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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 况 简 介 

中国科学院生物物理研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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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研究所的定位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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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酸生物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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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 2020 年，争取进入国际一流研究所行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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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创并推动了我国细胞生物学、放射生物学、

宇宙生物学、酶学、结构生物学、膜生物学、神经生物学、生物控制论和生物物

理工程技术等学科的研究和发展，造就了一批优秀科学家，取得了一批高水平研

究成果，开发了一批高技术产品，孵化和创办了数家高技术公司，创造了良好的

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为国家生命科学事业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生物物理所现有在职职工592人，其中中国科学院院士11人，发展中国家科

学院院士5人，国家“万人计划-创新领军人才”入选者5人，国家“万人计划-青年拔

尖人才”入选者2人，国家“千人计划”入选者9人，“青年千人计划”入选者11人，

国家“杰出青年基金”获得者21人，中国科学院“百人计划”入选者37人，国家“万

人计划-重点领域创新团队”1个。我所职工在36个国际组织中担任43个职位，在

72个国际期刊中担任96个职位，外籍学者23人，其中10人为客座教授。2011年，

被中组部授予国家海外高层次人才创新创业基地；2014年，被科技部授予第二批

国家创新人才培养示范基地。 

近年来，研究所在蛋白质科学、脑与认知科学、感染与免疫、核酸生物学、

蛋白质与多肽药物等学科领域取得了一系列重要研究成果。生物物理所现拥有生

物大分子、脑与认知科学两个国家重点实验室，感染与免疫、核酸生物学两个中

国科学院重点实验室，以及蛋白质与多肽药物、交叉科学两个所重点实验室；其

中，核酸生物学、蛋白质与多肽药物和交叉科学重点实验室已分别获批挂牌成立

“非编码核酸北京市重点实验室”、“北京市生物大分子药物转化工程技术中心”和

“北京市生物医学分子检测工程技术研究中心”。2006年12月，经科技部批准，依

托生物物理所筹建蛋白质科学国家实验室。 

中科院蛋白质科学研究平台和北京磁共振脑成像中心依托研究所建设，为科

研提供完备的公共技术支撑，同时开展实验方法学和实验技术创新研究，并面向

社会开放共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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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物理所是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批准的博士、硕士学位授予权单位之一，现

有生物物理学、生物化学与分子生物学、细胞生物学、神经生物学、认知神经科

学、生物信息学 6 个二级学科硕士、博士培养点；生物工程、免疫学 2 个硕士培

养点，在学研究生 608 名。研究所 1987 年建立博士后流动站，一级学科为生物

学，二级学科包括生物化学与分子生物学、细胞生物学、神经生物学、生物物理

学等，目前在站博士后 50 人。 

生物物理所 2001 年进入中国科学院知识创新工程试点，在随后 2005 年和

2010 年的两次评估中都被评为中国科学院 A 类研究所，首批整体择优进入“创新

2020”。研究所承担了国家重大科技专项、973、863、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和中科

院知识创新工程等国家和院的多项重大科研任务。 

生物物理所先后获得国家自然科学奖一等奖 2 项、二等奖 11 项，国家科学

技术进步奖二等奖 3 项，并多次获得省部级及中国科学院重要奖项，已授权及在

申请专利 200 余项，发表高水平论文数量和篇均引用数位居全国生物学研究机构

前列。 

近年来，生物物理所与多家科研机构、高等学校、生物医药企业建立了联合

实验室，在广东佛山和江苏淮安积极布局核心技术成果转化基地，与中国航空工

业集团航空总医院、长江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山西省肿瘤医院、上海静安区中心

医院等共建了转化医学研究机构，研究所创办的生物高技术公司中，中生北控生

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和北京百奥药业有限责任公司稳居国内诊断试剂和蚓激酶

生产领头地位；与国外科研机构和高校广泛深入开展协作，现已合作共建了中日

结构病毒学与免疫学联合实验室、中澳表型组学研究中心、中澳神经与认知科学

联合实验室、生物物理所-MIT 人脑直接成像研究中心、马普蛋白质与膜转运合

作研究小组、生物物理所-通用集团生命科学示范实验室、生物物理研究所-佐治

亚大学结构蛋白质组学联合研究中心等联合单元。 

生物物理所是中国生物物理学会、中国认知科学学会的挂靠单位。主要出版

物包括《生物物理学报》、《生物化学与生物物理进展》、《Protein & Cell》，其中

《生物化学与生物物理进展》、《Protein & Cell》是 SCI 收录期刊。研究所现拥有

1100 平方米的图书馆，开通了科技文献数据库 19 个，可访问 2700 余种外文学

术期刊和大部分中文学术期刊。 

生物物理所的共同愿景是：探索生命奥秘，创造人类幸福；核心价值观是：

创新、一流、责任、奉献；文化理念是：和谐、民主、自由。

http://www.baidu.com/link?url=7WQ2GJqjJ4zBBpC8yDF8xDh8vibi46BeCmEUaY1PLhqwN5EwSmpb
http://www.baidu.com/link?url=7WQ2GJqjJ4zBBpC8yDF8xDh8vibi46BeCmEUaY1PLhqwN5EwSmpb
http://www.baidu.com/link?url=oSoJGJqjJ4zBBpC8yDF8xDh8vibi26dcFWlBcokQ2dqqP92rV7AldNVj_D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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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度 总 结 

2015 年是“十二五”的收官之年，也是科学谋划“十三五”的关键之年，

更是实施“率先行动”计划和全面深化改革的攻坚之年。研究所以全面总结“十

二五”、科学谋划“十三五”为契机，扎实推进了生物大分子科教融合卓越中心

建设工作，围绕蛋白质科学和脑与认知科学基础性、战略性和前瞻性问题，持续

开展深入研究；在科学谋划未来发展方向、积极承担国家任务，以及促进重大科

研产出、体制机制改革和文化环境建设等方面取得了重大进展，研究所的科技创

新能力和整体竞争实力稳步提升。 

在全面总结“十二五”的基础上，研究所汇集全所智慧，科学编制了“十三

五”发展规划，为研究所的持续发展提供了行动指南。“十三五”期间，研究所

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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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核酸生物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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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 2020 年，争取进入国际一流研究所行列。 

  

一、科研工作 

在科研工作方面，研究所进一步明确了以各级重点实验室为基本科研建制的

组织模式，在重点实验室层面凝练科学目标，凝聚创新团队，继续实施研究所“一

三五”目标导向性项目，与国家和院层面重大项目有效衔接，强化了重大目标导

向研究的力度。 

2015 年，根据科发规【2015】139 号文件，研究所“真核膜蛋白和蛋白质复

合体结构与功能关系”入选中国科学院“十二五”标志性重大进展；“疾病发生

与干预的蛋白质结构基础”、“新型抗肿瘤生物技术药物”、“非编码 RNA 的系统

发现与功能结构”三个培育方向入选中国科学院优秀重点培育方向，圆满完成“十

二五”考核指标。 

2015 年，研究所主持科研项目/课题共计 556 项（包括新增项目 76 项）。其

中，承担国家重大科技专项课题 26 项，主持（或承担）国家重点基础研究发展

计划（973）和国家重大科学研究计划项目 48 项，主持（或承担）国家高技术研

究发展计划（863）项目 5 项，主持（或承担）国家重大仪器研制项目 1 项；主

持（或承担）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点项目 13 项（新增 5 项）、面上项目 123 项（新

增 27 项）、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项目 11 项（新增 1 项）、国家优秀青年科学基

金项目 10 项（新增 3 项）、创新研究群体科学基金 2 项（新增 1 项）、海外及港

澳学者合作研究基金 5 项（新增 3 项），联合基金重点支持项目 3 项（新增 1 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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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持（或承担）中国科学院战略性先导科技专项课题 27 项（新增 2 项），主持（或

承担）院重点部署项目 11 项（新增 3 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重大仪器研制项

目 2 项（新增 1 项），院重大仪器研制项目 3 项（新增 1 项）；承担重点国际合作

项目 5 项（新增 2 项）。 

2015 年，研究所共发表 SCI 收录论文 386 篇，篇均影响因子 5.94；其中以

第一单位或通讯单位发表 SCI 论文 167 篇，篇均影响因子 6.11；影响因子 5 以上

的 SCI 论文 164 篇，其中第一单位或通讯单位论文 73 篇；影响因子在 PNAS 以

上的 SCI 论文 67 篇，其中第一单位或通讯单位论文 37 篇。研究所共申请专利

38 项，其中中国发明专利 32 项，实用新型专利 3 项，PCT 国际发明专利 3 项；

授权专利 27 项，其中国外发明专利 3 项，中国发明专利 19 项，实用新型专利 5

项。 

2015 年，研究所取得了一批高水平研究成果，包括：细胞核膜蛋白 SUN2

自调控的分子机制；发现丙型肝炎病毒逃逸免疫反应的新机制；SLIT/ROBO 信

号通路抑制肺癌转移中的功能研究；帕金森氏病致病机理研究；长非编码 RNA 

ADINR 调控脂肪生成研究；CRISPR 获取新间隔序列的分子机制；纳米酶应用

研究；核糖体的再循环机制；定义“什么是数字”：拓扑学定义的数字认知基本

单元；内质网同源膜融合机制；研究 G 蛋白耦联受体磷酸化编码介导的信号转

导机制；FUS 蛋白异常导致神经退行性疾病的致病机理；果蝇生殖发育关键蛋白

质与 RNA 相互作用研究；金属酶设计；肿瘤靶向抗体免疫治疗领域；活细胞超

分辨率成像领域；肠道菌与宿主共生领域；机械力敏感通道的机械耦合机制；解

析植物光保护蛋白 PsbS 的晶体结构；抗生素耐药性研究；发现 HIV-1 利用宿主

细胞蛋白调控自身病毒产生的新机制；压力应激障碍领域；揭示去乙酰化酶

SIRT1 与激动剂白藜芦醇及底物复合物的晶体结构；淀粉样纤维的生物纳米材料

性质及应用研究；致瘤疱疹病毒转录调控及病毒复制机理研究；基因密码子扩展

模拟光合作用；自噬基因 Wdr45/Wipi4 参与学习记忆功能的调节；肝癌干细胞自

我更新机制研究；感觉神经元树突发育机制研究；氧化酶设计与功能研究；人类

干细胞衰老机理；光合作用状态转换机制研究；金属蛋白功能机理研究；肝癌干

细胞自我更新机制的合作研究；RNA 定点特异标记；致瘤疱疹病毒形态学发生；

白细胞抗细菌机制研究；发展新型荧光蛋白用于超高分辨显微成像；揭示血管生

成调节的新机制；揭示表观遗传修饰建立新机制；揭示 A 型流感病毒 RNA 聚合

酶复合体的三维冷冻电镜结构。 

二、合作交流 

2015 年，研究所新增横向研发项目 41 项，合同额 2255.42 万元，横向项目

经费到账总额 1735.69 万元。2015 年，佛山分所的“RNA 科学”重大产业创新平

台项目通过佛山市政府论证，争取到 2000 万元人民币的政府支持资金，并完成

公司注册、团队组建等工作，正式入驻并启动运行。继续加强与企业、医院在生

物医药、临床研究等方面的合作，与北京世纪劲得生物技术有限公司、开瑞康（北

京）药业有限公司分别签署协议共建研发中心平台，与佛山市科学技术学院共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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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山中科协同创新研究院。2015 年，研究所共有持股公司六家，实现销售收入

达 3.2 亿元，净利润 2000 万元，上缴税金 4300 万元。 

2015 年，研究所在研国际合作交流课题共计 33 项，其中，科技部项目 2 项，

基金委项目 9 项，中科院项目 22 项，合同经费 2816.8 万元。先后举办了第九届

亚洲生物物理大会、第十四次中国暨国际生物物理大会、国际成体神经干细胞与

神经退行性疾病研讨会，以及 2015（首届）博鳌生物医学论坛等一系列国际学

术交流会议；举办了 21 场“贝时璋讲座”，邀请在生命科学领域具有影响力的国

内外知名科学家主讲，并开展多种形式的交流活动；举办了 12 场“PI Club”，从

展示新入所 PI 的平台逐步过渡有组织、有策划的 PI 之间（含副研）的交流平台。

2015 年度，接待外宾来访 86 项，170 人次；我所科研人员因公出国（境）201

人次，其中科研五类出访 125 人，一般出访 76 人。截至目前，研究所共有 23

人在国际组织任职（36 个国际组织，43 个职位）；35 人在国际期刊任职（72 个

期刊，96 个职位）。 

研究所以科普平台建设为抓手，积极争取社会资源，着力提升科学文化的传

播能力，初步建成了蛋白质科学和脑与认知科学两大科普基地。2015 年，研究

所先后组织、参与科普活动数十次，共计接待社会公众 10 万余人次。 

三、队伍建设 

研究所以按需引进人才、建设创新团队、加强研究生素质教育等为重点，为

科技创新提供人力资源保障。新增国家“万人计划-青年拔尖人才”入选者 2 人，“青

年千人计划”入选者 2 人，国家“杰出青年基金”获得者 1 人，中国科学院“青年创

新促进会”会员 5 人。2015 年底，研究所共有在职职工 592 人，其中科技人员 428

人、支撑人员 63 人、管理人员 57 人。科技人员中，中国科学院院士 11 人、发

展中国家科学院院士 5 人、正高级专业技术人员 100 人、副高级专业技术人员

163 人。研究所共有国家“万人计划-重点领域创新团队”1 个，国家“万人计划-创

新领军人才”入选者 5 人、国家“万人计划-青年拔尖人才”入选者 2 人，国家“千

人计划”（国家海外高层次人才引进计划）入选者 9 人（其中 A 类 5 人）、“青年

千人计划”入选者 11 人，国家“杰出青年基金”获得者 21 人，中国科学院“百人计

划”入选者 37 人，中国科学院“青年创新促进会”会员 25 人。 

2015 年，我所生命科学常规仪器与实验技术系列培训作为院精品课程顺利

开展，包括我院京区生命科学研究领域研究单位以及院外科研单位的 1166 人次

参加了培训；继续建设国家级专业技术人员继续教育基地；完成“怀柔十二期”

新职工入职培训，53 名新入职员工参加了培训。 

研究所积极推进科教协同，提高研究生培养质量。2015 年研究所招收博士

生 110 人，硕士生 102 人。目前在读研究生 608 人，其中，博士生 302 人、硕士

生 308 人；外国留学生 6 人；与高校联合培养的研究生 142 人。毕业研究生 101

人，其中，博士 83 人，学术硕士 8 人，工程硕士 10 人。有 16 名研究生分别获

得中国科学院院长特别奖、院长优秀奖、优秀博士论文奖及各类冠名奖；5 名研

究生导师获得优秀导师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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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 年，研究所接收进站博士后 20 人，出站博士后 18 人，在站博士后 50

人；获得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面上资助 4 人，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特别资助 1

人。 

四、科教融合 

研究所牵头承办国科大生命科学基础学院，紧密依靠动物所、遗传发育所、

植物所、微生物所、北京基因组所、心理所等京区生命科学研究机构，汇聚京区

生命科学研究最优秀的核心人才和优势资源，协同创新，教研相长，以科学的卓

越支持一流的本科生和研究生教育，构建科教融合平台。2015 年，研究所主要

进行了学院组织机构建设、发展战略研究、教学计划制定和实施、师资队伍建设、

教学实验室等教学设施建设、科教融合项目部署、招生宣传等工作。 

积极落实中科院、教育部“科教协同育人行动计划”，2015 年，研究所接待

华中科技大学第一届贝时璋菁英班 19 名学生，在我所完成 1 年半的课程学习及

毕业实习。研究所从学生的日常生活、课程学习、科研实践等方方面面做了精心

的筹划和安排。他们当中有 8 人录取为我所 2016 年免试推荐生。 

积极落实 2015 年中国科学院大学生创新实践训练计划项目，来自全国 12

所高校 33 人获得此项资助。 

五、科研条件建设 

2015 年，研究所获得 4 项中央级科学事业单位修缮购置项目科研装备专项

支持，合计支持资金 1985 万元。在科研装备建设工作中，研究所坚持实施“整合

资源、统一规划、重点建设”的政策。针对学科发展的实际需要，既充分重视大

型通用仪器设备的配备，也兼顾专用仪器设备的需求，整合了国家重点实验室、

修购专项资金以及研究所自筹资金等各项资源，完成了当年的科研装备建设任

务，Leica UC7 超薄切片机、Leica EM TRIM2 修块机、Leica EM AMW 微波组

织处理机、Leica EM AFS2 冷冻替代仪、Gatan 等离子清洗仪和 Leica 投入式快速

冷冻仪等一批高新技术仪器装备投入运行；蛋白质科学研究平台顺利通过了院条

财局组织专家小组对所级中心的复评，获得优秀。 

2015 年度，蛋白质科学研究平台各专业技术实验室继续坚持以高质量技术

服务为基础，以技术创新为引领的发展思路，为研究所和 91 家所外单位提供了

2.18 万次技术服务，有效服务机时数达到 9.98 万小时，有效支撑了科研工作。 

六、综合管理与服务 

2015 年，研究所进一步加强制度建设，在纪检监察、科研经费管理、公共

事务管理等方面出台了一系列规章制度，规范了科研经济行为；进一步完善内部

非职能机构，为研究所制定战略规划、凝练学科发展方向、引进合适人才、完善

科研条件、提高研究生培养质量、保障科研安全等提供决策支撑；依托内网平台，

加大所务公开力度；坚持领导接待日制度；建立健全研究所信息公开工作体系，

主动公开政务信息；落实反腐倡廉和党风廉政建设责任体系，组织开展内部审计

和监督检查工作，营造风清气正的科研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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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党的建设 

1.落实党建工作制度。制定了研究所落实《中国科学院关于落实全面从严治

党要求实施方案》的 21 条具体措施。党委、纪委坚持工作例会制度。按照《中

国科学院基层党支部工作手册》支部工作。坚持领导班子中心组学习和民主生活

会制度。按照《中国共产党发展党员工作细则》做好组织发展。 

2.落实党建工作重点任务。制定《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实施细则（暂行）》、

《廉政谈话实施办法（试行）》等制度，逐级签订了个性化责任书；制定研究所

公务接待、劳务费、经费审批、人才周转公寓、因公出国、工作误餐费等管理细

则。认真组织“三严三实”专题教育活动。 

3.推进党建日常工作。完成了党支部（总支）换届工作，重点加强在职党支

部书记的配备。加强在优秀青年科技和管理骨干中发展党员、培养积极分子的力

度，发展新党员 9 名。发挥党委的政治核心和保证监督作用，涉及三重一大事项，

党委审议后再提交所务会审议决策。落实党管干部和党管人才，关心班子成员的

思想、工作、学习和生活。加强中层干部管理，做好领导干部个人事项报告工作。

抓好青年管理干部的工作指导、教育培训工作。促进精神文明建设，加强社会主

义核心价值观教育。重视科学普及工作。服务离退休老同志，坚持每季度向离退

休老同志骨干通报所情制度。 

 4.领导统战和群团工作。落实《北京分院系统研究所职工代表大会实施细则

（试行）》要求，审议通过了研究所“十三五”规划。继续实行职工代表有奖提

案制度。推进职工小家建设。关心职工健康，支持会员参加职工重大疾病互助保

障计划。支持团委、学生会、妇委结合研究所青年特点联合开展工作。充分尊重

和发挥党外代表人士作用，配合各党派做好组织发展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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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研成果和重要进展 

重大科研成果或进展 

（一）解析甲型肝炎病毒全颗粒晶体结构 

Hepatitis A virus and the origins of picornaviruses. NATURE. 2015, 517(7532): 

85-U214. 

