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填写说明 
一、年度报告中各项指标只统计当年产生的数据，起止时间为 1

月 1日至 12月 31日。年度报告的表格行数可据实调整．．．．．．．．．，不设附件，

请做好相关成果支撑材料的存档工作。年度报告经依托高校考核通过

后，于次年 3月 31日前在实验室网站公开。 
二、“研究水平与贡献”栏中，各项统计数据均为本年度．．．由实验室

人员在本实验室完成的重大科研成果，以及通过国内外合作研究取得

的重要成果。其中： 
1.“论文与专著”栏中，成果署名须有实验室。专著指正式出版的

学术著作，不包括译著、论文集等。未正式发表的论文、专著不得统

计。 
2. “奖励”栏中，取奖项排名最靠前的实验室人员，按照其排名计

算系数。系数计算方式为：1/实验室最靠前人员排名。例如：在某奖
项的获奖人员中，排名最靠前的实验室人员为第一完成人，则系数为

1；若排名最靠前的为第二完成人，则系数为 1/2=0.5。实验室在年度
内获某项奖励多次的，系数累加计算。部委（省）级奖指部委（省）

级对应国家科学技术奖相应系列奖。一个成果若获两级奖励，填报最

高级者。未正式批准的奖励不统计。 
3.“发明专利与成果转化”栏中，某些行业批准的具有知识产权意

义的国家级证书（如：新医药、新农药、新软件证书等）视同发明专

利填报。国内外同内容专利不得重复统计。 
4.“标准与规范”指参与制定国家标准、行业/地方标准的数量。 
三、“研究队伍建设”栏中： 
1.除特别说明统计年度数据外，均统计相关类型人员总数。固定

人员指高等学校聘用的聘期 2年以上的全职人员；流动人员指访问学
者、博士后研究人员等。 

2.“40岁以下”是指截至当年年底，不超过 40周岁。 
3.“科技人才”和“国际学术机构任职”栏，只统计固定人员．．．．。 

4.“国际学术机构任职”指在国际学术组织和学术刊物任职情况。 
四、“开放与运行管理”栏中： 
1.“承办学术会议”包括国际学术会议和国内学术会议。其中，国

内学术会议是指由主管部门或全国性一级学会批准的学术会议。 
2.“国际合作项目”包括实验室承担的自然科学基金委、科技部、

外专局等部门主管的国际科技合作项目，参与的国际重大科技合作计

划/工程（如：ITER、CERN等）项目研究，以及双方单位之间正式签
订协议书的国际合作项目。



 

 

一、简表 

实验室名称 生物医学光子学教育部重点实验室 

研究方向 
(据实增删) 

研究方向 1 脑连接图谱与神经信息学 

研究方向 2 脑网络精准光学成像 

研究方向 3 活体神经光学成像 

研究方向 4 光学分子成像 

研究方向 5 纳米生物光子学 

实验室 
主任 

姓名 骆清铭 研究方向 脑神经连接的高分辨光学成像 

出生日期 1966.1.1 职称 教授 任职时间 1998.11 

实验室 
副主任 

(据实增删) 

姓名 曾绍群 研究方向 脑神经连接的高分辨光学成像 

出生日期 1969.4.21 职称 教授 任职时间 2000.11 

姓名 朱䒟 研究方向 生物光学成像技术 

出生日期 1966.10 职称 教授 任职时间 2015.7 

学术 
委员会主

任 

姓名 程京 研究方向 生物医学工程 

出生日期 1963.7 职称 
院士 
教授 

任职时间 2011 

研究水平

与贡献 

论文与专著 
发表论文 SCI 30 篇 EI 38 篇 

科技专著 国内出版 0 部 国外出版 0 部 

奖励 

国家自然科学奖 一等奖 0 项  二等奖 0 项  

国家技术发明奖 一等奖 0 项  二等奖 0 项  

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 一等奖 0 项  二等奖 0 项  

省、部级科技奖励 一等奖 0 项  二等奖 0 项  

项目到账 
 总经费 

3373 万元 纵向经费 3053 万元 横向经费 320 万元 

发明专利与 
成果转化 

发明专利 申请数 23 项 授权数 11 项 



 

 

成果转化 转化数 项 转化总经费 万元 

标准与规范 国家标准 项 
行业/地方标

准 
项 

研究队伍

建设 

科技人才 

实验室固定人员 40 人  实验室流动人员 16 人  

院士 人  千人计划 
长期    人 
短期    人 

长江学者 
特聘  2 人 
讲座  2 人 

国家杰出青年基金 3 人 

青年长江 0 人 国家优秀青年基金 1 人  

青年千人计划 2 人 
其他国家、省部级 

人才计划 
8 人  

自然科学基金委创新群

体 
1 个  

科技部重点领域创新团

队 
1 个 

国际学术 
机构任职 

(据实增删) 

姓名 任职机构或组织 职务 

骆清铭 美国光学学会(OSA) 理事 

骆清铭 美国光学学会(OSA) 会士 

骆清铭 国际光学工程学会（SPIE） 会士 

骆清铭 英国工程技术学会（IET） 会士 

骆清铭 美国生物医学工程研究院（AIMBE） 会士 

骆清铭 Journal of Innovative Optical Health 
Sciences 主编 

骆清铭 Frontier of Optoelectronics 副主编 

骆清铭 Journal of Biomedical Optics 编委 

骆清铭 Experimental Biology and Medicine 编委 

曾绍群 国际光学工程学会（SPIE） 会士 

曾绍群 Frontier of Optoelectronics：Biomedical 
Photonics 

专题主编 

曾绍群 Neurophotonics 副主编 

朱䒟 Scientific Reports 编委 

朱䒟 Journal of Innovative Optical Health 
Sciences 

编委、客

座编辑 



 

 

朱䒟 Journal of Biophotonics & Engineering 编委 

朱䒟 Journal of Biomedical Optics 客座编辑 

朱䒟 Frontier of Optoelectronics 编委、客

座编辑 

朱䒟 Laser Application in Life Science 
国际咨询

委员会委

员 

付玲 美国光学学会（OSA） 委员 

付玲 Scientific Reports 编委 

付玲 Journal of Innovative Optical Health 
Sciences 主编助理 

张智红 Cellular & Molecular Immunology 编委 

张智红 生物化学与生物物理进展 编委 

张智红 Journal of Innovative Optical Health 
Sciences 客座编辑 

费鹏 Scientific Reports 编委 

刘笔锋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Systems Biology 
and Biomedical Technology 副主编 

刘笔锋 Journal of Separation Sciences 编委 

访问学者 国内 人 国外 8 人 

博士后 本年度进站博士后 4 人 本年度出站博士后 1 人 

学科发展

与人才培

养 

依托学科 
(据实增删) 

学科 1 
生物医学工程

（一级） 
学科 2 

光学工程（一

级） 
学科

3 
生物学（一

级） 

研究生培养 在读博士生 147 人 在读硕士生 94 人 

承担本科课程 769 学时 承担研究生课程 360 学时 

大专院校教材 部   

开放与 

运行管理 

承办学术会议 国际 1 次 
国内 

(含港澳台) 
1 次 

年度新增国际合作项目 0 项 

实验室面积 4500 M2 实验室网址   bmp.hust.edu.cn 

主管部门年度经费投入 
(直属高校不填)万

元 
依托单位年度经费投入 1220 万元 



 

