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陕西中医药大学硕士研究生指导教师简介

贺太平，男，1966 年 9 月 12 日出生，本科学历，医学学士学位，副主任医

师，陕西中医药大学硕士研究生指导教师。现任陕西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副院长，

第一临床医学院副院长，医学技术学院副院长。兼任中国针灸学会脑科学产学研

创新联盟理事会副理事长，中华医学会影像技术分会影像技术本科教育专业委员

会委员。

1987 年毕业于西安医学院，从事影像诊断 31 年，从事 CT 专业诊断 20 余年，

先后参加国际北美放射学年会大会交流 2次，获陕西省科学技术三等奖 1项，咸

阳市科学技术一等奖 1项，出版专著 3部，参编专著 2部，发表论文 30 余篇，

其中作为通讯作者 SCI 收录多篇，参与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1项，主持省级课题 1

项，主持校级课题 2项。

安县朝，男，1965 年 4 月 25 日出生，大学本科学历，学士学位，主任医师，

陕西中医药大学硕士研究生指导教师，2015 年毕业于西北大学及德国富特旺根

大学 MBA，获硕士学位，现任陕西中医药大学第二附属医院副院长，兼任咸阳市

超声医学工程副主任委员，咸阳市泌尿学会委员。

1990 年 7 月本科毕业于西安交通大学医学部（原西安医科大学），在本单

位工作至今，主要从事超声影像工作 27 年。出版专著一部，发表论文二十余篇，

参与省级课题二项，主持市级课题三项。



程晓光，男，1965 年 03 月 13 日出生，研究生学历，博士学位，教授职称，

陕西中医药大学硕士研究生指导教师。现任北京积水潭医院放射科主任职务，兼

任亚洲骨骼学会主席，中华医学会骨质疏松与骨矿盐疾病分会常委，中国医师协

会放射医师分会常委兼骨组组长，中华医学会放射学会骨组付组长。

1997 年 5 月本科毕业于比利时鲁汶大学，先后在北京积水潭医院工作，主

要从事放射工作。从 1984 工作 34 年，先后出版专著 10 部，发表论文 200 余篇，

主持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2项，主持省级课题 1项，主持市级课题 3项。

杨兵社，男，1962 年 4 月 生，本科学历，医学影像副主任医师职称。现任

陕西中医药大学第二附属医院超声科主任，陕西中医药大学影像医学与核医学专

业硕士研究生导师，

陕西省超声医学工程学会委员、陕西省超声医学会腹部与介入组委员、陕西

陕西省保健协会乳腺专业委员会委员、咸阳市医疗事故鉴定委员会专家组成员、

咸阳市婚前医学检查专家组成员.教育部学位与研究生教育发展中心通讯评议专

家。



崔光彬，男，1967 年 9 月 6 日出生，博研学历，博士学位，主任医师、教

授，陕西中医药大学硕士研究生指导教师。现任空军军医大学唐都医院放射科主

任和影像医学与核医学教研室主任，兼任中国整合医学影像专委会主任委员、中

国医学影像技术研究会常务理事、中国医学装备协会 CT 工程技术专委会常务委

员、中华放射学分会磁共振专委会委员、全军放射专业委员会常委兼青委会副主

委等。

1993 年 7 月本科毕业于第四军医大学，先后在黑龙江省齐齐哈尔市 39605

部队和唐都医院工作，主要从事影像诊断工作。从 1993 年工作 20 余年，先后出

版专著 10 余部，发表论文 100 余篇，其中以第一或通讯作者发表 SCI 论文 20

余篇（IF 大于 5.0 以上 6 篇），主持国家十二五重点研发专项 1 项，主持国家

自然科学基金 3项，省部级课题 7项，全军后勤重大科研项目 1项。

贺 朝，男，48 岁，本科，学士学位，副主任医师。陕西中医药大学硕士

研究生导师，秦都区政协委员、咸阳市有突出贡献专家，咸阳市第七届优秀青年

科技人才，咸阳市首届青年科技奖获得者。现任陕中二附院介入放射科主任，医

技教研室主任，放射科专业规培基地主任。任中国医用臭氧联合会，中国介入医

师分会、整合影像学会等全国及陕西省 20 余学会常委、委员，咸阳市放射学会

主任委员《臭氧医学研究杂志》副主编等。



92 年毕业于河北医科大学，曾获省、市科技进步二、三等奖十项，国家发

明专利六项，个人专著两部，发表论文 40 余篇，SCI 两篇,参与省级课题 2项，

主持市级课题 5项。

金晨望，男，1975.11，医学博士、博士后、主任医师，陕西中医学大学硕

士研究生指导教师。兼任中华医学会放射学分会心胸专业委员会委员、中华装备

协会磁共振应用委员会委员、中华医师协会放射学分会呼吸委员会委员，陕西省

放射学分会青年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放射学分会秘书。

1999 年自原西安医科大学毕业后，留西安交通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医学影像

