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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公示内容 

 

推荐项目一 

项目名称：儿童社区获得性肺炎病原分子流行特点及诊疗方案优化 

完成单位：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儿童医院、温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育

英儿童医院、首都儿科研究所附属儿童医院、中国医科大学附属

盛京医院、重庆医科大学附属儿童医院、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儿

童医院、上海交通大学附属新华医院、广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

院广州呼吸疾病研究所、广州市妇女儿童医疗中心 

项目完成人：申昆玲、徐保平、申阿东、钱素云、谢正德、杨永弘、姚开虎、

李昌崇、曹玲、尚云晓、符州、陈志敏、鲍一笑、陈爱欢、邓

力等 

项目简介（1200字）： 

社区获得性肺炎(community acquired pneumonia，CAP)是儿童期尤其

是婴幼儿期常见的感染性疾病，是全球 5岁以下儿童死亡的最主要原因，也

是中国儿童最致命的感染性疾病。目前，CAP 在诊疗方面存在以下问题：①

病原谱变迁，细菌（尤其是肺炎链球菌）、肺炎支原体耐药率逐年增高，病

毒感染蔓延迅速、变异种增多；②病原诊断方法参差不齐，病原体检出率低；

③难治和重症病例增多，缺乏规范治疗指导。基于以上，本项目在国家科技

支撑计划的支持下，开展儿童社区获得性肺炎的多中心临床诊疗研究，旨在

提供精准的病原学指导，制定新型诊疗和防控策略。目前获得成果如下： 

1.创建了国内最大的儿童 CAP临床研究平台，建立协同研究网络体系 

本项目创建了国内的最大儿童 CAP临床研究平台，覆盖西北、东北、华

北、西南、华东地区，通过跨机构、跨地域的协作，形成儿科呼吸协同研究

网络，实现儿童 CAP临床资源交叉共享，为进一步开展儿童 CAP及其他呼吸

系统疾病的深入研究搭建全方位科技化平台。 

2.获得我国大范围儿童 CAP的病原流行趋势，为优化诊疗、防控策略提供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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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 

（1）开展了儿童 CAP 常见呼吸道病毒病原谱的筛查；对呼吸道重要病

毒病原（呼吸道合胞病毒、腺病毒和人冠状病毒等）重要基因进行扩增测序，

分析其基因变异重组和基因进化情况，预警病毒感染流行趋势。 

（2）监测了儿童 CAP 常见细菌病原（肺炎链球菌和流感嗜血杆菌等）

流行趋势，提供血清型分布和抗生素耐药性、多位点序列分型（MLST）资料，

指导并规范临床中抗生素的应用。 

3.搭建 CAP病原学诊断技术平台，提高病原诊断效率及精准度 

①首次在国内论证了肺炎支原体 RNA 诊断技术（SAT）诊断支原体肺炎

的敏感度、特异度，并转化临床应用及推广；②建立了基于多重不对称 PCR-

电化学芯片法的 A 型流感病毒分型检测体系，促进病原体灵敏、快速检测；

③项目核心单位建立了 Luminex液相悬浮芯片检测技术平台，可独立完成呼

吸道病毒的多重检测研究；④完善了高通量呼吸道感染性疾病宏基因组检测

平台，提高儿童呼吸感染疾病病原诊断阳性率及精准诊断。 

4.推广经鼻持续气道正压通气(NCPAP)治疗儿童重症 CAP的规范应用 

通过开展多中心临床研究，首次在国内确证了 NCPAP治疗 5岁以下重症

CAP安全、有效，可有效降低插管率、转 ICU比率；领衔组织编写了《儿童

双水平气道正压通气临床应用专家共识》、《儿童无创持续气道正压通气临

床应用专家共识》，促进并推广 NCPAP在全国范围内的规范安全使用。 

本研究结果保持与国际同类研究水平，发表儿童社区获得性肺炎相关专

家共识 9部，科研论著 43篇，其中 SCI20篇；出版专著 7部；临床注册研

究 2项；新增立项 16项，总经费 729万元。开展基层培训近 10次，举办学

术会议或学习班 20余次，进行培训及成果推广，从而整体提高了我国儿童

社区获得性肺炎的诊治水平，降低儿童肺炎的发病率、死亡率和减少后遗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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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荐项目二 

