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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概况

（一）学会简介

中国生物医学工程学会成立于 1980 年，属国家一级学会，被民政部评为 4A等级，是国

内唯一集科研、教学、临床、研发于一身的专业学会。于 1986 年加入国际医学和生物工程联

合会 (International…Federation…for…Medical…and…Biological…Engineering,… IFMBE)。目前拥

有 35个分支机构（专业委员会），17个工作委员会。26000 余名个人会员中汇聚了生物医学

工程领域的老中青专业人才，其中包括中国科学院、工程院院士、长江学者、特聘教授、临床

医学专家、研制和生产医疗器械的专家和企业家等杰出人士。单位会员 69名，2022 年新增

13名。

2022…年，学会在学术交流、国际影响、科技支撑、科普惠民和创新激励等方面成绩显著。

中国生物医学工程大会的品牌效应巩固和提升，各层次学术会议百花齐放。4…月 10 日 -12…

日，“2021-2022…中国生物医学工程大会暨创新医疗峰会（BME2021-2022）”以全线上的

形式召开。作为学会的品牌学术会议，大会所秉承的主题“医工融合发展…创新引领未来”日

益深入人心，会议全链条展示生物医学工程的前沿进展，探讨自主创新的中国医疗器械发展之

路。会上发布了 2020-2021 生物医学工程学科发展报告。会议直播观看点击量达 36万人次，

总观看时长达到 5万 6千小时。和BME2021-2022 一样，中国生物医学工程学会青年论坛、

2022 中国医学人工智能大会、第十届全国组织工程与再生医学大会、第二十二届中国心律学

大会、全国体外循环年会也入选中国科协重要学术会议指南。

成功竞选 IFMBE执委，在境外顶级国际会议组织学术论坛。在 6月举行的国际医学与生

物工程联合会 2022 年度会员代表大会期间，经过激烈角逐，学会副理事长郑海荣研究员最终

在本次换届选举中成功当选执委。在同期举行的 IUPESM世界医学物理和生物医学工程大会

上，学会发起并成功举办了两个主题分别为“中医工程的创新与发展”和“多功能生物医学超

声技术前沿”的研讨会，有效拓展了国际学术交流空间。

持续为国产高端医疗器械的创新发展提供科技支撑。连续 9年承接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医

疗器械审评中心创新医疗器械特别审批申请的专家会组织工作。依托中国科协“科创中国”项

目，开展医疗器械领域的科技咨询服务和技术帮扶。学会推荐的“如何创建心源性休克的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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救治体系？”入选中国科协“2022 十大工程技术难题”。知识产权与标准化工作委员会完成团

体标准发布 17项。

科普工作在铸造智库、学术、科普“铁三角”中持续发力。在提升科普公共服务能力，

结合基层科普，发挥高校科教资源等指导思想下，精心策划、组织开发了与医学影像、ICU救

治、运动防护、3D打印等方向的科普作品。

科技奖励激励创新，助力科技自立自强。在 BME2021-2022 上举行了 2020-2021 年

度“黄家驷生物医学工程奖”的颁奖典礼。华中科技大学骆清铭院士团队的“荧光显微光学

切片断层成像关键技术及应用”荣获技术发明类一等奖；清华大学李路明教授团队的“迷走

神经刺激关键技术、系统与临床应用”荣获科技进步类一等奖。经过 5届的积累，该奖项已

成为生物医学工程领域鼓励创新、追求卓越、具有公信力的科技奖项。学会副理事长郑海荣

研究员因在打造我国首型 3.0T 人体磁共振成像系统方面的成就入选“影响力科学家”；学会

青委会副主委陈勋教授因在实现面向开放环境的实用性脑机接口的突出贡献荣获“2022 达

摩院青橙奖”。

健康中国建设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面对时代赋予的使命，中国生物医学工程

学会将在党的二十大精神指引下，围绕“强能力、增内涵、建机制”三主旨，树立品牌，构建

专业智库，健全创新机制，加强文化建设，引领学科发展，增强国际交流与合作能力，为推动

中国生物医学工程事业的进步，勇毅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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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组织机构

会员代表大会

常务理事会

理事会

工作机构 办事机构 监督机构学术机构

监事会秘书处
医学物理分会

心律分会

医学超声工程分会

医学图像信息与
控制分会

生物医学与传感
技术分会

生物材料分会

血液疗法与工程分会

肿瘤靶向治疗 
技术分会

数字医疗及医疗
信息化分会

组织工程与再生
医学分会

医学神经工程分会

健康工程分会

纳米医学工程分会

精确放疗技术分会

康复工程分会

医学人工智能分会

免疫治疗工程分会

类器官与器官芯片
分会

人工器官分会

生物力学专业委员会

生物医学测量分会

生物电磁学专业 
委员会

中医药工程分会

临床医学工程分会

特种医学工程与 
卫勤装备研究分会

体外循环分会

介入医学工程分会

干细胞工程技术分会

体外反博分会

透析移植分会

医用机器人工程与
临床应用分会

生物医学光子学分会

医学检验工程分会

医学影像工程与 
技术分会

机械循环支持分会

发展战略与咨询工作委员会

学术工作委员会

组织工作委员会

外事工作委员会

科普工作委员会

教育工作委员会

继续教育工作委员会

工程教育认证工作委员会

期刊工作委员会

青年工作委员会

知识产权与标准化工作委员会

科技创新与产业促进工作委员会

科技经济融合工作委员会

奖励工作委员会委员

医疗器械咨询工作委员会

临床工作委员会

女科技工作者委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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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2022…年度大事记

