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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生物医学工程学会医学物理分会、中国电子学会生命电子学分会和北美

华人医学物理师协会(NACMPA)、北美华人医用磁共振成像协会(OCSMRM)将于

2009 年 10 月 23-25 日在中国南京召开长江 2009 国际医学影像物理和工程大会

暨第五届中国医学影像物理学术年会。 

本次学术会议以促进学术交流、提高医学影像物理研究、技术应用和教育水

准为宗旨，为世界各地广大医学影像物理学家和相关领域的专家提供展示成果、

促进合作、增进友谊的平台。 

会议内容覆盖放射诊断学（包括 X 线、CR、DR、CT、MRI 等）、影像引导

治疗（IGT）和影像引导放射治疗（4D CT、锥形束 CT、IGRT 等）、超声医学与

工程(包括超声诊断、介入性超声、超声工程、HIFU 等)、核医学、介入放射学、

医学成像与计算机图像处理、医学影像信息管理系统（PACS/RIS、IHE 等）、生

物医学光子学、纳米技术、生物医学信息学等。 

论文征集：会议论文要求展示上述领域中的最新进展，未曾公开发表。稿件

采用摘要和全文形式，中、英文稿件均可，其中经专家推荐和评审的优秀论文(限

英文全文稿件)刊登在《南京航空航天大学学报(英文版)》专刊(EI 收录)上。 

摘要包括目的、材料与方法、结果、结论等部分，全文字数限 4000 字以内，

稿件格式请参考《南京航空航天大学学报》投稿要求（见附件五）。稿件请电邮

至 ICMIP-09@nuaa.edu.cn。会议截稿日期为：2009 年 9 月 1 日。稿件一旦被大

会论文集录用，或被评审推荐至《南京航空航天大学学报(英文版)》专刊(EI 收

录)录用，都将会在 2009 年 9 月 1 日后以 E-mail 形式通知作者。录用论文分为大

会主题报告、邀请报告、口头报告三类，分别安排在主会场和分会场。 

六朝古都南京在多次举办世界历史名城博览会之后，加快了城市现代化和

国际化步伐，交通便利、环境优美。大会组委会也将满怀信心为会议的召开提供

完善的会场设施、精彩的学术内容和方便的食宿条件。尊敬的同道，我们期待与

您相聚在南京!  

 

大会主席   包尚联 教授   Prof. Chris Shaw 
 



附件一： 

长江 2009 国际医学影像物理和工程大会 

暨第五届中国医学影像物理学术年会 

 
主办单位： 

中国生物医学工程学会医学物理分会 
中国电子学会生命电子学分会 
北美华人医学物理师协会(NACMPA) 
北美华人医用磁共振成像协会(OCSMRM) 
 

协办单位：  
中华医学会放射肿瘤学分会 
中华医学会放射学会 
中华医学会核医学分会 
中国仪器仪表学会医疗仪器分会 
中国生物医学物理研究会 
江苏省生物医学工程学会 

       江苏省数字化医疗装备与技术重点实验室 
        
承办单位：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 
中国生物医学工程学会医学物理分会医学影像物理专业委员会 

 
会议主题: 

会议主题是“高清晰影像与引导定位”。主要涉及：放射诊断学（包括 X
线、CR、DR、CT、MRI 等）、影像引导治疗（IGT）和影像引导放射治疗（4D CT、
锥形束 CT、IGRT 等）、超声医学与工程(包括超声诊断、介入性超声、超声工程、

HIFU 等)、核医学、介入放射学、医学成像与计算机图像处理、医学影像信息管

理系统（PACS/RIS、IHE 等）、分子影像学、生物医学光子学、纳米技术、生物

医学信息学等。 
 
重要日期： 
会议论文提交截止日期：2009 年 9 月 1 日 
会议论文录用通知：2009 年 9 月 10 日以后（邮件通知） 
会议日期：2009 年 10 月 23~25 日 
 
会议地点：南京航空航天大学科学馆 
 
 



附件二： 

大会组织形式 
 
大会名誉主席：陈达院士  胡逸民  于金明  王福平  Cheng Saw  Chen Qun 

大会主席：包尚联  Chris Shaw 
大会副主席：Jihong Wang  邱学军  田  捷  廖文和  顾  宁 
 
学术委员会： 

主  席：吴祈耀  李坤成  白  净  宁新宝 
副主席：Samuel Achilefu   王卫东  Heng Pheng Ann (王平安)  卢虹冰 
委  员：周付根  李  华  唐晓英  宋志坚  秦斌杰  殷  涛 

