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分会场十二：微纳米生物医药 

主   席：张其清（中国医学科学院） 

 

主题报告 1：医用钛合金材料的微纳化及与骨组织的力学功能适配 

于振涛，1987 年参加工作，1992 年至今一直在西北有色金

属研究院主要从事生物医用金属材料、医疗器械及其加工技

术、表面改性等研究，曾先后主持和为主参加了国家“863”、

“973”、科技支撑计划、自然基金、国际合作专目等 39 项

国家及省市级科研项目，广泛涉及生物医学工程等领域用新

材料新产品研发和应用基础研究与推广。 

自 1998年以来先后获省部级科技进步一、二等奖 11项；申

获各类国家发明（实用新型）专利 80 项；累计发表各类学术论文 212 篇，参编

专著 4本。为陕西省首批重点领域（自然科学）顶尖人才以及陕西省首届科技创

新领军人才获得者。主要学术兼职如下：中国生物材料学会常务理事及医用金属

材料分会副主委，全国医疗器械生物学评价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委员、全国外科植

入物和矫形器械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委员、中国生物医学工程学会介入医学工程分

会常务委员、口腔再生医学国家地方联合工程实验室技术委员会委员、中国医师

协会骨科医师分会骨科技术创新与转化工作委员会委员等多项社会兼职。 

报告摘要： 

首先综述了医用金属材料的微纳化加工及其表面微纳化处理技术及应用现状。其

次重点介绍了新型高强低模量 TLM钛合金材料的微纳化加工制备、典型显微组织

和力学性能及其在医用工程领域的应用。最后探讨了与骨科硬组织生物力学功能

适配的先进医用金属材料研发方向与对策。 

 

 

 

 

 

 

 



