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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 敏
北京医院

欢迎辞

02

带来了新的挑战，面对新冠广大医务工作者勇于担当、甘于奉献，使我国的抗疫工

作取得了辉煌成绩。放射界全体医生同道在本次抗疫中，为疫情的筛查和诊断做出

了重要贡献。我们同风共雨，努力拼搏，迎来了影像医学日新月异发展的新时代。

北京影像界的学术地位代表着首都的水平、国家水平，在国内学术上始终处于引领

地位，在这特殊时期召开北京医学会放射学分会 ���� 年学术大会更显意义重大。

      今年与往年的会议形式不同，因新冠肺炎疫情防控要求会议期间采用线上的形

式进行学术交流，同时进行新技术成果的推广与应用，将最新知识、技术应用到临

床工作中。夯实影像诊断基础以及基本功的培训教育也是年会的重点内容。

      本次年会内容囊括大会开幕式、大会主旨演讲、MRI 影像专场、神经影像专场、

消化影像专场、对比剂与护理 / 急救影像专场、心血管影像专场、骨肌影像专场、

泌尿生殖影像专场、介入影像专场、呼吸影像专场、头颈影像专场、分子影像专场、

儿童影像专场、乳腺影像专场等各学组举办的学术讲座，还包括线上病例讨论专场。

每天将有多个链接窗口供学员参会学习。

      今年的大会是传承与发展、引领与提升、转化与推广、规范与共识的学术盛会，

在此真挚的欢迎您的参会，相互学习交流，共聚这一美好时刻！

北京医学会放射学分会

���� 年 �� 月

尊敬的各位同道：

    
  大家好！

      中华医学会北京分会放射学分会 ���� 年学术大会、北京医师协

会放射医师分会 ���� 年学术大会、京津冀医学影像高峰论坛定于

���� 年 �� 月 ��-�� 日在北京召开。今年由于新冠的来临，给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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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织机构

名誉主席

李果珍  刘玉清  戴建平  张云亭  周纯武  刘怀军  崔进国 

大会主席

陈　敏 金征宇  王振常  于春水  李　欣  时高峰  耿左军

执行主席

于经瀛  宋　伟  洪　楠  鲜军舫 马　林

大会学术委员会

于　薇

王梅云

朱文珍

刘　敏

李　澄

邱建星

张雪宁

郑晓风

洪　楠 

徐　磊

彭　芸

谢汝明 

于经瀛

王振常

吕　滨

刘挨师

杜静波

杨正汉

张红梅

郑传胜

姜慧杰

徐　冰

彭卫军

曾献军

于春水

王培军

朱　力

刘爱莲

李　欣

吴　宁

张　青

郑卓肇

娄　昕

徐国生

彭如臣

温智勇 

马　林

方继良

朱　旭

刘晶哲

李子平

余永强

张敏鸣

单　鸿

贺　毅

高连东

彭　朋

谢　晟 

马　军

石建成

朱明旺

齐志刚

李天然

沈　文

张惠茅

郎　宁

秦乃姗

郭佑民

蒋　涛

满凤媛 

马晓海

石建军

任　华

江新青

李世杰

宋　彬

张　滨

居胜红

袁小东

郭顺林

韩　丹

蔡成仕

马祥兴

龙莉玲

刘士远

安宁豫

李宏军

宋　伟

陈　敏

赵心明

袁建华

郭　勇

程英升

蔡剑鸣

王小宜

卢光明

刘长柱

孙　钢

李坤成

宋法亮

陈　雷

赵世华

袁新宇

曹代荣

程晓光

薛华丹

王仁贵

卢　洁

刘玉林

孙应实

李松柏

张　辉

罗天友

钟　心

袁慧书

龚启勇

程流泉

霍健伟

王　屹

印　弘

刘亚欧

孙晓伟

李相生

张立苹

金　龙

段　凯

耿左军

银　武

程敬亮

 

王怡宁

冯　逢

刘兆玉

孙　烨

李晓光

张永海

金征宇

侯代伦

贾文霄

梁长虹

曾庆玉

委员（按姓氏笔画排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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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织机构

名誉主席

李果珍  刘玉清  戴建平  张云亭  周纯武  刘怀军  崔进国 

大会主席

陈　敏 金征宇  王振常  于春水  李　欣  时高峰  耿左军

执行主席

于经瀛  宋　伟  洪　楠  鲜军舫 马　林

大会学术委员会

于　薇

王梅云

朱文珍

刘　敏

李　澄

邱建星

张雪宁

郑晓风

洪　楠 

徐　磊

彭　芸

谢汝明 

于经瀛

王振常

吕　滨

刘挨师

杜静波

杨正汉

张红梅

郑传胜

姜慧杰

徐　冰

彭卫军

曾献军

于春水

王培军

朱　力

刘爱莲

李　欣

吴　宁

张　青

郑卓肇

娄　昕

徐国生

彭如臣

温智勇 

马　林

方继良

朱　旭

刘晶哲

李子平

余永强

张敏鸣

单　鸿

贺　毅

高连东

彭　朋

谢　晟 

马　军

石建成

朱明旺

齐志刚

李天然

沈　文

张惠茅

郎　宁

秦乃姗

郭佑民

蒋　涛

满凤媛 

马晓海

石建军

任　华

江新青

李世杰

宋　彬

张　滨

居胜红

袁小东

郭顺林

韩　丹

蔡成仕

马祥兴

龙莉玲

刘士远

安宁豫

李宏军

宋　伟

陈　敏

赵心明

袁建华

郭　勇

程英升

蔡剑鸣

王小宜

卢光明

刘长柱

孙　钢

李坤成

宋法亮

陈　雷

赵世华

袁新宇

曹代荣

程晓光

薛华丹

王仁贵

卢　洁

刘玉林

孙应实

李松柏

张　辉

罗天友

钟　心

袁慧书

龚启勇

程流泉

霍健伟

王　屹

印　弘

刘亚欧

孙晓伟

李相生

张立苹

金　龙

段　凯

耿左军

银　武

程敬亮

 

王怡宁

冯　逢

刘兆玉

孙　烨

李晓光

张永海

金征宇

侯代伦

贾文霄

梁长虹

曾庆玉

王贵生

师光永

刘岳峰

严福华

李葆青

张伟国

周　石

施海彬

徐　克

梁宇霆

曾蒙苏

委员（按姓氏笔画排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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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织机构

大会组织委员会 委员（按姓氏笔画排序）

大会秘书

邓晓涛  谷　涛  徐文睿  代静文

于经瀛

石建军

刘　敏

李晓光

陈　雷

贺　毅

彭如臣

蔡剑鸣

于　薇

卢　洁

刘晶哲

李葆青

金　龙

秦乃姗

彭　芸

鲜军舫

马　军

代静文

齐志刚

杨正汉

郑卓肇

袁小东

彭　朋

薛华丹

马　林

冯　逢

安宁豫

吴　宁

郑晓风

袁新宇

蒋　涛

霍健伟

马晓海

师光永

孙应实

邱建星

郎　宁

袁慧书

程晓光

王仁贵 

吕　滨

孙晓伟

谷　涛

赵心明

徐文睿

程流泉

王　屹

朱　旭

孙　烨

宋　伟

赵世华

徐　冰

曾庆玉

王怡宁

朱明旺

杜静波

张立苹

钟　心

徐国生

温智勇

王贵生

任　华

李天然

张红梅 

段　凯 

徐　磊

谢汝明

方继良

刘长柱

李世杰

张　青

侯代伦

高连东

谢　晟

邓晓涛

刘亚欧

李宏军

张　滨

娄　昕

郭　勇

满凤媛

石建成

刘岳峰

李相生

陈　敏

洪　楠

梁宇霆

蔡成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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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织机构

大会组织委员会 委员（按姓氏笔画排序）

大会秘书

邓晓涛  谷　涛  徐文睿  代静文

于　薇

卢　洁

刘晶哲

李葆青

金　龙

秦乃姗

彭　芸

鲜军舫

马　军

代静文

齐志刚

杨正汉

郑卓肇

袁小东

彭　朋

薛华丹

马　林

冯　逢

安宁豫

吴　宁

郑晓风

袁新宇

蒋　涛

霍健伟

马晓海

师光永

孙应实

邱建星

郎　宁

袁慧书

程晓光

王仁贵 

吕　滨

孙晓伟

谷　涛

赵心明

徐文睿

程流泉

王　屹

朱　旭

孙　烨

宋　伟

赵世华

徐　冰

曾庆玉

王怡宁

朱明旺

杜静波

张立苹

钟　心

徐国生

温智勇

王贵生

任　华

李天然

张红梅 

段　凯 

徐　磊

谢汝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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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议综合信息

网上报到时间

时间：2020年12月18-20日  

会议注册

1、注册费： 
全体参会代表免费注册（本次会议仅限影像学领域相关专业人士参与）
2、注册流程：
本次会议只接受网上在线注册。请参会代表登录会议网站
http://bjfs2020.meetingchina.org

