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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荐科技工作者个人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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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 荐 渠 道 ： 
中国科协生命科学学会联合体（中国生

物物理学会） 

推 荐 类 别 ： 

 

√全国创新争先奖章 

□全国创新争先奖状  
推 荐 领 域 ： 

 

√科学研究、技术开发、重大装备和 

工程攻关 

□转化创业     

□科普及社会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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填表说明 
 

1．候选人：填写候选人姓名。 

2．所在单位：填写候选人人事关系所在单位，应为法人单位。 

3．推荐渠道：填写推荐渠道名称，其中由省级科协、科技厅（委、局）、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局）、国资委联合推荐的，填写4家单位的名称。 

4.推荐类别和推荐领域：只能选择一项。 

5.工作单位及职务：属于内设机构职务的应填写具体部门，如“XX

大学 XX 学院院长”。 

6.专业技术职务：应填写具体的职务，如“研究员”、“研究员级高级

工程师”等，请勿填写“正高”、“副高”等。 

7.工作单位行政区划：填写到省、自治区、直辖市。 

8.重要成果列表：“基本信息”栏填写要求：科技奖励，按顺序填写

成果（项目）名称，类别（国家、省、部）名称，获奖等级，排名，获奖

年份，证书号码，主要合作者等，同一成果相关科技奖励只填一项最高奖

项；专利信息，按顺序填写实施的发明专利名称，批准年份，专利号，发

明（设计）人，排名，主要合作者等；代表性论文和著作，按顺序填写论

文、著作名称，年份，排名，主要合作者，发表刊物或出版社名称；其他

成果参照填写。 

9.所在单位意见：由候选人人事关系所在单位填写，须由单位负责人

签字并加盖单位公章。意见中应明确写出是否同意推荐。 

候选人人事关系所在单位与实际就职单位不一致的，实际就职单位应

同时签署意见并签字、盖章。 

10.推荐渠道意见：须由负责人签字并加盖单位公章，意见中应明确

写出是否同意推荐。中央和国家机关推荐的，由相关司局负责人签字并加

盖相关司局公章；地方推荐的，由省级科协负责人签字，加盖省级科协公

章；学术团体推荐的，由理事长（会长）签字，或理事长（会长）授权的

副理事长（副会长）签字，并加盖相应学术团体公章。 

 



 

一、基本信息 

推 

荐 

人 

选 

 

姓  名 阎锡蕴 性  别 女 

 

民  族 汉 出生年月 1957年 2月 25日 

国  籍 中国 政治面貌 无党派人士 

最高学历 研究生 最高学位 博士 

行政级别 副部级 
专业技术 

职务 
院士 

工作单位及

职务 

中国科学院生物物理研究所研究员； 

北京市生物大分子药物转化工程中心主任； 

中国科学院生物物理研究所蛋白质多肽药物重点实验室主任； 

亚洲生物物理联合会（ABA）主席; 

发展中国家女科学家组织(OWSD)中国委员会执委; 

中国生物物理学会副理事长兼秘书长; 

学科领域 纳米生物学 

证件类型 身份证 证件号码  

工作单位 

性质 
事业单位 

工作单位 

行政区划 
北京市 

办公电话  手  机  电子邮箱  

通讯地址  邮  编  

联系

人 
办公电话  手  机  电子邮箱  

通讯地址  邮编  

推荐 

类别 

√全国创新争先奖章       

□全国创新争先奖状  

 



 

