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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航空航天大学与空军军医大学签署战略合作协议

1 Innovation Research Institute for Multidisciplinary Conjuction of  Medicine and Engineering

        1月4日上午，北京航空航天大学与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军医

大学战略合作签约仪式在北航如心会议中心举行。空军军医大学校

长周先志、政治委员季志宏、副校长兼教育长苏景宽，北京航空航

天大学党委书记曹淑敏、校长徐惠彬、副校长房建成、副校长黄海

军等出席仪式。徐惠彬主持签约仪式。

       曹淑敏对空军军医大学一行莅临北航表示欢迎。她指出，北航

与空军军医大学血脉相通、文化相融。北航确立了“顶尖工科、一

流理科、精品文科、优势医工”的学科建设方针，积极拓展具有航

空航天特色的医工交叉研究。多年来，学校形成了生物力学、航空

航天医学与工程、植介入医疗器械等优势特色学科方向，在飞行员

飞行生命保障、跳伞防护、失重及大过载生命监控、人机工效等领

域积累了诸多科研成果。两校合作由来已久，此次全面开启校级层

面的战略合作，是进一步贯彻中央军民融合发展战略和创新驱动发

展战略的重要举措，对双方加快“双一流”建设意义重大。她表

示，希望两校充分发挥各自优势，在高层次人才引育和学科建设、

师资建设、人才培养、科学研究、资源共享等全方位携手共进、深

入合作，为建设教育强国、科技强国，实现中华民族的强军梦做出

新的更大贡献。

       季志宏对双方签署战略合作协议表示祝贺，对北航长期以来对           

航有深厚的事业基础和感情基础，也有相同的航空航天梦和家国情  

怀。此次本着“优势互补、强强联合、协同发展、合作共赢”的原

则，两校开展全面战略合作，在贯彻创新驱动发展战略上有共同的

出发点，在实施健康中国战略上有明确的切入点，在人才联培、师

资兼聘、科技协作与学科互补上有现实的着力点。他表示，希

望两校能进一步强化使命担当，聚焦空天领域，服务国家重大

战略需求，通过创新协作机制，全力打造共赢典范，共育一流

人才、共组一流团队、共建一流平台、共创一流成果，加快促

进两校“双一流”建设，提升两校综合实力,，为早日实现强国

梦、强军梦提供有力支撑、贡献更大力量。

 

季志宏讲话

 
仪式现场

 

曹淑敏讲话

       随后，与会双方进行了深入的座谈交流。

       会上，苏景宽和房建成代表双方签署了战略合作协议，空军军

医大学周先志、季志宏，北航曹淑敏、徐惠彬、黄海军见证签约。

      空军军医大学一行还参观了我校生物与医学工程学院实验室、

虚拟现实技术与系统国家重点实验室等。

      空军军医大学办公室、教务处、科研学术处、政治工作处、空

军特色医学中心、航空航天医学系、军事生物医学工程系等相关部

门负责人，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党政办公室、发展规划部、科学技术

研究院、医工交叉创新研究院、教务处、研究生院、生物与医学工

程学院等相关部门负责人参加签约仪式。 

      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军医大学（第四军医大学）是一所为军队

培养高、中层次医学专业人才的全国重点大学。学校1959年被确

定为全国首批20所重点大学之一，1997年成为国家首批22所

双方签约

“211工程”建设院校之一，2017年进入国家一流学科建设院校行列，2018年成为军队“双重”学科建设院校。学校本部位于陕西省西安

市。

       建校以来，先后培养了9万余名高素质医学人才。三所附属医院均为三级甲等医院，第一附属医院（西京医院）综合实力排名连续7年

位居全国前五，第三附属医院在全国口腔专科医院排名中稳居前四。近年来，获得各类科技成果奖千余项，其中国家自然科学奖1项、国家

技术发明奖8项、国家科技进步奖57项、军队科技进步一等奖32项、军队医疗成果一等奖17项、省科技进步一等奖81项。

       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军医大学（第四军医大学）是一所为军队培养高、中层次医学专业人才的全国重点大学。学校1959年被确定为全

国首批20所重点大学之一， 1997年成为国家首批22所“211工程”建设院校之一，2017年进入国家一流学科建设院校行列，2018年成为

军队“双重”学科建设院校。学校本部位于陕西省西安市。

建校以来，先后培养了9万余名高素质医学人才。三所附属医院均为三级甲等医院，第一附属医院（西京医院）综合实力排名连续7年位居

全国前五，第三附属医院在全国口腔专科医院排名中稳居前四。近年来，获得各类科技成果奖千余项，其中国家自然科学奖1项、国家技术

发明奖8项、国家科技进步奖57项、军队科技进步一等奖32项、军队医疗成果一等奖17项、省科技进步一等奖81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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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26日上午，北京航空航天大学与中国航空工业集团有

限公司共建航空总医院签约仪式在北航如心会议中心举行。航空

工业董事长谭瑞松、总经理罗荣怀、副总经理吴献东、总会计师

李耀，北航党委书记曹淑敏、校长徐惠彬、副校长房建成、副校

长刘树春、党委副书记李军锋等出席仪式。徐惠彬主持签约仪式。

曹淑敏对双方共建航空总医院签约仪式的举行表示祝贺，对

航空工业长期以来对北航的大力支持表示感谢。她指出，学校确

立了“顶尖工科、一流理科、精品文科、优势医工”的学科建设

方针，积极深化具有航空航天特色的医工交叉研究，并取得了一

系列科研成果。她表示，北航与航空工业共建航空总医院，将充

分发挥双方特色优势，开展更高水平、更深层次的紧密合作，培

养一流人才，开展产学研协同创新，推进重大科研成果转化应

用，为建设航空强国、科技强国做出新的贡献。

谭瑞松对北航一直以来对航空工业在人才培养、科研攻关、产业协同等方面的支持表示感谢。他指出，航空工业与北航60余年风雨同

舟，“基因相同”“血脉相通”“筋骨相连”，有着深厚的感情基础、事业基础和奋斗基础。为深入贯彻党中央精神，推动实施健康中国战

略，航空工业与北航共建航空总医院，迈出了双方深化重大战略合作的重要一步。他强调，希望双方能更加务实开展工作，进一步强化航空

优势，助力一流学科建设、一流企业发展，为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建设航空强国、科技强国做出更大的贡献。

会上，李耀、房建成代表双方签署共建航空总医院协议。航空工业谭瑞松、罗荣怀、吴献东，北航曹淑敏、徐惠彬、刘树春、李军锋

见证签约。

近年来，北航确立了“顶尖工科、一流理科、精品文科、优势医工”的学科建设方针。围绕国家重大战略需求，学校积极拓展具有航

空航天特色的医工交叉学科方向。2017年全国第四轮学科评估中，学校生物医学工程学科入选A类学科。2016年，学校获批生物医学工

程、大数据精准医疗两个北京市高精尖创新中心。近年来，学校在飞行员飞行生命保障、跳伞防护、失重及大过载生命监控、人机工效等领

域取得了大量科研成果。

中国航空工业集团有限公司办公厅、规划发展部、计划财务部、资本管理部、人力资源部、科技质量部、产业拓展部、防务工程综合

部、航空工业资产、航空总医院等相关部门负责人，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党政办公室、科学技术研究院、人事处、财务处、校园规划建设与资

产管理处、研究生院、医工交叉创新研究院、机械工程及自动化学院、生物与医学工程学院、大数据精准医疗高精尖创新中心、校医院等相

关部门负责人参加签约仪式。

航空总医院成立于1972年，现隶属于中国航空工业集团有限公司。历经四十余年发展，航空总医院已成为集医疗、教学、科研、预防

为一体的大型公立三级综合医院，是航空工业医疗行业龙头医院、北京市北苑地区医疗中心、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和国家卫计委联合授予的

“爱婴医院”、中国医院协会授予的 “全国百姓放心示范医院”、北京市卫生局授予的“平安医院”、北京市首批社会医疗保险定点医疗

机构等。医院拥有一个总部、四个门诊部和四个社区服务站，总部位于北京市朝阳区安外北苑路3号院。

航空总医院是中国航空工业集团有限公司下属“航空医学工程中心”“职业病防治中心”和“医疗保障中心”，承担着航空医学研

究、飞行人员健康维护、职业病防治、试飞任务保障和周边居民的医疗保健任务。

北航与航空工业举行共建航空总医院签约仪式 

曹淑敏讲话 谭瑞松讲话 双方签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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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航医工交叉创新研究院 综合新闻

近日，北京市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办公室公布了2019年度北京市自然科学基金拟资助项目名单。在集中申报期，我校在医工交叉领域

共有10个项目获批，其中重点2项，面上项目5项，青年项目3项。在此前公布的2018年度北京市自然科学基金-海淀原始创新联合基金拟资

助项目名单中，我校在医工交叉领域获批重点研究专题2项，前沿项目2项。 

我校在北京市自然基金项目医工交叉领域取得突破，得益于学校近年大力发展医工交叉，服务临床诊疗、医疗器械和养老康复辅具产

业，建设大数据科学与脑机智能高精尖中心、生物医学工程高精尖中心、大数据精准医疗高精尖中心。此批项目的研究工作也将有力支撑我

校医工交叉的战略定位，推动高精尖中心发展，服务首都科创中心建设。

我校北京市自然科学基金在医工交叉领域取得突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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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前，由人民日报社指导，人民网、健康时报联合主办的以“大格局、大融合“为主题的第十一届健康中国论坛在北京举行。

秉持媒体立场、社会责任、健康促进的宗旨，本届健康中国论坛发布“第十一届健康中国(2018)年度十大新闻”、“年度十大人物”、“十

大医药人物”、 “十大创新药物”、“十大医疗器械”、“十大养老项目”等权威公益榜单。北京柏惠维康科技有限公司“睿米”手术机

器人获选“健康中国十大医疗器械”奖。

       据了解，北京柏惠维康科技有限公司是一家研发、生产、销售和运营医疗外科机器人的高科技公司，“睿米”手术机器人(Remebot)

是其主要产品，是由北航生物医学工程高精尖创新中心王田苗教授的机器人研究所孵化的。

       2018年4月13日，柏惠维康“睿米”神经外科手术机器人正式通过CFDA三类医疗器械审查，成为国内首个正式获批的神经外科手术机

器人。它也是该领域全球第二款在原产地获批的产品，填补了国内相关领域空白。

       截至目前，“睿米”神经外科手术机器人已经进入天坛、宣武、301、协和等三甲医院，并成功开展了包含颅内活检，血肿抽吸，

SEEG，核团毁损，DBS等各类神经外科手术，其精准性，有效性及微创性获得了专家的广泛认可。

北航名誉教授，大数据精准医疗高精尖创新中心兼职首席科学家Jamal Deen于2018 年 6 

月被加拿大总督Julie Payette授予“加拿大勋章”。此奖项为加拿大公民最高荣誉之一。

Jamal Deen为加拿大工程研究院院士；加拿大工程院院士；加拿大皇家学会——加拿大

艺术、人文与科学学院院士，同时为IEEE、美国物理学会等10多个国际学术组织的Fellow。

Jamal Deen教授是全球微-/纳-米电子学、光电子学和纳米技术的顶级专家，在这些领域做出

了杰出的贡献。他通过将工程和基于物理学的建模与精巧的实验相结合，在半导体器件的建模

和噪声方面做出了取得重要突破，做出重要贡献，实现了理论和实践的结合。Jamal Deen教

授在电子和光电器件的建模和噪声领域，特别是用于无线和光通信的硅晶体管和高速光电探测

器领域，具有重要的影响力。Jamal Deen教授在可穿戴设备、智能传感、智慧医疗和通信技

术等方面在国际上有一定的影响力。他的贡献主要集中在以下领域：光纤通信和成像系统的光

电探测器、集成饮用水质量监测系统的传感器和生物医学系统、器件/电路建模和高性能集成电路、噪声理论，建模和表征、器件和电路表

征/建模和半导体器件可靠性的实验技术、智能传感、智慧医疗。

北航医工交叉创新研究院 综合新闻

大数据精准医疗高精尖创新中心
田捷教授当选国际医用磁共振学会会士（ISMRM Fellow）

生物医学工程高精尖创新中心机器人团队
睿米手术机器人入选“健康中国十大医疗器械”奖

大数据精准医疗高精尖创新中心
名誉教授Jamal Deen获“加拿大勋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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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18日，国际医用磁共振学会召开2018年度学会颁奖仪式，大数据精准医疗高精尖创新中心田捷教授当选国际医用磁共振学会会士 

（ISMRM Fellow），成为本年度唯一一位来自中国的当选会士。

田捷教授长期从事医学影像特别是磁共振成像方法和应用研究，在该领域做出了系统性创新，尤其是在基于磁共振成像的影像组学方

法研究及其临床应用、基于磁共振成像的针刺机理研究和多模态融合成像研究领域起到了引领作用，并极大推进了中国磁共振成像方面的研

究发展和学科建设。

国际医用磁共振学会于1994年由医用磁共振学会和磁共振成像学会合并成立，是医用磁共振成像领域最大的国际学术组织，拥有正式

会员近8000人。2018年ISMRM年会参会人数超过6000人，再创历史新高。ISMRM Fellow是经过学会内部严格的层层筛选后授予该领域

专家的顶级学术荣誉，最终当选者均为在磁共振成像方法技术和临床应用方面具有突出贡献的学者。田捷教授是目前为止唯一一位来自中国

大陆的信息技术背景的ISMRM Fellow，说明田捷教授在医工交叉领域的相关工作在国际学术界具有相当的影响力，获得了临床医学专家的

认可。



北航医工交叉创新研究院 综合新闻

       6月7日，我校与北京市医院管理局医工交叉座谈交流会在我校新

主楼第八会议室举行。市医管局科教处处长潘军华，北京市医院管理

局科教处处长助理、首都儿科研究所科技处处长于洋，北京老年医院

副院长刘小鹏、北京老年医院科研处处长张翼，北京儿童医院科技处

处长邰隽，北京中医医院教育处处长张广中，北京安贞医院科研处副

处长岳花兰，北京友谊医院科技处副处长郭水龙，北京世纪坛医院科

研处李继红等专家访问我校，就医工交叉开展座谈。我校副校长房建

成院士与潘军华处长一行进行交流，科研院、北航发展规划部、教务

处、研究生院、人事处、机械工程及自动化学院、生物医学工程学院

等单位负责人参加座谈。

 

        房建成对市医管局及各医院科技处的到访表示热烈欢迎。房建成提到，两院院士大会刚刚闭幕，总书记提出“科技创新是推动国家社

会发展、支撑经济独立自主、保障民族繁盛富强的关键力量”。中兴制裁的危机感还未散去，推动国产医疗器械、药物和技术创新转化的

紧迫感越发凸显。人民健康也属于国家安全领域，高端医疗仪器更是防治重大疾病的重要基础，优化健康的重要保障，理应高度重视国产

医疗器械、药品和技术的创新转化。北航作为医工交叉的先行者，“在促进医工交叉方面，北航是举全校之力”。目前全国很多疑难复杂

病例涌向北京，北航和医管局强强联合，以优势学科为依托，与市属医院进行科研互补，共同推动首都医疗的发展，攀登国产医疗创新的

高峰。

       潘军华对北航的欢迎表示感谢，并介绍了市医管局科研、学科及教育工作。潘军华表示在北京科创中心建设过程中，从市政府到医管

局都在构思市属医院的发展，特别是市属医院的学科布局、项目管理、成果转化，包括人才培养，北航与市属医院共同承担了多项科研任

务，希望通过双方努力，搭建系统化高端平台，启动新布局，双方强强联合，进一步推进市医管局及市属医院同北航的合作对接，在医学

科技创新，医工结合领域开拓创新。

随后各医院专家和学校相关部处领导分别从医工交叉学科发展方向、人才培养机制方面进行了交流。科研院医工结合办主任刘岩向市医管

局及各医院专家介绍了北航医工交叉研究院的发展过程以及取得的成就，希望本着合作共赢、优势互补的方式与市医管局及市属医院建立

长期合作机制，打造首都医工交叉新增长极。

3月8日上午，北航医工交叉创新研究院“医工百人“评审会

于如心会议中心中报告厅举行。北航常务副校长房建成院士，北

航副校长王云鹏，国科大副校长徐涛院士，医工交叉创新研究院

樊瑜波院长，各高精尖中心主任，清华大学、北京大学、首都医

科大学、中科院自动化所等20位专家参加评审。会议由北航常务

副校长房建成院士主持。

北航“医工百人”人才计划，是我校为吸引高端人才加盟北

航大数据科学与脑机智能高精尖中心、生物医学工程高精尖中心、

大数据精准医疗高精尖中心推出的人才引进计划。本次“医工百

人”评审会上，来自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北京航空航天大学、英

北航医工院举行2019年度首批“医工百人”评审会

 
国爱丁堡大学、德国不来梅大学等国内外顶级高校的生物医学工程方向、计算机方向、机械工程方向的15位杰出青年参与答辩。答辩过程

紧凑有序，专家学者认真评审。北航医工院2019年度首批“医工百人”评审会已圆满完成。高精尖中心自成立以来，北航医工交叉创新研

究院革新人才引进机制，坚持医工交叉战略，瞄准世界学术前沿研究方向，充分发挥医工人才特区的制度优势，在人才引育等方面持续探

索，汇聚医工卓越英才。2018年度首批“医工百人”计划引进人员已全部到岗。

北航大数据科学与脑机智能高精尖创新中心、生物医学工程高精尖创新中心、大数据精准医疗高精尖创新中心是北航自2015、2016年

经由北京市教育委员会获批的三家高精尖创新中心。北航为加快服务首都科创中心建设，明确提出将医工交叉作为学校未来发展的重点方向

之一，举全校之力拓展生命健康领域，推进北航与首都地区医疗系统全面合作，服务人民健康国家重大战略需求。高精尖中心成立以来，已

引进一大批国内外高端人才，产出大量高精尖创新成果。

北京市医管局-北航医工交叉座谈交流会在北航举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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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年10月16日，北京市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副主任潘锋、智慧城市处副处长刘旭、评审中心主任李军、公服中心副主任王岩、资源

