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项目公示信息（自然科学奖） 

一、 项目名称： 

重大疾病标志物快速高精准电化学发光分析新策略 

研究 

二、 提名者及提名意见 

提名单位：省教育厅 

提名意见：该项目面向重大疾病早期诊断的国际前沿和

国家需求，在重大疾病早期诊断中生物标志物快速高精准分

析方法学研究方面取得了系列创新性研究成果。创新性提出

了目标物诱导邻位杂交电化学发光生物传感新策略；创建了

基于通用型探针与空间分辨的电化学发光分析法同时测定

多种恶性肿瘤生物标志物的新策略和新方法；提出了“正相”

和“反相”电化学发光成像分析新策略，建立了系列快速高精

准检测重大疾病蛋白质生物标志物的新方法和高灵敏高分

辨的电化学发光单细胞成像分析新方法，实现了多种蛋白质

生物标志物快速高精准分析。该研究成果在传感界面构筑、

信号传导机理和超高灵敏分析方法学研究方面有多项原始

性创新，为重大疾病早期诊断中生物标志物的分析检测提供

了新策略新方法，对生物传感分析和精准医学分析具有重要

的科学意义和应用价值。5 篇代表性论文均发表 Analytical 

Chemistry 上。截止 2022 年 6 月 2 日，论文他引 179 次（来

自 Web of Science 数据库）。成果获陕西高等学校科学技术

奖一等奖 2 次，培养了博士研究生 4 名和硕士研究生 20 余

名。 



经审核，该项目成果材料齐全、规范。经公示，无知识

产权纠纷，人员排序无争议，符合 2022 年度陕西省科学技术

奖自然科学奖提名条件。特提名为陕西省自然科学奖二等奖。 

三、项目简介 

本项目“重大疾病标志物快速高精准电化学发光分析新

策略研究”属于分析化学和生命科学等多学科交叉领域的应

用基础研究类成果。在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大研究计划、优

秀青年基金和面上项目(91332101、21522504、21375084、

21475082、21775097 和 21775098)等的持续资助下，面向重

大疾病早期诊断的国家需求，聚焦重大疾病早期诊断中生物

标志物快速高精准分析方法学研究，围绕传感界面构筑、信

号传导机理和快速高精准分析方法学研究中的关键问题进

行了系统深入地研究，发展了系列传感界面构筑和信号传导

新策略，建立了系列快速高精准检测重大疾病蛋白质生物标

志物的新方法，实现了多种蛋白质生物标志物快速高精准分

析。 

本项目成果的主要学术创新点如下： 

1）创新性提出了目标物诱导邻位杂交电化学发光生物

传感新策略，在多种界面上构筑了单链 DNA 与双识别抗体-

单链 DNA 杂交的蛋白质识别以及目标物诱导 DNA 信号探

针杂交的信号传导偶联机制；建立了多种高灵敏度检测急性

心肌梗塞和恶性肿瘤蛋白质生物标志物的电化学发光分析

新方法，检出限低于临床阈值 2-3 个数量级。该策略能有效

提高测定蛋白质的灵敏度和选择性，避免了使用抗体电化学



发光探针（代表作 1、2 和 4）。  

2）创建了基于通用型探针与空间分辨的电化学发光分

析法同时测定多种恶性肿瘤生物标志物的新策略和新方法。

该策略和方法降低了检测成本，提高了检测速度，为恶性肿

瘤的早期快速准确诊断检测提供了新器件和新方法（代表作

1 和 5）。 

3）提出了“正相”和“反相”电化学发光成像分析新策略，

建立了高灵敏高分辨的电化学发光单细胞成像分析新方法，

并成功应用于实时动态监测药物和电刺激下细胞形态和表

面蛋白质含量的变化，为揭示药物和电刺激下细胞形态和细

胞表面蛋白质变化规律的研究以及抗癌药物的研究提供了

新方法（代表作 3 和 4）。 

本项目研究成果在通用型信号探针、传感界面构筑、信

号传导机理、多目标物同时检测和超高灵敏分析方法学研究

等方面有多项原始性创新，为重大疾病中生物标志物的分析

检测提供了新策略新方法，对生物传感分析和精准医学分析

具有重要的科学意义和应用价值。  

该成果代表性论文 5 篇，均发表在分析化学极具国际影

响力的主流期刊 Analytical Chemistry 上（一区，Top of 

Chemistry 期刊）。该成果论文发表后得到国内外同行专家的

高度评价和广泛引用。截止 2022 年 6 月 2 日，5 篇代表性论

文 在 Nature Protocols, Angewandte Chemie-International 

Edition, Analytical Chemistry 等 40 余种国内外著名学术期刊

论文他引 179 次（来自 Web of Science 数据库），单篇论文记



