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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书馆动态 

10 月到馆新书部分推荐：生物系列 

书名 作者 内 容 摘 要 

大型人群队列研究随访检测

适宜技术 
李立明 
主  编 

本书作为国家科技支撑计划课题《区域人口健康大型队列适宜

技术的标准化与应用》的一部分，重点介绍了基于我国国情的

大型人群队列研究中主要慢性病发病、死亡检测的适宜技术及

相应的技术规程。 

生物信息数据库建设，使用

及管理指南 
张  勇 
等主编 

本书以“生物信息数据库建设”为中心，全面介绍了国内外常见

的生物信息数据库，并就生物“大数据”时代生物信息数据库建

设过程中存在的问题进行了探讨。 

中国生物样本库—理论与实践 郜恒骏 
主  编 

本书详尽地讨论了有关生物样本库建设各环节的主要问题，理

论与实践相结合，汇聚诸多专家丰富的经验，具指导性和权威

性。本书具有中国特色，又结合国际现状，对我国生物样本库

的标准化建设与共享应用提供了重要的借鉴与参考。 

结构生物学从原子到生命 
（瑞典）

Anders 
Liljas 

本书以生物学功能为主线，以生物大分子及其复合物的三维原

子结构为中心，全面深刻地解析了重要生命活动过程的结构基

础及由此阐发的分子机理，内容涵盖广，适合生物学各学科。 

生物样本库的能力建设与最

佳实践 
季加孚 
主  编 

本书通过分析国内外生物样本库的建设现状，引入质量管理体

系的概念及技术要求，提出一套符合国情的生物样本库最佳实

践设想方案，并通过典型应用案例帮助读者理解如何利用生物

库支持大型科学研究。 

临床生物样本库 郭渝成 
主  编 

本书系统全面地介绍了临床生物样本库建设的基本理念，又传

递了前沿知识，同时详实地介绍了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临床

生物样本库建设的实践经验。 

第二代测序信息处理 
（美） 
Stuart 

M.Brown 

本书非常适用于从事生命科学研究的研究生和青年学者，不仅

可以在这里了解到不同软件的详细使用方法和参数设置，还可

以掌握软件背后的相关算法和原理，在作者系统的软件评估和

优化流程的基础上找到自身研究项目所需的第二代测序信息

处理的最佳解决方案。 

基因的分子生物学 第 7 版 
（美） 

J.D.沃森 
等编著 

本书是基因组学的综合型教科书，阐述了基因组的起源、体系、

理念与基本概念，特别介绍了真正意义的基因组的第一次实践

—国际人类基因组计划及其核心技术—测序的发明与发展，基

因组学在认知生命及育种、医学等方面广泛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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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科动态 

1、最新儿童原发性 IgA 肾病诊治指南发布！ 

原发性 IgA 肾病(IgAN)是一组免疫病理特征以肾小球系膜区 IgA 沉积为主的临床综合

征，多见于年长儿和青年，起病前往往有上呼吸道感染等诱因。临床表现类型多样，以发

作性肉眼血尿和持续性镜下血尿最为常见，可以伴有不同程度的蛋白尿；部分患儿表现为

肾病综合征、急性肾炎综合征，甚至急进性肾炎综合征，可合并高血压及肾功能减退。该

病临床呈现慢性进展，约 25%—30%的患者 20-25 年后出现终末期肾脏病(ESRD)，需要肾

替代治疗，因此是导致 ESRD 的主要疾病之一。 

近日，中华医学会儿科学分会肾脏学组对 2010年原发性 IgA肾病诊治指南进行了修订，

旨在帮助临床医生为原发性 IgA 肾病患者选择当前相对较好的诊治方法。 

儿童原发性 IgA 肾病诊断标准 IgA 肾病是免疫病理诊断名称，其免疫荧光特征为在肾

小球系膜区或伴毛细血管襻有以 IgA 为主的免疫球蛋白沉积或仅有 IgA 沉积，并排除过敏

性紫癜、系统性红斑狼疮、慢性肝病等疾病所致 IgA 在肾组织沉积者。 

儿童原发性 IgA 肾病临床分型国际上没有明确的临床分型建议。鉴于本症临床表现的

多样性，为便于临床实践中结合临床特点进行治疗和随访，本指南建议将我国儿童原发性

IgA 肾病临床表现分为以下 7 种类型： 

（1）孤立性血尿型(包括复发性肉眼血尿型和孤立性镜下血尿型)； 

（2）孤立性蛋白尿型(24 h 尿蛋白定量<50 mg/kg)； 

（3）血尿和蛋白尿型(24 h 尿蛋白定量<50 mg/kg)； 

（4）急性肾炎型； 

（5）肾病综合征型； 

（6）急进性肾炎型； 

（7）慢性肾炎型。 

儿童原发性 IgA 肾病病理分型 

IgA 肾病牛津分类(MEST 评分) 

M：系膜细胞增生；E：内皮细胞增生；S：节段性肾小球硬化；T：肾小管萎缩和(或)

间质纤维化 

儿童原发性 IgA 肾病的治疗 

以血尿为主要表现的原发性 IgA 肾病的治疗 

持续性镜下血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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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多数观点认为孤立性镜下血尿、肾脏病理Ⅰ级或Ⅱ级无需特殊治疗，但需定期随

