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国科学院生物物理研究所年鉴 

（2012） 

 

 

 

 

 

 

 

 
生物物理研究所 编 

二〇一三年九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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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目     录 

所况简介............................................................ 1 

年度总结............................................................ 3 

科研成果和重要进展.................................................. 8 

国家科技奖 ........................................................ 8 

重大科研成果或进展 ................................................ 9 

发表论文、专利、作物品种、药证获得情况 ........................... 12 

争取及在研国家重大科研任务......................................... 20 

国家部委重大项目 ................................................. 20 

基金委资助项目 ................................................... 23 

院创新项目 ....................................................... 29 

队伍建设........................................................... 33 

2012 年研究组长名单（截止 2012 年年底） ........................... 33 

2012 年获批人才 .................................................. 33 

中国科学院青年创新促进会会员 ..................................... 33 

2012 年进所职工 .................................................. 33 

2012 年离所职工 .................................................. 34 

2012 年退休职工 .................................................. 34 

2012 年出站博士后名单 ............................................ 34 

2012 年在站博士后名单 ............................................ 34 

2012 年博士后基金获得情况 ........................................ 34 

研究生教育工作..................................................... 35 

2012 年毕业生名单 ................................................ 35 

2012 年获得学位人员名单 .......................................... 35 

2012 年退学名单 .................................................. 36 

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 2011-2012 学年优秀学生名单 ..................... 36 

2012 年度研究生获所长论文奖名单 .................................. 36 

2012 研究生获各类奖学金名单 ...................................... 37 

2012 年在岗导师 .................................................. 38 

2012 年度中国科学院优秀导师奖 .................................... 38 

国科大优秀教育管理干部 ........................................... 38 

组织机构........................................................... 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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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机构设置........................................................... 40 

所领导 ........................................................... 40 

科研机构 ......................................................... 40 

管理部门 ......................................................... 41 

支撑部门 ......................................................... 41 

所学术机构和其他组织............................................... 42 

国际顾问委员会 ................................................... 42 

学术委员会 ....................................................... 42 

学位评定委员会 ................................................... 43 

教育委员会 ....................................................... 43 

通用试剂耗材集中采购委员会 ....................................... 43 

人事争议调解委员会 ............................................... 43 

离退休工作领导小组 ............................................... 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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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44 

保密委员会 ....................................................... 44 

医疗与计划生育委员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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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44 

基建工作领导小组 ................................................. 44 

预算执行工作小组 ................................................. 45 

党群系统........................................................... 46 

中国共产党中国科学院生物物理研究所第九届委员会 ................... 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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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46 

基层支部建设 ..................................................... 46 

生物物理研究所第八届工会、第七届职代会联合委员会 ................. 47 

生物物理研究所第八届工会基层分会组成情况 ......................... 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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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48 

中国科学院生物物理研究所青年联合会 ............................... 48 

中国科学院生物物理研究所妇女委员会 ............................... 48 

中国科学院生物物理研究所研究生会 ................................. 49 

所参股公司......................................................... 50 

中生北控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 50 

北京百奥药业有限责任公司 ......................................... 50 

北京中生百欣科技服务有限责任公司 ................................. 50 

北京燕京中科生物技术有限公司 ..................................... 50 

江西金谷佳物股份有限公司 ......................................... 50 

光荣榜............................................................. 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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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2012 年度生物物理研究所获奖情况 .................................. 51 

院外奖项 ......................................................... 51 

院内奖项 ......................................................... 51 

所级奖项 ......................................................... 52 

中国科学院生物物理研究所 2012 年大事记.............................. 55 



中国科学院生物物理研究所年鉴                                                        所况简介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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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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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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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0余人，其中中国科学院院士10人，发展中国家

科学院院士5人，国家杰出青年基金获得者16人，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创新

研究群体2个，国家千人计划入选者8人，青年千人计划入选者8人，中国科学院

“百人计划”入选者39人，中国科学院-国家外国专家局“创新团队国际合作伙

伴计划”创新团队1个，20人在35个国际科学组织中任职，有33人、95人次担任

国际科技期刊编委，聘用外籍青年学者15人。2011年，被中组部授予国家海外高

层次人才创新创业基地。 

近年来研究所在疾病相关重要蛋白质结构与功能、脑与认知科学、感染与免

疫、非编码核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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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染与免疫院重

点实验室，非编码核酸、蛋白质与多肽药物和交叉科学三个所级重点实验室。2006

年12月，经科技部批准，研究所正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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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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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18 名。研究所 1987 年建立博士后流动站，一级学科为生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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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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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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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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项，国家科学

技术进步奖二等奖 1项，并多次获得省部级及中国科学院重要奖项，授权发明专

利 1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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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物物理所与多家科研机构、高等学校建立了联合实验室，在江苏吴中、广

东佛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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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建了

转化医学研究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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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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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 个，可访问 2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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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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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度  总  结 

2012 年，研究所认真贯彻党的十八大精神，落实院新时期发展战略，坚持

面向国家战略需求和世界科学前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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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凝练学科方向、优化学科布局、巩固科研条件、按需引进

人才、建设创新团队、优化完善制度等方面扎实推进，承担了一大批国家和院重

大科研任务，科研产出取得新的进展，“一三五”规划实施进展顺利，研究所的

整体科技创新能力和竞争实力稳步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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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启动实施了 8个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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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2 年，研究所主持科研项目/课题共计 250 项（新增 99 项）。其中，主持

国家“973”计划、重大研究计划项目 8项（新增 1项），课题 42 项（新增 7项）；

“863”计划 4 项；重大科技专项 12 项（新增 4 个项目、7 个课题）；科技支撑

计划 1项；重大仪器研制 1项。主持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创新研究群体科学基金

2项；重大科研仪器设备研制专项 1项；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 6项（新增 2项）；

重大项目课题 2 项；重点项目 13 项（新增 1 项）；重大研究计划项目 14 项（新

增 4项）；优秀国家重点实验室研究项目 2项；面上项目 54 项（新增 33 项）；青

年科学基金项目 63 项（新增优秀青年科学基金项目 4 项，新增青年科学基金项

目 28 项）；国际(地区)合作与交流项目 15 项（新增 8项）。主持中国科学院战略

性先导科技专项课题 9项，其中新增 5项；重大科研装备研制项目 6项，其中新

增 2项；创新团队国际合作伙伴计划 1项；项目百人 4项；院创新交叉团队新增

2项；重大国际合作与交流项目 10 项，其中新增 3项。 

2012 年，研究所共发表 SCI 收录论文 316 篇，篇均影响因子 5.6；其中以第

一单位发表 SCI 论文 160 篇，篇均影响因子 5.6；影响因子 5以上的 SCI 论文 129

篇，其中第一单位论文 69 篇；影响因子在 PNAS 以上的 SCI 论文 41 篇，其中第

一单位论文 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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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2 年，研究所取得了一批高水平研究成果，包括：利用干细胞技术揭示

帕金森病衰老相关机制；一种新型纳米肿瘤诊断试剂——铁蛋白纳米粒；重要天

然免疫系统信号分子 STING 结构与功能；超高分辨显微成像；非天然氨基酸的定

点插入；蛋白质中光致电转移；蛋白质可控荧光标记；细胞因子 TNF 促进髓系来

源的免疫抑制性细胞聚集；核糖体招募翻译因子的重要分子机理；手足口病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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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V71 结构与功能；抗病毒蛋白 ZAP 活性区域的晶体结构与功能；组蛋白分子伴

侣与组蛋白变体；桥联分子 TTR-52 介导吞噬细胞识别凋亡细胞的作用机制；线

虫胚胎后发育的荧光活体显微成像方法；肿瘤血管内皮标志分子 CD146 作为细胞

表面受体促进血管生成的 新分子机制；细胞黏附分子 CD146 促进乳腺癌进展的

新机制；线虫精子激活调控相关蛋白因子与精子竞争分子机制；双链 RNA 病毒结

构和功能；人源 Spindlin1 蛋白识别组蛋白 H3 第 4 位赖氨酸的三甲基化修饰研

究等。 

2012 年，生物物理所作为第一完成单位共获得国家自然科学奖二等奖两项，

即阎锡蕴研究组和梁伟研究组的“纳米材料若干新功能的发现及应用”和沈钧

贤研究组的“凹耳蛙声通讯行为与听觉基础研究”。 

二、转化与对外开放合作 

研究所与地方、企业深入合作，新增横向合同 21 项、合同额 380 万元，横

向经费到账总额 817.9 万元；在江苏吴中建立的吴中生物医药研发中心进展顺

利；新筹建的佛山分所，重点实施产业化项目，已有两个项目通过论证，共获得

佛山市政府分三年资助资金共计 5000 万元。研究所积极与地方、企业及医院合

作，与仁和集团、百奥药业共建“生物物理研究所仁和百奥健康研究中心”；与

华兰生物工程股份有限公司共建“华兰—IBP 蛋白质与多肽药物联合实验室”；

与中国航空工业集团公司航空总医院合作共建“中国科学院北京转化医学研究

院”。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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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亿元，净利润 4600 万元，上缴税金 3600 万元。 

2012 年，研究所新增 36 个国际合作与交流项目，争取国际合作经费 1232

万元，接待国际来访 381 人次，国际出访 282 人次，执行了 3个王宽诚基金项目、

3 个外籍特聘研究员项目、2 个爱因斯坦讲席教授项目，先后举办了首届世界华

人自由基生物学与自由基医学学术大会暨第五届海峡两岸三地自由基生物学与

自由基医学研讨会、第八届全国自由基生物学与自由基医学大会中国生物物理学

会自由基生物学与自由基医学专业委员会；第三次国际暨第十二次全国膜生物学

学术研讨会；蛋白质-配体弱相互作用研究的技术与方法国际研讨会；第六届感

染与免疫学国际研讨会；中国科学院结构免疫学学术研讨会；中科院外国专家特

聘研究员和外籍青年科学家工作交流研讨会；第 4届第四届亚洲生物（Bio-Asia）

论坛等。目前，研究所共有 20 人在国际组织任职（35 个职位），国际期刊任职

为 33 人（95 个职位），与国外联合发表论文 95 篇。 

研究所高度重视科学普及工作，组织公众科学日、全国科普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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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与北京市多所

重点中学开展科普共建活动；研究所拥有一个大科普展厅（500 平米）、一个科

普小展厅（100 平米）和三个一线开放式科普平台（5000 平米）；“中国科学院科

技人才早期培养计划”项目已连续四次获得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专项基金资助；北

京市社会征集项目蛋白质科学博物馆建设顺利通过验收；“明天小小科学家”进

实验室项目获得二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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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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人计划”（A类）1 人、“青年千人计划” 4

人，国家杰出青年基金获得者 2人，中国科学院“百人计划”2人，中国科学院

青年创新促进会会员 4人，获准中国科学院科技创新交叉与合作团队项目 2项。

2012 年底，研究所共有在职职工 545 人，其中科技人员 333 人、支撑人员 45 人、

管理人员 50 人。科技人员中，中国科学院院士 10 人、发展中国家科学院院士 5

人、正高级专业技术人员 82 人、副高级专业技术人员 96 人。研究所共有国家“千

人计划”（国家海外高层次人才引进计划）入选者 8 人（其中 A 类 5 人）、“青年

千人计划”入选者 8 人，国家杰出青年基金获得者 16 人，中国科学院“百人计

划”入选者 39 人，中国科学院青年创新促进会会员 13 人。 

2012 年，我所被授予国家级专业技术人员继续教育基地首批培训点，包括：

生命科学常规仪器与实验技术系列培训，实验室生物安全培训两个培训项目，获

得国家培训经费支持；承办院“青年科技骨干高级研修班”，京区 25 家单位的

50 余名新引进研究组长、青年研究员、青年创新促进会成员等青年科技骨干参

加了研修班学习；完成“怀柔九期”新职工入职培训，69 名新入职员工参加了

培训。 

研究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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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部“科教协同育人行动计划”，推进与重点大学的交流与合作，与华

中科技大学，北京理工大学两所高校签署合作协议，创办“贝时璋菁英班”；与

中国农业大学及微生物所联合创办“生命科学创新菁英班”；与同济大学，华中

科技大学开展联合培养博士生工作。2012 年招收硕士研究生 91 人，博士研究生

95 人，毕业硕士研究生 8人、博士研究生 81 人，81 人获得博士学位，6人获得

硕士学位。截至 2012 年底，在学研究生 538 人，其中，博士研究生 271 人、硕

士研究生 267 人。有 19 名研究生分别获得中国科学院院长特别奖、院长优秀奖、

中国科学院优秀博士论文奖、博士新人奖、各类冠名奖及北京市优秀毕业生等；

4名研究生导师获得优秀导师奖。 

2012 年，研究所接收进站博士后 17 人，出站博士后 19 人，在站博士后 49

人；获得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特别资助 3人，面上资助 4人，王宽诚及青年基金

1人。 

四、科研条件建设 

研究所修订了《科学研究平台管理办法》并颁布实施，对平台机构进行了重

新整合，根据技术领域设立了专业技术实验室，聘请平台首席技术专家担任专业

技术实验室主任，以发展相关技术领域实验方法学和实验技术创新为建设目标。

2012 年，平台所有仪器设备的平均使用率保持在 65%的水平，共计完成了 28098

个预约服务项目（比 2011 年度增加了 24%），有效机时数达到 98845 小时（增加

了 6.5%），完成的样品数达到 200554 个（增加了 15%）。以 Helios NanoLab 600i

双束扫描电镜顺利验收并投入运行以及免疫缺陷动物实验室升级改造工程顺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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竣工为代表，平台的科研装备、科研设施的技术水平提升到一个新的台阶。平台

更加重视关键仪器设备的创新研制、仪器设备功能开发与方法学研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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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台承担了北京生命科学大型仪器区域中心常规技术培训