 

二、研究水平与贡献 
1、主要研究成果与贡献 
结合研究方向，简要概述本年度实验室取得的重要研究成果与进展，包括论文和专著、标

准和规范、发明专利、仪器研发方法创新、政策咨询、基础性工作等。总结实验室对国家战略

需求、地方经济社会发展、行业产业科技创新的贡献，以及产生的社会影响和效益。 

本实验室密切围绕实验室的研究方向开展工作，在脑网络精准光学成像、脑连接图谱与神

经信息学、光学分子成像等方面取得重要进展，并在 Nature Methods、Nature Communication 及

eLife 等国际权威期刊发表论文 30 篇；中国发明专利获批 11 项，新申报 23 项。在 2011-2015

年教育部重点实验室评估中获评优秀。 

本实验室一直致于神经光学成像方法、仪器与应用研究，继 2010 第一篇关于显微光学切

片断层成像（Micro-Optical Section Tomography, MOST）获取高分辨的鼠脑连接图谱之后，

实验室相继发展了荧光显微切片断层成像（fMOST）及淬灭荧光蛋白化学重激活方法。2016 年

再获重大进展： 

1） “脑网络精准光学成像”方向：高通量双色精准成像获取具有细胞构筑标识信息的全

脑连接组信息。 

    2016 年，实验室主任骆清铭教授领导的团队另辟蹊径，提出了一种称为全脑定位系统

（Brain-wide Positioning System，BPS）的全自动显微成像方法，在单细胞水平能够解析及

定位全脑神经结构。该方法主要包括两种新技术：在全脑成像的同时进行细胞构筑的实时染色；

具有宽场大容积层析成像特点的高通量多通道全脑显微成像系统。利用 BPS 方法，可以在 3 天

内以 0.32 × 0.32 × 2.0 微⽶的体素分辨率，获取鼠脑内荧光标记的神经元及其共定位细

胞构筑的全脑数据集。BPS 方法不仅将单神经元水平获取小鼠全脑连续图像的时间，从十几天

缩短到三天，而且可以同时在细胞水平获取每个神经元的解剖坐标。利用 BPS 获取的全脑成像

数据集具有高连续性和高分辨率的特点，因此可以在全脑范围重现神经环路的投射路径，以及

追踪神经元的精细形态，包括树突、树突棘、轴突和终扣等。相关工作发表在 2016 年的《自

然·通讯》（Nature Communications）上 

2）“脑连接图谱与神经信息学”方向：自动重建大规模的密集神经网络。 

通过声光无惯性扫描双光子显微光学切片成像（2P-fMOST）技术获取大范围的神经网络数

据，这一前所未有的大数据为脑功能研究提供了新的契机，同时也对信息分析等提出了新的挑

战。常规方法主要是针对单个神经细胞重建，并没有涉及到大尺度的神经元群落重建，这极大

的消弱了神经元形态数字化重建这一领域对神经科学研究的影响。为此，曾绍群教授与龚辉教

授领导的团队提出：通过学习人脑采用的重建策略，并将这种策略整合到自动重建框架里。即

当手工重建神经元形态时，利用了不同尺度的图像信息（强度、形状、方向）及神经元形态的

统计特征，来建立已重建神经纤维间的关系。实验数据的分析结果表明，在目前，DIADEM 竞

赛中优胜方法，Open-snake 方法，BigNeuron 项目发起人提出的 Vaa3D 方法、广泛使用的

NeuroStudio 方法均不能实现神经群落重建，而我们的方法可以获得 80%的查全率及准确率重

建。新建方法能在一个小时内，重建数百个神经元的形态，并首次实现了大尺度的神经群落重



 

 

建。随着大尺度神经群落数据不断的涌现，它对神经科学研究将会有更重要的价值。相关工作

发表在 2016 年的《自然·方法》（Nature Methods）上。 

脑连接图谱的研究工作的社会影响力不断增强：2016 年 5 月 30 号，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

科技创新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重要讲话中指出：“脑连接

图谱研究是认知脑功能并进而探讨意识本质的科学前沿，这方面探索不仅有重要科学意义，而

且对脑疾病防治、智能技术发展具有引导作用。”这是继欧盟脑计划与美国脑计划相继推出，

中国最高领导人正式提出脑连接图谱研究的意义。 

8 月 8 号，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头条改革调研行的专题节目中，特别介绍了骆清铭教授领

导的团队在脑连接图谱精准成像及神经信息方面的研究工作，为时 2 分钟。 

10 月 8 号，基于本实验室骆清铭教授的工作，华中科技大学（苏州）脑空间信息研究院正

式落户苏州工业园区。江苏省政府与苏州市及工亚园区拟投资 5 亿，以提升园区在世界范围内

脑科学研究以及人工智能领域的创新能力。 

2017 年 1 月 10 日，科技部部长万钢在全国科技工作会议的工作报告中，从六个方面对

2016 年的工作进行全面总结，并通过四份成绩单反映我国支撑引领型发展的科技基础。在“基

础前沿成绩单”中提及三个科学领域，本实验室“脑连接图谱研究”成果被列入。并指出：在

生命科学领域、首次实现精准定位高分辨全脑连接图谱，创造了在单细胞水平解析和定位全脑

神经形态的成像方法。 

3）“光学分子成像”方向：免疫治疗过程中肿瘤微环境的长程跟踪取得重要进展 

黑色素瘤是源于黑色素细胞的一类恶性皮肤肿瘤。过继性细胞治疗（ACT: Adoptive cell 

therapy）是目前报道的黑色素瘤最有效的免疫疗法，病人的肿瘤消退率高达 50%以上。在 ACT

治疗实施之前使用环磷酰胺（CTX）清除患者体内的免疫抑制性 T 细胞（Treg），是 ACT 治疗

发挥效应的重要前提。尽管 CTX-ACT 联合免疫疗法在临床黑色素瘤治疗中已广泛应用，然而其

相关作用机制的研究并不深入。此外，传统生物学检测手段（例如：流式、ELISA、WB 以及 RT-

PCR 等）难以获得联合治疗引发的免疫细胞协同效应及其时空动态信息，⽽这些信息对于科学

家们深⼊了解肿瘤免疫治疗成功或者失败原因，进而改进治疗方案，具有重要的价值。 

针对上述问题和难点，张智红教授和骆清铭教授及其博士研究生祁淑红、李慧等人，通过

构建多色标记的肿瘤微环境模型，采用活体长时程显微成像技术，成功获取了免疫治疗过程中

肿瘤微环境内多种免疫细胞的迁移、聚集、分布和相互接触等信息，动态展示了 CTX-ACT 联合

治疗抑制肿瘤⽣长的关键免疫事件：联合治疗阻止 Treg 在实体肿瘤外周形成“免疫耐受环”

