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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届天府脑科学论坛 

脑科学是本世纪最富有挑战性的前沿科学, 而信息科学则是当前最富有活力的学科，两

者的交叉领域——脑信息不仅蕴含诸多重大科学问题，而且对社会发展、人类进步均可能发

挥巨大的推动作用。欧盟、美国和日本都已实施相关的脑计划，中国脑计划也已箭在弦上。  

电子科技大学长期致力于脑与信息交叉领域的研究，经过十余年的发展，已形成了“神

经工程、神经认知和类脑智能”三箭齐发的研究态势。为了更好地服务国家需求，推动脑科

学与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特邀请本领域的部分院士/千人/杰青/长江学者，共同论道脑-

信息交叉的发展战略，以促进中国脑信息学科的健康、快速发展。 

天府脑科学论坛提倡求是和创新的科学态度，弘扬学术上的平等、自由思考和自由争论

的精神，支持创新思想。会议期望在宽松的环境和多学科交叉的自由讨论中，基于对已有进

展的总结和评论，展望未来的发展趋势，剖析关键的科学前沿问题及其解决方法，探讨学科

新生长点。 

本次论坛将围绕神经工程，神经认知和类脑智能的最新研究成果进行深入研讨，这些工

作将有助于促进中国脑科学从跟跑、并跑到领跑的跨越。 

   

 

 



日程安排 

报到注册：2019 年 12 月 1 日 13:30-14:00    

专家报告：2019 年 12 月 1 日 14:00-18:00    

 

会议地点 

会议地点：电子科技大学清水河校区研究院大楼一楼报告厅 

成都市高新区（西区）西源大道 2006 号 

住宿酒店：全季酒店（成都市高新西区龙湖店） 

酒店地址：成都市郫都区合作路 89 号龙湖时代天街 8 栋  

 

会务联系人 

总 负 责：刘铁军 13551043200      夏  阳 1309630833   

专家服务：黄百灵 13882114070      刘  博 13880495807       

会    场：李建福 13668188234      刘  博 13880495807 

住宿用餐：史  青 13881886586      刘  博 13880495807 

收费信息 

本次会议免注册费，交通、食宿自理。 

 

 

 

 

 

 

 

 

 



 

 

主要参会专家信息 

 

特邀专家 工 作 单 位 

陈  霖  院士          电子科技大学/中国科学院生物物理研究所 

蒋田仔  杰青/长江学者         电子科技大学/中国科学院自动化研究所  

罗跃嘉  杰青           
深圳大学心理与社会学院/ 

深圳大学情绪与社会神经科学研究所 

马原野  研究员        中国科学院昆明动物研究所 

郎锦义  教授/主任医师 四川省肿瘤医院/电子科技大学 

徐如祥  教授/主任医师            四川省人民医院/电子科技大学 

雷  旭  教授            西南大学 

校内专家 工 作 单 位 

尧德中  杰青/长江学者 电子科技大学 

陈华富  杰青/长江学者 电子科技大学 

Pedro A. Valdes-Sosa 特聘教授               电子科技大学 

Benjamin Becker 特聘教授 电子科技大学 

张  涛  特聘教授 电子科技大学 

徐  鹏  优青 电子科技大学 

李永杰  教授 电子科技大学 

刘铁军  教授 电子科技大学 

段明君  教授/主任医师 成都市第四人民医院/电子科技大学 

周文智  副主任医师 成都市妇女儿童中心医院/电子科技大学 

 

 

 
 

http://baike.baidu.com/view/1604.htm


 

 

会议议程 

 

 

 

 

 

 

 

 

 

 

 