课程数量从 2011 年度的 18 门增加到了 24 门，受众面扩大到了区域中心外各科

研和医疗单位，反响良好，成为北京分院继续教育基地课程安排的重要组成部分。 

五、综合管理与服务 

在院党组领导下，顺利完成了党政班子、基层党组织和群众组织换届工作，

科学制定了第九届所长任期目标和党委任期目标，为前瞻谋划未来发展，推进国

际一流研究所建设提供了保障；完善了内网建设，大力推进所务公开，重大决策、

科研项目、人事管理、经费管理、自律与监督、后勤管理、所领导日程等均通过

所内网公开，进一步扩大了职工的知情权、参与权和监督权；完善了职工、学生、

离退休老同志意见建议和所职代会提案的办理机制，重点抓好整改落实和反馈，

落实民主管理和民主监督机制；从查找漏洞、隐患、盲区入手，努力夯实安全保

卫、后勤服务和园区管理工作的基础；完善了内部分配机制，科研、技术支撑、

管理实行相对独立的分配方式，强化职工收入与岗位职责、工作实绩挂钩，增强

研究组长的分配自主权；改进了对机关管理和服务工作的评议机制，实行职工代

表广泛参与评议机关工作的模式；配合国家、院的审计工作，抓好审计整改方案

的制定和推进落实；推进通用试剂耗材集中采购试点工作；完成园区暖气管线的

改造等重要任务。 

六、党的工作 

认真抓好中央精神和院党组各项决策部署的学习传达和贯彻落实，完成了院

内十八大代表、中央国家机关党代会代表的提名推荐、京区党委委员提名推荐工

作；坚持党群系统各项例会制度，探索实行党委扩大会及党委纪委联席会制度，

为党委委员、纪委委员在研究所发展和管理中更好地发挥作用创造条件；落实基

层组织建设年活动要求，开展基层支部评议工作；贯彻党章和基层组织工作条例，

充分发扬民主，组织完成了基层党支部换届工作，科学家（PI）、高级技术专家、

管理骨干担任在职支部书记，夯实了基层的组织工作基础；注重在年轻科技和管

理骨干中发展党员的力度；从落实制度和规范流程入手，建立研究所内控制度，

抓好重点领域的风险防控试点工作；积极探索采购、基建、人事管理领域的监督

制约机制；发挥基层党支部积极性，自主开展特色活动。 

支持研究生会、研究生党总支自主开展活动，建立常态化的听取意见、交流

信息渠道，帮助解决实际问题；发挥老专家在理念文化教育、所情教育、制度宣

讲方面的作用，加强正面教育引导。 

落实党和国家关于离退休工作的各项政策，坚持每季度一次的所情通报制

度，认真听取老同志的意见和指导，实事求是地抓好整改落实。支持老同志自主

开展丰富多彩的活动；关心老同志的身心健康，适当增加针对老同志的体检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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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心关注老同志的具体情况和问题，重视历史遗留问题的协调处理，落实相关待

遇，支持新一届班子将成果共享费常态化，适当提高了春节过节费额度等。 

发挥工会职代会常设主席团作用，修订和贯彻执行《生物物理研究所帮困送

温暖暂行办法》，适当提高补助标准；努力协助职工解决就医、子女入学入托等

实际困难；复建室内健身场地，鼓励和支持分工会以及各类群众组织自主开展丰

富多采的特色活动；关心职工身心健康，组织系列培训讲座；支持团委青联组织

生命科学论坛、人文论坛、职业发展论坛等丰富多采的活动，搭建青年沟通交流

平台，关心青年生活，服务青年成长成才；支持妇委会针对女性需求，组织专题

活动；组织好院十大女杰推荐工作；做好研究所四季花开评选和宣传工作，形成

品牌；做好知识女性、科技女性中先进典型的宣传工作；在全所营造尊重女性、

关爱女性、帮助女性的和谐氛围。 

支持民主党派支部活动，尊重和发挥党外代表人士作用，重大事项、重要工

作及时征求意见；落实分工联系交友制度，做好研究所新归侨、侨眷的服务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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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研成果和重要进展 

国家科技奖 

（一）2012 年度国家自然科学奖 

成果名称：纳米材料若干新功能的发现及应用 

获奖等级：二等奖 

单位排序：中国科学院生物物理研究所、中国科学院长春应用化学研究所、

东南大学 

成果简介：项目从发现纳米材料新功能、新机制到将其应用于疾病诊断和治

疗历经8年, 获得具有国际影响的研究结果，10篇核心论文赢得国际专题评论和

综述引用20余次，他引总数达502次， 高单篇他引168次，引用率逐年递增。2007

年入选中国基础研究十大重要科学研究进展，2011年获北京市科学技术一等奖，

2012年获国家自然科学奖二等奖。该成果由阎锡蕴研究组和梁伟研究组等合作完

成，相关重要科学发现分述如下。 

1. 磁纳米材料新功能的发现 

Fe3O4 纳米颗粒通常被认为是一种惰性无机材料。项目组首次发现它具有类

似辣根过氧化物酶的催化活性，其催化效率、专一性、催化机制和 适反应条件

都与天然蛋白酶相似，然而它比天然蛋白酶稳定、经济、而且可回收反复利用。

由于过氧化物酶是一类重要的金属蛋白酶，被广泛应用于工业制造，临床诊断及

污水处理等领域。然而，由于蛋白酶价格昂贵且不稳定，科学家一直探索有机复

合物人工模拟酶，但迄今难以获得与天然蛋白酶同样活性的模拟酶。项目组2007

年在Nature Nanotechnology 报道了第一例与天然蛋白酶同样活性的纳米材料

之后，迅速引起同行的关注，并对其重要科学意义给予了高度评价。国际著名纳

米科学家J Manuel Perez 在同期杂志NEWS & VIEWS特邀撰写题为“IronOxide 

Nanoparticles, Hidden Talent”的专题评论文章指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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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据，而且拓展了磁纳米颗粒的

应用”。Jean-Marie Basset 教授在Chemical Reviews 综述中详细介绍了这一发

现并认为，“这种纳米模拟酶具有磁性可回收和催化双重特点，符合绿色化学和

可持续性发展的需要”。迄今该文单篇他引168 次，引文数量逐年递增。这种磁

纳米催化新功能不仅在全球很多实验室得到了证实，而且探讨其催化机制和开发

其应用的研究报道越来越多，新的纳米材料催化剂不断涌现，说明这一发现在本

领域的开拓和引领作用。项目组还利用这种新功能发展了多项新技术，可用于疾

病检测、环境治理和生物反恐等方面，其中新型生物传感器已通过国家食品药品

研究院鉴定。该成果荣获2011年北京市科学技术一等奖。 

2. 发现纳米胶束包载药物的规律及其在肿瘤治疗中的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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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组针对药物输送载体存在的主要问题（包载率低、稳定性差，在体内循

环时间短），系统地研究了阿霉素等药物与PEG-PE胶束相互作用的规律及影响因

素，创建了水相一步法自组装规模化制备纳米胶束的新技术，不仅使新型纳米胶

束药物粒径均一、包封率接近100%、稳定性好且无突释现象，而且能够使其到达

肿瘤深部，在肿瘤组织中聚集，使更多的肿瘤细胞得到药物。研究结果2007年在 

J Natl Cancer Ins.发表后，同期杂志发表专题评论，称“一种药物与一个适当

的载体结合可以产生令人震惊的效果，这对于从事药物输送系统研究的科学家而

言，该是我们寻找和应用这一巧妙结合的时候了”。本项目入选2007年中国基础

研究十大重要科学研究进展，获中国科学院优秀博士学位论文和中国科学院“优

秀指导老师”奖。 

（二）2012 年度国家自然科学奖 

成果名称：凹耳蛙声通讯行为与听觉基础 

获奖等级：二等奖 

单位排序：中国科学院生物物理研究所 

成果简介：动物通讯(communication)是动物之间所有社会关系建立的基础。

声通讯是昆虫与脊椎动物特有的行为，是动物进化的重要标志。动物声通讯及人

类言语进化之谜，一直令科学界感兴趣。绝大多数雄蛙发出种属特有的叫声，叫

声模式刻板，频谱窄(约0.1-5 kHz)。成年蛙的空气声听觉良好，可听声频率范

围较窄(约50-3,500 Hz)，求偶行为简单。因此，蛙是研究声通讯的神经行为学

模式动物之一。夜行动物凹耳蛙(Odorrana tormota) 栖居在嘈杂的山涧溪流附

近，雄蛙鼓膜凹陷成一外听道。雄蛙叫声多样，含超声组分，宛如鸟鸣。Feng et 

al. (2002)认为凹耳蛙的复杂叫声是“发声表演”(vocal acrobatics)；Narins 

et al. (2004)不清楚凹耳蛙能否听得见叫声的高频和超声组分。本项目应用系

统神经生物学、生物声学与生物物理学、动物行为学等实验技术和理论知识，探

索凹耳蛙声通讯行为，取得了原创的重要科学发现，主要有：（1）凹耳蛙是第一

个用超声通讯的非哺乳类脊椎动物；（2）雌凹耳蛙排卵前发出高频短声，诱发雄

凹耳蛙展示高精度趋声行为，是一种新求偶方式；(3) 雄凹耳蛙能主动关闭咽鼓

管，调控超声听力。阐述这些重要发现的代表性论文先后在 Nature(2006, 2008), 

PNAS (2008)等发表，受到国际学术界关注。该成果由沈钧贤研究组完成，获2012

年国家自然科学奖。 

 

重大科研成果或进展 

（一）一种新型纳米肿瘤诊断试剂——铁蛋白纳米粒 

Magnetoferritin nanoparticles for targeting and visualizing tumour tissues. 
NATURE NANOTECHNOLOGY, 2012, 7(7):459-4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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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阎锡蕴研究组继发现无机纳米材料类酶活性之后（《Nature 

Nanotechnology》2007）的又一重大突破。该项研究利用无机纳米材料的这一生

物学新特征，与中国科学院地质与地球物理研究所潘永信课题组合作，仿生合成

了一种新型纳米肿瘤诊断试剂——铁蛋白纳米粒，它是由氧化铁纳米内核及铁蛋

白外壳两部分组成的双功能纳米小体，

蛋白壳能够特异识别肿瘤细胞，氧化铁

纳米内核能够催化底物使肿瘤显色，区

分正常细胞和肿瘤细胞。通过对九种474

例临床常见肿瘤标本的筛查，发现这种

新型铁蛋白纳米粒肿瘤诊断的灵敏度为

98%，特异性为95%，均高于目前临床常

用的基于抗体的免疫组化方法。另外，

基于这种铁蛋白纳米粒而发展的新型纳

米诊断技术具有操作简便、经济、快速

的特点，实现了肿瘤特异识别与显色一步完成，简化了常规肿瘤免疫组化的一抗、

二抗、三抗及酶底物反应等多步骤操作，使临床常用免疫组化诊断从4小时缩短

为1小时，大大提高了临床病理诊断效率，为癌症病人的治疗赢得时间。该项研

究成果将为肿瘤的诊断和治疗提供新思路、新试剂、新技术。 

（二）重要天然免疫系统信号分子 STING 结构与功能 

Structural Analysis of the STING Adaptor Protein Reveals a Hydrophobic Dimer 
Interface and Mode of Cyclic di-GMP Binding. IMMUNITY, 2012, 36(6):1073-1086. 

这是刘志杰研究组、程根宏（海外团队）和张荣光研究组的合作研究成果。

STING蛋白包含一个预测的N端五次（有的文献认为四次）跨膜部分（1-173aa）

和C端胞内可溶部分（174-379aa），有关N端的功能目前仍不清楚，但和其在细胞

内定位有关。C端胞内结构域（C-terminal domain, CTD）可通过募集相互作用

分子而行使重要功能。STING氨基酸序列与

PDB中任何已知结构的蛋白质没有同源性，预

示它可能拥有独特的三维结构。此外，到目

前为止，仍有许多关键科学问题悬而未决，

如STING激活TBK1-IRF3信号通路的分子机

制，TRIM56如何实现跨膜泛素化STING K150

的，STING是如何结合c-di-GMP的？针对上述

科学问题，本研究综合运用了X-射线晶体学，

生物化学和细胞生物学技术，先后解析了

STING CTD以及STING CTD与c-di-GMP二元复

合物的晶体结构，发现STING CTD具有一种独

特的构架（Unique architecture）（如图2

所示），阐明了STING CTD形成功能性二聚体

图注：一种新型纳米肿瘤诊断试剂——
铁蛋白纳米粒 

图注：重要天然免疫系统信号分子
STING 结构与功能——病原菌引起
的 STING 天然免疫信号通路激活示
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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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分子机制。文献报道的 后一个跨膜区（153-173aa）其实并不是跨膜区而是

STING CTD形成同源二聚体的疏水相互作用界面，STING CTD与c-di-GMP以一种全

新的模式结合。此外，还发现c-di-GMP能促进STING与TBK1结合，诱导I型干扰素

的产生，从而激发机体抵抗病原体入侵的免疫反应。该研究工作的完成有助于深

入了解STING在天然免疫信号通路中的作用，为揭示宿主细胞感知病原菌入侵的

分子机制提供了直接的结构生物学证据，同时也为设计新的环鸟苷二磷酸类似物

疫苗佐剂或免疫治疗药物奠定基础。 

（三）超高分辨显微成像 
Rational design of true monomeric and bright photoactivatable fluorescent 

proteins. NATURE METHODS, 2012, 9(7):727. 
这是徐涛研究组继2月份在PNAS发表“A unique series of reversibly switchable 

fluorescent proteins with beneficial properties for various applications”研究论文后，

超高分辨显微成像领域的又一

重要成果。近期发展的超高分辨

率成像技术(F)PALM/STORM能够

在纳米尺度展示生物分子的精

确定位，是蛋白质研究和荧光成

像领域的研究热点和发展趋势。

然而现有的荧光蛋白限制了当

前(F)PALM/STORM等超高分辨成

像技术的发展和广泛应用。为了

进一步完善和优化现有的超高

分辨成像方法，发展具有普适性

和颜色多样的新型光激活荧光

蛋白（PAFPs）至关重要。适合于超高分辨率成像的PAFPs应具有以下特性：分子

小、亮度高、成熟时间短、单体性质好、pH稳定性高、发射光子数高等。另外，

常被人们忽略的标记密度（label density）也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空间分辨率。

mEos2是目前使用 为广泛的PAFPs之一，但mEos2在高浓度下倾向于形成二聚体

或多聚体，尤其当mEos2标记膜蛋白时会影响膜蛋白在细胞中的定位。为了解决

膜蛋白的标记问题，同时发展综合性质更佳的荧光蛋白探针，课题组成员首先解

析了mEos2的晶体结构，找到了引起mEos2在高浓度下寡聚的关键性氨基酸位点，

然后对mEos2进行定点突变筛选， 终获得了两个真正单体荧光蛋白：mEos3.1

和mEos3.2。进一步的研究显示，mEos3具有成熟时间短、亮度高的特性。用于单

分子定位时具有很高的标记密度和光子产出，在超高分辨成像中比当前所有

PAFPs都表现出色。超高分辨显微成像是一个比较前沿的研究领域，需要物理、

化学以及光学等多门学科的交叉。我国在该方向的研究工作正在逐步展开，对荧

光蛋白的需求也日益增加。该研究工作以及前期发表的PNAS工作为我国科研工作

者在超高分辨显微成像领域中荧光蛋白改造方向的首创研究成果。 

图注：超高分辨显微成像——mEos3s和其他PAFPs
的标记密度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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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9 
WEI Y; HAN CS; ZHOU J; LIU Y; CHEN L; HE RQ.D-ribose in glycation and protein 
aggregation.Biochim. Biophys. Acta-Gen. Subj.,2012,1820(4):488-494. 