学分领取规则

联系人及联系方式

注册联系人：
张妍
固话：010-53608837
手机：136 8338 5962

企业联系人：
张禹 
手机：138 1108 6679

北京医学会：
于银林 
固话：010-65252365

展览展示

展览方式：线上直播
展览时间：会期全程开放

北京医学教育委员会将授予此次大会北京市继续教育项目1类学分6分。

根据继教委要求需要同时满足以下条件：

（注册签到时请认真填写注册信息，填写错误将无法获得学分）

全程观看直播满3小时计1学分，18小时计6学分，每天上限是2学分。
直播间内将于每天10:00和14:00弹出签到框，每次持续10分钟。全会共计签到6次。
北京学员直接授予学分，请填写继教IC卡号，地址处填无。

温馨提示：学分授予只以直播期间观看时长为准，回看不计入学分领取范畴之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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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程总览

2020.12.18 2020.12.19 2020.12.20

MR学组（线上）

开幕式
（线上）

感染学组（线上）

头颈学组（线上） 心血管学组（线上）

呼吸学组（线上） 骨肌学组（线上）

消化学组（线上） 对比剂学组（线上）

泌尿生殖学组（线上） 儿童学组（线上）

上午
（8:00-12:00）

上午
（8:00-12:00）

MR学组（线上） 感染学组（线上）

头颈学组（线上） 心血管学组（线上）

呼吸学组（线上） 骨肌学组（线上）

消化学组（线上）

腹部大咖专场（线上）

介入学组（线上）

病例讨论（线上）

分子影像（线上）

神经学组（线上）

乳腺（线上）

下午（13:00-17:00）

中午（12:00-13:00）          卫星会

上午
（9:00-12:00）



会议日程

MR学组（线上）

时间 题目 讲者 单位

主持人：洪楠 

08:00-08:20 暴露组广度环境影像关联研究 于春水 天津医科大学总医院

08:20-08:40 后颅窝畸形影像诊断 耿左军 河北医科大学第二医院

08:40-09:00 胰腺癌术前影像评估关注点 沈   文 天津市第一中心医院

09:00-09:20 乳腺肿瘤磁共振诊断 王   宏 武警总医院

09:20-09:40 心血管磁共振病理影像化及其临床意义 赵 世 华 中国医学科学院阜外医院

09:40-10:00 急性缺血性脑卒中影像学评估-多模MRI的
应用价值 娄    昕 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301）

时间 题目 讲者 单位

主持人：李葆青

10:00-10:20 暴露组广度环境影像关联研究 龚启勇 四川大学华西医院

10:20-10:40 平山病的影像学表现与鉴别 王光彬 山东省医学影像学研究所

10:40-11:00 脑小血管病影像学研究 张敏鸣 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二医院

11:00-11:20 磁共振新技术进展与应用 王梅云 河南省人民医院 河南省心血管病医院

11:20-11:40 原发性肝癌诊疗规范-2019版影像篇解读 李   澄 东南大学附属中大医院

11:40-12:00 肾脏囊性病变征象解读与应用 张雪宁 天津医科大学第二医院

时间 题目 讲者 单位

主持人：杨家斐

13:00-13:20 卵巢肿瘤的MRI诊断思路 钟    心 北京京煤集团总医院

14:00-14:20 子宫少见恶性肿瘤MRI征象分析 欧阳汉 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医院

14:20-14:40 胆管扩张的MRI和MRCP评价 靳二虎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友谊医院

14:40-15:00 脑胶质瘤影像和基因 刘亚欧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天坛医院

13:20-13:40 急性胰腺炎病程的动态变化及影像学评价 张晓明 川北医学院附属医院

13:40-14:00 MR黑血血栓成像技术在下肢深静脉血栓诊
断中的应用

彭如臣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潞河医院

2020年12月18日

解放军总医院第四医学中心      13:00-15:00 MR学组

北京市石景山医院      10:00-12:00 MR学组

北京大学人民医院      08:00-10:00 MR学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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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议日程

MR学组（全天）

时间 题目 讲者 单位

主持人：洪楠 

08:00-08:20 暴露组广度环境影像关联研究 于春水 天津医科大学总医院

08:20-08:40 后颅窝畸形影像诊断 耿左军 河北医科大学第二医院

08:40-09:00 胰腺癌术前影像评估关注点 沈   文 天津市第一中心医院

09:00-09:20 心血管磁共振病理影像化及其临床意义 赵世华 中国医学科学院阜外医院

09:20-09:40 急性缺血性脑卒中影像学评估-多模MRI的
应用价值 娄   昕 解放军总医院第一医学中心

时间 题目 讲者 单位

主持人：李葆青

10:00-10:20 精神影像研究进展 龚启勇 四川大学华西医院

10:20-10:40 膝关节脂肪垫病变的MR诊断 王光彬 山东省医学影像学研究所

10:40-11:00 脑小血管病影像学研究 张敏鸣 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二医院

11:00-11:20 磁共振新技术进展与应用 王梅云 河南省人民医院 河南省心血管病医院

11:20-11:40 原发性肝癌诊疗规范-2019版影像篇解读 李   澄 东南大学附属中大医院

11:40-12:00 肾脏囊性病变征象解读与应用 张雪宁 天津医科大学第二医院

时间 题目 讲者 单位

主持人：杨家斐

13:00-13:20 卵巢肿瘤的MRI诊断思路 钟    心 北京京煤集团总医院

14:00-14:20 子宫少见恶性肿瘤MRI征象分析 欧阳汉 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医院

14:20-14:40 胆管扩张的MRI和MRCP评价 靳二虎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友谊医院

14:40-15:00 脑胶质瘤影像和基因 刘亚欧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天坛医院

13:20-13:40 急性胰腺炎病程的动态变化及影像学评价 张小明 川北医学院附属医院

MR黑血血栓成像技术在下肢深静脉血栓诊
断中的应用13:40-14:00 彭如臣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潞河医院

2020年12月18日

解放军总医院第四医学中心      

北京市石景山医院      

北京大学人民医院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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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R学组（全天）

时间 题目 讲者 单位

主持人：陈晓丽

15:00-15:20

15:20-15:40

15:40-16:00

16:00-16:20

16:20-16:40

16:40-17:00

郑晓风

刘晶哲

马晓海

齐志刚

李春媚

张    森

帕金森氏病的MRI诊断

新生儿头颅MRI影像诊断

主动脉夹层影像新认识

中颅底占位的影像学诊断

酰胺质子转移磁共振成像在中枢神经系统的应用

基于磁共振影像的人工智能肾脏肿瘤分析思路探讨

北京航天总医院

北京华信医院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安贞医院

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

北京医院

北京大学人民医院

2020年12月18日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同仁医院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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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12月18日    MR学组（线上）

时间 题目 讲者 单位

主持人：陈晓丽

15:00-15:20

15:20-15:40

15:40-16:00

16:00-16:20

16:20-16:40

16:40-17:00

郑晓风

刘晶哲

马晓海

齐志刚

李春媚

张    森

帕金森氏病的MRI诊断

新生儿头颅MRI影像诊断

主动脉夹层影像新认识

中颅底占位的影像学诊断

酰胺质子转移磁共振成像在中枢神经系统的应用

基于磁共振影像的人工智能肾脏肿瘤分析思路探讨

北京航天总医院

北京华信医院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安贞医院

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

北京医院

北京大学人民医院

中青年英语大赛（线下+直播） 2020年12月19日

2020年12月18日

主持人：? 13:00-17:00 中青年英语大赛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同仁医院      15:00-17:00 MR学组

单位

头颈学组（全天）
主持人：邬海博

08:00-08:20

08:20-08:40

08:40-09:00

09:00-09:20

刘    筠

陈正光

仪晓立

黄    靖

新冠肺炎患者嗅觉障碍-浅谈嗅觉传导通路

现代眩晕的概念与影像学的思考

儿童上气道发育的影像学研究及其影响因素分析

颅底骨动脉瘤样骨囊肿影像诊断与鉴别诊断

3D DIR序列和2D STIR FLAIR序列对视神经炎诊断
价值初探

天津市人民医院

北京中医药大学东直门医院

首都儿科研究所

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

09:40-10:00

09:20-09:40

顾     华

许庆刚

非典型甲状旁腺瘤和甲状旁腺癌的CT表现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朝阳医院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同仁医院

2020年12月18日

主持人：杜静波

10:00-10:20

10:20-10:40

10:40-11:00

11:00-11:20

11:20-11:40

11:40-12:00

鲜军舫

李松柏

李    琳

陈    涓

刘    刚

全冠民

老年常见眼眶肿瘤影像学分析思路

耳硬化症的CT诊断价值

咽旁间隙肿瘤的影像诊断思路

桥小脑角区不典型病变的诊断-case based review

腮腺肿瘤诊断思路

上颌窦治疗相关的重要结构影像学评价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同仁医院

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医院

北京医院

解放军总医院

河北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

首都医科大学大兴医院       

北京大学第三医院       

时间 题目 讲者 单位

时间 题目 讲者 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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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乳腺学组（线上）

