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Second
Announcement

第二轮通知

OCR 2019

联系方式

学术组：王静雯  135 6404 7259
注册组：廖小贝  151 2116 7283
住宿组：管  俊  189 0170 9558 
会场组：刘  珮 131 6280 7282
               施从新 135 6402 57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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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会顾问: （按姓氏拼音排序）

曹厚德    陈克敏    陈星荣    程永德    戴建平    冯晓源    龚洪瀚    郭启勇   贾雨辰  

江   浩    金征宇    李明华    沈天真    宋济昌    滕皋军    田建明    王小林   肖湘生  

徐   克    徐季庼    杨世埙    张国桢    张云亭    张志勇    周纯武    周康荣   周翔平  

朱   铭

大会名誉主席: 徐建光  刘士远

大会主席: 王培军

大会共同主席: （按姓氏拼音排序）

曹代荣    程敬亮    李   澄    马祥兴    宋   彬    余永强    张敏鸣   曾献军

大会副主席: （按姓氏拼音排序）

程英升     陆建平    彭卫军    陶晓峰    汪登斌    许建荣    严福华    曾蒙苏   詹松华  

大会学术委员会:（按姓氏拼音排序）

曹代荣　 常时新 　陈   爽     陈　敏　程红岩   程敬亮　 程英升　单　鸿　董伟华

耿左军　 龚启勇　顾雅佳　郭顺林　 郭佑民  韩　丹　韩　萍　何之彦　洪　楠

滑炎卿　黄丙仓　黄仲奎　贾宁阳　贾文霄　江新青　姜慧杰　金　彪　居胜红

李　澄　 李　克　李建军　李明华　李松柏　 李　欣　李玉华　李跃华　李子平

梁长虹　 梁宗辉　林光武　刘挨师　刘爱莲　刘士远　刘玉林　刘兆玉　龙莉玲

卢光明　陆建平　罗天友　马　林　马祥兴　茅爱武　 潘自来　彭卫军　彭屹峰

钱朝霞　 强金伟    乔中伟　饶圣祥　沙　炎　尚鸣异　 沈　文　施海彬　施裕新

史大鹏　 史景云　宋　彬　宋法亮　宋黎涛　 孙　钢　汤光宇　陶晓峰　汪登斌

王　滨　王　悍　 王　嵩　王光彬　王梅云　王培军　王小宜　王振常　王忠敏

席　芊　鲜军舫　 萧　毅　 徐文坚　许建荣　 续晋铭　严福华　颜志平　杨　军

杨继金  杨维竹　 杨秀军　姚伟武　姚振威　叶剑定　 银　武　印　弘   于春水

余永强　 袁慧书　袁建华　曾蒙苏　曾献军　詹松华    张贵祥　张国福　张　辉

张惠茅　 张敏鸣　张伟国　张小明   张雪宁　张永海　赵心明　郑传胜　钟玉敏

周　滟　周　石  周正荣　朱　铭　朱海云　朱　力　 朱文珍

第九届东方放射学大会主席

                                      2019年8月

组织架构欢迎辞
尊敬的各位专家、各位同道：

由上海市医学会、上海市医学会放射学分会主办，华东六省及河南省、四川省放射学会

协办的第九届东方放射学大会 (The 9th OCR) 将于2019年8月23日～8月25日在上海国际会

议中心隆重召开！

上海是全国改革开放排头兵和创新发展先行者。忆往昔，黄浦江畔，一声号令，浦东开

发，全面启动；看今朝，浦江两岸，日新月异，四个中心，初步建成；以推动科技创新为核

心，率先转向创新驱动、转型发展的轨道。海纳百川、追求卓越、开明睿智、大气谦和，铸

就了独特的上海城市品格。

东方放射学大会创立于2011年，是在华东六省一市放射学大会和上海放射学年会基础上

发展而来，提出了“立足上海，面向全国，冲出亚洲，放眼世界”的目标，紧跟上海创新发

展的步伐，融合上海海纳百川的品格，东方放射学大会的形式和内容不断丰富，与国内外的

合作交流不断加强，学术影响力不断提升，已成为全国区域性放射学大会的重要代表之一，

OCR正朝着“冲出亚洲、放眼世界”的目标不断迈进。

2010年的世界博览会在上海举办，是中国举办的首届世界博览会，创造了12项世界纪

录，“城市，让生活更美好”的和谐城市理念已深入人心。本次大会将延续上海世博会的精

神，以“影像让医学更精彩”为主题，直面共同关心的医学难题，充分展示影像医学的创新成

果，充分展示影像医学在医学发展中的引领作用，充分体现“影像让医学更精准、影像让人

民更健康”的科学和人文精神。

本次大会将邀请国内外相关领域的知名专家进行深入探讨和广泛交流，汇聚精彩观点，

碰撞思想火花，分享大师和专家们的成果。大会将先期举行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专场讲座，

