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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议简介
第二届图像计算与数字医学国际研讨会（ISICDM 2018）将于 2018 年 10 月 13-15 日在中国四川
省成都市召开。研讨会将围绕图像计算和数字医学中的一些重要的理论、算法与应用问题进行学术讨
论，旨在促进电子信息（包括计算机、自动化与生物医学工程）、数学和医学等领域学者的交流与合
作。届时，将有这些领域的国内外知名学者作特邀报告，还将组织一些有丰富科研与临床经验的医生
和理工科专家学者做跨学科的科普讲座与前沿学术报告，充分体现此次研讨会的理、工、医学科交叉
特色。
会议内容包含大会特邀报告、专题分会、海报展示、圆桌对话、理论基础与算法入门系列讲座、
软件应用培训、临床数据分析挑战赛。本次 ISICDM 有如下专题分会与系列讲座：
医生谈临床需求与挑战、智能放疗与靶区勾画、机器学习与医学图像分析、 数字牙科与骨科、
机器学习理论与应用、图像科学的数学方法系列讲座、医学影像数据分析软件培训、图像重建、处
理与识别、 神经影像与类脑智能、数字病理、 图像分割与三维可视化、图像处理与机器学习的硬
件（FPGA、DSP、IC）实现、机器学习与健康数据分析、数字医学与人工智能、图像重建与处理数
学方法、深度学习入门讲座
会议主题包括（但不限于）：
1. 图像计算: 图像处理、图像分割、图像重建、图像匹配、特征提取、图像检测与识别、形状分
析、机器学习 、深度学习、图像处理与机器学习的数学方法、图像处理与机器学习的硬件（FPGA、
DSP、IC）实现等。
2. 数字医学: 医学图像分析、磁共振图像重建、CT 图像重建、影像组学、分子影像学、医疗大
数据、三维可视化、 放疗靶区勾画、数字病理、生物信息学、图像分割、图像配准、计算解剖学、
机器学习应用等。
本次研讨会由国际数字医学会主办，由电子科技大学信息与通信工程学院承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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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icholas Ayache 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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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EEE Fellow、AIMBE Fellow
MICCAI 学会 Fellow
MICCAI 持久影响力奖获得者
研究方向：生物医学图像处理分析、基于几何物理模型和统计决策的定量图像分析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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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方医科大学教授，主任医师
中华医学会数字医学分会主任委员
中华医学会胆道外科学组委员
中国研究型医院学会数字医学临床外科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
研究方向：数字化微创技术在肝胆胰外科疾病诊治的应用、3D 技术引导下肝脏外科
疾病导航治疗的基础与临床应用、肿瘤光/声多模态分子影像在肝胆胰外科疾病诊治
研究
John C. Gore 博士
美国范德堡大学教授
美国工程院院士(NAE)
《Magnetic Resonance Imaging》主编
国际医学磁共振学会(ISMRM)金奖获得者
研究方向：磁共振成像、医学成像
Hayit Greenspan 博士
以色列特拉维夫大学教授
IEEE-TMI 副主编
斯坦福大学访问教授
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兼职教授
研究方向：深度学习 图像建模分析、增强分辨、基于内容的图像检索

何炳生 博士
南京大学数学系教授
南方科技大学数学系教授
研究方向：最优化理论与方法，线性与非线性规划，运筹学中的数学方法，变分不等
式的投影收缩方法，凸优化的分裂收缩算法

来茂德 医学博士
主任医师
中国药科大学校长、教授、博导
原浙江大学副校长
德国国家科学院院士
中华医学会病理学分会主任委员（2010-2013）
中华医学会副理事长
中国医师协会病理医师分会副会长
浙江省特级专家荣誉称号
Clinica Chimica Acta 期刊编委
研究方向：重要疾病（大肠癌、代谢综合征）的转化医学研究
梁长虹 医学博士
广东省人民医院影像医学部主任兼放射科主任
华南理工大学医学院教授
亚洲腹部影像学会学术委员会理事，会员委员会主席
中华医学会放射分会第九届常委，第十三届委员会副主任委员；
《中华放射学杂志》
《中国影像技术杂志》副主编
研究方向：腹部影像学诊断、心血管疾病影像学诊断及 CT/MRI 技术

陆遥 博士
广州柏视医疗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
中山大学数据科学与计算机学院教授
中组部“青年千人计划”&中山大学“百人计划”
中山大学数据科学研究所副所长
广东省计算数学学会秘书长
广东省高性能计算学会副理事长
广东省计算科学重点实验室副主任
中国图形图像学会医学影像专委会委员
中国生物医学工程学会医学人工智能学会委员
研究方向：计算机辅助诊断、医学影像分析、医学大数据分析、人工智能

罗杰波 博士
美国罗切斯特大学教授，
前柯达研究实验室的首席科学家
SPIE Fellow、IEEE Fellow、IAPR Fellow
ACM Multimedia、CVPR、ICIP 会议主席/程序主席
研究方向：计算机视觉、机器学习、生物医学&健康分析, 社交媒体、大数据挖掘

吕乐 博士
平安科技美国东部研究院院长
曾任 NVIDIA 资深研究经理
曾任美国国家卫生研究院资深科学家
西门子研究院（Siemens Corporate Research）资深科学家
MICCAI、CVPR 领域主席
研究方向：医学成像理解和语义分析以适应新的临床事物
Dimitris N. Metaxas 博士
美国罗格斯大学杰出教授
计算机系主任
IEEE Fellow、AIMBE Fellow
曾任国际顶级会议 CVPR、ICCV 和 MICCAI 会议主席
研究方向：计算机视觉、医学影像分析

Wiro Niessen 博士
荷兰皇家艺术与科学院院士
鹿特丹 Erasmus 医学中心教授
荷兰代尔夫特理工大学教授
MICCAI 学会主席、会士
MICCAI 大会主席
IEEE TMI 期刊 Associate Editor
研究方向：计算机视觉、生物医学图像分析和计算机辅助干预
Daniel Rueckert 博士
帝国理工学院教授
计算机系主任
皇家工程院院士
IEEE Fellow、MICCAI society Fellow
曾担任 MMBIA、FIMH 大会主席，MICCAI、ISBI、WBIR 程序主席
IEEE Transactions on Medical Imaging 副主编
医学影像分析、影像与视觉计算编辑委员会成员
研究方向：生物医学图像分析与计算、医学影像中的机器学习

任海萍 博士
中国食品药品检定研究院医疗器械检定所光机电室主任
中国医学装备协会医学装备计量测试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
全国医用电器技术化委员会委员
中国生物医学工程学会医学物理分会常务委员
全国医学计量技术委员会委员
研究方向：有源医疗器械、医用软件的检测及质量控制
田捷 博士
中科院自动化所研究员
IEEE Fellow、AIMBE Fellow、SPIE Fellow、ISMRM Fellow
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获得者
长江学者
科技部国家 973 计划首席科学家
研究方向：医学影像分析，模式识别，影像组学
Baba C. Vemuri 博士
美国佛罗里达大学教授
IEEE 计算机学会技术成就奖获得者
ACM Fellow、IEEE Fellow
ICCV 会议程序主席
曾担任 TPAMI、TMI、CVIU 等杂志副主编
现担任 MedIA 和 IJCV 副主编
研究方向：医学图像计算、计算机视觉、机器学习、信息几何
王霄英 医学博士
北京大学第一医院医学影像科主任医师、教授
北京大学前沿交叉学科研究院功能成像中心主任
医学工程和物理北京市重点实验室副主任
《中国医学影像技术杂志》副主编
《当代医学－肿瘤影像学杂志》执行主编
研究方向：泌尿生殖系统影像诊断
王玉平 博士
美国杜兰大学教授
美国医学生物工程学院会士 (AIMBE Fellow)
2011-2014 作为上海东方学者在上海理工大学协助创办系统医学研究中心
PowerGeneTM 染色体核型分析系统和 PowerProbeTM FISH 系统的关键开发成员
研究方向：脑影像和基因组学融合

