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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国家重点基础研究发展计划

2011 年，国家重点基础研究发展计划（含国家重大科学研究计划）围绕国家重

大需求，在农业科学、能源科学、信息科学、资源环境科学、健康科学、材料科学、

制造与工程科学、综合交叉科学和重大科学前沿，以及蛋白质研究、量子调控研究、

纳米研究、发育与生殖研究、干细胞研究和全球变化研究六个国家重大科学研究

领域、重大科学前沿领域进行了前瞻性部署，加强科技项目的科学管理，取得良

好成效。

（一）973计划

1. 项目、经费与人员安排
2011 年，973 计划共部署项目 111 项，在研项目达到 478 项，投入总经费 45 亿

元（含重大科学研究计划）。

图 3-1 2011 年 973 计划立项项目按领域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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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2 2011 年 973 计划在研项目按领域分布

图 3-3 2011 年 973 计划在研项目按地区分布

图 3-4 2011 年 973 计划在研项目按单位性质分布

2011 年，承担 973 计划研究任务的科研人员达到 5.89 万人。

图 3-5　2011 年 973 计划在研项目承担人员专业技术职务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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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主要成效
（1）总体成果

2011 年，973 计划在研项目共发表论文 3.3 万余篇，其中国外发表论文约 2.2 万

篇，出版专著 9147 万字 ；申请专利 4306 件，已获授权 1750 件 ；获得国家自然科学

二等奖 15 项、技术发明二等奖 10 项、科技进步一等奖 7 项 ；培养博硕士研究生 1.48

万人，优秀中青年人才 150 余人。

（2）各领域取得的进展

①农业科学

“植物生殖发育与育性的分子基础及其在农业中的应用”项目克隆了光温敏不育

基因，并发现该基因的功能缺失是产生光温敏不育的主要原因 ；将温敏不育系与优良

品种杂交，获得了可保持稳定温敏不育性的植株。这一发现揭示了光温自然条件的改

变调控两系水稻可育与不育的分子机制，对未来两系水稻不育系的培育，水稻育种新

战略的实施具有重大意义。

温敏核不育材料的创制

“棉花纤维品质功能基因组研究及优质高产新品种的分子改良”项目在棉纤维发

育相关研究提出两种策略，已成功用于棉纤维产量品质的协同提高。

“北方草地与农牧交错带生态系统维持与适应性管理的科学基础”项目修正了生

物多样性的中性理论，提出“近中性理论”，对改进生物多样性理论的应用价值有重

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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草地项目试验样地

“肥料减施增效与农田可持续利用基础研究”项目初步揭示了根际 / 肥际微域氮磷

转化过程及其提高利用效率的机理 ；建立了农田养分精准调控方法，提出并验证了典

型区域肥料减施 20%～ 30% 的技术途径与模式，为农田肥料的减施增效奠定了基础。

②能源科学

“南海深水盆地油气资源形成与分布基础性研究”项目提出地震多次波偏移成像

方法，为地震成像研究开拓出一个全新研究方向。成果在油气资源开采方面展示出非

常广阔的应用前景。

采用传统逆时偏移成像方法 ( 左 ) 和多次波逆时偏移成像方法 ( 右 ) 处理结果对比

“重油梯级分离与高效转化的基础研究”项目建立了系统的重油组成 - 结构 - 催

化转化的研究方法 ；发展了新的超临界流体萃取体系 ；研制出高性能 ZSM-5 催化材

料。研究成果支撑了 20 万吨 / 年催化裂化汽油加氢改质工业装置的建立并完成了工

业化试验。

“高效低成本新型薄膜光伏材料与器件的基础研究”项目将具有陷光作用的向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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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联苯氰类液晶引入染料敏化太阳电池用电解

