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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景图片：陆家嘴金融贸易区 / 来源：上海市浦东新区区委宣传部

独一无二的
区位优势

• 位于浦东新区中心位置，

与陆家嘴金融贸易区和

上海迪士尼乐园毗邻

• 高层次人才集聚，主导

产业呈集群发展，自主

创新能力明显提升，创

新成果不断涌现

张江高科技园区

• 上海人口最多、面积最

大的行政区

• 中国大陆首个自贸区—

—“中国（上海）自由

贸易试验区”所在地

• 自贸港——全球开放水

平最高的特殊经济功能

区

浦东新区

• 全国经济、交通、科技、

工业、金融、会展和航

运中心之一

• 跨国公司地区总部、投

资性公司、研发中心分

别达 616家、342 家和

419家（2017年）

• GDP总量居中国城市第

一，亚洲第二（2016年）

上海市



3500 米以内

1500 米以内500 米以内

中科院微小卫
星创新研究院

国家蛋白质
科学中心

上海同步辐射
光源

国家
化合物样品库

国家
新药筛选中心

世界一流的科研设施集群 中国科学院
在上海有

国家
重点实验室

13个

神光－II 高功率
激光实验装置

上科大周边
5公里内有

重点科研设施、
平台、基地

5处

辰山植物科学
研究中心

上海65米
射电望远镜



“张江科学城”：张江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

张江药谷

上海超级计算中心

交大张江校区

上海中医药大学

中科院微小卫星
创新研究院

上海同步
辐射光源

复旦张江校区

中国科学院
上海高等研究院
（张江实验室）

张江中区
众创空间

张江中区
文创空间

新药研发平台国家蛋白质
科学中心·上海

中科路站



投身上海科创中心建设

代表团调研欧洲自由电子激光装置

 上科大在科创中心建设中的作用
 2016年4月，国务院发布上海科创中心建设方案，明确指出上科大在国家科学中心

建设中承担重要任务。

 探索大科学设施集群
管理新机制

 组织召开研讨会，汲取国际

一流经验

 调研先进大科学装置，谋划

未来设施建设

 国家科学中心重点建设项目

 软X射线自由电子激光用户装置

 活细胞结构和功能成像等线站

 超强超短激光实验装置

 上海光源二期线站工程：纳米自旋与磁学、膜蛋白线站

 硬X射线自由电子激光装置（国内迄今为止投资最大的重大

科技基础设施项目，总投入约95亿）

超强超短激光实验装置 正在建设中的软X射线自由电子激光装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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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学院院长

刘冀珑 副院长
生命学院教授

林海帆 创始院长
免疫化学研究所特聘教授

耶鲁大学教授，干细胞中心主任

美国人文与科学院院士

美国科学院院士

吴家睿 执行院长
生命学院特聘教授

中科院上海生化与细胞所研究员

罗振革 副院长
生命学院教授



生命学院师资结构

“杰青” 49位

4
位

诺贝尔奖
获得者

3 
位

美国国家
科学院院士14

位
中国科学院
院士

中科院
特聘教授
84科研与教学

辅助
99

常任教授
57
行政管理9 海外特聘教授 14

1
位

美国人文和
科学院院士

1
位

中国工程院
院士

“百人” 53位



Roger Kornberg
•斯坦福大学教授

•诺贝尔奖得主

James Rothman
•耶鲁大学教授

•诺贝尔奖得主

Roger Kornberg教授
讲座：RNA转录机器
的分子基础

James Rothman教授
与学生座谈交流

特聘教授代表



Kurt Wüthrich
•ETH/S c r i p p s教授

•诺贝尔奖得主

Kurt Wüthrich教授讲
座：我的科学生涯

特聘教授代表

Michael Levitt
•斯坦福大学教授/
美国科学院院士/英
国皇家学会会士

•诺贝尔奖得主

Michael Levitt教授讲

座：模拟大分子复合
物的功能性运动的混
合多尺度模型



常任教授选聘采用 Tenure-Track 制度

助理教授

• Assistant 
Professor

副教授

• Associate 
Professor

教授

• Professor

学术 教学 社会服务 ……

以同行评议为基础的教授选聘，并在多方面有相应考核指标

教
授
、
副
教
授
、
助
理
教
授
均
为
正
高
级
职
称
、
博
导
！



黄行许

遗传学、生殖生
物学

huangxx@shanghait

ech.edu.cn

管吉松

记忆编码与存储的
神经机制

guanjs@shanghaitech.e

du.cn

吕鹏飞

发育生物学，癌症生物
学

lvpf@Shanghaitech.edu.cn

刘冀珑

代谢细胞生物学；细胞
蛇

liujl3@shanghaitech.edu.cn

李夏军
遗传学与表观遗传学，
干细胞和发育生物学

Lixj1@shanghaitech.edu.

