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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０１７年度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以下简称

“基金委”)数学与物理科学部(以下简称“数理科学

部”)按照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协调推进

“四个全面”战略布局要求,贯彻新发展理念,落实全

国科技创新大会精神.主动对接国家创新驱动发展

的要求,聚焦科学发展前沿,围绕重大科学前沿问题

和国家重大战略需求,培育新的学科生长点和重大

科研成果.按照基金委«２０１７年度科学基金项目评

审工作意见»要求,切实加强廉洁风险防控,全面规

范评审流程,不断改进项目评审工作,做到“科学、公
正、规范”,以推动科学基金事业健康稳定发展.

１　２０１７年度科学基金项目受理、评审及资助

概况

１．１　项目申请情况

２０１７年度数理科学部在集中受理期共受理项

目１４４００项,相比２０１６年度增加３２８项,增长率为

２．３３％(表１).

表１　２０１６—２０１７年度数理科学部科学基金项目申请情况对比

科学处
面上项目 青年基金 地区基金 其他项目合计 合计

２０１７年 ２０１６年 ２０１７年 ２０１６年 ２０１７年 ２０１６年 ２０１７年 ２０１６年 ２０１７年 ２０１６年 增长率％

数学 １６２５ １４５１ ２０１５ １８２２ ３４４ ３１９ ３５５ １００３ ４３３９ ４５９５ －５．５７
力学 １２７３ １２７１ １１４１ １０４９ ９１ ７８ ２８３ ２６４ ２７８８ ２６６２ ４．７３
天文学 ２９８ ２８８ ３２８ ２８０ ３６ ３１ ２８４ ２４６ ９４６ ８４５ １１．９５
物理I １５１６ １４０４ １４３７ １３２４ １９６ １６３ ３４４ ３６３ ３４９３ ３２５４ ７．３４
物理II １０９２ ９６６ ９７８ ９９５ ９１ ７９ ６７３ ６７６ ２８３４ ２７１６ ４．３４
合计 ５８０４ ５３８０ ５８９９ ５４７０ ７５８ ６７０ １９３９ ２５５２ １４４００ １４０７２ ２．３３

表２　２０１７年度数理科学部面上项目申请人年龄分布情况

选项
年龄段(岁)

≤３０ ３１—３５ ３６—４０ ４１—４５ ４６—５０ ５１—６０ ＞６０ 合计

人数 ３９ １０９８ ２０７７ １０１７ ６０５ ８９６ ７２ ５８０４
占比(％) ０．６７ １８．９２ ３５．７９ １７．５２ １０．４２ １５．４４ １．２４ １００．００

表３　２０１７年度数理科学部项目按隶属关系申请分布情况

项目类别 科目

部门

教育部 中科院
工、交、农、医、
国防等部门

各省、自治区、
市(直)

合计

面上项目
项数 １９０７ ８９２ ８６１ ２１４４ ５８０４
比例(％) ３２．８６ １５．３７ １４．８３ ３６．９４ １００

青年基金项目
项数 １０４９ ７１８ ９６３ ３１６９ ５８９９
比例(％) １７．７８ １２．１７ １６．３３ ５３．７２ １０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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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７年度项目申请的主要特点如下:
(１)申请量增幅情况.相比２０１６年,全委面上

项目、青年科学基金项目和地区科学基金项目合计

平均增幅为９．９７％,数理科学部三类项目合计增幅

为８．１７％,低于全委的平均增幅.
(２)青年科学基金与面上项目申请量的对比情

况.２０１７年度数理科学部青年科学基金项目的申

请量继续高于面上项目.其中:数学科学处青年科

学基金项目申请量连续七年超过面上项目申请量,
天文科学处青年科学基金项目今年申请量也超过了

面上项目.
(３)按项目申请人年龄分布情况.面上项目申

请量占比最高的年龄段为３６—４０岁,达到３５．７９％;
其次为３１—３５岁和４１—４５岁年龄段.其中４５岁

以下年龄段的申请量占比达７２９０％,比２０１６年度

的７０．５４％高出２．３６％,详见表２.
(４)按项目申请依托单位隶属关系分布情况.

