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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届国际艾滋病临床影像学会议暨第七届全国感染 

及传染病影像学新进展学术会议 

中国研究型医院学会感染与炎症放射学专委会第一届学术会议

日程安排 

2016 年 06 月 23-26 日 

中国﹒大连 

 

 

国家级继续教育学习班 

2016-06-24 日 (星期五) 全天          地点：    

继续教育项目执行主席 李宏军教授 

08:00-10:10 继续教育专题讲座（一） 

             8:00-8:10 开班仪式 

主持人 陆普选    张惠娟    廖锦元 

08:10-08:50 HBV 相关肝细胞癌 MR 分级诊断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佑安医院  李宏军 

08:50-09:30 不同组织来源的肝转移瘤放射学诊断 

郑州大学一附院  高剑波教授 

09:30-10:00 肝病相关颅内疾病的影像学诊断  

上海复旦大学华山医院   冯晓源 

10:00-10:10               茶           歇 

10:10-12:10 继续教育专题讲座（二） 

主持人 李咏梅     沈桂权    王敏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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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0-10:50 肝脏原发恶性肿瘤放射学诊断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佑安医院  赵大伟 

 

10:50-11:30 肝脏非肿瘤性囊性病变放射学诊断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佑安医院   李云芳 

11:30-12:10 医学影像论文投稿策略  

磁共振成像杂志社  贺光军 

12:10-14:00 午餐休息 

14:00-17:40 继续教育专题讲座（三） 

主持人 刘白鹭       孙希文      徐秋贞 

14:00-14:40 艾滋病相关肝脏感染的放射学诊断诊断问题 

上海公共卫生中心     施裕新 

14:40-15:20 肝脏良性肿瘤及肿瘤样病变放射学诊断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佑安医院   李雪芹  

15:20-15:50 How to review a paper  

（JMRI 主编）Chair of Radiology, Stony Brook 

University, NY.US MAR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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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50-16:20 mistakes scientific authors make   

Chair of Radiology,Stony Brook University, 

NY.US MARK 

16:20-17:00 肝脏包虫病的放射学诊断及最新进展  

新疆医科大学附属第二附属医院   王红 

17:00-17:40 肝脏局灶结节性增生的影像学诊断 

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医院    赵心明 

中国研究型医院学会感染与炎症放射学专委会成立大会 

时间：2016-06-24 日  15:00-17：00 

成立大会主席：李宏军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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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别会议（1） 

2016-06-24 日 (星期五)   20：00-22：00              

会议总负责人：李宏军 教授 

 

 

 

 

 

 

 

会

议

内

容

安

排 

     中放传染病放射专委会委员扩大会议 

1．参加人员： 

   （1）中放传染病放射专委会委员、青年委员（60人） 

   （2）中国性病艾滋病协会艾滋病临床影像学专委会主委、

副主委、各省市负责人（40人） 

（3）中国研究型医院学会感染与炎症放射学专业委员会主

委、副主委、秘书长及常委（45人） 

   （4）中国医院协会传染病医院管理分会感染病影像学组组

长、副组长（10人） 

（5）《Radiology  of  infections diseases》杂志编辑

特邀专家（50人） 

2． 主要内容 

（1）传染与感染病影像学组织主要职责和重点工作—李宏

军教授 

（2）2016年10月中放大会动员和准备工作—陆普选教授 

（3）各省学会（组）的架构设想---施裕新教授 

（4）《Radiology  of  infections diseases》杂志的发

展策略--李宏军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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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会主会场 

