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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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大分子与微生物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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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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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合生物大分子和微生物组研究的前沿

发展态势，开展战略性、基础性、前瞻性研究，增强我国在生物

大分子和微生物组研究的核心竞争力，产出国际领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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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撑。

2021 年度指南围绕生物大分子与生命活动维持及调控关系

等方面的基本科学原理、标准微生物组及其与宿主/环境作用对生

命活动影响的原理与机制、结构生物学、蛋白质组学等方向的新

技术和新方法等 3 个重点任务进行部署，拟支持 18 个项目，拟

安排国拨经费概算 4.43 亿元。同时，拟支持 11 个青年科学家项



— 66 —

目，拟安排国拨经费概算 5500万元，每个项目 500万元。

项目统一按指南二级标题（如 1.1）的指南方向申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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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术路线明显不同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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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申报单位根据指南支持方向，围绕重大科学问题和关键技术

进行设计。项目应整体申报，须覆盖相应指南方向的全部内容。

项目执行期一般为 5年。一般项目下设课题数原则上不超过 4个，

每个项目参与单位总数不超过 6家。项目设 1名负责人，每个课

题设 1名负责人。

青年科学家项目支持青年科研人员承担国家科研任务，本指

南所有方向均可作为青年科学家项目组织申报，但不受研究内容

和考核指标限制。青年科学家项目不再下设课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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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86年 1月 1日以后出生，女性应为 19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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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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暂行办法》《人胚胎干细胞

研究伦理指导原则》等国家相关规定，严格遵循技术标准和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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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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涉及病原微生物的活动要严格

遵守《生物安全法》和《病原微生物实验室生物安全管理条例》

有关规定。

本专项 2021年度项目申报指南如下。

1. 生物大分子与生命活动维持及调控关系等方面的基本科

学原理

1.1 真核生物基因转录调控蛋白质机器的结构与功能

围绕真核生物基因转录调控，发现参与真核生物基因转录调

控的新型蛋白质机器，研究基因转录各阶段关键蛋白质机器的组

成、结构、功能及调控的分子机制，研究共转录染色质修饰对转

录的调控和分子机制，揭示真核生物基因转录的基本原理，发展

针对真核生物基因转录调控过程的干预手段。

1.2 泛素化修饰关键蛋白质机器调控疾病发生发展的功能机制

围绕严重威胁我国居民健康的消化系统肿瘤（如肝癌、肠癌

等）发生发展过程中的炎症、免疫和代谢微环境稳态维持及失衡，

发现参与稳态调控的蛋白质泛素化修饰相关的新型蛋白质机器，

研究其结构、功能、动态变化及与疾病的关系，发展基于泛素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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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饰和蛋白质降解的靶向干预手段。

1.3 生物大分子调控生物膜完整性的功能机制

围绕生物膜的时空变化规律，研究细胞内膜系统完整性的稳

态调控机制，研究生物大分子介导内膜系统完整性维持、膜损伤

的修复机制、膜完整性的动态变化机制，研究生物膜完整性动态

变化对生物大分子的影响，研究生物膜完整性维持的生理意义，

发展和优化运用于内膜系统完整性监控的技术，发展生物膜稳态

维持的新型干预手段。

1.4 哺乳动物细胞命运决定过程中生物大分子互作网络的系

统演化规律

围绕哺乳动物细胞命运决定过程，发展超高分辨率的细胞谱系

追踪技术，研究哺乳动物发育中的细胞命运决定过程；研究细胞命

运决定过程中生物大分子互作网络的定量表征、数学模型及其转变

规律；研究细胞命运的分子互作网络对脏器发育鲁棒性的贡献。

1.5 重要生物的多维蛋白质组精细图谱和动态网络

针对重要经济农作物或高等模式生物，在蛋白质表达、合成、

降解、修饰、互作等多维层面，绘制具有时空特性的组织/器官蛋

白质组精细图谱，并且通过基于人工智能算法的自然语言处理，

重构生命体系中的动态网络，建立蛋白质组数据与知识分享平台。

1.6 环形 RNA加工代谢与功能调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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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环形 RNA 在生理和病理条件下的加工、结构、翻译和

降解特性，阐明环形 RNA 生成、代谢和调控过程及其与蛋白质

机器的作用机制，揭示环形 RNA 在神经发育、天然免疫及细胞

代谢系统中的调控功能和机制。

1.7 恶性肿瘤发展中的生物大分子网络及机制

研究功能性 RNA、蛋白质等生物大分子在肿瘤细胞恶性转化

和可塑性调控等过程中的功能机制，研究生物大分子与基因表达

调控、炎症信号转导、临床耐药等相关的网络及分子机制，发展

生物大分子在诊断分型和防治中的应用技术。

1.8 植物免疫过程中生物大分子的作用机制和应用研究

围绕植物对病原微生物的感受和识别，阐明植物免疫受体、

信号编码器、感受器及其高级组装结构等生物大分子的关键作用

机制，研究植物离子转运与植物响应危险因子的早期信号途径，

挖掘可能应用于作物育种的新型抗病生物大分子及其功能，发展

基于植物免疫受体、编码器、感受器等大分子的作物抗病新技术。

1.9 新型冠状病毒重塑宿主细胞关键细胞器的机制研究

揭示新型冠状病毒在宿主细胞内用于复制的膜状结构的形

成机理；研究病毒从复制、蛋白质合成、装配到释放的细胞内系

统路径，以及病毒逃避胞内自噬降解的分子基础和机制；阐明病

毒对关键细胞器及相关生物大分子产生影响的分子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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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 结核分枝杆菌感染和致病过程中的蛋白质机器研究