录的他人引用次数最多为 81 次。应邀多次在国内外重要学

术会议做邀请报告；获 2018 和 2022 年陕西高等学校科学

技术一等奖 2 项。通过本项目的完成，培养了 4 名博士研究

生和 20 余名硕士研究生。成果第一完成人漆红兰，2013 年

被评为陕西省青年科技新星，2015 年获得国家自然科学优秀

青年基金项目资助，2016 年获得陕西省化学会优秀青年奖，

2018 年获得陕西青年科技标兵称号，2019 年入选陕西省创

新人才推进计划中青年科技创新领军人才。 

由于突出的研究成果和不断的创新，项目组获得多项国

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和 1 项海外及港澳台学者合作研究

基金的持续支持。这些项目将继续促进我们对重大疾病相关

蛋白质生物标志物快速高精准分析方面的深入研究，将促进

我们的研究从基础研究向应用研究转变。 

四、客观评价 

本项目成果代表性论文 5 篇，均发表在分析化学极具国

际影响力的主流期刊 Analytical Chemistry 上（ Top of 

Chemistry 期刊）。截止 2022 年 6 月 2 日，5 篇代表性论文被

中国、欧洲、美国、加拿大等学者在 Nature Protocols, 

Angewandte Chemie-International Edition, Analytical Chemistry

等 40 余种国内外著名学术期刊论文他引 179 次（来自 Web 

of Science 数据库），单篇论文记录的他人引用次数最多为 81

次。 

代表性论文 1 是 Analytical Chemistry 的专题论文

（Feature article）。该论文发表后得到国内外同行专家的高度



评价和广泛引用，是高被引论文。该论文关于电化学发光生

物传感的总结和观点有力地推动了该领域研究的发展，论文

被国内外多个分析化学领域著名专家领导的研究团队在其

发表的相关学术论文 Introduction 部分作为“立论依据”进行

引用。例如，国际著名电分析化学家、加拿大 The University 

of Western Ontario 的 Zhifeng Ding 教授在发表于 Nature 

Protocols, 2021, 16, 2109-2130 的论文中，以代表性论文 1 作

为引文[32]，肯定了电化学发光研究：“已有了大量关于电化

学发光基础和应用的报道”。又如，国家“万人计划”科技创新

领军人才、东南大学张袁健教授等人在发表于 Journal of 

Analysis and Testing, 2020, 4, 57–75 的论文中，以代表性论文

1 作为引文[13]，说明电化学发光分析法的应用范围和研究进

展。指出：“近年来，电化学发光分析法已被广泛应用于生物

传感分析中，主要包括痕量生物标志物分析和环境污染物分

析。在过去两年中，发表了数百篇电化学发光生物传感的论

文和一些优秀的综述性论文(outstanding review) [5, 13-15]”。  

代表性论文 2 关于目标物诱导邻位杂交电化学发光生物

传感新策略的研究，青岛科技大学的范高超教授等人发表于

Sensors and Actuators B, 2021, 343, 130060 的论文中，以代表

性论文 2 作为引文[25]，采用了我们 DNA 和蛋白质的偶联方

法合成他们的功能化探针。 

代表性论文 3 关于“反相”电化学发光成像分析研究，国

际著名电分析化学家、University of Bordeaux 的 Neso Sojic 等

人在发表于Angewandte Chemie-International Edition, 2021, 60, 



18742-18749 的论文中，以代表性论文 3 作为引文[19b]，肯

定了免标记成像分析的优点，并基于我们的工作建立了一种

电化学发光成像分析法进行线粒体分析。指出：“免标记成像

分析作为一种非常有吸引力的成像分析法，已有研究小组实

现了免标记单细胞电化学发光可视化分析。……Zhang 等人

报道了一种电化学发光成像分析法表征电极表面的细胞形

貌[19b]”。  

代表性论文 4 关于电化学发光生物传感分析法测定细胞

表面蛋白质的策略研究，Alzahra University 的 Afsaneh Taheri 

Kal-Koshvandi 在发表于 Trends in Analytical Chemistry, 2020, 

128, 115920 的综述中，以代表性论文 4 作为引文[59]，以图