cn

池天

表观遗传，分子遗传

chitian@shanghaitech.edu

.cn

刘洪军
干细胞与再生医学，
视网膜再生生物学

liuhj@shanghaitech.

edu.cn

何淑君

神经胶质细胞的
功能机制研究

margareth@shanghai

tech.edu.cn

Christopher L. Antos

Heart and Appendage 
Regeneration

clantos@shanghaitech.edu.

cn

生命学院常任教授（全部为博导）(1/6)



仓勇

癌症免疫遗传学; 
蛋白泛素化调控

cangyong@shanghait

ech.edu.cn

黄鹏羽
肝脏疾病与肝脏再生

huangpy@shanghaitech.

edu.cn

岑慧枝

附睾功能与生殖生理

shumw@shanghaitech.edu.c

n

高冠军

染色质与表观遗传，基
因编辑

gaogj@shanghaitech.edu.cn

邹燕

神经生物学

zouyan@shanghaitech.e

du.cn

戚炜

疾病表观遗传与药
物研究

qiwei@shanghaitech.edu.

cn

廖军
跨膜通道蛋白或运
输蛋白

liaojun@shanghaitec

h.edu.cn

沈伟

神经环路与代谢
疾病

shenwei@shanghait

ech.edu.cn

胡霁

系统神经生物学

huji@shanghaitech.edu.cn

生命学院常任教授（全部为博导）(2/6)



陈佳
DNA修复、基因编
辑与癌症发生

chenjia@shanghaitec

h.edu.cn

孙博

单分子酶学

sunbo@shanghaitech.ed

u.cn

刘艳芬
蛋白质质量控制与退行性
疾病的机制研究

liuyf@shanghaitech.edu.cn

庄敏

蛋白质泛素修饰

zhuangmin@shanghaitech.ed

u.cn

何水金

神经发育和干细胞
治疗

heshj@shanghaitech.ed

u.cn

王华翌

细胞死亡和退行性疾
病

wanghuayi@shanghaitech

.edu.cn

陆珺霞

结构生物学

lujx@shanghaitech.

edu.cn

王皞鹏
T细胞活性的调节，共
刺激/抑制信号通路，
肿瘤免疫

wanghp@shanghaitec

h.edu.cn

刘雪松

癌症生物学

liuxs@shanghaitech.edu.cn

生命学院常任教授（全部为博导）(3/6)



白云
RNA生物学，系统生
物学，结构生物学

ybai@shanghaitech.

edu.cn

孙建龙

干细胞生物学

sunjl@shanghaitech.edu.

cn

张辉

心脏发育与再生

zhanghui1@shanghaitech.e

du.cn

朱焕乎

脂类功能生物学

Zhuhh1@shanghaitech.edu.cn

张力烨
生物信息学，基因组
学，精准医疗

zhangly@shanghaitech.e

du.cn

周智

干细胞与生殖生物学

zhouzhi@shanghaitech.ed

u.cn

范高峰
卵巢癌转移机制和靶
向治疗/络氨酸激酶
和磷酸酶/多聚adp-
核糖化调控

fangf@shanghaitec

h.edu.cn

Tomoyasu SUGIYAMA

Chromosome and 
RNA Biology

tsugiyama@shanghait

ech.edu.cn

林照博
干细胞生物学, RNA生物学

linzhb@shanghaitech.edu.c

n

生命学院常任教授（全部为博导）(4/6)



童夏静
神经生物学，突触
传递

tongxj@shanghaitech

.edu.cn

李磊

神经生物学

lilei@shanghaitech.edu.cn

杨扬

学习与记忆的神经基础

yangyang2@shanghaitech.ed

u.cn

生命学院常任教授（全部为博导）(5/6)

木全諭宇 (Yuu Kimata)

细胞周期调控机制

yKimata@shanghaitech.

edu.cn

马涵慧
基因编辑，表观遗传
学，染色体结构

mahh@shanghaitec

h.edu.cn

张翼峰

运动医学

zhangyf3@shanghaitech

.edu.cn

李剑锋

新型生物材料和
纳米递送系统

lijf1@shanghaitech.

edu.cn

杜迪军

细胞膜蛋白质结构生
物学

dudj@shanghaitech.edu.cn



洪诗雅
巨噬细胞代谢、功
能及生物学

tsyhorng@shanghaite

ch.edu.cn

罗振革

神经发育与再生

luozhg@shanghaitech.edu.cn

生命学院教授（全部为博导）(6/6)

James E. Rothman
2013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得主、
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士

