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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议简介 

第七届全国计算生物学与生物信息学学术会议暨人工智能与生物医学信息学大会

（NCCBB2021）是由中国生物工程学会计算生物学与生物信息学专业委员会联合上海交

通大学、滨州医学院、中国交叉科学学会等单位共同主办的全国性计算生物学和生物

信息学领域的高水平学术会议。NCCBB 大会每年举办一次，本次会议将于 2021 年 7 月

15-18 日在山东省烟台市召开。第七届大会旨在促进生物、药学、农学、医学与计算机

等领域专家学者跨界交流与合作，打造最前沿的交流平台。会议内容涉及系统生物学，

分子生物学，合成生物学，组学，药物发现，分子进化与系统发育,生物大数据与精准

医疗, 临床数据库和信息系统，生物信息学中的算法与高性能计算，云计算以及最新

的人工智能应用等领域。大会汇集国内外优秀专家、学者和产业界优秀人才，围绕以上

会议内容展开深入交流与讨论。本次大会包括大会主旨报告、特邀专题报告、口头报

告、墙报等形式，安排学术报告约 160 多个，将成为具有国际影响力的跨学科学术盛

会。 

NC
CB
B 
20
21



2 

会议主题 
本次大会的主题是“人工智能与生物医疗大数据的有机融合”，分会场主题包括:  

（1）高通量测序与组学大数据研究： 

新一代测序技术，DNA，RNA 与蛋白质的序列、结构和功能的计算分析，比较基因组学，转录

组与蛋白质组学，物种资源大数据； 

（2）基因表达，调节大数据与分子进化： 

转录调控与表观遗传修饰，非编码 RNA 的识别和功能分析，蛋白质等生物大分子结构与功能

的研究，分子进化生物学； 

（3）植物学，农学，园艺学研究： 

植物基因表达调控，鉴定与网络计算分析，功能基因组学及分子生物学； 

（4）精准医疗大数据与医学生物信息： 

精准医疗，医学与药学大数据，医学影像分析与个性化医疗，公共卫生与预防医学大数据；

生物医学信息学算法和模型，软件工具，生物信息学中的大数据分析； 

（5）药物基因组学和化学信息学: 

化学信息学与计算机辅助药物设计，分子对接与模拟，药物基因组学。 

（6）生物计算及 DNA 信息存储 

DNA 计算模型，DNA 折纸在疾病检测中的应用，DNA 存储的高效纠错算法，基于生物结构的防

复制技术，膜计算，DNA 分子纳米医疗机器人。 

（7）蛋白质结构预测与设计中的人工智能方法 

蛋白质二级、三级结构预测，蛋白质 contact、相互作用位点、结构域预测，基于 X-

RAY、NMR、Cryo-EM 的结构及大分子组装的智能方法，肽与蛋白质设计、虚拟筛选与功能预

测。 

（8）人工智能前沿与智能医疗装备 

复杂性理论，精准智能理论，智能系统可靠性；启发式计算，类脑计算；医疗信息安全与隐

私保护，健康与医疗区块链；人机接口，神经信号与行为分析，智能康复设备与方法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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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织机构 

主办单位 

承办单位 

上海交通大学生命学院暨微生物代谢国家重点实验室、上海交通大学烟台信息技术研究院、 

中国生物工程学会计算生物学与生物信息学专业委员、中国交叉科学学会生物信息专业委员会、 

北京市计算中心、湖南省生物信息学会、国家超级计算长沙中心、滨州医学院医学人工智能研究

院、 滨州医学院康复工程研究院 

协办单位 

烟台智医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支持单位 

烟台市会展业服务中心 

中国交叉科学学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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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会委员会 

大会主席 

陈润生（中国科学院，院士） 

执行主席 

滨州医学院校长赵升田教授 

程序委员会主席 

张学工、彭绍亮 

程序委员（按姓氏拼音排序） 

鲍一明 毕夏安 伯晓晨 陈  铭 陈洛南 陈禹保 杜扑风 杜向军 樊龙江 

方向东 高  歌 龚新奇 胡松年 黄德双 姜  伟 蒋庆华 蒋太交 李  敏 

李  霞 李国亮 梁承志 林  昊 林  魁 吕  晖 宁  康 彭绍亮 沈百荣 

孙  啸 谭钟扬 童贻刚 汪国华 汪小我 王建新 王希胤 王秀杰 魏冬青 

肖传乐 谢  震 薛  宇 叶  凯 张  法 张  雯 

组织委员会主席  

魏冬青 

组织委员会副主席  

薛志东 

秘书长 

王艳菁 

组织委员会成员（按姓氏拼音排序） 

毕夏安 蔡宏民 曹高芳 曾湘祥 陈  兴 陈海峰 陈卫华 郭安源 李春华 刘  琦 

刘卫国 刘文斌 刘西奎 刘向荣 栾雨时 吕  晖 孟  军 潘林强 庞善臣 彭利红 

石晓龙 史卫峰 唐绍婷 王  红 王  燕 王春华 王德强 王鲜芳 魏骁勇 熊  毅 

徐  沁 於东军 于  彬 余  悦 张  彤 张贵军 张红燕 张永红 张玉森 邹  权 

本地服务与组织委员会主席（按姓氏拼音排序） 

刘丙强 王燕 

本地服务与组织委员会成员（按姓氏拼音排序） 

崔学峰 葛春霞 韩仁敏 李  磊 李古强 梁  成 林  霞 刘丙强 刘金星 刘振栋 

刘治平 马运琪 米  佳 潘效红 庞玉成 尚军亮 宋  弢 王  峻 王  爽 王  涛 

王  燕 王淑栋 魏乐义 徐  林 徐志伟 许宇光 于微微 余国先 张玉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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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baike.baidu.com/item/%E5%B1%B1%E4%B8%9C%E5%8C%BB%E7%A7%91%E5%A4%A7%E5%AD%A6/7062027
https://baike.baidu.com/item/%E5%B1%B1%E4%B8%9C%E5%8C%BB%E7%A7%91%E5%A4%A7%E5%AD%A6/7062027
https://baike.baidu.com/item/%E5%8C%BB%E5%AD%A6%E5%AD%A6%E5%A3%AB%E5%AD%A6%E4%BD%8D/15632772
https://baike.baidu.com/item/%E5%8C%BB%E5%AD%A6%E7%A1%95%E5%A3%AB%E5%AD%A6%E4%BD%8D/15580365
https://baike.baidu.com/item/%E5%8C%BB%E5%AD%A6%E7%A1%95%E5%A3%AB%E5%AD%A6%E4%BD%8D/155803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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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住宿指南 

烟台海悦大厦（会场酒店） 

1. 机场到会场

 烟台蓬莱国际机场—烟台海悦大厦酒店 

烟台蓬莱国际机场距离会场大约有 55 公里： 

出租车：车程约 30分钟,费用约 150元 

机场巴士：乘坐机场巴士 3号线至烟台莱山佳世客下车，转乘坐出租车约 10元即到。机场巴士咨

询电话 0535-5139146.（时长：约 1小时 27分钟，票价：25+10元） 

2. 火/动车站到会场

烟台站—烟台海悦大厦酒店 

公交车：在火车站北广场公交站乘坐 56路（上海滩花园场站方向）到市委党校公交站下车，步行

179米即到。（时长：约 1小时，票价：1元 运营时间： 

出租车：路程约 14公里，车程约 30分钟，费用约 35元。 

烟台南站(动车站)—烟台海悦大厦酒店 

公交车：烟台南站公交站乘坐高铁巴士 1号线（海滨小区公交站方向）到市委党校·海悦大厦酒

店公交站下车，步行 168米即到。（时长：约 1小时，票价：1元 运营时间：5:50—21:30） 

出租车：路程约 8公里，车程约 20分钟，费用约 2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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烟台开元名庭酒店（会议合作酒店）

1. 机场到会场

烟台蓬莱国际机场—烟台开元名庭酒店 

机场巴士：乘坐机场巴士烟台皇冠假日下车，转乘坐出租车约 10元即

到。机场巴士咨询电话 0535-5139146.（时长：约 1 小时 27分钟，票

价：25+10元；运营时间：依据航班时间) 

 出租车：路程约 58公里，车程约 60分钟，费用约 130元。（运营时间：24小时昼夜） 

2. 火/动车站到会场

烟台站—烟台开元名庭酒店 

公交车：火车站北广场公交站乘坐 17路旅游观光巴士（商务职业学院场站方向）到天越湾小区南

门：北大工学幼儿园场站下车，步行 458米即到。（时长：约 1小时，票价：1元 运营时间：

6:00—21:30） 

出租车：路程约 16公里，车程约 35分钟，费用约 35元。（运营时间：24小时昼夜） 

烟台南站—烟台开元名庭酒店 

公交车：烟台南站公交站乘坐 567路（牟平中医院方向）到天越湾小区南门：北大工学幼儿园场

站下车，步行 458 米即到。（时长：约 1小时，票价：1元运营时间：5:50—21:30） 

出租车：路程约 12公里，车程约 25分钟，费用约 25元。（运营时间：24小时昼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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烟台孚利泰国际大酒店（会议合作酒店） 

1. 机场到会场

烟台蓬莱国际机场—烟台孚利泰国际大酒店 

机场巴士：乘坐机场巴士 3号线到孚利泰国际大酒店下车，机场巴士

咨询电话 0535-5139146.（时长：约 50分钟，票价：25元，运营时

间：依据航班时间） 

出租车：路程约 51公里，车程约 45分钟，费用约 120元。（运营时间：24小时昼夜） 

2. 火/动车站到会场

烟台站—烟台孚利泰国际大酒店 

公交车：烟台站北出站口步行 443米至工人子女学校公交站，乘坐 5路公交车（时长：约 1小

时，票价：1 元 运营时间：6:00—21:30） 

出租车：路程约 15公里，车程约 35分钟，费用约 33元。（运营时间：24小时昼夜） 

烟台南站—烟台孚利泰国际大酒店 

公交车：烟台南站公交站乘坐 45路到东方海洋科技公司下车：步行 271即到。（时长：约 15分

钟，票价：1 元运营时间：5:50—21:30） 

出租车：路程约 4公里，车程约 5分钟，费用约 9 元（起步价）。（运营时间：24小时昼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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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议简要日程 

时 间 内  容 地 点 

7 月 15 日（烟台海悦大厦酒店） 

9:00-22:00 注册、报到 入驻酒店 

17:30-19:00 晚餐 入驻酒店 

7 月 16 日（烟台海悦大厦酒店） 

会议开幕式 

8:30-9:00 开幕式及领导致辞 

一楼主报告厅 B111-B112 
9:00-10:10 大会特邀报告 

10:10-10:55 合影、茶歇 

10:55-12:00 大会特邀报告 

12:00-13:00 午餐 

下午/分会场报告（烟台海悦大厦） 

13:30-18:15 

分会场一:高通量测序与组学大数据研究（一） 第六会议室 B216 

分会场二:蛋白质结构预测与设计中的人工智能方法 第七会议室 B307 

分会场三:精准医疗大数据与医学生物信息学（一） 第五会议室 B205 

分会场四:药物基因组学和化学信息学 阶梯会议室 B130 

18:00-20:00 晚餐 入驻酒店 

19:30-20:30 高水平期刊编辑见面会 第五会议室 B205 

20:00-21:30 计算生物学与生物信息学专业委员会全体委员会议 第七会议室 B307 

7 月 17 日（烟台海悦大厦酒店） 

上午/分会场报告 

8:30-12:30 

分会场五:动植物学、农学、园艺学中的生物信息学 阶梯会议室 B130 

分会场六:生物计算、DNA 信息存储与 RNA 预测 第五会议室 B205 

分会场七:人工智能前沿与智能医疗 第六会议室 B216 

11:30-13:00 午餐 

下午/分会场报告 

13:30-18:30 

分会场八:高通量测序与组学大数据研究（二） 第六会议室 B216 

分会场九:基因表达、调节大数据与分子进化 第七会议室 B307 

分会场十:精准医疗大数据与医学生物信息学（二） 第五会议室 B205 

分会场十一:癌症大数据专题 阶梯会议室 B130 

18:30-21:30 闭幕式 

7 月 18 日（烟台海悦大厦酒店） 

学术论坛与学术交流 

8:30-11:30 
滨州医学院（烟台校区）参观 

人工智能与新医科论坛 

11:30-13:00 午餐 

下午，自由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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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日程安排 

   2021 年 7 月 15 日 地 点 

10:00-22:00 报到注册 

入驻酒店： 
海悦大厦酒店 
开元名庭酒店 
孚利泰酒店 

 

2021 年 7 月 16 日/上午 主持人 

时间 开幕式 

 
魏冬青 8:30-9:00 

学会领导致词 

会议主席陈润生院士致词 

执行主席赵升田校长致词 

大会报告 

时间 报告人 所属机构 报告题目 主持人 

9:00-9:30 赵国屏院士 中科院上海营养
与健康研究所 

生物医学大数据时代的生物信息

学——历史的经验，现实的挑战 
魏冬青 

9:30-9:55 潘毅教授 中科院深圳先进

技术研究院 
AI in Bioinformatics and Medicine: 

Challenges and Opportunities 

9:55-10:10 吉青 曙光 HPC 中科曙光在生信行业的合作建议  

10:10-10:55 茶歇/集体照拍摄  

10:55-11:20 张学工教授 清华大学 从单细胞数据探索机器学习知识

发现的范式 
 
薛志东 

11:20-11:45 彭绍亮教授 湖南大学 基于区块链的生物医药大数据分

享和智能挖掘 

11:45-12:00 石道辰 NVIDIA NVIDIA GPU加速科学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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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年 7 月 16 日/下午 （分会场一） 

主题:高通量测序与组学大数据研究 

地点：二楼第六会议室 B216 分会场召集人:  张治华  宁康 

时间 报告人 所属机构 报告题目 
报告 

类型 
主持人 

13:30-13:50 席瑞斌 北京大学 
Single cell gene fusion detection by 

scFusion 
专题 

张治华 
13:50-14:10 朱怀球 北京大学 肠道微生物的病毒组分析方法及应用 专题 

14:10-14:30 张雯 
中国疾控中

心 

基于高通量测序技术的病原精准检测

-中国健康人群肠道菌群中的病原微

生物 

专题 

14:30-14:50 赵方庆 

中国科学院

北京生命科

学研究院 

微生物组大数据的精准解析 专题 

宁康 14:50-15:10 韦朝春 
上海交通大

学 

EUPAN for eukaryote pan-genome 

analysis 
专题 

15:10-15:30 鲍一明 

中科院北京

基因组研究

所 

国家生物信息中心-国家基因组科学

数据中心数据资源体系（线上报告） 
专题 

15:30-15:45 茶歇 

15:45-16:05 高歌 北京大学 基于计算方法解析细胞调控图谱 专题 

赵方庆 
16:05-16:25 辛弘毅 

上海交通大

学 

GMM-Demux：一个单细胞测序综合

工具 
专题 

16:25-16:45 张治华 

中科院北京

基因组研究

所 

Chromatin 3D Architectures Revealed 

by single cell Hi-C and ATAC-seq 

Data 

专题 

16:45-17:00 龚静 
华中农业大

学 

整合多组学数据系统解析遗传变异功

能 
专题 

王红 

17:00-17:15 时硕 

中科院北京

基因组研究

所 

RefRGim: an intelligent reference 

panel reconstruction method for 

genotype imputation with 

convolutional neural networks 

口头 

17:15-17:30 景莹 
上海交通大

学医学院 

Association between sex and immune-

related adverse events during immune 

checkpoint inhibitor therapy 

口头 

黄国华 17:30-17:45 金丹钰 江南大学 
基于进化信息和分段分布的蛋白质亚

细胞定位预测 
口头 

17:45-18:00 李明辉 苏州大学 

Identification of functionally important 

missense mutations based on molecular 

phenotypes 

口头 

NC
CB
B 
20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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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年 7 月 16 日/下午 （分会场二） 

主题:蛋白质结构预测与设计中的人工智能方法 

地点： 三楼第七会议室 B307 分会场召集人：王燕  杨建益 

时间 报告人 所属机构 报告题目 
报告 

类型 
主持人 

13:30-13:50 卜东波 
中国科学

院计算所 

蛋白质结构从头预测和有模板建模:比

较与分析（线上报告） 
专题 

王燕 13:50-14:10 黄胜友 
华中科技

大学 

Protein-protein docking powered by deep 

learning 
专题 

14:10-14:30 苏循成 南开大学 不稳定酶催化中间体结构测定方法 专题 

14:30-14:50 杨跃东 中山大学 基于图卷积的蛋白质及药物性质预测 专题 

杨建益 14:50-15:10 黄晶 西湖大学 
Computational Modeling of Solute 

Carrier Proteins 
专题 

15:10-15:30 张增辉 
华东师范

大学 

蛋白与配体相互作用结构与自由能计

算研究（线上报告） 
专题 

15:30-15:45 茶歇 

15:45-16:05 龚新奇 
中国人民

大学 

多体蛋白质分子对接的原理和方法

（线上报告） 
专题 

黄晶 16:05-16:25 杨建益 山东大学 
基于深度学习和同源模板的蛋白质结

构预测 
专题 

16:25-16:45 张贵军 
浙江工业

大学 
蛋白质结构多模态优化方法 专题 

16:45-17:05 李春华 
北京工业

大学 

Combining Theoretical Method and 

Experimental Data to Predict Protein 

Structural Interactome of Escherichia coli 

专题 

杨跃东 

17:05-17:25 左永春 
内蒙古大

学 

RAACBook:用于序列依赖性推断的氨

基酸约化特征提取分析平台 
专题 

17:25-17:40 刘家璇 兰州大学 
An Image Filter Algorithm for Cryo-EM 

Based on Energy Density 
口头 

17:40-17:55 闫成飞 
华中科技

大学 

Improved protein contact prediction 

using dimensional hybrid residual 

networks and singularity enhanced loss 

function 

口头 

NC
CB
B 
20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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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年 7 月 16 日/下午 （分会场三） 

主题: 精准医疗大数据与医学生物信息学 

地点 ：二楼第五会议室 B205 分会场召集人： 吕晖  陈兴 

时间 报告人 所属机构 报告题目 
报告

类型 
主持人 

13:30-13:50 吕晖 
上海交通

大学 
精准医学全流程分析平台 BMAP 专题 

毕夏安 13:50-14:10 陈兴 
中国矿业

大学 

大数据+人工智能助力疾病早期检测和药

物研发 
专题 

14:10-14:30 孔琪 
中国医学

科学院 
比较医学大数据平台建设 专题 

14:30-14:50 张成岗 
北京中医

药大学 

正确理解并妥善处理人微关系可能是拯救

精准医疗与慢病防控的关键（线上报告） 
专题 

吕晖 14:50-15:10 刘治平 山东大学 

tensorGSEA: Detecting Differential 

Pathways in Type 2 Diabetes via Tensor-

Based Data Reconstruction 

专题 

15:10-15:30 龙峰 
中国人民

大学 

倏逝波荧光 CRISPR/Cas 生物传感技术及

在精准医疗检测中的应用 
专题 

15:30-15:45 茶歇 

15:45-16:05 毕夏安 
湖南师范

大学 

随机集成优化算法在影像遗传学中的应用

研究 
专题 

陈兴 16:05-16:25 周海健 
国家疾控

中心 

基于分子分型的细菌性传染病暴发识别、

预警和溯源 
专题 

16:25-16:45 任洪广 
军事医学

研究院 

基于大规模基因组数据的流感病毒重配网

络研究 
专题 

16:45-17:00 王卓 
上海交通

大学 

Integrated regulatory-metabolic network for 

molecular subtyping and potential targets 

identification for Hepatocellular Carcinoma 

口头 

刘治平 
17:00-17:15 任鹏 

北京清华

长庚医院 

Knowledge Graph Enabling Data Distilling 

for KOA 
口头 

17:15-17:30 倪志结 武汉大学 基于张量分解的细胞通讯定量方法 口头 

17:30-17:45 沈俊强 江南大学 
基于自适应 Metropolis 算法的德里疫情参

数估计及灵敏度分析 
口头 

吴昊 
17:45-18:00 罗怀超 

电子科技

大学信息

生物中心 

Characteristics and diagnostic significance of 

the repertoire features of peripheral blood T 

cell receptor in patients with lung 

indeterminate nodules 

口头 

18:00-18:15 李永生 
海南医学

院 

Functional characterization of the regulons 

for immune-related pathways across cancer 

types 

口头 

NC
CB
B 
20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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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年 7 月 16 日/下午 （分会场四） 

主题:药物基因组学和化学信息学 

地点：一楼阶梯会议室 B130 分会场召集人：朱峰 陈卫华 

时间 报告人 所属机构 报告题目 
报告

类型 
主持人 

13:30-13:50 顾若虚 
上海交通

大学 

磷脂-蛋白的相互作用调控钾离子通道的结

构与功能 
专题 

陈卫华 13:50-14:10 徐志建 

中国科学

院上海药

物研究所 

抗新冠肺炎药物研发数据平台 专题 

14:10-14:30 赵素文 
上海科技

大学 

基于蛋白结构的蛋白功能预测方法的开发

和应用 
专题 

14:30-14:50 王栋 
南方医科

大学 

The glance of RNA world - Where, Who, 

What?（线上报告） 
专题 

顾若虚 
14:50-15:10 刘夫锋 

天津科技

大学 

Molecular Mechanism of Aβ Fibrillogenesis 

and its inhibition using molecular simulation 
专题 

15:10-15:25 石婷 
上海交通

大学 

Theoretical Studies on the Mechanisms of 

Thioesterase-catalyzed Polyketide Chain 

Release 

口头 

15:25-15:40 茶歇 

15:40-15:55 彭利红 
湖南工业

大学 

Discovery of potential therapeutic drugs for 

COVID-19 through logistic matrix 

factorization with kernel diffusion 

口头 

魏乐义 15:55-16:10 何丹 中山大学 
Prioritization of schizophrenia risk genes from 

GWAS results by integrating multi-omics data 
口头 

16:10-16:25 王银鹰 

中科院北

京基因组

研究所 

Deep generative neural network for accurate 

drug response imputation 
口头 

16:25-16:40 徐沁 
上海交通

大学 

Molecular dynamics simulations on the serine 

protease domain of coagulation factors 
口头 

徐志建 
16:40-16:55 何松 

军事科学

院 

基于深度森林和图神经网络的联合用药预

测 
口头 

16:55-17:10 仲常青 
电子科技

大学 

Different lipid environments of PTCH1 

monomer and dimer-Shh complex regulate the 

cholesterol binding ability. 

