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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医学工程是否适合您？

 
您理想中的职业是什么？医生？律师？科学家？工程师？教师？首席执行官？经理？销售员？

 
想要谋得生物工程职位，方法并不唯一，鉴于此重要技术领域的跨学科性，可通过多

种方式投身这一前途远大的事业，在其中一展身手。生物医学工程师的工作是运用自身所掌
握的生物学、医学、物理学、数学、工程学和通信领域的专业知识，努力提升民众的健康水
平。生命系统的多样性和复杂性带来了诸多挑战，为克服这些挑战，需要拥有创造力、想象
力和丰富知识的人士，与医师、科学家、工程师甚至是商界精英携手合作，以便监测、恢复
和增强正常的身体机能。生物医学工程师的工作领域涵盖科学、医学和数学，是解决生物和
医学难题的理想人选。

生物医学工程事业需要以下人员：拥有生物医学工程正式学位的人士；以及拥有其他
工程学科学位，并通过科目学习（如生物学辅修科目）或凭借经验，已掌握一项或多项生物
调查和应用技术的人士。极少数情况下，已经掌握工程技能的生物学家或生物医学科学家也
被视为该领域成员。

有一种定义认为，只要一方面涉及生物或医学，另一方面涉及工程学科，无论比例多
少，均属于生物医学工程范畴。生物医学工程涉及的领域极为广泛，即便只掌握其中少数几
个学科，也需要一个有天赋的人花费几辈子的时间来钻研。因此，这一领域要求从业人员具
备宽泛的知识面，但同时又要专注于自己真正感兴趣的内容。本手册旨在论述当今生物医学
工程师所关心的一些问题及主题。

 
 
 
 
 
 
 
 
 
 
 
 
 
 
 
 
 
 
 
 
 
 
 
 
 
 
 
 
 

生物医学工程师的工作是运用自身所掌握的生物学、医学、物理学、数学、工程学和通信领域的专业
知识，努力提升民众的健康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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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医学工程师是做什么的？

 
也许我们应该换一种比较简单的提问方式：“生物医学工程师不做什么？”工厂、学

术机构、医院和政府部门都有生物医学工程师的身影。其中有些在设计、制造或测试机械装
置（如义肢和矫正器），还有一些从事医疗器械电路和计算机软件的设计工作。这些器械种
类多样，包括大型成像系统，如传统的 X 射线计算机化断层摄影（一种以计算机作为辅助设
备的三维 X 射线成像），以及小型可植入装置，如起搏器、耳蜗植入体以及药物注射泵。

生物医学工程师可能会借助化学、物理、数学模型以及计算机模拟技术来开发新的药
物疗法。其实，在认识身体机能以及生物学系统运作方式的问题上，生物医学工程师已经取
得了相当大的进步。他/她们可能会借助数学模型和统计工具对大脑、心脏和骨胳肌等器官和
组织产生的一些信号进行研究。一些生物医学工程师制造人工器官、肢体、膝关节、髋关节、
心脏瓣膜和牙种植体以代替人体丧失的机能；还有一些人则培养活性组织，以代替存在缺陷
的器官。为制造人工躯体，生物医学工程师需要运用化学和物理知识，开发出不被生物环境
排斥的耐用型材料。

在生物医学工程师的帮助下，复杂的人类器官（如心脏或大脑）被转换为数千个数学
方程式、数百万个数据点，然后进行计算机模拟。所模拟出的器官在外形和行为上与真实器
官极为相似。

生物医学工程师的另一项工作是开发无线技术，实现患者与医生之间的远程通讯。很
多生物医学工程师都致力于康复治疗领域，如设计性能更好的助行器、锻炼设备、自动器械
以及治疗装置，帮助患者加速康复。他/她们还努力解决细胞和分子级别的问题，开发纳米技
术和微型设备，以修复细胞内的受损组织并改变基因功能。生物医学工程师的工作还包括开
发三维模拟，通过物理定律模拟组织和液体运动。其创建的模型对于理解人体组织的工作方
式，以及修复术置换物等如何在相同条件下工作具有不可估量的价值。

 
 
 
 
 
 
 
 
 
 
 
 
 
 
 
 
 
 
 
 
 
 

有些生物医学工程师在设计、制造或测试机械装置（如义肢和矫正器），还有一些从事医疗器械电路
和计算机软件的设计工作。



生物医学工程专业的职业规划
 
 
 

