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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创新是推动人类社会发展进步的不竭动力。当前，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方兴未艾，

众多领域孕育重大突破，科学探索正在加速演进，科研范式发生深刻变革，学科交叉融合更加

紧密，创新驱动成为全球共识，世界范围内科技竞争愈演愈烈。

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科技创新。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指出，创新是引领发展

的第一动力，是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的战略支撑。十九届五中全会提出，坚持创新在我国现代

化建设全局中的核心地位，把科技自立自强作为国家发展的战略支撑，要坚持面向世界科技前沿、

面向经济主战场、面向国家重大需求、面向人民生命健康，深入实施科教兴国战略、人才强国战略、

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加快建设世界科技强国。

基础研究是科技创新的源头。在国际环境发生深刻变化、国内高质量发展提出新需求的大

背景下，基础研究被赋予了新的重大使命，突出表现在：基础研究、应用研究和试验发展之间

的非线性互动日益增强，基础研究的应用导向日趋明显；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急需基础研究提

供高质量源头供给；学科交叉、跨界合作、产学研协同蓬勃发展。

作为我国资助基础研究的主渠道之一，科学基金在推动我国基础研究进步中发挥了不可替

代的作用。2021 年是中国共产党建党 100 周年，也是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建委 35 周年。35

年来，在党中央国务院的正确领导下，科学基金以仅占我国基础研究五分之一的经费，为广大

科研人员提供了最广泛和稳定的资助，稳住了基础研究“基本盘”；通过对基础研究人才进行

覆盖职业生涯的全周期资助，培养了一大批领军人才和学术骨干；通过对基础研究的全面部署，

资助产出了一大批高水平原创成果，为解决我国航空航天关键科学问题、开展复杂环境下高速

铁路建设、探索冠状病毒致病机制、快速研发新型冠状病毒疫苗等提供了源头支撑。

进入新时期，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深刻分析科技发展整体态势，准确把握自身肩负的职

责使命，理性面对资助管理中存在的问题和不足，于 2018 年启动了系统性改革。第一阶段改革

资助策略，明确资助导向，完善评审机制，优化学科布局；第二阶段改革资助机制，统筹推进

科学问题凝练、学科交叉融合、成果应用贯通、原创探索计划、优化项目和经费管理等系列举措。

目前，前两阶段改革工作已取得显著成绩，下一步主要推动第三阶段改革工作，也即改革资助布

局，根据知识体系逻辑结构，将 9 个科学部整合为“基础科学、技术科学、生命与医学、交叉融合”4

个板块，通过分类统筹提高资助效能。

我们希望，通过这些努力，构建理念先进、制度规范、公正高效的新时代科学基金治理体系，

进一步增强科学基金资助水平和资助效益，为推动我国基础研究高质量发展和科技自立自强做

出更大贡献！

Preface前  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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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建委 35 周年之际，我们遴选了 2016—2020 年科学基金资助项目的部分优秀成果，编辑出

版了《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项目优秀成果选编（七）》，作为科学基金资助取得的优秀成果

典型代表予以展示，希望能够激发广大科技工作者不断创新、追求卓越。

借此成果选编出版的机会，我谨代表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向长期关心、帮助和支持

科学基金事业的党和国家相关部门表示衷心感谢！向在基础研究领域坚持不懈、开拓创新的科

学家、广大科技工作者和科学基金管理者致以最崇高的敬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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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SD猜想和Goldfeld 猜想
BSD Conjecture and Goldfeld Conjecture

BSD 猜想是千禧年大奖难题之一，是

现代数论研究的重要课题。古老的同余数

问题与之紧密相关。中国科学院数学与系

统科学研究院田野研究员在国家自然科学

基金的资助下，取得了以下一些原创性成

果，并受邀将在 2022 年国际数学家大会上

作 45 分钟报告。

1. BSD 猜想中的 p- 逆问题。20 世纪

70 年 代，Coates 和 Wiles 首 先 在 BSD 猜

想上取得突破；20 世纪 80 年代，Gross-

Zagier、Kolyvagin、Rubin 取 得 实 质 性

进 展； 之 后 主 要 的 进 展 是 20 世 纪 90 年

代 Bertolini、Darmon 的 工 作 及 2000 年 后

Skinner、Urban、张伟、万昕等人在岩泽主

猜想和非复乘情形p- 逆问题上的工作。但

秩 1 情形的p- 逆问题对带复乘的情形却仍

然有着本质的障碍，田野与合作者通过引

入新的 Heegner 点构造，提出并证明了一

种新形式的岩泽猜想，最终克服了现有方

法的障碍，建立了p- 逆问题上的如下结果：

对有理数域上带复乘椭圆曲线以及任意大

于 3 的好常规素数 p，p- 逆猜想成立。相

关文章发表在 Inventiones Mathematicae。

2. 同余椭圆曲线的弱 Goldfeld 猜想。

Goldfeld猜想是指对椭圆曲线的二次扭族，

L- 函数在中心处的零点阶数为 0 和 1 的

密度各为 50%。一个正整数 n 被称为同余

数如果它是有理直角三角形的面积，或

等价的，同余椭圆曲线 En：ny2=x 3-x 的

Mordell-Weil 秩为正。记 rn 为 En 的 L- 函

数中心处的零点的阶。对于同余椭圆曲线

这个二次扭族，Goldfeld 猜想也可叙述为

在模 8 余 1，2，3（相应的，模 8 余 5，6，

7）的平方自由正整数 n 中，存在密度为 1

的子集，满足 rn=0（相应的，rn=1）。

长 期 以 来， 在 同 余 椭 圆 曲 线 上 的

Goldfeld 猜想，甚至在仅要求正密度的弱

版本上都没有进展。基于田野前期工作中

建立的方法，并结合 Smith 的工作，对这

一重要猜想，田野与合作者获得了人们长

期期待的正密度结果：同余椭圆曲线二次

扭族的弱 Goldfeld 猜想成立，更精确的，

在模 8 余 1，2，3 的平方自由正整数中，

rn=0 的 密 度 超 过 40%， 在 模 8 余 5，6，

7 的平方自由正整数中，rn=1 的密度超过

50%。特别的，超过一半的模 8 余 5，6，7

的平方自由正整数是同余数。相关文章发

表在 Asian Journal of Mathematics。

图  椭圆曲线是 BSD 猜

想的研究对象，它的有

理点有有限生成交换群

结构

图  157 是同余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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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何流是几何分析的分支，具体是指

用发展型偏微分方程研究几何量的变化。

几何流种类繁多，根据目标几何量是否内

蕴，几何流大致可以分为外蕴与内蕴两种，

前者以平均曲率流为代表，后者以 Ricci

流为代表。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王兵教授团

队受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等资助，在平均曲

率流和 Ricci 流等几何流的奇点分析方向

取得重大突破，相关成果入选 2020 年中国

十大科技进展。

二维平均曲率流是嵌入曲面在三维欧

氏空间中的演化，它满足如下方程：

∂tF −Hn

如果初始曲面是有界的，则平均曲率

流在有限时间内必然发展出奇点。在奇点

时间，平均曲率到底怎样变化是平均曲率

流中的根本问题。著名的延拓猜想认为，

平均曲率 H 必然爆破。该猜想曾经被写进

平均曲率流的经典教科书，存疑十多年。

几何流奇点分析
Singularity Analysis of Geometric Flows

图  几种常用几何流间

的关系

图  平均曲率流下的空

间分解

图  Ricci 流奇点

王兵教授团队证明了延拓猜想，并进一步

证明平均曲率的爆破速度必然是第一类。

Ricci 流是黎曼度量的演化，其方程可

以写为

∂t� − 2Rc

和平均曲率流一样，Ricci 流一般也会

发展出奇点。通过熵方法，人们期待 Ricci

流的奇点可以用Ricci收缩孤立子来模拟。

团队在收缩孤立子结构与模空间紧性方面

取得了一系列重要进展。当底流形本身是

Fano 流形，且初始度量的同调类在第一陈

类之中时，我们把 Ricci 流称为 Fano 流形

上的 Kähler-Ricci 流。此流必然在有限时

间内发展出奇点。

团队严格证明了此流在奇点时间处的

切流唯一，且必然是锥形上收缩孤立子诱

导的自相似演化解。该结论自然地暗含正

规化 Kähler-Ricci 流在无穷时间处的收敛

性，从而彻底解决了 Hamilton-Tian 猜想，

同时也很快得到偏零阶估计猜想的证明。

这两个猜想都是该领域内公开二十多年的

核心猜想。除此以外，该结论还可以导出

丘成桐稳定性猜想的一个简洁证明。

相关成果发表在 Journal für die reine 

und angewandte Mathematik、Journal of 

European Mathematical Society、Journal 

of Differential Geometry、Inventiones 

Mathematicae 等期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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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动方程反问题通过系统外部观测的

波场来确定介质内部的结构与特征。它是

随着当代科技进步而飞速发展的应用数学

与计算数学的一个重要研究方向，在地质

勘探、无损检测、医学成像等领域中有着

广泛的应用前景。浙江大学包刚教授在国

家自然科学基金的资助下，围绕波动方程

反问题的稳定性理论和计算方法等核心问

题开展研究，主要创新成果如下。

1. 波动方程反问题的稳定性理论。与

博士生合作引入高斯束方法结合微局部分

析的新方法，首次证明了速度场含焦散

线的波动方程反问题的稳定性，揭示了边

界上的散射关系比常用的动态 Dirichlet-

to-Neumann 映射更具敏感性，并为解决

微分几何中非简单流形度量下透镜刚性问

题的稳定性提供了可行方法。成果发表在

Journal of American Mathematical Society 等

期刊。

2. 多频、随机反源问题的适定性理论

及计算框架。与他人合作针对时谐波动方

程反源问题，基于解的唯一延拓性原理，

建立了多频观测数据下反源问题的唯一性

理论，同时提出了变分与傅里叶分析相结

合的方法，发现了源函数谱信息与稳定性

的内在联系，首次得到了时谐波动方程反

源问题李普希茨（Lipschitz）型的最优稳

定性估计，克服了在单频数据下没有唯一

性和稳定性的困难；与他人合作提出了布

朗运动驱动的随机源波动方程模型，通过

构造性证明，建立了模型问题解的正则性

理论和相应随机反源问题的适定性理论及

计算框架。

3. 超分辨率成像反问题的理论分析与

计算方法。针对界面近场波成像问题，与

他人合作从数学上严格刻画了波场与界面

的非线性关系，实现了对界面局部扰动的

超分辨率成像。对于粗糙界面的反散射问

题，发展了基于快速傅里叶变换的稳定高

效反演算法，构造了基于多频数据的新型

逐次线性化算法，实现了多尺度界面的超

分辨率成像；对于大腔体的散射问题，证

明了其解的存在唯一性。

项目主持人受邀将在 2022 年国际数学

家大会上作 45 分钟报告。

波动方程反问题的数学理论与计算方法
Mathematical Theory and Computational Methods 

for Inverse Problems of Wave Equa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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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机分布参数系统的控制理论是数学

控制论中一个充满活力的分支。四川大学

吕琦教授在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的资助下，

通过引入新的观点、概念和方法，发展和

完善了随机分布参数系统的控制理论，获

得如下成果。

1. 随机分布参数系统的能控性和能观

性。与他人合作证明了随机热方程、随机

双曲方程和随机薛定谔（Schrödinger）方

程在适当条件下是能控和能观的，并发现

了这些方程迥异于确定性系统的新现象，

如随机双曲方程扩散项中依赖于时空变量

的非齐次项可通过边界观测得到；随机热

方程的零能控性不蕴含其近似能控性；即

使在整个区域上施加控制，也无法使随机

波方程精确能控等。

2. 随机分布参数系统的庞特里亚金

（Pontryagin）型最大值原理。确定性有

限维控制系统的 Pontryagin 型最大值原理

是现代控制理论三项里程碑式工作之一。

对无限维随机控制系统，已有的结果需较

强假设，如扩散项不含控制，或允许控制

集为凸集，又或代价泛函的二阶导数是希

尔伯特 - 施密特（Hilbert-Schmidt）值的

算子等。该问题的主要困难在于相应的伴

随方程（形式上）为算子值倒向随机发展

方程，而这一方程没有伊藤（Itô）意义

下的适应解。吕琦与合作者通过引入松弛

转置解，建立了此类方程的适定性，以此

得到了一般情形下无限维随机控制系统的

Pontryagin 型最大值原理，并为解决其他

最优控制问题，如建立奇异最优控制所满

足的二阶必要条件、证明算子值倒向随机

里卡蒂（Riccati）方程的适定性等提供了

方法和研究思路。

上述成果主要发表在 Communications 

on Pure and Applied Mathematics、Journal of 

the European Mathematical Society 和 Journal 

de Mathématiques Pures et Appliquées 等 期

刊，或以专著形式出版，被多篇综述文献、

研究生教材与专著引用和作为定理收录。

基于以上成果，吕琦受邀将在 2022 年国

际数学家大会作 45 分钟报告；其还担任

SIAM Journal on Control and Optimization、

ESAIM: Control、Optimisation and Calculus 

of Variations、Systems & Control Letters 等

期刊的编委。

随机分布参数系统的控制理论
Control Theory of Stochastic Distributed Parameter Syste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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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大学章志飞教授团队在国家自然

科学基金的资助下，在流动稳定性的数学

理论研究上取得了重要进展，解决了一系

列重要的公开问题。

1. 线性无粘阻尼问题。朗道（Landau）

阻尼是等离子物理中的一个重要现象。

2010 年，Villani 因 证 明 非 线 性 Landau 阻

尼而获菲尔茨奖。无粘阻尼是无粘流体中

类似 Landau 阻尼的一个现象，1903 年首

先由物理学家 Orr 在库埃特（Couette）流

中发现。1960 年，物理学家 Case 通过形

式的分析发现，一般的单调剪切流也有类

似的现象且还预测了速度的衰减率。章志

飞团队严格验证了 Case 预测的结果，为非

线性无粘阻尼的研究奠定了基础；与此同

时，他们对一类非单调的剪切流还证明了

线性无粘阻尼和 Bouchet 等发现的涡度衰

减（vorticity depletion）现象。系列成果发

表 在 Communications on Pure and Applied 

Mathematics、Advances in Mathematics 等

期刊。

2. 奥辛（Oseen）涡算子的拟谱界和

谱界猜测。二维流体中一个重要的物理

现象是非对称的涡会快速发展成对称的

Oseen 涡。为解释该物理现象，法国数学

家 Gallay 提出了 Oseen 涡算子的拟谱和谱

界猜测；2016 年，菲尔茨奖得主 Villani 在

国际数学家大会（International Congress of 

Mathematicians，ICM）报告上也把该问题

列为重要的公开问题。章志飞团队解决了

Oseen 涡算子的拟谱和谱界猜测，创造性

地提出了两种重要的数学方法——波算子

方法和预解估计方法。这两种方法在流动

稳定性的后续研究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

如章志飞等用预解估计方法解决了“管道

泊 肃 叶（Poiseuille） 流 在 大 Reynolds 数

情形下的稳定性”这个长期公开问题，

Masmoudi 等 用 波 算 子 方 法 解 决 了 单 调

剪切流的非线性无粘阻尼。该成果发表

在 Annales Scientifiques de l'Ecole Normale 

Superieure。

3. 转捩阈值问题。为理解流动的转捩

机 制，1993 年，Trefethen 等 在 Science 上

提出了转捩阈值问题和转捩阈值猜测。章

志飞团队解决了三维 Couette 流的转捩阈

值猜测，揭示了三维 lift-up、边界层、无

粘阻尼、增强耗散如何通过复杂的非线性

作用影响流动的稳定性，特别是揭示了三

维 lift-up 是导致流动失稳的主要机制。系

列成果（2 篇）发表在 Communications on 

Pure and Applied Mathematics。

团队在流动稳定性领域的系列成果得

到了国内外同行的广泛关注和高度评价，

世界闻名的布尔巴基讨论班曾于 2019 年组

织专题讨论班，讨论他们在该领域的原创

成果。章志飞受邀将在 2022 年的国际数学

家大会上作 45 分钟报告。

流动稳定性的数学理论
Mathematical Theory of Hydrodynamic Stabi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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湍流噪声是高速交通工具的主要问题

之一，它的理论核心在于湍流脉动的时空

动态耦合。中国科学院力学研究所何国威

研究员在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的资助下，原

创性地提出了剪切湍流的时空关联模型，

并以此为基础发展了时间精准的大涡模拟

方法。

湍流时空关联的椭圆近似（EA）模型

引入了湍流时空关联的自相似性，解决了

湍流的时空关联理论及其在噪声预测中的应用
Space-Time Correlation in Turbulence and Its Application to Noise Prediction

图  槽道湍流的时空

关联函数R 随空间两

点分离距离 r 和两时

间差 t 的变化等值面

图  剪切湍流中脉动

速度时空去关联过程

示意，蓝色虚线表示初

始时刻的涡结构，红色

实线表示未来时刻的

涡结构。EA 模型考虑

了平均对流和随机横扫

的动态耦合，而 Taylor

模型和 Kraichnan 模型

只是EA模型的两个特例

湍流历史上著名的 Taylor 模型和 Kraichnan

模型都缺乏涡传播和涡畸变耦合效应的

问题，成为研究湍流时空耦合问题的重

要工具。EA 模型先后得到美国科学院院

士 Ahlers 等多个欧美课题组的实验和计算

验证，并为实验上发现 Kraichnan 在 1962

年提出的湍流终极态标度律提供了关键工

具。何国威研究员提出了大涡模拟的“时

空关联方法”，克服了基于能量平衡法的

湍流模型难以预测时空能谱的根本缺陷，

成为发展时间精准大涡模拟的基础，被斯

坦福大学湍流研究中心评述为“时空关联

是大涡模拟领域里新的重要方法论”；开

发了复杂几何边界湍流时间精准大涡模拟

的万核级超级计算程序，克服了高雷诺数

壁湍流时空演化特征预测的困难，率先进

行了回转体湍流噪声的时间精准模拟，并

揭示了远场噪声相消和相长干涉引起的指

向性变化机理。

何国威研究员受邀在 Annual Review 

of Fluid Mechanics 发表关于湍流时空关联

的综述性论文，并在 2020 年美国物理学会

第 73 届流体力学年会上作大会邀请报告。

他的研究成果被美国物理学会评价为“对

理解湍流的时空关联和发展大涡模拟的时

间精准模型做出了基本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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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华大学郑泉水教授团队在国家自然

科学基金资助下，在结构超滑物理机制、

力学行为与应用技术方面取得系统性和创

造性的科研成果，获 2017 年度国家自然科

学奖二等奖。

物质运动是物理世界最底层的现象。

两直接接触固体间的相对滑移运动，涉及

物理、力学、化学、材料、制造、能源等

众多领域。其间发生的摩擦和磨损，导致

了当今世界约 30% 的一次能源消耗，是约

80% 机械部件失效的主要原因，也导致了

无数梦寐以求的微技术无法实现。结构超

滑，即两个固体表面直接接触时摩擦系数

几乎为零且磨损为零的状态，为上述问题

提供了根本性的解决途径。

团队针对结构超滑原理与应用技术取

得了突出进展：（1）揭示了结构超滑界

面原子失配、面内应变、三维形貌、边缘

物理化学特征对于结构超滑摩擦特性的影

响；（2）通过系统研究温度、速度、环

境气氛、体系几何特征、法向载荷对结构

超滑体系运动特性的影响，提出了基于异

质界面的结构超滑体系组装技术，实现了

室温大气下具有高鲁棒性的微米尺度结构

超滑；（3）在该基础上，面向应用，提

出了肖特基式超级微发电机、超滑微谐振

器、超滑射频开关、超滑导电滑环等一系

列基于结构超滑的新型器件设计，相关成

果已获授权发明专利 16 项。

主 要 成 果 发 表 在 Nature Materials、

Physical Review Letters、Proceedings 

of the 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Nature 

Communications、Science Advances、

Journal of the Mechanics and Physics of 

Solids、 Extreme Mechanics Letters、Nano 

Letters 等期刊，获诺贝尔奖得主以及中、

美、英等国著名学者大篇幅正面引用，被

Science、Nature Materials 等期刊重点报道。

郑泉水教授受邀在 Nature 撰写其第一篇超

滑相关的综述文章。

结构超滑原理与应用技术
Principle of Structural Superlubricity and Related Application Technologies

图  结构超滑机理研究

和崭新的现象与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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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科学院力学研究所戴兰宏研究员

团队在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的资助下，研究

了具有微 / 纳尺度非均匀结构的新型金属

材料剪切带。

剪切带作为一类塑性变形失稳现象，

广泛存在于自然和工程领域，是固体介质

灾变破坏的前兆。对剪切带问题的研究是

固体力学及多学科交叉领域的重大课题和

基础科学问题。历经 100 多年的探索，于

20 世纪 90 年代逐渐形成了以绝热软化为

核心机制的热塑剪切带理论。然而，由于

不考虑材料内禀结构效应，这一经典理论

在面对众多具有微 / 纳尺度非均匀结构的

新型金属材料剪切带时，遇到了前所未有

的挑战。团队针对微 / 纳非均匀结构能否

影响甚至颠覆热塑剪切带的核心机制这一

关键科学问题开展了长期攻关，取得了具

有鲜明特色的系统性的原创研究成果。 

1. 实验发现了微尺度增强颗粒对金属

基复合材料塑性变形具有强化和剪切带软

化“正、反”尺寸效应，建立了基于细观

变形机制的复合材料应

变梯度本构模型，通过

发展计及应变梯度效应

的热塑剪切带理论，揭

示了应变梯度驱动金属

基复合材料热塑剪切带

形成的新机制。

2. 系统建立了非晶

合金剪切带新理论，得到了具有明确物理

内涵的剪切带失稳判据，揭示了非晶合金

剪切带形成的纳米结构软化主控、热软化

辅助的新机制，阐明了多重剪切带协同演

化动力学规律，预测了剪切带特征厚度，

从原子尺度揭示了剪切带的应变梯度驱动

效应，发展了剪切变形可控“冻结”的切

削技术和剪切带内部原子尺度微结构演变

在位监测的声发射技术，首次捕捉到剪切

带从萌生到演化终止过程中原子尺度体积

膨胀的变化规律，提出了剪切带延 - 脆转

变准则，揭示了剪切带内部原子尺度体胀

累积是延 - 脆剪切带转变的物理起源。

3. 提出了一种新的原子团簇运动模

型——拉伸转变区，澄清了非晶合金剪切

带诱致断裂过程的能量耗散机制，构建了

能够统一描述非晶合金复杂断裂行为的断

裂准则。

上 述 成 果 得 到 包 括 Timoshenko 奖、

Rodney Hill 奖获得者在内的诸多知名学者

广泛引用和高度评价，被多篇权威综述期

刊作为独立一节长篇幅专门介绍；得到国

内外同行的实验证实与跟踪研究，澄清了长

期广泛存在的国际学术争议，推动了有关

剪切带的科学认知和理论发展；戴兰宏研究

员获国际动态力学领域杰出成就奖——John 

Rinehart 奖 1 项，英国麦克斯韦青年作者奖

1 项。成果可应用于高剪切自锐新型钨高熵

合金的设计研发，具有重要应用价值。

考虑非均匀结构效应的金属材料剪切带
Shear-Banding in Metals Regulated by Heterogeneous Structures

图  非晶合金剪切带的

形成与演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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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杂结构介质中的界面决定载荷传

递、流动减阻、物质破坏等重要过程，是

物理、力学、材料等学科的重要研究对象。

对界面的研究既推动基础科学的理论创

新，又促进相关学科的工程应用。北京大

学段慧玲教授在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的资助

下，在不同物质、不同相界面力学研究方

面取得重要成果，建立了跨越微 - 细 - 宏

观尺度、涵盖固 - 液 - 气的界面力学理论。

在固 - 固界面研究方面，作为当代复

合材料力学基石的经典 Eshelby 夹杂理论

和细观力学框架未包括界面效应，极大限

制了其在复合材料及微纳材料力学中的应

用。段慧玲教授建立了具有多种界面效应

的非经典 Eshelby 体系和多种相态转变的

复合材料细观力学理论，将连续介质力学

从宏观推广到微纳尺度，将复合材料细观

力学推广到多相物质，推动了连续介质力

学和复合材料细观力学的发展和应用；发

展了具有界面和辐照缺陷相互作用的金属

细观力学方法；提出了统一定量描述金属

屈服强度随样品尺寸变化的理论模型，解

决了屈服强度样品尺寸相关性实验与已有

定量理论不符的问题。

在流 - 固界面研究方面，1823 年纳维

（Navier）提出的滑移边界理论为通过改

变边界条件控制边界层实现减阻提供了可

能，而如何实现稳态滑移边界并对边界层

和宏观流场进行调控，是流体力学尚待解

决的基础科学问题。段慧玲教授提出了流 -

固等效滑移边界稳定性理论与调控方法，

实现了等效滑移边界的超长稳态以及流动

控制和减阻。相关理论和方法推动了力学

基础理论的发展，为 Navier 滑移边界用

于流动控制奠定了基础，为水下航行体的

研究提供了新理论。成果被美国物理学会

（APS）亮点报道，入选 Proceedings of the 

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封面文章。

段 慧 玲 教 授 在 Proceedings of the 

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Physical Review Letters、

Journal of the Mechanics and Physics of 

Solids、Journal of Fluid Mechanics 等 期 刊

发表论文多篇；受邀在力学权威综述期

刊 Applied Mechanics Reviews 发表长篇论

文， 并 获 ASME Lloyd Hamilton Donnell 

Paper Award（中国首篇获奖）；入选美国

机械工程师学会会士（ASME Fellow）。

相关成果获 2016 年度教育部自然科学奖一

等奖。

复杂结构介质界面力学
Interface Mechanics of Complex Structured Media 

图  单晶 / 多晶金属屈

服强度随样品尺寸变化

示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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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中国科学院紫金山天文台牵头、国

内和国际多家单位参与的“悟空”号暗物

质粒子探测卫星国际合作组在国家自然科

学基金的资助下，获得了目前国际上精度

最高的 TeV 以上能区电子、质子和氦核宇

宙线能谱并发现了能谱新结构。主要成果

入选 2018 年度中国科学十大进展和 2019

年度中国十大天文科技进展。

天文观测表明宇宙中的暗物质比人类

目前熟悉的普通物质要多 5 倍，其物理本

质是当前粒子物理和天体物理领域的最重

大问题之一。暗物质粒子衰变或湮灭可能

在宇宙线或伽马射线中留下特征信号，精

确测量宇宙线和伽马射线是暗物质粒子间

接探测的重要手段。与此同时，宇宙线的

起源和加速机制也是粒子天体物理领域最

基本问题之一。

“悟空号”是我国发射的第一颗用于

空间高能粒子观测的卫星，其核心使命就

是在宇宙线和伽马射线中寻找暗物质粒子

存在的证据，并进行宇宙线物理研究。合

作组攻克了多项技术难关，使“悟空号”

“悟空号”获得TeV以上能区最精确的宇宙线电子、
质子和氦核能谱并发现能谱新结构

WuKong Obtained the Most Precise Spectra of Cosmic-Ray Electron, Proton and 
Helium above TeV and Reveals New Spectral Structures

图  “悟空号”测得的

宇宙线正负电子能谱

（红点）和其他实验结

果比较

在“高能电子、伽马射线的能量测量准确

度”以及“不同种类粒子鉴别”这两项关

键技术指标方面处于世界领先，为空间宇

宙线和伽马射线的精确探测打开一个新的

窗口。基于“悟空号”卫星的在轨观测数据，

合作组近几年取得了多项突破性进展。

1. 获得了世界上最精确的 TeV 电子

宇宙线能谱，首次直接测量到了电子宇宙

线能谱在约 0.9 TeV 处的拐折，该拐折反

映了宇宙中高能电子加速源的典型加速能

力，其精确的下降行为对于判定部分（能

量低于 1 TeV）电子宇宙线是否来自暗物

质起着关键作用，该成果 2017 年发表在

Nature。

2. 获得了 40 GeV ～ 100 TeV 能区宇

宙线质子能谱精确测量结果，首次以高置

信度（～ 4.7σ）揭示宇宙线质子能谱在约

14 TeV 存在变软的新结构，其可能来自邻

近某宇宙线加速源，该成果 2019 年发表在

Science Advances。

3. 获 得 了 70 GeV ～ 80 TeV 能 区 宇

宙线氦核能谱精确测量结果，首次以高置

信度（～ 4.2σ）揭示宇宙线氦核能谱在约

34TeV 存在变软的新结构，表明宇宙线质

子和氦核的能谱存在非常类似的能谱拐折

结构，而且拐折能量近似正比于粒子的电

荷，这一发现在解答银河系内高能宇宙线

的起源问题上迈出了重要一步，该成果发

表在 Physical Review Lett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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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速射电暴（fast radio burst，FRB）

是 2007 年发现的一类新的天文现象，在短

短的几个毫秒内，未知天体释放出相当于

地球上百亿年发电量总和的无线电脉冲信

号。快速射电暴的起源和物理机制一直都

是未解之谜。在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的资助

下，北京大学李柯伽教授团队和中国科学

院国家天文台、云南天文台和新疆天文台

等组成联合团队，完成了快速射电暴系列

工作，发表各类科研论文多篇，在如下方

面取得较好的科研进展。

1. 团队从理论上系统地研究了快速射

电暴的光度函数，解决了长期困扰研究人

员的快速射电暴距离和光度测量中的系统

差问题，获得了稳健的光度函数估计。研

究成果于 2018 年发表在英国皇家天文学会

月刊。

2. 团 队 基 于“ 中 国 天 眼” 的 500 米

口径球面射电望远镜（FAST），首次认

证 了 加 拿 大 CHIME（Canadian Hydrogen 

Intensity Mapping Experiment）发现的快速

射电暴 FRB 180301 是一个十分稀有的快

速射电暴重复暴。目前已知的快速射电暴

重复暴仅有 20 余例。基于 FAST 的深度观

测，团队发现该快速射电暴具有极为复杂

的偏振特性，特别是在毫秒级爆发时间内，

辐射的偏振角具有系统的演化行为。这一

发现证明了快速射电暴来源于磁层结构，

并对一类激波模型提出了挑战。研究成果

发表在 Nature。

3. 团队基于 FAST，联合高能卫星数

据，对银河系内的磁星快速射电暴 SGR 

1935+2154 进行了深度观测。团队证明，

即使在磁星活跃期内，产生快速射电暴仍

旧需要十分特殊的条件，并对活跃期射电

爆发流量给出了最强的限制。研究成果发

表在 Nature。

第 2、3 项研究入选 2020 年度中国天

文科技十大进展和 2020 年度中国重大科

学进展；第 3 项研究和 CHIME、STARE2

的 工 作 一 起 被 Nature 和 Science 评 选 为

2020 年十大科学突破。除了以上进展外，

受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团队还研发了

我国首套快速射电暴实时搜寻硬件终端，

并成功利用中国科学院云南天文台 40 米

实现了国内首次星际闪烁二阶谱探测。

快速射电暴的观测研究
Observational Research for Fast Radio Bursts

图  FRB 180301 的脉冲

偏振多样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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暗物质是宇宙中引力的主宰，决定了

宇宙中结构的形成。但暗物质本质是什

么？这一直以来都是整个自然科学界最重

要的问题之一。正确预言暗物质在宇宙中

的分布是探测它们并限制其本质属性的必

备条件。理论预测 95% 以上的暗物质都分

布在暗物质自身形成的结构体——暗物质

晕（简称暗晕）内。所以正确获得不同质

量暗晕，特别是那些较小的暗晕内的物质

分布就特别重要。

模拟宇宙中所有不同质量暗物质晕的形成和演化
Simulating the Formation and Evolution of Dark Matter Haloes over the Whole 

Mass Scale in the Universe

图  Cosmic  Zoom 宇 宙

模拟中两次放大过程

图  从 地 球 质 量

（1×10-6 太 阳 质

量）到超级星系团

（1×1015太阳质量）

不同质量暗晕中密

度分布轮廓均极为

相似

在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等资助下，中

国科学院国家天文台王杰研究员团队耗

时 7 年，新开发了多重再模拟技术，并顺

利运行了一系列超级宇宙学模拟 Cosmic 

Zoom，首次获得了对宇宙中从地球质量

到超级星系团（跨越 20 个数量级）的所

有暗晕的形成历史以及内部物质分布的清

晰刻画，完成了 N 体数值模拟领域最大的

挑战。

基于该系列模拟，王杰团队发现所

有质量的暗晕均具有极为相似的内部结

构——均可以被双参数的密度轮廓所描

述，由此给出了暗晕质量和描述内部结构

的紧致因子的关系。据此预测，暗物质湮

灭后的很大一部分辐射来自那些因为太小

而不能形成恒星的微小暗晕。

该研究首篇成果论文于 2020 年 9 月发

表在 Nature，得到国际同行的广泛关注。

项目多篇文章直接利用论文新结果研究如

何通过 Fermi 卫星观测暗物质湮灭产物、

引力透镜、脉冲星计时阵等方法探测微小

暗物质晕，从而去限制暗物质的本质属性。

这些研究将大大加速我们对暗物质本质的

探索进程。该成果入选 2020 年度中国十大

天文科技进展。

基于该模拟，团队也获得了宇宙中所

有不同质量暗晕形成的演化历史以及其他

属性，多项相关重要成果也将陆续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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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子星具有超高密度、超强磁场等极

端性质，是检验基本物理规律极佳的天然

实验室。尽管中子星研究已两次获得诺贝

尔物理学奖，但其某些基本属性仍处于研

究空白。例如，人们通常认为双中子星合

并的直接产物是黑洞，但有理论预言其产

物也可以是大质量毫秒快转的极强磁场中

子星——磁星，然而多年来该理论尚未被

观测所证实。

在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等资助下，中国

科学技术大学薛永泉教授领衔的一个国际

研究团队基于自主发展的亮度变化诊断新

方法，利用钱德拉 X 射线太空望远镜完成

了迄今最为灵敏的 X 射线巡天观测——

700 万秒钱德拉南天深场，发现了首例双

中子星合并形成的磁星所产生的 X 射线爆

发事件。该新发现的磁星距离地球 66 亿

光年，磁场是地球表面磁场的千万亿倍，

其 X 射线爆发仅持续 7 小时，发光强度是

太阳的万亿倍。研究论文 2019 年 4 月发表

在Nature。该发现证实了之前的理论预言，

表明了双中子星合并的直接产物可以是大

质量毫秒磁星，有力约束了中子星物态方

程与存在极端磁场强度等基本物理，排除

了一批物态方程偏软的核模型，并指出了

研究双中子星合并乃至中子星基本属性的

新视角。

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NASA）特为

此作了题为“一个新的中子星碰撞信号”

的新闻发布，并评价道：“这个重要的发

现给了天文学家一个了解中子星内部的机

会”。国际知名天文学家戴子高教授在

Science Bulletin 的研究亮点栏目撰写专文，

评价该发现为“开创性的”。该发现被数

百家国内外媒体报道，引起了广泛国际关

注。该研究成果入选 2019 年度中国十大天

文科技进展。

发现首例双中子星合并形成的磁星所驱动的 
X射线暂现源

Discovery of the Frist Magnetar-powered X-ray Transient 
as the Aftermath of a Binary Neutron-star Merger

图  遥远宇宙中双中子

星合并形成的大质量毫

秒磁星的假想

图  新发现磁星的 X 射

线特征光变曲线（a）

与图像（c）及其相对

宿主星系的位置（b）

（a） （b）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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慧眼（HXMT）是中国的第一颗 X 射

线天文卫星，于 2017 年 6 月 15 日成功发

射运行。慧眼团队在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的

资助下，对黑洞和中子星的研究取得了一

批重要成果，开辟了宽能段 X 射线能谱和

时变研究的新窗口。

对吸积黑洞双星 MAXI J1820+070 的

时变观测发现，迄今最高能量（200 keV

以上）的低频准周期震荡信号和流行的辐

射转移或者高温盘冕进动模型不符，但是

可以用距离黑洞上百公里的相对论喷流进

行解释，这是迄今观测到的距离黑洞最近

的相对论喷流。对该黑洞双星的能谱观测

研究发现，高速逃离黑洞的高温等离子体，

为相对论喷流的性质提供了物理解释。

中国慧眼天文卫星对黑洞和中子星的研究 
取得重要成果

Breakthroughs on Black Holes and Neutron Stars with  
China’s Insight-HXMT Satellite

图  慧眼在吸积黑洞双

星 MAXI  J1820+070 的

数据中探测到 1 ～ 250 

keV 的准周期震荡，并

由此构造出了喷流进动

模型

图  慧眼精确定位了与快速射电暴同时产生的 X 射线爆发来自磁星，左图

中蓝色椭圆为射线望远镜 STARE2 对快速射电暴的定位范围，右图红色区

域为射电望远镜 CHIME 的定位范围，右图中白色轮廓图为慧眼定位，十字

星位置为磁星 SGR J1935+2154 的位置

上述成果分别发表在 Nature Astronomy 和

Nature Communications，并被评为 2020 年

度中国十大天文科技进展。

通过对吸积中子星双星 GRO J1008-

57 的观测，发现中子星强磁场中能量高

达 90 keV 的电子回旋吸收线，这是目前观

测到的最高基态能量的电子回旋吸收线，

对应于目前直接、可靠地测量的最强中子

星磁场（约为 8 亿 T）。成果发表在 The 

Astrophysical Journal Letters。

快速射电暴（FRB）是一种极其剧烈

的射电爆发现象，持续时间通常只有几毫

秒，释放的能量可以超过太阳一个月所释

放的能量总和，其天体源和产生机制长

期以来没有明确的定论。2020 年 4 月 28

日，慧眼卫星与其他三颗空间天文卫星观

测到与快速射电暴 FRB 200428 几乎同时

产生 X 射线的爆发信号。慧眼卫星首先

发现该 X 双星爆发的光变曲线存在双峰结

构，且前后两个峰的时间间隔约 30 ms，

与快速射电暴的双峰间隔几乎完全一致。

慧眼卫星也对这个 X 射线爆发进行了精

确定位，证认其来自磁场极强的一类中子

星——磁星 SGR J1935+2154，首次证明

磁星可以产生快速射电暴。结果发表在

Nature Astronomy。快速射电暴产生于磁

星被 Nature 评为 2020 年十大科学发现，

也被 Science 列入 2020 年十大科学突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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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磁场下二维电子系统呈现的量子霍

尔效应是凝聚态物理学的重要研究方向，

相关发现曾三次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量

子反常霍尔效应是一种不需要外加磁场、

基于全新物理原理的量子霍尔效应。它不

但是量子霍尔态得以实际应用的关键，还

是很多新奇量子效应实现的基础。在实际

材料中，实验发现量子反常霍尔效应是凝

聚态物理学的重大科学目标之一，但过去

二十多年来没有实质性实验进展。

清华大学薛其坤教授等与中国科学院

物理研究所研究人员组成的联合研究团队，

在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的资助下，在国际上

首先建立了 Bi2Te3 家族拓扑绝缘体分子束

外延生长动力学并发展出高质量拓扑绝缘

体薄膜材料的制备方法；首次在实验上揭

示出拓扑表面态随维度的演化过程及背散

射缺失等独特性质；发展了拓扑绝缘体薄

膜的能带结构和化学势调控手段；在磁性

掺杂拓扑绝缘体薄膜中首次发现了拓扑导

致的磁量子相变并揭示出在其中建立长程

铁磁序的关键因素；制备出了同时具备铁

磁性、体绝缘性、拓扑非平庸性的磁性掺

杂拓扑绝缘体薄膜，并在这种薄膜中首次

在实验上观测到量子反常霍尔效应。该发

现已被国际上多个知名实验室重复与确认，

被 2016 年诺贝尔物理学奖评奖委员会和获

得者 Haldane（霍尔丹）列为拓扑物质领域

近二十年来最重要的实验发现之一。成果

获 2018 年度国家自然科学奖一等奖。

量子反常霍尔效应的实验发现
Experimental Discovery of the Quantum Anomalous Hall Effect

图  量子反常霍尔效应

实验发现的测量样品

（a）和数据（b）

图  2016 年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霍尔丹在其获

奖演说中对该发现的介绍

（a）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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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世界上最高亮度的相干光源，自

由电子激光具有超高亮度、超短脉冲、波

长连续可调等一系列优势，在原子分子物

理学、凝聚态物理学、材料化学、结构生

物学等诸多领域具有重大应用价值，是国

际科技竞争的重大前沿之一。世界各国投

入大量人力和物力，建设属于自己的大型

自由电子激光装置，特别是 X 射线波段的

自由电子激光装置。这种基于传统射频直

线加速器的自由电子激光装置动辄可达数

百米甚至数千米，耗资可达数亿乃至数十

亿美元，且建设周期长。

利用超强超短激光在等离子体中诱发

的等离子体波加速高能电子（简称激光尾

波场电子加速）是超强超短激光最重要的

应用领域之一。激光尾波场电子加速器具

有比传统的射频加速器高出三个量级以上

的超高加速梯度，为实现小型化的高能粒

子加速器等提供了全新技术途径。

在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的资助下，中国

科学院上海光学精密机械研究所李儒新教

授团队经历长达八年的研制，取得了一系

列原创性重大进展。

2016 年，团队通过突破系列电子束品

质提升中的关键科学技术问题，成功研制

了小型化激光电子加速器，获得了能量为

200 ～ 600 MeV、能散为 0.4% ～ 1.2%、流

强为 1 ～ 8 kA、发散角为～ 0.2 rms mrad 的

高品质高亮度的电子束，相应电子束 6 维

相空间亮度达到 1015
～ 1016 A/（m2·0.1%），

远高于国际上报道的同类研究结果，并首

次接近最先进直线加速器所获得的电子

束亮度。该成果于 2016 年 9 月在 Physical 

Review Letters 上发表，被推荐为亮点文章，

获得了国际团队的广泛引用，成为本领域

的标志性成果之一。

2019 年，团队提出并实现了一种千分

量级能散的高品质电子加速器。实验利用

超强超短激光与特殊密度基波结构相互作

用，仅仅利用一种简单的单级低密度喷流，

巧妙实现了高效的电子束能散啁啾压缩和

能量增益，实验获得了低能散（～ 0.2%）

高 能（～ 820 MeV） 的 电 子 束 流， 并 将

激光电子加速最高亮度的世界纪录提升

了 2 ～ 3 倍。该项成果是台式化激光电子

加速器领域第一次将高能电子束能散压缩

到千分量级，对于实现台式化激光尾场加

速器的应用具有重要价值。该成果发表在

Physical Review Letters。

同年，团队依托该台式化激光电子加

速器，并对电子束的传输实施精确控制和聚

焦，通过波荡器后，在国际上首次实现了

基于激光加速器的极紫外波段自由电子激

光非线性放大辐射输出，相应的辐射波长

为～ 27nm，辐射功率最高可达 50MW，领

先国际其他同类研究团队，首次实现了台式

化自由电子激光的原理验证。该成果以封面

文章的形式发表在Nature。

首次实现基于激光电子加速器的自由电子激光
First Free Electron Lasing Action Based on a Laser Electron Accelerator

图  基于激光尾波场

电子加速产生的 2‰能

散、近 GeV 量级高品质

电子束

（a）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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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方忠研究员团

队在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的资助下，致力于

拓扑半金属理论及其材料预测研究，取得

了一系列成果，入选 2017 年度中国科学

十大进展、2018 年美国物理学会 Physical 

Review Letters 系列期刊创刊 125 周年纪念

文集，团队获得 2018 年中国科学院杰出科

技成就奖等。

拓扑电子态是一类全新的量子物态，

它的发现与研究给整个物理学带来了深远

影响，2016 年诺贝尔物理学奖授予了拓扑

相及其相变研究。继拓扑绝缘体发现之后，

该领域的一个重大科学问题为是否存在拓

扑的金属态、如何实现、如何分类、有何

特色物理性质？团队经过深入系统的研究，

提出了描述金属拓扑态的方法和拓扑不变

量，开发出材料拓扑性质计算工具，预言

了若干拓扑半金属材料体系，并被实验证

实和广泛研究，从而成功将拓扑电子态的

分类从绝缘体推广到金属，开辟了拓扑物

态领域的研究新方向，引领该方向的国际

前沿。这些研究成果不仅拓宽加深了人类

对拓扑物态的理解，同时拓扑半金属所呈

现出的很多新奇且基本的量子现象也为未

来电子技术的变革性发展提供了新的可能。

当前已被实验确认的三类拓扑半金属

材料，即狄拉克半金属、外尔半金属和三

重简并半金属，都由该团队首先理论预测，

再被其他实验证实的。2015 年他们计算发

现了首个非磁性外尔半金属 TaAs 家族材

料，是 80 多年来人们首次观测到外尔费

米子的行为。

2016 年，团队提出的碳化钨家族材料

中存在三重简并费米子的理论被合作实验

所证实。该实验发现被评为 2017 年度中国

科学十大进展，为在固体中寻找新型无质

量费米子激发开辟了新途径。2018 年，团

队成员与实验组合作，发现了首个磁性外

尔半金属 Co3Sn2S2，促进了磁性与关联拓

扑电子态的研究。

这些原创性研究成果产生了重大的国

际影响，助力我国在该领域研究站在了国

际前沿。团队成员连续多年入选全球高被

引科学家（Web of Science），并获得日本

仁科亚洲奖、美国物理学会 McGroddy 新

材料奖等国际奖项。

拓扑半金属理论及其材料预测
Topological Semimetal Theory and Material Prediction

图  “固体中发现外尔

费米子”入选 2018 年

美国物理学会Physical 

Review Letters 系列期

刊创刊 125 周年纪念

文集

图  团队获 2018 年中

国科学院杰出科技成

就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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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称性是现代科学研究中最重要的问

题之一。大到宇宙星系，小到电子、光子等，

对称性及其伴随的守恒量决定了体系的基

本物理规律。北京大学肖云峰教授团队在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的资助下，针对微腔几

何形状、材料结构、模式光场等对称破缺

开展了系统研究，取得了国际领先成果，

推动国际学术界形成“对称破缺微腔光学”

这一新的研究方向。成果入选 2018 年度全

球光学领域 30 项重要成果、2017 年度中

国高校十大科技进展。

肖云峰团队通过打破对称性，突破了

几十年来传统微腔光子学器件的局限，并

取得以下重要成果。

1. 旋转对称微腔与外部耦合器件之间

的能量交换遵循动量匹配条件，但材料与

几何色散严重制约了耦合带宽。团队在非

对称微腔中首次揭示出混沌辅助的光子角

动量快速转换的新原理。进入微腔的光子

对称破缺微腔光学研究
Symmetry-broken Microcavity Optics

图  （a）非对称微腔与

纳米波导耦合；（b）混 

沌辅助的光子动量转

换，插图为微腔光场

分 布 的 时 间 演 化； 

（c）非对称微腔（红）

和传统圆形微腔（蓝）

分别与纳米波导在宽谱

范围的耦合效率

（a） （b）

（c）

能够在皮秒时间尺度内经过混沌运动完成

角动量的快速转换，从而突破传统耦合的

动量匹配限制；团队进一步将该原理应用

于微腔光学频率梳这一重要前沿相干光源

的研究，实现了覆盖两个倍频程超宽谱光

梳的激发与高效率收集，打破了国际微腔

光梳谱宽记录。

2. 由于材料结构反演对称性的限制，

常用的硅基光子学材料往往不具备二阶非

线性电偶极响应这一最重要的非线性光学

效应。团队利用微腔表面处的对称破缺，

同时结合超高品质因子光学模式共振增强

效应，将表面的二阶非线性光学信号转换

效率增强了 14 个数量级，为表面科学研

究与应用提供了一个全新的物理平台。

3. 针对驻波回音壁模式在顺时针、逆

时针传播分量上没有优势方向的难题，团

队发现微腔增强的光克尔效应可以显著调

制相向传播光场之间的相位，产生非线性

耦合，并首次观察到微腔光场的自发对称

破缺。基于该原理，团队进一步实现了方

向可重构的微腔单向激光器，无须复杂的

结构和特殊的材料，为片上光场调控提供

了新方案。

上 述 成 果 发 表 在 Science、Nature 

Photonics、Physical Review Letters 等期刊，

被国内外同行引用 1000 多次；肖云峰教授

在国内外重要学术会议上作大会、主旨或

邀请报告 20 余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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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旦大学封东来教授团队与中国科学

院物理研究所研究合作，在国家自然科学

基金的资助下，在铁基高温超导（Li,Fe）

OHFeSe 中发现了清晰的马约拉纳零能模

和量子化电导特征，并通过精密测量磁通

态空间分布和其他相关体系，提供了拓扑

超导电性产生机理的重要线索。这一系列

工作在探索拓扑量子计算领域迈出了重要

一步。

马约拉纳费米子是埃托雷·马约拉纳

（Ettore Majorana）预言的反粒子为其自

身的一类新奇异费米子，然而始终未能被

实验观察到。近年来，人们预言这一奇异

费米子可在拓扑超导体中以准粒子形式

存在，即马约拉纳零能模（majorana zero 

mode）。并且通过交换“编织”马约拉纳

零能模还可构筑拓扑量子比特来实现拓扑

量子计算。相比于经典计算，量子计算在

很多方面有不可比拟的优势，但目前的瓶

颈是一般量子比特易受环境干扰而产生退

相干。相比之下，拓扑量子比特受系统整

体拓扑性的保护，不受局部环境干扰，有

望实现容错型量子计算。目前，实验上寻

找理想的马约拉纳零能模是实现拓扑量子

计算的关键。

团队曾在拓扑超导 CuxBi2Se3 中发现

磁通零能模的迹象，但该体系超导能隙很

小，零能模和平庸磁通态混合在一起无法

区分。经过长期探索，团队发现了一类拥

有拓扑表面态的本征拓扑超导体（Li,Fe）

OHFeSe， 超 导 转 变 温 度 达 到 42 K（ 目

前最高）。利用极低温扫描隧道显微镜

（STM），团队在非钉扎磁通涡旋中观测

到清晰独立的马约拉纳零能模。相比之前

的拓扑超导体系，该零能模更为干净和鲁

棒，它既不与平庸的低能磁通态混合，又

能在 10 T 强磁场下稳定存在。随后，团队

进一步利用分辨率高达 50 μeV 的 STM，

成功探测到该零能模的量子化电导。这是

在本征拓扑超导体磁通中首次观测到电导

的量子化现象，提供了该类零能模是马约

拉纳零能模的关键证据。为深入理解该体

系中零能模和拓扑超导产生机理，团队精

密测量了磁通的空间特征，确认零能模来

源于超导拓扑表面态，并通过对相关体系

单层 FeSe/SrTiO3 研究，澄清了拓扑表面

态产生的必要条件是 FeSe 层间的耦合。

这一系列成果极大加深了人们对马

约拉纳零能模和拓扑超导电性机理的理

解，为进一步实现零能模的编织乃至拓

扑量子计算打下重要基础。相关论文发

表 在 Physical Review X、Physical Review 

Letters、Chinese Physics Letters 后迅速引起

了广泛关注，部分成为 ESI 高被引论文或

被 编 辑 推 荐。Nature Reviews Materials 和

Physics World 新闻专栏第一时间报道了这

些重要进展。

拓扑超导体磁通涡旋中清晰马约拉纳零能模的 
发现和机理研究

Discovery of Clean Majorana Zero Mode in the Vortex Core of Topological 
Superconductors and the Study of Their Mechanism

图  （a）、（b） （Li,Fe）

OHFeSe 磁通涡旋中的

马约拉纳零能模及其随

空间分布；（c）零能

模的量子化电导现象

（a）

（b）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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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旦大学、中国科学院上海应用物理

研究所马余刚研究员领衔的 STAR- 中国

团队在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的资助下，在国

际上首次实现了反物质（反质子）间相互

作用力的测量。这使人类可以更深入地认

知反物质的基本特性，从核力层次检验电

荷共轭 - 宇称 - 时间反演（CPT）联合对

称性。

极端相对论重离子对撞是研究宇宙早

期新物质形态——夸克胶子等离子体的唯

一实验手段，同时也是研究反物质原子核

与检验基本对称性的理想实验场所。自然

界的反物质缺失是当今重大科学问题之一，

从实验室寻找反物质原子核对理解 CPT

对称性和强相互作用性质具有重大意义。

核子间相互作用是原子核构成的基石。目

前，科学家们对核力已经有了较好的认识，

但对于反物质核力还没有直接的了解。相

对论重离子对撞机将束流能量为 100 GeV 

的金核 - 金核相互碰撞，产生大量的反质

子，这为测量反质子 - 反质子间相互作用

提供了机会。团队通过测量 STAR 实验数

据的反质子 - 反质子之间动量关联函数，

定量提取出反质子 - 反质子相互作用的散

射长度和有效力程。研究表明，反质子 -

反质子之间存在着强吸引力，可以克服反

质子 - 反质子之间由于同号（负电荷）所

产生的库伦排斥力，结合成反物质原子核。

新测量得到的结果与质子 - 质子相互作用

的对应值在误差范围内一致。这些研究结

果提供了两个反质子间相互作用的直接信

息，给出了对量子场论和对称原理的一个

直接验证，为进一步理解更复杂的反原子

核及其属性奠定了基础。

团队在反物质实验研究上做出了系统

性成绩，包括探测到首个反物质超核，打

开了三维核素图的大门，开拓了实验室研

究反奇异夸克物质的先河；发现了迄今最

重的反物质原子核（反氦 4）；相关成果

获得 2016 年度国家自然科学奖二等奖，

多次入选年度中国科学十大进展，并入选

2018 年中国科学院改革开放四十年 40 项标

志性科技成果。团队完成正反超氚核质量

和结合能的精确测量，发现了 CPT 对称性

在迄今最重反奇异夸克原子核成立，为扩

展标准模型参数提供实验限制；发现了超

氚核结合能显著大于 0，为理论计算超子 -

核子之间相互作用提供了第一手实验数据。

实现反物质间相互作用力的首次测量
First Measurement of Interaction between Antiprotons

图  反质子 - 反质子

相互作用参数，散射长

度（f 0）和有效力程（d 0）

测量结果为红色五角

星，空心点代表正常核

子间的相互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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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由重子和介子束缚形成的崭新物质结

构。团队正在深入开展相关研究，精确测

量五夸克态的质量、宽度、宇称和自旋等

量子数，并寻找新的五夸克态，为这一类

新物质结构建立全新的图像。

北京大学高原宁教授等和清华大学组

成的 LHCb 中国研究团队在国家自然科

学基金的资助下，基于 LHCb 实验开展

包括五夸克态在内的重味强子谱研究，在

LHCb 实验发现五夸克态等相关研究中取

得了重要的研究成果。

团队在Λ0
b → J/ψpK - 衰变过程的 J/

ψp 质量谱中观测到两个性质与五夸克态

相符的共振态结构 Pc(4380)+ 和 Pc(4450)+。

这是自夸克模型预言存在五夸克态以来，

首次在实验上得到确切的观测结果，对于

理解强相互作用的本质具有重要意义。

该 成 果 以 封 面 推 荐 文 章 发 表 在 Physical 

Review Letters，入选 Physics World 年度物

理学领域“十大突破”和 Physics 年度物理

学领域“八项重要成果”。为了揭示五夸

克态的产生机制和内在结构，团队开展了

系列研究，利用更大的数据样本发现了全

新的窄五夸克粒子结构 Pc(4312)+，并观测

到 Pc(4450)+ 的精细结构：由两个质量相近

的共振态 Pc(4440)+ 和 Pc(4457)+ 叠加而成；

发现了具有近域特性的含奇异夸克的五夸

克态存在迹象。

五夸克态为研究强相互作用提供了崭

新的平台，有助于理解强相互作用中的夸

克禁闭和非微扰效应。对这些新五夸克态

的性质研究表明，自然界很可能存在一大

大型强子对撞机上底夸克物理（LHCb） 
实验发现五夸克态及相关研究

The Discovery and Studies of Pentaquak States by the LHCb Experiment at LHC

图  LHCb 中国研究团队主导完成的新五夸克态的发现。图中黑色数据点是

J/ψp 质量谱，其中三个明显的峰状结构对应于五夸克态的贡献。新发现

的五夸克态宽度较窄，质量峰接近阈值（虚线所示）。这些特性有助于揭

示五夸克态的内在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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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交通大学刘江来教授等组织的