推荐

领域 

√科学研究、技术开发、重大装备和工程攻关   

□转化创业 

□科普及社会服务 

二、学习经历（从大学或职业教育填起，6项以内） 

起止年月 校（院）及系名称 专业 学位 

1977.09-1982.7 河南医学院 医学 学士 

1989.8-1993.3 德国海德堡大学医学院 免疫学 博士 

1994.3-1996.12 

美国 Memorial 

Sloan-Kettering癌症研

究中心 

免疫学 博士后 

三、主要工作经历（6项以内） 

起止年月 工作单位 职务/职称 

1983.01-1989.07  中国科学院生物物理研究所 实习研究员、助理研究员 

1997.01-2002.01  中国科学院微生物所 研究员 

2000.1 - 2001.1 德国马普生化所蛋白质化学实验室 访问学者 

2002.01-至今  中国科学院生物物理研究所 
研究员 

2011．11–至今 
中国科学院生物物理研究所蛋白质多

肽药物重点实验室 
主任 

2013.6 - 至今 北京市生物大分子药物转化工程中心 主任 

四、国内外重要社会任（兼）职（6项以内） 

起止年月 名     称 职务/职称 

2015．1-2018.12 亚洲生物物理联合会 主席 

 



 

2009.5–至今 发展中国家妇女科学组织(OWSD)中国

 

执委 

2009–至今 中国生物物理学会 副理事长兼秘书长 

   

   

 



 

五、主要成绩和突出贡献 

（本栏目是评价候选人的重要依据，应详实、准确、客观地填写近 5 年内，在

“科学研究、技术开发、重大装备和工程攻关”、“转化创业”、“科普及社会服

务”所作出的主要成绩和突出贡献。限 1500字以内） 

阎锡蕴是女性中的佼佼者。早在1978年初步入大学校门之前，她曾在汽车配件

厂从事过重体力、重污染的翻砂和铸造工作。历经多年刻苦努力，1989年由中国科

学院生物物理研究所推荐，她先后赴德国海德堡大学和美国癌症中心攻读博士和博

士后。学成回国后她于1997年入选中国科学院“百人计划”，自此一直潜心研究工

作。 

阎锡蕴在肿瘤新靶点发现和成果转化方面做出了创新和系统性贡献。她发现了

有重大临床应用前景的新靶点CD146，并研制了治疗性抗体，临床前研究证明其抑瘤

效果显著，专利转让合同额1亿元。这是中国人独立发现、被国际同行认可并实现成

果转化的系统性工作。美国NIH肿瘤中心主任Croix教授为此专题评述，称“如同许

多里程碑式（“landmark”）工作，阎的研究不仅解答了该领域长期存在的疑问，

还提出了许多新问题”。 

有趣的是，在进行上述成果转化时，她引入纳米技术，又获得了新的重要科学

发现。在国际上第一次提出“纳米酶”新概念，从一个新的视角揭示了无机材料在

纳米尺度呈现出不可预见的酶学特性，它能够在温和条件下催化酶的底物，具有类

似天然酶的催化效率和催化机制，这类新型模拟酶不仅用于医药、食品、农业、工

业催化和环境净化，还能催化生物体内的化学反应。 

这一发现被认为是酶学史上一个里程碑式的事件，它不仅揭示了纳米材料新特

性，而且还拓展了其应用。研究结果2007年在Nature Nanotechnology发表后，很快

被多家实验室独立验证。迄今，原始论文已被他引1400余次，后续有50种不同纳米

酶相继被发现。阎锡蕴作为纳米酶的发现者应邀在美国纳米高登科学会议做报告，

应Spring出版社邀请主编《纳米酶》英文专著。 

在理论创新的基础上，她根据纳米酶的催化特点，巧妙设计和研制了多种新技

术，并将其用于肿瘤诊断、病毒快速检测和污水处理等多个领域。纳米酶检测的灵

敏度是现有方法的100倍，克服了长期以来试纸条检测灵敏度低的局限性。她带领团

队发明的新技术，部分专利已进入美国、欧洲和日本，转让合同总额1.682亿元。 

作为中国女科学家的杰出代表，她带领的科研团队先后荣获2013年中科院“巾

帼建功”先进集体，2017年全国巾帼文明岗等荣誉。她本人也获得全国三八红旗手、

中科院十大女杰、中科院首届王宽城优秀女科学家奖等。她还作为第一完成人获2012

年国家自然科学二等奖和国际Atlas奖，并先后四次获得北京市科学技术奖一等奖。 

阎锡蕴治学严谨，为人谦和，善于合作。她尊重学生的创造性，在她培养的60

余名博士中，多位学生荣获百篇优秀论文和中科院院长特别奖等。如今，昔日的学

生有些已成为国家“青年千人”、教授和博士生导师；有些已成为国家机关或企业

的核心骨干。特别是，女博士刘琴现已在美国华盛顿大学担任独立PI。阎锡蕴也因

 