有时，生物医学工程师负责解决生物医学问题，其身份可以是医师、业务经理、患者
律师、理疗师、教授、研发科学家、教师和技术类作家。生物医学工程师可以发挥优势的另
外两个领域是销售和现场工程。但要想成为合格从业者，除了具备生物医学工程学士学位外，
还需要经过进一步培训，而且，上述职业都非常适合有生物医学工程培训背景的人员。电气、
机械、计算机或其他领域的工程师在工作中偶尔也会涉及与生物工程相关的问题。若干年后，
他/她们可能已经积累了丰富的生物医学专业知识，也可将其视为生物医学工程师。

 
 
生物医学工程师与其他工程师相比，有哪些不同之处？
 

生物医学工程师必须将生物学和医学知识应用于工程设计，以解决生命系统的相关问
题。因此，生物医学工程师需要传统工程学科的坚实知识基础，如电气、机械或化学工程，
甚至还包括材料科学。大部分的大学生物医学工程教育项目都要求学生参加包含传统工程科
目的核心课程。然而，生物医学工程师还应将所掌握的工程技术与自身对于生物学系统复杂
性的理解融会贯通，进而打造更加完善的医学解决方案。因此，生物医学工程师，无论是参
与正式的生物医学工程 (Biomedical Engineering, BME) 专业培养计划还是攻读传统的工程学
位，都应接受生命科学的相关培训。

 
 
生物医学工程学位对于教育背景有哪些要求？

 
在阅读以下内容时，应牢记科技教育通常包含有形和无形两个部分。有形部分包括科

学和工程设计。无形部分，通常也是更为重要的部分，包括所谓的“软技能”，如团队合作、
实践经验、领导力、创业精神、演讲和写作，这是推行全面教育的核心要素，能够让学生很
好地应对生活和职业生涯中的各种机遇与挑战。

 

 
有时，生物医学工程师负责解决生物医学问题，其身份可以是医师、业务经理、患者律师、理疗师、
教授、研发科学家、教师和技术类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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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医学工程师需要达到什么教育水平？

 
要想拿到生物医学工程学位，通常需要接受至少四年的大学教育。之后，生物医学工

程师可能需要在医疗设备或制药公司担任初级工程师职位、在医院担任临床工程师职位，或
者是在生物技术公司担任生物材料销售职位。很多生物医学工程师都会参加生物医学工程或
相关工程领域的研究生培训项目。生物医学工程师如获得硕士或博士学位，在争取工厂、学
术或政府部门的研发岗位时会更有优势。一些生物医学工程师为提升自身教育背景，会选择
攻读商业相关的研究生学位，从而提升业务能力，或为医院管理医疗技术的能力。

还有一些生物医学工程师在完成学士学位后，随即进入医科院校和牙科院校。此外，
一小部分生物医学工程师甚至选择进入法律院校，专攻与生物医学发明相关的专利法和知识
产权领域。对于我们未来的医师、牙医和专利律师来说，还有什么比生物医学工程更好的培
训吗？

 
 
 
应如何利用高等院校教育课程来为生物医学工程的学习做准备？
 

生物医学工程师需要接受多方面的教育和培训，其中涉及多个学科领域，应熟练掌握
数学、工程设计、通信、团队合作和问题解决等多方面技能。在高中阶段开展全面的科目学
习能够为生物医学工程的大学课程打下良好的基础。此类学习计划至少应包括各持续一年的
生物、化学和物理。如能学习上述任意学科领域内的高级科目，效果会更好。高中代数、几
何、高等代数、三角和微积分入门为必修课。参与生物医学工程项目的学生通常也会选修微
积分科目。计算机编程科目能够让学生在大学课程的学习过程中占据明显优势。另外还可考
虑选修制图或机械绘图科目，或者更值得推荐的计算机辅助设计 (CAD) 科目。

人文和社会科学对于生物医学工程师也非常重要。高中的准备内容应包括四年的英语
和写作、演讲、数年的历史和社会研究，甚至包括其他语种的学习。对于致力于提高世界医
疗水平的生物医学工程师而言，通过多种语言进行沟通是一项非常有价值的技能。

 
 
 
 
 
 
 
 
 
 
 
 
 
 
 
 
 
 
 

生物医学工程师需要接受多方面的教育和培训，其中涉及多个学科领域，应熟练掌握数学、工程设计、
通信、团队合作和问题解决等多方面技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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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大学生，我应该选择哪个专业？

