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引进人才 

聘期考核表 

 

 

 

 

 

姓        名：      侯锡苗             

所 在 单 位 ：     生命学院           

填 写 日 期：    2017.11.2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高层次人才工作办公室制 

 

  



 

填写说明 

一、填写要严肃认真、实事求是、内容详实、文字精炼。 

二、请逐项认真填写，没有的填“无”。 

三、填报的各项工作成绩或数据，必须是来校工作所取得的成果，且

是以西北农林科技大学为第一单位。 

四、发表论文均以第一作者或通讯作者为准。 

五、各种论文、成果、奖励和授权专利等，均需复印件单独装订一册

作为附件材料。 

  



一、总结简表 

个

人

基

本

情

况 

姓名 侯锡苗 
性

别 
女 民族 汉 出生年月 1982.11 

最终学位 

及毕业学校 

博士研究生 

中国科学院物理

研究所 

研究 

领域 

生物物

理 
研究方向 

生物大分子的工作

机制 

专业技术职务 副教授 
行政 

职务 
无 

电子邮

箱 

houximiao@nwsuaf.edu

.cn 

研究依托的实验室、科研平台（中

心） 
生命学院奚绪光教授实验室 

联系电话 87081664 传真 无 
手

机 
18710514702 

学

校

支

持 

科研启动费 

（万元） 

实验室设备费 

（万元） 

专业技术职务

（岗位级别） 
博导（硕导） 其他 

50 0 副教授 5级 硕导 无 

来

校

工

作

以

来

工

作

情

况 

经费使 

用情况 
资 助 总 额  139.5  万元 实际支出金额    107.5 万元 

学术交流 

大会特邀报告

（篇） 
分组报告（篇） 邀请讲学（次） 被邀讲学（次） 

国 际 无 国 际 无 国 际 无 国 际 无 

国 内 无 国 内 2 国 内 无 国 内 无 

授课情况 授课门类 4 授课时数 324 
授课对象（本

科、研究生） 
本科 

入选人才

支持计划 

国家级 省部级 

无 无 

发明专利 

申请 已授权 

国际（项） 国内（项） 国际（项） 国内（项） 

无 无 无 无 

发表论文 

国际三大检索系统、

SSCI、CSSCI 收录

（篇） 

国际三大检索系统、

SSCI、CSSCI 源刊全文发

表（篇） 

其他（篇） 

4 4 无 



新增主持

研究课题 

国家级（项） 省部级（项） 
年均到位研究经费 

（万元） 

1 无 10 

获奖情况 
国际（项） 国家级（项） 省部级（项） 

无 无 无 

人才培养

情况 

博士后（人） 博士（已获学位） 硕士（已获学位） 学士（已获学位） 

0 0\0 2\0 1\0 

二、合同聘期目标任务 

申请国家自然基金 1 项； 

发表 SCI 论文 2-3 篇； 

为本科生开设相关课程 2-3 门，指导硕士研究生 2-3 名。 

三、个人思想品德情况 

申请人热爱祖国，坚决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一直认真学习党的理论和思想，积极贯彻党

的方针和政策。入职西北农林科技大学之后，不断提升自身的教学与科研能力，积极培养国家亟

需的生物物理方向的专业人才。 申请人一直严格遵守学术道德规范，坚持严谨的治学态度和创

新的科学精神。 

 

四、主要研究内容及工作进展（限 1000字以内） 

申请人主要采用物理学手段解决生命系统中的问题，属于物理与生物的交叉学科。近几年围

绕“基因组稳定性的维护机制”，利用单分子成像以及单分子操纵技术研究了高级核酸结构的折

叠，解旋酶、聚合酶等马达蛋白的工作机制。自2012年在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工作期间，申请人建