文的形式整段介绍了我们的工作，并给予积极的评价。指出：

“目标物诱导邻位杂交电化学发光生物传感分析法成功地

(successfully)应用于细胞表面甲胎蛋白的高灵敏度分析和活

细胞表面甲胎蛋白的分型分析”。 

代表性论文5关于通用型探针多组分同时测定新策略，

南京大学的赵伟伟等人在发表于Coordination Chemistry 

Reviews, 2020, 424, 213519的综述中，以代表性论文5作为引

文[291]，以图文的形式整段详细介绍了我们的设计思想，并

给予积极的评价。指出：“基于通用型探针的新颖生物传感策

略(smart design)为多种蛋白激酶的同时检测提供了非常有潜

力(prospective)的思路”。 

综上所述，该项目的研究成果处于国际先进水平，得到

了国内外同行的广泛关注和认可，提高了我国在相关研究领



域的国际学术影响和地位。 

在生物传感分析新策略新方法和重大疾病生物标志物

分析研究方面的研究成果，分别获得2018年陕西高等学校科

学技术奖一等奖（生物标示物传感分析新原理新方法的研究）

和2022年陕西高等学校科学技术奖一等奖（重大疾病相关标

志物快速高精准分析新策略新方法研究）。 

漆红兰及项目组成员应邀参加了 2014年在意大利博洛

尼亚大学举行的“首届国际电化学发光会议”和 2019年在长

春应用化学研究所举行的“第三届国际电化学发光会议”等国

内外学术会议 20 余次，并作“电化学发光生物传感分析”的

专题报告；受邀为 2015 Analytical and Bioanalytical Chemistry、

2017年 ChemElectroChem、2020年 Journal of Analysis and 

Testing、2021年中国科学：化学、2022年Current Opinion in 

Electrochemistry等期刊电化学发光专刊撰写论文。 

通过本项目的完成，培养了 4 名博士研究生和 20 余

名硕士研究生。成果第一完成人漆红兰，担任Chinese 

Chemical Letter编委和Journal of Pharmaceutical Analysis青年

编委；2013年被评为陕西省青年科技新星，2015年获得国家

自然科学优秀青年基金项目资助，2016年获得陕西省化学会

优秀青年奖，2018年获得陕西青年科技标兵称号，2019年入

选陕西省创新人才推进计划中青年科技创新领军人才。 

由于突出的研究成果和不断的创新，项目组获得多项国

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和1项海外及港澳台学者合作研究

基金的持续支持，将继续促进本项目组对重大疾病生物标志



物快速高精准分析方面的深入研究，将促进本项目组的研究

从基础研究向应用研究转变。 

  



五、代表性论文专著目录（不超过 8 篇，其中代表作论文不超过 5 篇） 

序号 论文专著名称  刊名 作者 
第一完成

单位 
年卷页码 

发表 

时间 

通讯 

作者 

第一 

作者 

国内 

作者 

他引总

次数 

知识产

权是否

归国内

所有 

1 

Electrogenerated 

chemiluminescence 

biosensing  

Analytical 

Chemistry 

Honglan Qi, 

Chengxiao 

Zhang* 

陕西师范

大学 

2020, 92, 524-

534 

2019 

1202 
张成孝 漆红兰 

漆 红

兰，张

成孝 

81 是 

2 

Separation-free 

electrogenerated 

chemiluminescence 

immunoassay 

incorporating target 

assistant proximity 

hybridization and 

dynamically 

competitive 

hybridization of a 

DNA signal probe 

Analytical 

Chemistry 

Bing Wang, 

Suwen Shi, 

Xiaolin Yang, 

Yue Wang, 

Honglan Qi*, 

Qiang Gao, 

Chengxiao 

Zhang*  

陕西师范

大学 

2020, 92, 884-

891 

201912

06 

漆红兰 

张成孝 
王冰 

王冰，

石苏

文，杨

小林，

王月，

漆红

兰，高

强，张

成孝 

13 是 



  

