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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创新争先奖推荐书 

（推荐科技工作者个人用） 

候 选 人 ： 孙怡朋 
所 在 单 位 ： 中国农业大学 

推 荐 渠 道 ： 
中国科协生命科学学会联合体（中国微

生物学会） 

推 荐 类 别 ： 

 

□全国创新争先奖章 

全国创新争先奖状  

推 荐 领 域 ： 

 

科学研究、技术开发、重大装备和 

工程攻关 

□转化创业     

□科普及社会服务 

填 报 日 期 ：    2017  年  4  月 18  日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 

制 
中   国   科   协 

科     技     部  

国 务 院 国 资 委 



 

 

填表说明 

 

1．候选人：填写候选人姓名。 

2．所在单位：填写候选人人事关系所在单位，应为法人单位。 

3．推荐渠道：填写推荐渠道名称，其中由省级科协、科技厅（委、局）、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局）、国资委联合推荐的，填写 4家单位的名称。 

4.推荐类别和推荐领域：只能选择一项。 

5.工作单位及职务：属于内设机构职务的应填写具体部门，如“XX

大学 XX学院院长”。 

6.专业技术职务：应填写具体的职务，如“研究员”、“研究员级高级

工程师”等，请勿填写“正高”、“副高”等。 

7.工作单位行政区划：填写到省、自治区、直辖市。 

8.重要成果列表：“基本信息”栏填写要求：科技奖励，按顺序填写

成果（项目）名称，类别（国家、省、部）名称，获奖等级，排名，获奖

年份，证书号码，主要合作者等，同一成果相关科技奖励只填一项最高奖

项；专利信息，按顺序填写实施的发明专利名称，批准年份，专利号，发

明（设计）人，排名，主要合作者等；代表性论文和著作，按顺序填写论

文、著作名称，年份，排名，主要合作者，发表刊物或出版社名称；其他

成果参照填写。 

9.所在单位意见：由候选人人事关系所在单位填写，须由单位负责人

签字并加盖单位公章。意见中应明确写出是否同意推荐。 

候选人人事关系所在单位与实际就职单位不一致的，实际就职单位应

同时签署意见并签字、盖章。 

10.推荐渠道意见：须由负责人签字并加盖单位公章，意见中应明确

写出是否同意推荐。中央和国家机关推荐的，由相关司局负责人签字并加

盖相关司局公章；地方推荐的，由省级科协负责人签字，加盖省级科协公

章；学术团体推荐的，由理事长（会长）签字，或理事长（会长）授权的

副理事长（副会长）签字，并加盖相应学术团体公章。 



 

 

一、基本信息 

推 

荐 

人 

选 

 

姓  名 孙怡朋 性  别 女  

民  族 汉 出生年月 1982 年 3 月 

国  籍 中国 政治面貌 中共党员 

最高学历 研究生 最高学位 博士 

行政级别 无 
专业技术 

职务 
副教授 

工作单位

及职务 
中国农业大学动物医学院副教授 

学科领域 兽医学 

证件类型 身份证 证件号码  

工作单位 

性质 
高校 

工作单位 

行政区划 
北京市 

办公电话  手  机  电子邮箱  

通讯地址  邮  编  

联

系

人 

办公电话  手  机  电子邮箱  

通讯地址  邮编  

推

荐 

类

别 

□全国创新争先奖章       

全国创新争先奖状  

推

荐

领

域 

科学研究、技术开发、重大装备和工程攻关   

□转化创业 

□科普及社会服务 



 

 

二、学习经历（从大学或职业教育填起，6项以内） 

起止年月 校（院）及系名称 专业 学位 

2001.9-2006.7 沈阳农业大学畜牧兽医学院 动物医学 农学学士 

2006.9-2011.6 中国农业大学动物医学院预防兽医系 预防兽医学 农学博士 

    

    

    

    

三、主要工作经历（6项以内） 

起止年月 工作单位 职务/职称 

2011.6-2013.4 中国农业大学生物学院 博士后 

2012.4-2012.10 美国马里兰大学兽医学院 访问学者 

2013.4-2013.12 中国农业大学动物医学院 教学科研/讲师 

2014.1 至今 中国农业大学动物医学院 教学科研/副教授 

   

   

四、国内外重要社会任（兼）职（6项以内） 

起止年月 名     称 职务/职称 

2014.11 至今 中国畜牧兽医学会禽病学分会理事 理事 

   

   

   

   

   



