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华医学会影像技术分会 
第二届“伦琴杯“中国 DR 好技师精影技能大赛 

组队参赛通知 
 

为了积极响应并推动实施“健康中国 2030”战略规划，在全国推广医学影像技术

精准精益检查成像理念，进一步规范数字 X 线摄影（DR）检查成像工作，推动“聚精绘

影像，聚力护健康”学会学术导向理念深入放射影像技师的专业领域，指导放射影像技

师的专业实践活动。为此，中华医学会影像技术分会决定于 2019 年 11 月 9 日(周六)下

午 13:00-18:30，在山东济南召开的中华医学会第 27 次全国医学影像技术学学术大会

期间举办第二届“伦琴杯“中国 DR 好技师精影技能大赛。以充分展示、展现全国医学

影像技术专业人才队伍在 DR 临床工作、学术研究、技术创新、国际交流等方面的成

果、成就与专业风采，促进医学影像技术专业人员之间的学术交流与专业合作。现将有

关赛区划分与导师团组成、参赛队员遴选原则、比赛规则等事项通知如下: 

 

一、赛区划分与导师团组成: 

全国各省、直辖市、自治区共划分为十一大赛区，分别称为京津冀战队、东北战

队、长三角战队、大湾区战队、中原战队、甘青新战队、陕蒙宁战队、云贵川战队、渝

桂湘战队、赣闽琼战队、山东战队。全国十一个战队采取 1 名导师+3 名队员的组团形

式。 

上述十一个战队导师分别为： 

 1、京津冀：倪红艳； 2、东北三省：孙文阁 ；3、长三角（沪浙苏）：陈财忠； 

 4、大湾区（粤港澳）：郑君惠；                     5、中原（豫皖晋）：高剑波；  

6、甘青新：陈勇；      7、陕蒙宁：朱力；       8、云贵川鄂：李真林 ； 

9、渝桂湘：吕发金 ； 10、赣闽琼：杜瑞宾 ； 11、东道主山东战队：宋少娟 



名称 组成 导师 学员 

京津冀战队 北京、天津、河北 倪红艳 请各区推荐 

东北战队 辽宁、吉林、黑龙江 孙文阁 请各区推荐 

长三角战队 上海、浙江、江苏 陈财忠 请各区推荐 

大湾区战队 广东、香港、澳门 郑君惠 请各区推荐 

中原战队 河南、安徽、山西 高剑波 请各区推荐 

甘青新战队 甘肃、青海、新疆 陈勇 请各区推荐 

陕蒙宁战队 陕西、内蒙古、宁夏 朱力 请各区推荐 

云贵川鄂战队 四川、湖北、云南、贵州 李真林 请各区推荐 

渝桂湘战队 重庆、广西、湖南 吕发金 请各区推荐 

赣闽琼战队 江西、福建、海南 杜瑞宾 请各区推荐 

东道主山东战队 山东 宋少娟 请各市推荐 

 

二、参赛队员遴选原则: 

敬请各省市放射技术/影像技术主委协助本区战队导师完成大赛参赛选手的推荐遴

选工作，请各战队导师在 2019 年 9 月 30 日周一之前推荐队员三名，名单及参赛选手

个人详细信息统一上报马新武秘书长。 

参赛队员的往返交通、住宿费用、会议注册费用请自理，回工作单位依照相关规定

报销。 

参赛选手需要提交的信息包括: 

参赛选手的姓名、性别、出生日期、工作单位全称、参加影像技术工作时间、毕业

院校与专业名称、获得的学历学位、目前职称、目前上岗证获得情况等信息。 

原则上，多省份组成的战队，队员尽量来自三个省份；单个省份的战队，队员尽量

来自三个不同城市和地区。 



各战队完成参赛选手的推荐工作之后，由各战队导师负责组织、指导本战队推荐的

优秀技师制作 PPT。每个团队三人分别演讲：DR 极致美图，DR 新技术，DR 英语达

人，内容范围分别为如何在 DR 上将一个体位如何拍得更完美，DR 新技术，与 DR 有关

的英文演讲。内容要求科学、实用、具有可推广性。 

团队 VCR 短片展示：每个战队准备一个 2 分钟的战队介绍 VCR（主要介绍人员组

成，展现战队精神面貌为主），由导师负责于 2019 年 10 月 25 日之前提交马新武秘书

长。 

 

三、比赛规则: 