3 

Electrochemiluminesc

ence imaging for the 

morphological and 

quantitative analysis of 

living cells under 

external stimulation  

Analytical 

Chemistry 

Hongfang Gao, 

Weijuan Han, 

Honglan Qi*, 

Qiang Gao, 

Chengxiao 

Zhang* 

陕西师范

大学 

2020, 92, 

8278-8284 

202005

27 

漆红兰 

张成孝 

高红方 

韩为娟 

高红

方，韩

卫娟，

漆红

兰，高

强，张

成孝 

18 是 

4 

Proximity 

hybridization-

regulated 

immunoassay for cell 

surface protein and 

protein- 

overexpressing cancer 

cells via 

electrochemiluminesce

nce 

Analytical 

Chemistry 

Xiaofei Wang, 

Hongfang Gao, 

Honglan Qi*, 

Qiang Gao, 

Chengxiao 

Zhang* 

陕西师范

大学 

2018, 90, 

3013-3018 

201802

13 

漆红兰 

张成孝 
王晓飞 

王晓

飞，高

红方，

漆红

兰，高

强，张

成孝 

42 是 

5 

Electrogenerated 

chemiluminescence 

bioassay of two 

protein kinases 

incorporating peptide 

phosphorylation and 

versatile probe 

Analytical 

Chemistry 

Xia Liu, 

Manman Dong, 

Honglan Qi*, 

Qiang Gao, 

Chengxiao 

Zhang 

陕西师范

大学 

2016, 88, 

8720-8727 

201608

12 
漆红兰 刘霞 

刘霞，

董曼

曼，漆

红兰，

高强，

张成孝 

25 是 



六、主要完成人情况 

姓名 
排

名 

行政 

职务 

技术 

职称 

工作 

单位 

完成 

单位 
对本项目贡献 

漆红兰 1 无 教授 
陕西师

范大学 

陕西师

范大学 

项目负责人，主要学术思想提出者，负责确定

研究内容及方案。对创新性成果 1、2、3 均

做出重要贡献，主要负责创建了基于通用型

探针同时检测多种恶性肿瘤生物标志物的电

化学发光传感分析新策略和电化学发光单细

胞成像分析新策略研究，是代表性论文 1 的

第一作者，是代表性论文 2、3、4、5 的通讯

作者。 

张成孝 2 无 教授 
陕西师

范大学 

陕西师

范大学 

项目的主要实施者和组织者，主要学术思想

提出者，对创新性成果 1、2、3、4 均有重大

贡献，主要负责创建了目标物诱导邻位杂交

电化学发光生物传感分析新策略，是代表性

论文 1、2、3、4 的通讯作者。 

高强 3 无 教授 
陕西师

范大学 

陕西师

范大学 

项目的组织者之一，对创新性成果 2 有重要

贡献，主要负责开展了同时检测多种生物标

志物的电化学发光生物传感新策略研究，是

代表性论文 2、3、4、5 的共同作者。 

高红方 4 无 讲师 
无锡学

院 

陕西师

范大学 

项目的主要实施者和参与者之一，对创新性

成果 3 有重要贡献，主要负责开展了反相电

化学发光细胞成像分析新策略研究的实验和

数据处理工作，是代表性论文 3 的第一作者，

代表性论文 4 的共同作者。 

王冰 5 无 讲师 
河北医

科大学 

陕西师

范大学 

项目的主要实施者和参与者之一，对创新性

成果 1 有重要贡献，主要负责开展了动力学

竞争目标物诱导邻位杂交电化学发光生物传

感新策略研究的实验和数据处理工作，是代

表性论文 2 的第一作者。 

王晓飞 6 无  
陕西师

范大学 

陕西师

范大学 

项目的主要实施者和参与者之一，对创新性

成果 3 有重要贡献，主要负责开展了基于目

标物诱导邻位杂交和信号物质嵌入的电化学

发光生物传感新策略研究的实验和数据处理

工作，是代表性论文 4 的第一作者。 

七、主要完成单位情况 

陕西师范大学 

作为本项目的依托单位，陕西师范大学为项目的顺利完

成并取得优异成绩做出了重要贡献，主要表现为：（1）组织



并完成了项目策划和实施工作；（2）为项目的顺利实施提供

了人力资源与优质的工作环境与场所；（3）提供了本项目所

需的设备、能源、图书资料和数据库等资源。 

八、完成人合作关系说明 

漆红兰（主要完成人一）和项目组其他成员科研合作

多年，已完成了或正在进行多个合作科研项目，合作发表

了众多高水平期刊论文等。具体介绍如下： 

1 漆红兰（主要完成人一）、张成孝（主要完成人二）和高

强（主要完成人三）一直保持着科研合作关系。漆红兰

自 1999 年开始在张成孝教授课题组攻读硕士、博士学

位，2005 年加入张成孝教授研究团队至今。漆红兰/1、

张成孝/2 合作发表论文 1-5。高强（主要完成人三）于

1997-2000 年间在张成孝教授课题组攻读硕士学位，2006

年开始加入张成孝教授研究团队，与第一和第二完成人

合作开展研究工作至今。漆红兰/1、张成孝/2、高强/3 合

作发表论文 2-5。 

2 高红方（主要完成人四）于 2013-2020 年间在漆红兰教授

（主要完成人一）课题组攻读博士学位，该工作是博士期

间工作的延续，漆红兰/1、张成孝/2、高强/3、高红方/4 合

作发表论文 3 和 4。 

3 王冰（主要完成人五）于 2013-2019 年间在张成孝教授（主

要完成人二）课题组攻读博士学位，该工作是博士期间工

作的延续，漆红兰/1、张成孝/2、高强/3、王冰/5 合作发表

论文 2。 



4 王晓飞（主要完成人六）于 2015-2022 年间在漆红兰教授

课题组攻读博士学位，漆红兰/1、张成孝/2、高强/3、王晓

飞/5 合作发表代表性论文 4。 

5 漆红兰/1、张成孝/2、高强/3、高红方/4、王冰/5、王晓飞

/6 合作共同获得陕西省高等学校科学技术奖一等奖。 

迄今为止，上述成员的科研合作一直在密切进行，成

果丰富，见代表性论文和知识产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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