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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要闻】

市委书记马兴瑞、市长许勤亲临我校高交会展区视察
我校 85 个项目亮相第十七届高交会

１１ 月 １６ 日上午，第十七届中国国际高新技术成果交易会在深圳会展中心隆重开
幕，本次高交会以“创新创业、跨界融合”为主题，由“展区、会议及论坛、活动、
高新技术人才与智力交流会、不落幕的交易会”五大部分组成，超过 ２５ 个国家和地
区的约 ３０００ 家参展商、１６８００ 多个项目参展，总展览面积约 １５ 万平方米。我校今年
共有 ８５ 个项目参展，数量为历年最多，涉及信息技术与互联网、生物医药与医学工
程、新能源与新材料环保、光机电一体化与先进装备等多个领域。
开幕式前，深圳市市委书记马兴瑞、市长许勤等市领导专程来到我校高交会展
区参观、视察。
开幕式后，在会展中心勒杜鹃厅举行了中国高新技术论坛开幕论坛。我校计算
机与软件学院教授、中国科学院院士陈国良首先登台，做了题为《创新、互联网＋与
创客浅说》的主题演讲。
我校高交会展区位于会展中心 ９ 号展馆 ９Ａ０２ 展位，总面积 １８２ 平方米，为历年
最大组展面积。参展活动紧扣高交会“创新创业、跨界融合”的主题，展台搭建简
约环保，采用鲜艳的红色大字重点突出“特区大学、窗口大学、实验大学”的办学
特色和“融入深圳，服务特区”的办学宗旨。８５ 项参展项目包括新一代信息技术与
互联网领域 ３４ 项、生物医药与医学工程领域 １９ 项、新能源与新材料环保领域 １６ 项、
光机电一体化与先进装备领域 １６ 项，采用展板、实物、视频、电子书、画册、亮点
项目推荐等多种展示方式，便于参观者充分了解学校科技项目。参展项目不少属技
术是国际、国内首创，体现出深圳大学不断增进的科研实力以及“靠近前沿、追求
创新、贴近民生、服务产业”的特点。
当天下午，我校副校长阮双琛、徐晨来到我校展区，仔细观摩各项参展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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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校首获省级创新团队项目，陈雪梅院士领衔
入选“珠江人才计划”引进第五批创新创业团队项目

生命与海洋科学学院陈雪梅院士作为带头人的“重要经济作物性状改良创新团
队”经过近一年多的认真准备，顺利通过了形式审查、专利审查、专家评审、现场
考察、现场答辩等程序，成功入选“珠江人才计划”引进第五批创新创业团队项目，
立项经费 ２０００ 万元。这是深圳大学首次获得省级创新团队的立项。
未来 ５ 年，该团队将采用目前国际最尖端的基于 ｍｉＲＮＡ 的技术来改善农作物性
状。对于不同的农作物，团队将分别进行不同的性状改变以达到增产增质的目的。
本技术的优点是最终产品不含任何转基因成分。团队还将建立一个高效规模化的小
ＲＮＡ 分子培育新作物品种省级重大科研技术平台，为广东省、全国的科研机构、教学
机构及农业研究机构和团体提供优质、高效的技术服务。
团队带头人陈雪梅（女，４９ 岁）系深圳大学生命与海洋科学学院“千人计划”特
聘教授，美国科学院院士。陈院士的科研团队是最早在植物中分离得到 ｍｉＲＮＡ 的三
个实验室团队之一，也是最先发现 ｍｉＲＮＡ 在植物发育中功能的实验室团队之一。团
队核心成员共 ７ 人，分别为黄腾波、高雷、刘琳、王江新、徐颖、唐贵良、于为常。

国家奖励办公室主任邹大挺莅临我校指导

１１ 月 １６ 日下午，国家奖励办公室主任邹大挺、成果处处长金寿平来我校调研。
我校副校长阮双琛，科学技术部、光电工程学院、心理与社会学院领导及部分教师
代表与来宾在 ３０１ 会议举行座谈。
阮双琛对各位来宾的到来表示欢迎，并简要地介绍我校的基本情况。深圳大学
自 １９８３ 年建校以来，发展迅速。市政府在未来 ３ 年将投入 １０ 个亿全力支持深圳大
学建设高水平大学。在招生方面，今年深大录取分数线位居广东省第四，仅次于中
大、华工和暨大；在科研方面，今年深大获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 ２０２ 项，位居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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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第 ３０ 名、广东省第 ３ 名，无论是项目的质量还是数量，都呈现稳步上升的趋势；
在师资队伍方面，近年来学校通过聘任制和“工资议价”的形式引进了一大批优秀
人才，有效地提高了学校的教学和科研水平。
邹大挺简要介绍了国家奖的推荐原则。他说，目前推荐主要来源于机构和专家，
以后会慢慢放开对院士联名推荐及海外院士推荐的限制。对于年轻的学者而言，主
要的门槛是至少要有教授及以上的职称，有丰富的科研经历才能参评。他强调，国
家奖的评选正在回归推荐制的本源，强调第三方评价体系，即推荐人负责制，保证
评选的公平、公正与科学。他表示，十分感谢深大对国家奖励工作的支持，欢迎更
多的深大科研人员参与到国家奖的评比中来。
双方还就博士生培养体系、学校运行机制的创新、海外教师聘任、学生通识课
程教育、科研经费等问题进行了交流和讨论。（２０１５－１１－１７

宣传部）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计划局原局长孟宪平一行来我校调研

１０ 月 １６ 日下午，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计划局原局长孟宪平、纪检监察审计局副
局长朱蔚彤、省科技厅基础处调研员钟自然、市科创委副处长黎慧来等一行来我校
就 ＮＳＦＣ－广东联合基金十周年总结与绩效评估等进行调研。我校校长李清泉、副校长
徐晨、中国科学院院士陈国良，科学技术部负责人及部分学院教师代表与来宾在国
际会议厅举行座谈。
李清泉对孟宪平一行的到来表示欢迎。他说，深圳大学刚刚举行了高水平大学
建设项目启动会，部署推进高水平大学建设工作，确立了深大未来三年各项建设指
标，包括争取 ２ 个以上学科领域进入 ＥＳＩ 世界排名前 １％，５–６ 个一级学科进入教育
部学科排名前 １０％，２–３ 个学科进入全国前 １０ 名，引进或培养全职两院院士、千人、
长江学者、国家杰青等年均 ７ 名以上，２０１７ 年国家自然基金立项数量超过 ２４０ 项，
稳定在全国高校前 ５０ 位以内，ＳＣＩ 论文 １３００ 篇左右，Ｎａｔｕｒｅ Ｉｎｄｅｘ 排名进入全国
前 ７０ 位。他表示，国家基金委在我国基础研究长足发展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功不可
没，国家自然基金是高校科研工作的重要抓手，对于深圳大学这样的地方高校而言
尤为重要。希望国家基金委能给予深大科研工作更大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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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宪平表示，在国家基金资助力度平稳增长、不少高校立项率和立项数量呈下
降趋势的情况下，深圳大学的立项率和立项量能以超过 ３０％的速度增长，同时重大项
目也有突破，非常了不得！这与学校的科研和人才政策是分不开的，希望深大能继
续保持良好的发展势头。国家基金委愿意与深大就国家基金资助方向、方式、项目
管理等方面加强沟通。

深圳大学—香港科技大学海洋协同创新中心揭牌

１１ 月 ３０ 日上午，深圳大学—香港科技大学海洋协同创新中心揭牌仪式在办公楼
２０１ 举行。香港科技大学副校长史维一行及我校校长李清泉、副校长杜宏彪、倪嘉缵
院士，科学技术部、人力资源部、国际交流与合作部、研究生院、生命与海洋科学
学院等相关负责人出席仪式。
李清泉说，海洋协同创新中心作为推进双方在海洋领域合作研究与开发的平台，
其创建及发展有着重大的现实意义，既符合可持续发展战略的要求，也能满足今后
深圳发展海洋事业对海洋科研人员和成果的需求。深圳毗邻港澳台，深圳大学和香
港科技大学的合作有着天然的地域优势，在硬件与软件上也有着极强的互补性。他
强调，我校始终贯彻脚踏实地、坚持做实事的理念，学校将全力支持海洋协同创新
中心的建设与发展。
李清泉、史维共同为深圳大学—香港科技大学海洋协同创新中心揭牌。李清泉
向我校胡章立教授、香港科技大学钱培元教授颁发海洋协同创新中心主任的聘书。
生命与海洋科学学院院长胡章立教授向香港科技大学一行介绍了海洋协同创新
中心的建设方案及工作设想。鉴于国家对海洋领域的十三五规划等要求，我校依托
于现有的平台与学科，组建 ＳＺＵ—ＨＫＵＳＴ 海洋协同创新中心，针对科学前沿问题与国
家和地方的重大需求，在海洋科学与技术领域开展创新人才培养、原创性科学研究
和高新技术产品的交叉学科研究。在管理体制上，ＳＺＵ—ＨＫＵＳＴ 按照深圳大学相对独
立科研机构进行管理，具有独立的行政、人事、财务、科研等管理体系；在学术队
伍建设上，预计用五年的时间达到专职教师 ２０－３０ 人的规模。专职教师的待遇按照
深圳大学高等研究院专职教师工资标准发放，采取国内外同行评议制等考核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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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人才培养上，本科生每年招收 ３０ 人，采取直接招生或在深圳大学一年级新生中进
行校内二次招生，采用 ３＋１ 培养模式。硕士研究生由学校分配海洋研究中心硕士招
生，依托深圳大学和相关硕士授权专业进行招生，每年的招生规模为 ３０—４０ 人。博
士研究生根据 ＳＺＵ—ＨＫＵＳＴ 联合培养协议，依托香港科技大学进行联合培养，采用 ２＋２
模式，授予 ＨＫＵＳＴ 博士学位和深圳大学学历证书。博士后招聘规模 ４０—５０ 名。在下
一步工作部署中，我校将提供 ５０００ 平方米的场地和 ３０００ 万元的启动经费，并向全
球招聘专职教师 １０—１２ 名。与此同时，我校将着手制定联合培养项目招生细则和首
批招生计划，发布在 ２０１６ 年的招生简章上。

