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月 14 日， 校 党 委 召 开“ 不
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总结
大会。市委第十一巡回指导组组长
周蔚中及指导组全体成员，校党委
委员，各院所、部门负责人以及各
基层党组织书记参加会议。校党委
委员、纪委书记吴强主持大会。

校党委书记李儒新在“不忘初
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总结报告
中，回顾了学校主题教育开展情
况。自主题教育开展以来，学校党
委认真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关
于开展主题教育的重要讲话精神
和中央、市委的工作部署，在市委
第十一巡回指导组和市教卫工作
党委的领导下，牢牢把握“守初心、
担使命，找差距、抓落实”的总要
求，精心组织，扎实推进主题教育。
学校开展主题教育的总体工作思
路是，指导思想围绕主题和主线，
工作举措突出学习和整改，责任分
解压实党委和支部，工作要求对接
“天线”和“地气”。

2019 年 9 月 12 日，学校召开
主题教育动员会，全面启动我校主
题教育工作。主题教育期间，校主
题教育工作领导小组多次召开专
题会议，传达上级精神，讨论和部
署集中学习、调查研究、检视问题、
整改落实的相关工作，把主题教
育的要求落实到深学细悟党的创
新理论、提高知信行合一能力上，
落实到服务国家战略和上海科创
中心建设、提高育人质量，以及
为师生排忧解难的实际工作中。
9-11 月，校党委共完成 15 次主题
教育集中学习。江绵恒校长为全
体党员以“不忘初心、牢记使命”
为题作报告，引导师生用初心和使
命担当人才培养和创新报国责任。
学校还制定“九个一”党支部主题
教育指导单，将主题教育的要求和
部署落实到各基层党组织，落实

到全体党员的实际行动中。同时，
在征集意见和建议的基础上，主题
教育期间，校党委汇总确立了 11
个重点调研项目和 15 个重点整改
项目，着力在思想和方向上接好
事关国家、上海和学校发展的“天
线”，在行动和策略上接好事关师
生员工福祉的“地气”。

李儒新表示，这次主题教育，
我们取得了预期的成效，集中体
现在：一是在主题教育过程中，
始终聚焦主题主线，切实做到学
思践悟，干部的理论素养、政治
意识和党性修养得到明显提升；
二是坚持以上率下，以“关键少数”
带动“绝大多数”，充分发挥党
员领导干部的“领头雁”作用，
层层抓落实，党支部的战斗堡垒
作用得到充分发挥，体现了党组
织上下联动的整体成效；三是力
戒虚功，突出问题导向，突出发
展核心功能，突出师生利益，真
抓实改，克服了学做脱节、主题
教育与中心工作“两张皮”的现象，
做到了“两手抓、两促进”。

李儒新指出，在看到取得的
成绩同时，也要看到学校在发展中
可能面临的问题与挑战。此次主题
教育总结大会对我们来说，不是结
束，而是新的开始。他要求大家保
持“开局就是决战、起步就是冲刺”
的昂扬精神状态，保持守正创新
的光荣传统，把主题教育持续深
入推进下去，要根据中央、市委
精神和上级党委部暑，结合学校
实际制定主题教育常态长效制度，
要开展主题教育整改项目回头看，
进行专项督查 , 确保任务持续深化
落实，要进一步激发干部党员干
事创业的原动力。

周蔚中代表市委第十一巡回
指导组对学校主题教育开展情况
给予充分肯定。他指出，上海科

技大学认真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
于“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
教育的重要讲话和指示批示精神，
全面落实党中央、市委的部署和
市教卫工作党委的要求，自觉把
主题教育作为一项重大政治任务，
全面把握“守初心、担使命，找
差距、抓落实”的总要求，把学
习教育、调查研究、检视问题、
整改落实四项重点措施有机融合、
贯穿始终，实现了“理论学习有
收获、思想政治受洗礼、干事创
业敢担当、为民服务解难题、清
正廉洁作表率”的目标。规定动

作按照规定要求做，自选动作结
合学校实际做，学习教育不断深
入，调查研究全面展开，检视反
思有序推进，整改落实初见成效。
通过主题教育，党员干部受到了
一次深刻的思想洗礼和党性锤炼，
政治上更强了、干劲上更足了、
作风上更实了。

周蔚中就学校下一阶段工作提
出四点要求：一要不断强化理论
武装，要持续深入学习贯彻习近
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不断提升政治站位，进一步增强

“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

坚决做到“两个维护”；二要始终
不忘初心使命，要把“不忘初心、
牢记使命”作为加强党的建设的永
恒课题，作为全体党员、干部的
终身课题，把初心使命变成锐意
进取、开拓创新的精气神和埋头苦
干、真抓实干的原动力；三要切实
抓好整改落实，对已经整改的要
巩固提高，对长期整改的要以“钉
钉子”精神一项项抓、一个个落实；
四要全面加强党的建设，不断增强
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
自我提高的能力，全面落实新时代
党的建设总要求，落实全国高校党
的建设工作会议精神。希望上海科
技大学以此次主题教育为新的起
点，在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上实
现新突破，在服务国家济社会发展
上做出更大贡献。

立志　成才　报国　裕民 

2020 年 2 月 18 日

第54 期

总第 54 期　校报编辑部编　上海市连续性内部资料准印证（B）0262　内部资料　免费交流

上海科技大学校务委员会第二
届 第 二 次 会 议 于 2019 年 12 月 22
日召开。会议由校务委员会主任杨
雄主持，校务委员会成员丁仲礼、
陈群、周小川、傅成玉、张杰、龚
克、江绵恒、李儒新出席会议，校
领导印杰、朱志远、鲁雄刚、丁浩、
吴强列席会议。

会议听取了校长江绵恒和副校
长兼教务长印杰关于上海科技大学
2019 年工作汇报和 2020 年的重点
工作，听取了校财务处处长张启关
于学校 2019 年度财务运行情况和
2020 年度财务预算的汇报。

校务委员会审议通过了学校
2020 年度财务预算，充分肯定了学
校一年来在重点领域改革发展所取

得的成绩。国家大科学装置项目建
设取得重要进展，人才培养质量有
新的提高，优秀师资队伍建设得到
加强，高水平科研成果不断涌现。
学校继续保持了快速发展良好态势。

校务委员会希望学校继续探索
并深化管理体制改革，坚持并完善
综合预算管理制度。要更深度融入
上海科创中心建设，做好学校承担
的大科学装置的建设任务，推进新
的创新平台和项目建设。要完善立
德树人和创新人才培养体系，创新
书院育人机制。

校务委员会最后希望，学校要
不忘办学初心，力争在服务国家创
新驱动发展战略和上海科创中心建
设上做出更大贡献。

上海科技大学校务委员会第二届第二次会议召开

我校召开“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总结大会

致上海科技大学在湖北的师生员工一封信

亲爱的上科大在湖北的师
生员工们：

新春伊始，突如其来的新
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疫情汹涌
而至，肆虐了武汉及湖北各地、
全国各省。疫情的发展牵动着
我们每一个人的心。而我们最
牵挂的，还是身处湖北疫区的
上科大每一位师生员工。在此，
学校向你们表示真挚的问候，
并祝愿你们平安健康！

疫情爆发后，学校立即启动
了应急响应机制，定人定时迅
速联系到分散在海内外的每一
位师生员工，特别是 170 多位目
前正在湖北的上科大教职员工
和学子。听到你们现在都平安
健康，我们由衷地感到欣慰。

当前，你们和家人正以不同
的方式参加到此次疫情防控阻
击战。我们相信，此次战“疫”，
武汉必胜，湖北必赢！因为武汉

是一座光荣的城市，湖北是一个
英雄辈出的省份。这里是屈原、
李时珍、毕升的故乡，是辛亥革
命的首义之地，这里曾经走出过
新中国数百名开国将军，成就
了李四光、朱光亚等一代代中
华英才。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
湖北人具有天然的坚毅而自信
的基因，从来就不惧风雨，不畏
险阻，这在此次抗击疫情的战斗
中展现得淋漓尽致。而与湖北人
民直面疫情、勇敢阻击同样重要
的是，你们并不是在孤军奋战。
全中国人民在以习近平同志为
核心的党中央的坚强领导下，
正与你们并肩行进，协同作战。
全国一盘棋，全民齐参战的格
局已经形成。上海与湖北虽然
远隔千里，但我们共饮一江水，
彼此心心相印，血脉相连。近几
周中，一批批“逆行者”从上
海奔赴湖北，一批批医疗防疫

物资从浦江之滨运送到荆楚大
地。上海人民与湖北人民一起，
在与时间赛跑，同病毒较量，
为健康接力。

在此特殊时期，上海科技
大学更坚定恪守自己的办学理
念，以师生健康和发展为本，
以服务国家使命为任。我们坚
信“生命重于泰山”，牢记“疫
情就是命令、防控就是责任”，
全校上下同心，全力投入防控
疫情的阻击战。学校在第一时
间建立起严密的联防联控机制，
严格管控校园，坚决阻断病毒
在校园传播的渠道。全面排摸
师生健康状况，确保一个上科
大人都不会遗漏。发挥科教融
合优势，实施防控和诊治的科
技攻关并初见成效。目前校园
防控各项工作平稳有序，校园
健康安全环境有充分的保障。
（下转第 2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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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上海科技大学认真贯
彻中央、上海市委市政府部署，
以对师生健康安全高度负责的精
神，果断决策、统筹协调、精心
部署疫情防控工作。

一、成立以校党委书记李儒
新为组长的学校疫情防控工作领
导小组，以丁浩副校长为组长的
工作小组，所有部门和单位全面
行动。

二、制定防控疫情工作方案，
明确工作要求，建立动员机制、
信息机制、监控机制、保障机制
和舆情机制，压实各方责任。

三、向全体师生员工发布了
关于新型冠状病毒防护工作的安
全提醒。

四、暂停校园对公众开放、
严格校园管理。在新型冠状病毒
疫情防控期间，严禁无关人员和
社会车辆进入校园。

五、形成信息排摸和上报机
制。对全校教职员工和学生的动
态和健康信息，以及计划举行的
各类学术活动的信息进行排摸梳
理，即日起每天按时上报。

六、围绕寒假、春节、开学
等时间节点，针对疫区、非疫区
以及与疫情人群接触情况分类制

定现阶段的应急预案。

七、在疫情防控期间，做好
体温监查、门禁管控、24 小时值
班制度、公共空间的防护消毒、
专辟隔离观察区等综合保障工作。

早在上海确诊首例病例时，
学校就已提前着手防控物资的准
备，加急采购一批应急药品、口罩、
手套、温度计、酒精棉花、84 消
毒液、医用免洗洗手液等防护用
品，确保在校在岗服务人员全部
佩戴口罩并进行一天两次的体温
自测。

全校公共区域开展了全面预
防性消毒工作，对学院各楼宇、
教授公寓子女游乐区、电梯轿厢、
各公共教室、垃圾分类中心、地
下停车库、下水管道等重点部位
进行一日 4 次的定时消毒；同时
强化对公共区域的清洗和空气通
风工作，每天定时开启风机通风
地下车库。对外来人员访校一律
做好登记及体温检测工作，确保
校园安全。

下一阶段，领导小组、工作
小组将超前跟踪研判疫情发展情
况，围绕新学期开学师生集中返校
的时间节点，组织研究应对方案，
全力以赴打赢疾病防控保卫战。

2 月 14 日， 上 海 市 教 委、
浦东新区领导分别来校检查学
校疫情防控落实情况。

上午，市教委陆靖主任一行
查看了门岗安检、校园快递服务
中心、学生宿舍、食堂等后勤保
障重点区域，校领导江绵恒、李
儒新、印杰、丁浩、吴强参加现
场检查。

陆靖主任一行详细了解留校
师生在校情况，仔细查看相关工
作台账，认真询问防控操作流程。
随后，陆靖听取了近期学校防控
工作的汇报，对自 1 月 23 日以
来学校开展的封闭式管理、预防
性消毒、垃圾专业化分类、宿舍
精细化管理、隔离观察区筹备、
防疫物资管理、服务保障人员监
管、食堂餐饮管理、会场会务管
理、中央空调系统调整以及信息
发布、心理疏导等一系列工作表

示肯定，特别对上科大响应国家
号召，积极参与抗新冠病毒药物
开发应急攻关任务表示支持。

对下一阶段疫情防控工作，
陆靖要求一方面继续坚持双防
并重，外防输入、内防扩散，严
防严控、层层把关，进一步做好
学生的心理疏导工作，同时要根
据教育部和上海市教委有关精
神，细致筹划 2020 年春学期教
学工作预案，做好开学准备各项
工作。

下午，浦东新区副区长李国
华、教育局副局长陈强和疾控中
心主任周一心一行来校，重点检
查了隔离观察区的筹备工作，详
细了解医疗物资保障情况，从医
学防疫的专业角度给予指导，并
就下一阶段“区校联动”的工作
机制提出建议。校领导丁浩陪同
检查。

众志成城，隔疫不隔心——致上科大海内外校友的一封信
亲爱的校友们：

2020，注定将是不平凡的一年。
新春伊始，突发的新型冠状病毒肺
炎疫情来势汹汹，我们原本应该在
走亲访友中享受温馨和团聚，而此
刻却只能在“隔离”中相互惦念。
当前疫情防控形势依旧严峻复杂，
在这场没有硝烟的战役中，母校始
终牵挂在世界各地的每一位校友，
特别是身在湖北以及其他疫情重点
地区的校友同胞，祝愿你们身体健
康、一切安好！

聚是一团火，散是满天星。校
友与母校是情感共同体、价值共同
体、发展共同体，希望大家与全国
人民一道，万众一心，众志成城，
凝聚力量，共克时艰，共同打赢抗
击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攻坚战。
在这疫情肆虐的特殊时期，学校一
如既往深切关心、关注每一位上科
大校友，不管你身处何方，母校都
与你同在。并希望各位校友：

一、 对疫情保持警惕，持续关
注权威部门发布的疫情信息，不信
谣、不传谣；

二、 密切关注自身及家人健康，
增强自我预防与保护意识，守护心
理健康；

三、 积极配合所在地区疫情管
控，切实增强公民意识、法治意识
和防范意识；

四、 严禁组织和参加聚集性活
动，疫情防控期间严禁返校；

五、 坚定战胜疫情的信心勇气，
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为“防疫战”
做出贡献。

“立志、成才、报国、裕民”
是每一位上科大人始终坚持的信
念！疫情面前，我们每个人都是战
斗者，奋斗者。在疫情防控的关键
时刻，上科大人正在努力构筑阻击

疫情的严密防线，同时积极发挥科
教融合优势，在科研攻关上取得重
要进展。此时此刻，我们更需要凝
心聚力，不畏挑战，共同彰显上科
大人的风范。在此，校友会发布三
条征集令，呼吁全体上科大校友们
积极响应，让我们一起期待疫情消
散，春暖花开。

征集令一：加入校友组织，有困难
找校友会

自校友会成立以来，校友会一
直在积极搭建辐射全球的校友组
织，并为所有上科大校友终身保留
学校邮箱，定期发送母校信息，以
维持母校和校友的紧密联系。

在疫情爆发之际，我们的校友
组织变得尤为重要，让每一位校友
在线上就可以互相问候和协助。截
至目前，上科大校友会已经成立了
7 个区域校友分会、3 个学院分会、
以及若干个行业分会，在此特别公
布已建立的上科大校友组织。在世
界各地的校友，无论你遇到困难还
是希望找人分享，都可联系我们的
校友组织，感受来自“同胞“的支
持和力量。

特别呼吁：欢迎有兴趣成为地
区 / 学院 / 行业校友联络员的校友
进行报名，利用业余时间组织团结
各地校友，将来力争做到有校友的
地方就有组织。

特别提醒：疫情防控时期，严
禁组织校友返校以及校友线下聚会
活动！

温馨提示：联系添加校友联络
员之前，请主动说明你的姓名、学
院、毕业年份、当前去向，否则将
影响你添加好友的成功率。

征集令二：我的“抗疫“故事

疫情无情人有情，愿所有上科
大人在应对疫情的过程中健康平
安。校友会将广泛征集校友们在疫
情期间的所见所闻所思所想，内容
可以是你为“抗疫战“所做的努力
和贡献，也可以记录你在疫情防控
期间的生活与工作日常，或者是你
对疫情的所思所想。要求原创图
文，文字篇幅不限，摄影器材不
限，把你在这次疫情里的真实感受
告诉我们，请发送邮箱至 alumni@
shanghaitech.edu.cn。我们和你在一
起，记录这个时代里大写的人，暖
心的故事，侠义的精神。

