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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进展

项目说明
根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NSFC）与日本科学技术振兴机构

（Japan Science and Technology Agency, JST）达成在环境、能源领域
开展联合资助的协议，自 2004年起双方每年轮流在中国和日本举办双
边研讨会，并共同资助两国科学家在“环境保护和建设环境低负荷型社
会的科学技术”领域开展合作研究。

2011年项目征集说明
（一）资助领域及说明
经过双方协商，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与日本科学技术振兴机

构 2011 年的合作领域是“废弃物和废热的能源循环技术(Energy
Recycling Technology for Waste and Exhaust Heat）”。
具体研究方向为：
1. 废弃物和生物质的能源转化方法的基础研究（Clean fuel

production or energy conversion of waste substances and
biomass）。

2. 基于废热（余热）利用的电 /冷 /热供应及其联供系统集成和
优化基础研究（Power, cooling, and heating supply from waste heat
utilization, and its system integration and optimization）。
（二）资助年限
该项目实施周期为 3年，2011年批准立项项目的执行期为 2011

年 9月 1日至 2014年 8月 31日。
（三）资助经费及说明
2011年的合作项目数为 5个以内，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对

每个项目提供 200万元以内的资助经费，其中包括研究经费和合作交
流经费。
申请资格
根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国际（地区）合作研究项目管理办法》，申

请本项目须符合以下条件：
（一）申请人应具有高级专业技术职务（职称）。
（二）作为项目负责人，正在承担或承担过 3年期以上科学基金项

目。
（三）中日双方科学家之间应当具有一定的合作基础，项目申请应

充分体现强强合作，优势互补。
限项规定
本项目属于国际（地区）合作研究项目，遵循以下限项规定。
1．申请人（不含参与者）同年只能申请 1项国际（地区）合作研

究项目。
2．本项目计入申请和承担项目总数合计限 3项的范围。
3．更多关于限项申请规定请见《2011年度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

目指南》。
申报要求
为使申报工作顺利进行，请注意以下几个方面。
（一）中方申请人须登录 ISIS科学基金网络系统（http://isis.nsfc.

gov.cn），在线填报《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国际（地区）合作研究项目申请
书》(以下简称“中文申请书”)。具体步骤是：选择“项目负责人”用户组
登录系统，进入后点击“国际合作项目申请”一栏中的“申请国际合作
类项目”，再点击“新建申请书”按钮，在项目类型中选择“合作研究”，
点击“展开子类别”，之后选择协议名称“NSFC-JST项目（中日）”，点击
“填写申请书”按钮即可填写具体内容。

（二）中方申请人须与日方合作者联合提出申请，并共同填写英文
申请书。各方科学家还需要分别根据各国基金组织的要求，填写相应
的申请书。
（三）请将此通知所附英文申请书填写完毕后，上传添加至中文申

请书的“附件”栏中一同提交。
（四）报送材料：此类项目申请受理将采取集中接收申请方式，申

请材料由依托单位统一报送自然基金委集中接收组。申请人应在依托
单位确定的截止日期前提交。自然科学基金委不接收个人直接报送的
申请材料。
（五）日方受理截止日期为 2011年 3月 18日
集中接收受理截止日期为 2011年 3月 20日（16时）。

“种”出高品质的葡萄酒

基金简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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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张双虎

葡萄酒主产于欧洲，全球消费量
仅次于啤酒，在国际贸易中占有越来
越重要的地位。我国现代葡萄酒产业
起步较晚，葡萄酒原产地命名及保护
制度刚刚起步，市场上的葡萄酒质量
也良莠不齐。在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等
项目的资助下，西北农林科技大学教
授李华团队经过 20 多年不懈努力，
创立了中国葡萄酒产业技术体系，建
立了我国地理标志葡萄酒特征的指
纹图谱技术系统，对中国葡萄酒产业
健康持续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

葡萄酒技术体系的创立与发展

“我国现代葡萄酒产业起步较
晚，上世纪 80 年代的葡萄酒只含有
30%的‘葡萄原酒’，即‘三精一水’没
有真正意义上的葡萄酒。”李华说，
“中国传统的葡萄酒生产技术是配制
的，甜性，当时部颁标准也根据这种
生产实际制定的，与国际通行标准根
本不搭界，在外国人眼中，中国葡萄
酒就不能算葡萄酒。因此急需进行相
关技术研究并构建我国葡萄酒产业
技术体系。”