 

 

五、主要成绩和突出贡献 

（本栏目是评价候选人的重要依据，应详实、准确、客观地填写近 5 年内，在

“科学研究、技术开发、重大装备和工程攻关”、“转化创业”、“科普及社会服

务”所作出的主要成绩和突出贡献。限 1500 字以内） 

 

动物流感病毒不仅给我国养殖业造成巨大的经济损失，而且严重威胁人类健康。

为此，候选人多年来一直从事动物流感病毒致病机制及防控技术的研究工作。以第

一或通讯作者（含共同）在 PNAS、JVI等 SCI 杂志上发表论文 20篇，累计影响因子

83。获批国家发明专利 5项。主要学术贡献有以下几个方面： 

(1)揭示了 H9N2 亚型禽流感病毒的演化特点，为新型 H7N9 病毒的追根溯源提供

了理论依据 

H9N2亚型禽流感病毒是我国养禽业中流行最为广泛的流感病毒，候选人对 H9N2

病毒进行了长期的流行病学监测，系统研究了病毒的变异规律和特点。发现频繁的

基因重排是我国 H9N2 禽流感病毒演化的主要方式，并且发生了明显的抗原性变异，

在鸡群中的复制能力和传播性增强（第一作者, Vet Microbiol, 2010/2012）。进一

步证明了 H9N2病毒极易与其他流感病毒发生基因重排，并且产生对哺乳动物致病力

高于亲本病毒的新型重排病毒, 由此预测 H9N2病毒的特性变异很可能与其他病毒重

排产生威胁公共卫生健康的新型病毒，应密切监测新型重排病毒的产生 (第一作者, 

PNAS, 2011；通讯作者，Sci Rep，2015)。研究成果发表在美国科学院院报后，Science

杂志对论文进行了报道，美国科学院院士、国际权威流感专家 Peter Palese 教授在

文中评价：“这项研究非常重要，对这些毒株的尽早发现有助于政府迅速做出应急反

应”。而后来的事实证明，2013年在我国人间爆发的新型 H7N9亚型流感病毒正是 H9N2

病毒与野鸟源的 H7N9 重排产生（第一作者，Protein Cell，2015）。 

(2) 发现了一系列决定动物流感病毒跨种传播给人的关键氨基酸位点，为新型

流感的预警提供了理论参考 

动物流感病毒对人类健康的威胁一直是社会热点问题，候选人确定了多个动物

流感病毒跨种传播给人的关键氨基酸变异位点。发现近年来在 H9N2禽流感病毒中形

成优势的 HA-A316S变异和短茎 NA可以提高 HA 的裂解效率，促进病毒从红细胞上脱

离，从而导致病毒在小鼠中的致病性提高，增加了该亚型病毒对公共卫生健康的潜

在威胁（第一作者，J Virol，2013）。发现 H1N1/2009 病毒的 PA-P224S 和 PA-A70V

变异可显著提高病毒的致病性，这些氨基酸变异在 H1N1/2009 病毒中呈现上升的趋

势，提示这些变异在感染人群中的自然选择优势（第一作者，J Virol，2014）。发



 

 