1.…1 月 5日，组织专家对所属分支机构开展评估工作。

2.…1 月 14 日 -15 日，“第十届全国组织工程与再生医学大会”…在线上成功召开。

3.…4… 月 10 日 -12… 日，“2021-2022… 中 国 生物医学工程大会暨创新医疗峰会

（BME2021-2022）”以全线上的形式召开。

4.…4 月 10 日，《生物医学工程学科发展报告（2020-2021）》在“2021-2022 中国生物

医学工程大会暨创新医疗峰会”…开幕式上发布，并将由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出版。

5.…4 月 11 日，类器官与器官芯片分会成立。

6.…5 月 30 日是“全国科技工作者日”，学会为此组织了“有源医疗器械质控研究”线上

研讨会；“光敏材料在医疗领域中的应用”专题线上研讨会和线上“体外循环探案系列讲座”

等系列活动。获得中国科协“全国科技工作者日”…十佳优秀组织单位。

7.…6 月 12 日 -17 日，IUPESM世界医学物理和生物医学工程大会在新加坡金沙会展中

心召开。学会发起和组织的“中医工程的创新与发展”和“多功能生物医学超声技术前沿”两

个专题研讨会以线上线下混合方式举办。

8.…6 月 12 日大会开幕式上，学会资深会员徐榭教授荣获“国际医学物理与工程科学联盟

医学物理优秀奖”（IUPESM…Award…of…Merit…in…Medical…Physics）。

9.…6 月 14 日，国际医学与生物工程联合会 2022 年度会员代表大会在新加坡金沙会展中

心召开。学会副理事长郑海荣研究员在换届选举中当选执委，任期为 2022 年 -2025 年。

10.…6 月 15 日，学会获批中国科协《2022 年“科创中国”高端智能医疗器械产业科技服

务团》项目。

11.…6 月 27 日，学会推荐的“如何创建心源性休克的综合救治体系？”入选中国科协

“2022 十大工程技术难题”。学会荣获“2022 年度优秀推荐单位”。

12.…6 月，获批“中国科协 2022 年度全国学会分支机构示范发展专项”。

13.…7 月 20 日 -23 日，结合党史学习教育活动，走进贵州省遵义市余庆县开展“科技进

乡村”活动。

14.…7 月 23 日 -24 日，“2022 中国生物医学工程学会青年论坛”在苏州采用线上、线下

同步方式召开。

15.…8 月 13 日 -14 日，“2022 年全国体外循环学术年会”在线上举办。

16.…8 月 19 日，由中国生物医学工程学会主办，浙江大学承办的第七届全国大学生生物

医学工程创新设计竞赛决赛在杭州举行。

17.…10 月 19 日，启动 2022-2023 年度“黄家驷生物医学工程奖”的征选工作。

18.…10 月 20 日 -21 日，肿瘤靶向治疗技术分会在广州完成了换届工作。

19.…10 月 31 日 -11 月 13 日，第二十二届中国心律学大会以线上网络直播形式举办。

20.…11 月 30 日，中国生物医学工程学会与江苏省科协签订“服务创新驱动战略合作协

议”，签订期限为三年。

21.…12 月 10 日，“2022 中国医学人工智能大会”线上举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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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组织建设

（一）党建工作

学习宣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加强科技界思想政治引领。中国生物医学工程学会

党组织充分发挥政治功能、组织功能，组织开展好学习宣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有关工

作。坚持把党的政治建设摆在首位，第一时间组织理事会成员、党员、青年科技工作者

观看党的二十大开幕会直播，持续深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参加党的二十大广西代表团

讨论，党的二十大闭幕会、二十届中央政治局常委同中外记者见面会时的重要讲话精神

和《中国共产党章程（修正案）》等内容，教育引导全体党员坚决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

中统一领导。着力提升政治执行力，及时传达学习上级部门最新会议精神，并组织撰写

学习心得体会，累计收到理事、青年托举人才学习体会 20 篇。组织开展“二十大代表

进学会”活动。开展百名科学家讲党课活动 1 次，受众人数 5000 余人。

进一步做好党建强会活动。组织专家及生物医学工程科技工作者积极参与“专家服务团”

