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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申报人基本信息

姓名 秦川 性别 女

身份证号码 110107195910231229 学历/学位 研究生/博士研究生

参加工作时间 1983.08
从事标准化
工作年限 30

职务/职称 研究员 电子邮箱 qinchuan@pumc.edu.cn

办公电话 010-87953252 移动电话 13501005853

工作单位
中国医学科学院医学实
验动物研究所

邮政编码 100021

申报奖项 A-突出贡献奖

教育经历

1978 年 9 月至 1983 年 8 月，哈尔滨医科大学，临床医学专业，学士

1993 年 4 月至 1994 年 4 月，东京大学，病理学专业，访问学者

2003 年 9 月至 2006 年 7 月，河北医科大学，病理学，博士

工作经历

1984 年 8 月至今，中国医学科学院医学实验动物研究所，历任研究实
习员、助理研究员、副研究员、研究员、长聘教授
2003 年 12 月至今，中国医学科学院医学实验动物研究所，所长；北
京协和医学院比较医学中心，主任
2005 年 7 月至今，全国实验动物标准化技术委员会，主任委员
2006 年 8 月至 2008 年 9 月，亚洲实验动物学会联合会，主席
2013 年 2 月至今，中国实验动物学会，理事长
2015 年 5 月至 2019 年 6 月，国际实验动物科学理事会，科学家理事，
教育培训委员会主席
2019 年 2 月至今，国际比较医学学会，主席
2020 年 4 月至今，国家人类疾病动物模型资源库，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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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人基本情况介

绍

秦川教授长期从事标准化实验动物和动物模型研制、以及实验动物

标准编制和管理工作，承担 863、国家自然基金、重大科技专项等国家

级课题 20 余项，以第一或通讯作者发表科技论文 280 余篇，包括

Nature、Science、Cell 等多篇顶级期刊论文，主编教材及专著 18 部，

创立了标准化动物模型研制和应用的比较医学理论技术体系，基于此建

立了我国最大的人类疾病标准化动物模型资源库。创立了全国实验动物

标准化技术委员会，组织全国学者和行业专家，制修订实验动物国家标

准 83 项，团体标准 75 项，建成了全国层面的实验动物标准化技术体

系。

秦川教授兼任中国实验动物学会理事长、亚洲实验动物学会联合会

（AFLAS）主席、国际比较医学学会主席等学术职务，以及《中国实验

动物学报》、《中国比较医学杂志》、《Animal Models and

Experimental Medicine》杂志主编。

由于在标准化动物模型研究及应用方面的贡献，曾获得省部级以上

科技奖励 18 项，包括国家级科技奖励 2 项，获全国创新争先奖、全国

三八红旗手标兵、最美科技工作者等荣誉称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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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标准化工作主要业绩

1．思想政治情况

秦川教授热爱党、热爱祖国，对党忠诚，用长期奉献在实验动物科研一线的

实际行动践行了为人民服务的中国共产党员宗旨。主要表现如下：

（1）标准化工作面向国家重大需求

健康，是老百姓最大的福祉。人类同疾病作斗争最有力的武器是医学科学技

术，而支撑现代医学科学技术体系建立的工具是实验动物。

从条件反射规律的发现到大脑半球分工原理，从遗传物质的发现到基因打

靶，从抗原抗体反应发现到疫苗研制，近百年来人类每一次认识生命、战胜顽疾，

都离不开实验动物在幕后的默默奉献。实验动物学科也被誉为“生命科学大厦的

地基”“人类战胜疾病的试金石”，是国家科技体系不可或缺的“支柱”。

实验动物是遗传质量和微生物质量严格控制的、活的、标准化的研究工具，

是目前最理想的可以替代人类用于生命科学、医学、药学、生物安全、食品、环

境、农业、航空航天等领域研究和成果转化的科学工具，被称为“活的天平”、

“试金石”。所有疫苗和药物都要经过实验动物的检验，才能应用于人体。

实验动物的质量，关系到科学研究的质量，关系到科学研究效率与药物研发

的效率，关系到药物的安全性和有效性，关系到人民健康、国家民生安全和经济

安全，而实验动物的标准化是保障实验动物质量的必要措施，标准化也是实验动

物和动物模型成立的前提。

然而，实验动物标准化工作任重道远。因为，人类疾病有 1 万余种，常规的

实验动物有 200 余种，覆盖人类所有疾病的动物模型数量理论上是个天文数字，

种类繁多、系统复杂的活的生命体如何实现标准化？这是自国际实验动物学科诞

生一百年来困扰全球科学家的难题，也是限制医学领域高速发展和药物原创的瓶

颈。

（2）潜心进行实验动物标准化研究，甘愿做幕后英雄

我国实验动物学科由于起步晚、底子薄，且由于经济条件限制，资助力度不

高，导致实验动物技术和资源长期落后于发达国家，人才流失严重。但她认识到

了实验动物学科在国家科技发展、人民用药安全、医药经济发展中的战略支撑作

用，以强烈的责任感和事业心，率领团队潜心在实验动物科技一线长期投入，不

求名、不逐利，甘愿做幕后英雄，彰显了实验动物科技工作者的使命与担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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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勇于同烈性病原作斗争，历次抗疫冲锋在前线

