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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落实“十四五”期间国家科技创新有关部署安排，国家重点

研发计划启动实施“病原学与防疫技术体系研究”重点专项。根据

本重点专项实施方案的部署，现发布 2021年度项目申报指南。

本重点专项总体目标是：以传染病防治为内核，强化生物安

全防御，重点开展可用于临床重大应用的防治产品研发、可打开

新领域的原创理论发现及可解决核心问题的创新平台建设。通过

项目实施，加强致病机制、溯源预警等为核心的病原研究，以及

宿主免疫反应、临床治疗方案等为核心的人类免疫研究，通过新

的科学视角寻求新的重大突破。分层次有重点实现包括病毒、细

菌、真菌和寄生虫在内的病原全覆盖研究，有效支撑新发突发和

慢性传染病防控与诊疗需求。

2021年度指南部署坚持重点关注传染病临床救治、预防控制

领域的重大需求，秉承少而精、架通路、可应用与紧迫性优先原

则和要求，围绕重大传染病传播致病机制与靶点发现，重大传染

病病原体的发现、溯源及预警预测，新型疫苗设计及平台体系研



— 14 —

究，重大传染病临床防治，重大新发突发传染病防控一体化体系

建立等 5个任务，按照基础前沿技术、共性关键技术、示范应用，

拟启动 20 个方向，拟安排国拨经费概算 5.25 亿元。其中，围绕

新冠病毒等呼吸道病毒感染和传播特性研究、重要病原细菌致病

因子的系统发现、病原真菌感染机理与防控技术研究等 8个方向，

拟部署 5个青年科学家项目，每个项目 500万元，拟安排国拨经

费概算 0.25亿元。

项目统一按指南二级标题（如 1.1）的研究方向申报。每个项

目拟支持数为 1~2项，实施周期不超过 3年。申报项目的研究内

容必须涵盖二级标题下指南所列的全部研究内容和考核指标。基

础研究类项目下设课题数不超过 4个，项目参与单位总数不超过

6家，共性关键技术类和示范应用类项目下设课题数不超过 5个，

项目参与单位总数不超过 10 家。项目设 1 名负责人，每个课题

设 1名负责人。

青年科学家项目（项目名称后有标注）不再下设课题，项目

参与单位总数不超过 3家。项目设 1名项目负责人，青年科学家

项目负责人年龄要求，男性应为 1983 年 1 月 1 日以后出生，女

性应为 1981 年 1 月 1 日以后出生。原则上团队其他参与人员年

龄要求同上。常规项目下设青年科学家课题的，青年科学家课题

负责人及参与人员年龄要求，与青年科学家项目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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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南中“拟支持数为 1~2项”是指：在同一研究方向下，当

出现申报项目评审结果前两位评价相近、技术路线明显不同的情

况时，可同时支持这 2个项目。2 个项目将采取分两个阶段支持

的方式。第一阶段完成后将对 2个项目执行情况进行评估，根据

评估结果确定后续支持方式。

本专项研究涉及人类遗传资源采集、保藏、利用、对外提供

等，须遵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人类遗传资源管理条例》相关规定

执行。涉及人体研究需按照规定通过伦理审查并签署知情同意书。

涉及实验动物和动物实验，要遵守国家实验动物管理的法律、法

规、技术标准及有关规定，使用合格实验动物，在合格设施内进

行动物实验，保证实验过程合法，实验结果真实、有效，并通过

实验动物福利和伦理审查。

本专项 2021年度项目申报指南如下。

1. 重大传染病传播致病机制与靶点发现

1.1 新冠病毒等呼吸道病毒感染和传播特性研究（青年科学

家项目、基础研究类）

研究内容：针对新冠病毒和流感病毒等重要呼吸道病毒，

从细胞和动物水平，建立和完善病毒体外传播模型和仿真模拟

系统，追踪病毒在人与动物间的传播链条；通过整合分子生物

学、细胞生物学、结构生物学、高分辨率影像学等技术，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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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毒感染过程中的重要分子机制，解析影响其感染传播的关键

