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序号 项目编号 项目名称 承担单位 首席科学家 预算周期 专项经费

1 2007CB1068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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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 韩兴国 后3年 1381.00

2 2007CB108700 植物生殖发育与育性的分子基础及其在农
业中的应用

武汉大学 孙蒙祥 后3年 1427.00

3 2007CB108800 作物特殊营养成分的代谢及其调控研究 中国科学院上海生命科学研究院 黄继荣 后3年 1532.00

4 2007CB108900 中国西部牧草、乡土草遗传及选育的基础
研究

兰州大学 南志标 后3年 1466.00

5 2007CB109000 主要农作物杂种优势形成机理及利用途径
研究

中国农业大学 孙其信 后3年 1656.00

6 2007CB109100 农业鼠害暴发成灾规律、预测及可持续控
制的基础研究

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 张知彬 后3年 1576.00

7 2007CB109200 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风险评价与控制基础
研究

中国农业科学院植物保护研究所 彭于发 后3年 1721.00

8 2007CB109300 肥料减施增效与农田可持续利用基础研究 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资源与农业区划研究所 何萍 后3年 1506.00

9 2007CB206900 高能耗行业典型换热设备节能的先进理论
与方法

山东大学 程林 后3年 1357.00

10 2007CB209400 煤矿突水机理与防治基础理论研究 中国矿业大学 缪协兴 后3年 1555.00

11 2007CB209500 中低丰度天然气藏大面积成藏机理与有效
开发的基础研究

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勘探开发研究
院

赵文智 后3年 1682.00

12 2007CB209600 非均质油气藏地球物理探测的基础研究 中国石油大学（北京） 王尚旭 后3年 1411.00

13 2007CB209700 电动汽车用低成本、高密度蓄电（氢）体
系基础科学问题研究

上海交通大学 马紫峰 后3年 1576.00

14 2007CB209800 超临界水堆关键科学问题的基础研究 上海交通大学 程旭 后3年 1495.00

15 2007CB209900 嬗变核废料的加速器驱动次临界系统关键
技术研究

中国原子能科学研究院 赵志祥 后3年 1997.00

16 2007CB210000 “均质压燃、低温燃烧”新一代内燃机燃
烧技术的基础研究

天津大学 苏万华 后3年 146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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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2007CB210100 燃气轮机的高性能热-功转换科学技术问题
研究

中国科学院工程热物理研究所 清华大学
蒋洪德
黄伟光

后3年 1937.00

18 2007CB210200 生物质转化为高品位燃料的基础问题研究 浙江大学
朱清时
骆仲泱

后3年 1495.00

19 2007CB210300 大规模非并网风电系统的基础研究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 顾为东 后3年 1290.00

20 2007CB307000 介观光学与新一代纳／微光子器件研究 北京大学 龚旗煌 后3年 1666.00

21 2007CB307100 一体化可信网络与普适服务体系基础研究 北京交通大学 张宏科 后3年 1292.00

22 2007CB310400 太赫兹重要辐射源、探测及应用的基础研
究

中国科学院上海微系统与信息技术研究所
电子科技大学

张怀武 后3年 1973.00

23 2007CB310500 微纳生物医学传感器及超敏感探测相关基
础研究

湖南大学 王太宏 后3年 1304.00

24 2007CB310600 多域协同宽带无线通信基础研究 清华大学 陆建华 后3年 1980.00

25 2007CB310700 可测可控可管的IP网的基础研究 北京邮电大学 孟洛明 后3年 1205.00

26 2007CB310800 需求工程--对复杂系统的软件工程的基础
研究

武汉大学 李德毅 后3年 1168.00

27 2007CB310900 计算系统虚拟化基础理论与方法研究 华中科技大学 金海 后3年 1301.00

28 2007CB311000 基于视觉认知的非结构化信息处理理论与
关键技术

西安交通大学 徐宗本 后3年 1750.00

29 2007CB407200 中国主要水蚀区土壤侵蚀过程与调控研究 中国科学院水利部水土保持研究所 李锐 后3年 1493.00

30 2007CB407300 京津渤区域复合污染过程、生态毒理效应
及控制修复原理

中国科学院生态环境研究中心 曲久辉 后3年 1336.00

31 2007CB411300 中亚造山带大陆动力学过程与成矿作用 新疆自然资源与生态环境研究中心 肖文交 后3年 1549.00

32 2007CB411400 华南陆块陆内成矿作用:背景与过程 中国科学院地球化学研究所 胡瑞忠 后3年 1514.00

33 2007CB411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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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科学院寒区旱区环境与工程研究所 秦大河 后3年 1831.00

