，火车北站上车→乘坐地铁 1 号线（广都方向），15 站→到达世纪城站（C2 

口出下车）→步行 1.1公里到达。

出租车：打车约 55 元，此价格仅供参考。

成都东站——世纪城会展中心

公交： 成都东站步行 160 米，成都东客站上车→乘坐地铁 2 号线（犀浦方向），7 站→天府广场站下

车，乘坐地铁 1 号线（广都方向），11 站→世纪城站 （C2 口出下车）→步行1.1 公里到达。

出租车：打车约 35 元，此价格仅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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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22日 
07:20-07:55

更新课

会场

主持人：汪浩（安徽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分会场1-洲际宴会厅）；曲宝林（解放军
301医院）（分会场2-高新厅）；邱素芳（福建省肿瘤医院）（分会场3-青羊厅）；肖锋
（第四军医大西京医院）（分会场4-锦江厅）；高鸿（北京医院）（分会场5-蜀风厅） ；
乔俏（中国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分会场6-金桂厅）；敖睿（四川省人民医院）（分
会场7-金沙厅）；

分会场1 非小细胞肺癌放疗进展　四川省肿瘤医院 王奇峰 教授

分会场2 原发性肝癌放疗新证据　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医 王维虎 教授

分会场3 头颈部放射治疗热点与争议　福建省肿瘤医院 林少俊 教授

分会场4 放射治疗的质量和安全-解读TG100号报告　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医院 张红志 教授

分会场5 乳腺癌放射治疗热点　上海交大瑞金医院 陈佳艺 教授

分会场6 ICRU89报告-妇科肿瘤解读　吉林大学附属第三医院 程光惠 教授

分会场7 自噬与细胞的放射效应  　苏州大学附属第二医院 田　野 教授

10月21日
07:20-07:50

更新课

会场

主持人：刘智华（江西省肿瘤医院江西省第二人民医院）（分会场1-洲际宴会厅）；王军
（河北医科大学第四医院）（分会场2-高新厅）；尹勇（山东省肿瘤医院）（分会场3-金
沙厅）；陆雪官（复旦大学附属肿瘤医院）（分会场4-锦江厅）；邱冬（贵州省人民医
院）（分会场5-蜀风厅）； 夏冰（杭州市第一人民医院）（分会场6-金桂厅）；  袁智勇
（天津市肿瘤医院）（分会场7-青羊厅） 

分会场1 小细胞肺癌治疗的进展和热点研究  天津医科大学附属肿瘤医院 赵路军 教授

分会场2 食道癌的放射的争议热点   四川省肿瘤医院 李　涛 教授

分会场3 放射外科物理技术与质控规范  四川省肿瘤医院 Lucia  Ph.D.

分会场4 妇科肿瘤放射治疗的热点和争议   北京协和医院 张福泉  教授

分会场5 MRI影像在放疗应用的争议  河北医科大学第四医院 韩　春 教授

分会场6 鼻咽癌放射治疗进展和热点  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医院 高　黎 教授

分会场7 脑瘤综合治疗的进展和争议  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李　光 教授

更新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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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　间 地　点 内　容

10月21日
12:15-13:45

蜀风厅 放疗引起的骨髓抑制支持治疗新进展

高新厅
医科达放疗前沿技术午餐会 Elekta Lunch & Learn on Advanced 
Technology of Radiation Oncology

洲际宴会厅 瓦里安放射治疗临床应用卫星会

青羊厅 雷泰-国药战略合作新闻发布会暨雷泰微光刀系列产品推介会

锦江厅 南京正大天晴-赛维健卫星会

金沙厅 口服营养支持对放射治疗的重要性

金桂厅 云技术、大数据与肿瘤诊疗

金芙蓉厅 百杰依和阿米福汀在肿瘤放化疗应用的临床研究进展

水晶2厅 精确放疗下的信息管理与质控新技术：发展与挑战

水晶3厅 引领靶向，创变未来，恒瑞医药阿帕替尼卫星会

时　间 地　点 内　容

10月22日
12:15-13:45

洲际宴会厅 携康长荣质子重离子卫星会

卫星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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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21日        主题： 不忘初心，放疗三十年（1986-2016）奋斗与健康中国

演 讲 时 间 演 讲 题 目

08:00-08:15 开幕式：四川省医学会会长、中华医学会学术会务主任、四川省            
肿瘤医院党委书记     领导致词

主持人：卢冰（中华医学会放射肿瘤治疗学分                                
会常委兼秘书长）

08:25-08:30 30周年纪念活动：中国放射肿瘤30周年历程，不忘初心  
讲者：殷蔚伯（终身教授，中国医学科学院附属肿瘤医院）

主持人：胡逸民 教授（中国医学科学院附属肿
瘤医院）

08:30-08:45 中国放射肿瘤事业特殊贡献奖颁奖典礼 
获奖人：于金明 院士、张红志 教授

主持人：邓小武 教授（中华放射肿瘤治
疗学分会副秘书长，中山大学肿瘤医院）                                             
介绍人：李宝生、金晶

10月21日　08:30-12:00　主会场 水晶厅

08:45-10:20
主题发言1  Keynote Speech Session 1   
大会主席：卢　冰、李晔雄、潘建基（贵州省肿瘤医院 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医院 福建省肿瘤医院）

演 讲 时 间 演 讲 题 目 单　位 讲　者

08:45-09:10 肿瘤放射免疫治疗展望
山东省肿瘤医院/院士/
CSTRO前任主委

于金明

09:10-09:35 中国放射治疗思考与展望 四川省肿瘤医院/CSTRO主委 郎锦义

09:35-10:00 医学与哲学的断想
北京协和医院/院士/             
中华妇产科分会主委

郎景和

10:00-10:10 点评专家：刘泰福、殷蔚伯、徐国镇（复旦大学肿瘤医院  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医院  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医院）

10:10-10:20   茶　歇  

10:20-12:10  
主题发言2  Keynote Speech Session 2    
大会主席：夏廷毅、傅小龙、张红志（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总医院 上海市胸科医院 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医院）

演 讲 时 间 演 讲 题 目 单　位 讲　者

10:20-10:45 肿瘤生物遗传信息与肿瘤治疗突破
四川大学国家重点试验室/  
院士

魏于全

10:45-11:10 口腔癌的精准治疗
上海交大医学院第九人民医

院/院士
张志愿

11:10-11:35 Local opportunities, global impact: how CSTRO can influence the 
future of radiation oncology around the world  President of ASTRO Dr. Kavanagh

11:35-12:00 胸部肿瘤质子放疗-我们学到了什么？
University of Texas, MD 
Anderson Cancer Center 廖仲星

12:00-12:10 点评专家：余子豪、何少琴、蒋国梁（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医院  复旦大学肿瘤医院  上海市质子重离子医院）

详细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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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21日 　14:00—17:45　分会场 洲际宴会厅   SANTRO Symposium中美放射肿瘤协会专场：
　　　　　  New Technology & Their Application in Radiation Oncology放射肿瘤学新技术应用  

14:00-15:45 Session 1物理技术部分    主持主席：邓小武、Jeff Ning Yue（中山大学附属肿瘤医院   美国新泽西罗格斯大学）

演 讲 时 间 演 讲 题 目 单　位 讲　者

14:00-14:25 Bigdata analysis for lung SBRT based on radiomics  Duke University Fangfang Yin, 
Ph.D.

14:25-14:30 问　答

14:30-14:55 The role of SRS for CNS disease with a focus on management of 
brain metastasis University of Nebraska Ken W Zhen, 

MD,Professor,

14:55-15:00 问　答

15:00-15:30 Emerging technology in radiation oncology and physics Stanford University Lei Xing, Ph.D. 

15:00-15:30 问　答

15:30-15:45 茶　歇

16:00-17:45  Session 2放疗临床应用         主持主席：卢泰祥、Ken W Zhen（中山大学附属肿瘤医院   内布拉斯加州立大学）

演 讲 时 间 演 讲 题 目 单　位 讲　者

15:45-16:10 Proton vs. heavy ion in radiotherapy
Rutgers, The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Jersey 

Jeff Ning Yue 
Ph.D.

15:10-16:15 问　答

16:15-16:40 The advances in immunotherapy in management of locally 
advanced head and neck cancer Case Western University

Min Yao, MD. 
PhD 
Professor

16:40-16:45 问　答

16:45-17:10 The role for radiation therapy in pediatric solid tumors University of Nebraska Chi Lin, MD.

17:10-17:15 问　答

17:15-17:40 Radiation Oncology Residency Training in the United States University of Utah Hitchcock Ying

17:40-17:45 问　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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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21日　14:00-18:10　分会场 水晶2厅    鼻咽癌综合治疗

14:00-16:00 
 Section1 主题发言 论文交流       
主持主席：何侠  郭翔 林志雄（江苏省肿瘤医院 中山大学肿瘤医院 汕头大学医学院附属肿瘤医院）

演 讲 时 间 演 讲 题 目 单　位 讲　者

14:00-14:20 鼻咽癌临床分期研究进展 福建省肿瘤医院 潘建基

14:20-14:40 浅谈鼻咽癌“精准治疗” 中山大学肿瘤医院 赵　充

14:40-15:00 Management of Nasopharyngeal Cancer – Evolving Technologies 香港大学深圳医院 李咏梅

15:00-15:10 点评专家：高黎   文浩（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医院  四川省肿瘤医院）

15:00-15:10 一项比较TPF与PF方案诱导化疗联合同期放化疗治疗局部晚期鼻
咽癌的疗效及毒副反应研究的中期分析

浙江省肿瘤医院 金　厅

论文交流

15:10-15:20 生物钟基因BMAL1与鼻咽癌相关性及临床意义的研究 贵州省肿瘤医院 金　风

15:20-15:30 足疗程新辅助化疗或可改善N3期高危鼻咽癌患者的预后 海南省人民医院 张　帅

15:30-15:40 诱导化疗加同时期放化疗和同时期放化疗在临床Ⅲ、Ⅳ期
EBVDNA大于4000的鼻咽癌患者中的对比

中山大学肿瘤医院 郭姗姗

15:40-15:50 局部晚期鼻咽癌新辅助化疗近期疗效相关因素及Nomograms预测
模型的构建

四川省肿瘤医院/成飞医院 万　刚

15:50-16:00 点评专家：李平、王仁生（四川大学华西医院 广西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16:00-16:10 茶　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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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10-18:10
Section2 主题发言 论文交流           
主持主席：陈晓品 马代远 蔡英全（ 重庆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川北医学院附属医院 陕西省肿瘤医院）

演 讲 时 间 演 讲 题 目 单　位 讲　者

16:10-16:30 化疗在鼻咽癌综合治疗中的角色演进 四川省肿瘤医院 张石川

16:30-16:50 鼻咽癌诊疗进展解读
华中科技大学附属协和医院
肿瘤中心

杨坤禹

16:50-17:10 TPF新辅助化疗后放射治疗联合同期泰欣生或顺铂治疗局部晚期
鼻咽癌

复旦大学附属肿瘤医院 孔　琳

论文交流

17:10-17:18 鼻咽癌病人放疗后甲状腺功能低下列线图的建立
汕头大学医学院附属肿瘤医

院
罗　忍　

17:18-17:26 203例IVa/IVb期鼻咽癌的临床分析 福建省肿瘤医院 黄清廷

17:26-17:34 鼻咽癌中PD-L1表达与预后相关性分析 复旦大学附属肿瘤医院 许婷婷

17:34-17:42 1300例鼻咽癌原发灶及淋巴结侵犯规律的磁共振影像学研究 中南大学湘雅医院 凡　丹

17:42-17:50 自优化非均匀VMAT算法对PET/CT引导下鼻咽癌乏氧区同步剂量追
量研究与评估

复旦大学附属华东医院 邱健健

17:50-17:58

Long-Term  Results of a Phase 2 Study of Gemcitabine and 
Cisplatin Chemotherapy Combined With Intensity Modulated 
Radiation Therapy in Locoregionally Advanced Nasopharyngeal 
Carcinoma 

复旦大学附属肿瘤医院 伍明瑶

17:58-18:10 点评专家：胡超苏    高力英（复旦大学附属肿瘤医院  甘肃省肿瘤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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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21日　14:00-18:00　分会场 金沙厅     放射外科

14:00-15:50
 Session 1 主题发言  论文交流      
主持主席：刘刚  丁喆  陈宏 （ 石河子大学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  宁夏医科大学总医院 成都军区昆明总医院）

演 讲 时 间 演 讲 题 目 单　位 讲　者

14:00-14:20 肿瘤放射外科新认知 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总医院 夏廷毅