分子基础。

考核指标：了解 2种以上呼吸道病毒的感染谱和传播链条以

及病毒遗传变异特征；完成 5种以上病毒感染相关受体和宿主因

子的鉴定；解析 5种以上参与病毒感染过程的关键蛋白复合物三

维结构并阐明其分子机制。

1.2 虫媒病毒感染和传播机制及防治干预靶点的发现（基础

研究类）

研究内容：聚焦重要导致人类重大传染病的虫媒病毒感染机

制、传播机制、宿主免疫保护机制，鉴定调控虫媒病毒感染传播

的关键病毒及宿主因子，为重要虫媒病毒防治提供干预靶点，并

研发新型抗病毒防治策略。聚焦重要虫媒病毒入侵感染和致病机

制，研究病毒和宿主因子在虫媒病毒入侵、复制及致病过程的调

控功能，描绘“病毒—宿主”蛋白互作图谱，鉴定药物新靶点；

阐明重要虫媒病毒“宿主—虫媒”间的传播机制，研究媒介生物

与病毒之间的互作关系，鉴定调控虫媒高效传播及获取病毒的关

键因子，为阻断病毒传播提供新型干预靶点；解析调控虫媒病毒

感染及传播关键因子的结构和功能性质，基于鉴定出的防治干预

靶点发展特效或广谱抗虫媒病毒干预手段。

考核指标：发现 10~15 种调控重要虫媒病毒入侵感染和致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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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关键病毒和宿主因子，并阐明 3~5种调控虫媒病毒感染及传播的

新机制。确定 10~15种基于病毒感染传播机制的新型干预靶点；提

出 3~5种基于防治干预靶点的特效或广谱抗虫媒病毒干预手段。

1.3 重要病原细菌致病因子的系统发现（青年科学家项目、

基础研究类）

研究内容：针对临床重要病原细菌或重要自然疫源性和高致病

性病原细菌，选择不同地区和毒力差异的代表性菌株，通过多组学

技术，系统揭示病原细菌在毒力演化、致病及传播等过程中的致病

因子的进化规律；揭示关键致病因子及其变异与环境、宿主、菌群

互作的规律和机制；阐明关键致病因子及其复合物的结构和功能；

解析关键致病因子的信号通路，联系全局性网络及相关生物医学研

究，探索病原细菌的致病新机制并制定其防御新策略。

考核指标：解析重要病原细菌的毒力变异规律，并揭示关键

致病因子在病原致病和传播中的分子机制。发现 10~20 个病原细

菌的关键致病因子，揭示 5~10 个重要致病相关基因、蛋白、非

编码 RNA 调控网络变化在病原细菌毒力演化、致病和传播中的

分子机制。制定 2~3个针对病原细菌关键致病因子的防御新策略。

1.4 病原真菌感染机理与防控技术研究（青年科学家项目、

基础研究类）

研究内容：结合临床分离侵袭性感染的念珠菌、隐球菌和烟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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霉等病原真菌，深入监测我国重要病原真菌的耐药性；系统分析其