中心副主任陈桂红、资源中心部长高嵩、资源中心部长林峰璞、公服中心部长单强、智慧城市处干部马征，北京市教育委员会科技处主任

科员翟昊一行9人莅临我校进行调研交流，就北航高精尖中心的管理组织架构体系、北航大数据研究在商业化产业研究方面取得成果、创新

技术与思路及未来经济发展建议等议题开展座谈。我校高精尖管理委员会办公室主任刘岩、大数据科学与脑机智能高精尖中心执行主任刘

旭东、计算机学院院长吕卫锋、交通科学与工程学院副院长田大新以及计算机学院、数学信息与行为教育部重点实验室、综合交通大数据

应用技术国家工程实验室的专家就双方工业和信息化等进行充分交流讨论。会议由高精尖中心管委会办公室刘岩主任主持。

   

北京市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潘锋副主任一行赴我校调研

北航医工交叉创新研究院 综合新闻

       2018年10月16日，北京市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副主任潘锋、智慧城市处副处长刘旭、评审中心主任李军、公服中心副主任王岩、资源

中心副主任陈桂红、资源中心部长高嵩、资源中心部长林峰璞、公服中心部长单强、智慧城市处干部马征，北京市教育委员会科技处主任

科员翟昊一行9人莅临我校进行调研交流，就北航高精尖中心的管理组织架构体系、北航大数据研究在商业化产业研究方面取得成果、创新

技术与思路及未来经济发展建议等议题开展座谈。我校高精尖管理委员会办公室主任刘岩、大数据科学与脑机智能高精尖中心执行主任刘

旭东、计算机学院院长吕卫锋、交通科学与工程学院副院长田大新以及计算机学院、数学信息与行为教育部重点实验室、综合交通大数据

应用技术国家工程实验室的专家就双方工业和信息化等进行充分交流讨论。会议由高精尖中心管委会办公室刘岩主任主持。

       双方就高精尖中心的创新技术思路，未来的经济发展展开了深入探讨。经信委对北航人工智能在成果的应用、高精尖中心出台的管理办

法、体制机制、人才培养、成果评估、绩效考核的内容进行探讨，并就北航大数据的科技成果转化、对网络舆情的处理分析表示赞赏。

 

潘锋副主任对我校在大数据及人工智能领域取得的科研成果及大数据科学与脑机智能高精尖中心的发展情况表示赞赏，希望未来能与

北航在大数据及智能化研究领域展开合作，推动北京乃至京津冀地区的大数据产业发展，更好为北京城市建设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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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工交叉创新研究院组织教工参观校史馆

12月13日上午，医工交叉创新研究院组织教工共同参观了北

京航空航天大学校史馆。 

先参观校史馆，在刘玉战院长的带领下，全院教工重温了北

航历史，树立了北航建设扎根中国的世界一流大学，以“北航

梦”助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的奋斗目标!

教室们还参观了北航历届毕业生的照片，现场聆听刘玉战院

长结合自己在北航的工作讲解北航的历史。

在北京航空航天大学“砥砺奋进空天报国”五年成就展中，

我院教师观看了北航五年来的卓越成就，并对成就展中北航医工

交叉创新研究院的成立，以及三个高精尖中心的介绍深感自豪。  

中国医科大学朱京海书记一行来校考察交流

       12月14日上午，中国医科大学党委书记朱京海、副校长王平、科研处副处长钟红珊、环境健康所秘书长贺淼、党委秘书邹长青一行来

我校考察交流。我校党委副书记李军锋、校医工交叉创新研究院院长樊瑜波、生物与医学工程学院院长齐颖新、生物与医学工程学院副院

长裴葆青、科学技术研究院高新技术办公室主任陶飞、科学技术研究院医工结合办主任刘岩同朱书记一行进行深入交流。会议由科学技术

研究院医工结合办主任刘岩主持。

       首先，李军锋副书记对朱书记一行表示欢迎。对两校之间的项目合作表示赞同，并指出应要求做好对接工作。结合北航、中国医科大

学的学科优势，有效开展两校之间医工交叉的教学与研究合作。

       双方就两校之间的学科优势，教学科研特色，今后学校的发展布局展开充分交流。中国医科大学朱京海书记对我校医工交叉方面取得

的成果表示赞赏，希望未来与北航能够在航空医学、医疗、培训方面开展更长远的合作，推动航空医学领域的发展，更好为大众服务。

 

北航医工交叉创新研究院 综合新闻

 

       通过参观，教工们深切感受到北航建校66周年来发生的巨大变化。进一步增强了教工的“四个自信”，大家充满信心，要以更加饱满

的热情积极参与改革、推动改革，不辱使命，撸起袖子加油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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树兰医疗管理集团郑杰总裁主持并致欢迎辞 树兰（杭州）医院叶再元院长介绍医院基本情况 李兰娟院士致辞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附属树兰国际医院”正式挂牌

北航医工交叉创新研究院 综合新闻

今天，北京航空航天大学与树兰（杭州）医院举行揭

牌仪式，树兰（杭州）医院正式挂牌“北京航空航天大学附

属树兰国际医院”。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党委书记曹淑敏，北

京航空航空大学副校长、中国科学院院士房建成，北航校长

助理、北航资产公司董事长张广，北航发展规划部部长赵

罡，树兰医疗发起人、中国工程院院士李兰娟，树兰医疗发

起人、中国工程院院士郑树森，树兰医疗总裁郑杰，以及树

兰（杭州）医院相关领导等参加揭牌仪式。

为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提出的实施“健康中国”战

略，2017年12月9日，北京航空航天大学与树兰医疗集团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附属树兰国际医院”挂牌是双方合作的重要里程碑。双方将在医、教、研、产等方面全方位合作。其中，树兰（杭

州）医院将承担北京航空航天大学的临床教学任务，包括临床授课、临床见习、临床实习和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等；双方将共同建立医工交

叉高端教研团队，招收医工交叉博士生，瞄准医工复合型高端人才联合培养，并共同向国家卫健委、教育部和科技部等部门申报国家级人才

项目、重大科研项目。

 

  

共同签署战略合作协议。双方旨在通过战略合作达成医工复合型高端人才培养、医学和医疗手段关键技术突破、医工交叉创新研究院建设、医

学院及附属医院筹建、医疗技术与产业创新等一系列目标。半年来，这一战略合作已在多方面实现落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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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淑敏书记致辞 郑树森院士致辞 

北航医工交叉创新研究院 综合新闻

      曹淑敏书记在致辞中提到，医工交叉领域一直是北航人的梦想，也是几代人不断努力奋斗的方向——北航的脑外科机器人、骨科康复机

器人以及虚拟医疗等，今天与树兰合作又将这一梦想的实现往前推进了一大步，希望未来北航的大数据、人工智能等信息计算机学科领域

能够与树兰医疗进行更紧密的合作交流，为我国医疗事业的自主创新与健康中国战略的实施同共做出努力与贡献！

郑树森院士表示，去年十九大报告提出健康中国的中国梦，其中最关键的就是要培养人才，当下医工结合的人才非常短缺，今天树兰与北

航的合作堪称一次了不起的创新。目前国内使用的手术机器人清一色进口，缺少本国自主产权的手术机器人品牌。郑院士认为，研发具有自主

知识产权的手术机器人已经是当务之急，而北航的加入在这方面也是大有可为。相信未来双方不断深入合作交流，一定能够在医工结合的领域

不断创新，造福更多患者，健康中国！  

此次，北京航空航天大学附属树兰国际医院挂牌成立，是医教研协同模式的创新，双方将以高水平医学人才和医工交叉的创新人才培养为

根本，以重大科学发现和技术创新为牵引，携手推进北京航空航天大学世界一流大学和树兰（杭州）医院一流医院建设。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是新中国第一所航空航天高等学府，1952年建校以来，始终瞄准国家战略需求和国际学术前沿，拥有国家级创新平台和

一流科研团队，在人才培养、师资建设、科技创新等方面均取得了显著成绩，首批进入“211工程”，2001年进入“985工程”，2017年入选

国家“双一流”建设高校名单，是国家科学技术创新的重要基地和国际合作交流的重要窗口。近年来，北航依托特色工科优势，大力发展医工

交叉，促进医学、生物学、工程学等多学科融合，服务“健康中国”战略。 

树兰医疗是一家由院士团队发起创办，具有国际水平的新型医疗集团。树兰医疗响应“健康中国”国家战略，以“探索生命本质，呵护人

类健康”为愿景，以“患者满意、员工满意、政府满意”为宗旨，以“高水平的专家、高质量的医疗、高品质的服务”为标准，以“国际化、

智能化、标准化、人文化”为建设理念, 推行“全人全程”健康服务，打造医疗服务、生命科技、孵化投资、教育科研、慈善公益为一体的“三

高四化三满意”的新型医疗集团，树兰（杭州）医院开业以来整体业务发展稳健，并于2017年10月通过国际JCI第六版评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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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 月 22 日至 23 日，由医工结合办主任刘岩带队，我院青年拔 尖人才参与的我校青年人才团队，赴中国航空工业第一飞机设计研究 

院、航空工业西安飞机工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中国航天科技集团 第六研究院交流研讨。

       22 日上午，青年人才团队首先来到航空工业一飞院，参观了一 飞院展厅，观看了宣传片《无畏征途》，了解一飞院几代人航空报国 的

初心和使命，切身感受一飞院的“科学家精神”、“工程师文化”。 随后总师办公室主任苗红科、人力资源部主任邓勇及各研究所负责人 

等介绍一飞院发展情况。刘岩主任介绍了我校医工交叉领域的发展情 况，我院青年教师代表就各自的科研成果及最新研究进展做了精彩介 

绍，与一飞院围绕目标合作领域进行了充分的沟通和探讨。

大应用价值。

医工院教师赴西安航空航天领域相关单位交流研讨

  

       下午，青年教师一行来到航空工业西飞公司交流研讨。在西飞公 司第一副总工程师骆学涛及综合管理部门热情陪同下，先后参观了西 

飞相关中心和装配厂。针对西飞公司前期提出的相关技术需求及合作 意向，双方进行了深入的互动和讨论，交流现场气氛活跃，双方就部 

分领域初步达成了合作意向。

       23 日上午，我院青年人才赶赴我国航天液体动力的摇篮——航 天科技集团第六研究院交流研讨。六院人力资源部副部长刘雪飞介绍 了

六院的基本情况及产学研工作开展情况，研发部及系统部分别为大 家详细介绍了六院的相关情况。我院青年拔尖人才代表介绍各自科研 成

果，双方围绕六院技术需求及我院科研优势开展了广泛讨论。

通过此次交流学习活动，我院青年学者进一步了解了航空航天领 域需求，也为今后瞄准学术科技前沿, 聚焦基础科学问题，服务国家 重大战

略需求开展科学研究，搭建新的交流平台。

北航医工交叉创新研究院 综合新闻

刘红教授荣获“全国五一巾帼奖章”称号

2月26日，全国女职工先进集体和个人表彰大会在京举行，生物

医学工程高精尖创新中心首席科学家，“月宫一号”总设计师、首席

科学家刘红教授荣获“全国五一巾帼奖章”称号，全国仅十名获得

者，并作为获奖代表赴人民大会堂作主题发言。

刘红，“月宫一号”总设计师、北航教授。2018年5月15日，随

着4位志愿者走出“月宫一号”实验室，北京航空航天大学为期

365+5天的“月宫365”实验获得圆满成功，刷新了人类密闭生存的

世界纪录，实验对人类实现地外长期生存具有重大意义。实验于2017

年5月10日开始，共历时370天，是世界上时间最长、闭合度最高的

生物再生生命保障系统实验，实现了闭合度和生物多样性更高的“人

-植物-动物-微生物”四生物链环人工闭合生态系统的长期稳定循环运

转，且保持了人员身心健康。实验志愿者共有我校学生8人，分为2组

交替入舱，第一班60天，第二班200天，第三班110天，其中第二班

时长已打破此前由俄罗斯创造的同类系统中驻留180天的世界纪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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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航医工交叉创新研究院 成果简报

近日，欧洲科学院公布了2018年度院士增选结果。大数据与脑机智能高精尖创新中心学术委员会主席李未教授当选欧洲科学院外籍院士。

欧洲科学院（Academia Europaea）是欧盟的“国家科学院”和法定科学顾问，由英国皇家学会与欧洲各国的国家科学院共同发起并

于1988年成立，目前总部位于英国伦敦。欧洲科学院是国际上学术领域广泛、影响大的科学组织之一。

大数据与脑机智能高精尖创新中心李未教授当选欧洲科学院外籍院士

大数据科学与脑机智能高精尖创新中心
王云鹏教授团队交通控制科研成果获2018年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

智能交通团队王云鹏教授牵头的“大范围路网交通协同感知与联动控制关键技术及应用”获得2018年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

交通控制是道路交通系统有序运行的根本保障。传统交通控制方法通过交叉口和路段固定传感器获取“小样本”交通流信息，采用经

验模型对交通流进行控制，无法实现大范围路网的全局优化。随着车联网、大数据等技术的应用，路网交通协同感知与联动控制已成为现代

交通管控的新手段。本项目通过对车路状态信息协同感知、交互和融合，利用大数据进行路网运行状态的精准辨识、评估和预测，突破了数

据驱动的交叉口车辆优先通行控制、路段协同控制和路网控制与诱导联动等核心技术，研制出成套系统和装备，实现了城市大范围路网多层

级协同联动优化控制。

稿件来源：https://www.ae-info.org/ae/Member/Li_We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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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航医工交叉创新研究院 成果简报

2018年12月，大数据精准医疗高精尖创新中心郭雷教授以第一发明人身份荣获国家技术发

明二等奖。获奖项目为“航天器复合XXX控制与测试技术及应用”，突破了航天器在导航与控制

领域的多个关键技术，研制了相关分析与评估仪器，解决了领域内多项瓶颈问题，显著提高了系

统的精确性、可靠性和自主性，取得了重大的军事和社会效益，具有广阔的应用前景。

为奖励在科技进步活动中作出突出贡献的公民、组织，国务院设立了五项国家科学技术

奖：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国家自然科学奖、国家技术发明奖、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和中华人民

共和国国际科学技术合作奖。其中，国家技术发明奖为授予运用科学技术知识做出产品、工艺、

材料及其系统等重大技术发明的中国公民，其中属国内外首创，或者国内外虽已有、但尚未公开

的重大技术发明，技术思路新颖，技术上有较大的创新，技术经济指标达到了同类技术的先进水

平，对本领域的技术进步有推动作用，并产生了明显的经济效益或者社会效益，可以评为二等奖。

2018年度国家技术发明奖共评选出67个项目，其中一等奖4项、二等奖63项。党和中央高

度重视国家科学技术奖的相关评选，中共中央、国务院2019年1月8日上午在北京隆重举行国家

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习近平、李克强、王沪宁、韩正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出席会议活动。习近平等

为获奖代表颁奖，李克强代表党中央、国务院在大会上讲话，韩正主持大会。

郭雷教授为大数据精准医疗高精尖创新中心教授、博士生导师、长江学者特聘教授、国家

杰青、中组部万人计划、国家百千万人才工程和科技北京百名领军人才入选者、国家有突出贡献中青年专家、教育部长江学者创新团队和科

技部重点领域创新团队负责人，任“飞行器控制一体化技术”国家级重点实验室副主任，北京市第十四、十五届人大代表。主要研究方向为

不确定与随机系统控制理论、高精度导航与控制系统技术，建立和发展了非高斯系统随机分布控制理论和多源干扰系统复合分层抗干扰控制

理论。近年来主持国家自然科学基金、863重大项目课题、973项目课题、国家民用航天计划、国防基础预研等项目20余项。出版英文专著

2部，发表SCI/EI论文180余篇，SCI他引次数达到3000余次，连续五年入选爱思唯尔中国高被引学者榜单。获得2007年教育部自然科学一

等奖、2013年国家自然科学二等奖、2017年度国防技术发明一等奖和2018年度国家技术发明二等奖（均排名第一）。郭雷教授现为中国自

动化学会理事、导航制导与控制专委会主任、中国宇航学会深空探测专委会委员、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自动化学科专家组成员、国家民用航

天计划信息与控制专家组成员。

大数据精准医疗高精尖创新中心
郭雷教授以第一发明人身份荣获2018年度国家技术发明二等奖

9月15日晚，由香港求是科技基金会主办、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承办的“2018年度求是奖颁奖典礼”在中国科大隆重举行，揭晓包括

“求是杰出科学家奖”、“求是科技成就集体奖”在内的多个奖项。求是基金会主席查懋声先生以及顾问杨振宁教授、孙家栋教授、韩启德

教授、施一公教授等出席典礼。 

典礼上，我校化学学院院长、生物医学工程高精尖中心首席科学家江雷院士获得2018年度“求是杰出科学家奖”，由孙家栋教授和查

懋声先生上台颁奖，并由2018年度求是大奖评选委员会化学代表陈新滋教授介绍获奖人在其研究领域中取得的杰出成就。

据悉，香港求是科技基金会1994年由著名实业家查济民先生

创立，由多位国际知名学者担任顾问并全权负责奖项的遴选和审

定，秉持“雪中送炭”的宗旨，积极坚持和倡导“科学精神，人文

情怀”的核心理念。1994年至2018年，共有337位在数学、物

理、化学、生物医学等科技领域中有杰出成就的中国科学家获得基

金会奖励。其中“求是终身成就奖”1位，“杰出科学家奖”29

位、“杰出青年学者奖”181位、以及“杰出科技成就集体奖”

126位(涉及15个重大科研项目，如青蒿素、人工合成牛胰岛素、

塔里木盆地沙漠治理、铁基超导等)。

生物医学工程高精尖中心
副主任兼首席科学家江雷院士获2018年度“求是杰出科学家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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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航医工交叉创新研究院 成果简报

