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国首届脑成像与神经科学技术会议第二轮通知 

中国神经科学学会神经科学研究技术分会和会议组委会真诚地邀请您参加首届脑

成像与神经科学技术会议。 

本次会议由第三军医大学附属西南医院和西南大学承办，将于 2010年 4月 23日-25

日在重庆第三军医大学附属西南医院召开。会议将对多模态技术、动物影像与电生理方

法、分子细胞技术与应用、疾病影像学以及认知成像等五个专题进行深入探讨。我们荣

幸地邀请到了 Seiji Ogawa教授等 30位国内外著名专家做大会报告和专题报告。 

由于目前仍有不少同行要求递交论文摘要，因此投稿截止日期将延至 4 月 14 日，

并特别欢迎采用分子影像、电生理、分子生物学等各种技术的动物实验研究论文。稿件

请发至组委会电子信箱(zhangxilin@pku.edu.cn)。 

由于投稿较多，我们只能遴选部分稿件作为口头报告。关于您报告方式的通知将在

4月 17 日前发出。 

为了给更多的同行提供一个与顶级专家学者面对面交流的机会，了解国际最新学术

动态和最先进的研究技术，我们也欢迎未投稿的同行积极参会。 

  

一、会议日程 

本次会议将由大会报告、专题报告、口头报告和墙报展示组成，日程安排如下（大

会报告和专题报告题目请见附件一） 

日期 地点 会议安排 

4月23日 主会场 全体代表报到，张贴墙报 

4月24日上午 主会场 开幕式和大会报告 

4月24日下午 主会场 专题报告和口头报告：多模态技术 

4月25日上午 
第一分会场 专题报告和口头报告：动物影像与电生理方法 

第二分会场 专题报告和口头报告：分子细胞技术与应用 

4月25日下午 
第一分会场 专题报告和口头报告：疾病影像学 

第二分会场 专题报告和口头报告：认知成像 

 

mailto:zhangxilin@pku.edu.cn


二、报到地点 

第三军医大学瑜园宾馆 

地址：重庆沙坪坝区高滩岩正街，第三军医大学西门北侧路西，西南医院西门南侧

路西 （交通路线详见附件二） 

联系电话：023-68753900 

三、会议地点 

西南医院国际会议厅 

地址：重庆市沙坪坝区高滩岩正街 30号西南医院科教楼五楼（交通路线详见附件二） 

四、注册费 

人民币：800元/人（学生注册费：600元/人，注册时请带学生证）  

五、住宿 

 本会议提供住宿的宾馆有（费用自理）：第三军医大学瑜园宾馆、月光大酒店和橡

树林酒店（易城国际店），住宿地点亦可自理。 

住宿宾馆详情及价格请见附件二，会场及住宿宾馆位置图请见附件三。 

六、会议联系人 

陈霖 第三军医大学附属西南医院放射科 

电子邮件：Angeling822@163.com 

电话：023-68754425 

 

方方   北京大学心理学系 

电子邮件：ffang@pku.edu.cn 

电话：010-62756932 

 

李静薇   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 

电子邮件：lijw@psych.ac.cn 

电话：010-64854476, 010-648366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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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回执 

为 保 证 住 宿预 订 成功 ， 请 于 4 月 18 日 前提 交 回 执 （发 至 电子 邮 件 ：

zhangxilin@pku.edu.cn） 

 

首届脑成像与神经科学技术会议回执 

 

 

 

中国神经科学学会神经科学研究技术分会 

           2010 年 4月 6 日 

 

 

姓    名  年   龄  性  别  

工作单位  

通信地址  邮  编  

手    机  

 

电子邮件  

拟入住酒店 □ 第三军医大学瑜园宾馆   □月光大酒店   □橡树林酒店 

房间选择 □ 单人间              □ 双人间 

愿参加的 

报告形式 

□ 口头报告             □ 墙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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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会议主讲人名单（按姓氏拼音排序）及报告题目： 

 

姓名 单位 学术报告题目 

Seiji Ogawa Tohoku Fukushi 

University, Japan 

Our recent fMRI interests 

Robert Cox NIH, USA Resting State FMRI: The Details of 

Pre-Processing Matter! 

