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欢 迎 辞

郑海荣、陈思平、李光林、蒋兴宇

2018年9月13日

尊敬的各位来宾：

深圳，又叫鹏城。

金秋九月，相聚鹏城，好一个秋日胜春朝！ 

2018中国生物医学工程联合学术年会（以下简称CBME2018）于9月20日~22日在深圳举

行。CBME2018由中国生物学医学工程学会及23个相关分会主办，中国科学院深圳先进技术研

究院、深圳大学、南方科技大学联合承办。

CBME2018以“医工交叉·融合创新”为主题。年会特别邀请了百余名国内外各大院校、

科研院所、生物医学工程相关企事业单位的知名专家、学者、医生以及企业家与会。在会期3天

里，生物医学工程、临床医学、IT、BT等领域的优秀代表将汇聚一堂，就生物医学工程学科前

沿、最新学术成果、产业前景、人才培养等方面开展深入研讨。

从今年5月启动筹备至年会正式召开，只有4个半月的时间。时间虽短，承蒙中国生物医学工

程学会及各分会的鼎力支持与相助，本次年会网上注册人数超过1000人，分别来自全国各省、自

治区、直辖市、港澳特别行政区的295个单位。在5月中旬至7月中旬短短的2个月里，收到来自全

国各大院校，研究院所以及医院等生物医学工程相关单位的学术论文投稿416篇。

CBME2018设置大会主论坛和医学成像与人工智能、生物电子与传感器、生物材料与组织

工程、生物医学光学、纳米医学、医学神经与康复工程、微流控与临床检验、生物医学超声诊

疗、心血管疾病诊疗方法、医疗健康大数据创新技术与应用、基因测序临床应用以及生物医学工

程教育等12个分论坛，涵盖电子科学、生物材料、纳米医学、康复医学、微流控、光学、信息等

学科方向。会议交流形式多样，包括大会特邀报告8个，论坛邀请报告114个、口头报告109个、

壁报250个以及“蒋大宗先生”青年论文竞赛。年会同期还安排了企业交流专场，为企业提供展

览、展示及寻求科技合作的平台。  

CBME2018旨在搭建互相交流学习和产学研结合的平台，展示生物医学工程领域的最新科

研成果，促进我国生物医学工程学科建设，推进我国生物医学工程科学研究与高端产业应用的融

合发展。

金秋九月，收获的季节。希望与会代表们能够在CBME2018有所收获，鹏城助您腾飞！

深圳欢迎您！



一、会议时间

2018年9月20 ~ 22日

二、会议地点

深圳会展中心（深圳市福田区福华三路）

三、主办单位

中国生物医学工程学会

四、承办单位

中国科学院深圳先进技术研究院

深圳大学

南方科技大学

中国科学院健康信息学重点实验室

中国科学院人机智能协同系统重点实验室

大会信息

中国生物医学工程学会生物医学测量分会

中国生物医学工程学会生物医学传感技术分会

中国生物医学工程学会医学图像信息与控制分会

中国生物医学工程学会医学神经工程分会

中国生物医学工程学会健康工程分会

中国生物医学工程学会数字医疗与医疗信息化分会

中国生物医学工程学会医学超声工程分会

中国生物医学工程学会纳米医学与工程分会

中国生物医学工程学会生物材料分会

中国生物医学工程学会组织工程与再生医学分会

中国生物医学工程学会康复工程分会

中国生物医学工程学会生物医学光子学分会

中国生物医学工程学会青年工作委员会

中国生物医学工程学会医学检验工程分会

教育部高等学校生物医学工程类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

中国电子学会生命电子学分会

中国电子学会生物医学电子学分会

中国仪器仪表学会医疗仪器分会

中国光学学会生物医学光子学专业委员会

中国图象图形学学会医学影像专业委员会

中国医疗保健国际交流促进会健康大数据和数字化医疗分会

中国产学研合作促进会中国医学影像AI产学研用创新联盟

深圳市生物医学工程学会

五、相关分会（排名不分先后） 一、主席团

大会主席：曹雪涛、胡盛寿

执行主席：郑海荣、陈思平、李光林、蒋兴宇

二、顾问委员会（按姓氏拼音字母排序）

曹谊林、陈武凡、陈亚珠、程    京、樊建平、樊瑜波、冯前进、付小兵、高上凯、顾晓松

顾    瑛、胡盛寿、黄    如、姜宗来、李德玉、刘德培、万遂人、王广志、王国胜、王威琪

王智彪、徐宗本、杨国忠、尧德中、俞梦孙、赵大哲、赵毅武

三、学术委员会（按姓氏拼音字母排序）

陈晓峰、邓玉林、顾    宁、顾忠泽、郭兴明、金    岩、康熙雄、刘华锋、刘士远、陆祖宏

骆清铭、屈军乐、沙宪政、田    捷、万明习、张继武、张    明

四、组织委员会（按姓氏拼音字母排序）

蔡林涛、曾绍群、陈    昕、陈    艳、胡庆茂、黄    鹏、蒋本瑜、赖毓霄、李江宇、李劲松

李    烨、梁    栋、刘华锋、刘    新、卢虹冰、孟    龙、潘挺睿、钱    唯、孙雨龙、唐    斌

王    磊、吴天准、吴长锋、谢耀钦、薛    巍、杨    慧、张建保、张    鹏、张绍祥、张治国

赵国如、赵祥伟、赵长生、郑    炜、郑小林

五、青年论文竞赛评审委员会（按姓氏拼音字母排序）

主    席：梁    栋、明    东

委    员：汪天富、陈放怡、侯文生、赖毓霄、倪    东、奚    磊、徐礼胜、郑    炜

六、产学研委员会（按姓氏拼音字母排序）

主    席：池    慧、王    磊

委    员：毕亚雷、岑    建、但    果、姜    峰、李秀清、李迎新、彭    屹

中国生物医学工程联合学术年会

01-02 CBME2018CBME2018

大会组织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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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生物医学工程联合学术年会

会议日程一览 

报告人 地点日期 时间

9月20日

（周四）

9月21日

（周五）

9月22日

（周六）

09:00-12:00

14:00-14:20

14:20-18:00

18:00-20:00

08:30-12:00

12:00-13:30

13:30-18:00

08:30-10:30

会议报到

开幕式

大会主题报告

医疗健康大数据创新技术与应用论坛

晚餐

主持人：陈思平 刘新

分论坛报告

午餐

分论坛报告

“蒋大宗先生”青年论文竞赛

&分论坛报告&内部会议

壁报交流

主席：陈昕、唐斌、杨慧

10:30-11:30 大会主题报告

11:30-12:30 “蒋大宗先生”青年论文竞赛颁奖&闭幕式

会展中心 5 楼
中厅

会展中心 5 楼

梅花厅

会展中心 6 楼

水仙厅

见餐票

会展中心 5 楼

见餐票

会展中心 5 楼

会展中心 5-6 楼

会展中心

2号馆

会展中心 5 楼
勒杜鹃厅

中国生物医学工程联合学术年会

9月20日会议日程

报告人 地点日期 时间

9月20日

（周四）

14:00-14:30 开幕式

14:30-15:00

大会主题报告1：

“智慧医疗”——离我们很近，也很远

报告人：胡盛寿  院士，中国医学科学院阜外医院

主持人：万遂人  教授，东南大学

15:00-15:30

大会主题报告2：

Nanozymes and its Applications in Tumor Therapy

报告人：阎锡蕴  院士，中国科学院生物物理研究所

主持人：蔡林涛  研究员，中国科学院深圳先进技术研究院

15:30-16:00

大会主题报告3：

临床驱动的介入医学创新与转化

报告人：滕皋军  教授，东南大学附属中大医院

主持人：赵世华  教授，中国医学科学院阜外医院

16:00-16:30 合影&茶歇

16:30-17:00

大会主题报告4：

生物传感技术发展动态

报告人：张先恩  研究员，中科院生物物理所

主持人：陈思平  教授，深圳大学

17:00-17:30

大会主题报告5：

高场人体磁共振快速成像

报告人：郑海荣  研究员，中国科学院深圳先进技术研究院

主持人：明    东  教授，天津大学

17:30-18:00

大会主题报告6：

神经调控工程技术进展与展望

报告人：李路明  教授，清华大学

主持人：李光林  研究员，中国科学院深圳先进技术研究院

会展中心

梅花厅

14:00-18:00 医疗健康大数据创新技术与应用论坛
会展中心

水仙厅

18:00-20:00
晚餐

主持人：陈思平 刘新
见餐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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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生物医学工程联合学术年会

9月21日会议日程

分论坛名称 地点日期 时间

9月21日

（周五）

08:30-18:00

08:30-18:00

08:30-18:00

08:30-18:00

08:30-18:00

08:30-18:00

08:30-18:00

08:30-12:00

13:30-18:00

09:00-15:30

医学成像与人工智能

生物电子与传感器

生物材料与组织工程

生物医学光学

纳米医学

医学神经与康复工程

微流控与临床检验

生物医学超声诊疗

心血管疾病诊疗方法

基因测序临床应用

会展中心

勒杜鹃厅

会展中心

兰花厅

会展中心

茶花厅

会展中心

向日葵 1 厅

会展中心

向日葵 2 厅

会展中心

梅花 1 厅

会展中心

梅花 2 厅

会展中心

梅花 3 厅

南方科技大学

第一科研楼报告厅

中国生物医学工程联合学术年会

9月22日会议日程

分论坛名称 地点日期 时间

9月22日

（周六）

08:30-10:10

10:10-10:30

10:30-11:00

茶歇

大会主题报告7：

寻找人类蛋白质组学丢失蛋白

报告人：张玉奎  院士，中国科学院大连化学物理研究所

主持人：郑海荣  研究员，中国科学院深圳先进技术研究院

11:00-11:30

大会主题报告8：

太赫兹技术在生物医疗领域的应用探讨

报告人：姚建铨  院士，天津大学

主持人：尧德中  教授，电子科技大学

11:30-12:30 “蒋大宗先生”青年论文竞赛颁奖&闭幕式

“蒋大宗先生”青年论文竞赛 菊花厅

生物医学工程教育 牡丹厅

期刊发展论坛：科技期刊发展新视角 玫瑰2厅

中国电子学会生物医学电子学分会内部会议 玫瑰3厅

中国生物医学工程学会生物医学测量分会内部会议 茉莉厅

中国图象图形学学会医学影像专业委员会内部会议 郁金香厅

中国生物医学工程学会医学检验工程分会内部会议 茶花厅

壁报交流     主席：陈昕、唐斌、杨慧
会展中心

2号馆

勒杜鹃厅

桂花厅中国生物医学工程学会生物医学传感技术分会内部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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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生物医学工程联合学术年会

会议日程——医疗健康大数据创新技术与应用论坛

中国生物医学工程联合学术年会

会议日程——医学成像与人工智能分论坛

TIME 

9月20日下午
医疗健康大数据创新技术与应用论坛（会展中心水仙厅）

14:00-14:15 致辞 08:30-09:00
题    目：基于统一迭代建模与多源先验约束的高分辦医学成像研究

报告人：陈武凡，南方医科大学

09:00-09:25
题    目：脑细胞微环境成像分析方法及脑内新型分区系统的发现 

报告人：韩鸿宾，北京大学第三医院

09:25-09:50
题    目：基于纳米体系的深部肿瘤X射线激发光学断层成像与光动力学治疗研究

报告人 卢虹冰，空军军医大学（第四军医大学）：

09:50-10:15
题    目：基于压缩感知的超声成像方法

报告人 罗建文，清华大学：

10:15-10:40
题    目：SPIO标记的干细胞心肌移植后磁共振在体示踪成像单中心研究 

报告人 赵世华，中国医学科学院阜外医院：

10:40-10:50 茶歇

TIME 

9月21日上午

医学成像与人工智能（地点：会展中心勒杜鹃厅） 

Chairs：刘华锋、冯前进、梁栋

特 邀

报 告

10:50-10:55
题    目：基于系统矩阵的磁感应磁声重建算法研究         

报告人 马    任，中国医学科学院生物医学工程研究所：

题    目：基于眼科多模态成像系统的兔子视网膜新生血管在体成像

报告人 张    伟，中国医学科学院生物医学工程研究所：
10:55-11:00

题    目：基于深度学习自动检测癫痫患者高频振荡                 

报告人 左    锐，首都医科大学生物医学工程学院：
11:00-11:05

题    目：弱监督学习在医疗影像中的探索，                         

许    燕，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报告人：
11:05-11:10

题    目：

报告人：

基于多能量约束的MAP-MRF的脑血管分割方法            

李    娜，中国科学院深圳先进技术研究院
11:10-11:15

题    目：

报告人：

融合集成学习和先验知识的抗抑郁药物早期疗效预测模型 

朱金龙，东南大学
11:15-11:20

题    目：

报告人：

一种基于晶体间光分享原理的DOI PET探测器

邝忠华，中国科学院深圳先进技术研究院
11:25-11:25

01:25-11:30

题    目：

报告人：

A MRI compatible small animal PET scanner using dual-ended 

               readout depth-encoding detectors

Kuang, Zhonghua，Shenzhen Institutes of Advanced Technology，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

题    目：

报告人：

基于左手正位X线平片的指骨骨骺提取与分割

傅贤君，中国科学院深圳先进技术研究院
11:30-11:35

题    目：

报告人：

基于无监督学习的3D腹腔镜器官立体表面重建

郭海利，中国科学院深圳先进技术研究院
11:35-11:40

题    目：

报告人：

基于卷积神经网络的反投影滤波CT重建算法

张其阳，中国科学院深圳先进技术研究院
11:40-11:45

12:00-13:30 午餐

口 头

报 告

健康大数据智能分析技术国地联合工程研究中心揭牌仪式14:15-14:20

主题演讲1      

演讲嘉宾：陈润生，中科院院士、中国科学院生物物理研究所研究员

演讲题目：基因组大数据，精准医学和人工智能 

14:20-14:45

主题演讲2      

演讲嘉宾：李亦学，中国科学院上海生命科学研究院生物信息中心主任，

中国科学院系统生物学重点实验室副主任

演讲题目：大数据与精准医学 

14:45-15:10

主题演讲3      

演讲嘉宾：马家奇，国家疾控中心信息中心主任

演讲题目：公共卫生大数据应用与需求 

15:10-15:35

主题演讲4       

演讲嘉宾：沈定刚，美国北卡罗来纳大学终身教授、杰出教授，

联影智能联席CEO，IEEE Fellow，美国医学与生物工程院Fellow

演讲题目：全栈式医学影像人工智能研究与应用

15:35-16:00

茶歇16:00-16:10

医疗健康大数据创新应用大赛决赛答辩

6组*每组15分钟（7分钟演示+8分钟问答），共计90分钟
16:10-17:40

医疗健康大数据创新应用大赛颁奖仪式17:40-17:55

合影17:55-18: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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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生物医学工程联合学术年会

会议日程——医学成像与人工智能分论坛

中国生物医学工程联合学术年会

会议日程——生物电子与传感器分论坛

13:30-13:55
题    目：脑科学影像大数据

报告人 彭汉川，东南大学-艾伦脑科学联合研究中心：

13:55-14:20
题    目：

：

肿瘤异质性与精准诊疗                   

报告人 厉力华，杭州电子科技大学

14:20-14:45
题    目：跨模态图像映射研究

报告人：冯前进，南方医科大学

14:45-15:10
题    目：

：

影像和病理组学及其对精准医学的贡献

报告人 徐   军，南京信息工程大学

15:10-15:35
题    目：高清晰磁兼容PET成像系统研发进展 

报告人：杨永峰，中国科学院深圳先进技术研究院

16:00-16:10 茶歇

TIME 

9月21日下午

医学成像与人工智能（地点：会展中心勒杜鹃厅） 

Chairs：刘华锋、冯前进、梁栋

特 邀

报 告

16:10-16:15

题    目：

： , 

Effect of Risperidone Monotherapy on Temporal Complexity of 

             Brain fMRI Signals in Antipsychotic-Nave  First-Episode 

             Schizophrenia 

报告人 He, Changchun University of Electronic Science and 

             Technology of China

题    目：

报告人：

基于Faster R-CNN的胎儿头围超声图像质量控制                                                                                 

林泽慧，深圳大学
16:15-16:20

题    目：

报告人：

基于3D U-net的脑胶质瘤磁共振图像分割                               

罗惠高，复旦大学
16:20-16:25

题    目： Imaging

报告人：

Radiomics Features from High-Resolution Magnetic Resonance 

　　　　 to Identify Intracranial Culprit Plaques in Anterior Circulation Strokes

刘    磊，中国科学院深圳先进技术研究院

16:25-16:30

题    目：

报告人：

非典型默认模式网络功能连接与孤独症特征及孤独症谱系障碍的关联研究                                                                                                         

范    庚，西安交通大学
16:30-16:35

题    目：

报告人：

基于阈值归一化和多示例学习的肺结节检测                     

李    斐，厦门大学
16:35-16:40

题    目：

报告人：

四维超声中基于全局-局部块匹配的目标跟踪算法                        

沈春旭，清华大学
16:40-16:45

16:45-16:50
题    目：

报告人：

基于全卷积神经网络的粘连胞体分割                                                     

胡天宇，武汉光电国家研究中心

题    目：

报告人： , 

Predicting Lung Nodule Malignancies by Combining Deep Convolutional 

               Neural Network and Handcrafted Features

Li, Shulong Southern medical university
16:50-16:55

题    目：

报告人：

基于深度注意力网络的电子病历不良医疗事件检测方法                                                                                                                                 

楚杰彬，浙江大学生物医学工程与仪器科学学院
16:55-17:00

题    目：

报告人：

基于深度注意力网络的急性冠脉综合症主要不良心血管事件预测研究

陈晓芳，浙江大学玉泉校区周亦卿大楼
17:00-17:05

口 头

报 告

Session 1

08:30-08:45

Session chairs：王磊，陈炜

08:45-09:00

09:00-09:15
题    目：

：

多功能柔性可延展智能感知器件研究及应用

报告人 张    珽  研究员，中科院苏州纳米技术与纳米仿生研究所

题    目：

：

穿戴式心电研究：从系统、算法、数据到临床应用

报告人 刘澄玉  教授，东南大学，

                                       东大-联想穿戴式“心脏-睡眠-情绪”智能监控联合实验室

09:15-09:30

09:30-09:45

题    目：

：

基于指关节运动分析的手功能评估系统

报告人 胡    勇  教授，中国医学科学院生物医学工程研究所“协和学者讲座教授”，

                                       香港大学神经工程与临床电生理实验室主任

09:45-10:00
题    目：

：

微纳生物医学器件

报告人 谢    曦  教授，中山大学光电材料与技术国家重点实验室：

10:00-10:15

题    目：

：

The modeling, simulation and implement of intra-body 

               communication

报告人 宋    勇  教授，北京理工大学

10:15-10:35 茶歇

10:50-11:05
题    目：

：

非人灵长类动物脑深部核团多通道神经电生理信号检测与分析

报告人 王蜜霞  副研究员，中国科学院电子学研究所

11:05-12:00

名单顺序：吕    莹、张诗旭、李自达、胡 靓、凌    伟、唐立雪、赵国敏、赵一聪

                   杨    晴、马    航、刘学超、王 远、蒋安炎、刘舒婷、何    婕、秦春莲

                   胡琼文  （每人限时3分钟）

    

    

题    目：

：

可穿戴技术在健康工程中的应用

报告人 陆祖宏  教授，东南大学

题    目：

：

自驱动电子医疗器件

报告人 李    舟  研究员，北京纳米能源与系统研究所

Session 2 Session chairs: 沙宪政，陈真诚，赵国如

10:35-10:50
题    目：

：

基于柔性触觉传感器阵列的睡眠呼吸无束缚检测方法研究

报告人 郭士杰  教授，河北工业大学

12:00-13:30 午餐

特 邀

报 告

TIME 

9月21日上午

生物电子与传感器（地点：会展中心兰花厅） 

Chairs：王磊、沙宪政

特 邀

报 告

Firing

15:35-16 00:
题    目：智能磁共振成像 

报告人：梁    栋，中国科学院深圳先进技术研究院



Session 3

13:30-13:45

Session chairs：张继武，郭士杰

13:45-14:00

14:00-14:15
题    目：

：

生物传感技术在卫生检验中的应用研究进展

报告人 梅素容  教授，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公共卫生学院

题    目：

：

Wearable, Stretchable and Highly-sensitive Organic 

               Phototransistor for Pulse Monitoring

报告人 徐海华  副研究员，深圳大学

14:15-14:30

14:30-14:45

题    目：

：

Study on electrochemical sensor for early rapid diagnosis of 

               hepatitis B virus and liver cancer

报告人 陈真诚  教授，桂林电子科技大学生命与环境科学学院

14:45-15:00
题    目：

：

基于磁声耦合效应的电特性成像技术研究进展

报告人 刘志朋  研究员，中国医学科学院生物医学工程研究所

15:00-15:15
题    目：

：

精细电外科技术的发展与技术创新

报告人 赵    伟  教授，北京邮电大学客座教授，安进医疗科技（北京）有限公司CEO

15:15-15:30
题    目：

：

臭氧治疗临床应用新进展及专家共识

报告人 何晓峰  主任医师，南方医科大学南方医院

15:50-16:05

16:20-18:00

08:30-08:55
题    目：

：

器官芯片

报告人 顾忠泽  教授，东南大学

08:55-09:20
题    目：

：

生物医学传感与检测技术的研究进展

报告人 王    平  教授，浙江大学

09:20-09:45

题    目：

：

Error Correction Code (ECC) Sequencing - Can DNA Sequencing

               Be Error-free?

报告人 黄岩谊  教授，北京大学

09:45-10:10
题    目：

：

基于微流控芯片技术的液体活检新方法

报告人 杨朝勇  教授，厦门大学

10:10-10:30 茶歇

TIME 

9月21日上午

微流控与临床检验（地点：会展中心梅花 2 厅） 

Chairs：康熙雄、邓玉林、张会生、杨慧、潘挺睿

特 邀

报 告

10:30-10:55
题    目：

：

用于肿瘤液态活检的生物传感及微流控检测技术

报告人 宓现强  教授，中国科学院上海高等研究院

题    目：高体积通量过滤技术                                                                             

报告人：王    玮  教授，北京大学
10:55-11:20

题    目：

报告人：

Portable Microfluidic Sensor Devices and Applications                       

朱永刚  教授，哈尔滨工业大学
11:20-11:45

题    目：

：

基于微流控的自组装材料及应用

报告人  水玲玲  教授，华南师范大学
11:45-12:10

午餐12:10-13:30

特 邀

报 告

题    目：

：

Bioinspired Sensing and Actuating Materials for Biomedical Applications

报告人 杜学敏  副研究员，中国科学院深圳先进技术研究院

名单顺序：赵    阳、李    森、曹江浪、吴佳豪、李志华、胡红波、杜立萍、LiGen、

                   张    聪、于    璐、汪    秀、庄    伟、张    隐、傅齐锋、张    禹、石波璟、

                   谢精玉、焦    悦、王    昊、陆泽营、许    刚、杨志裕、

                   赵赛赛、杨汉高、崔欢庆、 肜新伟、梁业兴  （每人限时3分钟）

于峰崎、王丽平、

赵启龙、

题    目：

：

面向现场快速检测的传感方法及器件

报告人 刘    宏  教授，东南大学

题    目：

：

穿戴式人体传感器网络

报告人 王    磊  研究员，中国科学院深圳先进技术研究院

15:30-15:50 茶歇

Session 4 Session chairs: 陆祖宏，燕楠，李晖

特 邀

报 告

TIME 

9月21日下午

生物电子与传感器（地点：会展中心兰花厅） 

Chairs：王磊、沙宪政

Firing

16:05-16:20
题    目：

： ，

快速高灵敏纸芯片电化学适配体传感器研究

报告人 王    杨、蔡新霞  研究员 中国科学院电子学研究所

特 邀

报 告



题    目：

报告人：

外泌体检测技术及应用进展

郑    磊  教授，南方医科大学

题    目：

：

微流控诊断产业：国内IVD行业的机遇与挑战

报告人 刘大渔  教授，广州市第一人民医院

题    目：

：

Optics-based Point of Care Diagnostics for Low-Resource Settings

报告人 Zachary J. Smith  教授，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题    目：

：

Droplet Digital PCR Reaction Enabled by Microfluidic Printing

报告人 门涌帆  副研究员，中科院深圳先进技术研究院

题    目：

报告人：

From Selection of Material to Signal Analysis, an Automated and 

               Portable Platform for Sample-to-answer Nucleic Acid Assays

Hu, Binfeng，南方科技大学`

题    目：

报告人：

利用Fe3+/Fe2+相互转变的基于T1的化学分析平台

陈翊平，国家纳米科学中心

题    目：

报告人：

核壳结构纳米星的制备及其在甲胎蛋白检测中的应用

吴   晨，西安交通大学

题    目：开创高质量、高精度的POCT新时代

报告人  康熙雄  主任，中国生物医学工程学会医学检验工程分会：

题    目：

：

现代医学中检验定位和发展之管见

报告人 周    钦  教授，重庆医科大学检验学院院长

题    目：

报告人：

用于性激素检测的无标记纸芯片电化学免疫传感器

罗金平，中国科学院电子学研究所

题    目：

报告人：

Concentration Gradient Generation Microfluidic Chip for an 

               Antimicrobial Susceptibility Test

刘正春，中南大学

特 邀

报 告

TIME 

9月21日下午

微流控与临床检验（地点：会展中心梅花2厅） 

Chairs：康熙雄、邓玉林、张会生、杨慧、潘挺睿

题    目：

报告人：

Distance-based quantification of blood glucose using a 

paper-based microfluidic device

Chen, Chang，哈尔滨工业大学

题    目：

报告人：

Optofluidic devices for single-step miRNA detection using 

               molecular probes

冯鸿涛，中科院深圳先进技术研究院

口 头

报 告

13:30-13:55

13:55 14:20-

14:20 14:45-

14:45 15:10-

15:10 15:30-

15:30 15:50-

茶歇15:50 16:10-

16:10 16:20-

16:20 16:30-

16:30 16:40-

16:40 16:50-

16:50 17:00-

17:00 17:10-

17:10 17:20-

题    目：

报告人：

硅氮共掺杂碳量子点的合成及在人体血清铁含量过高检测中的应用

何松良，深圳大学
17:20 17:30-

中国生物医学工程联合学术年会

会议日程——微流控与临床检验分论坛

中国生物医学工程联合学术年会

13-14 CBME2018CBME2018

中国生物医学工程联合学术年会

会议日程——医学神经与康复工程分论坛

题    目：

报告人：

定量脑电图学2.0

尧德中，电子科技大学

题    目：

报告人：

Achieving flexibility in a modular motor system for learning,  

               development, and recovery from injury

Vincent C. K. Cheung ，香港中文大学

题    目：

报告人：

基于先进材料的柔性智能传感系统及医学信号处理

陈    炜，复旦大学

题    目：

报告人：

藏传佛教冥想对心脑活动调控的影响

童善保，上海交通大学

题    目：

报告人：

中风机械脚托

汤启宇，香港中文大学
特 邀

报 告

Chairs：尧德中，蓝宁

题    目：

报告人： ，

脑机交互系统的临床应用

 李远清 华南理工大学

题    目：

报告人： ，

脑机接口研究进展

 明    东 天津大学

题    目：

报告人： ，

神经调控相关的复杂系统理论

 王   珏 西安交通大学

题    目：

报告人： ，

超高场磁共振成像：从射频工程到脑科学

张孝通 浙江大学

题    目：

报告人： ，

近红外成像技术在康复工程中的应用

李增勇 国家康复辅具研究中心

特 邀

报 告

08:30-08:50

08:50-09:10

09:10-09:30

09:30-09:50

09:50-10:10

茶歇10:10-10:20

Session 2

10:20-10:40

10:40-11:00

11:00-11:20

11:20-11:40

11:40-12:00

题    目：

报告人： ，

基于动态功能网络的心理疲劳神经机理研究

孙    煜 浙江大学

题    目：

报告人： ，

基于TMS的神经调控与运动功能辅助研究

龙锦益 暨南大学

题    目：

报告人： ，

状态依赖的经颅超声神经调控效应

孙俊峰 上海交通大学

题    目：

报告人： ，

脑机接口系统优化及应用

 金   晶 华东理工大学

特 邀

报 告

13:30-13:50

13:50-14:10

14:10-14:30

14:30-14:50

题    目：

报告人： ，

基于神经电信号分析的听力与吞咽障碍康复技术研究

陈世雄 中国科学院深圳先进技术研究院
14:50-15:10

茶歇15:10-15:20

茶歇12:00-13:30

Chairs：陈炜，耿艳娟Session 3

Chairs：高上 ，张明凯Session 1

TIME 

9月21日上午
医学神经与康复工程（地点：会展中心梅花1厅） 



中国生物医学工程联合学术年会

15-16 CBME2018CBME2018

中国生物医学工程联合学术年会

会议日程——生物医学光学分论坛

主持人：马辉

08:30-08:50

08:50-09:10

题    目：Spatiotemporally evolutional optogenetics enabled  

               shaping

报告人：赖溥祥  教授，香港理工大学

by wavefront 

09:10-09:30
题    目：Photoacoustic Imaging Technology and Clinical Translation

报告人：杨思华  副院长，华南师范大学

09:30-09:50
题    目：稀疏采样模式下高速低成本光声成像系统和方法研究

报告人：孟    静  副教授，曲阜师范大学

TIME 

9月21日上午

生物医学光学（地点：会展中心向日葵 1 厅） 

Chairs：马辉、魏勋斌、吴长锋、郑炜

10:00-10:10

题    目：近红外纳米粒子应用于荧光成像和光动力治疗

报告人：刘瑞源  副教授，南方医科大学

题    目：种子喷墨打印制备拉曼纸基底用于水果农药残留检测研究

报告人：翁国军  博士，西安交通大学

10:10-10:25

题    目：宽场显微定量FRET成像仪研究进展

报告人：陈同生  教授，华南师范大学
10:25-10:45

题    目：基于纳米黑磷的生物医学光子技术研究

报告人：张    晗  教授，深圳大学
10:45-11:05

09:50-10:00

茶歇

11:05-11:25
题    目：Alkyne Raman Tags for Molecular Imaging of Specific Proteins

报告人：王    平  教授，华中科技大学

11:25-11:45
题    目：飞秒激光直接调控细胞钙存储与钙通道

报告人：贺    号  研究员，上海交通大学

11:45-11:55
题    目：基于FRET技术的大动态范围膜电位探针Ace-mGeOFP1

报告人：邓梦颖  博士，中科院深圳先进技术研究院

11:55-12:05

主持人：魏勋斌

特 邀

报 告

题    目：基于共轭聚合物纳米粒子的低氧成像探针研究

报告人：房晓峰  博士，南方科技大学

口 头

报 告

中国生物医学工程联合学术年会

会议日程——医学神经与康复工程分论坛

15:40-16:00

16:00-16:20

题    目：

报告人： ，

早期血管性痴呆患者的功能连接和脑网络研究

徐    进 西安交通大学

题    目：

报告人： ，

弱数据训练集的近红外光谱脑机接口

汪待发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

特 邀

报 告

16:20-16:40

Chairs：吴万庆，姜乃夫

16:40-16:45

16:45-16:50
题    目：

报告人：

外伤性上肢外周神经损伤的表面肌电评定

汤纬地，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题    目：

报告人：

基于模型的表面肌电在神经肌肉病变检测中的敏感性分析

唐    晓，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16:50-16:55

16:55-17:00
题    目：

报告人：

基于多模式脑机接口的实用化脑控技术

孟    雅，西北工业大学

17:00-17:05
题    目：

报告人：

用于改善基于稳态视觉诱发电位脑机接口性能的Alpha神经反馈训练的脑电图网络分析

高慈君，澳门大学

17:05-17:10
题    目：

报告人：

微小偏侧化视觉刺激诱发下的极微弱时间相关电位脑机接口系统

肖晓琳，天津大学

17:10-17:15
题    目：

报告人：

不同频率千赫兹神经肌肉电刺激对H反射的影响

屈    文，重庆大学

17:25-17:30

17:35-17:40

题    目：

报告人：

一种用于鲁棒肌电控制的自适应电极配准方法

吴    乐，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题    目：

报告人：

基于神经细胞双模检测技术的异氟烷麻醉机制研究

徐声伟, 中国科学院电子学研究所

题    目：

报告人：

婴幼儿膝爬运动的上下肢关节协同配合模式分析

邓春凤，重庆大学

17:15-17:20
题    目：

报告人：

基于真实头模型的经颅磁刺激参数优化方法研究

钟刚亮，中国科学院电工研究所

17:20-17:25
题    目：

报告人：

经颅磁声刺激—一种复合声场的聚焦电刺激

周晓青，中国医学科学院生物医学工程研究所

17:30-17:35
题    目：

报告人：

光驱动硅基神经遥控工具

李骁健，中国科学院深圳先进技术研究院

17:40-17:45
题    目：

报告人：

基于非线性模型预测控制的脑控移动机器人研究

李鸿歧，北京理工大学

17:45-17:50

题    目：

报告人：

Neural Signature and Classification of Emergency Braking Intention 

               Based on Effective Connectivity

Wang, Huikang, Beijing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17:50-17:55
题    目：

报告人：

基于稳态视觉诱发电位脑机接口的空间滤波器算法研究比较

黄志岷，澳门大学

口 头

报 告

17:55-18:00
题    目：

报告人：

Gamma神经节律编码空间导航与记忆功能

郑晨光，天津大学

15:20-15:40
题    目：神经拟态建模与假肢手仿生柔顺控制

报告人 牛传欣 上海交通大学： ，

题    目：

报告人： ，

决策的脑电网络机制研究

徐    鹏 电子科技大学

Session 5

TIME 

9月21日上午
医学神经与康复工程（地点：会展中心梅花 1 厅） 

题    目：Noninvasive monitoring of nanoparticle clearance and 

               aggregation in blood circulation by in vivo flow cytometry

报告人：魏勋斌  教授，上海交通大学

特 邀

报 告

Chairs：陈世雄，王琳Session 4

口 头

报 告



中国生物医学工程联合学术年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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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生物医学工程联合学术年会

会议日程——生物医学光学分论坛

中国生物医学工程联合学术年会

会议日程——生物材料与组织工程分论坛

13:30-13:50

主持人：吴长锋

13:50-14:10

14:10-14:30
题    目：可见光和近红外荧光融合图像示踪阴茎癌前哨淋巴结的基础研究和临床应用

报告人：杨晓峰  教授，山西医科大学第一医院

题    目：多尺度光声显微成像技术

报告人：奚    磊  副教授，南方科技大学
14:30-14:50

14:50-15:10
题    目：基于相干拉曼散射显微成像的细胞代谢研究：疾病诊疗新思路

报告人：岳蜀华  副教授，北京航空航天大学

15:10-15:20
题    目：手持式光声与光学相干层析双模态成像系统

报告人：秦    伟  博士，南方科技大学

15:20-15:30

题    目：Ultracompact high resolution of photoacoustic based 

               on MEMS

报告人：陈    倩  博士，南方科技大学

microscope 

15:30-15:40
题   目：光场3D共聚焦内镜及其在上消化道早癌诊断中的应用 
报告人：杨雪芳  博士，北京航空航天大学

16:35-16:55

17:15-17:35

题    目：Optically Controlling Lanthanide-doped Upconversion  

               for Super-resolution Microscopy

报告人：詹求强  副教授，华南师范大学

Luminescence

题    目：纤维材质芯片双极电极-电化学发光技术及其生物医学应用

报告人：章春笋  教授，华南师范大学

题    目：紫外光生物调节作用的自限性特征

报告人：刘承宜  教授，华南师范大学

15:55-16:15
题    目：Single-cell photoacoustic microscopy for functional imaging

报告人：王立代  教授，香港城市大学

16:15-16:35
题    目：穆勒矩阵显微成像方法在病理诊断中的应用进展

报告人：何宏辉  副研究员，清华大学深圳研究生院

16:55-17:15

题    目：Functional Near-infrared spectroscopy/tomography of Deep 

               Tissue Hemodynamics: From Bench to Clinics

报告人：李    婷  研究员，中国医学科学院生物医学工程所

17:35-17:45

题    目：Improving FLIM-FRET and BRET reporting 

fluorescent proteins

报告人：储    军  研究员，中科院深圳先进技术研究院

with new red 

               

17:45-18:00

题    目：适用于立体定位仪的小型光声显微镜

报告人：郭    恒  博士，南方科技大学

TIME 

9月21日下午

生物医学光学（地点：会展中心向日葵 1 厅） 

Chairs：马辉、魏勋斌、吴长锋、郑炜

特 邀

报 告

题    目：光学产品宣讲

报告人：陈    兵  总经理，福州鑫图光电有限公司

口 头

报 告

主持人：郑炜

15:40-15:55 茶歇

特 邀

报 告

0 08:30- 9:00
题    目：多肽可控折叠与活性调控

报告人 杨志谋  教授，南开大学：

0 09:00- 9:20
题    目：细菌纤维素的功能化改性及其复合材料与医学应用研究进展

报告人：郑裕东  教授，北京科技大学

0 09:20- 9:40
题    目：仿生矿化制备骨修复材料的研究

报告人：杜    昶  教授，华南理工大学

09:40-10:00
题    目：静电纺三维多孔纳米纤维支架的制备及组织再生的应用

报告人：莫秀梅  东华大学

TIME 

9月21日上午

生物材料与组织工程（地点：会展中心茶花厅） 

Chairs：陈晓峰、赖毓霄

10:20-10:35

10:35-10:45

10:45-10:55

10:55-11:05

11:05-11:15

11:15-11:25

11:25-11:35

11:35-11:45

11:45-11:55

11:55-12:05

题    目：Publishing Advanced Materials Science

报告人：温    茜，Wiley出版社

题    目：减少屈肌腱运动产生的摩擦力防治肌腱损伤后的粘连

报告人：孙雨龙，中国科学院深圳先进技术研究院

题    目：脑组织的粘弹性力学行为研究

报告人：张    伟，大连理工大学

题    目：开发形状记忆微球用于肝细胞癌介入栓塞治疗

报告人：郭琼玉，南方科技大学

10:00-10:20

茶歇

题    目：基于3D打印的PLGA/TCP/Mg材料的生物安全性研究与转化

报告人：龙    晶，中国科学院深圳先进技术研究院

题    目：Collagen-like peptide bioconjugates for targeted drug 

               delivery applications

报告人：罗天挚，University of Delaware

题    目：Engineered microbes for Therapeutic Applications

报告人：何俊龙，南方科技大学

题    目：相同孔隙率不同拉胀单元对空心骨钉力学性能的影响研究

报告人：姚    艳，北京航空航天大学

题    目：聚醚醚酮在骨移植中的研究进展

报告人：马    静，南方科技大学

题    目：Development of Nanosized Sr5(PO4)2SiO4 and its Effects on 

               Differentiation of Mesenchymal Stem cells for Bone regeneration 

               applications

报告人：Anju，中国科学院深圳先进技术研究院

Keynote

主持人：

陈晓峰  教授

口头报告

主持人：

郑裕东  教授

口头报告

主持人：

潘浩波  教授

特邀报告

主持人：

陈晓峰  教授

口 头

报 告



中国生物医学工程联合学术年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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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生物医学工程联合学术年会

