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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创新争先奖推荐书 

（推荐科技工作者个人用） 

候 选 人 ： 郑海荣 
所 在 单 位 ： 中国科学院深圳先进技术研究院 

推 荐 渠 道 ： 
中国生命科学学会联合体(中国生物医

学工程学会) 

推 荐 类 别 ： 

 

□全国创新争先奖章 

■全国创新争先奖状  

推 荐 领 域 ： 

 

□科学研究、技术开发、重大装备和 

工程攻关 

■转化创业     

□科普及社会服务 

填 报 日 期 ：  2017 年  4 月 21  日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 

制 
中   国   科   协 

科     技     部  

国 务 院 国 资 委 



 

 

填表说明 

 

1．候选人：填写候选人姓名。 

2．所在单位：填写候选人人事关系所在单位，应为法人单位。 

3．推荐渠道：填写推荐渠道名称，其中由省级科协、科技厅（委、局）、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局）、国资委联合推荐的，填写 4家单位的名称。 

4.推荐类别和推荐领域：只能选择一项。 

5.工作单位及职务：属于内设机构职务的应填写具体部门，如“XX

大学 XX学院院长”。 

6.专业技术职务：应填写具体的职务，如“研究员”、“研究员级高级

工程师”等，请勿填写“正高”、“副高”等。 

7.工作单位行政区划：填写到省、自治区、直辖市。 

8.重要成果列表：“基本信息”栏填写要求：科技奖励，按顺序填写

成果（项目）名称，类别（国家、省、部）名称，获奖等级，排名，获奖

年份，证书号码，主要合作者等，同一成果相关科技奖励只填一项最高奖

项；专利信息，按顺序填写实施的发明专利名称，批准年份，专利号，发

明（设计）人，排名，主要合作者等；代表性论文和著作，按顺序填写论

文、著作名称，年份，排名，主要合作者，发表刊物或出版社名称；其他

成果参照填写。 

9.所在单位意见：由候选人人事关系所在单位填写，须由单位负责人

签字并加盖单位公章。意见中应明确写出是否同意推荐。 

候选人人事关系所在单位与实际就职单位不一致的，实际就职单位应

同时签署意见并签字、盖章。 

10.推荐渠道意见：须由负责人签字并加盖单位公章，意见中应明确

写出是否同意推荐。中央和国家机关推荐的，由相关司局负责人签字并加

盖相关司局公章；地方推荐的，由省级科协负责人签字，加盖省级科协公

章；学术团体推荐的，由理事长（会长）签字，或理事长（会长）授权的

副理事长（副会长）签字，并加盖相应学术团体公章。 



 

 

一、基本信息 

推 

荐 

人 

选 

 

姓  名 郑海荣 性  别 男  

照片 

民  族 回族 出生年月 1977 年 11 月 

国  籍 中国 政治面貌 中共党员 

最高学历 研究生 最高学位 博士学位 

行政级别 副局级 
专业技术 

职务 
研究员 

工作单位

及职务 
中国科学院深圳先进技术研究院/副院长 

学科领域 生物医学工程 

证件类型 身份证 证件号码  

工作单位 

性质 
科研院所 

工作单位 

行政区划 
深圳市南山区 

办公电话  手  机  电子邮箱  

通讯地址  邮  编  

联

系

人 

办公电话  手  机  电子邮箱  

通讯地址  邮编  

推

荐 

类

别 

□全国创新争先奖章       

■全国创新争先奖状  

推

荐

领

域 

□科学研究、技术开发、重大装备和工程攻关   

■转化创业 

□科普及社会服务 



 

 

二、学习经历（从大学或职业教育填起，6项以内） 

起止年月 校（院）及系名称 专业 学位 

1996/9-2000/

7 

哈尔滨工业大学材料工

程系 
材料成形与控制 学士学位 

2000/8-2002/

7 

哈尔滨工业大学材料工

程系 
材料成形与控制  硕士学位 

2002/8-2006/

5 

科罗拉多大学机械工程

系 
生物医学工程 博士学位 

    