细胞生物学

james.rothman@yale.edu



iHuman研究所是隶属于上海

科技大学的一个国际化的高水平
研究机构，特色是其聚焦于跨空
间和时间尺度的数据整合及通过
构建原子分辨率的虚拟人体深入
理解人类疾病，研发更加安全有
效的新型药物。

iHuman研究所由包括化学生物学、
细胞生物学、药物化学、计算生
物学、核磁共振影像、超高分辨
率成像、结构生物学、系统生物
学和分子医学等研究团队组成。



刘志杰

结构生物学

liuzhj@shanghait

ech.edu.cn

沈庆涛

冷冻电子显微学，
膜分子生物学

shenqt@shanghaitech.e

du.cn

水雯箐

化学生物学和组学技术

shuiwq@shanghaitech.edu.cn

Raymond C. Stevens

结构生物学, 药物发现

stevens@shanghaitech.edu.cn

Andrej Sali

计算生物学

Kurt Wüthrich
2002年诺贝尔化学奖得主

结构生物学

wuthrich@scripps.edu

徐菲

结构生物学

xufei@shanghaite

ch.edu.cn

赵素文

计算生物学

zhaosw@shanghait

ech.edu.cn

钟桂生

神经生物学和超高分辨
成像

zhongsh@shanghaitech.edu.

cn

iHuman研究所教授队伍



免疫化学研究所的目标是打

造具有创新精神和活力的免疫抗
体领域的“贝尔实验室”。
研究所九个核心实验室包括抗体
设计学、抗体化学、表观筛选学、
结构生物化学、细胞生物学、干
细胞生物学、抗体工程学、抗体
结构学、和生物工程学。



饶子和
中国科学院院士

分子生物物理

raozh@nankai.edu.cn

Nicola Elvassore

Biological Engineering

nicola.elvassore@gmail.com

姜标 杰青、百人

有机化学，药物化
学

jiangb@sari.ac.cn

Roger D. Kornberg
2006年诺贝尔化学奖得主

结构生物化学

kornberg@stanford.edu

Richard A. Lerner
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士

免疫化学

rlerner@scripps.edu

林海帆

干细胞生物学

linhf@shanghaitech.ed

u.cn

Sachdev S. Sidhu

生物化学

sachdev.sidhu@utoronto.ca

Ian A. Wilson
英国皇家学会会士

结构生物化学

wilson@scripps.edu

杨光

生物化学

yangguang@shanghait

ech.edu.cn

免疫化学研究所教授队伍（1/2）



Michael Levitt 

计算生物学

杨海涛

感染免疫及药物开发

yanght@shanghaitech.e
du.cn

赵简

细胞命运决定及人
类重大疾病

zhaojian@shanghaitech

.edu.cn

免疫化学研究所教授队伍（2/2）



与我院紧密合作的七家中科院单位

+

中科院生物化学与细胞生物学研究所
中科院神经科学研究所
中科院上海营养与健康研究所
中科院上海巴斯德研究所
中科院上海药物研究所
中科院植物生理生态研究所
中科院上海高等研究院