上世纪 80年代初，李华在法国留
学期间，就开始为改变中国传统葡萄
酒生产工艺，改变中国葡萄酒生产标
准，促进中国葡萄酒生产的转轨而努
力。

1994 年，李华联合全国 13 家葡
萄酒企业，在西北农林科技大学葡萄
与葡萄酒专业的基础上，创办了亚洲
唯一的葡萄酒学院，先后组建了符合
国际标准的实验室、品尝室和质量检
测中心，成为国家级葡萄酒评酒员培
训基地。

在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省自然科
学基金等多个项目的支持下，李华等
人按照系统工程原理，依据葡萄酒产
业链“由土地到餐桌”的运行规律，构
建以葡萄研究为基础，以葡萄酒研究
为核心、葡萄酒工程研究为手段、葡
萄酒市场研究为导向、产学研合作运
行机制为保障的复合型技术体系。
“葡萄酒是葡萄的最主要产品，

而葡萄酒的一切质量因素都存在于
葡萄当中，葡萄酒的加工工艺只能表
现质量，而不能创造质量，只有用高
质量的葡萄才能生产出优质葡萄酒，
正所谓‘葡萄酒的质量是种出来’的。
我国以前一些产区葡萄的亩产可达
5000 公斤，但质量很差。主要是一些
种植者在葡萄采收前，为提高产量进
行漫灌，导致浆果质量迅速下降。”李
华说。

研究人员通过分析葡萄栽培的历
史和现状，比较各地发展葡萄与葡萄
酒生产的有利和不利因子、特点、生
产潜力和存在问题，制定出葡萄与葡
萄酒区域化方法。经过考察，李华等

人发现了四个各具特色的葡萄种植
区：陕西渭北旱塬区、甘肃河西走廊
东部地区、宁夏贺兰山南麓地区、新
疆地区。
以甘肃省葡萄产区为例，研究人

员用甘肃省气象站点 20年的气候资
料进行统计分析，将甘肃省划分为 9
个气候区。确定了河西走廊地区、白
银中部地区、兰州周边县区为酿酒葡
萄的最佳产区。其余地区为一般适宜
区，可发展适应性较强的酿酒葡萄品
种，通过对光热指数、纬度—温度指
数、有效积温的计算分析，结合甘肃
省目前酿酒葡萄实际的种植情况，提
出了每个区域适合栽种的酿酒葡萄
品种。
经过 20多年研究，该团队阐明了

原产地生态和生产要素对葡萄酒质
量的决定作用；以此为基础构建了以
生产区域、葡萄品种与品质、酿造工
艺、品尝检验等为主要内容的我国葡
萄酒地理标志及其保护体系。

建立中国葡萄酒
特征指纹图谱技术系统

2010年 12 月，李华主持的国家
自然科学基金项目“中国地理标志葡
萄酒指纹图谱研究”在陕西杨凌通过
教育部组织的成果鉴定。该研究提出
葡萄原产地的气候、地质、土壤以及
葡萄品种等自然因素和栽培管理措
施、葡萄酒的酿造工艺等人为因素决
定了葡萄酒的质量及其特征和风格。

研究人员在分析比较多种分离
提取方法对葡萄酒香气成分提取浓
缩效果的基础上，优化设计了一套
方便、快捷的分析葡萄酒香气成分
的方法，在国内率先进行了不同产
区典型葡萄酒品种的活性香气成分

研究，并评价了产品整体香气特点，
揭示了中国地理标志葡萄酒的典型
香气成分及其感官特点；建立了一
套独具特色的葡萄酒香气感官量化
品尝法，他们运用该方法对昌黎地
理标志赤霞珠干红葡萄酒进行了香
气特征的量化描述，得到该区干红
葡萄酒的 8 个典型香气特征及其强
度率，该葡萄酒感官量化分析方法
在国际同类研究领域具有创新性；
通过获取不同产区赤霞珠干红葡萄
酒的香气成分信息，首次采用可视
化模式建立了葡萄酒指纹图谱的技
术方法，可直观表征鉴别不同产地
的赤霞珠干红葡萄酒产品。
迄今为止，我国质检系统已对全

国近 700多个产品实施了地理标志产
品保护，核准了 6000多个企业使用地
理产品专用标志，产品范围涉及酒
类、茶叶、水果、传统工艺品、食品、中
药材、水产品等，保护产值近 6000亿
元。“十一五”期间，我国受保护的地
理标志产品数量将达 1200多个，受保
护产品产值有望达到 8000亿元。
“中国地理标志葡萄酒指纹图谱

