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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资助项目计划书填报说明

一、项目负责人收到《关于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项目批准及有关事项的通知》（以下简

称《批准通知》）后，请认真阅读本填报说明，参照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相关项目管理

办法及《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项目资金管理办法》（请查阅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

会官方网站首页“政策法规”栏目），按《批准通知》的要求认真填写和提交《国家

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资助项目计划书》（以下简称《计划书》）。

二、填写《计划书》时要求科学严谨、实事求是、表述清晰、准确。《计划书》经国家自

然科学基金委员会相关项目管理部门审核批准后，将作为项目研究计划执行和检查、

验收的依据。

三、《计划书》各部分填写要求如下：

（一）简表：由系统自动生成。

（二）摘要及关键词：各类获资助项目都必须填写中、英文摘要及关键词。

（三）项目组主要成员：计划书中列出姓名的项目组主要成员由系统自动生成，与申

请书原成员保持一致，不可随意调整。如果批准通知中“项目评审意见及修改

意见表”中“对研究方案的修改意见”栏目有调整项目组成员相关要求的，待

项目开始执行后，按照项目成员变更程序另行办理。

（四）资金预算表：根据批准资助的直接费用，按照《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预算表

编制说明》填报资金预算表和预算说明书。国家重大科研仪器研制项目、重大

项目还应按照预算评审后批复的直接费用各科目金额填报资金预算表、预算说

明书及相应的预算明细表。

（五）正文：

1. 面上项目、青年科学基金项目、地区科学基金项目：如果《批准通知》中没有

修改要求的，只需选择“研究内容和研究目标按照申请书执行”即可；如果《

批准通知》中“项目评审意见及修改意见表”中“对研究方案的修改意见”栏

目明确要求调整研究期限和研究内容等的，须选择“根据研究方案修改意见更

改”并填报相关修改内容。

2. 重点项目、重点国际（地区）合作研究项目、重大项目、国家重大科研仪器研

制项目：须选择“根据研究方案修改意见更改”，根据《批准通知》的要求填

写研究（研制）内容，不得自行降低、更改研究目标（或仪器研制的技术性能

与主要技术指标以及验收技术指标）或缩减研究（研制）内容。此外，还要突

出以下几点：

（1）研究的难点和在实施过程中可能遇到的问题（或仪器研制风险），拟采用

的研究（研制）方案和技术路线；

（2）项目主要参与者分工，合作研究单位之间的关系与分工，重大项目还需说

明课题之间的关联；

（3）详细的年度研究（研制）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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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优秀青年科学基金和海外及港澳学者合作研究基金项

目：须选择“根据研究方案修改意见更改”，按下列提纲撰写：

（1）研究方向；

（2）结合国内外研究现状，说明研究工作的学术思想和科学意义（限两个页面

）；

（3）研究内容、研究方案及预期目标（限两个页面）；

（4）年度研究计划；

（5）研究队伍的组成情况。

4.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基础科学中心项目：须选择“根据研究方案修改意见更改”

，应当根据评审委员会和现场考察专家组的意见和建议，进一步完善并细化研

究计划，作为评估和验收的依据。按下列提纲撰写：

（1）五年拟开展的研究工作（包括主要研究方向、关键科学问题与研究内容）

；

（2）研究方案（包括骨干成员之间的分工及合作方式、学科交叉融合研究计划

等）；

（3）年度研究计划；

（4）五年预期目标和可能取得的重大突破等；

（5）研究队伍的组成情况。

5. 对于其他类型项目，参照面上项目的方式进行选择和填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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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表

申
请
者
信
息

姓      名 何伟 性 别 男
出生
年月

1958年11月 民 族 汉族

学      位 博士 职称 教授

是否在站博士后 否 电子邮件 hw13802516062@126.com

电      话 020-36591211 个人网页

工 作 单 位 广州中医药大学

所 在 院 系 所 第一附属医院

依
托
单
位
信
息

名      称 广州中医药大学 代码
51000608A02
83

联  系  人 张坚 电子邮件 zhangjian@gzucm.edu.cn

电      话 020-39358466 网站地址 www.gzhtcm.edu.cn

合
作
单
位
信
息

单 位 名 称

广州医科大学 

项
目
基
本
信
息

项  目  名  称
基于Piezo1对血管/破骨/成骨的三元调控探讨活血通络法对激
素性股骨头坏死的骨修复机制

资  助  类  别 面上项目 亚 类 说 明

附  注  说  明

申  请  代  码 H2710:中医骨伤科

基  地  类  别

执  行  年  限 2019.01-2022.12

直  接  费  用 59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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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摘要