征集令三：助力学弟学妹生涯发展
突如其来的疫情打破了全国各

地的教学计划，各高校都在创新工
作方式，积极制定“停课不停学“的
工作预案，利用科技手段，切实保
障学生日常管理服务以及毕业就业
等工作的有序运行。在此，校友会
联合生涯与发展中心，推出” 为学
弟学妹助力计划“，校友们可通过
以下方式进行助力：

(1) 提供实习与就业内推渠道
(2) 分享你的生涯故事（可以

提供文字版本，也可以接受学弟学
妹专访，把你的有益经验分享给他
们吧）

(3) 一对一在线咨询（告诉我
们你擅长解决的问题，和方便咨询
的时间，学校会牵线对应的咨询者
与你取得联系）

如你愿意参与上述计划，请将
相关材料和你的联系方式发送邮件
至 alumni@shanghaitech.edu.cn。 凡
参与“为学弟学妹助力计划“的校
友将获得校友贡献积分，今后将优
先获得“助力校友计划”的活动参
与权。

协力防控疫情，保障师生健康

上海市教委、浦东新区领导分别来校
检查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

（上接第1版）现在，学校已启动
新学期的各项准备工作。根据教育
部要求和上海市统一部署，学校将
先启动网上开学，学生不用到校，
通过网络进行课程学习，确保延期
不停学、不停教、不停研。学校已
就新学期的在线学习、课后作业、
远程指导、实验实践、国际交流，
以及毕业生学位论文及毕业学位审
核等所有环节做了通盘安排。目前
滞留湖北地区的教职员工新学期工
作，学校也将会做统一调配。所以
请大家放心安心留在当地，静候当
地政府和学校的决定。

当前防控疫情正处于关键时
刻。沧海横流，方显英雄本色。我
们现在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需要凝
心聚力、万众一心，同舟共济、众
志成城。希望大家服从大局，展现
上科大人的风范。要理解和支持国

家、当地政府和学校有关疫情防控
的统一要求，自觉配合和严格执行
各项规定，特别是不要擅自离开当
地并返回学校。要保持科学理性和
积极心态，面对疫情，做到不懈怠
也不恐慌，不信谣也不传谣。希望
大家从我做起，共同守护健康防线。
要做好个人卫生、家庭卫生和公共
卫生，并且主动、如实向学校告知
健康状况。要减少出行，避免聚会，
最大程度降低感染风险。要合理饮
食，适度锻炼，提高自身免疫力，
保护好自己和家人。希望大家乐观
进取，做好新学期学习工作准备。
要注意心理调适，防范焦虑情绪，
用开朗积极的心态为自己佩戴防控
病毒的“心理口罩”。要合理安排
作息时间，进入到新学期的远程学
习和工作准备状态，用足用好这个
被延长的假期。上科大各院所和职

能部门将与你们保持密切联系，为
你们提供一切可能的学习、生活、
工作等帮助和支持。学校“心灵与
健康”中心已经开始为同学们提供
在线和电话心理健康咨询。同时也
请各位同学主动与导师和相关学生
管理工作老师保持联系，也请大家
随时关注学校网站、查看邮件，以
及学习工作微信群和 QQ 群，及时
了解学校最新安排和要求。

此时此刻，我们要坚信“没有
一个冬天不可逾越，没有一个春天
不会来临。”疫情终将要被战胜，
我们的学习、科研和生活终将要回
归常态。上科大美丽的校园期待着
在不久的时日，张开双臂迎接你们
平安健康返校，大家携手共创上科
大和伟大祖国美好的明天！

上海科技大学
2020 年 2 月 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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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科技大学免疫化学研究
所一直以来聚焦重大疾病，开展
免疫化学、细胞治疗 / 基因治疗、
结构生物化学和生物医学大数据
与算法等研究领域的研究工作。
疫情伊始，在 1 月获得新冠病毒
序列后，饶子和院士及杨海涛研
究员课题组便立即组成新冠攻
关小组，利用前期在结核杆菌及
SARS 等呼吸系统疾病的研究基
础，迅速开展新冠抗疫科研工作。
攻关小组成员由饶子和、杨海涛、
杨秀娜、张兵、于菁等科研人员
及研究生组成。

攻关小组部分团队成员春节
期间一直坚守在科研岗位。在团
队成员的共同努力下，攻关小组
率先解析并公布了新冠病毒的第
一个晶体结构，为抗新冠病毒的
科研开展及临床诊疗提供了结构
基础与思路。

饶子和课题组的主要成员之
一——副研究员杨秀娜，老家在
福建，本来计划春节和家人出游。
春节前看到疫情越来越严峻，身
为党员科研工作者的杨秀娜认
为，参与疫情防控最大的使命就
是研发新药，为新冠病毒肺炎患
者提供更大的治愈几率。于是她
主动选择放弃休假，投身一线，
与留在实验室的老师和同学一起
攻关。

“我们团队的工作主要集中
在新型冠状病毒的重要药靶之
一——主蛋白酶Mpro的研究上，
目前研究团队已解析了 Mpro 与
N3 抑制剂的高分辨晶体结构，
研究团队正以结构为基础，开展
后续的药物小分子的研发工作。”
饶子和课题组在春节期间也没有
停下脚步，进一步开展更深入的
攻关研究。

在科研一线，每位同事都是
全身心投入，通力协作，互相补
位。杨秀娜介绍说，除了与团队
成员一同完成结晶实验、晶体衍
射实验等科研工作，主要为整个
研究组提供支撑保障工作，每天
给实验室清洁、消毒，采购试剂
耗材，保证团队实验需要，“哪
个实验缺人手，我就做哪个”。

”希望疫情早日结束，希望

一线医护人员平安回家。希望广
大科研工作者互通有无，众志成
城，早日研发出抗击冠状病毒的
新药。“

——杨秀娜

免化所研二学生于菁来自山
东威海，本该在四月底进行转博
答辩，因为这次疫情改变了学业
的节奏。在疫情发生之前，于菁
属结核分枝杆菌（TB）与宿主相
互作用研究小组，“目前课题组
里，只有我们小组常用真核表达
系统（主要是哺乳动物细胞和昆
虫细胞），这为之后抗疫攻关工
作的顺利研究提供了技术基础”。
作为一名学生党员，在危难关
头，就要到最需要自己的地方去，
发挥自己最大的光和热。1 月初
她决定进入新冠病毒抗疫攻关小
组，于是果断退掉春节回家的火
车票，留在上科大进行研究，经
常工作到凌晨两点。

正式加入饶子和课题组后，
于菁主要开展的工作是协助新冠
病毒主蛋白酶的蛋白纯化以及基
于结构的药物设计、虚拟筛选和
高通量筛选。面对每天超负荷的
工作量，于菁从来没有表现过疲
累，此时的她最关注的就是手头
研究工作的“进度条”，总希望
研究成果的脚步能快一点，再快
一点。

“ 时 刻 铭 记 自 己 是 一 名 党
员，虽不能奋战在医疗一线，但
可以通过科研学子的身份研究新
冠病毒药物，贡献出自己一份微
薄的力量。”

——于菁

免化所的研究员们以研发新
冠病毒药物的专业科学精神，与
时间赛跑，与病毒较量，党员带
头参与到这场战“疫”之中。一
向作风低调严谨的科研人，在这
场没有硝烟的战争中，发挥出科
学家的本色，刻苦攻关，坚韧果
敢，忘我投入，迎接挑战！我们
祝愿免化所的研究员们早日取得
理想的科研成果，祝愿在这次疫
情中无私奉献的科研工作者们早
日取得最终的胜利！

疫情就是命令，防控就是责
任。连日来，上海科技大学在沪
的干部和教职工坚决落实学校防
控疫情领导小组的统一部署，把
保障师生员工的安全健康放在首
位，从严从细从速投入各项防控
工作。他们制定工作预案，排摸
基本情况，落实管控措施，压实
工作责任，各项工作有序推进。

1 月 29 日 校 党 委 向 全 校 基
层党组织和共产党员发出通知，
提出当前疫情形势严峻复杂，防
控工作处于关键时刻。各党组织
和全体党员要坚决贯彻落实中央
精神，充分发挥基层党组织的战
斗堡垒作用和共产党员的先锋模
范作用，全力以赴打赢疫情防控
阻击战。广大党员积极相应党委
号召，带头加班，带头奉献，团
结带领教职员工投身疫情防控工

作，以实际行动践行初心和使命。
根据新的形势和学校防控工

作实际，学校制定并多次完善了
防控工作总体预案及各项具体工
作方案，落实分级负责机制；按
学生、教工、服务人员分类排摸
全校人员近期健康和外出信息，
分散在全国各地的全校近 5000 名
师生的情况全部排摸清楚，其中
包括疫区师生，以及外籍和特聘
教师、联培研究生、驻校合作单
位人员、教授公寓家属等情况，
相关信息每天更新；严格实施校
园人员和车辆管控，严禁无关人
员进入校园，关爱寒假留校学生；
严格执行 24 小时值班、信息报送、
舆情监控等制度；开展全面预防
性消毒，加急采购一批应急药品、
口罩等物资；发挥科教融合优势，
支持科研攻关。（下转第 4 版）

上科大和中科院上海药物所联合研究团队
发现一批对新型肺炎有治疗潜力的老药和中药

由蒋华良院士和饶子和院士领
衔、20 余个课题组参与的上海科技
大学免疫化学研究所和中国科学院
上海药物研究所抗 2019-nCoV 病
毒感染联合应急攻关团队，利用前
期抗 SARS 药物研究积累的经验，
开展抗 2019-nCoV 药物研究。

上 科 大 饶 子 和 / 杨 海 涛 团 队
快 速 表 达 了 2019-nCoV 水 解 酶
（Mpro）并获得了高分辨率晶体
结构，在此基础上，联合小组综合
利用虚拟筛选和酶学测试相结合的
策略，重点针对已上市药物以及自
建的“高成药性化合物数据库”和
“药用植物来源化合物成分数据
库”进行了药物筛选，迅速发现了
30 种可能对 2019-nCoV 有治疗作
用的药物、活性天然产物和中药，
建议在 2019-nCoV 感染肺炎患者
临床治疗中予以考虑和关注。研究
团队后续将继续深入开展针对性的
抗 2019-nCoV 活性测试，为临床
研究和治疗提供更加直接的指导。

候选药物包括蛋白酶抑制剂
茚地那韦（Indinavir）、沙奎那韦

（Saquinavir）、洛匹那韦（Lopinavir）、
卡非佐米（Carfilzomib）、利托那
韦（ritonavir） 等 12 种 抗 HIV 药
物，2 种抗呼吸道合胞病毒药物，

1 种抗人巨噬病毒药物，1 种抗精
神分裂症药物，1 种免疫抑制剂以
及 2 种其他类药物；发现含有“二
苯乙烯”结构的孟鲁司特以及植物
药活性成分虎杖苷和脱氧土大黄
苷与 Mpro 结合较好，可能对病毒
有抑制作用；在前期抗 SARS 研究
及计算机模拟基础上发现老药肉桂
硫 胺、 环 孢 菌 素 A 可 能 对 2019-
nCoV 有效，其中肉桂硫胺是上世
纪 70 年代用于抗精神分裂症的药
物，对冠状病毒 3CL 水解酶具有
抑制作用，免疫抑制剂环孢菌素 A
可以阻止病毒的核衣壳蛋白与人的

环孢亲和素 A 相互结合，已有研究
表明联用干扰素和环孢菌素 A 能显
著抑制冠状病毒在人类支气管和肺
部复制及造成的组织损伤。他们研
究还发现，虎杖、山豆根等中药材
中可能含有抗 2019-nCoV 有效成
分。

应急攻关团队已经完成了肉桂
硫胺等公斤级合成工艺，制剂工作
正在进行；环孢菌素 A 的胶囊制剂
制备工艺也已经完成；其它部分药
物的合成工艺探索也已完成。我们
欢迎相关企业和研究机构与我们合
作，共同抗击 2019-nCoV。

研发新药
在不舍昼夜的科研攻关中践行党员初心

上科大合力战“疫” 构筑阻击疫情严密防线继昨天上海科技大学免疫化学
研究所和中国科学院上海药物研究
所抗 2019-nCoV 冠状病毒感染联
合应急攻关团队公布 30 个可能的
抗 2019-nCoV 冠状病毒老药和中
药后，今天，联合攻关团队及时公

布由上海科技大学饶子和 / 杨海涛
课题组测定的 2019-nCoV 冠状病
毒 3CL 水解酶（Mpro）的高分率
晶体结构（数据收集在上海光源完
成），以便有更多的科技工作者、
特别是药物研发的科技人员使用，

晶体结构的坐标可到 PDB 蛋白质
结 构 数 据 库（Protein Data Bank, 
PDB）下载（PDB ID: 6LU7）。饶
子和院士和蒋华良院士强调，大家
一起努力，研发出更多更好的抗新
型肺炎药物。

上科大和中科院上海药物所联合团队预先公布
新型肺炎冠状病毒 3CL 水解酶高分辨率晶体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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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第 3 版）由饶子和、蒋华良
院士领衔，20 多个课题组参与，科
研团队在春节期间连夜奋战，在病
毒科研攻关和药物筛选上取得重要
进展。

教学安排
为进一步做好疫情防控和春学

期教育教学相关工作，学校就报到
注册、选课、教学、学位论文、毕
业学位审核等工作进行了研究部署：

关于报到注册
2020 年春季学期学生报到注册

时间推迟至 2 月 17 日之后，具体时
间待学校进一步通知，请同学在未
获正式开学通知前，切勿提前返校。

关于选课及教学
2020 年春季学期教学安排将根

据具体开学时间总体顺延或调整。
选课系统目前已开放查看，同学可
以登录系统查看 2020 春学期开设
的课程情况，提前了解和预习课程
内容。调课窗口将根据正式开学的
时间设置在开学后两周内。

开学后，因疫情原因延期返校
的同学，可积极与任课老师、课程
助教及学院教务老师取得联系，加
强自学，借助 BB 系统等线上系统
获取讲义、提交作业等。教务处、
研究生院和各学院也将积极采取措
施，对延期返校的同学给予帮助。

关于学位论文及毕业学位审核
拟于 2020 年上半年答辩及申

请学位的研究生同学要利用好寒假
时间做好学位论文撰写、修改、完

善等工作，并通过邮件、电话等方
式与导师保持密切联系，保证学位
论文质量。本研论文答辩、毕业学
位审核等工作将根据我校开学时间
做适当顺延调整，具体时间另行通
知。

关于研究生招生
报考 2020 级研究生的考生，

请耐心等待并积极关注学校正式通
知。学校将根据疫情防控情况和上
级主管部门的安排部署，安排硕士
研究生招生复试和博士研究生招生
工作。请关注上海科技大学研究生
招生网站相关信息。

心理热线
今年的春节，本该走亲访友的

日子，变成了闭门不出、居家隔离，

欢乐的团聚时光被笼罩了紧张和担
心。为了帮助因疫情引发心理不适
的同学们，心灵与健康中心于 2 月
1 日开始为上科大学子提供心理支
持服务：

服务形式
1. 邮 件 咨 询：share@

shanghaitech.edu.cn（我们将会在收
到邮件的 24 小时内回复）

2. 树 洞 QQ 在 线 咨 询：
596619749。 在 线 时 间： 从 2 月 1
日起每天 9:00-20:00。（截止日期
另行通知）

3. 电 话 咨 询： 请 发 邮 件 至
share@shanghaitech.edu.cn， 写 明 自
己的基本信息、情况、方便咨询时
间和联系方式，咨询师会回电进行

一对一的电话心理咨询。
4. 紧急电话：021-20685563； 

19821262687；19946103295。 如 有
心理危机或紧急情况，可拨打电话，
也可以通过书院年级负责老师和学
院工作老师积极寻求支持与帮助，
及时联系心理中心。

在疫情防控期间，同学们普遍
出现紧张和担心是自然的应激反
应，我们要注重自身的心理状态，
多与家人和朋友沟通交流，“书院
的天空”微信公众号后续将推送心
理自助文章，欢迎同学们关注。

心灵与健康中心与你同在，愿
我们携手共渡难关！

后勤保障
见图。

上科大战“疫”行动：最美志愿者
疫情延迟了开学的步伐，但上

科大学子除了宅以抗疫之外，还纷
纷在自己的社区街道当起了志愿
者，为防疫工作做一份贡献，尽一
份力。物质学院 2016 级本科生熊
郁森平时就是个热衷各类公益活动
的同学，他这次更是积极参加了社
区街道上海杨园四居的志愿者队
伍，每天早晨准时去居委会报到。
他和居委会工作人员一起在小区门
口为进出人员测量体温，发放出入
证，看见不戴口罩的群众立即上前
劝说。他说：“今年春节最有意义
的一件事就是加入了这支志愿者队
伍。”身为公务员的父亲让熊郁森
近距离了解到疫情防治过程中资源
紧缺的困境，这也令他越发意识到