     开幕式  主持人  尧德中 教授 

14:00-14:10 开幕式  

特邀报告  主持人  尧德中 教授  

14:10-14:40 陈  霖  院士： 人工智能的认知基础 

专家论坛 主持人  蒋田仔 研究员/陈华富 教授 

14:40-15:00 罗跃嘉 教  授：焦虑与执行控制的动态交互脑网络模型  

15:00-15:20 马原野 研究员：灵长类的共情和协作以及对 Al的提示 

15:20-15:40 
Pedro A. Valdes-Sosa  教授： The Global Brain Consortium 

Multimodal Platform: towards Global Precision Brain Health 

15:40-16:00 茶歇  合影 

专家论坛 主持人  徐鹏 教授/ 李永杰 教授 

16:00-16:20 蒋田仔 研究员：脑网络组图谱及其进化机制研究 

16:20-16:40 徐如祥 教  授：基于 5G的智能化 16排移动 CT及应用 

16:40-17:00 李永杰 教  授：生物视觉注意计算模型及计算机视觉应用 

17:00-17:20 雷  旭 教  授：静息态 EEG 及其在睡眠障碍诊疗中的应用 

17:20-17:40 刘铁军 教  授：脑机接口应用及未来发展的思考 

17:40- 会议闭幕 

http://www.baidu.com/link?url=wrpQdKhPt_XGPzR8Xogf74YVmKKhOloWLboPHlZKscBcdiaY1rexcos2XQyburSrS-JJ1f3A8rGBjrq65lX1PdAuAtTNqxfBNVdTCkiyRphuXlhi-vG92JiCetbjP2b-


 

 

 

 

 

 

陈 霖  院 士 

中国科学院生物物理研究所 研究员 

电子科技大学 兼职教授 
 

陈 霖，中国科学院院士，第三世界科学院（TWAS）院士，中国认知科学学会理事长。中国

科学院生物物理研究所研究员，电子科技大学教授，北京磁共振脑成像中心主任，“973”

项目（认知基本单元）首席科学家，获求是基金会杰出科学家奖。主要从事认知科学和实验

心理学，特别是视觉认知及其脑成像研究。1982 年在 science 上提出拓扑性质知觉理论，

三十多年来就“视知觉过程从哪里开始”、“什么是认知基本单元”的认知科学基本问题，向

近代占统治地位的“局部首先”理论提出质疑，全面系统地发展了“大范围优先”的拓扑性

质知觉理论。 

 

 

 

 

 

 

 

 

 

 

 

 

特邀专家介绍 



 

 

蒋田仔  杰 青/长江学者 

中国科学院自化研究所  

电子科技大学 生命科学与技术学院 兼职教授 

 

蒋田仔，研究员，中国科学院自化研究所脑网络组研究中心主任，脑网络组北京市重点实验

室主任。欧洲科学院外籍院士(MAE)，IEEE  Fellow, 美国医学与生物工程院 Fellow，国家

杰出青年基金获得者，长江学者特聘教授，973项目首席科学家。曾在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

大学、马普人类认知与脑科学研究所、英国女王大学计算机学院、美国休斯敦大学计算机系

工作五年。现任 IEEE Transactions on Cognitive and Developmental Systems 等多种国

际刊物编委，中国神经科学学会常务理事和意识与意识障碍分会会长，中国解剖学学会常务

理事和脑网络组分会会长，中国认知科学学会理事和神经环路及其信息处理专业委员会主任

委员，2021国际神经网络大会(IJCNN2021)主席，曾任国际“医学影像计算与计算机辅助干

预学会”理事及第 13 届年会(MICCAI 2010) 大会主席。主要从事领域包括多模态跨尺度脑

网络组图谱研究、基于脑网络图谱的脑机融合和脑疾病早期预测和精准治疗。在所从事的领

域已发表 SCI 收录的论文 300 多篇, SCI 他引 14000 多次。申请发明专利 50 余项，已授权

42项。获吴文俊人工智能自然科学一等奖（2019），国家自然科学奖二等奖(2004)等。 

 

罗跃嘉  杰 青 

深圳大学心理与社会学院 特聘教授 

深圳大学情绪与社会神经科学研究所 所长 

 

罗跃嘉，深圳大学心理与社会学院特聘教授。国际社会神经科学学会理事兼中国分会会长，

广东省认知科学学会会长。主要从事认知神经科学和心理生理学基础研究，先后主持国家自

然基金委重点项目、国家 973课题等。迄今在国内外学术刊物发表论文 400篇，其中 SCI/SSCI

期刊收录 180篇。曾获省部级科技奖 10项，培养研究生 100人。 

 