访，如随访中出现病情变化(如合并蛋白尿、持续性肉眼血尿、高血压等)应重新评价。针对

此症国内临床见有中(成)药的实际应用，但有效性尚缺乏循证证据支持。 

肉眼血尿 

对与扁桃体感染密切相关的反复发作性肉眼血尿，可酌情行扁桃体摘除术，但是否确

能减少肉眼血尿的发生还有待于多中心、大样本的前瞻性研究证实。对临床持续 2-4 周以

上的肉眼血尿者，专家建议可试用甲泼尼龙冲击治疗 1-2 疗程[C/Ⅱa]。 

合并蛋白尿时原发性 IgA 肾病的治疗 

轻度蛋白尿 

指 24 h 蛋白尿定量<25 mg/kg，以及肾脏病理Ⅰ级、Ⅱ级是否需要药物治疗并未达成一

致看法。可以考虑应用 ACEI（如赖诺普利 0.4 mg/kg/d，每日 1 次，最大剂量<20 mg/d）治

疗[B/Ⅱa]。改善全球肾脏病预后组织(KDIGO) 2012 年 IgA 肾病指南建议儿童患者尿蛋白

0.5-1 g/d/1.73 m2 应用 ACEI 或 ARB 治疗(证据等级非常低)[C/Ⅱ]。抗氧化剂维生素 E 有

降尿蛋白的作用，然而缺少来自多中心的大样本临床试验的证实，且 KDIGO 2012 年 IgA
肾病指南并未提及维生素 E。 

中度蛋白尿 

指 24 h 尿蛋白定量 25-50 mg/kg/d，或肾脏病理仅显示中度以下系膜增生，建议应用

ACEI 类药物降低尿蛋白[A/Ⅰ]，也可以联合应用 ACEI 和 ARB 以增加降低蛋白尿的疗效

[B/Ⅰ]。注意当内生肌酐清除率<30 ml/min/1.73 m2 时慎用。 

肾病综合征型或伴肾病水平蛋白尿 

指 24 h 尿蛋白定量>50 mg/kg 体重，或肾脏病理显示中度以上系膜增生，在应用 ACEI

和(或)ARB 基础上，采用长程激素联合免疫抑制剂治疗。关于免疫抑制剂的应用问题，首

选环磷酰胺[A/Ⅱa]；也可以采用多种药物联合治疗：硫唑嘌呤或联合糖皮质激素、肝素、

华法林、双嘧达莫，其疗效显著优于单独应用糖皮质激素的疗效，且硫唑嘌呤联合糖皮质

激素、肝素、华法林、双嘧达莫可改善长期预后。然而值得注意的是硫唑嘌呤不良反应大，

KDIGO 2012 年 IgA 肾病指南不建议使用该药(证据等级非常低)。亦可采用咪唑立宾联合糖

皮质激素、华法林和双嘧达莫治疗[C/Ⅱa]。激素为泼尼松口服 1.5-2 mg/g/d)，4 周后可改为

隔日给药并渐减量，总疗程 1-2 年[A/Ⅰ]。此外，关于来氟米特等药物的应用尚缺少多中心

大样本的随机对照临床试验的证据，需结合临床实际酌情应用。 

伴新月体形成的原发性 IgA 肾病的治疗 

这类 IgA 肾病并不少见，尤其是伴新月体形成者，但目前尚无来自大宗的临床随机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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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试验的研究结果。专家认为当新月体肾炎或肾病理中新月体形成累及肾小球数>25%时，

可以考虑首选大剂量甲泼尼龙冲击治疗，15-30 mg/kg/d 连续 3 d，继之口服泼尼松(用法同

上)，并每月予以 0.5 g/m2 环磷酰胺冲击共 6 个月[C/Ⅱa]；也可试用环磷酰胺(冲击治疗或

每日口服 1.5 mg/kg)联合小剂量泼尼松龙(0.8 mg/kg)治疗[C/Ⅱa]。 

此外，目前还关注到其他一些肾脏病理表现的治疗问题，如以弥漫性毛细血管内增生

为主的 IgA 肾病等，但目前尚没有来自随机对照临床试验的结果，因此如何治疗此类 IgA

肾病有待于进一步探索；未见有关针对慢性肾小球肾炎/病理改变类型治疗的循证证据。 

原文出处：中华儿科杂志, 2017,55(9) : 643-646.  

2、Sci Rep：突破！新方法或可有效清除受 HIV 感染的细胞 

如今科学家们成功实现了通过药物就能够有效抑制 HIV 的复制，目前他们的关注点转

移到了如何有效清除 HIV，近日，来自日本熊本大学的研究人员通过研究开发出了一种能

够有效毁灭 HIV 的新型化合物，当将这种化合物引入到受感染的细胞中时，病毒的萌芽（释

放）就会被限制在宿主细胞内部，随后这些细胞就会通过细胞凋亡的方式自然死亡，相关

研究刊登于国际杂志 Scientific Reports 上。 

 

图片来源：Mikako Fujita 

研究人员认为这种新型方法未来或有望帮助有效清除 AIDS 患者机体中的 HIV 病毒；

近些年来多种药物疗法成功实现了抑制 HIV 病毒的目的，然而这些方法无法有效清除宿主

机体中潜在 HIV 病毒库中的病毒颗粒，这些病毒颗粒在宿主细胞中处于休眠状态，随着患

者药物疗法的停止，其体内的 HIV 就会死灰复燃，重新开始在机体中肆虐；移除潜在的

HIV 病毒库就是艾滋病研究领域的终极目标。 

多年前研究人员开发出了一种名为“踢走和杀死”策略（kick and kill），这种方法能够

有效杀灭存储病毒的细胞，其利用了一种药物来靶向作用存储病毒的细胞，随后促进机体

免疫系统寻找被激活的病毒，尽管这种方法是经过临床试验验证的，但实际上其仍然无法

有效地对病毒进行灭活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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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研究中，研究人员开发了一种新方法，他们将其称之为“锁定和细胞凋亡法”

（lock-in and apoptosis），首先研究人员合成了名为 L-HIPPO 的化合物，该化合物能够与

HIV 蛋白 Pr55Gag 紧密结合并且抑制病毒萌芽，当化合物 L-HIPPO 通过载体α-CDE 被加

入到受感染的细胞中时，病毒就会被限定到细胞中，随后细胞就会通过细胞凋亡的方式自

然死亡。 

最后研究者 Mikako Fujita 教授表示，很不幸的是，这种方法目前并不能立马在 HIV 感

染的患者中进行试验，首先我们必须改善该药物促进其激活病毒的能力，同时将药物同

L-HIPPO 结合起来靶向作用 HIV 病毒存储库，这或许是向有效清除患者 HIV 病毒存储库迈

出的一大步；研究人员相信这种新方法或能有效帮助治疗 AIDS 患者 

原文出处：Hiroshi Tateishi, Kazuaki Monde, Kensaku Anraku, et al. A clue to unprecedented strategy 

to HIV eradication: “Lock-in and apoptosis”. ScientificReports (2017).DOI:10.1038/s41598-017-09129-w 

3、Oncogene：新研究为结肠癌患者提供新的治疗策略 

结肠直肠癌是全球第四大癌症致死的相关原因。 

在一项新的研究中，研究人员首次证实，结肠癌中以前未表征的蛋白质增加了。这种

蛋白质是富含脯氨酸的受体-1（IGPR-1）的免疫球蛋白，其最近在与细胞粘附分子相同的

实验室中被鉴定出来。 

关于肿瘤发生在线报道的新发现揭示了 IGPR-1 如何有助于结肠肿瘤生长和耐药性。 

为了生长和生存，正常细胞需要附着于细胞外基质（ECM）上。然而，癌细胞通常会

绕过这个步骤，而是直接依靠细胞-细胞粘附进行存活和生长。通过在结肠癌肿瘤中操纵

IGPR-1 表达，科学家们发现 IGPR-1 在促进肿瘤细胞（细胞粘附在结肠癌中）起到关键作

用。研究人员希望为结肠癌患者提出新的治疗策略。 

波士顿大学医学院病理与实验室医学副教授 NaderRahimi 博士解释说：“我们证明

IGPR-1 促进肿瘤细胞粘附刺激细胞培养和实验模型中的肿瘤生长。通过特异性阻断抗体和

shRNA 阻断 IGPR-1，抑制肿瘤生长，表明靶向 IGPR-1 可治疗结肠直肠癌”。 

研究人员还证实，IGPR-1 决定了肿瘤细胞对化疗药物多柔比星/阿霉素的敏感性，并确

定了 IGPR-1 对结肠癌耐药性的作用机制，这是治疗这种癌症的主要挑战。 

原文出处：N Woolf, B E Pearson, P A Bondzie1, et.al. Targeting tumor multicellular aggregation 

through IGPR-1 inhibits colon cancer growth and improves chemotherapy. Oncogenes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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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Nature：50 年来超重磅进展！这种 5 年生存率几乎为 0 的脑癌将有望被治

