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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员

导师类别：硕士生导师

性别： 女

学历：博士研究生

学位：博士

联系方式
Contact Information

所属院系：药用植物研究所

所属专业： 中药学

邮箱 : wjin@implad.ac.cn

工作电话 : 010-57833279

研究方向
Research Directions

个人简介
Personal Profile

2007年毕业于北京协和医学院生药学专业获得理学博士学位。主要从事防治糖脂代谢紊乱等疾病的天然产物及健康产品研究。

作为项目负责人和项目骨干，承担和参加了国家重点研发计划专项、十一五、十二五、十三五国家科技重大专项新药创制项

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国家级和北京市外专局项目、北京市自然基金、中国医学科学院医学与健康科技创新工程项目（重大

协同创新项目）、北京诺和诺德－协和英才基金、中关村开放实验室支持资金等30余项课题。担任中国医学科学院-普度大学

脂肪代谢联合实验室的中方实验室负责人。发表论文50余篇，申请国内发明专利13项，获得授权专利5项，参编著作6部。承担

北京协和医学院研究生院《中药药理学专论》的教学工作，担任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化妆品评审专家、北京市自然科学基

金评审专家、北京市科委评审专家，任中国中药协会脑病药物研究专业委员会委员、中国中西医结合学会微循环专业委员会委

员、中国卫生监督协会化妆品科学技术专业委员会委员，担任《中国比较医学杂志》等编委和Acta Pharmacologica Sinica、

《生物化学和分子生物学》、《Chinese Herbal Medicines》等杂志的审稿专家等。

中药防治糖脂代谢紊乱药效及其作用机制研究,中药防治糖脂代谢紊乱药效评价关键技术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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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专业 招生人数 年份

1 (100800)中药学 1 2021

招生信息

药用植物研究所

报考意向

姓名: 手机号码：

邮箱： 毕业院校：

所学专业： 报考类型：

个人简历： 支持扩展名：.rar .zip .doc .docx .pdf .jpg .png .jpeg

成绩单： 支持扩展名：.rar .zip .doc .docx .pdf .jpg .png .jpeg

其他材料： 支持扩展名：.rar .zip .doc .docx .pdf .jpg .png .jpe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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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研项目

1、国家重点研发计划“三七生态种植技术与大健康产品研发及产业化”课题四-三七防治心脑血管病核心功效关键靶标研究及应

用”(2017YFC1702504），2018/01-2021/12, 课题负责人

2、国家科技重大专项重大新药创制项目“现代天然药物复杂体系研发关键技术”课题二-天然药物有效成分群间功效关联性评价

关键技术研究(2018ZX09711001-009), 2018/01-2020/12, 课题负责人

3、医学与健康科技创新工程项目（重大协同创新项目）“肌信息素Irisin及相关天然产物调控糖脂代谢的研究”，2016/01-

2020/12，课题负责人

4、国家自然基金面上项目: 抑制内皮细胞过度糖酵解抗动脉粥样硬化治疗新策略的机理研究及龙牙木皂苷的干预作用

(81973514)，2020/01-2024/12, 主要参加人。

5、国家自然基金面上项目: Irisin 调控肌肉和脂肪对胰岛素敏感性的研究(81471070)，2015/01-2018/12，第二参加人。

6、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 半夏泻心汤治疗伊立替康肠毒性药效物质基础及作用机理研究(81274054)，2013/01-

2016/12，第二参加人。

7、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 清络方抑制血管增生作用的效应分子组合及其效应关系研究(30772710)，2008/01-2010/12，

第二参加人。

8、 “重大新药创制”科技重大专项: 创新药物研究开发技术平台建设-中药新药发现和评价技术平台-代谢性疾病评价平台

(2012ZX09301002-001)，2012/01-2015/12，子课题负责人

9、 “重大新药创制”科技重大专项: 创新药物研究开发技术平台建设-早期成药性评价关键技术平台(2012ZX09101)，2012/01-

2015/12，子课题负责人

10、 “重大新药创制”科技重大专项: 创新药物研究开发技术平台建设-中药新药发现和评价技术平台-代谢性疾病评价平台

(2009ZX09301-003-12-03)，2009/01-2010/12，子课题负责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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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成果

近期发表的文章：

1.       Yan Xiong#, Zihuan Wu#,Bin Zhang, Chao Wang, Fengyi Mao, Xiao Liu, Keping Hu, Xiaobo Sun, Wen Jin*

andShihuan Kuang*, Fndc5 loss-of-function attenuates exercise-induced browning ofwhite adipose tissue in mice，The

FASEB Journal. 2019, 33(5): 5876-5886（IF：5.595）

2.       Wen Jin, Bing Cui, Pingping Li, Fang Hua,Xiaoxi Lv, Jichao Zhou, Zhuowei Hu, Xiaowei Zhang*, 1,25-

DihydroxyvitaminD3protects obese rats from metabolic syndrome via promoting regulatory Tcell-mediated resolution of

inflammation. Acta Pharmaceutica Sinica B. 2018, 8(2):178-187（IF：6.014）

3.       Yan Xiong#, Feng Yue#, Zhihao Jia, YunGao, Wen Jin, Keping Hu, Yong Zhang, Dahai Zhu, Gongshe Yang,*, Shihuan

Kuang*.A novel brown adipocyte-enriched long non-coding RNA that is required for brownadipocyte differentiation and

sufficient to drive thermogenic gene program inwhite adipocytes. Biochim Biophys Acta- Molecular and Cell Biology of

Lipids.2018, 1863(4):409-419

4.       何洋，黄源达，关焕玉，王小明，罗钧锦，金文*，石钺*. 复方龙芪汤对2型糖尿病大鼠周围神经病变的作用和机制, 中华

中医药学刊, 2019,37(11), 2694-2698

5.       孙乐，贺震旦，杨润梅*，高南南，许利嘉，金文。粗壮女贞总苷降脂作用及其基于AMPK 通路的降脂作用机制研究。中

国药理学通报；2017, 33( 8) : 1073～9

6.       吴子环，胡雄兵，毛凤仪，王超，张彬，庄峰锋，胡克平，孙晓波，刘晓，匡世焕，金文*. TALEN构建Fndc5 基因敲除

小鼠及初步分析，中国比较医学杂志，2016,26（6）：37-41

授权专利：

1.   一种糖尿病并发症神经病变大鼠模型的创建（ZL 201510012977.X）

2.  TLR2配基PGN治疗代谢综合征的用途  (ZL 200710099311.8)

3.   卡介苗预防和逆转高血压引起的心血管组织肥厚和纤维化  (ZL 200610113021.X)

4.   抗Toll样受体2抗体抑制肿瘤转移的用途  ( ZL 20061011327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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