蒋华良 中国科学院院士、杰青

药物设计

hljiang@simm.ac.cn

谢欣 杰青、百人

基于GPCR及干细胞的药
理研究

xxie@simm.ac.cn

李佳 杰青

新药筛选

jli@simm.ac.cn

吴蓓丽 百人

G蛋白偶联受体结构生物学

beiliwu@simm.ac.cn

陈凯先 中国科学院院士

新药发现和药物分子设计

kxchen@simm.ac.cn

丁健 中国工程院院士

肿瘤药理学

jding@simm.ac.cn

耿美玉 杰青、百人

肿瘤药理学

mygeng@simm.ac.cn

柳红 杰青、百人

药物化学、化学生物学、
药物设计研究

hliu@simm.ac.cn

生命学院特聘教授-中科院药物研究所（1/2）



张翱 杰青

药物化学

aozhang@simm.ac.cn

徐华强

蛋白质结构与新药研究

eric.xu@simm.ac.cn

叶阳 杰青

天然产物化学

yye@mail.shcnc.ac.cn

生命学院特聘教授-中科院药物研究所（2/2）



陈玲玲

调控RNA和干细胞

linglingchen@sibcb.ac.cn

王恩多 中国科学院院士

蛋白质与核酸的相互作用

edwang@sibcb.ac.cn

陈勇

结构生物学

yongchen@sibcb.ac.cn

陈洛南
计算系统生物学，计算生物学，
生物信息学，复杂疾病分析

lnchen@sibs.ac.cn

徐国良 中国科学院院士

表观遗传调控

glxu@sibcb.ac.cn

鲍岚 杰青、百人

神经细胞蛋白质运输机制
与功能

baolan@sibcb.ac.cn

曾嵘 杰青、百人

蛋白质组学

zr@sibcb.ac.cn

陈正军 百人

磷酸化蛋白质细胞信号网
络与肿瘤发生

zjchen@sibcb.ac.cn

生命学院特聘教授-中科院生化细胞所（1/3）



丁建平 杰青、百人

结构生物学和分子生物学

jpding@sibcb.ac.cn

惠利健 杰青、百人

肝脏疾病的分子病理机制

huilab@sibcb.ac.cn

季红斌 杰青、百人

肺癌发病分子机理

Hbji@sibcb.ac.cn

李劲松 杰青、百人

体细胞重编程

jsli@sibcb.ac.cn

李林 中国科学院院士、杰青

细胞信号转导

lli@sibs.ac.cn

刘默芳 杰青

非编码RNA的功能机制

mfliu@sibcb.ac.cn

刘小龙 杰青、百人

免疫细胞分化与功能

liux@sibs.ac.cn

孙兵 杰青、百人

分子免疫、分子病毒

bsun@sibs.ac.cn

生命学院特聘教授-中科院生化细胞所（2/3）



张雷 百人

发育过程的组织分化与生
长调控

rayzhang@sibcb.ac.cn

赵允 百人

细胞生物学、发育生物学

yunzhao@sibcb.ac.cn

周金秋 杰青、百人

表观遗传学

jqzhou@sibcb.ac.cn

周兆才 百人

癌症与炎症信号机制

zczhou@sibcb.ac.cn

朱学良 杰青、百人

细胞周期与细胞运动

xlzhu@sibcb.ac.cn

高影

生物单分子技术

ying.gao@sibcb.ac.cn

许琛琦 杰青、百人

免疫细胞跨膜信号转导

cqxu@sibcb.ac.cn

周斌 百人

心脏发育与再生

zhoubin@sibs.ac.cn

生命学院特聘教授-中科院生化细胞所（3/3）



杜久林 杰青、百人

感觉整合与动物行为的神
经机制

forestdu@ion.ac.cn

蒲慕明 中国科学院外籍院士、

美国科学院院士

神经可塑性

mpoo@ion.ac.cn

熊志奇 杰青、百人

脑发育相关疾病

xiongzhiqi@ion.ac.cn

于翔 杰青、百人

神经生物学

yuxiang@ion.ac.cn

张旭 中国科学院院士

神经生物学

xu.zhang@ion.ac.cn

生命学院特聘教授-中科院神经科学研究所



龚继明 杰青、百人

植物离子组学

jmgong@sibs.ac.cn

王成树 杰青、百人

真菌学及昆虫病理学

cswang@sibs.ac.cn

陈晓亚 中国科学院院士

植物分子生物学

xychen@sibs.ac.cn

韩斌 中国科学院院士

植物遗传学

bhan@ncgr.ac.cn

何祖华 杰青、百人

植物免疫与水稻功能基因组学

zhhe@sibs.ac.cn

王佳伟

植物小分子RNA

jwwang@sibs.ac.cn

林鸿宣中国科学院院士

作物遗传与功能基因组

hxlin@sibs.ac.cn

赵国屏 中国科学院院士

微生物基因组学与分子生理学

gpzhao@sibs.ac.cn

生命学院特聘教授-中科院植生所



孔祥银 杰青、百人

疾病易感基因识别和功能研究

xykong@sibs.ac.cn

尹慧勇 百人

脂肪酸代谢与营养相关疾病

hyyin@sibs.ac.cn

翟琦巍 杰青、百人

生物化学与代谢病理学

qwzhai@sibs.ac.cn

杨力 百人

计算生物学

liyang@picb.ac.cn

钱友存 百人

分子免疫学

ycqian@sibs.ac.cn

陈雁 杰青、百人

分子医学， 2型糖尿病和
肿瘤发生的机制研究

ychen3@sibs.ac.cn

徐书华

群体基因组学

xushua@picb.ac.cn

王鹏 百人

系统生物学、生物信息学

wangpeng@picb.ac.cn

生命学院特聘教授-上海营养与健康研究所



江陆斌 百人

病原宿主互作与表观遗传学

lbjiang@ips.ac.cn

史吉平

工业生物技术

shijp@sari.ac.cn

钟劲 百人

病毒性肝炎

jzhong@sibs.ac.cn

孙俊松

酶工程与代谢工程

sunjs@sari.ac.cn

生命学院特聘教授-巴斯德、高研院



研究生代表——徐菲课题组

张贤君 博士研究生

Zhang X-J, et al. Xu F*. “Crystal structure of a multidomain human smoothened 

receptor in complex with a super stabilizing ligand” Nature Communications. 