14:20-14:40 早期NSCLC放射外科JASTRO系列研究介绍 日本广岛放射治疗医学部 Tomoki

14:40-15:00 放射性脑坏死临床诊治系列研究 天津市肿瘤医院 袁智勇

15:00-15:08 分次立体定向放疗联合替莫唑胺治疗大体积脑转移瘤的前瞻性临
床研究

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医院 马玉超

15:08-15:16 水替代造影剂在胰腺癌立体定向放射治疗中对十二指肠的影响 河南省人民医院 吴广银 

15:16-15:24 早期原发性肝癌立体定向放疗的10年生存结果分析 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总医院 李　平

15:24-15:32 肺癌立体定向放疗中主动呼吸控制技术的剂量学对比研究 四川大学华西医院 张英杰

15:32-15:40 低分次立体定向放射治疗脑转移瘤患者时非小细胞肺癌病理类型
对GPA分级系统的影响

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马良华

15:40-15:50 点评专家： 钱立庭   包永星（安徽省立医院   新疆医科大附属第一医院）

15:50-16:00 茶　歇

16:00-17:40
Session 2 专题聚焦肝癌治疗及MDT           
主持主席：王晋川  段继梅 周光华（四川省人民医院  昆明医学院附属一医院  解放军163医院）

演 讲 时 间 演 讲 题 目 单　位 讲　者

16:00-16:15 原发性肝癌外科治疗进展 东方肝胆外科医院 程树群

16:15-16:30 原发性肝癌的射频微创治疗进展 北京大学肿瘤医院 陈敏华

16:30-16:45 原发性肝癌的放射外科治疗进展 复旦大学中山医院 曾昭冲

16:45-17:00 射波刀放射外科治疗原发性肝癌的多中心II期临床研究 
（ASTRO2016大会发言）

天津医科大学肿瘤医院 宋勇春

17:00-17:15 介入联合立体定向放射治疗与单纯立体定向放射治疗肝癌（>5.0 
cm）同期对照研究

广西中医学院附属瑞康医院 苏庭世

17:15-17:30 MDT讨论  （2个病例， 一个小肝癌，一个大肝癌），                    
程树群/陈敏华/曾昭冲等

第二军医大学长海医院 张火俊

17:30-17:40 点评专家： 戴建荣   鄂明艳  （ 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医院  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肿瘤医院 ）

17:40-17:48 早期非小细胞肺癌立体定向放射治疗后CT特征与影响因素分析 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 何　健

17:48-17:56 肺部金标植入及其注意事项 中国人民解放军302医院 张厚才

17:56-18:04 立体定向放疗对恶性肿瘤患者细胞免疫功能的影响 中国人民解放军307医院 刘　超

18:04-18:12 Hypofractionated stereotactic radiosurgery: a new treatment 
strategy for giant cavernous sinus hemangiomas 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 王　鑫

18:12-18:20 点评专家： 曲雅勤  赵　红 （吉林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延安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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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0月21日　14:00-18：40 　分会场 青羊厅    腹部（泌尿）及质子重离子  

14:00-16:00 
Section1 腹部（泌尿） 主题发言 论文交流        
主持主席：李　莎、王若雨、张　伶（兰州军区总医院   大连大学附属中山医院   成都军区总医院） 

演 讲 时 间 演 讲 题 目 单　位 讲　者

14:00-14:20 The progress of diagnosis and treatment of prostate cancer Rush University Medical 
Center USA 王　靛

14:20-14:40 前列腺癌外科治疗进展 北京大学人民医院 张晓鹏

14:40-15:00 高危前列腺癌手术/放疗争议及术后放射治疗 北京医院 李高峰

15:00-15:20 前列腺癌大分割的放疗进展 北京大学第一医院 高献书

15:20-15:28 前列腺癌大分割同步加量调强放疗的初步研究 四川省肿瘤医院 马家宝

15:28-15:36 老年前列腺癌大分割螺旋断层放疗的I-II期临床研究 解放军第306医院 崔　迪

15:36-15:44 前列腺癌局部照射时VMAT和IMRT的计划探讨 北京医院 王　丹

15:44-15:52 泌尿系统肿瘤近距离放射治疗的临床应用 吉林大学中日联谊医院 赵志鹏

15:52-16:00 点评专家：张红雁，朱远 （安徽省立医院 浙江省肿瘤医院）

16:00-16:10 茶　歇

16:10-18:40
 Section2 质子、重离子 论文交流      
主持主席：蔡宏懿　樊 旼　汪虹（ 甘肃省人民医院  复旦大学附属肿瘤医院  绵阳富临医院）

演 讲 时 间 演 讲 题 目 单　位 讲　者

16:10-16:30 PTCOG consensus and guidelines in thoracic cancers
University of Texas, MD 
Anderson Cancer Center

Joe Y.Chang

16:30-16:50 Proton Radiotherapy: Physical Principles and Lasted Clinical  
Applications 质子治疗：物理原则和最新临床应用与实践

美国新泽西罗格斯大学 岳　宁

16:50-17:05 兰州重离子加速器基础和临床应用研究进展重离子 甘肃省肿瘤医院 王小虎

17:05-17:20 重离子临床精准应用的一些思考 上海市质子重离子医院 傅　深

17:20-17:35 中国重离子加速器发展规划 中国科学院近代物理研究所 肖国青

17:35-17:50 重离子治癌临床进展 上海市质子重离子医院 蒋国梁

17:50-17:58 前列腺癌患者碳离子放射治疗后外周免疫细胞的影响和预后的关系 上海市质子重离子医院 杨章孺

17:58-18:06 碳离子辐射不同非小细胞肺癌细胞的辐射敏感性研究 甘肃省肿瘤医院 张秋宁

18:06-18:14 骶尾部脊索瘤碳离子放疗后疗效观察 复旦大学附属肿瘤医院 张晓萌

18:14-18:22 头颈部肿瘤放疗后复发再程粒子放射治疗的近期疗效和毒副反应 质子重离子医院有限公司 高　晶

18:22-18:30 EDR2胶片的能量依赖性矫正 上海市质子重离子医院 王巍伟

18:30-18:40 点评专家：  阎英   邓小武 （沈阳军区总医院 中山大学附属肿瘤医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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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21日　14:00-18:20 　分会场 高新厅    CSTRO放射治疗技术

14:00-16:00
 Session 1主题发言论文交流  
主持主席：陆惠忠  祁英  何垠波  （复旦大学附属肿瘤医院   甘肃省武威市肿瘤医院  四川大学华西医院）

演 讲 时 间 演 讲 题 目 单　位 讲　者

14:00-14:20 鼻咽癌放射治疗实施过程质量管理 中山大学附属肿瘤医院 林承光

14:20-14:40 放射治疗中的治疗控制和安全保障 复旦大学附属肿瘤医院 许　青

14:40-15:00 放射治疗技术人员应该如何与临床医师及物理室配合 四川省肿瘤医院 王　培

15:00-15:20 放疗信息化建设 中山大学附属肿瘤医院 孙　颖

15:10-15:20 前列腺癌精确大分割放疗时直肠膀胱充盈对前列腺靶区位置的影响 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医院 刘跃平

15:20-15:30 基于TomoTherapy的MVCT 6D与4D配准结果进行图像引导效果评
价方法的研究

北京协和医院 孙显松

15:30-15:40 前列腺癌调强放疗对膀胱直肠的规范化管理 北京医院 李雪南

15:40-15:50 鼻咽癌发泡胶个体化塑形放疗不同解剖水平段的摆位误差及PTV外放 第四军医大学西京医院 张丽华

15:50-16:00 点评专家：孙俪、符贵山、张德康 （江苏省肿瘤医院  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医院  四川省肿瘤医院）

16:00-16:20 茶　歇

14:00-16:20  Session 2论文交流  主持主席：何合良、张坚、秦 远  （陆军总医院  海南省人民医院  四川省肿瘤医院）

演 讲 时 间 演 讲 题 目 单　位 讲　者

16:20-16:30 SBRT治疗肺癌过程中不同配准方法的比较分析 第四军医大学西京医院 杨　林

16:30-16:40 手术或肝移植会影响原发性肝癌病人的肝脏呼吸动度？ 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 胡　永

16:40-16:50 基于精确肺部滑动运动建模的4D-CBCT在自适应放疗中的应用 江苏大学附属医院 党　军

16:50-17:00 探讨放疗技师的工作细心与责任对最终治疗结果的影响 山西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傅　炜

17:00-17:10 肿瘤放射治疗技术本科教学专业课程大纲设置的合理性探索 四川大学华西医院 钟仁明

17:10-17:20 德尔菲调查法联合凯撒模型在放射治疗师中对摆位误差影响因素
的研究

四川省肿瘤医院 李林涛

17:20-17:30 基于放疗流程的信息整合平台系统研发与应用 中山大学肿瘤防治中心 杨　鑫

17:30-17:40 美国放疗科数字信息化应用进展－以斯坦福肿瘤放疗中心为例 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一医院 孙晓丽

17:40-17:50 腹板热塑模加真空垫和个体化定位泡沫垫在前列腺肿瘤质子重离
子放疗中的误差分析

质子重离子医院有限公司 宋华国

17:50-18:00 52家基层医院放疗工作人员及设备状况调查 北京肿瘤医院 陈吉祥

18:00-18:10 核通SIMULIX-HQ型模拟定位机常见使用问题分析与解决 兰州军区总医院 赵　瑞

18:10-18:20 点评专家：丁生苟  郭跃信   陈林   （江西省肿瘤医院  郑州大学附一院  黑龙江省肿瘤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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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21日　14:00-18:00  　分会场 水晶3厅    胸部-食管肿瘤放射治疗

14:00-16:05
 Section1 主题发言 论文交流       
主持人： 程玉峰    杨怡萍   杜小波（山东大学附属齐鲁医院  陕西省肿瘤医院 绵阳市中心医院）

演 讲 时 间 演 讲 题 目 单　位 讲　者

14:00-14:15 局部晚期食管鳞癌新辅助还是辅助治疗？ 浙江省肿瘤医院 毛伟敏

14:15-14:30 提高食管鳞癌术后辅助治疗精准性的思考 上海市胸科医院 蔡旭伟

14:30-14:45 局部晚期食管鳞癌手术还是放疗为基本的综合性治疗？ 河南省肿瘤医院 葛　红

14:45-15:00 食管癌放射治疗的最新进展 
University of Texas, MD 
Anderson Cancer Center

Steven H. Lin

15:00-15:10 问　答

15:10-15:18 食管癌根治性放化疗与根治术疗效的Meta分析 北京大学第一医院 马茗微

15:18-15:26 食管癌远处转移模式的研究——基于人群的研究 复旦大学附属肿瘤医院 艾沓杉

15:26-15:34 Ⅱ/Ⅲ期胸段食管鳞癌术后不同辅助性治疗方式的疗效分析 河北医科大学第四医院 沈文斌

15:34-15:42 电子内镜下钛夹值入，研究吞咽动作对食管癌靶区的影响 第四军医大学西京医院 白　飞

15:42-15:50

Apparent Diffusion Coefficient Values detected by Diffusion-
Weighted Imaging in the prognosis of  patients with locally 
advanced esophageal squamous cell carcinoma receiving 
chemoradiation

南京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葛小林

15:50-16:05 点评专家：肖泽芬、王军、赵快乐（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医院  河北医科大学第四医院 复旦大学附属肿瘤医院）

16:05-16:25 茶　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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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25-18:00
 Section2 主题发言 论文交流     
主持主席： 宋启斌  伊斯刊达尔  杨胜利（武汉大学人民医院 新疆医科大学附属肿瘤医院 攀枝花市中心医院）

演 讲 时 间 演 讲 题 目 单　位 讲　者

16:25-16:40 优化食管鳞癌同步化放疗的放疗路径 山东省肿瘤医院 李宝生

16:40-16:55 MRI指导下食管癌精准放疗现状和展望 河北省肿瘤医院 韩　春

16:55-17:10 食管癌预后相关因素研究进展 山东大学附属齐鲁医院 程玉峰

17:10-17:20 问　答

17:20－17:28 92例颈段食管鳞癌同期放化疗后治疗失败模式分析 ——来自一项
前瞻性临床研究的结果

上海交通大学附属胸科医院 李洪选

17:28-17:36
Neoadjuvant nimotuzumab plus chemoradiotherapy compared to 
neoadjuvant chemoradiotherapy and neoadjuvant chemotherapy 
for locally advanced squamous cell carcinoma of the esophagus