工作。7月 20日 -23 日，结合党史学习教育活动，走进贵州省遵义市余庆县开展“科技进乡

村”活动。

（二）理事会履职情况

1.…第十届第六次常务理事会

2022 年 4月 10 日，线上会议

会议通过以下议题：

2020-2021 年度（第 4届）“黄家驷生物医学工程奖”评选结果。

2.…第十届第七次常务理事会及第十届第四次理事会

2022 年 12 月 24 日，线上会议

会议通过以下议题：

※学会工作报告，主要包括党建、组织、财务、2023 年工作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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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二届 IFMBE亚太区医学和生物工程大会与 2023 中国生物医学工程大会暨创

新医疗峰会筹备工作。

（三）分支机构管理
2022 年 1月 5日，开展分支机构评估工作。进一步规范分支机构管理，制定《分支机构

评估管理办法》，并组织专家对所属分支机构进行评估。

4月 11日，类器官与器官芯片分会在线上召开了成立大会。东南大学顾忠泽教授担任首

届主任委员。

10月 20 日 -21 日，肿瘤靶向治疗技术分会在广州完成了换届工作。广州医科大学附属

医院郑燕芳主任医师担任新一届主任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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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主要工作

（一）智库与决策咨询

继续做好承接国家药监局创新审评工作。2022 年组织召开专家会 194 次，进行 205 个

项目审查，参与专家人数 1300 余人次。承担专家会数量较上年同期增加 23%。创新审查专

家会不断提高工作质量，严格遵照器审中心质量管理体系要求，把专家会组织工作做好做细，

得到国家医疗器械审评中心的高度赞扬。

《医疗器械科技前沿杂志》编写。国家药监局医疗器械注册管理司与学会共同主办编印了

《医疗器械科技前沿动态》出版 4期。主要专业方向包括：康复工程、血管介入、消融技术、

中医药工程等。

积极参与重大产业技术问题的推荐。所推荐的“如何创建心源性休克的综合救治体系？”

入选中国科协“2022 十大工程技术难题”，并被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面向未来的科技——

2022 重大科学问题、工程技术难题及产业技术问题解读》收录出版。学会荣获了“2022 年

度优秀推荐单位”和“2022 年度学术成果凝练优秀学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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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化学会团体标准工作。以团体标准制定为支撑，共发布团体标准 17项（见表 1）。其中

人工智能类标准 3项、医学影像类标准 3项、医疗器械试验方法类标准 6项、医用材料类标

准 4项，产品标准 1项。

表 1……中国生物医学工程学会 2022年发布团体标准信息一览表

序号 标准编号 团体标准名称 发布日期 实施日期 类别 发布公告号

1 T/CSBME 042-2021 水凝胶敷料 2022.1.15 2022.3.1 无源
2022 年第 1 号

（总第 10 号）

2 T/CSBME 043-2021
血 液 透 析 器 中 N- 甲 基 吡 咯 烷 酮

（NMP） 溶出量的测定方法
2022.1.15 2022.3.1 无源

2022 年第 1 号

（总第 10 号）

3 T/CSBME 044-2022
经导管植入式人工心脏瓣膜体外耐久

性测试方法
2022.1.15 2022.3.1 无源

2022 年第 1 号

（总第 10 号）

4 T/CSBME 045-2022
经导管植入式人工心脏瓣膜体外流体

动力学测试方法
2022.1.15 2022.3.1 无源

2022 年第 1 号

（总第 10 号）

5 T/CSBME 046-2022
全膝关节假体股骨部件闭合疲劳测试

方法
2022.1.15 2022.3.1 无源

2022 年第 1 号

（总第 10 号）

6 T/CSBME 047-2022
动脉自旋标记磁共振脑灌注成像采集

及后处理流程
2022.1.15 2022.3.1

医学

影像类

2022 年第 1 号

（总第 10 号）

7 T/CSBME 048-2022 冠状动脉 CTA 辐射剂量参考水平 2022.1.15 2022.3.1
医学

影像类

2022 年第 1 号

（总第 10 号）

8 T/CSBME 049-2022 超声探头可靠性试验方法 2022.1.15 2022.3.1 有源
2022 年第 1 号

（总第 10 号）

9 T/CSBME 050-2022
宫颈液基细胞辅助诊断人工智能医疗

器械质量要求与评价 第 1 部分 : 数据

集要求

2022.1.15 2022.3.1
人工

智能类

2022 年第 1 号

（总第 10 号）

10 T/CSBME 051-2022
慢性髓系白血病 （CML） 病理辅

助诊断数据集要求
2022.1.15 2022.3.1

人工

智能类

2022 年第 1 号

（总第 10 号）

11 T/CSBME 052-2022 虚拟现实产品视觉健康影响评价方法 2022.1.15 2022.3.1
人工

智能类

2022 年第 1 号

（总第 10 号）

12 T/CSBME 053-2022 定量 CT 骨密度检查扫描技术规范 2022.1.15 2022.3.1
医学

影像类

2022 年第 1 号

（总第 10 号）

13 T/CSBME 054-2022
可吸收缝合线用聚对二氧环己酮

（PPDO） 专用料
2022.6.18 2022.10.1 材料类

2022 年第 2 号

（总第 11 号）

14 T/CSBME 055-2022
血液透析器中双酚 A （BPA） 溶出

量的测定方法 气相色谱 - 质谱联用法
2022.6.18 2022.10.1 材料类

2022 年第 2 号

（总第 11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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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标准编号 团体标准名称 发布日期 实施日期 类别 发布公告号

