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陕西中医药大学硕士研究生指导教师简介

姚秀芬，女，大学本科学历，学士学位，陕西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功能诊

断科主任，主任医师，硕士生导师。兼任陕西省医学会超声医学分会委员，陕西

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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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西省医师协会超声医师分会委员，咸阳市超声医学质

量控制中心副主任，中国医师协会介入医师分会疼痛介入学组委员，陕西超声医

学工程学会胎心超声专业常务委员，陕西超声医学工程学会妇产超声专业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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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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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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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导科内广泛开展超声造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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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贺太平，1966 年 9 月 12 日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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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87年毕业于西安医学院，从1987年至今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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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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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西省

中西医结合医学影像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陕西省医疗保险研究会副会长，陕西

省医师协会放射医师分会副会长，陕西省高场 MRI 影像联盟理事会副理事长，咸

阳市放射诊疗质量控制中心副主任，以及全国多个专业委员会委员。

从事医学影像诊断 33 年，从事 CT 专业诊断 20 余年，在 CT 影像诊断方面

具有一定的经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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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 余篇，其中作为通讯作者 SCI 收录 10 余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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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项，参与国家级、省级、市级和校级课

题数余项。

主要研究方向：胸部影像诊断研究



张鹏天，主任医师，硕士研究生导师。现任陕西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医学

影像科副主任，中国医师协会医学影像学分会陕西省委员、中华放射学会核医学

分会委员、陕西省抗癌学会核医学分会委员、咸阳市放射学会委员。

主要从事影像诊断的临床和教学工作，在乳腺及腹部消化系统影像诊断中

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对骨病和代谢性病变核医学诊断，也有自己独特的见解。主

持和完成了省部级科研课题 3项，厅局级课题 4项；参与国家级课题 1项；省级

课题 2项。已发表专业学术论文 40 余篇，出版著作 1部。

郑运松，男，1977 年 07 月 04 日出生，研究生学历，硕士学位，副教授、

副主任医师职称，陕西中医药大学硕士研究生指导教师。

2012 年 12 月硕士研究生毕业于陕西中医药大学，先后在陕西中医药大学/

陕西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工作，主要从事教学、临床、科研工作。

现任陕西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医学影像科副主任职务，兼任教育部学位中心

硕士学位论文评审专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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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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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西省



医师协会放射医师分会委员，陕西省中西医结合学会医学影像专业委员会委员，

咸阳市影像医学学会常务理事等。

从 2001 年工作 19 年，主持或参与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2项，省级课题 3项，

主持市级课题 4项,先后出版专著 2部，发表论文 30 余篇，获得专利 3项。

主要研究方向：中枢神经系统、骨关节磁共振功能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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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陕西中医药大学硕士研究生指导教师。

2001 年 7 月本科毕业于三峡大学，2016 年 7 月硕士研究生毕业于陕西中医

药大学，在陕西中医药大学和附属医院工作，主要从事超声临床、教学和科研工

作。

现任医学影像基础教研室主任，附属医院超声科副主任，兼任陕西省超声医

学工程学会青年委员，陕西省超声医学工程学会浅表专委会常务委员，陕西省超

声医学会腹部介入专委会委员，陕西省咸阳市超声医学工程学会委员。

近五年来，主持省级课题 1项，主持市级课题 2项,先后出版专著 2部，发

表论文十余篇，获得专利 1项。

主要研究方向：浅表器官超声和介入超声。



于楠，女，1981 年 5 月 12 日出生，博士，博士后，副教授，陕西中医药大

学硕士研究生指导教师。

2009 年 7 月硕士研究生毕业于西安交通大学内科学专业，2016 年 12 月博士

研究生毕业于西安交通大学影像医学与核医学专业，曾先后赴美国堪萨斯大学医

学中心担任访问学者，英国赫尔教学医院进行临床研修。目前于陕西中医药大学

附属医院从事放射诊断工作，主要从事呼吸系统疾病的影像学诊断。

现任中华放射学会心胸组青年俱乐部委员，中国医师协会呼吸医师分会放射

委员会委员，全国针灸学会针灸影像专业委员会委员，陕西中西医结合影像专业

委员会委员，陕西省抗癌协会青年委员，陕西中医药大学后备青年创新团队负责

人。

从事呼吸系统疾病的临床与影像的临床与科研工作，主持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1项，省级课题 2项，厅局级科研项目 1项。作为副主编编写专著 2部，参编中