在 SARS、H5N1、手足口病、甲流、H7N9、MERS、埃博拉、寨卡、

SARS-CoV-2 等国内外历次重大传染病疫情发生时，秦川教授的团队均是突发

传染病动物模型研制的国家队，负责构建标准化动物模型，为病原学、病理学、

传播途径、疫苗和药物研发突破关键技术瓶颈的重任。面对烈性病原，她不怕危

险，带领团队奋战在一线，在动物生物安全三级实验室内长期接触各种高浓度的

病原。感染了高浓度病毒的动物处于疾病状态，情绪暴躁，极易抓咬人而造成感

染，她总是将实验室中最危险的步骤留给自己，主动承担感染动物、给动物做体

检、测体温，分离、接种病毒，抽血化验，拍 X 光片以及病理穿刺、病理解剖、

清扫携带病毒的粪便等各种实验。

正是由于她忘我的奉献精神和精湛的专业能力，才能不负党和国家的重托，

在历次传染病中均第一个研制成功标准化动物模型，为人民评价出安全有效的疫

苗和药物，为保障人民健康做出了重要贡献。

由于成绩优异，获得的代表性荣誉称号如下：

2003 年，北京市统战系统抗击非典先进个人奖；

2004 年，全国三八红旗手；

2010 年，全国优秀科技工作者；

2012 年，全国医药卫生系统创先争优活动先进个人；

2017 年，全国创新争先奖奖牌；

2017 年，全国卫生计生委直属机关优秀共产党员；

2018 年，全国三八红旗手标兵；

2018 年，最美科技工作者；

2019 年，国家卫健委优秀共产党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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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业绩

秦川教授长期从事实验动物标准化研究、标准制修订及标准化管理工作，在

实验动物标准化体系研究管理、规范行业发展、促进医学科技发展和药物转化、

撬动医药经济发展方面，做出了杰出贡献，代表性成就如下：

一、实验动物标准化研究

作为活的生命体，实验动物和动物模型种类多样、易受环境影响，其标准化

工作极其复杂，稍有不慎就会导致科学研究无法重复、药物研发失败。

秦川教授针对这一世界性难题，首创了比较医学理论技术体系，对动物模型

的生物学变量、环境变量及造模技术变量进行系统比对分析，为实现不同疾病、

不同物种、不同病因的动物模型标准化提供了理论与技术体系，被国际实验动物

科学理事会主席评价为实验动物学领域的突出成就。

基于比较医学创新，秦川教授带领团队研制了标准化的人类疾病动物模型资

源 1 千余种，获批成为国家资源库，通过成果转化培育了我国最大的实验动物国

有企业，近三年服务 1.2 万余客户，每年促进 200 余种药物的研发。其前瞻性

研制的遗传多样性动物、人源化动物等，为我国在四大慢病、老年病、器官移植

等领域发展奠定了基础。

基于比较医学创新和技术积累，在非典、禽流感、甲流、手足口病等历次传

染病爆发时，均第一个研制了动物模型，评价了首个疫苗或药物，促进了疫情控

制。

在新冠科技攻关中，动物模型是习近平总书记部署的五大主攻方向之一。秦

川教授率领团队在国际第一个建成了人源化转基因小鼠模型和恒河猴模型，突破

了疫苗和药物从实验室走向临床的关键技术瓶颈，并牵头制订了新冠动物模型标

准和疫苗评价标准，为国际提供了“中国标准”。科学证实了新冠病原体和病毒

受体，公布了全球第一张新冠肺炎病理学图片；首次揭示了免疫系统对再感染的

保护机制，为康复期病人管理、血清治疗、疫苗研发奠定了理论基础。用动物模

型验证了病毒经呼吸道飞沫、密切接触、气溶胶、粪口、结膜等途径的传播能力，

为疫情防控、复工复产和恢复经济秩序提供了第一手科学依据。应用动物模型评

价了 120 余种药物（占全国 70%以上），筛选到有效药物 8 种、治疗性抗体 7

种，写入新冠肺炎诊疗方案第二、三、四、五、七版，为临床用药提供了科学依

据；评价了 5 条技术路线的 12 种疫苗（占全国 80%以上），目前 4 种进入临

床试验，接近全球三分之一，包含全球首个进入临床试验的疫苗，为我国在疫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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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发领域的全面领先抢占了先机。这些工作为保障国家安全和人民健康、抢占市