会议日程——生物材料与组织工程分论坛

中国生物医学工程联合学术年会

会议日程——纳米医学分论坛

13:20-13:50 题    目：口腔颌面组织再生与功能修复新策略及临床转化

报告人 蒋欣泉  教授，上海交通大学附属九院：

13:50-14:10
题    目：软骨再生核心技术及其临床转化

报告人：周广东  教授，上海交通大学附属九院

14:10-14:30
题    目：组织工程皮肤种子细胞分离培养新方法及应用探讨

报告人：吴训伟  教授，山东大学口腔医学院

14:30-14:50
题    目：基于细胞间相互作用的间充质干细胞移植治疗

报告人：刘世宇  副教授，第四军医大学组织工程研发中心

TIME 

9月21日下午

生物材料与组织工程（地点：会展中心茶花厅） 

Chair：金岩

题    目：导电粘附型水凝胶贴片用于心肌修复

报告人：王   玮，天津大学

题    目：生物活性材料结构与成分诱导血管化骨再生的探索

报告人：张文杰，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九人民医院
15:05-15:20

题    目：

，

骨质疏松中基于间充质干细胞的骨再生策略研究

报告人：廖   立 四川大学华西口腔医学院
15:20-15:35

题    目：碱性磷酸酶通过调节Lrp6-GSK3β磷酸化调控MSC分化控制骨脂转换

报告人：张立强，西安组织工程与再生医学研究所
15:35-15:50

14:50-15:05

题    目：周围神经损伤再生早期缺氧的解决方案

报告人：黄景辉，空军军医大学西京医院骨科

题    目：表面拓扑化神经移植物的研究

报告人：李贵才，南通大学

题    目：基于石墨烯的microRNA转染阻止破骨细胞前体融合促进骨形成和血管生成

报告人：窦    策，陆军军医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题    目：基质刚度调控肌腱干细胞分化的研究

报告人：刘    畅，中国科学院深圳先进技术研究院

题    目：一种可用于骨修复的埃洛石纳米管水凝胶

报告人：黄钶晴，中山大学

题    目：微流控细胞芯片仿生分析系统

报告人：刘文明，中南大学基础医学院

特邀报告

主持人：

吴训伟、刘世宇

15:50-16:05

16:05-16:20

16:20-16:35

16:35-16:50

16:50-17:00

17:00-17:10

17:10-17:20

17:20-17:30

17:30-17:40

17:40-17:50

17:50-18:00

18:00-18:10

茶歇

题    目：

报告人：

新型脱细胞瓣膜的构建——从实验室到临床

乔韡华，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协和医院

题    目：

报告人：

电荷翻转基因载体的血液相容性评价与炎症反应

杨    奇，暨南大学

题    目：

报告人：

基于超疏水微阵列芯片研究微环境对重编程的影响

瞿佳楠，北京航空航天大学

题    目：

报告人：

Development-inspired engineering of folded mucosa guided by 

               mechanics model 

陈汉辉，香港中文大学

题    目：

报告人：

基于超疏水微坑阵列芯片的三维细胞球培养、转移和应用

郝运琪，北京航空航天大学

口头报告

（主持人：潘浩波教授）

口头报告

主持人：

廖立 张文杰、

08:30 08:55-

题    目：

：

Nanotechnology-based Gastric Cancer Warning 

                    and early Theranostics system

报告人 崔大祥  教授，上海交通大学

08:55 09:20-
题    目：

：

可视化引导纳米药物的研究

报告人 常    津  教授，天津大学

09:20 09:45-
题    目：

：

Microfluidics for biomedical engineering

报告人 蒋兴宇  教授，南方科技大学

09:45 09:57-

题    目：

：

Fast and Accurate Imaging of Lymph Node Metastasis with 

               Multifunctional Near-Infrared Polymer Dots

报告人 熊丽琴，上海交通大学

TIME 

9月21日上午

10:10 10:30-

题    目：

：

脑胶质瘤多模态分子成像与治疗

报告人 盛宗海，中国科学院深圳先进技术研究院

题    目：

报告人：

Ultra-high FRET Efficiency NaGdF4: Tb3+-Rose Bengal 

               Biocompatible Nanocomposite for X-ray Excited Photodynamic 

               Therapy Application

张文立，The Fourth Military Medical University

10:30 10:42-

题    目：

报告人：

生长因子改性石墨烯用于清除光损伤RPE中的活性氧

单素艳，Wenzhou Medical University
10:42 10:54-

题    目：

报告人：

Construction of pH-responsive dextran long circulating nano 

               drug delivery system and its anti-tumor application

张鑫宇，中山大学生物医学工程学院

09:57 10:09-

茶歇

11:06 11:18-
题    目：

报告人：

磁感应热疗用纳米材料的研发

张    伟，大连理工大学

11:18 11:30-
题    目：

报告人：

基于CdTe QDs 和Au NPs内滤效应构建荧光“turn-on”模型检测精氨酸

王司南，西安交通大学

11:30 11:42-

题    目：

报告人：

Regulate the Membrane Domain Dynamics via Nanoparticles: 

               Insights from Molecular Dynamics Simulations

林绪波，北京航空航天大学

11:42 11:54-

题    目：

报告人：

In situ deposition of a personalized nanofibrous dressing via a 

               handy electrospinning device for skin wound care

董瑞华，国家纳米科学中心

特 邀

报 告

纳米医学（地点：会展中心向日葵2厅） 

Chairs：常津、蒋兴宇

口 头

报 告

口 头

报 告

10:54 11:06-

组织工程

优秀青年论坛

主持人：

王玮、黄景辉

Keynote

主持人：

吴训伟、刘世宇

组织工程

优秀青年论坛

主持人：

王玮、黄景辉



中国生物医学工程联合学术年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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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生物医学工程联合学术年会

会议日程——纳米医学分论坛

14:00 14:25-
题    目：3D Graphene Scaffolds Meets Neural Stem Cells

报告人 程国胜，中国科学院苏州纳米所：

14:25 14:50-
题    目：

：   

Stem cell tracking with iron-based nanoparticles 

报告人 顾    宁 教授，东南大学

14:50 15:15-
题    目：

：   

Activatable Cancer Nanotheranostics

报告人 黄    鹏 教授，深圳大学

15:15 15:40-
题    目：

：

响应性近红外分子&纳米探针及其肿瘤诊疗一体化研究

报告人 龚    萍  研究员，中国科学院深圳先进技术研究院

TIME 

9月21日下午

15:40 16:00-

题    目： microenvironment 

报告人：

Bionic-gene delivery platform for regulating immune  

               by CRISPR-mediated Pd-l1 and Cd47 dual-knockout

王    宁，四川大学华西医院

题    目：

报告人：

Advanced Organic Nanoprobes for Stem Cell Tracking

李    凯，南方科技大学
16:12 16:24-

题    目：

报告人：

基于数字图像相关法的纳米晶纤维素力学自适应材料的应变传递

丁春香，南京林业大学
16:24 16:36-

题    目：

报告人：

基于自组装原理对蛋白类药物进行控制释放的分子模拟研究

陈彦涛，深圳大学

16:00 16:12-

茶歇

16:48 17:00-
题    目：

报告人：

雄黄固体分散剂在抗乳腺癌转移治疗中的应用研究

孟    洁，中国医学科学院基础医学研究所

17:00 17:12-
题    目：

报告人：

精胺修饰普鲁兰多糖通过逆转肿瘤相关巨噬细胞极化状态发挥抗肿瘤作用

谢丽菲，中国医学科学院基础医学研究所

17:12 17:24-
题    目：

报告人：

近红外有机荧光纳米粒子用于肿瘤生长的长期无创监测

夏    琦，南方医科大学

17:24 17:36-

题    目：

报告人：

pH Shifted Bimodal Distribution of a Fluorescent Dye for 

               Imaging Broad-spectrum Malignant Tumors

刘    野，国家纳米科学中心

纳米医学（地点：会展中心向日葵 2 厅） 

Chairs：顾宁、蔡林涛

16:36 16:48-

中国生物医学工程联合学术年会

会议日程——生物医学超声诊疗分论坛

08:30-08:40
开幕式（分论坛主席致辞）

报告人 陈思平 教授，深圳大学：

08:40-09:10
题    目：超声微泡与空化成像及诊疗

报告人 万明习 教授，西安交通大学：

09:10-09:40
题    目：

：

多模态超声分子成像研究

报告人 王志刚  教授，重庆医科大学

09:40-10:10
题    目：

：

超声造影剂在癌症诊疗中的应用与挑战

报告人 戴志飞  教授，北京大学

10:30-10:50

10:10-10:30 茶歇

TIME 

9月21日上午

生物医学超声论坛（地点：会展中心梅花 3 厅） 

Chairs：郑海荣，陈思平，他得安，陈昕

特 邀

报 告

10:50-11:10

11:10-11:15
题    目：

，

基于多肌束加权平均方法的羽状角动态测量

报告人：袁程朗 深圳大学

11:15-11:20
题    目：

报告人： ，

基于超声共振谱方法的非规则生物硬组织材料弹性测量

王    蕊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

11:20-11:25
题    目：

报告人： ，

混合特征用于胎盘成熟度分级

雷柏英 深圳大学

11:25-11:30
题    目：

报告人： ，

肌肉电阻抗与超声形态随关节角度变化的相关性分析

胡程鹏 中山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11:30-11:35
题    目：

报告人： ，

超声联合微泡递送紫杉醇脂质体治疗脑胶质瘤的研究

沈圆圆 深圳大学

11:35 11:40-

11:40-12:00

题    目：

报告人： ，

超声造影定量分析在评估前列腺癌病理分期中的作用

陈亚青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新华医院

口 头

报 告

医学超声工程分会会议

口 头

报 告

特 邀

报 告

题    目：

：

生物医学超声成像与调控

报告人 邱维宝  研究员，中国科学院深圳先进技术研究院

题    目：

：

超声—电磁多模成像研究

报告人 陈    昕  教授，深圳大学

特 邀

报 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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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生物医学工程联合学术年会

会议日程——心血管疾病诊疗方法分论坛

13:30-13:50
题    目：整体论心肺运动到慢病有效诊疗

孙兴国  教授，中国医学科学院阜外医院报告人：

13:50-14:10
题    目：

报告人：

冠心病智能筛查系统研发

刘常春  教授，山东大学

14:10-14:30
题    目：

报告人：

胎儿心电与有源电极

刘红星  教授，南京大学

14:30-14:45
题    目：术中脑电阻抗断层成像预测全主动脉弓置换术后神经功能损伤的探索研究  

报告人：史学涛  教授，空军军医大学

14:45-15:00
题    目：基于心音特征序列熵分析的肺动脉高压患者识别方法研究

报告人：唐    洪  教授，大连理工大学

15:30-15:40

TIME 

9月21日下午

心血管疾病诊疗方法（地点：会展中心梅花 3 厅） 

Chairs：张建保、徐礼胜

特 邀

报 告

15:00-15:15
题    目：逆行性主动脉A型夹层发病机制的计算血流动力学研究

报告人：王盛章  教授，复旦大学

题    目：基于ANN的中心动脉压的无创测量方法及NPMA本质研究

报告人：肖汉光  副教授，重庆理工大学
15:15-15:30

题    目：左心室辅助装置的抽吸检测方法研究

报告人：王    宇，大连理工大学
15:40-15:55

题    目：基于心音的慢性心力衰竭分期研究

报告人：郑伊能，重庆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15:55-16:10

题    目：一种基于瞬时声音刺激的心脏功能评价方法

报告人：王晓霓，西安交通大学
16:10-16:25

题    目：体外反搏的冠状动脉血流动力学效应评价模型

报告人：李   鲍，北京工业大学
16:25-16:40

16:40-16:55
题    目：基于子空间方法的主动脉脉搏波重建

报告人：刘文彦，东北大学

题    目：一种基于心肺关系的HRV改进算法

报告人：刘彬彬，西安交通大学
16:55-17:10

题    目：Electromechanical Characteristics Analysis in Patients with 

               Coronary Artery Disease and Healthy Subjects

报告人： Li,Yang，山东大学

17:10-17:25

题    目：Low-Dimensional Modeling of Systemic Arteries

报告人：Zhou, Shuran，东北大学
17:25-17:40

口 头

报 告

名单顺序：赵钟瑶、李艺璇、张    崇、于晓琳、王红菊、李宗鹏、李   恒、

                   杨祖荣、李    晗、刘    肖   （每人3分钟演讲）
17:40-18:10

茶歇

口 头

报 告

中国生物医学工程联合学术年会

会议日程——生物医学工程教育分论坛

08:30-08:45
题    目：基于神经教育学的生物医学工程课程教学改革

报告人 顾忠泽  院长，东南大学生物科学与医学工程学院：

08:45-09:00
题    目：

：

基础与应用并重，培养创新人才

报告人 王广志  主任，清华大学医学院

09:00-09:15
题    目：

：

生物医学工程教育40年

报告人 李劲松  院长，浙江大学生物医学工程与仪器科学学院

09:15-09:30
题    目：

：

大跨度、深交叉生物医学工程人才培养模式

报告人 张建保  副院长，西安交通大学生命科学与技术学院

09:30-09:45
题    目：

：

深圳先进院生物医学工程学科建设基本情况汇报

报告人 王    磊  副所长，深圳先进技术研究院生物医学与健康工程研究所

TIME 

9月22日上午

生物医学工程教育（地点：会展中心牡丹厅） 

Chairs：万遂人、李光林、杨帆

特 邀

报 告

生物医学工程教育专题讨论（参加者：排名按姓氏笔画）

陈俊鑫  副教授           　东北大学

陈思平  教授                  深圳大学

陈    炜  教授                  复旦大学

高跃明  教授                  福州大学

顾忠泽  教授                  东南大学

何    峰  教授                  天津大学

蒋兴宇  教授                  南方科技大学

李光林  研究员           　深圳先进技术研究院

李劲松  教授                  浙江大学

万遂人  教授                  东南大学

王广志  教授                  清华大学

王    磊  研究员              深圳先进技术研究院

吴亮其  副教授      　 　中国科学院大学

吴效明  教授                  华南理工大学

杨    帆  副处长              深圳先进技术研究院

张    超  副教授              中山大学

郑海荣  副院长         　  深圳先进技术研究院

张建保  教授                  西安交通大学

09:45-10:20

壁 报

Firing

圆 桌

讨 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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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生物医学工程联合学术年会

会议日程——基因测序临床应用分会场

09:00-09:30
基因测序临床应用专家委员会筹备大会

报告人 筹备大会组长：

09:30 10:10-
题    目：基因组、大数据、精准医学和人工智能

报告人：陈润生 院士，中国科学院

TIME 

9月21日

基因测序临床应用专家委员会成立大会

（地点：南方科技大学第一科研楼报告厅） 

筹备大会

10:30-11:00
题    目：

报告人：

微观生物圈：理论框架与技术路线

于    军 教授  ，中国科学院北京基因组研究所

题    目：

报告人：

医疗器械创新项目申请的注意点

康熙雄 主任 ，北京天坛医院
11:00 11:30-

题    目：

报告人：

NIPT现状与展望

董旻岳 主任，浙江大学附属妇产科医院
11:30 12:00-

题    目：

报告人：

实现高通量测序临床有效应用需关注的核心问题

李金明 主任/研究员，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临床检验中心
13:30 14:00-

题    目：

报告人：

待定

黄    杰 主任，中国食品药品检定研究院
14:00 14:30-

题    目：

报告人：

第三代测序与临床应用

贺建奎 副教授，南方科技大学
14:30 15:00-

15:00 15:30-

题    目：

报告人：

基因组大数据与基因测序临床应用

方向东 主任/研究员，中国科学院基因组科学与信息重点实验室

                                                  中国科学院北京基因组研究所

特 约

报 告

嘉宾演讲

TIME 

9月21日

基因测序临床应用前沿论坛

（地点：南方科技大学） 

嘉宾演讲

中国生物医学工程联合学术年会

会议日程——“蒋大宗先生”青年论文竞赛

08:30-08:35
1. 题    目 基于3D纹理特征学习的胶质瘤病理分型预测

    吴国庆，复旦大学

：

08:35-08:40
2 题    目 一种基于级联卷积神经网络的磁共振心脏电影成像

    柯子文，中国科学院深圳先进技术研究院

. ：

08:40-08:45
3. 题    目：基于回波平移序列的三维快速磁共振温度成像方法研究

    蒋    芮，中国科学院深圳先进技术研究院

08:45-08:50
4. 题    目：基于高密度肌电的发音过程动态能量分布研究

    朱明星，中国科学院深圳先进技术研究院

08:50-08:55
5. 题    目：多肌肉收缩任务中不同肌群对综合发力贡献的研究              

   胡若晨，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09:00-09:05

7. 题    目 A Point-of-Care Hierarchical Structured Microchip for Multiplexed 

                   Immunoassay with Tunable Detection 

    牟    磊，国家纳米科学中心

：

08:55-09:00
6. 题    目：基于聚焦型声波的微液滴分配器件研究

    陈柯坷，武汉大学物理科学与技术学院

8. 题    目 一种用于CYP2C19基因分型的DNA快速提取方法

    郑佳莹 深圳大学

：

，
09:05-09:10

9. 题    目 结合脑机接口和机器视觉的机械臂控制系统

     陈小刚，中国医学科学院生物医学工程研究所

：
09:10-09:15

10. 题    目 近红外神经刺激对初级运动皮层神经元发放率的影响 

       汪曼青，重庆大学

：
09:15-09:20

11. 题   目 基于磁感应的闭合性颅脑撞击伤脑出血早期检测实验研究 

       杨   骏，陆军军医大学生物医学工程与影像医学学院

：
09:20-09:25

12. 题   目 基于脑机接口的大鼠嗅觉机器人的研究              

       袁群琛，浙江大学

：
09:25-09:30

13. 题    目 基于智能手机的光电生化传感检测研究

       李   爽，浙江大学

：
09:30-09:35

09:35-09:40
14. 题    目 手持光声计算断层成像探头设计——理论模拟与实验验证

       白园园，中国科学院深圳先进技术研究院

：

15. 题    目 基于细胞打印技术筛选干细胞外基质及组织缺损修复研究

       马玉菲，西安交通大学

：
09:40-09:45

TIME 

9月22日

“蒋大宗先生”青年论文竞赛（地点：会展中心菊花厅） 

Chairs：梁栋、明东、汪天富、陈放怡、侯文生、

                       赖毓霄、倪东、奚磊、徐礼胜、郑炜

青 年

论 文

竞 赛

茶歇10:10 10: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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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题    目 流体驱动的原位自组装技术用于创面修复的研究

      贺川江，浙江大学

：
09: -09:5550

18. 题    目 负载芦荟苦素的氧化锌纳米粒对酪氨酸酶活性的抑制作用

       黄    啸，铜仁学院

：
09:55-10:00

10:00-10:05
19.  题   目 连锁刺激响应型仿生二元协同纳米载体

        阮淼亮，暨南大学

：

20. 题    目 聚苯胺修饰石墨烯电刺激电极的制备及其用于促进角膜神经细胞的修复

       郑    郑，温州医科大学

：
10:05-10:10

16. 题   目 Hybrid scaffolds of Mg alloy mesh reinforced polymer/extracellular 

       matrix composite for critical-sized calvarial defect reconstruction

       Chen,Yingqi，中国科学院深圳先进技术研究院

：
09:45-09:50

22. 题    目：剪切波对半球形换能器经颅聚焦的影响

       张艳秋，天津医科大学[天津市和平区]
10:15-10:20

23. 题    目 肌肉超声图像的自动区域分割

       陈增桐，深圳大学

：
10:20-10:25

10:25-10:30
24. 题   目：微型可穿戴脑血管连续监测装置

       贠   波，西安交通大学

25. 题    目 Tpe及其校正指标的生理影响因素和病理改变研究

       潘    越，中国医学科学院基础医学研究所

：
10:30-10:35

21. 题    目 基于声磁电理论的细胞功能调控新方法研究

       王艳城，深圳大学

：
10:10-10:15

中国生物医学工程联合学术年会

会议日程——“蒋大宗先生”青年论文竞赛

TIME 

9月22日

“蒋大宗先生”青年论文竞赛（地点：会展中心菊花厅） 

Chairs：梁栋、明东、汪天富、陈放怡、侯文生、

                       赖毓霄、倪东、奚磊、徐礼胜、郑炜

中国生物医学工程联合学术年会

会议日程——期刊发展论坛

08:30-08:40 论坛致辞

08:40-09:10 1. 中国科技期刊面临的挑战和发展思考

09:10-09:40 2. 如何提高学术期刊影响力--MBEC的做法和启示

09:40-10:30

各生物医学工程相关期刊编辑部主任发言

（拟参加期刊：《北京生物医学工程》、

《国际生物医学工程杂志》、《生物医学工程学杂志》、

《生物医学工程研究》、《生物医学工程与临床》、

《中国生物医学工程学报》、《中国体外循环杂志》、

《中国医学物理学杂志》（拼音为序））  

与会者就期刊发展讨论

TIME 

9月22日上午
期刊发展论坛 报告人/主持人

陈武凡

史永超

刘澄玉

彭    屹

青 年

论 文

竞 赛
注：MBEC（Medical & Biological Engineering & Computing）系国际医学和生物工程联合会

      （International Federation for Medical and Biological Engineering. IFMBE）会刊



胡盛寿，

国医学科学院阜外医院院长，心血管疾病国家重点实验室主任、国家心血管疾病临床

医学研究中心主任，国家“973项目”首席科学家，“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获得

者，教育部“创新团队”学科带头人，美国心脏病学会会员，美国胸外科协会会员，

法国医学科学院外籍院士，两届中华医学会胸心血管外科分会主任委员（2006-

2012）、亚洲胸心血管外科医师学会轮值主席（2010）。胡盛寿院士长期从事心血管

外科临床、教学、科研工作，建立了我国冠心病外科微创系列治疗技术，开拓了“复

合技术”治疗心血管疾病的新模式；创建我国首个心血管再生医学重点实验室，取得

了从心肌细胞再生到心脏移植和人工心脏研制的系列研究成果；创立了主动脉-肺动脉

“双根部调转手术（DRT）”，显著提高了我国复杂先心病治疗方面在国际上的影响

力。先后承担了国家“973”项目、“863”项目、“支撑计划项目”等研究课题，以

第一完成人获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2项、省部级科技进步一等奖3项、二等奖3项；

2012年获何梁何利科技进步奖；作为第一作者或通讯作者发表论文256篇，其中

SCI收录论著111篇。

心血管外科学专家，中国工程院院士。现任国家心血管病中心主任，中

大 会 报 告 专 家

Report experts

摘要摘要

摘要：自2016年AlphaGo战胜人类围棋选手以来，人工智能在社会各界掀起热潮，在医

疗领域也取得了诸多进展，美国FDA已批准数个智能产品应用于临床，国内的专业机构

和企业纷纷布局智慧医疗，智慧医疗似乎离我们很近。然而，巨额的投资并未产生预期

的经济效益，曾经引领智慧医疗浪潮的企业和产品如今困难重重，国内尚无任何一款智

能医疗产品通过审批，智慧医疗似乎又离我们很远。从产品研发到监管评价，再到实际

应用，智慧医疗都面临许多问题和挑战，也同样充满机遇。巨大的人群数据资源和应用

市场是我国发展智慧医疗的独特优势；优化医疗资源配置、提升基层服务能力为发展智

慧医疗提出了迫切的需求。智慧医疗拥有光明的前景，但是道路还很漫长，扎实做好基

础研究，解决人工智能的“核心技术问题”，同事从国家层面做好顶层设计和发展规

划，智慧医疗才能真正服务于患者，为我国卫生健康事业做出贡献。

“智慧医疗”——离我们很近，也很远

中国生物医学工程联合学术年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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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盛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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阎锡蕴 
中国科学院生物物理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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阎锡蕴 
中国科学院生物物理研究所

Email：yanxy@ibp.ac.cn

阎锡蕴，中国科学院生物物理研究所研究员、中国科学院大学教授、中国科学

院院士。研究内容：从事肿瘤生物学和纳米生物学交叉领域研究，发现肿瘤新靶点

CD146；发现纳米酶，提出纳米酶概念，建立纳米酶标准检测方法，发明纳米酶肿

瘤诊断与治疗新技术，创造全球首例纳米酶产品。发表学术论文160余篇，两次入选

“中国十大科学进展“。2012年获得国家自然科学二等奖（1项），2015年获得

Atlas国际奖（1项），两次获得北京市科学技术一等奖（2011年、2014年）；获得

发明专利授权40余项，部分发明专利进入美国、欧洲和日本。主要兼职：中国科协

第八届全国委员会委员（2010-至今）、发展中国家女科学家组织（OWSD）中国

委员（2011-至今）、亚洲生物物理联合会主席（2015-至今）。

报告信息报告信息

Abstract：Nanozyme is a type of nanomaterial that possess intrinsic enzyme-

like activity, which means it is able to catalyze enzyme substrates at a mild 

condition, this unique property can further be used for medical applications such 

as catalytic therapy for tumor. Since the first evidence was published a decade 

ago, showing that ferromagnetic nanoparticles have intrinsic peroxidase-like 

activity, the specified term “Nanozyme” has been widely accepted, with more 

than 50 kinds of nanomaterials possessing intrinsic enzyme-like activity 

discovered up to now. These studies have changed the view that inorganic 

nanomaterials are chemically inert in the biological system. This has directly led 

to a new concept that nanomaterials could be bioactive, opening a new direction 

in research, which exploits nanomaterial’s own biological properties rather than 

combining nanomaterial with other biomaterials, and paving the way for a wide 

range of applications using nanozyme as enzyme mimics for improving human 

health and living environment. Here, I would like to introduce the progress of 

nanozyme and its latest applications in tumor diagnosis and therapy. 

滕皋军，主任医师、东南大学首席教授、博导，现任东南大学附属中大医院院

长、江苏省分子影像与功能影像重点实验室主任。主要研究领域为介入放射学和分子

影像学，主持科技部973项目（首席科学家）等重大项目，发表SCI论文百余篇，获

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3项。美国介入放射学会和欧洲心血管与介入放射学会fellow，

担任中国医师协会介入医师分会会长、亚太心血管与介入放射学会（APSCVIR）前任

主席。

报告信息报告信息

摘要：介入医学为近年来蓬勃发展的新兴交叉学科之一，介入技术多伴随着介入新器械

的诞生。作为临床医生，作者从临床需求从发，发明了系列125I粒子支架系统，成功地

应用于食管癌、胆管恶性肿瘤、伴门静脉癌栓的肝癌、及气道恶性肿瘤等，打破了管腔

恶性肿瘤无法植入放射性粒子的禁区。更重要的是作者还通过系列的单中心和多中心前

瞻性随机对照研究，以高级别的循证医学证据，证明了该支架系统的优越性，结果被多

个国际临床指南所采用。此外，作者还介绍了经血管腔内去交感神经术在非高血压疾病

的广泛应用。该报告的核心是强调了临床需求在介入新技术创新与转化过程中重要性，

医生在这过程中的核心驱动作用。

Nanozymes and its Applications in Tumor Therapy

临床驱动的介入医学创新与转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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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先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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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先恩，主要从事生物传感、纳米生物学与分析生物技术研究，发表相关专著

3部，学术论文（SCI收录）200余篇。曾先后在中科院武汉病毒所、中科院武汉分院

和科技部基础司任职。2015年获加拿大阿尔伯塔大学荣誉科学博士学位。

主要学术兼职：世界生物传感学术大会常务组委会成员，亚洲生物技术协会纳米

生物技术、生物传感与生物芯片分会共同主席，中国生物工程学会副理事长、生物传

感/生物芯片/纳米生物技术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Biosensors & Bioelectronics、

《中国科学-生命科学》等7个学术期刊编委或顾问，中国生物技术发展中心专家委员

会成员，APEC首席科学顾问组织（CSAE）中国代表。

报告信息报告信息

摘要：生物传感技术发展曾经历了三个发展高潮。一是在上世纪80年代，各种生物敏感

元件和各类物理化学换能原理的结合应用，形成生物传感大家族；二是上世纪90年代，

随着一次性酶电极和高通量生物芯片的采用，促成了生物传感的广泛应用；三是本世纪

初，纳米技术的引入，明显提升了生物传感的性能，目前报道的生物传感器大约一半以

上都采用了纳米材料或纳米技术。当前，生物传感器的发展方兴未艾，主要驱动力来自

大健康（one health），植入式、穿戴式、现场、在线等应用将是生物传感技术新的机

会和挑战。

郑海荣，中国科学院深圳先进技术研究院研究员、博导。2000年哈尔滨工业大学

本科毕业、2006年获得美国科罗拉多大学博士学位。目前担任中科院深圳先进院副院

长、生物医学成像研究中心主任、国家地方联合医学成像技术与装备工程实验室主

任。主要研究领域：超声与医学成像技术、图像与信号处理等。在国际学术期刊上发

表论文160余篇，获得发明专利110余项，研发的多项专利超声和CT/磁共振成像技术

实现产业化。先后获得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国家973计划项目（首席科学家）、基

金委国家重大科学仪器研制项目支持。担任IEEE Transaction on UFFC副主编、中

国超声医学工程学会仪器开发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中国生物医学工程学会常务理

事/青年工作委员会主任、国家重大科研仪器研制专家委员会委员等。获2018年中国科

协“求是杰出青年”成果转化奖、2017年国家技术发明二等奖、何梁何利“科学技术

创新”奖、2014“陈嘉庚青年科学奖”。

报告信息报告信息

摘要：3.0T磁共振成像系统已成为人体结构和功能成像的强大工具，它也是脑科学影像

等前沿生物医学研究可广泛推广应用的重大仪器平台。围绕脑科学前沿研究以及心血管

与肿瘤等疾病的早期诊断对磁共振成像的高时空分辨率与信噪比需求，团队在3.0T磁共

振成像系统的核心部件均实现了自主研制突破，指标达到国际领先水平；同时致力于快

速高分辨磁共振成像理论与方法的研究，并成功应用于高分辨脑功能成像、脑卒中斑块

成像、心脏成像以及超快速肿瘤动态增强成像等高级应用中，实现了“既快又清”的

3.0T磁共振成像系统的研制与大规模推广。

生物传感技术发展动态

高场人体磁共振快速成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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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路明，1968年生，博士，教授，博士生导师，长江学者特聘教授，清华大学

航天航空学院院长，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获得者，神经调控技术国家工程实验室

主任，科技部“脑神经调控创新团队”负责人。在研发系列在轨医疗装备基础上，

他带领团队历时18年，研发成功系列脑起搏器及迷走神经刺激器，并在全国200多家

医院实现规模化临床应用，有7000多患者植入了他研发的产品，全系列脑起搏器于

2016年获得CE认证，已经走出国门，在巴基斯坦、孟加拉国等实现临床植入，并首

次实现了国内规模化异地、国际跨境远程程控治疗，取得了重大经济社会效益和国

际影响。

报告信息报告信息

摘要：神经调控作为一个古老又充满活力的多学科交叉技术在基础研究和临床上受到了

越来越多的关注，越来越多的神经系统疾病患者因为这一技术而获得新生。

       我国神经调控技术的发展和王忠诚、韩济生、潘际銮三位科学大师密不可分，这不仅

仅是神经调控名字的由来，国产化脑起搏器，还包括中国神经调控学会的建立。发端于

2000年，18年的时间，我国的神经调控从弱小到壮大，从产品的空白到脑起搏器超过

60%的植入占比，临床应用方面从为数不多的几家医院、几个医生到遍地开花，产业从

国外垄断到春色满园，这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国家的发展和高技术医工结合领域的进展，

回顾分析总结自然有重要价值。

       从全球范围看，过去的十几年一样风起云涌，而最为诱人的脑深部刺激技术也从神经

功能系统疾病快速走向精神类疾病的治疗，给众多患者带来了希望,在这一大潮中，我国

不再是旁观者，也成为了主要一员，基于脑起搏器的同步记录、核磁相容技术实现了全

球引领。

       这是一个充满了各种可能和颠覆的时代，作为将神经、脑和工程技术密切链接的载

体，神经调控工程技术自身的发展也充满了无穷的想象空间，如何和大脑进一步接口，

从简单的调控到和外部的世界实现连接，面对“四化”（器官化、网络化、智能化、微

小型化），技术如何实现新的突破，都是一些崭新的挑战。

张玉奎，河北保定人。毕业于南开大学化学系。中国科学院大连化学物理研究所

研究员，博士生导师。历任研究室主任，副所长，科技部蛋白质研究计划专家组成员

等职，现任所学委会副主任，973前沿交叉领域咨询组组长、中国分析测试协会学委会

主任、中国化学会色谱专业委员会主任、Anal. Chem.杂志国际顾问。多年来从事色

谱基本理论和新技术、新方法的研究。近年来，结合国家重大应用领域的需求，开展

蛋白质组学分离分析新技术新方法的研究，并用于临床诊断、细胞生物学和食品安全

等领域的蛋白质高准确度、高灵敏度和高通量的分析。已在国内外发表论文500余篇，

撰写专著7部，发明专利50余项。2003年当选中科院院士，2012年获国家自然科学奖

二等奖。

报告信息报告信息

摘要：蛋白质组学是研究细胞、组织、器官等中蛋白质的表达、翻译后修饰和相互作用

等的科学，是后基因时代生命科学领域最重要的研究方向之一。目前，液相色谱-串联质

谱联用技术（LC-MS/MS）已经成为蛋白质组定量分析常用的工具。精准医学和生命科

学研究的不断深入，对蛋白质组学技术提出了越来越高的要求。对人类蛋白质组进行深

度覆盖的定性定量分析可以实现生理和病理条件下蛋白质表达谱的构建，从而为揭示疾

病的发生发展机制、发现新型诊断标志物、以及筛选治疗靶点等提供关键数据。

        针对样品预处理过程中强疏水性蛋白质难以溶解和低丰度蛋白质损失严重的问题，

通过理论计算与实验验证，筛选溶解能力强、与酶解兼容性好的离子液体，建立了基于

离子液体提取的蛋白质组定性定量分析新方法。与传统的基于SDS的提取方法相比，显

著提高了蛋白质的提取效率、酶解和液质联用分析的兼容性。

        基于离子液体的提取，建立了针对细胞的深度覆盖的蛋白质组定性分析方法，实现

了HeLa细胞蛋白质组的分析。与目前该细胞最大的蛋白质数据库相比，鉴定到的蛋白质

的丰度范围和数量显著提高

        此外，还建立了针对组织样品的深度覆盖的蛋白质组定量分析新方法，实现了人的

肝癌和癌旁组织蛋白质组的相对定量分析。与经典的尿素提取方法相比，显著提高了膜

蛋白和低丰度蛋白质的定量分析能力。

神经调控工程技术进展与展望
寻找人类蛋白质组学丢失蛋白

中国生物医学工程联合学术年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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姚建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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姚建铨，1997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现任天津大学精密仪器与光电子工程

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院学位委员会主任、名誉院长、激光与光电子研究所所

长。是我国知名科学家、教育家。

姚院士的主要研究领域为“全固态激光与非线性光学频率变换技术研究”，在

高功率倍频激光器、高功率全固态激光器、可调谐激光器、非线性光学及激光应用

技术等方面的研究成果卓著，发明的双轴晶体最佳相位匹配的精确计算理论，被国

际学术界称为“姚技术”、“姚方法”并广泛应用。

姚院士在太赫兹光子学源，特别是在激光非线性差频（DFG）及光学相位匹配

太赫兹源、太赫兹生物成像和雷达散射截面的检测等方面做出了贡献，他发展了高

功率倍频激光理论，发明的双轴晶体最佳相位匹配的精确计算理论，被国际学术界

称为姚技术、姚方法，并广泛应用。此外，他还在利用多种新型材料及微纳结构材

料调控太赫兹方面进行了大量的研究。

报告信息报告信息

摘要：探索电磁波段中太赫茲技术在生物检测及医疗诊断中的应用，介绍国内外研究状

态及技术关键，另介绍发展前景。 

太赫兹技术在生物医疗领域的应用探讨

个人简介个人简介

医学影像与人工智能分会场报告专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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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武凡，南方医科大学教授，医学成像技术研究院院长，国家教学名师；现任中

