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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荐意见: 

该项目经过十余年潜心攻关，聚焦脑卒中和慢性痛的新机制研究，以酸敏感离子通道（ASIC）的

生物学功能和病理生理意义为核心研究内容，以酸毒性神经损伤的疾病内涵和作用机理为特色，取得

了一系列原创性的研究成果，包括 ASIC 介导脑卒中酸毒性神经损伤的新颖分子机制，ASIC 不依赖于

离子通透能力的代谢性信号途径贡献脑卒中细胞死亡的新机理，ASIC 介导慢性疼痛中枢可塑性的新

机制以及 ASIC 非质子配体感受的新概念及其在疼痛感受中的作用等。该项目在国际知名刊物 Neuron、

Nat Commun、eLife、J Neurosci 和 J Biol Chem 等发表代表性论文 20 篇，被包括 Nature、Science、Cell、

Nat Rev Neurosci、Physiol Rev、Pharmacol Rev 等他引 951 次。应邀为 Prog Neurobiol 和 Sci China – Life 

Sci 以及中国生理学报等撰写相关专题综述。同时，先后有 13 位研究生和/或青年教师成长为国内外知

名高校和科研机构的教授/研究员（包括 1 名青年千人、2 名国家优青和 1 名青年长江）。据中国科学

院上海科技查新咨询中心查新报告，该项目整体达到同类研究国际先进水平。 

我单位认真审核项目填报各项内容，确保材料真实有效，经公示无异议，同意推荐其申报 2020

年中华医学科技奖。 

 

声明：本单位遵守《中华医学科技奖管理办法》等有关规定，承诺遵守评审工作纪律，且对推荐书内

容及全部附件材料进行了严格审查，确认所提供材料真实、完整、准确、有效。如有材料虚假或违纪

行为，愿意承担相应责任。如产生争议，保证积极调查处理。 

 

                        法定代表人签名：                      单位（盖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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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简介 

该项目属于基础医学领域的脑重大疾病机理研究。脑卒中是我国人口死亡和成人残疾的

首要原因，慢性痛的全球发病率更是高达 30%。虽然组织酸化一直被认为是两者的共性病

理特征，但是直到 1997 年酸敏感离子通道（acid-sensing ion channel, ASIC）的发现和鉴定，

酸毒性神经损伤机理的神秘面纱才逐渐被揭开。项目组面向这一国际科学前沿，围绕脑卒中

和慢性痛的新机制这一核心科学问题，聚焦 ASIC 的两个主要亚型 ASIC1a 和 ASIC3 的功能

调控及其机制，经过数年积累和钻研，取得了一系列原创性新成果： 

1、阐明了酸毒性神经损伤贡献脑卒中引发神经元死亡的新机制 

项目组创造性地提出并验证了脑卒中条件下ASIC1a介导谷氨酸兴奋性毒和酸毒耦联协

同诱导细胞死亡的假说；发现内源性小分子精胺通过易化 ASIC1a 加剧脑卒中神经元损伤的

分子机制；阐明了 ASIC1a 的组成型内吞调节酸诱导的神经元死亡的信号机制；发现线粒体

内膜上表达有功能性的 ASIC1a，揭示其介导活性氧自由基诱发神经损伤的机制；率先揭示

了ASIC1a不依赖于离子通透的代谢性变构信号转导途径可通过其C末端与受体相互作用蛋

白 1 结合进而导致细胞程序性坏死从而贡献脑卒中发病的新机制。 

2、揭示了 ASIC1a 和 ASIC3 贡献慢性痛神经可塑性异常的作用机制 

在脊髓痛觉传导中枢，我们率先鉴定了 ASIC 各亚型的分布规律；在此基础上，系统深

入地研究了ASIC1a调节脊髓背角痛觉神经元可塑性的详细机理及其与慢性痛觉敏化导致行

为异常的关系。基于这些新发现，我们还系统分析了 ASIC1a 参与皮层神经可塑性调控的普

遍性规律。在 ASIC3 与疼痛方面，项目组创立和发展了 ASIC3 通道的非质子门控假说，率

先鉴定了 ASIC3 的非质子配体感受域，并筛选出多个非质子新配体，以此为基础研究了

ASIC3 在痛觉和痒觉感受中的重要贡献。项目组发现的 ASIC3 新配体也被开发成商业化工

具药，用以阐明 ASIC3 的病理生理学意义，推动形成了相关研究的新方向。 

项目组在国际知名刊物 Neuron（2 篇）、Nat Commun、Cell Rep、eLife、J Neurosci（5

篇）和 J Biol Chem 等杂志发表代表性论文 20 篇，被包括 Nature、Science、Cell、Nat Rev 

Neurosci、Physiol Rev、Pharmacol Rev 等评述或他引 951 次，单篇他引最高为 202 次。项目

组应邀为 Prog Neurobiol 和 Sci China- Life Sci 以及中国生理学报等撰写相关专题综述。项目

执行期间共培养研究生 40 余名，其中有 13 位研究生和/或青年教师成长为国内外知名高校

和科研机构的教授/研究员（包括 1 名青年千人、2 名国家优青和 1 名青年长江）。共同申请

人蒋华良研究员于 2017 年当选中国科学院院士。 

  