 
对于高中生和大学新生而言，这是一大难题，同时也是一项非常需要尊重个性的决策。

如果您想要成为生物医学工程师，接下来该怎么做？我们不妨先退后一步，假定生物医学工
程专业并不存在。问问自己哪条路更具有吸引力：生物学（或医学），还是工程学？如果感
觉工程学有吸引力，那么哪种工程学类型最适合您：电气、机械、化学还是其他类型？如果
感觉生物学更有吸引力，那么哪种类型的生物学更适合您：基因组学、生理学、环境学等？
这些问题可能不太容易回答——最好的办法是：认真阅读不同专业的科目要求，并研究每个
专业的科目描述。您会发现，在线课程目录将会是一个非常好用的辅助工具。（不要被令人
眼花缭乱的标题和说明吓倒！）您的答案可以帮助您确定成为生物医学工程师的动机。

经过认真研究之后，如果您选择工程学，那么接下来的问题是：是主修生物医学工程，
还是一门传统工程学科？BME 毕业生的优势在于对生物医学的出色理解，而劣势在于特定工
程学科的知识相对欠缺。如果选择生物医学工程，则应考虑在课程安排中纳入侧重于工程科
目的选修课。如果选择传统专业，则应考虑在课程中加入适当科目（包括分子生物学和生理
学等等），从而让自己有能力参与学校以及工作岗位上的 BME 项目。这两类生物医学工程师
发挥着各自不同的作用。持有 BME 学位的生物医学工程师擅长汇总多学科信息，并将其用于
产品创新和营销领域。持有传统专业学位的生物医学工程师擅长自主设计各种装置，并理解
其运行原理。

然而，如果您的答案是生物学，则应进一步思考自己的职业目标，是想成为医学专家、
研发科学家还是技术人员。需要注意的是，生物学专业的学生不太容易凭借所掌握的基础工
程知识转到 BME 研究生项目，主要原因在于：生物学专业缺乏对数学和物理学的深入学习，
而这是工程学的核心所在。比较而言，传统工程专业则能够快速掌握大量的生物学知识从而
获得竞争力。

 
 
 
 
 

 
 
 

从事生物工程

相关职业的两

个常规途径

 
主修生物医学工程

(BME)
 
 
 
 
 
主修传统工程学科（电
气工程、机械工程、化

学工程等）

一些基础工程科目
（数量不及传统工程
专业）以及更多的生

物学相关科目
 
 
 
 
大量传统工程科目，
以及附加的一些生物

学相关科目

 
擅长汇总信息，并将

其用于

产品创新和营销领域
 

 
 
 
擅长设计装置和理

解其运行原理

 
 
 
 

从事生物工程相关职业的两个常规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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哪些类型的大学科目有助于我成长为一名生物医学工程师？

 
对于大部分生物医学工程活动而言，设计都是一项关键技能。生物医学工程师必须拥

有坚实的生物学、化学、物理学、数学以及工程学基础，方能完成设计工作。尽管每所大学
的生物医学工程课程设置有所区别，但大部分项目都会涉及的必修课包括：生物学和生理学、
生物化学、无机和有机化学、普通物理学、电子电路和仪器设计、静力学和动力学、信号和
系统、生物材料、热力学和传递现象，以及工程设计。学生可选修与生物医学工程专业相关
的多个高级科学与工程科目。典型的相关专业包括：生物电子学、生物力学、生物材料、生
理学系统、生物学信号处理、康复工程、远程医疗、虚拟现实、机器人辅助手术，以及临床
工程。新兴专业包括：细胞与组织工程、神经工程、生物计算和生物信息学。某些科学与工
程科目可能包含实验室操作，为学生提供动手实践的机会。

除科学与工程科目外，生物医学工程专业的必修课还包括：英语、技术类写作、伦理
学、以及人文学（如历史、政治、哲学、社会学、人类学、心理学以及文学）。一些学生会
选择学习一门外语，以期在国外获得实习职位或工程方面的长期职位。在有意投身工程管理
领域的学生中，商科非常受欢迎。

一些大学积极鼓励学生参加为期六个月的海外交换学生计划，届时将由国外的一所大
学向学生教授生物医学工程的部分课程。

 

 