郑州大学附属肿瘤医院 陈永顺

17:36-17:44 Ⅱb-Ⅲ期食管鳞癌R0术后IMRT同步化疗的Ⅰ/Ⅱ期临床研究 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医院 于舒飞

17:44-17:52 同步放化疗联合尼妥珠单抗治疗局部晚期食管鳞癌的疗效分析 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医院 翟医蕊

17:40-17:48 Nomogram模型预测pT2-3N0M0期食管癌术后长期生存 华中科技大学附属协和医院 杨劲松

17:48-18:00 点评专家：王建华、郁志龙（河南省肿瘤医院 内蒙古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２３／２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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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21日　14:00-18:20　分会场 蜀风厅   神经系统肿瘤放射治疗

14:00-15:55  Section1 主题发言 主持主席：吴 荣　邢力刚　谢 可（中国医大附属盛京医院 山东省肿瘤医院 四川省人民医院）

演 讲 时 间 演 讲 题 目 单　位 讲　者

14:00-14:25 分子诊断指导下的胶质瘤治疗 上海华山医院 毛　颖

14:25-14:45 MDT的原则与任务（或神经系统肿瘤外科进展） 上海华山医院 吴劲松

14:45-15:05 2016 CNS分级标准解读 中山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李　智

15:05-15:25 PCNSL的诊治规范 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李　光

15:25-15:45 CNS肿瘤放疗靶区勾画 上海华山医院 盛晓芳

15:45-15:55 点评专家：马 林　王 阁　石 梅（解放军301医院 第三军医大学大坪医院 第四军医大西京医院）

15:55-16:05 茶　歇 

16:05-18:20
 Section2 论文交流 MDT病例讨论  
主持主席：赵 仁　王晓萍　 贾 霖（宁夏医科大学总医院   解放军八一医院   绵阳第三人民医院）

演 讲 时 间 演 讲 题 目 单　位 讲　者

16:05-16:25 儿童脑肿瘤诊疗规范 中山大学附属肿瘤医院 吴少雄

16:25-16:45 2016 ASCO 脑胶质瘤肿瘤研究进展 第四军医大学西京医院 石　梅

16:45-16:53 脉冲低剂量率放疗治疗脑胶细胞瘤的临床前研究 四川省肿瘤医院 张　鹏

16:53-17:01 初诊脑转移癌患者颅内病灶影像学特征与认知功能状态的相关性
研究

苏州大学附属第二医院 陈彦防

17:01-17:09 心理干预在儿童神经肿瘤放疗中的应用研究 广东三九脑科医院 蔡林波

17:09-17:17 低剂量贝伐单抗治疗放射性脑坏死的临床疗效
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上海

总队医院
潘绵顺

17:17-17:25 解剖结构紊乱的三叉神经痛的伽玛刀治疗（附36例报告） 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总医院 刘启勇

17:25-17:33 FDG、FLT PET/CT显像在脑肿瘤鉴别的临床应用 福建省肿瘤医院 乐雨银

17:33-17:41 脑胶质瘤初治标本及配对复发标本干性基因的差异性分析
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二医

院
魏启春

17:41-17:56 MDT病例讨论 四川省肿瘤医院 徐　鹏

17:56-18:11 MDT病例讨论 浙江省肿瘤医院 陈媛媛

18:11-18:20 点评专家：李光、易俊林（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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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21日　14:00-18:35　分会场 金桂厅    腹部-肝胆胰放射治疗  

14:00-16:00
 Section1主题发言 论文交流 
主持主席：李荣清  贾钰铭 汪浩（昆明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宜宾市第二人民医院 安徽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演 讲 时 间 演 讲 题 目 单　位 讲　者

14:00-14:20 胰腺癌的放射治疗 武汉大学人民医院 宋启斌

14:20-14:40 小肝癌立体定向放射治疗亚太共识 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 曾昭冲

14:40-15:00 螺旋断层放疗在肝癌放疗中的应用 沈阳陆军总医院 阎　英

15:00-15:08 CT引导下经皮穿刺125I粒子植入治疗HCC肝外淋巴结转移的初步
应用 第三军医大学西南医院 何　闯

15:08-15:16 4DCT与MRI图像形变配准确定原发性肝癌放疗靶区的应用研究 山东省肿瘤医院 马长升

15:16-15:24 经肝动脉化疗栓塞联合三维适形放疗与单纯经肝动脉化疗栓塞治
疗进展期肝细胞癌的疗效对比研究

福建省肿瘤医院 蔡述华

15:24-15:32 RNF2 调节盐诱导蛋白激酶 1 (SIK1)对人肝癌细胞的作用及其机制
研究

吉林大学白求恩第一医院 曲　超

15:32-15:40 胰腺癌调强治疗计划（IMRT）和三维适形治疗计划（3DCRT）的
剂量学比较

吉林省肿瘤医院 赵康康

15:40-15:48 螺旋断层放疗胰腺癌患者ArcCHECK剂量验证结果分析 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总医院 朱夫海

15:48-16:00 点评专家：马胜林  袁双虎  刘孟忠（杭州市第一人民医院 山东省肿瘤医院  中山大学肿瘤防治中心）

16:00-16:10 茶　歇

２５／２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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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10-18:35
Section2 主题发言 论文交流  
主持主席：陈显钊 雒建超 田中革（海南省人民医院 河南省人民医院 甘肃省武威市肿瘤医院）

演 讲 时 间 演 讲 题 目 单　位 讲　者

16:10-16:30 4D-CT在肝脏放疗中的应用 山东省肿瘤医院 尹　勇

16:30-16:50 MR在腹腔淋巴结转移癌的精准放疗中应用探讨 吉林省肿瘤医院 杨永净

16:50-17:10 原发性肝癌的术后放疗 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医院 王维虎

17:10-17:18 A Preliminary Study: DWI-MRI of unresectable pancreatic cancer in 
Cyberknife radiotherapy monitoring 上海长海医院 zhang huo jun

17:26-17:34 肝癌TACE术后碘油分布对放射治疗的指导意义 解放军第306医院放疗科 任　晔

17:42-17:58 肝癌术后肝内不同部位移动度研究 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医院 赵雨婷

17:50-17:58 胰腺癌射波刀治疗前CT定位增强扫描时间优化研究 上海长海医院 孟鸿宇

17:58-18:06 多态性位点rs9642880（G/T） 可作为肝癌放疗后的预后指标 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 赵小梅

18:06-18:15 点评专家：胡德胜  罗京伟 （湖北省肿瘤医院  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医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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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21日  14:00-18:30    分会场 锦江厅 多模态技术影像与放疗

14:00-16:15
 Section1 主题发言  论文交流 　　主持主席： 尤庆山 斯琴高娃 文世民（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肿瘤医院  
　　　　　　　　　　　　　　　　　　　　 内蒙古医科大学附属人民医院 南充市中心医院）

演 讲 时 间 演 讲 题 目 单　位 讲　者

14:00-14:20  Radiomics for adaptive radiation therapy  Medical College of Wisconsin   Allen Li, Ph.D.  

14:20-14:40 多模态影像与放疗 University of Michigan Yue Cao 

14:40-15:00 多模态影像与肺癌放疗 山东省肿瘤医院 李宝生

15:00-15:20 Functional imaging based tumour and normal tissue dose 
response models in radiotherapy of prostate cancer

Aarhus University, Aarhus, C
entral Jutland, Denmark 

Ludvig Muren

论文交流

15:20-15:28
非小细胞肺癌同步放化疗正电子断层扫描（PET)正常肺组织氟脱
氧葡萄糖（FDG）摄取，患者报告症状，和医生评价放射性肺炎
三者相互关系研究

山东省肿瘤医院 岳金波

15:28-15:36 增强CT放射组学特征可以作为预测术前新辅助放化疗食管胃交界
处腺癌的预后指标

四川省肿瘤医院 王奇峰

15:36-15:44 磁共振3D-ASL技术联合对比增强扫描在诊断高级别胶质瘤术后残
留中的价值

贵州省人民医院 黄立敏

15:44-15:52 基于先验图像的CT图像环形伪影校正 南方医科大学附属医院 袁翠云

15:52-16:00
Decoding the predictive value for radiotherapeutic efficacy based 
on the changes of image texture features between pre-treatment 
and post-treatment PET of NSCLC patients

山东省肿瘤医院
Ma Changsheng,

Yin Yong

16:00-16:08 基于云存储的放疗数据安全管理系统设计 上海华东医院 戈伟强

16:08-16:15 点评专家：邹华伟 胡炳强 （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盛京医院  湖南省肿瘤医院 ）

16:15-16:20 茶　歇

２７／２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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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20-18:30
Section2   论文交流     
主持主席： 张勇 李迎春 李建军（广西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解放军452医院  第三军医大学西南医院）

演 讲 时 间 演 讲 题 目 单　位 讲　者

16:20-16:40 磁共振在HN癌中的应用 福建省肿瘤医院 陈韵彬

16:40-17:00 基于多模态分子影像的头颈部肿瘤精准治疗策略 厦门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林　勤

17:00-17:20 超声造影在肿瘤放化疗中的应用及临床价值 中山大学附属肿瘤医院 李安华 

17:20-17:40 HCCM在放疗定位中的临床应用优势 辽宁省肿瘤医院 孙德宇

论文交流

17:40-17:48 影响组学特征提取工具的一致性检验 复旦大学附属肿瘤医院 甘家雨

17:48-17:56 放疗中基于MVCBCT和KVCT的金属伪影去除技术研究
南京医科大学附属常州第二
人民医院

倪昕晔

17:56-18:04 应用Clarity追踪腹腔器官运动的研究 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纪天龙

18:04-18:12 局部晚期宫颈癌PET/CT SUV最大值联合血清CRP与局部肿瘤最大
消退率放疗剂量节点的关系

四川省肿瘤医院 范子煊

18:12-18:20 灌注CT直肠癌新辅助放化疗疗效预测及不同药代动力学模型量化
分析研究

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邵逸夫

医院
施利明

18:20-18:30 点评专家：马　骏、朱小东（中山大学肿瘤医院 广西医科大学附属肿瘤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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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21日　14:00-18:20　分会场 金芙蓉厅  临床多中心研究专场

14:00-16:30
Session 1 主题发言 论文交流  
主持主席：章真 赵成茂   曾铭（复旦大学附属肿瘤医院   青海省第五人民医院青海省肿瘤医院  四川省人民医院）

演 讲 时 间 演 讲 题 目 单　位 讲　者

14:00-14:20 精准医疗在胃肠道肿瘤中的运用和发展方向 上海交大瑞金医院 张　俊

14:20-14:40 Targeting stem cells by radiation: from the biological angle to 
clinical aspects 法国圣埃啼安市肿瘤研究所 Nicolas Mangne

14:40-15:00 Clinical trials in US and potential collaboration   between China and 
NCI NCI中国代表 Matthew Brown

15:00-15:20 医学统计在临床研究中的运用及技巧 复旦大学附属肿瘤医院 朱　骥

15:20-15:40 临床医生看药物经济学 四川大学华西医院 李　秋

15:40-16:00 controversies in radiotherapy for breast cancer

Radiation Oncology 
Department and Breast 
Center CHU Henri Mondor 
University Paris-Est

YAZID 
BELKACEMI

16:00-16:20 恶性肿瘤靶向免疫治疗的实践和思考 中山大学肿瘤医院 林桐榆

16:20-16:30 Penal discussion

16:30-16:40 茶　歇

２９／３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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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40-18:20
Section2   主题发言 论文交流     
主持主席： 苏胜发　孙昌进　郑 虹（贵州省肿瘤医院 成都市第三人民医院 云南省第一人民医院）

演 讲 时 间 演 讲 题 目 单　位 讲　者

16:40-16:48 放化综合治疗食管癌模式中最佳放疗剂量（常规分割50Gy vs. 
60Gy）的临床III期试验中期报告

浙江省肿瘤医院 徐裕金

16:48-16:56
Failure Pattern of Oligometastatic EGFR-Mutant Non-Small Cell 
Lung Cancer Treated with Tyrosine Kinase Inhibitors: Implication of 
Upfront Stereotactic Body Radiation Therapy

四川大学华西医院 邓　磊

16:56-17:04
Prospective randomized phase II study of concurrent 
chemoradiotherapy versus chemotherapy alone in stage IV 
esophageal squamous cell carcinoma

四川省肿瘤医院 吕家华

17:04-17:12 优化局部晚期、中低位直肠癌术前放、化疗模式的前瞻性II/III期研
究的初步结果报告

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医院 金　晶

17:12-17:20 随机、对照、开放、多中心UGT1A1基因引导下卡培他滨+/-伊立
替康用于直肠癌新辅助化放疗的临床III期研究初步结果报道

江苏省人民医院 孙新臣

17:20-17:28 Hypofractionated Radiotherapy Slashes the Immune-suppressive 
Activity on CD8+T Cell in Tumor Microenvironment 四川大学华西医院 兰　洁