毒力及耐药表型、基因型和基因组特征，揭示临床菌株的遗传差异、

毒力演化及耐药性发生的规律，针对我国存在的高致病性真菌，系

统分析其分布范围、致病力特征及耐药性特点。建立黏膜和侵袭性

感染动物模型，发现真菌感染的关键致病因子，阐明真菌病原体侵

染及其宿主环境适应性的分子基础。基于病原真菌的侵染机制，发

掘新的特异药物靶点，研发新的诊断和治疗策略。

考核指标：收集和分析 2000 株以上的代表性临床菌株（须

包括高致病性真菌 1~2 种），揭示我国重要病原真菌的毒力和耐

药性状的演化/流行规律 2~3个；揭示真菌细胞壁合成、形态发生

和毒力因子产生的分子基础，鉴定出 10 个以上的关键致病基因，

并发现 5个以上新型的特异药物靶点；发展包括耐药性病原真菌

的快速检测在内的真菌诊断新方法或抗体治疗新技术 2~3个。

1.5 长效免疫记忆在病原感染或疫苗免疫中的形成机制（青

年科学家项目、基础研究类）

研究内容：围绕病毒感染或疫苗免疫的应答过程，综合利用

多组学等技术方法，明确长效型免疫记忆细胞类型、分子特征和

组织分布，揭示不同类型的记忆细胞（B细胞和 T细胞）功能和

产生途径的差异；从转录因子、表观遗传、细胞代谢等多角度，

发现调控免疫记忆细胞形成、维持和应答功能的关键因子及信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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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路，阐明其作用机制；揭示感染过程中炎症、衰老等常见病理

生理因素对免疫记忆细胞形成、维持和应答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

根据免疫记忆细胞特点，开展免疫记忆及疫苗保护持久性相关研

究，设计能够增强记忆性免疫应答的相关疫苗产品和接种策略。

考核指标：阐明重要病原感染或疫苗免疫过程中，免疫记忆

细胞分子特征和分布情况；揭示不同类型免疫记忆细胞功能和产

生途径差异，明确 6~8种调节免疫细胞记忆的重要分子和作用机

制，并确定 3~5种增强记忆性免疫应答的干预手段。

1.6 慢性感染与免疫细胞耗竭机制（基础研究类）

研究内容：描绘重大慢性感染性疾病（如：肝炎、结核病和

艾滋病等）诱发的免疫耐受/耗竭关键的免疫细胞特征，研究调节

免疫细胞耗竭的分子机制和信号网络；筛选、验证重大慢性感染

性疾病中介导免疫耐受/耗竭的新的免疫卡控点及其他重要调节

分子；基于免疫卡控点及重要调节分子，设计新的针对慢性感染

疾病的诊疗方案；明确慢性感染导致的免疫细胞耗竭致炎、致活

化、致衰老的分子机制，并有针对性地设计潜在治疗药物及免疫

干预手段。

考核指标：揭示慢性感染疾病发生发展过程中 3~5种重要免

疫细胞耗竭特征；筛选 6~8种新的免疫细胞耗竭相关的免疫卡控

点分子，并获得 4~6种基于免疫细胞耗竭分子设计的潜在药物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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干预策略。

1.7 病毒复制蛋白机器与广谱药物靶点研究（青年科学家项

目、基础研究类）

研究内容：选择 3~5种不同类型的感染人的重要病毒，研究

病毒复制的分子机制，分析病毒复制蛋白机器的活性位点，并探

索可能的药物靶位点；通过比较分析不同种/类病毒的靶位点，找

到共有的药物干预靶点；通过计算机辅助和人工智能等技术筛选

和设计靶向病毒共有靶点的抑制剂；阐明病毒复制蛋白机器与现

有广谱药物的作用机制，通过药物/病毒蛋白复合物精细结构分

析，分析老药新用的可行性，并进行优化改造。

考核指标：解析 5~10 种以上病毒复制相关蛋白以及与现有

抗病毒药物的复合物结构，并阐明其作用机理；鉴定一系列参与

病毒复制的关键保守氨基酸；鉴定不少于 5个广谱抗病毒新靶点；

设计和开发 1~2种广谱抗病毒抑制剂，可对 3种以上病毒有抗病

毒效果，并阐明其分子作用机制。

1.8 重要威胁人类寄生虫感染致病机制和防控干预技术研究

（基础研究类）

研究内容：针对我国重点防治的威胁人类寄生虫病，尤其是

血吸虫病、包虫病、肝吸虫病等重要病原，以致病和免疫调控靶

分子或标识分子及非编码 RNA 为切入点，从体内外，蛋白、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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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和表观遗传等层面，研究寄生虫对宿主的免疫抑制及感染致病