8:15383. (2017)

本科毕业于安徽师范大学生物科学专业
2013年考入上海科技大学，2015年通过转博考核

课题方向为GPCR结构生物学

2017年05月17日成果在NATURE COMMUNICATIONS上在线发表：

张贤君于2014年8月开始开展本课题的研究

在课题初期，张贤君筛选了一系列的蛋白表达系统、
表达载体、蛋白改造、结晶条件筛选等，首次获得了
全长的多结构域的Smoothened（SMO）蛋白晶体并解
析了结构。全长SMO蛋白的结构解析对于Hedgehog信
号通路的研究及靶向药物的开发都非常关键



研究生代表——刘志杰课题组

李潇婷 博士研究生

Li, X., et al. (2019). "Crystal Structure of the Human Cannabinoid Receptor CB2." 

Cell 176(3): 459-467 e413.

本科毕业于 华北理工大学 生物技术专业
2013年考入上海科技大学，2015年通过转博考核

课题方向为 G蛋白偶联受体的结构和功能研究

2019年1月10日成果在Cell上在线发表：

李潇婷与实验室合作者利用X射线晶体学的方法在国际上首次
成功解析了人源大麻素受体CB2与新型拮抗剂复合物AM10257
的三维精细结构，揭示了配体对受体的精细调控方式，为免疫
调节类疾病、炎性神经痛、肿瘤等疾病的药物研发提供给了非
常重要的结构理论基础。该研究成果是在大麻素受体系列研究
中的又一重大突破，将极大推动靶向大麻素受体CB1和CB2的
特异探针设计，实现对人体内非常重要的大麻素系统的精准调
控，为探究众多疾病的发生和发展机理以及靶向性新药的研发
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研究生代表——饶子和课题组

张 兵 博士研究生

本科毕业于西北大学 生物科学（基地班）
2013年考入上海科技大学，2015年通过转博考核

课题方向为病原微生物膜蛋白结构研究和新药研发

2019年1月24日成果在Cell上在线发表：

在该课题研究中，张兵等合作者先后克服了分枝杆菌膜
蛋白表达困难，晶体衍射差，相位解析难等一些列问题。
最终运用X-射线晶体学技术成功解析了分枝杆菌中关键
药物靶点蛋白MmpL3及其与四种候选药物的高分辨率三
维结构，为针对该蛋白的新抗菌药物的研发打下了重要
的基础。同时为解决全球抗生素的耐药问题提供了新的
药物设计思路。

Zhang, B., J. Li, X. Yang, L. Wu, J. Zhang, Y. Yang, Y. Zhao, L. Zhang, X. Yang, X. Yang, X. 

Cheng, Z. Liu, B. Jiang, H. Jiang, L. W. Guddat, H. Yang and Z. Rao (2019). "Crystal 

Structures of Membrane Transporter MmpL3, an Anti-TB Drug Target." Cell 176(3): 636-

648 e613.



研究生代表——胡霁课题组

袁媛 博士研究生

Yuan et al., Reward Inhibits Paraventricular CRH Neurons to Relieve Stress, Current 
Biology (2019), https://doi.org/10.1016/j.cub.2019.02.048

本科毕业于吉林大学 生物技术专业
2013年考入上海科技大学，2015年通过转博考核

课题方向为缓解压力的神经机制

2019年3月7日成果在Current Biology上在线发表：

袁媛于2015年6月开始开展本课题的研究

袁媛同学利用光纤记录的方法并结合遗传学手段特异
性检测到小鼠脑内CRH神经元的动态活动。首次证实
了压力刺激响应的室旁核CRH神经元可以被奖赏系统
强烈抑制，并利用电生理技术和行为学检测进一步阐
明压力缓解的神经机制。这些发现揭示了压力与奖赏
整合的一个新的神经机制，也提示干预室旁核的CRH
神经元的活动以及相关神经环路可以为治疗压力相关
疾病提供新方法。



研究生代表——黄鹏羽课题组

刘俊来 博士研究生

Junlai Liu, Xiao Hu, Jie Chen, et al. Pericentral hepatocytes produce insulin‐like growth 

factor‐2 to promote liver regeneration during selected injuries in mice. HEPATOLOGY 2017.

Haibo Zhou, Junlai Liu, et al. In vivo simultaneous transcriptional activation of multiple genes 

in the brain using CRISPR–dCas9-activator transgenic mice . Nature Neuroscience 2018.

