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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要闻】 

人工智能与数字经济省实验室（深圳）落户我校 

8 月 29 日上午，第三批广东省实验室建设启动仪式在广州举行。省委书

记李希、省长马兴瑞为 3 家省实验室授牌。深圳市副市长王立新，我校校长

李清泉、特聘教授梁中明院士出席仪式。按照全省规划，人工智能与数字经济

省实验室（深圳）规划筹建期间，由我校提供过渡场地。 

据悉，人工智能与数字经济省实验室结合优势产业及创新资源分布，按

照两点布局模式，由广州，深圳联合共建。其中人工智能与数字经济省实验室

（深圳）围绕人工智能基础理论、人工智能计算系统、人工智能驱动的数字经

济技术等三个重点领域，利用国家超算中心开展基础理论和示范应用重大科

学工程研究，掌握核心关键技术和自主知识产权，推动智能产品开发创新，培

育人工智能新兴业态，布局产业链高端，打造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人工智能和

数字经济产业集群。该实验室由深圳市政府筹建，实验室规划三年启动建设

期，预计总投入约 20 亿元，筹建期间由我校提供过渡场地。 

我校新增 6 个博士后科研流动站，增量并列全国第一 

近日，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全国博士后管委会联合发布的《关于批准新

设湖南大学哲学等 339 个博士后科研流动站的通知》，公布了批准新设的博士

后科研流动站名单。本次，深圳大学获批 6个新增设博士后科研流动站(心理

学、新闻传播学、计算机科学与技术、建筑学、土木工程、生物医学工程)，

增量并列位居各高校首位。 

截至目前，深圳大学已经拥有 1 个博士后科研工作站和 9 个博士后科研

流动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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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级设站单位 具体管理单位 获批时间 备注 

深圳企业博士后工作站深圳

大学高新技术企业分站 
科学技术部 1997-5-7  

光学工程博士后科研流动站 
物理与光电工程学院 

微纳光电子学研究院 
2007-8-14  

理论经济学 

博士后科研流动站 
中国经济特区研究中心 2012-8-29  

信息与通信工程 

博士后科研流动站 
电子与信息工程学院 2012-8-29  

心理学博士后科研流动站 师范学院（教育学部） 2019-9-27 新增 

新闻传播学 

博士后科研流动站 
传播学院 2019-9-27 新增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博士后科研流动站 
计算机与软件学院 2019-9-27 新增 

建筑学博士后科研流动站 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 2019-9-27 新增 

土木工程博士后科研流动站 土木与交通工程学院 2019-9-27 新增 

生物医学工程 

博士后科研流动站 
医学部 2019-9-27 新增 

 

深圳大学首次进入软科世界大学学术排名世界 500 强，

位列内地高校第 33 名 

8月 15日，2019 软科世界大学学术排名正式发布，深圳大学首次进入世

界 500强大学榜单，在内地高校中排名第 33名，较 2018年上升 22名；在广

东高校中位列第 3 名，仅次于中山大学和华南理工大学；世界排名 328，较

2018年上升 199名。 

软科世界大学学术排名 (ShanghaiRanking’s Academic Ranking of 

World Universities，简称 ARWU) 是世界范围内首个综合性的全球大学排名，

2003 年首次发布，今年发布的是第 17 版。ARWU 以其评价体系的客观和透明

引领了国际大学排名的浪潮，是全球最具影响力和权威性的大学排名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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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世界各地被广泛报导和大量引用，许多政府和大学从该排名出发，分析比

较本国、本校的情况，采取各种举措来提升大学的国际竞争力。 

张学记副校长带领科学技术部一行赴计算机与软件学院、

物理与光电工程学院调研 

9月 30日，张学记副校长带领科学技术部领导班子及工作人员赴计算机

与软件学院和物理与光电工程学院，围绕实现 “四大”（大团队、大平台、

大项目、大成果）建设，提升科学研究水平，增强服务国家战略和区域经济

社会发展能力，针对我校科研管理和服务存在的问题和不足等方面展开调

研。 

计算机与软件学院明仲院长介绍了学院的管理、科研情况，提出了缺少

国家级科研成果的现状，分别从科研激励、科研平台、科研成果三个方面进

行分析，并提出了建设性意见。朱安民教授、李坚强教授等人就科研团队建

设，激发青年教师活力等方面提供了意见。 

物理与光电工程学院徐平院长对学院的师资、科研情况进行简要介绍，

就科研团队、科研成果转化、人才培养、中青年教师培育等方面提出了建设

性意见。众多教师就科研团队、科研平台、军工资质等方面提出了意见。 

张学记副校长认真听取了两学院与会人员的意见和建议，表示学校将会

根据大家反映的困难和问题，深入研究，出台相关政策，以期为广大科研工

作者提供更优质的科研服务。 

我校教授张晗当选美国光学学会会士 

近日，在美国华盛顿举行的美国光学学会（OSA）理事会上，深圳大学微

纳光电子学研究院教授张晗当选美国光学学会会士（OSA Fellow）。这是深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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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教授首次入选 OSA Fellow，是美国光学学会授予该领域专家的最高学术

荣誉。 

美国光学学会成立于 1916年，是光学领域权威性的国际学术组织，也是

世界上最大的光学和光子学信息同行评审集合。据悉，每年 OSA 将在全球范

围内的光学领域内进行遴选，其标准非常严格，最终入选者必定是“对光学

的进展做出重大贡献”的学者。张晗教授因其在二维材料非线性光学及新型

功能器件领域的开创性贡献，以及二维材料在生物光子方面的应用成就而当

选。 

深圳大学马歇尔生物医学工程实验室第一届学术委员会会议

暨消化道肿瘤高峰论坛顺利举行 

10 月 14-16 日，深圳大学马歇尔生物医学工程实验室第一届学术委员会会

议暨消化道肿瘤高峰论坛在深圳大学粤海校区图书北馆二楼会议室顺利举行。

2005 年诺贝尔生理或医学奖得主巴里•马歇尔教授、1993 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