2016-06-25 日上午（星期六）      

大会主席 李宏军教授       伍建林教授                           

08:00-09:00                  开幕式 

主持人：边杰教授 

1. 大会主席   李宏军教授致开幕词 

2. 大连医科大学附属二院院长   赵作伟教授致欢迎辞 

3. 大会主席  大连大学中山医院副院长  伍建林教授致欢迎辞 

4. 领导讲话： 

   （1）戴建平  中华国际医学交流基金会理事长 美国医学科学院

外籍院士  

   （2）王发强  中国研究型医院学会会长  

   （3）莊发    中国性病艾滋病防治协会副会长兼秘书长 

   （4）李宁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佑安医院院长  

   （5）祁吉    原中华放射学会主任委员 澳大利亚墨尔本籍  

    5. 合影留念 

09:00-10:00 大会专题讲座（一） 

主持人 祁 吉    伍建林    陆普选 

09:00-09:20 医学影像系技术的最新进展与临床应用   

中华医学管理学会   戴建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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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9:20-09:40 医学发展与大数据平台建设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佑安医院    李宁 

09:40-10:00 传染病放射学的发展机遇与挑战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佑安医院  李宏军 

10:00-12:00 大会专题讲座（二） 

主持人 王绍武   吴仁华   施裕新 

10:00-10:20 影像组学及其临床应用             

中国科学院自动化研究所    田捷 

10:20-10:40 Imaging of musculoskeletal infections   

 Chair of Radiology, Stony Brook University, 

NY.US MARK 

10:40-11:00 How to increase your diagnositic specificity for 

brain lesions and infections with advanced MRI 

techniques 

美国加州大学    Meng Law 

11:00-11:20 分子探针与肿瘤成像          

中国科学院化学纳米研究所  高明远 

11:20-11:40 胶质瘤分子影像与精准给药研究      

中国科学院深圳研究院   郑海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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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40-12:00 间质表现的肺结核 CT 特点与诊断  

大连医科大学中山医院   伍建林 

 

 

 

 

 

 

 

 

 

 

 

大会主会场 

2016-06-25 日（星期六）下午                                 

13:30-14:50 大会专题讲座（三） 

主持人 许建荣    高 波   刘白鹭 

13:30-13:50 Imaging of intracranial infection（Neuro imaging 

of cystic lesions） 

美国加州大学医学院    Chi-Shing Zee 

13:50-14:10 传染病防治现状及思考   

上海复旦大学公共卫生中心   卢洪洲  

14:10-14:30 肺段感染病变的影像学诊断   

北京友谊医院    马大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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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30-14:50 肝细胞特异性对比剂对肝硬化异常灌注灶的诊断价

值 

大连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   边杰 

14:50-16:10 大会专题讲座（四） 

主持人 宋焱   刘强   张玉忠 

14:50-15:10 Thoracic and cardiovascular manifestations of 

HIV-a recap. Pro- Madhav's Affiliation  

Ambedkar Medical College, Bangalore, Karnataka, 

India   Dr. B.R .  

15:10-15:30 MRI-guided Interventions    

中国科技大学影像学中心   邱本胜 

15:30-15:50 毛霉菌肺炎的影像学诊断   

中国医学科学院北京协和医院   宋伟  

15:50-16:10 SARS 与 MERS导致医务人员感染伤亡的现状及思考 

深圳第三人民医院   陆普选  

16:10-16:20                  茶      歇 

16:20-18:00 大会专题讲座（五） 

主持人 鲁植艳    徐海波    刘晋新 

16:20-16:40 心肌组织特征磁共振成像基础与临床应用   

四川大学华西医院   郜发宝 



 9 

16:40-17:00 医学影像新技术在新发传染病影像学诊断应用   

上海复旦大学公共卫生中心   施裕新  

17:00-17:20 心肌炎 MRI诊断  

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医院   夏黎明   

17:20-17:40 磁性纳米颗粒在体成像中的应用 

中国科学院化学纳米研究所  乔瑞瑞  

17:40-18:00 脑内环形强化的炎性病变影像诊断思路   

北京天坛医院   马军  

特别卫星会议 

2016-06-25 日(星期六) 中午   12：30-13：30               
 

主持人 特异性对比剂--在 HBV 相关肝细胞癌 MR 分级诊断的

临床应用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佑安医院  李宏军 

 
东软医疗卫星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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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级继续教育学习班 

2016-06-25 日下午(星期六)        