现不同分支 H5N1 禽流感病毒血凝素基因裂解位点 P6 位氨基酸存在多态性，并进一

步揭示了该位点为丝氨酸时可明显提高病毒的致病性，解开了流感病毒研究界关于

为什么禽流感病毒在印尼高发病率和高死亡率的困惑（并列第一作者，J Vriol，

2012）。揭示了 PA-X 蛋白在流感病毒致病性中的作用，并发现该蛋白 C-末端 20 个

氨基酸抑制外源基因的表达，这种作用能够抑制宿主的抗病毒因子，从而有利于病

毒在小鼠中的复制和致病（通讯作者，J Gen Virol，2015；并列第一作者，Sci Rep，

2015）。这些对人类健康有潜在威胁性的标记位点的发现和确定，对新型流感病毒的

预警和预报至关重要。 

(3) 研发了动物流感病毒疫苗及诊断试剂盒，为病毒的防控提供了有效的技术

手段 

制备了 H9N2 亚型冷适应减毒活疫苗候选株，该疫苗候选株能有效抵抗不同抗原

群的 H9N2流感病毒感染，克服了传统灭活疫苗无法抵抗抗原性变异株的局限性（共

同通讯作者，Sci Rep，2016；第二发明人，专利申请号 201510490809.1）。利用一

株能够在细胞中高效复制的人 H1N1流感病毒 A/Puerto Rico/8/34，将此病毒的内部

基因片段与一株 H9N2 流感毒株的所有基因片段进行共转染，进而将病毒在 MDCK 中

进行连续传代，从而筛选到一株可在 MDCK 细胞中高效繁殖的新型 H9N2 亚型流感重

排疫苗候选株 (第一发明人，专利批准号 ZL201310581504.2)。此外，我们根据我

国动物源流感病毒的流行特点，建立了一系列用于鉴定禽、猪、犬等流感病毒的快

速诊断和鉴定技术（第一发明人，专利批准号 ZL201410643862.6；第一发明人，专

利批准号 ZL201310349411.7；第一发明人，专利申请号 201310401089.8；第一发明

人，专利申请号 201310437181.X；第一发明人，专利申请号 201310438794.5；第一

发明人，专利申请号 201410363681.8）。以上研究为我国动物流感病毒的科学防控

提供了技术储备。 

 

 

 

 

 

 

 

 

 

 



 

 

六、重要成果列表 

(根据推荐领域，分别填写候选人获得的重要科技奖项，发明专利，代表性论

文和著作，重大装备和工程相关重要成果，转化创业成果，重大科技类社会化公共

服务产品等，按照上述顺序填写，总计不超过 15 项。) 

序号 基本信息 本人作用和主要贡献（限 100 字） 

1.  动物传染病学，国家优青

青年科学基金，1/1，

2015,31522058 

受资助人 

2.  教育部青年长江学者，

1/1，2016 

受资助人 

3.  中国科协青年人才托举

工程，1/1，2015 

受资助人 

4.  H9 亚型流感病毒的遗传

进化规律及其重排病毒

的生物学特性研究，北京

市优秀博士学位论文，

1/1，2012，201236 

博士学位论文作者 

5.  一种流感病毒疫苗株，

2015，

ZL201310581504.2，孙怡

朋、刘金华、张谞霄、沈

晔，1/4 

第一发明人，制备了能在 MDCK 细胞中

高效繁殖的 H9N2 亚型禽流感重组疫苗 

6.  一种拯救流感病毒的方

法，2017,  

ZL201410363681.8,孙怡

朋、刘金华、沈晔、蒲

娟,1/4 

第一发明人，建立了一种能够同时构建

和筛选 H9N2 亚型禽流感病毒重组疫苗

的方法 

7.  一种检测禽源谱系 H3N2

亚型犬流感病毒的

RT-PCR 试剂盒及其应

用，2015, 

第一发明人，制备了检测 H3N2 亚型犬

流感病毒的 RT-PCR 试剂盒 



 

 

ZL201310349411.7,孙怡

朋、刘金华、王倩,1/3 

8.  一种检测不同流感病毒

的引物组合物极其应用，

2016， 

ZL201410363681.8,孙怡

朋、刘金华、王倩，1/3 

第一发明人，设计了能够同时鉴定禽源

H3N2、人源 H3N2、H1N1 和 H3N8 亚型

犬流感病毒的引物组合 

9.  High genetic compatibility 

and increased pathogenicity 

of reassortants derived from 

avian H9N2 and pandemic 

H1N1/2009 influenza viruses, 

2011, 1/11, 刘金华、秦堃，

Proc Natl Acad Sci USA. 