立了单分子生物物理实验平台，并在国内率先将单分子荧光共振能量转移技术应用于解旋酶、聚

合酶等生物大分子的研究。经过近几年的实践摸索，建立起一套有效研究蛋白质与核酸互作机理

的方法体系，使我们能够不断深入理解参与基因组稳定性维护的诸多生物大分子的工作机制。申

请人重点对G-quadruplex DNA (G-四链体，简称G4结构)的形成机制与生物学功能进行了系统深

入的探索。G4结构是由富含鸟嘌呤的DNA序列折叠形成的高度稳定的核酸结构，对DNA的复制

转录以及端粒稳定性具有重要影响，与人类健康息息相关。 

申请人在这个领域的贡献具体有以下几点：  

1.1  G4 DNA结构特征与稳定性 

用单分子方法研究G4 DNA结构的折叠和去折叠动力学，证实了G4 DNA 折叠中间态



G-triplex和G-hairpin的存在，最终提出人类端粒DNA结构的多路径折叠机制。这些研究结果对于

理解细胞内部解旋酶和聚合酶等相关蛋白如何与G4 DNA相互作用以及抗癌药物设计具有重要

意义。 

1.2  G4 DNA解旋酶工作机制方面 

首次发现Pif1解旋酶以分步解旋和重复解旋的方式将G4打开，这样的循环解旋方式为聚合酶

顺利通过G4障碍提供了更多机会；发现G4结构及G-rich序列能够大大激活Pif1解旋双链的活力，

并对激活现象背后的机理进行了深入解释。这些结果很好的解释了Pif1作为一个弱的双链DNA解

旋酶如何在细胞内发挥解旋功能。此外，研究了BLM 、WRN、RecQ对不同DNA结构的作用机

理，填补了对这些解旋酶分子机理认识的空白。 

在此课题中，申请人以第一作者或通讯作者在 Nucleic Acids Research 上发表论文 3 篇，以

并列第一作者在 Journal of the American Chemical Society 上发表论文 1 篇。申请人主持国家自然

科学基金一项，参与自然基金两项。2015-2017 连续 3 年获得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基本科研业务费

资助，并于 2017 年入选西北农林科技大学“青年英才培育计划”。 

 

五、新增省部级以上研究课题情况（限主持的研究课题） 

2014.1-2016.12 用单分子方法研究 G-四链体 DNA 结构稳定性和解旋机制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青

年项目 30 万元。 

六、发表学术论文情况（限第一作者或通讯作者） 

国际三大检索系统、SSCI、CSSCI收录论文情况（影响因子及分区情况以中科

院 SCI期刊分区为准） 

1. Xi-Miao Hou, Yi-Ben Fu, Wen-Qiang Wu, Lei Wang, Fang-Yuan Teng, Ping Xie, Peng-Ye Wang, 

Xu-Guang Xi; Involvement of G-triplex and G-hairpin in the multi-pathway folding of human telomeric 

G-quadruplex. Nucleic Acids Research, https://doi.org/10.1093/nar/gkx766 (2017) (SCI, IF=10.162， 中科

院分区： 1 区) 

2. Bo Zhang, Wen-Qiang Wu, Na-Nv Liu, Xiao-Lei Duan, Ming Li, Shuo-Xing Dou and Xi-Miao Hou* and 

Xu-Guang Xi* G-quadruplex and G-rich sequence stimulate Pif1p-catalyzed downstream duplex DNA 

unwinding through reducing waiting time at ss/dsDNA junction. Nucleic Acids Research, 44, 8385-8394 

(2016) (SCI, IF=10.162， 中科院分区： 1 区，被引频次：2) 

https://doi.org/10.1093/nar/gkx766


3. Wen-Qiang Wu, Xi-Miao Hou*, Ming Li, Shuo-Xing Dou and Xu-Guang Xi*. BLM unfolds 

G-quadruplexes in different structural environments through different mechanisms. Nucleic Acids 

Research. 43(9), 4614-4626 (2015) (SCI, IF=10.162， 中科院分区： 1 区，被引频次：16) 