（２０１５－１２－１ 宣传部）

深圳大学——航天十三所先进光机电技术协同创新中心成立

１２ 月 ２９ 日上午，我校与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公司第九研究院第十三研究所共同成
立的“深圳大学——航天十三所先进光机电技术协同创新中心（联合实验室）”揭
牌仪式在医学院报告厅举行。中国航天科技集团总工程师金其明，中国航天科技集
团第九研究院第十三研究所所长王巍院士，深圳市副市长吴以环，我校校长李清泉，
副校长阮双琛、徐晨，以及航天十三研究所与我校机电学院代表出席了仪式。
李清泉对深圳大学－航天十三所 先进光机电技术协同创新中心的成立表示祝
贺。他说，深圳大学近几年在市委市政府支持下加快高水平大学建设步伐，其中一
项重要内容就是建立一批高水平的研究平台，通过这些高水平研究平台承担国家级
重大科技项目，参与国际相关学科的竞争。此次成立的协同创新中心是深圳大学组
建的一批研究平台之一，一方面有利于提升我校光电、机电学科实力，另一方面为
航天十三所这类科研机构在高科技技术和民用产业的双领域结合提供了发挥的空
间，也为深圳本地高新产业发展提供强有力支持。他希望市委市政府以及社会各界
与深大携手，共同把深大打造成一个高新技术发源地。
王巍介绍了航天十三所的基本情况。他说，协同创新中心的成立是航天十三所
与深大长期合作走上新阶段的硕果，是政府支持下一次高新技术融入国民经济的良
好机遇。通过与深大的项目合作，航天十三所与深大结下了很好的伙伴关系。他表
示将以协同创新中心成立为契机，与深圳大学建立紧密的战略合作联盟，在新的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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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浪潮中，与深大探讨更多合作项目，为深圳乃至国家新技术的发展发挥助力作用。
金其明认为，航天事业的高速发展离不开人才培养，离不开基础支持，更离不
开全国范围的协作。多年来深圳市政府和航天事业共同努力，创造了很多新的理念、
新的资源、新的模式。这次协同创新中心的成立将使校所双方更好地汇集资源、创
新模式、培养人才，为航天事业更快发展奠定基础。在今后协同创新中心运作过程
中，航天十三所将请院士、工程师、顶尖科学家来中心同深大师生共同研究。他鼓
励全体学子，把个人兴趣同事业结合，着眼基础领域，把我国的航天事业做得更强。
金其明、王巍、吴以环、李清泉共同为协同创新中心揭牌。

（宣传部）

华南师范大学副校长朱竑一行到我校就科研工作进行交流

１２ 月 ２３ 号，华南师范大学副校长朱竑一行到我校就科研工作进行调研交流。我
校副校长徐晨，科学技术部、研究生院、社会科学部等部门相关负责人与来宾在办
公楼 ２０１ 举行座谈会。
徐晨向来宾介绍了我校在建设高水平大学方面的情况。他说，建设高水平大学
既是响应国家创新驱动的政策也是深大对自身的定位。近年来，深大在各个方面开
拓进取，不断深化学校内部改革。在人才引进方面，学校采取“双轨制”聘任海内
外高层次人才，设置了学院教授委员会与学校教授委员会的选拔机制；在人事体制
上实施聘任制，采取体制内与体制外相结合的方式，“老人老办法，新人新办法”。
除此之外，深圳的“孔雀计划”对人才有较大的吸引力。在科研方面，建立了相对
完善的激励机制。今年深大获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 ２０２ 项，位居广东省第三名，
拥有众多市级、省级和国家级的高规格实验室，无论是项目的质量还是数量，都呈
现稳步上升的趋势。
朱竑高度肯定了我校改革的成果。他说，深大在近几年改革力度大，成果显著。
此次调研主要是了解深大在重点科研项目、平台和成果培育方面的做法；交流“十
三五”发展规划编制工作思路；学习深大在科研体制机制和经费管理的改革举措。
双方还就高水平建设中的学科建设、人才队伍建设、人才培养、科学研究等方
面进行了交流。

（宣传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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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果与奖励】

我校喜获 2 项 2015 年度教育部高等学校优秀成果奖

我校获 ２０１５ 年度教育部高等学校优秀成果奖二等奖 ２ 项，分别为附属医院蔡志
明课题组的项目“泌尿系统恶性肿瘤的基因组学研究”和信息工程学院黄磊课题组
的项目“快速稳健超分辨目标定位方法研究”。

信息工程学院黄继武教授当选 2016 年 IEEE Fellow

日前，２０１６ 年度 ＩＥＥＥ Ｆｅｌｌｏｗ（美国电子电气工程师协会会士）新入选名单揭
晓，全球共有 ２９８ 人当选，其中中国内地 １４ 位科学家当选，深圳大学信息工程学院
黄继武教授榜上有名。
黄继武教授现为深圳大学信息工程学院特聘教授、博士生导师，国家杰出青年
科学基金、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获得者。其研究方向为多媒体取证与安全、多媒体
信号处理。曾主持过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点项目、国家 ９７３ 课题等多项研究项目。
在本领域发表学术论文 ２００ 多篇。曾获得教育部自然科学一等奖 ２ 项（排名第一、
第二各 １ 项）。同时还兼任 ＩＥＥＥ Ｔｒａｎｓ． ｏｎ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Ｆｏｒｅｎｓｉｃｓ ａｎｄ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等国际著名期刊副编辑（ＡＥ）、广东省“网络与信息安全”省部产学研创新联盟理
事长。
ＩＥＥＥ 建于 １９６３ 年 １ 月 １ 日，是目前全球最大的非营利性专业技术学会，致力于
电气、电子、计算机工程和与科学有关的领域的开发和研究，具有广泛的影响，现
已发展成为全球最具影响力的国际学术组织之一，其目前在全球 １６０ 多个国家有超
过 ４０ 万人的会员。ＩＥＥＥ Ｆｅｌｌｏｗ 是该组织授予其会员的最高荣誉，作为会员的最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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级别，ＩＥＥＥ 会士在学术科技界被认定为权威的荣誉和重要的职业成就，每年当选人
数不超过 ＩＥＥＥ 会员总人数的 ０．１％。鉴于此，当选 ＩＥＥＥ Ｆｅｌｌｏｗ 者被科技界公认为在
科学与工程技术领导内取得重要成就的杰出科学家。