主题报告 2：3D打印技术用于个性化引导组织再生材料开发 

张其清，中国医学科学院、北京协和医学院生物医学工程研

究所二级研究员、博士生导师、所学术委员会副主任；加拿

大多伦多大学药学院和芬兰亚拓大学科学与技术学院访问

教授；福州大学生物和医药研究院院长，曾任厦门大学生物

医学工程研究中心主任。兼任中国纳米生物材料专业委员会

主任委员、国际 TC-194 成员、BIO-CHINA 国际生物材料专

家委员会委员、中国仪器仪表学会医疗器械分会常务理事、

中国生物材料学会理事、全国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委员等 40

多个学术机构的负责人、常务理事等；JAMS、Biomaterial 等 30 几个杂志的常

务编委、编委或审稿专家；科技部、国家科技奖、基金委、教育部、卫生部、发

改委、国家药监局等的评审专家。 

致力于由创伤、肿瘤和退行性病变等导致的临床病缺损再生修复、诊断和防

治功能、智能型医用生物材料、组织工程、增材制造、纳米技术、干细胞和控缓

释药物制剂等研究与产品开发近 40 年。作为课题负责人，承担过国家自然基金

重大研究计划、863、973、国家支撑计划、国家重点新产品计划和国家火炬计划

及国家杰出青年基金等 167项（作为负责人 101项）。发表的论文 496 篇被 Chem 

Rev（IF 52.48）等引用 10121次，主编和参编论著及指南 10部；授权发明专利

129项，合作转让合同金额及引资 2亿多元，工程化成果 5项，已获三类医疗器

械注册证 8个、卫生产品许可证 1项。开发出了综合性能优于国际同类产品的胶

原基引导组织再生膜产品并占领了市场 1/3 左右份额；开发成功了胶原可吸收外

科手术缝线，制定了首部可吸收外科缝线国家行业标准，使该类产品至 2016 年

累计实现利润 86.5 亿元。培养博士后 2 名，博士生 49 名，硕士生 291 名。为

国家从欧洲引进 6名高层次专家分别受到李克强总理等接见。 

获得中国产学研合作创新成果一等奖、第十九届中国专利奖、天津市自然科

学二等奖和天津市发明专利金奖科技奖等 18 项。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获

首届全国优秀科技工作者、第二届全国中青年医药科技之星、中国医学科学院北

京协和医学院优秀教师和中国医学科学院杰出贡献奖等 20 多个荣誉称号。曾三

次在人民大会堂收到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接见，六次被中央电视台等采访报道。 

报告摘要： 

传统生物医用材料在临床组织器官病缺损修复治疗中发挥了巨大的作用，但

由于只能实现修复性愈合，患者病情复发的病例时有发生。引导组织再生（GTR）

新理论和新技术的提出和应用，由于该技术对病缺损组织器官可以实现再生性愈

合，恢复原来的健康形态和生理功能，大大推动了再生医学领域的发展，美国哈



弗大学医学院的 Naman 教授评价为是临床医学上的一次革命。GTR的实现离不开

新型生物医用材料—GTR材料，该材料需要具有一定的机械强度和生物活性以及

组织相容性，可在体内降解，最终被吸收或排出体外；同时具有合适的孔径分布

和孔形貌且孔隙间连通性好。 

3D打印技术具有传统加工技术不可比拟的优势，能控制孔的大小、形状以及

孔径分布；无需使用有毒的粘结剂和溶剂；精度高和可重复性好，可以打印纳米

级及其跨尺度的生物医用材料及其制品。通过 3D 快速成型制造的 GTR 材料及其

制品，由于精度高、重复性好，能够打印出适合用于病缺损部位组织器官修复治

疗、完整且物理机械性能良好、具有生物活性并能支持体外细胞粘附和增殖个性

化修复治疗产品，该制品在植入体内修复治疗时不会产生免疫排斥，耐受性良好，

可实现精准化医疗，是未来用于恶性肿瘤、意外伤害和生理功能减退造成组织器

官病缺损修复治疗 GTR材料开发的重要方向之一。 

本文介绍了本研究团队 GTR 材料的研究与 3D 打印技术结合，进行个性化和

精准化治疗病缺损组织器官修复治疗组织再生材料及其制品的研发情况。本团队

在前期GTR材料研究和对国内外现有 3D打印设备和技术进行综合分析的基础上，

结合临床特殊需求，对现有的 3D 打印设备进行改造、升级，改装、改良，开发

制造出了四种类型的 3D打印多功能快速成型设备，通过低温、多喷头 3D打印技

术等，将羟基磷灰石，胶原和壳聚糖复合，实现了椎体、颅骨、牙床和牙体等不

同类型 GTR材料和器官的个性化制造。研究结果证明，开发的设备打印技术可靠，

开发的不同尺度材料适应性强，制造出的不同临床需求的 GTR材料和器官具有生

物活性和生理功能且精度高、重复性良好，该成果可期望用于未来制造个性化和

精准医疗的产品，为提高临床修复水平服务。 

 

 

 

 

 

 

 

 

 

 

 

 

 

 

 

 



特邀报告 1：脂肪干细胞复合脱钙骨支架构建组织工程骨修复感染性胫骨缺损 

谢庆平 男，1966 年生，1989 年毕业于上海第二军医大学，

现为浙江省人民医院手外科、周围神经诊疗中心、中日人工

手指关节移植培训中心、类风湿关节国际诊疗中心主任，主

任医师，硕士生导师，华东显微外科联盟执行主席，SICOT

中国显微外科分会常务委员，浙江省医师协会显微外科分会

会长，浙江省医学会显微外科学分会前任主任委员，浙江省

康复医学会四肢功能重建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浙江省康复

医学会肿瘤修复重建学组主任委员，浙江省康复医学会盆底功能重建学组主任委

员，浙江省医学会手外科学分会副主任委员，中华医学会显微外科分会委员，华

东地区手外科学分会委员，中国周围神经外科学组委员。从事医、教、科学研究

已 26年，共撰写科学论文、及指导研究生论文 20余篇，参编学术专著 2部，获

科研成果奖 4项。申报专利 1项，已批准为实用新型专利。曾多次前往德国、香

港做访问学者。擅长肿瘤术后重要器官、组织的功能重建，盆底重要脏器的功能

重建，臂丛神经损伤的神经移位和肌肉重建治疗，手足先天性畸形的矫形与功能

重建，复杂性手外伤后关节功能重建（人工关节、组合关节移植、关节内截骨成

形术），手复合再造和复合组织游离移植术。 

报告摘要： 

探讨采用脂肪干细胞复合脱钙骨支架构建组织工程骨修复感染性胫骨缺损的临

床疗效。方法：对重度感染性胫骨骨缺损患者 2例，均为女性，年龄 44岁和 47

岁。提取患者自身的脂肪干细胞，体外培养诱导向成骨细胞转化，并复合同种异

体脱钙骨支架构建组织工程骨，修复胫骨中下段骨缺损。骨缺损大小分别为 3cm

×2cm×1cm 和 5cm×3cm×2cm。结果：术后随访 8个月，2例胫骨中下段骨缺损

骨痂生长明显，已基本达到骨愈合，且能完全负重行走，创面软组织已愈合。结

论：采用脂肪干细胞复合脱钙骨支架构建组织工程骨是治疗临床骨缺损的新方法，

能有效治疗感染性骨不连、骨折不愈合。 

 