徐晨阳 博士
IEEE Fellow
柏视医疗科技董事合伙人
硅谷企业创新创投领袖联合会合伙人
美亚创新促进会副会长和首席 AI 科技顾问
原西门子硅谷创新中心总经理
伯克利大学 EECS 工业顾问会理事
曾多次任际顶级会议 MICCAI 会议程序委员
研究方向：计算机视觉、医学影像分析
郑海荣 博士
中国科学院深圳先进技术研究院副院长
劳特伯生物医学成像研究中心主任
国家地方联合医学成像技术与装备工程实验室主任
国家杰出青年基金、973 项目首席科学家、陈嘉庚青年科学奖、求是杰出青年成果转
化奖、何梁何利科学技术奖、国家技术发明二等奖等
研究方向：超声与医学成像技术、图像与信号处理

特邀医生名单（按姓氏首字母/拼音排序，排名不分先后）：
方驰华 医学博士
南方医科大学教授，主任医师
中华医学会数字医学分会主任委员
中华医学会胆道外科学组委员
中国研究型医院学会数字医学临床外科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
研究方向：数字化微创技术在肝胆胰外科疾病诊治的应用、3D 技术引导下肝脏外科
疾病导航治疗的基础与临床应用、肿瘤光/声多模态分子影像在肝胆胰外科疾病诊治
研究
蒋燕妮 医学博士
江苏省放射学分会青年委员
中国妇幼保健协会乳腺保健专业委员会委员
研究方向：医学影像诊断

来茂德 医学博士
中国药科大学校长、教授、博导
原浙江大学副校长
德国国家科学院院士
中华医学会病理学分会主任委员（2010-2013）
中华医学会副理事长
中国医师协会病理医师分会副会长
浙江省特级专家荣誉称号
Clinica Chimica Acta 期刊编委
研究方向：重要疾病（大肠癌、代谢综合征）的转化医学研究
梁长虹 医学博士
广东省人民医院影像医学部主任兼放射科主任
华南理工大学医学院教授
亚洲腹部影像学会学术委员会理事，会员委员会主席
中华医学会放射分会第九届常委，第十三届委员会副主任委员；
《中华放射学杂志》
《中国影像技术杂志》副主编
研究方向：腹部影像学诊断、心血管疾病影像学诊断及 CT/MRI 技术
刘再毅 医学博士
广东省人民医院放射科副主任
中华放射学会磁共振学组委员
广东省放射学会青委会副主任委员
研究方向：临床影像诊断，影像数据挖掘

陆菁菁 医学博士
北京协和医院放射科主任医师，教授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及多个地区自然科学基金的评审专家
北京科委生物医药专家库成员以及首都卫生发展科研专项评审专家
中国医学影像技术研究会理事
中国医师协会妇产科临床影像专委会副主任委员
研究方向：医学影像诊断、智能图像处理及识别
孙建国 医学博士
教授，主任医师，博导
陆军军医大学新桥医院肿瘤科副主任
全军肿瘤诊治研究所副所长
国家重点研发计划首席专家
中华医学会数字医学分会副主委
全军肿瘤学会放疗专委会青委副主委
滕晓东 医学博士
浙江大学附属第一医院病理科副主任
中华医学会病理学分会常委
中囯研究型医院病理分会常委
浙江省医学会病理学分会主任委员
中华医学会病理学分会泌尿男生殖病理学组组长
卫生部病理质控专家委员会委员
卫生部病理医师定期考核委员会委员
浙江省抗癌协会肿瘤靶向及细胞治疗专委会副主任委员
浙江省病理医师分会总干事
研究方向：消化、泌尿男生殖系统及乳腺、甲状腺病理诊断
佟丹 医学博士
吉林大学第一医院放射科副主任，博士，主任医师，教授，硕士生导师；
中国医师学会放射分会神经学组委员，
中华医学会放射学分会磁共振学组成员,
中国卒中学会影像分会常委，
国家卫健委脑血管病防治委员会影像专委会常委,
吉林省卒中学会医学影像分会主任委员，
吉林省医学会放射分会委员
吉林省医师学会放射分会常委
汪登斌 医学博士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新华医院放射科主任
中华放射学会青年委员会委员
中华放射学会乳腺学组委员
上海市放射专科学会乳腺学组副组长
上海交通大学纳米生物医学研究中心兼职教授
中国抗癌协会上海市乳腺癌专业委员会委员
研究方向：乳腺、腹部影像学，分子影像学及靶向探针

王霄英 医学博士
北京大学第一医院医学影像科主任医师、教授
北京大学前沿交叉学科研究院功能成像中心主任
医学工程和物理北京市重点实验室副主任
《中国医学影像技术杂志》副主编
《当代医学－肿瘤影像学杂志》执行主编
研究方向：泌尿生殖系统影像诊断
谢启超 医学博士
重庆医科大学副主任医师副教授
重医附属三院肿瘤科 负责人
中国临床肿瘤学会热疗专委会委员
重庆中西医免疫治疗委员会委员
研究方向：肿瘤免疫耐受及对策

熊雁 医学博士
陆军军医大学大坪医院副主任医师
重庆市运动医学专委会委员
重庆医学会骨科专委会关节学组委员
重庆关节健康专委会副主任委员
研究方向：数字化精准骨关节技术

杨健 医学博士
西安交通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医学影像科（含 PET/CT) 主任
中华医学会放射学分会第一届磁共振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
中华医学会核医学分会产学研工作委员会副主任委员
中国研究型医院学会肿瘤影像专业常委
《实用放射学杂志》副主编
《中国临床医学影像杂志》和《中国 CT&MRI 杂志》常务编委
研究方向：医学影像和 生 物 医 学 工 程
姚庆强 医学博士
南京医科大学教授
国家人社部归国留学择优人才、江苏省六大高峰人才、“333”工程人才
南京医科大学数字医学研究所常务副所长
国际数字医学学会副秘书长
中华医学会数字医学分会副秘书长
江苏省医学会数字医学分会副主任委员
研究方向：数字骨科、计算机辅助外科、三维打印骨软骨组织工程

张海钟 医学博士
解放军总医院口腔科主任医师、教授
2009 年荣获“军事科技进步二等奖”
多项研究项目及国家自然基金项目
研究方向：口腔颌面外科学

张玉东 医学博士
江苏省人民医院放射科副主任医师，副教授
中国放射医师协会泌尿学组委员
江苏放射学分会青年委员兼学术秘书
江苏数字医学分会青年委员
研究方向：腹部影像诊断、图像后处理及人工智能成像

