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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中国科学院生物物理研究所（以下简称‚生物物理所‛）是国家生命科学基

础研究所，创建于1958年，其前身是1957年建立的北京实验生物学研究所，著名

生物学家贝时璋院士任第一任所长，现任所长为徐涛研究员。建所以来，在贝时

璋、邹承鲁、梁栋材和杨福愉等老一辈科学家的带领下，历经几代科技工作者的

辛勤努力，研究所在获奖成果、高水平论文、授权专利以及成果转化等方面一直

位居全国生物学研究机构前列。 

生物物理所现拥有生物大分子国家重点实验室、脑与认知科学国家重点实验

室、中国科学院感染与免疫重点实验室、中国科学院非编码核酸重点实验室、蛋

白质与多肽药物所重点实验室、交叉科学所重点实验室；与海外科研机构共建了

‚中日结构病毒学与免疫实验室‛、‚中澳表型组学联合中心‛、‚中美人脑直

接成像中心‛等联合研究机构；依托生物物理所的两个国家重点实验室在生命科

学和医学领域国家重点实验室的评估中多年来一直获得‚优秀‛的佳绩。 

近年来研究所在蛋白质结构与功能、脑与认知科学与认知功能障碍、重要病

毒感染的免疫应答与调节机制、蛋白质与多肽药物等领域取得了一系列重要成

果。‚十一五‛期间，生物物理所承担了国家多项重要研究任务，其中主持973

首席项目9项、课题43项；主持863计划12项（首席1项）；主持国家传染病防治

和新药创制科技重大专项课题6项；主持中科院重大或重要方向性项目47项、中

科院重大科研装备研制项目7项；新增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创新群体2个、基金各

类项目183项，包括重点项目20项，杰出青年基金6项；承担国际合作项目52项，

地方及企业项目63项；获省部级以上科技奖项6项，其中国家自然科学二等奖1

项，科技产出与影响力已跨入国际同领域优秀研究机构行列。 

生物物理所作为生命科学领域重要的国家科研机构，坚持人才第一的理念，

实质性推进人才国际化战略，建成了一支由10位院士、8位千人计划、4位青年千

人计划、15位杰青和42位百人计划组成的高水平创新队伍。 

研究所基本定位为充分发挥多学科交叉的综合优势，在蛋白质科学、脑与认

知科学、感染与免疫、非编码核酸等学科前沿领域实现基础性、前瞻性、战略性

突破，加强生命科学领域关键装备的创新研制，实现关键技术和实验方法的重点

突破，构建以生物制药和体外诊断为重点的转化型研究体系, 在国家创新体系中

发挥源头创新和骨干、引领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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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科学院生物物理研究所 2011 年总结 

2011年，生物物理研究所作为院‚十二五‛规划试点所，坚持面向国家需求、

坚持立足科技前沿，重视新兴前沿学科的发展和学科布局，重视学科交叉，重视

技术方法自主创新，完成了面向‚创新2020‛的‚十二五‛发展规划和‚一三

五‛目标制定工作，进一步明确了自身战略定位，确定了‚三个突破‛以及五个

重点培育方向。 

2011年，生物物理所围绕蛋白质科学和脑与认知科学基础性、战略性和前瞻

性的问题开展研究，在疾病相关重要蛋白质功能与结构研究，脑与认知、感染与

免疫等学科领域承担了一大批国家重大科研任务，取得了一系列重要成果。研究

所共有在研课题158项（包括新增56项）。其中，主持国家重点基础研究发展计

划（973计划）项目7项（新增3项）、承担（或参加）课题33项（新增14项），

承担中国高技术研究发展计划（863计划）项目1项（新增1项），承担国家科技

支撑计划1项，承担重大仪器研制项目1项，承担科技部国际合作项目1项；承担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大项目9项（新增2项）、重点项目15项（新增8项）、杰出

青年基金3项（新增1项），创新群体2项（新增1项），面上项目52项（新增18

项），承担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大研究计划重点项目4项（新增1项）；承担中国

科学院战略性先导科技专项课题5项，中科院-诺和诺德联合基金2项，承担院地

合作项目2项。 

2011年，生物物理所共发表SCI收录论文261篇，平均影响因子4.95；以通讯

作者单位发表SCI论文146篇，平均影响因子5.18；影响因子5以上的SCI论文100

篇，其中第一单位论文47篇；影响因子在PNAS以上的SCI论文26篇，其中第一单

位论文13篇。研究所共申请专利26项，其中发明专利21项，实用新型2项，国际

发明3项；授权专利7项，其中发明专利6项，实用新型1项。 

2011年，依托研究所的生物大分子国家重点实验室和脑与认知科学国家重点

实验室分别参加了生命科学和医学领域国家重点实验室的评估，再次双双获得优

秀。 

2011年，生物物理所制定并实施了《生物物理研究所‚十二五‛人力资源规

划》，确定了研究所未来五年人力资源开发与管理的指导思想和总体目标。为适

应学科发展需要，完善科研管理模式，提高科技创新能力，取消了原来的研究中

心建制，调整为按重点实验室序列为核心的管理模式。研究所新引进国家‚千人

计划B类‛1名，国家‚青年千人计划‛4名，‚百人计划‛3名；4人获得中国科

学院王宽诚基金资助，1人获得院长特别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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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围绕‚十二五‛技术支撑队伍建设规划以及平台二期建设方案的落

实，研究所科学研究平台进入了以全面提升技术支撑能力为目标的新发展阶段。

以OMX超高分辨率荧光显微镜、Influx多通道流式细胞仪、500M/600M 核磁谱仪

等一批先进设备安装调试完成为代表，平台二期建设方案绝大部分已经落实；伴

随着科研装备的扩增，平台的技术支撑队伍也得到了壮大，核磁谱仪技术支撑、

病理分析系统技术支撑等一批重要岗位完成了招聘；各专业技术实验室无论从装

备方面还是支撑队伍建设都得到了明显增强，进入平衡发展的阶段。 

2011年，由中国生物物理学会和中科院生物物理所承办的第17届国际生物物

理大会在北京国家会议中心召开并取得了圆满成功。 

   一、成果和重要进展 

（一）重要科研成果 

1. 菠菜次要捕光复合物 CP29 的晶体结构研究 

继2004年解析了菠菜主要捕光复合物LHCII晶体结构之后，常文瑞研究组再

次在光合膜蛋白结构生物学研究领域取得重要突破，解析了首个高等植物次要捕

光复合物CP29的晶体结构。该项研究成果发表在2011年的《Nature Structural & 

Molecular Biology》上，文章发表后，国际上多个课题组来信要求在捕光复合

物研究上进行合作，相关作者应邀在多个国际会议上做口头报告。 

    2. 与神经退行性疾病相关的重要蛋白 Aprataxin 同源物 Hnt3 与 DNA 复合

物的晶体结构研究 

王大成院士研究组和江涛研究组合作研究确认，Aprataxin 是一种DNA单链

损伤修复酶，可直接催化去除单链断口污染加合物上的5’-腺苷酸，使因错失而

中断的DNA连接反应得以逆转。Hnt3蛋白是人源Aprataxin在裂殖酵母中的直系同

源物，它们间具有基本相同的生化、分子生物学和功能特性，该成果报道了Hnt3

蛋白及其与缺口DNA、反应产物AMP复合物的三维结构及其功能作用的结构机理。

三元复合物结构组建了一个独特的Hnt3与DNA辨识、作用和反应的分子平台，反

映了Hnt3在反应前和反应后与产物结合状态的结构基础和分子细节。该研究对

AOA1神经变性疾病的发生机制提供了精确、定量的新知识、新原理，从而成为针

对该类疾病创新生物医药研发的重要基础。该项研究成果发表在2011年的

《Nature Structural & Molecular Biology》上。 

    3. TDP-43 基因突变导致其蛋白质聚集并产生神经毒性 

吴瑛研究组及其合作团队研究发现TDP-43基因突变导致其蛋白质聚集并产

生神经毒性。TDP-43是一个多功能的DNA和RNA结合蛋白，在细胞内的RNA转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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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性剪接及mRNA稳定性调节等过程中发挥功能。吴瑛研究组发现，在果蝇的运

动神经元中过表达野生型和A315T突变型TDP-43蛋白均能引起神经元轴突和胞体

肿胀，并导致果蝇幼虫运动能力和存活力降低等。这些结果证明了TDP-43的野生

型和A315T突变型在生物化学性质和结构方面有差异，显示出TDP-43的C端片段与

朊蛋白的生化及结构性质的相似性，并提示了在病理条件下产生的TDP-43毒性肽

段在神经细胞之间横向传播可能是其引起ALS和FTLD疾病的分子机制之一。该项

研究成果发表在2011年的《Nature Structural & Molecular Biology》上。 

（二）具有代表性的高等级研究论文 

1、GUO WR, CHEN YB, ZHOU XH, KAR A, RAY P, CHEN XP, RAO EJ, 

YANG MX, YE HH, ZHU L, LIU JH, XU M, YANG YL, WANG C, ZHANG D, 

BIGIO EH, MESULAM M, SHEN Y, XU Q, FUSHIMI K, WU JY. An 

ALS-associated mutation affecting TDP-43 enhances protein aggregation, fibril 

formation and neurotoxicity. Nature Structural & Molecular Biology, 2011, 18(7): 

822-831. 

2、GONG Y, ZHU DY, DING JJ, DOU CN, REN XM, GU LC, JIANG T, 

WANG DC. Crystal structures of aprataxin ortholog Hnt3 reveal the mechanism for 

reversal of 5'-adenylated DNA. Nature Structural & Molecular Biology, 2011, 18(11): 

1297-1299. 

3、PAN XW, LI M, WAN T, WANG LF, JIA CJ, HOU ZQ, ZHAO XL, 

ZHANG JP, CHANG WR. Structural insights into energy regulation of 

light-harvesting complex CP29 from spinach. Nature Structural & Molecular Biology, 

2011, 18(3): 309-316. 

4、HU H, LIU Y, WANG MZ, FANG JN, HUANG HD, YANG N, LI YB, 

WANG JY, YAO XB, SHI YY, LI GH, XU RM. Structure of a CENP-A-histone H4 

heterodimer in complex with chaperone HJURP. Genes & Development, 2011, 25(9): 

901-906. 

5、ZHANG LG, JIANG Q, LI GM, JEFFREY J, KOVALEV GI, SU LS. 

Efficient infection, activation, and impairment of pDCs in the BM and peripheral 

lymphoid organs during early HIV-1 infection in humanized rag2(-/-)gamma C(-/-) 

mice in vivo. Blood, 2011, 117(23): 6184-6192 

6、CHENG LP, SUN JC, ZHANG K, MOU ZJ, HUANG XX, JI G, SUN F, 

ZHANG JQ, ZHU P. Atomic model of a cypovirus built from cryo-EM structure 

provides insight into the mechanism of mRNA capping. PNAS , 2011, 108(4): 

1373-13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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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LIU SX, BALASOV M, WANG HF, WU LJ, CHESNOKOV IN, LIU YF. 

Structural analysis of human Orc6 protein reveals a homology with transcription 

factor TFIIB. PNAS , 2011, 108(18): 7373-7378. 

8、ZHU YP, CHEN GF, LV FX, WANG XL, JI X, XU YH, SUN J, WU L, 

ZHENG YT, GAO GX. Zinc-finger antiviral protein inhibits HIV-1 infection by 

selectively targeting multiply spliced viral mRNAs for degradation. PNAS , 2011, 

108(38): 15834-15839.  

（三）围绕‚三个重大突破‛的阶段进展 

突破一：真核膜蛋白和蛋白质复合体结构与功能关系。研究所在该领域取得

多项重要创新成果，发表Nature系列论文3篇，新增主持‚973‛项目1项。 

突破二：建立‚认知基本单元‛的理论框架。陈霖院士主持的前沿交叉领域

‚973‛项目‚认知的基本单元‛获得科技部批准，以此为载体，研究目标进一

步明确、研究团队更加凝聚。 

突破三：生物成像瓶颈技术突破。光电联合高分辨生物显微成像技术取得新

进展，已通过国家自然基金委仪器设备研制重大项目专家组评审，成为首批此类

项目中唯一一个生命科学重大仪器研制项目。 

三、对外开放与合作 

（一）国际合作 

2011年3月，由中国生物物理学会分子生物物理专业委员会、中国科学院上

海应用物理研究所（上海光源）、中国科学院生物物理研究所及中国晶体学会大

分子专业委员会联合主办的‚2011上海CCP4晶体学培训班‛（Collaborative 

Computational Project No. 4 Workshop：Lectures and Tutorials on Software 

for Macromolecular X-Ray Crystallography）在上海市上海光源举办。此次的 

CCP4 晶体学培训班是第一次在中国举办，具有历史性的积极意义。 

2011年7月11-15日，生物物理学会在北京承办了第16届嗜铬细胞国际学术会

议(The 16th International Symposium on Chromaffin Cell Biology)，来自

美国、英国、澳大利亚等国家和地区的80余位专家和40余位中国学者共聚一堂。

会议安排了51位本领域知名科学家作邀请报告, 并进行了墙报学术交流，全面展

示、总结了国内外的最新科研成果，进一步加强了国际嗜铬细胞学领域有关专家

和实验室的合作和交流。 

2011年7月16-20日，受国际钙结合蛋白学术会议专家委员会委托，生物物理

学会神经生物物理专业委员会与生物膜及膜生物工程国家重点实验室（北京大

学）在北京联合承办了第十七届国际钙结合蛋白与钙在健康和疾病中作用学术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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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The 17th International Symposium on Ca2+-Binding Proteins and Ca2+ 

Function in Health and Disease)。本会议的主旨内容是阐述关于钙信号的相

关原理，即由细胞质和细胞器内钙水平改变而引起蛋白质构象发生相应变化的机

制，还讨论了高度局部化的钙离子介导的信号转导及其在兴奋性、胞外分泌、运

动和细胞凋亡中的具体作用。 

2011年10月30-11月3日，经过几代生物物理学人的不懈努力，由中国生物物

理学会和中科院生物物理所承办的第17届国际生物物理大会在北京国家会议中

心召开并取得了圆满成功，白春礼院长出席开幕式并致词。本次大会的显著特点

是参与国家广泛，大会代表来自41个国家和地区，海外代表600余人，约80％的

参会代表为活跃在科研第一线的中青年学者，包括一批从海外引进的高层次人

才。他们充分利用这个学术交流平台，展示各自最新的科研成果。八个大会特邀

报告突显了国际生物物理学的最新进展，报告人都是本领域的优秀科学家，有

2009年诺贝尔化学奖得主Thomas A. Steitz(USA)、2009年诺贝尔化学奖得主

Venkatraman Ramarkrishnan (UK)、1997年诺贝尔化学奖得主John E. Walker

（UK）、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士Thomas C. Südhof，Xiaodong Wang等。大会围绕

着膜蛋白结构、纳米生物物理、蛋白质合成、脑成像与认知科学、生物能源与光

合作用、自由基与人类健康等专题组织了31个学术研讨会、3个卫星会议和3个专

题讨论会。大会期间, 还举办了由中国生物物理学会、中国女科技工作者协会和

中科院生物物理所妇委会共同举办的‚以生涯规划、组织领导能力挖掘、女导师

的作用（Opening doors, Leadership Development, Mentorship Program）‛

为主题的女科学家论坛。大会期间，IUPAB召开第18届代表大会，选举新一届领

导及理事会成员，中国生物物理学会理事长饶子和当选IUPAB候任主席(2014 - 

2017)。本次大会不仅反映了国际生物物理学领域的研究现状和最新科研进展，

更向世界展示了中国生物物理学的发展和成就，是全球生物物理学界的一个新的

里程碑。 

（二）所地合作 

    1. 与北京市政府共建中科院怀柔科教产业园 

中科院与北京市政府共建的‚中国科学院怀柔科教产业园‛是我院未来重

点发展的园区之一。生物物理研究所于2009年底进入怀柔科教产业园，2010年签

订用地意向协议，2011年研究所完成了全部土地款支付工作，正在推进后续工作。 

    2．中科院生物物理所吴中生物医药研发中心 

2011年10月17日，中国科学院与江苏吴中高新区共建的‚中国科学院吴中生

物医药研发中心‛正式揭牌投入运行。中国科学院副院长李家洋，苏州市副市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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浦荣皋，吴中区区委书记俞杏楠以及相关领导50余人参加了揭牌仪式并视察了研

发中心。中心是在中科院生命科学与生物技术局的统筹协调下，依托上海药物所，

联合生物物理研究所和上海生命科学研究院共同建设的非法人研究单元，以吴中

科技园内生物医药研发园3000平方米大楼作为首期启动区，由生命科学与生物技

术局负责征集入驻项目，吴中区为入驻单位和项目提供科技扶持。‚中科院生物

物理所—吴中生物医药研发中心‛是其中三个分中心之一，占地约1000平米。分

为办公区一个（会议室+联合办公室）、配套区2个（仪器室和动物间）和实验室

4个（3个由我所PI管理，1个由动物所管理）。我所共安排3个项目入驻，分别为： 

 

项目名称 负责人 

注射用阿霉素纳米胶束制剂 梁伟 

肿瘤血管新靶标CD146及其抗体药物huAA98 阎锡蕴 

抗人膀胱癌导向药物BCMab1 范祖森 

中科院生物物理所吴中生物医药研发中心的建设，对于我所创新机制体制，

联合多方投入，加快生物医药领域的技术创新、产品研发和成果转化提供了有力

的平台，并为区域生物医药产业发展提供了新活力。 

此外，研究所于2011年3月与山西亚宝集团签署了‚中科亚宝蛋白质与多肽

药物工程研究中心‛共建协议，正在积极推进研究中心的建设工作。目前已经开

展合作的项目有：蛋白质药物linker的研发，胰岛素结晶微球及其混悬剂研发等。 

2011年8月，在山东省科技厅、威海市政府的支持下，研究所与山东威海颐

阳集团等10余家院所、企业发起成立了‚山东省西洋参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

盟‛，并召开了联盟的首次理事会。研究所还与集团共建了‚中科文登生物技术

教育培训基地‛，为我所研究生参与社会实践提供了重要的基地。这些区域平台

的建设为促进地方经济发展，提升企业自主创新能力做出了重要贡献。 

    3．与地方政府和国内外企业的合作 

2011年7月，我所与美国美富律师事务所签署协议，由美富为我所提供专业

的专利申请和成果转化法律服务。该协议的签订将大大加强我所国际专利的申报

水平和转化能力，为基础研究成果转化开辟新的途径。 

2011年，研究所继续大力加强国内各类经济技术洽谈会的参与力度，参加了

17场重要的接洽会，同时接待知名来访单位13家。 

（三）成果转化及产业化 

2011年，生物物理所继续加强政产学研结合，促进成果转化，与上海华丰投

资管理有限公司等国内外企业就生物医药和食品工业技术研发等方面开展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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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增技术合同15项，合同总额318.68万元，实现横向经费到账总额536.74万元。

2011年，研究所共有持股公司五家，其中从事科技开发的人员为50余人；研究所

控股企业累计销售收入达17500万元，净利润2400万元，上缴税金3000万元。 

（四）科学普及 

    1. 科普基地建设 

① 科普展厅。目前，拥有包括一个大展厅（500平米）、一个小展厅（100

平米）和三个一线开放式科研平台（5000平米）的知识性、前沿性与实践相结合

的科普基地。 

② 科普著作。已出版两部科普著作，分别是《小狗飞天记——中国生物火

箭试验纪实》和《生物的启示——仿生学四十年研究纪实》；另有三部著作已经

成稿交付出版社。 

    2. 科普项目研发 

包括‚中国科学院科技人才早期培养计划‛项目，该项目已连续四次获得国

家自然科学基金专项基金资助；全国科技馆展教资源储备项目——中国科协2009

年度全国科技馆展教资源储备项目；蛋白质博物馆项目，该项目2010年以专家评

选第一名获得在北京市科委科普项目支持，包括16平米led大屏幕、360度全息成

像系统、胰岛素结构模型、蛋白质医药科普沙盘以及系列展板、展品等；2011

年，研究所又与生物物理学会共同承担中国科协科普资源包开发项目。 

3. 科学普及活动 

研究所每年组织公众科学日、全国科普日、明天小小科学家参观等科普活动

十余次，接待来自全国各地公众、国际友人等余700人次，充分展示了中国科学

院的社会形象，并与北京市多所重点中学开展科普共建活动。截至目前，已连续

举办了两届中科院京区科协科技英才班开班仪式，并承办了第一届、第二届中国

科学院青年科普创意大赛并获优秀组织奖。 

    四、队伍建设 

（一）人力资源建设 

2011年，研究所制定并实施了《生物物理研究所‚十二五‛人力资源规划》，

确定了研究所未来五年人力资源开发与管理的指导思想、总体目标，在PI队伍、

创新团队、青年人才队伍、博士后队伍等人才队伍建设方面制定了一系列新措施，

在岗位与聘用、绩效管理、薪酬激励等人才管理与环境建设方面部署了新的改革

探索，以期通过‚十二五‛的努力，建成一支以一流的科技带头人队伍为核心，

规模适度、结构合理、充满活力和具有可持续发展能力的创新队伍，有力支撑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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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所‚十二五‛发展战略实施。 

为了进一步营造我所优秀青年人才的成长与发展环境，稳定青年业务骨干队

伍，研究所进一步完善了优秀青年人才破格晋升政策。根据研究所‚十二五‛人

才发展规划，‚十二五‛期间，我所将对取得显著创新业绩、具有良好发展潜力

的优秀青年人才，及时组织评聘其专业技术职务。其中，显著创新业绩是指作为

第一作者或通讯作者在Cell、Nature或Science等顶尖刊物发表研究论文或作出

相当的创新贡献。经所务会批准，随时组织岗位聘用评审工作。青年人才专业技

术职务不占用相应岗位的职数指标。 

研究所将全面实施‚十二五‛规划的切入点选在管理部门建设上，以建立一

支有战斗力、有执行力，能肩负起新使命的管理团队为目标，年初在充分调研论

证的基础上，重新确定了管理部门职能和人员编制，调整了机构设臵，编制了《部

门职能与岗位职责说明书》，组织了管理部门岗位所内外公开招聘和在岗人员重

新竞聘，为提高管理执行力，增强学术支撑保障能力奠定基础，也为研究所全面

推进‚十二五‛规划实施提供了组织保障。 

根据研究所人力资源规划部署，本年度深入探讨了绩效管理，推进了收入分

配制度改革，实施了宽带薪酬制度。 

（二）研究生培养 

研究所在研究生的培养工作中，积极推进研究生素质教育、创新能力、探索

精神的培养；贯彻落实中科院‚科教结合‛精神，积极推进中国科学院‚科教结

合‛教育创新项目即‚贝时璋生物英才班‛工作的开展；加强研究所重点学科建

设，生物化学与分子生物学、细胞生物学、神经生物学被评为中科院重点学科；

注重与重点大学在研究生培养方面的交流与合作，全面提高研究生培养质量。 

2011年研究所研究生培养成绩显著，博士生黄海获得2011年中国科学院院长

特别奖；博士生刘开力、黄波、肖磊、张强哲获得中国科学院院长优秀奖；彭友

松、乔琪获得地奥奖学金一等奖；程亮、王丽芬获得地奥奖学金二等奖；万莉获

得朱李月华优秀博士生奖学金；陈俊、胡云、张金钟获得宝洁优秀研究生奖学金；

博士生陈琳获得BHBP奖学金，其导师秦志海研究员获得导师科研奖；焦仁杰研究

员获得中国科学院优秀导师奖；赫荣乔研究员获得中国科学院朱李月华奖教金。 

（三）人才引进 

2011年，研究所新引进国家‚千人计划B类‛1名，国家‚青年千人计划‛4

名，‚百人计划‛3名；4人获得中国科学院王宽诚基金资助。 

    五、平台建设 

2011年是‚十二五‛开局之年，凭借我所十二五技术支撑队伍建设规划以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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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台二期建设方案的落实，科学研究平台进入了以全面提升技术支撑能力为目标