17:28-17:36 不能手术的III期非小细胞肺癌放疗联合EP方案或PC方案化疗的多
中心随机III期临床研究

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医院 梁　军

17:36-17:44
A phase III clinical trial of neoadjuvant chemoradiotherapy followed 
by surgery versus surgery alone for locally advanced squamous 
cell carcinoma of the esophagus

中山大学肿瘤防治中心 刘孟忠

17:44-17:52
Phase 3 randomized trial of comparing chemoradiation therapy 
versus radiation therapy alone in lymph node-negative patients 
with early-stage cervical cancer following radical hysterectomy

the first Affiliated Hospital of 
Wenzhou Medical University

谢聪颖

17:52-18:00

Phase III randomized trial of IMRT and weekly cisplatin  versus 
standard 3DCRT  and weekly cisplatin in FIGO stage I and II cervical 
cancer with intact uterine: early results of acute toxicity and tumor 
control

汕头大学医学院附属肿瘤医

院
谢良喜

18:00-18:08 替吉奥同期根治性放疗在食管鳞癌患者中的安全性及有效性的2期
临床试验的初步结果

复旦大学附属肿瘤医院 陈　赟

18:08-18:16
The Differential Impact of Postoperative Radiotherapy for 
Completely Resected Stage IIIA (N2) Non-Small Cell Lung Cancer: 
Based on the Risk Prediction Model for Locoregional Recurrence

上海市胸科医院  冯　雯

18:16-18:24
Safety of Dose Escalation by Simultaneous Integrated Boosting 
Radiation Dose in Unresectable Stage Ⅲ Non-small-cell Lung 
Cancer

上海市胸科医院 张　琴

18:24-18:30 点评专家：  陆嘉德 卢冰（上海质子重离子医院 贵州省肿瘤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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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21日　20:00-20:30 　蜀锦厅　中华医学会放射肿瘤治疗学分会第八届第九次常委会
　
　　　　　　　　　　　   参会人员：全体常委 
　

10月21日　20:30-21:30　蜀锦厅　中华医学会放射肿瘤治疗学分会第八届第六次全委扩大会议（包含青委）  
                                                         参会人员：全体委员、全体青年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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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22日　08:00-12:15　主会场 水晶厅

08:00-10:15
Session 1  主题发言1 Keynote Speech 1     
大会主席：马 林 　邬 蒙 　叶 明  (解放军301医院  江西省肿瘤医院 上海交通大学附属仁济医院）

演 讲 时 间 演 讲 题 目 单　位 讲　者

08:00-08:25 临床研究引领中国放射肿瘤学的发展 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医院 王绿化

08:25-08:50 鼻咽癌临床问题与思考 复旦大学附属肿瘤医院 胡超苏

08:50-09:15 Precision Medicine and Radiation Approach for Head and Neck 
Cancer in the 21st Century MSKCC Nancy Lee

09:15-09:40 放射肿瘤物理技术的几个热点问题 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医院 张红志

09:40-10:05 Radiobiology of high dose per fraction
Wayne State University 
Gershenson Radiation 
Oncology Center

Michael C Joiner

10:05-10:15 点评专家：张宜勤、徐博、杨伟志（江苏省肿瘤医院 北京大学临床肿瘤学院、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医院）

10:15-10:25  茶　歇

10:25-12:15
Session 2  主题发言2 Keynote Speech 2   
大会主席：陈　明、陈龙华、席许平（浙江省肿瘤医院 南方医科大学附属南方医院  湖南省肿瘤医院）

演 讲 时 间 演 讲 题 目 单　位 讲　者

10:25-10:50 Quality & Safety in Radiation Medicine
Princess Margaret Cancer 
Centre Radiation Medicine 
Program

Fei-fei liu

10:50-11:15 结直肠癌精准预防、诊断、治疗—路在何方？ 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医院 王锡山

11:15-11:40 Improving Connectivity of Computer Systems in Radiation 　　
Oncology

Chairman of 
AAPM；Associate 
Professor,Radiation Oncology 
Department,Virginia 
Commonwealth University.

Bruce Curran

11:40-12:05 Brachytherapy for prostate cancer boost: a new standard

Department of Radiation 
Oncology, 

Antoine.Lacassagne Cancer 
Center,Nice,France

JM Hannoun 
Levi

12:05-12:15 点评专家： 胡逸民、周云峰、卢泰祥、申文江 （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医院  武汉大学中南医院  中山大学肿瘤医院             
北京大学第三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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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22日　14:00-18:00 　分会场 青羊厅    术中放疗 

14:00-16:10
Section 1  主题发言 论文交流     主持主席：蔡旭伟 杨坤禹  王继营（ 上海市胸科医院    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

属协和医院  云南省第二人民医院 ）

演 讲 时 间 演 讲 题 目 单　位 讲　者

14:00-14:20 术中放疗的进展和临床应用展望 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医院 冯勤付

14:20-14:40 乳腺癌术中放疗临床经验 北京大学肿瘤医院 李永恒

14:40-15:00 肝癌术中放疗的毒性和疗效的研究结果 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医院 吴健雄

15:00-15:20 术中放疗在胰腺癌的治疗中的作用 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医院 王成峰

15:20-15:40 直肠癌的术中放疗 北京中日友好医院 周　伟

15:40-16:00 术中放疗在脑部肿瘤中的应用价值 北京天坛医院 韩小弟

16:00-16:10 点评专家：王铁君  庞学利  （ 吉林大学第二医院   第三军医大学西南医院 ）

16:10-16:20 茶　歇

16:20-18:10
 Section2  主题发言 论文交流     主持主席：张风春 杨卫兵 孙宝胜

（上海交大医学院附属苏州九龙医院 遵义医学院附属医院附属肿瘤医院 吉林省肿瘤医院）

演 讲 时 间 演 讲 题 目 单　位 讲　者

16:20-16:30 早期乳腺癌保乳术后术中放疗的结果 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医院 王　昕

16:30-16:40 乳腺癌术中放疗结果 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 俞　伟

16:40-16:50 术中放疗机器性能和应用经验的总结 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医院 李明辉

16:50-17:00 术中放疗在乳腺癌治疗中的应用 郑州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吕鹏威

17:00-17:10 术中放疗在头颈部复发肿瘤的应用 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医院 李德志

17:10-17:20 术中放疗在骨肿瘤的应用 河南肿瘤医院 王建华

17:20-17:30 胰腺癌术中放疗的结果 北京协和医院 侯晓荣

17:30-17:40 术中放疗在骨转移瘤的应用结果 中山大学孙逸仙纪念医院 黄　霖

17:40-17:50 直肠术中放疗的初步结果 吉林大学附属第二人民医院 王　旻

17:50-18:00 低能光子线术中放疗治疗肺癌-病例报告 广东省人民医院 潘　燚

18:00-18:10 点评专家：周伟  冯勤付  （ 北京中日友好医院 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医院 ）

３３／３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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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22日　14:00-18:30　分会场  锦江厅    腹部（胃肠）

14:00-15:30
Session 1  主题发言 百家争鸣     
主持主席：刘士新  冉俊涛 张红雁（吉林省肿瘤医院  甘肃省肿瘤医院 安徽省立医院）

演 讲 时 间 演 讲 题 目 单　位 讲　者

14:00-14:20 直肠癌规范化病理诊断和进展 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医院 邹霜梅

14:20-14:40 结直肠癌辅助化疗热点与争议 四川大学华西医院 毕　峰

14:40-15:00 New techniques of radiotherapy to achieve organ preservation in 
selected rectal cancers

Centre Hospitalier Lyon 
Sud,Hospices Civils de Lyon, 
Fance

Jean Pierre 
GERARD

15:00-15:20 核磁共振在直肠癌诊断治疗中的应用和进展 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医院 姜　军

15:20-15:30 点评专家：金　晶、章　真（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医院   复旦大学附属肿瘤医院）

15:30-17:25
Session 2  主题发言 论文交流      
主持主席：肖光莉  朱远  吴君心  （澳门镜湖医院  浙江省肿瘤医院  福建省肿瘤医院 ）

演 讲 时 间 演 讲 题 目 单　位 讲　者

15:30-15:38 Tumor-infiltrating lymphocytes PD-L1 expression are associated 
with tumor regression grade in rectal cancer 福建省肿瘤医院 杜开新

15:38-15:46 T3亚分期联合EMD/直肠系膜厚度比例预测T3期直肠癌新辅助放化
疗疗效

复旦大学附属肿瘤医院 申丽君

15:46-15:54 111例直肠系膜筋膜阳性直肠癌新辅助放化疗疗效分析 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医院 李　帅

15:54-16:02 局部进展期直肠癌新辅助放化疗联合手术治疗的复发转移模式 复旦大学附属肿瘤医院 邓卫娟

16:02-16:10 直肠癌根治性外照射与外照射联合三维腔内近距离治疗的疗效及
毒副反应对比研究

吉林大学第三医院 何明远

16:10-16:20 茶　歇

16:20-16:28 直肠癌术后病理标本与术前CT和MRI定义肿瘤范围的对比研究：
对直肠癌术前放疗大体肿瘤体积勾画的指导意义

中南大学湘雅医学院附属肿
瘤医院

刘媛媛

16:28-16:36 局部进展期直肠癌术前同步放化疗±新辅助全身化疗的前瞻Ⅱ期
研究

贵州医科大学附属肿瘤医院 李雷蕾

16:36-16:44 胃癌胃周淋巴结引流区CT图谱的构建 中山大学肿瘤防治中心 冯玲玲

16:44-16:52 局部进展期胃食管结合部腺癌术前放化疗的安全性和有效性研
究：京津冀PAPER多中心随机研究的初期结果

北京大学肿瘤医院 李永恒

16:52-17:00 不能手术局部胃癌同期放化疗结合放疗前后化疗的II期临床研究
上海交通大学附属上海市第
一人民医院

颜　歌

17:00-17:08 食管胃结合部腺癌术前放疗中移动度的分析 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医院 唐　源

17:08-17:16

A Randomized Phase II Trial of Neoadjuvant Chemotherapy 
Compared with Chemoradiotherapy in Locally Advanced 
Esophagogastric and Gastric Adenocarcinoma : Preliminary 
Results

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医院 王　鑫

17:16-17:25  点评专家：高远红、袁响林 （中山大学附属肿瘤医院 武汉大学附属同济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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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25-18:40 
Session 3  峨嵋论道：胃癌靶区论坛      
主持主席：章 真  蔡 勇 王 军 （复旦肿瘤医院   北京大学肿瘤医院    河北医科大学第四医院）

演 讲 时 间 演 讲 题 目 单　位 讲　者

17:25-17:40 远端胃癌术前靶区勾画 中山大学附属肿瘤医院 张玉晶

17:40-17:55 近端胃癌术前靶区勾画 北京大学附属肿瘤医院 李永恒

17:55-18:10 远端胃癌术后靶区勾画 复旦大学附属肿瘤医院 李桂超

18:10-18:25 近端胃癌术后靶区勾画 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医院 李　宁

18:25-18:40 讨论嘉宾：刘士新、朱　远、金　晶、高远红、袁响林、章　真、蔡　勇、王　军、王　辛、樊　林

３５／３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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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22日　14:00-18:30 　分会场 水晶3厅   头颈部肿瘤放射治疗 

14:00-16:10 
Session 1  主题发言 论文交流 
主持主席：吴慧  高太虎  麦海强（河南省肿瘤医院 山西省肿瘤医院 中山大学肿瘤医院）

演 讲 时 间 演 讲 题 目 单　位 讲　者

14:00-14:20 头颈肿瘤美国治疗现状和未来发展方向 Case Western University Min Yao

14:20-14:40  后同期放化疗时代局部晚期头颈鳞癌治疗思考 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医院 易俊林

14:40-15:00 头颈鳞癌综合治疗策略 中山大学附属肿瘤医院 吴少雄

15:00-15:20 颈部原发不明转移性癌诊疗策略
上海交通大学附属第九人民
医院 朱国培

15:20-15:28 点评专家： 卢泰祥 何 侠  王胜资（中山大附属学肿瘤医院 江苏省肿瘤医院 复旦大学附属耳鼻喉医院） 

15:28-15:36 能谱CT在头颈部肿瘤精确放射治疗中的应用研究 大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金肃年