ISICDM 专题分会报告名单
包承龙 博士
清华大学丘成桐数学科学中心助理教授
研究方向：计算调和分析，图像处理以及大规模优化算法

常乐 博士
中国科学院上海生命科学研究院神经科学研究所研究员
美国加州理工学院,博士后,
研究方向：灵长类高级视觉神经元对物体图像的编码、人工智能物体识别系统与大脑
物体识别机制的异同

陈霸东 博士
西安交通大学教授
陕西省“百人计划”特聘教授
IEEE TNNLS、IEEE TCDS 等期刊的编委(Associate Editor)
IEEE 面向信号处理的机器学习(MLSP)委员
IEEE 认知与发展系统(CDS)技术委员会委员
研究方向：信号处理、机器学习、人工智能、脑机接口等
陈宇飞 博士
同济大学电子与信息工程学院副教授
同济大学青年英才计划
上海市计算机学会生物信息学专业委员会秘书
上海市计算机学会人工智能专业委员会委员
研究方向：医学影像分析，计算机辅助诊断

段玉萍 博士
天津大学应用数学中心教授
入选中组部青年千人计划
研究方向：图像处理、医学影响分析及手术模拟的模型及算法

范益波 博士
复旦大学微电子学院副教授
上海复瞰科技有限公司 CTO
研究方向：图像处理、视频编解码、多媒体 SoC 系统的算法、硬件和芯片设计

冯健 青岛美迪康数字工程有限公司
汪葛 时代天使
何晖光 博士
中科院自动化所
国家科学技术奖(2003、2004)
北京西门子科技奖(2002、2003)
研究方向：脑计算机接口，医学图像处理和脑启发智力

Sven Alan Holcombe 博士
密歇根大学 ICAM 的研究科学家和教员
研究方向：人类行为举止、医学图像

黄悦 博士
厦门大学信息科学与技术学院副教授
IEEE tip jbhi 等期刊会议审稿人
研究方向：显微图像分析

李阳 博士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自动化学院副教授、博士生导师、副院长
英国谢菲尔德大学“哈里沃辛顿”学术奖、英国“优秀自费留学生奖”
2017 年获吴文俊人工智能自然奖(排名第 1)
2016 年中国体视学“青年科技奖”
国际期刊 BIOINFO Mechanical Engineering 主编
研究方向：生物医学信号处理与机器学习、医学影像数据分析与处理

李勇明 博士
重庆大学副教授
“智能信息处理与计算服务实验室”主任
担任 SCI 源国际期刊《IEEE Access》副主编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Computer Applications in Technology》
（EI 源）等 5 个国际期
刊编委
担任 SIS2011、2013，ICIE2011 等国际会议的程序委员会委员
研究方向：人工智能，多模态生物医学信号与信息处理，医学/健康数据挖掘，计算
机辅助检测分析与诊断方法及系统
李璋 博士
国防科技大学助理教授
研究方向：生物图像分析、图像配准、深度学习

梁栋 博士
中国科学院深圳先进技术研究院研究员，博导
国家地方联合“高端医学影像技术与装备”工程实验室常务副主任
广东省磁共振物理与多模系统重点实验室副主任
深圳先进院医工所所长助理、劳特伯生物医学成像研究中心副主任
IEEE Trans. Medical Imaging Associate Editor
中国生物医学工程学会青年工作委员会副主任委员
中华医学会放射学分会磁共振专委会工程与物理学组委员
研究方向：信号处理、机器学习和生物医学成像
廖俊 博士
中国药科大学理学院，药学信息学副教授
美国密歇根大学药学院访问学者
现任中国药科大学高性能计算中心主任。
研究方向：药学信息学、医学生物信息学人工智能

刘国军 博士
宁夏大学教授
研究方向：小波、偏微分方程图像处理及其应用，图像质量评价，机器学习

刘丽
陆军军医大学（第三军医大学）数字医学研究所教师
研究方向：医学图像处理、人工智能，目前主要从事数字化病理、数字医学的研究，
通过深度卷积神经网络对宫颈癌中病变细胞进行自动检测

刘且根 博士
南昌大学副教授
IEEE SMC 交互和可穿戴式计算与设备技术委员会委员
ACM MM 和 IEEE ICIVC 会议技术委员会委员
IEEE ICIP section chair, IEEE TIP, IEEE TCSVT, IEEE TMM, IEEE TMI, Pattern.
Recogn 和 MRI 等期刊审稿人
刘洋 博士
Invisalign 隐适美认证讲师、翻译
2018 年全国正畸青年医师病例 30 强
美国牙医学会（ADA）国际会员
世界正畸联盟（WFO）国际会员
中华口腔医学会正畸专业委员会专科会员
研究方向：微种植体支抗辅助治疗及正颌正畸联合治疗
卢文联 博士
复旦大学数学学院教授
复旦大学类脑智能研究院研究员
研究方向：神经网络数学理论及应用；复杂系统与复杂网络理论及应用； 计算神经
模型和大脑影像数据处理

陆遥 博士
广州柏视医疗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
中山大学数据科学与计算机学院教授
中组部“青年千人计划”&中山大学“百人计划”
中山大学数据科学研究所副所长
广东省计算数学学会秘书长
广东省高性能计算学会副理事长
广东省计算科学重点实验室副主任
中国图形图像学会医学影像专委会委员
中国生物医学工程学会医学人工智能学会委员
研究方向：计算机辅助诊断、医学影像分析、医学大数据分析、人工智能

倪东 博士
教授，深圳大学医学部生物医学工程学院副院长
广东省超声医学工程学会常务理事
深圳大学优秀学者
2019 年医学图像计算顶级会议 MICCAI 的当地主席（Local Chair）
研究方向：智能医学超声

粘永健 博士
陆军军医大学生物医学工程与影像医学系副教授
研究方向：医学图像处理

牛田野 博士
浙江大学转化医学研究院和附属邵逸夫医院双聘教授、博导
浙江省“千人计划”专家
科技部 863 计划“青年科学家”
浙江省自然“杰出青年基金”获得者
浙江省“151 人才工程”入选者
研究方向：精准低剂量锥束 CT 成像中关键科学问题研究和以精准成像技术为核心的
专用设备研发
庞宇 博士
第四届中国侨界贡献奖（集成电路设计创新团队）
工信部人工智能标委会全权成员
研究方向：光电感测技术研究、集成电路设计、数字医疗设备研制与人工智能技术

彭亚新 博士
上海大学理学院数学系
研究方向：geometric variation, metric learning, scene understanding,
point cloud registration, SLAM and image processing.