中文摘要：
股骨头坏死（ONFH）是应用激素等原因导致股骨头血供障碍而引起的以塌陷为主要特

征的一系列病理改变。如何防止股骨头塌陷并促进坏死骨修复是关键因素。前期研究发现
：①“血瘀证”贯穿激素性ONFH整个病理过程；②磁共振定量分析提示激素性ONFH股骨头
内微循环灌注血流量明显高于正常股骨头；③激素性ONFH患者坏死骨吸收区域内血供显著
增加，促进血管形成的力学感应蛋白Piezo1表达显著升高，提示股骨头内可能存在“缺血
-坏死-修复-股骨头承载能力下降-塌陷-Piezo1高表达-促进血管形成-促进坏死骨吸收-促
进新骨形成”的骨修复连锁反应机制。课题组尝试从Piezo1对血管形成、破骨与成骨的三
元调控探讨活血通络法是否可以通过早期提高Piezo1表达激活三元调控通道来防治早期ON
FH塌陷，保留髋关节功能。

Abstract：
Osteonecrosis of femoral head(ONFH) is a series of pathological changes with
the main characteristics of the collapse of the femoral head which caused by
the disturbances of blood supply resulted from the application of steroid or
other causes. How to prevent the collapse of the femoral head and promote the
repair of necrotic bone is the key factor. We found that blood stasis syndrome
penetrated into the pathological process of steroid-induced ONFH(SIONFH).
Magnetic resonance quantitative analysis showed that the blood flow of
microcirculation in the femoral head of SIONFH is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e normal one. Blood supply of SIONFH increased in the necrotic regions as
well as the expression of mechanical induction protein Piezo1 which promotes
angiogenesis increased significantly. Both these finding suggest the mechanism
of bone repair reaction may exist in the femoral head which include the
progress of ischemia, necrosis repair, the decline of the bearing capacity of
the femoral head, collapse, the high expression of Piezo1, promoting
angiogenesis, resorption of necrotic bone and osteogenesis. Based on the
three-pronged regulatory effect of Piezo1 on angiogenesis, osteoclastogenesis
and osteogenesis, we propose innovative view that the promoting blood
circulation method may activating the three-pronged regulation channel via
enhance the expression of Piezo1 at early stage to prevent and cure the early
collapse and to retain the hip function.

股骨头坏死；糖皮质激素；活血通络法；Piezo1；骨修复关键词(用分号分开)：

Osteonecrosis of the FemeralKeywords(用分号分开): 
Head; Glucocorticoid; Promoting blood circulation method; Piezo1; Bone repai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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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组主要成员

编号 姓名 出生年月 性别 职称 学位 单位名称 电话 证件号码 项目分工
每年工
作时间
（月）

1 何伟 1958.11 男 教授 博士 广州中医药大学 020-36591211
44011119581123
4812

项目负责人 9

2 张晴 1991.04 男 研究实习员 硕士 广州医科大学 17316150369
43048119910408
2858

生物材料制备 8

3 周迎春 1969.03 女 主任技师 硕士 广州中医药大学 13660844869
43010519690307
3046

数据统计与分析 8

4 陈哓俊 1991.05 男 硕士生 学士 广州中医药大学 18819272003
44010719910530
061X

细胞培养 10

5 詹冬香 1977.03 女 实验师 硕士 广州中医药大学 13826418224
44512219770329
0924

生物信息学分析 9

6 黄俊远 1988.06 男 技师 硕士 广州中医药大学 13544658611
44528119880605
5118

临床标本采集 8

7 洪郭驹 1990.06 男 硕士生 学士 广州中医药大学 13760665798
44050919900625
0017

RT-qpcr检测 8

8 杨帆 1993.05 男 硕士生 学士 广州中医药大学 13431090744
36220319930509
0014

影像学资料分析 10

9 颜新昊 1994.12 男 硕士生 学士 广州中医药大学 17602039130
44130219941202
5419

WB检测 10

10 沈莹姗 1995.10 女 硕士生 学士 广州中医药大学 15622163551
53010319951006
2527

动物造模 10

总人数 高级 中级 初级 博士后 博士生 硕士生

10 2 1 2 0 0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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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直接费用预算表 （定额补助）