15:36-15:44 头颈及头颈外原发滤泡树突状细胞肉瘤：基于文献病例数据的临
床汇总分析

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医院 刘清峰

15:44-15:52 3D打印个体化非共面模板辅助放射性粒子植入治疗头颈部复发恶
性肿瘤的剂量学验证

北京大学第三医院 姜玉良

15:52-16:00
Three demensional DWI-ADC image for early prediction of parotid 
radiation effect on parotid gland during radiotherapy for head and 
neck cancer

四川省肿瘤医院 冯　梅

16:00-16:10 点评专家：胡国清、金风（华中科技大学附属同济医院 贵州省肿瘤医院）

16:10-16:20 茶　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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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20-18:30 Session 2  论文交流      主持主席：孙  艳  刘秋芳  王卫东（北京肿瘤医院 陕西省肿瘤医院 四川省肿瘤医院）

演 讲 时 间 演 讲 题 目 单　位 讲　者

16:20-16:35 优化头颈部肿瘤综合治疗策略 第三军医大学大坪医院 杨镇洲

16:35-16:43 原发灶不明的颈部转移性癌：选择性粘膜腔照射是否有临床　　
获益？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第
九人民医院

窦圣金

16:43-16:51 头颈肿瘤术后调强放射治疗个体化临床靶体积勾画的研究 顺德区第一人民医院 程皖琴

16:51-16:59 碳离子束和X射线对头颈部鳞癌患者和健康人离体外周血T淋巴细
胞亚群影响对比I研究

甘肃省肿瘤医院 高力英

16:59-17:07 耐药性基因检测指导下的唾液腺肿瘤的同期放化疗的可行性及安
全性评估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第
九人民医院

李烿烿

17:07-17:15 The prognostic value of systemic and local inflammation in patients 
with laryngeal squamous cell carcinoma   

复旦大学附属眼耳鼻喉科医
院

王　杰

17:15-17:23 Research on Radiosensitivity of Docetaxel in Papillary Thyroid 
Carcinoma TPC-1 Cells 河南省肿瘤医院 吴　慧

17:23-17:31 161例原发头颈部黏膜恶性黑色素瘤临床分析 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医院 孙士然

17:31-17:39 Percutaneous image-guided permanent 125I implantation for 
treating recurrent head and neck cancer, 2000 -2015 北京大学第三医院 田素青

17:39-17:47 IMRT技术在Graves眼病治疗中的应用及剂量学研究 第三军医大学附属新桥医院 钟良志

17:47-17:55 研究喉癌术后放疗吞咽动作对靶区的影响 第四军医大学西京医院 王　荣

17:55-18:03 鼻腔-鼻窦癌术后两种放疗计划的剂量学研究 吉林大学第一医院 陈　祥

18:03-18:11 射波刀治疗复发头颈部肿瘤的临床初步探讨 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总医院 张余飞

17:11-18:19 脊索瘤术后放疗与无复发生存期相关性回顾性研究 四川省肿瘤医院 路　顺

18:19-18:30 点评专家：林少俊　陈晓钟（福建省肿瘤医院 浙江省肿瘤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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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22日　14:00-18:00　分会场 洲际宴会厅    胸部-肺癌放射治疗   

14:00-16:10
 Session 1  主题发言 论文交流      
主持主席： 于　洪  张瑾熔  卢　铀（辽宁省肿瘤医院   新疆医科大学肿瘤医院  四川大学华西医院）

演 讲 时 间 演 讲 题 目 单　位 讲　者

14:00-14:20 局部晚期非小细胞肺癌放疗进展 天津医科大学肿瘤医院 王　平

14:20-14:40 晚期非小细胞肺癌的放射治疗 贵州省肿瘤医院 卢　冰

14:40-15:00 非小细胞肺癌术后放疗进展 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医院 惠周光

15:00-15:20 小细胞肺癌放疗的靶区和剂量 浙江省肿瘤医院 胡　晓

15:20-15:28 EGFR、EML4-ALK突变状态对非小细胞肺癌放疗疗效的影响 华中科技大学附属同济医院 魏　也

15:36-15:44 局部晚期肺癌的放疗技术选择：肺保护的螺旋断层治疗对比简化
调强放射治疗

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医院 张　烨

15:44-15:52 应用同步推量调强放疗技术（SIB-IMRT）进行GTV剂量递增联合
EP方案同步化疗治疗局限期小细胞肺癌的I/II期临床研究

北京肿瘤医院 尤　静

15:52-16:10 点评专家：王绿化  徐向英   程玉峰                                                                                                                                                             
（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医院 哈尔滨医科大学肿瘤医院    山东大学附属齐鲁医院）

16:10-16:20 茶　歇

16:20-18:30  
Session 2 主题发言 论文交流  
主持主席：王晖 秦颂兵 邱冬 （ 湖南省肿瘤医院 苏州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贵州省人民医院）

演 讲 时 间 演 讲 题 目 单　位 讲　者

16:20-16:40 精准医学引领肺癌放疗未来 上海市胸科医院 傅小龙

16:40-17:00 肺癌精准放疗与免疫调控 北京大学肿瘤医院 朱广迎

17:00-17:08 三维适形放疗后程联合恩度治疗老年非小细胞肺癌患者临床观察 内蒙古医科大学附属医院 林　宇

17:08-17:16 Preliminary results of metastatic non-small cell lung carcinoma 
treated with a novel hypo-IMRT radiation modality

Sichuan Cancer 
Hospital&institute 赖　昕

17:16-17:24 Ⅳ期肺腺癌选择性放疗联合/或靶向治疗的疗效分析 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总医院 李宏奇

17:24-17:32 放射性肺损伤预测模型在局部晚期肺鳞状细胞癌患者中的应用 上海市肺科医院 梁世雄

17:32-17:40 1-2个转移灶IV期非小细胞肺癌原发肿瘤体积三维放疗影响生
存——来自前瞻性的多中心、II期开放性临床研究结果再分析

贵州医科大学附属医院肿瘤
科

欧阳伟炜

17:40-17:48 对比脑转移EGFR阳性非小细胞肺癌（NSCLC）患者单独TKI和TKI 
联合脑部放疗的临床预后

河南省肿瘤医院 葛　红

17:48-17:56 肺等效均匀剂量LEUD的在肺部立体定向放射治疗SABR的放射性
肺炎预测模型的临床应用价值

杭州市第一人民医院 李夏东

17:56-18:04 肺癌患者放疗前后外周血淋巴细胞亚群与TGF-β变化趋势的相关
性分析

天津医科大学肿瘤医院 齐　静

18:04-18:12 200例肺部肿瘤SBRT的经验和疗效 浙江省肿瘤医院 董百强

18:12-18:20 ⅢA-N2期非小细胞肺癌（NSCLC）根治术后三维适行放疗的前瞻
性Ⅲ期随机分组研究：阶段性分析报告

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医院 门　玉

18:20-18:30 点评专家：陈明  赵路军 张红雁（ 浙江省肿瘤医院  天津医科大学肿瘤医院   安徽省立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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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22日　14:00-18:00 　分会场 蜀风厅   妇科肿瘤放射治疗

14:00-16:20
 Session 1 多学科交流 论文交流  
主持主席：王　冬   魏丽春   谭　燕（重庆市肿瘤医院  第四军医大西京医院  四川省肿瘤医院）

演 讲 时 间 演 讲 题 目 单　位 讲　者

14:00-14:20 美国宫颈癌放射治疗研究进展
Gamma West Cancer 
Services, Salt Lake City, Utah

Dr. Brandon J 
Fisher

14:20-14:40 宫颈癌手术和化疗问题的临床热点 北京协和医院 潘凌亚

14:50-15:00 MRI功能影像在妇科肿瘤中的应用进展 北京协和医院放射科  薛华丹

15:00-15:08 160例 IB2、IIA2、IIB期宫颈癌治疗疗效分析 吉林大学中日联谊医院 施　丹

15:08-15:16 单药顺铂与顺铂联合吉西他滨结合锎中子同步放化疗对中晚期宫
颈癌的预后分析

新疆自治区人民医院 马苗苗

15:16-15:24 紫杉醇分别联合洛铂与顺铂在局部晚期宫颈癌化放疗近期疗效与
安全性研究

贵州省肿瘤医院 李凤虎

15:24-15:32 紫杉醇联合顺铂同步放化疗对中晚期宫颈癌患者的预后研究及安
全性分析

吉林大学第二医院 于　多

15:32-15:40 宫颈癌盆腔淋巴结转移规律的研究 大连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 石静滨

15:40-15:48 膀胱充盈程度对宫颈癌外照射小肠剂量的影响 上海交大附属瑞金医院 蔡　嵘

15:48-15:56

Concurrent paclitaxel/cisplatin chemoradiotherapy with or without 
consolidation chemotherapy in high-risk early-stage cervical 
cancer patients following radical hysterectomy: preliminary results 
of a phase III randomized Study 

温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李莉莉

15:56-16:04 适形调强放疗62.5Gy/25f照射转移性盆腔淋巴结的安全性分析 第四军医大学西京医院 党运芝

16:04-16:12 早期内膜癌术后单纯腔内近距离治疗的临床结果 北京协和医院 侯晓荣

16:12-16:20 点评专家：张福泉  申良方  折虹  刘孜                                                                                                                                                         
（北京协和医院  中南大学湘雅医院   宁夏医科大学总医院肿瘤医院  西安交通大学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

16:20-16:30 茶　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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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30-17:15
Session 2 临床疑难问题解决   
主持主席：邹丽娟   冉 立　赵 林（大连医学院附属二医院    贵州省肿瘤医院    甘肃省肿瘤医院）

演 讲 时 间 演 讲 题 目 单　位 讲　者

16:30-16:45 宫颈癌腹膜后淋巴结转移问题 北京协和医院 张福泉

16:45-17:00 局部进展期宫颈癌靶区问题 吉林大学第二医院 王铁君

17:00-17:15 早期宫颈癌术后放疗和化疗问题 四川省肿瘤医院 冯　梅

17:15-18:00 
Session 3 多中心科研协作  
主持主席：李贵玲   杨飞月   古丽娜（武汉协和医院  贵州省人民医院  新疆医科大学附属肿瘤医院）

演 讲 时 间 演 讲 题 目 单　位 讲　者

17:15-17:30 西京医院科研课题报告 第四军医大西京医院 魏丽春

17:30-17:45 北京协和医院科研课题报告 北京协和医院 胡　克

17:45-18:00 四川肿瘤医院科研课题报告 四川省肿瘤医院 阴　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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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22日　14:00-18:25　分会场 高新厅 　Physics Session 2临床应用物理Clinic Physics

14:00-16:15
Section 1 特邀专题报告  
主持主席：贺晓东、邱　杰、戴堂知（上海市肺科医院 中国医学科学院协和医院  绵阳市中心医院）

演 讲 时 间 演 讲 题 目 单　位 讲　者

14:00-14:25 粒子治疗空间分割照射的临床价值与挑战 中圭科技 曾宪文

14:25-14:50 Radiomics for adaptive radiation therapy Medical college of Wisconsin Allen Li

14:50-15:15 复发肿瘤的脉冲式低剂量率放射治疗
Fox Chase Cancer Center 
USA Charlie Ma

15:15-15:40 MRI Guidance for Precision Radiotherapy-The UCLA Experience
Director of Medical Physics 
Residency Training Program 
UCLA Radiation Oncology

Mngsong Cao,
PhD

15:40-16:05 稳健优化与评估方法在放疗计划设计的应用 中山大学肿瘤防治中心 黄晓延

16:05-16:15 点评专家：胡逸民 邓小武 张秀春（中国医学科学院附属肿瘤医院、中山大学肿瘤医院 福建省肿瘤医院）

16:15-16:25 茶　歇

16:25-18:25
Section 2    论文交流      
主持主席：白彥灵、胡银祥、王 石（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肿瘤医院、贵州省肿瘤医院、清华大学）

演 讲 时 间 演 讲 题 目 单　位 讲　者

16:25-16:45 质子系统指标及功能的临床意义- 作为临床物理师的考虑 弗罗里达大学质子中心 李左峰

16:45-16:53 基于肺叶保护的局部晚期肺癌术前新辅助放疗剂量学研究 上海交大附属胸科医院 顾恒乐

16:53-17:01 基于等效均匀剂量的目标函数对鼻咽癌调强放疗颞叶的保护应用
与研究

贵州省肿瘤医院 许聪凤

17:01-17:09
Quantification of image-guidance benefit in image-guided 
radiotherapy of cancers

四川大学华西医院 周　莉

17:09-17:17 基于Eclipse模板库的容积调强计划自动优化初步探索 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 王小深