本科毕业于南京理工大学生物工程专业
2014年考入上海科技大学，2016年通过转博考核

课题方向为肝脏再生与肝癌发生发展的机制研究

2017年6月27日成果在HEPATOLOGY上在线发表；2018年1月15日成果在Nature Neuroscience上在线发表；

刘俊来于2015年8月开始开展本课题的研究

刘俊来的第一部分工作是构建了多种急性和慢性肝损伤小鼠模
型，通过分析发现在一些慢性肝损伤过程中，会特异地由中央
静脉区的肝实质细胞分泌IGF-2，从而促进肝脏再生的进行。
在第二部分工作中，刘俊来与合作者建立了基于CRISPR/dCas9

转基因小鼠的体内基因激活系统，实现了在小鼠脑和肝脏中的
多基因同时激活。该系统可用于研究神经细胞的转分化以及为
全基因组基因的转录激活筛选提供重要平台。



研究生代表——陈佳课题组

雷丽群 博士研究生

Lei L, Chen H, Xue W, et al. APOBEC3 induces mutations during repair of 

CRISPR-Cas9-generated DNA breaks[J]. Nature Structural & Molecular 

Biology, 2018:45-52.

本科毕业于衡阳师范学院
2014年考入上海科技大学，2016年通过转博考核

课题方向为DNA损伤修复

2017年12月12日成果在Nature Structural & Molecular Biology上在线发表：

雷丽群于2015年3月开始开展本课题的研究

丽群首先建立了APOBEC稳定高表达的细胞株，在此
细胞株中探索APOBEC与CRISPR/Cas9引发的DNA断
裂修复过程中突变产生的关系。丽群发现了APOBEC
的表达量与Cas9介导的同源重组修复中的点突变率
（Base substitution frequency）以及Cas9切刻酶引发
的插入/缺失率（InDel frequency）呈正相关。



研究生代表——陈佳课题组

王丽洁 博士研究生

Wang, L, Xue, W, Yan, L., et al. Enhanced base editing by co-expression of free 

uracil DNA glycosylase inhibitor[J]. CELL RESEARCH,2017,27(10):1289-1292. 

本科毕业于南方医科大学生物技术专业
2015年考入上海科技大学，2017年通过转博考核

课题方向为DNA损伤修复

2017年8月29日成果在Cell Research上在线发表：

王丽洁于2016年4月开始开展本课题的研究

王丽洁在实验初期一直以各种DNA修复通路中的关键蛋白
为靶点，通过筛选小分子抑制剂来实现对碱基编辑器（Base 
Editor, BE）的改进，但是尝试多种小分子抑制剂后都不能
有效地降低碱基编辑器的副产物。而后通过构建多种关键蛋
白敲除的细胞系发现，碱基切除修复通路（BER）中的关键
蛋白——尿嘧啶糖苷酶（UNG）敲除后，能降低碱基编辑
器的副产物，最后通过反复实验改进UNG抑制蛋白的表达
方式，开发出了增强型碱基编辑器（Enhanced Base Editor, 
eBE)，实现了更准确高效的碱基编辑。



研究生代表——王皞鹏课题组

尚婉婧 博士研究生

Shang W, Jiang Y, Boettcher M, Ding K, Lai W, Weiss A., Wang H. A genome-

wide CRISPR screen identifies FAM49B as a key regulator of actin dynamics and 

T cell activation. PNAS 2018

本科毕业于西南大学生物工程
专业。2014年考入上海科技
大学，2016年通过转博考核。

课题方向为T细胞活化的调
节机制，尚婉婧于2015年开
始此课题的研究。

2018年4月10日成果在PNAS上在线发表：

在课题初期，尚婉婧首先筛选了一系列候选基因，但是验证的条
件不完善，不能大规模用病毒做筛选。于是转向一种快速高效的
电转质粒的验证方式。每个候选基因需要构建多个sgRNA，并分
别电转入细胞进行筛选，在大量的候选基因中找到了感兴趣的基
因FAM49B。在对FAM49B机制探索阶段，姜勇同学和尚婉婧同
学协同合作，共同完成了对FAM49B相互作用蛋白以及功能的实
验。