项目批准号：81873327 项目负责人：何伟 金额单位：万元  

序号 科目名称 金额

1 项目直接费用合计 59.0000

2 1、 设备费 0.3500

3 (1)设备购置费 0.35

4 (2)设备试制费 0.0000

5 (3)设备升级改造与租赁费 0.0000

6 2、 材料费 31.2900

7 3、 测试化验加工费 17.1000

8 4、 燃料动力费 0.00

9  5、 差旅/会议/国际合作与交流费 2.0000

10 6、 出版/文献/信息传播/知识产权事务费 2.0000

11 7、 劳务费 5.7600

12 8、 专家咨询费 0.50

13 9、 其他支出 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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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算说明书（定额补助） 

（请按照《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预算表编制说明》的有关要求，对各项支出的主

要用途和测算理由，以及合作研究外拨资金、单价≥10万元的设备费等内容进

行必要说明。） 

 

本研究拟申请直接费用 59.00 万元，详见下述 

1、设备费（合计： 0.35 万元） 

 设备购置费：购置 5t 移动硬盘，共 5 台（临床和影像学资料库数据存 1 台，

病理组织及细胞图像数据储存 1 台，分子生物学信息存储 3 台，单价： 0.07 万

元，合计 0.35 万元） 

2、材料费（合计： 31.29 万元） 

2.1 实验原材料/试剂/药品购置费（31.29 万元） 

2.1.1 实验动物费（ 合计约： 2.77 万元） 

 大鼠购买及饲养费用： 3 月龄健康 SD 大鼠购置费 35 元/只×120 只=0.42 万

元; 

大鼠饲料 120 只×90 天×2 元/天/只=2.16 万元； 

 裸鼠购买及饲养费用： BALB/c 裸鼠购置费 28 元/只×40 只=0.11 万元；裸鼠

饲 

料 40 只×20 天×1 元/天/只=0.08 万元。合计 2.77 万元。 

2.1.2 实验试剂及耗材（合计约 28.52 万元） 

 细胞培养试剂： DMEM、 MEM、胎牛血清、 BMSCs、 EPCs、 RAW264.7 培

养基、细胞培养用胰蛋白酶、 L-谷氨酰酶、青霉素-链霉素等， 共 1.50 万元； 

细胞培养 

 器械：细胞培养板、培养瓶、无菌过滤器，共 1.50 万元。合计 3.00 万元； 

 Western blot 试剂盒， 0.10 万元/盒×20 盒，共 2.0 万元；荧光定量 PCR 试剂

盒，0.2 万元/盒×20 盒，共 4 万元；人和大鼠基因引物合成成本，共 1.40 万

元。合计 7.40 万元； 

 碱性磷酸酶染色试剂盒、茜素红染色试剂盒、 ELISA 试剂盒、 HE 染色试剂

盒，抗酒石酸酸性磷酸酶染色试剂盒，合计 3.82 万元； 

 慢病毒 siRNA、 shRNA 与 miRNA 模拟序列构建：慢病毒 siRNA（ miRPiezo1）

载体构建与包装： 1.2 万元/miRNA，共 1.2 万元；慢病毒 shRNA 载体构建与

包装，共 1.2 万元； miRPiezo1 模拟序列(miRNA mimic)、对照序列（ scramble 

control miRNA）等载体构建，共 2 万元，合计约 4.40 万元； 

 生物活性支架的制备与测试：生物活性玻璃支架 2.0 万元；打印针头、针管 1.6 

万元； BET 测试使用费、抗压缩以及抗疲劳测试费用，共 2.0 万。合计约 5.60 

万元； 

 常用化学原材料试剂:氯化钙、硅酸钠、硝酸钙、无水乙醇、盐酸、正硅酸乙酯、

磷酸三乙酯、氯化锂、氨水、明胶等，合计约 1.50 万元； 

 常用实验试剂： SDS、 4％多聚甲醛溶液、异丙醇、 PBS 缓冲液、枸橼酸缓

冲液、30% H2O2、甲醇、中性树胶等，合计 1.50 万元； 

 常规实验耗材：培养瓶、离心管、 EP 管、移液管、 PCR 管、注射器（ 5ml、 

10ml、20ml）、一次性口罩、一次性手套、一次性手术帽、取材手术器械、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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片、管架、医用酒精等消耗性器械、 实验用纯酒精， 合计 1.00 万元； 