徐  明  吴沛宏  郑海荣  李海云  马云川  王荣福 
袁克虹  刘  杰  范  军  卢广文  李少武  漆玉金 

     朱险峰  夏顺仁  赵志敏  滕皋军  卢光明  翟振宇 
     张海黔  高  峰  张镇西  顾月清  倪晓武  杨天明 

 
组织委员会： 

主  席：钱志余  Song Lai 
副主席：高  嵩  史  荣  陈春晓 
委  员：陶  玲  黄凤玲  曹文田  谢耀钦  单保慈  郝冬梅 

宋枭禹  温军海  鲁  文  王小兵  沙宪政  全  红 
张松根  郭占国  张怀岑  何  青  张学龙  吴义根 
吕宝粮  王  晖  闫  滨  汪洪志  姜跃滨  龙浚廷 
谢宇峰  于红林 

秘书长：宋晓峰 
秘书处：李韪韬  徐  琅  成文莲  贾  浩  肖  迪  吴佳妮 

 王  跃  何  潋 
 
 
联系方式和有关信息咨询： 
大会组织委员会主席 钱志余 Tel: 025-84891938-602，Mobile: 13605185407 
            副主席 高  嵩 Tel: 010-82801419，Mobile: 13121880288 
大会秘书长 宋晓峰 Tel: 025-84891938-602，Mobile: 13770629401 
大会秘书处 李韪韬 Tel: 025-84891938-602，Mobile: 13951947174 
大会联系和投稿邮箱：ICMIP-09@nuaa.edu.cn 
大会网站：http://icmip2009.nuaa.edu.cn 
学会网站：http://www.csmp.org.cn 
南航网站：http://www.nuaa.edu.cn 
 
 



 
附件三： 

会议日程安排  
大会时间:  

2009.10.23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御苑宾馆和钟山宾馆： 

中午 12 点以后报到注册 

2009.10.24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科学馆： 

上午（9:00）：  大会开幕式 

大会主题报告 

          下午（13:30）： 分会场报告（2-3 个分会场） 

（每个会场含特邀报告和短报告） 

晚上（20:00）： 专业委员会会议 

2009.10.25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科学馆： 

上午（9:00）： 分会场报告（2-3 个分会场） 

（每个会场含特邀报告和短报告） 

            至（11:50）:  大会闭幕式 

   下午：       会议结束（离会） 

同时举办南航国内医学影像新技术与应用专场展览及招聘会： 

医学影像新技术产品与应用展览（国内外医疗器械公司等参展） 

高级医学影像物理及生物医学工程人才专场招聘会 

 

 

附件四： 

注册方式及食宿交通 
注册： 
 注册地点为南京航空航天大学御苑宾馆和南京钟山宾馆。 
 中国国内代表注册费标准见下表。中国生物工程学会医学物理分会的会员执本人会员证

注册可亨 8.5 折优惠。会议报到和现场注册地点是南京航空航天大学御苑宾馆，时间是 2009
年 10 月 23 日下午 12 点以后。 

 2009.9.23 或以前 2009.9.23 以后 

正式代表 800 元 900 元 

会员代表 650 元 750 元 

学生代表 400 元 500 元 

家属# 300 元 



      #家属注册后可获得用餐券，可参加会议组织的社会活动，但不能进入会场。 

注册费请汇至如下帐户信息：（注：汇款时请注明“医学影像物理会议”） 
              户  名: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 
              开户行:   交行御支 
              帐  号:   320006639010149000354 

汇款后请电话或电邮通知会议秘书处。如交费注册后要求取消注册，组委会将根据距会

议开始时间的长短，部分退款。 
 
海外代表注册费标准见下表代表注册费   现场注册 300 美元。国际代表可免费参加南

京一日游，参观景点将包括中山陵和夫子庙。 
  

 2009.9.23 或以前 2009.9.23 以后 

正式代表 250 美元 300 美元 

家属#   100 美元 

      #家属注册后可获得用餐券，可参加会议组织的社会活动，但不能进入会场。 

 
食宿： 
  食宿费自理。 
 会议举办地点为南京航空航天大学科学馆。学校西门位于御道街 29 号，北门位于

中山东路 520 号；科学馆位于学校西侧。 
 会议代表可选择在钟山宾馆或御苑宾馆住宿。预订房间请与会务组联系。预订时务必说

明是否愿与人合住。宾馆信息和住宿标准见下表： 
 钟山宾馆 御苑宾馆 
星级 四星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宾馆 
网址 http://www.jszshotel.com.cn/    http://yuyuanhotel.nuaa.edu.cn/ 
宾馆地址 南京中山东路 307 号 南京御道街 30 号 
宾馆电话 025-84818888 025-84611900, 84893316 
距会场距离 1000 米（会议专程接送） 200 米 

房型和 
收费标准 

标准间 350 元/间 
商务间 400 元/间 

(含早餐、免费上网)  

标 准 间 140 元/间 
一室一厅 200 元/间 

 (含早餐) 