土木工程学院崔宏志副教授获国际 Eni Award 2016 提名

我校广东省滨海土木工程耐久性重点实验室邢锋教授团队成员、土木工程学院
崔宏志副教授获国际 Ｅｎｉ Ａｗａｒｄ ２０１６ 的提名，成为 ２０１６ 年度该奖项 Ｒｅｎｅｗａｂｌｅ Ｅｎｅｒｇｙ
领域的候选人之一。本次提名所基于的 ５ 篇领域内有一定影响力的论文，均是崔宏
志副教授与邢锋教授合作完成的科研成果。
Ｅｎｉ Ａｗａｒｄ 被国际能源界誉为最负盛名的非官方奖励，被一些网站和期刊称为“能
源界的诺贝尔奖”［ｈｔｔｐ：／／ｗｗｗ．ｆｅｅｍ．ｉｔ／ｇｅｔｐａｇｅ．ａｓｐｘ？ｉｄ＝４１０＆ｐａｄｒｅ＝２０５］，旨在
表彰卓越的创新性国际科学研究，是能源与环保研究领域最权威的奖项之一。该奖
项只有获得其科学委员会的提名、邀请后才能申请。该奖项以往的 ４８ 名获奖者分别
来自于美国、英国、法国、德国、意大利等 １０ 余个国家，其中包括 ３ 名诺贝尔奖获
得者。Ｅｎｉ Ａｗａｒｄ 的各奖项的提名工作在每年的 １１ 月下旬完成，全球产生约 ２００ 位
提名候选人。第二年 ６ 月前公布最终获奖名单 ［ｈｔｔｐ：／／ｗｗｗ．ｅｎｉ．ｃｏｍ／ｅｎｉ－ａｗａｒｄ］。
近三年多来，崔宏志副教授在 Ａｐｐｌｉｅｄ Ｅｎｅｒｇｙ、Ｅｎｅｒｇｙ ａｎｄ Ｂｕｉｌｄｉｎｇｓ、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Ｃｌｅａｎｅｒ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和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Ｍａｔｅｒｉａｌｓ ｉｎ Ｃｉｖｉｌ 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 （ＡＳＣＥ）
等国际权威学术刊物发表高水平学术论文 ２１ 篇（其中中科院 ＪＣＲ 分区 １ 区的 ７ 篇，
２ 区的 １０ 篇），目前这些论文被引用总次数达到 ７７ 次。
此次能够获得 Ｅｎｉ Ａｗａｒｄ ２０１６ 候选提名，不仅是对崔宏志副教授以往研究工作
的肯定，也表明了他在能源、建筑材料、建筑节能交叉学科研究领域方面的工作获
得了国际相关领域的关注与认可。

（土木工程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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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稿）

光电工程学院袁小聪教授团队在《Nature》子刊发表论文

我校光电工程学院袁小聪教授领衔的纳米光子学研究中心在纳米手性表面等离
子体学方面的研究取得新进展，该团队在 Ｎａｔｕｒｅ 出版集团旗下子刊 《Ｎａｔｕｒｅ
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ｓ》发表了题为《Ｂｒｏａｄｂａｎｄ ｃｈｉｒａｌｉｔｙ－ｃｏｄｅｄ ｍｅｔａ－ａｐｅｒｔｕｒｅ ｆｏｒ
ｐｈｏｔｏｎ－ｓｐｉｎ ｒｅｓｏｌｖｉｎｇ》的文章（ｄｏｉ：１０．１０３８／ｎｃｏｍｍｓ１００５１）。深圳大学是第一
单位和第一通讯单位，该中心杜路平副教授是第一作者，袁小聪教授是通讯作者。
表面等离激元作为一种特殊的表面波形式，在光学超分辨显微成像、生物传感、
光子芯片、数据存储、太阳能电池等方面具有重要应用前景。金属纳米结构（包括
纳米孔径和纳米天线）作为调控纳米表面等离激元的重要元素，在纳米表面光学的
发展中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然而，由于金属纳米结构具有天然的偏振选择性，
光与纳米结构相互作用的过程中会损失部分偏振所携带的信息，因此导致了纳米结
构无法识别光子自旋（即手性）这一重要光子参数。
针对这个问题，袁小聪教授团队设计了一种称为“超孔径”（ｍｅｔａ－ａｐｅｒｔｕｒｅ）的
纳米表面结构，利用具有手性的超表面（ｍｅｔａｓｕｒｆａｃｅ）结构对普通的光学孔径进行
修饰。这种经过精心设计的超表面结构能够解析出与之作用的光子自旋特性，并将
其编码到表面等离激元的位相中。利用这种特性，该团队在国际上首次实现了金属
纳米孔径对光子两个自旋态的完全相反的异常透射响应。这种超小型化的表面等离
激元手性结构在药物／分子的手性检测、全光开关以及集成自旋光电子器件方面具有
重要的应用前景。
该研究得到 ９７３ 项目（项目号：２０１５ＣＢ３５２００４）、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大仪器
项目（项目号：６１４２７８１９）、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点项目（项目号：６１１３８００３）、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大项目（项目号：６１４９０７１２）等资助。
（光电工程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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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稿）

心理与社会学院罗跃嘉教授团队在《Science》特刊发表论文

心理与社会学院罗跃嘉教授团队日前在《Ｓｃｉｅｎｃｅ》杂志特刊（第 ３０－３２ 页）发
表了题为《Ａｐｐｌｙｉｎｇ ｎｏｎ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ａｌ ａｐｐｒｏａｃｈｅｓ ｏｆ ｅｌｅｃｔｒｏｐｈｙｓｉ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ｄａｔａ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ｔｏ ｄｅｃｉｓｉｏｎ－ｍａｋｉｎｇ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的论文，深圳大学为该文的第一单位和
通讯作者单位，第一作者为深圳大学张丹丹和中国科学院古若雷，通讯作者为深圳
大学罗跃嘉。
美国科学院院士 Ｍ Ｐｏｓｎｅｒ 在序言中专门提及本篇论文在决策中的单试次分析内
容。该文对当前决策研究中的脑电分析新技术，特别是本课题组近年在此方面的系
列研究工作进行了综述，主要包括脑电节律的动态特性时频分析、脑电的主成分分
析（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 ｃｏｍｐｏｎｅｎｔ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ＰＣＡ）和独立成分分析（ｉｎｄｅｐｅｎｄｅｎｔ ｃｏｍｐｏｎｅｎｔ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ＩＣＡ），以及事件相关电位的单试次分析（ｓｉｎｇｌｅ－ｔｒｉａｌ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方
法。
该 期 《 Ｓｃｉｅｎｃｅ 》 特 刊 的 主 题 为 “ 计 算 心 理 生 理 学 进 展 ” （ Ａｄｖａｎｃｅｓ ｉｎ
Ｃｏｍｐｕｔａｔｉｏｎａｌ Ｐｓｙｃｈｏｐｈｙｓｉｏｌｏｇｙ），收录了包括美国科罗拉多大学 Ｔｏｒ Ｗａｇｅｒ 教
授、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 Ｗｉｌｌｉａｍ Ｒｙａｎ 教授、清华大学高上凯教授等国内外知名学
者的 １０ 余篇综述文章。该期第 ５５ 页还介绍了罗跃嘉教授领衔的深圳大学情绪与社
会神经科学研究所。

（心理与社会学院

供稿）

我校获 3 项 2015 年度中国产学研合作创新与促进奖

我校获 ３ 项 ２０１５ 年度中国产学研合作创新与促进奖，其中物理科学与技术学院
马永健教授负责的１４Ｃ尿素呼气试验药盒项目，获创新成果二等奖；机电与控制工程
学院程涛教授负责的基于ＡＯＩ的ＰＣＢ缺陷智能检测方法及系统项目，获创新成果优秀
奖；光电工程学院邵永红老师获个人创新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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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大学学报理工版》收获五大奖项

１２ 月底，
《深圳大学学报理工版》喜讯频传，２０１５ 年度先后共收获“五大奖项”：
“广东省优秀科技期刊奖”、科学出版社“２０１５ 期刊出版质量优秀奖”、“第三届
中国高校科技期刊优秀网站奖”、首届中国高校科技期刊“版权与伦理工作先进单
位”、广东省科技期刊互审审读“优秀”。
“广东省优秀科技期刊奖”由广东省科学技术期刊编辑学会组织，每 ４ 年评选
一次，评选标准按期刊影响因子、下载率、基金论文比、编辑印刷质量等指标综合
计分。在我省近 ２００ 种科技期刊中，今年共评选出广东省优秀科技期刊 ２５ 种，精品
科技期刊 ２０ 种，特色科技期刊 ２２ 种，《深圳大学学报理工版》在评出的优秀科技
期刊中排名第 ９ 位。
“版权与伦理工作先进单位”由高校科技期刊研究会组委会在全国众多参评单
位中评选出“版权与伦理工作”先进单位 ５ 家、规范单位 ７ 家，是对获奖期刊版权
与伦理意识、规范编辑出版制度与流程、防治学术不端方面的努力和成绩的肯定。
《深圳大学学报理工版》网站于 ２００６ 年 ８ 月开始运行，截至 ２０１５ 年底总访问
量已超 １１００ 万次，单篇最高下载量达 ９８２７ 次。该网站曾获 ２００８ 年度、２０１０ 年度、
２０１３ 年度“中国科技论文在线优秀期刊二等奖”，获 ２０１１ 年、２０１３ 年、２０１５ 年连
续三届“中国高校科技期刊优秀网站奖”。网站英文版将于 ２０１６ 年年初上线。

光电工程学院张晗教授论文入选“中国百篇最具影响国际学术论文”