知识产权证明目录 

序号 类别 国别 授权号 
授权 

时间 
知识产权具体名称 全部发明人 

1-1 
发明专

利 
中国 

ZL 2015 1 

0703089.2 

2019 年

8 月 16

日 

含 ASIC1a 与 RIP1 结

合抑制剂的制剂及其

抑制神经元死亡的用

途 

徐天乐，王宜

之，王晶晶 

1-2 
发明专

利 
中国 

ZL 2015 1 

0574507.2 

2018 年

10月 30

日 

含酸敏感离子通道调

控剂的制剂及其在治

疗瘙痒中的用途 

徐天乐，李伟

广，彭仲 

 

 

  



代表性论文目录 

序号 论文名称 刊名 
年,卷(期)及

页码 

影响 

因子 

通讯作者

（含共

同） 

（国内作

者须填写

中文姓名） 

SCI 

他

引

次

数 

他

引

总

次

数 

通讯

作者

单位

是否

含国

外单

位 

4-1 

Coupling between 

NMDA receptor and 

acid-sensing ion 

channel contributes 

to ischemic neuronal 

death  

Neuron 

2005 年 48

卷 4 期

635-646 页 

13.304 徐天乐 180 202 否 

4-2 

Inherent dynamics of 

the acid-sensing ion 

channel 1 correlates 

with the gating 

mechanism 

PLoS Biology 

2009 年 7 卷

7 期

e1000151 页

12.916
徐天乐，

蒋华良 
42 43 否 

4-3 

Extracellular 

spermine exacerbates 

ischemic neuronal 

injury through 

sensitization of 

ASIC1a channels to 

extracellular acidosis 

Journal of 

Neuroscience 

2011 年 31

卷 6 期

2101-2112

页 

7.115 徐天乐 61 64 否 

4-4 

Acidosis, 

acid-sensing ion 

channels, and 

neuronal cell death 

Molecular 

Neurobiology 

2011 年 44

卷 3 期

350-358 页 

5.735 徐天乐 33 36 否 

4-5 

Proton production, 

regulation and 

pathophysiological 

roles in the 

mammalian brain 

Neuroscience 

Bulletin 

2012 年 28

卷 1 期 1-13

页 

1.365 徐天乐 12 13 否 



4-6 

Molecular 

mechanism of 

constitutive 

endocytosis of 

acid-sensing ion 

channel 1a and its 

protective function in 

acidosis-induced 

neuronal death 

Journal of 

Neuroscience 

2013 年 33

卷 16 期

7066-7078

页 

6.747 徐天乐 23 24 否 

4-7 

Intracellular ASIC1a 

regulates 

mitochondrial 

permeability 

transition 

(MPT)-dependent 

neuronal death 

Cell Death and 

Differentiation 

2013 年 20

卷 10 期

1359-1369

页 

8.385 徐天乐 13 16 否 

4-8 

Tissue acidosis 

induces neuronal 

necroptosis via 

ASIC1a channel 

independent of its 

ionic conduction  

eLife 

 

2015 年 4 卷

e05682 页 
8.282 徐天乐 19 21 否 

4-9 

Characterization of 

acid-sensing ion 

channels in dorsal 

horn neurons of rat 

spinal cord 

Journal of 

Biological 

Chemistry 

2004 年 279

卷 42 期

43716-43724

页 

6.355 徐天乐 99 105 否 

4-10 

Upregulation of 

acid-sensing ion 

channel ASIC1a in 

spinal dorsal horn 

neurons contributes 

to inflammatory pain 

hypersensitivity. 