继续教育项目执行主席      李宏军教授 
 

13:30-15:30   继续教育专题讲座（五） 

主持人 李萍    刘进康    任莹 

13:30-13:50 HBV 肝硬化结节癌变过程功能影像学研究进展   

北京大学三院    谢敬霞   

13:50-14:10 儿童肝胆疾病放射学诊断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儿童研究所   袁新宇 

14:10-14:30 肝脏恶性肿瘤的肝外转移放射学诊断问题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佑安医院   陈枫 

14:30-14:50 肝脏血管性病变放射学诊断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佑安医院  张瑞池 

14:50-15:10 PET-CT在肝脏疾病的临床应用 

北京大学医院 核医学科 王荣福教授 

15:10-15:30 肝移植术后的影像学评估   

武汉大学中南医院   鲁植艳 

15:30-15:40 茶      歇 

15:40-18:00 继续教育专题讲座（六） 

主持人 沙琳     张娜     劳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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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40-16:00 胆道系统良、恶性疾病放射学诊断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佑安医院   李莉 

16:00-16:20 肝脏代谢性疾病放射学诊断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佑安医院 齐石 

16:20-16:40 肝内病灶铁含量和脂肪含量在鉴别诊断中的价值  

上海仁济医院   许建荣  

16:40-17:00 肝脏良性占位病变的影像诊断     

解放军 302医院  安维民 

17:00-17:20 遗传性出血性毛细血管扩张症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佑安医院  宋文艳 

17:20-17:40 国内论文跨出国门的一条绿色通道—二次文献的潜

在价值  

临床放射学杂志   袁德启 

17:40-18:00 医学论文写作的基本要求 

实用放射学杂志   李秋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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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别会议（2） 

2016-06-25 日 (星期五) 晚 20：00-22：00              

 

会议总负责人： 李宏军教授 

 

 

 

 

 

会

议 

内

容 

安

排 

主要内容 

一、39种传染病临床影像大数据科研台平建设重大课题发布会 

二、人禽流感临床影像学检查与诊断专家共识初步构想 

三、《实用肝病影像学》专著编写国外出版及世界著名出版集团 

Springer 的编写要求 

1．参加人员： 

（1）中放传染病放射专委会委员、青年委员（60人） 

（2）中国性病艾滋病协会艾滋病临床影像学专 委会主委、

副主委、各省市负责人（40人） 

（3）中国研究型医院学会传染及炎症放射学专业委员会主

委、副主委、秘书长及常委（45人） 

（4）中国医院协会传染病医院管理分会感染病影像学组组

长、副组长（10人） 

（5）《Radiology  of  infections diseases》杂志编及

特邀专家（50人） 

2． 报告人 

（1）李宏军教授  重大科研课题发布 

（2）陆普选教授  专家共识初步构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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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李宏军教授   中英文专著编写要求、分工安排 

（4）施裕新教授   小 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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肝病分会场 

2016-06-26 日上午(星期日)  

肝病会场主席: 鲁植艳 教授          

08:00-09:40 分会场肝病专题讲座 

主持人 鲁植艳     纪建松 

08:00-08:20 医学放射学诊断在肝脏创伤中的分类及诊断要点 

天津医科大学附属一中心医院 沈文  

08:20-08:40 三维重建及影像融合在原发性肝癌临床决策中的作

用 

上海公共卫生中心   袁敏 

08:40-09:00 Gd-EOB-DTPA对肝硬化交界性结节的诊断及预后 

南通市第三人民医院影像科  陆健 

09:00-09:20 256 层 CT 灌注在肝硬化门脉系统血栓性疾病中的研

究 

昆明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放射科  孙勇 

09:20-09:40 37 例少见盆腔脓肿病例 MSCT诊断 

上海瑞金医院   唐永华        

09:40-09:50 休息 

09:50-11:50 论文交流 

主持人 曲金荣      李勇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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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9:50-10:00 肝脏胆管内乳头状瘤的 CT 和 MR表现  