科工作至今，先后赴 Johns Hopkins Hospital，San Raffaele Hospital 访问学

习。参编十二五规划教材两部，副主编中华医学会视听教材 1部、副主编专著 1

部，第一及通讯作者发表 SCI 文章 15 篇，单篇他引最高 80 次。主持及主要参与

国家级课题 6项、主持省级项目 2项。执笔专家共识 1项，申请国际、国家发明

及实用新型专利 7项，获陕西省科技进步叁等奖（3rd）。主持中华医学会医学教

育分会、西安交通大学校级教改项目 3项。

娄 昕，女，1973 年 12 月 22 日出生，研究生学历，博士学位，主任医师、

教授职称，陕西中医药大学硕士研究生指导教师。现任解放军总医院放射诊断科

行政副主任职务，获军队优秀中青年专业技术人才津贴。担任中国医师协会放射



青年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全军放射专业青年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中华医学会放射

学分会磁共振学组委员等职。国际医学磁共振协会（ISMRM）首批认证国际磁共

振临床培训讲师。担任 Investigative Radiology 等 8 个中英文杂志编委等职。

曾作为高级访问学者公派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UCLA）、美国斯坦福大学等

长期学习。

主要研究方向为神经影像，发表论文 100 余篇，其中以第一作者或通讯作者

发表 SCI 论文二十余篇，总影响因子大于 100。作为第一或主要完成人获得包括

全军医疗成果一等奖在内的 4个奖项。获国家专利两项。主编专著 3部，主译专

著 1部。以第一负责人承担包括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点项目、科技部国家重点研

发计划等国家及省部级课题 10 余项，总研究经费 600 余万元。

马 林，男，1963 年 9 月 16 日出生，研究生学历，博士学位，主任医师、

教授，解放军医学院博士、硕士研究生指导教师。现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放

射诊断科主任，兼任中华放射学会常务委员兼神经学组组长、中国医师协会放射

医师分会常务委员、国家卫计委脑卒中防治委员会神经影像专业委员会主任委

员、全军放射医学专业委员会常务委员。担任《Investigative Radiology》、

《中华放射学杂志》等杂志编委。

1986 年 8 月本科毕业于解放军第四军医大学，先后在解放军 309 医院、解

放军总医院工作。从事影像诊断工作 26 年，先后出版专著 8部，发表论文 169

篇（其中 SCI 论文 67 篇），主持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4项，国家科技部课题 1项。



任转琴（勤），女，1964 年 5 月 4 日出生，大学本科，学士学位，主任医师，

陕西中医药大学硕士研究生。现任医学影像科主任，主任医师，西安医学院兼职

教授。兼任国家级、省、市专业学会任委员、常委、主任委员等多项职务；《中

国医药导报》杂志审稿专家。

1988 年 7 月本科毕业于新疆医学院临床医疗系，在宝鸡市中心医院工作，

先后从事过临床妇产科及医学影像专业，现从事医学影像诊断临床、教学及科研

工作 20 余年。承担省市级科研课题 7项，省厅课题 2项、市级课题 4项。已发

表学术论文 50 余篇，国家级 23 篇，省级 27 篇。研究成果分获省科学技术三等

奖 1项、宝鸡市一等奖 2项、二等奖 2项。

肖迎聪，男，1978 年 2 月 9 日出生，研究生学历，医学硕士学位，副教授

副主任医师，陕西中医药大学硕士研究生指导教师。现任医学影像基础教研室主

任和附院超声科副主任职务，兼任陕西省超声医学工程学会青年委员会委员，咸

阳市超声医学工程学会委员。

2001 年 6 月本科毕业于湖北三峡大学，在陕西中医药大学和附属医院工作，

主要从事超声医学的临床、教学和科研工作。从 2001 年至今工作 17 年，先后出

版专著 2部，发表论文 10 余篇，参与省级课题 3项，主持市级课题 3项。



杨军乐，男，1966 年 1 月 18 日出生，本科学历，博士学位，主任医师，陕

西中医药大学硕士研究生指导教师。

现任西安市中心医院副院长，兼任中华医学会放射学分会头颈组专委；中

国医师协会放射学分会头颈组副主委；陕西省放射学分会副主任委员；西安市放

射学分会主任委员；“实用放射学杂志”副主编兼社长。

1989 年 7 月本科毕业于西安医科大学，一直在西安市中心医院工作，主要

从事影像医学与核医学工作。

从 1989 年工作至今近 30 年，先后出版专著 5部，发表论文 50 余篇，参与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3项，省级课题 5项，主持市级课题 3项，主持西安市重大项