从而解除其产生的免疫抑制；诱发内源性肿瘤浸润免疫细胞的瞬时激活并朝向肿瘤实质内快速

迁移；招募更多过继性细胞毒性 T 淋巴细胞（CTLs）到肿瘤区域，并促进树突状细胞的浸润；

由此，内源和外源性抗肿瘤免疫反应协同发挥作用。通过对肿瘤微环境内免疫细胞运动规律的

分析以及免疫细胞与肿瘤博弈过程的动态监测，进而构建了一种最佳的节律性联合免疫治疗策

略，明显提高了 CTX-ACT 联合治疗的抗肿瘤疗效。相关工作发表在国际重要期刊 eLife 上。 

张智红教授一直从事免疫光学成像研究，2016 年获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杰出青年基金。 

 



 

 

 
2、承担科研任务 
 
概述实验室本年度科研任务总体情况。 
2016 年正在承担的千万级项⽬三项，骆清铭教授主持的国家重大科学仪器设备开发

专项“显微光学切⽚断层成像仪器研发与应⽤⽰范”; 曾绍群教授为⾸席科学家主持的国

家重点基础研究发展计划（973 计划）“灵长类神经回路精细结构成像的新⽅法和新⼯具”。 

本年度正在承担的重点项⽬五项，包括付玲教授主持的科技部国家重点研发计划课

题“基于纳米影像探针的微创介入诊疗设备”；曾绍群教授主持的国家⾃然科学基⾦重⼤研

究计划重点⽀持项⽬“全脑尺度神经环路功能连接的⾼通量⾼分辨成像新技术”；国家重⼤

科研仪器设备研制专项“三维⽆惯性快速扫描多光⼦显微成像仪器”；张智红教授主持的国

家⾃然科学基⾦重⼤研究计划重点⽀持项⽬“活体跨层次整合成像研究肿瘤肝转移的区域

免疫”；黄振⽴教授主持的国家重大科研仪器设备研制专项“基于荧光分⼦纳⽶分辨定位的

超分辨定位成像仪器”。 

此外，2016 年度实验室获批国家⾃然科学杰出青年基⾦⼀项。 

 

请选择本年度内主要重点任务填写以下信息： 

 

 

序

号 
项目/课题名称 编号 负责人 起止时间 

经费

(万元) 
类别 

1 
显微光学切片断层成像仪器

研发与应用示范 
2012YQ030260 骆清铭 2012.10-2017.09 5568 

国家重大科学仪

器设备开发专项 

2 
灵长类神经回路精细结构成

像的新方法和新工具 
2015CB755600 曾绍群 2015.1-2019.8 3000 

国家重点基础研

究发展计划（973

计划）--首席 

3 

灵长类神经回路精细结构成

像的新方法和新工具---灵

长类单细胞分辨神经回路的

MOST 成像 

2015CB755602 龚  辉 2015.1-2019.8 540 

国家重点基础研

究发展计划（973

计划）--课题 

4 
微纳系统三维异质集成化技

术 
SS2015AA041802 费  鹏 2015.1-2018.3 729 

科技部”863”计

划 

5 
基于纳米影像探针的微创介

入诊疗设备 
2016YFA0201403 付  玲 2016.07-2021.06 531.7 

科技部国家重点

研发计划--课题 

6 
基于微流控芯片的样品前处

理功能模块开发 
2016YFF0100801 刘笔锋 2016.7-2019.6 100 

国家重点研发计

划---课题 



 

 

序

号 
项目/课题名称 编号 负责人 起止时间 

经费

(万元) 
类别 

7 

组织光透明结合光学成像获

取周围神经系统整体三维结

构:从终末效应器、神经干

到脊髓 

31571002 朱  䒟 2016.1-2019.12 86 
国家自然科学基

金面上项目 

8 
扩散 MRI 纤维示踪术的真实

精细神经纤维构筑研究 
61371014 陈尚宾 2014.01-2017.12 83 

国家自然科学基

金面上项目 

9 

原位活体水平单细胞与神经

环路分析的微流控芯片新方

法研究 

21475049 刘笔锋 2015.01-2018.12 90 
国家自然科学基

金面上项目 

10 
单细胞功能蛋白质组学微流

控芯片新方法研究 
21275060 刘笔锋 2013.01-2016.12 80 

国家自然科学基

金面上项目 

11 
定量化超分辨微分干涉相衬

显微成像方法研究 
61475059 吕晓华 2015.1-2018.12 78 

国家自然科学基

金面上项目 

12 
基于神经电活动光学成像的

静息态脑功能连接研究 
31471083 陆锦玲 2015.1-2018.12 80 

国家自然科学基

金面上项目 

13 

用于活细胞超分辨成像的新

型透膜靶向光激活荧光化学

探针研究 

31270906 张玉慧 2013.01-2016.12 80 
国家自然科学基

金面上项目 

14 
基于肽型载体稀疏、高亮度

标记鼠脑神经元 
31470056 张玉慧 2015.1-2018.12 85 

国家自然科学基

金面上项目 

15 
多功能靶向性纳米荧光-CT

分子探针的基础研究 
81271616 赵元弟 2013.1-2016.12 90 

国家自然科学基

金面上项目 

16 

基于"分子阀门"的硫化银量

子点/介孔硅可控释放系统

用于靶向基因和药物共转运

的实时示踪研究 

81471697 赵元弟 2015.1-2018.12 80 
国家自然科学基

金面上项目 

17 
全脑尺度神经环路功能连接

的高通量高分辨成像新技术 
91232306 曾绍群 2013.01-2016.12 300 

国家自然科学基

金重大研究计划

重点支持项目 

18 
活体跨层次整合成像研究肿

瘤肝转移的区域免疫 
91442201 张智红 2015.01-2018.12 300 

国家自然科学基

金重大研究计划

重点支持项目 

19 
三维无惯性快速扫描多光子

显微成像仪器 
81327802 曾绍群 2014.01-2018.12 850 

国家自然科学基

金委／国家重大



 

 

注：请依次以国家重大科技专项、“973”计划（973）、“863”计划（863）、国家自然科学基
金（面上、重点和重大、创新研究群体计划、杰出青年基金、重大科研计划）、国家科技（攻
关）、国防重大、国际合作、省部重大科技计划、重大横向合作等为序填写，并在类别栏中
注明。只统计项目/课题负责人是实验室人员的任务信息。只填写所牵头负责的项目或课题。
若该项目或课题为某项目的子课题或子任务，请在名称后加*号标注。 
 

 
 