15
T/CSBME 056.1-
2022

血液透析器用中空纤维原料

第 1 部分： 聚砜
2022.6.18 2022.10.1 材料类

2022 年第 2 号

（总第 11 号）

16
T/CSBME 056.2-
2022

血液透析器用中空纤维原料 第 2 部

分： 聚醚砜
2022.6.18 2022.10.1 材料类

2022 年第 2 号

（总第 11 号）

17 T/CSBME 057-2022 血液 （血浆） 灌流器用吸附树脂 2022.6.18 2022.10.1 材料类
2022 年第 2 号

（总第 11 号）

学科发展报告。《生物医学工程学科发展报告（2020-2021）》在“2021-2022 中国生物

医学工程大会暨创新医疗峰会”…开幕式上发布，并将由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出版。

调研课题专项。学会成功申报两个中国科协 2022 调研专项课题，分别为“高端生物医用

材料国产化替代及创新高质量发展”和“医养康产业发展的制约因素分析和政策建议”，组建

专项工作小组进行调研，共形成《生物医用材料国产化替代路径探索》、《生物医用材料创新发

展方向》、《医养康产业协同发展支撑技术及应用现状》及《医养康产业发展策略专家共识》四

篇专报。

2022 年 6月获得中国科协 2022 年度全国学会分支机构示范发展专项，旨在进一步完善

分支机构工作思路，细化项目内容和目标任务，打造标杆分支机构。

（二）学术交流

加强学会品牌学术会议建设，扩大学会影响力。积极参与中国科协《重要学术会议指南

（2022）》相关工作，推动学会学术会议品牌效应迅速提升，本年度推荐的 6个会议被中国科

协收录到《2022 年度重要学术会议指南》（见表 2）。组办包括大型综合、前沿高端、新学说

新观点学术沙龙等各种类型学术会议…22 次（详见附录一）。

表2……入选中国科协《2022年度重要学术会议指南》会议名录

序号 会议名称

1 2021-2022 中国生物医学工程大会暨创新医疗峰会

2 2022 中国生物医学工程学会青年论坛

3 第十届全国组织工程与再生医学大会

4 2022 全国体外循环学术年会

5 第二十二届中国心律学大会

6 2022 中国医学人工智能大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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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 10 日 -12…日，中国生物医学工程学会主办的“2021-2022…中国生物医学工程大会

暨创新医疗峰会（BME2021-2022）”以全线上的形式召开。大会设有 11个主旨报告，6个

专题报告、11个分论坛和 20个分会场，大会论文 1200 余篇，吸引多方英才共聚云端，全链

条展示生物医学工程的前沿进展，探讨自主创新的中国医疗器械发展之路。大会秉承“医工融

合发展……创新引领未来”的主题，成功打造产、学、研、医、管等各领域融合的高层次交流平

台。会议直播观看点击量达 36万人次，总观看时长达到 5万 6千小时，大会为学术成果提供

了更为广泛的传播渠道，也引发对学术思想的深度思考。

7月 23日 -24 日，由中国生物医学工程学会、中国生物医学工程学会青年工作委员会主

办的 2022 中国生物医学工程学会青年论坛在苏州采用线上、线下同步方式召开，共设立 13

个学术分论坛。来自全国近八十所高校和科研机构的专家学者围绕青年学者成长、生物医学工

程前沿技术、人才培养以及项目申报等方面的最新研究进展进行交流汇报，专题发言 223 人

次。来自全国各地从事生物医学工程相关的产、学、研、医、企、管等行业 3000 余人注册并

参加本次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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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月 14 日 -15 日，“第十届全国组织工程与再生医学大会”…在线上成功召开。设置 8个

分会场 22个分论坛，邀请了 83名国内外顶级专家和知名学者就组织工程与再生医学领域最

新成果、临床应用及未来形势做特邀报告。论文 200 余篇，10万余人次线上参会。

8月 13日 -14 日，2022 年全国体外循环学术年会在线上成功举办。大会直播累计点击

量…5 万 4千余次，累计观看人数 11503 人。会议分会场 12场，医学专题会 5场，其中大会

主题发言 3场，学术报告 80个，授课专家 73名。

10 月 31 日 -11 月 13 日，第二十二届中国心律学大会以线上网络直播形式举办。会

议内容涵盖专家讲座、手术演示、病例报告、基础培训和新技术专题会，开设近 32 个论坛，

350 个讲题，134 场手术直播演示，654 名专家参与，多平台线上观看人次达 20 万，注册

人数约 7000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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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月 10 日，“2022 中国医学人工智能大会”线上举办。大会设置了院士论坛和 3个分