的新的发展阶段。 

以OMX超高分辨率荧光显微镜、Influx多通道流式细胞仪、500M/600M 核磁

谱仪等一批先进设备安装调试完成为代表，平台二期建设方案绝大部分已经落

实；伴随着科研装备的扩增，平台的技术支撑队伍也到了壮大，核磁谱仪技术支

撑、病理分析系统技术支撑等一批重要岗位完成了招聘；各专业技术实验室无论

从装备方面还是支撑队伍建设都得到了明显的增强，已经进入平衡发展的阶段。 

2011年3月，平台职工共同努力，顺利完成了中科院仪器设备共享管理系统

2.0版的升级，其间克服了新旧系统转换时分析项目定义、第一代刷卡系统适用

性等一系列特有的困难。经过全体职工的努力，2011年度，平台所有仪器设备的

平均使用率保持在68%的水平，共计完成了22276个预约服务项目（比2010年度增

加了27%），有效机时数达到89875小时（增加了30%），完成的样品数达到174124

个（增加了28%）。综合比较近3年来的数据，可以看出，平台技术支撑能力和成

效增长明显，且发展平稳。 

2011年度，平台决定从我院和区域中心运行补贴和机时费收入中划拨配套经

费，继续加大对平台职工开展新技术、新方法研究的支持力度，重视关键仪器设

备的创新研制以及仪器设备功能开发与方法学研究，平台一批年轻人已经成为仪

器设备自主创新研制以及仪器设备功能开发技术创新的项目负责人或者主要技

术骨干。由季刚博士等为技术骨干申报的我院2011年度‚重大科研装备研制项

目‛《低温透射电镜成像衬度增强技术—相位系统的研制》获得批复，王娅等申

报的我院2011年度‚仪器设备功能开发技术创新项目‛《Mosquito LCP膜蛋白结

晶条件筛选环境可控与分析系统》、孙磊等申报的《新型生物电镜染色剂开发与

研制》也相继获得批复。这些院级项目的申请成功，调动了平台职工新技术新方

法研究的积极性，目前更多的项目已经进入前期准备和预实验阶段。 

以平台常规技术培训为核心的北京生命科学大型仪器区域中心2011年度常

规技术培训照常进行，本年度平台承担的课程数量从2010年度的16门增加到了18

门，所有课程全部由平台技术支撑人员担负授课和现场培训任务，受众面扩大到

了区域中心外各科研和医疗单位，反响良好。常规技术培训已经列入我所新职工

教育和新生入所教育的培训内容之一，这一课程也获得了院人事教育局职工继续

教育项目的稳定支持。 

2011年，研究所进一步加强了科研文献资源建设，共计支出128万元用于购

买数字化科研文献，研究人员可以从桌面获得大部分科技文献资源，有力支撑了

研究所的科研工作。研究所切实履行了科学院关于使用正版软件的通知，筹集66

万元资金购买了正版 windows 操作系统、Office 办公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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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党的工作 

院党组、北京分院党组和京区党委的坚强领导下，研究所党委深入学习贯彻

中央精神，围绕研究所落实院‚创新2020‛规划、研究所‚十二五‛规划及‚一

三五‛发展目标任务，以深入开展创先争优活动和纪念中国共产党建党90周年为

切入点，科学谋划、重在落实，着力提升党的工作科学化水平，推动了研究所的

科技创新和改革发展。 

（一）以学习型组织建设为抓手，提升领导科技创新能力 

一是坚持中心组学习。本年度所党委中心组学习的主题是以政策理论学习和

党史、国情学习为基础，以进一步完善研究所的管理为重点，着力为研究所实施

‚一三五‛规划提供思想与组织保障。中心组先后以‚把握科学发展对提升科技

创新能力的新要求，领会创新2020实施方案的重大意义‛为主题，开展了‚产学

研用相结合，建设我国IVD（体外诊断）产业创新链的思考‛和‚铁肩担道义——

努力搞好研究所科技事业‛的学习讨论。所党委围绕研究所未来科技发展如何科

学处理‚功利性与公益性的关系‛、‚科研团队与单一ＰＩ制的关系‛、‚重点

发展与整体跨越的关系‛，以及‚十二五‛我们应该以什么样的成绩回报国家、

回报社会等问题展开了讨论，凝聚了共识。中心组理论务虚会结合研究所‚十二

五‛和‚创新2020‛发展规划，围绕‚新时期如何建设国际一流研究所‛，‚如

何为全民普惠健康体系建设做出新的贡献‛等进行了广泛讨论，就研究所的未来

发展定位达成了共识。 

二是规范完善民主生活会。借助民主生活会，使班子成员进一步解放思想、

增进团结、明确方向，立足于发现和解决影响研究所跨越发展的关键问题，保证

研究所创新发展。 

（二）发挥政治核心和战斗堡垒作用 

所党委重视发挥政治核心作用，2011年，支持有关部门认真探讨、积极探索，

结合工作实际，提出了生物物理所‚‘十二五’人力资源发展规划‛、‚宽带薪

酬体系‛和‚绩效管理‛等管理方面的重大改革举措的建议。所党委根据《中科

院研究所中层干部选拔聘用与管理指导意见》，完善了‚研究所中层管理干部选

拔任用实施办法‛。在中层管理干部的选聘过程中，开展了民主测评工作，并组

织了任前谈话和廉政教育，有力地推进了干部管理工作的科学化、民主化和制度

化。 

在所党委的领导下，按照上级要求，圆满完成了‚朝阳区人大代表换届选

举‛工作，选民参选率高达98%，并推荐我所为‚朝阳区共建文明单位‛；圆满

完成了‚中科院京区党的十八大代表候选人预备人选和中央国家机关党代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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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的推荐提名工作。在两个阶段的推荐提名工作中，支部参与率均达到100%，

党员参与率分别为95.9%和99%，保障了党员民主权利的行使。 

（三）主题突出、特色鲜明，以实际行动向建党90周年献礼 

为隆重庆祝建党90周年，所党委以‚在党旗下成长‛为主题，突出政治导向、

突出发展主题；以‚学党史、增党性，忆所史、勇创新‛为目标，突出科技创新

的时代特色，组织开展了一系列庆祝活动；以‚大业需携手、重任贵同心‛为主

旨，组织各支部及科研骨干广泛深入学习白春礼院长关于《进一步发挥中国科学

技术‚火车头‛的作用》的重要讲话，特别要求切实领会讲话中蕴含的客观规律

及其深刻内涵，指导研究所科学制定‚一三五‛发展规划。根据院党组部署，组

织开展了院、所两级先进基层党支部、优秀共产党员、党务工作者的推荐和评选

工作，遴选出了院所两级的‚两优一先‛，圆满完成了院党组的工作任务。在党

委领导下，党群各部门组织开展了一系列旗臶鲜明、主旨突出的活动。 

（四）秉持自我服务、自我管理原则，老干部工作再上新台阶 

所党委坚持每季度的所情通报会制度，党委主要领导出席并认真做好沟通与

交流工作。 

2011年，研究所离退休党总支以庆祝建党90周年为契机，围绕‚我健康、我

快乐，我为‘创新2020’做贡献‛这一主题，开展了一系列丰富多彩的活动，包

括离退休老同志‚红歌会‛、参观革命旧址以及组织70岁以上老同志欢度重阳佳

节等；同时，还组织了研究所老年健康运动会，组队参加了奥运村社区第一届运

动会、京区第五届健身运动会等全民健身活动。  

2011年，研究所结合七一、国庆、春节等重大节日，共组织慰问离退休老同

志103人，赠送慰问金4万余元、募集赠送慰问品价值20余万元。 

（五）组织建设与统战工作 

为配合研究所以重点实验室为建制的研究机构调整，所党委研究决定，取消

原五个中心党支部，以新的行政隶属关系为基础，设臵了六个科研一线党支部，

为基层支部工作的顺利开展提供了组织保证。2011年，研究所新增党员91人。 

所党委利用科研一线党支部调整的机会，进一步明确了各支部统战工作的负

责同志，加强了统战工作的队伍建设；同时，专门从党委办公经费中拨款支持九

三学社生物物理所支社成立、支持农工党生物物理所支部开展学习活动等。2011

年度，所党委为20位符合条件的海外归国人才统一办理了‚归国华侨证‛，为研

究所发挥科技优势服务区域社会经济发展提供了良好机遇。  

（六）反腐倡廉工作 

2011年，生物物理所按照上级纪委的部署和要求，坚持从源头上预防和治理



中国科学院生物物理研究所年鉴                                            （2011） 

21 
 

腐败，落实工作机构和机制，加大了教育力度，为研究所提供了强有力的思想保

证和组织保证。 

研究所认真执行院党组《中国科学院研究所纪检监察审计工作暂行办法》（科

发党字“2011”10 号），成立了纪检监察审计办公室，配备了专职工作人员，

承担研究所的纪检监察审计工作。党政领导班子定期研究部署纪检监察审计工

作，必要时纪检监察审计工作负责人列席了所务会、党委会等研究所重要会议，

做到了重大问题及时向分院和院有关部门报告。 

按照上级要求，研究所组织开展了所内各部门、各课题组的全面内部审计和

抽查；开展了内控制度的建设与执行情况的内部审计；开展了‚小金库‛的全面

复查，积极配合国家审计署对研究所进行常规审计；组织了课题组长、各部门负

责人对学风、党风廉政责任制落实情况的自查。 

研究所组织监督检查小组对2010年民主生活会前群众提出的20条意见建议

落实情况、研究所各部门和干部职工贯彻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并对国家法律

法规以及院党组决策情况、学风、党风廉政责任制落实情况开展了监督检查，监

督检查结果向所领导进行了汇报，并在所务公开网上进行公布，接受群众监督。 

为了规范采购流程，避免大型仪器设备采购和工程建设项目等重要领域中出

现腐败问题，研究所成立了大型仪器设备采购领导小组，凡大型仪器设备的采购

必须经过采购领导小组审议通过；成立了基建工作领导小组，负责对研究所基建

工作的领导（包括所园区和怀柔两个项目）；协助所务会对重大问题进行决策，

从机制上保证了民主决策和民主监督。 

研究所修订印发了《生物物理所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实施细则》和《生物物

理研究所防治‚小金库‛实施细则》；及时与新入所的研究组长签订《学风、廉

洁自律和党风廉政建设责任书》；对2010年以来入所的百人计划者、新聘用的正、

副处长和新聘用到财务、资产等关键岗位的19位同志进行了4次集中廉政谈话；

为新任的4位正、副处长出具了廉政鉴定证明；配合分院，协调组织了对本所反

腐倡廉工作的量化评价 

（七）群众工作 

所工会组织广大职工，积极参与研究所民主决策，审议了‚研究所收入分配

调整方案‛、‚科研绩效奖励办法‛和‚所领导班子非法人成员年薪执行比例‛

等重大改革举措；坚持领导接待日制度，充分发挥劳动争议调解委员会职能，畅

通渠道、反映民情、协调统筹、化解矛盾、维护职工合法权益；贯彻执行《生物

物理研究所帮困送温暖暂行办法》，先后慰问职工30人次，赠送慰问金3万元，

以实际行动关心关爱困难职工。2011年，所工会为各类职工子女解决非常规入学、

转学、入托9人，通过办实事，聚人心，维护了研究所的和谐稳定。同时，以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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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三届运动会为契机，在全所范围内广泛开展群众体育运动，增强职工身体素

质。 

所团委、青联遵循‚服务大局、服务青年‛的宗旨，组织青年科技骨干赴四

川地震灾区进行灾后重建考察，并将研究所科技优势与当地实际需求相结合，研

讨形成了一项科研课题，得到所长基金的支持；组织开展了针对青年人的‚生命

论坛‛和‚人文论坛‛，促进了科学与人文的交流与融合。 

所妇委会参与组织了第17届国际生物物理大会女科学家论坛，‚四季花开‛

女性风采岗位优秀评选，IBP妇委会活动周---新妈妈新爸爸沙龙等活动。2011

年，所妇委会以优异成绩获得了院优秀妇委会荣誉称号。 

   七、2012年工作要点 

2012年，研究所继续以我院‚创新2020‛和‚十二五‛规划为指导，围绕《任

务书》既定的目标，在科技布局、人才队伍建设、科技支撑条件、组织模式、科

技评价、资源配臵等方面全方位推动研究所科技创新和事业发展。 

科技布局: 围绕蛋白质科学、脑与认知科学、感染与免疫科学、非编码核酸

研究、蛋白质与多肽药物等五个领域重点布局，着力学科前沿交叉和新方法新技

术创新。 

人才队伍建设: 围绕优化布局、部署新增长点，引进领军人物、尖子人才和

关键技术专家；实施青年人才计划，促进优秀青年人才脱颖而出；以能力为核心，

建设有效服务于研究所发展战略和全所科技创新活动的支撑和管理队伍；大力发

展博士后队伍，使之成为研究所科技创新的重要力量。 

科技支撑条件: 以技术创新为核心理念，着力科研条件平台建设，强化研究

所层面的统筹规划、资源整合。  

组织模式: 试行PI Group科研组织模式，加强创新团队建设；强化重点实验

室重大科学问题导向的科研组织职能，以国家重大任务为载体，以重大科学问题

为牵引，以大型仪器共享平台为支撑，构建集项目、人才、装备为一体的创新功

能单元。 

科技评价: 打破滞后和单一的绩效评价，实行前瞻和综合的绩效管理；明确

每个岗位一定时期内的绩效目标；强化过程管理，加强对每个研究单元发展状态

和发展态势动态的跟踪与监控；完善退出机制。 

资源配臵：以科技评价为基础，对优秀以及开辟新领域的研究单元给予稳定

支持，资源配臵惠及展示出强创造性的研究单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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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研成果和重要进展 

一、获国家、院、地方重大成果 

（一）2010年度北京市科学技术奖 

成果名称：禽流感病毒RNA聚合酶PA亚基的结构生物学研究 

获奖等级：一等奖 

单位排序：中国科学院生物物理研究所、清华大学、南开大学 

成果简介：频繁爆发的流感对人类健康造成了重大威胁。研究流感病毒的复

制规律、开发具有广谱性的抗流感药物已成为迫在眉睫的研究任务。流感病毒RNA

聚合酶由PB1、PB2和PA三个亚基组成，是病毒生命周期的核心组分。由于其工作

机制高度复杂，长期以来，其功能研究存在大量争议。结构研究将对揭示这一复

合体的功能机制及药物研发具有重大意义。本项目首先将目标锁定在功能研究最

欠缺的PA亚基上，先后成功解析了PA羧基端与PB1氨基端短肽复合物的晶体结构

和PA氨基端的结构。该工作首次清晰地揭示了PA亚基具有对病毒转录至关重要的

核酸内切酶活性，结束了以往关于该活性位于哪个亚基的争论，具有十分重要的

科学意义；另外还为广谱性抗流感药物的研发提供了结构基础。该项成果是流感

病毒RNA聚合酶研究领域的重大突破，必将对相关领域的科学研究及药物研发产

生深远的影响和重要的推动作用。该研究成果于2008和2009年先后两次发表在

Nature杂志上。工作一经发表即引起了国际社会的广泛重视和报道（如CCTV新闻

联播，路透社，人民日报等）,还入选了‚2008年度中国基础研究十大新闻‛及

‚2009年中国高校十大科技进展‛。Nature china，Nature Reviews Drug 

Discovery和Faculty 1000等杂志也对该工作进行了介绍。这一成果由刘迎芳实

验室及饶子和实验室合作完成。 

（二）2010年度北京市科学技术奖 

成果名称：磁性纳米材料新功能的发现及应用 

获奖等级：一等奖 

单位排序：中国科学院生物物理研究所、东南大学 

成果简介：磁性纳米材料通常被认为是惰性物质，中科院生物物理所生物大

分子国家重点实验室阎锡蕴课题组综合应用了免疫学、纳米材料、生物和化学等

知识，在国际上首次发现磁性纳米颗粒具有过氧化物酶的催化活性，并提出磁性

纳米颗粒模拟酶的新概念。相关研究结果发表在Nature Nanotechnology (2:5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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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上，同期杂志《新闻与观点》配发了评论文章,称‚这一发现不仅为惰性金

属材料在纳米尺度具有催化活性的学说提出了新的证据，而且拓展了磁性纳米材

料的应用‛。随后美国Science News（172:174,2007），Nanowerk（Oct.18th,2007）

和« 自然-中国» 也分别发表评论文章，高度评价这项研究的意义。该成果还获

得了2007年度中国基础研究十大新闻提名。迄今，该论文单篇引用率已达到154

次，引文涵盖了Nat. Nanotech.、Angew、JACS等顶级学术期刊。自2007年首次

报道后，每年国际权威杂志Nature、Science都有报道不同材料的纳米模拟酶，

体现这一发现在本领域具有开拓引领作用。通过与辣根过氧化物酶进行比较，发

现这种纳米颗粒模拟酶具有制备简单、经济、耐高温、耐酸碱和可重复利用等诸

多优势。目前，该研究小组已将这种具有催化活性的磁纳米粒广泛应用于医学和

环境监测等各种领域，创造了免疫检测新技术、体内无标记示踪新技术、环境监

测、环境污水处理、纳米生物传感器等，获得发明专利四项，其中纳米生物传感

器已通过中检所和北京市检验检疫局的鉴定。 

二、重大科研成果或进展 

（一）菠菜次要捕光复合物CP29的晶体结构研究 

Structural insights into energy regulation of light-harvesting complex CP29 from 

spinach. Nature Structural & Molecular Biology, 2011, 18(3): 309-316. 

  

继2004年解析了菠菜主要捕光复合

物LHCII晶体结构之后，常文瑞研究组再

次在光合膜蛋白结构生物学研究领域取

得重要突破：解析了首个高等植物次要捕

光复合物CP29

的晶体结构。

CP29在高等植

物高效捕获、传

递光能以及高光条件下植物的光保护作用中均发挥重

要功能。由于CP29在光系统II中的含量较低且结合多

种色素分子，获得足够量且稳定、均一的样品十分不

易；而膜蛋白结晶是国际公认的难题，因此，多年来

一直没有CP29的晶体结构信息。国际上相关研究者根

据生化工作构建了CP29的预测模型，认为CP29共结合8

个叶绿素分子及2-3个类胡萝卜素分子，该模型在近十

CP29 整体结构 

2 个色素簇可能在能量

传递及光保护功能中发

挥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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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年来一直被广泛认可并应用。常文瑞研究组经过多年努力，最终解析了来源于

菠菜的CP29晶体结构，发现CP29的晶体结构与以前广泛应用的预测模型存在很大

差异：CP29单体共结合13个叶绿素分子及3个类胡萝卜素分子。根据晶体结构，

CP29中完整精确的色素网络得以构建。另外，还发现了两个重要色素簇，它们可

能是能量传递途径的进出口和潜在的能量淬灭中心。该项研究成果发表在2011

年的《Nature Structural & Molecular Biology》上，文章发表后，国际上多

个课题组来信要求与我们在捕光复合物研究上进行合作，相关作者应邀在多个国

际会议上做口头报告。 

（二）与神经退行性疾病相关的重要蛋白Aprataxin同源物Hnt3 

与DNA复合物的晶体结构研究 

Crystal structures of aprataxin ortholog Hnt3 reveal the mechanism 

for reversal of 5'-adenylated DNA. Nature Structural & Molecular Biology, 

2011, 18(11): 1297-1299.    

DNA损伤正常

修复的错失会导

致多种疾病，其中

最具代表性的是

神经功能紊乱，遗

传不稳定增加及

癌症。在各种不同

类型的 DNA损伤

中，单链断裂最常

见，每天在细胞中

发生的频率成千

上万，如果修复错失即导致疾病。近期发现一种遗传性神经变性病I型共济失调

伴眼动失能症(AOA1）与一类DNA 单链损伤修复蛋白Aprataxin相关，编码该蛋白

的基因APTX 的突变直接导致AOA1的发生。AOA1 是一种神经系统紊乱疾病，主要

病征为小脑萎缩，感觉神经病变，导致运动协调丧失，眼动不能等进行性残疾病

损，患者将终结于轮椅生活。已知AOA1广泛分布于英、美、德、法、澳、意、日、

葡等国家。 显然，揭示这一过程的分子机理具有重要意义。王大成院士研究组

和江涛研究组合作研究确认，Aprataxin 是一种DNA单链损伤修复酶，可直接催

化去除单链断口污染加合物上的5’-腺苷酸，使因错失而中断的DNA连接反应得

以逆转。Hnt3蛋白是人源Aprataxin在裂殖酵母中的直系同源物，它们间具有基

Hnt3 与双链 DNA 和 AMP 复合物的晶体结构 

Hnt3 与双链 DNA 和 AMP 复合物的晶体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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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相同的生化、分子生物学和功能特性。该文报道了Hnt3蛋白及其与缺口DNA、

反应产物AMP复合物的三维结构及其功能作用的结构机理。三元复合物结构组建

了一个独特的Hnt3与DNA辨识、作用和反应的分子平台，反映了Hnt3在反应前和

反应后与产物结合状态的结构基础和分子细节，包括：（1）Hnt3/Aprataxin是

广泛存在的组氨酸三联体（HIT）超家族的特殊成员，由二个结构单元组成：活

性位点HIT domain，DNA结合位点ZF domain，它们像两只‚分子手‛各自与DNA

单链相互作用，跨越9-bp DNA双螺旋区，覆盖DNA主槽表面；（2）其间复杂的相

互作用使靠近断口的DNA弯折，扰动缺口上的‘污染物’（5’-腺苷酸）构象外

翻并‘脆弱化’，形成有利于反应的底物活化结构；（3）在此基础上，通过HIT

超家族通用的催化机理切除‘污染分子’，完成对切口阻断的校正；(4) Hnt3 只

与DNA主链作用，无序列依赖性，它只对腺苷酸化的DNA缺口敏感，是一个不受化

学专一性制约通用校正器。结构研究揭示，Hnt3/Aprataxin通过这一复合物相互

作用平台，以缺口感受器和单链断口校正器发挥功能作用；（5）上述以结构为

基础的主要机理性结论与目前已经报道的相关生化和分子生物学研究结果基本

一致，因此这一结构反映了生理状态下DNA腺苷酸化的组装模式，揭示了

Hnt3/Aprataxin突变导致AOA1神经疾病的主要分子机制和结构基础。与此同时，

该研究通过定点突变及其与DNA相互作用实验揭示了Hnt3发挥功能的若干关键氨

基酸，揭示Aprataxin 多种致病突变体是通过不同方式（如损害其与底物DNA的

亲和力和去腺苷化酶活性，降低结构稳定性等）干扰DNA损伤的正常修复，进而

导致神经系统疾病的结构基础。该研究对AOA1神经变性疾病的发生机制提供了精

确、定量的新知识、新原理，从而成为针对该类疾病创新生物医药研发的重要基

础。该项研究成果发表在2011年的《Nature Structural & Molecular Biology》

上。 

（三）TDP-43基因突变导致其蛋白质聚集并产生神经毒性 

An ALS-associated mutation affecting TDP-43 enhances protein 

aggregation, fibril formation and neurotoxicity. Nature Structural & 

Molecular Biology, 2011, 18(7): 822-831. 