国生物医学工程学会副理事长，中国图像图形学会监事长；曾任国家973计划首席科学

家（兼评审专家）、国家科技计划医疗器械专项组组长，教育部生物医学工程教指委

副主任委员；第一作者获国家技术发明二等奖1项，省部级一等、二等成果奖6项，国

家教学成果二等奖1项

报告信息报告信息

摘要：始自上世纪70年代以来，CT、MR与PET的相继问世，为临床数字化诊断带来革

命性影响，但CT正常X线电离辐射会诱发癌变，MR信号采集速度慢降低了时间分辨率以

至无法进行心脏疾病的正确诊断，而PET空间分辨率低导致误诊率高。由于临床疾病的

诊断均以医学影像为依据，故影像的高质量重建成为临床诊断的关键，由是为解决上述

问题哈佛、芝加哥等著名大学及GE等大公司长期从事上述研究，本团队十余年来同样瞄

准这些难题开展攻关。事实上，传统三大影像系统的成像技术均属于反问题，仅是一个

近似的结果，当采样信号质量差（含大量噪声与伪影）时，近似结果会严重偏离诊断要

求，由是迭代重建被公认是解决上述问题的突破性技术并成为热点研究。囿于现代医学

迭代成像多采用含单个约束的重建方案，不符合经典的数理原理与优化理论；本项目创

建了基于多先验约束的正反问题相结合的最优化重建模式，针对不同成像模态，利用各

自系统矩阵，并构造相应的多先验约束以实现医学高分辨成像与高精度图像分析。

基于统一迭代建模与多源先验约束的高分辨医学成像研究

陈武凡
南方医科大学

陈武凡
南方医科大学

Email：chenwf@smu.edu.cnEmail：chenwf@smu.edu.cn

个人简介个人简介

韩鸿宾
北京大学第三医院

Email：hanhongbin@bjmu.edu.cn

韩鸿宾
北京大学第三医院

Email：hanhongbin@bjmu.edu.cn

韩鸿宾， 北京大学第三医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医学成像新技

术、脑成像新技术及脑病诊治新方法研究。现任北京大学磁共振成像设备与技术实

验室（北京市重点）主任、中国医学装备协会磁共振成像装备与技术专业委员会主

任委员，中国医疗保健国际交流促进会健康大数据与数字化医疗专委会副主任委

员。主要研究方向为脑细胞外间隙的超微结构成像分析与医学应用研究。承担国家

自然科学基金委重大仪器、科技部重大仪器专项等20余项。留学美国、德国，获磁

共振成像序列设计物理师资格。发表研究论文200余篇，申请专利15项，其中国外专

利1项，出版专著/译著4册。 2005年入选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计划， 2011年获中

国青年科技奖，2015年获得华夏医学科技奖一等奖（第一完成人），2016年获批国

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2018年度入选首都科技领军人才培养工程。

报告信息报告信息

摘要：脑细胞外间隙（ECS）是脑细胞和神经网络生存和工作的直接环境，同时也是药

物发挥作用的必经通道与工作场所。脑ECS是纳米尺度不规则形腔隙结构，现有电、光

学检测技术只能采集到浅表区二维或者一维信息，结果，脑内深部广阔区域的ECS成为

业界尚未充分理解与开发的未知结构空间。尽管ECS占据活体脑容积15-20%，但其在

现代医学教材和脑科学论著中均属盲区和空白。近来，随研究深入，已证实ECS在睡

眠、记忆、脑退行性疾病和脑病新药研发领域都发挥极为重要的作用，研发可以探及脑

深部ECS的新方法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临床应用价值。为解决脑深部ECS信号探测的

难题，韩鸿宾课题组提出并建立了一种新型ECS成像分析方法，采用射频作为信息源，

突破以往电、光信号源在探测深度上的限制，实现了活体纳米尺度超微结构空间的信息

采集、处理与定量检测分析，方法获批国家发明专利，所建立的新型成像分析方法在神

经科学、药学、纳米科学、肿瘤治疗、组织工程等前沿新兴领域取得实际应用。应用新

方法，课题组揭示了脑深部区域类淋巴组织液的引流途径，发现引流分区现象，在证实

造成分区引流的结构基础后，提出了脑的分区稳态假说。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发明了较

现有国际专利给药技术更加有效的经ECS途径新型给药方法（SDD），解决了血脑屏障

阻碍药物入脑的国际性难题，方法获批国际发明专利。研究获中国青年科技奖、华夏医

学科技奖一等奖。

脑细胞微环境成像分析方法及脑内新型分区系统的发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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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建文
清华大学

Email：luo_jianwen@tsinghua.edu.cn

罗建文
清华大学

Email：luo_jianwen@tsinghua.edu.cn

罗建文，清华大学研究员，博士生导师，入选中组部青年千人计划，获基金委

优秀青年基金与国家重点研发计划青年科学家专题项目资助。发表SCI 论文136篇，

30多篇论文成为扩展版ESI高引论文、期刊高引论文、热点论文、期刊封面、封底、

年度亮点或年度最佳论文奖提名。论文被引用3200多次，H指数=29。主要研究方向

包括超声成像与荧光成像。担任Journal of Ultrasound in Medicine期刊编委，

Faculty of 1000的 Faculty Member， IEEE EMBS生 物 医 学 成 像 与 图 像 处 理

（BIIP）技术委员会委员，国内多家学会分会副主任委员、常务委员、委员。 

报告信息报告信息

摘要：传统的高帧频超声成像需要在帧频和图像质量之间进行折衷。近年来，压缩感知

（CS）打破传统的奈奎斯特采样理论，能用更少的采样数据重建原始信号。本报告将介

绍一种新的超声成像波束合成方法，即基于CS的合成发射孔径(CS-STA)，同时获得高

帧频和高图像质量。方法将在线阵、凸阵、相控阵、二维面阵等超声探头上进行理论分

析、仿真实验、仿体实验和在体实验验证，并进行优化和加速。

基于压缩感知的超声成像方法

个人简介个人简介

卢虹冰，空军军医大学生物医学工程系教授，主任，博士生导师，长期从事医学

成像与智能分析研究，作为项目负责人近五年共承担国家重点研发专项、国家自然科

学基金重点、国家科技支撑计划重大子课题、军队后勤科研重点项目等7项，2013年

以第一完成人获陕西省科学技术一等奖1项；已在行业权威期刊IEEE TMI, IEEE 

Trans Biomed Eng, Med Phys, ACS Appl Mater Interfaces等发表SCI论文70余

篇，单篇最高引用372次；获国家发明专利8项，美国专利1项，软件著作权5项；获

 “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军队优秀专业技术人才一类岗位津贴”等奖励。现任中

国生物医学工程学会理事、中国图象图形学学会理事、陕西生物医学工程学会候任理

事长等职，IEEE Trans Med Imag、《中国生物医学工程学报》等杂志编委。

报告信息报告信息

摘要：光学成像与光动力学治疗已广泛用于肿瘤进程的分子成像与多种肿瘤的临床治

疗，但受到光穿透深度的限制，难以在较大或深部肿瘤中开展。本研究提出并研究一种

新型的基于纳米体系的X 射线激发光学断层成像（X-ray luminescence computed 

tomography, XLCT）及光动力学治疗 (X-ray excited PDT, XE-PDT)技术，通过对

稀土纳米发光材料的深入研究，获得具有高光产额、可发射不同谱段可见光的X射线激发

发光纳米材料，开展XLCT技术的研究，建立新的XLCT成像模型并提出多种在体成像算

法，实现对水溶性纳米系统的在体断层成像。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构建高效安全的发光

纳米粒-光敏剂耦合系统，提升其能量转移效率，采用具有高穿透性/准直性的X 射线，激

发体内纳米材料发光，并作为光源激发与之耦合的光敏剂产生单态氧，实现对体内深部

肿瘤的光动力学治疗，获得了较低X射线激发剂量下的最好治疗效果。同时，深部组织的

XLCT定量断层成像可对XE-PDT 的疗效及作用机制进行监测，从而为深部肿瘤的治疗

提供新的技术和方案。

基于纳米体系的深部肿瘤X射线激发光学断层成像与光动力学治疗研究

卢虹冰
空军军医大学（第四军医大学）

卢虹冰
空军军医大学（第四军医大学）

Email：luhb@fmmu.edu.cnEmail：luhb@fmmu.edu.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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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汉川
东南大学-艾伦脑科学联合研究中心

Email：hanchuanp@alleninstitute.org

彭汉川
东南大学-艾伦脑科学联合研究中心

Email：hanchuanp@alleninstitute.org

彭汉川，博士、美国艾伦研究所领导一个脑科学大数据团队，也是新成立的东

大-艾伦联合研究中心主任， 研究工作主要集中在 脑科学和医疗应用中的脑大数据

采集、管理、可视化、分析、知识挖掘、结构功能模型、人工智能应用等前沿研

究。彭博士是施普林格自然出版集团旗下的脑信息学杂志(Brain Informatics)和

BMC生 物 信 息 学 杂 志 的 共 同 主 编 (co-Editor-in-Chief 及 Section [Chief] 

Editor)。彭博士获得美国科学院2013年度最佳论文奖Cozzarelli Prize 等多个奖

项。他在高性能计算软件硬件系统、智能算法、大脑三维地图和脑重建研究等方面

上 的 工 作 多 次 在 国 际 一 流 杂 志 如 Nature, Nature Biotechnology, Nature 

Methods, Nature Communications, Nature Protocols, Cell, Neuron, PNAS, 

IEEE TPAMI, 等上发表并被广为引用，在多个媒体上如自然新闻、科学新闻、科学

杂志、美国公共广播电台等被报道。 

报告信息报告信息

摘要：大脑的结构和功能研究是当今科技研究前沿领域之一。对大脑进行有效研究必须

依赖于强有力的技术手段对大脑的基本结构进行高分辨率解析特别是高分辨率的影像数

据分析。 本报告将会介绍大脑影像大数据研究中的一系列热点问题，重点介绍如何对于

TB和PB级单神经元分辨率的影像数据进行工业级的分析和应用，以及所使用的虚拟现

实、大数据组织、人工智能算法等工作。

脑科学影像大数据

个人简介个人简介

梁栋，博士、中国科学院深圳先进技术研究院研究员、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

向为信号处理、机器学习和生物医学成像。主持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国家重点研发计

划课题、广东省重点研发专项等多个科研项目。现担任国家地方联合“高端医学影像

技术与装备”工程实验室常务副主任，广东省生物医学成像工程技术研究中心主任，

先进院医学人工智能研究中心主任兼生物医学成像研究中心副主任。担任《IEEE 

Transactions on Medical Imaging》 Associate Editor、《Magnetic Resonance 

in Medicine》 Editorial Board Member, 中国生物医学工程学会青年工作委员会副主

任委员等。

报告信息报告信息

摘要：扫描时间长一直是限制磁共振成像在临床被广泛应用的瓶颈问题。基于先验约束

的快速成像方法是磁共振成像领域的研究热点。但是在面向一些同时需要极高分辨率和

快速扫描的高级临床应用时，仅仅依赖被扫描个体待重建图像的先验信息已经无法进一

步推动磁共振成像的速度，能结合更多先验信息的新成像方法成为最新研究趋势。这里

我们将介绍团队在利用多源（不同扫描个体）先验信息进行快速磁共振成像方面的一些

工作。

智能磁共振成像

梁 栋
中国科学院深圳先进技术研究院

梁 栋
中国科学院深圳先进技术研究院

Email：dong.liang@siat.ac.cnEmail：dong.liang@siat.ac.cn

个人简介个人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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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前进
南方医科大学

Email：1271992826@qq.com

冯前进
南方医科大学

Email：1271992826@qq.com

冯前进，二级教授，博士生导师，南方医科大学生物医学工程学院院长 。珠

江学者特聘教授。广东省创新领军人才。从事医学图像分析的研究工作。共发表

SCI论 文 102篇 ， 累 记 影 响 因 子 312， H因 子 20。 论 文 发 表 期 刊 包 括 IEEE 

T r a n s a c t i o n s o n M e d i c a l I m a g i n g、 M e d i c a l I m a g e A n a l y s i s、

Bioinformatics、neuroimage、Cancer Research等领域内知名期刊。

报告信息报告信息

摘要：介绍作者提出的几种MR到CT图像的模拟生成方法。用MR模拟生成CT图像，在

MR引导的放射治疗与基于MR的PET衰减校正中都有需求。本研究提出一种基于图像块

的MR到CT的跨模态图像映射方法，认为图像块分布在流形上，用局部线性映射建立两

个流形空间的对应关系，为增强映射的非线性，采用核方法进行学习建立了代理空间。

结果表明，算法的精度达到了临床应用的需求。

跨模态图像映射研究

个人简介个人简介

厉力华，杭州电子科技大学教授，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获得者，“新世纪百千

万人才工程”国家级人选。浙江省科技发展咨询委员会委员、之江实验室学术咨询委

员会委员，中国图像图形学会医学影像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中国生物医学工程学

会图像信息与控制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主要从事智能生物医学研究，围绕疾病早

期检测、诊断和精准化治疗中的医学影像和生物信息处理、智能化诊疗以及医疗器械

的研发等问题开展研究创新。发表科研论文和国外著作章节二百多篇（章）。现主持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点项目、国家重点研发计划项目课题、浙江省自然科学基金重点

项目等。

报告信息报告信息

摘要：肿瘤异质性是实现肿瘤精准诊疗的重大障碍，影像学方法提供了一种无创、有效

的肿瘤异质性描述解析途径。本报告将首先对肿瘤异质性及其对临床诊疗的挑战进行简

要分析，进而围绕针对具体临床问题如何有效开展基于影像的异质性分析以及精准诊疗

的价值进行介绍和讨论。

肿瘤异质性与精准诊疗报告

厉力华
杭州电子科技大学

厉力华
杭州电子科技大学

Email：lilh@hdu.edu.cnEmail：lilh@hdu.edu.cn

个人简介个人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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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永峰
中国科学院深圳先进技术研究院

Email：yf.yang@siat.ac.cn

杨永峰
中国科学院深圳先进技术研究院

Email：yf.yang@siat.ac.cn

杨永峰，中国科学院深圳先进技术研究院研究员，主要研究领域为PET分子影

像仪器以及多模态医学影像仪器研发，在国际核心期刊发表论文50余篇。1988-

2002年在中国科学院近代物理研究所工作，2002-2014年在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

生 物 医 学 工 程 系 工 作 ， 任 博 士 后 和 项 目 科 学 家 ， 从 事 高 分 辨 率 和 高 效 率 小 动 物

PET探 测 器 和 成 像 系 统 的 研 发 ， 获 得 美 国 国 立 卫 生 研 究 院NIH R01项 目2项 。

2015年加入中国科学院深圳先进技术研究院，同年获得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国家重大

科研仪器研制项目。2016年获得深圳市孔雀计划B类人才和入选中科院百人计划技

术英才，2017年作为团队带头人获得深圳市孔雀团队资助。

报告信息报告信息

摘要：正电子发射断层扫描成像(PET)是一种功能代谢成像技术，具有高灵敏度和高定量

精度的优点，广泛应用于癌症、神经疾病和心血管疾病的早期诊断和各种生物医学研

究。报告将介绍PET/MRI多模态成像的历史和优势，全景成像PET和PET/MRI仪器研发

的国际最新进展，最后介绍我们实验室在采用三维PET探测器，研发高清晰磁兼容小动

物和临床脑专用PET成像仪器方面的进展。

高清晰磁兼容PET成像系统研发进展

个人简介个人简介

徐军，男，教授，博士生导师。2004年于电子科技大学应用数学学院获得理学硕

士学位。2007年毕业于浙江大学控制科学与工程系，获博士学位。2008年至2011在

美国Rutgers大学生物医学工程系任博士后研究人员和助理研究员；美国凯斯西储大学

生 物 医 学 工 程 系 访 问 教 授 。2011年 至 今 在 南 京 信 息 工 程 大 学 担 任 教 授 。 受 邀 在

2017,2018年第三、四届亚洲数字病理大会以及2017年中国病理年会;2018年日本第

17届数字病理年会做研究报告。近10年来，主要致力于研究与开发先进的人工智能技

术，促进癌症的计算机辅助检测、诊断、预测和预后等领域的进步。主要研究方向

是：计算病理学；数字病理；医学图像计算；面向癌症的计算机辅助检测、诊断、预

测和预后系统的研究与开发;基于深度学习及大数据驱动的医学数据分析。据Google 

Scholar统计所发表论文被国内外研究组引用1340余次，授权发明专利8项。主持国家

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两项，参与美国国立健康研究所R01等项目多项。

报告信息报告信息

摘要：医学图像包含了丰富的患者疾病信息，因此在影像和数字化病理图像中包含了大

量可挖掘的对临床决策有帮助的信息。通过开发计算机图像分析方法，我们可以从影像

和常规的病理切片中构建有效的亚视觉图像特征定量地描述疾病。运用适当图像分析工

具不仅可以客观、定量、规范化地诊断疾病，而且可以评估患者的疾病的恶性程度的高

低，预测复发转移的风险和对治疗的反应，以及疾病预后的信息。我们的研究目标是以

病理图像为中心综合运用多种原始数据来源(如放射影像和分子/基因等)的信息，以实现

更精准的疾病诊断、治疗方案评估，复发转移等预后信息，从而辅助医生制定最优的临

床决策。报告中我将汇报1）基于深度学习的病理图像细胞层次、组织层次、疾病诊断层

次的像素级别的图像计算方法，以及如何运用病理组学定量地描述肿瘤及其基于病理组

学的疾病诊断、预测和预后系统的研究与开发; 2）基于深度学习的影像数据的器官和肿

瘤区域的三维自动分割，以及运用影像组学定量描述肿瘤以及疾病的诊断和预测；3）基

于影像和病理组学数据的多模态数据融合的相关研究。

影像和病理组学及其对精准医学的贡献

徐 军
南京信息工程大学

徐 军
南京信息工程大学

Email：xujung@gmail.comEmail：xujung@gmail.com

个人简介个人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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陆祖宏，东南大学生物科学与医学工程学院教授，生物电子学国家重点实验室主

任。主要研究方向为分子器件、生物传感器、生物芯片、高通量测序技术、生物信息

学、健康大数据等。现任中国生物医学电子学会健康医学工程分会主任委员；IEEE 

Transaction on Nanobioscience，IET on Nanobiotechnology等学术期刊编委。

报告信息报告信息

摘要：人体是一个复杂的自适应动力学系统。在机体运动中其各种物理化学信号将产生

节律性的变化。其变化特征受到机体外部环境的影响，同时也反映机体的内稳态过程，

即反映机体维持稳态的能力。健康工程就是根据系统科学原理，通过对人体状态的传

感、辨识和调控，实现对人体复杂疾病的预防、预测和个体化治疗。近十多年来可穿戴

技术的发展日新月异，成为全球关注的热点。智能传感、物联网以及大数据等新技术的

应用，使可穿戴技术能够长时间原位跟踪监测人体的多种生理、生化信号，进而可以反

映人体对于来自外界环境和自身应激的调控能力，发现人体的亚健康或疾病前征兆，并

在整体水平上提供机体状态的调控方案。本报告将从健康工程的角度，探讨可穿戴技术

的发展趋势及其应用前景。

可穿戴技术在健康工程中的应用

陆祖宏
东南大学 生物电子学国家重点实验室

陆祖宏
东南大学 生物电子学国家重点实验室

Email：zhlu@seu.edu.cnEmail：zhlu@seu.edu.cn

个人简介个人简介

生物电子与传感器分会场报告专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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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 舟
中科院北京纳米能源与系统研究所

Email：zli@binn.cas.cn

李 舟
中科院北京纳米能源与系统研究所

Email：zli@binn.cas.cn

李舟博士，入选国家万人计划“青年拔尖”、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北

京市“高创计划”青年拔尖人才和北京市“科技新星”。现任中科院北京纳米能源

与系统研究所研究员，生物与环境平台主任，中国生物医学工程学会青委会副主任

委员、中国生物工程学会青年委员等。主要从事植入式和穿戴式医疗器件、生物传

感器、自驱动和可降解电子器件的研究，探索新型微纳传感技术与生物测量方法。

在 Science Advances, Nature Comm., Adv. Mater., Nano Lett.， ACS 

Nano，Annu. Rev. Biomed. Engin., Nano Energy等国际顶级学术期刊上共发表

论文50余篇，引次数超过2200次。作为第一完成人获北京市科学技术奖，并荣获国

际医学与生物工程联合会（IFMBE）的“青年研究者奖”，国际发明展览会“发明

创业奖•项目奖”金奖和中国生物医学工程学会“青年论文竞赛”一等奖。获中组

部顶尖千人团队、国家重点研发计划、科技部863计划、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北京市

自然科学基金、北京市科技项目和教育部博士点基金等基金课题的经费支持。

报告信息报告信息

摘要：纳米发电机是一种可将环境中广泛存在的微小机械能转化为电能的微纳米器件，

因其适用范围广，与环境和人体的相容性好，转化效率高，电输出性能优异，在能源收

集、传感、医疗、国防等诸多领域都有广泛应用潜力，获得了各国研究者的关注。中科

院北京纳米能源与系统研究所李舟课题组在纳米发电机用于穿戴式和植入式自驱动电子

医疗器件方面开展了研究工作。自2007年起，经过数十年的研究，我们研制了世界首个

可植入体内的纳米发电机器件，通过小动物实验到大动物实验的基础研究，测试植入式

纳米发电机在动物体内转化和收集生物微机械能的性能，首次实现了对心脏跳动、呼吸

运动、血管搏动、血液流动等过程中的能量收集和转化，纳米发电机的输出电压也从最

初的1mV上升到目前的世界最高的65.2V，从驱动不了任何电子器件，到点亮LED灯，

再到驱动植入式电子医疗器件。目前，我们已经实现了不需要外部能源供给可驱动心脏

起搏器、体内无线传感器、短脉冲激光刺激等，可控制实验动物的心率、无线监测心血

管系统功能，还能明显刺激细胞的定向生长、排列和分化。针对长期植入和临床应用，

我们在国际上首次研究了植入式纳米发电机的柔性封装方法，设计了即插即用的柔性可

植入自充电系统，穿戴式自驱动脉搏传感和心血管疾病诊断手环等。2017年，我们实现

了“一次心跳，一次心脏起搏器电脉冲”的能量转化效率，研制的纳米发电机的体内输

出功率和性能明显提升，对研制“一次植入，终生使用”的植入式自供能电子医疗器件

有重要意义。

自驱动电子医疗器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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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人简介个人简介

张 ，中科院苏州纳米技术与纳米仿生研究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致力于传感

器技术、柔性电子、智能制造和纳米智能材料领域的研究，并在此基础上探索其在物

联网、机器人、健康医疗等相关战略新兴产业的应用。担任了中国电子学会敏感技术

分会-气湿敏传感技术专业委员会委员、中国仪器仪表学会物联网工作委员会理事、

Nature子刊Microsystems & Nanoengineering的编委会成员等学术任职。获得中国

仪器仪表学会青年科技人才奖、江苏省杰出青年、江苏省六大人才高峰高层次人才等

荣誉。主持和参与了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纳米制造的基础研究”重大研究计划、中国

科学院战略性先导科技专项、总装备部探索预研重点项目等二十余项科研项目。以通

讯作者在Science Advances, Advanced Materials, Nano Letters等国际期刊上发

表SCI学术论文60余篇，被引用2500被引用余次。相关相工作被《Elsevier》、

《Materials Today》、《Phys Org》、《Nanowerk》等多个著名科技网站亮点报

道。申请了中国发明专利60余项（12项已获授权），国际发明专利2项，其中4项发明

专利已成功许可到相关企业实现了技术转化。

珽

报告信息报告信息

摘要：柔性智能感知材料与器件是国际前沿的研究热点领域，有望在未来生理健康监

测、人工智能、人机交互、机器人等多个领域发挥重要作用。报告人将分享在多功能柔

性微纳传感器设计、柔性纳米智能材料体系创新、可穿戴智能系统集成和应用等方面取

得的研究进展。通过共性关键科学与技术问题的研究，探讨从“纳米-电子-仿生”多学

科交叉角度开展新型柔性传感器件设计与制备方法。研制的柔性智能传感器件可以高灵

敏实时感知多种信息（如压力、张力、温湿度、气体、振动等）及模拟人类触觉、听觉

等仿生感知能力。将从理论创新和应用需求的维度来探讨柔性智能材料与器件的研究方

法，并将在报告中讨论柔性传感器工程化和应用过程中的挑战和机遇。

多功能柔性可延展智能感知器件研究及应用

张 珽
中科院苏州纳米技术与纳米仿生研究所

张 珽
中科院苏州纳米技术与纳米仿生研究所

Email：tzhang2009@sinano.ac.cnEmail：tzhang2009@sinano.ac.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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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澄玉
东南大学

Email：chengyu@seu.edu.cn

刘澄玉
东南大学

Email：chengyu@seu.edu.cn

刘澄玉，教授，博士生导师，现任职于东南大学仪器科学与工程学院，“东大-

联想”穿戴式心脏-睡眠-情绪智能监控联合实验室主任。2010年于山东大学生物医

学 工 程 专 业 博 士 毕 业 ， 毕 业 后 先 后 在 山 东 大 学 、 英 国 Newcastle大 学 和 美 国

Emory大学进行博士后研究，2017年入职东南大学。近年来在移动医疗与智能监

护、医学大数据信息处理、心脑血管疾病早期检测、睡眠与情绪压力状态评估等方

向进行了系统的研究工作，作为负责人主持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等课题10余项；发表

学术论文140余篇，其中SCI期刊论文70余篇；撰写学术著作Chapter 8章；申请和

授权中国发明专利和PCT国际发明专利17项；2017年获得联想全球遴选唯一“青年

科学家”称号，2017年获得MIT PhysioNet世界生理测量挑战赛“杰出贡献奖”，

2016年获得山东省技术发明二等奖（第3位），担任国际医学生物工程联合会期刊委

员会委员（2015-2018），JMMB、JMIHI期刊副编辑，PMEA、JHE、CMMM等

期刊客座主编/编辑，PMEA期刊国际咨询委员会委员，世界心脏计算学大会学术委

员会委员（2016-2018），ICBEB 2018、BIBE 2018/2019会议主席/共同主席，

全球生理测量挑战赛PhysioNet/CinC组委会委员（2015-2017），中国生理信号

挑战赛主席（2018），中国生物医学工程学会青年工作委员会委员等。

报告信息报告信息

Abstract：Real-time, long-term wearable ECG monitoring is essential for early 

detecting the cardiovascular diseases and other health risks. This talk presents 

four important aspects about wearable ECG study, and summarizes the 

technology challenges exist in each aspect. For hardware, the challenge mainly 

comes from the textile sensor design and ergonomic design for comfort 

measurement. Challenges from algorithm aspect include: real-time signal quality 

assessment, robust&accurate feature detection and big-data&AI-based disease 

detection model development. High-quality clinical data are also needed, which 

plays an essential role in training reliable and generalizable models. Herein, the 

open-access and carefully labeled databases will be starved. Finally, the efficient 

clinical application is also important, which refers to the specially designed clinical 

study with the close cooperation with doctors.

胡勇，现任香港大学研究员，副教授（终身教职），神经工程与临床电生理实验

室主任；中国医学科学院生物医学工程研究所特聘研究员。博士生/博士后导师。致力

于神经工程研究工作，先后主持香港研究基金，香港创新基金，余兆麒医疗基金，国

家自然基金、科技部重点研发计划等资助项目20余项。近年来出版学术著作10部，发

表论文被SCI索引300余篇，其中在一区杂志80余篇，h-影响因子24。中国生物医学

工程学会生物医学传感技术分会委员，医学神经工程分会委员，中国康复医学会脊柱

脊髓专业委员会基础研究学组副主委，中国研究型医院学会骨科创新与转化专业委员

会骨科基础学组副主委,中华医学会骨科分会创新与转化学组名誉委员。

报告信息报告信息

摘要：手是具有丰富的运动和感觉功能的人体器官，在人们日常生活中发挥着极其重要

的作用。手部动作的准确采集是手动作分析、功能评估准确性的前提条件。但在临床上

尚没有任何定量检测手指运动进行手功能评估的有效工具，缺少有效的手功能量化指

标。如何确定一种合适的手部动作重构和分析方法是本研究的一个重要的技术问题。本

研究开发一种新型手功能测量设备以及基于该设备的动作分析系统。整个系统主要由基

于柔性传感器阵列的手指关节角度动态测量和手指运动过程重建两部分组成。基于柔性

传感器阵列采用一种新式的传感材料，具有成本极低、灵敏度高、材料易处理、制作简

单等优点，而且提供良好的测量性能；传感阵列包含了15个柔性传感器，能同时监测到

手指关节的屈曲-伸展动作；采用硅胶膜的设计，穿戴时仅需覆盖在手的背部，佩戴舒

适，而且弹性硅胶膜能够适应不同的手部尺寸，使传感器始终处于合适的测量位置中；

双硅胶浇筑的硅胶膜既能对传感材料提供有效的保护，还能显著减小使用时的阻力，使

手动作不受到手套的影响。分析系统将手部运动数据实现在一个界面上展示手指运动的

全过程，在手指动作重构图的基础上，可以直接得到手指关节活动度、关节活动次序等

量化指标。本项研究所报导的手功能分析系统具有操作简单、结果呈现方式直观、可提

供运动学量化指标等诸多优势，有助于对患者的手功能障碍的诊断、评估和康复评价。

穿戴式心电研究：从系统、算法、数据到临床应用穿戴式心电研究：从系统、算法、数据到临床应用

基于指关节运动分析的手功能评估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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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人简介个人简介

胡 勇
香港大学/中国医学科学院

生物医学工程研究所

胡 勇
香港大学/中国医学科学院

生物医学工程研究所

Email：yhud@hotmail.comEmail：yhud@hotmai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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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 曦
中山大学 光电材料与技术国家重点实验室

Email：xiexi27@mail.sysu.edu.cn

谢 曦
中山大学 光电材料与技术国家重点实验室

Email：xiexi27@mail.sysu.edu.cn

谢曦教授2014年博士毕业于美国斯坦福大学，随后在美国麻省理工学院Robert 

Langer和Daniel Anderson教授实验室从事博士后研究工作。2016年入选国家青

年千人计划，引进到中山大学电子与信息工程学院，聘为教授博导，同时为中山大

学附属第一医院双聘教授。谢曦教授一直围绕开发新型微纳器件，应用于解决生物

医学领域里药物释放和生物信号检测的难题，近年来在微针/纳米针阵列药物释放方

面的工作发表了一系列研究成果在微纳器件领域的国际著名期刊，通讯/一作论文共

13篇（一区7篇），其中包含Nature Biomedical Engineering, 3篇ACS Nano，

以及2篇Nano Letters等SCI论文共20多篇。

报告信息报告信息

Abstract： Introduction of biomolecules across the cell membrane with high 

efficiency is a challenging yet critical technique in biomedicine. Vertically 

nanoneedle arrays have been recently reported to offer new opportunities to 

access a cells' interior by directly breaching the cell membrane, yet microscopic 

understanding of how and when the nanowires penetrate cell membranes is still 

lacking. First, to elucidate the possible penetration mechanisms, a continuum 

elastic cell mechanics model is presented to address how penetration occurs, 

and explore the characteristics that affect penetration. Our results reveal that cell 

penetration is likely to occur only for a limited time window during cell adhesion. 

The penetration effects of nanoneedle geometry and cell properties are 

systematically evaluated. Nanoneedle cell penetration efficiency is low, and were 

unable to achieve efficient DNA plasmid transfection. A nanoneedle-

electroporation platform was developed to achieve highly efficient molecular 

delivery and high transfection yields with excellent uniformity and cell viability. 

Cellular engulfment of the nanoneedles provides an intimate contact, significantly 

reducing the necessary electroporation voltage and increasing homogeneity over 

a large area. Biomolecule delivery is achieved by diffusion through the 

nanoneedles and enhanced by electrophoresis during pulsing. The system was 

demonstrated to offer excellent spatial, temporal, and dose control for delivery, 

as well as providing high-yield co-transfection and sequential transfection.

宋勇，北京理工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光电学院光电仪器研究所所长，美国

University of Rochester客座研究员，北京市优秀人才。兼任中国生物医学工程学会

健康工程分会委员，中国仪器仪表学会图像科学与工程分会常务理事、光机电技术与

系统集成分会理事，中国光学学会光电技术专委会委员，《兵器装备工程学报》、

《光学技术》编委，IEEE T INSTRUM MEAS、IEEE T BIO-MED ENG、IEEE T 

BIOMED CIRC S、Applied Optics、《光学学报》、《仪器仪表学报》等学术期刊

的审稿人，同时担任科技部、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项目评审专家。长期从事可穿戴技

术、智能交互系统、智能信息处理技术等方向的科研与教学工作。近年来，作为项目

负责人主持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国防基础科研、武器装备预研、前沿科技创新计划、

北京市优秀人才计划、国际合作、企业合作项目等30余项。在OPTICS EXPRESS、

IEEE T INSTRUM MEAS、APPLIED OPTICS等期刊发表SCI/EI论文70余篇，以

第一作者出版学术专著/章节2部，授权/申请国家发明专利、软件版权30余项，获省部

级科技进步、技术发明奖各一项。

报告信息报告信息

Abstract：Intra-body communication (IBC) is a technology using the human 

body as a transmission medium for electrical signals. IBC is believed to be a 

novel and promising technology for the short-distance communication in 

Personal Area Network (PAN), biomedical monitoring field. In this report, the 

modeling, simulation and implement of intra-body communication are reviewed. 

Firstly, the transfer function of the galvanic coupling IBC was deduced based on 

the proposed model, while both the mathematical simulations results based on 

the proposed transfer function and the corresponding in vivo measurements 

results were discussed. Secondly, finite-element model of the whole human 

body used for the simulations of the galvanic coupling IBC has been developed, 

while both the simulations results of the galvanic coupling IBC based on the 

finite-element model  and the corresponding in vivo measurement results have 

been discussed. Finally, the implement methods of the IBC as well as a novel 

IBC system based on Mach-Zehnder EO modulator have been introduced and 

analyzed, while some conclusions have been achieved.