研究”项目实施过程中，李华等人通
过积极开展与企业、政府、协会合作，
加快研究成果在全国范围内的推广
应用，已累计示范推广面积 45万亩，
产生直接经济效益 150多亿元，间接
经济效益超过 400亿元。目前，河北昌
黎、山东烟台、宁夏贺兰山东麓、河北
沙城等葡萄酒已获得地理标志产品
保护。
该项目评审专家认为，这项研究

成果对促进中国葡萄酒产业与世界
接轨，增强中国地理标志葡萄酒产品
的国际竞争力，促进中国葡萄酒产业
健康持续发展具有重要的理论指导
意义和实际应用价值。

2011年度中日合作研究项目征集指南

生命学部立项评审管理有较大调整

本报讯日前，在 2010年度国家自然科学基
金委员会生命科学部重点项目中期进展学术交流
会上，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生命科学部常务
副主任杜生明研究员特别强调了生命科学部在重
点项目立项、评审、资助与管理的几项改进措施。

1.立项方式。2011年度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委员会生命科学部重点项目将实行以立项领域
宏观指导申请为主和有条件的“非领域申请”为
辅的两种申请模式，“非领域申请”仅占 20%，并
且要求具备以下条件：①申请人在以往的研究
中取得重要进展，急需重点项目资助，但研究内
容又不在当年度本科学部重点项目立项领域范
围之内的；②属于新的科学前沿或新的学科生
长点，而当年度本科学部重点项目立项领域未
覆盖到，且申请人在此领域有较好的工作基础，
急需进一步高强度资助开展深入研究的。

2.资助期限与资助强度。为保证科学家能够
开展持续性的研究工作，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
会生命科学部重点项目资助期限由原来的 4年延
长至 5年，资助强度提高至平均 300万元 /项，具
体项目的资助强度也将拉开档次，由专家的评审
结果决定（每项资助 200万 ~400万元不等）。所以
要求申请人应根据自己的研究需要实事求是地提
出合理的经费预算，除了填写申请书上的经费预
算表之外，还要附更为详细的经费预算说明供专
家评审和确定资助经费时使用。

3.中期检查与结题验收。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委员会生命科学部重点项目中期检查会议改为
中期进展学术交流会，旨在加强交流，淡化检
查；重点项目结题验收由主持人汇报、专家会议
评审的方式改为同行专家通讯评议，网上公布
项目完成情况，以达到提高工作效率，增强项目
完成透明度的目的。 （柯伟）

61位学者申请 ICTP年度学术活动

本报讯 根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
（NSFC）与国际理论物理中心（ICTP）的合作协
议，基金委每年选派青年学者赴国际理论物理
中心参加由其组织的相关学术活动。国家自然
科学基金委员会资助赴意大利的国际旅费，国
际理论物理中心承担当地费用。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于 2010年 11月
10日至 12月 6日在网上公开征集拟参加人选，
共有 142人提出申请。根据双方商定的名额，国
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推荐 61位青年学者申
请参加 ICTP2011年度有关的学术活动。
请被推荐人按照要求提交相关申请材料。
1.“两个月学术访问”类别的申请人，请速将

申请信和个人简历寄往国际理论物理中心相应
的研究部门（高能物理、凝聚态物理、数学、或地
球科学），并注明是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推
荐。具体出访时间请与国际理论物理中心相应
研究部门协商。

2. 参加国际理论物理中心组织具体活动的
申请人，请按照每个具体活动的要求按时向国
际理论物理中心提交申请，并注明是国家自然
科学基金委员会推荐。每个具体活动的申请表
格和申请截止日期等更多信息请浏览国际理论
物理中心网页。

3. 如果被推荐人收到了国际理论物理中心
同意参加学术活动的通知，请至少于出国前两
个月向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提交《国家自
然科学基金国际（地区）合作交流项目申请书》，
申请赴意大利的国际旅费。

申报路径：登录 ISIS系统后，点击界面左侧
菜单栏中的“申请国际合作交流类项目”→点击
右侧的“填写申请书”→点击“合作交流项目”
（两个月学术访问类别选择该项）或“出国（境）
参加协议双（多）边学术会议”右侧的“展开子类
别”→选择“NSFC-ICTP”开始在线填报。

申请书在线提交后，还需要打印一份纸质
材料，经本人签字、单位签字盖章确认后，连同
邀请信复印件一起邮寄至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
员会国际合作局亚非及国际组织处。 （柯旺）