漆进 博士
电子科技大学副教授
芝加哥大学医学中心访问学者
研究方向：机器学习和人工智能研究

苏航 博士
清华大学助理教授
IJCAI、AAAI、CVPR 等国际主流会议资深 PC 或 PC 会员
TPAMI、TIP、TMI 等顶级期刊的审稿员
研究方向：计算机视觉和机器学习算法的发展

孙宏滨 博士
西安交通大学人工智能与机器人研究所教授
IEEE 电路与系统学会超大规模集成电路系统与应用委员会委员
中国通信学会通信专用集成电路专委会委员
中国电子学会电子设计自动化专委会委员
研究方向：视频与视觉处理集成电路、计算存储架构和自主驾驶智能车

孙剑 博士
西安交通大学数学与统计学院信息科学系教授
中组部青年拔尖人才支持计划
中国工业与应用数学学会优秀青年学者奖
研究方向：自然图像和医学影像处理与分析中的基础数学模型与算法

唐华锦 博士
四川大学计算机学院类脑计算研究中心主任
国家青年千人计划
2016 年度 IEEE 优秀 TNNLS 论文奖
IEEE Transactions on Neural Networks and Learning Systems, IEEE Transactions on
Cognitive and Developmental Systems 和 Frontiers in Neuromorphic Engineering 副主
编

唐晓颖 博士
南方科技大学助理教授、副研究员、博士生导师
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电气与计算机工程系客座教授
美国卡内基梅隆大学电气与计算机工程系客座教授
Frontiers in Neuroscience 以及 Frontiers in Neurology 期刊副编委
研究方向：医学图像处理，多模态磁共振图像分析，统计形态分析，数据分析，模式
识别，机器学习等领域
滕忠照 博士
剑桥大学放射系高级研究员
生物医学工程方向负责人
英国 MRC，HRUK 和 EPSRC 等基金评委
20 多个专业杂志特约评审员
研究方向：活体影像结合血液动力学分析在评价动脉粥样硬化和动脉瘤稳定性的作用

涂仕奎 博士
上海交通大学特别研究员
2018 年入选第十四批“千人计划”青年项目
《Science》1 篇，
《Cell》3 篇
担任 Springer-Nature 国际期刊 Applied Informatics（2017-）管理编辑
ICML, IJCAI, AAAI，NIPS 等多个顶级计算机国际会议的程序委员会委员（PC
Member）
研究方向：机器学习、生物信息学
王骄健 博士
电子科技大学讲师
研究方向：大脑顶叶皮层的功能组织，进化、发育、老化；神经精神以及发育性疾病
治疗和相关动物模型的脑机制

王晶晶 博士
山东师范大学副教授
2014-2015 在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访问交流
研究方向：图像处理与机器学习、激光与雷达成像

王连生 博士
厦门大学计算机科学系副教授，计算机系副主任，
数字福建健康医疗大数据研究所副主任
MICCAI 审稿人
研究方向：医学图像处理，电生理，图形与图像处理

王乾 博士
上海交通大学特别研究员、博导
MICCAI 2017 区域主席
担任 MICCAI 2019 竞赛项目主席
研究方向：医学图像计算、机器学习、人工智能

王瑞轩 博士
中山大学副教授
BMVC 2011-2017, ICPR 2014 程序委员会委员
MIA TIP IJAC 等审稿人
研究方向：医学图像智能分析，深度学习，计算机视觉，模式识别

王珊珊 博士
中国科学院深圳先进技术研究所副教授
2018 OCSMRM Outstanding Research Award
Biomedical Signal Processing and Control (JCR-2)编委会
IEEE TMI、TIP、 TSP、 MRM、PMB 等审稿人
研究方向：machine learning, fast medical imaging and radiomics

王秀英 博士
澳大利亚悉尼大学信息技术学院多媒体实验室副主任
外展参与委员会主席
研究方向：生物医学成像数据计算相关的定量数据分析和融合

王征 博士
中国科学院神经科学研究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
中国科学院上海生命科学大型仪器区域中心脑影像平台主任
中科院引进杰出技术支撑人才
研究方向：发展磁共振成像、神经调控、矩阵计算技术、情感障碍类疾病机理和干预
手段

文有为 博士
湖南师范大学教授
研究方向：信号/图像处理，科学计算

吴春林 博士
南开大学数学科学学院副教授
国家青年千人计划
研究方向：数值逼近与优化，图像处理和计算几何

吴毅 博士
陆军军医大学数字医学研究所副主任、副教授、硕士生导师
荷兰阿姆斯特丹大学访问学者
中华医学会数字医学分会青委会副主任委员
中国解剖学会人体解剖学与数字解剖学分会委员

夏勇 博士
西北工业大学教授
国家“青年千人”计划
西北工业大学计算机学院多学科交叉计算研究中心执行主任
中国计算机学会青工委委员
中国图象图形学学会、视觉大数据专委会常委
研究方向：医学影像分析，计算机辅助诊断，模式识别

肖亮 博士
南京理工大学教授
CCF YOCSEF 南京 2018-2019 主席
CCF 南京分部副主席
教育部高维信息智能感知与系统重点实验室副主任
江苏省光谱信息感知与系统重点实验室副主任
研究方向：计算机视觉、机器学习和智能信息系统研发
谢耀钦 博士
中国科学院深圳先进技术研究院生物医学与健康工程研究所研究员
Phys Med Biol 国际顾问委员会委员
中国生物医学工程学会医学影像物理专委会理事
中国生物物理学会分子影像学专业委员会委员
中国人工智能学会模式识别专业委员会委员
美国医学物理师协会（AAPM）会员
Medical Image Analysis、IEEE Transactions on Biomedical Engineering 等杂志审稿人
研究方向：生物医学与健康工程
徐科 博士
中兴微电子，担任人工智能首席科学家及多媒体芯片技术总监
移动网络和移动通讯多媒体技术国家重点实验室研究员
广东省集成电路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学术委员会委员
曾在 IBM，加拿大 Metabacus，ViXS，及 Qualcomm 美国圣地亚哥总部就职
参与旗舰级移动芯片骁龙 810, 820, 835 的设计
研究方向：计算机视觉及人工智能，自动驾驶，虚拟/增强现实，专用集成电路芯片
设计，低功耗架构，图形图像处理
许燕 博士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教授
“北京市青年英才”、微软亚洲研究院“铸星计划”等荣誉获得者
微软亚洲研究院的访问研究员
研究方向：人工智能，深度学习，机器学习，医疗大数据，精准医疗

徐增林 博士
电子科技大学教授
JMLR, IEEE TPAMI 等机器学习与人工智能领域主要期刊的审稿人
国家自然基金委、科技部、香港教育资助局的基金评审人
2013 年和 2014 年 IEEE 大数据大会分会 —可扩展的机器学习研讨会的组织委员会
主席
2015 年亚洲机器学习会议（ACML）的 Workshop Co-chair
研究方向：机器学习及其在社会网络分析、自然语言处理、健康信息学、信息安全等
方面的应用

杨光 博士
华东师范大学副研究员
上海市磁共振重点实验室副主任
研究方向：磁共振成像的图像重建、后处理及应用

杨欣 博士
华中科技大学副教授
博士后在 UCSB 的 Learning-based 多媒体实验室
研究方向：medical image analysis, monocular simultaneous localization and mapping, and
augmented reality.

