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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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物信息学教育部重点实验室 

研究方向 

(据实增删) 

研究方向 1 蛋白质结构与功能信息学和药物靶标发现研究 

研究方向 2 
系统生物学（相互作用、网络、通路）的理论与分

子机制研究 

研究方向 3 复杂疾病的系统生物学研究 

研究方向 4 microRNA、表观遗传与基因调控系统研究 

研究方向 5 后基因组时代多角度的功能基因组信息学研究 

实验室 

主任 

姓名 邓海腾 研究方向 
蛋白质组学、代谢组学和复杂疾病的系

统生物学分析 

出生日期 196404 职称 教授 任职时间 2014年 

实验室 

副主任 

(据实增删) 

姓名 张学工 研究方向 
生物信息学、计算功能基因组学与系统

生物学 

出生日期 196512 职称 教授 任职时间 2004年 

实验室 

副主任 

(据实增删) 

姓名 龚海鹏 研究方向 蛋白质的三维结构预测及折叠机理 

出生日期 197507 职称 研究员 任职时间 2014年 

实验室 

副主任 

(据实增删) 

姓名 鲁志 研究方向 
新型非编码 RNA基因的发掘和功能研

究、RNA结构预测算法的开发和优化 

出生日期 198205 职称 研究员 任职时间 2014年 

学术 

委员会主

任 

姓名 沈岩 研究方向 复杂疾病的基因组学研究 

出生日期 195110 职称 院士 任职时间 2014年 

研究水平

与贡献 

论文与专著 

发表论文 SCI 63 篇 EI 0 篇 

科技专著 国内出版 0 部 国外出版 0 部 

奖励 

国家自然科学奖 一等奖 0 项 二等奖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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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480.59 万元 纵向经费 

3307.38 万

元 
横向经费 

173.21 万

元 

发明专利与 

成果转化 

发明专利 申请数 21 项 授权数 11 项 

成果转化 转化数 0 项 转化总经费 0 万元 

标准与规范 国家标准 0 项 行业/地方标准 0 项 

研究队伍

建设 

科技人才 

实验室固定人员 40 人 实验室流动人员 43 人 

院士 2 人 千人计划 
长期 2 人 

短期   人 

长江学者 
特聘  4 人 

讲座  1 人 
国家杰出青年基金 9 人 

青年长江 0 人 国家优秀青年基金 3 人 

青年千人计划 8 人 
其他国家、省部级 

人才计划 
7 人 

自然科学基金委创新群体 2 个 科技部重点领域创新团队 0 个 

国际学术 

机构任职 

(据实增删) 

姓名 任职机构或组织 职务 

谢道昕 The Scientific World Journal 编委 

谢道昕 
Journal of Integrative Plant 

Biology 
编委 

谢道昕 Journal of Plant Biology 编委 

谢道昕 The Molecular plant 编委 

李蓬 

Biochimica et Biophysica Acta, 

(Molecular and Cell Biology of 

Lipids) 

编委 

李蓬 Journal of Biological Chemistry 编委 

张奇伟 Quantitative Biology 主编 

张学工 Quantitative Biology 编委 

张学工 BMC Bioinformatics 编委 

李梢 
Evidence-Based Complementary and 

Alternative Medicine 
编委 

李梢 Nature 出版社 Scientific Reports 编委 



 

 

李梢 
世界中医药学会联合会 网络药理学

专业委员会 
会长 

谢震 Quantitative Biology 主编助理 

陈国强 

《Journal of Biotechnology》、

《Microbial Cell Factories》、

《Biotechnology Journal》、《Plos 

One》 

副主编 

陈国强 

《Current Opinions in 

Biotechnology》、《 Metabolic 

Engineering》、《Applied 

Microbiology》 and Biotechnology》、

《Biomaterials》、

《Biomacromolecules》、《Artificial 

Cells, Blood Substitutes and 

Biotechnology》、《Biotechnology 

Journal》、《ACS Synthetic Biology》

和《Asia Pacific Biotech News》 

编委 

访问学者 国内 0 人 国外 1 人 

博士后 本年度进站博士后 11 人 本年度出站博士后 8 人 

学科发展

与人才培

养 

依托学科 

(据实增删) 
学科 1 生物化学 学科 2 生物信息学 学科 3 计算机学 

研究生培养 在读博士生 187 人 在读硕士生 22 人 

承担本科课程 592 学时 承担研究生课程 5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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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次 
国内 

