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ISICDM 2019影像组学与人工智能分会日程与报告专家简介

时 间：8月 24日
分会主席：李 强，刘 洋

影像组学与人工智能

（主 席：李 强，刘 洋）

8月 24日 8:30-12:00
地 点：索菲特国际会展中心大宴会 C厅

8:30-9:05
报告人： 李 强 (华中科技大学)

题 目： Knowledge- and Data-driven Models for Chest Radiologic Imaging
主持人：

刘 洋

9:05-9:40
报告人： 刘再毅（广东省人民医院）

题 目：影像组学发展的趋势 主持人：

李 强
9:40-10:05 报告人： 牛田野（浙江大学）

题 目： Radiomics Deep Analysis in Precision Cancer Treatment
10:05-10:20 茶 歇

10:20-10:45
报告人: 秦 璟（香港理工大学）

题 目： 基于深度学习技术的医学图像处理及几点思考 主持人：

刘再毅
10:45-11:10

报告人： 张贺晔（中山大学）

题 目： 医学图像处理中的逆问题求解

11:10-11:35 报告人： 余 昶 （亚马逊云计算）

题 目： 云计算助力医学影像人工智能 主持人：

牛田野
11:35-12:00

报告人： 刘 洋（空军军医大学）

题 目： 基于多模态MRI的膀胱肿瘤智能检测及诊断研究

ISICDM 2019 中国.西安

第三届图像计算与数字医学国际研讨会

（The 3rd International Symposium on Image Computing and Digital Medicine）

西安电子科技大学 空军军医大学



报告人简介：

李 强，华中科技大学首席教授。1983年本科毕业于西安交通大学并获得计算机

科学学士学位；1986年硕士毕业于武汉华中科技大学计算机科学系；1998年获

于日本京都技术学院获得电气工程博士学位。于 1998年加入芝加哥大学，开发

了计算机辅助诊断（CAD）系统用于在胸部摄影和计算机断层扫描中检测和诊

断肺结节。2008年任美国杜克大学副教授；2012年，全职加入上海先进研究院

任教授；2013年，加入上海联影。现任华中科技大学首席教授，杜克大学兼职

教授。他的研究兴趣包括计算机辅助诊断、医学图像分析、机器学习与医学人

工智能。他拥有 6项美国专利，拥有 23项与计算机辅助设计相关的中国技术专利，并发表了 70
多篇与计算机辅助设计和医学成像应用相关期刊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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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杰出青年基金”获得者，研究方

向：临床影像诊断，影像数据挖掘。

牛 田 野 ， Dr. Niu is an energetic and productive researcher in the systematic
approaches to medical physics and engineering. He received his B.S. (2003) and Ph.D.
(2009) from the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of China. He became a
postdoctoral research fellow and research scientist from 2009-2013 at the Medical
Physics Program at Georgia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Dr. Niu’s career as an
independent PI began in 2014 at the Institute of Translational Medicine and Sir Run
Run Shaw Hospital, Zhejiang University, Hangzhou, China. Motivated by both
academic and clinical application, his research has been focusing on two important

aspects of medical physics: a tomographic image formation and disease-related medical image analysis.
Specifically, he has investigated various technical tools to achieve precision CT imaging including
mathematical reconstruction, image artifacts correction, and material quantification. He has also applied
the deep learning technique to the image database (radiomics) of the patient cohort to quantitatively
evaluate treatment responses. Starting from 2014, he contributed to 25 peer-reviewed journal
publications, 13 of which are the first, senior or corresponding authorship. His total citation is greater
than 700 and H-index is 15. He received several research grant awards from national and provincial
funding agencies and commercial companies in China due to his high research performance. He is an
adjunct associate professor with the Department of Radiation Oncology, Rutgers-The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Jersey. To contribute to the academic community, he also serves as the international advisory board
member of Physics in Medicine and Biology and associate editor of the Journal of Applied Clinical
Medical Physics. In the past six years at Zhejiang University, Dr. Niu has mentored six undergraduate
students, five master students, five Ph.D. students, and two postdocs. After graduation, they have been
offered to pursue higher academic achievements in the US (e.g., Johns Hopkins, UT Austin, etc.) or
work in large international corporations (e.g., Intel, Huawei, etc.).