口头 

17:10-17:25 王永情 
河南师范

大学 

PPDTS: Predicting Potential Drug Target 

Interactions Based on Network Similarity 
口头 

王峻 

17:25-17:40 任彦亮 
华中师范

大学 

基于 BA-SAMP 策略的共价抑制剂从头设

计与应用 
口头 

NC
CB
B 
20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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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年 7 月 17 日/上午 （分会场五） 

主题 S3: 动植物学、农学、园艺学中的生物信息学 

地点：一楼阶梯会议室 B130 分会场召集人： 王希胤 龚静 

时间 报告人 所属机构 报告题目 
报告 

类型 
主持人 

8:30-8:50 王希胤 华北理工大学 被子植物染色体演化路径重构 专题 

龚静 

8:50-9:10 陈玲玲 广西大学 
Research on crop gap-free genome 

and pan-reference genome 
专题 

9:10-9:30 梁承志 
中国科学院遗

传发育所 
植物泛基因组构建及应用 专题 

王希胤 

9:30-9:50 高立志 华南农业大学 茶树种质资源邂逅基因组学 专题 

9:50-10:10 茶歇 

10:10-10:25 陈永明 中国农业大学 
泛基因组时代同源推断算法

GeneTribe 及在小麦族中的应用 
口头 

梁成 10:25-10:40 强薇 中山大学 
水稻扬花结实多阶段分子网络遗传

机制研究 
口头 

10:40-10:55 王颉媛 中山大学 
拟南芥花发育多阶段蛋白质相互作

用网络比对研究 
口头 

10:55-11:10 陈露 华中农业大学 
动态表达长链非编码 RNA 在斑马

鱼性别分化中的作用机制 
口头 

高立志 11:10-11:25 葛春霞 滨州医学院 

The reference genome of Miscanthus 

floridulus illuminates the evolution of 

Saccharinae 

口头 

11:25-11:40 刘沙沙 滨州医学院 
PLATZ2 调控拟南芥盐胁迫响应的

机理研究 
口头 

NC
CB
B 
20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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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年 7 月 17 日/上午 （分会场六） 

主题 S6: 生物计算、DNA 信息存储与 RNA 结构预测 

地点： 二楼第五会议室 B205 分会场召集人：刘文斌  石晓龙 

时间 报告人 所属机构 报告题目 
报告 

类型 
主持人 

8:30-8:50 钱珑 北京大学 

Durable Storage and Errorless Retrieval of 

Digital Information on Bacterial Genomic 

DNA 

专题 

刘文斌 

8:50-9:10 陈为刚 天津大学 DNA 数据存储的光盘模式探索 专题 

9:10-9:30 张葛祥 
成都信息工

程大学 
膜计算应用和实现研究进展 专题 

董亚非 

9:30-9:50 宋勃升 湖南大学 通讯膜系统的各类变体及计算性质 专题 

9:50-10:10 茶歇 

10:10-10:25 昝乡镇 广州大学 
A three-level error correction strategy for 

text DNA storage 
口头 

张凤月 10:25-10:40 胡萌洋 
陕西师范大

学 

A multiple logic gate platform based on 

spontaneous regulation of DNA 
口头 

10:40-10:55 郗孙凡 
陕西师范大

学 

Target-induced logic gate for intelligent 

recognition tetracycline powered by a 

triple-stranded DNA nanoswitch 

口头 

10:55-11:10 刘振栋 
山东建筑大

学 

基于深度学习的 RNA 三级结构分析预

测算法研究 
口头 

许宇光 

11:10-11:25 董校生 
华中科技大

学 

An intelligent method to classify DNA sequences 

for DNA storage by deep learning 
口头 NC

CB
B 
20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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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年 7 月 17 日/上午 （分会场七） 

主题: 人工智能前沿、智能医疗 

地点：二楼第六会议室 B216 分会场召集人：潘林强 余国先 

时间 报告人 所属机构 报告题目 
报告 

类型 
主持人 

8:30-8:50 薛宇 华中科技大学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Biology: A 

New Paradigm 
专题 

潘林强 

余国先 

8:50-9:10 刘琦 同济大学 生物组学的度量和嵌入 专题 

9:10-9:30 陈卫华 华中科技大学 基于粪便的多肠道疾病诊断模型 专题 

9:30-9:50 黄渊余 北京理工大学 核酸药物递送与疾病防控（线上） 专题 

9:50-10:05 杜怀亮 
浪潮电子信息产

业股份有限公司 

人工智能创新算力平台，助力前沿

AI 研究 
企业 

10:05-10:20 茶歇 

10:20-10:40 金钟 
中国科学院计算

机网络信息中心 

基于国家高性能计算环境的生物医

药应用服务社区 
专题 

刘 琦 

10:40-11:00 章文 华中农业大学 
GNN is what we need: from social 

networks to biological networks 
专题 

11:00-11:20 庄永龙 
北京百奥知信息

科技有限公司 
数字化赋能真实世界研究 专题 

辛弘毅 

11:20-11:40 李书艳 兰州大学 
基于液体活检数据的计算机辅助诊

断系统构建 
专题 

11:40-12:00 蔡宏民 华南理工大学 
多源数据的整合分析理论和生物医

学研究 
专题 

黄胜友 

12:00-12:15 付圣莉 
青岛大学附属医

院 

Study on the construction and 

application of deep learning based 

imaging aided diagnosis model of 

intracranial aneurysms 

口头 

NC
CB
B 
20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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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年 7 月 17 日/下午 （分会场八） 

主题:高通量测序与组学大数据研究 

地点： 二楼第六会议室 B216 分会场召集人：叶凯 刘丙强 

时间 报告人 所属机构 报告题目 
报告

类型 
主持人 

13:30-13:50 宁康 
华中科技大

学 

AI 赋能的微生物组大数据挖掘:方法与应

用 
专题 

叶凯 
13:50-14:10 章元明 

华中农业大

学 

New methodologies, software, application 

and extension of multi-locus genome-wide 

association studies 

专题 

14:10-14:30 
张湘莉

兰 

军事科学院

军事医学研

究 

噬菌体基因组的生信数据挖掘 专题 

14:30-14:50 陈伟 
成都中医药

大学 

Representation and Visualization of 

Genomic Data based on Nucleotide 

Physicochemical Properties 

专题 

米佳 14:50-15:10 肖铭 四川大学 
2019nCoVAS: 新冠病毒传播预测、基因

组序列分析和心理应激评估的在线服务 
专题 

15:10-15:30 徐云刚 
西安交通大

学 

Guitar: Annotation Guided full-length 

Transcript Acquisition and quantification 

with Reads imputation 

专题 

15:30-15:45 茶歇 

15:45-16:05 叶凯 
西安交通大

学 

Three chromosome-scale Papaver genomes 

reveal the evolutionary history of morphinan 

biosynthetic pathway 

专题 

刘丙强 

16:05-16:25 肖传乐 中山大学 三代测序关键计算技术开发及应用 专题 

16:25-16:45 罗奇斌 

北京奇云诺

德信息科技

有限公司 

医疗大数据和多组学数据整合模型及案例

分析 
专题 

16:45-17:05 余光创 
南方医科大

学 

clusterProfiler 4.0: A universal enrichment 

tool for interpreting omics data 
专题 

17:05-17:20 黄炳顶 
深圳技术大

学 

MSIDetector: Detection of Microsatellite 

Instability Status from Targeted Sequencing 

Data 

口头 

刘振栋 

17:20-17:35 曹焕生 
昆山杜克大

学 

Topological organization of genome-scale 

metabolic networks 
口头 

17:35-17:50 黎斌 
中国科学技

术大学 

APEC:基于染色质开放模式的单细胞

ATAC-seq 分析算法 
口头 

17:50-18:05 单娜阳 清华大学 
A novel transcriptional risk score for risk 

prediction of complex human diseases 
口头 

18:05-18:20 降帅 

中国科学院

北京基因组

研究所 

Cell Taxonomy: a standardized cellular 

taxonomy reference database 
口头 

NC
CB
B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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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年 7 月 17 日/下午 （分会场九） 

主题:基因表达、调节大数据与分子进化 

地点：三楼第七会议室 B307 分会场召集人：孙啸  蔡禄 

时间 报告人 所属机构 报告题目 
报告

类型 
主持人 

13:30-13:50 蔡禄 
内蒙古科技

大学 

Nucleosome assembly and disassembly in 

vitro are governed by chemical kinetic 

principles 

专题 

孙啸 
13:50-14:10 王宏伟 中山大学 

Non-canonical open reading frames encode 

functional proteins 
专题 

14:10-14:30 李婷婷 
北京大学基

础医学院 

Quantifying phase separation property of 

chromatin associated proteins under 

physiological conditions using anti-1,6-

hexanediol index 

专题 

14:30-14:50 黄国华 邵阳学院 
CNNLSTMac4CPred: A Hybrid model for 

N4-acetylcytidine Prediction 
专题 

李敏 14:50-15:10 李春权 
哈尔滨医科

大学 

复杂疾病的生物网络与通路的模型构建

及分析 
专题 

15:10-15:30 李敏 中南大学 细胞异质性分析方法研究 专题 

15:30-15:45 茶歇 

15:45-16:05 王金凯 中山大学 
Integrative network analysis identifies cell-

specific trans regulators of m6A 
口头 

蔡禄 

16:05-16:20 陈小舒 中山大学 
Transcriptome Analysis in Yeast Reveals 

the Externality of Position Effects 
口头 

16:20-16:35 陈河兵 
军事医学研

究院 
三维基因组算法开发与应用 口头 

16:35-16:50 陈振夏 
华中农业大

学 

Enriched G-quadruplexes on the Fly Male 

X Chromosome Function as Insulators of 

Dosage Compensation Complex 

口头 

16:50-17:05 彭友松 湖南大学 
Characterization and prediction of virus 

receptorome 
口头 

李婷婷 

17:05-17:20 刘畅 江南大学 

Bioinformatics analysis of the mechanisms 

of aloe polysaccharides on mitigating 

ulcerative colitis in mice via Nrf2HO-1 

signaling pathway and gut metabolism 

口头 

17:20-17:35 刘国庆 
内蒙古科技

大学 

DNA energetics-based understanding of 

nucleosome positioning 
口头 

17:35-17:50 杨建荣 
中山大学中

山医学院 

Dissimilation of synonymous codon usage 

bias in virus-host coevolution due to 

translational selection 

口头 

NC
CB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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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年 7 月 17 日/下午 （分会场十） 

主题: 精准医疗大数据与医学生物信息学 

地点：二楼第五会议室 B205 分会场召集人： 薛宇 刘卫国 

时间 报告人 所属机构 报告题目 
报告

类型 
主持人 

13:30-13:50 俞章盛 上海交通大学 

GapClust: a light-weighted approach distinguishinges 

rare cells from voluminous single cell expression 

profiles 

专题 

薛宇 
13:50-14:10 杜向军 中山大学 生物信息学在公共卫生大数据中的应用 专题 

14:10-14:30 郑云 昆明理工大学 
Characterizing relevant microRNA editing sites in 

Parkinson's disease 
专题 

14:30-14:45 邵文广 上海交通大学 精准医疗中的蛋白质组学算法研究 口头 

韩仁敏 

14:45-15:00 张海仓 中科院计算所 
Interpretate human genetic variants using deep 

representation learning 
口头 

15:00-15:15 李煜 香港中文大学 
HMD-ARG: hierarchical multi-task deep learning for 

annotating antibiotic resistance genes 
口头 

15:15-15:30 胡伦 
中科院新疆理

化技术研究所 

Predicting HIV-1 protease cleavage sites with 

positive-unlabeled learning 
口头 

15:30-15:45 茶歇 

15:45-16:05 乐敏 浙江大学 
Precision Public Health: An Updated Version of 

Genomic Epidemiology 
专题 

刘卫国 16:05-16:20 和夫红 
中科院北京基

因组研究所 

单细胞转录组刻画急性白血病化疗缓解后的残留

亚群及其特征 
口头 

16:20-16:35 杨建 浙江大学 
A visual phenotype-based differential diagnosis 

process for rare diseases 
口头 

16:35-16:50 姜雪 上海交通大学 
Investigation of Genetic Risk Factors of Alzheimer’s 

Disease 
口头 

杜向军 

16:50-17:05 王成健 青岛大学 

Study on the construction and application of deep 

learning based imaging aided diagnosis model of 

intracranial aneurysms 

口头 

17:05-17:20 张永红 重庆医科大学 
Probing the hepatotoxicity of chemicals by using 

network medical strategies 
口头 

17:20-17:35 张学礼 
广东省人民医

院 

A network-based cross-omics study for Alzheimer's 

disease and Age-related macular degeneration: from 

shared genetic etiology to biomarker discovery 

口头 

17:35-17:50 李津臣 
中南大学湘雅

医院 
自闭症生物信息学 口头 

李春华 

17:50-18:05 贾佩林 
中科院北京基

因组研究所 

Transcriptome Imputation and Cell-type 

Deconvolution for Human Brain with Spatiotemporal 

Precision 

口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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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年 7 月 17 日/下午 （分会场十一） 

主题: 癌症大数据研究专题 

地点：一楼阶梯会议室 B130 分会场召集人：郭安源  郑春厚 

时间 报告人 所属机构 报告题目 
报告

类型 
主持人 

13:30-13:50 李婧 
上海交通大

学 

Network and Applications in Cancer 

Proteome Data Analysis 
专题 

刘文斌 13:50-14:10 郭安源 
华中科技大

学 
肿瘤数据挖掘的生物信息学 专题 

14:10-14:30 许立达 
北京化工大

学 

基于内源性逆转录病毒序列的肿瘤早期

诊断 
专题 

14:30-14:50 郑春厚 安徽大学 
Integrative Analysis of Multi-Dimensional 

Cancer Genomics Data 
专题 

郭安源 14:50-15:10 唐继军 天津大学 
基于基因组学数据的癌症风险及其预后

挖掘（线上报告） 
专题 

15:10-15:30 朱景德 
集智同行动

议 

抗癌大业的现状,挑战和从数学肿瘤学

和昼夜节律视角的应对（线上报告） 
专题 

15:30-15:45 茶歇 

15:45-16:00 高军涛 清华大学 
基于机器学习的抗癌协同药物组合预测

及基于四维基因组的分子机理可视化 
口头 

郑春厚 

16:00-16:15 苏现斌 
上海交通大

学 

Clonal structure and evolution in liver 

cancer based on single-cell somatic 

mutations 

口头 

16:15-16:30 宁尚伟 
哈尔滨医科

大学 

LncRNAs and human cancer: 

bioinformatics insights and challenges 
口头 

16:30-16:45 张朝 复旦大学 

Characterization of the dual functional 

effects of heat shock proteins (HSPs) in 

cancer hallmarks to aid development of 

HSP inhibitors 

口头 

16:45-17:00 谈庆 武汉大学 
结直肠癌影像组学特征与 KRAS 基因突

变关联性分析 
口头 

张玉林 

17:00-17:15 王烨程 江南大学 

Clustering Fusion Technology Based on 

Granular Computing to Extract Cervical 

Cancer Predictors 

口头 

17:15-17:30 杨宗澄 
山东大学口

腔医学院 

YKT6 作为口腔鳞状细胞癌预后和免疫

治疗响应潜在预测标志物，与癌细胞侵

袭，转移和肿瘤微环境 CD8 + T 细胞浸

润有关 

口头 

17:30-17:45 彭振 河南大学 

A Novel Liver Cancer Classification 

Method Based on Patient Similarity 

Network and DenseGCN 

口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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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会专家 
赵国屏 

中科院上海营养与健康研究所 

分子微生物学家，中国科学院院士。现任中科院上海营养与健

康研究所生物医学大数据中心首席科学家，中科院分子植物

科学卓越创新中心合成生物学重点实验室专家委员会主任，

复旦大学生命科学学院微生物学和免疫学系主任；兼任中国

生物工程学会合成生物学专业委员会名誉主任，上海生物工

程学会名誉理事长。研究工作涉及微生物生理生化，基因组

学、系统与合成生物学以及生物信息学等领域。曾参与启动中国人类基因组计划

及相关生命“组学”研究，克隆若干遗传病致病基因；主持若干重要微生物的基

因组、功能基因组、比较和进化基因组研究，解析SARS冠状病毒分子进化机制。

在细菌蛋白质乙酰化组和肠道微生物组等领域作出若干开创性工作。组建并领导

中科院合成生物学重点实验室，在酵母染色体重构，代谢组与代谢流量组研究，

天然化合物细胞工厂制造，基因编辑技术研发等方向上，实现重要突破。近年来，

参与组建并领导中国科学院上海生命科学研究院（现营养与健康研究所）生物医

学大数据中心，为国家生物医学大数据综合性服务平台的建设开展预研工作。 

潘毅 

中科院深圳先进技术研究院 

演讲题目：AI in Bioinformatics and Medicine: Challenges and Opportunities 

Dr. Yi Pan is currently a Chair Professor and the Dean of the College 

of Computer Science and Control Engineering, Shenzhen Institute of 

Advanced Technologies,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 and Regents’ 

Professor Emeritus at Georgia State University. He served as Chair 

of Computer Science Department at Georgia State University from 

2005 to 2020. He has also served as an Interim Associate Dean and 

Chair of Biology Department during 2013-2017. Dr. Pan joined Georgia State 

University in 2000, was promoted to full professor in 2004, named a Distinguished 

University Professor in 2013 and designated a Regents' Professor (the highest 

recognition given to a faculty member by the University System of Georgia) in 2015. 