殷海清 博士
中国石油大学（华东）理学院计算数学系教师
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医学院放射系医学影像与计算实验室访问学者
研究方向：医学图像分割和融合；遥感图像分类和混合像元分解；
张量与矩阵分析和计算

尹义龙 博士
山东大学教授，博导
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支持计划”入选者
中国人工智能学会机器学习专业委员会常委、副秘书长
研究方向：机器学习及应用

应时辉 博士
上海大学数学系副教授，博导
中国运筹学会医疗运作管理分会理事
中国运筹学会会员
研究方向：医学图像处理的几何模型与方法、流形约束优化理论与方法

余锦华 博士
复旦大学教授
中国生物医学工程学会青年委员会会员
上海生物医学工程学会会员
中国生物医学工程学会会员
研究方向：医学信号处理

余卫宇 博士
华南理工大学电子与信息学院副教授
华南理工大学国家移动超声探测工程技术研究中心海洋探测部副主任
广东省图像图形学会委员
研究方向：图像处理与模式识别、深度学习

俞扬 博士
南京大学副教授
《Frontiers of Computer Science》青年副编辑
人工智能领域国际顶级会议 IJCAI'18 领域主席、ICPR'18 领域主席、ACML'17 领域
主席
2018 PAKDD Early Career Award
研究方向：人工智能、机器学习、强化学习

袁景 博士
西安电子科技大学教授
曾为加拿大西部大学 Robarts 研究所研究员
加拿大西部大学 Schulich 医学院医学生物物理系副教授
担任许多顶级会议和期刊的委员会成员或审稿人
研究方向：机器学习、医学影像分析、计算机视觉

赵地 博士
中科院计算所副研究员
中国医疗器械行业协会医疗人工智能专委会委员
中国医学装备协会超声装备技术分会大数据与人工智能专委会副主任委员
中国人工智能产业创新联盟专家委员会委员
中国研究型医院学会移动医疗专业委员会委员
中国医学装备协会智能装备技术分会第一届委员
研究方向：深度学习与医学影像分析

张道强 博士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教授
国家优秀青年基金获得者
“万人计划”青年拔尖人才
《PLOS ONE》
、
《自动化学报》、
《计算机应用》等期刊编委
中国图像图形学会理事
中国人工智能学会机器学习专委会常委
中国计算机学会人工智能与模式识别专委会委员
研究方向：机器学习和模式识别技术及应用
张坤翔 博士
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高级研究员
IEEE 电路与系统协会新加坡分会主席
IEEE 电路与系统协会大规模集成电路系统与应用专委会委员
曾担任多个 IEEE 国际会议的组委会成员
研究方向：异步集成电路设计、硬件安全、高可靠性电路与系统设计、低功耗集成电
路设计
张利军 博士
南京大学副教授
入选中国科协“青年人才托举工程”
曾获 AAAI 2012 最佳论文奖
曾任 IJCAI 2017 领域主席
研究方向：机器学习与优化

张远超 博士
电子科技大学副教授
研究方向：多模态磁共振数据处理与分析

郑元杰 博士
泰山学者海外特聘教授
山东师范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
山东师范大学信息科学与工程学院副院长
生命与健康研究院副院长
“智能信息计算与安全”山东省高校重点实验室主任
研究方向：计算机视觉、医学图像分析

周军 博士
电子科技大学教授
国家青年千人
IEEE 电路与系统协会最佳论文奖
IEEE 电路与系统学会大规模集成电路系统与应用技术委员会委员
国际电路与系统旗舰会议 ISCAS 分会主席、技术委员会委员
国际处理器架构重要会议 ICCD 技术委员会委员，
国际集成电路设计重要会议 A-SSCC 分会主席、技术委员会委员
研究方向：智能感知芯片设计，面向图像、声音、运动、生理信号等智能感知应用
庄吓海 博士
复旦大学副教授，博导
国际心脏功能影像与建模大会程序委员（2011-）
国际心脏病大会计算机辅助诊断分会（2015）主持者
2017 年 MICCAI 分会 STACOM 会议等组织者
国际医学图像计算与计算机辅助介入（MICCAI）协会青年科学家提名获得者
研究方向：医学影像处理算法研究、融合多模态影像数据的信息处理技术

第二届图像计算与数字医学国际研讨会（ISICDM）
日程一览表
上午

10.12

下午

晚上

注册签到

科普讲座

时间：9:30-21:30

时间：19:00-21:10
地点：蜀蓉厅

典礼与晚宴
10.13

开幕式与大会报告Ⅰ

大会报告Ⅱ

时间：8:15-12:00
地点：璀璨厅

时间：13:30-17:10
地点：璀璨厅

时间：17:30-19:20
地点：星河厅

圆桌对话
时间：19:30-21:30
地点：璀璨厅

分会报告与讲座

分会报告与讲座
VIP 晚宴

 医生谈临床需求与挑战（国槐梧桐）

10.14







智能放疗与靶区勾画（云杉）
机器学习与医学图像分析（蜀蓉 I）
数字牙科与骨科（银杏）
机器学习理论与应用（风入松）
图像科学的数学方法系列讲座Ⅰ
（蜀蓉Ⅱ）
 医学影像数据分析软件培训（香璋）
时间：8:30-12:00







图像重建、处理与识别（蜀蓉 I）
时间：18:00-19:00
神经影像与类脑智能（云杉）
地点：怀旧游厅
数字病理（银杏）
图像分割与三维可视化（蜀蓉Ⅱ）
图像处理与机器学习的硬件（FPGA、
DSP、IC）实现（香璋）
 机器学习与健康数据分析（风入松）
临床数据分析
 图像科学的数学方法系列讲座Ⅱ
挑战赛决赛
（国槐）
时间：19:00-21:30
时间：13:30-18:00
地点：蜀蓉厅

医工交流会
时间：13:00-18:00
地点：梧桐厅

分会报告与讲座
10.15

大会报告Ⅲ
时间：8:30-12:00
地点：璀璨厅

 数字医学与人工智能（璀璨Ⅰ）
 图像重建与处理数学方法（璀璨Ⅱ）
 深度学习入门讲座（璀璨Ⅲ）
 图像科学的数学方法系列讲座Ⅲ
（璀璨Ⅲ）
时间：13:30-18:00

注：日程表以会议网页上的最新版本为准

日程安排
科普讲座
10 月 12 日 19:00-21:10
地点：成都市高新皇冠假日酒店
19:00-19:40
19:40-21:10

蜀蓉厅

报告人： 刘再毅(广东省人民医院)
题

目： 对医工交叉研究的再思考

主持人：
吴毅

报告人： 尹义龙 (山东大学)
题

目： 机器学习简介(90 分钟讲座，面向医生和理工科初学者)

2018 年 10 月 13 日(星期六)
地点：成都市高新皇冠假日酒店 璀璨厅
会议开幕

8:15-8:30

主持人：
李纯明

大会报告
8:30-9:10
9:10-9:50

报告人： John C. Gore（美国范德堡大学）
题

目： Resting state fMRI in the spine and white matter

报告人： Dimitris N. Metaxas（美国罗格斯大学）

主持人：

题

王玉平

目： Robust and Scalable Analytics for Biomedical Applications

报告人： 方驰华（南方医科大学）
9:50-10:30

题

目： 中国数字医学智能诊疗技术发展方向及前景
茶歇

10:30-11:00

报告人： Hayit Greenspan（以色列特拉维夫大学）
11:00-11:40

题

目： Deep Learning in Medical Imaging: Solving the Data Augmentation 主持人：
Challenge for Enhanced-Value Radiology Reporting

赵大哲

报告人： 任海萍（中国食品药品检定研究院）
11:40-12:00

题

目： 医疗人工智能质量评价标准探索
午餐

12:00-13:30
13:30-14: 10

报告人： Nicholas Ayache（法国 INRIA）
题

目： AI for Healthcare : towards a Digital Twin?