论坛。其中，国内院士 6位，讲课专家共 33位，观看人次达 2万人。

6月 18日，2022 年放疗工程物理技术“长安论坛”暨陕西省放疗工程专委会年会在西安

开幕，业内专家教授以及来自全国线上线下 4200 余人参加。会议聚集了行业内放疗医生、工

程师、物理师、技师和大学科研人员。会议探讨内容广泛，为产学研的深度合作和交流提供了

平台。

8月 3日 -7日，“第八届中美生物医学工程暨海内外生物力学学术研讨会”（The…8th…

Sino-American…Workshop…on…Biomedical…Engineering…and…China-Oversea…Joint…

Workshop…on…Biomechanics）在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北京生物医学工程高精尖创新中心成功

举办。大会邀请报告 31场，征集并录用墙报交流论文 345 篇，会议所有论文摘要由《医用生

物力学》杂志 2022 年第 37卷增刊汇编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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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月 28 日，第四届中国生物医学工程学会肿瘤多模态微创诊疗技术创新转化联合体年会

在上海召开。本次线下线上结合的学术交流，取得了预期成效，线上关注人数近 30000 人。

12月 25 日，第三届博鳌移植论坛暨中国生物医学工程学会移植透析分会 2022 学术年会

在海南省海口市召开。会议的顺利召开将进一步促进我国器官捐献与移植学科的规范化、法制

化、自主化、创新化发展。

12月 29日 -31 日，重症心脏病大会（CHDC）暨中国生物医学工程学会机械循环支持

分会第三届年会以线上、线下相结合的形式成功召开。本次会议为期两天，共设置了 5个分论

坛和 2场卫星会，整体大会直播与回看观看人次累计…22305 人次。

（三）科普活动

学会科普在铸造智库、学术、科普“铁三角”的稳固支撑过程中，持续发力。在提升科普

公共服务能力，结合基层科普，发挥高校科教资源等指导思想，在科普工作方面精心策划、组

织开发了一系列科普作品（见表 3）。

表 3……科普作品一览表

作品类型 名称

科普短视频 《医学影像学简史》

科普短视频 《青少年膝痛罪魁祸首 OSD》

科普短视频 《鉴别膝痛和护膝》

科普短视频 《关爱足部健康、 预防运动损伤》 （上）

科普短视频 《关爱足部健康、 预防运动损伤》 （下）

科普图文 《ICU 里你必须要知道的两个绝招 --CRRRT》

科普图文 《ICU 里你必须要知道的两个绝招 --ECOM》

科普图文 《核酸检测管里的液体为何物？》

科普图文 《核酸检测的 “棉签” 为何物？》

科普图文 《胶囊胃镜》

科普图文 《指夹式血氧仪》

科普图文 《3D 打印技术是什么？》

科普图文 《3D 打印技术—术前模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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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科普云讲堂”是学会的线上品牌科普活动，累计开展 15期线上科普云讲座，全国科

普日期间举办 2次线上科普知识竞答活动，受众人数 2万余人。

（四）国际交流与合作

持续加强与国际组织的紧密联系，始终致力于推荐科学家在国际组织任职。学会秘书长

池慧研究员当选为国际科学理事会中国委员会委员（2019-2025）；学会理事林康平教授当

选为国际医学与生物工程联合会（IFMBE…）候任主席（2022-2025）；副理事长郑海荣研

究员当选为 IFMBE 执委 - 亚太区代表（2022-2025）；理事李斌教授当选为 IFMBE…临床

工程委员会委员（2022-2025）；理事刘澄玉教授当选为 IFMBE 出版委员会委员（2015-

2025）；金献测教授当选为亚太医学物理联盟教育培训委员会主席（AFOMP…ETC）（2018-

2025）。学会在国际组织任职专家均积极认真履职，并持续致力于提升我国科技界在国际科

技组织的影响力和权威性。

积极搭建国际学术交流平台。6月 12日 -17 日，IUPESM世界医学物理和生物医学工

程 大 会（IUPESM…World…Congress…on…Medical…Physics…and…Biomedical…Engineering，

IUPESM…WC2022）在新加坡金沙会展中心召开。学会发起和组织的两个专题研讨会通

过线上线下混合方式成功举办。主题分别是“中医工程的创新与发展（Innovation…and…

Development…of…Traditional…Chinese…Medicine…Engineering）”和“多功能生物医学超声技

术前沿（Frontiers…of…Multifunctional…Biomedical…Ultrasound…Technologies）”。两个研讨

会均邀请了各自领域的国内外顶级专家进行报告，得到了相关国际组织和新加坡生物医学工程

学会的高度重视。作为学会首次在境外世界医学物理和生物医学工程大会上申办国际研讨会。

此次研讨会的成功举办有效提升了学会的国际影响，拓展了国际学术交流的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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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 12日，在新加坡金沙会展中心召开的 IUPESM世界医学物理和生物医学工程大