 

 

图 1 在果蝇运动神经元中表达 hTDP-43 引起神经元轴突肿胀，并使果蝇幼虫运动能力

受损，且 A315T 突变型较野生型引起的表型更严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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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合成的野生型和 A315T 突变型 hTDP-43 肽段在体外形成能与 ThT 结合及电镜可

见的纤维样沉淀。 

 

吴瑛研究组及其合作团队研究发现TDP-43基因突变导致其蛋白质聚集并产

生神经毒性。TDP-43是一个多功能的DNA和RNA结合蛋白，在细胞内的RNA转录、

选择性剪接及mRNA稳定性调节等过程中发挥功能。在ALS (amyotrophic lateral 

sclerosis)和FTLD(frontotemporal lobar degeneration)病人脊髓或大脑受损

区域的神经元和胶质细胞中，能检测到泛素化的蛋白质包涵体，TDP-43是其特征

性成分，但是TDP-43形成蛋白质聚集体的机制、及其与神经退行疾病的关系尚不

清楚。吴瑛研究组发现，在果蝇的运动神经元中过表达野生型和A315T突变型

TDP-43蛋白均能引起神经元轴突和胞体肿胀，并导致果蝇幼虫运动能力和存活力

降低。TDP-43包含A315T突变位点的C端片段与朊蛋白（prion）具有序列相似性，

对该片段进行结构预测发现其有形成β-sheet的趋势。合成的野生型和A315T突

变型肽段在体外能形成电镜可见的纤维样沉淀，二者均对体外培养的神经元有毒

性，并引起细胞死亡，而且A315T突变型肽段的毒性较野生型更强。这些结果证

明了TDP-43的野生型和A315T突变型在生物化学性质和结构方面有差异，显示出

TDP-43的C端片段与朊蛋白的生化及结构性质的相似性，并提示了在病理条件下

产生的TDP-43毒性肽段在神经细胞之间横向传播可能是其引起ALS和FTLD疾病的

分子机制之一。该项研究成果发表在2011年的《Nature Structural & Molecular 

Biology》上。 

三、发表论文、专利、作物品种、药证获得情况 

（一）论文 

研究所共发表SCI论文229篇，篇均影响因子4.95；以第一单位发表SCI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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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篇，篇均影响因子5.27；影响因子5以上的SCI论文86篇，其中第一单位论文

43篇，列表如下： 

序号 论文信息 

1 

LIU ZJ, CHEN LR, WU D, DING W, ZHANG H, ZHOU WH, FU ZQ, WANG BC. A 

multi-dataset data-collection strategy produces better diffraction data. Acta Crystallogr. 

Sect. A, 2011, 67 :544-549. 

2 ZHU MZ, FU YX. Deflating the Lymph Node. Immunity, 2011, 34(1):8-10. 

3 

GUO WR, CHEN YB, ZHOU XH, KAR A, RAY P, CHEN XP, RAO EJ, YANG MX, YE 

HH, ZHU L, LIU JH, XU M, YANG YL, WANG C, ZHANG D, BIGIO EH, MESULAM 

M, SHEN Y, XU Q, FUSHIMI K, WU JY. An ALS-associated mutation affecting TDP-43 

enhances protein aggregation, fibril formation and neurotoxicity. Nat. Struct. Mol. Biol., 

2011, 18(7):822-831. 

4 

GONG Y, ZHU DY, DING JJ, DOU CN, REN XM, GU LC, JIANG T, WANG DC. 

Crystal structures of aprataxin ortholog Hnt3 reveal the mechanism for reversal of 

5'-adenylated DNA. Nat. Struct. Mol. Biol., 2011, 18(11):1297-1299. 

5 

PAN XW, LI M, WAN T, WANG LF, JIA CJ, HOU ZQ, ZHAO XL, ZHANG JP, CHANG 

WR. Structural insights into energy regulation of light-harvesting complex CP29 from 

spinach. Nat. Struct. Mol. Biol., 2011, 18(3):309-316. 

6 
LIU YY, QIANG M, WEI Y, HE RQ., A novel molecular mechanism for nitrated 

alpha-synuclein-induced cell death. J. Mol. Cell Biol., 2011, 3(4):239-249. 

7 

HU H, LIU Y, WANG MZ, FANG JN, HUANG HD, YANG N, LI YB, WANG JY, YAO 

XB, SHI YY, LI GH, XU RM. Structure of a CENP-A-histone H4 heterodimer in complex 

with chaperone HJURP. Genes Dev., 2011, 25(9):901-906. 

8 

ZHANG LG, JIANG Q, LI GM, JEFFREY J, KOVALEV GI, SU LS. Efficient infection, 

activation, and impairment of pDCs in the BM and peripheral lymphoid organs during 

early HIV-1 infection in humanized rag2(-/-)gamma C(-/-) mice in vivo. Blood, 2011, 

117(23):6184-6192. 

9 

CHENG LP, SUN JC, ZHANG K, MOU ZJ, HUANG XX, JI G, SUN F, ZHANG JQ, 

ZHU P. Atomic model of a cypovirus built from cryo-EM structure provides insight into 

the mechanism of mRNA capping. Proc. Natl. Acad. Sci. U. S. A., 2011, 

108(4):1373-1378. 

10 

LIU SX, BALASOV M, WANG HF, WU LJ, CHESNOKOV IN, LIU YF. Structural 

analysis of human Orc6 protein reveals a homology with transcription factor TFIIB. Proc. 

Natl. Acad. Sci. U. S. A., 2011, 108(18):7373-7378. 

11 

ZHU YP, CHEN GF, LV FX, WANG XL, JI X, XU YH, SUN J, WU L, ZHENG YT, 

GAO GX. Zinc-finger antiviral protein inhibits HIV-1 infection by selectively targeting 

multiply spliced viral mRNAs for degradation. Proc. Natl. Acad. Sci. U. S. A., 2011, 

108(38):15834-15839. 

12 

ZHANG QZ, JIANG JJ, HAN PC, YUAN Q, ZHANG J, ZHANG XQ, XU YY, CAO 

HH, MENG QZ, CHEN L, TIAN TA, WANG X, LI P, HESCHELER J, JI GJ, MA Y. 

Direct differentiation of atrial and ventricular myocytes from human embryonic stem cells 

by alternating retinoid signals. Cell Res., 2011, 21(4):579-587. 

13 LI ZZ, LIU L, DENG YQ, JI W, DU W, XU PY, CHEN LY, XU T. Graded activation 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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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RAC channel by binding of different numbers of STIM1 to Orai1 subunits. Cell Res., 

2011, 21(2):305-315. 

14 
LI GH, REINBERG D. Chromatin higher-order structures and gene regulation. Curr. 

Opin. Genet. Dev., 2011, 21(2):175-186. 

15 

CHEN YT, TAN M, XIA M, HAO N, ZHANG XJC, HUANG PW, JIANG X, LI XM, 

RAO ZH. Crystallography of a Lewis-Binding Norovirus, Elucidation of 

Strain-Specificity to the Polymorphic Human Histo-Blood Group Antigens. PLoS 

Pathog., 2011, 7(7. 

16 

HE W, MA XY, YANG X, ZHAO Y, QIU JK, HANG HY. A role for the arginine 

methylation of Rad9 in checkpoint control and cellular sensitivity to DNA damage. 

Nucleic Acids Res., 2011, 39(11):4719-4727. 

17 

LIU KL, LIU Y, MO WC, QIU R, WANG XM, WU JY, HE RQ. MiR-124 regulates early 

neurogenesis in the optic vesicle and forebrain, targeting NeuroD1. Nucleic Acids Res., 

2011, 39(7):2869-2879. 

18 

WANG YF, CHEN JJ, WEI GF, HE HS, ZHU XP, XIAO TF, YUAN J, DONG B, HE 

SM, SKOGERBO G, CHEN RS. The Caenorhabditis elegans intermediate-size 

transcriptome shows high degree of stage-specific expression. Nucleic Acids Res., 2011, 

39(12):5203-5214. 

19 
QIAN CC, DI X. Phase or Amplitud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Ongoing and Evoked 

Neural Activity. J. Neurosci., 2011, 31(29):10425-10426. 

20 

XIAO L, CHEN DM, HU P, WU JB, LIU WZ, ZHAO YH, CAO M, FANG Y, BI WZ, 

ZHENG Z, REN J, JI GJ, WANG Y, YUAN ZQ. The c-Abl-MST1 Signaling Pathway 

Mediates Oxidative Stress-Induced Neuronal Cell Death. J. Neurosci., 2011, 

31(26):9611-9619. 

21 

YI XA, ZHAO GA, ZHANG HJ, GUAN D, MENG RS, ZHANG YY, YANG QQ, JIA 

HM, DOU KJ, LIU C, QUE FY, YIN JQ. MITF-siRNA Formulation Is a Safe and 

Effective Therapy for Human Melasma. Mol. Ther., 2011, 19(2):362-371. 

22 

HUANG H, DU GP, CHEN HQ, LIANG XH, LI CQ, ZHU NN, XUE L, MA J, JIAO RJ. 

Drosophila Smt3 negatively regulates JNK signaling through sequestering Hipk in the 

nucleus. Development, 2011, 138(12):2477-2485. 

23 

TONG ZQ, ZHANG JL, LUO WH, WANG WS, LI FX, LI H, LUO HJ, LU J, ZHOU JN, 

WAN Y, HE RQ. Urine formaldehyde level is inversely correlated to mini mental state 

examination scores in senile dementia. Neurobiol. Aging, 2011, 32(1):31-41. 

24 

LIANG WG, OUYANG SY, SHAW N, JOACHIMIAK A, ZHANG RG, LIU ZJ. 

Conversion of D-ribulose 5-phosphate to D-xylulose 5-phosphate: new insights from 

structural and biochemical studies on human RPE. Faseb J., 2011, 25(2):497-504. 

25 

PU J, PENG G, LI LH, NA HM, LIU YB, LIU PS. Palmitic acid acutely stimulates 

glucose uptake via activation of Akt and ERK1/2 in skeletal muscle cells. J. Lipid Res., 

2011, 52(7):1319-1327. 

26 
ZHU MZ, YANG YJ, WANG YG, WANG ZN, FU YX. LIGHT Regulates Inflamed 

Draining Lymph Node Hypertrophy. J. Immunol., 2011, 186(12):7156-7163. 

27 

DA Q, YANG XM, XU YL, GAO GX, CHENG GH, TANG H. TANK-Binding Kinase 1 

Attenuates PTAP-Dependent Retroviral Budding through Targeting Endosomal Sorting 

Complex Required for Transport-I. J. Immunol., 2011, 186(5):3023-30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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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 

DING XL, YANG W, SHI XD, DU PS, SU LS, QIN ZH, CHEN JZ, DENG HY. TNF 

Receptor 1 Mediates Dendritic Cell Maturation and CD8 T Cell Response through Two 

Distinct Mechanisms. J. Immunol., 2011, 187(3):1184-1191. 

29 

WAN L, NIE GJ, ZHANG J, LUO YF, ZHANG P, ZHANG ZY, ZHAO BL. 

beta-Amyloid peptide increases levels of iron content and oxidative stress in human cell 

and Caenorhabditis elegans models of Alzheimer disease. Free Radic. Biol. Med., 2011, 

50(1):122-129. 

30 
GUO F, YI W, ZHOU MM, GUO AK. Go Signaling in Mushroom Bodies Regulates 

Sleep in Drosophila. Sleep, 2011, 34(3):273-. 

31 

HU YL, JIANG F, GUO Y, SHEN XH, ZHANG Y, ZHANG R, GUO G, MAO XH, ZOU 

QM, WANG DC. Crystal Structure of HugZ, a Novel Heme Oxygenase from 

Helicobacter pylori. J. Biol. Chem., 2011, 286(2):1537-1544. 

32 

YUAN F, XIE Q, WU JB, BAI YJ, MAO BB, DONG YL, BI WZ, JI GJ, TAO WF, 

WANG Y, YUAN ZQ. MST1 Promotes Apoptosis through Regulating Sirt1-dependent 

p53 Deacetylation. J. Biol. Chem., 2011, 286(9):6940-6945. 

33 

YE HH, ZHAO T, TAN YLJ, LIU JH, PALLEN CJ, XIAO ZC. Receptor-like 

Protein-tyrosine Phosphatase alpha Enhances Cell Surface Expression of Neural Adhesion 

Molecule NB-3. J. Biol. Chem., 2011, 286(29):26071-26080. 

34 

WANG YQ, BUELL AK, WANG XY, WELLAND ME, DOBSON CM, KNOWLES TPJ, 

PERRETT S. Relationship between Prion Propensity and the Rates of Individual 

Molecular Steps of Fibril Assembly. J. Biol. Chem., 2011, 286(14)  . 

35 

HOU H, WANG FS, ZHANG WC, WANG DM, LI XM, BARTLAM M, YAO XB, RAO 

ZH. Structure-Functional Analyses of CRHSP-24 Plasticity and Dynamics in Oxidative 

Stress Response. J. Biol. Chem., 2011, 286(11):9623-9635. 

36 

QIAO Q, LI Y, CHEN Z, WANG MZ, REINBERG D, XU RM. The Structure of NSD1 

Reveals an Autoregulatory Mechanism Underlying Histone H3K36 Methylation. J. Biol. 

Chem., 2011, 286(10):8361-8368. 

37 

ZHANG JH, CHEN L, XIAO MJ, WANG CH, QIN ZH. FSP1(+) Fibroblasts Promote 

Skin Carcinogenesis by Maintaining MCP-1-Mediated Macrophage Infiltration and 

Chronic Inflammation. Am. J. Pathol., 2011, 178(1):382-390. 

38 

YANG W, DING XL, DENG JJ, LU Y, MATSUDA Z, THIEL A, CHEN JZ, DENG HY, 

QIN ZH. Interferon-gamma negatively regulates Th17-mediated immunopathology during 

mouse hepatitis virus infection. J. Mol. Med., 2011, 89(4):399-409. 

39 

HONG Y, QI J, GONG DY, HAN CH, DENG HY. Replication and Transcription 

Activator (RTA) of Murine Gammaherpesvirus 68 Binds to an RTA-Responsive Element 

and Activates the Expression of ORF18. J. Virol., 2011, 85(21):11338-11350. 

40 

ZHAI YJ, ZHANG K, HUO YW, ZHU YS, ZHOU QJ, LU JW, BLACK I, PANG XY, 

ROSZAK AW, ZHANG XJ, ISAACS NW, SUN F. Autotransporter passenger domain 

secretion requires a hydrophobic cavity at the extracellular entrance of the beta-domain 

pore. Biochem. J., 2011, 435 :577-587. 

41 
YU Y, WANG HY, BAI M, PERRETT S. Flexibility of the Ure2 prion domain is 

important for amyloid fibril formation. Biochem. J., 2011, 434 :143-151. 

42 
YU Y, WANG LF, JIU YM, ZHAN Y, LIU L, XIA ZP, SONG E, XU PY, XU T. HID-1 is 

a novel player in the regulation of neuropeptide sorting. Biochem. J., 2011, 434 :383-3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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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WANG L, ZHU L, WANG CC. The endoplasmic reticulum sulfhydryl oxidase Ero1 beta 

drives efficient oxidative protein folding with loose regulation. Biochem. J., 2011, 

434 :113-121. 

（二）专利 

研究所共申请专利26项，其中发明专利21项，实用新型2项，国际发明3项；

授权专利7项，其中发明专利6项，实用新型1项。 

2011 年申请专利一览表 

序

号 
申请号 专利名称 

专利

类型 
申请日 

所属课

题组 

1 201110003782.0 
敲 除 MLDS 基 因 的 产 油 红 球 菌

Rhodococcus sp. RHA-MLDS 及其用途 

发明

专利 
2010-01-10 刘平生 

2 201110021049.1 
一种用于合成胞二磷胆碱的生物工程

方法 

发明

专利 
2011-01-19 王琳 

3 201110031902.8 逆流色谱仪及其专用逆流色谱柱 
发明

专利 
2011-01-28 杨福全 

4 201110050878.2 
与结合分歧杆菌 βclamp 有高亲和力的

多肽 

发明

专利 
2011-03-03 江涛 

5 201110070671.1 采用激光干涉场的共聚焦显微镜 
发明

专利 
2011-03-23 罗志勇 

6 201110115996.7 一种快速同步扫描控制装臵 
发明

专利 
2011-05-05 徐涛 

7 201110122433.0 一种双功能肿瘤诊断试剂及方法 
发明

专利 
2011-05-12 阎锡蕴 

8 201110127390.5 
一种处理造纸废水并产微生物油脂的

方法及其专用菌株 

发明

专利 
2011-05-17 刘平生 

9 201110138288.5 
一种生物分子马达共振传感器的构建

及检测方法 

发明

专利 
2011-05-24 乐加昌 

10 201110140392.8 重组骨髓瘤细胞 NSO-F10 及其应用 
发明

专利 
2011-05-27 唐捷 

11 201110168962.4 
一种抑制肿瘤细胞增殖的组合物及其

应用 

发明

专利 
2011-06-22 王翔 

12 201110188035.9 
CD146 及其抗体诊断和治疗自身免疫

病等炎症性疾病的应用 

发明

专利 
2011-07-06 阎锡蕴 

13 201110190438.7 
黄酮类小分子药物在抗炎及相关疾病

中的应用 

发明

专利 
2011-07-08 梁伟 

14 201110205760.2 3-氯代酪氨酸翻译系统及其应用 
发明

专利 
2011-07-21 王江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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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申请号 专利名称 

专利

类型 
申请日 

所属课

题组 

15 201110212070.X 
一种提高体内糖化水平痴呆动物模型

的制备方法 

发明

专利 
2011-07-27 赫荣乔 

16 201110217089.3 
丙二醛修饰蛋白作为错误折叠蛋白质

荧光探剂的应用 

发明

专利 
2011-07-29 赫荣乔 

17 201110225152.8 丙烯酰赖氨酸翻译系统及其应用 
发明

专利 
2011-08-08 王江云 

18 201110258296.3 
人免疫系统毒性蛋白颗粒酶 H 特异性

抑制剂、制备方法及用途 

发明

专利 
2011-09-02 范祖森 

19 201120031345.5 一种逆流色谱仪及其专用逆流色谱柱 
实用

新型 
2011-01-28 杨福全 

20 
PCT/CN2011/001

345 

 

膀胱癌肿瘤标志物及其抗体和应用 
国际

发明 
2011-08-12 范祖森 

2011 年授权专利一览表 

序

号 
专利号 专利名称 

专利

类型 
授权日 

所属课

题组 

1 ZL 200610057413.9 磁性纳米材料的新功能及新用途 
发明

专利 
2011-05-04 阎锡蕴 

2 ZL 200710118872.8 
一种制备蒽环类抗肿瘤抗生素的纳米

胶束制剂的方法 

发明

专利 
2011-01-19 梁伟 

3 ZL 201020244276.1 
并行发射接收射频借接口电路和相控

阵发射接收头线圈 

实用

新型 
2011-01-05 薛蓉 

4 Zl 200810101356.9 
蚯蚓纤连蛋白酶在乙型肝炎治疗中的

应用 

发明

专利 
2011-11 赫荣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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争取及在研国家重大科研任务 

一、国家部委重大项目 

2011年度新增2个依托研究所的‚973‛项目，包括：柯莎为首席的蛋白质计

划项目‚蛋白质的生成、修饰与质量控制‛、陈霖院士为首席的‚973‛前沿交

叉领域项目‚认知的基本单元‛，共计新增主持973课题9个、863计划课题3个，

新增传染病和重大新药创制专项任务级课题11个，合同经费总额近七千万元。本

年度在研的973（含重大研究计划）课题33个、国家科技支撑计划课题1项、863

课题1项。 

（一）2011年度新增主持国家部委类课题 
序

号 
类别 名称 负责人 起止年限 

1 

973 

项目名称：认知的基本单元 

课题名称：认知基本单元的理

论模型：知觉物体的“大范围

首先的”拓扑学模型 

陈霖 

(项目首席) 
2012-2016 

2 
视觉认知基本单元的认知科学

实验证据 
周可 2012-2016 

3 视觉认知基本单元的进化证据 刘力 2012-2016 

4 

建设以7T磁共振成像为核心结

合各种脑成像技术方法的脑成

像平台 

罗靖 2012-2016 

1 

 

重大科

学研究

计划 

项目名称：蛋白质的生成、修

饰与质量控制 

课题名称：蛋白质氧化折叠与

氧化还原修饰 

柯莎 

(项目首席) 
2012-2016 

2 
蛋白质异常修饰与相关疾病的

关系 
赫荣乔 2012-2016 

3 

项目名称：恶性肿瘤免疫负调

控分子网络的形成与干预 

课题名称：肿瘤细胞与免疫细

胞膜蛋白分子间的相互作用 

秦志海 

(项目首席) 
2012-2016 

4 
炎症因子网络的免疫负调控作

用和机制 
王盛典 2012-2016 

5 
植物叶绿体膜蛋白的转运及组

装的分子机制与结构基础 
黄亿华 2012-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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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UPS 等修饰分子机制的结构研

究 
叶盛 2012-2016 

7 
天然免疫效应机制及其蛋白调

控网络的研究 
高光侠 2012-2016 

8 

功能纳米材料与肿瘤间质细胞

的相互作用——降低肿瘤细胞

恶性程度研究 

卫涛涛 2012-2016 

1 

863 

非编码 RNA 调控机制、生物大

分子间相互作用与功能相关的

生物信息学技术研究 

朱晓蓬 2012-2015 

2 
干细胞治疗技术在心肌梗死及

神经疾病防治中的研究 
马跃 2012-2015 

3 工业酶开发及应用关键技术 王琳 2012-2015 

1 

卫生部

重大科

技专项 

膀胱癌新靶向人源化抗体药物

的临床前研究 
范祖森 2012-2015 

2 新药研究开发关键技术研究 毕利军 2012-2015 

3 
HIV 感染及抗病毒治疗相关的

免疫重建不全的机制研究 
陈海荣 2012-2015 

4 
HIV 病毒储藏库的控制策略研

究 
于海生 2012-2015 

5 
宿主抗 HIV 因子对艾滋病疾病

进程影响的研究 
高光侠 2012-2015 

6 

HIV 感染者的疾病进展与临床

转归的关键生物学标志及新药

靶的研究 

彭华 2012-2015 

7 
利用人源化小鼠模型解析固有

免疫应答保护作用 
潘磊 2012-2015 

8 
生殖器粘膜上皮层细胞 HIV 感

染模型的免疫学研究 
刘勇军 2012-2015 

9 
慢性乙肝病毒性肝炎转归预警

预测的研究 
王盛典 2012-2015 

10 
双功能仿生纳米粒的肝癌诊断

新技术 
阎锡蕴 2012-2015 

11 HBV 感染人源化小鼠 苏立山 2012-2015 

（二）2011年度主持在研国家部委类项目课题 

科技部、卫生部课题共计36项，合同经费1.44亿元，2011年到位7112万元。

包括：‚973‛计划课题 17项（项目首席5项）；重大研究计划课题25项（项目

首席3项）；‚863‛计划3项；科技支撑计划1项；重大仪器研制1项；重大科技

专项11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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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课题 