场先机、撬动巨大的经济效益奠定了基础。

二、实验动物标准化技术体系建设

为扭转我国实验动物和动物模型规范性差、科学实验重复性差、药物研发失

败率高的现状，秦川教授自 2005 年发起创立全国实验动物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并

担任主任委员，组织全国学者和行业专家，在前辈制定国家标准基础上，制修订

实验动物国家标准 83 项，团体标准 75 项，涵盖实验动物微生物、寄生虫、遗

传、环境、营养等标准，以及检测技术、从业人员、动物福利等领域，建成全国

层面的实验动物标准化技术体系，为实验动物行业的行政许可、执法、规范生产、

科学使用、国际贸易等提供了技术依据。经第三方评估，该体系效益包括：

（1）规范了实验动物行业发展。保障了我国实验动物行业 200 亿元年产值

的实现。

（2）有效支撑了我国科学研究。近三年平均每年支撑了 1.5 万余个国家级

研究课题，每年支撑 12 万余篇中文研究论文、4 千余篇 SCI 论文的发表，为促

进科技领域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3）促进了药物研发。我国近 5 年来研制了 300 余个创新药物，均依赖于

标准化的实验动物技术体系。

上述工作规范了实验动物行业的发展，促进了医学科技发展，降低了进口药

所占比例，为老百姓看得起病、吃得起药做出了突出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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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受表彰奖励情况

受表彰奖励情况

受表彰奖励项

目名称

表彰奖励时

间
表彰奖励名称

表彰奖

励等级

表彰奖励部

门

排名

人类重大传染

病动物模型体

系的建立及应

用

2019.12.18 国家科技进步奖 二等奖
国家奖励办

公室
1

严重急性呼吸

综合征（SARS）
的临床与基础

研究

2007.2.11 国家科技进步奖 二等奖
国家奖励办

公室
3

重大传染病动

物模型资源库

的建立及应用

2016.2.26
教育部科学技术

进步奖
二等奖 教育部 1

人类重大传染

病动物模型体

系的建立及应

用

2018.12.28
中华医学会科学

技术奖
二等奖 中华医学会 1

生物安全实验

室建筑技术规

范

2006.1 华夏科技奖 二等奖 住建部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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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参与标准制修订情况

参与标准制修订情况

标准编号 标准名称 发布时间 发布单位 排名

GB/T34240-20

17
实验动物 饲料生产 2017.9.7

国家标准化管

理委员会

1

GB/T34791-20

17
实验动物 质量控制要求

2017.11.

1

国家标准化管

理委员会

1

GB/T35823-20

18

实验动物 动物实验通用

要求
2018.2.6

国家标准化管

理委员会

1

T/CALAS1-201

6

实验动物 从业人员要求
2016.1.1

中国实验动物

学会

1

T/CALAS2-201

7

实验动物 术语 2017.5.1

9

中国实验动物

学会

1

T/CALAS3-201

7

实验动物 健康监测总则 2017.5.1

9

中国实验动物

学会

1

T/CALAS4-201

7

实验动物 小鼠、大鼠品

系命名规范

2017.5.1

9

中国实验动物

学会

1

T/CALAS5-201

7

实验动物 动物实验报告

指南

2017.5.1

9

中国实验动物

学会

1

T/CALAS6-201

7

实验动物 动物实验偏倚

评估指南

2017.5.1

9

中国实验动物

学会

1

T/CALAS7-201

7

实验动物 动物实验生物

安全通用要求

2017.5.1

9

中国实验动物

学会

1

T/CALAS29-20

17

实验动物 教学用动物使

用指南
2018.1.2

中国实验动物

学会

2

T/CALAS30-20

17

实验动物 感染性疾病动

物模型评价指南
2018.1.2

中国实验动物

学会

1

T/CALAS31-20

17
实验动物 安乐死指南 2018.1.2

中国实验动物

学会

1

T/CALAS61-20

18

实验动物 病原核酸检测

技术要求
2018.7.1

中国实验动物

学会

3



11

五、完成标准化科研项目情况

完成标准化科研项目情况

项目名称 级别 排名

SARS 病毒敏感动物模型的建立 国家级 1

实验动物技术平台 国家级 1

人感染 H7N9 禽流感动物模型的建

立及应用研究
国家级

1

艾滋病、病毒性肝炎、结核病及其它

新发突发传染病实验动物的研究
国家级

1

神经调节疗法促进灵长类动物帕金

森病模型运动改善研究
国家级

1

基于错误折叠蛋白的朊蛋白特性建

立神经退行性疾病的恒河猴模型
国家级

1

2019-nCoV 动物模型构建 国家级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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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发表标准化论著情况