目 1项。

杨全新，男，1962 年 7 月 4 日出生，研究生学历，硕士学位，教授职称，

陕西中医药大学硕士研究生指导教师。现任西安交通大学第二附属医院影像科主

任，兼任中华医学会放射学分会腹部学组委员，中国医师协会生殖泌尿学组委员，

陕西省抗癌协会肿瘤影像分会副主任委员，陕西省预防医学会放射卫生专业委员

会副主任委员，西安市放射学会副主任委员，实用放射学杂志编委，中国儿童保

健杂志编委。

1986 年 7 月本科毕业于西安医科大学，在西安交通大学第二附属医院影像

科工作，主要从事影像诊断工作。先后参编专著 2部，发表论文 30 余篇，主持

省级课题 3项。



杨如武，男，1965 年 10 月 30 日出生，在职研究生学历，副主任医师，陕

西中医药大学硕士研究生导师，现任陕西中医药大学附属西电集团医院医学影像

科主任，“重点扶持学科”带头人。兼任中国医学装备协会 CT 工程技术专业委

员会委员、中国性病艾滋病防治协会感染放射学分会委员、陕西省医师协会整合

医学分会影像专业委员会委员、陕西省放射技术学分会委员、陕西省放射诊疗质

量控制中心委员、西安放射学分会委员、西安市医疗技术鉴定专家库成员等职务。

从事 CT、MRI 影像诊断、教学与科研工作 30 余年，熟悉各系统病变的 CT 及 MRI

诊断，擅长中枢神经系统、胸部疾病的影像诊断，尤其对胸部疾病的检查与诊断

具有丰富的临床实践经验。参与主持省市级课题三项，厅局级课题四项，发表专

业学术论文 20 篇。

杨正汉，男，1968 年 9 月 23 日出生，博士研究生学历，医学博士学位，教

授职称，陕西中医药大学硕士研究生指导教师。现任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友谊

医院放射科主任，兼任中国医师协会放射医师分会常务委员兼总干事等二十余项

学术兼职。

1999 年 12 月毕业于北京大学医学部获医学博士学位，先后在浙江省衢州市

人民医院、卫生部北京医院及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友谊医院工作，主要从事腹

部疾病影像诊断工作。从 1988 年工作 30 年，先后出版专著 10 余部，以第一作

者或通讯作者发表科学论文 70 余篇，主持国家级 2 项，省部级课题 7 项。



姚秀芬，女，1963 年 09 月 04 日出生，大学本科学历，学士学位，超声诊

断主任医师，陕西中医药大学硕士研究生指导教师。现任陕西中医药大学附属医

院功能诊断科主任，兼任陕西省医学会超声医学分会委员，陕西超声医学工程学

会委员，陕西省医学会咸阳超声医学分会副主任委员，咸阳超声医学工程学会副

会长，陕西中医药大学医学技术学院影像医学与核医学硕士点学科带头人。咸阳

市医疗事故鉴定专家组成员，咸阳市高职评审专家组成员，陕西省、咸阳市政府

采购评标专家库成员。

1985 年毕业于西安医科大学医疗系医疗专业（现交大医学部，五年制），

毕业后分配到陕西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 B超室工作至今，从事超声诊断与治疗临

床与教学工作 30 余年。曾于 1995 年 10 月-1996 年 4 月在西安医科大学第一附

属医院进修学习心脏彩超诊断，于 1988 年 9 月-1989 年 1 月在卫生部西安医科

大学英语培训中心学习。精通心脏、腹部、妇产科、浅表器官等疾病的超声诊断，

主要研究方向：心血管、腹部、浅表器官彩超诊断，指导并广泛开展超声造影、

介入超声诊疗、产前规范化分级超声检查、盆底超声等新技术项目。目前作为课

题负责人和主要指导参与者承担厅局级、校级科研课题 6 项，共发表学术论文

20 余篇。

郑运松，男，1977 年 7 月 4 日出生，研究生学历，医学硕士，副教授，副

主任医师，陕西中医药大学硕士研究生指导教师。现任陕西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



医学影像科副主任，兼任中国医师协会中西医结合医师分会第一届影像医学专业

委员会委员，中国中西医结合学会第六届医学影像专业委员会青年委员，咸阳市

放射学会委员。

2001 年 7 月毕业后在陕西中医药大学医学技术学院、陕西中医药大学附属

医院医学影像科工作至今，主要从事医学影像临床、教学及科研工作，在高场强

磁共振功能成像研究方面有深厚的工作积累和经验。先后出版专著 1部，实用新

型专利 1项，目前主持陕西省教育厅课题 1项，咸阳市科技局课题 2项，参与国

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课题 3项，已发表学术论文二十余篇，其中核心期刊十余篇。