奖理查德·罗伯茨教授、中国工程院院士香港中文大学沈祖尧教授、北京大学消

化疾病研究中心主任周丽雅教授、深圳大学副校长张学记教授、科技处处长文振

焜教授、大鹏新区科技创新和经济服务局陈佳荣副局长、医学部主任朱卫国教授、

副主任许兴智教授、副主任陈心春教授、主任助理黄鹏教授以及深圳大学马歇尔

生物医学工程实验室成员等出席本次会议。 

10 月 15 日上午，张学记副校长致欢迎词，向远道而来的海内外专家和学者

表示诚挚和热烈的欢迎。接着医学部副主任许兴智教授主持会议，西澳大学郑敬

元博士、深圳大学医学部主任朱卫国教授和副主任陈心春教授、医学部生物医学

工程学院副院长陈昕教授、医学信息工程系系主任张治国教授、深圳大学计算机

视觉研究所所长沈琳琳教授、深圳市鸿美诊断技术有限公司侯志波博士、医学部

副主任许兴智教授、医学部基础医学院病原生物学系系主任邢少军教授及医学部

主任助理黄鹏教授分别从消化肿瘤发病机制、多源信息精准诊断和个体精准治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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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个研究方向进行了汇报。最后，张学记副校长作题为《智能生物传感器用于精

准医学》的学术报告。 

10 月 15 日下午，召开第一届学术委员会会议，实验室主任巴里·马歇尔教

授为委员会成员颁发聘书，会议由实验室执行主任黄鹏教授主持。实验室学术委

员会委员们针对实验室发展战略规划进行了详细地讨论，对重大科研方向进行了

前瞻性部署，明确了实验室主要围绕消化肿瘤的机理基础研究、创新性诊断治疗

方法和临床转化应用三个方向开展科学研究。此次会议进一步明确了实验室的建

设目标和任务，期望为消化系统肿瘤诊疗提供新的理论与方法。 

通过建立马歇尔生物医学工程实验室这一重大创新平台，深圳大学将致力于

建立生物、医药、工程等学科交叉融合的世界级科研平台，吸引和凝聚高端创新

人才队伍。围绕消化疾病的临床需求开展重大基础研究，力争基础理论的重大原

始创新集群式突破，实现消化疾病的精准、高效诊疗的核心关键技术，并在大鹏

新区实施转化，从而推动深圳市乃至全国医疗健康产业的发展。 

我校召开 2020 年度国家自然科学基金杰青、优青申报座谈会 

9月 30日上午，校科技部组织召开 2020年国家自然科学基金杰青、优

青申报座谈会。科技部文振焜主任、张杰锋副主任主持，邀请杰青获得者黄

磊教授、董必钦教授、优青获得者吴松教授和周学昌教授传授申报经验，约

20位拟申报国家杰青、优青的青年教师参加了座谈会。 

黄磊教授鼓励大家凝聚核心，形成强有力团队，纵向找信心、横向找差

距，做到小领域内的最强一二者，强调每个人成长路径不一样，提前设计规

划自己的成长路径；董必钦教授深入介绍本学科领域的申报情况，从申报政

策上介绍杰青项目的基本要求以及申报准备技巧；吴松教授结合自身的研究

经历，建议大家提高战略高度，面向国际前沿、国家需求、应用价值，需求

牵引，突破瓶颈。周学昌教授通过介绍自身科研成长经历，鼓励大家在积淀

中凝练亮点，在大背景中讲出小故事，在领域中寻求突破，形成独立性的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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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能力。 

与会老师认真聆听了四位专家的经验分享，结合自己在项目申报及科研

工作中遇到的问题，与专家进行了深入探讨。 

文振焜主任在讲话中传达了学校对杰青及优青等人才项目的重视，并在

源头政策上给予了最新的支持，鼓励广大青年教师有计划、有准备的积极参

与申报。张杰锋副主任就杰青、优青项目申报的各类政策问题和与会教师展

开讨论，并对我校杰青、优青培育及成长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和困难进行详细

调研。校科技部将积极为广大教师做好服务工作，推动学校国家自然科学基

金工作持续发展。 

广东省人民政府覃伟中副省长一行莅临我校参观调研 

8 月 24 日下午，广东省人民政府覃伟中副省长一行莅临我校参观调研。

省政府副秘书长陈岸明、省教育厅厅长景李虎、省科技厅副厅长郑海涛，深圳

市政府副秘书长李卓文、市教育局局长张基宏陪同调研；我校党委书记刘洪

一、校长李清泉，副校长李永华、张学记参加了调研。陪同调研的还有省、市

教育、科技等部门有关负责人。 

覃伟中一行分别来到我校物理与光电工程学院、计算机与软件学院、土

木与交通工程学院参观考察，并对我校取得的学术成果和发展建设情况表示

赞赏。 

考察调研期间，刘洪一、李清泉汇报了学校近年来在教学、科研、师资等

方面的发展建设情况，代表学校感谢省、市领导一直以来对学校工作的关心、

指导和支持。 

在考察校园和认真听取汇报后，覃伟中对深圳大学近年来的发展表示肯

定，并鼓励深圳大学要发挥特区大学优势，提升办学水平，扩大办学规模，加

强师资队伍建设；要加强产学研合作，做大做强学校重点学科，提高服务地方

产业升级和经济社会发展的水平，为深圳实现高质量发展提供智力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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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校牵头主持的“矿业、石油与安全学科发展战略”