科研仪器研制项

目 

20 
基于荧光分子纳米分辨定位

的超分辨定位成像仪器 
81427801 黄振立 2015.01-2019.12 715 

国家自然科学基

金国家重大科研

仪器设备研制专

项 

21 生物医学光子学 61421064 骆清铭 2015.01-2017.12 600 
国家自然科学基

金创新群体 

22 生物医学光学显微成像 61522502 付  玲 2016.1-2018.12 150 

国家自然科学基

金优秀青年基金

项目 

23 

适合于跨脑区研究神经环路

的超微结构特征的大面积超

分辨定位成像技术 

91332103 黄振立 2014.01-2016.12 70 

国家自然科学基

金-重大研究计划

-培育项目 

24 
面向情感和记忆神经环路图

谱的荧光标记策略研究 
91432107 李浩洪 2015.01-2017.12 100 

国家自然科学基

金-重大研究计划

-培育项目 

25 

全脑尺度获取小鼠情感与记

忆神经环路三维精细图谱的

方法研究 

91432105 龚  辉 2015.01-2017.12 240 

国家自然科学基

金-重大研究计划

-培育项目 

26 

基于 TB 级海量数据的全脑

神经环路三维分析与可视化

方法研究方法 

91432116 李安安 2015.01-2017.12 200 

国家自然科学基

金-重大研究计划

-培育项目 

27 
活动动物神经环路光调控与

荧光成像一体化系统研究 
91332121 李鹏程 2014.1-2016.12 60 

国家自然科学基

金重大计划培育 

28 
超光谱拉曼成像技术及其应

用 
 王  平 2015.7 200 

青年千人科研经

费（第 11 批） 

29 精密仪器与机械  费  鹏 2015.7 300 
青年千人科研经

费（第 11 批） 

30 精神障碍创新药物研究 横向 张桂森 2011.7-2016.6 320 江苏恩华药业 



 

 

三、研究队伍建设 
1、各研究方向及研究队伍 
研究方向 学术带头人 主要骨干 

脑连接图谱与神经信息学 骆清铭 龚  辉、曾绍群、李安安、全廷伟、陈

尚宾、王 平 

脑网络精准光学成像 龚  辉 
骆清铭、曾绍群、袁菁、杨孝全、李向

宁、吕晓华、李浩洪 

活体神经光学成像 曾绍群 李鹏程、朱䒟、付玲、许彤辉、费鹏、

周伟、张桂森 

光学分子成像 张智红 付玲、刘笔锋、刘欣、杨孝全、冯晓均

邓勇、 

纳米生物光子学 黄振立 张玉慧、赵元弟、杜伟、陈威、刘波 

 
 

2.本年度固定人员情况 
序号 姓名 类型 性别 学位 职称 年龄 在实验室工作年限 

1 骆清铭 研究人员 男 博士 教授 50  2000 

2 曾绍群 研究人员 男 博士 教授 47  2000 

3 龚  辉 研究人员 女 学士 教授 52  2000 

4 朱  䒟 研究人员 女 博士 教授 50  2001 

5 张智红 研究人员 女 博士 教授 45  2000 

6 付  玲 研究人员 女 博士 教授 38  2007 

7 黄振立 研究人员 男 博士 教授 40 2003 

8 李鹏程 研究人员 男 博士 教授 40  2003 

9 刘笔锋 研究人员 男 博士 教授 44 2003 

10 刘  谦 研究人员 男 博士 教授 40  2000 

11 王  平 研究人员 男 博士 教授 37  2015 

12 许彤辉 研究人员 男 博士 教授 44  2010 

13 张玉慧 研究人员 女 博士 教授 40 2006 

14 赵元弟 研究人员 男 博士 教授 45  2001 

15 李浩洪 研究人员 男 博士 教授 37  2014 

16 李安安 研究人员 男 博士 教授 33  2011 

17 袁  菁 研究人员 女 博士 教授 37  2010 



 

 

序号 姓名 类型 性别 学位 职称 年龄 在实验室工作年限 

18 费  鹏 研究人员 男 博士 教授 33 2016 

19 刘  欣 研究人员 男 博士 教授 42 2016 

20 陆锦玲 研究人员 女 博士 副教授 40  2008 

21 陈尚宾 研究人员 男 博士 副教授 38  2006 

22 邓  勇 研究人员 女 博士 副教授 51  2007 

23 李向宁 研究人员 男 博士 副教授 38  2008 

24 吕晓华 研究人员 男 博士 副教授 36  2007 

25 杨孝全 研究人员 男 博士 副教授 35  2012 

26 周  伟 研究人员 男 博士 副教授 44  2000 

27 王  珍 研究人员 女 博士 副教授 43 2007 

28 全廷伟 研究人员 男 博士 副教授 36  2016 

29 陈  威 研究人员 男 博士 副教授 36 2016 

30 刘  波 研究人员 男 博士 副教授 39 2016 

31 冯晓均 研究人员 男 博士 副教授 39 2016 

32 杜  伟 研究人员 男 博士 副教授 39 2016 

33 张桂森 研究人员 男 博士 高工 50 2016 

34 刘秀丽 研究人员 女 博士 讲师 38  2012 

35 胡昭宇 研究人员 男 博士 讲师 29 2016 

36 骆卫华 管理人员 女 博士 副教授 39 2008 

37 施  华 管理人员 女 博士 
办公室 

副主任 
36 2004 

38 赵  芳 管理人员 女 硕士 秘书 29 2015 

39 杨林芳 技术人员 女 硕士 实验员 31 2015 

40 冯晓蓉 技术人员 女 本科 实验员 37 2014 

注：（1）固定人员包括研究人员、技术人员、管理人员三种类型，应为所在高等学校
聘用的聘期 2 年以上的全职人员。（2）“在实验室工作年限”栏中填写实验室工作的聘期。 
 
 
 
 
 
 



 

 

3、本年度流动人员情况 

序号 姓名 类型 
性

别 
年

龄 
职称 国别 工作单位 

在实验室工

作期限 

1 常  瑾 博士后 女 43 无 中国 
华中科技大学生物医学光子

学教育部重点实验室 
2013.04- 

2 邱建军 博士后 男 34 无 中国 
华中科技大学生物医学光子

学教育部重点实验室 
2013.05- 

3 严  程 博士后 男 29 无 中国 
华中科技大学生物医学光子

学教育部重点实验室 
2013.07- 

4 郑  廷 博士后 男 29 无 中国 
华中科技大学生物医学光子

学教育部重点实验室 
2013.10- 

5 林巧雅 博士后 女 33 无 中国 
华中科技大学生物医学光子

学教育部重点实验室 
2014.06- 

6 俞婷婷 博士后 女 28 无 中国 
华中科技大学生物医学光子

学教育部重点实验室 
2015.12- 

7 程  雍 博士后 男 31 无 中国 
华中科技大学生物医学光子

学教育部重点实验室 
2016.01- 

8 祁淑红 博士后 女 32 无 中国 
华中科技大学生物医学光子

学教育部重点实验室 
2016.03- 

9 杨  洁 博士后 女 41 无 中国 
华中科技大学生物医学光子

学教育部重点实验室 
2016.10- 

10 罗  华 博士后 男 32 无 中国 
华中科技大学生物医学光子

学教育部重点实验室 
2016.12- 

12 李  琳 访问学者 男 48 
副教

授 
中国 宾夕法尼亚大学 

2016.10.23-

11.18 

13 Tuchin Valeriy 访问学者 男 73 院士 俄罗斯 俄罗斯萨拉托夫国立大学 
2016.10.28-

11.05 

14 Zhang  Li 访问学者 女 61 教授 加拿大 多伦多大学 
2016.10.08-

10.23 

15 

Oxana V. 