Dr. Pan received his B.Eng. and M.Eng. degrees in computer engineering from 

Tsinghua University, China, in 1982 and 1984, respectively, and his Ph.D. degree in 

computer science from the University of Pittsburgh, USA, in 1991. His profile has be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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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eatured as a distinguished alumnus in both Tsinghua Alumni Newsletter and University 

of Pittsburgh CS Alumni Newsletter. Dr. Pan's current research interests mainly include 

bioinformatics and health informatics using big data analytics, cloud computing, and 

machine learning technologies. Dr. Pan has published more than 450 papers including 

over 250 journal papers with more than 100 papers published in IEEE/ACM 

Transactions/Journals. In addition, he has edited/authored 43 books. His work has been 

cited more than 15000 times based on Google Scholar and his current h-index is 78. Dr. 

Pan has served as an editor-in-chief or editorial board member for 20 journals including 

7 IEEE Transactions. Currently, he is serving as an Associate Editor-in-Chief of 

IEEE/ACM Transactions on Computational Biology and Bioinformatics. He is the 

recipient of many awards including one IEEE Transactions Best Paper Award, five 

IEEE and other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r journal Best Paper Awards, 4 IBM Faculty 

Awards, 2 JSPS Senior Invitation Fellowships, IEEE BIBE Outstanding Achievement 

Award, IEEE Outstanding Leadership Award, NSF Research Opportunity Award, and 

AFOSR Summer Faculty Research Fellowship. He has organized numerous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s and delivered keynote speeches at over 60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s around the world. 

张学工 

清华大学 

张学工教授，国际计算生物学学会 ISCB Fellow，中国人工智能

学会会士。1989 年毕业于清华大学自动化系，1994 年于清华大

学获模式识别与智能系统博士学位，2001-2002 年赴哈佛大学公

共卫生学院进修，2006 年赴哈佛大学公共卫生学院访问授课。

现为清华大学自动化系教授、生命科学学院和医学院兼职教授，

清华大学学术委员会委员，自动化系学术委员会主席，北京信

息科学与技术国家研究中心生物信息学研究部主任、数基生命交叉创新群体首席

科学家。兼任国际计算生物学会（ISCB）理事；中国人工智能学会常务理事、生

物信息学与人工生命专委会主委；中国自动化学会智能健康与生物信息专委会主

委；中国生物工程学会常务理事、计算生物学与生物信息学专委会常务副主委；

Quantitative Biology 期刊执行主编；九三学社北京市委委员、清华大学委员会副

主委。主要研究领域是模式识别与机器学习、生物信息学、数基生命系统与精准

健康医疗。 

NC
CB
B 
20
21



25 

彭绍亮 

湖南大学 

演讲题目：基于区块链的生物医药大数据分享和智能挖掘 

国家超级计算长沙中心（湖南大学）副主任，长江学者，2020 湖

南省杰青基金获得者，湖南大学"岳麓学者"教授/博导。长期从事

高性能计算、大数据、生物信息、人工智能、区块链等技术研究，

国防科技大学"天河"生命科学方向负责人。出版专著 7 部，发表学

术论文上百篇。主持参与天河系列超级计算机应用软件研发工作，

国家科技部、自然科学基金委重点项目，973/863 项目等 13 项。

获 2019 年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2019 年湖南省技术发明一等奖（排名 1），2013

年军队科技进步一等奖 1 项，2018 年中国计算机学会自然科学二等奖（排名 1），

2016 年荣立三等功。是中央军委科技委生物交叉立项专家组成员、国家科技部/

工信部/教育部会评专家、中国计算机学会理事、CCF 计算机应用和生物信息专

委副主任和 YOCSEF 总部 AC 委员(2017-2020)、CCF 高性能计算、大数据、专

委常委、区块链专委委员、CCF 杰出会员和杰出讲者、湖南省生物信息学会理事

长（发起人），担任多个 SCI 期刊主编副主编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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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会场一

主题:高通量测序与组学大数据研究

报告题目：Single cell gene fusion detection by scFusion
报告人姓名：席瑞斌

报告人单位：北京大学

报告人简介：

北京大学数学科学学院、统计科学中心研究员,长聘副教授，博

士生导师。 2009年毕业于美国圣路易斯华盛顿大学，同年以

助理研究员身份加入哈佛大学医学院从事生物医学信息学方

面的研究。2012年 9月加入北京大学。席瑞斌的主要研究方向

是生物信息、高维统计、网络分析、贝叶斯统计、生物医学大

数据、基因组大数据及肿瘤的精准医学

报告题目：肠道微生物的病毒组分析方法及应用

报告人姓名：朱怀球

报告人单位：北京大学

报告人简介：

教授、博士生导师，北京大学工学院/未来技术学院生物医学工

程系 PI，兼任北大定量生物学中心、湍流与复杂系统国家重点

实验室 PI。1992 年本科毕业于华中科技大学，2000年博士毕

业于北京大学，2007－08年于赫尔辛基大学芬兰基因组中心进

行访问学习。研究领域为生物医学信息学和计算生物学，包括

基因组生物信息学方法和技术、环境与人体微生物组学以及生

物医学数据的算法研究，尤其关注人工智能、机器学习方法的运用。近年来，致

力于发展基于二代和三代测序技术的基因组生物信息学方法和技术，在微生物组

学分析、人类基因组结构变异检测与疾病关联分析等完成了一系列原创性的工作。

发展的微生物基因组分析与基因预测系列方法并被应用于多项微生物基因组测

序计划。现任北大工学院党委副书记，北大教学指导委员会委员、北京生物信息

学研究会秘书长、中国生物工程学会计算生物学与生物信息学专业委员会委员。

在生物信息学相关领域发表 SCI论文 60余篇，培养博士毕业生近 30多名，先后

获得北京市优秀博士论文、全国优秀博士论文（提名奖）。主持和承担国家自然

科学基金重点和面上项目、重大研究计划项目、国家重点研发计划课题、973项
目课题等 20余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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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题目：基于高通量测序技术的病原精准检测-中国健康人群肠道菌群中的病

原微生物

报告人姓名：张雯

报告人单位：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报告人简介：

张雯，女，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副研究员，传染病所生物信息

室副主任。研究方向病原微生物基因组学。先后主持或参与国家

多项科技项目，如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国家重大专项、国际合作

项目等等，参加了并承担了链球菌中 T4SS的预测、结核分支杆

菌、奈瑟菌、猪链球菌等多种致病菌基因组分析、卡介苗致病基

因和抗原表位的遗传多态性分析等多项研究工作，发表多篇 SCI
文章。期间，完成了国际病原微生物多基因组比对软件的开发建

设，及四型分泌系统数据库的开发，作为主要参与者参与了“病原微生物特异基

因数据库”、“结核分枝杆菌单菌资源数据库”、“在线生物信息分析服务系统”等
工作。现任中国生物工程学会计算生物学与生物信息学专业委员会委员。

报告题目：微生物组大数据的精准解析

报告人姓名：赵方庆

报告人单位：中国科学院北京生命科学研究院

报告人简介：

赵方庆，中国科学院北京生命科学研究院研究员。先后获得中

科院“百人计划” （2011）、基金委优秀青年基金（2017）、北京

市杰出青年科学基金（2018）、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2020）
等资助。2006年在中国科学院海洋研究所获博士学位，研究方

向为进化基因组学，在此期间获“中国科学院院长特别奖”和“国
家海洋科学技术奖一等奖”。2006年 7月至 2010年 12月在美国

宾州州立大学比较基因组学和生物信息学研究中心，从事计算生物学和基因组学

研究工作。2011年被中国科学院北京生命科学研究院聘为“百人计划”研究员。

现任中科院北京生科院科研部副主任、技术平台部主任，中国生物工程学会生物

信息学与计算生物学专委会副主任。在 Briefings in Bioinformatics、Genomics,
Proteomics & Bioinformatics 、 BMC Evolution and Ecology 、 Medicine in
Microecology和 Journal of Genetics and Genomics等国际学术刊物担任副主编或

编委。主要致力于建立高效的算法模型和实验技术，探索人体微生物与非编码

RNA的结构组成与变化规律，以期解析它们与人类健康和疾病的关系。在 Cell、
Nature Biotechnology、Gut、Nature Communications和 Genome Biology等刊物上

发表通讯作者论文40余篇，平均影响因子超过13；研究论文总引用次数超过8000
次（H-index 41），其中 10余篇入选 ESI高被引论文；连续 3年荣获“中国科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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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秀导师奖”（2017，2018，2019）、中国科学院大学领雁奖章（2020）和“中国

科学院朱李月华优秀教师奖”（2020）；培养的研究生已有 6人次获得“中科院院

长奖”（包括特别奖和优秀奖）和“中科院优秀博士学位论文”。

报告题目：EUPAN for eukaryote pan-genome analysis
报告人姓名：韦朝春

报告人单位：上海交通大学

报告人简介：

韦朝春，上海交通大学生命科学技术学院生物信息学与生物统计

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北京大学数学本科、美国华盛顿大学（圣

路易斯）计算机科学博士。入选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上海市

浦江人才，获上海交通大学优秀教师奖、教书育人奖、校长奖。

研究方向为基因组学和进化基因组学，包括基因组中的功能因子

的识别及其进化分析、真核生物泛基因组学、肿瘤基因组学和宏

基因组学等。在Nature、Genome Research、Genome Biology、Nucleic Acids Research、
Bioinformatics等国际学术期刊发表论文 40余篇，被引用超过 3800次。

报告题目：国家生物信息中心-国家基因组科学数据中心数据资源体系（线上）

报告人姓名：鲍一明

报告人单位：中国科学院北京基因组研究所

报告人简介：

鲍一明，中国科学院北京基因组研究所（国家生物信息中心）研

究员，博士生导师，中国科学院 “百人计划”获得者，国家基因组

科学数据中心主任，主要从事生命与健康相关组学大数据的汇交、

整合和管理，以及病毒基因组和分类等方面的研究。2001-2017
年在美国国家生物信息中心（NCBI）工作，于 2006年获得 NIH
成就奖（Merit Award）。国家重点研发计划、中国科学院先导 B

专项首席科学家，国际《生物多样性及健康大数据共享联盟》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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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题目：整合多组学数据系统解析遗传变异功能

报告人姓名：龚静

报告人单位：华中农业大学

报告人简介：

龚静，女，博士，华中农业大学信息学院教授。2008年获得华中

科技大学预防医学学士学位；2013年获得华中科技大学生物信息

学博士学位。2013.06-2018.09就职于华中科技大学公共卫生学院，

2016年 4月－2018年 4 月在美国德州大学休士顿健康科学中心

（UTHealth）进行博士后研究。2018年 10月加入华中农业大学

信息学院生物信息学系。研究方向主要为遗传变异的功能解析及

实验验证。通过整合生物信息学方法和各种组学数据，系统分析了多种癌症中遗

传变异对甲基化、可变剪切及基因表达的调控和影响，鉴定了大量的功能性遗传

变异位点并构建了多个高质量的数据共享平台；通过生物信息学与实验“干湿”
结合，揭示了多个结直肠癌易感相关的新遗传变异位点和基因。先后主持国家自

然科学基金、中国博士后基金等多个项目。以第一作者或通讯作者在 Annals of
oncology、American Journal of Human Genetics，Nucleic Acids Research（8篇）、

Cell Reports、European Journal of Cancer 等杂志上发表 SCI 文章 20 余篇，被引

1200多次，其中 3篇被评为 ESI高被引论文。

报告题目：GMM-Demux：一个单细胞测序综合工具

报告人姓名：辛弘毅

报告人单位：上海交通大学

报告人简介：

辛弘毅，上海交通大学长聘教轨助理教授，博士生导师，独立 PI。
2018年博士毕业于卡耐基梅隆大学计算机系，2018-2020年赴匹

兹堡大学医学院从事博士后研究工作，2020年入职上海交通大学

密西根学院。在博士以及博后期间，研发了多个基因组计算算法，

并基于统计学和机器学习方法，展开了 scRNA-seq分析方法的研

究。其中涉及细胞分类；差异表达分析；基于样本标记技术的多

细胞液滴识别以及 scRNA-seq 样本库扩增；基于抗体标记技术的表面蛋白量化

分析和细胞分型等应用。在 Genome Biology，Nature Machine Intelligence，Nature
Communications，Nucleic Acids Research，Bioinformatics，BMC Genomics 等国

际会议与期刊发表论文 19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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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题目：Chromatin 3D Architectures Revealed by single cell Hi-C and ATAC-seq
Data
报告人姓名：张治华

报告人单位：中国科学院北京基因组研究所

报告人简介：

2006 年毕业于中国科学院生物物理研究所，获理学博士学位;
2006–2009 年在密歇根大学进行系统生物学的博士后研究；

2009–2011年在纽约冷泉港实验室和德克萨斯大学达拉斯分校从

事系统生物学的博士后研究；2011–至今，在中国科学院北京基

因组研究所任研究员。自工作以来，承担国家 863，科技部重点

研发计划，科学院战略先导，自然科学基金，北京市自然科学基

因重点等科研项目。近五年在 Nature Communications, Genome Biol, Mol Syst Biol，
Nucleic Acids Res、Bioinformatics 等杂志发表 SCI 论文 10 余篇。主要研究方向

为通过计算系统生物学的方法，结合最新的实验技术研究基因 3D调控网络在疾

病（肿瘤）和发育条件下的结构和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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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会场二

主题: 蛋白质结构预测与设计中的人工智能方法

报告题目：Template-based modeling and free modeling: which one is better?（线上）

报告人姓名：卜东波

报告人单位：中国科学院计算所

报告人简介：

卜东波，中科院计算所研究员，承担 863, 973, NSFC, 重点研

发计划等多项课题。研究兴趣包括生物信息学（蛋白质结构预

测、糖结构鉴定）、计算机算法，在 Nature Communications,
NAR, AC, JPR, Bioinformatics, ISMB/RECOMB 等发表论文

100余篇，论文单篇引用超 800次，著有《算法讲义》。

主要成果包括：

1) 研制了“用人工智能技术辅助算法设计”的 AIA 系统，在经典排课问题上

实现了变“凭灵感设计算法”为“从数据学习出算法”。
2) 设计了直接从多序列联配学习残基间距离的新型神经网络架构 CopulaNet，

进而设计了蛋白质结构预测算法 ProFOLD，性能超过 AlphaFold，正努力

赶超 AlphaFold2。
3) 设计了“组合优化技术与深度学习技术相结合”的蛋白质结构预测算法

FALCON，获国际竞赛 CASP-8 FM-Hard类第三名。

4) 主持设计了中科院志愿计算平台 CAS@home，运行于全球 4000+台志愿

计算 CPU上，为生物学家提供高性能蛋白质结构预测服务。

5) 提出了新型的“逆向蒙特卡罗”采样算法，解决了长期困扰的优化问题中的

目标函数设计难题。

报告题目：Protein-protein docking powered by deep learning
报告人姓名：黄胜友

报告人单位：华中科技大学

报告人简介：

黄胜友，华中科技大学物理学院教授，1998年获武汉大学物理学

学士学位，2003 年获武汉大学理学博士学位，2015年加入华中

科技大学物理学院，聘为教授。长期从事生物分子的计算机建模、

生物信息学与计算机药物设计方面的研究，在 Nature Protocols，
PNAS， Nucleic Acids Research， Bioinformatics， Briefings in
Bioinformatics, Drug Discovery Today，Physical Review Letters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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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一流期刊上发表 SCI论文 80余篇，其中第一和通讯作者 50余篇，文章总引

用 4000余次。所提出的集合分子对接算法和迭代打分函数模型被国际同行广泛

采用，发展的蛋白质-蛋白质对接算法和打分函数模型在称为国际蛋白质相互作

用预测的“奥林匹克竞赛”CAPRI评估中多次排名第一。入选海外高层次人才引进

计划，获全国百篇优秀博士论文、中国大学生“五四”奖、湖北省自然科学一等奖、

湖北省优秀博士论文、中国科学院奖学金、“宝钢”奖学金等多项奖励或荣誉。

报告题目：不稳定酶催化中间体结构测定方法

报告人姓名：苏循成

报告人单位：南开大学

报告人简介：

2010年 9月在南开大学元素有机化学国家重点实验室工作。主要

从事大分子修饰化学、生物大分子的核磁共振方法学和结构生物

学研究，已发表论文 40余篇，其中包括Acc. Chem. Res., Proc. Natl.
Acad. Sci. USA和 Angew. Chem. Int. Ed. 等期刊。研究方向为蛋

白质定点标记化学以及生物磁共振方法及应用，近年的主要研究

内容有：1）生物大分子定点（离体与细胞内）标记化学；2）原

位环境下生物大分子动态结构与互作的高分辨研究技术与方法；

3）生物有机分析。

报告题目：基于图卷积的蛋白质及药物性质预测

报告人姓名：杨跃东

报告人单位：中山大学

报告人简介：

杨跃东，中山大学计算机学院教授、国家超算广州中心副总工程

师, 国家海外高层次青年引进人才、科技部创新团队和广东省

“珠江人才”创新团队核心成员，主持国家重点研发课题、基金

委面上项目、新冠专项、和广东省重点研发等多个项目。已开发

十几项生物信息学软件，被国际上广泛使用。在领域顶级杂志上

已发表 100 多篇 SCI 论文，引用 5000 次，H-index=35， 10 多篇

第一或通讯作者论文单篇引用超过 100，五篇入选 ESI 高引用论文。目前主要研

究是利用最新高性能计算及人工智能技术，开发多组学大数据分析及药物智能设

计方法，并结合“天河二号”开发统一的高性能计算平台，为生物医药应用提供

“一站式”高性能计算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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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题目：Computational Modeling of Solute Carrier Proteins
报告人姓名：黄晶

报告人单位：西湖大学

报告人简介：

黄晶于清华大学物理系获学士与硕士学位，瑞士巴塞尔大

学化学系博士，之后获瑞士自然科学基金资助赴美，在美

国马里兰大学药学院和 NIH 计算生物学实验室做博士后。

2017 年 11 月回国加入西湖大学生命科学学院，组建和领

导计算生物物理与药物设计实验室。学术上致力于开发生

物大分子的计算模型和模拟算法，以提升复杂体系分子动

力学模拟和计算机辅助药物设计的精度和效率。

报告题目：蛋白与配体相互作用结构与自由能计算研究（线上）

报告人姓名：张增辉

报告人单位：华东师范大学/上海纽约大学

报告人简介：

张增辉于 1982年毕业于华东师范大学物理系，同年作为CUSPEA
学生赴美国留学，于 1987年毕业于美国休斯顿大学物理系，获

化学物理博士学位，在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化学系从事博士后、

助理研究员的工作（1987-1990），任纽约大学化学系助理教授

（1990-1994），副教授（1994－1997），教授（1997-），南京大学

学科特区理论与计算化学研究所首任所长（2001-2008），华东师

范大学教授，国家特聘专家（2009-），上海纽约大学计算化学联合研究中心主任

（2013-）。获美国 Camille and Henry Dreyfus New Faculty Award（德瑞福斯青年

教授奖），Sloan Research Fellow（斯隆研究奖），Camille Dreyfus Teacher-Scholar
（德瑞福斯教师－学者奖），以及美国基金委颁发的“总统教授奖”(Presidential
Faculty Fellow)，是中国科学院首批海外评审专家，国家基金委海外杰出青年学