中国科学院生物物理研究所经过与牛津大学、中国食品药品检定研究院以及

北京科兴控股生物有限公司的科学研究人员多年紧密合作，在甲型肝炎全病毒三

维结构领域取得重大突破，该研究不仅揭示了甲型肝炎病毒的独有的结构特性、

极强的稳定性、特殊的脱衣壳机制，而且从三维结构角度阐述了甲型肝炎病毒的

进化关系。相关论文于2015年1月1日在Nature杂志上发表。 

全球每年仍然有140万甲型肝炎病毒(HAV)感染病例，主要爆发于发展中国

家。HAV病毒属于小RNA病毒科肝炎病毒属，尽管HAV病毒是较古老的病毒，

虽然其灭活病毒制备的疫苗上市多年，但是仍然很多科学问题尚未研究清楚。我

所饶子和院士研究组与牛津大学 David Stuart 教授研究组、中国食品药品检定研

究院王军志教授和胡忠玉教授以及北京科兴控股生物有限公司尹卫东和高强等

专家共同合作，解析了HAV成熟病毒和空心病毒两种状态的全颗粒高分辨率的晶

体结构。HAV病毒的两种颗粒具有几乎相同的外表面结构，然而内表面却有很大

不同。过去多年的科学研究中，HAV是否具有由23个氨基酸组成的衣壳蛋白vp4

一直是个争议。该研究第一次证明HAV成熟病毒具有衣壳蛋白vp4，而空心病毒

颗粒含有的是未被剪切的衣壳蛋白vp0前体。 

病毒入侵宿主细胞的第一步是与其功能性受体结合，而甲型肝炎病毒与其功

能性受体TIM1的结合模式和脱衣壳机制与其它小RNA病毒成员不同。在小RNA

病毒科成员中，大部分病毒，尤其以肠道病毒为典型，与其功能性受体结合在病

毒五次轴周围的“峡谷”处，“峡谷”处下面隐藏着疏水口袋，疏水口袋里结合

一个脂类分子，又名“pocket factor”，口袋因子的释放能够起始病毒的脱衣壳过

程。然而，结构分析表明HAV病毒颗粒因较短的vp1 BC loop和vp2 EF loop，使其

不具备肠道病毒典型的“峡谷”结构特征，也意味着HAV病毒的受体结合方式与

之不同。同时，HAV病毒衣壳蛋白也没有典型的疏水口袋，自然也不含有口袋因

子，这暗示着HAV病毒采用不同的脱衣壳机制。HAV病毒具有极强的稳定性，耐

酸耐碱耐高温，能在绝大多数有机溶液中存活，在自然环境中可存活几个月之久。

热稳定性实验结果表明HAV病毒能够在pH 1-10保持着极好的稳定性，在弱酸环

境下，HAV病毒能够忍受的裂解温度可高达81摄氏度。 

与目前已经解析的小RNA病毒科成员三维结构比较，HAV病毒结构最大的

不同在于其衣壳蛋白vp2的N端进行了180度偏移，转向了病毒二次轴处，增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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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毒五聚体与五聚体之间的相互作用力，部分解释HAV病毒具有的极强稳定性。

HAV病毒这一独特的构象是在小RNA病毒科中第一次被发现，然而这一构象在

昆虫病毒成员中却普遍存在。与昆虫病毒类似，HAV病毒也能够进行细胞之间的

传递。这一系列相似的特性，不难想到HAV病毒与昆虫病毒之间的关系。基于全

病毒衣壳蛋白三维结构开展的进化关系分析表明，HAV病毒不断进化时，逐渐脱

离昆虫病毒方向，衍生出小RNA病毒的结构特征，在HAV病毒的基础上又逐渐

进化出更多更高级的小RNA病毒成员。 

该研究对于进一步解析HAV灭活病毒疫苗的免疫原性和保护机理具有重要

意义，对于抗肝炎病毒药物的研发提供理论指导和新方向。该研究得到中国科学

院先导项目“超大分子复合物”、国家973项目以及国家重大传染病专项的大力支

持。 

（二）人类干细胞衰老机理的重要成果 

A Werner syndrome stem cell model unveils heterochromatin alterations as a 

driver of human aging. SCIENCE. 2015, 348(6239):1160-1168. 

2015年4月30日，Science杂志在线发表了我所刘光慧实验室、北京大学汤富

酬实验室、以及Salk研究所Juan Carlos Izpisua Belmonte实验室在干细胞衰老机理

方面的一项突破性的研究成果。该研究结合多能干细胞定向分化技术、基因组靶

向编辑技术、以及表观遗传组分析技术首次揭示了异染色质的高级结构失序

（disorganization）是人类干细胞衰老的驱动力之一，为延缓衰老及研究和防治

衰老相关疾病提供了新的潜在靶点和思路。 

目前世界各国均面临着严重的人口老龄化，2050年约三分之一的中国人口年

龄将超过60岁。衰老是人类疾病最大的危险因子，针对衰老的基础和转化医学研

究正成为全人类共同关注且亟需解决的重大科学问题。然而，人类衰老的过程漫

长且复杂，小鼠等模式动物的衰老过程与人相差甚远，人类衰老的转化医学研究

一直面临着巨大的挑战。成年早衰症（Werner Syndrome）是一种罕见的常染色

体隐性遗传病，由WRN基因（编码一种DNA修复/解旋酶）的突变所致。成年早

衰症患者自青春期开始提前启动衰老程序，加速呈现出自然衰老的表征并伴发多

种老年性疾病。因此，研究成年早衰症对于揭示人类自然衰老的奥秘以及实现防

治衰老相关疾病具有重要的科学意义。 

研究人员首先提出“组织干细胞的加速衰老（耗竭）可能是人类早衰症的病

因”这一科学假设，并通过基因组靶向编辑技术使得人间充质干细胞（MSC）

中的WRN基因发生纯合缺失突变，在实验室“制造”出人类早衰症特异的MSC。

这些早衰症MSC不仅表现出生长速度减慢、DNA损伤反应加剧和分泌大量炎性

因子等衰老指征，而且表现出内层核膜蛋白以及核周异染色质的加速缺失。通过

对组蛋白共价修饰、DNA甲基化、以及RNA转录本进行全基因组扫描，研究人

员发现早衰症干细胞的异染色质发生了显著的结构退行性变化，主要表现为着丝

粒和端粒附近的H3K9me3“山脉”（mountains）的缺失。进一步研究发现，WRN

蛋白同异染色质蛋白SUV39H1和HP1共存于一个蛋白复合物中，该复合物具有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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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异染色质和核纤层的稳定性以及阻止MSC衰老的作用。WRN的缺失导致异染

色质结合蛋白的减少以及着丝粒卫星DNA的转录，进而诱发细胞衰老。通过比

较健康老年人和年轻人体内分离的MSC，也可见WRN水平的下调以及核膜蛋白

和异染色质结构的异常，提示异染色质的重塑可能是正常细胞衰老的驱动力之

一。最后，研究发现过量表达HP1能抑制早衰症细胞的加速衰老，因而为未来干

预人类干细胞的衰老提供了可能的分子靶标。  

人们普遍认为，衰老可能源于细胞内不断聚集的DNA损伤（基因组不稳定

性）。作为支持该理论的重要依据之一：DNA损伤修复蛋白WRN的突变会导致人

类成年早衰症。此项研究不仅首次揭示了WRN蛋白在表观遗传调控方面的全新

功能，而且第一次确立了染色质高级结构的改变在驱动人类细胞衰老中发挥的核

心作用。这些新型发现为在表观遗传水平实现延缓或逆转细胞衰老奠定了理论基

础。 

Allen细胞科学研究所负责人Rick Horwitz教授评价此项研究为“综合运用基

因组学技术、人类干细胞技术和新型基因编辑技术揭示人类疾病（衰老）机理的

完美范例”。华盛顿邮报（The Washington Post）表示该工作“已激起一些企业家

在研制抗衰老药物（"anti-aging pills"）或其它良方（magic bullets for aging）方面

的极大热情”。迄今，刘光慧团队已先后利用干细胞技术发展了儿童早衰症

（Nature 2011; Cell Stem Cell 2011）、帕金森氏症（Nature 2012）、镰刀形细胞贫

血症（Cell Stem Cell 2014）、范可尼贫血症（Nat Commun 2014）以及成年早衰

症（Science 2015）等一系列人类衰老性疾病和罕见病的精准医学研究平台。 

此项工作由中科院生物物理所、北京大学、中科院动物所、解放军306医院、

深圳大学以及Salk研究所等科研机构合作完成。我所刘光慧研究员、北京大学汤

富酬研究员、以及Salk研究所Juan Carlos Izpisua Belmonte教授为该论文的共同通

讯作者。我所助理研究员张维绮、北京大学博士研究生李静宜、Salk研究所博士

后Keiichiro Suzuki以及中科院动物所研究员曲静为本文的并列第一作者。此项研

究受到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科技部973计划、以及中科院干细胞与再生医学战

略先导专项的资助。 

（三）压力应激障碍研究取得重要进展 

A parvalbumin-positive excitatory visual pathway to trigger fear responses in 

mice. SCIENCE. 2015, 348(6242):1472-1477. 

“战斗-逃跑”反应是指人和动物在面临生存威胁时表现出的应激性生理反

应，帮助个体更有力地战斗或逃跑，以增加生存概率。《水浒传》中的武松打虎

便是这一过程的生动范例。在某些人群中，过度或反复的“战斗-逃跑”反应引

发一类称为创伤后压力应激障碍（post-traumatic stress disorder, PTSD）的疾病。

PTSD在退伍老兵人群中的发病率很高，受到各国政府的重视。在我国，频繁的

自然灾害也增加了灾区人民罹患PTSD的概率。因此，PTSD的研究已成为脑科学

研究领域的重点和热点之一。 

要揭示一类疾病的发病机制，往往需要从源头入手分析。解析引发“战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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逃跑”反应的关键神经环路可能是深入分析PTSD发病机理的突破口。最近，曹

鹏课题组在这个方向上取得了初步进展。他们应用光遗传学等多种技术手段，在

哺乳类视觉中枢上丘中鉴定出一条以小清蛋白（parvalbumin）为生物标记物的兴

奋性神经环路（如图）。该环路直接检测视野中逐渐迫近的视觉目标（looming 

object），并把这些预警信息间接传送给恐惧中枢杏仁核（amygdala）。直接刺激

该神经环路，可以特异地引发强烈的“战斗-逃跑”反应。反复刺激该神经环路，

动物出现类似PTSD的核心症状。这些结果为进一步深入研究PTSD的发病机理奠

定了重要基础。 

上述研究工作在生物物理所内独立完成，第一作者是尚从平；刘智慧、陈子

君和时颖超等作者也作出了重要贡献。工作得到中组部青年千人计划和生物物理

所启动经费的支持，并于2015年6月25日发表在期刊Science上。 

（四）CRISPR 获取新间隔序列的分子机制 

Structural and Mechanistic Basis of PAM-Dependent Spacer Acquisition in 

CRISPR-Cas Systems. CELL. 2015, 163(4):840–853. 

2015年10月15日，Cell杂志在线发表了王艳丽研究组关于CRISPR-Cas系统中

外源片段获取阶段的研究进展。标题为“Structural and Mechanistic Basis of 

PAM-dependent Spacer Acquisition in CRISPR-Cas Systems ”。本文揭示了

Cas1-Cas2-PAM-DNA复合物等一系列复合物的晶体结构，证明了新间隔区获取

依赖于PAM的互补序列，并为该过程的作用机制提供了重要的结构生物学基础。 

细菌和古菌等原核生物不断地遭受外界病毒的侵染以及水平核酸转移，成簇

的且有规律间隔的短回文重复序列和它的辅助蛋白（Cas）构成了原核生物一个

重要的免疫防御系统-CRISPR/Cas系统。该防御过程主要包括三个阶段：（1）间

隔区的获取，通过核心蛋白Cas1和Cas2的作用，来源于外源入侵的核酸片段（即

Spacer）被获取，并插入到CRISPR位点。（2）crRNA表达，该片段被转录加工为

成熟的crRNA，并与相关的Cas蛋白形成复合物。（3）crRNA干扰，成熟的crRNA

引导RNA-Cas蛋白复合物识别携带有与该段序列互补的外源核酸，最终将其降

解。crRNA表达和干扰两个阶段的分子及功能机制已经被揭示的非常透彻，而整

个间隔区的获取过程却有待于更进一步的研究。 

王艳丽研究组通过深入的研究，解析了Cas1-Cas2与多种类型DNA的复合物

的晶体结构，证明了被Cas1-Cas2所获取的外源核酸片段是以双叉的构象存在的；

Cas1-Cas2通过两个酪氨酸固定并且准确量取双链部分，并以序列特异性的方式

识别3’单链的中PAM的互补序列（5’-CTT-3’），由Cas1发挥活性作用，分别在

两端的3’ overhang切割出5nt的长度，产生了一段33nt长度的DNA片段；在这个

过程中，与外源核酸片段的结合，使得Cas1-Cas2经历了类似于蝴蝶飞舞时“翅

膀上扬”到“翅膀水平“的构象变化，最终通过一种类似切割-拷贝的方式将获

取的外源核酸片段插入到了自身的CRISPR位点。该研究发现了Cas1-Cas2识别外

源入侵DNA分子机制，揭示了外源核酸片段的长度是如何确定的，同时也解释

了该阶段中的核心蛋白Cas1和Cas2各自的功能。因此，该成果为揭示原核生物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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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新的抵御病毒及遗传物质的入侵的机制奠定了重要的理论基础。 

王艳丽研究组的王久宇和李佳智（博士生）为本文的共同第一作者，该研究

得到科技部、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以及中国科学院战略性先导科技专项（B类）的

资助，上海光源为该研究提供了重要的技术支持。 

 

发表论文、专利情况 

（一）论文 

2015年，研究所共发表SCI收录论文386篇，篇均影响因子5.94；其中以第一

单位或通讯单位发表SCI论文167篇，篇均影响因子6.11；影响因子5以上的SCI

论文164篇，其中第一单位或通讯单位论文73篇；影响因子在PNAS以上的SCI论

文67篇，其中第一单位或通讯单位论文37篇，列表如下： 

序号 论文信息 

1 

Wang, xiangxi; Ren, Jingshan; Gao, Qiang; Hu, Zhongyu; Sun, Yao; Li, Xuemei; Rowlands, 

David J; Yin, Weidong; Wang, Junzhi; Stuart, David I; Rao, Zihe; Fry, Elizabeth E; 

Hepatitis A virus and the origins of picornaviruses. NATURE. 2015, 517(7532):85-U214. 

2 

Zhang, Weiqi; Li, Jingyi; Suzuki, Keiichiro; Qu, Jing; Wang, Ping; Zhou, Junzhi; Liu, 

Xiaomeng; Ren, Ruotong; Xu, Xiuling; Ocampo, Alejandro; Yuan, Tingting; Yang, Jiping; 

Li, Ying; Shi, Liang; Guan, Dee; Pan, Huize; Duan, Shunlei; Ding, Zhichao; Li, Mo; Yi, 

Fei; Bai, Ruijun; Wang, Yayu; Chen, Chang; Yang, Fuquan; Li, Xiaoyu; Wang, Zimei; 

Aizawa, Emi; Goebl, April; Soligalla, Rupa Devi; Reddy, Pradeep; Esteban, Concepcion 

Rodriguez; Tang, Fuchou; Liu, Guanghui; Belmonte, Juan Carlos Izpisua; A Werner 

syndrome stem cell model unveils heterochromatin alterations as a driver of human aging. 

SCIENCE. 2015, 348(6239):1160-1168. 

3 

Shang, Congping; Liu, Zhihui; Chen, Zijun; Shi, Yingchao; Wang, Qian; Liu, Su; Li, 

Dapeng; Cao, Peng; A parvalbumin-positive excitatory visual pathway to trigger fear 

responses in mice. SCIENCE. 2015, 348(6242):1472-1477. 

4 

Liu, Xiaojuan; Pu, Yang; Cron, Kyle; Deng, Liufu; Kline, Justin; Frazier, William A; Xu, 

Hairong; Peng, Hua; Fu, yangxin; Xu, Meng Michelle; CD47 blockade triggers T 

cell-mediated destruction of immunogenic tumors. NATURE MEDICINE. 2015, 21(10): 

1209-+. 

5 

Wang, Yanying; He, Lei; Du, Ying; Zhu, Pingping; Huang, Guanling; luo, jianjun; Yan, 

Xinlong; Ye, buqing; Li, Chong; Xia, Pengyan; Zhang, Geng; Tian, Yong; Chen, Runsheng; 

Fan, Zusen; The Long Noncoding RNA IncTCF7 Promotes Self-Renewal of Human Liver 

Cancer Stem Cells through Activation of Wnt Signaling. CELL STEM CELL. 2015, 16(4): 

413-425. 

6 

Zhang, Qin; Pan, Ying; Yan, Ruiqing; Zeng, Benhua; Wang, Haifang; Zhang, Xinwen; Li, 

Wenxia; Wei, Hong; Liu, Zhihua; Commensal bacteria direct selective cargo sorting to 

promote symbiosis. NATURE IMMUNOLOGY. 2015, 16(9):918-926. 

7 
Xia, Pengyan; Wang, Shuo; Ye, buqing; Du, Ying; Huang, Guanling; Zhu, Pingping; Fan, 

Zusen; Sox2 functions as a sequence-specific DNA sensor in neutrophils to initiate inn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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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mmunity against microbial infection. NATURE IMMUNOLOGY. 2015, 16(4):366-375. 

8 

Zhang, Huina; Li, Linghai; Liu, Pingsheng; Comparative Proteomics Reveals Abnormal 

Binding of ATGL and Dysferlin on Dysfunctional Cardiac Lipid Droplets. JOURNAL OF 

THE AMERICAN COLLEGE OF CARDIOLOGY. 2015, 66(16):C3-C3. 