4. Xi-Miao Hou, Wen-Qiang Wu, Xiao-Lei Duan, Na-Nv Liu, Hai-Hong Li, Jing Fu, Shuo-Xing Dou, Ming 

Li and Xu-Guang Xi. Molecular mechanism of G-quadruplex unwinding helicase: sequential and repetitive 

unfolding of G-quadruplex by Pif1 helicase. Biochemical Journal. 466:189-199 (2015) (SCI, IF=3.8， 中

科院分区： 2 区，被引频次：18) 

发表其他论文情况 

无 

 

七、新获省部级以上奖励情况 

 

无 

八、申请及获批专利情况 

无 

 

九、为本科生、研究生讲授课程、学术报告等情况 

请按照授课门类；授课时数；授课对象（本科生、研究生）顺序填写 
1. 基础生物化学；  72； 本科生 

2. 生物大分子结构解析； 96；本科生 

3. 基础生化实验；160；本科生 

4. 生物技术综合大实验；96；本科生 

十、国内外学术交流情况 

2012 年软物质物理会议，报告题目“活细胞内绿色荧光蛋白的单分子探测”； 

2017 年中国物理学会年会，报告题目“G-四链体 DNA 解旋酶工作机制的单分子研究”。 

十一、学校资助经费使用情况 

1. 2013.1-2015.12      

引进人才科研启动费   50 万元 

2. 2015.1-2017.12 

基本科研业务费    用单分子方法研究 G-四链体解旋酶的工作机理； 10 万元； 

3. 2016.1-2016.12  

基本科研业务费    G4 RNA 解旋酶工作机理的单分子研究； 4 万元； 



4. 2017.1-2017.12  

基本科研业务费    G4 DNA 结构稳定性对 Pif1 解旋行为的调控； 5.5 万元 

5. 2017.1-2019.12 

青年英才培育计划  用单分子方法研究四链螺旋 RNA 的结构稳定性与解旋机制；40 万

元。 

 

 

十二、存在的主要问题及需要说明的其它情况 

无 

十三、下一步工作计划 

目前，人们越来越多的认识到 G4 RNA 结构在细胞内对蛋白表达、维护端粒结构稳定性具有极其重

要的调控作用。然而由于实验材料制备、观测方法等因素的限制，关于 G4 RNA 诸多方面的认识还比较

粗浅或者依然处于空白阶段。本项目主要利用单分子生物物理手段，并结合快速反应-停流方法，从分子

层面对 G4 RNA 的折叠机制、与抗癌药物分子相互作用机理、特异解旋酶对 G4 RNA 结构的调控机制等

三个方面进行研究，具体阐述如下： 

 

(1) G4 RNA 结构的折叠机制及稳定性。 

我们将首先从 G4 RNA 的稳定性和折叠构型这两个最基本的问题入手，从单分子层次研究 G4 RNA

的结构特征及稳定性，具体内容包括： 

 G4 RNA 的折叠路径。用单分子 FRET 方法观察单个 G4 RNA 结构的动态变化，分析存在的状态数目

以及每个状态代表的 RNA 结构，得到不同状态之间转换的规律。我们拟选取人类 TERRA 序列

(GGGUUA)4 和原癌基因 NRAS 5′ UTR G4 序列 GGGAGGGGCGGGUCUGGG 进行研究。 

 G4 RNA 在折叠过程中是否存在稳定的中间状态。我们拟构建(GGGUUA)3和(GGGUUA)2序列，研究

G-triplex 和 G-hairpin RNA 能否形成。 

 G4 RNA 稳定性与 RNA 序列的关系。我们拟采用几种常见的 G4 RNA 序列，包括人类 TERRA 序列

(GGGUUA)4,以及突变后的序列(GGUUA)4、(GGGGUUA)4、(GGGUUUA)4等，研究 G-column 层数、

loop 长度等因素的影响。 

 G4 RNA 与溶液环境的关系。K
+、Na

+、Mg
2+、PEG 等对 G4 DNA 结构的稳定性和折叠构型具有极其

重要的影响。我们将研究这些因素对 G4 RNA 是否具有作用。 

 

