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填写说明

一、年度报告中各项指标只统计当年产生的数据，起止时间为1月1日至12月31日。年度报告的表格行数可据

实调整，不设附件，请做好相关成果支撑材料的存档工作。年度报告经依托高校考核通过后，于次年3月31

日前在实验室网站公开。

二、“研究水平与贡献”栏中，各项统计数据均为本年度由实验室人员在本实验室完成的重大科研成果，以

及通过国内外合作研究取得的重要成果。其中：

1.“论文与专著”栏中，成果署名须有实验室。专著指正式出版的学术著作，不包括译著、论文集等。未正

式发表的论文、专著不得统计。

2. “奖励”栏中，取奖项排名最靠前的实验室人员，按照其排名计算系数。系数计算方式为：1/实验室最靠

前人员排名。例如：在某奖项的获奖人员中，排名最靠前的实验室人员为第一完成人，则系数为1；若排名

最靠前的为第二完成人，则系数为1/2=0.5。实验室在年度内获某项奖励多次的，系数累加计算。部委

（省）级奖指部委（省）级对应国家科学技术奖相应系列奖。一个成果若获两级奖励，填报最高级者。未正

式批准的奖励不统计。

3.“承担任务研究经费”指本年度内实验室实际到账的研究经费、运行补助费和设备更新费。

4.“发明专利与成果转化”栏中，某些行业批准的具有知识产权意义的国家级证书（如：新医药、新农药、

新软件证书等）视同发明专利填报。国内外同内容专利不得重复统计。

5.“标准与规范”指参与制定国家标准、行业/地方标准的数量。

三、“研究队伍建设”栏中：

1.除特别说明统计年度数据外，均统计相关类型人员总数。固定人员指高等学校聘用的聘期2年以上的全职人

员；流动人员指访问学者、博士后研究人员等。

2.“40岁以下”是指截至当年年底，不超过40周岁。

3.“科技人才”和“国际学术机构任职”栏，只统计固定人员。

4.“国际学术机构任职”指在国际学术组织和学术刊物任职情况。

四、“开放与运行管理”栏中：

1.“承办学术会议”包括国际学术会议和国内学术会议。其中，国内学术会议是指由主管部门或全国性一级

学会批准的学术会议。

2.“国际合作项目”包括实验室承担的自然科学基金委、科技部、外专局等部门主管的国际科技合作项目，

参与的国际重大科技合作计划/工程（如：ITER、CERN等）项目研究，以及双方单位之间正式签订协议书的

国际合作项目。



一、简表

实验室名称 系统生物医学教育部重点实验室

研究方向
(据实增删)

研究方向1 系统生物医学相关新理论和新技术

研究方向2 肿瘤及复杂性疾病的发病机制研究

研究方向3 疾病诊断、治疗和预防新技术及新策略

实验室
主任

姓名 韩泽广 研究方向 肿瘤（肝癌）发病机制研究以及功能基因组学相关技术研
究和开发

出生日期 1964-01 职称 正高级 任职时间 2014-01

实验室
副主任
(据实增

删)

姓名 吴强 研究方向 三维基因组结构与功能研究

出生日期 1968-04 职称 正高级 任职时间 2014-01

姓名 黄健 研究方向 肿瘤基因组变异的基础和应用研究

出生日期 1967-03 职称 正高级 任职时间 2015-06

姓名 王一煌 研究方向 无

出生日期 1965-02 职称 其他 任职时间 2015-01

学术
委员会
主任

姓名 金力 研究方向 医学遗传学及遗传流行病学

出生日期 1963-03 职称 正高级 任职时间 2022-01

研究水
平与贡

献

论文与专著

发表高水平论
文

104   篇 国内论文 1   篇

科技专著 国内出版 1   部 国外出版 2   部

奖励

国家自然科学
奖

一等奖 0   项 二等奖 1   项

国家技术发明
奖

一等奖 0   项 二等奖 0   项

国家科学技术
进步奖

一等奖 0   项 二等奖 0   项

省、部级科技
奖励

一等奖 0   项 二等奖 0   项

项目到账 
总经费

1735.010   万
元

纵向经费 1128.970   万
元

横向经费 606.040   万
元

发明专利与 
成果转化

发明专利 申请数 9   项 授权数 15   项

成果转化 转化数 0   项 转化总经费 0.000   万元

标准与规范 国家标准 0   项 行业/地方标准 0   项

科技人才

实验室固定人员 49   人 实验室流动人员 14   人

院士 0   人 国家高层次人才  10人（新增
0人）



研究队
伍建设

国家青年人才 4人（新增
1人）

省部级人才  6人（新增2
人）

国际学术 
机构任职 
(据实增删)

姓名 任职机构或组织 职务

吕海涛 Phytomedicine 副主编

吕海涛 Frontiers in Pharmacology 副主编

吕海涛 Proteomics (Wiley) 编委

吕海涛 Pharmacological Research (Elsevier) Section
Editor

吕海涛 Acta Pharmaceutica Sinica B 青年编委

吕海涛 Chinese Journal of Natural Medicines 青年编委

吕海涛 Journal of Analysis and Testing 青年编委

吕海涛 ACS Pharmacology & Translational Science 编委

吕海涛 Faculty Opinions (Faculty 1000 Prime) Faculty

吕海涛 澳门科技大学药学院 兼职教授/博
导

吕海涛 英国皇家化学会(The Royal Society of
Chemistry)