分子机制；从人—动物—环境界面，利用多组学和分子技术及动

物模型等，研究不同来源虫株毒力关键分子与致病及临床表现的

关系及传播规律，阐明其分子遗传特征、流行规律、种群结构，

揭示其跨物种传播的分子机制，及其入侵宿主细胞，建立感染和

致病的分子机制。同时，从形态学、生物学、遗传学角度阐明人

和动物宿主之间寄生虫病原共进化关系；采用空间统计学技术和

传播动力学模型，研究不同宿主间寄生虫病原传播动力过程；开

展基于传播动力过程的仿真，设计人和动物宿主“全健康”干预

模式并实证。

考核指标：从 RNA、蛋白、信号通路、代谢和细胞等层面，

解析重要寄生虫侵入宿主细胞、感染致病及致宿主免疫抑制分子

机制；获得 10~15 个重要寄生虫感染的关键致病因子，并阐明 5~8

个重要致病因子感染、致病和传播的作用机制，发现 3~5个候选

疫苗、药物或免疫治疗靶分子，或诊断标识分子。解析 3~5种威

胁人类寄生虫病宿主多样性和遗传共进化关系；阐明 3~5种人兽

共患寄生虫病原多宿主之间传播动力学过程；建立 3~5种人兽共

患寄生虫病人和动物宿主“全健康”干预模式。

2. 重大传染病病原体的发现、溯源及预警预测

2.1 潜在威胁人类病原体发现与挖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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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内容：在新发未知动物源性、突发再发等传染病未流行

或流行早期阶段，开展未知病原体发现与挖掘研究，建立国家级

威胁人类野生动物源或环境源病原体数据库。一是开展野生动物

及其媒介、高原、极地、冰川、深海等多环境病原体组学调查，

发现新病原体、确认致病性；二是系统开展新病原体生态分布、

流行规律以及信息调查，从疫源动物、不明原因感染人群、口岸

输入性病原等 3大源头开展摸底，建立我国具有潜在威胁的传染

病病原体名录，并建立其生态环境的地理信息系统；三是开展未

知、输入性病原体遗传变异特征、感染谱和跨种感染机理的研究；

四是以古代生物标本为研究对象，建立古代病原核酸提取、信息

分析、物种鉴定和病原表型分析技术，形成古代病原样本的标准

化、系统化、体系化储存、使用、鉴定、溯源及危害评估平台，

为古代病原体复活致病的防控奠定基础。

考核指标：在冰川、高原、极地、森林边界等新近出现病原

体潜在生境，开展 100种以上野生动物及其媒介的微生物组学本

底调查；开展未来输入性病原体资源以及信息调查，提出未来新

发传染病病原体目录与对应地理信息系统 1套；开发可用于多种

环境样品采集与分析的可移动实验体系与平台 1套；阐释 1种以

上新病原体或古病原体跨种感染机理、分布、致病性和流行规律；

建立未知病原感染性预判平台和数字资源平台 1套；建立潜在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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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体监测网 1个。