时间 题目 讲者 单位

主持人：曹崑

13:00-13:20

13:20-13:40

13:40-14:00

14:00-14:20

14:20-14:40

14:40-15:00

刘佩芳

彭卫军

汪登斌

李智岗

李    静

李相生 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医学特色中心

乳头状瘤病背景上乳腺导管原位癌影像学表现

乳腺X线新技术临床应用的综合评价及展望

乳腺影像学进展

CESM在乳腺癌诊断中的价值

乳腺癌分子分型及影像特征

水分子弥散特征在乳腺癌动态增强曲线形成中的
作用机制

天津医科大学肿瘤医院

复旦大学附属肿瘤医院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新华医院

河北医科大学第四医院

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医院

介入学组（线上）

时间 题目 讲者 单位

主持人：范占明

13:00-13:20

13:20-13:40

13:40-14:00

14:00-14:20

14:20-14:40

14:40-15:00

徐    克

周    石

李    槐

邢文阁

李晓光

丁明超

不忘初心 不辱使命-祝贺中放介入学组成立30周年

肾透析通路致中心静脉闭塞的介入治疗

肝癌治疗后评估标准的演变

胆胰肿瘤并发症介入治疗

高危肺结节活检同步微波消融的探索与实践

肠系膜静脉血栓的治疗体会

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贵州医科大学附属医院

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医院

天津医科大学肿瘤医院

北京医院

航天中心医院

15:40-16:00 孔令燕 中国医学科学院北京协和医院

时间 题目 讲者 单位

主持人：刘晶哲

15:00-15:20

15:20-15:40

16:00-16:20

16:20-16:40

16:40-17:00

秦乃姗

姜    蕾

周    娟

李    颖

李    桢

乳腺癌新辅助治疗疗效临床评价

乳腺MR BI-RADS 6类的应用

磁共振酰胺质子转移（APT）成像在乳腺影像中

乳腺癌骨健康管理及转移瘤影像选择

锥光束乳腺CT简介和初步应用

乳腺X线BI-RADS解读

北京大学第一医院

北京医院

解放军总医院第五医学中心

解放军总医院第一医学中心

航天总医院

的应用

2020年12月20日

2020年12月19日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安贞医院      13:00-15:00 介入学组

北京华信医院      15:00-17:00 乳腺学组

北京大学肿瘤医院      13:00-15:00 乳腺学组

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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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

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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呼吸学组（全天）2020年12月18日

主持人：陈起航

时间 题目 讲者 单位
08:00-08:20

08:20-08:40

08:40-09:00

09:00-09:20

09:20-09:40

09:40-10:00

谢汝明

陈步东

聂永康

宋    伟

吕平欣

吴    宁

新冠肺炎的影像特点

新冠肺炎普通型转重症的影像评估

AI联合胸部CT在抗击COVID-19的应用

肺隐球菌病的影像特征

不典型肺转移瘤的影像表现

纵隔淋巴结分区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地坛医院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地坛医院

解放军总医院第一医学中心

中国医学科学院北京协和医院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胸科医院

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医院

北京医院

头颈学组（全天）2020年12月18日

时间 题目 讲者 单位

主持人：沈慧聪

14:40-15:00

15:00-15:20

15:20-15:40

15:40-16:00

16:00-16:20

满凤媛

王新艳

高国栋

王    辉

姜    虹

颈动脉壁MR成像进展

鼻腔鼻窦良恶性病变影像诊断与鉴别诊断

头颈部脉管畸形的影像诊断

常见头颈及心血管共患病的影像诊断

Graves眼病的影像学评估

火箭军总医院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同仁医院

河北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安贞医院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同仁医院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天坛医院       

时间 题目 讲者 单位

主持人：侯青

13:00-13:20

13:20-13:40

13:40-14:00

14:00-14:20

14:20-14:40

夏    爽

蔡剑鸣

高顺禹

郭    健

姜    原

外耳道病变的分析思路

头颈部间隙肿瘤及肿瘤样病变的影像诊断

下咽癌分期要点分析

视网膜母细胞瘤的影像学评价

颞骨创伤影像评估

天津市第一中心医院

解放军总医院第五医学中心

北京大学肿瘤医院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同仁医院

北京大学第一医院

北京市普仁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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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目 讲者 单位

呼吸学组（全天）2020年12月18日

主持人：贺文

时间 题目 讲者 单位
10:00-10:20

10:20-10:40

10:40-11:00

11:00-11:20

11:20-11:40

11:40-12:00

马祥兴

张晓琴

叶兆祥

朱    力

王    健

王仁贵

肺结节：检查技术、细节显示对定性诊断的价值

肺小结节影像诊断策略

免疫治疗相关性肺炎影像表现

吸烟相关性间质性肺疾病的影像识别

成人肺部囊性疾病的CT诊断思路

肺部淋巴管疾病的类型与影像

山东大学齐鲁医院

内蒙古自治区人民医院

天津医科大学肿瘤医院

宁夏医科大学总医院

陆军医科大学西南医院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世纪坛医院

时间 题目 讲者 单位

主持人：赵绍宏

13:00-13:20

13:20-13:40

13:40-14:00

14:00-14:20

14:20-14:40

14:40-15:00

刘    敏

高    莉

齐丽萍

高    艳

李书玲

陈疆红

肺移植术后并发症CT影像特征

肺结节-炎症？肿瘤？

GGO肺腺癌的诊断与预后

肺门增大相关疾病的影像诊断

关注导致声音嘶哑的胸部病变

原发性肺淋巴瘤的影像诊断

中日友好医院

北京大学第一医院

北京大学肿瘤医院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宣武医院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同仁医院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友谊医院

解放军总医院第一医学中心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友谊医院       

讲者 单位
黄    遥

张春燕

刘家祎

隋    昕

王向阳

高燕莉

孙    烨

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医院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世纪坛医院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安贞医院

中国医学科学院北京协和医院

北京医院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朝阳医院

北京大学人民医院

主持人：王晓华

15:00-15:20

15:20-15:40

15:40-16:00

16:00-16:20

16:20-16:40

16:40-17:00

17:00-17:20

MRI新技术在胸部肿瘤的应用研究

肺淋巴管肌瘤病的诊断和治疗

肺部CT不可忽视的征象

纤维素性纵隔炎的CT影像表现

前纵隔占位性病变的影像诊断

结缔组织相关间质性肺病的影像表现

细支气管炎的诊断及鉴别诊断

北京大学第三医院       

时间 题目 讲者 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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讲者 单位
燕    飞

叶锦棠

李世俊

梁宇霆

徐    岩

杨延辉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同仁医院

北京万柳美中宜和妇儿医院

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301）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妇产医院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友谊医院

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

主持人：吴新淮

10:20-10:40

10:40-11:00

11:00-11:20

11:20-11:40

11:40-12:00

12:00-12:20

儿童眼眶肿瘤及肿瘤样病变影像分析思路

胎儿及儿童期结节性硬化症的影像诊断和鉴别

磁共振引导下孤独症患儿干预的临床研究

女性青少年及儿童卵巢肿瘤的影像诊断

儿童病毒性肺炎的CT诊断

Rasmussen 脑炎的影像学表现

单位

分子影像学组（线上）

主持人：陈青华

13:00-13:20

13:20-13:40

13:40-14:00

14:00-14:20

14:20-14:40

14:40-15:00

田    捷

卢    洁

程英升

张雪君

高明远

艾    林

基于人工智能的肿瘤术中导航和量化评估

颈动脉粥样硬化斑块的PET/MR研究

胰腺癌分子影像学研究

脑梗死分子影像学诊断价值

纳米探针与活体成像

脑肿瘤PET/MR应用体会

中国科学院自动化研究所

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

上海市第六人民医院东院

天津医科大学

中国科学院化学研究所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天坛医院

2020年12月19日

主持人：罗晓捷

15:00-15:20

15:20-15:40

15:40-16:00

16:00-16:20

16:20-16:40

16:40-17:00

王玉林

穆学涛

王志群

齐志刚

方继良

陆敏杰

原发中枢神经系统淋巴瘤不同分子分型影像表现

磁共振新技术在TAO诊治中的应用

MSA的临床和影像研究进展

阿尔兹海默病的结构与代谢成像

针灸影像研究思路及范例

心脏磁共振在心力衰竭评估中的应用

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301）

解放军总医院第三医学中心

航天中心医院

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

中国中医科学院广安门医院

中国医学科学院阜外医院

儿童学组（线上）2020年12月20日

北京医院      15:00-17:00 分子影像学组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同仁医院      13:00-15:00 分子影像学组

中国人民解放军陆军总医院      10:20-12:20 儿童学组

时间 题目 讲者 单位

时间 题目 讲者 单位

时间 题目 讲者 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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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