17:17-17:25 食管癌放射治疗过程中靶区体积的变化规律 中山大学肿瘤防治中心 彭应林

17:25-17:35 点评专家：谭力   徐志勇  王运来（辽宁省肿瘤医院    上海市胸科医院    解放军总医院）

17:35-17:43 生物优化中生物参数与物理参数相结合的优化效率的初步研究 山东省肿瘤医院 冯紫薇

17:43-17:51
鼻咽癌IMRT和VMAT计划对MU和MLC误差的剂量学敏感度对

比研究
福建省肿瘤医院 程燕铭

17:51-17:59
整合DVH预测与Auto-planning技术在直肠癌VMAT计划设计的

研究
复旦大学肿瘤医院 李凯旋

17:59-18:07 电子射野影像系统采集患者透射剂量的临床应用 陕西省肿瘤医院 张　坤

18:07-18:15
利用肺部模体研究肺癌在螺旋断层放射治疗计划中靶区间空间

关系对肺组织的剂量学影响
四川省肿瘤医院 万　斌

18:15-18:25 点评专家：戴建荣   周凌宏  李贤富（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医院 南方医科大学  川北医学院附属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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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22日　14:00-18:30　分会场 金桂厅    乳腺癌放射治疗策略探讨与疼痛、姑息放射治疗  

14:00-15:35 
Section 1  乳腺癌放射治疗策略探讨     
主持主席：武 云 王 捷  杨朝群（包头市中心医院  四川省肿瘤医院  石河子大学附属医院）

演 讲 时 间 演 讲 题 目 单　位 讲　者

14:00-14:20 Optimal Management of Regional Nodes in Breast Cancer, When 
Surgery Meets Radiotherapy 

Institut Curie， Paris， 
France Youlia KIROVA

14:20-14:40 早期乳腺癌大分割治疗的现状和进展 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医院 王淑莲

14:40-14:48
Establishment of risk scoring system for predicting locoregional 
recurrence in T1-T2 node negative breast cancer patients treated 
with mastectomy:Implications for postoperative radiotherapy

福建省肿瘤医院 林小艺

14:48-14:56 早期乳腺癌保乳术后全乳大分割放疗同期瘤床加量的安全性及有
效性研究

复旦大学附属肿瘤医院 罗菊锐

14:56-15:04 Salvage radiotherapy strategy of postmastectomy local regional 
recurrence 解放军307医院 孟祥颖

15:04-15:12 临床T1-3N1M0乳腺癌新辅助化疗和改良根治术后腋窝淋巴结病理
阴性患者的术后放疗价值

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医院 荣庆林

15:12-15:20 术后放疗对T1-2乳腺癌改良根治术后1-3个腋窝淋巴结阳性患者的
影响

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第三医
院

许庆勇

15:20-15:28 乳腺癌脑转移全脑放疗后的神经系统进展及预后分析 上海交大附属瑞金医院 欧　丹

15:28-15:35 点评专家：李晔雄  吴君心 王小虎（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医院 福建省肿瘤医院 甘肃省肿瘤医院）    

主持主席：余子豪  周涛  焦建峰（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医院  山东省肿瘤医院   包头市肿瘤医院）

专题讨论：  区域淋巴结照射和正常组织损伤的平衡探讨

15:35-15:45 个体化生物信息时代如何再次评价内乳淋巴结  上海交大附属瑞金医院 陈佳艺

15:45-15:55
以RTOG靶区勾画指引为基础的治疗计划是否会增加正常组织

的损伤？
浙江省肿瘤医院 杜向慧

15:55-16:15
问答与讨论：郭小毛  席许平 石梅  李建彬　　　　　　　　　　　　　　　　　　　　　　　　　　　　

（复旦大学附属肿瘤医院  湖南省肿瘤医院  第四军医大西京医院   山东省肿瘤医院）

16:15-16:20 茶　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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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20-18:30 
Section 2  癌痛与肿瘤姑息治疗    
主持主席：肖 锋  秦继勇   柳 弥（第四军医大学西京医院  云南省肿瘤医院  川北医学院附属医院）

演 讲 时 间 演 讲 题 目 单　位 讲　者

16:20-16:35 椎体转移肿瘤的放疗 吉林省肿瘤医院 刘士新

16:35-16:50 恶性肿瘤急诊放疗的规范与进展 云南省肿瘤医院 李文辉

16:50-17:05 癌痛的全程管理 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医院 金　晶

17:05-17:20 癌症的二级镇痛阶梯疗法 四川大学华西第四医院 李金祥

17:20-17:35 肺癌脑转移放疗+治疗方案优化 重庆市肿瘤医院 王　颖

17:35-17:43 羟考酮缓释片治疗中早期鼻咽癌单纯放疗相关口腔黏膜疼痛的初
期结果

湖北省肿瘤医院 皮国良

17:43-17:51 现代技术条件下老年食管癌根治性放疗预后和失败模式分析 第四军医大学西京医院 赵丽娜 

17:51-17:59 调强放疗与手术治疗对前列腺癌患者生活质量的影响 大连大学附属中山医院 周　东

17:59-18:07 疼痛对初诊头颈部鳞癌患者生存期的影响 吉林大学第一医院 马利新

18:07-18:15 放射性I-125粒子植入治疗转移瘤硬膜外脊髓压迫症初步临床应用 第三军医大学西南医院 何　闯

18:15-18:23 同步加量调强放射治疗在转移性胃癌患者中显著提高局部控制率
南京大学医学院附属鼓楼医
院

杨　菊

18:23-18:31 山东省放疗患者疼痛管理现状调研 山东大学齐鲁医院   谭炳煦  

 18:31-18:40 点评专家：吴永忠 张宜勤（重庆市肿瘤医院 江苏省肿瘤医院）  

４３／４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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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22日　14:00-18:05　分会场  金芙蓉厅    放疗与免疫

14:00-15:54
Session 1  主题发言 论文交流         
主持主席：王 颖  包永星  晏 军 （重庆市肿瘤医院  新疆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自贡市第一人民医院）

演 讲 时 间 演 讲 题 目 单　位 讲　者

14:00-14:20 放疗联合免疫治疗的实践与思考 重庆市肿瘤医院 吴永忠

14:20-14:40 免疫微环境与肿瘤
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
属协和医院

伍　钢

14:40-15:00 非小细胞肺癌放疗联合免疫治疗的临床及基础研究初探 天津肿瘤医院 赵路军

15:00-15:20 CAART细胞与实体瘤的治疗 四川省肿瘤医院 黄建鸣

15:20-15:28 侧链手性中心诱导的螺旋多肽调节剂诱导靶向p53-MDM2/MDMX
蛋白抑制肿瘤干细胞生长研究

安徽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梁　伟

15:28-15:36 CD8/FOXP3 ratio and PD-L1 expression associated with survival in 
stage pT3N0M0 esophageal squamous cell cancer 

Shandong Cancer Hospital 
and Institute

朱英明

15:36-15:44 Improved antitumor activity of immunotherapy with MEK inhibitors 
in KRAS-mutant Non-small cell lung cancer

天津医科大学肿瘤医院放射
治疗科

Tao Zhen

15:44-15:54 点评专家：王颖杰  陈念永  （ 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总医院     四川大学华西医院 ）

15:54-16:10 茶　歇

16:10-18:10
Session 2  主题发言 论文交流       
主持主席：官 键   韩 非   杨 杰（南方医科大学南方医院   中山大学附属肿瘤医院   新疆自治区人民医院）

演 讲 时 间 演 讲 题 目 单　位 讲　者

16:10-16:30 免疫与放疗的困惑 武汉大学中南医院 谢丛华

16:30-16:50 肿瘤免疫与代谢 中山大学附属肿瘤医院 黄　蓬

16:50-17:10 T细胞免疫功能变化与肿瘤 新疆医科大学附属肿瘤医院 王若峥

17:10-17:30 免疫靶点与靶向治疗 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医院 于保法

17:30-17:38 肝细胞癌患者外周血NK细胞频率、功能及受体表达的研究 解放军第302医院 张爱民

17:38-17:46 剂量放疗对CTL细胞的体内趋化作用研究
南京大学医学院附属鼓楼医
院

杜　娟

17:46-17:54 人自体细胞毒性T淋巴细胞膜纳米载药系统联合低剂量放疗在肿瘤
靶向治疗中的作用评价

南京大学医学院附属鼓楼医
院

张恋茹

17:54-18:02 端粒酶抑制剂BIBR1532增加非小细胞肺癌放疗敏感性的体内体外
研究

天津市河西肿瘤医院 丁小凤

18:02-18:10 点评专家： 宁 博 张晓智(石河子大学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   西安交通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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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22日　14:00-18:05　分会场 金沙厅  临床放射生物

14:00-16:00
Session 1 主题发言 论文交流     
主持人：邹丽娟  邢力刚  孙建国（大连医学院附属第二医院   山东省肿瘤防治研究院  第三军医大学新桥医院）

演 讲 时 间 演 讲 题 目 单　位 讲　者

14:00-14:20 Radiosensitivity Molecular Signatures: Implications in Radiation 
Oncology

美国南方研究院肿瘤学系主
任，国家千人计划特聘教
授。

徐　波

14:20-14:40 Classical Radiobiology in the Era of Hypofractionated Stereotactic 
Irradiation UCLA Steve Pai-hsun 

Lee 

14:40-15:00 提高肿瘤干细胞放射敏感性实验研究进展 苏州大学附属第二医院 张力元

15:00-15:20 放射性脑损伤发病机制研究 中山大学孙逸仙纪念医院 唐亚梅

15:20-15:28 局晚宫颈鳞状细胞癌放疗后复发、淋巴结转移与血清VEGF-C、D
水平变化多因素分析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民医院 杨　杰

15:28-15:36 肝细胞癌骨转移血清microRNA预测模型的建立 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 向作林

15:36-15:44 非小细胞肺癌放疗中加速再增殖FLT显像与Ki67表达空间一致性　
研究

山东省肿瘤医院 张晓丽

15:44-15:52 抑制非小细胞肺癌PD-L1表达减轻放疗所致免疫逃逸的研究 上海市肺科医院 宫晓梅

15:52-16:00 点评专家：吴敬波、田野（西南医科大学附属医院、苏州大学附属第二医院）

16:00-16:10 茶　歇

16:10-18:00
Session 2  主题发言 论文交流       
主持人：韩亚骞、吴式琇（中南大学湘雅医学院附属肿瘤医院  杭州市第一人民医院 ）

演 讲 时 间 演 讲 题 目 单　位 讲　者

16:10-16:30 食管鳞癌放化疗敏感性预测与治疗方案选择及疗效 河北医科大学第四医院 祝淑钗

16:30-16:50 放疗与免疫治疗的进展与展望 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医院 惠周光

16:50-17:10 食管癌放疗抵抗因素的转化性研究 南京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孙新臣

17:10-17:18 外源性BDNF在放射性脑损伤中的干预作用 苏州大学附属第二医院 张奇贤

17:18-17:26 血清CD166：预测鼻咽癌放疗反应的生物标记物 广西医科大学附属肿瘤医院 林　欢

17:26-17:34 原发小细胞肺癌中EGFR突变的异质性及临床预后关系 浙江省肿瘤医院 唐华容

17:34-17:42 鼻咽癌患者外周血类循环肿瘤干细胞的检测及临床意义 福建省肿瘤医院 贺俊彦

17:42-17:50 叶酸修饰的羟基喜树碱胶束联合放疗对宫颈癌的协同抑制作用　
研究

西南医科大学附属医院 游　红

17:50-18:00 点评专家：夏云飞、张大昕（中山大学肿瘤医院、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10月22日  19:30-21:00   分会场 蜀风厅　中国淋巴瘤放疗协作组CLROG筹备会议 

４５／４６



National Congress of Radiation Oncology and CSTRO-SANTRO
New Technology & Their Application in Radiation OncologyThe 13th

中华医学会第十三次
全国放射肿瘤治疗学学术会议

2016.10.20-23SichuanChengdu

13th

10月23日　08:00-12:00　分会场  金沙厅    淋巴瘤

08:00-10:00 Section 1  主题发言 论文交流      主持主席：朱苏雨、贾晓晶（ 湖南省肿瘤医院  吉林大学白求恩第二医院）

演 讲 时 间 演 讲 题 目 单　位 讲　者

08:00-08:30 胃肠道FL淋巴瘤

The Cancer Institute Hospital 
Japanese Foundation for 
Cancer Research, Tokyo, 
Japan

Masahiko 
Oguchi

08:30-08:50 结外鼻型NK/T细胞淋巴瘤治疗进展 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医院 李晔雄