1、比赛项目：分三项。 

极致美图 PK：完美图像、合理剂量。既要图像完美，也要评估、优化受检者的辐射剂

量。 

技术创新 PK 大赛：通过影像技术创新与临床实践验证，创新新的临床应用。 

英语达人 PK 大赛：医学影像技术专业人员国际化文采（体裁与内容不限）的展现。 

每位队员只能参加上述三项中的一项参赛对决。 

2、提交的参赛作品必须是最终版参赛 PPT，必须提前在大赛赛场现场检查好排版及内

容是否能够正常播放，作品提交后不得临时修改调换及变动。参赛作品提交时间：请于 

2019 年 11 月 9 日中午 12:30 之前在赛场现场完成提交，逾时不交视为主动放弃参赛

资格。 

3、队员彩排时间暂定为 2019 年 11 月 8 日晚 19:30。 

4、分组抽签：2019 年 11 月 7 日会议报道时由各战队导师抽签，以抽签的形式确定各

战队的出场顺序。 

5、比赛采用 TED 演讲的方式，队员佩戴耳麦，无讲台；队员携带参赛图像（PPT 汇报

格式，PPT 统一模板于 2019 年 10 月 10 日发布)；每个队员 5 分钟时间：全队 15 分



钟演讲，专家提问 3 分钟，现场打分 2 分钟；每个战队准备一个 2 分钟的战队介绍 

VCR（主要介绍人员组成，展现战队精神面貌为主），由导师提交给大赛组委会。 

6、比赛服装：自备，要求庄重大方得体。男士：西服、衬衫、西裤、领带；女士：套

装或裙装。 

 

四、评分细则: 

极致美图 PK 大赛、技术创新 PK 大赛、英语达人 PK 大赛，每个单项的满分 100

分。其中包括专家评审团评分 80 分，以及大众评审团评分 20 分。 

【专家评审团评分细则】满分 80 分。评分细则： 

科学性：10 分；先进性：10 分； 

实用性与可推广性：10 分；创新性：10 分； 

缜密性与逻辑性：10 分； 

技术方案与临床实践合理性与正当性：10 分； 

语言流利与演讲表达与演讲技巧：10 分； 

礼貌与仪表着装与回答问题：5 分；PPT 设计制作：5 分。 

【大众评审团评分细则】满分 20 分。投出支持票即可。 

计算方法： 得分=（支持票数/现场大众评审团总人数）×20 分。 

 

五、比赛奖项设置： 

（一）第二届“伦琴杯“中国 DR 好技师精影技能大赛金牌导师奖：1 人 

由第二届“伦琴杯“中国 DR 好技师精影技能大赛团体一等奖的战队导师获得。 

（二）团体一、二、三等奖与奋进奖：依据各战队获得的总分数依次排序确定。 



第二届“伦琴杯“中国 DR 好技师精影技能大赛团体一等奖： 1 个 

第二届“伦琴杯“中国 DR 好技师精影技能大赛团体二等奖： 2 个 

第二届“伦琴杯“中国 DR 好技师精影技能大赛团体三等奖： 3 个 

第二届“伦琴杯“中国 DR 好技师精影技能大赛团体奋进奖： 3 个 

（三）个人一、二、三等奖：  

       极致美图大赛：依据各战队相关队员个人获得的总分数依次排序确定。 

        第二届“伦琴杯“中国 DR 好技师精影极致美图大赛个人一等奖：1 位 

第二届“伦琴杯“中国 DR 好技师精影极致美图大赛个人二等奖： 1 位 

第二届“伦琴杯“中国 DR 好技师精影极致美图大赛个人三等奖： 1 位 

        （四）技术创新大赛：依据各战队相关队员个人获得的总分数依次排序确定。 

         第二届“伦琴杯“中国 DR 好技师精影技术创新大赛个人一等奖：1 位 

第二届“伦琴杯“中国 DR 好技师精影技术创新大赛个人二等奖： 1 位 

第二届“伦琴杯“中国 DR 好技师精影技术创新大赛个人三等奖： 1 位 

         （五）英语达人大赛：依据各战队相关队员个人获得的总分数依次排序确定。 

        第二届“伦琴杯“中国 DR 好技师精影英语达人大赛个人一等奖：1 位 

第二届“伦琴杯“中国 DR 好技师精影英语达人大赛个人二等奖： 1 位 

第二届“伦琴杯“中国 DR 好技师精影英语达人大赛个人三等奖： 1 位 

（六）技能红星奖： 比赛全程 2019 年 11 月 9 日 13:30-18:30 微信网络投票，票

数最高的三位个人依序获得该奖项。 

   第二届“伦琴杯“中国 DR 好技师精影技能大赛技能红星一等奖：1 位 

第二届“伦琴杯“中国 DR 好技师精影技能大赛技能红星二等奖：1 位 

第二届“伦琴杯“中国 DR 好技师精影技能大赛技能红星三等奖：1 位 



 

六、比赛日程： 

13:00-13:25 战队入场式：每队 2 分钟 VCR 介绍 

13:25-13:35 开幕致辞 

13:35-17:35 正式比赛：每队 20 分钟 

17:35-18:00 颁奖仪式 

18:00-18:30 大会总结 

 

 

中华医学会影像技术分会 

2019 年 7 月 31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