质中，使得电池电流有明显增加，电池效率达

到了 8.18%。成果为新型薄膜太阳电池在光伏

发电中的应用奠定了坚实的科学基础。

③信息科学

“超高频、大功率化合物半导体器件与集

成技术基础研究”通过发展 GaN（氮化镓）同

质外延技术，研制成功高击穿电压肖特基整流

器，其反向击穿电压达到 670V，接近于相应器件结构击穿电压的理论极限。成果为

深入研究线性缺陷对 GaN 基器件漏电流贡献的物理机制奠定了非常重要的基础。

在 GaN 同质外延层上研制的 GaN 肖特基整流器及其反向漏电流统计分析

“一体化可信网络与普适服务体系基础研究”结果有望改进传统互联网在安全性、

移动性、路由表可扩展性等方面的不足，大幅度提升互联网在服务迁移、服务可靠接

入、普适服务等方面的能力。

④资源环境科学

“我国冰冻圈动态过程及其对气候、水文和生态的影响机理与适应对策”项目在

冰冻圈变化机制、冰川动力响应模拟、复杂地形积雪遥感反演方法等方面取得突出进

展，得到国际高度评价。

基于向列相液晶准固态电解质的扫描电镜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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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 - 喜马拉雅地区生物多样性演变与保护研究”项目收集保存了中国 - 喜马

拉雅地区 2000 多个物种约 14 万份样品。建立了我国喜马拉雅地区特色生物基因资源

库，同时建立了一系列适用于物种和群体水平研究的多基因遗传标记系统。

“中亚造山带大陆动力学过程与成矿作用”项目构建了中亚造山带增生成矿的理

论框架，推动了大陆动力学与成矿理论的创新，为矿产资源勘查提供了新思路 ；在该

理论指导下的矿集区预测为矿产勘查提供了导向，为国家矿产资源接续基地和西部资

源安全通道的建设提供科学依据与技术支撑。

⑤健康科学

“炎症反应的细胞信号转导网络与肿瘤的关系”项目阐明了环境胁迫下能量耗竭

诱导抑制细胞生长的应激通路，将环境胁迫的应激通路与控制细胞生长的 mTORC1

天山乌鲁木齐河源 1 号冰川变化

西准噶尔地区大型、超大型斑岩铜、金矿床潜力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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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路整合起来，深化了人们对于应激反应的认识，将对认识炎症反应及肿瘤发生具有

指导意义。

“免疫识别、免疫调节与免疫相关性疾病发生和干预的基础研究”项目发现和认

识了调控 I 型干扰素产生的新机制，将有助于深入认识疾病的发病机制，并对寻找新

的药物靶标和抗病毒药物的研发提供指导，具有重大的科学意义和应用价值。

“乙型肝炎重症化的致病机制、临床预警和转归的基础研究”项目揭示了热休克

蛋白 gp96 在调节免疫反应中的新功能，它有可能打破慢性 HBV 感染免疫治疗中的免

疫耐受，研究结果发表在 Vaccine 上，对了解乙肝的致病机制具有重要意义。

“重要致病性细菌微进化的研究”完成了

对德国致病性大肠杆菌基因组测序及分析并

向全球免费公开所有数据，成果发表在医学

顶级刊物 The New England Journal of Medicine

上。这一研究成果不仅对德国致病性大肠杆

菌的进化起源和致病性等方面的研究打下了

坚实的基础，更为重要的是为全球其他传染

性疾病的应对机制提供了一个新的国际协作

模式。

“重要病毒跨种间感染与传播致病的分

子机制研究”揭示了单纯疱疹病囊膜表面糖

蛋白 D（gD）与其细胞受体 nectin-1 的复合

体结构，从而解析了这两者之间的分子水平

上的相互作用模式。相关成果发布在 Nature 

Communications 杂志上。

“经 穴 效 应 循 经 特 异 性 规 律 及 关 键 影

响因素基础研究”观察了功能性消化不良

（FD）患者与健康受试者静息状态下脑葡萄

糖代谢的差异，发现了脑区前扣带回、中扣

肠出血性大肠杆菌

nectin-1 /gD 复合物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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带回、脑岛、丘脑和小脑葡萄糖代谢的增强与患者病情的严重程度呈正相关。研

