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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6

“蛋白质机器与生命过程调控”重点专项

2020 年度项目申报指南

为提升我国蛋白质研究水平并推动应用转化，按照《国家中

长期科技发展规划纲要（2006—2020年）》的部署，根据《国务院

关于深化中央财政科技计划（专项、基金等）管理改革的方案》，

科技部、教育部、中国科学院等部门组织专家编制了“蛋白质机

器与生命过程调控”重点专项实施方案。专项围绕我国经济与社

会发展的重大战略需求和重大科技问题，结合国际蛋白质研究的

前沿发展趋势，开展战略性、基础性、前瞻性研究，增强我国蛋

白质机器研究的核心竞争力，产出一批国际领先、具有长远影响

的标志性工作，实现重点领域对国际前沿的引领，在原创性基础

和理论研究中取得突破，为人口健康、生物医药、农业与环境、

生物安全等领域提供理论支持和技术方法支撑。

2020年专项拟优先支持 7个研究方向，同一指南方向下，原

则上只支持 1项，仅在申报项目评审结果相近，技术路线明显不

同，可同时支持 2项，并建立动态调整机制，根据中期评估结果，

再择优继续支持。国拨总经费 1.9761亿元（其中，拟支持青年科

学家项目不超过 6个，国拨总经费不超过 3261万元）。鼓励依托

国家重点实验室等重要科研基地组织项目。项目应整体申报，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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覆盖相应指南方向的规定考核指标。

项目执行期一般为 5年。为保证研究队伍有效合作、提高效

率，项目下设课题数原则上不超过 4个，每个项目参与单位数控

制在 4个以内。青年科学家项目可参考指南支持方向组织申报，

但不受研究内容和考核指标限制。

本专项所有涉及人体被试和人类遗传资源的科学研究，须尊

重生命伦理准则，遵守《涉及人的生物医学研究伦理审查办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人类遗传资源管理条例》等国家相关规定，严

格遵循技术标准和伦理规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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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细胞增殖与分化过程中关键蛋白质机器的功能机制研究

研究内容：针对机体发育过程中细胞增殖与分化过程相关的

关键蛋白质机器进行系统性在体、原位标记，研究蛋白质机器的

组成、功能和相互作用，研究其时空动态调控网络。

考核指标：针对发育过程中调控细胞增殖与分化的关键蛋白

质机器，围绕 1~2个机体重要的器官或组织形成过程中蛋白质相

互作用时空动态调控网络进行系统研究，建立蛋白质机器在体定

位研究系统，通过在体、原位标记鉴定其细胞、组织特异性定位，

阐明其在器官或组织发育过程中关键信号通路中的作用机制。或

针对细胞增殖过程研究DNA复制调控，鉴定 3~5种影响复制起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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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选择和激活的蛋白质机器，阐明复制起始点选择和激活的分子

机制，阐明其对细胞增殖、个体发育及肿瘤等进程的影响，发现

3~5种新型疾病干预手段。

2. 黏膜免疫相关蛋白质机器的功能机制研究

研究内容：针对黏膜组织的区域免疫特性，研究黏膜免疫与

微生态菌群的互作机制，研究黏膜免疫过程在黏膜组织相关疾病

中的功能机制。

考核指标：针对黏膜免疫过程，发现 5~10种参与黏膜免疫过

程中的新型蛋白质机器，阐明其发挥功能的分子机制，阐明其调

控黏膜组织相关疾病（损伤炎症、病原菌感染、癌症等）中的功

能机制，发展 5~10种针对黏膜组织相关疾病的新型干预手段。

3. 重要病原体感染和致病过程中的蛋白质机器研究

研究内容：针对重要病原体（病毒或致病菌等）感染和致病

过程，研究关键蛋白质机器对病原体感染和致病过程的调控机制，

研究病原体与宿主因子互作网络，发展新型干预手段（药物或疫

苗等）；或研究病原体感染诱导的免疫过程与机体代谢过程的交互

调控机制。

考核指标：选择几种重要病原体（病毒或致病菌等），发现 2~3

种病原体编码的、与病原体感染和致病相关的关键蛋白质机器，

发现 2~3种病原体与宿主因子形成的互作网络，阐明其发挥功能

的分子机制，发展 2~3种基于结构的新型干预手段（药物或疫苗

等）；或鉴定参与病原体诱导的免疫和代谢调控、以及免疫与代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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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互调控的分子靶标 10~15个，阐明其功能机制，发展 2~3种具

有临床应用价值的新型干预手段。

4. 调控重要植物、作物关键生命过程的蛋白质机器研究

研究内容：针对植物光合作用或作物对温度、离子等响应过

程，任选其一开展研究，研究调控其生理过程的关键蛋白质机器

的组成和功能机制，发展能量转化或作物优化的新途径。

考核指标：针对植物光合作用，解析 5~10种光合作用蛋白质

机器的三维结构，揭示光合作用光能高效捕获、传递和转化的精

确动态调控机制，发展 3~5能量转化的新体系；或针对作物对温

度、离子等响应过程，发现 10~20种温度或离子等响应相关的新

型蛋白质机器，阐明其结构、功能、组装模式及调控机制，阐明

关键蛋白质机器在温度或离子感知、信号传导、极端环境响应中

的作用，创建 3~8种以蛋白质机器为基础的耐受高/低温或离子胁

迫作物材料。

5. 神经系统疾病发生发展或发育相关的蛋白质机器研究

研究内容：针对神经系统重大疾病发生发展或发育过程，发

现调控的新型蛋白质机器，研究其组织分布、组分、作用靶标、

功能和分子机制，研究发展新型干预技术和手段。

考核指标：揭示 3~5种重大神经系统疾病发生发展或神经系

统发育过程中蛋白质机器作用及异常的规律和分子基础，发现 3~5

个蛋白质机器参与及调控神经系统运行的机制，阐明其与疾病发

生、发展的关系，发展 10~15种新型干预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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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极端条件下外泌体的功能与调控研究