(2) G4 RNA 结构与小分子配体的相互作用。 

G4 RNA 序列存在于许多基因(包括若干癌基因)的 5′ UTR 区域。越来越多的研究表明此类结构是理

想的抗癌药物作用靶点，小分子配体可以通过以下几种途径对 mRNA 的翻译过程进行调控：(i) 稳定 G4 

RNA 结构，从而抑制核糖体的组装或在 mRNA 上的移动；(ii) 破坏 G4 RNA 结构，激活翻译过程；(iii) 

干扰 G4 RNA 与相关蛋白的结合。 

我们拟选取 TMPyP4 和 RR82 这两类具有代表性的小分子作为研究对象，利用单分子 FRET 和磁镊

来研究它们与 NRAS 5′ UTR G4 RNA 的相互作用，从而理解它们破坏或者稳定 G4 RNA 的物理学基础，

为未来以 G4 RNA 为靶点的抗癌药物设计提供依据。 

 

(3) 特异解旋酶对 G4 RNA 结构的调控机制。 

目前发现的具有解旋 G4 RNA 功能的解旋酶共有三种，分别是 eIF4A、RHAU 和 RHA，其中 RHAU

既可以解旋 G4 DNA，也可以解旋 G4 RNA。在 RHAU 与 G4 DNA 互作方面我们实验室近几年已经积累

了不少结果。因此，在本项目中，我们将重点研究 eIF4A，RHAU 和 RHA 对 G4 RNA 的作用机理。具



体内容阐述如下： 

 eIF4A 解旋酶。 2014 年 Nature 文章首次报道 eIF4A 具有解旋 5′ UTR 区域 G4 RNA 结构 (CGG)4 的

功能，使我们对 eIF4A 有了全新的认识。那么，eIF4A 解旋 G4 RNA 的具体过程包含哪些步骤？是否

类似于解旋RNA发卡表现出重复性？和具体G4 RNA序列有无关系？伴侣蛋白 eIF4G、eIF4H对 eIF4A

解旋 G4 RNA 有怎样的影响？这些分子机制问题的回答将帮助我们来理解 eIF4A 如何通过解旋 G4 

RNA 调控蛋白质合成的起始。  

 RHAU 解旋酶。G4 RNA 是 RHAU 在细胞内的重要天然生理底物。然而截至目前，虽    

  然人们已经了解了 RHAU 与 G4 DNA 相互作用的一些信息，关于 RHAU 如何在单分子 

  层次识别并解旋 G4 RNA 尚未有深入报道。 

 RHA 解旋酶。G4 RNA 是 RHA 在细胞内的天然底物，解旋 G4 RNA 对于 RHA 在 RNA 转录、干扰、

蛋白质翻译过程中发挥调控功能意义重大。遗憾的是，到目前为止，人们仅仅认识到 RHA 具备解旋 G4 

RNA 的能力，对于背后的分子机理以及可能具有的生理作用还知之甚少。因此，这方面的研究显得极为

迫切。 

 

承  诺  书 

本人郑重承诺，以上所填内容真实，对填写所有内容负责。 

 

签字： 

年     月    日 

十四、学院教授委员会考核意见 

 

 

 

 

 

 

 

 



考核意见： 

 

□优秀              □合格                □不合格 

 

教授（学术）委员会主任签字：                   年    月    日 

教授委员会成员签字： 

 

 

 

 

 

                                          年    月   日 

十五、学院意见 

 

 

 

                                  

（公章） 

党委书记（签字）：                   年    月    日 



参加考核人员的工作报告内容是否属实：□是     □否 

请定性描述参加考核人员聘期目标任务完成情况，明确考核结果及是否同意续聘。如同意
续聘，请对参加考核人员提出今后工作安排的建议方案。 

 

 

 

 

 

□优秀              □合格                □不合格 

□续聘              □不续聘 

                                  

（公章） 

院长（签字）：                   年    月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