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自然科学奖公示表 

项目名称 肝癌生长和转移的多维调控网络及早期预警研究 

提名单位 教育部 

提名意见（限 600 字） 

我单位认真审阅了该项目提名书及附件材料，确认全部材料真实有效，相关栏目均

符合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工作办公室的填写要求。 

按照要求，我单位和项目完成单位都已对该项目的拟提名情况进行了公示，目前无

异议。 

该项目系统揭示了非编码RNA与蛋白编码基因以及癌细胞与间质的多维互作调控网

络及其在肝癌生长和转移中的作用，发现了新型肝癌标志物和治疗靶标，为发展肝癌早

期检测及联合/靶向治疗策略奠定了重要基础。八篇代表作发表在 Lancet Oncol、

Hepatology、J Clin Invest等国际知名期刊，影响因子（IF）均 >10点，总IF 132，

单篇最高IF 36.4。主要发现被Nature Review系列等高影响力杂志的文章引用，SCI总

他引789次，单篇最高他引253次；2篇论文为ESI前1%高被引，2篇被F1000推荐阅读。相

关成果获授权中国发明专利2项。对照国家自然科学奖授奖条件，提名该项目申报2019

年度国家自然科学奖二等奖。 

 

项目简介（限 1200 字） 

属于基础医学学科。 

肝癌生长迅速，易发生早期转移复发。由于缺少敏感的早期检测方法及有效的治疗

药物，其五年总生存率不足 10%。因此，阐明肝癌生长转移的调控机制，发现有效治疗

靶点及早期检测标志物具有重要意义。肿瘤是癌细胞在适宜的间质微环境经过多节点演

变的结果。失控增殖、抵抗凋亡、活跃的血管生成及侵袭转移是恶性肿瘤进展中最重要

的四大节点。该项目围绕肝癌生长和转移的多维调控网络及其临床意义展开研究，获得

以下原创性成果： 

（1）揭示调控肝癌生长的新机制：发现了一批在肝癌中表达下降的 miRNA，其中

miR-195、miR-122、miR-26a/b 可通过不同机制在多个层面调控 Rb 通路，从而抑制细胞

周期的 G1/S 时相转换，为防止细胞异常增殖提供多重保障。回复这些 miRNA 的表达可

抑制肝癌生长。 

（2）发现可同时抑制肝癌进展多个节点的分子及其作用机制：发现单个miRNA（miR-195、

miR-29b）可通过调控不同的信号网络，在抑制肝癌生长的同时，还可调控间质重塑、

抑制肿瘤血管生成及侵袭转移，从而阻止肝癌进展。 

（3）揭示肝癌细胞与间质的互作调控网络及其意义：发现肝癌细胞通过异常表达并分

泌 Ang-2，诱导间质内皮细胞形成网状血管形态，称之肿瘤包绕型血管(VETC）。VETC 将

癌组织分隔为小团块并完全包绕，从而帮助癌细胞成团入血，为肝癌提供了不依赖于侵

袭的新型高效转移模式。而且，肝癌细胞还可通过“胁迫”间质免疫细胞发生功能重塑，



诱导血管生成及 VETC 形成，促进肿瘤生长转移。 

（4）发现可检测早期微小肝癌的新型标志物：建立了基于 7个血清 miRNA 的分类器 Cmi，

经多中心验证 Cmi 可检测早期（BCLC-0/A）肝癌、小肝癌（<3 cm）及甲胎蛋白（AFP）

阴性肝癌，而且在小肝癌临床诊断前 9 个月即可检出 48.1%的微小肝癌，敏感性和准确

性明显优于 AFP。 

以往研究主要关注癌细胞内蛋白编码基因的作用，但对非编码基因及肿瘤间质的作

用了解甚少。该项目揭示了非编码 RNA 与蛋白编码基因以及癌细胞与间质的多维互作调

控网络及其在肝癌生长和转移中的作用，发现了新型肝癌标志物和治疗靶标，为发展肝

癌早期检测及联合/靶向治疗策略提供了新思路并奠定了重要基础。 

八篇代表作发表在 Lancet Oncol、Hepatology、J Clin Invest 等国际知名期刊，

影响因子（IF）均 >10 点，总 IF 132，单篇最高 IF 36.4。主要发现被 Nature Review

系列等高影响力杂志的文章引用，SCI 总他引 789 次，单篇最高他引 253 次；2 篇论文

为 ESI 前 1%高被引，2 篇被 F1000 推荐阅读。代表作 1 以快速通道在 Lancet Oncol 发

表并获同期评述；代表作 6 作为 Hepatology 封面论文发表，并获亮点推介及同期评述。

相关成果获授权中国发明专利 2 项。1 人获国家基金委杰出青年科学基金，1 人获教育