会开幕式上，学会资深会员徐榭教授荣获“国际医学物理与工程科学联盟医学物理优秀奖”

（IUPESM…Award…of…Merit…in…Medical…Physics），徐榭教授是目前获得该奖的第一位中国学者。

成功申办2023年 7月 24日在澳大利亚悉尼召开的第44届 IEEE医学与生物工程学会

国际年会…（EMBC2023…Sydney）中举办论坛……“健康监测：新兴技术如何提供帮助？（Health…

Monitoring:…how…Emerging…Technologies…can…Help?）”。论坛拟邀请多位国内外相关领域专家

进行报告，对我国生物医学工程学者交流展示最新成果并与国际一流学者切磋提供交流平台。…

…

（五）技术经济融合

积极推进中国科协“科创中国”建设。积极开展服务科技经济融合，组织成立高端智能医

疗器械科技服务团，围绕天津市、深圳市、苏州市等地医疗器械产业发展问题，组织 15名院

士专家开展实地调研、技术对接等服务活动，搭建高端智能医疗器械助力区域经济社会高质量



中国生物医学工程学会 2022 年度年报

16

发展的协同平台。学会与江苏省科协等签订战略合作协议，构建服务地方的长效机制。

（六）表彰奖励

表彰举荐优秀科技工作者。采用会员自荐与推荐相结合的方法，公平、公正、公开、择优

的原则，选拔优秀科技工作者，向政府和社会各界举荐人才。选拔中国青年科技奖、中国青年

女科学家奖、谈家桢生命科学奖、钟南山青年科技创新奖、最美科技工作者等候选人 10名。…

为了适应当前国家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新形势，充分发挥广大科技工作者的积极性和

创造性，学会于 10月 19日启动了 2022-2023 年度“黄家驷生物医学工程奖”的征选工作。

为弘扬新时代科学家精神，树立科学家榜样，《科学中国人》杂志社盘点回顾了 2022 年

度科技领域的杰出代表，并最终形成“影响力科学家”和“年度科技新锐”名单。我学会副理

事长郑海荣入选“影响力科学家”。

2022 年 10 月 31 日，青年工作委员会副主任委员陈勋荣获阿里巴巴达摩院发起的

“2022 达摩院青橙奖”。

（七）人才培养

大力支持培养青年人才。成功举办 2022 中国生物医学工程学会青年论坛，来自全国近

八十所高校和科研机构的专家学者围绕青年学者成长、生物医学工程前沿技术、人才培养以及

项目申报等方面的最新研究进展进行交流汇报，专题发言 232 人次，3000 余人注册参会。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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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中国科协支持下，学会申请“青年托举人才”（简称“青托”）项目，并获得 2个名额的支

持。自筹青托人才 3个名额。

全国大学生生物医学工程创新设计竞赛。2022 年 4月，由学会主办，浙江大学承办的第

七届全国大学生生物医学工程创新设计竞赛正式启动。本次大赛累计报名人数 3863 人，提交

作品数量 1025 件，均创历届比赛新高。全国大学生生物医学工程创新设计竞赛是在教育部高

等学校生物医学工程类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的倡导下，2014 年开始举办的全国性大学生学科

竞赛活动，有力促进了生物医学工程类专业的发展，助力中国产业转型和健康中国战略的实

施。8月 19日，第七届全国大学生生物医学工程创新设计竞赛决赛答辩在杭州进行。全国共

有 207 份作品进入最后决赛。经过激烈角逐，55个项目获得一等奖，145 个项目获得二等奖，

297 个项目获得三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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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会员服务

以高质量会员服务提升学会的吸引力，不断扩大会员规模。截止到 2022 年 12 月，个人

会员达到了 26,066 名，单位会员 69个。注重吸纳青年和创新创业人才，42岁以下 12,131

人，青年会员占比 47%，女性会员 10,470 人，占比 40%。

建立完善会员分类管理与服务工作机制。为不断激发科技工作者创新活力和潜能，更好地

联系和服务科技工作者，学会积极建立完善会员分类管理与服务工作机制，细化会员服务内

容，以会员服务带动会员发展。

建立专家库。为各个分支机构开设端口，更广泛的吸纳科技人才，为广大会员提供交

流平台。

积极参与“530 全国科技工作者日”活动。开展线上专题研讨会、系列讲座为广大会员服

务。被中国科协评为 2022 年全国科技工作者日活动优秀组织单位。

进一步完善会员信息库及会员通讯工作。全年出版《中国生物医学工程学会通讯》3期；

充分利用学会官网及微信公众号平台，定期发布学会主办的各类活动信息，搜集发布重要业内

信息。

学会官网累计发布信息 102 条，总访问量超过 210 万人次。微信公众号发布信息 123

条，阅读次数 290,004 次，阅读人数为 205,866 人，分享次数为 12,830 次，分享人数为

10,573 人。目前公众号关注粉丝为 19,480 人，同比去年增加 3,460 余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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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生物医学工程学报》2022 年全年共出版 6期，共

