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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省医学会放射学分会

第三次分子与功能影像专题学术会议

暨肿瘤分子与功能影像组学论坛

会议日程

江苏 镇江 2021 年 9 月 23 日-9 月 26 日

9 月 23 日（周四）下午

14:00前 报到

报到方式：线上

14:00-14:30 开幕式 主持人 单秀红

14:30-16:00 主持人
沈钧康 苏州大学附属第二医院

潘昌杰 常州第二人民医院

14:30-15:00 乳腺癌分子影像应用研究 卢光明 东部战区总医院

15:00-15:30 基于影像和病理大数据融合

的影像组学及其临床应用
田 捷 中科院自动化研究所

15:30-16:00 前列腺癌影像智能诊断 王培军 同济大学附属同济医院

16:00-16:10 卫星会

16:10-17:50 主持人
单秀红 镇江市第一人民医院

李勇刚 苏州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16:10-16:35
Molecular imaging basis and
clinical application of
cardiovascular MR imaging

郜发宝 四川大学华西医院

16:35-17:00
病毒性肺炎与细菌性肺炎

的影像鉴别要点 王 维 中南大学湘雅三医院

17:00-17:25
乳腺癌诊治的磁共振分子

影像研究 吴仁华
汕头大学医学院第二附属

医院

17:25-17:50 超稳定均相碘油制剂在肝

癌诊疗中的应用研究
刘 刚

厦门大学分子影像暨转化

医学研究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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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月 24 日（周五）上午

8:00-10:00 主持人
张 宏 南京市江宁医院

崔 磊 南通市第一人民医院

8:00-8:30 脑卒中相关动脉粥样硬化

斑块磁共振血管壁成像
李 澄 东南大学附属中大医院

8:30-9:00
原发性肝癌微血管侵犯和

肿瘤包绕血管团簇（VETC）

影像学研究进展
胡春洪 苏州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9:00-9:30 SWI 在肾脏疾病评估中的应

用
邢 伟 常州市第一人民医院

9:30-10:00 影像组学研究进展 刘再毅 广东省人民医院

10:00-10:10 对比剂增强检查流程及注

意事项
殷信道 南京市第一人民医院

10:10-11:50 主持人
彭新桂 东南大学附属中大医院

麦筱莉 南京鼓楼医院

10:10-10:35 肿瘤化疗后肝脏损伤的影

像学诊断
陈 峰 浙江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10:35-11:00 前列腺癌分子影像新进展 王 良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友

谊医院

11:00-11:25 直肠癌精准影像诊断：从临

床到研究
孟晓春 中山大学附属第三医院

11:25-11:50 影像组学在胃癌中的应用 董 迪 中科院自动化研究所

9 月 24 日（周五）下午

14:00-15:40 主持人
唐文伟 南京市妇幼保健院

张 雷 无锡市第二人民医院

14:00-14:25 乳腺癌保乳手术前MRI评估

的临床医意义
顾雅佳 复旦大学附属肿瘤医院

14:25-14:50 解读乳腺 BI—RADS MRI 词

典
李海歌

南京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

院

14:50-15:15 多系统萎缩影像与临床 周 丹 南京明基医院

15:15-15:40 垂体腺瘤的外科影像评估 师毅冰 徐州市中心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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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40-15:50 课间休息