志愿者工作的意义所在。居委会的
工作人员都欢迎志愿者队伍中能出
现这样一位年轻的面孔，看到年轻
人能展现出这样的社会责任感她们
很欣慰。

物质学院 2018 级本科生蔡济远
同学的志愿者生活则要忙碌得多。
他的家乡福鼎紧邻温州，所以被确
定为一般疫情区。为了加强疫情防
控工作，福鼎市应对新型冠状病毒
感染肺炎疫情工作领导小组发布了
“第 12 号通告”。除了一般的对过
往行人的健康状况进行筛查外，他
还负责向社区内的住户和商户告知
通告内容、向商户发放“第 12 号通
告”宣传单、告知各商户规定的营
业时间和营业要求、要求各商户店

主签署并在店内张贴承诺书等。 
在抗疫这场战争中，物资紧缺

是一个相当严重的问题。为此，来
自浙江嘉兴的信息学院 2019 级本科
生夏睿嫣同学选择加入了一支自发
组织的志愿者团队，来到口罩厂帮
忙加工口罩，给口罩的金属条加上
内衬海绵条来让口罩更好地贴合面
部、最大可能地防止飞沫进入呼吸
道。她说：“自己不能为实际医疗
出力，小区安保也都做得挺扎实的，
而前线医护人员和民众都急需的物
资口罩一直处于紧缺状态，加工口
罩还是我力所能及的事，希望能为
抗疫行动做出贡献。”在这些天辛
苦的流水作业中，夏睿嫣同学也与
她的志愿者伙伴们结下了深厚的友

谊。
2 月 5 日 -10 日， 信 息 学 院

2017 级入党积极分子曾理同学主动
联系当地社区，通过积极维护社区
秩序、普及卫生常识等措施，为抗
击疫情默默地贡献着自己的一份力
量。曾理在 2019 年郑重地提交了
入党申请书。寒假回江苏常州老家
后，曾理一边时刻关注着疫情的发
展，一边也开始观察自己周围的生
活。他发现很多居民的危机感开始
下降：出入超市、菜场等公共场所
的居民越来越多，有的人把口罩戴
反了……于是，在父母的支持下，
曾同学担任起了社区宣传员。他每
天要拿着扩音设备在小区里积极普
及卫生常识，经常随同其他志愿者

在社区巡逻。在社区志愿们的共同
努力下，社区居民积极配合，基本
没有人员集聚，大家的防范意识提
高了，保障了所在社区的安全。

与此同时，信息学院 2017 级邱
岭同学、信息学院 2019 级吴蔚琪同
学以及物质学院 2019 级杜新晨同学
也积极加入到了自己家乡江苏的社
区街道疫情防治工作中，杜新晨同
学还向南京慈善总会“抗击新冠肺
炎”专项慈善基金捐了款项。我们
只记录下了些许为战“疫”而行动
的上科大学子，还有更多的上科大
人在疫情中默默奉献，践行报国、
裕民的培养理念。希望同学们在为
疫情防控工作发光发热的同时，也
要注意做好自我防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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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月 8-9 日，上海科技大学创
业与管理学院建院 5 年来的首次国
际评估报告会顺利举行。本次国际
评估邀请了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创
新创业中心主任、加州大学伯克利
分校哈斯商学院前任院长 Richard 
Lyons 教授担任评审委员会主席，
评委成员有：香港大学商学院院长、
前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院长蔡洪
滨教授，宾夕法尼亚沃顿商学院管
理学 David Hsu 教授，中国科学院
科技战略咨询研究院院长、政策与
管理所所长潘教峰教授，香港中文
大学（深圳）经管学院学术院长、
美国普林斯顿大学金融学讲席教授
及经济学教授熊伟博士。在本次国
际评估中，专家们对创管学院的整
体架构、师资建设、人才培养、学
科建设、科学研究、课程设置、行
政管理等多个方面进行了全面综合
的考察和评估。

1 月 8 日上午，校党委书记兼
副校长李儒新在创管学院 501 报告
厅主持了评审启动仪式，向各位评

估专家的到来表示热烈欢迎并致以
衷心感谢。副校长兼教务长印杰向
专家组介绍了上科大的高精尖发展
战略，大科学装置建设，近几年来
上科大在学生培养、师资招聘、科
研探索、国际合作等各方面的快速
发展状况。他代表学校希望评估专
家们以国际化的前沿发展视角和国
际一流高校的标准，对创管学院的
整体情况进行评估，结合我校的实
际情况提出建设性的意见和建议，
以促进创管学院未来更好的发展。

创管学院方汉明院长向各位评
估专家介绍了创管学院的愿景与使
命，五年来的发展历程、组织架构、
师资构成和科研发展的总体情况，
并分析了学院目前具有的优势、存
在的弱项，以及所面临的挑战和机
遇。陆丁副院长介绍了学院在课程
建设、学生培养及对外培训和交流
等方面的成就和进展。学院的 24
名教授就自己的学术研究兴趣、研
究成果和研究计划逐一做了汇报，
听取专家们的建议和指导。评估专

家们还参观了学院的实验室，并与
学院的行政、教辅以及部分辅修专
业学生进行了座谈，荟集听取大家
对于学院建设的意见和期许。

1 月 9 日上午，评估组向校长
江绵恒、副校长兼教务长印杰汇报
了对创管学院整体的评估反馈。专
家们表示，创管学院初创 5 年来，
认真履行上科大服务国家发展战略
的使命，致力培养具有创新创业理
念和管理知识的科学技术人才，建
立起了具有特色的课程体系和一支
充满生机、潜力无限的师资队伍以
及精干的行政团队，所取得的各项
成就令人印象深刻。专家们建议，
创管学院的未来发展，应当立足现
实、清晰定位、规划长远，学习借
鉴国际优秀院校的宝贵经验。校领
导认真听取了国际评估专家对学校
以及学院下一个五年的建设发展所
提出的看法和建议。副教务长江舸、
人力资源处处长周宇和创管学院领
导班子一起听取了专家组的反馈，
并参与了讨论。

1 月 12 日，由我校物质学院
承办的上海市基础物理实验教学
指导委员会 2020 年春季会议在我
校成功举行。会议围绕“物理实
验教学内容的改革与资源建设”、
“物理实验教学方式探索与学生
实验研究能力提高”、“在线课
程建设与信息技术在物理实验教
学中的应用”、“物理实验教师
教学水平的提升”、“物理实验
竞赛指导与经验分享”等主题展
开，来自复旦大学、上海交通大学、
同济大学、华东师范大学、上海
大学等 20 余所高校的 140 余名专
家、学者、教师参加了本次会议。

会议开幕式由我校物质学院
物理实验教学平台游胤涛老师主
持，物质学院助理院长徐旭光致
辞。徐院长首先介绍了我校承办
此次会议的总体情况，对上海市
基础物理实验教学指导委员会的
支持与信任表示感谢，并对与会
人员表示热烈欢迎，随后介绍了
我校本科生教学培养的基本情况
及物理实验教学的探索和特色。
徐院长表示，期望通过此次会议，
我校能与各兄弟院校加强沟通合
作，在基础物理实验教学的改革
创新进行更加深入的探索与交流。 

上海市基础物理实验教学指
导委员会专家，上海大学张义邴
教授、华东理工大学罗锻斌教授
和复旦大学乐永康教授分阶段主
持大会。与会专家、学者以“物
理实验教学方式探索”等为主线，
就如何切实提高学生实验研究能
力等话题进行了专题讨论。我校

薛加民教授就自身开设的《研究
型物理实验》的课程，做了题为
“研究生培养方式在本科实验课
程中的尝试”的报告，收到了良
好的反响。此外，本次会议设立
全国大学生物理学术竞赛（China 
Undergraduate Physics Tournament，
简称 CUPT）的专题论坛，各参会
高校代表就各自在组织和参加全
国大学生物理竞赛的做法进行了
热烈的探讨和交流，对今后如何
更加有效组织学生参加比赛并取
得实效提供了有益的经验。专家
们还针对上海市基础物理实验教
学指导委员会 2020 年工作会议进
行了讨论部署，为下一次会议的
召开作前期准备。与会教师表示，
本次会议为高校实验教学工作者
提供了齐聚一堂、相互探讨和学
习借鉴的宝贵机会，也为基础物理
实验教学的改革创新打下了基础。

上海科技大学物质学院近年
来全面加强实验教学，设有物理、
化学及材料三个实验教学平台，
面向全校开设实验课程。除配备
专职的实验教师外，另有十余位
常任教授牵头和参与实验教学。
学院积极探索创新实验教学的形
式，采用研讨型教学模式及开放
性实验。除训练基本实验技能外，
鼓励学生积极自主探索，开设研究
型实验，并由此产生了一批优秀的
学生科研小课题，取得了切实的
成效。物质学院将在后续实验课
程体系建设中，进一步加强理论
与实验及科研与教学的深度融合，
切实培养学生的创新和动手能力。

日前，上海科技大学 - 上海
光源 - 蛋白质设施之间三地互联
的高速区域科研数据专网已建设
完成，投入运行使用。此高速科
研专网的建成，形成了上海科技
大学、上海光源及蛋白质设施间
的多边型 40Gbps 高速通路，将
几家科研机构链接成为了一个大
型的科研局域网，并将原有机构
的出口带宽一次性提升了数百倍
之高，大幅缩短了大型仪器设备
和大科学装置所产生的高通量科
研数据的传输时间，也为未来在
此基础之上开展各类数字化资源
的共享互通，跨地域跨机构的开
展协同科研，建设了一条科研信
息化的高速公路。

近年来，随着我校各类大型
仪器设备平台的陆续建成，与周
边科研院所的合作联动日趋紧
密，同时也在积极参与多项国际
顶尖大科学装置的研建工作。其
中，活细胞结构与功能成像等
线站工程、上海科技大学及蛋白
质设施的电镜平台、乃至未来的
硬 X 射线自由电子激光装置，都
将面临超高通量数据从周边机构
不断汇集到上海科技大学数据中
心，所带来的传输、存储、分析、
保存乃至共享、分发的巨大网络
流量挑战。而目前在国内，大多
机构的网络架构设计仅为满足日
常上网办公需求，不同机构间出
口带宽的限制已成为制约科研数

据传输和科研协作的重要瓶颈。
以周边某机构 100Mbps 出口带宽
为例，若划分一半用于数据传输，
搬运 100TB 的数据即需花费 194
天以上的时间。经过本次三地互
联工程的实施，可将常用科研数
据的传输时间缩短至几个小时乃
至几分钟时间，这一成果将使我
校广大师生节省出大量宝贵时间
投入到实际科研创造工作中去。

本次三地互联高速科研专网
的建设，也是一种有限投入条件
下，通过各方积极贡献自身优质
资源、协同建设并共享建设成果
的模式机制创新。在本次建设过
程中，得到了高研院（上海光源、
蛋白质设施）、活细胞工程项目、
上海中科网络等兄弟机构领导的
鼎力支持，也是各机构信息化工
作者齐心协力、各显身手的协作
成果。近日建成的三地互联高速
科研专网，必将在未来面向周边
大型仪器设备与大科学装置集群
的科研与管理信息化建设中，发
挥出重要的基石作用，使得先进
的信息化基础设施能力可为科学
技术生产力的腾飞注入新的加速
推进剂。

三地互联高速科研专网的建
成，打通了上科大与张江各合作
机构间的高速科研网络链路，成
为了实现多机构间开展大科学研
究协作及跨域科研数据交流颇具
意义的里程碑。

科技部副部长王曦、
市科委主任张全一行调研我校科研工作

1 月 7 日，科技部副部长王曦
及科技部相关司局领导、市科委主
任张全及市科委相关处室负责人一
行来我校调研。

江绵恒校长代表学校对科技部
和市科委在上科大建设和创新发展
中给予的关心和支持表示衷心感
谢，并介绍了学校总体情况。李儒
新书记介绍了学校科研工作。学校
相关研究方向负责人分别汇报了各
自在物质科学、信息科学、交叉学
科、智能制造及先进计算系统等方

面的科研进展及未来规划。
王曦副部长在讲话中充分肯定

了我校在前沿领域具有前瞻性的战
略布局和取得的阶段性成果。他介
绍了国家在能源、材料、信息、智
能制造、重大仪器设备等方向上的
重大战略部署，希望上科大充分发
挥创新型、研究型大学优势，深度
参与国家重大科技战略和创新行动
的攻关项目，为实现我国在若干领
域面向未来的战略性领先及创新贡
献智慧。

张全主任讲话中对学校建校后
短时间内取得的成绩给予了高度评
价，他表示在上海科创中心建设不
断取得新突破的过程中，市科委将
持续加强对原始创新和科技策源能
力建设的支持力度。

江绵恒校长表示，上科大将继
续秉持“服务国家发展战略”的建
校初心，力争为国家的重大科技战
略突破做出贡献，也希望科技部及
市科委继续支持上科大的创新发
展。

上海市基础物理实验教学指导委员会
2020 年春季会议在我校举行

“上科大 - 上海光源 - 蛋白质设施”
三地互联高速科研专网开通运行

12 月 12 日，由北京光华设计
发展基金会主办的第十五届（2019）
光华龙腾奖颁奖典礼在人民大会堂
小礼堂隆重举行。光华龙腾奖于 
2005 年在团中央支持下诞生，旨在 
“扶持设计人才成长，推动设计产
业发展”，2011 年获得国家奖励办
批准，正式成为我国表彰设计人才
的唯一一个国家级奖项（国科奖社
证字第 0223 号），也是中国设计
行业第一个、跨领域、公益性的杰
出人才评选活动。

2019 年是新中国成立七十周
年，回顾历史，每一项重大突破、
重大创新背后都有设计工作者的辛
勤汗水。为表彰以创新设计为手段，
为国家强盛、民族复兴、人民幸福

执着奋斗的代表人物，光华设计基
金会今年设立了 “第十五届（2019）
光华龙腾奖·中国设计贡献奖金质
奖章 新中国成立七十周年中国设计 
70 人”特别奖项。

上海科技大学创意与艺术学院
副院长王受之教授作为设计理论和
设计史专家、现代设计和现代设计
教育的重要奠基人之一，荣获本届
光华龙腾奖“中国设计贡献奖金质
奖章 新中国成立七十周年中国设计 
70 人”特别称号。王受之教授从
1980 年代以来一直从事教学与学
生培养、学术研究、教材撰写、教
学体制改革、国际交流等活动，参
与数百个重要项目的策划与设计，
发表超过千万字著作，是具有国内

外学术影响力的设计家和教育家。
2019 年 9 月起，王受之教授任上海
科技大学创意与艺术学院副院长，
正继续致力于新时代发展中的创新
设计教育工作。

此次一同获得特别奖项的还有
参与国徽、第二三四套人民币设计
的大师周令钊，中国现代建筑开拓
者和奠基者梁思成，武汉长江大
桥、天安门观礼台总设计张开济，
创新设计引领者徐志磊院士，卫星
设计之父孙家栋院士等等。获奖
者来自于不同设计领域，在各自
的岗位上创造出了不平凡的业绩，
同时也为创新型国家建设、为中华
民族的伟大复兴书写出浓墨重彩
的一笔。

创艺学院副院长王受之教授获得特殊荣誉称号

创管学院顺利完成首次五年国际评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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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结合我校“不忘初心、牢
记使命”主题教育，进一步提升
学生的综合素养和领导力，校团
委于 10 月下旬正式启动我校首期
团学骨干训练营，并于近日顺利
结束。党委副书记、副校长鲁雄
刚在做开班动员时围绕学校发展
历程和人才培养的方向，为团学
骨干们充分阐释了当前不断提升
个人领导力，在参与科学研究、
社会发展、个人成长方面的必要
性和现实意义。

根据我校学生的发展情况和
人才全面发展的要求，本次训练
营设定了理想信念、实务实训、
应用拓展及国际视野四大模块对
学生进行思想教育和领导力培
养。此次活动主要利用周末时间，
对校团委、学生会骨干、各楼层
层长、心理委员、各团支部的团
支书，以及各社团社长开展，并
覆盖部分学生党支部书记，分模
块、有计划地进行授课和培训。