刊文 86 篇，其中论著 46 篇，综述 25 篇，研究简讯 15 篇。

继续入选《中国科学引文数据库（CSCD）》《北京大学中文

核心期刊要目总览》和中国科技论文统计源期刊（CJCR，

中国科技核心期刊）。CJCR 影响因子为 0.872，较去

年（0.654）提高，继续在同类期刊中处于领先地位。入选

Elsevier 的 Scopus 数据库，入选中国知网《世界期刊影响

力指数（WJCI）报告（2020…STM）》。

《中国心脏起搏与心电生理杂志》全年发表了“从最新

APHRS共识解读亚洲心房颤动患者ABC统合管理路径”指

南解读 1篇、“心腔内超声心动图中国专家共识”专家共识 1

篇、专家笔谈 4篇、“Marshall 静脉无水乙醇消融的操作规

范”新技术诊疗规范 1篇、开设心脏起搏研究、心房颤动研

究、心房颤动的抗凝治疗、脉冲电场消融 4个专栏；临床研

究、基础研究、综述、心电散点图、起搏心电图、心电起搏散

点图、心电瀑布图、研发与创新、讲座、病例报告等论文…。全

年 6期按时出版。

《中国血液流变学杂志》为本学科国内唯一期刊，编辑委

员荟萃了全国血液流变学著名专家。在“万方数据——数字

化期刊群”全文上网，被《中国核心期刊（遴选）数据库》

收录。本刊为中国科协科技期刊论文数据库源期刊 ,…被维普

《中文科技期刊数据库》、“超星期刊域出版平台”、《中国学术

期刊综合评价数据库》全文收录。2022 年共收到论文 425…

篇，发表论文 144…篇，各类基金论文 60…篇，其中国家自然

基金论文 9…篇。

五、学术期刊

中国生物医学工程学会主办期刊有《中国生物医学工程学报》、《中国心脏起搏与电生理杂

志》、《中国血液流变学杂志》和《中国生物医学工程学报（英文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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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生物医学工程学报英文版》发表的论文许多都是有创

新 ,……有突破性 ,…立论科学的文章。同时鉴于生物医学工程具有

很强的工程实现的特点，论文的选择原则遵循不仅鼓励基础理

论研究，对于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论文，以及临床应用价值较

大的论文，都应给予刊登考虑的原则。特别是对学科发展有新

的见解、不同见解以及有可成为新学科的生长点的论文，编辑

部尽可能为其提供“绿色通道”，尽快发表。

六、财务报告

中国生物医学工程学会 2022 年度总收入…17,578,813.15 元，其中会费收入 831,860

元；2022 年度总支出 15,450,017.34 元。

七、荣誉奖励

（一）荣获中国科协颁发的重大科技问题难题征集发布“2022 年度优秀推荐单位”和

“2022 年度学术成果凝练优秀学会”。

（二）积极开展 5月 30日“全国科技工作者日”…系列活动，获得 2022 年全国科技工作者

日活动优秀组织单位。

（三）荣获《中国科学技术协会年鉴》2022 卷优秀组织单位。

（四）使用中国科协学会管理服务平台，广泛吸纳会员，会员积极入库，于 2022 年被评

为全国学会会员入库优秀单位。

中国生物医学工程学会

2023 年 3 月 3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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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 会议名称 举办地

2022 年 1 月 13 日 外周血管植介入专题线上研讨会 线上会议

2022 年 1 月 14 日 -15 日 第十届全国组织工程与再生医学大会 线上会议

2022 年 1 月 15 日 医学影像工程与技术创新应用高峰论坛 海口市

2022 年 1 月 20 日
体外反搏治疗 CNAP 评估技术培训中心

学术交流会议
广州市 + 线上会议

2022 年 3 月 9 日 -8 月 24 日
健康科普云讲堂 “大科会” 第二季之体

循探案 （系列讲座）
线上会议

2022 年 6 月 18 日 2022 年放疗工程物理技术长安论坛 西安市 + 线上会议

2022 年 6 月 30 日 青年学术沙龙 线上会议

2022 年 7 月 28 日
青年学术沙龙之——高分文献分享

（第十期）
线上会议

2022 年 8 月 3 日 -7 日
第八届中美生物医学工程暨海内外生物力

学学术研讨会
北京市 + 线上会议

2022 年 8 月 12 日 体外循环分会学术年会 （ChSECC） 线上会议

2022 年 8 月 17 日
生物影像与信息技术融合驱动精准诊疗”