 

 
特邀专家介绍 



 

马原野  研究员 

中国科学院昆明动物研究所  

 

 

马原野，中国科学院昆明动物研究所研究员，昆明理工大学特聘教授，博士生导师。现任昆

明理工大灵长类转化医学研究院神经生物学实验室负责人，中国认知科学学会秘书长/理事，

中国心理学学会生理心理学专业委员会委员，中国科学院生物物理研究所脑与认知国家重点

实验室学术委员会委员。1987 年-1988 年在美国耶鲁大学大学医学院神经生物学系做博士

后，1995-1996 在英国牛津大学实验心理系做高级访问学者，1996-1999 在美国亚利桑那大

学实验心理系做高级访问学者。1999 回国后，在中国科学院昆明动物研究所组建灵长类认

知神经科学实验室，从事灵长类认知神经科学研究 30 余年。主持国家基金委重点项目、国

家基金委重大国际合作项目、国家 973 等课题。作为通讯作者和第一作者发表 SCI 论文近

70篇，主编专著 1本，获国家发明专利多项；曾获云南省科技进步一等奖，三等奖各 1项。

2005年获云南省中青年学术带头人称号，享受政府特殊津贴。 

 

徐如祥  教授/主任医师 

四川省人民医院 神经外科  

电子科技大学 医学院  

  

徐如祥，博士生导师，现任四川省人民医院神经外科主任。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专家，中央

军委保健专家。原南方医科珠江医院副院长，广东神经外科研究所所长，神经外科主任。原

陆军中医院附属八一脑科医院院长。中国神经科学学会副理事长，中国神经科学学会神经损

伤与修复分会主任委员，全军神经外科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中华医学会神经外科学分会

常委，北京市医学会神经外科分会副主任委员。 

 

特邀专家介绍 



 

雷 旭 教 授 

西南大学心理部 

雷旭，西南大学心理学部教授，博士生导师，国家“万人计划”青年拔尖人才(2019)，重

庆市巴渝学者特聘教授(2018)，剑桥大学访问学者，西南大学脑成像中心主任，认知与人格

教育部重点实验室副主任。主要研究领域为认知神经科学，研究兴趣包括：睡眠与多模态神

经成像，睡眠障碍神经影像，EEG-fMRI 同步采集/融合技术等。目前主持多项国家自然科学

基金、863 计划课题、省部级社科基金项目。已在国际期刊发表论文 60 余篇，其中 50 余篇

被 SCI 检索，成果多次登上 NeuroImage，Human Brain Mapping 等杂志的封面。获得国家发

明专利一项，国家软件注册登记两项。据 Google Scholar 统计，截至 2019 年 6 月 H-index

为 25。 

Pedro Antonio Valdes Sosa  特聘教授 

电子科技大学 生命科学与技术学院 

 

Pedro Antonio Valdes Sosa，古巴科学院及拉丁美洲科学院院士，电子科技大学“国家特

聘专家”全职教授，中国-古巴神经科技转化前沿研究联合实验室主任，天府友谊奖获得者，

中国政府奖获得者，GBC(Global Brain Consortium) 发起人之一。Pedro 教授长期致力于

脑电（EEG）和脑功能磁共振（fMRI）成像理论和方法的研究，在脑电溯源定位、Granger

因果分析、fMRI-EEG融合技术等领域取得了多项国际公认的原创性成果；在国际刊物上发

表学术论文 190余篇，谷歌学术引用 9275余次，h指数 51，其中 17篇论文引用超过 100

次；参与出版书籍（章节）30余本，拥有国际专利五项。自 2015年 8月来华工作以来，Pedro

教授已在 Neuron，Physics of Life Reviews，Proceedings of the IEEE，NeuroImage等

国际一流期刊发表论文 20余篇。参加国际学术会议并做特邀报告 10余次。 

 