Fellow

吕海涛 英国皇家生物学学会（The Royal Society of
Biology)

Fellow

韩泽广 Advance in Preventive Medicine 执行主编

韩泽广 BMC Bioinformatics 副主编

韩泽广 World Journal of Hepatology 副主编

韩泽广 The Open Parasitology Journal 编委

韩泽广 ISRN Tropical Medicine 编委

韩泽广 The Scientific World Journal 编委

韩泽广 The Open Systems Biology Journal 编委

吴强 ABBS 副主编

吴强 Hereditas 编委

吴强 遗传 Hereditas 编委

吴强
中国生物化学与分子生物学基因专业分会 The

Chinese Society of Biochemistry and
Molecular Biology，CSBMB

委员

吴强 中国遗传学会基因组编辑分会 委员

程蜀琳 Journal of Sport and Health Science 副主编



程蜀琳 Translational Medicine and Exercise
Prescription

执行主编

程蜀琳 立陶宛高校及科研院所研究与发展评估 国际生物医
学评审专家

程蜀琳 Journal of Sports Medicine and Health
Science for a 3-year term

编委

程蜀琳 Obesity Medicine 编委

程蜀琳
Department of Molecular and Cellular

Sports Medicine, German Sport University,
Cologne,

honorary
research
fellow

程蜀琳 Europen Heart Study 委员

程蜀琳
Europen Towards Intelligent Health and
Well-Being Network of Physical Activity

Assessment consortium
委员

蔡宇伽 Frontiers in Bioengineering and
Biotechnology

客座编辑

蔡宇伽 欧洲基因与细胞治疗协会（ESGCT） 会员

董瑞蛟 Environmental Science and Ecotechnology 青年编委

董瑞蛟 Frontiers of Chemical Science and
Engineering

客座编辑

董瑞蛟 Society of Chemical Industry (SCI) 学术大使

郭方 中日医学科技交流协会氢分子生物医学专业委员
会

副会长

郭方 American Journal of Experimental and
Clinical Research (AJECR)

编委

何昆燕 Current Synthetic and Systems Biology 编委

陶生策 Genome Editing in Infectious Diseases 编委

陶生策 Proteomic 编委

王秀强 美国健康与体育教育协会 会员

王秀强 国际华人体育与健康学会 会员

韦朝春 Scientific Reports 编委

吴方 Scientific Reports 编委

严威 EC Proteomics and Bioinformatics 编委

赵小东 Human Genome Organisation (HUGO) 会员

访问学者 国内 0   人 国外 3   人

博士后 本年度进站博士后 11   人 本年度出站博士后 2   人

依托学科 
(据实增删)

学科1 生物学 学科2 学科3



学科发
展与人
才培养

研究生培养 在读博士生 66   人 在读硕士生 40   人

承担本科课程 97   学时 承担研究生课程 352   学时

大专院校教材 0   部   

开放与
运行管

理

承办学术会议 国际 0   次 国内 
(含港澳台)

1   次

年度新增国际合作项目 国际合作计划 4   项

实验室面积 6000.000   M2 实验室网
址

http://scsb.sjtu.edu.cn/LaboratorySurvey.html

主管部门年度经费投入
(教育部直属高校不填)

0.000   万元 依托单位年度经费投入 50.000   万元

学术委员会人数 20   人 其中外籍委员 1   人
共计召开实
验室学术委

员会议
1   人

是否出现学术不端行为 否 是否按期进行年度
考核

是

是否每年有固定的开放日 是 开放日期 2021-05-22

开放日累计向社会开放共
计

7 天 科普宣讲，累计参
与公众

200   人次

科普文章，累计发表科普
类文章

0   篇 其他 4

 

二、研究水平与贡献

1、主要研究成果与贡献

结合研究方向，简要概述本年度实验室取得的重要研究成果与进展，包括论文和专著、标准和规范、发明专利、仪器研发方

法创新、政策咨询、基础性工作等。总结实验室对国家战略需求、地方经济社会发展、行业产业科技创新的贡献，以及产生

的社会影响和效益。

本年度实验室取得的主要研究成果与贡献如下：

1.2021年度实验室共发表SCI论文104篇，高水平论文数量增幅迅速，其中在JCR分区为Q1的顶级刊物发表的论文高达74

篇，受到同行的好评。其中，第一作者单位发表论文54篇，通讯作者单位发表论文72篇；第一作者单位论文中具有较高影

响力的文章共有13篇，分别发表在NATURE BIOTECHNOLOGY、CIRCULATION、

NATURE BIOMEDICAL ENGINEERING、JOURNAL OF HEMATOLOGY & ONCOLOGY等杂志上。本年度以实验室为第

一单位或通讯作者单位的高被引论文有10篇，分布在NATURE COMMUNICATIONS、

MOLECULAR & CELLULAR PROTEOMICS、CELL、PNAS、CHEMICAL REVIEWS等杂志上，较同期数量上升。本年度发

表国际合作论文34篇，占比约33%，其中，在影响力较高的国际一流杂志上发表7篇第一作者单位的国合论文，分别包括美

国、丹麦、新加坡、英国，澳大利亚等国际著名科研机构。

2.本年度我室作为章节作者编写了2本英文著作，分别为《Antibody Arrays Methods and Protocols》第22

章“Database Development for Antibody Arrays”、 《Cancer Metabolomics Methods and Applications》的章