究表明上述区域可能是与 FD 病情相关的核心脑区，有可能是针刺治疗 FD 起作用

的靶点脑区。

⑥材料科学

“先进复合材料空天应用技术基础科学问题研究”项目创立了“层内增刚，层间

增韧，层层强化连接”的学术思想，建立了冲击能量的预估方法，通过纤维表面纳米

结构、微结构“层内纳米增刚”、混杂纤维等多尺度多层次改性和优化，提高了复合

材料冲击韧性，并初步解决了 BVID（目视勉强可见的冲击损伤）可检性问题。

“光催化材料及其应用的基础研究”项目通过开展新型可见光光催化材料的理论

设计、材料制备、微结构调控，发现了一种经过改性的氧化物材料 BiVO4，初步解决

了光催化材料在分解海水中的稳定性问题 ；项目组与国外研究机构联合发现了石墨结

构 g-C3N4 聚合物半导体光催化材料，开辟了光催化材料研究的一个新方向。

“高性能钢的组织调控理论与技术基础研究”项目提出了中锰钢逆相变奥氏体组

织调控技术思想，得到亚微米超细化亚稳奥氏体 M3 组织，通过工业流程初步验证，

达到了第三代汽车用钢 30GPa% 强塑积目标 ；开发了适合第三代低合金钢的超快冷成

套设备及工艺技术，并在管线钢和桥梁钢中进行了初步工业性试验。

⑦制造与工程科学

“全断面大型掘进装备设计制造中的基础科学问题”项目将机器人设计的顺应性

理论引入掘进机构的设计，建立了掘进机构系统设计的顺应性理论，提出了一种新的

V 型推进机构型 ; 发明了基于透镜聚焦原理和无衍射光的姿态角测量新方法，为掘进

装备的精确控制提供了技术保证。相关成果已应用于国内多家掘进装备制造企业，为

我国掘进装备实现自主设计发挥了作用。

“空间飞行器长寿命关键构件制备与服役中的基础问题”项目设计开发了一种高

性能的锆基非晶合金和两种新型锆合金 ；揭示了一种新的材料塑性变形机制——位错

团簇变形机制 ；发明了相变制冷凝固新技术，可实现大块体锆基非晶合金的制备 ；建

立了一种低温电塑性加工技术，有望用于解决难变形金属合金和非晶等的低温强变形

加工成型难题。

“深部重大工程灾害的孕育演化机制与动态调控理论”项目提出了深部岩体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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识别与地应力测试方法，为深部重大工程灾害孕育演化规律研究提供了科学依据 ；揭

示了深部重大工程岩爆灾害的孕育演化机制，初步建立了岩爆灾害的预测方法与调控

技术，为深部工程的科学设计和安全施工提供了关键的理论和方法支撑，产生了显著

的社会与经济效益。

⑧综合交叉科学

“陆表生态环境要素主被动遥感协同反演理论与方法”项目通过黑河流域星 - 机 -

地一体化实验等研究，全面研究了多源遥感的叶面指数、植被指数、土壤水分和气溶

胶等参数的遥感反演机理及尺度转换方法，对进一步攻克遥感定量反演难题具有重要

参考价值和意义。

“大型风力机的空气动力学基础研究”项目建立了叶片设计理论和设计软件以及

风力机实验风洞等系统实验与设计平台和模拟仿真平台。基于理论研究成果，设计开

发了额定功率为 1.5MW 的 NH1500 高性能大型风力机叶片，最大功率系数达到 0.492

以上，同时提出了若干风力机叶片新型有效的降噪策略和方法。该成果对于推动我国

自主研发设计大型风力机叶片具有重要贡献。

“清洁能源生产和环境治理中稀土催化材料应用的基础研究”项目研究发现 CeO2

在甲烷氯氧化和溴氧化反应中具有优异的催化活性和选择性，这是首个被媒体报道的

稀土主催化剂 ；项目研发了用于柴油车尾气 NOX 选择性催化还原的非钒基 CeWOX

催化剂、用于石油化工的吸附脱硫催化剂及用于隧道空气污染物净化的 CO 常温氧化

催化剂。 “光合作用与‘人工叶片’”项目以 2.80 Å 的分辨率解析了高等植物光系统

Ⅱ中在太阳能吸收和转移以及光保护中发挥重要作用的次要捕光复合物 CP29 的晶体

结构，并重建了 CP29 完整的色素网络。该研究发表在 Nature Structural & Molecular 

Biology 上，对于理解光合作用的机理和过程具有重要价值。

⑨重大科学前沿

“分子聚集体的化学 ：分子自组装与组装体的功能”项目提出了基于分子间相互

作用组装两亲分子的新概念，相关研究成果极大地提升了我国分子自组装研究队伍的

国际竞争力和影响力。

“大亚湾反应堆中微子实验”首次研制了性能优异的、基于烷基苯的掺钆液体闪

烁体，性能达到国际先进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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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亚湾注入高纯水并准备取数的 1 号探测大厅