２０１７年度集中受理项目按隶属关系分布如表３所

示,隶属 教 育 部 的 依 托 单 位 面 上 项 目 申 请 量 为

３２．８６％,高于２０１６年度的申请量(３１．８６％);青年

科学基金申请量为１７．７８％,低于２０１６年度的申请

量(１８．２８％).隶属中国科学院的依托单位面上项

目申 请 量 为 １５．３７％,低 于 ２０１６ 年 度 的 申 请 量

(１７１６％);青年科学基金申请量为１２．１７％,也低

于２０１６年度的申请量(１２．７８％).
(５)按项目申请人性别分布情况.表４给出了

面上项目、青年科学基金项目和地区科学基金项目

按性别申请分布情况.其中,面上项目女性占比为

１６．７５％,高于２０１６年度的女性占比(１５．６３％);青
年科学基金项目女性占比为３９５５％,也高于２０１６
年度的女性占比(３７．９９％);地区科学基金项目女性

占比 为 ２５．３３％,也 高 于 ２０１６ 年 度 的 女 性 占 比

(２４．３３％表４).　　

表４　２０１７年度数理科学部项目按性别申请分布情况

项目类别
女性

项数

女性比例

(％)
男性

项数

男性比例

(％)

面上项目　　 　９７２ １６．７５ ４８３２ ８３．２５
青年基金项目 ２３３３ ３９．５５ ３５６６ ６０．４５
地区基金项目 １９２ ２５．３３ ５６６ ７４．６７

１．２　项目初审情况

２０１７年数理科学部共有２３３个项目不予受理,
占总申请数的１．５０％,其中有２１项提出复审,经核

实均维持原定结果.

１．３　项目资助情况

(１)面上项目.２０１７年数理科学部共接收项

目申请５８０４项,相比去年增长７．８８％,不予受

理项目２６项.经评审,资助项目１６７３项、直接

费用１００４８０万元,平均资助率为２８．８２％,直接

费用资助强度为６０．０６万元/项,资助率和资助

强度相比去年都略有下降(表５).

表５　数理科学部面上项目资助项目按科学处分布情况

科学处 项数
直接费用

(万元)
资助强度

(万元/项)
资助率

(％)

数学 　４６９ ２２５１０ ４８．００ ２８．８６
力学 ３６３ ２３５０４ ６４．７５ ２８．５２
天文学 ８７ ５６４６ ６４．９０ ２９．１９
物理I ４３８ ２８３６０ ６４．７５ ２８．８９
物理II ３１６ ２０４６０ ６４．７５ ２８．９４
合计 １６７３ １００４８０ ６０．０６ ２８．８２

(２)重点项目.２０１７年数理科学部共接收项目

申请２８１项,相比去年减少２．４３％,不予受理项目

１０项.经评审,资助项目７６项、直接费用２３８５０万

元,平均资助率为２７．０５％,平均直接费用资助强度

为３１３．８２万元/项(表６).

表６　２０１７年度数理科学部重点项目申请与资助情况

科学处 项数
直接费用

(万元)
直接费用资助强度

(万元/项)
资助率

(％)

数学 １５ ３７５０ ２５０．００ ４６．８８
力学 １６ ５２７０ ３２９．３８ ２３．１９
天文学 １０ ３３００ ３３０．００ ３７．０４
物理I １８ ５９３０ ３２９．４４ ２３．６８
物理II １７ ５６００ ３２９．４１ ２２．０８
合计 ７６ ２３８５０ ３１３．８２ ２７．０５

(３)重大项目.数理科学部主动对接国家创新

驱动发展的要求,聚焦科学发展前沿,围绕重大科学

前沿问题和国家重大战略需求,培育新的学科生长

点和重大科研成果,加大对重大项目的资助力度,将
重大项目资助从５项增加到６项,直接费用由８５００
万元调整到１０２００万元.在重大项目立项过程中遵

循“在充分研讨的基础上进一步凝练科学问题,重视

学科交叉,强调有限目标、有限规模,切实提高资助

强度”.根据科学部专家咨询委员会会议遴选,通过

了“动力系统的遍历平均与逼近过程”、“高速轨道交

通系统动力学性能演化及控制”、“无序合金的塑性

流动与强韧化机理”、“基于频谱成像的太阳大气磁

场诊断及相关物理过程研究”、“准二维体系中的高

温超导态和拓扑超导态的探索”和“锕系核裂变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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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科学问题研究”六个重大项目立项建议,拟资助

直接费用１０２００万元.经评审,资助项目六项、直接

费用 １００６８．５０ 万元,上述六个重大项目资助直接

费用分别是１６８４万元、１６７８万元、１６９４元、１６６３
万元、１６７６．５０万元和１６７３万元.