节“Microbial Metabolomics: From Methods to Translational Applications”。 

3.本年度我院赵小东参与Bio-X研究院吴际的“成年哺乳动物雌性生殖干细胞的发现及其发育调控机制”项目，获得国家自

然科学二等奖（排名第四），为我院开创“十四五”建设的新局面。

4.实验室目前已与27家企业和22家医院有实质性项目合作，合作经费达5174万。今年申请国内发明专利11项，申请PCT 3



项，获得授权19项。

5.本年度有4项专利拟通过专利申请权的转让、由完成人实施等方式合法合规进行转化，评估转化价值约为298万元，将科

研成果应用于产学研用的创新实践中，在响应学校“大零号湾”计划的道路上迈出了坚实的一步。

 

2、承担科研任务

概述实验室本年度科研任务总体情况。

2021年实验室聚焦三大研究方向，受疫情和运营费用不足的影响，本着“减员增效”的原则，优化了人才队伍结构：固定

人员由原先的85名精简到49名，缩减近一半人数；科研团队也由34个减少到20个，缩减了1/3。但本年度承接的科研任务数

量却与去年相当，共计115项，累计合同经费超过1亿元，可以与去年持平。其中承担重大科研项目（≥100万元）26项共计

8487.37万元，经费占比高达77%。本年度新增科研项目41项共计3030.61万元。其中国家自然基金6项计350.7万元，各类

国合项目4项计503.18万元，上海市科委国际合作项目——国际联合实验室建设专题1项计278万元，教育部博士后基金3项

和市扬帆计划1项计共41万元。今年相应学校产学研试点政策的号召，与优峰（北京）生物科技有限公司、上海本导基因技

术有限公司等研究性企事业单位合作承担6项计1146万元。截至12月初，已实到经费1735.02万元（横向656.04万元，纵向

1128.97万元），与去年持平。

 

 

 

请选择本年度内主要重点任务（10项以内）填写以下信息：

序号 项目课题名称 编号 负责人 起止时间 经费(万元) 类别

1
病原菌核糖体新调节因子
的系统性发现及蛋白质相

互作用网络的构建
16Z101100002 陶生策 2016-07-01--2021-06-30 871.500

国家重
点研发
计划

2
染色质高级结构动态调控
的蛋白质机器及其作用机

理
17Z101140138 吴强 2017-07-01--2021-12-31 764.000

国家重
点研发
计划

3
精原干细胞发育的调控机

制 19Z101140081 赵小东 2018-12-01--2021-12-31 146.000
国家重
点研发
计划

4
CRISPR-Cas9遗传学DNA
片段编辑技术研究原钙粘

蛋白家簇的3D基因组
16Z103020023 吴强 2017-01-01--2021-12-31 277.000

国家自
然科学
基金

5
基于化学干预CD33的AML

靶向治疗研究 19Z103060006 彭文杰 2019-01-01--2021-12-31 60.000
国家自
然科学
基金

6
仿生天然食品多级复杂结

构制备合成食品 18Z111040009 朱新远 2018-06-01--2021-05-31 985.700
省部重
大科技
计划

7 三维基因表达调控机制整
合研究

21Z510703151 张冰 2021-06-01--2024-05-31 278.530 国际合
作

8
新型活性氧感受器LARP7
治疗心力衰竭的机制和应

用研究
21Z520303006 张冰 2021-01-01--2025-07-31 300.000

省部重
大科技
计划



9 以功能医学和民族医药为
主的研发试验研究

21H010102061 韩泽广 2021-07-01--2024-06-30 300.000 重大横
向合作

10 新型CRISPR递送技术的开
发和优化

21H010101291 蔡宇伽 2021-05-01--2024-04-30 300.000 重大横
向合作

 

注：请依次以国家创新2030-重大项目、国家重点研发计划、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重点和重大、创新研究群体计划、杰出
青年基金、重大科研计划）、国家科技（攻关）、国防重大、国际合作、省部重大科技计划、重大横向合作等为序填写，并在类
别栏中注明。只统计项目/课题负责人是实验室人员的任务信息。只填写所牵头负责的非涉密项目或课题。