愈 | 科学大发现 

近年来，随着科技的发展，我们已经不用再像从前那样“谈癌色变”了，以目前的医

学发展水平，很多早期的实体瘤，比如肺癌、胃癌、结肠癌、乳腺癌等等，都能通过手术

和放、化疗配合治愈，早期癌症的治愈概率还是很高的。 

然而纵使医学进步了，对很多晚期癌症，我们依旧束手无策，这其中就包括高级胶质

瘤（HGG）。在过去的三十年里，这种恶性脑瘤的生存率几乎没有提高。 

高级胶质瘤是一组致命脑肿瘤的统称。因为肿瘤位于脑部，病灶很难通过手术完全切

除，而放疗又会加重脑组织的放射性损伤，难以改善生存率，因此，这类癌症长期面临着

手术难、复发快、预后差的尴尬现状。有研究显示，成人和小儿胶质母细胞瘤（GBM）的

五年生存率只有 10%，而弥漫性内在脑桥胶质瘤（DIPG）的五年生存率更是近乎为 0。在

过去的五十年里，DIPG 的相关研究毫无进展。 

那么这个 NLGN3 是个什么玩意呢，居然这么厉害？其实 NLGN3 我们每个人都有，它

是一种正常的神经配体（Neuroligin，NLGN），是突触后膜上的一种细胞黏附蛋白，能够介

导神经元之间突触的形成和维持，参与保持正常的神经活动。早在 2015 年，Monje 博士的

团队就在《细胞》上发表了一项研究，他们发现 NLGN3 能够促进高级胶质瘤细胞的生长，

而且在所有的 HGG 亚型中都起作用。 

这还是挺令人吃惊的，毕竟很难想象与神经系统正常功能如此密切相关的蛋白竟然会

促进肿瘤的生长。这就像是在说胆汁能促进肝癌生长、呼吸会促进肺癌生长一样。 

随后，以这项研究为基础，Monje 博士持续探索，看看是否有办法通过影响 NLGN3

延缓高级胶质瘤的发展。 

研究者们设计了一种 NLGN3 基因缺陷的小鼠，并给它们移植了成人胶质母细胞瘤、

小儿胶质母细胞瘤和弥漫性内在脑桥胶质瘤三种亚型的肿瘤细胞。在实验过程中，研究者

们发现，肿瘤的发展被明显地抑制了，并且在四个半月的时间里，肿瘤完全没有生长。 

这出乎 Monje 博士的预料，“我们当时认为敲除 NLGN3 基因可能只会稍微抑制小鼠肿

瘤的生长，却没有想到，在这几个月里，这些肿瘤组织完全没有生长。” 

更值得一提的是，虽然 NLGN3 是大脑中一种正常的功能蛋白，可是敲除了它以后，

小鼠的神经功能依旧正常，因为 NLGN 蛋白大家庭的其他成员会补上它的这份“工作”。

而且这些同族蛋白对高级胶质瘤的发展没有影响。 

那就太让人放心了，只要想办法减少 NLGN3，控制住高级胶质瘤不是梦呀。 

随后研究者们测试了几种跟分泌有关的水解酶，发现 ADAM10 就是 NLGN3 分泌的关

键酶，敲除了 ADAM10 基因以后，NLGN3 的分泌水平下降了近 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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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移植了胶质母细胞瘤和弥漫性内在脑桥胶质瘤的小鼠使用 ADAM10 抑制剂，可见与

对照组相比，实验组肿瘤生长明显受到抑制 

最激动人心的来了，ADAM10 抑制剂有药吗？有的！ 

其实 ADAM10 不是第一次被发现了，只不过一直以来它都是被当作乳腺癌相关的治疗

靶点。目前有两种已经通过二期临床的 ADAM10/17 抑制剂，INCB783 和 XL-784，也是用

于治疗乳腺癌的。 

目前来说高级胶质瘤的治疗还是十分困难，这种最常见的颅内原发肿瘤生长肆意，肿

瘤边界不明显，又涉及人体的“司令官”脑组织，很难通过手术完全切除；而这种肿瘤细

胞对放射又不敏感，为了达到治疗效果，只能加大辐射强度，但这又会进一步加重脑组织

的放射性损伤，很难说是不是真的能够延长患者的寿命；再加上血脑屏障的存在，有效的

药物也很少。 

而弥漫性内在脑桥胶质瘤——这种常见于学龄前儿童的高级胶质瘤更是不能手术、无

药可医。不做放疗，患病孩子的生存期只有短短 4 个月，做了放疗也只能延长到 8-11 个月。

很多孩子来不及接受治疗就撒手人寰。 

目前 Monje 博士正准备进行 ADAM10 抑制剂的临床实验，相信不久之后就能为高级胶

质瘤患者带来福音。 

原文出处：Humsa S. Venkatesh， Lydia T. Tam， Pamelyn J. Woo， et al. Targeting 

neuronal activity-regulated neuroligin-3 dependency in high-grade glioma. Nature， 2017； 

DOI：10.1038/nature24014 

5、Nature Genetics：新发现！先天性心脏病相关基因 

NHLBI 小儿心脏基因组联盟（PGCG）最新一篇《Nature Genetics》文章报道了一些

CHD 的遗传致病因素，还揭示了携带这些遗传突变的 CHD 病例的长期前景。 

大约每 100 名婴儿中就有 1 名患有先天性心脏病（CHD），目前 CHD 仍是出生缺陷致

死的主要疾病。尽管外科手术和护理技术的进步提高了部分婴儿的存活率，但在以后生活

中，患儿仍存在心脏并发症的风险，同时伴有先天身体发育不良和神经发育缺陷等问题。 

目前人们对 CHD 的致病相关基因仍知之甚少，为了孩子的健康，婴儿的父母们也迫切

需要从医生那里得到 CHD 风险的相关信息。NHLBI 小儿心脏基因组联盟（PGCG）最新一

篇《Nature Genetics》文章报道了一些 CHD 的遗传致病因素，还揭示了携带这些遗传突变

的 CHD 病例的长期前景。 

“作为一名医生，我很怕父母询问我们未来孩子的 CHD 患病风险，此时我不得不对他

们说‘我也不知道’，”BWH 心血管遗传中心主任、Howard Hughes 医学研究所研究员、文

章共同通讯作者 Christine Seidman 医学博士说。“这一发现不仅阐明了心脏建立的生物学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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础知识，也具有重要的临床意义：通过突变筛查，我们今后就可以告知患者家属如何处理和

管理现有问题风险，定义他们第二个孩子的患病风险。” 