(４)重大研究计划项目.２０１７年度数理科学部

共受理４个重大研究计划项目申请以及开展相关的

资助工作:
“精密测量物理”重大研究计划:本年度共接收

申请项目３０项,其中培育项目２１项、集成项目３
项、重点支持项目６项.经评审,资助１２项,直接费

用３１００万元,其中培育项目６项、直接费用５２０万

元,重点支持项目３项、直接费用１０８０万元,集成项

目３项、直接费用１５００万元.
“高性能计算的基础算法与可计算建模”重大研

究计划进入到第七个评审年度,在集中受理期接收

项目申请１０项,其中集成项目９项、战略研究项目１
项.经评审,资助７项,直接费用１４００万元,其中指

导专家组战略研究项目１项,直接费用３００万元;集
成项目６项,直接费用１１００万元.

“新型光场调控物理及应用”重大研究计划第一

个评审年度,本年度共接收申请项目１７１项,其中战

略研究项目１项、培育项目１３７项、重点支持项目３３
项.经评审,资助２３项,直接费用４０００万元,其中

指导专家组战略研究项目１项,直接费用３００万元,
培育项目１５项、直接费用１１７０万元,重点支持项目

７项、直接费用２５３０万元.
“湍流结构的生成演化及作用机理”重大研究计

划第一个评审年度,本年度共接收申请项目８３项,
其中战略研究项目１项、培育项目７２项、重点支持

项目１０项.经评审,资助２４项,直接费用４０００万

元,其中指导专家组战略研究项目１项,直接费用

３００万元,培育项目１８项、直接费用１７１０万元,重
点支持项目５项、直接费用１９９０万元.

(５)重点国际(地区)合作研究项目.２０１７年数

理科学部共接收３１份申请,不予受理１项.根据通

讯评审情况,６人到会答辩,确定资助４项、直接费

用１１１０万元.
(６)联合基金项目.２０１７年数理科学部共接收

各类联合基金项目申请５８３项,不予受理３３项.经

评审资助项目２２１项、直接费用２６３７６万元,详细情

况见表７.
(７)青年科学基金项目.２０１７年数理科学部共

接收申请５８９９项,相比去年增长７．８４％,不予受理

５１项.资助项目１７４９项、直接费用４２１６０万元,平
均资助率为２９．６５％,直接费用资助强度为２４．１１
万元/项(表８).

(８)地区科学基金项目.２０１７年数理科学部共

接收申请７５８项,相较去年增长１３．１３％,不予受理

１７项.资助项目１８３项、直接费用６９４０万元,平均

资助率为２４．１４％,直接费用资助强度为３７．９２万

元/项(表９).
(９)优秀青年科学基金项目.２０１７年数理科学

部共接收５６３份申请,相较去年增长１３．５１％.经

科学部工作会议讨论投票,推荐６８人到会答辩,资
助项 目 ４８ 项、直 接 费 用 ６２４０ 万 元,资 助 率 为

８．５３％.
(１０)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项目.２０１７年数

理科 学 部 共 接 收 ３１１ 份 申 请,相 较 去 年 增 长

９．８９％,不予受理５项.经初评会推荐４０人到会答

辩,资助项目２４项,直接费用７７７０万元,资助率为

７．７２％.

表７　２０１７年数理科学部联合基金项目申请与资助情况

联合基金名称 项目类型 申请数 资助数
直接费用

(万元)
直接费用资助强度

(万元/项)
资助率

(％)

NSAF联合基金

培育项目 ８３ ４３ ２８４０ ６６．０５ ５１．８１
重点支持项目 ７ ５ １３６０ ２７２．００ ７１．４３
中心项目 １ １ ２０１６ ２０１６．００ —

天文联合基金
培育项目 １３６ ３６ １６５０ ４５．８３ ２６．４７
重点支持项目 ２６ ７ １７１０ ２４４．２９ ２６．９２

大科学装置联合基金
培育项目 ２１２ ６２ ３３６０ ５４．１９ ２９．２５
重点支持项目 ４５ １４ ３３６０ ２４０．００ ３１．１１

空间科学卫星联合基金
培育项目 ６０ ４２ ４７８０ １１３．８１ —
重点支持项目 １３ １１ ５３００ ４８１．８２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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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８　２０１７年度数理科学部青年科学基金项目资助情况