 

 

特邀专家介绍 



 

 

尧德中  杰 青/长江学者 

神经信息教育部重点实验室 主任 

四川省脑科学与类脑智能研究院 院长 

电子科技大学 生命科学与技术学院  

 

尧德中，教授。AIMBE Fellow，E. Roy John award 获得者，电子科技大学信息医学研究中

心主任、神经信息教育部重点实验室主任，全国人大代表。GBC(Global Brain Consortium) 

Steering committee Member,中国脑电联盟理事长，中国生物医学工程学会副理事长，中国

认知科学学会理事，四川省认知科学学会理事长。国家杰出青年基金获得者，教育部长江学

者，全国优秀教师。首批“天府杰出科学家”。近年主要从事脑信息科学方法与应用研究。6

本国际专业期刊编委，第20次国际生理心理学大会(20th IOP)主席。发表SCI论文200余篇，

Google引用8700余次，h指数47。2014-2018连续入选Elsevier“中国高被引学者”之一。 

 

 

 

陈华富  杰 青/长江学者 

电子科技大学 生命科学与技术学院  

 

陈华富，博士，教授，博士生导师。国家杰出青年基金获得者，长江学者特聘教授。神经信

息教育部重点实验室副主任。2004 年获电子科技大学生物医学工程博士学位。主要研究方

向：磁共振脑成像方法，脑认知、神经和精神疾病影像机制应用研究，探测疾病的典型影像

学特征，为临床诊断和评估提供影像学依据。主持了科技部 863 项目、国家自然基金重点项

目、国家杰出青年基金项目等 20 余项科研项目。在 IEEE Tran 系列杂志，Brain，NeuroImage， 

Human Brain mapping 等国际学术刊物发表 SCI 论文 160 篇，被 SCI 他引 3600 次，获四川省

自然科学一等奖。 

 

特邀专家介绍 



 

 

Benjamin Becker  特聘教授 

电子科技大学 生命科学与技术学院  

 

Benjamin Becker，博士，教授。 德国籍。2015 年入选国家“青年千人计划”全职教授。长

期从事认知与情感神经科学研究。在 PNAS, American Journal of Psychiatry， Biological 

Psychiatry ，Brain 等期刊上发表论文 30 余篇，平均影响因子 6.72。独立出版专著一本，担

任 American Journal of Psychiatry 等 17 本期刊的审稿人，人类大脑图谱组织（OHBM）和德

国心理学会成员。 

 

 

 

 

张 涛  特聘教授 

电子科技大学 生命科学与技术学院 

 

张涛，博士，电子科技大学生命科学与技术学院教授、高场磁共振脑成像四川省重点实验室

副主任。2012 年入选中组部“青年千人计划”。研究方向主要包括超导磁体设计和优化、超

导技术及工程应用、高场超导磁共振成像系统的整机设计制造集成、多模态脑功能成像及其

在脑科学中的应用。共发表 SCI 论文 30 篇，获美国授权专利 8 项，中国专利 30 余项。 

 

 

 

 

 

特邀专家介绍 



 

徐 鹏  优 青 

电子科技大学 生命科学与技术学院  

 

徐鹏，教授，博士生导师。2006 年获得电子科技大学博士学位，2007-2009 年美国加州大学

洛杉矶分校博士后。一直专注于电生理的时-空信息挖掘问题，在包括 Neuroimage, IEEE 汇

刊以及 Journal of Neural Engineering 等本领域权威期刊发表 SCI 论文 60 余篇，获批国家发

明专利 4 项，软件著作权 5 项，获得教育部自然科学一等奖 1 次(排名 4)，2012 年入选教育

部新世纪优秀人才计划，2015 年获得国家自然基金优秀青年基金资助，中国生物医学工程

学会医学神经工程分会秘书长，期刊 Scientific Reports 编委，承担了国家自然基金重点/国家

地区合作以及军口 863 等多个国家级重点项目。开发的脑瘫儿童康复系统目前已经在医院进

行相关临床验证，开发的基于脑电的脑功能损伤评估系统目前已经在 40 多家科研单位和医

院。 

 