 

 

 



特邀报告 2：3D打印与器官制造 

王小红教授,博士生导师，长期从事生物、化学、材料、机

械、医学等方面交叉学科研究。2003.9-2016.4 在清华大学

机械系开辟了器官制造一片新领域。2010.5-2013.4 受聘为

芬兰阿尔托大学兼职教授。2016 年 4 月起在中国医科大学

公共基础学院任教。创建了几个系列用于人体器官制造的半

自动化和全自动化方法，如复合多喷头三维（3D）打印和旋

转组合模具法。提出了一系列复杂器官制造的新技术、新理

论和新观点，如复杂器官制造像建核电站，复合多喷头 3D 打印等工具是关键，

发明了鸡尾酒式的生长因子诱导方式。克服了组织工程近 30 年来解决不了的一

系列技术瓶颈问题，如大块组织死核与营养供应，分支血管、神经网络构建，多

种细胞复合，生物人工器官移植抗缝合强度等。近年来在骨修复材料、血管修复

材料、生物材料快速成形、细胞 3D 打印、分支血管系统构建、脂肪干细胞诱导

分化、能量系统建模、药物筛选等方面都取得了系列性创新成果，发表研究论文

120多篇（其中 1篇发表在影响因子在 10以上的“Trends in Biotechnologies”

上,6 篇发表在影响因子在 8 以上的生物材料 “Biomaterials”上，4 篇发表在

影响因子 4以上的组织工程“Tissue Engineer”上、21篇综述性论文、6本英

文专著中的 22章，一本英文专著“Organ Manufacturing”（2015年由美国 “Nova 

Publishers”公司出版),申请了 60多项国家国际发明专利。作为 10 多种国际刊

物的编审成员、20 多种国际期刊的审稿人，在一系列国际、国内会议上做过主持

或共主持人。 

报告摘要： 

报告内容着重介绍单、双、复合多喷头生物 3D 打印技术在复杂器官构建方

面的应用，包括明胶基“生物打印墨水”、脂肪干细胞鸡尾酒式诱导方式、人工

器官长期保存、天然与合成高分子的组合、能量系统建模、药物筛选模型构建等。

这些技术的成功应用可以大幅度地提高人类的生活质量并延长人类的平均寿命。 

 

 

 

 

 



特邀报告 3：Gold-coated magnetic microspheres induced by a vibrating 

magnetic field for inhibiting mouse tumor growth through mechanical force 

储茂泉，同济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纳米生物

医学。2007 年入选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支持计划，2010

年入选同济大学攀登高层次优秀人才支持计划，2012 年获

持续支持，2013 年获我心目中的同济大学好导师之博学多

思奖。担任教育部“长江学者”评审专家，国家自然基金委

“优青”评审专家，上海市科学技术奖评审专家，是

Advanced Materials、ACS Nano等 20余个国际高影响因子

期刊审稿人。近年来的研究成果主要发表在 Small, 

Biomaterials, Theranostics, Nanotoxicology, Nanoscale, Carbon ，

Nanotechnology 等国际刊物上，撰写纳米生物医学领域英文专著 1 部，编辑 2

部，参编 1部，均为 World scientific publishing（Singapore）出版。 

报告摘要： 

Using magnetomechanical force to kill cancer cells has attracted great attention 

recently. However, it is still unclear whether magnetic materials under a 

vibrating magnetic field (VMF), a very simple magnetic field, can inhibit solid 

tumor growth through mechanical force or a combination of force and the 

photothermal effect. Here, we present novel hedgehog-like microspheres 

composed of needle-like magnetic nanoparticles with carbon and gold double 

shells. Using a novel low-frequency VMF, these microspheres with sharp 

surfaces can seriously damage cancer cells and strongly inhibit mouse tumor 

growth through mechanical force. Cancer cell membranes are easily destroyed 

by the mechanical force generated by the microspheres under a VMF, resulting 

in release of important intracellular components. The cell killing efficiency 

depends on VMF exposure time, frequency, strength, and microsphere 

concentration. The microspheres also induce photothermal ablation after being 

trigged by near-infrared laser irradiation, which markedly improves the cell 

killing and tumor growth inhibiting efficiencies of the microspheres. Mouse 

tumors could not be detected after treatment with the synergistic stimuli of 

mechanical force and photothermal ablation. Our results reveal a simple and 

highly efficient strategy using magnetic microspheres for local treatment of solid 

tumors in a remote and noninvasive manner. 