Semyachkina-

Glushkovskaya 

访问学者 女 42 教授 俄罗斯 俄罗斯国立沙拉托夫大学 
2016.10.18-

11.06 

16 Nioka Shoko 访问学者 女 70 教授 美国 宾夕法尼亚大学 
2016.11.01-

11.09 

注：（1）流动人员包括“博士后研究人员、访问学者、其他”三种类型，请按照以上三种类型
进行人员排序。（2）在“实验室工作期限”在实验室工作的协议起止时间。 



 

 

四、学科发展与人才培养 
1、学科发展 
简述实验室所依托学科的年度发展情况，包括科学研究对学科建设的支撑作用，以

及推动学科交叉与新兴学科建设的情况。 

 

本重点实验室依托华中科技大学，是武汉光电国家实验室（筹）的重点方向之一。

从师资队伍到研究生，其学科背景都涉及光学、信息、数学、物理、生物、医学、化学

等多个理工学科，从而组成了一支多学科交叉团队。 

实验室定位于生命医学关键科学问题牵引的光电原理、方法与仪器研究，为重大疾

病研究与诊疗提供新的光电医学成像仪器。具体：围绕生命科学与医学科学的重大科学

问题，发展了围绕神经、及肿瘤免疫成像的新技术与新方法。在过去的 5 年间，主持包

括 973（2 项）、国家重大科学仪器等项目 110 项，实到科研经费超过 1 亿人民币。骆清

铭教授团队历时多年艰苦攻关研发的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显微光学切片断层成像系统

(MOST)，在国际上率先建立了可对厘米大小样本进行突触水平精细结构三维成像，填补

了高分辨可视化全脑网络这一空白，入选 2011 年度中国十大科学进展；2013 年，该成

果以 1000 万元价格公开挂牌转让。“单神经元分辨的全脑神经网络可视化”获得 2014

年国家技术发明二等奖。目前，本实验室在“脑连接图谱的光学成像技术研究”方面已

经处于国际领先地位。欧盟脑计划正式采用我们的“鼠脑最精细脑图谱基础数据库”。 

每一项成绩的取得既源于实验室先进的科研平台，也源于实验室固定人员的高瞻远

瞩与辛勤指导，更源于研究生们的聪明才智与刻苦钻研。2016 年实验室在 Nature 

Methods、Nature Communications 等顶级刊物上所发表文章的第一作者均为本实验室的

博士生、硕士及博士后。 

本实验室一直支撑我校生物医学工程学科的建设，并于 2012 年新设生物医学工程二

级学科硕士/博士点：生物医学光子学；同时对光学工程等也有积极的推动作用。本实验

室所培养的研究生则包括以上三个专业。 

在上一届学科评估中，生物医学工程位居全国第三（并列），光学工程为第一（并

列）。 

在前一轮的教育部重点实验室评估中，本实验室获得优秀。 

 
 
 
 
 



 

 

 2、科教融合推动教学发展 
简要介绍实验室人员承担依托单位教学任务情况，主要包括开设主讲课程、编写教

材、教改项目、教学成果等，以及将本领域前沿研究情况、实验室科研成果转化为教学

资源的情况。 

本实验室教师主要负责生物医学工程专业多门本科与研究生的教学任务，并负责生

物医学光子学二级学科硕士点与博士点建设。承担了光信息科学与技术专业的本科、光

学工程专业研究生部分课程，以及工程科学国际化示范学院的部分本科教学任务。主讲

课程多达二十余门课程。 

承担有校教学研究基金《生物医学工程卓越人才认知实习内容改革与工程实践》

（2014-2016）。在教学方案设计与实施中，以生物医学工程的典型产品—血糖仪、光电

血氧检测仪的结构、功能设计为主导，引导学生开展相关产品的设计原理与制作、装配、

实验等环节。通过带领学生人人动手解剖麻雀式的教学，促进学生对专业的认识及兴趣。 

为融入华中科技大学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依托工程科学学院（又称国际

化示范学院）申报了校教学研究重大专项项目“工程科学国际化人才培养的探索与实

践”，利用本实验室的国际化资源，通过体制创新、培养具有多学科交叉视野和具有国

际竞争力的医工医理拔尖人才，探索具有中国特色的、并逐步实现与国际接轨的教学模

式。 

与此同时，本实验室注重将前沿研究和实验室科研成果转化为教学资源。实现了科

研平台全部对本科生开放；实验室固定人员作为学业或专业导师，指导学生融入科研项

目团队、进行科研训练，借助实验室平台开发学生潜力、提高实践能力。 

 

3、人才培养 
（1）人才培养总体情况 
简述实验室人才培养的代表性举措和效果，包括跨学科、跨院系的人才交流和培养，

与国内、国际科研机构或企业联合培养创新人才等。 

本实验室作为武汉光电国家实验室（筹）的重点建设方向，在人才培养方面代表性的

举措主要包括三个方面： 

a) 跨学科、跨院系的人才培养 

跨学科招生方面，依托单位华中科技大学给予武汉光电国家实验室（筹）充分的自主

权，指标可投放到学校各院系，生源来自生物医学工程、光学工程、生物、化学、物理、

医学、机械、电子、计算机、自控等十余个学科。培养的毕业研究生专业主要有：生物医

学工程（一级）、光学工程（一级）、生物医学光子学（二级）。 

目前，实验室教师的专业背景除生物医学工程外，还涉及光学工程、生物、医学、

化学、物理、信息、机械等多学科。这为跨学科人才培养提供了重要的支撑。 

b) 人才培养的国际化 

在本科人才培养方面，骆清铭教授指导华中科技大学新设立的工程科学学院（国际示

范化学院）筹建工作、付玲教授任该院副院长、并主持日常工作。2014 年，该学院开始对



 

 

全国高中毕业生招收本科生，本实验室负责生物医学工程专业的本科教学及学生指导任

务。学生培养模式为 3+1；实施小班精英化教育，对学生实施一对一的学业导师与专业导

师制，致力于将一流的学科、师资、课程、科研和国际交流平台等优势资源服务于本科人

才培养，培养具有多学科视野、扎实的科学和工程基础知识、国际竞争力和领导能力的创

新拔尖人才，打造国际化教学示范区。 

研究生培养方面，通过请进来、派出去的方式给学生提供国际交流的机会。请进来，

既有邀请国际知名专家短期访合、开展实质性的合作，也有通过讲座的方式让大家了解前

沿的研究进展；更有通过组织国际会议，让更多学生获得更多参与机会。送出去，则包括：

提供资助让学生赴欧美等国参会学习；或将学生送出去，通过短期访问、开展合作研究。

以拓展学生的学术视野、培养创新能力。 

2） 集体指导下的导师负责制 

集体指导贯穿整个培养过程，包括：新生科研技能培训、开题、中期检查、答辩；统

一管理与培训则包括：安全培训、保密协议、知识产权协议、论文投稿审定、评奖。 

导师则负责学生的课题安排、具体指导实施，日报工作进展的检查、每周一次的组会、

论文写作与修改等。 

 