１０ 月 ２１ 日，２０１４ 年度中国科技论文统计结果发布会在北京召开，我校光电工
程学院范滇元院士团队张晗教授发表在《ＯＰＴＩＣＳ ＥＸＰＲＥＳＳ》
（２０１４）的论文《Ｍｏｌｙｂｄｅｎｕｍ
ｄｉｓｕｌｆｉｄｅ （ＭｏＳ２） ａｓ ａ ｂｒｏａｄｂａｎｄ ｓａｔｕｒａｂｌｅ ａｂｓｏｒｂｅｒ ｆｏｒ｜ｕｌｔｒａ－ｆａｓｔ ｐｈｏｔｏｎｉｃｓ》
入选“２０１４ 年度中国百篇最具影响国际学术论文”，深圳大学为第一单位，张晗为
第一作者。
论文采用以自然结晶硫化钼为母体材料，采用锂萘基化合物，利用高性能液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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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学剥离技术成功剥离出高质量、大尺寸的单层二硫化钼。基于 Ｚ 扫描测量平台或
者双功率计平衡检测系统，在实验上证明了单层硫化钼具备宽波段可饱和吸收响应
（从可见光到近红外波段），并且基于该材料优异的光学特性，制备出高性能光吸
收器件得制备，成功实现了近红外附近的稳定工作的锁模超短脉冲激光输出。
迄今为止，该论文已被引用 １５０ 次，多次被国际学术网站（如 ＳＰＩＥ Ｎｅｗｓｒｏｏｍ，
Ｎａｎｏｗｅｒｋ 等）报道，入选了 ＥＳＩ Ｈｉｇｈｌｙ ｃｉｔｅｄ Ｐａｐｅｒ（高被引论文）和 ＥＳＩ Ｈｏｔ Ｐａｐｅｒ
（热点论文），并且入选 Ｏｐｔｉｃｓ Ｅｘｐｒｅｓｓ 引 ２０１４ 年年度引用冠军。
为进一步提高我国科技影响力，引导我国学者重视论文质量，中国科学技术信
息研究所于 ２００７ 年首次开展“中国百篇最具影响国际学术论文”评定工作。评定采
用定性和定量相结合，即文献计量和专家评估相结合的方式确定，评价指标包括：
论文的创新性（是否获得重大基金和项目支持），发表论文的期刊水平（期刊的主
要指标影响因子和总被引数在学科中所处的位置），是否处于研究前沿（是否属于
研究热点，考察论文发表当年的被引 次数），合著论文中我国作者的主导性（以我
为主的国际合作情况），论文的文献类型（只计 Ａｒｔｉｃｌｅ 和 Ｒｅｖｉｅｗ 类型），论文的
参考文献情况（考察 Ａｒｔｉｃｌｅ 和 Ｒｅｖｉｅｗ 国际平均引文数）。本年度百篇最具影响国
际学术论文，是从 ２０１４ 年 ＳＣＩ 收录的我国第一作者论文中选取的，分布于化学、物
理、生物、材料科学、化工、电子通讯、临床医学等 ２４ 个学科领域，作者分属于 ８１
个学术机构，其中涉及高等院校 ４５ 所。

（光电工程学院供稿）

生命与海洋科学学院苟德明教授在 Scientific Reports 上发表论文

生命与海洋科学学院苟德明教授课题组基于在微小 ＲＮＡ（ｍｉｃｒｏＲＮＡ）检测技术方
面取得的新进展，论文《Ａｎ ｉｍｐｒｏｖｅｄ ｍｅｔｈｏｄ ｆｏｒ ｄｅｔｅｃｔｉｎｇ ｃｉｒｃｕｌａｔｉｎｇ ｍｉｃｒｏＲＮＡｓ
ｗｉｔｈ Ｓ－Ｐｏｌｙ（Ｔ） Ｐｌｕｓ ｒｅａｌ－ｔｉｍｅ ＰＣＲ》（ＤＯＩ： １０．１０３８／ｓｒｅｐ１５１００）于 ２０１５ 年 １０
月 １３ 日发表在 Ｎａｔｕｒｅ 出版集团旗下期刊《Ｓｃｉｅｎｔｉｆｉｃ Ｒｅｐｏｒｔｓ》上，深圳大学是
第一单位，博士后牛燕琴、研究生张利敏为共同第一作者，苟德明教授为通讯作者。
该研究基于课题组发明的 Ｓ－Ｐｏｌｙ（Ｔ） ｍｉｃｒｏＲＮＡ 检测专利技术，进一步开发出新
型的 Ｓ－Ｐｏｌｙ（Ｔ） Ｐｌｕｓ 检测技术，与 Ｓ－Ｐｏｌｙ（Ｔ）法相比，新方法将原有的两步法（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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端加尾和逆转录分开进行）改成一步法（３ 端加尾和逆转录同时进行），具有降低
ＲＮＡ 降解的风险和缩短检测时间的优势，更为重要的是提高了检测灵敏度。此外，为
了进一步提高循环 ｍｉｃｒｏＲＮＡ 的检出率，还建立了从血清／血浆中提取总 ＲＮＡ 的新方
法，该新方法显著优于现有的各种方法。通过对各项指标的优化，提出了从血清／血
浆中检测 ｍｉｃｒｏＲＮＡ 的整体解决方案，可以利用 １００μｌ 的血清或血浆完成 ２６６ 个
ｍｉｃｒｏＲＮＡ 的检测，是目前国际上最灵敏的 ｍｉｃｒｏＲＮＡ 检测技术，特别适合于寻找与人
类重大疾病相关的循环 ｍｉｃｒｏＲＮＡ 生物标志物。通过使用该技术，发现了一组与先天
性心脏病合并肺动脉高血压相关的血清 ｍｉｃｒｏＲＮＡ 标志物。
此论文是该课题组发表在《Ｓｃｉｅｎｔｉｆｉｃ Ｒｅｐｏｒｔｓ》的第三篇学术论文。前两篇
分 别 为 《 Ａｎｔｈｏｃｙａｎｉｎ－ｒｉｃｈ ｆｒａｃｔｉｏｎｓ ｆｒｏｍ ｒｅｄ ｒａｓｐｂｅｒｒｉｅｓ ａｔｔｅｎｕａｔｅ
ｉｎｆｌａｍｍ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ｂｏｔｈ ＲＡＷ２６４．７ ｍａｃｒｏｐｈａｇｅｓ ａｎｄ ａ ｍｏｕｓｅ ｍｏｄｅｌ ｏｆ ｃｏｌｉｔｉｓ》
和《Ｈｙｐｏｘｉａ ｉｎｄｕｃｉｂｌｅ ｆａｃｔｏｒ－１ ｍｅｄｉａｔｅｓ ｅｘｐｒｅｓｓｉｏｎ ｏｆ ｍｉＲ－３２２： ｐｏｔｅｎｔｉａｌ ｒｏｌｅ
ｉｎ ｐｒｏｌｉｆｅｒ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ｍｉｇｒ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ｐｕｌｍｏｎａｒｙ ａｒｔｅｒｉａｌ ｓｍｏｏｔｈ ｍｕｓｃｌｅ ｃｅｌｌｓ》，
前者于 ２０１４ 年 ８ 月 ２９ 日发表，ＤＯＩ： １０．１０３８／ｓｒｅｐ０６２３４；后者于 ２０１５ 年 ７ 月 １３
日发表，ＤＯＩ： １０．１０３８／ｓｒｅｐ１２０９８；两篇成果论文均以深圳大学苟德明教授为通讯
作者，第一单位为深圳大学。
该研究得到了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国家 ９７３ 计划和深圳市孔雀计划等项目的支
持。

（生命与海洋科学学院供稿）

机电与控制工程学院曹广忠教授在 IEEE TIE 发表论文

机电与控制工程学院深圳电磁控制重点实验室曹广忠教授课题组的研究成果
《Ｍａｘｉｍｕｍ Ｆｏｒｃｅ ｐｅｒ Ａｍｐｅｒｅ Ｓｔｒａｔｅｇｙ ｏｆ Ｃｕｒｒｅｎｔ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ｆｏｒ 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ｃｙ
Ｉｍｐｒｏｖｅｍｅｎｔ ｉｎ Ｐｌａｎａｒ Ｓｗｉｔｃｈｅｄ Ｒｅｌｕｃｔａｎｃｅ Ｍｏｔｏｒｓ》于 ２０１５ 年 １０ 月 １９ 日在 ＩＥＥＥ
Ｔｒａｎｓａｃｔｉｏｎｓ ｏｎ 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ａｌ Ｅｌｅｃｔｒｏｎｉｃｓ （ＤＯＩ：１０．１１０９／ＴＩＥ．２０１５．２４９２９４８） 在
线发表，深圳大学为第一完成单位，黄苏丹博士生为第一作者，曹广忠教授为通讯
作者。
该研究首次提出了平面开关磁阻电机能效提升问题以及给出了相应的解决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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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即一种 新颖的 基 于自适应遗传算法的平面开关磁阻电机电流分配的 ＭＦＰＡ
（Ｍａｘｉｍｕｍ Ｆｏｒｃｅ ｐｅｒ Ａｍｐｅｒｅ）策略，从理论建模、策略提出、方法求解、系统仿真
到实验验证等方面进行了系统的研究，在实现平面开关磁阻电机的高精度位置控制
的同时，显著提高了平面开关磁阻电机的运行效率，为此类电机的效率提高开拓了
新方法，使平面开关磁阻电机在大行程、高精度平面直驱装备领域的潜在工业应用
更进一步。
ＩＥＥＥ Ｔｒａｎｓａｃｔｉｏｎｓ ｏｎ 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ａｌ Ｅｌｅｃｔｒｏｎｉｃｓ 是 ＩＥＥＥ 旗下的 ＴＯＰ 期刊，２０１４
年影响因子为 ６．４９８，在 ＩＥＥＥ 的 Ａｕｔｏｍ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Ｃｏｎｔｒｏｌ Ｓｙｓｔｅｍｓ 和 Ｉｎｓｔｒｕｍｅｎｔｓ
ａｎｄ Ｉｎｓｔｒｕｍｅｎｔａｔｉｏｎ 领域依据影响因子排名第 １，在 ＩＥＥＥ 的 Ｅｌｅｃｔｒｉｃａｌ ａｎｄ
Ｅｌｅｃｔｒｏｎｉｃ 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 领域依据特征因子排名第 １，在中科院分区大类（工程技术）
和小类（自动化与控制系统，工程：电子与电气，仪器仪表）中均为 １ 区顶级期刊。
该研究得到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项目号：５１２７５３１２ 等）以及深圳大学
交叉创新团队项目等资助。