(含港澳台) 
1 次 

年度新增国际合作项目 2 项 

实验室面积 5503M
2
 实验室网址 www.moebioinfo.tsinghua.edu.cn 

主管部门年度经费投入 (直属高校不填)万元 依托单位年度经费投入 120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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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实验室在 2015 年度共发表 SCI 论文 63 篇，以生物信息学教育部重点实验

室为第一单位在影响因子大于 5 的重要期刊发表论文 22 篇，其中 Nature、

Science 等影响因子大于 10 的第一单位论文 7 篇。申请发明专利 21 项，获授

权专利 11项。 

2015年 7月 6 日，实验室王一国研究组在《Nature》发表论文《CREB 的转

录激活因子 CRTC2 通过 SREBP1调控肝脏脂代谢》（The CREB coactivator CRTC2 

controls hepatic lipid metabolism by regulating SREBP1），报道了环磷酸

腺苷反应元件结合蛋白（CREB）的转录激活因子（CRTC2）调控脂代谢的信号通

路，揭示了代谢性疾病中肝脏脂代谢紊乱的重要分子机制。在肥胖、糖尿病以

及脂肪肝患者体内，脂合成代谢的增强是引起甘油三酯在肝脏内异常堆积的主

要原因之一。SREBP1 是调控脂合成的重要转录调控因子，SREBP1合成后以非活

性前体的形式存在于内质网。当胰岛素信号通路激活后，SREBP1以依赖于 COPII

的方式从内质网转运到高尔基体，并在高尔基体受蛋白酶加工剪切，成熟后的

N-SREBP1 进入细胞核诱导脂合成相关基因的表达。尽管研究人员对 SREBP1 调

控脂代谢的作用有了相当多的认识和理解，但对代谢性疾病中 SREBP1 活性增强

的分子机制一直不清楚。王一国研究组通过对 CRTC2 基因敲除小鼠脂肪肝表型

和机制的研究发现 CRTC2通过在细胞质内与 Sec23A竞争性结合 Sec31A（Sec23A

和 Sec31A 均是 COPII 的组成亚单位）影响了 SREBP1 从内质网到高尔基体的转

运，并且 CRTC2与 Sec31A的结合受 mTOR信号调控。mTOR通过磷酸化 CRTC2减

弱 CRTC2 对 SREBP1 转运和成熟过程的抑制，促进 SREBP1 的成熟和入核。在肥

胖和糖尿病小鼠模型中，由于 mTOR的过度激活从而导致脂合成代谢的增强。通

过肝脏内表达 CRTC2的 mTOR磷酸化缺陷的突变体可以降低小鼠肝脏中脂生成并

提高肝脏对胰岛素的敏感性。这些研究揭示了 CRTC2 介导的信号通路在调控肝

脏脂代谢中的重要作用。 

朱听研究组于 2015年 9月 1日在 Nature Communications杂志在线发表了

题为 Cas9-Assisted Targeting of Chromosome segments CATCH enables 



 

 

