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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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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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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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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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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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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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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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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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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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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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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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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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科学院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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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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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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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