李永杰  教 授 

电子科技大学 生命科学与技术学院 

李永杰，博士，教授，博士生导师，视觉认知与类脑计算研究中心主任、生物医学工程系主

任，曾入选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2007）。担任中国自动化学会理事、中国自动化学会生

物控制论与生物医学工程专委会主任委员、中国电子学会生物医学电子学分会副主任委员、

中国计算机学会计算机视觉专委会委员、中国图象图形学学会视觉认知与计算专委会委员

等，是 IEEE Senior Member，任 IEEE ACCESS、IET Image Processing 等国际 SCI 期刊的

Associate Editor。在国际主流期刊及重要会议上发表科研论文近百篇，包括 IEEE Trans 系列

（如 T-PAMI、T-IP、T-ITS、T-BME 等）、NeuroImage、Optics Express、Phy Med Biol 等期

刊和 ICCV/CVPR/ECCV 等国际顶级会议。申请中国发明专利近 30 项（已授权 20 余项）。

主要研究方向为生物视觉的计算理论、模型及其智能图像处理应用（包括自然图像、医学图

像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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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铁军  教 授 

电子科技大学 生命科学与技术学院  

刘铁军，博士，教授，电子科技大学生命科学与技术学院副院长，英国格拉斯哥大学高级访

问学者。研究方向为神经生理仪器开发与脑机接口技术。近年来作为项目负责人主持国家科

技支撑计划（863）课题（2 项）、军口 863 课题（4 项）、国家重大科学仪器课题（1 项）、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1 项）。在脑机接口领域已发表十余篇 SCI 论文，参编脑机接

口相关教材 2 本，获批发明专利 6 项。相关成果被科技日报、四川日报、成都商报等多家媒

体予以报道。所研制的脑电采集系统已经被国内、外多家科研单位所使用。 

 

 

段明君  教 授/主任医师 

电子科技大学/成都市第四人民医院 

 

段明君，博士，教授，研究生导师,成都市第四人民医院科教科科长，四川省医学会第八届

理事会理事，四川省医师协会第二届理事会理事，四川省医师协会心身医学专委会常委，四

川省卫生健康委员会学术技术带头人，四川省预防医学会行为与健康分会副主任委员，四川

省医师协会青春期医学专委会副主任委员，四川省认知科学学会认知康复专委会主任委员。

主持省级以上课题 7 项参与国家自然基金课题 4 项，发表学术论文 40 余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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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文智 副主任医师 

成都市妇女儿童中心医院 

电子科技大学 医学院 

周文智，副主任医师，成都市妇女儿童中心医院康复科科主任，中国医师协会青春期医学专

业委员会青春期医学心理行为发育学组委员，四川省康复医学会儿科分会常务委员，成都康

复医学会儿科专委会副主任委员，中国康复医学会中国残疾人联合会儿童康复委员会高危儿

早期干预学组委员。擅长于儿科常见病及多发病的诊断治疗，尤擅长于脑瘫高危儿（如：早

产儿、新生儿窒息、新生儿缺氧缺血性脑病、新生儿高胆红素脑病、新生儿低血糖等疾病）

的生长发育监测随访及早期干预、儿童生长发育障碍的病因诊断与治疗、各种原因致运动障

碍的儿童康复治疗及疗效评估。近 15 年来一直从事儿童学习困难与注意缺陷多动障碍、小

儿神经系统疾病如癫痫、抽动症、神经系统感染性疾病、周围神经病、瘫痪性疾病的诊断及

治疗，近 2年来主要致力于儿童罕见病的诊断治疗以及康复治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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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  办：  电子科技大学 

承  办：  神经信息教育部重点实验室（教育部） 

四川省脑科学与类脑智能研究院    

                神经信息国际联合研究中心（科技部） 

高场磁共振脑成像重点实验室（四川省） 

电子科技大学生命科学与技术学院/信息医学中心 

协  办：  四川省认知科学学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