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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四五”国家重点研发计划“病原学与防疫技术体系研究”

重点专项 2021 年度项目申报指南

（征求意见稿）

为深入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精神，按照“提高应对

突发公共卫生事件能力”重大任务部署要求，进一步加强疫病防

控和公共卫生科研攻关体系和能力建设，科技部会同有关部门，

组织专家制定了国家重点研发计划“病原学与防疫技术体系研究”

重点专项实施方案。

本专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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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冠状病毒和流感病毒

等重要呼吸道病毒以及结核、乙肝、艾滋病等关键传染病为核心

目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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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专项执行期为 2021－2025 年，设置了重大传染病传播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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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大传染病临床防治、新型疫苗设计及平台体系研究、重大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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突发传染病防控一体化体系建立等五项任务。本批指南拟启动

20 个研究方向，其中 1.1、1.3、1.4、1.7、2.3、3.1、3.2、3.3、

3.4、3.5、4.1 方向支持青年科学家申报，不受研究内容和考核

指标限制，拟共支持不超过 5 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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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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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研究内容：针对新冠病毒和流感病毒等呼吸道病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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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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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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研究内容：聚焦重要虫媒病毒的感染机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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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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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研究内容：针对临床重要病原细菌（结核分枝杆菌、金黄色

葡萄球菌等）或重要自然疫源性和高致病性病原细菌（鼠疫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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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鲁氏菌等），选择不同地区和毒力差异的菌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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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括基因、蛋白质和非编码 RNA 等）的进化规律；揭示关

键致病因子及其变异与环境和宿主间互作的规律和机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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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 病原真菌感染机理与防控技术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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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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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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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我国重要病原真菌的毒力和耐药性状的演化/流行规律1-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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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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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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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研究内容：描绘重大慢性感染性疾病（如：肝炎、结核病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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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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干预策略。

1.7 广谱性抗病毒药物靶点发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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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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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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重大传染病病原体的发现、溯源及预警预测

2.1 潜在威胁人类病毒发现与挖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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毒数据库。一是开展野生动物及

其媒介、高原、极地、冰川、深海等极端环境病毒组学调查，发

现新病原体、确认致病性；二是系统开展新病毒生态分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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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毒名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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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病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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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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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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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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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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合传统经典的分离培养技术和现代的组学和测

序手段，组合新兴的微流控培养技术，采用高通量、全条件模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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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效低成本培养和

检测。建立基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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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血液等复杂临床样品中微量活菌的高效捕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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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开发标准化可指导推广的 8-15 种厌氧菌、苛养菌以及非传统细

胞系培养病毒的检测方法或培养方案。

2.3 病原多场景实时检测技术应用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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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新型 CRISPR、生物传感、微流控或新一

代测序技术等新技术建立自动化实验室与临床检测关键技术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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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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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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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新型 CRISPR、生物传感、微流控或新一代

测序技术等新技术建立病原体检测技术平台 1 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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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具备对一种病原实现包括病原传播力、耐药、毒力

等至少 3 种以上指标的检测与分析能力，同时具备分析综合性体

征监测信息能力及检测结果的快速传输能力。该系统需要不少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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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发基于时空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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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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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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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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出蛋白质抗原或核酸抗原免

疫原性的理论并阐明其结构信息基础，揭示疾病保护性免疫的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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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上述新理论和技术应用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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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感病毒、冠状病毒、乙肝病毒和艾滋病毒等病毒疫苗的研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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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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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型mRNA疫苗平台体系研究

研究内容：针对新发突发传染病爆发时对疫苗快速开发的需

求，基于已批准和可转化的材料，构建安全高效的 mRNA 疫苗设

计、包装、递送、测试技术平台，揭示 mRNA 疫苗的免疫活化机

理。建立具备自主知识产权的新技术、新策略、新标准，并推进

转化。揭示载体表面性质对 mRNA 疫苗递送效果和免疫应答的影

响机制和构效关系，为疫苗载体设计提供理论基础和反馈指导。

构建限域空间保护抗原，应对“最后一公里”构建可以常温储存

的疫苗。设计智能化、连续化、规模化制备装置并进行批量制备，

建立质控新技术和新标准。遴选品种开展临床前研究，推进企业

合作和临床转化。

考核指标：阐明 mRNA 疫苗的免疫活化机制，建立 mRNA 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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苗不同设计和递送系统与免疫产生、应答和记忆的构效关系。建

立一套应对突变病原疫苗快速制备技术。构建安全、高效的注射

型、粘膜型 mRNA 疫苗递送系统，并研究其与抗原的相互作用规

律；建立具备自主知识产权的疫苗递送系统 3-4 项。建立 mRNA

疫苗递送系统的制备、表征、质控和评价标准 3-4 项。建立 mRNA

疫苗的规模化制备工艺，争取建立规模化制备中试车间或示范工

程 1-2 项。基于已有成果推动临床转化，争取 1-3 个进入临床

试验，与企业签订联合开发协议 2-3 项。

3.3 新型 DNA疫苗平台体系研究

研究内容：针对流感、新冠、结核等传染病疫苗的需求，构

建安全高效的 DNA 抗原设计，揭示免疫激活机理，建立标准并推

进临床转化和产业化。针对 DNA 抗原，构建安全高效的注射型、

粘膜型和皮内递送等新型递送系统，建立具备自主知识产权的新

技术和新策略。揭示不同 DNA 抗原设计和递送系统对递送效果和

免疫应答的影响机制和构效关系，为疫苗递送系统设计提供理论

基础和反馈指导。设计智能化、连续化、规模化先进工艺及相关

的制备装置，并进行批量制备，建立质控新技术和新标准。开展

临床前研究，推进企业合作和临床转化。

考核指标：阐明 DNA 疫苗的免疫活化机制，建立 DNA 疫苗不

同设计和递送系统与免疫产生、应答和记忆的构效关系。构建安

全、高效的注射型、粘膜型和皮内递送等新型 DNA 疫苗递送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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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其与抗原递送效率和基因表达的相互作用规律；建立长效储