报告人： James Duncan（美国耶鲁大学）
14:10-14:50

题

目： Left Ventricular Deformation Analysis from 4D Echocardiography:
A Machine Learning Approach

报告人： Daniel Rueckert (英国帝国理工学院)
14:50-15:30

题

目： Deep learning in medical imaging: Application to image
reconstruction, super-resolution and segmentation

主持人：
冯前进

茶歇

15:30-15:50

报告人： Baba C. Vemuri（美国佛罗里达大学）
15:50-16:30

题

目： Compressed Sensing and Sparse Coding of Diffusion MRI for Tissue 主持人：
朱策

Micro-structure Inference
报告人： 罗杰波（美国罗切斯特大学）
16:30-17:10

题

目： Harvesting the Healing Power of AI and Big Data

颁奖典礼与晚餐

主持人：

17:30-19:20

徐晨阳

地点：星河厅

圆桌对话
10 月 13 日 19:30-21:00
地点：成都市高新皇冠假日酒店 璀璨厅

对话主题：智慧医疗的机遇与挑战
主席：周少华
圆桌对话名单（按姓名拼音顺序，排名不分先后）：

主持人：

圆桌对话 1
嘉宾（暂定）
： Hayit Greenspan
吕乐

梁长虹
王霄英

James

罗杰波

Duncan
Baba Vemuri

圆桌对话 2
嘉宾（暂定）
： Nicholas Ayache
Daniel Rueckert

黄峰
Dimitris N. Metaxas

陆遥
张少霆

主持人：
周少华

ISICDM 专题分会
医生谈临床需求与挑战
（主席：陈伟）
10 月 14 日 8:30-12:00
地点：成都市高新皇冠假日酒店 国槐梧桐厅
8:30-9:00
9:00-9:30
9:30-10:00

报告人： 陆菁菁(北京协和医院)
题

目： 盆腔器官分割、建模的尝试和挑战

报告人： 佟丹（吉林大学第一医院）
题

目： 缺血性脑卒中影像评估的图像分析问题

报告人： 汪登斌（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新华医院）
题

目： 乳腺癌影像组学研究
茶歇 & poster

10:00-10:30
10:30-11:00
11:00-11:30
11:30-12:00

主持人：
陈伟

报告人： 谢启超（重庆医科大学附属第三医院）
题

目： IBM Watson 肿瘤医生面临的机遇与挑战

报告人： 杨健（西安交通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题

目： 机器学习在医学影像科中的临床应用实践与思考

主持人：
陆菁菁

报告人： 张玉东（江苏省人民医院）
题

目： 人工智能与临床决策

智能放疗与靶区勾画
（主席：孙建国）
10 月 14 日 8:30-11:30
地点：成都市高新皇冠假日酒店 云杉厅
8:30-9:00
9:00-9:30
9:30-10:00

报告人： 孙建国(陆军军医大学新桥医院)
题

目： 肿瘤放疗现状与智能放疗

报告人： 陆遥（柏视医疗）
题

目： 鼻咽癌放疗靶区智能自动勾画

报告人： 余卫宇（华南理工大学）
题

10:00-10:30

目： 人工智能在医学影像中的研究进展和展望
茶歇 & poster

报告人： 王秀英（澳大利亚悉尼大学）
10:30-11:00

主持人：
黄峰

题

主持人：
孙建国

目： Computational delineation & quantitative analysis for precision
oncology

报告人： 谢耀钦(中国科学院深圳先进技术研究院)
11:00-11:30

题

目： 智能影像引导及其在放疗中的应用

报告人： 唐斌（四川省肿瘤医院）
11:30-12:00

题

目： 人工智能：肿瘤放射治疗的机遇与挑战

主持人：
陆遥

机器学习与医学图像分析
（主席：高跃）
10 月 14 日 8:30-12:00
地点：成都市高新皇冠假日酒店 蜀蓉 I 厅
8:30-9:00
9:00-9:30
9:30-10:00

报告人： 李阳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
题

报告人： 牛田野(浙江大学)
题

11:00-11:30
11:30-12:00

目： Clinical quantitative CT Image formation and deep analysis

主持人：
高跃

报告人： 余锦华 (复旦大学)
题

10:00-10:30
10:30-11:00

目： Machine Learning in Diagnosis of Brain Diseases

目： 医学影像诊断中的智能化信息处理
茶歇 & poster

报告人： 肖亮（南京理工大学）
题

目： 复杂病理图像个体级细胞分割：级联稀疏卷积链回归

报告人： 夏勇(西北工业大学)
题

目： Medical Image Classification Using Local and Deep Features

主持人：
王洪凯

报告人： 杨欣（华中科技大学）
题

目： Medical Imaging aided Detection based on Deep Neural Networks

数字牙科与骨科
（主席：张海钟）
10 月 14 日 8:30-12:00
地点：成都市高新皇冠假日酒店 银杏厅
8:30-9:00
9:00-9:30
9:30-10:00

报告人： Sven Alan Holcombe（美国密歇根大学）
题

报告人： 张海钟（解放军总医院）
题

11:00-11:30

目： 人工智能牙医的建立及扩试

题

目： 3D 打印数字化正畸矫治器的设计与应用
茶歇 & poster

报告人： 熊雁（陆军军医大学大坪医院）
题

目： 数字导航辅助技术在全膝骨关节置换术中的应用

报告人： 姚庆强（南京医科大学数字医学研究所）
题

目： 混合现实技术的骨科临床应用

报告人： 汪葛（时代天使）
11:30-12:00

主持人：
姚庆强

报告人： 刘洋（重庆医科大学口腔医院）

10:00-10:30
10:30-11:00

目： Measuring rib cortical bone from CT

题

目： A new Approach for Tooth Fusion between Cone Beam Computed
Tomography Images and Mesh Models

主持人：
张海钟

机器学习理论与应用
(主席：孙剑)
10 月 14 日 8:30-11:50
地点：成都市高新皇冠假日酒店 风入松厅
8:30-9:10
9:10-11:10
11:10-11:50

报告人： 孙剑（西安交通大学）
题

目： Model-driven Deep Learning in Medical Image Analysis

报告人： 彭亚新 (上海大学理学院)

主持人：

题

黄伟

目： Metric Learning and Data Retrieva （总课时：两个小时）

报告人： 庞宇（重庆邮电大学）
题

目： 基于 LSTM 的图像文本识别与推理技术

图像科学的数学方法系列讲座Ⅰ
10 月 14 日 8:30-11:10
地点：成都市高新皇冠假日酒店 蜀榕Ⅱ厅
讲座教师： 何炳生（南京大学）
08:30-10:00