2.2 难培养和微量病原体靶向培养技术

研究内容：研究制约难培养病原体体外分离和培养的关键机

制和因素，结合传统经典的分离培养技术和现代的组学和测序、

细胞驯化及定向改造等技术，组合新兴的微流控培养技术、全条

件模拟和拟生态三维培养技术，采用高通量或者靶向单细胞筛选

等方式，提高目标病原体的分离效率，改进病原体富集和扩培方

法，实现难培养病原体的示踪、高效分离和扩大培养。建立结合

体外培养和核酸等生物大分子的微量病原体检测和数字定量诊断

方法，提升难培养病原体和微量病原体的检测和定量监测水平。

考核指标：建立微量、复杂临床样品中病原体的高效捕获手

段；建立基于细胞分裂和图像识别的快速微生物生长判读方法；

建立复杂样品中目标活菌的筛查与培养技术；建立 5~8种难培养

和微量病原体通用的标准化培养体系或敏感细胞系；开发标准化

可推广的 8~15 种有临床价值的厌氧菌、微需氧、苛养菌、胞内

寄生菌以及非传统细胞系培养病毒的检测方法、培养方案及靶向

示踪方法。

2.3 病原多场景实时检测技术应用平台（青年科学家项目）

研究内容：针对病原标志物的释放、保护、富集，研发一

体化快速前处理技术；研究生物样本采集的规范性和有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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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规避交叉感染风险的采样机器人系统；融合新型 CRISPR、

生物传感、微流控、宏基因组或新一代测序技术等新技术优势，

建立自动化实验室与临床检测关键技术平台装置，实现对核酸

序列和蛋白标志物双靶标的高灵敏快速检测识别。针对新冠肺

炎症状监测需求，研发可穿戴式智能检测设备、非接触式体征

监测系统等综合性体征监测系统，提高疾病状态监测水平；拓

展检测技术在社区、野外、学校或工厂等场景中应用，满足低

专业人员使用、低检测成本、大规模高通量使用、即时数据上

传的实际需求。研制基于全自动一体化检测设备、综合体征可

穿戴监测设备及配套预警模型的多点触发智慧化监测预警系

统，搭建预警模型，实现自主学习、数据实时获取、自动分类

预警、自主态势预判等智能化监测功能，大幅提高我国新发突

发传染病发现与预测预警能力。

考核指标：融合新型 CRISPR、生物传感、微流控、宏基因

组或新一代测序技术等新技术，研制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提升规

避交叉感染风险特性的自动化检测设备 1套，30分钟内完成不少

于 16 种已知病原核酸与免疫等双重标志物检测，针对核酸的检

测灵敏度达到单拷贝水平/测试、针对蛋白的检测灵敏度达到 pg

水平，该平台在实验室与临床可用基础上，要具备向社区、野外、

学校或工厂等场景拓展能力，具备结合综合性体征的智能病原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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染判别系统，同时具备检测监测结果的快速传输能力。该系统需

要覆盖国内多个边境口岸和不同地域、气候、海拔的不少于 20

家监测点验证，并能够对各监测点数据进行分析与预警。

2.4“口岸与物流”病原检测和防御技术示范研究

研究内容：针对新冠病毒等我国重要国境输入病原体，开展

口岸重要输入性病原检测参考物质和标准品的研制和方法学评价

研究；建立入境人员、交通工具及物表、污水和气溶胶等环境病

原实时监测和快速检测技术；建立辐射等新交叉应用技术在冷链

食品、货物、交通工具等大规模消杀中的能力评估体系；开展输

入性病原的在线检测、基因大数据溯源研究与流行病学调查；研

发基于时空分布的全球输入性传染病、病媒生物扩散预测模型，

提高预警预测能力和应急水平。

考核指标：形成重要输入性病原检测标准品 30 项；建立重

要传染病样本采集及处理、实时监测和快速检测新技术不少于 15

项；建立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多种病原体气溶胶实时监测工作站，

实现不少于 10 种病原体的实时监测并能有效防止交叉污染。形

成 3套消毒处理与评价新技术，并在至少 5个重点口岸建立示范

应用。形成常态防控技术装备等关键核心试剂盒和核心器件等 20

台套（种）以上。

有关说明：由海关总署推荐申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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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病原变异及其跨物种传播的回溯和演进方法体系构建