上海市委党校杨国庆副教授
以《不忘初心践使命，充满激情
立新功》为题，通过介绍不同类
型成功领导人士的具体案例，为
同学们在自我发展与团队领导上
提供了新的思路与方向。
 在实务实训模块，此次训练营
安排了丰富多彩的内容。上海交
通大学卢永彬教授带大家了解
《领导力学习与实践》的基本概
念和理论；我校创管学院戴珒教
授通过游戏与授课相结合，带领
大家讨论《如何影响他人——关
于权力 Power》；周昊天教授为
大家讲授《决策心理学》，从心
理学的角度出发，教大家如何做
出好的决定、正确的决策；《青
年报》公益周刊主编、记者陈诗
松以“新闻生产的想象力”为主
题，结合具体案例，为同学们介
绍了实用的新媒体宣传方法和视
频照片拍摄技巧；我校企业导师、
药明康德高级副总裁、首席运营
官、原华为集团人力资源部副总
裁童国栋先生，结合他多年来的
管理经验，从国际化企业管理、

国际化团队建设方面入手，与同
学们分享了他对领导力的理解和
经验。

为了加强应用拓展，此次训
练营还组织学员们参与了赛艇体
验活动。同学们纷纷表示，通过
体验赛艇运动，深刻感受到了团
队集体工作中相互协作、齐心协
力的重要性。
 此次学生骨干训练营累计覆盖
360 人次，是我校首次举办针对
青年学生的一次思想教育和工作
能力提升训练。通过训练营活动，
同学们获得了团队协作能力方面
的理论知识和实践经验，并表示
将此次学习成果运用在今后的学
生团学工作中，不断提升自身领
导力，团结带领广大同学在开展
各类主题活动、活跃校园文化建
设方面做出更大的贡献！

学员反馈
校学生会学术科技部部长李

小禾　每一期都有不同领域、专
业有趣的老师为我们呈现引人入
胜的内容，让我记忆最深的就是
课上有趣的互动环节。在参与激
动人心的雨中赛艇拓展活动过程
中，冒雨时的兴奋、赛艇时的紧
张，以及团结一致向前加速的信
念，这些都成为了我整个大学生
活珍贵的回忆。

2018 级本科生、9 号楼 10
层团支书蔡任宇　通过这次培
训，我第一次较为系统地接触了
领导力这个概念和领导力的培养
方法。特别是在问答环节，针对
我们日常生活中的组织问题，老
师们更是耐心地进行详尽解释，
不仅为我解决了很多心中的疑
惑，更是给我指明了前进的方向。

2019 级本科生、此次训练营
的“班长”邱浩健　骨干训练营
的学习覆盖面很广，领导力初探、
初心与激情、想象力与媒体融合、
素质拓展训练 ...... 一系列课程层
层深入，让我们在一个个故事里、
一次次实践中，思考何为领导、
何为领导力，受益匪浅。

迎接 2020，“校友回家”交流活动温馨举行

我校建校六年来，已培养了两
届本科生、四届联合培养研究生，
1486 名校友遍布大江南北和全球四
大洲。去年我校首次举办了“校友
回家”活动，国内外校友回到母校，
在温馨的气氛中与母校师生一起迎
接新年。

2019 年 12 月 27 日，十余名在
来自美国、日本、瑞士，以及在北京、
上海等地求学或就业创业的校友，
回到上科大校园参加“校友回家”
活动。校领导、教授及部分行政管
理团队代表出席了此次活动。

今年的“校友见面会”与“晋
升教授分享会”一同举办。校党委
书记、副校长李儒新在致辞时用“今
天我们将分享两大收获的喜悦”来
形容此次交流会。回家的校友遇到
当年的导师都备感亲切和激动。校
友们还聆听了江绵恒校长对学校过
去一年发展成就及对新一年规划的
介绍。看到母校的蓬勃发展，校友
们的脸上洋溢着激动的喜悦之情，
一如当初踏进上科大校门参加开学
典礼时的兴奋和憧憬。

晋升教授分享会后，一段全球
校友祝福视频带领大家进入了温情
时刻。校党委副书记、副校长鲁雄
刚简要介绍了校友返校活动情况，
并将 10 位校友代表请上台分别发
言，向在场的领导和老师汇报自己
的变化与收获，叙述身上携带的“上
科大基因”始终深刻地影响和激励
着自己不断奋进，表达了对母校的
深深感恩之情。

作为留学校友代表：来自美国
华盛顿大学的王一帆、加州大学圣
地亚哥分校的谢余、日本东京工业
大学的邵乾瀚表示上科大国际化的
人才培育环境给了他们在国际上和
名校学生 PK 的底气。

首届本科毕业生丁天骄和首届
博士毕业生王式彬校友肯定了上科
大浓厚的学术氛围、导师的悉心带
教以及经常举办的国际学术会议，
让他们的科研之路如虎添翼。

就业校友代表：来自和辉光电
的余睿敏、上证信息的王嘉晨表示

他们在工作岗位上已经是项目组的
骨干成员，同时还作为桥梁开辟了
母校和所在公司的校企合作项目。

创业校友代表：安般信息科技
CEO 汪毅、瑞士 Breez 商务运营总
监徐昊感谢母校对他们知识的培养
和人格的塑造，让他们变成更有想
法、更大胆创新的人才。

毕业后曾在西部支教一年，后
来成为上科大附属学校一名数学老
师的校友代表何佳倩表示：她的目
标就是做一名好老师，而上科大的
老师就是她学习的具体形象，她会
将在上科大习得的思维方式与学
习习惯教给她的学生们。

似乎语言还不足表达回家校友
的赤子之心，几名远道而来的校友
还从各地带来一些小礼物献给母
校。

校友谢余同学特地从加州大学
圣地亚哥分校带回来一个钥匙环，
感谢上科大作为知识的引路人，帮
助他开启科研之路大门。目前在清
华大学做博士后的王式彬同学从
北京带回来一套 “千字杯”瓷器，
感谢母校对他在人格和文化上的
滋养，希望母校的文化继续传承。
创业校友汪毅带来了他们公司的
周边产品：水杯 + 帆布袋，并动
情地提到：“这三年来，我一直在
用母校的杯子喝水，将来我也要用
我的杯子来反哺母校，而帆布袋
则是母校让我们带走了很多知识，
愿上科大每一位学子都能满载而
归。”

在接过校友们对母校深深的祝
福之后，江校长也向每一位校友回
赠了一份礼物，并和在场的教授一
起与校友合影留念。

在短暂的校友见面会后，作为
回馈母校的行动之一，部分校友前
往教学中心，分两个平行场次为
学弟学妹们做“科研留学”与“就
业创业”方面的经验分享。部分校
友则选择了校园怀旧之旅，或回到
曾经就读的学院和老师同学叙旧，
或在校友联络员的带领下漫步校
园，来看看他们在毕业时还不曾等

到的校园设施。
下午三时半，在校友之家楼

下，校友师生交流会拉开了序幕。
12 名校友们和他们的导师其乐融
融地重逢畅叙、尽情交流，导师
们纷纷感叹校友们的变化和成长，
并为他们目前所取得的成就感到
欣慰。

在全球校友地图前，校友们再
次感叹上科大的校友足迹遍布世
界各地，并纷纷邀请自己的老师在
地图墙之前合影。

下午五时，校友们和导师们依
依惜别，并在校友留言本上写下
了此次回家的感言。部分校友晚
上和在校生一起观看了元旦晚会，
共同为新年祈福，并在元旦晚会上
聆听了世界各地的校友们献歌《明
天更美好》。

始终坚持以育人为办学根本的
上科大，始终关怀着每一位校友的
发展。去年第一届本科生毕业典礼
上成立了学校校友会。通过校友组
织构建辐射全球的校友网络，不定
期在线上线下组织各类校友活动，
让校友能继续收到母校的各类信
息，维系与母校的情感。

今年的校友会工作小组从暑假
就开始“校友回家”活动各类筹备
工作，包括打造“校友之家”空间、
向所有校友寄送原创设计的祝福
贺卡、走访多家聘用我校毕业生数
量较多的合作企业……通过实地
走访和线上问卷，听取了上百名
校友对母校培养的反馈以及对校
友工作的建议，为了解校友需求、
挖掘校友资源、优化培养方案采集
了第一线的基础数据。校友会工作
小组根据这些数据设计出更丰富
多样、对在校学生更具启发性的互
动环节，校友们的宝贵经验将为学
弟学妹助力加油。

2019 已经过去，虽然不是每
个上科大校友都有机会回母校看
看，但母校依然牵挂着每一位毕业
的校友。我们期待上科大全球校友
在新的一年更上一层楼，携手同心、
圆梦 2020。

我校举办首期学生团学骨干训练营活动

2019 年 12 月 27 日晚，上海科技大学会
议中心座无虚席，“携手同心，缘梦二〇”
上海科技大学 2020 新年晚会在华灯璀璨中隆
重举行。校领导、教授委员会成员、院所及
职能部门领导、教授代表及部分校友到场与
师生代表共迎新年。

晚会由校团委和学生会主办，旨在展示
一年来学校师生携手奋进所取得的成绩，激
励新的一年不忘初心、砥砺前行、再创佳绩。

晚会在融媒体技术方面大胆创新，依托
我校多学科人工现实工作室（MARS）与叠
境数字提供的技术支持，首次在国内完成了
真正的实时“子弹时间”（计算机辅助摄影
技术模拟变速特效），为晚会的画面提供了
创新的呈现方式。宛如时间停止般超级慢镜
头的炫酷效果，让在场观众感受到了新技术
所带来的视觉震撼力。

晚会中师生表演的歌曲、舞蹈、器乐演奏、
语言类等节目精彩纷呈，惊喜连连。

歌曲类节目缤纷多彩闪亮全场：陈彬彬
和袁玉灵同学演绎的《光年之外》空灵缥缈，
研究生尤田、朱堃、严仁佑用一曲《你曾是
少年》中描绘出似水的青春年华，音乐社的
原创歌曲《纳新群英会》展示了多彩校园文
化，尘音合唱团的《The Rose》演绎了冬日

播种、春日盛放的期待，研究生陈绪、吴锐
带来吉他弹唱要走低调不平庸的《平凡之路》，
2020 届毕业生代表演唱《相遇天使》在临别
之际对彼此陪伴多年的小伙伴深情告白，刘
芊渝的《寻》唱出了上科大人一步一个脚印
逐梦前行的展望，创艺学院杨国英老师以一
曲高昂的《走进新时代》表达了上科大师生
与新时代同行的坚定决心，教工合唱团演唱
《感恩的心》感谢全体上科大人在过去一年
的付出，追梦的 2020 上科大人将《再一次出
发》，再创辉煌。

舞蹈类节目国风与嘻哈齐飞，连接古今：
国风民族舞蹈社的《洛水》展示了上科大学
子对传统文化的传承，高研院同学表演了舞
蹈《寄明月》温情柔美，教工瑜伽舞蹈社表
演的《芳华》温婉娉婷，漫研舞团在《将进
酒》中把 WOTA 艺与舞蹈结合创新尝试，
街舞社的舞蹈《拾玖》、《贰拾》青春动感、
呼应辞旧迎新的主题。

乐器类节目悠扬婉转，动人心弦：国风民
族乐团的《凤鸣九天》演绎古风今韵，手风琴
独奏《西部牛仔》与歌曲《贝加尔湖畔》的搭
配演绎出别样的异域风情，管弦乐团带来的曲
目将古典和现代相结合。这些节目都体现了上
科大中外融合、兼蓄并包的特有气质。

此外，原创语言类节目《科大新闻》播
报了 2019 年中上科大人共同经历的点点滴
滴。更值得一提的是，来自上科大附属幼儿
园中大班的小朋友和附属学校的一年级的同
学们也来到晚会现场，表演的舞蹈萌化了在
场所有观众的心。而全球各地校友在短片中
惊喜现身，将晚会推向高潮，全场观众一同
唱响《明天会更好》，为上科大祝福。在全

体观众演员共唱《相亲相爱》的歌声中，“携
手同心·缘梦二〇”上海科技大学 2020 新年
联欢晚会画上了华丽的句号。

本次新年晚会还举办了丰富多样的周边
活动——“跳蚤市场”“愿望长廊”“游戏集章”，
吸引了众多师生前来参与。

2019，上科大成绩单硕果累累，2020，
上科大师生将接续奋进、再谱华章。

“携手同心·缘梦二〇”——我校 2020 新年联欢晚会成功举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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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规模碳捕获是全球应对气
候变迁最重要的解决方案之一，
而从火电厂等高湿度、高酸度烟
道气中高效捕获二氧化碳是最紧
迫的科技挑战。近日，我校物质
学院章跃标课题组和合作者研究
了 具 有 超 常 化 学 稳 定 性、 可 调
CO2/H2O 动力学吸附选择性和较
低再生能耗的 MOF 材料及其吸附
分离机理，可实现低能耗、高性能、
可循环的烟道气碳俘获。该成果
题 为“Robust Metal-Triazolate 
Frameworks for CO2 Capture from 
Flue Gas”已在国际化学专业期刊
《美国化学会志》（Journal of the 
American Chemical Society） 上 在
线发表，并被欧洲化学出版协会
《ChemistryViews》杂志亮点报道。

金 属 - 有 机 框 架（Metal-
organic  frameworks, MOFs） 作
为新兴的晶态多孔材料，具备结
构可设计、孔表面可修饰、吸附
位点明确等优点，已有超过 8 万
种 MOF 晶 体 结 构 被 报 道， 以 及
超过 30 万种 MOF 材料被计算机
预测筛选，在 CO2 选择性吸附分
离应用上潜力巨大。然而在实际

工况下，烟道气（典型组成：75% 
N2, 15% CO2, 5% H2O, 3-4% 
O2, 800 ppm SO2 以 及 500 ppm 
NOx）含有的水蒸汽和酸性气体
可造成材料结构破坏、吸附位点
占据和再生能耗提高，亟需在分
子级别上理解和阐明其结构设计
原理和竞争吸附机制。与常用的
疏水孔道设计策略不同，该研究
采 用 了 由 -(Zn-F-Zn-F)n- 一
维链状构筑基元和 1,2,4- 三氮唑
构成的亲水超微孔道，研究了不
同湿度下 H2O 和 CO2 的竞争吸
附，揭示了热力学 H2O 优先吸附
（H2O/CO2 选择性 >2000）在工
作条件下被 CO2 动力学优先吸附
（CO2 /H2O 选 择 性 >70） 反 转
行为，并通过第一性原理计算和
分子模拟解释共吸附的 H2O 增强
吸附 CO2 的原理和吸附在孔道中
间的 CO2 可进一步阻碍吸附位点
在孔壁 H2O 吸附的动力学竞争机
制。研究还发现，芳香性氨基作
为修饰官能团所具备的给电子效
应、空间屏蔽效应和质子缓冲效
应对 MOF 框架的热稳定性和超常
化学稳定性具有正面作用，并可

以精细调控材料的 CO2/N2 的吸
附选择性和 CO2/H2O 的动力学
选择性。得益于其超常的稳定性
与温和的吸附热，该 MOF 材料填
充柱在不同湿度混合气，以及烟
道气模拟气的动态吸附穿透实验
都表现稳定的吸附分离性能，并
具有较低的活化能耗。通过合理
设计即使是亲水的 MOF 材料仍可
应用于高湿度烟道气俘获并大大
降低再生能耗。

上科大为该项成果第一完成
单位，2016 级博士生师兆麟为第
一作者，章跃标教授为唯一通讯
作者。2019 级博士生陶宇和 2018
级博士生贺海龙参与了 MOF 材料
的制备和表征；Yongjin Lee 教授
和 2018 级硕士生邬家晟负责了吸
附位点计算和机理解释；李涛教
授和 2015 级本科生张崔政参与了
动态吸附穿透实验研究；分析测
试中心隆柳柳工程师参与了吸附
动力学研究并为共同作者。该项
工作受到了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
员会优秀青年科学基金项目和金
砖国家国际（地区）合作研究项
目的资助。

1 月 15 日，2019 年 度“ 中 国
高等学校十大科技进展”揭晓。我
校免疫化学研究所特聘教授饶子和
院士团队的“揭示抗结核新药的靶
点和作用机制及潜在新药的发现”
研究项目入选。

结核病是由结核分枝杆菌感染
而引发的一种致命性疾病，在传染
性疾病中堪称“头号杀手”。链霉
素的发现及异烟肼、利福平等有效
药物的开发，结束了几千年来结核
杆菌肆虐人类生命的历史。然而近
年来耐药结核病的产生，使结核病
再次成为危害全球公共卫生的严重
问题。目前全世界约有 1/4 的人口
被结核杆菌感染，每年新发结核病
患者约 1000 万，死亡患者人数约
150 万。我国是结核病的主要负担
国之一。因此，针对结核分枝杆菌
的新药靶点的研究和新药研发迫在