项目名称：n-3 多不饱和脂肪酸和甘油三酯基础代谢及其相关应用研究 

完成单位（含排序）：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儿童医院 

完成人（含排序）：齐可民，樊超男，朱海燕，田春雨，夏露露，刘新丽，

申文雯，付慧聪，董华，王翠，郑东旖，江津，徐锋，卢燕飞 

项目简介（600—1200字，与申报推荐书“项目简介”一致）： 

近年来尽管膳食脂肪的摄入量在不断下降，慢性非感染性疾病的发生率

却呈现出快速增长的趋势，其原因可能与摄入的脂肪中脂肪酸种类及构成比

例不适宜有关。具体而言，饱和脂肪酸、反式脂肪酸及 n-6 多不饱和脂肪酸

（n-6 PUFAs）摄入增加而 n-3 多不饱和脂肪酸（n-3 PUFAs）摄入减少，导

致 n-6/n-3 PUFAs 比例升高。目前，许多学者认为 n-6/n-3 PUFAs 比例失调是

肥胖等慢性非感染性疾病发生的高危因素之一，这把 n-3 PUFAs 研究推向一

个新阶段。 

（1）首先明确 n-3 甘油三酯独特代谢机制 

本项目在世界范围内率先聚焦于从 n-3 PUFAs被摄入人体到产生功能效

应这段基础代谢过程，探究 n-3 PUFAs 与其它种类脂肪酸的差异性。借助于

n-3 PUFAs 体内载体 n-3 甘油三酯（n-3 TG），发现 n-3 TG 的代谢清除与其

它甘油三酯存在差异，不依赖于 LDL-R、apoE 等经典途径。脂蛋白脂酶可

能是 n-3 TG 脂肪乳剂与 n-6 TG 脂肪乳剂代谢差异的主要原因。进而利用

RNA 干扰技术及 LPL 基因敲除小鼠发现 LPL 在 n-3 TG 和 n-6 TG 脂肪乳剂

代谢中作用发挥不仅取决于颗粒大小，亦取决于组织细胞类型。这部分研究

有助于揭示 n-3 TG 独特代谢机制，促进对 n-3 脂肪酸的功能全面了解。 

（2）提出满足器官组织发育所需的最适 n-3 PUFAs 摄入量，在 n-3 

PUFAs 合理摄入方面做出了贡献 

而在 n-3 PUFAs 发挥生物学效应阶段，本项目通过对饮食 n-6/n-3 PUFAs

到底保持何种比例才能更好地满足脑对 DHA 的聚集和脑发育的需求以及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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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组织器官需要进行大量研究积累，争取了一定的学术话语权。在脑摄取聚

集 n-3 PUFAs 方面，率先发现饲料 n-6/n-3 FAs 比例在 5:1 至 1:1 时，能更好

地促进子代小鼠脑对 DHA 的聚集以及神经元、胶质及髓鞘发育，更好地促

进神经元增殖分化并抑制调亡，提示脑对 n-3 PUFAs 的需求量可能比目前的

膳食推荐量要大。而在脂肪细胞的发育分化过程中，也发现 n-3 PUFAs 摄入

可以上调瘦素表达，抑制食欲及能量代谢，减缓脂肪聚集。 

（3）深入表观遗传机制，为重视生命早期 n-3 PUFAs 摄入增添重要证

据支持 

围绕表观遗传机制，进一步探讨生命早期 n-3 PUFAs 摄入重要性，发现

n-3 PUFAs 可通过影响脑发育及肥胖发生过程中关键基因的表观遗传修饰过

程，发挥对这些基因转录水平的调控作用，产生持久不可逆的影响，为生命

早期 n-3 PUFAs 影响后期健康增添重要的证据支持。 

本项目为推动 n-3 FAs 功能研究及 n-3 FAs 适宜合理摄入提供理论依据。

最终对于充分认识 n-3 脂肪酸的重要性，实现儿童更好的即时生长发育以及

后期健康意义重大。研究成果多次在美国 EB 和欧洲 ESPEN 举办的营养与

代谢年会、儿童保健高层论坛及北京肠外内营养学术年会等国内外学术会议

进行交流。多次举办国家级儿童营养培训班进行项目推广普及。已发表的 13

篇代表性论文总影响因子 51.93，共被引 349 次，最高单篇他引 53 次，受到

国内外同行的高度评价。  

 
 