微纳生物医学器件

The modeling, simulation and implement of intra-body communi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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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士杰
河北工业大学

Email：guoshijie@hebut.edu.cn

郭士杰
河北工业大学

Email：guoshijie@hebut.edu.cn

郭士杰，1963年11月生，河北工业大学机械工程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河北

省机器人感知与人机融合重点实验室主任，第十二批国家千人计划创新长期项目入

选、第六批河北省百人计划创新人才入选，河北省“巨人计划”创新团队领军人。

1992年毕业于日本东京工业大学机械物理工学专业，工学博士。长期从事人机共融

机器人、无束缚生理信息监测方面的研究开发工作，开发了柔性机器人皮肤触觉传

感器、护理机器人、无束缚健康监测系统、智能护理床等。主要学术兼职包括复旦

大学智能机器人研究院特聘讲座教授，河北工业大学学报主编、机械设计期刊编

委、省部共建电工装备可靠性与智能化国家重点实验室学科带头人等；主要社会兼

职包括天津市政协委员，河北省欧美同学会理事、日本留日博士总会副会长等。迄

今主持了包括日本新能源产业技术综合开发机构(NEDO)资助项目、我国国家重点研

发计划项目、产学研项目等重要科研项目12项，资金累计1.5亿元以上；发表SCI及

EI检索论文60余篇，申请专利90余项，其中29项已获授权；获日本机械学会论文奖

等各种奖项6项。

报告信息报告信息

摘要：临床上常用胸腹呼吸带监测睡眠呼吸，但胸腹呼吸带对被监测者束缚性强，不宜

用于日常生活中的监测。因此，睡眠呼吸的无束缚监测一直是一个研究热点。但目前所

开发的无束缚监测方法，大都只能监测呼吸率，无法区分呼吸过程中的胸部运动和腹部

运动，也就无法有效判别睡眠呼吸暂停的类型。本研究提出了一种基于柔性触觉传感器

阵列的无束缚监测方法，通过检测呼吸过程中胸部和腹部作用于床垫的动态压力获取呼

吸信息。通过与胸腹呼吸带比较，验证了所提出方法的有效性，并分析了动态压力与胸

腹呼吸带输出信号在相位上存在差异的原因。本论文所提出的方法需要检测呼吸过程中

人体作用于床垫的压力，针对床垫弹性可能产生的影响，本研究通过实验进行了探讨，

结果显示，床垫弹性对胸腹运动的检测结果无明显影响。

王蜜霞，生物电子学博士，副研究员，中国研究型医院学会移动医疗专业委员会

青年委员会委员，科技北京领军人才创新团队核心成员，中国生物医学工程学会会

员，中国电子学会生物医学电子学分会会员，主要从事生物医学信息检测系统方面的

研究。主持承担了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中科院战略先导专项课题、北京市重点实

验室开放课题等多项科研项目，是国家重点研发计划项目、国家重大科研仪器研制项

目、北京市科委项目等重大重点项目的核心骨干。获中国生物医学工程学术年会青年

奖二等奖1项。在本领域权威期刊Biosensors and Bioelectronics和 IEEE等国际重

要会议上发表SCI/EI论文28篇；授权发明专利8项，软件著作权的登记2项。

报告信息报告信息

摘要：帕金森病是一种神经退行性疾病，其病理改变是黑质多巴胺能神经元的变性死

亡，从而使纹状体多巴胺含量显著性减少。非人类的灵长类动物在功能、结构和反应方

面与人类最为相似。对非人类灵长类动物的异常神经元放电和局部场电位的研究，对帕

金森病的精准定位手术治疗具有重要意义。本研究利用植入式微电极阵列获得了帕金森

模型猴和正常猴的多通道动作电位信号和场电位信号的对比。对于帕金森模型猴，神经

元放电时，其振幅较高，发放频率较高，且皮层区动作电位发放呈现跟震颤相关的周期

低频振荡。对于不同位置的电生理信号呈现不同的特征，这对于手术精准定位治疗帕金

森病具有重要的研究意义。

基于柔性触觉传感器阵列的睡眠呼吸无束缚监测方法研究

非人灵长类动物脑深部核团多通道神经电生理信号检测与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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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 宏
东南大学

Email：liuh@seu.edu.cn

刘 宏
东南大学

Email：liuh@seu.edu.cn

刘宏，东南大学教授，博导。国家“青年千人”，江苏省“双创人才”，“双创

团队”领军人才。中国电子学会生物医学电子学分会副秘书长，中国仪器仪表学会微

纳器件与系统技术分会、中国认知学会神经教育学分会理事。本科和研究生毕业于南

京大学，导师：鞠熀先教授。博士毕业于美国德州大学（奥斯汀），导师：Richard 

Crooks教授。长期从事现场快速检测（POCT）方法和仪器的研究及产业化，尤其

致力于微流控芯片和电化学传感器的开发和应用。主要研究方向主要有基于智能手机

的多通道生化传感器、新型肿瘤标志物快速检测纸芯片、可穿戴无创智能诊疗系统的

开发等。承担了国家重大科学仪器设备开发重点专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点项目、

国家“千人计划”青年项目、江苏省双创团队等多项国家级和省部级的项目及课题。

回国后担任了多家国内主要的POCT公司的技术顾问，在技术转化方面获天使投资数

百万元。研究成果曾多次刊登于《美国化学家学会志（JACS）》、《德国应用化学

（Angew. Chem. Int. Ed.）》、《分析化学（Anal.Chem.）》和《芯片实验室

（Lab Chip）》等国际一流学术杂志，并被收藏于美国国立健康研究所（NIH）的历

史博物馆。申请美国专利4项，中国专利15项，授权5项。

报告信息报告信息

摘要：上世纪 80 年代以来，各种现场快速检测（point-of-care testing，POCT）方法层出不穷，

大致可分为两类：生物传感器（如血糖仪）和试纸（如早孕试纸）。但是，随着信息科学和生物医学

的融合，特别是移动医疗和智慧医疗等技术革命的推动，分析化学面临新的基于和挑战。传统的 

POCT 检测方法功能单一，检测采血量大，检测结果可靠性不高，越来越无法满足需求。因此，发展

面向现场快速检测的新分析化学方法及器件等已成为国内外的研究热点。我们发展了基于智能手机的

多通道生化传感器，可在30秒内对一滴指尖血中多种生化指标进行检测，检测结果在手机上显示和保

存，该传感器已应用于糖尿病及其并发症的诊断和监控；我们还发展了新型肿瘤标志物快速检测纸芯

片，可结合常规肿瘤标志物，提高对特定部位癌症（如结肠癌）进行精准的早期筛查的准确性；我们

还发展了可穿戴无创智能传感器，对汗液、唾液、尿液及泪液中的多种生化指标进行检测，可应用于

个人健康大数据研究。在基础研究方面，我们创造性地将折纸艺术（origami）应用于构建三维纸微

流控芯片，发展了可用于复杂多元生化分析的折纸分析芯片（origami paper analytical device, 

oPAD）。该芯片简单、廉价、但可以集成复杂的分析功能，因此对便携式生化检测技术的发展产生

了重要的影响。该研究成果发表于J. Am. Chem. Soc后，并被 Nature Materials 杂志报道，该折纸

芯片还被美国国立健康研 究所（NIH）的历史博物馆作为里程碑式的发明永久收藏。之后我们进一步

提出了“赝纸芯片”（pseudo-paper device）的概念。该赝纸芯片相对于传统纸微流控芯片具有三

个不可替代的性质：（1）有序微纳孔道结构，大大降低了流速不均匀性，提高了定量检测的准确

性。（ 2）有序结构产生光子禁带，可以反射特定波长的光子，产生结构色。通过结构色随通道内待

测物的变化关系，可实现非标记检测。（3）有序结构的慢光效应，可以增强特定波长的荧光，利用

这一特点可以 将检测的灵敏度提高几个数量级。该工作未经修改，直接被Anal. Chem.接收发表，并

被美国化学会周刊C&En news大篇幅报道。

王磊，中科院“百人计划”，广东省特支计划科技创新领军人才，深圳市政府特

殊津贴、“鹏城学者”特聘教授、高层次领军人才和海外高层次人才。国家重点研发

计划“主动健康和老龄化科技应对”重点专项实施方案和指南编制专家组成员。研究

方向穿戴式人体传感器网络，目前主持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点支持项目“穿戴式通信

的信道建模方法和网络安全机制（U1505251）”和“穿戴式精确定位介入手术机器

人的力觉感知与导丝操控机理（U1713219）”，及国防创新特区生物及交叉领域人

效能增强主题的课题。作为联合单位负责人在研国自然重点项目“智能健康信息服务

管理（71531004）”。已承担国家973、863（三项）、国家03重大专项、国自然重

点/面上、中科院/广东省/深圳市等十余项科研任务，均顺利通过验收，积累了一定的重

大项目组织经验。以第一/通讯作者发表SCI/EI/ISTP论文200余篇（其中SCI论文70

篇，影响因子>5分的5篇、IEEE系列期刊20篇），被引用3000多次。授权发明专利

/实用新型/外观/IC版图保护70余项（其中发明50项、PCT两项），一项发明专利获中

国专利优秀奖（2013年）、九项专利已实现权利转移及应用，拥有比较丰富的医工转

化经验。出版《低成本健康集成技术》等专著和专著章节11部，科学研究和技术转化

工作被CCTV、凤凰卫视、南方日报等有公信力的媒体多次重点报道。近年来培养九

名博士（含联合培养）、十余名硕士，均顺利毕业，指导学生获IEEE会议优秀论文奖

和中国创新创业大赛决赛第四名等多个奖励。获深圳市技术发明二等奖（2017年，第

一完成人）、王宽诚率先人才计划产研人才奖（2017年）、中国产学研合作创新奖

（2014年）、吴文俊人工智能科学技术创新奖（2014年）、中科院广州分院优秀共产

党员（2011年）。

报告信息报告信息

摘要：可穿戴技术是十项影响人类未来的前沿技术之一。新材料、新手段层出不穷，一

切皆可“穿”（Nature Nanotech.）。医学应用是WBSN的重点细分领域。以动态连续

心电记录对心脑血管事件预警的重要意义为例。动态心电监测可为医疗机构的数据服

务、保险公司和药厂提供海量健康数据，提升健康服务精准性。柔性可穿戴医疗设备的

创制是一个极具挑战性的研究领域涉及“核心部件-柔性集成-医学智能-创新应用”。该

领域主要包括新型生物电子传感器制备、仿生微纳加工、低功耗集成电路设计与高密度

电子封装、与互联网、物联网及大数据技术深度结合。本报告对可穿戴概念的演变过程

进行了回顾，对本课题组在该领域取得的进展做一个分析总结，并对可穿戴人体传感器

网络先进技术进行了前瞻。

面向现场快速检测的传感方法及器件

穿戴式人体传感器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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梅素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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梅素容，博士，教授，博士生导师，2011年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支持计划资

助者和2009年湖北省杰出青年基金获得者。2002年获武汉大学分析化学专业博士学

位，并先后赴德国慕尼黑大学、韩国国立昌原大学和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开展合作

研究，2010年11月至今为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公共卫生学院教授。目前主要开

展针对目前环境污染与健康研究领域大样本快速分析检测的迫切需求，建立多种基

于分子识别多功能复合材料的快速生物和化学传感技术，并应用于环境有害因素的

识别、食品安全分析等领域。先后承担和参与国家自然科学基金、973项目课题、国

家重点研发计划等项目10余项，发表SCI论文50余篇，其中在传感器领域国际权威

期刊biosensor & bioelectronics上发表论文多篇，授权和申请国家发明专利3项。

报告信息报告信息

摘要：生物传感技术由于其灵敏度高、特异性好、响应快、仪器小型化、操作简单、可

用于现场实时检测的特点，正好满足了卫生检验领域各种突发的环境污染和食品安全应

急事件的需求，为促进卫生检验领域的现场快速检测工作提供了有力的技术支撑。生物

传感技术是以识别单元为主要的功能性元件，能够感受到特定靶标分子，并通过特定换

能器将这种感知转换成可识别信号的装置和器件。识别单元对待测靶标的特异性反应能

力越强，则传感器的灵敏度越高、选择性越好、检测下限越低。本报告从敏感的识别单

元入手，重点介绍生物传感技术近年来在卫生检验领域的应用研究进展。

徐海华，深圳大学医学部生物医学工程学院副研究员，深圳市海外高层次人才

 “孔雀计划”C类人才，南山区“领航人才”C类人才。2011年中科院半导体所获微

电子学与固体电子学博士学位，2011年至2014年香港中文大学电子工程系从事博士后

研究工作。目前主要从事柔性可穿戴生物医学传感器芯片的研究，承担国家自然科学

基金、广东省科技计划、广东省医学基金、深圳市孔雀创新计划、深圳市基础研究等

各级项目共7项，申请发明专利8项，2项已授权。近5年以第一作者在国际权威期刊发

表论文9篇，其中中科院1区3篇，中科院2区6篇（包括1篇自然指数期刊)，引用次数超

过400次。应邀参加多次国际学术会议，如美国材料学会（MRS）、国际电气和电子

工程师协会（IEEE）等会议。

报告信息报告信息

Abstract： Wearable electronics are essential for continuous monitoring of physiological 

signals. However, commercial wearable devices such as smart watches, bracelets and 

glasses, are poorly skin-mountable and bulky since their sensors are fabricated by rigid 

inorganic semiconductor materials. Thus, there exist obvious motion-relative disturbances 

on sensing information obtained from these sensors. One practicable solution is to adopt 

flexible electronics especially epidermal electronics that can be ultrathin, lightweight and 

stretchable. Although great progress has been made on epidermal electronics, it is evident 

that these availble epidermal electronics still have drawbacks such as high power 

consumption, sophisticated process and high cost. To address these issues, in this 

presentation, we will introduce an electrolyte-gated organic phototransistor for pulse 

detections. We will first discuss our recent progresses about mechanism studies such as 

charge transports at the electrolyte/organic hereojunction interface. These fundamental 

works will help us to design high-performance photosensors. Next, we will introduce a 

stretchable, low-voltege and highly-sensitive photodetector based on the electrolyte-gated 

organic phototransistor with ionogel/silver nanowire （ AgNW） membranes. The AgNW 

network exhibits high conductivity and excellent mechanical flexibility.The ionogel/AgNW 

~nanocomposite shows a large capacitance ( 2µF/cm2) and high optical transparency (T > 

90%). Furthermore, we will present an optimized ionogel membrane which is doped with 

lithium to greatly improve the stretchability. On the other hand, we adopted an optimized 

active layer formed by blending a high hole mobility and narrow-bandgap polymer 

semiconductor (PSC) with an inorganic quantum dots (QDs) to further improve the device 

performance. Addition of QDs will induce large carrier trapping effects in polymer, resulting in 

higher responsivity and sensitivity. Finally, we successfully applied our device into the 

Photoplethysmograph (PPG) system for continuous and non-invasive monitoring of pulse 

signals. We believe our device can be taken as a very promising photosensing module for 

constructing smart wearable devices in the future.

生物传感技术在卫生检验中的应用研究进展

Wearable, Stretchable and Highly-sensitive Organic 

Phototransistor for Pulse Monitor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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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真诚
桂林电子科技大学

Email：chenzhcheng@163.com

陈真诚
桂林电子科技大学

Email：chenzhcheng@163.com

陈真诚，博士，桂林电子科技大学生命与环境科学学院院长、教授、博士生导

师，广西八桂学者特聘教授，广西“新世纪十百千人才工程”第二层次人才，带领

“生物医学传感与仪器”入选国家首批黄大年式教师团队。现兼任中国仪器仪表学

会微纳器件与系统分会常务理事、中国电子学会生物医学电子分会委员、中国生物

医学工程学会生物传感器分会副主任委员、中国医学装备协会医学装备与技术教育

培训分会常务理事。主要研究方向：生物医学传感与仪器、医学成像与脑认知、生

物制造。近5年来，主持国家863重大专项子课题1项、国家科技支撑重大课题1项、

国家重点研发课题1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2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大仪

器研制项目1项。工作以来，获恩德思医学科学技术奖一等奖1项，省部级科技进步

三等奖2项、四等奖各1项，军队医疗成果三等奖4项，发表专业学术论文150多篇，

其中被SCI、EI收录论文90多篇。申请国家发明专利13项、国际专利1项，其中获国

家发明专利授权8项、实用新型专利4项、软件著作权6项。部分研究成果已经产业

化，为企业新增利润1.6亿元。

报告信息报告信息

Abstract：Hepatitis B surface antigen (HBsAg), a coat protein secreted by 

hepatitis B virus, is usually detected for checking infection of HBV in the early 

diagnosis. A new composite of GO-Fc-CS was synthesised and an 

electrochemical immunosensor has been developed by using GO-Fc-CS/Au 

NPs as a layer film for detecting HBsAg. The modified layer film provided not 

only attractive characteristic for enhancing electron conductivity, but also 

strong electrochemical reversible redox signal for current changes, as well as 

excellent biocompatibility and good film-forming for binding large number of 

antibodies. The immunosensor exhibits a wide linear range from 0.05 ng/mL 

to 150 ng/mL with a detection limit of 0.01 ng/mL in detection of HBsAg. The 

excellent performances of HBsAg detection suggests that the proposed 

immunosensor has the potential in clinical diagnosis.

刘志朋，女，博士，中国医学科学院北京协和医学院生物医学工程研究所研究

员、博士研究生导师。1990年本科毕业于浙江大学生物医学工程与仪器专业，在北京

协和医学院取得生物医学工程专业硕士和博士学位。2006年至2007年在美国普渡大

学生物医学工程系做访问学者（CMB基金资助）。主持国家重大科学仪器开发专项分

任务1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点项目1项(合作单位)、面上项目3项、天津市应用基础

研究重点项目2项等课题10多项。申请发明专利48项，已获授权29项，发表高水平论

文40多篇。在磁声成像前沿技术研究中提出注入电流式成像方法，并研制出成像系

统，作为首席科学家获天津市人才发展特殊支持计划-高层次创新创业团队支持。

报告信息报告信息

摘要：基于磁声耦合效应的电特性成像是对能反映人体生理病理状况的电参数进行

成像，输入能够与人体组织电特性相互作用的电磁激励源，通过传感器获取声信

号，提取声信号中携带的反映组织电磁特征参数的信息，对电特性参数成像。为提

高成像质量，主要研究内容：1.磁声声源与热声声源理论的研究。2.激励源致力于提

高电磁脉冲电流变化率，提高空间分辨率；对成像脉冲进行编码激励，提高声信号

信噪比。3.高性能声信号处理与电导率重建算法。4.微弱声信号检测与去噪技术。

5.在体组织电导率数据获取。

Study on electrochemical sensor for early rapid 

diagnosis of hepatitis B virus and liver cancer

基于磁声耦合效应的电特性成像技术研究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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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 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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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伟，教授级高工，国家千人计划特聘专家; 北京邮电大学电子工程学院客座教

授;安进医疗科技（北京）有限公司董事长、CEO；国家神经系统疾病临床研究中心

医学工程中心主任委员;中日物联网推进联盟秘书长;中国侨联新侨创新创业联盟理

事;北京市海外高层次人才和北京市特聘专家;中关村高端领军人才。2013年获中关村

十大海归新星；2015年获北京市留学人员创新创业特别贡献奖；2016年获中国侨界

创新人才贡献奖。在日本医疗器械领域工作20多年，曾任日本主板上市医疗设备公

司执行董事、CTO等高管职务，研发成功数项填补世界首创技术的医疗设备，获得

日本医科器械领域最高奖“医疗技术奖”、“科学新闻奖”和“新技术开发奖”等

多项奖项和多国专利。

报告信息报告信息

摘要：外科手术是疾病治疗的最主要的手段之一。人类健康水平的提高得益于电外科技

术的发展，电外科技术诞生近100年的历史中，取得伟大的成就。可以说没有电外科技术

的发展，就没有现代医疗的今天。随着人们生活水准的提高，人们对手术治疗的要求越

来越高，不仅需要治好疾病，还需要更加微创·精细和更小的治疗副作用。特别是在脑

脊柱等复杂而精细手术中仍有许多临床需要更加有效的技术手段去解决。

报告简述了电外科手术的发展，介绍了世界三大电外科手术设备高频电刀、激光刀、超

声刀的主要性能，并从技术和临床角度对比分析了它们的优缺点，进一步从原理技术方

面阐述了安全性和适用的有效性，并在此基础上说明了电外科手术技术发展的方向。作

为电外科手术技术的一个新的尝试，报告还介绍了世界首创电磁刀的技术的机理和性

能，对比现有世界主要电外科手术设备的特点，说明了电磁刀手术安全性和有效性，该

技术的诞生为神经外科等高敏感区域等的精细手术治疗提供了全新和有效的手段。

何晓峰，南方医科大学南方医院介入诊疗科主任。主任医师、教授，博士研究生

导师。2009年主编《臭氧治疗临床应用》。2011年4月荣获第三届世界臭氧治疗大会

颁发的医用臭氧研究奖—— “Francesco Riccardo Monti”奖。2006年起担任世界

臭氧治疗联合会（WFOT）理事，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Ozone Therapy 杂志审

稿。2013起任中华医学会放射医学分会介入学组全国委员，中国医师协会介入医师分

会全国委员，广东省医师协会介入医师分会副主任委员，广东省医学会介人医学分会

副主任委员，2016-2018年任世界臭氧治疗联合会 轮值主席。

报告信息报告信息

摘要：臭氧医学是上个世纪90年代从意大利发展起来利用臭氧进行疾病治疗的一个新兴

学科。臭氧治疗主要利用臭氧的强氧化性，具有创伤小的优势。目前国内外臭氧医学的

应用，主要包括利用臭氧的强氧化性进行椎间盘疾病治疗缓解疼痛，采用自血疗法利用

臭氧治疗肝病降低病毒性感染，通过臭氧的强氧化性杀灭各种病毒细菌、衣原体、支原

体、真菌等对一些感染性疾病进行治疗。作为首次在国内引入臭氧医学应用的医生，我

将主要介绍一下臭氧治疗的原理、方法及在疾病治疗中的应用，中国及世界各国开展臭

氧治疗的现状，最新进展，以及未来发展需要解决的问题。

精细电外科技术的发展与技术创新
臭氧治疗临床应用新进展及专家共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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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学敏，博士，副研究员。入选广东省特支计划——科技创新青年拔尖人才,深

圳市“孔雀计划”海外高层次人才，深圳市高层次专业人才。2012年博士毕业于中

国科技大学，并同时获得中国科技大学与香港城市大学博士学位，之后在香港城市

大学从事研究工作一年，于2013年加入中国科学院深圳先进技术研究院。自2013年

到 现 在 ， 以 第 一 作 者/通 讯 作 者 在Advanced Materials、Advanced Functional 

Materials等发表国际学术论文40余篇，申请国内发明专利20余项（授权9项），6项

PCT。 受 邀 担 任 Advanced Materials、 Advanced Functional Materials、

Research、Journal of Materials Chemistry C等多个国际著名SCI期刊审稿人，

及广东省、深圳市项目评审专家。主要研究方向为：结合化学合成与微纳制备，探

索仿生智能材料（如光子晶体、形状记忆、自愈合材料、刺激响应水凝胶）在穿戴

与植入式材料与器件方面的应用。

报告信息报告信息

Abstract：Bioinspired polymers are originated from the inspiration of nature, 

such as chameleon and Venus flytraps. Due to their intriguing properties, these 

materials have been wisely explored in various research fields like sensors, 

actuators, etc. Here, we would like to present our recent progress on 

chameleon-inspired structural color materials firstly, including bio-inspired 

fabrications and sensing applications. Then, the Venus flytraps-like actuators, 

which can change their shapes accordingly after triggered with specific solvent, 

near-infrared light and temperature, are followingly introduced. Based on the 

rapid progress in this field, we believe bioinspired polymers will find great 

potential applications in wearable and implantable devices.

王杨，中国科学院电子学研究所生物电子学博士生，2017年8月到2018年2月，

在英国格拉斯哥大学生物医学工程系访问交流，主要从事微纳生物传感器方面的研

究，参与项目包括：北京市科技计划用于肺癌早期诊断和手术疗效评估的快检便携设

备的研发培育、国家自然基金基于微流控技术的多肿瘤标志物化学免疫传感器以及中

科院前沿重点项目无标记电化学免疫检测芯片技术。在本领域权威期刊Biosensors 

and Bioelectronics和 Nanomedicine: Nanotechnology, Biology and Medicine等

期刊上发表SCI/EI论文12篇，申请和授权发明专利6项；获得“三好学生标兵”、“三

好学生”、“优秀学生干部”以及“优秀共产党员”荣誉称号，并分别获得硕士研究

生“国家奖学金”和博士研究生“国家奖学金”；获第三届微米纳米技术“创新与产

业化”科研成果转化大赛第一名。

报告信息报告信息

摘要：肺癌是世界上发病率和死亡率最高的疾病之一，且仍有上升趋势，严重威胁着人

类的健康。目前并没有一种治疗方法能够彻底治愈肺癌，针对肺癌，争取“早诊断，早

发现，早治疗”是降低肺癌死亡率的主要措施。肿瘤标志物是反映肿瘤存在的化学类物

质。它们的存在或量变可以提示肿瘤的性质，以帮助癌症的诊断、分类、预后判断以及

治疗指导。本报告中介绍了一款新型的纸基直接电化学适配体传感器，可用于实现对癌

症标志物癌胚抗原的即时快速、高灵敏度检测，从而应用于癌症的早期筛查。通过喷蜡

打印和丝网印刷的方式制备得到微流控纸芯片，合成氨基化石墨烯-硫堇-纳米金复合

物，对纸芯片工作电极进行修饰，增大电极的比表面积，增强电极导电性，同时辅助固

定癌胚抗原适配体。利用电化学工作站对纸芯片传感器性能进行测试，发现其具有较高

的电流响应，同时具有较好的检测重复性和一致性。该纸芯片为临床诊断提供了可选择

的工具，尤其对于一些医护人员和医疗设备紧缺的贫困地区，纸芯片更是提供了检测的

有力保障。

Bioinspired Sensing and Actuating Materials for Biomedical

Applications

快速高灵敏纸芯片电化学适配体传感器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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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忠泽，“长江学者”特聘教授、国家杰出青年基金获得者、教育部创新团队及

111学科创新引智基地负责人。1989年毕业于东南大学生物医学工程系。1998年毕业

于日本东京大学应用化学系，获博士学位。同年开始任日本神奈川科学技术院研究

员。曾任／在任“863”主题专家、国家科技重大专项专家、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生物医

学工程评议组成员，生物电子学国家重点实验室主任。现任东南大学生物科学与医学

工程学院院长、江苏省产业技术研究院生物材料与医疗器械研究所所长。曾获教育部

自然科学一等奖、江苏省科学技术奖一等奖等科技奖励，在国际核心刊物上发表论文

二百余篇，并拥有多项专利。主要研究方向生物电子学。

微流控与临床检验分会场报告专家

Report experts

摘要摘要

摘要：器官芯片系统或微生理系统（MPS）是一种新型的生物医学研究方法，旨在重现器官水

平的组织结构和功能，用于药物评估和构建疾病模型。 微生理系统可模拟人体器官的微结构、

微环境和功能特征，用于药物筛选以及临床的诊断和治疗。在之前的研究中，我们已研发了多

种器官芯片系统，包括仿生血管、肾脏、肝脏、心脏等。[1-2]这些器官芯片系统证明了使用微

加工和组织工程技术构建的微器官能够形成组织特异性的结构并在长达四周的时间内保持器官

的某些功能。

       此次，我们将汇报了用于自动化肿瘤药物筛选的肿瘤芯片系统。在目前的临床前肿瘤药物

开发中，2D培养的细胞模型不能准确地预测体内药物功效，而动物模型昂贵且低通量。此外，

这两种模型都无法有效的实时呈现癌细胞迁移和转移数据。我们通过构建3D体外肿瘤芯片系统

给出了整套技术方案以解决上述问题，包括构建肿瘤细胞球和3D微环境、自动化的成像系统以

及使用多个人工智能算法进行分析等。其具有标准化的多孔板形式（96或384孔），便于客户

在高通量药物筛选中的使用和应用。今后，该系统还将兼容多种器官芯片模型。该系统最终将

使药物开发人员能够全自动定量的监测癌细胞的活力、迁移和转移。

器官芯片

中国生物医学工程联合学术年会

69-70 CBME2018CBME2018

中国生物医学工程联合学术年会

CBME2018

报 告 摘 要

Summary of the report 简历简历

顾忠泽
生物电子学国家重点实验室，

东南大学生物科学与医学工程学院

顾忠泽
生物电子学国家重点实验室，

东南大学生物科学与医学工程学院

Email：gu@seu.edu.cnEmail：gu@seu.edu.cn

Figure 1. A.高内涵肿瘤芯片成像系统的

示意图和照片。 B. 肿瘤细胞球在不同药物

作用下的大小、侵袭性和活力曲线。 C.在

不同光照条件下使用人工智能算法评估肿

瘤细胞球的侵袭性。



王 平
浙江大学 生物传感器国家专业实验室 

生物医学工程教育部重点实验室

生物医学工程与仪器科学学院

Email：cnpwang@zju.edu.cn

王 平
浙江大学 生物传感器国家专业实验室 

生物医学工程教育部重点实验室

生物医学工程与仪器科学学院

Email：cnpwang@zju.edu.cn

王平，浙江大学求是特聘教授，国家杰青，入选国家百千万人才工程，全国优秀

科技工作者、全国百篇优秀博士论文提名奖获得者导师, 获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 全国

高校传感技术研究会副理事长、中国生物医学工程学会生物医学测量分会前主任委

员、中国生物医学工程学会生物医学传感技术分会副主任委员、中国电子学会离子敏

生物敏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等。国际刊物《Microsystems & Nanoengineering 

(Nature子刊)》,《Scientific Journal of Microelectronics》等编委；《传感技术学

报》副主编；《中国生物医学工程学报》、《国际生物医学工程杂志》等编委。浙江

大学生物医学工程与仪器科学学院、生物传感器国家专业实验室主任、生物医学工程教

育部重点实验室主任。发表学术论文300余篇；主要著作：《人工嗅觉与人工味觉》、

《细胞传感器》、《现代生物医学传感技术》、《生物医学传感与检测》、《Cell-

based Biosensors: Principles and Applications》 、 《 Biomedical Sensors and 

Measurement》、《Bioinspired Smell and Taste Sensors》及《Micro/Nano Cell 

and Molecular Sensors》等。

报告信息报告信息

摘要：生物医学传感技术是传感技术与生物医学相互交叉与渗透而发展起来的一类高新

技术。现代信息科学与生命科学领域中对于生物体深层次的机理分析，探索人体生理与

疾病机制、分子识别与基因探针、神经信息与药物快速筛选等对传感技术的更高追求以

及医疗保健与早期诊断、快速诊断与床边监护、在体监测与离体监测等对医疗仪器的迫

切需要，都促使了生物医学传感技术的不断发展和进步。与此同时，快速兴起的微电子

与光电子技术、分子生物学、生化分析等新兴学科的发展也为生物医学传感技术的进步

不断注入着新的活力。因此，现代生物医学传感技术的发展始终呈现着旺盛的生命力。

本文简要介绍了目前国际上在微型化、集成化、无创检测、体内和植入式生物医学传感

技术的一些研究现状，并结合实例介绍了生物医学传感技术在生物医学、人体健康、药

物检测等方面的一些新的研究进展。

黄岩谊，教授，1997年获北京大学化学专业理学学士学位，2002年获北京大学无

机化学专业理学博士学位；2002-2005年在美国加州理工学院应用物理系，2005-

2006年在美国斯坦福大学生物工程系从事博士后研究工作。现任北京大学工学院材料

科学与工程系教授，北京大学北京未来基因诊断高精尖创新中心研究员，北京大学生

物动态光学成像中心研究员，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生命科学联合中心研究员，北京大学

化学与分子工程学院兼职教授。黄岩谊曾获得2003年国家自然科学二等奖（第四完成

人），2004年全国优秀博士论文，2008年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2010年霍英东青

年教师基金，2012年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优秀青年基金，2015年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

金等奖励，2014年入选英国皇家化学会会士。黄岩谊曾任国家863计划“新一代测序

仪及配套试剂”重大专项总体专家组组长。

报告信息报告信息

摘 要 ： Eliminating errors in next-generation DNA sequencing has proved 

challenging. I am going to talk about our newly developed error-correction code 

(ECC) sequencing, a method to greatly improve sequencing accuracy by 

combining fluorogenic sequencing-by-synthesis (SBS) with an information 

theory– based error-correction algorithm. ECC embeds redundancy in 

sequencing reads by creating three orthogonal degenerate sequences, 

generated by alternate dual-base reactions. This is similar to encoding and 

decoding strategies that have proved effective in detecting and correcting errors 

in information communication and storage. We showed that, when combined with 

a fluorogenic SBS chemistry with raw accuracy of 98.1%, ECC sequencing 

provides single-end, error-free sequences up to 200 bp. ECC approaches 

should enable accurate identification of extremely rare genomic variations in 

various applications in biology and medicine.

生物医学传感与检测技术的研究进展

Error Correction Code (ECC) Sequencing - 

Can DNA Sequencing Be Error-fre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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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朝勇
厦门大学

Email：cyyang@xmu.edu.cn

杨朝勇
厦门大学

Email：cyyang@xmu.edu.cn

杨朝勇，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获得者、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分子医学研究院

研究员、厦门大学卢嘉锡化学特聘教授、博士生导师、英国皇家化学会Fellow、谱

学分析与仪器教育部重点实验室副主任、中国化学会化学生物学专业委员会副主

任。相继于1998和2001年在厦门大学化学系获得学士与硕士学位，2006年获得美

国佛罗里达大学博士学位，2006年9月至2007年12月在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从

事博士后研究。主要研究领域为生物分析化学，在分子探针、微流控芯片、信号放

大 、 单 细 胞 分 析 等 方 向 取 得 了 创 新 性 的 成 果 。  在 Acc Chem Res、 PNAS、

JACS、Angew Chem Int Ed等学术刊物上发表论文150余篇。获授权专利30余

项。研究工作被美国Washington Times、The Scientist、英国RSC Chemistry 

World、欧洲Wiley Chemistry Views、JACS Spotlights、光明日报等媒体与刊

物做了专题报道。先后获得了美国化学会分析化学研究生奖、中国政府国家优秀自

费留学生奖、中美化学与化学生物学教授协会杰出教授奖、中国青年分析化学家

奖、中国化学会-英国皇家化学会青年化学奖、科技部中青年科技创新领军人才等奖

项 与 荣 誉 。 现 任ACS Applied Bio Materials 副 主 编 、BMC Biochemistry 副 主

编 、 Analytical Chemistry、 Lab on a Chip、 Analyst、 Biomicrofluidics、

Journal of Analysis and Testing、Scientific Reports等期刊编委。

报告信息报告信息

摘要：循环肿瘤细胞（CTC）的检测在肿瘤分期诊断、动态监测、疗效评估、药物开发

和预后监测等方面具有重大意义，是一种可望用于替代肿瘤组织活检的液体活检新技

术。然而，目前依赖于单一上皮源性抗体的CTC免疫富集及计数检测方法无法对不同分

型的CTC进行全面捕获、难于无损释放CTC、无法提供深度的分子病理信息。基于微流

控技术，我们发展了高效核酸适体筛选方法，获得多条可识别不同CTC的高亲和力、高

特异性核酸适体序列；利用流体调控与表界面调控技术，我们构筑了基于细胞尺寸与生

物识别特性协同捕获的微流控微柱阵列芯片，实现了CTC的高效捕获与无损释放；借助

微流体器件的精准操控优势，我们开发了一系列高通量单细胞分析方法，用于揭示

CTC的分子病理信息。所发展的肿瘤细胞的识别探针、捕获芯片与高通量单细胞分析方

法在癌症的精准诊断、用药指导、疗效评估方面具有重要的应用前景。

宓现强，中国科学院上海高等研究院研究员，博士生导师，生物传感与人工智能

实验室主任，院学术委员会委员。江苏中科院智能科学技术应用研究院智慧医疗中心

主任。同济大学医学院，上海大学生命科学学院研究生导师。上海产业技术研究院特

聘专家。医学学士，神经病学硕士，物理学博士，生理与生物物理博士后, 卫生技术评

估博士后。发表论文100余篇。专利22项（发明专利14项）。软件著作权3项基本均获

批 。国家重点研发计划“基于随机采样的快速超分辨荧光成像技术研究及其样机实

现”项目负责人（首席） 。独立承担包括国际、国家及省部级科研项目20余项。多次

参加国际会议并受邀主题报告。任长三角协调会智慧医疗发展联盟副理事长，全国医

用光学和仪器标准化分技术委员会（SAC/TC103/SC1）委员，中国生物医学工程学

会人工智能专业委员会委员，中国药品监督管理研究会医疗器械标准管理研究专业委

员会委员等。

报告信息报告信息

摘要：液体活检通过非侵入性的取样方式获得肿瘤信息，辅助癌症治疗，是“精准医

疗”的代表性诊断技术，是传统肿瘤活检的替代技术 。

本报告主要介绍我们围绕肿瘤液态活检开展的一些研究工作，包括：（1）围绕

miRNA,mRNA,蛋白质等肿瘤标志物，设计合成了一系列纳米荧光探针及电化学生物传

感器；（2）发展了微流控电化学、微流控光学检测与成像平台，实现了对循环肿瘤细胞

的高效捕获；（3）先进“制造”承接前沿“创造”：以微流控为核心的液态活检技术的

产业化。 

基于微流控芯片技术的液体活检新方法

用于肿瘤液态活检的生物传感及微流控检测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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宓现强
中科院上海高研院

宓现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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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 玮
北京大学

Email：w.wang@pku.edu.cn

王 玮
北京大学

Email：w.wang@pku.edu.cn

王玮，博士，教授，博士生导师。北京大学微纳电子学研究院副院长，集成微

纳系统研究所（MEMS研究所）所长，微米纳米加工技术国家级重点实验室副主

任。2005年清华大学获得博士学位，之后加入北京大学微纳电子学研究院，并于

2007-2008年 、2014-2015年 在 美 国 加 利 福 尼 亚 大 学 戴 维 斯 分 校 （ 潘 挺 睿 教

授）、加利福尼亚理工学院（戴聿昌教授）访问。2015年担任第6届微纳流体技术进

展国际会议(AMN’2015)共同主席，同时担任第28、29届IEEE微机电系统国际会

议 (IEEE MEMS’ 2015、 IEEE MEMS’ 2016)执 行 技 术 委 员 会  (ETPC)委 员

(IEEE MEMS会议是国际微机电系统领域最顶级国际会议)和第19届固态传感器、执

行器与位系统国际会议技术委员会(TPC)委员。主要开展微纳流控、聚合物微纳加工

以及临床用微系统相关研究。申请或授权20余项发明专利，发表文章100余篇 。

报告信息报告信息

摘要：Parylene C的化学气相淀积（Chemical Vapor Deposition, CVD）过程与标准

的微电子机械系统（MicroElectroMechanical Systems， MEMS）工艺具有良好的兼

容性。基于Parylene MEMS，我们开发出了一套高精度，高良率，低成本的2.5维

Parylene C 微孔滤膜加工方案。该工艺制备得到的2.5维微孔滤膜具有超高孔隙率，不

仅可以实现超大体积通量，高细胞俘获效率，而且超高空隙率被证明有利于提升分离纯

度，保持高细胞活性，2.5维微孔滤膜可以实现超大体积通量（水性样本>110 mL/min；

未稀释全血>17 mL/min；支气管肺泡灌洗液及胸/腹腔积液~10 mL/min）、高细胞俘获

效率（比传统离心方式高3个量级）及高细胞活性（细胞过滤后可原位培养）的过滤性

能。因此，该微孔滤膜可以用于血液、支气管肺泡灌洗液、胸/腹腔积液等肺癌相关的多

种临床样本的液态活检诊断。

Professor Yonggang Zhu is currently a “Thousand Talents” Professor and 

director of Center for Microflows and Nanoflows at Harbin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ShenZhen), China, and a joint Professor at School of 

Science, RMIT University, Australia. Prior to this, he held the positions of 

Senior Principal Research Scientist and Research Group Leader for the 

Microfluidics and Fluid Dynamics Team in CSIRO Australia, Senior 

Technology Fellow at Melbourne Centre for Nanofabrication. His current 

research interests include micro- and nanoscale thermal & fluid flows, lab on 

a chip devices, microtheraml systems, multiphase flows and micro-sensors. 

He has led many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projects in developing advanced 

technologies for chemical and biological sensing, new materials development, 

thermal management systems and industry applications. Prof. Zhu has 

published over 200 papers including book chapters, journal articles, 

conference papers and technical reports. He is the winner of 2012 Australian 

Museum Eureka Science Prize for Outstanding Science in Support of Defence 

or National Security. 

报告信息报告信息

摘要： Microsensor technologies are required in many applications, ranging from point of 

care diagnostics, homeland security, environmental monitoring, food, biotechnology, new 

materials and so on. Such a demand has provided impetus for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microfluidics based sensor technologies since the last two decades. However, the current 

microfluidic technologies are still mostly lab based. There are imperative needs for integrated 

devices with point of care or point of sampling settings. This requires the integration of 

sample processing and analysis steps into one single but portable instrument. This talk will 

report the developments of microfluidic devices for point of sampling applications. This 

includes the detection of chemical agents from collected raw samples from the field using 

microchip-based capillary electrophoresis and bioluminescence techniques, multiplex 

detection of cancer biomarkers using microbeads trapping and acoustic micromixing 

techniques. The recent development of a tunable microvalve array technique towards single 

cell analysis will also be reported. Key results will be presented and a final discussion on the 

future applications will also be given.