Journal of 

Neuroscience 

2007 年 27

卷 41 期

11139-11148

页 

7.490 
陈军，徐

天乐 
79 88 否 

4-11 

PI3-kinase/Akt 

pathway-regulated 

membrane insertion 

of acid-sensing ion 

channel 1a underlies 

BDNF-induced pain 

hypersensitivity 

Journal of 

Neuroscience 

2012 年 32

卷 18 期

6351-6363

页 

6.908 徐天乐 43 47 否 



4-12 

Calcium-permeable 

acid-sensing ion 

channel in 

nociceptive 

plasticity: A new 

target for pain control 

Progress in 

Neurobiology 

2009 年 87

卷 3 期

171-180 页 

9.140 徐天乐 19 21 否 

4-13 

Acid-sensing ion 

channels: a novel 

therapeutic target for 

pain and anxiety 

Current 

Pharmaceutical 

Design 

2015 年 21

卷 7 期

885-894 页 

3.052 徐天乐 16 18 否 

4-14 

ASIC1a regulates 

insular long-term 

depression and is 

required for the 

extinction of 

conditioned taste 

aversion 

Nature 

Communications
2016 年

7 卷 13770 页
12.124

李斐、

Michael 

Xi Zhu、

徐天乐 

21 22 是 

4-15 

A nonproton ligand 

sensor in the 

acid-sensing ion 

channel 

Neuron 

2010 年 68

卷 1期 61-72

页 

14.027
蒋华良，

徐天乐 
96 102

 

否 

4-16 

Atomic level 

characterization of 

the nonproton ligand 

sensing domain of 

ASIC3 channels 

Journal of 

Biological 

Chemistry 

2011 年 286

卷 28 期 

24996-25006

页 

4.773 
蒋华良，

徐天乐 
18 18 否 

4-17 

ASIC3 channels 

integrate agmatine 

and multiple 

inflammatory signals 

through the 

nonproton ligand 

sensing domain 

Molecular Pain 
2010 年 6 卷

88 页 
4.148 徐天乐 47 48 否 



4-18 

The nonproton ligand 

sensing domain is 

required for 

paradoxical 

stimulation of ASIC3 

channels by 

amiloride 

Journal of 

Biological 

Chemistry 

2011 年 286

卷 49 期 

42635-42646

页 

4.773 徐天乐 25 25 否 

4-19 

Serotonin facilitates 

peripheral pain 

sensitivity in a 

manner that depends 

on the nonproton 

ligand sensing 

domain of ASIC3 

channel 

Journal of 

Neuroscience 

2013 年 33

卷 10 期

4265-4279

页 

6.747 徐天乐 31 31 否 

4-20 

ASIC3 mediates itch 

sensation in response 

to coincident 

stimulation by acid 

and nonproton ligand 

Cell Reports 

2015 年 13

卷 2 期

387-398 页 

7.870 
程晓阳，

徐天乐 
7 7 否 

 

 

  



完成人情况 

序号 姓名 排名 职称 行政职务 工作单位 对本项目的贡献 

1 徐天乐 1 教授 

基础医学

院解剖生

理系主任

上海交通大学

项目总负责人和设计者，系统开展

脑卒中和慢性痛的新机制研究，揭

示 ASIC 介导脑卒中酸毒性神经损

伤的若干新颖分子机制，阐释 ASIC

介导慢性痛中枢神经可塑性的新机

理，创立和发展了 ASIC 非质子门

控假说，揭示代谢性变构信号转导

途径等信号转导新机制，是所有 20

篇代表性论文的通讯作者或共同通

讯作者。 

2 蒋华良 2 研究员 无 

中国科学院上

海药物研究所

 

参与创立和发展了 ASIC 非质子门

控假说，鉴定 ASIC3 的非质子配体

感受域，研究 ASIC1a 的内在动力

学与门控机理之间的关系，是代表

性论文#2的通讯作者以及代表性论

文#15 的通讯作者。 

3 刘明刚 3 研究员 无 上海交通大学

参与揭示 ASIC1a 调控皮层突触可

塑性以及慢性痛的分子机制研究，

是代表性论文#14的共同第一作者。

4 李伟广 4 研究员 无 上海交通大学

阐明了 ASIC1a 调控皮层以及纹状

体神经可塑性的基本规律，并参与

筛选多个非质子新配体，是代表性

论文#13、#14、#17 和#18 的第一

作者。 

5 姜琴 5 实验师 无 上海交通大学

负责本项目的生物化学和分子生物

学、细胞生物学方面的实验工作，

为项目的执行完善和改进多种实验

技术，为项目完成提供可靠数据和

技术支持，是代表性论文#14 的共

同作者，也是代表性论文#8 后期修

稿实验的主要参与者。 

6 阳怀宇 6 教授 无 
华东师范大学

 

