附件 3

2021 年度恒瑞医药联合基金项目申报指南
广东省基础与应用基础研究基金江苏恒瑞医药股份有
限公司联合基金（以下简称“恒瑞医药联合基金”）是省基
础与应用基础研究基金的组成部分。恒瑞医药联合基金着力
解决抗肿瘤药、手术麻醉类用药、慢病防治用药、造影剂等
领域创新发展的重点科学问题，鼓励前沿自由探索，培养一
批具有国际影响力的医学领军人才和一流学科，促进基础研
究、应用基础研究、临床研究与产业化对接融通。本指南适
用于 2021 年度恒瑞医药联合基金的项目申报。
一、申报要求
（一）申报单位为广东省行政区域内登记注册的三级医
院。
（二）鼓励与高等学校、科研机构合作申报，并且有实
质的合作内容。
（三）申报临床研究项目的单位应当为广东省临床医学
研究中心的依托单位，且具备与指南研究方向相同或相近的
GCP（Good Clinical Practice，国家药物临床试验机构）备案
专业资质。合作单位涉及临床研究内容的，须具备与指南研
究方向相同或相近的 GCP 备案专业资质。专业资质以在“药
物临床试验机构备案管理信息平台”备案为准。
（四）面上项目申请人应具有中级及以上专业技术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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称；重点项目申请人应具有高级专业技术职称，主持过省部
级及以上科技计划（专项、基金等）项目（须在系统上传项
目合同书、任务书或结题批复件等）。
（五）临床研究项目申请人须具备临床研究相应的能
力，并具有有效的 GCP 证书（须在系统上传相关证明材料）。
（六）符合申报通知、各专题或指南方向的具体要求。
二、资助强度与数量
本年度拟择优资助项目 53 项，包括面上项目和重点项
目。
（一）面上项目拟资助 46 项，资助强度为 20 万元/项，
经费事前一次性拨付，实施周期 3 年。
（二）重点项目拟资助 7 项，资助强度为 50 万元/项，
经费事前一次性拨付，实施周期 3 年。
三、预期效益及成果要求
（一）在肿瘤科学、麻醉科学、影像科学及慢病管理等
领域研究上取得突破，探索新的诊断和治疗方法，推动医疗
行业发展。
（二）产出高质量论文或专利成果，面上项目至少公开
发表 1 篇高质量论文或者申请发明专利 1 件；重点项目公开
发表高质量论文或者申请发明专利合计不少于 2 篇（件）。
鼓励发表“三类高质量论文”，即发表在具有国际影响力的国
内科技期刊、业界公认的国际顶级或重要科技期刊的论文，
以及在国内外顶级学术会议上进行报告的论文。
（三）鼓励在专著出版、专家共识、标准规范、人才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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养、成果应用等方面形成多样化研究成果。
（四）完成各专题和研究方向规定的成果要求。
四、申报方向和要求
本年度设 4 个专题，共 22 个研究方向，总体情况见表 1。
表 1 指南研究方向及计划支持项目情况总览
专题

专题一：
肿瘤靶向
及免疫治
疗

研究方向

是否临
床研究

申报代码

学科代码

支持
项目数

1.肿瘤治疗新靶点、新技
术研究

否

HRB101

H1614 肿瘤研究体
系新技术

重点项目
1项

2. 精 准 医 疗 与 分 子 标 志
物：肿瘤病人精准用药和
疗效预测

否

HRB102

H1603 肿瘤遗传与
表观遗传

重点项目
1项
重点项目
2项

3.肿瘤靶向及免疫治疗的
转化及临床应用研究

否

HRB103

H1604 肿瘤免疫
H1611 肿瘤生物治
疗

4.肿瘤靶向及免疫治疗药
物上市后有效性及安全
性研究

是

HRC104

H16 肿瘤学

面上项目
6项

5.肿瘤靶向及免疫治疗药
物上市后适应症拓展的
探索性研究

是

HRC105

H16 肿瘤学

面上项目
7项

1.围术期麻醉与疼痛管理
的研究

否

HRA201

H0903 躯体感觉、 面上项目
疼痛与镇痛
4项

2.重症患者的镇静镇痛研
究

是

HRC202

H1511 急 重 症 医
学/创伤/烧伤/整形
其他科学问题

面上项目
2项

是

HRC203

H1502 多 脏 器 衰
竭

面上项目
2项

4.围术期肝损伤基础与应
用基础研究

否

HRB204

H0318 肝再生、肝
保护、肝衰竭、人
工肝

重点项目
1项

5.舒适化医疗（无痛诊疗）

是

HRC205

H0903 躯体感觉、 面上项目
疼痛与镇痛
2项

6.疼痛管理研究

否

HRA206

H0903 躯体感觉、 面上项目
疼痛与镇痛
2项

否

HRA301

H1808 分子影像与
分子探针

面上项目
1项

2.医学影像人工智能研究

否

HRA302

H1809 医学图像数
据处理与分析

面上项目
2项

3.介入放射学研究

否

HRB303

H1816 介入医学与
工程

重点项目
1项

3.围术期液体治疗对术后

专题二： 并发症影响的临床研究
手术麻醉
及围术期

专题三： 1.分子影像学基础研究
分子影像
以及影像
介入的基
础和应用
基础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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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题