9 

Chang, Shenghai; Sun, Dapeng; Liang, Huanhuan; Wang, Jia; Li, Jun; Guo, Lu; Wang, 

Xiangli; Guan, Chengcheng; Boruah, Bhargavi M; Yuan, Lingmin; Feng, Feng; Yang, 

Mingrui; Wang, Lulan; Wang, Yao; Wojdyla, Justyna; Li, Lanjuan; Wang, Jiawei; Wang, 

Meitian; Cheng, Genhong; Wang, HongWei; Liu, Yingfang; Cryo-EM Structure of 

Influenza Virus RNA Polymerase Complex at 4.3 angstrom Resolution. MOLECULAR 

CELL. 2015, 57(5):925-935. 

10 

Fan, Minrui; Li, Mei; Liu, Zhenfeng; Cao, Peng; Pan, Xiaowei; Zhang, Hongmei; Zhao, 

Xuelin; Zhang, jiping; Chang, Wenrui; Crystal structures of the PsbS protein essential for 

photoprotection in plants. NATURE STRUCTURAL & MOLECULAR BIOLOGY. 2015, 

22(9):729-U115. 

11 

Zhu, Pingping; Wang, Yanying; He, Lei; Huang, Guanling; Du, Ying; Zhang, Geng; Yan, 

Xinlong; Xia, Pengyan; Ye, buqing; Wang, Shuo; Hao, Lu; Wu, Jiayi; Fan, Zusen; 

ZIC2-dependent OCT4 activation drives self-renewal of human liver cancer stem cells. 

JOURNAL OF CLINICAL INVESTIGATION. 2015, 125(10):3795-3808. 

12 

Kong, Ruirui; Yi, Fengshuang; Wen, Pushuai; Liu, Jianghong; Chen, Xiaoping ;Ren, Jinqi; 

Li, Xiaofei; Shang, Yulong; Nie, Yongzhan; Wu, Kaichun; Fan, Daiming; Zhu, li; Feng, 

Wei; Wu, Jane Y; Myo9b is a key player in SLIT/ROBO-mediated lung tumor suppression. 

JOURNAL OF CLINICAL INVESTIGATION. 2015, 125(12):4407-4420. 

13 

Zhou, XiaoMing; Shimanovich, Ulyana; Herling, Therese W; Wu, Si; Dobson, Christopher 

M; Knowles, Tuomas P J; Perrett, Sarah; Enzymatically Active Microgels from 

Self-Assembling Protein Nanofibrils for Microflow Chemistry. ACS NANO. 2015, 9(6): 

5772-5781. 

14 

Wang, Lixia; Wu, Jun; Fang, Weiwei; Liu, Guanghui; Belmonte, Juan Carlos Izpisua; 

Regenerative medicine: targeted genome editing in vivo. CELL RESEARCH. 2015, 25(3): 

271-272. 

15 

Zhang, Hongtao; Li, Changqing; Chen, Hanqing; Wei, Chuanxian; Dai, Fei; Wu, Honggang; 

Dui, Wen; Deng, WuMin; Jiao, Renjie; SCFSlmb E3 ligase-mediated degradation of 

Expanded is inhibited by the Hippo pathway in Drosophila. CELL RESEARCH. 2015, 

25(1):93-109. 

16 

Heng, Jie; Zhao, Yan; Liu, Ming; Liu, Yue; Fan, Junping; Wang, Xianping; Zhao, 

yongfang; Zhang, Xuejun C; Substrate-bound structure of the E. coli multidrug resistance 

transporter MdfA. CELL RESEARCH. 2015, 25(9):1060-1073. 

17 

Kou, Zhaohui; Wu, Qian; Kou, Xiaochen; Yin, Chonghai; Wang, Hong; Zuo, Zhentao; 

Zhuo, yan; Chen, Antony; Gao, Shaorong; Wang, Xiaoqun; CRISPR/Cas9-mediated 

genome engineering of the ferret. CELL RESEARCH. 2015, 25(12):1372-1375. 

18 

Tu, Tao; Zhang, Chunxia; Yan, Huiwen; Luo, Yongting; Kong, Ruirui; Wen, Pushuai; Ye, 

Zhongde; Chen, Jianan; Feng, Jing; Liu, Feng; Wu, Jane Y; Yan, Xiyun; CD146 acts as a 

novel receptor for netrin-1 in promoting angiogenesis and vascular development. CELL 

RESEARCH. 2015, 25(3):275-287. 

19 Mu, Xin; Fu, Yajing; Zhu, Yiping; Wang, Xinlu; Xuan, Yifang; Shang, Hong; Gof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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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ephen P; Gao, Guangxia; HIV-1 Exploits the Host Factor RuvB-like 2 to Balance Viral 

Protein Expression. CELL HOST & MICROBE. 2015, 18(2):233-242. 

20 

Lv, Xiaoxuan; Yu, Yang; Zhou, Meng; Hu, Cheng; Gao, Feng; Li, Jiasong; Liu, Xiaohong; 

Deng, Kai; Zheng, Peng; Gong, Weimin; Xia, Andong; Wang, Jiangyun; Ultrafast 

Photoinduced Electron Transfer in Green Fluorescent Protein Bearing a Genetically 

Encoded Electron Acceptor. JOURNAL OF THE AMERICAN CHEMICAL SOCIETY. 

2015, 137(23):7270-7273. 

21 

Yu, Yang; Cui, Chang; Liu, Xiaohong; Petrik, Igor D; Wang, Jiangyun; Lu, Yi; A Designed 

Metalloenzyme Achieving the Catalytic Rate of a Native Enzyme. JOURNAL OF THE 

AMERICAN CHEMICAL SOCIETY. 2015, 137(36):11570-11573. 

22 

Yu, Yang; Lv, Xiaoxuan; Li, Jiasong; Zhou, Qing; Cui, Chang; Hosseinzadeh, Parisa; 

Mukherjee, Arnab; Nilges, Mark J; Wang, Jiangyun; Lu, Yi; Defining the Role of Tyrosine 

and Rational Tuning of Oxidase Activity by Genetic Incorporation of Unnatural Tyrosine 

Analogs. JOURNAL OF THE AMERICAN CHEMICAL SOCIETY. 2015, 137(14): 

4594-4597. 

23 
Zhang, hong; Baehrecke, Eric H; Eaten alive: novel insights into autophagy from 

multicellular model systems. TRENDS IN CELL BIOLOGY. 2015, 25(7):376-387. 

24 

Zhao, Yan G; Sun, Le; Miao, Guangyan; Ji, Cuicui; Zhao, Hongyu; Sun, Huayu; Miao, Lin; 

Yoshii, Saori R; Mizushima, Noboru; Wang, Xiaoqun; Zhang, hong; The autophagy gene 

Wdr45/Wipi4 regulates learning and memory function and axonal homeostasis. 

AUTOPHAGY. 2015, 11(6):881-890. 

25 

Zhang, hong; Chang, Jessica T; Guo, Bin; Hansen, Malene; Jia, Kailiang; Kovacs, Attila L; 

Kumsta, Caroline; Lapierre, Louis R; Legouis, Renaud; Lin, Long; Lu, Qun; Melendez, 

Alicia; O'Rourke, Eyleen J; Sato, Ken; Sato, Miyuki; Wang, xiaochen; Wu, Fan; Guidelines 

for monitoring autophagy in Caenorhabditis elegans. AUTOPHAGY. 2015, 11(1):9-27. 

26 

Xia, Pengyan; Wang, Shuo; Xiong, Zhen; Ye, buqing; Huang, LiYu; Han, ZeGuang; Fan, 

Zusen; IRTKS negatively regulates antiviral immunity through PCBP2 sumoylation- 

mediated MAVS degradation. NATURE COMMUNICATIONS. 2015, 6. 

27 

Yang, Fan; Yu, Xiao; Liu, Chuan; Qu, ChangXiu; Gong, Zheng; Liu, HongDa; Li, FaHui; 

Wang, HongMei; He, DongFang; Yi, Fan; Song, Chen; Tian, ChangLin; Xiao, KunHong; 

Wang, Jiangyun; Sun, JinPeng; Phospho-selective mechanisms of arrestin conformations 

and functions revealed by unnatural amino acid incorporation and F-19-NMR. NATURE 

COMMUNICATIONS. 2015, 6. 

28 

Chen, Lin; Li, Jie; Zhang, Jinhua; Dai, Chengliang; Liu, Xiaoman; Wang, Jun; Gao, Zhitao; 

Guo, Hongyan; Wang, Rui; Lu, Shichun; Wang, Fusheng; Zhang, Henghui; Chen, 

Hongsong; Fan, Xiaolong; Wang, Shengdian; Qin, Zhihai; S100A4 promotes liver fibrosis 

via activation of hepatic stellate cells. JOURNAL OF HEPATOLOGY. 2015, 62(1): 

156-164. 

29 

Li, Fahui; Dong, Jianshu; Hu, Xiaosong; Gong, Weimin; Li, Jiasong; Shen, Jing; Tian, 

Huifang; Wang, Jiangyun; A Covalent Approach for Site-Specific RNA Labeling in 

Mammalian Cells. ANGEWANDTE CHEMIE-INTERNATIONAL EDITION. 2015, 

54(15):4597-4602. 

30 
Fang, Junnan; Liu, Yuting; Wei, Yun; Deng, Wenqiang; Yu, Zhouliang; Huang, Li; Teng, 

yan; Yao, Ting; You, Qinglong; Ruan, Haihe; Chen, Ping; Xu, Ruiming; Li, Guoho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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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ructural transitions of centromeric chromatin regulate the cell cycle-dependent recruitment 

of CENP-N. GENES & DEVELOPMENT. 2015, 29(10):1058-1073. 

31 

Cao, Duanfang; Wang, Mingzhu; Qiu, Xiayang; Liu, Dongxiang; Jiang, Hualiang; Yang, 

Na; Xu, Ruiming; Structural basis for allosteric, substrate-dependent stimulation of SIRT1 

activity by resveratrol. GENES & DEVELOPMENT. 2015, 29(12):1316-1325. 

32 

Yu, Zhouliang; Zhou, Xiang; Wang, Wenjing; Deng, Wenqiang; Fang, Junnan; Hu, Hao; 

Wang, Zichen; Li, Shangze; Cui, Lei; Shen, Jing; Zhai, Linhui; Peng, Shengyi; Wong, 

Jiemin; Dong, Shuo; Yuan, Zengqiang; Ou, Guangshuo; Zhang, Xiaodong; Xu, Ping; Lou, 

Jizhong; Yang, Na; Chen, Ping; Xu, Ruiming; Li, Guohong; Dynamic Phosphorylation of 

CENP-A at Ser68 Orchestrates Its Cell-Cycle-Dependent Deposition at Centromeres. 

DEVELOPMENTAL CELL. 2015, 32(1):68-81. 

33 

Liang, Xing; Dong, Xintong; Moerman, Donald G; Shen, Kang; Wang, Xiangming; 

Sarcomeres Pattern Proprioceptive Sensory Dendritic Endings through UNC-52/Perlecan in 

C. elegans. DEVELOPMENTAL CELL. 2015, 33(4):388-400. 

34 

Yang, Na; Yu, Zhenyu; Hu, Menglong; Wang, Mingzhu; Lehmann, Ruth; Xu, Ruiming; 

Structure of Drosophila Oskar reveals a novel RNA binding protein. PROCEEDINGS OF 

THE 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2015, 112(37):11541-11546. 

35 

He, lixia; zhou, ke;zhou, tiangang; he, sheng; Chen, Lin; Topology-defined units in 

numerosity perception. PROCEEDINGS OF THE 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2015, 112(41):E5647-E5655. 

36 

Li, Jie; Guo, Jianli; Ou, Xiaomin; Zhang, Mingfeng; Li, Yuezhou; Liu, Zhenfeng; 

Mechanical coupling of the multiple structural elements of the large-conductance 

mechanosensitive channel during expansion. PROCEEDINGS OF THE 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2015, 112(34): 

10726-10731. 

37 

Qiu, Xufeng; Zhu, Qianwen; Sun, Jianyuan; Quantitative analysis of vesicle recycling at the 

calyx of Held synapse. PROCEEDINGS OF THE 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2015, 112(15):4779-4784. 

（二）专利 

截至 2015 年 12 月 31 日，研究所共申请专利 38 项，其中中国发明专利 32

项，PCT 国际专利 3 项，实用新型专利 3 项；授权专利 27 项，其中国外发明专

利 3 项，中国发明专利 19 项，实用新型专利 5 项。 

2015 年申请专利 

 

序
号 

申请号 专利名称 
专利
类型 

申请日 
所属 
课题组 

1 201510014283.X 可调多层细胞分离筛装置 
发明
专利 

2015/01/13 
郝俊峰 
(平台) 

2 201510014255.8 
组织芯片受体石蜡复合物及其制备
物 

发明
专利 

2015/01/13 
郝俊峰
(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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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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201510010319.7 
聚焦离子束法制备冷冻含水切片的
样品夹持工具和转移盒子 

发明
专利 

2015/01/09 
张建国 
(平台) 

4 2015100091293 超薄切片收集器 
发明
专利 

2015/01/09 
刘  苏 
(平台) 

5 2015100091289 超薄切片的收集方法 
发明
专利 

2015/01/09 
刘  苏 
(平台) 

6 2015100084800 
基于无线控制的超薄切片自动收集
系统 

发明
专利 

2015/01/09 
刘  苏 
(平台) 

7 201510292450.7 动物刺激方法 
发明
专利 

2015/01/27 
刘  苏 
(平台) 

8 201510046658.0 
一种细胞内位点特异性共价标记
RNA 的新方法 

发明
专利 

2015/01/29 王江云 

9 201510081298.8 
CCR4 拮抗剂在抑制癌生长及转移
中的应用 

发明
专利 

2015/02/15 杨鹏远 

10 201510104564.4 
单个囊泡融合和回收及其与钙离子
通道耦合的膜片钳检测装置 

发明
专利 

2015/03/10 孙坚原 

11 201510104447.8 
适用于膜片钳电化学技术系统的新
型碳纤电极 

发明
专利 

2015/03/10 孙坚原 

12 201510254361.3 一种氯喹的新用途 
发明
专利 

2015/05/18 姬广聚 

13 201510102546.2 
由干细胞制备心肌细胞的方法和组
合物及其用途 

发明
专利 

2010/11/11 马  跃 

14 201510102613.0 
由干细胞制备心肌细胞的方法和组
合物及其用途 

发明
专利 

2010/11/11 马  跃 

15 201510260913.1 
一种分散物料液氮冷凝真空干燥装
置 

发明
专利 

2015/05/21 仓怀兴 

16 201510355339.8 透射电子显微镜载网制备方法 
发明
专利 

2015/06/24 
季  刚 
(平台) 

17 201510802596.1 一种针对蛋白 E2-2 的单克隆抗体 
发明
专利 

2015/11/19 张立国 

18 201510701659.4 
聚乙二醇化磷脂为载体的胶束多肽
疫苗 

发明
专利 

2015/10/26 梁  伟 

19 201510404716.2 
柚皮素和柚皮苷在肿瘤放射治疗中
的应用 

发明
专利 

2015/07/09 梁  伟 

20 201510413063.4 
苯磷硫胺用于治疗核糖代谢相关疾
病的用途 

发明
专利 

2015/07/14 赫荣乔 

21 201510587647.3 
建立可应用于人类疾病研究的雪貂
模型的方法及其应用 

发明
专利 

2015/09/15 王晓群 

22 201510446589.2 
一种基于化学衍生的磷脂分类检测
和定量方法 

发明
专利 

2015/07/27 杨福全 

23 201510260904.2 实时观测核酸电泳实验平台 
发明
专利 

2015/05/20 
刘  苏 
(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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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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 201510446558.7 
一种基于稳定同位素标记的磷脂分
类检测和定量方法 

发明
专利 

2015/07/27 杨福全 

25 201510657463.X 
微小单突触神经元的电活动记录方
法 

发明
专利 

2015/10/13 孙坚原 

26 201510899676.3 染黑头发的天然色素及其组合物 
发明
专利 

2015/12/9 董先智 

27 201510831539.6 
肌醇磷脂 4 位激酶二型α亚型 
(PI4KIIα)特异抑制剂 PI-273 的应用 

发明
专利 

2015/11/25 陈  畅 

28 201511026225.5 
一种脂多糖中寡糖的纯化及质谱鉴
定方法 

发明
专利 

2015/12/31 李  岩 

29 201510974956.6 一种脂肪体的制备方法及其应用 
发明
专利 

2015/12/23 刘平生 

30 201510137846.4  
携带人类成年早衰症基因突变的多
能干细胞及制备方法 

发明
专利 

2015/03/27 刘光慧 

31 201510689431.8  
Myosin9b 蛋白特异性抗体的制备及
Myosin9b 基因家族变化在肿瘤诊断
及预后中的应用 

发明
专利 

2015/10/21 吴  瑛 

32 201511008252.X  
一种SIRTUIN6基因缺失人类间充质
干细胞的制备方法 

发明
专利 

2015/12/29 刘光慧 

33 201520014069.X 
聚焦离子束法制备冷冻含水切片的
样品夹持工具和转移盒子 

实用
新型 

2015/01/09 
张建国 
(平台) 

34 201520330042.1 一种自喷式液氮冷凝器 
实用
新型 

2015/05/21 仓怀兴 

35 201520330041.7 一种侧面冷凝式真空冷冻干燥室 
实用
新型 

2015/05/21 仓怀兴 

36 
PCT/CN2015/084
759 

一种光镜电镜关联成像用光学真空
冷台 

PCT
申请 

2015/07/22 孙飞 

37 
PCT/CN2015/000
602 

METHODS AND COMPOSITIONS 
FOR TREATING AND/OR 
PREVENTING A DISEASE OR 
DISORDER ASSOCIATED WITH 
ABNORMAL LEVEL AND/OR 
ACTIVITY OF THE IFP35 FAMILY 
OF PROTEINS 

PCT
申请 

2015/08/21 刘迎芳 

38 
PCT/CN2015/092
192 

聚乙二醇化磷脂为载体的胶束多肽
疫苗 

PCT
申请 

2015/10/19 梁  伟 

 

2015 年授权专利 

 

序
号 

专利号 专利名称 
专利 
类型 

授权日 
所属 
课题组 

1 201110122433.0 一种双功能肿瘤诊断试剂及方法 
发明
专利 

2015/05/06 阎锡蕴 

2 201110168962.4 
一种抑制肿瘤细胞增殖的组合物及
其应用 

发明
专利 

2015/10/07 
杨真威 
(平台)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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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5/08/12 阎锡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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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专利号 专利名称 
专利 
类型 