北京大学国际医院       

时间 题目 讲者 单位

主持人：赵殿江

10:00-10:20

10:20-10:40

10:40-11:00

11:00-11:20

11:20-11:40

11:40-12:00

沈    文

冯平勇

王淑梅

欧阳汉

王海屹

王贵生

急腹症影像观察及诊断的再思考

胆囊非肿瘤性息肉影像诊断

胰腺囊性病变的影像学诊断思路

脂质检出技术在肝脏含脂肿瘤中的应用

肝脏非上皮来源恶性肿瘤影像学表现

影像组学在肝癌术后和肝移植中的应用

天津市第一中心医院

河北医科大学第二医院

保定市第一中心医院

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医院

解放军总医院第一医学中心

解放军总医院第三医学中心

北京医院

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医院

四川大学华西医院

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协和医院

天津医科大学总医院

河北医科大学第二医院

时间 题目 讲者 单位

主持人：纪盛章 天津市第四中心医院       

08:00-08:20

08:20-08:40

08:40-09:00

09:00-09:20

09:20-09:40

09:40-10:00

陈    敏

赵心明

宋    彬

韩    萍

孙浩然

刘怀军

肝脏肿瘤磁共振诊断新进展

肝脏局灶结节性增生的影像诊断

肿块型胆管细胞癌的影像学诊断与研究进展

胰腺富血供肿瘤的影像诊断及鉴别诊断思路

胃肠道神经内分泌肿瘤

肝脏血液循环紊乱与临床医学工程

消化学组（全天）2020年12月18日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朝阳医院      

时间 题目 讲者 单位

主持人：王立侠

13:00-13:20

13:20-13:40

13:40-14:00

14:00-14:20

14:20-14:40

14:40-15:00

杨正汉

蒋    涛

孙应实

李宏军

刘剑羽

彭    芸

肝硬化背景中良性病变的影像特征

腹壁疝的影像学表现

恶性肿瘤急腹症的影像学诊断与评估

肝脏感染病变疾病谱的影像诊断问题

胆系扩张的CT、MRI诊断思路

儿童胰腺发育异常的影像学表现

首都医科大学友谊医院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朝阳医院

北京大学肿瘤医院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佑安医院

北京大学第三医院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儿童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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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化学组（全天）

时间 讲者 单位

时间 讲者 单位

2020年12月18日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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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 题目 讲者 单位

主持人：陈起航

08:00-08:20

08:20-08:40

08:40-09:00

09:00-09:20

09:20-09:40

09:40-10:00

谢汝明

陈步东

聂永康

宋    伟

吕平欣

吴    宁

新冠肺炎的影像特点

新冠肺炎普通型转重症的影像评估

AI联合胸部CT在抗击COVID-19的应用

肺隐球菌病的影像特征

不典型肺转移瘤的影像表现

纵隔淋巴结分区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地坛医院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胸科医院

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301）

中国医学科学院北京协和医院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胸科医院

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医院

呼吸学组（线上）

时间 题目 讲者 单位

主持人：贺文

10:00-10:20

10:20-10:40

10:40-11:00

11:00-11:20

11:20-11:40

11:40-12:00

马祥兴

张晓琴

叶兆祥

朱    力

王    健

王仁贵

肺结节：检查技术、细节显示对定性诊断的价值

肺小结节影像诊断策略

免疫治疗相关性肺炎影像表现

吸烟相关性间质性肺疾病的影像识别

成人肺部囊性疾病的CT诊断思路

肺部淋巴管疾病的类型与影像

山东大学齐鲁医院

内蒙古自治区人民医院

天津医科大学肿瘤医院

宁夏医科大学总医院

陆军医科大学西南医院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世纪坛医院

时间 题目 讲者 单位

主持人：赵绍宏

13:00-13:20

13:20-13:40

13:40-14:00

14:00-14:20

14:20-14:40

14:40-15:00

刘    敏

高    莉

齐丽萍

高    艳

李书玲

陈疆红

肺移植术后并发症CT影像特征

肺结节-炎症？肿瘤？

GGO肺腺癌的诊断与预后

肺门增大相关疾病的影像诊断

关注导致声音嘶哑的胸部病变

原发性肺淋巴瘤的影像诊断

中日友好医院

北京大学第一医院

北京大学肿瘤医院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宣武医院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同仁医院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友谊医院

解放军总医院第一医学中心      13:00-15:00 呼吸学组

北京医院      08:00-10:00 呼吸学组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友谊医院      10:00-12:00 呼吸学组

2020年12月18日

解放军总医院第四医学中心       

时间 题目 讲者 单位

主持人：李天然

15:00-15:20

15:20-15:40

15:40-16:00

16:00-16:20

16:20-16:40

16:40-17:00

叶慧义

薛华丹

蒋力明

靳二虎

唐    磊

王立侠

胰腺转移瘤MRI表现与诊断思路

人工智能在胰腺疾病领域的应用进展

结直肠癌T4b影像学评估

胰胆管合流异常及相关疾病的影像诊断

肿瘤免疫治疗假进展与超进展的影像学评价

胰腺MR检查技术进展

解放军总医院第一医学中心

中国医学科学院北京协和医院

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医院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友谊医院

北京大学肿瘤医院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朝阳医院

北京大学首钢医院       

时间 题目 讲者 单位

主持人：张滨

08:20-08:40

08:40-09:00

09:00-09:20

09:20-09:40

09:40-10:00

80:00-08:20
 

沈文  

刘剑羽 

杨正汉

王海屹 

叶晓华 

陈敏

睾丸精原细胞瘤影像诊断与鉴别诊断

肾癌下腔静脉瘤栓的影像诊断

肝肾肿块的包膜：影像识别与诊断思路

膀胱副节瘤的影像学表现

肾脏淋巴瘤的影像诊断

易漏诊前列腺癌磁共振征象分析—病理大切片对照
致辞

天津市第一中心医院

北京大学第三医院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友谊医院

解放军总医院第一医学中心

北京医院

北京医院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潞河医院       

时间 题目 讲者 单位

主持人：彭如臣

10:00-10:20

10:20-10:40

10:40-11:00

11:00-11:20

11:20-11:40

 11:40-12:00

12:00-12:20

李宏军

蒋    涛

孙浩然

薛华丹

曹    崑

梁宇霆

王新莲

疫情后时代—影像基因组学在感染疾病的应用

子宫内膜异位症的MR诊断

宫腔内肿块的鉴别诊断

卵巢癌转移灶CT影像诊断

DWI对女性盆腔肿瘤的鉴别作用

宫颈癌FIGO 2018新分期系统与MRI在局部分期
诊断中的作用

先天发育异常所致原发闭经的MRI诊断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佑安医院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朝阳医院

天津医科大学总医院

中国医学科学院北京协和医院

北京大学肿瘤医院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妇产医院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妇产医院

泌尿生殖学组（上午）2020年12月18日



会议日程

讲者 单位
黄    遥

张春燕

刘家祎

隋    昕

王向阳

高燕莉

孙    烨

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医院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世纪坛医院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安贞医院

中国医学科学院北京协和医院

北京医院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朝阳医院

北京大学人民医院

主持人：王晓华

15:00-15:20

15:20-15:40

15:40-16:00

16:00-16:20

16:20-16:40

16:40-17:00

17:00-17:20

MRI新技术在胸部肿瘤的应用研究

肺淋巴管肌瘤病的诊断和治疗

肺部CT不可忽视的征象

纤维素性纵隔炎的CT影像表现

前纵隔占位性病变的影像诊断

结缔组织相关间质性肺病的影像表现

细支气管炎的诊断及鉴别诊断

单位

头颈学组（线上）

主持人：邬海博

08:00-08:20

08:20-08:40

08:40-09:00

09:00-09:20

刘    筠

陈正光

仪晓立

黄    靖

新冠肺炎患者嗅觉障碍-浅谈嗅觉传导通路

现代眩晕的概念与影像学的思考

儿童上气道发育的影像学研究及其影响因素分析

颅底骨动脉瘤样骨囊肿影像诊断与鉴别诊断

3D DIR序列和2D STIR FLAIR序列对视神经炎诊断
价值初探

天津市人民医院

北京中医药大学东直门医院

首都儿科研究所

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

09:40-10:00

09:20-09:40

顾     华

许庆刚

非典型甲状旁腺瘤和甲状旁腺癌的CT表现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朝阳医院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同仁医院

2020年12月18日

主持人：杜静波

10:00-10:20

10:20-10:40

10:40-11:00

11:00-11:20

11:20-11:40

11:40-12:00

鲜军舫

李松柏

李    琳

陈    涓

刘    刚

全冠民

眼球转移瘤的影像诊断思路

耳硬化症的CT诊断价值

咽旁间隙肿瘤的影像诊断思路

桥小脑角区不典型病变的诊断-case based review

腮腺肿瘤诊断思路

上颌窦治疗相关的重要结构影像学评价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同仁医院

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医院

北京医院

解放军总医院

河北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

呼吸学组（线上）

首都医科大学大兴医院      10:00-12:00 头颈学组

北京大学第三医院      08:00-10:00 头颈学组

北京大学第三医院      15:00-17:20 呼吸学组

2020年12月18日

时间 题目 讲者 单位

时间 题目 讲者 单位

时间 题目 讲者 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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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