研讨会顺利举行 

2019 年 8 月 8 日，由深圳大学牵头主持的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项目

“矿业、石油与安全学科发展战略研究”研讨会在四川成都顺利召开。会议

由深圳大学谢和平院士主持，来自 30多个单位的 100余名领导和专家出席了

会议。 

大会首先由项目负责人谢和平院士对项目情况进行了介绍，强调本次会

议任务、目标，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工程一处项目主任刘顺代表基金委

提出了对本项目的要求。 

本次大会设三个分会场：矿业、石油、安全三个学科组进行讨论。矿业学

科组由谢和平院士担任组长、康红普院士和顾大钊院士担任副组长，石油学

科组由苏义脑院士担任组长、高德利院士和李根生院士担任副组长，安全学

科组由范维澄院士担任组长、王双明院士担任副组长。各学科组专家针对本

学科领域内存在的问题以及未来学科的发展方向进行了深入讨论。 

分组会讨论结束后，全体参会人员再次集中，项目负责人谢和平院士强

度了下阶段的工作与重点，并对《矿业、石油与安全学科发展战略研究报告》

的大纲、进度安排等进行了说明。 

我校举行人工智能与数字经济广东省实验室（深圳）

网站开通仪式 

9 月 18 日上午，我校在办公楼 201 会议室举行人工智能与数字经济广东

省实验室（深圳）网站开通仪式，并举行实验室建设筹备工作会议。筹备小组

组长、深圳大学校长李清泉，副组长、深圳大学副校长杜宏彪、徐晨、李永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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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学记，小组成员党政办公室、科学技术部、社会科学部、研究生院等单位相

关负责人以及筹备小组办公室成员计算机与软件学院、物理与光电工程学院、

电子与信息工程学院等学院相关负责人参加会议。 

实验室建设筹备工作会议主要围绕省人工智能与数字经济省实验室（深

圳）（以下简称“省实验室”）的选址、实验室的调研工作、省文件传达、筹

备小组的工作计划与任务、确立省实验室章程等内容来进行。 

会议最后，李清泉宣布人工智能与数字经济广东省实验室（深圳）网站正

式开通。 

我校与青海师范大学签订合作框架协议 

10 月 12日上午，青海师范大学校长史培军一行来访我校，并与我校签订

合作框架协议。我校校长李清泉、副校长徐晨，党政办、教务部、研究生院、

科学技术部、学生部、人力资源部等部门负责人出席签约仪式。 

李清泉代表我校对史培军一行的到来表示热烈欢迎，并向来宾简要介绍

了我校的基本情况。史培军对深圳大学近年来取得的成绩表示祝贺。他简要

介绍了青海省及青海师范大学的发展现状。并希望未来能与深圳大学增进学

科之间的交流，建立合作，共同进步。 

在李清泉、史培军的见证下，我校副校长李徐晨、青海师范大学副校长马

德明代表双方签署战略合作协议，正式确立合作关系。 

协议签署后，双方就人才培养、专业建设、学科交流、资源共享、社会服

务等合作内容进行了补充交流。双方一致表示，希望能够尽快在合作框架协

议中敲定专业合作内容，将合作落实到实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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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项目】 

我校获 2019 年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 352 项，

优青杰青立项数创新高 

8月 16日，2019 年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评审结果正式揭晓，根据第一批资

助结果，深圳大学获资助项目 352 项，另已公示杰出青年基金项目 3 项。立

项数排名全国第 16、广东省第 2。其中面上项目 114 项，青年科学基金 215

项，重点项目 6 项，优秀青年科学基金项目 2 项，国际(地区)合作与交流项

目重点项目 1 项。目前项目资助率 22.3%，高于全国平均资助率（17.35%）

4.95个百分点。 

值得关注的是，在 236家单位获得的 743项 2019年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

点项目中，深圳大学获得 6项，排在全国第 23 位。 

2019 年重点类项目立项名单 

序号 项目名称 负责人 所在单位 

1 
基于 CT 影像与尿液特征谱智能诊断

膀胱癌淋巴结转移的研究 
吴松 第三附属医院 

2 
卵巢肿瘤免疫治疗中的微环境光学成

像方法研究 
刘丽炜 

物理与光电工

程学院  

3 高能量超短脉冲中红外激光技术 阮双琛 
物理与光电工

程学院  

4 泛地图的三元空间理论与表达方法 郭仁忠 
建筑与城市规

划学院 

5 
新型动态微纳光子器件与应用的基础

研究 
袁小聪 

纳米光子学研

究中心 

6 
城市地下工程建设与运营安全控制理

论与方法 
陈湘生 

土木与交通工

程学院  

7 
焦虑与执行功能的动态交互脑网络研

究 
罗跃嘉 

脑疾病与认知

科学研究中心 

8 
超大城市区域的可持续交通与均等

化：模式、机理与治理 
李清泉 

土木与交通工

程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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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半导体和光纤激光器中的多种光频率