08:50-09:10 DLBCL的放疗 浙江省肿瘤医院 朱　远

09:10-09:20 早期结外鼻型NK/T细胞淋巴瘤局部区域控制率的提高与生存率改
善的关系：一项多中心临床研究与系统综述

中国医学科学院北京协和医
学院肿瘤医院

杨　勇

09:20-09:30 含疗前血红蛋白的预后模型预测早期结外鼻型NK/T细胞淋巴瘤预
后

山西省肿瘤医院 曹建忠

09:30-09:40 深吸气屏气技术（DIBH）对纵隔淋巴瘤累及部位放疗（ISRT）照
射体积与危及器官剂量影响

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医院 亓姝楠

09:40-09:50 早期鼻腔NK/T细胞淋巴瘤生存相关预后因素分析 江苏省肿瘤医院 陈震章

09:50-10:00 专家点评：袁响林  王佩国（武汉大学附属同济医院  天津医科大学肿瘤医院）

10:00-10:10 茶　歇

10:00-12:00  
Section 2  主题发言 论文交流      
主持主席：张玉晶   张伟京   林少民（中山大学附属肿瘤医院  中国军事医学科学院附属307医院 海南省人民医院）

演 讲 时 间 演 讲 题 目 单　位 讲　者

10:10-10:30 HL的放疗 福建省肿瘤医院 吴君心

10:30-10:50 原发纵膈大B细胞淋巴瘤的治疗现状 武汉大学协和医院 伍　刚

10:50-11:00
Time-dependent Evolution of Survival and Failure Risk in Early-
stage Extranodal Nasal-type NK/T-cell Lymphoma Treated with 
Curative Radiotherapy

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医院 刘　欣

11:00-11:10 早期结外鼻腔NK/T细胞淋巴瘤调强放射治疗结果分析 贵州省肿瘤医院 吴　涛

11:10-11:20 早期结外鼻型NK/T细胞淋巴瘤化疗后完全缓解患者的预后及放疗
价值

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医院 邓秀文

11:20-11:30 调强放射治疗与三维适形放射治疗在早期结外NK/T细胞淋巴瘤中
的疗效对比

中山大学附属肿瘤医院 李贻阳

11:30-11:40 放疗对多发性骨髓瘤骨痛疗效分析 北京大学第一医院 刘　凌

11:40-11:50 早期鼻腔NK/T细胞淋巴瘤旋转容积调强与固定野调强放疗计划的
剂量学比较

江西省肿瘤医院 汪　华

11:50-12:00 点评专家：马学军、王维虎（复旦大学附属肿瘤医院   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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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23日　08:00-12:10　分会场 蜀韵厅    分子放射生物 

08:00-09:38 Session 1  主题发言 论文交流       主持人：张石川、杨成梁（四川省肿瘤医院、河南省肿瘤医院）

演 讲 时 间 演 讲 题 目 单　位 讲　者

08:00-08:20 Radiation biological seminar The university of Vienna Wolfgang Dörr

08:20-08:40 WRN调控DNA复制损伤和修复机制的研究 复旦大学附属肿瘤医院 苏锋涛

08:40-08:48 氯碘羟喹联合锌离子放射增敏的相关机制 武汉大学中南医院 鲁　珊

08:48-08:56 RPA3通过介导放射抗拒影响鼻咽癌预后的相关研究 中山大学肿瘤防治中心 曲　辰

08:56-09:04 MiR-221在调节胃癌放射敏感性中的作用 复旦大学附属肿瘤医院 李桂超

09:04-09:12 基于模式动物斑马鱼的个体肿瘤放疗敏感性测试平台的建立 四川省肿瘤医院 孙春堂

09:12-09:20 放射诱导的新型瘤苗对小鼠肺转移癌的抑制效应 福建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徐伟锋

09:20-09:28 内质网应激对人头颈部鳞癌细胞放射敏感性的调控
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放疗科

孙超南

09:28-09:38 点评专家：傅 深  邹华伟  （上海市质子重离子医院  中国医科大学盛京医院）

09:38-09:50 茶　歇

４７／４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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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9:50-12:10 Session 2  主题发言 论文交流    主持人：谭榜宪   封 巍（川北医学院附属医院   浙江省肿瘤医院 ）

演 讲 时 间 演 讲 题 目 单　位 讲　者

09:50-10:10 线粒体与放射敏感性 武汉大学中南医院 周褔祥

10:10-10:30 利用整合功能基因组策略发现全新抑癌基因及其功能鉴定 山东省肿瘤医院 杨　明

10:30-10:38 X-射线照射对乳腺癌细胞MDA-MB-231生物学特性的影响及蛋白
组学研究

甘肃省肿瘤医院 张秋宁

10:38-10:46 肝癌放射抗拒细胞株的建立及其抗拒机制的初步研究 广州南方医科大学南方医院 詹泽涛

10:46-10:54 重组人神经调节蛋白（rhNRG-1β）对放化疗心肌损伤保护作用
的研究

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　　　
肿瘤医院

谷安鑫

10:54-11:02 The Rehabilitation Influence of Human Bone Marrow Mesenchymal 
Stem cells (hBMSCs) on Radioactive Artery Injury 吉林大学第一医院 姜　新

11:02-11:10 针对EGFR的双组分靶向性腺病毒载体介导野生型p53和内皮抑素
双基因联合放射治疗非小细胞肺癌的实验研究

吉林大学中日联谊医院 武　宁

11:10-11:18 宫颈癌P170、GST-π、TopoⅡ及EGFR的表达与临床病理及预后
的关系

大连医科大学附属　　　

第二医院
邹丽娟

11:18-11:26 宫颈癌组织IER5和Ku70表达与放疗敏感性及临床特点相关性研究 北京妇产医院 刘　洋

11:26-11:32 宫颈癌辐射抵抗相关miRNAs的筛选及初步功能研究 第四军医大学西京医院 胡　静

11:32-11:40 紫杉醇纳米药物联合放疗对宫颈癌的抑制作用及相关机制的研究 西南医科大学附属医院 Yu Yanxin

11:40-11:48 人胃癌细胞对低剂量辐射的超敏感性
南京大学医学院附属　　　
鼓楼医院

葛　蓉

11:48-11:56 基于剂量学数据的危及器官并发症风险模型建立研究 复旦大学附属肿瘤医院 缪一冰

11:56-12:02
The study of reversion about hormone independent and 
radioresistance in castration resistant prostate cancer cells after 
treated with 2-'hydroxylflavanone ，a kind of AKR1C3’s inhibitor 

北京大学第一医院 王　雯

12:02-12:10 点评专家：庞青松  刘 勇 王卫东（天津市肿瘤医院   复旦大学肿瘤医院  四川省肿瘤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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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23日　08:00-12:10 　分会场 洲际宴会厅    近距离放疗研究与应用 

8:00-10:10 Session 1  主题发言 论文交流      主持主席：  杨青山 王冀川 （辽宁医学院附属第一医院  四川省肿瘤医院）

演 讲 时 间 演 讲 题 目 单　位 讲　者

8:00-8:20 日本前列腺癌近距离治疗15年经验 日本国家医学中心 齐藤史郎

8:20-8:40 3D打印技术在近距离治疗中的应用 北京大学第三院 王俊杰

8:40-9:00 日本LDR发展现状与进展 日本大阪大学 吉　冈

9:00-9:15 乳腺癌近距离后装放疗 中山大学肿瘤医院 曹新平

9:15-9:30 CT引导下近距离治疗子宫颈癌 吉林省肿瘤医院 孙宝胜

9:30-9:38 CT引导下125I粒子联合椎体成形治疗椎体转移瘤初步临床应用 第三军医大学西南医院 黄学全

9:38-9:46 自制“丁”字型施源器固定托在宫颈癌后装治疗中的应用 宁夏医科大学附属医院 张桂琴

9:46-9:54 门静脉支架联合不同数目125I粒子链的剂量学研究 北京大学第三人民医院 姚丽红

9:54-10:02 二维电离室矩阵在3D腔内近距离治疗剂量验证中的应用研究 四川省肿瘤医院 袁　珂

10:02-10:10 点评专家：程光惠  兰胜民 （吉林大学中日联谊医院  山西省肿瘤医院  ）

10:10-10:20 茶　歇

10:20-12:10
Session 2  主题发言 论文交流   
 主持主席： 张晓智 董丽华 赵 晶 （西安交大第一附属医院，吉林大学第一附属医院，中国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演 讲 时 间 演 讲 题 目 单　位 讲　者

10:20-10:35 子宫颈癌复发分型提出与治疗原则 北京大学第三医院 江　萍

10:35-10:50 宫颈癌腔内放疗治疗进展 第四军医大西京医院 魏丽春

10:50-11:05 日本近距离治疗护理经验 日本国家医学中心 近江麻里

11:05-11:13 放射性粒子支架治疗晚期食管癌剂量学多中心研究总结 山东省滕州市中心人民医院 张开贤

11:13-11:21 热疗联合125I粒子治疗复发性直肠癌的近期疗效分析 吉林大学第二医院 杨艳明

11:21-11:29 组织间插植联合腔内近距离治疗在局部晚期宫颈癌中的应用研究 吉林大学第一医院 杨国姿

11:29-11:37 钟形施源器的剂量学研究
中国医学科学院　　　　　
北京协和医院

于　浪

11:37-11:45 3D打印模板辅助125I粒子植入治疗乏血供型肝癌的临床应用 沈阳军区总医院 王　宁

11:45-11:53 3D打印个体化模板联合CT引导下125I粒子低剂量率近距离组织间
植入技术在盆腔复发宫颈癌中的应用

北京大学第三医院 江　萍

11:53-12:01 3 D打印模板引导125 I粒子植入术前术后计划与常规术前计划对比
分析

包头市中心医院 武　云

12:01-12:10 讨论专家：于　洪   秦继勇（ 辽宁省肿瘤医院  云南省肿瘤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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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23日　08:00-12:10 　分会场 高新厅    物理技术研究 Physics Technology

08:00-09:50
 Session 1 特邀专题报告    
主持主席：杨瑞杰、王　培、翟振宇（北京大学第三医院  四川省肿瘤医院 江苏省肿瘤医院）

演 讲 时 间 演 讲 题 目 单　位 讲　者

08:00-08:25  Ten years SBRT – Some planning Considerations   Monmouth Medical Center  Jack Yang  

08:25-08:50 影像组学的和谐性与鲁棒性 复旦大学肿瘤医院 胡伟刚

08:50-09:15 基于VBM和LASSO非小细胞肺癌脑转移发生时间预测研究 四川省肿瘤医院 尹　刚

09:15-09:40 A Systematic Solution for Eclipse Linac Photon Output Factor Ratio 
Measurement

University of Nebraska 
Medical Center

Sumin Zhou 
Ph.D

09:40-09:50 点评专家：张红志 尹勇 邢晓汾（中国医学科学院附属肿瘤医院 山东省肿瘤医院 山西省肿瘤医院）

09:50-10:00 茶　歇

10:00-12:00 
Session  2  主题发言     
主持主席：徐利明、周一兵、张九堂（湖北省人民医院   第三军医大学新桥医院   湖南省肿瘤医院）

演 讲 时 间 演 讲 题 目 单　位 讲　者

10:00-10:10 环形施源器重建偏差对宫颈癌患者剂量影响分析 四川省肿瘤医院 王先良

10:10-10:20 双点源机头模型结合筒串卷积算法实现调强治疗计划三维独立剂
量验算的研究

中山大学肿瘤防治中心 朱金汉

10:20-10:30 放射治疗的模糊逻辑及其数学原理 天津医科大学附属肿瘤医院 董　洋

10:30-10:40 在线病人计划验证分析软件的开发 上海市质子重离子医院 赵　俊

10:40-10:50 基于改进的动态自适应区域生长算法的肝脏三维分割研究 山东省肿瘤医院 仇清涛

10:50-11:00 点评专家：甘家应、柏森、狄小云（贵州省肿瘤医院  四川大学华西医院 浙江省肿瘤医院）

11:00-11:10 基于直线加速器虚拟源模型的蒙特卡洛剂量计算及在IMRT独立验
算中的初步应用

四川省肿瘤医院 唐　斌

11:10-11:20 一种专用于双能CT模拟的体模原型 第三军医大学 杨克柽

11:20-11:30 基于水平集的三维放疗CT图像弹性配准研究 泸州医学院附属医院 孙小杨

11:30-11:40 基于分子动力学的后装驻留时间逆向优化算法的研究 四川大学 黄　静

11:40-11:50 标准化施源器联合外阴自由式插植对IIIB期宫颈癌近距离治疗计划
剂量影响的研究

吉林大学第三医院 赵红福

 11:50-12:00  点评专家：吴大可  吴 昊  吴湘阳（四川省肿瘤医院  北京大学肿瘤医院 陕西省肿瘤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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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23日　08:00-12:10　分会场 蜀汉厅   放疗与营养