应急总医院       

时间 题目 讲者 单位

主持人：曾庆玉

13:00-13:20

13:20-13:40

13:40-14:00

14:00-14:20

14:20-14:40

梁长虹

张惠茅

居胜红

曾蒙苏

姜慧杰

AI让医学影像与病理融合支持临床决策

肝脏局灶性病变标注共识2020

影像诊断综合症之实践

肝癌LI-RADS临床价值及其限度

肝富血供占位病变的影像分析思路

广东省人民医院

吉林大学白求恩第一医院

东南大学附属中大医院

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

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

腹部大咖专场 （下午）2020年12月18日

北京大学第一医院       

时间 题目 讲者 单位

主持人：邱建星

14:40-15:00

15:00-15:20

15:20-15:40

15:40-16:00

刘兆玉

李子平

刘爱连

马    静

肝癌结节影像学检查策略

胃肠胰神经内分泌肿瘤影像诊断思路

卵巢T1WI高信号病变分析思路

妇科急腹症的影像诊断要点

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盛京医院

中山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大连医科大学附属一院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医院

    北京医院        

时间 题目 讲者 单位

主持人：于经瀛

10:00-10:30

10:30-11:00

11:00-11:30

09:00-10:00  

张兆琪

张云亭

耿左军

重视影像诊断基本功

白质斑点状高信号的诊断思路

脑淀粉样血管病

大会主旨演讲
开幕式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安贞医院

天津医科大学总医院

河北医科大学第二医院

开幕式及主旨演讲（上午）2020年12月1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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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组病例读片会（下午） 2020年12月19日

时间 学组 讲者 单位 点评专家

13:00-13:10

13:10-13:25

开场致辞 

神经

马    林 解放军总医院第一医学中心

16:40-16:50 闭幕总结 马    林 解放军总医院第一医学中心

韦   人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天坛医院 宋    焱 北京医院

13:25-13:40 头颈 姜    虹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同仁医院 陈    涓 北京医院

13:40-13:55 呼吸 赵瑞杰 中国医学科学院北京协和医院 宋    伟 中国医学科学院北京协和医院

13:55-14:10 心血管 任心爽 中国医学科学院阜外心血管病医院 徐    磊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安贞医院

14:10-14:25 乳腺

14:40-14:55 茶  歇

曹    敏 北京大学肿瘤医院 曹    崑 北京大学肿瘤医院

14:55-15:10 消化 李    敏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朝阳医院 王立侠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朝阳医院

15:25-15:40 骨关节 邢晓颖 北京大学第三医院 苏永彬 北京积水潭医院

15:40-15:55 感染 任阿红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友谊医院 李宏军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佑安医院

15:55-16:10 儿科 曹永丽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儿童医院 高    军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儿童医院

16:10-16:25 介入 曹守金 北京大学第一医院 高    健 北京大学人民医院

16:25-16:40 对比剂
与护理 周    延 北京大学第三医院 程克斌 北京积水潭医院

15:10-15:25 泌尿
生殖

张连宇 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医院 陈    雁 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医院

14:25-14:40 分子
影像 崔亚东 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 卢    洁 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

马    林主持人： 解放军总医院第一医学中心
宋    伟 中国医学科学院北京协和医院

马    林主持人： 解放军总医院第一医学中心
徐    磊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安贞医院

马    林主持人： 解放军总医院第一医学中心
蒋    涛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朝阳医院

马    林主持人： 解放军总医院第一医学中心
鲜军舫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同仁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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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 题目 讲者 单位

主持人：侯青

13:00-13:20

13:20-13:40

13:40-14:00

14:00-14:20

14:20-14:40

夏    爽

蔡剑鸣

高顺禹

郭    健

姜    原

外耳道病变的分析思路

头颈部间隙肿瘤及肿瘤样病变的影像诊断

下咽癌分期要点分析

视网膜母细胞瘤的影像学评价

颞骨创伤影像评估

天津市第一中心医院

解放军总医院第五医学中心

北京大学肿瘤医院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同仁医院

北京大学第一医院

时间 题目 讲者 单位

主持人：沈慧聪

15:00-15:20

15:20-15:40

15:40-16:00

16:00-16:20

16:20-16:40

满凤媛

王新艳

高国栋

王    辉

姜    虹

颈动脉壁MR成像进展

鼻腔鼻窦良恶性病变影像诊断与鉴别诊断

头颈部脉管畸形的影像诊断

常见头颈及心血管共患病的影像诊断

Graves眼病的影像学评估

火箭军总医院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同仁医院

河北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安贞医院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同仁医院

头颈学组（线上）2020年12月18日

时间 题目 讲者 单位

主持人：姜红

08:00-08:20

08:20-08:40

白    艳

谷    涛

新冠患者检查增强CT

冠状动脉CT血管成像的适用标准及报告书写
规范（2020版）解读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地坛医院

北京医院

08:40-09:00

09:00-09:20

09:20-09:40

09:40-10:00

郭午玲

李艳玲

李玉梅

刘    然

心脏磁共振检查的护理

乳腺核磁共振动态增强序列及诊断的一些问题

预见性护理在磁共振检查的应用

碘对比剂ADR的急救处理

中国医学科学院北京阜外医院

北京大学肿瘤医院

中国医学科学院北京协和医院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朝阳医院

对比剂学组（线上）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安贞医院      08:00-10:00 对比剂学组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天坛医院      15:00-17:00 头颈学组

北京市普仁医院      13:00-15:00 头颈学组

2020年12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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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目 讲者 单位

分子影像学组（下午）
主持人：陈青华

13:00-13:20

13:20-13:40

13:40-14:00

14:00-14:20

14:20-14:40

14:40-15:00

田    捷

卢    洁

程英升

张雪君

高明远

艾    林

基于人工智能的肿瘤术中导航和量化评估

颈动脉粥样硬化斑块的PET/MR研究

胰腺癌分子影像学研究

脑梗死分子影像学诊断价值

纳米探针与活体成像

脑肿瘤PET/MR应用体会

中国科学院自动化研究所

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

上海市第六人民医院东院

天津医科大学

中国科学院化学研究所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天坛医院

2020年12月19日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同仁医院       
时间 题目 讲者 单位

解放军总医院第一医学中心

福建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天坛医院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朝阳医院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儿童医院

时间 题目 讲者 单位

主持人：石建成 北京市延庆区医院       

13:00-13:20

13:20-13:40

13:40-14:00

14:00-14:20

14:20-14:40

14:40-15:00

马    林

曹代荣

程敬亮

马    军

王双坤

刘    玥

神经系统副肿瘤综合征的影像学诊断

脑疝的CT评价

颅内动脉瘤破裂的影像学预测

孕产妇脑血管病的影像诊断

女性妊娠及围产期脑血管病的影像分析

儿童脓毒症相关性脑病影像学表现

神经学组（下午）2020年12月19日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三博脑科医院

北京医院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天坛医院

北京大学第三医院

解放军306医院

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301）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同仁医院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安贞医院

时间 题目 讲者 单位

主持人：陈雷 北京大学人民医院       

15:00-15:20

15:20-15:40

15:40-16:00

16:00-16:20

16:20-16:40

16:40-17:00

17:00-17:20

17:20-17:40

朱明旺

宋    焱

陈绪珠

曾祥柱

李    科

王    岩

郭    健

董    莉

鞍上强化团块的诊断思路

颅内动脉血管壁HR-MRI的临床与科研

如何减少诊断失误：来自临床一线的体会和见解

早期帕金森病伴认知功能损害的多模态磁共振研究

磁共振脑功能成像初步临床应用

脑外伤的影像学诊断及康复影像学

自身免疫性脑炎的影像学表现

颈动脉粥样硬化斑块的磁共振成像技术及影像判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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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持人：? 13:00-17:00 急救大赛

中国医学科学院北京协和医院      15:00-16:40 心血管影像规范化临床应用

时间 题目 讲者 单位

主持人：王怡宁

15:00-15:20

15:20-15:40

15:40-16:00

16:00-16:20

16:20-16:40

马展鸿

杜祥颖

程    瑾

韩    丹

张    青

肺血管狭窄性疾病的影像诊断及鉴别

急性缺血性卒中的心脑联合CT成像

感染性主动脉炎临床及诊断

肺动脉高压影像诊断

人工智能在心血管方面的应用进展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朝阳医院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宣武医院

北京大学人民医院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友谊医院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同仁医院