华放射学（呼吸卷）。发表论文 50 余篇，其中以第一作者或通讯作者发表国际

期刊论文 11 篇，中文核心期刊 16 篇，获得软件著作权 1项。曾先后赴亚太放射

学大会、欧洲放射学大会、北美放射学大会以及中华放射学大会进行专题报告或

大会发言。

主要研究方向：呼吸系统疾病的影像与临床。曾为国家行业专项多中心研究

的主要参与人，熟悉临床研究的总体设计、质量控制、数据分析以及成果转化的

过程，在此过程中协助培养硕士研究生 10 名，博士研究生 2名。



杨兵社，男，1962 年 4 月出生，副主任医师，陕西中医药大学影像医学与

核医学硕士研究生导师，陕西中医药大学第二附属医院超声科科主任，陕西中医

药大学第二附属医院医技第一党支部书记。

主持持陕西省科技厅科研项目 1项（2018SF-136）、陕西省卫健委科研项目

1项（2016C002）陕西省中医药管理局科研项目 1项（2017 LCP7076）咸阳市科

技局科研项目 1项（2016k02-95）；指导国家大学生创新训练项目

（G201710716017）一项；参编《超声诊断学》一部，副主编 (教育部十三五规

划教材.华中科技出版社 》；核心期刊发表学术论文 9篇，国家专利一项。

学术任职：

中国医学整合联盟理事

中国医师协会超声医师分会浅表专业委员会委员

教育部学位与研究生教育发展中心学位论文评审专家

陕西省医师协会超声医师分会常委

陕西省超声医学工程学会委员

陕西省医学会超声分会腹部与介入学组委员

主要研究方向：超声新技术



贺朝，男，1970 年 7 月出生，主任医师，陕西中医药大学影像医学与核医

学硕士研究生导师，陕西中医药大学第二附属医院影像中心主任兼介入科主任。

陕西中医药大学第二临床医学院医技教研室主任，陕西中医药大学第二附属医院

住院医师规培放射基地主任，咸阳市突出贡献专家，咸阳市优秀青年科技人才。

主要研究方向：影像血管成像的应用研究，妇产科疾病的影像诊治

学术成果：陕西省科技进步三等奖两项，陕西省高校科技二等进步奖一项，

咸阳市科技进步奖八项，发表论文四十余篇，SCI 两篇，个人专著三部，国家发

明专利五项，省厅级科研立项十余项。

学术任职：

中华中医药学会疼痛分会常委，中国介入医师协会青年委员，中国妇幼保

健协会放射介入分会常委，陕西省介入学会常委，陕西省医师协会放射分会委员，

陕西省保健协会影像专业委员会副主委，陕西省中西医结合学会影像、介入分会

副主委，陕西省放射诊疗质控中心专家，陕西省放射防护评审专家，咸阳市放射

学会主任委员，咸阳市影像医学学会会长，咸阳市放射诊疗质控中心主任。



任转琴（勤），女，1964 年 5 月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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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科生教师。

1988 年 7 月本科毕业于新疆医学院临床医疗系，1988 年 8 月至今一直在宝鸡

市中心医院工作，先后从事过临床妇产科专业及医学影像专业，现主要从事医学

影像诊断的临床、教学及科研工作 20 余年。

现任医学影像科学科主任，主任医师、西安交通大学同等学力在职硕士研究

生宝鸡教学基地现场指导老师、西安医学院兼职教授。兼任中国性病艾滋病防治

协会关怀与治疗工作委员会感染影像学分会委员，首届中国研究型医院学会肿瘤

影像诊断学专业委员会委员，陕西省放射学分会委员，陕西省抗癌协会肿瘤影像

专业委员会、陕西省医师协会放射医师分会第一届委员会、陕西省保健协会影像

专业委员会常务委员，陕西省第一届大型医用设备管理咨询专家委员会委员，宝

鸡市放射学医学影像学分会主任委员，宝鸡市预防医学会第一届职业与放射卫生

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陕西省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专家指导委员会放射科（医

学影像科）专业专家组成员，宝鸡市医学会医疗事故鉴定专家库成员；《中国医

药导报》杂志审稿专家；取得《高等学校教师资格证书》。2010 年被聘用为三级

专业技术岗位的主任医师；2019 年被聘请为“宝鸡市中心医院首批终身专家”。

从 1996 年 9 月从事影像诊断工作 20 余年，近 10 年承担省市级科研基金课

题 7项，主持及指导参与完成省科技厅课题 2项、市级课题 4项，参与了西交大

一附院“国家十三五重点研发计划项目”课题。研究成果分获省市级奖项 8项，

获得省科学技术三等奖 2项，市级奖项 6项（市级一等奖 3项，二等奖 2项、三

等奖 1项），已发表学术论文 50 余篇，SCI2 篇，国家级 23 篇，省级 27 篇，编

写科普小读物 2部。已带教陕西中医药大学 3名硕士研究生均已顺利毕业；协助

培养 8名西交大在职影像专业研究生已顺利毕业、继续协助培养 8名（本科内）

西交大在职影像专业研究生。承担西安医学院本科班教学及住规培、实习进修学

习带教工作。

主要研究方向：神经影像诊断研究



杨如武，男，副教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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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专委