（二）专利 
截至 2012 年 12 月 31 日，研究所共申请专利 27 项，其中 25 项为中国发明

专利，1 项 PCT 国际专利，1 项实用新型专利；授权专利 17 项，其中国内发明

专利 14 项，实用新型 2 项，国际发明专利 1 项。 
 

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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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210015550.1 3-咪唑基酪氨酸翻译系统及其应用 发明
专利 2012.01.18 王江云

2 201210007010.9 一种新型的无动物源、无饲养层的人
多能干细胞培养系统

发明
专利 2012.01.11 马  跃

3 201210035415.3 形状记忆合金开关空间蛋白质结晶室 发明
专利 2012.02.17 仓怀兴

4 201210035440.1 一种蛋白质结晶调控优化装置 发明
专利 2012.02.17 仓怀兴

5 201210035434.6 浸入式毛细管空间蛋白质结晶室 发明
专利 2012.02.17 仓怀兴

6 201210069941.1 一种新型的超高分辨光电融合显微
成像系统 

发明
专利 2012.03.16 徐  涛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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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2.01.18 范祖森

8 201210088960.9 有效抑制流感病毒聚合酶活性的多肽 发明
专利 2012.03.29 蒋太交

9 201210158011.3 
有效抑制流感病毒聚合酶活性的多
肽/一种来自于 PB1 C 端的有效抑制
流感病毒聚合酶活性的多肽 

发明
专利 2012.05.21 蒋太交

10 201210212157.1 一种体外诱导多能干细胞分化为心
室肌细胞的方法 

发明
专利 2012.6.26 马  跃

11 201210223311.5 
靶向作为 VEGFR-2 共受体 CD146
的新功能在抗肿瘤血管新生治疗中
的应用 

发明
专利 2012.06.28 阎锡蕴

12 201210276119.2 用 于 肿 瘤 治 疗 的 白 细 胞 介 素
21(IL-21)药物 

发明
专利 2012.08.03 王盛典

13 201210285659.7 3-吡唑基酪氨酸翻译系统及其应用 发明
专利 2012.08.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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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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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2.08.31 董先智

15 201210343156.0 Nε-(1-甲基环丙-2-烯酰胺)-赖氨酸翻
译系统及其应用 

发明
专利 2012.09.14 王江云

16 201210427544.7 一种新型的聚乙二醇化磷脂包载胰
岛素的口服胶束制剂 

发明
专利 2012.10.31 梁  伟

17 201210464989.2 3-甲硫酪氨酸翻译系统及其应用 发明
专利 2012.11.16 王江云

18 201210257088.6 一种体外诱导多能干细胞分化为心
室肌细胞的方法 

发明
专利 2012.07.23 马  跃

19 201210394856.2 抗人 CD146 的单克隆抗体,包含其的
组合物,检测可溶性 CD146 的方法 

发明
专利 2008.01.31 阎锡蕴

20 201210539488.6 实时定量检测毛细管电泳蛋白质芯
片制备装置 

发明
专利 2012.12.14 仓怀兴

21 201210539705.1 抗小鼠 EID1 的单克隆抗体 1G10.7
和分泌该抗体的杂交瘤细胞系 

发明
专利 2012.12.13 范祖森

22 201210540815.X  一种早起诊断膀胱癌的试剂盒及其
制备方法 

发明
专利 2012.12.13 范祖森

23 201210555378.9 一种人膀胱癌细胞化学发光检测试
剂盒及其制备方法 

发明
专利 2012.12.19 范祖森

24 201218007445.4 一种检测有机磷农药和神经毒剂的
新方法 

发明
专利 2012.12.21 阎锡蕴

25 201210566942.7 EF4 蛋白编码基因沉默在癌症治疗
方面的应用 

发明
专利 201.12.24 秦  燕

26 201220689360.3 量子点与磁珠联用制备蛋白质芯片
技术 

实用
新型 2012.12.14 仓怀兴

27 
PCT/CN2012/075
291 一种双功能肿瘤诊断试剂及方法 PCT 2012.05.10 阎锡蕴

 
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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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ZL 
200610081079.0 

针对自身抗原和/或种属间高度保守
抗原的抗体及其制备方法

发明
专利 2012.07.04 唐  捷

2 ZL 
200710064381.X 

用于检测葡萄糖转运蛋白 4 上膜的探
针和方法 

发明
专利 2012.07.04 徐  涛

3 ZL 蚯蚓纤连蛋白酶在乙型肝炎治疗中 发明 2012.01.25 赫荣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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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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810101356.9 的应用 专利

4 ZL 
200810222416.2 

一种抑制人结肠肿瘤生长的新型抗
体及其在制备用于早期诊断结直肠
癌、子宫内膜癌以及胰腺癌的诊断剂
中的应用 

发明
专利 2012.05.02 阎锡蕴

5 ZL 
200810240365.6 纳米生物机器人及其应用 发明

专利 2012.09.05 乐加昌

6 ZL 
200810240970.3 重组逆转录病毒载体 发明

专利 2012.05.02 秦志海

7 ZL 
200910134474.4 

人源 5,10-次甲基四氢叶酸合成酶及
其复合物的结晶方法、晶体以及应用

发明
专利 2012.09.05 刘志杰

8 ZL 
200910090069.7 

一种鼠骨髓瘤细胞 NSO 及其制备方
法与应用 

发明
专利 2012.05.02 唐  捷

9 ZL 
200910092875.8 提取超氧化物歧化酶的方法和试剂盒 发明

专利 2012.11.07 董先智

10 ZL 
200910238077.1 

一种纯化凝血酶的磁性亲和微球及
其制备方法和应用

发明
专利 2012.05.30 董先智

11 ZL 
201010122562.5 抗高迁移率族蛋白 B1 的单克隆抗体 发明

专利 2012.05.30 唐  捷

12 ZL 
201010122565.9 

抗高迁移率族蛋白 B-1 的单克隆抗体
及其应用 

发明
专利 2012.11.07 唐  捷

13 ZL 
201010141384.0 

一种非整合的、长时间的、可删除表
达载体的表达系统

发明
专利 2012.09.05 马  跃

14 ZL 
201010215148.9 

并行发射接收射频接口电路和相控
阵发射接收头线圈

发明
专利 2012.11.07 薛  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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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型 2012.03.14 杨福全

16 ZL 
201120299664.4 

一种用于高场和超高场的多通道发
射接收头线圈

实用
新型 2012.05.30 薛  蓉

17 8,143,044 
流感病毒聚合酶亚基 PA 的表达纯化
及 PA 氨基端及 PA 羧基端与 PB1 氨
基端多肽复合体的晶体结构

美国
发明 2012.03.27 刘迎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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争取及在研国家重大科研任务 

国家部委重大项目 

2012年度新增1个依托研究所的“973”项目，首席科学家为张宏研究员：“胁

迫环境中细胞代谢的调控机制”项目。共计新增主持973课题7个、新增传染病和

重大新药创制专项4个项目9个任务级课题，合同经费总额5539万元。 

（一）科技部项目 

2012年度新增1个依托研究所的“973”项目，首席科学家为张宏研究员的“胁

迫环境中细胞代谢的调控机制”项目。共计新增主持973课题7个，新增传染病和

重大新药创制专项课题4个，子课题7个，合同经费总额5539万元。本年度在研的

973（含重大研究计划）课题42个、国家科技支撑计划课题1项、863课题4项，传

染病和重大新药创制专项任务级课题12项。 

（1）2012年度新增主持国家部委类课题 

序
号 类别 名称 起止年限 负责人

1  

重大研 
究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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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细胞代谢失调与糖尿病发生的分子机制 2013-2017 徐平勇

3  神经前体细胞分化的调控机制 2013-2017 欧光朔

4  

973计划 

工作记忆及其遗忘 2013-2017 孙坚原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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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MDD 神经环路异常及形成机制 2013-2017 王晋辉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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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重大专 
项 

传染病检测新技术 2013-2015 阎锡蕴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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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系统识别保守抗原靶标和抗体设计及优化的通
用新技术平台 2013-2015 蒋太交

4  细菌菌型相关糖结构分析及糖库构建 2013-2015 李  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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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抗病毒免疫缺陷的上皮细胞系的建立 2013-2015 张立国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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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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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012年度主持在研国家部委类项目课题 

本年度在研的973（含重大研究计划）课题42个、国家科技支撑计划课题1

项、863课题4项，传染病和重大新药创制专项任务级课题12项。 

序
号 类型 名称 起止年限 负责人 

1 

973 计划 

HCV 致病机制的研究 2009-2013 邓红雨
2 HCV 抑制天然免疫反应的机制研究 2009-2013 唐  宏
3 新非编码 RNA 及其基因的系统发现 2009-2013 陈润生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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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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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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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表观遗传学的的化学生物学研究 2009-2013 王江云
8 生物膜转运及其调控机制的研究 2010-2014 徐  涛
9 生物膜组成成分的动态变化分析 2010-2014 杨福全

10 细胞多信号体系的整合调控 2011-2015 姬广聚
11 光合作用高效捕光和光能转化的结构基础 2011-2015 常文瑞
12 基于结构的光合作用状态转换机理研究 2011-2015 柳振峰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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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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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 视觉认知基本单元的认知科学实验证据 2012-2016 周  可
16 视觉认知基本单元的进化证据 2012-2016 刘  力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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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重大研究
计划 

GPCR 的结构与功能及其结构生物学研究方
法的探索 2009-2013 neilshaw 

2 脂质贮存和运输密切相关的蛋白质 2009-2013 刘平生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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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小鼠和果蝇在体 DNA 大片段定向敲除新技 2009-2013 袁增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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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在研究嗅觉受体蛋白家族的整体功能中的
印证 

5 与免疫应答相关的蛋白质结构与功能研究 2010-2014 范祖森
6 蛋白质特异标记技术的分子生物学方法 2010-2014 龚为民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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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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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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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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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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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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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 线粒体自由基代谢调控与线粒体质量控制 2011-2015 陈  畅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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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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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 干细胞分化调控网络机制研究 2011-2015 殷勤伟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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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 蛋白质氧化折叠与氧化还原修饰 2012-2016 柯  莎
19 蛋白质异常修饰与相关疾病的关系 2012-2016 赫荣乔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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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 炎症因子网络的免疫负调控作用和机制 2012-2016 秦志海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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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 UPS 等修饰分子机制的结构研究 2012-2016 叶  盛
（张荣光）

24 天然免疫效应机制及其蛋白调控网络的研究 2012-2016 高光侠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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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科技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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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863 计划 

诊断试剂关键性原辅材料的研制 2011-2015 郑春杨
（王琳）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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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工业酶开发及应用关键技术 2012-2015 王  琳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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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科技重大 膀胱癌新靶向人源化抗体药物的临床前研究 2012-2015 范祖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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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专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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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宿主抗 HIV 因子对艾滋病疾病进程影响的研究 2012-2015 高光侠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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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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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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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海外团队）
13 慢性乙肝病毒性肝炎转归预警预测的研究 2012-2015 王盛典
14 双功能仿生纳米粒的肝癌诊断新技术 2012-2015 阎锡蕴

15 HBV 感染人源化小鼠 2012-2015 苏立山
（海外团队）

16 疫苗抗原相关蛋白结构研究 2012-2015 李雪梅 

17 结核病分子标识的研究 2012-2015 毕利军

 

基金委资助项目 

（一）2012年新增基金委资助项目（80项） 

2012年研究所新增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各类项目80项，其中, 集成项目1项，

重点项目4项，杰出青年基金2项，优秀青年科学基金项目4项，面上类项目33项，

青年科学基金项目28项，海外及港澳学者合作研究基金2项，国际(地区)合作与

交流项目6项。 

序号 类别 课题名称 负责人 开始 结束

1 集成项目 染色质修饰及核小体组装的结构机理研究 许瑞明 2013 2014

2 重点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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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重点支持
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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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重点支持
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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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点支持
项目 细胞逐步适应新环境的多基因作用机制 王盛典 2013 2016

6 
国家杰出
青年科学
基金 

生理学与整合生物学（细胞代谢与自由基） 陈  畅 2013 2016

7 国家杰出
青年科学 发育生物学 张  宏 2013 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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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 

8 
优秀青年
科学基金
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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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优秀青年
科学基金
项目  

生物力学  娄继忠 2013 2015

10 
优秀青年
科学基金
项目  

线虫神经前体细胞发育  欧光朔 2013 2015

11 
优秀青年
科学基金
项目  

核酸结合蛋白的结构生物学研究  王艳丽 2013 2015

12 面上项目  7T 超高场下基于自由稳态进动的功能磁共振
成像方法  陈  兢 2013 2016

13 面上项目  集成多种组学数据构建复杂疾病致病通路的算
法设计及应用  陈  勇 2013 2016

14 面上项目  新型 microRNA 芯片技术平台及其应用于肿瘤
标志物筛选的研究  段德民 2013 2016

15 面上项目  神经退行性疾病共济失调伴眼动失用症发病机
理的结构生物学研究 龚  勇 2013 2016

16 面上项目  78kD 葡萄糖结合蛋白(GRP78)在核糖糖化中
的作用及细胞死亡机制  赫荣乔 2013 2016

17 面上项目  WASH的磷酸化修饰对NK细胞功能调控的研究 黄  岚 2013 2016

18 面上项目  RYR 调控基因突变导致年龄依赖性心力衰竭
及其机制的研究  姬广聚 2013 2016

19 面上项目  染色质组装因子 dCAF-1 与 Notch 信号通路相
互作用的功能研究  焦仁杰 2013 2016

20 面上项目  镁离子转运蛋白 CorC 受腺苷类配体以及镁离子
调控的分子机理的生物化学和结构生物学研究  李德峰 2013 2016

21 面上项目  高等植物光系统 II 捕光蛋白色素复合物的结构
与功能研究  李  梅 2013 2016

22 面上项目  蛋白质糖基化修饰的高通量质谱检测技术  李  岩 2013 2016

23 面上项目  基于诱导性多能干细胞和基因组编辑技术的帕
金森病治疗体系 刘光慧 2013 2016

24 面上项目  基因编码非天然氨基酸研究细胞色素 c 氧化酶
功能  刘晓红 2013 2016

25 面上项目  视网膜神经发生中 miRNA 调控作用的时空特
异性和机制  刘  缨 2013 2016

26 面上项目  LRRK2 对囊泡运输的作用机制研究及对慢性
肠炎的影响  刘志华 2013 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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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 面上项目  生物大分子晶体衍射数据收集和相位求解新技
术和新方法研究 刘志杰 2013 2013