前沿技术研讨会
线上会议

2022 年 8 月 19 日
2O22 年肿瘤多学科治疗 （MDT） 与精

确放疗学术论坛
北京市

2022 年 8 月 26 日 -28 日 全国生物电工与生物电磁高峰会议 杭州市

2022 年 9 月 17 日 第三届医学物理促进医疗器械行业发展论坛 线上会议

2022 年 9 月 24 日 京津冀放射物理第 36 次会议 北京市 + 线上会议

2022 年 9 月 24 日 第三届儿童肿瘤精准治疗高峰论坛 线上会议

附录一：2022年中国生物医学工程学会学术会议总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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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 会议名称 举办地

2022 年 10 月 19 日
青年学术沙龙之 -- 高分文献分享

（第十一期）
线上会议

2022 年 10 月 31 日 -11 月 13 日 第 22 届心律学大会 线上会议

2022 年 11 月 5 日
第二届人工智能与医学影像前沿技术

研讨会
杭州市

2022 年 11 月 9 日 -2023 年 1 月 18 日
健康科普云讲堂 “大科会” 第三季之

“理论与实践” （系列讲座）
线上会议

2022 年 11 月 28 日 肿瘤多模态联合体会议 上海市 + 线上会议

2022 年 12 月 9 日 -10 日 2022 中国医学人工智能大会 线上会议

2022 年 12 月 25 日 移植透析分会 2022 学术年会 海口市

2022 年 12 月 29 日
2022 暨第一届机械循环支持学术年会高

峰论坛
线上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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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二：中国生物医学工程学会理事会成员名单

理事长：曹雪涛

候任理事长：胡盛寿

副理事长：

程　京　　池　慧　　顾晓松　　韩金祥　　李德玉　　万遂人　　王广志　　王国胜 　

尧德中　　赵毅武　　郑海荣

秘书长：池  慧

常务副秘书长：彭  屹

常务理事：

曹雪涛　　曹谊林　　曹征涛　　常　津　　陈维毅　　陈文娟　　程　京　　池　慧　　

崔亚洲　　戴建荣　　樊瑜波　　葛均波　　顾晓松　　韩金祥　　黑飞龙　　胡盛寿　　

康静波　　李德玉　　李劲松　　李兰娟　　李路明　　李长缨　　廖洪恩　　刘昌胜

骆清铭　　马长生　　明　东　　欧阳宏伟　齐颖新　　唐其柱　　田　伟　　万遂人

万　涛　　王广志　　王国胜　　王一飞　　王智彪　　夏顺仁　　徐学敏　　杨华元

尧德中　　张贵民　　张　明　　张送根　　赵毅武　　郑海荣　　周长忍

理事：

毕晓君　　曹雪涛　　曹谊林　　曹征涛　　常　津　　常兆华　　陈　璞　　陈维毅　　

陈玮琳　　陈文娟　　陈　昕　　陈　勋　　程　京　　池　慧　　崔亚洲　　戴建荣

丁明跃　　董建增　　董　骧　　樊瑜波　　方　全　　冯前进　　付　峰　　葛均波

顾　宁　　顾晓松　　顾忠泽　　郭兴明　　韩金祥　　黑飞龙　　侯晓彤　　胡盛寿

黄　钢　　黄鹏宇　　季葆华　　季林红　　蒋　华　　蒋协远　　蒋欣泉　　蒋兴宇

康静波　　康熙雄　　康　雁　　孔德领　　孔德兴　　李　斌　　李德玉　　李劲松

李兰娟　　李路明　　李鹏程　　李　涛　　李　彤　　李　欣　　李贻梅　　李长缨

李宗金　　梁　军　　廖洪恩　　林康平　　凌沛学　　刘昌胜　　刘澄玉　　刘　刚

刘　晖　　刘嘉馨　　刘丽华　　刘亚军　　刘　洋　　刘志成　　刘　忠　　卢虹冰



中国生物医学工程学会 2022 年度年报

24

骆清铭　　吕　滨　　吕　凌　　马玉菲　　马长生　　马振鹤　　茅伟明　　明　东　　

欧阳宏伟　欧阳昭连　彭　屹　　蒲　放　　蒲江波　　齐颖新　　沙宪政　　沈　柱　　

史伟云　　宋　涛　　苏冬梅　　孙景工　　谭建明　　唐其柱　　唐卫民　　唐晓英

田　捷　　田　伟　　万明习　　万遂人　　万　涛　　汪天富　　王广志　　王国胜

王金新　　王　磊　　王　莘　　王士斌　　王一飞　　王正昕　　王智彪　　韦孟宇　　

魏勋斌　　温居一　　邬堂春　　吴书林　　伍贵富　　夏　灵　　夏顺仁　　徐新喜

徐学敏　　许海燕　　杨华元　　杨　俊　　杨　力　　杨　阳　　尧德中　　于长斌

余学清　　张　超　　张贵民　　张继武　　张利剑　　张敏鸣　　张　明　　张　萍

张启明　　张　强　　张送根　　赵　强　　赵毅武　　郑海荣　　郑玉峰　　周长忍

朱　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