34 2007CB411600 中国-喜马拉雅地区生物多样性演变和保护
研究

中国科学院昆明动物研究所 张亚平 后3年 1788.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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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2007CB411700 南海大陆边缘动力学及油气资源潜力 国家海洋局第二海洋研究所 李家彪 后3年 1554.00

36 2007CB411800 北太平洋副热带环流变异及其对我国近海
动力环境的影响

中国海洋大学 吴立新 后3年 1857.00

37 2007CB507400 衰老的机制与干预的基础研究 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 陈香美 后3年 1476.00

38 2007CB511900 中国人口重大出生缺陷遗传和环境交互作
用机理研究

北京大学 郑晓瑛 后3年 1740.00

39 2007CB512000 心力衰竭与恶性心律失常的防治基础研究 哈尔滨医科大学 杨宝峰 后3年 1768.00

40 2007CB512100 重大心脏疾病分子机理和干预策略的基础
研究

北京大学 程和平 后3年 1776.00

41 2007CB512200 我国重要神经性致盲眼病的发病机制及防
治研究

中山大学 葛坚 后3年 1279.00

42 2007CB512300 抑郁症和精神分裂症的基因与环境相互作
用机理研究

东南大学 赵春杰 后3年 1620.00

43 2007CB512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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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军医大学 曹雪涛 后3年 1956.00

44 2007CB512500 基于临床的针麻镇痛的基础研究 北京大学 韩济生 后3年 1243.00

45 2007CB512600 中药药性理论相关基础问题研究 山东中医药大学 王振国 后3年 1131.00

46 2007CB512700 基于中医特色疗法的理论基础研究 上海中医药大学 房敏 后3年 493.00

47 2007CB512800 乙型肝炎重症化的发病机制、临床预警和
转归的基础研究

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三○二医院 王福生 后3年 1149.00

48 2007CB512900 乙型肝炎重症化临床监测及防治的基础研
究

华中科技大学 宁琴 后3年 1056.00

49 2007CB513000 肠道微生态与感染的基础研究 浙江大学 项春生 后3年 1635.00

50 2007CB513100 疟疾、血吸虫病防治的基础研究 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军医大学 潘卫庆 后3年 1544.00

51 2007CB607500 高效热电转换材料及器件的基础研究 武汉理工大学 张清杰 后3年 1769.00

52 2007CB607600 苛刻环境下润滑抗磨材料的基础研究 中国科学院兰州化学物理研究所 刘维民 后3年 1449.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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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 2007CB613200 人工结构材料的能带设计、制备和效应的
基础研究

复旦大学 资剑 后3年 1279.00

54 2007CB613300 光催化材料及其应用的基础研究 南京大学 邹志刚 后3年 2006.00

55 2007CB613400 硅基发光材料与光互连的基础研究 浙江大学 杨德仁 后3年 1426.00

56 2007CB613500 两性金属／黑色金属紧缺矿产资源高效清
洁综合利用的基础研究

中国科学院过程工程研究所 刘会洲 后3年 1498.00

57 2007CB613600 战略有色金属难处理资源高效分离提取的
科学基础

中南大学 陈启元 后3年 1448.00

58 2007CB613700 高性能镁合金加工与制备中的关键基础问
题

重庆大学 刘庆 后3年 1774.00

59 2007CB613800 钛合金材料制备及加工的基础研究 西北有色金属研究院 赵永庆 后3年 1468.00

60 2007CB613900 高性能轻质非晶态合金若干关键基础问题
研究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 张涛 后3年 1497.00

61 2007CB707700 大型动力装备制造基础研究 西安交通大学 王铁军 后3年 1516.00

62 2007CB707800 生物炼制细胞工厂的科学基础 中国科学院微生物研究所 马延和 后3年 1433.00

63 2007CB714000 全断面大型掘进装备设计制造中的基础科
学问题

浙江大学 杨华勇 后3年 1496.00

64 2007CB714100 复杂条件下坝堤溃决机理与风险调控理论 清华大学 王光谦 后3年 1570.00

65 2007CB714200 城市工程的地震破坏与控制 中国地震局工程力学研究所 欧进萍 后3年 1276.00

66 2007CB714300 工业生物技术的过程科学基础研究 北京化工大学 谭天伟 后3年 1630.00

67 2007CB714400 陆表生态环境要素主被动遥感协同反演理
论与方法

中国科学院遥感应用研究所 李小文 后3年 1739.00

68 2007CB714500 微流控学在化学和生物医学中的应用基础
研究

复旦大学 杨芃原 后3年 1446.00

69 2007CB714600 大型风力机的空气动力学基础研究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 王同光 后3年 1600.00