题

10:00-10:30
10:30-11:10

目： 凸优化和它在变分不等式框架下的邻近点算法
茶歇 & poster

讲座教师： 吴春林（南开大学）
题

目： 非凸变分图像重建模型
医学影像数据分析软件培训
10 月 14 日 8:30-11:30
地点：成都市高新皇冠假日酒店 香璋厅

报告人：张远超 王骄健 （电子科技大学）
讲座 1：基于 Freesurfer 的大脑皮层厚度计算及统计分析
8:30-11:30

讲座 2：基于 GAT 软件的结构共变网络构建与分析
讲座 3：弥散磁共振成像基本理论原理
讲座 4：弥散磁共振成像基于体素和基于白质骨架的统计方法介绍及软件操作
医工交流会
10 月 14 日 13:00-18:00
地点：成都市高新皇冠假日酒店 梧桐厅

姓名

医院

交流兴趣

陆菁菁

北京协和医院

女性盆腔磁共振图像，器官及病灶分割与三维可视化

佟丹

吉林大学第一医院

缺血性脑卒中影像评估

蒋燕妮

江苏省人民医院

乳腺癌影像分析

张玉东

江苏省人民医院

人工智能影像分析
欢迎更多医生参与交流！

主持人：
杨金柱

图像重建、处理与识别
（主席：郑元杰）
10 月 14 日 13:30-17:30
地点：成都市高新皇冠假日酒店 蜀蓉Ⅰ厅
13:30-14:00
14:00-14:30
14:30-15:00
15:00-15:30

报告人： 李璋（国防科技大学）
题

目： Non-rigid Multi-modal Medical Image Registration

报告人： 梁栋（中科院深圳先进技术研究院）
题

目： Fast MR Imaging：Chanllenge and Solution

报告人： 倪东(深圳大学)
题

16:30-17:00

主持人：
乔志伟

目： 智能医学超声

报告人： 郑元杰(山东师范大学)
题

目： 多光谱眼底图像分析
茶歇 & poster

15:30-16:00
16:00-16:30

主持人：
陈阳

报告人： 王乾（上海交通大学）
题

目： 医学图像合成与多模态融合

报告人： 王珊珊(中国科学院深圳先进技术研究所)
题

目： Learning for image reconstruction and analysis

主持人：
张成文

报告人： 蒋燕妮(江苏省人民医院)
17:00-17:30

题

目： Quantitative Analysis of Magnetic Resonance Imaging Features and
Machine Learning in Triple-negative Breast Cancers

神经影像与类脑智能
（主席：何晖光）
10 月 14 日 13:30-17:00
地点：成都市高新皇冠假日酒店 云杉厅
13:30-14:00
14:00-14:30
14:30-15:00
15:00-15:30

报告人： 王征（中科院神经所）
题

报告人： 常乐（中科院神经所）
题

目： 灵长类面孔识别的神经机制

题

目： 信息理论学习

报告人： 何晖光（中科院自动化所）
题

目： Is Deep Learning Brain-like? Using fMRI to reconstruct the image
茶歇 & poster

报告人： 唐华锦（四川大学）
题

目： 神经形态认知计算

报告人： 卢文联（复旦大学）
16:30-17:00

主持人：
何晖光

报告人： 陈霸东（西安交通大学）

15:30-16:00
16:00-16:30

目： 跨物种机器学习提升精神疾病的影像学诊断

题

目： Towards integrating analysis of genetic data, brain imaging and
computational neuronal models

主持人：
王征

数字病理
（主席：许燕）
10 月 14 日 13:30-16:30
地点：成都市高新皇冠假日酒店 银杏厅
13:30-14:00
14:00-14:30
14:30-15:00
15:00-15:30

报告人： 滕晓东（浙江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题

报告人： 黄悦（厦门大学）
题

主持人：
许燕

目： 小样本下的病理图像分析

报告人： 许燕(北京航空航天大学)
题

目： 弱监督和无监督学习在病理组学的探索

报告人： 王瑞轩(中山大学)
题

15:30-16:00
16:00-16:30

目： 膀胱腺性及腺样病变

主持人：
施俊

目： 深度学习在病理图像中的可解释性
茶歇 & poster

报告人： 廖俊（中国药科大学）
题

目： 病理云平台建设促进医疗人工智能发展

图像分割与三维可视化
（主席：庄吓海）
10 月 14 日 13:30-17:30
地点：成都市高新皇冠假日酒店 蜀榕Ⅱ厅
13:30-14:00
14:00-14:30

报告人： 庄吓海（复旦大学）
题

目： 基于传统算法解决多模态心脏影像分析的新问题

报告人： 粘永健（陆军军医大学）
题

主持人：
王利生

目： 基于图论的肺部肿瘤 CT 图像分割技术

报告人： 袁景（西安电子科技大学）
14:30-15:00

题

目： High-Performance Dual Optimization Theory and Algorithms to
Medical Image

15:00-15:30

报告人： 王连生（厦门大学）
题

15:30-16:00
16:00-16:30
16:30-17:00

目： 基于一种 2D 深度网络的 3D 肝脏及其肿瘤分割
茶歇 & poster

报告人： 王晶晶（山东师范大学）
题

目： 基于多模态多图谱的磁共振图像病变分割

报告人： 冯健（青岛美迪康数字工程有限公司）
题

目： 深度学习在消化内窥镜领域的研究与应用

报告人： 陈宇飞（同济大学）
17:00-17:30

主持人：
庄吓海

题

目： Classification of Pancreatic tumors based on MRI Images using 3D
Convolutional Neural Networks

主持人：
钱晓华

图像处理与机器学习的硬件（FPGA、DSP、IC）实现
（主席：周军）
10 月 14 日 13:30-17:20
地点：成都市高新皇冠假日酒店 香璋厅
报告人： 孙宏滨（西安交通大学）
13:30-14:10
14:10-14:50

题

目： 超高清视频显示处理的算法与 VLSI 架构协同设计

报告人： 范益波（复旦大学）

主持人：

题

周军

目： 十亿像素视频相机系统与芯片

报告人： 张坤翔（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
14:50-15:30

题

目： 面向机器学习的高能效与安全异步片上网络设计
茶歇 & poster

15:30-16:00

报告人： 徐科（中兴微电子图像处理芯片部门负责人（待定））
16:00-16:40

题

目： 图像处理芯片设计

报告人： 周军（电子科技大学）
16:40-17:20

题

主持人：
孙宏滨

目： 智能感知芯片设计
机器学习与健康数据分析
（主席：徐增林）
10 月 14 日 13:30-17:30
地点：成都市高新皇冠假日酒店 风入松厅

13:30-14:00
14:00-14:30
14:30-15:00
15:00-15:30

报告人： 苏航（清华大学）
题

报告人： 涂仕奎 （上海交通大学）
题

16:30-17:00
17:00-17:30

目： 双向深度学习及其在图像变换中的应用

报告人： 俞扬（南京大学）
题

主持人：
徐增林

目： 面向物理世界强化学习的一些研究进展

报告人： 王乾（上海交通大学）
题

15:30-16:00
16:00-16:30

目： Towards Interpretable and Robust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目： Multi-Atlas Based Early Prediction of Post-Traumatic Stress Disorder
茶歇& poster