学生可选修与生物医学工程专业相关的多个高级科学与工程科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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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生物医学工程师的相关培训时，我可能会得到哪种类型的锻炼机会？

 
通过一些与生物医学工程相关的大学生培训项目，学生将能够在毕业前获得实践机会。

与医疗设备和制药公司合作开展的暑期实习活动深受学生们的欢迎，学生在暑期有机会进入
学术机构和政府部门，包括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 (NIH) 和美国食品药品管理局 (FDA) 等管理
审批机构进行研究和实习。一些大学提供正式的生物医学工程合作培训项目，学生届时将在
生物医学公司或医院工作数个学期，在获得学分的同时还能拿到薪水。通过此类实践活动，
学生能够发掘更多的职业选择机会，并可确定在生物医学工程领域的钻研方向。生物医学工
程项目一般都非常注重高级设计科目，此科目有助于学生开发自身的工程技能，并运用这些
技能解决实际的生物医学问题。

生物医学工程专业的相当一部分学生会投身于院系实验室的研发工作，从底层做起，
并努力争取参与更多实验室活动。这种实践活动可为未来的研究生学习阶段奠定基础，对于
计划攻读硕士或博士学位的学生更是具有举足轻重的价值。然而，学生要想在院系实验室谋
得职位，往往需要积极争取，因为相比希望从事研发工作的学生的数量，研发实验室中能够
提供的空缺位置实在有限。

 

生物医学工程专业的相当一部分学生会投身于院系实验室的研发工作，从底层做起，并努力争取参与
更多实验室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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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ME 的就业市场
 

目前来看，BME 的就业面仍然比较狭窄，但已经呈现出快速增长趋势。开设 BME 专
业的院校数量正在飞速增加。但是，一般很难找到可靠而有价值的数据。我们建议您查看相
关部门的在线信息，美国劳动统计局 (Bureau of Labor Statistics) 的在线信息按类别（包含生
物医学工程）详细介绍了美国国内劳动力市场的情况，美国工程教育学会 (American Society 
for Engineering Education) 的在线信息则对拥有学士、硕士以及博士学位的毕业生在不同工
程领域的分布数量进行了跟踪调查。

BME 就业市场的需求对象不仅包括 BME 专业的毕业生，还包括一些拥有传统工程学
科（通常辅修生物学）学位的学生，以及一小部分生物学专业（经过一些工程或计算机培训）
的学生。BME 专业的学生需要与工程专业毕业生就某些工作和研究生项目展开竞争。毫无疑
问，特定竞争中的胜出者应具备相应的专业背景，也就是说，更加符合这些工作或项目的要
求。如果上述工作或项目涉及较多的生物医学内容，BME 将会胜出，如果涉及较多的特定类
型工程内容，来自其他工程学科的工程师将会胜出。如果职位包含工程或设计内容，则生物
工程师以及大多数传统工程师的优势要大于生物学专业的学生。传统工程师在技术主导型工
作中比生物学专业人士的就业机会更多，薪水也更丰厚，BME 专业人士则处于中间状态。

请务必牢记一点，出于长远考虑，拥有学士学位的工程师（包括 BME 毕业生）应继
续深造，从而获得更为广泛的职业选择权。有些职业存在较高的教育水平要求，如研发
(PhD)、法律 (JD)、医疗 (MD/RN) 以及商务 (MBA)。很多学士学位出身的工程师往往都是在
完成硕士学位后才获得设计工程方面的职位。取得学士学位的工程师还可以在制造、现场工
程、销售和营销领域谋求职位。BME 在管理领域拥有大量就业机会，如在食品药品管理局从
事新产品开发，以及编制和监督人类和动物试验的相关协议，这可以说是 BME 的一项独特优
势。相当数量的 BME 学士学位获得者发现，在技术知识占绝对主导的领域，自己担任的都是
非设计职位。而 BME 设计职位通常要求在岗人员至少是硕士学位，很多时候都要求是博士学
位。

拥有工业或临床设计经验的学生将能获得更多机会。您可以通过以下方式获得此类实
践经验：实习活动、暑期工作、工业或临床类高级设计项目，或借助扎实的实验室或计算机
应用技能。

 
 
 
 
 
 
 
 
 
 
 
 
 
 
 
 
 
 
 
 
 

拥有工业或临床设计经验的 BME 学生将能获得更多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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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医学工程有哪些关键领域？