授权日 
所属 
课题组 

4 201110205760.2 3-氯代酪氨酸翻译系统及其应用 
发明
专利 

2015/03/18 王江云 

5 201110428037.0 
减低蛇毒神经生长因子免疫毒性使
之成为鼠源神经生长因子的药物替
代品的方法 

发明
专利 

2015/01/07 江  涛 

6 201210035440.1 一种蛋白质结晶调控优化装置 
发明
专利 

2015/04/01 仓怀兴 

7 201210035434.6 浸入式毛细管空间蛋白质结晶室 
发明
专利 

2015/05/06 仓怀兴 

8 201210016565.X 
人 Pcid2 蛋白的可溶性表达及抗人
Pcid2蛋白的单克隆抗体2D7-F11和
分泌该抗体的杂交瘤细胞系 

发明
专利 

2015/10/07 范祖森 

9 201210276119.2 
用 于 肿 瘤 治 疗 的 白 细 胞 介 素
21(IL-21)药物 

发明
专利 

2015/05/06 王盛典 

10 201210285659.7 3-吡唑基酪氨酸翻译系统及其应用 
发明
专利 

2015/08/12 王江云 

11 201210320502.3 
一种与左旋肉碱配伍的植物减肥降
脂组合物 

发明
专利 

2015/04/15 董先智 

12 201210540815.X  
一种尿液早期诊断膀胱癌的免疫试
剂盒及其制备方法 

发明
专利 

2015/03/18 范祖森 

13 201310186289.6 
一种基于分子马达、磁富集和双探针
杂交技术的生物传感器构建及检测
方法 

发明
专利 

2015/03/18 乐加昌 

14 201310048754.X 
一种全封闭管路化的蛋白质纯化系
统及其在无菌无热原蛋白质药物制
备上的应用 

发明
专利 

2015/11/25 阎锡蕴 

15 201310370253.3 
一组人类心肌细胞的新型分子标记
物及其应用 

发明
专利 

2015/03/18 刘光慧 

16 201310485227.5 
线粒体蛋白质翻译因子 Guf1 在雄性
不育研究中的应用 

发明
专利 

2015/10/07 秦  燕 

17 201410095163.2 
一种结核分枝杆菌全蛋白质芯片及
应用 

发明
专利 

2015/08/26 张先恩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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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5/11/25 刘平生 

19 201218007445.4 国防专利（保密） 
发明
专利 

2012/12/21 阎锡蕴 

20 201420559960.7 
一种多通道发射磁共振成像设备的
SAR 实时监测系统 

实用
新型 

2015/03/18 薛  蓉 

21 201420599817.0 摇床装置 
实用
新型 

2015/03/18 
季  刚 
(平台) 

22 201420651740.7  
精神和神经系统疾病灵长类动物模
型检测的条件性穿梭箱（第二申请单
位） 

实用
新型 

2015/03/11 陈  霖 

23 201420645625.9 
非人灵长类动物认知和运动行为测
试装置（第二申请单位） 

实用
新型 

2015/03/11 陈  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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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专利号 专利名称 
专利 
类型 

授权日 
所属 
课题组 

24 201520014069.X 
聚焦离子束法制备冷冻含水切片的
样品夹持工具和转移盒子 

实用
新型 

2015/08/12 
张建国 
(平台) 

25 9,017,960 
流感病毒聚合酶亚基 PA 氨基端多肽
的表达纯化及 PA 氨基端多肽的晶体
结构 

美国
发明
专利  

2015/04/28 刘迎芳 

26 9,073,995 膀胱癌肿瘤标志物及其抗体和应用 
美国
发明
专利 

2015/07/07 范祖森 

27 2010355614 
Methods and Compositions for 
Preapreing Cardiomyocytes from 
Stem Cells and uses Thereof 

澳大
利亚
发明
专利 

2015/10/15 马  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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争取及在研重大科研任务 

国家部委重大项目 

2015年，研究所在研的“973计划”（含重大科学研究计划）课题48项、863

课题5项、国家科技重大专项课题（含任务级课题）26项、仪器研制项目课题1

项。 

2015年度主持在研国家部委类项目课题 

序号 类型 名称 起止年限 负责人 

1 

973 计划 

细胞多信号体系的整合调控 2011-2015 姬广聚 

2 
光合作用高效捕光和光能转化的结构基
础 

2011-2015 常文瑞 

3 基于结构的光合作用状态转换机理研究 2011-2015 柳振峰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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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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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2-2016 陈  霖 

6 视觉认知基本单元的认知科学实验证据 2012-2016 周  可 

7 视觉认知基本单元的进化证据 2012-2016 刘  力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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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2-2016 罗  靖 

9 工作记忆及其遗忘 2013-2017 孙坚原 

10 
肠道微生态与代谢、免疫调控的网络互作
关系研究 

2013-2017 刘志华 

11 MDD 神经环路异常及形成机制 2013-2017 王晋辉 

12 
AD 关键基因转录后调控异常在不同发病
阶段中的作用 

2013-2017 吴  瑛 

13 
基于人多能干细胞模型的衰老及糖尿病
的分子机制研究 

2014-2018 曲  静 

14 
针对病毒入侵过程的抗病毒结构生物学
研究     

2014-2018 孙玉娜 

15 
多模态脑信号获取新方法和视觉功能层
次表达研究 

2015-2019 卓  彦 

16 间质细胞重编程癌微环境机制 2015-2019 阎锡蕴 

17 表观遗传信息的建立机制研究 2015-2019 周  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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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表观遗传信息对染色质高级结构的影响 2015-2019 朱  平 

19 
表观遗传信息对转录调控的新通路和干
预机制研究 

2015-2019 朱  冰 

1 

重大研究
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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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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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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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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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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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线粒体自由基代谢调控与线粒体质量控
制 

2011-2015 陈  畅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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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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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干细胞分化调控网络机制研究 2011-2015 殷勤伟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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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 蛋白质氧化折叠与氧化还原修饰 2012-2016 柯  莎 

12 蛋白质异常修饰与相关疾病的关系 2012-2016 赫荣乔 

13 
肿瘤细胞与免疫细胞膜蛋白分子间的相互
作用 

2012-2016 王盛典 

14 炎症因子网络的免疫负调控作用和机制 2012-2016 秦志海 

15 
植物叶绿体膜蛋白的转运及组装的分子
机制与结构基础 

2012-2016 黄亿华 

16 UPS 等修饰分子机制的结构研究 2012-2016 
叶  盛 

（张荣光） 

17 
天然免疫效应机制及其蛋白调控网络的
研究 

2012-2016 高光侠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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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2-2016 卫涛涛 

19 
胁迫环境中自噬-溶酶体通路与细胞代谢
调控机制 

2013-2017 张  宏 

20 细胞代谢失调与糖尿病发生的分子机制 2013-2017 徐平勇 

21 神经前体细胞分化的调控机制 2013-2017 欧光朔 

22 
飞秒 XFEL 纳米晶体学中的数据收集、处
理和结构解析方法研究    

2014-2018 刘志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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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面向结晶的蛋白质复合体和膜蛋白表达、
单分子动态构象模拟和检测技术研究 

2014-2018 赵永芳 

24 
复杂生物大分子复合体的低温电镜高分
辨三维重构及功能研究 

2014-2018 孙  飞 

25 
神经干细胞(胚胎期与成体期)的命运调控
机制  

2014-2018 王晓群 

26 神经元物质转运的结构基础与调控机制 2014-2018 娄继忠 

27 
RLR 识别配体及免疫应答基因调控的结
构基础与分子机制 

2014-2018 王艳丽 

28 干细胞衰老研究体系的建立 2015-2019 刘光慧 

29 
流感等重要病毒与宿主动态互作多维分
子网络模建 

2015-2019 蒋太交 

1 

863 计划 

诊断试剂关键性原辅材料的研制 2011-2015 
郑春杨 

（王  琳）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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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2-2015 
朱晓蓬 

（陈润生） 

3 工业酶开发及应用关键技术 2012-2015 王  琳 

4 
干细胞治疗技术在心肌梗死及神经疾病
防治中的研究 

2012-2015 马  跃 

5 新型免疫系统人源化小鼠的构建和应用 2014-2016 张立国 

1 

科技重大
专项 

膀胱癌新靶向人源化抗体药物的临床前
研究 

2012-2015 范祖森 

2 结核病分子标识的研究 2012-2015 毕利军 

3 
宿主抗 HIV 因子对艾滋病疾病进程影响
的研究 

2012-2015 高光侠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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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2-2015 
 彭  华/ 
傅阳心 

5 
利用人源化小鼠模型解析固有免疫应答
保护作用 

2012-2015 
潘  磊/ 
唐  宏 

6 
HBV 细胞和动模型的建立和应用（滚动支
持名称已改） 

2012-2015 
苏立山/ 
张立国 

7 
HIV感染及抗病毒治疗相关的免疫重建不
全的机制研究 

2012-2015 
陈海荣/ 
唐  宏 

8 HIV 病毒储藏库的控制策略研究 2012-2015 
于海生/ 
张立国 

9 
生殖器粘膜上皮层细胞 HIV 感染模型的
免疫学研究 

2012-2015 
刘勇军/ 
都培双 

10 IL-12 治疗乙肝的 I 期临床研究 2012-2015 傅阳心 

11 
建立人源肝细胞小鼠模型进行短肽的药
效学研究 

2012-2015 王盛典 

12 双功能仿生纳米粒的肝癌诊断新技术 2012-2015 阎锡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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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基于新型肝癌靶分子 FXYD6 的肝癌诊断
新试剂 

2012-2015 阎锡蕴 

14 
慢性乙肝病毒性肝炎转归预警预测的研
究 

2012-2015 王盛典 

15 疫苗抗原相关蛋白结构研究 2012-2015 李雪梅 

16 
新发、突发传染病应急处置系统：病原样
抗原（PLA）通用技术平台* 

2013-2015 侯百东 

17 
结核病免疫原系统发现和新型疫苗的临
床前研究 

2013-2015 毕利军 

18 
病原体新抗原靶标的系统识别及靶向抗
体的设计与优化 

2013-2015 蒋太交 

19 细菌菌型相关糖结构分析及糖库构建 2013-2015 李  岩 

20 传染病检测新技术* 2013-2015 阎锡蕴 

21 
能力建设项目关键前沿技术平台-基于三
维结构的新发传染病病原体蛋白功能位*
点解析技术平台 

2013-2015 刘志杰 

22 
建立针对膜雌激素受体 ER-α36 作为靶标
的新药筛选企业孵化基地 

2013-2015 
冯  静/ 
阎锡蕴 

23 
CD24-FC 融合蛋白阻断 HIV 固有免疫的
激活 

2013-2015 
刘  阳/ 
都陪双 

24 
基于广谱中和抗体的艾滋病功能性治愈
方法研究 

2014-2016 张立国 

25 H7N9 等新型流感病毒跨种传播机制研究 2014-2016 蒋太交 

26 
PRMT5 靶点确认及其候选化合物的结构
功能机制研究 

2014-2016 许瑞明 

1 
重大仪器
研制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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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金委资助项目 

2015年，研究所新增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项目71项，其中：创新研究群体科

学基金1项、国际(地区)合作与交流项目2项、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1项、国家

重大科研仪器研制项目1项、海外及港澳学者合作研究基金3项、集成项目3项、

联合基金项目1项、面上项目27项、青年科学基金项目20项、应急管理项目3项、

优秀青年科学基金项目3项、重点项目5项、重点支持项目1项。 

2015年，研究所在研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课题共计243项，其中：面上项

目96项、重点项目8项、重大研究计划集成项目3项、重大研究计划重点支持项目

5项、重大研究计划培育项目8项、青年科学基金项目90项、优秀青年科学基金项

目7项、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10项、创新研究群体科学基金1项、海外及港澳学

者合作研究基金2项、重点国际（地区）合作研究项目3项、国际(地区)合作与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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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项目3项、外国青年学者研究基金1项、联合基金重点支持项目2项、国家重大

科研仪器研制项目2项、优秀国家重点实验室研究项目2项。 

（一）2015年新增基金委资助项目 

序号 类别 课题名称 负责人 开始 结束 

1 
创新研究群
体科学基金 

染色质结构及其调控 许瑞明 2016 2021 

2 
国际(地区) 
合作与交流

项目 
细胞自噬、代谢及相关疾病的研究 张  宏 2016 2020 

3 
国际(地区) 
合作与交流

项目 

紫外诱导的 DNA 损伤应答中长非编码
RNA 的作用研究 

陈润生 2016 2020 

4 
国家杰出青
年科学基金 

基因转录调控与表观遗传学 李国红 2016 2020 

5 
国家重大科
研仪器研制

项目 

高精度在体神经突触囊泡信号同步检测仪
的研制 

孙坚原 2016 2020 

6 
海外及港澳
学者合作研
究基金 

细胞增殖与分化的时空调控 邓武民 2016 2019 

7 
海外及港澳
学者合作研
究基金 

光合作用细胞氧化还原信号传导的研究 戴绍东 2016 2017 

8 
海外及港澳
学者合作研
究基金 

基因编码的非天然氨基酸结合顺磁NMR研
究金属离子在细胞内的信号传导 

闫爱新 2016 2017 

9 集成项目 
基于生物大分子可编程多层级自组装特性
构建新型生物催化纳米组装体 

王江云 2016 2018 

10 集成项目 CD146 调控肝炎恶性转化的网络研究 阎锡蕴 2016 2018 

11 集成项目 
组蛋白伴侣 HIRA 特异识别组蛋白变体
H3.3-H4 的结构研究 

许瑞明 2016 2016 

12 
联合基金 
项目 

发展非天然氨基酸标记和固体核磁共振方
法研究 G 蛋白偶联受体动态构象变化 

李发慧 2016 2018 

13 面上项目 LTin 细胞的发育、功能及其调控机制研究 朱明昭 2016 2019 

14 面上项目 
联合运用Dam甲基转移酶及高通量测序对
哺乳动物染色质开放程度进行高分辨率检
测 

张珠强 2016 2019 

15 面上项目 
CCP2 在肝癌发病中的作用及其分子机制
研究 

田  勇 2016 2019 

16 面上项目 调节 Hsp70 功能的小分子共价探针研究 柯  莎 2016 2019 

17 面上项目 
多功能核酸酶 APLF 在 DNA 损伤修复中的
作用与机制研究 

闫小雪 2016 2019 

18 面上项目 细菌 YfiBNR 三元系统的结构与功能研究 江  涛 2016 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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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面上项目 
高等植物 PSII-LHCII 超复合物的三维结构
研究 

曹  鹏 2016 2019 

20 面上项目 
新型仿生磁纳米粒子用于早期肿瘤成像诊
断 

梁敏敏 2016 2019 

21 面上项目 
染色质重塑基因 Baf180/Bap180 具有作为
炎症抑制因子维持肠道固有免疫平衡的新
功能 

潘  磊 2016 2019 

22 面上项目 
长链非编码 RNA 调控线虫精子发生、激活
和运动的机制研究 

赵艳梅 2016 2019 

23 面上项目 
利用单分子FRET研究CXCR1的构象受底
物及信号分子的调控 

赵永芳 2016 2019 

24 面上项目 还原应激对内质网功能的调控及机制研究 陈  畅 2016 2019 

25 面上项目 
小分子RNA 介导的基因沉默的结构与功能
研究 

盛  刚 2016 2019 

26 面上项目 
HPO-30/claudin调控线虫PVD神经元树突
发育分子机制研究 

王香明 2016 2019 

27 面上项目 人工脂滴的构建和应用研究 刘平生 2016 2019 

28 面上项目 
长链非编码RNA 调控果蝇机械感受器发育
的分子机制研究 

李美霞 2016 2019 

29 面上项目 
神经突触囊泡融合与量子化神经递质释放
的研究 

陈培华 2016 2019 

30 面上项目 
果蝇脂肪体蛋白 FIT 对进食、睡眠行为的神
经调控机制 

李  岩 2016 2019 

31 面上项目 
参与基因表达转录后调控的重要蛋白质
-RNA 复合物的结构与功能研究 

刘超培 2016 2019 

32 面上项目 
转录因子 STAT6 识别靶基因启动子 N4 位
点 DNA 的分子机制研究 

欧阳松
应 

2016 2019 

33 面上项目 
Ero1α翻译后修饰介导的内质网氧化应激
及抗氧化应答 

王  磊 2016 2019 

34 面上项目 IRTKS 抗病毒作用及其分子机制研究 夏朋延 2016 2019 

35 面上项目 
NLRP3 炎症小体相关蛋白质复合物的结构
及功能机制的冷冻电子显微学研究 

章新政 2016 2019 

36 面上项目 
活细胞空间特异性生物素标记用于胰岛素
囊泡生成、成熟和分泌的分子机制研究 

郑  丽 2016 2019 

37 面上项目 
甲型肝炎病毒与中和性抗体可变区 Fab 复
合物的三维结构和免疫原性研究 

王祥喜 2016 2019 

38 面上项目 
热化疗用靶向多功能硅质体在癌症诊治中
的应用研究 

梁晓龙 2016 2019 

39 面上项目 
一种用于高转移性肿瘤 PET 显像的新型分
子探针 

史继云 2016 2019 

40 
青年科学 
基金项目 

蛋白翻译因子 EF-G 催化 tRNA2-mRNA 移
位过程中核糖体构象变化的研究 

刘光桥 2016 2018 

41 
青年科学 
基金项目 

γ疱疹病毒间质蛋白 ORF45 参与病毒形态
发生的分子机制研究 

沈  胜 2016 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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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青年科学 
基金项目 