高体积通量过滤技术

Portable Microfluidic Sensor Devices and Applica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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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玲玲
华南师范大学

Email：shuill@m.scnu.edu.cn

水玲玲，华南师范大学教授，国家“千人计划”青年项目入选者，华南师范大

学华南先进光电子研究院副院长。主持承担国家基金国际合作、面上和青年基金姓

名，国家重点研发计划课题，广东省重大专项和应用专项项目等，发表学术论文

100余篇，授权国家发明专利20余项。曾获“粤木棉”杯广东省女教职工风采人物

（2014）、光流控创新奖（2017新加坡）、广东省高校科研管理研究会2017学术

年会“优秀论文奖”等荣誉。

报告信息报告信息

摘要：微流控技术可以通过微结构对特定尺度范围内的流体进行精确操控，它结合了物

理和化学两种方法，被广泛用于生物医学、化学、光电以及新材料等领域中。

本报告主要介绍我们近期在微流控液滴操控以及流体界面调控实现自组装材料的最新进

展，包括：(1) 设计和加工液滴微流控芯片技术；(2) 调节界面张力空着流体的流动和液

滴产生；(3) 通过通道的设计和流体材料的选择实现多尺度（微米、纳米和分子级别）的

自组装智能材料。

        康熙雄，主任医师、教授、博士生导师，著名临床检验诊断学、临床免疫学专

家，国家神经系统疾病临床研究中心、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天坛医院实验诊断中心

主任、院士体检专家、首都医科大学临床检验诊断学系主任、兼任北京航空航天大学

博导，全国高等教育委员会诊断学指导委员会主任委员、教育部高等学校教学指导委

员会医学技术类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副主任，中国医师协会检验医师分会副主任委

员、中国生物化学与分子生物学会临床应用分会会长、中国医学装备协会第六届理事

会常务理事、现场快速检测（POCT）分委员会会长，中国医师协会检验医师分会精

准检测和精准诊断专家委员会第一届主任委员，全国测量、控制和实验室电器设备安

全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医用设备分技术委员会（SAC/TC338/136/221/428）副主委或

委员，中国医药生物技术协会生物芯片分会常务委员，北京市免疫试剂临床工程技术

研究中心主任，北京市住院医师（检验医师、检验技师）培训基地主任，《中华检验

医学杂志》等7个专业杂志编委，主编著作30余部，撰写论文200余篇，培养硕博研究

生80余人。承担国家863,973等课题数项，2011年荣获“科学中国人”奖。

报告信息报告信息

摘要：POCT项目以她的适应性，快速便捷性、及时性和操作方便而在临床诊疗中大受欢

迎。但目前其主流产品以纤维膜为载体的金标体系而主要以定性检测为主。为了克服上

述问题本领域的同行们在积极做载体和标记物等的替代尝试。微流控、三D打印、芯片、

技术为开创高质量、高精度POCT的研制带来了可能性。本文讨论了相关领域的技术现

状、产品现状和应用现状。

基于微流控技术的自组装材料及其应用

开创高质量、高精度的POCT新时代开创高质量、高精度的POCT新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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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  钦
重庆医科大学

Email：gemzhou@126.com

周  钦
重庆医科大学

Email：gemzhou@126.com

周钦，医学博士&哲学博士，留美博士后；教授，博士生导师；重庆医科大学检

验医学院院长。第五、六届教育部科学技术委员会生物与医学部办公室主任。第九

届中华医学会检验医学分会全国青年委员、临床免疫学组全国委员。中国生物化学

与分子生物学会生物化学与分子生物技术专业委员会委员、常务委员。重庆市检验

医师分会副会长，重庆市中西医结合检验学会副主任委员。

       医学博士毕业于上海医科大学，博士后留学于世界医学名校——美国约翰霍

普金斯大学医学院。以海外人才引进四川大学华西医院，先后担任四川大学教授、

博士生导师，生物治疗国家重点实验室遗传工程小鼠中心主任，华西医院院长助

理 。 2011年 5月 回 归 母 校 — 重 庆 医 科 大 学 任 职 。 发 表 包 括 《 Nature 

Communication》等杂志在内的SCI论文近50篇，总SCI影响因子近130分，论文

被《Nature Medicine》、PNAS等国际著名期刊论文他引多次。国家首个肾脏发

育领域重大研究项目的课题组长，申请到从973，863以及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课题等

在 内 的 国 家 级 科 研 项 目 十 余 项 ， 申 请 国 家 发 明 专 利 7项 。 为 《 Journal of 

Biochemistry》 、 《 Cell biochemistry and function》 、 《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Molecular Sciences》 、 《 Proteomics》 、 《 Current Chemical 

Biology》等多份国际期刊的审稿人。

报告信息报告信息

摘要：检验医学经历了手工检验的阶段，见证了从半自动化到全自动化分析的飞速发展，更是

在近十年来开启了全实验室自动化（TLA）和实验室信息化的时代，即将迎来下一个发展热点

和飞跃。检验医学的未来发展契机将与信息技术密切结合，建立临床化学与免疫学、血液学及

体液学检验领域的自动判断和审核，在细胞形态学的自动化识别、实验室物流系统、远程控制

与增强现实、自动采血机器人研发与应用等方面有更深入的研究与发展，具有广阔的发展空

间。本报告将就虚拟现实（VR）、增强现实（AR）及人工智能（AI）技术在检验医学中的教

学应用进行介绍，阐述VR技术创建和体验虚拟世界的计算机仿真过程，构建人体认知教学系

统，利用模拟环境对人体肌肉、神经、骨骼、淋巴、循环、消化、呼吸、泌尿等系统进行整体

认知学习，虚拟人体模型进行实时全方位、全角度剖切，从而构建仿真的学习环境；介绍基于

AR进行多媒体、三维建模、实时视频显示及控制、多传感器融合、实时跟踪及注册等技术的研

发流程，展示如何利用AR构建人脸识别系统，完成人脸识别、云端上传、身份获取、病历信息

调取、快速传输及虚拟呈现等一系列工作；最后利用AI构建检验医学虚拟教学应用系统，以血

细胞分析仪的规范使用教学为范例，拓展到实验室教学、学院网站搭建、便携式系统研发、创

新人才培养及成果复制推广等多领域的应用。这是对检验医学在大数据和互联网时代下的未来

发展所提出的构想，也是对检验医学打破传统教育桎梏，走出教育新道路的探索。

郑磊，医学博士，教授，博士生导师，南方医科大学检验与生物技术学院副院

长，南方医科大学南方医院检验科副主任，广东省重大疾病快速诊断生物传感技术工

程研究中心主任。

现任中华医学会检验分会常委，广东省医学会检验分会主任委员，国际细胞外囊

泡协会（ISEV）常委，世界华人检验与病理医师协会副会长，中国研究型医院学会细

胞外囊泡研究与应用分会副主委、中国生物物理学会分子诊断分会副会长、中国生物

医学工程学会医学检验工程分会委员、中国医师协会检验医师分会委员等学术职务。

主要研究方向为肿瘤循环标志物检测与个体化应用、重要疾病标志物筛查与生物传感

检测技术研究、血栓与止血实验诊断、医学检验教育信息化研究等。承担国家自然科

学基金、美国AACC CPOCT项目、省部级科研课题十余项，发表SCI论文 70余篇，

副主编教材及专著7 部。获国家发明专利 3项，广东省教学成果一等奖 2项。

报告信息报告信息

摘要：细胞外囊泡（EV）是细胞分泌的纳米级微小囊泡，因其可以在细胞间传递生物大

分子，目前在重大疾病诊断和治疗领域备受关注。本报告主要从细胞外囊泡(EV)的概念

和生物学作用、EV标志物种类和应用现状、EV标志物检测技术进展，并结合本课题组最

新研究成果系统介绍了EV 生物标志物研究策略及检测技术的现状和进展。

基于前沿VR/AR/AI技术的检验医学教学应用实践基于前沿VR/AR/AI技术的检验医学教学应用实践

细胞外囊泡标志物研究策略与检测技术进展细胞外囊泡标志物研究策略与检测技术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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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大渔
华南理工大学附属广州市第一人民医院

Email：eydyliu@scut.edu.cn

刘大渔
华南理工大学附属广州市第一人民医院

Email：eydyliu@scut.edu.cn

刘大渔，研究员，临床医学学士，病理学硕士、分析化学博士。博士研究生期

间从2001年起于中科院大连化学物理研究所，从事微流控芯片研究。博士后期间于

香港科技大学机械工程系从事微分析系统研究。现任华南理工大学附属第二医院

（广州市第一人民医院）检验科副主任及检验医学研究室负责人，硕士和博士研究

生导师。目前工作为基于微流控芯片的技术发展与应用研究，研究内容包括：现场

快速诊断、病原微生物检测、肿瘤微环境研究以及个体化精准诊断。已经完成和正

在承担多项国家级和地方级科研课题。迄今已经发表SCI收录研究论文50余篇，申请

专利20余项，并参与撰写了《微流控芯片实验室》一书。

报告信息报告信息

摘要：报告人所在课题组工作于临床检验第一线，其研究目的是针对临床检验工作中的

痛点问题，针对性地发展创新微流控诊断技术。该学术报告将介绍微流控芯片的基础知

识、技术特点以及典型应用案例。报告人选择了微流控诊断技术最为主要的几个应用领

域，介绍了代表性地微流控产品或技术。本报告还将探讨新形势下微流控诊断产业地机

遇与挑战，报告人从检验医学工作者和微流控技术研究者的双重角度，剖析了微流控技

术产业化的难点和解决方案，希望对相关领域人员有所帮助。

       Zachary J. Smith，教授，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精密机械与精密仪器系，青年千

人。Zach在2009年获得University of Rochester的 Institute of Optics 的博士学

位.自2009年在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的Center for Biophotonics 当博士后. 2012年他

被晋升为Project Scientist并被选为US NSF Entrepreneurial Fellow. 2015年入选

中组部青年千人计划，2015年九月来到中国科学技术大学任教. Zach教授的科研方向

主要集中在光谱和显微技术领域,与创建用于研究活细胞的新工具的目标；开发低成本

仪器发展中国家提供卫生保健。 已发35多篇国际论文，相关结果在《Nat. Com

m.》 ,《 Light: Science & Applications》 ， 《 Nanoscale》 ， 《 Lab Chip》 ，

《Anal. Chem.》，《Appl. Phys. Lett.》，《Opt. Lett.》等著名期刊上发表; 有3项

发明专利。

报告信息报告信息

摘要：Major health issues such as anemia, parasitic worms, malaria, and other 

communicable diseases are concentrated in exactly those areas of the world 

least equipped to deal with such diseases. Modern diagnostic tools are suitable 

only for use inside of large, centralized clinical laboratories. To alleviate these 

problems and broaden access to care for vulnerable populations, we utilize 

photonic-based technologies such as light scattering and fluorescence imaging, 

coupled with automated data analysis methods such as support vector machines 

and deep learning, to create new diagnostic and clinical assays that can be 

performed by totally untrained users in field settings. We will present recent 

results on automated blood counting, anemia diagnosis, and intestinal parasite 

diagnosis.

微流控诊断产业：国内IVD行业的机遇与挑战微流控诊断产业：国内IVD行业的机遇与挑战

Optics-based Point of Care Diagnostics for Low-Resource Setting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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门涌帆
中国科学院深圳先进技术研究院

Email：yf.men@siat.ac.cn

门涌帆
中国科学院深圳先进技术研究院

Email：yf.men@siat.ac.cn

门涌帆博士，副研究员，中国科学院深圳先进技术研究院医工所传感中心。门

涌帆博士在2012年获得北京大学的机械工程专业的博士学位。自2012年在北京大学

的 生 命 科 学 学 院 当 博 士 后 。 自 2014年 在 美 国 圣 母 大 学 （ University of Notre 

Dame）的化学与生物分子工程系当博士后。2016年在美国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生

物医学工程系任副研专员。2017年他来到中国科学院深圳先进技术研究院任副研究

员。门涌帆博士的科研方向主要集中在微流控技术与植物研究、细胞间通讯、核酸

定量分析等应用的结合，并力求与医疗产业化相结合，提供低成本产品为医疗检测

机 构 提 供 卫 生 保 健 。 目 前 已 经 发 表 多 篇 国 际 论 文 ， 相 关 结 果 在 《 Analytical 

Chemistry》，《Biomicrofluidics》，《Integrative Biology》等著名期刊上发

表; 有1项国际发明专利。

报告信息报告信息

摘要：The concept of ddPCR (droplet digital PCR) has been widely accepted by 

the scientific and clinical field. The majority of the applications of ddPCR is 

composed of flow-focusing mechanism, resulting in a randomly distributed 

droplet population, which need to be flattened into a single plane for imaging, or 

counted by flow cytometry, where only a statistical pattern was drawn, and no 

single droplet could be tracked. Besides, in order to prevent the droplets from 

coalescence, proper surfactant should be added to the oil phase, which would 

affect the PCR efficiency negatively. Here we present a microfluidic printing 

method which would be able to generate a well aligned, two dimensional droplet 

array that can trigger digital PCR reaction. Experimental results show that the 

digital PCR signal is in accordance with the concentration of the DNA template. 

Since the droplet is not in contact with each other, there is no need to incorporate 

surfactant in the oil, resulting in more natural PCR reaction. Moreover, we could 

track the reaction individually for each droplet, and the kinetics of the droplets 

could be monitored also, therefore a high throughput qPCR would be also 

possible.

Droplet Digital PCR Reaction Enabled by Microfluidic Print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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尧德中，博士。电子科技大学信息医学研究中心主任（2013-）、神经信息教

育部重点实验室主任（2009-）、科技部国际联合研究中心主任（2013-），全国

人大代表（2018-），电子科技大学生命科学与技术学院院长（2001-2017）。中

国生物医学工程学会副理事长和医学神经工程分会主任委员，中国认知科学学会理

事。2005年获得国家杰出青年基金，2006获聘教育部长江学者，2010年获评为全

国优秀教师，2017 入选AIMBE Fellow。主要从事脑信息(Brainformatics)与脑器

交 互(Bacomics)方 面 的 理 论 、 方 法 与 应 用 研 究 。 先 后 获 教 育 部 自 然 科 学 一 等 奖

（2010）和E Roy John Award（2018）。 发明的脑电零参考技术被国际脑成像

组织（OHBM）白皮书所推荐使用。先后担任Brain Topography等6本国际专业

期 刊 编 委 ， 在 IEEE Trans BME/NSRE/AP/CAS, NeuroImage, Cerebral 

Cortex, Human Brain Mapping, PNAS, AJP 等 刊 物 发 表SCI论 文200余 篇 ，

Google h指数41。2014-2017连续入选Elsevier“中国高被引学者”之一。更多

详细内容参考：

http://www.neuro.uestc.edu.cn/bci/member/yao/yao.html

报告信息报告信息

摘要：脑电图的定量分析是推动其更广泛应用的基础，相关工作始于上世纪30年代，并

伴随计算机技术、采集技术和信号处理技术的进步而不断发展至今。本报告回顾了这一

发展历程，讨论了定性脑电图与定量脑电图(qEEG)的互补性，提出了qEEG 2.0的设

想，并从脑电零参考、脑电逆问题和脑电模型分析等方面讨论了QEEG 2.0的内涵，最后

延伸讨论了神经测量学(neurometrics）的相关情况。

           童善保，上海交通大学生物医学工程学院教授、副院长。西安交通大学无线电技

术学士学位（1995），上海交通大学热力叶轮机械硕士（1998），上海交通大学生物

医学工程博士学位（2002），2002年至2005年在Johns Hopkins 大学生物医学工程

系进行博士后研究。主要从事神经工程，神经信号处理，激光散斑血流成像，脑卒中

康复技术和应用研究。曾获2004年全国优秀博士学位论文奖，教育部自然科学一等奖

（2006） 等 ， 上 海 市 自 然 科 学 二 等 奖 （2016） 。 入 选 上 海 市 教 委 “ 曙 光 学 者 ”

（2007），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2006）等。发表学术论文70多篇。目前担任

BMC Neuroscience 的 Sect ion Edi tor (Neuroengineer ing) , IEEE 

Transactions on Biomedical Engineering, Transactions on Neural Systems 

and Rehabilitation, Medical & Biological Engineering & Computing， IEEE 

Transactions on Biomedical Engineering等 杂 志 的 Associate Editor； 创 立

IEEE EMBS Shanghai Chapter并任主席；创立IEEE EMBS 国际神经工程暑期学

校。担任中国神经医学工程学会副主任委员，担任2017年IEEE EMBS国际神经工程

大会主席。

报告信息报告信息

Abstract：Meditation has been a spiritual and healing practice in the East for thousands of 

years. However, the neural mechanism underlying the traditional Buddhist meditation 

remains unclear. In this study, we recruited a large sample of monks who practice Tibetan 

Buddhist meditation and compared with meditation-naive local controls. We aimed to 

investigate trait- and state-effects of Tibetan Buddhist meditation on the rhythms of brain 

and heart as well as brain-heart interaction by simultaneously recording of EEG and ECG 

signals. We found that monks showed higher heart rate and EEG power at 2-4 Hz than 

controls, and the EEG activities shifted to a higher frequency from resting to meditation state. 

EEG power was significantly increased at 16-45 Hz at prefrontal, frontal, partial and occipital 

areas, while decreased at 2-4 Hz at prefrontal and frontal areas during meditation, indicating 

that meditation induced an arousal state which is different from normal relaxation. Heart rate 

variability showed state increases in LF power and LF/HF ratio, manifesting an increase in 

sympathetic control in autonomic regulation during meditation. The heart rate was positively 

correlated with the EEG power at 16-45 Hz in monks. Source analysis indicated that such a 

brain-heart correlation mainly located in a matrix of brain regions related to attention and 

emotionality. The increment of EEG power at 16-45 Hz was significantly correlated with 

nueropilin-1 in monks, suggesting a possible proteomic basis for rhythmic changes of brain 

and heart related to meditation.

定量脑电图学2.0定量脑电图学2.0

藏传佛教冥想对心脑系统的调控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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尧德中
电子科技大学信息医学研究中心

尧德中
电子科技大学信息医学研究中心

Email：dyao@uestc.edu.cnEmail：dyao@uestc.edu.cn



汤启宇
Department of Electronic Engineering,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Email：kytong@cuhk.edu.hk

汤启宇
Department of Electronic Engineering,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Email：kytong@cuhk.edu.hk

汤启宇教授是生物医学工程师，于1999年获英国思克莱德大学生物医学工程专

业博士学位。现任香港中文大学生物医学工程学系创系系主任，其主要研究领域包

括康复机器人（如外骨骼机械手、机械腿），脑机接口(BCI)，神经工程，功能性电

刺激(FES) 以及中风大鼠模型等，作为负责人主持多项创新及科技基金、香港研究

资助局项目。因其在研究和创新领域的成就，当选2013年度香港十大杰出青年，项

目《希望之手》荣获2012年日内瓦国际发明展最高荣誉大奖，《KineLabs平台-为

长者运动及中风复康疗程》荣获2012年“亚太地区信息及通信技术奖” 电子医疗领

域优胜奖（最高荣誉），2008年“香港工程师学会青年会员创意奖”，另有多项国

际发明展览会金奖（2004， 2007，2010，2015，2016）。 

报告信息报告信息

摘要：足下垂是一种普遍存在于中风后遗症患者中的步态异常。患者踝关节背屈肌无

力，因此抬脚较为困难，行走中容易发生脚部拖曳而引发高跌倒的风险。研究团队合力

研发了中风机械脚托，这是一种外骨骼机械辅助踝足矫形器（AFO），用来辅助存在足

下垂问题的中风患者进行步态训练，该机械脚托具有以下特点：1. 轻巧便携, 2. 利用力和

运动传感器来识别步态阶段，并用机器学习控制算法对用户步行意图进行分类,3. 使用电

动马达辅助患者在摆动阶段完成脚踝背屈动作, 4. 提供感觉反馈，帮助患者重新学习用正

确步态行走。

        在一项针对中风后遗症患者（n=19）的随机对照实验中，经过20堂穿戴机械脚托进

行辅助步态训练，我们发现该外骨骼机械脚托对患者下肢的功能性康复具有治疗效果，

包括：更好的步态独立性（功能性动态分类FAC≥5）和脚跟初步着地时更有信心将体重

转移到患侧 。

Vincent Chi-Kwan Cheung ，Assistant professor at the School of Biomedical Sciences of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He obtained his bachelor degree in Mathematics and 

Pharmacology & Therapeutics from the University of British Columbia, Vancouver, and 

subsequently, Ph. D. in Neuroscience and Biomedical Engineering from MIT and the Harvard 

Medical School, and postdoc at the McGovern Institute for Brain Research of MIT.

Over the last decade, Vincent’s research has focused on understanding how the nervous 

system controls voluntary movement and enables learning of motor skills. He has worked 

closely with MIT Institute Professor Emilio Bizzi on the idea that the central nervous system 

translates a motor intention into a suitable motor command by combining basic modules of 

movement known as muscle synergies. In a series of studies performed on the bullfrog, Vincent 

and his co-workers demonstrated the physiological and computational plausibility of generating 

natural motor behaviors through combination of centrally-organized muscle synergies. On the 

applied side, Vincent is interested in exploring how knowledge of movement modules may be 

translated into a new rehabilitation strategy for stroke survivors. He and his collaborators at the 

Spaulding Rehabilitation Hospital, Boston, and the San Camillo Rehabilitation Hospital, Venice, 

have recently proposed that distinctive muscle-synergy patterns may be used as markers of 

motor cortical damage in stroke patients. In addition to his physiological and computational 

studies, Vincent has worked with Prof. Ki Goosens of MIT on motor cortical gene expression 

dynamics during motor skill acquisition using molecular and behavioral approaches. Vincent’s 

p a p e r s  h a v e  a p p e a r e d  i n J o u r n a l  o f  N e u r o s c i e n c e , J o u r n a l  o f  

Neurophysiology, PNAS, PLoS One, and Neural Computation. He has been invited to speak 

at conferences of the Neural Control of Movement Society, Society for Neuroscience USA, and 

World Congress for Neurorehabilitation.

报告信息报告信息

Abstract：For any motor act, the CNS must assemble a coordinated pattern of muscle activities to achieve 

the intended motion. The computations behind this assembly are extraordinarily complicated, in that the 

hundreds of muscles constitute a large search space of motor commands even for an apparently simple 

movement. The CNS likely circumvents this complexity by generating muscle commands through the 

combination of a manageable number of pre-specified units, each of which would simultaneously recruit a 

specific group of muscles. These units, variously called motor primitives, neuromotor modules, or muscle 

synergies, are in essence neural mechanisms for synchronizing motoneuronal activities for purposeful 

behaviors. Muscle synergies have been viewed as hard-wired neural constraints that limit possibilities of 

motor commands. Here, I argue that the coordinative structures of muscle synergies are not insusceptible to 

change over time. Such alterations, underscored by neuroplasticity, are necessary to accommodate gradual 

changes in motor behaviors and the musculoskeletal system. I will illustrate the limit of the invariance of 

muscle synergies with both cross-sectional and longitudinal data collected in scenarios that demand 

behavioral changes in different time scales. These include achieving within-session adaptation to 

perturbations, acquiring bipedal locomotion in developing babies, and optimizing sports performance in 

athletes with years of training. In addition, neural pathologies, including stroke and neuronal degeneration, 

may compromise the muscle synergies. The specific patterns of synergies that could be related to reduction 

of motor impairment in stroke survivors undergoing rehabilitation will also be described.

中风机械脚托中风机械脚托

Achieving flexibility in a modular motor system for learning, 

development, and recovery from injury

Achieving flexibility in a modular motor system for learning, 

development, and recovery from inju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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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 炜
复旦大学

Email：w_chen@fudan.edu.cn

陈 炜
复旦大学

Email：w_chen@fudan.edu.cn

陈炜教授是第十一批国家青年千人计划专家，IEEE高级会员，担任知名国际学

术期刊IEEE Journal on Biomedical Health Informatics副主编。

1995年保送入西安交通大学信息与通信工程系，于1999年和2002年分别获学

士和硕士学位。2007年在澳大利亚墨尔本大学电气与电子工程系获博士学位，读博

期间曾在贝尔实验室德国阿尔卡特朗讯研发中心实习。2007年获聘荷兰艾因霍芬技

术大学助理教授，2011年取得终身教席。2015年获聘复旦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

担任智慧医疗电子中心主任。

陈炜教授长期从事融合信息科学、临床医学、传感器技术和以用户为中心的交

叉学科的医学信息监测系统和智能系统设计的研究和教学工作，研究精准舒适的多

模态人体生理及行为参数监测系统、数据融合与分析、辅助临床决策、智能环境反

馈、个性化智慧健康管理，在包括原创原型系统开发、实现与临床测试方面积累了

长足的经验，做出了开创性和突破性的工作和贡献，主要应用于新生儿监护、康复

监测与反馈、老年人监护、情境信号感知与分析、睡眠监护、脑活动监测与分析等

领域。已发表论文100多篇，主编著作两部；指导10余名博士生及5名工程博士生，

其中3名博士生获优秀博士论文。曾主持和作为子项目负责人参与欧盟，荷兰自然科

学基金，科技部中荷国际合作等8项重要项目，目前主持科技部重点研发计划项目一

项、上海市科委国际合作项目一项，参与欧盟地平线H2020项目一项，作为子课题

负责人在研上海市科委重大专项。

报告信息报告信息

摘要：当今的社会面临许多复杂的挑战，比如说老龄化和医疗健康资源的巨大需求。现

代传感器、先进材料及电子信息融合技术的飞速发展激励了可应用于多领域的智能设

计。汇集交叉学科的柔性智能传感系统设计及医学信号处理将为智慧医疗健康带来新的

发展，产生深远的社会影响力。报告中介绍基于先进材料的智慧医疗传感系统与医学信

号处理的技术与方法，着重介绍在医学神经与康复工程方面的项目成果。

李远清，华南理工大学自动化科学与工程学院院长、华南理工大学脑机接口与脑

信息处理研究中心主任、教授、博士生导师、IEEE Fellow、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获

得者、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国家百千万人才工程国家级人选，广东省南粤百名

杰出人才培养工程人选，获国家自然科学二等奖1项、教育部自然科学一等奖1项、广

东省自然科学一等奖2项等。是IEEE Trans. on Fuzzy Systems, IEEE Trans. on 

Human Machine Systems 等4份SCI国际期刊的副主编。1988 年本科毕业于武汉大

学数学系，1994 年硕士毕业于华南师范大学数学系，1997 年博士毕业于华南理工大

学自动控制工程系。2000年以来，先后致力于独立分量分析与盲源分离、稀疏编码、

半监督机器学习、脑电与fMRI信号分析、脑机接口、脑内视听觉整合等方面的研究。

迄今为止，发表论文100余篇，其中在IEEE Trans. on Information Theory，IEEE 

Trans. on Signal Processing，IEEE Trans. on Biomedical Engineering，IEEE 

Signal Processing Magazine，Proceedings of the IEEE等汇刊上发表长文40余

篇 ， 在 Cerebral Cortex, Human Brain Mapping, NeuroImage, Scientific 

Reports, Machine Learning， Pattern Recognition， Neural Computation，

Journal of Neural Engineering，NIPS等国际著名期刊及权威会议上发表论文共

30余篇。申请获批专利30余项。主持项目包括国家重点研发计划项目、国家自然科学

基金重点项目、科技部863课题、广东省自然科学基金团队项目等。担任中国自动化学

会常务理事、中国人工智能学会混合智能分会副主任委员、中国生物医学工程学会医

学神经工程分会副主任委员等。

报告信息报告信息

摘要：通过脑机接口，人脑和外部设备之间可以直接进行交互，从而实现脑智能和机器智能的

融合，即混合智能。混合智能是人工智能一种新的形态和方向，具有广泛的应用前景。提高目

标检测性能和实现多维控制是脑机接口研究的两大基本问题。我们首先介绍多种多模态脑机交

互，包括基于SSVEP和P300的脑机接口，视听觉脑机接口，基于P300和运动想象的脑机接

口，这些脑机接口或者可以提高目标检测性能，或者可以实现多维控制。然后我们介绍这些脑

机接口两个方面的临床应用：（1）意识障碍患者（如植物人等）的意识检测是一个难点问题，

主要原因是这些病人缺乏行为能力，认知水平低下。我们开发了多种脑机接口,用于意识障碍患

者（如植物人等）的意识检测,数字认知检测、临床辅助诊断,取得了良好效果。（2）面向严重

的颈椎损伤的高位截瘫病人，我们开发了环境控制系统。该系统集成轮椅、家电和护理床于一

体，实现了脑控，有效提高了这些病人的生活自理能力。

基于先进材料的柔性智能传感系统及医学信号处理基于先进材料的柔性智能传感系统及医学信号处理

脑机交互系统的临床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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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东，教授，博士生导师，天津大学医学工程与转化医学研究院院长、科学技术

与发展研究院常务副院长、医科建设办公室主任、天津神经工程国际联合研究中心主

任，同时担任全国生物医学工程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协作组组长。研究方向主攻脑-机

交互基础机理与前沿技术，及其面向物理医学与康复工程、特种医学与人机工程等重

大领域的工程应用。研究成果发表国内外核心刊物文章150余篇，授权国内外发明专利

100余项。主持承担国家重点研发计划、包括重点项目、重大计划重点项目在内的6项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以及军工、航天等10余项课题。获中国专利奖，中国康复医学

会科技进步一等奖，天津市技术发明一等奖，天津市专利金奖，天津市科技进步一等

奖及全国宝钢优秀教师特等奖提名奖等。

报告信息报告信息

摘要：脑-机接口是监测中枢神经系统活动并将其转化为代替、重建、加强、补充或改善

中枢神经系统活动的交互系统。因其在科学研究、临床康复、日常生活等领域具有广泛

应用前景，得到了研究者的密切关注。历经数十年的发展，BCI在范式设计、算法及硬件

创新方面日益更新，使得BCI性能进一步提高。本文主要回顾了BCI的发展历程，重点介

绍国内外取得的最新研究成果及其应用，简要讨论了目前该领域所存在的问题，以期促

进BCI的深入研究与开发应用。

脑机接口研究进展脑机接口研究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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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大学

Email：richardming@tju.edu.cn

个人简介个人简介

王 珏
西安交通大学

Email：juewang@mail.xjtu.edu.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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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珏，西安交通大学生命科学与技术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1977年毕业于西

安交通大学无线电元件与材料专业，1991年在西安交通大学获生物医学工程专业硕

士，1994-2001年，在美国匹茨堡大学访问副教授、研究助理、在职博士生、助理

教授等职，2000年在美国匹兹堡大学获康复科学与技术专业博士，2001年6月被西

安交通大学聘为教授。

2002年1月回国，现任西安交通大学生命科学与技术学院生物医学工程研究所所

长兼康复科学与技术研究中心主任，国家保健器具工程技术研究中心西安交通大学

分部副主任，美国匹慈堡大学健康与康复科学学院兼职教授。

报告信息报告信息

摘要：经颅直流电刺激（tDCS）是一种非侵入的，能够调节大脑皮层兴奋性的方法。研

究提示，阳极tDCS有可能会增强健康人、早期老年痴呆症患者的工作记忆能力。本研究

使用20分钟、0.2 mA的阳极tDCS干预大鼠左侧前额叶，记录右侧前额叶、双侧海马的

局部场电位（LFP），研究在不同麻醉深度下，阳极tDCS对大鼠学习记忆相关脑区的影

响。结果显示：在不同的麻醉深度下，大鼠大脑处于不同的模式。浅麻醉下类似于慢波

睡眠状态，而深度麻醉下则表现为典型的爆发-抑制模式；tDCS在不同的麻醉深度下的

作用也不同。在深度麻醉下，阳极tDCS可能会加深麻醉深度；而浅麻醉条件下，

tDCS能 够 增 强 100-250 Hz 、 高 频 Gamma频 段 右 侧 海 马 到 右 侧 前 额 叶 、 低 频

Gamma频段左侧海马到右侧海马、Theta频段右侧海马和右侧前额叶之间的连接。海马

中Theta波和Gamma波在记忆的编码中具有重要作用，而高频成分与记忆的巩固有密切

的关系，这提示，阳极tDCS可能对记忆的编码和巩固能力都有提高。对阿尔茨海默病

（AD）转基因小鼠的干预表明，连续一周，每天20分钟 0.2 mA的阳极tDCS干预AD转

基因小鼠左侧前额叶，能够改善AD转基因小鼠在工作记忆任务中的表现。 

神经调控技术研究进展——大脑功能信息传递及工作记忆的调控神经调控技术研究进展——大脑功能信息传递及工作记忆的调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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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孝通
浙江大学 求是高等研究院

Email：zhangxiaotong@zju.edu.cn

张孝通
浙江大学 求是高等研究院

Email：zhangxiaotong@zju.edu.cn

张孝通博士2004年本科毕业于浙江大学混合班；之后受浙江大学与美国明尼苏

达大学联合培养，于2009年获博士学位；2009年至2015年受聘于明尼苏达大学生

物医学工程学院以及磁共振研究中心，先后担任博士后、研究员与资深研究员；

2015年10月至今受聘于浙江大学求是高等研究院，任副研究员、博士生导师，主管

7T磁共振成像平台的工程技术工作。迄今获得美国发明专利一项；其原创性“基于

磁 共 振 成 像 技 术 的 生 物 组 织 电 特 性 定 量 成 像 ” 研 究 获 美 国 国 立 卫 生 研 究 院NIH 

R21项目资助；受邀在国际学术机构（如美国加州大学旧金山分校、匹兹堡大学、

纽约大学、北京大学等）做特邀报告16次，包括2016年3月在德国海德堡国家癌症

研究中心（DKFZ）召开的磁共振领域的国际顶尖会议之一 – 国际磁共振协会超高场

强磁共振技术与应用年会上针对超高场磁共振射频技术及应用做特邀专场报告。以

第一作者及通讯作者身份发表SCI期刊杂志8篇，包括Applied Physics Letters杂志

封 面 文 章 一 篇 、IEEE Transactions on Medical Imaging三 篇 、 以 及Magnetic 

Resonance in Medicine一篇；主持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青年科学项目与面上项目各

一项。目前已针对人体、猕猴、猫及大鼠的脑功能研究研制出磁共振射频线圈6套，

并成功应用在7T及3T磁共振成像平台。

报告信息报告信息

摘要：磁共振成像技术的发展，尤其是以7特斯拉为代表的超高场强磁共振技术的成熟，

为科研工作者提供了以超高时空分辨率观察组织结构与功能的潜在强大工具。但是超高

磁场强度下存在电磁波波长变短、频率升高、组织热沉积效应提升等一系列问题，因而

如何利用射频工程技术解决上述挑战成为能否最大化发挥超高场磁共振巨大成像优势的

关键。报告人将重点介绍其近几年在浙江大学7T人体磁共振成像平台开展的一系列射频

工程技术研发工作，同时展示在此基础上进行的人脑及动物模型（猕猴、猫、大鼠等）

的脑科学问题研究，并希望藉此抛砖引玉，为国内快速发展的超高场磁共振技术及应用

带来些许经验与参考。

超高场磁共振成像：从射频工程到脑科学

中国生物医学工程联合学术年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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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增勇，博士，教授，国家康复辅具研究中心，民政部康复辅具技术与系统重点

实验室副主任，北京航空航天大学研究生兼职导师。2003年获得上海交通大学博士学

位，2004-2006年在香港理工大学赛马会复康科技中心做博士后，2006—2016年任

职于山东大学。研究方向包括：1）近红外脑功能与行为特性研究；2）智能康复技

术；3）肢体康复训练模式与效果评估。主持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5项，参与重

点项目1项。已发表论文90余篇，SCI/EI收录60余篇，申请/授权国家发明专利10项。

目前担任中国生物医学工程学会康复工程分会委员、青年主任委员，中关村医疗器械

联盟理事，中国残疾人康复协会康复工程与辅助技术专业委员会常务委员，中国光学

学会生物医学光子学分会委员，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评审通讯评议专家。

报告信息报告信息

摘要：脑卒中肢体感觉的根源在大脑，其治疗评估的重点也在大脑。运动康复训练可促

进卒中患者的运动功能恢复，但目前对脑卒中患者实施康复训练的效果多通过评估量表

来评估，缺少肢体运动训练在线的脑功能定量评估方法。近红外脑功能成像技术可在线

监测患者静息态及运动康复训练过程中的脑血氧参数，具有便携、抗运动干扰的优点。

该研究利用小波分析方法提取多频率段脑血氧时间序列脉动信息，应用动态贝叶斯推论

估计脉动相位耦合函数，建立脑功能效应连接网路模型，并在临床上进行了实验研究，

分析了单双侧不同康复训练范式下脑卒中患者的脑功能效应连接特征。结果发现，在四

肢联动康复训练过程中，与健康对照组相比，脑卒中患者由运动区和枕叶指向健侧前额

叶的耦合强度在频段0.021-0.052 Hz显著增强。在单双侧上肢康复训练范式下，左侧偏瘫

患者在双侧上肢训练过程中，相比于静息态，由枕叶和运动区指向左侧前额叶的耦合强

度在频段0.021-0.052 Hz显著增强；而在单侧患肢康复训练过程中，其运动区到左侧枕叶

的耦合强度在频段0.021-0.052 Hz相比于静息态显著下降。临床结果表明，基于近红外光

谱技术构建的效应连接模型，用于脑卒中患者肢体运动训练的在线康复效果评估是可行

的，有助于为脑卒中患者制定个性化康复策略。

基于近红外光谱技术的脑功能网络建模及临床应用

李增勇
国家康复辅具研究中心

李增勇
国家康复辅具研究中心

Email：lizengyong@nrcrta.cnEmail：lizengyong@nrcrta.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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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煜博士，2012年9月博士毕业于上海交通大学生物医学工程专业，2012年9月

至2017年5月在新加坡国立大学生命科学中心从事博士后研究工作。2017年11月以

 “百人计划”引进浙江大学生物医学工程与仪器科学学院，任研究员、博士生导师。

研究方向为认知神经工程：通过开发并使用先进的神经工程手段刻画大脑的功能和结

构连接，用于研究大脑认知功能以及相关脑疾病的神经机理。2012年至今，在国外重

要学术期刊发表论文35篇，累计影响因子>120，引用近1000次。主持国家自然科学

基金一项。作为第一完成人荣获2013年IEEE LSGC杰出海报奖；合作论文荣获

2017年IEEE Neural Engineering Conference最佳论文提名奖。2015年至今担任

SCI期 刊 Medical & Biological Engineering & Computing杂 志 编 委 （ Associate 

Editor），美国电气和电子工程师协会高级会员（IEEE Senior Member）。

报告信息报告信息

摘要：当今社会心理疲劳严重地影响人们的工作效率、危害其生产生活安全和身心健

康。然而，目前我们对于心理疲劳的神经机理还缺乏明确的认识，这与现实需求相矛盾

并已成为神经工程领域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本文提出了一种基于功能影像数据的动态