    

    

三、主要工作经历（6项以内） 

起止年月 工作单位 职务/职称 

2006/5-2006/

12 
美国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 博士后 

2006/12-2007

/12 
美国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 

项目科学家(Project 

Scientist) 

2007/12 至今 中国科学院深圳先进技术研究院 

历任：副研究员、研

究员；医工所副所长、

所长；院长助理、副

院长 

   

   

   

四、国内外重要社会任（兼）职（6项以内） 

起止年月 名     称 职务/职称 

2013 至今 

IEEE Transactions on 

Ultrasonics,Ferroelectrics, and 

Frequency Control 

副主编（Associate 

Editor） 



 

 

2008-2010、

2010-2012、

2012-2014、

2015-2016 

Ultrasound in Medicine and Biology 

编委（Advisory 

Editorial Board 

Member） 

2013-2015、

2015-2016 
Physics in Medicine and Biology 

编委（Editorial Board 

Member） 

2013-2017 
中国声学学会生物医学超声工程

分会 
副主任委员 

2012-2015 中国超声工程学会仪器专委会 副主任委员 

2014-至今 
中国生物医学工程学会青年工作

委员会 
主任委员 



 

 

五、主要成绩和突出贡献 

（本栏目是评价候选人的重要依据，应详实、准确、客观地填写近 5 年内，在

“科学研究、技术开发、重大装备和工程攻关”、“转化创业”、“科普及社会服

务”所作出的主要成绩和突出贡献。限 1500 字以内） 

郑海荣博士近十多年来围绕“声辐射力调控”等科学问题和医学仪器技术开展

研究，初步建立了基于超声波力学效应的理论及技术体系，形成了超声辐射力及声

场设计理论与方法，发展了超声辐射力操控、给药、弹性成像及神经调控一系列关

键技术，形成了特色鲜明的新的学科分支方向。主持研制了多种医学成像仪器，其

中带领团队研发超声弹性成像肝硬化检测仪和低剂量口腔 CT、参与研发高端彩色超

声弹性成像仪、全国首台 3.0Tesla 磁共振成像系统，均获得国家三类医疗器械注册

证，累计实现转化效益约 10 亿元。 

1）主持并开发完成我国第一台超声弹性成像肝硬化检测系统,实现肝病的低成本

筛检,突破超声瞬态弹性成像和剪切波弹性成像关键技术达到国际先进水平，技术实

现规模产业化至深圳一体医疗有限公司和深圳迈瑞公司,并取得国家三类《医疗器械

注册证》【国食药监械(准)字 2012 第 3231585 号】。实现利润约 6 亿元。同时，该成果

荣获 2015 年度广东省技术发明一等奖。所掌握的超声弹性成像核心技术受到产业界

的高度关注，2013 年授权深圳市慧康精密仪器有限公司在高强度聚焦超声治疗的实

时监控和疗效评估中应用，并转让了部分专利（授权号：101864136B 等）；同时与深

圳迈瑞公司就高端彩超技术开展技术合作，完成高端彩色超声弹性成像仪产品，并

取得国家三类《医疗器械注册证》【国食药监械(准)字 2011 第 3231572 号】。2015 年，

乐普医疗器械股份有限公司投资 3500 万元在深圳成立中科乐普公司，购买了我们的

部分核心专利，合作研发二维彩色超声弹性成像系统。 

2）组织完成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高分辨显微 CT 系统和绿色低剂量大视野口腔

CT 技术和系统的研制并在中科天悦医疗有限公司实现产业化，多项发明专利权（专

利号：ZL201010569672.6，ZL201010574162.8，ZL200910188615.0）实现转化。2014

年，该产品先后获得欧盟 CE 认证和国家三类《医疗器械注册证》【国食药监械(准)