上海公共卫生中心    宋凤祥 

10:00-10:10 肝脏少见原发性恶性肿瘤放射学诊断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佑安医院   齐石  

10:10-10:20 13 例儿童原发性肝癌影像学和临床特点分析 

遵义医学院附属医院影像科  席珊珊 

10:20-10:30 药物性及酒精性肝损伤的放射学诊断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佑安医院   宋文艳 

10:30-10:40 肝癌的少见 MRI表现两例 

大连市第六人民医院放射科 那民 

10:40-10:50 肝血管瘤（肝典型血管瘤、肝非典型血管瘤）放射学

诊断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佑安医院  贾翠宇 

10:50-11:00 普美显对肝脏动脉期一过性强化灶与小肝癌检出的

研究及与钆喷葡胺的比较研究 

大连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放射科   罗佳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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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0-11:10 Two cases report of hapatic alveolar 

echinococcosis misdiagnosed as hepatocellular 

carcinoma 

兰州大学第一医院放射科，史小男 

11:10-11:20 应用 3.0 T磁共振的 DWI序列评价肝纤维化价值 

武汉大学中南医院医学影像中心 梅列军  

11:20-11:30 磁共振弹性成像与弥散加权成像评价肝纤维化分期 

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盛京医院放射科 刘莹 

11:30-11:40 MRI 评价病毒性肝炎的影像特征分析 

遵义医学院附属医院医学影像科 史军丽 

11:40-11:50 肝结核的 CT及 MR诊断 

苏州大学附属第一医院放射科  蒋诚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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艾滋病与新发传染病分会场 

2016-06-26 日上午(星期日)          

艾滋病与新发传染病会场主席: 刘晋新教授 
 

08:00-10:20 分会场艾滋病专题讲座 

主持人 刘晋新      杨豫新 

08:00-08:20 艾滋病相关呼吸系统疾病谱---放射学诊断问题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佑安医院   李宏军  

08:20-08:40 艾滋病相关消化道影像学表现   

北京协和医院    薛华丹 

08:40-09:00 艾滋病相关定义性肿瘤的影像学诊断   

广州第八人民医院    刘晋新 

09:00-09:20 艾滋病相关耶氏孢子菌肺炎（PJP）CT表现类型及鉴

别要点   

北京世纪坛医院    王仁贵 

09:20-09:35 手足口脑病的影像学诊断           

海南省人民医院   陈峰 

09:35-09:50 神经系统真菌感染的影像学研究  

天津一中心医院   夏爽  

09:50-10:05 肺隐球菌病的影像学特征 

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盛京医院  张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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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5-10:20 马尔尼菲青霉菌肺病病例分析 

广西龙潭医院     黄葵 

10:20-10:30 休息 

10:30-12:10 论文交流 

主持人 杨州      徐和平 

10:30-10:40 中国 HIV合并肺癌的临床特征和 CT表现 

上海公卫中心     单飞 

10:40-10:50 重症登革热的临床及影像学研究 

广州市第八人民医院      胡天丽 

10:50-11:00 艾滋病合并弓形虫脑病的 MRI表现及随访 

深圳三医院放射科        黄华 

11:00-11:10 艾滋病合并新型隐球菌磁共振影像研究 

广州市第八人民医院      丁岩 

11:10-11:20 艾滋病合并 NTM的影像学研究进展 

广州市第人民医院       官宛华 

11:20-11:30 基于血氧水平依赖对比的 HIV 感染相关认知损伤的

fMRI 研究 

北京佑安医院放射科       赵晶 

11:30-11:40 手足口病胸部影像学分型与临床分级的相关性 

浙江省杭州市儿童医院      李焕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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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40-11:50 34 例艾滋病合并隐球菌脑膜炎临床及影像学分析 

重庆市公共卫生医疗救治中心  刘雪艳 

11:50-12:00 艾滋病相关马红球菌感染的 CT及 X线表现 

广东省广州市第八人民医院放射科 黄德扬 

12:00-12:10 艾滋病合并马尔尼菲青霉病患者的颅脑 CT表现分析 

南宁市第四人民医院 卢亦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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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核病分会场 