类型 
课题名称 起止年份 负责人 

1 

973 

重要神经致盲性眼病导致的视

网膜细胞形态功能与神经环路

改变的研究 

2007-2011 何士刚 

2 HCV 致病机制的研究 2009-2013 邓红雨 

3 

项目名称：丙型肝炎病毒感染

及防治的基础研究 

课题名称：HCV 抑制天然免疫

反应的机制研究 

2009-2013 
唐宏 

(项目首席) 

4 

项目名称：新非编码 RNA 及

其基因的系统发现和“双色网

络”构建 

课题名称：新非编码 RNA 及其

基因的系统发现 

2009-2013 
陈润生 

(项目首席) 

5 
非编码 RNA 与各种生物大分

子相互作用的实验发现 
2009-2013 毕利军 

6 

项目名称：表观遗传学的结构

机理研究 

课题名称：几种主要组蛋白修

饰的催化机制和调控的结构机

理研究 

2009-2013 
许瑞明 

(项目首席) 

7 

用高精度电镜方法研究组蛋白

修饰酶复合体及染色质的高级

结构 

2009-2013 朱平 

8 
表观遗传学的的化学生物学研

究 
2009-2013 王江云 

9 
生物膜转运及其调控机制的研

究 
2010-2014 徐涛 

10 
生物膜组成成分的动态变化分

析 
2010-2014 杨福全 

11 细胞多信号体系的整合调控 2011-2015 姬广聚 

12 

973 

项目名称：光合作用与“人工

叶片” 

课题名称：光合作用高效捕光

和光能转化的结构基础 

2011-2015 
常文瑞 

(项目首席) 

13 
基于结构的光合作用状态转换

机理研究 
2011-2015 柳振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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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课题 

类型 
课题名称 起止年份 负责人 

14 

结合产油菌的产油机制和光合

菌的光合作用机理，构建人工

光合产油菌 

2011-2015 杭海英 

15 

重大科

学研究

计划 

F0F1-ATP 蛋白质旋转马达的

结构解析与运动机理研究 
2007-2011 仓怀兴（乐加昌） 

16 

与肿瘤发生和转移相关的蛋白

质及其复合物的结构与功能研

究 

2007-2011 张竹山（刘迎芳） 

17 
GPCR 的结构与功能及其结构

生物学研究方法的探索 
2009-2013 neil shaw 

18 
脂质贮存和运输密切相关的蛋

白质 
2009-2013 刘平生 

19 

果蝇 DNA 大片段定向敲除新

技术新方法开发及其在组蛋白

家族整体功能研究中的应用 

2009-2013 焦仁杰 

20 

小鼠和果蝇在体 DNA 大片段

定向敲除新技术在研究嗅觉受

体蛋白家族的整体功能中的印

证 

2009-2013 袁增强 

21 
与免疫应答相关的蛋白质结构

与功能研究 
2010-2014 范祖森 

22 
蛋白质特异标记技术的分子生

物学方法 
2010-2014 龚为民 

23 
基于蛋白质特异标记的活细胞

高时空精度监控新方法 
2010-2014 苗龙 

24 

重大科

学研究

计划 

项目名称：重要生命活动中关

键膜蛋白及蛋白质复合物的结

构与功能研究 

课题名称：细胞信号传导和能

量代谢相关膜蛋白结构及调控

机制的研究 

2011-2015 
张凯 

(项目首席) 

25 
基因损伤修复相关蛋白质复合

物的结构与机理研究 
2011-2015 江涛 

26 
蛋白质折叠中折叠酶和分子伴

侣的结构与功能研究 
2011-2015 王志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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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课题 

类型 
课题名称 起止年份 负责人 

27 
一些重要疾病相关膜蛋白和蛋

白质复合物的结构生物学研究 
2011-2015 刘迎芳 

28 
细胞极性调控相关蛋白质复合

物的结构与功能研究 
2011-2015 冯巍 

29 
线粒体自由基代谢调控与线粒

体质量控制 
2011-2015 陈畅 

30 

重要生理功能和重大疾病相关

蛋白质多肽库及数据管理系统

的建设 

2011-2015 李雪梅 

31 
发育中胸腺上皮细胞和胸腺细

胞间的相互作用 
2011-2015 朱明昭 

32 干细胞分化调控网络机制研究 2011-2015 殷勤伟 

33 

干细胞编程与重编程中染色质

高级结构动态变化和基因转录

调控 

2011-2015 李国红 

34 
科技支

撑计划 

分子马达传感器检测常见毒品

的关键技术与装置 
2011-2013 乐加昌 

35 863 
诊断试剂关键性原辅材料的研

制 
2011-2015 郑春阳 

36 

重大仪

器研制

专项 

高通量细胞分选多模式检测仪

器在血液干 细胞分化研究中

的应用 

2011-2016 杭海英 

二、基金委资助项目      

（一）2011年新增基金委资助项目（70项） 

2011年研究所新增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各类项目70项(国际合作交流类项目

未计)，其中，国家重大科研仪器设备研制专项1项,重大重点项目5项，杰出青年

基金2项，优秀国家重点实验室研究项目2项，面上类项目30项，青年科学基金项

目30项。 

序号 类别 课题名称 负责人 开始 结束 

1 
国家重大科研仪器

设备研制专项 

光电融合超分辨生物显微成像系

统 
徐涛 2012 2016 

2 重大子课题 

细胞迁移的在体多维显微成像与

蛋白活性光学操纵技术研究及应

用 

欧光朔 2012 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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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科学仪器基础研究

专款 
光学锁相放大成像系统的研制 徐涛 2012 2015 

4 重点支持项目  
情感与视觉记忆：它们的相互作用

及神经环路研究 
陈霖 2012 2015 

5 重点项目 
致密核心大囊泡分泌的分子机制

研究 
徐涛 2012 2016 

6 重点项目 

果蝇个体抉择与群体抉择的神经

环路调控及神经遗传学机制的比

较研究 

郭爱克 2012 2016 

7 
国家杰出青年科学

基金 

发展计算与系统生物学方法研究

流感传播传染规律及其分子机理 
蒋太交 2012 2015 

8 
国家杰出青年科学

基金 
神经病学 袁增强 2012 2015 

9 
优秀国家重点实验

室研究项目 
无意识条件下的视觉信息处理 何生 2012 2015 

10 
优秀国家重点实验

室研究项目 

组蛋白变体结构及其参与的表观

遗传调控机理研究 
周政 2012 2015 

11 面上项目  
结核杆菌非编码RNA 与耐药发生

和毒力调控研究  
毕利军 2012 2015 

12 面上项目  呼肠孤病毒的结构和功能研究  程凌鹏 2012 2015 

13 面上项目  

结核分枝杆菌药物靶标蛋白 NrdH

氧还酶结构与相互作用的核磁共

振研究  

冯银刚 2012 2015 

14 面上项目  
Toll 样受体信号促进抗体产生的

机制  
侯百东 2012 2015 

15 面上项目  
细菌 usher家族外膜蛋白结构与功

能研究  
黄亿华 2012 2015 

16 面上项目  
CD24 抑制二乙基亚硝胺诱发肝

癌的作用机制研究  
李冬玲 2012 2015 

17 面上项目  
肠道病毒 EV71 致病机制的结构

基础研究  
李雪梅 2012 2015 

18 面上项目  
磷脂酰甘油和心磷脂生物合成的

结构基础  
柳振峰 2012 2015 

19 面上项目  

视听信息流中的时间组织及其基

于脑内生振荡相位调制的神经机

制  

罗欢 2012 2015 

20 面上项目  
高等植物光合膜蛋白——次要捕

光复合物 CP29 结构与功能研究  
潘晓伟 2012 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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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面上项目  
EBV 复发感染导致淋巴瘤的分子

与免疫调节机制的研究  
彭华 2012 2015 

22 面上项目  
翻译延长因子EF-G的转运功能与

核糖体解聚功能研究  
秦燕 2012 2015 

23 面上项目  
二型分子伴侣素的动态结构与协

同性  
孙飞 2012 2015 

24 面上项目  
甲醛调节 NMDA 受体开放与学习

记忆关系  
童志前 2012 2012 

25 面上项目  

参与 DNA 损伤修复的

SLX1-SLX4 及 MHF 复合物的结

构与功能研究  

王明珠 2012 2012 

26 面上项目  
RIG-I 蛋白与病毒 RNA 复合物的

结构生物学研究  
王艳丽 2012 2015 

27 面上项目  

非天然氨基酸荧光标记新方法用

于超高分辨率胰岛素囊泡定位研

究  

徐平勇 2012 2015 

28 面上项目  
柚皮素调控炎性细胞因子分泌的

机制研究  
张春玲 2012 2015 

29 面上项目  

间质蛋白 ORF33 在γ疱疹病毒形

态发生与释放中的作用及机理研

究  

邓红雨 2012 2015 

30 面上项目  
线虫精子细胞活化与运动的超微

结构研究  
苗龙 2012 2015 

31 面上项目  
线虫 pig-1基因调控Q神经母细胞

不对称分裂的研究  
欧光朔 2012 2015 

32 面上项目  
跨模式神经可塑性动物模型在改

善认知障碍中的机理和应用  
王晋辉 2012 2015 

33 面上项目  
蛋白质与多肽药物结晶微球口服

输送系统及吸收机制研究  
魏秀莉 2012 2015 

34 面上项目  
NK 细胞颗粒酶 H 清除乙肝病毒

机制的研究  
张红莲 2012 2015 

35 面上项目  
多物体跟踪现象中的物体知觉连

续性及其神经机制  
周可 2012 2015 

36 科学部主任基金 
免疫细胞 Toll 样受体信号对炎症

和肿瘤发生的调节作用及机制 
张金华 2012 2012 

37 培育项目 
自然视听觉流的时间分割及其神

经机制 
罗欢 2012 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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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 培育项目 
果蝇 GABA 能系统介导记忆形成

的可塑性及其神经环路基础  
李岩 2012 2014 

39 培育项目 
情感和记忆神经环路与额颞叶痴

呆  
朱笠 2012 2014 

40 联合基金项目 
高能重离子和模拟微重力对细胞

基因组稳定性效应的研究 
安莉莉 2012 2014 

41 青年科学基金项目  
特异专一靶向于 ORAI1 的 CRAC

通道抑制剂的筛选和鉴定  
徐小兰 2012 2012 

42 青年科学基金项目  
超级细菌金属β-内酰胺酶

NDM-1 多重耐药的结构机理研究  
丁璟珒 2012 2014 

43 青年科学基金项目  
着丝粒区DNA甲基化的建立和维

持的分子机制研究  
傅继欢 2012 2014 

44 青年科学基金项目  
光敏定位成像在致密核心囊泡分

泌机制和结构研究中的应用  
纪伟 2012 2014 

45 青年科学基金项目  
炎性体 AIM2 蛋白质结构与功能

的研究  
牛晓刚 2012 2014 

46 青年科学基金项目  

结核分枝杆菌 ESX-1 分泌系统与

毒力因子相互作用机制的晶体学

研究  

王力为 2012 2014 

47 青年科学基金项目  

超高分辨率光学-冷冻电子显微成

像技术解析 CRAC 通道的三维结

构  

薛艳红 2012 2014 

48 青年科学基金项目  
双特异性磷酸酶对 MAPK 家族蛋

白激酶的调控机制  
张媛媛 2012 2014 

49 青年科学基金项目  

纳米颗粒对 alpha-synuclein 和

Ure2 淀粉样纤维化的影响及其机

制  

陈立君 2012 2014 

50 青年科学基金项目  
果蝇 dRecQ5 基因在 DNA 缺口修

复中的功能研究  
陈毅序 2012 2014 

51 青年科学基金项目  
硒蛋白合成及基于硒蛋白的糖蛋

白合成研究  
胡晓松 2012 2014 

52 青年科学基金项目  

溶酶体胰凝乳蛋白酶通过钙调神

经磷酸酶调控线粒体动态变化和

功能的研究  

赵凯 2012 2014 

53 青年科学基金项目  
线粒体的融合与分裂蛋白在乳腺

癌细胞转移中的调节作用  
张娟 2012 2014 

54 青年科学基金项目  
建立条件表达替代抗原的转基因

新模型探究自身耐受诱导的新机
黄岚 2012 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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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  

55 青年科学基金项目  
线虫自体吞噬基因调控凋亡细胞

清除的机制研究  
李薇 2012 2014 

56 青年科学基金项目  
微丝细胞骨架调控秀丽隐杆线虫

表皮细胞融合机制研究  
杨艺红 2012 2014 

57 青年科学基金项目  
新基因 WASH 参与细胞自噬调控

的机制研究  
戴中华 2012 2014 

58 青年科学基金项目  
数的核心表征系统—大小数系统

的行为表现及其神经表达  
贺丽霞 2012 2014 

59 青年科学基金项目  
PI4KIIα对乳腺癌淋巴管新生与

转移的调控及其分子机制研究  
李江美 2012 2014 

60 青年科学基金项目  
SNAREs 样蛋白 SLPs 对产油菌脂

滴融合的影响  
张慧娜 2012 2014 

61 青年科学基金项目  
高等植物光系统 II 核心亚复合物

的初步晶体学研究  
曹鹏 2012 2014 

62 青年科学基金项目  

小鼠病毒性肝炎模型中

HMGB1-TLR4 天然免疫信号通路

的免疫调控研究  

师晓栋 2012 2014 

63 青年科学基金项目  
冷冻电子断层术三维重构的数学

方法  
李明 2012 2014 

64 青年科学基金项目  
MicroRNA-29c抑制胰腺癌发生和

转移的分子机制研究  
张耿 2012 2014 

65 青年科学基金项目  
核糖非酶促糖基化修饰诱导小鼠

脑内蛋白质错误折叠的研究  
陈岚 2012 2014 

66 青年科学基金项目  
宿主蛋白RuvBL2抗HIV-1作用机

制的研究  
王新路 2012 2014 

67 青年科学基金项目  
基因编码结合顺磁金属的非天然

氨基酸研究蛋白质构象  
刘晓红 2012 2014 

68 青年科学基金项目  

基于高通量脂质组学技术的动脉

粥样硬化血浆脂质组动态变化研

究  

蔡潭溪 2012 2014 

69 青年科学基金项目  
有限数据集下冷冻电镜图象的完

全三维重构  
张艳 2012 2014 

70 青年科学基金项目  
人流感病毒抗原性和受体亲和性

之间的进化关系及其分子机制  
吴爱平 2012 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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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2011年在研基金委资助重大（重点）项目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大项目课题：1 项 

序号 课题名称 负责人 开题年 结题年 

1 额叶和海马环路发育调控的分子机理 王晋辉 2010 2014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点项目： 15项 

序号 课题名称 负责人 开题年 结题年 

1 
基于非天然氨基酸的化学小分子探针用于研究

细胞骨架组装机制 
徐涛 2010 2013 

2 
Polycomb 族蛋白以及组蛋白H3K27 甲基化调

控的结构和功能研究 
许瑞明 2009 2012 

3 
注意的认知机制和神经表达－创立和发展"大

范围首先"的基于物体的注意理论 
卓彦 2009 2012 

4 宿主限制因子 ZAP 抗病毒作用机理研究 高光侠 2011 2014 

5 
成纤维细胞对炎症与肿瘤发生的调节作用和机

制研究 
秦志海 2011 2014 

6 视网膜方向选择性神经环路发育和调控的研究 何士刚 2011 2014 

7 
真核生物复制起始区域识别复合体 ORC 结构

与功能研究 
刘迎芳 2011 2014 

8 
调控蛋白质亚硝基化的关键分子 GSNOR 在神

经系统中的功能研究 
陈畅 2011 2014 

9 
炎症小体（inflammasome）介导的急性肝损伤

机制研究 
唐宏 2011 2014 

10 果蝇脑内中央复合体发育的基因调控机制 刘力 2011 2014 

11 
蛋白激酶 c-Abl 在氧化应激诱导神经细胞凋亡

中的信号转导 
袁增强 2011 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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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肿瘤相关疱疹病毒 MHV-68 基因组裂解期复制

机理的研究 
邓红雨 2010 2013 

13 
重组 HIV-1 假病毒颗粒以及中国地区流行

HIV-1 毒株表面 ENV 蛋白的结构与功能研究 
朱平 2009 2012 

14 
肿瘤杀伤 SET 蛋白复合体的鉴定、功能与结构

研究 
范祖森 2009 2012 

15 蛙高频声通讯的生物物理基础 沈钧贤 2008 2011 

 

国家杰出青年基金项目： 4项 

序号 项目名称 负责人 开题年 结题年 

1 
神经营养因子相关受体及其相互作用蛋白的结构

与功能研究 
江涛 2011 2014 

2 禽流感病毒 RNA 聚合酶结构与功能研究 刘迎芳 2010 2013 

3 参与基因表达调控的蛋白质复合物的结构研究 许瑞明 2010 2013 

4 
突触活性带蛋白在钙通道-突触囊泡耦合中的作

用机制 
孙坚原 2009 2012 

 

创新群体基金：2 项  

序号 项目名称 负责人 开题年 结题年 

1 视觉信息的表达及视觉系统的脑功能区成像 陈  霖 2010 2012 

2 膜蛋白与蛋白质复合体的结构生物学研究 江  涛 2011 2013 

三、院创新项目 

2011年，研究所新增院‚干细胞与再生医学‛先导专项子课题5项，新增院

级科研装备研制项目2项。 

2011年，研究所在研院各类项目共计40项，其中：重大项目课题2项，科研

装备研制项目3项，方向项目11项，项目百人6个，创新团队国际合作伙伴计划1

项，青年科技专项1项，规划局项目3项，战略生物资源科技支撑运行专项1项，

华兰联合基金项目1项，仪器功能开发项目2项，北京生命科学大型仪器区域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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仪器研制项目2项，北京生命科学研究院课题5项，院地合作项目2项。 

2011年院新增项目 

序号 
项目

类型 

名称 负责人 

主持项目/

课题 

起至年限 

1 

先导

专项 

细胞谱系决定过程中表观遗传

调控网络的研究 

李国红 子课题 2011-2015 

2 

相关新基因对造血干细胞向 NK

细胞谱系转化的命运决定研究 

范祖森 子课题 2011-2015 

3 

利用胚胎干细胞获得功能性细

胞的研究 

马  跃 子课题 2011-2015 

4 

利用胚胎干细胞定向分化技术

研究治疗神经退行性疾病的新

方法 

田  勇 子课题 2011-2015 

5 

干细胞功能相关的新非编码

RNA 的发现与功能研究 

陈润生 子课题 2011-2015 

6 科研

装备

研制 

多功能模拟空间亚磁生物培养

实验平台研制 

赫荣乔 项目 2011-2013 

7 

低温透射电镜成像衬度增强技

术-相位系统的研制 

孙  飞 项目 2011-2013 

重大项目 

序号 课题名称 负责人 起至年限 

1 HBV/HCV 病毒感染免疫的机理和疫苗研究 唐  宏 2008-2011 

2 冷冻电镜三维重构原始数据集 孙  飞  2008-2011 

科研装备研制项目 

序号 项目名称 负责人 起至年限 

3 高精度、高灵敏度自动化衍射数据收集系统 刘志杰 2008-2011 

4 新型高速逆流色谱仪的研制 杨福全 2010-2012 



中国科学院生物物理研究所年鉴                                            （2011） 

48 
 

序号 项目名称 负责人 起至年限 

5 9.4T 超高场代谢成像磁共振系统研制 徐  涛 2010-2015 

项目百人 

序号 项目名称 负责人 起至年限 

17 

HIV-1 病毒表面包膜蛋白的冷冻电镜三维结构分析与功

能研究 

朱  平 2009-2011 

18 构建慢性肝炎病毒感染的人源化小鼠模型 张立国 2009-2011 

19 神经信号传导相关分子马达的结构与功能研究 冯  巍 2010-2012 

20 视觉神经回路的发育及功能 朱  岩 2010-2012 

21 细胞分泌缺陷与异常脂类代谢关系的研究 田  勇 2010-2012 

22 脑认知的细胞和分子生物学机制 李  岩 2010-2012 

创新团队国际合作伙伴计划 

序号 项目名称 负责人 起至年限 

23 结构生物学 许瑞明 2007-2012 

华兰联合基金项目 

序号 项目名称 负责人 起至年限 

31 

利用冷冻电镜三维重构的方法解析手足口病毒 EV71 和

CA16 病毒的高精度三维结构 
朱  平 2011-2014 

北京生命科学大型仪器区域中心研制项目 

序号 项目名称 负责人 起至年限 

32 连续超薄切片自动化收集方法 季  刚 2010-2012 

33 

结合排除法和目标法的高效性、高稳定性质谱采集方法的

研究和应用 
薛  鹏 2010-2012 

北京生命科学研究院项目 

序号 课题名称 负责人 起至年限 

34 核酸开关及微生物相互作用网络的构建与分析 陈润生 2010-2012 

35 天然免疫与获得性免疫在抗病毒感染和肝损伤中的作用机 唐  宏 2010-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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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课题名称 负责人 起至年限 

制 

36 T 细胞反应在病毒感染中的作用及其调控机制 王盛典  

37 慢性肝炎发展、转归中的肝脏损伤和修复机制 朱明昭 2010-2012 

38 全内反射荧光显微镜照明器改造 纪  伟 2011-2013 

院地合作项目 

序号 项目名称 负责人 起至年限 

39 β-咔啉类衍生物 HMD 的抗肿瘤作用机理研究 秦志海 2010-2013 

40 食品安全快速检测试剂盒产业化 唐  宏 2010-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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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工作基本情况 

2011年研究所招收博士生91，硕士生90人。在读研究生518人，其中，博士

生257人、硕士生261人；与高校联合培养的研究生43人。毕业研究生82人（博士

72人，硕士10人），肄业2人。毕业去向出国41人，科研事业单位27人，高等学

校6人，做博士后4人，灵活就业7人。获得博士学位99人、硕士学位10人。 

2011年接收进站博士后 14 人,出站博士后7人，获资助博士后8人，在站博

士后52人。 

2011年研究所积极推进研究生教育工作，完成的主要工作如下： 

一、贯彻落实中科院“科教结合”精神，推进“科教结合”教育

创新项目 

2011年生物物理研究所与中国科技大学在全面签署全面合作协议的基础上，

积极推进‚贝时璋生物英才班‛工作的开展。研究所选派5位优秀导师赴科大为

英才班学生上课，目标是培养拥有深厚的数学、物理、化学和计算科学基础的生

命科学或交叉学科新型的人才，为研究生教育提供优秀生源，最终培养出复合型

的高端研究人才。2011年7月底,研究所接收贝时璋生物英才班第二届（2010级）

29名学生来所实习，为他们安排了为期7天的听报告、参观、实验室实习等多项

紧张丰富的实习活动,为研究所今后研究生教育提供优秀生源打下良好基础。 

二、进一步提高研究生培养质量应从源头抓起，把好入口关 

继续采取‚走出去，请进来‛的方式，加大在重点高校中宣传的力度，研究

所向全国20余重点高校60余院系寄送海报宣传，研究生部同志负责组织实施，教

育委员会成员亲自带队赴全国9所重点高校进行招生宣传，同时做30场学术报告。 

三、保证录取质量，重视复试环节  

在研究生复试中，加大研究生复试人数比例，强化研究生复试权重，加强综

合素质面试，增加心理测试内容，为研究生建立心理测试档案。 

四、提高培养质量，严格培养环节 

为了进一步提高研究生培养质量，对研究生培养过程实行定期的质量监控，

在研究生培养过程中实行以导师为主的研究生考核评定小组制度。导师与研究生

共同制定培养计划，考核评定小组的成员对研究生培养过程的各个环节（开题报

告、中期考核、实验环节、学位论文）等的要求和进度作出审核，提出建议。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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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生考核评定小组定期或不定期地听取学生工作进展报告（但不少于每年一次）。