大数据科学与脑机智能高精尖创新中心智能交通团队
马晓磊副教授和于海洋副研究员研究成果获中国智能交通协会科技奖二等奖

智能交通团队马晓磊副教授和于海洋副研究员等以“移动互联大数据驱动下的定制公交线网设计与系统评价关键技术及应用”为题，

获得2018年度中国智能交通协会科技奖二等奖。

项目以“互联网+”下的新型公共交通“定制公交”为研究对象，针对制约定制公交运营的承载能力提升和线网优化评价的瓶颈问题，

融合移动互联数据与公交大数据挖掘出行模式，创建了整套的多模式出行需求动态辨识方法；基于模糊集、云模型理论，在考虑个体出行异

质性与群体需求覆盖率的基础上，实现了定制公交站点、线路的自动生成；构建了数据驱动下的公交运行评价体系，研制了公交大数据平

台，并在在成都、杭州等20余城市的公交行业进行了推广应用。

大数据科学与脑机智能高精尖创新中心
李建欣教授研究成果获得中国电子学会技术发明奖一等奖

李建欣教授牵头的“网络空间行为大数据融合分析方法与技术”获得2018年中国电子学会技术发明奖一等奖。

网络空间是一个泛在的信息世界，其与物理世界持续的耦合演化，产生了超大规模的人类行为数字镜像。理解网络空间大数据背后隐

藏的行为特征，把握复杂行为现象的本质，是互联网时代保障国家安全、推动社会治理、提升商业智能的技术挑战，成为世界公认的国家战

略制高点和国际学术前沿热点。

本项目在国家973计划、863计划、自然科学基金和信息安全计划等项目支持下，针对网络空间行为模态杂、尺度广和因素泛特征导致

行为表征难、关联难和解释难等技术挑战，提出了基于模态融合、尺度融合和知识融合的分析思路，发明了一套集行为表征、发现、预测为

一体的融合分析方法，研制了大数据行为分析系统并成功应用。在国家计算机网络与信息安全管理中心成为核心业务支撑系统，为31个省

级分中心、21个地级市保障中心提供服务，已稳定运行5年，为G20峰会等国家重大活动提供保障，为维护网络空间安全和社会稳定发挥了

重要作用；在安全部、中组部、工信部等国家部委及天津等地方省市应用，为社会治理的科学研判提供了技术支持；在神州数码、途牛网、

中国航信、焦点科技等企业推广，为智慧城市和电子商务提供了业务创新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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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航医工交叉创新研究院 成果简报

近红外脑功能成像团队的青年学术带头人汪待发博士，曾担任美国加州理工学院访问学者，现任北航生物与医学工程学院终身副教授、

北航生物医学工程高精尖创新中心特聘研究员、医工整合联盟常务理事。曾获江苏省“双创计划”人才、丹阳市“丹凤朝阳”人才、北京航

空航天大学青年拔尖人才等荣誉称号。

汪待发副教授表示，应用和转化是持续开展技术研究的着力点。在这方面，我们必须要引领前沿技术发展，打破国外产品垄断，减少国

家高端医疗影像设备的进口依赖。得益于北航对医工交叉领域的战略布局，生医学院、生物医学工高精尖创新中心、国家康复辅具研究中心

等单位的大力支持，丹阳市政府、科技局、组织部、高新区以及北航校地合作平台（北航丹阳产业研究院）等各级领导单位的帮扶，实现研

究成果转化顺利推进。

欣喜的是，团队成果目前已吸引创投机构的关注，成果转化企业丹阳慧创医疗设备有限公司（慧创）近期已顺利完成Pre-A轮千万元融

资。慧创方面透露，本轮融资将主要用于医疗产品注册、新产品研发、以及市场推广。

本轮融资的投资方为清源创投。 清源创投专注于科技类、中早期项目投资，既往项目已有17家成功上市。清源创投表示，脑健康是未

来十年全世界的热点，对应一个数万亿美元的巨大市场，非常看好慧创团队领先的技术优势与深厚的研究积淀，希望携手慧创，与更多创新

型脑健康企业共同发展。

生物医学工程高精尖创新中心近红外脑成像团队成果转化取得重要进展

北航生物与医学工程高精尖创新中心、生物医学工程学院获悉，北航组建团队研究成果转化的近红外脑功能成像设备取得佳绩。设备目

前已在香港理工大学、国家康复辅具研究中心、清华大学等四十余家顶级单位示范应用，为相关单位专家开展脑科学与脑疾病研究提供了全

新的技术平台，已支撑发表SCI论文十余篇。

近红外脑功能成像（fNIRS）是最新一代的脑功能成像模态。借助近红外光微弱信号检测与分析，fNIRS可以穿透颅骨、高时空分辨地

探测脑活动激发的脑皮层血液分布和血氧参数的变化并成像，有效地对脑功能进行可视化和定量评估，为中风康复、抑郁症等精神疾病、阿

尔兹海默等神经退行性疾病、儿童多动症等疾病的评估、诊断与筛查提供全新手段。

针对这一高端影像研究领域，依托北航超微弱信号检测、复杂信号处理方面的深厚研究积淀，北航组建研究团队，并让青年学者勇挑大

梁。通过团队近十年的研究攻关，提出和突破了多项核心专利技术，研究开发了高性能的fNIRS产品，核心指标包括通道数、灵敏度等已世

界领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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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航医工交叉创新研究院 成果简报

生物医学工程高精尖中心
牛海军教授课题组首次把深度学习技术引入汉语电子人工喉语音增强

电子人工喉及发声训练系统

电子喉语音识别框架

日前，在科技部支撑计划等项目支持下，我校生物医学工程高精尖中心牛海军教授课题组与国家康复辅具研究中心通过深入探索汉语普

通话电子喉语音发声特点与声调调控方法，不但在理论上有所突破，还研发了轮式基频可调电子人工喉和滑触式基频可调电子人工喉产品

（属于言语康复辅具，国家二类医疗器械）。研究成果发表于国际生物医学工程联合会会刊《Medical & biological engineering & 

computing》、康复领域排名第一的期刊《IEEE Transactions on Neural Systems and Rehabilitation Engineering》（王立博士为第一

作者，牛海军教授为通讯作者）等多个著名期刊上，获得授权发明专利11项和软件著作权1项，起草并公开了电子喉国家标准1项。课题组

所研制的电子人工喉不但通过了中国食品药品检定研究院的检测，而且也多次被科技部推荐参加科技成果展，特别是2018年参加香港“创

科博览”科技展，得到大量人群和患者的关注。

在上述研究基础上，近来课题组又提出了应用深度学习技术改善汉语普通话电子喉语音质量的研究思路，尝试把WaveNet技术引入补

偿后语音的识别与转换研究中，但是由于电子喉语音基频平坦，识别率明显偏低。课题组通过语音语料的采集、汇总与训练，深入研究了电

子喉语音识别与转换系统，结合CTC技术的组合应用取得了很好的增强效果。该研究成果已被接受并于近期发表于语音与听觉康复研究领域

的著名期刊《Journal of Speech, Language, and Hearing Research》，该研究充分应用了深度学习技术的优势，首次运用此方法解决电

子喉的汉语发声问题，为电子喉语音质量的改善和可懂度的提升提供了一种新的研究路径，有助于进一步帮助喉切除患者补偿言语发声功能

并提高患者的生活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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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届盘古会议暨华人卒中精英论坛在京召开

北航医工交叉创新研究院 合作交流

       2018年11月3日，由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主办、首都医

科大学宣武医院、北京大数据精准医疗高精尖创新中心承办的第

七届盘古会议暨华人卒中精英论坛在北京怀柔召开。

       会议由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副院长、北京大数据精准医疗

高精尖创新中心副主任吉训明教授主持，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

会等部门的相关领导参会并讲话。此次会议共邀请到了25位海外

专家、55多位国内知名专家参会，就卒中防治的前沿问题展开了

全面探讨，为未来卒中的重大研究方向建言献策。

       中国科学院院士、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副校长房建成，中国工

程院院士、上海市神经外科临床医学中心主任周良辅，中国科学

院院士、中国医学科学院阜外心血管病医院副院长顾东风，加拿

大英属哥伦比亚大学、加拿大皇家科学院院士王玉田，北京航空

航天大学仪器科学与光电工程学院院长徐立军，美国LomaaLin-

da大学张和教授，美国Pittsburgh大学医学中心陈俊教授等著名

专家参加了会议并做了精彩的学术分享。 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副院长、大数据精准医疗高精尖创新中心副主任 吉训明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副校长、中国科学院院士 房建成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的房建成校长致辞，指出医学与现代工程科学

技术的交叉融合已经成为医学科学重大基础问题研究、医学工程原始

技术创新、医学相关科技产业发展的源泉所在。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医学部项目主任 郭艳苏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医学部项目主任郭艳苏指出，国家

自然科学基金委一直致力于为临床医生和研究人员搭建强有力的

平台，盘古会议就是其中之一，这样的会议十分难得，这样的平

台非常有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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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航医工交叉创新研究院 合作交流

中国工程院院士、上海市神经外科临床医学中心主任 周良辅

       周良辅院士带来了题为“颅外脑动脉顿性损伤”的主旨报告，

介绍了颅外脑动脉顿性损伤的流行病学、病因、病理生理、临床表

现，对颅外脑动脉顿性伤未来的高级别临床研究提供了方向。

      中国科学 院院士、中国医学科学院阜外心血管病医院副院长 顾东风

       顾东风院士做了关于中国和东亚人群血脂紊乱的外显子组和基因

组的研究报告。他指出，中国人血脂异常基因组特征谱已验证中国人

特有的血脂易感位点有3个，是他汀的治疗靶点。  

加拿大英属哥伦比亚大学、加拿大皇家科学院院士 王玉田

       加拿大英属哥伦比亚大学、加拿大皇家科学院院士王玉田

就脑中突触传递的功能、NMDA受体在卒中中的作用做了学术

分享。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仪器科学与光电工程学院院长、大数据精准医疗中心常务副主任 徐立军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仪器科学与光电工程学徐立军院长讲解大数据

精准医疗高精尖创新中 心的建设进展，并对未来发展规划进行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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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国际医疗手术器械及生物制造论坛圆满召开

北航医工交叉创新研究院 合作交流

       2018年12月2日上午九点，2018年国际医疗手术器械及生物制造论坛在北航唯实大厦正式开始。大会由北京市生物医学高精尖中心主

办，北航机械工程及自动化学院承办。会议邀请了日本名古屋大学的AraiFumihito教授、意大利比萨圣安娜大学的CeciliaLaschi教授等知

名教授专家莅临北航，讨论医疗手术器械的发展前景及生物制造相关技术。论坛吸引了许多专家教授参会，推动了医工交叉领域的发展与

合作。

       本次论坛专家齐聚：AraiFumihito教授（名古屋大学）、CeciliaLaschi教授（比萨圣安娜大学）、顾忠泽教授（东南大学）、王恩敏

专家（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苏柏泉教授（北京邮电大学）、张德远教授（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在大会上，专家教授分别作了主题

演讲，围绕医疗手术器械及生物制造展开了交流和碰撞，用全球视野为医工领域的发展建言献策。  

       北京市生物医学高精尖中心樊瑜波教授对高精尖中心做了简要的介绍，北航医工交叉高精尖创新中心群体以医工交叉为特色，落实北

京科技创新中心规划要求，面向世界科学技术前沿，提升北京市在大数据脑机智能领域、人体重要组织与器官的修复、替代、再生等生物

医学工程领域和大数据精准医疗领域的医工交叉科技创新能力，建立中心短短三年，已有了不俗的成绩。

       机械学院院长丁希仑教授简要介绍了机械学院的概况。医工交叉离不开工程设计和精密制造，机械学院始终积极寻求合作，致力于高

新技术突破、医疗手术器械的研发。

       本次会议荣誉主席王田苗教授对本次会议做了简要的介绍，随后与会专家合影。

最后张德远教授做了大会结束致辞。

本次大会吸引了百余人参会，各位专家教授在大会上热烈讨论，建言献策，为与会的医疗从业人员、工学研究人员提供了有力的合作

交流机会。至此，2018年国际医疗手术器械及生物制造论坛在京圆满召开。

AraiFumihito（新井史人）对他的项目研究情况做了简要介绍。新井研究室的研究项目有：用于医生进行手术练习的仿生人眼、仿

生人形等生物模拟超现实操作模拟器；细胞微细操作的微型机器人；具有传感功能的集成机器人微流控芯片等。

CeciliaLaschi（塞西莉亚兰西）教授介绍了她的研究项目和研究情况。CeciliaLaschi教授致力于软体机器人的研究，她的团队设计

的八爪章鱼机器人已经完成海上实验，这个软体机器人可以应对例如砂石、水流等复杂的水下环境。 

会议茶歇，与会专家们仍热烈讨论。
顾忠泽教授，东南大学生物科学与医学工程学院院长、生物电子学国家重点实验室主任、长江学者、国家杰出青年基金获得者、教育

部创新团队负责人。顾忠泽教授致力于生物检测方面的研究，生物检测技术的发展提高了研究人员对病理的认识，优化的病征识别方法减

轻了医护人员的工作量，提高了效率。

王恩敏教授，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神经外科主任医师，擅长伽马刀、射波刀治疗。王恩敏教授作了几例病例分享，介绍了伽马刀治

疗的优势，显著地延长了患者的生命，减少了病患的痛苦。

苏柏泉教授，医疗机器人研究室主任。苏柏泉教授简要地对医疗机器人的发展现状和发展趋势做了汇报。

张德远教授，介绍了机械学院智能仿生与微纳系统研究所的具体研究情况。该研究所诞生了国内机械工程学科科研人员作为第一作者

和通讯作者的第一篇nature论文。该研究所从大自然中获取灵感，从猪笼草到树蛙，从材料研究到仿生制造，该研究所师生勤勤恳恳，苦

心钻研，不断在仿生与微纳领域做出了重要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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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与北航科创中心对接会圆满举行

       3月21日上午，北京市经济技术开发区与北航科创中心对接

会在北航新主楼会议中心第三会议室举行。开发区管委会主任助

理庞晓露、科技局副局长孙鹏、科技局创新中心办公室负责人褚

巍、科技局干部孟泽宁、科技局干部王宁、科技局干部冯晖一行

参加会议。我校医工办主任刘岩、生物与医学工程学院副院长裴

葆青教授、大数据精准医疗高精尖中心办公室主任刘会生教授、

大数据科学与脑机智能高精尖中心特聘研究员王静远、知识产权

转移项目主管张宗科、医工办项目主管林欧雅参与会谈。会议由

刘岩主任主持。  

       开发区管委会主任助理庞晓露表示， “三城一区”是北京

转型发展的重要支撑。能够与北航科创中心合作，是实现科技成
 果转化的关键步骤。北航3个高精尖中心发展势头良好，亦庄开发区产业结构健康，技术水平高。希望双方能够有所合作。其次科技局副局

长孙鹏介绍科技局关于“三城一区”实施方略的想法，对亦庄经济开发区总体情况进行介绍，并提出希望能够与北航合作。

       北航医工办主任刘岩对北航医工交叉研究院、北航大数据与脑机智能高精尖中心、生物医学工程高精尖创新中心、大数据精准医疗高

精尖创新中心的情况做了介绍。对于高精尖中心的人才引进、经费使用、发展成效与对方进行交流。3个高精尖中心的办公室主任、特聘研

究员分别将其中心的情况、所涉及领域、成果产出情况与对方深入探讨。

       开发区管委会主任助理庞晓露代表经济开发区，希望未来开发区的发展方向能够和北航紧密结合，开发区企业能够和北航积极交流，

共同发展。

北航与北医三院科技创新合作座谈会成功举行

2018年7月17日，我校与北医三院举行科技创新深度合作座谈会，

北医三院院长乔杰院士，宋纯理副院长，科研处张纯处长、姜雪副处

长、陈亚红副处长同我校副校长房建成院士、杨立军院长、徐立军院

长、科研院医工合作办刘岩主任一行，就双方科技创新合作进行充分交

流讨论。

乔杰院长首先对房建成副校长一行到来表示欢迎，并指出医工交叉

前景广阔、潜力巨大，双方应面向医学与健康领域的国家战略需求和与

其相关的国际前沿关键科学问题，探索建立双方学术交流平台，促进相

关学科的协同发展。

房建成副校长表示北航近年来以服务国家战略为导向，在服务航空航天国家战略的同时，拓展医工交叉领域，服务医疗健康国家战略。

北航目前与在京的各主要三甲医院紧密合作，与北医三院有良好的合作基础，要充分发挥双方在学术领域的特色，瞄准基础性、前瞻性、战

略性等问题，聚焦重点领域和方向，扎实推进团队对接工作，实现关键技术的融合和突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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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数据科学与脑机智能高精尖创新中心联合主办的北京市科技新星
“人工智能与慢病管理”学术沙龙在北医三院顺利举行

北京儿童医院-北航医工交叉座谈会成功举办

2018年7月11日下午，我校与北京儿童医院医工交叉学术交

流会在北京航空航天大学逸夫楼举行。北京儿童医院科技处邰隽

处长、神经外科葛明主任、泌尿外科宋宏程主任、刘超主任、胸

外科陈诚豪主任、心外科朱耀斌主任、新生儿外科赵勇主任等十

余名专家访问我校，就医工交叉开展交流对接，共同探讨医工结

合面临的相关科学问题。我校科研院、医工交叉研究院、校医

院、生物与医学工程学院、机械工程及自动化学院、自动化科学

与电气工程学院、仪器科学与光电工程学院、计算机学院、化学

学院、大数据精准医疗高精尖中心、生物医学工程高精尖中心等

近20多名人员参加座谈。

 