本研究由 7 所学术中心共同承担，采集了 2800 多个 CHD 患者和其父母的基因组信息，

研究团队报告了几个重要发现： 

1. 确定了一些从父母传递给子女的遗传突变（genetic mutations） 

FLT4 基因（一贯被认为导致法洛四联症 Tetralogy of Fallot）的单基因突变。 

编码肌球蛋白基因突变，这种收缩蛋白在发育过程中高度表达，基因突变会引发约 11%

肖恩综合征，影响左侧心脏的四个区域。 

一些 CHD 患者与 Ashkenazian 血统（指源于中世纪德国莱茵兰一带的犹太人后裔）共

享同一基因突变。Ashkenazian 族儿童如果 GDF1 基因的两个拷贝携带同一突变，CHD 患病

风险约为 5%，这对 Ashkenazian 族人儿童 CHD 风险评估具有直接临床意义。 

2. 确定了一些首次出现在孩子身上的新突变（novo mutations） 

在 CHD 儿童患者身上，研究人员发现了许多新基因突变，特别是修饰染色质的基因，

在发育过程中染色质呈动态变化。 

这些突变最常见的情况是伴随有其他先天缺陷和/或神经发育问题的 CHD 患儿。值得

注意的是，其中许多基因也被证明与自闭症有关，这可能解释了这些患儿先天性神经性疾

病高发的原因。 

这些发现可用于扩大 CHD 的基因诊断，提高父母对未来孩子疾病重现风险，以及对

CHD 患儿长期护理信息的了解。 

Seidman 指出，尽管研究仍在继续进行中，但已经发现多达 400 个基因表达与 CHD 有

关，因此建议，测序婴儿的整个基因组可能是一个比较好的特定突变筛选方案。“全基因组

测序是鉴定出生缺陷遗传变异的最有效的方式。” 

原文出处：Sheng Chih Jin, Jason Homsy,Samir Zaidi,et al.Contribution of rare inherited 

and de novo variants in 2,871 congenital heart disease probands.Nature Genetics (2017) 
doi:10.1038/ng.3970 

6、Blood：是谁把体内的癌细胞“越养越肥”，科学家已经确定目标！ 

今天公布的一项新的研究揭示了血液癌症不断“茁壮成长”的根源，癌细胞窃取健康

的骨髓细胞，获得癌症转移和生长的营养原料，这一发现有望在未来的工作中，开启抗癌

的新方法。 

来自东安格利亚大学的研究人员发现健康的骨髓基质细胞使线粒体发电，而邻近的肿

瘤细胞就可以依靠它们来“充电”，支持急性髓系白血病的增长。该研究发表在《血癌》杂

志上，在研究报告中，科学家还详细阐述了线粒体如何以及为什么会转移的问题，并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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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这一研究对未来癌症治疗和研究的潜在影响。 

东安格利亚大学的研究人员表示：“我们的研究结果首次提供了癌症研究的线粒体转移

机制。我们已经清楚地表明，癌细胞本身通过增加邻近的良性供者细胞氧化应激来完成转

移。此外，研究人员在急性髓性白血病的细胞膜中发现的一种酶，这种酶负责创建显示线

粒体转移发生的必要条件，研究人员证实酶驱动这种传输生成过氧化物，链接到健康的细

胞中以获得癌细胞生长所必须的养分。 

在此次研究中，科学家发现通过抑制 NOX-2，可以显示减少急性髓性白血病患者的线

粒体转移，抑制其窃取能量的过程，最终可以使癌症的增长放缓。 

研究人员总结道：“这不为人知的新机制，为我们控制癌细胞的繁殖和增长开辟了全新

的视野，在未来的治疗方法中，我们可以利用这一生物功能来完成我们的目标。” 

原文出处：Christopher R. Marlein, Lyubov Zaitseva, Rachel E. Piddock, et.al. NADPH 

oxidase-2 derived superoxide drives mitochondrial transfer from bone marrow stromal cells to 
leukemic blasts. Blood (2017) 

7、Nat Materials：液体活检技术或有望成为早期方便检测肝细胞癌的新型手段 

最近，一项发表在国际杂志 Nature Materials 上的研究报告中，来自加州大学圣地亚哥

医学院、穆尔斯癌症中心和中山大学癌症研究中心等机构的研究人员基于对包含循环肿瘤

DNA（ctDNA）的血液样本进行研究开发了一种用于肝细胞癌早期诊断和预后判断的新方

法。 

 
图片来源：medicalxpress.com 

肝细胞癌是成年人中一种常见的原发性肝癌，其也是引发很多癌症患者死亡的主要原

因，每年因肝细胞癌死亡的人数大约有 74 万人，而新发患者数量则超过了 78 万；目前每

年在美国有超过 4 万人都会被诊断为肝细胞癌，每年大约有 2.9 万人会因该病死亡，目前

肝癌的发生率在逐年上升。研究者 Scott Lippman 博士表示，在过去 10 年间，肝细胞癌和

其前体—非酒精性脂肪性肝炎的患者数量发生了显著增加，而且其不成比例地影响着西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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牙裔男性患者；这项研究报告中，我们首次研究支持了利用 ctDNA 来进行癌症诊断的方法。

对于很多癌症而言，早期检测能够明显改善患者的预后和生存率，部分是由于局部治疗要

比系统治疗的疗效更大，但当前检测肝细胞癌的方法主要依赖于成像和一种非特异性肿瘤

标志物—甲胎蛋白的血液检测手段。 

研究者 Kang Zhang 表示，非侵入性的血液检测或液体活检技术为我们提供了很好的选

择，然而目前我们在开发有效筛查肝细胞癌的基于血液的检测手段上并没有取得很大进展，

唯一的血液检测手段（甲胎蛋白检测）因缺乏较高的敏感性常常会限制临床上的使用。很

多液体活检技术会通过检测 ctDNA 来发挥作用，ctDNA 是肿瘤细胞进入到机体血液中的遗

传物质片段，据研究者介绍，相比其它癌症检测方法而言，液体活检常常能表现出更多的

优势之处；其具有一定的为微创性，能够在治疗期间的任何时间完成，同时还能帮助临床

医生实时监测患者机体肿瘤所发生的分子改变，同时 ctDNA 还能够潜在展现出患者癌症恶

性程度的完整分子图谱，而肿瘤液体活检只能局限于被检测的肿瘤部分。DNA 甲基化能够

调节基因的表达，而基因中广泛性的 DNA 甲基化通常会诱导基因表达被关闭，增加肿瘤抑

制基因的甲基化程度是肿瘤发生的早期事件，这也就表明，DNA 甲基化模式的改变或许是

肿瘤出现的一个良好的预测器。这项研究中，研究者 Zhang 及其同事对成千上万名肝细胞

癌患者及健康对照个体机体的甲基化特性进行分析，最终鉴别出了一系列和肝细胞癌相关

的甲基化标志物，随后研究者对 1098 名干细胞患者及 835 名正常对照个体进行研究，利用

多种机器学习手段和统计学方法检查了这些标志物在检测和评估肝细胞癌上的效率。 

最后研究者 Zhang 说道，相关研究结果让我们非常高兴，在大型的临床队列研究中，

基于血液的肝细胞癌诊断与肿瘤负荷、疗法反应以及癌症的进展程度高度相关，如今肿瘤

学家们在如何检测肝细胞癌及评估相应疗法效率上的认知非常有限，这项研究就为他们提

供了一种新型有效的方法来应用于恶性实体瘤以及肝细胞癌等多种癌症的研究和探索。 

原文出处：Rui-hua Xu,Wei Wei,Michal Krawczyk, et al. Circulating tumour DNA 

methylation markers for diagnosis and prognosis of hepatocellular carcinoma. Nature 