针对结核分枝杆菌等重要分枝杆菌感染、致病、耐药等重要

生理过程相关的关键蛋白质机器，研究其组成、结构、功能及调

控机制；研究分枝杆菌与宿主免疫系统相互作用的特征；发现针

对蛋白质机器的新型抑制剂，并阐释其分子机制；发展针对结核

病的新型诊断、治疗、预防手段。

2. 标准微生物组及其与宿主/环境作用对生命活动影响的原

理与机制

2.1 健康人微生物组库和特征解析

建立全国范围不同地区的不同生活环境、不同饮食习惯、不

同年龄段万人级队列，建立标准化的微生物组样本库和共享体系，

获得微生物组及基因组基线大数据库；研究中国健康人群的微生

物组特征，及其与遗传、生活环境及饮食习惯等因素的关系。

2.2 人体肠道微生物组稳态平衡及其失衡调控重大疾病的分

子机制

研究维持健康人群肠道微生物组稳态平衡和可塑性的机制，

鉴定核心菌群和基本特征，发现菌群来源的活性分子和宿主应答

信号通路；围绕肠道微生物组调控宿主代谢、免疫等生理过程并

影响相关疾病（如糖尿病等）发生发展，阐明肠道微生物组失衡

调控相关疾病的分子机制, 发展治疗疾病的新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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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微生物组与药物交互作用影响疗效及安全性的分子机制

发展元基因组和代谢组的时空分析技术，研究药物调控微生

物代谢及代谢信号传递机理；解析微生物组对临床常用药物体内

代谢和处置过程的影响，揭示微生物组代谢药物的功能酶系、代

谢途径及内源代谢通路的整合作用与机理；鉴定影响药物临床疗

效和安全性的关键菌谱，建立预测个体对药物响应的模型，为精

准治疗提供科学依据。

2.4 微生物组学新技术及实验动物体系

发展微生物单细胞成像与物种快速鉴定、单细胞分选和测

序、微生物培养、跨尺度微生物组数据分析、元基因组功能注释

与可视化等的共性创新技术；建立用于微生物组研究的规范化无

菌动物技术体系和动物模型，并用于相关疾病的研究。

2.5 病原微生物感染过程中的宿主免疫机制

围绕病原微生物感染过程，建立宿主免疫在感染和预后期的

多维度动态图谱，研究宿主免疫持续时间、免疫效应强度差异的

生物学和分子机制，研究病原微生物新发突变对既存抗体免疫效

果的影响，发展针对宿主免疫的调控靶标和新手段。

3. 结构生物学、蛋白质组学等方向的新技术和新方法

3.1 面向超大蛋白质机器结构研究的整合性技术方法

基于冷冻电镜技术、X射线晶体学和核磁共振波谱学等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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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学方法，并结合质谱、小角散射、超高分辨率荧光显微镜、

人工智能及其他新技术，开发整合性的多尺度结构研究技术体系，

用于研究重要生理病理过程中的关键蛋白质机器的高分辨率三维

结构、在体结构或者动态变化等。

3.2 蛋白质组与生物大分子互作的时空分析新方法

发展细胞表面蛋白质组与外源性生物大分子动态相互作用

的鉴定方法；发展细胞内蛋白质变体及复合物的动态表征技术；

发展活细胞中亚细胞器定位的蛋白质相互作用规模化鉴定方法；

建立蛋白质组与核酸原位相互作用位点的动态表征技术。

3.3 大队列临床蛋白质组研究关键技术

面向中国人群高发肿瘤的临床大队列样本与基于质谱的蛋

白质组分析，发展快速可配置、标准化、高稳定、全面质控，智

能化的样本制备流水线；发展基于深度学习的融合型质谱数据采

集与分析方法，实现微量临床样品的蛋白质组深度覆盖与精准定

量，建立标准化输出格式；发展基于人工智能的多层次信息学整

合分析新技术及标准；建立包含模型、标准库、工作流、实验设

计等在内的高质量蛋白质组学研究辅助知识库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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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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61 年 1 月 1 日以后出

生，具有高级职称或博士学位。青年科学家项目负责人应具有高

级职称或博士学位，男性应为 1986 年 1 月 1 日以后出生，女性

应为 19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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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澳申报人员应爱国爱港、爱国爱澳。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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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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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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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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创新 2030—重大项目的在

研项目负责人不得牵头或参与申报项目（课题），课题负责人可参

与申报项目（课题）。

（4）参与重点专项实施方案或本年度项目指南编制的专家，

原则上不能申报该重点专项项目（课题）。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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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中央、地方各级国家机关及港澳特别行政区的公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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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会协商确定的港澳科研单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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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 年 6 月 30 日前。



— 7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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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个，项目参与单位总数不超过 6 家。

（2）青年科学家项目不再下设课题，项目参与单位总数不

超过 3 家，根据相应指南方向明确的研究重点，自主确定选题

进行申报。

本专项形式审查责任人：江海燕，电话：010-681043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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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姓名 工作单位 职称

1 贺福初 军事科学院军事医学研究院 研究员

2 许文青 上海科技大学 研究员

3 周如鸿 浙江大学 教 授

4 冯 雁 上海交通大学 教 授

5 周丛照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教 授

6 屈良鹄 中山大学 教 授

7 朱 冰 中国科学院生物大分子卓越创新中心 研究员

8 张友明 山东大学 教 授

9 王健伟 中国医学科学院 教 授

10 娄智勇 清华大学 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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