one-step targeted cloning of large gene clusters（《CATCH技术实现大型

基因簇一步法靶向克隆》）的论文，首次体外应用 Cas9系统实现对上百 kb的基

因组片段的靶向克隆。CATCH 技术的开发将极大简化对能够表达具有高附加值

生物大分子的基因簇的克隆步骤，节省时间并降低成本，该技术有望广泛应用

于合成生物学、基因测序、精准医疗等领域。分子克隆技术已被广泛应用于现

代生物学的各个领域，但传统的 PCR技术通常很难一步得到 15 kb以上的片段，

传统的限制性核酸内切酶识别位点仅 6-8 个碱基，对生物基因组不能有效实现

特异性，因此对于较长目标片段的克隆或合成始终存在阳性率低，步骤复杂，

成本高等问题。近年来人们在细菌中发现的 CRISPR系统可以实现对外源序列的

特异性识别和有效切割，在此基础上，科学家们开发出许多基因编辑、基因表

达调控，体内成像等工具。然而对该系统的体外应用则鲜有报道。朱听课题组

利用体外转录制备的 sgRNA和表达纯化的 Cas9 蛋白特异性酶切目标全基因组，

并通过 Gibson Assembly 原理将长达 100 kb 的目标片段一步连接到细菌人工染

色体上实现特异性克隆。通过脉冲场电泳可以清晰观察到目标大片段从全基因

上的有效分离，其克隆效率可与普通短片段克隆相当。 

李梢教授在 Science 增刊提出中药新作用机制模型。2015年 11 月 13日，

李梢教授在 Science 传统医学增刊发表题为“Mapping ancient remedies: 

applying a network approach to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Science 

2015;350(6262 Suppl):S72-S74）的论文。该文提出了中药不同于单靶点干预

的一种新作用机制——以网络为靶标的“效应开关”模型，即多数有效中药的

作用机理不是对某一靶点实施强干预，而是在于干预网络上具有特定联系的靶

点，通过靶点在时间、空间上的网络传播，能够产生“开、关”两种效应。①

效应“开启”：中药成分作用的靶点在网络上叠加、协同，通过网络传播、超

出阈值而产生效应；②效应“关闭”：中药成分作用的靶点在网络上分散或者

拮抗，低于阈值而不产生效应。该模型一方面有助于理解中药的整体作用机理。

另一方面，如果针对特定病证生物网络的效应开启，同时针对病证无关或毒副

作用网络上的效应关闭，以此为目标，有助于进一步优化中药组方、促进中药

创制。 

汪小我、谢震研究组在《美国科学院院刊》发文，通过合成与系统生物学

方法揭示 microRNA 定量调控规律。2015年 3月 10日，汪小我和谢震研究组在

《美国科学院院刊》（PNAS）发表了题为《模型指导下用合成基因线路对 microRNA

介导的竞争性内源 RNA 调控进行定量分析》（Model-guided quantitative 

analysis of microRNA-mediated regulation on competing endogenous RNAs 

using a synthetic gene circuit）的研究论文。论文系统分析了 microRNA与

竞争性内源 RNA 的调控关系，发现了若干影响其定量调控规律的因素，并提出

了 RNA干扰（RNAi）技术的改进原则。 

2015年6月1日，戚益军研究组在Nature Plants发表题为“Transcription 



 

 

and processing of primary microRNAs are coupled by Elongator complex in 

Arabidopsis”的研究论文。该论文报道了 Elongator复合体参与拟南芥 miRNA

产生过程的分子机制，揭示了植物中 miRNA 前体的转录和加工是一个偶联过程，

而 Elongator复合体在该偶联过程中起到媒介作用。miRNA是一类长约 21个核

苷酸的内源小 RNA，它们可与 Argonaute 家族蛋白结合形成效应复合体，通过

切割靶标 mRNA或抑制其翻译调节基因表达。miRNA的产生主要包括两个步骤：

1）在 MIRNA基因位点由 Pol II转录出其前体（primary miRNA, pri-miRNA）；

2）pri-miRNA 被 Dicer-like 1 (DCL1)加工形成成熟的 miRNA。戚益军研究组

利用正向遗传筛选方法，发现在真核生物中高度保守的 Elongator 复合体同时

参与 miRNA 的转录和加工。他们的研究表明，拟南芥中 Elongator 的缺失会导

致 pri-miRNA 转录水平的下降；同时，Elongator 可与 pri-miRNA 加工复合体

相互作用，并影响复合体中核心蛋白 DCL1 的正确定位。进一步研究发现，

pri-miRNA 和 DCL1 都富集于 MIRNA 基因位点的染色质上，并且 DCL1 与染色质

的相互作用依赖于 Elongator 和 pri-miRNA 的存在。这些研究结果意味着植物

中 pri-miRNA 的转录和加工是偶联的，而 Elongator 很可能作为偶联的桥梁，

使 pri-miRNA的加工更加高效、有序。同期 Nature Plants 在“News & Views”