 
通过上文您会发现，生物医学工程中存在很多交叉领域。这种类型的交叉技术包括诊

断设备、成像和计算。生物分子技术正不断从一个领域延伸至另一个领域。由此可以看出，
生物工程是一个发展迅速、日新月异的行业。

 
实际应用

 
临床工程将工程和管理技能与医疗技术相结合，从而支持并改善医疗效果。临床工程师可
以将医院作为施展才华的平台，所负责的工作包括：管理医院的医疗设备系统，确保所有
的医疗设备均安全有效；与医师合作以调整器械，使其满足医师和医院的特定需求。如果
置身工厂，临床工程师可从事医疗产品的开发工作，包括产品设计、产品销售以及产品支
持，确保新产品能够满足医疗实践的需要。

 
康复工程旨在通过科学和技术类应用改善残疾人士的生活品质。相关工作包括：为无法以
传统方式进行通信的人士设计增强与替代型通信系统，让残疾人士能够更加方便地操作计
算机，开发新款轮椅和新的轮椅材料，并为残奥会径赛选手制作义肢。

 
从生理学相关领域入门

 
神经系统工程：这是一个新兴的跨学科领域，涉及对大脑和神经系统的研究，其中包括：
更换损坏的感觉器官以及恢复运动能力（例如通过视网膜移植实现视力的部分恢复，或通
过对瘫痪的肌肉施加电刺激帮助患者站立），研究自然神经系统的复杂性，开发神经元自
动装置（如控制信号来自大脑运动皮质的机械臂），以及神经元电子产品（如开发可植入
大脑且具有出色计算能力的微电子元件）。此外，这一领域还包括诊断装置。

 
心脏生物工程：心血管疾病是困扰工业社会的首要健康问题。心脏生物工程借助成像、定
量系统分析和分子及纳米技术，努力增进对于心血管系统的认知并提高诊断能力。蛋白质
通过何种方式实现内皮细胞中力学信号的传递？微血管如何适应环境压力？如何利用新的
给药和血管成像技术研究心脏病发作后会发生哪些分子层面的变化？在这一医学预防和治
疗的新兴领域，我们需要探讨并研究这些问题以及更多其他问题，内容从亚分子跨越至器
官层面，涉及多个不同学科。

 
生理学系统建模：医学诊断技术和治疗创新方法的日渐完善促成了一个新领域的出现，那
就是生理学系统建模。该领域通过生理学过程（如肢体移动控制、新陈代谢中的生物化学
反应）的建模，来加强对于生物体机能的理解。建模法还可应用于诊断设备和患者模拟器
（针对培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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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医学工程有哪些关键领域？

 
电子技术和器械

 
器械、传感器和测量涉及生物学信息测量装置与测量系统的相关硬件和软件设计。相关工
作包括：开发能捕获所需生物学信号的传感器、将信号放大和过滤以开展更深入的研究、
找出破坏信号的干扰源、构建完整的器械系统，如 X 射线设备或心脏监测系统。

 
生物信号处理涉及从生物学信号中提取有用信息以协助诊断和治疗。相关工作包括：通过
研究心脏信号确定患者是否存在心脏病猝死的可能、开发能够处理背景噪声的语音识别系
统，或者寻找能够用于控制计算机的大脑信号特征。

 
生物医学影像和信号

 
成像和影像处理：凭借 X 射线、超声波、磁共振成像 (MRI)、计算机化断层摄影 (CT)、
核医学以及显微镜检查等成像方法，我们得以一窥人体内部的秘密。这一领域的工作包括：
开发低成本成像系统、影像处理算法、影像/视频压缩算法和标准，以及将多媒体计算系
统中的先进功能应用于生物医学领域。

 
放射学指借助放射性物质，如 X 射线、磁场（磁共振成像）以及超声波对身体、内部器
官以及结构进行成像。这些影像可用于疾病诊断和治疗，并可作为医生进行影像指导型微
创手术时的参考。

 
分子生物学与计算机技术的融合

 
医疗与健康信息学是所有生物医学工程领域中覆盖面最广也是发展最快的分支之一，主要
通过开发和使用计算机工具采集并分析医学及生物学的相关数据。开展生物信息学的相关
工作时，需要借助复杂的技术管理和搜索包含数百万条数据的基因序列数据库。其他工作
还包括：影像自动分析、挖掘患者记录数据库以推断疾病和疗法之间的关系，以及通过手
持无线诊断装置等工具对数据进行安全管理。