2011年89名硕士研究生转博考核，82人转博，5人转硕， 342人分别进行开题报

告、中期考核。1 人不合格，对考核不合格的学生半年后再次进行了考核。采取

分流淘汰机制，严格考核，以提高培养质量。 

五、加强研究生导师队伍建设，完善导师上岗培训制度 

研究所加强研究生指导教师队伍建设，提升导师教书育人的能力；多次组织

导师参加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的导师研讨班，研讨内容丰富，涵盖了国家学位和

研究生教育法规、制度、政策，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研究生教育的有关规定和制

度，创新教育中的导师角色，研究生招生工作工若干问题解读，中国科学院研究

生院知名导师指导研究生的经验，教育心理学与教育规律等。导师们在如何科学

地培养研究生，如何处理师生之间的关系上都有了新的认识，获益匪浅。培训结

束后，研究所有3位研究员获得北京市教委颁发的教师资格证书。 

六、促进人才培养，为研究生提供国际交流平台 

为适应研究所研究生教育改革与发展的需要，广泛开展国际合作与交流，全

面提高研究生培养质量，进一步加强研究生中外联合培养，以利于研究生吸收国

外先进技术，拓宽学术视野，2011级在学研究生有33人次分别去美国、英国、日

本、澳大利亚、瑞士、沙特阿拉伯、加拿大、德国、韩国等国家开展短期及长期

合作研究。 

七、积极推进研究生党团组织活动 

研究所积极组织协调研究生党总支及研究生会开展内容丰富、生动活泼，且

适合研究生特点的活动，如：各支部组织的党员读书学习征文活动、学术沙龙、

周末影院、各种球类比赛等活动, 推动研究所流动队伍各项工作的开展；加强研

究生党总支组织建设，积极发展优秀的入党积极分子加入党组织，2011年有5人

成为预备党员，3人转正，11人递交了入党申请书。  

八、博士后队伍有所改善 

研究所不断适应中科院人才队伍发展战略规划的要求，加大博士后招收宣传

力度，调整博士后工资待遇，推动研究所博士后队伍发展规模。2011年研究所加

大了博士后招收宣传力度，使当年在站博士后人数达50人以上。 

九、不断推动学科建设 

积极推动研究所学科建设发展，积极组织重点学科申报材料，2011年我所‚神

经生物学‛、‚细胞生物学‛、‚生物化学与分子生物学‛3个学科被评为中国

科学院重点学科；申报的免疫学硕士学位培养点也获批；北京市重点学科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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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物理学‛专业评估优秀，得到20万元经费资助。 

十、取得各项成绩 

研究所积极加强对外联系，不失时机为研究生争取各种荣誉奖，组织研究生

导师及研究生申报各类奖。2011年有14 名研究生分别获得中国科学院院长特别

奖、院长优秀奖及各类冠名奖，2名研究生导师获得优秀导师奖。4人获得中国博

士后科学基金奖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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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 年出站博士后名单 

宫维斌   徐小兰   冯晓利   孙  云   周  蓓   董国英   窦江丽 

2011 年在站博士后名单 

（名单为至 2011年年底仍在站人员，2011 年中出站/退站不算在内） 

童志前   周  培   葛  猛   史秋梅   周  盈   于珊珊   栾  彦   陈卫红 

王  丹   汪  瑞   段晓霞   陈  志   胡胜娣   许亚杰   柴咏平   周家蓬 

孙元捷   赵莉霞   赵学强   丁  玮   马  轩   张  维   孙  乐   任若通 

姚明慧   姜竺君   安晓景  Titushin Maxim   邱俊康   赵吉成  刘超培   

刘伟华   贾明明   孔瑞瑞   陈培华   李  明   范海天   柯慧敏   张倩云 

李凌海   赵志强   钟  强   叶步青   张家龙   段德民   张凤林   魏  佳 

田丽青   莫炜川   易  翔   张慧娜 

2011 年博士后基金获得情况 

葛  猛  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面上资助第 47 批二等资助；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

第四批特别资助 

陈培华  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面上资助第 49批一等资助 

姚明慧  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面上资助第 49批二等资助 

孔瑞瑞  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面上资助第 49批二等资助 

叶步青  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面上资助第 49批二等资助 

张家龙  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面上资助第 49批二等资助 

徐小兰  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面上资助第 49批二等资助 

张慧娜  ‚香江学者‛计划特别资助 

2011 年毕业生名单 

博士毕业： 

卞乘凤   陈贝贝   陈晶晶   陈守登   陈亚琪   陈瑜涛  程  芳  程  亮  

达  琦   单骁越    邓春山   丁寄葳   董  博   董晓曦   杜贵平  杜秋妹 

杜晓明   段文娟    付旭光   高  璞   高  欣   韩  默   何丹丹  胡  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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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  波   黄  海    解  怡   李  鹤   李元元   林世强   刘  冰  刘朝霞 

刘开力   刘宇恒    龙宇飞   卢  静   吕继洲   孟现凯   莫炜川  潘聪燕   

彭  恭   彭淑霞    彭  伟   齐  静   乔  琪  秦  蕾   宋  麟  孙力涛

田丽青   童  琼    王  刚   王进城   王丽芬   王丽丽   王隆飞  王天宇

王一倩   王云飞    王志杰   魏  佳   吴  洋   肖  磊   谢更强  徐丽琼

杨明章   叶佩莹    于洪军   俞  勇   张金钟   张  鹏   张强哲  张鑫磊   

张  栩   赵  凯    周  涛   朱  际   朱益平 

硕士毕业： 

陈  迹   付旭光   韩  默    解  怡   刘  侃   魏世喜   叶  晔  赵晓璞  

郑纯凤   朱  际 

2011 年获得学位人员名单 

博士学位： 

刘继勇   解利石   黄  志    姜俊义   蔡  鹏  王  刚   刘树柏   姜竺君  

张  晨   苟  彬   洪  云    康彦勇   余  勇  栾  彦   陈  理   傅继欢  

麦  芸   丁熙来   林世强    江火清   侯勤龙  徐  超   李宇辉   戴  辑

桂文君   罗云峰   高莉莉    郭  方   刘永军  孙  乐   达  琦   邓刘福

何  峰   马小燕   穆  彬    乔晓杭   赵庆欢  韩  雪   侯  海   霍艳武

彭  恭   彭淑霞   彭  伟    王  俊   赵  凯  周  涛   朱益平   范  茁

刘世轩   曹  洋   何  航    杜晓明   董晓曦  张强哲   陈瑜涛   丁寄葳

杜贵平   杜秋妹   段文娟    高  璞   何丹丹  刘海萍   刘开力   刘宇恒

蒲  静   齐  静   邱俊康    宋  麟   田丽青  王进城   王隆飞   王一倩

叶佩莹   张  博   张  鹏    王丽芬   王云飞  胡  云   董  博   陈晶晶

陈贝贝   秦  蕾   潘聪燕    魏  佳   乔  琪  莫炜川   李元元   程  芳

卞乘凤   张  栩   张金钟    俞  勇   吕继洲  龙宇飞   黄  海   黄  波

程  亮   肖  磊   SAJJAD HAIDER NAQVI 

硕士学位： 

付旭光   朱  际   解  怡    韩  默   魏世喜  赵晓璞   叶  晔   刘  侃

陈  迹   汪志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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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 年退学名单 

郑纯凤   刘朝霞  

2011 年优秀教师获奖名单 

焦仁杰   赫荣乔 

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 2010-2011 学年优秀学生名单 

三好学生标兵（5 人）： 

肖  磊   王丽芬   王云飞    黄  海   赵  凯    

优秀毕业生（4人）： 

刘开力   丁寄葳  黄  波    乔  琪  

三好学生（60人）： 

杨仁斌  胡明曦  黄  艳   肖腾飞   危贵峰   王 硕   任振华  邓 锴    

杨  晓   韩婵帅   王祥喜   谢  伟   李春峰    汪海燕   刘  顺   郭 超 

袁  红   焦联营   蒋俊杰   荣丽洁   张  超    王晓燕   钱  浩   李 冉 

杨梦雪   任  韧   罗永挺   段红霞   胡  瑞   索塔林   万  涛   左真涛 

吴睿洯   陈小伟   夏朋延   梁  永   陶贤尊   陈楠楠   韩  旭   徐继伟 

魏  斌   邓立宗   闫  龑   王  岩   王  静   丁云峰   杨振霖   周阳燕 

黄  平   张  凯   虞梅芳   侯彦婕   程  亮   王  超   张名姝   周  挺 

曾启群   谢  琦   宋先强   苗君叶 

优秀学生干部（10 人）： 

郑  朋   王  丹 王  璐   王  平 张子剑   富炜琦 胡  浩   邓 敬 敬  

周强军   叶昌青  

http://www.gscas.ac.cn/gscascn/upLoad/2006714161267509755.7.14.do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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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 年度研究生获所长论文奖名单 

编号 学生姓名 导师姓名 获奖等级 奖金金额（元） 

1 胡浩 许瑞明 一等奖 4000 

2 曾启群 阎锡蕴 二等奖 1000（两人共一作） 

3 王硕 范祖森 二等奖 2000 

4 钟超 范祖森 二等奖 2000 

5 罗永挺 阎锡蕴 二等奖 1000（两人共一作） 

6 丁云峰 刘平生 二等奖 1000（两人共一作） 

7 杨丽 刘平生 二等奖 1000（两人共一作） 

8 肖腾飞 陈润生 二等奖 2000 

9 唐海东 范祖森 二等奖 2000 

10 王丽 范祖森 二等奖 2000 

11 汪洋 刘平生 二等奖 667（三人共一作） 

12 王超 王志珍 二等奖 1000（两人共一作） 

13 谢琦 袁增强 二等奖 1000（两人共一作） 

14 苗智超 蒋太交 三等奖 800 

15 韩婵帅 赫荣乔 三等奖 800 

2011 研究生获各类奖学金名单 

奖项名称 获奖人员 所属课题组 

中国科学院院长特别奖 黄海 焦仁杰 

中国科学院院长优秀奖 刘开力 赫荣乔 

中国科学院院长优秀奖 黄波 陈畅 

中国科学院院长优秀奖 肖磊 袁增强 

中国科学院院长优秀奖 张强哲 马跃 

朱李月华优秀博士生奖学金 万莉 赵保路 

宝洁优秀研究生奖学金 陈俊 范祖森 

宝洁优秀研究生奖学金 胡云 蒋太交 

宝洁优秀研究生奖学金 张金钟 徐涛 

地奥一等奖学金 彭友松 蒋太交 

地奥一等奖学金 乔琪 许瑞明 

地奥二等奖学金 程亮 王盛典 

地奥二等奖学金 王丽芬 徐涛 

BHBP奖学金 陈琳 秦志海 

中国科学院优秀博士论文奖 庄洁 阎锡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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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 年在岗导师 

生物大分子国家重点实验室 

常文瑞   陈  畅   冯  巍  黄亿华  姬广聚  江  涛  柯  莎  李国红   

梁栋材   刘光慧   刘平生  刘迎芳  刘志杰  柳振峰  马  跃  欧光朔   

饶子和   孙  飞   王大成  王志珍  王志新  徐  涛  许瑞明  杨福愉   

张   凯  张荣光   周  政  朱  平  屠亚平   

脑与认知科学国家重点实验室 

郭爱克   赫荣乔   焦仁杰   刘  力  孙坚原  袁增强  王晋辉  王晓群   

王  毅   吴  瑛   朱  岩   张  朋  何  生  曹  鹏  陈  霖  卓  彦   

薛  蓉   

感染与免疫院重点实验室 

邓红雨   范祖森   傅阳心   高光侠   侯百东   唐  捷  唐  宏  王盛典   

张立国   朱明昭   刘  阳   苏立山   陈建柱   陈列平  程根宏  松田善卫   

程根宏   王福生   乐加昌   刘永军 

非编码核酸院重点实验室 

毕利军   张先恩   陈润生   龚为民   娄继忠   苗  龙  秦  燕  王江云   

王艳丽   

蛋白质多肽药物所重点实验室 

阎锡蕴   梁  伟   杭海英   秦志海   杨福全   蒋太交   

交叉科学所重点实验室 

仓怀兴   李  岩   田  勇   王孔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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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织机构网络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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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构设置 

所领导 

所    长： 徐  涛    

党委书记： 杨星科 （据【科发人任字“2011”45号】，自 2011年7月29

日起调任西安分院党组书记、副院长） 

副所长：汪洪岩（据【科发人任字“2011”48号】，自2011年9月2日起就任） 

党委副书记（主持工作）：汪洪岩（据【科发党任字“2011”26号】，自2011

年9月2日起就任） 

副 所 长： 赫荣乔 龚为民（兼党委副书记、纪委书记） 许瑞明 朱美玉   

管理部门  

综合处处长：陈长杰 

党办副主任：翟涛 

科技处处长：孙命 

科技处副处长：王天宇（自2011年3月28日起） 

人力资源处长：贡集勋 

人力资源处副处长：曹敏（自2011年3月28日起） 

研究生部主任：刘勤瑞 

财务资产处处长：程亚利（至2011年1月7日） 

财务资产处副处长：韩玉刚（至2011年1月7日） 

注：财务资产处自2011年1月8日起分立为财务处和资产处 

财务处处长：程亚利（自2011年1月8日起） 

资产处副处长：韩玉刚（自2011年1月8日至2011年3月27日） 

资产处处长：韩玉刚（自2011年3月28日起） 

国际交流与合作处处长：张蕾 

国际交流与合作处常务副处长：夏小科 

所地合作处处长：董先智 

所地合作处副处长：栾贵波 

基建办公室主任：杨爱敏 

基建办公室副主任：陈爱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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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撑部门 

1. 学术支撑部门 

图书信息室 主任：向桂林 

学会期刊联合办公室 主任：魏舜仪(至2011年11月30日) 

学会期刊联合办公室 副主任：马丽（自2011年3月28日起任职，2011年12

月1日起主持工作） 

学会期刊联合办公室 副主任：王海群 

2. 技术支撑部门 

科学研究平台 主任：王翔 

科学研究平台 副主任：李雪梅 

科研机构 

2011年11月3日之前： 

1. 蛋白质科学国家实验室（筹） 

主 任：许瑞明 

2. 国家重点实验室 

(1) 生物大分子国家重点实验室 

名誉主任：梁栋材院士  杨福愉院士 

主  任：徐涛 

副主任：龚为民  阎锡蕴  唐宏 

(2) 脑与认知科学国家重点实验室 

主  任：陈霖 

副主任：赫荣乔(常务)  傅小兰  卓彦 

(3) 中国科学院感染与免疫重点实验室 

主  任：唐宏 

副主任：范祖森  王盛典 

(4)中国科学院非编码核酸重点实验室 

主  任：龚为民 

副主任：毕利军（自2011年10月5日起） 

3. 研究中心 

（1）结构与分子生物学研究中心 

主  任：龚为民 

（2）脑与认知科学研究中心 

主  任：赫荣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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副主任：卓彦  刘力 

（3）系统生物学研究中心 

主  任：徐涛 

副主任：陈畅 

（4）感染与免疫学研究中心 

主  任：唐宏 

副主任：范祖森  都培双 王福生 

（5）脑成像研究中心 

主  任：陈霖 

副主任：卓彦 

自2011年11月3日起，为适应学科发展需要，完善科研管理模式，提高科技

创新能力，经所务会研究决定，生物物理所研究机构按重点实验室建制设臵，撤

销结构与分子生物学研究中心、计算与系统生物学研究中心、脑与认知科学研究

中心、感染与免疫科学研究中心、脑成像研究中心等五个研究中心，依托我所建

立的生物大分子国家重点实验室、脑与认知科学国家重点实验室、中国科学院感

染与免疫重点实验室、中国科学院非编码核酸重点实验室4个国家或院重点实验

室行使研究所相关领域业务和行政管理职能，设立中国科学院生物物理研究所蛋

白质与多肽药物重点实验室和中国科学院生物物理研究所交叉科学重点实验室。

具体如下： 

1. 生物大分子国家重点实验室 

名誉主任：梁栋材院士  杨福愉院士 

主  任：许瑞明（自2011年10月19日起） 

副主任：陈  畅  张  凯（自2011年12月30日起） 

2. 脑与认知科学国家重点实验室 

主  任：陈  霖 

副主任：赫荣乔(常务)  傅小兰  卓彦 

3. 中国科学院感染与免疫重点实验室 

主  任：唐  宏 

副主任：范祖森  王盛典 

4. 中国科学院生物物理研究所非编码核酸重点实验室 

主  任：龚为民 

副主任：毕利军（自2011年10月5日起） 

5. 中国科学院生物物理研究所蛋白质与多肽药物重点实验室 

主  任：阎锡蕴（自2011年9月21日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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副主任：梁  伟（自2011年9月21日起） 

6. 中国科学院生物物理研究所交叉科学重点实验室 

主  任： 徐  涛（自2011年11月30日起） 

常务副主任：仓怀兴（自2011年11月30日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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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学术机构和其他组织 

所国际顾问委员会 

主  席：Robert Huber 

(Universität Regensburg， Germany) 

联合主席：Erwin Neher 

(Max-Planck-Institut für biophysikalische Chemie， Germany) 

委  员： 

Michael G. Rossmann (Purdue University， USA)   Jack Johnson (The Scripps 

Research Institute，  USA)   Bi-Cheng Wang (University of Georgia，  USA)   

Johannes Frederik Gerardus Vliegenthart (Bijvoet Center for Biomolecular Research， 

Netherlands)   Brian Matthews (University of Oregon， USA)   David Stuart 

(University of Oxford)   Louise N. Johnson (University of Oxford)    Neil Isaacs 

(University of Glasgow) 

所学术委员会 

顾  问：梁栋材  杨福愉 

主  任：饶子和 

副主任：徐 涛（常务）  龚为民  秦志海 

委  员:( 以姓名拼音为序 ) 

常文瑞   陈 霖  范祖森   高光侠  龚为民  郭爱克  杭海英  

赫荣乔   何士刚  姬广聚  梁  伟  刘  力  刘志杰  秦志海  

饶子和   孙  命   唐  宏  王大成  王晋辉 王志新  王志珍  

徐  涛   阎锡蕴  张先恩  卓  彦 

秘 书： 孙  命 

所学术委员会常务委员会 

主  任：徐  涛 

成  员：（以姓氏笔划为序） 

王大成   王志珍   孙  命  陈  霖  徐  涛  秦志海  高光侠    

龚为民   赫荣乔  

秘  书：孙  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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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委员会仪器设备管理委员会 

主  任：龚为民 

成  员：（以姓氏笔划为序） 

王  翔  孙  飞  刘  力  刘志杰  李雪梅  杨福全  卓  彦   

杭海英  唐  捷  龚为民  蒋太交   

秘  书：王 翔 

学术委员会学术交流与合作委员会 

主  任：何士刚 

成  员：（以姓氏笔划为序） 

马  跃  王天宇  王晋辉  邓红雨  刘  力  孙  飞  江  涛 

        何士刚  陈  畅  杭海英  范祖森  柯  莎  夏小科  焦仁杰  

秘  书：王天宇 

学术委员会生物安全与实验动物管理委员会 

主  任：徐  涛 

副主任：秦志海 

成  员：（以姓氏笔划为序） 

王  毅  王海龙  王盛典  邓红雨  杨运国  陈  畅  杭海英   

范祖森  唐  宏  唐  捷  姬广聚  徐  涛  秦志海  都培双 

焦仁杰  董先智 

秘  书：董先智 

生物安全与实验动物管理委员会实验动物分会 

主  任：田  勇 

成  员：（以姓氏笔划为序） 

王  毅  王盛典  邓红雨  杭海英  郝俊峰  徐  涛  唐  宏   

唐  捷  都培双  姬广聚  秦志海  焦仁杰 

秘  书：郝俊峰 

所学位委员会 

主  任：王大成 

副主任：刘  力 

http://sourcedb.cas.cn/sourcedb_ibp_cas/cn/ibpexport/200904/t20090403_45258.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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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  员：（以姓氏笔划为序） 