梳产生研究 
张晗 

微纳光电子学

研究院 

10 
芳香烃受体调控脂质代谢在过敏性哮

喘发病中的分子机制研究 
高培松 第三附属医院 

来自 196 家单位的 600 位申请人入围优秀青年科学基金项目（简称“国

家优青”），其中深圳大学周学昌的“韧性水凝胶界面的化学与物理”项目和

吴松的“膀胱癌复发的分子机理研究”项目获评。 

2019 年优秀青年科学基金项目立项名单 

序号 项目名称 负责人 所在单位 

1 膀胱癌复发的分子机理研究 吴松 第三附属医院 

2 韧性水凝胶界面的化学与物理 周学昌 
化学与环境工

程学院 

今年已公示资助的国家杰青来自 128 家单位，共 300 人。我校崔宏志教

授、董必钦教授、黄磊教授共 3 人成功入选，入选人数创我校历年新高，位

居全国第 23位（并列单位 6个）、广东省第 2。 

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项目立项名单 

序号 项目名称 负责人 所在单位 

1 鲁棒阵列信号处理 黄磊 
电子与信息工

程学院 

2 滨海混凝土劣化与抑制 董必钦 
土木与交通工

程学院 

3 储能混凝土 崔宏志 
土木与交通工

程学院 

我校获 2018 年度国家重点研发计划项目资助 8053 万元，

获重大项目 2030 课题资助 930 万元 

截至发稿日，我校获 2018 年度国家重点研发计划资助项目 2 项，课题 9

项，总资助金额 8053 万元；重大项目 2030课题 2项，总资助金额 930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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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年度国家重点研发计划资助项目（课题）名单 

序号 项目（课题）名称 负责人 所在单位 

1 药用单细胞真核微藻工程株的设计构建 胡章立 
生命与海洋科学

学院 

2 
城市多规数据融合与动态认知平台关

键技术研究与示范 
李成名 

建筑与城市规

划学院 

3 
大数据泛构及其有效度量的理论与方

法 
毛睿 

计算机与软件

学院 

4 
大数据支撑的城市发展状态动态认知

与评估技术 
乐阳 

建筑与城市规

划学院 

5 
地下基础设施灾害作用和风险推理及

决策支持研究 
苏栋 

土木与交通工

程学院 

6 
铜锌锡硫薄膜电池器件结构与界面工

程 
范平 

物理与光电工

程学院 

7 OAM复用解复用器件原理与设计 袁小聪 
微纳光电子学

研究院 

8 一体化融合网络路由体系 崔来中 
计算机与软件

学院 

9 
单细胞真核微藻细胞器基因组合成组

装及遗传转化 
胡章立 

生命与海洋科

学学院 

10 肿瘤靶向光/热/声一体化探测技术 黄鹏 医学部 

11 
高温非晶合金热塑成型及精密光学模

具加工技术 
沈军 

机电与控制工

程学院 

2018 年度国家重大项目 2030 课题资助名单 

序号 项目名称 负责人 所在单位 

1 多层次操作技能表示与知识化表达 文振焜 
计算机与软件

学院 

2 
未知场景下三维场景的动态构建与定

位 
石大明 

计算机与软件

学院 

2019 年我校获广东省自然科学基金资助项目 82 项，

其中杰出青年项目 3 项 

9 月 23 日，2019 年广东省自然科学基金评审结果揭晓，我校获资助项目 82

项，其中杰出青年项目 3 项，面上项目 79 项。李坚强教授、王毅副教授、李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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副教授分别获得杰出青年项目资助。 

2019 年广东省自然科学基金杰出青年项目立项名单 

序号 项目名称 负责人 所在单位 

1 
信息物理系统与智能系统网络协同关

键技术研究 

李坚强 计算机与软件

学院 

2 
面向国产智能芯片的操作系统核心控

制软件研发与原型试制 

王毅 计算机与软件

学院 

3 
AI生成型虚假视听媒体取证技术研

究 

李斌 电子与信息工

程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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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奖励】 

我校 7 个项目获 2019 年度深圳市科学技术奖 

2019 年度深圳市科学技术奖评审工作已经完成，经深圳市科学技术奖励委

员办公室审评，拟对 10 名人选和 106 个项目授奖。我校共 7 个项目入选本次获

奖名单，其中科技进步奖 4 项，自然科学奖 3 项。 

2019 年度深圳市科学技术奖获奖名单 

序

号 
项目名称 

奖励 

类别 

奖励 

等级 
主要完成人 获奖单位 

所在 

学院 

1 

智能产前超声

关键技术及应

用 

科技进

步奖-社

会公益

类 

一等

奖 

倪 东、李胜

利、雷柏英、

汪天富、文华

轩、许 龙、陈

思平、王 毅、

廖伊梅、党 静 

深圳大学、深

圳市妇幼保健

院、深圳开立

生物医疗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 

医学部 

2 

二维材料非线

性光学及超快

光子器件研究 

自然科

学奖 

二等

奖 

张晗、郭志

男、陆顺斌、

宋宇峰 

深圳大学 

微纳光

电子学

研究院 

3 

水泥基压电复

合材料频率响

应规律及作用

机制 

自然科

学奖 

二等

奖 

董必钦、刘铁

军、张津瑞、

邹笃建、李宗

津 

深圳大学、哈

尔滨工业大学

（深圳）、香

港科技大学 

土木与

交通工

程学院 

4 

新型超灵敏光

纤温度传感器

创新技术研究 

自然科

学奖 

二等

奖 

李学金、耿优

福、于永芹 
深圳大学 

物理与

光电工

程学院 

5 

高分辨率 4D 

医用超声实时

成像探头研发

及产业化 

科技进

步奖-社

会公益

类 

二等

奖 

彭 珏、陈 

林、曹义雄、

唐 浒、唐生利 

深圳大学、深

圳市索诺瑞科

技有限公司 

医学部 

6 

高精度全彩色

三维传感器测

量网技术及应

用 

科技进

步奖-技

术开发

类 

二等

奖 

刘晓利、刘梦

龙、彭 翔、何 

懂、陈海龙、

汤其剑、张青

松、关颖健 

深圳市易尚展

示股份有限公

司、深圳大学 

物理与

光电工

程学院 

7 

表面等离子体

相位光谱关键

技术研究及其

科技进

步奖-社

二等

奖 

顾大勇、何建

安、邵永红、

何浩培、李 

深圳市检验检

疫科学研究

院、深圳大

物理与

光电工

程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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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传染病快速