研究内容：以已经积累的大量新冠病毒及其近源动物冠状

病毒基因组为基础，整合细胞和体内实验进化数据、生物信息

学、人工智能、数学建模等手段，构建病原变异及其跨物种传

播、适应性和协同进化理论体系，应用于新冠病毒溯源并进而

推广到潜在威胁人类的其它病原的分析体系构建。1）利用生物

信息学和进化基因组学方法，进行大数据挖掘、收集、整合，

解析新冠病毒基因组及其跨物种（人、水貂、猫科动物和家犬

等）传播的变异特征、速率和热点；2）建立病原细胞和动物体

内实验进化体系，进行人源和动物源的不同新冠毒株的体内和

体外感染、传代，分析实验进化体系中病毒演化特征和时空动

态分布规律；3）研究新冠病毒在人和动物宿主之间病原变异以

及实验进化体系中同种和跨种演变规律，比较自然和实验体系

中的异同，推测病毒最终可能的演化趋势；4）通过建立跨境和

国际合作体系，以及样本新鲜保存、采集和分析技术，构建国

内外人类及动物病原大数据，解析病原的适应性演化与协同演

化规律；5）建立人工智能模型，预测潜在的病原跨种传播，并

为未来可能的疫情爆发建立预警机制。

考核指标：建立新冠病毒组学实时变异的数据分析平台 1个；

开发跨物种动物病原比较基因组学演变和病毒与宿主协同进化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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析流程 2个；构建病毒演变规律的人工智能分析模型；建立 3~6

个物种的体外细胞系跨种新冠病毒感染传代的实验进化体系；建

立 2~4种实验动物的新冠病毒感染和传代实验体系；开发新鲜、

微量或保存样本的病毒分离、提取和单细胞组学或宏基因组、转

录组测序和分析技术 2~4个；建立跨境和国际数据收集、共享和

快速分析的联动合作网络和数据库。

3. 新型疫苗设计及平台体系研究

3.1 针对重要病原的免疫原设计（青年科学家项目）

研究内容：聚焦对人类危害严重的病原，创立理性设计免疫

原的理论和技术体系，并应用于疫苗的研发实践。发现并解析复

杂、多变抗原的广谱保护性表位，包括 B细胞表位和 T细胞表位，

描绘表位谱，探索通用疫苗免疫原的设计、优化和提升策略。建

立抗原操控新的理论和技术体系。提出多肽抗原、蛋白质抗原或

核酸抗原免疫原性的理论并揭示保护性免疫的抗原组分和结构信

息基础；发展诱导特定保护性免疫反应的抗原选择、改造、免疫

原理性设计和从头设计技术；建立通用疫苗免疫原、治疗性疫苗

免疫原设计新技术。上述新理论和技术可支撑流感病毒、冠状病

毒这一类需要通用疫苗、结核这一类需要新型疫苗的疫苗研发。

考核指标：建立至少 2种复杂、多变病原的表位与功能的知

识图谱。基于抗原操控的新理论和技术，建立免疫原理性设计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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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基于天然抗原组分及结构信息规律和疾病保护性免疫应答

的结构信息基础，提出免疫原性及保护性免疫新理论，创立免疫

原选择、改造、设计新技术体系，建立通用疫苗免疫原、治疗性

疫苗免疫原设计新技术。阐明理性设计的免疫原诱导和维持人体

保护性免疫应答的结构信息基础及机理。应用于 3~5种重大疾病

新免疫原和新疫苗设计，完成 2~3种疫苗安全性和有效性评价。

3.2新冠灭活疫苗应用与免疫策略

研究内容：重点关注新冠灭活疫苗不良事件发生情况，开展

新冠疫苗上市后长期安全性研究，严重异常反应与疫苗接种的因

果关联研究，以及疫苗相关增强性疾病发生情况及可能原因分析；

开展新冠疫苗大规模人群使用的免疫原性及免疫持久性、疾病保

护效果研究；开展新冠疫苗不同免疫程序、不同疫苗序贯免疫程

序、与其他疫苗同时接种等优化免疫程序研究；开展新冠疫苗接

种对疫情防控效果影响的模型研究；开展新冠疫苗接种卫生经济

学评价研究；开展新冠疫苗大规模高效接种的实施性研究；开展

人群新冠疫苗接种意愿干预策略研究。

考核指标：获得新冠疫苗大规模人群使用 1年的安全性研究

数据；获得新冠疫苗在不同年龄和特殊人群中的免疫原性、免疫

持久性（1~2年）；获得新冠疫苗不同免疫程序的免疫原性及安全

性数据；获得新冠疫苗与流感等其他疫苗同时接种的免疫原性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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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性数据；获得不同厂家新冠疫苗序贯或替代接种的安全性及