者 (B类)，教育部第 5批长江计划特聘讲座教授，上海市浦江学者，第六届中国

侨界贡献奖，国家重点研发专项首席。在国际核心学术刊物上发表论文 400余篇，

论文他人引用 12,000余次，H-index指数 58，入选 2019年爱思唯尔中国高被引

学者。目前担任 Phys. Chem. Chem. Phys.副主编以及多个国内外期刊的编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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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题目：多体蛋白质分子对接的原理和方法（线上）

报告人姓名：龚新奇

报告人单位：中国人民大学

报告人简介：

中国人民大学数学科学科学研究院教授，数学智能应用实验室负

责人。清华大学北京结构生物学高精尖中心合作研究员，中国生

物信息学会（筹）理事，中国计算机学会生物信息学专业委员会

委员，中国运筹学会计算系统生物学会理事。主要从事蛋白质相

互作用结构计算的原理、方法和应用研究，开发了蛋白质结合位

点预测程序 PAMA、分子对接程序 HoDock和一系列多体蛋白质

相互作用预测算法。已发表计算方法论文 38篇，包括 Proteins/TCBB/Science in
China/Bioinformatics等杂志，也发表了应用计算方法到生物实验中的论文 29篇，

包括 Nature/Science/PNAS等杂志，论文已被他引 2300多次。已主持国家自然科

学基金和科技部重点实验室等科研项目 8个。

报告题目：基于深度学习和同源模板的蛋白质结构预测

报告人姓名：杨建益

报告人单位：山东大学

报告人简介：

杨建益，2011年博士毕业于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2011-2014在
密歇根大学 Yang Zhang实验室从事博士后研究工作，2015-2021
先后任南开大学副教授、教授，2021年 7月加入山东大学数学与

交叉科学研究中心。通过与 Yang Zhang和 David Baker等学者的

合作，成功开发了 I-TASSER和 trRosetta等著名结构预测算法，

在 Nature Methods、PNAS等期刊发表 SCI论文 40多篇，被 SCI
他引 5000多次，5篇论文入选 ESI高被引论文。N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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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题目：蛋白质结构多模态优化方法

报告人姓名：张贵军

报告人单位：浙江工业大学

报告人简介：

张贵军教授，浙江省高等学校中青年学科带头人，浙江省生物信

息学学会人工智能专委会主任，浙江省生物信息学学会理事。主

要研究方向：结构生物信息学、计算智能与机器学习。主持国家

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 2项、国家重点研发项目子课题 1项、浙

江省自然科学基金重点项目 1项、浙江省自然科学基金 2项、浙

江省科技攻关重点项目 2项及企业合作项目 10余项。第一作者

（或通信作者）在 PNAS、Bioinformatics以及 TEVC、TCYB、TCBB、TNB等

IEEE汇刊、软件学报、自动化学报、计算机学报等国内外权威期刊发表论文 100
多篇；第一发明人已授权国家发明专利 80多项；获得软件著作权登记 100多项；

出版编著 2部；获浙江省科技进步二等奖 1项；浙江省优秀博士、硕士学位论文

指导教师；指导研究生获得中国国际“互联网+”创新创业大赛银奖 1项、全国“挑
战杯”大学生课外学术作品竞赛二等奖 1项。

报告题目：Combining Theoretical Method and Experimental Data to Predict Protein
Structural Interactome of Escherichia coli
报告人姓名：李春华

报告人单位：北京工业大学

报告人简介：

李春华，北京工业大学环境与生命学部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

从事生物物理和生物信息学方面的研究，主要方向：蛋白质-蛋白

质/核酸相互作用、蛋白质功能性变构和蛋白质折叠。2012、2015
年在美国密歇根大学计算医学与生物信息学系 Yang Zhang 教授

课题组做访问学者。曾主持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参加国家自

然科学基金重大项目子课题、科技部国际科技合作交流项目（中

意）。研究工作在国内外核心学术期刊，如 Bioinformatics, J Mol Biol, J Chem Inf
Model, Proteins, Biophys J等上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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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题目：RAACBook：用于序列依赖性推断的氨基酸约化特征提取分析平台

报告人姓名：左永春

报告人单位：内蒙古大学

报告人简介：

左永春，男，教授，现为内蒙古大学生命科学学院、省部共建草

原家畜生殖调控与繁育国家重点实验室博士生导师，重点围绕哺

乳动物早期胚胎发育细胞编程和体细胞重编程的分子调控机制

开展生物信息学研究，宝钢优秀特等奖、内蒙古自治区优秀博士

学位论文和内蒙古杰出青年培育基金获得者；内蒙古自治区高等

学校青年科技英才，内蒙古自治区草原英才，以及新世纪 321人
才工程入选者，内蒙古大学首批“国家杰出（优秀）青年科学基金”培育人选，内

蒙古大学“三全育人”先进个人；担任国际 Current Gene Therapy 期刊 Editorial
Board Member、Frontiers in Genetics 期刊 Guest Associate Editor以及 Frontiers 出
版集团的 Topics Guest Editor，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评审专家，教育部学位论文通

讯评审专家等。左永春教授目前是中国细胞生物学学会功能基因组信息学与系统

生物学分会委员，中国计算机学会生物信息学专委会通讯委员，内蒙古生物物理

与生物信息学会（筹）副秘书长、内蒙古生物工程学会、内蒙古生物化学与分子

生物学会理事。截至目前，以第一(通讯)作者累计在 Briefings in Bioinformatics、
Bioinformatics、Cellular and Molecular Life Sciences 等领域内权威期刊上发表学

术论文 70多篇，相关成果入选全球 ESI 1% 高被引论文多篇，成果先后被内蒙

古大学新闻网、内蒙古科技厅主页、创新内蒙古、中国科技网，搜狐网等转载报

道，获得具有转化价值国家发明专利和软件著作权 10余项，参编科学出版社农

业重大科学研究成果专著 1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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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会场三

主题: 精准医疗大数据与医学生物信息学

报告题目：精准医学全流程分析平台 BMAP
报告人姓名：吕晖

报告人单位：上海交通大学

报告人简介：

吕晖任上海交通大学生物信息与生物统计系特聘教授/系主任，

上海交大-耶鲁大学生物统计中心联席主任。研究领域是生物医

学大数据分析，生物信息，遗传病分析，医学影像，生物统计，

系统生物学，医学人工智能。发表论文过百篇，他引超过 6000
次，H-index 35，多项相关软件著作权与专利。十三五期间承担

国家精准医学重点研发计划中的大数据挖掘技术重点专项，研发自主知识产权的

全流程生物医学信息分析平台 BMAP，遗传病辅助诊断平台 GPS。

报告题目：大数据+人工智能助力疾病早期检测和药物研发

报告人姓名：陈兴

报告人单位：中国矿业大学

报告人简介：

陈兴，中国矿业大学人工智能研究院副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

（均为 31岁时直接破格，2016-至今），2019、2020 年连续当选

科睿唯安全球高被引科学家，2017年全球排名前十万科学家（排

名全球第 12060位），斯坦福大学发布的世界前 2%科学家，中国

矿业大学人工智能研究院大数据研究中心主任，中国矿业大学生

物信息研究所所长，中国矿业大学校学术委员会委员，中国矿业大学交叉学科学

术分委员会委员，中国矿业大学首批越崎学者，江苏省六大人才高峰高层次人才，

江苏省生物信息学学会（筹）副理事长，中国工业与应用数学学会数学生命科学

专业委员会秘书长，中国计算机学会生物信息学专业委员会委员，中国人工智能

学会青年工作委员会委员，中国自动化学会智能健康与生物信息专业委员会委员，

江苏省双创团队核心成员。IEEE Journal of Biomedical and Health Informatics、
BMC Bioinformatics 等五家 SCI 杂志副主编，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Biological
Sciences、Briefings in Functional Genomics 等八家 SCI 杂志编委，Frontiers in
Microbiology、Current Topics in Medicinal Chemistry等六家 SCI杂志首席特约编

委，十六家国际生物信息学会议程序委员会成员。以一作或通讯发表 SCI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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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余篇，以一作或通讯在 Bioinformatics、PLoS Computational Biology、Briefings
in Bioinformatics、Nucleic Acids Research四大生物信息主流期刊发表论文 21篇。

论文被引共计 8513次，14篇论文入选最新一期 ESI高被引论文，H-因子为 46，
单篇最高引为 737。获教育部高等学校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自然科学奖二等奖

（排名第 3）、江苏省科学技术奖三等奖（排名第 1）、中国自动化学会自然科学

奖二等奖（排名第 1）、江苏省教育教学与研究成果奖一等奖（排名第 1）、淮海

科技英才奖、多个国际会议的最佳论文奖、世界华人数学家大会新世界数学奖等

荣誉，主持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2项）、青年基金、江苏省和中国矿业

大学的高层次人才项目等。

报告题目：比较医学大数据平台建设

报告人姓名：孔琪

报告人单位：中国医学科学院医学实验动物研究所

报告人简介：

孔琪，医学博士，硕士生导师，副研究员。主要从事比较医学大

数据、比较基因组学、基于人类疾病动物模型的数据库建设和比

较医学分析等研究。先后主持或承担了传染病重大专项、医科院

创新工程、卫生行业专项、北京自然科学基金等 20 多项课题。

在国内外期刊发表科研论文 50余篇，其中包括Mol Cancer, Signal
Transduct Target Ther，Biomed Pharmacother，Cell J，ILAR J等。

主编或参编国家标准 12项，团体标准 6项。参与编写专业著作 22部，其中教材

3部（副主编）。获得教育部、北京市、中国实验动物学会等科技奖励 8项。

报告题目：正确理解并妥善处理人微关系可能是拯救精准医疗与慢病防控的关键

（线上）

报告人姓名：张成岗

报告人单位：北京中医药大学

报告人简介：

张成岗，陕西白水人，北京中医药大学教授，研究员，博士生导

师。曾在军事医学科学院工作 20余年。长期从事肠道菌群与慢病

防控和健康管理、中医生命科学、心理认知及生物信息学等多学

科交叉融合研究工作。近年来通过大量研究发现和证明“饥饿源于

菌群”并形成“菌心说”学说和“双脑论（菌脑主吃、人脑主思、人体

主动）”等观点，为理解“慢病源于肠道”并推动中西医融合与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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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化的新发展提供了重要依据，为理解“人微共生（人体与微生物共生）”自然

现象的合理性、必然性与科学性提供了重要线索。共发表学术论文 320篇，其中

SCI期刊论文 95篇，出版专著《生物信息学方法与实践》和《新医学·菌心说·云
医院》各一部；获国际 PCT发明专利 2项，获中国发明专利 17项；获中国计算

机软件版权 11项。获国家自然科学二等奖、北京市科学技术一等奖等 7项科研

成果奖励。享受政府特殊津贴。担任北京神经科学学会第九届副理事长、中国生

理学会应用生理学第 25届专业委员会委员、中国老年保健医学研究会现代医疗

保健分会第二届专家委员会常务委员、中国心理卫生协会职业心理健康促进专业

委员会第四届委员等学术兼职。是北京中医药大学国家中医药发展与战略研究院

特聘研究员。

报告题目： tensorGSEA: Detecting Differential Pathways in Type 2 Diabetes via
Tensor-Based Data Reconstruction
报告人姓名：刘治平

报告人单位：山东大学

报告人简介：

刘治平，男，山东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2002年本科毕业于

山东大学数学院，2008年获中国科学院数学与系统科学研究院

博士学位。曾先后在日本和美国从事博士后研究工作，2010年
任中国科学院上海生命科学研究院副研究员，2013年至今任职

山东大学控制科学与工程学院。目前主要从事生物信息学与机

器 学 习 的 教 研 工 作 ， 在 Cell, European Heart Journal,
Bioinformatics等国际知名期刊发表论文 70 余篇，曾获 2011年中科院上海生命

科学研究院优秀青年人才奖，2017年教育部自然科学二等奖，2019年山东大学

齐鲁青年学者称号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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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题目：倏逝波荧光 CRISPR/Cas生物传感技术及在精准医疗检测中的应用

报告人姓名：龙峰

报告人单位：中国人民大学

报告人简介：

中国人民大学环境学院教授，2008年于清华大学博士毕业，MIT
化学系博士后，中国人民大学杰出学者，核酸适配体交叉技术

分会理事。主持或承担国家重大仪器专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生物安全专项等数项科研项目，主要研究方向为生物传感新技

术及理论、新型生物功能材料与纳米材料研发及应用等。融合

分子生物学、纳米技术、光流控、微加工等领域的先进理论与

技术，建立了用于生物标志物、环境特征污染物、食品风险污染物等微痕量物质

快速高灵敏检测的光学生物传感系列化技术与仪器，成功实现产业化并得到广泛

应用。在 Biosens. Bioelectron.、Environ. Sci. Tech.、Anal. Chem.等期刊上发表 SCI
论文 70余篇，申请发明专利 10余项，曾获“教育部高校科研成果技术发明一等

奖”等省部级奖 3项。

报告题目：随机集成优化算法在影像遗传学中的应用研究

报告人姓名：毕夏安

报告人单位：湖南师范大学

报告人简介：

博士，湖南师范大学教授。主要从事生物医学大数据、脑科学与

人工智能方面的研究，已主持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国家

自然科学基金青年基金、湖南省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湖南省

科技计划省重点研发计划（应用基础研究重点项目），作为技术

骨干参与国防基础科研“十一五”规划项目、国家 973 计划子项目

两项、中国科学院重大科研装备研制基金资助项目和湖南省科技

计划重点项目，在Medical Image Analysis（11.148）、Bioinformatics（5.610）、IEEE
JBHI（5.223）等国际期刊和会议上发表论文 30余篇，获得国家专利授权 12项，

获得国家软件著作权登记 29项。社会兼职：全国高等学校计算机教育研究会远

程与继续教育分会理事，中国计算机学会生物信息学专业委员会委员，中国人工

智能学会生物信息学与人工生命专业委员会委员，中国自动化学会智能健康与生

物信息专委会委员，中国生物工程学会计算生物学与生物信息学专业委员会委员，

CCF YOCSEF长沙委员，IEEE Member，MICCAI Member，CSIAM Member，多

个政府部门和大型国家事业单位的大数据分析中心建设专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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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题目：基于分子分型的细菌性传染病暴发识别、预警和溯源

报告人姓名：周海健

报告人单位：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报告人简介：

周海健，病原生物学专业，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传染病预防

控制所研究员。主持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国家科技重大专项等

课题，主要是建立和应用各种分型溯源技术，针对呼吸道、肠

道、多重耐药等病原菌开展种群结构和传播规律研究，并将分

型技术和溯源理论转化应用到传染病疫情的处置实践中。署名

发表论文百余篇，其中 SCI收录文章 60余篇，参编专著 3部，

持国家发明专利 1个。国家卫生应急队队员、卫生应急先遣队队员，参与包括霍

乱、流脑、禽流感、新冠肺炎、超级耐药菌院在内的十余起疫情调查。获省部级

科技奖励和荣誉称号 3项，“第八批中央和国家机关、中央企业优秀援疆干部人

才”、记功 1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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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会场四

主题: 药物基因组学和化学信息学

报告题目：基于蛋白结构的蛋白功能预测方法的开发和应用

报告人姓名：赵素文

报告人单位：上海科技大学

报告人简介：

赵素文一直致力于开发和应用以蛋白结构为中心的计算方法，来

研究蛋白序列-结构-功能关系，取得了一系列创新性研究成果，

以通讯或第一作者在 Science、Nature、Nature Communications、
Cell Reports、 eLife等杂志上发表了多篇文章。赵素文的研究方

向有两个，一是重要药物靶点家族 GPCR的激活机制，二是酶功

能预测。在 GPCR激活机制方面，赵素文团队开发了一个简洁有

效的残基接触打分，可以用来系统和定量地描述蛋白在残基层面的构象变化，将

残基接触打分应用于分析 A家族 200多个 GPCR激活前后的构象变化，赵素文

团队发现了 A家族 GPCR具有共同的激活机制，颠覆了此前领域内认为 A家族

GPCR无共同激活机制的观点。该工作发表于 eLife，到目前短短 15个月内已经

被引用 56次。 在酶功能预测领域，赵素文团队先后开发了多种计算方法，包括

通路分子对接和基因组邻近区网络等，来预测全新的酶功能，以及全新的代谢物

和全新的代谢通路。赵素文团队使用这些方法，解决了一个 40余年悬而未决的

问题，即在噬藻体 S-2L中完全取代 A，并可以和 T形成三根氢键的修饰碱基 Z
所对应的核苷 dZTP的生物合成通路并阐明其生物学意义。

报告题目：抗新冠肺炎药物研发数据平台

报告人姓名：徐志建

报告人单位：中国科学院上海药物研究所

报告人简介：

徐志建，药物设计学博士，中国科学院上海药物研究所副研究员，

硕士生导师，JCIM 首届青年编委。主要从事分子模拟及药物设

计方面的研究工作，专注于分子模拟与药物设计新方法的发展，

以及这些方法在药物发现方面的应用研究。共发表论文 80余篇，

其中 3 篇论文的引用超过 200 次，申请国家发明专利 30 多项，

软件著作权 4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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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题目：磷脂-蛋白的相互作用调控钾离子通道的结构与功能

报告人姓名：顾若虚

报告人单位：上海交通大学

报告人简介：

上海交通大学长聘教轨副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离子通道、

膜生物物理等生物体系的计算模拟，相关研究成果发表在 J. Am.
Chem. Soc.，Nat. Commun.，Trends Pharmacol. Sci.等专业领域内

的重要期刊上，研究工作受到德国洪堡、加拿大卫生研究院（CIHR，
加拿大国家级基金）、阿尔伯塔省创新健康解决方案（AIHS）等

多个博士后基金的资助，作为审稿人受邀为 J. Am. Chem. Soc.,
Brief. Bioinform., J. Chem. Inf. Model., J. Phys. Chem. B等杂志审稿。

报告题目：The glance of RNAworld - Where, Who, What?（线上）

报告人姓名：王栋

报告人单位：南方医科大学

报告人简介：

王栋，南方医科大学，教授。长期致力于造血干细胞生物学

大数据分析研究，近年来运用计算系统生物学技术解析 RNA
代谢在造血调控中的重要生物学功能。主要学术成绩：1）创

建基于深度学习与自然语言处理的 RNA亚细胞定位、互作与

功能等生物大数据资源与分析平台；2）揭示 RNA结合蛋白

在转录后水平调控造血干细胞发育新机制；3）阐明粒/单谱系

分化及命运决定的调控机制，发现造血干细胞亚群异质性是导致不同血液肿瘤发

生的重要因素。以通讯作者（含共同通讯）在 Cell Stem Cell、Nature Commun、
Nucleic Acids Res、EMBO J、Autophagy、Brief Bioinformatics 和 Bioinformatics
等期刊发表研究性论文 37篇，累计影响因子超过 290，总引用次数 1800余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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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题目：Molecular Mechanism of Aβ Fibrillogenesis and its inhibition using
molecular simulation
报告人姓名：刘夫锋

报告人单位：天津科技大学

报告人简介：

刘夫锋，博士，教授，天津市特聘教授，天津市高校学科领军

人才，香江学者，天津科技大学海河学者特聘教授，天津科技

大学生物工程学科带头人。2008年获天津大学化工学院生物化

工系博士学位，同年留校任教，2011年晋升副教授。2013年
获中国博管会和香港学者协会共同资助赴香港理工大学开展

为期 2年的香江学者研究。2016年工作调动到天津科技大学任

海河学者特聘教授, 同年晋升教授。近年来，以蛋白质分子相互作用及其抑制为

科研主线，注重理论计算与实验研究相结合，在 Aβ构象转换和聚集及其抑制的

分子机理和新型抑制剂的发现、工业酶分子设计和应用微生物等方面开展了原创

性前沿基础研究工作，取得了创新性的研究成果。已在 ACS Appl. Mater. Inter.
等高水平国际期刊上发表 SCI检索论文 100余篇。近年来承担和主持了国家重大