脑网络分析方法，通过对连续视觉注意实验中的功能影像数据进行动态连接网络构建，

运用时域效率方法对动态功能连接在三维时空的分布进行定量分析，从信息传递的角度

揭示心理疲劳的神经机理。实验结果表明，任务过程中的时域全局效率随着疲劳程度的

增加而逐渐降低。该发现拓展了相关静态脑网络的研究结果，为心理疲劳的资源假说提

供了新的证据。

基于动态脑功能网络的心理疲劳神经机理研究

孙 煜
浙江大学生物医学工程教育部重点实验室

孙 煜
浙江大学生物医学工程教育部重点实验室

Email：yusun@zju.edu.cnEmail：yusun@zju.edu.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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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锦益
暨南大学

Email：jinyil@jnu.edu.cn

龙锦益
暨南大学

Email：jinyil@jnu.edu.cn

龙锦益, 暨南大学计算机科学与技术系教授、博士生导师。2012年于华南理工大

学获博士学位，2014-2016年在美国匹兹堡大学与迈阿密大学从事博士后研究。主

要研究方向为智能人机交互与运动控制。近年来发表了多篇高水平论文，如在信息

科 学 国 际 权 威 期 刊 ： Proceedings of the IEEE, IEEE Trans. on Biomedical 

Engineering, IEEE trans. on Neural Systems and Rehabi l i tat ion 

Engineering； 脑 科 学 国 际 权 威 期 刊 ： Brain, Cerebral Cortex, Journal of 

Neurophysiology等上发表了20余篇学术论文，并获国内发明专利授权4项。主持

国家自然科学面上与青年基金、广东省自然科学基金委面上项目、华南理工大学杰

出青年项目等9项科研项目，是广东省自然科学基金委研究团队项目5名核心成员之

一。曾获广东省自然科学技术奖一等奖(排名第三)，首届中国自动化学会优秀博士学

位论文奖等荣誉。

报告信息报告信息

摘要：将介绍非侵入式TMS神经调控技术，并探讨晚期I波的干预是否能加强由脊髓损伤

引起的残留神经网络的传播，进而促进脊髓损伤后病人的上肢运动功能改善。

TMS-based neuromodulation and 

motor function improvement

个人简介个人简介



孙俊峰，博士，副教授，特别研究员，博士生导师。孙俊峰在南京大学电子科学

与工程系分别获得学士和硕士学位，在香港理工大学电子与资讯工程学系获得博士学

位，曾在美国明尼苏达大学生物医学工程系进行过一年的学术访问。孙俊峰博士毕业

后进入上海交通大学Med-X研究院任助理研究员，2014年起任上海交通大学生物医

学工程学院及Med-X研究院副教授，特别研究员，博士生导师。孙俊峰是IEEE高级

会 员 （ 2015-） ， Medical and Biological Engineering and Computing的

Associate Editor (2018-), BMC Neuroscience的 Guest Editor (2017-)和

Frontiers in Aging Neuroscience的Guest Associate Editor（2015-），为超过

20个国际学术期刊的审稿人。孙俊峰近年主持国家自然基金等项目，承担973子课题

和 国 家 重 点 研 发 计 划 “ 精 准 医 学 ” 专 项 研 究 任 务 ， 在 Brain Stimulation, 

Neuroimage, IEEE Transactions on Biomedical Engineering, Signal 

Processing等SCI刊物上发表论文４０余篇。主要研究兴趣包括神经调控技术、神经

影像分析方法、及这些技术在脑认知功能和脑疾病中的应用。

报告信息报告信息

摘要：经颅超声刺激(TUS)是新发展起来的一种无创神经调控技术，具有空间分辨率高、

刺激部位深等优点。本文将介绍TUS技术的发展，以及我们完成的TUS在脑卒中模型大

鼠和抑郁症模型大鼠应用研究。特别地，现有研究以及我们自己的研究显示，TUS对部

分动物产生不一致的或不明显的调控效应，这为TUS的应用带来困惑。针对这一问题，

我们发展激光散斑成像技术(LSI)来检测TUS刺激前后的大鼠体感运动皮层对后爪接受电

刺激的皮层血流响应。结果发现，兴奋性超声刺激使得11只大鼠中的5只的体感运动皮

层对后爪接受电刺激时的皮层血流响应增强，而另外6只大鼠的皮层血流响应却减弱；

抑制性超声刺激使得所有的11只大鼠的体感运动皮层对后爪接受电刺激时的皮层血流响

应减弱。而且，兴奋性的和抑制性的超声刺激引起的体感运动皮层对后爪电刺激的响应

变化与对应基线阶段的体感运动皮层对后爪电刺激的响应存在显著负相关。这些结果表

明，LSI技术可以有效检测超声神经调控效应，且超声刺激的神经调控效应具有状态依

赖特性。

经颅超声神经调控效应及其应用

中国生物医学工程联合学术年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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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俊峰
上海交通大学

孙俊峰
上海交通大学

Email：jfsun@sjtu.edu.cnEmail：jfsun@sjtu.edu.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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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 晶
华东理工大学

Email：jinjing@ecust.edu.cn

金 晶
华东理工大学

Email：jinjing@ecust.edu.cn

金晶，华东理工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信息科学与工程学院 自动化系主任，

脑-机 接 口 专 业 期 刊Brain Computer Interfaces副 编 和Signals副 编 ；SCI期 刊

Journal of Neuroscience Methods编委；SCI期刊Computational Intelligence 

and Neuroscience客座编委；IEEE Senior Member,日本理化学研究所访问科学

家。在脑-机接口范式设计和系统优化与应用等方面进行了长期的研究工作，相关研

究 成 果 已 在 Journal of Neural Engineering, IEEE Transactions on Neural 

Systems and Rehabilitation Engineering自动化学报等上发表论文80余篇，其

中SCI期刊论文 40篇， 学术谷歌引用1800余次,H指数27，2014-2017年连续四年

入选中国高被引学者榜。担任Journal of Neural Engineering，Proceedings of 

the IEEE等 20多 个 SCI期 刊 的 特 邀 审 稿 人 ， 被 评 为 Journal of Neural 

Engineering和 Biological Psychology等4个SCI期刊的杰出审稿人，2016年被选

为英国物理学会(IOP)的“年度评审人”，中国入选2人。

报告信息报告信息

Abstract： The aim of a brain-computer interface (BCI) is to provide a 

communication channel for patients who have lost normal communication 

abilities due to severe motor impairments. Many studies of ECUST BCI lab were 

focused on P300-based BCI system and motor imagery-based rehabilitation 

system. For examples, 1) Since the row/column flash pattern could not be 

optimized flexibly in the stimulus configuration, a new non-row/column flash 

pattern based on binomial coefficients code was presented to avoid the negative 

effects of ‘ repetition blindness’  and ‘ attentional blink’ . 2) Conspicuous 

changes of the stimuli could evoke large event-related potentials, however it 

would lead to strong interference and visual fatigue. To solve this problem, a new 

stimulus was presented by using minor changes that would lead to strong 

differences in image information, which could decrease the adjacent interference 

and mental fatigue. 3) Online training and adaptive strategy significantly 

decreased the calibration time and increased the information transfer rate. 4) We 

also developed a new stroke rehabilitation system based on BCI for Chinese 

patients. 

 Brain computer interface and its application in rehabilit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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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世雄，博士，副研究员，博士生导师，深圳市海外高层次人才“孔雀计划”人

才，深圳市南山区“领航人才”，深圳市神经康复技术工程实验室副主任。2005年获

得清华大学生物医学工程专业本科学位，2007年获得清华大学生物医学工程专业硕士

学位，2012年获得美国亚利桑那州立大学与听力科学专业博士学位。主要研究方向为

生物医学信号的检测与处理，听力障碍的检测和康复，以及相关医疗器械的技术开发

和临床应用。近年来共发表SCI/EI论文50余篇，申请发明专利10余项。目前主持国自

然面上项目1项、国自然青年基金项目1项、深圳市基础研究项目1项，深圳市海外高层

次人才孔雀技术创新项目1项，深圳市学科布局项目1项，同时作为骨干参与科技部

973项目、863项目、国自然基金重点项目和广东省创新团队等多项重大科研项目。担

任康复辅具协会康复工程专业委员会青年委员、广东省生物医学工程学会康复工程分

会委员、中国生物医学工程学会医学神经工程分会会员、中国人工智能学会脑机融合

与生物机器智能专委会会员、Nature Electronics等权威SCI期刊的论文评审专家。

报告信息报告信息

摘要：听力障碍和吞咽障碍是两种常见的因人体结构缺陷或受损而导致的生理功能障

碍。研究表明，听力和吞咽障碍产生时会伴随生理电信号的异常改变，因此通过对生理

电信号的测量可实现以上功能障碍的客观无创诊断。本研究提出一种基于扫频听觉诱发

电位的听力障碍快速检测技术，以及一种基于高密度肌电的吞咽障碍评估方法，以克服

目前的检测手段分辨率较低、可靠性较差等问题，从而为听力障碍和吞咽障碍的针对性

治疗和个性化康复提供客观精准的诊断依据。

基于神经肌肉电信号分析的听力与吞咽障碍康复技术研究

中国生物医学工程联合学术年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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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世雄
中国科学院深圳先进技术研究院

陈世雄
中国科学院深圳先进技术研究院

Email：sx.chen@siat.ac.cnEmail：sx.chen@siat.ac.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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牛传欣，博士，副研究员，上海市首届“青年东方学者”。现就职于上海交通大

学医学院附属瑞金医院，任康复医学科研实验室负责人，兼任上海交通大学 Med-X 

研究院神经康复工程实验室副主任。2006年毕业于北京理工大学电子工程系，2010年

博 士 毕 业 于 美 国 伊 利 诺 伊 大 学 及 芝 加 哥 康 复 研 究 院 （Rehabilitation Institute of 

Chicago），2010-2014年于美国南加州大学运动康复系担任博士后研究员，长期专

注人体运动控制、神经运动障碍的研究。在康复医工交叉领域的器械化康复评定与智

能化康复治疗方面陆续开展了科研工作。现为多个康复领域SCI期刊评审人，并担任麻

省理工学院出版社特邀评审。 担任中国康复医学会康复治疗专业委员会委员，中国生

物医学工程学会康复工程分会青年委员，上海市医学会物理医学与康复学专科分会青

年委员等学术职位。获得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青年项目1项（承担），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重点项目1项（第二责任人），作为骨干人员参与科技部变革性技术重点专项1项，获

国家资助的研究方向集中于脑卒中神经康复技术、神经假肢手的仿生柔顺控制。

报告信息报告信息

摘要：神经拟态建模（Neuromorphic Modeling）是一种全新的神经信息技术，它提出

用人工构建一个“类神经系统”的办法来对假肢和机器人进行闭环控制，从而继承人类

神经控制体系的优点，并规避传统计算机软硬件设备的缺点。该技术利用超大规模集成

电路（VLSI）加工工艺，在电子芯片上制成大量微小电路以模拟真实神经元和神经网

络。因为每块微小电路都尽量按照神经生理实验的数据而制作，因而整块芯片不但是从

生理特征上对神经系统进行仿真，而且是在组织结构上对人体神经系统进行“拟态”。

报告人在神经拟态建模和芯片设计领域具有多年的研究经验，将介绍该技术在神经运动

疾病机理研究中的探索，以及在假肢手仿生柔顺控制中的应用。

神经拟态建模与假肢手仿生柔顺控制

牛传欣
上海交通大学

牛传欣
上海交通大学

Email：minos.niu@gmail.comEmail：minos.niu@gmai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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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 进
西安交通大学

Email：xujin@mail.xjtu.edu.cn

徐 进
西安交通大学

Email：xujin@mail.xjtu.edu.cn

徐进，教授、博导，现任西安交通大学生物医学工程研究所副所长，陕西省康

复医学会康复工程分会副主任委员，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博士后基金等专家评委。

主持承担了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中芬国际合作、国家留学基金委全额资助、陕西省

科技计划等项目，作为骨干成员参加国家重点研发等项目的研究工作。主要从事医

学信号处理与应用研究，近年来在脑认知功能障碍（血管性痴呆、阿尔兹海默痴

呆）、精神障碍（抑郁症）、睡眠障碍等疾病的特征检测、早期诊断、干预训练、

神经机制及脑功能网络构建分析等方面开展研究。在该领域已发表论文30余篇，其

中SCI检索15篇，EI检索12篇，获批软件著作权4项，获发明专利授权4项。

报告信息报告信息

摘要：血管性痴呆（Vascular Dementia, VaD）是由于脑血管疾病而引发的大脑认知功

能的下降或丧失，在亚洲地区，VaD是患病人数最多的痴呆类型。脑电（EEG）信号源

于脑内神经元集群同步放电活动所产生的电场，它直接反映大脑神经电活动。基于多通

道脑电信号，采用有向传递函数（directed transfer function, DTF）对不同脑区间的有

向功能连接进行分析发现，早期VaD患者相对于正常老年组，顶区到额区的功能连接强

度显著减弱，中央区左侧到大脑右侧的功能连接强度显著减弱。在功能连接研究的基础

上，构建脑功能网络，采用复杂网络分析方法研究脑网络的拓扑属性发现，早期VaD患

者脑网络的聚类系数显著低于正常老年组，显示其脑网络属性趋近于随机网络；而且

VaD患者Pz节点的脑网络核心节点地位丧失；其出度显著下降，入度显著增加，显示

Pz节点由信息输出者转变为信息接受者。早期VaD患者的功能连接与脑网络研究有助于

探索其认知功能下降的产生机理。

早期血管性痴呆患者的功能连接和脑网络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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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待发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

Email：daifa.wang@buaa.edu.cn

汪待发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

Email：daifa.wang@buaa.edu.cn

汪待发，博士、北京航空航天大学生物与医学工程学院长聘副教授。

2005年、2010年本科与博士毕业于清华大学生物医学工程系，获清华大学本科

优秀毕业设计论文、清华大学优秀博士学位论文一等奖、清华大学优秀博士称号。

2014年-2015年赴美国加州理工大学访问学者。获北京航空航天大学青年拔尖人

才、江苏双创人才等荣誉。

长期从事散射生物光子学的研究，主持国家自然科学基金2项、教育部新教师基

金1项等，发表学术论文30余篇，引用400余次。主持研发的高端近红外光谱脑功能

成像设备已在清华大学、国家康复辅具研究中心、中国康复研究中心、香港理工大

学、北医六院等三十余家顶级单位示范应用。

报告信息报告信息

摘要：得益于近红外光谱脑功能成像技术（fNIRS）相对较好的空间分辨率、抗干扰能力

强、便携性等优势，基于fNIRS的脑机接口（BCI）在运动功能、认知功能康复等领域得

到越来越多的关注。然而，fNIRS-BCI分类模型的建立依赖于足够的训练数据集，但训

练数据集的获取通常耗时高达数十分钟，限制了fNIRS-BCI的实际应用。针对这一挑

战，我们开展了基于历史训练数据集、以及静息态数据集的fNIRS-BCI方法研究，并取

得了一定的进展。

弱数据训练集的近红外光谱脑机接口

个人简介个人简介



徐 鹏
电子科技大学

Email：xupeng@uestc.edu.cn

徐 鹏
电子科技大学

Email：xupeng@uestc.edu.cn

徐鹏，电子科技大学生命科学与技术学院教授。2006年获得电子科技大学博士

学位，2007-2009年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博士后。一直专注于电生理的时-空

信 息 挖 掘 问 题 ， 在 包 括 Neuroimage, IEEE汇 刊 以 及 Journal of Neural 

Engineering等 本 领 域 权 威 期 刊 发 表SCI论 文80余 篇 ， 被 包 括SCIENCE子 刊 、

Neuron、Physiological Reviews、IEEE汇刊等期刊多次正面评价，申请获批国

家发明专利4项，获批软件著作权5项，获得教育部自然科学一等奖1 次(排名4)，

2012年入选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计划，2015年获得国家自然基金优秀青年基金资

助，医学神经工程分会秘书长，期刊Scientific Reports编委。

报告信息报告信息

摘要：决策作为一种和社会认知密切联系的高级认知过程，其信息加工涉及到多个脑

区，需要这些脑区间的信息交互在网络层面上来完成。对决策过程涉及的网络机制的研

究，将有助于建立更加智能化、更加接近真实生物体的智能决策系统。本报告主要介绍

基于高时间分辨率的脑电，构建决策过程中的动态事变网络，对不同决策阶段、不同决

策反应的特有网络进行研究，基于网络建立能对被试决策行为进行有效影响的干预模

型，并基于网络信息构建基于单次脑电的在线被试决策行为预测模型。

决策的脑电网络机制研究

个人简介个人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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赖溥祥
香港理工大学

Email：puxiang.lai@polyu.edu.hk

赖溥祥
香港理工大学

Email：puxiang.lai@polyu.edu.hk

赖溥祥博士2002年获清华大学颁授生物医学工程学士学位，2005年获中国科学

院声学所硕士学位（导师张碧星研究员、汪承灏院士），2011年获波士顿大学机械

工程博士学位（导师Ronald A. Roy、Todd W. Murray），2010-2015年在圣路

易斯华盛顿大学生物医学工程 Lihong Wang 教授（美国工程院院士）指导下从事博

士后研究，2015年9月受聘于香港理工大学生物医学工程系任终身制序列助理教授

（博导）。赖博士长期致力于声光结合及其在生物医学成像、治疗以及操控领域的

应用研究，成果得到了国际同行的初步关注与肯定，以第一作者或者通讯作者在

Nature Photonics，Nature Communications等顶级杂志发表论文30余篇，多次

受邀在国际重要会议作报告，多次获得最佳论文荣誉，并多次被国内外知名大学和

研究所邀请作学术讲座及担任25家国际著名期刊的专业审稿人。入职香港理工大学

以来，主持香港Research Grant Council (RGC)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

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重大科研仪器研制项目以及深圳市科技创新委员会等基金

多项。赖博士2016年入选第12批中国国家千人计划青年学者，并被授予香港2016-

2017年度杰出青年学者。

报告信息报告信息

摘 要 ： Optogenetics is a revolutionized technology that can be used to target 

neural ensembles defined by their molecular profiles, activity patterns, or 

projection patterns. Usually, a monomer or multi-mode fiber for light delivery. 

The light output from the fiber is, however, divergent, which simultaneously excite 

or inhibit a large volume of neurons of the same type exhibiting potentially 

differing neural activities. Here we report single neuron optogenetics with high 

spatial and temporal resolutions by integrating multimode fiber-based wavefront 

shaping for light delivery, paving way towards minimally invasive or noninvasive 

deep-tissue precision optogenetics.

Spatiotemporally evolutional optogenetics 

enabled by wavefront shap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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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勋斌
上海交通大学

Email：xwei01@sjtu.edu.cn

魏勋斌
上海交通大学

Email：xwei01@sjtu.edu.cn

魏勋斌，博士， 博士生导师， 上海交通大学特聘教授，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获得

者，SPIE（国际光学工程组织）Fellow（会士）

1993年 于 中 国 科 技 大 学 物 理 系 光 电 子 技 术 专 业 获 学 士 ，1999年 获 美 国 加 州 大 学

Irvine分校生物物理学博士，1999-2001年在哈佛大学从事博士后研究。2001-2006年

任哈佛大学生物医学光学中心研究助理教授。2006年回国，任复旦大学生物医学研究院研

究员、副院长，化学系教授，获得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科技

部973国家重大基础研究计划、国家传染病重大专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仪器专项、上海

市领军人才、上海市优秀学科带头人、上海市曙光学者、上海市浦江人才计划等项目资

助。共发表NATURE、PNAS、NATURE COMMUNICATIONS等70篇，总影响因子

335，他引3250余次。获得国家三类医疗注册证一项，国内外专利10项。现任上海交通大

学特聘教授（MED-X医工交叉研究院与生物医学工程学院），中国生物医学工程学会生

物医学光子学分会候任主任委员，中国光学学会激光医学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中国仪

器仪表学会医疗仪器分会副理事长，中国生物物理学会分子影像专业委员会常务委员，中

国光学学会生物医学光子学专业委员会常务委员， SPIE（国际光学工程组织）Fellow

（会士），受邀担任细胞分析领域期刊Cytometry Part A（影响因子3.22）的副主编。

2016年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会评专家。主要研究活体光学分子影像与检测技术，肿瘤的光

学早期检测与治疗、老年痴呆症的光学早期诊断与治疗等。

报告信息报告信息

Abstract：Nanoparticles have been widely used in biomedical research as drug carriers or 

imaging agents for live animals. Blood circulation is crucial for the delivery of nanoparticles, 

which enter the bloodstream through injection, inhalation, or dermal exposure1, 2. However, 

the clearance kinetics of nanoparticles in blood circulation has been poorly studied, mainly 

because of the limitations of conventional detection methods, such as insufficient blood 

sample volumes3, 4 or low spatial-temporal resolution5, 6. In this study, a novel detection 

method based on in vivo flow cytometry7-10 (IVFC) is applied to monitor the clearance 

kinetics of nanoparticles in the bloodstream in real time. Our results show that the rich 

information provided by IVFC can be employed to monitor nanoparticle concentrations and 

enumerate nanoparticle aggregates in blood circulation noninvasively and continuously. Our 

work shows that IVFC could be a powerful tool for pharmacokinetic studies of nanoparticles 

and other drug carriers in vivo.

Noninvasive monitoring of nanoparticle clearance and 

aggregation in blood circulation by in vivo flow cytomet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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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思华， 现任华南师范大学研究员、博导，生物光子学研究院副院长、激光生命

科学教育部重点实验室副主任。主要从事显微光声成像技术、光声内窥镜技术及其生

物医学应用与仪器开发。2018年获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优秀青年基金；2016年获广东特

支计划科技创新青年拔尖人才；广东省高等学校优秀青年教师（培养计划）。主持国

家科技部“863”青年科学家专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点项目（合作）、广东省自然

科学基金重点项目、广东省产学研项目、广州市产学研重大项目等。发表SCI期刊论文

80多篇；授权国家发明专利18项。代表性论文有Journal of the American College 

of Cardiology (SCI IF 19.89), Physical Review Letter, Small, Theranostics, 

Optics Letter, Appl Phys Lett等，H因子21。在光声成像技术方面曾获教育部高等学

校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二等奖 (2013年)、广东省科学技术奖(发明类)二等奖 (2009

年)、美国医学物理学会“Sylvia Sorkin Greenfield Award”奖 (2008年)、中国光学

重要成果奖 (2008年)。现任中国光学学会生物医学光子学专委会副主任委员、中国生

物医学工程学会青委会委员、广东省生物物理学会秘书长/常务理事、《Chinese 

Optics Letters》主题编辑、《Frontiers of Optoelectronics》编委、《激光生物

学报》常务编委。

报告信息报告信息

Abstract： This talk presented the new progress in photoacoustic imaging 

towards the clinical translation. A toward clinically-used photoacoustic 

dermoscope (PAD) assembled by a multiscale confocal opto-sono objective, 

was developed for label-free imaging anatomy of human skin with endogenous 

chromophores. The newly-developed opto-sono objective can effectively 

coordinate the spatial resolution and penetration depth in the visualization of the 

skin delamination and chromophore structures up to reticular dermis depth, with 

lateral resolution from 1.5 μm to 104 μm and axial resolution from 34 μm to 57 

μm. The PAD allows us to achieve multilayered skin histology implicated in the 

diagnosis or staging of pigmentary and vascular skin diseases, which is a 

promising technique for non-invasive observation of human tissue structure and 

skin disease detection.

Photoacoustic Imaging Technology and Clinical Translation

杨思华
华南师范大学

杨思华
华南师范大学

Email：yangsh@scnu.edu.cnEmail：yangsh@scnu.edu.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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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同生
华南师范大学

Email：chentsh@scnu.edu.cn

陈同生
华南师范大学

Email：chentsh@scnu.edu.cn

陈同生，1964年3月出生，华南师范大学激光生命科学教育部重点实验室教授，

博士生导师，生物光子学研究院院长，广东省“千百十人才工程”省级培养对象。

长期从事荧光显微成像术特别是荧光共振能量转移(FRET)显微定量成像检测分析技

术和仪器的研发工作。主持国家重大科研仪器研制项目、国家863项目和国家自然科

学基金项目等国家级科研项目7项，主持广东省科技计划项目、广东省高教厅重点项

目和广东省自然科学基金项目等省部级科研项目7项，研究经费超过1000万元。研究

方 向 包 括 显 微 成 像 技 术 及 其 在 生 物 医 学 中 的 应 用 ， 在 Optics Letter、 Optics 

express、 Appl Phys Lett、 J Microscopy、 Biomaterails、 Free Radical 

Biology & Medicine、 ACS Appl Mater Interfaces、J Mater Chem B、 Cell 

signal、Apoptosis、J Cell Physiol等学术期刊发表SCI收录论文80余篇，他引次

数 超 1000余 次 ， 获 得 国 家 发 明 专 利 4项 。 长 期 担 任 ACS Nano， Nano Lett，

Biomaterials, Microscopy and Microanalysis, J Microscopy, Cancer 

Letter等杂志的审稿人。

报告信息报告信息

摘要：本报告介绍了多种活细胞定量FRET检测分析技术，以及宽场显微定量FRET成像

仪器的研发进展。现代生物学的研究不仅需要了解参与生物过程的分子种类，更需要了

解生物学过程的精确分子调控机制。尽管体外和体内研究已经揭示了大量特异的生物分

子之间的相互作用，但大量发生于生物体内动态的或瞬时性的或者弱的分子间相互作用

目前还难以准确鉴定和深入研究。因此，细胞原位、实时、动态分析技术和方法的发展

一直是生命科学研究的迫切需要。荧光共振能量转移(FRET)显微成像技术是目前唯一

(unique)可以在单个活细胞中直接实时高时空分辨检测分子间动态相互作用过程的成像技

术。本研究小组发展了多种定量FRET检测分析技术，并研发了宽场显微定量FRET检测

分析仪器。

宽场显微定量FRET成像仪研究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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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晗, 深圳大学特聘教授、博士生导师。国家优秀青年科学基金获得者（2012

年）, 中组部青年千人计划获得者（2012年），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支持计划”人

选（2011年）,留学基金委“优秀自费留学生”奖学金（2010年）。2006年7月，武

汉大学本科毕业，获理学学士学位；2011年07月，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博士研究生毕

业，获工学博士学位；2013年至今，在深圳大学工作，任特聘教授。

近五年，在光纤激光器和石墨烯非线性光学相关的研究工作。在本领域取得了重

要进展，部分研究成果国际领先，在光电子期刊上共发表论100 多篇，其中封面论文

超过10篇，论文被引用超过5000次, ESI高引用论文超过20篇，其中单篇引用超过100 

次（18篇 ）。获邀并担任OSA photonics Research, SPIE Optical Engineering专

题主编。 一篇论文入选中国百篇最具影响力论文。

报告信息报告信息

摘要：癌症是当前严重危害人类健康的重大疾病之一。化疗是恶性肿瘤治疗的重要方法

之一，但由于药物靶向性差、生物利用率低、药物浓度不可控等因素，显著降低了疗

效。可以实现精准药物递送的纳米药物载体对提高治疗效果和降低副作用具有关键作

用。近年来，黑磷作为一种新型二维材料，具有诸多优异的特性，如：可调节直接带

隙、高光热转化效率1, 2、易于制备、高载药量3, 4以及优异的生物相容性，从而在生物

医药领域展现出极佳的应用前景。目前，黑磷纳米片和黑磷量子点材料已被实验证实可

用于生物成像、光热治疗、光动力治疗和纳米药物载体等。针对癌症精准治疗中面临的

问题，以及黑磷优异的光电和生物学特性，本课题组发展和构建了一些列基于黑磷纳米

材料的生物光子学纳米诊疗体系，充分发挥黑磷材料在高光热转化率、高载药率和生物

可降解特性上的三重优势，实现具有高载药率、靶向性和精准控释性能的智能黑磷生物

光子学纳米诊疗平台5, 6。为开发新型智能纳米载药平台及其临床应用提供理论和实验

依据。

基于纳米黑磷的生物医学光子技术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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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 晗
深圳大学

张 晗
深圳大学

Email：hzhang@szu.edu.cnEmail：hzhang@szu.edu.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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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 平
华中科技大学

Email：p_wang@hust.edu.cn

王 平
华中科技大学

Email：p_wang@hust.edu.cn

王平， 华中科技大学 武汉光电国家研究中心 教授、博士生导师、国家“青年千

人计划”入选者（第十一批），主要发展超光谱受激拉曼散射（Hyperspectral 

Stimulated Raman Scattering Microscopy）显微成像技术，对生物体系内脂质

代谢过程，小鼠全脑神经网络以及血管通路，以及其他生物体系进行广泛研究；在

国 际 一 流 期 刊 Nature, Angew. Chem. Int. Ed., Analytical Chemistry, Light: 

Science & Applications, Accounts of chemical research等发表20余篇论文。

获得美国授权专利一项，申请美国专利一项，中国专利一项。

报告信息报告信息

Abstract: Over the past decades, fluorescence microscopy has greatly 

expanded our knowledge on functions and activities of a wide variety of proteins 

in cells.1 However, the visualization of specific proteins has to count on 

traditional immune-labeling, in which both two-stage anti-bodies are complex 

and large. The fluorescent proteins are popular alternative. But their size is as big 

as about 27 kDa, and may result in unknown interference to protein functions. In 

this study, we report the Raman spectra based protein imaging method, which 

incorporates a small phenyl ring enhanced Raman tag (total of ∼0.55 kDa) with a 

single unnatural amino acid (UAA) to genetically label specific proteins. We 

further demonstrate hyperspectral stimulated Raman scattering (SRS) imaging of 

the Histone3.3 protein in the nucleus, Sec61β  protein in the endoplasmic 

reticulum of HeLa cells, and Huntingtin protein Htt74Q in mutant huntingtin-

induced cells. Genetic encoding of a small, stable, sensitive, and narrow-band 

Raman tag took one key step forward to enable SRS or Raman imaging of 

specific proteins and could further facilitate quantitative Raman spectra-based 

super multiplexing microscopy in the future.

Alkyne Raman Tags for Molecular Imaging of Specific Proteins

个人简介个人简介



贺号，现任上海交通大学生物医学工程学院特别研究员。2006年本科毕业于中国

科学技术大学少年班系，2010年博士毕业于香港中文大学电子工程系。2011-2014年

在天津大学精密仪器与光电子工程学院任副教授，2014年至今在上海交通大学生物医

学工程学院任特别研究员。研究集中于使用飞秒激光对细胞内的信号和细胞功能进行

精确的刺激与调控，新型成像系统的研究，以及在在体动物上的应用。目前以第一作

者或通信作者发表SCI论文28余篇，其中两篇发表于Nature Photonics，两篇文章获

得Nature Photonics专题报道。获三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上海市启明星计划、晨光

计划等支持，获评日本学术振兴会JSPS Oversea Fellowship，受邀作为东京大学

Global Science Course (GSC) Lectureship，受邀参加日本内阁资助的ImPACT重

大研究计划。

报告信息报告信息

摘要：激光引起的光损伤是一个非常广泛但缺少深度的理论。在传统光损伤的意义上，

近红外波段的飞秒激光对于细胞是相对安全的，因此，飞秒激光在多光子成像中得到了

广泛的应用，但其对于细胞和细胞分子的影响目前还尚未研究。本报告将介绍一种飞秒

激光对细胞钙存储和钙通道的调控技术，通过紧致聚焦，我们实现了飞秒激光在单细胞

水平上精密控制细胞的钙水平和钙释放过程，在此基础上实现的利用激光对细胞钙信号

调控的基因表达过程的直接控制，在人类骨髓干细胞上实现了激光对关键分化因子的表

达控制；进一步地，我们实现了飞秒激光触发非应激性细胞间钙信号传输的机制和大范

围钙波传输技术。近期，我们实现了飞秒激光对细胞钙通道的直接调控技术，不需要任

何光遗传学的介导，使用飞秒激光的多光子激发即可实现对细胞钙通道的控制。

飞秒激光直接调控细胞钙存储与钙通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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储 军
中国科学院深圳先进技术研究院

Email：jun.chu@siat.ac.cn

储 军
中国科学院深圳先进技术研究院

Email：jun.chu@siat.ac.cn

储军，博士，研究员，中国科学院’百人计划’A类入选者。2009 年毕业于

华中科技大学生物医学工程专业，获理学博士学位。2009~2010 年在美国麻省大

学阿莫斯特分析进行博士后研究。2010~2015 年在美国斯坦福大学进行博士后研

究。2015年3月加入中国科学院深圳先进技术研究院，任副研究员 。近5年，以第一

或 通 讯 作 者 在 Nature Biotechnology和 Nature Methods等 高 水 平 期 刊 上 发 表

SCI论文6篇；参与《The Fluorescent Protein Revolution》专著的撰写。实验室

研究方向为基因编码的可用于活细胞和动物成像的光学和光声分子探针、细胞信号

通路的光学成像以及光遗传学工具的开发及其应用。

报告信息报告信息

Abstract：FLIM-FRET and BRET techniques based on red fluorescent proteins 

are particularly useful for reporting the function of molecules and cells in vivo. 

However, red fluorescent proteins in existing RET sensors are either dimeric or 

less photostable. Here, we report the engineering a monomeric far-red 

fluorescent protein with fast maturation, mMaroon2, and monomeric cyan-

excitable red fluorescent proteins, mCyRFP2 and mCyRFP2r, that have 

comparable photostability to mEGFP under two-photon excitation. With the 

mCyRFP2-mMaroon2 FRET pair and GCaMP indicator, we simultaneously 

visualized CaMKII kinase activity and calcium in neuronal synapses in vivo. 

When combined with teal-emitting luciferase Teluc, mCyRFP2 proteins enables 

detection of protein-protein interaction in living cells and visualization of cells in 

deep tissue with high sensitivity. 