若该项目或课题为某项目的子课题或子任务，请在名称后加*号标注。

三、研究队伍建设

1、各研究方向及研究队伍

研究方向 学术带头人 主要骨干

系统生物医学相关新理论和新
技术

吴强 陶生策、张延、赵小东、严威、吕海
涛、达林泰、韦朝春

肿瘤及复杂性疾病的发病机制
研究

韩泽广 黄健、张冰、黄丽钰、万兵兵、程蜀
琳

疾病诊断、治疗和预防新技术
及新策略

黄健 沈玉梅、郭方、吴方、蔡宇伽、彭文
杰、董瑞蛟

2.本年度固定人员情况

序号 姓名 类型 性别 学位 职称 出生年
月

1 韩泽广 研究人员 男 博士 正高级 1964-
01

2 吴强 研究人员 男 博士 正高级 1968-
04

3 黄健 研究人员 男 博士 正高级 1967-
03

4 王一煌 管理人员 男 博士 其他 1965-
02

5 孙洁林 研究人员 男 博士 正高级 1969-
09

6 张延 研究人员 女 博士 正高级 1963-
08

7 王晓艳 研究人员 女 博士 副高级 1979-
02

8 乐黄莺 研究人员 女 博士 副高级 1981-
09

9 陶生策 研究人员 男 博士 正高级 1975-
08

10 赵小东 研究人员 男 博士 正高级 1972-
06

11 徐岷涓 研究人员 女 博士 正高级 1979-
03



12 郭勋祥 研究人员 男 博士 副高级 1974-
05

13 黄海燕 研究人员 女 博士 副高级 1980-
06

14 沈玉梅 研究人员 女 博士 正高级 1969-
04

15 吴方 研究人员 男 博士 正高级 1976-
06

16 申剑 研究人员 女 博士 副高级 1981-
08

17 施奇惠 研究人员 男 博士 正高级 1980-
10

18 邓宇亮 研究人员 男 博士 副高级 1985-
02

19 何昆燕 研究人员 女 博士 副高级 1979-
06

20 严威 研究人员 男 博士 正高级 1965-
10

21 王兰 研究人员 女 博士 副高级 1983-
05

22 苏现斌 研究人员 男 博士 副高级 1986-
09

23 胡有天 研究人员 男 博士 中级 1985-
03

24 库鑫 研究人员 女 博士 副高级 1985-
02

25 郝洁 研究人员 女 博士 副高级 1981-
03

26 邹欣 研究人员 男 博士 副高级 1979-
04

27 张冰 研究人员 男 博士 副高级 1977-
10

28 吕海涛 研究人员 男 博士 副高级 1980-
08

29 程蜀琳 研究人员 女 博士 正高级 2022-
03

30 韦朝春 研究人员 男 博士 正高级 1976-
07

31 郭方 研究人员 男 博士 正高级 1962-
06

32 邹霞 研究人员 女 博士 副高级 1986-
10

33 达林泰 研究人员 男 博士 副高级 1982-
11

34 张曼 技术人员 女 博士 中级 1982-
12

35 甲芝莲 研究人员 女 博士 中级 1984-
12



36 陈峻崧 研究人员 男 博士 中级 1976-
12

37 祁环 研究人员 男 博士 中级 1986-
10

38 李经纬 研究人员 男 博士 中级 1989-
09

39 蔡宇伽 研究人员 男 博士 副高级 1981-
09

40 朱新远 研究人员 男 博士 正高级 2022-
03

41 黄丽钰 研究人员 女 博士 副高级 1981-
05

42 彭文杰 研究人员 男 博士 副高级 1979-
10

43 王秀强 研究人员 男 博士 中级 1981-
10

44 谭胜 研究人员 男 博士 副高级 1980-
02

45 张沙沙 研究人员 女 博士 中级 1986-
03

46 张雪 研究人员 女 博士 中级 1988-
10

47 万兵兵 研究人员 男 博士 副高级 1980-
10

48 董瑞蛟 研究人员 男 博士 副高级 1983-
08

49 杨丽琼 管理人员 女 硕士 中级 1978-
05

注：（1）固定人员包括教学科研人员、专职研究人员、技术人员、管理人员四种类型，应为所在高等学校聘用的聘期2年以上的全
职人员。

3、本年度流动人员情况

序号 姓名 类型 性别 出生日
期

职称 国别 工作单位

1 崔晓芳
博士后
研究人

员
女

1985-
01 中级 中国

上海交通大学系统生物医学研
究院

2 段博文
博士后
研究人

员
男

1992-
12 其他 中国

上海交通大学系统生物医学研
究院

3 王姝垚
博士后
研究人

员
女

1990-
03 中级 中国

上海交通大学系统生物医学研
究院

4 江何伟
博士后
研究人

员
男

1990-
06 中级 中国

上海交通大学系统生物医学研
究院

5 乐生龙
博士后
研究人

员
男

1985-
12 中级 中国

上海交通大学系统生物医学研
究院



6 路兆宁
博士后
研究人

员
男

1988-
10 中级 中国

上海交通大学系统生物医学研
究院

7 曲红金
博士后
研究人

员
男

1987-
12 中级 中国

上海交通大学系统生物医学研
究院

8 汤元霄
博士后
研究人

员
女

1987-
10 中级 中国

上海交通大学系统生物医学研
究院

9 黄婉秋
博士后
研究人

员
女

1992-
09 中级 中国

上海交通大学系统生物医学研
究院

10 寿佳
博士后
研究人

员
女

1990-
11 中级 中国

上海交通大学系统生物医学研
究院

11 于力
博士后
研究人

员
男

1991-
05 中级 中国

上海交通大学系统生物医学研
究院

12
成松久
Hisashi

Narimatsu

访问学
者 男

1948-
12 正高级 日本

日本产业技术综合研究所
（AIST）

13 钦奈研
Chinnaiyan

访问学
者

男 1969-
12

正高级 美国 美国密西根大学

14
Leroy

Edward
Hood

访问学
者 男

1938-
10 正高级 美国 美国系统生物学研究所

注：（1）流动人员包括“博士后研究人员、访问学者、其他”三种类型，请按照以上三种类型进行人员排序。（2）在“实验室工
作期限”指流动人员本年度工作的月数。

 