Materials (2017) doi:10.1038/nmat4997 

8、NEJM：romosozumab 用于绝经后女性骨折的预防 

单克隆抗体 Romosozumab 可以选择性的结合并抑制骨硬化蛋白，增加骨形成，减少骨

吸收。 

在一项大型临床研究中，招募了 4093 绝经后妇女，其患有骨质疏松症和脆弱性骨折。

患者先随机接受每月注射 romosozumab(210 mg)或每周口服阿仑唑奈(70 mg)，持续 12 个月，

之后接受持续的阿仑唑奈治疗。研究的主要终点是 24 个月的新椎体骨折累计发病率和临床

骨折的累积发病率。次要终点是非脊椎和髋部骨折发生率，严重的心血管不良事件，颌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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坏死与非典型股骨骨折。 

研究发现，romosozumab 联合阿仑唑奈治疗组，24 个月新椎体骨折发生率降低了 48% 

(联合组发病率 6.2%，127/2046；阿仑唑奈治疗组单独治疗组发病率 11.9%，243/2047，

P<0.001)。联合组临床骨折发病率为 9.7%，单独治疗组为 13.0%。联合治疗组的临床骨折

风险降低 27%，非脊椎骨折风险降低了 19%，髋骨折风险降低 38%。组间不良事件发生率

未见显著差异。研究期间，联合组严重心血管事件发生率较高(2.5% vs 1.9%)，试验中发生

了 2 起颚骨坏死(每组 1 起)和 6 起非典型股骨骨折(联合组 2 起，单独组 4 起)。 

研究认为，对于绝经后骨质疏松以及骨折高风险患者，接受 12 个月的 romosozumab

治疗，随后服用阿仑唑奈，相比于单独服用阿仑唑奈，可显著降低骨折风险。 

原文出处：Kenneth G et al.Romosozumab or Alendronate for Fracture Prevention in Women 

with Osteoporosis. N Engl J Med. October 12， 2017. 

9、Nature Materials|UCSD 张康教授团队破译肝癌“密码"，ctDNA 甲基

化或将成为肿瘤筛查新宠？ 

 
最新肝癌早期筛查和预后的 ctDNA 甲基化模型 

2017 年 10 月 9 日，国际权威学术刊物自然出版集团旗下子刊《Nature Materials》在线

发表了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人类基因组医学研究所所长张康教授和中山大学肿瘤防治中

心徐瑞华教授课题组的一篇《Circulating tumour DNA methylation markers for diagnosis and 

prognosis of hepatocellular carcinoma》研究论文，研究基于大规模的临床数据分析和深度机

器学习得到了用于肝癌早期筛查、风险评估和预后监测的甲基化模型。论文第一作者是中

山大学肿瘤防治中心骆卉妍博士和韦玮博士，通讯作者为张康教授和徐瑞华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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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康教授及其团队成员 

肝癌是全世界范围内癌症致死率最高的癌种之一。肝癌的早期诊断可以极大的降低死

亡率。目前临床上使用的血清甲胎蛋白（AFP）含量检测手段灵敏度较低。该研究共使用

了 1098 例肝癌患者和 885 例正常人的临床样本数据。首先根据肝癌样本和正常样本的临床

数据从 485,000 个甲基化标记（来源于 TCGA 数据库）中筛选出了 1,000 个甲基化标记，

随后挑选出扩增效率较高及甲基化特征多样化的 401 个甲基化标记进行深入研究。通过深

度机器学习 715 个肝癌患者 ctDNA 和 560 个正常样本的临床数据，从 401 个甲基化标记中

筛选出了 10 个甲基化标记，建立了肝癌的综合诊断模型 cd-score。该模型在训练组

（AUC=0.966）中特异性为 94.3%，灵敏度为 85.7%,在验证组(AUC=0.944)中特异性可达

90.5%,灵敏度达到 83.2%。cd-score 不仅可以有效用于肝癌与肝脏类疾病（乙肝、丙肝和脂

肪肝）的鉴别诊断，还可以根据分期、治疗与否、手术是否残留和肝癌复发等肿瘤负荷情

况与甲基化水平的关联用于肿瘤疗效预测和监测肿瘤复发。cd-score 在 I，II，III 期肝癌中

具有更高的灵敏度和特异性，而 AFP 除 III 期和 IV 期以外在肝癌的其他阶段差异不太明显，

所以 cd-score 用于早期肿瘤诊断，疗效判断具有显著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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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后针对 1049 例的肝癌患者的临床数据进行分析，得到综合预后模型 cp-score

（combined prognosis score），并拟合出了 Kaplan–Meier 曲线。 

预后情况不同的肝癌患者其 cp-score 会显著不同。多变量分析显示 cp-score 和风险分

级密切相关，并且可以作为一个独立的风险因子用于肝癌的风险分级。 

通讯作者徐瑞华教授说道，ctDNA 相当于肿瘤细胞释放到血液中的身份指纹，我们希

望能够找到肝癌的‘指纹’，提高早期诊断的准确率。 

通讯作者张康教授说道，该项目对 1983 例临床样本进行了研究，是迄今为止最大的临

床样本量用于肝癌甲基化模型的研究。基于临床大数据分析和深度机器学习得到的甲基化

模型用于肝癌早期筛查和预后，灵敏度和特异性远远超过传统的甲胎蛋白检测。对于肝癌

的高危人群预警和术后监测， ctDNA 甲基化的液体活检是十分必要的。 

这项技术用于癌症早期筛查和预后监测简便快速，仅需抽取几毫升的血液即可完成检

测，患者可避免活检创伤和放射性辐射；其次是诊断敏感性和特异性更高，误诊和漏诊率

大大降低；再次可以实时监测肿瘤的疗效，并早于常规影像学检查数周乃至数月发现肿瘤

的复发；最后是经济性，尤其是在大规模肝癌筛查中的应用，能够节约大量宝贵的医疗资

源。 

原文出处：Rui-hua Xu, Wei Wei, Huiyan Luo, Kang Zhang et al. Circulating tumour DNA 

methylation markers for diagnosis and prognosis of hepatocellular carcinoma, Nature Materials 
(2017)，DOI:10.1038/nmat49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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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研投稿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深评委谈标书撰写 

一份好的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申请书，首先是“项目名称、关键词与 400 字摘要”三部分。

因为，这三项对于获得评审人印象分至关重要。项目名称要带点新意，我曾经为每一个基

金项目名称苦思冥想多日，而且有时在本子写好后依然对题目名称做过更改，当然一般情

况下项目名称是越改越好，但也有改糊涂的时候，最后又决定采用原先的项目名称。在我

的印象里，提炼出一个很有创意的基础研究项目题目取决于很多因素，既与你的科研能力

有关，也与你的文字功底及对大量前人文献调研与理解相关。项目名称与一篇重要论文的

题目有点相似，过于俗套题目会像一杯白开水无味，好的题目就是与众不同。 

在我的印象里，基金申请书中的 400 字摘要有时可能决定了一个项目的命运。因为，

现在很多中-青年评审人平常工作很繁忙，尤其对那些从事热门领域研究的牛人们，他们每

年会收到几十份基金本子（我自己有记录的 10 多年来最多年份只有 14 份），要他们认真审

读每份申请书全文（尽管这是应该的事情）不太现实。所以，往往首先仔细审阅 400 字摘

要的内容。这也是“先入为主”重要一步，只有 400 字内容引起了评审人的注意，能让他的

眼睛一亮，他们才会认真审读后面的内容。相反，当 400 字摘要内容写得平淡无奇，就像

一杯白开水那样没有一点滋味，阅读正文内容就主要属于形式上的事情了。 

关于一个项目的创新性是一个让人非常纠结的事情，因为如何准确评价一个项目的创

新性在很多情况下只是“凭着感觉走”。其实我们大可不必为选题的“创新”性过于纠结，我

认为，只要你的选题但凡有点新意就可能打动评审人。我们不要奢望提出一些“很刺激”的

很强原始创新科学选题。我们更不要想象提出一些“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空前绝后”选题，