PandaX 实验团队在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的资

助下，通过 580 公斤级 PandaX 二期实验，

超越美国 LUX 实验和欧洲 XENON1T 实

验，数度取得对重质量暗物质 - 核子相互

作用国际最强的限制，成果入选 2016 年科

技导报十大科学进展和 2017 年美国物理学

会亮点。

暗物质是宇宙中不参与电磁和强相互

作用的全新未知物质，揭开暗物质的微观

粒子本质极有可能带来下一次物理学革

命。过去三十多年来，国际上多个实验团

队在深地实验室里对暗物质开展直接探

测，探测灵敏度不断提高。中国锦屏地下

实验室一期完成建设，为我国暗物质研究

提供了得天独厚的场所。PandaX 一期 120

公斤级液氙实验，排除了国际实验中的疑

似暗物质信号，被 Science 专题报道，结

果被《粒子数据手册》收录。同时，更大

PandaX 二期实验在暗物质探测方面取得重要进展
Major Progress in Dark Matter Direct Detection Made by the  

PandaX-Ⅱ Experiment

图  2017 年中国锦屏

PandaX 二期 580 公斤级

液氙暗物质实验得到的

暗物质与核子相互作用

截面的上限（红色曲线）

同其他实验的比较

规模的美国 LUX 实验和欧洲 XENON1T

实验也在迅速开展，形成激烈的国际竞争

环境。

2015 年，PandaX 实验团队自主研发

了当时国际体量最大的 580 公斤级 PandaX

二期液氙探测器，配套研制了集真空、制

冷、提纯为一体的“制冷总线”、平方米

覆盖的深紫外光电探测阵列、超痕量氪精

馏系统等，探测器在本底水平、光子采

集率、漂移电场强度、均匀度、电子漂

移距离等指标上国际领先。经过约 3 个月

的 取 数，PandaX 率 先 在 Physical Review 

Letter 上以封面文章发表了 2016 年国际

最 灵 敏 的 暗 物 质 探 测 结 果；2017 年 在

Physical Review Letter 上更新结果，对质量 

100 GeV 以上的暗物质给出了最灵敏的测

量限制。PandaX 团队还开展了暗物质 -

核子自旋相关散射、有效场散射、暗物质 -

电子散射以及对暗媒介子和轴子的搜寻，

均取得国际领先成果。在中微子方向上，

团队 2019 年首次利用自然氙探测器寻找马

约拉纳中微子，验证了更大规模液氙实验

在中微子研究上的强大潜力。刘江来教授

等受邀在 Nature Physics 上发表暗物质探测

综述文章。

PandaX 团队在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的资

助下，正积极推进新一代四吨级 PandaX-

4T 实验，对暗物质和中微子开展更加深入

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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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华大学陈志强教授团队在国家自然

科学基金的资助下，围绕 X 射线计算机断

层成像（X-CT）理论及其关键技术不断

深入探索，近些年已经实现了从螺旋 CT

迈向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新型静态 CT，并

由同方威视技术股份有限公司把科研成果

转化为产品，取得了显著社会效益与经济

效益。

计算机技术的融合开创了 X 射线成

像技术的数字化新篇章，但历经四十多年

的更新换代，目前螺旋 CT 受滑环旋转极

限的制约，无法满足医疗、安检、工业等

应用的新需求，对 CT 系统的检查速度和

准确性提出了更高的要求。X-CT 的成像

理论机制和扫描成像模式亟须重大变革。

采用分布式 X 射线源的静态 CT 技术在高

速扫描方面具有革命性的优势，其利用分

布在物体周围的一系列 X 射线源实现高

速 CT 扫描，通过 X 射线源切换可以实现

每秒几十转的等效滑环转速，大幅提升了

CT 扫描的速度和检测效率，被认为是下

一代快速 CT 成像的最佳选择。

团队在国际上率先开展了基于碳纳米

管分布式 X 射线源的静态 CT 成像理论及

应用研究，突破了传统基于单一扫描平面

进行 X 射线源和探测器布局的设计定式，

创新性地提出了一种多扫描平面、多段直

线分布的 CT 扫描结构，显著降低了 CT

系统的设计难度，提高了射线利用效率；

设计了基于空间记忆网络编码的“三明治”

双能探测器、毫米间距靶点碳纳米管直线

阵列式 X 射线源并攻克了直线段扫描轨

迹的 CT 图像精确重建理论难题；成功研

制新一代超快速行李物品 CT 扫描机查验

系统，并通过中国民航和欧盟民航委员会

（ECAC）最高等级的爆炸物探测认证，

成果获北京市发明专利一等奖。这些开创

性的工作对于我国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新

一代静态 CT 超快速成像系统的研制及产

业化具有重要的科学意义和价值。

基于碳纳米管分布式X射线源的静态CT智能 
查验系统及关键技术研究

Stationary CT Baggage/Parcel Intelligent Inspection System Based on Distributed 
X-ray Sources and Its Key Technologies

图  多平面超快速静态

CT 成像系统结构

图  碳纳米管阴极和基于碳纳米管阴极的分布

式 X 射线源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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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性分子与我们的生命和生活密切相

关。能像“酶”一样精准、高效地创造手

性分子是科学家的梦想和追求。在过去几

十年里，科学家发明了许多手性催化剂

（人工酶），但和自然界的酶催化剂相比，

人工手性催化剂在手性分子的合成效率方

面还存在很大差距。能否发展出催化效率

超越酶的人工手性催化剂，是合成化学领

域兼具科学性和实用性的重大科学问题。

南开大学周其林教授团队在国家自然科学

基金的资助下，经过二十多年的努力，发

展出一类全新的手性螺环催化剂，这类手

性螺环催化剂在许多不对称合成反应中都

表现出极高的催化活性和优异的对映选择

性。手性螺环催化剂的催化效率超越了酶

的水平，将手性分子的合成效率提高到了

一个新的高度，也改变了人们对人工催化

剂极限的认知。

团队提出了“刚性骨架提高催化剂手

性诱导能力和稳定性”的设计思想，设计

出一类全新结构的刚性手性螺环骨架，并

基于这一刚性骨架结构合成了系列手性螺

环配体和催化剂。手性螺环催化剂在许多

不对称合成反应中都表现出了优异的催化

活性和不对称诱导能力，已被用于手性药

物生产。

手性螺环催化剂使许多不对称催化反

应由原来的不可能变成可能。例如，手性

螺环双噁唑啉铜和铁催化剂将数个金属卡

宾对杂原子氢键的不对称插入反应由原来

没有对映选择性发展成为具有很高对映选

择性的有用反应，其中多个反应属于首次

实现其不对称催化。手性螺环催化剂的开

发应用拓展了不对称催化合成领域。

手性螺环催化剂在多个不对称催化反

应中都保持了最高的催化活性和对映选择

性记录，特别是超高效的手性螺环铱催化

剂在酮的不对称催化氢化反应中的转化数

（1 摩尔催化剂转化的底物摩尔数）达到

450 万，是迄今为止最为高效的手性催化

剂，也超越了大多数“酶”催化的效率。

由于发现了手性螺环催化剂，周其林

获得 2018 年度未来科学大奖（物质科学

奖），周其林团队获得 2019 年度国家自然

科学奖一等奖。

手性螺环催化剂的发现
The Discovery of Chiral Spirocyclic Catalysts

图  手性螺环配体和催

化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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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能推动化学自组装走多远？”

是 Science 于 2005 年提出的 25 个 21 世纪

亟待解决的重大科学问题之一，超分子聚

合物是其中最重要的研究方向之一。超分

子聚合物由高分子 / 小分子构筑基元（官

能度≥ 2）通过非共价键聚合而成，被视

作智能材料的重要来源之一。该领域的研

究尚处于初期阶段，绝大多数超分子聚合

物是基于氢键、金属配位和 π-π 堆积形

成的，基于主客体识别的例子很少，并且

存在三个重要制约因素：主客体识别构筑

基元有限，结构多层次控制困难，多重响

应性超分子聚合物稀缺。浙江大学黄飞鹤

教授团队在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的资助下，

在基于主客体识别构筑超分子聚合物方面

开展了系统研究，取得以下引领性成果：

（1） 建 立 了 21- 冠 -7/ 二 级 铵 盐 和 柱

[5] 芳烃 / 烷基链两种新的主客体识别体

系，丰富了超分子聚合物的构筑基元库； 

（2）基于主客体识别的高选择性，实现

了对超分子聚合物链结构、拓扑结构、聚

集态结构的控制，提供了超分子聚合物结

构多层次控制的新方法；（3）基于主客

体识别丰富的环境响应性，开拓了构筑多

重响应性超分子聚合物的新策略。团队在

将固态超分子聚合物应用于有机污染物去

除和气致变色等方面也取得了重要进展。

相关成果发表在 Nature Chemistry 等

期刊上，产生了重要国际影响。所建立

的 21- 冠 -7/ 二级铵盐和柱 [5] 芳烃 / 烷

基链两种主客体识别构筑基元已被 29 个

国家 192 个课题组广泛应用于各类超分子

体系的构筑。黄飞鹤教授获中国化学会 -

阿克苏诺贝尔化学奖、英国皇家化学会

Cram Lehn Pedersen Prize in Supramolecular 

Chemistry 和 Polymer Chemistry Lectureship 

Award、德国 Bruno Werdelmann Lectureship 

Award。

基于主客体识别构筑超分子聚合物
Construction of Supramolecular Polymers Based on Host-guest Recognition

图  将 21- 冠 -7/ 二级

铵盐主客体识别构筑基

元应用于超分子聚合物

的构筑和基于正交自组

装实现对超分子聚合物

拓扑结构的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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纳米尺度下固体的表界面结构高度复

杂，导致其分子水平结构表征和化学性能

本质的研究极具挑战性。厦门大学郑南峰

教授团队在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的资助下，

开展了金属纳米材料表界面配位化学的系

统性研究，发现了通过无机 / 有机配位小

分子修饰操控金属纳米材料化学行为的规

律。团队不仅在发展金属表界面模型材料

构筑新方法的基础上破解了金属纳米材料

表界面配位层结构表征的难题，还系统地

从配位化学的角度揭示了金属纳米材料表

界面上有机 / 无机配位小分子参与物种活

化、空间结构变化以及电子 / 质子传递等

基元反应的分子机制，为特定功能金属纳

米材料的理性设计提供了重要的理论支

金属纳米材料的表界面配位化学： 
从基础研究到工业应用

Surface and Interface Coordination Chemistry of Metal Nanomaterials:  
from Fundamental Research to Industrial Application

图  从基础研究到产业

化应用示范

撑。其中，所发展的表面配位铜抗氧化全

新方法（Nature，2020）和“点铜成钯”

新 概 念（Nature Nanotechnology，2020）

使铜替代银、钯等稀贵金属成为可能；揭

示的界面电子和限域空间效应（Science，

2016；Nature Materials ，2016；Nature 

Communications，2018；CCS Chemistry，

2019；Nature Catalysis，2020）使多相金属

纳米催化剂拥有与均相催化剂相媲美的催

化选择性。

团队独立完成的“金属纳米材料的表

面配位化学”成果获 2018 年度国家自然

科学奖二等奖。此原创工作为金属纳米材

料表界面配位化学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

献，使我国成为相关领域的重要领跑者，

郑 南 峰 教 授 受 邀 为 Chemical Reviews、

Accounts of Chemical Research、Nature 

Nanotechnology、Journal of the American 

Chemical Society（两次）等期刊撰写综述

或展望文章。基于基础研究的原创发现，

积极推动表界面配位化学基础研究到实际

应用的全链条化。所开发的 5 种催化剂已

得到工业应用，从源头上实现了若干高污

化工过程的大幅减排，为精细化工行业从

源头上实现零排放提供了有力支撑，为助

力传统产业升级提供了重要推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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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氢能经济”是实现碳中和目标的重

要举措，也是促进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关键

进程之一。在氢气的循环过程中，从水中

产氢、氢气的输运和高效纯化是“氢能经

济”发展的核心。在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等

资助下，北京大学马丁教授团队与大连理

工大学及中国科学院大学等团队合作，设

计合成了高密度、高分散的原子级 Pt 物

种和 α-MoC 组成的界面催化结构，在高

效催化水和 CO 产氢方面取得重要进展。

研 究 成 果 以“A Stable Low-temperature 

H2-production Catalyst by Crowding Pt on 

α-MoC”为题发表在 Nature。

近年来，马丁团队发现立方相碳化钼

（α-MoC）负载的高分散贵金属铂、金

和廉价的镍、钴催化剂具有优异的催化产

氢活性，同时利用 α-MoC 对所负载金属

电子结构的调变，开辟了将粗氢、重整气

乃至 CO+H2O 等多种低成本氢源直接用

于高效制氢反应的新途径。虽然 α-MoC

负载催化剂能实现高效催化产氢，但是在

α-MoC 表面吸附解离的水分子如果不能

及时转化，则在长效催化过程中存在被深

度氧化从而导致催化剂失活的问题。此外，

如何进一步提高催化剂的反应活性及长效

稳定性仍是迫切需要解决的科学问题。

为此，团队研制了高密度、高分散的

原子级 Pt 物种和 α-MoC 组成的界面催

化结构，在室温至 400˚C 的超宽温度区间

实现高效水煤气变换（水和CO活化）制氢，

突破了现有催化剂工作温度区间较高且窄

的局限，首次发现了基于 CO 直接解离步

骤的低温协同制氢新路径。以贵金属铂的

价格进行经济衡算，该催化剂首次突破了

依据美国能源部 2004 年车载燃料电池发展

规划所推算的催化活性限值。该研究工作

为氢能经济的推广提供了新的技术选择，

也为研究者设计高活性、高稳定性的负载

金属催化剂提供了一种新的思路。

CO 协同下的水活化新模式用于水中高效产氢
A New Activation Mode of Water Under the Coordination of CO for Efficient 

Hydrogen Extraction from Water

图  Pt/α-MoC 催化剂

的催化性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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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等资助下，浙江

大学肖丰收教授团队与中国科学院精密测

量科学与技术创新研究院等合作，开发了

具有特定孤立硼配位环境的沸石分子筛，

在丙烷氧化脱氢反应中显示出优异的催化

性能，成果发表在 Science。

丙烯是重要的基础有机化工原料，也

是当前衔接石化和煤化工等上下游产业的

重要平台产品。氧化脱氢是丙烷转化为丙

烯的重要反应路线，但容易过度氧化导致

丙烯选择性下降，从而制约其工业应用。

近年来，硼基催化剂在丙烷氧化脱氢中表

现出优异的选择性，能够有效抑制过度氧

化反应，但其催化活性和抗水稳定性很难

满足工业需求。另外，学界普遍认为硼催

化剂的活性来源于多聚的硼中心，孤立的

硼位点无法催化这一反应。

团队发现在纯硅 MFI 沸石中构筑的

孤立硼中心（BS-1），对丙烷脱氢具有

优异的催化活性和选择性，其性能远超传

统的负载型氧化硼催化材料。团队通过原

位红外、二维固体核磁共振谱和飞行时间

质谱等辨识出硼孤立存在于沸石骨架结构

中。不同于以往认知，具有单羟基硼中心

的 B-MWW 硼硅沸石对丙烷脱氢是惰性

的，但硼中心上连接双羟基结构，并且邻

近处还有与之相关的硅羟基，以 -B[OH…

O(H)-Si]2 的配位形式存在的 BS-1 硼硅沸

石在丙烷脱氢反应中显示出优异性能。在

该结构中，硼双羟基和硅羟基协同可以同

时活化丙烷和氧气分子，形成稳定的中间

体并进一步转化为丙烯，其反应能垒明显

优于硼单羟基结构。另外，Si-O-B 键在反

应过程中的可逆水解 - 缩合过程，抑制了

沸石分子筛的脱硼形成水溶性的硼酸，大

幅度提高了 BS-1 的稳定性和催化剂寿命。

该研究成果打破了孤立硼中心无法催

化脱氢反应这一传统认知，显现了高效催

化丙烷有氧脱氢的新型活性中心，揭示了

沸石分子筛在此类反应中巨大的潜力，为

高效丙烷氧化脱氢催化剂的设计开发提供

了新的思路。

沸石中的孤立硼位点催化丙烷有氧脱氢
Isolated Boron in Zeolite for Oxidative Dehydrogenation of Propane

图  （a）BS-1 和负

载型 B/S-1 催化材料

的丙烷脱氢活性数据； 

（b） 二 维 H-H 相 关

固 体 核 磁 辨 识 BS-1

中 -B[OH…O(H)-Si]2 位

点；（c）-B[OH…O(H)-

Si]2 在丙烷氧化脱氢反

应中过渡态结构 （a） （b）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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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子是物质世界中能够独立存在并具

备功能的最小单元，其化学结构、电子态、

化学键振动等多维度的内禀参量决定了分

子体系的特异性和功能性。如何实现分子

体系多重特异性的全局表征是精密测量技

术的一大挑战，也是表面科学的核心问题。

在过去的四十多年里，以扫描隧道显微术

（scanning tunneling microscope，STM）为

基础，衍生出多种高分辨功能的显微成像

技术。例如，具有化学键分辨的非接触式

原子力显微镜（atomic force microscope，

AFM）和埃级分辨的针尖增强拉曼成像

技 术（tip-enhanced raman spectroscopy，

TERS）。这些技术分别以极其微弱的电

流、力、光子为探测信号，从不同角度不

断拓展对分子体系物性的认知。然而，这

些技术的探测信号不同、技术原理迥异，

单一技术无法实现对分子多重特异性的全

局探测。

近期，中国科学技术大学侯建国教授

团队在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等资助下，发展

了 STM-AFM-TERS 联用技术，突破了

单一显微成像技术的探测局限，通过对不

同内禀参量的全局测量，在单化学键精度

上实现了分子多重特异性的综合表征。该

研究以并五苯分子及其衍生物为模型体

系，结合电、力、光等不同外场作用，实

现了对电子态、化学键结构、振动态等多

内禀参量的精密测量。实验结果揭示了

Ag(110) 表面吸附的并五苯分子转化为不同

衍生物的机理，其中纳腔等离激元激发是

导致特定吸附构型下 C—H 键选择性断裂

的原因。在技术上，团队通过集成高灵敏

度的单光子计数器，把拉曼光谱的实空间

成像速度提高了两个数量级，进而实现了

并五苯分子化学反应前后的动态跟踪与测

量。结合理论计算，揭示了分子反应过程

的机理，建立了单化学键精度的构效关系。

研究成果发表在 Science。这一融合多

参量精密测量技术将为表面催化、表面合

成和二维材料中的化学结构与物种识别以

及构效关系的建立提供可行的方案，在表

面化学、多相催化等研究领域具有重要的

科学价值。

分子多重特异性的单化学键精准探测
Precise Measurements of Molecular Heterogeneities at the Single-bond Limit

图  STM-AFM-TERS 技

术联用对并五苯分子

及其衍生物成像的实

验结果

（a）STM电子态测量

（b）AFM分子骨架测量及结构变化 （c）TERS化学键振动测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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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效预测化学反应、避免化学实验试

错，是化学家的梦想。对于多数化学反应

体系，由于催化材料结构复杂、反应条件

众多、反应涉及元素多、基元反应多样，

现有基于量子力学的计算方法在速度上与

实验有几个数量级的差距。在国家自然科

学基金的资助下，复旦大学刘智攀教授

团队基于前期发明的高效势能面搜索方

法，创新性结合人工智能方法，提出了

基于幂指数描述符的全局神经网络势函

数 方 法（WIREs Computational Molecular 

Science，2019），开发了具有完全自主知

识产权的基于神经网络势函数的大规模原

子模拟软件（LASP），在复杂催化材料结

构预测、自动化反应预测等化学应用中取

得了系列关键突破（Accounts of Chemical 

人工智能赋能计算模拟：从软件开发到催化预测
Atomic Simulation Powered by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from Software Development to Catalysis Prediction

图  基于 LASP 软件的

机器学习势函数方法，

用于材料结构与化学反

应模拟

图  基于 LASP 软件的

自动化反应网络预测

Research，2020； ACS Catalysis，2020；

Journal of the American Chemical Society，

2019），显著缩小了理论计算和化学实验

的差距，使得不依靠任何实验数据，完全

基于“第一性原理”的催化反应预测成为

可能。

团队运用 LASP 软件构建了 ZnCrOx

的三元热力学相图，发现了能高效催化合

成气制甲醇的 ZnCrO 催化剂的活性结构

是亚稳定的 Zn3Cr3O8 尖晶石相。理论结

果揭示了 Zn ∶ Cr 对催化选择性的关键影

响，确定了平面 Cr2+ 物种决定了产物中甲

醇和甲烷的选择性，展示了人工智能计算

模拟在复杂催化工况条件下材料结构预测

和反应模拟上的巨大优势。相关成果发表

在 Nature Catalysis。

对于如何利用理论计算指导工业催化

剂设计，团队进一步探索了从理论确定活

性位的原子结构，再指导实验筛选催化剂

的思路；针对钯银（PdxAgy）合金催化的

乙炔选择性加氢这一工业催化体系，运用

LASP 软件确定了高选择性催化剂的关键

特征，即 Pd ∶ Ag 为 1 ∶ 3、小尺寸的纳

米颗粒、强相互作用载体封端 PdAg（100）

面；随后，理论指导实验合成筛选出了高

选择性（85%）、高转化率（>96%）、高

稳定性（>100 h）的金红石氧化钛负载的

Pd1Ag3 催化剂。成果发表在 Journal of the 

American Chemical Socie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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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分截面是基元化学反应中最为重要

和基本的可观测量，对理解微观化学反应

动力学具有重要意义。在国家自然科学基

金的资助下，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王兴安教

授团队自主设计并搭建了交叉分子束 - 离

子速度影像实验装置，率先发展了基于真

空紫外激光 - 紫外激光的双色近阈值电离

探测方法，突破了之前实验角分布分辨率

不足的瓶颈，实现了化学反应微分截面精

细结构的精确测量，与中国科学院大连化

学物理研究所杨学明、张东辉、孙志刚等

研究团队紧密合作，深入揭示了化学反应

中的几何相位、自旋轨道分波量子干涉等

量子动力学效应。

实验上，精确测得了 H+HD（H 为氢

原子，HD 为氘化氢）和 H+D2 反应体系

在较低碰撞能下全量子态分辨产物速度影

像，首次观测到产物前向散射方向上的角

分 布 振 荡 现 象（Nature Chemistry，2018；

Journal of Physical Chemistry Letters，2020），

又在较高的对应体系锥型交叉点能量附近

测得 H+HD → H2+D 反应的产物速度影

像。通过实验与理论的合作发现，只有

引入“几何相位”效应的理论计算结果

才能正确描述实验观测到的前向散射振

荡结构，首次直接发现氢交换反应中几

何 相 位 的 影 响（Science，2018； Nature 

Communications，2020）。

相比于氢交换反应，F+HD 反应也是

动力学领域中的重要体系，有着丰富的共

振态。团队在化学反应 F+HD → HF+D 微

分散射截面前向散射方向观测到了一个独

特的马蹄铁型结构；通过实验和理论的共

同努力，首次揭示了自旋 - 轨道相互作用

对化学反应动力学过程的影响。

上述系列成果表明，基于近阈值电离

探测方法的交叉分子束 - 离子速度成像技

术在态 - 态微分散射截面的高精度测量方

面具有突出优势，有助于深入揭示基元化

学反应中的量子效应。

态 - 态微分截面的高分辨测量
High-resolution Measurement of State-to-state Differential Cross Sections

图  实验装置及 H+HD

产物影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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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学影像设备元器件被《科技日报》

列为“卡住中国脖子的 35 项技术”之一。

我国的高端 X 射线影像设备及关键零部件

（如闪烁体晶体材料等）主要依赖进口。

在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等资助下，福州大学

杨黄浩教授团队与国内外合作者攻克了 X

射线光子能量转换效率和柔性 X 射线成像

技术的难题，发现了全无机钙钛矿纳米晶

闪烁体的辐射发光新机制，研制了低剂量

高分辨的 X 射线成像技术，发明了长寿命

稀土纳米晶闪烁体，开发了高分辨柔性 X

射线成像新技术。

闪烁体材料是 X 射线成像设备中的

关键元器件，决定着设备的分辨率、灵敏

度和制造成本，存在发光调控难、合成条

件苛刻和性能不足等科学技术瓶颈。团队

发现了全无机钙钛矿纳米晶在 X 射线光

子作用下的三重态辐射发光新机制，实现

了 13 nGy/s 的高灵敏 X 射线剂量检测，

是目前医用 X 射线成像单次使用剂量的

1/400，同时率先研制出了高灵敏和高分

辨的 X 射线平板探测器原理样机，为推进

高端 X 射线影像设备国产化奠定了重要基

础。研究成果以“All-inorganic Perovskite 

Nanocrystal Scintillators”（全无机钙钛矿

纳米晶体闪烁体）为题发表在 Nature。

目前 X 射线成像设备均需集成薄膜晶

体管阵列（TFT）、非晶硅光电转换层和

闪烁体，但制造大面积、柔性的 TFT 和非

晶硅光电转换层仍存在巨大的技术挑战。

团队开发了一类高性能长寿命稀土纳米晶

闪烁体，阐释了高能量 X 射线光子诱导缺

陷产生长余辉发光的机理，率先开发了高

分辨、柔性 X 射线成像器件及原理样机（分

辨率达 20 lp/mm）。该技术突破了 TFT

限制，为下一代柔性 X 射线成像技术开发

提供了新思路，在便携式 X 射线探测、

乳腺成像等领域具有重要应用。研究成果

以“High-resolution X-ray Luminescence 

Extension Imaging”（高分辨 X 射线发光

扩展成像）为题发表在 Nature。

高分辨X射线发光扩展成像新技术
High-resolution X-ray Luminescence Extension Imaging

图  高分辨 X 射线发光

成像

（a） （b）

（c） （d）



NSFC
基 础 科 学

 35 

通过成像直接观察细胞及活体组织内

多种重要生物标志物的变化是重大疾病早

期诊疗的重要途径之一。山东师范大学唐

波教授团队在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的资助

下，构建出生物分子实时原位、动态、多

组分同时、高灵敏度荧光成像的新方法，

获得疾病标志物分子参与细胞稳态调控的

重要信息。

原有检测方法中，荧光信号灵敏度差

的问题直接影响成像质量，导致病情错判

情况时有发生。团队创新性地运用特异性

识别机理与能量转移等光信号转换机制，

创制出特殊的化合物——探针，将探针注

入活细胞或活体动物后，用共聚焦激光荧

光显微镜来捕获光学信号的改变，成功实

现了对糖蛋白、microRNA 等分子的高选

择性识别，检测速度和灵敏度得到大幅提

高，实现疾病标志物超高灵敏准确检测的

突破。这种方法与现阶段医学临床上采用

的肿瘤检测方式不同，优势明显。检测在

体内保真环境进行，通过细胞内特定生物

标志物指标的变化预警，从而尽早预防和

治疗疾病。传统的血液检测可能因样本离

开人体导致假阳性率高，CT 检查发现病

灶时病情发展一般已进入中晚期。

研究成果发表在Journal of the American 

Chemical Society 等期刊，荣获 2018 年度国

家自然科学奖二等奖。

“荧光探针”点亮活细胞世界
Fluorescent Probes Light up the Living Cell World

图  （a）肿瘤标志物

RNA 的三色荧光成像检

测；（b）活性氧自由基

的细胞与活体荧光成像

（a）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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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的资助下，湖南

大学张晓兵教授团队聚焦荧光探针的性能

调控与生物成像应用，发展了系列高性能

荧光成像探针构建新策略，为细胞与活体

中生化信息的高效获取提供了强有力的研

究工具。

1. 提出催化分子信标信号放大新策略，

通过分子结构调控构建高灵敏荧光探针。

团队通过分子设计和结构重建，发展了增

强型高灵敏荧光探针构建策略；基于跨键

能量转移原理设计了比率型荧光探针通用

平台，解决了传统比率型荧光探针光谱串

扰、背景高导致灵敏度有限等难题；提出

了催化分子信标概念，赋予其循环催化和

信号放大功能，实现靶标的高灵敏检测。

2. 发展基于核酸液相结晶和三维惰性

纳米囊的荧光探针性能调控原理，显著提

高探针在复杂生物体系中的稳定性。针对

核酸探针易酶降解等应用难题，团队基于

液相结晶诱导 DNA 致密组装的原理，构

建了生理环境下高稳定的 DNA 纳米荧光

探针；采用化学气相沉积法在合金颗粒表

面构筑三维惰性纳米囊，发展了适用于复

杂生物体系的荧光成像探针。

3. 开发多靶标激活、多模态成像体系，

提出细胞和活体水平精准生物成像的新方

法。面向重大疾病精准诊断的国家重大需

求，团队基于双靶标激活策略，发展了可

激活式复合探针，实现了高特异性成像；

利用激活式荧光 / 核磁双模态信号提高成

像精准性，显著改善生物成像的对比度和

组织穿透深度，为重大疾病的分子诊断和

疗效监测提供有效方法。

荧光探针性能调控与生物成像应用基础研究
The Structure and Function Modulation of Fluorescent Probes and Their 

Bioimaging Applications

图  荧光探针性能调

控与生物成像应用



NSFC
基 础 科 学

 37 

自组装是自然界中普遍存在的现象，

同时也是化学家创造新物质与新材料的重

要手段。纳米晶是一类通过胶体合成方法

制备的无机纳米晶体，其表面包覆一层长

链有机配体分子。与嵌段共聚物和胶质硬

球这两种常见的微纳尺度基元相比，纳米

晶软硬兼具的特点赋予了其丰富、独特的

组装行为，是构筑功能超结构材料的理想

基元。特定条件下，纳米晶基元能够像原

子搭建晶体一样组装形成三维有序的超晶

体或超晶格。超晶体是一类有着晶体对称

性的介观固体，为晶体学理论、介尺度科

学、功能超结构材料研制等提供了理想模

型，具有重要的科学研究价值。

2015 年前，超晶体组装研究主要集

中在美国（芝加哥大学、宾夕法尼亚大学

等）和欧洲（荷兰乌得勒支大学等），但

受制于纳米晶表面固有机配体分子，超晶

体材料的应用研究一直是困扰科学家的

难题。基于此，复旦大学董安钢教授团

队提出立足于纳米晶表面的配体分子，

通过引入新的配体分子作用机制与原位

转化机制，从分子水平精准调控超晶体

的结构、形态与表界面性质。过去 5 年，

团队在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的资助下，围

绕“超晶体精准组装合成与功能化”，在

纳米组装方法学、功能超晶体研制及功能

导向能源器件应用三个方面开展了系统研

究，取得系列重要研究进展（Journal of the 

American Chemical Society， 2016，2017，

2018；Matter，2019；Angewandte Chemie 

International Edition ，2020；Advanced 

Materials，2020），开拓了超晶体材料在

能源存储与转化领域的应用。

团队所发展的功能超晶体组装合成方

法学受到国内外同行的广泛关注。其中，

基于纳米晶组装合成介孔石墨烯超晶体的

工作将纳米晶、介孔材料、石墨烯这三个

看似并不相关的领域通过纳米晶表面的配

体分子串联起来，开创了一个新的研究方

向，极大丰富了超晶体材料的组成、结构

与形态，推动了纳米组装化学与超晶体材

料的发展。

纳米晶超晶体的理性组装与功能化
Rational Assembly of Nanocrystal Supracrystals and Their Applications

图  超晶体理性组装与

功能化研究思路

图  基于纳米晶自组装

构筑功能超晶体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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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合成高分子为代表的软物质，其微

观结构与宏观物性由制备及加工过程决

定。可编程物质则是一类可以按照用户输

入信息以编程的方式改变其结构与物性的

物质，典型的代表为科幻片《变形金刚 4》

中的新元素 Transformium。可编程物质是

信息领域中编程控制在物质科学中的延

伸，其核心在于设计具有一定信息感知及

处理能力的材料，能够像计算机软件编程

一样灵活高效地操控材料，具有潜在的颠

覆性，但编程原理及分子机制的缺失是制

约该领域发展的瓶颈。

在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的资助下，浙江

大学谢涛教授团队提出一种拓扑可编程的

动态共价高分子网络。以嵌段式网络为例，

在动态共价键被激活的条件下，将发生键

交换，其结果是网络链接方式趋向无规化，

对应的宏观物性也发生变化。该过程中，

拓扑结构（即链接方式）在化学组成不发

生改变的前提下发生演变，称之为拓扑异

构网络（topology isomerizable network）。

拓扑异构可以与光的时空选择性结合实现

区域化控制。将此高分子材料比作电脑屏

幕，其每个像素点可以实施独立的异构

化，总体实现将一个材料编程成无数个物

性组合不同的像素化材料。拓扑异构可以

有多样化的分子设计，已实现的包括接枝

链长与密度的异构化（Science Advances, 

2020） 以 及 拓 扑 缺 陷 的 异 构 化（Nature 

Communications, 2020）。其共性在于，拓

扑异构导致宏观物性的变化，包括材料的

结晶行为、模量、光学性能等。

通过网络拓扑异构的机理将一个高分

子编程为多个性能迥异的高分子已成为现

实。这种终端用户可以把产品按需编程后

使用的特点将为诸多前沿交叉领域带来新

机遇，包括柔性电子、软体机器、太空制

造等。

拓扑可编程高分子
Topology Programmable Polymer

图  拓扑异构基本原理

与区域化控制

图  拓扑异构网络的分

子机理

（a）接枝密度与接枝链长的异构 （b）拓扑缺陷的异构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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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机材料和高分子材料的合成途径和

机理迥异，其在传统材料制备方法上的边

界一直无法消除。浙江大学唐睿康教授团

队在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的资助下，通过有

机小分子的封端策略制备出碳酸钙无机离

子寡聚体（Nature,  2019），可作为材料构

建的单体，颠覆了传统无机化学的认知。

去除封端分子，这些无机离子寡聚体之间

能够相互聚合及交联，实现了“像制造高

分子材料一样制造无机物”。这种新型的

无机材料制备方法完全不同于传统的晶体

成核与生长过程，被称为无机离子聚合，

能够用于无机材料的可塑及连续制备。该

成果在材料合成方法上实现了无机和高分

子化学的融合。

团队进一步通过磷酸钙寡聚体在牙釉

质表面的无机离子聚合反应实现人牙釉质

的再生（Science Advances，2019）。德国

康斯坦兹大学 Cölfen 教授评价“无机离子

聚合”是迄今为止最好的牙釉质修复方法，

能够引领牙修复从“填补”向“再生”的

转变。该成果在国内外受到广泛关注，被

认为是生物组织仿生再生的重大突破。通

过有机聚合与无机离子聚合的相互结合还

可以在近分子尺度上实现有机 - 无机的均

相 共 聚（Angewandte Chemie International 

Edition，2020）。由于能在材料内部构建

出共价 - 离子交联网络，且所获得的共聚

材料力学性能远强于传统复合材料，使人

工合成材料性能超越天然生物材料成为了

可能。无机离子寡聚体和无机离子聚合反

应的发现和运用，为化学学科的创新发展

开启新大门，也为材料产业发展带来技术

新革命。

无机离子寡聚体和无机离子聚合
Inorganic Ionic Oligomers and Inorganic Ionic Polymerization

图  （a）电镜下碳酸

钙无机离子寡聚体及其

聚合交联过程；（b）磷

酸钙无机离子寡聚体及

其聚合实现了天然牙釉

质的再生

（a）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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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气新粒子形成事件对大气中颗粒物

浓度变化影响显著，对大气云凝结核的形

成乃至全球气候变化有着重要影响。城市

大气成分复杂，大气新粒子形成事件中关

键气态前体物、分子簇的大气混合比约在

兆分之一（10-12）以下，因此城市大气新

粒子形成事件的化学与物理机制研究是大

气化学研究领域的最难点之一。

在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的连续资助下，

复旦大学王琳教授团队针对这一主题，在

我国典型城市上海开展了 2 年连续大气观

测，利用纳米颗粒物粒径放大技术测得了

真实大气中 1 ～ 700 nm 区间大气颗粒物

的粒径分布浓度，获得了新粒子的形成速

率和成长速率；并应用大气常压界面 - 飞

行时间质谱和硝酸根试剂离子化学电离 -

飞行时间质谱技术，测量了大气新粒子形

成事件期间大气中性和带电分子簇的化学

组分。识别了多个关键硫酸 - 二甲胺分子

簇，所得的真实大气中新粒子形成速率与

实验室中硫酸 - 二甲胺 - 水三元成核模拟

实验所得的新粒子形成速率具有一致性。

这是首次在外场观测中发现并证实硫酸 -

二甲胺 - 水三元成核机制，可以用于解释

我国典型城市大气中的大气新粒子形成事

件。成果发表在 Science。

团队发展了大气中气体硫酸分子的测

量和预测方法（Atmospheric Chemistry and 

Physics  ，2019）以及气体有机胺和酰胺的

在线测量方法（Atmospheric Chemistry and 

Physics，2016）。近期，团队发现了三氟

乙酸对硫酸 - 二甲胺 - 水三元成核的促进

作用（Geophys Resgeophys res Lettj atmos，

2020）。团队有关苯系有机化合物通过自

氧化反应通道生成高氧化度有机分子的发

现则有助于理解新生大气粒子的最初生长

过程（Atmospheric Chemistry and Physics，

2020）。

研究阐明了我国典型城市上海大气新

粒子形成的化学机制，有望解释高污染城

市大气中的大气新粒子形成事件，为我国

的大气颗粒物污染（尤其是大气颗粒物的

二次形成）防治提供思路。

我国典型城市大气新粒子生成的硫酸 - 二甲胺 - 水
三元成核化学机制

Sulfuric Acid-dimethylamine-water Nucleation Mechanisms for Urban Atmospheric 
New Particle Formation

图  外场观测所测得的

大气新粒子形成速率与

实验室模拟的对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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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大学叶新山教授团队在国家自然

科学基金的资助下，在聚糖合成和糖类疫

苗研究方面取得重要进展。团队针对目前

制约糖科学和糖疫苗发展的技术瓶颈，以

聚糖的高效合成为导向，在糖基化反应的

方法学发展、“预活化”一釜寡糖合成策

略及其在糖合成上应用等方面进行了系统

研究，使聚糖类化合物的合成效率明显提

高；在糖疫苗研究方面，发现了基于糖抗

原化学修饰、具有临床开发前景的疫苗候

选物。主要发现如下。

1. 发展了高效、广谱的光和电介导的

糖基化反应，可应用于寡糖的一釜合成，

提高了寡糖合成效率，具有自动化合成的

潜力。

2.运用团队前期所发展的糖基供体“预

活化”一釜寡糖合成策略，完成了高度分

支化、由 92 个单糖单元所组成的结核分

枝杆菌细胞壁阿拉伯半乳聚糖的首次全合

成，在多糖合成领域具有里程碑式意义。

美国《化学与工程新闻》专题报道称这是

“迄今为止人类所合成的最大最复杂的多

糖分子”，并被评为“2017 年度分子”。

3. 在糖疫苗研究方面，发展了新的基

于抗体 - 抗原交叉反应的天然糖抗原修饰

策略，获得了在小鼠荷瘤模型上有效的肿

瘤疫苗候选物，为肿瘤免疫治疗开辟了独

特的新路径。上述研究结果对于糖类化合

物的高效制备及糖类药物或疫苗的研发具

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及应用价值。

图  合成的阿拉伯半

乳糖

聚糖的合成及某些基于糖类的药物发现
Glycan Synthesis and Carbohydrate-Based Drug Discove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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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然活性物质是功能食品和药品的重

要物质基础，同系物分离是天然活性物质

高值化利用途径中的关键过程。国内外普

遍使用色谱分离技术进行分离，但受制于

天然活性同系物分子辨识分离新技术及应用
New Technology for Molecular-recognition Separation of Natural Bioactive 

Homologues and Its Applications

同系物结构和性质高度相似、吸附剂功能

基团密度低、较大尺寸分子孔内扩散阻力

大等因素，普遍存在处理量小、传质慢、

溶剂用量和能耗大等不足，高纯单体生产

成本极高，难以规模化生产。

在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等资助下，浙江

大学任其龙教授团队针对天然活性同系物

的分子特性，设计了具有高电子 / 电荷密

度特征与协同作用能力的功能化分离介

质，提出了天然活性同系物分子辨识萃取

分离方法，打破了传统方法的热力学平衡

限制，强化了分离过程的动力学；发明了

弱极性甾类同系物分子辨识萃取分离关键

技术，攻克了分子量差异小于百分之一的

同系物高效分离的难题，首创了从混合甾

醇中分离制备 98% 纯度 24- 去氢胆固醇的

全流程工艺，在国际上率先生产得到 24-

去氢胆固醇产品，为开辟以 24- 去氢胆

固醇为原料制备活性维生素 D3 的全新路

线奠定了基础；发明了表面活性同系物相

间分配可控的低乳化分子辨识分离关键技

术，实现了极性分布宽、多组分复杂体系

中高纯单体的定向分离，建立了从粉末磷

脂中分离制备高纯度磷脂酰胆碱的全流程

新工艺。成果在浙江、江苏等地实现工业

化应用，实现了从生物基废弃物到高端医

药化工产品的高效、清洁制造，产生了显

著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并获 2018 年度

国家技术发明奖二等奖。

图  同系物塔式萃取分

离装置

图  同系物离心萃取分

离装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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碳四烷基化是利用催化裂化过程副产

品液化气中的异丁烷与丁烯，在强酸催化

下生成异辛烷为主的烷基化汽油的过程。

烷基化汽油具有辛烷值高、无硫、无烯烃、

无芳烃等优点，是清洁汽油必不可少的调

和组份。但是，传统碳四烷基化工艺以液

体浓硫酸或氢氟酸为催化剂，存在严重设

备腐蚀、环境污染以及人身危害等弊端。

在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的资助下，中国

石油大学徐春明教授团队围绕这一世界炼

油工业极具挑战性的课题，持续攻关，取

得了重大创新。团队创新性地设计合成了

兼具高活性和高选择性的双金属复合离子

液体，揭示了复合离子液体组成结构与催

化性能之间的关系，通过双金属阴离子

（[AlCuCl5]
－）的设计合成，既精确地调

控了离子液体的酸性抑制了裂化副反应，

又有效地稳定了烯烃分子抑制了聚合副反

应，实现了碳四烷基化的高反应活性和高

选择性；突破了离子液体难再生的瓶颈，

成功开发复合离子液体烷基化长周期连续

生产新工艺；基于复合离子液体中 B 酸和

L 酸活性组分先后流失导致失活这一重要

发现，创新发明了分步协控补充 B 酸和 L

酸活性组分的再生技术，实现了复合离子

液体催化剂活性的实时监控和连续再生，

从而成功获得复合离子液体碳四烷基化新

工艺。开发了新型静态混合反应器、新型

旋液分离器等专用设备，强化了高黏度、

大密度的离子液体与原料烃的充分混合及

与产品烃的高效分离，建成了世界首套 10

万吨 / 年复合离子液体碳四烷基化生产装

置。行业专家现场考核表明，烯烃转化率

100%，烷基化油辛烷值 RON 高达 97 以上，

吨烷基化油的催化剂消耗仅 3 千克。成果

经中国石化和中国石油等考核，确定新建

工业装置 7 套，总产能达到 150 万吨 / 年。 

专家鉴定认为：“该技术具有自主知识产

权，总体技术处于国际领先水平，具有广

阔的应用前景和推广价值”。 国际著名

公司 Shell 主动合作并作为该技术的海外

代理。

该技术实现了产品和工艺的双绿色

化，打破了国外公司清洁汽油生产的技术

垄断，获 2017 年度国家技术发明奖二等奖。

复合离子液体催化碳四烷基化技术
New Isobutane Alkylation Technology Catalyzed by Composite Ionic Liquid

图  中国石油哈尔滨石

化分公司 15 万吨 / 年

复合离子液体烷基化工

业装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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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业废水污染物成分极为复杂，难以

实现废水资源化回收利用。南京工业大学

邢卫红研究员团队在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的

资助下，面向制浆造纸废水零排放的应用

需求，取得了一系列成果。通过膜材料与

工业废水之间匹配关系的研究，建立了膜

表面亲水性和孔结构的调控方法，研制出

高强度特种超滤膜；针对膜污染导致的膜

通量下降问题，利用氢键和 π-π 键相互

作用改变膜表面粗糙度、荷电性，开发出

水质软化与膜污染协同控制技术，实现了

膜通量和截盐率同步提高，保证了膜系统

的运行稳定性；针对工业废水中悬浮物、

化学需氧量（COD）、硬度、氯化钠等组

分，提出基于化工产品生产方法“吃干榨净”

制浆尾水，发明了 “高效预处理 - 多膜集

成 - 高效蒸发结晶”等为一体的废水零排

放新工艺；开发出制浆废水零排放技术成

套工艺包，建成 4 万吨 / 天的全球首套膜

法制浆废水零排放示范工程，获得净化水

及工业盐、干泥等副产物，实现了制浆废

水的资源化利用，破解了制浆废水零排放

的国际难题。研究成果推广应用于制浆造

纸废水、采矿废水、印染废水、化工废水

等资源化工程中，累计减排废水 2 亿多吨，

减排 COD 等污染物超过 7000 吨，产生

经济效益约 140 多亿元，对节约水资源和

保护水环境具有重要意义。2017 年，央视

以“一滴水的故事”讲述了该研究成果，

2019 年获得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二等奖。

膜法制浆废水零排放技术及工程应用
Membrane Technology for Pulping Wastewater Zero Discharge

图  全球首套膜法制浆

尾水零排放工程



NSFC
基 础 科 学

 45 

超强超韧和超耐疲劳性能的材料在航

空航天、运动器材、人造肌肉等众多领域

的需求巨大。在最近 20 年的时间里，人

们制得的宏观长度碳纳米管的强度与韧性

得到了快速提升，与目前最好的碳纤维、

蜘蛛丝相比有了数量级的提高。然而，目

前制备的碳纳米管纤维或者管束的强度仍

然与单根相去甚远，如何制备出强度接近

单根碳纳米管的管束对于指导制备超强碳

纳米管纤维至关重要。此外，关于单根碳

纳米管的耐疲劳性，其尺寸小、难以被测

试等特点是该领域长期未能解决的难题，

也阻碍了碳纳米管实用化的进程。

在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的资助下，清华

大学魏飞教授团队对此进行了攻关研究，

设计搭建了一个非接触式声共振测试纳机

电系统，实现了对单根厘米级长度碳纳米

管的疲劳力学行为的测试。碳纳米管耐疲

劳性十分优异，优于目前所有的工程材

料。与一般传统材料的疲劳损伤累积机制

不同，其疲劳破坏呈现出整体破坏性，不

存在损伤累积过程，初始缺陷的生成对碳

纳米管的疲劳寿命起主导作用。此外，团

队采用“气流聚焦法”，制成了根数可调、

无缺陷、取向一致且连续的厘米级长度碳

纳米管管束的原位可控制备。通过进一步

采用“同步张弛”策略释放不均匀的初始

张力以后，将碳纳米管管束的拉伸强度提

高到了接近单根碳纳米管的水平（超越

80GPa）。

研究成果揭示了超长碳纳米管用于制

造超强、超耐疲劳纤维的光明前景，为发

展新型超强纤维指明了方向和方法，同时

为碳纳米管在许多领域应用的寿命设计提

供了重要的参考依据，也使我国在相关领

域的研究走在世界前列。相关成果分别

发 表 在 Science、Nature Nanotechnology、

Advanced Materials 等期刊，并获得授权发

明专利 2 项。

无缺陷碳纳米管及管束的力学行为
Super-durable Ultralong Carbon Nanotubes

图  超耐疲劳的超长碳

纳米管

图  连续超长碳纳米管

管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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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交通大学马紫峰教授团队在国家

自然科学基金的资助下，围绕电化学能源

系统开展了磷酸铁锂动力电池、钠离子电

池以及高温燃料电池关键技术基础研究。

团队发明了过渡金属螯合物非贵金属

催化剂、磺化聚苯并咪唑类高温黏接剂及

高温质子交换膜燃料电池（HT-PEMFC）

膜电极制造技术，通过专利转让实施开发

出具有优异性能的膜电极。提出现场甲醇

重整制氢与 HT-PEMFC 发电过程耦合技

术方案，充分发挥我国甲醇资源丰富的优

势。构建了 5 kW 级甲醇重整氢燃料电池

系统，能效国际领先，在中国移动、中国

铁塔得到推广应用。成果获 2020 年中国石

化联合会技术发明奖一等奖。

为打破磷酸铁锂合成技术壁垒，团队

根据无机化学邻位转化原理，发明了以单

质铁和磷酸铁为铁源的磷酸铁锂合成新反

锂 / 钠离子电池与高温燃料电池关键材料及 
系统集成研究

Key Materials and Systems of Li/Na Ion Batteries and  
High Temperature Fuel Cells

图  高温质子交换膜燃

料电池应用场景

图  磷酸铁锂正极材料

合成、改性车间

应和聚吡咯原位聚合实现磷酸铁锂碳包覆

新技术，并通过优化反应粉碎和快速热处

理工艺，形成磷酸铁锂制造成套技术；为

提高磷酸铁锂电池性能，发明磷酸铁锂电

池复合电极活性物，创新设计磷酸铁锂电

池材料化学体系和电池结构，率先引入四

元混合溶剂体系，使磷酸铁锂电池的低温

特性和单体能量密度显著提升，磷酸铁锂

电池性价比、安全性显著提高，在电动公

交车、电网储能以及移动通信基站中广泛

应用；磷酸铁锂动力电池制造及其应用过

程关键技术获 2018 年度国家科学技术进步

奖二等奖，马紫峰教授荣获 2018 年国际车

用锂电池协会杰出研究奖。

团队围绕钠离子电池技术，率先开发

出层状结构铁酸钠基化合物湿化学合成工

艺，利用同步辐射光源技术对铁酸钠基化

合物充放电过程结构相变和热化学稳定性

进行深入研究。建成国际首套吨级层状结

构铁酸钠基正极材料中试线，并实现满负

荷运行。为配合铁酸钠基正极材料应用，

基于溶液热力学原理系统研究了钠盐与不

同溶剂和添加剂的混合特性，发明具有高

倍率、长寿命或阻燃型的功能型电解液，

研制了循环寿命超过 5000 次的钠离子电

池。在第二届国际电化学能源系统大会上

发布了全球首套钠离子电池 - 甲醇重整制

氢 - 高温燃料电池综合能源系统，为我国

实现碳达峰和碳中和提供新的解决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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固态聚合物锂电池在构建高安全性、

高能量密度锂电池方面优势非常明显，已

成为未来二次电池发展的必经之路。但与

此同时，固态聚合物锂电池的开发也极具

挑战性。其中，开发综合性能优异的固态

聚合物电解质关键材料体系以及提升固态

电池固 / 固界面相容性问题，是该领域亟

待解决的两个关键科学问题。

中国科学院青岛生物能源与过程研究

所崔光磊研究员团队在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的资助下，围绕“刚柔并济”的固态聚合

物锂电池关键材料、器件与系统，结合相

关领域发展趋势和关键科学问题，开展了

创新性基础研究。提出“刚柔并济”聚合

物复合固态电解质设计理念，发展了系列

化兼顾机械强度、离子输运和电化学稳定

性的“刚柔并济”聚合物复合固态电解质

关键材料体系；丰富了离子多相界面渗流

传输理论；设计制备出离子迁移数高、热

稳定性高、对集流体稳定的大阴离子硼酸

锂盐；开发出离子传导高、黏附性能强、

捕捉自由基型的功能化新型黏结剂；提出

并发展了原位固态化界面融合技术，有效

提升了固 / 固界面相容性；开发出单体容

量可调且安全性能优异的系列化固态锂离

子电池单体。2017 年 3 月，开发的固态锂

电池电源系统随 TS03 航次科考船远赴马

里亚纳海沟，为“万泉”号着陆器控制系

统及 CCD 传感器提供能源，累计完成 9

次下潜，其中 6 次超过 10000 米，最大工

作水深 10901 米，累计坐底工作时间 98.5

小时，顺利完成万米全深海示范应用，标

志着我国成功突破了全海深电源技术瓶

颈。2018 年 12 月—2019 年 6 月，研制的

高能量固态锂电池系统完成南海坐底作

业，实现长达 198 天持续无故障运行，为

长潜伏“金鸡”着陆器提供可靠能源保障。

2020年11月，全海深固态锂电池系统为“沧

海”号视频着陆器提供充足的能量动力，

成功保障了“沧海”与“奋斗者”的万米

深海联合作业，视频见证“奋斗者”成功

标注了中国载人深潜新坐标。该系列成果

入选 2020 全球新能源汽车前沿及创新技术

和中国工程院发布的全球工程前沿 2020。

“刚柔并济”固态聚合物锂电池关键材料、 
器件与系统

Key Materials, Devices and Systems of “Rigid-flexible Coupling” Solid-state 
Polymer Lithium Batteries

图  开发的固态电源系

统为“鹿岭”号多位点

着陆器提供能源动力

图  原位固态化界面

融合技术解决固态电

池固 / 固界面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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川藏铁路横穿的青藏高原东部地质条

件复杂、地壳变动活跃、地质灾害频繁，

尤其是康定隧道穿越的鲜水河断裂带中的

色拉哈断裂。如何选线才能有效降低活动

断裂带来的灾害风险是川藏铁路面临的重

要科学难题。

在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和川藏铁路有限

公司等资助下，应急管理部国家自然灾害

防治研究院任俊杰研究员团队开展了专题

研究。团队在工程可研阶段，首次发现了

木格措南全新世活动断层与色拉哈断裂挤

压阶区，提出了川藏铁路穿越鲜水河断裂

带重大地质安全风险和线路调整的建议，

中国国家铁路集团采纳了该建议并制定了

绕避方案；在工程设计阶段，首次详细厘

定了木格措附近的活动断裂几何展布，提

出了该地区非叠置型拉分盆地构造的运动

学模型。

团队基于背景噪声层析成像方法，获

得了区域 2 km 深度的高精度 S 波速度结

构；基于大地电磁超密集探测和自研的带

地形三维反演 toPeak 软件，获得了康定隧

道附近 2 km 深度更为精细的三维电性结

构，精确限定了地下不良地质体的空间分

布。结果表明，设计推荐线路穿过木格措

阶区南部，活动断裂复杂，变形带宽，康

定隧道应该绕开木格措阶区；依据精细速

度结构、电性结构、活动断裂几何结构等

结果综合确定最优方案。

该研究解决了川藏铁路康定隧道穿越

鲜水河活动断裂的难题，为川藏铁路在构

造复杂区找到了一条安全通道。专家认为

该成果为川藏铁路线路设计和优化提供了

关键科学证据，可称为基础科学研究为重

大工程服务的典范。该研究部分成果被评

为中国地质学会 2020 年度十大地质科技

进展。

鲜水河活动断裂带三维精细结构与川藏铁路线路优化
Three-dimensional Fine Structures of the Xianshuihe Fault Zone: Implications for 