心血管学组（线上）2020年12月20日

急救大赛（线下+直播）2020年12月19日

单位

分子影像学组（下午）2020年12月19日

主持人：罗晓捷

15:00-15:20

15:20-15:40

15:40-16:00

16:00-16:20

16:20-16:40

16:40-17:00

王玉林

穆学涛

王志群

齐志刚

方继良

陆敏杰

原发中枢神经系统淋巴瘤不同分子分型影像表现

磁共振新技术在TAO诊治中的应用

MSA的临床和影像研究进展

阿尔兹海默病的结构与代谢成像

针灸影像研究思路及范例

心脏磁共振在心力衰竭评估中的应用

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301）

解放军总医院第三医学中心

航天中心医院

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

中国中医科学院广安门医院

中国医学科学院阜外医院

北京医院       

时间 题目 讲者 单位

15:40-16:00 孔令燕 中国医学科学院北京协和医院

16:00-16:20

16:20-16:40

16:40-17:00

周    娟

李    颖

李    桢

乳腺癌骨健康管理及转移瘤影像选择

锥光束乳腺CT简介和初步应用

乳腺X线BI-RADS解读

解放军总医院第五医学中心

解放军总医院第一医学中心

航天总医院

时间 题目 讲者 单位
15:00-15:20

15:20-15:40

秦乃姗

姜    蕾

乳腺癌新辅助治疗疗效临床评价

乳腺MR BI-RADS 6类的应用

磁共振酰胺质子转移（APT）成像在乳腺影像中

北京大学第一医院

北京医院

的应用

主持人：刘晶哲 北京华信医院       

 乳腺学组（下午）2020年12月19日

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医学特色中心

天津医科大学肿瘤医院

复旦大学附属肿瘤医院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新华医院

河北医科大学第四医院

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医院

时间 题目 讲者

主持人：曹崑

13:00-13:20

13:20-13:40

13:40-14:00

14:00-14:20

14:20-14:40

14:40-15:00

刘佩芳

彭卫军

汪登斌

李智岗

李    静

李相生

乳头状瘤病背景上乳腺导管原位癌影像学表现

乳腺X线新技术临床应用的综合评价及展望

乳腺影像学进展

CESM在乳腺癌诊断中的价值

乳腺癌分子分型及影像特征

水分子弥散特征在乳腺癌动态增强曲线形成中的
作用机制

北京大学肿瘤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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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安交通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中国医学科学院北京协和医院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佑安医院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地坛医院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佑安医院      09:40-11:40 感染学组

时间 题目 讲者 单位

主持人：李宏军

09:40-10:00

10:20-10:40

10:40-11:00

11:00-11:20

11:20-11:40

陈步东

侯代伦

程    敏

隋    昕

贺    伟

艾滋病合并肺结核的影像特点

肺结核遇上曲霉菌感染影像学鉴别

造血干细胞移植后肺结核的影像表现

非结核分支杆菌的影像学表现

胸膜结核瘤的影像诊断与鉴别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胸科医院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胸科医院

北京大学人民医院

中国医学科学院北京协和医院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胸科医院

中国医学科学院北京协和医院      13:00-14:20 感染学组

时间 题目 讲者 单位

主持人：宋伟

13:00-13:20

13:20-13:40

13:40-14:00

14:00-14:20

宋    兰

李瑞利

于文玲

闫淯淳

肺毛霉菌病的影像表现

HIV与梅毒共感染的脑部神经影像研究

真菌性鼻窦炎的影像表现及鉴别诊断

感染所致儿童喘息的肺部影像

中国医学科学院北京协和医院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佑安医院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同仁医院

北京儿童研究所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地坛医院      14:20-16:00 感染学组

时间 题目 讲者 单位

主持人：谢汝明

14:20-14:40

14:40-15:00

15:00-15:20

15:20-15:40

15:40-16:00

吕    岩

陈麦林

王永梅

吴晓华

王    蕊

颅内结核的影像表现及分型

肺结节的MRI诊断基础

ANCA相关性血管炎的肺部影像表现

粘液腺癌的影像表现与病理基础

原发性中枢神经系统血管炎的影像学表现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胸科医院

北京大学肿瘤医院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安贞医院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友谊医院

北京医院

时间 题目 讲者 单位

主持人：吕平欣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胸科医院      08:00-09:20 感染学组

08:00-08:20

08:20-08:40

08:40-09:00

09:00-09:20

郭佑民

宋    伟

李宏军

谢汝明

早期肺癌的影像学识别与鉴别

粗球孢子菌病

COVID-19影像诊断研究进展

AIDS合并肺部隐球菌病影像表现

感染学组（线上）2020年12月20日

17

会议日程

西安交通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中国医学科学院北京协和医院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佑安医院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地坛医院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佑安医院       

时间 题目 讲者 单位

主持人：李宏军

09:40‒10:00

10:00‒10:20

10:20‒10:40

10:40‒11:00

11:00‒11:20

陈步东

侯代伦

程    敏

隋    昕

贺    伟

艾滋病合并肺结核的影像特点

肺结核遇上曲霉菌感染影像学鉴别

造血干细胞移植后肺结核的影像表现

非结核分支杆菌的影像学表现

胸膜结核瘤的影像诊断与鉴别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胸科医院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胸科医院

北京大学人民医院

中国医学科学院北京协和医院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胸科医院

中国医学科学院北京协和医院       

时间 题目 讲者 单位

主持人：宋伟

13:00-13:20

13:20-13:40

13:40-14:00

14:00-14:20

宋    兰

李瑞利

于文玲

闫淯淳

肺毛霉菌病的影像表现

HIV与梅毒共感染的脑部神经影像研究

真菌性鼻窦炎的影像表现及鉴别诊断

感染所致儿童喘息的肺部影像

中国医学科学院北京协和医院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佑安医院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同仁医院

北京儿童研究所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地坛医院       

时间 题目 讲者 单位

主持人：谢汝明

14:20-14:40

14:40-15:00

15:00-15:20

15:20-15:40

15:40-16:00

吕    岩

陈麦林

王永梅

吴晓华

王    蕊

颅内结核的影像表现及分型

肺结节的MRI诊断基础

ANCA相关性血管炎的肺部影像表现

粘液腺癌的影像表现与病理基础

原发性中枢神经系统血管炎的影像学表现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胸科医院

北京大学肿瘤医院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安贞医院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友谊医院

北京医院

时间 题目 讲者 单位

主持人：吕平欣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胸科医院       

08:00-08:20

08:20-08:40

08:40-09:00

09:00-09:20

郭佑民

宋    伟

李宏军

谢汝明

早期肺癌的影像学识别与鉴别

粗球孢子菌病

COVID-19影像诊断研究进展

AIDS合并肺部隐球菌病影像表现

感染学组（全天）2020年12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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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大学首钢医院      08:00-10:00 泌尿生殖学组

时间 题目 讲者 单位

主持人：张滨

08:00-08:20

08:00-08:20

08:20-08:40

08:40-09:00

09:00-09:20

09:20-09:40

09:40-10:00

陈    敏

陈    敏

沈    文

刘剑羽

杨正汉

王海屹

叶晓华

致辞

易漏诊前列腺癌磁共振征象分析—病理大切片对照

睾丸精原细胞瘤影像诊断与鉴别诊断

肾癌下腔静脉瘤栓的影像诊断

肝肾肿块的包膜：影像识别与诊断思路

膀胱副节瘤的影像学表现

肾脏淋巴瘤的影像诊断

北京医院

北京医院

天津一中心医院

北京大学第三医院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友谊医院

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301）

北京医院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潞河医院      10:00-12:00 泌尿生殖学组

时间 题目 讲者 单位

主持人：彭如臣

10:00-10:20

10:20-10:40

10:40-11:00

11:00-11:20

11:20-11:40

11:40-12:00

12:00-12:20

李宏军

蒋    涛

孙浩然

薛华丹

曹    崑

梁宇霆

王新莲

疫情后时代—影像基因组学在感染疾病的应用

子宫内膜异位症的MR诊断

宫腔内肿块的鉴别诊断

卵巢癌转移灶CT影像诊断

DWI对女性盆腔肿瘤的鉴别作用

宫颈癌FIGO 2018新分期系统与MRI在局部分期
诊断中的作用

先天发育异常所致原发闭经的MRI诊断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佑安医院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朝阳医院

天津医科大学总医院

中国医学科学院北京协和医院

北京大学肿瘤医院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妇产医院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妇产医院

应急总医院      13:00-14:40 腹部大咖专场

时间 题目 讲者 单位

主持人：曾庆玉

13:00-13:20

13:20-13:40

13:40-14:00

14:00-14:20

14:20-14:40

梁长虹

张惠茅

居胜红

曾蒙苏

姜慧杰

AI让医学影像与病理融合支持临床决策

肝脏局灶性病变标注共识2020

影像诊断综合症之实践

肝癌LI-RADS临床价值及其限度

肝富血供占位病变的影像分析思路

广东省人民医院

吉林大学白求恩第一医院

东南大学附属中大医院

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

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

泌尿生殖学组（线上-上午）2020年12月18日

腹部大咖专场 （下午）2020年12月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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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 

心血管学组（全天）2020年12月20日

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301）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安贞医院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友谊医院

中日友好医院

中国医学科学院阜外医院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安贞医院       心血管MR最新技术及研究进展