四、学科发展与人才培养

1、学科发展

简述实验室所依托学科的年度发展情况，包括科学研究对学科建设的支撑作用，以及推动学科交叉与新兴学科建设的情况。

实验室作为上海交通大学系统生物医学一类重大科技创新平台，运用系统生物学的理念和方法，整合生物、医学、物理、工

程、数学、信息、计算等不同学科，为学科建设提供有力支撑，与我校生命科学技术学院共同承担学科建设任务，上一轮评

估“生物学”获得A+。与上海交通大学13所附属医院中的9所均有实质性的项目合作，拥有的优质临床资源，为国际合作提

供了可靠的临床优势。与国外一流大学和研究机构共同申请课题、发表论文和联合培养学生。与国内外企业建立各类“校企

联合研发实验室”，共同开发技术和申请专利。与中国生物工程学会合作办会，促进系统生物医学专业委员会的筹建，扩大

学术影响力。与美国系统生物学研究所、欧洲系统生物学与医学研究所等国际知名研究机构也已将研究重心转向医学健康领

域，并与实验室形成密切的合作关系。注重临床结合与应用转化，同时充分发挥多学科交叉特色，推动系统生物医学学科体

系的发展。

实验室以培养优秀青年人才为基石，大力扶持青年人才脱颖而出。在人才引进和培养方面，以提升创新能力、强化系统生物

医学特色为目标，进一步加强科研领军人才和青年科技骨干的引进和培养。凝聚学科方向为三大特色方向：1.系统生物医学

相关新理论和新技术（蛋白芯片、小肽芯片），2. 肿瘤及其他复杂性疾病的发病机制,3. 疾病预防、诊断和治疗的新方法、

新策略。涵盖22支基因组学、表观组学、代谢组学、蛋白质组学、糖组学以及计算生物学等交叉学科的研究团队，形成具有

开放民主、紧密协作的学术氛围和团队文化。



 

2、科教融合推动教学发展

简要介绍实验室人员承担依托单位教学任务情况，主要包括开设主讲课程、编写教材、教改项目、教学成果等，以及将本领

域前沿研究情况、实验室科研成果转化为教学资源的情况。

为了深化理想信念教育和价值引领，培养学生具有“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的使命和担当，实验室一共开设了12门研究生专

业课程，年度课时量共计352学时。为致远学院2019和2020级本科生讲授《遗传学》、《生物化学》、《细胞生物学》、

《生物医学导论》等课程共计97学时。在已有《系统生物医学》《学术写作规范与伦理》、《科技英语写作与交流》等学科

特色课程外，今年还新增申请开设《系统生物学基础技术》、《化学生物学》等研究生专业课程，进一步优化研究生培养方

案，打造系统生物学特色课程体系。制订了《系统生物医学研究院研究生课程专业评教实施细则》，组建学院课程督导专家

组，全方位提升授课质量。对于研究生培养环节进行有效的质控管理，修订完善《系统生物医学研究院研究生全培养过程管

理实施细则》及操作指南，提高研究生培养质量。

将“三全育人”的理念融入到教学和科研等各个方面，进行毕业生远航教育，培育志存高远的就业文化，引导毕业生树立长

远的职业发展观。2021届毕业生硕士生继续深造比例33.3%，博士生学术就业比例100%，其中高水平学术就业比例43%，

较往年有明显提升。

 

3、人才培养

（1）人才培养总体情况

简述实验室人才培养的代表性举措和效果，包括跨学科、跨院系的人才交流和培养，与国内、国际科研机构或企业联合培养

创新人才等。

目前49位固定人员中45岁以下的人员有35位，占比71.43%，具有海外留学或工作背景的人员有40位，占比81.63%；其中

研究人员共46位，高级职称及以上的研究人员有38人，正高16位副高22位。实验室有具有杰青、长江、青千、领军人才、

教育部新世纪人才称号的国家级人才8人次、上海市千人、高层次人才、优秀学科技术带头人等的省部级人才6人次和1包含

上海市浦江人才和扬帆计划等优秀青年科技人才14人次。今年新增1中组部青年拔尖人才计划（蔡宇伽）和国自然海外优青

人才计划（董瑞蛟）各一项。1人同时获得英国皇家生物学会会士（FRSC）和化学会会士（FRSB）荣誉称号（吕海涛）。

本年度研究生以第一作者在NATURE BIOTECHNOLOGY、CIRCULATION、NATURE BIOMEDICAL ENGINEERING、

JOURNAL OF HEMATOLOGY & ONCOLOGY、NUCLEIC ACIDS RESEARCH等杂志上发表优秀科研成果。

在读博士生66名，硕士生40名。共开设研究生专业课程12门，今年新申请开设《系统生物学》、《系统生物学基础技

术》、《化学生物学》等课程。同时，做为学校交叉学科平台，参与致远学院7门课程的教学。尹笛和于蕙菁两位博士分别

获得2021年上海交通大学第六届“学术之星”和“学术之星”提名奖。

 