科学处 项数
直接费用

(万元)
直接费用资助强度

(万元/项)
资助率

(％)

数学 　５９８ １３４５３ ２２．５０ ２９．６８

力学 ３３７ ８３９９ ２４．９２ ２９．５４

天文学 ９８ ２５６１ ２６．１３ ２９．８８

物理I ４２６ １０５０２ ２４．６５ ２９．６５

物理II ２９０ ７２４５ ２４．９８ ２９．６５

合计 １７４９ ４２１６０ ２４．１１ ２９．６５

表９　２０１７年度数理科学部地区基金项目资助情况

科学处 项数
直接费用

(万元)
直接费用资助强度

(万元/项)
资助率

(％)

数学 ８３ ２９４６ ３５．４９ ２４．１３
力学 ２２ ８７８ ３９．９１ ２４．１８
天文学 ９ ３６０ ４０．００ ２５．００
物理I ４７ １８７８ ３９．９６ ２３．９８
物理II ２２ ８７８ ３９．９１ ２４．１８
合计 １８３ ６９４０ ３７．９２ ２４．１４

(１１)创新研究群体项目.２０１７年数理科学部

创新群体项目共接收３３份申请.经科学部工作会

议讨论投票,推荐９人到会答辩,经专家组会议评

审,资助项目５项、直接费用４９３５万元,资助率为

１５．１５％.
(１２)海 外 及 港 澳 学 者 合 作 研 究 基 金 项 目.

２０１７年数理科学部共接收海外及港澳学者合作研

究基金项目申请２８份,其中两年期资助项目２０份,
延续资助项目８份,不予受理６项.资助９项两年

期资助项目、直接费用１６２万元,资助２项延续资助

项目、直接费用３６０万元.
(１３)国家重大科研仪器研制项目.２０１７年数

理科学部共接收申请１３８项,其中国家重大科研仪

器研制项目(自由申请)８６项,国家重大科研仪器研

制项目(部委推荐)５２项,不予受理３项.经科学部

工作会议讨论投票,推荐１７个国家重大科研仪器研

制项目(自由申请)到会答辩,资助１４项、直接费用

９５７１．９４万元;经数理科学部第七届专家咨询委员

会第一次扩大会议投票推荐５个国家重大科研仪器

研制项目(部委推荐)参加国家重大科研仪器研制项

目专家委员会评审,资助２项国家重大科研仪器研

制项目(部委推荐)、直接费用１４２１７．７８万元.

２　２０１７年重点把握和推进的工作

２．１　扎实推进研究方向、关键词完善和通讯评审智

能指派工作

　　研究方向和关键词是通讯评审计算机辅助指派

的基础性工作.通讯评审辅助指派是申请书的研究

方向和关键词与评审专家的研究方向和关键词进行

相互匹配的过程,制定的研究方向和关键词的准确

性和科学性、申请书和评审专家信息(包括研究方向

和关键词)填写的准确性,直接影响着通讯评审辅助

指派工作的成效.

２０１７年３月底前,各科学处根据信息中心反馈

研究方向和关键词使用情况,对ISIS系统中各学科

的研究方向和关键词进行了维护和更新;各科学处

通知通讯评审专家维护研究方向和关键词,以保证

通讯评审辅助指派工作的进一步有效开展.

２０１７年度数理学部使用系统中“辅助指派”功
能的情况统计如表 １０ 所示,统计的项目范围为

２０１７年集中接收的项目类型.与２０１６年相比,数
理科学部在指派项目、使用专家以及指派评议３个

方面的“辅助指派”效果均有较大提升,占比分别增

加１４．１１％、１５．５５％和１５．８１％.