对于我们大多数“凡人”，还是老老实实对同行研究成果进行全面认真调研。例如首先海量

（泛读）阅读同行文献，并在此基础上选择精读代表性文献，这样确定的项目选题就比较

靠谱了。涉及多学科交叉选题项目要阐述清楚科学（技术）问题需要下点功夫，一定要让

评审人看到这种学科交叉绝不是简单的学科原理之间捆绑，而是相互渗透，找出交叉学科

之间内在本质联系，并在此基础上提出选题，除了花时间琢磨内容外，要让评审人看出“门

道”，对文字表述给予很高要求。 

当我对一份基金本子内容比较熟悉时，我会注意申请人对国际同行中代表性人物发表

成果的引用与评论。有时我还会针对性地查询几个主要文献数据库，以便核实相关内容。

如果申请人对选题相关的一些重要论文没有引用，我会对申请人本子中“立项依据”的国内

外研究成果调研和评论质量与遴选的“科学问题”水平大打折扣。因为，及时追踪与恰当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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述专业学术同行成果是一个从事基础科学研究人员的“基本功”。其实，一份国家自然科学

基金项目申请书的主题内容与一篇重要学术论文的“前言”内容有点相似。两者都需要全面

认真阐述“为什么这个选题值得研究，这个选题的创新性如何？前人做的怎么样？”等共性

要点。 

随着学科发展与新兴学科出现，专业小同行会越来越少，因此，凭知识面与感觉评审

项目的现象在所难免，否则就会有一些“有创意”项目找不到合适的评审人。“凭知识面与感

觉”评审对基金本子的书写要求实际上更高，那种传统老套文字陈述的基金本子就会被认为

没写清楚科学问题而遭遇不好命运。作为一份好的基金本子，从形式上尽量做到：400 字

内容要让人看得“赏心悦目”“颇有新意”“不落套俗”，具体内容与结构，我在相关博文中做过

介绍。在第一部分“立项依据”中尽量做到：“选题较新颖；科学问题定位准确；追踪分析国

内外同行研究状况到位；评述同行研究状况准确恰当，既不可随意抬高同行成果水平（拍

马屁之嫌），更不能贬低同行成果（骄傲自大之嫌）。 

下面是一些细节问题： 

国家基金重点在探索与创新，求新，但许多申请书试图通过“目前研究很少”，“无人问

津”来说明创新性。殊不知，研究很少有几种可能： 

1、研究遇到了无法克服的困难，如量子计算机； 

2、意义不大； 

3、已经解决； 

4、根本行不通，如水变油。 

创新点主要是指独特的研究特色（如独特的视角、解决问题的方式等），或有何理论创

新或技术创新。创新点一般不大，如将创新点写成“应用实验与理论计算分析相结合，探索...

规律”，或“通过...问题的研究，建立...的关系”，很难让评审人认可。 

摘要通常包含五方面内容，通常是： 

1、...在...方面非常重要； 

2、将用...研究方法； 

3、重点研究...内容； 

4、实现...目标； 

5、会有...科学意义" 。 

但一些申请书的摘要几乎全是研究方法和内容，很难让大同行看到研究的必要性与创

新性，而评审人全是小同行的概率较小。 

立项依据通常包括三个方面： 

1、从重要性引出科学问题； 

2、由研究动态说明别人的研究瓶颈，存在的问题及你的创新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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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如果实现项目预期目标后的重要意义（价值）。 

但一些申请书用过多篇幅介绍内行均知的背景，降低了评审人的评审效率，在研究动

态介绍上却过于简单，没有讲清楚别人的研究现状与遇到的共性问题，又要浪费评审人很

多时间来判断你的创新性是否可靠。 

研究内容写的过多过大是常犯的错误。对国家以及多数评审人来讲，不指望用 30-40

万就能解决好多问题，只要把一个小的问题解决清楚就可以了。一些申请书的题目像一本

专著的名称，研究内容面面俱到，这时就要警惕了。除了求新，国家基金撰写的另一个核

心是求有限目标。如果“新”有了，但因研究内容过多没批下来，就亏大了。 

一些申请书简历写得过于简单，只写了何时取得学位与工作/职称变化。实际上简历的

内容可包括：取得学位简历、研究工作（方向与成果）简介、人才培养与学术兼职、重要

学术论文与成果。特别是对于青年基金，主要看申请人的科研潜力与项目的创新思路。而

科研潜力则主要通过简历与工作基础来体现。如果主持人成果较弱，只有 3、4 篇文章时，

不妨写写这些文章的意义及别人给出的评价。评审人也害怕人们说“现在的评审只看发表文

章多少，就是 1906 年的爱因斯坦也未必能拿到中国的面上基金”这一说法。所以，你可以

用别人的评价、引用、甚至审稿意见来证明你两三篇文章的重要性，侧面说明你的研究潜

力。 

八点建议 

1、科学问题的把握是关键。一份申请，最重要的是把握准科学问题，也就是要研究的

问题是什么，为什么要研究这个问题，研究这个问题有什么价值。 

2、有限目标。新入道的人写申请，往往会列很多研究内容。 

3、文题相符。一些申请谈科学问题谈的是一个问题，研究内容规划解决的是另外一个

问题，文题不符。 

4、摘要千锤百炼。400 字摘要很关键，许多人评申请可能只细看摘要。摘要要提供尽

可能多的信息，既要讲清楚科学问题、研究意义，还要讲清楚研究内容。 

5、注意细节。任何事情都可能出错。在一些人看来的小问题，在另外一些人，从不同

的视角看就是严重的问题。 

6、让“外行”看明白。申请书写完后最好请一个非同行的专家看一下，如果他能看懂，

能理解你的 idea，你的申请就有希望中标，否则，你最好想法改进你的表述（如果你坚信

你的科学问题把握准确的话）。 

7、不要有意忽略。一些申请的"idea"是从国外文献借鉴来的，但有意不列关键性文献，

冒充新东西。这一招在数年前还行，现在稍认真点的人只要 Google 一下就很易发现，发生

这种情况基本上都会招致封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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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写申请就是在做研究。写基金申请的过程就是一个深刻的研究过程，年轻人只有多