Slit2 通过调控 Myo9b/RhoA 信号通路抑制
肺癌转移的机制研究 

孔瑞瑞 2016 2018 

43 
青年科学 
基金项目 

体外快速人工进化抗体技术的研究 林  焱 2016 2018 

44 
青年科学 
基金项目 

面向不同对称性分子的自适应高性能单颗
粒重构算法研究 

王功明 2016 2018 

45 
青年科学 
基金项目 

宿主蛋白 GRAF 抗 HIV-1 机制研究 杨  炜 2016 2018 

46 
青年科学 
基金项目 

特定位点乙酰化及小分子对锰超氧化物歧
化酶活性调控机理的研究 

张  华 2016 2018 

47 
青年科学 
基金项目 

BEND3 的染色质定位及功能研究 张  彦 2016 2018 

48 
青年科学 
基金项目 

单颗粒低温透射电镜高分辨率数据收集用
支持膜的研究 

黄小俊 2016 2018 

49 
青年科学 
基金项目 

Crispr/Cas3 解旋和降解 DNA 分子机制研
究 

霍艳武 2016 2018 

50 
青年科学 
基金项目 

结核分枝杆菌分枝菌酸合成途径脱水酶
HadABC 复合物与多种抗结核抑制剂的结
构和功能研究 

李  俊 2016 2018 

51 
青年科学 
基金项目 

线虫全基因组RNA 干扰筛选氧化还原调控
相关的新基因 

孟  姣 2016 2018 

52 
青年科学 
基金项目 

Wnt 信号通路中β-catenin 及其细胞核内共
激活因子复合物的结构生物学研究 

孙  伟 2016 2018 

53 
青年科学 
基金项目 

干扰素诱导蛋白 IFIT/ISG56 家族抗病毒功
能的结构生物学研究 

冯  峰 2016 2018 

54 
青年科学 
基金项目 

一种高通量大尺度生物样品电镜三维重构
方法的研究 

李喜霞 2016 2018 

55 
青年科学 
基金项目 

CD146：肿瘤淋巴管新生和转移的关键分
子 

段红霞 2016 2018 

56 
青年科学 
基金项目 

过氧化物酶体增殖物活化受体γ辅激活因子
-1α（PGC-1α）影响记忆性 CD8+ T 细胞
分化的机制研究 

贾明明 2016 2018 

57 
青年科学 
基金项目 

新细胞因子CSBF及其受体SUSD2的结构
和功能研究 

潘  文 2016 2018 

58 
青年科学 
基金项目 

柚皮素调控乳腺癌细胞 TGF-β1 分泌的机
制研究 

张发云 2016 2018 

59 
青年科学 
基金项目 

HBV 阳性肝癌标志分子 NDRG1 促进肿瘤
细胞干性调节血管转移功能机制研究 

程  倩 2016 2018 

60 
应急管理 
项目 

大数据时代的生物信息学发展战略研究 陈润生 2016 2017 

61 
应急管理 
项目 

肝内淋巴滤泡在丙型肝炎病毒慢性感染过
程中发挥的作用及调控机制的研究 

冯  瑾 2016 2016 

62 
应急管理 
项目 

视网膜位置信息与空间位置信息对双稳态
知觉的影响 

施立楠 2016 2016 

63 
优秀青年科
学基金项目 

RNA 结合蛋白的转录和表观遗传调控功能
机制 

薛愿超 2016 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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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 
优秀青年科
学基金项目 

肝癌血管转移相关肿瘤微环境 杨鹏远 2016 2018 

65 
优秀青年科
学基金项目 

物质跨膜转运 赵永芳 2016 2018 

66 重点项目 
染色质修饰酶的活性调节及其对染色质结
构和靶基因表达的调控 

朱  冰 2016 2020 

67 重点项目 
负链RNA 病毒聚合酶的结构和功能机制研
究 

刘迎芳 2016 2020 

68 重点项目 谷氨酸化修饰调控细胞命运及其机制研究 范祖森 2016 2020 

69 重点项目 一种穿越血脑屏障的纳米载体 阎锡蕴 2016 2020 

70 重点项目 
新的宿主抗 HIV 因子的发现与分子机理研
究 

高光侠 2016 2020 

71 
重点支持 
项目 

酵母核糖体小亚基前体的结构 叶克穷 2016 2019 

 

（二）2015年在研基金委资助重大（重点）项目 

国家重大科研仪器设备研制专项：2 项 

序号 课题名称 负责人 开题年 结题年 

1 光电融合超分辨生物显微成像系统 徐  涛 2012 2015 

2 光学锁相放大成像系统的研制 徐  涛 2012 2015 

创新研究群体科学基金：1项 

序号 课题名称 负责人 开题年 结题年 

1 多细胞生物自噬过程中膜的构建与融合 张  宏 2015 2020 

重大研究计划集成项目和重点支持项目：8项 

序号 课题名称 负责人 开题年 结题年 

1 面向信号转导的蛋白质靶向探针及应用 徐  涛 2014 2015 

2 
NURF 重塑复合物调控 iPS 细胞重编程作用及
表观遗传机制研究 

范祖森 2015 2016 

3 
5-羟甲基胞嘧啶结合蛋白的鉴定及其对 DNA
去甲基化的调控和在体细胞重编程中的作用研
究 

朱  冰 2015 2016 

4 
化学物致癌过程中无菌性炎症分子网络的形成
与调控 

秦志海 2013 2016 

5 crRNA 介导的免疫系统的结构与功能研究 王艳丽 2015 2018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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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细胞逐步适应新环境的多基因作用机制 王盛典 2013 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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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干细胞编程与重编程中染色质高级结构动态变
化和表观遗传调控 

李国红 2013 2016 

重点国际(地区)合作研究项目：3项 

序号 课题名称 负责人 开题年 结题年 

1 组蛋白伴侣的结构与功能研究  许瑞明 2013 2017 

2 肥胖症的肠道生态免疫学调控机制  唐  宏 2013 2017 

3 功能性淀粉样纤维的结构以及组装的分子机制 柯  莎 2012 2016 

重点项目：8项 

序号 课题名称 负责人 开题年 结题年 

1 致密核心大囊泡分泌的分子机制研究 徐  涛 2012 2016 

2 GALNT1 介导的Hedgehog 信号调控膀胱癌干
细胞自我更新机制研究 

范祖森 2014 2018 

3 人类成年早衰症模型的建立及其分子机制研究 刘光慧 2014 2018 

4 胞质 DNA 感受因子识别病原体感染的分子机
制研究 

刘志杰 2014 2018 

5 snoRNA 在核糖体小亚基组装中的作用 叶克穷 2015 2019 

6 核小体与蛋白质相互作用的结构机理研究 许瑞明 2015 2019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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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基于冷冻电镜技术的生物大分子机器近原子分
辨率结构解析 

朱  平 2013 2017 

联合基金项目重点支持项目：2项 

序号 课题名称 负责人 开题年 结题年 

1 
结核分枝杆菌致病相关蛋白质-RNA 二元网络
构建及功能研究 

毕利军 2015 2018 

2 
肥胖与糖尿病猕猴代谢组织及其脂滴的组学研
究 

刘平生 2015 2018 

国家杰出青年基金项目： 10项 

序号 项目名称 负责人 开题年 结题年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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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神经病学 袁增强 2012 2015 

3 生理学与整合生物学（细胞代谢与自由基） 陈  畅 2013 2016 

4 发育生物学 张  宏 2013 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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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核酸蛋白质复合物的结构 叶克穷 2014 2017 

6 化学生物学 王江云 2014 2017 

7 肿瘤病毒学 邓红雨 2014 2017 

8 细胞运动与细胞骨架 苗  龙 2015 2019 

9 表观遗传学 朱  冰 2015 2019 

10 冷冻电子显微学 朱  平 2015 2019 

优秀青年科学基金项目：7项 

序号 课题名称 负责人 开题年 结题年 

1 
结合多能干细胞和基因组编辑技术研究人类衰
老及其相关疾病的细胞分子机理 刘光慧 2013 2015 

2 核酸结合蛋白的结构生物学研究 王艳丽 2013 2015 

3 生物力学 娄继忠 2013 2015 

4 线粒体中的蛋白质翻译调控 秦  燕 2014 2016 

5 视觉意识与注意的神经机制 张  朋 2014 2016 

6 免疫学 刘志华 2015 2017 

7 神经元囊泡转运的分子机制 曹  鹏 2015 2017 

 

中科院项目 

2015年，研究所新增“个性化药物—基于疾病分子分型的普惠新药研发”A

类先导专项项目1项、子课题1项，科研装备研制项目1项，重点部署项目课题3

项。 

2015年，研究所在研中科院各类项目共计35项，其中：科研装备研制项目2

项，A类先导专项子课题10项，B类先导专项子课题15项，重点部署项目8项。 

（一）2015年新增中科院项目 

序号 
项目 
类型 

名称 负责人 
主持项目/

课题 
起至年限 

1 
A 类先
导专项 

糖尿病药物分层与生物标志物 徐  涛 项目 2015-2018 

2 
A 类先
导专项 

抗 CD146 肿瘤抗体药物敏感性研究 阎锡蕴 子课题 2015-2018 

3 
科研装
备研制 

金属富勒烯纳米肿瘤无创诊疗研究
系统研制 

卓  彦 课题 2016-2018 

4 
重点部
署项目 

剪接体复合物中 RNA 结合蛋白底物
特异性研究 

付向东 课题 2015-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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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重点部
署项目 

RNA 结合蛋白在基因调控中的作用
机理 

张晓荣 课题 2015-2017 

6 
重点部
署项目 

剪接密码子选择性利用的分子机理 薛愿超 课题 2015-2017 

 

（二）2015年在研中科院项目 

科研装备研制 

序号 项目名称 负责人 起至年限 

1 9.4T 超高场代谢成像磁共振系统研制 徐  涛 2010-2015 

2 非线性结构光照明超分辨显微成像系统 徐  涛 2015-2016 

A类先导专项 

序号 项目名称 负责人 起至年限 

1 细胞谱系决定过程中表观遗传调控网络的研究 李国红 2011-2015 

2 利用胚胎干细胞获得功能性细胞的研究 马  跃 2011-2015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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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1-2015 

4 干细胞功能相关的新非编码 RNA 的发现与功能研究 陈润生 2011-2015 

5 空间辐射对基因组的作用和遗传效应研究 杭海英 2011-2015 

6 
人成体细胞向神经干细胞的转分化及其靶向基因修饰
研究 

刘光慧 2012-2015 

7 
建立人胚胎干细胞向不同神经元定向分化和转分化以
及体内原位转分化的研究体系 

王晓群 2012-2015 

8 
相关新基因对造血干细胞向NK细胞谱系转化和命运决
定研究 

范祖森 2013-2015 

9 前列地儿胶束和阿霉素胶束临床研究 梁  伟 2013-2018 

10 结核病体外诊断 毕利军 2013-2018 

B类先导专项 

序号 项目名称 负责人 起至年限 

1 抉择的神经机制及其脑网络研究 刘  力 2012-2016 

2 宏观多模态成像及其在视觉联结图谱等研究中的应用 何  生 2012-2016 

3 
认知基本单元的大范围首先的神经表达:皮层下通路的
脑功能联结图谱 

陈  霖 2012-2016 

4 染色质高级结构形成和维持的分子机制 朱  平 2014-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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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基因转录的染色质调控机制 朱  冰 2014-2018 

6 蛋白质 RNA 复合物的结构研究 叶克穷 2014-2018 

7 DNA 损伤应对 CSN 复合物的结构与功能研究 江  涛 2014-2018 

8 
Wnt 信号通路中 beta-catenin/Tcf 复合体的结构与功能
研究 

许文清 2014-2018 

9 宿主天然免疫应答中病毒与宿主相互作用复合体研究 刘迎芳 2014-2018 

10 宿主天然免疫应答中重要炎症小体的结构和功能机理 王大成 2014-2018 

11 病毒侵染与宿主相互作用蛋白质超大复合体结构研究 李雪梅 2014-2018 

12 细胞胞内生物膜系统物质代谢与转运过程 张  凯 2014-2018 

13 生物膜脂类生成与能量代谢过程 柳振峰 2014-2018 

14 生物小角 X 射线散射技术 张荣光 2014-2018 

15 多构象电镜图像分析与光电关联技术 孙  飞 2014-2018 

重点部署项目 

序号 项目名称 负责人 起至年限 

1 结核分枝杆菌全蛋白组芯片的构建及应用研究 张先恩 2013-2015 

2 非编码 RNA 的前沿研究 王江云 2013-2015 

3 染色质高级结构与表观遗传调控 朱  平 2013-2015 

4 结核病耐药相关的基础和应用研究 毕利军 2013-2015 

5 氨基酸类保健食品和天然色素特殊化妆品 董先智 2013-2015 

6 中国人群前瞻性生物样本库建设 李  岩 2013-2015 

7 天然免疫抗病毒机理 高光侠 2014-2016 

8 剪接体复合物的高效表达系统与作用机制研究 付向东 2015-2017 

 



中国科学院生物物理研究所年鉴                                                        队伍建设 

32 
 

 

队 伍 建 设 

2015 年底，研究所共有在职职工 592 人，其中科技人员 428 人、支撑人员

63 人、管理人员 57 人。科技人员中，中国科学院院士 11 人、发展中国家科学

院院士 5 人、正高级专业技术人员 100 人、副高级专业技术人员 163 人。研究所

共有国家“万人计划-重点领域创新团队”1 个，国家“万人计划-创新领军人才”入

选者 5 人、国家“万人计划-青年拔尖人才”入选者 2 人，国家“千人计划”（国家

海外高层次人才引进计划）入选者 9 人（其中 A 类 5 人）、“青年千人计划”入选

者 11 人，国家“杰出青年基金”获得者 21 人，中国科学院“百人计划”入选者 37

人，中国科学院“青年创新促进会”会员 25 人。 

2015 年研究组长名单（截止 2015 年年底） 

毕利军  蔡华清  曹  鹏  常文瑞  陈  畅  陈  霖  陈润生  邓红雨   

董先智  范祖森  冯  巍  付向东  傅阳心  高光侠  高  璞  龚为民   

郭爱克  杭海英  何  生  赫荣乔  侯百东  胡俊杰  黄韶辉  黄亿华   

姬广聚  江  涛  蒋太交  焦仁杰  柯  莎  乐加昌  李  栋  李国红   

李  岩  李  岩  梁栋材  梁  伟  刘光慧  刘  力  刘平生  刘迎芳   

刘志华  刘志杰  柳振峰  娄继忠  罗志勇  马  跃  苗  龙  秦  燕   

秦志海  饶子和  沈  康  孙  飞  孙坚原  唐  宏  田  勇  王大成   

王  凡  王江云  王晋辉  王孔江  王  琳  王盛典  王晓晨  王晓群   

王艳丽  王  毅  王志新  王志珍  吴  瑛  徐平勇  徐  涛  许瑞明   

薛愿超  阎锡蕴  杨福全  杨福愉  杨鹏远  叶克穷  袁增强  张  宏   

张  凯  张立国  张  朋  张荣光  张先恩  章新政  赵永芳  周  政   

朱  冰  朱明昭  朱  平  朱  岩 

2015 年获批人才 

国家“万人计划—青年拔尖人才”：王江云 

国家“青年千人计划”：章新政  薛愿超 

国家“杰出青年基金”获得者：李国红 

中国科学院青年创新促进会会员 

2015年度：陈  萍  张泓泰  王  硕  李  颖  李发慧 

2016年度：柴  谦  史继云  王  磊  王彦英  张维绮 

2015 年进所职工 

李平俊  雷  鸣  郑  泳  陈  芳  徐  宁  王功明  刘淑君  毛冠坤 

王  勇  申  洁  杨  萌  杨郑鸿  周  磊  张  昕  赵  燕  戴  宇 

熊朝阳  陈  娟  满善晴  谷陆生  王文娟  曾  俨  张晗明  吴凤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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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  伟  吕平平  任锦启  罗华夏  许  玮  魏沙沙  孟祥宇  武红梅 

宋国旭  王  思  贺晓萌  王天元  邓载安  王会静  孙元捷  李  栋 

蔡华清  胡熙浩  崔萌萌  于潇华  王树坤  闫    郑江歌  宣依昉 

张英新  金文星  郭振玺  梁  锴  吴  岩  王久宇  田  媛  欧先金 

高  璞 

2015 年离所职工 

吴凯源  张天赋  宋丽娜  刘继勇  仓怀兴  苏明明  杨  芳  曹冬旭 

朱彦兵  周军智  朱丹明  赵东宇  唐  勇  张  华  邢  巧  张  娟 

姚亮明  黄泽炽  聂晓华  蒋太交  张慧娜  张鑫磊  周淑萍  刘  苏 

李平俊  陈荣昌  阎新龙  陈宝军  梁晓龙  郑春杨  苑婷婷  王  磊 

陈翠霞  黄  艳  寇朝辉  何俊明  曹保华  张  磊  朱洪涛  段长松 

万  莉  吴爱平 

2015 年退休职工 

王欣敏  王振廷  王淑娟  关耀敏  王  翔  戴永利  鲁雁同  李东明 

2015 年出站博士后名单 

董  杰  董文娟  冯  峰  金文星  李  瀚  梁  锴  牛春艳  祁小云 

秦冬冬  孙元捷  熊朝阳  许亚杰  杨  硕  袁国红  张英豪  赵学强 

赵  燕  朱森华 

2015 年在站博士后名单 

（名单为至2015年年底仍在站人员，2015年中出站/退站不算在内） 

白秀峰  陈  永  程  倩  段红霞  范克龙  高晟妍  管  娣  郭  君 

江  波  姜志昂  李喜霞  李小达  李  岩  李媛媛  梁  永  林  焱 

刘  亮  刘庆华  刘少伟  栾会芹  马  军  毛德斌  莫炜川  潘  文 

骈亚亚  濮梦辰  任晓庆  邵涵钰  申红玲  宋廷瑞  苏  涛  孙  伟 

孙  瑶  唐迎龙  王建宇  王  峥  吴睿㛃  夏朋延  徐颖之  闫  硕 

颜  冰  杨杰凌  于  娟  张  博  张  超  张  磊  张梅娟  张治萍 

赵红玉  郑  朋   

2015 年博士后基金获得情况 

管  娣  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第八批特别资助 

范克龙  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面上资助57批一等资助 

段红霞  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面上资助57批一等资助 

夏朋延  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面上资助57批二等资助 

邵涵钰  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面上资助58批二等资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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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生教育工作 