15:50-17:55 主持人
周文珍 南京市第一医院

蔡 武 苏州大学附属第二医院

15:50-16:15 靶向磁性纳米材料在肿瘤

诊疗中的应用
李祥林

滨州医学院医学影像学研

究所

16:15-16:40 影像组学在胰腺癌精准诊

疗中的应用及进展
张家文 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

16:40-17:05 突聋的神经影像学研究 王 文 空军军医大学唐都医院

17:05-17:30
影像组学在非小细胞肺癌

EGFR 突变和免疫分型的研

究
姚秀忠 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

17:30 -17:55 化学交换饱和转移磁共振

成像在脑胶质瘤中的应用
王锡臻 潍坊医学院附属医院

9 月 25 日（周六）上午

8:00-9:50 主持人
周 智

联勤保障部队第 904 医院

常州医疗区

郭莉莉 淮安市第一人民医院

8:00-8:30 脑血管性疾病的影像学研

究与应用
居胜红 东南大学附属中大医院

8:30-9:00 浅谈数据分析在影像组学

中的 10 个问题
张惠茅 吉林大学第一医院

9:00-9:25 影像引导肿瘤无创诊疗研

究
王 悍

上海交通大学附属第一人

民医院

9:25-9:50
新型人血清白蛋白纳米平

台构筑及其乳腺癌诊疗研

究

滕兆刚 南京邮电大学

9:50-10:00 卫星会

10:00-12:05 主持人
徐秋贞 东南大学附属中大医院

陈 杰 常州市第一人民医院

10:00-10:25 冠心病 CAD-RADS 临床应用

关注点
黄 伟 东部战区总医院

10:25-10:50 鼻部内翻性乳头状瘤的影

像诊断
吴飞云 江苏省人民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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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0-11:15 直肠癌功能影像组学研究

进展
李勇刚 苏州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11:15-11:40 动脉粥样硬化的分子影像

诊疗
李菁菁 徐州医科大学医学院

11:40-12:05 影像组学在卵巢上皮来源

肿瘤中的研究进展
陈双庆 苏州市立医院

9 月 25 日（周六）下午

14:00-15:40 主持人
徐高峰 盐城市第一人民医院

柴 学 南京市脑科医院

14:00-14:25 早期子宫内膜癌的MRI诊断

与鉴别诊断
王中秋 江苏省中医院

14:25-14:50 灌注成像评估急性缺血性

脑卒中的临床应用
殷信道 南京市第一医院

14:50-15:15 基于肾脑轴的神经影像学

研究
张龙江 东部战区总医院

15:15-15:40 PET/CT 在不明原因发热疾

病诊断中的临床应用
胡春峰 徐州医科大学附属医院

15:40-15:50 课间休息

15:50-17:55 主持人
王希明 苏州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单 华 江苏省第二中医院

15:50-16:15 MR 扩散成像技术在前列腺

癌的应用进展
田为中 泰州市人民医院

16:15-16:40 粘液性肺腺癌的 CT 表现 沈文荣 江苏省肿瘤医院

16:40-17:05 卵巢透明细胞癌 MR 表现 顾红梅 南通大学附属医院

17:05-17:30 肾癌肉瘤样变的影像学分

析及研究
马占龙 江苏省人民医院

17:30-17:55 失独型创伤后应激障碍的

神经影像研究
罗一烽 宜兴市人民医院

9 月 26 日（周日）上午

8:00-9:50 主持人
戴真煜 盐城市第三人民医院

张 鑫 南京鼓楼医院

8:00-8:30 以影像为枢纽的脑卒中急

救体系建设
施海彬 江苏省人民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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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30-9:00 新型纳米对比剂的制备与

实验研究
徐 凯 徐州医科大学附属医院

9:00-9:25 腹壁肿瘤及肿瘤样病变的

影像诊断思路
王冬青 江苏大学附属医院

9:25-9:50 脑肿瘤的影像组学临床研

究进展
方向明 无锡市人民医院

9:50-10:00 课间休息

10:00-12:05 主持人
丁庆国 常熟市第二人民医院

胡 慧 镇江市第一人民医院

10:00-10:25 帕金森病的功能影像学研

究和实践
王 苇 扬州大学附属医院

10:25-10:50 卵巢少见肿瘤的影像表现

及鉴别诊断
范国华 苏州大学附属第二医院

10:50-11:15 肾脏混合性上皮间质肿瘤

（MESTK）的影像表现
叶 靖 江苏省苏北人民医院

11:15-11:40 胰腺癌的影像组学研究 张 雷 无锡市第二人民医院

11:40-12:05 术中导航的光分子影像现

状及研究进展
单秀红 镇江市第一人民医院

12:05-12:15 会议总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