会上，刘岩主任对儿童医院一行的到来表示热烈欢迎，介绍

我校在医工合作方面的科研优势和参会专家医工交叉科研领域，

并表示双方依托国家儿童医学中心、北京市高精尖创新中心，开

展原创性科学研究，共同推动科研、临床医疗水平的提升，具有

广阔的前景。 

    北京儿童医院邰隽处长表示目前北京儿童医院接诊全国儿科疑

由北京市科委人事教育处、北京市科委人才交流中心、北京大

学第三医院和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大数据与脑机智能高精尖中心联合

主办的北京市科技新星“人工智能与慢病管理”学术沙龙于2019年

1月5日上午在北京大学第三医院举行。大会由北京市科委人才交流

中心刘刚主任主持，来自北京市的科技新星和领军人才等共54位代

表出席了沙龙活动，本次活动包括讲座、学术报告、新星分享和交流

讨论等内容。

沙龙活动开始由北医三院宋纯理副院长致开幕词，宋院长首先

对市科委的各位领导和参会代表的到来表示欢迎，指出不同领域之

间的交叉合作是科技创新的重要源头，人工智能与医学领域的结合

将推动医学进步，北医三院将深入贯彻落实国家和北京市系列科技

人才政策，营造鼓励创新、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良好氛围，提升

医学科技创新能力，助力健康中国战略。

北京市科委杨仁全副主任为大家带来“以科创中心建设为引领

，支撑服务北京高质量发展”的讲座。杨仁全主任作为科技创新中

心建设组织架构的构建者、组织者和见证者，对科创中心建设有深

入的研究，报告内容涉及新时代、新理念、新形势、新使命，建设

什么样的科技创新中心，怎样建设科技创新中心以及北京、全国科

技创新中心建设初步成效，特别是科委在人工智能与医药创新领域

的未来规划。杨仁全主任指出市科委鼓励搭建交流平台和交叉学科

研究，引起与会代表们的热烈讨论和积极反响。

    北医三院科研处副处长、呼吸科副主任陈亚红教授（2005年科技

新星）介绍“慢阻肺急性加重预警系统”的学术报告。慢阻肺是四

大慢病之一，存在严重的漏诊漏治，慢阻肺稳定期管理尚不规范，

急性加重又存在早期识别不足，陈亚红教授获得了科委科技新星计

划交叉学科合作课题的支持，与北京航空航天大学计算机学院的李

建欣教授将人工智能与慢阻肺的疾病管理相结合，介绍团队研发的

慢阻肺的疾病管理和预警系统，和大家共同分享慢病管理与人工智

能结合的经验。

北京怡和嘉业医疗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庄志（2017年领军人

才）报告了“基于物联网技术的呼吸慢病远程居家管理”，庄志博士

介绍公司发展史、理念、研发经验和科研转化成果，并介绍国内外

呼吸慢病远程居家管理和互联网技术融合的现状和未来发展模式。

新星分享交流由北京中医药大学东直门医院田贵华教授（2014

年科技新星）分享“慢性疼痛临床管理系统”对慢性疼痛和人工智

能结合和应用进行展望。中国科学院自动化研究所何晖光教授

（2007年科技新星）介绍了“多模态情绪识别及迁移学习”，分

享了情绪识别的深度学习方法框架。新星分享交流讨论气氛热烈。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大数据与脑机智能高精尖中心的李建欣教授 

（2010年科技新星）代表中心带来“人工智能与健康领域的深度

融合”的学术报告，分析了人工智能新进展及其在不同领域的应

用，介绍了高精尖中心在人工智能与医学领域的部分研究成果，与

会代表们普遍感到获益良多。

面对我国医疗资源不足，分布不平衡的现状，慢病防控形势更

加严峻，规范化诊治与管理亟需新技术和新模式，将人工智能与慢

病管理相结合，推动互联网医疗的发展，已被纳入我国慢病防治中

长期规划。本次学术沙龙成功举办，聚焦慢病管理和人工智能话

题，碰撞思维火花，探讨多领域交叉合作，促进不同领域专家学者

们相互了解、交流与合作。

难复杂病例，北航以优势学科为依托，与北京儿童医院进行科研

互补，共同推动儿科科研发展，为儿童健康的增加保障，为“全

民小康”添砖加瓦。 

    生物医学工程学院牛海军副院长介绍了学院和高精尖中心的建

设概况，与会各位专家就人机交互、脑疾病诊断、虚拟手术、手

术机器人、图像识别、生物医用材料等领域做了充分交流。会

前，北京儿童医院一行参观了北航生物与医学工程学院。 

 

 



大数据精准医疗高精尖创新中心房建成院士团队依托“仪器科学与技术”学科，该学科在2012年教育部学科评估中全国排名第一，在

2017年教育部学科评估中获得A+成绩，并入选国家“双一流”学科。团队同时依托惯性技术国防科技重点实验室、量子传感技术工信部重

点实验室。已获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创新群体（连续三期），教育部长江学者创新团队，科工局国防创新团队等称号。在基地建设方面，

2018年获批极弱磁测量技术教育部重点实验室。在量子精密测量领域，团队自2008年开展了超高灵敏度惯性测量、超高灵敏度磁场测量、

原子自旋陀螺、原子磁强计、心脑极弱磁测量等技术的研究，取得了一系列国内领先、世界一流的高水平创新性研究成果。在国内首次实现

了SERF原子自旋效应，研制了国内首套超高灵敏惯性测量装置和超高灵敏磁场测量装置，装置指标创造了新的世界记录，引领了我国量子

惯性测量和极磁场测量技术的发展。

1、超高灵敏极弱磁大科学装置进展
磁场的精密测量主要有磁通门磁强计、光泵/核磁共振磁强计、超导量子磁强计，其灵敏度分别为nT、pT、fT量级。SERF原子自旋磁

强计是利用原子自旋这一内在属性，通过磁、光与原子的相互作用来探测磁场或者进行惯性测量，其磁场测量理论灵敏度可达aT量级。美

国普林斯顿大学在2010年创造了基于SERF原子自旋效应的极弱磁测量的世界纪录（0.16 fT/Hz1/2）。2013年起北航承担了国家自然科学

基金委重大科研仪器专项“基于原子自旋效应的超高灵敏磁场与惯性测量实验研究装置”，利用原子自旋SERF（Spin-exchange 

relaxation-free）效应实现了磁场测量灵敏度0.08fT/Hz1/2（世界第一，和国外公开报到指标相比），混合抽运磁场测量灵敏度
0.68fT/Hz1/2（世界第一，和国外公开报到指标相比）。

大数据精准医疗高精尖创新中心房建成院士团队在极弱磁测量技术及其医学的应用

北航医工交叉创新研究院 亮点成果

图1 北航超高灵敏磁测量第一代装置（左）第二代装置（右）

图2 极弱心脑磁测量探头

2、超高灵敏心脑磁研究装置进展
北航自2008年在国内率先开展研究以来，极弱磁磁测量经历了磁测量原理验证平台、磁测量大科学装置、高精度磁强计原理样机、小

型化磁强计原理样机的研究历程，目前小型化磁强计原理样机灵敏度为30fT/Hz1/2，达到世界先进水平，已经达到心脑磁测量的要求。在

小型化磁强计研究过程中，北航同时对磁屏蔽装置、心脑磁信号探测与信号处理进行了同步研究，并在SD大鼠和人体上进行了心脑磁

检测实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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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北航极弱心脑磁研究装置

4、在人才方面
团队培养了宁晓琳、孙津济、李建利、郑世强等4名优青，引进了丁铭、王德峰、王卓等3名青千。

3、超高灵敏心脑磁医学应用进展
利用SERF原子自旋磁强计进行心脑磁测量是一种被动式、无损检测技术，这避免了施加强磁场对人体健康的影响；同时其灵敏度极

高，因此可检测到更为微弱的信号，且测量时间短、空间分辨率比功能核磁共振更高。因此利用SERF原子磁强计技术与心脑磁医学的交叉

研究未来可能取代功能核磁共振检测方法，并可将其与结构核磁共振成像技术相互结合、互为补充，未来有望发展成为新一代医学检

测仪器。

在北京市大数据精准医疗高精尖创新中心的支持下，北航与天坛医院在心脑极弱磁方面开展了大量的研究工作。对天坛医院SD大鼠的

心磁和脑磁进行了测量，实验表明心磁频率为1.6Hz∽1.7Hz（与呼吸同频），幅值为1pT∽10pT甚至更高。针对某只脑出血模型测试，脑磁

频率为7.37Hz，幅值为100fT量级，方向平行于大脑。这将为新一代超高灵敏极弱心脑磁测量装置的研制提供技术技术，在功能成像领域有

望推动我国医疗技术实现弯道超车。

另外，已经和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宣武医院、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天坛医院、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儿童医院、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

京安贞医院、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朝阳医院、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同仁医院、北京协和医院、北京大学第三医院、中日友好医院、中国

人民解放军总医院，以及空军总医院建立了联合关系，将在医工交叉领域展开合作。

图4 北航与天坛医院的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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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航医工交叉创新研究院 亮点成果

生物医学工程高精尖创新中心樊瑜波教授团队首次将触力反馈结合
虚拟现实的先进技术应用于脑卒中患者手腕功能精细动作的康复训练和评测

图2 基于触力反馈与虚拟现实技术对卒中患者精细动作的评测结果

随着老龄化人口的与日俱增，我国脑卒中的发病量与增长率均位于世界前列。脑卒中病发后约有一半以上的患者遗留不同程度的偏

瘫，人手在复杂的神经支配下可完成各种精细活动，在偏瘫后不宜代偿，是脑卒中患者康复的重点和难点。目前流行的肢体功能评测量表侧

重于评估患者肢体的大动作，并且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康复医师的主观判断。本研究充分发挥了力反馈和虚拟现实技术的优势，设计的“轨道

导向性”任务利用视觉、听觉和力触觉的多信息反馈，使得评估更加聚焦于患者的手眼协作能力，并且根据任务完成的时间、接触力和运动

轨迹特征等一系列参数，量化患者精细动作的灵活性及稳定性，并指导患者进行针对性的训练。当前，卒中患者对于康复后生活质量的要求

越来越高，该项技术在康复辅具产业、互联网+养老等产业中具有十分广阔的应用前景。

图1 基于触力反馈与虚拟现实技术对卒中患者精细动作的评测方案设计

日前，樊瑜波教授团队首次将触力反馈结合虚拟现实的先进技术应用于脑卒中患者手腕功能精细动作的康复训练和评测（Desigof 

virtual guiding tasks with haptic feedback for assessing the wrist motor function of patients with upper motor neuron lesions），

该成果由北京航空航天大学生物与医学工程学院、北京市生物医学工程高精尖中心与国家康复辅具研究中心合作研究，成果发表于著名的康

复领域期刊《IEEE Transactions on Neural Systems and Rehabilitation Engineering》上（Doi 10.1109/TNSRE.2019.2909287，康复

工程领域排名第一），北航生物与医学工程学院助理教授刘笑宇博士为论文第一作者，樊瑜波教授为通讯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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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时间2019年4月8日，《Nature Metabolism》以“The long noncoding RNA lnc-ob1 facilitates bone formation by upregu-

lating Osterix in osteoblasts ”（成骨细胞中的lnc-ob1上调Osterix促进骨形成）为题，在线发表了我国科学家在骨质疏松基础研究领域

取得的重大科研成果。这是该杂志首次以中国学者为通讯单位发表的研究类论文。文章通过大数据分析，找到了一大类调节骨形成的新型分

子，发现并验证了一个骨质疏松精准治疗的潜在靶点。

这项研究成果是由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大数据精准医疗高精尖中心的王晓刚团队联合同济大学附属口腔医院的孙瑶和王佐林团队、暨南

大学生命科学与技术学院的张弓团队等跨界协作，经过五年多的攻关，践行大数据、大科学理念，获得的原创性科研结果。论文发表后被

iNature、Bioart等生物医学媒体报道，引起了学术界的广泛关注，被评价为里程碑式的重要研究进展。

随着我国老龄化的加速，50岁以上人群骨质疏松症患病率高达19.2%。目前应用于临床唯一高效促进骨形成药物-甲状旁腺激素PTH，

存在着两年使用时限、骨折治疗不敏感、潜在骨肉瘤风险等弊端。所以，骨形成药物的开发“瓶颈”急需新的策略和机制来解决。该研究发

现了一个成骨细胞特异性表达的长非编码RNA（lnc-Ob1）能够有效促进骨形成，实现成骨细胞靶向递送Inc-Ob1有效抵抗卵巢切除引起的

小鼠骨质疏松。这些发现揭示了lncRNA在骨形成中的重要作用，提示骨组织特异性IncRNA可能作为一种潜在的骨质疏松疾病治疗

新策略。

近年来，王晓刚研究员和孙瑶教授课题组合作，在非编码RNA调节硬组织发育及矿化领域发表了一系列原创性研究工作，重点关注硬

组织疾病相关的非编码RNA治疗靶点及靶向治疗技术研发。前期系列成果发表于NatureeMedicine，NatureeCommunication，ACS 

Nano, Journal of Bone and Mineral Research，Journal of Dental Research等国际权威期刊。该研究获得了包括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科

技部国家重点研发计划、北航青年拔尖人才等课题的支持。

大数据精准医学驱动骨质疏松基础研究取得重大成果-大数据
精准医疗高精尖创新中心王晓刚团队在《Nature Metabolism》发表文章

北航医工交叉创新研究院 亮点成果

原文链接：https://www-nature-com-443.e.buaa.edu.cn/articles/s42255-019-005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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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子磁强计是近期发展速度极快的一类超高灵敏磁强计，尤其在心脑磁测量领域，新兴的原子磁强计探头得到了长足的发展。原子磁

强计凭借其无需冷却、可穿戴、可微加工的优势，将会在日后逐步取代传统SQUID心脑磁探测装置。在原子磁强计探头中，三轴线圈系统

是必不可少的器部件之一。

针对探头上的三轴线圈系统，大数据精准医疗高精尖创新中心房建成老师团队提出了一种原位方法来校准光学原子磁力计的线圈常

数。该方法基于测量自旋极化碱金属原子的拉莫尔进动，并已在K-Rb混合原子磁强计上得到证实。在横向线圈上扫描不同频率的振荡场，

通过电子自旋投影的相频分析提取共振频率，可分别得到线圈常数沿X，Y和Z校准为323.1±0.28 nT / mA，108±0.04 nT / Ma和185.8±1.03 

nT / mA。

大数据精准医疗高精尖创新中心房建成团队在《光子传感器》
上发表论文-基于SERF原子磁强计相频响应的线圈常数校准方法

北航医工交叉创新研究院 主题文章

该方法建立在通过相频分析测量原子的拉莫尔进动频率的基础上。可以通

过测量已知施加电流下的磁场大小来校准线圈常数。该方法利用碱金属的电子

自旋而不是惰性气体的核自旋进行操作。它直接在磁强计上进行，从而避免了

位置误差的影响。我们在K-Rb混合原子磁强计上实验证明了这种方法。

此项工作于2019年1月18日在线发表在《光子传感器》上，发表页面的截屏如下：

相关链接：官网：https://link.springer.com/article/10.1007/s13320-019-0530-4

图1 实验磁共振响应：（a）在170℃下实验获得的K

磁强计的幅频响应，抽运功率为109μW，静态场Bz

为2000 nT，四个横向振荡场B'：1.92 nTpp 显示为

绿色，棕色为3.84 nTpp，红色为9.62 nTpp，蓝色

为11.54 nTpp，（b）相同条件下的相频曲线。

图4 相频响应和三个方向的拟合结果：（a）相位频率响应和Z方向1 

mA电流下的拟合结果，调整后的R2为0.9984，共振频率为1022 

Hz，对应于BZ为219 nT，（b）相位频率响应和拟合结果在Z方向1 

mA和Y方向1.5mA下，调整后的R2为0.9946，共振频率为1250 

Hz，BY为154.2 nT，（c）相位频率响应和拟合结果在Z方向1mA和

X方向-3.77mA的电流下，调整后的R2为0.9952，共振频率为

2913Hz，BX为584.5nT。

图2 实验装置的示意图。右上角的插图是磁强计的照

片。从顶部到底部是抽运光路，内部有传感单元的

磁屏蔽和探测光路。

图3 施加的电流强度与三个方向上的感测场强之间的

线性关系。点表示从相频分析得到的场，实线表示

拟合曲线：（a）线性线圈常数拟合在X轴上，（b）

线性线圈常数拟合在Y轴上，和（c）线性线圈常数

在Z轴上拟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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柔性可穿戴生物医学芯片目前主要可应用于：1）皮肤或器官生理信号传感器；2）透皮给药、在体基因转染（图1）。近年来，微纳米

技术的发展，使可穿戴传感器在单细胞精度上进行长时间、实时生理参数的检测。另一方面，基于微纳米结构的在体透皮递送系统可以实现

精确分子递送，包括小分子（如葡萄糖等）和大分子（如蛋白，质粒等）。最新报道的一些纳米转染芯片可以有效地表贴于皮肤上，并在单

细胞精度上进行基因转染。与常规方法相比，纳米芯片的转染效率、安全性和剂量可控性都具有显著优势。

北航医工交叉创新研究院 主题文章

生物医学工程高精尖中心常凌乾、樊瑜波教授团队在《Trends in 
Biotechnology》 发表综述：可穿戴生物芯片在单细胞传感和基因转染中的应用

图1 可佩戴单细胞传感器和单细胞基因转染芯片

图2 有望具备单细胞精度的可穿戴传感器。

（a）可从皮肤细胞检测到的代表性信号。（b）rGO/FeTCPs FET传感器用于单细胞精度NO检测；（c）基于CNT/PDMS的ECG电极；（d）基于微流控的单细胞检测芯片。

北航生物医学工程高精尖创新常凌乾教授（第一作者）、樊瑜波教授（通讯作者），休斯敦大学余存江教授（通讯作者），内布拉斯

加大学杨瑞国教授（通讯作者），北德克萨斯大学医学院Yu-Chieh Wang教授联合在Cell Press著名综述期刊《Trends in Biotechnolo-

gy》上发表论文，评论和展望了单细胞传感和基因转染佩戴式生物芯片的研究。

 第一部分总结了单细胞检测的佩戴式传感芯片。理论上讲，传感器敏感区域尺寸决定了是否可以检测单细胞。设计细胞尺寸（10~100 

µm）的敏感区域，严格控制敏感膜与细胞之间的距离，即目标分子（如细胞激素、多肽、神经递质等）的传递距离，可有效提高传感器的

信噪比（S/N）。除此之外，传感器材料也是构建单细胞传感器的重要条件：基底材料直接决定了传感器与皮肤或器官的接触性；生物敏感

膜材料决定了传感器的灵敏度、准确度和长时间工作可靠性。综述总结了最新报道的具有单细胞精度传感器的原理、器件性能和功能、检测

细胞种类和信号类别等（图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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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航医工交叉创新研究院 主题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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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检索：L. Chang, Y. Wang, F. Ershad, R. Yang, C. Yu, Y. Fan, Wearable Devices for Single Cell Sensing and Transfection. 