预订 
联系方式 预订：会议组统一预定 预订：会议组统一预定 

预订 
注意事项 

预订时请提供客人姓名、入住时间、离店时间、房间类型、付款方式

等信息，并说明是参加医学影像物理会议、是否愿与人合住。 

 

交通： 

1.  南京禄口国际机场至南京航空航天大学  

乘出租车：车费∼140 元，另加机场高速费 20 元。 



乘机场大巴：直达,42.2 公里。乘机场大巴直达 (禄口机场-汉中门（北）),经过 4 站,

下车后可步行至南航东门。 

2. 南京火车站至南京航空航天大学 

乘出租车：车费∼35 元。 

乘公交车：南京公交 17 路车可直达,共 7 站路。从南京火车站上车到御道街站下车，穿

过马路即南京航空航天大学正门。 

3. 南京中央门汽车站至南京航空航天大学  

乘出租车：车费∼20 元。 

乘公交车：换乘 1 次,6.9 公里。从中央门汽车站出发,乘 143 路(宁工新寓-白马公园),

在中央门站上车,经过 3 站,在锁金村站下车,换乘 17 路,在御道街站下车，到达南京航

空航天大学正门口。 

4. 南京汽车东站至南京航空航天大学  

乘出租车：车费∼16 元。 

乘公交车：直达,6 公里。在汽车东站下车后步行越 0.7 公里到蒋王庙站，乘坐 118 路

汽车，经过 8 站路可到达御道街，下车即为南航正大门。 

 

具体地图及路线： 

 

 

 

附件五：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学报》投稿要求 

投稿约定 ： 
1 　来稿应具有创新性、学术性、科学性、规范性和可读性。 
2 　来稿应有重要的学术意义，应是重要学术问题重大科研成果的述评或重大科研项目的成



果总结报告。 
3 　稿件要求不泄漏国家机密，文责自负。 
4 　来稿要求 A4 纸，通栏间行打字，英文稿及中文稿各两份。同时寄交评审费，否则不予

送审。 
5 　稿件篇幅不超过 2 万英文字符(6 页)，摘要不超过 600 英文字符(半页)，后附关键词 3~5
个 。 
6 　正文可分三级标题：1,2,3,…，1.1,1.2,1.3，…，1.1.1,1.1.2,1.1.3,…。英文稿每段开头空 4
个英文字符。 
7 　参考文献应是文中直接引用的公开出版物,按文中引用顺序在文中标出。参考文献以 10
篇以上为宜,以近几年出版的文献为主,中文参考文献应译成英文加(in Chinese). 
 
中、英文摘要写作及参考文献要求 ： 
摘要 

摘要内容独立于正文而存在，它能否准确、具体、完整地概括原文的创新之处，将直接

决定该文是否被收录、阅读和引用。英文摘要 100～150 实词左右，同时需附对应的中文摘

要（200～300 字为宜）。摘要应回答好如下 4 个方面的问题： ①直接写出研究目的，可缺

省。主要说明作者写此文章的目的，或说明要解决的主要问题； ②详细陈述过程和方法。

主要说明作者主要工作过程及所用的方法，也包括众多的边界条件，使用的主要仪器和设备； 
③明确列出结果和结论。罗列作者最后得到的结果和结论，如有可能，尽量提及作者所得结

果和结论的应用范围和应用情况； ④通过②和③两方面内容具体展示文中的创新之处。   
 

参考文献  
参考文献应是文中直接引用的公开出版物，且在文中引用处用“[（右上角标）文献序

号]”顺序标注。以 8 篇以上为宜，其中 80%应为期刊或会议论文，80%以上为近 5 年出版

的文献，50%以上为外文文献，各参考文献的著录格式如下：  
①期刊 作者．题名［Ｊ］．刊名，出版年，卷(期)：起止页码  
②论文集 作者．题名［Ａ］．编者．论文集名［Ｃ］．出版地：出版者，出版年．起止页码   
③专著 作者．书名．版本(第 1 版免著)［Ｍ］．出版地：出版者，出版年．起止页码  
④学位论文 作者．题名［Ｄ］．保存城市名：保存单位(写到二级单位)，出版年   
⑤标准 起草责任者．标准代号 标准顺序号-发布年，标准名称［Ｓ］．出版地：出版者，出

版年　  
⑥科技报告 作者．题名［Ｒ］．报告题名及编号，出版地：出版者，出版年．（起止页码）  
⑦专利 专利所有者．题名［Ｐ］．专利国别：专利号，公告日期   
⑧电子文献 作者.题名［ＥＢ／ＯＬ］．电子文献地址，发表或更新日期/引用日期  

文献作者 3 名以内全部列出，4 名以上只列出前 3 名，后加“，et al”；作者姓前名后，

名缩写为首字母，不加缩写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