专题四：慢
病的基础
与临床研
究

研究方向

是否临
床研究

申报代码

学科代码

支持
项目数

4.造影剂临床安全性研究

是

HRC304

H1813 磁共振成像
技术与造影剂

面上项目
3项

5.生殖领域造影剂临床研
究

是

HRC305

H18 影 像 医 学 与
生物医学工程

面上项目
2项

1.糖尿病基础与应用基础
研究

否

HRA401

H0703 糖尿病

面上项目
3项

2.自身免疫性疾病基础与
应用基础研究

否

HRA402

H1008 自身免疫性
疾病

面上项目
2项

3.心血管疾病基础与应用
基础研究

否

HRA403

H02 循环系统

面上项目
1项

4.慢性肾脏疾病诊治与综
合防治

否

HRB404

H0509 原发性肾脏
疾病

重点项目
1项

5.慢病患者健康管理研究

否

HRA405

H2612 预防医学其
他学科问题

面上项目
4项

6.抗凝临床疗效及安全性
研究

是

HRC406

H02 循环系统

面上项目
3项

（一）专题一：肿瘤靶向及免疫治疗研究
本专题设置研究方向 5 个，计划支持项目 17 项。
1. 肿瘤治疗新靶点、新技术研究（申报代码：HRB101，
学科代码：H1614）
应用药物化学、生物化学、分子生物学、结构生物学、
基因组学及人工智能等学科前沿理论与技术研究肿瘤发生
发展机制。发现具有诊断价值的肿瘤标志物与具有治疗价值
的新型药物靶点，或针对肿瘤特异靶点进行创新药研发（鼓
励小分子免疫药物）与新型治疗技术的研究。完成肿瘤发生
发展新机制的确认或针对新靶点药物治疗的研发。
本方向拟支持重点项目 1 项。
2. 精准医疗与分子标志物：肿瘤病人精准用药和疗效预
测（申报代码：HRB102，学科代码：H1603）
基于分子标志物、基因组学及药物临床试验等领域最新
研究成果，开展肿瘤患者精准用药方案及疗效预测研究，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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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新的分子标志物在疾病发病风险、诊断分期分型或疗效及
预后预测上的作用，或通过已有分子标志物评价新药或新疗
法在目标人群中的安全性及有效性。发现并确认分子标志物
在肿瘤患者疾病风险、治疗疗效和预后预测等方面的作用。
本方向拟支持重点项目 1 项。
3. 肿瘤靶向及免疫治疗的转化及临床应用研究（申报代
码：HRB103，学科代码：H1604/H1611）
基于目前肿瘤靶向及免疫治疗在多个瘤种中取得的良
好疗效，对抗肿瘤药物的创新治疗模式及耐药机制，对改善
肿瘤免疫微环境的生物材料及药物递送系统，或对预防肿瘤
放、化疗后骨髓抑制的防治措施等开展深入探索，特别是免
疫与抗血管生成、新靶点药物、生物材料等联合方案的探索，
优化治疗方案，提高患者生存率及生存质量。完成靶向治疗、
免疫治疗及肿瘤支持治疗在肺癌、肝癌、消化道肿瘤、泌尿
系统肿瘤、妇科肿瘤、乳腺癌、头颈部肿瘤及血液系统肿瘤
等其中一个领域的基础/转化及相关临床应用研究，特别是免
疫与抗血管、新靶点药物、生物材料等联合方案的探索。
本方向拟支持重点项目 2 项。
4. 肿瘤靶向及免疫治疗药物上市后有效性及安全性研
究（申报代码：HRC104，学科代码：H16）（临床研究）
基于药物使用过程中的疗效及不良反应统计与分析，开
展抗肿瘤药物在真实世界中的安全性及有效性研究，了解抗
肿瘤药物治疗的广泛人群特征、临床用药特点和治疗结局，
为更多的临床问题提供全面准确的医学数据。完成上市后抗