（机电与控制工程学院供稿）

医学部何前军教授在 Advanced Materials 发表封面文章

医学部生物医学工程学院何前军教授团队在纳米气体治疗研究方面取得新进
展，以封面文章形式于 ２０１５ 年 １１ 月 １１ 日在国际知名期刊《Ａｄｖａｎｃｅｄ Ｍａｔｅｒｉａｌｓ》
（影响因子 １７．４９３）上发表了题为《ＮＩＲ－Ｒｅｓｐｏｎｓｉｖｅ Ｏｎ－Ｄｅｍａｎｄ Ｒｅｌｅａｓｅ ｏｆ ＣＯ ｆｒｏｍ
Ｍｅｔａｌ Ｃａｒｂｏｎｙｌ－Ｃａｇｅｄ Ｇｒａｐｈｅｎｅ Ｏｘｉｄｅ Ｎａｎｏｍｅｄｉｃｉｎｅ》的文章 （Ａｄｖａｎｃｅｄ Ｍａｔｅｒｉａｌｓ，
２０１５， ２７， ６７４１－６７４６），深圳大学为第一单位，何前军教授为第一作者，陈小元教
授为通讯作者。
一氧化碳（ＣＯ）是毒气，吸入过量的 ＣＯ 会引起中毒。这是因为 ＣＯ 能与血红素
特异性结合，导致血红细胞携氧能力下降，从而因为缺氧而引起中毒。但 ＣＯ 也是一
种奇特的信使分子，较低剂量的 ＣＯ 对很多疾病具有显著的治疗作用，譬如炎症、癌
症和心血管疾病等。那么如何实现 ＣＯ 的可控给药，来达到高效、安全的治疗目的呢？
为了解决这一科学问题，该课题组基于氧化石墨烯纳米片（ＧＯ），设计合成了
一种新型的近红外光（ＮＩＲ）响应性纳米药物（ＭｎＣＯ－ＧＯ），实现 ＣＯ 气体的 ＮＩＲ 可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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释放。课题组合成的纳米药物具有一种纳米氧化石墨烯＠羰基锰的笼状结构（如下图
Ａ 所示），利用 ＧＯ 的 ＮＩＲ 吸收效应和光电转化效应，将吸收的 ＮＩＲ 光转化为活性电
子，用于激活链接在 ＧＯ 上的羰基锰释放 ＣＯ 气体。合成的纳米药物具有高的药物担
载量、高的 ＮＩＲ 响应性（图 Ｂ）和”按需释药”可控性（图 Ｃ），在细胞内可控释放
的 ＣＯ 具有明显的抗炎作用。该纳米药物有望用于提高 ＣＯ 气体治疗效果、规避 ＣＯ 中
毒风险，因而具有良好的应用前景。
《Ａｄｖａｎｃｅｄ Ｍａｔｅｒｉａｌｓ》是材料学领域的国际一流期刊，影响因子 １７．４９３，在
中科院分区大类（工程技术）和小类（纳米科技、材料科学：综合、化学综合、物
理化学）中都为 １ 区期刊。

（医学部供稿）

光电工程学院闫培光教授在 Optical Materials Express 发表论文

我 校光电工程学院阮双琛教 授团队闫培光教授的论文《Ｍｉｃｒｏｆｉｂｅｒ－ｂａｓｅｄ
ＷＳ２－ｆｉｌｍ ｓａｔｕｒａｂｌｅ ａｂｓｏｒｂｅｒ ｆｏｒ ｕｌｔｒａ－ｆａｓｔ ｐｈｏｔｏｎｉｃｓ 》 发 表 在 《 Ｏｐｔｉｃａｌ
Ｍａｔｅｒｉａｌｓ Ｅｘｐｒｅｓｓ》（２０１５，５（３），ｐｐ．４７９－４８９），深圳大学为第一单位，闫培光为
第一作者，阮双琛为通讯作者。
该论文首次采用脉冲激光沉积法（ＰＬＤ），利用高能量脉冲激光激发真空室中的
过渡金属硫化物 ＷＳ２ 靶材，在微纳光纤的锥形束腰上沉积生长一层 ＷＳ２ 薄膜，通过
倏逝波与 ＷＳ２ 薄膜相互作用制备可饱和吸收锁模器件，该制备方法简单且成本低且
可靠性高。利用该器件实现了被动锁模的飞秒脉冲输出。
截止到 ２０１５ 年 １１ 月 １６ 日，该论文引用次数为 １１ 次。（光电工程学院供稿）

医学部卢玺峰在前肾素受体与脂代谢方面发表高水平论文

深 圳 大 学 医 学 部医 学中 心 阮 雄中 特 聘教 授团 队 在 前肾 素 受体 （Ｐｒｏ）ｒｅｎｉｎ
Ｒｅｃｅｐｔｏｒ 与脂代谢研究方面取得最新进展。研究成果《Ｉｄｅｎｔ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Ｐｒｏ）ｒｅｎｉｎ Ｒｅｃｅｐｔｏｒ ａｓ ａ Ｎｏｖｅｌ Ｒｅｇｕｌａｔｏｒ ｏｆ Ｌｏｗ－Ｄｅｎｓｉｔｙ Ｌｉｐｏｐｒｏｔｅｉ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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Ｍｅｔａｂｏｌｉｓｍ》在《Ｃｉｒｃｕｌａｔｉｏｎ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杂志是发表（ＪＣＲ 医学分区一区期刊，影
响因子 １１．０２）。该成果由深圳大学医学中心、荷兰伊拉姆斯医学中心及阿姆斯特丹
大学医学中心共同合作，深圳大学医学部卢玺峰讲师为第一作者。
研究首次揭示了在肾素血管紧张素系统中有具重要功能的前肾素受体（ＰＲＲ）能
够通过调控 ＳＯＲＴ１ 和 ＬＤＬＲ 进而对低密度脂蛋白（ＬＤＬ）的代谢有重要影响，该发现
填补了 ＰＲＲ 与 ＬＤＬ 脂代谢相关理论的空白。
（ ｈｔｔｐ：／／ｃｉｒｃｒｅｓ．ａｈａｊｏｕｒｎａｌｓ．ｏｒｇ／ｃｏｎｔｅｎｔ／ｅａｒｌｙ／２０１５／１１／１８／ＣＩＲＣＲＥＳＡＨＡ
．１１５．３０６７９９．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２０１５－１１－２５ 医学部供稿，原标题“深圳大学医学中心阮雄中教授团队成员于
《Ｃｉｒｃｕｌａｔｉｏｎ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发表高水平论文”）

- 16 -

【科技动态】

屈军乐教授当选中国光学学会生物医学光子学专委会主任委员

１２ 月 １８－２０ 日，中国光学学会第二届生物医学光子学专业委员会会员代表大会
暨学术交流会在武汉举行，来自全国各地 ２００ 余名会员代表到会。
会上，与会的第二届会员代表选举产生了新一届专业委员会委员 １０２ 名、青年
委员 ５８ 名，选举产生了第二届专业委员会常务委员会。
深圳大学光电工程学院屈军乐教授当选第二届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华中科技
大学朱丹教授当选副主任委员兼秘书长，丁志华教授（浙江大学）、高峰教授（天
津大学）、陈建新教授（福建师范大学）和杨思华教授 （华南师范大学）当选专业委
员会副主任委员。
屈军乐以新一届主任委员的身份，就未来工作的初步设想做了简短的报告。
会议还邀请了来自生物医学光子学领域的几位国家杰青参会并做大会邀请报
告，他们是：北京大学戴志飞教授、东南大学顾忠泽教授和深圳大学屈军乐教授。
此外，来自东南大学、华中科技大学的多位教授在会上做口头报告，并展示了张贴
报告。