 

 



特邀报告 4：纳米心包片的研制 

李温斌 男，1965年生，河南人，博士学位，首都医科大学

附属北京安贞医院，教授，主任医师，博士生导师，《心肺

血管病杂志》编辑部主任，新乡医学院兼职教授、硕士生导

师，新乡医学院第三附院心脏外科主任。1987 年毕业于河

南医科大学医疗系，1990--1993 年在北京市心肺血管医疗

研究中心—北京安贞医院攻读硕士研究生，毕业后留首都医

科大学附属北京安贞医院心外科工作至今，2000 年留学意

大利，2002年获得博士学位。主要从事冠心病、风心病、先

心病、大血管病的手术治疗，每年完成心脏手术 500 余例，现已有 8000 例的手

术经历。完成多项国内首例心脏手术，擅长冠脉搭桥手术、心脏换瓣手术、复杂

先心病手术和各种大血管手术，尤其对重症复杂心脏手术积累了丰富的经验。科

研主要研究方向：心脏相关组织工程材料和干细胞移植的基础与临床研究。近年

将纳米技术引入组织工程血管及补片的研究。获得了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等 12 项

基金的资助。在国内外学术期刊共发表论文 100余篇，其中 SCI收录 20篇。2005

年入选北京市十百千工程“百”人计划；2009 年入选北京市高层次卫生人才。 

报告摘要： 

运用组织工程学方法和纳米技术对牛心包进行处理，研究其免疫原性，以期制备

低免疫原性的组织工程补片。   方法：采用明胶再基质化、碳化二亚胺/N-羟基

琥珀酰亚胺（简称 EDC/NHS）交联和高速搅拌复乳溶剂挥发法对牛心包进行相关

处理，之后植入大鼠皮下进行观察，通过 HE 染色对比纳米组、交联组、脱细胞

组和新鲜组四组植入前后的组织形态学改变，并对各组心包片进行机械性能、厚

度、含水量和钙含量检测；免疫组织化学法检测心包片表面 CD4 和补体 C3 的沉

积。   结果：肉眼观察到大鼠皮下降解率纳米组明显低于脱细胞组，与交联组

相当，脱细胞组降解较快；抗张强度测定结果显示，纳米组抗张强度与交联组

（P=0.76）及脱细胞组（P=0.61）相比较并无统计学意义，但远低于新鲜组（P

＜0.01）；钙含量纳米组远低于新鲜组（P＜0.001），与交联组相当；免疫组化结

果显示各组心包片表面均有明显的 CD4 和补体 C3 沉积，纳米组的排斥反应远低

于新鲜组，与交联组相当。   结论：组织工程学方法和纳米技术结合制备的纳

米心包片具有低免疫原性，低降解率和抗钙化的优良特性，纳米微球的嵌合并未

明显影响心包片的机械性能和免疫原性，有望成为构建组织工程补片缓释模型的

理想载体。 

 

 



特邀报告 5：基于纳米黑磷的生物医学光子技术研究 

张晗，深圳大学特聘教授、深圳市黑磷光电技术工程实验室

主任。入选首届基金委优青、中组部青千、2018年 “全球

高引用科学家”、省杰青、深圳市青年科技奖获得者等。主

持基金委重点项目、面上、深圳市创新团队等项目，总经费

超过 4000 万。主要从事二维生物医学光子学研究。近五年

来，以通信作者发表中科院一区论文 50 余篇，包括 PNAS、

Nature Communications 等，封面论文超过 30篇。 论文总

引用超过 1万 5千次， H-index为 60，两篇论文入选入选中国百篇最具影响力

国际学术论文。培养博士后、博士研究生等超过 20 名，兼任民盟中央委员、广

东省政协委员、深圳市政协委员、《Photonics Research》等多个 SCI 期刊副主

编、中国激光青年编委会秘书长等。 

报告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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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邀报告 6：MEMS 电子心音听诊器及初步应用 

张国军，教授，博士，博士生导师。动态测试技术省部共建

国家重点实验室副主任。 

主持科技部重点研发计划等十余项国家、省部级项目。获国

家技术发明二等奖 1项，在 MSSP等期刊上发表 SCI 论文

24篇；授权国家发明专利 18项；出版学术专著 1部。 

荣获青年三晋学者、山西省高校中青年拔尖创新人才等人才

称号。 

报告摘要： 

针对当前传统听诊器存在不足，提出了基于 MEMS 技术的电子心音听诊器实

现方案，并研制出工程样机。初步临床应用表明，该 MEMS 电子听诊器能够准确

有效拾取病理信息。下一步将心音、心电多传感器系统集成，开发综合诊断仪，

提高心血管疾病的早期筛查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