Trends in Biotechnology, 2019, DOI: 10.1016/j.tibtech.2019.04.001

课题组简介：常凌乾博士，现为北京航空航天大学生物与医学工程学院教授，北航生物医学工程高精尖创新中心单细胞分析纳米技

术研究所（INSCA）执行副所长。曾担任美国北德克萨斯大学（University of North Texas）生物医学工程系助理教授（Tenure Track），

入选2017年中组部‘青年千人计划’。课题组研究聚焦于单细胞基因转染技术、细胞微操纵技术、细胞基因检测、治疗等技术的研究。

近五年在国际知名期刊发表SCI论文50篇，如Nature Nanotechnology, Nano Letters, Small等。

第二部分聚焦于在体透皮药物递送和基因转染芯片系统。常规的透皮系统仅可用于递送易被表皮细胞、真皮细胞吸收的小分子物质，

如葡萄糖、胰岛素等。大分子质粒、核酸等，由于很难直接进入细胞内，常规递送系统往往导致很低的效率。最新微纳米生物芯片可以单细

胞精度上直接进行在体大分子递送或基因转染。综述总结了两种基于物理方法的可表贴佩戴式的细胞基因转染系统，即纳米电穿孔基因转染

技术和纳米针尖系统，并讨论了各自的优缺点和应用范围（图3）。

图3 单细胞精度的在体基因转染芯片。

（a）一种可以直接贴皮的聚合物柔性微针阵列可用于在体电穿孔；（b）可降解纳米硅针阵列用于在体核酸递送；（c）硅基纳米通道电穿孔技术用于在体细胞重编程。

最后，对该领域研究进行展望，提出5个关键问题，包括，如何设计敏感膜以实现单细胞精度；如何确保在佩戴和检测过程中皮肤和敏

感膜的有效接触；如何微型化递送系统以实现单细胞基因转染；如果在深层皮肤内达到具有治疗效果的递送和转染；如何整合芯片系统实现

多种功能等。



生物医学工程高精尖创新中心樊瑜波教授团队在
《Advanced Functional Materials》发表研究成果

北航医工交叉创新研究院 主题文章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生物与医学工程学院、北京市生物医学工程高精尖创新中心樊瑜波教授研究团队与中国科学院北京纳米能源与系统

研究所李舟研究员、王中林院士研究团队合作，在《Advanced Functional Materials》（先进功能材料IF：13.325）上发表综述文章，系

统总结了目前可穿戴与植入式摩擦纳米发电机（TENG）的研究进展，对可穿戴与植入式TENG在便携式电子器件中的应用进行了归纳，侧

重强调了可穿戴式TENG作为主动式传感器需进一步提高其抗干扰能力与对恶劣环境的适应性，植入式TENG应解决长效生物安全性、有效

固定与微创手术等挑战，并分别提出了可能的解决方案，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博士研究生刘卓为该论文第一作者。

便携式电子器件，如穿戴式与植入式电子器件在日常生活和临床医疗上的应用越来越广泛。目前已朝着小型化、智能化、多功能化和

柔性化发展。然而，便携式电子产品面临的主要问题是电池不能长期、持续供能，频繁充电和更换电池限制了其进一步发展，特别是临床应

用的植入式电子医疗器件，如心脏起搏器、脑起搏器、神经刺激器等。此外，更换电池还会带来二次手术风险与昂贵的医疗费用，如何为这

些便携式电子器件提供安全、环保、可持续的电能成为亟须解决的问题。基于摩擦起电与静电感应耦合原理的TENG能够高效的将机械能转

换为电能，具有广泛适用的工作模式和较高的转化效率，有效的解决了便携式电子器件的供能问题。

相信随着先进功能材料与纳米技术的快速发展，可穿戴与植入式的TENG作为便携式电子器件在日常生活与临床监护上取得不断突破，

不但能够作为持续的能源供给器件为便携式电子器件供能，还能作为主动式传感器进行穿戴式或植入式生理信号测量。

该项工作得到科技部国家重点研发计划、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北京市自然科学基金、博士后科学基金、北京市科委以及国家万人计划

“青年拔尖”人才的经费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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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科幻大片《终结者2》中，作为大反派的液态金属机器人T1000是片中一大亮点。它时而柔软似水，时而坚不可摧，可以从一滩液体

迅速变成人形进行战斗，并能在受伤穿透后自动愈合，给观众留下了深刻印象。 

近日，北航医工交叉创新研究院生物医学工程高精尖创新中心的胡靓团队研发了一种类终结者的新型液态金属，或将进一步推动液态

金属终结者的到来。这种液态金属在磁场操控下，可以从液滴形态迅速变形为柱状的直立结构。变形后的直立结构可以一半暴露于空气中，

一半浸没于溶液中，同时进行水平运动，模拟了两栖动物的行动特征。在这种新型液态金属中，金属镓与铁粉作用形成的表面氧化膜起到重

要作用。一方面，表面氧化膜可以像表面活性剂一样大大降低液态金属表面张力，提升液态金属的可变形能力。另一方面，氧化膜的固体力

学性能为液态金属的垂直拉伸和运动提供了力承载骨架。因此，像水一样的液态金属可以迅速的“站立”，并可作为可伸缩导体完成电路开

关，电路修复等功能。这些研究结果展示了液态金属在柔性机器人及仿生机器人方面的巨大潜力。 

该研究成果发表于美国化学学会旗下的材料科学权威期刊ACS Applied Materials & Interfaces上，论文标题为Magnetic liquid metal 

droplets manipulated in the three-dimensional free space（ACS Appl. Mater. Interfaces 2019,  11, 8, 8685-8692）。第一作者为北

航医工交叉研究院生物医学工程高精尖中心的胡靓研究员，第一通讯单位为北航生物医学高精尖创新中心。美国化学学会官网以多媒体主题

新闻的形式对该项工作进行了详细介绍。

北航生物医学工程高精尖创新中心胡靓团队研发“类终结者”液态金属

北航医工交叉创新研究院 主题文章

论文链接：https://pubs.acs.org.ccindex.cn/doi/abs/10.1021/acsami.8b22699

论文发表在材料类权威期刊ACS Applied Materials & Interfaces上 多家国际重要媒体的多媒体报道及评论

该研究成果发表后，引起了学术界及公众的广泛关注。超过六十家国际重要科技及大众媒体以“中国科学家发明类终结者的液态金

属”“科学家首创类终结者的液态金属，将对软体机器人产生重大突破和变革”“震撼的类终结者液态金属问世”等主题对该项工作进行了

深入报道和评论，包括美国科学促进会(AAAS)主办的全球科技新闻服务网站EurekAlert，Fox News, Dailymail等。

柔性机器人是一个新兴领域，从机械学、物理学到生物学，都已获得越来越广泛的关注。然而传统刚性材料很难实现灵活地转变为多

种形态。除了金属材料的优异导热性和导电性，镓基液态合金还拥有超越传统刚性材料的良好流动性。在先前的研究中，其展现出了在电场

和电化学的刺激下变形和运动的能力，在柔性机器人领域被寄予厚望。 

相关工作得到国家自然科学青年基金，111引智计划，生物医学工程高精尖创新中心的大力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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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航医工交叉创新研究院 主题文章

大数据科学与脑机智能高精尖创新中心
赵巍胜教授团队在《自然通讯(Nature Communications)》

期刊上发表《自旋转移矩磁存储器STT-MRAM的核心器件方面的重要成果

赵巍胜教授团队在自旋转移矩磁存储器STT-MRAM的核心器件方面的重要成果2018年2月14日发表于《自然通讯(Nature Communi-

cations)》期刊上：Current-induced magnetization switching in atom-thick tungsten engineered perpendicular magnetic tunnel 

junctions with large tunnel magnetoresistance。通过使用基于单原子层钨的双界面结构，将自旋转移矩磁存储器STT-MRAM的核心器

件——垂直磁各向异性磁隧道结的隧穿磁阻比率提高至249%，较IBM、IMEC及高通等国际领先机构此前公布的数据提高30%，达到世界

领先水平；在国际上首次实现了基于该结构体系的自旋转移矩翻转，写入电流密度最低可至3.0 MA cm-2。

图 3 基于单原子层钨的垂直磁隧道结及扫描电子显微镜图像

图 1 透射电子显微镜剖面图及元素分析

相关链接：官网：https://www.nature.com/ncomms/

图 2 自旋转移矩翻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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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航医工交叉创新研究院 主题文章

相关链接：官网：https://www.nature.com/ncomms/

图 4传播性超短波长自旋波激发谱及群速度 图 5超短波长自旋波色散曲线

大数据科学与脑机智能高精尖创新中心于海明教授组在
《自然通讯（Nature Communications）》期刊上发表重要研究成果

自旋电子团队于海明教授组于2018年2月21日在《自然通讯（Nature1Communications）》期刊上发表了题为“Long-distance 

propagation of short-wavelength spin waves”的研究成果，利用铁磁金属纳米线阵列的动态偶极相互作用在钇铁石榴石薄膜材料中激

发超短波长自旋波，其波长低至50 nm，传播距离可达60000 nm，实验成果在该研究领域居国际先进水平。

相关链接：官网：https://www.nature.com/natelectron/

图 6 SOT + STT方案原理图和器件核心结构示意图 图 7 SOT阈值电流和STT阈值电流的关系

大数据科学与脑机智能高精尖创新中心
赵巍胜教授团队在《自然·电子学（Nature Electronics）》期刊发表重要研究成果

赵巍胜教授团队于2018年11月12日在《自然·电子学（Nature Electronics）》期刊上在线发表了题为“Field-free switching of a 

perpendicular magnetic tunnel junction through the interplay of spin–orbit and spin-transfer torques”的研究成果。该实验工作首

次利用自旋轨道矩（Spin orbit torque，SOT）和自旋转移矩（Spin transfer torque，STT）的协同作用实现了三端垂直磁各向异性纳米

磁隧道结的无磁场翻转；通过调节STT电流密度，所需SOT电流密度可以显著降低，从而实现磁隧道结的超低能耗翻转；也为三端自旋存储

器件占用面积过大的问题提供了解决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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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触摸的交互已成为智能手机中必不可少的功能，以一种很方便和高效的方式改善了用户的人机交互（HMI）体验。

在不影响电容式触摸检测功能的前提下，要想检测力，无论是电容式技术还是电阻式技术，都需要增加额外的装置，比如复杂的读取

电路，同时也会增加功耗。因此，我们需要设计简单的结构来检测力信号。为此，基于压电的技术引起了人们的注意，主要有两个原因：首

先，它们可以将机械应力转换为电信号，从而被动地实现力传感；其次，它们可以用作为电容式触控面板的绝缘层，同时获得三维触控感

测，而无需添加额外的元件。压电式力触摸面板在原理上已经被证明是可以实现的。然而，它们在商业化产品中的成功应用尚未见报道。这

是由于该面板力-电压响应度存在非均匀性的问题，这意味着当触摸位置变化时，相同的力强度将产生不同的电压电平。

大数据精准医疗高精尖创新中心徐立军教授课题组的高硕副教授针对交互式压电触摸屏，设计并优化了一个人工神经网络，通过用标

记数据训练将电压电平映射到触摸位置和力信号上来，通过实验已经实现了高于97％的高检测精度和低于0.98ms的低计算成本。

该实验使用先前开发的多层原型进行，包括顶部覆盖层，九个均匀分布的电极，压电薄膜层，接地电极层和底部覆盖层。图1描绘了拓

扑及其几何形状。

大数据精准医疗高精尖创新中心徐立军教授团队在《Sensors》
发表关于压电触摸屏中基于优化人工神经网络的高精度三维检测的文章

北航医工交叉创新研究院 主题文章

为了获得压力感应电信号中携带的信息，通过四个步骤开发数据处理算法，如图2。通过减去每个通道的平均电压来消除每个通道的直

流（DC）偏移。其次，通过希尔伯特变换方法对每个通道进行包络检测，因为电压变化既是正的也是负的。第三，假设不同通道的电压变

化峰值同时出现，计算九个不同通道的平均值以抑制随机噪声。最后，通过找到局部最大电压值来检测电压峰值。在获得每个通道的电压峰

值之后，使用两个ANN来对位置和力信号大小进行分类。

本文使用完全连接的网络进行定位和力信号分类，在预处理之后，使用三个不同的成本函数，均方误差成本函数，分类交叉熵成本函

数和二元交叉熵成本函数来执行位置和力信号分类ANN的训练，可以观察到训练集和验证集的准确性是相同的。并采用了不同层数与节点

数的ANN网络进行训练，如图3所示为检测精度，图4所示为训练时间成本。最终选择层数为3，节点数为64的ANN进行位置分类，层数为

3，节点数为32的ANN进行力信号分类，获得的测试集的精度分别计算为97.0％和97.7％；当ANN具有5个隐藏层和512个节点时，位置和

力信号分类的最大训练时间成本分别为418.2和424.8ms / epoch。

图1  组装好的触摸屏结构和几何形状 图2 数据处理和分类的流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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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链接：https://www.mdpi.com/1424-8220/19/4/753

北航医工交叉创新研究院 主题文章

此项工作于2019年2月13日在发表在《Sensors》上，发表页面的截屏如下：

图3  使用不同层数和节点数的ANN的分类准确度

图4  训练时间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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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数据精准医疗高精尖创新中心田捷团队成功研发AI新技术并
发表于光学领域内的顶级期刊《Optica》，实现光学散射断层成像的肿瘤检测新突破

北航医工交叉创新研究院 主题文章

大数据精准医疗高精尖创新中心田捷研究员团队针对小动物活体的生物自发光断层成像（Bioluminescence Tomography）重建精度

较差的挑战性科学问题，开展了基于人工智能技术的新型成像方法研究并获取了突破性进展。新型人工智能光学分子影像三维成像技术，将

小鼠颅内脑胶质瘤的三维定位精度，由传统方法的百微米级误差缩小到了十微米级。相关研究由高源（博士研究生）和王坤（副研究员）为

并列第一作者，由王坤和田捷（研究员）为并列通讯作者，发表于光学领域内的顶级期刊Optica（2018; 5(11): 1451-1454。SCI影响因子

7.536，中科院大类物理1区、小类光学1区）。

生物自发光断层成像可以高特异性、定量可视化荷瘤动物体内肿瘤细胞的三维分布，是在活体动物上开展肿瘤基础研究的一项重要影

像学工具。然而，由于光子在生物体内具有非均匀化的高散射和高吸收的物理特性，通过探测动物体表的发光光斑来逆向重建出生物体内的

光源位置（即肿瘤位置），是一项极具挑战性的工作。传统方法是通过构建扩散近似方程来描述光子在生物体内的传播过程，再通过逆向求

解该方程获取光源在动物体内的三维分布，即所谓的前向模型和逆向求解。然而，这一方法具有两大局限：前向模型难以精确描述光子在生

物体内的传播，具有误差；逆向求解的方程具有严重的病态性，也会带来误差。两种误差叠加在一起具有放大效果，最终导致光学断层成像

对于动物体内肿瘤的三维定位具有数百微米到1毫米的误差。这显著限制了科研人员对于早期微小肿瘤的检测和研究。

田捷研究员团队摒弃了传统成像方法的思路，提出基于机器学习的新型人工智能重建：完全舍弃构建前向模型去描述光子在生物体内

的传播，而是通过构建大量的仿真数据集，在仿真数据上确定动物体表的光斑和体内的光源，再通过该数据集训练计算机智能化学习体表光

斑和体内光源的非线性关系，从而构建出适用于生物自发光断层成像的人工智能模型，最终三维重建活体动物荷瘤模型内的肿瘤三维分布。

这一方法直接避免了传统方法的前向模型误差和逆向求解误差，因此有望显著提高成像精度。

基于这一新型思路，该团队通过自主研发的MOSE光学仿真平台，提出一种新型的仿真数据构建方法，人工构建了近8000例的原位脑

胶质瘤荷瘤小鼠；并基于这一数据库，构建了一种新型的机器学习方法。我们把该仿真数据构建加机器学习重建的策略统一称之为MP-IPS

方法（Multilayer Perceptron-based Inverse Problem Simulation）。在人工智能模型通过该方法训练和构建完成后，研究团队构建了数

十只原位脑胶质瘤荷瘤小鼠的动物模型，并对该批动物分别进行了CT-MRI-光学三个成像模态的图像扫描。通过MP-IPS方法和传统方法，

分别对每只小鼠进行了生物自发光断层成像的三维可视化重建（如下图）。最终结果表明，新型人工智能方法对于脑胶质瘤的三维定位误差

均小于80微米，而传统方法的定位误差为350微米以上。该项研究揭示了人工智能在提高生物医学成像的成像精度上，具有显著的优越性和

应用潜力，为疾病动物模型乃至临床患者的影像学研究提供了全新的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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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数据精准医疗高精尖创新中心田捷教授团队研发影像组学新技术并发表于临床
肿瘤权威期刊《Annals of Oncology》 实现胃癌隐匿性腹膜转移智能诊断新突破

北航医工交叉创新研究院 主题文章

图1. 隐匿性腹膜转移预测模型构建流程。

(A) 收集影像数据；

(B)病灶和腹膜分割；

(C)影像组学特征提取；

(D)影像组学标签构建；

(E)影像组学模型构建。

图2. 胃癌腹膜转移过程示意图。

(A)胃癌原发病灶形成；

(B)改变腹膜区域微环境；

(C)肿瘤细胞通过脱落转移；

(D) 肿瘤细胞通过血液循环转移；

(E) 肿瘤细胞通过淋巴循环转移；

(F)形成腹膜转移灶。

大数据精准医疗高精尖创新中心田捷教授的团队，与北京大学肿瘤医院季加孚院长团队、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高剑波院长团队、镇

江市第一人民医院医学影像科单秀红主任团队和云南省肿瘤医院放射科团队，开展了基于CT影像组学的胃癌隐匿性腹膜转移的多中心、回

顾性临床研究，取得了诊断效果的显著突破，相关研究工作发表于临床肿瘤权威期刊Annals of Oncology（2019, DOI:10.1093/ 
annonc/ mdz001,影响因子13.930，中科院JCR医学1区Top）。