发表标准化论著情况

论著名称 出版单位 出版时间 排名

实验动物标准汇编 中国质检出版社 2011.9 1

中国实验动物学会团体标准

汇编及实施指南（第一卷）
中国科学出版社 2018.3

1

中国实验动物学会团体标准

汇编及实施指南（第二卷）
中国科学出版社 2018.6

1

中国实验动物学会团体标准

汇编及实施指南（第三卷）
中国科学出版社 2019.2

1

中国实验动物学会团体标准

汇编及实施指南（第四卷）
中国科学出版社 2020.4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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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发表标准化论文情况

发表标准化论文情况

论文名称 期刊名称
期刊

类型

出版时间 排名

Using siRNA in prophylactic and
therapeutic regimens against SARS
coronavirus in Rhesus macaque

Nature
Medicine SCI 2005.8.21 1

Human monoclonal antibodies
targeting the haemagglutinin
glycoprotein can neutralize

H7N9influenza virus

Nat
Communic

ation
SCI 2015.3.30 1

MERS coronavirus induces apoptosis
in kidney and lung by upregulating
Smad7 and FGF2

Nature
Microbiolo

gy
SCI 2016.2.22 1

The pathogenicity of SARS-CoV-2 in
hACE2
transgenic mice

Nature SCI 2020.5.7 1

Rapid development of an inactivated
vaccine candidate for SARS-CoV-2 Science SCI 2020.5.6 1

Primary Exposure to SARS-CoV-2
Protects Against Reinfection in
Rhesus Macaques

Science SCI 2020.7.2 1

Potent neutralizing antibodies against
SARS-CoV-2 identified by
highthroughput
single-cell sequencing of
convalescent patients’ B cells

Cell SCI 2020.7.9 1

Development of an inactivated
vaccine candidate, BBIBP-CorV, with
potent protection
against SARS-CoV-2

Cell SCI 2020.8.6 1

A universal design of betacoronavirus
vaccines against COVID-19, MERS
and SARS

Cell SCI 2020.6.23 1

An Amphipathic Peptide Targeting the
gp41 Cytoplasmic Tail Kills HIV-1
Virions and Infected Cells

Sci Transl

Med
SCI 2020.6.3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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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标准中关键技术获得的发明专利

标准中关键技术获得的发明专利

发明专利名称 发明专利号 发明专利状态 排名
基于染料法的季节性

流感病毒 H1N1 实时

荧光定量 PCR检测试

剂盒

ZL 2010 1
0278683.9 有效 3

流感病毒 H5N1 亚型

和 H7N9 亚型的液相

芯片检测试剂盒

ZL 2014 1
0777884.1 有效 3

一 种 含 HIV-1 CRF
01-AE 亚型 RT 基因

的杂交免疫缺陷质

粒、病毒及应用

ZL 2011 1
0002816.4 有效 1

一种引物组及其在扩

增 SIV/SHIV 基因组

中的应用与试剂盒

ZL 2016 1
0041772.9 有效 3

用于扩增 H5N1 流感

病毒 NP 基因核苷酸

片段的引物及检测方

法

ZL 2011 1
0026975.8 有效 6

人肠道病毒 71型的亚

单位混合疫苗
ZL 2010 1
0105060.1 有效 1

一种重组免疫缺陷质

粒和病毒以及应用
ZL 2014 1
0471676.9 有效 7

石蒜碱在制备治疗人

肠道病毒 71型感染引

发疾病的药物的应用

ZL 2011 1
0066315.2 有效 4

一种新的哮喘动物模

型的制备方法
ZL 2014 1
0522117.6 有效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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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附件清单
序号 附件类型 附件名称

1 参与标准化法律法规、政

策、规划、战略等制定的证

明

/

2 受表彰奖励情况的证明 √

3 获得专利的证明 √

4 标准化科研情况的证明 √

5 发表论文论著情况的证明 √

6 标准制修订情况证明 √

7 全国专业标准化技术委员

会工作的证明

√

8 国际标准制定的证明 /

9 承担国际标准化技术组织

工作或担任国际专家情况

的证明

/

10 标准实施推广证明 √

11 其他证明材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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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上传的各证明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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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工作单位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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