并特设上海国际交流论坛、人工智能论坛、影像质量管理与对比剂安全使用论坛，还将举行

中英文论文交流、电子壁报、疑难病例阅片有奖竞答等学术活动，并采用微信等新媒体对大

会的精彩环节进行直播。大会涵盖传统影像、精准医疗、大数据及云医疗、人工智能及介入

治疗等多个交叉学科的最新进展和临床应用，力求达到传承经典、聚焦前沿、融合创新、引

领发展的目标，为参会者开阔视野、领略前沿、拓展思路、穷实基础提供一个精彩纷呈的学

习交流平台。我们相信，本次大会必将成为—次内容丰富、特色鲜明、形式新颖、充满期待

的盛会，也是—次肩负着期待与梦想，承载着责任与挑战的盛会！

让我们携手共创影像事业的新篇章，共同迎接影像医学的美好明天！八月的上海，温度

景色怡人，上海的同道热情好客，张开双臂，热忱欢迎广大放射学同行参加此次盛会。让我

们相聚浦江岸旁、共叙美好未来！

OCR 2019 ，热烈欢迎、衷心期待您的莅临！

大会组织委员会

主任委员: 谭　鸣  王培军  彭卫军

副主任委员：（按姓氏拼音排序）

程英升    陆建平    陶晓峰    汪登斌    许建荣    严福华    曾蒙苏    詹松华 

委员：（按姓氏拼音排序）

蔡卫东　 常时新　 陈　文　 程英升　仇　涛　初曙光　 崔　利　单　飞　

董伟华　 高　勇　耿道颖　 顾文权　顾雅佳　 郝楠馨　何光武　滑炎卿　黄丙仓

贾宁阳　 金　彪　 李　铭　李明华　李树平　李晓兵　李跃华　 梁宗辉　林光武

刘　靖　刘士远　陆建平　马诗国　茅爱武　孟令平　 宁　燕    钮建武　潘自来

彭卫军　彭屹峰　钱朝霞　强金伟　乔中伟　 饶圣祥　沙　炎　尚鸣异　邵志红

石　洁　史景云　舒　政　宋　彬　宋黎涛　 孙　静　孙明华　汤光宇　陶晓峰

田　红    汪登斌　 王　悍　王　嵩　王家强　王金红　王培军　王正磊　王忠敏

吴　斌　吴春根　武　刚　夏进东　萧　毅　徐长青　 徐　英    许建荣　许永华

续晋铭　严福华　 杨　军    杨春山　杨广庆　 杨红兵　 杨鸿超　 杨秀军　杨学东

姚伟武　姚问我　 姚振威　叶剑定　于　红　袁　敏　袁明远　曾蒙苏　詹松华

张　蕾　张国福　张海涛　张闽光　赵德明　赵殿辉　赵小虎　赵泽华　赵振国

钟玉敏　周　慧　周永明　周勇芳　周中浩　朱　勇　朱海云　朱怀仕　朱　莉  

邹　烨

大会秘书长：王　嵩 　萧　毅　王　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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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会顾问: （按姓氏拼音排序）