2015年研究所招收博士生110人，硕士生102人。目前在读研究生608人，其

中，博士生302人、硕士生306人；外国留学生6人；与高校联合培养的研究生142

人。毕业研究生101人（博士83人，硕士8人，工程硕士10人）。毕业去向中，出

国深造25人，科研及其他事业单位35人，做博士后21人，攻读博士4人，灵活就

业1人。授予博士学位84人、授予硕士学位18人。 

2015 年毕业生名单 

博士毕业： 

宋  坤  郭  超  单  梁  刘  畅  苏  涛  付晶鹏  戴金叶  邱徐峰 

温  波  卢  炜  彭声饴  宋庆贺  王亚东  高云荣  郝  璐  杨  昭 

任锦启  王文娟  甘伟琼  毕可雷  杨秀安  孙含丽  周晓明  胡万辉 

吴惠文  于宙亮  房俊男  丁志超  胡颖嵩  常圣海  牛锋锋  王亚鑫 

高丙全  张  超  王天宇  余  钦  吕晓璇  张立慧  薛  鹏  蔡潭溪 

魏沙沙  赵立静  衡  杰  陈楠楠  王  瓛  乔  帅  曾  俨  董  宇 

孙  瑶  庞效云  吕平平  林  霖  王之明  李晓敏  李  赞  郭  昱 

危贵峰  罗华夏  袁  姣  巴  琪  刘  米  张  鹏  蒙  冰  陈勇志 

韩传辉  梁  永  李  楠  陈  川  唐迎龙  闫    胡攸乔  倪  琛 

李  洁  郝  宁  贺晓萌  杜雪相  刘明月  凃  滔  高  倩  程梦兰 

郭  浩  刘志达  姬飞腾 

硕士毕业： 

戴成亮  王景龙  杨凯婷  范晓旭  寇永君  郭雅文  武红梅  宋国旭 

亓  超  朱晓璐  陈文振  韦  朋  赵莹莹  梁  丹  赵永亮  柴景超 

杨晓诚  陈禄明   

2015 年获得学位人员名单 

博士学位： 

单  梁  郭  超  宋  坤  戴金叶  付晶鹏  雷卓凡  刘  畅  卢  炜 

彭声饴  邱徐峰  宋庆贺  苏  涛  王亚东  徐新秀  毕可雷  蔡潭溪 

常圣海  丁志超  房俊男  甘伟琼  高丙全  高云荣  郝  璐  衡  杰 

胡万辉  胡颖嵩  吕晓璇  牛锋锋  任锦启  孙含丽  王天宇  王文娟 

王亚鑫  魏沙沙  吴惠文  薛  鹏  杨秀安  杨  昭  于宙亮  余  钦 

张  超  张立慧  赵立静  周晓明  曾  俨  陈楠楠  董  宇  李晓敏 

李  赞  林  霖  吕平平  庞效云  乔  帅  孙  瑶  王  瓛  王之明 

巴  琪  郭  昱  刘  米  罗华夏  蒙  冰  危贵峰  袁  姣  张  鹏 

陈  川  陈勇志  程梦兰  杜雪相  高  倩  郭  浩  韩传辉  郝  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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贺晓萌  胡攸乔  姬飞腾  李  洁  李  楠  梁  永  刘明月  刘志达 

倪  琛  唐迎龙  凃  滔  闫     

硕士学位： 

戴成亮  王景龙  杨凯婷  范晓旭  寇永君  郭雅文  武红梅  宋国旭 

亓  超  朱晓璐  陈文振  韦  朋  赵莹莹  梁  丹  赵永亮  柴景超 

杨晓诚  陈禄明 

2015 年退学名单 

冯之旋 

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 2014-2015 学年优秀学生名单 

三好学生（88人） 

曹  灿  陈茜茜  崔  亚  邓雨辰  范敏锐  冯  菡  付家俊  高  山 

顾守进  郝亚静  贺小龙  胡苗会  黄贯岭  黄瀚晨  季庆华  贾  星 

金  梦  孔冰洁  旷小林  李承珉  李东方  李  静  李  军  李  龙 

李  敏  李  敏  李思睿  李霄楠  梁  杏  林婷婷  刘本宇  刘  静 

刘龙超  刘亚名  毛国涛  孟庆红  潘  露  裴春丽  裴  菲  齐  欣 

秦丽丽  尚从平  邵  攀  申雪峰  时颖超  史瑶瑶  舒清博  孙传奇 

孙  爽  陶贤尊  田美杰  王  敏  王为红  王晓燕  王歆玮  王  勇 

王勇强  王子昊  魏  宁  魏雪鹏  温增麒  吴  薇  伍洪刚  徐琳璐 

晏荟文  杨冬雪  杨  惠  杨济平  杨  杰  杨  锴  杨  韬  伊凤双 

游庆龙  袁  帅  苑德良  张聪研  张德玖  张刚明  张海涛  张旭媛 

张旖旎  张玉英  张紫豪  赵宏图  郑晓娇  周驹俊  周陆军  朱倩雯 

优秀学生干部（11人） 

樊春燕  房靖淇  高  铠  贺  亮  刘  静  邱肖迪  王玉婧  杨凯婷 

岳海燕  张献昌  祝嘉骏 

优秀毕业生（5人） 

乔  帅  宋  坤  罗华夏  魏沙沙  郝  璐 

三好学生标兵（5人） 

周晓明  房俊男  杨  昭  常圣海  王天宇 

国家奖学金（17人） 

博士： 

张德玖  范敏锐  魏雪鹏  朱倩雯  孔冰洁  伍洪刚  黄贯岭  杨冬雪 

伊凤双  梁  杏 

硕士： 

李亚男  齐  欣  王海方  程  涛  李  敏  尚从平  付志飞 

http://www.gscas.ac.cn/gscascn/upLoad/2006714161267509755.7.14.do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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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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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尚从平 曹  鹏 一等奖 

2 李佳智 王艳丽 一等奖 

3 范敏锐 常文瑞，李  梅 一等奖 

4 张德玖 秦  燕 一等奖 

5 伊凤双 冯  巍 一等奖 

6 毛国涛 张  凯 一等奖 

7 曹端方 许瑞明 一等奖 

8 朱倩雯 孙坚原 二等奖 

9 梁  杏 沈  康 二等奖 

10 李  婕 柳振峰 二等奖 

11 吴  荣 袁增强 二等奖 

12 邓健文 吴  瑛 二等奖 

13 孙  玉 陈润生 二等奖 

14 吴蓓蓓 赫荣乔 二等奖 

15 解  媛 常文瑞，李  梅 二等奖 

16 王文亮 王  毅 三等奖 

17 陶贤尊 高光侠 三等奖 

18 高冠男 许瑞明 三等奖 

2015 年度研究生获各类奖学金名单 

奖项名称 获奖人员 所属课题组 

中国科学院优秀博士论文奖 王祥喜 饶子和 

中国科学院优秀博士论文奖 范克龙 阎锡蕴 

中国科学院优秀博士论文奖 宋  峰 朱  平 

中国科学院院长特别奖 赵宏图 王艳丽 

中国科学院院长优秀奖 常圣海 刘迎芳 

中国科学院院长优秀奖 房俊男 李国红 

中国科学院院长优秀奖 吕晓璇 王江云 

朱李月华优秀博士生奖 庞效云 孙  飞 

地奥一等奖 宋  坤 陈  霖 

地奥一等奖 王亚东 袁增强 

地奥二等奖 罗华夏 陈润生 

地奥二等奖 郝  璐 范祖森 

宝洁优秀研究生奖学金 魏雪鹏 柳振峰 

宝洁优秀研究生奖学金 魏沙沙 杨福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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宝洁优秀研究生奖学金 蔡潭溪 杨福全 

恒源祥英才奖一等奖 尚从平 曹  鹏 

2015 年在岗导师 

生物大分子国家重点实验室 

常文瑞  陈  畅  蔡华清  冯  巍  胡俊杰  黄亿华  姬广聚  江  涛  

柯  莎  李  栋  李国红  梁栋材  刘光慧  刘平生  刘迎芳  刘志杰  

柳振峰  马  跃  饶子和  孙  飞  王大成  王志新  王志珍  徐  涛  

许瑞明  杨福愉  张  宏  张  凯  张先恩  章新政  赵永芳  周  政  

朱  冰  朱  平   

沈  康（美国斯坦福大学） 

屠亚平（美国克瑞顿大学医学院兼职博导） 

许文清（美国华盛顿大学） 

张荣光（上海生科院） 

脑与认知科学国家重点实验室 

曹  鹏  陈  霖  郭爱克  何  生  赫荣乔  焦仁杰  李  岩  刘  力  

孙坚原  王晋辉  王晓群  王  毅  吴  瑛  薛  蓉  袁增强  张  朋  

朱  岩  卓  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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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志华  唐  宏  王盛典  

杨鹏远  张立国  朱明昭 

程根宏（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Los A 兼职博导） 

刘  阳（Ohio State University 兼职博导） 

核酸生物学院重点实验室 

毕利军  陈润生  娄继忠  苗  龙  秦  燕  王江云  王艳丽  徐平勇  

薛愿超  叶克穷 

付向东（美国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 兼职博导） 

龚为民（中国科技大学） 

蛋白质多肽药物所重点实验室 

杭海英  蒋太交  梁  伟  秦志海  阎锡蕴  杨福全   

松田善卫（日本国立传染病研究院爱滋病研究中心（ARC）兼职博导） 

交叉科学所重点实验室 

黄韶辉  李  岩  田  勇  王孔江  王  琳 

2015 年度中国科学院优秀导师奖 

王艳丽  中国科学院优秀导师奖 

饶子和  中国科学院优秀研究生指导导师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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阎锡蕴  中国科学院优秀研究生指导导师奖 

朱  平  中国科学院优秀研究生指导导师奖 

江  涛  朱李月华优秀教师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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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 织 机 构 

（经第九届所长第 42 次所务会研究决定：设立科教融合办公室和卓

越中心办公室。其中，卓越中心办公室职能由科学技术处承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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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 构 设 置 

所领导 

所    长： 徐  涛    

党委书记： 汪洪岩 

党委副书记：刘  力 

副 所 长： 汪洪岩  许瑞明（科发人任字【2015】71号，自2015年12月起） 

刘  力  孙  命  高光侠 

纪委书记： 刘  力 

科研机构 

1．生物大分子国家重点实验室 

名誉主任：梁栋材  杨福愉 

主    任：许瑞明 

副 主 任：陈  畅  张  凯  张  宏 

2．脑与认知科学国家重点实验室 

主    任：何  生 

副 主 任：刘  力  卓  彦  傅小兰  

3．中国科学院感染与免疫重点实验室 

主    任：高光侠           

副 主 任：范祖森  王盛典 

4．中国科学院核酸生物学重点实验室 

主    任：付向东 

副 主 任：叶克穷  毕利军  苗  龙（科生发人字【2015】61号，自2015

年11月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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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副 主 任：梁  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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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管理部门 

综合处处长：陈长杰（兼党群办公室主任、离退休办公室主任） 

综合处副处长：杨爱敏（兼公共事务办公室主任，享受处长待遇） 

              陈爱军（兼公共事务办公室副主任）（2015年12月31日去世） 

              汪会盛（兼公共事务办公室副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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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魏  妍（兼公共事务办公室副主任） 

              翟  涛（兼纪检监察办公室主任，科生发人字【2015】17 

号，自2015年3月12日起） 

樊  勇（兼党群办公室副主任，科生发人字【2015】33号， 

自2015年5月28日起） 

科技处处长：雷  鸣（科生发人字【2015】10号，自2015年2月11日起） 

科技处副处长：韩玉刚（兼科研条件保障办公室主任，科生发人字【2015】 

18号，至2015年3月12日止） 

向桂林（兼保密办公室主任，享受处长待遇；兼文献情报办 

公室主任） 

孙玉娜（兼卓越中心办公室主任，科生发人字【2015】15 

号，自2014年12月30日起） 

王天宇 

科技合作与成果转化处处长：栾贵波 

科技合作与成果转化处副处长：孙  哲 

人力资源处处长：贡集勋 

人力资源处副处长：夏小科 

曹  敏 

研究生部主任：刘勤瑞 

财务处处长：程亚利 

科教融合办主任：张  蕾（科生发人字【2015】5号，自2014年12月30日起） 

支撑部门 

1. 学术支撑部门 

学会期刊联合办公室 副主任（主持工作）：马  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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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生发人字【2015】27号，至2015年5月12 

日达到退休年龄止） 

科学研究平台 常务副主任：韩玉刚（享受处长待遇）（科生发人字【2015】 

18号，自2015年3月12日起） 

科学研究平台 副主任：李雪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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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学术机构和其他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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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学术委员会 

顾    问： 梁栋材  杨福愉 

主    任： 饶子和 

常务副主任： 徐  涛 

副 主 任：张先恩 

成    员： 常文瑞  陈  霖  陈润生  高光侠  郭爱克  何  生 

赫荣乔  饶子和  王大成  王志珍  徐  涛  许瑞明 

阎锡蕴  袁增强  张  宏  张  凯  张先恩 

秘    书： 雷  鸣 

下设专业委员会及工作小组： 

产生办法： 所长提名主任人选，主任提名委员人选，所务会审议、所长聘任。 

1. 仪器设备管理委员会 

主    任： 许瑞明 

副 主 任： 孙  命 

成    员： 范祖森  杭海英  李雪梅  刘  力  柳振峰  孙  飞 

孙  命  王江云  王盛典  王  翔  许瑞明  杨福全 

卓  彦 

秘    书： 韩玉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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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生物安全与伦理委员会 

主    任： 赫荣乔 

副 主 任： 邓红雨  刘祖祥  田  勇 

技术总监： 都培双 

委    员： 邓红雨  都培双  赫荣乔  侯百东  刘祖祥  田  勇   

王  波  袁增强  张立国  朱明昭  朱  平 

秘    书： 王天宇   

3. 技术与转化委员会 

主    任： 高光侠 

副 主 任： 赫荣乔  吴乐斌 

成    员： 毕利军  陈  畅  高光侠  赫荣乔  侯全民  李昌群 

梁  伟  苏志国  吴乐斌  阎锡蕴 

秘    书： 栾贵波 

4. 发展战略研究工作小组 

组    长： 张先恩 

成    员： 毕利军  侯百东  李国红  柳振峰  孙  飞  袁增强 

张  宏  张先恩  朱  冰 

秘    书： 向桂林 

5. 人才引进和培养工作小组 

组    长： 张  宏 

成    员： 毕利军  高光侠  何  生  柳振锋  阎锡蕴  袁增强   

张  宏  张  凯  朱  冰 

秘    书： 夏小科 

学位评定委员会 

主    任： 王大成 

副 主 任： 刘  力 

委    员： 常文瑞  陈  畅  陈润生  高光侠  龚为民  杭海英   

赫荣乔  刘  力  秦志海  孙  飞  王大成  王晋辉   

许瑞明  阎锡蕴  卓  彦 

秘    书： 刘勤瑞 

教育委员会 

主    任： 陈润生 

副 主 任： 刘  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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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    员： 毕利军  陈润生  范祖森  江  涛  梁  伟  刘  力 

汪洪岩  袁增强  张  宏 

通用试剂耗材集中采购委员会 

主    任： 雷  鸣 

成    员： 杭海英  侯百东  姬广聚  江  涛  焦仁杰  李雪梅 

刘平生  王江云  王天宇  王艳丽  杨福全  袁增强 

朱明昭 

秘    书： 高  伟 

人事争议调解委员会 

主    任： 阎锡蕴 

成    员： 赫荣乔  陶  宁  杨福全  （职工代表） 

陈长杰  刘  缨  阎锡蕴  （工会代表） 

贡集勋  汪洪岩  汪会盛  （行政代表） 

秘    书： 曹  敏 

离退休工作领导小组 

组    长： 汪洪岩 

副 组 长： 王柳叶 

成    员： 陈长杰  程亚利  董仁杰  樊  蓉  贡集勋  汪洪岩 

王海龙  王柳叶  王文荣  王秀桂  翟淑珍 

秘    书： 徐燕南 

安全委员会（兼治安、防火、交通安全委员会，放射性安全管理工作委员会职

责） 

主    任： 汪洪岩 

副 主 任： 汪会盛 

技术总监： 都培双 

成    员： 陈长杰  都培双  韩  毅  贾  策  李  佳  刘  娜   

刘勤瑞  刘志萍  聂建国  汪洪岩  汪会盛  王天宇   

王  翔  杨冬玲  张洪杰 周  馨 

秘    书： 黄晓光  黄  峰 

保密委员会 

主    任： 徐  涛 

副 主 任： 汪洪岩  孙  命 

成    员： 陈长杰  孙  命  汪洪岩  汪会盛  向桂林  徐  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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仓怀兴（调离） 

办公室主任：向桂林 

保密专干：王晓群（科技处） 

医疗与计划生育委员会、绿化委员会、爱国卫生工作委员会（兼药品采购委员

会、传染病防控应急领导小组、医疗领导小组职责） 

主      任： 徐  涛 

常务副主任： 汪洪岩 

成      员： 陈长杰  贡集勋  黄春娟  贾  策  李  佳  李  薇 

刘  娜  刘勤瑞  刘志萍  孙铭华  汪洪岩  汪会盛 

王柳叶  王晓群  徐  涛  杨冬玲  周  馨 

秘      书： 王文荣  陈德娟 

基建工作领导小组 

组    长： 汪洪岩 

副 组 长： 孙  命 

成    员： 陈长杰  程亚利  韩玉刚  孙  命  汪洪岩  王  翔   

杨爱敏  用户代表 

秘    书： 顾  巍 

预算执行工作小组 

组    长： 汪洪岩 

副 组 长： 程亚利  王天宇 

成    员： 程亚利  韩玉刚  贾  策  李  佳  刘  娜  刘志萍   

汪洪岩  王天宇  杨东玲  于海婵  周  馨   

秘    书： 王  平 

仪器设备修购专项工作小组 

组    长： 孙  命 

成    员： 程亚利  韩玉刚  李雪梅  孙  飞  孙  命  田  勇   

王天宇  王  翔  杨爱敏  杨福全  袁增强   

秘    书： 王天宇 

信息化工作领导小组 

领导小组 

组    长： 徐  涛 

副 组 长： 孙  命 

成    员： 陈长杰  孙  命  王  翔  向桂林  徐  涛  袁增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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秘    书： 向桂林（兼） 

下设工作小组： 

1.网络化运行管理（ARP）工作小组 

组    长： 陈长杰 

成    员： 陈长杰  陈竞舟  程亚利  贡集勋  刘勤瑞  王  翔 

夏小科  向桂林  杨爱敏   

2.网络化科研平台（e-Science）工作小组 

组    长： 王  翔 

成    员： 蒋太交  凌伦奖  孙  飞  王  翔 

3.网络化信息发布工作小组 

组    长： 向桂林 

成    员： 贾  策  江欢欢  李  佳  刘  娜  刘志萍  马秋云 

孙铭华  向桂林  熊  勤  杨东玲  周  馨 

4.网络化教育培训工作小组 

组    长： 贡集勋 

成    员： 贡集勋  韩玉刚  刘勤瑞  王  翔 

5.网络化科学传播工作小组 

组    长： 陈长杰 

成    员： 陈长杰  陈竞舟  江欢欢  马秋云  汪会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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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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届委员会 

党委书记：  汪洪岩 

党委副书记：刘 力 

党委委员： 陈 畅  陈长杰  毕利军 

中国共产党中国科学院生物物理研究所第七届纪律检查委员会 

纪委书记：  刘  力 

纪委副书记：陈长杰 

委    员：  孙 命  刘勤瑞  翟 涛 

基层支部建设 

生物物理所党委下设3个党总支、19个党支部。生物大分子党总支、离退休

党总支和研究生党总支各1个，离退休党支部3个，研究生党支部5个，实验室党

支部8个，研究平台党支部1个，管理支部1个，企业支部1个。 

 