28 面上项目  EF4(LepA)蛋白的分子伴侣活性及其与翻译过
程的内在关系 秦  燕 2013 2016

29 面上项目  Spire1 蛋白在胰腺β细胞胰岛素分泌中的作用
机制研究  宋婀莉 2013 2016

30 面上项目  结核分枝杆菌 DNA 聚合酶的结构与功能研究 王力为 2013 2016

31 面上项目  以果蝇为模型探讨非傅立叶运动感知神经机制 武志华 2013 2016

32 面上项目  新型荧光蛋白改造用于超高分辨显微成像研究 徐平勇 2013 2013

33 面上项目  EMET:肿瘤转移新机制 阎锡蕴 2013 2016

34 面上项目  神经黏附分子对大脑皮层神经元发育的调控作用 叶海虹 2013 2016

35 面上项目  重要癌症转移促进因子 Talin 蛋白的自抑制机
制研究  叶  盛 2013 2016

36 面上项目  FOXL1 抑制胰腺癌肿瘤发生的分子机制研究 张  耿 2013 2016

37 面上项目  谷胱甘肽化修饰对 Hsp70 家族分子伴侣功能
的影响  张  红 2013 2016

38 面上项目  骨骼肌脂滴比较蛋白组学研究及骨骼肌脂滴蛋
白 OXPAT 对胰岛素抵抗的影响  张慧娜 2013 2016

39 面上项目  组蛋白二聚体的动态结构及其生物学功能研究 周  政 2013 2016

40 培育项目 细胞重编程中非编码 RNA 与蛋白质相互作
用的动态性质研 娄继忠 2013 2015

41 培育项目 果蝇类恐惧及其对学习记忆的影响 朱  岩 2013 2015

42 青年科学
基金项目  

HAM-1 蛋白调控线虫 Q 神经前体细胞不对称
分裂机制研究 柴咏平 2013 2015

43 青年科学
基金项目  钙内流驱动单个突触囊泡胞吐和胞吞机制的研究 陈培华 2013 2015

44 青年科学
基金项目  Hsp70 与淀粉样蛋白相互作用的结构生物学研究 宫维斌 2013 2015

45 青年科学
基金项目  

Toll 样受体信号在自身免疫病发生中的细胞学
机制  华兆琳 2013 2015

46 青年科学
基金项目  

scFv(neu)-LIGHT 融合蛋白治疗 HER2/neu 阳
性耐药乳腺癌的效果和作用机制研究  姜竺君 2013 2015

47 青年科学
基金项目  

衔接蛋白 AP3D1 Ear 结构域的结构与识别机
制研究  李  薇 2013 2015

48 青年科学
基金项目  新型仿生纳米颗粒用于体外癌症病理诊断  梁敏敏 2013 2015

49 青年科学
基金项目  

利用 TALEN 进行果蝇基因组大片段 DNA 
knock-out 与 knock-in 新技术的建立及其应用 刘继勇 2013 2015

50 青年科学 单抗联合腺病毒疫苗对 EBV 感染人源化小鼠 栾  彦 2013 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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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项目  引起的淋巴瘤的治疗研究

51 青年科学
基金项目  

原癌蛋白 YAP2 的分子调控在肿瘤发生发展中
的作用和机制研究 毛蓓蓓 2013 2015

52 青年科学
基金项目  隐花色素在亚磁场细胞生物学效应中的功能研究 莫炜川 2013 2015

53 青年科学
基金项目  

天然免疫系统感受因子 STING 与 c-di-GMP 复
合物结构解析及 TBK1 激活机制研究  

欧阳松 
应 2013 2015

54 青年科学
基金项目  

1-磷酸鞘氨醇代谢在老年痴呆症中的作用和机
制研究  孙元捷 2013 2015

55 青年科学
基金项目  

以细胞有丝分裂中纺锤体驱动蛋白为靶点的
RNA 干扰药物研究 王  芳 2013 2015

56 青年科学
基金项目  

HMGA 蛋白调控真核生物转录延伸过程的分
子机制研究  王可慧 2013 2015

57 青年科学
基金项目  

嗜热梭菌β-1,3 半乳聚糖外切酶的结构与多糖
水解机制研究 王先平 2013 2015

58 青年科学
基金项目  

跨膜蛋白 MIG-13 调控线虫 Q 神经前体细胞迁
移的机制研究  王香明 2013 2015

59 青年科学
基金项目  

核糖糖基化导致 Tau 蛋白超磷酸化的分子机制
研究  魏  艳 2013 2015

60 青年科学
基金项目  

范可尼贫血患者非整合型诱导多能干细胞的基
因矫正研究  徐秀玲 2013 2015

61 青年科学
基金项目  

跨损伤合成蛋白复合物 Rev1-Rev3-Rev7 的晶
体结构和功能研究  许  敏 2013 2015

62 青年科学
基金项目  

YAP2 在神经祖细胞增殖维持和分化中的作用
及分子机制  姚明慧 2013 2015

63 青年科学
基金项目  

MTMR4 参与 TGFβ信号免疫调节心肌纤维化
的研究  俞珺璟 2013 2015

64 青年科学
基金项目  

肿瘤低氧微环境下 AMPK/NIX 通路调控线粒体
自噬而重塑细胞能量代谢的机制研究  张凤林 2013 2015

65 青年科学
基金项目  

B 细胞受体 BR3 在多发性硬化疾病模型中对神
经元作用机制的研究 张  磊 2013 2015

66 青年科学
基金项目  

c-Abl-Drp1 信号转导在老年痴呆症中的作用和
机制研究  张  鹏 2013 2015

67 青年科学
基金项目  

内源性 RelB 对 Treg 分化和自稳平衡的负向调
控分子机制研究 周淑萍 2013 2015

68 青年科学
基金项目  

两级 pH 响应聚合物载药胶束的合成和抗肺癌
作用研究  周银建 2013 2015

69 青年科学
基金项目  

内质网 ATP 酶 torsinA 与其相互作用蛋白结合
的结构基础  朱  笠 2013 2015

70 专项基金
项目  创作系列科普读物《米克鲁的世界们》  秦志海 2013 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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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 专项基金
项目 生命科学领域同行评议专家库建设 樊  勇 2013 2013

72 科学部主
任基金 果蝇一个新 F-box 蛋白功能的研究 李常青 2013 2013

73 
国际(地
区)合作与
交流项目 

病毒介导的 I 型干扰素诱导 刘迎芳 2013 2013

74 
国际(地
区)合作与
交流项目 

冷冻电镜图像处理前沿技术国际培训班 孙  飞 2013 2013

75 
国际(地
区)合作与
交流项目  

肥胖症的肠道生态免疫学调控机制  唐  宏 2013 2017

76 
国际(地
区)合作与
交流项目  

组蛋白伴侣的结构与功能研究  许瑞明 2013 2017

77 
国际(地
区)合作与
交流项目 

第五届希望会议 许瑞明 2013 2013

78 
国际(地
区)合作与
交流项目 

HIV/SIV 颗粒稳定性和 ENV 三聚体复合物的
冷冻电镜分析 朱  平 2013 2013

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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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3 2014

80 
海外及港
澳学者合
作研究基
金  

Beta-连锁蛋白与肿瘤 M2 型丙酮酸激酶复合体
的生化及结构生物学研究  许文清 2013 2014

 

（二）201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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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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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6 

重大研究计划项目集成项目：1项 

序号 课题名称 负责人 开题年 结题年 

1 染色质修饰及核小体组装的结构机理研究 许瑞明 2013 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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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大项目课题：2项 

序号 课题名称 负责人 开题年 结题年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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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额叶和海马环路发育调控的分子机理 王晋辉 2010 2014 

重大国际合作交流项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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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点项目：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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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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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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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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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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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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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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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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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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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宿主限制因子 ZAP 抗病毒作用机理研究 高光侠 2011 2014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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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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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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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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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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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炎症小体（inflammasome）介导的急性肝损伤
机制研究

唐  宏 2011 2014 

16 果蝇脑内中央复合体发育的基因调控机制 刘  力 2011 2014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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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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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 细胞逐步适应新环境的多基因作用机制 王盛典 2013 2016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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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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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家杰出青年基金项目： 8 项 

序号 项目名称 负责人 开题年 结题年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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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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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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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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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神经病学 袁增强 2012 2015 
7 生理学与整合生物学（细胞代谢与自由基） 陈  畅 2013 2016 
8 发育生物学 张  宏 2013 2016 

创新研究群体项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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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院创新项目 

2012年，研究所新增“干细胞与再生医学”A类先导专项子课题2项，“脑功

能联结图谱计划”B类先导专项课题3项，科研装备研制项目2项，仪器功能开发

项目2项。 

2012年，研究所在研中科院各类项目共计29项，其中：科研装备研制项目5

项，重点部署项目（特支）1项，重要方向项目2项，项目百人4个，创新团队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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际合作伙伴计划1项，青年科技专项1项，中科院规划局项目2项，战略生物资源

科技支撑运行专项1项，院地合作项目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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仪器研制项目2项，北京生命科学研究院方向项目课题4项，

北京生命科学研究院仪器改造项目1项，华兰基金联合项目1项。 

 

201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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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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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光慧 子课题 2012-2015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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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晓群 子课题 2012-2015

3 
B 类
先 导
专项 

抉择的神经机制及其脑网络研究 刘  力 课题 2012-2016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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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课题 2012-2016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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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课题 2012-2016

6 科 研
装 备
研制 

大面积高灵敏病理切片荧光扫描检测
仪的研制 田  勇 项目 2012-2014

7 二维糖芯片分析仪的研制 李  岩 项目 2012-2014

8 仪 器
功 能
开发 

光敏定位超分辨显微成像系统用超低
温冷台研制 纪  伟 项目 2013-2014

9 多位点病理组织样本集成系统 郝俊峰 项目 2013-2014

 

201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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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精度、高灵敏度自动化衍射数据收集系统 刘志杰 2008-2012 

2 新型高速逆流色谱仪的研制 杨福全 2010-2012 

3 9.4T 超高场代谢成像磁共振系统研制 徐  涛 2010-2015 

4 低温透射电镜成像衬度增强技术-相位系统的研制 孙  飞 2011-2013 

5 多功能模拟空间亚磁生物培养实验平台研制 赫荣乔 2011-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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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点部署项目（特支） 

序号 项目名称 负责人 起至年限 

6 整合素及其相关细胞黏附分子的结构与功能研究 张荣光 2012-2014

重要方向 

序号 项目名称 负责人 起至年限 

7 模拟空间亚磁环境对大脑功能和发育的影响 刘  缨 2011-2013

8 非编码 RNA 和系统生物学网络分析算法研究--核酸开
关及微生物相互作用网络的构建与分析 陈润生 2011-2013 

项目百人计划 

序号 项目名称 负责人 起至年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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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视觉神经回路的发育及功能 朱  岩 2010-2012 

11 细胞分泌缺陷与异常脂类代谢关系的研究 田  勇 2010-2012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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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 结构生物学 许瑞明 2007-2012

青年科技专项 

序号 项目名称 负责人 起至年限 

14 生物物理研究所优秀青年科技专项 徐  涛 2011-2013 

中科院规划局项目 

序号 项目名称 负责人 起至年限 

15 科技人才成长规律及激励机制研究 杨星科 2011-2012 

16 生命科技创新活动规律及其创新模式研究 徐  涛 2011-2012 

战略生物资源科技支撑运行专项 

序号 项目名称 负责人 起至年限 

17 实验动物 田  勇 2012-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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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地合作 

序号 项目名称 负责人 起至年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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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 食品安全快速检测试剂盒产业化 唐  宏 2010-2013 

仪器功能开发 

序号 项目名称 负责人 起至年限 

20 β-咔啉类衍生物 HMD 的抗肿瘤作用机理研究 秦志海 2010-2012 

21 食品安全快速检测试剂盒产业化 唐  宏 2010-2012 

北京生命科学大型仪器区域中心仪器研制 

序号 项目名称 负责人 起至年限 

22 连续超薄切片自动化收集方法 季  刚 2010-2012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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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向 
序号 课题名称 负责人 起至年限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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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 天然免疫与获得性免疫在抗病毒感染和肝损伤中的作
用机制 唐  宏 2010-2012 

26 T 细胞反应在病毒感染中的作用及其调控机制 王盛典 2010-2012

27 慢性肝炎发展、转归中的肝脏损伤和修复机制 朱明昭 2010-2012

北京生命科学研究院仪器改造 

序号 课题名称 负责人 起至年限 

28 全内反射荧光显微镜照明器改造 纪  伟 2011-2012 

华兰基金联合项目 

序号 项目名称 负责人 起至年限 

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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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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队  伍  建  设 

2012 年底，研究所共有在职职工 545 人，其中科技人员 333 人、支撑人员

45 人、管理人员 50 人。科技人员中，中国科学院院士 10 人、发展中国家科学

院院士 5人、正高级专业技术人员 82 人、副高级专业技术人员 96 人。研究所共

有国家“千人计划”（国家海外高层次人才引进计划）入选者 8 人（其中 A 类 5

人）、“青年千人计划”入选者 8 人，国家杰出青年基金获得者 16 人，中国科学

院“百人计划”入选者 39 人，中国科学院青年创新促进会会员 13 人。 

2012 年研究组长名单（截止 2012 年年底） 

毕利军  仓怀兴  曹  鹏  常文瑞  陈  畅  陈  霖  陈润生  邓红雨 

范祖森  冯  巍  傅阳心  高光侠  龚为民  郭爱克  杭海英  何  生 

赫荣乔  侯百东  胡俊杰  黄亿华  姬广聚  江  涛  蒋太交  焦仁杰 

柯  莎  乐加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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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欧光朔  秦  燕  秦志海  饶子和  孙  飞  孙坚原 

唐  宏  田  勇  王大成  王江云  王晋辉  王孔江  王  琳  王盛典 

王晓群  王艳丽  王  毅  王志新  王志珍  吴  瑛  徐平勇  徐  涛 

许瑞明  阎锡蕴  杨福全  杨福愉  袁增强  张  宏  张  凯  张立国 

张  朋  张荣光  周  政  朱明昭  朱  平  朱  岩 

2012 年获批人才 

国家“千人计划A类”：何  生 

国家杰出青年基金获得者：张  宏  陈  畅 

国家“青年千人计划”：周  政  刘志华  刘光慧  曹  鹏 

中国科学院“百人计划”：黄亿华  张  宏 

中国科学院青年创新促进会会员 

2011年度：赵艳梅  杨  娜  宋婀莉  陈  娜  王  波 

2012年度：徐平勇  罗  欢  周  可  潘  磊 

2013年度：欧阳松应  纪  伟  张名姝  刘晓红 

2012 年进所职工 

蔡  宁  曹保华  曹  鹏  陈海荣  陈莉莉  程金波  崔  巍  单  珊 

杜  雯  高子淇  何  生  胡敏玲  胡晓燕  华兆琳  黄纯翠  黄  莉 

黄小俊  黄  艳  黄泽炽  孔瑞瑞  李大鹏  李倩倩  李  睿  李胜兰 

李硕果  梁小博  刘懿蕃  刘志华  罗永挺  马小茗  倪  娜  牛沂菲 

欧晓敏  潘  莹  任若通  宋广涛  孙  乐  孙友位  田路旸  万  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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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丹桂  王  岚  王  敏  王楠楠  王  佩  王  平  王  硕  王彦英 