曹厚德    陈克敏    陈星荣    程永德    戴建平    冯晓源    龚洪瀚    郭启勇   贾雨辰  

江   浩    金征宇    李明华    沈天真    宋济昌    滕皋军    田建明    王小林   肖湘生  

徐   克    徐季庼    杨世埙    张国桢    张云亭    张志勇    周纯武    周康荣   周翔平  

朱   铭

大会名誉主席: 徐建光  刘士远

大会主席: 王培军

大会共同主席: （按姓氏拼音排序）

曹代荣    程敬亮    李   澄    马祥兴    宋   彬    余永强    张敏鸣   曾献军

大会副主席: （按姓氏拼音排序）

程英升     陆建平    彭卫军    陶晓峰    汪登斌    许建荣    严福华    曾蒙苏   詹松华  

大会学术委员会:（按姓氏拼音排序）

曹代荣　 常时新 　陈   爽     陈　敏　程红岩   程敬亮　 程英升　单　鸿　董伟华

耿左军　 龚启勇　顾雅佳　郭顺林　 郭佑民  韩　丹　韩　萍　何之彦　洪　楠

滑炎卿　黄丙仓　黄仲奎　贾宁阳　贾文霄　江新青　姜慧杰　金　彪　居胜红

李　澄　 李　克　李建军　李明华　李松柏　 李　欣　李玉华　李跃华　李子平

梁长虹　 梁宗辉　林光武　刘挨师　刘爱莲　刘士远　刘玉林　刘兆玉　龙莉玲

卢光明　陆建平　罗天友　马　林　马祥兴　茅爱武　 潘自来　彭卫军　彭屹峰

钱朝霞　 强金伟    乔中伟　饶圣祥　沙　炎　尚鸣异　 沈　文　施海彬　施裕新

史大鹏　 史景云　宋　彬　宋法亮　宋黎涛　 孙　钢　汤光宇　陶晓峰　汪登斌

王　滨　王　悍　 王　嵩　王光彬　王梅云　王培军　王小宜　王振常　王忠敏

席　芊　鲜军舫　 萧　毅　 徐文坚　许建荣　 续晋铭　严福华　颜志平　杨　军

杨继金  杨维竹　 杨秀军　姚伟武　姚振威　叶剑定　 银　武　印　弘   于春水

余永强　 袁慧书　袁建华　曾蒙苏　曾献军　詹松华    张贵祥　张国福　张　辉

张惠茅　 张敏鸣　张伟国　张小明   张雪宁　张永海　赵心明　郑传胜　钟玉敏

周　滟　周　石  周正荣　朱　铭　朱海云　朱　力　 朱文珍

大会组织委员会

主任委员: 谭　鸣  王培军  彭卫军

副主任委员：（按姓氏拼音排序）

程英升    陆建平    陶晓峰    汪登斌    许建荣    严福华    曾蒙苏    詹松华 

委员：（按姓氏拼音排序）

蔡卫东　 常时新　 陈　文　 程英升　仇　涛　初曙光　 崔　利　单　飞　

董伟华　 高　勇　耿道颖　 顾文权　顾雅佳　 郝楠馨　何光武　滑炎卿　黄丙仓

贾宁阳　 金　彪　 李　铭　李明华　李树平　李晓兵　李跃华　 梁宗辉　林光武

刘　靖　刘士远　陆建平　马诗国　茅爱武　孟令平　 宁　燕    钮建武　潘自来

彭卫军　彭屹峰　钱朝霞　强金伟　乔中伟　 饶圣祥　沙　炎　尚鸣异　邵志红

石　洁　史景云　舒　政　宋　彬　宋黎涛　 孙　静　孙明华　汤光宇　陶晓峰

田　红    汪登斌　 王　悍　王　嵩　王家强　王金红　王培军　王正磊　王忠敏

吴　斌　吴春根　武　刚　夏进东　萧　毅　徐长青　 徐　英    许建荣　许永华

续晋铭　严福华　 杨　军    杨春山　杨广庆　 杨红兵　 杨鸿超　 杨秀军　杨学东

姚伟武　姚问我　 姚振威　叶剑定　于　红　袁　敏　袁明远　曾蒙苏　詹松华

张　蕾　张国福　张海涛　张闽光　赵德明　赵殿辉　赵小虎　赵泽华　赵振国

钟玉敏　周　慧　周永明　周勇芳　周中浩　朱　勇　朱海云　朱怀仕　朱　莉  

邹　烨

大会秘书长：王　嵩 　萧　毅　王　悍

组织架构

第九届东方放射学大会
The 9  Oriental Congress of Radiology 

参 会 须 知

报到时间：2019年8月23日  09:00-20:00
                  2019年8月24日  07:30-12:00

报到地点：上海国际会议中心一楼

报到流程：已注册付费→凭借资料券至领取资料袋、胸牌

                  未注册付费→填写资料→缴纳会务费→凭借发票领取      
                  资料券→凭借资料券至领取资料袋、胸牌

费用：前期注册500元/人（截止到2019年8月16日）

           现场注册600元/人

讲者须知

本次会议采用幻灯片传输系统，请提前2小时将幻灯片拷贝至试

片室（上海国际会议中心三楼3A会场隔壁），同时，大会设置了

倒计时软件，超过规定发言时间，PPT将自行退出，请各位专家

严格掌握发言时间，谢谢您的理解。

主持须知

请提前1小时到场，掌握合适的讨论时间，控制会场气氛，如有

特殊情况需与学术组联系，谢谢！

学分信息

本次会议授予国家级继续教育项目Ⅰ类学分10分或II类学分3分；

项目编号：2019-09-01-042（国）

学术交流
信息

餐 饮

报到时间
及地点

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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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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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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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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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住酒店早餐时间：06:30—10:00
               日期         餐类                   地点              形式

8月23日 12:00-13:30    午餐     上海国际会议中心三楼    盒饭

8月24日 12:30-13:30    午餐    上海国际会议中心三楼    盒饭

8月25日 12:00-13:30    午餐     上海国际会议中心三楼    盒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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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 会 须 知

简要日程

住宿信息

O
C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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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九龙宾馆

地    址：上海市虹口区溧阳路601号

价    格：标准间550元/间（含双早、免费WIFI）

联系人：189 0170 9558  / 管   俊

备    注：退房时间为当天12:00

交通信息 上海国际会议中心

地    址：浦东新区滨江大道2727号

地    铁：二号线陆家嘴站2号出口，约500米，步行约6分钟即可到达

O
CR
 2
01
9 8月23日  08:30-17:50

三楼黄河厅    多维度临床思维训练与拓展论坛

8月24日  08:15-11:50
三楼国际厅    开幕式+主旨演讲

8月24日  13:30-17:20
三楼国际厅    大会报告
七楼明珠厅    大会报告
三楼黄河厅    分会场：神经与上腹部
三楼CD厅     分会场：临床科研的设计+中放青委科研金手指上海站
三楼E厅          分会场：质量管理及人工智能
三楼G厅         分会场：青年中文论文演讲比赛及论文交流
三楼HIJ厅      分会场：国际论坛

8月25日  08:30-12:00
三楼国际厅    大会报告
七楼明珠厅    大会报告
三楼黄河厅    分会场：胸部及乳腺
三楼CD厅       分会场：MR及分子影像 
三楼E厅          分会场：骨肌、头颈及五官
三楼G厅         分会场：青年英文论文演讲比赛及论文交流
三楼HIJ厅      分会场：儿科及泌尿生殖

8月25日  13:00-17:00    
三楼国际厅    大会报告+读片大赛+颁奖

会议微官网

详细日程A G E N D A
2019年8月23日    

多维度临床思维训练与拓展论坛（3F黄河厅）    

08:30-08:40

08:30-08:40

08:40-10:00

08:40-09:20

09:20-10:00

10:00-10:10

10:10-12:20

10:10-10:50

10:50-11:30

11:30-12:10

12:10-13:30

13:30-15:30

13:30-14:10

14:10-14:50

14:50-15:30

15:30-15:40

15:40-17:40

15:40-16:20

16:20-17:00

开幕式

开幕式致辞

第一单元

儿童胸壁肿瘤（恶性）影像学诊断思路
钟玉敏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儿童医学中心

脑内环形强化病变的诊断思路
王    悍   上海交通大学附属第一人民医院

茶   歇

第二单元

颈静脉孔区及咽旁肿瘤的影像诊断思路
沙    炎   复旦大学附属眼耳鼻喉科医院

乳腺X线结构扭曲和不对称的诊断思路
顾雅佳   复旦大学附属肿瘤医院

孤立性肺结节影像诊断思路
萧    毅   海军军医大学附属长征医院

午   餐   

第三单元

脑内外肿瘤的鉴别诊断思路
姚振威   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

肝内环形强化病变的影像诊断思路
贾宁阳   海军军医大学附属东方肝胆外科医院

基于病例引导的后腹膜肿瘤影像诊断思路
林    江   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