08:00-09:50 
Session 1 主题发言  论文交流  
主持主席：谢丛华  白 静 张 涛（武汉大学中南医院   包头市肿瘤医院  重庆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演 讲 时 间 演 讲 题 目 单　位 讲　者

08:00-08:20 肿瘤营养疗法 北京航天医院 石汉平

08:20-08;40 胃肠道放疗患者的营养 复旦大学肿瘤医院 章　真

08:40-09:00 食管癌癌放疗患者的肠内营养治疗 四川省肿瘤医院 李　涛

09:00-09:10 营养综合指数模型的构建及对鼻咽癌放射敏感性和急性毒性反应
的影响

福建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洪金省

09:10-09:20 营养评估在老年食管癌患者放疗中的应用研究 河南省人民医院 许　妍

09:20-09:30 营养干涉对头颈部肿瘤急性放射性粘膜反应的临床研究 吉林大学中日联谊医院 王剑锋

09:30-09:40

Prognostic significance of an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umor-
infiltrating and circulating lymphocytes to macrophage/monocyte 
ratio in patients with esophageal squamous cell cancer of 
pathological stage T3N0M0

Shandong Cancer Hospital 
and Institute， Shandong 
University

Zhu Yingming

09:40-09:50 点评专家：赵 充 吴式琇（中山大学肿瘤医院 杭州市肿瘤医院）

09:50-10:00 茶　歇

10:00-12:10
Session 2 主题发言 论文交流      
主持主席：李冠贞  杨 进  李 杭（ 山东省立医院   新疆军区总医院   贵州省人民医院）

演 讲 时 间 演 讲 题 目 单　位 讲　者

10:00-10:20 鼻咽癌的营养治疗 福建省肿瘤医院 林少俊

10:20-10:40 肿瘤患者的营养干预及管理流程 中山大学肿瘤医院 叶文锋

10:40-11:00 益生菌与肿瘤治疗 武汉大学中南医院 周福祥

11:00-11:10 系统性炎症反应和营养血源性标志物在食管鳞癌患者放化疗敏感
性和预后方面的预测价值

山东省肿瘤医院 朱　杉

11:10-11:20 四川南充地区初诊食管癌患者营养状况及生活质量调查分析 川北医学院附属医院 温　静

11:20-11:30 基于微信及ARIA网络的门诊放化疗患者综合营养管理模式初探 第四军医大学西京医院 王海云

11:30-11:40 营养状况与炎症指标对食管癌同期放化疗急性期毒副反应的影响 河北医科大学第四医院 王　军

11:40-11:50 体质量指数对乳腺癌保乳术后放射治疗摆位误差的影响 四川大学华西医院 高芳照

11:50-12:00 探讨插入营养管食管癌患者图像引导放疗以营养管为基准 对图像
配准结果的影响

甘肃省肿瘤医院 魏玺仪

12:00-12:10 点评专家：李金高  李光明  马学真（ 江西省肿瘤医院   南充市中心医院  青岛市肿瘤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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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23日　08:00-12:10　分会场 锦江厅    西部天府论坛

08:00-10:00
Session 1 主题发言 　论文交流     主持主席：陈 龙　陈 宏　宁 博
（广西医科大学附属肿瘤医院  成都军区昆明总医院 新疆石河子大学附属医院）

演 讲 时 间 演 讲 题 目 单　位 讲　者

08:00-08:15 晚期喉癌的综合治疗 第三军医大学大坪医院 王　阁 

08:15-08:30 胃癌的放射治疗最新进展 内蒙古医学院附属医院 郁志龙

08:30-08:45 Ⅱ期鼻咽癌的治疗策略 广西医科大学附属肿瘤医院 朱小东

08:45-09:00 NKT细胞淋巴瘤的治疗新进展 贵州医科大学附属医院 吴　涛

09:00-09:15 鼻咽癌调强放疗后晚期损伤探讨 四川大学华西医院 李　平

09:15-09:25 单核苷酸多态性与放疗副损伤风险间关系的 meta分析及TSA试验
序贯分析

四川省肿瘤医院 宋宇哲

09:25-09:35 腰部垫枕在盆腔肿瘤精确放疗中的应用研究 第四军医大学西京医院 杨发汀

09:35-09:45 采用倾向评分配比研究辅助放化疗在老年胃癌患者中的应用：年
龄相关临床-病理因素对决策的影响

四川省肿瘤医院 范   铭

09:45-09:55 428例鼻咽癌颈部淋巴结转移规律的研究—Ⅴ区后缘淋巴结转移规
律及预后

中国人民解放军成都军区　
总医院

蒋朝阳

09:55-10:00 点评专家：刘秋芳、秦继勇、包永星、张晓智　　　　　　　　　　　　　　　　　　　　　　　　　　　　　
（陕西省肿瘤医院、云南省肿瘤医院、新疆医科大学附属医院、西安交通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10:00-10:10 茶　歇

10:10-12:10
Session 2  主题发言 主持主席：曾继泽、李荣清、赵　仁、曾　铭　　　　　　　　　　　　　

（遵义医学院附属医院附属肿瘤医院 昆明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宁夏医科大学总医院肿瘤医院  四川省人民医院）

演 讲 时 间 演 讲 题 目 单　位 讲　者

10:10-10:25 老年胶质瘤的治疗决策
宁夏医科大学总医院肿瘤医
院

折　虹

10:25-10:40 鼻咽癌分期的探讨 广西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王仁生

10:40-10:55 乳腺癌的放射治疗最新进展 陕西省肿瘤医院 杨怡萍

10:55-11:05 Tomo与Discover在鼻咽癌精确放疗的应用 重庆市肿瘤医院 万　跃 

11:05-11:15 经腹B超测量膀胱充盈度对宫颈癌靶区位置影响的观察 甘肃省武威肿瘤医院 祁　英

11:15-11:25 每周5天口服替吉奥联合调强放疗治疗不能手术的食管鳞癌的临床
观察

绵阳市中心医院 赵振华

11:25-11:35 TACE、125I粒子植入联合放疗治疗原发性肝癌的临床观察 新疆医科大学附属肿瘤医院 赵俊玲

11:35-11:45 左乳癌根治术后胸壁电子线照射与X线IMRT计划的剂量学研究 云南省肿瘤医院 杨　毅

11:45-11:55 替吉奥联合化疗方案与顺铂氟尿嘧啶治疗晚期食管癌随机对照临
床研究系统分析

西安交通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杨蕴一

11:55-12:05 吉西他滨周同步化疗联合调强放疗治疗鼻咽癌肝转移癌 南充市中心医院 张欣平

12:05-12:10 点评专家：陈凡 吴敬波 金风 蔡宏懿　　　　　　　　　　　　　　　　　　　　　　　　　　　　　　　　　　
（ 青海医科大学附属医院 西南医科大学附属医院 贵州省肿瘤医院 甘肃省人民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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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23日　08:00-12:00 　分会场 蜀锦厅    放射治疗青委论坛

08:00-09:55 主持主席：陆雪官　乔 俏　敖睿（复旦大学附属肿瘤医院 中国医大附属第一医院  四川省人民医院）

演 讲 时 间 演 讲 题 目 单　位 讲　者

08:00-08:20 鼻咽癌放射治疗个体化靶区设置及正常组织勾画 中山大学肿瘤医院 孙　颖

08:20-08:40 关于鼻咽癌精准诊治的思考 福建省肿瘤医院 邱素芳

08:40-09:00 鼻咽癌颈淋巴结分布规律及放疗靶区设计 武汉大学中南医院 钟亚华

09:00-09:20 食管胃结合部腺癌新辅助治疗存在的一些问题 河北医科大学第四医院 王　军

09:20-09:40 乳腺癌放疗技术选择的考量               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医院 王淑莲

09:40-09:55 点评专家：易俊林　蔡宏懿　胡　克（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医院  甘肃省人民医院  北京协和医院）

09:55-10:10 茶　歇

10:10-12:00 主持主席：刘 刚　夏 冰（石河子大学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 杭州市第一人民医院 ）

演 讲 时 间 演 讲 题 目 单　位 讲　者

10:10-10:50 肺癌病例讨论 复旦大学肿瘤医院 樊　旼

10:50-11:10 放疗联合免疫治疗的抗肿瘤效果及其机制研究 苏州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秦颂兵

11:10-11:30 食管癌放疗物理技术探讨 河北医科大学第四医院 迟子峰

11:30-11:50 CT引导下宫颈癌三维后装和插值治疗的临床研究 吉林省肿瘤医院 孙宝胜

11:50-12:00 点评专家：曲宝林  迟子锋   苏胜发 （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 河北省肿瘤医院  贵州省肿瘤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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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23日　08:00-12:20　分会场 蜀风厅    热疗与护理

08:00-10:05 
Session 1  主题发言 论文交流  热疗与物理治疗 
主持主席：陈 凡     刘 孜（青海大学附属医院    西安交通大学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

演 讲 时 间 演 讲 题 目 单　位 讲　者

08:00-08:20 热疗的过去现在未来 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杨道科

08:20-08:40 肿瘤热疗临床进展 杭州市第一人民医院 马胜林

08:40-09:00 肿瘤磁感应治疗研究进展 清华大学第二附属医院 唐劲天

09:00-09:15 肿瘤物理消融治疗新进展 北京佑安医院 郑加生

09:15-09:30 热疗护理的进展 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李利铭

09:30-09:38 聚焦热疗联合调强放疗和动脉灌注化疗治疗晚期胰腺癌的临床　
研究

南充市中心医院 张欣平

09:38-09:46 患者体质与深部热疗耐受性相关因素研究
南京大学医学院附属鼓楼医
院

张　陵

09:46-09:54 IMRT放疗同步化疗联合盆腔热疗治疗术后复发直肠癌近期疗效　
观察

四川省肿瘤医院 樊　林

09:54-10:05 点评专家：樊锐太  高鸿（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北京医院）

10:05-10:10 茶　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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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0-12:20 Session 2 主题发言  论文交流 放疗与护理 主持主席： 徐德静  张　健（江苏省肿瘤医院 四川省肿瘤医院）

演 讲 时 间 演 讲 题 目 单　位 讲　者

10:10-10:30 腔内近距离放射治疗护理发展 四川省肿瘤医院 王国蓉

10:30-10:50 护理管理 四川省人民医院 温贤秀

10:50-11:10 肿瘤放疗患者的营养管理 浙江省肿瘤医院 谢淑萍

11:10-11:20 点评专家：赵京文  江庆华  （中国医科院肿瘤医院，四川省肿瘤医院）

11:20-11:25 CT引导下肺癌患者放射性125I粒子植入发生气胸的影响因素分析
及护理

北京大学第三医院 王攀峰

11:25-11::30
The effects of conventional gamma irradiation on physical 
properties of BD Peripherally Inserted Central Catheter: a basic 
study

四川省肿瘤医院 张　健

11:30-11：35 肿瘤放疗患者抑郁水平与家庭功能相关性研究
安徽省安徽医科大学第一　
附属医院放疗科

杨英珍

11:35-11:40 扶正敛汗腋对放疗期间自汗盗汗患者生活质量的影响 江苏省肿瘤医院 徐德静

11:40-11:45 新鲜果蔬汁预防鼻咽癌放射性口腔粘膜反应的疗效观察
江西省肿瘤医院/　　　　　
江西省第二人民医院

刘　蓉

11:45-11:50 多元化护理在鼻咽癌放疗患者功能锻炼中的应用 福建省肿瘤医院 曹　丹

11:50-11:55 饮食护理干预在不同营养途径中对食管癌患者放疗期间营养状况
及不良反应的影响

南京大学医学院附属　　　
鼓楼医院

张芳芳

11:55-12:00 改良冲洗器联合苯扎氯铵溶液在宫颈癌放疗中护理效果观察 西京医院放疗科 王丽丽

12:00-12:05 护理干预在降低宫颈癌后装施源器移位中的作用分析 吉林大学中日联谊医院 李　菲

12:05-12:10 案例分享：肺癌合并上腔静脉综合征放化疗后行静脉通路选择的
护理体会

四川省肿瘤医院 殷　利

12:10-12:20 点评专家：谢淑萍  刘桂芝 （浙江省肿瘤医院  天津市肿瘤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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