王志珍 王晋辉 许瑞明 何士刚 杨星科  陈  畅  陈润生   

卓 彦  杭海英 唐 宏 徐 涛 秦志海 高光侠  常文瑞 

阎锡蕴 龚为民 赫荣乔 

秘 书:  刘勤瑞 

（杨星科同志自 2011 年 7月 29 日起调任西安分院） 

所教育委员会 

主  任: 陈润生  

副主任: 刘  力  

委  员: （以姓氏笔划为序） 

刘勤瑞  孙  飞  毕利军  江  涛  杨星科   陈  畅  陈长杰   

卓  彦  杭海英  范祖森  袁增强  高光侠   曹  敏  龚为民  

蒋太交 

秘  书： 熊  勤 

（杨星科同志自 2011 年 7月 29日起调任西安分院） 

所人才推荐委员会 

主  任: 徐 涛 

委  员: （以姓氏笔划为序） 

王志珍   王大成  孙  命  刘 力  陈润生  许瑞明  何士刚   

高光侠   唐  宏  夏小科  秦志海  常文瑞  龚为民  赫荣乔 

所安全委员会 

主  任：朱美玉 

副主任：王海龙（常务）  陈长杰 

委  员：（以姓氏笔划为序） 

马  丽   王  翔  王海龙   刘勤瑞  朱美玉  陈长杰  林亚静   

都培双   聂建国  薛艳红 

所人事争议调解委员会 

主  任：杨星科 

成  员：（以姓氏笔划为序） 

马  丽  王海龙  付素香  孙  命  刘  缨  贡集勋  陈长杰   

http://sourcedb.cas.cn/sourcedb_ibp_cas/cn/ibpexport/200904/t20090403_45224.html
http://sourcedb.cas.cn/sourcedb_ibp_cas/cn/ibpexport/200904/t20090403_45262.html
http://sourcedb.cas.cn/sourcedb_ibp_cas/cn/ibpexport/200904/t20090403_45269.html
http://sourcedb.cas.cn/sourcedb_ibp_cas/cn/ibpexport/200904/t20090403_45290.html
http://sourcedb.cas.cn/sourcedb_ibp_cas/cn/ibpexport/200904/t20090411_45294.html
http://sourcedb.cas.cn/sourcedb_ibp_cas/cn/ibpexport/200904/t20090403_45286.html
http://sourcedb.cas.cn/sourcedb_ibp_cas/cn/ibpexport/200904/t20090403_45288.html
http://sourcedb.cas.cn/sourcedb_ibp_cas/cn/ibpexport/200904/t20090403_45271.html
http://sourcedb.cas.cn/sourcedb_ibp_cas/cn/ibpexport/200904/t20090403_45232.html
http://sourcedb.cas.cn/sourcedb_ibp_cas/cn/ibpexport/200904/t20090403_45239.html
http://sourcedb.cas.cn/sourcedb_ibp_cas/cn/ibpexport/200904/t20090403_45263.html
http://sourcedb.cas.cn/sourcedb_ibp_cas/cn/ibpexport/200904/t20090403_45214.html
http://sourcedb.cas.cn/sourcedb_ibp_cas/cn/ibpexport/200904/t20090403_45257.html
http://sourcedb.cas.cn/sourcedb_ibp_cas/cn/ibpexport/200904/t20090403_45230.html
http://sourcedb.cas.cn/sourcedb_ibp_cas/cn/ibpexport/200904/t20090403_45264.html
http://sourcedb.cas.cn/sourcedb_ibp_cas/cn/ibpexport/200904/t20090403_45256.html
http://sourcedb.cas.cn/sourcedb_ibp_cas/cn/ibpexport/200904/t20090403_45285.html
http://sourcedb.cas.cn/sourcedb_ibp_cas/cn/ibpexport/200904/t20090403_45288.html
http://sourcedb.cas.cn/sourcedb_ibp_cas/cn/ibpexport/200904/t20090403_45258.html
http://sourcedb.cas.cn/sourcedb_ibp_cas/cn/ibpexport/200904/t20090403_45221.html
http://sourcedb.cas.cn/sourcedb_ibp_cas/cn/ibpexport/200904/t20090403_45227.html
http://sourcedb.cas.cn/sourcedb_ibp_cas/cn/ibpexport/200904/t20090403_45283.html
http://sourcedb.cas.cn/sourcedb_ibp_cas/cn/ibpexport/200904/t20090411_45294.html
http://sourcedb.cas.cn/sourcedb_ibp_cas/cn/ibpexport/200904/t20090403_45286.html
http://sourcedb.cas.cn/sourcedb_ibp_cas/cn/ibpexport/200904/t20090403_45271.html
http://sourcedb.cas.cn/sourcedb_ibp_cas/cn/ibpexport/200904/t20090403_45232.html
http://sourcedb.cas.cn/sourcedb_ibp_cas/cn/ibpexport/200904/t20090403_45216.html
http://sourcedb.cas.cn/sourcedb_ibp_cas/cn/ibpexport/200904/t20090403_45265.html
http://sourcedb.cas.cn/sourcedb_ibp_cas/cn/ibpexport/200904/t20090403_45257.html
http://sourcedb.cas.cn/sourcedb_ibp_cas/cn/ibpexport/200904/t20090403_45256.html
http://sourcedb.cas.cn/sourcedb_ibp_cas/cn/ibpexport/200904/t20090403_45212.html
http://sourcedb.cas.cn/sourcedb_ibp_cas/cn/ibpexport/200904/t20090403_45263.html
http://sourcedb.cas.cn/sourcedb_ibp_cas/cn/ibpexport/200904/t20090403_45224.html
http://sourcedb.cas.cn/sourcedb_ibp_cas/cn/ibpexport/200904/t20090403_45254.html
http://sourcedb.cas.cn/sourcedb_ibp_cas/cn/ibpexport/200907/t20090706_2006059.html
http://sourcedb.cas.cn/sourcedb_ibp_cas/cn/ibpexport/200904/t20090403_45258.html
http://sourcedb.cas.cn/sourcedb_ibp_cas/cn/ibpexport/200904/t20090403_45288.html
http://sourcedb.cas.cn/sourcedb_ibp_cas/cn/ibpexport/200904/t20090403_45290.html
http://sourcedb.cas.cn/sourcedb_ibp_cas/cn/ibpexport/200904/t20090403_45257.html
http://sourcedb.cas.cn/sourcedb_ibp_cas/cn/ibpexport/200904/t20090403_45239.html
http://sourcedb.cas.cn/sourcedb_ibp_cas/cn/ibpexport/200904/t20090403_45214.html
http://sourcedb.cas.cn/sourcedb_ibp_cas/cn/ibpexport/200904/t20090403_45230.html
http://sourcedb.cas.cn/sourcedb_ibp_cas/cn/ibpexport/200904/t20090403_45256.html
http://sourcedb.cas.cn/sourcedb_ibp_cas/cn/ibpexport/200904/t20090403_45285.html


中国科学院生物物理研究所年鉴                                            （2011） 

70 
 

（杨星科同志自 2011 年 7月 29日起调任西安分院） 

所战略规划研究小组 

组 长： 王大成 

副组长：徐  涛  杨星科 

1.学科布局规划： 

蛋白质科学小组：许瑞明  龚为民 

脑与认知科学小组：赫荣乔 卓 彦 

感染免疫小组：唐 宏 

生物医药小组：梁 伟 

2．科教基础设施规划小组：徐 涛 

3．人才规划小组：赫荣乔 

4．新兴和交叉学科小组：陈润生 

5．组织管理规划小组：杨星科 

秘 书：汪会盛 

（杨星科同志自 2011 年 7月 29日起调任西安分院） 

基建工作领导小组 

组  长：杨星科（自 2011年 7月 29日起调任西安分院） 

        汪洪岩（2011年 9月 2日到所） 

副组长：朱美玉 

成  员：孙  命  杨爱敏  陈长杰  程亚利  潘  峰 

秘  书：翟  涛 

通用试剂耗材集中采购工作小组 

为适应研究所科研事业的发展，进一步规范试剂耗材管理制度和流程，经第八届

所长第 74次所务会审议通过，特成立研究所通用试剂耗材集中采购工作小组：  

组  长：许瑞明 

副组长：孙  命 韩玉刚  

成  员：（以姓氏笔划为序）  

王细娥  孙 晶  安晓敏  张 英  杨东玲  陆敬泽  林亚静  黄美燕   

龚海韻  潘聪燕 

工作小组办公室设在资产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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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密委员会 

主      任：徐  涛 

常务副主任：杨星科（自 2011年 7月 29 日起调任西安分院） 

汪洪岩 （2011年 9月 2日到所） 

成      员：孙  命  陈长杰  贡集勋  夏小科  程亚利  潘 峰  王海龙 

阎锡蕴  王晓群 

办公室主任：孙  命 

离退休工作领导小组 

主  任：龚为民 

成  员：陈长杰  翟  涛  王文荣  贡集勋  程亚利  王柳叶  樊  蓉 

董仁杰  王秀桂 

医疗领导小组 

组  长：杨星科（自 2011年 7月 29日起调任西安分院） 

汪洪岩（2011年 9月 2日到所） 

副组长：陈长杰  王文荣 

成  员：贡集勋  程亚利  王柳叶  刘勤瑞  潘  峰  陈  畅  付素香  陈德娟 

传染病防控应急领导小组 

组  长：徐涛 

副组长：杨星科（自 2011年 7月 29日起调任西安分院） 

汪洪岩（2011年 9 月 2日到所） 

成  员：陈长杰  王文荣  陈德娟  王海龙  王  翔  刘勤瑞  张  蕾 

都培双  李  佳  刘  娜  周  馨  刘志萍 

人口和计划生育委员会成员 

主任：杨星科（自 2011年 7月 29日起调任西安分院） 

汪洪岩（2011年 9 月 2日到所） 

副主任：孙  命  陈长杰  王文荣  曾  慧 

计生委员：王晓群 李 佳 周  馨  刘  娜  于晓霞  刘志萍  祁小燕  李  薇

（原计生委员：薛艳红、林亚静、马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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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群系统 

中国共产党中国科学院生物物理研究所第八届委员会 

党委书记：  杨星科（2011年 7月 29日调任西安分院党组书记、副院长） 

党委副书记：汪洪岩（主持工作，自 2011 年 9月 19日起） 

龚为民 

委      员：赫荣乔   吴乐斌   刘  力   仓怀兴   陈  畅 

中国共产党中国科学院生物物理研究所第五届纪律检查委员会 

纪委书记：  龚为民 

纪委副书记：潘  峰 

委      员：王海龙   陈长杰   陈更道 

基层支部建设 

2011 年 11月，配合研究所重点实验室调整，所党委适时完成了对基层支部

的组建、整合与调整工作。取消了原五个研究中心党支部，成立了六个重点实验

室党支部，并对相应的研究生党支部同时进行了调整。 

生物物理研究所党委下设 2 个党总支、19 个党支部。离退休总支和研究生

党总支各 1 个，离退休党支部 4 个，研究生党支部 5 个，重点实验室党支部 6

个，公司党支部 2 个（含后勤公司），管理支撑党支部 2个。 

 

党总支/党支部名称 党总支/党支部书记 

离退休党总支 董仁杰 

离休党支部 上官轩 

退休中关村南区党支部 王秀桂 

退休中关村北区党支部 任振华 

退休北郊党支部 侯振芳 



中国科学院生物物理研究所年鉴                                            （2011） 

73 
 

研究生党总支 刘勤瑞 

生物大分子国家重点实验室研究生党支部 韩 梅 

脑与认知科学国家重点实验室研究生党支部 张子剑 

感染与免疫院重点实验室研究生党支部 陈勇志 

非编码核酸所重点实验室研究生党支部 郑悦亭 

蛋白质与多肽药物所重点实验室研究生党支部 王 平 

生物大分子国家重点实验室党支部 薛艳红（负责人） 

脑与认知科学国家重点实验室党支部 张树利（负责人） 

感染与免疫院重点实验室党支部 唐  宏（负责人） 

非编码核酸所重点实验室党支部 毕利军（负责人） 

蛋白质与多肽药物所重点实验室党支部 张春玲（负责人） 

交叉科学所重点实验室党支部 仓怀兴（负责人） 

支撑党支部 蒋希萍 

机关党支部 陈长杰 

中生百奥党支部 姚  萍 

百欣党支部 陈更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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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科学院生物物理研究所第七届工会、第六届职代会联合委员会 

主  席：杨星科 （2011年 7月离任） 

汪洪岩 （自 2011 年 9月起） 

副主席：付素香 阎锡蕴 

委  员：（以姓氏笔划为序） 

马  丽  刘  缨  师晓栋  李雪梅  陈  芳  陈  畅   龚为民   

龚海韻  韩  毅  

中国科学院生物物理研究所第六届工会经费审查委员会 

主  任：陈  芳 

委  员：（以姓氏笔划为序） 

江  涛   陈长杰   都培双   韩  毅 

中国科学院生物物理研究所基层分会 

2011年 11月 3日以前： 

结构与分子生物学研究中心分会  

主  席：林亚静  

委  员：钟文敏  黄  峰  安晓敏  张  英 

计算与系统生物学研究中心分会  

主  席：薛艳红  

委  员：陆敬泽  梁雪红  郝  宁  黄浩龙 

脑与认知科学研究中心分会  

主  席：马  丽  

委  员：刘  缨  王  倩  黄美燕  龚海韻 

感染与免疫科学研究中心分会  

主  席：都培双  

委  员：刘  娜  师晓栋  于海生  杨冬玲 

脑成像研究中心分会  

主  席：周  馨  

委  员：王  波  罗  欢 

科学研究平台分会  

主  席：韩  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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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  员：史  想  谢振声  王  娅  赵旭东  

中生－百奥公司分会  

主  席：李淑华  

委  员：李  巍  何书钊  郭燕英  洪  杰 

百欣公司分会  

主  席：祁小燕  

委  员：陈  芳  车京生  

机关分会  

主  席：曾  慧  

委  员：王柳叶  王  华  付素香  陈长杰 

 

2011年 11月 3日以后： 

生物大分子国家重点实验室 

主  席：薛艳红  

委  员：陆敬泽  钟文敏 安晓敏  张  英  

脑与认知科学国家重点实验室 

主  席：周  馨  

委  员：黄美燕  刘  缨  龚海韻  王  倩  梁雪红  王  勇  王  波   

罗  欢 

感染与免疫院重点实验室 

主  席：都培双   

委  员：刘  娜  师晓栋  于海生   

非编码核酸所重点实验室 

主  席：林雅静   

委  员：刘志萍   

蛋白质与多肽药物所重点实验室 

主  席：黄  峰   

委  员：杨冬玲 黄浩龙   

交叉科学所重点实验室 

主  席：仓怀兴    

委  员：解  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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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研究平台 

主  席：韩  毅     

委  员：谢振声  赵旭东  史  想  王  娅   

中生－百奥公司分会  

主  席：李淑华      

委  员：李  巍  何书钊  郭燕英  洪  杰    

百欣公司分会 

主  席：祁小燕       

委  员：陈  芳  车京生    

机关分会  

主  席：曾  慧       

委  员：陈长杰  王柳叶  王  华  付素香    

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中国科学院生物物理研究所第八届委员会 

书  记：曹  敏 

副书记：翟  涛  龙宇飞 

委  员：（以姓氏笔划为序） 

邓  锴  刘开力  汪会盛  熊  勤 

生物物理所团委下设团支部七个：职工团支部一个；学生团支部六个 

中国科学院生物物理研究所青年联合会 

名誉主席：徐  涛 

主    席：孙  飞 

副 主 席：毕利军  汪会盛 

委  员：（以姓氏笔划为序） 

王  娅  冯  巍  孙  飞  孙  哲  孙  晶  毕利军  朱明昭   

张文河  张树利  汪会盛  李  岩  李国红  宋婀莉  周  馨   

娄继忠  袁增强  黄  峰  蔡潭溪  翟  涛  樊  勇  

中国科学院生物物理研究所妇女委员会 

主  任：陈  畅  

副主任：林亚静 

委  员：（以姓氏笔划为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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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  想 马  丽  王柳叶 杨冬玲 陈伟女   

中国科学院生物物理研究所研究生会 

主  席：陈  艳  

副主席：官小涛  苏  涛  伍云飞 

秘书处：强  敏 

生活部部长：吴慧文 

学术部部长：范敏锐 

外联部部长：李家松 

文艺部部长：肖李凌子 

宣传部部长：邓文强 

体育部部长：许  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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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参股公司 

中生北控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长：吴乐斌 

总  裁：吴乐斌 

北京百奥药业有限责任公司 

董事长：吴乐斌 

总经理：侯全民 

北京百川飞虹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董事长： 吴乐斌 

总经理： 王  琳 

中生百欣科技服务有限责任公司 

董事长： 王海龙 

总经理： 聂建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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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荣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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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科学院生物物理研究所 2011 年度所获各奖项 

一、国家及省部级奖项 

集体奖项 

1.生物物理研究所获‚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管理工作先进单位‛荣誉称号。 

2.生物大分子国家重点实验室在国家重点实验室评估中被评为优秀。 

3.脑与认知科学国家重点实验室在国家重点实验室评估中被评为优秀。 

4.阎锡蕴研究组的科研成果‚磁性纳米材料新功能的发现及应用‛荣获‚2010

年北京市科学技术奖‛一等奖。 

5.刘迎芳研究组的科研成果‚禽流感病毒 RNA聚合酶 PA亚基的结构生物学研究‛

荣获‚2010 年北京市科学技术奖‛一等奖。 

6.生物物理研究所农工党支部获‚农工党北京市委 2009-2010年度先进集体‛荣

誉称号。 

个人奖项 

1.王晓群获‚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管理工作先进个人‛荣誉称号。 

2.魏舜仪获‚全国科协系统先进工作者‛称号。 

3.王海龙获授北京市公安系统个人三等功。 

4.王志珍获‚九三学社北京市创先争优突出贡献奖‛。 

5.龚海韻、王倩、严敏官获‚农工党北京市委 2009-2010年度优秀党员‛荣誉称

号。 

6.严敏官获‚农工党北京市委宣传工作先进个人‛荣誉称号。 

二、院级奖项 

集体奖项 

1.生物物理研究所获‚中科院信息化工作优秀奖‛。 

2.生物物理研究所获‚首都科技条件平台中国科学院研发服务基地先进集体（二

等奖）‛。 

3.生物物理研究所获‚2011年中科院政府采购管理先进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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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生物物理研究所获‚2010年中科院科研机构综合统计先进单位‛。 

5.生物物理研究所图书馆获‚中科院文献情报创新服务优秀团队‛奖。 

6.生物物理研究所党委 2010年届中考核成绩优秀。 

7.生物物理研究所党委获中科院京区党委‚党建工作创新三等奖‛。 

8.生物物理研究所获中科院京区党内统计先进单位。 

9.生物物理研究所工会获党群共建创先争优先进基层工会组织。 

10.生物物理所工会获中科院 2011年度工会工作三等奖。 

11.在中科院第五届暨京区第十三届运动会中，生物物理研究所工会获优秀组织

奖、体育道德风尚奖；生物物理研究所获京区总分第六名、广播体操比赛三等奖。 

12.建党 90周年庆祝活动中，生物物理研究所获北京分院协作一片‚红歌大家唱‛

比赛二等奖；获‚京区庆祝建党 90周年红歌演唱会优秀组织奖‛；在党史知识竞

赛活动中，生物物理研究所代表队获协作片一等奖、分院三等奖。  

个人奖项 

1.刘力荣获‚中科院优秀共产党员‛称号。 

2.赫荣乔获中国科学院朱李月华优秀教师奖。 

3.阎锡蕴、焦仁杰获中国科学院优秀研究生指导教师奖。 

4.向桂林荣获‚中国科学院文献情报工作创新服务优秀个人‛奖。 

5.杨星科、陈长杰获‚中科院政研会优秀成果二等奖‛。 

6.陈长杰、翟涛获‚中科院政研会优秀成果三等奖‛。 

7.董先智荣获中国科学院院地合作奖（二等奖）。 

8.付素香获中科院职工体育工作突出贡献奖。 

9.王春晗荣获‚首都科技条件平台中国科学院研发服务基地优秀联络员‛称号。 

10．魏妍获‚2011 年度院 ARP系统明星用户‛称号。 

11.汪会盛荣获‚中科院优秀共青团干部‛、‚中科院十一五科学传播先进工作者‛

称号。 

12.秦志海、汪会盛获‚中科院青年科普创意大赛三等奖‛。 

三、所级奖项 

1.研究所创先争优先进党支部 

机关党支部、中关村南区退休党支部、结构中心研究生党支部、支撑党支部等四

个党支部 

2.研究所创先争优优秀党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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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大成  仓怀兴  毕利军  朱美玉  任振华  向桂林  刘  力  刘勤瑞 

杨福愉  陈  霖  陈长杰  陈润生  汪会盛  周忠年  龚为民  梁栋材 

蒋希萍  赫荣乔  翟  涛 

3.研究所创先争优优秀党务工作者  

刘勤瑞  杨星科  陈长杰   董仁杰  翟  涛 

4.2011 年度 安全先进集体 

李国红组 仓怀兴组 袁增强组 蒋太交组 阎锡蕴组 唐宏组  生物成像技术组  

综合处 

5.2011 年度 生物安全先进集体 

张立国组  免疫缺陷动物实验室  

6.2011 年度安全先进个人 

刘  佳   王芙媛   吴  岩   谢振声   王天宇   刘秀颖   甘伟琼   陆敬泽   

李  瑛   王秀梅   梅悦华   张金华   田  甜   曾  慧   刘  平   杜  颖   

张树利   周  馨   崔  珊   叶昌青 

7.2011 年度交通安全先进个人 

任宏跃 

8.2011 年度保密先进个人 

张旭  王晓群  王海龙 

9.2011 年信息宣传优秀个人 

韩玉刚 王柳叶 朱平 董仁杰 陆久维 魏佳 

10.2011 年度女性花开四季优秀岗位获奖者 

柯莎—桂花  余珺璟-梨花  魏舜仪-荷花  陈冬娟—梅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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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科学院生物物理研究所 2011 年大事记 

一月 

1月 7日至 8 日，生物物理研究所召开管理和学术支撑部门职能和人员编制

论证会，所务会成员，管理和学术支撑部门正副职干部 24 人参加会议，会议目

的为确定研究所管理和学术支撑部门‚十二五‛部门职能和人员编制。 

1 月 10 日，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刊在线发表了中国科学院生物物理研究所朱

平研究组程凌鹏副研究员等人的研究论文——《Atomic model of a cypovirus 

built from cryo-EM structure provides insight into the mechanism of mRNA 

capping》。该研究由中国科学院生物物理研究所生物大分子国家重点实验室朱平

研究组、孙飞研究组，华南农业大学孙京臣副教授和中山大学张景强教授等合作

完成。 

1 月 10 日下午，应许瑞明副所长的邀请，来自美国 Scripps 研究所的

Raymond Charles Stevens 教授访问生物物理研究所并作题为‚Structure based 

drug discovery of the GPCR Protein Family‛的学术报告，报告由刘志杰研

究员主持。 

1 月 14 日，由生物物理研究所承担的科技部 973 计划重大科学问题导向项

目‚光合作用与人工叶片‛（2011CBA00900）启动会于北京外国专家大厦正式召

开，科技部基础司钱万强博士，中国科学院生物局段子渊处长、邢雪荣处长，自

然科学基金委杨正宗处长和生物物理研究所徐涛所长出席会议。项目聘请的外部

专家孙大业院士、戴宁研究员、项目组成员常文瑞院士、匡廷云院士及各课题的

负责人及学术骨干共 40余人参加了会议。 

1 月 14 日，由生物物理研究所青联主办的中国科学院生物物理研究所青年

论坛之生命科学论坛在生物物理所图书馆报告厅举行，院青联副秘书长、院基础

科学局副处长孔明辉、生物物理研究所副所长赫荣乔等领导和八十余名科研人

员、研究生参加了论坛，论坛由所青联主席孙飞研究员主持。论坛共分为技术支

撑、特邀报告、结构病毒学、脑与认知科学、感染与免疫学等五个部分 15 个报

告。 

1 月 14 日下午，在院国际合作局美大处冯凯的陪同下，加拿大不列颠哥伦

比亚大学(UBC)副校长 John Hepburn博士、UBC副校长办公室主任 Terry Kellam

一行来访生物物理研究所，赫荣乔副所长和国际合作与交流处张蕾处长会见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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宾。 

1月 17日上午，生物物理研究所-上海药物研究所‚药物研究联合实验室‛

签约揭牌仪式暨实验室建设座谈会举行，上海药物所丁健所长、蒋华良副所长、

新药研究国家重点实验室冯林音副主任、南发俊副主任、千人计划引进人才徐华

强研究员、科技处李川副处长，生物物理所徐涛所长、许瑞明副所长、龚为民副

所长、生物大分子国家重点实验室副主任阎锡蕴、千人计划引进人才张荣光、张

凯、学术委员会副主任秦志海等出席了座谈会与揭牌仪式，并结合各自研究领域

进行了交流。中科院北京生命科学院康乐院长、中科院生物局段子渊主任、国家

自然基金委员会医学部吴镭处长等有关部门领导出席了揭牌仪式。揭牌仪式由生

物物理所副所长许瑞明主持，所长助理孙命、平台主任王翔出席揭牌仪式。 

1月 17日下午，生物物理研究所与法国梅里埃研究院（Institut Merieux）

在北京盘古七星酒店签订了科研基金合作协议，法方参加仪式的代表主要有法国

梅里埃研究院副总裁 Christian Brechot 先生、副总裁医学与科技事务顾问 Yvon 

Gousty 教授、生物梅里埃（BioMerieux）公司亚太区研发总监孟夏博士等人，

生物物理研究所徐涛所长、乐家昌研究员、秦志海研究员等参加签证仪式。 

1月 17-19日，‚2010年度中国科学院感染与免疫重点实验室与卫生部艾滋

病免疫学重点实验室联合学术研讨会‛在辽宁沈阳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召开，中国科学院感染与免疫重点实验室主任唐宏研究员与卫生部艾滋病免疫学