２．２　进一步改进通讯评审表

在申请项目的通讯评审中,有些专家不够认真、
不够仔细,其评审意见过于简短、语言过于空洞或针

对性不强,导致评审意见没有参考价值,给通讯评审

工作带来了很大的影响.针对这一问题,２０１６年初

数理科学部设计了“提纲式”的通讯评审表,并开始

在面上项目、青年科学基金项目、地区科学基金项目

和重点项目的通讯评审中试行使用,希望通过这一

改进大幅提高通讯评审的质量,提升科学基金项目

表１０　２０１７年度数理科学部使用“辅助指派”功能的统计情况

年度
指派项目情况 使用专家情况 指派评议情况

总数 辅助指派 占比(％) 总数 辅助指派 占比(％) 总数 辅助指派 占比(％)

２０１６ １３１５３ ８８３０ ６７．１３ ５８２１ ３４５６ ５９．３０ ５４７５４ ２４７８４ ４５．２０

２０１７ １４１９１ １１５２９ ８１．２４ ５９７１ ４４６９ ７４．８５ ５９１３１ ３６０７５ ６１．０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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遴选的公正性和准确性.今年在去年基础上对通讯

评审表进一步进行改进,取得了良好的效果.新的

通讯评审表内容包括:
(１)项目研究问题的科学价值、意义或应用

前景;
(２)项目的创新性;
(３)项目的研究目标、研究内容、研究方案和技

术路线;
(４)项目申请人的研究能力、研究队伍状况、前

期工作基础与研究条件(对青年基金项目注重评价

申请人的研究潜力);
(５)项目资金预算的目标相关性、政策相符性

和经济合理性;
(６)对项目的其他意见和建议等.

２．３　遵循水平优先、兼顾统筹的评审原则

评审中重点考察项目的创新性、学术价值和研

究方案的可行性,在此基础上从促进学科均衡、协调

发展的角度来把握统筹的原则.
(１)学科或领域布局需要倾斜支持的项目

主要资助研究领域重要但国内现有基础薄弱,
或有发展前景但目前研究基础薄弱,或从国家长远

发展角度看需要维持但目前处于消亡状况的学科或

领域.这类项目可能通讯评审意见相对较弱,但从

学科发展和学科布局角度看,需要给与倾斜支持,以
不断促进学科均衡、协调发展.

(２)热点与冷点

有些研究方向有时比较活跃,很“热”,出现一哄

而上,研究目标不当,短期行为明显.而一些常规课

题,难度大,需要长期坚持研究属“冷点”.学部建议

专家组评审中更多地关注“冷点”问题.
(３)实验研究与理论研究

从科学基金资助项目总体情况看,从事实验研

究的项目比例少,从事理论研究的项目比例较大,
这不利于科学研究的发展.在评审中应加强对实

验项目的倾斜支持的力度,以不断吸引更多的学者

从事实验研究,从根本上扭转实验研究相对薄弱的

问题.
(４)在同等水平条件下,对边远地区、交叉领

域、女性学者等项目给予适度的倾斜.

２．４　高度重视重大研究计划、联合基金项目的评审

工作

　　对于重大研究计划项目,注意充分发挥指导专

家组顶层设计和学术把握能力,管理工作组与指导

专家组密切配合,明确评审工作任务和要求.

在评审中强调:
(１)资助的项目应能够体现研究计划的总体目

标,体现研究计划各领域的合理布局;
(２)首先审查申请项目是否符合指南的范围和

要求,对那些偏离指南的项目,尽管可能研究新意

大,同行评议意见好,也不考虑资助;
(３)在评审项目时,不能单一看通讯评审意见,

应将申请项目的创新性作为重要指标,还需考察申

请项目课题组的研究基础、单位条件、预期能够做出

成果的可能性.
对于联合基金,数理科学部共管理３个联合

基金,包括与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的联合基金、
与中国科学院的天文联合基金和大科学装置联

合基金.
为了加大对科学前沿和热点科学问题的支持,

２０１７年度新增了基金委与中国科学院成立的“空间

科学卫星科学研究联合基金”,该联合基金依托于中

国科学院发射的４颗空间科学卫星,开展相关空间

科学研究工作.充分利用中国科学院研制的空间科

学卫星平台开展前沿领域和综合交叉领域研究,开
拓新的研究方向,发挥空间科学卫星的效能,促进开

放和交流,提升我国基础科学自主创新能力,培养空

间科学卫星科学研究人才,促进空间科学科研成果

的产出.
评审工作中:
(１)注意体现联合基金的宗旨和特色,资助项

目应符合指南的要求;
(２)为了吸引各方研究力量,同等条件下优先

资助院外高校和科研单位的申请,尤其关注院内外

双方合作研究的项目;
(３)引导院外科研人员充分利用中国工程物理

研究院和中国科学院所属部门的实验条件和平台,
提升研究能力和水平;

(４)注 意 发 现 和 资 助 某 些 领 域 的 专 业 优 秀

人才.