茶   歇

第四单元

附件区囊性肿块的影像诊断思路
强金伟   复旦大学附属金山医院

踝关节运动损伤影像与临床诊断思维分析
陈    爽   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

主持人：严福华

致    辞：王培军

主持人：周    滟   李    克

主持人：金    彪   史景云   于    红

主持人：潘自来   乔中伟   林光武

主持人：彭屹峰   宋黎涛   续晋铭

05 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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详细日程A G E N D A

OCR 2019

2019年8月23日    

多维度临床思维训练与拓展论坛（3F黄河厅）    

17:00-17:40

17:40-17:50

特异性肿瘤影像诊断和介入治疗临床思维训练
程英升   上海交通大学附属第六人民医院总  结

总   结

严福华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瑞金医院

2019年8月24日

主会场（3F国际厅）

08:15-09:00

09:00-10:00

09:00-09:20

09:20-09:40

09:40-10:00

10:00-10:10

10:10-11:50

10:10-10:30

10:30-10:50

10:50-11:10

11:10-11:30

11:30-11:50

11:50-13:30

开幕式

欢迎词

领导致辞

领导致辞

领导致辞

领导致辞

主旨演讲一

医影成像 整力合心 联手盟誓—中国医学影像整合联盟解读与构想
徐    克   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COPD的影像学研究进展
刘士远   海军军医大学附属长征医院

影像让医学更精彩
冯晓源   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

茶   歇

主旨演讲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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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科学院自动化研究所  

鼻咽癌影像诊断与思考
梁长虹 广东省人民医院

量化质变——前列腺癌MAGiC定量图谱研究
陈    敏 北京医院

磁共振快速成像及其心脑血管应用
郑海荣   中国科学院深圳先进技术研究院

脑动脉瘤的MRI诊断进展及破裂预测
程敬亮 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午餐卫星会（飞利浦、西门子、东软）

主持人：彭卫军

上海市医学会放射学分会主任委员  王培军

中华医学会放射学分会前任主任委员  徐     克

中华医学会放射学分会主任委员  金征宇

同济大学副校长  陈义汉

上海市医学会会长  徐建光

主持人：周纯武   贾文霄

主持人：郭顺林   张志勇

2019年8月24日    

主会场（3F国际厅）

13:30-15:10

13:30-13:50

13:50-14:10

14:10-14:30

14:30-14:50

14:50-15:10

15:10-15:20

15:20-17:20

15:20-15:40

15:40-16:00

16:00-16:20

16:20-16:40

16:40-17:00

17:00-17:20

大会报告一

多核磁共振成像及人体应用
周    欣   中国科学院武汉物理与数学研究所

脑动脉瘤的影像诊断
卢光明   东部战区总医院

重视神经眼科疾病影像诊断
王振常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同仁医院

脑部肿瘤样病变的影像学诊断
马    林   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

脑胶质瘤病理、基因分型与影像
张    辉   山西医科大学第一医院

茶   歇 

大会报告二

放射科的安全管理
马祥兴   山东大学齐鲁医院

中国影像遗传学研究
于春水   天津医科大学总医院

CEST技术及其应用研究
朱文珍   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同济医院

喉癌临床关注点与影像学分析思路
鲜军舫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同仁医院

肘关节运动创伤影像诊断
袁慧书   北京大学第三医院

颞骨肿瘤性病变的诊断要点 Case based review
李松柏   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主持人：田建明   宋济昌

主持人：严福华   王    悍

OCR 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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详细日程A G E N D A
2019年8月24日    

分会场——神经及上腹部（3F黄河厅）    OCR 2019
13:30-15:10

13:30-13:50

13:50-14:10

14:10-14:30

14:30-14:50

14:50-15:10

15:10-15:20

15:20-17:20

15:20-15:40

15:40-16:00

16:00-16:20

16:20-16:40

16:40-17:00

17:00-17:20

大会报告三

肝脏血管源性肿瘤的影像诊断
赵心明   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医院

腹部影像鉴别之抽丝剥茧
居胜红   东南大学附属中大医院

直肠癌规范化扫描技术和结构化报告建立
张惠茅 吉林大学中日联谊医院

肝脏少见肿瘤的鉴别诊断
刘玉林 湖北省肿瘤医院

肝脏良性病变诊断思路
刘爱连 大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茶   歇

大会报告四

常见脾肿瘤影像诊断及鉴别诊断
沈    文 天津市第一中心医院

神经放射影像发展前沿
龚启勇 四川大学华西医院

高级别胶质瘤术后综合影像学评估
洪    楠   北京大学人民医院

颅内动脉磁共振血管壁成像临床研究进展与专家共识
李    澄 东南大学附属中大医院

脑胶质瘤规范影像检查及其临床意义
曹代荣 福建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中国健康成人心脏结构和功能MRI测量研究
李坤成 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

  

主持人：陶晓峰   潘自来

主持人：杨    军   叶剑定

2019年8月24日    

分会场（7F明珠厅）

13:30-15:10

13:30-13:50

13:50-14:10

14:10-14:30

14:30-14:50

14:50-15:10

15:10-15:20

15:20-17:20

15:20-15:40

15:40-16:00

16:00-16:20

16:20-16:40

16:40-17:00

17:00-17:20

第一节

神经黑色素成像的基本原理和临床应用
严福华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瑞金医院

功能神经影像与人工智能及其临床价值分享
耿道颖 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

Tau蛋白相关中枢神经系统变性疾病的MRI评估
李郁欣 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