（2）研究生代表性成果（列举不超过3项）

简述研究生在实验室平台的锻炼中，取得的代表性科研成果，包括高水平论文发表、国际学术会议大会发言、挑战杯获奖、

国际竞赛获奖等。

1.尹笛：攻读博士期间针对单纯疱疹病毒性角膜炎无药根治的医学难题，设计了一种靶向HSV-1基因组并清除潜伏感染

HSV-1病毒库的类病毒CRISPR mRNA递送技术，有望实现病毒性角膜炎的彻底根治，于2021年发表在



《Nature Biotechnology》上。

2.马明亮：攻读博士期间通过利用新冠病毒蛋白质组芯片和S蛋白小肽芯片对新冠灭活疫苗接种者血清抗体响应谱的研究，

系统水平了解新冠灭活疫苗的抗体应答，并鉴定出可以用于区分新冠病毒感染者和新冠灭活疫苗接种者的生物标志物，以及

用于评估疫苗保护效果的生物标志物，发表于《Cell Discovery》。

3.周雨潇：攻读博士期间在增强子eRNA调控基因表达方面取得了创新性进展，系统性阐明了原钙粘蛋白增强子eRNA的生

物学功能及作用机制。本研究首次发现哺乳动物中的eRNA以形成R环的方式在三维基因组折叠中发挥作用，对加深基因表

达调控机理的理解具有重要意义，为研究基因组中众多的增强子如何调控基因表达提供新的思路。2021年该研究成果发表

在《Genes & Development》上。

 

（3）研究生参加国际会议情况（列举5项以内）

序
号

参加会议形
式

学生姓
名

硕士/博
士

参加会议名称及会议主办方 导师

1 其他 曹禺 博士 深圳大学、上海交通大学儿童健康中心、中国科学院分子细胞科学卓越创
新中心等

万兵
兵

2 其他 邓陶 博士 中国生物工程学会 张延

3 其他 马明亮 博士 中国生物工程学会 陶生
策

4 发表会议论
文

贾文娟 博士 中国生物工程学会 张延

5 发表会议论
文

许钊葳 博士 浙江省医学会 陶生
策

注：请依次以参加会议形式为大会发言、口头报告、发表会议论文、其他为序分别填报。所有研究生的导师必须是实验室固定研究
人员。

五、开放交流与运行管理

1、开放交流

（1）开放课题设置情况

简述实验室在本年度内设置开放课题概况。

实验室自2013年开始设立开放课题，共设立了开放课题13项，其中2013 年度2项共10万元，2014 年度6项共18万，2015 年度

1项2万，2016年1项2万，2017年度3项9万，2019 年2 项20万，2021年2项5万；总资助经费达66万元。

本年度依托开放课题发表的论文列表如下：

1.Dynamics of Post-

Translational Modification Inspires Drug Design in the Kinase Family, J Med Chem 2021;64:15111-15125. （梁中洁，

通讯作者）

2.Drug design targeting active posttranslational modification protein isoforms, Med Res Rev 2021;41:1701-1750.（梁

中洁，并列一作）

3.Insights into Conformational Dynamics and Allostery in DNMT1-H3Ub/USP7 Interactions, Molecules 2021;26.（梁

中洁，通讯作者）

 