眉睫。
饶子和院士团队长期致力于针

对结核杆菌的新药靶点研究及新药
研发。膜蛋白 MmpL3 是一个抗结核
新药研发的重要靶点，在分枝杆菌
细胞壁合成过程起关键作用。在饶
子和院士的领导下，上海科技大学
首届博士研究生张兵，与免疫化学
研究所研究员、生命学院副教授杨
海涛及免疫化学研究所副研究员李
俊等历经六年时间，运用 X- 射线
晶体学衍射技术率先在国际上解析
了关键药靶 MmpL3 和“药靶 - 药
物”复合物的高分辨率晶体结构，
揭示了 MmpL3 的工作机理，以及新
药 SQ109 杀死细菌的全新分子机制。
此外，研究团队还发现减肥药利莫
那班也是靶向 MmpL3 的抑制剂，并
进一步阐明了其作用机制。此研究
项目首次勾画了小分子抑制剂精确

靶向 MmpL3 及其超家族质子内流通
道的三维图像，为由分枝杆菌引起
的疾病（结核病、麻风病等）的药
物研发奠定了重要的理论基础。

该重大研究项目的成果刊登在
国际顶尖生命科学期刊《Cell》上，
同时针对该靶点设计的抗结核小分
子化合物已申请 PCT 专利。该成
果一经发表，在学术界和产业界引
起了轰动并受到广泛关注。该研究
揭示了抗结核新药的靶点和作用机
制，为开发新型抗生素、解决全球
日趋严重的细菌耐药问题开辟了一
条全新途径，同时也为我国研发具
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抗结核新药奠定
了重要的基础。

饶子和院士团队的这一研究成
果还入选了由中国科协生命科学学
会联合体评选的 2019 年度“中国
生命科学十大进展”项目。

磁性拓扑绝缘体中因其集多种
物理相为一身的特点，成为凝聚态
物理与自旋电子学的研究热点，
近年来许多新奇物理现象的发现均
与该体系息息相关。相较于传统的
磁性掺杂方法，磁性拓扑绝缘体异
质结通过将拓扑绝缘体与高温磁性
材料的有机结合，一方面可以获得
磁性的增强，另一方面可以利用不
同耦合机制的分离对磁序和拓扑
序分别进行独立剪裁，从而实现对
电子自旋态的操控。正因如此，合
理构筑基磁性拓扑异质结体系将极
大推动拓扑量子材料在自旋电子

学方面的应用前景。针对上述科
学问题，近日，我校拓扑物理实
验室寇煦丰团队（信息学院）和
张石磊团队（物质学院）利用分
子束外延（MBE）技术制备出基
于（BixSb1-x）2Te3/MnTe 的 磁
性拓扑绝缘体异质结复合体系，同
时通过精确的层厚和掺杂变化实现
了对该体系中反常霍尔效应的有
效调控。该研究成果以“Tailoring 
the hybrid anomalous Hall response 
in engineered magnetic Topological 
Insulator heterostructures” 为 题
发 表 在 国 际 知 名 学 术 期 刊 Nano 

Letters。
在具体的实验中，寇煦丰课题

组 首 先 通 过 二 维 材 料（CrSe） 缓
冲层的引入实现了在 GaAs 衬底上
高质量 Bi2Te3/MnTe 异质结单晶
薄膜的大面积外延生长。通过电学
输运测量，在体系中观察到了复
合 反 常 霍 尔 效 应（anomalous Hall 
effect，AHE）。 在 随 后 的 定 量 表
征中，研究人员发现该霍尔响应可
以分解为 MnTe 和 Bi2Te3 两层磁
性号的叠加，而且其强度随顶层
Bi2Te3 厚度的增加而增加，由此
揭示了 MnTe 通过与界面拓扑表面

态作用产生的内秉铁磁相。更重要
的是，通过在 Bi2Te3 层中掺入 Sb
元素，能够精准调控体系的载流子
类型与浓度，从而首次实现了与贝
里相位（Berry phase）相关的内秉
AHE 极性的操控。本工作不仅加
深了对反常霍尔效应内在物理机制
的理解，同时证明了磁性拓扑绝缘
体异质结在高效调控拓扑序和磁序
方面的巨大优势。这一研究成果对
拓扑绝缘体在诸如磁存储器、磁传
感器等方面的应用开辟了一条新的
途径。

上海科技大学是该项研究的第

一完成单位，信息学院寇煦丰课题
组 2018 级硕士研究生陈鹏、2019
级博士研究生张勇、以及物质学院
助理研究员姚岐为文章共同第一作
者，上海科技大学拓扑物理实验室
寇煦丰教授、张石磊教授和姚岐为
文章共同通讯作者。此外清华大学、
牛津大学、英国“钻石”同步辐射
光源和美国加州大学欧文分校共同
合作完成此项工作。该成果得到了
上科大启动基金、科技部国家重点
研发计划、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
/ 青年项目、以及上海市青年科技
英才扬帆计划的大力支持。

免疫化学研究所杨贝团队
与合作者共同揭示特殊转录激活分子机制

我校物质学院章跃标课题组
揭示烟道气碳捕获材料设计原理

我校饶子和院士研究项目入选
2019 年度“中国高等学校十大科技进展”

近 日， 我 校 免 疫 化 学 研 究
所 抗 体 结 构 实 验 室 Co-PI 杨 贝
与中国科学院分子植物科学卓越
创新中心研究员张余、赵国屏院
士及浙江大学教授冯钰通力合
作，通过交叉运用单颗粒冷冻电
镜、氢氘交换质谱等多种技术
手段，揭示了一种特殊的、不依
赖于转录激活因子与 DNA 之间
相互作用的转录激活分子机制。
目前该研究成果以“Crl activates 
transcription by stabilizing active 
conformation of the master stress 
transcription initiation factor” 为 题
在线发表于 eLife 杂志。

转录调控是细菌应对环境胁
迫和病原菌缓解抗生素压力的重
要手段，由细菌的转录核心机器
RNA 聚合酶和一系列转录起始
sigma 因子共同完成。在通常情况
下，细菌的看家 sigma 因子（如
大肠杆菌的 sigma70） 负责大多
数的基因表达，而在环境胁迫下，
sigmas 则快速占据主导，并通过
开启特定基因的表达来帮助细菌
适应不利环境。与细菌的看家 s
因子相比，sigmas 的活性通常较
低，其功能的发挥通常需要转录
激活因子的协助，而 Crl 正是一
种 sigmas 特异的转录激活因子。

此 前， 对 于 Crl 激 活 转 录
的分子机制不甚清楚。在该研
究中，合作者首先解析了 E. coli 
Crl 转 录 激 活 复 合 物 的 3.8 Å 的
冷冻电镜结构，该复合物包括
了 E. coli 的 RNA 聚合酶、转录
起始因子 sigmas、Crl、以及启动
子 DNA。 在 该 结 构 中，Crl 主

要 与 sigmas 的 domain 2 相 互 作
用，同时也与 RNA 聚合酶的最
大亚基 b’有少许相互作用。与
绝大多数传统的转录激活因子不
同，电镜结构显示 Crl 并不结合
启动子 DNA，因此单从结构本
身较难完全解释 Crl 对于 sigmas-
RNAP 的转录促进活性。在此基
础上，上科大免化所团队进一步
利用氢氘交换质谱（HDX-MS）
对该系统进行了深入研究。氢氘
交换质谱的结果揭示， Crl 不仅
直接结合 sigmas 的 alpha2-alpha3
螺旋（Figure 1A），还能够通过
变构调节作用稳定 sS 的 alpha4、
alpha5 等 多 个 结 构 单 元（Figure 
1A-C），而这些结构单元的稳定
将能够促进 sigmas 与 DNA 以及
sigmas 与 RNA 聚合酶之间的相互
作用（Figure 1D）。基于以上数
据，研究人员提出 Crl 通过特异
性结合转录起始因子 sigmas，稳
定 sigmas 的活性构象，从而促进
sigmas 与 RNA 聚 合 酶 以 及 启 动
子 DNA 的结合组装，进而激活
sigmas-RNAP 介导的转录。这一
机制在后续的功能实验中得到了
进一步验证。该工作呈现了一种
新的转录因子与 RNA 聚合酶的
结合方式，揭示了一种新的细菌
转录激活分子机制。

中科院分子植物卓越中心徐
君操博士和上科大硕士研究生崔
恺婕为论文的共同第一作者，中
科院分子植物卓越中心研究员张
余及赵国屏院士、上科大免化研
所 Co-PI 杨贝和浙江大学医学院
教授冯钰为论文的共同通讯作者。

我校拓扑物理实验室寇煦丰、张石磊课题组
实现拓扑绝缘体异质结中复合反常霍尔效应的有效调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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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孔材料域的快速发展使得具
有复杂结构的新材料不断涌现，然
而如何通过表征手段来准确阐释所
得材料的等级结构信息往往是新材
料研究过程中的一大瓶颈。金属有
机 框 架（metal-organic frameworks, 
MOFs）作为一类极具应用前景的多
孔材料同样面临着这样的问题。不
少研究发现，MOFs 晶体中的官能
团（域）（Functional domain）的空
间分布直接关系到材料的吸附性能、
化学稳定性以及在其他介质中的分
散度，但是用常规的表征手段来研
究化学官能团在 MOFs 材料中的分
布相当困难，这一问题极大地阻碍
了复杂结构 MOFs 材料的理性设计
研究。

近日，我校物质学院李涛教授
课题组开发了一种用于研究 MOFs
材料官能团域的新方法。该方法巧
妙 地 利 用 了 金 盐 在 MOFs 孔 道 内
高温还原过程中易扩散和选择性
沉积的特性来追踪识别层状 MOFs

（stratified MOFs）材料内的官能团
域。 该 研 究 成 果 以“Tracking and 
Visualization of Functional Domains in 
Stratified Metal-Organic Frameworks 
Using Gold Nanoparticles”为题发表
于国际知名学术期刊 ACS Central 
Science。

该工作首先选取了一系列具有
核壳结构的层状 MOFs，并将氯金酸
（HAuCl4）灌入 MOFs 孔道内。随
后，MOFs 孔道内的 Au(III) 在 200℃
氢气氛围下被还原为金纳米颗粒（Au 
NPs）并在 MOFs 的孔道之间自由扩
散。由于不同官能团域对于 Au NPs
的表面有着不同的亲和力，Au NPs
能够选择性地在“亲金”(Au-philic）
的官能团域内进行结晶生长。得益
于还原后的 Au NPs 的高衬度，层
状 MOFs 的官能团域边界能在透射
电子显微镜（TEM）下清晰地被勾
勒出来。因此该方法被称之为 Gold 
Diffusion Enabled Domain Identification
（GDEDI）。GDEDI 法 在 用 来 确

定壳核 MOF 官能团域边界时能获
得高达 ±1.5 nm 的空间分辨率。甚
至对于传统方法无法表征的一类壳
核 MOF: UiO-66-NH2@UiO-66-
NO2，该方法依然可以实现对官能
团域进行准确识别。本工作为研究
具有复杂官能团域分布的 MOFs 材
料（例如 MTV-MOF、层状 MOFs
和渐变 MOFs 等）提供了新思路。

该课题的研究工作全部在上科
大完成，上科大为第一完成单位。
李涛课题组 2017 级硕士研究生秦
雪迪为第一作者，李涛教授为通讯
作者。该研究中密度泛函理论计算
部分由物质学院 Yongjin Lee 教授课
题组 2018 级硕士研究生邬家晟完
成。电子显微三维重构（3-D TEM 
Tomography）实验由物质学院马延
航课题组2016级本科生范亚奇完成，
充分体现了物质学院交叉合作的良
好氛围。该研究由国家自然科学基
金青年科学基金和上科大启动基金
等项目支持。

1 月 10 日上午，中国科协生命
科学学会联合体揭晓 2019 年度“中
国生命科学十大进展”。我校免疫
化学研究所特聘教授饶子和院士团
队的“揭示抗结核新药的靶点和作
用机制及潜在新药的发现”研究项
目入选。此研究项目由饶子和院士
领导，研究团队成员包括上海科技
大学首届博士研究生张兵 （现为上
科大免疫化学研究所副研究员），
免疫化学研究所研究员、生命学院
副教授杨海涛及免疫化学研究所副
研究员李俊等。

结核病是由结核分枝杆菌感染
而引发的一种致命性疾病，在传染
性疾病中堪称“头号杀手”，因此
针对结核杆菌的新药靶点研究和新
药研发迫在眉睫。膜蛋白 MmpL3
在分枝杆菌细胞壁合成过程起关键
作用，是一个抗结核新药研发的重

要靶点。饶子和院士研究团队历经
六年时间，在“揭示抗结核新药的
靶点和作用机制及潜在新药的发
现”研究项目上取得重大研究进展，
率先在国际上成功解析了分枝杆菌
关键药靶蛋白 MmpL3 以及“药靶
─药物”复合物的高分辨率晶体结
构，揭示了 MmpL3 的工作机理以
及新药 SQ109 杀死细菌的全新分子
机制。研究团队还发现一种减肥药
利莫那班也是靶向 MmpL3 的抑制
剂并阐明了其作用机制。

饶 子 和 院 士 团 队 项 目 的 成
果 以 题 为“Crystal Structures of 
Membrane Transporter MmpL3, an 
Anti-TB Drug Target” 的 研 究 长
文发表于国际顶级生命科学期刊
《Cell》。 同时，饶子和院士团队
设计的抗结核先导药物已申请 PCT
专利。该成果首次勾勒了小分子抑

制剂如何精确靶向 MmpL3 及其超
家族质子内流通道的三维图像，为
新型抗生素的研发、解决全球日趋
严重的细菌耐药问题开辟了一条全
新途径，也为我国研发具有自主知
识产权的抗结核新药奠定了重要的
基础。

“中国生命科学十大进展”由
中国科协生命科学学会联合体主
办，旨在推动我国生命科学领域的
创新发展，展示和宣传生命科学领
域的重大科技成果。本届“中国
生命科学十大进展”项目由中国
科协生命科学学会联合体成员学会
推荐，经两院院士为主的领域同行
专家评选及中国科协生命科学学会
联合体主席团审核，最终 7 个知识
创新类及 3 个技术创新类项目入选
2019 年度“中国生命科学十大进
展”。

的分子识别在调节蛋白质功能和
影响各种细胞生物学过程中起着
至关重要的作用。蛋白质 - 代谢
物的相互作用（protein-metabolite 
interaction, PMI） 可 以 调 控 代 谢
酶、转录因子、转运蛋白以及膜
受体的活性，从而可以将细胞代
谢与遗传调控、环境感知和信号
转导联系起来。据推测，特定的
细胞中可能存在数百万对功能相
关的 PMI，其复杂程度不亚于蛋
白质 - 蛋白质相互作用（PPI）网
络。而迄今为止，最全面的 PMI
分析只鉴定出大肠杆菌细胞内 20
种代谢物分子与 800 余种内源代
谢酶与之间存在 1678 对互作关联，
远低于哺乳动物细胞中已发现的
近 56000 种蛋白 - 蛋白互作对组

成的 PPI 网络。大规模绘制细胞
内 PMI 关联图谱仍面临着多种技
术障碍，如难以检测低亲和力和
瞬时 PMI，某些蛋白质无法进行
体外纯化，尤其是全长跨膜蛋白
质等等。

近 些 年 来， 基 于 质 谱（mass 
spectrometry）的化学蛋白质组学
和代谢组学技术的快速发展促进
了 PMI 的 系 统 性 研 究。 综 述 文
章全面总结了利用组学策略进行
PMI 研究的最新进展，讨论了不
同 PMI 研究方法的优势和局限性，
以及在质谱定量分析和数据挖掘
中如何提高 PMI 鉴定准确性的思
路，为探索细胞内众多未知的蛋白
质 - 代谢小分子相互作用及其与
疾病的关联提供了可借鉴的研究

策略。
该综述中介绍的亲和质谱技术

也是从小分子混合物中快速筛选
靶蛋白配体的有力工具，但是目
前其通量限制在每组混合物包含
400-2000 个化合物，并且传统的
筛选流程通常需要体外纯化靶蛋
白，这对于结构稳定性低的膜蛋
白来说是非常大的挑战。水雯箐
课题组在已有研究基础上（Chem. 
Sci. 2018）进一步发展了一种新型
的迭代式亲和质谱方法，此方法能
够一次性从 2 万个化合物组成的混
合物中高效富集结合特定 GPCR
靶标的配体，筛选出的配体亲和力
通常在微摩尔以下。此外，该方法
可针对纯化的 GPCR 蛋白或者表
达 GPCR 蛋白的细胞膜组分进行