检测中的应用 

会公益

类 

微、叶 颖、谢

昭聪、叶健忠 

学、香港中文

大学、深圳国

际旅行卫生保

健中心 

深圳市科学技术奖是根据《深圳市科学技术奖励办法》和《深圳市科学技术

奖励办法实施细则》相关规定设立的年度大奖，被视为把脉深圳科技创新发展的

“风向标”，共设置七类奖项，分别是市长奖、自然科学奖、技术发明奖、科技

进步奖、青年科技奖、专利奖和标准奖。深圳市委市政府对科技奖励工作极为重

视，每年召开一次全市科技奖励大会，市委市政府主要领导出席并为获奖者颁奖，

体现了深圳创新之城、创业之都的鲜明特色。 

我校获 2 项 “吴文俊人工智能科学技术奖” 

2019 年度第九届“吴文俊人工智能科学技术奖”评审工作已经完成，经相关

权威机构及两院院士、会士等专家学者的提名推荐，通过对推荐申报项目进行会

议初评和终评答辩，拟对 81 个成果授奖。我校计算机与软件学院两项成果分别

斩获人工智能科技进步奖一等奖、人工智能自然科学奖三等奖。 

2019 年度第九届“吴文俊人工智能科学技术奖”获奖名单 

项目名称 
奖励 

类别 

奖励 

等级 
主要完成人 获奖单位 所在学院 

基于物联网

的多维健康

数据智能平

台关键技术

及应用 

科技进

步奖 
一等奖 

李坚强,明仲,罗

英群,李赛玲,罗

成文,林秋镇,王

佳,吕令广,陈剑

勇,闫巧,陈飞,

马里佳,林庆遂,

黄文财,陈杰 

深圳大学、

深圳中兴网

信科技有限

公司、深圳

市深大云伴

健康科技有

限公司 

计算机与

软件学院 

图像特征提

取与增强方

法及应用 

自然科

学奖 
三等奖 

沈琳琳,赖志辉,

陆玉武 
深圳大学 

计算机与

软件学院 

 “吴文俊人工智能科学技术奖”是我国智能科学技术领域唯一以享誉海内

外的杰出科学家、数学大师、人工智能先驱、我国智能科学研究的开拓者和领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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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首届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科学院数学与系统

科学研究院研究员、中国人工智能学会名誉理事长吴文俊先生命名，依托社会力

量设立的科学技术奖，具备提名推荐国家科学技术奖资格，被誉为“中国智能科

学技术最高奖”，代表人工智能领域的最高荣誉象征。 

纳米光子学研究中心袁小聪教授团队研究成果入选

中国科协第四届优秀科技论文 

2019 年 9月 23日，中国科协办公厅公布了第四届优秀科技论文遴选计

划入选论文，经专家推荐、初评遴选、终评审定以及公示等程序，最终从 10

个学科集群，81个学科分类，2499篇推荐论文中选出 98篇优秀科技论文。

深圳大学纳米光子学研究中心袁小聪教授、雷霆副教授等发表在 Nature 出

版集团刊物《Light: Science & Applications》的论文“Massive 

individual orbital angular momentum channels for multiplexing 

enabled by Dammann gratings”位列入选论文第 4位，为入选的三篇物理

学类论文之一。雷霆副教授是该论文的第一作者，袁小聪教授是通讯作者，

深圳大学是第一署名单位。 

该工作与华为通信公司预研部合作，在其通信系统上进行改造，引入轨

道角动量复用维度，将其通信系统容量提高了 10倍，创下了 160Tbit/s 的

超高速自由空间光通信记录。论文发表以来获得了光通信领域研究人员的广

泛关注，是该领域的 ESI前 1%高被引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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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成果】 

材料学院饶峰特聘教授在《Science》发表研究论文 

材料学院饶峰特聘教授与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马恩教授、西安交通大学张

伟教授合作，在面向高精度神经元计算应用的相变存储材料与器件研究方面取得

重要进展。该成果以 Phase-change heterostructure enables ultralow noise 

and drift for memory operation（超低噪声与漂移的相变异质结存储器）为题

于 2019 年 8月 22日由《Science》杂志以 First Release 形式发布。研究成果

提出了一种新式的相变异质结(Phase-change heterostructure，PCH)设计，该

PCH 可有效抑制玻璃态相变材料结构弛豫以及反复可逆相变过程中的组分偏析，

将 PCRAM 器件数据态的阻值波动和漂移降低到前所未有的水平。饶峰特聘教授为

本论文共同通讯作者，团队成员丁科元博士后为第一作者，深圳大学材料学院为

本论文第一单位。西安交大王疆靖博士、周宇星硕士，浙江大学田鹤教授为共同

第一作者。 

医学部许改霞教授团队在国际顶级期刊《Chemical 

Society Reviews》发表封面论文 

近日，深圳大学医学部生物医学工程学院许改霞教授团队，联合纽约州

立大学布法罗分校 Mark T. Swihart团队、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 Ken-Tye Yong 

团队，在英国皇家化学学会创办的化学类国际顶级期刊《Chemical Society 

Reviews》（影响因子 40.443）上发表了题为《Recent advances in copper 

sulphide-based nanoheterostructures（硫化铜纳米异质结构的最新进展）》

的综述性学术论文（Chemical Society Reviews, 2019, 48(19): 4950-4965），

论文被选为期刊 48卷第 19期封面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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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论文系统地总结了硫化铜纳米异质结构的合成原理、工作机理及典型