项目参与者，结合化学生物学与计

算生物学等方法，开展 ASIC 动态

行为与功能关系研究，揭示了 ASIC

的门控区域以及扭曲打开的门控机

制，是代表性论文#2 的第一作者。

7 高隽 7 教授 无 南京医科大学

主要从事 ASIC 的生物学结构和功

能及其在缺血性细胞损伤中的作用

机制研究，揭示了 ASIC 的结构特

性及其对突触传递和神经可塑性的

调节作用，提出了 ASIC 与 NMDA



信号转导相互作用的新机制，阐明

了在缺血性细胞损伤过程中 ASIC

生物学功能异常的病理学意义。是

早期工作的主要实施者，也是代表

性论文#1 的第一作者。 

8 于烨 8 教授 无 中国药科大学

参与阐明 ASIC 的门控新机制，率

先从原子水平鉴定了 ASIC3 的非

质子配体感受域，并筛选出多个非

质子新配体，用以阐明 ASIC3 的病

理生理学意义，推动形成了相关研

究的新方向，是代表性论文#15 和

#16 的第一作者。 

9 李斐 9 
主任医

师 

发育行为

儿童保健

科主任 

上海交通大学

医学院附属新

华医院 

阐明了 ASIC1a 调控皮层神经可塑

性的工作机理及其行为学意义，是

代表性论文 14 的共同通讯作者。 

10 王晶晶 10 
助理研

究员 
无 

江苏集萃药康

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创新性地研究了 ASIC1a 的细胞内

转运机制及病理生理意义，阐明了

ASIC1a 内吞的分子机制及其在酸

化引起细胞死亡中的调控作用，为

缺血后神经保护提供了全新思路，

是代表性论文#5 和#6 的第一作者。

11 陈志 11 
副研究

员 
无 

宁波梅山保税

港区海松资产

管理有限公司

作为项目的完成人之一，参与发现

了 ASIC3 的非质子配体感受域，并

筛选出多个非质子新配体，用以阐

明 ASIC3 的病理生理学意义，是代

表性论文 15 的共同第一作者。 

12 刘涤石 12 
助理研

究员 
无 上海交通大学

参与研究 ASIC 的生理功能和病理

意义，重点关注其膜表达及胞内转

运过程接受神经病理信号调控的具

体机制，协助阐释了 ASIC1a 在缺

血性酸中毒和慢性痛中枢敏化等神

经可塑性异常改变中所发挥的作用

及其工作原理，是代表性论文#11

的共同第一作者和代表性论文#6的

共同作者。 

13 邓世宁 13 实验师 无 

上海交通大学

医学院附属新

华医院 

负责本项目动物行为学方面的实验

工作，协助阐明了 ASIC1a 调控岛

叶皮层可塑性的分子机制以及病

理生理意义，是代表性论文 14 的

共同第一作者。 

14 黄晨 14 实验师 无 上海交通大学

负责本项目的细胞生物学、电生理

学、行为学等方面的实验工作，协

助揭示了 ASIC3 在急慢性痒觉感受

中的作用及其机制，为 ASIC3 通道

非质子配体激活途径的在体生理意



义提供了实验证据，是代表性论文

#20 的共同作者。 

15 江一鸣 15 
副主任

医师 
无 

上海交通大学

医学院附属仁

济医院 

负责本项目分子生物学和行为学等

方面的实验工作，参与揭示 ASIC3

响应酸和非质子配体协同激活进而

调节痒觉感受的新机理，是代表性

论文#20 的共同作者。 

 

  



完成单位情况 

1、单位名称：上海交通大学 

排名：1 

对本项目的贡献： 

本项目部分工作在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基础医学院完成。在项目的实施过程中，

依托单位上海交通大学始终关心本项目的科研进程，在人力、物力方面给予了大力的

支持，积极配合项目组对所需仪器的购买和管理，保证课题经费的合理使用，负责组

织协调研究人员，认真组织课题的中期汇报和总结，及时帮助解决项目执行中遇到的

困难，为本项目的顺利完成提供了坚实的保障。 

 

2、单位名称：中国科学院脑科学与智能技术卓越创新中心     

排名：2 

对本项目的贡献： 

本项目部分工作在中国科学院脑科学与智能技术卓越创新中心(原中国科学院上

海生命科学研究院神经科学研究所)完成。在项目的实施过程中，依托单位始终关心着

本项目的科研进程，在人力、物力方面给予了大力的支持，积极配合项目组对所需仪器

的购买和管理，保证课题经费的合理使用，负责组织协调研究人员，认真组织课题的中

期汇报和总结，及时帮助解决课题组遇到的困难，为本项目的顺利完成提供了坚实的保

障。 

 

3、单位名称：中国科学院上海药物研究所 

排名：3 

对本项目的贡献： 

本项目部分工作在中国科学院上海药物研究所完成。在项目的实施过程中，依托

单位中国科学院上海药物研究所始终关心着本项目的科研进程，在人力、物力方面给

予了大力的支持，积极配合项目组对所需仪器的购买和管理，保证课题经费的合理使

用，负责组织协调研究人员，认真组织课题的中期汇报和总结，及时帮助解决课题组

遇到的困难，为本项目的顺利完成提供了坚实的保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