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ISICDM 2019 医学图像分析与深度学习分会日程与报告专家简介

时 间：8 月 24 日 13:30-18:05
分会主席：施俊教授

医学图像分析与深度学习分会

（主 席：施 俊）

8月 24日 13:30-18:05
地 点：索菲特国际会展中心大宴会 C厅

13:30-14:00 报告人：张道强(南京航空航天大学)

题 目：基于深度学习的脑网络分析方法
主持人：

施 俊14:00-14:25
报告人：杨 健（西安交通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题 目：脑发育及其损伤预后评估的影像学研究

14:25-14:50
报告人：薛 忠（联影智能）

题 目：Examples of Medical Image Computing Toward Clinical
Applications 主持人：

王 艳

14:50-15:15
报告人：许 燕（北京航空航天大学）

题 目：Weakly Supervised and Unsupervised Medical and
Histopathology Image Registration

15:15-15:30 茶 歇

15:30-16:00
报告人：鲁继文（清华大学）

题 目：深度强化学习与视觉内容理解 主持人：

高 跃
16:00-16:25

报告人：贾 广（西安电子科技大学）

题 目：基于人工智能的交互式裸眼 3D医学影像全息显示系统

16:25-16:50
报告人：王利生（上海交通大学）

题 目：眼底视网膜图像中各类异常区域的检测问题研究 主持人：

王 骏
16:50-17:15

报告人：郭 翌（复旦大学）

题 目：基于深度学习的超声影像高分辨率重建

17:15-17:40 报告人：张 煜（南方医科大学）

题 目：结合深度特征的医学图像分析方法研究 主持人：

王利生
17:40-18:05 报告人：谢志勇（美国辉瑞制药）

题 目：Medical Imaging in Drug Discovery and Develop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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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SICDM 2019 中国.西安西安电子科技大学 空军军医大学



报告人简介：

张道强，教授，博士生导师，国家优秀青年基金获得者，“万人计划”青年拔尖

人才。分别于 1999 年和 2004 年在南京航空航天大学计算机科学与工程系获学

士和博士学位。2004 年起留校任教，2008 年破格晋升为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

机器学习和模式识别技术及应用。2010 年至 2012 年在美国北卡罗莱纳大学教

堂山分校（UNC-Chapel Hill）从事脑影像分析及脑疾病早期诊断研究。已在国内

外核心期刊和会议上发表 150 余篇论文，Google Scholar 论文被引 9000 余次，H
指数 43。研究成果获教育部自然科学二等奖 1 项（第一完成人），获国际期刊

《Neuroimage》和《Pattern Recognition》高被引论文、国际会议 PRICAI’06、
STMI’12 及 BICS’16 最佳（学生）论文等。目前担任《Journal of The Franklin Institute》、《PLOS
ONE》、《自动化学报》、《计算机应用》等期刊编委。任中国图象图形学会理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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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省人工智能

学会医学图像处理专委会主任等职务。曾获全国优博论文提名、霍英东青年教师奖、江苏省“333
工程”高层次人才、江苏省杰出青年基金等。2014 至 2018 年连续 5 年上榜 Elsevier 中国高被引学

者榜单。

杨 健，西安交通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教授、主任医师、研究员，医学影像科/系
主任。医学影像、生物医学工程博士生导师，2011 年入选“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

才支持计划”。主要研究方向：脑发育及其损伤的 MRI 研究。主要学术任职：中

华医学会放射学分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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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担任十余个全国二级学会常务委员或委员职

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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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CI 收录论文六十余篇，以第一作者及通讯作者在

《NeuroImage》和《Radiology》等国际著名刊物发表 SCI 收录论文四十余篇；

获批专利 5 项；副主编及参编专著（含译著） 7部；主持国家重点研发计划项目 1 项、国家自然

科学基金 5 项。

薛 忠，博士，本科和硕士毕业于西安电子科技大学，2002 年获南洋理工大学

博士学位。2002 到 2018 年先后任职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宾夕法尼亚大学和康

奈尔医学院休斯顿文理公会研究所。2018 年起任上海联影智能医疗科技有限公

司副总裁。IEEE 高级会员，CMIG 编委。



许 燕，北京航空航天副大学生物与医学工程学院长聘副教授，博士生导师。获

得“北京市青年英才”、北京航空航天大学“蓝天新秀”和微软亚洲研究院“铸

星计划”等荣誉，同时也是微软亚洲研究院的访问研究员。研究方向包括人工智

能，深度学习，机器学习和医疗大数据，尤其擅长精准医疗方面的研究。许燕教

授在医疗大数据研究方面处于国际前沿水平，针对以 GB 或 TB 为计数单位医疗大

数据的并行计算方面有很深入的研究，提出了弱监督和无监督的机器学习算法，

利用很少的人工资源，解决大数据难以标记的任务；并开展了关于穿戴式大数据

分析和电子病历的结构化和信息化挖掘方面的研究课题。同时，许燕教授以责任

人身份负责多项政府、业界资助的项目。资助单位包括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北京市自然科学基