党总支/支部名称 
党总支/ 
支部书记 

党总支/支部委员 

离退休党总支 董仁杰 
王柳叶（副书记兼宣传委员） 王海龙（副书记）  
任振华（组织委员）柴树范（纪检委员） 

离休党支部 韩曙荣 
刘忠孝（组织委员兼纪检委员） 
王清芝（宣传委员）冯文慧（生活委员） 

中关村退休党支部 朱欣荣 
任振华（副书记）  王柳叶（宣传委员） 
李景福（组织委员）徐秀璋（纪检委员） 

北郊退休党支部 吴梅英 
王海龙（副书记）  周忠年（宣传委员） 
陈更道（组织委员）蔡燕红（纪检委员） 

研究生党总支 刘勤瑞 
房靖淇（副书记）  丛  飞（组织委员） 
岳海燕（学习委员）廖  静（宣传委员） 
杨  韬（纪检委员）熊  勤（青年委员） 

生物大分子国家重点实验室
研究生党支部 

房靖淇 

王  磊（副书记）   
王成爱（组织委员）陈  勇（宣传委员） 
张建超（青年委员）马新莉（纪检委员） 
徐  扬、孙璨璨（学习委员） 

脑与认知科学国家重点实验
室研究生党支部 

丛  飞 
周  馨（副书记） 
陈茜茜（组织委员）尚从平（宣传委员） 

感染与免疫院重点实验室研
究生党支部 

廖  静 
刘  娜（副书记） 
王为红（组织委员）何璐云（宣传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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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总支/支部名称 
党总支/ 
支部书记 

党总支/支部委员 

核酸生物学院重点实验室研
究生党支部 

岳海燕 
骆健俊（副书记） 
郝亚静（组织委员）焦健健（宣传委员） 

蛋白质与多肽药物所重点实
验室研究生党支部 

杨  韬 
张春玲（副书记） 
陈佳楠（组织委员）范英俊（宣传委员） 

生物大分子国家重点实验室
党总支 

陈 畅 
朱  平（副书记）  朱  冰（副书记） 
薛艳红（组织委员）王  磊（宣传委员） 
姚  婷（纪检委员） 

生物大分子国家重点实验室
第一党支部 

陈  畅 
姚  婷（副书记）  姚  婷（组织委员） 
陈晶晶（宣传兼纪检委员） 

生物大分子国家重点实验室
第二党支部 

朱  平 
薛艳红（副书记）  张  艳（组织委员） 
孔令斐（宣传兼纪检委员） 

生物大分子国家重点实验室
第三党支部 

朱  冰 
王  磊（副书记）  单  珊（组织委员） 
闫小雪（宣传兼纪检委员） 

脑与认知科学国家重点实验
室党支部 

赫荣乔 
施立楠（副书记）  张树利（组织委员） 
王  勇（宣传委员）周  馨（纪检委员） 

感染与免疫院重点实验室党
支部 

潘  磊 
刘  娜（副书记）   
孙  晶（组织委员）沈  胜（宣传委员） 
王中南（纪检兼青年委员） 

核酸生物学院重点实验室党
支部 

毕利军 
骆健俊（副书记兼宣传委员） 
刘志萍（组织兼纪检委员） 

蛋白质与多肽药物所重点实
验室党支部 

梁 伟 
张春玲（副书记兼宣传委员） 
陶  宁（组织委员）段德民（纪检委员） 

交叉科学所重点实验室党支
部 

罗志勇 
贾  策（副书记兼组织委员） 
罗志勇（纪检委员）李倩倩（宣传委员） 

科学研究平台党支部 杨福全 
韩玉刚（副书记）  王  娅（组织委员） 
韩  毅（纪检委员）孟  姝（宣传委员） 
李硕果（宣传委员）赵旭东（文体委员） 

机关党支部 陈长杰 
樊  勇（副书记）  熊  勤（组织委员） 
马  丽（宣传委员）孙  哲（纪检委员） 
曹  敏（青年委员）向桂林（统战委员） 

中生百奥党支部 姚  萍 
张文河（组织委员兼纪检委员） 
郭燕英（宣传委员） 

生物物理研究所第八届工会、第七届职代会联合委员会 

第八届工会委员会主席：汪洪岩 

第七届职代会主席：阎锡蕴 

工会职代会联合委员会副主席：陈长杰 

委    员：孙  飞  李雪梅  刘  缨  韩  毅  薛艳红  师晓栋   

祁小燕  陈伟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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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届工会经费审查委员会 

主    任：李  斌 

委    员：江  涛  林亚静 

生物物理研究所第八届工会基层分会组成情况 

分会名称 主席 副主席 委员 

生物大分子国家重点实验室 卫涛涛 李  佳 吴艳云  孔令斐  薛艳红 

脑与认知科学国家重点实验室 王  勇 周  馨 张树利  梁雪红  陈  红   

感染与免疫院重点实验室  都培双 刘  娜 孙  晶  于海生 

核酸生物学院重点实验室  苗  龙 刘志萍 林亚静  陈晓敏 

蛋白质与多肽药物所重点实验室 杨东玲  黄浩龙  陶  宁  蔡潭溪 

交叉科学所重点实验室 
 

贾  策 
 

科学研究平台  杨福全 韩  毅 谢振声  赵旭东  史  想 

中生-百奥公司分会  刘建中  李  巍  郭燕英 

百欣公司分会  祁小燕  车京生  张  波 

机关分会  曾  慧 樊  勇 汪会盛  王  华  熊  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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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名姝 

副 书 记：柏玉洁  王为红 

委    员：翟  涛  熊  勤 

生物物理所团委下设团支部六个：职工团支部一个；学生团支部五个 

中国科学院生物物理研究所青年联合会 

主    席：冯  巍 

副 主 席：刘光慧  樊  勇 

秘 书 长：张名姝 

委    员：陈  娜  樊  勇  冯  巍  关晓妮  黄  峰  黄小俊 

          侯  剑  纪  伟  贾  策  李  佳  李  明  刘光慧 

          柳振峰  潘聪燕  潘  磊  宋婀莉  孙  飞  汪会盛 

武忻怡  熊  勤  俞珺璟  翟  涛  张名姝 

中国科学院生物物理研究所妇女委员会 

主    任：毕利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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副 主 任：史  想  熊  勤 

女工委员：李  佳  周  馨  刘  娜  陈晓敏  杨东玲  王佩荣 

史  想  李  巍  祁小燕  贾  策 

中国科学院生物物理研究所研究生会 

2015届学生会 

主      席：王为红 

常务副主席：徐琳璐 

副  主  席：李  敏  刘  奇 

生活部部长：张馨文   

学术部部长：吴佳仪   

外联部部长：范东东   

文艺部部长：王成爱 

宣传部部长：李亚男 

体育部部长：刘  奇(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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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 参 股 公 司 

北京普赛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董事长：毕利军 

总经理：毕利军 

中生北控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长：吴乐斌 

总  裁：周  洁（至2015年12月1日） 

陈锦添（自2015年12月2日起就任） 

北京百奥药业有限责任公司 

董事长：利  虔 

总经理：王小兰 

北京中生百欣科技服务有限责任公司 

董事长：聂建国 

总经理：聂建国 

北京燕京中科生物技术有限公司 

董事长：李福成 

总经理：马宝山 

江西金谷佳物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长：王  彬 

总经理：万惠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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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 荣 榜 

2015 年度生物物理研究所获奖情况 

院外奖项 

1.阎锡蕴研究员当选中国科学院院士 

2.饶子和研究员当选爱丁堡皇家学会通讯院士 

3.徐涛研究员获“第八届谈家桢生命科学创新奖” 

4.王江云研究员入选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百千万人才工程”，并被授予

“有突出贡献中青年专家”荣誉称号 

5.生物成像大楼获北京市结构长城杯金质奖 

6.免疫缺陷动物实验室获北京实验动物行业协会2015年度先进集体称号 

7.中国生物物理学会获得2014年《中国科学技术协会年鉴》优秀组织单位奖 

8.财务处获得2014年中国生物物理学会财务决算工作先进单位称号 

9.孟姝获北京实验动物行业协会2015年度先进个人奖 

10.周磊获北京实验动物行业协会2015年度先进个人奖 

院内奖项 

1.生物大分子国家重点实验室荣获“中国科学院先进集体”荣誉称号 

2.生物物理研究所获首都科技条件平台中科院研发实验服务基地先进集体

二等奖 

3.生物物理研究所获中科院第六届暨京区第十四届职工田径运动会团体总

分第八名 

4.科技合作与成果转化处获中国科学院北京分院技术转移工作组织奖三等

奖 

5.毕利军“非编码核酸创新交叉与合作研究”团队获2012年度创新交叉团队

2015年终期评估优秀 

6.柯莎研究员获2015年度中国科学院青年科学家国际合作伙伴奖 

7.王艳丽研究员、孙坚原研究员获百人计划入选者终期评估优秀 

8.杨娜获2015年度青年创新促进会优秀会员称号 

9.栾贵波获首都科技条件平台中科院研发实验服务基地优秀管理奖 

10.王强获院2015年度中国科学院全民健身摄影比赛一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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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级奖项 

1.2015年度研究所固定资产管理先进集体： 

一等奖：唐宏组、傅阳心组、娄继忠组、范祖森组、孙坚原组 

二等奖：张荣光组、周政组、张朋组、常文瑞组、科技合作与成果转化处 

2.2015年度安全先进集体、先进个人名单： 

先进集体：傅阳心组、张朋组、焦仁杰组、王志珍组、吴瑛组、徐涛组、

孙飞组、毕利军组、柳振峰组 

先进个人：徐海荣、回佳菡、梁雪红、王细娥、陆敬泽、苏瑞钢、周  盈、 

梁小博、刘江红、顾  巍、刘光桥、赵旭东 

交通安全先进个人：秦静琢（外聘人员） 

优秀保安员先进个人：郑本朝（优秀保安员） 

3.“四季花开女性风采岗位” 

刘志华——木槿花 

王细娥——桂  花 

孙铭华——迎春花 

魏秀莉——茉莉花 

刘平生——绿  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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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科学院生物物理研究所 2015 年大事记 

一月 

1月1日，《Molecular & Cellular Proteomics》杂志在线发表了杨福愉、杨福全

研究组的最新成果，揭示了蛋白质丙二酰化修饰与2型糖尿病发生发展的相关性。 

1月9日上午，中共中央、国务院在北京隆重举行2014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励

大会，我所作为第一完成单位的“高等植物主要捕光复合物的结构与功能研究”

荣获2014年度国家自然科学奖二等奖。 

1月15日，生物物理所举行首场贝时璋讲座，邀请中科院神经科学所所长、

脑科学卓越创新中心主任、美国科学院院士蒲慕明教授来所，作了题为“Neural 

Plasticity: From Synapse to Cognition”的报告。 

1月20日，脑与认知科学国家重点实验室年会暨学术委员会会议在生物物理

所召开。 

1月21日，中国生物物理学会会刊《Biophysics Reports》第一届编委会第一

次国内编委会议暨创刊筹备会议在生物物理所召开。 

1月21日，《The Journal of Neuroscience》杂志发表了袁增强研究组及宣武医

院吉训明研究组关于氧化应激介导的神经细胞凋亡新机制的研究。 

1月21日，芬兰赫尔辛基大学医学院院长Risto Renkonen、副院长Caj Haglund、

主任Tom B hling、主任Olli Carpen、发展事务部主管Maria Linkoaho-Nordling、

以及芬兰驻华大使馆参赞Mika Tirronen一行访问并参观了生物物理所。 

1月22日， 刘迎芳研究组和清华大学王宏伟研究组在《Molecular Cell》杂志

在线发表了题为“Cryo-EM Structure of Influenza Virus RNA Polymerase Complex 

at 4.3 Å Resolution”的研究论文，揭示了流感病毒RNA聚合酶复合体的结构和功

能研究方面的重要研究成果。 

1月27日，生物大分子国家重点实验室2014年度学术年会在生物物理所召开。 

1月28日，中国科学院核酸生物学重点实验室2014年度学术年会在生物物理

所召开。 

1月30日，朱冰研究组在《Genes & Development》杂志在线发表题为

“Recognition of H3K9 methylation by GLP is required for efficient establishment of 

H3K9 methylation, rapid target gene repression and mouse viability”的研究论文，报

道了一种新的组蛋白甲基转移酶GLP的激活机制，以及该机制在体内的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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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月 

2月3日，中国科学院生物物理研究所PI年会暨学术委员会扩大会议在生物物

理所召开。 

2月7日，阎锡蕴研究组在《Cell Research》杂志在线发表了题为 “CD146 acts 

as a functional receptor for netrin-1 in promoting angiogenesis and vascular 

development”的研究论文，鉴定了神经引导因子netrin-1通过内皮细胞受体CD146

分子促进血管生成和血管系统的发育。这项工作是与我所吴瑛研究组和中科院动

物所刘峰研究组共同合作完成。 

2月11日，王江云研究组与美国伊利诺伊大学香槟分校Yi Lu研究组合作，在

《Journal of the American Chemical Society》杂志发表了题为“Defining the Role of 

Tyrosine and Rational Tuning of Oxidase Activity by Genetic Incorporation of 

Unnatural Tyrosine Analogs”的最新研究成果，揭示了酪氨酸质子传递能力对酶活

的影响。 

 2月18日，《Angewandte Chemie International Edition》杂志在线发表了王江

云研究组题为“A Covalent Approach for Site-Specific RNA Labeling in Mammalian 

Cells”的最新研究成果，利用点击化学反应在哺乳动物细胞中实现了人源 5S的特

异性标记，为基于点击化学的RNA核磁共振，电子自旋共振，荧光标记和红外

检测研究提供了有力工具。 

2月19日，徐平勇研究组与华中师范大学彭建新研究组及北京大学席鹏研究

组合作，在《ACS Nano》杂志上在线发表研究论文，揭示了一种新型可用于高

速活细胞超分辨率显微成像的反复光激活绿色荧光蛋白kylan-S。 

2月25日，《J Virol》杂志在线发表了邓红雨研究组题为“Tegument protein 

ORF33 of a gammaherpesvirus is associated with intranuclear capsids at an early 

stage of tegumentation process”的研究论文，报道了间质蛋白ORF33在细胞核内就

可以结合到病毒颗粒上的生物学现象。 

2月26日，科技部公布了2014年创新人才推进计划（亦称“万人计划”）入选

名单，我所朱冰、朱平研究员入选“中青年科技创新领军人才”，表观遗传创新团

队（许瑞明）入选“重点领域创新团队”。 

2月27日，北京市委、市政府举行2014年度北京市科学技术奖励大会，我所

阎锡蕴研究团队的“肿瘤新靶标CD146的发现及抗体靶向治疗”被授予2014年度

北京市科学技术奖一等奖。 

三月 

3月2日，爱丁堡皇家学会（Royal Society of Edinburgh）公布了2015年度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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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院士名单，中国生物物理学会理事长饶子和当选该学会通讯院士。 

3月2日，《Nature Immunology》杂志在线发表了范祖森研究组题为“Sox2 

functions as a sequence-specific DNA sensor in neutrophils to initiate innate 

immunity against microbial infection”的论文，报道了Sox2蛋白通过识别胞内细菌

DNA活化嗜中性粒细胞促炎症反应的新功能。 

3月3日，中共佛山新城党工委书记列海坚一行来生物物理所交流访问，随行

人员有佛山市政府副秘书长、佛山中科院产业技术研究院院长李昌群，佛山新城

招商局局长赖楚书，佛山新城发展和经济促进局副局长禤干华，以及佛山中医院

院长刘效仿、副院长何明丰等。 

3月3日，2012级贝时璋菁英班开班典礼在生物物理所举行。 

3月16日，中国科学院大学科教融合生命科学学院成立大会在生物物理所召

开。 

3月28日，依托中国科学院生物物理研究所立项的国家重大科学研究计划“干

细胞衰老的细胞分子机理及转化应用研究”项目启动会在我所召开。 

3月30日，中国科学院战略性先导科技专项（B类）“生物超大分子复合体的

结构、功能与调控”2015年度第一次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 

3月31日，生物物理所举行第二场贝时璋讲座，邀请美国科学院院士Dinshaw 

J. Patel来所，作了题为“Structural Biology of RNA-mediated Gene Regulation and 

Methylation-mediated Epigenetic Regulation”的报告。 

四月 

4月2日，《Cell Stem Cell》杂志发表了范祖森研究组和陈润生院士研究组合

作题为“The long noncoding RNA lncTCF7 promotes self-renewal of human liver 

cancer stem cells through activation of Wnt signaling”的研究论文，揭示了长链非编

码RNA lncTCF7调控人肝癌干细胞自我更新的作用及其分子机制。 

4月7日，依托中国科学院生物物理研究所立项的国家重点基础研究发展计划

（973计划）重大科学前沿领域“表观遗传信息建立与解读的分子基础”项目启动

会在我所召开。 

4月9日，由生物物理所主办的国际病毒结构生物学研讨会（International 

Mini-Symposium of Structural Virology）在我所召开。 

4月13日，王江云研究组与美国伊利诺伊大学香槟分校Yi Lu研究组合作，在

《Chemical Science》杂志发表了题为“Significant Improvement of Oxidase Activity 

through the Genetic Incorporation of a Redox-active Unnatural Amino Acid”的最新

研究成果，揭示了酪氨酸氧化还原电势调节对氧化酶酶活的影响。 

4月17日，《Plant Cell 》杂志在线发表了柳振峰研究组报道的植物光合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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状态转换磷酸酶（TAP38/PPH1)底物识别机制的研究成果，文章题为“Structural 

Mechanism Underlying the Specific Recognition between the Arabidopsis 

State-Transition Phosphatase TAP38/PPH1 and Phosphorylated Light-Harvesting 

Complex Protein Lhcb1”。 

4月22日，“RNA研究学术研讨会”2015年春季会议在生物物理所召开。 

4月23日，生物物理所举行第三场贝时璋讲座，邀请美国科学院院士、Ludwig

研究所细胞生物学实验室主任、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UCSD）细胞与分子医

学系主任Don W. Cleveland教授来所，作了题为“Mechanisms and therapy in ALS, 

FTD, Huntington’s disease and beyond”的报告。 

4月29日，美国国家科学院公布2015年新增院士名单，我所客座研究员吴皓

入选美国科学院院士。 

4月30日，《Science》杂志在线发表了刘光慧研究组、北京大学汤富酬研究

组、以及Salk研究所Juan Carlos Izpisua Belmonte研究组在干细胞衰老机理方面的

一项突破性研究成果，为延缓衰老及研究和防治衰老相关疾病提供了新的潜在靶

点和思路。 

五月 

5月，《Journal of Virology》杂志以“亮点文章”发表了邓红雨研究组题为

“Murine Gammaherpesvirus 68 ORF48 Is an RTA-Responsive Gene Product and 

Functions in both Viral Lytic Replication and Latency during In Vivo Infection”的研