王玉兰  王振杰  魏  斌  吴  峰  吴军兵  肖  茜  徐  萌  徐秀玲 

杨  雯  杨  倬  于珊珊  张  波  张德玺  张  耿  张  宏  张朦朦 

张名姝  张  朋  张  勤  张维绮  赵莉霞  赵思奇  赵  亚  钟  强 

周华林  周  盈 

2012 年离所职工 

蔡  宁  陈冬梅  陈  岚  陈毅序  程凌云  杜占文  耿  弘  龚  勇 

龚哲峰  何士刚  胡晓松  黄  博  解  怡  刘耀波  苗  林  秦  焱 

宋晓伟  王力为  王  敏  王清涛  吴  峰  杨秀娜  杨  倬  叶海虹 

殷文璇  张红莲  张显志  张竹山  赵  凯  朱小蓬  诸葛博 

2012 年退休职工 

柴树范  陈更道  付素香  龚海韻  及惠芬  刘德海  秦静芬  王海龙 

王  洁  王柳叶  张雅群  郑未畏 

2012 年出站博士后名单 

葛  猛  王  丹  汪  瑞  周  盈  史秋梅  于珊珊  段晓霞  陈  志 

张  维  赵莉霞  孙  乐  任若通  姚明慧  邱俊康  孔瑞瑞  李  明 

范海天  李凌海  钟  强 

2012 年在站博士后名单 

（名单为至2012年年底仍在站人员，2012年中出站/退站不算在内） 

童志前  田  勇  许亚杰  胡胜娣  孙元捷  赵学强  马  轩  姜竺君 

安晓景  赵吉成  刘超培  刘伟华  贾明明  陈培华  赵志强  叶步青 

张家龙  栾  彦  丁  玮  陈卫红  柴咏平  周家蓬  柯慧敏  张倩云 

段徳民  张凤林  魏  佳  田丽青  莫炜川  易  翔  张慧娜 

Titushin Maxim  韩化敏  李  颖  Pierre EZANNO   丁云峰  粟文婷 

杨培国  熊朝阳  平志光  管  娣  冯振华  左真涛  孙  頔  金文星 

袁国红  郭素杰  董文娟  梁  锴 

2012 年博士后基金获得情况 

童志前  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第五批特别资助 

陈培华  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第五批特别资助 

叶步青  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第五批特别资助 

段德民  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面上资助51批一等资助；王宽诚基金；青年基金 

张凤林  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面上资助51批二等资助 

张慧娜  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面上资助52批二等资助 

李  颖  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面上资助52批二等资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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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生教育工作 

2012年研究所招收博士生95人，硕士生91人；毕业研究生89人（博士81人，

硕士8人）。毕业去向中，出国35人，科研及其他事业单位36人，12人继续做博士

后，灵活就业6人；获得博士学位81人、硕士学位8人；在读研究生536人，其中，

博士生270人、硕士生266人；与高校联合培养的研究生43人。 

2012 年毕业生名单 

博士毕业： 

安云鹤  兑  文  廖榕玉  孙  頔  王春晖  吴军兵  薛艳红  周强军 

柏  林  高明明  罗永挺  孙  琳  王  静  吴凯源  杨东玲  周阳燕   

曾启群  管  娣  吕宗洋  孙启凡  王  丽  吴青华  杨仁斌  周  园 

曾  强  韩禅帅  马  磊  孙玉娜  王  佩  肖腾飞  杨振霖  左真涛 

成冲云  韩  旭  苗智超  索塔林  王奇慧  谢  琦  张  立  但琼洁 

郝玉民  潘延超  谭  恒  王  硕  徐继伟  张名姝  邓敬敬  侯志强 

钱文丽  谭  毅  王  惟  徐  萌  张  鹏  邓  锴  黄  艳 屈前辉 

唐海东  王  维  徐欣怡  赵  静  邓永强  李阿茜  茹  衡 涂  帆  

王晓燕  徐  臻  赵  君  丁云峰  李  瀚  沈溪辉  万  莉 王玉兰 

许学勇  赵  云  杜  雯  梁文光  时翔明  王  超  魏  斌  宣依昉 

钟  超   

硕士毕业： 

林  伟  邱  爽  田引军  袁  锋  朱 琨  肖李凌子 王志峰 梁  羽 

2012 年获得学位人员名单 

博士学位： 

安云鹤  兑  文  黄  艳  任若通  涂  帆  王  翔  谢更强  张  维 

柏  林  范海天  李  鹤  茹  衡  万  莉  王晓燕  谢  琦  赵  云 

曾启群  高明明  李骁健  沈溪辉  王  超  王玉兰  徐继伟  钟  超 

陈守登  高  欣  梁文光  孙力涛  王  静  王志杰  徐  萌 周强军 

成冲云  葛  林  刘  培  孙  琳  王  丽  王忠峰  许学勇 周阳燕 

但琼洁  管  娣  卢  静  孙启凡  王丽丽  魏  斌  薛艳红  周  园 

邓  锴  韩婵帅  罗永挺  孙玉娜  王  佩  吴军兵  杨明章  邓永强 

韩  旭  马  磊  唐  飞  王奇慧  吴青华  杨亚军  丁云峰  郝玉民 

苗智超  唐海东  王  硕  吴  洋  余建东  杜  雯  胡  明  屈前辉 

童  琼  王维肖  腾  飞  张名姝  

硕士学位： 

林  伟  邱  爽  田引军  袁  锋  朱  琨  肖李凌子 王志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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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 年退学名单 

牛耀琪  裴  芬  孙  莉 

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 2011-2012 学年优秀学生名单 

三好学生（73人） 

汪海燕  朱  丽  胡颖嵩  李  健  倪向敏  李  俊  王  璐  陈颖骁 

袁  琦  侯彦婕  任崤铭  宋  峰  朱洪涛  宋先强  刘志达  王  沁 

韩传辉  李靖云  张  超  孙  力  徐  萌  夏朋延  邢  澍  李铁鹏 

陈  琳  方小翠  李  燕  彭友松  李春峰  李  潇  蒋俊杰  富炜琦 

周合江  徐颖之  马  军  夏志平  张  鹏  那慧敏  范俊萍  王  研 

霍艳高  张洪涛  郭建立  苗君叶  钱晨灿  姬飞腾  彭声饴  陈萌萌 

李  冉  孙  菲  彭琼琳  徐新秀  张治萍  曾  俨  高岩岩  牛春艳 

魏文静  杨志来  赵宏图  周  庆  孙  维  段秉亚  杨智广  张玉英 

王  玄  华  甜  焦健健  张  超  祁林祥  马小丽  曹  灿  高  振 

洪  源  

优秀学生干部（13人） 

房俊男  韩  梅  王  宏  魏沙沙  叶昌青  苏  涛  柏玉洁  范敏锐 

张伦峰  杨  昭  丛  飞  阮林浩  孔冰洁 

优秀毕业生（4人） 

屈前辉  杜  雯  周强军  肖腾飞  

三好学生标兵（5人） 

张名姝  王  静  曾启群  王  硕  王  超 

国家奖学金（10人） 

博士： 

陈  琳  方小翠  牛春艳  周  庆  宋先强  汪海燕  周合江  柏玉洁 

苗君叶  韩传辉  

硕士（7人） 

华  甜  丛  飞  杨  昭  孔冰洁  段秉亚  焦健健  张玉英 

北京市优秀毕业生（4人） 

张名姝  王  静  曾启群  王  超 

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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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范克龙 阎锡蕴 一等奖 

2 宋先强 张荣光 刘志杰 一等奖 

3 周  庆 王江云 一等奖 

4 董建树 龚为民 一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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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荣丽洁 秦志海 一等奖 

6 王祥喜 饶子和 一等奖 

7 高  昂 梁栋材 闫小雪 一等奖 

8 方小翠 梁  伟 一等奖 

9 田  东 欧光朔 一等奖 

10 姜天霞 阎锡蕴 二等奖 

11 杨崇文 朱  平 二等奖 

12 王  雪 孙  飞 二等奖 

13 刘圣武 范祖森 二等奖 

14 刘光桥 秦  燕 二等奖 
15 周合江 杨福愉 卫涛涛 二等奖 

16 张  鹏 刘平生 二等奖 

17 那慧敏 刘平生 二等奖 

18 李  倩 范祖森 二等奖 

19 杨  丽 刘平生 二等奖 

20 牛春艳 龚为民 二等奖 

21 华  甜 刘志杰 三等奖 

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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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名姝 徐  涛 

中国科学院院长优秀奖 曾启群 阎锡蕴 
中国科学院院长优秀奖 王  静 梁  伟 

中国科学院院长优秀奖 王  硕 范祖森 
博士生学术新人奖 胡  浩 许瑞明 

朱李月华优秀博士生奖学金 王  超 王志珍 

朱李月华优秀博士生奖学金 邓永强 徐  涛 

宝洁优秀研究生奖学金 周合江 杨福愉 

宝洁优秀研究生奖学金 朱  丽 王志珍 

宝洁优秀研究生奖学金 刘圣武 范祖森 
地奥一等奖学金 韩婵帅 赫荣乔 

地奥一等奖学金 杨  丽 刘平生 

地奥二等奖学金 肖腾飞 陈润生 
地奥二等奖学金 王  丽 范祖森 

保罗生物科技优秀学生特别奖 范克龙 阎锡蕴 

保罗生物科技优秀学生优秀奖 董建树 龚为民 
中国科学院优秀博士论文奖 刘海萍 许瑞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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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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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先恩  周  政  朱  平   

屠亚平（美国克瑞顿大学医学院、兼职博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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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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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马原野（昆明动物研究所兼职博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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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建柱（Massachusetts Institute of Tec兼职博导） 
陈列平 ( Mayo Clinic 兼职博导) 
程根宏 (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Los A 兼职博导) 
刘  阳 ( Ohio State University 兼职博导) 
刘永军( UT MD Anderson Cancer Center 兼职博导) 
苏立山 (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C 兼职博导) 
王福生(中国人民解放军第302医院 兼职博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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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非编码核酸所重点实验室 

毕利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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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杭海英  蒋太交  梁  伟  秦志海  杨福全  阎锡蕴  

交叉科学所重点实验室 

仓怀兴  李  岩  田  勇  王孔江  王  琳  徐平勇 

2012 年度中国科学院优秀导师奖 

徐  涛  中国科学院优秀导师奖 

许瑞明  中国科学院优秀研究生指导导师奖 

陈润生  保罗生物科技优秀教师奖 

秦志海  朱李月华优秀教师奖  

国科大优秀教育管理干部 

刘勤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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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  构  设  置 

所领导 

所    长：徐  涛    

党委副书记（主持工作）：汪洪岩（至2012年8月3日） 

党委书记：汪洪岩（据【科发党任字[2012]31号】，自2012年8月3日起就任） 

党委副书记： 

龚为民（至2012年7月13日） 

刘  力（据【科发党任字[2012]31号】，自 2012年8月3日起就任） 

副 所 长： 

汪洪岩 赫荣乔 龚为民 许瑞明 朱美玉（至2012年4月6日） 

汪洪岩 龚为民 许瑞明 刘  力（据【科发人任字[2012]12号】，自 2012年4

月6日起就任） 

纪委书记： 

龚为民（至2012年7月13日） 

刘  力（据【科发党任字[2012]31号】，自 2012年8月3日起就任） 

科研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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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副 主 任：陈  畅  张  凯 

1. 脑与认知科学国家重点实验室 

主    任：何  生（自2012年3月31日起） 

副 主 任：刘  力  卓  彦  傅小兰（自2012年10月16日起）   

2. 中国科学院感染与免疫重点实验室 

主    任：唐  宏（至2012年8月3日） 

          高光侠（自2012年8月3日起） 

副 主 任：范祖森  王盛典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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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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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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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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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常务副主任：仓怀兴 

管理部门  

综合处处长：陈长杰 

综合处副处长：汪会盛（据【科生发人字[2012]50号】，自2012年9月13日起

就任） 

科技处处长：孙  命 

科技处副处长：王天宇 

人力资源处处长：贡集勋 

人力资源处副处长：曹  敏 

研究生部主任：刘勤瑞 

财务处处长：程亚利 

资产处处长：韩玉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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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2012年9月13日） 

                栾贵波（自2012年11月14日起） 

所地合作处副处长：栾贵波（至2012年11月14日，2012年9月13日至11月14

日主持工作） 

基建办公室主任：杨爱敏 

基建办公室副主任：陈爱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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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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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科学研究平台 副主任：李雪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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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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成    员： 常文瑞  陈  霖  陈润生  高光侠  龚为民  郭爱克   

赫荣乔  何  生  饶子和  王大成  王志珍  许瑞明   

徐  涛  阎锡蕴  袁增强  张  凯  张先恩 

秘    书： 孙  命 

下设专业委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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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成    员： 仓怀兴  范祖森  杭海英  李雪梅  刘  力  刘志杰 

孙  飞  王江云  王盛典  王  翔  许瑞明  杨福全   

卓  彦 

秘    书： 韩玉刚  王  翔（兼） 

2. 生物安全与伦理委员会 

主    任： 赫荣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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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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平  朱明昭  

秘    书： 史  想  王天宇   

3. 技术与转化委员会 

主    任： 龚为民 

副 主 任： 赫荣乔  吴乐斌 

成    员： 毕利军  仓怀兴  陈  畅  高光侠  龚为民  赫荣乔   

侯全民  李昌群  梁  伟  苏志国  吴乐斌  阎锡蕴 

秘    书： 董先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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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大成  王晋辉  许瑞明   

孙  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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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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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汪洪岩  袁增强  张  宏 

秘    书： 熊  勤 

通用试剂耗材集中采购委员会 

主    任： 袁增强 

成    员： 杭海英  侯百东  姬广聚  焦仁杰  李雪梅  刘平生   

江  涛  王江云  王艳丽  杨福全  袁增强  朱明昭 

（纪委代表列席会议） 

秘    书： 潘聪燕 

人事争议调解委员会 

主    任： 汪洪岩 

成    员： 陈长杰  付素香  贡集勋  刘  缨  马  丽  孙  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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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海龙  汪洪岩 

离退休工作领导小组 

主    任： 汪洪岩 

副 主 任： 王柳叶 

成    员： 陈长杰  程亚利  董仁杰  樊  蓉  贡集勋  龚为民 

王柳叶  王文荣  王秀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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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    任： 汪洪岩 

副 主 任： 汪会盛 

成    员： 陈长杰  陈竞舟  程亚利  韩玉刚  贾  策  李  佳 

刘  娜  刘勤瑞  刘志萍  聂建国  汪会盛  汪洪岩   

王  翔  王海龙  王天宇  杨爱敏  杨冬玲  周  馨 

秘    书： 黄晓光 

保密委员会 

主      任： 徐  涛 

常务副主任： 汪洪岩 

成      员： 陈长杰  孙  命  王海龙  汪洪岩  向桂林  徐  涛 

办公室主任： 孙   命 

保 密专 干： 王晓群（科技处） 

医疗与计划生育委员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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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贾  策  李  佳  李  薇  刘  娜 

刘勤瑞  刘志萍  潘  峰  王海龙  汪洪岩  王柳叶 

王  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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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朱美玉 

成    员： 陈长杰  程亚利  孙  命  汪洪岩  杨爱敏  朱美玉 

          （纪委代表列席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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秘    书： 陈爱军 

预算执行工作小组 

组    长： 汪洪岩 

副 组 长： 程亚利  孙  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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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东玲   于海婵  孙  命  汪洪岩  周  馨 

秘    书： 李  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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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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仓怀兴  陈 畅  龚为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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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勤瑞 孙 命  翟 涛 

基层支部建设 

生物物理所党委下设2个党总支、18个党支部。离退休总支和研究生党总支

各1个，离退休支部4个，研究生支部5个，实验室支部6个，支撑支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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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柳叶 
董仁杰（常务副书记）王海龙（副书记） 
柴树范（组织委员）王秀桂（宣传委员） 
徐秀璋（纪检委员）任振华（文体委员） 