字 2014 第 3301644 号】。实现利润约 1 亿元。 

3）参与研发、技术转化至上海联影医疗科技有限公司，完成全国首台 3.0Tesla 磁

共振成像系统产品，并取得国家三类《医疗器械注册证》【国食药监械(准)字 2015 第

3280715 号】。实现利润约 3 亿元。 

2013 年获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资助，并因“超声辐射力理论与技术仪器”研

究成果获“2014 年度陈嘉庚青年科学奖（技术科学）”。担任国家 973 计划重大项目

首席科学家，基金委国家重大科学仪器研制项目负责人，在国际上率先开展革新性

超声无创深脑神经调控技术与仪器研制。中国科学院、广东省“多模态分子影像”

交叉创新团队负责人。在国际学术期刊上发表论文 110 余篇，获得发明专利 40 余项。

受邀国内外学术报告 80 余次。积极参与国内外科技与学术服务，并发挥重要影响：

担任 10 多个国际期刊审稿人，担任国际期刊 UMB 和 PMB 编委、IEEE-EMBS 技术

http://www.baidu.com/link?url=5YDOjkLFb5y_utBtXsdhQuoE_L4dCfOibFGYYIe45NwHwfC3cSAebatzTqut4y18iGJd993BI2hPU0pkVczRUg0OlP-MdFCU_8H1m8MA2C1xWDYmT5SybqeaAQ1Hr-3bRAQ4rvVYXEOvmJ6mumEZeHOI3ok5Ts9m_EgAgX9UbI_NUduZgQFXAzKtsVOpgMFXuox0pJH3MY8kBxQEntC2Wvr5wKfgSLhma_kFzY2OLuq&wd=&eqid=bcbdef2e0001149c0000000358f083f0


 

 

标准委员会委员。十余次在国际会议上担任分会主席及 TPC 委员。2010 年，担任 IEEE

高级会员和 IEEE 深圳专业委员会主席。担任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学科评议组专家、

国家重大科学仪器专家委员会委员。曾获 “南粤百杰”杰出人才、国家“万人计划”

领军人才、广东省技术发明一等奖等。 

 

六、重要成果列表 

(根据推荐领域，分别填写候选人获得的重要科技奖项，发明专利，代表性论

文和著作，重大装备和工程相关重要成果，转化创业成果，重大科技类社会化公共

服务产品等，按照上述顺序填写，总计不超过 15 项。) 



 

 