（2）研究生代表性成果（列举不超过 3 项） 
简述研究生在实验室平台的锻炼中，取得的代表性科研成果，包括高水平论文发表、

国际学术会议大会发言、挑战杯获奖、国际竞赛获奖等。 

1）2016 年 1 月，《自然·方法》（Nature Methods）刊发本实验室曾绍群教授和龚

辉教授研究组研究成果。该论文题为 《NeuroGPS-Tree: automatic reconstruction of 

large-scale neuronal populations with dense neurites》。其中第一作者全廷伟为本

实验室已毕业博士生（现为研究人员），李诗玮现为本实验室在站博士后，李靖为 2016

年毕业博士生，周航、李宇昕为本实验室在读研究生。 

2）2016 年 7 月，《自然·通讯》（Nature Communications）刊发本实验室骆清名教

授研究组研究成果。该论文题为《High-throughput dual-colour precision imaging for 

brain-wide connectome with cytoarchitectonic landmarks at the cellular level》，

其中并列第一作者许冬力为本实验室已毕业博士生，本实验室研究生郭聪迪、彭杰、李宇

昕、熊本义、孙庆涛、张亚伦、刘杰鹏（已毕业）、钟秋园共同参与。 

3）本实验室在读博士生熊本义获 2016 年春季‘共青团中央中国光华科技基金会医

学奖学金。 
 

（3）研究生参加国际会议情况（列举 5 项以内） 
序号 参加会议形式 学生姓名 硕士/博士 参加会议名称及会议主办方 导师 

1 分会口头报告 刘征 博士 国际免疫学大会 张智红 



 

 

2 墙报展示 李宇昕 博士 2016 年神经科学年会 骆清铭 

3 墙报展示 周航 博士 2016 年神经科学年会 曾绍群 

4 墙报展示 丰钊 博士 2016 年神经科学年会 龚辉 

5 墙报展示 孙庆涛 博士 2016 年神经科学年会 龚辉 
注：请依次以参加会议形式为大会发言、口头报告、发表会议论文、其他为序分别填报。

所有研究生的导师必须是实验室固定研究人员。 
 
 

五、开放交流与运行管理 
1、开放交流 
（1）开放课题设置情况 

    简述实验室在本年度内设置开放课题概况。 

 
    作为直属高校的实验室并未获得教育部稳定支持，而学校支持的经费或指定为人才、或指

定为平台建设，都无法直接转拔给外来人员。因此，开放课题的设置主要鼓励与本实验室有合

作的国内外同行申请、并专门用于双方互访及合作研究，所有费用的使用均在校内报销使用。

费用源于实验室运行经费。基于开放课题，发表合作论文 6 篇。 

2016 年，我们新设 1 个重点、一个一般项目；有一个面上、一个重点项目结题；仍有一个

在研重大项目。具体如下： 

 

序号 课题名称 经费额度 承担人 职称 承担人单位 课题起止时间 

1 
水稻抗旱相关

表型性状提取

技术研究 
10 杨万能 副教授 华中农业大学 2014.1-

2016.12 

2 
大脑皮层吊灯

细胞单细胞完

整形态分型 
30 Josh 

Huang 教授 
美国冷泉港实验

室 
2015.1-
2018.12 

3 

基于差分成像

的二次谐波显

微成像分辨率

与对比度增强

方法研究 

5 Min Gu 教授/院士 
Swinburne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2015.1-
2016.12 

4 
新生鼠脑出血

的光学评估 10 

Oxana 

V. 

Semyach

kina-

Glushko

vkaya 

教授 
俄罗斯萨拉托夫

国立大学 
2016.1-
2018.12 

5 
激光免疫疗法

用于转移性黑

色素瘤的治疗 
5 陈伟 教授 美国俄克拉荷马

州立中央大学 
2016.1-
2017.12 

注：职称一栏，请在职人员填写职称，学生填写博士/硕士。 

 



 

 

（2）主办或承办大型学术会议情况 
序号 会议名称 主办单位名称 会议主席 召开时间 参加人数 类别 

1 
第 13 届生物医学光子学与

成像技术国际学术研讨会 

华中科技大学

武汉光电国家

实验室（筹） 
骆清铭 

2016.11.02

-11.05 
150 全球 

2 
全国第六届近红外光谱学

术会议 

中国仪器仪表

学会主办，本重

点实验室协办 

刘文清 
2016.03.24

-03.26 
300 全国 

注：请按全球性、地区性、双边性、全国性等类别排序，并在类别栏中注明。 
 

（3）国内外学术交流与合作情况 
请列出实验室在本年度内参加国内外学术交流与合作的概况，包括与国外研究机构

共建实验室、承担重大国际合作项目或机构建设、参与国际重大科研计划、在国际重要学

术会议做特邀报告的情况。请按国内合作与国际合作分类填写。 

1. 国内外交流与合作 

1) 与国内研究机构建立广泛合作关系 

本实验室骆清铭教授、龚辉教授、曾绍群教授、付玲教授、朱䒟教授、李鹏程等分别

与中科院上海神经所、北京生命科学研究所、中科院遗传所、中科院武汉物理数学研究所、

北京大学、浙江大学、上海交通大学、第四军医大、第三军医大、东南大学、北京大学人

民医院、北京 301 医院、武汉军区陆军总医院等建立了良好的合作关系。建立的多种成像

技术已在多家单位应用，相关成果发表在 Nature Communications, Neuron, Biomedical 

Optical Express 等刊物上。 

2) 与国外研究机构广泛开展国际合作研究 

本实验室多名教授分别与欧美等十余所大学及研究机构建立了合作关系，通过师生

互访、共同申请项目、联合培养研究生，深化相互之间的合作。骆清教授与瑞士洛桑联邦

理工大学 Sean Hill 教授、美国斯坦福大学骆利群教授、冷泉港实验室 Z. Josh Huang

及澳大利亚研究委员会卓越中心纳米生物光子学等建立合作关系，朱䒟教授与俄罗斯萨

拉托夫国立大学 Valery Tuchin 教授、张智红教授与加拿大多伦多大学张莉教授、许彤辉

教授与斯坦福大学丁军教授等建立了长期的合作关系。 

加拿大多伦多大学免疫学专家张莉教授对本实验室进行了为期三周的访问研究。其

通过学术讲座、研讨等方式，对研究生进行指导。俄克拉荷马州立中央大学陈伟教授的访

问主要是延续之前与张智红教授的合作课题“激光免疫疗法用于转移性黑色素瘤的治疗”。

通过交流讨论，陈伟教授与张智红教授共同制定了该课题的进一步工作计划。在陈伟教授

来访期间，主要解决了实验中涉及到的 GC 材料的供给问题，以及激光治疗实验中温度红

外检测设备的准确性问题，同时对实验中出现的新现象进行了探讨并给出了有用的建议，

确定了小鼠实验的现象与临床肿瘤治疗现象具有一致性，对课题“激光免疫疗法用于转移

性黑色素瘤的治疗”后期工作安排提出了明确的要求，为后续的相关工作开展奠定了基



 

 