- 33 -

肿瘤药物在扩大人群或真实世界中使用安全性及有效性的
进一步验证。
本方向拟支持面上项目 6 项。
5. 肿瘤靶向及免疫治疗药物上市后适应症拓展的探索
性研究（申报代码：HRC105，学科代码：H16）（临床研
究）
基于肿瘤药物在更广泛人群（如非适应症等）的疗效及
不良反应统计与分析，开展抗肿瘤药物在真实世界中更广泛
人群的安全性及有效性研究，提高患者对获批药物的可及
性，为肿瘤药物在更广泛的人群中使用提供有效性及安全性
数据。
本方向拟支持面上项目 7 项。
（二）专题二：手术麻醉及围术期研究
本专题设置研究方向 6 个，计划支持项目 13 项。
1. 围术期麻醉与疼痛管理的研究（申报代码：HRA201，
学科代码：H0903）
通过创新或改良现有麻醉与疼痛管理方案。研究：①探
索新型苯二氮卓类麻醉镇静药物的机制及在不同手术、患者
的剂量，制定临床可实施诊疗路径及个体化的用药方案，探
讨有利于患者手术康复的临床方案，解决目前手术麻醉方案
的若干个难点。②在阿片最小化的学术前沿共识下，探索非
传统强阿片药物，如阿片受体激动拮抗剂、NMDA 受体抑制
剂等新型药物的应用价值，按照临床需求，阶段性的制定出
依靠非传统强阿片药物实施围术期疼痛管理的路径及配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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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案。③探索新型苯二氮卓类麻醉镇静药物，探索非传统强
阿片药物，如阿片受体激动拮抗剂、NMDA 受体抑制剂等新
型药物之间的组合，按照临床需求，制定出围术期麻醉管理
新路径。
本方向拟支持面上项目 4 项。
2. 重症患者的镇静镇痛研究（申报代码：HRC202，学
科代码：H1511）（临床研究）
通过创新或改良现有重症患者镇静镇痛方案。研究在重
症患者情况复杂多变，基础状态往往较差的前提下，结合患
者原发疾病与状态，全面梳理不同镇静镇痛药物的特点，充
分考虑新型苯二氮卓药物与非传统强阿片药物给临床带来
的契机，探索重症患者个体化的镇静镇痛诊疗路径与药物配
伍方案，以应对患者预后的改善效果。
本方向支持面上项目 2 项。
3. 围术期液体治疗对术后并发症影响的临床研究（申报
代码：HRC203，学科代码：H1502）（临床研究）
针对急诊、重症、麻醉、外科等需要大量液体复苏治疗
的休克患者，及内环境紊乱需要液体治疗纠正或复苏液体治
疗重症患者，优化围术期液体治疗最优方案，减少术后并发
症。
本方向支持面上项目 2 项。
4. 围术期肝损伤基础与应用基础研究（申报代码：
HRB204，学科代码：H0318）
探讨围术期肝损伤发生发展机制，创新改良现有临床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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疗方案。在分子和细胞水平研究围术期肝损伤的发生发展机
制，例如肝缺血再灌注损伤、麻醉药物肝损伤；并在此基础
上，探讨有转化前景的相关药物的临床保护策略，例如新型
麻醉药、镇痛药及其他药物。
本方向支持重点项目 1 项。
5.舒适化医疗（无痛诊疗）（申报代码：HRC205，学
科代码：H0903）（临床研究）
结合新型镇痛药物，研究无痛胃肠镜、纤支镜等无痛诊
疗技术，制定出创新的、具有普适性的舒适化医疗诊疗路径。
本方向支持面上项目 2 项。
6.疼痛管理研究（申报代码：HRA206，学科代码：H0903）
研究包括但不限于骨关节炎、中轴性脊柱炎、痛风等伤
害感受性慢性疼痛和带状疱疹后疼痛、糖尿病周围神经病理
性疼痛、三叉神经痛等神经病理性疼痛及混合性疼痛的最新
发生发展机制，优化不同类型镇痛药物针对慢性疼痛的治疗
方案以及相关机制，探索慢性疼痛相关疾病的发生发展最新
机制，以及镇痛药物在慢性疼痛管理中的应用。
本方向支持面上项目 2 项。
（三）专题三：分子影像以及影像介入的基础和应用基
础研究
本专题设置研究方向 5 个，计划支持项目 9 项。
1. 分子影像学基础研究（申报代码：HRA301，学科代
码：H1808）
通过发现和研制能够对生物体内特异性分子，特别是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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疾病过程密切相关的关键性目标靶点，进行成像的新探针、
新方法和新工具，以提供体内分子标记物的定量定性信息，
为传统解剖成像提供有利的补充。将现代分子生物学与影像
医学相结合，在分子及细胞水平研究疾病的发生，发展和转
归。例如，以肿瘤生物学特征为基础，以肿瘤血管生成与血
管渗透机制研究为重点，建立基于凋亡、血管化、代谢等分
子影像研究体系；以肿瘤关键靶分子为重点，发展新的基于
分子影像的肿瘤模型，揭示肿瘤病理生理过程，探讨在体实