“人工选择与基因组进化”项目

对水稻、家犬、家蚕等人工种植、

培育和驯化的动植物品种，分别从

系统发育、群体遗传和基因组结构

等角度进行了系统研究，明确地阐

述了人工选择对物种起源、演化和

生物多样性的基因变异机制，相关

研究得到了国际同行的高度关注和

评价 , 为遗传学研究提供了崭新的思

路，有望回答自达尔文时代以来一

直悬而未决的“人工驯化与选择机

制”这一科学难题。

“晚新生代以来我国季风 - 干旱环境耦合系统演变的动力学研究”项目从机理上

探讨了冰期 - 间冰期尺度印度夏季风变迁与南北半球作用之间关系这一科学难题。

从全球气候系统的角度，提出了印度夏季风变化的“北半球热力牵引 - 南半球气压

推动”的动力学机制，由此合理解释了印度夏季风在冰期 - 间冰期旋回内的变化过

程。相关研究成果在 Science 上发表。

专栏 3-1  973 计划在节能减排方面取得重要进展
“高能耗行业典型换热设备节能的先进理论与方法”项目在节能减排工程背景下归纳

为共性应用技术，集成热力学、传热学、流体力学、振动力学、材料学、化学动力学、

胶体界面化学、统计力学和表面科学等不同学科的研究，在诸学科的经典理论中寻求基

于现代工程技术中的关键科学问题的前沿突破。项目建立了换热器的场协同原理 ; 首次提

出了描述物体传热能力的新物理量火积 , 给出了火积的微观解释。上述传热过程优化的理

论在国际上属于首创 , 推动了热科学理论体系的完善和发展。项目在新的强化传热原理指

导下，结合能源动力等国家支柱行业重大需求，以节能为目标，完成了管壳式换热器壳

侧强化换热技术、管翅式换热器翅片强化换热技术、强化换热管及管路布置技术、相变

换热器强化换热技术等的技术开发研究。开发的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高效低阻的强化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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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元件，与多家企业开展合作，部分应用于工

程实际，具有很好的节能效果，取得了显著的

经济和社会效益。

“多能源互补的分布式冷热电联供系统基础

研究”项目建立了能的综合梯级利用理论和多

能源互补的能量转换新原理，提出了多能源互

补冷热电联供的新方法，研发了对转冲压的新

型发动机，发明了双作用行波热声发电系统，

解决了燃料化学能作功能力损失大、动力余热

利用存在中温断层等难题。项目研究成果将使分布式供能系统达到 30% 以上的节能率，

为实现大幅度节能减排提供理论与方法。

  专栏 3-2  973 计划成果在抗震救灾方面发挥重要作用
“汶川地震次生山地灾害形成机理与风险控制”项目针对汶川地震次生山地灾害，通

过灾害调查、模拟实验、防治技术研发等，在山地灾害区域规律、形成机理、减灾原理

和技术等方面取得了一系列成果。

在山地灾害分布规律与风险评估方面，建立了强震触发崩塌、滑坡的成因机制分类

体系，阐释了震后泥石流活动特征，对震后山地灾害演化趋势进行了分析和判断，并建

立了汶川地震灾区重大山地灾害数据库，提出了地震区山地灾害危险性评估和风险分析

方法，编制了系列灾害图。在泥石流形成机理与防治技术方面，提出了震后潜在泥石流

判识指标体系与模型，揭示了地震区宽级配弱固结土体中细颗粒运移促进泥石流形成的

机理，提出了用阶梯 - 深潭消能系统拟制泥石流形成的方法，研发了多项泥石流排导工

程设计新技术。在斜坡变形破坏机理与动力过程方面，总结提炼出汶川地震大型滑坡的

典型成因模式，初步建立了强震带边坡工程位移控制设计与柔性防护技术体系，构建了

滚石灾害防治技术。在堰塞湖演化与处置方法方面，阐述了堰塞坝形成的尼克点具有的

河床演变和环境效应，提出了堰塞湖排险的人工可控排泄新方法，可用于预防排险后期

流量难以控制的风险。

分布式供能系统中能的综合梯级利用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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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3-3  973 计划积极和企业合作
“硅基发光材料与光互连的基础研究”项目基于硅基光电子的重要性和重大的产业背