配体筛选，而后者可省去膜蛋白纯
化的繁琐步骤。作者利用这种高通
量、无标记、可定量的亲和质谱技
术，针对 A2A 腺苷受体筛选得到
三种新结构的拮抗剂。该研究论
文此前发表于 Analytical Chemistry
期刊。

iHuman 研究所科研助理李珊
珊为综述文章的一作，水雯箐研究
员为通讯作者。亲和质谱技术的
研究论文由水雯箐课题组博士生
陆燕和研究助理秦姗姗主要完成，
为共同一作，水雯箐研究员与中科
院药物所王明伟研究员为共同通
讯作者。两篇论文中上科大均为第
一完成单位。该项目得到了上科大
科研启动基金、国家重大专项和国
家自然科学基金等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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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质学院李涛课题组开发出
揭示 MOF 材料复杂结构的新方法

免疫化学研究所饶子和院士研究项目
入选 2019 年度“中国生命科学十大进展”

我校生命学院吕鹏飞课题组
最新研究发现 , 传统的紧密连接
组 分 闭 合 蛋 白（Occludin） 并 没
有像预期一样在上皮组织中起屏
障作用，反而在蛋白质的生产和
分泌这个极其基本而又重要的细
胞行为中起着至关重要的调控作
用。北京时间 2 月 13 日，相关成
果 以“Occludin Protects Secretory 
Cells from ER Stress by Facilitating 
SNARE-Dependent Apical Protein 
Exocytosis”为题，在国际知名学
术期刊《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刊》
（PNAS）上在线发表。

蛋白质分泌是细胞中最基本
的生物学过程之一。分泌蛋白包
括激素、酶等，经内质网和高尔
基体被分泌至胞外，参与了许多
生理过程，对细胞间交流也非常
重要。虽然目前蛋白质分泌领域
已经积累了很多研究成果，但仍
不清楚在一些专职分泌的细胞中，
如耳中的毛细胞（hair cells）、胃
中的主细胞（chief cells）等，是如
何加速分泌蛋白质从而避免胞内
蛋白过度累积的。

吕 鹏 飞 课 题 组 发 现 敲 除 闭
合蛋白的母鼠无法哺乳是由于产
奶量下降所致。在探究产奶量为
何下降的过程中，他们意外地发
现闭合蛋白缺失并非是影响紧密
连接的完整性、乳腺上皮细胞形

态发生、细胞分化和组织极性这
些过程，而是在缺失闭合蛋白的
产奶细胞中存在更强烈的内质网
应 激 反 应（ER stress）， 并 因 此
引起细胞凋亡和蛋白表达的下
降，最终导致敲除闭合蛋白的母
鼠产奶量下降。进一步，研究人
员对分子机制的研究发现闭合蛋
白定位于分泌泡上，并且与蛋
白分泌相关的 SNARE [（Soluble 
N-ethylmaleimide-sensitive factor 
attachment protein, SNAP)  Receptor]
蛋白相互作用。这说明闭合蛋白
可能通过与 SNARE 蛋白的相互
作用提高蛋白的分泌效率，从而
保证产后奶蛋白的产生。该研究
成果不仅为理解蛋白质的生产、
运输和分泌这一过程打开了一扇
新的大门，也为今后理解由于闭
合蛋白缺失导致的各种疾病，例
如听力丧失、不育、消化道等等
疾病提供了理论依据和治疗靶点。

生命学院吕鹏飞课题组 2018
级博士研究生周涛，副研究员吕
韵哲和 2017 级博士研究生许崇申
为论文共同第一作者，吕鹏飞教
授为通讯作者。2017 级硕士研究
生王瑞和张力烨教授参与了本项
研究。上科大为第一完成单位。
该项研究得到了科技部，国家自
然科学基金委和上科大科研启动
基金的支持。

水雯箐课题组发表有关质谱与组学新技术
用于筛选蛋白质 - 小分子相互作用的综述和研究论文

近期，我校 iHuman 研究所、
生 命 学 院 水 雯 箐 课 题 组 受 邀 在
Current Opinion in Biotechnology 上
发 表 了 题 为“Systematic Mapping 
of Protein-Metabolite Interactions 
With Mass Spectrometry-Based 
Techniques” 的综述，系统总结了
可用于发现细胞内蛋白质 - 代谢
小分子相互作用关联的化学蛋白
质组学方法。水雯箐课题组长期
从事药物靶标蛋白的配体筛选研
究，尤其关注 GPCR 这类膜蛋白，
发展质谱技术用于新结构、新功
能 GPCR 配体的发现。此前，该
课题组发展了一种迭代亲和质谱
技术，可应用于 GPCR 靶向的小
分子配体高通量筛选，相关成果
于 2019 年 7 月 发 表 于 Analytical 
Chemistry， 题 为“Accelerating 
the Throughput of Affinity Mass 
S p e c t r o m e t r y - B a s e d  L i g a n d 
Screening toward a G Protein-
Coupled Receptor”。

蛋白质和小分子代谢物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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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我校物质学院杨波课
题组在理论辅助甲烷干重整催化
剂设计方面取得了重要进展。该
工作以掺杂了少量锡的镍基催化
剂为研究对象，从理论研究方面
分析了锡对催化剂活性与稳定性的
影响，并据此提炼出可用于筛选
甲烷干重整反应催化剂的描述符，
为筛选与设计具有兼具高反应活性
与高稳定性的催化剂提供了新方
向。该成果以“Descriptor Design in 
the Computational Screening of Ni-
Based Catalysts with Balanced Activity 
and Stability for Dry Reforming of 
Methane Reaction”为题发表在国
际知名学术期刊 ACS Catalysis。

甲烷干重整反应，因其以重要
温室气体甲烷与二氧化碳为反应
物，且产物为可进一步利用的合成
气而受到广泛关注。镍催化剂由于
反应活性较高，储量丰富、价格低

廉而被认为可代替贵金属催化剂用
于催化该反应。然而镍催化剂在甲
烷干重整反应条件下普遍会由于产
生积碳而失活，研究中通常采用助
剂掺杂的方法对催化剂进行改性。
由于当前对助剂如何影响催化剂的
稳定性与活性欠缺深层次理解，获
得兼具高稳定性与高活性的催化剂
仍是研究中的一大挑战。

该工作首先选取了实验中已报
道的少量锡掺杂的镍这一能够有效
抑制积碳的催化剂为对象，利用密
度泛函理论结合微观动力学模拟的
方法，深入研究了锡对催化剂活性
与稳定性的影响。研究发现，由于
掺杂的锡减弱了催化剂表面碳的吸
附，同时升高了甲烷解离的能垒，
使得高温下的速控步骤从纯镍上的
二氧化碳解离变化为甲烷解离，导
致了反应活性和表面积碳程度的降
低。在此基础上，该工作发展了新

的分析方法，提出当催化剂表面碳
生成过程为速控过程时，催化剂的
抗积碳性将得到极大提高，并据此
总结出了表面碳吸附能以及甲烷与
二氧化碳解离自由能垒作为快速判
断催化剂活性与稳定性的描述符。
最后，使用以上描述符对不同金属
掺杂的镍基催化剂进行筛选，其结
果能够很好地解释已有实验报道，
并且指出了铝与锌可能是潜在的良
好助剂可使镍基催化剂具有较高活
性与稳定性。

该项研究成果，我校物质学院
2017 级博士研究生陈姝樾为第一作
者，杨波教授为通讯作者，上科大
为第一单位，并获得了国家自然科
学基金委员会“碳基能源转化利用
的催化科学”重大研究计划培育项
目与上海市教委青年东方学者计划
支持，相关计算在校图信中心高性
能计算平台与上海超算中心完成。

2020 新年伊始，上海科技大学
iHuman 研究所执行所长、生命科
学与技术学院教授刘志杰研究团队
在人源大麻素受体结构与功能的系
列研究中再获突破。北京时间 1 月
31 日凌晨，研究成果以“Activation 
and Signaling Mechanism Revealed by 
Cannabinoid Receptor-Gi Complex 
Structures”为题，在国际顶尖学术
期刊 Cell 上在线发表。值得一提的
是，这是刘志杰课题组继 2018 年
（2 月 2 日），2019 年（1 月 10 日）
新年伊始连续在 Cell 发表研究论文
后的第三篇重磅研究成果。

G 蛋白偶联受体（GPCR）是
一类镶嵌在细胞膜上的蛋白分子，
属于人体内数量最多且生理功能
最重要的蛋白质超家族，目前约有
40% 的临床药物作用于 GPCR 及其
信号转导途径相关蛋白。GPCR 负
责接收外界信号并跨膜传递到细胞
内，在细胞膜外配体分子（比如药
物分子）的调控下，GPCR 招募细
胞内的下游信号分子，如 G 蛋白，
进行接头和信息传递。接头分子 G
蛋白获得信息后与 GPCR 分离并把
信号继续传递给其下游分子，最终
胞外信号对细胞发挥调控作用。

大麻被用于医药等领域已有数
千年历史，我国是种植和使用大
麻最早的国家。《神农本草经》
及《本草纲目》中就有关于大麻
的医药和保健用途的记载。植物
大麻中含有几十种大麻素，比较
有名的致幻成分——四氢大麻酚

（∆9-tetrahydrocannabinol, THC）
主要作用于人体中被称为大麻素
受 体 的 两 个 GPCR 分 子 CB1 和
CB2。CB1 是人体中枢神经系统中
分布最广的 GPCR 之一，主要与人
的情绪、认知、疼痛、食欲以及其
它器官的多种生理功能相关。CB2
则主要存在于人的免疫系统中并负
责免疫系统调节。近年来，大麻素
的药用属性正在得到越来越广泛
的认可和应用，例如 2018 年分别
被欧盟和美国 FDA 批准上市的治
疗儿童癫痫病的新药“Epidiolex”
中的主要有效成分就是大麻二酚
（Cannabidiol, CBD)。大麻素通过
作用于人体的内源性大麻素系统参
与调控多种重要的生理活动，是治
疗神经退行性及情绪类疾病、肥胖、
疼痛、肝纤维化、炎症和免疫调节
类疾病的重要靶点。

刘志杰教授课题组一直聚焦于
大麻素受体结构与功能的系统研
究，希望为相关疾病的新药研发提
供理论和实验依据。在过去 4 年中，
刘志杰教授及研究团队成功解析了
大麻素受体 CB1 分别与拮抗剂和激
动剂，以及 CB2 与拮抗剂复合物的
高分辨率晶体结构，系统揭示了大
麻素受体与配体相互作用的分子机
制。相关研究成果分别发表在 2016
年 Cell，2017 年 Nature 和 2019 年
Cell 上。

在此项研究中，刘志杰团队首
先借助上海科技大学生物电镜平台
拍摄到了 CB1 和 CB2 分别与下游

G 蛋白分子接头的清晰图像，利用
单颗粒三维重构技术解析了三元复
合物结构。成功破解了信号分子间
如何接头及信息传递的密码，首次
实现同时解析出两个大麻素受体与
G 蛋白复合物高分辨率结构的重要
突破。同时，他们还使用 X 射线晶
体学手段，解析了 CB2 与一个专门
设计的激动剂分子复合物的高分辨
率结构。通过分析三个高精度结构
及相应的功能实验揭示了大麻素受
体在激活状态下与下游信号转导分
子 G 蛋白的接头方式和信号转导机
制。

“通过团队的密切合作和不懈
努力，目前我们已成功揭开了大麻
素受体 CB1 和 CB2 分别处于拮抗
状态、中间态及激活态的神秘面
纱，对大麻素系统的认知又迈出了
坚实的一大步。”华甜副研究员说。
该研究发现，虽然在激动剂调控下
CB1 和 CB2 与下游 Gi 蛋白的接头
方式非常相似，但是两个受体的激
活机制却各不相同。另外，他们还
首次发现胆固醇分子对 CB1 的别构
调节功能，为靶向 CB1 受体的特异
性药物设计提供了新思路。同时，
该研究还揭示了 CB2 受体获得高选
择性配体的分子机制，为针对 CB2
的免疫类新药设计提供了更加精确
的分子模型和理论基础。

“大麻素受体的结构生物学研
究难度极大，在华甜、李潇婷和武
丽杰等团队成员的积极努力下，我
们在揭示该系统的信号转导复合

物结构及工作机制的研究中再获
重要突破。该研究成果对我们后
续的基于大麻素受体的精准药物设
计提供了可靠的实验依据，为实现
iHuman 研究所制定的在基础研究
和转化应用两方面比翼齐飞的战略
布局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撑。” 刘志
杰教授说。

刘志杰课题组副研究员华甜，
博士后李潇婷和 iHuman 研究所膜
蛋白线站平台武丽杰副研究员为论

近日，由我校信息学院智能
医学信息研究中心主任郑杰教授指
导，2019 级硕士研究生戴昕男、汪
洁，2020 级准研究生（保送生）徐
凡，以及英国曼彻斯特大学 Piyush 
Mundra 博士（曾任郑杰教授的博士
后研究员）组成的 SingleCellLand 队，
在 2019 届 DREAM 挑战赛第一个分
项挑战中荣获第三名。

DREAM Challenge 是目前国际
计算生物医药领域最具影响力的算
法挑战赛之一。该挑战赛始于 2006
年，已连续举办 12 届。作为开放数

据建模竞赛，每届 DREAM 竞赛设
计不同的生物医疗相关的任务主题，
并提供开放测试数据，由参赛队进
行建模和算法设计，由组织方进行
验证并根据预测结果决定优胜者。

本届挑战赛有来自全球的 291
支包括国内外众多高校与企业的队
伍参赛。上科大郑杰课题组首次参
赛即在第一个分项挑战中获得第三
名的好成绩，其中第一名所属的碳
云智能公司是国内知名的智能医疗
独角兽企业，第二名来自美国内华
达大学。郑杰课题组的研究重点是

开发应用数据科学、人工智能、认
知计算等前沿技术，在生物信息学、
健康医疗大数据等领域研发新算法，
解答生物医药方面的问题，提高公
众健康水平。

本 次 DREAM 挑 战 赛 主 题 是
Single Cell Signaling in Breast Cancer。
参赛队伍需要根据组织者提供的药
物反应单细胞数据，考虑细胞间异
质性对药物反应的影响，对缺失数
据进行填补，从而预测乳腺癌细胞
在特定药物作用下的反应。

在本次比赛中，队员面对的一

大挑战是需要兼有生物学与信息学
的知识。SingleCellLand 队充分发挥
信息学院学科交叉的优势，将新颖
且合适的机器学习算法应用到单细
胞药物反应预测中。参赛队员戴昕
男和汪洁表示此前在跨学科课程《人
工智能在科学与工程学的应用》与
《生物信息学：软件开发与应用》
课程（均由郑杰教授组织开设）中
获得的计算机科学和生命科学结合
的训练，为本次 DREAM 挑战赛提
供了知识和经验基础。此外，免疫
化学所的蒋立春老师也为参赛队在

生物学背景知识方面进行了答疑。
健康医疗大数据应用的发展已

被纳入国家大数据战略布局，医疗
大数据成为国家重要的基础性战略
资源。如何应用 AI 等前沿信息技术
对医疗大数据进行挖掘，是国内外
众多研究机构的研究热点。通过此
次参赛，郑杰课题组展示了对生物
医学数据进行建模和精准预测的出
色能力，参赛学生在信息科学和生
命科学的交叉领域进行了一次实践，
与国内外参赛队伍切磋交流，体会
了学以致用，开拓了视野。

信息学院郑杰课题组获得国际计算生物医药领域 DREAM 2019 分项挑战赛季军

文的共同第一作者，刘志杰教授和
华甜副研究员为共同通讯作者，上
科大为第一完成单位。参与该项研
究的还有 iHuman 研究所赵素文课
题组，中国科学院深圳先进技术研
究院袁曙光课题组以及美国斯克利
普斯研究所等单位的科研人员。该
研究中冷冻电镜数据在上海科技大
学生物电镜中心收集，iHuman 研
究所真核细胞表达平台、基因克隆
平台、蛋白纯化平台、功能研究平
台的工作人员为该项研究提供了强
大的技术支持。该研究同时获得了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科技部及上
海市政府的经费支持。

刘志杰教授团队系列研究最新成果再登 Cell

物质学院杨波课题组提出镍基甲烷干重整催化剂理论设计的新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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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我校免疫化学研究所
细 胞 钙 信 号 实 验 室 的 Katsuhiko 
Mikoshiba 教 授 和 Kozo Hamada
副 研 究 员 在 Annual Review of 
Physiology 发表了题为 IP3 Receptor 
P l a s t i c i t y  Unde r l y ing  D ive r s e 
Functions 的综述论文。论文阐述了
近年来 IP3 受体在结构和功能研究
领域的最新进展，提出了全新概念
来解释 IP3 受体的可塑性如何使其
在细胞微区调控多种功能。