脑胶质瘤磁共振引导下内放射治疗
王金林 海军军医大学附属长征医院

易误诊的脑胶质瘤影像识别
凌华威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瑞金医院

茶   歇 

第二节

脑平扫+增强+cta+ctv+ctp一站式在脑肿瘤中的应用 
李树平   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五五医院

颅内静脉窦血栓的影像学诊断
魏小二 上海交通大学附属第六人民医院

胰腺癌影像诊断进展与挑战
陆建平 海军军医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胰腺神经内分泌肿瘤的CT/MR诊断及其研究进展 
曾蒙苏 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

肝脏局灶富血供病变影像学诊断策略
王    嵩 上海中医药大学附属龙华医院

肝内胆管细胞癌的影像鉴别诊断
贾宁阳 海军军医大学附属东方肝胆外科医院

    

主持人：姚振威   谭文莉

主持人：赵俊功   王    莉

O C R  2 0 1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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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30-15:30

13:30-14:00

14:00-14:30

14:30-15:00

15:00-15:30

15:30-15:40

15:40-17:40

15:40-16:10

16:10-16:40

16:40-17:10

17:10-17:40

第一节

临床研究选题
蔡    倩   Elsevier大中华区

临床研究方法学与质量控制：观察性研究
张思航   Elsevier大中华区

临床研究方法学与质量控制：临床试验
张思航   Elsevier大中华区

临床研究的统计学方法和数据处理
李    竺   Elsevier大中华区

茶   歇

第二节

医学影像研究设计的基本原则
张龙江   东部战区总医院

文章写作技巧
周福庆   南昌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常见类型简介及个性化申请
娄    昕   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

国际合作课题临床科研设计思路
张    冰   南京鼓楼医院

    

主持人：张佳胤   杨文洁

主持人：程英升   范    丽

2019年8月24日    

分会场——临床科研的设计（3CD厅）    

O C R  2 0 1 9 详细日程A G E N D A

13:30-15:10

13:30-13:50

13:50-14:10

14:10-14:30

14:30-14:50

14:50-15:10

15:10-15:20

15:20-17:00

15:20-15:40

15:40-16:00

16:00-16:20

16:20-16:40

16:40-17:00

第一节

钆对比剂的安全应用规范
王培军   同济大学附属同济医院

钆对比剂在儿童使用中的规范
钟玉敏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儿童医学中心

放射诊断质控工作的解读
陈克敏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瑞金医院

放射科检查项目分层管理的实践经验分享
詹松华   上海中医药大学附属曙光医院

如何做好区域医疗中心质控工作
宋    彬    上海市闵行区中心医院

茶   歇

第二节

AI在乳腺X线辅助诊断中临床应用的价值和限度
彭卫军   复旦大学附属肿瘤医院

影像标注规范
刘    凯   海军军医大学附属长征医院

脑影像定量分析及AI应用
王    鹤   复旦大学类脑研究所

人工智能标准影像库的建立
刘    雷   复旦大学大数据学院

人工智能软件临床验证初探
施裕新   上海市公共卫生临床中心

   

主持人：杨继金   黄丙仓

主持人：强金伟   席    芊

2019年8月24日    

分会场——质量管理及人工智能（3E厅）    



详细日程A G E N D A

OCR 2019
13:30-15:10

13:30-13:40

13:40-13:50

13:50-14:00

14:00-14:10

14:10-14:20

14:20-14:30

14:30-14:40

14:40-14:50

14:50-15:00

15:00-15:10

15:10-15:20

中文论坛一

心外膜脂肪体积与生理性右心室游离壁心肌脂肪浸润的关系
陈炽华   上海交通大学附属瑞金医院

肺浸润性腺癌的能谱 CT定量参数与EGFR突变相关性分析
余    烨   上海交通大学附属仁济医院

低剂量CT自适应统计迭代重建（ASIR-v）技术对肺标本气道测量的

可行性研究
张    琳   上海交通大学附属第一人民医院

cMET靶向纳米抑制剂对胶质瘤生长的影响研究
樊    奇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九人民医院

磁共振组学在甲状腺癌颈部淋巴结转移预测中的价值
胡文娟   上海市闵行区中心医院

基于定量磁化率成像通过深度学习和组学方法对帕金森病的诊断
贺娜英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瑞金医院

增强扫描后补充T2 FLAIR序列有助于鉴别胶质瘤复发与放射性坏死
吴诗熳   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

表观扩散系数直方图在新辅助化疗前预测Luminal型乳腺癌疗效的价值
耿小川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仁济医院