写才能提高，无论中与不中都会有收获。如果没有中标，多从自身找原因，最好不要从关

系、名气等方面找自我安慰的理由。自然科学基金的评审还是比较客观公正的。没有获得

资助最好不要妄怪评委，最好反思自己是否真的了解研究领域、把握了科学问题，是否表

达清楚你的认识与思路。 

指导思想篇 

1、追求卓越，在知识上要绝对专业，坚决反对侥幸心理。 

2、相信 NSFC 申请是公平的，大家靠实力竞争，必须花大力气写标书；如果你认为

NSFC 只有关系，你就不用继续往下看了。 

3、NSFC 是一个系统工程，需要花很多时间和精力，而不仅仅是几页标书，是智慧沉

淀的结晶。 

4、不要把 NSFC 看的高不可及，你要相信自己的创意，哪怕你只是一名一年级硕士。 

5、机会主义是有的，但我们没有什么其它的资本，只能消灭标书里一切可能的失败因

素，加上完美的选题和课题设计，彻底征服评委，不给评委任何黑掉你的机会。 

6、基金申请不同于实际研究课题设计，必须把个人兴趣与 NSFC 兴趣结合一致，投其

所好。 

选题立项篇 

1、基金成败关键还是选题，提前半年，刚入行的提前一年进行课题搜索。 

2、老板指定的题未必是好题，最好自己选题，如何立项应该是研究生学习最重要的一

课，毕业后你会发现，没有人会指点你什么课题有价值了，在中国学术的沙漠里，只剩下

你自己了。 

3、好课题是对学科深刻理解的条件下产生的，大量翻阅文献吧，汲取知识的同时千万

别忘了思考，你发现别人存在漏洞的时候，好课题就离你不远了。 

4、选题最好以问题为导向，不要以技术为导向，找到问题了，课题就找到了。而拿着

新技术去找能解决的问题，效果多数不好，但还是大有人在，比如 RNAi。 

5、解放思想，发散思维，多方法多学科交叉，一般都会比较受人青睐，容易申请到基

金，但不能为了交叉而强行交叉。 

6、创新性新技术、新理论的课题要有一定的理论与技术基础，最好有工作基础，没有

你也要东拼西凑，这是在中国，NSFC 似乎讨厌空中楼阁。 

7、 临床课题研究最好别选临床应用方向，而选应用基础研究。 

8、选择自己熟悉，有工作基础的领域，别跨越太远。 

9、重要科学问题的切入点准确，切忌过宽、过大，只要体现一定的新意和研究价值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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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了，能得诺贝尔奖的课题 NSFC 是不给钱的。 

10、没有人做过的课题不能做为立项的依据，但 NSFC 资助的项目必须是国际上没人

做过的，而不是国内空白。当然，如果国际上有同类结果，你不说，地球上的中国人也许

也不知道，但一旦被识破，你死定了。 

11、如果是捕捉科研前沿性的课题，最好设计周密，尤其是目的和结果的一致性、可

获得性和可预期性，通过课题实施所获得的结果必须能充分支持与研究目标相一致的结论。 

12、热点课题不一定是好课题，热点上的人也很热。但在还没热起来的热点，一定是

一个好课题，标书评审滞后半年呢，比如最开始的一批 SARS 课题。有时也不妨设计一些

非热点但是对与科研有价值的课题，发挥出奇不意的效果。 

13、临床课题可以是当前没有好办法治疗的疾病，急需解决的临床问题，而在国际上

检索的文献只有几篇的那种。 

14、不主张以最新的重量级文献做指导，你会发现，很多人跟你的想法惊人的一致。

有人特别反对跟风。 

15、一定要到 NSFC 检索一下类似课题的历年资助情况，太多、太少都不好。最好是

最近二年逐渐增加的资助领域。 

立题依据篇 

1、题目要有新意，吸引人，既要概括主题，容易懂，又要有些少见的新词或缩写，调

胃口。 

2、5000 字左右，最多两页，不包括文献，行距字体大小适中。 

3、国内外研究现状及分析一定要准确，甚至是中庸，绝不能偏激，不然不同意你的专

家会带着逆反心理看你的标书。 

4、课题研究的具体问题和研究意义，则必须说的清楚。当然如果有实力，可以解决关

键的科学性问题，那再好不过。然而课题意义不是最重要的，但常常被撰写得份量过重，

课题总体构想、大体实施方案及可能的预期结果才是人们最关心的。 

5、要把复杂的事说简单。既要论述充分，写作又要简练，最多两页半（不算文献）。

剔除所有不必要的知识细节、理论和概念，要舍得割肉才行。越简单，出错越少，专家不

懂的越少。写出来的理论，要让人家能欣赏。写出来的理论，要让人家看不懂，这份申请

书很危险。 

6、立论依据要非常突出：理论性课题一定要有新观点，应用性一定要实用，与现有理

论或方法具有明显的先进性，总之要让人感觉到有意义。 

7、一定要有可预见的成果，至少画一张大饼，但看上去要象真的才行。 

8、任何重要的论点都要有文献标注，有文献就等于没有疑问。参考文献要新，最好是

当年的，增加自己立论依据的权威性。最好包括已有工作基础，将已有相关结果以及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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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杂志列上，可以增加可信度。 

9、一定多让本实验室的人修改，特别是中过基金的前辈，要改 15 遍以上才行。 

10、标书的评委参差不齐，评审意见也差异悬殊。好的标书最容易受到高水平评委的

赏识，只要你的题好，这些评委是好征服的。难就难在如何让水平差的评委通过你的标书。

我认为除了运气好，少碰到一些这样的评委之外，最关键的一点就是让他们看懂你的标书；

第二就是标书不能太长，他是看不下去的；第三就是实验设计在不失科学性、先进性的条

件下，尽可能简单，千万别让他觉得你比他高很多，那样你死定了。所以一份好的标书是

在高水平教授和低水平教授之间的平衡，写的非常玄妙的标书通常中不了。 

11、评审专家通常是本专业的，也可能不是，尤其是交叉学科投递的项目，评审专家

未必对你的研究领域特别熟悉。所以尽可能少引入非常专业的概念，如果不可避免，也要

解释清楚。 

12、文字写作要有适当的弹性，不能把话说死，留有余地。 

研究方案篇 

1、研究目标要明确要精，提法要准确、恰当；内容要详细但文字不宜过多，且一定不

能写得太具体。关键的问题要突出，一定要准确。 

2、可行性分析是你说服评委的第二次机会，可按成熟的理论基础（理论上可行）、研

究目标在现有技术条件下的可实现性（技术上可行）、本单位现有技术设备实验材料的完备

（设备材料可行）、课题组成员完成课题能力（知识技能上可行）等几方面分层论述。 

3、创新点要切合实际，又要有所发挥，指出国际国内研究的先进性和创新性，点明理

论和现实意义。 

4、研究内容要集中，与研究目标紧密一致，只作支撑课题最关键最必要的内容。不可

为多作实验显示劳动量或增加预算而使研究内容过泛。 

5、实验方案和技术路线合理、可靠、可行，没漏洞是最重要的。思路好，材料独特，

方法独特新颖，会增加获得资助的机会。技术当然是越新越好，但未必需要采用最时髦的

研究手段，不能为了技术而研究。 

6、研究内容及方案切忌复杂，步骤最好有一流程图。研究方法、技术路线、实验方案

不能太具体化，容易出漏洞。但你必须让评委认为你十分了解实验技术的整个过程，可以

尽可能多的应用技术术语和技术缩写，写出主要实验材料和实验过程。 

7、技术方法一定是本实验是已经建立的，至少是有相关实验基础。所有关键技术要有

文献出处，最好是自己实验室发表的，有文献就等于没有疑问。如果本单位力量弱，可挂

靠较强的研究机构，从而使评审相信你能完成课题。关键实验材料必须已经具备，或可以

获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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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期研究结果 