中对该发现发表了评论文章。 

陈国强研究组对嗜盐单胞菌和大肠杆菌的多基因复杂代谢路径的构建：把

嗜盐单胞菌作为新的底盘细胞，目的是进行多种产物的微生物制造。为此除了

进行上述的改造之外，还要能够稳定的表达多个基因组成的产物代谢通路。在

大肠杆菌中这个问题不大。但是在嗜盐单胞菌中，多基因代谢路径的表达常常

产生部分基因的突变。导致表达的失败。为此，需要了解为何多基因表达容易

在嗜盐单胞菌中引起突变的机理，才能把嗜盐单胞菌作为多种产物的生产底盘

来开发，满足各种应用. 多篇 1 发表在国际优秀刊物上包括 Trends in 

Biotechnology 33 (2015) 559-564。 

实验室本年度代表性论文如下： 

1. J Han, E Li, L Chen, Y Zhang, F Wei, J Liu, H Deng, and Y Wang，The CREB coactivator 

CRTC2 controls hepatic lipid metabolism by regulating SREBP1 ， Nature ，

2015,524(7564):243-6 

2. S Li，Mapping ancient remedies: applying a network approach to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Science(增刊)，2015,350(6262):S72-S74 

3. G-Q Chen and I Hajnal，The 'PHAome'，Trends in Biotechnology，2015,33:559-564 

4. G-Q Chen, I Hajnal, H Wu, L Lv, and J Ye，Engineering Biosynthesis Mechanisms for 

Diversifying Polyhydroxyalkanoates，Trends in Biotechnology，2015,33(10):565 

5. Y Wang, XY Zheng, BJ Yu, SJ Han, JB Guo, HP Tang, AYL Yu, HT Deng, YG Hong, and YL 

Liu，Disruption of Microtubules in Plants Suppresses Macroautophagy and Triggers Starch 

Excess Associated Chloroplast Autophagy，Autophagy，2015,11(12):2259-74 



 

 

6. W Jiang, X Zhao, T Gabrieli, C Lou, Y Ebenstein, and TF Zhu，Cas9-Assisted Targeting of 

CHromosome segments CATCH enables one-step targeted cloning of large gene clusters，

Nature Communications，2015,6:8101 

7. H Feng, X Zhang, and C Zhang，mRIN for direct assessment of genome-wide and 

gene-specific mRNA integrity from large-scale RNA-sequencing data ， Nature 

Communications，2015,6:7836 

 

2、承担科研任务 

概述实验室本年度科研任务总体情况。 

2015年，生物信息学教育部重点实验室承担在研科研项目（课题）共计100

项，筹集经费3480.59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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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蛋白质结构与功能信息学和药物

靶标发现研究 
龚海鹏、李梢 黄子为、李珍、谢道昕、 

2.系统生物学（相互作用、网络、

通路）的理论与分子机制研究 
杨雪瑞、谢震 

傅肃能、陈国强、刘  

晓、张强锋、潘宪明 

3.复杂疾病的系统生物学研究 李蓬、邓海腾 
王一国、傅肃能、刘玉

乐、马剑鹏 

4.microRNA、表观遗传与基因调控

系统研究 
鲁志、张奇伟 

颉伟、戚益军、朱  听、

江瑞 

5.后基因组时代多角度的功能基因

组信息学研究 
张学工、孙之荣 

高冠军、刘晓、张奇伟、

戴俊彪 

 

 



 

 