重点实验室主任尚红教授分别致开幕词。 

1月 18日，生物大分子国家重点实验室 2010年度学术年会在生物物理研究

所大报告厅隆重召开，实验室学术主任王志珍院士、委员林其谁院士、强伯勤院

士、施蕴渝院士、隋森芳院士、王大成院士、蒋华良研究员、李林研究员、于军

研究员、徐涛研究员、许瑞明研究员、秦志海研究员 12 位学委，实验室名誉主

任梁栋材院士、杨福愉院士，管理和支撑部门负责同志以及实验室固定成员、青

年学术骨干、研究生等近 300人参加了此次会议。中科院计财局科研基地处罗小

安处长、侯宏飞副处长，生物局综合规划处刘杰处长、朱有光主管，生物医学处

沈毅副处长受邀出席了会议。 

1月 21日上午，生物物理研究所 2010 年度总结表彰会在凯瑞豪门食府大酒

店隆重召开，徐涛所长、杨星科书记、赫荣乔、朱美玉、许瑞明副所长出席大会，

研究所约 300余名职工济济一堂，齐话新春。 

1月 26日，免疫学研究领域的专业期刊《Journal of Immunology》在线发

表了生物物理研究所唐宏研究员课题组的最新研究成果‚TANK-Binding Kinase 

1 Attenuates PTAP-Dependent Retroviral Budding through Targeting 

Endosomal Sorting Complex Required for Transport-I‛，阐述了天然免疫反

http://www.jimmunol.org/content/186/5/3023.full#fn-group-1
http://www.jimmunol.org/content/186/5/3023.full#fn-group-1
http://www.jimmunol.org/content/186/5/3023.full#fn-group-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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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中的重要信号分子 TBK1如何控制 HIV-1复制的新机制。 

1 月 28 日，在中国科学院 2011 年度工作会议闭幕式上颁发了 2010 年院先

进集体和先进工作者奖项，生物物理研究所阎锡蕴同志荣获‚中国科学院先进工

作者‛荣誉称号。 

二月 

2月 6日，国际著名期刊 Nature Structural & Molecular Biology 在线发

表了生物物理研究所常文瑞院士课题组关于高等植物光合膜蛋白——菠菜次要

捕光复合物 CP29的 2.8 Å 分辨率晶体结构(Structural insights into energy 

regulation of light-harvesting complex CP29 from spinach)的研究成果，

该研究工作在晶体结构的基础上深入分析讨论了 CP29 的捕光、能量传递和光保

护等功能，是常文瑞院士课题组继 2004 年解析了菠菜主要捕光复合物 LHCII 晶

体结构之后的又一重要突破。 

2月 17日，生物物理研究所召开传达学习 2011年院工作会议精神专题大会，

深入学习中科院院长路甬祥重要讲话和常务副院长白春礼的工作报告，并结合研

究所实际部署 2011 年工作。 

2月 25-26日，科技部、国家自然基金委组织专家组对脑与认知科学国家重

点实验室 2006-2010 年期间的工作进行了评估，此次评估工作分报告会、现场考

察、评议三个部分进行。 

2月 27日-28 日，生物大分子国家重点实验室迎来了五年一度的生命科学领

域国家重点实验室评估，评估专家组一行 13 人对实验室五年来的研究方向，研

究进展，运行管理情况进行了全面的考察和评估，现场评估分为报告会、现场考

察和个别访谈、专家组评议三个部分。 

2月份，科技部表彰了一批在‚十一五‛期间做出积极贡献的先进集体和个

人，生物物理研究所生物大分子国家重点实验室荣获‚‘十一五’国家科技计划

执行优秀团队奖‛。 

三月 

3月 9日，中科院北京分院与山西省运城市全面科技合作签约仪式在北京翠

宫饭店举行。作为今年首个签约项目，生物物理研究所和山西亚宝药业集团签署

了‚中科亚宝蛋白质与多肽药物工程研究中心‛共建协议。生物物理所副所长龚

为民、所地合作处处长董先智，山西亚宝药业集团董事长任武贤、集团副总禹玉

洪参加了签约仪式。 

3 月 10 日，生物物理研究所召开党委会，认真学习白春礼院长关于‚进一

步发挥好中国科学技术‘火车头’作用‛的讲话精神，同时认真讨论了白院长通

http://www.ibp.cas.cn/nlbHo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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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院长信箱对研究所领导班子成员提出的要求和期望。 

3月 21日至 29 日，生物物理研究所唐宏、高光侠、邓红雨、刘迎芳、朱明

昭、侯百东、夏小科 7人赴澳大利亚堪培拉参加‚第四届中澳表型组学年度研讨

会‛，并对 John Curtin School of Medical Research 进行了学术访问。来自澳

洲国立大学、悉尼大学、阿德莱德大学、西澳大学等单位的十九位学者分别就感

染与免疫、健康与疾病的表型基因组学、疾病的遗传与环境因素、骨骼生长与修

复等四个专题做了精彩的大会报告和深入的学术研讨。 

3月 24日下午，生物物理研究所党委组织召开了支委以上党务干部 60余人

的党务干部大会，集中评议党支部的‚‘亮点‛工作和‚创先争优‛活动进展，

并进行了第二轮评先推优活动，会议由党委副书记龚为民同志主持。刘力、龚为

民等 19 位同志荣获‚生物物理研究所优秀共产党员‛荣誉称号，杨星科、陈长

杰等四位同志荣获‚生物物理研究所优秀党务工作者‛荣誉称号。 

3 月 28 日，‚首都科技条件平台中科院研发实验服务基地 2011 年工作研讨

暨 2010 年度表彰会议‛在北京分院隆重召开，生物物理研究所被评为‚首都科

技条件平台中科院研发实验服务基地先进集体‛第四名，并荣获二等奖奖牌。 

3月 28日，生物物理研究所党委中心组举行 2011年度第一次学习会，学习

贯彻‚两会‛精神和院工作会议精神，统一思想，提高认识，为研究所‚十二五‛

规划及‚创新 2020‛的启动实施夯实思想基础。 

3 月底，生物物理研究所焦仁杰课题组的研究论文被发育生物学专业期刊

Development 接受发表，他们的研究第一次将 SUMO 化通路与 JNK 信号通路通过

HIPK联系起来，为进一步研究 SUMO化的功能以及 JNK通路的调节建立了一个新

的模型。 

四月 

4月 1日上午，在伊朗大使馆和中国人民外交学会亚非拉部的协调下，伊朗

最高领袖办公室、外交战略委员会主席，伊朗前外长，伊朗认知科学研究学会董

事会主席 Seyed Kamal Kharrazi 博士率团来到生物物理研究所，参观访问了脑

与认知科学国家重点实验室。代表团一行 10 人，成员大多属于伊朗新成立的认

知科学研究学会的专家。 

4月 8日，来自生物物理研究所孙飞、朱平、苗龙、徐涛研究组的研究人员

和生物成像中心的高级技术人员，在中国科学院蛋白质科学中心大楼召开第三次

生物成像论坛。本次会议报告有特邀报告 1个、主题报告 6个，分别由孙飞和朱

平主持。 

4月 18日，美国科学院院报 PNAS在线发表了生物物理研究所刘迎芳研究员

实验室与美国阿拉巴马大学 Igor Chesnokov 博士的合作研究成果，该文章题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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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ructural analysis of human Orc6 protein reveals a homology with 

transcription factor TFIIB。这一文章中报导了他们对 DNA 复制起始复合体

（Origin recognition complex, ORC）中 Orc6亚基的结构生物学研究成果。该

文章第一作者为生物物理研究所的刘世轩博士。 

4 月 19 日，美国科学院院士 Joachim Frank 教授来到生物物理研究所并作

题为‚a Brownian Molecular Machine‛的报告，秦燕研究员担任主持人。 

4 月 19 日，应许瑞明副所长的邀请，Memorial Sloan-Kettering Cancer 

Center（MSKCC）的 Dinshaw Patel 教授访问生物物理研究所，并就其实验室在

RNA silencing方面的研究结果做了一场内容殷实的报告。 

4月 20日，生物物理研究所在中国科学院蛋白质科学中心大楼 9408室召开

了由研究所学术委员会成员、院士、所务会成员和机关部门负责人参加的学术委

员会扩大会议。会议审议了徐涛所长做的生物物理研究所‚十二五‛规划纲要报

告，与会人员肯定了研究所针对‚十二五‛规划做的大量工作，并对研究所目前

的科研及管理现状进行了深刻剖析，对研究所下一步发展的总体目标定位及主要

发展思路、重大科技问题凝练、队伍和制度与文化建设等方面提出建议。 

4月 20日，国家重点基础研究发展计划（973计划）和国家重大科学研究计

划 2011 年项目启动会在北京召开，以生物物理研究所为依托单位的 3 个项目获

得科技部批准，正式立项启动。这三个项目分别是：以常文瑞院士为首席科学家

的‚光合作用与‘人工叶片’‛；以张凯研究员为首席科学家的‚重要生命活动中

关键膜蛋白及蛋白质复合物的结构与功能研究‛；以李雪梅研究员为首席科学家

助理的‚重要生理功能和重大疾病相关蛋白质研究公共资源库建设‛。此外，生

物物理研究所引进的‚千人计划‛海外人才张荣光研究员担任首席科学家的‚基

于上海同步辐射光源的结构生物学技术和方法研究‛也同期启动。 

4月 24日，中国科学院感染免疫重点实验室 2011年度学术年会暨学术委员

会第二次会议在中国科学院生物物理研究所召开，学术委员会成员饶子和院士、

王大成院士、耿运琪教授、陈新文研究员，院生物局王丽萍处长，依托单位生物

物理研究所许瑞明副所长以及科技处孙命处长等出席会议。 

4 月 28 日下午，生物物理研究所研究生会主席团换届选举大会在所图书馆

举行。本次大会选举产生了研究生会新一届主席团，由陈艳担任主席，官小涛担

任常务副主席，苏涛、伍云飞担任主席团成员。 

4 月 28 日，北京市科学技术奖励大会在北京会议中心隆重举行。刘淇等北

京市市委、市政府主要领导出席大会并为获奖代表颁奖。生物物理研究所范祖森

研究员主持完成的‚免疫活性细胞清除肿瘤的效应机理‛荣获北京市科学技术奖

三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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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科技部对 2005、2006 年度批准立项的 973 计划项目研究任务进行结题验

收，由陈霖院士领衔主持的 973研究计划‚特征捆绑和不变性知觉的脑认知功能

成像‛（2005年立项）经专家组一致认可，在‚人口与健康领域‛综合评比中获

优并位列第一。由高光侠研究员与武汉大学舒红兵教授共同首席的 973项目‚感

染与免疫的研究基础‛（2006年立项）获得‚重要传染病基础研究专题‛类优秀

第一名的好成绩。 

4月，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发布了《2010年享受政府特殊津贴人员名单》，

生物物理研究所江涛研究员与范祖森研究员被批准享受 2010年政府特殊津贴。 

五月 

5月 4日，英国《生物化学杂志》（Biochemical Journal）中国编辑部成立

大会在生物物理研究所召开，徐涛所长主持大会，Biochemical Journal 杂志主

编 Professor Peter Shepherd，英国生化协会的代表 Pauline Starley、Kerry 

Cole、Adam Marshall 以及各个科学领域的专家学者到会。 

5月 17日下午，北京市人民政府侨务办公室副主任李纲、副巡视员史立臣、

侨政处副处长刘云艳等一行四人莅临生物物理研究所调研侨务工作并为 11 位研

究员颁发归侨证件。    

5 月 18 日，安捷伦科技公司董事长 James G. Cullen 先生和总裁兼首席执

行官邵律文（William P. Sullivan）先生率领董事会全体成员访问了生物物理

研究所，副所长赫荣乔、国际合作与交流处张蕾处长、蛋白质组学技术实验室质

谱首席技术专家杨福全研究员和冯巍研究员等接待了来宾。 

5 月 19 日下午，中科院重大科研装备研制项目‚9.4T 超高场代谢成像磁共

振系统研制‛项目领导小组会议在生物物理研究所召开，中科院秘书长邓麦村带

领院计划财务局副局长曹凝、院生命科学与生物技术局副局长苏荣辉以及杨为进

处长、许航副处长来到项目组认真听取了项目进展汇报。   

5 月 25 日上午，中国科技会堂举行第五组‚中国现代科学家‛纪念邮票首

发式，发行了生物物理学家贝时璋等人的纪念邮票。第五组《中国现代科学家》

纪念邮票一套 4枚，此次入选的 4位科学家分别是：生物物理学家贝时璋，应用

力学、航天与系统工程学家钱学森，石油化工学家侯祥麟和核物理学家钱三强。 

5 月 27 日上午，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校长 Dr. Amy Gutmann 一行访问生物

物理研究所，与中科院签署了合作备忘录，并与研究所签属合作框架协议成立脑

成像联合研究中心，中科院李家洋副院长、生物物理研究所赫荣乔副所长、院国

际合作局曹京华副局长、院生命科学与生物技术局段子渊主任、陈霖院士、郭爱

克院士、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生命科学院院长田志刚等出席了签字仪式。李家洋副

院长、赫荣乔副所长分别代表中科院、生物物理研究所与美方签署了协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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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生物物理研究所客座研究员和海外创新团队成员、生物大分子国家重

点实验室杨福愉组屠亚平博士在美荣获美国哮喘学会‚哮喘研究创新建议奖‛。 

六月 

6 月 12 日， Nature Structural & Molecular Biology 在线发表了中国科

学院生物物理所国家‚千人计划‛人才吴瑛课题组及其合作团队关于 TDP-43 基

因突变导致其蛋白质聚集并产生神经毒性的研究论文（An ALS-associated 

mutation affecting TDP-43 enhances protein aggregation, fibril formation 

and neurotoxicity）。这项工作是与协和医科院基础所沈岩－许琪课题组以及中

国科学院纳米中心王琛课题组等合作完成的，并得到了科技部 973 计划和中国科

学院的资助。 

6月 14日，在以色列驻华大使 Mr. Amos Nadai 及大使馆工作人员陪同下，

以色列籍女科学家、2009年诺贝尔化学奖获得者 Ada Yonath教授来到生物物理

研究所进行学术访问，中科院李家洋副院长、院国际合作局邱华盛副局长、院国

际合作局亚非处孙辉副处长、生物物理所许瑞明副所长等与来宾进行了会谈，随

后 Ada Yonath 教授在中科院蛋白质科学研究中心大楼 9501会议室作题为‚From 

Basic Science to Improved Ribosomal Antibiotic‛的学术报告，报告会听众

达 160多人。 

6月 14日下午，英国医学研究理事会功能基因组研究所（Medical Research 

Council Functional Genomics Unit，简称 FGU）代表团访问生物物理研究所，

此行人员包括所长 Dame Kay Davies 教授、副所长兼项目负责人 Chris Ponting

教授、FGU 项目负责人 Ji-Long Liu博士以及英国研究理事会驻中国办公室主任

Grace Lang女士、活动项目主管 Jing Cai 女士。 

6 月 15 日，在两篇《自然》论文报道‚雄凹耳蛙有超声通讯能力‛和‚雌

凹耳蛙叫声诱发雄蛙非凡趋声行为‛之后，《自然-通讯》发表题为‚超声蛙听觉

频率灵敏度显示非同寻常的性别差异‛一文，特别报道了‚雌蛙对超声没有反应‛

这项重要成果，该文的第一作者和通讯作者为生物物理研究所的沈钧贤研究员。

研究表明，作为通讯方式之一，仅雄凹耳蛙进化了超声听觉。 

6月 17日下午，生物物理研究所‚学党史、增党性，忆所史、勇创新‛——

庆祝建党九十周年‚党史、所史‛知识竞赛在中科院蛋白质科学中心大楼 9501

会议室隆重举行。此次竞赛活动是研究所‚在党旗下成长‛——庆祝建党 90 周

年系列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由党委办公室、所工会、研究生党总支、所团委主

办，研究生会具体承办。 

6 月 21 日，北京市实验动物管理办公室组织专家验收组对生物物理研究所

普通级大动物室进行了‚实验动物使用许可‛现场验收，经过专家组闭门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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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意生物物理研究所大动物实验室通过验收，可以获得实验动物普通级大动物使

用许可证。 

6月，因为有序的组织和出色的表现，生物物理研究所获得中国科学院京区

党委颁发的中国科学院京区庆祝建党 90周年红歌演唱会优秀组织奖。 

6月 29日，《神经科学杂志》（The Journal of Neuroscience）发表了中科

院生物物理研究所脑与认知国家重点实验室袁增强研究组有关 c-Abl-MST1 信号

通 路 介 导 的 氧 化 压 力 条 件 下 的 神 经 细 胞 凋 亡 的 最 新 研 究 成 果

（http://www.jneurosci.org/content/31/26/9611.long）。该项工作由博士研

究生肖磊等在袁增强研究员的指导下完成。 

在中国共产党建党 90 周年前夕，中国科学院工会召开了‚党工共建创先争

优‛表彰大会，对 15 个先进集体进行了表彰，生物物理研究所工会荣获‚党工

共建创先争优‛先进基层工会组织光荣称号。 

6月 30日，以学习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二卷（1949-1978）为主题的生物物理

研究所 2011 年度第二次中心组学习暨庆祝建党九十周年座谈会于在中科院蛋白

质科学中心 9408会议室举行。 

七月 

7月 1日上午 9时，生物物理研究所党政领导班子成员、党委委员及党员代

表 250 余人冒着滂沱大雨，在研究所报告厅隆重集会，共同庆祝党的 90 华诞。

参加大会的还有梁栋材院士、杨福愉院士、王大成院士和陈润生院士，会议由党

委副书记龚为民同志主持。党委书记杨星科同志首先致词，徐涛所长代表所务会

做‚创新 2020‛动员报告。随后，大会举行了‚创先争优先进党支部、优秀共

产党员、优秀党务工作者‛颁奖仪式，并为‚在党旗下成长‛为主题的征文活动

中的获奖人员及获奖组织单位颁奖，之后由党委委员仓怀兴同志领誓举行了新党

员入党宣誓仪式。最后，在嘹亮的《国际歌》声中，大会圆满闭幕。 

7月 4日，Oncogene 杂志在线发表了生物物理研究所阎锡蕴研究组的最新研

究成果，该文章题为‚Recognition of CD146 as an ERM-binding protein offers 

novel mechanisms for melanoma cell migration‛，报道了细胞粘附分子 CD146

促进肿瘤细胞运动的分子机制。 

7 月 5 日上午在生物物理研究所中国科学院蛋白质科学中心 9408 会议室举

行了中国科学院外籍专家特聘研究员证书的正式授予仪式，生物物理所所长徐涛

研究员代表中科院向美国科学院院士，McGovern 脑研究所所长 Robert Desimone

教授颁发证书，他的主要工作计划是与陈霖教授及其团队进行合作研究，利用皮

层电记录的方式来进行视觉注意的神经机制研究。 

7月 19日，科技部发布了 2011年生物科学领域和医学科学领域国家重点实

http://www.jneurosci.org/content/31/26/9611.lo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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验室评估结果，依托生物物理研究所建设的生物大分子国家重点实验室、脑与认

知科学国家重点实验室分别在生物科学、医学科学领域中被评为优秀，这是继五

年前（2006 年）上一轮生命科学领域国家重点实验室评估中两个实验室双双获

得优秀后的又一次‚双优‛。本次生物科学领域参评实验室 30个，其中 7个被评

为优秀。 

7 月 19 日，生物物理研究所党委召开会议，组织学习了胡锦涛总书记在庆

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90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 

7 月 21 日，著名杂志《PLoS Pathogens》发表了生物物理研究所饶子和院

士研究组的李雪梅研究员与美国辛辛那提儿童病医院医学中心 Xi Jiang 教授研

究组的共同研究成果，题为‚Crystallography of a Lewis-Binding Norovirus, 

Elucidation of Strain-Specificity to the Polymorphic Human Histo-Blood 

Group Antigens‛，阐述和探讨了诺罗病毒与 Lewis 型人类组织血型抗原受体

（HBGAs）结合特异性的结构基础与分子机制。 

7月 22日至 23 日，生物大分子国家重点实验室 2011年度夏季 PI学术研讨

会在海滨城市大连召开，实验室名誉主任梁栋材院士、杨福愉院士，学术委员会

主任王志珍院士，委员郭爱克院士、林其谁院士、隋森芳院士、王大成院士、李

林研究员、于军研究员、秦志海研究员、徐涛研究员、许瑞明研究员，以及实验

室研究组长、学术骨干、平台技术专家、研究所职能部门负责人等共计一百余人

出席了这次会议。会议还特邀了 IUPAB 主席 Kuniaki Nagayama 教授、生物物理

研究所副所长赫荣乔研究员。此外，结构生物学海外团队、感染与免疫海外团队

成员也参加会议。 

7月，中国科学院生物物理研究所脑与认知科学国家重点实验室赫荣乔研究

组在蛋白质的硝基化修饰方面取得了进展，并在 J Mol Cell Biol 上发表了该项

研究成果。刘延英博士后在站期间，发现硝基化可以导致 a-synuclein 错误折叠，

形成具有神经细胞毒性的聚集物。该成果阐释了硝基化 a-synuclein 错误折叠聚

积产物引起细胞死亡的分子机制，为突触核蛋白相关神经退行性疾病的研究提供

了新的思路。 

7月，生物物理研究所朱明昭研究员和‚千人计划‛傅阳心教授的研究结果

发表于最近一期的 Journal of Immunology，该研究发现 TNF 超家族分子 LIGHT

对于炎症反应中淋巴细胞和树突状细胞从外周向引流淋巴结的迁移至关重要，

LIGHT 分子的这一作用是通过其受体淋巴毒素 beta 受体（LTbetaR），上调血管

和淋巴管表达的粘附因子或趋化因子而完成的。该研究揭示了炎症反应过程中细

胞迁移和淋巴结重塑变化的新的分子机制和细胞机制，为进一步探索感染、肿瘤

等病理过程中淋巴结的形态和结构变化及其在免疫应答中的作用，奠定了基础。 

http://sourcedb.cas.cn/sourcedb_ibp_cas/cn/ibpexport/200904/t20090403_45215.html
http://sourcedb.cas.cn/sourcedb_ibp_cas/cn/ibpexport/200904/t20090403_45215.html
http://sourcedb.cas.cn/sourcedb_ibp_cas/cn/ibpexport/200904/t20090403_45233.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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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月 