3、测试化验加工费（合计： 17.10 万元） 

 亚硫酸盐测序： 0.40 万元/例，共 30 例，合计 12.0 万元； 

 Micro-CT， 200 元/例，共 80 例，合计 1.60 万元； 

 电化学发光免疫分析法，合计 1 万元； 

 病理切片及分析等 50 元/张，约 200 张，合计 1.0 万元； 

 扫描、投射电镜使用费 1.50 万元。 

4、燃料动力费：无 

5、差旅/会议/国际合作与交流费（合计： 2.00 万元） 

 差旅费：参加国内学术会议：本项目组成员参加国内学术会议（中华医学会骨科

年会暨 COA 国家学术大会、中国骨科医师年会等），按 1 人/次/年，共 5 人

次参加会议，会议注册费 0.10 万元/人、交通费平均 0.20 万元/次，住宿费 0.10 

万元/次，合计 2.00 万元； 

6、出版/文献/信息传播/知识产权事务费（合计： 2.00 万元） 

 论文发表：按目前国外 SCI 期刊杂志文章版面费及审稿费约 0.40 万元/篇，拟

发表 2 篇，共 0.80 万元；国内中文核心期刊文章版面费审稿费 0.20 万元/篇，

拟发表 3 篇，共 0.60 万元，合计 1.40 万元； 

 网络信息费、 打印费、 复印费等，合计 0.6 万元。 

7、劳务费（合计： 5.76 万元） 

 直接参与项目研究的硕士研究生劳务费用，共硕士研究生 5 名。按研究生所从

事项目相关事务时间，300 元/人/月×10 月/年×4 年×4 人+300 元/人/月×8 月/

年×4 年×1 人=5.76 万元，合计 5.76 万元。 

8、专家咨询费（合计约： 0.50 万元） 

 根据项目进展情况，聘请相关领域专家进行技术指导和咨询， 0.10 万元/次， 5 

次，共 0.50 万元，合计 0.50 万元。 

9、其他支出：无 

 附注： 直接费用中包括合作单位外拨费用，主要用于生物活性玻璃支架原材料、

3D 打印耗材、扫描、投射电镜使用费、细胞培养等，合计： 12 万元，占总费

用约 20%，详见附件。 

 

 

 

 
 

项目负责人签字：              科研部门公章：           财务部门公章： 

 

 

第8页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计划书



报告正文

研究内容和研究目标按照申请书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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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度 总额 第一年 第二年 第三年 第四年 第五年

金额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项目签批审核表

    我接受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的资助，将按照申请书

、项目批准意见和计划书负责实施本项目（批准号：8

1873327），严格遵守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关于资

助项目管理、财务等各项规定，切实保证研究工作时

间，认真开展研究工作，按时报送有关材料，及时报

告重大情况变动，对资助项目发表的论著和取得的研

究成果按规定进行标注。 

 项目负责人（签章）：

年    月    日

    我单位同意承担上述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将

保证项目负责人及其研究队伍的稳定和研究项目实施

所需的条件，严格遵守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有关

资助项目管理、财务等各项规定，并督促实施。 

 依托单位（公章）

年    月    日

本

栏

目

由

基

金

委

填

写

科学处审查意见： 

建议年度拨款计划（本栏目为自动生成，单位：万元）：

 负责人（签章）： 

      年    月    日

科学部审查意见： 

负责人（签章）： 

   年    月    日

本

栏

目

主

要

用

于

重

大

项

目

等

相关局室审核意见： 

负责人（签章）： 

   年    月    日

委领导审批意见： 

委领导（签章）：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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