景，针对如何实现高效硅基发光的问题进行研究，在硅基发光材料和光互连方面取得一

批重要创新成果。项目的实施，突破了一些关键问题，获得了一批创新成果和自主知识

产权，为我国硅基光电子的发展提供了理论基础、技术和人才储备。

“大型动力装备制造基础研究” 针对制约

我国重型燃气轮机研发的关键瓶颈问题——重

型燃气轮机转子设计与热端部件制造，与企业

合作开展了研究，理论上可通过创新冷却设计

和热障涂层设计，将燃气轮机工作温度提高

190℃左右，从而提高燃机单循环效率 ；制造

出了具有复杂内部冷却结构的定向凝固高温透

平动叶样片 ；建立了重型燃机转子设计理论和

准则。项目研究成果已经应用于燃气轮机的自

主设计制造，推动了燃气轮机由中国制造向中

国创造的进步。

专栏 3-4  创新项目管理方式推进项目网络的建设
为加强 973 计划相关项目间的交流、合作与协调，973 计划创新管理方式，构建了

一系列的项目研究网络。2009 年组织成立了“心脑血管研究项目网络”、2011 年建设

了“水产研究项目网络”、“湖泊污染防治基础研究项目网络”，加强了相关项目间的交流、

资源共享与合作研究，形成了新的项目管理模式。

2011 年 10 月，973 计划第四次“心脑血管研究项目网络”研讨会在西安成功召开，

对我国心脑血管基础研究未来的发展方向和策略进行了充分探讨。在学术交流的基础上，

项目网络将在临床样本、新技术新方法及实验动物模型等方面为构建共享平台，大力推

动转化医学研究，促进我国心脑血管研究的协同创新与发展。

F 级重型燃气轮机定向凝固高温透平动叶样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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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国家重大科学研究计划

1. 项目、经费与人员安排
2011 年，国家重大科学研究计划共立项 80 项，其中蛋白质研究 15 项，量子调

控研究 10 项，纳米研究 23 项，发育与生殖研究 9 项，全球变化研究 13 项，干细胞

研究 9 项，重大科学目标导向项目 1 项，共投入经费约 23.7 亿元。2011 年，国家重

大科学研究计划在研项目 278 项。

图 3-6　2011 年国家重大科学研究计划立项项目按技术领域分布

图 3-7　2011 年国家重大科学研究计划立项项目经费按技术领域分布

图 3-8　2011 年国家重大科学研究计划在研项目情况



国家重大科学研究计划

039国家科技计划
年度报告 2012

图 3-9　2011 年国家重大科学研究计划在研项目按地区分布

图 3-10　2011 年国家重大科学研究计划在研项目按依托单位分布

2011 年承担国家重大科学研究计划项目的科技人员有 9000 多人，吸纳了不同层

次的专业技术人员，其中年龄 45 岁以下的研究人员超过 80%。

图 3-11　2011 年国家重大科学计划在研项目参加人员按职称分布

图 3-12　2011 年国家重大科学研究计划在研项目承担人员按年龄段分布

2. 取得成效
（1）总体进展

2011 年度国家重大科学研究计划共发表论文 8310 篇，其中国际 7562 篇，SCI 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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录 7510 篇，EI 收录 221 篇，出版专著 189 部，申请发明专利 942 个，授权发明专利

379 个。

（2）代表性成果

①蛋白质研究

“蛋白质复合物动态变化的分子机制与功能”项目研究发现解析了 STAT 信号通

路为核心全新的细胞固有免疫信号调控网络，有助于揭示病原微生物感染而导致的

过敏反应、慢性炎症反应及自身免疫病的分子机制，为人类对这些疾病的诊治提供

新思路。

“免疫相关重要蛋白质的生物学研究”项目研究结果揭示了 CUEDC2 蛋白是乳腺

癌内分泌激素治疗产生耐药性的关键因子，将显著提高对乳腺癌内分泌治疗敏感性的

预测和判断，对指导乳腺癌临床治疗具有重要价值。

乳腺癌对内分泌治疗产生耐药的新机制

②量子调控研究

“囚禁离子、原子体系的精密调控及在量子频标上的应用”项目成果可望促进长

距离卫星观测站及天文观测站的时间同步。另外，该成果对于北斗地面站的时间同步

也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基于光场量子态的量子信息研究”项目发现纠缠态光场是量子信息和量子计算