时间 题目 讲者 单位

主持人：徐磊

10:20-10:40

10:40-11:00

11:00-11:20

11:20-11:40

11:40-12:00

张    旻

李    东

王怡宁

李    涛

徐    磊

心脏磁共振扫描序列基本解读

心肌炎与心脏磁共振

心脏磁共振在淀粉样变性诊断中的应用

缺血性心脏病MR诊断及临床应用进展

心血管少见病的磁共振诊断

北京医院

天津医科大学总医院

中国医学科学院北京协和医院

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301）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安贞医院

北京大学第一医院       心血管影像规范化临床应用

时间 题目 讲者 单位

主持人：邱建星

13:20-13:40

13:40-14:00

14:00-14:20

14:20-14:40

13:00-13:20

马晓海

张    璋

高    扬

邱建星

程流泉

主动脉壁内血肿的影像诊断和介入治疗

Loeffler心内膜炎影像诊断

CTP专家共识解读

肿瘤心脏病的影像学评估

心肌梗死的MRI概念变迁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安贞医院

天津医科大学总医院

中国医学科学院阜外医院

北京大学第一医院

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301）
第六医学中心

时间 题目 讲者 单位

主持人：吕滨 中国医学科学院阜外医院       心血管CT最新技术及研究进展

08:00-08:20

08:20-08:40

08:40-09:00

09:00-09:20

09:20-09:40

杨    立

于    薇

贺    毅

刘    敏

侯志辉

冠脉血管炎症CCTA成像进展

冠状动脉斑块的影像学诊断

冠状动脉CTA钙化剪影技术

CT评价心肌应变研究进展

心肌病CT新技术及临床应用初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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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大学国际医院      10:00-12:00 消化学组

时间 题目 讲者 单位

主持人：赵殿江

10:00-10:20

10:20-10:40

10:40-11:00

11:00-11:20

11:20-11:40

11:40-12:00

姜慧杰

刘怀军

杨正汉

欧阳汉

王海屹

王贵生

肝富血供占位病变的影像分析思路

肝脏血液循环紊乱与临床医学工程

肝硬化背景中良性病变的影像特征

脂质检出技术在肝脏含脂肿瘤中的应用

肝脏非上皮来源恶性肿瘤影像学表现

影像组学在肝癌术后和肝移植中的应用

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

河北医科大学第二医院

首都医科大学友谊医院

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医院

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301）

武警总医院

北京医院

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医院

四川大学华西医院

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

吉林大学白求恩第一医院

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盛京医院

时间 题目 讲者 单位

主持人：纪盛章 天津市第四中心医院      14:40-16:40 泌尿生殖学组

08:00-08:20

08:20-08:40

08:40-09:00

09:00-09:20

09:20-09:40

09:40-10:00

陈    敏

赵心明

宋    彬

曾蒙苏

张惠茅

刘兆玉

肝脏肿瘤磁共振诊断新进展

肝脏局灶结节性增生的影像诊断

肿块型胆管细胞癌的影像学诊断与研究进展

肝癌LI-RADS临床价值及其限度

肝脏局灶性病变标注共识2020

肝癌结节影像学检查策略

消化学组（线上）2020年12月18日

泌尿生殖学组（线上）2020年12月18日

北京大学第一医院      14:40-16:00 腹部大咖专场

时间 题目 讲者 单位

主持人：邱建星

14:40-15:00

15:00-15:20

15:20-15:40

15:40-16:00

刘兆玉

李子平

刘爱连

马    静

肝癌结节影像学检查策略

胃肠胰神经内分泌肿瘤影像诊断思路

卵巢T1WI高信号病变分析思路

妇科急腹症的影像诊断要点

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盛京医院

中山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大连医科大学附属一院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医院

中国医学科学院北京协和医院       心血管影像规范化临床应用

时间 题目 讲者 单位

主持人：王怡宁

15:00-15:20

15:20-15:40

15:40-16:00

16:00-16:20

16:20-16:40

马展鸿

杜祥颖

程    瑾

韩    丹

张    青

肺血管狭窄性疾病的影像诊断及鉴别

急性缺血性卒中的心脑联合CT成像

感染性主动脉炎临床及诊断

肺动脉高压影像诊断

人工智能在心血管方面的应用进展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朝阳医院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宣武医院

北京大学人民医院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友谊医院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同仁医院

心血管学组（全天）2020年12月20日

北京积水潭医院

北京大学第三医院

北京积水潭医院

河北医科大学第三医院

天津市天津医院

程晓光

袁慧书

程晓光

崔建岭

王    植

时间 题目 讲者 单位

主持人：程晓光 北京积水潭医院       

08:00-08:05

08:05-08:30

08:30-08:55

08:55-09:20

09:20-09:45

致辞

骨肌影像：现状与未来

骨质疏松诊断共识解读

膝关节软骨下病灶的鉴别诊断

腰骶丛成像新技术的临床应用价值

骨肌学组（全天）2020年12月20日

应急总医院       

时间 题目 讲者 单位

主持人：尹晓明

09:50-10:15

10:15-10:40

10:40-11:05

11:05-11:30

李俊秋

尹晓明

钟    心

杨本涛

SAPHO综合征前胸壁受累影像学表现

肱骨外上髁炎的核磁诊断

早期类风湿性关节炎的MR诊断

足部骨及软组织肿瘤及瘤样病变影像学分析思路

北京中医医院

应急总医院

北京京煤集团总医院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同仁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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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都医科大学附属朝阳医院      13:00-15:20 消化学组

时间 题目 讲者 单位

主持人：王立侠

13:00-13:20

13:20-13:40

13:40-14:00

14:00-14:20

14:20-14:40

14:40-15:00

15:00-15:20

韩    萍

叶慧义

彭    芸

薛华丹

靳二虎

王淑梅

王立侠

胰腺富血供肿瘤的影像诊断及鉴别诊断思路

胰腺转移瘤MRI表现与诊断思路

儿童胰腺发育异常的影像学表现

人工智能在胰腺疾病领域的应用进展

胰胆管合流异常及相关疾病的影像诊断

胰腺囊性病变的影像学诊断思路

胰腺MR检查技术进展

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协和医院

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301）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儿童医院

中国医学科学院北京协和医院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友谊医院

保定市第一中心医院

首都医科大学朝阳医院

解放军总医院第四医学中心      15:20-16:40 消化学组

时间 题目 讲者 单位

主持人：李天然

15:20-15:40

15:40-16:00

16:00-16:20

16:20-16:40

李宏军

冯平勇

刘剑羽

蒋力明

肝脏感染病变疾病谱的影像诊断问题

胆囊非肿瘤性息肉影像诊断

胆系扩张的CT、MRI诊断思路

结直肠癌T4b影像学评估

首都医科大学佑安医院

河北医科大学第二医院

北京大学第三医院

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医院

消化学组（线上）2020年12月18日

13:00-17:00 病例讨论

病例讨论（线下+直播）2020年12月19日

20

会议日程

骨肌学组（全天）2020年12月20日

北京大学第三医院       

时间 题目 讲者 单位

主持人：郎宁

13:00-13:25

13:25-13:50

13:50-14:15

14:15-14:40

郎    宁

刘    霞

史燕杰

于爱红

踝关节韧带损伤的影像评估

骨血管源性肿瘤的影像学表现

四肢软组织肿瘤的影像诊断与评估

髋臼盂唇损伤的磁共振诊断

北京大学第三医院

北京大学人民医院

北京大学肿瘤医院

北京积水潭医院

中国医学科学院北京协和医院       

时间 题目 讲者 单位

主持人：张燕

14:45-15:10

15:10-15:35

15:35-15:50

15:50-16:15

16:15-16:40

郑卓肇

张    燕

徐    贤

白荣杰

潘振宇

无源MR线圈的研发和应用

Erdheim-Chester 病骨骼受累影像学表现

关节软骨的磁共振评估技术及进展

拇指解剖与损伤的影像学诊断

侵袭性血管黏液瘤的影像诊断

清华长庚医院

中国医学科学院北京协和医院

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301）

北京积水潭医院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朝阳医院

题目 讲者 单位时间 题目 讲者 单位

主持人：候振洲

08:00-08:10

08:10-08:30

08:30-08:50

08:50-09:10

09:10-09:30

09:30-09:50

09:50-10:10

彭    芸

邵剑波

李    欣

朱    铭

肖江喜

谢    晟

袁新宇

开幕致辞

儿童胰腺肿瘤影像表现与分析

黏多糖病的影像学表现

先天性门体静脉分流

儿童嗜血细胞综合征的神经系统影像改变

儿童自身免疫性脑病诊断中需要注意的事项

AI在儿童腕骨龄评估中的应用和注意事项

茶 歇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儿童医院

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武汉儿童医院

天津市儿童医院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上海儿童医学中心

北京大学第一医院

中日友好医院

首都儿科研究所附属儿童医院

儿童学组（上午）2020年12月20日

河北儿童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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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童学组（上午）2020年12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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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301）

福建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天坛医院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朝阳医院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儿童医院