报告人： 徐增林（电子科技大学）
题

目： 深度学习在 ICU 数据分析中的应用

报告人： 杨光（华东师范大学）
题

目： 机器学习在前列腺影像中的应用

报告人： 刘且根 （南昌大学）
题

目： 多通道图像信息学习表示的应用

主持人：
王艳

图像科学的数学方法系列讲座Ⅱ
10 月 14 日 14:30-18:00
地点：成都市高新皇冠假日酒店 国槐厅
14:30-16:00

讲座教师： 何炳生（南京大学）
题

16:00-16:30
16:30-17:30

目： 交替方向法和分裂收缩算法的统一框架
茶歇 & poster

讲座教师： 应时辉（上海大学）
题

目： 基于微分同胚群作用的图像配准和标准化算法

讲座教师： 包承龙（清华大学丘成桐数学科学中心）
17:20-18:00

题

目： Whole Brain Susceptibility Mapping Using Harmonic
Incompatibility Removal

临床数据分析挑战赛决赛
10 月 14 日 19:00-21:30
地点：成都市高新皇冠假日酒店 蜀蓉厅
胰腺 CT 分割挑战赛 & 多项全能挑战赛
主持人：吴毅
决赛团队： 待定
医生评委： 王霄英 （北京大学第一医院）
陆菁菁 （北京协和医院）
佟丹

（吉林大学第一医院）

陈伟

（陆军军医大学西南医院）

算法评委： Wiro Niessen （荷兰代尔夫特理工大学）
李纯明 （电子科技大学）
王玉平 （美国杜兰大学）
吕乐
企业代表： 陆遥

（平安科技美东研究院）
（柏视医疗）

张少霆 （商汤科技）
黄凌云 （平安科技）
（欢迎更多企业派代表观摩挑战赛）

2018 年 10 月 15 日
地点：成都市高新皇冠假日酒店 璀璨厅
大会报告
报告人： Wiro Niessen（荷兰代尔夫特理工大学）
8:30-9:10

题

目： Biomedical Imaging and Genetic (BIG) data analytics for precision
medicine in dementia and oncology

报告人： 郑海荣（中国科学院深圳先进技术研究院）
9:10-9:50

题

主持人：
孔德兴

目： 信息技术驱动医学成像仪器创新

报告人： 王霄英（北京大学第一医院）
9:50-10:30

题

目： 医学影像 AI 临床验证的探索
茶歇 & poster

10:30-10:45

报告人： 王玉平（美国杜兰大学）
10:45-11:25

题

目： Integration of multiscale brain imaging and genomics data with novel
mathematical models

11:25-12:05

主持人：
报告人： 吕乐（Ping An Technology US Research Labs & Johns Hopkins 周少华
University）
题

目： Deep Learning for Medical Imaging and Clinical Informatics:
Preventive and Precision Medicine Perspectives
数字医学与人工智能
（主席：张道强）
10 月 15 日 13:30-17:00
地点：成都市高新皇冠假日酒店 璀璨Ⅰ厅

报告人： 李勇明（重庆大学）
13:30-14:00
14:00-14:30

题

目： 基于机器学习的病理年龄估计方法研究

报告人： 滕忠照(Cambridge University，UK)
题

主持人：
张道强

目： Stroke Prevention: Social Challenge and Imaging-based Solution

报告人： 刘丽（陆军军医大学）
14:30-15:00

题

目： Multitask Learning for Pathomorphology Recognition of Squamous
Intraepithelial Lesion in Thinprep Cytologic Test

报告人： 赵地（中科院计算所副研究员）
15:00-15:30

题

主持人：
戴亚康

目： 深度学习与医疗影像大数据分析
茶歇 & poster

15:30-16:00
报告人： 吴毅（陆军军医大学）
16:00-16:30

题

目： 医学 3D 建模和 3D 打印在胸外科中的应用

报告人： 张道强(南京航空航天大学)
16:30-17:00

题

目： 脑影像智能分析与脑疾病早期诊断

主持人：
滕忠照

图像重建与处理的数学方法
（主席：应时辉）
10 月 15 日 13:30-17:30
地点：成都市高新皇冠假日酒店 璀璨Ⅱ厅
13:30-14:00
14:00-14:30
14:30-15:00

报告人： 张利军（南京大学）
题

主持人：
应时辉

目： 重尾分布下的机器学习

报告人： 刘国军（宁夏大学）
题

目： 低层次特征图像质量评价方法研究

报告人： 段玉萍（天津大学）
题

目： Euler's elastica models for image reconstruction

报告人： 唐晓颖(南方科技大学)
15:00-15:30

题

主持人：
唐晓颖

目： A Large Deformation Diffeomorphic Framework for Fast Brain
Image Registration
茶歇 & poster

15:30-16:00

报告人： 文有为（湖南师范大学）
16:00-16:30

题

目： A Regularization Parameter Selection Model for Total Variation
Based Image Noise Removal

报告人： 殷海清（中国石油大学）
16:30-17:00

题

目：

Local Gaussian multiplicative components (LG-MC) method for
MR image segmentation

图像科学的数学方法系列讲座Ⅲ
10 月 15 日 13:30-15:00
地点：成都市高新皇冠假日酒店 璀璨Ⅲ厅
13:30-15:00

讲座教师： 何炳生（南京大学）
题

目： 三个可分离算子的分裂收缩算法和按需的算法设计

深度学习入门讲座
10 月 15 日 15:00-18:00
地点：成都市高新皇冠假日酒店 璀璨Ⅲ厅
讲座教师： 漆进（电子科技大学）
15:00-18:00

题

目： 深度学习入门

主持人：
郭志昌

商汤科技公司介绍
（简化版）
商汤科技 SenseTime 是全球领先的人工智能平台公司，同时也是“全球最具价值的 AI 创新企业”。
以 20 年人工智能科研技术为积淀，并以“坚持原创，让 AI 引领人类进步”为使命，商汤科技建立了全
球顶级、自主研发的深度学习超算中心，是亚洲最大的 AI 研发基地；在人脸识别、图像识别、文本
识别、医疗影像识别、视频分析、无人驾驶等技术领域的创新成果，支撑了十多个垂直行业的 AI 变
革。
除了技术实力领跑行业，商业营收方面，商汤科技的市场占有率亦居多个垂直领域首位。目前，
商汤科技已与国内外 700 多家知名高校、企业及机构建立合作，包括美国麻省理工学院、香港中文大
学、Qualcomm、英伟达、本田、阿里巴巴、苏宁、中国移动、银联、万达、海航、华为、小米、OPPO、
vivo、微博、科大讯飞、中央网信办等，涵盖智慧城市、智能手机、互娱广告、汽车、金融、零售等
诸多行业，共同推动 AI 对各行业的技术升级，引领 AI 时代发展大潮。
2018 年 5 月，商汤科技宣布完成 6.2 亿美元 C+轮融资，总融资额超过 16 亿美元，估值超过 45
亿美金，继续保持全球总融资额最大、估值最高的人工智能独角兽地位。商汤科技现已在香港、北京、
深圳、上海、成都、杭州、日本京都、东京和新加坡成立分部，汇集世界各地顶尖人才，合力打造一
家世界一流的原创人工智能技术公司。中国“智”造，“慧”及全球。
更多信息，请访问商汤科技网站、微信和微博。
网站https://www.sensetime.com/
微博http://weibo.com/sensetime2014?refer_flag=1001030102_&is_hot=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