基于DCE-MRI组学的机器学习模型预测HER2阳性浸润性乳腺癌

新辅助治疗疗效的价值
李    芹   复旦大学附属肿瘤医院

融合MR-T2WI和T1增强的影像组学特征的卵巢癌复发风险预测
李海明   复旦大学附属肿瘤医院

茶   歇

主持人：梁宗辉   贾宁阳

评委：朱    凌   范    丽   倪    炯

2019年8月24日    

分会场——青年中文论文演讲比赛及论文交流（3G厅）    

15:20-17:20

15:20-15:30

15:30-15:40

15:40-15:50

15:50-16:00

16:00-16:10

16:10-16:20

16:20-16:30

16:30-16:40

16:40-16:50

16:50-17:00

17:00-17:10

17:10-17:20

中文论坛二

磁共振引导聚焦超声治疗器官局限性中危组前列腺癌安全性和有效性评估
阳青松 海军军医大学附属长海医院

基于影像组学Nomogram对胰腺癌淋巴结转移的预测研究
边    云   海军军医大学附属长海医院

脑梗死后运动性失语的脑功能活动局部一致性研究
王顺娟   松江区中心医院

颈动脉易损斑块的血管重构及弥散加权成像研究
陈喆祎   上海市第八人民医院

基于术前磁共振影像的卷积神经网络对骨巨细胞瘤刮除术后复发的预测
何沂峰   上海市第一人民医院

匹茨堡复合物B修饰的顺磁性纳米胶束的制备及其结合淀粉斑块的体外研究
吴佳琪   同济大学附属同济医院

同反相位MRI诊断小儿肾上腺腺瘤的价值
李婷婷   上海交通大学附属儿童医院

含可疑钙化的乳腺良性增生性病变的MRI诊断价值
邬昊婷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新华医院

3.0T磁共振小剂量钆对比剂增强T1 Mapping技术定量评估肾透明细胞癌

肿瘤分级及其与乏脂血管平滑肌脂肪瘤鉴别的研究
王    帅   同济大学附属第十人民医院

基于深度学习的胸片心脏增大判定研究
潘亚玲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瑞金医院

慢性创伤性脑损伤后认知障碍大鼠模型弥散峰度成像的研究
王铭梁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第六人民医院

基于DTI轻度认知障碍患者脑结构网络研究
李芸菲   复旦大学附属第五人民医院

13 14

主持人：饶圣祥   张国福

评委：单    飞   李郁欣   李    铭

O C R  2 0 1 9
2019年8月24日    

分会场——青年中文论文演讲比赛及论文交流（3G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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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CR 20192019年8月24日    

分会场——国际论坛（3HIJ厅）    

13:30-15:30

13:30-14:00

14:00-14:30

14:30-15:00

15:00-15:30

15:30-15:40

15:40-17:40

15:40-16:10

16:10-16:40

16:40-17:10

17:10-17:40

第一节

钆剂脑沉积相关最新研究回顾Gd deposition in the brain: 

overview of recent studies
professor Seung Hong Choi   Seoul National University Hospital

New development of quantitative mapping techniques
professor  Yong Zhang美国田纳西州孟菲斯市圣强德儿童研究医院

AI-Enabled innovation in healthcare
Professor Chiau Choo Chiap   university of London  

影像技术新趋势
Professor  V.Martin   Erlangen University

茶   歇

第二节

Imaging findings and diagnostic criteria of Tuberous sclerosis complex
汪登斌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新华医院 

CE T2 flair on central nervous system
姚振威   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

Diffusion kurtosis imaging study of rectal adenocarcinoma associa-

tion with histopathologically prognostic factors 
张    欢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瑞金医院

CT-FFR and CT myocardial perfusion imaging: optimization of 

diagnostic strategy
张佳胤 上海交通大学附属第六人民医院

主持人：张    欢   柴维敏

主持人：王金红   杨文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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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会报告五

中国脑卒中影像指导规范（2019年国家卫健委白皮书）解析
娄    昕   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

三脑室与下丘脑肿瘤的诊断与鉴别思路
孙    钢   济南军区总医院

进一步认识获得性脑白质脱髓鞘疾病
余永强   安徽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脑疾病磁共振影像研究及展望
张敏鸣   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二医院

基于MRI和机器学习预测新生儿颅高压
廖伟华   中南大学湘雅医院

茶   歇

大会报告六

磁共振引导聚焦超声(磁波刀)治疗在神经和体部疾病的应用
王梅云   河南省人民医院

人工智能在放射诊断及介入治疗中的应用
郑传胜   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协和医院

主动脉夹层的影像诊断及治疗
周    石   贵州医科大学附属医院

CT三维重建技术及临床解析
宋法亮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医院

组织追踪技术在心肌病中的应用
朱    力   宁夏医科大学总医院

午餐卫星会（联影、通用电气）

主持人：陆建平   萧    毅

主持人：许建荣   史景云

2019年8月25日    

主会场（3F国际厅）    

08:30-10:10

08:30-08:50

08:50-09:10

09:10-09:30

09:30-09:50

09:50-10:10

10:10-10:20

10:20-12:00

10:20-10:40

10:40-11:00

11:00-11:20

11:20-11:40

11:40-12:00

12:00-13:30



第一节

放射影像技术在肺部肿瘤病理诊断中的作用和争议
叶剑定   上海交通大学附属胸科医院

再谈胸部CTA与大咯血
于    红   上海交通大学附属胸科医院

肺弥漫小结节CT诊断思路
杨文洁   上海交通大学附属瑞金医院

肺磨玻璃结节影像思维
李惠民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新华医院

乳腺纤维腺瘤粘液变性与粘液癌的MRI鉴别诊断
汪登斌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新华医院

茶歇

第二节 

双乳同时性乳腺癌临床病理特点及MRI表现分析
彭卫军 复旦大学附属肿瘤医院

肺小磨玻璃结节的CT诊断进展-传统征象和数学模型
单    飞   上海市公共卫生临床中心

影像组学在三阴性乳腺癌中的应用
顾雅佳   复旦大学附属肿瘤医院

乳腺癌骨转移影像学检查现状
华    佳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仁济医院

乳腺MRI新技术临床应用初探
柴维敏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瑞金医院

午   餐  

主持人：滑炎卿   倪    烔

主持人：李康安   郝    强

2019年8月25日    

分会场——胸部及乳腺（3F黄河厅）

08:30-10:10

08:30-08:50

08:50-09:10

09:10-09:30

09:30-09:50

09:50-10:10

10:10-10:20

10:20-12:00

10:20-10:40

10:40-11:00

11:00-11:20

11:20-11:40

11:40-12:00

12:00-13:30

OCR 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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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8月25日    