时监测与干预肿瘤的策略。
本方向拟支持面上项目 1 项。
2. 医学影像人工智能研究（申报代码：HRA302，学科
代码：H1809）
通过机器学习等人工智能技术，基于医学影像（包括放
射学、超声、核医学及病理影像等）及其他临床数据，提高
针对机制发现、诊断、疗效评价和预后等评估效能。将人工
智能技术应用到医学影像领域，针对常见肿瘤（乳腺癌、胃
肠道癌、肺癌等）发现、诊断、治疗决策或预后方面评估，
包括但不限于智能成像设备研发、智能图像处理与分析、影
像支持临床决策、自然语言处理与结构化报告的结合等前沿
方向。
本方向拟支持面上项目 2 项。
3. 介入放射学研究（申报代码：HRB303，学科代码：
H1816）
探讨肿瘤介入栓塞治疗机制，优化联合治疗方案，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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肿瘤介入治疗的有效性和安全性。研究包括但不限于各种富
血供或乏血供实体瘤栓塞治疗机制，栓塞剂粒径及类型的选
择对治疗效果及安全性的影响，各种肿瘤介入治疗联合应用
的有效性和安全性，肿瘤介入与靶向、免疫联合治疗方案优
化及相关机制等。
本方向拟支持重点项目 1 项。
4. 造影剂临床安全性研究（申报代码：HRC304，学科
代码：H1813）（临床研究）
通过造影剂临床安全性、机理与发生机制研究，提升造
影剂在临床应用中的安全性。研究包括但不限于大样本上市
后碘或钆造影剂应用过程中发生不良反应的流行病学调查，
建立造影剂在临床中的安全使用规范；针对不良反应研究发
生机制和应对措施，以进一步获得碘或钆造影剂安全性使用
信息。
本方向拟支持面上项目 3 项。
5. 生殖领域造影剂临床研究（申报代码：HRC305，学
科代码：H18）（临床研究）
探明造影剂在不孕相关疾病诊治作用和机理。研究包括
但不限于输卵管、盆腔黏连等不孕因素的发生机制及造影剂
在诊疗过程中发挥的作用机制，优化与规范临床不孕症的诊
疗方案，评价诊断结果对治疗预后的影响（含药物经济学评
价）。
本方向拟支持面上项目 2 项。
（四）专题四：慢病的基础与临床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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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专题设置研究方向 6 个，计划支持项目 14 项。
1. 糖尿病基础与应用基础研究（申报代码：HRA401，
学科代码：H0703）
研究糖尿病的发生发展机制、早期预警与诊断、个体化
治疗及并发症治疗方案等。
本方向拟支持面上项目 3 项。
2. 自身免疫性疾病基础与应用基础研究（申报代码：
HRA402，学科代码：H1008）
研究自身免疫性疾病发生、发展新机制，优化临床诊疗
方案。
本方向拟支持面上项目 2 项。
3. 心 血 管 疾 病 基 础 与 应 用 基 础 研 究 （ 申 报 代 码 ：
HRA403，学科代码：H02）
探索心血管疾病的发生发展机制，研究包括但不限于高
血压、高脂血症、心衰等常见心血管疾病的发生机制、进展
因素、治疗方案及相关并发症的治疗策略。
本方向拟支持面上项目 1 项。
4. 慢性肾脏疾病诊治与综合防治（申报代码：HRB404，
学科代码：H0509）
探索慢性肾脏病的诊治策略，创新或改良现有临床治疗
方案，建立综合防治共识。研究包括但不限于自身免疫性肾
病、糖尿病肾病、高血压肾病、多囊肾等常见慢性肾脏疾病
的发生机制、诊断方式与治疗方案，肾脏替代治疗如血液透
析、腹膜透析相关并发症的诊断与防治策略（骨矿物质代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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异常等），肾移植的抗排异策略等。
本方向拟支持重点项目 1 项。
5. 慢病患者健康管理研究（申报代码：HRA405，学科
代码：H2612）
通过发现广东省慢病患者健康管理存在的问题，结合人
工智能与大数据技术，建立慢病患者综合管理平台，制定具
有广东省特色的慢病患者管理策略。开展针对糖尿病、慢性
肾脏疾病、肿瘤等常见慢病的横断面研究、信息收集、大数
据分析、综合管理平台搭建等。
本方向拟支持面上项目 4 项。
6. 抗凝临床疗效及安全性研究（申报代码：HRC406，
学科代码：H02）（临床研究）
研究肠外抗凝药在急性冠状动脉综合征（ACS）及静脉
血栓栓塞症（VTE）等疾病中的防治机制、临床疗效及安全
性，重点探索其发生发展影响因素及临床防治方案。
本方向拟支持面上项目 3 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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