（光电工程学院

供稿）

2015 年国际肾脏病学会（ISN）前沿论坛开幕

２０１５ 年国际肾脏病学会前沿论坛于 １０ 月 ２２ 日在深圳开幕。此次论坛由全球肾
脏病界最高学术组织－－国际肾脏病学会（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Ｓｏｃｉｅｔｙ ｏｆ Ｎｅｐｈｒｏｌｏｇｙ，
ＩＳＮ）主办，深圳大学医学中心、深圳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深圳市卫计委和中国生理
学会联合承办，是 ＩＳＮ 首次在中国乃至亚洲地区举办的规模最大、参会学者层次最
高的肾脏病学术研究的国际学术会议。世界知名学者 Ｋａｉ－Ｕｗｅ Ｅｃｋａｒｄｔ、Ｒｏｂｅｒｔ
Ｕｎｗｉｎ、Ｓｕｓａｎ Ａｌｌｉｓｏｎ、Ｓｔｅｐｈｅｎ Ａｌｅｘａｎｄｅｒ、侯凡凡院士、李志红院士、管又飞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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授等莅会作学术报告与交流，旨在促进肾脏病研究领域新知识新思想的交流，推动
全球肾脏病研究的进步。开幕式由大会秘书长、深圳大学医学中心主任阮雄中教授
主持。
大会主席 Ｋａｉ－Ｕｗｅ Ｅｃｋａｒｄｔ、Ｒｏｂｅｒｔ Ｕｎｗｉｎ 致开幕词。Ｋａｉ－Ｕｗｅ Ｅｃｋａｒｄｔ 表示此
次论坛将覆盖多个热门主题，包括系统生物学、表观遗传学、干细胞和再生医学等，
重点聚焦生理学和免疫学之间的对话，探索国际上肾脏病研究热点，对肾脏病相关
创新研究进行报告及探讨，为肾脏病治疗带来全新的理念和技术。深圳市卫计委孙
美华主任代表深圳卫生部门对国际肾脏病学会（ＩＳＮ）会议组委会表示感谢，希望此
次大会成为世界各地与会专家学者交流的良好开端。
本次论坛的主题是心肾器官对话中的病理生理和免疫机制，着重探讨炎症与肾
脏及获得性免疫之间的关系，希望通过学科间的整合和交叉，为肾脏病研究打开一
个突破口。２２ 日－２５ 日，来自全球 ３００ 多名顶级科学家、院士和专家进行为期四天
的学术研讨。（２０１５－１０－２７

医学部）

第一届深圳脑科学论坛隆重开幕

１１ 月 ２２ 日上午，第一届深圳脑科学论坛在南山区紫荆山庄开幕。深圳市副市长
吴以环，国家科技部高新技术发展及产业化司副司长曹国英，中国科学院科学传播
局副局长赵彦，南山区区长吴强，我校副校长阮双琛，中国医学科学院强伯勤院士，
复旦大学杨雄里院士，国家 ９７３ 计划专家顾问组副组长、中国科学院生物物理所研
究员张先恩，暨南大学和香港大学苏国辉院士，中国科学院上海生命科学研究院李
朝义院士，深圳大学倪嘉缵院士，广东省政府参事、我校教授陈思平等政府部门代
表、科学院院士、国家千人计划专家、国家杰出青年基金获得者、教育部长江学者、
国家 ９７３ 计划项目首席科学家和特邀国内外嘉宾 ７０ 余人出席了本次论坛。
本次论坛由深圳市神经科学研究院、深圳大学医学部生物医学工程学院、深圳
大学心理与社会学院、深圳市科技专家委员会共同主办，由医学超声关键技术国家
地方联合工程实验室、广东省生物医学信息检测与超声成像重点实验室、深圳市伞
友咖啡创业服务平台协办。深圳脑科学论坛（英文名称为 Ｓｈｅｎｚｈｅｎ Ｆｏｒｕｍ ｏｎ Ｂｒａｉ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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Ｒｅｓｅａｒｃｈ）是一个非营利性、定期、定址的国际学术论坛，由深圳大学谭力海教授、
罗跃嘉教授、李红教授、陈思平教授和美国宾夕法尼亚州立大学李平教授于 ２０１５ 年
８ 月倡议组织。论坛计划每年 １１ 月份在深圳召开年会，并把深圳作为论坛的永久举
办城市。论坛的宗旨是立足中国，面向世界，促进和深化中国脑科学家与世界其他
地区同仁之间的学术交流与合作，为政府、专家学者和企业界代表等提供一个共商
脑科学基础研究和成果转化与产业化相关问题的高层次对话平台。
吴以环在开幕式上致辞。她对深圳大学、深圳市神经科学研究院、深圳市科技
专家委员会为此次论坛付出的努力和各位专家为深圳市作出的贡献表示感谢。她说，
深圳市处于改革开放的前沿，是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创新驱动已经成为整个城市
的共识，人才、科研、产业、资本在这里对接，我们有信心可以在脑科学研究上走
在世界前沿。深圳市去年启动了以“名医、名院、名诊所”为重点的“三名工程”，
并将在未来的十三五规划期间新建大约两万五千张床位（不包含社会投资），大力
支持医疗卫生事业的发展。目前深圳在脑科学研究方面成果斐然，已经申请了五项
与脑科学密切相关的国家重点研究项目，建设了两个国家与地方联合的工程实验室，
初步形成了产学研医优势互补的格局。
阮双琛说深圳大学作为深圳市唯一一所综合性大学，非常重视产学研工作，部
分科研成果已成功转化，取得了良好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应。未来我校将充分利用
深圳市高新科技产业化的良好政策，加快科研人员研究成果的转化，为加快经济发
展、服务社会作出应有的贡献。目前脑科学正值蓬勃发展的阶段，但仍然遇到了很
多困难，他相信通过建设国际一流的脑科学研究平台将大力促进脑科学研究成果的
转化。
本次论坛为期两天，期间国内外知名专家将围绕脑科学进行讨论和交流，分享
经验，并带来系列高端学术讲座，如杨雄里院士关于《关于中国脑科学研究的思考》
的主题报告、苏国辉院士关于《Ｅｘｅｒｃｉｓｅ ａｎｄ Ｂｒａｉｎ Ｅｎｄｏｇｅｎｏｕｓ Ｓｔｅｍ Ｃｅｌｌｓ》的
主题报告、Ｂｅｔｔｙ Ｔｕｌｌｅｒ 关于《Ｓｐｅｅｃｈ Ｄｙｎａｍｉｃｓ： Ｓｔａｂｉｌｉｔｙ ａｎｄ ｃｈａｎｇｅ ｉｎ ｂｒａｉｎ
ａｎｄ ｂｅｈａｖｉｏｒ》的主题报告，我校谭力海教授关于《人脑语言功能区的定位和术中
保护》的主题报告、李红教授关于《负性情绪易感性与抑郁易感性的关系》的主题
报告等。

（２０１５－１１－２３

宣传部）

- 19 -

第二届深圳—香港阿尔茨海默症早起诊断与防治策略研讨会召开

１１ 月 ２７ 日，第二届深圳—香港阿尔茨海默症早期诊断与防治策略研讨会在深圳
正式开幕。深圳市科创委副主任邱宣、我校副校长徐晨、香港科技大学叶玉如院士、
北京大学王夔院士、北京大学深圳研究生院吴云东院士、我校生命与海洋科学学院
倪嘉缵院士等深港两地的专家学者出席研讨会。本次研讨会由深圳大学生命与海洋
科学学院、北京大学深圳研究生院、香港阿尔茨海默症研究网络、深圳中国科学院
院士活动基地、深圳市人民医院、深圳市医学会心神医学专业委员会联合主办。
邱宣致辞。她说，深圳目前经济形势一片大好，科技创新方面突飞猛进，前三
季 ＰＣＴ 国际专利申请超过一万件，是全国数量最多的城市。目前儿童多动症、青年
抑郁症、老年痴呆症等疾病发病率越来越高，脑科学研究和脑疾病的防治具有迫切
的社会需求和广阔的发展空间。深圳市高度重视脑科学研究，加大科技研发投入，
布局大量的创新载体和学科平台，通过“孔雀计划”大力引进高层次的脑科学团队，
编制脑科学研究的技术路线图。她希望科研工作一方面要有国际视野，发挥深圳的
比较优势；另一方面坚持人民主体地位，让科技汇集民生。她认为要多多开展深港
两地研讨会，发挥两地的比较优势，紧密合作，推动脑科学深入发展。
徐晨介绍了深圳大学最近的发展情况。我校目前处于高速发展时期，市政府将
在未来 ３ 年内投入 １０ 亿全力支持深大建设高水平大学。据不完全统计，今年我校获
得了 ２０５ 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位居全国三十名左右，而且 ＳＣＩ 和 ＥＳＩ 论文数
量均有了大幅提升，相比往年取得了长足的进步。另外我校在人才培养和引进方面
进步明显，拥有大量的优秀团队，成功申请了众多广东省和深圳市大型项目。他期
望未来一年深圳大学在深圳市和众多优秀专家学者的帮助下可以取得更好的成绩。
本次研讨会为期两天，期间深港两地知名专家学者围绕阿尔茨海默症的早期诊
断与防治策略进行讨论和交流，分享经验，并带来系列高端学术讲座，如王夔院士
关于《用非必需元素调整失调的信号网络预防神经退行性紊乱的发展可能性和问题》
的主题报告，叶玉如院士关于《Ｉｎｔｅｒｇｒａｄｉｎｇ ｂａｓｉｃ ａｎｄ ｔｒａｎｓｌａｔｉｏｎａｌ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ｆｏｒ ｎｅｕｒｏｄｅｇｅｎｅｒａｔｉｖｅ ｄｉｓｅａｓｅｓ》的主题报告，曲晓刚教授关于《高效靶向淀粉
样蛋白及其作用机制探讨》的主题报告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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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５－１１－３０