Route Optimum Design of the Sichuan-Tibet Railway

图  川藏铁路穿越鲜水

河断裂带康定段活动断

裂几何展布特征

（a）断裂几何展布与线

路设计方案；（b）非叠

置型拉分盆地模型

图  康定隧道轴线深度

上的三维精细结构

（a）S 波速度结构；

（b）电性结构

（a） （b）

（a）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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硫酸盐是大气颗粒物的重要组分，在

重污染期间，其浓度高达 100 μg/m3，无法

用传统的化学机制解释，提出科学合理的

生成新机制是近年来极具挑战性的研究。

在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的资助下，中国

科学院化学研究所葛茂发研究员团队与

北京大学合作，揭示了重污染硫酸盐生

成的主要化学机制。研究成果以“SO2 气

溶胶表界面锰催化反应主导灰霾期间硫

酸盐的快速生成”为题，发表在 Nature 

Communications。

化石燃料燃烧时会排放大量含 SO2 和

重金属的废气。团队开展接近真实大气环

境条件下的烟雾箱实验模拟，揭示低温高

湿条件下，气溶胶锰离子可以快速催化氧

化 SO2 生成硫酸盐。高离子强度会大幅增

强反应的发生。该反应速率相比传统液相

反应高 2 ～ 3 个量级。团队进一步跟踪单

个气溶胶上的反应，发现硫酸盐的生成速

率随气溶胶粒径减小而增大，证实该过程

为发生在气溶胶表界面的催化反应。

此外，外场采集的样品，从膜采样化

学组分和单颗粒分析中均发现硫酸盐和锰

元素共存的现象。华北地区灰霾时期，通

过细颗粒物膜采样分析发现锰离子与硫酸

盐的浓度变化趋势相同，而单颗粒物样品

也证实锰元素与硫酸盐处于均匀内混状

态，为实验室模拟结果提供了直接外场观

测证据。

团队基于实验室和外场结果提出硫酸

盐生成的气溶胶表界面锰催化反应机制。

区别于传统液相反应，表界面反应在实际

大气环境条件的约束下，仍具有较高的硫

酸盐生成速率。结合区域光化学数值模式，

对我国东部冬季灰霾过程进行模拟分析，

气溶胶表界面锰离子催化可解释 92.5% 的

硫酸盐生成。

该研究结果是由我国科学家自主完成

的原创性发现，揭示了我国灰霾期间硫酸

盐爆发增长的化学机制，为进一步治理大

气颗粒物污染提供了科学支撑，同时也为

大气化学领域中气溶胶表界面反应提供了

重要启示。

SO2 气溶胶表界面锰催化反应主导灰霾时期硫酸盐的
快速生成

Sulfate Formation is Dominated by Manganese-catalyzed Oxidation of SO2 on 
Aerosol Surfaces during Haze Events

图  硫酸盐生成机制

研究

图  华北地区外场观测

结果证明锰元素与硫酸

盐共存

图  气溶胶表界面锰催

化反应主导灰霾期间硫

酸盐的快速生成

（a） （b）

（a）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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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湿地面积虽然仅占陆地面积的

10%，却在碳、水和能量循环以及生物多

样性保护等方面发挥着非常重要的作用。

已有的清查资料和遥感数据均显示，过去

几十年全球的湿地面积逐渐减少。人类活

动一直被视为湿地退化最主要的驱动力，

而气候变化对湿地及其生态系统功能的影

响尚不清楚，限制了未来气候变化情景下

湿地保护政策的制定和实施。

在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的资助下，北京

大学彭书时研究员团队基于遥感数据、再

分析数据以及参与第五次国际耦合模式比

较计划的多个地球系统模型，系统估算了

过去（1980—2014）和未来（至 2100 年）

四个气候变化情景下全球国际重要内陆湿

地（也称 Ramsar 内陆湿地）的面积变化。

研究发现，虽然近 30 年全球 Ramsar 内陆

湿地的面积呈现轻微的增加趋势，但到 21

世纪末，即使在低排放情景（RCP2.6）下，

未来气候变化对国际重要内陆湿地的影响
Future Climate Impacts on Inland Ramsar Wetlands

图  21 世纪湿地面积

损失和增加超过 10% 的

Ramsar 内陆湿地数量

（蓝色和红色表示低排

放情景 RCP2.6 和高排

放 情 景 RCP8.5， 绿 色

和橙色表示未来升温

1.5℃和 2℃情景）

（a）湿地面积损失 （b）湿地面积增加

Ramsar 内陆湿地的净面积损失也将达到

6000 km2。到 2100 年，净面积损失超过

10% 的 Ramsar 内陆湿地的数量在 RCP2.6

下将增加 19% ～ 65%，而在高排放情景

（RCP8.5）下将增加 148% ～ 243%。尽管

气候变化所导致的全球 Ramsar 内陆湿地

净面积损失仅占其总面积的 1%，但其集

中分布在地中海沿岸、墨西哥、中美洲和

南非，均在全球水鸟的主要迁徙路线上。

这些地区的湿地面积萎缩意味着长距离迁

徙水鸟栖息地的丧失，从而增加迁徙水鸟

物种的灭绝风险。这些发现不仅强调了减

缓气候变化对于全球内陆湿地保护的重要

性，也为未来湿地和生物多样性保护工作

提供了重要参考。

上述研究结果发表在 Nature Climate 

Change。Nature Geoscience 发表主编社论

强调了该研究的“湿地保护不能忽视气候

变化”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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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三十年，我国城镇化水平实现了快

速提升，但也带来了一系列资源和生态环

境方面的问题。确保城市系统的可持续发

展已成为当前城镇化建设的关键问题。在

可持续发展目标和国土空间规划背景下，

有必要将城市系统作为整体来研究。然而，

城市作为一个自然、社会和经济复合的复

杂巨系统，难以用传统线性、静态的研究

方法来解决。

在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的资助下，华东

师范大学黎夏教授团队利用空间建模与地

理模拟的手段来预测复杂的城市演变过程，

发布了拥有完全独立自主的知识产权的

新一代土地利用模拟模型 GeoSOS-FLUS

（future land use simulation）。 这 是 目 前

国际上少有能在全球尺度下运行的模型，

具有最高的空间分辨率，解决了全球大尺

度、高分辨率土地利用模拟以及与陆面模

型耦合等难题。模型能有效处理大尺度范

围内自然作用与人类活动共同影响下土地

利用转化过程，并能获得更真实的空间细

节。团队利用该模型预测了最新全球气候

情景下 2010—2100 年全球城市用地的空

间演化格局，预计未来全球城市扩张将导

致粮食产量下降约 1% ～ 4%，约等于每年

1.22 ～ 13.89 亿人的粮食需求；进一步探

究了全球气候变化与城市扩张对陆地植被

净初级生产力（NPP）变化的相对贡献。

成果发表在 Nature Communications 等

期刊，被列入 2020 年度中国地理科学十大

研究进展之一。GeoSOS-FLUS 是唯一被

国际人文地理百科全书收录的土地利用模

拟软件，已被美国、欧洲等几十个国家和

地区用户使用，成为国际上应用十分广泛

的土地利用模拟软件，2019 年还被集成到

亚洲最大的地理信息系统软件（SuperMap）

中。GeoSOS-FLUS 已在全国 60 多个城市

成功应用，成为广东省、吉林省的城镇开

发边界划定技术规程推荐模型，为地方政

府的国土空间规划提供了重要的技术支撑。

可持续发展目标和国土空间规划背景下的新一代土
地利用模拟模型（GeoSOS-FLUS）

A New Land Use Simulation Model (GeoSOS-FLUS) for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Goals and Spatial Planning

图  利用高分辨率模型

展示中国珠江三角洲、

长江三角洲、德国柏林、

美国旧金山城市群地区

的空间细节

图  SSP 情景下 2010—

2100 年全球及典型区域

的城市用地需求量预测

（a） （b）

（d）（c）



NSFC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项目优秀成果选编（七）

52 

（a） （b）

（d）（c）

同位素地球化学是地球科学研究中准

确厘定地质事件的时间标尺和示踪地质过

程的有效工具，但传统地球化学测试方法

（全分析方法）所得到的是样品的平均

值，掩盖了天然岩石和矿物中的微观变化

信息，难以精确揭示复杂的地质过程。

在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的资助下，中国

科学院地质与地球物理研究所杨进辉研究

员团队针对准确示踪复杂地质过程这一科

学问题，利用多接收电感耦合等离子体质

谱、四级杆质谱和 193 nm 激光器等仪器，

在激光微区年代学、微区同位素分析技术

及其应用于准确示踪复杂地质过程等方面

开展深入研究。历经十余年的研究，在研

发矿物标准物质的基础上，突破技术瓶颈，

准确校正了激光同位素分析过程中元素同

位素分馏和同质异位素等的干扰，建立

了单矿物激光微区 Hf 同位素、激光微区

U-Pb 年龄 - 微量元素 -Hf 同位素联机分

析和激光微区 Sr、Nd 同位素等分析技术。

利用这些技术准确揭示了金伯利岩原始岩

浆的源区特征，精细示踪了花岗岩的岩浆

混合成因、花岗岩形成与大陆地壳生长和

造山带隆升时限等复杂地质过程，为从微

观角度认知复杂的地球形成与演化过程提

供了新的技术手段和研究思路。

团队研发的一系列激光微区同位素分

析新方法被国内外同类实验室广泛认可和

推广，吸引了国内外 40 多个大学和研究

机构的科学家开展合作研究，推动了相关

学科的发展，显著提升了我国在该领域研

究的国际地位和学术影响。该成果获 2019

年度国家自然科学奖二等奖，部分论文被

ESI 收录为高引用、热点文章。

复杂地质过程的激光微区同位素研究
Laser Micro-isotope Constraints on the Complex Geological Processes

图  锆石 U-Pb 年龄、

Lu-Hf 同位素和微量元

素联机分析技术

图  金伯利岩岩浆源区

激光微区 Sr-Nd 同位素

示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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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岗岩是地球区别于其他行星的重要

“岩石成员”，也是大陆地壳生长和演化

的“见证者”，更是大陆成矿的重要“贡

献者”。华南是世界著名的花岗岩大火成

岩省，盛产钨、锡、铌、钽等金属矿产；

而华夏地块是华南花岗岩 - 火山岩分布的

聚集区，是华南花岗岩研究的关键地区。

因此，华夏地块中生代花岗岩一直是国内

外学者研究的热点，尤其关注花岗岩浆形

成的动力“引擎”在哪里，岩浆形成后如

何获取侵位“空间”，形成花岗质岩浆的“物

源”和“热源”是什么，如何在众多花岗

岩中识别成矿岩体？

针对上述重大科学问题，在国家自然

科学基金的资助下，南京大学周新民教授

团队通过对华夏地块众多花岗岩岩体全面

系统的研究，取得了以下重要成果。

1. 构建了华南花岗岩的“时空分布”

格架，建立了华夏地块中生代花岗岩成因

的两阶段消减 - 伸展模式，阐明了特提

斯 - 太平洋构造域的转换关系，确证了华

夏地块晚中生代伸展构造背景，解决了花

岗岩成岩成矿动力机制和赋存空间的关键

问题。

2. 辨识了花岗岩的主要“物源”——

地壳基底，阐明了华夏地块不同地区前寒

武纪地壳的差异和演化历史，深入揭示壳

幔相互作用、岩浆混合作用与花岗岩成因

的“物源”关系，解析了大规模花岗岩浆

形成的“热源”问题。

3. 系统研究了该区钨、锡及稀有金属

花岗岩的地球化学特征，深入揭示了岩浆 -

热液过程对钨锡-稀有金属成矿的重要性，

建立了该过程的副矿物示踪体系，并进一

步阐明了花岗岩的成矿效应。

上述研究发展了花岗岩成岩成矿基础

理论，重建了华南中生代大地构造框架，

为寻找金属矿产的战略性布局，提供了基

础地质依据。该成果获 2017 年度国家自

然科学奖二等奖，3 篇论文入选本领域 ESI

高被引论文（top1%），受到了国内外同

行的广泛关注与赞同。

华夏地块中生代花岗岩成因与地壳演化研究
Studies on the Mesozoic Granites and Crustal Evolution in the Cathaysia Block

图  中生代西太平洋岩

石圈向华夏地块俯冲产

生玄武质岩浆底侵并诱

发巨量花岗岩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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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生代以来，印度板块与欧亚大陆的

碰撞及其楔入作用，在亚洲大陆内部形成

了一系列规模巨大的活动断裂带，控制着

强烈地震的发生，并对周边地区的地貌格

局、环境演化和自然灾害产生重大影响。

有关青藏高原晚新生代形成与演化的理

论，不仅是国际大陆动力学研究的核心和

前沿热点，也是研究中国大陆地震构造环

境、生态环境演变和减轻自然灾害的重要

内容。

在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的资助下，中国

地震局地质研究所张培震研究员团队持续

开展青藏高原及其周边晚新生代构造变形

与形成过程研究。通过对 GPS 观测资料分

析，发现印度和欧亚板块相对运动速率的

90％被青藏高原周边和内部的构造变形所

吸收调整，同时获得不同构造带的现今构

造变形样式和速率。研究发现，青藏高原

东北缘的形成经历了 5 个阶段，其中晚新

生代（10—12 Ma）发生的准同期构造变

形是最重要的地质事件，导致山脉隆升和

盆地消亡，使其成为青藏高原最新的组成

部分，最终奠定今日之地貌格局。青藏高

原向北东方向扩展前缘已跨过河西走廊盆

地，进入戈壁阿拉善地块内部。 团队发现

青藏高原晚中新世构造变形塑造的地形起

伏，为后期气候变化导致侵蚀和沉积速率

增加提供了地貌条件；提出冰期—间冰期

全球气候大幅度波动导致 2—4 Ma 间沉积

速率突然增加，形成“磨拉石”建造，作

为“亮点”论文发表在 Nature，被国内外

学者广泛引用，极大地推动构造变形与气

候变化相互作用研究领域的进展。

研究成果获 2017 年度国家自然科学奖

二 等 奖， 发 表 在 Nature、Geology、Earth 

and Planetary Science Letters 等期刊，相关

理论成果成为研究中国大陆地震构造环

境、生态环境演变和减轻自然灾害的重要

基础，多次被用于指导国家重大工程的地

震安全性评价。

青藏高原及其东北缘晚新生代构造变形与形成过程
Late Cenozoic Tectonic Deformation of the Tibetan Plateau and  

Its Northeastern Margin

图  青藏高原东北缘晚

新生代构造演化与形成

过程

图  青藏高原东北缘活

动构造

图  青藏高原东北缘的

演化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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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期以来，动物门类的起源与演化研

究都以发育生物学和种系发生为主。近些

年，进化发育生物学研究提出不少关于动

物门类起源与演化的理论和假说。这些理

论和假说都建立在对现生生物的研究基础

之上，需要化石证据的支撑。完整的动物

树是何时以何种方式形成的，动物三大亚

界的起源成型与寒武纪大爆发的内在关系

如何？要回答这些动物起源演化的核心科

学问题，必须要研究早期的化石记录，尤

其是寒武纪早期埋藏的化石宝库。

在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的资助下，西北

大学张兴亮教授团队以澄江生物群和其他

寒武纪早期的化石库为研究对象，取得了

一系列重要的科学发现，形成了系统的理

论认识，在动物树成型和寒武纪大爆发属

性两大核心命题上取得了突破。

1. 揭示动物三大亚界关键门类的起源

和演化关系，发现栉水母动物的祖先类型

和最早的海葵化石；提出后口动物起源新

假说、节肢动物双分叉附肢起源新方案和

节肢动物始祖模型；发现最古老的带有双

肢型尾附器的鳃曳动物以及食腐生活的最

早化石记录；揭示腕足动物的早期发育体

制构型和性状进化极向，提出叶足动物向

节肢动物演化的“节肢化”过程；发现棘

皮动物始祖——古囊动物等。

2. 构建了反映动物门类起源与早期演

化关系的谱系树，提出“三幕式寒武纪大

爆发依次构建三个动物亚界”的新假说，

反映了寒武纪大爆发时期动物演化的连续

性和阶段性。

此外，团队还系统总结寒武纪布尔吉

斯页岩型生物群的时空分布规律，为软躯

体化石新产地的发现提供了理论指导，并

以此为指导，发现了寒武纪化石宝藏——

清江生物群，在学术界引起了极大轰动。

研究成果被国际上同领域研究论文和

专著广泛正面引述，并被教科书和专业典

籍收录，两次入选中国高校十大科技进展，

获得 2016 年度国家自然科学奖二等奖。

地球动物树成型
Birth of Animal Tree on Earth

图  澄江生物群中栉

水母动物的祖先——

春光虫

图  寒 武 纪 化 石 宝

藏——清江生物群

图  澄江生物群中发现

的棘皮动物始祖——古

囊动物

（a） （b）

（c）

（d） （e）

（a）

（c）

（e）

（b）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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巨厚、亏损和难熔的克拉通岩石圈地

幔是地球古老大陆长期稳定存在的关键因

素。大量证据表明，克拉通岩石圈经历过

不同程度的破坏、减薄，然而现存的大多

数稳定克拉通都已恢复到了太古宙的厚度

（150 ～ 200 km），即存在可能的“克拉

通再生”过程。目前对克拉通再生了解

甚少。

中国地质大学刘金高教授在国家自然

地幔柱驱动岩石圈地幔的克拉通再生
Plume-driven Recratonization of Deep Continental Lithospheric Mantle

图  地幔柱填充两个克

拉通之间、被减薄后的岩

石圈空隙的数值模拟

亏
损

程
度

 [%
]

0

200

600

400

0

100

200

0                           500                              1000                              1500                           1980   

0

200

600

400

      
      

    温
度

 [
 

0 C
]

600            800               1000             1200        

350

1300
900

500

600       800             1000              1200        

51百万年 306百万年

15

5
0

25

35

900

500

100

1300

1700

51百万年 

402百万年

163百万年 402百万年

0

100

200

深
度

（
km

）
深

度
（

km
）

深
度

（
km

）
深

度
（

km
）

距离（km） 距离（km）

（a）

亏
损

程
度

 [%
]

0

200

600

400

0

100

200

0                           500                              1000                              1500                           1980   

0

200

600

400

      
      

    温
度

 [
 

0 C
]

600            800               1000             1200        

350

1300
900

500

600       800             1000              1200        

51百万年 306百万年

15

5
0

25

35

900

500

100

1300

1700

51百万年 

402百万年

163百万年 402百万年

0

100

200

深
度

（
km

）
深

度
（

km
）

深
度

（
km

）
深

度
（

km
）

距离（km） 距离（km）

（b）

亏
损

程
度

 [%
]

0

200

600

400

0

100

200

0                           500                              1000                              1500                           1980   

0

200

600

400

      
      

    温
度

 [
 

0 C
]

600            800               1000             1200        

350

1300
900

500

600       800             1000              1200        

51百万年 306百万年

15

5
0

25

35

900

500

100

1300

1700

51百万年 

402百万年

163百万年 402百万年

0

100

200

深
度

（
km

）
深

度
（

km
）

深
度

（
km

）
深

度
（

km
）

距离（km） 距离（km）

（c）

亏
损

程
度

 [%
]

0

200

600

400

0

100

200

0                           500                              1000                              1500                           1980   

0

200

600

400

      
      

    温
度

 [
 

0 C
]

600            800               1000             1200        

350

1300
900

500

600       800             1000              1200        

51百万年 306百万年

15

5
0

25

35

900

500

100

1300

1700

51百万年 

402百万年

163百万年 402百万年

0

100

200

深
度

（
km

）
深

度
（

km
）

深
度

（
km

）
深

度
（

km
）

距离（km） 距离（km）

（d）

亏
损

程
度

 [%
]

0

200

600

400

0

100

200

0                           500                              1000                              1500                           1980   

0

200

600

400

      
      

    温
度

 [
 

0 C
]

600            800               1000             1200        

350

1300
900

500

600       800             1000              1200        

51百万年 306百万年

15

5
0

25

35

900

500

100

1300

1700

51百万年 

402百万年

163百万年 402百万年

0

100

200

深
度

（
km

）
深

度
（

km
）

深
度

（
km

）
深

度
（

km
）

距离（km） 距离（km）

（e）

亏
损

程
度

 [%
]

0

200

600

400

0

100

200

0                           500                              1000                              1500                           1980   

0

200

600

400

      
      

    温
度

 [
 

0 C
]

600            800               1000             1200        

350

1300
900

500

600       800             1000              1200        

51百万年 306百万年

15

5
0

25

35

900

500

100

1300

1700

51百万年 

402百万年

163百万年 402百万年

0

100

200

深
度

（
km

）
深

度
（

km
）

深
度

（
km

）
深

度
（

km
）

距离（km） 距离（km）

（f）

科学基金的资助下，与加拿大、挪威和英

国的科学家合作，以加拿大北极地区金伯

利岩所捕获的岩石圈地幔橄榄岩包体作为

研究对象，建立了一个南北向跨越 1200 km

的岩石圈地幔的组成、热状态与年龄剖面

[ 涵盖麦肯齐（Mackenzie）大火成岩省 ]。

地幔橄榄岩包体揭示的岩石圈厚度约

为 200 km，与该地区金伯利岩筒产出金刚

石的潜在深度一致，也与现今地震波所揭

示的岩石圈厚度一致。然而，Mackenzie

大火成岩省的形成说明 Mackenzie 地幔柱

不仅破坏并减薄了岩石圈地幔，而且其后

诱发了克拉通愈合、再生，使岩石圈厚度

重新恢复到约 200 km。

地球动力学数值模拟表明，地幔柱能

够利用高压、高程度的部分熔融的残余体

来愈合被破坏和减薄的克拉通山根，使之

恢复到原先的厚度。克拉通再生可以合理

地解释克拉通地幔的物质构成可能是克拉

通演化中非常普遍的过程。

克拉通再生不仅延长了地球古老稳定

大陆的生命，也重塑了金刚石的成矿环境，

为金刚石探矿与采矿提供了理论依据。上

述研究成果发表在 Nature，属地球化学、

地球物理和数值模拟等多学科交叉研究，

其科学意义得到同行专家的一致肯定，

Foley 教 授 和 O’Neill 教 授 专 门 在 Nature 

News & Views 上为此文撰写亮点评论，受

到国内外多家媒体的广泛关注与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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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寒武纪生命大爆发以来，地球历史

上发生了 5 次生命大灭绝事件。研究生命

灭绝事件发生的原因不仅能使我们正确理

解生命和环境的协同演化历史，而且对未

来全球气候变化和地球宜居性研究具有重

要的启示意义。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沈延安

教授团队在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的资助下研

发了高精度多硫同位素测试平台和分析方

法，并对晚奥陶世以及二叠纪末生命大灭

绝事件开展了深入研究。

团队首次发现了华南晚奥陶世沉积岩

中黄铁矿的非质量硫同位素分馏信号，提

出平流层火山喷发造成的大气和海洋化学

组成的剧烈变化是晚奥陶世生命灭绝事件

的重要因素；通过对全球奥陶世—志留纪

典型剖面汞同位素和其他元素的分析，解

析了在全球气候变冷的背景下海洋缺氧的

机制以及它们对生命灭绝的影响。

团队通过对加拿大和日本的深海相二

叠纪—三叠纪沉积岩中黄铁矿的高精度多

硫同位素分析发现，δ34S+Δ33S 的微小变

化反映了当时海洋深部富含硫化氢海水的

上涌，相似的 δ34S+Δ33S 异常同样出现在

华南和世界其他地区。因此硫化海水的上

涌具有全球意义并且是导致二叠纪末生命

大灭绝的关键原因之一。团队后期的研究

证明深部缺氧和化学分层的海洋在寒武纪

晚期也广泛存在并对生命演化有着重要的

影响。

相 关 研 究 成 果 发 表 在 Proceedings of 

the 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Nature 

Communications 和 Geology 等期刊。

晚奥陶世和二叠纪末生命大灭绝的原因探究
On the Causes of the Late Ordovician and the End-Permian Mass Extinctions

图  二叠纪—三叠纪多

硫同位素组成

图  华南奥陶世—志

留纪黄铁矿多硫同位

素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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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子量是元素的基本参数之一，自 19

世纪元素周期表创立以来，原子量的修订

一直是科学界的重要基础性工作。基于中

国地质科学院地质研究所朱祥坤研究员领

衔的国际研究团队在 IUPAC 研究项目和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下的成果，国际纯

粹与应用化学联合会（International Union 

of Pure and Applied Chemistry，IUPAC）

将铅元素标准原子量从原来的 207.2±0.1

修改为 [206.14，207.94]。

团队通过对 20 世纪 50 年代以来数百

篇有关铅同位素高精度分析文献的调研，

统计了超过 8000 个各类普通地球物质（不

包括陨石等地外物质）的铅同位素数据，

最终给出自然界物质铅元素的标准原子量

为 [206.14，207.94]。其中，铅元素原子量

的最小值和最大值均来自团队对苏格兰西

北部古老杂岩体的独居石的分析结果。研

究还给出了用于教学等目的的单一数值的

常规原子量，推荐使用 207.2，该值代表大

多数普通地球物质中的铅原子量。

此项工作将更新教科书的元素周期

表，使铅元素标准原子量从“常数”转变

为“区间值”，意味着人类对铅元素标准

原子量的认识往前迈出了质的一步。主要

研究论文以“IUPAC 技术报告”的形式发

表在 IUPAC 的官方期刊 Pure and Applied 

Chemistry。

铅元素标准原子量修订
Revision of the Standard Atomic Weight of Lead

图  基于朱祥坤等的

研究修订铅元素的标

准原子量［（a）修改前；

（b）修改后］

（a）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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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球磁层中存在大量能量大于 100 keV

的“杀手电子”，其可击穿空间飞行器屏

蔽层微观放电，严重威胁飞行器和航天员

的安全。地球辐射带“杀手电子”的加速、

传输与损失伴随着复杂的能量传输、转换

与释放，其物理机制一直是空间物理和空

间天气研究的核心问题。

北京大学宗秋刚教授团队在国家自然

科学基金的资助下，围绕地球辐射带“杀

手电子”的产生机制，系统发展了地球磁

层超低频波与辐射带能量电子共振理论，

并得到卫星观测的有力验证；突破阵列探

测器及其控制关键技术，自主研制出具备

国际领先水平的能量电子探测器；利用自

主探测数据建立了“杀手电子”预报模

式，并被纳入国家空间天气监测预警中心

和北斗办的标准预报模式，实现了空间科

学、空间技术和空间应用的三位一体全面

发展。

成果形成论文多篇（含 9 篇封面文

章）， 发 表 在 Reviews of Modern Plasma 

Physics、Geophysical Research Letters、The 

Astrophysical Journal、《中国科学》等期刊；

获批国家发明专利 8 项，自主研制的能量

电子探测器已安装在四颗“北斗”卫星上，

且将安装在风云系列气象卫星和“澳科一

号”等平台上。宗秋刚教授获得了 2018 年

国际空间研究委员会（COSPAR）维克拉

姆·萨拉巴依金质奖章、2020 年国际日地

物理委员会（SCOSTEP）杰出科学家奖 

（1 人 /2 年，首位华人获奖者）和 2020

年欧洲地球科学协会（EGU）汉尼斯·阿

尔文奖章（首位华人获奖者）。

地球辐射带“杀手电子”的产生和监测
The Generation and Monitor of “Killer Electrons” in the Earth’s Radiation Belts

Volume 1 Number 1 December 2017

图  宗秋刚教授团队在

国内外期刊发表的封面

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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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 准 站 网 是 全 球 卫 星 导 航 系 统

（GNSS）高精度应用的支撑平台，也是

建立时空基准的关键设施。精确分离测站

细微非线性运动是基准站网稳定维持的瓶

颈。当前，采用几何法难揭示物理机理，

而物理建模法机理不完善。深入研究基准

站非线性运动的成因机制及应用，是大地

测量和地球物理等相关地学关注的前沿课

题，具有重要的科学意义及应用价值。

武汉大学姜卫平教授团队在国家自然

科学基金的资助下，突破了 GNSS 多系统

精密融合处理方法，建立了高时空分辨率

环境负载新模型，提出了依据观测墩及附

属建筑物类型的改进热膨胀模型；建立了

顾及坐标分量相关性的基准站严密三维噪

声模型；系统全面地阐述了影响 GNSS 基

准站的非线性成因机制，建立顾及基准站

非线性变化的 GNSS 地球参考框架。研究

成果已成功应用于 GNSS 基准站网构建、

国际地球参考框架的精度评估及美国板块

边界观测计划等，为揭示和认知全球变化、

地壳运动等研究提供了理论支撑。

研究成果发表在 Journal of Geodesy、

Journal of Geophysical Research 、GPS 

Solutions、《测绘学报》等国内外期刊，

获发明专利 11 项、软件著作权 1 项，出

版专著 1 本。姜卫平教授获国家科学技术

进步奖二等奖 1 项（排名第 1）、湖北省

科学技术进步奖特等奖 1 项（排名第 2）；

入选全国十大测绘科技创新人物，国家万

人计划科技创新领军人才，并获中国青年

科技奖、德国斯图加特大学“客座教授突

出贡献奖”。

全球卫星导航系统基准站非线性运动的 
成因机制及应用

Physical Mechanisms of Non-linear Motion for Global Navigation Satellite System 
Reference Stations and Their Applications

图  GNSS 基 准 站 BJFS

垂直位移、最优环境负

载（大气及水文）位移

及改进热膨胀位移

图  GNSS 基 准 站 DLHA

非线性运动改正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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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冕物质抛射是发生在太阳日冕中的

大尺度爆发活动，日冕物质抛射结构传播

到行星际空间称为行星际日冕物质抛射，

对地球和行星空间环境具有重要影响，是

主要的灾害性空间天气扰动源。日冕物质

抛射的主体一般被认为是低等离子体密度

的磁通量绳，如何认识其磁场缠绕程度及

分布以及如何通过成像观测在光学薄的行

星际空间中识别和反演出日冕物质抛射结

构是空间物理的重要课题。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汪毓明教授团队在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的资助下，开发了速度

修正的均匀扭缠非线性无力场磁通量管模

型，发现行星际空间中大尺度磁绳总缠绕

度的上限由两倍的纵横比决定，首次提出

了磁绳内部内紧外松的缠绕特性，为进一

步深入理解行星际日冕物质抛射的形成机

制和爆发过程提供了重要的线索。此外，

团队基于太阳风扰动结构的双视角重构方

法，从科学目标的凝练、探测方案的设计

和可行性、科学载荷的配置、预期科学产

出等方面自主提出了环日全景探测计划，

探索太阳内部结构和太阳活动周的起源、

太阳爆发活动的起源、太阳风扰动结构的

起源以及灾害性空间天气的起源。这将有

助于推动我国太阳和空间物理以及深空探

测的进一步发展。

一系列研究成果形成论文，在国内外

权威期刊发表多篇（含 8 篇亮点成果）。

汪毓明教授获得 2018 年度教育部自然科学

奖一等奖、2019 年首届科学探索奖等奖项

和荣誉，团队成员刘睿教授 2019 年获国家

杰出青年科学基金项目资助。

行星际日冕物质抛射研究
Recent Progress on Interplanetary Coronal Mass Ejections

图  （a）对 2014 年的

一次行星际磁云事件的

多飞船观测分析，发现

磁绳内部磁力线的缠绕

内紧外松；（b）对上

百个行星际磁云事件开

展了均匀扭缠的磁通量

绳拟合研究，获得了磁

绳缠绕度的统计分布，

并进一步发现了行星际

磁通量绳缠绕度上限与

其半径的关系

图  基于太阳风扰动结构的双视角重构方法，

自主提出了环日全景探测计划

（a）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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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三五”期间，霾污染给国民经济、

社会发展和人民生命健康造成了不可估量

的影响，严重制约了中国的高质量发展。

气候变化是全球性的前沿和热点问题。开

展气候变化和大气污染的交叉研究，是科

学研究的热点和难点，更是紧扣“碳中和”

内在需求的迫切任务。

在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的资助下，南京

信息工程大学王会军教授团队系统研究了

中国霾污染的气候特征和变化机制，构建

了影响中国冬季霾污染气候异常的（半球

到局地尺度）大气环流图像，确证了气候

变异对减排效果的影响。此外，气候条件

趋势性逆转和人为排放的同向强迫很好地

解释了“人为排放并没有突变，2012 年冬

霾污染气候及预测
Haze Pollution Climate and Prediction

图  霾日数以及相关气

象条件的趋势性转折。

（a）华北前冬霾日数

（黑色）及人为排放的

变化（阴影），蓝（绿）

色 等 值 线 分 别 代 表

PM2.5>75（100）µg/m3

的 天 数；（b）1991—

2010 年 和 2010—2018

年华北前冬边界层高度

（BLH）、比湿（Shum）、

地面风速（Wspd）和垂

直速度（Omega）的线

性趋势

Haze

Sea ice Ano

Snow Ano

TP forcing

SST Ano

−
SST Ano

SST Ano

SST Ano

SST Ano

+
+

−

− +

+

图  前期气候因子通过

东北亚反气旋性大气异

常影响华北冬季霾污染

（蕴含冬季霾污染变化

预测信息的前期气候因

子包括北极海冰、太平

洋海温、大西洋海温、

欧亚大陆积雪以及青藏

高原）

季开始霾污染为什么急剧恶化？”这一困

扰社会各界的问题。

在全球变暖背景下，北极深处多年海

冰融化导致海冰的年际变率增大，可以通

过影响北太平洋海表面温度和大气环流，

对华北冬季霾污染的年际 - 年代际变率产

生显著的调控作用。从多圈层协同作用的

角度分析，北极海冰、太平洋海温、大西

洋海温和欧亚大陆积雪共同解释了华北霾

大约 64% 的年际 - 年代际变化。2007 年

之后，各气候因子频繁表现为同向调控效

用，即都导致霾多或霾少，促使产生霾污

染的大距平值。

针对霾污染的季节 - 年际预测，团

队率先建立了关键区域霾污染季节预测模

型，对趋势变化、转折点和距平同号率均

有很好的预测技巧。2016—2020 年，连续

提前预测出京津冀和长三角冬季逐月的霾

污染情况，通过多期决策咨询报告上报到

相关部门。

该成果形成学术论文多篇，发表在国

际顶级期刊，得到众多国际知名学者的广

泛关注、引用和正面评价。开展的大气污

染的短期气候预测对国家气候变化和大气

污染协同治理有较好的科技支撑作用，受

到环境、能源和政策管理等交叉领域专家

的广泛关注。更重要的是，本研究成果在

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大气科学学科与环境、

健康等相关学科间的融合发展。

（a）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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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海是西太平洋边缘海的典型代表，

位于太平洋板块构造域和印度洋板块构造

域的结合部位，其四周被环形俯冲带所围

限，是最大的陆缘海盆之一。相比其他大

洋，南海规模小、年龄新，而且具有多变

的陆缘类型和复杂的扩张过程。自然资源

部第二海洋研究所丁巍伟研究员团队在国

家自然科学基金的资助下，对南海“生命

史”，即陆缘如何破裂和洋盆如何扩张两

个关键问题进行研究。

对南海陆缘张裂过程的研究表明，南

海陆缘伸展作用在纵向上是不均匀的，伸

展因子随深度发生变化，并受到大型拆离

构造的控制，南海陆缘的拉张为非均一模

型。陆缘破裂在横向上也存在差异，东侧

深部更热，纵向差异性更大，破裂过程受

到一期较为强烈的岩浆活动控制，而非北

大西洋的贫岩浆型破裂。

大陆的破裂最终导致海盆扩张，而海

盆的扩张会在深部留下足迹。团队对南海

东部次海盆深反射地震数据所揭示的深部

结构进行研究，发现扩张脊北翼洋壳内部

存在两组具有对倾的下地壳反射体（lower 

crustal reflector，LCR），一组对倾的 LCR

对应一个洋中脊，说明扩张脊北翼存在两

个残留的扩张脊。南海扩张脊由于周期性

的地幔活动发生了两次向南跃迁，形成南

海海盆北翼更宽，南翼更窄的不对称结构。

这是首次从洋壳深部结构的角度发现扩张

脊的多次跳跃、扩张方向的多次变化现象，

对南海洋壳在不连续 - 非对称扩张过程中

的增生机制以及扩张结束后残留扩张脊南

北翼构造 - 岩浆活动的巨大差异的机制进

行了较好的理论解释。

相关成果揭示南海“大陆破裂不均

一，扩张过程非对称”的动力学模式，为

传统基于超级大陆裂解的板块构造理论增

添新科学内涵，为南海油气勘探和岛礁开

发提供科技支撑。多篇论文发表在 Earth 

and Planetary Science Letters、Earth-Science 

Reviews 等期刊，其中 2 篇被评为 ESI 高

被引论文，成果获 2020 年度广东省自然科

学奖一等奖。

南海大陆边缘动力学：从陆缘破裂到海底扩张
South China Sea Continental Margin Dynamics: From Continent 

Breakup to Seafloor Spreading

图  （a）南海北部陆缘

洋陆过渡带区原始地震

剖面；（b）地质解释

（a）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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纳米技术作为一种最具市场应用潜力

的新兴科学技术，已成为世界各国必争的

战略要地。纳米材料越来越多地被用于工

业、健康护理、生物医药、电子通信、纺

织、能源与环境等领域。然而，这些纳米

产品在生产、使用和废弃等过程中形成的

人工纳米颗粒（ENPs）不可避免会进入生

态环境，对整个生态系统产生潜在危害。

揭示 ENPs 的环境地球化学过程，客观评

价 ENPs 的环境风险，制定精准防控措施

是近十几年来环境领域的研究热点。

在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的资助下，江南

大学王震宇教授团队在 ENPs 环境地球化

学关键过程的机制研究方面取得了一系列

创新成果。

1.ENPs 的释放、转化和团聚行为。揭

示了纳米塑料经光老化后由塑料制品表面

释放的机制，阐明了纳米塑料的生物致毒

效应；探明了水环境中氧化石墨烯（GO）

的光化学转化途径，GO 在转化过程中能

够将金属离子还原为金属 ENPs。

2.ENPs 在生物体内的运输、转化和毒

性机制。用直接证据首次证实了 ENPs 能

够在植物体内进行长距离运输，对食品安

全和人类健康产生直接影响。

3.ENPs 在海洋和陆生食物链中的传

递和转化规律。ENPs 可以沿海洋底栖和

陆生食物链进行传递，被捕食者对 ENPs

的吸收和吸附是决定生物放大效应的主要

因素。

4.ENPs 的环境风险评估。确认二氧化

钛（TiO2）、银（Ag）和氧化铜（CuO）

ENPs 在底栖环境、废水排放口和污灌区

具有较高环境风险；构建了水环境食物网

模型，并对 TiO2 的 ENPs 水体敏感种进行

了预测，为客观评价 ENPs 的生态风险提

供了重要基础数据。

相 关 研 究 成 果 陆 续 发 表 在

Environmental Science & Technology 、

Water Research 等期刊，得到国内外同行

的广泛关注和肯定。基于主要研究成果，

团队荣获 2019 年度教育部自然科学奖一

等奖。

典型人工纳米颗粒的关键环境地球化学过程
Crucial Environmental Geochemical Processes of Typical Engineered Nanoparticles

图  ENPs 在 不 同 环 境

介质中的环境行为和潜

在生态风险

图  塑料制品经光老化

释放纳米塑料的主要过

程和纳米塑料对鱼类的

毒性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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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是地质灾害和岩土工程问题十分

严重的国家，防灾减灾是国家重大需求，

而监测是研究灾害成因和防治对策的前

提。在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的资助下，南京

大学施斌教授团队利用光纤中光散射与应

变、温度和振动间的关系，开展了岩土体

分布式光纤监测的理论、技术与方法研究，

以满足地质与岩土工程分布式、长距离和

长期稳定的多物理量监测要求，实现了大

地感知、防灾减灾的梦想。其中传感光纤

的脆弱性及其与土体变形的不协调性，是

阻碍光纤技术应用的卡脖子问题，而打造

强健敏感的大地感知“神经”——传感光

纤，是突破这一问题的关键。

团队经过二十多年的研究和实践，提

出了土体变形光纤感测耦合理论。从传感

光缆与土体接触界面的力学机制出发，给

出了复杂应力条件下光缆应变传递系数算

法，解决了光缆感测性能的定量评价难题；

提出了评判两者滑脱的黏结性判据，进而

提出了裸纤 - 护套 - 土体变形协调性指

标；在此理论指导下，研制了满足多种强

度和感测要求的传感光纤系列，创立了岩

土体应力、应变、温度、水分和渗流等多

物理场光纤监测系统，提出了冻结和非冻

结状态下统一的含水率光纤标定计算模

型，实现了土体水分场全天候监测。

相关成果为重大工程安全监测与灾害

预警做出了重要贡献。目前已有 70 余种

技术产品实现了工程应用，部分产品已出

口英、美等国，并在南水北调、京雄高铁、

三峡库区、锦屏电站、北京故宫等 600 余

个项目中得到应用，实现从基础研究—核

心技术—硬件设备—系统集成—成果转

化—工程应用的全过程创新。2018 年，美

国《地球与空间科学新闻》以“光纤打开

了地下深部变形之窗”为题，亮点报道了

成果，指出：“这一理论成果打开了岩土

力学与水文学中的许多应用机会”。相关

成果获 2018 年度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一

等奖。

打造强健敏感的大地感知“神经”
Making a Strong and Sensitive Ground Sensing “Nerve”

图  分布式光纤大地感

知系统概念图（图中黄

色线条为传感光纤）

图  地质与岩土工程分

布式传感光缆系列

图  地质与岩土工程分

布式光纤监测技术成果

形成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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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大规模多入多出（MIMO）技术及

大型数字相控阵为代表的下一代无线通信

和雷达系统对微波电路的集成化水平和电

磁兼容性能均提出了非常严苛的要求。但

传统的平面电磁波载体（如微带线和带状

线）缺乏对色散特性和场分布的精细调控

能力，从物理本质上限制了集成度和电磁

兼容性能的同步提升。针对上述难题，东

南大学崔铁军教授团队在国家自然科学基

金的资助下，从物理底层入手，提出具有

新型电磁模式的人工表面等离激元（SSPP）

传输线，开展了基于 SSPP 传输线的微波

电路表征理论和分析综合方法、SSPP 无源

器件与天线、SSPP 有源功能器件和集成通

信系统等研究，构筑了基于 SSPP 传输线

的全新微波电路体系，突破了传统微波电

路在高集成度和电磁兼容性能提升方面的

基于人工表面等离激元超材料的微波电路体系
Microwave Circuit System Architecture Based on Spoof Surface Plasmon Polaritons

图  基于 SSPP 传输线

的典型有源器件。（a）线

性放大器；（b）非线性倍

频器

图  共形 SSPP 微波传

输线及其场分布

局限。主要创新成果如下。

1. 建立了人工 SSPP 微波电路的理论

体系。提出了 SSPP 色散判别、SSPP 场 -

路联合模型、网络拓扑和特性阻抗提取等

重要理论方法，揭示了 SSPP 物理机理与

操控方法，给出了其电磁特性与几何参数

之间的显性关系，验证了不同场景下 SSPP

在集成度及电磁兼容方面的优势。

2. 研制了一系列性能优异的 SSPP 无

源器件和有源器件。提出、设计并研制了

一系列 SSPP 滤波器、谐振器、功分器等

无源器件及 SSPP 天线，实现了首个 SSPP

线性放大器、倍频器、数字调制和解调器

件，解决了 SSPP 与有源芯片集成的难题，

形成了利用 SSPP 特性提升器件性能的方

法论。 

3. 构建了首个双通道 SSPP 非视距无

线通信射频系统。在亚波长尺度上构造了

两个互不干扰的 SSPP 信道，并独立完成

混频、放大和滤波等信息操作，实现了高

通量、高保真信息的并行传输，开辟了人

工 SSPP 电路与系统新体系。

团队在本领域著名期刊发表相关论文

多篇，受到国际同行的高度评价。相关成

果获 2018 年度国家自然科学奖二等奖，并

在 6G 高集成度无线通信、多通道相控阵

以及先进片上集成系统等高密度布线场景

具有重要的应用前景。

（a）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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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分辨率高光谱成像是对地观测和环

境监测等国家重大需求的战略前沿。单模

态成像方式无法同时实现空间和光谱维度

高分辨率成像，因此亟须发展多模高分辨

率高光谱融合成像理论方法。图像的准确

表示与高效融合是多模高分融合成像的国

际竞争制高点和前沿挑战难题。

在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的资助下，湖南

大学李树涛教授团队在多模高分融合成像

方面开展系统深入的研究，构建多模图像

结构化稀疏表示理论，建立结构驱动多模

图像融合机制，提出多模压缩感知遥感融

合成像理论方法，开辟高分辨率高光谱遥

感成像新途径，取得了以下创新性成果。 

1. 发现多模图像组稀疏动态分布特性，

揭示多模图像不同尺度结构的相关性与互

补性，建立多模图像结构化稀疏表示理论，

解决多模图像复杂结构准确表示的难题。

2. 揭示结构化稀疏表示与多模图像显

著结构的关联机制，提出稀疏表示多模图

像融合方法，建立结构驱动的多模图像融

合机制，实现多模图像的高效融合。

3. 发现结合空间映射关系与光谱响应

特性的压缩感知遥感成像新机理，提出多

模压缩感知遥感融合成像方法，在保持光

谱响应特性的同时，大幅提升空间分辨率，

解决遥感成像空间 - 光谱分辨率相互制约

的难题。

研究成果形成论文多篇，发表在 IEEE 

Transactions on Image Processing、Transactions 

on Geoscience and Remote Sensing 等期刊。

相关成果得到国内外同行专家的正面评价，

成果获得 2019 年度国家自然科学奖二等奖、

2017 年度湖南省自然科学奖一等奖。研发

的高分辨率高光谱成像系统可应用于遥感

对地观测、海洋灾害监测、环境与资源调

查等重要领域。

多模高分辨率高光谱融合成像研究
Research on Multimode High-Resolution Hyperspectral Fusion Imaging

图  多模压缩感知遥感

融合成像方法

图  多光谱与

高光谱融合成

像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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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器学习的根本问题是如何基于已有

数据样本构建强泛化性能模型。以往研究

主要面向“单标记”样本，而现实任务常

面临“多标记”样本，此类数据对象具有

多义性，且内蕴丰富结构，对构建强泛化

性能模型提出了挑战。南京大学周志华教

授团队在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的资助下，创

立了新型机器学习框架——多示例多标记

学习（multi-instance multi-label learning，

MIML），针对多义性数据对象带来的三

大挑战问题取得了重要突破。

1. 针对“监督信息不具体”问题，建

立多示例监督细化表示机制，对学习对象

施加结构细化形成 MIML 表示机制，避免

了“一对多”映射的病态问题，理论上证

面向多义性对象的新型机器学习理论与方法
Ambiguous Object Oriented Novel Machine Learning Theories and Methods

图  面向多义性对象的

机器学习——挑战问题

与新型框架

图  现实任务中常遇到多义性对象，如一幅图

像同时属于多个类别，一个文档同时关于多个

主题

明了 MIML 的可学习性，提出了有效的学

习方法。

2. 针对“标记关系不明确”问题，建

立标记分布建模与利用机制，将 MIML 输

出增广为标记分布，提出能显式建模和利

用标记关系的方法，理论上证明了多义性

学习一致性的充要条件，填补了理论空白。

3. 针对“样本信息不紧致”问题，

建立多标记紧致空间生成机制，通过在

MIML 框架下最大化示例空间与标记空间

的相关度来构建能尽可能保持多义性信息

的紧致样本空间，使强泛化性能模型得以

有效构建。

该成果开拓了面向多义性对象学习的

新方向，得到了包括 50 余位科技先进国家

院士和知名国际学术奖项得主等国际同行

的高度认可，引发了大批国际同行跟随研

究（如 2300 余篇引文在该成果原创提出的

新型机器学习框架下开展工作），周志华

教授受邀在 CCF-A 类国际会议做主旨报

告 1 次，获国际论文 / 竞赛奖 5 次。相关

技术成功应用于华为等大型企业，相关理

论研究成果获教育部自然科学奖一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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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的资助下，北京

大学王龙教授团队与美国东北大学复杂网

络研究中心合作，在时序网络控制研究方

面取得重要突破。该工作从控制时间、能

量、轨迹三个方面系统探讨了时序网络相

较于传统静态网络具有的潜在优势。成果

于 2017 年 11 月发表在 Science。

团队提出了研究时序网络的理论框

架，创新性地采用连续时间切换系统的理

论方法，将时序网络转化为时空上演化的

网络切片，从三个基本方面深入探讨了时

序网络系统控制问题。在控制输入下，能

否在有限时间内实现任意系统状态间的控

制，是探索复杂系统的一个最基本的问题，

也被称为系统可控性问题。针对时序网络

系统，团队基于四类真实时序网络数据发

现，在系统到达完全可控时，真实时序网

络所需的网络切片数要小于传统静态网络

所需聚合的网络切片数。在对系统状态控

制的同时，控制能量（成本）问题是实现

控制的关键。团队在理论上给出实现控制

所需要的最小能量基础上发现，时序网络

相较于静态网络而言，能够大大降低控制

能量。系统状态之间被控轨迹（路径）是

实现控制的过程，在理论上给出对应最小

控制能量的最优轨迹后发现，时序网络的

最优控制轨迹的长度能够较静态网络大大

减小，即对其控制过程能够更加“直接”。

该成果为进一步探索各类时序网络系统控

制提供了较为一般的系统性方法与理论框

架，有助于我们对众多现实可控系统中网

络时序性的深入理解，将促进网络时序性

在相关复杂系统动力学分析与设计等方面

的应用。

控制时序网络研究
Controllability of Temporal Networks

图  不同时间窗口下的时

序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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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机械微腔是一种可以在微纳尺度上

实现光与机械振动耦合的新型器件，与若

干重要研究领域（如引力波探测、机械振

动的量子化、量子计算与量子通信）直接

相关，是当前国际研究的前沿与热点。

在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的资助下，清华

大学张靖教授与微电子学研究所组成的研

究团队，与美国圣路易斯华盛顿大学、日

本理化学研究所合作，以硅基微型环芯腔

系统为主要物理载体，在实验上观测到了

光辐射压力引起的混沌这一强非线性效应

从强光向弱光的传递及混沌的倍周期分岔

过程。这一成果为未来硅芯片上量子非线

性光学现象研究、集成量子光器件设计等

提供了新思路，有望应用于量子信息、保

密光通信、精密传感等众多领域。

团队在光机械微腔中首次通过实验观

测到混沌引起的随机共振现象。随机共振

是指非线性系统对含噪声周期驱动信号的

一种特殊响应。通常，当人们将含噪声的

信号输入到系统中时，如果信号强度不变，

噪声强度提高，那么在系统输出响应中，

信噪比会显著降低。而在随机共振系统中，

在信号强度不变的情况下，如果增大噪声

强度，反而可能导致输出响应中信噪比的

提高。这一反直觉的物理现象是由信号与

噪声之间的相干效应引起的。在光机械微

腔实验中，团队观测到了类似随机共振的

反常信噪比提高现象。不同于传统随机共

振，这里信噪比的提高是由混沌作为“确

定的随机噪声”与周期驱动信号间的相干

效应引起的。这一研究成果为光机械微腔

中的混沌调控提供了实验依据。

该项研究成果以封面文章形式于 2016

年 6 月发表在 Nature Photonics，并被选为

2016 年 6 月刊的封面论文。

光辐射压力引起的混沌传递与随机共振现象
Optomechanically Induced Chaos Transfer and Stochastic Resonance

图  Nature  Photonics

封面及论文截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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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学规划是运筹学和管理科学的基础

方法之一，是国计民生多个领域，如交通

与物流、供应链管理、智能制造、量化投

资等最重要的建模与求解方法。数学规划

求解器是模型求解的基本软件，我国对此

的研究长期处于空白，商业应用领域一直

被美国的 GUROBI、CPLEX 等垄断。

在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的资助下，上海

财经大学葛冬冬教授团队在求解器的算法

理论、软件实现与应用领域进行了长期探

索，2017 年 9 月发布了中国第一个开源数

学规划求解器 LEAVES，实现了对线性规

划问题和某些二次规划 / 凸规划问题的内

点法稳定求解。 

发 布 LEAVES 之 后， 团 队 与 杉 数 科

技积极合作，着手开发超大规模优化问题

的工业级别求解器。2019 年 5 月在世界

权威性的、亦是唯一公测平台“优化软件

决 策 树”（Decision Tree for Optimization 

Software） 上 发 布 了 国 产 优 化 求 解 器

COPT。发布至今，在多次与国内外商业

求解器的激烈竞争中，在线性规划的单纯

形法、内点法、大规模网络问题上均保持

世界前二。

研究成果发表在 Operations Research、

Mathematical Programming、Neur IPS、

ICML 等期刊与会议，并广泛应用于国家

电网、中国邮政、南方航空、京东、顺丰、

华为、小米、百威、好丽友、卡西欧等企业。

与京东物流合作的无人仓调度算法项目于

2021 年入围 Informs（美国运筹与管理学会）

的 Franz Edelman 工业大奖决赛。

国产数学规划求解器的理论与实践
A Breakthrough in Theory and Applications of Mathematical Programming Solver 

in China

图  线性规划 - 单纯

形法求解器世界公测

榜单

图  线性规划 - 内点法求解器世界公测榜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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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杜江峰教授团队在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的资助下，开展基于金