的重要资源，国际上纠缠态光场纠缠度均在 4.0dB 左右。该项目通过降低泵浦光和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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号光的振幅噪声和位相噪声，同时抑制电子学器件的噪声和提高位相锁定的精度，将

纠缠态光场的纠缠度提高至 6.0dB。

“基于核自旋量子调控的固态量子计算研究”项目研究了真实噪声环境下，使用

动力学去耦方法，保持固态自旋单量子相干性。该项成果有望使人类在实现量子计算

的进程中跨出新的一步。

③纳米研究

“碳基无掺杂纳电子器件和集成电路”项目制备出碳纳米管加法器，证明了传输

晶体管逻辑（PTL）能够充分发挥碳纳米管器件性能特点，并基于这种逻辑，结合前

期自主开发的无掺杂器件制备技术发展了高性能碳纳米管电路集成技术。该研究为碳

管规模集成电路找到一种实现方式，为进一步探索碳管在电路方面的潜力提供了研究

平台。

“碳纳米管的可控制备方法及规模应用关键技术研究”项目提出氧辅助浮动催化

剂化学气相沉积方法宏量、选择性制备半导体性单壁碳纳米管，并实现其直径调控，

发现经官能化处理的胶带可选择性粘附、去除金属性 / 半导体性单壁碳纳米管 ；提出

了特定导电属性单壁碳纳米管的控制制备与分离新方法，为碳纳米管在场效应晶体管

等电子器件中的应用奠定了材料基础 ；利用化学气相沉积法制备出石墨烯三维网络结

构材料，新材料具有极低的密度、高比表面积和优异的电学、热学和化学性能，推动

和拓展了石墨烯的物性研究及应用空间。

“重要纳米材料的生物效应机制与安全性评价研究”项目发现生物体对外来纳米

颗粒的防御功能和机制 ；建立了体内纳米颗粒的定量分析和检测方法，2011 年被国

际标准化组织 ISO 定为国际标准，是我国第一个纳米技术国际标准，成为 100 多个国

家认可的标准分析方法，填补了国际空白。

“纳米金属材料的多级结构制备及优异性能探索研究”项目结果表明梯度纳米结

构铜拉伸塑性变形能力优于粗晶铜，其主导变形机制为机械驱动的晶界迁移，从而导

致伴随的晶粒长大。表面机械碾磨技术的发展推动了梯度纳米金属的基本性能研究，

对高性能梯度纳米表层材料的工业应用及材料表面工程技术的发展有重要促进作用，

梯度纳米结构为发展高性能工程结构材料开辟了一条全新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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④发育与生殖研究