研发计划合成生物学专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和青年项目、教育部博士

后特等资助和一等资助、天津市应用基础及前沿技术研究计划重点项目和一般项

目等 8 项。另外，作为主要参加人参与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和 863、973 项目 10
余项。申请国家发明专利 20余项，其中中国授权专利 6项，美国 PCT授权专利

1项。学术兼职方面，目前是第三届全国发酵工程技术工作委员会专家委员、国

家自然科学基金委的函评专家和德国马普学会的函评专家、教育部学位中心优秀

硕士论文评审专家和国家科技专家库入库专家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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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会场五

主题: 动植物学、农学、园艺学中的生物信息学

报告题目：被子植物染色体演化路径重构

报告人姓名：王希胤

报告人单位：华北理工大学

报告人简介：

华北理工大学理学院院长（2019.9.25-）；生命科学

学院院长（2010-2019）、基因组与计算生物学中心

主任（2008-)；华北理工大学公共卫生方向博士生

导师。在染色体数减少理论、B染色体起源、植物

基因组结构和功能演化、植物多倍化等方面取得多

项原创性成果，并提出复杂基因组分析金标准。开

发软件植物基因组分析软件 ColinearScan、MCScan，开发植物基因组加倍数据

库 PGDD，年访问量达千万次。在国际一流学术杂志上发表学术论文 80余篇，

一作 19 篇，通讯作者 40篇，按 Google Scholar 所有文章他 16000次以上。 二

十余次担任国际植物基因组测序合作项目中生物信息学或比较基因组学分析的

首席科学家或研究组组长。主持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5项、重点专项子课题 1项，

主持美国自然科学基金 1项，省百人计划，杰青项目，跨世纪人才项目等。主持

国际动植物基因组大会“基因组特征与染色体功能”会场（美国圣地亚哥 2016-）、
主持第 17届国际植物学大会“植物基因组多倍化”会场（中国深圳，2018） 。承

办中国生物工程学会计算生物学与生物信息学年会(2018), 组织基因组信息学凤

凰城论坛(2016, 2018)。科研成果有力推动了华北理工大学的学科建设，特别是

双一流建设工作，学校在全国大学中学术影响力排名大幅上升，2020年进入 ESI
前 1%。

报告题目：Research on crop gap-free genome and pan-reference genome
报告人姓名：陈玲玲

报告人单位：广西大学

报告人简介：

陈玲玲，2004年毕业于天津大学生物物理专业，获理学博士学位。近些年主要

从事植物基因组组装注释、转录组数据分析、功能基因识别等生物信息学方向的

研究工作，作为生物信息负责人参与了水稻、玉米、油菜及甜橙基因组解析工作，

所开发的植物单链导向 RNA设计工具 CRISPR-P及植物自然反义转录本数据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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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到了国内外研究者的广泛关注。近十年来在 Nat. Genetics, Nat.
Plants, Science Advances, PNAS，Nat. Commun., Nucleic Acids Res.,
Plant J., Mol Plant, Genome Biol.等国际顶级及知名期刊发表 SCI
论文 80余篇，其中第一或通讯作者 52 篇，被他引 3800余次。

主持国家十三五重点研发计划专项课题 2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5项，湖北省创新群体项目一项。获中组部“万人计划”中青年科

技创新领军人才、科技部中青年科技创新领军人才、湖北省自然科学基金创新群

体负责人、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等荣誉称号，获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

报告题目：植物泛基因组构建及应用

报告人姓名：梁承志

报告人单位：中国科学院遗传发育所

报告人简介：

梁承志，博士，中国科学院遗传与发育生物学研究所研究员，

中国科学院大学岗位教授。于 1989 年武汉大学获理学学士，

1995年中国科学院遗传所获遗传学博士学位，并于 2001年加

拿大滑铁卢大学获计算机硕士学位。主要从事生物信息及植物

基因组研究，最近几年主要结合新一代测序技术进行植物基因

组组装、比较基因组、分子育种数据库开发等研究，在 Nature, Cell, Nature Plants,
Nature Communications, Molecular Plant, Nucleic Acids Research 等学术期刊上以

通信作者发表论文多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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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题目：茶树种质资源邂逅基因组学

报告人姓名：高立志

报告人单位：华南农业大学

报告人简介：

高立志，男，云南大理人，白族，中国共产党党员。中国

科学院昆明植物研究所博士生导师，中国科学院特聘研究

员；华南农业大学基因组学与生物信息学研究中心主任，

二级教授、博士生导师。在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获得植

物学理学博士学位，分别在中国农业科学院、国际水稻研

究所（IRRI）、美国华盛顿大学（Saint Louis）生物学系、

佐治亚大学遗传学系、密西根大学（Ann Arbor）生态与进化生物学系、德克萨

斯大学休斯顿分校人类遗传学中心、休斯顿大学生物与生物化学系、德克萨斯大

学奥斯丁分校分子细胞与发育生物学系等从事博士后研究或任研究助理教授。

1997 年和 1999 年两次获得瑞典国际科学基金会 (IFS) 荣誉研究基金，1999 年

被遴选为联合国粮农组织（FAO）下属的国际植物遗传资源研究所（Biodiversity
International）（原名 IPGRI）授予的 Vavilov-Frankel Fellow，入选中国科学院 “百
人计划”并获得“引进国外杰出人才”的择优支持，入选新世纪百千万人才工程国

家级人选，何梁何利科学技术奖获得者，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入选科技部

推进计划中青年科技创新领军人才，入选中组部万人计划科技创新领军人才。任

BMC Evolutionary Biology, BMC Evolution and Ecology, Forestry Research,
Mitochondrial DNA 等副主编，Frontiers in Plant Science, Horticultural Research,
Horticulturae, Tropical Plant Biology, 中国科学数据等刊物编委。他带领的团队长

期致力于以稻属、山茶属、人参属和橡胶树属等热带亚热带植物和大型真菌的生

态基因组学、进化基因组学、保护基因组学和生物信息学研究并做出了较好的学

术成绩。以第一作者或通讯作者在 Nature（1），Science（2），PNAS（2）, Molecular
Plant（5）, Trends in Genetics，Genome Biology, Plant Physiology, PLoS Genetics，
Genetics，Molecular Ecology (2)，Theoretical and Applied Genetics（2）等刊物上

发表论文近 120 篇，迄今被引用 3,300多次。N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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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会场六

主题: 生物计算、DNA 信息存储与 RNA 结构预测

报告题目：Durable Storage and Errorless Retrieval of Digital Information on
Bacterial Genomic DNA
报告人姓名：钱珑

报告人单位：北京大学

报告人简介：

钱珑，北京大学前沿交叉学科研究院定量生物学中心助理研究

员。主要研究领域包括：（1）进化系统生物学；（2）合成生物

学元件的自动化挖掘与设计；（3）DNA存储。

报告题目：DNA数据存储的光盘模式探索

报告人姓名：陈为刚

报告人单位：天津大学

报告人简介：

陈为刚，天津大学微电子学院，副教授，博导，主要从事信息论

与编码、信息编码与 DNA、合成生物学等交叉研究。2008年，

在清华大学获得博士学位；2009 年在法国做博士后研究；2012
年获得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资助计划；2014-2015在 UCLA访

问。近年来研究纠正符号插入/删节错误的特殊纠错码，并将其应

用于 DNA数据存储。以第一/通信作者在 National Science Review、
Science China Life Sciences、China Communications 以及《中国科学》等发表了

DNA数据存储相关论文。获得 IEEE MIPR 2020 最佳论文奖。2019年，参与科

技部“生物与信息融合（BT与 IT融合）”重点专项的战略研究工作。承担国家级

DNA存储某重点项目两项，发表 SCI检索论文 20篇，获得授权专利 27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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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题目：膜计算应用和实现研究进展

报告人姓名：张葛祥

报告人单位：成都信息工程大学

报告人简介：

张葛祥, 教授、博导，国际膜计算学会主席，IET Fellow，教育

部新世纪优秀人才，四川省学术和技术带头人。入选美国斯坦福

大学（ Stanford University）2020 年发布的 World Ranking of
Scientists（2%）；2019 年获得罗马尼亚科学院 Grigore Moisil奖
（中国科技部网站专页报道：首位以第一作者获得罗马尼亚科学

院奖的中国人，也是首位获得莫伊西尔奖的中国人）。入选 2020
年 Elsevier “中国高被引学者”。主持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 5项和其他国家级、

部省级项目多项。出版英、中文著作 3部，发表 SCI检索论文 100余篇，获得国

家授权发明专利 37件。担任国际期刊 Journal of Membrane Computing执行主编、

国际期刊 IJPEDS编委，以及 IJNS、IJUC等国际 SCI期刊客座主编或编委等。

主要研究方向为生物计算及应用、人工智能等，获得中国科技产业化促进会科学

技术卓越贡献奖；四川省自然科学二等奖、四川省科学技术进步二等奖等奖项。

报告题目：通讯膜系统的各类变体及计算性质

报告人姓名：宋勃升

报告人单位：湖南大学

报告人简介：

2015年博士毕业于华中科技大学。2013年 11月至 2015年 5月
在西班牙塞维利亚大学交流访问，师从欧洲科学院院士Mario J.
Pérez-Jiménez教授。2016年 3月至 2019年 2月在华中科技大学

从事博士后研究工作。入选 2019年度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资助

者选介，获 2019年 ACM SIGBIO 分会新星奖，湖南大学青年教

师托举计划。2019年 2月，入职湖南大学信息科学与工程学院。

长期从事生物计算、计算智能，图神经网络等方向研究，近 5年在国际期刊和国

际会议上发表相关领域学术论文 60多篇，其中以第一/通讯在 IEEE Transactions
on Cybernetics、ACM Computing Surveys、 Information and Computation 等顶级

期刊上发表高水平 SCI 论文 30 多篇。担任 SCI 期刊 Mathematical Problems in
Engineering学术编辑，担任 IEEE Trans. NanoBiosci.等 20余个国际知名 SCI期刊

审稿人。每年担任 BIC-TA，BICAS，HPCC等多个国际会议 PC Member。主持

国家级项目 2项，省部级项目 3项，长沙市重点研发项目 1项，参与国家级项目

2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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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会场七

主题:人工智能前沿、智能医疗

报告题目：Artificial Intelligence Biology: ANew Paradigm
报告人姓名：薛宇

报告人单位：华中科技大学

报告人简介：

薛宇，华中科技大学生命科学与技术学院教授、人工智能生物学

中心（筹）主任。主要研究方向为蛋白质修饰与功能的人工智能

生物学，近年来紧密围绕修饰位点预测、修饰与功能数据资源构

建，以及组学大数据整合与功能推断等重要人工智能生物学问题，

采用由点及面、层层推进的研究策略，取得了阶段性研究成果。

近 5 年以唯一或共同通讯作者身份在 Immunity、Nature
Biomedical Engineering和 Nature Communications等期刊上发表 SCI论文 25篇，

其中 IF>10 的论文 8篇。全部论文近 5年引用 6744次，引用>100次的 14篇，

主要作者论文单篇最高引用 580次，H指数 36。申请发明专利 13项，其中 3项
已授权，获得计算机软件著作权登记证书 13项。2010年入选教育部“新世纪优

秀人才支持计划”，2014年入选中组部“万人计划”青年拔尖人才，2017年入选

教育部“长江学者奖励计划”青年学者。2013年 1月获“青年科学之星铜奖”，

2015年 10月获科技部与盖茨基金会联合颁发的“大挑战 2015•青年科学家”奖。

担任 Science Bulletin（IF=9.511）、Genomics, Proteomics & Bioinformatics（IF=7.051）
和 Cells（IF=4.366）等国际期刊编委，担任多个国际学术会议的组委，应邀 13
次在国际会议上作特邀报告。2018年至今任湖北省生物信息学会秘书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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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题目：生物组学的度量和嵌入

报告人姓名：刘琦

报告人单位：同济大学

报告人简介：

同济大学生命科学与技术学院生物信息系长聘教授 (Tenured
Professor)，博士生导师。长期致力于发展人工智能和生物组学交叉

融合的研究范式(“AI-Omics”)，面向肿瘤精准用药、药物发现、肿

瘤免疫治疗及基因编辑领域开发新的计算方法学和计算平台，推进

人工智能和组学数据分析的结合及临床应用。在 Nature
Communications （2021，2019，2015），Science Advances（2020）,

Genome Biology（2018），Genome Medicine（2019）, Nucleic Acids Research（2021,
2020）等发表学术论文，受邀在 Trends in Molecular Medicine（2019）, Trends in
Biotechnology（ 2016） , Trends in Pharmacological Science（ 2017），WIREs
Computational Molecular Science（2018）等发表综述和评述论文。主持国家 863
基金及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参与国家重点研发计划精准医学及慢病专项等。其在

“AI-Omics”交叉领域的工作先后入选 2019年、2020年中国生物信息学研究十大

进展，获 2017年吴文俊人工智能自然科学技术奖三等奖、2018年药明康德生命

化学奖、2020年华夏医学奖三等奖，2020年中国发明协会发明创新奖二等奖等。

先后入选上海市浦江人才，启明星人才，曙光人才，入选教育部“青年长江学者”。

报告题目：核酸药物递送与疾病防控

报告人姓名：黄渊余

报告人单位：北京理工大学

报告人简介：

北京理工大学研究员、课题组长、博士生导师。主要围绕核酸药

物（如 siRNA、mRNA）设计筛选、药物递送及创新诊治技术等

开展研究。目前在 Adv Funct Mater、Nano Today、Nano Lett、Signal
Transduct Target Ther 等期刊发表论文 70余篇；其中第一/通讯作

者 40余篇，含 IF>10论文 15篇。著述专著 8章、教材 2章（部）；

申请专利 10余件，含 PCT 3件（授权 2件）；作为核心人员研发

的 siRNA药物已在澳洲开展临床一期研究。入选北京市科技新星（2020），获得

中美纳米医学与纳米生物技术协会“Rising Star”奖（2019）等荣誉。是中国生物

物理学会纳米生物学分会秘书长，多个学会理事或委员；是 Exploration副主编、

Chin Chem Lett等多个期刊(青年)编委。

NC
CB
B 
20
21



52

报告题目：基于粪便的多肠道疾病诊断模型

报告人姓名：陈卫华

报告人单位：华中科技大学

报告人简介：

陈卫华，华中科技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生物数据整合专家、

大数据分析专家。中科院北京基因组所获得博士学位后，在德国、

瑞士留学近 10年，师从德国科学院院士、现代肠道微生物研究

奠基人、肠型的发现者 Peer Bork 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肠道

菌群精细调控与肿瘤关系研究。通过实验与生物信息学分析相结

合，研究益生菌对肿瘤的抑制效应和作用机制。发现与肿瘤发生

发展密切相关的益生菌和致病菌，探索其对肿瘤微环境的影响及分子机理；系统

研究噬菌体与肠道细菌的关系，通过发现、改造噬菌体实现对特定肠道细菌的示

踪和精细调控；通过调理、操纵肿瘤相关细菌，改善肿瘤微环境，达到改善和治

疗肿瘤之目的。

报告题目：基于国家高性能计算环境的生物医药应用服务社区

报告人姓名：金钟

报告人单位：中国科学院计算机网络信息中心

报告人简介：

金钟：中国科学院计算机网络信息中心研究员、高性能计算技术

与应用发展部主任、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专家、国家重点研

发计划项目首席，中国计算机学会高性能计算专业委员会委员、

生物信息专业委员会委员。研究方向为高性能计算技术及应用软

件。现主持国家重点研发计划项目 1项；先后主持中科院先导专

项课题、国家 863计划课题、中科院信息化专项课题、院修购专

项项目等共计十余项。近五年来，在国内外重要学术刊物及会议发表论文三十余

篇，受邀在重要学术会议上做报告三十多次。

报告题目： GNN is what we need: from social networks to biological networks
报告人姓名：章文

报告人单位：华中农业大学

报告人简介：

章文，华中农业大学信息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计算机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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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CCF）高级会员，CCF YOCSEF武汉副主席，中国计算机学会生物信息学专

委会委员，中国人工智能学会生物信息学与人工生命专委会常务委员, 湖北省生

物信息学会理事。2003年在武汉大学数学与统计学院获得学士学位；2006年在

武汉大学数学与统计学院获得硕士学位；2009年在武汉大学计算机学院获得博

士学位。2007年 9月到 2008年 8月，获国家留学基金委资助，在新加坡国立大

学计算机学院开展博士生联合培养。2009年 9月-2012年 11月，武汉大学计算

机学院讲师；2012年 12月-2018年 10月，武汉大学计算机学院副教授、珞珈青

年学者；2018年 11月-至今，任职于华中农业大学信息学院。长期从事人工智能

算法及其在生物医学大数据分析方面的研究，成果发表于本领域权威期刊 PLOS
Computational Biology, Bioinformatics, Briefings in Bioinformatics, IEEE/ACM
transactions on computational biology and bioinformatics, Nucleic acids research,
Information Science 等。先后主持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青年项目、面上项目和多个

省部级科研项目。

报告题目：数字化赋能真实世界研究

报告人姓名：庄永龙

报告人单位：北京百奥知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报告人简介：

北京百奥知信息科技有限公司创始人、董事长兼总裁，清华大学自动化系本科

(1994-1999)），生物信息学博士（1999-2004），模式识别与人工智能专业，师从

李衍达院士。国内临床研究、数据管理、生物统计、数据挖掘、

软件架构、顶层设计、模式识别、人工智能、医药产业信息化权

威专家。目前担任国家科技部生物医药信息专题评审专家、中国

生物工程协会计算生物学与生物信息学专委会副秘书长、世界中

医药联合会真实世界专委会常务理事、中国医药教育协会医药统

计专业委员、广东省生物医药创新技术协会会员。庄永龙博士从

2008年至今领导、主持、参与国家与地方 20多项重大科研课题与项目，多次获

邀在 DIA、SCDM、CDMC、CDISC、世界中医药联合会等行业与学术会议发表

40多场主题报告。

报告题目：基于液体活检数据的计算机辅助诊断系统构建

报告人姓名：李书艳

报告人单位：兰州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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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书艳,博士,兰州大学化学化工学院副教授,硕导。2003年获兰州

大学计算机专业学士学位，2008年-2010年赴美印第安纳大学交

流学习，师从美国生物信息领军人物 Predrag Radivojac 教授，

2010年获兰州大学化学信息学专业博士学位。2011年选留兰州

大学化学化工学院化学分析与原子分子工程研究所从事教研工

作所。主要研究领域为化学与生物信息学，主要研究方向为计算

机辅助药物分子设计及智能辅助医疗诊断系统设计开发与构建。目前已发表 SCI
论文三十余篇,主持多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与横向项目，已构建在线智能辅助医

疗诊断工具四项，申报获批多项国家发明专利及软件著作权。目前担任 Frontiers
in Psychiatry专刊杂志编委，担任甘肃省分析测试技术与仪器学会、世界华人康

复医学检验专家委员会、中医药免疫交叉科学专业委员会委员，担任 Cancer
Research、Briefings in Bioinformatics、Plos Computational Biology、 Journal of
Chemical Information and Modelling等高水平杂志特邀审稿人。

报告题目：多源数据的整合分析理论和生物医学研究

报告人姓名：蔡宏民

报告人单位：华南理工大学

报告人简介：

蔡宏民，华南理工大学计算机科学与工程学院教授、博

士生导师。2016年破格晋升博士生导师，同年破格晋升

教授。京都大学客座教授，CAAI 生物信息学与人工生

命专业委员会委员、常委会委员，CCF生物信息学专业

委员会委员、常委委员；是多个国际会议 ISBI，ISBRA，
ICIC，BIBM，GIW的PC Member；国际会议 ICDKE 2012，
ICBBB2021，ICBBB 2022的会议主席；广东省转化医学