离休党支部 上官轩 王清芝 韩曙荣

离退休中关村南区党支部 朱欣荣 王敖金（副书记）  王秀桂（组织委员） 
赵玉凤（宣传委员）徐秀璋（纪检委员） 

离退休中关村北区党支部 任振华 马建华（副书记）  柴树范（组织委员） 
李景福（宣传委员）翟淑珍（纪检委员） 

离退休北郊党支部 吴梅英 王海龙（副书记）  陈更道（组织委员） 
周忠年（宣传委员）蔡燕红（文体委员） 

研究生党总支 刘勤瑞 
王  平（副书记）  张子剑（组织委员） 
韩  梅（学习委员）郑悦亭（宣传委员） 
陈勇志（纪检委员）回佳菡（青年委员） 

生物大分子国家重点实验室
研究生党支部 韩  梅 

王  磊（副书记）  李  朴（组织委员） 
房俊男（宣传委员）张伦峰（青年委员） 
吕平平（纪检委员）

脑与认知科学国家重点实验
室研究生党支部 张子剑 周  馨（副书记） 

叶昌青（组织委员）柏玉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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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染与免疫院重点实验室研
究生党支部 陈勇志 刘  娜（副书记） 

梁  永（组织委员）郝  璐（宣传委员） 

非编码核酸重点实验室研究
生党支部 郑悦亭 孙  哲（副书记）

顾守进（组织委员）罗华夏（宣传委员） 

蛋白质与多肽药物所重点实
验室研究生党支部 王 平 张春玲（副书记） 

方小翠（组织委员）魏沙沙（宣传委员） 

在职党支部

生物大分子国家重点实验室
党支部 陈 畅 

薛艳红（副书记）  王  磊（组织委员） 
翟宇佳（宣传委员） 闫小雪（纪检兼统战委
员）  
宋婀莉（青年委员）姚  婷（文体委员） 

脑与认知科学国家重点实验
室党支部 袁增强 

张树利（副书记）  侯京武（组织委员） 
王  勇（宣传兼统战委员） 
周  馨（纪检兼青年委员）

感染与免疫院重点实验室党
支部 朱明昭 

刘  娜（副书记）  孙  晶（组织委员） 
朱丹明（宣传兼统战委员） 
徐海荣（纪检兼青年委员）

非编码核酸重点实验室党支
部 毕利军 孙  哲（副书记兼组织委员、纪检委员） 

刘志萍（宣传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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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织委员兼纪检委员） 
交叉科学所重点实验室党支
部 仓怀兴 贾  策（副书记兼组织委员） 

王佩荣（宣传委员兼纪检委员） 

支撑党支部 杨福全 韩  毅（副书记兼宣传委员） 
王  娅（组织委员兼纪检委员） 

机关党支部 陈长杰 
夏小科（副书记兼纪检委员） 
樊  勇（组织委员）汪会盛（宣传委员） 
曾  慧（文体委员）

中生百奥党支部 姚  萍 何书钊（组织委员）许红艳（宣传委员） 
宋  扬（纪检委员）郭燕英（统战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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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仓怀兴  刘  缨  孙  飞  师晓栋  祁小燕  李雪梅  陈伟女 

   龚为民  韩  毅  薛艳红  

第七届工会经费审查委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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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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师晓栋 刘  娜  孙  晶  于海生 

非编码核酸院重点实验室（筹）  苗  龙 刘志萍 林亚静  江欢欢  陈晓敏 

蛋白质与多肽药物所重点实验室 杨东玲 黄  峰 黄浩龙  陶  宁  蔡潭溪 

交叉科学所重点实验室 仓怀兴 王佩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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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吕平平 

委    员：王  平  翟  涛  熊  勤 

生物物理所团委下设团支部七个：职工团支部一个；学生团支部五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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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天宇  王  娅  冯  薇  孙  飞  孙  哲  孙  晶  朱明昭 

毕利军  宋婀莉  张文河  张春玲  张树利  张  磊  李  佳 

李国红  李  岩  汪会盛  邵  群  娄继忠  袁增强  贾  策 

曹  敏  黄  峰  翟  涛  蔡潭溪  樊  勇 

中国科学院生物物理研究所妇女委员会 

主    任：毕利军 

副 主 任：史  想  熊  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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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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科学院生物物理研究所研究生会 

2011届学生会 

（至2012年4月2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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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2届学生会 

（自2012年4月26日起） 

主    席：吕平平 

常务副主席：田文文 

副 主 席：杨  杰  周  均  

秘书处处长：赫  璐         处员：高  凯 

生活部部长：罗华夏 刘洪涛  部员：刘  薇 

学术部部长：段秉亚         部员：郝  岩 

外联部部长：周  畅         部员：岳海燕 孔冰洁 

文艺部部长：王文娟         部员：王玉婧 丛  飞 杨晓诚 

宣传部部长：付晶鹏         部员：易雅岚 

体育部部长：王  奕         部员：金采薇 周茂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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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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2012年3月） 

        骆燮龙（自2012年3月至10月） 

        侯全民（自2012年11月起） 

总经理：侯全民 

北京中生百欣科技服务有限责任公司 

董事长：王海龙（至2012年10月） 

        龚为民（自2012年10月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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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科学院生物物理研究所年鉴                                                          光荣榜 

51 
 

 

光  荣  榜 

2012年度生物物理研究所获奖情况	

院外奖项 

1.沈钧贤等同志的《凹耳蛙声通讯行为与听觉基础研究》获国家自然科学奖

二等奖 

2.阎锡蕴等同志的《纳米材料若干新功能的发现及应用》获国家自然科学奖

二等奖 

3.陈润生获第五届“谈家桢生命科学成就奖” 

4.徐涛获2012年度何梁何利基金“科学与技术进步奖” 荣誉称号 

5.感染与免疫院重点实验室的“重要病毒感染的免疫应答与调节机制”研究

团队获中国侨界贡献奖（创新团队） 

6. 刘迎芳获“中国侨界贡献奖”（创新人才） 

7.唐宏等同志的“参与天然免疫炎性反应的细胞组成及其负调控机制”获

2011年度北京市科学技术奖一等奖 

8.董先智获由联合国科教文组织南南合作科技创新中心和第三世界科学院

联合举办的“发展中国家科技创新奖” 

9.科学研究平台免疫缺陷动物实验室获“北京实验动物行业协会先进集体” 

荣誉称号 

10. 周磊获“北京实验动物行业协会先进个人”荣誉称号 

11.科学研究平台生物成像中心获“2011—2012年度中央国家机关青年文明

号”荣誉称号 

12. 黄晓光获北京市公安局个人嘉奖 

13.翟涛获中央国家机关“基层组织建设年”征文二等奖 

14.汪会盛荣获2012年海淀区校外教育（社会大课堂建设）先进个人 

院内奖项 

1.袁增强获“第十一届中国科学院杰出青年”荣誉称号 

2.王波荣获 “卢嘉锡青年人才奖” 

3.徐涛获“中国科学院优秀导师奖” 

4.许瑞明获“中国科学院优秀研究生指导导师奖” 

5.陈润生获“保罗生物科技优秀教师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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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秦志海获“朱李月华优秀教师奖” 

7.刘勤瑞获“国科大优秀教育管理干部”荣誉称号 

8.赫荣乔主讲的分子神经生物学和秦志海主讲的分子免疫学获“精品数字课

程”建设项目资助 

9.生物物理所工会获“中国科学院基层工会先进集体”荣誉称号 

10.脑与认知科学国家重点实验室分工会获“中国科学院先进分工会”荣誉

称号 

11.付素香获“中国科学院优秀工会干部” 荣誉称号 

12.李雪梅、周馨获“中国科学院工会积极分子”荣誉称号 

13.资产处获“中国科学院政府采购管理先进单位”荣誉称号 

14.杨薇荣获“2012年度ARP系统明星用户评选活动”的明星用户 

15.孙铭华荣获2012年度ARP系统优秀用户 

16.所纪委的《基于通用试剂耗材集中采购流程化管理的风险防控分析研究》

获“中国科学院2012年反腐倡廉重点课题研究二等奖” 

17.所地合作处获北京分院“技术转移工作组织奖”三等奖 

18.王孔江获北京分院“科技成果转化奖三等奖” 

19.王文荣荣获中国科学院京区2011年度人口和计划生育工作先进工作者 

20.季刚、谢振声获“2011年度区域中心优秀仪器管理员”荣誉称号 

21.王海龙撰写的《老有所为的忠诚践行者》荣获院“老干部工作30年与改

革开放同行”主题征文和知识竞赛活动二等奖 

22.王柳叶、徐燕南荣获院“老干部工作30年与改革开放同行”主题征文和

知识竞赛活动二等奖 

23. 陈长杰、王柳叶、徐燕南撰写的“关于离退休老同志文化养老问题”专

题，题为《倡导“文化养老”理念，提高离退休老同志生活质量》调研报告，荣

获优秀成果奖 

24.离退休办公室撰写的《甜酸苦辣乐在其中》荣获院“老干部工作30年与

改革开放同行”主题征文和知识竞赛活动二等奖 

25.离退休办公室健身球队荣获院老年文联体协健身球第九套健身操比赛

佳表演奖 

所级奖项 

1.2012年度先进分工会 

生物大分子国家重点实验室分工会 

非编码核酸重点实验室分工会 

机关分工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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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2012年度优秀工会干部  

马  丽  王  波  王柳叶  刘  缨  师晓栋  祁小燕  李淑华 

李  巍  陆敬泽  陈  芳  林亚静  黄  峰  龚海韻  曾  慧   

谢振声  韩  毅  薛艳红 

3.2012年度生物安全先进集体 

王盛典组  朱  平组 

4.2012年度安全工作先进集体 

张  凯组  王晓群组  赫荣乔组  杭海英组  毕利军组       

科学平台制备组  图书信息室  仪器技术创新中心 

5.2012年度安全先进个人 

周海珍  刘家乐  王明珠  陈 红  王 倩  胡 鲲 

邓泳昊  于海生  王 辉 刘晓满  史 想  梅悦华   

陈永圣 王佩荣  潘聪燕  黄美燕  单 萍  孙 晶   

陈联万 薛 蕾 

6. 2012年度交通安全先进个人  

吴克杰 

7. 2012年度保密工作先进个人 

王晓群  翟  琪 

8.2012年度信息宣传先进个人 

卓  彦  王盛典  徐秀玲  石  娜  曹  敏 

9.2012年度妇委会“四季花开”优秀女职工 

陈  畅——蝴蝶兰花奖 

林亚静——向日葵花奖 

陆敬泽——山茶花奖 

罗  欢——笑脸花奖 

王淑香——兰花奖 

杨爱敏——太阳花奖 

杨  娜——红梅花奖 

张春玲——迎春花奖 

10.2012年度所长论文奖获奖名单 

一等奖 

范克龙  宋先强  周  庆  董建树  荣丽洁  王祥喜  高  昂 

方小翠  田  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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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等奖 

姜天霞  杨崇文  王  雪  刘圣武  刘光桥  周合江  张  鹏 

那慧敏  李  倩  杨  丽  牛春艳 

三等奖 

华  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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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科学院生物物理研究所 2012 年大事记 

一月 

1月10日，我所举办了2012年新春团拜会。所领导、在职职工和离退休老同

志代表共计400余人在五道口电影院欢聚一堂，喜迎龙年。团拜会由党委副书记、

副所长汪洪岩主持，所长徐涛代表研究所领导班子发表了新年贺词。所领导宣读

了2011年度研究所获得的省部级表彰、院内奖项和2011年度所级奖项，并举行了

颁奖仪式。 

1月17日,《美国科学院院刊》（PNAS）在线发表了我所苗龙课题组和北京生

命科学研究所董梦秋课题组合作的 新研究成果：“Nematode sperm maturation 

triggered by protease involves sperm-secreted serine protease inhibitor (Serpin)”。该

研究在Ascaris suum线虫中鉴定了两个精子激活调控相关的蛋白因子：丝氨酸蛋

白酶抑制因子As_SRP-1和类胰蛋白酶As_TRY-5；阐述了它们之间相互协同作用

调控精子成熟的机理，为精子竞争研究提供了全新的分子机制。 

 

二月 

2月7日，中国科学院张亚平副院长、生命科学与生物技术局张知彬局长一行

来到我所进行工作调研，参观了生物成像技术实验室、磁共振成像中心、蛋白质

科学研究平台和许瑞明团队实验室，听取了季刚研究员、卓彦研究员、杨福全研

究员及许瑞明研究员的介绍。座谈会上，徐涛所长汇报了研究所的总体情况和落

实“一三五”发展规划的进展情况。 

2月8日，中国科学院北京分院、京区党委2012年度工作会议在北京开幕。我

所党委荣获2011年度“党建工作创新奖”三等奖；陈畅同志荣获“创新文化建设先

进个人”称号；所地合作处荣获“技术转移工作组织奖”三等奖。 

2月10日，生物大分子国家重点实验室2011年度学术年会在中国科学院蛋白

质科学研究中心大楼9501会议室召开，实验室名誉主任梁栋材院士、杨福愉院士；

新一届学术委员会主任施蕴渝院士，成员蒋华良研究员、李林院士、饶子和院士、

隋森芳院士、王大成院士、王志珍院士、徐涛研究员、詹启敏院士、张学敏院士；

中科院生物局综合处刘杰处长、计财局基地处罗小安处长、生物局生物医学处沈

毅副处长、自然科学基金委生命科学部杨正宗处长；依托单位生物物理研究所领

导汪洪岩副书记、朱美玉副所长等出席了会议。会议由生物大分子国家重点实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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室主任许瑞明主持。 

2月15日，我所2012年毕业生大会在图书馆报告厅成功举行。全体2012届应

届毕业生以及延期学生共100余人参加了会议。会议由研究生部主持。 

2月15日，我所召开“中国科学院2012年度工作会议”和“中国科学院北京分院

/京区党委2012年度工作会议”精神传达会。所领导班子成员、副高以上科研骨干、

副处以上中层干部，以及所工会职代会主席团成员等近百人参加了会议。党委副

书记汪洪岩主持会议，所长徐涛代表所领导班子传达了会议精神，并就研究所学

习贯彻落实工作会精神做出了部署。 

2月28日，《Nature Communications》在线发表了我所蒋太交课题组与国家流

感中心舒跃龙课题组的 新研究成果，他们在国际上首次直接从流感病毒主要抗

原表面蛋白（HA）序列出发，通过整合血凝素蛋白的12个结构和理化特征，发

展出一个新的计算方法分析流感病毒抗原变异和进化，快速准确地选择流感疫苗

株。 

2月28日，《美国科学院院刊》（PNAS）在线发表我所徐涛课题组在超高分辨

显微成像领域 新研究成果，该文章题为“A unique series of reversibly switchable 

fluorescent proteins with beneficial properties for various applications”，通讯作者为

徐平勇研究员和徐涛研究员。该研究改善了现阶段光开关荧光蛋白（RSFP）发

展滞后，品种较少的问题。 

三月 

3月1日，我所领导班子换届考核会在所大报告厅举行，中国科学院党组副书

记方新，人事教育局局长李和风，北京分院党组常务副书记、副院长马扬，院农

业项目办公室常务副主任段子渊等考核组成员出席了会议。会议由马扬同志主

持，徐涛所长代表本届领导班子作述职报告。所现任领导班子成员、党委委员、

纪委委员、中层管理干部、副高级以上专业技术人员以及各类职工代表近200人

参加了会议。 

3月4日，《自然》杂志的子刊《自然—结构分子生物学》在线发表了我所饶

子和研究员课题组有关手足口病毒EV71的 新研究成果。 

3月9日，我所袁增强课题组在著名分子生物学杂志《EMBO reports》在线发

表题为“Lysine methylation of FOXO3 regulates oxidative stress-induced neuronal 

cell death”的论文，报道了转录因子FOXO3的一种新的翻译后修饰——赖氨酸甲

基化及其在在神经细胞凋亡过程中所起的作用。 

3月11日，《自然：结构和分子生物》（Nature Structural & Molecular Biology) 在

线发表了生物物理研究所秦燕研究员的研究成果，该文章标题为“A conserved 

proline switch on the ribosome facilitates the recruitment and binding of trGTPas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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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道了核糖体招募翻译因子的重要分子机理。这项研究工作与同所的龚为民研究