时间 题目 讲者 单位

主持人：石建成 北京市延庆区医院      13:00-15:00 神经学组

13:00-13:20

13:20-13:40

13:40-14:00

14:00-14:20

14:20-14:40

14:40-15:00

马    林

曹代荣

程敬亮

马    军

王双坤

刘    玥

北京积水潭医院

北京大学第三医院

北京积水潭医院

河北医科大学第三医院

天津市天津医院

程晓光

袁慧书

程晓光

崔建岭

王    植

神经系统副肿瘤综合征的影像学诊断

脑疝的CT评价

颅内动脉瘤破裂的影像学预测

孕产妇脑血管病的影像诊断

女性妊娠及围产期脑血管病的影像分析

儿童脓毒症相关性脑病影像学表现

神经学组（线上）2020年12月19日

时间 题目 讲者 单位

主持人：程晓光 北京积水潭医院      08:00-09:45 骨肌学组

08:00-08:05

08:05-08:30

08:30-08:55

08:55-09:20

09:20-09:45

致辞

肌骨影像发展方向

骨质疏松诊断共识解读

膝关节软骨下病灶的鉴别诊断

腰骶丛成像新技术的临床应用价值

骨肌学组（线上）2020年12月20日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三博脑科医院

北京医院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天坛医院

北京大学第三医院

解放军306医院

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301）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同仁医院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安贞医院

时间 题目 讲者 单位

主持人：陈雷 北京大学人民医院      15:00-17:40 神经学组

15:00-15:20

15:20-15:40

15:40-16:00

16:00-16:20

16:20-16:40

16:40-17:00

17:20-17:40

17:40-18:00

朱明旺

宋    焱

陈绪珠

曾祥柱

李    科

王    岩

郭    健

董    莉

鞍上强化团块的诊断思路

颅内动脉血管壁HR-MRI的临床与科研

如何减少诊断失误：来自临床一线的体会和见解

早期帕金森病伴认知功能损害的多模态磁共振研究

磁共振脑功能成像初步临床应用

脑外伤的影像学诊断及康复影像学

自身免疫性脑炎的影像学表现

颈动脉粥样硬化斑块的磁共振成像技术及影像判读

讲者 单位
燕    飞

叶锦棠

李世俊

梁宇霆

徐    岩

杨延辉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同仁医院

北京万柳美中宜和妇儿医院

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301）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妇产医院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友谊医院

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

主持人：吴新淮

10:20-10:40

10:40-11:00

11:00-11:20

11:20-11:40

11:40-12:00

12:00-12:20

儿童眼眶肿瘤及肿瘤样病变影像分析思路

胎儿及儿童期结节性硬化症的影像诊断和鉴别

磁共振引导下孤独症患儿干预的临床研究

女性青少年及儿童卵巢肿瘤的影像诊断

儿童病毒性肺炎的CT诊断

Rasmussen 脑炎的影像学表现

中国人民解放军陆军总医院       

时间 题目 讲者 单位

时间 题目 讲者 单位

主持人：姜红

08:00-08:20

08:20-08:40

白    艳

谷    涛

新冠患者检查增强CT

冠状动脉CT血管成像的适用标准及报告书写
规范（2020版）解读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地坛医院

北京医院

08:40-09:00

09:00-09:20

09:20-09:40

09:40-10:00

郭午玲

李艳玲

李玉梅

刘    然

心脏磁共振检查的护理

乳腺核磁共振动态增强序列及诊断的一些问题

预见性护理在磁共振检查的应用

碘对比剂ADR的急救处理

中国医学科学院北京阜外医院

北京大学肿瘤医院

中国医学科学院北京协和医院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朝阳医院

对比剂与护理学组（上午）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安贞医院      

2020年12月20日

讲者 单位
马素文

任晓静

赵海燕

赵丽琴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宣武医院

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佑安医院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友谊医院

主持人：隆海红

10:00-10:20

10:20-10:40

10:40-11:00

11:00-11:20

聊聊欧放对比剂指南

探讨放射科对比剂使用风险和应对措施

高浓度对比剂的临床使用经验分享

肝血管瘤的典型及非典型影像表现

时间 题目 讲者 单位

北京大学人民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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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急总医院      09:50-11:30 骨肌学组

时间 题目 讲者 单位

主持人：尹晓明

09:50-10:15

10:15-10:40

10:40-11:05

11:05-11:30

李俊秋

尹晓明

钟    心

杨本涛

SAPHO综合征前胸壁受累影像学表现

肱骨外上髁炎的核磁诊断

早期类风湿性关节炎的MR诊断

足部骨及软组织肿瘤及瘤样病变影像学分析思路

北京中医医院

应急总医院

北京京煤集团总医院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同仁医院

北京大学第三医院      13:00-14:40 骨肌学组

时间 题目 讲者 单位

主持人：郎宁

13:00-13:25

13:25-13:50

13:50-14:15

14:15-14:40

郎    宁

刘    霞

史燕杰

于爱红

踝关节韧带损伤的影像评估

骨血管源性肿瘤的影像学表现

四肢软组织肿瘤的影像诊断与评估

髋臼盂唇损伤的磁共振诊断

北京大学第三医院

北京大学人民医院

北京大学肿瘤医院

北京积水潭医院

中国医学科学院北京协和医院      14:45-16:40 骨肌学组

时间 题目 讲者 单位

主持人：张燕

14:45-15:10

15:10-15:35

15:35-15:50

15:50-16:15

16:15-16:40

郑卓肇

张    燕

徐    贤

白荣杰

潘振宇

无源MR线圈的研发和应用

Erdheim-Chester 病骨骼受累影像学表现

关节软骨的磁共振评估技术及进展

拇指解剖与损伤的影像学诊断

侵袭性血管黏液瘤的影像诊断

清华长庚医院

中国医学科学院北京协和医院

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301）

北京积水潭医院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朝阳医院

骨肌学组（线上）2020年12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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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议日程

时间 题目 讲者 单位

时间 题目 讲者 单位

主持人：孙晓伟

15:00-15:20

15:20-15:40

15:40-16:00

16:00-16:20

16:20-16:40

16:40-17:00

17:00-17:20

17:20-17:40

17:40-18:00

王    健

黄连军

金    龙

李智岗

高    堃

朱    旭

张跃伟

彭晓新

于经瀛

HCC的消融治疗，挑战与机遇共存！

主动脉创伤及介入治疗

靶向治疗在中晚期肝癌治疗中的联合应用

图像融合技术在PTCD中的应用

咯血的介入治疗

肝动脉持续灌注化疗在肝癌转化治疗的临床研究

PTBD在复杂胆道疾病中操作要点分析

创伤性血管损伤介入治疗临床路径

胰腺癌术后出血、感染、梗阻黄疸介入治疗1例汇报

北京大学第一医院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安贞医院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友谊医院

河北医科大学第四医院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朝阳医院

北京大学肿瘤医院

北京清华长庚医院

北京积水潭医院

北京医院

北京大学第一医院       

介入学组（下午）

时间 题目 讲者

主持人：范占明

13:00-13:20

13:20-13:40

13:40-14:00

14:00-14:20

14:20-14:40

14:40-15:00

周    石

李    槐

邢文阁

李晓光

丁明超

段    峰

肾透析通路致中心静脉闭塞的介入治疗

肝癌治疗后评估标准的演变

胆胰肿瘤并发症介入治疗

高危肺结节活检同步微波消融的探索与实践

肠系膜静脉血栓的治疗体会

先天性门体分流：介入治疗VS外科手术

贵州医科大学附属医院

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医院

天津医科大学肿瘤医院

北京医院

航天中心医院

解放军总医院第一医学中心

2020年12月20日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安贞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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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商名录

通用电气医疗系统贸易发展（上海）有限公司

通用电气药业（上海）有限公司

飞利浦（中国）投资有限公司

西门子医疗系统有限公司

上海联影医疗科技有限公司

上海博莱科信谊制药有限责任公司

拜耳医药保健有限公司

东软医疗系统股份有限公司

加栢医疗器械 ( 上海 ) 有限公司

江苏恒瑞医药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医准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北京北陆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Insightec

深圳迈瑞生物医疗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南京巨鲨显示科技有限公司

深圳市巨烽显示科技有限公司

南京云磁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南京正大天晴制药有限公司

数坤 ( 北京 ) 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杭州依图医疗技术有限公司

展商名录

通用电气医疗系统贸易发展（上海）有限公司

通用电气药业（上海）有限公司

飞利浦（中国）投资有限公司

西门子医疗系统有限公司

上海联影医疗科技有限公司

上海博莱科信谊制药有限责任公司

拜耳医药保健有限公司

东软医疗系统股份有限公司

加栢医疗器械 ( 上海 ) 有限公司

江苏恒瑞医药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医准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北京北陆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Insightec

深圳迈瑞生物医疗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南京巨鲨显示科技有限公司

深圳市巨烽显示科技有限公司

南京云磁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南京正大天晴制药有限公司

数坤 ( 北京 ) 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杭州依图医疗技术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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