分会场（7F明珠厅）    

08:30-10:10

08:30-08:50

08:50-09:10

09:10-09:30

09:30-09:50

09:50-10:10

10:10-10:20

10:20-12:00

10:20-10:40

10:40-11:00

11:00-11:20

11:20-11:40

11:40-12:00

12:00-13:30

大会报告七

肝脏铁沉积的影像定量诊断
龙莉玲   广西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肾脏少见肿瘤影像诊断思路
张雪宁   天津医科大学第二医院

胰腺囊性肿瘤的影像征象分析及鉴别
姜慧杰   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

食管癌TNM分期影像诊断新进展/宫颈癌的MR诊断分期与新进展
江新青   广州市第一人民医院

甲状腺双能量CT的临床科研探索之路
韩    丹   昆明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茶   歇

大会报告八

急性高原病HACE和HAPE的影像特点
张永海   青海省人民医院

病毒性脑炎影像诊断
耿左军   河北医科大学第二医院

儿童副肿瘤综合征影像学表现 
李    欣   天津市儿童医院

儿童髋关节疼痛的影像学诊断
曾献军   南昌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肺小结节的处置
陈克敏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瑞金医院

午   餐

主持人：曾蒙苏   朱海云

主持人：常时新   尚鸣异

详细日程A G E N D AO C R  2 0 1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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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CR 20192019年8月25日    

分会场——MR及分子影像（3CD厅）    

08:30-10:10

08:30-08:50

08:50-09:10

09:10-09:30

09:30-09:50

09:50-10:10

10:10-10:20

10:20-12:00

10:20-10:40

10:40-11:00

11:00-11:20

11:20-11:40

11:40-12:00

12:00-13:30

第一节

mDIXON原理和应用
汤光宇   同济大学附属第十人民医院

脑卒中影像及AI进展
李跃华   上海交通大学附属第六人民医院

非增强MRA应用与进展
林    江   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

基于磁共振窦道造影的复杂创面修复应用
陆    勇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瑞金医院

多模态MRI在正常压力脑积水的应用及进展
林光武   复旦大学附属华东医院 

茶   歇

第二节

胰腺癌分子影像学研究
程英升   上海交通大学附属第六人民医院

国产磁共振相控HIFU设备的研发与临床试验
王    悍   上海交通大学附属第一人民医院

脑小血管病的形态学演变及网络特征
赵小虎   复旦大学附属上海市第五人民医院

稀土材料纳米探针在影像医学中的应用
张家文   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

基于肝癌及胰腺癌精准治疗的动物模型及分子影像学研究
郑林丰   上海交通大学附属第一人民医院

午   餐

主持人：詹松华   孟令平

主持人：董伟华   李茂全

O C R  2 0 1 9
2019年8月25日    

分会场——骨肌、头颈及五官（3E厅）    

08:30-10:10

08:30-08:50

08:50-09:10

09:10-09:30

09:30-09:50

09:50-10:10

10:10-10:20

10:20-12:00

10:20-10:40

10:40-11:00

11:00-11:20

11:20-11:40

11:40-12:00

12:20-13:30

第一节

小腿运动损伤的MRI
陈    爽   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

全身血管炎的影像诊断
许建荣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仁济医院

快速破坏进展性关节病的病因及影像分析
姚伟武   上海交通大学附属第六人民医院

关节软骨影像学研究进展
汤光宇   同济大学附属第十人民医院

深度学习在骨盆骨肿瘤影像自动识别中的应用研究
艾松涛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九人民医院

茶   歇

第二节

头颈部脉管畸形的影像诊断价值
陶晓峰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九人民医院

眶内感染影像诊断思路
张    蕾   上海交通大学附属第一人民医院

甲状腺癌颈部淋巴结转移特点
沙    炎   复旦大学附属眼耳鼻喉科医院

颈部淋巴结病变的影像诊断
周正荣   复旦大学附属肿瘤医院

磁共振高清弥散在眼耳鼻颅底的应用价值
顾雅佳   复旦大学附属肿瘤医院

午   餐

主持人：彭屹峰   王晨光

主持人：庄奇新   宋    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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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文论坛一

Emphysema and airways remodeling in patients with chronic 
obstructive pulmonary disease: lobar level CT quantitative analysis 
and correlation 
管    宇   海军军医大学附属长征医院

Clinicopathologic features and lymph node metastatic characteristics 
in patients with adenocarcinoma manifesting as part-solid nodule 
exceeding 3cm in diameter
李    巍   同济大学附属肺科医院

The role of c-Met in molecular imaging of head and neck squamous 
cell carcinoma
吴    珺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九人民医院

Differentiation of sinonasal mucosal melanomas from sinonasal 
lymphomas based on MRI radiomics nomogram
郭林英   复旦大学附属眼耳鼻喉科医院

Prefrontal-striatum circuits in classifying and characterizing internet 
gaming disorder：A study of magnetic resonance imaging feature 
engineering
韩    旭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仁济医院

Prediction for grading of stereotactic biopsy glioma targets based on 
preoperative MRI textural analysis 
芮文婷 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

Morphologic changes of lumbosacral nerve roots on MRN: diagnostic 
value in CIDP and correlation with electrophysiological parameters
吴    菲   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