“胚胎早期发育的分子调控网络研究”项目证明了 Tet3 双加氧酶在卵母细胞表观

遗传重编程中的作用。研究表明，Tet3 介导的 DNA 羟基化调控了受精卵内父本 DNA

表观遗传的重新编程以及随后的受精过程，而且也影响动物克隆过程中体细胞核的再

编程。这项研究为开发女性不孕不育症的治疗手段提供了新的理论依据和参考，也为

提高动物克隆效率带来了新的希望。相关研究结果发表在 Nature 上。

“卵泡发育的分子调控”项目发现并证实了小鼠卵泡颗粒细胞表达的 NPPC 及其

鸟苷酸环化酶受体 NPR2 是维持卵母细胞减数分裂阻止滞的因子 , 阐明了卵母维持减

数分裂前期停滞的分子机理。研究结果发表在 Science 上，解决了阻止卵母细胞早熟

因素的科学难题，受到了生殖生物学领域的广泛关注。

⑤全球变化研究

“中国陆地生态系统碳源汇特征及其全球意义”项目研究表明全球变化等因素加

速了热带原始森林的生长，从而吸收了相当多的 CO2，加之毁林后的森林快速恢复，

基本抵消了热带毁林导致的碳排放，使早期认为的热带森林是一个巨大的碳释放转变

为碳固定与碳排放基本达到平衡，即热带森林基本处于中性碳汇状态 ；研究揭示中国

森林是一个重要的碳汇 ：约占全球森林净碳汇的 14%。研究结果是对全球森林碳收支

最全面系统的一次评估，将对气候变化研究和国际气候变化政策产生重大影响。

“亚洲区域海陆气相互作用机理及其在全球变化中的作用”项目揭示了热带印度

洋 - 西太平洋是全球热带气候年代际变化的重要驱动力，是全球尺度副热带干旱的

重要调控器 ；提出了尺度分离的降尺度预测新方法，为业务部门提供了重要参考。

梯度纳米结构 / 粗晶（红），最外表层 50 米厚梯度
纳米结构（黑）和粗晶铜（蓝）的室温拉伸曲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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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在亚洲区域海气补充观测和海洋资料同化方面取得突出进展，成功进行了南海

18°N 断面海洋综合观测，为形成我国第一条南海断面长期海气观测打下了基础。

“末次冰盛期以来我国气候环境变化及干旱 - 半干旱区人类的影响与适应”项目

揭示出过去万年、千、百年尺度的全球增温背景下，季风区不同纬度和西风影响区降

水均显著增加、沙漠和沙地收缩 ；获得一批全新世人类活动历史的新证据和研究的新

方法，估算出全球冰量、季风和全新世人类活动对大气 CH4 浓度变化的贡献。

专栏 3-5　生殖干细胞研究取得突破
研究表明，随着育龄的上升，生育率低下已成为一种常见的自发病。据统计，一半以

上的男性不育有精子分化缺陷。同样大龄女性卵泡数量减少，质量降低（存在遗传缺陷），

严重影响生育能力，所以加强配子发生、分化的基础研究为抑制生殖力下降、治疗不育提

供理论基础。另一方面，不少地方与人群需要控制人口增长，降低生育率刻不容缓。 “利

用模式动物解析配子发生关键基因的分子功能”项目系统地研究卵巢生殖干细胞命运的调

控机制，阐明了小分子 RNA、核膜蛋白、泛素化和细胞周期调控在干细胞命运决定中的

作用，发现了干细胞和微环境信号相互作用的新机制，尤其在生殖干细胞与微环境相互作

用精确控制其命运决定方面取得重大突破，发现内源性因子帮助将不对称的微环境转换成

干细胞不对称分裂的途径，并发现了一个新的进化上保守的复合物参与了 BMP 信号传导。

研究结果发表在 Cell 上，对于干细胞研究以及不孕不育研究具有重要意义。

果蝇卵巢生殖干细胞及其微环境 Fused/Smurf 蛋白复合体促进生殖干细胞分化的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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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3-6　仿生智能纳米材料研究取得突破
“仿生智能纳米复合材料”项目以仿生智能响应性分子体系的化学结构、聚集态结构

和性质性能三者之间的关系为主线，设计和制备仿生智能响应性分子体系，发展智能响

应的新概念、新理论和新方法。成果发表在 Nature、Nature Nanotechnology 等国际

高水平科学期刊上，并获得国家自然科学二等奖。项目实施显著提升了我国在仿生智能

纳米复合材料领域的学术水平和国际地位，同时，为相关功能材料及其相关技术的产业

化奠定了理论和技术基础。

重要进展如下 ：（1）揭示了蜘蛛丝的集水效应机理。（2）通过非对称的通道结构设

计和对通道进行非对称的化学组成修饰，构建了多种具有智能响应开关特性的仿生纳米

通道体系，实现了 pH、温度、特定离子等多种外场协同作用的智能响应，成功地将溶液

中以离子浓度梯度形式存在的化学能转换成为可以利用的电能等。（3）构建仿昆虫复眼

减反射防雾表面。揭示了昆虫复眼表面微纳结构与超疏水防雾性质之间的联系，发现表

面多级有序结构对防雾功能和光学减反射功能具有重要作用，通过微结构仿生实现了优

异的超疏水和防雾功能仿生。

仿生单纳米孔道钾离子响应性示意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