础。  

朱䒟教授与俄罗斯萨拉托夫大学 Valery Tuchin 与 Oxana V. Semyachkina-

Glushkovkaya 教授的合作研究进一步向纵深拓展。本年度， Oxana V. Semyachkina-

Glushkovkaya 对本实验室进行了为期三周的访问，Oxana 教授指导本课题组成员学习建

立了打开血脑屏障及肾型高血压的动物模型，利用散斑及高光谱成像系统对血脑屏障打

开后特定时间点的血流速度及血氧水平进行评估，此外，还通过一系列离体实验对血脑屏

障的打开程度进行评估，得到了令人满意的结果。本年度双方联合发表论文 3 篇。到此，

朱䒟教授与俄罗斯萨拉托夫国立大学的科研合作进一步向纵深拓展。 

应科罗拉多大学波尔德分校计算光学传感和成像中心（NSF-IGERT 资助）主任 Rafael 

Piestun 教授的邀请，黄振立教授赴美为期一年的访问研究，主要从事超分辨成像方面的

研究，并于 2016 年 11 月底按期回国。Piestun 教授主要从事先进生物光学成像方法和仪

器研发工作，在超分辨成像领域享有盛誉。其与该校新建的多学科研究中心-生物前沿研

究所的多位教授有深入的合作，在该中心内搭建下一代超分辨成像仪器。 

2016 年 11 月到 2017 年 1 月，应 Josh Huang 邀请，李向宁副教授赴冷泉港实验室进

行访问研究。主要结合该实验室的遗传学 标记方法和本实验室新发展的 fMOST 大体积

高通量高分辨成像前沿技术，系统地研究 PlexinD1 神经元在不同脑区和不同皮层的精细

结构。后期还会针对小鼠大脑皮层的其他类型锥体神经元进行相关合作研究。 

3) 组织国际会议 

2016 年 11 月 2-5 日，2016 亚洲光纤通信与光电国际会议（Asia Communications and 

Photonics Conference, ACP 2016）在武汉香格里拉大酒店隆重开幕。ACP 目前是亚太地

区最大的光通信、光子学、光传感和相关光电技术的会议。ACP 2016 与第 9 届国际光子

与光电子学会议(International Photonics and OptoElectronics Meetings, POEM 

2016)、第 13 届生物医学光子学与成像技术国际学术研讨会(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Photonics and Imaging in Biology and Medicine, PIBM 2016)同期举行。会议吸

引了来自世界各地包括美国、加拿大、英国、法国、德国、瑞士、瑞典、澳大利亚、新加

坡、韩国、日本等 20 余个国家和地区的一流专家学者、工程技术人员和优秀企业家、投

资者，包括国内外高校、科研院所研究生、专业期刊编辑和企业研发人员，与会人员超过

一千人。本次会议由华中科技大学主办，武汉光电国家实验室（筹）承办。美国光学学会

(OSA)、国际光学工程学会(SPIE)、国际电气与电子工程师学会光子学协会(IEEE 

Photonics Society)、中国光学学会(COS)和中国通信学会(CIC)提供技术支持。 

大会主席由本重点实验室主任、华中科技大学副校长、武汉光电国家实验室（筹）常

务副主任骆清铭教授，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沈平教授，OSA 主席、美国工程院院士、英国

皇家工程院外籍院士、美国南加州大学 Alan E. Willner 教授，中国工程院院士、武汉邮

电科学院余少华教授，华中科技大学武汉光电国家实验室（筹）、本重点实验室副主任曾

绍群教授共同担任。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美国第十二届能源部部长、斯坦福大学朱棣文

(Steven Chu)教授应邀在 OSA Light the Future（点亮未来）环节作主旨发言。大会报

告还邀请到 Alan E. Willner 教授，英国格拉斯哥大学副校长、英国皇家学会院士、爱丁



 

 

堡皇家学会院士 Miles Padgett 教授，英国巴斯大学副校长 Jonathan Knight 教授，以

及“长江学者”讲座教授、美国圣路易斯华盛顿大学汪立宏教授。 

本届会议包含 8 个方向：新型光纤及光纤设备，光传输系统、子系统及技术，网络架

构、管理及应用，光电子器件与集成，光信号处理和微波光子学，能源光子学，超快光子

学及光存储，生物医学光子学。本次会议共安排邀请报告 116 个，收到投稿 634 篇，录用

475 篇，安排口头报告 312 个，张贴报告 163 个。会议论文由美国光学学会(OSA)在线出

版，EI 收录。 

此外，本实验室主任骆清铭教授、副主任朱䒟教授作为会主席、共主席及组委会主席

还分别在国内组织了三个国际会议，分别是：国际生物医学光子学与健康科学研讨会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Innovative Optical Health Science）, 上海，2016 年 10 年 10-

12; Photonics Aisa 2016: Optics in Health Care and Biomedical Optics，北京，2016 年 10 年

12-14; 以及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Laser Application in Life Science, 深圳，2016。10。

14-18。 

2. 应邀在重要国际会议上做邀请报告 

本实验室本年度赴境外参加国际学术会议 30 人次，其中有 19 人次在国际重要学术

会议上做特邀报告。6 名博士生在境外国际会议上做张贴报告，1 名博士生做口头报告。 

实验室师生积极走出去，开展国内学术交流，主要的会议包括：生物电子学与生物光

子学联合学术论坛（南京）、2016 国家可视化与可视分析大会（长沙），2016 生物显微

成像前沿技术培训班暨专题研讨会（合肥），此外，还有一些个别的出访与交流。外出参

会人次多达 100 以上。 

 
    （4）科学传播 

简述实验室本年度在科学传播方面的举措和效果。 

主办期刊：实验室还主办国际期刊 Journal of Innovative Optical Health Sciences

（JIOHS），该刊由 World Scientific (http://www.worldscinet.com/jiohs/)出版发行的国际期

刊。实验室主任骆清铭教授任主编，除国外多名教授担任副主编及编委外，本实验室付

玲教授任主编助理、副主任朱丹教授任编委，王珍副教授作为编辑。该刊于 2008 年创

刊，刊出的论文涵盖光子学在生物和医学领域中的所有学科，包括但不限于：光治疗和

光诊断、光学临床技术和系统、组织光学、激光-组织的相互作用、组织工程学、生物医

学光谱学、先进显微成像技术、纳米生物光子学和光学分子成像、多模式的生物医学成

像、微纳制造技术、微型医学系统、光学弱相干层析成像和光动力学治疗等。 

JIOHS 的目标是推广现代光学技术在生物和医学领域中的应用，为从事光学和生物

医学的研究生、工程师和科学家提供一个传播最先进科学与技术的平台。截止到现在，

已有很多高质量的论文在本刊发表，作者遍及世界各国，其中约一半来自欧美、一部分

来自亚太地区。该刊继 2013 年被 SCI 检索后，今年的影响因子提升到 1.11。 

成立学会：目前，本实验室主任骆清铭教授现为中国生物医学工程学会生物医学光

子学分会主任委员、李鹏程任秘书长。 



 

 