刚石单自旋量子传感器的单分子磁共振检

测、成像和谱学分析研究，取得了系统性

国际领先的成果。

单分子科学和技术是物理、化学和生

物等领域的研究前沿。分子中含有丰富的

自旋且可用自旋进行标记，因此磁共振谱

学和成像分别成为结构生物学和临床医学

应用的主要技术之一。然而受限于传统磁

共振的测量方式，其只能研究毫米尺度数

以亿万计分子的集体信号，难以实现单个

分子的直接检测。近年来，基于金刚石氮 -

空位色心的单自旋量子精密测量快速发

展，其以室温大气环境下优越的量子特性

成为最有前景的量子传感器。团队率先实

现单个蛋白质分子顺磁共振检测的突破，

在水溶液环境实现单个 DNA 分子的顺磁

共振检测，为未来细胞原位的单分子检测

奠定基础；在磁共振谱学方面，提出纳米

零场磁共振谱学新方法，在实现单分子检

测灵敏度的同时，将顺磁共振谱线分辨率

推进至 1 万赫兹，为单分子谱学结构分析

提供了精度保障；在磁共振成像方面，实

现 10 纳米分辨率的肝癌细胞原位铁蛋白

磁成像，目前正向单分子磁共振成像推进。

尤其是在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中德国

际合作项目资助下，团队与慕尼黑理工大

学合作，实现量子传感器的高保真度读出，

提升了量子精密测量的检测效率，两个相

关成果均发表在 Nature Communications。

团队系统性的研究开启了单分子磁共

振新领域，其有机融合传统磁共振生物医

学应用的优势和自旋量子精密测量高灵敏

度的特色，可以揭示原来淹没于大量分子

集体信号中的特异性信息。结合磁共振的

无损特质，可在单个活细胞中开展单分子

研究，检测不同环境下分子的结构、动力

学和相互作用差异，为生物、医学甚至药

物研发提供方法技术支撑。

团队成员在Science、Science Advances、

Nature Methods、Nature Communications 等

期刊发表论文多篇，研究成果荣获教育

部自然科学奖一等奖、中国分析测试协会

科学技术奖特等奖，入选中国十大科技进

展等。

基于金刚石量子传感器的单分子磁共振
Single-molecule Magnetic Resonance with Diamond Sensors

图  基于量子传感器实

现水溶液单个 DNA 分子

探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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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的资助下，中国

原子能科学研究院郭冰研究员与北京大

学、复旦大学、同济大学、上海交通大

学等科研人员组成的团队在质量数为 16

（A=16）的奇特原子核结构研究中取得多

项成果。

1. 发现丰中子核 16C 的链状分子转动

带。不稳定原子核占有核素版图的绝大部

分区域，近二十多年在实验室中逐步产生

出来，表现出一系列新奇的结构和动力学

性质。团队依托兰州重离子加速器，采用

精密的零度粒子望远镜和多套大角度探测

器组合，在丰中子不稳定的 16C 中完整确

认了π2σ2 构型的正宇称线性链状分子转

动带的四个成员，成为这种结构研究的

一项重要跨越。研究结果发表在 Physical 

Review Letters。

2. 探索双幻核 16O 集团结构。中子或

质子数为幻数的原子核通常会呈现出与其

他原子核不同的性质。16O 的中子数与质

子数均为幻数，研究它对于研究核结构乃

至理解宇宙元素起源都有重要意义。

团队通过多相输运模型，对特殊的原

子核碰撞进行了理论模拟，发现 16O+16O

在能量为 6.37 TeV 碰撞中的集体流对 a

团簇结构敏感，明显不同于附近碰撞系

统的集体运动模式。结果发表在 Physical 

Review C 上。

团队依托原子能院串列加速器，高精

度测量了 16O基态渐近归一化系数（ANC），

澄清国际 ANC 数据间 240 多倍的分歧。

新结果使天体物理能量下 12C(α，γ)16O

反应电四级 S 因子比国际推荐值增加了

55%，这将影响对大质量恒星演化的理

解。成果发表在 Physical Review Letters。

由于在该方向的系列成果，团队受邀在国

际综述期刊 Progress of Particle and Nuclear 

Physics 发表文章，总结了该领域的最新研

究进展，并提出未来值得关注的研究方向。

A=16 奇特原子核结构的实验与理论研究
Experimental and Theoretical Study of Structure for Exotic Nuclei at A=16

图  16C 的线性链状分

子带成员的构型

图  碰撞质心能量 6.37 

TeV 下的碰撞系统扫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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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准预报重污染并预警调控是打赢

“蓝天保卫战”关键。在国家自然科学基

金的资助下，中国科学院大气物理研究所

王自发研究员团队开展了东亚大气复合污

染数值模拟预报预警研究，突破了我国区

域大气复合污染建模原理和预报预警关键

技术瓶颈，并率先研制了国际领先的大气

化学资料同化系统与涵盖溯源追踪新技术

和大气环境容量模式新算法的动态调控系

统，形成了从全球、区域、城市群到城市

的全尺度大气复合污染（沙尘、酸沉降、

可吸入颗粒物、细颗粒物、臭氧、核泄漏、

大气汞等）嵌套网格预报模式（NAQPMS），

支撑建立预报、溯源和调控评估为一体的

国家重污染天气预报预警业务平台，实现

了高时空分辨率预报未来 3 ～ 7 天空气质

量的能力，对京津冀及周边 2015—2019 年

颗粒物重污染过程的预报成功率超 90%。

成果获 2017 年度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二等

奖。团队发起并合作主持的第三期东亚空

气质量模式国际比较计划，被全球大气化

学研究计划和欧盟科技行动计划所关注。

预报预警业务平台成为国家环境质量

预报预警中心、六大区域中心和二十多个

省（市）级中心的核心工具，填补了大气

污染预报与调控国家级业务化系统的空

白，推动了我国区域空气质量数值预报业

务的跨越式发展。成果孵化了中科三清科

技有限公司，2016—2020 年累计收入 5.6

亿元，推动了科技成果转化和产学研合作。

为国家历次重大活动的空气质量保障

及 2016 年以来区域重污染应急调控提供了

核心支撑，为地方提供“一市一策”治理

方案，其中衡水市和日照市因此成为 2018

年大气污染改善的 2 个先进城市（共 5 个）。

大气重污染预报与调控关键技术的自主研发及应用
Development and Application of Key Technologies for Forecasting and Controlling 

Heavy Air Pollution

图  嵌套网格空气质量

预报模式 NAQPMS 的技

术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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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业园区有大气污染物排放种类多、

成分复杂、分布范围广、突发事故风险巨

大的特征，要守卫天更蓝，首先要有一双

明亮的“眼睛”，能够清晰看到工业园区

大气污染物的来踪去迹。

在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的资助下，中国

科学院合肥物质研究院刘建国教授团队创

建了有毒有害气体高温光谱数据库，建立

了工业园区大气污染物点—线—面—区域

全方位光学监测方法，自主研发了恶劣工

业环境下光学监测技术设备，总体性能指

标达到国际先进水平。

1. 创建工业园区 400 多种有毒有害

气体高温光谱数据库，提出并验证了基

于高分辨傅里叶变换红外、全景扫描成

像 DOAS（differential optical absorption 

spectroscopy）等测量整层大气挥发性有机

化合物（VOCs）垂直柱浓度和污染气体

空间分布的方法。

2. 提出采用旋转照明的方式进行光学

布洛赫表面波成像新方法，实现了可控大

气环境条件下 50 nm 以上单颗粒物凝结增

长过程的高灵敏原位表征，该成果发表在

Science Advances。

3. 研发全光纤信号传输的开放光路激

光吸收光谱测量系统、开放光路多组分监

测系统和车载排放通量走航观测系统，

突破了工业园区有毒有害气体卫星遥

感反演技术；最后通过系统集成自主研

发的有毒有害气体和颗粒物光学监测

方法、光谱数据库系统、光谱分析软件

系统，结合大气痕量气体成分卫星反演

算法软件，实现了对工业园区大气污染

物点—线—面—区域四位一体的全方

位光学监测。

项目部分成果获得 2019 年度国家

科学技术进步奖二等奖，为我国工业园

区大气污染全方位监测提供了先进技

术手段，为我国相关领域的科学研究提

供了基础数据，促进了我国环境监测仪

器产业的发展，为我国工业园区环境风

险预警体系建设提供了重要技术支撑。

工业园区大气污染物全方位光学监测关键技术与系统
The Key Technology and Equipment System of In-situ and Continuous Optical 

Monitoring for Industrial Pollution Gases Emission

图  工业园区大气污染

物全方位光学监测关键

技术与系统

图  工业园区大气污

染物光学监测仪器设

备工程化和产业化开

发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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赤潮是一种全球性海洋生态灾害，对

人类健康、生态环境、滨海核电安全等会

产生重大威胁，被联合国相关组织列为当

今三大近海环境问题之一，但长期以来缺

乏一种像“灭火器”一样的应急处置技术。

从理论上讲，赤潮的治理方法有很多，但

大多停留在实验室阶段，无法满足“可大

规模应用、无二次污染、见效快”的基本

原则，赤潮的有效防治是海洋领域中一个

世界级科技难题。

中国科学院海洋研究所俞志明研究员

团队在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的资助下，历经

二十多年的理论研究、技术发明和推广应

用，首创了改性黏土治理赤潮的技术与方

法，解决了天然黏土存在效率低、用量大、

难以大规模应用这一困扰赤潮治理近五十

年的国际难题，取得了该领域重大突破。

成果获 2019 年度国家技术发明奖二等奖，

2020 年作为中国科协首次评选出的全国 50

项先导技术之一，列入科创中国榜单。

基于 DLVO 理论，团队建立了提高治

理效率的黏土表面改性理论模型，提出了

基于絮凝和生化胁迫作用的改性黏土高效

治理赤潮机制。在该理论指导下，发明了

改性黏土制备技术与方法，研发出 3 个系

列、10 余种绿色环保的赤潮治理新材料以

及现场作业自动化专用设备、全国首艘赤

潮治理专用船只和改性黏土治理赤潮实施

规范等，形成了改性黏土治理赤潮的技术

体系。与国际同类技术相比，该技术治理

赤潮效率提高了上百倍、用量减少 90% 以

上，成本节省 85% 以上，使用更安全、更

有效，解决了大规模赤潮治理的国际难题。

目前，该成果列入中国赤潮治理的国

家标准，纳入沿海 13 个省区市赤潮灾害

应急预案，在我国近海得到广泛应用，产

生了显著的社会经济效益。相关产品通过

国际第三方的效果和安全性评估，出口至

美国、智利、秘鲁等国家，被国际同行称

之为赤潮“灭火器”“国际赤潮治理的引领

者”，为国际赤潮治理提供“中国方案”。

近海赤潮应急处置关键技术与方法
The Technology and Approach of Modified Clay Controlling Harmful Algal 

Blooms in Coastal Waters

图  黏土表面改性的理

论、技术与效果

图  改性黏土高效治理

赤潮的作用机制

图  改性黏土治理赤潮

技术在国内外得到大规

模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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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白海洋研究员

团队在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的资助下，在非

晶合金的动力学模式、制备技术和高性能

新材料开发等方面取得了一系列有影响力

的原创成果。

非晶合金是集优异物理、化学与力学

性能于一体的金属材料，在多个高技术领

域有重要的应用价值。非晶合金的亚稳特

性和多组元特点使性能调控可以在极宽的

成分范围实现。然而，非晶合金及其动力

学、性能调控的基础理论和高性能新材料

的开发仍是材料科学和凝聚态物理中基础

研究的重要挑战。团队发现了非晶合金的

一个重要动力学弛豫模式——β 弛豫模

式，并建立了该动力学弛豫模式与非晶合

金力学行为的关联，发展了从动力学调控

非晶合金宏观性能的有效实验手段和方

法，探索出一系列具有室温大塑性、室温

附近拉伸塑性的非晶合金材料。近期，团

队利用自主研发的高通量制备和表征技

术，在 Ir-Ni-Ta-(B) 合金体系中获得了

在高温力学性能、热稳定性、加工成型性

能、耐蚀性、抗氧化等方面表现出前所未

有综合优势的高温块体非晶合金。

研究成果不仅有助于实现非晶合金材

料宏观力学性能的调控和设计，还有助于

理解非晶材料形变机制等材料基础科学问

题，同时为解决非晶合金新材料探索效率

低的难题开辟了新的途径，也为高性能非

晶合金的开发提供了新的思路。相关研究

成果获 2019 年度国家自然科学奖二等奖，

入选 2019 年度中国科学十大进展。 

动力学新模式和高通量制备技术在高性能非晶合金
研发中的应用

Application of New Dynamic Mode and Combinatorial Development Technology 
on Exploring High Performance Amorphous Alloys

图  Ir-Ni-Ta-(B) 高温

非晶合金的设计以及高

通量实验方法

该 方 法 一 次 可 实 现

1000 个成分点以上的

快速制备和表征，比传

统非晶合金探索方法效

率高 1000 倍以上 （a） （b）

（d）（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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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交通大学张荻教授团队在国家自

然科学基金的资助下，在生物精细构型与

人工材料的构型化复合方面取得了具有国

际影响力的重要成果。

为了将自然生物构型衍生出的优异性

能与人工材质相复合，并能研究其耦合效

应，指导新型材料的构型化复合设计与制

备，团队创新提出以自然中具有性能优异

的精细构型生物为模板，通过“生物构型

传承、人工材质置换”构筑既秉承自然生

物精细构型特征，又有人工材质特性的新

型材料——“遗态材料”的学术新思想和

研究新范式，突破了现有技术难以精准再

现自然生物精细构型及优异性能的瓶颈。

甄选了三大类（昆虫、植物、微生物）50

余种跨物种、跨构型、跨性能的典型生物

精细构型，系统开展了遗态材料的制备科

学研究，发现了一系列生物精细构型与人

工材质耦合的新现象、新性能，揭示了构

效机制，为高性能材料的构型化复合研究

提供了新的技术原理和方法。

研 究 成 果 在 Advanced Materials、

Angewandte Chemie International Edition、

Applied Physics Letters 等期刊形成了一系列

开创性的论文，并出版了该领域第一部国

际英文专著“Morphology Genetic Materials 

Templated from Nature Species”， 斯 普 林

格（Springer）出版社评述：“这是第一

部以专著的形式研究这类极具前景的材

料——遗态材料”；该学术思想和研究范

式被包括美国三院院士 Mirkin 教授在内的

70 余个国际研究团队采用和跟踪，引领了

材料构型化复合的研究新领域，推动了学

科交叉发展；基础研究支撑应用在海水淡

化、卫星热控、储能与电磁屏蔽等领域展

示出重大应用前景。

秉承自然生物精细构型的遗态材料
Morphology Genetic Materials with Exquisite Architectures from Nature Species

图  遗态材料研究范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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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科技大学吕昭平教授团队在国

家自然科学基金等资助下，提出利用间

隙原子有序复合体设计高强度高塑性金

属材料的新思路。研究成果以“Enhanced 

Strength and Ductility in a High-entropy 

Alloy via Ordered Oxygen Complexes”（通

过有序氧复合体结构提高高熵合金强度和

延展性）为题，于 2018 年 11 月 14 日在

Nature 上在线发表。

金属结构材料在航空航天、交通运输

等各领域发挥着重要作用，但其在服役和

制备过程中会不可避免的引入杂质，尤其

氧杂质。一方面，过量的氧掺杂会形成脆

性的氧化物陶瓷相，导致脆性断裂；另一

方面，无序的间隙氧原子容易偏聚在晶界、

裂纹尖端、位错等应力源附近，产生显著

的畸变及应力集中，最终导致灾难性的

断裂。

团队以高熵合金（TiZrHfNb）为模型

合金，通过添加适量的氧，发现一种新的

间隙原子存在状态，即有序间隙原子复合

体，这是一种介于常规随机间隙原子和陶

瓷相之间的间隙原子存在状态，能够同时

显著提高合金强度和塑性。研究还发现，

这一独特的间隙原子复合体强韧化效应也

适用于传统合金体系。同时在合适的合金

体系或加工工艺下，其他间隙原子（如碳、

硼、氮等）也同样具有这种强韧化效果。

研究结果更新了人们对传统间隙强化

和有序强化的认知，为设计高强韧金属材

料提供了新思路，同时也为研发高性能无

序合金材料提供了有效途径。研究成果得

到了国内外同行的广泛关注，美国加州大

学 Ritchie 院士、Lavernia 院士，麻省理工

学院 Tasan 教授，德国马普所 Raabe 院士

等多个国际团队对该研究成果进行正面引

用和评价，并开展相应地跟踪和拓展研究。

研发的新型高熵合金已在某些关键领域进

行应用验证。

高熵合金新型有序结构的发现和强韧化机理研究
Discovery of Novel Ordering Structures and Toughening Mechanism in High-

entropy Alloys

图  （a）高熵合金的

新型间隙有序结构及

对性能的提升作用；

（b）引入新型间隙有

序结构的合金（O-2），

强度提高 50% 的同时塑

性提高近 1 倍

（a）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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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科学院金属研究所成会明研究员

团队在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的资助下，在石

墨烯及新型二维材料的研究方面取得了一

系列有重要国际影响的原创性成果。

以石墨烯为代表的二维材料具有多种

独特的物理化学性质，在电子、信息、能

源、环境等领域具有广阔的应用前景。如

何实现其控制制备和应用，特别是发现二

维极限下的新材料、新物性和新应用，

是二维材料领域的重要挑战。成会明团

队发展了石墨烯的 CVD（chemical vapor 

deposition）控制生长理论、方法及性能调

控新策略，制备出高质量石墨烯薄膜，研

制出大尺寸柔性 OLED 发光器件；设计开

发出了石墨烯三维网络结构材料，研制出

高性能弹性导体、电磁屏蔽材料、柔性锂

离子电池等；发明了绿色高效制备氧化石

墨烯的新方法，研制出高性能石墨烯导热

膜，为电子设备的高效散热奠定了基础。

在新型二维材料研究方面，团队打破了从

已知三维层状材料制取二维材料的传统范

式，发明了双金属基底 CVD 方法，制备

出非层状过渡金属碳化物二维晶体，进一

步提出了二维非层状材料表面悬键配位制

备二维层状材料的新思路，开发出二维层

状 MoSi2N4 材料体系，实现了从无到有的

二维材料创新，并发现了空位诱导二维层

状材料薄膜的超快离子传输特性，拓展了

二维材料的物性和应用领域。

研究成果得到了石墨烯发现者 Geim、

Novoselov 等教授的高度评价，被认为是

“二维材料发展的一个里程碑”，被国内

外同行广泛跟踪研究和拓展，推动了二维

材料的制备科学和应用技术的发展。研究

成果发表在 Science、Nature Materials 等期

刊， 被 Science、Nature、Nature Materials

等选为研究亮点专题报道，其中，石墨烯

方面的成果获 2017 年度国家自然科学奖二

等奖。

石墨烯及新型二维材料研究
Graphene and New Two-dimensional Materials

图  二维层状 MoSi2N4

材料体系及 CVD 生长的

单层 MoSi2N4 薄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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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尔滨工业大学张幸红教授团队在国

家自然科学基金的资助下，在超高温陶瓷

复合材料的设计、制备、性能表征与科学

评价等方面取得了重要突破。

超高温陶瓷复合材料具有极高的熔点

（>3000℃）和优异的抗氧化烧蚀性能，

是关键热结构的重要材料，也是数十年来

世界主要发达国家持续关注但未取得突破

的领域。团队揭示了高温氧化烧蚀机理和

失效判据，填补了我国超高温非烧蚀型防

热材料体系空白，指导了用于极端环境下

的热防护材料设计；提出了超高温陶瓷与

碳纤维“双连续”结构设计思想以及碳

纤维增韧超高温陶瓷复合材料的全新制

备方法，实现了超高温陶瓷粉体和碳纤

维的高效复合，并将烧结温度从 2000℃

大幅降低到 1300℃，从根本上解决了本

征脆性这一核心科学问题，断裂韧性从 

3～ 5 MPa·m1/2 提高到 15 MPa·m1/2 以上，

同时断裂应变和断裂功得到量级提升，在

1600 ～ 2500℃超高温强氧化环境下表现为

近零烧蚀，突破了强韧化与抗氧化协同技

术瓶颈。

团队在超高温陶瓷复合材料领域发表

的 SCI 论文篇数居国际第一位，他引次数

居国际第二位，申请发明专利 20 余项。在

基础研究领域获得了国际上的显著关注，

受到美国 NASA- 艾姆斯中心热防护首席

科学家 Johnson、莱特 - 帕特森空军基地

实验室主任 Rueschhoff、欧洲陶瓷学会主

席 Binner、张立同院士、方岱宁院士等国

内外著名学者高度评价。同时，在国际上

率先实现了超高温陶瓷复合材料的工程化

应用，部分成果入选 2020 年度中国高等学

校十大科技进展。

超高温陶瓷复合材料的强韧化与抗氧化协同
The Synergy of Toughening and Anti-oxidation of Ultra-high  

Temperature Ceramic Composites

图  从根本上解决了本

征脆性核心科学问题，

突破了强韧化与抗氧化

协同技术瓶颈，在国际

上率先实现该类材料的

工程化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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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用高分子材料因其固有易燃性引发

的火灾事故已造成了巨大经济损失和人员

伤亡，阻燃化是解决这一重大问题的主要

途径。然而，80% 以上的通用高分子材料

是不易成炭高分子材料，一些含卤素的气

相阻燃剂被证明对其阻燃化最为有效，但

这些高效的含卤阻燃剂因其具有毒性或对

生态会造成影响，近年逐渐被许多国家禁

用。如何解决不易成炭高分子材料的无卤

高效阻燃问题一直是阻燃领域的世界性难

题。四川大学王玉忠教授团队在国家自然

科学基金的资助下，针对上述难题，突破

了传统的反应型和添加型两类阻燃剂的设

计理念，提出了阻燃新理论和新方法，成

功实现无卤体系的凝聚相高效阻燃。

1. 提出了无传统阻燃元素的高温自交

联炭化阻燃新原理和新方法。从分子结构

设计出发，打破过去在阻燃设计时着眼于

阻燃元素的观念，在不易成炭高分子材料

大分子链中引入“智能”交联基团，使其

在大分子合成和熔融成形加工温度下不交

联，而在高温 / 燃烧时可迅速自交联，继

而形成具有隔氧隔热作用的芳构化炭层，

赋予高分子材料阻燃性。

2. 提出了碳源、酸源和气源“三源”

一体单组分大分子炭化膨胀阻燃效应及其

体系构建新方法。有机胺类小分子与传统

酸源通过离子交换反应形成集酸源、气源

和碳源于一体的大分子，其能通过高温下

催化、重排和交联“桥接”等作用促进炭

化，并在同时产生的不燃气体作用下膨胀，

实现三源一体化协同阻燃效应。

3. 设计制备含特定金属离子的络合物

和纳米粒子，利用其燃烧过程中的迁移、

沉积、交联和催化多重作用，显著提升不

易成炭高分子材料的阻燃效率，提出了新

的协同阻燃机制。

该成果受到阻燃领域国内外同行的高

度关注和广泛引用，被国际权威专家评价

为“开创性的工作”“开辟了全新的绿色

阻燃领域”；所发展的核心技术已得到广

泛应用，产生了显著经济和社会效益，

相关成果获 2019 年度国家自然科学奖二

等奖。

不易成炭高分子材料的高效凝聚相阻燃体系构建及
其作用机制

Construction and Action Mechanisms of Highly-efficient Condensed-phase Flame-
retardant Systems for Non-charring Polymeric Materials

图  不易成炭高分子材

料的高效凝聚相阻燃体

系构建及其作用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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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化工大学张立群教授团队在国家

自然科学基金的资助下，在特种高性能橡

胶复合材料设计及应用方面取得了创新性

重要成果。

兼具柔性和高强度的连续纤维 / 橡胶

复合材料输送带，广泛应用于冶金、建材、

矿山、煤矿等重点产业恶劣工况和复杂地

形区的物料输送。具有长寿命耐高温、高

抗撕耐磨、高阻燃耐磨等特种性能的高端

输送带及复合材料技术，长期被美国固特

异、德国大陆等国外巨头公司掌握和垄断。

张立群研究员团队面向重大需求，将产学

研紧密结合，建立了输送带橡胶复合材料

结构及纤维增强体编织结构三维实体有限

元分析优化方法；创新了微纳复合改性及

化学接枝改性技术，发明了具有高温高强

抗老化、高抗撕耐磨、高阻燃耐磨性能的

系列特种高性能橡胶材料；开发了与不同

特种高性能橡胶复合材料设计及应用
Design and Application of Special Performance Rubber Composites

图  大型输送带橡胶

复合材料结构及加工

制造

纤维材料增强体相匹配的高黏合强度界面

层橡胶材料，解决了高黏度橡胶与纤维增

强体的界面黏合难题，有效解决了复杂服

役工况下层间易脱层破坏的难题；研发了

宽幅连续挤出—压延及在线复合等先进工

艺及关键装备，解决了连续纤维 / 橡胶复

合材料特种大型输送带制造过程中内在缺

陷多、尺寸控制精度差等难题。

研究成果成功转化成产品，已在世界

最大矿业集团澳大利亚必和必拓公司、芬

兰美卓公司等上百家国内外知名公司使

用，打破垄断，助力合作企业产品海外销

售占比由不到 2% 提升到 40%，累计创造

经济效益逾 55 亿元。研究成果授权专利

54 项（发明专利 44 项），获得 2 项软件

著作权，获 2019 年度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

二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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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南大学柴立元教授团队在国家自然

科学基金的资助下，在强酸介质多组分分

离理论与冶炼多金属废酸资源化治理技术

等方面取得了一系列原创性成果。

废酸是冶炼过程中的典型有毒液态危

险废物，常含铜、锌、铼等有价金属与砷、

氟、氯等有害元素。国内外普遍采用硫化

钠法处理，由于组分共沉淀、分离极难，

有价金属流失、二次危废产排量大，一直

是行业公认的世界性难题。团队针对废酸

中铜、锌与砷分离难题，构建强酸介质中

多金属硫化氢分压调控 - 金属硫化物置换

的协同分离原理，建立硫化物溶度积相近

元素铜、砷深度分离理论方法，使分离率

从 50% 提高到 99% 以上；针对废酸中以酸

根形态赋存的低含量铼、铬等去除难题，

建立强酸介质中长链氮杂环大分子强化金

属酸根离子选择性吸附理论方法，实现高

砷废酸中微量铼的选择性分离与富集，使

铼的回收率大于 96%；针对废酸中高浓度

氟氯净化难题，阐明液固界面微环境硫氟

离子交换的脱氟机制，建立脉冲式电场强

化酸浓缩方法，使氟氯脱除效率达 97.5%

以上。

团队还发明多金属废酸硫化氢气液硫

化组分分离工艺装备，被列入《国家鼓励

发展的重大环保技术装备目录》。在紫金

铜业建成我国首个 500 m3/d 废酸资源化治

理工程。创新冶炼废酸“气液硫化多金属

分离—铼回收—氟氯脱除—酸浓缩”模块

化新工艺，推广至五矿有色控股、恒邦股

份等大型冶炼企业实施大规模工程应用，

相比传统方法，二次危废量大幅削减 90%

以上。国际上首次实现多金属废酸大规模

资源化利用，促进了行业的绿色变革。成

果获 2018 年度国家技术发明奖二等奖。

强酸介质多组分分离与资源化理论方法
Theory and Method of Multicomponent Separation and Resource Utilization in 

Strong Acid Medium

图  金属酸根离子选择

性吸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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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北大学韩跃新教授团队面向铁矿资

源国家重大战略需求，在国家自然科学基

金的资助下，创建了物相精准调控强化分

选的难选铁矿石悬浮磁化焙烧理论体系，

破解了国际公认的微细粒赤铁矿、褐铁矿

及菱铁矿等难选铁矿资源高效利用难题，

取得了系列创新成果。

1. 创建了复杂难选铁矿石“物相分段

精准调控”等新理论。探明了赤铁矿、褐

铁矿及菱铁矿还原反应特性差异是常规磁

化焙烧效果差的本质原因，首次提出铁物

相分段精准调控新理论；发现了铁矿物还

原活性中心是表面孔洞、裂隙和界面，首

次提出“加热致裂强化还原”新技术；揭

示了磁铁矿转化为磁赤铁矿的机制，首创

适时风冷物相调控强化分选同步回收潜热

新方法。

复杂难选铁矿石悬浮磁化焙烧基础理论与应用研究
取得新突破

Innovative Advances in Theory and Application Research on Suspension 
Magnetization Roasting of Refractory Iron Ore

图  铁矿物的还原特性

差异及其反应活性位点

（表面孔洞、裂隙和

界面）

2. 提出了复杂难选铁矿石“预氧化—

蓄热还原—再氧化”多段悬浮磁化焙烧新

技术。基于“物相分段精准调控”等理论，

开发了以矿石颗粒为热载体，加热还原异

步分腔、冷却再氧化多段悬浮磁化焙烧新

技术。第一步，复杂难选铁矿石在氧化气

氛下悬浮态加热，菱铁矿、褐铁矿转化为

赤铁矿，提高矿石均一性和反应活性；第

二步，赤铁矿利用自身蓄热与还原剂反应

生成磁铁矿；第三步，冷却过程部分磁铁

矿氧化为磁赤铁矿，降低磁团聚并释放

潜热。

3. 研发了复杂难选铁矿石非均质颗粒

流态化还原反应器。依据多因素耦合下非

均质矿石颗粒及气体的流动特性差异，创

造性地研发了兼具还原和密封双重功能的

U 型还原反应器，突破了铁矿石全粒级流

态化高效还原的技术壁垒，解决了加热与

还原同步关联的“卡脖子”技术难题，开

发了悬浮磁化焙烧成套技术装备，并在赞

比亚建成了 60 万吨 / 年的示范工程，预计

盘活难选铁矿资源 200 亿吨以上。

研究成果获辽宁省技术发明奖一等奖

1 项，出版国家出版基金资助著作 1 部，

发表 SCI、EI 论文多篇，授权国际发明专

利 1 项、中国发明专利 14 项，实施科技成

果转化 5092 万元。

（a） （b）

（c）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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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南石油大学郭建春教授团队在国家

自然科学基金的资助下，在低渗致密油气

藏压裂酸化基础理论和应用技术方面取得

了重要成果。

石油与天然气的安全供给是国家重大

战略需求。2020 年，石油与天然气对外

依存度分别攀升到 73% 和 43%，国家油气

安全形势极其严峻。低渗致密油气储量占

我国剩余油气资源的半壁江山，是目前增

储上产的主战场，通过压裂酸化高效开采

低渗致密油气资源可有效缓解油气供需矛

盾。低渗致密油气压裂酸化研究涉及高压

流动与岩体力学耦合、裂缝与多孔介质渗

流、高温流体与岩石物理化学作用等一系

列重要科学问题。

郭建春团队建立了有机质 - 无机质 -

微裂缝 - 裂缝多尺度多场耦合气 - 水两相

流动模型，揭示了多尺度压裂缝网的流动

机制；建立了页岩分段多簇压裂参数优化

的核心模型，优选了体积压裂裂缝参数；

建立了考虑脆性 - 天然裂缝 - 地应力等因

素的缝网压裂可行性综合评价方法、不限

天然裂缝交互条数和裂缝扩展路径自适应

的全耦合扩展模型，实现了压裂位置优选

和复杂裂缝扩展的有效模拟；研发了模块

化组装的全域可视复杂缝网支撑剂输送实

验系统，建立了缝网中压裂液 - 支撑剂两

相流动参数定量化测试和解释方法，实验

获取了复杂裂缝内支撑剂流速分布，实现

了平板裂缝中固液流动定量表征；研发了

自支撑裂缝导流能力专用测试分析系统，

牵头起草制定了能源行业标准，建立了考

虑岩石弹 - 塑 - 蠕变形和支撑剂非连续分

布的支撑裂缝流动能力预测模型，揭示了

支撑裂缝流动能力保持机制；发明了以多

尺度高密度裂缝压裂技术、多期次压裂技

术和立体酸压技术为代表的低渗与致密油

气藏压裂酸化高效改造技术，成果在四川

盆地大规模应用，大幅度提高了致密气和

页岩气产量，经济社会效益显著。为我国

渤海湾盆地、塔里木盆地、噶尔多斯盆地

等非常规油气开采提供了技术支撑。

研究成果获国家技术发明奖二等奖 1

项、省部级科技一等奖 2 项、省级专利一

等奖 1 项。

致密油气藏高效改造理论与关键技术
Theory and Technology of Stimulation in Low Permeability and Tight Reservoirs

图  压裂液 - 支撑剂

两相流动表征

图  全耦合裂缝扩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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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华大学雒建斌教授团队在国家自然

科学基金的资助下，在理论上首次揭示了

“随机取向 / 多点接触”固体超滑机制及

基于水合作用、双电层、氢键和流体效应

的液体超滑机制；在技术上首次实现了二

维异质界面超滑，解决了环境敏感性和可

持续稳定超滑难题，摩擦系数低至 0.0001

级；首次提出多价离子水合润滑、固液耦

合超滑技术，解决了高承载与低剪切的矛

盾，接触压力达 1 GPa。

超滑新理论与实现方法
New Theories and Implementation of Superlubricity

图  水合离子超滑实现

及离子浓度主导的水合

润滑新模型

图  “随机取向 / 多点接触”鲁棒性微观超滑

设计及石墨烯包覆微球探针制备

团队所实现的关键技术指标与美国、

日本等国家相比处于并跑甚至领先地位，

承载压力、速度范围、体系种类几项指标

均在国际上处于领先地位。具体来说，在

液体超滑方面，以色列威兹曼科学院正在

开展基于水合效应的盐溶液和生物超滑研

究，日本东北大学开展了基于摩擦化学反

应的陶瓷水溶液超滑研究，而清华大学团

队在酸基、水合离子、油基、固液耦合等

多种体系下以及高接触压力下实现了稳定

的液体超滑，在国际上处于领先地位。在

固体超滑方面，美国阿贡国家实验室、法

国里昂中央理工学院等较早在实验室特殊

工况下实现了超滑，清华大学团队近年来

在高接触应力、宽温域、环境气氛不敏感

固体超滑以及二维材料超滑等研究方面取

得了一系列重要成果。

研究成果在 Nature Communications 等

期刊发表，并获陈嘉庚技术科学奖、腾讯

基金科学探索奖、教育部青年科学奖等。

基础研究为超滑应用奠定基础，针对高端

装备、高铁齿轮箱等关键运动副和运动部

件，开发超滑技术对装备长寿命、低能耗、

低噪音、可靠性提升具有重要潜在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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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连理工大学贾振元教授团队在国家

自然科学基金的资助下，在高性能碳纤维

增强树脂基复合材料构件高质高效加工理

论与技术研究方面取得了系统创新成果。

碳纤维复合材料具有轻质、高强、易

实现整体制造等优点，已成为高端装备减

重增效的优选材料。但此类材料是典型的

难加工材料，极易产生加工损伤且随机不

可控，这使构件性能难以保证，严重制约

了其在装备中的应用。此类材料构件的高

质高效加工属于国际性难题。

贾振元教授团队经长期系统研究，提

出了复材切削的宏细观观测、分析和实验

方法，发现了不同切削条件下纤维细观断

裂形式和树脂开裂方式；率先建立了虑及

法向、切向约束和复材温变特性的切削理

论模型，揭示出复材切削去除机理和加工

损伤产生机制，实现了切削理论的源头创

新，为复材构件高质高效加工奠定了理论

基础；提出了微刃力小化、多刃共切削的

“微元去除”以及强化约束、控制纤维变

形的“反向剪切”等抑制加工损伤的变革

性切削原理，建立了局部切削能量最小化

和表层弱约束纤维剪切式加工的刀具设计

方法，发明了 13 个具有微元去除和反向

剪切功能的钻、铣削刀具系列；同时还揭

示出复材加工损伤随温度的变化规律，开

发出负压逆向冷却等适温切削工艺，研发

出系列数字化加工装备。

团队所研发的加工工具、工艺与装

备，已用于多种复材构件的加工，加工损

伤均小于 0.1 mm，效率提高 3 ～ 5 倍，实

现了复材构件从无法加工、低质手工加工

到高质高效数字化加工的跨越，为多个高

端装备关键复材构件的研制与批产做出了

重要贡献。团队将我国高性能碳纤维复合

材料构件加工技术水平推进到国际前沿，

成果获 2017 年国家技术发明奖一等奖、

2019 年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一等奖（创新

团队）。

高性能碳纤维复合材料构件高质高效加工技术与装备
High-quality and High-efficiency Machining Technology and Equipment for 

Components by High-performance Carbon Fiber Reinforced Plastics

图  复材构件加工理

论与系列高质高效加

工工具

图  直升机复材旋翼

构件数字化加工工艺

与装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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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航空航天大学焦宗夏教授团队在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的资助下，在飞机刹车

系统研究方面取得了一系列具有国际领先

水平的原创性成果。

飞机刹车系统是保障飞机安全起降的

关键。由于飞机速度快、惯量大，刹车温

度变化达近千度，条件苛刻，系统复杂，

极易失效和失控。飞机刹车控制系统的研

制被形容是“刀尖上的舞者”，就连百年

老店波音公司的资深工程师都在说：“刹

车系统总是出现问题”。

刹车失效主要归因于“源”。传统刹

车都是“有源”的，通过复杂的高压长管

路来传送液压能源，数米的细长薄壁管路

破裂与堵塞风险高，容易发生失效，从而

造成事故。

焦宗夏教授团队原创发明了一种“无

源”刹车技术，研制了全新的“自馈能”

刹车装置，它可以直接利用机轮着陆旋转

的动能，将其变成液压能，为刹车系统提

供能量。其意义不仅在于节能，更重要的

是替代了故障率最高的复杂长管路系统，

从根本上提高了安全性，即使飞机全部失

去动力也能有效刹车。该新发明被国外同

行认为是一个“神奇的灵巧系统”。

刹车失控也归因于“滑”。飞机刹车

追求在各种工况下都能尽量短距离刹车。

刹车压力不足会刹不住而冲出跑道，压力

过大则会抱死轮胎，导致爆胎侧翻。长期

以来，国内传统的做法是“防滑”，适应

恶劣天气能力差。团队提出了“控滑”全

新刹车理论，首先突破“识得准”，飞机

着陆识别跑道摩擦情况；再解决“控得精”，

让刹车压力始终保持在不稳定的“刀尖”。

刹车效率提高 30% 以上，大大缩短了刹车

距离，打破了国外的技术封锁。

经过十余年基础研究与技术攻关，团

队在新原理刹车装置、自适应刹车控制、

系列专用试验装备等方面取得了重大突

破，形成了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新技术体

系，达到了国际先进水平。研究成果解决

了长期制约我国的飞机液压刹车系统失效

和失控难题，为多项国家重大型号研制提

供了强有力支撑，获 2017 年度国家技术发

明奖二等奖。

飞机电液自馈能刹车装置与防滑控制技术
Aircraft Self-Powered Electrohydraulic Brake System and  

Anti-skid Brake Control Technique

图  电液自馈能刹车系

统新原理与刹车装置

图  基于最大制动力动

态跟踪的自适应“控滑”

控制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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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交通大学来新民教授团队在国家

自然科学基金的资助下，在微细制造基础

理论及燃料电池金属极板技术应用方面取

得了重要成果。

具有介观尺度（10 ～ 1000 μm）特征

的跨尺度金属构件可显著提升高端产品的

性能，其局部微细特征尺寸与材料晶粒相

当，成形与切削易于出现颈缩提前、犁切

等工艺新现象，材料力学行为不再遵循几

何相似准则，呈现出显著的介观尺度效应。

探明尺度效应的微观机理及其对材料宏观

力学行为的影响机制是微细制造亟待解决

的科学问题。

团队通过不同尺度的成形与铣削实验

及材料微观组织分析，揭示了微细制造过

程中材料强化和界面力学行为的尺度效应

机制，将宏观尺度下材料本构模型和摩擦

模型拓展到介观尺度，突破了尺度效应难

以精确计算的瓶颈；将上述模型引入宏观

尺度连续介质力学分析框架，建立金属构

件微细制造工艺过程的模拟方法，解决了

晶体塑性方法计算量庞大的问题；进而探

明微细成形与微细铣削的工艺规律和极限

尺度，实现尺度效应由定性分析到定量计

算的转变，形成了微细制造工艺理论。

理论成果指导了以燃料电池金属极板

为代表的跨尺度构件制造，发明了金属极板

“两板三场”新结构、精密成形新工艺和多

元复合新涂层，使基材厚度为 75～100 mm、 

整板规格为 400 mm×200 mm 的金属极板

细密流道深度波动 <10 mm，耐蚀寿命在

国内率先突破 5000 h，形成金属极板“中

国方案”。所研发的系列化金属极板支撑

了我国第一辆金属极板燃料电池轿车、第

一辆金属极板燃料电池客车、第一辆金属

极板燃料电池重卡的研制，迄今超过 100

万片金属极板批量应用于上汽、东风、广

汽、长城等 10 家企业 30 款燃料电池汽车

生产，同时为我国舰船燃料电池动力系统

等提供了解决方案，全面服务于我国氢能

与燃料电池产业的发展战略。“高功率密

度燃料电池薄型金属双极板及批量化精密

制造技术”获 2019 年度上海市技术发明奖

特等奖。

微细制造介观尺度效应及燃料电池金属极板制造技术
Size Effects in Meso-scale Manufacturing of Metallic Components and 

Manufacturing Techniques for Bipolar Plates of Fuel Cells

图  材料介观尺度本构

模型

图  代表性燃料电池金属极板及应用

（a）金属极板冲压模具；（b）金属极板产品；（c）上汽燃料电池汽车

（a） （b） （c）

（a）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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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大学高翔教授团队在国家自然科

学基金等资助下，开展了燃煤烟气多种污

染物高效协同超低排放控制的理论方法、

关键技术及工程应用研究。

针对燃煤电厂燃料 / 工况多变下多种

类（颗粒物、硫氧化物、氮氧化物、汞及

其化合物等）、多形态（气态、固态等）、

多 量 级（g/m3、mg/m3、μg/m3 等） 烟 气

污染物的高效协同治理难题，研究发现了

吸收 / 催化 / 荷电等对多种污染物转化 /

脱除的影响机理和促进机制，提出了基于

气 / 液 / 固多相界面过程与速度 / 温度 /

静电等多场相互耦合的多种污染物脱除多

介质全过程协同强化新思路，阐明了硫氧

化物、氮氧化物、汞等污染物传递 / 反应、

颗粒荷电 / 迁移等过程强化与协同调控的

原理，发明了多种污染物脱除过程强化的

协同调控新方法；突破了多场强化细颗粒

捕集、硝汞协同催化、多种污染物氧化 -

吸收耦合、多相混合强化、智能调控与协

同优化等关键技术，建立了基于污染物转

化 / 脱除过程精细调控的烟气治理新方法，

研发形成了经济高效稳定的低能耗烟气多

种污染物高效协同超低排放技术和系统。

研究成果应用于国内首个 1000 MW 大型

燃煤机组超低排放工程，主要污染物排放

浓度比美国标准降低 70% 以上，显著优于

国家规定的燃气机组排放限值，被列为国

家煤电节能减排示范电站，推动我国燃煤

电厂进入超低排放的新阶段。

研究成果已在燃煤电厂及中小热电厂

上实现了规模化工程应用，大幅削减了硫

氧化物、氮氧化物、颗粒物等污染物的排

放，取得了显著的环境和经济效益。研究

成果获 2017 年度国家技术发明奖一等奖。

项目负责人获 2018 年何梁何利基金科学与

技术创新奖。

燃煤烟气污染物高效协同超低排放的关键技术及应用
Study and Applications of Key Technologies with High Efficiency and Synergistic 

Effect for Pollutant Ultra-low-emission in Coal-fired flue Gas

图  多介质全过程协同

强化的烟气多种污染物

脱除机制

图  烟气多种污染物高

效协同超低排放关键技

术研发平台

图  1000MW 燃 煤 机 组

超低排放技术示范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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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对超临界循环流化床（CFB）燃烧

发电重大需求，清华大学吕俊复教授团队

与东方锅炉股份有限公司、神华集团华北

电力大学等合作，在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的

长期持续资助下，经过十多年的研究，在

没有先例下突破了气 - 固两相流动、传热

和反应以及低质量流率超临界水动力学的

传统认知，系统解决了从 300 MW 亚临界

自然循环突破到 600 MW 超临界强制流动

带来的巨大的理论及工程难题，完成了世

界首台 600 MW 超临界 CFB 锅炉的创新

实践，取得了系列原创性成果。

1. 发现了 CFB 物料浓度三维分布规律

和水冷壁热流二维分布规律，揭示出 CFB

床面流化均匀性和稳定性机理，提出了超

临界 CFB 的水动力设计导则和低质量流率

水循环解决方案，完整揭示了超临界 CFB

锅炉原理，在国际上首次建立了超临界

CFB 锅炉设计理论和计算模型，创新形成

了超临界 CFB 关键技术体系。

2. 开发了超临界 CFB 锅炉整体布置

技术和性能计算技术，创建了超临界 CFB

全逆流热力流程，发明了低质量流率一

次上升垂直水冷壁等关键部件的专利结

构，研制出世界上容量最大、参数最高的

600MW 超临界 CFB 锅炉。

3. 研发了系列的辅机技术，形成了系

统集成技术，提出了“即燃碳”理论、实

现了汽温的精准控制和负荷快速调节，开

发了基于机理模型的 600 MW 超临界 CFB

机组仿真机，建设了世界首台 600 MW 超

临界 CFB 示范工程，创建了 600 MW 超

临界 CFB 锅炉安全运行技术体系。示范工

程各项性能指标全面优于亚临界 CFB 和国

外的超临界 CFB。获授权发明专利 33 项，

发表论文多篇。专家鉴定研究成果达到国

际领先水平。

基于项目创新成果，开发了系列超临

界 CFB 锅炉，在国内推广使用后解决了劣

质燃料的高效清洁利用问题；提高了我国

CFB 锅炉的国际竞争力，全球市场占有率

超过 95%，三年新增产值 50 多亿，经济效

益和社会效益显著。项目实现了国际燃烧

界把 CFB 发展到 600 MW 超临界的梦想，

国际能源组织将此作为国际 CFB 燃烧技术

发展的标志性事件，是洁净煤燃烧技术领

域中国对世界的贡献。成果获 2017 年度国

家科学技术进步奖一等奖。

超临界循环流化床锅炉技术
Supercritical Circulating Fluidized Bed Boiler Technology

图  世界首台 600 MW 超临界 CFB（四川白马电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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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已形成以大容量、高参数燃煤火

力发电机组为主体的电力能源结构，对煤

炭等化石能源的清洁高效利用和节能减排

战略实施具有重要意义。但大型燃煤发电

机组的深度节能面临煤质多变、负荷多变、

环境条件复杂、排放标准日趋严格等挑

战，衍生出众多科学技术问题，对燃煤机

组的节能诊断与能效评价提出了新的重大

需求。

华北电力大学杨勇平教授团队在国家

自然科学基金的资助下，围绕多变环境和

多变负荷条件下，大型燃煤发电机组的节

能诊断与能效评价基础理论方法和工程实

践开展研究，取得了重要研究成果。

团队在大型燃煤发电机组广义能效评

价方面，综合考虑机组能耗、水耗和排放

指标，建立了反映能量数量和品位利用情

况的热力学完善程度多目标评价指标和评

价方法；在机组节能诊断理论方法方面，

基于改进的单耗分析方法，确定了不同运

行边界和运行工况下，燃煤机组在系统、

过程、设备不同层面上的能耗分布规律和

主要设备的瞬态工况特性；将研究成果应

用于指导大型燃煤发电机组余热梯级利

用，提出了“绿色热指数”概念，发展出

大型燃煤发电机组节能诊断理论与能效评价方法研究
Research on Energy-saving Diagnosis Theory and Energy-efficiency Evaluation 

Method for Large Coal-fired Power Units

图  基于绿色供热的大

容量火电机组余热梯级

利用系统

图  烟气深度冷却及余

热回收利用系统

大型燃煤机组高效灵活供热新模式。

在此基础上，团队突破传统能耗分析

和诊断中普遍采用的单一参数基准值方

法，提出复杂多变边界全工况“能耗基准

状态”，进一步发展基于能耗时空分布和

大数据分析的节能诊断理论和方法；打破

常规单元划分界限，提出了机炉深度耦合

热集成技术，在大温区、多工质间实现了

深层次能量梯级利用。进而，面向大型燃

煤机组高效、清洁协同需求，针对我国燃

煤机组面临的复杂煤种和灵活调峰等运行

条件，发展了宽温域、低能耗 SCR 脱硝

技术；基于锅炉烟气流场组织、减阻设计

和余热深度利用，形成了 SCR 脱硝工程

设计技术，实现了机组污染物脱除与能效

的协同优化。

研究成果围绕燃煤发电系统能源高效

清洁利用、热电联产与高效灵活供热以及

大型燃煤发电机组的高效、清洁协同运行

等领域的关键科学问题开展理论研究，并

应用于指导工程实践，为我国燃煤发电的

深层次节能奠定了坚实的科学理论基础。

相关研究成果荣获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二

等奖 1 项、省部级科学技术奖一等奖 2 项。

研究成果应用于我国多种类型燃煤发电机

组的工程实践，在燃煤机组灵活调峰、机

炉流程耦合设计、大型供热机组节能和燃

煤机组低能耗污染物减排等方面，产生的

直接经济效益逾 20 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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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中科技大学李亮教授团队在国家自

然科学基金的资助下，在高参数脉冲磁体

设计和脉冲磁场波形调控方面取得了一系

列有国际影响力的原创性成果。

脉冲强磁场系统在极端工况下运行，

是挑战极限的大型复杂脉冲电磁系统，国

际上现有系统均面临两大矛盾：磁体内部

巨大磁应力与导体材料性能极限之间的矛

盾；电源系统高功率非线性时变特性与输

出电流精确调控之间的矛盾。解决上述矛

盾是极具挑战性的世界难题。

团队创建了脉冲磁体的弹塑性动力学

模型，首创应力均匀化分层加固结构，开

发的磁体分析软件成为国际主流设计平

台，实现了国际顶级水平的 94.8 T 磁场，

同等条件下，单位能量磁场和磁体寿命分

别比国际最高水平高 40% 和 23%；首创场

路耦合态调控理论，攻克电路参数精确匹

配和高精度时序控制关键技术，解决多线

圈磁体固有的磁场跌落世界性难题，创造

了 64 T 脉冲平顶磁场世界纪录，实现了

20 ～ 45 T 极性和幅值可调的 50 Hz 重频

磁场，将国际现有磁场重复频率提高了两

个量级，为强磁场下的前沿科学研究提供

了极端实验条件，取得一大批原创性成果。

相关研究成果获 2018 年度湖北省科学技术

进步奖特等奖、2019 年度国家科学技术进

步奖一等奖。

脉冲磁体设计及脉冲磁场波形调控技术
Development of Pulsed High Magnet and Waveform Control of  

Pulsed Magnetic Field

图  （a）超强磁场下电

荷密度波物质 KMo6O17 的

极限输运性质；（b）高场

下的 SdH 振荡；（c）94.8 

T磁场波形

（a）

（a）

（b）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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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交通大学高亮教授团队在国家自

然科学基金的资助下，在复杂环境下高速

铁路无缝线路设计分析理论、建设及维护

技术方面取得了重要成果。

为保障高速铁路全线的安全、平顺和

可靠，消除长钢轨轨缝并与下部多层复

杂结构协同受力的无缝线路已成为高铁

的核心技术。我国幅员辽阔，长度达上

千公里的无缝线路跨越不同气候带，最

大年轨温差可达 110℃，钢轨温度力巨大 

（209 t/110℃），易产生失稳、断轨等问题，

面临复杂气候条件的适应性难题；我国高

铁“以桥代路”，长大桥梁上强烈的梁轨

相互作用产生了复杂线下基础的协调性难

题；此外，高铁速度高、密度大的特点也

带来了安全服役状态的可控性难题。而日

本、德国、法国等高铁发展较早的国家，

由于国土面积、气候及地理环境的局限性，

未曾遇到类似难题。为此，高亮团队在理

论突破基础上，结合“产学研用”协同模式，

形成了一系列创新成果，广泛应用于我国

及部分国外高铁建设及运维。

团队创建了复杂温度下高速无缝道岔

空间多尺度精细化分析方法和建造运维技

术，攻克了与复杂气候条件适应性难题，

使大号码无缝道岔侧向过岔速度提高到

220 km/h 以上，并实现了 486.1 km/h 的

最高试验速度；创立了长大桥梁、高架站

无缝线路联合仿真理论与成套应用技术，

突破了与复杂线下基础协调性难题，使桥

长达数千米、跨度达数百米的桥梁都可实

现无缝化；研发了多手段智能融合的无缝

线路系统实时在线监测及预警技术，实现

了安全服役状态的可控性，应用于数十个

高铁典型区段中。

研究成果促使高速铁路无论有多长的

线路都能够通过无缝化实现全线连续高

速、安全、平稳、舒适运行。成果获 2017

年度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一等奖，团队入

选科技部重点领域创新团队。

复杂环境下高速铁路无缝线路关键技术及应用
Key Technologies and Application of Continuously Welded Rail in High-speed 

Railway under Complex Environment

图  复杂条件下车辆 -

道岔空间耦合精细化动

力学分析方法

图  多体 - 长大连续

结构系统刚柔耦合分析

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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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南交通大学何川教授团队在国家自

然科学基金的资助下，在复杂艰险山区高

速公路大规模隧道群建设与营运安全方面

取得了重要技术成果。我国山地面积占比

达 2/3，尤其在西部地区，复杂艰险的山

区广泛分布。艰险山区山高谷深、沟壑纵

横，高速公路隧道占比极高，出现前后间

距很小且相互影响的“大规模隧道群”，

建设及营运期极易发生隧道失稳灾变、营

运环境恶化、突发事件失控，其安全保障

技术为瓶颈难题。何川教授团队协同攻关，

形成了破碎岩体隧道失稳灾变综合防控技

术、高烈度地震区及穿越大型活动断裂带

隧道抗震设防技术、大规模隧道群通风照

明安全提升技术、大规模隧道群防灾救援

联动控制技术等创新性成果，突破了在地

震活跃区大型活动断裂带破碎岩体建设高

速公路隧道群的禁区，开创了大规模隧道

群智能联动控制、协同防灾救援新模式。

相关技术获得广泛应用，覆盖了我国主要

复杂艰险山区的高速公路隧道群。自主研

发的联动监控系统直接在线监控 131 条高

速公路（含 1158 座隧道）的营运。成果

应用在汶川地震极重灾区——跨龙门山活

动断裂带的大规模隧道群，创造了短时间

内建成映汶—广甘“高速公路生命线”的

奇迹，为灾后重建做出巨大贡献；成果应

用在世界最大规模的三峡库区高速公路隧

道群，为三峡库区“高速交通经济走廊”

的建设发挥了不可替代的安全保障作用。

该项成果取得了重大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

益，核心技术成果处于国际领先水平。

成果获 2019 年度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一

等奖。

复杂艰险山区高速公路大规模隧道群建设及营运 
安全关键技术

Key Technologies for the Construction and Operation Safety of Highway Tunnel 
Group in Complex and Steep Mountainous Area

图  四川广元至甘肃高

速公路隧道群

图  基于应力 / 位移 / 

破坏形迹等多源信息的

初始应力场反演分析 

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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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大学罗尧治教授团队在国家自然