眼科分会副主委，广东省精准医学应用学会-数字智能化分会副主任委员，广东

省生物医学工程学会智能医学影像分会副主任委员。长期参与生物医学图像和生

物信息处理方面的研究工作，在医学图像分析与理解、生物信息分析、多源数据

融合、模式识别和数据挖掘等领域积累了丰富的研究经验，在相关杂志如 IEEE
T-PAMI, IEEE T-CyberN, IEEE T-Image Proce., IEEE T-Medical Imaging,
Neuroimage, Bioinformatics, Briefings in Bio. 发表 SCI/EI 论文 100+篇，其中通

讯作者和第一作者 SCI/EI 论文 80+篇；近 5年内以第一、通讯作者发表多源数

据整合分析理论和应用的 SCI/EI论文 50+ 篇，ESI 高被引论文 1篇，近 5年论

文 IF总和超过 200。

报告人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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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会场八

主题:高通量测序与组学大数据研究

报告题目：AI赋能的微生物组大数据挖掘：方法与应用

报告人姓名：宁康

报告人单位：华中科技大学

报告人简介：

宁康，华中科技大学生命科学与技术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生

物信息与系统生物学系系主任，华中卓越学者特聘教授，湖北省

楚天学者特聘教授。2003年本科毕业于中国科学技术大学计算机

科学技术专业，2008年博士毕业于新加坡国立大学生物信息学专

业，2010年于美国密歇根大学医学院完成博士后研究工作回国。

研究重点方向为生物大数据和微生物组的挖掘及其在健康与环境

等领域的应用。2015年与同仁在华中科技大学生命科学与技术学院建立生物信

息与系统生物学系，建立了“生命科学大数据高性能计算平台”、“华中科技大学

鄂州工业技术研究院生物大数据中心”等多个中心和平台。在生物信息学领域从

事科研工作 10余年，目前主持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科技部重大研究计划课

题等。已在 Gut、Genome Biology、Briefings in Bioinformatics、Bioinformatics、
Nucleic Acids Research、PLoS Genetics、Plant Cell等生物学、医学和生物信息学

顶级学术期刊发表学术论文 60余篇，其中以第一作者或通讯作者发表 SCI论文

50余篇，文章总引用超过 3000 次，H指数 26（Google Scholar）。获得软件著

作权 6项，申请国家发明专利 20余项。担任 Genomics Proteomics Bioinformatics、
Scientific Reports等国际期刊编委。担任中国生物工程学会-计算生物学与生物信

息学专业委员会委员，中国计算机协会-生物信息学专业委员会委员、中国遗传

学会-生物大数据专业委员会委员，中国计算机学会-生物信息学专业委员会委员，

中国细胞生物学学会-功能基因组信息学与系统生物学分会-转化医学信息学学

组专家委员，中国蛋白质组青年学者委员会委员等。担任英国生物技术与生物科

学研究理事会（UK-BBSRC）等基金评委。N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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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题目：New methodologies, software, application and extension of multi-locus
genome-wide association studies
报告人姓名：章元明

报告人单位：华中农业大学

报告人简介：

章元明，博士，现任华中农业大学植物科技学院二级岗教授和作

物信息中心主任，博士生导师，加州大学河滨分校博士后；教育

部新世纪人才（2005年）、楚天学者特聘教授（2014年）和河南

省特聘研究员（2019年），《生物统计与田间试验》国家精品课程

负责人。主持与参加国家和省部级项目 20 余项。最早发表关联

分析的混合模型方法、联合改进压缩混合模型方法以及提出多位

点随机 SNP效应混合模型方法；提出了小效应与连锁 QTL检测的 GCIM方法和

BSA基因快速检测方法；系统拓展了主基因+多基因混合遗传分析方法；研究了

作物基因组间变异与复杂性状形成的分子机制。在Mol Biol Evol、Phys Life Rev、
Mol Plant 和科学通报等刊物发表学术论文 140 余篇，其中第 1 与通讯作者 SCI
论文 67篇。研制 mrMLM、QTL.gCIMapping 和 SEA等遗传分析软件包。担任

英国遗传学会会刊 Heredity等刊物副主编。培养博士后、博士和硕士 60余人。

获教育部自然科学二等奖 1项。合著《植物数量性状遗传体系》专著；主编的“十
二五”农业部规划教材《生物统计学》获 2020年度全国农业高等教育优秀教材。

在第三届国际数量遗传学大会等作特邀大会报告。

报告题目：噬菌体基因组的生信数据挖掘

报告人姓名：张湘莉兰

报告人单位：军事科学院军事医学研究院微生物流行病研究所

报告人简介：

张湘莉兰，军事科学院军事医学研究院微生物流行病研究所副

研究员，国防科技大学计算机科学与技术专业本科，国防科技

大学和加拿大滑铁卢大学计算机科学专业联合培养博士，加拿

大滑铁卢大学博士后。主要从事微生物学、基因组学、高通量

测序、细菌耐药与毒力、生物信息学、机器学习和噬菌体学研

究。先后在 Nature、Nature Methods、PNAS等国际刊物发表 SCI
论文 40余篇，编著英文专著两本，参编中文专著一本，获得软件著作权四项。

作为课题负责人承担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青年项目一项、完成国家重点实验室自主

课题一项，作为子课题负责人承担传染病科技重大专项一项、生物技术研发重点

专项一项，作为主要完成人完成生物技术研发重点专项一项。作为负责人设计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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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一体化快速病原体智能检测分析平台建设，用于进行实验室常规及应急病原体

鉴定和溯源任务。任中国微生物学会医学微生物学与免疫学专委会青年学组委员。

在童贻刚教授指导下，开发了利用二代测序数据确定噬菌体基因组末端的生物信

息学方法，仅利用噬菌体基因组测序的原始数据，无需额外实验，即可确定噬菌

体基因组的末端，为噬菌体基因组研究做出了较大的贡献；同时开发了温和噬菌

体和噬菌体相关整合移动原件的生物信息学分析技术，利用现有二代测序数据，

发现大量温和噬菌体，将温和噬菌体的全基因组数量提高 100倍以上，为温和噬

菌体的研究提供了大量的全基因组信息。

报告题目：Representation and Visualization of Genomic Data based on Nucleotide
Physicochemical Properties
报告人姓名：陈伟

报告人单位：成都中医药大学

报告人简介：

陈伟，成都中医药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生物信

息学和生物医学数据挖掘研究。主持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省

杰出青年基金等省部级以上项目多项，代表性研究成果在

Nucleic Acids Research，Molecular Therapy， Briefings in
Bioinformatics，Bioinformatics 等期刊发表。现任 Molecular
Therapy-Nucleic Acids 期刊副主编，中国计算机学会生物信

息学专委会委员、中国人工智能学会生物信息学专委会委员、

中国生物工程学会生物信息学专委会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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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题目：2019nCoVAS: 新冠病毒传播预测、基因组序列分析和心理应激评估

的在线服务

报告人姓名：肖铭

报告人单位：四川大学

报告人简介：

肖铭 博士后，讲师

2018 年 12 月于西南大学获得博士学位，2019 年 2 月至今在四

川大学计算机学院进行博士后研究工作。研究方向为生物信息

学，具体主要对生物基因组学大数据进行分析以研究其中的遗

传机制，并且构建基于高性能计算的生物信息在线服务。目前

承担国家博士后面上基金、四川大学专职博士后研发基金各一

项，近年来在包括 Briefings in Bioinformatics、Bioinformatics、
TCBB等 SCI杂志发表相关论文 10余篇，相关研究成果获得了 2020年四川省科

技进步二等奖 ，并申请专利一项，编写专著一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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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 告 题 目 ： Guitar: Annotation Guided full-length Transcript Acquisition and
quantification with Reads imputation
报告人姓名：徐云刚

报告人单位：西安交通大学

报告人简介：

徐云刚，西安交通大学基础医学院教授/博导。2014年 10月博士

毕业于哈尔滨工业大学计算机科学与技术学院（师从郭茂祖教

授），同时具有生物学学士和硕士学历。先后在美国Wake Forest
University、UT Health 以及 CHOP 任职博士后和助理教授至

2021年 1月，合作导师分别为周小波教授和刑毅教授。随后全职

加入西安交通大学并获得“青年拔尖人才支持计划”。徐云刚教授

从事生物信息学与计算生物学研究，长期围绕基因转录调控，针对整合分析多种

组学大数据和揭示生物发育及疾病发生机理的关键技术和科学问题，致力于开发

和利用机器学习方法，研究细胞内分子（如基因、非编码 RNA及多种表观遗传

修饰等）在发育过程中的协同作用以及疾病发生过程中的异常作用机制。截至目

前，核心参与自然科学基金 4项，美国 NIH 基金 4项。获得省级三等和厅级一

等科学技术奖各 1项；已在 Genome Biology、AJHG、Nucleic Acids Research和
Bioinformatics等生物信息学领域 SCI期刊发表论著 20余篇。

报告题目：Three chromosome-scale Papaver genomes reveal the evolutionary history
of morphinan biosynthetic pathway
报告人姓名：叶凯

报告人单位：西安交通大学

报告人简介：

叶凯教授本科和硕士分别毕业于武汉大学生命科学学院和药学

院，博士 (cum laude)毕业于荷兰莱顿大学(Leiden University)；
博士后阶段师从 Rolf Apweiler教授，在欧洲生物信息学研究所

(European Bioinformatics Institute)实现生物信息学研究对象从

蛋白质序列到基因组的转变。其后，分别在荷兰莱顿大学医学

中心(Leiden University Medical Center)和美国圣路易斯华盛顿

大学基因组研究所(The Genome Institute at Washington University in St. Louis)任
助理教授，开发了以 Pindel、MSIsensor为代表的系列基因组变异检测方法，受

邀参加千人基因组(The 1000 Genomes Project)、肿瘤基因组路线图计划(The
Cancer Genome Atlas, TCGA)等多项国际基因组项目。2016年初，叶凯教授全职

回国，在西安交通大学电信学部组建信息学与生命科学相结合的交叉学科团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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继续深入研究结构变异的检测、表征和功能。叶凯教授在 Nature、Science、Nature
Medicine等期刊发表 SCI论文 70余篇，包括 ESI高被引论文 15篇，ESI热点论

文 1篇，SCI他引总数为 22962。以通讯/共同通讯作者发表 SCI论文 21篇，近

五年 15篇。

报告题目：三代测序关键计算技术开发及应用

报告人姓名：肖传乐

报告人单位：中山大学中山眼科中心

报告人简介：

肖传乐，生物信息学博士，广东省杰出青年基金获得者，中山

大学中山眼科中心副研究员。长期致力于三代测序数据分析方

法开发及应用研究，近年来针对三代测序基因组学和表观遗传

学的基础研究及应用中出现的计算瓶颈问题建立了系列关键算

法和支撑软件。近五年以第一或通讯作者在 Nature Methods
（ 2017）、Molecular Cell（ 2018）、 Nature Communications

（2019,2021）、NAR（2017）和 Cell Discovery（2020）等期刊发表高水平 SCI
论文十余篇，其中 Q1区文章 7篇。曾主持省部级以上的项目 7项，其中国家基

金 3项。目前担任Current Gene Therapy和 Interdisciplinary Sciences: Computational
Life Sciences编委，曾担任过 Genome Biology和 Nature Communications，Briefing
in Bioinformatics和 Bioinformatics等多种杂志审稿人。

报告题目：医疗大数据和多组学数据整合模型及案例分析

报告人姓名：罗奇斌

报告人单位：北京奇云诺德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报告人简介：

罗奇斌，奇云诺德董事长，德国慕尼黑工业大学生物信息学

博士，互联网医疗中国会特约研究员，中国生物工程学会生

物技术与生物产业工作委员。《互联网+基因空间》主编，《互

联网+医疗健康：迈向 5P医学时代》副主编，《互联网+医疗：

重构医疗生态》联合作者，同时担任国内多家知名生物科技

网站专栏作者。联想之星创业 CEO 特训班第九期学员。曾

在中科院北京基因组研究所从事项目研发工作，担任 51CTO特约讲师。致力于

生命数据化和精准健康管理的推广和应用，通过生命大数据和人工智能实现“上
医治未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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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题目：clusterProfiler 4.0: A universal enrichment tool for interpreting omics data
报告人姓名：余光创

报告人单位：南方医科大学

报告人简介：

余光创，南方医科大学生物信息学系主任，研究方向为多组

学数据整合分析、数据可视化。开发多款生物信息学分

析 工 具 ， 包 括 clusterProfiler, GOSemSim, ChIPseeker,
ggtree 等，以第一作者或通讯作者发表 6 篇 ESI 高被引

论文，入选爱思唯尔 2020 年中国高被引学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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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会场九

主题:基因表达，调节大数据与分子进化

报告题目：Nucleosome assembly and disassembly in vitro are governed by chemical
kinetic principles
报告人姓名：蔡禄

报告人单位：内蒙古科技大学

报告人简介：

蔡禄，内蒙古科技大学生命科学与技术学院教授，

博士生导师。内蒙古自治区“功能基因组生物信息

学重点实验室”主任，“表观遗传学与生物信息学科

技创新团队”负责人。开展生物信息学、表观遗传

学等领域研究。曾经从事研究方向有：基因序列的

信息学分析、DNA结构、蛋白质-蛋白质相互作用

等。目前主要关注基因表达在表观遗传学层面的调控机制，开展核小体定位、组

蛋白修饰、RNA可变剪接等问题研究。获国家自然科学奖三等奖 1项，内蒙古

自治区自然科学奖一等奖 1项，自治区科技进步奖一等奖、二等奖各 1项，获自

治区优秀教学成果奖一等奖 2项。主持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 6项，发表 SCI 收

录 50余篇。出版《表观遗传学前沿》学术专著 1部，《生物信息学》教材 3部。

中国细胞生物学学会功能基因组信息学与系统生物学分会委员、中国生物工程学

会生物信息学与计算生物学分会委员。

报告题目：Non-canonical open reading frames encode functional proteins
报告人姓名：王宏伟

报告人单位：中山大学

报告人简介：

王宏伟，博士，副研究员，中山大学百人计划引进人才，主要从

事基因翻译调控的生物信息学研究，致力于利用翻译组学数据和

生物信息方法分析、挖掘与解析基因组上的非经典翻译事件，包

括 uORF, dORF, lncORF和 circORF等。目前以第一或通讯作者等

身 份 在 Genome Biology, Nucleic Acids Research, Briefings in
Bioinformatics等杂志上发表 SCI期刊论文 20余篇，包括开发完

成了翻译组学数据整合共享资源平台 RPFdb（NAR，2019）和可译性环状 RNA
相关的综合数据库 riboCIRC（GB，2021），系统阐明了 lncRNA的翻译对维持特

定细胞类型的功能具有重要的意义（NAR，2019），并受邀发表了领域首篇核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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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谱分析工具综述（2017，BIB）等。

报告题目：Quantifying phase separation property of chromatin associated proteins
under physiological conditions using anti-1,6-hexanediol index
报告人姓名：李婷婷

报告人单位：北京大学

报告人简介：

李婷婷，北京大学基础医学院副教授、博士生导师、PI，教育部

青年长江学者。清华大学生物信息学博士，主要研究方向为生

物大分子凝聚体组成及动态调控的计算解析。在 Nucleic Acids
Research、Cell Research等期刊发表 SCI论文 45篇，论文被 SCI
他引>1000 次，H 因子 20。作为课题负责人承担国家重点研发

计划蛋白质专项，作为负责人承担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4 项，作

为骨干参加 973计划等国家级课题 2项。担任中国人工智能学会生物信息学与人

工生命专委会委员、中国自动化学会智能健康与生物信息专委会委员、中国计算

机学会生物信息学专委会委员、生物物理学会生物大分子相分离与相变分会理事。

报告题目：CNNLSTMac4CPred: A Hybrid model for N4-acetylcytidine Prediction
报告人姓名：黄国华

报告人单位：邵阳学院

报告人简介：

博士，三级教授，现任邵阳学院信息工程学院院长；研究方向为深度学习、生物

医药大数据建模与分析；入选湖南省“121”创新人才工程，湖南省

普通高校青年骨干教师；为国家一流专业计算机科学与技术专业

带头人、湖南省一流学科计算机科学与技术学科带头人；在国际

SCI 刊物上发表学术论文 50 余篇，H 指数 15；担任 Current
Bioinformatics 、 Combinatorial Chemistry and High Throughput
Screening等期刊编委，受邀担任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in Medicine,

Bioinformatics, IEEE Transactions on NanoBioScience, BMC Bioinformatics,
Physics A, Current Bioinformatics, Journal of computational chemistry、Computers in
biology and medicine和 Journal of Inequalities and Applications等数 30个 SCI期刊

审稿人；主持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湖南省自然科学基金、湖南省科技厅

计划、湖南省教育厅重点科研课题、优秀青年科研课题等 10余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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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题目：基于计算方法解析细胞调控图谱

报告人姓名：高歌

报告人单位：北京大学

报告人简介：

高歌博士现为北京大学生物医学前沿创新中心(BIOPIC)、北京未来基因诊断高精

尖创新中心(ICG)、生物信息中心(CBI)暨蛋白质与植物基因研究

国家重点实验室研究员、博士生导师，首批国家“青年拔尖人才”。
作为国内自主培养的首批生物信息学博士，高歌博士长期专注于

生物信息新技术新方法开发， 采取数据导向、方法驱动的策略，

推进高水平生物信息学研究和技术发展。2016年至今，课题组自

主开发的十余个生物信息学新算法软件及数据库获超过 10亿次

外部有效访问，半数以上来自海外，跻身于国内自主开发最具国际影响力的生物

信息技术行列；期间所发表研究论文多篇入选 ESI Highly Cited (Top 1%) Paper，
Faculty 1000 Very Good Paper、中国生物信息学十大进展、中国生物信息学十大

数据库、中国热点论文榜等，累计它引逾万次，获评 Elsevier 中国高被引学者

(2020)。相关工作得到了国内外同行的认可，2013年作为生物信息方向唯一人选

入选国家首批万人计划青年拔尖人才，连续六届作为大陆唯一代表当选亚太地区

最早的生物信息学组织 APBioNet 理事暨中国代表(Liaison)，并于 2016~2018任
APBioNet副理事长 (Vice President on Education)。课题组当前研究集中在开发新

一代生物信息学方法与 技术，通过综合运用大数据与统计学习等计算方法，在

单细胞水平精准解析细胞调控图谱并探索其在生物医学方面的应用。

作为高校教师，高歌教授在专注科研的同时潜心教学，在国内率先开展了基于慕

课的生物信息学混合式教学实践，作为主讲教师创设的国际首门中英双语生物信

息学慕课 (MOOC) 五年共有来自全球 150 个国家 / 地区十八万余名学员注册

学习，入选国家首批精品在线课程 (2017)、首批国家级一流本科课程(2020)，相

关成果获北京高等教育教学成果一等奖 (2013~2017，第一完成人)，并于 2020
年入选首批教育部高教司在线教学国际平台，配套教材已由高等教育出版社正式

出版。所指导研究生连续三年获得北京大学优秀毕业生/北京市优秀毕业生，并

多人次获评国家奖学金及北京大学校长奖学金、三好学生、一等奖学金、优秀科

研奖、“创新奖”(学术类)等荣誉。N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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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题目：复杂疾病的生物网络与通路的模型构建及分析

