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国认知科学学会 
 

第一届中国认知科学学会神经与精神影像专委会年会 

暨第三届国际精神影像研究高峰论坛 

通知（第二轮） 
 

由中国认知科学学会神经与精神影像专业委员会主办，深圳市康宁医院与四

川大学华西医院共同承办的第一届中国认知科学学会神经与精神影像专委会年会

暨第三届国际精神影像研究高峰论坛将于 2019 年 12 月 19 日至 21 日，在深圳市

召开。大会组委会诚挚地邀请全国各地医疗卫生机构、科研机构、高等院校从事

认知科学、影像学、精神病学、神经病学、计算机科学、材料科学与物理学的科

研、医护和技术人员踊跃参加此次会议。 

本次会议旨在为从事认知科学、影像学、精神病学、神经病学、计算机科

学、材料科学与物理学的临床专家和科研工作者搭建一个跨学科的全国性学术交

流的平台，促进跨学科的科研交流和合作，加强科学研究与临床实践的交叉融

合、共同发展。大会还邀请到国际及国内著名院士和专家学者对脑科学及神经精

神障碍相关学科的热点问题进行学术报告、深入讨论和经验交流。现将有关事项

通知如下： 

一、会议征文 

(一)征文内容 

本次会议拟重点推动认知科学、影像学、精神病学、神经病学、计算机科学

等学科的交叉融合，加强基础科研和临床研究的合作和共同发展。将认知科学理

论、影像学技术、大数据和深度学习计算机技术等整合到精神病学、神经病学临

床学科研究，加速和提高转化医学和临床研究水平。因此，凡与认知科学、影像

学、计算机科学、精神病学、神经病学等学科有关的交叉理论研究和临床应用研

究内容均属于本次会议征稿范围。 

重点专题如下： 

1、心理现象的脑机制研究（影像、电生理、神经生物学等）； 

2、神经精神疾病的脑机制研究（影像、电生理、神经生物学等）； 

3、神经认知的脑影像学研究； 



4、脑影像方法学研究； 

5、神经精神疾病临床和临床转化研究。 

 (二)征文要求 

1.论文应具有科学性、创新性、论点明确、真实可靠。所投论文为结构式摘

要，500-800 字。 

2.论文版式要求:①论题鲜明、醒目，作者姓名在文题下按序依次排列，同时

脚注作者单位全称及邮政编码， 如有其他协作单位，应征得有关人员同意，文责

由投稿者自负； ②论著摘要应包括目的、方法、结果、结论四部分。 

3.稿件必须是在国内公开刊物上未公开发表的文章，请作者自留底稿，来稿

恕不退还。 

4.墙报，请投稿者自制墙报展示内容。 

(三) 首届全国精神影像青年演讲比赛 

对投稿至专委会邮箱 nprsc2019@126.com 的征文，请专家组综合评估打分，

初选得分排名前 10 位的摘要论文参赛。详情请关注本次大会的微网站通知。 

截稿时间 2019 年 12 月 12 日(以发送邮件时间为准)。 

二、会议信息 
       (一)会议议程安排 

2019 年 12 月 19 日 14:00 至 21:00 参会人员报到、注册。 

2019 年 12 月 19 日 19:00 至 20:00 专委会全体委员会议。 

2019 年 12 月 20 日全天会议。 

2019 年 12 月 21 日上午会议。 

具体会议议程详见本次大会的微网站。 

 

      (二)会议地点 

深圳市万悦格兰云天大酒店 

地址：广东省深圳市宝安区前进一路 90 号（交通指南附后） 

网址：http://www.grandskyhotel.com/index.html 

电话：0755-27881888（酒店服务中心） 

 

        (三)会议注册与授分 

网上会议注册：12 月 12 日前（支付宝）注册缴费，优惠价 800 元整。 

现场会议注册：12 月 19 日至 20 日，缴费 1000 元整，现金、POS（借记卡、

信用卡）、支付宝。 

在校学生，凭学生证，现场会议注册优惠价 500 元整。 

（注册费用包括会议期间的听课费、资料费和餐费） 

请在本次大会的微网站获取支付宝二维码以及填写注册发票的邮寄地址。 

 



广东省医学继教学分授予 

广东省内全程参加会议的人员，授予省级医学继续教育项目 I 类学分 2 分。

请需要者务必携带医疗教育一卡通登记学分卡，会议现场授分，会后不予补录。 

 

        (四)会议住宿 

会议接待组与承接会议的酒店商定了住宿优惠价格，酒店房价在 460 元至 580

元/间/夜（含早餐）。因数量有限，请需要者提前预定（大会不保证会议期间的

住宿）。 

酒店预定电话：0755-27881888（酒店服务中心） 转 预订部。 

酒店预订时间：2019 年 12 月 6 日-2019 年 12 月 19 日。 

参会人员的差旅费、住宿费自理，回原单位报销。 

 

        (五)大会微网站 

        http://m.neuropsychiatryimaging-2019.info 

请大家随时通过手机微信或 PC 登录本次大会的微网站，了解更多的会议信

息和处理相关事项。 

 

三、联系方式 

秘书组（负责投稿咨询、委员及讲课专家联系及接待）： 

胡心宇 18523890695，张霓 18623559713 

会务组（负责社会支持合作、参会代表报名及接待）： 

侯刚强 13602691598，赖文涛 13826545283，刘霞 13243897846  

 

 

 

主办单位：中国认知科学学会神经与精神影像专业委员会 

 

 

 

承办单位：深圳市康宁医院 

四川大学华西医院 

2019 年 11 月 28 日 



附件一： 
酒店地址以及交通图 

 