胃癌是我国的高发癌种，全球约有一半的胃癌新发和死亡病例集中在我国，这给我国带来了巨大的社会和经济负担。胃癌发生远处转

移是导致胃癌患者死亡的主要原因之一，据统计胃癌远处转移病例中的53%-66%为胃癌邻近的腹膜转移，存在腹膜转移的胃癌患者属于不

可根治的范畴，手术已经无法延长患者的生存期，美国NCCN指南、中国CSCO指南、欧洲ESMO指南都不推荐进行手术治疗，因此，术前

准确判断腹膜转移情况可有效辅助胃癌的治疗决策和避免不必要的手术。目前CT影像是常见的诊断腹膜转移的术前无创手段，影像科医生

通常通过CT上观察到的大量腹水、明显腹膜增厚、以及网膜饼征来判断腹膜转移，但临床上存在很多隐匿性腹膜转移的患者，其在术前CT

诊断上观察不到明显的腹膜转移征象，这些患者很容易被漏诊，而产生错误的治疗决策，如在开腹手术过程中才发现腹膜转移而不得不终止

手术，或手术后因腹膜转移病灶复发而影响患者的预后。因此，早期诊断胃癌隐匿性的腹膜转移具有重大的临床价值。

针对这一挑战性的临床问题，中科院分子影像重点实验室通过多项技术创新，将影像组学应用于胃癌隐匿性腹膜转移的预测研究中，

该研究基于胃癌原发灶和邻近腹膜的定量CT影像组学特征，并结合术前的Lauren分型，有效预测了胃癌患者的隐匿性腹膜转移。具体来说

该研究从北京大学肿瘤医院、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镇江市第一人民医院和云南省肿瘤医院等4家医院收集554例术前CT诊断为腹膜转移

阴性的患者的影像和临床数据，其中122例经腹腔镜探查病理证实为腹膜转移阳性，这些患者通常为临床漏诊的病人，432例证实为腹膜转

移阴性。该研究基于患者静脉期CT影像中胃癌最大层面的原发灶图像和病灶邻近的一块腹膜图像，提取266个定量影像组学特征，通过分析

发现2个原发灶影像特征和2个腹膜影像特征，以及1个临床因素Lauren分型与腹膜转移具有显著性的相关性，将这些特征结合构建一个影像

组学预测模型（如图1所示），在4家医院的验证集上都取得了很好的预测效果，AUC均达到0.92以上，特别是针对CT漏诊的隐匿性腹膜转

移患者，该模型有非常高的检出率。以往研究通常关注腹膜影像本身，而该研究发现胃癌的腹膜转移与胃癌原发灶和腹膜两者同时相关，这

从侧面验证了肿瘤转移经典的‘土壤-种子学说’（图2所示），即肿瘤转移不仅与肿瘤细胞本身（种子）相关，还与转移区域的微环境（土

壤）相关。该研究还发现反映腹膜影像异质性的特征具有较好的预测性能，这可能反映了早期腹膜转移的一些细微的、不易被人眼发现的征

象改变，而影像组学通过深入挖掘影像数据，可以定量提取这些细微征象，辅助医生诊断胃癌腹膜转移。

本文由的董迪副研究员（中国科学院分子影像重点实验室）作为第一作者，唐磊（北京肿瘤医院）、李子禹（北京肿瘤医院）、方梦

捷博士生（分子影像重点实验室）、高剑波（郑大一附院）和单秀红（镇江第一医院）为并列第一作者，田捷研究员和季加孚院长（北京肿

瘤医院）为并列通讯作者。该研究得到了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科技部国家重点研发计划、北京市科委项目、中科院青促会等项目的资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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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数据精准医疗高精尖创新中心范文宏教授课题组在
《Environmental pollution》上发表基于大数据平台下的细颗粒物暴露评价文章

北航医工交叉创新研究院 主题文章

文章链接：https://www.sciencedirect.com/science/article/pii/S0269749118307681?via%3Dihub

图1. 室内和室外细颗粒物浓度相关规律：a）逐日比较；b）相关性

图2. 不同来源细颗粒物暴露量估计箱式图

空气污染是全球关注的公共卫生问题之一，而细颗粒物是空气污染中的主要污染物质之一。其中，细颗粒物（PM2.5）暴露评估是其

毒性评价和风险计算的基础。目前暴露评估主要基于大气中PM2.5浓度，但是人群PM2.5暴露往往是多种微环境（户外/室内/交通工具等）

共同暴露的结果。改善当前PM2.5暴露评估需要解决两个关键问题，其一是大样本长时间的室内（居住地/办公场所）PM2.5浓度监测。传

统的室内监测手段，受限于经费人力，样本量及其有限。第二是人群在各微环境下的行为模式，而目前单一数据来源很难解决这一难题。大

数据的兴起为这二个关键问题的解决提供了思路。、

大数据精准医疗高精尖创新中心范文宏课题组与镭豆(Kaiterra)公司合作，共享数百万条的室内PM2.5监测数据。在前期对监测数据进

行数据验证的基础上，实验团队首先以北京为研究对象，估算了北京市室内的平均PM2.5浓度为38.6 ± 18.4 µg/m3，同时，计算了平均渗

透系数为0.37，远远低于平均渗透系数。结合室内和室外暴露，评估了北京市居民的平均PM2.5暴露浓度为46.8 ± 27.4 µg/m3，比传统估

计低大概42%。此工作发表于SCI期刊environmental pollution (Environmental Pollution 240 (2018) 839-847)。

同时，研究团队为上海为研究对象，结合手机数据，交通数据，地铁刷卡数据等，对上海居民的细颗粒物暴露进行个体水平上的评

估。研究表明，基于时空加权后的上海居民细颗粒物暴露量为32.1 ± 13.9 μg/m3, 其中室内途径贡献率为85.1%，其次为室外途径为

7.6%，公交7.6%，地铁3.1%，私家车0.5%。此后续研究工作投稿于Environmental pollution, 目前正在返修中。这些前期工作，为后续

的细颗粒物的健康效应，风险估算等方面奠定了基础。

大数据精准医疗高精尖创新中心范文宏教授、董兆敏副研究员，该项研究得到了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和北京航空航天大学青年拔尖人才

计划的资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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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数据精准医疗高精尖创新中心张霖教授课题组在
《IEEE ACCESS》上发表基于数字孪生的面向老年人健康服务的云医疗平台架构的文章

北航医工交叉创新研究院 主题文章

图1 医疗服务模式演化过程示意图

根据联合国经济和社会事务部的最新统计，2017年全球60岁以上的老年人口数是9亿6200万，占全球总人数的13%，而按照这个增长

趋势，预计到2050年老年人口数会达到21亿，占全球总人数的21%。在人口老龄化的趋势下，未来医疗资源将有近50%的比例用于老年人

口，这种变化是对有限医疗资源在配置选择上的一个重大挑战。尤其在人口基数最大的中国，老龄化问题日趋严重。同时，信息孤岛、医疗

资源分配不均、“三长一短”（挂号时间长、候诊时间长、支付时间长、看病时间短）、就诊率低、监护不当、相关制度政策不完善等问

题，使老年人的健康服务无法被完全保障。另外，老年人具有体质弱，恢复周期长，易摔倒、需要被长时间照顾等特点，使得他们对更加便

利和精准的医疗服务的需求逐步增加，而传统医疗模式已经无法满足老年人的健康要求。

随着计算机应用技术的进步，特别是云计算、物联网IOT，大数据等技术的飞速发展，医疗服务模式正在从以循证医疗为中心的传统医

疗服务模式向着以靶向用药为中心的精准医疗服务模式转变（如图1）。精准医疗是以基因组诊断等个性化医疗技术为依托，在个人健康管

理的全生命周期阶段，实现个性化数据驱动的智慧医疗服务模式。

2009年，IBM提出“智慧医疗”，致力于构建一个“以病人为中心”的医疗服务体系。2015年，中国也推出了与其类似的“互联网+

医疗”的政府指导意见。在智慧医疗的大背景下，当前研究和商业应用主要集中在以下几方面：（1）平台集中，通过“集中”使信息共

享、管理方便，通过“分布”实现业务的快速、灵活部署；（2）云计算带来的医疗业务模式的变革，像云医药、医疗影像云等服务降低整

体建设成本，提升资源的利用率；（3）行业标准方面，通过国际标准、国家标准以及本地特点的结合，在保证先进性的同时，实现标准的

个性化创新;（4）医疗物联网（Health-IOT），在物联网、移动互联等技术支持下实现医疗设备的互联互通和可穿戴设备的监测和预警

功能。

然而，存在的问题如下：（1）并没有真正实现医疗机构与病患的实时交互；（2）没有实现医疗物理系统与信息系统的真正融合；

（3）老年病患的危机预警服务精准性不强，目前只是智能监测还没有智能监护（包括智能监测、反馈和管理）；（4）没有提供给病人全生命

周期内的连续的个性化健康管理。在精准医疗时代的引领下，要实现真正的智慧医疗，提供给老年人更加精准和便利的健康医疗服务，需要解

决以上几个主要问题，解决这些问题的关键是如何实现医疗领域的物理信息的交互和共融，而数字孪生技术是解决这一瓶颈的有效手段。

大数据精准医疗高精尖创新中心张霖教授课题组在研究了数字孪生（digital twin, DT）在工业领域的应用状况后，提出了数字孪生医

疗（digital twin healthcare, DTH）的概念，将数字孪生技术引入医疗领域，实现医工交叉；利用数字孪生的完全实时映射、实时交互、

迭代优化等特点，基于医疗领域的物理模型（运动学模型等）、传感器数据（可穿戴传感器监测的生理数据）、运行历史（病人的病历数

据、传感器历史数据等）等数据，实现集成多科学、多物理量、多尺度的精准仿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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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航医工交叉创新研究院 主题文章

图2  DTH系统参考模型

图4  CloudDTH中全生命周期的个人健康管理示意图

数字孪生医疗是一种新的医疗仿真方法，该方法用于医疗活动仿真或者医疗系统仿真，使用多学科、多物理和多尺度的模型提供更加

快速、精准和高效的医疗服务。DTH主要在两个方面发挥重要作用：医疗管理和设计，以及病人医疗服务。准确地说，DTH主要提供给三

类用户不同的服务：1）给老年病患及其监护人员提供实时监护、危机预警和用药提醒等服务；2）给医疗研究人员提供辅助医疗实验、虚

拟手术训练等服务；3）给医疗器械及设备机构提供设备实时监测、结构寿命预测和设备管理等服务。DTH主要包含了四部分：医疗物理对

象、医疗虚拟对象、云医疗服务平台和医疗数据；同时，DTH的运行机制主要包括四个阶段：1）DT模型精准建模；2）医疗数据连接；

3）仿真快速验证与确认；4）DT模型的迭代与优化。DTH系统的参考模型如图2所示。

CloudDTH参考架构主要包含三种角色：资源提供者，平台操作者和用户。资源提供者（如医疗资源、医疗能力、老年病患资源）通过

IOT、虚拟化等技术接入到CloudDTH平台中，为用户服务提供基础软硬件资源，同时，这些物理对象的DT模型也被接入到平台中，提供给

用户精准仿真服务。平台操作者则提供这些服务和DT模型的管理和操作功能，为不同用户提供快速精准的医疗服务。而用户（来自与医疗

工作人员、研究人员以及老年病患与其监护人）则按照需求调用相应的医疗服务，在使用服务过程中产生新的数据，并将其反馈到平台中形

成新的数据和知识，同时迭代优化相关的DT模型从而使得仿真更加精确。平台以知识和数据为主要驱动力，并提供在线和离线医疗服务两

种服务方式。

此外，CloudDTH服务平台为老年患者提供了全生命周期的个

人健康管理功能，如图4所示。老年病患的医疗生命周期过程一般由

四部分组成：监测，诊断，治疗和评估。 CloudDTH服务平台为每

个人创建一个健康管理文件，以便在其整个生命周期中进行长期持续

管理。 该文件数据源自DTH数据，包括监测数据，诊断数据，治疗

数据和评估数据。 该平台在老年患者的整个生命周期内提供诸如实

时监测，远程诊断，虚拟手术培训和健康咨询等服务，从而进行全生

命周期的个人健康管理。

此项工作于2019年4月5日在线发表在《IEEE ACCESS》上，

DOI： 10.1109/ACCESS.2019.2909828。

参与此研究的人员包括大数据精准医疗高精尖创新中心张霖教

授、任磊副教授、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刘荣、王飞、ABB公司庞智

博、北航博士生刘营和杨源等。此外，我校特聘“荣誉教授”、国际

著名IOT专家M. Jamal Deen教授对此工作也给予了指导。Jamal 

Deen为加拿大工程研究院院士；加拿大工程院院士；加拿大皇家学

会——加拿大艺术、人文与科学学院院士，同时为IEEE、美国物理

学会等10多个国际学术组织的Fellow。

该项研究得到了北航大数据精准医疗高精尖创新中心的资助。

为了给用户提供更加快速、高质量的医疗服务，且方便对这些服务和DT模型进行管理，我们将具有按需服务、高可扩展性及虚拟化等

特点的云计算技术引入到医疗服务平台上，再结合本课题组在之前的提出的“云制造”架构，给出了基于数字孪生医疗的云医疗系统架构

（Cloud healthcare system framework based on DTH, CloudDTH），如图3所示。CloudDTH是一种通过对医疗资源、医疗能力和老年

病患这些资源的流动，达到分散资源共享与协同、医疗服务合理分配、医患双方大规模收益的医疗新模式。

图3  CloudDTH概念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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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数据精准医疗高精尖创新中心郑海涛副教授课题组在《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Environmental Research and Public Health》上发表中国居民社会经济地位对患病率影响研究

人们的社会经济地位（socioeconomic status）通常与其健康状况高度相关。目前已有大量研究表明，相比拥有较高教育与收入水平

的人而言，拥有较差社会经济条件的人群通常意味着更高的死亡率与患病率（morbidity）。然而这种普遍趋势在不同地区间具有地理分布

上的差异性。与此同时，与一般发病率（incidence rate）相比，慢性病患病率（prevalence of chronic diseases）作为另一种重要的患病

率指标，在地理分布上又有着与之相区分的特点。在我国，这种患病率在地区间的分布不平衡被发现与当地居民的社会经济地位高度相关，

但截至目前学界并没有形成关于此种联系的统一认识。因此，识别社会经济地位及其具体指标对地区患病率的影响方式具有重要的经济与社

会意义。

本研究基于县市级别的国家卫生服务调查（NHSS）与中国健康与养老追踪调查（CHARLS）面板数据建立了一系列计量经济学模型。

研究旨在定量分析我国地区间社会经济地位，尤其是教育和收入因素，对地区居民一般发病率与慢性病患病率的影响。除主要的面板数据模

型外，在此过程中本文还使用主成分分析（PCA）等方法构建了刻画居民其他社会经济地位特征的指数，以此增强定量结论的可靠性，从而

为我国地区居民健康与福利有关研究提供实证支持。

大数据精准医疗高精尖创新中心郑海涛副教授课题组与北京大学等单位合作定量评估了1998至2008、2011至2015年间我国各县市一

般发病率与慢性病患病率与收入和教育水平的关系（图1）。基于此，研究建立了一系列面板计量经济学模型。回归结果指出在不同年间，

一般发病率与慢性病患病率在我国不同地区、不同年龄段的居民间健壮地表现出与收入水平的显著相关性，而与教育水平显著无关（图

2）。与此同时研究还发现了这两类患病率在我国与各地区居民人均收入间存在显著的非线性关系，这与在其他主要发达国家有关研究中发

现的线性关系结论不同。

图1 一般发病率与慢性病率的空间分布与教育、收入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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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链接：官网：https://www.mdpi.com/1660-4601/16/2/215

此项工作于2019年1月14日在线发表在《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Environmental Research and Public Health》上，发表页面的截屏如下：

图2  不同模型定量回归结果（NHSS数据）

该项研究得到了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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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本发明实施方法步骤流程图

大数据精准医疗高精尖创新中心房建成团队专利发明专利
《一种消除线偏振光旋角检测中残余圆偏振分量的装置及方法》

北航医工交叉创新研究院 发明专利

       线偏振光旋角检测在原子自旋信号检测、生物检测、快速光

谱成像等领域具有广泛的应用。特别是本发明涉及的原子自旋信

号检测领域，线偏振光旋角检测具有较高的检测灵敏度及精度已

经被应用于基础物理参数测量装置、极弱磁场测量装置及高精度

长航时的原子惯性导航系统。而线偏振检测中残余圆偏振分量引

入的检测误差极大破坏了光旋角测量的灵敏度及精度，因此需要

一种高精度、易操作的可消除此干扰误差的装置及方法。

       本发明目的在于提出一种消除线偏振光旋角检测中残余圆偏

振分量的装置及方法，克服上述现有技术的不足。该装置简单结

构紧凑，只需要用到精密可旋转的真零级四分之一波片，操作简单方便；利用检测光与碱金属原子相互作用的响应输出作为调节器件的反

馈信号，补偿准确且精确高。

      本发明采用的技术方案如下：该装置包括准直扩束检测激光源、光功率稳定模块、起偏器、光弹调制器、可变四分之一波片、光楔组

件、待测碱金属气室样品、三维线圈、检偏器、光电探测器、光弹控制器、数字锁相放大器、数字示波器及信号采集与处理单元，其中，

沿所述的准直扩束检测激光源出射的光束前进方向依次是光功率稳定模块、起偏器、光弹调制器、可变四分之一波片、光楔组件、待测碱

金属气室样品、三维线圈、检偏器和光电探测器，所述的光弹控制器通过串口与所述的光弹调制器的控制端相连，所述的光弹控制器第一

输出端接所述的数字锁相放大器的参考信号输入端，所述的光电探测器的输出端接所述的数字锁相放大器的信号输入端，经所述的数字锁

相放大器解调的一次谐波信号输出端通过三通BNC转接头分别接数字示波器和信号采集与处理单元，该信号采集与处理单元的用于采集数

字锁相放大器的输出信号，反馈控制程序用于稳定光功率变化。

（发明专利 已受理：CN 107024276 B） 

  发明人：房建成，段利红，全伟

  来稿鸣谢:大数据精准医疗高精尖创新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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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本发明的整体结构爆炸示意图 图 4 本发明整体结构装配图图