 
生物信息学（包含基因组学）对基因组（生物体内的所有 DNA 组合）进行绘制、排序和
分析。彻底解读正常状态和/或患病状态下的基因功能有助于疾病的发现、诊断和治疗。

 
蛋白质组学对蛋白质组（某种核素产生的所有蛋白质组合）进行研究。蛋白质组学发展至
今已取得诸多进展，其中包括发现能够解释人类如何遭受感染的细胞生理过程，这一进展
将促成感染性疾病全新治疗方式的产生。此外，这些进展还有力地推动了新的血蛋白模式
检测方法问世，以加速卵巢癌的早期诊断。蛋白质组学的相关工作还包括开发能快速准确
测量蛋白质水平的硬件装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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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医学工程有哪些关键领域？

 
医学与计算机技术的融合

 
信息技术在生物医学领域的应用非常广泛，包括将虚拟现实引入医疗环境（如诊断过程）、
将无线和移动技术引入医疗设施、将人工智能引入辅助诊断，以及解决医疗信息在万维网
环境下的使用安全问题。

 
远程医疗有时也称为“电子医疗”，是指将电子医疗数据从一个位置传送至另一个位置，
从而对患者进行远程评估、诊断和治疗。该领域通常离不开“相互连接”的医疗装置、先
进的电信技术、视频会议系统以及网络计算环境。将上述技术用于医疗相关内容的远程学
习也属于远程医疗的范畴。

 
力学与生物学和医学的融合

 
生物力学是将力学应用于生物学的产物。这其中包含运动研究、材料变形和流体的相关内
容。例如，对血液循环等液体动力学的研究有力地推动了人工心脏的开发，而关节力学分
析则提升了义肢的设计能力。整形生物力学和材料学是生物医学工程中的一个重要产业，
也是最为成功的领域之一。

 
手术机器人是指在手术的规划和执行过程中，将机器人及影像处理系统用作医疗团队的交
互式辅助工具。使用这些新技术的优点是：切口更小、损伤更少、准确性更高，从而尽可
能地降低手术副作用，同时还能够节省成本。

 
材料小型化

 
生物微机电系统 (BioMEMS)隶属于微机电系统 (microelectromechanical systems, 
MEMS)，该系统将机械元件、传感器、制动器和电子器件集成于一个硅芯片上。
BioMEMS 是 MEMS 在医学和生物学领域的应用形式。BioMEMS 的范例包括：人体佩戴
的无线传感器、价格较低的一次性诊断芯片，以及可实现分子生物学设备支架微型化的精
密装置。尽管微型机器人手术的实现尚需时日，但通过微型可植入装置释放药物，以及借
助小型可吞咽摄像机检测胃肠道癌症已成为现实。

 
微米技术和纳米技术：微米技术致力于开发并使用微米级（千分之一毫米，约为人类头发
直径的 1/50）装置，而纳米技术的研究对象则是纳米级（约为人类头发直径的 1/50,000，
氢原子直径的十倍）装置。相关领域包括：开发能识别组织特性变化的微型力传感器（从
而帮助外科医生锁定和切除不健康组织），以及能根据心脏蛋白质水平发生弯曲的纳米级
悬梁（从而帮助医生在心脏病早期进行快速诊断）。上述领域与 MEMS 和 BioMEMS 联
系紧密，并经常存在交叉现象。

 
生物材料是指一种经过设计加工的物质，用于构成必须与活体组织发生相互作用的装置或
植入体。该领域取得的进展包括对以下项目的开发：用于人造关节移植的抗常见感染涂层、
给药控制辅助工具，以及支持组织和器官重建的“支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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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医学工程有哪些关键领域？

 
化学工程技术

 
生物技术通过一套功能强大的工具对有机体（或有机体的组成部分）加以利用，从而制造
或调整产品、改良植物或动物，或培育具有特定用途的微生物。生物技术的一些早期成果
包括传统动植物养殖技术，以及酵母在面包、啤酒、红酒和奶酪制作中的应用。现代生物
技术包括 DNA 重组、细胞融合以及新式生物加工技术，这些应用都有助于矫正人类的遗
传缺陷。借助有机体对有害污染物进行生物降解也是该领域的课题之一。