从最初发现 IP3 受体至今，40

年的大量研究表明 IP3 受体能够在
不同细胞微区调控多种功能，例如
线粒体和内质网之间的细胞器接触
位点，而其调控功能的异常则能
导致脊髓小脑性共济失调等多种疾
病。最新的冷冻电镜和 X 射线晶
体学研究解析了 IP3 受体的结构，
并逐渐整合其不同微区的功能学研
究。这篇综述重点阐述了 IP3 受体
的结构和功能研究的最新进展，并
提出一个新的模型来解释 IP3 受体
功能多样性的结构基础，即 IP3 受

体在细胞微区动态转换（如钙离子
依赖性的调控、蛋白结合和翻译后
修饰等）所引发的结构可塑性机制，
与其行使时空特异性的功能密切相
关。

Mikoshiba 教授和 Hamada 副研
究员曾在日本东京大学和理研所进
行了超过 20 年的钙信号研究工作，
于 2019 年 4 月加盟上科大免疫化
学研究所。研究方向是钙信号在正
常生理及疾病状态下的细胞和分子
生物学机制。

近日，上海科技大学 iHuman 研
究所徐菲课题组与上海交通大学医
学院附属第九人民医院精准医学研
究院雷鸣课题组合作在人体细胞信
号转导研究领域获重大突破，成功
解析了首个人源孤儿受体（GPR52）
三维精细结构，揭示了孤儿受体在
无配体、有配体以及与下游信号转
导分子 G 蛋白复合物结合的各功能
状态的结构特征，首次解密了有趣
的 GPCR 自激活现象及其结构基础。
北京时间 2 月 20 日凌晨，该成果以
“Structural basis of ligand recognition 
and self-activation of orphan GPR52”
为题，在国际顶尖学术期刊 Nature
上在线发表，同期的 news and views

对本文做了专门报道。值得一提的
是，该研究是上海科技大学 iHuman
研究所今年初在国际顶尖杂志 Cell
上发表文章后又一项高水平、系统
性的研究成果。这也是青年副教授、
研究员徐菲课题组继 2018 年 8 月在
Nature 上发表首个卷曲受体三维精
细结构之后的又一重大突破。

人体细胞表面分布着许多 G 蛋
白偶联受体（GPCR），其功能相
当于细胞的“信号兵”。这些“信
号兵”负责细胞内和细胞间的信息
交流，进而广泛参与人体生理或病
理状态的调节。举个例子，当你困
了的时候也许需要来一杯咖啡，咖
啡中的咖啡因分子正是作用在一个

叫“咖啡因受体”（一种腺苷受体，
主要分布在大脑和其他组织中）的
经典 GPCR 而发挥生理作用的。
这里，咖啡因分子就是这个信号分
子，也叫配体。再比如，临床上用
到最多的用于镇痛的吗啡，就是主
要作用于人体内细胞表面的阿片受
体——GPCR 中最古老的药物靶点
之一。肩负如此重要的细胞信号传
导作用又是广泛分布在细胞的表面，
GPCR 的功能一旦受损就可能引起
各种人类疾病，如炎症、糖尿病、
神经退行性疾病、癌症等。因此，
GPCR 长期以来一直是药物研发
领域的“宠儿”，目前市场上超过
30% 的在售药物都以 GPCR 为靶点。

GPCR 是具有 7 个跨膜螺旋结
构域的膜蛋白，在人类基因组中有
800 多个成员，目前已有超过 60 个
GPCR 的精细结构被相继报道，有
力推动了基于分子结构的合理药物
设计与开发。“近年来 GPCR 的结
构报道层出不穷，然而对孤儿受体
结构的了解仍然是空白，”徐菲课
题组的硕博连读研究生、论文的第
一作者林浠说：“因此我选择了一
个孤儿受体作为我的研究课题，希
望能在这个难点领域有所突破”。
孤儿受体（orphan receptor）因其内
源性配体（即体内天然信号分子）
尚未被发现而得名，目前已发现的
有 100 多个，却没有一个已知的分

子结构被报道。GPR52 是一个典型
的孤儿 GPCR，主要在大脑中表达
并发挥重要的生理作用，被认为是
治疗各种精神疾病，包括亨廷顿病、
精神分裂症、认知障碍、脑畸形和
和多动症的潜在靶点。“在了解了
GPR52 这个孤儿受体的重要性之
后，我坚信我的研究课题会对整个
孤儿受体领域的认知有所推动。这
更加坚定了我要攻克第一个孤儿受
体结构的决心。”林浠说。GPR52
与非孤儿 GPCR 的序列相似性极低
（小于 20%），这阻碍了使用传统
GPCR 实验方法对其结构的深入理
解和工具配体的发现。（下转第 11
版）

物质学院陈刚课题组实现钙钛矿薄膜
三维向二维结构演变的原位观测

免疫化学研究所提出新模型
阐述 IP3 受体多种功能的结构可塑性基础

赵素文课题组与合作团队
揭示 A 类 GPCR 的共同激活机制

近日，我校物质学院陈刚教
授课题组在钙钛矿薄膜的制备和
原位表征方面再次取得重要进展。
他们创新性地使用丁胺气体对三
维钙钛矿薄膜进行表面处理，获
得二维三维复合结构的钙钛矿薄
膜；同时利用同步辐射原位 X 射
线表面掠入射衍射技术深入研究
了表面二维材料的结构、成分和
生长机理；通过将结构优化的二
维三维复合钙钛矿薄膜应用于光
伏器件中，获得了高效稳定的钙
钛矿太阳能电池。目前，该成果
以“In Situ Observation of Vapor-
Assisted 2D-3D Heterostructure 
Formation for Stable and Efficient 
Perovskite Solar Cells” 为 题， 发
表 于 国 际 知 名 学 术 期 刊 Nano 
Letters。

作为一种新兴的光伏技术，
钙钛矿太阳能电池的光电转换效
率迅速提升，但是，如何制备大
面积且稳定的电池器件是其产业
化应用过程中面临的主要问题。
已有研究表明，在传统的三维钙
钛矿表面进行二维结构修饰有助
于提升钙钛矿的效率和稳定性。
在这些表面处理的工艺中，最常
见的方法是在钙钛矿薄膜上旋涂
长链有机盐溶液。然而，旋涂溶
液法不可避免地破坏薄膜表面的
形貌，且该方法不适用于制备大
面积的电池器件。

在 陈 刚 教 授 团 队 的 这 一 项
研究中，科研人员引入丁胺气体
辅助的方法，在常温常压下对最
常用的三维钙钛矿碘化铅甲胺
（MAPbI3）进行气体熏蒸处理，
生成均匀的复合相二维表面层，
并与三维钙钛矿形成三维 / 二维
复合结构的钙钛矿薄膜。他们运
用同步辐射原位 X 射线衍射技术，
辅之以荧光光谱和扫描电镜技术，
详细研究了 MAPbI3 薄膜在丁胺
气体中形成二维复合物的结构与
成分，以及反应进行的过程。科
研人员将此工艺应用于太阳能电
池的制备，在提高钙钛矿太阳能
电池效率的同时，也显著提高了
其稳定性。研究人员进一步研究
了三维 / 二维复合结构钙钛矿薄
膜的能级，发现二维复合物层在
光伏器件中可以阻止光生电子从
三维钙钛矿向空穴传输层的反向
转移，同时保证了空穴的高效转
移，由此提升了器件的效率。这
一气体辅助处理法有望运用于大
面积钙钛矿太阳能电池器件的组
装和制备。

物质学院 2015 级博士研究生
刘洲为文章第一作者，陈刚教授
为通讯作者，上海科技大学为第
一完成单位。该研究得到了国家
自然科学基金、上海市科委、上
科大启动经费及上海光源的大力
支持。

再登 Nature ！上科大徐菲研究团队与合作者揭示首个孤儿受体三维结构成果

图注：GPCR 介导跨膜信号转导的示意图

X 光原位观测丁胺气体引导的钙钛矿
薄膜由三维向二维结构演变的艺术展

近日，我校 iHuman 研究所 PI/
生命学院赵素文助理教授课题组与
合作研究团队在 eLife 上发表题为
“Common activation mechanism of 
class A GPCRs”的论文，首次揭示
了完整连接配体结合口袋和 G 蛋白
偶联区域的 A 类 G 蛋白偶联受体
（GPCR）的共同激活通路，并获
得相关功能性实验验证。这项成果
不仅加深了人们对 GPCR 信号转导
机制的认识，而且对靶向 GPCR 的
药物研发和孤儿受体的功能研究都
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GPCR 是人体内最大的膜蛋白
超家族，参与视觉、嗅觉、味觉、
神经传递、内分泌和免疫应答等生
理功能，在细胞信号转导中有着关
键 作 用。A 类 GPCR， 是 GPCR
超家族中最大也是研究最多的。
GPCR 的激活本质上是胞外侧激动
剂结合和胞内侧下游效应蛋白招募
互相耦合的别构过程，即受体从非
激活态到激活态的构象转变。前人
研究多采用结构生物学、NMR 等

研究特定受体，对家族层面的共同
激活机制研究非常缺乏。

在本次发表的文章中，研究人
员开发了一个计算生物学框架来定
量和系统地描述激活过程中的构象
变化，即用残基接触打分（Residue-
residue contact score, RRCS） 评 价
残 基 对 接 触 强 度（Residue-residue 
contact strength），从而将三维的结
构信息转化为二维的残基接触打分
网络并由此实现对激活过程中残基
构象变化的精确描述。通过对 A 家
族 45 个受体的 234 个结构的 RRCS
分析，我们首次发现 A 类 GPCR 中
存在一条由 34 组残基对构成的共同
激活通路。这一通路完整连接配体
结合口袋和 G 蛋白偶联区域，并有
机整合这些序列保守但空间疏离的
模体（如 CWxP、PIF 和 Na+ pocket
和 NPxxY 等），在残基层面揭示了
GPCR 如何被激活、TM6 为什么会
翘起、各模体间如何相互配合完成
跨膜信号转导的机制和过程。

研究团队采用实验手段对关键

氨基酸残基进行突变，在受体持续
激活或失活状态先验证了这一共同
激活通路。此外，研究团队还发现
GPCR 致病突变明显富集在受体共
同激活通路上，间接反映了共同激
活通路上这些位点的重要性。作为
行使激活功能的模块，共同激活通
路使配体结合口袋和 G 蛋白偶联区
域可以独立演化。研究人员认为，
这可能可以解释为什么上下这两个
口袋的残基组成如此多样化，这种
多样性使得 GPCR 成为最庞大、最
成功的细胞信号转导家族。

赵素文课题组周庆同助理研究
员和中国科学院上海药物研究所 /
国家新药筛选中心 / 复旦大学王明
伟课题组杨德华研究员为共同第一
作者，赵素文助理教授、王明伟研
究员和英国剑桥的医学研究委员会
分子生物学实验室 Madan Babu 博
士为共同通讯作者，上海科技大学
iHuman 研究所为第一完成单位。
参与该项研究的还有美国奥古斯塔
大学的科学家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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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 日， 上 海 科 技 大 学 物 质
学院张石磊团队在磁性斯格明子
（Skyrmions）表面态研究中取得重
要成果：通过先进软 X 射线共振散
射（REXS）手段，在手性磁体材料
中首次发现了磁性拓扑表面态 ——
一种在垂直方向有序排列的表面磁
性斯格明子。这一发现将对非易失
性存储器件设计及功能性优化产生
重要影响。该研究成果以“Robust 
Perpendicular Skyrmions and Their 
Surface Confinement”为题发表于学
术期刊《Nano Letters》。

磁性斯格明子是一种受拓扑保
护的新型磁构型，在二维空间表现
出纳米尺度的涡旋状自旋结构。在
三维空间，斯格明子阵列则会堆垛
成管状填满整个材料。斯格明子的
产生关键在于 DM（Dzyaloshinskii-
Moriya）相互作用，主要存在于具
有非中心对称性的手征磁性块体材
料和界面存在镜面对称性破缺的

（上接第10版）“为此，我们花了
近四年时间反复筛选蛋白的基因构
造和结晶条件。”徐菲副教授说，
“最终我们在不破坏蛋白功能的前
提下使蛋白自身处于一个稳定的适
宜结晶的状态，从而通过晶体学的
方法解析了无配体状态的受体结
构。”在这个结构中，研究人员惊
讶地发现了GPR52独特的第二个胞
外环（ECL2）构象，几乎充满了
整个GPCR配体结合口袋，似乎扮
演了一个内置型配体的角色。上海
交通大学医学院雷鸣课题组利用精
准医学研究院的电镜平台，以冷冻
电镜技术揭开了一个“自激活”状
态的GPCR与其下游G蛋白复合物
结构的神秘面纱。之所以称其“自

激活”，是因为受体的活性状态不
是由配体分子刺激实现的，而是完
全依靠自身的特殊机制——即上述
ECL2结构域形成的内置型激活态构
象。“这在之前是无法想象的，”
徐菲说，“因为此前报道的所有
GPCR-G蛋白复合物都要求有一个
关键性的激动剂配体起到稳定整个
结构的作用”。至此，整个故事已
经接近完整了，但是研究人员没有
放弃追问：既然这个通常的配体口
袋被受体自身的结构域占据了，那
么真正的配体分子结合在哪里呢？
这个问题显然也对寻找“脱孤”线
索，即确定内源性配体的结合机制
很重要。因此，研究人员紧接着尝
试了GPR52与一个激活性工具配体

分子c17的共结晶，并迅速解析了
GPR52结合c17的复合物结构，该
结构首次发现了一个“侧位口袋”
（sidepocket）。c17配体所占据的这
个侧位口袋，既不同于传统的GPCR
正构位点，也未在之前报道的各类
别构位点中出现过。这一特性可被
发掘用来进行合理性药物设计，提
高药物作用的选择性和特异性。

iHuman 研究所执行所长刘志
杰教授对该成果的获得感到十分欣
喜：“研究所在过去 4 年中连续发
表高影响力的研究成果，这充分得
益于上科大和研究所高水平公共服
务平台的鼎力支持。”

上海科技大学的副教授、研究
员徐菲，上海交通大学的雷鸣和武

信息学院赵登吉课题组多篇论文
被国际人工智能领域顶级会议 AAMAS、ECAI 录用

物质学院张石磊团队利用先进光源手段
在斯格明子表面态研究中取得重要进展

磁性薄膜材料中，分别产生布洛
赫型和奈尔型两种自旋构型。除了
其本身具有一系列奇异的拓扑物理
特性以外，由于可通过施加较小的
外部电流对其进行操控且具有拓扑
稳定性，磁性斯格明子被认为可作
为非易失性存储器件的磁性单元，
在非易失性计算和存储器件开发中
具有潜在应用。目前传统的可用于
实现斯格明子存储器件的方式是通
过施加一个面外的磁场，产生面内
的体态斯格明子阵列，以赛道存储
器的方式进行编码和操作。因此，
编码信息的稳定性取决于单个斯格
明子之间的距离是否恒定。在信息

操控的同时在材料中保持稳定的斯
格明子相是目前极具挑战性的一个
难题：首先，由于磁振子或热扰动
产生的随机噪声，特殊几何构型产
生的边缘效应和表面缺陷等因素，
使得单个斯格明子的位置随时间而
波动；其次，在手性磁体中，斯格
明子形成的区域在很窄的一个范围
内，也使得利用其实现非易失性存
储器件变得非常困难。

张石磊教授团队利用软 X 射
线共振弹性散射技术对手性磁体
Cu2OSeO3 单晶内的斯格明子行为
进行了深入研究。首先通过施加一
个面内的磁场，产生垂直方向上的

体态斯格明子管状阵列。而有意思
的是，此磁有序状态并没有体现出
传统面内斯格明子在低温下消失的
特性。与之相反的是，斯格明子在
广泛的温度区间内呈现稳定状态。
进一步 REXS 三维磁结构解析表
明，这一稳定的拓扑结构仅仅存在
于样品表面（120 nm 以上），而
体态则符合传统面内手性磁体的行
为，即为非拓扑保护的锥状磁序。
这一奇异的磁结构是由于材料表面
的平移对称性破缺导致，形成了拓
扑磁序的“表面钉扎”效应。因此，
外界的磁场和温度的扰动都不易破
坏这种斯格明子状态。这一发现对

基于斯格明子的存储器件开发有着
重要意义。由此衍生出的垂直斯格
明子存储赛道器件能够更稳定、更
高密度地存储信息。

上海科技大学是该研究的主要
完成单位，张石磊教授为第一作者。
上科大与英国“钻石”同步辐射光
源、法国同步辐射光源（Synchrotron 
SOLEIL）、 德 国 卡 尔 斯 鲁 厄 理
理 工 学 院（Karlsruhe Institute of 
Technology）、中科院物理所磁学国
家重点实验室、安徽大学和牛津大
学共同合作完成此项工作，研究得
到了上科大科研启动基金和上海科
技大学拓扑物理实验室的大力支持。