会委员、中国性病艾滋病防治协会（感染）放射学分会委员、省医师协会放射医

师分会常委、省医师协会整合医学分会影像专委会委员、省放射诊疗质量控制中

心委员、省放射技术学分会委员、省保健学会影像专委会委员、西安市医学放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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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 余年，熟悉各系统病变的 CT 及 MRI 诊断，擅长中枢神经系统

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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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厅局级课题五项，发表专业学术论文 30 篇。

主要研究方向：胸部疾病的影像诊断及磁共振成像新技术的临床应用

姓名：杨正汉

学位：医学博士

职称：主任医师，教授，博士生导师

职位：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友谊医院放射科主任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友谊医院影像教研室主任

首都医科大学医学影像学系办公室主任，影像联合教研室主任

北京市医学影像质量控制与改进中心副主任

专业特长：腹盆部影像诊断，MRI临床检查规范化

学术任职：
1、中国医师协会放射医师分会常务委员兼总干事

2、北京市医学会放射学分会常务委员兼秘书长

3、中华医学会放射学分会腹部影像专业委员会委员



4、中华医学会消化内镜分会消化影像学组组长

5、中国医师协会消化医师分会消化影像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

6、中国医学影像技术研究会常务理事

7、中国医学影像技术研究会副秘书长

8、中国医学影像研究会放射学分会候任主任委员

9、中国抗癌协会肿瘤影像专业委员会常务委员

10、 中国医疗保健国际交流促进会放射学分会委员

11、 中国医疗装备学会MRI应用专业委员会委员

12、 中国医师协会整合医学分会影像专业委员会委员

13、 中国医师协会微无创医学分会影像专业委员会委员

14、 《中华放射学杂志》编委

15、 《国际医学放射学杂志》编委

16、 《中国医学影像学杂志》编委

17、 《放射学实践》编委

18、 《分子影像学杂志》编委

19、 《中国医学影像技术》编委

20、 《中华消化病与影像学杂志》（电子版）编委

21、 《肿瘤影像》编委

22、 《中国临床医学影像学杂志》编委

23、 《临床放射学杂志》编委

24、 《实用放射学杂志》通讯编委

程晓光，男，1965 年 3 月出生，主任医师/教授，北京大学博士生导师，陕

西中医药大学影像医学与核医学硕士研究生导师，北京积水潭医院放射科主任。

近三年主持国家级课题 1项，省部级 2项，获北京医学科技奖三等奖（第一

完成人），第一及通讯作者发表 SCI 20 篇出版专著 2部。

亚洲骨骼学会前任主席，中华医学会骨质疏松与骨矿盐疾病分会付主任委

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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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节组