宣传部）

第三届华南计算机学科发展研讨会在我校召开

１２ 月 ５ 日，由陈国良院士发起的“第三届华南计算机学科发展研讨会暨智能感
知与移动计算青年学者论坛”在深圳大学召开。会议由深圳大学计算机与软件学院
主办，深圳中科院院士活动基地和深圳市电脑学会协办。中国科学院院士杨芙清、
王阳元、梅宏，中国工程院院士廖湘科，广东省计算机学会秘书长黄轩，香港理工
大学、澳门大学、中山大学、华南理工大学、华南师范大学、广西大学等来自华南
地区高校和相关科研单位的专家学者与会。会议由计算机与软件学院常务副院长明
仲教授主持。
深圳大学副校长徐晨教授在致辞中表示，近几年深圳大学科技研究工作取得了
快速发展，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连续三年快速增长。他指出，信息化和大数据是代表
着未来的发展趋势，也是国家“十三五规划”和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重点，深圳大
学举办华南计算机学科发展研讨会，既是对国家发展战略的响应，也是对深圳大学
建设高水平大学的推动和促进。
会上，上海交通大学梅宏院士做了《信息化 ３．０ 和大数据》的主题报告，报告
首先重新对信息化的代差进行了界定，并在此基础上提出来信息化 ３．０ 的内涵与价
值。梅院士提出大数据不仅是国家经济发展的新引擎，也是国家安全的重要保障；
梅院士同时也分享了他对大数据未来的一些思考。国防科技大学廖湘科院士做了《高
性能计算机的发展与挑战－－天河的实践与体会》的主题报告，从其自身组织和参与天
河超级计算机的工作经历出发，系统讨论了高性能计算的发展历程、取得的成就，
以及在高性能计算工作中遇到的困难和挑战。
下午，举行了智能感知与移动计算青年学者论坛，由深圳大学计算机与软件学
院特聘教授伍楷舜主持。参会青年学者积极发言，相互分享了各自在智能感知和移
动计算领域的研究心得和体会，会议气氛热烈。与此同时，在计算机与软件学院 ９３８
会议室，广东省普及型高性能计算机重点实验室学术委员会会议也一同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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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届全国名城名校科技管理工作研讨会在我校召开

１１ 月 ２９ 日，第四届全国名城名校科技管理工作研讨会在我校国际会议厅二楼举
行。会议由全国名城名校科技管理工作委员会主办，深圳大学科学技术部承办。来
自北京大学、武汉大学、南京大学、厦门大学、香港中文大学等 ２５ 所高校的 ６０ 多
位科技管理工作者齐聚一堂，共同探讨高校科技管理工作的未来发展模式。我校副
校长徐晨出席了研讨会。
徐晨代表学校对与会代表表示热烈的欢迎。他说，建校之初，深圳大学得到了
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中国人民大学的直接援助，借此机会向一直关心和支持深圳
大学建设和发展的兄弟学校和各界朋友表示诚挚的感谢！他认为，全国名城名校科
技管理工作研讨会具有重要的意义，它作为一个交流平台让大家团结在一起共同发
展、共同进步。随后徐晨简要介绍了深大的基本情况。他说，经过 ３０ 多年的发展，
学校形成了从学士、硕士到博士的完整人才培养体系，是一所学科门类齐全的综合
性大学。在师资队伍方面，学校近年来陆续引进多名院士、长江学者、国家杰青、
“千人计划”专家等人才，大大充实了学校的师资力量。校园设施方面，学校有后
海、西丽两个校区，两个校区都有 １．４ 平方公里左右，实验室、教研科研机器等国
定资产 １５ 个亿，具有良好的发展空间。人才培养方面，学校注重创新创业，具有优
良的传统，培养出如马化腾、史玉柱等一大批优秀企业家。
深圳大学科学技术部主任文振焜代表学校做科技管理工作报告。报告指出，近
年来，学校领导非常重视基础研究和科技创新，在政策、人才、资金、资源方面给
予大力支持，科技工作快速发展。近两年年度科技经费增速达 ２０％，国家自然科学基
金项目增幅达 ４０％，２０１５ 年 ２０５ 项，名列全国第 ３０ 名、广东第 ３ 名；２０１４ 年 ＳＣＩ 论
文翻一番，高水平论文学术影响力持续提升，工程学稳居 ＥＳＩ 世界排名前 １％；重大
项目和平台建设均有新突破；科技管理规范化，科技服务精致化。
北京大学科学研究部部长周辉介绍了学科群建设、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建设、
基础研究团队与战略科学家培养等方面的工作思路，并分享了他关于科技工作规划、
管理和发展的思考。他认为，高校应乘国家“十三五”发展战略的东风，科学规划，
合理布局，促进科研产业快速发展。科技工作者必须有见识、有认识、有胆识，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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循科学规律，全心投入，服务于学校科研发展。
武汉大学平台成果处处长何莲介绍了学校在项目管理、平台建设、科研评价、
团队建设、经费管理、学科发展、产学研合作等方面的经验、存在的问题及未来的
发展思路。
在宽松活泼的氛围中，与会人员围绕科技管理相关问题，结合科技管理工作实
际，交流思想、碰撞观点，进行了深层次的研究和讨论。

我校获得“深圳市 2015 年科技创新券服务机构”资格

“科技创新券”是指市科技研发资金用于支持各有关机构向高等院校、科研机
构和科技服务机构购买科技服务而发行的“有价证券”，但是企业申报专利、软件
著作权等知识产权过程所需服务、工业设计类服务及科技金融类服务不列入本项目
支持范围。
今年 １０ 月，我校成功入库“深圳市 ２０１５ 年科技创新券服务机构”，服务范围
包括研究开发；科学技术普及。我校竭诚为获得深圳市科技创新券的中小微企业及创
客提供购买科技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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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学研】