2016-06-26 日上午(星期日)        

结核病会场主席: 谢汝明教授 
 

08:00-10:40 专题讲座 

主持人 谢汝明     吕圣秀 

08:00-08:20 肺结核影像诊断的困惑与挑战 

大连结核病医院      路希伟   

08:20-08:40 AIDS 合并结核的影像表现及治疗转归 

北京地坛医院        谢汝明   

08:40-09:00 颅内“靶征”影像的磁共振诊断与鉴别   

新疆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影像中心 王俭 

09:00-09:20 脑结核的 MR诊断 

北京胸科医院       吕岩 

09:20-09:40 高场 MRI 增强扫描在结核球诊断和鉴别诊断的临床

应用 

南昌大学附属医院放射科    何玉麟         

09:40-09:55 胸痛相关疾病的影像诊断 

河南省胸科医院              杨瑞       

09:55-10:10 肺结核纤维化的 MR应用 

深圳市肿瘤医院             汪丽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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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0-10:25 不典型肺结核诊断 

黑龙江省传染病医院         张伟仁     

10:25-10:40 肺真菌病与微小肺癌影像诊断与鉴别诊断 

广州军区广州总医院放射科   欧陝兴 

10:40-10:50 休息 

10:50-12:10 论文交流 

主持人 成官迅     王小义 

10:50-11:00 病毒性脑炎影像学诊断             

北京佑安医院   李瑞利   

11:00-11:10 MR 成像在肺结核病变中的临床应用 

大连医科大学附属医院      李志勇 

11:10-11:20 PETCT在评价活动性肺结核中的临床应用价值 

深圳市第三人民医院        张倩倩 

11:20-11:30 螺旋 CT 在肺结核转归与随访中的应用评价 

大连结核病医院           张国庆     

11:30-11:40 65 例成人麻疹肺炎的 CT表现 

沈阳市第六人民医院放射科  杨军妍 

11:40-11:50 DTI 和 MRS在 AIDS相关脑内结核中的临床应用研究 

新疆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影像中心   马景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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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50-12:00 25 例结节/肿块型不典型肺结核的 CT征象分析 

昆明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医学影像科 田扬 

12:00-12:10 烟雾弹燃放致肺损伤的 CT表现及动态演变特点-- 11

例病案报告 

甘肃省人民医院    马娅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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介入、超声分会场 

2016-06-26 日上午(星期日)        

介入、超声会场主席: 袁 敏 教授 

08:00-10:00 专题讲座 

主持人 熊 斌     袁 敏 

08:00-08:30 门脉血栓的介入处理 

大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王峰   

08:30-09:00 基因测序与 TACE 精准医疗相关性的探索性研究 

大连大学附属中山医院  张跃伟   

09:00-09:30 阿帕替尼在肝肿瘤介入治疗中的应用及典型病例 

武汉协和医院       熊斌   

09:30-10:00 乏血供肝癌的栓塞治疗 

天津市肿瘤医院     于海鹏  

10:00-10:10 休息 

10:10-11:50 专题讲座及论文交流 

主持人 张 晖     罗剑钧 

10:10-10:30 放射介入在艾滋病合并症中的应用 

深圳市第三人民医院  朱文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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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0-10:50 AIDS 相关性血管性病变的介入治疗 

广州市第八人民医院  黄德扬 

10:50-11:10 肝癌射频消融影像学评估 

大连市第六人民医院  纪民  

11:10-11:30 介入超声在艾滋病合并肝脓肿治疗中的价值 

上海市公共卫生临床中心    张晖 

11:30-11:40 超声造影在肝脓肿穿刺抽液及置管前的应用价值 

山西医科大学附属人民医院   严继萍 

11:40-11:50 CT、MR实时导航穿刺在胸腹部病变的临床应用 

上海市公共卫生临床中心     周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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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生英语分会场 

2016-06-26 日上午(星期日)           