究论文，报道了疱疹病毒MHV-68裂解期“分子开关”蛋白RTA激活病毒早期基因

ORF48转录的调控机理以及蛋白质ORF48对MHV-68病毒在体内和体外复制的重

要作用。 

5月5日，《Genes & Development》杂志在线发表了李国红研究组关于着丝粒

区染色质高级结构和功能的最新研究成果，为揭示表观遗传因子CENP-A在着丝

粒染色质高级结构建立中的功能以及如何招募下游CCAN蛋白并完成着丝粒功

能提供了答案。 

5月10日，亚洲生物物理联盟（Asian Biophysics Association,简称ABA）理事

会宣布，中国生物物理学会副理事长兼秘书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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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员成功当选ABA主席（2015-2018年）。 

5月14日，《Developmental Cell》杂志在线发表了沈康研究组关于树突发育文

章，题为“Sarcomeres Pattern Proprioceptive Sensory Dendritic Endings through 

Perlecan/UNC-52 in C. elegans”。 

5月17日，生物物理所举办2015年公众科学日活动，来自社会各界400余名公

众及研究所20余位工作人员和志愿者参加了本次活动。 



中国科学院生物物理研究所年鉴                                                          大事记 

58 
 

5月19日，《Nature Communications》杂志在线发表了范祖森研究组题目为 

“C8orf4 negatively regulates self-renewal of liver cancer stem cells via suppression of 

NOTCH2 signaling”的研究论文，揭示了C8orf4调控人肝癌干细胞自我更新的分

子机制。 

5月21日，生物物理所举行第四场贝时璋讲座，邀请澳大利亚Walter and Eliza 

Hall 医学研究所的David Huang教授来所，作了题为“Targeting Protein-Protein 

Interactions to Treat Cancers”的报告。 

5月21日，生物物理所组织参加中科院“三严三实”专题教育动员部署会议。 

5月22日，《Autophagy》杂志在线发表了张宏研究组题为“The autophagy 

gene Wdr45/Wipi4regulates learning and memory function and axonal homeostasis”

的研究论文，揭示了Wdr45/Wipi4基因在认知和神经退行性改变中的作用。 

5月29日，王江云研究组与中科院化学所夏安东研究组合作，在《Journal of the 

American Chemical Society》杂志发表了题为” Ultrafast Photo-induced Electron 

Transfer in Green Fluorescent Protein Bearing a Genetically Encoded Electron 

Acceptor”的最新研究成果，为研究生物大分子中的光致电子转移现象，及复杂

还原酶的理性设计提供了有力工具。 

5 月29 日-6 月3 日，由中国生物物理学会、中科院生物物理所、清华大学

和FEI 公司联合主办的第一次中国结构生物学冷冻电镜培训班（Get acquainted 

with Cryo-Electron Microscopy：First Chinese Workshop for Structural Biologists）

在北京举行。 

六月 

6月，我国首台科研专用脑磁图（MEG）系统完成安装和初步调试，在生物

物理所投入试运行。 

6月1日，《ACS Nano》杂志在线发表了柯莎（Sarah Perrett）研究组题为

“Enzymatically Active Microgels from Self-Assembling Protein Nanofibrils for 

Microflow Chemistry”的研究成果，发展了将蛋白淀粉样纤维应用为生物纳米材

料的新方法。 

6月4日，加拿大阿尔伯塔大学授予生物物理所张先恩研究员荣誉科学博士学

位（Honorable Doctor of Science Degree)，以表彰他在科研活动及推动国际合作

方面的贡献。 

6月4日，生物物理所举行第五场贝时璋讲座，邀请马里兰大学杰出教授

George Huntly Lorimer教授来所，作了题为“Optimizing protein folding with a 

parallel-processing, iterative annealing machine”的报告。 

6月8日，生物物理所举行第六场贝时璋讲座，邀请美国乔治州立大学(Georg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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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ate University)黄震教授来所，作了题为“Selenium Nucleic Acids for Chemical and 

Structural Biology”的报告。 

6月15日，《Genes & Development》杂志发表了许瑞明研究组关于白藜芦醇

促进去乙酰化酶SIRT1酶活性作用机制的最新研究进展，文章标题为“Structural 

basis for allosteric, substrate-dependent stimulation of SIRT1 activity by resveratrol”。 

6月25日，《Science》杂志发表曹鹏研究组解析引发“战斗-逃跑”反应的关键

神经环路方面的最新研究成果，为进一步深入研究PTSD的发病机理奠定了重要

基础。 

七月 

7月6日，生物物理所召开“十三五”规划启动会。 

7月17-19日，生物大分子国家重点实验室2015年度夏季PI学术研讨会在中国

科学院大学国际交流中心召开。 

7月23日，高光侠研究组在《Cell Host & Microbe》杂志发表了题为“HIV-1 

Exploits the Host Factor RuvB-like 2 to Balance Viral Protein Expression”的研究论

文，揭示了宿主细胞编码的蛋白RuvB-like 2（RVB2）可以抑制病毒结构蛋白（Gag）

的表达，而HIV-1编码的囊膜蛋白（Env）能够拮抗该功能。 

7月24-25日，中华全国青年联合会第十二届委员会全体会议在北京召开，徐

涛所长当选为十二届全国青联副主席。 

八月 

8月 3日，《Nature Immunology》杂志在线发表了刘志华研究组题为

“Commensal bacteria direct selective cargo sorting to promote symbiosis”的研究成

果，报道了共生菌通过NOD2-LRRK2-Rab2a途径介导选择性的货物分拣来促进共

生关系。 

8月4日，张凯研究组和赵永芳研究组合作在《Cell Research》杂志发表了题

为“Substrate-bound structure of the E. coli multidrug resistance transporter MdfA”的

研究成果，为进一步认识广谱性抗药转运蛋白的一般工作原理奠定了实验和理论

基础。 

8月10日，《Nature Structural & Molecular Biology》杂志在线发表常文瑞院士

研究组题为“Crystal structures of the PsbS protein essential for photoprotection in 

plants”的研究论文，解析了植物光保护蛋白PsbS活性状态的2.35埃分辨率的晶体

结构。  

8月10日，《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刊》（PNAS）期刊在线发表了柳振峰研究组关

于机械力敏感通道MscL机械耦合机制的研究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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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11日，中国医学科学院青年科学家创新联盟理事会一行17人来生物物理

所交流访问，围绕实施国家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政策措施和合作领域开展了主题

交流。 

8月27日，生物物理所举行第七场贝时璋讲座，邀请美国霍华德休斯医学研

究所Michael F. Summers研究员来所，作了题为“Insights into the Structural Basis 

and Mechanism of HIV-1 Genome Packaging”的报告。 

8月28日，生物物理所举行第八场贝时璋讲座，邀请邓迪大学（University of 

Dundee）英国皇家学院院士David MJ Lilley教授来所，作了题为“Resolution of 

Holliday Junction in DNA: from lower organisms to eukaryotes”的报告。 

8月28日，《Journal of the American Chemical Society》杂志在线发表王江云研

究组与美国伊利诺伊大学香槟分校Yi Lu研究组合作成果，揭示了电子传递在氧

化酶反应中的重要作用，为其它金属酶的设计提供了新的思路和方法。 

8月31日，《Proceedings of the 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杂志在线发表许

瑞明研究组题为“Structural of Drosophila Oskar reveals a novel RNA binding 

protein”的研究论文，从结构和功能两方面揭示了Oskar蛋白质的性质，对理解

Oskar在果蝇生殖细胞生成中的功能具有重要意义。 

九月 

9月1日，《Nature Medicine》杂志在线发表了傅阳心研究组题为“CD47 

blockade triggers T cell-mediated destruction of immunogenic tumors”的研究成果，

报道了T细胞免疫应答对于阻断性抗小鼠CD47单克隆抗体抗肿瘤效果的至关重

要的地位。 

9月3日，《PLOS Genetics》期刊在线发表了吴瑛研究组题为“FUS Interacts 

with HSP60 to Promote Mitochondrial Damage”的研究论文，报道了FUS蛋白定位

到线粒体上并且造成线粒体损伤的致病机制。 

9月7日，欧洲专利局生物技术部主任Klaus-Peter Döpfer博士、审查员

Christophe Hennard 博士，以及德国法思博知识产权事务所高级合伙人

Hans-Rainer Jaenichen博士、Alexa von Uexkuell博士等一行来生物物理所交流访

问。 

9月8日，王江云研究组和山东大学医学院孙金鹏研究组合作应用最新的非天

然氨基酸编码技术，揭示了G蛋白偶联受体重要的信号转导机制，相关文章发表

在《Nature communications》杂志上。 

9月14日，《Journal of Cell Biology》杂志在线发表饶子和院士研究组与胡俊

杰研究组合作成果，阐释了酵母内质网融合因子Sey1p的作用机制。 

9月21日，中科院生物大分子科教融合卓越中心理事会第一次会议在北京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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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 

9月22日，全国党建研究会科研院所专委会来到生物物理所调研参观。 

9月23日，生物物理所举行第九场贝时璋讲座，邀请美国德州西南医学中心

Ege Kavalali博士来所，作了题为“Single Synaptic Vesicle Recycling” 的报告。 

9月23日至25日，由中国生物物理学会、生物物理所生物成像中心、徕卡仪

器有限公司、FEI公司共同主办的细胞电镜冷冻制样及成像高级研讨班（Advanced 

Workshop of Cryo Cellular Electron Microscopy）在生物物理所成功举办。 

十月 

 10月 3日，《Nucleic Acids Research》杂志发表秦燕研究组最新成果，报道

了蛋白翻译核糖体再循环过程中延伸因子EF-G发挥的重要作用，文章题为“New 

insights into the enzymatic role of EF-G inribosome recycling”。 

10月9日，以色列科学与人文科学学院院长Ruth Arnon教授一行6人在中科院

国际合作局亚非处刘宁的陪同下访问生物物理所，并作了题为“From Basic 

Research to Applied Science and Drug Development”的第十场“贝时璋讲座”报告。 

10月12日，生物物理所举行第十一场贝时璋讲座，邀请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

校管坤良教授来所，作了题为“The Hippo-YAP pathway in cell growth, organ size, 

and tumorigenesis”的报告。 

10月13日，生物物理所举行第十二场贝时璋讲座，邀请美国芝加哥大学赵英

明教授来所，作了题为“Epigenetic and Metabolic Regulation by a Family of Short- 

chain Lysine Acylation Pathways”的报告。 

10月15日，《Cell》杂志在线发表了王艳丽研究组关于CRISPR-Cas系统中外

源片段获取阶段的研究进展，文章题为“Structural and Mechanistic Basis of 

PAM-dependent Spacer Acquisition in CRISPR-Cas Systems”。 

10月17日，中国科学院第六届暨京区第十四届职工田径运动会决赛在国家奥

林匹克体育中心举行，生物物理所组织运动员及观众共120人参与，并获得团体

总分第八名的好成绩。 

10月21日，生物物理所举办2015年“诺贝尔奖”解读报告会，杭海英研究员、

董贻诚研究员分别就2015年诺贝尔化学奖和2015年拉斯卡基础医学研究奖、2015

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做了精彩解读。 

10月23日，费城大学科技中心副总裁Christopher Laing博士在中国教育国际

交流协会卢思斌翻译的陪同下来生物物理所交流访问。 

10月24日，佛山科学技术学院曾峥书记一行来生物物理所交流访问，随行人

员有党委副书记许晓珠、科技处处长王向东、生命科学学院院长王丙云、新加坡

国立大学潘申权教授及企业代表等。 

http://nar.oxfordjournals.org/cgi/content/full/gkv995?ijkey=m9vKwIM4DesB4XB&keytype=ref
http://nar.oxfordjournals.org/cgi/content/full/gkv995?ijkey=m9vKwIM4DesB4XB&keytype=re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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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26日，台南一中张添唐校长一行80人在周培源基金会吴其琳女士的陪同

下参观访问生物物理所。 

10月29日，生物物理所举行第十三场贝时璋讲座，邀请美国德克萨斯州西南

医学中心Philipp Scherer教授来所，作了题为“Diabetes, Obesity and the Central 

Role of the Adipocyte in Maintaining Systemic Homeostasis”的报告。 

10月30日，《Cell Death & Differentiation》杂志在线报道了袁增强研究组关于

c-Abl-p38α信号在多巴胺神经元死亡中发挥重要作用的论文，文章题为

“c-Abl–p38α signaling plays an important role in MPTP-induced neuronal death”。 

10月30日, 中国科学院创新孵化投资有限责任公司、中国科学院北京转化医

学研究院、欧美同学基金会、德中医学协会四方共同搭建“中德-德中健康科技促

进平台”战略合作协议签约仪式在生物物理所举行。 

十一月 

11月1日，劲得生物优秀博士后研究基金冠名仪式暨“中国科学院生物物理研

究所生物医学技术中心”（以下简称“研究中心”）揭牌仪式在生物物理所成功举

办。 

11月3日，《The Journal of Clinical Investigation》期刊在线发表了吴瑛研究组

与冯巍研究组合作的研究论文，题为“Myo9b is a key player in SLIT/ROBO- 

mediated lung tumor suppression”，报道了Myo9b作为一个重要的SLIT/ROBO信号

通路分子参与了SLIT对肺癌转移的抑制。 

11月13日，生物物理所举行第十四场贝时璋讲座，邀请香港大学苏国辉院士

来所，作了题为“Exercises and neurogenesis”的报告。 

11月13日，生物物理所举行第十五场贝时璋讲座，邀请美国哈佛大学医学院

Dennis Kasper院士来所，作了题为“Mechanisms used by the microbiome to signal 

the immune system”的报告。 

11月16日，生物物理所举行第十六场贝时璋讲座，邀请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士，

霍华德•休斯医学研究所（Howard Hughes Medical Institute）研究员，美国德克萨

斯州西南医学中心陈志坚教授来所，作了题为“Enemy Within - Immune and 

Autoimmune Responses to Cytosolic DNA”的报告。 

11月17日，《Science Signaling 》期刊在线发表了邓红雨研究组题为“The 

hepatitis C virus protein NS3 suppresses TNF-α–stimulated activation of NF-κB by 

targeting LUBAC”的研究成果，揭示了HCV通过抑制TNF-α诱导的NF-κB激活而

实现免疫逃逸的一种新机制。 

11月18日，生物物理所举行第十七场贝时璋讲座，邀请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士、

美国医学研究院院士、美国艺术与科学学院院士、哥伦比亚大学分子心脏病学中

http://www.nature.com/cdd/journal/vaop/ncurrent/full/cdd2015135a.html
http://www.jci.org/articles/view/81673
http://www.jci.org/articles/view/816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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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主任Andrew R. Marks教授来所，作了题为“Towards a structural basis of complex 

disorders of heart, muscle, brain and metabolism”的报告。 

11月25日，生物物理所举行第十八场贝时璋讲座，邀请中国科学院院士、美

国艺术与科学学院外籍院士、清华大学副校长施一公院士来所，作了题为

“Structure of Spliceosome: Insights into pre-mRNA Splicing”的报告，并获得由中国

生物物理学会颁发的“贝时璋杰出贡献奖”。 

11月28日，国家重点基础研究发展计划项目“恶性肿瘤免疫负调控分子网络

的形成与干预”2015年度学术交流会在生物物理所召开。 

11月29日上午，“免疫与健康”科普研讨会在生物物理所召开。 

十二月 

12月1日，由许瑞明研究员领衔承担的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创新研究群体科学

基金项目“染色质结构及其调控”启动讨论会在基金委第一会议室举行。 

12月2日，生物物理所举行第十九场贝时璋讲座，邀请意大利米兰Vita-Salute 

San Raffaele大学Roberto Sitia教授来所，作了题为“Sculpting the secretome with 

efficiency and fidelity”的报告。 

12月3日，刘光慧研究组、北京大学汤富酬研究组及中科院动物所曲静研究

组合作，在《 Nature communications 》杂志发表了题为 “PTEN deficiency 

reprogrammes human neural stem cells towards a glioblastoma stem cell-like 

phenotype”的研究论文，揭示了人神经干细胞中的基因突变是形成神经胶质母细

胞瘤（GBM）的源驱动力，为实现针对携带特定基因突变的神经胶质母细胞瘤

的精准治疗提供了新型研究平台和药物评价体系。 

12月7日，中国科学院发布了《关于公布2015年中国科学院院士增选当选院

士名单的公告》，我所阎锡蕴研究员光荣当选中国科学院院士。 

12月7日，中国科学院战略性先导科技专项（B类）“生物超大分子复合体的

结构、功能与调控”（下称“大分子先导B专项”）2015年度第二次工作会议在北京

召开。 

12月10日，《Structure》期刊在线发表了冯巍研究组的研究论文，题为

“Coiled-coil domains of SUN proteins as intrinsic dynamic regulators”，报道了细胞

核膜蛋白SUN2（一种鼠源性SUN蛋白）CC结构域对自身SUN结构域活性调控的

结构机制。 

12月11日，蛋白质与多肽药物研发讨论会暨蛋白质与多肽药物所重点实验室

2015年会在生物物理所召开。 

12月15日，生物物理所青促会发起了主题为“走进脑与认知国家重点实验室

---探索大脑中的‘宇宙’”的第一期所间学科交流活动，促进了不同学科领域青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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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才之间的交流合作。 

12月17日，张宏研究组和日本微生物化学所Nobuo N. Noda研究组合作，在

《Molecular Cell 》杂志上在线发表题为“Structural basis of the differential function 

of the two C. elegans Atg8 homologs, LGG-1 and LGG-2, in autophagy”的研究论

文，揭示了线虫中两个Atg8的同源基因LGG-1和LGG-2在蛋白聚集体自噬降解中

的不同功能。 

12月23日，生物物理所举行第二十场贝时璋讲座，邀请美国乔治亚州研究联

盟杰出神经科学家、美国乔治亚奥古斯塔大学神经科学与再生医学系主任梅林教

授来所，作了题为“Synapse Formation, Muscular Dystrophy and Brain Disorders”的

报告。 

12月29日，生物物理所召开党员代表会议，听取2015年所党委工作述职报告、

2015年专题民主生活会情况报告及廉政专题党课。 

12月30日，由生物大分子国家重点实验室党总支和分工会共同举办、大分子

学生党支部协办的首届“生物大分子国家重点实验室青年学术交流会”在生物物

理所召开。 

12月30日，中国科学院公布了2015年“中国科学院青年科学家国际合作伙伴

奖”获奖名单，我所柯莎研究员和其合作伙伴Tuomas P.J. Knowles入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