应用，解释了硫化铜纳米晶体在阳离子交换时对离子价态的选择性等材料特

性，为今后硫化铜纳米异质结构材料在工业、能源与生物医学的应用指明了

方向。 

许改霞团队的刘迈先博士与 Mark T. Swihart 团队的刘洋博士为共同第

一作者，深圳大学为第一单位，深圳大学许改霞教授、王晓梅教授，纽约州立

大学布法罗分校 Mark T. Swihart 教授，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 Ken-Tye Yong

副教授，上海交通大学顾波波副教授为共同通讯作者。 

医学部药学院程永现特聘教授团队在探索中药药效物质的

化学调控方面取得新进展    

 近期，深圳大学医学部药学院程永现教授团队，在美国化学会创办的有机化

学领域 TOP 期刊《Organic Letters》连续发表两篇中药药效物质化学调控的文章：

《Discovery of Populusone, a Skeletal Stimulator of Umbilical Cord Mesenchymal 

Stem Cells from Populus euphratica Exudates》和《(+/−)-Lucidumone, a COX-2 

Inhibitory Caged Fungal Meroterpenoid from Ganoderma lucidum》，后者被遴选为

封面文章。 

程永现教授团队的研究取得系列进展。一是程永现与焦亚斌教授联合培养的

硕士研究生刘凯新从中分离鉴定了一个形状上类似“蜗牛”的结构新颖的西松烷

型二萜，借助仿生学启发，继而发现该分子可显著促进间充质干细胞的增殖与分

化，提示其对创面修复的潜力（Org. Lett. 2019，DOI: 10.1021/acs.orglett.9b00423; 

我校朱艳霞博士为论文的共同第一作者）。二是研究团队发现(−)-Lucidumone 可

能直接结合 COX-2 的 Tyr 385 位点进而抑制 COX-2 活性。该研究却发现了作用

于此位点的崭新骨架结构，为新一代抗炎药物研究奠定了基础。该论文近日被有

机 化 学 领 域 TOP 期 刊 Organic Letters 在 线 发 表 （ 原 文 链 接 ：

https://doi.org/10.1021/acs.orglett.9b02840），并被遴选为当期杂志封面。程永现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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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论文的通讯作者，晏永明、张昊星及刘欢为论文的共同第一作者。 

化学与环境工程学院何传新教授在《Advanced Energy 

Materials》上发表论文 

近日，深圳大学化学与环境工程学院何传新课题组在能源催化方面取得重要

进展，研究成果以“General Synthesis of Ultrathin Metal Borate Nanomeshes 

Enabled by 3D Bark-Like N-Doped Carbon for Electrocatalysis”为题发表

在化学材料领域顶级杂志《Advanced Energy Materials》(JCR一区，影响因子

24.884)，并被选为封面论文。深圳大学何传新教授为通讯作者，深圳大学为唯

一通讯单位。该研究介绍了一种利用三维树皮状氮掺杂碳为纳米反应器来合成超

薄金属硼酸盐纳米网的通用方法，并将所制备的金属纳米网用于完全电解水，研

究了超薄纳米片组成的网络结构在电催化反应中的独特优势。 

化学与环境工程学院何传新教授在《JACS》发表论文 

近日，深圳大学化学与环境工程学院何传新课题组在能源催化方面取得重要

进展，研究成果以“Scalable production of efficient single-atom copper 

decorated carbon membranes for CO2 electroreduction to methanol”为题

发表在化学领域顶级杂志《Journal of the American Chemical Society》 (JCR

一区，影响因子 14.695)，也是化院首次以第一单位在该杂志上发表论文。深圳

大学何传新教授为独立通讯作者，深圳大学为唯一通讯单位。该研究成果设计了

一种高效制备铜单原子的方法，并提出有效单原子概念。通过构建网络互穿孔和

自支撑结构，大幅提升单原子在界面的概率，避免其由于被包埋而失去催化活性。

由于获得大量有效单原子，使得可以在较低金属单原子含量下实现了较高的电流

密度，具有一定的实际应用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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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纳光电子学研究院范滇元、张晗教授团队在

《Nature Communications》发表研究论文 

近日，深圳大学范滇元院士、张晗教授团队在《Nature Communications》

（中科院 JCR 1 区，TOP 期刊）上发表了题目为“Liquefaction of Water on 

the Surface of Anisotropic Two-dimensional Atomic Layered Black 

Phosphorus”的研究论文（DOI: org/10.1038/s41467-019-11937-9）。郭志男副

教授和张晗教授为共同通讯作者。该研究首次提出了小水滴在各项异性的二维材

料晶体表面各项异性的分布现象。同时该方法可用做二维材料各项异性原子排列

方向快速（＜10 s）鉴定，对各项异性的光学器件、光电器件、光热器件和纳米

机械器件的制备和应用具有非常重要的指导意义。该研究得到了国家自然科学基

金重点项目的大力支持。 

化学与环境工程学院任祥忠团队在国际顶级期刊上发表论文 

近日，深圳大学化学与环境工程学院任祥忠团队在电催化方面取得重要

进展，研究成果以“Rational Design of Positive-Hexagon-Shaped Two-

Dimensional ZIF-derived Materials as Improved Bifunctional Oxygen 

Electrocatalysts for Use as Long-Lasting Rechargeable Zn–Air 

Batteries”为题在线发表在国际顶级期刊《Applied Catalysis B: 