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 

客观评价 

1. 学界公认程度 

研究结果在 Lancet Oncol、Hepatology、J Clin Invest 等知名期刊发表。八篇

代表作总影响因子（IF）约 132 点，单篇最高 IF 36.4；主要发现被 Nature Review

系列等高影响力杂志的文章正面引用和评述，SCI 总他引 789 次，包括被 200 余篇综

述引用，单篇最高 SCI 他引 253 次；2 篇论文为本领域 ESI 前 1%高被引，2 篇被 F1000

推荐阅读。代表作 1 以快速通道在 Lancet Oncol 发表并获同期评述；代表作 6 作为

Hepatology 封面论文发表，并获亮点推介及同期评述。同时，获授权中国发明专利 2

项。 

项目主要完成人多次应邀在高水平国际学术会议作报告，包括 International 

Liver Congress（国际肝脏大会）、69th Annual meeting of JCA（日本癌症年会）、

International Congress of Biochemistry and Molecular Biology（国际生化与分

子生物学大会）、美国免疫学年会和 Cold Spring Harbor Asia（冷泉港亚洲会议）等。

项目执行期间，第一完成人庄诗美获国家基金委杰出青年科学基金（2009 年），第三完

成人郑利民获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2009 年）。同时，相关研究工作得到了

973 计划（2011-2015）以及国家基金委杰青项目（2010-2013）和重点项目（2013-2017）

的支持。 

2. 重要发现点总体引证情况 

1）发现点 1（代表作 2、3、8）：被 Lancet、Physiol Rev 和 Nat Mater 等高影响力杂

志的文章正面引用；SCI 总他引 460 次；代表作 2他引 253 次，为 ESI 前 1%高被引；

代表作 2和 3被 F1000 推荐阅读。 



2）发现点 2（代表作 4、5）：被 Nat Rev Gastroenterol Hepatol、Nat Cell Biol

等高水平杂志的论文引用和评述；SCI 总他引 247 次；代表作 4 SCI 他引 151 次，

为本领域 ESI 前 1%高被引。 

3）发现点 3（代表作 6、7）：被 Nat Rev Immunol、Nat Rev Clin Oncol 和 Immunity

等高影响力杂志的文章正面引用；SCI 总他引 28 次；代表作 6 作为 Hepatology 封

面论文发表，并获亮点推介和同期评述。 

4）发现点 4（代表作 1）：在 Lancet Oncol

（ IF=36.4 ） 杂 志 以 快 速 通 道 发 表

（fast-track publication），并获得同期专

家评述（见右图）；SCI 总他引 54 次，被 Nat 

Rev Gastroenterol Hepatol、Clin Cancer 

Res 等国际知名期刊的多篇综述正面引用。该

成果也受到社会公众的关注，央视新闻英文

频道、新华网、人民网等媒体都给予报道。 

3. 部分重要他引及评述 

1）代表作 1：国际肝癌临床诊疗指南的编者、西班牙巴塞罗那大学 BCLC 团队的 A Forner

博士在 Lancet Oncol 撰写同期评述，指出“这项工作开启了 miRNAs 作为肝癌监测

标志物研究的大门”，并肯定了该项目建立的“miRNA 分类器提供了具有前景的诊

断准确性，并证明了 miRNA 谱可以作为一种早期诊断策略” （代表引文 1，见上图）。

2）代表作 2：被 F1000 推荐阅读，英国伦敦大学知名肝脏病学专家 MR Alison 教授在

推荐书里肯定了该项目关于 miR-195 抑制肿瘤作用的发现，认为该发现帮助明确了

miRNA 在肝癌等肿瘤的治疗潜能。发表于 Physiol Rev（2011, 91:827）的综述也

正面引用并介绍了该发现（代表引文 2）。 

3）代表作 3：被 F1000 推荐阅读，美国罗格斯大学肝病研究专家 GL Guo 在推荐书里

肯定了该项目的创新发现，并指出该发现为 miR-122 在预后预测和癌症治疗中的应