此前，本实验室一直是中国光学学会生物医学光子学专业委员会挂靠单位。第一届

专委员主任委员、秘书长分别由骆清铭教授、朱䒟教授担任；2015 年 12 月换届选举之

后，本实验室副主任朱䒟教授为副主任委员兼秘书长。本实验室一直负责本领域的学术

交流，组织或协助组织各类学术会议，这对促进本领域同行的学术交流起到了积极的推

动作用。 

科普推广：实验室还通过科技周接受武汉市中小学生及大学生的参观，平时，不分

工作时间，根据需要随时接待国内外来访专家、学者及相关领导，以促进本学科的传播。 

特别地，实验室在单细胞分辨的全脑网络可视化的研究工作在 2016 年 8 月 8 号的

新闻联播头条中播出。 

    
 2、运行管理 

（1）学术委员会成员 
序号 姓名 性别 职称 年龄 所在单位 是否外籍 

1 程京 男 院士 53 清华大学 否 

2 陆祖宏 男 教授 56 北京大学 否 

3 毕国强 男 教授 49 中国科技大学 否 

4 段会龙 男 教授 53 浙江大学 否 

5 胡德文 男 教授 53 国防科技大学 否 

6 卢光明 男 教授 59 南京军区总医院 否 

7 罗敏敏 男 研究员 43 北京生命科学研究所 否 

8 屈军乐 男 教授 46 深圳大学 否 

9 田捷 男 研究员 56 中科院自动化研究所 否 

10 魏勋斌 男 教授 46 上海交通大学 否 

11 张镇西 男 教 65 西安交通大学 否 

12 周欣 男 研究员 38 中科院武汉物数所 否 

13 骆清铭 男 教 50 华中科技大学 否 

14 曾绍群 男 教 48 华中科技大学 否 

15 龚辉 女 教 53 华中科技大学 否 

   
 
 
 
 



 

 

（2）学术委员会工作情况 
   请简要介绍本年度召开的学术委员会情况，包括召开时间、地点、出席人员、缺席人

员，以及会议纪要。 

    2016 年 8 月 21-22 日，生物医学光子学教育部重点实验室学术委员会在武汉召开会

议。参会人员包括全体学术委员会委员、依托单位华中科技大学主管领导、重点实验室成

员。 

    会议由学术委员会主任委员程京院士主持。重点实验室主任骆清铭教授首先就实验室

近五年的工作进行了总体汇报，重点介绍了全脑网络可视化的研究成果；李鹏程教授、付

玲教授、刘笔锋教授分别就“活体神经光学成像”、“ 活体免疫光学成像”、“微流控

芯片-单细胞分析”等方面的代表性成果进行了汇报。 

    学术委员会认为：在过去的五年间，实验室聚焦生物医学光子学学科前沿、面向国家

重大需求，在神经元分辨的全脑网络可视化、脑功能在体高分辨光学成像等方面取得了突

破性研究成果。主持承担 80 余项国家级课题，实到经费约 1.3 亿；其中主持的国家重大

科学仪器、973、863、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点及仪器项目超过 20 项。发表 SCI 论文近 200

篇，其中在 Nature Methods、Nature Neuroscience、Nature Communications 等刊物上

发表论文 5 篇；“单细胞分辨的全脑神经网络成像”获 2011 年中国科技十大进展、国家

技术发明二等奖（2014）；获国家发明专利 78 项，相关技术实现千万级成果转换，开创

我国高校基础研究高水平成果转化应用先例，推动湖北省政府在全国率先出台《促进高校

院所科技成果转化暂行办法》。2012 年获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创新群体、并滚动支持，

2014 年获科技部重点领域创新团队。引进青千 1 名、培养杰青、优青各一名。与国际上

高水平实验室开展了卓有成效的合作，包括斯坦福大学、诺奖得主 Sudof 教授、欧盟脑计

划负责人等，已形成较大国际影响力。无论功能性研究、还是结构性研究 

学术委员会建议，实验室未来的发展应继续凝炼目标、集中力量，筹措经费、扩大

规模，加大人才引进与培养力度，结合健康中国建设需求，动静结合，在脑科学相关的脑

连接图谱方向做出卓越的贡献。 

 

（3）主管部门和依托单位支持情况 
    简述主管部门和依托单位本年度为实验室提供实验室建设和基本运行经费、相对集

中的科研场所和仪器设备等条件保障的情况，在学科建设、人才引进、团队建设、研究

生培养指标、自主选题研究等方面给予优先支持的情况。 

 
（1) 依托单位本年度为本实验室在实验室建设、基本运行、人才引进、团队建设等方面

给予资助额度总计 1220 万元，具体如下： 

a) 2016 年，学校按规定为本重点实验室提供运行经费 40 万； 

b) 2016 年“双一流”科研能力提升科技部创新团队 100 万； 

c) 2016 年“双一流”科研能力提升基金委创新群体 100 万； 

d) 2016 年“双一流”科研能力提升登封计划 618 万； 



 

 

e) 2016 年光电国家实验室运行经费 200 万； 

f) 武汉光电国家实验室给予实验室一定的奖励经费 75 万； 

g) 学校设立自主创新项目 30 万； 

h) 本实验室新引进青年千人一名，2016 年学校按规定给予配套支持经费 57 万。 

（2) 实验室科研场所及仪器设备 

    目前本重点实验室拥有 4500 平米的办公与实验面积，其中含 650 平米的超净间和

300 平米的屏障动物实验中心。目前在使用的仪器设备多达 39 台（套），价值 6000 余

万元。 

（3) 培养生培养指标 

    2016 年，本实验室新招收学硕 36 名、专硕 2 人；博士研究 26 名。学校给武汉光电

国家实验室特殊政策，指标可酌情投放至各院系、各专业。 

 
3、仪器设备 
简述本年度实验室大型仪器设备的使用、开放共享情况，研制新设备和升级改造旧设

备等方面的情况。 

本实验室于 2013 年建成的生物光学成像中心，650 平方米的净化间中设有商用仪器

区、系列显微光学切片成析成像区、其它主自主研发区。累计超过 30 台（套），可开展

分子、细胞、组织到活体层次的光学成像等研究工作。资产超 8000 千万。实验室不断完

善各种规章制度，建立和完善各成像仪器理论和操作培训制度等，实现了仪器设备全成本

核算、运行及开放共享服务。 

生物光学成像研究平台全年安全无事故、规范化运行，组织学生显微镜操作培训 60

人次。11 套商品化显微成像系统设备完好率>95%，开放仪器的平均使用机时>1000 小时/

年。为本重点实验室师生提供超过 10000 小时的机时服务，对外服务机时超 1000 小时。

自助研发的新仪器有：基于 PALM 的超分辨系统、随机扫描系统、光片照明显微光学成像

系统、光纤内窥成像系统、光声成像系统等，以及具有独创性的显微光学切片断层成像

（MOST）系统系统设备，在原有 MOST 仪器的基础上，进一步研发了单光子荧光 MOST、双

光子荧光 MOST、结构光荧光 MOST，TDI-荧光 MOST 等，以满足不同需求。自主研发仪器均

以合作方式开展，累时机时超 10000 小时。此外，实验室开发的激光散斑成像系统在多家

医院试用，光纤鼠脑深部成像系统、光片成像系统分别为北京生命科学研究所及上海神经

所使用。 

本功能实验室多个团队基于生物成像研究平台开展小鼠活体结构与功能成像、果蝇

活体钙成像、组织标记与切片成像等方面的研究，2016 年在 Nature Methods、Nature 

Communications、e-Life 等重要国际期刊上发表论文 30 余篇。目前已经对三十余所国内

外高校开展测试服务工作、与合作研究。 

为实现科普宣传，本实验室还配合学校组织科普宣传周，负责接待参观的学生人数超

过 500 人次；一般性的学术交流、访问量约 200 人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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