科学基金的资助下，在大跨空间结构的基

础理论与关键技术方面取得了重要成果。

大跨空间结构是大空间、大覆盖面积

建筑与工程结构的主要形式，是衡量国家

建筑技术水平的重要标志，在国家基础设

施与城市建设领域有重大需求。大跨空间

结构基础理论与关键技术的突破是满足快

速发展的工程需求的关键。团队系统创建

了索杆张力结构的形态协同分析设计理

论，提出了空间结构施工全过程分析方法，

建立了空间结构复杂行为分析的有限质点

法，为大跨空间结构的分析设计奠定了重

要理论与方法基础；科学提出了基于基本

组成单元的空间结构分类方法，发明了多

种代表性刚性空间结构形式，发展了索桁

与索穹顶为代表的柔性空间结构形式，拓

展了弦支、张弦等刚柔性空间结构形式，

增强了大跨空间结构的适用性，拓宽了应

用范围；开发了国内最早的空间结构专业

设计软件，提出了超大、超高、超长空间

网格结构的高效施工方法，研制了国内外

首创的空间结构节点球形全方位自动加载

装置，提升了大跨空间结构的设计施工效

率，降低了建造成本；开发了模块化、低

功耗的空间结构无线传感健康监测系统，

构建了国内首个空间结构物联网监控与预

警平台，为大跨空间结构的施工与服役监

测提供了高效、智能的技术手段。

团 队 在 ASCE Journal of Structural 

Engineering、《土木工程学报》等国内外

期刊发表论文多篇，主、参编国家或行业

标准 12 部，出版专著 9 部，授权发明专

利 45 项，登记软件著作权 4 项。成果应

用于北京大兴国际机场、国家体育场、国

家速滑馆、杭州奥体中心体育场、雄安高

铁站、迪拜 City of Arabia 等千余项国内外

大型工程。基于该项成果，形成了空间结

构分析设计软件 MST、空间结构健康监测

软件 HMST 和空间结构复杂行为分析软件

FPM 三套软件系统，其中，空间结构分析

设计软件 MST 被国内外 600 多家科研与

设计单位采用。成果获 2018 年度浙江省科

学技术进步奖一等奖、2019 年度中国钢结

构协会科学技术特等奖。

大跨空间结构的基础理论、关键技术与工程实践
Theories and Key Technologies of Large-span Spatial Structures

图  成果应用重大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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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华大学金峰教授团队在国家自然科

学基金的资助下，通过堆石混凝土浇筑密

实过程与堵塞机理、初龄期抗裂机理及非

均质材料综合性能等方面的基础研究，带

动了百米级堆石混凝土坝建设，实现了堆

石混凝土拱坝工程应用的突破，建设了

120 多座堆石混凝土坝。作为第一个被国

际大坝委员会认可的中国原创筑坝技术，

引领了国际坝工技术的发展，若干百米级

堆石混凝土高坝即将建设。

团队通过研究自密实混凝土在堆石体

空隙中的流动规律，揭示了其填充和阻塞

机理；采用试验方法对比抗压强度、抗渗

性、界面过渡区孔隙率等宏细观指标，验

证了堆石混凝土自密实浇注胶结优于传统

振捣方式；开展块石 - 混凝土界面细观试

验，结合细观力学模型，揭示了堆石混凝

土抗裂机理；开展堆石混凝土坝现场原位

超大试件性能试验，系统测试密实度、强

度、变形、耐久性等，全面揭示堆石混凝

土真实性能；通过 Eshelby 张量夹杂推导，

提出堆石混凝土复合材料等效弹性模量公

式，建立了筑坝复合材料宏观力学计算方

法；成果发表在 Cement Concrete Research

和 Cement and Concrete Composites。

堆石混凝土坝受国际坝工界广泛关

注。美国工程院院士、中国工程院外籍院

士 Shah 发表综述论文，将“堆石混凝土

技术”列入未来三大研究方向。团队持续

创新堆石混凝土技术，发明水下自护混凝

土、结构化胶结、自流控制灌浆等，拓

展了堆石混凝土应用领域；解决了堆石

体角 - 角接触不确定性基础力学问题，

在 期 刊 International Journal for Numerical 

Methods in Engineering 上以封面文章长文

发表；在 120 余座大坝工程实践中实现筑

坝工艺标准化，贵州省、国家能源局陆续

颁布《堆石混凝土筑坝技术导则》《水电

水利工程堆石混凝土施工技术规范》《堆

石混凝土拱坝技术标准》等实施标准。成

果获 2017 年度国家技术发明奖二等奖。

堆石混凝土坝基础研究与工程应用
Fundamental Research and Engineering Applications of Rock-filled Concrete Dams

Multiphase 
modelling of 

the Rock-filled 
Concrete

（a） （b）

图  （a）施工中的绿

塘堆石混凝土拱坝； 

（b）Eshelby 张量夹杂

推导堆石混凝土等效弹

性模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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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环境科学研究院席北斗研究员团

队在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的资助下，在生活

垃圾源头快速脱水减量与填埋处置污染防

治技术方面取得了重要成果。

我国城镇生活垃圾产量巨大、高含水

（45% ～ 65%）导致源头分类分质效率低，

直接填埋会产生大量渗滤液（5000 多万吨 /

年），若因防渗不力、运行不当等致使泄漏，

则会造成污染事件频发等重大环境和民生

问题。团队针对微生物拮抗严重制约脱水

效率这一关键科学问题，创建了生物发酵

分阶段接种动力学方程与模型，探明克服

微生物拮抗强化发酵产能脱水机制，突破

精准控温抑制土著微生物活性和分阶段接

种强化生物脱水关键技术，使垃圾脱水减

量、分质效率和热值提升 40% 以上；针对

填埋污染精准识别和靶向修复国际难题，

研发填埋场地下水多层微扰动样品采集、

异质性污染物快速判别、多介质环境效应

诊断技术装备，提出填埋场地下水优控污

染物清单，开发非连续渗透反应墙污染精

准拦截技术、可渗透反应墙强化抽提循环

返洗装置，发明系列缓释修复新材料，形

成协同增效准原位修复技术系统，实现填

埋场地下水污染羽捕获率达 85%，TOC、

三氮、重金属去除率达 90% 以上。

研究成果攻克了城镇生活垃圾减量

化、无害化关键技术难题，并推动了工程

升级。建设了高碑店“节地减排”垃圾综

合处理工程，获欧盟认定和资助；团队建

设了天津华明填埋场污染原位减排、过程

阻控、强化修复工程，成本降低 60%；推

广应用于中办、生态环境部督办的腾格里

沙漠地下水污染治理等多项工程，获环保

科技创新示范和住建部科技示范，引领我

国固体废物填埋场地下水修复步入国际领

先行列。研究成果获 2017 年度国家科学技

术进步奖二等奖。

城镇生活垃圾生物强化脱水减量与填埋污染防治 
技术方法

Methods for Reducing the Amount of Municipal Domestic Waste by 
Bioenhancement Dehydration and Prevention and Control of Landfill Pollution

图  城镇生活垃圾生物

强化脱水减量与填埋场

污染防治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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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海洋大学李华军教授团队在国家

自然科学基金的资助下，在安全环保经济

的新型海工结构研发与流固耦合分析理

论，新型海工结构设计、施工与安全保障

关键技术等方面取得了一系列重要创新

成果。

各类海工结构是海洋资源开发与海上

交通运输的关键基础设施，需承受台风、

巨浪、风暴潮等复杂严酷的环境载荷，造

价昂贵，一旦失效，损失巨大！推进海洋

强国与生态文明建设，落实“一带一路”

倡议，对海上工程建设提出了新的挑战，

要求海工结构在安全可靠的前提下，兼具

环境友好。

团队系统研究了环境友好型海工结构

的水动力学理论与流固耦合分析方法：发

展了有效考虑透空结构物周围波能耗散的

黏性势流理论，建立了新的流动阻尼计算

方法，澄清了关于阻尼作用机理的长期模

糊认识；建立了柔性结构流固耦合非线性

体系的时频分析方法，开发了具有智能反

馈混合虚拟功能的柔性结构力学特性实验

平台，形成了柔性结构物流固耦合响应的

快速无迭代预报方法；基于新方法和新理

论，建立了大型海工结构物的耦合动力分

析平台。突破了复杂恶劣海况下新型海工

结构的设计、施工与运维保障关键技术：

发明了系列新型透空式海工结构，建立了

新结构的工程设计准则，解决了传统结构

受力大、稳定性差、环境影响严重等难题；

研发了复杂恶劣海况下海上施工的关键技

术与防护结构，提升了中长周期波浪海域

的施工效率；创建了海工结构损伤实时检

测与修复加固新技术，为海工结构的长期

安全运维提供了技术支撑。

研究成果为科学描述大型海工结构的

水动力特性提供了新理论和新方法，为环

境友好型海上工程建设提供了新结构和新

技术，已被应用于渤海、南海以及“海上

丝绸之路”沿线等重要工程建设，达到了

安全、环保、经济的工程效果，培养了一

大批海洋工程领域的优秀青年人才。相关

成果获得 2019 年度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二

等奖。 

新型海工结构的流固耦合理论与设计施工运维 
关键技术

Study on Fluid Structure Interaction Theory and Key Technologies of Design， 
Construction and Operation and Maintenance for New Maritime Structures

图  海洋超细长柔性结

构流固耦合实验模拟



NSFC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项目优秀成果选编（七）

104 

大型电子信息系统功能和性能日益强

大，各设备 / 分系统间协同兼容工作需求

凸显，外界电磁环境对系统的影响长期以

来备受关注。大型电子信息系统内部互联

线缆拓扑结构极其复杂，包括各类数字、

模拟、控制信号。据 NASA 统计的结果，

飞机上超过 60% 的电磁兼容性问题来源于

电缆。因此，各类标准明确要求开展线缆

传导敏感度测试，但由于设备传感敏感机

理不清楚，体现传导敏感机理的科学数据

严重匮乏，现行国标规定的标准测试信号

无法模拟真实的电磁环境，由线缆引起的

电磁敏感问题长期没有得到解决。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苏东林教授团队在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等资助下，研发了基于

高斯偶脉冲的新型传导敏感度时域测试系

统。该系统采用宽带时域脉冲信号作为测

试信号，能有效激发非线性效应引起的敏

感现象，避免单频点试验可能存在的漏频

点问题，能够更有效地考核被试设备的电

磁敏感性能。为解决系统研制中面临的高

全新传导敏感度时域测试系统研制
Development of a Time-domain Conducted Susceptibility Measurement System

图  传导敏感度时域测

试系统

图  高灵敏度接收系统

传导敏感度时域测试敏

感现象

压多高斯脉冲的产生、宽带时域脉冲信号

的有效注入、时域测试下敏感频点所在范

围定位等难题，团队围绕其中的科学问题

和关键技术进行了协同攻关，取得了如下

成果。

1. 研制了纳秒级高压重频高斯偶脉冲

源，研制了基于延时芯片调控的正、负

脉冲源能量合成与控制系统，实现了在 

9 kHz ～ 800 MHz 频段内的脉冲幅度和重

复频率，且脉冲间距参数可调。

2. 研制了低损耗大功率宽带注入探头。

在全国产化要求牵引下，针对探头绕线方

式、匹配元件构成等进行了优化设计，在 

9 kHz ～ 800 MHz 的频段内实现了测试信

号的有效注入。

3. 研制了自适应敏感频点定位算法。

根据可调高斯偶脉冲对应的频谱分布，进

行测试脉冲序列的自动化设计，并依据被

试品在不同测试脉冲下的试验结果，实现

敏感频点的自动定位。

系统主要技术指标达到国际一流水

平，并在电动汽车、无人机、跳变频电台

等系统中进行示范验证和应用。研究成果

发表在 IEEE Transactions on Electromagnetic 

Compatibi l i ty 、IEEE Transact ions on 

Instrumentation and Measurement、Science 

China Information Sciences 等国内外期刊，

授权国家发明专利 20 余项，得到了国内

外同行的肯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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极化是电磁波的基本物理参量，但在

雷达领域，相比幅度、频率等信息，极化

还尚未被充分开发利用。极化雷达是用来

测定目标电磁散射极化信息的精密设备，

在提取目标形状、结构等物理属性特征，

提高识别能力方面具有其他雷达无法替代

的突出优势。国防科技大学王雪松教授团

队在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等资助下，在雷达

高动态目标瞬时极化测量、极化雷达精密

校准、复杂结构目标极化散射解译与特征

提取、极化抗干扰与目标识别等方面开展

了系统研究，取得了重要理论和技术突破。

1. 提出了瞬态极化雷达高动态目标精

密测量方法，突破了“多极化态正交相位

编码”测量波形设计、“全方向图校正”

极化校准等关键技术，成功研制瞬态极化

精密测量雷达和瞬态极化单脉冲精密跟

踪雷达，关键性能指标优于国际知名极化

雷达。

2. 提出了复杂目标极化散射的精细刻

画模型、高效高精度数值建模方法以及室

内双站极化散射特性高精度测量技术，

开发了雷达目标极化特性仿真平台，建立

了多型复杂目标全极化散射特性实测数

据库。

3. 提出了瞬态极化雷达抗干扰技术，

解决了高维极化参量精确估计、主瓣内强

干扰极化对消、变极化旁瓣干扰滤除等技

术难题，综合抗干扰能力逼近理论极限。

4. 提出了瞬态极化雷达综合识别技术，

突破了复杂人造目标散射结构精细反演、

极化旋转域特征提取等关键技术，在现役

雷达上实现了对空间目标关键部件的极化

识别和部件几何参量的准确提取。

出版专著 8 部，发表国内外论文多篇，

授权 / 申请专利 47 项。各项技术成果在我

国对地观测、气象探测等领域获得成功应

用，经济效益显著，获湖南省自然科学奖

一等奖和中国电子信息科技创新团队奖。

雷达极化基础理论与关键技术
Fundamental Theory and Key Technology of Radar Polarimetry

图  瞬态极化精密测量

雷达

图  瞬态极化单脉冲精

密跟踪雷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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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线网络大规模部署和快速扩张导致

了异构网络“烟囱”林立、难以协同、资

源利用效率低，如何克服 5G 网络大流量

密度严峻挑战是国际性难题。北京邮电大

学冯志勇教授团队在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的

资助下，在多域资源认知赋能的一体化无

线网络架构、面向复杂无线环境的多域环

境深度认知机理、碎片异质频谱资源虚拟

化聚合与优化利用方法等方面取得重要进

展，攻克了多域环境难认知、异构网络难

协同、碎片频谱难利用三个难题，实现了

异构网络深度融合与高效组网。

1. 多域资源认知赋能的一体化无线网

络架构方面。在国际上率先提出了支持多

域资源认知的一体化无线网络架构，揭

示了异构网络时空解耦的交互逻辑设计机

理，发明了以控制业务及上下行分离为特

征的无线虚拟化组网技术，解决了异构网

异构无线网络深度融合理论与方法
Theory and Methods of In-depth Integration of Heterogeneous Wireless Networks

图  基于多域资源认知

的一体化无线网络与关

键技术实验验证系统

功能耦合制约、组网效率低的难题。

2. 面向复杂无线环境的多域环境深度

认知机理。揭示了复杂无线环境时空信息

熵耦合的多域环境深度认知机理，阐明了

无线环境、网络负载和用户业务之间的时

空演化规律，发明了异构网络多域认知数

据库构建方法和干扰源空间定位技术，解

决了多域环境精准高效认知的难题。

3. 碎片异质频谱资源虚拟化聚合与优

化利用方法。阐明了碎片异质频谱资源的

虚拟化聚合、公平共享接入与优化调度的

系统性理论和方法，揭示了频谱共享接入

的马尔科夫链稳态理论模型与退避窗口的

关联关系，构建了综合考虑频谱质量和资

源公平调度的理论模型，提高了频谱资源

的利用效率。

研 究 成 果 发 表 在 IEEE Journal on 

Selected Areas in Communications 等期刊，

获授权发明专利 60 余项。项目组向国际

电信联盟（ITU）提出立项建议并主导完

成首个认知异构蜂窝系统国际标准。研制

了面向一体化无线网络的多载波聚合与异

构网络分流传输系统，应用于运营商的多

载波聚合组网方案设计和现网部署。研发

的无线网络虚拟化及资源高效利用技术等

核心成果应用于无线通信网络，相关产品

已在斯里兰卡等“一带一路”国家部署。

研究成果获 2018 年度教育部技术发明奖一

等奖、2019 年度国家技术发明奖二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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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等资助下，上海

交通大学陈海波教授团队，聚焦操作系统

核心技术，通过软硬协同与产学研深度合

作，在操作系统安全方面取得如下主要创

新成果。

1. 蓬莱可信执行环境。团队提出软硬

件协同的安全执行环境（Enclave）系统——

蓬莱，并解决 Enclave 在可扩展性、资源

利用率与性能等方面的关键问题。蓬莱设

计了新的硬件扩展：受保护页表（guarded 

page table）和可挂载默克尔树（mountable 

merkle tree），实现了细粒度、可扩展的

安全内存隔离以及低时延的 Enclave 间通

信与 Enclave 的快速启动。蓬莱基于开源

的第五代精简指令集（RISC-V）进行研发，

推动本技术与 RISC-V 生态和社区的融合

发展，借助 RISC-V 生态打破国外对商业

化 Enclave 硬件的垄断。蓬莱系统已基于

国内自主的“木兰”协议开源，RISC-V

官方网站已将其收录为三大安全架构之

一；国内 RISC-V 初创公司芯来科技宣布

使用蓬莱作为其安全解决方案。

蓬莱发表在操作系统设计与实现国际

会议（OSDI）和计算机架构国际研讨会

（ISCA）等操作系统与体系结构权威会议，

已成为 RISC-V 官方安全架构之一，并被

芯来科技公司采用。

2. 微内核的高性能进程间通信技术。

进程间通信（IPC）被称为微内核操作系

统的“阿喀琉斯之踵”，随着鸿蒙、谷

歌 Fuchsia 等微内核系统的推广，如何攻

克进程间通信技术是提升现代操作系统性

能的关键。团队提出了“授权与认证相分

离”的高效 IPC 通信机制和方法，利用软

硬件协同的设计思想，将较为复杂且非性

能相关的授权机制交由软件处理，将部分

位于关键路径的认证机制实现在硬件中，

在保证原有强隔离性的同时允许调用者与

被调用者直接进行交互，从而消除了交互

过程中底层软件的干预，最优情况下可将

隔离模块间交互时 10 次以上的特权级切

换降低为 2 次，从而将跨隔离面交互过程

的延迟降低 73.7%。在此基础上，团队在

RISC-V 体系结构上提出了支持跨域内存

所有权转移和零陷入地址空间切换的硬件

原语 XPC，进一步将跨域交互的延迟降低

最高 96.5%，应用性能提升最高 10 倍以上。

除了 XPC 外，团队还在 Intel 商用处理器

上构建低时延通信原语，将现有微内核操

作系统的通信时延降低 1 ～ 2 个数量级，

有效提升了系统性能。

XPC 技术发表在 ISCA、欧洲系统会

议（EuroSys）等体系

结构与操作系统权威

会议，并在华为形成

科研成果转化，支撑

鸿蒙微内核等操作系

统性能的提升。

软硬件协同的操作系统安全
OS Security Based on Hardware-software Codesign

图  蓬莱可信执行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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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产生的大量数据中视频已占主导

地位，视频信息处理能力是当今信息科技

水平的重要体现。视频区别于图像等其他

信息载体的最本质特征就是含有丰富的运

动信息，视觉运动分析是视频信息处理中

的核心问题，也是人工智能发展的重要问

题之一。运动模式的学习与理解是视觉运

动分析中的根本难题，其目的是利用目标

检测与跟踪等结果学习目标运动的统计模

型来表达目标运动方式，并在此基础上实

现目标的行为识别与语义理解。中国科学

院自动化研究所胡卫明研究员团队在国家

自然科学基金等资助下，围绕目标检测与

跟踪的鲁棒性、行为模式的可学习性两个

关键科学问题，系统深入地研究了视觉运

动模式学习与理解问题，取得了如下创新

性成果。

1. 发现了结构化稀疏子空间分解机理、

张量子空间的增量学习机理、黎曼对数子

空间及其增量学习形式和对偶 L1 范数约束

的秩 - 张量优化求解原理，并将其应用于

目标检测与跟踪，建立了能够描述单目标

像素相邻关系和局部几何结构的、能够在

线更新的表观模型，有效建模多目标交互

与遮挡关系，使目标检测与跟踪的鲁棒性

得到了显著提高。

2. 创建了增量狄利克雷过程混合模型、

对偶分层狄利克雷过程 - 隐马尔科夫模型

和多组双层主题结构的分层贝叶斯模型，

并应用于目标运动模式学习，使不同运动

模式能够共享全局主题、描述运动基元间

的时序关系，实现目标运动的多层次刻画，

从而显著提高视觉运动模式的学习能力。

3. 创建了基于上下文随机游走图核的

行为相似性度量方法和基于语义的层次式

视频事件索引，能够从多时间尺度上挖掘

目标行为的全局时空分布特征和局部拓扑

结构特征，通过原子行为的自动提取及其

状态转移的求解，实现了目标行为语义描

述这一难题的部分突破。

成 果 有 多 篇 论 文 发 表 在 ACM 

Transactions 和IEEE Transactions 汇刊。论文

得到了大量的引用，引用者中有各国院士

30 余名、ACM Fellow 和 IEEE Fellow150 余

名。许多引用对项目成果给予很高评价。

例如，项目的跟踪算法被认为“显著提高

了已有水平”。美国加州大学 Trivedi 教授

在“IEEE Transactions on Pattern Analysis and 

Machine Intelligence ”的论文中指出：“胡

等极大改进了运动模式的学习速度，使后

来的研究者能把运动建模扩展到异常检测

中”；胡卫明团队提出的行为分析框架被

认为是“最早的开创性”工作并夺得 VOT

实时跟踪竞赛世界冠军和 VATEX 视频描

述竞赛世界冠军。

视频运动模式的学习与理解
Learning and Understanding of Video Motion Patterns

图  张量增量式展开

图  运动模式学习精

度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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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物皆关联，图是表达实体间内在关

系的高效数据结构。作为大数据处理的典

型应用，图计算是基于图结构进行巨量、

稀疏、超维关联的挖掘和分析的一种计算

模式。近年来，在学术界和企业界的共同

推动下，图计算技术取得了显著进展。但

通用处理架构在图计算高并发、快响应、

低延时等新需求面前陷入困境，数据流体

系结构因其细粒度、高并行特点在适应图

非规则计算需求具有巨大潜力。

华中科技大学金海教授团队在国家自

然科学基金的资助下，在面向图计算的数

据流加速器、数据流高层次综合系统及数

据流异构计算平台三方面进行了探索，并

取得了一批有特色的成果。成果发表在国

际微架构研讨会（MICRO）、国际高性

能 计 算 会 议（SC）、USENIX 技 术 年 会

（USENIX ATC）等学术会议和期刊，获

得了知名图计算比赛 Graph Challenge 2019

荣誉提名和第七届大数据学术会议的最佳

学术论文。

1. 面向图计算的数据流加速器。由于

图计算的非规则性，图应用在传统架构上

面临严重的计算与访存瓶颈，存在大量同

步开销。团队提出了首款基于数据流的图

计算加速器，实现了图应用的高效执行，

避免了因数据冲突引起的流水线停滞及同

步开销，实现逾 200 亿每秒可遍历边数，

取得国际最好单节点计算结果。

2. 面向图计算的数据流高层次综合系

统。硬件加速是显著提高图计算的性能和

能效的重要技术手段，但硬件代码的编写

和验证十分耗时。通用高层次综合（HLS）

系统虽然能使开发人员从烦琐的硬件细节

中解脱出来，但对图计算这类非规则算法

仍缺乏有效的并行性和访存技术支撑，存

在综合结果效率不高等突出问题。团队提

出了国际首个图计算专用的高效 HLS 系

统，结合嵌套循环等特性，采用高效的并

行流水线，通过自定义的编程原语，将图

算法转化为模块化的数据流中间表示形

式，进而映射到参数化的硬件模板。

3. 面向图计算的数据流异构计算平台。

在图计算迭代的中间阶段，图应用在基于

控制流模型的中央处理器（CPU）上面

临指令并行度低下等问题，而基于数据流

的图计算加速器很好地解决了该问题。与

此同时，图计算的初期或后期，图应用在

CPU 上具有性能优势，但单一的控制流或

数据流体系结构都无法成为图计算的最优

解。团队提出了稀疏感知的数据流异构计

算平台，充分发挥控制流和数据流模型各

自优势，提升了图计算效率。

数据流驱动的新型图计算系统
A Dataflow-Driven Graph Processing System

图  代表性研究成果

概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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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期以来，群体智能研究主要关注对

群体智能现象的事后解释和规律总结，较

少涉及如何主动构造出求解特定问题的群

体智能系统。北京大学梅宏教授团队在国

家自然科学基金的资助下，以群体智能的

构造性模型与应用为核心关注点，开展一

系列研究工作，取得了若干重要成果。

1. 提出人工群体智能概念及一种群体

智能的构造性模型，为构造面向复杂问题

求解的群体智能系统提供了可行的理论指

导。将群体智能的形成机理建模为一个持

续运行的回路，包含自由探索、自动融合、

主动反馈三个核心活动。群体中的每一个

体通过自由探索活动自主发现（或提出）

与当前问题求解相关的信息片段（或局部

解决方案），再利用智能算法实时地对所

有个体发现的信息片段进行自动融合，并

基于当前时刻的群体信息融合结果对不同

个体提供个性化的主动反馈，激发个体进

行持续的自由探索。

2. 所 提 出 的 群 体 智 能 构 造 性 EIFL

（exploration, integration, feedback loop）模

型已成功应用于软件开发、智能体自组装、

知识图谱构建等一系列任务，展示了人工

群体智能系统的广泛应用前景。

应用案例一：针对以版本库为中心的

群体软件开发这一典型智力密集型活动，

团队基于软件代码的图表示，构建了代码

独立变更、多版本代码融合、代码变更副

作用分析及反馈的信息探索 - 融合 - 反馈

回路，显著提升了开发效率与质量，核心

算法被集成至国内相关企业的软件开发环

境中，并在真实大规模软件开发实践中得

到持续应用。

应用案例二：针对智能体自组装问题，

团队受自然界中昆虫群体的趋 / 避光性启

发，提出了一种基于人工光场的智能体自

组装机制，将智能体自组装过程转化为个

体移动、光场变化、个体感知三个活动构

成的回路，实现个体位置与人工光场之间

的动态持续交互，为去中心化的智能体大

规模协同提供了一种高效技术方案。

一种群体智能的构造性模型及其应用
A Constructive Model for Collective Intelligence and Its Application

图  群体智能系统的

EIFL 构造性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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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大规模预训练模型是未来人工智能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I）发展的基础平台，

是国际人工智能竞争的焦点之一，也是未

来“卡脖子”技术的重要领域。清华大学

唐杰教授团队在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的资助

下，构建了“数据+知识”双轮驱动的“悟道”

超大规模预训练模型，提出一套自主可控

的技术方案，基于国产神威超算平台和自

研的 FastMoE 软件，训练 1.75 万亿参数的

预训练模型（参数量超过 Google 的 Switch 

Transformer，是 OpenAI GPT-3 和华为盘

古模型的 10 倍），可同时完成自然语言

理解、文本生成和图片生成多项任务，推

动 AI 从感知智能走向认知智能。核心成

果如下。

1. 通用预训练语言模型（generalized 

language model，GLM）。针对不同下游任

务有不同最优预训练模型的问题，提出通

用语言模型 GLM，用单一预训练模型在

不同下游任务上取得最优效果，避免训练

多个大模型造成的算力浪费。GLM 在自

然语言理解任务上超过了当前性能最优的

DeBERTa 模型，在语言建模任务上超过

了微软提出的 Turing-NLG 模型。

2. 通 用 领 域 文 本 到 图 像 生 成 模 型

CogView。图像生成任务是机器学习生成

模型研究方向的桂冠。美国 OpenAI 公司

提出基于大模型预训练的文本到图像生成

框架 DALL-E，在国内外人工智能领域引

起轰动，但其解决训练不稳定性的核心技

术不对外开放。CogView 模型提出“精度

瓶颈松弛”技术，更加透彻地解决了此难

题。CogView 在权威数据集 MS COCO 各

指标上超过了 DALL-E 模型。日本最好的

AI 公司 Perferred Networks 联合创始人发

文称赞，CogView 让他首次看到有 AI 模

型能“生成如此逼真的画”。

3. 高效准确的小样本学习。在实际应

用中，标注样本数量不足是一个非常关键

的问题。GPT-3 用上千亿参数的预训练

模型大大提高了小样本学习性能，但是比

起全量样本仍有很大差距。团队提出连续

提示微调和反转数据增强的小样本学习方

法，首次将小样本学习的性能提高到接近

全量样本的水平，为人工智能的实际落地

扫除了障碍，将预训练模型完成知识问答

的准确率提高到 60%。

项目相关研究成果获得了国内外广泛

关注，在各类国际顶级会议和期刊发表论

文多篇。

“悟道”超大规模预训练模型
Wudao: Super-scale Pretrain Model

图  融合知识的大模型

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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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防火墙、病毒查杀为主要手段的传

统被动网络防御技术在应对高级持续性攻

击（APT）方面具有明显的滞后性，以人

工智能（AI）技术支撑的漏洞主动发掘、

样本深度分析、关联追踪溯源为主的主动

网络安全技术正成为全球研究的热点。但

我国现有的主动网络安全技术过度依赖人

工的单项技术研究应用，缺乏系统化、智

能化的体系架构与关键技术，难以形成可

持续的规模化防御能力，因此，国家重要

基础设施、国家重要会议活动的网络安全

面临重大威胁。

基于主动网络安全体系 SAP，电子科

技大学张小松教授团队在国家自然科学基

金等资助下，主导研发出一系列异构系统

漏洞自动化发掘、恶意攻击行为深度检测、

网络攻击路径追踪溯源等工具平台，在应

用中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取得了重大

业绩，并牵头获得 2019 年度国家科学技术

进步奖一等奖在内的一系列奖项。

张小松教授团队结合国家战略需求，

创新地提出了主动网络安全体系（SAP）：

威胁主动感知（threat sensing actively）、行

为深度分析（behavior analyzing deeply）和路

径画像还原（route restore by portraying）。

该体系通过智能化的异构环境脆弱性主动

发现技术探测系统弱点、利用多域协同检

测机制深度分析网络恶意入侵行为、应

用网络指纹探测和关联实现网络入侵痕

迹的画像还原，从而形成从感知到分析、

从分析到定位的系统化网络安全主动防御

能力。

团队的成果指导了全球网络安全 500

强的国内科创版上市企业，在团队承担的

国家关键基础设施网络安全保障任务中，

发现了国家电力系统、国家石油系统、金

融系统、政府部门网站等信息化设施存在

的高危漏洞 430 多个，完成了 6500 余次应

急检测和加固任务。同时，在团队承担的

“金砖国家会议”等信息系统网络安全保

障等重大工程中，成功发现并防止了来自

41 个国家约 3000 万次意图窃取公民信息

和财务数据的攻击以及软件缺陷导致的拒

绝服务攻击等威胁和风险，确保了国家重

大会议与活动的成功举行。

主动网络安全技术
Active Cyber Security Technology

图  主动网络安全体系

SAP 创新研究与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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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是全球人均水资源最贫乏的 13 个

国家之一，水资源短缺、水污染严重、水

环境恶化等问题一直是制约我国社会经济

发展的主要瓶颈。在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的

资助下，北京工业大学乔俊飞教授团队在

城市污水处理过程控制关键技术及应用方

面取得重要进展，提出了城市污水处理过

程控制的原创性理论与方法，成果应用于

东北、华北、华东和华南等不同地区的城

市污水处理厂，取得显著成效。

1. 创立基于过程动态数据的关键水质

参数智能特征测量新技术，首次提出了基

于过程数据的水质参数特征变量提取算法

和自组织计算模型设计理论方法，率先研

发出基于动态数据的总磷在线测量装置，

解决了一直困扰业界的水质参数在线测量

难题，突破了水质参数难以在线检测的技

术瓶颈。

2. 创建模糊控制规则自组织机制，自

主研发出自组织模糊控制技术，创造性地

提出基于细胞分裂法增加规则和基于互信

息强度删减冗余规则的自组织机制，巧妙

实现了模糊控制规则自动调整，显著提高

了模糊控制器的自适应能力，解决了溶解

氧、硝态氮等关键变量高精度控制难题。

3. 首次实现关键操作变量实时优化

设定，率先开发出污水处理过程动态优化

控制系统，建立了考虑出水水质、设备和

系统性能在内的能耗评价模型，基于该评

价模型提出了动态多目标智能优化方法，

突破了关键操作变量无法实时设定的技术

难题。

团队基于以上技术研发出城市污水处

理过程动态优化控制系统，其技术经济指

标明显优于当前业界公认的控制系统，研

究成果获得 2018 年度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

二等奖。

城市污水处理过程建模、控制与优化
Modelling, Control and Optimization for Urban Waste-water Treatment Process

图  城市污水处理过程

控制的原创性理论与

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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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 12 月 17 日，随着“嫦娥五号”

返回器携带 1731 克月壤返抵地球，我国历

经 16 年圆满完成了探月工程“绕、落、回”

三步走战略目标，也拉开了后续深空探测

的新篇章。深空探测任务具有探测目标远、

飞行时间长、环境变化大等特点，“地面

测控站—航天器”大回路运行操作模式在

实时性、安全性和可靠性等方面已无法满

足任务需求，而自主运行技术是解决这些

问题的有效手段，已成为未来深空探测发

展的一个重要方向。

“半自动、自动化和自主化”是航天

器技术发展的主体脉络，目前航天器系统

已基本实现自动化。在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的资助下，北京空间飞行器总体设计部王

大轶研究员团队针对深空探测任务满足了

“自主化”的根本需求，长期致力于突破

自主运行两大核心难点（自主导航和自主

诊断重构）的研究工作，取得了系统创新

性成果。团队针对航天器这一类资源严重

受限、不易在轨维修的空间系统，以系统

观测、诊断和重构能力的定性判定和定量

表达为突破口，提出了基于可观测性理论

的自主导航方法和基于可诊断性与可重构

性理论的自主诊断重构方法。

研 究 成 果 发 表 在 IEEE Transactions 

on Aerospace and Electronic Systems、IEEE 

Transactions on Cybernetics 等 期 刊， 并 形

成相关著作。相关理论方法已成功应用于

着陆月球正面的“嫦娥三号”（2013 年）

和“嫦娥五号”（2020 年）以及人类无人

探测器首次着陆月球背面的“嫦娥四号”

（2019 年），为“嫦娥工程”和“北斗三号”

等国家重大任务的圆满完成做出了贡献，

研究成果推动了自动化学科的发展和航天

技术的应用创新，具有一定的理论意义和

较大的工程实用价值。

面向深空探测任务的无人系统自主运行关键技术研究
Key Technologies of Unmanned System Autonomous Operation for Deep Space 

Exploration Missions

图  我国已实施的深空

探测任务时间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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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力电池广泛应用于电动汽车与新能

源储能系统，是国家能源战略重点支持领

域，也是实现“碳中和”目标的重要支撑。

在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的资助下，山东大学

张承慧教授团队联合青岛美凯麟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成功研制 50 kW/150 kW 动力电

池智能测试与模拟仪器，经国家权威机构

检测，该仪器具备电池性能综合评价和智

能模拟功能。

1. 提出了基于逆重复序列信号的电池

内部特性测试方法，发现了“频率 - 阶

次”αω 等性能参数，提出了微观 - 宏观

特征融合分数阶建模理论，构建了机理与

数据融合的多状态自适应估计方法，解决

了整数阶模型精度低、适应性差以及因噪

声特性未知、多状态耦合深影响估计精度

等难题。

2. 研发了基于宽禁带 SiC 器件的充放

电功率拓扑及其控制系统，提出了双极性

三重化拓扑结构、同步软开关和高抗扰锁

相控制技术等，满足了电池测试对充放电

宽范围、高效率、快响应、无超调、低纹

波的要求。

3. 研发了数据同步采集系统，完成了

“电 - 磁 - 热”多物理场耦合分析与一体

化设计，攻克了 SiC 器件高频化工程应用

难题，大幅提升了仪器的运行稳定性。

研究成果发表在 IEEE Transactions on 

Power Electronics、Advanced Materials 等期

刊；相关技术已获得国家发明专利授权；

团队牵头主编国内电池测试系统团体标准

《锂离子电池模组测试系统技术规范》。

相关成果获中国自动化学会自然科学奖一

等奖、山东省专利奖一等奖等，入选 2017

德国能源署 SET 国际大奖赛全球百强。

动力电池智能测试与模拟仪器研制
Development of Power Battery Intelligent Test and Simulation Instrument

图  动力电池智能测试

与模拟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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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模光纤通信容量目前已经趋近于物

理极限，为突破单模光纤通信系统的非线

性香农极限，亟须研究空分复用系统的变

革性新原理和新技术。

在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的资助下，南方

海洋科学与工程广东省实验室（珠海）、

中山大学的李朝晖教授等围绕多维光信

号处理中的新型轨道角动量（OAM）光

纤、核心光子芯片与器件以及 OAM 光通

信系统开展了系列研究，取得了多项突

破性进展。研究成果发表在 Light: Science 

& Applications 等期刊，连续两年被 SPIE 

Newsroom 亮点报道。李朝晖教授作为第

一发明人与华为公司联合授权了 8 项国际

发明专利和 11 项中国发明专利，并共同

获得广东省技术发明奖一等奖，研究成果

应用于华为短距离光互连系统。主要创新

成果如下。

1. 面向空分复用光通信系统，设计并

拉制了 7 芯弱耦合少模光纤。通过平衡环

芯结构的厚度、尺寸及折射率分布，所设

计光纤在 C 波段下可支持 4 个径向一阶弱

耦合 OAM 模组，共 112 个空间模式信道。

2. 设计并实现了超低串扰的低损耗高

性能 OAM 光子处理芯片，通过构建反射

腔，实现光路集成化，克服了多路复用损

耗的问题，实现了覆盖 C+L 波段 16 路以

上 OAM 模式的信号处理。

3. 与华为公司联合提出了高谱效非正

交信号调制技术和光电损伤高效数字补偿

技术。实现了光纤多维度空间高谱效复用

传输，突破了传统正交复用谱效极限。在

100 GHz 直接检测系统中采用非正交复用

技术，将系统的谱效由 2 bit/（s·Hz）提

升至 2.5 bit/（s·Hz）。

多维光信息传输与处理芯片
Multi-dimensional Optical Information Transmission and Processing Chip

图  OAM 拓扑图和 OAM

传输光纤

图  低串扰 OAM 复用相位处理光子芯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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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功能强激光薄膜器件是强激光系统

与装备的最薄弱环节，存在损伤阈值低、

环境适应性弱、批量一致性差三大问题，

严重限制了强激光系统的应用和发展。

在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的资助下，同济

大学王占山教授团队利用可类比真实、性

质单一且可控的人工局域强点实现了电

场、温度场和应力场的解耦，揭示了真实

薄膜单因素损伤规律，取得了多项突破性

进展。研究成果获 2018 年中国专利奖金奖，

2019 年度国家技术发明奖二等奖，成果发

表在 Light: Science & Applications 等期刊。

主要创新性成果如下。

1. 创建了基于人工局域强点的真实薄

膜损伤规律研究方法，解决了局域强点各

物理量不能解耦研究的难题，开辟了单因

素研究薄膜损伤的新途径，阐明了电场增

强是强激光薄膜损伤的首要原因，揭示了

各物理量影响薄膜损伤的单因素规律，为

摆脱工艺依赖、发明新技术奠定了基础。

2. 提出了抑制真实薄膜内局域强点电

场增强的场控设计新思路，获得了薄膜结

构影响缺陷处电场增强的基本规律，发明

了抑制缺陷处电场增强的薄膜结构设计技

术，在相同制作条件下使薄膜的损伤阈值

提升了一个数量级。

3. 建立了薄膜微结构 - 动态吸收截

面 - 环境稳定性的构效关系，创制了阻止

动态吸收截面的纳米复合新材料，突破了

国际上强激光薄膜无法兼顾防水、防光和

抗损伤性能的难题，使薄膜的环境适应性

显著增强。

4. 获得了薄膜损伤阈值与各工艺环节

不同人工局域强点的量化关系，制定了各

制作环节去除局域强点的定量控制标准，

形成了去除局域强点的全流程定量化制作

技术和规范，批量一致性明显变好，近三

年产量增长 5 倍以上。

多功能强激光薄膜器件及应用
Multi-functional High Power Laser Coating and Its Applications

图  人工缺陷产生的局

域强点激光损伤

图  研制的各类多功能

强激光薄膜器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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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红外波段（波长为 2 ～ 5 μm）激

光是大气的低损耗、弱湍流和弱背景噪声

窗口，且集中了大量分子的吸收线，在空

间通信、工业加工和气体监测等领域有着

重要应用。Ⅰ、Ⅱ型量子阱结构的锑化物

锑化物半导体中红外激光器
Antimonide Semiconductor Mid-infrared Lasers

图  （a）数字合金势

垒结构图；（b）激光

输出功率曲线

图  （a）单模激光器

光栅结构；（b）激光

器输出特性

（a）

（b）

（a）

（b）

半导体在中红外波段呈现出优异的发光效

率，其制备技术日趋成熟，已成为研制高

性能半导体中红外激光器的理想材料体

系。近年来，锑化物半导体中红外激光器

技术发展势头迅猛，在红外光电装备、激

光制造、环境监测、医疗仪器和量子通信

等诸多领域发挥重要的作用，迅速成为应

对国外实施垄断和封锁的关键核心技术。

在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的资助下，中国

科学院半导体研究所牛智川研究员团队开

展了锑化物低维结构中红外激光器基础理

论和关键技术的研究，取得的主要成果

如下。

1. 针对锑化物量子阱 AlGaAsSb 势垒

层中多元素结构外延生长组份精确控制难

题，提出 AlSb/AlAs/AlSb/GaSb 短周期超

晶格数字合金结构，利用超晶格层微带势

垒增强了对空穴载流子的限制，有效抑制

了量子阱空穴载流子热泄露，提升了室温

下激子发光效率，率先突破 2 μm 波长大

功率激光器的室温连续发光，实现了单管

室温连续输出功率 1.62 W 的高功率。

2. 提出了基于侧向耦合效应的金属光

栅新结构，突破了传统单模激光器输出功

率过低的难题，实现了 2 μm 波段具有超

高边模抑制比的单模高功率连续输出。该

激光器在室温下连续输出功率达到最大值

40 mW 时，边模抑制比大于 40 dB，是目

前该类锑化物单模激光器的国际最优性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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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摩尔时代的芯片竞争焦点逐渐从工

艺线宽减小转向算力提升。传统的冯·诺

依曼计算架构采用存储与运算分离的设计

方法，在计算过程中数据需要在存算模块

之间反复搬运，从而消耗了大量的时间和

能量，也限制了芯片算力的进一步提升。

为了突破存算分离架构导致的算力瓶颈，

利用新型半导体器件实现存储与计算的一

体化（存算一体）成为当前学术界的研究

热点。

忆阻器是一种同时具有数据存储和计

算能力的器件。基于忆阻器的交叉阵列可

以快速完成神经网络算法中的矩阵乘法运

算，全部权重数据可以长期存储在忆阻器

中，矩阵元之间的乘法和加法运算可以通

过欧姆定律和基尔霍夫定律来完成。这种

存算一体的新架构不但免去了权重数据的

搬运，而且以极高的并行度加速了矩阵运

算，非常适合于解决当前人工智能算法缺

乏高效硬件平台的瓶颈问题。

当前国际上的相关研究尚停留在基于

单个忆阻器阵列的功能验证层面，以实现

基于全连接结构的单层神经网络加速为主

要目标，缺乏卷积网络的完整硬件实现方

案。因此，研发面向复杂可扩展网络的多

阵列硬件系统仍是挑战。器件方面，需要

制备具有高一致性、电导连续可调的忆阻

器阵列；系统方面，需要克服忆阻器非理

想特性导致的阵列间误差累积问题。

针对上述挑战，在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的资助下，清华大学吴华强教授团队开展

了器件、电路和架构的协同创新，研究成

果发表在 Nature。团队研发了一种电热耦

合调制的高性能忆阻器，通过在核心材料

上引入一定厚度的热保护层，极大提升了

忆阻器的电导可调性和器件一致性；团队

还进一步基于器件特点提出了新型混合训

练框架，通过注入非理想特性的芯片外部

压力训练，结合片上的小样本自适应训练，

消除了计算误差，达到与软件相同的计算

精度。在此基础上，团队将 8 个忆阻器阵

列计算单元集成起来，搭建出国际首款多

忆阻器阵列存算一体硬件系统，完整运行

了卷积神经网络。在图像识别准确率相当

的情况下，相比 Tesla V100 GPU 具有 110

倍的能效优势。

基于忆阻器的存算一体系统
Memristor-based Computation-in-memory System

图  多忆阻器阵列存算

一体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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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密度、高带宽、大容量的全光互连

技术在高速通信系统、数据中心、高性能

计算等领域具有巨大潜力。光链路的数据

传输能力受制于链路损耗，而集成器件中

的无用辐射是链路损耗的主要来源之一。

因此，实现光的定向辐射是降低光链路损

耗，提升光子集成规模的有效途径。

目前，定向辐射大多通过镜面反射实

现。然而，片上集成时，传统反射镜不仅

体积大、结构复杂、加工难度高，还会引

入额外的损耗和色散。因此，发展具有高

辐射方向性、低插损、低色散、结构紧凑

的定向辐射器件是光子集成亟待解决的一

个关键问题。

在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的资助下，北京

大学彭超副教授团队首次提出并观测到一

类基于拓扑机理形成的单向辐射导模共振

态，研究成果发表在 Nature。团队从拓扑

荷操控出发，通过倾斜侧壁使体系中连续

区束缚态所携带的整数拓扑荷分裂为一对

半整数拓扑荷，并在光子晶体平板上、下

两侧表面产生大小不等的辐射。进一步通

过调控侧壁倾角将一侧表面的成对半整数

拓扑荷重新合并成整数拓扑荷，即形成仅

向一个表面辐射能量的特殊谐振态，并受

拓扑保护。团队利用自主发展的倾斜刻蚀

工艺制备样品，实验上观测到非对称辐射

比高达 27.7 dB，这意味着有超过 99.8% 的

光子能量都朝一侧定向辐射，相比传统辐

射光栅性能高出 2 个数量级。该技术可显

著降低片上光端口的插入损耗，大幅推动

高密度光互连和光子芯片技术的发展，为

实现辐射光场调控开辟了新的方法。

拓扑单向辐射导模共振态
Topologically Enabled Unidirectional Guided Resonance

图  通过操控拓扑荷演

化实现单向辐射导模共

振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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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用航空运输的时效性是其重要竞争

力。然而，不正常航班导致的航班延误、

取消长期困扰全球航司。我国航空公司主

要采用手工方式恢复不正常航班运行，其

速度慢、效果差、成本高。此外，相关核

心技术长期被欧美供应商垄断，产品昂贵，

且不能切实契合中国民航特点。

同济大学梁哲教授团队在国家自然科

学基金项目的资助下，针对该问题要素复

杂、不确定性高、规模巨大等难点，融合

运筹优化与机器学习等科技创新手段，取

得了以下成果。

1. 提出基于航司航班网络的延误传播

计算和预估技术，实现了直接延误与连锁

延误的精准识别与提前预警，有助降低航

班延误风险。

2. 基于历史航班恢复案例大数据，构

建不正常航班场景的运行调整规则库，提

出了自适应航班恢复规则的机器学习模型

和参数自动更新算法，实现了航班调整规

则的自适应匹配。

3. 提出航空公司航班多资源一体化恢

复模型和算法，实现了对航司的航班、机

组、机务、旅客等多种核心资源的一体化

智能整合、智能恢复和高效统筹，大幅度

提升了航班恢复的效率和效果。

团队自主研发的不正常航班智能恢复

算法和系统实现了不正常航班的精准预

测、智能恢复、自主优化的“恢复前—恢

复中—恢复后”的全流程自动优化，形成

了适合我国民航智慧运营的技术方案。研

究成果在 Transportation Research Part B、

INFORMS Journal on Computing 等形成论

文多篇，申请专利 3 项、软件著作权 11 项。

该技术打破国外技术垄断，并获得国资委

正面评价。

科研成果已经推广至厦门航空、四川

航空、吉祥航空、顺丰航空、山东航空等

企业，转化落地后产生了一定经济效益与

社会效益。以厦门航空为例，在 2019 和

2020 两年中，借助该技术共调整航班 39

万余班次，其中减少航班取消 370 个，增

加收入 5550 万元；减少延误 7700 小时，

折合成本 2772 万元；节省人工 100 人 / 年，

折合成本 3000 万元，总计增收节支 1.1322

亿元。大规模不正常航班恢复用时从原来

最长的 20 小时，缩短至 30 分钟内，极大

地提升了旅客服务质量。

航空公司大规模不正常航班智能恢复关键技术及应用
Airline Intelligent System for Large-scale Flight Recovery:  

Technology and Application

图  研究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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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提升我国工业系统优化管理水平，

东北大学唐立新教授团队在国家自然科学

基金的资助下，以钢铁制造工程的制造系

统，原料、半成品、成品等物流系统和典

型流程工业能源系统为背景，提炼出一系

列计划调度问题，从调度和建模理论、解

析和优化方法、调度智能技术、系统平台

及工程应用转化四个互为支撑的方面进行

了系统研究。

主要研究成果包括：（1）调度和建模

理论方面，针对钢铁等流程工业面临的关

键共性管理难题，提出了批调度理论，揭

示了批调度与设备利用率、能源消耗、产

品质量之间的关系；提出了数据解析与优

化融合的核心理论，建立了集装包与连续

时间、基于时空网络与图、改进广义析取

规划等批调度模型，为实现复杂流程工业

的系统优化管理提供了科学依据。（2）解

析和优化方法方面，设计了个体自适应差

分进化算法、新型混合多目标进化算法、

增量式动态差分进化算法等解析和智能优

化方法；提出了行 - 列生成混合精确算法、

带有高密度 Pareto Cut 的改进 Benders 分

制造系统的生产、物流、能源调度
Scheduling of Production, Logistics and Energy in Manufacturing System

图  制造系统的生产物

流能源调度

解算法、带有并行线性和二次曲线 Cut 的

OA 算法等整数最优化算法，为实现系统

优化管理提供了有效方法。（3）调度技术

方面，基于提出的理论方法，研发了炼钢 -

连铸工序批量计划与调度、热轧板坯匹配

与调度、冷轧产线生产调度等生产批调度

技术，原料、半成品、成品等物流调度技术，

煤气、氧气、蒸汽等能源调度技术，解决

了长期困扰钢铁生产实际的关键技术难题。

（4）工程应用方面，将所提出的理论、解

析和优化方法、调度技术在制造、物流、

能源系统的运作管理中进行应用研究，开

发了多个具有我国自主知识产权的决策支

持系统，已成功应用于宝钢、鞍钢、首钢

等多家大型钢铁企业。

基 础 研 究 方 面， 唐 立 新 教 授 团 队

在 Operations Research、Manufacturing & 

Service Operations Management、INFORMS 

Journal on Computing、IISE Transactions、

Naval Research Logistics、IEEE Transactions 

on Evolut ionary Computat ion 、IEEE 

Transactions on Cybernetics 等期刊发表论文

多 篇， 其 中， 发 表 在 IISE Transactions 的

论文获 2017 年度设计与制造领域的“最

佳 应 用 论 文 奖”（Best Applications Paper 

Award）；技术创新方面，获授权美国发明

专利 2 项，授权国家发明专利 17 项，获国

家技术发明奖二等奖；工程应用方面，获

系统科学与系统工程科学技术奖应用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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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的资助下，南京

航空航天大学顾冬冬教授团队围绕高性能

铝基纳米复合材料构件选区激光熔化增材

制造的跨尺度形性调控及强韧化机制等科

学难题开展研究，揭示了微观尺度激光增

材制造铝基复合材料显微组织与界面结构

演变规律，建立了介观尺度铝基复合粉

末激光熔凝及致密化的局部能场调控方

法，构筑了宏观尺度复杂铝基构件激光增

材制造的材料–结构–性能精确协调方

法，实现了构件成形精度和性能指标显

著提升及航空航天应用验证。研究成果

“高性能金属基复合材料构件激光增材制

造的跨尺度形性调控机制”获 2018 年度

江苏省科学技术奖一等奖；2018 年，顾

冬冬获德国科学基金会（DFG）颁发的

Mercator Fellowship， 并 以 国 际 合 作 科 学

家身份参与 DFG 重大研究计划“Materials 

for Additive Manufacturing”；2019 年，

顾冬冬获德国亚历山大·冯·洪堡基金

会 颁 发 的 Fraunhofer-Bessel 研 究 奖， 是

首位来自中国的获奖学者。中德团队在

Science 发 表 论 文“Material-structure-

performance Integrated Laser-Metal Additive 

Manufacturing”。研究成果在航空航天等

领域获得应用，推动了高性能金属构件激

光增材制造形性调控理论的应用验证；

顾冬冬获第十四届中国航空学会青年科

技奖。

激光增材制造铝基纳米复合材料新颖增强结构可控
形成及其对力学性能强化机制

Tailored Formation of Novel Reinforcement in Laser Additive Manufactured 
Aluminum Matrix Nanocomposites and Its Strengthening Mechanisms on 

Mechanical Properties

图  江苏省科学技术奖

一等奖获奖证书

图   F r a u n h o f e r -

Bessel 研究奖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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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催化可以将 CO2 还原成碳氢燃料，

将温室气体转变成有用的可再生能源，达

到节能减排的目的。然而，光催化材料和

技术面临的最大科学问题和挑战是，低的

光催化效率与快的光生电子和空穴复合。

构建异质结，这被认为是解决单一光催化

剂对光生电子和空穴的高复合率和弱氧化

还原能力的有效途径。目前主要有两种异

质结，即Ⅱ型和 Z 型异质结，但是，当从

热力学和动力学角度深入分析光生电荷转

移机理后，才意识到这些异质结构存在一

些问题或缺陷。为了克服Ⅱ型和 Z 型异质

结的缺陷，在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等资助下，

武汉理工大学余家国教授团队在 2019 年

提出了由还原型光催化剂和氧化型光催化

剂 组 成 的 Step-scheme（S-scheme） 异 质

结，且组成的两种光催化剂具有交错的能

带结构。

2D/2D/0D TiO2/C3N4/Ti3C2 MXene S

型复合光催化剂极其增强 CO2 还原性能。

2020 年 4 月，武汉理工大学余家国教授与

波兰雅盖隆大学化学学院 Wojciech Macyk

教授合作，发现 S 型异质结可以显著增

强光催化 CO2 还原性能，他们将 3 ～ 4

个原子层厚的 C3N4 纳米片原位沉积在二

维介孔 TiO2 纳米片上，形成壳核结构的

2D/2D 范德华异质结（TiO2/C3N4），端

基修饰的 Ti3C2 MXene 量子点通过静电

作 用 附 着 在 C3N4 表 面， 相 比 于 TiO2、

C3N4、TiO2/C3N4 和 C3N4/Ti3C2 样品，构

建 的 2D/2D/0D TiO2/C3N4/Ti3C2 复 合 样

的光催化 CO2 还原活性明显增强，CO 和

CH4 产量得到明显提高。原位 X 射线光电

子能谱和电子顺磁共振分析证明，在 CO2

还原过程中，复合样品中存在 S 型电荷

转移机理。该成果 2020 年发表在 Applied 

Catalysis B: Environmental。

光催化二氧化碳还原 S-scheme 异质结的构建
Design and Fabrication of S-scheme Heterojunction for  

Photocatalytic CO2 Reduction

图  S-scheme 异 质 结

光催化剂的形成机理

OP 和 RP 分别代表氧化

型和还原型光催化剂

图  TiO2(T)、C3N4(CN) 和 TiO2(T)-

C3N4(CN)-Ti3C2(TC)S 型异质结复合

光催化剂 CO2 还原性能比较

（a） （b） （c）

（a）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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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的资助下，华中