报告人姓名：李春权

报告人单位：哈尔滨医科大学

报告人简介：

哈尔滨医科大学，医学信息学系，博士，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

研究领域为“复杂疾病的生物信息学与系统生物学”。研究方向为

“复杂疾病的生物分子网络与通路模型构建及分析方法研究”。曾
获得黑龙江省杰出青年科学基金、市劳动模范，哈尔滨医科大学

青年五四奖章，于维汉院士杰出青年培养基金，哈尔滨医科大学

十大青年科技人才奖。学术兼职包括：中国计算机学会生物信息

学专业委员会委员、黑龙江省生物信息学学会理事、中国病理生理学会动脉粥样

硬化专业委员会委员、黑龙江省慢性疾病基础研究与健康管理重点实验室-生物

信息方向负责人。人民卫生出版社出版《生物信息学理论与医学实践》一书担任

编委，全国性生物信息学培训班教师（共三期），全国生物信息暑期学校培训教

师，全国生物信息骨干教师培训班讲座教师。中科院计算所与哈医大联合举办的

《中科生信讲堂》全国生物信息培训班，哈医大讲师团负责人及主讲人。迄今已

累计发表 SCI研究论文 60余篇，总影响影子>240。第一作者、共同第一作者或

通讯作者论文 40余篇。其中，IF >5的论文多于 20篇，IF >10的论文 10篇，中

科院 JCR一区论文 13篇。多篇论文发表在《Nucleic Acids Research》、《Briefing
in bioinformatics》、《Bioinformatics》、《Gastroenterolog》、《Nat Commun》等国际

高影响力杂志上。作为项目负责人，主持黑龙江省自然科学基金杰出青年项目、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青年基金项目、国家教育部高等

学校博士点学科专项科研基金项目、于维汉院士杰出青年培养基金等课题。开发

了 SubpathwayMiner、SEanalysis、KnockTF、LncSEA等分析软件和平台，已被

美国、英国、德国、日本、加拿大、韩国等几十个国家的研究机构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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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题目：细胞异质性分析方法研究

报告人姓名：李敏

报告人单位：中南大学

报告人简介：

李敏，中南大学计算机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副院长，主要

从事生物信息学与数据挖掘研究，主持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点

项目、优秀青年项目、面上等国家和省部级科研课题十余项。

担任湖南省人工智能与医学大数据国际联合实验室主任、生物

信息学湖南省重点实验室副主任、中国计算机学会生物信息学

专委会委员、中国人工智能学会-生物信息学与人工生命专业委

员会常务委员等学术职务，担任《Current Protein & Peptide Science》、《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Data Mining and Bioinformatics 》、《 Interdisciplinary Sciences:
Computational Life Sciences》等期刊编委，担任 ISBRA2019、ICPCSEE2017等国

际会议的程序委员会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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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会场十

主题: 精准医疗大数据与医学生物信息学

报告题目：GapClust: a light-weighted approach distinguishinges rare cells from
voluminous single cell expression profiles
报告人姓名：俞章盛

报告人单位：上海交通大学

报告人简介：

俞博士现任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临床研究中心主任，生物信息

及生物统计系长聘正教授，耶鲁大学医学院客座教授，主要研

究方向为临床统计方法学。在生物统计方法及医学 SCI期刊中

发表了八十余篇的论文。被两本国际统计学 SCI 杂志聘为

Associate Editor， 及被两本医学 SCI期刊聘为 Statistical Editor
或 Editorial board member。2009-2013年先后担任中印第安纳统

计协会的副会长和会长。世界中医药联合会临床统计专业委员会副会长，上海市

“东方学者”特聘教授，上海市海外高层次人才特聘专家。

报告题目：生物信息学在公共卫生大数据中的应用

报告人姓名：杜向军

报告人单位：中山大学

报告人简介：

杜向军,中山大学公共卫生学院（深圳）副院长，教授，博

士生导师。2005年华中科技大学物理系本科毕业，2010年
中科院生物物理所生物信息学博士毕业，之后在美国国立卫

生院生物信息学中心（NCBI）、密歇根大学以及芝加哥大学

生态进化系从事计算系统生物学研究。2018 年加入中山大

学，负责传染病系统生物学研究平台建设，研究方向侧重运

用统计学习、理论建模以及高通量实验技术等多种手段，整合从微观到宏观的多

维异质信息，定量研究多种系统因素与传染病的产生、演化、传播、感染免疫以

及致病复杂关系，揭示并定量描述背后机制，指导传染病日常监测、预警、防控

与治疗。代表性成果包括基于序列流感快速准确抗原预测与疫苗株推荐，基于动

力学模型流感长期预测预警，基于模型新冠肺炎系统防御策略等，研究成果先后

在 Science Translational Medicine，Nature Communication， Genome Research，
Nucleic Acid Research，Briefings in Bioinformatics, Emerging Microbes & Infections,
Journal of Medical Internet Research等国际高水平杂志上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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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题目：Characterizing relevant microRNA editing sites in Parkinson's disease
报告人姓名：郑云

报告人单位：昆明理工大学

报告人简介：

郑云现任昆明理工大学灵长类转化医学研究院/省部共建非人灵

长类生物医学国家重点实验室研究员。郑云 1998年毕业于北京

航空航天大学，获得制造工程工学学士学位；2007年毕业于新

加坡南洋理工大学，获计算机科学专业博士学位。郑云于 2018
年发表了一部唯一作者全英文学术专著《 Computational
Non-coding RNA Biology 》 （ Academic Press ， ISBN

9780128143650），另编辑了一部学术专著。郑云发表了 46篇第一或通讯作者 SCI
期刊论文，其中包括 5 篇 1 区论文，23 篇 2 区，单篇论文最高影响因子 43
（《Nature》），累计影响因子超过 200。郑云所发表论文的累计引用次数超过 3300
次，h指数为 27。郑云是两项发明专利的第一申请人。郑云主持了两项国家自然

科学基金（项目编号 31460295和 31760314），参与了多项国家重大研究计划。

他从 2005年 12月到 2006年 8月在新加坡国立大学担任Research Fellow，从 2006
年 8月至 2009年 1月在美国圣路易斯华盛顿大学任 Research Associate,从事博士

后研究。他从 2009年 1月至 2013年 8月任复旦大学发育生物学研究所副教授，

PI。他是 Frontiers in Genetics（IF=4.06）的副主编（Associate Editor）和 PLOS ONE
的学术编辑。郑云是第 20届国际生物信息学会议（InCoB 2021）和第 29届国际

基因组信息学会议（GIW 2018）的主席。

NC
CB
B 
20
21



69

报告题目：Precision Public Health: An Updated Version of Genomic Epidemiology
报告人姓名：乐敏

报告人单位：浙江大学

报告人简介：

乐敏，浙江大学“百人计划”研究员，获得中组部国家特聘专家（国

家“千人计划”青年项目），浙江省海外高层次人才引进计划，浙

江省杰出青年基金获得者，“南太湖精英计划”领军人才（短期）；

2010 年获华中农业大学博士学位（师从陈焕春院士），

2010.7-2016.8在宾夕法尼亚大学（与哈佛大学齐名的八所常春藤

高校之一）兽医学院工作，先后担任博士后和助理研究员；一直

致力于人兽共患细菌病原和重要家畜疫病病原为病因的传染病研究，利用基因组

学和系统生物学手段研究传染病的致病机制，以及耐药菌株/耐药基因的分子进

化规律。近年来在 Nature 子刊等杂志发表 SCI论文四十余篇，总他引近千次。

入选大英抗菌化学治疗学会会士，获全球微生物领域杰出评阅人奖、美国微生物

学会少数族裔杰出导师奖和二十四届费城感染与免疫大会报告奖；第一完成人获

省部级奖励三项。申报国家发明专利五件。多次受邀参加国际国内会议及学术交

流，学术成果口头报告三十余次。目前担任中国微生物学会兽医微生物学常务委

员（青年），中国畜牧兽医学会高级会员，动物传染病分会流行病学专业组委员，

兽医公共卫生分会理事；传染病诊治国家重点实验室固定人员，深圳未知病原体

应急检测重点实验室学术委员会委员；美国农业科研中心基金和Medjaden青年

基金评委；担任 Frontiers in Veterinary Science 副主编， Foodborne Pathogens and
Disease, Frontiers in Microbiology 和浙江大学学报(农业与生命科学版)等杂志学

术编委，作为审稿人为 Infection & Immunity、Food Microbiology等 50余种国际

学术期刊的审稿 200余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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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会场十一

主题: 癌症大数据研究专题

报告题目：Network and Applications in Cancer Proteome Data Analysis
报告人姓名：李婧

报告人单位：上海交通大学

报告人简介：

李婧，教授、上海交通大学生命学院生物信息学与生物统计学系。

研究方向：蛋白质组生物信息学，聚焦关键性与致病性蛋白质的

精准鉴定、功能风险注释、 蛋白质组数据统计建模、药靶小肽

预测等科学问题，累计在 Cell、Nature、Genome Biology、Molecular
Systems Biology、Molecular & Cellular Proteomics、 Journal of
Proteome Research、Bioinformatics等领域内重要期刊发表 SCI论

文 30余篇；目前担任中国蛋白质组学专业委员会委员；曾获上海市浦江人才计

划；2021年被美国化学学会 Journal of Proteome Research杂志遴选为年度全球 40
位“Rising Stars in Proteomics and Metabolomics”之一。

报告题目：肿瘤数据挖掘的生物信息学

报告人姓名：郭安源

报告人单位：华中科技大学

报告人简介：

华中科技大学生命科学与技术学院教授，国家 “优青”（2018）和

湖北省“杰青”（2020）。研究方向：肿瘤生物信息学，包括肿瘤多

组学数据挖掘，肿瘤免疫分析，表达调控网络等的生物信息方法

和数据库构建，及其在肿瘤和细胞外囊泡中的应用研究。长期致

力于肿瘤分子与免疫调控相关的生物信息学研究。在肿瘤分子与

免疫调控相关的生物信息学算法、数据库和应用方面分别取得了

多项创新研究成果，包括：1）开发了肿瘤分子与免疫调控生物信息新方法，包

括：T细胞亚群丰度预测方法 ImmuCellAI、T细胞受体（TCR）鉴定方法 CATT
和转录因子与 miRNA共调控网络分析方法 FFLtool等；2）建立了多个肿瘤分子

调控和免疫调控相关数据库，如 AnimalTFDB、hTFtarget、miRNASNP和 TCRdb；
3）应用新的生物信息算法和全面的数据库开展肿瘤研究，建立模型预测肿瘤免

疫治疗的响应，并发现了细胞外囊泡诱导白血病发生和延缓衰老过程中的关键调

控因子。近 5年来在 Advanced Science、Science Translational Medicine、Nucleic
Acids Research和 Cancer Research等期刊发表论文 30余篇，多篇高被引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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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题目：基于内源性逆转录病毒序列的肿瘤早期诊断

报告人姓名：许立达

报告人单位：北京化工大学

报告人简介：

北京化工大学生命科学与技术学院副教授。北京师范大学系统理论专业博士，美

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医学院博士后。主要研究方向包括：重要疾

病相关的多组学数据整合分析、抗体药物的设计与预测等。

报告题目：Integrative Analysis of Multi-Dimensional Cancer Genomics Data
报告人姓名：郑春厚

报告人单位：安徽大学

报告人简介：

郑春厚，安徽大学人工智能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近年来，在 Bioinformatics、
Briefings in Bioinformatics、Neural Computation、IEEE/ACM Transactions 系列会

刊等国内外重要学术刊物发表论文 100余篇。主持国家重点研发

计划课题 1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 4项（其中重点项目 1项）、

省部级课题多项。2007 年获中国科学院王宽诚博士后工作奖，

2010年获安徽省自然科学一等奖（第二完成人），2016年获教育

部自然科学一等奖（第二完成人），2019年获安徽省自然科学二

等奖（第一完成人）。多次担任国际学术会议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Intelligent Computing” Publicity Co-Chair 及 Program Committee
Member。现任中国计算机学会生物信息学专业委员会委员、中国自动化学会人

工智能与机器人教育专业委员会委员。N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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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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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人姓名：唐继军

报告人单位：天津大学

报告人简介：

唐继军博士，美国南卡罗来纳大学计算机科学与工程系教授，天津大学智能与计

算学部特聘教授。1994 年获得天津大学海船系船舶工程学士，

1996年获得天津大学海洋 工程硕士，2004年获得美国新墨西哥

大学计算机科学博士学位。从 2004年起任职美国南卡罗莱纳大

学工程和计算学院计算机系至终身教授。主要研究领域为生物信

息和计算生物学，研究方向为算法设计分析，高性能计算，和机

器学习等。主要通过算法，机器学习以及数学和统计方法，利用

多组学数据高效和精确分析基因组进化和系统发育，建立和显示基因组三维空间

模型，采集和挖掘生物医学和药学大数据，以及构建相关生物信息学计算平台。

迄今在国际会议和期刊上发表文章百余篇，研究项目多次 获得美国 NSF，NIH，
NEH和中国自然基金等机构的支持。

报告题目：抗癌大业的现状,挑战和从数学肿瘤学和昼夜节律视角的应对（线上）

报告人姓名：朱景德

报告人单位：集智同行（gathering wisdom to strive）

报告人简介：

1984. 获得英国格拉斯哥大学病理系博士

1985-1990，PI, 中国科学院上海细胞生物学研究所，

1990-2001，3个英国学术研究单位和一个生物医药公司（PI）
2001-2014，PI，癌基因及相关基因国家重点实验室，2012-2020
中科大附一院（http://i.bio360.net/z/Cancer/index.html）
2018- 集智同行（Gathering wisdom to strive）动议

目前主要致力于高效溶瘤腺病毒药物产业化和临床应用。除

了肿瘤基础和转化医学研究和推动国际和地区的表观遗传组学研究以外，通过主

办高品质的表观遗传学，瘤转化医学，数学肿瘤学， 昼夜节律疾病和集智同行

等高品质学术会议，推动高学科跨度，多学科整合，针对重大生物医学问题的系

统研究。 共发表包括在 Cell， Nature Biotech在内的 SCI杂志上论文 60余篇，

获得美国专利 3个，国内专利 4个。担任过国际表观遗传组学，AACR表观遗传

组专家成员，亚洲表观遗传组学联盟创建人。

报告题目：基于基因组学数据的癌症风险及其预后挖掘（线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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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头报告列表 

（按姓名拼音排序） 

姓名 单位 口头报告题目 

曹焕生 昆山杜克大学 
Topological organization of genome-scale 

metabolic networks 

陈河兵 军事医学研究院 三维基因组算法开发与应用 

陈露 华中农业大学 
动态表达长链非编码 RNA 在斑马鱼性别分化

中的作用机制 

陈小舒 中山大学 
Transcriptome Analysis in Yeast Reveals the 

Externality of Position Effects 

陈永明 中国农业大学 
泛基因组时代同源推断算法 GeneTribe 及在小

麦族中的应用 

陈振夏 华中农业大学 

Enriched G-quadruplexes on the Fly Male X 

Chromosome Function as Insulators of Dosage 

Compensation Complex 

单娜阳 清华大学 
A novel transcriptional risk score for risk 

prediction of complex human diseases 

董校生 华中科技大学 
An intelligent method to classify DNA sequences 

for DNA storage by deep learning 

付圣莉 青岛大学附属医院 

Study on the construction and application of deep 

learning based imaging aided diagnosis model of 

intracranial aneurysms 

高军涛 清华大学 
基于机器学习的抗癌协同药物组合预测及基

于四维基因组的分子机理可视化 

葛春霞 滨州医学院 

The reference genome of Miscanthus 

floridulus illuminates the evolution of 

Saccharinae 

何丹 
中山大学孙逸仙纪念医

院 

Prioritization of schizophrenia risk genes from 

GWAS results by integrating multi-omics data 

何松 
军事科学院军事医学研

究院 
基于深度森林和图神经网络的联合用药预测 

和夫红 
中国科学院北京基因组

研究所 

单细胞转录组刻画急性白血病化疗缓解后的

残留亚群及其特征 

胡伦 
中国科学院新疆理化技

术研究所 

Predicting HIV-1 protease cleavage sites with 

positive-unlabeled learning 

胡萌洋 陕西师范大学 
A multiple logic gate platform based on 

spontaneous regulation of D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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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炳顶 深圳技术大学 
MSIDetector: Detection of Microsatellite 

Instability Status from Targeted Sequencing Data 

贾佩林 
中科院北京基因组研究

所 

Transcriptome Imputation and Cell-type 

Deconvolution for Human Brain with 

Spatiotemporal Precision 

姜雪 上海交通大学 
Investigation of Genetic Risk Factors of 

Alzheimer’s Disease 

降帅 
中国科学院北京基因组

研究所 

Cell Taxonomy: a standardized cellular 

taxonomy reference database 

金丹钰 江南大学 
基于进化信息和分段分布的蛋白质亚细胞定

位预测  

景莹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 

Association between sex and immune-related 

adverse events during immune checkpoint 

inhibitor therapy 

黎斌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APEC：基于染色质开放模式的单细胞 ATAC-

seq 分析算法 

李津臣 中南大学湘雅医院 自闭症生物信息学 

李明辉 苏州大学 
Identification of functionally important missense 

mutations based on molecular phenotypes 

李永生 海南医学院 
Functional characterization of the regulons for 

immune-related pathways across cancer types 

李煜 香港中文大学 
HMD-ARG: hierarchical multi-task deep 

learning for annotating antibiotic resistance genes 

刘畅 江南大学 

Bioinformatics analysis of the mechanisms of 

aloe polysaccharides on mitigating ulcerative 

colitis in mice via Nrf2HO-1 signaling pathway 

and gut metabolism 

刘国庆 内蒙古科技大学 
DNA energetics-based understanding of 

nucleosome positioning 

刘家璇 兰州大学 
An Image Filter algorithm for Cryo-EM Based 

on Energy Density 

刘沙沙 滨州医学院 
PLATZ2 调控拟南芥盐胁迫响应的 

机理研究 

刘振栋 山东建筑大学 
基于深度学习的 RNA 三级结构分析预测算法

研究 

罗怀超 
电子科技大学信息生物

中心 

Characteristics and diagnostic significance of the 

repertoire features of peripheral blood T cell 

receptor in patients with lung indeterminate 

nodules 

倪志结 
武汉大学数学与统计学

院 
基于张量分解的细胞通讯定量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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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尚伟 哈尔滨医科大学 
LncRNAs and human cancer: bioinformatics 

insights and challenges 

彭利红 湖南工业大学 

Discovery of potential therapeutic drugs for 

COVID-19 through logistic matrix factorization 

with kernel diffusion 

彭友松 湖南大学 
Characterization and prediction of virus 

receptorome 

彭振 
河南大学 

A Novel Liver Cancer Classification Method 

Based on Patient Similarity Network and 

DenseGCN 

强薇 中山大学 水稻扬花结实多阶段分子网络遗传机制研究 

任鹏 

清华大学附属北京清华

长庚医院，清华大学临

床医学院 

Knowledge Graph Enabling Data Distilling for 

KOA 

任彦亮 华中师范大学 
基于 BA-SAMP 策略的共价抑制剂从头设计

与应用 

邵文广 上海交通大学 精准医疗中的蛋白质组学算法研究 

沈俊强 江南大学 
基于自适应 Metropolis 算法的德里疫情参数估

计及灵敏度分析 

石婷 上海交通大学 
Theoretical Studies on the Mechanisms of 

Thioesterase-catalyzed Polyketide Chain Release 

时硕 
中国科学院北京基因组

研究所 

RefRGim: an intelligent reference panel 

reconstruction method for genotype imputation 

with convolutional neural networks 

苏现斌 上海交通大学 
Clonal structure and evolution in liver cancer 

based on single-cell somatic mutations 

谈庆 武汉大学 
结直肠癌影像组学特征与 KRAS 基因突变关

联性分析 

王成健 青岛大学附属医院 

Study on the construction and application of deep 

learning based imaging aided diagnosis model of 

intracranial aneurysms 

王劼媛 中山大学 
拟南芥花发育多阶段蛋白质相互作用网络比

对研究 

王颉媛 中山大学 
拟南芥花发育多阶段蛋白质相互作 

用网络比对研究 

王金凯 中山大学 
Integrative network analysis identifies cell-

specific trans regulators of m6A 

王烨程 江南大学 
Clustering Fusion Technology Based on Granular 

Computing to Extract Cervical Cancer Predictors 

王银鹰 
中科院北京基因组研究

所 

Deep generative neural network for accurate drug 

response imputation 

王永情 河南师范大学 
PPDTS: Predicting Potential Drug Target 

Interactions Based on Network Similar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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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卓 上海交通大学 