序号 基本信息 本人作用和主要贡献（限 100 字） 

1.  陈嘉庚青年科学奖（技术

科学奖），陈嘉庚奖基金

会。 

【2014 年 6 月，在全国两院

院士大会上由刘延东、白春

礼、周济颁奖。由科学院学

部组织，两年评奖一次，每

个学部不超过 1 人。】 国家

级。授予个人。 

提出复杂超声辐射力场设计与计算理

论，实现了定量超声辐射力操控技术突

破，成功研制出定量超声弹性成像仪器

并实现产业化。 

2.  
广东省科学技术奖一等

奖，广东省人民政府 

2015 年，省级，排名第一。

主要合作者：张晓峰、蔡飞

燕等。 

获奖成果“基于剪切波的定量超声弹性

成像技术与应用”，带领团队实现了多项

超声弹性成像核心关键技术的突破，推

动了超声弹性成像技术的产业化。 

3.  深圳市技术发明奖一等

奖，深圳市人民政府 

2014 年，市级，排名第一。

主要合作者：李勇、李名兆

等。 

获奖成果“超声非线性造影成像与造影

彩超设备产业化” ，带领团队实现了多

项超声造影成像核心关键技术的突破，

推动了超声造影成像技术的产业化。 

4.  中国产学研合作创新奖 

【2014年中国产学研合作促

进会颁发给全国在产学研合

作方面取得实质成果的单位

和个人】 国家级，排名第一。

主要合作者：张晓峰、钱明

等。 

研制出超声弹性成像仪器并与企业合作

实现产业化，服务医学临床。 

5.  声辐射力的产生系统及

方法，2014，

201110136820X，郑海

荣，曾成志、李彦明、凌

涛、沈洋（排名 1） 

提出了一种新的超声声辐射力产生系统

及方法的设计思路和组织结构。 

6.  基于图像的生物组织弹

性的测量方法及装臵，

2014，201110257166.8，

郑海荣、牛丽丽、钱明（排

名 1） 

提出了一种新的基于图像纹理匹配技术

的生物组织弹性定量测量方法。 



 

 

7.  弹性测量的超声成像系

统及测量生物组织弹性

的 方 法 ， 2014 ，

2011102228131，郑海荣; 

凌涛; 李彦明; 曾成志; 

姚慧（排名 1） 

提出了一种新的测量生物组织弹性的方

法，以及相应的软硬件系统。 

8.  Piezoelectric single 

crystal ultrasonic 

transducers for 

biomedical applications，

2014，Q. Zhou*, K. H. 

Lam, H. Zheng*, W. Qiu, 

K. K. Shung，Progress in 

Materials Science，影响

因子 23。（通讯作者） 

 

提出基于新型超声结构和材料的超声辐

射力微颗粒和单细胞操控技术。 

9.  Phononic Crystal Based 

Acoustic Sieve for 

Tunable Manipulations of 

Particles by Highly 

Localized Radiation 

Force，2014，Li F, Cai F, 

Liu Z, Meng L, Qian M, 

Wang C, Cheng Q, Qian 

M, Liu X, Wu J, Li J, 

Zheng H* ， Physical 

Review Applied。（通讯

作者） 

提出基于声人工结构材料的强辐射力场

产生理论、方法并实现了实验验证。 

10.  On-chip targeted single 

cell sonoporation with 

microbubble destruction 

excited by surface 

acoustic waves, 2014, L. 

Meng, F. Cai, P. Jiang, Z. 

Deng, F. Li, L. Niu, Y. 

Chen, J. Wu, and H. 

首次构建了基于声辐射力的微尺度细胞

操控与手术系统，利用声辐射力实现微

泡群定点破碎，获得单细胞精确、可控

转染，实现了单个乳腺癌细胞“外科手

术式”操作。 



 

 

Zheng*, Applied Physics 

Letters，(通讯作者) 

11.  Improved total variation 

minimization method for 

few-view computed 

tomography image 

reconstruction，2014，Hu 

Z, Zheng H*，BioMedical 

Engineering OnLine（通

讯作者） 

提出一种基于先验信息约束的低剂量

CT 迭代方法，该方法基于 ASD-POCS

算法框架并将先验图像引入迭代重建过

程，能有效解决在 CT 灌注和放疗中，由

于多天重复 CT 扫描所导致的辐射过量

问题，降低患者遭受的辐射剂量。 

 

12.  超声弹性成像肝硬化检

测系统，取得国家三类

《医疗器械注册证》【国

食药监械(准)字 2012第

3231585 号】。 

主持并带领团队开发完成我国第一台超

声弹性成像肝硬化检测系统，技术实现

规模产业化至深圳一体医疗有限公司。 

13.  低剂量口腔 CT 产品，先

后获得欧盟 CE 认证和国

家三类《医疗器械注册

证》【国食药监械(准)字

2014 第 3301644号】。 

组织并带领团队完成具有自主知识产权

的高分辨显微 CT系统和绿色低剂量大视

野口腔 CT技术和系统的研制并在中科天

悦医疗有限公司实现产业化。 

14.  全国首台3.0Tesla 磁共

振成像系统，取得国家三

类《医疗器械注册证》【国

食药监械(准)字 2015第

3280715 号】。 

参与研发、技术转化至上海联影医疗科

技有限公司，完成全国首台 3.0Tesla 磁

共振成像系统产品。 

15.  高端彩色超声弹性成像

仪，取得国家三类《医疗

器械注册证》【国食药监

械 ( 准 ) 字 2011 第

3231572 号】 

参与研发，技术转化至深圳迈瑞生物医

疗电子股份有限公司，完成高端彩色超

声弹性成像仪产品。 

 