科技大学唐江教授团队围绕非铅卤素钙钛

矿的发光和 X 射线探测应用开展了较系统

的研究，特别的，其在国际上率先开展了

基于铯银铋溴（Cs2AgBiBr6）的直接式 X

射线探测器，展现了非铅钙钛矿在 X 射线

探测方面的应用潜力。

X 射线是波长短（1 pm ～ 1 nm）、

穿透性强的电磁波，因其对物体能成像被

广泛应用于安防安检、医疗成像等领域。

相对于基于闪烁体的间接成像，即利用闪

烁体先将 X 射线转变为可见光，再对可见

光成像，利用半导体一步对 X 射线成像的

直接探测方法具有检测限低、空间分辨率

高等优势，是射线探测领域发展的前沿。

铯银铋溴具有 X 射线吸收能力强、载流子

扩散距离长、高阻、低噪声等优点。团队

在国际上首次报道了基于铯银铋溴单晶的

X射线探测器，其检测限低至59.7 nGyair s
-1，

前期成果发表在 Nature Photonics。针对铯

银铋溴长晶过程中重复性低的问题，团队

建立了相应的“溶解度—过溶解度”曲线，

通过控制降温实现了重复性高、无多余晶

核的生长，成果发表在 Advanced Optical 

Materials。

为进一步实现其 X 射线成像应用，尚

需解决大面积厚膜制备和离子漂移问题。

钙钛矿的离子漂移会造成基线漂移、信号

输出不稳定、噪声大等，故团队采用冷等

静压技术将铯银铋溴多晶粉末压制为特定

尺寸的多晶片，满足大面积成像需求；

同时利用 BiBr3 低温水解生成的 BiOBr 和

Cs2AgBiBr6{001} 晶面的晶格失配率低的特

性，实现缺陷钝化和离子迁移抑制，制备

出面积达 19.6 cm2 的多晶铯银铋溴 X 射

线探测器，灵敏度达到 250 μC Gyair
-1 cm–2 

@0.5V μm-1，为商用非晶硒探测器的 10

倍；空间分辨率达到 4.9 线对 / 毫米 @20% 

MTF（MTF，调制传递函数），并初步实

现了 X 射线点阵和线阵成像。成果发表在

Nature Communications。

铯银铋溴X射线探测器
X-ray Detector Based on Cesium Silver Bismuth Bromide

图  （a）铋基钙钛矿

Cs2AgBiBr6的溶解度—过

溶解度曲线以及晶体生

长过程控制；（b）优

化前后 Cs2AgBiBr6 的电

阻率对比；（c）基于

铋基钙钛矿 Cs2AgBiBr6

的 X 射线探测器的检测

限实测；（d）探测器

工作稳定性

图  （a）冷等静压制备

Cs2AgBiBr6 多晶片示意；

（b）器件灵敏度随电压

变化；（c）、（d）成像

过程与X 射线成像应用

（a） （b）

（c） （d）

（a）

（b） （c） （d）



NSFC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项目优秀成果选编（七）

126 

高保真拾音是实现高质量语音通信和

智能语音交互的基石。一般来讲，拾音系

统由传感和声信号处理两部分组成，前者

利用麦克风（也称传声器）对声波进行感

知，后者对感知到的信号进行适当的滤波、

变换和处理，以提取期望信号或信号参数。

拾音系统可分为单通道和多通道系统。相

比而言，多通道系统中各麦克风观测信号

携带互补与冗余信息，这些信息不仅可用

来提升声信号处理算法的性能，而且可用

来实现一些单通道系统无法完成的任务，

如声源定位。经典的多通道系统设计方法

是将多个麦克风传感器按特定拓扑结构组

成一个阵列，进而将拓扑信息作为先验知

识对多通道信号进行建模，在此基础上形

成不同的处理算法，实现高保真拾音。

高保真拾音麦克风阵列设计与波束形成技术
Microphone Array Design and Beamforming for High-fidelity Sound Acquisition

图  传统方法波束示意

图  感知 4 阶微分声场

的波束

在麦克风阵列设计与处理中，一个关

键难题是如何在音频信号的频率范围内 

（20 Hz～ 20 kHz）获得一致的空间响应（波

束图）。传统波束形成方法由于设计原理

上的缺陷，其空间响应通常随频率变化而

变化，导致从同一方向入射的信号，在不

同频率上幅度衰减程度不同，从而造成信

号畸变，破坏保真度。

为了解决这一难题，在国家自然科学

基金的资助下，西北工业大学陈景东教授

团队展开了多年攻关，从声压场和微分声

场的感知机理入手，阐明了利用麦克风阵

列感知 N 阶微分声场的充分必要条件，揭

示了微分声场感知与频不变波束形成之间

的关联关系，提出了能够同时感知声压场

和微分声场的阵列设计与宽带频不变波束

形成方法，为解决高保真拾音难题奠定了

一定的理论与方法基础。

在项目攻关过程中培养了博士后、博

士和硕士研究生 20 余名，2 篇博士学位论

文分别荣获了 2019 和 2020 年中国电子学

会优秀博士论文奖，1 篇博士学位论文荣

获了 2020 年陕西省优秀博士学位论文奖。

项目成果形成专著 3 部，发表领域顶级期

刊和会议论文多篇，申请发明专利 10 余

项，所研发的技术已成功应用于智能教育

大屏、智能会议大屏、车载语音交互、智

能电视等多种产品，近三年协助企业实现

逾 200 亿人民币的销售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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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医学、软体机器人、柔性电子、

功能材料与器件等的快速发展对软材料表

面失稳与形貌演化的研究提出了迫切需

求。软材料表面失稳力学面临的挑战性难

题在于其失稳模式、形貌演化与驱动机制

复杂多样，涉及大变形、多级次分岔、强

非线性等，而且生物软组织中力–生–化

耦合机制尚不清楚。清华大学冯西桥教授

团队在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的资助下，在软

材料与生物软组织的变形稳定性力学领域

取得了重要进展，相关成果获 2019 年度国

家自然科学奖二等奖。

人体的大部分器官由软组织（如皮肤、

心脏、脑组织）构成，其发育、生长与病

变（如肿瘤）往往伴随着形貌形成与转变，

是复杂的力学与生物学耦合的过程，呈现

强非线性、大变形、多重分岔等特征。冯

西桥教授团队建立了力学–生物学耦合的

软组织生长与变形稳定性理论，发展了表

面形貌演化的数值模拟方法，给出了食道、

肿瘤、脑组织等典型软组织出现双周期、

折痕等表面形貌的条件；发现了巴基球形

貌失稳等的新机理；揭示出力学与生物学

因素在软组织形态演化中的耦合作用机

制，预测出在不同生理、病理条件下软组

织形貌变化的若干新规律，对多种疾病的

临床诊疗具有参考价值。

很多生物材料和微纳米材料具有螺旋

手性，如丝瓜蔓、黄瓜须、纳米线等。团

队揭示了软材料与生物材料的螺旋手性形

貌的形成机制，建立了相应的多尺度力学

模型，澄清了高分子枝晶形成螺旋手性形

貌的表面效应机制，提出了纳米线等一维

材料出现双螺旋结构的自发失稳新机制，

建立了生物材料手性形貌传递的多尺度力

学模型以及含螺旋状纤维的复合材料力学

模型。

团队还发展了软材料表面失稳的力学

理论与计算方法，实现了具有大变形、本

构非线性、多重分岔等复杂特征的表面失

稳理论分析与数值模拟；发现了在平面、

曲面构型下表面失稳的多种新现象，揭示

出折痕、脊凸、钻石状等形貌的形成条件

与机理，提出了在曲面薄膜上制备微纳米

形貌的电致失稳方法。对于折痕失稳，著

名力学家 Biot 在 50 年前给出的经典解与

实验明显不符，冯西桥教授等澄清了其误

差根源，并给出了高精度解。

冯西桥教授等出版专著《软材料表面

失稳力学》，发表 SCI 论文多篇。所发

展的理论与方法被国内外学者应用于脑组

织、皮肤、水凝胶、柔性电子、仿生材料、

微纳米材料与结构的性能表征与调控等领

域的研究。

软材料与生物软组织的表面失稳力学
Surface Wrinkling Mechanics of Soft Materials and Biological Tissues

图  几种典型的表面失

稳形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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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纳米科学中心陈春英研究员团队

在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的资助下，开展了基

于同步辐射大科学装置发展纳米蛋白冠的

创新分析方法研究，建立了元素特异的单

细胞二维和三维高分辨成像，发展了模式

生物跨尺度捕捉化学形态变化的无标记、

原位表征方法，实现了纳米材料在复杂生

物体内代谢过程与生物化学转化产物的检

测，研究成果获得 2018 年度国家自然科学

奖二等奖。

纳米尺度物质一旦进入生命体系，将

面临复杂的多重生物屏障和生理结构，缺

乏跨尺度、高灵敏、原位表征的技术手段

是制约其发展的瓶颈问题。团队提出集纳

米蛋白冠的原位表征和代谢分析方法、蛋

白质组学、分子模拟计算三位一体的研究

策略，通过发展多种同步辐射分析技术（同

步辐射微束 X 射线荧光、X 射线近边吸

收结构谱学、软 X 射线透射成像 nanoCT

等），实现高灵敏、高分辨地原位解析纳

米材料在靶组织、靶细胞内的分布及其化

学形态，获得单细胞水平的纳米材料空间

定位分析，阐明体内纳米材料的生物化学

转化过程。团队以生物医学领域的明星纳

米材料之一的二硫化钼（MoS2）二维材料

作为模型体系，通过研究其与重要生物屏

障与组织（纳米 - 蛋白质、纳米 - 血液、

纳米 - 肝脏和纳米 - 脾脏）的相互作用，

首次证实了含必需微量元素的纳米材料在

体内可被生物利用的过程与机制，系统阐

明了纳米蛋白冠介导的纳米材料“体内转

运—生物转化—生物利用”这一体内命运

的全过程。

团队的研究工作为深入理解纳米 - 生

物界面如何调控纳米材料在体内复杂的化

学生物学效应和机制提供了新认识；同时

为阐明纳米材料的体内命运提供了普适性

的多学科集成方法。这些技术方法为纳米

生物效应与纳米医学研究提供了关键、前

沿的分析手段，将大力推动纳米生物医学

的发展。

以 上 一 系 列 成 果 发 表 在 Nature 

Nanotechnology，陈春英研究员多次受邀

在国内外重要学术会议上报告创新方法学

结果。该团队正在利用高亮度、高相干性

的同步辐射硬 X 射线纳米探针，研制一套

具有我国完全自主知识产权的单细胞纳米

生物效应的原位多模态分析平台，实现对

纳米生物样品多参数、多模态、多尺度、

多视场的综合表征。

基于同步辐射技术的纳米材料生物效应研究
The Application of Synchrotron Radiation Technology in Nanobiology

图  纳米蛋白冠介导的

纳米材料“体内转运—

生物转化—生物利用”

全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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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活细胞中，精密的生物分子机器执

行复杂的任务、维持必要的生理活动，并

建立由分子单元构成的巨大生命系统。这

种天然生物分子机器是自然进化产生、在

细胞内发挥重要生理功能的分子集合体。

如何设计与合成具有人工智能的分子机

器，在试管中模拟生物体内的天然分子机

器的功能是纳米科技发展的终极目标之

一。2016 年的诺贝尔化学奖授予了人工分

子机器的设计与合成。然而，这类基于有

机合成的人工分子机器很难实现分子作用

与决策过程的耦合，缺乏构筑单分子器件

或单分子机器人所需的智能型和复杂性。

在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的资助下，上海

交通大学樊春海教授团队提出“框架核酸”

概念，并构筑出具有高空间分辨和定位能

力的 DNA 纳米结构。框架核酸是一类分

子量确定、尺寸均一、形状可控的 DNA

或 RNA 自组装纳米结构，具有可编程调

控的力学性能、纳米尺度精确定位能力和

独特的生物学性质。框架核酸的设计与合

成，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 DNA 分子材料

稳定性差、力学性能不可控等问题，为研

制具有人工智能的生物分子机器铺平了

道路。

团 队 利 用 框 架 核 酸 实 现 了 生 物 分

子 的 纳 米 定 位 操 控（Nature Materials，

2019），研制成精确的纳米力学成像探

针， 实 现 了 原 子 力 显 微 镜 下 对 基 因 组

DNA 的直读检测和高分辨成像（Nature 

Communications，2017）；提出了基于框

架核酸的细胞内分子电路和活细胞计算新

思路（Nature Chemistry，2017），并利用

框架核酸构筑了精确可控和稳定的仿生纳

米孔道结构（Nature，2018）。团队与合

作者共同发现了框架核酸的肾靶向特性，

利用其在肾脏的高摄取和 DNA 分子本身

的抗氧化能力，发展了一种纳米诊疗新技

术，实现了对急性肾衰的有效保护（Nature 

Biomedical Engineering，2018）。

框架核酸概念的提出、设计与合成，

为 DNA 分子反应与智能运算的有机结合

提供了一个通用平台，拓宽了 DNA 纳米

技术在生物医学中的应用范围，并为发

展单分子智能传感和疾病诊疗提供了新

思路。

框架核酸分析与诊疗
Framework Nucleic Acids for Analysis and Theranostics

图  框架核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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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随着基因编辑、免疫治疗、

细胞治疗以及信使核糖核酸（mRNA）疫

苗等先进生物技术的发展，生物治疗已经

成为医药领域最前沿的方向。高效、安全

地将核酸、蛋白质等生物分子递送到靶细

胞内是成功实施生物治疗的关键。高分子

被广泛用作生物大分子的载体，但存在效

率不足，特别是体内递送性能差等缺点，

难以满足应用需求。针对该问题，华东师

范大学程义云教授在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的

资助下，发展了一类含氟高分子载体用于

基因、蛋白质胞内递送（高分子学报，

2017；Nature Communications , 2018）。

氟元素在元素周期表中电负性最大，性质

独特。含氟烷基链的疏水、疏油特性可以

帮助载体跨膜，减少在细胞膜上的黏附，

降低血清蛋白的干扰。含氟高分子可以高

效地将基因、蛋白质、多肽等递送到细胞

质中，展现了独特的氟原子效应，其优异

抗污性能和组织穿透能力也有利于体内大

分子递送。在此基础上，发展了用于多肽

胞内递送的氟标签技术（Science Advances, 

2020）。程义云与苏州大学合作，将含氟

高分子用于递送肿瘤抗原，制备个性化疫

苗，在多种肿瘤模型中取得了优异疗效

（Nature Nanotechnology, 2020）。目前，

氟化修饰已发展成为一种简单、高效的高

分子载体改性方法，国内外 40 多个课题

组在研究中证实了氟元素对提升高分子递

送效率的关键作用，将含氟高分子用于生

物大分子的体内外递送，发表论文多篇。

除了含氟高分子外，程义云等通过理

性设计的策略，在高分子上引入能够高效

结合蛋白质的功能模块，如苯胍、苯硼

酸、多酚、金属配基等（Science Advances, 

2019；Nano Letters , 2017；Angewandte 

Chemie International Edition, 2020），发展

了一系列高性能聚合物载体用于蛋白质胞

内递送。这些高分子载体无须对蛋白质修

饰即可实现高效胞内递送，并维持蛋白质

的生物活性，在肿瘤免疫治疗、基因编辑、

传染病疫苗等领域具有广阔的应用前景。

高性能基因、蛋白质胞内递送载体的理性设计
Rational Design of High-performance Carriers for Intracellular Gene and  

Protein Delivery

图  含氟高分子载体在

生物分子跨膜递送中具

有独特的氟原子效应

图  通过理性设计的策

略合成用于蛋白质胞内

递送的高分子载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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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气的生物安全是当今生命健康领域

的重中之重。北京大学要茂盛教授在国家

自然科学基金的资助下，在新冠病毒气溶

胶、 蛋白分子生物传感在线检测、大气颗

粒物毒性健康效应与耐药基因空气传播等

领域取得重要突破。要茂盛教授发现空气

是耐药基因传播的重要媒介，研究成果被

《环境科学与技术》选为最佳论文；揭示

了大气颗粒物的毒性在世界范围内存在显

著差别，为修正目前空气质量标准一刀切

的重大缺陷提供关键数据；应对新冠肺炎

的重大灾难，创建机器人采样器监测新冠

病毒气溶胶系统，减少采样人员感染风险，

识别空气中新冠病毒感染风险，保护医疗

环境和生命财产安全，获得气溶胶传播新

冠肺炎的直接证据；揭示了人体呼吸气溶

胶是新冠病毒排放的重要方式，为世界在

通风、戴口罩和保持社交距离等防护气溶

胶传播新冠疫情的措施提供直接科学依

据，研究成果发表在《临床传染病》，被

美国哈佛大学教授在 New England Journal 

of Medicine 上开篇引用为人体排放新冠

病毒的关键文献，被美国科学院院士在

Science 中引用作为气溶胶传播新冠疫情的

关键证据之一；联合来自世界的 39 名顶

级科学家在 Science 中发文呼吁全球做出

历史性抉择，防控室内气溶胶传播呼吸系

统感染疾病。研发的技术方法在新冠肺炎

疫情防控中发挥了突出作用，为制定科学

防控气溶胶传播新冠肺炎疫情指南提供了

关键的科学数据。要茂盛教授获评北京大

学抗击新冠肺炎疫情标兵，领衔的科研成

果入选 2020 年度中国生态环境十大科技进

展。要茂盛教授“揭榜挂帅”入选“广州

实验室”（钟南山主持）首批首席科学家。

我国在新冠病毒气溶胶采集与监测方面取得重要进展
Key Scientific Advances in SARS-CoV-2 Aerosol Sampling and Detection

图  新冠病毒气溶胶采

集与监测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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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成生物学是化学工程学科的前沿方

向，基因组合成是合成生物学的核心内容

之一。基因组设计合成对揭示生命化学本

质具有重要科学价值，也是构建高产菌株

催化剂的核心。但基因组设计合成有两个

关键环节需要突破：一是基因组缺陷序列

定位，二是缺陷序列的精准修复。

在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的资助下，天津

大学元英进教授团队选择酿酒酵母作为研

究对象，开展了基因组设计合成研究的攻

关工作。团队利用遗传学链交换原理和聚

合酶链式反应，创建了混菌标签定位新方

法，高效快速定位了序列缺陷，破解了常

规的缺陷序列定位方法周期长和成本高的

难题；运用该方法定位的序列缺陷，修正

了关于密码子简并性选择、人工标签及基

因元件插入等基因组设计原则；建立了双

标靶向修复基因组缺陷的新方法，通过含

有人工特异识别序列的营养缺陷和抗生素

抗性双筛选标记定位序列错误区域，再利

用基因编辑精准切割、替换和修复，完成

3333 碱基对缺陷序列的精准修复，实现了

整条染色体修复全覆盖，获得了合成序列

和设计序列完全相同的“完美型”染色体，

解决了合成基因组精准修复难题。上述方

法的建立，成功破解了人工基因组化学合

成中普遍存在的“缺陷导致失活”难题，

实现了从单链短核酸到长染色体精准定制

合成，化学合成了具有完整生命活性的 V

号和 X 号两条酵母长染色体。在此基础上，

团队进一步建立了人工基因组精准可控重

排新方法，实现了基因组快速定向进化，

可高效快速获得具有特定功能的稳定重排

后人工基因组，使合成的酵母基因组成为

了珍贵的特有资源。

成 果 形 成 多 篇 论 文， 其 中 包 括 2

篇 Science ，被Nature 、Science 、Nature 

Biotechnology 等进行亮点介绍，入选 2017

年度中国科学十大进展、2017 年度中国十

大科技进展新闻和 2017 年度中国高等学校

十大科技进展。

酿酒酵母长染色体的精准定制合成
Precise Synthesis of Designer Large Chromosomes of Saccharomyces Cerevisiae

图  混菌 PCR 标签定位

推动长染色体合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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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疗仍是临床上治疗恶性肿瘤的一个

主要手段，但获得性耐药易导致化疗疗效

下降，甚至无效。针对这一难题，中国科

学院上海药物研究所李亚平研究员团队在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的资助下，以克服肿瘤

化疗耐药为目标，在设计、构建新型纳米

载药系统，揭示其克服肿瘤化疗耐药机理

方面开展了系统研究，取得了如下原创性

成果。

1. 率先阐明了纳米载药系统的物理药

学因素影响化疗药物在耐药肿瘤的转运规

律。发现与圆盘状、蠕虫状和棒状纳米粒

比较，球状纳米颗粒更易被耐药细胞摄取，

且粒径越小，摄取越多；发现进一步用细

胞膜修饰纳米粒或与光热疗法相结合，可

大幅度增加化疗药物在耐药肿瘤组织的靶

向蓄积和深部渗透，且粒径越小，肿瘤组

织渗透越强。

2. 系统揭示了纳米载药系统克服肿瘤

化疗耐药的作用机理。发现改变耐药细胞

的药物转运机制（增加药物摄取，减少外

排）以及调控非转运机制（恢复凋亡信号

通路，抑制肿瘤干细胞活性等）是纳米载

药系统克服肿瘤化疗耐药的主要机制；提

出并证实胞内“快速释药”提高药物浓度

是杀死耐药肿瘤细胞的关键；发现纳米载

体共输送干扰 Survivin 和 P-gp 的 RNA，

抑制药物外排同时恢复细胞凋亡信号通

路，两者具有协同作用。

3. 提出了精准递送与智能释药一体化

克服肿瘤化疗耐药新策略，实现了协同克

服肿瘤化疗耐药的创新突破。首次构建了

时序释药纳米胶束，通过先抑制 P-gp 外

排作用，随后突破细胞凋亡浓度阈值，协

同增效，克服了乳腺癌等肿瘤化疗的耐药。

    上述创新成果发表在 Advanced Materials

等期刊，为利用纳米载药系统克服肿瘤化

疗耐药提供了有力的实验证据。这些重

要发现大多为国内外率先报道，获美国工

程院和医学院两院院士 Leong 教授等国际

权 威 科 学 家 在 National Science Review、

Nature Reviews Cancer、Nature Reviews 

Drug Discovery 等期刊或专题综述上重点

介绍和亮点评述，并获得国家自然科学奖

二等奖和中国药学会科学技术奖一等奖等

奖励。

新型纳米载药系统克服肿瘤化疗耐药的应用基础研究
The Applied Basic Study on New Nano Drug Delivery Systems for Overcoming 

Chemotherapy Resistance of Tumor

图  纳米载药系统克服

肿瘤化疗耐药的设计原

理与机制。通过优化纳

米载体的形貌、粒径、

表面修饰与微环境响应

性等，提高化疗药物在

耐药肿瘤部位的蓄积和

渗透

（1）精准递送，调控转

运机制增加耐药肿瘤细

胞内药物蓄积；（2）精

准释药，控制药物胞内多

级释放；（3）干预非转

运机制恢复细胞凋亡通

路；（4）协同克服肿瘤

化疗耐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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钙离子是最古老、作用最广泛的细胞

信使，调节着从基因表达到蛋白活性、从

心脏搏动到学习记忆、从细胞增殖到衰老

凋亡等各种生命过程。1993 年，“钙火花”

（calcium spark）的发现揭示了钙信号转导

的一个重要的生理原理，即由“全或无”

的基本单位在时空的组合来编码、解码细

胞信号。

许多重大疾病过程，如动脉粥样硬化、

肿瘤细胞扩散等与细胞迁移运动的异常密

切相关。在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的资助下，

北京大学程和平教授团队运用共聚焦显微

成像技术，发现人胚肺成纤维细胞迁移头

部存在大量微小而短暂的钙信号事件，即

“钙闪烁”现象，并证明“钙闪烁”起着

掌控细胞运动的“方向舵”作用。团队解

决了困扰细胞迁移研究领域十多年的一个

悖论：迁移细胞内钙信号呈“头部低、尾

部高”的梯度，尾部高钙信号与尾部的回

缩直接相关，而头部低钙信号如何调节更

为复杂的细胞定向及转弯活动，却一直没

有合理的解释。最新发现的集中于头部的

“钙闪烁”事件为激活细胞定向运动的信

号分子提供了动态的局部高钙信号。进一

步的研究确定了“钙闪烁”由感受细胞膜

张力的 TRPM7 通道激活，并受趋化信号

诱导的钙释放通道 IP3R2 双重调节。以基

因干扰技术沉默 TRPM7，完全抑制“钙

闪烁”活动后，细胞可维持直线运动，但

丧失了受外界趋化因子诱导转弯和定向的

能力。

该项研究提出了“钙闪烁引导细胞定

向迁移”的新观点：在外界趋化因子梯度

诱导下，“钙闪烁”发放呈现不对称特性，

即趋化因子浓度高的一侧，“钙闪烁”更

为活跃，驱动细胞转向此侧，从而精细地

调控定向迁移。这不仅生动地诠释了钙信

号简单性与复杂性的完美统一，同时为发

现和寻找干预细胞迁移的药理学和生物医

学工程学手段提供了新的靶点和思路。此

外，“钙闪烁”的发现也为“钙火花”家

族增添了一名新成员。“钙火花”代表细

胞内最小钙信号单位，由程和平等于 1993

年在心脏肌肉细胞中发现并命名。“钙闪

烁”与“钙火花”的最大不同之处在于两

者分别由不同的通道分子产生。

钙闪烁引导细胞定向迁移
Calcium Flickers Steer Cell Migration

图  “钙闪烁”控制迁

移细胞转向运动



NSFC
交 叉 融 合

 137 

光学显微成像技术已成为生命科学研

究中必不可少的共性关键技术，其革新一

直是生物医学领域发展的重要驱动力。近

些年发展的超分辨荧光显微镜技术突破了

衍射极限分辨率，为生命科学发展带来了

新的契机。但是，原有超分辨成像技术为

提高分辨率需要很高的激发光功率，较长

的采集时间导致活体样品漂白、损伤，且

超分辨图像往往带有伪信息。

为实现高速、多色、长时程超分辨活

细胞成像，中国科学院生物物理研究所李

栋研究员团队研制了掠入射结构光超分辨

显微镜（GI-SIM）。GI-SIM 通过精确调

节激发光的入射角至略低于全反射临界角

的掠入射状态，使照明深度与物镜的景深

范围相匹配，这样既可获得二维成像最大

的观察深度，又不引入背景噪声。GI-SIM

的技术优势在于成像深度和图像信噪比都

比传统全反射显微镜（TIRF）提高了 10 倍；

与共聚焦或转盘共聚焦显微镜相比，GI-

SIM 可提供 2 倍甚至更高的空间分辨率以

及 10 倍的更快成像速度；与其他超分辨

成像技术相比，GI-SIM 可在全细胞视场

下提供约 10 倍的更快成像速度，10 ～ 100

倍的更长成像时程。结合高精度控制软

件、自主设计的偏振旋转半玻片和插值

重建算法等工程细节优化，GI-SIM 实现

了 在 97 nm 分 辨 率 下 以 最 快 266 幅 / 秒 

成像速度连续成像几千幅的成像性能。团

队利用 GI-SIM 进一步发现了多种细胞器

动态互作的新行为。线粒体与内质网的互

作对线粒体的分裂与融合事件的高效进行

起重要作用；多色 GI-SIM 成像发现溶酶

体与内质网互作对调控溶酶体在细胞内的

动态运输和分布起关键作用；首次在哺乳

动物细胞中证实不同种细胞器间存在广泛

的“搭便车”（hitchhiking）互作现象，

为理解细胞如何实现高效物质运输提供了

新的视角。

这一工作得到了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的

资助，成果于 2018 年发表在 Cell，并入选

2018 年度中国科学十大进展，Nature 对

GI-SIM 进行了亮点报道，将 GI-SIM 的

成像结果誉为“水晶般清晰的荧光图像”。

这一新技术方法为理解细胞中的生命过程

提供了新的观测工具，并受到了国内外生

物学家的欢迎，相关合作研究在超高时空

精度下解析了细胞器的新结构，揭示了细

胞器间相互作用的新行为等。该技术提供

了洞察细胞内关键生物过程的窗口，有助

于更好地理解活细胞条件下的分子事件，

将对生命科学研究产生广泛影响。

掠入射结构光超分辨成像技术的发展与应用
Grazing Incidence Structured Illumination Microscopy (GI-SIM) Development 

and Applications

图  掠入射结构光超分

辨活细胞成像典型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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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冠肺炎作为近百年来全球最严重的

公共卫生危机以及防控难度最大的突发公

共卫生事件，对现有公共卫生疫情防控的

相关研究和实践提出了严峻挑战。中国科

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裴韬研究员团

队在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的资助下，将多源

大数据及其分析技术应用于流行病学分析

与预测的多学科交叉研究，在新冠肺炎疫

情防控中取得了如下成果。

1. 针对传统流行病学调查方法存在主

观性偏差、效率低、成本高等问题，研发

了呼吸道传染病传染关系重构和空间溯源

的关键技术。该技术与传统的流调方法相

结合，一方面可提高密切接触人员的识别

效率；另一方面可用于恢复、重建感染者

之间的传播链，为疫情空间溯源提供了辅

助判别手段。

2. 针对疫情时空传播趋势及风险预测

问题，团队融合百度迁徙、腾讯位置请求

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大数据方法与技术研究与应用
Big Data Method and Technique for COVID-19 Epidemic Prevention and Control

（a）时空共现关系分析 （b）传染关系判断模型

图  基于个体移动轨迹

的传染关系判断及密切

接触者识别

等人群流动大数据，建立了多尺度时空耦

合传播动力学模型，准确预测了全国各地

的差异化疫情发展趋势，并在早期预测出

北京市新发地聚集性疫情的暴发规模、疫

情拐点及归零时间；结合环境、气候、交通、

经济等数据，实现了疫情空间风险的分级

量化与预警，为我国差异化的分级分层疫

情精准防控提供了有力支撑。

3. 优化配置医疗资源（包括医护人员、

医护用品、医疗器械、病床数等）是遏制

疫情的关键。团队针对疫区及部分地区医

疗资源不足以及空间错配等问题，通过融

合多源时空大数据、公开的医疗资源和实

时疫情数据等，精细化分析了不同区域疫

情现状与所对应医疗资源的匹配情况，为

全国范围内优化调配医务人员与医疗资源

以高效阻击疫情提供了科学支撑。

4. 针对疫情防控后期的大规模人流返

程及复工复产后潜在的疫情暴发风险，团

队开展了全国重点区域、重点线路风险分

析，识别出 5 大返程热点区域及其热点线

路，并针对北京市的潜在输入病例人数进

行了预测，为全国复工复产的有序推进提

供了依据。

团 队 提 交 了 10 份 咨 询 建 议 报 告，

获 得 2 项 专 利 授 权， 在 Geography and 

Sustainability 等期刊发表多篇学术论文，为

保障国家的疫情应急决策与科学防控做出

了重要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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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海大洋不同尺度运动过程间的能量

传递不仅为海洋热量输送提供重要通道，

也对地球系统中的生物地球化学循环和水

循环有重要调控作用。已有研究虽然在海

洋能量传递的某些具体过程方面取得了一

些进展，但是缺乏对输运机制的系统研究，

制约着对海洋温度和热含量变异及其气候

效应的认识。

中国海洋大学吴立新教授团队在国家

自然科学基金等资助下，系统研究了能量

进入上层海洋—下传深层海洋—驱动环流

热输送变异—反馈气候系统的物理过程；

定量揭示了风通过表面波输入到海洋中的

能量值，指出了海洋 Rossby 波对风场强迫

的响应选择性，表明风能除了直接驱动大

尺度环流外，还可以通过中小尺度过程进

入上层海洋，为认识海洋能量多尺度串级

过程及机理提供了新思路；发现了风输入

的能量可以激发深海混合并引起深海混合

低频变异，解决了上层海洋能量如何传递

到深海这一重要科学问题；发现了近百年

来风场变异导致全球副热带西边界流加强

并引起“热斑”效应，揭示了近十几年来

北大西洋翻转流向深海输入更多热量促进

全球“变暖停滞”，从环流热量输运角度

将海洋温度及热含量变化与气候变化联系

起来；揭示了全球气候变化下北太平洋西

边界流和北大西洋翻转流区海温异常对气

候变化的反馈作用及机理，为揭示海洋环

流变异对气候系统影响提供了重要基础。

上述成果系统阐述了海洋能量传递过

程、机制及其气候效应，为正确预测未

来海洋环流与气候变化提供了重要理论

基础。该成果多篇主要论著被 Science、

Nature 等 SCI 期刊他引 488 次，他引总次

数达 762 次。部分成果为我国物理海洋学

家首次在 Nature 系列期刊发表，得到国内

外同行高度评价。成果获 2018 年度国家自

然科学奖二等奖。

大洋能量传递过程、机制及其气候效应
Processes and Mechanisms of Energy Transport in the Ocean and  

Their Roles in Climate

图  （a）南大洋地形粗糙度及 Argo  Iridium 浮

标剖面分布；（b）基于Argo  Iridium 浮标数据估

算的湍流跨等密度面扩散系数

图  海表面温度变化趋势分布特征（去除全球平

均值），20 世纪沿着全球大洋副热带西边界流

路径，海洋增暖的速率比全球平均要快 2～ 3 倍

（a）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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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洋中营养物质的来源评估通常只考

虑可见的，如地表河流、大气沉降和点

源排放等，但营养物质还会通过隐蔽的

海 底 地 下 水 排 泄（submarine groundwater 

discharge，SGD）进入海洋。SGD 是指通

过陆架边缘所有由海底进入海水中的地下

水，它包括两个分量：一是陆源淡水排泄

量；二是海水循环量，即海水在海潮、波浪、

咸淡水密度差等因素作用下渗入陆地后又

流回到海洋的水。SGD 由于其隐蔽性，监

测量化非常困难，在海洋水质管理中常被

无奈忽略。量化 SGD 及其所携带的营养

物质入海通量既重要，又富有挑战性。目

前评估 SGD 最有效的方法是将镭氡等环

境同位素作为地下水的示踪剂。

南方科技大学李海龙教授团队在国家

自然科学基金的资助下，对我国海岸带

SGD 及其生态环境效应开展了长期研究。

在理论上改进了传统的镭氡同位素质量平

衡模型，提高了 SGD 评估精度。发现传

海底地下水排泄对近岸海域生态环境具有和河流 
同等重要的影响

Submarine Groundwater Gischarge Affects Ecological Environments of Coastal 
Waters as Importantly as Rivers

图  河流和 SGD 向海输

入的营养物质示意及全

球尺度评估结果

图  全球 200 多个研究

案例中 SGD 与河流营养

物质通量比值

统模型由于忽略海水循环对同位素示踪剂

的影响，低估了 SGD 通量，对前人 26 个

典型研究案例的分析表明，SGD 被低估的

百分比为 1.9% ～ 93%，平均达 32.2%。在

应用上，评估了渤海湾、莱州湾、胶州湾、

大亚湾及整个中国大陆海岸带尺度的 SGD

通量及其所携带的营养盐对近岸海域营养

盐结构、初级生产力等生态环境方面的影

响。团队最近与 13 家水资源与环境领域国

际顶尖团队合作，通过总结全球 200 多个

研究地点的 SGD 营养物质排放情况，在全

球尺度上，阐述了 SGD 所携带入海的营养

盐的生态环境效应。研究结果表明，SGD

向海洋排放的氮、磷和硅均不比河流少；

在 60% 以上的研究地点，SGD 携带的营养

盐入海通量超过河流输入。SGD 会加剧沿

海水域富营养化、酸化、导致藻华或缺氧

等，为此，美国最高法院最近裁定执行《清

洁水法》（The Clean Water Act），以期

通过严格保护沿岸地下水来保护沿海海洋

环境。

相 关 成 果 发 表 在 Nature Reviews 

Earth & Environment 、Geochimica et 

Cosmochimica Acta、Journal of Geophysical 

Research: Ocean 等 期 刊， 为 政 府 和 管 理

部门在海洋环境及水资源管理中尽快考虑

SGD 的影响提供了新的科学证据。李海龙

教授入选爱思唯尔（Elsevier）2020“中国

高被引学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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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华大学李路明教授团队在国家自然

科学基金的资助下，在脑起搏器、脑调

控机制研究和临床应用方面取得了重要

成果。

帕金森病等神经系统疾病严重危害患

者健康，脑起搏器通过直接刺激大脑核团，

显著改善患者生活质量。团队通过医工融

合自主突破核心技术，从无到有打破国外

垄断，并通过原创的理论、方法和技术，

攻克世界临床难题，实现全球引领。

团队发明了变频刺激疗法和变频脑起

搏器，首次实现了步态障碍和运动障碍的

同步治疗；发明了安全、高效的体外无线

充电方法和技术，首次实现了脑起搏器超

过 10 年的质保寿命；发现了头颈抻拉导

致电极导线断裂的机制，通过创新的电极

设计和固定手术方法，实现了植入电极“零

断裂”；发明了软硬件结合的安全可靠的

远程程控技术，使异地患者术后无须返回

手术医院即可获得远程程控治疗；发明了

脑核团刺激同步记录、3T 磁共振兼容的

新型脑起搏器，临床研究首次发现了响应

丘脑底核电刺激的两条包含小脑的神经通

路，实现了基于睡眠检测的闭环刺激。

该脑起搏器已推广到全国及 4 个海

外国家约 300 家医院，完成了约 1.3 万例

患者植入手术，当前国内市场占有率约

65%，成为我国近 20 年来高端医疗器械领

域从跟跑、并跑到领跑的成功范例。成果

获 2018 年度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一等奖。

脑起搏器关键技术、系统与脑调控机制研究
Key Technologies System and Neuromodulation Mechanism of  

Deep Brain Stimulator

图  脑起搏器工作原理

及产品

图  两 条 神 经 通 路 

（a）表明苍白球通路

对刺激频率有高度的选

择性；（b）表明 M1 通

路在术后 12 月才会有

明显的响应

（a）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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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文力教授牵头的

国 际 合 作 团 队 在 国 家 自 然 科 学 基 金 的

资 助 下， 通 过 环 境 扫 描 电 镜、microCT

（micro-computed tomography）、高速相

机同步运动追踪等生物测量手段，获得䲟

鱼吸盘的宏观与微尺度结构与运动模式，

发现䲟鱼头部吸盘主要由吸盘外周的唇

圈、吸盘内部的鳍片结构和吸盘鳍片上的

锥状小刺结构三个部分组成。

团 队 进 一 步 利 用 复 合 多 材 料 3D 打

印 技 术 实 现 一 体 化 打 印 成 形， 吸 盘 样

机材料刚度跨越三个数量级（杨氏模量 

1 ～ 3000 MPa）， 并 利 用 高 精 度 激 光 加

工技术制作了碳纤维硬质小刺（底部直径 

270 μm） 嵌 入 到 复 合 材 料 的 样 机 鳍 片

中。同时，团队用轻量化、防水的软体

纤 维 增 强 的 直 线 驱 动 器 驱 动， 实 现 了

䲟鱼 吸 盘 内 部 鳍 片 的 微 动（ 幅 度 范 围 

20 ～ 200 μm）。仿生样机在光滑表面能

够产生 340 倍、在粗糙表面上产生约 100

倍自重的吸附力。团队首次揭示，吸盘内

部鳍片的主动抬起、鳍片上硬质小刺以及

软组织的协同作用使䲟鱼能够吸附在多尺

度的粗糙表面。这项工作不但从生物力学

角度揭示䲟鱼的吸附机制，而且为未来的

低功耗水下仿生软体机器人、水下吸附装

置提供了新的思路。

该 项 研 究 成 果 以 长 文 形 式 发 表 在

Science Robotics， 并 被 选 为 2017 年 9 月

刊的封面论文，这也是我国学者发表在

Science Robotics 的首篇论文。

鱼仿生软体吸附机器人研究
Biorobotic Adhesive Disc Inspired by Remora Suckerfish

图  Science  Robotics

封面图片（集成䲟鱼

仿生软体吸附功能的

水下机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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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能健康是解决我国医疗资源分布不

均、医患关系紧张、居民健康管理模式僵

化等社会问题的重要发展方向，也是当前

国际前沿热点问题。

哈尔滨工业大学郭熙铜教授团队在国

家自然科学基金的资助下，立足我国国情，

融合多学科理论和方法，探索了智能健康

在居民健康管理中的理论、方法及应用，

实现了成果转化并取得阶段性落地效果。

团队通过大型随机现场实验因果证明

了移动健康服务在慢病管理上的医学价值

和经济价值，并基于医生驱动的在线医疗

社区，构建医疗产出理论模型。通过提出

移动医疗服务采纳机制的多因素模型、医

患交互的双回旋模型，揭示了智能健康服

务采纳、服务过程管理、参与方及平台价

值创造机理。

基于上述理论研究，团队构建了“智

能健康 + 团体干预”健康管理模式，并设

计开发移动医疗应用平台，实现了线下公

共卫生服务与基层团体组织、线上健康决

策支持和处方迭代相结合的特色健康管理

模式，在降低医生工作负担基础上，保证

了居民健康管理的持续开展。团队基于该

健康管理模式，利用医疗大数据进一步设

计个性化健康管理系统，可实现为居民提

供饮食推荐、专病筛查和上门护理等服务。

目前，该健康管理模式已在湖北省 33 家

基层卫生机构试点实施，并惠及 3300 名慢

病患者，实现高血压控制率≥ 45%、糖尿

病控制率≥ 40%。

研 究 成 果 发 表 在 Information 

Systems Research、Journal of Management 

Information Systems 等期刊，得到国内外同

行大量引用。研究成果为普及移动健康服

务，推动“互联网 +”医疗发展，改善居

民健康模式，提高慢病管理效率提供了理

论和方法支持。

基于智能健康的居民健康管理理论、方法及应用
Theories, Methods and Applications of Residents’  

Intelligence-Based Health Management

图  基于智能健康的居

民健康管理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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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大基础设施工程（重大工程）建设

已成为各国发展重要标志，目前我国的重

大工程建设规模与能力在全世界首屈一

指，实践成就世界领先。然而，重大工程

在管理上面临决策失误、延期、超支、风

险等严峻挑战。

南京大学盛昭瀚教授与哈尔滨工业大

学、同济大学、华中科技大学和上海交通

大学组成的研究团队在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的资助下，在我国重大工程管理的理论研

究与重要实践应用方面取得了重要成果。

团队从三十余年关于复杂系统的研究积累

出发，在我国三峡工程、南水北调、港珠

澳大桥等重大工程实践基础上，突破了传

统项目管理工程思维与知识体系，构建了

复杂系统与管理科学融合的、具有中国特

色和一般普适性的重大工程管理基础理论

体系。团队构建了包含全景式质性分析、

情景鲁棒性度量及情景耕耘等关键技术重

大工程情景鲁棒性决策理论，形成了重大

工程组织模式解析和组织行为演化的符号

系统和计算模拟方法，探索了互联网 + 工

程建造模式下的现场协调与控制方法，构

建了重大工程“全生命期—利益相关者—

社会责任”的社会责任多维动态模型及

评价方法。盛昭瀚教授出版了《重大工

程管理基础理论——源于中国实践的理

论 思 考 》（Fundamental Theories of Mega 

Infrastructure Construction Management：

Theoretical Considerations from Chinese 

Practices）学术专著。

研究成果为国家、行业制定相关标准、

规范和指南提供支撑，并广泛应用于解决

重大工程的实践问题，包括港珠澳大桥“一

国两制三法”的决策治理体系、广乐高速

公路的适应性组织系统、深圳前海以及上

海西岸传媒港大型复杂地下空间的系统管

理的项目群集成管理、上海城建集团 / 隧

道股份在南昌朝阳大桥工程项目面向全生

命期的社会责任管理等。研究成果获得了

2018 年教育部科学技术进步奖一等奖和广

东省科学技术进步奖特等奖。

新时代我国重大工程管理理论与实践水平的新提升
New Improvement of the Theory and Practice Level of China’s Mega Infrastructure 

Construction Management in the New Era

图  专著封面

图  研究成果为国家、

行业制定相关标准、规

范和指南提供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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团队合作已经成为当今科学研究中的

一个典型特征。随着各学科的深入发展和

学科交叉的普及，文章的作者团队规模一

直呈现增长态势。不同规模的团队在开展

创新性研究的欲望和能力上表现出显著差

异。虽然人们对于科研团队规模的演化和

影响有了较为深入的认识，但是对于科研

团队的内在组成结构及其对科学研究的影

响还鲜有讨论。科研团队的组成是多样化

的，可以是从来没有合作过的学者一起，

也可以是互相熟悉的科学家再次合作。这

些不同情况带来了复杂的团队内在结构，

而厘清这些结构如何影响团队的创新能

力，是理解团队合作如何促进科学发展的

核心问题之一。

在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的资助下，北京

师范大学曾安副教授团队分析了过去百余

年发表的数十万篇物理学论文，并在化学、

计算机和综合期刊论文数据上做交叉验

证。团队通过考察每篇文章的作者团队中

成员以前的合作记录，建立指标，刻画了

团队的“新鲜度”。研究发现，科学研究

中全新的团队相对较为少见，但是新团队

的研究工作具有更大的独创性，并且新团

队论文的多学科影响力也比旧团队的论文

要大得多。而且，这种效应在大规模团队

中更加明显。最后，他们揭示了团队成员

所处科研生涯阶段的新鲜度也对应着团队

在原创性和多学科影响力的优势。

这一研究在理论上首次揭示了团队新

旧作为团队创造力的重要关联指标，对加

速知识创造和科研创新有重要的价值。在

实践上，该研究对科学家建立高效的合作

关系具有指导意义，也将为科技政策的制

定提供重要的依据。

该研究成果以“新团队对应着原创

性 以 及 多 学 科 性 的 研 究” 为 题 发 表 在

Nature-Human Behaviour，被Nature 以“想

要创新成果？对数千篇论文的分析结果建

议尝试纳入新团队成员”为题作为研究亮

点报道。此外，文章后续被多个学术媒体

报道。

新团队在推动创新和多学科研究中的关键作用
The Critical Role of Fresh Teams in Creating Original and  

Multidisciplinary Research

图  （a）、（b）新旧

团队的定量化计算方

法；（c）论文原创性

和多学科影响力的量化

方法展示

（a） （b）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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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子模型是实证金融研究和宏观经济

预测中广泛使用的一类模型。在资产定价

的实证研究文献里，因子模型是最重要的

研究工具。芝加哥大学的尤金 • 法马教授

提出的著名三因子模型影响深远，并于

2013 年被授予诺贝尔经济学奖。近二十年

来，因子模型与大数据方法相结合，为高

维金融数据的分析和宏观经济的实时预测

提供了简洁而实用的理论基础，成为很多

国家中央银行监控金融市场风险和宏观经

济运行状况的重要工具。

在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的资助下，北京

大学陈亮教授与西班牙卡洛斯三世大学合

作，对高维度分位数因子模型及其在经

济金融实证研究中的运用开展原创性的

基础研究。研究成果以“分位数因子模

型”（Quantile Factor Models）为题，发表 

在 Econometrica。

研究提出了一套分位数因子模型的全

新估计方法，并对该估计方法的统计性质

进行了深入细致的分析。研究发现，分位

数因子模型可以更加全面地刻画共同因子

对可观测变量整体分布的影响。同时，相

比现有文献中基于主成分分析的估计方

法，新提出的估计方法不仅可以提取出更

多的潜在因子，而且对极端值和厚尾分布

具有一定的稳健性，因此更适合于具有此

类特征的金融数据。另外，还将新的模型

和估计方法运用到宏观经济的预测中。结

果发现，新方法可以从大量的宏观数据中

提取出更多的共同因子，而且这些因子可

以用来显著地提高短期及中期内宏观预测

的精确度。

分位数因子模型及其在经济金融研究中的应用
Quantile Factor Models and Their Applications in Economics and Finance

图  基于分位数因子模

型的 GDP 增速和通货膨

胀水平预测结果

虚线为基于自回归模型

的预测精准度；实线为

基于分位数因子模型的

预测精准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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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氧化碳捕集利用和封存（CCUS）

是实现 21 世纪末将全球温升控制在不超过

工业化前 2℃（以下简称 2℃温控目标）必

不可少的气候工程，也是世界各国实现碳

中和目标的重要技术。然而，当前 CCUS

技术还处于零散示范阶段，缺乏实现温控

目标的全球 CCUS 部署方案。

北京理工大学魏一鸣教授团队在国家

自然科学基金的资助下，在碳捕集与封存

及利用工程布局方面取得重要进展。在

国际上首次提出实现 2℃温控目标的全球

CCUS 布局，突破了已有研究点对点的源

汇匹配模式，提出了基于碳簇的全球源汇

优化匹配方案，对于全球深度协同减排以

及我国 2060 年实现碳中和目标具有重要

意义。

该项工作围绕全球范围内满足 CCUS

实施要求的碳源识别，一致可比的封存潜

力评估，大规模 CCUS 实施的总体优化和

规划等难题，综合集成空间、行业、土地

利用等信息构建了全球 1 km×1 km 尺度

的碳排放网格数据库，界定并识别了 4220

个 CCUS 碳簇，设计统一框架核算了全球

794 个主要陆上盆地的 CO2 封存潜力，建

立了基于碳簇的全球 CCUS 源汇匹配优化

模型（C3IAM/GCOP），提出了 CCUS 全

球首个经济最优布局方案。

研究发现全球 CCUS 低成本部署需要

85 个国家或地区参与，主要分布在中国、

美国、欧盟、俄罗斯、印度等国家和地区。

80% 的源汇匹配分布在 300 公里的经济合

理运输距离内，但实现 CCUS 技术减排的

成本较高。未来，全球 CCUS 低成本部署

仍需世界各国在资金支持和技术转让方面

深入合作，加快建立全球碳市场，以快速

推动 CCUS 技术规模化发展。相关研究成

果发表在 Nature Climate Change。

2℃温控目标下碳捕集封存与利用技术的全球布局
A Proposed Global Layout of Carbon Capture and Storage in Line with a 2℃ 

Climate Target

图  2℃温控目标下全

球低成本 CCUS 部署方

案的经济性评估

（a）各国实施CCUS的成本与收益

（b）国家总成本 / 累计GDP（%） （c）单位 co2 减排成本（美元 / 吨） （d）临界油价（美元 / 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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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黎协定》提出将全球温升控制在

2℃之内，并为控制在 1.5℃之内而努力。

作为全球最大的温室气体排放国家，这一

目标将对中国带来巨大的挑战和机遇。随

着国家“碳达峰”和“碳中和”目标的提出，

全球视角下对长期气候政策的评估和低碳

转型路径的探讨就显得尤为迫切和重要。

中国科学院大学段宏波副教授团队在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的资助下，联合国内外

多个知名模型团队，开展了气候目标综合

评估跨模型研究。通过建立起多模型比较

框架，系统地研究了《巴黎协定》温控目

标下中国的长期低碳转型路径问题及其对

中国的影响。在国家总体和关键部门两个

尺度上，研究给出了未来碳和非碳可能的

近零排放路径，分析了不同排放因素的潜

在减排贡献，描绘了零碳或低碳情境下中

国能源系统的结构演化，进行了经济完全

脱碳的成本预估，并讨论了 1.5℃温控目

标与碳中和目标的潜在一致性。同时，也

研究识别出了产生结果不确定性的主要来

源。这对进一步理解模型结果的稳定性和

差异性，提高中国长期减排战略，碳中和

目标实现及政策制定的可靠性，评估中国

减排对全球减排贡献，同时推动综合评估

建模理论的发展都有着很重要的意义。相

关研究成果发表在 Science。

评估 1.5℃温控目标给中国带来的挑战
Assessing China's Efforts to Pursue the 1.5℃ Warming Limit

图  1.5℃温控目标下中国的减排挑战 图  1.5℃温控情景下中国碳强度的跨模型

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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肺部疾病严重威胁我国人民的生命健

康。针对临床常规影像设备（如 CT、胸透、

PET）存在电离辐射。且无法定量检测肺

功能的不足，中国科学院精密测量科学与

技术创新研究院周欣研究员团队在国家自

然科学基金的资助下，成功研制出世界最

高增强倍数的人体肺部气体磁共振成像装

备（简称气体 MRI 装备）。气体 MRI 装

备突破超极化气体制备、临床多核模块构

建和兼容等关键技术，有效解决肺部结构

和气血交换功能无创、定量、可视化检测

的科学难题，核心装置获批全球首个医疗

器械注册证，领跑国际同行率先进入临床

应用。

新冠肺炎疫情期间，气体 MRI 装备应

用至武汉金银潭医院等抗疫一线，在国际

上首次实现了出院患者肺功能损伤无创评

估，为出院患者的临床康复治疗提供全新

的科技支撑，也是现有临床影像技术的重

要补充。研究发现，虽然普通症出院患者

的肺部 CT 影像和吹气肺功能参数无异常，

但其气体 MRI 影像显示通气功能有轻微损

伤，气血交换功能明显受损；大部分普通

症出院患者的通气和气血交换功能在第 6

个月的随访时有进程性改善。成果于 2020

年 10 月在Science Advances 发表，受到国际

同行的高度关注。周欣研究员受约翰斯·霍

普金斯大学医学院邀请，在线上做关于新

冠肺炎患者肺功能无损评估的学术报告。

牛津大学等机构跟进并开展相关研究，并

在 Radiology 发表的研究成果引用了周欣团

队临床结论并表示，气体 MRI 技术能够精

确定位肺部生理受损部位。

目前，团队正与武汉金银潭医院等多

家知名三甲医院合作，不断拓展仪器的自

主创新、前沿研究和临床应用。

我国自主研发的肺部气体MRI 装备实现新冠患者的
肺功能无创、定量、可视化评估

Self-developed Lung Gas MRI Enables Non-Invasive, Quantitative and Visual 
Evaluation for COVID-19 Patients

图  气体 MRI 装备实现

新冠患者肺功能的无

损、定量、可视化检测

图  3 名新冠肺炎出院

患者的典型肺部影像

（a）肺炎急性期时肺部

CT图像；（b）出院后的

肺部CT图像；（c）肺部

气体 MRI；（d）通气功能

聚类（k-means map）图像；

（e）不同通气功能占比

（a）

（b）

（c）

（d）

（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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脑作为最复杂的器官，其细胞构架和