姜勇硕士研究生

课题方向为T细胞活化的调
节机制，姜勇于2017年定
组后加入了此课题的研究。

本科毕业于西北农林科技大
学生物工程专业。2016年
考入上海科技大学。



生物组学平台

平台负责人：郝丕良博士 平台工程师：韩颖、时照梅、张承倩（博士）



分子影像平台

平台负责人
李晓明博士

平台工程师
杨紫薇博士



分子细胞平台

平台负责人：熊缨博士 平台工程师：任晓越 平台助理工程师：李敬贤



转基因动物平台

平台负责人
俞慧清博士



生物核磁共振平台

平台负责人
王健博士

上海科技大学生物核磁平台是一个集测试分析、教育培训和新技术开发的科研平台，它旨在为广大师生们的

科学问题提供全面的核磁共振解决方案。核磁共振应用广泛，可对化学材料、医药试剂、生物大分子等进行结构、

功能和相互作用等多方面的表征。平台配有多台国际先进的高场核磁共振谱仪，可对溶液及固体样品进行测试，

满足各类一维和多维核磁共振实验需求。

在生命科学领域，核磁共振主要用于在原子水平上研究蛋白质及核酸等生物大分子的结构、动力学、功能机

理和相互作用等。

700MHz 固体核磁共振谱仪 800MHz 液体核磁共振谱仪 600MHz 液体核磁共振谱仪



生命科学电镜平台

300kV TEM (Titan Krios G3) X2 120kV TEM (Talos L120C) X2200kV TEM (Talos Arctica)

上海科技大学生命科学电镜平台利用冷冻电子显微镜服务于学校科研工作、尤其是生命科学领域内的研究工作。平台支

持的技术领域主要有有单颗粒冷冻电镜、电子断层成像、细胞和组织生物学电镜研究等。

目前平台拥有高端Titan Krios 300 kV场发射低温透射电镜两台、Talos Arctica 200 kV 场发射低温透射电镜一台、

Talos C-Twin 120 kV透射电镜两台。以及围绕这些显微成像设备配套了相关的样品制备仪器，包括Corrsight荧光显微镜、

高压冷冻仪、快速投入式冷冻仪Vitrobot、冷冻替代仪AFS和冷冻超薄切片仪、表面等离子清洗仪装置等。此外，平台拥有完

整的显微图像数据采集、存储和处理计算机网络系统高性能计算机集群一套，生命科学电镜平台为科研工作者提供完整的冷

冻电镜技术解决方案。



2013

Metabolism

2014

Neural

Science

2015

Cancer

2016

Cell 

Biology

2017 

Genetics and 

Genomics

生命学院年度学术研讨会从2013年开始举办，先后以代谢、神经、肿瘤、细胞、
遗传为主题，旨在为我国青年学者打造一个学术交流、合作科研的平台。

学院年度学术研讨会

2018 

Frontier of 

Genome 

Engineering



丰富多彩的学术交流机会



你将在哪里度过？



地铁13号线
中科路站

4或5号出口
步行可到达
学校东门



体育馆 1.5万平方米 设施种类齐全

图书馆 超过2000个阅读座位

体育场·宿舍区
24小时热水 冬季供暖

生活街
现代版“小桥流水”