http://www.baidu.com/link?url=5YDOjkLFb5y_utBtXsdhQuoE_L4dCfOibFGYYIe45NwHwfC3cSAebatzTqut4y18iGJd993BI2hPU0pkVczRUg0OlP-MdFCU_8H1m8MA2C1xWDYmT5SybqeaAQ1Hr-3bRAQ4rvVYXEOvmJ6mumEZeHOI3ok5Ts9m_EgAgX9UbI_NUduZgQFXAzKtsVOpgMFXuox0pJH3MY8kBxQEntC2Wvr5wKfgSLhma_kFzY2OLuq&wd=&eqid=bcbdef2e0001149c0000000358f083f0
http://www.baidu.com/link?url=5YDOjkLFb5y_utBtXsdhQuoE_L4dCfOibFGYYIe45NwHwfC3cSAebatzTqut4y18iGJd993BI2hPU0pkVczRUg0OlP-MdFCU_8H1m8MA2C1xWDYmT5SybqeaAQ1Hr-3bRAQ4rvVYXEOvmJ6mumEZeHOI3ok5Ts9m_EgAgX9UbI_NUduZgQFXAzKtsVOpgMFXuox0pJH3MY8kBxQEntC2Wvr5wKfgSLhma_kFzY2OLuq&wd=&eqid=bcbdef2e0001149c0000000358f083f0
http://www.baidu.com/link?url=5YDOjkLFb5y_utBtXsdhQuoE_L4dCfOibFGYYIe45NwHwfC3cSAebatzTqut4y18iGJd993BI2hPU0pkVczRUg0OlP-MdFCU_8H1m8MA2C1xWDYmT5SybqeaAQ1Hr-3bRAQ4rvVYXEOvmJ6mumEZeHOI3ok5Ts9m_EgAgX9UbI_NUduZgQFXAzKtsVOpgMFXuox0pJH3MY8kBxQEntC2Wvr5wKfgSLhma_kFzY2OLuq&wd=&eqid=bcbdef2e0001149c0000000358f083f0


 

 

七、候选人个人声明 

本人接受推荐，承诺推荐材料中所有信息真实可靠，若有失实和造

假行为，本人愿承担一切责任。 

 

 

候选人签名 

年  月  日 

八、候选人所在单位意见 

（由候选人人事关系所在单位对候选人政治表现、廉洁自律、道德品行等方面

出具意见，并对候选人《推荐书》及附件材料的真实性、准确性及涉密情况进行审

核，限 300 字以内。） 

（300 字以内） 

 

候选人具有坚定的政治立场，坚决拥护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具有坚定的组织

原则，认真落实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严以律己。能够严格遵守党章，遵守党的纪律

和政治规矩，道德品行端正，努力在岗位上开展科研创新工作。 

候选人《推荐书》材料真实、准确、无涉密情况。 

同意推荐。 

 

 

 

   

 

                                 单位负责人签字： 

单位盖章 

年  月  日 



 

 

九、推荐渠道意见 

（对候选人成就、贡献和学风道德的评价，限 300 字以内） 

 

 

 

 

 

 

 

 

 

 

 

 

 

 

 

 

 

 

 

 

 

 

 

 

 

 

 

 

推荐渠道负责人签字： 

推荐渠道盖章 

年  月  日 

 

 



 

 

十、审批意见 

同意授予           同志全国创新争先          。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 

（盖章） 

年   月   日 

中国科协 

（盖章） 

年   月   日 

科技部 

 

（盖章） 

年   月   日 

国务院国资委 

 

（盖章） 

年   月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