副组长，北京医学会放射分会副主任委员，中国骨质疏松杂志副主编，中华放射



学杂志编委，中国临床医学影像学，中国影像技术杂志，中华骨质疏松与骨矿盐

疾病杂志，中国 CT MRI 杂志,临床放射学杂志编委。

主要研究方向：骨科放射

崔光彬，男，1967 年 9 月 6 日生，博士，主任医师、教授，博士生导师，

现为第四军医大学唐都医院放射科主任兼影像医学与核医学教研室主任，陕西中

医药大学硕士研究生指导教师。

1993 年本科毕业于第四军医大学空医系，获得学士学位，2001 年获得第四

军医大学影像医学与核医学专业硕士学位。2004 年获得第四军医大学影像医学

与核医学专业博士学位。毕业后一直在第四军医大学唐都医院工作，主要从事

MRI、CT 诊断工作，擅长 MRI 诊断及扫描、图像后处理。

现任教育部医学技术教育指导委员会委员、中国医学影像技术研究会常务理

事、中国医师协会整合医学影像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陕西省重点实验室暨功能

与分子影像学实验室主任、陕西省放射诊疗质控中心主任；European Radiology、

中国医学影像学杂志、现代医用影像学杂志、心脏杂志常务编委、实用放射学杂

志、磁共振成像杂志、中国 CT 和 MRI 杂志编委等职。

从事医学影像工作二十余年，作为负责人承担国家科技部重大研发专项分课

题 1项、主持后勤科研重大项目 1项、主持航空培育项目 1项、主持双一流学科

建设教研创新项目一项、主持国科金面上项目 3 项、主持陕西省重点研发计划-

重点产业链群项目 1项、陕西省社会发展公关项目 1项、陕西省自然科学攻关研

究计划 2项、主持院临床研究重大项目 1 项。共发表 SCI 收入论文 50 篇，其中

第一或通讯作者 SCI 论文 39 篇；源期刊论文 36 篇，其中第一或通讯作者源期刊

论文 31 篇。获得发明专利 3 项、国家实用新型专利 3项、软件著作权 2项。获

得陕西省科技进步一等奖 1项、荣获陕西省“三秦人才”、“西安之星”。



教学工作：以第一负责人承担国家级教学课题 2项、全军省部级教学课题 2

项、校级教学课题 2 项，教学论文 14 篇。培养硕士研究生 18 名，博士研究生 2

名。主译专著 1部、副主编专著各 1部、参编专著 2部。参编人民卫生出版社“十

二五规划教材”及“十三五研究生规划教材各 1部。担任教育部高等学校医学技

术类教学指导委员会委员、荣获全国百名“住院医师心目中的好老师”称号，国

家新闻总署三个一百工程优秀原创图书奖（副主编）、陕西省教学成果二等奖 1

项、陕西省精品课程、教学团队骨干成员。

主要从事 MRI、CT 诊断工作，擅长 MRI 诊断及扫描、图像后处理。熟悉放射

诊断专业相关的基础理论以及前沿进展知识，熟练掌握相关临床技能，具有较丰

富的临床经验、临床教学工作经验。教学工作中做到理论与临床、理论与科研、

临床与科研的结合，教学效果良好，受到学生好评，完成本科学员的教学任务，

完成各批进修医师的带教工作。研究方向为神经影像学及胸腹疾病分子影像学。

具有较强的科研能力，科研选题、实验设计、实施、结果分析、数据统计及论文

撰写方面具有较丰富的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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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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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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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持省级课题 3项，先后参编专著 2部，发表论文 30 余篇。

主要研究方向：1.腹部疾病影像诊断；2.影像新技术的应用。

印 弘，男，1964 年 7 月出生，博士研究生学历，博士学位，主任医师，

教授，硕导，博导。

1987 年 7 月本科毕业于第四军医大学，1993 年 7 月硕士研究生毕业于第四

军医大学，2000 年 7 月博士研究生毕业于第四军医大学，原第四军医大学第一

附属医院放射诊断科主任。

目前担任中华医学会放射学分会委员、中国医师学会放射分会常委/对比剂

专委会主委、中华医学会放射学分会神经学组副组长、中国图像图形学会医学影

像分会委员、陕西省放射学会副主任委员、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评审专家、自然科

学进展杂志函审专家、Schizophr Res、Psychiatry Res Neuroimaging 等杂志

审稿专家、实用放射学杂志编委、中国医学影像学杂志通讯编委。

从事影像诊断工作 33 年，先后主持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 4 项，军队

科技攻关项目、北京市自然科学基金。参与 973 及 863 项目、新加坡国家医学

基金、全军科技攻关项目等多项课题研究。共同主编专著 1 部，参编专著 3 部，

发表论文百余篇，获专利 2 项。

主要研究方向：神经系统影像诊断及精神疾病功能磁共振。



王 文，男，1975 年 3 月出生，副教授，陕西中医药大学影像医学与核医

学硕士研究生导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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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荣获陕西省青年科技奖，第四军医大学青年英才，第四军医大学精品课教员

等荣誉称号，享受军队优秀专业技术人才岗位津贴。长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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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项目负责人连续承担包括 3项国科

金、军队创新工程重点项目、军委国防科技创新特区重大项目在内的 12 项课题，

在研经费 600 余万元。是总后勤部军事药物研发重点课题，科技部重大新药创制

课题以及陕西省重点科技创新团队核心成员。发表 SCI 论文 57 篇，其中第一及

通讯作者论著 32 篇。研究结果获 10 项国家专利授权，定型两套实验设备。2009

年获国家科学技术进步一等奖（第 12 完成人），2012 年获陕西省第九届青年科

技奖，2009、2012 年获第四军医大学青年英才称号。Frontiers in Neuroanatomy

学术编委，Canadian Medical Association Journal 等 10 个 SCI 杂志审稿专家。

中国研究型医院学会放射学专业委员会青委会副主任委员，中国医师协会整

合医学医师分会整合影像专委会常委兼秘书，中华放射学会神经学组委员，中华

放射学会分子影像学组委员，中国放射医师协会继续教育委员会委员，陕西省放

射医师协会委。

主要研究方向：认知损伤/防护和脑疾病的影像机制及人工智能诊断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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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