70 2007CB714700 高速列车安全服役关键基础问题研究 西南交通大学 张卫华 后3年 174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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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 2007CB807900 安全计算学重大理论问题研究 清华大学 姚期智 后3年 1457.00

72 2007CB808000 分子聚集体的化学：分子自组装与组装体
的功能

清华大学 张希 后3年 1404.00

73 2007CB814800 非线性科学核心问题及其重要应用 南京大学 王炜 后3年 1104.00

74 2007CB814900 金融风险控制中的定量分析与计算 山东大学 彭实戈 后3年 942.00

75 2007CB815000 放射性核束物理与核天体物理 北京大学 叶沿林 后3年 1470.00

76 2007CB815100 高能量密度物理中的若干前沿问题 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 张杰 后3年 1476.00

77 2007CB815200 复杂体系的化学动力学研究 中国科学院大连化学物理研究所 杨学明 后3年 1427.00

78 2007CB815300 物质性能的分子设计与结构调控 厦门大学 郑兰荪 后3年 1653.00

79 2007CB815400 宇宙大尺度结构和星系形成与演化 中国科学院上海天文台 景益鹏 后3年 1541.00

80 2007CB815500 基于通信卫星的卫星导航系统的基础研究
和理论探索

中国科学院国家天文台 施浒立 后3年 1544.00

81 2007CB815600 若干生命活动中矿化作用的环境响应机制
研究

北京大学 鲁安怀 后3年 751.00

82 2007CB815700 人工选择与基因组进化 中国科学院昆明动物研究所 王文 后3年 1333.00

83 2007CB815800 免疫系统起源的亿年超前追溯 中山大学 徐安龙 后3年 1345.00

84 2007CB815900 大洋碳循环与气候演变的热带驱动 同济大学 翦知湣 后3年 1300.00

85 2007CB816000 基于全球实时海洋观测计划（Argo）的上
层海洋结构、变异及预测研究

国家海洋局第二海洋研究所 陈大可 后3年 1632.00

86 2007CB816100 大型强子对撞机实验CMS和ATLAS物理研究 中国科学院高能物理研究所 陈和生 后3年 499.00

87 2007CB914100 蛋白质分离和鉴定的新技术新方法研究 中国科学院大连化学物理研究所 张玉奎 后3年 1315.00

88 2007CB914200 膜蛋白相关的信号蛋白的分离富集及鉴定
的新技术新方法研究

武汉大学 郭林 后3年 8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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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9 2007CB914300 具有重大意义的蛋白质及其复合物的三维
结构和功能研究

南开大学 沈月全 后3年 1736.00

90 2007CB914400 重要功能蛋白质的定位、转位、修饰及相
互作用网络

清华大学 李蓬 后3年 852.00

91 2007CB914500 蛋白质复合物动态变化的分子机制与功能 中国科学院上海生命科学研究院 陈正军 后3年 1695.00

92 2007CB914600 DNA损伤修复蛋白复合体及修复功能相关机
制研究

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医学科学院放射与辐射
医学研究所

周平坤 后3年 711.00

93 2007CB914700 代谢性疾病的蛋白质功能与代谢组学研究 上海交通大学 敖平 后3年 759.00

94 2007CB914800 肿瘤和免疫细胞相互作用过程中蛋白质功
能研究

南开大学 尹芝南 后3年 1255.00

95 2007CB924900 半导体量子结构中的自旋量子调控 中国科学院上海技术物理研究所 禇君浩 后3年 1338.00

96 2007CB925000 量子有序现象及其多场调控研究 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 方忠 后3年 1607.00

97 2007CB925100 分子及自旋体系中的量子调控 南京大学 左景林 后3年 1431.00

98 2007CB925200 基于核自旋量子调控的固态量子计算研究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杜江峰 后3年 718.00

99 2007CB935300 纳米尺度亚光波长结构的制备、光学性质
与器件研究

清华大学 贾金峰 后3年 1438.00

100 2007CB935400 基于纳米结构的相变机理及嵌入式PCRAM应
用基础研究

中国科学院上海微系统与信息技术研究所 封松林 后3年 1881.00

101 2007CB935500
全高清和敏感功能的场发射平板显示器的
关键纳米材料、微纳结构研制及器件物理
探索

中山大学 李志兵 后3年 1357.00

102 2007CB935600 生物单分子和单细胞的原位实时纳米检测
与表征方法

中国科学院化学研究所 方晓红 后3年 1598.00

103 2007CB935700 新型微纳光学检测与操纵方法及其在生物
纳米结构、功能研究中的应用

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 吕惠宾 后3年 1027.00

104 2007CB935800 导向性纳米载药系统及其在脑部疾病治疗
与诊断中的应用基础研究

复旦大学 蒋新国 后3年 1627.00

105 2007CB935900 纳米生物机器原理、制备及其应用探索 中国科学院理论物理研究所 欧阳钟灿 后3年 1062.00

106 2007CB936000 人工纳米生物机器构筑与生物医学应用的
基础研究

中国科学院上海应用物理研究所 胡钧 后3年 1329.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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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 2007CB936100 纳米材料在再生医学和器官修复应用的机
理研究