2.本年度固定人员情况 

序

号 
姓名 类型 性别 学位 职称 年龄 

在实验室

工作年限 

1.  陈  挺 研究人员 男 博士 教授 43 2014-至今 

2.  陈  阳 研究人员 男 博士 助理研究员 36 2014-至今 

3.  陈国强  研究人员 男 博士 教授 52 2002-至今 

4.  戴俊彪 研究人员 男 博士 研究员 41 2011-至今 

5.  邓海腾 研究人员 男 博士 教授 51 2011-至今 

6.  傅肃能 研究人员 男 博士 研究员 39 2013-至今 

7.  高冠军 研究人员 男 博士 研究员 43 2011-至今 

8.  高军涛 研究人员 男 博士 副研究员 39 2014-至今 

9.  龚海鹏 研究人员 男 博士 副教授 40 2009-至今 

10.  古  槿 研究人员 男 博士 讲师 33 2009-至今 

11.  黄子为 研究人员 男 博士 教授 50 2013-至今 

12.  江  瑞 研究人员 男 博士 副教授 37 2007-至今 

13.  颉  伟 研究人员 男 博士 研究员 34 2013-至今 

14.  雷锦誌 研究人员 男 博士 教授 40 2008-至今 

15.  李  蓬 研究人员 女 博士 教授 50 2011-至今 

16.  李  梢 研究人员 男 博士 教授 42 2003-至今 

17.  李  珍 研究人员 女 博士 副教授 49 2004-至今 

18.  李衍达 研究人员 男 博士 教授 79 2002-至今 

19.  刘  栋 研究人员 男 博士 教授 51 2004-至今 

20.  刘  晓 研究人员 男 博士 研究员 42 2012-至今 

21.  刘进元 研究人员 男 博士 教授 58 2002-至今 

22.  刘玉乐  研究人员 男 博士 教授 49 2006-至今 

23.  鲁  志 研究人员 男 博士 研究员 33 2011-至今 

24.  马剑鹏 研究人员 男 博士 教授 51 2011-至今 

25.  潘宪明 研究人员 男 博士 教授 61 2004-至今 

26.  戚益军  研究人员 男 博士 教授 42 2011-至今 

27.  孙之荣 研究人员 男 博士 教授 68 2002-至今 



 

 

序

号 
姓名 类型 性别 学位 职称 年龄 

在实验室

工作年限 

28.  汪小我 研究人员 男 博士 教授 35 2008-至今 

29.  王  耿 研究人员 男 学士 研究员 37 2012-至今 

30.  王一国 研究人员 男 博士 研究员 37 2012-至今 

31.  吴  琼  研究人员 男 博士 研究员 42 2004-至今 

32.  吴庆余 研究人员 男 博士 教授 60 2002-至今 

33.  谢  震 研究人员 男 博士 教授 40 2014-至今 

34.  谢道昕 研究人员 男 博士 教授 52 2004-至今 

35.  杨雪瑞 研究人员 男 博士 研究员 33 2012-至今 

36.  张大鹏  研究人员 男 博士 教授 59 2008-至今 

37.  张奇伟 研究人员 男 博士 教授 61 2009-至今 

38.  张强锋 研究人员 男 博士 研究员 36 2015-至今 

39.  张学工 研究人员 男 博士 教授 50 2002-至今 

40.  朱  听 研究人员 男 博士 研究员 34 2011-至今 

3、本年度流动人员情况 

序

号 
姓名 类型 性别 年龄 职称 国别 工作单位 

在实验室工作

期限 

1.  HAJNAL IVAN 博士后 男 28 助研 加拿大 清华大学生命学院 201404-201605 

2.  LI JIN 博士后 男 43 助研 中国 清华大学生命学院 201409-201609 

3.  
SHAFIQ 

SARFRAZ 
博士后 男 31 助研 

巴基斯

坦   
清华大学生命学院 201409-201610 

4.  
UPPADA 

VANITA 
博士后 女 33 助研 外籍 清华大学生命学院 201310-201510 

5.  柴咏平 博士后 女 37 助研 中国 清华大学生命学院 201310-201510 

6.  陈丰荣 博士后 男 33 助研 台湾 清华大学生命学院 201310-201510 

7.  杜然 博士后 男 30 助研 中国 清华大学生命学院 201507-201707 

8.  方晓峰 博士后 男 28 助研 中国 清华大学生命学院 201504-201704 

9.  冯杉 博士后 男 33 助研 中国 清华大学生命学院 201407-201607 

10.  郭瑛瑛 博士后 女 28 助研 中国 清华大学生命学院 201507-201707 



 

 