 

 

推荐项目三 

项目名称：儿童糖尿病综合管理以及临床应用研究 

完成单位：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儿童医院 

完成人：巩纯秀;曹冰燕;吴迪;孟曦;魏丽亚;谷奕;齐展;梁学军;刘敏;苏畅;

李文京;任潇亚;王毅 

项目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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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童糖尿病是儿科内分泌最常见的慢性疾病之一，严重危害儿童的身心

健康。全世界范围内的儿童 T1DM发病率呈明显增长趋势，此外，2型糖尿病

在儿童糖尿病中所占比例逐年增加。儿童糖尿病面临更长的带病生存期、血

糖管理困难、治疗中需兼顾生长发育等更为严峻的问题。因此，探索符合儿

童糖尿病特点的综合管理方案成为临床研究焦点。20年前，我国的儿童糖尿

病流行情况、治疗管理水平均无研究，并发症发生情况等方面均为空白，临

床和基础研究均明显落后于世界平均水平。本课题组针对儿童糖尿病的上述

方面进行了 20 余年的系列研究，使儿童糖尿病的诊断治疗水平、糖尿病教

育和长期管理均取得了显著的进步，达到了世界先进水平，并为糖尿病治疗

管理及并发症防治的进一步发展奠定了基础。该系列研究凝结了丰厚临床经

验具有惠及患儿的可应用性。主要突破与创新如下： 

1. 从流行病学角度，首次代表中国参与 DiaMond项目以监测全球儿童 1

型糖尿病（T1DM）的流行规律，初步了解了儿童 T1DM 发病情况。之后又以

多种流行病学调查方法，开创性地、客观、准确地呈现了北京地区儿童 1型

和 2 型糖尿病的发病或患病状况，并建立了符合中国国情的儿童 T1DM 发病

率调查和 T2DM 筛查策略。第一次实践了儿童中的糖尿病调查方法。示范性

地带动各地儿童糖尿病发病率的调查研究。  

2. 在管理研究方面，90 年代末的首次调查显示我国儿童糖尿病的控制

水平差，处于亚太地区末位。通过研究了解我们的管理水平落后于世界先进

水平的原因。并针对性地实施改进研究和加强出院后管理，儿童糖尿病血糖

控制水平显著提高，之后逐步完善成为系统规范的管理模式，目前已经达到

发达国家管理水平。通过比较不同胰岛素治疗方案及胰岛素制剂对儿童糖尿

病血糖管理的影响，制定了针对儿童及青少年糖尿病的胰岛素治疗指南及规

范治疗方案。 

3. 儿童糖尿病相关的疾病谱系研究：国内外临床和基础研究都比较少。

本课题组在临床方面进一步完善了急慢性并发症的监测筛查研究，对正确识

别和处理危重并发症（如 DKA、DKA-HHS 和横纹肌溶解）进行系列研究，有

效减少危重症患儿的死亡率。了解继发性糖尿病的患病情况、相关因素、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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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方法，为指导临床提供依据。另外，针对儿童 1型糖尿病血糖波动和氧化

应激的关系及规律进行首次报道。 

本研究共发表文章近 100篇，SCI论文 20余篇，主笔多篇儿童糖尿病诊

治相关指南，编撰首部儿童糖尿病教育书籍并出版。项目研究成果在

Pediatric diabetes，Journal of Clinical Endocrinology and Metabolism

（JCEM）等杂志上发表，研究结论获得国内外广泛关注，在中华医学会糖尿

病学会、中国医师内分泌分会、儿科内分泌学会各界年会及日本儿科会及亚

洲研究会等专题报道共计 20余次，被评为 2015年“T1DM 血糖波动研究”被

中华糖尿病学会评委“中国糖尿病十大最具影响力研究”。系列研究成果在

全国范围内三甲医院以及专科儿童医院推广应用，显著提高了我国儿童糖尿

病的防治水平。培养苗圃人才、硕士博士研究生、并在此研究基础上继续申

报了北京市医管局扬帆计划以及科技部重点研发计划等课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