２．５　在２０１８年度项目指南中深度落实国家自然科

学基金“十三五”发展规划

　　深入学习、贯彻和落实«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十
三五”发展规划»(以下简称«规划»),对进一步提升

“十三五”期间乃至今后一个时期的科学基金管理工

作具有重要的意义.
为此,数理科学部在编写２０１８年度国家自然科

学基金面上项目和重点项目指南中,充分结合«规
划»的相关内容,以切实将«规划»落到实处.



　

　１２　　　 中　国　科　学　基　金 ２０１８年

结合党的十九大精神,拟于２０１８年开始,瞄准

若干重要基础前沿科学问题和国家重大需求领域的

数理科学问题,在面上项目中给予重点关注和倾斜

资助.同时通过重点项目、重大项目、重大研究计划

等高强度项目,对这些领域进行资助布局,以促进这

些领域的创新研究,并带动整个学科的发展.

Proposalapplication,peerreviewandfundingoftheDepartmentof
MathematicalandPhysicalSciencesin２０１７:anoverview

ChenGuochang ZhangPanfeng BaiKunchao DongGuoxuan MengQingguo
(DepartmentofMathematicalandPhysicalSciences,NationalNaturalScienceFoundationofChina,Beijing１０００８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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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学者在腹主动脉瘤发病机制方面的研究取得重要进展

在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批准号:９１５３９２０３,８１７３００１０)等资助下,北京大学医学部基础医学院孔炜教

授研究团队在腹主动脉瘤发病机制研究中取得重要进展.研究成果以“HomocysteineDirectlyInteractsand
ActivatestheAngiotensinIITypeIReceptortoAggravateVascularInjury”(同型半胱氨酸直接结合并激活

血管紧张素２受体１从而加重血管损伤)为题于２０１８年１月２日在 NatureCommunications(«自然通

讯»)上在线发表.孔炜教授和山东大学孙金鹏教授为文章的共同通讯作者,李拓圯、俞冰、刘智新为共同第

一作者.此研究成果是从临床问题出发,揭示高同型半胱氨酸作为新的危险因素,促发腹主动脉瘤新机制,
即同型半胱氨酸可作为血管紧张素I型受体(AngiotensinⅡ Type１,AT１)新的配体,以不依赖于血管紧张

素Ⅱ(AngII)作用,激活 AT１受体,从而加重血管损害.论文链接:https://www．nature．com/articles/

s４１４６７Ｇ０１７Ｇ０２４０１Ｇ７.
腹主动脉瘤是与高血压相关的高度致死心血管疾病,目前尚无有效药物治疗方法.同型半胱氨酸(HoＧ

mocysteine,Hcy)为蛋氨酸代谢中间产物.由于遗传和饮食因素影响,中国人高血压人群中７５％合并高同

型半胱氨酸血症(Hcy≥１５μM),高同型半胱氨酸血症是多种心血管疾病的危险因素.
孔炜教授课题组之前发现高同型半胱氨酸血症是腹主动脉瘤新的危险因素,可被叶酸反转.其机制可

能通过外膜炎症、NADPH 氧化酶、去泛素化酶CYLD等机制加重腹主动脉瘤.该研究进一步通过腹主动脉

瘤模型及 AT１基因敲除小鼠、受体同位素结合实验、受体构象、计算机分子对接、分子动力学等研究手段,发
现 Hcy在病理浓度可通过盐桥和二硫键的形式分别结合 AT１受体的 Arg１６７和Cys２８９位点,通过正构和

变构调节激活 AT１受体及其下游的信号通路,其激活 AT１受体的位点和方式与其经典配体 AngII有所不

同.阻断 AT１受体(如通过 AT１敲除小鼠或 AT１受体拮抗剂 ARB沙坦类药物)可取消高同型半胱氨酸对

腹主动脉瘤的加重作用,而抑制 AngII合成(如使用 ACEI类药物)则没有相应的作用.该研究为高同型半

胱氨酸血症相关大血管损害防治提供了新思路.

(供稿:医学科学部　杨力明　朱元贵　江虎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