大数据精准医疗高精尖创新中心房建成团队专利发明专利
《一种半导体激光器与控制器一体化小型化结构》

北航医工交叉创新研究院 发明专利

       原子、量子技术的快速发展，半导体激光器的发挥的作用更是不容小觑，这就亟需 研制体积小足够小，便于组装进其他设备的小型化

半导体激光器。传统的激光器组件都是将激光器底座与控制器分别进行结构设计，其中温控部分和电流控制部分又分别设计，这样分为三

个部分虽然便于测试，但却明显使得激光器总的体积增大，浪费了安装空间，不利于系统的集成。

       本发明主要的创新点即在于利用半导体激光管小巧便于安装的优势，设计了将激 光管底座与温度控制器，电流控制安装于一体的结构。

另外半导体激光器激光光束发散角 大是其不可忽视的缺点，针对这一问题，本发明创新性的在出光处安置了一个出光筒，在对透镜选型后，

可以将激光光束准直透镜，光放大器等光学元件安置在出光筒内，既节省了安 装空间，又避免了因为没有准直放大等使得激光光束质量差

的缺点。考虑到半导体激光器温度因素的关键性，在机构设计中考虑了散热设计。 

本发明从结构上设计一体化，小型化的半导体激光器结构，克服目前国内位对半导体控制器研制多是将电流源控制器与温度控制器分

开设计，并且二者在体积上都有笨，大的缺点。本发明解决上述技术问题采用的技术方案是：一种半导体激光器与控制器一体化 小型化结

构，包括平板矩形肋片散热片组件、半导体激光器底座组件、半导体激光器电流源控制器组件、半导体激光器温度控制器组件、带散热孔

半导体激光器顶盖组件以及遮光筒。

本发明的原理在于：将半导体激光器的底座，控制器集成于一体的方法实现半导体激光器结构小型化。其中控制器包括恒流源控制器

与温度控制器。通过最小化设计控制器的电路板，利用PCB板很薄的特点，最小化设计安装电路的结构，同时根据激光器发热特点，合理组

装各部件，实现结构紧凑，另外遮光筒部分的设计，合理的利用了整个结构空间。该部分通过对透镜选型计算可以巧妙的放置准直透镜，

光隔离器等于其中，最终小型化激光器与控制器结构，因为增加了优化光束的光学元件，使得激光的光束质量优于普通结构中放置的激光

器。本发明与现有技术相比的优点：本发明半导体激光器结构实现了激光器，电流源控制器，温度控制器一体化组装，通过小型化设计，

具有小巧、便携的优点。该内部电路调试只需将用于各个模块组装一起的螺钉，螺栓拆卸即可，便于拆装。 

 

 （发明专利 已受理：CN 105024277 B） 

  发明人：全伟、李光慧、房建成、陈熙、刘峰

  来稿鸣谢:大数据精准医疗高精尖创新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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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监测程序界面

大数据精准医疗高精尖创新中心郭雷团队专利发明专利
《心电数据分类方法、装置、电子设备以及存储介质》

北航医工交叉创新研究院 发明专利

         突发性心血管疾病是一种严重威胁人类健康，特别是中老年人的健康的常见疾病。国家心血管病中心发布的《中国心血管病报告

2015》中指出，目前，心血管病死亡占我国城乡居民总死亡原因的首位，农村为44.6%，城市为42.51%。心血管病的疾病负担日渐加重，

已成为重大的公共卫生问题，今后10年心血管病患病人数仍将快速增长。正是由于心血管疾病有“发病率高、致残率高、死亡率高、复发

率高、并发症多”的特点，对可能发生的心脑血管疾病进行预测具有很强的实用意义，也为进一步提前、彻底地治疗这些疾病提供机会。

       大数据精准医疗高精尖创新中心郭雷教授团队发明专利“心电数据分类方法、装置、电子设备以及存储介质”，本专利提出了一种

LREC心电图分类模型，这是一种基于ResNet和LSTM实用的心血管疾病预测模型，相较于现有文献中提出的分类模型，具备更优的分类准

确性和医疗实用性；设计的模型在MIT-BIH数据库、AMMI标准下进行训练后精确度、训练难度、运行效率上都显著高于目前已有的识别

算法，可以有效的对心电信号进行识别，准确率达到96.8%。同时，由于该模型结合了LSTM和ResNet的优点，训练时间短、计算量小，

可以很好地移植于各类移动端设备中。

       同时，本专利搭建基于心电采集设备BMD101和RF无线收发模块，使用Pyqt5作为开发环境搭建了一个心电图监测平台，完整地实现

了从采集心电数据、数据处理剪裁、模型识别、结果显示的全过程。

 

（发明专利 已受理：201810994298.0）                                                                               发明人：辛济远、蔡逸熙、任磊

  鸣谢来稿：大数据精准医疗高精尖创新中心                                                                           E-mail: ecstasyforwork@buaa.edu.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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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基于电静液作动的踝关节假肢液压原理图

图 2 踝关节假肢结构示意图

(a)肌电采集系统                            (b)人体下肢假肢负载模拟系统

图 3 实验室现有实验系统

大数据精准医疗高精尖创新中心郭雷团队专利发明专利
《一种基于闭式液压驱动系统的主动式踝关节假肢》

北航医工交叉创新研究院 发明专利

       踝关节是下肢重要的负重关节之一，最高可以承受5倍的身体体

重，人体正常行走过程中，在脚尖离地时，有60%的推力来自踝关

节，而踝关节的稳定性和灵活性在人体运动过程中起着十分重要的作

用。假肢是肢体残疾人解决行动障碍的重要手段之一。区别于上肢假

肢,下肢假肢控制涉及人体运动平衡问题，对能否改善残疾人日常生活

十分关键。目前虽然已经有一些商业化的下肢假肢，但残疾人穿戴这

类假肢行走，要比健康人多耗费20%�30%的能量，且健侧和患侧的

运动表现出明显的不对称性。另外，踝关节假肢对峰值功率和输出转

矩的要求比较高，相反，对占其工作周期大部分时间的平均输出功率

的要求极低，且大部分工况下踝关节做负功。高峰值功率要求假肢具

备较大的功率输出能力，而假肢需要穿戴在人体上的这一特性又限制

了其体积和重量，这一矛盾使得假肢的作动机构设计成为难题。大数

据精准医疗高精尖创新中心郭雷教授团队就本研究聚焦于这一问题提

出了基于闭式液压驱动系统的主动式踝关节假肢，发明专利：

同时，液压回路通过马达不停止的工作以及蓄能器的储能，

减少了对马达峰值功率的要求，提高了续航能力。蓄能器可以提供

足够的瞬时功率输出，可以满足人体对于假肢性能的需求，解决了

以往输出功率和续航能力之间的矛盾。

     （2）假肢机械结构的设计

主动式假肢最终目的是可以穿戴在截肢患者身上，配合截肢

患者行走，其结构的设计需要同时满足系统对强度的要求和对质量

体积的限制。受益于新型驱动方案以及先进的加工工艺，本研究成

功完成了符合人体小腿踝关节假肢的结构设计。在主体的内部集成

所有液压回路，不含任何外置液压管路。这为假肢的输出能力、可

靠性、微型化提供了极大的帮助。假肢结构如图2。

     （1）人体踝关节具有瞬时输出功率大，体积质量小，活动灵活

等特点。因而主动式踝关节假肢需要一种结构合理、低功耗、工作

性能好的电静液驱动系统，该作动系统需要能输出足够的峰值功率

以满足正常的行走需求，同时能有较低的功耗以满足对续航的要

求。所设计的液压回路如图1。根据人体步行时踝关节的步态周期

特性，调节系统中的开关阀将液压回路的工作状态分成被动跖屈状

态（HS阶段）、被动背屈状态（MS阶段）、主动跖屈状态（TS阶

段）和主动背屈状态（SW阶段）。

     （3）主动式踝关节假肢实验研究

        为了验证及优化电静液驱动方案，以及未来面向人机融合的主

动式踝关节假肢人体意图识别及智能控制等方面的研究，如图3课

题组建设了包含人体下肢假肢负载模拟系统以及肌电信号采集设备

等较为完备的实验环境。本课题针对目前踝关节假肢所存在的问

题，提出了基于电静液作动原理的主动式踝关节假肢驱动方法，以

及假肢整体的机械结构，通过力学仿真验证了机械结构的合理性，

并通过加载实验对系统的功能进行了验证。本课题所设计的踝关节

假肢，充分利用了电静液作动系统的特性，为假肢提供所需阻尼并

解决了踝关节假肢对瞬时输出功率需求过高的问题。

本课题针对目前踝关节假肢所存在的问题，提出了基于电静

液作动原理的主动式踝关节假肢驱动方法，以及假肢整体的机械结

构，通过力学仿真验证了机械结构的合理性，并通过加载实验对系

统的功能进行了验证。本课题所设计的踝关节假肢，充分利用了电

静液作动系统的特性，为假肢提供所需阻尼并解决了踝关节假肢对

瞬时输出功率需求过高的问题。

发明专利 已授权：

一种基于闭式液压驱动系统的单自由度主动式踝关节假肢，

ZL201710609529.7，发明人：王兴坚，林长宏，李如飞，王少

萍，王玮群

一种用于踝关节假肢的微型液压驱动系统，

ZL201710609567.2，王兴坚，王玮群，李如飞，王少萍，林长宏

鸣谢来稿：王兴坚, 大数据精准医疗高精尖创新中心，E-mail: 

wangxj@buaa.edu.cn

45 Innovation Research Institute for Multidisciplinary Conjuction of  Medicine and Engineering



1 

北京安定医院分中心“抑郁症量化治疗模式研究”
获得北京医学科技奖二等奖和中华医学会三等奖

        1、大数据精准医疗高精尖创新中心安定医院分中心“抑郁症量化治疗模式研究”获得北京医学科技奖二等奖和中华医学会三等奖。

        本研究核心思想是基于评估的治疗，通过引进的一整套标准化评估工具，在抑郁症全程治疗期间对患者的发病模式、临床症状、药物副

作用等进行全面、综合评估，根据结果对患者药物治疗方案进行量化调节，增加了评估的客观性、简便性，大大减轻临床医生的工作负担，

弥补经验性治疗的不足，提高抑郁症诊断科学性、治疗规范性，进一步缩小综合医院和专科医院间抑郁症治疗水平的差距，研究证实了基于

自我评估的量化治疗技术在我国中重度抑郁障碍人群临床实践中的有效性，研究成果以论文形式发表在《Am J Psychiatry》(IF=13.505），

并已写入新版《中国抑郁障碍防治指南》，形成操作手册，针对非精神科医生开展培训，在综合医院进行推广，使量化治疗具有很强的应用

性和指导性。同时王刚教授团队在后续国家科技部十二五国家科技支撑计划“基于协同研究网络的抑郁障碍量化治疗实效性研究”及十三五

国家重点研发计划“基于客观指标和量化评价的抑郁障碍诊疗适宜技术研究”，将本研究结果进行进一步的优化和拓展。在国内首次将量化

治疗的理念及操作方法用于抑郁症的临床实践。

       2、低场强磁刺激可能通过提升脑源性神经营养因子水平改善抑郁症状

       临床研究表明低场强磁刺激（Low-field magnetic stimulation，LFMS）有可能通过重建受损的皮层振荡和调节神经可塑性发挥治疗

作用。为了验证LFMS的抗抑郁疗效及神经可塑性的调节作用，我们入组重性抑郁障碍患者给予两种不同频率（alpha、delta节律）LFMS

治疗，结果发现alpha、delta节律的LFMS在治疗6周后对抑郁症状均有明显改善，alpha节律刺激对抑郁症状的改善要优于delta节律，而

delta节律对于焦虑症状的改善优于alpha节律，alpha节律在治疗有效率和完全缓解率方面要优于delta，同时发现LFMS治疗后第4和6周末

血清BDNF水平明显升高，且BDNF水平的升高与疗效明显相关，第2周BDNF水平变化是6周治疗有效的预测因素。

       本研究发表在：Xiao, L., et al., Rhythmic low-field magnetic stimulation may improve depression by increasing brain-derived        

neurotrophic factor. CNS Spectr, 2018: p. 

       3、抑郁症患者急性期末残留症状及对功能的影响 

       既往国内外研究结果显示，抑郁症急性期治疗后，有相当多的患者存在残留症状。残留症状指抑郁发作结束后仍然存在的阈下抑郁症

状 （subthreshold depressive symptoms），常存在于经过治疗而没有达到完全缓解的抑郁症患者中。抑郁症残留症状会给患者带来相

当多的危害。与无残留症状的患者相比，存在残留症状的患者有更严重的功能损害。

图 不同频率LFMS对抑郁、焦虑症状及脑源性神经营养因子水平的影响

 

  

北航医工交叉创新研究院 “医工融合”-大数据精准医疗分中心

因此，本研究通过对一项针对急性期治疗后抑郁症患者残留症状的国内多中心横断面研究数据分析结果显示：经过急性期治疗（8-12周）

后自我报告疾病缓解达到50%以上的抑郁症患者，仍旧有接近一半存在残留症状，主要包含：睡眠障碍、注意力/决策力下降、疲乏、激越/

迟滞、兴趣减退、悲伤心境等。其中超过75%的患者有3条及以上的残留症状。在控制其他协变量后，存在残留核心症状及合并症状对于功

能的缓解有不利的影响。

本研究发表在：Xiao, L., et al., Comparison of residual depressive symptoms and functional impairment between fully and 

partially remitted patients with major depressive disorder: a multicenter study. Psychiatry Res, 2018. 261: p. 547-5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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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抑郁症患者急性期末残留症状及对功能的影响 

       既往国内外研究结果显示，抑郁症急性期治疗后，有相当多的患者存在残留症状。残留症状指抑郁发作结束后仍然存在的阈下抑郁症

状 （subthreshold depressive symptoms），常存在于经过治疗而没有达到完全缓解的抑郁症患者中。抑郁症残留症状会给患者带来相

当多的危害。与无残留症状的患者相比，存在残留症状的患者有更严重的功能损害。

北航医工交叉创新研究院 “医工融合”-大数据精准医疗分中心

因此，本研究通过对一项针对急性期治疗后抑郁症患者残留症状的国内多中心横断面研究数据分析结果显示：经过急性期治疗（8-12周）

后自我报告疾病缓解达到50%以上的抑郁症患者，仍旧有接近一半存在残留症状，主要包含：睡眠障碍、注意力/决策力下降、疲乏、激越/

迟滞、兴趣减退、悲伤心境等。其中超过75%的患者有3条及以上的残留症状。在控制其他协变量后，存在残留核心症状及合并症状对于功

能的缓解有不利的影响。

本研究发表在：Xiao, L., et al., Comparison of residual depressive symptoms and functional impairment between fully and 

partially remitted patients with major depressive disorder: a multicenter study. Psychiatry Res, 2018. 261: p. 547-5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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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航医工交叉创新研究院

      2019年3月6日至3月9日，第三十四届亚太眼科学会（The 34th Asia-Pacific Academyof Ophthalmology, APAO）年会在美丽的泰

国曼谷举行。在3月6日的主席晚宴上，大数据精准医疗高精尖创新中心同仁医院分中心主任王宁利教授从前任APAO主席CharlesMCGHEE

教授(New Zealand) 手中接过象征传承的President Chain,成为APAO自1960年成立以来第一位就任主席的中国大陆的眼科专家。

      王宁利，教授，主任医师，博士生导师，全国政协委员，中央保

健会诊专家。现任首都医科大学北京眼科学院院长，首都医科大学附

属北京同仁医院眼科中心主任，中国医师协会眼科分会会长，全国防

盲技术指导组组长，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大数据精准医疗高精尖创新中

心同仁医院分中心主任。主要致力于青少年眼健康及近视眼防控、青

光眼发病机制与临床诊治研究。作为学科带头人，主持863计划、国

家自然科学基金重点、重大国际合作项目、科技部重大重点项目等12

项，共同主持国家重大防盲工程2项。连续5次入选高被引学者榜单；

2次被英国眼科医师杂志评为全球最具影响力百名眼科医生；2014年

入选国际眼科科学院院士。在国际上荣获亚太眼科学会高级成就奖、

亚太青光眼学会亚太奖、中美眼科学会金苹果奖、世界青光眼学会高

级临床科学家奖、亚太眼科学会Auther Lim 奖。作为第一完成人获

国家科学技术进步二等奖2 项。荣获全国创新争先奖、何梁何利基金

科学与技术进步奖、中国医师奖、谈家桢临床医学奖、吴阶平-杨保

罗 • 杨森医学药学奖，2013年入选首批北京学者。

       王宁利教授从事青光眼发病机制与临床诊治研究近40年，完成手术约2万余例，带领团队发表SCI论文数量200余篇，引用频次高达5000

多次，连续5次入选高被引学者榜单，2次被评为全球最具影响力百名眼科医生。在国内外首次提出闭角型青光眼房角关闭多样性和多种机

制共存的理论，建立了新的分类体系；提出跨筛板压力梯度增大是导致“青光眼性视神经损害”学说，改变了开角型青光眼的临床实践。针对

中国高发的青光眼，王宁利教授带领团队作出了中国研究，拿出了中国方案，讲述了中国故事，让世界听见了中国眼科的声音！   

       亚太眼科学会为全球最大的区域性学术组织，成立于1960年，由20世纪50年代移民美国的威廉约翰霍姆斯博士发起, 并于1964年在墨

尔本举行的第二届APAO大会上再次阐明成立缘由：“成立亚太眼科学会的想法源于亚洲、澳大利亚及大洋洲周边国家眼科医生的共识-在

亚太地区面临着相同的眼科问题。”2017年，王宁利教授成为继香港人大代表林顺潮教授作为第一位华人就任APAO主席后，首位来自中

国内地的APAO候任主席。此次接任，一方面标志着国际性眼科学术组织对中国眼科学术进步、特别是中国改革开放40年后在眼科各领域所

取得成就的肯定，另一方面也是中国眼科将继续对国际性眼科学术组织、尤其是亚太地区的眼科发展作出贡献的重要标志。

大数据精准医疗高精尖创新中心北京同仁眼科医院分中心主任
王宁利教授接任亚太眼科学会APAO主席

 