免疫原性数据；获得不同免疫策略的防控效果预测结果和经济学

评价结果；探索新冠疫苗短时间内大规模高效接种的服务模式；

提出提高人群接种意愿的适宜干预工具包；获得新冠疫苗对变异

株的免疫效果。

3.3病原突变对疫苗及药物有效性影响的动物模型评价

研究内容：基于突变病原的动物模型评价技术体系，针对流

感病毒、冠状病毒、寨卡病毒、登革热病毒、艾滋病病毒、手足

口病病毒、耐药结核菌等人类传染病原，建立突变病原感染动物

模型及从分子到细胞水平的分析技术体系。基于动物模型及潜伏

感染—复发动物模型与人类临床致病特征的相似性，建立包含病

原学、免疫学、病理学、症状及影像学等在内的集成动物模型评

价技术体系。以标准株感染动物模型为对照，开展现有疫苗及药

物的有效性评价研究，评价现有疫苗、抗体、化药和中药对突变

株的抗感染效果。建立高致病病原变异株敏感药物的比较数据库。

建立涵盖病原关键位点突变与动物模型体内疫苗、抗体及药物防

治效果变化比对信息的比较数据库。

考核指标：建立 10 种以上不同类型重要致病病原突变株的

疫苗及药物有效性评价技术体系，涵盖流感病毒、新型冠状病毒、

寨卡病毒、登革热病毒、艾滋病病毒、耐药结核菌、手足口病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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毒等重要病原。以新型冠状病毒为代表，完成现有疫苗、抗体或

药物对 5种以上临床突变株的防治效果评价。以流感病毒、艾滋

病、耐药结核菌、手足口病病毒等为代表，完成现有药物及疫苗

对 5 种以上新型临床突变株的防治效果评价。建立 20 种以上病

原关键位点突变与疫苗、抗体及药物防治效果变化的比较数据库。

4. 重大传染病临床防治

4.1 细胞因子风暴综合征发生机制及其诊治体系研究

研究内容：建立细胞因子风暴综合征的重症患者研究队列，

描绘动态演变规律及人群异质性，并建立与临床表型相符合的疾

病“内型”；鉴定可精准预测危重症患者进展的标志物组合，确定

早期干预的“黄金窗口期”；阐明细胞因子风暴诱发系统性全身炎

症导致脏器/系统功能衰竭的病理机制；解析细胞因子风暴综合征

发生发展与人体微生态的互作机理，挖掘相关诊断标志物和治疗

靶点，并开发微生态调控诊治产品；通过疾病表型、内型及诊断标

志物精准界定靶向综合征治疗策略的适宜人群及治疗时机，并建立综

合治疗体系。

考核指标：建立 1000 例以上合并细胞因子风暴的重症患者

研究队列；发现 6~8种新的引起炎症因子风暴的细胞因子和细胞

亚群，建立早期临床诊断体系，并获得具有阻遏细胞因子风暴发

生的标志物组合；阐明3~5种关键的炎症细胞调控模式；发现8~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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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与人体微生态相关的感染病重要易感因素；筛选 8~10 个对综