1、预期结果要考虑对基础和实用双重的价值。 

2、以发表论文和申请专利结题比较容易。最好突出 SCI 收录杂志的影响因子，给基金

委的专家们觉得，您的实力确实不一般。因为最终结题情况，是基金委专家们最关心的事

情，他们当然愿意把基金支持能发表高水平文章的人。 

工作基础篇 

1、工作基础是你说服评委的第三次机会。课题科学先进、技术路线新颖合理可行、工

作基础雄厚这三方面表述要紧密联系、前后呼应。 

2、一定要有基础。把实验室发表的所有文章搜集起来，找出与你设计课题相关的，只

要沾边，都列上。 

3、预实验结果很重要，而且是有硬 data 的结果，一定附上。但一定要慎重掌握，不要

写的太多，评委会认为你的工作做的差不多了，没必要再申请基金了。只预期你的课题肯

定有好的结果就行了。 

4、有针对性地把研究队伍的相关工作经历、论文、成果等展示出来。 

人员组成篇 

1、主要成员 6-10 名，结构合理。 

高级研究人员（1-2 人） 

中级研究人员（2-3 人） 

技术人员及研究生（3-5 人） 

2、参加人员技术力量的配备要合适，必须保证一定的劳动力。 

3、1 名高职足够，多了浪费资源，现在 NSFC 限项很死的，我们的高职资源快耗竭了。 

4、中级人员是骨干，但在职的不要太多，1-2 名。 

5、技术员 2 名左右，很重要呦，这是专业技术保障。 

6、研究生不能少于 2 名，这是主要劳力，地球人都知道。但也有人认为而不应将研究

生列为主要人员，这样 NSFC 会认为人员稳定，富有干劲。 

7、成员介绍要紧扣课题的研究内容和技术路线，既注重梯队、比例、技术力量等科研

综合实力的展示，又注意与本课题相关。 

个人简历篇 

1、申请者和项目组主要成员的学历和研究工作简历，近期已发表与本项目有关的主要

论着目录和获得学术奖励情况及在本项目中承担的任务，所有复印件一定要附上，眼见才

为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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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申请者和项目组主要成员正在承担的科研项目情况，包括自然科学基金的项目，要

注明项目的名称和编号、经费来源、起止年月、负责的内容等。完成的可以都列上，没结

题的一定不要写了。 

3、中级技术职称的推荐信或在职研究生申请项目的导师推荐信一定不要忘了。 

4、个人简历一定有针对性的倾向于课题方向，并与课题中各人的分工相一致。所从事

的研究项目可适当给出，但不能过多，保证课题组有充足时间完成基金课题。 

摘要写作 

1、摘要字数少，但最忌讳写得平淡无奇。 

2、一定要语气坚定，旗帜鲜明。 

3、摘要字数有限，资源宝贵，惜字如金，因此要特别注意重点突出，讲明现状、课题

意义、课题构想和预期结果。 

4、防止“头重脚轻”，削减一般性细节描述，多用概括性语句，讲明现状、课题意义、

课题构想和预期结果部分要相互平衡。 

学科选择篇 

1、申报的方向和学部很重要，往往结果天壤之别。尽量避重就轻，在竞争不很激烈的

领域申请，除非您有充分的把握。 

2、投到你老板能量比较集中的学科，是第一选择。 

3、仔细研读基金申报指南，洞悉各专业领域倾斜性项目和优先资助方向。 

4、仔细分析 NSFC 历年与你课题相关资助项目在各学科的分布，发现隔年资助或近几

年资助递增的学科，你基本找到钱在哪了。 

5、学科交叉鼓励，但尽可能投到你熟悉的学科。 

善后工作 

1、版面调整，清晰，层次分明，使版面简洁、易于阅读。 

2、坚决消灭错别字。 

3、合理行使基金委赋予的权利----回避制度自我保护。 

4、仔细审查自己的申请人资格是否达到 NSFC 要求。 

5、仔细审查自己的项目组成人员（包括自己）有没有超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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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学科普 

Microbiome：酸奶中的益生菌可有效缓解狼疮病 

最近，来自弗吉尼亚理工大学的研究者们揭示了酸奶中的一类益生菌是如何缓解狼疮

病患者的病情的严重程度的。来自生物医学科学与病理学系的助理教授 Xin Luo 等人基于

此前在乳酸菌方面的研究进展，研究了该类细菌在自体免疫疾病（例如狼疮病）中的作用

机制。 

“在我们 2014 年的文章中，我们发现患有狼疮病的小鼠体内的乳酸杆菌的水平有明显

的下降，从而我们猜想通过提高该类细菌的比例或许能够起到缓解病情的作用”。狼疮病是

一类能够引发慢性疲劳、关节疼痛、皮疹、发热、肾脏衰竭甚至死亡。美国境内有大约 300

万人受到狼疮病的影响。Luo 等人的这一研究则专注于狼疮病引发的肾脏炎症反应。根据

专门研究机构的报道，狼疮病引发的肾脏炎症反应会在狼疮病症状出现 5 年之内发生，有

40%的患者会出现肾脏炎症的情况。 

 
（图片来源：Virginia Tech） 

“此外，我们发现通过增加饮食中乳酸杆菌的含量，能够对雌性小鼠的病情起到影响，

而雄性小鼠则没有明显影响。我们认为睾酮会抑制益生菌的作用。这是此前研究所没有发

现的”。 

尽管上述研究仅仅局限于患有肾脏炎症反应的狼疮病小鼠，需要更多的研究去证实乳

酸杆菌是否对人类患者具有相似的效果。但 Luo 等人则认为在饮食中补充乳酸菌是有百利

而无一害的。 

相关研究题目为：“Control of lupus nephritis by changes of gut microbiota”，发表在最近

一期的《Microbiome》杂志上。（生物谷 Bioon.com） 

原文出处：  Qinghui Mu et al, Control of lupus nephritis by changes of gut 
microbiota, Microbiome (2017). DOI: 10.1186/s40168-017-03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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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动态 

教学部组织教师参加 2017 年下半年教师授课竞赛 

由西安交通大学教师发展中心组织的 2017 年下半年教师授课竞赛于本学期举行。我院

本学期共 25 名教师报名参加此次授课竞赛，授课竞赛的开展旨在提高第一课堂教学质量，

选拔教学基本功扎实、教学效果好、受学生欢迎的优秀教师。 

授课竞赛评选结果将作为教师评优、职称晋升、岗位津贴评定、后备教学名师培养及

参加陕西省高校青年教师教学竞赛活动等方面的重要参考依据。祝愿我院教师能够在此次

竞赛中再创佳绩，续铸辉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