The volumetric-tumour histogram-based analysis of intravoxel 
incoherent motion and non-Gaussian diffusion MRI：Association with 
prognostic factors in HER2-positive breast cancer
尤    超   复旦大学附属肿瘤医院

A simple freehand technique for MRI-guided needle localization of 
suspicious breast lesions
张    庆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仁济医院

Multiparametric MRI-based radiomics nomogram in prediction of 
lymph node metastasis of early-stage cervical cancer preoperatively
肖美玲   复旦大学附属金山医院

茶   歇

主持人：金    彪   王    悍

评    委：钱黎俊   童    彤   金    航

2019年8月25日    

分会场——青年英文论文演讲比赛及论文交流（3G厅）    

O C R  2 0 1 9

08:30-10:10

08:30-08:40

08:40-08:50

08:50-09:00

09:00-09:10

09:10-09:20

09:20-09:30

09:30-09:40

09:40-09:50

09:50-10:00

10:00-10:10

10:10-10:20

英文论坛二

A new imaging modality to accurate differentiate various histopathological 
structures and Grading of Prostate Cancer
阳青松   海军军医大学附属长海医院

A comparative study of the value of MR follow-up in the management of 
local recurrent osteosarcoma after surgery
王晗琦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瑞金医院

Magnetic resonance morphologic features predict progression of 
incidental pancreatic cystic lesions during follow-up
朱    硕 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

Agreement ,reliability and reproducibility of mdixon quantification for 
myocardial fat content in normal adults
秦    乐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瑞金医院

Modified dendrimer nanoparticles for CT imaging and therapy of 
osteosarcoma
尹芳芳 上海市第一人民医院

Imaging diagnosis and differential diagnosis of pancreatoblastoma(PB) 
and solid pseudopapillary tumours (SPTs) in children.
阳朝霞 复旦大学附属儿科医院

CT and MRI appearances of the malignant vaginal tumors in children: 
Endodermal sinus tumor and rhabdomyosarcoma
孙    帆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新华医院

Evaluation of Intravoxel incoherent motion diffusion-weighted imaging 
(IVIM-DWI) for quantitative ileal Crohn’s disease assessment
孙珮雯 同济大学附属第十人民医院

Changes in brain lateralization in patients with mild cognitive impairment and 
alzheimer’s disease: a resting-state functional magnetic resonance study
刘    浩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第六人民医院

Primary disruption of the memory-related subsystems of the default mode 
network in alzheimer’s disease: resting-state functional connectivity MRI study
亓慧慧 同济大学附属同济医院

Increased intrinsic default-mode network activity as a compensatory-
mechanism in aMCI: resting-state functional connectivity MRI study
胡绮莉 复旦大学附属第五人民医院

午   餐

主持人：汪登斌   林    江

评    委：张玉珍   杨文洁   张佳胤

2019年8月25日    

分会场——青年英文论文演讲比赛及论文交流（3G厅）    

10:20-12:10

10:20-10:30

10:30-10:40

10:40-10:50

10:50-11:00

11:00-11:10

11:10-11:20

11:20-11:30

11:30-11:40

11:40-11:50

11:50-12:00

12:00-12:10

12:10-13: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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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儿童肝肿瘤的影像诊断
李玉华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新华医院

小儿胸锁乳头肌病变影像学诊断思路
杨秀军   上海交通大学附属儿童医院

新生儿脑损伤影像学表现
乔中伟   复旦大学附属儿科医院

胎盘绒毛膜血管瘤的MRI表现
钱朝霞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国际和平妇幼保健院

胎儿泌尿系统畸形磁共振影像
刘    明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新华医院

茶   歇 

第二节

儿童心肌炎的磁共振诊断
钟玉敏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儿童医学中心

滋养细胞肿瘤的影像诊断
张国福   复旦大学附属妇产科医院

肾脏乏血供肿瘤影像的CT及MRI诊断
林光武   复旦大学附属华东医院 

女性生殖系统发育发育异常的磁共振诊断
钱朝霞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国际和平妇幼保健院

前列腺癌MR诊断及其挑战
郑少强   同济大学附属同济医院

膀胱癌的影像诊断及分期
赵秋枫   上海中医药大学附属龙华医院

午   餐

2019年8月25日    

分会场——儿科及泌尿生殖（3HIJ厅）

08:30-10:10

08:30-08:50

08:50-09:10

09:10-09:30

09:30-09:50

09:50-10:10

10:10-10:20

10:20-12:00

10:20-10:40

10:40-11:00

11:00-11:20

11:20-11:40

11:40-12:00

12:00-12:20

12:20-13:30

主持人：王    谦   田晓梅

主持人：强金伟   庄志国

OCR 2019
大会报告九

脊髄不典型病变MR诊断
李明华   上海交通大学附属第六人民医院

肺结节诊疗，中国的亮点、痛点和愿景
肖湘生 海军军医大学附属长征医院

普美显对比剂在肝肿瘤诊断中的功能成像意义
周康荣 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

疑难病例读片比赛

读片点评
陈星荣   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

读片点评
张国桢   复旦大学附属华东医院

读片点评
杨世埙   上海交通大学附属第六人民医院

读片点评
宋济昌   复旦大学附属眼耳鼻喉科医院

闭幕式

2019年8月25日    

主会场（3F国际厅）    

13:30-14:30

13:30-13:50

13:50-14:10

14:10-14:30

14:30-16:30

14:30-16:30

16:30-17:00

主持人：彭卫军   王    嵩

主持人：张佳胤   彭新桂

评    委：彭卫军   严福华   詹松华   王    嵩

王    悍   萧    毅   陶晓峰   汪登斌

主持人：严福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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