序

号 
姓名 类型 性别 年龄 职称 国别 工作单位 

在实验室工作

期限 

11.  黄煌 博士后 女 28 助研 中国 清华大学生命学院 201407-201607 

12.  黄雅姿 博士后 女 29 助研 中国 清华大学生命学院 201409-201613 

13.  李海鸥 博士后 女 27 助研 中国 清华大学生命学院 201501-201701 

14.  李焕改 博士后 女 30 助研 中国 清华大学生命学院 201510-201710 

15.  李慧颖 博士后 女 33 助研 中国 清华大学自动化系 201401-201601 

16.  李菁 博士后 女 39 助研 中国 清华大学自动化系 201401-201601 

17.  李景睿 博士后 男 31 助研 中国 清华大学生命学院 201307-201507 

18.  李磊 博士后 男 27 助研 中国 清华大学生命学院 201510-201710 

19.  李文静 博士后 女 32 助研 中国 清华大学生命学院 201310-201510 

20.  李艳 博士后 女 36 助研 中国 清华大学生命学院 201401-201601 

21.  梁杉 博士后 男 32 助研 中国 清华大学生命学院 201407-201607 

22.  廖榕玉 博士后 女 33 助研 中国 清华大学生命学院 201404-201604 

23.  刘蕊 博士后 女 31 助研 中国 清华大学生命学院 201309-201508 

24.  刘雪会 博士后 女 33 助研 中国 清华大学自动化系 201401-201601 

25.  龙菁 博士后 男 30 助研 中国 清华大学生命学院 201409-201609 

26.  毛昱嘉 博士后 男 40 助研 中国 清华大学生命学院 201401-201601 

27.  沈濂 博士后 男 34 助研 中国 清华大学自动化系 201401-201601 

28.  王燕 博士后 女 29 助研 中国 清华大学生命学院 201307-201507 

29.  夏文君 博士后 女 32 助研 中国 清华大学高等研究院 201309-201503 

30.  熊团林 博士后 男 29 助研 中国 清华大学生命学院 201507-201707 

31.  徐维亮 博士后 男 30 助研 中国 清华大学生命学院 201409-201614 

32.  徐岩 博士后 女 30 助研 中国 清华大学生命学院 201310-201510 

33.  杨树 博士后 男 29 助研 中国 清华大学生命学院 201409-201611 

34.  杨艺红 博士后 女 34 助研 中国 清华大学生命学院 201310-201510 

35.  尹进 博士后 男 28 助研 中国 清华大学生命学院 201507-201707 

36.  于进海 博士后 男 30 助研 中国 清华大学生命学院 201407-201607 

37.  张兵 博士后 男 32 助研 中国 清华大学生命学院 201304-201501 

38.  张璐 博士后 女 35 助研 中国 清华大学自动化系 201401-201601 

39.  张旭 博士后 男 30 助研 中国 清华大学生命学院 201501-201701 



 

 

序

号 
姓名 类型 性别 年龄 职称 国别 工作单位 

在实验室工作

期限 

40.  张焱 博士后 女 30 助研 中国 清华大学生命学院 201407-201607 

41.  张烨 博士后 女 27 助研 中国 清华大学生命学院 201501-201701 

42.  朱银松 博士后 男 33 助研 中国 清华大学生命学院 201409-201612 

43.  
Michael 

Mackey 

访问学

者 
男 74 教授 加拿大 麦吉尔大学 201503-2015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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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实验室工作的协议起止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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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实验室主要依托于生命科学学院学院和信息科学技术学院自动化系的发展。

两个学院设有全国一级学科博士点及博士后科研流动站。据统计，2015 年以实

验室为依托的教师在国际顶级刊物和优秀刊物上发表学术论文 60 余篇。另外本

实验室教师主持承担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多个重点项目和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

项目、国家自然科学青年基金项目、国家“973”和“863”计划子课题、教育部

科研基金项目以及企事业单位委托的项目等七十余项。在以实验室为支撑的基础

上，在大数据驱动的理论与方法研究和应用的理念下，实验室为两个学院的发展

提供了数据分析和技术支持，并为生命科学学院培养硕士研究生 22 人，博士研

究生 187 人，为全国多个行业输送了众多生物信息学和系统生物学方面的人才。

2015 年，为促进新学科的发展，多位实验室的教师借助于重点实验室的平台，

牵头联合化工学院、化学学院、医学院的部分教师组成了校级的合成生物学中心，

积极推动各学科交叉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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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实验室团队人员主要承担生命科学和生物信息学本科、硕士、博士的教学工