研究生英语会场主席:  汪丽娅 教授 

08:00-09:40 第一阶段 

主持人 陈惟     夏爽 

08:00-08:12 CT Findings of Cytomegalovirus Pneumonia in 

HIV-infected Patients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地坛医院放射科 闫铄   

08:12-08:24 MRI evidence for HIV effects on central auditory 

processing  

上海市公共卫生临床中心     詹艺 

08:24-08:36 Gray and white matter alterations in early 

HIV-infected patients: Combined voxel-based 

morphometry and tract-based spatial statistics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佑安医院放射科  柳娇娇   

08:36-08:48 Chest CT findings in SLE and its correlation with 

serum makers 

江西南昌大学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   李平 

08:48-09:00 Magnetic resonance imaging characteristics and 

diagnostic value of cerebral spargnosis 

江西南昌大学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   杨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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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9:00-09:12 Pulmonary and Systematic Circulation of Rabbit 

Lung: A Study on Optimization of Time-density 

Curve of Contrast-enhanced Computed Tomography 

上海市公共卫生临床中心  程增辉   

09:12-09:24 Myelodysplastic syndromes with aspergillus 

fumigatus infection: A case report and 

literature review 

山东省医学影像学研究所   俞璐    

09:24-09:36 Evaluation and early diagnosis of acute 

myocardial ischemia and infarct of 

preintervention and after DSA 

广州军区总医院放射科    刘盼丽 

09:36-09:50 茶歇 

09:50-12:00 第二阶段 

主持人 汪丽娅    王颖 

09:50-10:02 Solitary Pulmonary Tuberculosis Cavity: CT 

manifestations and its differential Diagnosis 

江西南昌大学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  胡梦青   

10:02-10:14 CT findings of pulmonary tuberculosis in 

patients with type 2 diabetes mellitus 

江西南昌大学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   漆婉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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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4-10:26 CT features and analysis for misdiagnosis of 

parotid tuberculosis 

重庆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放射科  周津如 

10:26-10:38 Tuberculous Lymphadenitis in the Left Axillary 

Misdiagnosed as Metastasis: a Case Report and 

Review of Literature 

山东省医学影像学研究所         李慧 

10:38-10:50 Clinical Application on Pulmonary Tuberculosis 

using MRI: Chest Comparison between MR and CT 

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医院深圳医院放射科 刘周 

10:50-11:02 Allergic Bronchopulmonary Aspergillosis 

Presenting as bronchiectasis and mucous plug 

山东省医学影像学研究所 苏美霞   

11:02-11:14 A Study of Primovist in Distinguish Transient 

Hepatic Parenchymal Enhancement and Small 

Hepatocellular Carcinoma and a Comparison with 

Non-Specific Contrast Agent 

大连医科大学附属二院放射科  王艾博   

11:14-11:28 Imaging  analysis  of  six  patients  with  

hepatic tuberculosis 

苏州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王欣 

11:28 -12:00 小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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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例讨论分会场 

2016-06-26 日上午(星期日)          

病例讨论会场主席:  边杰 教授 

08:00-10:00 第一阶段 

主持人 边杰      李惠章     张新明 

08:00-08:40 病例 1 

卫生部北京医院  李惠章 

  

08:40-09:20 病例 2 

上海市公共卫生临床中心  单飞 

 

  

09:20-10:00 病例 3 

大连大学附属中山医院  于晶 

 

10:00-10:10 休息 

10:10-12:10 第二阶段 

 

10:10-10:50 病例 4 

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  刘白鹭 

 

  

10:50-11:30 病例5 

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盛京医院    任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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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30-12:10 病例6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佑安医院 张瑞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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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会闭幕式 

时间：2016-06-26 日 12：10-12：40 

地点： 

出席专家：李宏军教授、伍建林教授 

边杰教授、陆普选教授、施裕新教授等。 

主持人：伍建林教授   

1.优秀论文颁奖 

2.英语竞赛优胜者颁奖 

3.病例讨论获奖者颁奖 

 

4.李宏军教授总结讲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