Improving FLIM-FRET and BRET reporting with new red 

fluorescent protei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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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承宜, 华南师范大学物理学是国家一流学科建设单位，体育学是教育部第四轮学

科评估A-学科。2002年，刘承宜从物理学科调入体育学科，建立了激光运动医学专业

实验室，从事用单色光作为治疗和诊断手段从跨学科的角度开展运动医学的基础和应

用研究。先后获得五项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一项广东省自然科学基金团队

项目和一项载人航天项目。目前担任教授、博导、校学术委员会体育学学术分委员会

主任和运动人体科学珠江学者岗位学科带头人 。

报告信息报告信息

摘要：现代弱光的研究始于1903年，当年丹麦医生尼尔斯•里德堡•芬森（Niels 

Ryberg Finsen）（1860-1904）因为发现光可以治病获得诺贝尔奖。自限性是十九世

纪上叶就提出来的现代医学的经典概念，但无法定量表征。我们应用幂函数分布不但发

现了自限性的定量判据，而且发现了低水平的可见光和紫外光可以促进自限性过程的建

立。现代生物医学的数据处理方法是基于正态分布的P值方法，只能将组间参数一一对

比。正态分布是与外界没有物质和能量交换的封闭物理系统的分布，不适合描述与外界

同时有物质和能量交换的生物系统。自然界普遍存在的分形的原理是满足自相似的幂函

数分布。我们将幂函数用于数据处理，发现组间参数可以集成比较，自限性康复过程满

足自相似。低水平的可见光和紫外光不影响自限性过程，但促进自限性延迟过程建立自

限性过程，前提是有一定的节律基因表达水平或启动信号转导通路的引物水平。

紫外光生物调节作用的自限性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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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晓峰
山西医科大学第一医院

Email：13509714886@163.com

杨晓峰
山西医科大学第一医院

Email：13509714886@163.com

杨晓峰，男，教授，博士学位，博士生导师，泌尿外科全国肿瘤学组委员，中

国生物医学工程生物医学光子学会委员，山西省优秀专家，山西省抗癌协会泌尿外

科专业委员会常委委员，山西省新型产业领军人才。中国肿瘤生物治疗杂志编委、

国际泌尿外科杂志编委、肿瘤防治杂志特约审稿专家。擅长泌尿外科肿瘤微创诊

疗，能够独立完成泌尿外科的各类4级手术，在国内率先开展的近红外荧光引导阴茎

癌前哨淋巴结活检术。以第一承担人获国家级科研基金2项，省部级基金8项，省级

科研奖励4项，国家发明专利8项，实用新型专利4项。并以第一或通讯作者发表

SCI论文8篇，国家级论文100余篇。主持编写了《膀胱肿瘤研究新进展》和《光学

分子影像外科学》2部专著。研制了系列光学分子影像学诊疗设备并成功转化，取得

良好的社会和经济效益。

报告信息报告信息

摘要：目的 研究采用注射用吲哚菁绿荧光染料，通过体外可见光和近红外荧光融合图像示踪阴茎癌前

哨淋巴结的基础理论和临床应用方法。

         材料和方法 （1）荧光染料浓度与荧光强度相关性的研究：配制14个梯度浓度的吲哚菁绿溶液，

分别在0min、10min、20min、30min、60min、2h、4h、6h、8h、12h、24h成像，记录不同时

刻近红外荧光图像的灰度值及信噪比。（2）760nm近红外光穿透深度的研究：制备含不同浓度吲哚

菁绿的1.5%琼脂糖凝胶，进行荧光成像，测定穿透深度。（3）吲哚菁绿体内代谢和体外活体成像的

动物实验：SD大鼠尾静脉注射吲哚菁绿溶液（2.5mg/ml，4mg/kg），进行大鼠活体体外成像。

（4）示踪阴茎癌前哨淋巴结的临床研究：4例阴茎癌患者，年龄62～78岁，肿物直径为1～3.5cm，

于肿瘤周围皮下注射2.5mg/ml，共1 ml的吲哚菁绿溶液，实时观察双侧腹股沟淋巴结的荧光影像，并

在荧光引导下行淋巴结切除。

          结果 （1）吲哚菁绿溶液的最佳近红外荧光成像浓度是13.11μmol/L，浓度太低或太高都会影响

成像效果。（2）溶液在室温下，随着体外放置时间的延长，低浓度的ICG溶液荧光信噪比和灰度值均

下降，24小时基本消失。（3）溶液浓度13.11μmol/L时，最大穿透深度为9.0mm。（4）吲哚菁绿

静脉注射后首先聚集于肝脏，后通过肝胆代谢，经消化道排泄；（5）吲哚菁绿溶液注射在阴茎肿瘤

周围皮下，注射剂量为2.5mg/ml、1ml，注射10分钟左右，体外近红外荧光能够准确定位前哨淋巴

结，并能持续引导术中淋巴结的分离和切除。

          结论 吲哚菁绿溶液的体内外近红外荧光图像与溶液的浓度、体外放置的时间密切相关，溶液配制

好后要立刻使用，最佳成像深度是9mm，皮下注射后迅速沿淋巴系统流动，进入血液后通过肝胆代谢

排出体外，可见光和近红外荧光融合图像能够有效示踪阴茎癌前哨淋巴结。

可见光和近红外荧光融合图像示踪阴茎癌前哨淋巴结的

基础研究和临床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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奚磊，南方科技大学生物医学工程系副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为生物

医学成像，从事以光声成像技术为核心的多模式、多功能、多参数成像技术在基础和

临床应用中的研究。分别于2007年、2010年、2012年获得华中科技大学光信息科学

与技术学士学位、美国佛罗里达大学生物医学工程硕士和博士学位。2012年底至

2014年11月份在佛罗里达大学继续博士后研究工作。2014年11月加入电子科技大学

担任物理电子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2018年2月入职南方科技大学。迄今共发表

SCI论文44余篇、会议论文20余篇。目前，拥有美国授权发明专利1项、中国授权发明

专利1项，申请发明专利6项。以项目负责人身份主持国家自然科学基金3项、省部级项

目2项。

报告信息报告信息

摘要：高分辨光声显微成像技术是当前发展最快的光声成像技术之一。该技术具有空间

分辨率高、无需标记、穿透深度优于传统光学显微技术等特点。因此，在生命科学、医

学、化学以及材料学等相关领域具有巨大的应用潜力。然而，受限于当前的光栅式扫描

机制，传统高分辨率光声显微成像技术也有不可忽视的局限性，如成像区域小、扫描速

度慢、系统庞大、设计复杂、适用对象单一、缺乏合适的临床应用等。为突破这些局

限，我们建立了两种新型扫描机制，实现了时空多尺度的光声显微成像技术。

多尺度光声显微成像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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岳蜀华
南方科技大学

Email：shuhua_yue@buaa.edu.cn

岳蜀华
南方科技大学

Email：shuhua_yue@buaa.edu.cn

岳蜀华，博士，现任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副教授，博士生导师。2007年于清华大

学生物医学工程系获得学士学位，2013年于美国普渡大学西拉法叶分校生物医学工

程系获得博士学位，师从美国医学与生物工程院会士程继新教授。2014年回国，入

选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卓越百人计划”及“青年拔尖人才计划”。长期致力于无标

记分子光学成像与检测技术在基础生物学与转化医学中的应用。通过定量观察生物

分子在细胞、组织和活体内的代谢过程，已在癌症诊疗等方面获得一系列创新成

果，迄今共发表SCI论文17篇，其中以第一作者身份发表于Cell Metabolism（IF：

20.565）的论文一经发表就得到Nature等权威期刊的关注报道；总他引300余次，

单篇他引超过100次。主持开展多项科研项目，分别来自美国国立卫生院（NIH）、

美国国防部（DOD）、中国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北京市自然科学基金委等。获得

了包括世界华人生物医学工程协会Young Investigator’s Award和国际光学工程

学会转化研究最佳论文奖等在内的多项荣誉。

报告信息报告信息

Abstract：Metabolism is highly dynamic and intrinsically heterogeneous at the 

cellular level. Although fluorescence microscopy has been commonly used for 

single cell analysis, bulky fluorescent probes often perturb the biological activities 

of small biomolecules such as metabolites. Such challenge can be overcome by 

a vibrational imaging technique known as stimulated Raman scattering 

microscopy, which is capable of chemically selective, highly sensitive, and high-

speed imaging of biomolecules with submicron resolution. Such capability has 

enabled quantitative assessments of metabolic activities of biomolecules (e.g. 

lipids, proteins, nucleic acids) in single live cells in vitro and in vivo. These 

investigations not only provide new insights into the role of cell metabolism in 

maintenance of homeostasis and pathogenesis of diseases, but also open new 

avenue to precision diagnosis and treatment.

Coherent Raman scattering imaging of single cell metabolism: 

New avenue to disease diagnosis and treatment

个人简介个人简介

（基于相干拉曼散射显微成像的细胞代谢研究：疾病诊疗新思路）



Biography: Lidai Wang received the Bachelor and Master degrees from the 

Tsinghua University, and received the Ph.D. degree from the University of 

Toronto. After working as a postdoctoral research fellow in the Washington 

University in St. Louis, he joined the City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in 2015. His 

research focuses on biophotonics, biomedical imaging, wavefront 

engineering, instrumentation and their biomedical applications. He has 

invented single-cell f lowoxigraphy (FOG), ultrasonically encoded 

photoacoustic flowgraphy (UE-PAF) and nonlinear photoacoustic guided 

wavefront shaping (PAWS). He has published more than 30 articles in peer-

reviewed journals.

报告信息报告信息

Abstract: Oxygen metabolism generates energy for tissue function and plays a key role in disease 

progression. Since hypermetabolism is a hallmark of cancer, imaging oxygen metabolism in vivo 

offers valuable information for early detection of cancer. We recently developed a novel technology 

named single-cell photoacoustic microscopy, aiming at cancer diagnosis at the earliest possible 

stage. By combining light excitation and ultrasound detection, photoacoustic imaging can provide 

high-resolution quantitative spectral imaging in living tissue. Via high-speed scanning along 

capillaries and switching between two optical wavelengths, single-cell photoacoustic microscopy 

can measure subtle color change on single red blood cells, enabling the quantification of oxygen 

delivery at unprecedented spatial and temporal resolution. We used single-cell photoacoustic 

microscopy to image and ablate circulating tumor cells, the main reason for cancer metastasis. 

Integrating an imaging laser and a therapeutic laser, single-cell photoacoustic microscopy can 

identify circulating tumor cells and ablate them in the blood stream, assisting diagnosis of 

metastasis and reducing the risk of tumor growth at new anatomical sites.

Single-cell photoacoustic microscopy was also adapted to brain imaging. Oxygen metabolism in the 

brain is closely associated with not only neuron activities, but also many life-threatening diseases, 

such as ischemic stroke, Alzheimer’s disease, seizure, neurodegeneration, and brain tumors. In 

vivo imaging of cerebral oxygen delivery is of crucial importance for understanding pathogenic 

mechanisms and exploring new therapeutic strategies in translational medicine. In order to image 

oxygen metabolism in large area, we recently develop a 2-MHz multi-wavelength pulsed laser for 

single-cell photoacoustic microscopy. Using the new laser system, single-cell photoacoustic 

microscopy can image cerebral oxygen delivery with high resolution, fast imaging speed and large 

field of view, offering a powerful tool for translational research in the brain. 

Single-cell photoacoustic microscopy for functional imag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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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宏辉
清华大学深圳研究生院

Email：he.honghui@sz.tsinghua.edu.cn

何宏辉
清华大学深圳研究生院

Email：he.honghui@sz.tsinghua.edu.cn

何宏辉，清华大学深圳研究生院副研究员，主要从事光学成像方法及其在生物

医学应用方面的研究。具体研究领域包括偏振散射成像原理，偏振光与生物组织相

互作用模型，偏振散射成像在癌组织病理检测方面的应用等，在Optics Letters，

Optics Express，Biomedical Optics Express等刊物发表学术论文五十余篇。目

前主持的项目包括：科技部国家重点研发计划-重大科学仪器设备开发项目课题-颗

粒物特异性表征和源识别的偏振光学模型算法与系统优化；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青年

基金项目-与样品取向无关的偏振光散射多波长成像方法及应用研究；深圳市科技研

发资金国际科技合作项目-偏振内窥及临床应用研究。

报告信息报告信息

摘要：散射光偏振态的变化包含了生物组织丰富的微观结构信息。我们在一台最简单的透射光

学显微镜上，通过改变光源和照明模式、增加起偏器（PSG）和检偏器（PSA）、并采用

CCD探测器，实现了透射全偏振显微镜。利用该显微镜可以测量无染色病理切片的偏振变换矩

阵，即穆勒矩阵，从而获得切片所对应的生物组织全部偏振光学信息。利用数据分析方法，并

通过与相同病理样本制备的染色切片透射图像相对比，可以从穆勒矩阵获得一系列新的偏振参

量，用于定量描述样本的不同微观结构特征，并可以利用这些新参量对无标记样本图像进行虚

拟染色，突出显示具有特定病理结构的病变组织的空间分布。最近我们尝试将穆勒矩阵显微成

像方法及参数应用于不同病理组织的定量诊断，针对乳腺癌、肝癌、甲状腺癌等组织的成像结

果显示出穆勒矩阵显微成像方法在辅助病理诊断方面广阔的应用前景。

穆勒矩阵显微成像方法在病理诊断中的应用进展

个人简介个人简介



詹求强，光学工程博士，华南师范大学光学副教授。本科与博士先后毕业于山东

大学与浙江大学。主要从事多光子荧光、稀土光子上转换及其在光学显微成像等方面

的研究。曾在瑞典Lund大学、台湾阳明大学和香港中文大学访问/工作。近年来在

Nature Communications, Laser Photonics Review, ACS Nano等国际学术期刊

上发表文章二十多篇，单篇研究性论文被引340余次，多篇被评为“ESI高被引论

文”。申请国家发明专利14项。近年来，作为负责人，主持广东省杰出青年科学基金

项目、国家“香江学者”计划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珠江科技新星”项目等科

研项目。

报告信息报告信息

Abstract：Lanthanide-doped photon upconversion nanoparticles (UCNPs) are 

capable of converting low-intensity near-infrared light to UV and visible emission 

through the synergistic effects of light excitation and mutual interactions between 

doped ions. UCNPs have gained increasing attention for their wide applications 

in optical bioimaging, displays and photovoltaics. However, there are still some 

ongoing challenges for further development. In this talk, some strategies of 

optically controlling the optical properties of UCNPs for extended applications will 

be introduced. The performance of imaging employing UCNPs, e.g., imaging 

depth, imaging speed, quantum yield and spatial resolution have be greatly 

improved for applications. In 2015, we firstly demonstrated the potential of 

UCNPs for multi-photon super-resolution microscopy. Recently our group has 

developed a novel STED mechanism using optimized lanthanide upconversion 

nanoparticles. We have experimentally demonstrated very efficient optical 

depletion for the UCNPs and successfully archived high efficient, absolutely non-

bleaching cytoskeleton STED imaging at subcellular scale. These findings have 

great potential in super-resolution microscopy.

Optically Controlling Lanthanide-doped Upconversion 

Luminescence for Super-resolution Microscop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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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 婷
中国医学科学院生物医学工程研究所

Email：he.honghui@sz.tsinghua.edu.cn

李 婷
中国医学科学院生物医学工程研究所

Email：he.honghui@sz.tsinghua.edu.cn

李婷（研究员，中国医学科学院生物医学工程所，智能医学工程中心主任），

本 硕 博 毕 业 于 华 中 科 技 大 学 ， 2010-2012年 美 国 肯 塔 基 大 学 博 士 后 ， 2012-

2017年 在 电 子 科 技 大 学 生 物 医 学 工 程 、 微 电 子 系 担 任 副 教 授 。 担 任Sensors, 

Microeletr. Relia., J. Healthcare Eng.等多个SCI期刊编委。曾获得美国近红外

脑成像领域Nirfast奖金、深圳孔雀团队人才核心成员(排第一位)、“挑战杯”科创大

赛 全 国 一 等 奖 团 队 导 师 等 奖 励 。 在 智 能 光 电 子 无 创 诊 疗 技 术 与 仪 器 方 面 ， 发 表

SCI/EI收录论文百余篇，中科院JCR二区以上>10篇,影响因子总和>80；受邀在

SPIE Photonics West国际Top会议上报告~40次，其中特邀报告13次;专著3本：

《Outlook ...》（Springer出版社）等；公开中国发明专利20余项，授权发明专利

10项；研发了一系列光电子无创监护仪，在国际医用光电子领域受到关注和好评，

获得美国光学学会科技媒体采访新闻报道；研发的时间分辨/稳态光在复杂结构组织

中传输的四维模型及代码已被国际同行十余家实验室使用。主持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面上项目、科技部重点研发专项子课题、深圳孔雀团队项目等各级项目。

报告信息报告信息

Abstract：This talk will mainly present our research achievements on functional 

near-infrared spectroscopy and tomography, di f fuse correlat ion 

spectroscopy/tomography, and their combination with precise light stimulation 

therapy, such as low-level light therapy. It will cover the whole-chain work on 

these technologies, including instrumentation, measurement algorithm and signal 

processing, the successful clinics applications. The translational work covered 

the custom novel monitors in intensive care unit, e.g., shock, deep venous 

thrombosis, brain death, the therapeutic evaluators on cupping therapy and 

exercise training in rehabilitation center; the noninvasive optical theranostics, and 

the in-situ assessment imager of brain function activity.

Functional Near-infrared spectroscopy/tomography of Deep 

Tissue Hemodynamics: From Bench to Clinics

个人简介个人简介



章春笋，男，华南师范大学研究员、博士生导师。多年来，他一直从事生物/医学

微流控技术、微电子机械系统（MEMS）等领域的研究。到目前为止，以第一作者和

/或通讯作者在国内外期刊上发表SCI论文20多篇， 他引总数600余次；主持2项国家自

然 科 学 基 金 面 上 项 目 ， 作 为 主 要 成 员 参 与 4项 国 家 /省 部 级 重 点 项 目 。 担 任

《Biomedical Microdevices》、《Microfluidics and Nanofluidics》等微/纳流控学

学术刊物审稿人。

报告信息报告信息

摘要: 微流控芯片的衬底材料常常是硅、玻璃等无机材料以及其它高分子聚合材料，芯片

制备技术已相当成熟。然而，这些衬底材料及相关加工设备价格相对较高，制备过程比

较复杂、耗时。为了克服这些缺点，近年来基于各种纤维材质（纸、布等）的微流控芯

片分析方法及其装置受到来自多个领域研究者们的极大关注。我们课题组已经将纤维材

质芯片技术与双极电极-电化学发光（BPE-ECL）技术有机集成以构建简单、廉价的

BPE-ECL传感装置。这些传感装置兼具纸或布芯片、BPE以及ECL技术的各自优点，

能有力克服传统微流控芯片ECL的一些不足之处。例如，这些芯片价格低廉，无需外加

动力驱动进行液体传输；BPE和外加电源之间无需导线连接，这种无线特性极大地拓宽

了BPE-ECL应用范围。

纤维材质芯片双极电极-电化学发光技术及其生物医学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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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材料与组织工程分会场报告专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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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志谋，男，1978年出生，南开大学生命科学学院教授，中组部“万人计划”青

年拔尖人才支持计划和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优秀青年基金”入选者。本科毕业于南

京大学高分子系；博士毕业于香港科技大学化学系，师从徐兵教授；随后于斯坦福大

学医学院Matthew Bogyo教授课题组从事博士后研究，2009年3月加入南开大学。主

要研究方向为多肽水凝胶的制备及生物医疗应用，在该研究领域发表SCI收录论文

100余 篇 ， 其 中 包 括 Chem. Soc. Rev., JACS, Angew. Chem., Adv. Mater.，

Nano Lett., ACS Nano, Adv. Funct. Mater等影响因子大于10的通讯作者论文17

篇，所有SCI收录论文他人引用次数>6,000次，h因子为47。2015年获天津市自然科

学一等奖（1/11），2018年通过杰出青年基金答辩。

报告信息报告信息

Abstract： Most of peptide segments in proteins are constrained into certain 

kinds of conformations, especially for bioactive peptides. However, when these 

peptides are separated from proteins, they failed to fold into their inherent 

conformations and therefore lost their functionalities. The generation of α-helical 

peptide and α-helix mimetic is very important to achieve biological functions of 

peptides or inhibit protein-protein interactions. Several strategies have been 

developed to induce α-helix conformation of short peptides including 

constrained peptides and foldamers. We recently found that enzyme instructed 

self-assembly (EISA) provided a unique pathway to trigger the formation of α-

helix of short peptides, which was unable to be achieved by other conventional 

methods. The nanomaterials formed by EISA held several advantages including 

more stable nanostructures, better stability against enzyme digestion, enhanced 

cellular uptake, bigger fluorescence signal to noise ratio, and higher efficiency to 

inhibit cancer cells and tumors. We envisioned that EISA, in combine with kinetic 

control of enzymatic reaction, would lead to nanomaterials with well controlled 

nanostructures and biofunctions.

多肽可控折叠与活性调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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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欣泉
上海交通大学口腔医学院

Email：Xinquanj@aliyun.com

蒋欣泉
上海交通大学口腔医学院

Email：Xinquanj@aliyun.com

蒋欣泉，主任医师、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现为上海交通大学口腔医学院副

院长、口腔医学系系主任，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九人民医院口腔修复科主

任，上海高校口腔先进技术与材料工程研究中心主任，上海市口腔医学重点实验室

副主任。系国家杰出青年基金获得者，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国家“万人

计划”领军人才，“百千万人才工程”国家级人选，“十三五”国家重点研发计划

首席科学家等。目前担任国际口腔医师学院（ICD）Fellow，国际口腔修复学会

（ICP）理事，中国生物医学工程学会组织工程与再生医学分会副主委、中华口腔医

学会口腔修复学专委会副主委、生物医学专委会副主委、科研管理专委会副主委等

学术职务。长期从事口腔颌面组织再生与修复的研究与转化工作。近5年主持十三五

国家重点研发计划、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重点国际（地区）合作研究项目等10余

项。发表SCI收录第一/通讯论文98篇（合计影响因子496），包括国际口腔领域最权

威期刊JDR封面论文、Advanced Materials（IF 21.95）等论文。以第一完成人获

上海市科技进步一等奖和教育部科技进步一等奖各一项。

报告信息报告信息

摘要：肿瘤、炎症、外伤、先天性疾病均可导致颌面部组织缺损，是口腔临床常见病，

严重影响患者身心健康。课题组凝练出诱导性、血管化、个性化等关键科学问题，从优

选颌骨种子细胞、生物活性因子作用机制、生物材料结构/成分改性及个性化组织再生入

手，以口腔颌面骨组织再生与功能修复的临床转化为最终目标开展研究。本次演讲重点

介绍全新的生长因子复合细胞膜片的概念及磁控精确制备技术，及结构成分改性的中空

管道三维打印支架材料在血管化骨再生中的研究。近年来，课题组积极推进相关成果的

临床转化工作，开展了骨髓干细胞富集技术应用于骨缺损再生、CPC/BMP-2生物活性

支架材料用于牙槽嵴位点保存、成分/结构改性种植体用于后牙缺失修复等多项临床试验

研究。希望通过将口腔医学、再生医学和材料学等学科的相互交叉融合，并积极推动临

床转化，使成果尽早惠及广大患者。

口腔颌面组织再生与功能修复新策略及临床转化

个人简介个人简介



Daxiang Cui
Institute of Nanometer Biomedical 

Engineering, Shanghai Jiao Tong 

University

Email：dxcui@sjtu.edu.cn

Daxiang Cui
Institute of Nanometer Biomedical 

Engineering, Shanghai Jiao Tong 

University

Email：dxcui@sjtu.edu.cn

崔大祥，上海交通大学讲席教授，国家杰出青年基金获得者，教育部长江学

者，国家百千万人才，上海交通大学转化医学研究院副院长，仪器科学与工程系主

任，薄膜与微细技术教育部重点实验室副主任，上海智能诊疗仪器工程中心主任，

纳米重点研发计划项目首席科学家。研究方向是：纳米诊疗技术宇仪器。在Nature 

Protocol, Adv Mater., ACS Nano, JACS等国际专业杂志上发表SCI论文280多

篇，论文被Science, Nature Nanotechnology, Chem. Review 等杂志引用与评

论，他引次数已超过10000多次，H-index 为51，在国际学术会议上作邀请报告

40多 次 ， 获 国 家 科 技 进 步 二 等 奖 1项 （ 2014） ， 上 海 市 技 术 发 明 一 等 奖 1项

（2016）， 主编专著2部。学术兼职：中国抗癌协会肿瘤纳米分会主任委员，中国

新材料学会常务理事，精准医学专业委员会委员，生物医学光子学专业委员会常

委，全国标准化专业技术委员会委员，Nano Biomedicine and Engineering 杂志

主编。

报告信息报告信息

Abstract：In China, the incidence of gastric cancer is in the third place, and the 

mortality is in the second place. The diagnostic rate of early gastric cancer in 

China is less than 15% of all cases. How to improve the discovery rate of early 

gastric cancer, realize the early diagnosis and treatment of gastric cancer, 

reduce the mortality rate, and have great clinical demand. Here, we report based 

on the research progress of nanotechnology gastric cancer early warning SNP 

chips, exhale used screening of early gastric cancer nano SERS chip systems 

development and integration of early gastric cancer diagnosis and treatment on 

the research progress of multifunctional nano probe and clinical progress, the 

purpose is to promote nanotechnology applications in early warning and 

diagnosis and treatment of gastric cancer clinical transformation.

Keywords: early gastric cancer; breath biomarker;  multi-functional nanometer 

probe; Clinical transformation

Nanotechnology-based Gastric Cancer Warning and 

early Theranostics system 

个人简介个人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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纳米医学分论坛特邀报告专家



常津教授: 天津大学健康科学平台（生科院和药学院）副院长、教授和博士生导

师，天津市微纳生物材料与检疗技术工程中心主任，中国颗粒学会副理事长，中国生

物医学工程学会纳米医学与工程分会候任主委，天津市生物医学工程学会理事长，天

津市科协生命科学学会联合体轮值主席。已承担国家重点研发计划（纳米专项）、

863重点项目、973专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和国际合作基金等项目50余项，发表学术

论文200余篇，累计SCI影响因子超过700，获得授权国家发明专利30余项，主编和参

编国内外学术专著3部。三次荣获“天津市科技进步一等奖”，并被中国科协授予“全

国优秀科技工作者”称号。

报告信息报告信息

Abstract：近年来，可视化引导纳米药物引起人们的极大关注。可视化引导纳米药物是

一种能够在纳米平台上实现可视化引导和治疗一体化的理想药剂，有利于患者的精准和

个性化治疗。许多可视化引导纳米药物已经被成功构建出来，然而在临床转化上它们依

然遇到很多困难。本文将展示一些可视化引导纳米药物的研究实例， 如CuInS/ZnS量子

点 （ZCIS QDs），其不仅具有近红外荧光成像可视化引导，而且可以用于多光谱光声

断层扫描（MSOT）成像和光热（PTT）/光动力（PDT）协同治疗；将纳米金颗粒与普

鲁士蓝纳米颗粒相结合，可实现 T1/T2-MRI 和 CT 的多模态成像可视化引导，并实现

光热治疗与放疗增敏的协同治疗。实验结果证明，可视化引导纳米药物具有更加高效和

精准的治疗效果。

可视化引导纳米药物的研究

中国生物医学工程联合学术年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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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 津
天津大学生命科学学院

常 津
天津大学生命科学学院

Email：jinchang @tju.edu.cnEmail：jinchang @tju.edu.cn

个人简介个人简介

蒋兴宇
南方科技大学

Email： jiang@sustc.edu.cn

蒋兴宇
南方科技大学

Email： jiang@sustc.edu.cn

蒋兴宇 南方科技大学 讲席教授 

1999年获得美国芝加哥大学化学学士，2004年于美国哈佛大学化学系取得博士

学位，师从美国两院院士George Whitesides教授。2005年开始任职于国家纳米科

学中心、中国科学院大学。 2018 年开始任南方科技大学讲席教授。蒋兴宇研究员

2010年获 “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2013年获中组部“万人计划”拔尖青年、

2014年获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科技部“创新人才推进计划”；曾获中国化学会青

年化学奖， 入选中科院“百人计划”。发表论文200多篇。研究方向主要包括：微流

控芯片和纳米生物医学。任Nanoscale（影响因子7.3）副主编。

报告信息报告信息

Abstract：微流控芯片在生化传感、生物材料、柔性电路等领域具有广泛应用。例如，

微流控芯片可以精确操纵液体，也可以检测各种生物标志物。再如，微流控芯片还可以

用于一些新型纳米材料的合成，用于载药的复合纳米材料。此外，我们还把微流控和导

电的液态物质结合，用于可穿戴医疗装置等。

Microfluidics for biomedical engineering

个人简介个人简介



程国胜，研究员，博士生导师，中国科学院“百人计划”获得者，中科院纳米-生

物界面重点实验室副主任。1999年在中科院固体物理研究所获博士学位；2000 年至

2004 年分别在多伦多大学、加州大学做博士后研究；2004 年至2007 年在耶鲁大学

纳米科学与量子工程研究所任副研究员；2007 年加入中科院苏州纳米所，中科院“百

人计划”研究员，任课题组长，主要从事纳米-生物交叉的科学研究。主持承担国家

973 项目、国家基金委国际合作重点专项等十余项。在Adv. Mater.、Biomaterials等

国际学术期刊上发表论文80余篇，被国际同行引用4200余次，其中：单篇论文引用数

超过100次10篇，h-index为28；获授权国家发明专利12件。荣获中国侨界贡献奖

（创新人才）、安徽省自然科学一等奖等。

报告信息报告信息

Abstract：Neural stem cells (NSCs) based therapy provides a promising 

approach for neural regeneration. For the success of NSC clinical application, a 

scaffold is required to provide three-dimensional cell growth microenvironments 

and appropriate synergistic cell guidance cues. Here, we report the first utilization 

of graphene foam, a three-dimensional porous structure, as a novel scaffold for 

NSCs in vitro. It was found that three-dimensional graphene foams (3D-GFs) 

can not only support NSC growth, but also keep cell at an active proliferation 

state.. Meanwhile, phenotypic analysis indicated that 3D-GFs can enhance the 

NSC differentiation towards astrocytes and especially neurons. Furthermore, a 

good electrical coupling of 3D-GFs with differentiated NSCs for efficient electrical 

stimulation was observed. 

In this talk, I will address the effects of 3D dimensionality, stiffness and 

topological parameters for the underlying graphene scaffold on the proliferation 

and differentiation of adult neural stem cells. Alzheimer’s disease model both in 

vitro and in vivo was established to elucidate the possibilities and challenges of 

neural stem cell therapy. Our findings implicate 3D-GFs scaffold offer a powerful 

platform for NSC research, neural tissue engineering and regenerative medicine.

3D Graphene Scaffolds Meets Neural Stem Cells

中国生物医学工程联合学术年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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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国胜
中国科学院苏州纳米技术与纳米仿生研究所

程国胜
中国科学院苏州纳米技术与纳米仿生研究所

Email：gscheng2006@sinano.ac.cnEmail：gscheng2006@sinano.ac.cn

个人简介个人简介

顾 宁
东南大学

Email：101001711@seu.edu.cn

顾 宁
东南大学

Email：101001711@seu.edu.cn

顾宁，教授，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国家杰出青年基金获得者，美国医学

与生物工程学会会士（AIMBE，Fellow）。现任江苏省生物材料与器件重点实验室

主任，苏州纳米科技协同创新中心纳米药物与医用材料专业中心主任。曾任国家纳

米科技协调指导委员会技术专家委员会成员、国家重大科学仪器研制专项技术专家

委员会委员、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信息学部咨询专家组成员等。现任教育部科

技委生命与医学学部委员、中国生物医学工程学会常务理事及纳米医学与工程分会

首任主任委员、中国真空学会常务理事等。从事医药铁基纳米材料的宏量制备、表

征与标准、生物效应及其生物医学应用研究。承担、完成十多项国家级及部省级科

研项目，已发表国内外学术期刊论文300余篇，主要发表于Nat Mat、Adv Mat、

Biomaterials、ACS Nano、Cell Res、JCR等杂志上，发明专利授权60余项；研

制纳米氧化铁获批国家弛豫率标准物质。获国家自然科学奖二等奖、国家科技进步

二等奖、教育部首届青年教师奖、省部级科技进步奖数项及第七届“全国优秀科技

工作者”称号等。

报告信息报告信息

Abstract: Stem cells are a kind of pluripotent cells with self-renewal and differentiation 

function, which have gained a wide range of concerns by their function of repairing damaged 

tissues after transplantation. Importantly, the safety and efficacy of stem cell therapy strongly 

rely on the assessment of their proliferation and differentiation in vivo. Out of such demand, a 

variety of nanomaterials are developed and inserted into cells to facilitate in vitro monitoring 

of stem cells. Despite exciting progress, there also remains great challenges, including the  

doubt of biosafety, metabolism of materials, duration of the tracer signal, etc. Our lab focuses 

on iron-based nanoparticles (IBNPs) which own unique magnetic properties and superior 

biocompatibility, first of all, we have synthesized Ferumoxytol with the highest magnetization 

and great  monodispersity which has approved by the China Food and Drug Administration 

(CFDA). Under the conditions of GMP, we labeled clinical human umbilical cord 

mesenchymal stem cells (huc-MSCs) in vitro, and evaluated the safety and functionality.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transfection efficiency could reach 100%, and there were no 

significant changes in morphology, viability, apoptosis, ROS, cell cycle of labeled cells. 

Various experimental results demonstrated the safety, functionality and MRI visualization of 

the labeled huc-MSCs. This is the first time to process a systematic assessment the of 

SPIONs-labeled GMP-grade huc-MSCs based on mandatory standards and requirements 

for stem cell therapy products, which provides a solid basis for clinical transformation.

Stem cell tracking with iron-based nanoparticles 

个人简介个人简介



黄鹏，深圳大学特聘教授，博士生导师，分子影像系主任，国家“千人计划”青

年专家。2018年获第二届“中国肿瘤青年科学家奖”。主要从事分子影像学和纳米医

学方面的研究，迄今发表SCI论文130余篇，回国后以通讯作者发表SCI论文42篇（其

中IF>10的21篇，IF 7-10的12篇），包括1篇Nature Biomedical Engineering，

1篇 Chemical Reviews， 5篇 Chemical Society Reviews（ 4篇 为 封 面 ） ， 1篇

Accounts of Chemical Research，6篇Advanced Materials（3篇为封面），1篇

Angewandte Chemie International Edition（ 封 面 ） ， 1篇 Nano Letters， 1篇

Advanced Drug Delivery Reviews和5篇ACS Nano，其中12篇封面文章，多篇被

Nature Photonics等选为研究亮点。论文总引用超过7500次，13篇入选1%ESI高被

引论文，H因子49。

报告信息报告信息

Abstract：Nanotheranostics, combining both diagnostic and therapeutic 

functions into nanoscale agents, is an emerging interdiscipline that is paving the 

avenue towards the goal of personalized medicine. In the past few years, we 

have developed a series of activatable cancer nanotheranostics that have shown 

excellent imaging and high efficacy of cancer therapy in animal experiments. This 

talk will highlight our recent advances in using photoresponsive nanoplatforms for 

in vivo multimodality imaging and imaging-guided phototherapy of cancer. Some 

issues of nanotheranostics in clinical translation will also be discussed.

Activatable Cancer Nanotheranostics

中国生物医学工程联合学术年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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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 鹏
深圳大学

黄 鹏
深圳大学

Email：peng.huang@szu.edu.cnEmail：peng.huang@szu.edu.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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龚 萍
中国科学院深圳先进技术研究院

Email：ping.gong@siat.ac.cn

龚 萍
中国科学院深圳先进技术研究院

Email：ping.gong@siat.ac.cn

龚萍，中国科学院深圳先进技术研究院研究员，深圳市纳米特殊制剂工程实验

室主任和博士生导师。已承担和参与国家重点研发计划（纳米专项）、国家自然科

学基金和国际合作基金等项目10余项，发表学术论文50余篇，获得授权国家发明专

利40余项，参编国外学术专著1部。2004年获得湖南省科技进步二等奖，2009年，

2014年两度获得深圳市高层次专业人才计划之“后备人才”称号。2015年获得第十

七届中国国际高新技术成果交易会CHTF优秀产品奖。2015年获深圳市自然科学奖

二等奖。2016年获得广东省自然科学奖二等奖。

报告信息报告信息

Abstract：响应型影像探针不仅能靶向特异的细胞或组织，而且能够在影像信号上对这

些特异的细胞或组织进行信号区分。因此这类探针的研究成为一种新的影像探针研发策

略。我们针对目前分子影像中已有荧光探针，光声探针等光学分子探针中存在的不足进

行创新和改进，设计了一系列具有pH响应、还原响应、酶响应等肿瘤微环境响应性的近

红外纳米和分子探针，来提高影像诊断的分辨率和精确度。同时这些近红外纳米和分子

探针在近红外区有较强吸收的光学特性使得探针对肿瘤具有较好的光热或光动力学治疗

效果。这些响应性近红外分子和纳米探针有望最终实现肿瘤的早期诊断和有效治疗的双

重效果。

响应性近红外分子&纳米探针及其肿瘤诊疗一体化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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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明习，教授(1992)，博士导师（1993）。主要研究方向：生物医学超声与多模

影像；生物医学信号获取、处理及仪器。首批入选“国家百千万人才工程”专家

（1996），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获得者(1999)，国家有突出贡献的中青年专家

(1999)。2000年以来，以第一和通讯作者在国际核心期刊发表SCI论文130多篇；主

编撰写中英文专著和教科书6部，如《Cavitation in Biomedicine: Principles and 

Techniques》 (Mingxi Wan, Yi Feng and Gail ter Haar, Springer, 2015)等。曾

获国家技术发明三等奖1项（第一获奖人）、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奖1项（第三获奖

人）、省部级科技进步一、二、三等奖5项（第一、二、三获奖人）；所领导团队的研

究工作入选2017年中国医学十大进展。

报告信息报告信息

摘要：超声成像是最广泛使用的医学影像技术，以报告人实验室研究工作为主，主要报

告微血管造影与灌注参量成像、脑血管超分辨成像等方面研究进展。治疗超声前沿发展

迅速，以空化热、力及空化力生物学机制为基础，主要介绍空化增强超声治疗及监控成

像若干前沿技术及临床应用前景。

超声微泡与空化成像及诊疗

万明习
西安交通大学

万明习
西安交通大学

Email：mxwan@mail.xjtu.edu.cnEmail：mxwan@mail.xjtu.edu.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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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志刚
重庆医科大学超声影像学研究所

Email：wzg62942443@163.com

王志刚
重庆医科大学超声影像学研究所

Email：wzg62942443@163.com

王志刚，重庆医科大学超声影像学研究所所长、影像系副主任，教授、主任医

师、博士生导师。中国超声医学工程学会超声分子影像专委会主任，担任过两届中

华医学会超声专委会、中国超声医学工程学会、中国声学会生物医学超声专委及海

医会超声专家委员会副主任。全国优秀科技工作者。国家重大科学仪器项目首席专

家，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二审专家，国家科技部国际合作项目评审专家。重庆市影像

医学与核医学学术技术带头人。《中国超声医学杂志》副主编、《临床超声医学杂

志》主编。担任过两届《中华超声影像学杂志》、《中国医学影像技术》副主编。

为2000年第十二届中日国际超声会议大会主席及2002年、2004年、2006年4月首

届及第二、三届国际超声分子影像学术会议大会主席。以第1主研获省部级科技进步

一等奖1项，二、三等奖各1项，以主研人之一获省部级自然科学一等奖1项，及发明

和科技进步一、二、三等奖4项。以第1主研获国家重大科学仪器项目1项、国家自然

科学基金重点项目3项、国际合作项目1项、面上项目4项及国家火炬计划1项。以课

题副组长（组长为其博士后）获国家863项目1项，为国家973项目子课题负责人。

培养了1名国家杰青。以第1发明人获国家发明专利4项、国际发明专利1项、产品批

文1项。以通讯作者、第一作者及带研究生在国内外SCI、CSCD等杂志发表学术论

文400余篇，其中SCI杂志78篇，最高影响因子17.485。以第1或2、3作者出版学术

专著19部，为《超声分子影像学》主编，全国统编教材《医学超声影像学》第一版

主编之一，《超声医学》第三、四、五、六版副主编、编者，《临床超声影像学》

及面向21世纪课程教材《超声诊断学》等著作参编者。带博士、硕士、博士后150余

名。主研“超声分子显像与治疗”、“超声组织定征”、“复合超声心动图”等。

报告信息报告信息

摘要：近年来，随着医学影像技术的发展，超声分子成像成为当前医学影像学研究的热

点之一，其中超声分子探针的设计是分子成像研究的重点和先决条件。靶向超声微泡

（球）造影剂在超声分子显像及治疗中的研究、应用愈来愈受到人们的关注，而多模态

超声分子成像研究具有更大的发展空间。实现高效超声分子成像与治疗，也对一套完善

的超声分子成像与治疗系统仪器装置提出了迫切需求。将超声分子成像设备、超声微泡

（球）触发装置、超声分子成像监控与超声分子探针有机结合的“低功率超声分子显像

与治疗系统”，有望实现超声分子显像及精细、适形、高效的药物体内定位递送、定量

控释和疗效评价一体化，为疾病的超声分子显像诊断与治疗提供创新的、适合多学科使

用的新技术和科研平台。

多模态超声分子成像研究

个人简介个人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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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志飞，国家杰出青年基金获得者、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国家重点研发计划