 

此先后三次获中国科学院优秀导师奖。 

不仅如此，她以自身的学术影响力，还在国内外学术组织中发挥了积极作用。

她曾作为中国女科学家代表团团长出席亚洲女性科学论坛；作为发展中国家妇女科

学组织的中国委员会委员，在第六届妇女科学大会中发挥了积极的作用，受到了国

际妇女组织(TWAS)主席的表彰。在她担任中国生物物理学会的副理事长和秘书长的

十年中，深受大家爱戴。她作为大会秘书长，在2011年第十七届国际生物物理大会

上，面对来自41个国家的3000多位代表，她以流利的英语和典雅的中国知识女性风

采主持了开幕式，受到与会代表的好赞赏。为此，国际组织IUPAB主席为她颁奖，表

彰其为国际生物物理学术交流所做的贡献。 

 

 

 

 

 

 

 



 

六、重要成果列表 

(根据推荐领域，分别填写候选人获得的重要科技奖项，发明专利，代表性论

文和著作，重大装备和工程相关重要成果，转化创业成果，重大科技类社会化公共

服务产品等，按照上述顺序填写，总计不超过 15 项。) 

序号 基本信息 本人作用和主要贡献（限 100字） 

1.  2012年，纳米材料若干新功能

的发明及应用，国务院，国家

自然科学奖二等奖,证书号：

2012-Z-105-2-05-R01 

阎锡蕴为第一完成人，首先发现磁性纳

米材料催化酶活性，并提出“纳米材料

模拟酶”的新观点。建立了磁纳米材料

在临床检测、生物化学传感器方面的多

种应用。为该奖 4 篇代表性论文的通讯

作者，4项专利的第一发明人。 

2.  2014年，肿瘤新靶标 CD146的

发现及抗体靶向治疗，北京市

人民政府，北京市科学技术奖

一等奖，证书号：2014医

-1-002-01 

阎锡蕴为第一完成人，她带领团队完成

了从发现肿瘤新靶标 CD146，机理研究到

药物创新的过程，取得了具有国际影响

的研究成果。她为该项目 9 篇代表作的

通讯作者，以及 3项专利的第一发明人。 

3.  2010年，磁性纳米材料新功能

的发现及应用，北京市人民政

府，北京市科学技术奖一等奖，

证书号：2010基-1-001-01 

阎锡蕴为第一完成人，首先发现磁性纳

米材料催化酶活性，并提出“纳米材料

模拟酶”的新观点。组织课题实施，撰

写修改论文。为该奖 1、2、3、5的通讯

作者，其他论文的共同通讯作者，以及 4

项专利的第一发明人。 

4.  2016年，全国三八红旗手，全

国妇联 

基于阎锡蕴带领的团队在肿瘤精准治疗

研究方面取得了具有国际影响的成果。 

5.  2015年，Atlas国际奖，

Elsevier 

阎锡蕴为第一获奖人，这是我国科学家

首次获得该奖，该奖表彰的纳米酶新技

术的灵敏度是现有方法的 100 倍，克服

了长期以来试纸条检测灵敏度低的局限

性。文章刚发表，立即被 Science Direct

评为热点文章，Elsevier 也配发了专题

评论。  

6.  2006年，发明专利：磁性纳米 阎锡蕴为该专利第一发明人，组织科研

 



 