序
号 课题名称

经费额
度

承
担
人

职称 承担人单位 课题起止时间

1 肺癌血清标识物的筛选与鉴定 2.500 程
莉

助理研
究员

中国科学院深圳先进
技术研究院

2022-01-01--
2023-12-31

2
基于ATR蛋白互作探讨DNA损伤修复对肺癌放疗增

敏的效应 2.500
杨
彦
勇

副教授 海军军医大学海医系
2022-01-01--
2023-12-31

3
基于胆汁酸代谢调节探讨白术-白芍对UC的作用机

制 10.000
景
王
慧

副教授 西安交通大学
2020-01-01--
2021-12-31

4
基于蛋白质组学及结构蛋白质网络的胸腺癌化疗诱

导机制的模型构建与应用 10.000
梁
中
洁

副研究
员 苏州大学

2020-01-01--
2021-12-31

注：职称一栏，请在职人员填写职称，学生填写博士/硕士。

（2）主办或承办大型学术会议情况

序
号

会议名称 主办单位名称 会议
主席

召开时
间

参加
人数

类别

1 第二次全国系统生
物学大会

上海交通大学系统生物医学研究院、中国生物化学与分子生物
学会，中国运筹学会

韩泽
广

2021-
12-18

50 全国
性

注：请按全球性、地区性、双边性、全国性等类别排序，并在类别栏中注明。

（3）国内外学术交流与合作情况

请列出实验室在本年度内参加国内外学术交流与合作的概况，包括与国外研究机构共建实验室、承担重大国际合作项目或机

构建设、参与国际重大科研计划、在国际重要学术会议做特邀报告的情况。请按国内合作与国际合作分类填写。

2021年度实验室秉承开放合作的理念，积极开展国内外学术交流合作。

国合合作：1.依托“中国生物工程学会系统生物医学专业委员会”主办了第二次全国系统生物学大会（2021.12.18-19）；

2. 协助学校组织交大未来科技论坛第五期“未来糖科学”；3. 组织学院内部的4期学者讲坛、5期学术报告和7期科研团队学

术沙龙活动；4. 依托著名杂志Acta Pharmaceutica Sinica B和药学学报两刊“新药研发热点系列问题线上活动”主持“药

物前沿组学研究”线上论坛；5. 接待来访学术会议交流9团次（复旦、同济、浙大、厦大等），产学研合作现场调查座谈6

团次（上海理微医疗、南京慈美医疗、南京高淳区、长三角办、徐州高新区等）。

国际合作：1.通过111引智计划，本年度邀请国外学术大师、高层次人才科学研究合作、学术交流共计3人8次9天，包括来

自美国系统生物学研究所和美国洛克菲勒大学等科研机构的Leroy Edward Hood教授、Nathan Daniel Price教授和

Robert Gayle Roeder三位教授。2.派出张冰课题组的学生闫鹏一到香港城市大学进行为期一年的访问学习。年内全体师生

参加积极参与对外学术交流，一共有90人次（含线上32人次）参加各类学术会议，做特邀报告。3.获得两个校内“海外学生

实习基地”的认证并挂牌；美国、英国和香港地区一流高校的几位本科生前学习交流。

 

（4）科学传播

简述实验室本年度在科学传播方面的举措和效果。

实验室高度注重科学传播，积极推进系统生物医学的科普工作。2021年度，通过网站设立新闻动态，通过微信公众号设立

科研进展模块，及时与公众分享实验室取得的最新研究成果。2021年度。网站发布研究优秀成果的报道17篇。微信公众号

推文30余篇，发布科研相关信息 及实用实验技能，帮助广大科研工作者及公众了解生物领域的前沿信息及相关技能。我室

程蜀琳讲席教授领衔的运动转化医学中心为学校文、理、医学科交叉融合，促进科学传播做出实质贡献：1.“攀岩运动中的



安全防护”(国家体育总局体育科普重点项目)助力攀岩运动快速、持续、健康的开展和普及;2.“我国全民体育科普视觉形象

识别系统研究”(国家体育总局体育科普一般项目)；3.中国体育科学学会的团体标准“心肺功能运动（跑步）测试指南”助

力运动健康管理和疾病个性化运动治疗方案；4.全国科技活动周（2021.05.22-28）“高校久坐高脂人群运动健康管理模式

的构建”宣讲会，受众200余人，发放《膳食建议》近百册，进行体质和体能测试；普及科学运动的原理与方法。后续将进

行专业的运动指导，同时提供合理膳食建议，建立运动与健康的长期跟踪数据库。

 

2、运行管理

（1）学术委员会成员

序号 姓名 性别 职称 出生日期 工作单位 国别

1 陈竺 男 正高级 1953-08 农工民主党 中国

2 金力 男 正高级 1963-03 复旦大学 中国

3 陈义汉 男 正高级 1964-10 同济大学 中国

4 樊春海 男 正高级 1974-03 上海交通大学转化医学研究院 中国

5 李劲松 男 正高级 1971-11 中国科学院分子细胞科学卓越创新中心 中国

6 俞飚 男 正高级 1967-11 中国科学院上海有机化学研究所 中国

7 陈洛南 男 正高级 1962-12 中国科学院分子细胞科学卓越创新中心 中国

8 陈万涛 男 正高级 1963-02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九人民医院 中国

9 崔大祥 男 正高级 1967-02 上海交通大学电子信息与电气工程学院 中国

10 房静远 男 正高级 1961-12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仁济医院东院 中国

11 冯雁 女 正高级 1963-01 上海交通大学生命科学技术研究院 中国

12 古宏晨 男 正高级 1964-11 上海交通大学生物医学工程学院 中国

13 雷鸣 男 正高级 1971-10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九人民医院上海精准医学研究院 中国

14 李洪林 男 正高级 1979-06 华东理工大学药学院 中国

15 刘颖斌 男 正高级 1964-03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新华医院 中国

16 钦伦秀 男 正高级 1966-09 复旦大学华山医院 中国

17 师咏勇 男 正高级 1979-12 上海交通大学生命科学技术学院 中国

18 杨海涛 男 正高级 1979-08 上海科技大学 中国

19 张翱 男 正高级 1969-11 上海交通大学药学院 中国

20 周斌兵 男 正高级 1966-05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儿童医学中心 美国

 



