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 年度中科院电镜联盟技术论坛暨“体电子显微学技术发
展及应用研讨培训班”第三轮会议通知
（https://meeting.bsc.org.cn/BSCVEM/）

由中国生物物理学会冷冻电子显微学分会和中科院电镜联盟主办，中国科学院生物物理研究所蛋
白质科学研究平台承办，中国科学院自动化研究所协办的电镜联盟技术论坛系列之“体电子显微学技
术发展及应用研讨培训班”将于 2021 年 11 月 30 日至 12 月 4 日在北京召开。现将有关会议的具体
事宜通知如下：

一、 研讨培训班日程
2021 年 11 月 30 日至 12 月 4 日
11 月 30 日下午 14:00-18:00 中科院生物物理研究所 8 号楼一层大厅报到
12 月 1 日 全天学术会议
12 月 2 日-3 日 上机实习培训
12 月 4 日 离会

二、 研讨培训班地点
研讨会报告地址：中科院生物物理研究所，九号楼 9501 会议室
实习培训地址：中科院生物物理研究所，七号楼一层生物成像中心
中科院自动化研究所，模识楼 112 房间

三、研讨培训班组织机构
主席： 孙 飞 （中科院生物物理研究所）
韩 华 （中科院自动化研究所）

执行主席： 季 刚（中科院生物物理研究所）
组织委员会： 黄 春 娟 吉 佳

吴帆 李喜霞 李琳琳 林立梅 贾艳侠 徐文丽

四、研讨会专题：
体电子显微学（Volume Electron Microscopy，VEM）主要是对树脂包埋样品，通过连续超薄
切片及序列成像；扫描电镜原位块表面序列成像；扫描电镜原位聚焦离子束序列切割成像等不同技术
手段，并通过后期图像处理和结构分割等手段，获得大体积高分辨率电子显微体数据的方法。本次研
讨会主要设以下几个方向：
1. 体电子显微学技术的几种策略和发展
2. 体电子显微学技术在生物学研究中的应用
3. 体电子显微学相关的技术流程介绍
4. 体电子显微学领域最新仪器设备介绍

五、研讨会报告（线上+线下）
线上参会方式将陆续公布，请您关注研讨会网站：https://meeting.bsc.org.cn/BSCV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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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研讨培训班实习教师及内容
中科院生物物理研究所与中科院自动化研究所同时进行。实习教师安排如下：
中科院生物物理研究所：季刚、李喜霞、牛彤欣、张艳、冯韵、谭雪珂、李德娥（赛默飞）
中科院自动化研究所：马宏图、李琳琳、林立梅、董小辉、周芳旭、刘静、刘家正、陈波昊
实习安排如下：

上机实习日程（A-D 组在生物物理研究所；E-H 组在自动化研究所）
日期

时间

A 组/E 组

B 组/F 组

C 组/G 组

D 组/H 组

上午

连续切片

扫描电镜

图像拼接

三维图像

(9:00-12:00)

自动收集

图像收集

对齐

分割渲染

12 月 2 日

12:00-13:00

午餐

星期四

13:00-14:30

参观自动化研究所/生物物理研究所

12 月 3 日
星期五

下午

扫描电镜

连续切片

三维图像

图像拼接

(14:30-17:30)

图像收集

自动收集

分割渲染

对齐

上午

图像拼接

三维图像

连续切片

扫描电镜

(9:00-12:00)

对齐

分割渲染

自动收集

图像收集

12:00-13:30

午餐

下午

三维图像

图像拼接

扫描电镜

连续切片

(13:30-16:30)

分割渲染

对齐

图像收集

自动收集

16:30-17:30

答疑、讨论

学员分组轮转进行实习，每组每个项目半天，共两天。

七、培训班注册基本信息

1. 由于空间和资源的限制，为保证培训质量，本次研讨会报告线下人数不超过 100 人，上机实
习人数最终将不超过 40 人。请您扫描上方二维码填写注册表，并于 11 月 15 日（含）前提

交表格，只参加线下报告无须缴费仅填写注册信息，参加上机实习的学员请务必填写申请表
（11 月 15 日后注册通道关闭）。
2. 已经报名参加线上研讨会的学员无须重复注册。
3. 最终入选的参会名单将在 11 月 16 日会议网站上（https://meeting.bsc.org.cn/BSCVEM/）公
布，并邮件通知。未选上的学员将自动列入备选名单中。

八、注册费付款方式
注册费

2021 年 11 月 15 日前注册

正式代表

□ ￥3000

1. 参加培训学员的注册费用包括会议资料、会议期间餐费（不包括早餐）、茶歇、培训机时费
和实验材料等。
2. 付款链接及缴费方式将在遴选名单公布后发送至入选者邮箱，请留意邮箱信息。
3. 确定参会的学员需在 11 月 21 日前完成付款，否则参会名额将释放给备选列表中的学员。

九、研讨会食宿交通安排
1、住宿
住宿请与会代表自行联系，费用自理。因本次研讨会的主要会场在中科院生物物理研究所内，所
以我们推荐各位参会代表在生物物理研究所周边的地方选择住宿，下面提供几条生物物理所周边的酒
店信息，距离生物物理所均在步行范围内，您可以自行和酒店联系预订。
1）时光漫步 S 酒店(北京鸟巢店)
地址：北京市朝阳区大屯路 2 号
联系电话：010-64878388
2）全季酒店（北京奥体公园店）
地址：北京市朝阳区科学园南里南街南沙滩 8 号院
联系电话：010-84097867
3）国家会议中心大酒店
地址：北辰西路 8 号院 1 号楼
联系电话：010-84372008
4）北京陽光和怡塔里木酒店
地址：北京市朝阳区北沙滩 5 号
联系电话：010-64875380,15801518849

2、用餐
组委会将提供会议期间（12 月 1 日-3 日）午餐、晚餐，与会代表凭餐券用餐，不吃不退。

3、交通
除 12 月 2 日中午参观两个培训地点由组委会安排专车接送之外，实习期间的其它交通组委会不
提供，请与会代表自行解决。

十、防疫须知

为确保本次会议顺利进行，更好保障广大参会者健康安全，现将研讨会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有关事
项公告如下：
1）参会实行参会者健康信息申报制度，入场前应主动配合接受体温检测，出示健康码和通信大数
据行程卡。健康码为绿码和通信大数据行程卡为绿卡，健康状况正常且经现场测量体温正常的参会者，
可正常参会。如出现发热、干咳、乏力、鼻塞、流涕、咽痛、腹泻等症状，请及时报告工作人员。
2）参会者应服从现场防疫管理，佩戴一次性医用口罩或医用外科口罩。参会及培训期间应全程佩
戴口罩。

十一、会务组联系方式
1、吉佳（注册缴费）：中国生物物理学会
Email：jijia@bsc.org.cn，电话：010-64888542
2. 李喜霞：中科院生物物理所
Email：lixx@ibp.ac.cn，手机：18500084619
3. 季刚：中科院生物物理所
Email： jigang@ibp.ac.cn，手机：13521874959
4、林立梅：中科院自动化所
Email：merlin7835@163.com，手机：18518138566

体电子显微学研讨培训班组委会
中国生物物理学会科普培训部（代章）
二零二一年十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