材料的新功能及新用途 专利

号： ZL200610057413.9  

发明人：阎锡蕴,第一人； 

主要合作者：高利增，聂棱，

王太宏   

团队在国际上发现了磁性纳米材料的新

功能，建立了基于此的多项新应用，基

于为该专利的第一发明人，该专利成果

转化额达到 6000万元。 

7.  2011年,发明专利：一种双功

能肿瘤诊断试剂及方法,专利

号：PCT/CN2012/075291 

发明人：阎锡蕴,第一人； 

主要合作者：梁敏敏，范克龙，

潘永信，曹长乾，杨东玲，卢

迪，冯静    

阎锡蕴为该国际发明专利的第一发明

人，该专利已进入美国、欧洲和日本。

首次发现了纳米材料可用于肿瘤诊断，

这种新技术比常规的免疫组化法简单、

经济，检测时间从 4小时缩短为 1 小时。

入选中国十大科学进展。  

8.  2014年，发明专利：纳米酶免

疫层析新方法 ，专利号： 

PCT/CN2014/088540  

发明人：阎锡蕴，第一人； 

主要合作者：段德民，张德玺，

杨东玲，冯静，宋丽娜 

阎锡蕴为该国际发明专利的第一发明

人，该技术被誉为纳米领域代表性的创

新理念与技术革命。纳米酶新技术的灵

敏度是现有方法的 100 倍。文章刚发表，

立即被 Science Direct评为热点文章，

Elsevier也配发了专题评论。 

9.  2014年，发明专利：一种肿瘤

靶向药物载体及其应用  

专利号：PCT/CN2014/087286  

发明人：阎锡蕴，第一人； 

主要合作者：范克龙，梁敏敏，

郑继燕，冯静，杨东玲  

阎锡蕴为该国际专利的第一发明人，该

发明提出了肿瘤靶向治疗新思想，使药

物在肿瘤部位的局部药浓度提高了 10

倍。在提高疗效的同时，降低化药的副

作用。这项新技术有三个特点，靶向肿

瘤、相容性好、制备简单。 

10.  2008年，发明专利：抗人 CD146

的单克隆抗体,包含其的组合

物,检测可溶性 CD146的方

法 ，专利号：

ZL200810057260.7  

发明人：阎锡蕴，第一人； 

主要合作者：张莹，郑超固，

杨东玲，冯静，卢迪 

阎锡蕴为第一发明人，该发明首先建立

了一整套研究 CD146 功能的一系列针

对 CD146 不同表位的单克隆抗体库。在

此基础上，完成了发现新靶点 CD146、阐

明机理、完成临床前研究、实现成果转

化。为 2014年北京市科技一等奖的代表

专利。 

 



 

11.  
Intrinsic peroxidase-like 

activity of ferromagnetic 

nanoparticles and 

application in an 

immunoassay.2007年，通讯作

者。 

发表刊物：Nature 

Nanotechnology, 2 (9) 

(2007), 577-583. （IF 35.27） 

阎锡蕴为该文的主要执笔和定稿人。该

文被认为是新兴纳米酶研究领域的奠基

之作，获 Nature Nanotechnol、Science 

News、Nature China及 Chem Soc Rev 等

专题评论，他引次数 1400 余次，入选

2007 年度中国十项重大科学进展，作为

2012 年度国家自然科学二等奖代表作之

一。 

 

12.  Magnetoferritin 

nanoparticles for targeting 

and visualizing tumor 

tissues.2012年，通讯作者。 

发表刊物：Nature 

Nanotechnology, 7(7) 

(2012), 459-464（IF 35.27） 

阎锡蕴为主要执笔和定稿人。此文首次

将纳米酶应用于肿瘤诊断，他引总次数

130 次，此文入选当年中国重大科学进

展，第一作者因此获中国科学院院长特

别奖，2013 年 UCAS-BHP 奖学金，2015

年 ABA Young Scientist Travel Award,

阎锡蕴也获得优秀导师奖。 

13.  
H-ferritin-nanocaged 

doxorubicin nanoparticles 

specifically target and 

kill tumors with a 

single-doze injection.2014

年，通讯作者。 

发表刊物： Proc. Natl. Acad. 