作，其中主讲本科生课程 8门，主讲研究生课程 17门。主要课程包括：生物信

息学与系统生物学、代谢稳态调控研讨、化学生物学进展、RNA生物学、蛋白质

组学和代谢组学、基因组学和功能基因组学、生命科学研究中的蛋白质相互作用

等课程。除此以外实验室人员还承担全校公共课。本年度内共讲授课程 1129 学

时。强调将传统以知识传授为核心的教育逐渐过渡到培养学生的技能，为学生的

学术道路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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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实验室在提升创新性基础研究和应用基础研究水平的同时，认真贯彻落实

《教育部重点实验室建设与运行管理办法》，实行“开放、流动、联合、竞争”

的运行机制，积极培养高层次人才。鲁志实验室不断在尝试跨院系联合培养学生

的模式，与医学院、自动化系联合培养学生，发挥所长，优势互补，已具有初步

成效。雷锦誌教授与自动化系联合培养博士生（郭玉成）一名，并与北京航空航

天大学数学学院联合培育博士生（毕远宏）一名。邓海腾实验室接待了多名医院

的访问学者如朝阳医院的徐仁华和温州医学院的迟炳焕。并鼓励和协助该实验室

的博士后冯杉申请到了盖茨基金会的 Grand Challenge 基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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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命科学学院的两个学生代表队在戴俊彪的指导下，参加学校挑战杯，

一个队伍获得一等奖， 并指导生命科学学院 iGEM队伍获得了国际金奖。博士

生郭亚琨等在 Nucleic Acids Res.发表论文一篇,Yeast Fab: the design and 

construction of standard biological parts for metabolic engineering in 

Saccharomyces cerevisiae。 

鲁志实验室博士生吴杨和胡龙，开发了一种新型的 RNA 二级结构预测算

法，实现了高通量结构数据和传统热力学模型的结合，并整合两种信息进行统

一的 RNA 二级结构预测，并且开发了一种基于机器学习和结构预测的计算方

法，系统而有效地在人类、小鼠、果蝇、线虫和拟南芥等多物种上对新型非编

码 RNA进行了鉴别、注释和功能探究，相关论文在《Nucleic Acids Research》

上发表。 

张学工指导博士生冯会娟与哥伦比亚大学助教授 Chaolin Zhang合作完成

的一项成果在 Nature 子刊 Nature Communications 发表。该工作所开发的新

方法 mRIN，能够直接评估来自大型 RNA 测序数据全基因组及基因特异性 mRNA

的完整性，并在由国际研究联盟 BrainSpan 和 GTEx 生成的人类脑转录组大规

模 RNA测序数据集上进行了应用。这一方法为评估和控制 RNA测序数据的质量

提供了有效手段，也为研究各种生物过程对 RNA降解的作用提供了有效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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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册参加 吴杨、杨杨、史斌斌 博士生 
Precision Cancer Biology and 

Medicine，冷泉港亚洲 
鲁志 

2.  海报 张维民 博士 

4th Annual Sc2.0 and Synthetic 

Genomes Conference， New York 

University 

戴俊彪 

3.  
发表会议论

文 
陈宇凌、汤海平 博士 加拿大人类蛋白质组学年会 邓海腾 

4.  
发表会议论

文 

吕旭超、徐文艺、王

佳和、罗成婷 
博士 苏州冷泉港会议 李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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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5年度没有设立单独的开放课题。清华大学科研院 2015年拨款 120万元经费主要用

于以下方面：  

(1) 实验室学科发展、人才队伍建设和日常运行管理。  

(2) 各个参与实验室的科研活动和论文发表等。  

(3) 计算机平台的使用和网络使用。  

(4) 举办学术会议等。聘请国内外知名专家学者讲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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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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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etabolic 

Engineering Summit 
清华大学生命学院 陈国强 2015-11-30 750 全球性 

2.  
第一届合成生物学青年

学者论坛 

清华信息科学与技术

国家实验室（筹） 
李衍达 2015-5-23 50 区域性 

3.  
清华大学第二届生物

信息学研讨会 

生物信息学教育部重

点实验室 
孙之荣 2015-12-26 

60（来自美

国、英国、

新加坡、中

国等） 

全球性 

4.  
第一届合成生物学青

年学者论坛 

清华信息科学与技术

国家实验室（筹）、清

华大学生命科学学

谢震 2015-5-23 190 全球性 



 

 

院、清华大学自动化

系等 

5.  