 
给药是指将药物传送至需要进行治疗的位置。其中可能涉及多种基因与核酸治疗技术，包
括成像造影剂的选择性目标设定。该领域的工作对于预测药物对患者发挥的作用很有帮助。

 
生物燃料研究涉及寻找汽油的可再生性替代品。比如，一些化学工程师和生物学家已经找
到多种大幅提升酵母中异丁醇产率的方法。这些方法可能还会产生一些对社会极为有益的
实用化学品。还有一些生物工程师则致力于通过针对海藻和细菌的生物工程方法生成生物
燃料。

 
生物学与工程学的融合
尽管这些领域尚处于萌芽期，但未来存在很大的发展空间。

 
组织工程涉及研究和人工制造人体中有价值的新生结缔组织甚至整个器官。这些新的组织
和器官以人体真正组织的微小标本为基础生成，通常放置于可分解的支架上。如果组织或
器官能够顺利生长并最终移植回原始供体，新材料将无需借助防排斥药物。此类技术在软
骨和骨骼修补以及皮肤创伤治疗中发挥着特别重要的作用。

 
细胞和分子生物力学涉及对于生物分子（如细胞赖以存在的基因和蛋白质）机械特征的研
究，其目的在于更好地理解组织和器官。细胞如何感知机械力？机械力又以何种方式对细
胞产生影响（包括细胞生长、运动和基因表达）？机械刺激可导致意想不到的信号级联，
甚至能够改变细胞表型。对此类因素的理解将有助于获得一些新的重大突破。

 
遗传工程与合成生物学：遗传工程涉及对有机体基因的修改。此类方法能够实现对基因组
成的轻微调整，二十世纪初期，栗树枯萎病一度殃及整个森林，美国栗树正是凭借这一方
法得以生存和繁衍。合成生物学比遗传工程还要更进一步。该领域能够将整个质粒和染色
体（而不是微小的 DNA 切片）合成为能从库中随时取用的标准模块，这与从零件仓中取
用标准工程零件非常类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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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哪里可以查阅有关生物医学工程项目的更多信息？

 
有关生物医学工程学位项目的更多信息，可咨询您的高中辅导员，或通过本地图书馆

和互联网进行了解。绝大多数大学的校园网上都会提供项目说明、课程要求和入学要求。此
外，这类项目大都提供在线申请表。当然，您还可以访问 www.embs.org 了解生物医学工程
的相关信息（这个网站会给您带来很多乐趣！）。获取实用信息的其他渠道还包括：美国国
家生物医学成像和生物工程研究所 (National Institute of Biomedical Imaging and 
Bioengineering) 及其网站 (www.nibib.nih.gov)、美国医学与生物工程协会(American Institute 
for Medical & Biological Engineers)、美国劳工部 (Department of Labor) 以及 O'Net 职业信
息网 (www.onetonline.org)。 IEEE 医学与生物工程学会 (Engineering in Medicine and 
Biology Society) 的旗舰杂志 IEEE PULSE，以及 IEEE Transactions on Biomedical 
Engineering 等学报也非常有用，此外，可参考的实用书籍包括：“Introduction to Biomedical 
Engineering” 、 “Career Development in Bioengineering and Biotechnology” 、 “Medical 
Instrumentation: Application and Design”以及“Biomedical Engineering Handbook Series”。

如今，很多机构都已参与到生物医学工程的宏伟事业中来，共同致力于改善大众的生
活品质。这些机构包括 IEEE 医学与生物工程学会 (IEEE-EMBS)、生物医学工程学会
(BMES)、欧洲医学生物工程学和科学联盟 (EAMBES) 以及所有生物医学工程类学会的世界
性联盟组织——国际医学与生物工程联合会 (IFMBE)。无论您在哪个区域，都可以找到一个
生物医学工程方面的机构来帮助您实现目标。

 
 
加入学会以促进职业发展

 
专业学会可积极地帮助您推进职业生涯。学生（尤其是大学生）应寻找并加入适合学

生参与的专业学会。如果您对生物工程感兴趣，可以考虑加入医学与生物工程学会 (EMBS)、
生物医学工程学会 (BMES)、电气与电子工程师学会 (IEEE)、材料研究学会 (MRS)、国际组
织工程与再生医学学会 (TERMIS)，或者其他任何能够为生物工程领域的学生、研究人员和从
业人员提供支持的学会。