共同第一作者排第一，构建了 H9N2 和

H1N1/2009 重排流感病毒，并鉴定了其

致病性和复制能力，揭示了 H9N2 禽流

感病毒及易与其他流感病毒发生重排。 

10.  Narurally occurring mutations 

in the PA gene are key 

contributors to increased 

virulence of pandemic 

H1N1/09 influenza virus in 

mice，2014，1/9 ,刘金华、

徐琦、沈晔， Journal of  

Virology 

共 同 第 一 作 者 排 第 一 ， 构 建 了

H1N1/2009 点突变病毒，并鉴定其致病

性。发现了 PA-P224S和 PA-A70V变异可

显著提高病毒的致病性，这些氨基酸变

异在 H1N1/2009病毒中呈现上升的趋势，

提示这些变异在感染人群中的自然选择

优势。 

11.  Amino acid 316 of 

hemagglutinin and the 

neuraminidase stalk length 

influence virulence of H9N2 

influenza virus in chickens 

and mice，2013，1/12，刘金

华、谭圆圆、魏凯，Journal of  

Virology 

共同第一作者排第一，通过序列分析发

现 HA-A316S和短茎 NA在 H9N2禽流感病

毒呈优势流行，这些变异可以提高 HA的

裂解效率，促进病毒从红细胞上脱离，

从而导致病毒在小鼠中的致病性提高，

揭示了其增加了对公共卫生健康的潜在

威胁。 

12.  The infection of turkeys and 

chickens by reassortants 

derived from pandemic H1N1 

2009 and avian H9N2 

通讯作者，设计论文研究了 H9N2 和

H1N1/2009 单基因重排病毒对火鸡和鸡

的感染能力，以及病毒从火鸡传播到鸡

的可能性。证明了禽 H9N2 和 H1N1/2009

http://www.ncbi.nlm.nih.gov/pubmed/21368167
http://www.ncbi.nlm.nih.gov/pubmed/21368167
http://www.ncbi.nlm.nih.gov/pubmed/21368167
http://www.ncbi.nlm.nih.gov/pubmed/21368167
http://www.ncbi.nlm.nih.gov/pubmed/21368167


 

 

influenza viruses，2015，11(通

讯)/11,孙洪磊、孔维立，

Scientific Reports 

重排病毒在火鸡中产生的可能性，不同

禽类的混合饲养会导致这些重排病毒发

生种间传播。 

13.  Generation and protective 

efficacy of a cold-adapted 

attenuated avian H9N2 

influenza vaccine，2016，6/7,

刘金华、魏延迪，Scientific 

Reports 

共同通讯作者，设计疫苗制备方法。通

过逐步降温适应、在鸡胚中连续低温传

代培养的方法，制备了能够在 25℃条件

下稳定生长的 H9N2 亚型冷适应减毒活

疫苗候选株。该疫苗能有效抵抗不同抗

原群的 H9N2 流感病毒。 

14.  Twenty amino acids at the 

C-terminus of PA-X are 

associated with increased 

influenza A virus replication 

and pathogenicity，2015，

16/16，高慧杰，Journal of 

General Virology 

通讯作者，设计实验揭示了 PA 基因片段

编码的 PA-X 蛋白在流感病毒致病性中

的作用，并发现该蛋白 C-末端 20 个氨基

酸抑制外源基因的表达，这种作用能够

抑制宿主的抗病毒因子，从而有利于病

毒的复制和致病。 

15.  Evaluation of the protective 

efficacy of a commercial 

vaccine against different 

groups of H9N2 influenza 

viruses in chickens，2012，1/8,

刘金华、蒲娟，Veterinary 

Microbiology 

共同第一作者排第一，对商品化疫苗对

不同抗原群 H9N2 禽流感病毒的保护效

果进行了评价，发现疫苗不能阻止近年

来 H9N2 流行毒株的排毒，揭示了免疫

鸡群 H9N2 流感发病的原因。 

 



 

 

七、候选人个人声明 

本人接受推荐，承诺推荐材料中所有信息真实可靠，若有失实和造

假行为，本人愿承担一切责任。 

 

 

候选人签名 

年  月  日 

八、候选人所在单位意见 

（由候选人人事关系所在单位对候选人政治表现、廉洁自律、道德品行等方面

出具意见，并对候选人《推荐书》及附件材料的真实性、准确性及涉密情况进行审

核，限 300 字以内。） 

（300 字以内） 

孙怡朋副教授系我校预防兽医学学科的学术骨干，中共党员，政治思想先进，品

行优良，有着突出的专业水平和发展潜力，富有开拓创新精神和良好的团队合作素养。

孙怡朋副教授一直围绕动物流感病毒的流行病学、致病机制和防治技术开展研究工

作，所研究领域对我国养殖业乃至公共卫生健康有着重大的科学意义。其所有研究工

作均在我校独立完成，取得了突出的创新性研究成果，研究水平达到国内领先、国际

先进。所做研究提升了我国在动物流感研究领域的国际学术地位和影响，同时为我国

重大动物疫病的防控做出了贡献力量。 

申请表填写内容真实，无涉密，同意推荐其申报全国创新争先奖。 

 

                                 单位负责人签字： 

单位盖章 

年  月  日 

 



 

 

 

 



 

 

 

 

十、审批意见 

同意授予           同志全国创新争先          。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 

（盖章） 

年   月   日 

中国科协 

（盖章） 

年   月   日 

科技部 

 

（盖章） 

年   月   日 

国务院国资委 

 

（盖章） 

年   月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