研究内容：针对极端条件下外泌体的功能机制，研究极端条

件下外泌体组成方式，研究其功能、组织特异性和溯源，研究其

与重要生理病理过程的相关性。

考核指标：阐明低氧、微酸等极端条件下 5~10种外泌体的组

成（蛋白质、核酸、脂质、金属离子、糖、修饰等），确认 3~5种

与极端条件相关的外泌体标志物，揭示随环境变化，外泌体组成

和功能的变化规律和功能机制，阐明其与极端环境、重大生理病

理过程的相关性，发展 5~10种识别特异性外泌体的活性小分子探

针等调控手段。

7. 畜牧或水产产品生殖发育、抗逆、抗病的关键蛋白质机器

研究

研究内容：针对重要畜牧或水产产品，任选其一开展研究，

发现决定其生殖发育、抗逆或抗病等重要生理过程的新型蛋白质

机器，研究其结构、功能和调控网络，发展针对蛋白质机器的重

要畜牧或水产产品生殖发育、抗逆和抗病育种技术。

考核指标：发现 5~10种对重要畜牧或水产产品生殖发育、抗

逆或抗病发挥重要作用的蛋白质机器；针对 10~15种重要畜牧或

水产产品生殖发育、抗逆或抗病相关的蛋白质机器或其功能变体，

阐明这些蛋白质机器的结构或组成、功能和动态变化规律，揭示

其功能机制；发展 3~5种靶向蛋白质机器的重要畜牧或水产产品

品种改良育种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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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蛋白质机器与生命过程调控”重点专项

2020 年度项目申报指南形式

审查条件要求

申报项目须符合以下形式审查条件要求。

1. 推荐程序和填写要求

（1）由指南规定的推荐单位在规定时间内出具推荐函。

（2）申报单位同一项目须通过单个推荐单位申报，不得多头

申报和重复申报。

（3）项目申报书（包括预申报书和正式申报书，下同）内容

与申报的指南方向基本相符。

（4）项目申报书及附件按格式要求填写完整。

2. 申报人应具备的资格条件

（1）项目及下设课题负责人应为 1960年 1月 1日以后出生，

具有高级职称或博士学位。港澳申报人员应爱国爱港、爱国爱澳。

（2）青年科学家项目负责人应同时具有高级职称和博士学

位，所有参加人员应为 1985年 1月 1日以后出生。

（3）受聘于内地单位或有关港澳高校的外籍科学家及港、澳、

台地区科学家可作为重点专项的项目（课题）负责人，全职受聘

人员须提供全职聘用的有效材料，非全职受聘人员须由双方单位

同时提供聘用的有效材料，并作为项目预申报材料一并提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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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项目（课题）负责人限申报 1个项目（课题）；国家科

技重大专项、国家重点研发计划重点专项、科技创新 2030—重大

项目的在研项目（含任务或课题）负责人不得牵头申报项目（课

题）。国家重点研发计划重点专项、科技创新 2030—重大项目的

在研项目负责人（不含任务或课题负责人）也不得参与申报项目

（课题）。

（5）特邀咨评委委员不得申报项目（课题）；参与重点专项

实施方案或本年度项目指南编制的专家，不得申报该重点专项项

目（课题）。

（6）诚信状况良好，无在惩戒执行期内的科研严重失信行为

记录和相关社会领域信用“黑名单”记录。

（7）中央、地方各级国家机关及港澳特区的公务人员（包括

行使科技计划管理职能的其他人员不得申报项目（课题）。

3. 申报单位应具备的资格条件

（1）在中国大陆境内登记注册的科研院所、高等学校和企业

等法人单位，或由内地与香港、内地与澳门科技合作委员会协商

确定的港澳高校。国家机关不得作为申报单位进行申报。

（2）内地单位注册时间在 2019年 3月 31日前。

（3）诚信状况良好，无在惩戒执行期内的科研严重失信行为

记录和相关社会领域信用“黑名单”记录。

4. 本重点专项指南规定的其他形式审查条件要求

（1）项目执行期一般为 5年。每个项目下设课题数不超过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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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项目参与单位总数不超过 4家。

（2）青年科学家项目不再下设课题，可参考指南支持方向组

织项目申报，但不受研究内容和考核指标限制。

本专项形式审查责任人：江海燕 010-681043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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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蛋白质机器与生命过程调控”重点专项

2020 年度项目申报指南

编制专家组名单

序号 姓 名 单 位 职称

1 饶子和 清华大学 教 授

2 张学敏 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医学科学院 研究员

3 刘买利 中科院武汉物理与数学研究所 研究员

4 张辰宇 南京大学 教 授

5 屈良鹄 中山大学 教 授

6 高友鹤 北京师范大学 教 授

7 雷 鸣 中科院上海生命科学研究院 研究员

8 朱 冰 中科院生物物理研究所 研究员

9 周丛照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教 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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