合征具有重要调控作用的人体微生物；完成 1~2种新型治疗策略

的临床前研究和临床研究申报，并参与制订相关临床诊疗指南

1~2项。

有关说明：由建有国家临床医学研究中心的医疗机构牵头申报。

4.2 基于干细胞技术的重大传染病临床救治方案研究（青年

科学家项目）

研究内容：建立与人类重大传染病临床特征及疾病进程相似

的动物模型和类器官模型；开展干细胞治疗的机制研究以及临床

前评价，为干细胞治疗重大传染病的临床救治方案提供支撑；在

此基础上，以建立完备的临床救治方案为目标，利用干细胞产品

或干细胞治疗技术，开展合规的临床研究，并进行安全性和疗效

评价研究；建立靶向重大传染病临床救治的新型干细胞治疗策略，

为应对未来可能具有共同病理救治的传染病提供技术储备。

考核指标：针对 2~3种重大传染病，建立干细胞治疗临床前

评价研究的动物模型和疾病类器官模型；检测干细胞移植后在体

内分布、动态变化等功能性指标；实现疾病表型的功能逆转或重

塑，发现可能的新机制和新方法，并建立干细胞治疗临床前评价

体系；研究 1~2种干细胞治疗产品或者干细胞疗法的有效性和安

全性，形成未来基于干细胞技术的重大传染病临床救治标准化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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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和评价体系。

有关说明：由建有国家临床医学研究中心的医疗机构牵头申报。

4.3 临床救治中的抗感染免疫治疗

研究内容：以抗病毒治疗临床队列为对象，探索病毒储存库

维持的机制及与炎症和持续免疫激活的关系，设计干预靶点及措

施，在临床队列中评估干预措施对储存库清除及患者临床结局的

影响。用临床样本筛选使储存库释放病毒且不激活免疫系统的小

分子化合物；鉴定储存库的标志物，建立临床适用的检测方法及

促进病毒释放的技术，并对储存库进行识别、定性和定量；揭示

储存库内变异病毒的优势表位，为免疫治疗提供精准靶点；确定

储存库清除的最佳免疫治疗时机、介入方式和最佳适应症。

考核指标：揭示病毒储存库维持的机制及与炎症和持续免疫

激活的关系，获得有效的储存库清除靶点及干预措施，并获得具

有临床应用价值的促进静息状态下储存库细胞释放病毒的小分子

化合物 2~3个；获得病毒储存库细胞的标志物 1~2个；建立临床

适用的储存库检测方法 1~2种；建立储存库中变异毒株的定性和

定量检测方法 1~2种；获得 1~2个可用于免疫治疗的优势抗原表

位；确定储存库清除的最佳免疫治疗方式。

有关说明：由建有国家临床医学研究中心的医疗机构牵头申

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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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重大新发突发传染病防控一体化体系建立

5.1“平急一体”数据标准化接口与体系建设

研究内容：建立病原体的数据分类管理与共享标准，实现病

原体实物资源数据、临床数据、组学数据与流行病学数据等不同

来源的数据系统整合；研究基于模式识别的病原微生物数据高通

量控制技术，实现数字化信息的标准化、规范性和一致性，满足

病原微生物和重大新发突发传染病数据的快速、高效汇聚管理与

研究利用的需求。整合全球病原微生物相关资源的动态监测和分

析数据库，初步形成全球病原数据网络系统。针对重要新发突发

传染病，建立全面的高质量参考数据库；针对临床重要病原真菌

及其耐药菌株，建立耐药基因、毒力基因等数据库和分析模型，

建立包括数据安全技术、数据整合与融合技术、数据分析与可视

化为一体的病原体智能管理技术体系，实现突发重大疫情预警和

临床感染的快速鉴定与分析。在病原数据库基础上，建立实时的

信息分析与预警机制，平时能够分析已知流行病原的变异和进化，

战时能够对突发病原进行快速响应并分析病原的变异和进化。

考核指标：形成 5~8项病原体资源数据整合标准，建立一套

覆盖全球 200种以上重要病原体数据管理和共享系统；建立 200

种以上重要病原体的高质量参考数据库；建立高通量数据比对与

分析模型，实现病原微生物快速的鉴定分析。建立平急结合的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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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监测和分析应用体系，可用于预警和反馈重大疫情发生发展

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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