《生物信息学与智能

信息处理 2015学术年

会》 

中国人工智能学会主

办 
汪小我 2015-6-17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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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国内合作：积极参与国内学术交流与合作 7次。 

（2）国际合作：积极参与国际学术机构交流与合作 4次 

（3）邀请国外学者讲学和访问：10次。 

（4）应邀在国际会议上作特邀报告及主题报告等 30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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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实验室成员 2015 年参加了多项向北京各大医院进行大数据技术宣传的活

动。张奇伟、张学工和邓海腾多次前往北京协和医院，开展讲座和科研研讨会。

邓海腾到长庚医院，朝阳医院和阜外医院进行蛋白质组学和代谢组学的讲座和研

讨，为开展精准医学的合作奠定了基础。 

本实验室多位成员接受了国内多家高校和企业的访问。有两次大型的接待活

动包括 2015年 5月 28日的华南理工大学和 2015年 6月 15日的天津医科大学的

访问。鲁志也在本年度邀请了香港大学学者林文量博士来清华举办学术讲座，拓

宽大家的学术视野，增进了学术交流和文化交流。 

 



 

 

2、运行管理 

（1）学术委员会成员 

序

号 
姓名 

性

别 
职称 

年

龄 
所在单位 

是否

外籍 

1.  沈  岩 男 研究员 64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 

中国医学科学院基础医学研究所 
否 

2.  李衍达 男 教授 77 清华大学自动化系 否 

3.  王志新 男 教授 62 清华大学生命科学学院 否 

4.  陈润生 男 研究员 74 中国科学院生物物理研究所 否 

5.  张春霆 男 教授 77 天津大学物理系 否 

6.  武维华 男 教授 57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生命科学

部/中国农业大学 
否 

7.  
欧阳钟

灿 
男 研究员 67 中国科学院理论物理研究所 否 

8.  詹启敏 男 研究员 54 
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研究所 

北京协和医学院 
否 

9.  李  蓬 女 教授 48 清华大学生命科学学院 否 

10.  张奇伟 男 教授 58 
清华大学自动化系/生物信息学与

系统生物学中心 
是 

11.  孙之荣 男 教授 67 清华大学生命科学院 否 

12.  邓海腾 男 教授 51 清华大学生命科学院 是 

13.  来鲁华 女 教授 52 北京大学生命科学院 否 

 

http://baike.baidu.com/view/181190.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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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实验室的管理队伍在 2014-2015 年进行了换届，并在 2015 年重新聘请了

本实验室的学术委员会部分成员。 经实验室的各位参加教师讨论，一致同意在

2016年 5月召开学术委员会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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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命科学学院和自动化系给实验室老师提供大约 5503 平米用于科研和办公

场所。清华大学科研院 2015 年拨款 120 万元经费用于实验室的运行。生命科学

学院另外提供了计算机房和计算平台资源支持重点实验室的科研需求。实验室在

2015 年吸引了颉伟、黄子为、傅肃能和马剑鹏四位老师来生物信息学实验室从

事研究， 极大地提高了本实验室在表观遗传学，药物发现和疾病机制研究的研

究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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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清华大学生物信息学教育部重点实验室参与教师管理着清华大学蛋白质设

施实验技术中心计算平台、基因组学平台、蛋白质组学和代谢组学平台。目前拥

有主要大型设备包括：流式细胞仪、HiSeq2000 深度测序仪、多台 Orbitrap 液

相色谱质谱联用仪等。这些仪器校内服务超过 100个课题组，校外与多家单位（包

括国外的高校、研究所、企业等）展开了密切的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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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过审核。 

我们将在实验室场地，运行经费，人才引进等方面继续给予最大支持。 

 

 

依托单位负责人签字： 

（单位公章） 

年    月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