用提供了重要的理论依据。荷兰阿姆斯特丹大学肝脏病专家 HW Reesink 在 Lancet

（2017，389:709）的文章中肯定了关于 miR-122 调控肝癌生长的结论。法国斯特拉

斯堡大学病毒与肝病 Inserm 研究所所长 TF Baumert 在 J Hepatol 发表的综述中正

面引用了该代表作的结论（代表引文 3）。 

4）代表作 4：香港大学病理学系主任 IO Ng 教授（Hepatology 副主编）在 2018 年 Nat 

Rev Gastroenterol Hepatol 的综述中介绍了该代表作的发现（代表引文 4）。 

5）代表作 6：作为封面论文发表在 

Hepatology，并获亮点推介和同期

评述。Hepatology 主编 JF Dufour

在同期的亮点推介中指出“该文通

过一系列漂亮的实验，揭示了新型

的肝癌转移机制”；著名肝脏病学

专家、美国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

的 GS Feng 教授在同期评述中指出

“该工作揭示了一种新的转移机

制，是人们认识肝癌过程中一个激

动人心的进展”（代表引文 6，右

图）。法国巴黎大学 J Zucman-Rossi



主要完成人情况 

第 1  

完成人 

姓名 庄诗美 行政职务 无 技术职称 教授 

完成单位 中山大学 工作单位 中山大学 

对本项目贡献：为本项目的总负责人，全面负责项目的组织和实施，把握课题

研究方向，指导实验设计，总结分析结果和撰写论文等。是支撑本项目主要基

金的负责人。对科学发现点 1-4 均做出重要贡献，是 7篇代表作的通讯/共同

通讯作者（代表作 1-4、6、8 的唯一通讯作者；代表作 5的共同通讯作者，排

名最后）；发明专利 1和 2的第 1发明人。在代表作 5中，负责论文研究方向

的把握、实验设计的指导、结果的分析及论文的撰写。 

第 2  

完成人 

姓名 方坚鸿 行政职务 无 技术职称 副教授 

完成单位 中山大学 工作单位 中山大学 

对本项目贡献：参与部分课题的设计、实验操作、结果分析及论文撰写等，负

责本项目部分研究平台和资源库的建立。对科学发现点 2-4 做出了重要贡献，

是代表作 4和 6的第一/共同第一作者，代表作 1和 5的共同作者；发明专利 1

和 2的共同发明人。在代表作 6中，主要负责论文的实验设计和操作，及论文

的撰写。在代表作 1和 5中，主要负责临床标本的收集，和肿瘤血管生成、转

移实验平台的建立。 

第 3  

完成人 

姓名 郑利民 行政职务 中山大学生命

科学学院院长

技术职称 教授 

完成单位 中山大学 工作单位 中山大学 

对本项目贡献：参与把握本项目课题研究方向、实验设计、结果分析、论文撰

写等。是支撑本项目部分基金的负责人。对科学发现点 3和 4做出重要贡献；

是代表作 7的共同通讯作者（排名最后），代表作 1和 6的共同作者；是发明

专利 1的共同发明人。在代表作 7中，主要负责论文研究方向的把握、实验设

计的指导、结果的分析及论文的撰写。在代表作 1和 6中，主要参与指导论文

的研究思路和实验设计。 

第 4   

完成人 

姓名 朱颖 行政职务 无 技术职称 副教授 

完成单位 中山大学 工作单位 中山大学 

对本项目贡献：参与本项目部分课题的设计、实验操作、结果分析、论文撰写

等，负责本项目部分研究平台和资源库的建立。对科学发现点 1做出重要贡献；

是代表作 2和 8的共同第一作者。在代表作 2（排名第 2）中，主要负责论文

的实验设计和操作，及临床标本的收集。在代表作 8（排名第 1）中，主要负

责实验设计和操作、论文的撰写，及肿瘤增殖研究平台的建立。 

第 5   

完成人 

姓名 杨金娥 行政职务 无 技术职称 副教授 

完成单位 中山大学 工作单位 中山大学 

对本项目贡献：参与本项目部分课题的设计、实验操作、结果分析、论文撰写

等，负责本项目部分研究平台和资源库的建立。对科学发现点 2做出了重要贡

献；是代表作 4和 5的共同作者，主要负责部分实验的设计和操作，临床标本

的收集管理，以及论文的撰写。 

代表性论文专著目录（不超过 8 篇） 

序

号 
论文专著名称 刊名 

发表

时间

通讯作者

（含共

第一作者

（含共

论文署名单

位是否包含



同） 同） 国外单位 