Sci. USA,111(41)(2014), 

14900-14905. 

阎锡蕴为该文的通讯作者，首次报道了

铁蛋白药物靶向输送技术。蛋白壳直接

识别肿瘤，制备工艺简单稳定，携带药

物达肿瘤部位副作用小、疗效高、生物

相容性好。该文自 2014 年 10 月发表 6

周后，关注率达到前 10%。 

14.  
A novel anti-CD146 

monoclonal antibody, AA98, 

inhibits angiogenesis and 

tumor growth.2003年，唯一通

讯作者和第一作者。 

发表刊物：Blood, 102 (1) 

(2003), 184-191.  

 

阎锡蕴为该文的第一和唯一通讯作者，

首次发现肿瘤血管新靶标CD146。该文被

Faculty of 1000 Biology评为新发现，

被Nature Comuunication, PNAS, EMBO, 

Blood, Cancer Res, J.Immunology, 

Cancer Letter, Cell Res等他引106次，

是2014年北京市科学技术奖一等奖的主

要代表作。 

 



 

 

15.  
CD146, an 

epithelial-mesenchyaml 

transition inducer, is 

associated with 

triple-negative breast 

cancer.2012年，通讯作者。 

发表刊物： Proc. Natl. Acad. 

Sci. USA, 109(4)(2012), 

1127-1132. 

阎锡蕴为主要执笔和定稿人，发现CD146

诱导肿瘤上皮-间质转化的新功能。自

2012年发表以来，被 Blood, Cancer 

Research, Plos One，Cancer Letter等

他引63次。第一作者因此获得全国百篇

优秀博士论文，阎锡蕴获中国科学院优

秀导师奖。 

     

 

 



 

七、候选人个人声明 

本人接受推荐，承诺推荐材料中所有信息真实可靠，若有失实和造

假行为，本人愿承担一切责任。 

 

候选人签名 

年  月  日 

八、候选人所在单位意见 

（由候选人人事关系所在单位对候选人政治表现、廉洁自律、道德品行等方面

出具意见，并对候选人《推荐书》及附件材料的真实性、准确性及涉密情况进行审

核，限 300 字以内。） 
（300 字以内） 
 

阎锡蕴爱国爱党。作为女科学家的杰出代表，从翻砂工到女院士的成长经历是她
“三自经”- 自强、自信和自在的真实写照。她的团队在肿瘤精准治疗领域做出了国
内外有影响的研究成果，首次提出纳米酶的新概念，并将其应用于肿瘤诊断、病毒检
测和污水治理等多个领域，开拓了纳米酶研究新领域。原始论文被他引 1400 余次，
发明专利进入美、欧、日并实现了成果转化。研究成果获 2012 年度国家自然科学奖
二等奖，两次入选中国重大科学进展，三次获得北京市科学技术奖一等奖。 

阎锡蕴积极服务社会，具有广泛的学术影响力和感召力，她激励和引领了一批青
年学者投身科研，为建立创新型国家贡献力量。 

本材料内容真实准确，不涉密。 

我单位推荐阎锡蕴申报全国创新争先奖。 

 
 
 
 



 

   
 

                                 单位负责人签字： 

单位盖章 

年  月  日 

九、推荐渠道意见 

（对候选人成就、贡献和学风道德的评价，限 300 字以内） 
 

 



 

 
 
 
 
 
 
 
 
 
 
 
 
 
 
 
 
 
 
 
 
 
 
 
 
 
 

 

推荐渠道负责人签字： 

推荐渠道盖章 

年  月  日 

 

 

 



 

十、审批意见 

同意授予           同志全国创新争先          。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 
（盖章） 

年   月   日 

中国科协 
（盖章） 

年   月   日 

科技部 
 

（盖章） 
年   月   日 

国务院国资委 
 

（盖章） 
年   月   日 

 

 


	（推荐科技工作者个人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