员、许瑞明研究员，德国马普学会分子遗传研究所K. H. Nierhaus教授合作完成。 

3月11日，国际著名期刊《Nature Structural & Molecular Biology》发表了我

所刘迎芳研究组和高光侠研究组合作完成的研究成果——抗病毒蛋白ZAP活性

区域的晶体结构与功能研究（Structure of N-terminal domain of ZAP indicates how 

a zinc-finger protein recognizes complex RNA）。 

3月13日，《德国应用化学》(Angewandte Chemie)在线发表了我所王江云课题

组和University of Illinois at Urbana-Champaign化学系陆艺教授课题组的 新合作

研究成果：“Dramatic Increase of Oxidase Activity through the Genetic Incorporation 

of Tyrosine-Histidine Crosslink in a Myoglobin Model of Heme-Copper Oxidase”。 

3月16日，“中国结核病系统生物学与转化医学研究联合中心”揭牌仪式在广

东省结核病控制中心隆重举行。该联合中心的成立，标志着我国首个结核病“产

学研用”示范基地正式启动运行。参与中心联合建设的主要单位有中国科学院生

物物理研究所、广东省结核病控制中心、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胸科医院、深圳

华大基因研究院及广州迪澳生物科技有限公司等。中国科学院生物物理研究所所

长徐涛，广东省卫生厅党组书记陈元胜、北京胸科医院李琦副院长、广东省结核

病控制中心主任钟球等出席签约仪式。 

3月26日，我所欧光朔研究组在《细胞生物学》杂志《Journal of Cell Biology》

在线发表题为“Autophagy genes function sequentially to promote apoptotic cell 

corpse degradation in the engulfing cell”的论文，报道了自体吞噬基因在吞噬细胞

中发挥作用，促进凋亡细胞的降解。 

3月28日，中央电视台CCTV新闻直播间栏目播出了“走进脑与认知科学国家

重点实验室”的采访报道，向公众展示了该实验室的代表性成果和研究特色。 

四月 

4月6日，《美国科学院院刊》（PNAS）在线发表了我所朱平课题组和孙飞课

题组合作的题为“Cryo-EM structure of a transcribing cypovirus”的研究论文。该研

究用冷冻电镜三维重构方法首次解析了处于转录过程中的双链RNA病毒的近原

子分辨率（4.1）三维结构，并构建了该病毒转录态的全氨基酸原子结构模型。 

4月10日，《自然-通讯》（Nature Communications）在线发表了我所徐涛课题

组 新研究成果：《感觉信号调控线虫进食行为的中枢翻转回路解析》，该研究在

秀丽隐杆线虫（Caenorhabditis elegans）中发现了一种新的调控线虫抉择行为的

神经回路模式。 

4月24日，生物物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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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吕平平同学担任研究生会主席，田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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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同学担任常务副主席，周均、杨杰、段秉亚同学担任主席团成员。 

4月28日上午，北京分院党组领导一行莅临我所并召开干部大会，宣布了中

国科学院对我所新一届行政领导班子的任命决定。院党组成员、副秘书长、北京

分院党组书记何岩出席会议并讲话，北京分院党组常务副书记、副院长马扬主持

会议。马扬同志宣读了中国科学院《关于徐涛等职务任免的通知》。院党组研究

决定：徐涛任生物物理研究所所长（任期5年）；汪洪岩、龚为民、许瑞明、刘力

任生物物理研究所副所长（任期5年）；免去赫荣乔、朱美玉的生物物理研究所副

所长职务（保留副局级待遇）。徐涛所长代表生物物理所第九届领导班子讲话。

按北京分院党组通知要求，生物物理所领导班子成员，所党委委员、纪委委员，

科技骨干，中层以上干部，职代会常委等共计100余人参加了会议。 

五月 

5月2日，应我所黄亿华研究员的邀请, 中国科学院“爱因斯坦讲席教授”、诺

贝尔化学奖获得者、著名结构生物学家Johann Deisenhofer教授携夫人Kirsten 

Fischer Lindahl 教授访问我所，并于当日下午在所大报告厅作了题为

“Structural Biology：Challenges & Prospects ”的学术报告。报告由生物物理所副所

长许瑞明研究员主持，徐涛所长、饶子和院士、王大成院士、生物物理所膜蛋白

研究团队各位研究员以及中科院北郊园区各所众多师生员工聆听了这一精彩报

告。 

5月10日，国际著名免疫学杂志《Immunity》在线发表了我所刘志杰、程根

宏（海外团队）、张荣光课题组在重要天然免疫系统信号分子STING结构与功能

研究方面的合作研究成果，该论文题为“Structural Analysis of the STING Adaptor 

Protein Reveals a Hydrophobic Dimer Interface and Mode of Cyclic di-GMP 

Binding”。 

5月11日，科技部下达2012年实验室仪器设备专项经费预算，脑磁图

(Magnetoencephalography，简称MEG)项目获得支持。这是国内第一台用于科研

的MEG，而且它可以和现有的3T、7T磁共振设备进行有机的结合，对于神经认

知和临床转化研究均有重要意义。 

5月13日，国际权威学术期刊《Nature Methods》在线发表了我所徐涛研究员

和徐平勇研究员及其合作者在超高分辨率成像领域的研究成果，名为“Rational 

design of true monomeric and bright photoactivatable fluorescent proteins”。  

5月16日上午，我所召开党代表会议，选举产生我所出席我院京区第十一次

党代会的代表。出席会议的代表由所党委委员、纪委委员，各党总支、党支部委

员及各重点实验室、职能部门正职中的党员干部构成，会议由党委副书记汪洪岩

主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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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30日，我所组织召开了“领导班子务虚（扩大）会精神传达会”。所领导

班子成员、副高以上科研骨干、副处以上中层干部、党支部书记以及所工会职代

会主席团成员等百余人参加了会议。会议由党委副书记汪洪岩主持，所长徐涛代

表所班子传达了会议精神。 

5月30日，我所党委在9501会议室召开第二次党员代表大会工作部署会议。

会议由党委副书记汪洪岩同志主持，龚为民副书记、各总支书记、支部书记，党

办负责同志及工作人员参加会议。汪洪岩同志通报了生物物理研究所第八届党委

第四十一次会议（扩大）关于召开研究所第二次党员代表大会，实施所党委、纪

委换届选举工作的有关决议及前期筹备工作。 

六月 

6月2日，应我所王江云研究员的邀请，美国三院院士、奥巴马总统科技顾问

Chad Mirkin 教授访问我所并在 9501 会议室做了题为 “Spherical Nucleic 

Acids(SNAS): A New Frontier in Molecular Diagnostics and Gene Regulation”的学

术报告。王江云研究员主持了本次报告，柯莎研究员等数十名科研人员和研究生

聆听了此报告。 

6月5日至7日，主题为“非编码RNA在重大生物学过程中的功能和机制”的香

山科学会议第426次学术研讨会在北京召开。会议由中国科学院生物物理研究所

陈润生院士、龚为民研究员、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施蕴渝院士、中科院上海生命科

学研究院王恩多院士联合申请，由中科院生物物理研究所非编码核酸重点实验室

筹备。科技部基础司、中科院生物局领导及来自多家单位的54名人员参加了本次

会议。 

6月6日，应我所马跃研究员的邀请，美国华盛顿大学教授、美国工程院院士

Buddy D. Ratner访问我所，并于上午9点半在9405会议室做了题为“Trade Scar for 

Healing and Regeneration: The Biomaterials Landscape Shifts”的学术报告。本次报

告由马跃研究员主持，柯莎研究员等数位研究员及研究生参加。 

6月7日，受中科院委托，我所承办了中科院外国专家特聘研究员和外籍青年

科学家工作交流研讨会，我院中外合作科学家约150余人出席了会议，促进了中

外科学家之间的交流与合作。中国科学院院长白春礼、副院长张亚平、副秘书长

谭铁牛，科技部、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国家外国专家局相关部门领导，以

及中科院外国专家特聘研究员、外籍青年科学家和相关合作科学家等150余人出

席。 

6月8日，生物物理研究所第八届学位委员会第十次会议在玻璃门会议室举

行，王大成院士主持。会上进行了2012年夏季毕业研究生情况汇报和学位申请初

审。2012年夏季申请学位67人（博士60人，其中含苏州纳米所3人；硕士7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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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位委员会委员参照生物物理研究所学位授予标准， 后无记名投票共计17票，

通过了60名博士学位申请人和6名硕士学位申请人的学位申请，并提交给中科院

研究生院学位委员会进行审议。 

6月9日，我所在9501会议室举行2012届研究生毕业典礼，共有毕业生89人，

其中博士毕业生81人，硕士毕业生8人。汪洪岩副书记，刘力副所长，学位委员

会主席王大成院士，导师代表王志珍院士，阎锡蕴、袁增强研究员等出席。 

6月10-14日，第18届国际脑成像学会（Organization for Human Brain Mapping, 

OHBM）年会在京召开，陈霖院士做大会主题报告，这是该系列国际大会历时18

届以来，首次由中国学者做大会主题报告。 

6月15日，《Genes & Development》杂志发表了我所刘迎芳实验室和北京生

命科学研究所王晓晨实验室的合作研究成果，题为“Structural Study of TTR-52 

Reveals the Functional Mechanisms of a Bridging Molecule in Apoptotic Cell 

Engulfment”。该成果通过结构和功能研究揭示了在秀丽线虫凋亡细胞的清除过

程中，桥联分子TTR-52介导吞噬细胞识别凋亡细胞的作用机制。 

6月17日，《Nature Nanotechnology》杂志在线发表了我所阎锡蕴课题组在肿

瘤诊断方面的 新研究成果，这是该课题组继发现无机纳米材料类酶活性之后

（Nature Nanotechnology 2007）的又一重大突破。 

6月，《BBA - Molecular and Cell Biology of Lipids》杂志发表了我所苗龙课题

组 新研究成果：“Cholesterol and the biosynthesis of glycosphingolipids are 

required for sperm activation in Caenorhabditis elegans”。该研究揭示出在精子活化

早期，胆固醇与糖鞘脂形成的脂筏结构域参与了秀丽线虫精子细胞成熟的信号转

导。 

6月19日，自然出版集团旗下的《Cell Research》期刊在线发表了我所张荣光

课题组在整合素重要激活因子Talin的自抑制机制方面的 新研究成果，论文题目

为“A novel membrane-dependent on/off switch mechanism of talin FERM domain at 

sites of cell adhesion”。 

6月20日，《Blood》杂志在线发表了我所阎锡蕴课题组在肿瘤血管生成方面

的 新研究成果，这是该课题组继发现CD146是肿瘤血管新靶标之后的又一重大

突破, 此项研究揭示了肿瘤血管内皮标志分子CD146作为细胞表面受体促进血

管生成的 新分子机制, 是CD146作为肿瘤血管生成标志分子的 直接证据。 

七月 

7月4日，我所在苏州召开中国科学院吴中中心生物医药项目启动会，这标志

着吴中中心经过一年的建设正式开始运行。 

7月14日，中共中国科学院生物物理研究所第二次代表大会在我所9501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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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1 
 

室召开。中国科学院京区党委副书记肖建春、京区党委组织部长杨旭、京区党委

协作一片组织员李利军，研究所所长徐涛及群众组织代表、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

代表及入党积极分子应邀出席了会议。大会由第八届党委副书记、大会主席团秘

书长汪洪岩同志主持，审议并原则通过了第八届党委工作报告（含党费收支情况

报告）和第六届所纪委工作报告；同时根据京区党委的要求，与会代表对研究所

第八届党委进行了任期届满考核评价。经无记名投票，大会选举汪洪岩、刘力、

仓怀兴、陈畅、龚为民、陈长杰、毕利军等7位同志为中共中国科学院生物物理

研究所第九届委员会委员，选举刘勤瑞、陈长杰、刘力、孙命、翟涛等5位同志

为中共中国科学院生物物理研究所第七届纪律检查委员会委员。 

7月21-22日，生物大分子国家重点实验室2012年度夏季PI学术研讨会在北京

召开。实验室名誉主任梁栋材院士、杨福愉院士，学术委员会委员张亚平院士、

隋森芳院士、李林院士、王志珍院士、饶子和院士、常文瑞院士、王大成院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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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百二十余人出席了这次会议。会议由生物大分子

国家重点实验室主任许瑞明主持。 

7月22日，生物物理研究所第九届学术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在北京召开。会议

审议并原则通过了研究所“十二五”PI发展规划，评审了研究所“一三五”目标导向

项目；委员们围绕学科方向凝练、团队组织与建设等问题进行了讨论。学术委员

会主任饶子和院士主持了会议。 

7月23日，《Nature Review Molecular Cell Biology》杂志在线发表了我所刘光

慧研究员同美国索尔科生物学研究所（The Salk institute for Biological Studies）

Drs. Mo Li和Juan Carlos Izpisua Belmonte合作的题为“ Navigating the epigenetic 

landscape of pluripotent stem cells”的文章。 

7月24日，《Cell Research》杂志在线发表了我所刘迎芳课题组的研究成果，

题为“Crystal structure of ISG54 reveals a novel RNA binding structure and potential 

functional mechanisms”。该项成果是刘迎芳课题组继抗病毒蛋白ZAP（NSMB. 