存疫苗的载体新策略；建立具备自主知识产权的疫苗递送系统

3-4 项。建立一套应对突变病原疫苗快速制备技术。建立 DNA 疫

苗递送系统的制备、表征、质控和评价标准 3-4 项。建立 DNA

疫苗的规模化制备工艺，争取建立规模化制备中试车间或示范工

程 1-2 项。基于已有成果推动临床转化，争取 1-3 个进入临床

试验，与企业签订联合开发协议 2-3 项。

3.4 重组亚单位疫苗与佐剂研究

研究内容：针对提升流感、新冠、结核等传染病重组亚单位

疫苗免疫原性的需求，结合纳米技术、结构生物学技术和人工智

能等前沿技术，构建稳定、安全和高效的重组亚单位疫苗；重点

研制和开发微纳结构、PRR 配体类、金属类及天然植物源性等新

佐剂，研究新佐剂对机体免疫反应、免疫保护作用和免疫记忆的

促进作用；明确新型佐剂或构架的结构特征、理化特性及与蛋白

类或核酸类免疫原的互作规律；阐明新型佐剂与构架的免疫增强

作用及其机制、调控免疫应答类型的机制及其应用、生物安全性

及临床稳定性，在不同疾病模型中探讨新佐剂的效果及对提升疫

苗的安全性和有效性作用。

考核指标：创制 2-3 种具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的重组亚单位

疫苗和新佐剂，实现一种新型疫苗构架与新型佐剂的组合应用。

阐明新型重组亚单位疫苗的免疫活化机制，建立亚单位疫苗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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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计和新佐剂与免疫产生、应答和记忆的构效关系。阐明新佐剂

的效用与作用机制。证明新佐剂对减少免疫原用量和接种频次、

增强免疫反应强度、提高疫苗的保护效果、促进交叉免疫保护、

提高疫苗配方稳定性和节约生产成本的作用。与疫苗生产企业签

订 1-2 个基于创新型佐剂的重组亚单位疫苗的合作协议，并进入

临床试验。

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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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冠灭活疫苗大规模上市后疫苗不良反应与不良事件及其与新

冠疫苗因果关联的研究；开展新冠灭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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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期安全性研究，疫苗相

关增强性疾病（ADE/VAED ）发生情况及原因分析；开展新冠灭

活疫苗不同免疫程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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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展新冠病毒流行株变异情况及疫苗

免疫逃逸机制研究。

考核指标：获得新冠灭活疫苗大规模人群使用 1 年的安全性

研究数据；了解新冠灭活疫苗在不同人群（18-59 岁、≥60 岁人

群、慢性病等人群）中的免疫原性、免疫持久性（1-2 年）、加

强免疫的必要性和可行性以及≥60 岁人群 3 剂次免疫程序的免

疫原性及安全性数据；获得新冠灭活疫苗与肺炎疫苗、流感疫苗、

HPV 疫苗等同时接种的免疫原性及安全性数据；获得不同厂家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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冠灭活疫苗替换接种的安全性及免疫原性数据；获取新冠灭活疫

苗与腺病毒载体疫苗或重组蛋白疫苗序贯免疫程序的免疫原性

及安全性数据等。

3.6 病原突变对疫苗及药物有效性评价动物模型

研究内容：围绕突变株的动物模型评价技术体系，聚焦流感

病毒等重要传染病病原以及结核菌的耐药株，建立突变株感染动

物模型及从分子到细胞水平的分析技术体系。基于突变株感染动

物模型及潜伏感染-复发动物模型，建立包含病原学、免疫学、

病理学、症状及影像学的动物模型评价技术体系。开展现有疫苗

及药物的失效性评价研究，以标准株感染动物模型为对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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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寨卡病毒、登革热病毒、

艾滋病病毒、耐药结核菌等重要病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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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成 5 种以上精准应对新型临床突变株或潜伏感染的疫苗及

药物替代产品的有效性评价。建立 20 种以上高致病病原关键位

点突变与疫苗、抗体及药物防治效果变化的比较数据库。建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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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种重要病毒典型突变株（代表不同免疫原型特征的标准株）

以及不同疫苗免疫人群的标准血清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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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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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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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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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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或干细胞疗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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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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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成基于干细胞技术的重大传染病临床救治标准化方案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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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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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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战一体”数据标准化接口与体系建设

研究内容：建立病原菌与病毒的数据管理与共享标准，实现

临床数据与病原体资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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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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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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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 项病原体资源数据整合标准，建立一套

覆盖 8-10 种病原体的数据管理和共享系统；建立 8-10 种病原

菌和病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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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平战结合的病原大数据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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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