借力高交会，我校与五家企业签订合作协议
１１ 月 １９ 日，第十七届高交会举行第四天，深圳大学高交会专场签约会在会展中
心 ９ 号馆厅举行，我校 ５ 个参展项目与企业签订项目合作协议。
深圳市文浩建材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凌金龙、深圳佳兴加固技术有限公司总经
理卜俊涛、深圳市动力创新科技企业副总经理刘胜洪、深圳市多微生保健食品有限
公司总经理张义淦、深圳拍档网信息技术有限公司总经理缪新祥，我校医学部领导
谢苗、汪天富，科学技术部领导文振焜、杜晨林、张健等嘉宾出席签约仪式，仪式
由科学技术部副主任徐艳丽主持。
文振焜致辞。他说，近年来，深圳大学科技研究工作快速发展。２０１４ 年，科技
总经费超过 ４．５ 亿元，２０１５ 年有望高位稳步增长；２０１５ 年度，深大获国家自然科学
基金 ２０２ 项，项目数名列全国第 ３０ 位、广东省高校第 ３ 位，排名快速提升；项目数
近 ４０％的增幅在全国高校中是罕见的，反映的是深大科技研究的实力与潜力。适逢万
众创新、万民创业的新时代。学校领导非常重视科技创新和成果转化，出台了激励
政策。希望以高交会为平台和契机，加强深大与企业的科技合作，让更多优秀的科
技成果走进企业，走向市场，服务社会。
随后，文振焜代表学校，就材料学院陈少军的参展项目“建筑节能用纳米涂料”
与深圳市文浩建材科技有限公司，就土木工程学院丁铸的参展项目“无机植筋粘结
锚固材料”与深圳佳兴加固技术有限公司，化学与化工学院何传新的项目“石墨烯
复合纳米材料的制备及其在新能源中的应用研究”与深圳市动力创新科技有限公司
等分别签订项目合作协议，就医学部与深圳市多微生保健食品有限公司就建立“深
圳大学医学部深圳市多微生保健食品有限公司联合实验室”进行签约并揭牌，深圳
大学技术转化中心与深圳拍档网信息技术有限公司就技术转移合作项目签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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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校喜获第十七届高交会 12 个奖项
１１ 月 ２１ 日，为期 ６ 天的第十七届高交会在深圳会展中心圆满落下帷幕。本届高
交会以“创新创业，跨界融合”为主题，展现我国促进创新创业､加快产业融合等方
面的成果， １６８００ 多个项目参加展示、交易和洽谈，期间共吸引了来自 ９０ 个国家和
地区的 ５８．３ 万人次观众参会。
本届高交会，我校共有 ８５ 个项目参展。我校展位以前沿性、实用性、趣味性的
展示成果和产品吸引了诸多观众。展区以“新一代信息技术与互联网”、“生物医
药与医学工程”、“新能源与新材料”、“光机电一体化与先进装备”等四大领域
分区展示，同时另辟“手机玻璃面板智能缺陷检测”、“呼吸二氧化碳测量”、“三
维模型创意设计及 ３Ｄ 打印”、“小型多翼飞行器”、“可佩戴式超声诊断”、“皮
下静脉显影成像”、“证照随拍”、“３Ｄ 实弹射击训练”等众多互动区域，为观众
提供亲自操作、切身体验机会，呈现实物多样、强化互动、技术领先等特点。另外
还设有校企对接洽谈区域，为参展项目提供良好的对接环境。
展会期间，我校展区得到了多家媒体的关注和报道。《深圳特区报》、《深圳
商报》、新华网、深圳新闻网、中国教育在线网、ＣＵＴＶ 深圳台等媒介对我校参展高
交会总体情况、项目签约和具体成果等进行了报道。
凭借周密的组织和精彩纷呈的科技成果，我校喜获“优秀展示奖”和“优秀组
织奖”，“聚醚醚酮／羟基磷灰石骨骼材料”、“１．５ 维医用超声有源面阵探头”、
“仿生视觉传感器模组”、“无机植筋粘结锚固材料”、“移动母婴健康管理平台”、
“机器人柔性机械臂的振动抑制机理”、“植物叶片智能识别掌上宝”、“基于光
纤传感的尿比重仪”、“面向创客教育的智能控制套件及创意设计平台”、“超声
自动报靶系统”等 １０ 个参展项目喜获“优秀产品奖”。
借力高交会这一舞台，我校科技成果得以加速转化，科技创新实力得以充分彰
显；同时，高交会也成为社会了解我校，展示我校，更是树立我校形象、提高我校
社会显示度和知名度的良好窗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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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线搭桥：创新创业沙龙暨精英拍档会助力我校产学研
深圳大学 １９９３ 届校友马化腾，成功打造腾讯公司，改变了世界！近年，深圳充
分利用地处改革前沿的地缘优势，在培养杰出自主创新、创业人才方面超越众多老
牌院校 ，在风起云涌的“双创时代”，深圳大学继续扬帆远航。
１１ 月 ７ 日下午，由深圳大学技术转化中心和无忧拍档联合主办的“深圳大学创
新创业沙龙暨精英拍档会”（“走进深大”产学研究系列活动之十）在深圳大学图
书馆南馆报告厅如期举行，２００ 多名创新创业精英、投资大咖、媒体人齐聚一堂，通
过沙龙讲座、创新创业项目推介及路演、专家团点评等各种形式，成功举办了一次
创新创业的嘉年华。深圳大学技术转化中心负责人徐艳丽代表深圳大学热忱欢迎了
各位嘉宾，并介绍了深圳大学快速发展的科研情况。
本次活动现场亮点频出，高潮迭起。主题为“初创型及非上市公司股权激励”
的讲座为创业者解决了有关公司股份、股权分配的问题；精品项目的推介及路演更
是点燃了参会者的热情，为创业者提供了新的思路与契机。参加路演的十二个项目
都受到了专家团的一致好评，特别是我校推荐的六个项目都获相关投资人的邀约作
进一步沟通。
现场观众与演路嘉宾的互动也十分活跃频繁，在活动最后的自由交流环节，创
新创业者、投资人、合伙人、行业专家以及公司高管在台下进行了深度沟通、自由
撮合，现场有多名投资人及多家企业对各自追捧的精品项目发出了合作及投资邀请，
整个创新创业沙龙现场气氛十分活跃。
自由投资人杨猛先生对我校文产院黄永健教授（项目名称：手枪诗自媒体平台
建设）、计算机与软件学院聂伟博士（项目名称：ＣｌｏｕｄＣｕｂｅ 超融云网一体机）和材
料学院刘新科博士（项目名称：证照随拍）的项目兴趣浓厚。应其要求，１１ 月 ９ 日
晚，技术转化中心和无忧拍档安排双方进行了深入沟通，并就其中一个项目达成了
投资意向。
本次会议引起了腾讯、新浪、网易、凤凰网、深圳商报、晶报、深圳晚报、中
商情报网、深圳新闻网等媒体的广泛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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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利讲座第九讲：知识产权制造、运用、管理及保护
为加快学校专利申请速度，优化专利申请质量，推动科技成果转化，１０ 月 ２７ 日
下午，我校本学期首场“走进学院专利讲座”暨专利系列讲座第九讲在信息工程学
院 Ｎ７１０ 会议室举行。深圳市君胜知识产权代理事务所创始合伙人、董事长刘文求先
生作了题为《知识产权制造、运用、管理及保护？》的讲座。会议由信息工程学院副
院长李斌主持，校科学技术部副主任徐艳丽参加讲座。
刘文求老师用大量生动的案例讲解了什么是发明创新、成果怎样形成专利等。
在讲座过程中，与会老师、同学就相关问题与嘉宾进行了良好的互动与交流。
此次“走进学院专利讲座”的举行，让专利代理机构有机会与老师面对面的进
行交流，现场答疑解惑，从而更好的服务学院、服务老师。

中英联手为深大科技创新创业事业助力
——记中央兰开夏大学北极光团队在我校开展创业辅导课程

１２ 月 ４ 日上午，在深圳大学学生创业园多功能厅，伴随着“深圳大学中英科技
创新孵化器”的揭牌，英国中央兰开夏大学北极光团队在我校创业辅导课程正式启
动。本次培训由深圳大学与中央兰开夏大学联合发起，以促进两校在创新创业方面
的交流合作，对我校有创业需求的师生们进行商业指导。参加揭牌及授课仪式的领
导有深圳市虚拟大学园培训部主任陈蓉、深圳市科技服务业协会常务副秘书长许宁、
兰开夏大学企业与创新处处长 Ｍｒ．Ｊｏｈｎ Ｌｏｎｓｄａｌｅ、企业孵化器经理 Ｐｅｔｅｒ Ｒａｗｌｉｎｇ
和兰开夏大学科技（深圳）有限公司总经理彭丽思。我校科学技术部主任文振焜、
副主任徐艳丽、学生创业园主任殷涛、副主任陈一鸣一同参加了会议。
课程由英国兰开夏大学 ３ 位商业导师主持，课程设置“创意—商业规划和模拟”、
“大声说出来—营销与公关”、“赚钱”三大版块，多以座谈会的形式与同学们共
同探索如何培养一种营销头脑，发现并铲除创业者在销售时可能的障碍。有近 １０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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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研究生及本科生全程参与了三天的培训，同学们反映这次授课收益匪浅，对英国
导师随和、幽默的授课风格，互动式的授课形式和案例式的教学内容印象深刻。
英国中央兰开夏大学北极光团队具有丰富的孵化器建设服务经验，其创业辅导
体系为创业人员提供商业计划辅导、财务管理、市场营销与公关、销售计划方法、
风险分析、业务与法律等专业化、国际化培训。北极光成员均是具有认证资格的企
业导师，有与众多行业的成功企业家合作的经验，因其高质量的服务而在英国备受
认可，为英国年度支持机构。英国首相卡梅伦也选择这一备受赞誉的专业孵化器机
构启动创业孵化基金。
中英科技创新孵化器是经我校科技部牵头，联合大学生创业园、兰开夏大学共
同申请，由深圳市科技创新委批准建设并资助的大学校园孵化器，该孵化器将在 ２０１６
年、２０１７ 年继续组织承办此类创业辅导课程，通过中英双方在科技交流和创业辅导
方面的紧密合作，共同联手助力我校科技创新创业事业。

专利讲座第十讲：科技创新与知识产权分析、运营

１２ 月 ２２ 日下午，我校本学期第二场“走进学院专利讲座”暨专利系列讲座第十
讲在医学院 ７２５ 会议室举行。深圳中科院知识产权投资有限公司总经理李 Ｋ 先生作
了题为《科技创新与知识产权分析、运营》的讲座。会议由医学院副院长汪天富主
持。
李 Ｋ 先生用大量生动的案例讲解了知识产权重要性及国内现状；知识产权运营
及模式；科技创新与知识产权分析、运营等。在讲座过程中，与会老师、同学就相
关问题与嘉宾进行了良好的互动与交流。
此次“走进学院专利讲座”的举行，让专利代理机构有机会与老师面对面的进
行交流，现场答疑解惑，从而更好的服务学院、服务老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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