Environmental》(JCR 一区，影响因子 14.229)。课题组硕士研究生官懿为

论文第一作者，任祥忠教授和李永亮副教授为共同通讯作者，深圳大学为唯

一通讯单位。 

深圳大学化学与环境工程学院任祥忠团队介绍了一种自下而上的合成二

维金属有机框架（MOFs）的方法，通过限域作用可控制备了一种能够在热解

后仍保持二维形貌不变的非贵金属纳米复合催化剂，在热解过程中自衍生出



 

20 

 

的碳纳米管进一步使得活性位点与反应物充分接触，从而具有优异的电化学

性能。该工作不仅为 2D MOFs衍生材料的合成提供了指导，也为其它领域应

用中的 2D材料合成提供了新思路。 

物理与光电工程学院范平教授课题组在国际能源领域顶级期刊

《Nano Energy》发表研究论文 

近日，深圳大学物理与光电工程学院范平教授课题组在溅射后硒化法制

备高效率 Sb2Se3薄膜太阳电池研究中取得重要进展，成果以“Highly 

efficient and stable planar heterojunction solar cell based on 

sputtered and post-selenized Sb2Se3 thin film”为题在线发表在国际

能源领域顶级期刊《Nano Energy》(JCR一区，影响因子 15.548)。深圳大

学范平教授课题组的梁广兴博士（副研究员）为该研究论文通讯作者，唐戎

博士后、郑壮豪副研究员和苏正华副研究员为该文共同第一作者，深圳大学

是唯一通讯单位。 

该研究提出磁控溅射技术与后硒化法结合制备 Sb2Se3薄膜材料的方

法，利用高能离子溅射获得高质量 Sb2Se3非晶薄膜并结合可控性更高的后

硒化有效析晶技术，制备出高结晶度且定向生长的 Sb2Se3薄膜。该制备方

法不会出现原位热处理成分易偏析问题，有效减少硒空位（深能级缺陷）的

产生，降低器件中的复合损耗，具有良好的稳定性。  

基金支持: 

该工作得到了广东省教育厅重大科研项目(No. 2018KZDXM059)，国家自

然科学基金(No. 61404086， U1813207 和 11574217)、深圳市先进薄膜与应

用重点实验室项目(ZDSYS 20170228105421966)和深圳市科技计划基础研究

项目(JCYJ20180305124340951)等项目的大力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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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学部朱卫国教授团队在《Nucleic Acids Research》

发表突破性论文 

近日，深圳大学医学部朱卫国教授团队在国际知名期刊 Nucleic Acids 

Research (核酸研究)上在线以突破性文章(Breakthrough article)发表了题为

“GLP-catalyzed H4K16me1 promotes 53BP1 recruitment to permit DNA 

damage repair and cell survival”(doi: 10.1093/nar/gkz897)的文章。该研

究首次阐述了组蛋白 H4 新位点的甲基化修饰在 DNA 损伤修复中的重要作用。该

研究提出组蛋白甲基转移酶 GLP 在 DNA 损伤应答过程中催化 H4 赖氨酸 16 位单

甲基化，促进 DNA损伤修复中重要蛋白 53BP1的招募和非同源末端连接修复。该

研究丰富了组蛋白修饰调控 DNA 损伤修复的内容，为肿瘤治疗提供了新的思路。 

该研究成果发现GLP和H4K16me1对DNA修复重要蛋白53BP1的招募的作用，

揭示了组蛋白甲基转移酶 GLP独立于和 G9a的招募，以及发现重要蛋白激酶 ATM

参与了 DNA损伤修复中 GLP的招募和 H4K16me1 的建立。 

本文通讯作者朱卫国教授是深圳大学医学部特聘教授。该论文主要由朱卫国

教授课题组博后陆小鹏和毕业博士生汤明完成，二人并列第一作者。该研究依托

深圳大学医学部和北京大学医学部的研究平台，获得了国家重点研发计划、国家

基金委、广东省重点实验室和深圳市科创委、发改委的资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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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地合作】 

深圳大学龙岗创新研究院联合主办“2019 年粤港澳大湾区企业

服务暨互动交流峰会” 

7月 27日，由深圳大学龙岗创新研究院（以下简称“研究院”）联合中亚集

团、中科为集团与华盛证券共同主办的 2019 年粤港澳大湾区企业服务暨互动交

流峰会在中亚硅谷海岸会议厅成功举行。大会以“为企业赋能，为产业添彩”为

主题，旨在搭建粤港澳大湾区企业交流的平台。 

中亚集团董事会秘书龚科洲表示，当前全球新兴产业发展迅速，新技术，新

应用与新需求将成为驱动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重要力量；研究院孵化器负责人宋

云龙介绍研究院的具体情况和发展方向；华盛证券顾问徐宁宁分享《港股 IPO及

港股市场现状分析》。讲师分享结束后，参会企业家与演讲嘉宾进行交流，且对

于企业发展中遇到的问题进行现场咨询。 

本场峰会的举办，体现出研究院时刻关心企业发展问题，并把“解决问题与

助力企业发展”作为研究院的首要任务，另外研究院也将陆续推出为企业服务的

系列活动，并且还将继续发挥社会联动的纽带作用，为企业谋求更多的商机。 

深圳大学龙岗创新研究院联合主办“粤港澳大湾区

科创研讨会” 

8月 10-11日，由深圳大学龙岗创新研究院、兴国创新发展研究院主办的“粤

港澳大湾区科创研讨会”在深圳慧江集团隆重举行。本次论坛主题是“科创助力

湾区，融合协同发展”，目的是加强粤港澳大湾区科技创新创业的沟通与交流、

信息互通、资源共享、合作共赢。来自太和智库德国欧洲中心、中山大学、深圳

大学、暨南大学、等粤港澳大湾区高校科研院所及政府部门的博士教授共 60 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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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参加了本次研讨会。 