（2）学术委员会工作情况

请简要介绍本年度召开的学术委员会情况，包括召开时间、地点、出席人员、缺席人员，以及会议纪要。

实验室2021年度学术委员会于2022年1月7日上海交通大学徐汇校区举行。出席人员：上海交大校党委书记杨振斌，重点实

验室学术委员会主任金力院士、副主任陈义汉院士、李劲松院士、俞飚院士，委员陈洛南教授、陈万涛教授（续任）、崔大

祥教授、房静远教授（续任）、古宏晨教授、雷鸣教授（续任）、李洪林教授、刘颖斌教授（续任）、钦伦秀教授（续

任）、师咏勇教授、杨海涛教授、周斌兵教授（续任），校前沿创新研究院院长孙丽珍等多位领导专家，以线上和线下方式

出席本次会议。缺席人员：樊春海、冯雁、张翱。本次会议进行了学术委员会换届和新一届委员聘书的颁发，本届委员共19

人，除交大外，其余来自中科院、复旦、同济等院校。交大杨书记肯定了系统生物医学教育部重点实验室过往取得的成绩实

验室主任韩泽广教授汇报了重点实验室近5年取得的重要成绩，介绍了重点实验室发展定位与研究方向、本年度研究亮点与

学术贡献、团队建设与人才培养、开放交流与运行管理、发展目标与远景规划。 陶生策、张冰、达林泰、董瑞蛟、蔡宇伽

作为实验室青年科学家代表进行研究成果汇报。与会专家一致认为重点实验室在2021年取得了较为突出的成绩，高水平科

研成果不断涌现、科研成果转化取得重要突破，并对实验室未来的发展规划进行指导，并提出了重要建议：凝练方向，突出

特色，形成品牌，努力作出对系统生物医学学科发展、重大疾病治疗等具有开创性的工作。

 

（3）主管部门和依托单位支持情况

简述主管部门和依托单位本年度为实验室提供实验室建设和基本运行经费、相对集中的科研场所和仪器设备等条件保障的情

况，在学科建设、人才引进、团队建设、研究生培养指标、自主选题研究等方面给予优先支持的情况。

本实验室依托单位是上海交通大学，在实验室用房、设备管理、人员编制等方面独立统计，并给予专职管理人员名额。实验

室拥有近20000平米的独立研究大楼，建设有完善的基因组、蛋白质组和代谢组学平台；特色的蛋白芯片、单细胞分析、高

通量药物筛选、显微成像、化学合成、病理模型等技术平台，以及信息分析与整合平台。上海交通大学根据每年考核结果给

予科技创新基地团队建设与培育基金支持，今年受新冠疫情影响，实验室本年度获得50万元的运行经费资助。

2021年学校划拨国家一流学科建设经费60万和上海市高峰高原学科建设经费32万支持系统生物医学研究院与生命学院共

建“生物学”学科。在交大自主选题的“重点前瞻”计划的培育和学科建设项目的培育下，今年蔡宇珈获得中组部的“青年

拔尖”人才计划。实验室去年引进的2名长聘教轨副教授董瑞蛟和万兵兵均通过学校学科建设经费的支持，不仅提高了个人

薪酬待遇，还以培育项目的方式获得更多的启动经费支持。董瑞蛟获得2021年国家自然科学基金海外优秀青年人才计划，

万兵兵与海军军医大学的合作者共同承担本实验室的开放课题一项。2名专职科研人员受交大“新进教师启动计划”资助，1

名受交大“卓越实验师”资助，另有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资助1名。研究生培养指标方面，本年度研究生培养指标总数为30

人（博士13人，硕士17人）；其中，获得了学校“致远荣誉计划专项”经费的支持，招生了4名优秀的博士生。

 

3、仪器设备

简述本年度实验室大型仪器设备的使用、开放共享情况，研制新设备和升级改造旧设备等方面的情况。

2021年，实验室从国家重大需求和学科前沿的有机结合点出发，继续完善蛋白组学、代谢组学、单细胞分析、高通量药物

筛选、蛋白芯片、病理平台、化学合成等实验技术平台建设，通过中央高校改善基本办学条件设备购置类项目的实施， 新

购置了三台罗氏荧光定量PCR仪、一台超灵敏多功能成像仪、一台超高效液相色谱仪、一台梯度PCR仪、一台真空离心浓缩

仪安装到位， 进一步优化了系统生物医学教学实验服务能力和水平，为研究生和本科生课程提供了强有力的实验教学支

撑。同时平台建立了完善具体的日常管理制度，与生命学院、药学院、农业与生物学院、 Bio-X研究院联合共建了“生/农/



医/药”学科共享平台，在优先满足实验室科学研究、教学实验需求的前提下，实现了学院之间的平台设备资源共享， 进一

步提高了平台设备的服务效率和信息化水平。

2021年，实验室50余台大型设备为校内外13家单位、180余人提供了实验测试、数据分析、科研指导等个性化服务，包含

系统院、生物医学工程学院、药学院、生命科学技术学院等单位。各分平台累计服务机时超过2.5万小时；作为学校分析测

试中心的分中心协同开展三代测序服务，累计服务机时超过2500小时。

 

4、实验室安全

说明实验室当年是否发生安全事故，如有需要填报详细信息，包括伤亡人数、经济损失、事故原因以及是否属于责任事故

等。

无。

 

 

六、审核意见

1、实验室负责人意见

实验室承诺所填内容属实，数据准确可靠。

 

 

 

 

 

 

数据审核人：

实验室主任：

单位公章

年  月  日

2、依托高校意见

依托单位年度考核意见

（需明确是否通过本年度考核，并提及下一步对实验室的支持。）

 

 

 

 

 

 

依托单位负责人签字：



单位公章

年  月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