地点 
深圳市万悦格兰云天大酒店 

广东省深圳市宝安区前进一路 90号 
 

酒店信息 
网址：http://www.grandskyhotel.com/index.html 

电话：0755-27881888（酒店服务中心） 

 
交通信息 
深圳宝安国际机场 

地铁：11号线机场站-前海湾站转 5号线到灵芝站，B2出口步行 240米到达酒店 

车程：全程约 35分钟直达酒店 

 
 
 
深圳北高铁站 

地铁：5号线深圳北站-灵芝站，B2出口步行 240米到达酒店 

车程：全程约 40分钟直达酒店 
 

 
 
 



附件二： 

第一届中国认知科学学会神经与精神影像专委会年会 

暨第三届国际精神影像研究高峰论坛日程 

地点：广东•深圳•万悦格兰云天大酒店        时间：12月 19-21日 

2019年 12 月 19 日（星期四） 

14:00-21:00 报到注册  地点：深圳市万悦格兰云天大酒店大堂 

19:00-20:00 神经与精神影像专业委员会委员全体会议  地点：深圳市万悦格兰云天大酒店 

2019 年 12 月 20 日（星期五）

8:30-9:00 大会开幕式 

9:00-12:20 主旨论坛 

主旨论坛地点：5F 格兰宴会厅 主持人：龚启勇、刘铁榜 

时间 主旨演讲题目 讲者 工作单位 

9:00-9:45 “大范围首先”的神经表达 陈霖院士 中科院生物物理所 

9:45-10:30 抑郁症与神经影像学研究进展 李凌江 中南大学湘雅二院 

10:30-10:40 新技术介绍 

10:40-10:50 茶歇 

10:50-11:35 
Dimensional approaches in neuroimaging - disentangling 

general and disorder-specific markers 
Benjamin Becker 电子科技大学 

11:35-12:20 睡眠神经影像学进展 高家红 北京大学 

12:20-13:30    GE卫星会   地点：5F 格兰宴会厅 

13:30-18:00 分论坛一：精神疾病临床论坛 

分论坛一：A 情感论坛 

地点：5F 格兰宴会厅   主持人：刘铁榜、季卫东 

时间 演讲题目 讲者 工作单位 

13:30-14:00 抑郁症 2 周起效影响因素和脑影像学初步研究 施慎逊 复旦大学华山医院 

14:00-14:30 老年期抑郁的认知损害——评估与干预 陈云春 西安交大附一院 

14:30-15:00 抑郁症的神经影像学研究 黄力 暨南大学 



15:00-15:30 医学影像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申请体会介绍 刘军 中南大学湘雅二院 

15:30-15:40 问与答 

15:40-15:50 茶歇 

分论坛一：B 认知论坛 

地点：5F 格兰宴会厅   主持人：况伟宏、谭友果 

15:50-16:20 脑环路干预与神经精神疾病 汪凯 安徽医科大学 

16:20-16:50 经颅磁刺激治疗阿尔茨海默病影像学研究 陈炜 浙大邵逸夫医院 

16:50-17:20 
精神科临床科研设计-从研究者、SCI 期刊编辑和审稿人

角度进行的经验分享 
项玉涛 澳门大学 

17:20-17:50 精神影像技术临床应用初探 吕粟 四川大学华西医院 

17:50-18:00 问与答

13:30-18:00 分论坛二：影像论坛 

分论坛二：A 精神影像技术论坛 

地点：5F 多功能厅 1         主持人：陈华富、黄晓琦 

时间 演讲题目 讲者 工作单位 

13:30-13:55 精神影像数据全程管理解决方案 幸浩阳 四川大学 

13:55-14:20 
Low-frequency BOLD fluctuations in brain white matter: 

more than just noise 
廖伟 电子科技大学 

14:20-14:45 基于功能影像大数据的精神疾病脑网络研究 夏明睿 北京师范大学 

14:45-15:10 7T 超高场磁共振技术在临床与基础研究的应用 赖欣怡 浙江大学 

15:10-15:35 基于机器学习的精神分裂症多组学联合研究 印弘 空军医科大学 

15:35-15:45 问与答 

15:45-15:55 茶歇 

分论坛二：B 临床神经影像论坛 

地点：5F 多功能厅 1    主持人：龚启勇、江文涛 

15:55-16:20 脑膜瘤的影像学诊断 杨虹 
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一

医院 

16:20-16:45 临影结合看图识病之胼胝体跨越征 江桂华 广东省第二人民医院 

16:45-17:10 脱髓鞘假瘤的影像诊断 雷益 深圳市第二人民医院 

17:10-17:35 脊髓损伤后脑结构与脑功能研究 吴光耀 深圳大学总医院 

17:35-18:00 颈部间隙病变的影像学特点及分析思路 罗德红 中科院肿瘤医院深圳医院 



18:30-20:30   联影之夜 

2019 年 12 月 21 日（星期六） 

9:00-10:30 主旨论坛 

地点：5F 格兰宴会厅   主持人：王立平 

时间 主旨演讲题目 讲者 工作单位 

9:00-9:45 精神影像学新进展 龚启勇 四川大学华西医院 

9:45-10:30 
Progress towards establishing brain-based biomarkers for 

autism 
Keith Kendrick 电子科技大学 

10:30-10:40 新技术介绍 

10:40-10:50 茶歇 

10:50-11:50 青年论坛（演讲比赛） 主持人：陈华富 

11:50-12:20 颁奖（研究生演讲比赛以及最佳 poster）及闭幕式 

12:20-14:00   午餐   地点：5F 格兰宴会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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