2012 Mar 11;19(4):430-5）研究工作之后，在干扰素诱导抗病毒蛋白结构与功能

研究方面的新进展。 

7月16日至18日，我所在安徽召开了第六届感染与免疫学国际研讨会，促进

了我院免疫研究队伍与院内外同行和海外学者之间的学术交流、合作和联系。 

八月 

8 月7至9 日，“首届世界华人自由基生物学与自由基医学学术大会暨第五届

海峡两岸三地自由基生物学与自由基医学研讨会和第八届全国自由基生物学与

自由基医学大会”在兰州召开。会议由中国生物物理学会与兰州大学联合主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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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会代表包括全球海外华人、香港同胞以及全国各高校科研机构150余人。 

8月31日，《Angewandte Chemie International Edition》以“very important paper”

及“inside cover article”的形式发表了王江云研究组及龚为民研究组题为“Genetic 

Incorporation of a Metal Chelating Amino Acid as a Probe for Protein Electron 

Transfer”的 新研究成果。该研究通过基因密码子扩展，实现在活细胞中编码螯

合金属的非天然氨基酸3-吡唑基酪氨酸，为研究生物大分子中的光致电子转移现

象，及利用生物元件实现高效可控的光致电荷分离提供了有力的工具。 

8月，系列学术会议“中国科学院结构免疫学学术研讨会”在云南昆明召开，

本次会议以结构生物学和分子免疫学为主题，为海内外结构生物学、免疫学、药

物化学等学科的科研工作者提供了交流与合作的平台。 

九月 

9月7日，我所2012级研究生新生开学典礼在所大报告厅隆重举行，汪洪岩书

记、杨福愉院士及我所新入学全体新生共百余人参加了开学典礼。 

9月10日，核酸领域的重要杂志《核酸研究》(Nucleic Acids Research) 在线

发表了我所秦燕课题组和龚为民课题组合作的一项 新研究成果，该文章标题为

“Common chaperone activity in the G-domain of trGTPase protects L11–L12 

interaction on the ribosom”。此研究工作是与我所娄继忠研究员，德国马普学会分

子遗传研究所K. H. Nierhaus教授合作完成。 

9月13日，生物物理研究所第九届学术委员会第二次会议在研究所9408会议

室召开。会议审议并原则通过了“第九届所长任期目标报告”，委员们听取了许瑞

明关于中科院蛋白质科学中心院内协调情况汇报、龚为民关于研究所资产管理公

司筹建情况汇报和徐涛关于近期人才引进情况汇报，并对研究组长岗位资格申请

进行了审核。学术委员会主任饶子和院士主持了会议。 

9月12日-14日，我所“怀柔九期”新员工入职培训圆满举行，主要内容包括所

情教育、管理和支撑部门职能介绍、拓展训练三方面内容。 

9月14日，生物物理研究所在9501会议室召开了全国科技创新大会及院党组

2012年夏季扩大会议精神传达会，徐涛所长传达了上级精神，并对研究所贯彻落

实会议精神做出了部署。生物物理研究所副高（含）以上科技骨干，副处（含）

以上管理干部，工会职代会主席团成员，党总支、支部书记，在职党支部支委，

民主党派、无党派以及学生代表等近百人参加了会议。会议由汪洪岩书记主持。 

9月19日，中科院北京分院党组常务副书记、京区党委常务副书记、北京分

院副院长马扬同志一行到生物物理所，宣布了院党组关于生物物理所新一届党委

和纪委负责人任职决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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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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退休干部代表）等出席了会议。马扬同志首先宣读了院党组《关于汪洪岩、刘力

同志任职的通知》（科发党任字﹝2012﹞31号），汪洪岩同志任生物物理研究所党

委书记，刘力同志任生物物理研究所党委副书记兼纪委书记。徐涛所长代表所行

政班子感谢了院党组、北京分院党组对研究所党委、纪委班子建设的关心。汪洪

岩同志代表新一届所党委委员、纪委委员发言。 

9月21日，《Angewandte Chemie International Edition》发表王江云研究组和林

庆研究组的合作论文“Genetically Encoded Cyclopropene Directs Rapid, Photoclick 

Chemistry Mediated Protein Labeling in Mammalian Cells”。该研究通过扩展基因密

码子，实现了具有光点击活性的非天然氨基酸环丙烯赖氨酸在哺乳动物中的基因

编码。 

9月25日，《Current Opinion in Cell Biology》在线发表我所刘光慧课题组题为

“iPSC technology to study human aging and aging-related disorders”的特邀综述，深

入讨论了利用人诱导性多能干细胞（iPSC）进行人类衰老及其相关疾病研究的可

行性及其应用前景。 

9月28日，《EMBO J.》杂志在线发表了我所高光侠实验室的 新研究成果，

题为“Translational repression precedes and is required for ZAP-mediated mRNA 

decay”。该成果揭示了宿主抗病毒蛋白ZAP通过翻译抑制和促进mRNA降解两种

方式抑制病毒mRNA表达，翻译抑制发生在mRNA降解之前，并为RNA降解所必

须。 

9月28日，中国科学院在国家科学图书馆举行了中国科学院北京分院国家级

专业技术人员继续教育基地揭牌仪式，并为首批培训点授牌。生物物理所获准为

北京分院基地的首批培训点，徐涛所长参加了授牌仪式。 

十月 

10月14 -18日，受美国生物物理学会委托，中国生物物理学会与我所在北京

联合举办了“2012蛋白质-配体弱相互作用研究的技术与方法国际研讨会”，共有

来自15个国家和地区131位代表参加了会议。 

10月15日，《Nucleic Acid Research》在线发表了我所刘力课题组和陈润生课

题组合作的 新研究成果，文章标题为 “The novel long non-coding RNA 

CRGregulates Drosophila locomotor behavior”。该研究发现了一个神经系统特异性

的长非编码RNA在调控果蝇行为方面的作用，并阐明了其调控行为的分子机制。 

10月15日，《临床研究》杂志（The Journal of Clinical Investigation）在线发

表了蛋白与多肽药物实验室秦志海课题组的 新研究成果，该文章题为“TNF 

signaling drives myeloid-derived suppressor cell accumulation”。  

10月17日，国际顶尖学术期刊《Nature》在线发表了我所刘光慧研究组同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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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Salk研究所Juan Carlos Izpisua Belmonte研究组的合作研究论文“Progressive 

degeneration of human neural stem cells caused by pathogenic LRRK2”。该研究首次

结合多能干细胞和基因组靶向修饰技术揭示了帕金森病神经干细胞随着衰老过

程而发生的退行性病变。 

10月17日，《美国科学院院刊》（Proceedings of the 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在线发表了生物大分子国家重点实验室许瑞明、饶子和课题组和NIBS

朱冰课题组合作的 新研究成果，该文章题为“Distinct mode of methylated 

lysine-4 of histone H3 recognition by tandem tudor-like domains of Spindlin1”。  

10月25-26日，科学研究平台举办了2012年度工作会议，王翔主任就新出台

的《生物物理研究所科学研究平台管理办法》进行了讲解，宣布平台结构与功能

分析专业技术实验室、蛋白质组学技术实验室、生物成像中心、动物实验中心的

正式启动运行，李雪梅研究员、杨福全研究员、孙飞研究员和田勇研究员分别担

任上述专业技术实验室或专业技术中心主任并在会议上就专业技术实验室的发

展和任务做了报告。全体职工参加了会议。 

10月26-28日，第二届“中国Hippo协同创新团队”交流年会在我所召开。本次

年会由生物物理研究所袁增强研究员组织和承办，来自中国科学院、复旦大学、

浙江大学、南开大学和厦门大学的近50名相关专家和研究人员参加了此次学术交

流。 

十一月 

11月1-3日，中国科学院感染与免疫重点实验室和病原微生物与免疫学重点

实验室第一次联合学术年会在北京举行。本次会议规模约为350人，其中包括20

多位领导和特邀专家、27名重点实验室的PI、近100位一线的科研工作人员及200

多名在读研究生。 

11月5-7日，受法国驻华大使馆和中国科学院国际合作局委托，我所承办了

第4届第四届Bio-Asia论坛。除中国、法国以外，来自印度、印尼、日本、韩国、

马来西亚、泰国、柬埔寨、台湾等8个亚洲相关国家和地区的80多位专家学者共

聚一堂，就Bio-Asia计划的研究领域与合作成果开展了深入的学术交流。 

11月6日，生物物理所召开第九届团员代表大会，选举产生了生物物理所第

九届团委。党委书记汪洪岩、党委副书记刘力、院团委副书记许冬、党办主任陈

长杰、研究生部主任刘勤瑞以及部分兄弟单位团委书记应邀出席大会，第八届团

委委员以及60余名团员代表参加了会议。会议由第八届团委书记、人力资源处副

处长曹敏主持。 

11月7-10日，中国生物物理学会膜与细胞生物物理专业委员会在珠海召开了

“第三次国际暨第十二次全国膜生物学学术研讨会”。此次会议是膜生物学领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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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次盛会，吸引了来自美、英、德等6国以及香港地区、全国各地230余位代表参

会，加强了国际膜生物学领域专家学者间的交流和合作。本次会议是该系列会参

会人数 多、外宾人数 多、参会范围 广的一次会议。 

11月8-9日，由生物物理所、电工所和武汉物数所承担的国家重大科研装备

研制项目“9.4T超高场代谢成像磁共振系统研制”专项经费管理工作研讨会在北

京召开。 

11月11日，《Nature Structural & Molecular Biology》在线发表了生物物理所

生物大分子国家重点实验室许瑞明课题组、李国红课题组与美国Mayo Clinic张志

国实验室合作的关于组蛋白分子伴侣与组蛋白变体的 新科研成果，该论文题为

“Structure of the variant histone H3.3–H4 heterodimer in complex with its chaperone 

DAXX”。 

11月12-13日，由海外学者发起的“拓扑性质知觉理论30周年研讨会”在我所

举行。在与主流观点相抗衡的30年里，陈霖及其团队成功地将“大范围首先”理论

应用到视觉以外的其他认知层次，包括注意、学习、记忆、意识、情感等。 

11月13日，《Science Signaling》杂志以封面文章形式在线发表了生物物理所

刘迎芳和程根宏（生物物理所感染与免疫中心海外团队，UCLA）课题组的合作

研究成果，题为“Single Amino Acid Substitutions Confer the Antiviral Activity of the 

TRAF3 Adaptor Protein onto TRAF5”，编辑同期配发了题为“TRAF5 Becomes 

Antiviral”的评论。 

11月19日上午，英国医学科学院院士Frances Balkwill教授在图书馆报告厅为

我所师生做题为“Targeting the inflammatory tumour microenvironment of ovarian 

cancer”的精彩报告。 

11月27日，《Critical Reviews in Biochemistry and Molecular Biology》（CRIT 

REV BIOCHEM MOL ）杂志在线发表了许瑞明课题组题为“Structure and 

Function of the BAH Domain in Chromatin Biology”的特邀综述文章。 

11月27日，加州大学旧金山分校再生医学与干细胞研究中心主任Arnold 

Kriegstein教授访问生物物理所并作学术报告，报告题目为“Neural stem and 

progenitor cells in human cortical development”。 

11月27日，我所组织召开了十八大精神学习贯彻会议。所领导班子成员、党

委委员、纪委委员，各重点实验室及平台主任、副主任，机关副处以上干部，各

党总支及党支部书记、副书记，以及工会职代会、团委、青联、妇委会和民主党

派负责人等70余人参加了会议。党委书记汪洪岩同志向与会人员传达了党的十八

大会议精神，并对研究所深入学习贯彻十八大精神作了安排与部署。 

11月29日，Angewandte Chemie International Edition 发表了王江云研究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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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bing the Function of the Tyr-Cys Crosslink in Metalloenzymes through the 

Genetic Incorporation of 3-Methylthiotyrosine的 新研究成果。该研究通过扩展基

因密码子，实现了在活细胞中编码具有氧化还原活性的非天然氨基酸3-甲硫基酪

氨酸，为研究氧化还原蛋白质中天然存在的酪氨酸与半胱氨酸共价交联，及金属

蛋白的理性设计提供了有力的工具。 

11月，由生物物理所交叉科学所重点实验室仓怀兴研究员负责的国家空间应

用系统SZ-8任务《空间生物大分子组装与应用研究》获得中国人民解放军科学技

术进步二等奖。 

十二月 

12月2日，我所梁栋材院士课题组在 新一期《Nucleic Acids Research》上发

表了题为“RecOR complex including RecR N-N dimer and RecO monomer displays 

a high affinity for ssDNA”的研究成果。 

12月3日，我所张宏研究组以“Residual body removal during spermatogenesis in 

C. elegans requires genes that mediate cell corpse clearance”为题，在 新一期

《Development》上发表了 新研究成果。文中报道了线虫精子发育过程中残余

体的清除与线虫中凋亡细胞的清除有相似的分子机制。 

12月6日，《Journal of Molecular Cell Biology》在线发表了我所刘光慧课题组

题为“New march towards the regeneration of sensation and cognition: hear more, see 

more and learn more”的综述，总结了利用多能干细胞（PSC）与定向诱导分化技

术修复受损的听觉、视觉以及认知障碍的 新进展与应用前景。 

12月7日，生物物理研究所第九届学位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在玻璃门会议室举

行，王大成院士主持。会议进行了2013年春季毕业及申请学位研究生情况汇报和

学位申请初审，并做了国科大关于专业院系设置与申报工作的通报及讨论规范博

士生课程等事宜。2013年春季申请学位30人，学位委员会委员参照生物物理研究

所学位授予标准， 后无记名投票共计9票，通过了27名博士学位申请人的学位

申请，并提交给中科院研究生院学位委员会进行审议。 

12月8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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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

京大学衰老研究中心及中国老年学学会与抗衰老科学委员会联袂主办的“首届衰

老及老年病的细胞分子机理学术研讨会”在我所召开。 

12月11日,生物物理研究所第九届学术委员会第三次会议暨2012年研究所正

高级聘用委员会会议在9408会议室召开。饶子和院士主持了会议。 

12月14日，第五届“谈家桢生命科学奖”颁奖典礼在浙江大学举行，陈润生院

士荣获“谈家桢生命科学成就奖”。 

12月1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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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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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学术年会在生物物理所召开，会议议题包括天然免疫调控机制、抗病毒免疫信

号转导、结构免疫等。北京生科院副院长高福研究员、生物物理所所长助理科技

处处长孙命等嘉宾出席了会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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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生科院免疫与健康联合研究中心的成立，不仅满足了国家战

略需求，还有效地整合了中科院京区免疫学领域的研究资源，以学科带动合作的

组织形式促进跨所合作。 

12月22日，我所梁栋材院士课题组在 新一期《Acta Crystallogr D Biol 

Crystallogr 》上正式发表了题为“High-resolution structures of AidH complexes 

provide insights into a novel catalytic mechanism for N-acyl homoserine lactonase”的

研究成果。 

12月22日，由蛋白质科学研究平台生物成像中心主办的首届北京地区三维生

物成像论坛（3DEM BAR）在我所举行。 

2012年12月期的《Nature Protocols》上，发表了欧光朔课题组题为“Live 

imaging of cellular dynamics during Caenorhabditis elegans postembryonic 

development”的文章，介绍他们发展的研究线虫胚胎后发育的荧光活体显微成像

方法。 

12月24日，我所欧光朔研究组在细胞生物学杂志《Journal of Cell Biology》

发表题为“Apoptotic regulators promote cytokinetic midbody degradation in C. 

elegans”的论文，报道了中间体（Midbody）在胞质分裂（cytokinesis）后被释放、

吞噬以及降解的研究成果。 

12月27日，法国原子与替代能源委员会(CEA)下属 Saclay生物与技术研究所

的Daniel Gillet教授来访我所，并在研究所图书馆做了一场题目为“Protein toxins 

as tools for therapeutic innovation: inhibitors of the retrograde transport of pathogens 

and inhibitor of HB-EGF”学术报告。 

12月28日，2013年生物物理所研究生元旦晚会在所大报告厅圆满举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