本手册的作者隶属于 EMBS，该学会在多个领域均贡献卓著，包括推出适用于新晋生
物医学工程师的出版物 IEEE PULSE。PULSE 的文章秉承能够吸引各年龄段学生的编辑原则，
同时涵盖先进的生物医学工程技术和当前的医学议题，以及一些全球资讯。

EMBS 有着悠久的历史和惊人的规模，是具有相当影响力的全球生物医学工程专业学
会。除发行 IEEE PULSE 外，该学会一直致力于推动工程和技术在医学和生物学中的应用，
扩大职业影响力，努力充当传播知识、设定标准、扶持专业开发成果和褒奖卓越人才的表率，
全心全意为学会成员和大众谋福祉。该学会是一家提供综合性服务的专业机构，力求打造全
球生物医学工程社区，服务项目包括杂志、学报、研讨会和暑期学校。

如果您的兴趣与我们一致，不妨考虑加入 EMBS。不过，无论您作何选择，加入某个
学会都是事业发展的必经之路。

http://www.embs.org/
http://www.nibib.nih.gov/
http://www.onetonline.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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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EEE 医学与生物工程学会一直致力于推动工程和技术在医学和生物学中的应用，扩大
职业影响力，努力充当传播知识、设定标准、扶持专业开发成果和褒奖卓越人才的表率，全心
全意为学会成员和大众谋福祉。

 
IEEE 医学与生物工程学会侧重于物理和工程学概念及方法在生物学和医学中的应用。

这其中涵盖的内容非常广泛，通过实验性科学和技术开发将数学原理规范化，以及实际临床应
用均在学会的研究范围内。学会也支持科学、技术以及教育活动。

 
出版物

 
IEEE PULSE
Journal of Biomedical Health Informatics
Journal of Translational Engineering in Health and Medicine
Reviews in Biomedical Engineering
Transactions on Biomedical Engineering
Transactions on Neural Systems and Rehabilitation Engineering
Transactions on Medical Imaging
Transactions on NanoBioscience
Transactions on Computational Biology and Bioinformatics

 

电子产品

Biomedical Essentials
EMBS Electronic Resource

 
研讨会

 
Annual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f the IEEE Engineering in Medicine and Biology Society
IEEE EMBS Special Topic Conference on Information Technology in Biomedicine
IEEE EMBS Special Topic Conference on Microtechnologies in Medicine and Biology
IEEE EMBS Special Topic Conference on Cellular, Molecular and Tissue Engineering
IEEE EMBS Special Topic Conference on Neural Engineering
International Symposium on Biomedical Imaging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Biomedical Robotics and Biomechatronics

 
暑期学校

International Summer School on Biomedical Imaging
International Summer School on Biomedical Signal Processing
International Summer School on Biocomplexity
International Summer School on Medical Devices and Biosensors
International Summer School on Applications of Information & Communication 
Technology in Biomedicine

www.embs.org

http://www.embs.org/


生物医学工程专业的职业规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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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ngineering in Medicine & Biology
 

EMBS Executive Office
445 Hoes Lane

Piscataway, NJ 08854 USA
 

电话：+1 732 981 2433
传真：+1 732 465 6435

电子邮箱：emb-exec@ieee.org 
www.embs.org 

www.students.embs.org
 

本手册的编写工作得到以下人员的大力协助，EMBS 在此
深表感谢

 
Faustina Hwang
Robert Kovacs
James Macor

Barbara Oakley
Kris Ropella

Bruce Wheeler
Scott Woodhouse

Steve Wright
 

另外，请允许我们向本手册所附图片的授权者表示感谢。

http://www.embs.org/
mailto:emb-exec@ieee.org
mailto:emb-exec@ieee.org
http://www.embs.org/
http://www.students.embs.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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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MBS 有着悠久的历史和惊人的规模，是具有相当影响力的全球
生物医学工程专业学会。除发行 PULSE 外，该学会一直致力于
推动工程和技术在医学和生物学中的应用，扩大职业影响力，努
力充当传播知识、设定标准、扶持专业开发成果和褒奖卓越人才
的表率，全心全意为学会成员和大众谋福祉。该学会是一家提供
综合性服务的专业机构，力求打造全球生物医学工程社区，服务
项目包括杂志、学报、研讨会和暑期学校。

 
如果您的兴趣与我们一致，不妨考虑加入 EMBS。不过，无论

您作何选择，加入某个学会都是事业发展的必经之路。
 
 

www.embs.org

http://www.embs.or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