秦 璟，香港理工大学护理学院智能健康研究中心的助理教授及核心成员。

2009年,他从香港中文大学获得计算机科学与工程博士学位。随后,他分别在香

港中文大学和新加坡国立大学从事博士后研究工作。秦博士曾获 2017 年

Medical Image Analysis-MICCAI’17最佳论文奖，2016年医学成像与增强现实

（MIAR）最佳论文奖, 2015年普适机器人与环境计算（URAI）年会最佳论文

奖，2009年香港医疗及保健器材行业协会优秀研究生奖及 2008年香港中文大

学全球杰出研究计划奖学金等学术奖项。秦博士的研究兴趣为人工智能与增强/
虚拟现实在医学及健康中的应用。他参与多个相关项目的研发, 并在这些领域

的主要期刊和会议上发表了超过 200篇论文,包括 TMI, MedIA, TVCG, ToH, IEEE/ASME Trans on
Mechatronics, JBHI (TITB), IEEE CG&A, MICCAI, AAAI及 PG等。同时还担任了数个相关会议

的技术委员会成员,以及这些领域主要期刊及会议的评阅人。

张贺晔，中山大学教授。主要从事健康信息学定量分析研究工作，以临床健

康信息需求为驱动，推动并发展了一系列健康信息定量分析的技术与方法。

截止目前，发表学术论文 78篇（第一或通讯作者 41篇），其中 SCI检索论

文 42篇（第一或通讯作者 23篇），包括Medical Image Analysis 4篇（通讯

作者），MICCAI 12篇，4篇 ESI高被引和一篇 ESI热点文章，主持一项

NSFC联合基金重点项目和面上项目，申请或授权中国发明专利 5项，获吴

文俊人工智能科学技术创新奖三等奖（唯一人）。

余 昶，现任于亚马逊云计算中国生命科学行业总监。专注于通过利用 AWS云

计算技术帮忙医疗与生命科学行业伙伴，提升效率、推动数字化转型、加速创

新技术引入。余昶先生先后担任英伟达中国医疗生命科学行业总监，负责规划

生命科学相关战略、领导 GPU高性能计算与人工智能在生命科学行业中的应

用研发。2014至 2018年，担任英特尔医疗与生命科学事业部解决方案架构

师，负责推动 IT 技术在生命科学中的应用研发。领导“英特尔-华大基因联合实

验室”及“英特尔-诺禾致源可扩展基因数据中心”合作项目，主导了“英特尔-阿
里云-华大基因”精准医疗云平台项目，并参与国家基因库数据中心 IT 规划。

2007年至 2014年，就职于华大基因，负责生物信息算法软件开发，参与领导多个基因组学科研

项目，包括“炎黄一号”、“国际千人基因组计划”、国家 973计划“全基因组高分辨率中国(东亚)人
群遗传变异图谱的绘制”、肿瘤单细胞基因，累计发表科研论文 28 篇，其中负责开发完成的

SOAP2基因组短序列比对软件，被引用超过 1700次，为目前国内生命科学最高引用文章之一。

余昶先生拥有两项发明专利，曾参与完成并获得 2011年度深圳市技术发明奖。余昶先生 2007年
毕业于四川大学生物医学工程专业，获得工程学硕士学位。曾担任华大基因-香港中文大学跨组

学创新学院兼职助理教授，香港大学计算机系高级科研助理、IT项目经理，并担任香港中文大

学深圳分校校外辅导员。



刘 洋，空军军医大学生物医学工程学院军事医学信息技术教研室主任，副教

授，陕西省图象图形学学会理事，陕西省生物医学工程学会理事。主要从事医

学成像与智能信息处理领域的研究，主持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军队重点等项目 6
项。现已发表科研论文 50 余篇，以第一/通讯作者在 IEEE Tran Med Imag、
AJNR Am J Neuroradiol、Eur Radiol等发表 SCI论文 14篇，授权国家发明专利 2
项，副主编教材两部，2013年获陕西省科技进步一等奖 1项(第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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