四川大学 李玉宝 后3年 1466.00

108 2007CB936200 准一维半导体纳米材料的结构调控、物性
测量及器件基础

北京大学 刘忠范 后3年 1927.00

109 2007CB936300 半导体纳米线结构调控、集成及光电器件
应用基础

南京大学 施毅 后3年 1126.00

110 2007CB936400 仿生智能纳米复合材料 中国科学院化学研究所 江雷 后3年 1521.00

111 2007CB936500 纳米复合能源材料制备、表征及其在锂二
次电池中应用的关键基础研究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 陈立泉 后3年 950.00

112 2007CB936600 面向持久性有毒污染物痕量检测与治理的
纳米材料应用基础研究

中国科学院合肥物质科学研究院 孟国文 后3年 1786.00

113 2007CB936700 基于纳米结构的宽光谱高效太阳能电池关
键科学问题研究

苏州纳米技术与纳米仿生研究所 杨辉 后3年 1528.00

114 2007CB936800 纳米尺度光学、电学、力学高分辨检测研
究

北京大学 朱星 后3年 1543.00

115 2007CB946900 非编码RNA在神经和肌肉早期发育过程中的
功能研究及其体内示踪的研究

中国医学科学院基础医学研究所 彭小忠 后3年 1117.00

116 2007CB947000 微小RNA在若干重要器官发育中的网络调控
机理及其功能

中国科学院上海生命科学研究院 刘廷析 后3年 1370.00

117 2007CB947100 胚胎早期发育的分子调控网络研究 中国科学院上海生命科学研究院 陈雁 后3年 1956.00

118 2007CB947200 脑发育的分子调控机制 中国科学院遗传与发育生物学研究所 黄勋 后3年 1373.00

119 2007CB947300 信号通路对骨骼发育及相关疾病影响的机
理研究

上海交通大学 郭熙志 后3年 1175.00

120 2007CB947400 卵泡发育的分子调控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史庆华 后3年 1324.00

121 2007CB947500 利用模式动物解析配子发生关键基因的分
子功能

中国科学院遗传与发育生物学研究所 王朝晖 后3年 1120.00

122 2007CB947600 植物授粉细胞识别的分子机理研究信号通
路

山东农业大学 张宪省 后3年 1255.00

123 2007CB947700 猕猴干细胞自我更新、定向分化的分子机
制

中国科学院昆明动物研究所 季维智 后3年 1315.00

124 2007CB947800 干细胞表面分子特征与功能 上海交通大学 曾凡一 后3年 115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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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5 2007CB947900 胚胎干细胞定向分化过程中关键科学问题
的研究

中国科学院上海生命科学研究院 陈德桂 后3年 1359.00

126 2007CB948000 干细胞资源库与干细胞研究关键技术平台
的建立

同济大学 徐国彤 后3年 1799.00

127 2007CB948100 胚胎操作安全性评估研究 中国科学院遗传与发育生物学研究所 孙方臻 后3年 1003.00

128 2007CB948200 植物干细胞维持和分化的分子机理研究 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 胡玉欣 后3年 1260.00

129 2009CB125900 农业病虫害防治及生态安全相关基础研究 石河子大学 郑旭荣 前2年 648.00

130 2009CB126000 农业生物品质改良和高效育种研究 上海海洋大学 李家乐 前2年 565.00

131 2009CB226100 节能减排和新能源探索基础研究 河南理工大学 邹友峰 前2年 882.00

132 2009CB326200 信息处理和资源优化的基础研究 浙江工商大学 华尔天 前2年 357.00

133 2009CB426300 区域生态环境变化及其监测控制研究 东北师范大学 冯江 前2年 846.00

134 2009CB526400 肿瘤和心脑血管疾病防治新方法研究 四川大学 张林 前2年 693.00

135 2009CB526500 我国民族地区和区域常见病相关基础研究 山东大学 毕建忠 前2年 890.00

136 2009CB626600 新型材料结构与性能研究 武汉科技大学 祝洪喜 前2年 755.00

189490.00合      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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