首席科学家。1998年于中科院理化所获博士学位并留所工作，先后前往日本、德国和

美国工作。2005年被哈工大生命科学院引进回国，2012年加盟北京大学工学院生物医

学工程系。现担任中国医师协会介入医师分会介入医学工程专委会副主任委员、中国

生物医学光子学会副主任委员、中国医药生物技术协会纳米生物技术分会副主任委

员、中国医学超声装备协会常务委员，中国超声分子影像专业委员会常务委员、中国

声 学 学 会 委 员 ， 【Bioconjugate Chem】 副 主 编 ， 以 及 【Theranostics】 、 【J 

Interdiscip Nanomed】、【IET Nanobiotechnology】、《中华核医学与分子影像

杂志》等期刊编委。

报告信息报告信息

摘要：超声造影剂是超声分子影像的核心。超声分子影像技术通过使用高亲和性、高特异性和

高灵敏度的靶向超声造影剂，在活体上、在细胞和分子水平对生物学过程进行定性和定量研

究，在疾病的早期诊断、分期、疗效监测和个体化治疗等领域中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经过

多年的快速发展，已经拥有各种性能十分优异的超声影像设备。但是，超声分子影像技术在临

床应用中面临的最大问题是缺乏特异性的超声造影剂。没有特异性超声造影剂，超声分子影像

就像射击没有子弹一样，也就没有真正的“高端超声影像设备”。超声影像设备使用寿命长，

销售额经过一段时期的快速增长后将会逐渐饱和，而超声造影剂属于消耗品，需求量大。因

此，超声造影剂将是未来医学超声的发展重点。超声造影剂作为一种新型的药物载体为疾病的

诊断与治疗提供了一种新思路和新方法。当超声造影剂携带一种或一种以上的其它造影剂（如

MRI、CT、荧光等）时，可通过多模态成像为疾病的诊断和治疗提供更多、更全面的信息，克

服了单一造影增强超声成像灵敏度和分辨率低的缺点。随着精准医学的发展，兼具靶向、成像

（诊断）和介入治疗等多种功能于一体超声造影剂将大大地拓展超声诊疗领域。尽管MRI和

CT造影剂已在临床上普遍应用，但可用于超声的造影剂却十分有限。因此，研制成像效果好且

持续时间长、组织穿透力强、特异性高、载药量高、安全性好的超声造影剂（即第四代产品）

成为当前超声医学领域中极具挑战性的课题。超声造影剂的发展如果能得到解决，将极大地促

进超声市场的增长。因此，作为第四代产品的超声造影剂是一个各国正在竞相发展的新领域。

本报告将主要介绍国内外与本课题组在超声造影剂领域的最新研究进展，及其在癌症诊疗中的

应用及未来发展中面临的机遇与挑战。

超声造影剂在癌症诊疗中的应用与挑战

戴志飞
北京大学

戴志飞
北京大学

Email：zhifei.dai@pku.edu.cnEmail：zhifei.dai@pku.edu.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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邱维宝
中国科学院深圳先进技术研究院

Email：wb.qiu@siat.ac.cn

邱维宝
中国科学院深圳先进技术研究院

Email：wb.qiu@siat.ac.cn

邱维宝，博士、研究员，2012年获得香港理工大学博士学位，美国南加州大学

访问学者，深圳市超声成像与治疗技术重点实验室主任，深圳市海外高层次人才

“孔雀计划”B类引进人才，2016年深圳市青年科技奖获得者，中科院王宽诚教育

基金获得者，IEEE Senior Member，“广东特支计划”科技创新青年拔尖人才。

作为项目负责人主持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广东省杰青基金/中科院前沿重点专项/中科院

仪器专项等科研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大仪器专项核心成员，广东省引进创新

团 队 核 心 成 员 ， 中 国 超 声 医 学 工 程 学 会 /仪 器 工 程 开 发 专 委 会 委 员 ， IEEE 

Transactions on Ultrasonics, Ferroelectrics, and Frequency Control副 主

编；IEEE国际超声年会Technical Program Committee (TPC) Member。已发

表IEEE Transactions文章17篇，共申请32项专利（已授权13项）。多项生物医学

超声技术完成产业转化。

报告信息报告信息

摘要：医学超声技术由于其无创、无辐射、易于使用和经济性好等优点，已经成为在医

学临床应用最广泛的诊疗技术之一。超声波可无创通过人体组织器官，由于各种组织声

阻抗不同，引起超声波的反射也不同，利用接收到的回声并通过信息处理，即可以获得

组织脏器内部结构的断面图像，帮助临床进行疾病诊断。除成像诊断外，超声也已广泛

应用于临床治疗当中：低强度超声可进行溶栓和血脑屏障开启治疗，高强度超声可进行

热消融治疗。最新研究也表明，超声可无创地进行神经调控，因此也打开了超声在脑科

学方面应用的大门。而医学超声实际应用时的关键核心技术仍然为超声换能器以及与之

配合的激励检测控制技术。本报告将介绍面向高分辨率成像和神经调控应用的超声换能

器最新研究进展，同时介绍相关的激励和成像等控制技术的研究进展。可以展望，快速

发展的医学超声技术可以为临床应用提供新方法、新工具，为医学诊疗技术的发展做出

重要贡献。

生物医学超声成像与调控

个人简介个人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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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昕，博士，教授，深圳大学生物医学工程学院副院长，深圳市高层次人才。

2003年于中国科学技术大学获得博士学位，毕业后在香港理工大学工作，2008年加入

深圳大学。现担任中国生物医学工程学会医学超声工程分会秘书长、中国生物医学工

程学会生物信息与控制分会委员、中国超声医学工程学会仪器工程开发专委会委员、

中国电子学会生物医学电子学分会委员。主持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国家科技支撑等科

研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点项目、重大仪器专项核心成员。获得2017 年广东省科

技进步三等奖（第1完成人）、2015 年深圳市科技进步二等奖（第 1 完成人）、第十

四届高交会优秀产品奖、2011 年中国产学研合作创新成果奖（第 2 完成人）。

报告信息报告信息

摘要：传统的医学超声成像是从超声回波中提取人体组织解剖形态以及血流大小和方向

等信息。这些定性或者半定量的信息远远不能满足临床的实际要求。长期以来大量的基

础研究在寻找各种新的成像参数或组织定征的方法，使得超声诊断可以从解剖成像、定

性分析向功能化、定量化、分子影像化发展，由此出现了多种成像新方法，例如超声弹

性成像、磁声成像、光声成像等。其中超声与电磁的结合的多模成像具有独特的优势，

这种声场与物理场的融合可以获取同一坐标下的结构信息和多种功能性信息，包括力学

信息和电学信息。同时，与磁纳米探针相结合，还可以发展新的超声—电磁分子影像方

法。本报告将主要介绍国内外与本课题组在超声—电磁混合成像方面的最新研究进展，

包括成像方法研究、成像设备开发，以及在肿瘤诊断中的应用研究。

超声—电磁多模成像研究

陈 昕
深圳大学

陈 昕
深圳大学

Email：chenxin@szu.edu.cnEmail：chenxin@szu.edu.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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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血管疾病诊疗方法分论坛

特邀报告专家

Report experts

中国生物医学工程联合学术年会

CBME2018

报 告 摘 要

Summary of the repo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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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兴国，国家心血管病中心、中国医学科学院阜外医院心内科主任医师、特聘教

授。整体整合生理学/医学新理论体系的创立者，人体健康管理、心肺运动、运动康

复、睡眠医学和精准个体化高强度运动整体方案有效治疗心肺代谢等慢病的临床实践

者。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UCLA）博士后、学习工作18年，UCLA等国内外多

所院校的兼职、访问和名誉教授，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康复医院、重庆医科大学附

属康复医院和中国科学院上海临床中心的学术院长等。中国载人航天（神舟11）16名

医学专家，也唯一整体和心肺运动专家。中国奥运48位特聘医学专家之一。国家科技

部、自然基金等重点项目评审专家成员。

主要在Circulation、JACC、Chest、JAP等杂志发表学术论文100余篇。美国

APS、AHA、ACC、ATS、ACCP、ACSM等多学科协会会员和多家杂志编委及审稿

人。是心肺运动、睡眠、心电等人体功能信息统一质控、统读、统判中央平台建设的

创意、倡导与实践者。

报告信息报告信息

摘要：所提出的“整体整合生理学/医学”新理论体系，综合时间和空间因素，对正常人

体生理学的呼吸循环代谢等系统功能进行分析，探讨其一体化的调控机制。认为人体呼

吸是生命活动的表征，血液循环是呼吸存在的基础，代谢是呼吸和循环的前提。生命活

动状态在于，以呼吸、循环、消化、吸收、代谢为主轴，在神经体液整体调控下，在其

他功能系统的配合和辅助之下，所有功能系统共同参与，以使人体功能连续动态趋向于

平衡、但永远达不到真正的平衡。在当前慢病迅速爆发的形势下，整体论对慢病发生的

多系统整体病理生理学机制进行探讨，分析引起血糖、血脂、血压、尿酸及体重等指标

异常的整体机制，认为该类疾病是热量过剩型的营养不良。心肺运动试验是唯一可客观

定量评估人体整体功能状态的检测方法，可运用心肺运动试验对病人整体功能状态进行

评估，然后制定个体化运动为核心的整体方案，在连续血压、血糖、血脂等监测指导下

设定运动频次，结合辅助运动、精神心理管理、生活方式管理、饮食方式管理等，实现

对慢病患者血糖脂、血压、尿酸、体重等异常指标的有效管控。

整体论心肺运动到慢病有效诊疗

孙兴国
中国医学科学院阜外医院

孙兴国
中国医学科学院阜外医院

Email：xgsun@labiomed.orgEmail：xgsun@labiomed.org

个人简介个人简介



刘常春，教授，博士生导师，山东大学生物医学工程学科博士点和博士后流动站

首任负责人，教育部生物医学工程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委员，山东省超声医学工程学

会副会长。承担或完成国家863计划及国家科技支撑计划项目3项、国家中小企业创新

基金项目一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等其它项目30余项；致力于心血管系统状态检

测理论技术及应用研究，主持研发的心血管系统状态监测仪及冠心病智能筛查系统、

人体成分分分析仪系列产品已获得广泛应用。获教育部技术发明一等奖一项、山东省

技术发明二等奖一项、山东省科技进步三等奖一项，获国家发明专利授权18项，获软

件著作权4项；发表研究论文70余篇。

报告信息报告信息

摘要：报告介绍了报告人多年来产学研结合的研究成果。基于检测的心音、心电、脉搏

体表信息的挖掘分析，融合临床症状、躯体特征、生活习惯和生化指标，人工智能建立

冠心病筛查模型，构建筛查系统，为冠心病的无创无损检测进行了有益探讨，筛查系统

已获得众多用户，为心血管系统的状态评价、健康管理提供了有力的技术支持。

冠心病智能筛查系统研发冠心病智能筛查系统研发

刘常春
山东大学生物医学工程研究中心

刘常春
山东大学生物医学工程研究中心

Email：changchunliu@sdu.edu.cnEmail：changchunliu@sdu.edu.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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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因测序临床应用分会场报告专家

Report experts

中国生物医学工程联合学术年会

CBME2018

报 告 摘 要

Summary of the repo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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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军，中国科学院北京基因组研究所基因组科学与信息重点实验室“百人计划”

研究员。83年毕业于吉林大学化学系，90年获美国纽约大学医学院生物医学科学博

士。曾任中国科学院北京基因组研究副所长（2003～2012），现任中国遗传学会常务

理事、基因组学分会主任，《Genomics，Proteomics and Bioinformatics》主编。

主要从事基因组学、生物信息学和科学仪器等研究。迄今已在同行评议科学期刊发表

论文逾三百篇、撰写科学专著二十余本（章）。曾获CUSBEA奖学金（83年）、求是

科学成就奖（02年）、科学院科技成就奖（03年）、TWAS农业科学奖（2012）。

报告信息报告信息

摘要：各类组学技术的发展与研究正在改变生命科学研究的范式和对象，亦即从宏观生

物圈到微观生物圈。拉马克－达尔文的进化理论和孟德尔的遗传规律研究是宏观生物圈

研究基本理论和实践的代表。微观生物圈则从遗传物质DNA开始，到“中心法则”和

“RNA世界假说”，到近期的各种组学数据的积累。将这两个生物圈的理论和思维框架

整合在一起，建立各类相关技术，并且将分子水平的现象、规律、理论融会贯通，就成

为未来生命科学研究的“路线图”和“主旋律”。微观生物圈的研究技术指标包括：

（1）从单细胞出发，在单分子水平揭示分子机器和细胞过程的原理和机制；（2）以分

子单元和单分子分辨率揭示分子的化学本质与功能；（3）以高通量和单分子分辨率揭示

细胞中“分子池”（例如tRNA池和miRNA池）的动态平衡和定量变化；（4）单细胞和

分子变化与细胞周期、细胞分化和个体发育的关系；（5）生理和病理条件下细胞稳态变

迁与维持的“分子指纹”。围绕这些指标我们将寻找可能的候选技术和预期技术实现的

时间表。

微观生物圈：理论框架与技术路线微观生物圈：理论框架与技术路线

于 军
中国科学院北京基因组研究所基因组科学与

信息重点实验室“百人计划”研究员

于 军
中国科学院北京基因组研究所基因组科学与

信息重点实验室“百人计划”研究员

Email：junyu@big.ac.cnEmail：junyu@big.ac.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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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润生，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科学院生物物理研究所非编码核酸重点实验室研

究 员 ， 博 士 生 导 师 ， 国 际 人 类 基 因 组 组 织 （ HUGO） 会 员 ， 国 际 数 据 库 组 织

（CODATA）生物大分子专业组委员，国际纯粹及应用物理学会（IUPAP）生物信息

学专业委员会委员。我国最早从事理论生物学和生物信息学研究的科研人员之一，一

直在生物信息学领域进行系统研究，曾参加过中国第一个完整基因组泉生热袍菌B4基

因组序列的组装和基因标识，以及中国承担的人类基因组和水稻基因组工作草图的研

究并建立了密码学方法。在非编码基因和生物网络研究领域的一系列成果为生物信息

学以及相关领域国际上的研究做出了重要创新性贡献。

报告信息报告信息

基因组、大数据、精准医学和人工智能基因组、大数据、精准医学和人工智能

陈润生
中国科学院生物物理研究所

陈润生
中国科学院生物物理研究所

Email：crs@ibp.ac.cnEmail：crs@ibp.ac.cn

个人简介个人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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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金明, 研究员，医学博士。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临床检验中心副主任兼临床分子

与免疫室主任。北京协和医学院和北京大学医学部博士生导师，获国务院政府特殊津

贴，2009-2010年度卫生部有突出贡献中青年专家。

自上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在国内系统提出了临床分子诊断质量管理和标准化的

概念和方法。研究方向为：临床分子诊断方法及标准化。先后以项目负责人承担多项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6项）和国家重大专项（2项）课题。以第一和通讯作者发表论文

200多篇（其中SCI论文118篇）。

个人独立编著专著2部；共同主编（第一主编）全国高等院校本科教材1部；共同

主编（第二主编）专著3部。

以第一完成人获北京市科技奖二等奖 1 次和三等奖 2 次。

报告信息报告信息

实现高通量测序临床有效应用需关注的核心问题实现高通量测序临床有效应用需关注的核心问题

李金明
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临床检验中心

李金明
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临床检验中心

个人简介个人简介

董旻岳，医学博士，主任医师，博士研究生导师，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妇产科医

院生殖遗传主任。从事遗传病的致病基因与发病机制研究、遗传咨询以及遗传病的分

子诊断、产前诊断和胚胎植入前诊断。

主持、承担国家自然科学基金、973项目子课题、国家重点研发计划项目子课题等

课题；发表学术论文百余篇，其中70余篇发表在SCI刊物；获国家科技进步奖二等奖、

浙江省科技进步一等奖等。

主要社会兼职：中国遗传学会理事、中国医师协会遗传医师分会妇幼保健专业委

员会副主任委员、浙江省医学遗传学分会常委

报告信息报告信息

NIPT现状与展望NIPT现状与展望

董旻岳董旻岳
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妇产科医院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妇产科医院

Email：crs@ibp.ac.cnEmail：crs@ibp.ac.cn

个人简介个人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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贺建奎，博士，毕业于美国莱斯大学物理系，师从Michael Deem教授从事生物

物理学研究。博士后期间师从斯坦福大学生物医学工程系Stephen Quake教授，从事

基因测序研究。贺建奎博士拥有多学科交叉的背景，并在网络进化的物理理论，流感

病毒进化，免疫组库测序，单细胞测序，生物信息学多个领域取得研究突破，在

Physics Review Letters, Science Translation Medicine 等国际顶尖学术期刊上发

表过多篇论文，其研究成果被美国华尔街日报，美国麻省理工综述(MIT Technology 

Review)等主流媒体报道，在美留学期间获得国家留学基金委颁发的“优秀海外自费

留学奖”。2012年入选深圳市海外高层次人才引进”孔雀计划”。2015年入选广东省

“特支计划”百千万工程青年人才。2017年入选国家“千人计划”人才。

报告信息报告信息

摘要：从基因测序技术的演变、发展趋势开始，介绍了基于“单分子全内反射显微成像

技术”的 第三代单分子基因测序技术的技术原理、性能及临床和科研应用优势。

第三代基因测序技术临床应用第三代基因测序技术临床应用

贺建奎
南方科技大学

贺建奎
南方科技大学

Email：hejk@sustc.edu.cnEmail：hejk@sustc.edu.cn

个人简介个人简介

黄杰， 研究员, 临床检验诊断学专业博士。主要从事体外诊断试剂质量评价工

作,主要研究方向为体外诊断试剂标准物质研制,个体化检测研究以及二代测序等前沿技

术研究与评价等。主持、参与了国家重点研发计划、863计划、科技支撑计划等多个项

目的工作。负责研制了高通量测序技术系列参考物质，系统的评价了测序仪性能、高

通量测序技术在无创产前、胚胎植入、肿瘤基因突变检测等领域的应用。负责了多个

行业标准的起草、制定工作。发表论文四十余篇。

报告信息报告信息

黄 杰
中国食品药品检定研究院

黄 杰
中国食品药品检定研究院

Email：jhuang5522@126.comEmail：jhuang5522@126.com

个人简介个人简介



方向东，博士，主要从事医学遗传学与精准医学大数据研究。担任国家“十三

五”“精准医学研究”重点研发计划项目首席科学家；主编国家出版工程图书《转录

组学与精准医学》。还是中国转化医学联盟理事、科技部“人类遗传资源管理”专

家、卫计委临床遗传专科委员会和中国遗传学会遗传咨询分会专家委员、中国医药生

物技术协会生物医学信息技术专业委员会常委、中国医药生物技术协会生物诊断技

术、中国生物工程学会计算生物学与生物信息学、中国生理学会血液生理等专业委员

会委员等。率领科研团队整合分析生命组学和临床医疗大数据，筛选遗传性血液病、

肿瘤等疾病诊疗靶点，为临床制定更加高效、特异的干预策略提供理论基础和实验依

据。针对多源、异构生物医学大数据，建立多组学数据的整合、分析、注释的技术标

准和可视化工作流规范。开发组学数据和临床信息关联的分析工具和疾病诊断、预测

的计算模型，构建搜索引擎和跨库检索系统，实现精准医学大数据的规范管理和应

用。发表SCI论文60余篇；主编专著1部；参编专著6部；获得国家发明专利授权10

项、计算机软件著作权10项、新药证书1项、省部级科技进步二等奖1项、三等奖2项。

报告信息报告信息

摘要：基因测序技术近几年在国内外均得到了飞速的发展，并成为精准医学和智慧健康

的关键内容。随着基因测序的价格越来越低，越来越多的基因数据将积累起来，基因技

术对健康的影响，正变成计算和分析的能力问题。如何及时获取、结构化整合、快速分

析这些数据，并与临床数据相结合，正成为当前首要解决的问题。需要有效整合生命组

学大数据和临床医疗与健康数据，开展精准的疾病分类及诊断，实现个性化的疾病防治

和健康管理的全新模式。其技术核心是根据个体的基因和表型特征，早期快速诊断、适

时个性化干预、精准有效治疗。目前关键技术瓶颈是生命健康大数据不能得到有效利

用，其主要原因在于：数据多元异构、物理分散，亟需集成与融合，需要开发组学和医

疗数据集成引擎，建立标准化的、可拓展、可共享的精准医学大数据平台；在充分保障

健康数据的隐私和安全的前提下，有效实现精准医学大数据的互联、互通、互操作。国

家主管部门及时出台相关的法规和标准，加快建设统一权威、互联互通的人口健康信息

平台，积极推动并协调多部门信息互通和共享。尽快建立符合精准医疗需求的大型自然

人群和专病队列、标准化生物标本库、中国人群多组学参比数据库、重大疾病临床样本

生命组学数据库等大数据资源；努力提高海量临床医疗数据的集成度和规范化程度，建

立并完善融合生命组学数据跨库关联技术体系，并且及时纳入精准医学的评价和治疗体

系，对不同基因型的患者提供个体化诊断及精准药物治疗。

基因组大数据与基因测序临床应用基因组大数据与基因测序临床应用

方向东
中国科学院基因组科学与信息重点实验室

中国科学院北京基因组研究所

方向东
中国科学院基因组科学与信息重点实验室

中国科学院北京基因组研究所

Email：fangxd@big.ac.cnEmail：fangxd@big.ac.cn

个人简介个人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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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广志，博士，先后在清华大学获得学士、硕士和博士学位，现任清华大学医学

院生物医学工程系教授，执行系主任，医学院学位评定委员会主席。任中国生物医学

工程学会副理事长及医用机器人工程与临床应用分会副主委；中国医学影像技术研究

会副会长；国家药监局医疗器械分类技术委员会委员；全国医学计量技术委员会特聘

委员。研究领域为计算机辅助影像诊断、影像治疗规划、手术导航和手术机器人。发

表研究论文100 多篇，授权发明专利21项，获软件著作权4项。参与或主持的科研项目

曾获得国家科技进步三等奖2项，部委科技进步一等奖1项，二等奖3项。

报告信息报告信息

摘要：生物医学工程学科本身具有鲜明的学科交叉融合的特色，在现代生物医学研究和

医疗健康实践中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在现代医学实践中，对诊断治疗机理的认识不

断深化，诊断治疗也也更加强调交叉融合的技术手段，因此在生物医学工程领域的学生

培养中应当充分考虑社会环境变化、信息和知识获取手段变化、以及未来社会对人才需

求的变化，在知识、能力、创新和价值塑造等方面对学生加以全方位培养，使学生能够

适应甚至能够引领快速变化的科技前沿。报告将与大家交流这方面的一些想法，与大家

共同探讨和寻求更加有效的人才培养路径。

基础与应用并重，培养创新人才基础与应用并重，培养创新人才

王广志
清华大学医学院，教授，系主任

王广志
清华大学医学院，教授，系主任

Email：wgz-dea@tsinghua.edu.cnEmail：wgz-dea@tsinghua.edu.cn

个人简介个人简介

顾忠泽，东南大学生物科学与医学工程学院院长、“长江学者”特聘教授、国家

杰出青年基金获得者、教育部创新团队及111学科创新引智基地负责人。1989年毕业

于东南大学生物医学工程系。1998年毕业于日本东京大学应用化学系，获博士学位。

同年开始任日本神奈川科学技术院研究员。曾任／在任“863”主题专家、国家科技重

大专项专家、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生物医学工程评议组成员，生物电子学国家重点实验

室主任，生物医学工程国家级实验教学中心主任。

报告信息报告信息

摘要：神经教育学是是将最新的脑科学研究成果应用于教学实践、实现教育目标的转化

教育学。我们通过建设神经教育学示范教室和“信号与系统”本科生示范课程，探寻以

神经教育学为引领的生物医学工程专业课程教学改革方案。在通用智慧教室基础上，搭

建高精度生理、生化指标监测平台，采集课堂教学环境下学生的多模态数据，结合形成

性评测和总结性评测，综合评估学生的专注力、参与度、同伴互动等学生课堂表现及教

师的教学效果。依托示范教室，以学习者为中心，以归纳式教学过程为主线，在内容传

授的同时传授教师的思维模式。以过程趋向大概念为指导思想，采用基于探究和基于项

目的教学法，实施“信号与系统”本科专业基础课程教学改革。

基于神经教育学的生物医学工程课程教学改革基于神经教育学的生物医学工程课程教学改革

顾忠泽
东南大学生物科学与医学工程学院/院长

顾忠泽
东南大学生物科学与医学工程学院/院长

Email：gu@seu.edu.cnEmail：gu@seu.edu.cn

个人简介个人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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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劲松，教授、浙江大学生仪学院院长，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学科评议组成员，浙

江省千人计划入选者，享受国务院政府津贴专家。兼任中国生物医学工程学会常务理

事、数字医疗及医疗信息化分会副主委，中国仪器仪表学会医疗仪器分会副理事长，

中国医院协会信息管理专委会副主委，中国研究型医院学会医疗信息化分会副会长，

中国老年医学学会智慧医疗技术与管理分会副会长，中华医学会数字医学分会常委，

中国卫生信息学会健康医疗大数据医疗质量管理与监督专委会常委等。近年承担多项

国家级科研项目，为世界首艘万吨级医院船“和平方舟”号量身定制新一代远程医学

信息系统，并投入实用。发表论文100余篇，专利/软著40余项，专著/教材9部。论文

先后两次被国际医学信息学会（IMIA）评为“年度最优秀论文”，收入学会年鉴。获

省科技进步一等奖1项，军队科技进步二等奖1项。

报告信息报告信息

摘要：浙江大学生物医学工程专业创建于1977年，随后1978年设立硕士学位授予点，

1981年设立博士学位授予点，并于1985年颁发了中国第一个生物医学工程专业的博士学

位，同年建立了国内第一批博士后科研流动站。1998年浙江大学“四校合并”，融入了

原浙江医科大学临床工程学系，并于1999年成立了新的生物医学工程学系。2006年本科

学制由5年改为4年，并对课程设置进行了相应调整；2008年由原来的专业招生改为大类

招生，本科生培养模式调整为由学园管理的2年基础教育和由院系管理的专业教育。近

年，浙江大学大力推进学科交叉，实行了“医工信”交叉的博士生培养制度。本报告将

着重介绍浙江大学生物医学工程教育40年来的发展历程和现状，以及优势特色学科建设

的一些举措。

生物医学工程教育40年生物医学工程教育40年

李劲松
浙江大学生仪学院院长

李劲松
浙江大学生仪学院院长

Email：ljs@zju.edu.cnEmail：ljs@zju.edu.cn

个人简介个人简介

张建保，西安交通大学教授，教育部生物医学工程教学指导委员会委员、中国医

工联盟副理事长、中国生物医学工程学会生物力学专业委员会委员、陕西省医疗器械

学会副主任委员。近年来主持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课题6项、发表SCI收录文章40余篇、

编写教材与专著3部、获陕西省教学成果一等奖1项。

报告信息报告信息

摘要：西安交通大学是我国最早开办生物医学工程的高校之一，经过40年的建设发展，

在生物医学超声、医学信息与仪器、生物医学光子学与传感、生物技术等多个方向取得

了一定的成果，构建了较完善的人才培养体系，为我国医疗器械行业培养了一批优秀学

子。本报告主要介绍我们生物医学工程学科建立与发展的过程、现状以及个性化人才培

养模式，以期为我国生物医学工程的发展提供一些经验。

大跨度、深交叉生物医学工程人才培养模式大跨度、深交叉生物医学工程人才培养模式

张建保
西安交通大学生命科学与技术学院副院长

张建保
西安交通大学生命科学与技术学院副院长

Email：zhangjb@xjtu.edu.cnEmail：zhangjb@xjtu.edu.cn

个人简介个人简介



王磊，中科院“百人计划”，广东省特支计划科技创新领军人才，深圳市政府特

殊津贴、“鹏城学者”特聘教授、高层次领军人才和海外高层次人才。国家重点研发

计划“主动健康和老龄化科技应对”重点专项实施方案和指南编制专家组成员。研究

方向穿戴式人体传感器网络，目前主持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点支持项目“穿戴式通信

的信道建模方法和网络安全机制（U1505251）”和“穿戴式精确定位介入手术机器

人的力觉感知与导丝操控机理（U1713219）”，及国防创新特区生物及交叉领域人

效能增强主题的课题。作为联合单位负责人在研国自然重点项目“智能健康信息服务

管理（71531004）”。已承担国家973、863（三项）、国家03重大专项、国自然重

点/面上、中科院/广东省/深圳市等十余项科研任务，均顺利通过验收，积累了一定的重

大项目组织经验。以第一/通讯作者发表SCI/EI/ISTP论文200余篇（其中SCI论文70

篇，影响因子>5分的5篇、IEEE系列期刊20篇），被引用3000多次。授权发明专利

/实用新型/外观/IC版图保护70余项（其中发明50项、PCT两项），一项发明专利获中

国专利优秀奖（2013年）、九项专利已实现权利转移及应用，拥有比较丰富的医工转

化经验。出版《低成本健康集成技术》等专著和专著章节11部，科学研究和技术转化

工作被CCTV、凤凰卫视、南方日报等有公信力的媒体多次重点报道。近年来培养九名

博士（含联合培养）、十余名硕士，均顺利毕业，指导学生获IEEE会议优秀论文奖和

中国创新创业大赛决赛第四名等多个奖励。获深圳市技术发明二等奖（2017年，第一

完成人）、王宽诚率先人才计划产研人才奖（2017年）、中国产学研合作创新奖

（2014年）、吴文俊人工智能科学技术创新奖（2014年）、中科院广州分院优秀共产

党员（2011年）。

报告信息报告信息

摘要：中科院深圳先进技术研究院自2006年成立以来，一直致力于生物医学工程学科的

建设和人才的培养。特别是2007年8月成立了生物医学与健康工程研究所（医工所），

学科建设进入了快车道。目前，先进院的生物医学工程学科以医工所为主力，多个所共

同参与建设。拥有高级职称80余人，在生物医学成像、神经工程、医学电子信息、医用

生物材料及纳米医学等领域具有一定优势。是教育部生物医学工程硕士学位授予点。在

第四次学科评估中，先进院作为牵头单位组织了中国科学院大学生物医学工程学科的评

估，国科大获得了B+的评估成绩。本报告将汇报先进院生医工学科建设的基本情况。

深圳先进院生物医学工程学科建设基本情况汇报深圳先进院生物医学工程学科建设基本情况汇报

王 磊
中国科学院深圳先进技术研究院

王 磊
中国科学院深圳先进技术研究院

Email：wang.lei@siat.ac.cnEmail：wang.lei@siat.ac.cn

个人简介个人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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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生物医学工程学会成立于1980年，国家一级学会，是国内唯一集科研、教学、临

床、研发于一身的专业学会。学会现任理事长为曹雪涛院士，候任理事长为胡盛寿院士、

秘书长为池慧教授。

目前，中国生物医学工程学会拥有31个分支机构（专业委员会），基本涵盖了生物医

学工程相关专业。学会近2万名个人会员中汇聚了生物医学工程领域的老中青专业人才，其

中包括中国科学院、工程院院士、长江学者、特聘教授、临床医学专家、研制和生产医疗

仪器的专家和企业家等杰出人士。

Chinese Society Of Biomedical Engineering

理事长 曹雪涛

候任理事长 胡盛寿 

秘书长 池慧 

生物医学工程运用工程科学和技术推动生物和医学科学的进步，是目前全球范围内发

展最快的学科之一。学会成立30余年来，在学科建设和促进产、学、研相结合等方面，全

力引领国内生物医学工程的进步。通过组织国内外学术交流，编辑出版专业书刊，进行科

普活动，传播科学精神和思想；组织会员和科技工作者为科技发展建言献策，参与国务

院、国家发改委、科技部、工信部、卫计委、国家药监局、自然基金委、工程院等部委的

调研、立项、评估工作，承接政府职能的转移，促进科技发展。

未来，中国生物医学工程学会将围绕“强能力、增内涵、建机制”三主旨，树立品

牌，构建专业智库，健全创新机制，加强文化建设，引领学科发展方向，加强国际交流与

合作能力，提升学会国际地位和影响力，增强服务会员、服务社会能力。 欢迎各界有识之

士和我们一起共同推进国家生物医学工程领域学科、科研、产业转化等事业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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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科学院深圳先进技术研究院由中国科学院、深圳市政府、香港中文大学2006年在

深圳共同组建，是新时期中科院面向国家和区域产业和社会需求进行的重大科技布局。以

生命健康和信息技术融合作为核心发展方向，建有中国科学院健康信息学重点实验室、中

国科学院人机智能协同系统重点实验室等。生物医学与健康工程研究所是中国科学院深圳

先进技术研究院（SIAT）下属的八个研究所之一，成立于2007年8月15日。医工所涵盖医

学成像、生物传感、康复工程、纳米医学和生物材料等核心方向，高级研究人员逾百人、

500余名师生的规模，是中国科学院规模最大的生物医学与健康工程领域的研究单元之一。

十年来，在各方支持与帮助下，医工所探索出一条：学术引领，服务产业的生物医学工程

创新之路，积极承担国家科技任务、累计争取15亿元经费；申请知识产权约1800余件、实

现专利转移转化96件、发表学术论文2000余篇，在Science、Nature子刊等知名学术期刊

均有发表学术成果；培养1583名学生；培养博士后58位；获国家技术发明二等奖、何梁何

利科技创新奖等一批国家级科技奖。

十年来，医工所始终铭记“发展生物医学工程、服务人民卫生保

健”的使命，坚持学术引领、承担各类重要科技任务。注重源头创

新，承担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的重大仪器、重点等各类基金委项目

162项。承担973、863、国家重点研发专项、国家科技支撑计划、国

防科技项目等各类科技计划46项。围绕科技任务，搭建了国家地方联

合高端医学影像工程实验室、中科院健康信息学重点实验室、广东省磁

共振成像与多模系统重点实验室等30余个科研平台。累计培养3名国家

杰青、20人次入选万人计划、千人计划和中科院百人计划。培养了19名

广东省特支人才、60多名骨干被认定为深圳市高层次人才。引进了低成

本健康、高端磁共振、影像引导治疗、人造视网膜、高清晰 PET 分子

影像仪器和仿生触觉传感等10支中科院、广东省和深圳市创新团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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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大学生物医学工程学科于2005年开始筹建，并成立生物医学工程

系，归属信息工程学院。2007年开始招收研究生，2008年开始招生本科生。

2009年生物医学工程系转入医学院，2015年在医学部下成立生物医学工程学

院。学院下设医疗电子、医学信息工程、医学检验技术、分子影像4个系。目

前学院位于西丽校A2楼，教学科研面积近万平方米。现有教职员工50人，其

中专任教师43人，教辅人员7人。现有在校本科生323名，硕士研究生216名，

博士研究生6名。

在学科带头人陈思平教授带领下，生物医学工程学科发展迅速，先后建

立了深圳市生物医学工程重点实验室（2006年）、广东省生物医学信息检测

与超声成像重点实验室（2011年）、医学超声关键技术国家地方联合工程实

验室（2011年）。2012年获广东省优势重点学科，2016年第四轮学科评估

B类（排名15），2017年获生物医学工程一级学科博士点。近3年实际到校科

研经费9000余万元，承担国家级项目36项，省部级项目20项，市级项目33

项。发表SCI论文164篇，其中中科院一区论文41篇。二区论文59篇，申请发

明专利72项，获省市级科研奖励各1项。有省级创新团队1个，市级孔雀团队

2个，校级荔园团队1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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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方科技大学（简称南科大）是深圳在中国高等教育改革发展的宏观背景下，创建的一

所高起点、高定位的公办创新型大学，它借鉴世界一流理工科大学的学科设置和办学模式，

以理、工、医为主，将快速建设成为聚集一流师资、培养拔尖创新人才、创造国际一流学术

成果并推动科技应用的国际化高水平研究型大学。

南科大生物医学工程系（简称“生医工系”）成立于2016年6月，美国哥伦比亚大学郭

向东教授为创系系主任，受聘为高级顾问。现有核心教师11人，其中，国家“千人计划”专

家1名，中组部“万人计划”青年拔尖人才1名，“国家杰出青年基金”获得者1名，中组部

“青年千人计划”专家3名，“国家自然科学优秀青年基金”获得者1名。研究方向包括力学

应用医学、跨尺度/多模态生物医学影像、可穿戴设备和无线健康监控、生物医学微机电系

统、原位再生工程、大数据和健康信息计算医学。 

目前，哥伦比亚大学生物医学工程系全力支持南方科技大学建设生物医学工程系，生医

工系借鉴了哥伦比亚大学生物医学工程系的培养课程，并建立了加强版的哥伦比亚大学生物

医学工程的培养思路，并与哥伦比亚大学联合培养本、硕、博学生。

生医工系确立了Adventurous( 勇于冒险）、Arduous( 甘于艰苦）、Amiable( 乐于

和谐）的“AAA”建系文化。生医工系正处在快速发展的黄金时期，将为每位教授提供充足

的实验室和办公空间。生医工系诚邀海内外优秀人才加入，共创一个多学科交叉创新的研究

平台，依托南科大一流的科研、教学条件，力争十年内将生医工系建设成为国际知名的生物

医学工程研究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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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场—会展中心：乘坐地铁11号线（往福田方向），在车公庙换乘1号线（往罗湖方向），

                              在会展中心站下车

深圳北站—会展中心：乘坐地铁5号线（往福田口岸方向）在会展中心站下车

罗湖火车站—会展中心：乘坐地铁1号线（往机场东方向）在会展中心站下车

地铁和公交线路站点位置 站点名称

会展中心北

会展中心东

会展中心东

会展中心南

会展中心南

会展中心西

会展中心

福华三路口

会展中心东

皇岗村北

会展中心南

益田中路

地铁1、4号线、15、50、56、64、80、109、

211、235、371、374、375、K578、机场9

3、15、33、34、50、60、64、221、235、371、

374、K113、高峰线④

34、K113

229、337、353、369、382

229、337、338、369、382、J1

15、64、71、73、76、80、235、374、398

会场平面图

深圳会展中心周边交通

会议交通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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