印 弘，男，1964 年 07 月 15 日出生，研究生学历，博士学位，主任医师

职称，陕西中医药大学硕士研究生指导教师。现任空军军医大学西京医院放射科

主任职务，兼任中华医学会放射学分会委员；中国医师协会放射学分会常委；中

国医师协会放射学分会对比剂学组主任委员；中国医学装备协会 CT 工程技术专

业委员会常委；中华医学会神经学组委员；陕西省放射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

核医学与分子影像学分会副主任委员；陕西省核安全辐射委员会常务理事；陕西

省抗癌协会肿瘤影像专业委员会常务委员；全军放射质控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

员。

1982 年 07 月本科毕业于第四军医大学，后在西京医院放射科工作，主要从

事 MRI 影像诊断工作。从 1982 年 09 月工作至今，先后出版专著 1 部，发表论文

150 余篇，其中 SCI 论文 41 篇，主持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2 项，省级课题 2 项，

北京市自然科学基金 1项，博士后基金 1项，军队科技攻关项目 1 项，校级助推

项目 2项。参加新加坡国家医学基金、973 及 863 项目、全军科技攻关项目等多

项课题研究。



张 明，男，1965 年 7 月 10 日出生，博士后/博士，主任医师，陕西中医

药大学硕士研究生指导教师。现任西安交通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影像科副主任、医

学部人才培养处处长，兼任中华放射学神经放射学组委员，中华放射学会青年委

员，中华放射学质控委员会委员，中国教育学会医学教育分会副秘书长，全国高

等医学教育学会临床医学教育研究会常务理事，医学装备协会 CT 应用专业委员

会常务委员。

1989 年 7 月本科毕业于西安医科大学，毕业留校至一附院影像科工作至今，

主要从事磁共振中枢神经系统疾病诊断工作。从一附院工作二十余年，先后出版

专著 12 部，发表论 60 余篇，参与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8项，省级课题 5项，国家

出版基金 1项。

张鹏天，男，1965 年 5 月 27 日出生，本科学历，学士学位，主任医师职称，

陕西中医药大学硕士研究生指导教师。现任附属医院影像科副主任职务，兼任中

华医学会咸阳市放射学分会委员。

2003 年 7 月本科毕业于陕西中医学院，先后在西北耐火材料厂职工总医院

和陕西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工作，主要从事医学影像诊断工作。从毕业至今，工

作 31 年，先后出版专著一部，发表论文 30 余篇，主持省级课题 3项，主持厅局

级和市级课题 3项。



王 文，男，1975 年 3 月 15 日出生，博士，副教授，陕西中医药大学硕士

研究生指导教师。现任唐都医院放射诊断科副主任、陕西省功能与分子影像重点

实验室副主任、兼任中国研究型医院学会放射学专业委员会青年委员会副主任委

员，享受军队优秀专业技术人才三类岗位津贴。

2004 年 6 月博士毕业于第四军医大学，先后在第四军医大学人体解剖与组

织胚胎学教研室、唐都医院放射科工作，并先后赴日本国立生理学研究所、加拿

大渥太华大学、奥地利前沿科技研究学院（IST）留学合作。主要从事疼痛与应

激对高级脑功能的影响及机制的应用基础研究工作。以第一作者及通讯作者发表

SCI 论文 25 篇，论文发表的杂志包括 Prog. Neurobiol.、PNAS 等，累计影响因

子 106.623；获 8项国家专利，其中第一完成人 2项；以第一负责人身份承担 4

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课题，军委科技委创新课题、陕西省国际合作课题、日本

JSPS 博士后研究课题、军队“十一五”课题及唐都医院军事医学研究课题各 1

项。作为主要研究骨干承担国家重点研发计划专项课题、军队后勤科技重大项目、

科技部国际合作项目、军队重大新药创制课题和陕西省科技统筹创新工程计划各

1项。作为主要成员获得陕西省重点科技创新团队和科技部重点科技创新团队。

2017 年入选中国医师协会放射学分会“攀登计划”，赴美国培训一月完成美国放

射病理学会（AIRP）放射科医师规范化培训，2009 年获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一

等奖（第 12 完成人），2012 年获陕西省第九届青年科技奖（第一完成人）。现任

中国研究型医院学会放射学专业委员会青年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中国放射学会分

子影像学组委员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