连接模式是其功能实现的物质基础。利用

光学手段获取全脑介观三维结构已取得一

定的突破。荧光标记的神经元胞体与纤维

在亮度上相差 2 ～ 3 个数量级，但空间分

布上却常交织在一起。在周边胞体干扰下

探测轴突上的微弱信号，如同在明亮的太

阳周边观察小星星，传统的光学层析方法

难以实现。

华中科技大学骆清铭教授团队在国家

自然科学基金的资助下，针对上述瓶颈问

题，提出从数据产生的源头突破，发明了

光学层析成像新原理，并迭代更新了显微

切片断层成像技术。

团队提出线照明调制（line illumination 

microscopy，LiMo）显微成像新技术，线

照明成像的自然强度调制结合并行多线探

测，仅需一步减法即可去除焦外背景，重

建清晰的光学切片图像。理论和实验均证

明，其背景抑制能力优于激光共聚焦显微

镜等传统方法。该方法实现方式简单，成

像质量极佳，解决了传统显微成像过程中

无法同时兼顾高通量、高分辨和高清晰度

的问题。

团队将LiMo与薄层组织切片相结合，

进一步开发了高清荧光显微光学切片断层

成像（HD-fMOST）技术。该技术允许在

16 位动态范围内记录神经元突起的丰富

细节，在数据采集的同时实现了 3% 无损

数据压缩以及准确率达 95% 的实时细胞计

数。此外，HD-fMOST 高信噪比和高清

晰度的原始数据无须预处理，让神经元形

态重建更简便、稳定、准确，大大提高了

分析效率。

高分辨率全脑光学显微成像技术，是

绘制具有单细胞定位精度的全脑空间多组

学介观脑图谱的关键技术手段之一。从源

头提高的成像质量使后续数据存储、传输、

分析、处理均大幅提高了效率，这将极大

加速具有精准空间定位的空间多组学脑连

接图谱绘制所需高质量海量数据的规模化

获取，为即将到来的中国脑计划提供强有

力的技术平台。

上述研究成果发表在 Nature Methods。

高清全脑光学显微成像技术
High-definition Whole-brain Optical Microscopy

图  小鼠全脑 12000 张

原始数据的最大值投影

在注射位点附近的局部

图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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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候变化背景下，病虫灾害频发，严

重威胁粮食安全，传统目测手查的测报方

法极易造成漏防成灾和防控效率低下等问

题。在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的资助下，中国

科学院空天信息创新研究院黄文江教授团

队面向全球植被病虫害监测预警的重大需

求，开展了基于高时空分辨率遥感的植被

病虫监测预警方法研究，构建了业务化运

行的植被病虫害遥感监测与预测系统，生

成了高时空分辨率植被病虫遥感监测预警

专题产品和报告，取得了系列创新成果。

团队利用遥感、气象、农学、生态、

植保等多源时空数据，综合大数据分析和

信息挖掘等技术，建立植被辐射传输模型、

生境适宜性模型与病虫害发生发展过程模

型的有效链接模式，解析多层次模型耦合

的病虫迁飞扩散流行时空序列过程预报的

生物学机理和光谱响应机制，更新全球不

同区域多机理模型耦合下的病虫发生迁飞

及扩散流行过程参数的时空联动模式，研

究多尺度植被病虫害遥感监测预警方法。

团队依托星地协同观测与卫星组网、多尺

度时空遥感数据快速处理、遥感产品生成

等关键技术，汇聚数据、模型、产品等后

构建了业务化运行的植被病虫害遥感监测

与预测系统，其可支持海量数据处理和高

并发访问，实现了模型在线计算、产品生

产、防控决策方案制定等。通过系统定期

生产和发布了覆盖全球 38 个国家的小麦、

水稻、玉米、大豆等主要作物主要病虫害

以及东亚飞蝗、草地贪夜蛾和沙漠蝗虫等

19 种病虫害的 2669 张测报专题图与 174

期中英文科学报告产品，提高了病虫测报

效率、监测预警精度、产品连续性和服务

实效性等能力。

相关成果在我国 19 个省份和亚非 7 个

国家开展病虫遥感监测和预测技术的应用

推广，支撑科学防控面积逾 5 亿亩，减少

农药施用量 20% ～ 30%，有效支撑了国家

重大决策，保障了全球粮食安全。

植被病虫害空间信息监测预警服务全球粮食安全
Remote Sensing Monitoring and Forecasting of Vegetation Pests and Diseases 

Support Global Food Security

图  植被病虫害遥感监

测与预测系统及成果推

广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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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观遗传指 DNA 序列不变情况下发

生的可遗传基因表达的改变，其机制主要

包括 DNA 甲基化、组蛋白修饰、小 RNA

调控等。转座子在基因组中是如何稳定的

以及它们的生物学意义一直是科学界的谜

团，因此，也成为 Science 提出的 125 个最

具挑战性的重要科学问题之一。中国科学

院遗传与发育生物学研究所曹晓风研究员

团队瞄准这一关键科学问题，系统鉴定了

包含首个植物 H3K27 去甲基化酶在内的多

个植物组蛋白甲基化和去甲基化酶。针对

表观遗传调控转座子活性和植物发育开展

了系统深入的研究，取得了一系列具有重

要理论意义和应用前景的原创性成果。 

1. 发现了植物组蛋白甲基化调控转座

子沉默的表观新机制。转座子异常跳跃会

引发基因组不稳定并导致其性状改变，

多种癌症的发生与转座子异常跳跃密切相

关。团队发现了植物组蛋白甲基化在调控

转座子沉默中的重要功能与机制，并提出

了“处于不同染色质微环境的转座子被不

同的表观遗传机制所调控”的模型。

2. 系统阐明了水稻小 RNA 生物合成

途径及对生长发育的调控机制，首次在基

因组水平上证实了转座子是调控元件。小

RNA 的发现揭示了困扰科学家多年的基

因沉默现象的本质。团队在国际上开辟了

水稻小 RNA 生物合成研究的新领域，阐

明了水稻 DCL（Dicer-like）家族成员催

化不同类型小 RNA 的生物合成，揭示了

小 RNA 调控水稻生长发育的作用机制。

团队还发现水稻中大量散布于基因附

近的 MITE 类转座子可产生小 RNA，并

精细调控旁侧基因的表达，从而控制重要

农艺性状，首次在基因组水平上证实了麦

克林托克的“转座子调控元件”假说，揭

示了转座子可以作为调控元件精细调控宿

主转录组。

上 述 研 究 受 到 国 家 自 然 科 学 基 金

的 资 助。 研 究 成 果 分 别 发 表 在 Nature 

Genetics 、Proceedings of the 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Plant Cell 等期刊。该团队在植

物表观遗传调控方面取得的系统性原创成

果开辟了水稻小 RNA 生物合成研究的新

领域，引领了植物表观遗传学学科的发展，

产生了重要的国际影响。

表观遗传调控植物生长发育和转座子活性的机制研究
Mechanisms of Epigenetic Regulation in Plant Development and Transposon Activity

图  不同染色质区域转

座子被不同的表观遗传

机制所调控

图  （a） 水 稻 DCL 蛋

白家族参与调控各类小

RNA 的生物合成过程和

水稻的生长发育过程；

（b）水稻 DCL3a 蛋白

可在散布于基因旁侧的

MITE 类转座子处产生

24-nt 长的小 RNA 进而

调控旁侧基因表达，影

响水稻的生长发育过程

（a）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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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种适应性演化机制和濒危原因是保

护生物学研究的核心问题。大熊猫属于食

肉目物种，却在演化过程中逐渐特化为以

食各种高纤维、低能量的竹子为生。其独

特的演化历史和生物学特性，已成为研究

适应性演化和濒危机制的理想模型。

在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的资助下，中国

科学院动物研究所魏辅文研究员团队利用

多学科交叉融合，发现大熊猫通过低水平

能量代谢以适应竹子这类低能量食物，揭

示了大熊猫维持低能量代谢的机制，成果

发表在 Science；利用宏基因组学方法阐明

大熊猫肠道微生物可帮助消耗利用部分纤

维素；基于 GPS 跟踪技术发现大熊猫通过

季节性迁徙觅食以满足对营养物质的均衡

利用。

团队利用种群基因组学揭示了大熊猫

种群演化历史，发现其种群曾经历了两次

扩张和分歧，从而形成现在的秦岭、岷山

和邛崃等三个种群，古气候变化及人类活

动是种群崩溃与濒危的主要因素，成果发

表在 Nature Genetics；通过种群遗传学分

析发现，大熊猫有较高的遗传多样性，未

走向演化尽头；创建大熊猫非损伤性遗传

分析技术体系，利用粪便 DNA 准确识别

大熊猫个体，成为大熊猫调查的重要方法，

方法也被用于金丝猴等濒危物种的科学

研究。

团队采用景观遗传学方法，发现人口

扩张是大熊猫栖息地破碎化和种群数量下

降的主要因素；栖息地破碎化严重限制大

熊猫迁移扩散与种群间的基因流，促使孤

立小种群产生遗传分化，近亲繁殖增加，

导致小种群崩溃。在该发现基础上，建议

国家实施大熊猫放归和栖息地廊道建设工

程以拯救孤立小种群，该工程被 Science

评为“大熊猫的希望”。

上述系列研究成果获 2019 年度国家自

然科学奖二等奖，推动了我国在濒危物种

演化与保护生物学领域的发展，为国家生

态文明建设做出了基础性和应用性贡献。

多学科整合研究揭示大熊猫适应性演化与濒危机制
Interdisciplinary Studies Reveal Adaptive Evolution and Endangered Mechanism in 

the Giant Panda (Ailuropoda Melanoleuca)

图  揭示大熊猫适应低

能量食物的内在机制

图  重构大熊猫从古至今的种群动态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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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植物从单细胞受精卵发育成高度复

杂的生物体是一个奇妙的过程。哺乳动物

基因组 DNA 中的 5- 甲基胞嘧啶（5mC）

作为一种稳定存在的表观遗传修饰，由

DNA 甲基转移酶（DNMTs）催化产生。

2009 年后的研究发现，TET 双加氧酶家族

蛋白（TET1/2/3）可以氧化 5mC，引发

DNA 去甲基化。虽然 DNA 甲基化在哺乳

动物基因印记和 X 染色体失活等生命活动

过程中参与基因表达的调控，但是 DNA

甲基化以及 TET 双加氧酶介导的去甲基化

在小鼠胚胎发育过程中究竟起什么作用还

不清楚。

中国科学院分子细胞科学卓越创新中

心徐国良研究员团队在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的资助下，利用生殖系特异性敲除小鼠得

到 TET 基因三敲除胚胎，通过一系列形态

发育特征的检测，结合基因功能互补分析，

解析了 TET 缺失造成胚胎死亡的机制，

发现了 TET 三个成员之间功能上相互协

作，TET 介导的 DNA 去甲基化与 DNMT

介导的 DNA 甲基化相互拮抗，通过调控

Lefty-Nodal 信号通路控制胚胎原肠运动。

该工作从长期困扰发育生物学领域的基本

重大问题出发，着眼于人类新生儿出生缺

陷的可能机理和防治，系统揭示了胚胎发

育过程中关键信号通路的表观遗传调控机

理，为发育生物学的基本原理提供了新的

认识。相关研究文章发表在 Nature，并在

Faculty Opinions 网站获得同领域专家教授

的推荐。成果入选科技部评选的 2016 年度

中国科学十大进展。

胚胎发育过程中关键信号通路的表观遗传调控机理
The Epigenetic Regulation Mechanisms of Key Signaling Pathways during Mouse 

Embryonic Development

图  TET 和 DNMT 在 胚

胎原肠运动过程中对

Lefty-Nodal 信号通路

的调控模型  

DNMT 介导的甲基化使

形态发生素基因Lefty

的表达降低，而 TET 负

责的氧化去甲基化发挥

对抗 DNMT 的作用；原

肠运动过程中这种对形

态发生素基因表达的表

观遗传调控，保证了胚

胎发育的有序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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细胞命运调控是生命科学基础问题之

一。通过体细胞重编程技术获得的诱导多

能干细胞类似于“万能”的胚胎干细胞，

其可以定向分化获得各种类型的功能性细

胞，为疾病治疗和再生医学提供了新的技

术性突破。

诱导多能干细胞的利用等将会为多种

疾病的治疗提供解决方案。体细胞被诱导

“变身”为多能干细胞的关键机制是什么？

这是科学家们一直致力于解决的关键科学

问题。中国科学院广州生物医药与健康研

究院裴端卿研究员团队在国家自然科学基

金的资助下，首次证明了间质 - 上皮细胞

转换（MET）过程起着关键作用。上皮 -

间充质转化（EMT）是指上皮细胞通过特

定程序转化为具有间质表型细胞的生物学

过程，而 MET 则是 EMT 的相反过程。

2017 年，团队在实验中发现，在重编程早

期，细胞由纤维状态突然变为紧密排列的

上皮细胞状态，该过程与 MET 十分相似。

科学家大胆推测，MET 是重编程早期的重

要事件，也是重编程过程中的重要路标。

经过多次实验和反复论证，团队得到以上

成果。

这一发现是诱导多能干细胞机理研究

的突破性里程碑，不仅揭示了体细胞“变

身”多能干细胞关键诱导机制，且为细胞

命运转变机理研究提供了一个优秀的理论

模型，后续国际上大量关于诱导多能干细

胞的研究被证实与 MET 过程直接相关，

大量的引用表明了该项目系列发现的原创

性与重要性。同时，该研究成果为我国再

生医学的发展打下了良好的理论基础。

基 于 体 细 胞 重 编 程 模 型 完 成 的

“EMT-MET 的细胞命运调控”项目揭

示了体细胞重编程过程中细胞命运转变的

“奥秘”，成果获得 2018 年度国家自然科

学奖二等奖。

EMT-MET 的细胞命运调控
Regulation of Cell Fate on EMT-MET

图  MET 过程关键调控

重编程细胞命运转化

图  细胞在间充质状

态与上皮状态之间的

转换有利于提高重编

程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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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和动物的躯体有两条主要轴线：

头—尾轴线和背—腹轴线，各种器官组织

沿其依序排列。在脊椎动物胚胎发育早期，

形成的胚胎组织者（organizer）控制了这

两条轴线而逐渐建立。早在 20 世纪 20 年

代，因为胚胎组织者发现方面的工作，汉

斯·斯佩曼获得了 1935 年诺贝尔奖。此

后，大量研究工作表明，胚胎组织者是一

个信号中心，其形成的关键是使细胞质中

的 β-catenin 蛋白进入细胞核，激活其他

基因的表达。然而，是什么母源因子引起

β-catenin 蛋白特异性进入胚胎背侧细胞

的细胞核，领域内一直没有明确答案。

在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的资助下，清华

大学孟安明教授团队发现了一种斑马鱼突

变体，雌性突变体的卵子受精后，所有的

胚胎不能形成组织者以及头部和躯干，没

有正常头尾和背腹轴线结构，24 小时的

突变体胚胎呈葫芦形或洋葱形。团队通过

细致的基因定位研究发现，突变表型出现

的原因是卵子中缺少了一个母体基因的产

物，他们将该基因定名为 Huluwa，其产

物为 Huluwa 蛋白。进一步研究结果显示，

早期胚胎中 Huluwa 蛋白定位在未来背部

区域细胞的质膜上，它招募 Axin 蛋白，

后者是与 β-catenin 结合并导致其降解的

关键蛋白。与 Huluwa 结合的 Axin 将被降

解，从而保护 β-catenin 不被降解而可以

转运到细胞核中发挥作用。过去认为，卵

子来源的 Wnt 配体和受体结合产生的信

号保护了胚胎未来背部区域的 β-catenin，

但该研究发现，Wnt 配体 / 受体在早期胚

胎中很可能不发挥这种作用，Huluwa 对

β-catenin 的保护作用不依赖于 Wnt 配体

/ 受体信号。因此，Huluwa 很可能就是发

育生物学家长久以来苦苦追寻的胚胎背部

决定因子。

研究成果解开了脊椎动物胚胎体轴形

成之谜，相关成果 2018 年发表在Science。

母源因子Huluwa 控制脊椎动物胚胎形成体轴
The Maternal Factor Huluwa Controls the Formation of the Vertebrate Body Axis

图  斑马鱼 Huluwa 基

因突变体胚胎表型和注

射外源 Huluwa mRNA 的

爪蛙胚胎

（a）上面为胚盾期胚

胎，野生型胚胎有组织

者（箭头所指）而突变

体中缺失；下面为 24

小时时的胚胎形状；

（b）给两细胞期的爪

蛙胚胎的腹侧细胞注

射体外合成的 Huluwa 

mRNA 可使该胚胎发育

出两个体轴，红色箭头

指向诱导出的一个额外

体轴（a）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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衰老是阿尔茨海默病、糖尿病、心血

管疾病和癌症等疾病最大的风险因素。我

国人口老龄化日益严重，实现老年人口在

延长寿命的过程中保持健康的状态，减少

失智或失能老人将是未来文明社会重大战

略需求。在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的资助下，

中国科学院脑科学与智能技术卓越创新中

心蔡时青研究员团队聚焦行为和认知衰老

研究，取得了系统性的发现。

团队利用秀丽隐杆线虫（简称线虫）、

小鼠模式动物和人类基因表达数据库，系

统分析了行为和认知衰老的调控机制。通

过全基因组 RNA 干扰筛选，获得了 59 个

调控老年线虫行为退化的基因，并构建了

它们之间的相互作用网络。其中，神经元

表观遗传识别分子 BAZ-2 和 H3K9 及甲

基转移酶 SET-6 位于该网络关键节点，它

们通过抑制线粒体蛋白的表达，降低线粒

抗衰老新机制和新靶标研究
Research on Novel Mechanisms and Targets for Anti-aging

图  （a）候选基因相

互作用网络；（b）大

脑衰老的表观遗传调控

图  胶质细胞 - 神经

元通路遗传变异调控衰

老速度

（a）

（b）

体功能，加速行为退化。它们的哺乳动物

同源基因 BAZ2B 和 EHMT1 具有保守的

调控线粒体功能。在人类大脑前额叶皮层

中，BAZ2B 和 EHMT1 的表达量随年龄增

长逐渐增加，且与阿尔茨海默氏症病情进

展呈正相关。敲除小鼠 BAZ2B 可以减轻

年龄依赖的体重增加，并防止老龄小鼠的

认知能力下降。该研究揭示了衰老新的基

因调控网络，阐明了大脑衰老关键表观遗

传机制，明确了 BAZ2B 为潜在的抗衰老

靶点，为延缓大脑衰老提供了新的理论依

据。该成果于 2020 年 2 月发表在 Nature。

个体之间衰老速度存在着差异，研究

这种差异的遗传基础将为抗衰老提供重要

线索，但相关研究以前未见报道。团队发现，

不同品系野生型线虫的行为退化速度存在

着显著差异，进一步研究揭示了一条新的

调控衰老的信号通路：由胶质细胞释放一

种新型神经肽 RGBA-1，作用于五羟色胺

和多巴胺神经元上 NPR-28 受体，抑制由

蛋白去乙酰化酶 SIR-2.1 介导的线粒体应

激反应，促进线虫衰老。不同品系之间存

在的遗传多态性造成该信号通路的强度不

同，最终导致衰老速度差异。研究揭示了

个体衰老速度差异的遗传基础，发现了一

条新的调控衰老速度的胶质细胞 - 神经元

信号通路，为抗衰老研究提供新的切入点。

该成果于 2017 年 11 月发表在 Na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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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种技术为粮食产量提高和品质改良

做出了巨大贡献，其创新得益于遗传学、

分子生物学和基因组学的发展。在水稻等

禾谷类作物育种中，由于产量与品质性状

形成的复杂性，其调控机理尚不清楚，通

过传统育种方法进行改良具有周期长、效

率低等问题。面对日益增长的粮食需求，

迫切需要更加高效和精准的育种技术，以

达到高产优质的目标。

面对提高水稻产量和品质的双重挑

战，在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的资助下，中国

科学院遗传与发育生物学研究所李家洋研

究员团队对水稻产量与品质等重要农艺性

状形成的分子机理及其在分子育种中的应

用进行了系统深入的研究，揭示了水稻理

想株型形成的分子基础，发现了理想株型

形成的关键基因 IPA1，其应用可使带有半

矮秆基因的现有高产品种的产量进一步提

高；阐明了稻米食用品质精细调控网络，

用于指导优质稻米品种培育；自主创建了

基因组学分析新方法，开辟了水稻复杂性

状相关基因遗传研究的新途径，揭示了水

稻起源及驯化过程；建立了高效精准的设

计育种体系，示范了以高产优质为基础的

设计育种，杂交培育了一系列高产优质新

品种，为解决水稻产量与品质互相制约的

难题提供了有效策略。

研 究 成 果 在 Nature、Nature Genetics

等期刊发表，多次入选中国科学十大进展

和中国十大科技进展新闻，具有重要的国

际影响，是绿色革命的新突破，为新绿色

革命奠定了重要的理论基础，并获 2017 年

度国家自然科学奖一等奖。

水稻高产优质性状形成的分子机理及品种设计
Molecular Mechanisms of High Yield and Quality Traits in Rice and  

Breeding by Design

图  发现水稻理想株型基因IPA1 图  建立水稻分子设计育种技术新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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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稻麦生产上，部分品种在高氮水平

下的茎与叶鞘中同化物向籽粒转运率低、

籽粒充实不良是突出问题，由此造成的产

量损失可在 20% 以上。其背后的核心科学

问题是植株衰老、光合作用与光合同化物

向籽粒转运的关系难以协调，这也是谷类

作物长期未解决的一个科学难题。破解这

一难题对探明促进稻麦等谷类作物同化物

转运和籽粒灌浆的调控途径与机制、提高

作物产量和保证我国粮食安全具有十分重

要的意义。在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等资助下，

扬州大学杨建昌教授团队与香港浸会大学

合作，系统研究了协调稻麦植株衰老与光

合作用及同化物向籽粒转运关系的途径、

激素调控作用和酶学机制，获得了如下重

要创新成果。

1. 发现植株衰老、光合作用与同化物

向籽粒转运关系的协调性受植株水分状况

促进稻麦同化物向籽粒转运和籽粒灌浆的调控途径
与生理机制

Regulation and Physiological Mechanism in Enhancing the Remobilization of 
Assimilates to the Grain and Grain-filling in Rice and Wheat

图  （a）同化物向籽

粒转运率；（b）籽粒

灌浆速率；（c）产量

的调控作用；（d）节

水效应

图  （a）、（b）水稻

和小麦花后适度干旱或

喷施脱落酸（ABA）对

籽粒 ABA 与 1- 氨基环

丙烷 -1- 羧酸（ACC）

比值及与赤霉素（GAs）

比值；（c）、（d）茎

中同化物向籽粒转运

率；（e）、（f）籽粒

灌浆速率的调节作用

（a）

（b）

（c）

（d）

（a） （b）

（c） （d）

（f）（e）

的调控，首创了协调这三者关系的适度干

旱方法。该方法不仅可以促进同化物向籽

粒转运和籽粒灌浆，而且可以节约用水、

提高产量，为解决谷类作物植株衰老与光

合作用的矛盾以及既高产又节水的难题提

供了新的栽培途径和方法。

2. 率先探明了通过适度干旱等方法适

度提高体内脱落酸（ABA）水平可以促进

同化物向籽粒转运，提高 ABA 与乙烯、

赤霉素比值可以促进籽粒灌浆，为促进谷

类作物同化物转运和籽粒灌浆的生理调控

开辟了新途径。

3. 首次明确了 ABA 通过增强茎鞘和

籽粒中糖代谢关键酶活性，促进同化物装

载与卸载及籽粒淀粉的合成。获得了 ABA

调控同化物转运和籽粒灌浆的新认识，为

栽培调控和遗传改良提供了新的生理生化

依据。

以上述科学发现为核心内容，建立了

促进同化物转运和籽粒灌浆的新理论，

包括新的调控方法、新的生理调控途径

和新的生理生化机制。该理论进行了多

年、多地的验证和示范，示范方水稻增

产 7.9% ～ 12.4%， 水 分 利 用 效 率 增 加

29.8% ～ 40.2%；小麦增产 6.4% ～ 10.3%，

水分利用效率增加 20.4% ～ 30.1%。

上述研究成果获 2017 年度国家自然科

学奖二等奖，对作物栽培学的发展具有重

要推动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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益生菌食品通过膳食补充而调节肠道

菌群，具有提升国民健康的潜能，已越来

越多地获得消费者认可。益生菌食品生产

与制造的核心是菌种，但是被国外高度垄

断，我国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国产益生菌

菌种不足 10%。

在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的资助下，江南

大学陈卫教授团队围绕优良益生菌的资源

挖掘与高效利用开展了一系列创新性的研

究工作。团队首先利用“种水平”菌相分

析技术解析了我国长寿村老人等肠道样本

以及泡菜等传统发酵食品中的益生菌结构

组成，建立了高通量筛菌策略，进而构建

了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菌种资源库；通过

对菌种生理特性和益生功能的综合解析，

将“耐胁迫特性”作为选育优良菌株的主

要着眼点，利用多组学技术锁定基因簇和

特定代谢产物等多重筛选靶标，获得对胃

酸、胆盐、重金属等具有优良耐受能力的

益生菌 30 余株；进一步系统整合功能评价

模型，选育得到具有调节肠道菌群、调节

机体免疫等功能的优良专利菌株 10 余株；

针对优良益生菌菌株的产业化应用，开发

了基于反馈抑制解除的高密度发酵技术和

成膜培养等高效制备技术，显著提升了益

生菌的培养密度和冻干存活率，创制益生

菌发酵乳、微生态制剂等新产品 10 多种。

该成果实现了对我国独特益生菌种质

资源的保护和挖掘，打破了跨国菌种公司

在我国的长期垄断，解决了优良益生菌菌

种的“卡脖子”问题，增强了我国益生菌

产业的核心竞争力。目前已在光明乳业、

均瑶健康、葵花药业、拜耳中国等大型食

品及医药企业以及微康生物、一然生物等

本土菌种公司实现产业化应用，对于促进

我国食品工业可持续发展，提高国民营养

健康水平起到推动作用，主要成果获得

2018 年度国家技术发明奖二等奖。

优良益生菌资源挖掘与高效利用
The Screening and Application of Probiotic Strains with  

Superior Physiological Properties

图  益生菌耐受环境胁

迫的代谢网络

图  益生菌吸附重金属

的内在生理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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杂交育种是研制优良鱼类的重要技

术，远缘杂交可以使不同鱼种的基因组组

合在一起，导致杂交后代的表现型和基因

型发生显著改变，是创制优质鱼类的重要

方法。长期以来，动物远缘杂交育种缺乏

理论指导和有效技术。

在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的资助下，湖南

师范大学刘少军教授团队在鱼类远缘杂交

研究方面开展了系统研究，以鲫鱼、鲤鱼、

草鱼、鲂鱼、鲌鱼、鲴鱼等一系列大宗淡

水鱼类及特色鱼类为亲本，进行了大量系

统杂交试验，攻克了鱼类远缘杂交生殖隔

离难关，探索出鱼类远缘杂交主要遗传和

繁殖规律；修正了远缘杂交难以形成可育

品系的观点；在分子水平上，首次在四倍

体鱼品系和二倍体鱼品系中发现了嵌合基

因，嵌合基因是杂交鱼品系共有的遗传特

性，可以降低不同物种遗传物质之间的不

协调性；建立了适合鱼类远缘杂交和近缘

杂交的一步法和多步法育种共性技术，为

鱼类杂交育种提供了有普遍指导意义的共

性育种技术；利用上述育种技术研制了一

批可育新型四倍体鱼品系、二倍体鱼品系

和一系列优质鱼类；首次证明了鲤 - 鲫 -

金鱼杂交形成途径；增加了新的鱼类种质

资源；培育的优良鱼类不但具有外形整齐、

生长快、抗逆性强等共性优点，而且在外

形、肉质、食性等方面展现了各自特色。

这些优良鱼类已在湖南、江苏、广东、广西、

江西、湖北和重庆等地推广养殖，产生了

显著的经济和社会效益。

该研究相关技术获得 10 项国家发明专

利，在 Proceedings of the 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Science China Life Sciences 等期刊发表多篇

论文，出版专著《鱼类远缘杂交》，合方鲫、

杂交翘嘴鲂和鳊鲴杂交鱼已获得国家级水

产新品种证书，相关研究成果获得了 2018

年度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二等奖。

淡水鱼类远缘杂交关键技术及应用
Key Technology and Application of Distant Hybridization of Freshwater Fish

图  多步法育种技术创

制的同源四倍体鲫

图  一步法育种技术创

制的合方鲫和多步法育

种技术创制的合方鲫 2

号、3 号

（a）合方鲫 [白鲫（♀）

×红鲫（♂）]；（b）合方

鲫 2 号 [合方鲫（♀）×

白鲫（♂）]；（c）合方鲫

3号[合方鲫 2 号（♀）×

同源四倍体鲫（♂）]

（a） （b）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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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三五”期间，中国科学院武汉病

毒研究所石正丽研究员团队在国家自然科

学基金的资助下，针对严重急性呼吸综

合征（severe acute respiratory syndrome，

SARS）、猪急性腹泻综合征（swine acute 

diarrhea syndrome，SADS）、新冠肺炎等

重要人畜新发传染病开展病原生物学研

究，取得了一系列优秀研究成果。

1.SARS 和 SADS 溯源。2002—2003 年，

流行病学调查表明果子狸是人感染 SARS

的直接来源，但其只是中间宿主，关于病

毒源头的确定还缺少确凿的证据。团队通

过长期监测，发现云南一处菊头蝠种群

携带的 SARS 样冠状病毒基因组序列中包

含了组成 SARS 病毒基因组的全部元件，

揭示 SARS 病毒的直接祖先可能通过蝙蝠

SARS 样冠状病毒重组产生。研究还证实

了一些蝙蝠 SARS 样冠状病毒能利用与人

类 SARS 病毒相同的血管紧张素转换酶 -2

（ACE2）受体，提示了其具有潜在跨种

感染风险（PLoS Pathogens, 2017）。

2016—2017 年，广东清远等地的猪场

暴发 SADS，造成 2 万余头仔猪死亡。团

队确定 SADS 的病原为一种与蝙蝠冠状病

毒 HKU2 类似的新型冠状病毒，发现了蝙

蝠冠状病毒跨种传播引起家畜疫病的直接

证据（Nature, 2018）。

2. 新 冠 肺 炎 病 原 鉴 定。2019 年 底，

团队通过高通量测序从患者临床样本中获

得了新型冠状病毒的全长基因组序列，并

成功进行了病毒分离。研究证实新冠病毒

同样利用 ACE2 受体入侵细胞，揭示蝙蝠

携带的相关冠状病毒可能是其进化祖先

（Nature, 2020），并建立了能模拟人类

新冠肺炎症状和病理变化的新冠病毒动物

感染模型（Cell , 2020）。在与疫情争分夺

秒的赛跑中，团队在较短时间内提供了详

细的新冠病毒基本生物学特性，全面、系

统地鉴定出新冠肺炎的病原体为一株新型

冠状病毒，为疫情防控提供了有力的科技

支撑。

重要新发冠状病毒病的溯源与病原鉴定
Origin-tracing and Pathogen Identification of Important  

Emerging Coronavirus Diseases

图  冠状病毒全基因组

系统发育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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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科学院生物物理研究所张宏研究

员团队在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的资助下，在

多细胞生物细胞自噬分子机制和生理功能

等方面取得了一系列重要成果。

自噬是一种保守的由溶酶体介导的降

解途径，用来清除损伤的细胞器及错误折

叠蛋白形成的聚集体，进而维持细胞和机

体的稳态平衡。自噬异常会导致神经退行

性疾病、肿瘤等多种疾病。以往人们对自

噬分子机制的了解主要源于对单细胞酵母

的研究，而对多细胞生物更加复杂的自噬

过程知之甚少。

团队创立了以线虫研究多细胞生物自

噬的模型，通过遗传筛选，鉴定了一系

多细胞生物细胞自噬分子机制及其异常与人类疾病的
关系

Autophagy in Multicellular Organisms: Molecular Mechanisms and Human Diseases

图  创立多细胞生物自

噬研究模型

图  相分离及相转

变调控 PGL 颗粒自噬

降解

列多细胞生物特有的新自噬基因（Cell，

2009，2010；Deve lopmen t a l  Ce l l ，

2011）；进一步发现这些新基因在多细胞

生物自噬的特有步骤中发挥功能，并阐述

了 其 作 用 机 理（Molecular Cell， 2013，

2015，2016，2017；Current Biology ，

2018；Journal of Cell Biology，2013）；揭

示了多细胞生物发育过程中自噬活性的多

种调控机理（Nature Cell Biology，2014；

Journal of Cell Biology，2019；Molecular 

Cell，2020；Developmental Cell，2020）；

建立了新自噬基因敲除小鼠模型，并深入

研究了自噬异常与神经退行性疾病等人类

相关疾病的关系（Journal of Cell Biology，

2013；Autophagy，2015，2020）。此外，

团队首次证明了蛋白聚集体可以通过“相

分离 / 相转变”改变物质性质，从而调控

其自噬降解效率。这一研究为清除神经退

行性疾病中因异常相转变而累积的蛋白聚

集体提供了新思路（Cell，2018）。

团队取得了国际公认的开拓性成果，

Faculty of 1000 评论团队的工作具有里程碑

意义。团队还在线虫和小鼠模型中开展的

工作突破了人们先前基于酵母中鉴定的自

噬基因的研究，开拓了研究多细胞生物自

噬过程的新领域，并为阐明相关人类疾病

的发病机制、开发新的治疗手段提供了理

论依据。研究成果获得 2019 年度国家自然

科学奖二等奖。



NSFC
生 命 与 医 学

 167 

囊泡介导的非经典分泌蛋白的跨膜转运通路 
A Translocation Pathway for Vesicle-Mediated Unconventional Protein Secretion

在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等资助下，清华

大学葛亮副教授团队发现 TMED10 参与诸

多非经典分泌蛋白的跨膜转运，揭示了一

条全新的跨膜转运通路并阐明了非经典分

泌蛋白转运的分子机制。相关成果于 2020

年发表在 Cell。

蛋白质分泌是细胞间进行信息传递的

核心过程，与发育、代谢、疾病发生等生

物学过程密切相关。通常所说的分泌方式

是经典分泌途径，是指具有信号肽序列的

分泌蛋白经 SRP-SEC61 转运系统进入内

质网，并通过内质网 - 高尔基体运送到细

胞外。在该过程研究实现突破的科学家获

得了 1974、1999 和 2013 年的诺贝尔奖。

研究发现，许多没有信号肽的蛋白通过非

经典分泌方式进行分泌，其中相当一部分

是通过膜泡运输的形式介导分泌的。自

1990 年以来，长期困扰细胞生物学家的问

题是：缺少信号肽的导向，非经典分泌蛋

白如何进入载体膜泡？

团队从公认的非经典分泌蛋白促炎症

因子白介素 1β（IL-1β）入手，开发了

一套新的生化和细胞学系统，发现 IL-1β

能够被转运进一个中间膜泡结构进而被分

泌到胞外。进一步研究表明，这一过程依

赖于一个新发现的膜通道蛋白 TMED10。

同时，TMED10 还可以调控除 IL-1β 以

外的一系列其他非经典分泌蛋白的分泌。

通过对这些非经典分泌蛋白的序列比对，

团队发现了一个共同的基序 motif1，验

证了 TMED10 具有直接转运非经典分泌

蛋白进入膜泡的通道蛋白活性，同时明

确了其在细胞内的定位并鉴定了相关分

子伴侣蛋白，揭示了具体的调节机制。 

    此项研究发现的这条全新跨膜转运通

路（TMED10-channeled unconventional 

protein secretion，THU）可能是细胞内与

SRP-SEC61 转运系统平行的两条通路（即

非经典和经典蛋白分泌系统）之一，开启

了非经典蛋白分泌领域研究的新方向，也

为相关人类疾病的诊治奠定了理论基础。

图  非经典分泌蛋白跨

膜转运 THU 分子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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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等资助下，中国

科学院动物研究所刘峰研究员和中国科学

院北京基因组研究所杨运桂研究员通过合

作研究，在 m6A 调控造血干细胞命运决定

机制领域取得重要进展。2017 年 9 月 6 日，

该 成 果 以“m6A Modulates Haematopoietic 

Stem and Progenitor Cell Specification”（m6A

调控造血干 / 祖细胞命运决定）为题，在

线发表在 Nature。

血细胞来源于胚胎期产生的造血干细

胞，这些造血干细胞最终会迁移至成体骨

髓以维持终生造血。在造血干细胞发育的

每个阶段都有多个关键基因协同作用，这

些基因经过转录产生 mRNA，再经过翻译

形成特定蛋白质并发挥其生物学功能。近

年来，科学家对于 mRNA 的转录后修饰

尤为关注，其中，m6A（N6- 甲基腺嘌呤）

是最常见、最丰富的真核生物 mRNA 转

录后修饰形式之一。但是，人们对其生物

学功能和作用机制的认识仍然极其有限。

为了探究 mRNA 转录后修饰与血细

胞发育的关系，团队首先报道了模式动物

斑马鱼中的 m6A 甲基转移酶复合体，并

发现 m6A 修饰与内皮和造血基因表达的

平衡调控相关。此外，由 YTHDF2-RIP-

Seq 和单碱基分辨率的 m6A-miCLIP-Seq

发 现，m6A 通 过 YTHDF2 介 导 notch1a 

mRNA 的稳定性，以维持内皮 - 造血转化

过程中内皮细胞和造血细胞基因表达的平

衡，进而调控造血干细胞的命运决定。上

述结果在小鼠中也得到了验证，证明 m6A

对造血干细胞命运决定的调控在脊椎动物

中是保守的。

该成果揭示了 m6A mRNA 甲基化修饰

在脊椎动物造血干细胞命运决定中的调控

机制，丰富了对 m6A mRNA 甲基化在正常

生理状态下的生物学功能的认识，为体外

诱导扩增造血干细胞提供了理论依据。

m6A调控造血干细胞命运决定新机制
m6A Modulates Haematopoietic Stem and Progenitor Cell Specification

图  模式动物斑马鱼

m6A 甲基化转移酶复合

体示意

图  m6A 甲基化修饰通

过 YTHDF2 介导 notch1a

信号促进造血干细胞 

产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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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 细胞作为人体免疫系统的重要部分，

是机体健康的重要“守护者”，可以及时

识别并清除体内突变细胞，防止肿瘤的发

生。不过道高一尺魔高一丈，部分肿瘤细

胞也会通过激活程序性死亡受体 1（PD-1） 

分子让免疫系统“刹车”，从而躲避 T 细

胞的杀伤，导致肿瘤的发生发展。在临

床上，阻断 PD-1 通路的抗体药物取得

了巨大的成功，其发现者本庶佑（Tasuku 

Honjo）由此获得了 2018 年的诺贝尔生理

学或医学奖。然而，PD-1 为什么在肿瘤

微环境中如此“活跃”这一重要科学问题

还没有得到很好的解释。

在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的资助下，中国

科学院分子细胞科学卓越创新中心许琛

琦研究员团队一直致力于 T 细胞的功能

调控研究，在该领域取得重要进展，研

究成果发表在 Nature，并入选了中国科

学十大进展和中国生命科学十大进展。

在本项研究中，他们发现 PD-1 在正常

的 T 细胞中有一个快速降解过程，并且鉴

定了其中起关键作用的蛋白质分子 F-box

蛋 白 38（FBXO38）。FBXO38 可 以 给

PD-1 加上一种介导降解的标签，有降解

标签的 PD-1 会被送到细胞的回收场——

蛋白酶体进行降解，由此保证 PD-1 维

持正常水平。然而，肿瘤内的 T 细胞中

FBXO38“活跃”程度过低，导致 PD-1

不能被正常降解，T 细胞因此“受困”

于那些原本应该被降解的 PD-1，抗肿瘤

免疫反应被抑制。他们进一步发现白介

素 2 可以恢复 FBXO38 的“活跃”度，让

PD-1 回归“正常指标”，从而提高 T 细

胞的抗肿瘤功能。该研究成果首次揭示了

人体免疫系统“刹车”分子及重要药物靶

点 PD-1 的新调控机制以及该机制在肿瘤

免疫反应中的功能，有助于研究人员更好

理解肿瘤免疫应答并设计新的肿瘤免疫治

疗方法。

免疫系统“刹车”分子 PD-1 的调控新机制
 How PD-1, a Key Drug Target for Cancer Immunotherapy is Degraded in T Cells

图  PD-1 分子降解调

控机制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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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械门控阳离子通道作为机械力分

子受体将机械力刺激转化为细胞电化学

信号，决定触觉、痛觉、本体觉、血压

调节等基本生命活动。2010 年，美国的

Patapoutian 教授团队首次发现并报道了

包括 Piezo1 和 Piezo2 两个同源基因在内

的 Piezo 基因家族编码哺乳动物机械门控

阳离子通道的必要与充分组分（Science，

2010）。2012 年，肖百龙博士作为共同第

一作者证明了 Piezo 蛋白是机械门控阳离

子通道的核心孔道组成成分，从而首次确

立了 Piezo 通道这一全新机械门控离子通

道家族（Nature，2012）。发现与证实机

械门控Piezo通道开辟了神经科学、生理学、

药理学、生物力学等领域新的研究方向。

在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的资助下，清华

大学肖百龙教授团队革新性采取了离子通

机械门控 Piezo 通道的结构与门控机制
Structures and Mechanogating Mechanisms of the Mechano-gated Piezo Channels

图  机械门控 Piezo 通

道的独特结构以及精巧

的机械门控机制
（a）

（b） （c）

（d） （e）

道研究领域先结构后功能的研究范式，与

其合作团队在国际上首次解析报道了哺乳

动物 Piezo1、Piezo2 以及由其团队所鉴定

发现的 Piezo1 的剪切变体 Piezo1.1 的冷

冻电镜三维结构，进而结合电生理膜片钳

等研究手段揭示了其分子作用机制，系统

性提出了 Piezo 通道进行机械门控的功能

区模块化作用机制假说、杠杆作用机制假

说、双门控作用机制假说以及门塞和闩锁

作用机制假说，发现了其小分子工具药物，

并揭示了其生理病理功能。这些系列标志

性研究成果不仅有力推动了对 Piezo 通道

这类全新复杂离子通道家族的研究进展，

也奠定了我国在该研究领域的国际前沿学

术地位。这些全部在国内完成的相关研

究 成 果 发 表 在 Nature、Neuron、Nature 

Communicat ions 、Annual  Review of 

Pharmacology and Toxicology、Trends in 

Biochemical Sciences 等期刊。报道 Piezo1

的高分辨率结构与机械门控机制的论文

（Nature，2018）被收录进由诺贝尔奖得

主 Eric Kandel 教 授 主 编 的“Principles of 

Neural Sciences”以及斯坦福大学骆立群

教授主编的“Principles of Neurobiology”

教科书，填补了教科书空白；首次并唯一

报道的触觉感知离子通道 Piezo2 的结构

与门控机制的研究成果（Nature，2019）

被选定为蛋白质专项“十三五”期间的重

点创新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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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冠肺炎肆虐全球，严重威胁人类公

共卫生安全。引发新冠肺炎的罪魁祸首

是新型冠状病毒（简称新冠病毒）。该

病毒颗粒表面分布着很多凸起，称为棘

突 蛋 白（spike protein， 简 称 S 蛋 白）。

其感染人体细胞的关键在于病毒 S 蛋白

通 过 与 人 体 细 胞 受 体 血 管 紧 张 素 转 化

酶 2（angiotensin-converting enzyme 2，

ACE2）结合，入侵人体细胞。ACE2 分子

的主要生理功能是参与人体血压调节，其

广泛存在于心脏、肾脏、肺和肠道广泛存

在。S 蛋白与 ACE2 的相互作用是新冠病

毒入侵人体过程中的关键步骤，也是开发

抗病毒药物、抗体和疫苗的关键所在。

在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的资助下，西湖

大学周强研究员团队利用冷冻电镜技术在

全球首次解析了新冠病毒受体 ACE2 的全

长结构。团队利用全长 ACE2 可以与肠道

内的一个氨基酸转运蛋白 B0AT1 形成复合

物的特点得到了全长 ACE2 的稳定样品并

解析了其三维结构。研究结果发现，ACE2

在细胞外含有两个结构域：肽酶结构域

（peptidase domain，PD） 和 Collectrin 样

结构域（Collectrin-like domain，CLD）。

全长 ACE2 分子本身含有介导二聚化的界

面，以二聚体形式存在。

团队又迅速解析了全长 ACE2 分子

与 新 冠 病 毒 S 蛋 白 的 受 体 结 合 结 构 域

（receptor binding domain，RBD）的复合

物结构。二聚体 ACE2 分子中的每一个单

体都可以结合新冠病毒。在形态上新冠病

毒 S 蛋白像一只手抓住 ACE2。病毒抓住

ACE2 分子这个“门把手”打开了入侵细

胞的大门。该研究成果于 2020 年 3 月 4 日

发表在 Nature，引起了科学界及社会的高

度关注。成果揭开了新冠病毒入侵人体第

一刻的情形，为理解新冠病毒入侵细胞的

机制提供了重要依据，为后续科学家研究

精准的靶向药物以及预防和诊断方法提供

了关键信息。

抗疫攻关 - 首次解析新冠病毒与受体复合物的三维
结构

Anti-COVID-19 Pandemic Research：The Three-dimensional Structural 
Determination of SARA-CoV-2 in Complex with Its Receptor ACE2 for the First Time

图  新冠病毒入侵细胞

受体 ACE2 的全长结构

（a）全长 ACE2 分子与

氨基酸转运蛋白 B0AT1

的复合物的冷冻电镜密

度图；（b）该复合物

的三维结构

图  新 冠 病 毒 RBD 与

ACE2 的相互作用界面

病毒的 RBD 紧紧抓住

ACE2 分子，就像是抓住

“门把手”一样，从而

打开了入侵细胞的大门

（a）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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陆地生态系统通过植被光合作用吸收

大气中的 CO2 是一种最经济可行和环境友

好的减缓大气 CO2 浓度升高的途径之一。

如何提高陆地生态系统的固碳能力，不仅

是全球变化研究的前沿，也是国际社会广

泛关注的焦点。

在 国 家 自 然 科 学 基 金 的 资 助 下，

2016—2020 年，北京大学方精云教授团队

提出了新的概念模型和计算方法，发展了

用多源数据评估土地利用变化对植被生长

影响的理论框架体系。在此基础上，团队

通过整合长期清查数据、地面校验调查、

控制实验及遥感数据，结合生态模型，首

次估算了中国主要生态系统全组分的碳储

量及其变化，系统分析了我国陆地生态系

统碳源汇大小及其机制，区分了不同因素

对陆地碳汇的相对影响，评估了中国陆地

生态系统碳汇对抵消工业源排放的贡献。

团队在陆地生态系统碳收支研究的理

论、方法和应用方面均取得了突破性进展。

发表 SCI 论文多篇，包括 4 篇 Proceedings 

of the 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及 3 篇 Nature 子

刊、出版论著 1 部、向相关部门提交咨

询报告 2 份。2018 年，方精云教授组织

在 Proceedings of the 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上

以“Climate Change, Policy, and Carbon 

Sequestration in China”为专题，发表了 7

篇系列论文，系统报道了中国碳循环研究

成果。这是中国学术界首次在 Proceedings 

of the 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上组织出版专辑。

2019 年，方精云教授荣获美国生态学会惠

特克杰出生态学家奖，这是国内学者首次

获此殊荣，并于 2020 年获北京市自然科学

奖一等奖。

上述研究成果为我国实现 2060 年碳中

和目标及相关气候变化和节能减排政策的

制定提供了科学支撑，并有力提升了我国

在国际气候变化谈判中的话语权。

陆地生态系统碳收支研究
Carbon Budget of Terrestrial Ecosystems

图  21 世纪初（2003—

2012 年）全球碳循环

模式

图  PNAS 专辑封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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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南林业科技大学吴义强教授团队在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的资助下，在木质材料

仿生功能化基础理论与应用方面取得了系

列研究成果。

木质材料因其易吸潮吸水，导致霉变

腐朽，严重降低其质量和使用寿命。同时，

由于含醛胶黏剂的使用，利用木质材料压

制的人造板在使用中会释放甲醛等有机污

染物（VOCs）。通过智能仿生改性实现

木质材料超疏水、甲醛降解等功能是解决

上述问题的新途径。

针对木质材料仿生功能化关键科学问

题，团队重点开展了三方面的研究工作。

（1）基于生物层次仿生自组装理论构建

了木质纤维多维网络体系，揭示了木质纳

米纤维的定向排列规律、键合方式，解析

了多维网络体系与活性组分之间结合方式

和界面相容性等，为木质材料的功能性改

良、高效胶合等提供了理论基础。（2）通

过仿生荷叶表面超疏水结构，提出一步水

热法、气相辅助迁移法、树脂镶嵌仿生涂

料等三类方法构筑高强耐久超疏水木质复

合材料，揭示了超疏水木质材料仿生构建

机理及界面调控机制。（3）采用仿生组

装技术在木质材料表面 / 表面微通道构筑

智能催化微纳反应器，引导调控木质材料

中 VOCs 富集浓度，构建木质材料 VOCs

诱捕消解机制。研发的木质材料仿生超疏

水和甲醛消解功能化改性技术，广泛应用

于人造板、家具等领域，产生显著的经济、

社会和生态效益。

研究成果形成 SCI 论文多篇，相关论

文被 Advanced Energy Materials 等期刊选为

封面和热点论文；授权国际、国家发明专

利 30 余件；获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二等奖、

教育部科学技术进步奖一等奖、湖南省科

技进步创新团队奖等科研奖励 3 项。

木质材料仿生功能化基础理论与应用
Theory and Application of Bionic Functionalization for Wood Materials

图  木质纳米纤维仿生

网络增强机制

图  木质材料吸附 - 催

化界面电子结构与甲醛

吸附性能理论模拟计算

（d）

（a） （b） （c）

（e） （f）

（a）

（b） （c）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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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霉菌引起的作物疫病曾被称为植物

瘟疫，是农作物生产中危害非常严重的一

类病害。19 世纪中期，疫霉菌引起欧洲的

马铃薯晚疫病大流行导致 150 万人饿死，

这场“爱尔兰大饥荒”被称为人类历史的

转折点。在我国，由疫霉菌引起的农作物

病害每年导致的经济损失高达上百亿元。

为了破解疫霉菌的致病机制，在国家

自然科学基金的资助下，南京农业大学王

源超教授团队对大豆疫霉菌的分泌蛋白

进行系统分析，鉴定到一个糖基水解酶

PsXEG1。随后发现，植物可以分泌水解

酶抑制子 GIP1 来抑制 XEG1 的糖基水解

酶活性，以抵抗病原菌的侵染。而疫霉菌

侵染过程中还能够向植物胞间分泌一种与

GIP1 结合后的活性是 XEG1 的 5 倍的失活

突变体 XLP1，以充当分子“诱饵”，掩

护 XEG1 的“进攻”。对于疫霉菌的致病性，

XEG1 和 XLP1 缺一不可，两者通过相互

协作来攻击寄主植物。团队通过进一步研

究发现，这种“诱饵模式”在多种疫霉菌

中广泛存在，这意味着“诱饵模式”是疫

霉菌攻击植物的一种共有致病机制，是动

植物病原菌的首次发现。

团队的这一研究成果从全新的视角

揭示了这类病害致病成灾的分子机制，

为实现作物疫病的可持续控制指明了新

的 方 向。2017 年 1 月 13 日，Science 以

“A Paralogous Decoy Protects Phytophthora 

Sojae  Apoplastic Effector PsXEG1 from a 

Host Inhibitor”为题，在线发表了这一突

破性成果。

团队近年在 Science、Nature genetics、

Proceedings of the 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Plant Cell 等期刊发表高水平研究论文多

篇，在作物疫病的成灾机理和病害防控技

术等方面形成了一支有重要国际影响的创

新团队。

病原菌致病的全新机制——“诱饵模式”
Decoy Tactic: A Novel Paradigm in Microbial Pathogenesis

图  作物疫病菌致病的

“诱饵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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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子基因组激活（ZGA）为哺乳动物

生命个体的第一个转录事件。理解 ZGA 如

何发生及发生机制对于理解生命如何起始

至关重要。然而，由于早期胚胎实验材料

有限，其背后的分子机制研究极其有限。

在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的资助下，清华大学

颉伟教授团队通过开发 Stacc-seq，并利用

该技术系统检测了小鼠卵母细胞与早期胚

胎发育过程中转录核心元件 RNA 聚合酶Ⅱ

（Pol Ⅱ）参与基因组激活的染色质结合

模式与调控机制。团队开发了全新的高灵

敏检测蛋白和 DNA 在全基因组相互作用

的 Stacc-seq 方法，用其替代传统的 ChIP-

seq 方法，将样品细胞需求量从 107-106 量

级降至 102 量级。

团队利用 Stacc-seq 解析了小鼠卵母细

胞和早期胚胎发育过程中 RNA 聚合酶Ⅱ

全基因组范围、不同发育阶段的高分辨率

动态结合模式；通过进一步的研究，团队

发现抑制 Pol Ⅱ活性能够阻止 Pol Ⅱ预配

置，从而 Pol Ⅱ不能正常脱离起始结合区

域以及有效结合到 ZGA 基因区，进而导

致合子基因组不能充分激活以及部分细胞

Pol Ⅱ靶基因的异常表达，并出现胚胎发

育阻滞。这些结果说明 Pol Ⅱ预配置对基

因组激活具有重要功能。

该成果于 2020 年 10 月 28 日在 Nature

上以“The Landscape of RNA Pol Ⅱ Binding 

Reveals a Stepwise Transition During ZGA”

为题发表。这项工作不仅有助于我们进一

步理解合子基因组激活这一重要生物学事

件的基本机制，也为早期胚胎发育相关疾

病与辅助生殖相关研究提供了重要的理论

基础。

哺乳动物RNAⅡ聚合酶参与合子基因组激活的调控
模式及机理研究

RNA Pol Ⅱ Mediated Transcription Onset during Mammalian Zygotic  
Genome Activation

图  Stacc-seq 流程示意

图  RNA 聚合酶 Pol Ⅱ

参与小鼠胚胎中合子基

因组激活的调控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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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人病毒性肺炎发病机制不清，准确

的病原学诊断和有效治疗方法缺乏，长期

以来，其发病率和病死率被严重低估。中

日友好医院曹彬教授带领团队潜心研究十

余年，创建了覆盖全国的中国肺炎研究平

台（CAP-China），在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的资助下，获得多项创新性成果。

1. 揭示我国成人病毒性肺炎病原学及

流行状况。首次确定我国社区获得性肺

炎（CAP）发病率为 7.13/1000 人年，成

人 CAP 中病毒性肺炎高达 39.2%，非流感

病毒肺炎病死率与流感病毒肺炎相当。首

次提出病毒性肺炎与细菌性肺炎的鉴别要

点，将病毒性肺炎以专章写入中国 CAP 指

南并在全国 31 省区市推广。

2. 率先提出“病毒性脓毒症”这一原

创性概念。揭示重症流感肺炎免疫损伤机

制，提出“病毒性脓毒症（viral sepsis）”

这一原创性概念，其引起肺及多器官损伤

的免疫病理机制有别于细菌感染导致的脓

成人病毒性肺炎发病机制及新发突发呼吸道传染病
Pathogenesis of Adult Viral Pneumonia and Emerging Respiratory Infectious Diseases