Integrated regulatory-metabolic network for 

molecular subtyping and potential targets 

identification for Hepatocellular Carcinoma 

郗孙凡 陕西师范大学 

Target-induced logic gate for intelligent 

recognition tetracycline powered by a triple-

stranded DNA nanoswitch 

徐沁 上海交通大学 
Molecular dynamics simulations on the serine 

protease domain of coagulation factors 

闫成飞 华中科技大学 

Improved protein contact prediction using 

dimensional hybrid residual networks and 

singularity enhanced loss function 

杨建 
浙江大学生物医学工程

与仪器科学学院 

A visual phenotype-based differential diagnosis 

process for rare diseases 

杨建荣 中山大学中山医学院 

Dissimilation of synonymous codon usage bias in 

virus-host coevolution due to translational 

selection 

杨宗澄 山东大学口腔医学院 

YKT6 作为口腔鳞状细胞癌预后和免疫治疗响

应潜在预测标志物，与癌细胞侵袭，转移和

肿瘤微环境 CD8 + T 细胞浸润有关 

昝乡镇 广州大学 
A three-level error correction strategy for text 

DNA storage 

张朝 复旦大学 

Characterization of the dual functional effects of 

heat shock proteins (HSPs) in cancer hallmarks 

to aid development of HSP inhibitors 

张海仓 中科院计算所 
Interpretate human genetic variants using deep 

representation learning 

张学礼 广东省人民医院 

A network-based cross-omics study for 

Alzheimer's disease and Age-related macular 

degeneration: from shared genetic etiology to 

biomarker discovery 

张永红 重庆医科大学 
Probing the hepatotoxicity of chemicals by using 

network medical strategies 

仲常青 电子科技大学 

Different lipid environments of PTCH1 monomer 

and dimer-Shh complex regulate the cholesterol 

binding abi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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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议墙报列表
（按姓名拼音排序）

编号 墙报报告题目 报告人 单位

1
Cardiovascular Disease Risk Mitigation via

Reinforcement Learning
卞海洋 清华大学自动化系

2
Impact of systematic factors on the outbreak outcome of

novel coronavirus disease (COVID-19) in China
曹子成

中山大学公共卫生学院（深

圳）

3
Meta-transcriptomic analysis reveals the gene expression
and novel conserved sub-genomic RNAs in SARS-CoV-2

and MERS-CoV.
陈磊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

4
Evolution of Salmonella Chromosomes and Its Influence

on Chromosomal Topology, Interaction and Gene
Expression

陈泽伟 深圳大学

5
DTI-MLCD: predicting drug-target interactions using
multi-label learning with community detection method 褚晏伊 上海交通大学

6
Association between circadian strength and cognitive

functions in adolescents
崔舒雅 上海交通大学

7
A novel machine learning for classifying autism spectrum

disorder based on rs-fMRI data of ABIDE
戴中洋

中国科学院深圳先进技术研

究院

8
Progressive hearing loss and degeneration of hair cell in

Tmco1-/- knockout mice
董雅宁 滨州医学院

9 甲型流感病毒重配网络研究 龚行飞 军事医学研究院

10 病毒毒力耐药及易感性演化生物信息学研究 郭金旦
中国医学科学院中国实验动

物研究所

11
SOMDE: A scalable method for identifying spatially

variable genes with self-organizing map
郝敏升 清华大学

12
The Mechanism of miR-16-5p Affecting Proliferation and

Migration of Lung Adenocarcinoma Cells
黄荣坤 滨州医学院

13
Blood pressure and early diabetic retinopathy: A

Mendelian Randomization study
黄煜 广东省人民医院

14
Genome Warehouse: A Public Repository Housing

Genome-scale Data
贾曜恺

中国科学院北京基因组研究

所（国家生物信息中心）

15 GV971组分抑制 Aβ42单体构象转换的分子机理研究 蒋露莹 天津科技大学

16
TAGET: A toolkit for analyzing full length transcripts

from single molecular sequencing
金子捷 北京大学

17
BSDMR: a region-based method for quantitating the
conservation and divergence of methylation patterns

across species by high order features
亢红恩

中国科学院北京基因组研究

所（国家生物信息中心）

18
Application of Computer-assisted technology in Distal

radius fractures: Status and Prospects
柯竟悦 滨州医学院

19
m6ARNAMethylation Regulator-Based Signature for
Prognostic Prediction and its Potential Immunological

Role in Uterine Corpus Endometrial Carcinoma
黎青青 皖南医学院医学信息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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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A novel Multitask ant colony optimization method for

detecting multi-order SNP interactions
李超 西安邮电大学

21
Cotton pan-genome retrieves the lost sequences and genes

during domestication and selection
李健英 华中农业大学

22

Single Cell RNA Sequencing Revealed Heterogeneity of
Peripheral Blood Mononuclear Cells of Patients with

Takayasu’s Arteritis
李卫民

北京医院、首都医科大学附属

北京胸科医院

23
BIO-KG: a platform for building literature based

biomedical knowledge graph
李旭 天士力国际基因

24
Deciphering protein molecular dynamics by graph
machine learning: a case study of HIV envelope

glycoprotein gp120
李毅 大理大学

25
Estimating the strength of correlated evolution in cell type

transcriptomes at the gene level
梁聪 天津大学

26
A tumor progression related 7-gene signature indicates
prognosis and tumor immune characteristics of gastric

cancer
刘奋 山东大学

27
neuroCNVscore：一种量化 CNV在神经发育障碍中影

响的监督方法
刘玄石 北京儿童医院

28
DeepIPs: comprehensive identification of

phosphorylation site of SARS-CoV-2 infection with
deep-learning

吕昊 电子科技大学

29
Meta-transcriptomic analysis reveals the gene expression
and novel conserved sub-genomic RNAs in SARS-CoV-2

and MERS-CoV
吕霖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

30 人工智能在卒中后平衡障碍的康复应用 马圣楠 滨州医学院

31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multi-center clinical trial of

the low-dose chemotherapy registry system
马英克

中国科学院北京基因组研究

所（国家生物信息中心）

32
Interrogating the Safety of CRISPR/Cas9 System

Considering Chromatin Accessibility and Transcriptome
孟秋辰 清华大学

33
二芳基甲基哌嗪类 阿片受体混合激动剂的构效关系

与优化研究
潘陈玲 北京市计算中心

34
PWO-CPI: prediction of compound-protein interaction

using structural images of compounds
Ying Qian East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35 G四链体的功能和演化 钱胜 华中农业大学

36 一种兼具纠错与比对功能的分布式 DNA聚类方法 曲冠锦 天津大学

37
WGDI: A user-friendly toolkit for evolutionary analyses
of whole-genome duplications and ancestral karyotypes

孙朋川 四川大学生命科学学院

38
Single cell cell-type specific gene regulatory network

inference based on Mixture Poisson log-normal graphical
model

唐俊杰 北京大学数学科学学院

39
基于深度学习与多层次信息融合的药物靶标亲和性预

测
唐跃威 山东大学

40
Active Semi-supervised Model for Efficiently Identifying

Anticancer Peptides
汪丽 湖南大学

41 Data Integration and Cell Deconvolution with Stably 汪业军 深圳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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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pressed Genes Identified at Single-cell Level

42
Shiny-COVID-19-test-kits: a web-based shiny application
integrates and analyzes the COVID-19-test-kits inform

Lei Wang 西北工业大学

43
AUnified Framework for the Prediction of Small

Molecule-MicroRNAAssociation Based on Cross-Layer
Dependency Inference on Multilayered Networks

王纯纯 中国矿业大学

44
A noncoding regulatory RNAGm31932 induces cell
cycle arrest and differentiation in melanoma via the

miR-344d-3-5p/PRC1 (and NUF2) axis
王丹 滨州医学院

45
EWAS Data Hub: a resource of DNAmethylation array

data and metadata
王国梁 北京基因组研究所

46
eHSCPr discriminating the cell identity in endothelial to

hematopoietic transition
王浩 内蒙古大学

47
Drug repurposing for the COVID-19 by using

Network-based methods
王红 重庆医科大学

48
miRNA-4763-3p targeting RASD2 is a potential
biomarker and therapeutic target for Schizophrenia

王娇 上海大学

49
Comparative genome analyses highlight

transposon-mediated genome expansion and the
evolutionary architecture of 3D genomic folding in cotton

王茂军 华中农业大学

50
RPPA反相蛋白微阵列技术和 DSP 数字空间组学技术

在癌症系统生物学及多组学数据挖掘中的应用
王楠

非因生物科技(山东)有限公

司

51
Transfer learning with molecular graph convolutional
networks for accurate modelling and representation of
bioactivities of ligands targeting GPCRs without

Jiansheng
Wu

南京邮电大学

52
Single cell gene regulatory network analysis based on

Poisson log-normal graphical model
肖非依 北京大学

53
内质网应激参与 Cdh23基因突变小鼠内耳毛细胞损伤

的实验研究
谢道莉 滨州医学院

54
Prediction of Pathologic Complete Response in Breast
Cancer Neoadjuvant Chemotherapy using Dual-branch
Convolutional Neural Network on Ultrasound Image

谢江 上海大学

55
GMQN: A reference based method for correcting batch
effects as well as probes bias in HumanMethylation

BeadChip
熊壮 中科院北京基因组研究所

56
基于TCGA与GEO数据库联合分析肾透明细胞癌的免

疫微环境研究
徐江帆 湖北大学

57
基于区块链和机器学习的中文个人医疗信息安全共享

机制
徐琳 安徽师范大学

58
基于区块链和机器学习的中文个人医疗信息安全共享

机制
徐琳 安徽师范大学

59
A systematic error-correcting code for DNA storage:

correcting multiple edit errors, and linear-time
encoder/decoder

闫子慧 天津大学

60 a major role for ferroptosis in PGPS-induced otitis media 颜斌 滨州医学院

61
PlaPPISite: a comprehensive resource for plant

protein-protein interaction sites
杨晓迪 中国农业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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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
The Mechanism of NEDD1 Affecting Proliferation and

Migration of Lung Adenocarcinoma Cells
杨臻 滨州医学院

63
口腔鳞状细胞癌铁死亡调控模式的多组学分析和肿瘤

微环境特征
杨宗澄 山东大学口腔医学院

64
HGDTI Predicting drug-target interaction by using

information aggregation based on heterogeneous graph
neural network

余立毅 景德镇陶瓷大学

65
Modeling the syn cycle in the light activated opening of

the Channelrhodopsin-2 ion channel
袁帅 重庆邮电大学

66 AMutation Network Method for Transmission Analysis
of Human Influenza H3N2

张弛
中山大学公共卫生学院（深

圳）

67 癌痛用药决策支持系统的关键技术研究 张露 中南大学湘雅医院

68
均聚物限制和GC含量限制下的DNA存储纠错编码方

案
张瑞 南开大学陈省身数学所

69 旅行商问题在生物网络模块挖掘中的应用 张润 鲁东大学

70
Classification of Cancer Subtypes Tissue-of-Origrin on

Gene Expression Profile
张珊 山东科技大学

71
Prediction of synergistic drug combinations in cancer
with integration of drug gene expression signatures and

cancer prioritized targets
张文

天士力国际基因网络药物创

新中心有限公司

72 基于深度学习和混合采样的癌症进展阶段分类研究 张彦
大连海事大学环境科学与工

程学院

73
NCPT: A Network Community Partition Method of
Selecting TagSNP-Set on Linkage Disequilibrium in

Genome-Wide Association Studies
张玉林 山东科技大学

74 哺乳动物中可变剪接的调控进化和功能研究 赵飞扬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生命科学

学院

75
基于膝关节生物力学下的膝关节慢性疼痛矫形器应用

现状
左慧颖 滨州医学院康复医学院

76
RaacBook：用于序列依赖性推断的氨基酸约化特征提

取分析平台
左永春 内蒙古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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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生物工程学会

联系地址： 北京市朝阳区北辰西路�号院�号    邮政编码：������
联系电话： ���-��������

学会网址： www.biotechchina.org
学会邮箱： xh@im.ac.cn

中国生物工程学会 基因中国“码”上入会

中国生物工程学会（Chinese Society of Biotechnology，CSBT）成立于����年，是全国性、学术性和
非营利性的科技社团组织，是中国科协的组成部分。首任理事长：谈家桢院士，现任理事长：高福院士。

中国生物工程学会成立以来，主办、承办、协办了多个国际、国内学术交流活动，为促进生物技术与生物
产业发展、提高国民素质、促进经济和社会发展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学会性质：由从事生物工程活动的中国科技工作者和企事业单位自愿组成并依法登记成立的全国性、
学术性、非营利性的社团法人，是中国科学技术协会的组成部分。

学会定位：为科技工作者服务，为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服务，为提高全民的科学素质服务。

学会宗旨：团结全国各领域从事生物工程研究开发、生产经营、科研管理、教学普及和情报出版等各方
面的科技人员，致力于推动国内外学术交流、科学普及和产业发展，加速研究成果向生产转移，为科技工作
者服务，为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服务，为提高全民科学素质服务，促进我国的经济和社会发展。

组织机构：根据学科特点和工作需求，学会设立��个专业委员会、�个工作委员会和�个行业指导委员
会，分别为：

学会会员：学会拥有一批生物技术研究和生物产业领域的团体会员和个人会员，其专业范围涉及生物
技术各领域，研究成果被广泛用于医药、农业、工业、环境保护、海洋等国计民生的各个方面。

学会出版物：《中国生物工程杂志》、《合成生物学》和《中国生物产业发展报告》，这些出版物已成为我国
生物技术科技工作者发表研究成果、沟通学术思想、交流学术经验、促进生物技术产业化的重要园地。

◉ 医学生物技术专业委员会

◉ 农业生物工程专业委员会

◉ 工业及环境生物技术专业委员会

◉ 海洋生物技术专业委员会

◉ 糖生物工程专业委员会

◉ 生物资源专业委员会

◉ 计算生物学与生物信息学专业委员会

◉ 转化医学专业委员会

◉ 氨基酸生物技术专业委员会

◉ 生命科学仪器专业委员会

◉ 生物传感、生物芯片与纳米生物技术

专业委员会

◉ 林业生物工程专业委员会

◉ 微生物组学与技术专业委员会

◉ 精准医学专业委员会

◉ 动物生物技术专业委员会

◉ 细胞分析专业委员会

◉ 合成生物学专业委员会

◉ 食品生物技术专业委员会

◉ 抗体工程专业委员会

◉ 干细胞与组织工程专业委员会

◉ 系统生物医学专业委员会

◉ 国际合作与海外事务工作委员会

◉ 科普工作委员会

◉ 继续教育工作委员会

◉ 生物技术促进工作委员会

◉ 生物技术与生物产业信息工作委员会

◉ 青年工作委员会

◉ 生物安全工作委员会

◉ 全国生物技术职业教育教学指导委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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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生物工程杂志
CHINA BIOTECHNOLOGY

生命科学核心学术期刊    生物产业主流传播媒介

《中国生物工程杂志》创刊于����年，是报道我国生物技术研究开发重要成果和国内外最新进展的国家
级专业核心学术期刊，中国生物工程学会会刊，中国科学院主管，中国生物工程学会、科学技术部中国生物
技术发展中心和中国科学院文献情报中心主办，月刊。

办刊宗旨：反映生物工程学科的学术水平与发展动向，报道本学科重大研究成果与进展，推动生物工程
领域的学术交流，引导研究人员的科研活动与研究方向，促进生物技术新理论与新技术的传播，促进我国生
物技术产业化。

学术影响：《中文核心期刊要目总览》核心期刊、中国科技论文统计源期刊（中国科技核心期刊）、中国科
学引文索引核心期刊、中国科学院主管期刊、中国生物工程学会会刊，被美国化学文摘（CA）、英国《国际农
业与生物科学研究中心》（CABI）等国内外著名检索系统和相关领域文摘类期刊收录。

主要内容：生物工程及相关领域，包括生物医药、生物农业、生化工程与生物制造、生物能源、生物材料、
环境生物技术、海洋生物技术、生物技术产业化等。

重点栏目：研究报告、技术与方法、综述、专家论坛、学科前沿、专题评论、知识产权、研发动态、产业动
向、会议报道等，突出学术性、前沿性、指导性和实用性，刊期短，信息量大。

发行特点：本刊发行覆盖全国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及香港、台湾地区，拥有海外有关大学、研究机构和
图书馆的较多订户，和国外专业图书馆有广泛的刊物交换联系。

读者对象：承担生物技术领域国家重点计划课题、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的课题负责人和研究人员，高
等院校生物专业教师、研究生，国家和省部级重点实验室及相关研究开发机构的科研人员，制药、化工、轻工
食品、农业、环境、海洋等相关领域的企业管理人员与技术人员，与生命科学相关的仪器试剂生产经营者，生
物技术投资与金融研究专家、生物技术管理部门和相关学术团体以及其他相关人士等。

投稿方式：稿件远程处理系统（http://www.biotech.ac.cn）进行在线投稿。

稿件评审：严谨的同行评议制度，广泛邀请国家级课题负责人担任审稿专家，平均�-�个月的发表周期。

通信地址： 北京市中关村北四环西路��号《中国生物工程杂志》编辑部（������）
电  话： ���-��������，��������-����、����       传真：���-�������� 
电子信箱： biotech@mail.las.ac.cn

Http://www.biotech.ac.cn （期刊）
Http://www. biotechchina.org （学会）
Http://www.biotech.org.cn （信息）
国际标准刊号ISSN����-���� 国内统一刊号CN��-����/Q
邮发代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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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整体的被引频次逐年增长,呈良性发展态势 

Interdisciplinary Sciences: Computational 

Life Sciences 期刊简介 

Interdisciplinary Sciences: Computational Life Sciences

（期刊网址 https://www.springer.com/journal/12539）是交叉

科学的主流期刊，生物医学大数据与人工智能的旗舰刊物。

由国际著名出版商 Springer-Nature 在全球范围内出版发行，

目前已被 SCI，CAS, Meline 等多个数据库收录。 

该刊于 2009 年在加拿大创办，由 IASIA（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of Scientists in the Interdisciplinary Areas）协会主

办，邀请 2008 年诺贝尔生理奖获得者 Luc Montagnier 作为编委会主席，由上海交通大学生

命科学技术学院长聘教授魏冬青担任主编。期刊编委会拥有 90 余位编委，其中近 1/2 来自

于海外。自创刊起，所用文章均被 SCI 收录。2014 年, 期刊获得第一个影响因子 0.672；2017

年，召开第一届编委会议，确定了期刊随后的发展方向: 推进生物医学大数据与人工智能战

略；2018 年，期刊影响因子达到 1.418，进入 Q3，有了较大的突破；2020 年，期刊年度下

载量突破 50000，影响因子进一步提升到 2.233，进入中国科学院文献情报中心期刊分区二

区。 

该刊倡导跨学科的交叉研究，遵循基础理

论的交叉研究与实际应用紧密结合的方针，主

要刊载生物医学大数据人工智能，生物信息

学，计算生物物理及化学，医学信息学，生物

统计学等跨学科交叉研究领域具有创造性的、

能够反映学科水平的、有重要科学意义的研究

论文，并适量刊载重要交叉研究分支的综述性

专题论文，以促进生物医学大数据人工智能交

叉科学学科的发展。 

该刊曾获得 985 二期、三期国际期刊专项经费支持、先后入选上海市高水平高校学术期

刊支持计划入选项目、上海交通大学提升期刊学术影响力提升计划等项目。 

期刊的发展愿景是三年内影响因子达到 3 以上，提升到计算生物数学/生物信息学领域

里 Q1-Q2 分区（目前 JCR 分区 Q3，中科院分区 Q2），办成交叉科学领域-生物医药大数据

-人工智能领域的有影响力的国际期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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