报告厅

互动长廊 体育馆内部

教学区

校园风
光



宽敞明亮的学习、科研环境



温馨轻松的休息区域



干净整洁的实验室



住宿条件：双人标间、独立卫浴、中央空调



餐饮：已开通2、3号食堂，中、西、清真均有



运动会风采



“生科之夜”师生交流会（本研）



硕士期间每年9月份，

自 筹 8000 元 学 费
上交；12月份前，学

校 发 放 8000 元 学
业奖学金

博士期间每年9月份，

自筹10000元学费
上交；12月份前，学

校发放13000元学
业奖学金

研究生学费无忧、奖助体系优厚

培养类别 年级
奖助

（元/月）

硕
士

一 3000

二 3300

三 3600

博
士

一 4800

二 5400

三 6000



类别 说明

勤工俭学
助管（学院、学校办公室管理类）400-800元/月
助教（课程类，按时长而定）500-1000元/月

国家奖学金
硕士20000元/年
博士30000元/年

企业奖学金 安进公司、宝钢奖学金等

研究生奖助体系补充

特别优秀研究生，每年另有12000元助研津贴奖励。



你怎样才能进入 ？
上海科技大学



 我院每年计划招收研究生220名左右（全部为学术型硕博连读生；

其中50%推免生、50%统考生）。

 自2019年起，我院研究生（含中科院、海外特聘教授招生）

报名、复试、录取等全部招生环节由学院统一完成。

 研究生入学后，通过轮转，在全院常任和特聘教授（含中科院特

聘、海外特聘）范围内进行师生互选，确定导师。

生命学院研究生招生信息



7月上、中旬我院举办优秀本科生夏令营和暑期班活动，

面向全国各高校招募本科生营员，报销来沪路费，提供食宿。

欢迎全国各高校生命科学大类各专业，以及医学、化学、
药学、物理、计算机、数学等相关专业全日制大二、大三本科生
报名参加！

具体请信息请关注我院网站或微信公众号“上科大生命学院”（ShanghaiTech-SLST）。

联系人：马老师

邮箱：grad.admission.slst@shanghaitech.edu.cn

电话：021-20685441

生命学院研究生招生信息

mailto:grad.admission.slst@shanghaitech.edu.cn


 为本科生提供良好的交流平台，组织参观校园，到学院、iHuman研究
所、免疫化学研究所的课题组，与导师、研究生面对面交流。

 组织参观重大科研设施，入住体验研究生宿舍等，营员可以实地感受上
科大研究生生活。

 夏令营和暑期班拟接收400名左右优秀本科生，将从中选拔出优秀者

作为我院的免试推荐生。

 活动期间提供食宿和单程路费，且不收取任何费用。

研究生招生信息—大学生夏令营、暑期班活动



夏令营部分活动安排

营员Party

学术报告

课题组介绍

实验室参观

课题组访问

校园参观

开营仪式

面试选拔

综合素质测试

两
批
共1

6

场
学
术
报
告

9
0

多
场
课
题
组
介
绍

营
员
普
遍
反
映
活
动
精
彩
，
收
获
颇
丰

《癌症的靶向和免疫治疗》仓勇
《卷曲受体与癌症靶标》 徐菲
《大脑皮层的发育与进化》 罗振革
《Bioinformatics and system Biology for dummies》 张力烨
《Structure of a selective anion channel for acetate》 廖军
《The stress response – a novel mechanism in germ cells》周智
《化学诱导体细胞重编程及转分化》 谢欣（中科院上海药物所）
《植物代谢与人类健康》 陈晓亚院士（中科院植物生理生态所）
《植物免疫与抗病分子育种》 何祖华（中科院植物生理生态所）

《计算机辅助蛋白质配体发现》 赵素文
《Genome editing with CRISPR/Cas9 in animal model generation and 

beyond》 黄行许
《From DNA to Genome》 马涵慧
《疾病表观遗传和药物发现》 戚炜
《Structural studies of drug targets from Zika viru》 杨海涛
《Model organism in biology》 童夏静
《RNA生物学》 陈玲玲 （中科院生化细胞所）



夏令营进展情况

来自全国27个省市区93所高校的445名本科生参加



先准备电子版材料
1. 本科成绩单（院系或教务处盖章）、英语水平证明材料（四六级证书等）和英文版个
人简历（无格式要求）做成一份PDF文件，上传至报名系统【成绩单】中。

2. 其他自愿提供的材料（仅电子版）：推荐信（推荐人签名）和获奖证书复印件做成一份PDF文件，上传至报名
系统【推荐信】中；已发表的论文、专利或其他原创性工作成果、其他有参考价值的证明材料做成一份PDF文件，
上传至报名系统【科研成果】中。

报名网址为

http://gadmission.shanghaitech.edu.cn
实名注册，建议使用QQ或163邮箱，收邮件激活后登陆

选择生命学院优秀本科生计划（夏令营、暑期班等活动报名）

申请截至时间：2019年6月20日。根据报名进度，分批遴选营员，分批发布入营通知。

欢迎加入上科大生院2020研招QQ群，群号为

523038872

研究生招生信息—夏令营、暑期班申请办法



研究生招生信息—统考招生目录

第一单元科目 101思想政治理论

第二单元科目 201英语一

第三单元科目 641生物化学与分子生物学

第四单元科目 841细胞生物学 /842遗传学/有机化学

参考书目：
 生物化学与分子生物学

 《生物化学》（2002年第三版），上、下册 王镜岩等编著，高等教育出版社
 《基因VIII》（中文版），Benjamin Lewin，科学出版社

 细胞生物学
 《细胞生物学（2011年，第4版）》。翟中和，王喜忠，丁明孝。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
 《Lewin细胞生物学(第2版)(影印版)》 普洛柏(George Plopper) ,卡西默里斯(Lynne 

Cassimeris) , 2011年第1版，高等教育出版社;
 遗传学

 《遗传学》（第3版），刘祖洞等编著，高等教育出版社，2013年
 AN INTRODUCTION TO GENETIC ANALYSIS（by Anthony J.F. Griffiths, Susan R. 

Wessler , Sean B. Carroll, John Doebley ）Publisher: W. H. Freeman; 11 edition
 有机化学

 《基础有机化学》（第三版）上下册，作者: 邢其毅 / 裴伟伟 / 徐瑞秋 / 裴坚，出版社: 高
等教育出版社，出版年份: 2005

专业课试题下载地址：
http://slst.shanghaitech.edu.cn/admission/list.htm

2019年统考复试分数线320分
（政治、英语45分；专业课90分；

均含）

http://slst.shanghaitech.edu.cn/admission/list.ht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