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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研项目
主持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青年科学基金项目“热休克蛋白对应激损伤心肌细胞线
粒体功能的影响及相关信号通路研究”（31802157），2019.01.01-2021.12.31
主持 2018 年度“江苏省博士后科研资助计划“资助项目“Hsp90 通过 PI3K-AKT
通路抵抗热应激损伤心肌细胞机制的研究”（2018K206C），2018.09-2020.08
主持江苏省普通高校研究生科研创新计划项目（KYLX15-0536），
2015.06-2016.06
主持企业项目“猪繁殖与呼吸综合征病毒的病毒重组活载体疫苗开
发”2017-2021
参与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热休克蛋白表达和翻译后修饰在鸡心肌细胞抗热
应激损伤中的保护作用”（31672520），2017-2020
参与国家重点基础研究发展规划(973 计划)项目，2014CB138502，猪繁殖力的
生理学及 相关遗传调控机理，2014/01-2018/08
参与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热休克蛋白过表达抵抗心肌应激损伤的分子
机制”（31372403），2014-2017
参与校企合作横向课题“两种生物酶原料及复合蛋白酶乳房注入剂新兽药应用
与开发研究”，2012-2014
参与农业部公益性行业（农业）科研专项项目“家畜生产运输过程中环境应激响
应及调控技术研究”子项目（201003060-11），2010-2014
参与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运输应激猪热休克蛋白表达规律及应对应激损伤
的分子机制（30972165），2010-2012

参与校企合作横向课题“磷酸替米考星原料药、可溶性粉新兽药临床前及临床试
验研究”，2010-2013
参与企业项目“奶牛乳房炎疫苗开发”，2017.07-2017.12
荣誉奖项：
教育部 2016 年度高等学校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科学技术）自然科学奖二等奖
江苏省 2016 年度教育科学研究成果奖（高校科学技术研究类）二等奖
中国畜牧兽医学会兽医病理学分会学术研讨会优秀青年论文奖（2015 年）
中国畜牧兽医学会兽医病理学分会学术研讨会优秀青年论文奖（2014 年）
南京农业大学优秀博士毕业生
江苏省优秀学生干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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