主席晚宴，王宁利教授（右）接过象征传承的President Chain

“医工融合”-大数据精准医疗分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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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心血管疾病精准医学北京实验室生物样本库 

       生物样本库建立于2018年2月，在北京市昌平区中关村生命科技园建立了一个可储存40余万份样本的大型样本库。为未来实验室进行

转化提供坚实基础。目前实验室涉及病种十余种，包括主动脉夹层、主动脉瘤、冠心病，瓣膜病，胎儿先心病等各种样本22960余例患者血

样及156800余管标本，标本2800余例。

二、心血管疾病遗传基因数据库

       1、改数据库为我国技术领先的心血管遗传基因数据库，数据库中包含目前在心血管临床国内外公认的致病基因以及在我们实验室研发

的过程发现新发突变基因，低频基因等。利用遗传数据的分析整理，可以对未来心血管遗传疾病进行标注，参考等价值。

       2、目前共收集胎儿先天性心脏病860个家系，2000余例样本，并进行基因测序及家系分析，平均每月新增40例。

       3、目前收集马凡96家系,332例样本。

北航医工交叉创新研究院

北京安贞医院分中心建立心血管疾病海量数据样本库、
遗传基因数据库以及大数据分析处理数据平台

“医工融合”-大数据精准医疗分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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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对心肌病的检测，共收集胎儿心肌病15例 ，小儿心肌病4个家系，成人心肌病51例，并完成测序。发现心肌病的致病基因NONO。

       三、建立心血管病大数据处理和分析平台，实现海量异质数据，包括非结构病历数据与大规模影像数据的标准化存储；通过自然语言处

理等技术实现数据的标准化处理，研究基于实践数据的深度学习技术，推动以病历记录自然语言处理以及医疗影像为代表的医疗数据智能分

析。建立心血管疾病影像的高性能搜索引擎；运用计算机视觉与机器学习技术研发胎儿心脏影像智能标注的方法；探索临床弱标记下，先心

病影像的深度学习，突破弱标记的限制，为临床决策提供精准影像分析。目前胎儿心脏影像智能识别系统已经研发成功，大血管影像智能识

别系统已接近尾声。

       4、目前收集结节性硬化症 Tuberous sclerosis complex (TSC) 家系130余个，标本约429例。

北航医工交叉创新研究院 “医工融合”-大数据精准医疗分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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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日常生活、工业生产、汽车尾气等排放的大量废

弃物造成了严重的空气污染，雾霾天气现象大范围频繁出现。长时间吸入雾

霾空气，会诱发肺泡弹性降低、功能衰竭、肺癌等各类呼吸系统疾病且无法

逆转。防雾霾口罩的市场需求逐渐增大。

       防雾霾口罩的口罩滤材需要具备抵抗外界细菌、雾霾颗粒的功能。现有

技术中的防雾霾口罩常常采取增加厚度、多层、添加活性炭等其他滤芯材料

复合热压形成口罩，容易产生气闷感，随着佩戴过程中，人呼出水气，口罩

滤材表面湿润，容易使细菌、病毒、雾霾颗粒表面形成液膜，从而污染口

罩。出于保持口罩清洁，有益呼吸系统健康的目的，只能增加口罩替换频

率，造成使用成本增加。超疏水结构在表面清洁、微流体系统和生物相容性

等方面的潜在应用成为近年来研究的热点之一。飞秒激光技术作为一种新的

方法和技术，被应用于表面科学领域来调控固体材料表面的润湿性。超疏水

结构和飞秒激光技术至今仍未应用于口罩滤材的表面处理和生产制造中。

       基于现有技术的缺陷和不足，本发明提供了一种经飞秒激光表面处理的

口罩滤材，及应用该滤材制备的防雾霾口罩。本发明采用飞秒激光技术，处

理滤材表面，形成超疏水界面。当口罩内风扇启动，很容易去除掉附着在滤

材上的细菌、病毒和雾霾颗粒，增长口罩的使用期限，达到长期使用并保持

口罩清洁的目的。

儿童防雾霾口罩

     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日常生活、工业生产、汽车尾气等排放的大

量废弃物造成了严重的空气污染，雾霾天气现象大范围频繁出现。雾

霾天气空气中的污染物成分非常复杂，有害健康的主要是直径小于10 

微米的气溶胶粒子，即PM10；直径小于2.5 微米的污染物颗粒，即

PM2.5。长时间吸入雾霾空气，会诱发肺泡弹性降低、功能衰竭、肺

癌等各类呼吸系统疾病且无法逆转。防雾霾口罩的市场需求逐渐

增大。

     儿童是雾霾天气的主要受害者。儿童由于生理原因，其呼吸系统尚

未发育成熟，因此极易受到雾霾天气的影响，出现各类呼吸系统疾

病；同时，针对儿童的产品开发，需要考虑到儿童心理的特点，采用

卡通形状、鲜艳的色彩等来吸引儿童的注意力；此外儿童具有生长发

育的特性和不同于成人的适应性，因此，开发儿童产品需要注意上述

特点，有针对性的做出改变。

（发明专利 已受理：201810776171.1） 

  发明人：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大数据精准医疗高精尖创新中心儿童医院分中心主任倪鑫，邰隽，周钢

北航医工交叉创新研究院

大数据精准医疗高精尖创新中心北京儿童医院分中心发明aa
一种飞秒激光表面处理的口罩滤材及防雾霾口罩

“医工融合”-大数据精准医疗分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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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该研究被评选为Theranostics杂志封面文章

图2、脑胶质瘤诊疗一体化的治疗模式 图图3、《诊疗》杂志发表页面截屏

        脑肿瘤是人类健康的一大杀手，近年来脑肿瘤的精准微创治疗受到临床

医学和基础研究领域的重点关注。然而诊断与治疗相互分离的问题依然是诊

疗发展的瓶颈，目前国内外智能微创诊疗技术的研究尚处于起步阶段。在脑

肿瘤诊断领域中，由于胶质瘤的生物学特性，使得肿瘤组织和正常脑组织的

边界难以通过肉眼进行区分，造成手术切除的困难。在脑肿瘤的治疗领域

中，激光刀的应用，可以实现肿瘤的精准切除，然而这种有效的治疗手段需

要建立在精准识别肿瘤边界的基础上，做到有的放矢。目前的光学成像诊断

及治疗技术分别具有实时快速成像及微创智能切除的优点，基于光学成像与

光学治疗的诊疗一体化研究成为了脑胶质瘤精准治疗的研究热点。然而实现

诊疗融合存在一定的技术瓶颈，需要将诊断信息与治疗参数建立起实时动态

的对应关系，根据诊断数据及时调整治疗参数，以实现动态精准的诊疗一体化。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大数据精准医疗高精尖创新中心首席科学家张力伟教

授课题组与清华大学医学院廖洪恩教授课题组进行长期合作研究，通过构建

量化荧光成像与激光消融参数之间的映射关系，突破了根据诊断数据调整治

疗参数的技术瓶颈，实现了对胶质瘤的精准智能化激光消融治疗，建立了脑

胶质瘤诊疗一体化的新型诊疗理念。该研究发表于2018年8月的Theranos-

tics杂志，并被评选为当期的封面热点文章（图1）。

        该研究在小鼠GBM模型中探索了多模态光学成像界定肿瘤边界联合激光消融治疗脑胶质瘤的有效性，首先通过肿瘤细胞荧光标记技

术，建立了具有荧光标记的GBM细胞，注射小鼠成瘤后利用体外荧光成像及双光子成像技术划定肿瘤边界及肿瘤负荷，通过计算规划激光

消融参数及消融路径，实现对肿瘤的精准消融治疗。该研究为通过光学成像手段对GBM进行边界界定及精准激光消融治疗提供了临床前研

究的初步探索。GBM手术治疗的难点在于如何区分肿瘤和正常脑组织的边界，该研究通过荧光标记技术使肿瘤细胞与正常脑组织的界限可

以通过光学成像技术得以区分，伴随着无标记荧光显像技术的发展，一旦体内活体标记技术获得技术突破，则有望借助这一手术理念，实现

光学引导下的单光路同时探测肿瘤边界及激光精准烧灼肿瘤，并通过一体化的设备整合，实现GBM诊疗的高度集成。虽然该研究暂时因为

依赖于细胞体外荧光标记技术，距离人体实验的开展尚有技术瓶颈亟待突破，但是依赖先进工程技术实现诊断及治疗设备集成化及小型化的

科学理念，为推动行业的发展开辟了崭新的途径。

        该研究的共同通讯作者为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大数据精准医疗高精尖创新中心首席科学家张力伟教授及清华大学医学院廖洪恩教授，共

同第一作者为清华大学博士生范应威、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天坛医院博士生孙宇。

该项研究得到了北京市医院管理局“扬帆计划”的资助。

相关链接：http://www.thno.org/v08p4072

        此项工作于2018年7月16日在线发表在《诊疗》杂志上，发表

页面的截屏如下：

北京天坛医院分中心张力伟教授课题组
在Theranostics杂志发表封面文章首次提出了脑胶质瘤智能光学微创诊疗理念

北航医工交叉创新研究院 “医工融合”-大数据精准医疗分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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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形性胶质母细胞瘤（GBM）是人类最恶性的肿瘤之一，患者

预后差，与肿瘤的切除程度直接相关，然而由于肿瘤呈侵袭性生长，

且多位于或累及脑功能区，因此实现最大安全切除的目标是极其困难

的。尽管使用了荧光引导手术（FGS），但是对于多形性胶质母细胞

瘤（GBM），手术实现最大安全切除仍然是一项重大挑战。

       目前的荧光显像剂往往是基于肿瘤对血脑屏障的破坏而引起显像

剂渗出、或者基于肿瘤的代谢增强，因此目前显像剂的肿瘤特异性受

到质疑；目前的显像剂为不同波段光学的单个模态显像剂，无法实现

术前诊断和术中荧光引导治疗的密切整合，这在一定程度上也限制了

诊疗一体化的发展。目前，将术前评估与术中荧光引导相结合的综合

方法用于指导脑胶质瘤的精准诊疗，将是朝此方向迈出的重要一步，

       该研究首先使用术中近红外导航系统可精确切除小鼠模型中的脑原位肿瘤。在进一步的临床试验中，入组的14例GBM患者组成了前瞻

队列，研究显示术前PET阳性摄取与术中NIRF信号之间存在良好的相关性。体内外肿瘤荧光信号显著高于邻近脑组织。以病理金标准为参

照，42个荧光指导采样位点的荧光敏感度和特异度分别为93.9％和100％。示踪剂对人体安全，在切除范围满意的情况下，未发生新发的神

经功能缺损。6个月无进展生存期（PFS）为80％，两名新诊断的患者获得了较长期的PFS。这项最初的研究表明，通过相同的脑胶质瘤分

子受体进行整合的术前和术中靶向成像的新型双模态成像技术是可行的，改善了术中GBM可视化和最大安全切除的比例。

       

       此项工作于2018年4月3日在线发表在《Theranostics》上，发表页面的截屏和封底图片如下：

       参与此研究的人员包括大数据精准医疗高精尖创新中心张力伟教授，北京天坛医院李德岭副教授、王军梅副研究员、研究生肖雄博士

和车文强硕士。此外，北京协和医院朱朝晖教授、大数据精准医疗高精尖创新中心主任田捷教授和NIH 陈小元教授均为该研究的顺利进行

及结果阐释做出了重要贡献。

       该项研究得到了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北京市医院管理局“青苗”人才研究计划和北京市科技新星计划的资助。

相关链接：官网：http://www.thno.org/v08p2508.htm

北航医工交叉创新研究院

北京天坛医院分中心季楠教授课题组
在Theranostics上发表GRPR受体特异性双模态探针首次在脑胶质瘤患者中的转化研究

“医工融合”-大数据精准医疗分中心

 

图2. 发表文章的杂志主页目录 图3. 发表文章于Theranostics杂志的封底图片

图1  IRDye800 CW-BBN示踪剂的化学结构以及首次脑胶质母细胞瘤研究的方案。
（A）BBN（黑色）的IRDye800CW（绿色）的化学结构。

（B）GBM患者的入选和研究方案。

 

也是国际脑肿瘤和分子显像领域共同关注的重要学术热点。

       大数据精准医疗高精尖创新中心季楠教授课题组在脑胶质瘤精准诊疗上具备较强的研究基础，联合中国科学院自动化研究所分子显像重

点实验室、美国NIH和北京协和医院核医学科，共同开展了一项基于脑胶质瘤特异性GRPR分子受体的特异性分子探针BBN的双模态探针临

床试验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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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宏家、何怡华教授团队在《American Society of Echocardiography》（IF:6.827）发表文章《Quantile Score:  New Reference 

System for Quantitative Fetal Echocardiography Based on a Large Multicenter Study》，该研究经过了历时5年的数据库建立，数据

收集；多中心协作和质控；2年的数据清洗和统计，提出了新的胎儿超声心动图正常值评分系统。胎儿心脏病的及时发现和准确诊断及预后

评估依赖于对心脏解剖结构和功能不同变量的测量和分析。利用5年前构建的出生队列随诊数据库及组织多中心协作参与单位；经过严格质

量控制，最终纳入了正常胎儿6343例，包括了胎儿心脏结构及血流在内的49个参数，是目前报道的最大的数据量及涵盖最多的参数多中心

研究。

大数据精准医疗高精尖创新中心张宏家、兰峰团队发表文章首次阐明UA在中胚层分化中的关键作用，并可作为超声筛查前检测冠心病

的早期指标。

先天性心脏病（CHD）被定义为心脏或大血管的总体结构异常，并且是婴儿和儿童发病率/死亡率的主要原因。在胚胎发育中，特别是

3-8周，心脏发育易受各种物理和化学因素的影响，这可能导致心脏发育异常。目前，超声检查的基本胎儿心脏检查通常在妊娠第二次妊娠

期间进行18至22周。 因此，妊娠早期先天性心脏病的诊断和治疗非常有限。而人类诱导的多能干细胞（hiPSCs）越来越多地用于心血管研

究的各个领域，包括疾病模型，心脏毒性筛查，药物发现和人类心脏发育研究。 hESC体外分化为心肌细胞提供了研究心脏发育的独特模

型。在这里，我们报告尿酸（UA）——胚胎发育过程中生理上丰富的化合物，可以一致和强大地增强人类PSC（包括hESC和hiPSC）的心

脏分化，代替抗坏血酸（AA）。此外，我们表明这是由于在24小时内增强的上皮间质转化（EMT）和通过泛素化延长细胞周期的G1期引起

的。这些发现表明UA在中胚层分化中起关键作用，其水平可能是早期胎儿超声筛查中CHD的有用指标。

北京安贞医院分中心张宏家、何怡华团队
发表基于多中心的胎儿超声心动图正常值新的评分系统

北航医工交叉创新研究院 “医工融合”-大数据精准医疗分中心

Xiaoyan Gu, Haogang Zhu, Ye Zhang, Jiancheng Han, Hongjia Zhang, Ying 
Liu, Airong Wang, Baomin Liu, Jun Xue, Baojuan Sun, Zongjie Weng, Shuping 
Ge, Yihua He. Quantile Score:  New Reference System for Quantitative Fetal 

Echocardiography Based on a Large Multicenter Study. JASE. 2019 
Feb;32(2):296-302. 影响因子：6.852

Ke B, Zeng Y, Zhao Z, Han F, Liu T, Wang J, Khalique A, Lu WJ, Chong J, Lan 
F*(Co-corresponding author), He H*. Uric acid: a potent molecular contributor 
to pluripotent stem cell cardiac differentiation via mesoderm specification. Cell 

Death and Differentiation. 2018; 2018 Jul 23 (IF=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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丙型肝炎病毒（hepatitis C virus, HCV）是世界范围内

引起急性和慢性肝病的主要因素之一。肝癌（Hepatocellular 

carcinoma, HCC）作为丙型肝炎病毒感染的结果，是肝硬化

患者死亡的主要原因之一。许多研究报道细胞自噬对HCV的

复制和肿瘤的存活发挥着不可或缺的作用。在肝癌形成初期，

通过抑制炎症、P62聚集、氧化应激反应以及基因组不稳定，

自噬可以抑制肝癌形成。而在另一方面，自噬可以通过吸收肿

瘤细胞的代谢产物、抑制细胞凋亡、提高耐药性而促进肿瘤细

胞的存活。 

北航医工交叉创新研究院

北京地坛医院大数据精准医疗高精尖创新中心地坛医院分中心成军教授课题组
在journal of cellular physiology上发表论文

IL-6介导的NS5ATP9表达在肝癌细胞自噬中的作用

“医工融合”-大数据精准医疗分中心

IL-6介导的NS5ATP9表达在肝癌细胞自噬中的作用

IL-6是迄今为止发现的功能最为广泛的细胞因子之一，可以参与机体炎症、免疫调节、造血、代谢的等反应。IL-6与多种肿瘤发生、

发展关系密切，它通过干预细胞的黏附性、肿瘤细胞的增殖，从而影响肿瘤的进展。近年来发现其与肝病时肝细胞损害有关，能直接反映

各种类型损伤的严重程度。目前，对IL-6的研究比较广泛，在其与细胞自噬方面的研究也有部分文献报道，但其调节细胞自噬的机制尚未

阐明。

NS5ATP9是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地坛医院成军教授课题组应用抑制性消减技术发现的NS5A反式激活的新基因。研究显示，

NS5ATP9参与调控包括凋亡和自噬在内的多种细胞过程。高水平的IL-6可以通过NF-�B促进NS5ATP9的表达并诱导肝癌细胞发生自噬。

由IL-6诱导的NS5ATP9的高表达反过来也会促进IL-6的分泌，进一步加强IL-6/NS5ATP9介导的自噬并影响肿瘤的进展。因此，调节该通

路中NS5ATP9的表达可能是HCC治疗的新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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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novation enlightens the future

医工交叉 
创新照亮未来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医工交叉创新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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