8月，中国科学院政研会公布‚中科院 2008-2010年度优秀研究成果评选‛

活动结果，生物物理研究所所陈长杰、杨星科同志撰写的《以绩效管理为重点，

深入推进研究所管理创新》一文荣获研究成果二等奖；陈长杰、翟涛同志撰写的

《问责制与执行力的关系研究》一文荣获研究成果三等奖。  

8月 24日至 27 日，中国科学院生物物理研究所‚怀柔八期‛新员工入职培

训圆满举行，这是自 2004年‚怀柔一期‛以来成功举办的第八次培训，所领导、

相关部门负责人和 56名新入职员工一起参与了本年度培训。 

8 月 29 日，《美国科学院院刊》（PNAS）在线发表了中国科学院生物物理研

究所高光侠研究组关于宿主抗 HIV 研究的最新成果‚Zinc-finger antiviral 

protein inhibits HIV-1 infection by selectively targeting multiply 

spliced viral mRNAs for degradation‛。锌指抗病毒蛋白 ZAP 特异性地靶向

多剪接的病毒 mRNA，并招募细胞内 RNA降解机器降解病毒 mRNA，从而抑制 HIV-1

病毒的复制。 

8 月 31 日上午，生物物理研究所组织全体副高以上科研骨干、副处以上中

层干部，以及各党总支书记、党支部书记、所工会职代会主席团成员、各工会分

会主席等百余人参加了 2011 年院党组夏季扩大会议精神传达会。徐涛所长出席

并重点传达了白春礼院长的重要讲话，龚为民副所长、朱美玉副所长、许瑞明副

所长参加传达会。 

九月 

9月 7日上午，生物物理研究所党委中心组学习扩大会特邀院党组成员、中

央纪委驻院纪检组组长李志刚同志在中科院蛋白质科学研究中心大楼 9501 会议

室作题为《形势·责任·挑战》的反腐倡廉专题报告。所党政领导班子成员、所

长助理、各总支和支部书记、支委及广大党员代表、各课题组长、机关各部门干

部、职工共百余人参加了会议。党委委员赫荣乔副所长主持会议。 

9月 8日，‚江苏省人民医院—中科院生物物理所干细胞临床应用学术研讨

会‛在南京召开，生物物理所姬广聚、袁增强、马跃等干细胞专家以及所地合作

处董先智、李明出席了研讨会并做报告，有关领导及专家 50余人参加了研讨会。 

9月 16日，九三学社生物物理研究所支社成立暨 2010年度九三学社北京市

委优秀社员颁奖会议在生物物理研究所隆重召开。全国政协副主席、九三学社中

央副主席、中科院院士王志珍研究员，九三学社中科院主委张钟宁研究员，生物

物理研究所副书记、副所长龚为民研究员，生物物理研究所副所长赫荣乔研究员、

原九三学社主委齐鸿雁研究员以及研究所党办负责同志和支社新老社员出席了

http://sourcedb.cas.cn/sourcedb_ibp_cas/cn/ibpexport/200904/t20090403_45257.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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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议。九三学社生物物理研究所支社主委范祖森研究员主持会议。   

9 月 19 日上午，院党组成员、副秘书长何岩同志带队到生物物理研究所，

宣布了研究所党委班子调整的通知。院办公厅主任李婷、北京分院党组常务副书

记马扬、院机关党委常务副书记陈光以及人教局、北京分院有关同志到会，研究

所领导班子成员、党委委员、纪委委员、党支部书记、机关副处以上干部，科技

骨干、职工代表（职代会常委、民主党派代表、离退休干部代表）等出席了会议，

会议由马扬同志主持。陈光同志宣读了院党组关于调整生物物理研究所党委班子

的有关通知，院党组已于今年 7 月 29 日任命杨星科同志为西安分院党组书记，

他不再担任生物物理研究所党委书记职务；汪洪岩同志任生物物理研究所党委副

书记（主持工作）、生物物理研究所副所长（任期至本届班子届满）。 

9 月 20 日，中国科学院爱因斯坦讲席教授、德国维尔茨堡大学神经生物学

家 Martin Heisenberg 在中科院生物物理所图书馆二楼报告厅作题为 The Fly 

Drosophila - its Brain and its Self 的学术报告，刘力研究员担任报告主持

人。 

9月 28日，生物物理研究所 2011年度第三次中心组学习活动召开，汪洪岩

副书记主持会议，徐涛所长与赫荣乔副所长作主题发言。 

十月 

10 月 20日下午，科技部副部长陈小娅、基础司副司长崔拓等一行莅临中国

科学院生物物理研究所，就蛋白质科学国家实验室的筹建工作进行调研。中科院

计财局副局长曹凝、科研基地处侯宏飞副处长陪同调研。陈部长一行在徐涛所长、

蛋白质科学国家实验室（筹）主任许瑞明等所领导的陪同下首先参观了

TitanKrois300KV 透射电镜及 Orbitrap 高分辨率质谱等蛋白质科学研究平台设

施建设的成果，参观了蛋白质科学国家实验室（筹）许瑞明团队，并与所领导、

院士和科学家代表进行了座谈。陈小娅副部长肯定了生物物理研究所的辉煌历史

与优良传统，对目前取得的成绩和进行的科技创新探索及体制机制改革给予了积

极评价，并就如何推进下一步工作提出了意见和建议。 

10 月 20日，北京生命科学研究院生命科学仪器技术创新中心精密加工中心

（以下简称‚中心‛）揭牌和开工仪式在生物物理研究所举行，中科院北京生命

科学研究院院长康乐，中科院计划财务局副局长曹凝、科技条件处主管张红松，

北京生命科学研究院综合处及条件支撑处主管李柳，以及来自兄弟单位的 20 余

位领导和专家学者出席了此次仪式。生物物理所所长徐涛研究员主持了此次仪

式。 

10 月 21 日，国际著名免疫学杂志《Immunological Reviews》在线发表了

美国芝加哥大学、中科院生物物理研究所‚千人计划‛傅阳心教授和‚百人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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划‛朱明昭研究员联合署名的特邀综述文章《The role of core TNF/LIGHT 

family members in lymph node homeostasis and remodeling》。 

10 月 28日，应生物物理研究所许瑞明研究员的邀请，2009年诺贝尔化学奖

得主 Thomas A. Steitz 和 Venkatraman Ramakrishnan 在中科院蛋白质科学研

究中心分别作题为‚My pathway to understanding the structure and function 

of the ribosome and the Nobel Banquet‛ 和  ‚From Chidambaram to 

Cambridge‛的报告，报告由许瑞明研究员主持。 

10 月 29日上午，中国科学院非编码核酸重点实验室成立启动仪式在生物物

理研究所隆重举行，中国医学科学院基础医学研究所强伯勤院士、中国科学技术

大学施蕴渝院士、中国科学院生物物理研究所陈润生院士、美国加州大学圣地亚

歌分校付向东教授；科技部基础司张先恩司长，中科院生命科学与生物技术局王

丽萍处长、刘杰处长、许航副处长；生物物理研究所徐涛所长、许瑞明副所长，

来自上海生科院生化细胞所和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等的专家；以及非编码核酸实验

室全体师生一百五十多人济济一堂，共同见证了重点实验室这一历史时刻。启动

会由实验室主任龚为民研究员主持。 

10 月 30日下午，中国生物物理学会成立三十周年庆祝活动在北京国家会议

中心隆重举行。中国科协副主席、书记处书记程东红，中国药学会理事长杜冠华、

中国病理生理学会理事长吴立玲等八个兄弟学会的领导，以及梁栋材院士、饶子

和院士等生物物理学会历届及现任领导，生物物理研究所领导和学会代表近百人

参会。会议由学会副理事长、生物物理研究所所长徐涛主持。 

10 月 30日至 11月 3日，第 17届国际生物物理大会在北京国家会议中心隆

重召开，这是该大会自 1961 年设立以来首次在中国举办。国际生物物理大会是

全球生物物理科学领域最大规模、最具影响力的学术盛会，本届大会由国际生物

物理联合会(IUPAB)主办，中国生物物理学会和中国科学院生物物理研究所共同

承办，历时 5 天。本次大会的显著特点是参与国家广泛，大会代表来自 41 个国

家和地区，海外代表 600余人。大会围绕着膜蛋白结构、纳米生物物理、蛋白质

合成、脑成像与认知科学、生物能源与光合作用、自由基与人类健康等专题组织

了 31个学术研讨会、3个卫星会议和 3个专题讨论会。 

十一月 

11 月 1 日早晨 5 时 58 分，‚神舟八号‛携带着中国及德国科学家的 17 项

空间生命科学实验项目的样品，肩负着与‚天宫一号‛的对接任务，顺利发射升

空，由中国科学院生物物理研究所仓怀兴研究员负责的‚空间生物大分子组装与

应用研究‛项目也在其列。‚空间生物大分子组装与应用研究‛项目经过 5年的

努力，不仅研制出先进的、具有我国特色的高通量无源式毛细管结晶室，而且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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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外科学家的研究中筛选出 14 种重要蛋白质样品(复合物)。发射当天，白春

礼院长代表院党组，向生物物理研究所等参加此次任务的单位发来贺信，祝贺发

射任务圆满成功，并向参研参试人员表示诚挚的慰问。 

11 月 2日晚间，国际纯粹与应用生物物理联合会（International Union for 

Pure and Applied Biophysics,简称 IUPAB）代表大会在北京国家会议中心举行，

中国生物物理学会理事长饶子和院士成功当选 IUPAB候任主席（2014-2017），成

为该组织自 1961年成立以来的首位华人主席。 

11 月 8 日零时，北京市各区县人大代表换届选举投票工作正式启动。作为

朝阳区奥运村地区中部选区的投票站工作单位，生物物理研究所投票工作依法有

序进行，验证、发票、解说、写票、投票、统计各流程秩序井然，全所登记的

697 名选民积极参与投票、行使民主权利，689 名选民参加投票，参选率高达

98.9%。 

11 月 9 日，生物物理研究所‚2011 年研究生教育研讨会‛在中科院蛋白质

科学研究中心大楼 9501 会议室成功召开。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副院长马石庄、

王颖作主题报告，生物物理所所长徐涛，党委副书记汪洪岩，副所长赫荣乔、龚

为民、许瑞明和近 50 名研究生导师参加，共同探讨研究生教育的现状及未来发

展。会议由副所长龚为民研究员和所长助理、党委委员刘力研究员主持。 

11 月 9 日下午，以京区党委副书记肖建春为组长的分院考评小组对生物物

理所近两年反腐倡廉工作进行了现场考核和民主测评。考评大会由肖建春主持，

生物物理所领导班子成员、党委委员、纪委委员，各研究室和实验室正、副主任、

课题组长等科研骨干，以及研究所管理和支撑部门正、副处长（主任），党支部

书记，职工代表大会代表约 80 余人参加了会议。党委副书记汪洪岩代表所领导

班子向大会报告了研究所开展反腐倡廉工作的情况。 

11 月 11 日，应生物物理研究所徐涛所长的邀请，《Nature Protocols》杂

志编辑主任 Katharine Barnes 博士来访，并在中国科学院蛋白质科学中心大楼

9501会议室做了题为‚Methods and Protocols at Nature Publishing Group‛

的报告。报告会由杨福全研究员主持，生物物理所刘平生研究员、杭海英研究员、

李国红研究员、冯巍研究员以及研究生参加了报告会。 

11 月 12 日至 16 日，生物物理研究所马跃研究员再次获邀，参加由美国心

脏协会（American Heart Association, AHA）举办的 2011年科学年会，并在大

会上作为最佳研究成果进行特邀展示。基于该进展的创新性及前沿性，该进展被

评为美国干细胞协会‚2011年基础心脏科学最佳研究成果‛。 

11 月 13日，世界技术评估中心（World Technology Evaluation Center，

WTEC) 干细胞工程研究小组访问生物物理研究所，包括 WTEC 执行副总裁 Fran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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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uband博士、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生物医学工程项目董事 Semahat Demir 博士、

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生物医学工程项目副董事 Kaiming Ye 博士、美国威斯康星

大学 Sean Palecek 教授及亚洲科技咨询公司闫井夫分析师等。访问生物物理研

究所期间，干细胞研究小组对马跃研究员进行了特别专访，同时李国红研究员也

应邀出席了此次访问。 

11 月 16 日至 17 日，由中国科学院规划战略局组织的‚中国科学院第六次

文献情报工作会议‛在北京九华山庄召开，生物物理研究所图书馆团队荣获‚中

国科学院文献情报工作创新服务优秀团队‛奖，图书信息室主任向桂林同志荣获

‚中国科学院文献情报工作创新服务优秀个人‛。 

2011 年中央人才工作协调小组批准通过了《青年海外高层次人才引进工作

细则》，‚青年千人计划‛正式启动实施。经过严格的评审和激烈的竞争，海外

高层次人才引进工作专项办公室公布了 143 人入选国家首批‚青年千人计划‛，

生命科学领域的入选者总共为 28 人，生物物理研究所有欧光朔、柳振峰、王晓

群、侯百东 4名学者入选。 

11 月 18日，由中国免疫学会感染免疫分会、中国科学院感染与免疫重点实

验室（CASKLII）、澳大利亚国立大学联合主办的第五届感染与免疫学国际研讨会

（ISII2011）在福建省厦门市顺利召开，来自中国大陆与港台地区，美国、澳大

利亚的资深病毒免疫学家共做了 16场精彩的学术报告。大会议程分为粘膜免疫、

免疫细胞的转录和信号转导、免疫应答和感染调节三个部分。 

11 月 21日，第八届中日联合实验室的研讨会在中国科学院生物物理研究所

蛋白质大楼召开，本次研讨会主题为‚Pathogenesis, Gene Regulation and 

Signal Transduction‛，隶属中日联合项目的中科院生物物理研究所松田善卫

组、秦志海组、阎锡蕴组及中科院微生物所石田尚臣组、刘文军组、高斌组的学

生和研究人员，生物物理研究所国际合作与交流处人员，以及日本驻中国大使馆

官员出席会议，来自东京大学医科学研究所的专家教授及青年学者二十多人和其

他对本次研讨会感兴趣的学生和工作人员参会。本次研讨会由生物物理研究所主

办，松田善卫担任主持。 

11 月 30日，中国认知科学学会成立大会暨第一次全国会员代表大会在中国

科技会堂隆重举行，这标志着中国认知科学领域的首个全国性一级学会组织正式

成立。中国科协党组成员，学会学术部部长沈爱民等出席会议。学会主席团成员、

来自全国各大院校、中科院各研究所、军事医学院以及各大医院等 30 余个单位

的近 200 名代表参加此次会议。会上，陈霖院士当选为中国认知科学学会第一届

理事会理事长。 

11 月，国际著名期刊 Nature Structural & Molecular Biology 发表了中

http://sourcedb.cas.cn/sourcedb_ibp_cas/cn/ibpexport/200904/t20090403_45243.html
http://sourcedb.cas.cn/sourcedb_ibp_cas/cn/ibpexport/200910/t20091012_2543245.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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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科学院生物物理所王大成院士研究组和江涛研究组合作完成的研究成果——

与神经退行性疾病相关的重要蛋白 Aprataxin同源物 Hnt3 与 DNA复合物的晶体

结构研究 (Crystal structures of aprataxin ortholog Hnt3 reveal the 

mechanism for reversal of 5′-adenylated DNA, Nature Structural & 

Molecular Biology 18, 1297–1299, 2011)。 

11 月，晶体学国际权威杂志 Acta Crystallographica Section A 在线发表

了中国科学院生物物理研究所刘志杰课题组题为‚A multi-dataset 

data-collection strategy produces better diffraction data‛的研究论文。

文章报道了生物大分子晶体衍射数据收集的一种新方法，该课题组的研究人员和

他 们 的 合 作 者 用 理 论 推 演 和 实 验 检 测 均 证 明 这 种 被 他 们 命 名 为

MDS(Multi-DataSet)的数据收集方法在相同 X-射线照射剂量下获得的衍射数据

质量优于使用传统方法得到的数据质量。 

十二月 

12 月 1 日下午，主题为‚坚持以人为本创新为民理念，发扬密切联系群众

优良作风‛的生物物理所 2011 年度党员领导干部民主生活会顺利召开。会议由

党委副书记汪洪岩同志主持。院党组成员、副秘书长何岩同志作为定点联系生物

物理所的院领导莅临会议，京区党委副书记隋红建、统战部部长李浩然、组织员

李利军等出席。生物物理研究所党政班子成员，以及党委委员、纪委委员、党总

支书记代表参加会议。 

12 月 2 日上午，首都医科大学代表团一行二十余人到生物大分子国家重点

实验室进行交流访问。首都医科大学代表团由该校科研处龚树生处长带队，代表

团成员为首都医科大学各附属医院科研处负责人、各重点实验室负责人。生物物

理研究所孙命所长助理、科技处王天宇副处长、生物大分子国家重点实验室张凯

副主任、陈畅副主任，脑与认知科学国家重点实验室卓彦副主任，以及 PI 代表

接待了访问团。 

12 月 5 日，Proceedings of the 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 (PNAS)

杂志在线发表了生物物理研究所许瑞明、龚为民、刘迎芳研究组以及遗传发育所

鲍时来课题组合作的最新研究成果，该文章题为‚Structural Insights into 

Protein Arginine Symmetric Dimethylation by PRMT5‛。 

12 月 7 日下午，生物物理研究所召开了实验室主任工作会议，参会人员主

要有研究所所务会成员，包括徐涛所长、汪洪岩副书记、朱美玉副所长、许瑞明

副所长、高光侠所长助理、孙命所长助理；研究所各实验室主任、副主任；以及

研究所‚十二五‛规划编写小组成员。各重点实验室秘书也列席了会议。 

12 月 13日下午，生物物理研究所召开了管理和学术支撑部门年度工作交流

http://sourcedb.cas.cn/sourcedb_ibp_cas/cn/ibpexport/200904/t20090403_45260.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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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所领导、党委委员、院士代表、各重点实验室正副主任、职工代表、民主党

派代表、管理和学术支撑部门工作人员等 40 余人参加本次交流会。会议由党委

副书记汪洪岩主持，各部门负责人分别在此次会议上代表本部门作年度工作汇

报。工作交流结束后，评议委员还进行了中层干部年度考核。 

12 月 14 日，北京市人民政府在网上发布《关于 2010 年度北京市科学技术

奖励的决定》，生物物理研究所阎锡蕴、刘迎芳研究组成果双双荣获‚2010年北

京市科学技术奖‛一等奖。阎锡蕴研究组的‚磁性纳米材料新功能的发现及应

用‛和刘迎芳研究组的‚禽流感病毒 RNA 聚合酶 PA 亚基的结构生物学研究‛科

研成果，均被授予 2010 年北京市科学技术奖一等奖，两项成果的第一完成单位

皆为生物物理研究所。2010年度共有 29 项科技成果被授予北京市科学技术奖一

等奖，之中只有 3 项属于基础研究类，生物物理研究所的两项成果即位列其中。 

12 月 19日，生物物理研究所召开了第七届工会第六届职代会第四次全体会

议，会期一天，来自 10 个代表组的职工代表和大会特邀的所领导、党委委员、

纪委委员、职能部门负责人、支部书记、妇委会、团委、学生会、离退休人员代

表 80 人出席了大会。会议分别由所党委副书记、工会职代会主席汪洪岩和工会

职代会副主席阎锡蕴主持。 

12 月 18日，中国科学院生物物理研究所青年论坛之人文论坛在洼里乡博物

馆成功举办。院青联主席、所长徐涛，党委副书记汪洪岩，副所长赫荣乔，研究

生部主任刘勤瑞以及来自全所的 60 余名青年职工和学生参加了本次论坛，论坛

分别由所青联委员会汪会盛、孙飞、翟涛主持。 

12 月 20日，第十四届中国留学人员广州科技交流会开幕，中共中央政治局

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组部部长李源潮参加了上午举行的第三批海外高层次

人才创新创业基地授牌仪式。在此仪式上，中国科学院生物物理研究所赫荣乔副

所长代表该所接受了海外高层次人才创新创业基地的匾牌，生物物理研究所正式

成为国家第三批 45 家海外高层次人才创新创业基地之一，也是此批人才基地当

中唯一人选的中科院单位。 

12 月 21 日，中国科学院生物物理研究所-广东省结核病控制中心结核病研

究联合中心学术年会在广州举办。出席本次会议的领导有科技部基础司张先恩司

长、广东省卫生厅副厅长黄飞、广东省科技厅副厅长钟小平、中国科学院生物物

理所副所长朱美玉、广东省结核病控制中心主任钟球以及来自中山大学、暨南大

学的领导和教授，广东省防痨协会、广州、深圳、佛山、东莞、江门等地/市的

结核病防治专业机构领导、专家及研究骨干共一百多名。本次学术年会由广东省

结核病控制中心副主任周琳主持。 

12 月 23日上午，‚2011年度生物物理研究所研发 PI研讨会‛在小报告厅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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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所属全体研发 PI及师生代表 20余人参加了会议，龚为民、朱美玉、高光侠

等所领导和仓怀兴、梁伟、刘平生、杨福全等特邀专家也出席了会议。 

12 月 23日，来自徐涛、孙飞、朱平、苗龙、冯巍等研究组和科学研究平台

生物成像技术实验室的研究人员在中科院蛋白质科学研究中心大楼 9501 会议室

召开了第三次生物成像论坛，这是继生物成像中心论坛系列活动机制形成以来的

第三次大规模学术交流活动，包括以上课题组在内的共约 70 余人参加了此次论

坛。本次论坛由孙飞组和生物成像技术实验室共同主办，为期 1 天。论坛由学术

报告和生物成像实验室成员的工作汇报两部分组成，学术报告共分为超高分辨光

学成像、新成果交流、仪器设备研制、三维重构四个主题。本次论坛涵盖病毒、

细胞骨架与细胞极性、染色体与表观遗传、囊泡运输与蛋白质分选等多个关键生

物学问题，同时还涉及透射电镜相位板研制、切片自动收集装臵研发等仪器自主

创新问题。 

12 月 26日，中国科学院与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胸科医院联合年会即第三

届中国科学院—北京胸科医院结核病学术研讨会在中国科学院生物物理研究所

9501 会议室成功召开。此次会议由中国科学院生物物理研究所主办，中科院生

物物理所非编码核酸重点实验室承办。来自中国科学院生命科学与生物技术局、

北京胸科医院、中国科学院微生物研究所、中国科学院武汉物理与数学研究所、

中国科学院广州生物医药与健康研究院、中国科学院武汉病毒研究所和中国科学

技术大学等多家单位的领导、课题负责人、专家及师生出席了会议。 

12 月 30日，《美国科学院院刊》（PNAS）在线发表中国科学院生物物理研究

所阎锡蕴课题组的最新研究成果，标题为‚CD146, a epithelial-mesenchymal 

transition inducer, is associated with triple-negative breast cancer‛。

该项研究首次报道细胞黏附分子 CD146促进乳腺癌进展的新机制。 

12 月 30日，中国科学院北京生命科学研究院免疫与健康联合研究中心 2011

年学术年会于在生物物理研究所顺利召开。北京生科院院长康乐院士、微生物研

究所田波院士和方荣祥院士、生物物理所副所长龚为民、生物局生物医学处副处

长沈毅、生物物理所科技处处长孙命等嘉宾出席了会议。年会特邀北京生命科学

研究所周俭民资深研究员作植物先天免疫与病原细菌效应蛋白作用机理的特邀

报。来自生物物理所、动物所、微生物所以及北京生命科学研究所等单位的几十

位病毒学和免疫学专家以及百余位科研人员和研究生参加了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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