Florian Engert Harvard 

University, USA 

In vivo Ca2+ imaging of neural activity 

throughout the zebrafish brain during 

visual discrimination 

毕国强 中国科技大学 Spatiotemporal dynamics of reverberatory 

activity in neuronal networks 

龚启勇 四川大学 MR Imaging for Neuro-psychiatry 

刘一军 University of 

Florida 

待定 

田捷 中科院自动化所 多模态分子影像平台及其应用前景 

Ed Wu 香港大学 Visualize CNS by Magnetic Resonance 

Imaging: From Molecules to Systems 

尧德中 电子科技大学 时空EEG/fMRI融合：一个统一的同步EEG/fMRI

数据分析框架 

林龙年 华东师范大学 多通道在体记录技术在神经信息编码研究中的

应用 

罗非 中科院心理所 痛觉的编码与调节：清醒动物行为与神经网络

研究 

单保慈 中科院高能所 PET成像原理及其在神经科学研究中的应用 

王伟 中科院上海神经所 The Cortical Functional Organizations for 

illusory and kinetic contour processing in 

the ventral pathway of macaque 

谢庆国 华中科技大学 应用适应性 PET 神经成像 

郭林 武汉大学 Quantitative phosphoproteomics 

technologies: unraveling cellular 

signaling networks 

王立平 中科院深圳先进技术

研究院 

Optogenetics Technology: Development and 

Application 

俞洪波 复旦大学 胶质细胞的功能反应及其在脑血流功能成像中

的核心作用 

胡兵 中国科技大学 爪蟾视网膜-顶盖突触前神经元活动性调控该

突触形成和稳定的在位活体激光共聚焦成像的

研究 

曾绍群 华中科技大学 飞秒激光随机扫描双光子显微成像观测神经群

落功能活动 

李坤成 首都医科大学 老年痴呆的磁共振成像诊断 

李凌江 湘雅医学院 待定 



卢光明 南京军区总医院 颞叶癫痫静息功能脑网络研究 

伍建林 大连医科大学 人脑嗅觉相关区域的 MRI体积测量与年龄及嗅

觉功能相关性研究 

臧玉峰 北京师范大学 Resting-state fMRI: algorithms and 

application to brain disorders 

李红 西南大学 情绪效价强度及性别差异 

李晟 北京大学 视觉分类决策的神经机制 

李武 北京师范大学 Multielectrode Array Studies of Context- 

and Experience-Dependent Changes in 

Response Properties of Visual Neurons 

罗跃嘉 北京师范大学 情绪与认知的相互作用及其脑机制 

周晓林 北京大学 Differential neural mechanisms for 

syntactic, semantic processes at different 

levels of syntactic hierarchy: ERP and fMRI 

evidence 

 



附件二、住宿宾馆详细信息 

 

第三军医大学瑜园宾馆 

地址：重庆沙坪坝区高滩岩正街，第三军医大学西门北侧路西，西南医院西门南侧路西 

联系电话：023-68753900 

房型及价格：商务、普通标间 200-260 元/间。注：因为是军队的招待所，此宾馆不能

上网。 

乘车路线：  

 从江北机场出发, 在江北机场坐机场专线大巴在海关下车, 换乘 201路在海关

上车至西南医院三军医大下车步行至西南医院；出租车约 60元左右 

 从菜园坝火车站出发,乘坐 210(菜园坝-白公馆),在小龙坎换乘 219(新桥-牛角

沱)，抵达高滩岩西南医院站 

 从龙头寺火车站出发，乘坐 201 路区间车（重庆北站-新桥医院），在高滩岩站

下车即到 

 

月光大酒店 

地址：重庆沙坪坝区天星桥正街 104号（沙坪坝区区府附近） 

联系电话：023-65232699 

房型及价格：豪华、商务标间：140元/间—160元/间，单人间：120-170 元/间       三

人间：225元/间 

乘车路线：  

 从江北机场出发, 在江北机场坐机场专线大巴在海关下车, 换乘 201路在海关

上车至天星桥站下车步行至月光大酒店；出租车约 60 元左右 

 从菜园坝火车站出发坐 318 路或 808 路到土湾/羊角堡(美丽山水小区) 换乘 

219路区间线到凤天路站下车到达月光大酒店 

 从龙头寺火车站出发，乘坐 166 路（鲁能星城-天骄年华），在沙区府站下车即

到月光大酒店 

 

橡树林酒店（易诚国际店） 

地址：重庆沙坪坝区凤天路 37 号（重庆图书馆对面） 

http://chongqing.8684.cn/z_0b484f70
http://chongqing.8684.cn/x_1dbffd12
http://chongqing.8684.cn/x_14376c7a
http://chongqing.8684.cn/z_44bb4db1
http://chongqing.8684.cn/z_02d1d31e
http://chongqing.8684.cn/x_72ff0424


联系电话：023-88662111 

房型及价格：标间：168元/间 —188元/间 单间：158元/间 

乘车路线：  

 从江北机场出发, 在江北机场坐机场专线大巴在海关下车, 换乘 201路在海关

上车至西南医院下车步行至橡树林酒店；出租车约 60 元左右。 

 从菜园坝火车站出发坐 318 路或 808 路到土湾/羊角堡(美丽山水小区) 换乘 

219路区间线到橡树林酒店（易诚国际店） 

 从龙头寺火车站出发，乘坐 166 路（鲁能星城-天骄年华），在重庆图书馆天骄

年华站下车对面即到橡树林酒店（易诚国际店） 

 

http://chongqing.8684.cn/z_0b484f70
http://chongqing.8684.cn/x_1dbffd12
http://chongqing.8684.cn/x_14376c7a
http://chongqing.8684.cn/z_44bb4db1
http://chongqing.8684.cn/z_02d1d31e
http://chongqing.8684.cn/x_72ff0424


附件三、会场周边地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