金，深圳市自然科学基金以及微软亚洲研究院的项目等。研究成果已经被应用在多家三甲医院及

企业产品中。

鲁继文，清华大学自动化系副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领域为计算机视

觉、机器学习、智能机器人。发表 IEEE 汇刊论文 70 余篇，CVPR/ICCV/ECCV 论

文 50 余篇，论文被引用 8000 余次。主持承担基金委联合重点基金、科技部重

点研发计划课题等科研项目 10 余项。担任国际期刊 PR Letters 主编，T-IP、T-
CSVT、T-BIOM 和 PR 编委，国际会议 AVSS 2020 和 DICTA 2019 程序委员会主

席， CVPR 2020、 ICIP 2017/2018/2019、 ICME 2015/2017/2018/2019、WACV
2016/2018/2020 和 ICPR2018 等 20 多个国际会议领域主席。入选国家青年特聘

专家（2015 年），获国家优秀青年科学基金（2018 年），科睿唯安高被引科学

家（2018 年）， ICME 2018 最佳铂金论文奖（2018 年）和 ICME 2019 多媒体新星奖（2019
年）。

贾 广，博士，教授，博导，华山工程菁英学者，美国放射学委员会认证的诊断

医学物理师，研究方向为医学成像技术与影像处理，回国前担任美国路易斯安那

州立大学物理和天文系的副教授（Associate Professor）。贾广博士于 1993 年考

入兰州大学物理学人才培养基地班，1997 年以物理系本科成绩第一名（共 108
名学生）获得免试攻读兰大物理系硕博连读的资格，于 2001 年获得美国俄亥俄

州立大学（Ohio State University）生物物理系奖学金，师从国际上著名的放射科

专家 Michael V. Knopp，攻读生物物理—医学成像专业，2006 年以优异的成绩获

得哲学博士学位并留校任教，2011 年升为终身制助理教授，2013 年升为终身制副教授。

贾广博士主持和参与多项科研项目（经费共约 500 万美元）：包括美国卫生部 NIH 项目

（主持一项，63 万美元，参与一项，100 万美元）、美国泌尿学会 2009 年 Young Investigator
Award （主持一项，12 万美元）、俄亥俄州发展部第三次前沿项目（参与一项，300 万美元）

等。贾广博士已在国内外医学影像学术期刊、会议上发表论文或摘要 207 篇，其中论文为 43
篇，在国际核磁共振和放射学会议上作 15 次口头陈述报告和邀请讲座，并荣获 9 次青年学者优

秀论文奖项。



贾广博士现为 13 种著名国际 SCI 医学影像期刊的审稿专家，认真审阅近 110 篇稿件，受到

杂志主编的好评，2013 年被任命为 Academic Radiology 杂志的副编辑，现为 Biomed Research
International 杂志的特刊主编（主题为定量生物医学成像）和美国卫生部基金评委。

王利生，1999 年博士毕业于西安交通大学。毕业后曾在香港中文大学计算机系

访问研究一年及在清华大学生物医学工程系做博士后研究二年。2003 年到上海

交通大学电信学院自动化系工作至今。目前是教授、博导。主要研究兴趣包

括：三维医学影像的分析与可视化及其临床应用、计算机辅助的智能影像诊

断、计算机辅助的手术规划等。与临床许多科室有着紧密、深入的医工合作。

曾在 2018 全球(南京)人工智能应用大赛中获得第三名、二等奖。在 IEEE TVCG、
IEEE TMI、MIA、IEEE ITB、IEEE TAC 等期刊发表论文多篇。

郭 翌，复旦大学信息科学与工程学院党委副书记，高级工程师，硕士生导师，

上海市生物医学工程学会生物医学信息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主要研究方向

为医学成像及医学图像处理与分析。主持国家自然科学面上及青年基金和上海

市科委青年科技英才扬帆计划，先后参与科技部 973 子课题、科技部国家科技

支撑计划子课题、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大仪器专项、重点项目、欧盟第七框架

项目玛丽•居里计划等项目的研究工作。共发表国内外学术论文 50 余篇，论文

发表于 IEEE TBME、IEEE JBHI、Biomed Eng Online、Biomed Signal Proces 等国际

顶级杂志，申请与授权多项发明专利与软件著作权。作为主要研究人员获 2017 年度上海市十佳

青年科技预见项目、2015 年度上海市自然科学三等奖和 2009 年度上海市优秀发明选拔赛金奖。

获得 2018 年度和 2015 年度复旦大学信息学院院长奖。

张煜，南方医科大学生物医学工程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副院长。先后

在第一军医大学生物医学工程专业获得本科、硕士、博士学位。毕业后分

别在日本秋田县立大学系统科学部和美国北卡莱罗纳大学放射系从事合作

研究和博士后研究。在国内外期刊 IEEE Transactions on Medical Imaging、
Medical Physics、电子学报、中国生物医学工程学报等发表论文七十余

篇。主持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两项，省市级项目五项。知识产权方

面，获授权国家发明专利九项，软件版权两项。

Dr. Zhiyong Xie is a director of Statistical Learning and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in Pfizer
Drug Safety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Before his current position, Dr. Xie had
worked in Translational Imaging group of Pfizer for 15 years where his major
responsibility includes developing and evaluating imaging/digital technologies in
assessing the drug efficacy/safety or monitoring disease progression. Prior joining
Pfizer in 2004, Zhiyong did post-doc training in the radiology department of the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He holds a Ph.D. in computer science from Arizona State
University, MS in computer science in Peking University, and BS in Mathematics

from Northwest University in China.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