1 A serum microRNA 

classifier for 

early detection of 

hepatocellular 

carcinoma: a 

multicentre, 

retrospective, 

longitudinal 

biomarker 

identification 

study with a nested 

case-control study 

Lancet 

Oncol 

2015-

07-01

庄诗美 林雪嘉、

崇雨田、

郭智伟 

否 

2 MicroRNA-195 

suppresses 

tumorigenicity and 

regulates G1/S 

transition of human 

hepatocellular 

carcinoma cells 

Hepatology 2009-

07-01

庄诗美 许腾、朱

颖 

否 

3 A novel 

GSK-3β-C/EBPα-mi

R-122-Insulin-like 

growth factor 1 

receptor 

regulatory 

circuitry in human 

hepatocellular 

carcinoma 

Hepatology 2010-

11-01

庄诗美 曾春贤 否 

4 MicroRNA-29b 

suppresses tumor 

angiogenesis, 

invasion and 

metastasis by 

regulating MMP-2 

expression 

Hepatology 2011-

11-01

庄诗美 方坚鸿 否 

5 MicroRNA-195 

suppresses 

angiogenesis and 

metastasis of 

Hepatology 2013-

08-01

庄诗美、

元云飞 

王锐智 否 



hepatocellular 

carcinoma by 

inhibiting the 

expression of VEGF, 

VAV2 and CDC42 

6 A novel vascular 

pattern promotes 

metastasis of 

hepatocellular 

carcinoma in an 

EMT-independent 

manner 

Hepatology 2015-

08-01

庄诗美 方坚鸿、

周慧超 

否 

7 B7-H1–expressing 

antigen-presenting 

cells mediate 

polarization of 

protumorigenic 

Th22 subsets 

J Clin 

Invest 

2014-

10-01

郑利民、

邝栋明 

邝栋明 否 

8 MicroRNA-26a/b and 

their host genes 

cooperate to 

inhibit the G1/S 

transition by 

activating the pRb 

protein 

Nucleic 

Acids Res 

2012-

05-01

庄诗美 朱颖、鲁

洋 

否 

完成人合作关系说明 

第2完成人方坚鸿在中山大学攻读学位和任讲师期间（2007年6月至2015年8月），

在我的指导下对科学发现点2-4做出了重要贡献，合作产出成果为代表作1、4、5、6和

发明专利1、2。 

第3完成人郑利民于2007年6月至2015年8月与我合作，对科学发现点3和4做出重要

贡献，合作产出成果为代表作1、6和发明专利1。 

第4完成人朱颖在中山大学攻读博士学位期间（2007年6月至2011年6月）及毕业后

（2011年6月至2012年5月参与论文的回修工作），在我的指导下对科学发现点1做出了

重要贡献，合作产出成果为代表作2、8。 



第5完成人杨金娥于2007年6月至2013年8月与我合作，对科学发现点2做出了重要贡

献，合作产出成果为代表作4、5。 

 承诺：本人作为项目第一完成人，对本项目完成人合作关系及上述内容的真实

性负责，特此声明。 
第一完成人：庄诗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