自 2017 年 11 月开园以来，研究院全资/控股/参股企业 19 家，入驻创新型

企业共 83 家；已引入深圳大学 7 个省级重点实验室或工程中心、9 个市级重点

实验室及创新平台； 2018年入驻企业获得授权发明专利 22项、实用新型 51项、

软件著作权 19 项、营业额突破 2.9 亿元。研究院发起并成立了深圳第一支高校

背景股权投资基金“深大科技创新创业发展基金”，发行了“深大龙创一号”、“深

大龙创二号”两个基金产品，完成基金募集近亿元，并完成投资。 

研究院全面引入深圳大学的创新平台、人才团队及创新项目，以深大科技创

新创业发展基金为支撑，以企业创新为主体，以市场需求为导向，打造“政产学

研金服用”相结合的技术创新体系，打造国际化技术转移中心、产业化中心及创

客中心。 

深圳大学龙岗创新研究院主办的“2019 河源创新创业大赛

首站宣讲会”取得圆满成功 

9月 25日晚上，由深圳大学龙岗创新研究院主办的“2019河源创新创

业大赛首站宣讲会”在深圳大学图书馆南馆报告厅取得圆满成功。河源市科

学技术局科长钟辉昌先生、赖勇威先生，河源市生产力促进中心主任叶创科

先生，副主任李腾先生，深圳大学创业学院（大湾区国际创新学院）院长助

理黄凯珊老师，深圳大学技术转化中心王亚可老师、深圳大学师生等共 100

余人出席本次宣讲会。 

吕维忠院长在致辞中介绍了本次大赛的背景、目的、意义和研究院的基

本情况，同时指出本次河源创新创业大赛的举办，必将会加速推进政府、高校

院所与企业和创新团队之间的经济、创新创业交流合作，加速科技成果的商

品化与产业化；加快推进大湾区国际科技创新中心重要拓展区建设。 



 

24 

 

【深大讲坛】 

第一百二十三讲：The Landau-Siegel Zero Problem in 

Number Theory 

6 月 24 日下午，“深大讲坛”第一百二十三讲在我校科技楼一楼深圳南

特商学院 4 号教室开讲，著名华人数学家、美国加州大学圣塔芭芭拉分校数

学系教授张益唐为深大师生带来了一场题为“The Landau-Siegel Zero 

Problem in Number Theory”的精彩讲座。我校副校长李永华出席讲座，并

为张益唐院士颁发“深大讲坛”纪念牌。 

本次讲坛张教授首先介绍了 “Landau-Siegel Zero”问题以及这一问

题和黎曼猜想之间的关系，随后还探讨了“Landau-Siegel Zero”存在或者

不存在所能推出的重要结论。同时张教授还在报告中提到自己的最新工作，

给出了解决“Landau-Siegel Zero”问题的新思路。 

张益唐教授 2013 年完成的论文“Bounded gaps between primes”,使千

年数学猜想“孪生素数猜想”的解决看到了曙光，引起了世界数学界的巨大

轰动，并因此获得美国数学会科尔数论奖、瑞典皇家科学院罗夫﹒肖克奖、美

国麦克阿瑟天才奖、晨兴数学特别成就奖、求是杰出科学家奖、AAEOY 终身成

就奖等国内外大奖。 

第一百二十四讲：大装置解决小问题 

9 月 5 日上午，“深大讲坛”第一百二十四讲在我校西丽校区化学与环

境工程学院开讲，放射化学家、中国科学院柴之芳院士为深大师生带了一场

题为“基于大科学装置的分析测量”的精彩讲座，他深入浅出地讲述了分析

测量重器——同步辐射和中子散射等大科学装置的分析能力和应用实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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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学与环境工程学院任祥忠院长首先对柴之芳院士的来访表示衷心的感

谢和热烈的欢迎，并在现场师生的一同见证下为柴院士颁授了“深大讲坛”

第 124讲纪念牌。 

随后，在一个多小时的报告中，柴院士着重介绍了我国同步辐射的起源、

发展和应用，以及在环境和生物方面的国内外研究成果。柴院士还介绍了利

用中子活化与 ICP-MS 结合，准确测定碳纳米管中金属杂质的含量的方法，并

依此发布国际标准。这也是第一个由中国发布的纳米技术领域的国际标准。 

柴院士鼓励同学们多思考、多钻研学术前沿文章，力争从中发现问题、解

决问题，形成自己独特的思考模式。师生们听得津津有味，现场掌声不息。 

第一百二十七讲：太赫兹技术及其应用进展 

10 月 21日下午，“深大讲坛”第一百二十八讲在汇智楼报告厅开讲。光

学专家、中国工程院庄松林院士为我校师生带来题为“太赫兹技术及其应用

进展”的讲座。我校电子与信息工程学院师生聆听了讲座。校科学技术部主

任文振焜为庄松林院士颁发“深大讲坛”纪念牌。 

庄松林院士深入浅出地介绍了太赫兹技术研究的范围、主要特点、重大

意义、现状以及未来发展方向。庄松林院士还综述了国内外最新的太赫兹辐

射源、太赫兹功能器件、太赫兹探测器等核心器件的研究进展。他重点介绍了

太赫兹技术在军事、宇宙探测、生物医学、材料检测等领域的应用进展。 

讲座结束后，庄松林院士和与会师生就太赫兹技术的原理、应用进展等

进行了热烈讨论，一一解答了师生们提出的疑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