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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志杰，理学博士、教授，博士生导师。曾任中国科学院生物物理研究所“百人计
划”研究员。现任上海科技大学大道书院院长、iHuman研究所执行所长、生命科学与
技术学院教授。同时担任中国生物物理学会副理事长、中国晶体学会常务理事、上海
生物物理学会副理事长、国际生物结晶组织理事等。

主要研究方向为人类重大疾病相关蛋白质结构与功能研究和药物设计。 已发表
研究论文 130余篇，获得癌症治疗靶点相关国家专利一项，于 2012年获药明康德
生命化学研究奖。并曾获上海市领军人才、上海市科技精英提名奖及中国科学院最佳
导师称号。2020年获评上海市先进工作者。

作为一名科学家， 以造福人
类健康为己任， 他潜心于重大疾
病相关药物靶标研究， 在与肥胖
症和糖尿病相关的大麻素受体等

靶点的研究中取得多项突破性进

展， 为我国重大疾病治疗新药的
自主研发打下坚实基础。 作为一
名导师， 为国家培养顶尖人才为
目标， 他培养出的多名高水平研
究生崭露头角， 其中两名博士毕

业生入选福布斯 30 名 30
岁以下青年科技精英

榜， 为科研队伍不断充
实后备军 。 刘志杰科
研、 育人成效卓著， 他
参与创建的 iHuman 研
究所已成为在 GPCR
研究领域的国际顶尖

研究机构 ， 为上海
成为该领域的研究

高地作出重要贡献。

大麻素受体研究
在国际上产生重要影响

1962 年出生于天津的刘志
杰，1987 年从天津师范大学硕士
毕业后留校任教 。 1994 年获中
科院生物物理学博士 ， 1995 年
赴美从事结构生物学研究， 2006
年回到中科院为国效力 ， 2013
年入职上海科技大学。

刘志杰长期致力于细胞信号

转导相关蛋白的结构与功能研究，
在中科院生物物理所期间， 他在天
然免疫信号识别和信号转导研究上

取得了一系列重要的研究成果， 被
中国科学院收录为当年 “中国科学
家具有影响力的部分工作”。

2013年加入上海科技大学，
刘志杰参与创建iHuman研究所，

任执行所长， 把研究方向聚焦在
与重大疾病密切相关的G蛋白偶
联受体（GPCR）上。他带领研究团
队经过8年的不懈努力和大量的
实验筛选，终于在GPCR的结构与
功能研究上获得重要突破。

人源大麻素受体是治疗多种

精神类和情绪类疾病以及疼痛、
炎症、 药物滥用、 多发性硬化症
等的重要靶点。 刘志杰对大麻素
受体的深入和系统的研究在国

际上产生重要影响 。 其课题
组还攻克了与糖尿病密切相

关的晶体结构 ， 与肥胖症和
精神分裂症相关的结构基础

研究 ， 以及与癌症治疗密切相
关的研究， 揭示了三种与疾病密
切相关蛋白分子与其配体间的相

互作用和调控方式。
大麻被用于医药等领域已有

数千年历史， 刘志杰聚焦于大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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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年
中， 刘志杰及研究团队系统揭示
了大麻素受体与配体相互作用的

分子机制 。 该研究成果入选
2016 年上海市十大科技事件。

刘志杰科研团队在人体趋化

因子系统信号转导研究领域取得

重大突破， 该项研究为精准的新
型抗癌药物设计开启了新篇章。
该成果于 2020 年发表在国际顶
尖学术期刊 《自然》。

刘志杰团队在糖尿病方面研

究成果已回馈社会， 其分子结构
基础已经被制药公司采纳运用到

新一代口服降糖药的研发中， 更
长效的降糖药有望上市， 造福亿
万糖尿病患者。

两名学生同时入选
福布斯青年科技精英榜

从 2006 年回国效力至今 ，
15 年来， 刘志杰已培养出 30 名
博士生。 他的教学理念是注重学
生全面发展， 不仅传授知识， 更
要传授给学生获得知识的能力。
他全方位关注学生的人格发展、
心理健康、 注重培养人格健全、
与人和谐相处、 有团队精神的人
才。 教学方式上， 他注重言传身
教， 因材施教。 他强调， 科研不
是时间的堆积， 因而从不要求学
生加班加点， 而是激发学生对科
研的兴趣， 发挥学生的主观能动
性。 最引以自豪的是， 在他带教
下， 华甜通过 3 年半夜以继日的
刻苦攻关 ， 于 2016 年攻破了
“大麻素受体 ” 难题 ， 彭瑶于
2018 年攻克了治疗肥胖症靶点
的课题， 两人双双入选 2019 年
福布斯 30 名 30 岁以下青年科技
精英榜， 同一所高校双人入选，
在上海高校系统实属凤毛麟角。
他培养的多名博士生获得国家博

新计划、 中科院院长特别奖等荣
誉。 他两次获中国科学院大学最
佳导师称号实至名归。

刘志杰是幸运的， 从小立志
当科学家的他， 选择了生物物理学
科， 造福人类健康。 他透露， 下一
步将在精神类疾病方面继续突破；
随着中国老龄化加剧， 已着手自行
研发相关药物， 为老年健康事业作
出科研工作者的应有贡献。

刘志杰是幸福的， 作为一名
教师， 实实在在为国家培养高质
量人才，是人生莫大的成就。做老
师，是此生正确的选择。 “我的梦
想就是为中国培养出顶级科学

家”。 刘志杰自信满满。
文/孙明敏

———记上海科技大学刘志杰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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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新药自主研发打下坚实基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