近日，第 19 届智能体及多智
能 体 系 统 国 际 会 议（International 
Joint Conference on Autonomous 
Agents and Multi-Agent Systems, 
AAMAS-2020）与第 24 届欧洲人工
智 能 会 议（European Conference on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ECAI-2020） 论
文录用结果相继公布，我校信息学
院赵登吉课题组传来捷报，共有 5
篇论文被接收。值得一提的是，被
录用的文章中第一作者不仅有信息
学院的硕士研究生，还有本科生。
他们尝试将传统算法博弈论的研究
与社交网络相结合，利用社交关系
驱动解决全球数字经济环境下的新
挑战。

智能体及多智能体系统国际

会议（AAMAS) 是多智能体系统领
域最具影响力的会议之一，由非
营利组织 IFAAMAS 主办。今年，
AAMAS-2020 共收到 808 篇论文投
稿，录用 186 篇。赵登吉课题组共
有 3 篇论文被录用。

“Coa l i t i ona l  Games  w i th 
Stochastic Characteristic Functions 
Defined by Private Types”一文首次
针对未知特征函数的合作博弈问题
进行研究，提出一种新的奖励分享
机制。不同于假设先验特征函数的
传统模型，新机制不仅能保证参与
者愿意加入合作，同时还激励他们
汇报自己真实的特征函数。实验结
果表明，该机制有很强的应用前景。
赵登吉教授为该论文的第一作者和

通讯作者，大四本科生黄以清为第
二作者。

“Redistribution Mechanism on 
Networks”一文着眼于非盈利资源
有效分配问题的研究，提出了基于
社交网络的再分配机制。该机制的
目标旨在满足个体理性、激励相容、
渐近预算平衡的前提下，使得资源
分配尽可能社会最优。该研究首次
将社交网络纳入考量，而不局限于
传统的固定参与者的静态模型。与
传统机制相比，该机制能显著提升
分配效率。研二学生张雯为该论文
的第一作者，大四本科生陈涵宇为
第三作者，赵登吉教授为通讯作者。

张雯是上科大首届本科生，毕
业后直研本校，目前在读硕士研究

生二年级，此次共有三篇第一作者
的论文被接收。其在 AAMAS-2020
被录用的第二篇文章是“Collaborative 
Data Acquisition”。文中首次研究了
在大数据收集众包市场设计中，如
何激励用户在社交网络中传播任务
信息让更多用户参与来获得更好的
数据。研究设计了一种新的奖励计
算方法来激励用户提供真实的数据
同时邀请更多人参与，而且确保组
织者不会为冗余数据买单。模拟实
验显示，相较于传统的方法，该研
究在相同预算的前提下可以邀请更
多的人参与，且在相同的任务完成
效果下，所支付的开销最小。

欧洲人工智能会议（ECAI）是
人工智能领域的三大综合会议之一，

具有很强的国际影响力，每两年召
开 一 次。 今 年 ECAI-2020 共 收 到
1443 篇论文投稿，录用 365 篇。赵
登吉课题组共有 2 篇论文被录用。

“Incentivize Diffusion with Fair 
Rewards”一文研究如何以更公平的
奖励方式激励社交网络中的信息传
播。基于社交网络的信息传播机制
由赵登吉教授团队首次研究并被国
际同行广泛关注。本文在之前的工
作基础上提出一种新的信息传播机
制，融合经典的拍卖机制和再分配
机制，使得所有对传播有贡献的结
点都能获得正的期望收益，且不损
害卖家收益。学生张雯为该论文的
第一作者，研一学生张尧为第三作
者，赵登吉教授为通讯作者。

此外，基于赵登吉教授的算
法博弈导论课程的启发，三位本科
生深入研究如何充分利用有限的预
算通过社交关系实现一个信息扩散
的最大化。研究成果以“Maximal 
Information Propagation with Budgets”
来展示，与传统技巧不同，这篇文
章提出了利用用户之间的竞争关系
来刺激信息的传播。文中提出的奖
金分配机制确保在任何有限的预算
下都能保证信息的传播范围最大化，
其在基于社交网络的推广中有很好
的应用。赵登吉课题组的大四本科
生石浩旻为该论文的第一作者，研
一学生张尧为第二作者，大四本科
生司子琳、王乐童分别为第三第四
作者，赵登吉教授为通讯作者。

学生所取得的成绩离不开教授
的悉心指导，更得益于上海科技大
学本研一体的教学特色，让每位上
科大学子在本科阶段就能了解科研、
接触科研、参与科研，为今后更深
入的学习研究打下坚实的基础。　　图 1：未知特征函数奖励分享机制实验分析　　　　　　图 2: 基于网络的再分配机制算法示例　　　　　　图 3：大数据收集众包机制算法示例

健研究员为该论文共同通讯作者，
徐菲课题组 2015 级硕博连读生林
浠、2017 级硕博连读生王年冬、雷
鸣课题组 2017 级硕士研究生李明
月及 iHuman 研究所赵素文课题组

助理研究员吴屹然为论文共同第一
作者，上科大为第一完成单位。该
项研究同时获得了科技部、国家自
然科学基金委、上海市科委及上海
市政府的经费支持。



12 版 E-mail:  news@shanghaitech.edu.cn

2020 年 2 月 18 日 科研·动态

编辑部地址：浦东新区华夏中路 393 号行政中心 209 室　邮编：201210　电话：021-20685161　　上海豪杰印刷有限公司排印　厂址：平陆路 345 号　电话：021-66314188　印数：2000 份

近日，我校信息学院邵子瑜课
题组在网络基础理论研究领域取得
突破性进展，解决了该领域长期以
来悬而未决的一个公开难题：“如
何系统性地设计有效的大规模网络
拓扑结构”。相关工作以“Systematic 
Topology Design for Large-Scale 
Networks: A Unified Framework”
为 题， 被 国 际 计 算 机 通 信 大 会
（INFOCOM）接收。 国际计算机
通 信 大 会（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Computer Communications，
INFOCOM）是网络领域中重要的
国际学术会议之一，由 IEEE（国
际电气电子工程师学会）举办。
INFOCOM 2020 共 收 到 1354 篇 提
交 论 文， 录 用 268 篇， 接 收 率 为
19.8%。

网络研究领域一直以来有一个
基础性的公开难题，即如何采用自
顶向下的方法系统性地设计网络尤
其是大型网络的拓扑结构，以满足
各种领域不同的性能要求。目前已
有的网络拓扑结构设计方案绝大部
分采用自底向上的方法进行设计，
非常依赖于设计者的工程经验和巧
妙的启发式想法。以云计算领域以
及人工智能的核心系统“数据中心
网络”为例，对其拓扑结构的研究
已经有很长的历史，涌现出 Fat-
Tree、DCell 等许多经典拓扑结构。
其中，Fat-Tree 结构已经被谷歌、
微软、Facebook、阿里巴巴、百度、
腾讯等大型 IT 企业的数据中心广泛
采用。但是这些通过自底向上方法
设计的拓扑结构，只适用于某些特
定网络场景，难以有效地扩展升级

到更广泛的场景，因为有几个核心
问题无法很好地回答：（1） 为什
么有些拓扑结构如 Fat-tree 在实际
系统中运行效果很好？（2）这些拓
扑结构什么时候运行效果不好？（3）
如何系统性的去提高拓扑结构的设
计？

为了回答这些核心问题，邵子
瑜教授带领学生用了近两年时间，
另辟蹊径，提出一套通用的理论设
计框架，终于彻底解决这一基础性
公开难题。解决问题的思路是采用
逆向工程与前向工程相结合的方法。
一直以来，邵子瑜教授都有一个信
念，即通过经验和启发式想法设计
的实际系统中运行得非常好的工程
设计，其背后必定蕴含着一个相应
的数学原理和隐含问题，而该设计
可以看成是解决了对应隐含数学问
题的最优方案。

解决问题的入手点是针对数据
中心网络中最常用的 Fat-tree 结构
进行逆向工程。这是非常关键的一
步，在尝试了许多思路和工具之后，
终于发现 Fat-Tree 结构设计背后的
数学原理。原来，Fat-Tree 结构可
以看做是一类组合设计结构在一定
约束条件下的最优设计。在此基础
上，研究人员从组合设计理论中找
到了几个关键性的工具并对其加以
改造，结合前述的数学原理以及工
程结构从而凝练出一套通用的拓扑
结构设计分析框架。研究人员发现，
数据中心网络和超算中几乎所有的
已知重要拓扑结构都可以从这套通
用设计框架中系统性地产生。不仅
如此，通过这套设计框架，还可以

系统性地改进已有的拓扑结构并明
白其极限所在。

通过这套通用拓扑结构设计框
架，研究人员做了许多前向工程工
作，针对不同领域的性能需求，系
统性地产生了数十个不同类别的新
型拓扑结构，可以满足数据中心、
超算、联邦学习、智能物联网、集
成电路设计等多个领域的网络拓扑

结构需求。而且这样的拓扑结构还
可以与最新的机器学习、强化学习
技术结合，设计出各种自适应智能
网络，更好地实现网络智能。

截至目前，该研究工作已经收
到美国麻省理工学院（MIT）、华
为公司等国际知名大学和企业的讲
座邀请。

该课题的研究工作在上科大完

成。邵子瑜课题组硕士研究生常益
嘉为第一作者，同组博士研究生黄
曦和 2017 级本科生邓龙秀林分别为
第二和第三作者，邵子瑜教授为通
讯作者。上科大为第一完成单位。
相关研究得到了上海科技大学科研
启动基金，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以及
上海市自然科学基金的支持。

近日，我校物质学院杨波课题
组在表面催化反应复杂网络优化
的理论研究方面取得重要进展。
该研究提出了一种基于贝叶斯误差
分析泛函优化复杂催化反应网络，
并进行反应机理不确定性分析的方
法，为完整、可靠的理论催化机理
研究提供了新的策略。该成果以
“Propagating DFT Uncertainty to 
Mechanism Determination, Degree of 
Rate Control, and Coverage Analysis: 
The Kinetics of Dry Reforming of 
Methane” 为 题， 在《The Journal 
of Physical Chemistry C》发表。该
研究得到了编辑和审稿人的高度评
价，入选为 ACS Editors' Choice 文
章进行亮点报道，同时在美国化学

学会网站作为头条新闻展示。
多相催化反应过程往往非常复

杂，反应网络中常涉及多个中间
物种和过渡态，仅 100 种物种和约
200 个基元步骤即可构成包含 2000
条以上的反应路径，若使用传统的
通过列举路径进行研究等方法将很
难准确快速完成。此外，基于密度
泛函理论的催化研究所得结果具有
一定误差，可能导致反应机理的错
判，因此为了增加理论研究所得结
论的可靠性，对这种误差所造成不
确定性进行估计是很有必要的。本
项工作首先提出了一种构建反应网
络并利用微观动力学计算结果进行
筛选以找到主要反应路径的流程，
将上述流程应用于贝叶斯误差估计

泛函所计算得到的多组能量中，最
终利用统计分析，给出了不同温度
条件下，各个机理、决速步骤发生
的可能性。以甲烷干重整为模型反
应，使用上述方法所得理论分析结
果能够和实验结果很好地契合。

值得一提的是，课题组使用
Python 语言开发了基于上述方法的
“CatNet”程序包，目前已有组内
其他成员使用该方法研究更为复杂
的催化体系。此程序包也将在完善
接口和文档后开源，提供给理论催
化的研究人员使用。

该论文中，物质学院 2017 级硕
士研究生王宝川为第一作者， 2017
级博士生陈姝樾、2015 级本科生张
家铭（现在密歇根大学攻读博士学

位）分别为第二和第三作者，杨波
教授为通讯作者，上科大为第一完
成单位。研究中还获得了中国科学
院上海高等研究院低碳转化中心及
上科大 - 高研院低碳能源联合实验
室李圣刚研究员的协助。该研究由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大研究计划培
育项目及上科大启动经费等项目支
持，相关计算在校图信中心高性能
计算平台与上海超算中心完成。

ACS Editors' Choice 是 美 国 化
学学会（ACS）推出的一项扩大刊
物影响力的举措。该项目每天从
所有 ACS 开办的期刊中选取一篇
具有重大科学意义的优秀论文置
于 ACS 主页上，相当于每天的头
条或者主题文章。ACS 旗下每个

期刊的编辑团队要为“ACS Editors' 
Choice”窗口推荐论文，推荐选定
的论文必须代表每个杂志所有论文
的最高水平。入选的文章由美国
化学会支持成为即时永久开放获
取（Open Access） 的 论 文， 而 无
需论文作者付费。截至 2019 年 12
月 18 日，《The Journal of Physical 
Chemistry C》在 2019 年共发表了
3235 篇论文，入选该项目的论文仅
有 8 篇，入选率低于 0.5%。《美国
化学会会志》（JACS）主编 Peter 
J. Stang 教授指出，编辑推荐的每一
篇文章都应包含“使该领域的研究
范式发生变革的一些新概念”（“new 
concepts that are paradigm-shifting in 
the field”）。

近日，上海科技大学物质学院
张石磊教授团队在多铁材料自旋动
力学研究中取得重要成果：通过最新
开发的同步辐射软 X 射线散射实验
精确重构出六角铁氧体（hexaferrite）
材料铁磁共振的全部过程，首次在
世界上开发出软 X 射线“双共振
散射”的实验手段。这一全新的表
征方法为凝聚态磁学以及拓扑磁学
的发展开辟了新的途径。该研究成
果 以“Mode-Resolved Detection of 
Magnetization Dynamics Using X-ray 
Diffractive Ferromagnetic Resonance”为
题发表在学术期刊《Nano Letters》。

共振现象是关联体系的基本性
质。在磁性材料中，由于磁矩之间的
微观相互作用，产生了磁振子体系。
磁振子的结构在动量空间由独特的
色散关系勾勒（能量－动量），而当
外界激发能量（电磁波）匹配在能隙
能量时，会引发跃迁现象：磁共振。
因此，铁磁共振（FMR）是研究关
联磁性体系的重要实验手段。但是，
FMR在实验上只测量到频域的信息。
换句话说，FMR 仅仅观测到了在某
一频率下的吸收现象，而集体共振时
磁振子的具体动力学过程（自旋排列
和磁结构随着时间的周期性演化）目

前从未在实验上观测到。其主要原因
是当前缺乏一种既对磁结构敏感，又
有超快时间分辨的手段。

为了解决这一问题，张石磊团
队利用同步辐射软 X 射线的多维度
参量（能量、动量、偏振、时间分辨），
开发了“双共振散射”实验。这一手
段核心的原理在于同步辐射的 X 光
并非连续入射，而是以接近 500 MHz
的频率一束一束发射。每一束光的时
间宽度为 35ps。换句话说，对于大多
数同步辐射实验，如果体系的动力学
与 500 MHz 无关，则这一属性与连
续光无异。然而，对于关联磁性体系，

500 MHz 的倍频（1 GHz-6 GHz）刚
好在铁磁共振的频率范围。在实验
上，研究团队设计了独特的与光源匹
配的共振弹性 X 光散射（REXS）环
境，使得驱动 X 光的微波在引发样
品铁磁共振的同时，同步的 X 光用
REXS 的方式去探测某一个“冻结”
时刻的磁结构。通过一系列频闪观测
的方法首次重构出了整个铁磁共振
的全部过程。实验的空间分辨率为原
子级别，可对磁矩的三个分量独立分
辨，时间分辨率为 35ps。通过对共振
过程的精确表征，磁振子在量子层面
的物理机制亦可完全被揭示。值得一

提的是，该工作基于英国钻石光源，
光束宽度仅为 35ps。而在上海光源的
光束宽度可以达到 15ps，且光通量更
大。将更高质量的双共振散射在上海
光源 S2 光束线实现是课题组下一步
的目标。

上海科技大学是该工作的主要
完成方，张石磊教授为通讯作者。
该工作与英国钻石光源、中科院物
理所磁学国家重点实验室、重庆大
学和牛津大学共同合作完成。该研
究得到了上科大科研启动基金和上
海科技大学拓扑物理实验室的大力
支持。

信息学院邵子瑜课题组在网络基础理论研究领域取得突破性进展

物质学院张石磊教授团队在多铁材料自旋动力学研究中取得重要成果

物质学院杨波课题组最新研究成果入选 ACS Editors' Choice

图注：新型网络拓扑结构示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