图  重症新冠肺炎患者

病程和细胞因子风暴

特点

毒症。发现大剂量激素治疗不能降低重症

H7N9 肺炎患者病死率，小剂量激素可降

低流感肺炎的死亡风险。在国际上率先规

范小剂量激素治疗重症和危重症新冠肺炎

方案，被英国研究证实，成为国际上广泛

接受的标准治疗。

3. 率先阐明新发突发呼吸道传染病疾

病规律，为全球防控提供科学证据。最早

向全球揭示了重症新冠肺炎主要临床特

征，并提出人际传播可能。首次提出新冠

肺炎患者死亡危险因素，揭示重症新冠

肺炎患者排毒时间最长可达 37 天。研究

成果写入 WHO 以及我国和美国的 NIH

（National Institutes of Health）诊疗指南。

首次系统评估这些患者远期预后，揭示其

长期健康影响，受邀在 WHO 会议上向总

干事和国际同行介绍中国经验。

4. 牵头完成呼吸感染抗病毒新疗法临

床研究，为世界贡献中国方案。创建重症

流感奥司他韦联合法匹拉韦治疗的新方

法，其临床改善率提高 20%。牵头完成全

球第一项新冠肺炎临床试验（洛匹那韦 -

利托那韦）。证实瑞德西韦治疗重症新冠

肺炎疗效，为在突发疫情中进行科学、规

范的临床研究创造了先例。代表中国参与

制订 WHO 新冠优选药物研究方案和诊疗

指南，为我国获得国际话语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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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心血管疾病的患病率和死亡率

一直为各类疾病之首，以动脉粥样硬化为

基础的心血管疾病已经严重危害人类生命

健康。血管结构和功能的改变会引起血管

壁弹性下降、管腔狭窄等病理改变，引发

冠心病、高血压等心血管疾病。血管平滑

肌细胞是构成血管壁组织及维持血管张力

的主要细胞成分，其结构和功能的改变会

影响血管的正常功能。因此，对血管平滑

肌细胞的深入研究将为心血管疾病的预防

和靶向治疗提供重要的理论基础。

正常情况下，血管平滑肌细胞保持着

一定的增殖和更新速率，从而能够维持血

管的生理功能。相关报道中，Sca1+ 细胞

在特定的血管疾病模型（如动脉粥样硬化

斑块）中可以转分化成平滑肌细胞，但缺

乏体内直接实验证据。同时，相关报道阐

明，在股动脉损伤中，增殖的平滑肌细胞

主要来源于血管定居的平滑肌细胞。因此，

是否存在 Sca1+ 血管平滑肌干细胞以及它

在血管损伤重塑中起的作用有待进一步研

究。中国科学院分子细胞科学卓越创新中

心周斌研究员团队在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的

资助下，利用谱系示踪系统发现血管外侧

基质层中的 Sca1+ 细胞在血管严重损伤的

情况下，可以转分化血管平滑肌细胞，然

后进一步利用双同源重组谱系示踪系统，

证明是 Sca1+PDGFRa+ 亚群细胞具有转分

化潜能，并阐明 YAP 基因在转分化中起到

重要作用，由干细胞转变而来的平滑肌细

胞在血管损伤修复中发挥重要作用。该研

究发现为血管损伤重塑研究提供了新的研

究方向及理论基础。

该研究揭示了 Sca1+ 血管干细胞在血

管稳态和疾病状态下转分化为平滑肌细胞

的潜能，明确了 Sca1+ 转分化的血管平滑

肌在血管损伤重塑中的作用，为临床应用

提供了重要的理论基础。这项研究于 2020

年发表在 Cell Stem Cell。

血管平滑肌干细胞的鉴定及其功能研究
Identification of Stem Cells for Vascular Smooth Muscle Cells and  

Its Functional Study

图  Sca1+ 血管干细胞

在动脉严重损伤情况下

分化形成新的平滑肌细

胞（红色），区别于原

先存在的平滑肌细胞

（绿色）

图  血管平滑肌细胞如

同砖瓦“筑就”血管壁

“长城”，“长城”受

损时，Sca1+ 可以提供

“石材”，通过“搬

运工”YAP 的调节，将

Sca1+“石材”运到损

坏处进行修补，“加固”

血管“长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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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交通大学房静远教授团队在国家

自然科学基金的资助下，在肠道稳态 - 肠

微生态 - 肠道菌群与大肠癌的发生机制、

预警预后、预防发生发展等方面做出了

成绩。

1. 具核梭杆菌诱导大肠癌化疗耐药。

治疗大肠癌常用的化疗药物包括 5- 氟尿

嘧啶（5-FU）或卡培他滨联合奥沙利铂。

然而化疗耐药常导致肿瘤复发率高，在三

个临床队列中高通量筛选和验证研究证

明，大肠癌患者肠黏膜组织中具核梭杆菌

（fusobacterium nucleatum）丰度升高为最

常用的化疗药物 5-FU 和奥沙利铂耐药化

疗失败及复发的预警标志。该预测大肠癌

复发的敏感性与特异性高于AJCC（alternate 

joint communications center ） 的 TNM 分

期，单因素和多因素回归分析均提示具核

梭杆菌是预测大肠癌复发的独立因素。其

机制与诱导癌细胞自噬有关。论文发表在

Cell。在 Cell 同期述评中，美国麻省理工

学院的 Hemann 教授认为：“肿瘤微环境

对化疗应答非常重要。本文发现具核梭杆

菌起到之前未明确的介导化疗耐药作用，

显示肠微生态是潜在的治疗靶点”。论文

发表 4 年内即被正面引用超过 480 次，包

括 4 篇 Science 及 2 篇 Nature 和 近 20 篇

Nature 与 Nature Reviews 系列的专家评述

论文，从不同角度和程度上证明该原创性

工作。该研究为将来肠菌标志物预测大肠

癌术后化疗效果和复发倾向及根除该菌逆

转化疗耐药而改善预后等，提供了坚实的

临床和基础研究证据。

2. 改善肠微生态与盐酸小檗碱预防结

直肠腺瘤摘除后复发和癌变有关。房静远

教授牵头多中心、前瞻性、双盲和安慰剂

对照的临床干预研究，成果发表后还得到

了该期刊同期专家述评。后续的研究提示，

小檗碱影响肠菌（小韦荣氏球菌等）的生

长会抑制肿瘤的发生和生长。

肠菌可能成为大肠癌防治的靶点
Intestinal Flora may be a Target for Prevention and Treatment of Colorectal Cancer

图  具核梭杆菌与大肠

癌细胞自噬及化疗耐药

相关性示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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胆道闭锁和炎症性肠病是严重影响新

生儿和儿童生命安全与健康成长的消化系

统疾病。广州医科大学张玉霞教授团队联

合北京大学课题组在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等

资助下，揭示了上述疾病的病理机制和治

疗新方法。

胆道闭锁是重要的胆汁淤积型肝病，

患儿多因持续黄疸入院，经手术探查发现

胆囊消失或胆管闭锁确诊。疾病治疗早期

依赖肠道肝门吻合术疏通胆汁的肝肠循环，

后期则需肝移植挽救生命。团队发现，新

生儿肝脏存在 B 细胞造血现象，在病毒感

染和自身抗原暴露等情况下会通过产生自

身抗体和激活细胞毒 T 细胞而造成自身免

疫性肝损伤；提出联合使用 anti-CD20 单

抗抑制 B 细胞的功能可以延缓胆道闭锁患

儿的肝损伤。此方案的安全性和有效性在

临床试验中得到了验证，治疗后患儿自身

抗体含量显著降低，肝脏免疫功能明显恢

复。在胆道闭锁患儿自肝生存率极低且缺

乏治疗药物的情况下，该研究为延长患儿

自肝生存期提供了新策略（cell，2020）。

儿童炎症性肠病包含克罗恩病、溃疡

性结肠炎、未明原因的慢性结肠炎等多个

疾病亚型，其共同表现是肠道反复炎症。

激素和生物制剂是中重度患儿的常规治疗

手段，但长期用药容易出现药物依赖、失

效以及反复感染等问题。团队发现肠道黏

膜 T 细胞和巨噬细胞高表达磷酸二酯酶，

从而抑制环单磷酸腺苷（cAMP）水平，

造成肠道炎症和血小板聚集。此外，证实

磷酸二酯酶抑制剂双嘧达莫可以通过增加

cAMP 的水平而恢复肠道免疫稳态，缓解

患儿症状。该研究成果不仅助益于患儿的

健康成长，也显著降低家庭和社会的医疗

负担（cell，2019）。

以上工作引起了国内外同行、新闻媒

体及广大患儿家庭的关注，儿童炎症性肠

病研究获评 2019 年度中国医学重大进展。

儿童消化系统疾病的免疫病理机制及防治
Pathogenesis and Therapeutics of Childhood Gastrointestinal Diseases

图  胆道闭锁的免疫病

理机制及治疗

图  儿童炎症性肠病的

免疫病理机制及治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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糖尿病肾病是糖尿病最常见的并发

症，也是导致终末期肾病的重要原因之一。

因此，深入探讨糖尿病肾病的发病机制，

寻求有效的干预靶点具有重要的意义。足

细胞损伤是导致蛋白尿产生和肾小球硬化

的关键因素，被认为是糖尿病肾病发生发

展的早期事件。尽管目前对于足细胞的功

能与损伤机制研究取得了一定进展，但临

床中仍然缺乏特异性的有效治疗策略。山

东大学易凡教授团队长期致力于糖尿病肾

病足细胞损伤的机制研究，重点聚焦于组

蛋白乙酰化修饰介导的表观遗传调控在足

细胞损伤中的作用，以期寻找有效的干预

靶点。在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的资助下，

团队取得一系列重要进展，阐明了组蛋白

去乙酰化酶 SIRT 家族介导的表观遗传学

调控机制在足细胞损伤中的作用，为糖尿

病肾病等肾脏疾病的治疗提供了重要的实

验基础和理论依据。

团队的研究表明，组蛋白去乙酰化酶

SIRT6 可通过降低 H3K9 位点的乙酰化水

平，抑制 Notch1 和 Notch4 转录，进而阻

断足细胞损伤中 Notch 信号通路的激活，

从而发挥足细胞保护作用。相关研究结果

发 表 在 Nature Communications。 科 技 日

报于 2017 年 9 月 20 日在头版对相关成果

进行了报道。团队进一步发现了 SIRT 家

族成员 SIRT1 参与了连接黏附分子样蛋

白（JAML）对足细胞脂质代谢的调控。

JAML 通过调控 SIRT1 介导的表观遗传学

信号通路，作用于脂肪酸及胆固醇合成的

转录因子 SREBP1 及其下游靶基因，从而

调控足细胞的脂质代谢。相关研究作为封

面论文发表在 Cell Metabolism。在此基础

上，团队进一步拓展了 SIRT 家族在高血

压引起的心肾损伤中的作用，发现 SIRT6

可调控转录因子 GATA5 的表达，从而改

善内皮细胞功能。相关的研究成果作为封

面文章发表在 Circulation Research，并被

当期作为重点推荐文章配发专题述评。

组蛋白乙酰化调控在糖尿病肾病中的作用机制研究
SIRT-mediated Epigenetic Modification in the Pathogenesis of  

Diabetic Kidney Disease

图  足细胞 JAML 敲除

可明显恢复 SIRT 的表

达及糖尿病肾病所引起

的 AMPK 活性的降低，

并最终减少足细胞脂质

沉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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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的资助下，华中

科技大学周剑峰研究员团队在某些中国 /

亚洲特有疾病（如国内高发的 EB 病毒相关

淋巴瘤、EBV 相关瘤前病变等）实现突破

性进展，成功构建了EBV-TCR like CAR T，

并推广到复发难治 EBV+ 淋巴系统增殖疾

病的治疗中，在该领域实现“治大病于未

病”及国内外领先。同时，团队研发出单

靶点、双靶点的 CAR T 细胞治疗新技术，

突破跟跑国外细胞治疗的局限，覆盖更多

的血液肿瘤类型和血液肿瘤患者，使更多

的中国患者从中获益。

项目的实施产生了良好的效果，研究

成果多次被美国血液学会年会和美国临床

肿瘤学会年会等国际知名学术会议选作口

头发言，并在Blood 上连续发表。其中，“双

靶点 CAR T 细胞序贯治疗为难治 / 复发

的 B 细胞淋巴瘤患者提供有效治疗方案”

的研究，获评中国 2020 年度重要医学进展；

“CAR T 细胞治疗中防治乙型肝炎病毒再

激活”的研究，获评 2020 年度中国血液学

十大研究进展。团队代表中国抗癌协会血

液肿瘤专业委员会和中华医学会血液学分

会制定了 CAR T 细胞治疗中防治乙型肝

炎病毒再激活的专家共识。主要研究成果

如下。

1. 完成 EBV-TCR like CAR T 的构建

和功能研究。以 EBV 病毒抗原为靶，可以

特异性清除 EBV+ 的肿瘤细胞或癌前病变

细胞，还可以跨越 R-EBV-LPD 具体的疾

病范畴，使其适应证能够广泛覆盖大部分

疾病谱系。

2. 证实联合靶向是克服免疫治疗后靶

点逃逸阴性复发的有效方式，报道了靶

向 CD22 的 CAR-T 细胞对非霍奇金淋巴

瘤的疗效；提出 CAR T 细胞治疗过程中

乙肝病毒再激活的预防和管理策略，累积

CAR T 细胞疗法的中国经验。

3. 全人 BCMA CAR-T 细胞临床研究

已完成 I 期临床试验，显示了良好的动力

学特征和安全性，受到广泛关注，目前正

在开展Ⅱ期多中心临床研究。

团队在充分优化细胞免疫治疗的同

时，在 CAR-T 细胞的基础科研和临床适

应证上锐意创新，拓展其在多种血液肿瘤

中的临床应用，尤其是在某些中国 / 亚洲

特有疾病中实现突破性应用，使更多患者

能够从中获益。

创新型CAR T 细胞治疗的“同济”经验
Innovative CAR T-cell Therapy: Tongji Experience

图  治疗难治 / 复发 B

细胞肿瘤的 CAR-T 细

胞“鸡尾酒疗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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亨廷顿病（HD）是单基因显性遗传病，

主要由变异 HTT 基因所表达的具有过长

谷氨酰胺重复序列（polyQ）的变异 HTT

蛋白（mHTT）的细胞毒性引起，但其导

致疾病的源头机制和导致疾病加速进展的

分子机制不明，目前也缺乏任何根本性治

疗手段。

“十三五”时期，在国家自然科学

基金的资助下，复旦大学鲁伯埙教授团

队针对上述问题开展研究，并取得了系

列突破进展，论文发表在 Nature、Nature 

Chemical Biology、Cell Research、Brain 等

期刊。相关成果申请专利并转化，签署里

程碑专利许可，协议总金额 3.288 亿元人

民币。

在 HD 机制研究方面，团队揭示了

mHTT 的 polyQ 区域的构象存在多态性是

导致疾病的可能根源；发现了疾病加速恶

化发展的可能机制及相关药靶。在疾病干

预方面，鲁伯埙教授团队提出驾驭细胞自

噬从而选择性降解致病蛋白的原创设想，

并通过与费义艳、丁澦等形成合作团队，

初步实现了为 HD 及类似疾病的根本性干

预提供潜在药物和研发的新路径。相关成

果于 2019 年发表在 Nature，并入选了其

评选的年度十大杰出科技论文。

亨廷顿病的发病新机制与干预新策略
Novel Mechanisms and Treatment Strategies of Huntington’s Disease

图  ATTEC 的作用原理示意

ATTEC（图中亮点）将致病蛋白 mHTT 与自噬

小体关键蛋白 LC3 绑定在一起，从而促进其进

入自噬小体被进一步降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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抑郁症是影响人类健康最严重的精神

疾病之一，在全球疾病负担排名中跃居前

列。传统抗抑郁药物起效缓慢（6 ～ 8 周

及以上），且疗效有限，这提示人们对抑

郁症机制的了解还没触及其核心。近年来，

临床上意外发现氯胺酮在低剂量下具有快

速（1 小时内）、高效（在 70% 难治型病

人中起效）的抗抑郁作用，被认为是精神

疾病领域近半个世纪最重要的发现。然而，

氯胺酮具有成瘾性，副作用大，无法长期

使用。因此，理解氯胺酮快速抗抑郁的机

制将提示抑郁症的核心脑机制，为研发快

速、高效、无毒的抗抑郁药物提供科学

依据。

在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的资助下，浙江

大学胡海岚教授团队在这一领域的研究取

得突破性进展。他们发现了大脑“反奖赏

中心”外侧缰核（LHb）神经元的高频密

集“簇状放电”介导了抑郁症的发生，并

发现这种簇状放电是 N- 甲基 -D- 天冬

氨酸受体（NMDAR）型谷氨酸受体依赖

的，可作为 NMDAR 的阻断剂，氯胺酮的

药理作用机制正是通过抑制 LHb 神经元的

簇状放电，高速、高效地解除其对下游“奖

赏中心”的抑制，从而实现快速改善情绪

的功效（Nature，2018）。

团队对产生簇状放电的细胞及分子机

制做出了深入的阐释。通过高通量定量蛋

白质谱技术，发现抑郁的形成伴随着胶质

细胞中的钾离子通道 Kir4.1 的过量表达。

而 Kir4.1 通道对抑郁的调控植根于缰核组

织中胶质细胞对神经元的致密包绕这一组

织学基础。在神经元－胶质细胞相互作用

的狭小界面中，Kir4.1 在胶质细胞上的过

表达引发神经元胞外的钾离子降低，从而

诱发神经元细胞超极化和低电压敏感钙通

道（T-VSCC）活化，最终导致 NMDAR

介导的簇状放电（Nature，2018）。

成果在理论上，对抑郁症的机制做出

了系统性阐释，为后续研究提供了全新的

思路。在临床转化上，为研发氯胺酮的替

代品、避免其成瘾等副作用提供了新的科

学依据。同时，该成果鉴定出多个可成药

的快速抗抑郁分子靶点，为研发更有效的

抗抑郁药物提供了崭新的思路，对最终战

胜抑郁症具有重大意义。

抑郁症发生及氯胺酮快速抗抑郁的脑机制研究
Mechanisms of Depression and Ketamine Treatment in Lateral Habenula

图  外侧缰核簇状放电

与抑郁状态的调控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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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的资助下，厦门

大学夏宁邵教授团队开展了重组蛋白疫苗

和鼻喷流感载体疫苗研究。取得的代表性

成果如下。

1. 基于 RBD 特殊二聚体构象的 β 冠

状病毒疫苗通用策略。团队提出了一种通

用的 β 冠状病毒抗原设计理念。团队基

于 β 冠状病毒受体结合区（RBD）进行

结构设计，获得的 RBD 二聚体抗原，其

面向重大需求的新型疫苗设计策略
Develop novel vaccine design strategies to meet critical demands

图  鼻喷流感病毒载

体新冠肺炎疫苗作用

机制

图  新型多价 HPV 疫苗

的设计策略

免疫原性较传统的 RBD 单体显著提高，

且提供良好保护效果（cell，2020）。基于此，

与智飞生物合作开发的新冠疫苗，先后获

批在乌兹别克斯坦和国内紧急使用，是全

球首个获批使用的新冠重组蛋白疫苗。

2. 基于减毒流感病毒载体的鼻喷新冠

肺炎疫苗。鼻喷流感病毒载体新冠肺炎疫

苗是一种携带新冠病毒棘突蛋白基因 RBD

片段的温度敏感复制型活病毒载体疫苗。

该疫苗由厦门大学、香港大学和万泰生物

合作研发，Ⅰ期和Ⅱ期临床试验显示具有

良好的安全性及以细胞免疫为主的免疫应

答和部分黏膜 IgA 抗体 / 外周血 IgG 抗体

应答。该疫苗的突出特点是一剂次接种 24

小时后即可提供有效保护，在局部疫情早

期进行应急环形接种以快速建立免疫屏

障、扼制疫情扩散上具有现有其他疫苗不

可替代的优势。

3. 基于杂合组装策略的泛基因型 HPV

广谱疫苗。为了突破超高价次 HPV 疫苗

的瓶颈，团队通过三型嵌合颗粒技术设计

了由 7 种颗粒预防 20 种 HPV 型别感染的

疫苗，被誉为“敲开第三代宫颈癌疫苗研

制大门”。团队提出新一代设计理念，通

过杂合组装策略将 9 种 L1 五聚体装配至

单颗粒中，在小鼠中能免疫出与已上市的

HPV 九价苗相当滴度的高中和抗体，目前

已申请相关发明专利 34 项，获授权专利

21 项，国际授权 11 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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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 细胞免疫疗法是当前肿瘤治疗最具

代表性的进展之一，但亟须阐明新机制以

及研制更高效的新型免疫疗法。在国家自

然科学基金的资助下，中国医学科学院基

础医学研究所黄波研究员团队，运用免疫

学、机械力生物学、动物模型以及临床试

验等手段，破解了 CART 细胞治疗引发炎

症风暴之谜，并开发出载药肿瘤囊泡的新

型免疫疗法，取得的主要成果如下。

1. 破解炎症风暴之谜。炎症风暴是

CART 临床应用最亟待解决的问题。团队

研究发现，B 白血病细胞高表达没有活性

的打孔蛋白 GSDME，经 CART 细胞回输

后，GSDME 被激活，进而在 B 白血病细

胞膜表面打孔，使得白血病细胞形同吹气

球般的炸裂，并释放出细胞内容物，其中

的一些特定分子强烈激活巨噬细胞使后者

释放大量炎性因子，从而引发炎症风暴。

这一研究从源头揭示炎症风暴的全过程，

具有理论和临床价值，而且对于相关药物

研发也具有指导意义，结果发表在 Science 

Immunology，被国外系列媒体报道，入选

中国 2020 年度重要医学进展。

2. 开发载药囊泡肿瘤免疫疗法。“死

亡并非毁灭”，细胞死亡时，可利用细胞

膜包裹细胞内容物，形成囊泡释放到细胞

外。早在 10 多年前，团队就利用肿瘤细胞

囊泡包裹药物对肿瘤进行治疗，并针对癌

性胸腹水展开临床试验。在此基础上，团

队瞄准高度恶性的梗阻性胆管癌，证明载

药囊泡会招募大量中性粒细胞，进入胆管

癌上方的管腔，通过水解瘤体的基质，使

癌细胞裸露，最终被载药囊泡接触及杀伤；

癌细胞的死亡，进一步刺激中性粒细胞，

使后者对胆管癌细胞实施二次打击。载药

囊泡不仅有化疗功效和载体功效，更能动

员中性粒细胞，巧妙利用胆管狭小空间对

梗阻性胆管癌进行有效治疗。相关研究结

果发表在 Nature Biomedical Engineering。

肿瘤免疫前沿研究与转化
Frontier Research and Translation of Tumor Immunology

图  GSDME 介导的焦亡

是 CAR T 炎症因子释放

综合征形成的关键

图  包裹甲氨蝶呤的肿瘤微颗粒（MTX-MP）治

疗临床阻塞性肝外胆管癌（ECC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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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的资助下，中南

大学陆前进教授团队在系统性红斑狼疮

（SLE）的发病机制及诊断治疗研究方面

取得了重要成果。

SLE 是一种严重危害人类健康的自身

免疫性疾病。其发病机制不清，诊治困难。

团队首次阐明转录因子 RFX1 表达降低通

过影响表观遗传修饰导致 SLE 患者体内致

炎性的 Th17 细胞异常活化和分化，促进

SLE 发病；揭示 SLE 患者 CD4+T 细胞中

转录因子 E4BP4 表达升高但磷酸化修饰缺

陷导致 E4BP4 功能缺失，进而促进患者体

内滤泡辅助性 T 淋巴细胞（Tfh）增加及

SLE 发病。以上研究为阐明 SLE 发病的表

观遗传学机制奠定了重要基础，为 SLE 治

红斑狼疮诊治策略及其关键技术的创新与应用
Innovation and Application of Diagnosis and Treatment Strategies and Key 

Techniques for Lupus Erythematosus

图  系统性红斑狼疮

DNA 甲基化标志物

疗提供了干预新靶点。

SLE 临床异质性大，由于缺乏既特异

性高又敏感性强的诊断标志物，易造成

患者误诊或漏诊。团队首次筛选并鉴定

出 IFI44L 基因的 DNA 甲基化标志物。该

标志物区分 SLE 与正常人的特异性达到

98.2%、敏感性达到 94.1%，明显优于已有

的 SLE 实验室诊断指标，对于提高 SLE 的

临床诊断水平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该标

志物及诊断试剂盒已获得发明专利授权并

转化应用。此外，团队首次揭示 T 细胞受

体（TCR）β 链的可变区和连接区在 SLE

与类风湿性关节炎（RA）、健康人（HC）

之间存在显著差异，鉴定出 198 个与 SLE

相关，53 个与 RA 相关的 TCR 克隆，其

区分 SLE、RA 和 HC 具有很高的特异性

和敏感性，并与 SLE 的器官受损密切相关。

该研究为揭示 SLE 发病的免疫学机制，开

发疾病早期预警标志物奠定了重要基础。

团 队 在 J o u r n a l  o f  C l i n i c a l 

Investigation、Nature Communications、

Annals of the Rheumatic Diseases 等期刊发

表 SCI 论文多篇，被引用 5502 次。陆前

进教授在 2016—2020 年连续 5 年入选医学

领域中国高被引用论文学者榜单。获发明

专利授权 12 项、医疗器械注册证 1 个；获

得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二等奖 1 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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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界中电磁波波谱范围很广，人类

能够感知的可见光只占其中很小部分，这

是由视网膜感光细胞中的感光蛋白所固有

的物理化学特性所决定的。波长＞ 700 nm

的红外光子能量较低，感光蛋白必须降低

吸收能量阈值才能感知红外光子，从而会

产生大量的热力学噪声，干扰正常视觉。

因此，在生物进化历程中没有出现任何感

光蛋白能够感知红外光，更无法在大脑中

形成红外光图像视觉。

为打破感知物理极限并发展裸眼无源

红外视觉拓展技术，在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的资助下，中国科学技术大学薛天教授团

队与美国马萨诸塞州州立大学的研究团队

合作改造上转换纳米材料，使其同感光细

胞特异结合并均匀分布于视网膜感光细胞

外段，利用其能将吸收的长波光子（红外

线）转化为短波光子（可见光）的特性，

通过体外、体内各种视觉生理学方法验证

了其可以吸收红外线并有效激活视觉神经

系统。进一步的多种视觉认知行为学实验

证明其可以有效赋予小鼠精细近红外图像

视觉，且这种近红外视觉能力与可见光常

规视觉完全兼容。该研究工作首次在哺乳

动物中实现裸眼红外光感知和红外视觉

能力，通过调整材料吸收和发射光谱可

应用于感光光谱范围缺陷的色盲疾病治

疗，感光细胞外段的靶向锚定技术也可

为定点药物递送提供新手段。这项成果

于 2019 年发表在 Cell。论文被选为该期

版本唯一科普视频介绍，同时被期刊选为

“News release”重点推广。工作得到了领

域内的广泛认可，Nature、Science、Nature 

photonics、Scientific American 等 期 刊 也 对

这一工作做了长篇新闻报道；研究成果入

选 2019 年中国生命科学十大进展和 2019

年 Cell 期刊年度最佳论文。美国国立卫生

研究院院长、美国科学院与医学科学院双

院士 Francis Collins 高度赞扬了这一研究

工作。

通过可注射、自供能的视网膜特异性结合的 
“纳米天线”实现哺乳动物近红外成像视觉

Mammalian Near-Infrared Image Vision through Injectable and Self-Powered 
Retinal Nanoantennae

图  创新的上转换纳米

颗粒修饰技术及其在视

网膜的功能实现

图  从不同水平证明注

射小鼠获得红外图像

视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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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谢重塑是肿瘤的十大特征之一，因

此阐明代谢重塑在肿瘤演进过程，尤其是

肿瘤发生中的作用及其机制是肿瘤学研究

的重大科学问题，这将为肿瘤早期防治提

供新策略。胰腺导管腺癌（PDAC）恶性

程度高，缺乏早期诊疗的靶点，5 年生存

率低于 8%。先前研究表明，PDAC 病人早

期诊断前 5 ～ 10 年血清中的支链氨基酸

（BCAA）异常升高，但其作用及机制不明。

在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的资助下，复旦大学

雷群英教授团队联合上海交通大学、浙江

省肿瘤医院、同济大学附属第十人民医院

等对 BCAA 代谢在 PDAC 动物模型和临床

样品中进行了深入系统的研究，取得的重

要成果如下。

1. 发 现 了 支 链 氨 基 酸 转 氨 酶 2

（BCAT2）在 PDAC 及其癌前病变——

胰腺导管内瘤变（PanIN）中蛋白水平上

调。通过稳定同位素代谢流示踪，细胞和

类器官水平功能实验及动物实验详细阐述

了 BCAT2 促进 BCAA 分解代谢，为细胞

增殖所需的物质和能量合成提供碳源和氮

源，在 PDAC 发生发展中发挥关键作用，

特别是在前期，显著促进 PanIN 的进展。

2. 利用胰腺癌小鼠模型，应用靶向

BCAT2 的抑制剂下调 BCAA 分解代谢或

低 BCAA 饮食干预，能显著抑制 PDAC 的

发生发展，为 PDAC 的治疗提供了新策略。

3. 分 子 机 制 方 面， 突 变 的 KRAS 蛋

白通过阻断酪氨酸激酶 SYK 对 BCAT2 第

228 位酪氨酸的磷酸化修饰，抑制了 E3 泛

素连接酶 TRIM21 介导的 BCAT2 泛素化

修饰和蛋白酶体降解，从而稳定细胞内

BCAT2 的蛋白水平。

上述研究揭示了癌基因 KRAS 突变驱

动 BCAA-BCAT2 代 谢 轴 在 PDAC 早 期

阶段的重要作用和分子机制，并在动物实

验中证实靶向抑制 BCAT2 或在饮食中限

制 BCAA 能有效减缓 PDAC 的进展。该

项 研 究 结 果 以“BCAT2-mediated BCAA 

Catabolism is Critical for Development of 

Pancreatic Ductal Adenocarcinoma”为题在

Nature Cell Biology 发表。期刊同期将其作

为亮点研究在“News & Views”配发评述

文 章“The KRAS-BCAA-BCAT2 Axis in 

PDAC Development”，指出“该研究在胰

腺癌动物模型中，采用膳食干预协同药物

治疗取得了令人鼓舞的结果”。

支链氨基酸分解代谢促进胰腺癌发生发展
Branched-Chain Amino Acid Catabolism Promotes the Occurrence and 

Development of Pancreatic Ductal Adenocarcinoma

图  KRAS –支链氨基酸–

支链氨基酸转氨酶 2 

代谢轴重塑促进胰腺导

管腺癌发生发展及其分

子机制

（a）KRAS 突变抑制酪

氨 酸 激 酶 SYK 磷 酸 化

BCAT2 及 泛 素 连 接 酶

TRIM21 介 导 的 BCAT2

泛素化 - 蛋白酶体降

解 从 而 稳 定 BCAT2 蛋

白水平；（b）靶向抑

制 BCAT2 或 低 BCAA 饮

食干预抑制 KRAS 突变

驱 动 的 BCAT2 介 导 的

BCAA 分解代谢，显著

减缓 PDAC 的发生发展

（a） （b）



NSFC
生 命 与 医 学

 189 

病毒的种类成千上万，其感染特点和

致病方式也千变万化，但是万变不离其宗

的是，当病毒入侵时，其自身的遗传物质

会不可避免地被带入宿主细胞中。机体针

对这些外源遗传物质（如外源 DNA 等）

会迅速做出反应，这是宿主免疫系统识别

病毒感染的重要方式。关于外源 DNA 诱

发免疫反应的认识可以追溯到百年之前，

然而其背后的机制却并不清楚。2013 年，

该领域取得了重要突破，科学家鉴定发现

蛋白质环鸟苷酸 - 腺苷酸合成酶（cGAS）

是胞内 DNA 的关键感受器。随着 cGAS

被揭示，科学家陆续发现，除检测病毒入

侵外，cGAS 的异常激活也直接导致一类

自身免疫疾病的发生。因此，寻找有效控

制 cGAS 活性的手段并探究其调控机理，

是针对这类疾病发展治疗手段的关键，也

是国际前沿领域的竞争热点。

在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的资助下，中国

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军事医学研究院李

涛研究员团队从 cGAS 的调控机理解析入

手，发现乙酰化修饰是控制 cGAS 活性的

关键分子事件，并揭示其背后的调控规律。

研究鉴定到 cGAS 的三个关键乙酰化位点

（K384、K394 和 K414），发现任何一个

位点发生乙酰化修饰都可致使 cGAS 失去活

性。研究者进而发现乙酰水杨酸（阿司匹林）

可以强制 cGAS 在上述关键位点上发生乙

酰化从而抑制其活性（cell，2019）。

团队还鉴定到了 cGAS 的关键调控因

子——G3BP1（鸟苷三磷酸酶激活蛋白 -

结合蛋白 1）。研究表明，G3BP1 与 cGAS

结合可以帮助 cGAS 形成多聚物，促进其

更高效地结合 DNA。在缺失 G3BP1 的情

况下，细胞中 cGAS 的活性明显降低。重

要的是，研究人员进一步揭示，存在于

绿茶中的天然化合物 EGCG 能够通过破

坏 cGAS-G3BP1 寡 聚 物 抑 制 cGAS 激 活

（Nature Immunology，2019）。 这 些 新

发现不但揭示了 DNA 感受器 cGAS 活性

调控的关键机制，还发现了体内有效的

cGAS 抑制剂，为 AGS（艾卡迪综合征）

等无药可治的自身免疫疾病的治疗带来

了希望。上述成果共同提出基于 DNA 检

测酶调控的自身免疫疾病治疗方案，入选

2019 年度中国科学十大进展。

基于胞质DNA感受器调控的自身免疫疾病治疗方案
Therapeutics for Autoimmune Diseases Through the Regulating of  

DNA Sensor cGAS Activation

图  乙酰化抑制 cGAS

的活性，阿司匹林可通

过乙酰化抑制 cGAS 及

其介导的免疫反应

图  G3BP1 通 过 帮 助

cGAS 形成多聚物促进

其更高效地结合 DNA，

EGCG 能够阻断该作用

的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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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使核糖核酸（mRNA）疫苗是一种

全新的疫苗形式，通过特定的递送系统将

表达抗原靶标的 mRNA 导入体内，在体

内表达出蛋白并刺激机体产生特异性免疫

学反应，从而使机体获得免疫保护。与传

统疫苗形式不同，mRNA 疫苗将人体内的

细胞转变为目的抗原的加工厂，改变了疫

苗的作用路径，具有安全性高、通用性强

等优点，被广泛认为是代表未来的颠覆性

技术。

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军事医学

研究院秦成峰研究员团队在国家自然科学

基金的资助下，研发出具有自主知识产权

的新型冠状病毒 mRNA 疫苗，成为我国

首个进入临床研究阶段的 mRNA 疫苗。

更重要的是，该国产 mRNA 疫苗无须超

低温保存，稳定性显著优于国外同类产品，

尤其适合发展中国家推广使用。

国产新冠病毒 mRNA 疫苗选择高度

保守的受体结合域（RBD）作为靶抗原，

显著区别于国外 mRNA 疫苗，在保证有

效抗体产生的同时还切实降低潜在的安全

性风险，另外，该疫苗利用脂质纳米颗粒

技术，提高了疫苗的热稳定性。两针次免

疫该疫苗后可迅速诱导机体产生高效的体

液和细胞免疫反应，对携带不同突变的新

冠病毒变异株均具有较好的保护作用。

目前，该疫苗正在墨西哥等地开展Ⅲ

期临床试验。研究论文于 2020 年 7 月 23

日在线发表在 Cell，受到国内外学者及媒

体的广泛关注。利用同样的技术路线，秦

成峰研究员团队正在开发其他病毒性传染

病的 mRNA 疫苗。鉴于在疫情防控中的

贡献，该研究团队被授予“全国抗击新冠

肺炎疫情先进集体”。

国产热稳定型mRNA疫苗进入临床研究阶段
Chinese Thermostable mRNA Vaccine Entered Clinical Trials

图  新冠病毒与国产

mRNA 疫苗分子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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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b） （c）

近年来，多种病毒性传染病在全球频

繁暴发，严重威胁人类健康和经济发展。

广谱抗病毒药物是主动应对新发突发病毒

性传染病的重要手段之一。病毒聚合酶负

责病毒基因组的复制和转录，且其蛋白序

列相对保守，是广谱抗病毒药物研发的重

要靶点，但其结构解析和功能研究极具挑

战性。

中国科学院微生物研究所施一研究员

团队在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的资助下，开展

了新发突发病毒聚合酶结构和功能研究以

及药物新靶点发现的工作。团队解析了 D

型流感病毒聚合酶在不同状态的一系列高

分辨率结构（Nature Microbiology，2019）

和沙粒病毒聚合酶的三维结构（Nature，

2020）， 进 一 步 分 析 不 同 分 节 段 负 链

RNA 病毒聚合酶的共性和特异性，阐明

蛋白二聚化和病毒 RNA 启动子结合构象

对聚合酶活性的调控作用，并发现分节段

负链 RNA 病毒的聚合酶存在一个相似的

3’RNA 结合位点，可以作为广谱抗病毒

药物研发的靶点。

新冠疫情期间，团队解析了新冠病毒

核心聚合酶（Cell Reports，2020）及其与

药物法匹拉韦的复合物的高分辨率结构，

不仅从分子水平上为冠状病毒适应性进化

提供了重要线索，还进一步阐明了新冠病

毒的复制过程以及法匹拉韦引发病毒突变

的分子机制，为药物优化提供了关键信息。

除传统的核苷类药物外，团队还在寻

找可用于抑制病毒聚合酶功能的药物设计

新方向。团队注意到沙粒病毒基质 Z 蛋白

能抑制病毒聚合酶活性，通过解析拉沙和

马秋波病毒聚合酶与Z蛋白的复合物结构，

发现 Z 蛋白是通过限制聚合酶催化基序 D

和 E 的构象变化来抑制其活性，并且这些

基序在结构和功能上都非常保守，可以作

为广谱性药物研发的靶点。这一发现为广

谱抗病毒药物设计提供了全新方向，提示

可以通过抑制聚合酶功能基序的构象变化

来进行药物研发。

团队通过对不同 RNA 病毒聚合酶的

研究，不仅提升了人们对 RNA 病毒复制

过程的认识，还提出了广谱抗病毒药物研

发的新方向，为病毒性传染病防治提供了

重要理论基础。

RNA病毒聚合酶结构功能研究和抗病毒药物靶点 
发现

Structural and Functional Studies of the RNA Virus Polymerase and Identification 
of Antiviral Drug Target

图  分节段负链 RNA 病

毒聚合酶结构

图  沙粒病毒聚合酶与

Z 蛋白复合物结构

（a）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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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的资助下，中

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军事医学研究

院曹务春研究员团队与中国科学院北京

生命科学研究院的团队首次报道了我国

六大广布蜱种的高质量基因组，包括全

沟 硬 蜱（ixodes persulcatus）、 长 角 血 蜱

（haemaphysalis longicornis）、 森 林 革

蜱（dermacentor silvarum）、 亚 洲 璃 眼

蜱（hyalomma asiaticum）、 血 红 扇 头 蜱

（rhipicephalus sanguineus）和微小扇头蜱

（rhipicephalus microplus）。同时深入研究

了我国 27 个省区市覆盖 10 余种生态地理

动物区划的 678 组蜱虫样本，首次阐明了

六大蜱种的基因组多样性、群体遗传结构

和病原体分布特点，为深度研究蜱及蜱媒

传染病提供了极为宝贵的资源与重要理论

依据。团队的这项研究结果发表在 Cell，

基于它对媒介动物和人兽共患病领域的重

大贡献。

蜱（tick）是一种传播人兽共患病的

重要媒介，携带了最广泛的病原体种类，

可传播 40 余种疾病，能导致死亡或慢性

后遗症，严重影响生活质量。该成果从比

较共性角度，深入挖掘蜱区别于其他节肢

动物的遗传特性。从血红素利用、铁代谢、

活性氧（ROS）平衡、细胞与体液免疫几

方面揭示了蜱专性吸血的遗传学基础。构

建的线粒体和核基因组系统发育树表明，

蜱的群体进化具有生态地域性和物种特

异性。

该研究发现了六大蜱种的病原体分布

与构成同样具有蜱种特异性和生态地域

性。同时，结合微生物组学和流行病学调

查数据，发现高丰度（如立克次体）和低

丰度（如螺旋体）的病原体都在当地引发

了蜱媒传染病（如立克次体病与莱姆病），

因此需要建立更敏感的检测方法监测低丰

度的病原体，用于蜱媒病的防控。

该研究解决了蜱及蜱媒传染病的防控

的重大科学问题，首次为识别蜱携带的大

量微生物与新发病原体提供了重要的微生

物组数据，为建立重点物种、热点地域的

蜱媒传染病风险识别与预警提供了重要

基础。

大规模宏基因组分析诠释蜱的遗传多样性及其 
病原体传播潜能

Large-Scale Comparative Analyses of Tick Genomes Elucidate Their Genetic 
Diversity and Vector Capacities

图  多组学阐释蜱生物

学特性的遗传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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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相同的环境危险因素（如吸烟）暴

露下，仅有少部分人会发生恶性肿瘤，这

表明个体间存在异质性；对于同一肿瘤患

者，其肿瘤细胞的生长速度、侵袭能力、

药物敏感性等各方面也存在差异，表明肿

瘤个体内也存在异质性。在国家自然科学

基金的资助下，南京医科大学沈洪兵教授

团队围绕“肿瘤异质性的遗传基础”这一

关键科学问题，取得了多项重要科学发现。

团队领衔了目前中国唯一、亚洲最大

的多中心肺癌遗传学研究，首次建立了中

国人群肺癌分子遗传图谱，新发现了 21

个肺癌易感基因，这些发现揭示了我国

肺癌易感性的遗传基础，填补了领域空

白。对比中国人群和欧美人群肺癌易感基

因，发现 TP63 等 11 个基因是共同的，而

CYP24A1 等 10 个肺癌易感基因是中国人

群所特有的，表明肺癌的遗传易感存在显

著的种族特异性。此外，沈洪兵教授还参

与建立了胃癌、肝癌、食管癌等多个常见

肿瘤的分子遗传图谱。

团队应用多组学测序构建了中国人群

肺癌的全基因组突变和转录图谱，鉴定了

16 个肺鳞癌驱动基因和 9 个肺腺癌驱动基

因；对比中国人群和高加索裔人群肺腺癌

和肺鳞癌的突变基因，发现两个人群的驱

动基因突变率有显著差异。在国际上首次

发现驱动 EGFR 突变的特异体细胞突变信

号，主要由 B 细胞介导的炎性免疫微环境

导致，揭示了我国肺腺癌 EGFR 突变高发

的潜在成因。

在此基础上，团队通过系统筛选和评

价，创新性地构建了中国人群肺癌多基因

遗传风险评分方案 PRS-19，并在我国 9.5

万自然人群队列中进行了独立评价，发现

该评分与肺癌发病风险呈明显的剂量反应

关系，高风险人群的肺癌发病率是低风险

人群的 2.37 倍，证明该评分可稳定预测肺

癌发生风险，识别遗传高危人群。此外，

团队还构建了针对胃癌的多基因遗传风险

评分方案 PRS-112，该评分同样可以有效

指示胃癌的高风险人群。

上 述 代 表 性 研 究 成 果， 先 后 发 表

在 Lancet Oncology、Lancet Respiratory 

Medicine、Nature Communications 等期刊，

荣获 2018 年度国家自然科学奖二等奖。

肿瘤异质性的遗传基础
Genetic Basis of Cancer Heterogeneity

图  中国人群肺癌全基

因组关联研究发现的肺

癌易感基因

图  肺癌遗传风险评分

可预测肺癌发生风险指

导肺癌高危人群筛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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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中医药大学陈立典教授团队在国

家自然科学基金的资助下，创新了脑卒中

后功能障碍的中医康复理论与评价体系，

发展了系列中医康复关键技术，系统阐释

了其科学内涵。主要研究成果获 2019 年度

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二等奖。

中医康复是我国固有的医学优势与特

色，建立中医康复客观评价方法为中医康

复整体调控规律及其微观机制提供了科学

依据，是传承与发展中医康复的关键科学

问题。团队提出了中医整体功能观的康复

思想，构建了康复模型，系统研究了功能

障碍的病机、治则、治法，建立了适合中

国人群功能障碍的量表评价体系，其中文

版 OCS 量表（在线认知量表）成为首个

汉语人群脑卒中后认知障碍评价工具。

团队根据中医整体功能观的康复思

想，提出了脑卒中后平衡、肢体运动与认

知功能障碍的核心病机与康复治则，创建

了传统运动疗法、针刺康复系列共性技术

脑卒中后功能障碍中医康复理论与关键技术
TCM Rehabilitation Theory and Key Technologiesfor Post-stroke Dysfunctions

图  太极拳和八段锦训

练增强老年人内侧前额

叶 - 海马功能连接强度

图  针刺阳明经调控缺

血性脑卒中模型大鼠的

局部神经活动一致性

特征

方案。利用三维步态等方法系统揭示了太

极拳改善脑卒中后平衡功能的生物力学机

制。利用多模态 fMRI 技术揭示了针刺效

应的关键脑功能区及其功能网络特征，进

一步利用病毒示踪、化学遗传学、蛋白组

学等技术阐明了针刺调控神经环路的细胞

与分子生物学机制，发现神经保护、神经

重塑是中医康复技术促进脑卒中后功能障

碍恢复的关键环节，同时，表观遗传学修

饰发挥了重要调控作用。发表学术论文多

篇，专利成果转化 6 项，研制了系列运动

与认知功能障碍康复装备，并建立了功能

障碍分期的进阶式康复训练模式。相关成

果被写入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康复科中医

诊疗方案与临床路径》《中国中西医诊治

指 南 》 以 及“Evidence-Based Review of 

Stroke Rehabilitation”等国内外临床指南

和“Oxford Handbooks Online”等国际康

复医学专著，推动了中医康复国际化，促

进了中、西医康复的融合与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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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 蛋白偶联受体（GPCR）是人体内

最大的膜受体蛋白家族，与各类人体疾病

密切相关，是各大药物研发机构最为关注

的药物作用靶点。GPCR 结构药理学研究

不仅可以揭示受体分子的活性调控机制，

同时也可以发现新的药物作用位点，是药

物研发的迫切需求。

在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的资助下，中国

科学院上海药物研究所赵强研究员团队为

多种受体的药物研发提供重要帮助。在药

物作用机制方面，研究了血栓治疗靶点

P2Y1 与药物分子 BPTU 的作用方式，发

现了一个全新的作用位点。这是国际上首

次发现 GPCR 与脂分子作用面存在配体结

合位点，并提示在其他 GPCR 中可能存在

类似的结合位点。这一全新的药物结合位

点的发现，有可能彻底改变研究人员对受

体拮抗机制的认识，并由此产生了 GPCR

新功能研究和药物研发的新方向。此外，

团队对艾滋病毒感染靶标受体 CCR5 与抗

艾滋病毒药物马拉维若开展研究，发现该

受体同样存在异构调控机制。基于这一异

构调控机制，团队开展药物设计和筛选，

并获得了抗艾滋病毒候选药物——塞拉维

诺。塞拉维诺有效解决了上市药物的药物 -

药物相互作用、使用剂量大、种属差异大

等临床问题，有望成为具有我国自主知识

产权的一类口服抗艾滋病毒创新药物，目

前正在开展Ⅰ期临床试验研究。

在受体新调控机制研究中，团队解析

了世界上首个全长 B 类 GPCR 蛋白的晶体

结构——胰高血糖素受体 GCGR 全长蛋白

的复合物晶体结构；为了进一步理解 B 类

GPCR 的信号转导机制，团队又成功测定

了 GCGR 与胰高血糖素类似物 NNC1702

结合的复合物晶体结构。研究表明，B 类

受体的胞外结构域和跨膜结构域之间的连

接肽段对于调节受体与多肽配体的结合以

及受体活化的调控起到关键作用。这一发

现对深入理解 B 类 GPCR 的信号转导机

制以及全面了解 GPCR 超家族的结构－

功能关系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上述研究

成果分别于 2017 年、2018 年和 2020 年在

Nature 发表，被认为“首次在原子水平完

整地阐明了 B 类 GPCR 与多肽配体的精细

作用模式”“揭示了受体分子在活化过程

中发生的构象变化”“是一项令人兴奋的研

究成果，是 B 类 GPCR 研究领域的一项重

大进展”。

到目前为止，团队对包括血栓性疾病

受体 P2Y1 和 P2Y12 在内的 10 余种 A 类

受体以及多种 B 类受体开展研究，并通

过相关功能实验以及计算模拟等方法，分

析受体与药物的识别机制以及作用机制，

在获得三维结构信息的基础上阐明配体调

控 GPCR 功能的构效关系，在 Nature、

Science、Nature Structural and Molecular 

Biology 等期刊发表多篇研究论文。

受体结构药理学揭示药物新作用位点，助力药物研发
Structural Pharmacology Reveals New Drug Binding Sites of Receptors and 

Accelerates Drug Discovery

图  抗血栓药物新作用

位点发现

图  CCR5 研究促进抗

艾滋病毒药物研发

图  全长 B 类受体研究

帮助代谢性疾病药物研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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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冠肺炎疫情是在我国发生的传播速

度最快、感染范围最广、防控难度最大的

一次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如何在疫情

暴发初期预测这一新发重大传染病的时空

传播规律，评估全国各地疫情风险的大小，

并对其进行监测，是当时政府部门面临的

重大应急管理问题。在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的资助下，香港中文大学（深圳）贾建民

教授领衔的研究员团队，采用大数据和决

策分析方法，针对新冠疫情开展应急研究，

取得如下成果。

新冠肺炎疫情的时空传播模型与风险监测
A Spatio-temporal Model of COVID-19 Epidemic Spread and Risk Monitoring

（a）

（b）

图  （a）模型预测与

实际疫情（散点）的比

较；（b）部分城市疫

情传播风险指数的动态

变化

1. 基于武汉封城前输入到全国各地的

人口流动数据，建立了新冠疫情时空分布

的基准模型，成功预测了疫情在全国各地

的时空传播规律。这一模型可用来快速评

估各地的疫情风险，并作为政府部门提前

考虑应急物资分配决策的参考依据。

2. 根据实际确诊人数偏离基准模型预

测的显著程度，构建了社区传播风险指数

以及疫情风险监测的动态分析工具，用来

辨识和追踪具有高传播风险的地区。特别

是在疫情暴发的初期已监测到温州等地存

在较大社区传播风险，为政府及时采取相

关措施提供决策支持。

3. 采用统计模型和机器学习的方法评

估各种人口流动风险源的异质性，比较了

武汉与湖北各地市流出人口对全国疫情传

播的相对影响，揭示了湖北禁止出入的及

时性和有效性。另外，比较了武汉居民与

非武汉居民、不同年龄段、不同性别等对

疫情传播的相对影响大小。

在疫情暴发初期，团队成员参与了国

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管理科学部组织的

应急政策分析工作，为相关部门提供了

多份疫情分析和政策建议报告。在此基

础上形成的论文“Population Flow Drives 

Spatio-Temporal Distribution of COVID-19 

in China”以研究论文形式发表在 Nature，

获得广泛引用。成果被国内外主流媒体广

泛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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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世界主要经济体脑计划的不断推

进，脑科学研究范式也在酝酿新的变革：

传统的孤立、封闭的研究模式正在被开放、

合作与共享的新范式所取代，同时也带动

了脑科学从“实验科学”向“实验与信息

计算”并重的研究模式转变。事实上，在

现代信息计算技术与日益强大的数据收集

能力的推动下，脑科学已迈入了大数据科

学时代，这使基于数据与计算资源共享的

云端合作研究成为了推进现代脑科学进步

的重要共识。近年来，我国在脑科学领域

的研究发展迅速，不仅积累了大量的数据，

也发展了许多好的方法，但缺乏沟通彼此

的共享平台，导致相关的国际国内合作既

不够多也不够深入。以脑老化这一全球共

同面临的重大问题为例，如果拥有沟通全

球各机构的数据、分析工具和计算资源的

云脑信息平台，则有望从环境、基因、电

生理和影像等角度，更好认识脑老化的机

制与发展规律，进而促进神经科技更好地

服务于人类脑健康。

电子科技大学（中国医学科学院神经

信息创新单元）尧德中教授团队在国家自

然科学基金的资助下，与加拿大麦吉尔大

学 Alan 教授和古巴神经科学中心 Pedro 教

授展开了密切合作 [ 简称中 - 加 - 古合作

（CCC）]，研发了可整合多方数据、工具

和算力的国际化云脑信息平台“WeBrain”，

并据此合作研究了早期营养不良对脑认知

的影响、阿尔茨海默病生物标记物、精神

分裂症脑机制、脑老化演变机制等，相

关成果发表在 Neuro Image、Human Brain 

Mapping、British Journal of Psychiatry、

Schizophrenia Bulletin 等期刊。另外，在此

项目的合作过程中，CCC 还作为利益相关

方参加了国际脑计划的相关活动，并促成

了多国参加的国际脑科学联盟的建立，为

进一步的国际合作奠定了新的基础。

中国 - 加拿大 - 古巴认知老化国际云端联合研究
China-Canada-Cuba Tri-nations Joint Study of Cognitive Aging on the Cloud

图  基于云原生的云脑

信息平台 WeBrain 实现

了工具、数据和算力在

云端的整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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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的资助下，广州

医科大学杨子峰教授团队充分将基础和临

床结合，利用诊断、病毒、药理及临床等

多学科交叉，进行人感染流感病毒致病机

制及抗病毒研究，在禽流感诊治、模型构

建、中药抗病毒等方面取得重要成果。

禽流感诊治研究中，团队通过与香港

大学团队合作，率先发现 H7N9、H5N6

禽流感病毒学特征，提出并证实重症禽流

感更易合并细菌感染的观点。基于此，团

队创建并实践了人重症禽流感救治体系，

成功抢救首例 H5N6 病例，获人 H7N9 最

高抢救成功率（逾 80%），该研究成果获

2018 年度广东省科学技术进步奖一等奖。

为进一步揭示新发流感发生、发展和

传变规律，团队开发具高度模拟性的中国

特色灵长类树鼩流感模型，并证实该模型

具有行为表象一致性、发病机制同源性和

药物预见性，为中、西医防治新发流感的

药物开发探索全新替代模型，进一步与澳

门科技大学团队合作，应用糖组学技术，

率先发现树鼩呼吸道流感受体分布更接近

人类，提示具有研究禽流感跨物种传播的

应用潜力；对禽类（鸡）、哺乳类（雪貂）、

非人灵长类（树鼩）和人类多层次物种的

呼吸道组织的寡糖特征进行深入分析，首

次建立树鼩呼吸道糖组学特征谱，为禽流

感种间传播的分子进化机制奠定基础。

基于前期构建流感动物模型的探索及

应用经验，新冠肺炎期间，团队迅速构建

体内外新冠模型，率先发现连花清瘟、血

必净等一批抗新冠中药，通过老药新用

缓解临床救治压力，其中，连花清瘟药

理成果入选 ESI 高被引论文，获 2020 年

Pharmaceutical Research 期刊全球最佳文章

之一，并推动首部中成药（连花清瘟）说

明书关于新冠肺炎适应证的修订。首次发

现中药单体连翘苷具有抗新冠病毒成药前

景，并获新冠肺炎解热适应证临床批复。

流感病毒致病机理及抗病毒研究
Pathogenic Mechanism of Influenza Virus and Antiviral Research

图  树鼩呼吸道受体糖

基化研究

图  重症预警救治体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