本报讯 动物行为具有相当高的
灵活性，可以随着环境、营养状况和
年龄等因素的变化而进行大幅度调
整。但是，外在和内在的条件是如何
改变动物天性的，其神经基础并没
有完全被人们所了解。高等动物包
括人类，其行为习性和偏好都会随
着外在因素 （如环境等） 以及内在
因素 （如年龄等） 的变化而发生剧
烈变化。同样，昆虫（果蝇）为了适
应自身发育的需要，其偏好行为也
随外界条件变化而进行调整。果蝇
幼虫喜欢待在黑暗的食物中 （避光
行为），随着日龄的增大，趋于结蛹的
幼虫会偏好明亮的地方（趋光行为），
以利于羽化为成蝇。

中国科学院生物物理研究所研究
员龚哲峰和刘力等在国家自然科学
基金国家杰出青年基金、国家自然科

学基金面上项目和创新研究群体科
学基金的资助下，以果蝇的幼虫对光
的回避反应作为基本行为模式，主要
通过 Gal4/UAS系统失活某些特定的
神经细胞并观察相应的行为改变来
定位相关神经元，发现果蝇幼虫中央
脑的两对神经元负责调控果蝇幼虫
对明亮、黑暗条件的偏好行为。
研究人员首先通过筛选 700多个

Gal4品系，得到了一批神经元的初步
定位结果。然后通过表达模式对比，
明确了两对同形态的神经元（NP394
神经元）参与调节果蝇幼虫的避光 /
趋光行为。其活性越高，则避光性越
强，其活性越低，则趋光性越强。再进
一步，他们发现这两对神经元是和果
蝇已知的视觉通路相联系的。NP394
神经元首先在位置上靠近 pdf 神经元
的下游，而 pdf 神经元已经被证明是

用来接受幼虫光感受神经元的信息
输入的。
在此基础上，该研究小组证明了

NP394神经元和 pdf 神经元之间存在
突触联系，而且是在 NP394神经元的
树突和 pdf 神经元的轴突末梢之间。
这些结果表明 NP394 神经元是处于
pdf 神经元的输出端的下游神经元。
进而他们采用功能钙成像技术确认
了 NP394 神经元是对光刺激信号产
生反应的，而 pdf神经元对这种反应
有抑制作用。这项发现对于果蝇视觉
信息处理的通路作了进一步的延伸，
不仅增进了我们对于动物大脑是如
何解释视觉线索的理解，同时也向着
全面解析环境因素和内在因素影响
本能行为的神经基础迈进了一步。该
研究成果发表在近日出版的《科学》
杂志上。 （柯伟）

果蝇幼虫对明暗条件的偏好行为获神经科学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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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在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
上项目、重点项目和创新研究群体
的资助下，中国科学院化学研究所
胶体、界面与化学热力学院重点实
验室刘鸣华研究小组在金属卟啉的
可控组装、多维高级结构和超分子
手性研究方面取得了新进展，成果
近期发表于《美国化学会志》上。

该小组一直致力于功能单元的设
计与界面的超分子组装。最近，研
究人员利用自组装技术在超分子层
上实现有机功能分子的可控自组装，
并进一步实现其功能的调控，是目
前超分子化学、纳米科技、材料科
学等领域的重要课题。卟啉化合物
作为一类重要的功能染料分子，由
于其独特平面型分子骨架特征、良
好的共轭体系等特征而成为超分子

化学中最为优良的构筑基元之一。
目前研究者已经在卟啉分子纳米结
构的逐级组装方面取得了丰硕的研
究成果和积累。表面活性剂辅助的
组装技术融合了胶体化学与分子组
装的优点而备受关注。考虑到卟啉
类化合物在非极性或小极性溶剂中
往往具有良好的溶解性，其在油 /水
体系中的组装可能为研究者提供卟
啉分子组装更为丰富的信息。

研 究 发 现 ， 将 一 种 锌 卟 啉
（ZnTPyP）的氯仿溶液滴加到 CTAB
的水溶液中，通过调整溶液的浓度
或熟化时间，可以可控得到空心纳
米球、实心纳米球、纳米管、纳米
棒或纳米纤维等超分子纳米结构。
另外，通过简单的浇注方法，可以
将所获得的纳米棒在数十微米范围

内进一步组装成单层或多层具有平
行排列特征的规则纳米阵列结构，
而其他纳米结构则不能形成类似的
阵列结构。通过圆二色谱数据的研
究表明，尽管体系中所使用的表面
活性剂和卟啉均为非手性化合物，
但通过该方法所得到的纳米棒却能
表现出明显的光学活性，而其他结
构则不能表现出光学活性信号。

该课题组前期研究已经发现非手
性的两亲分子可以通过气 /液界面的
二维组装形成超分子手性的薄膜，
并揭示了其普遍性。此项研究进一
步表明，这种对称性破缺过程在液
液界面也能够发生，为理解和揭示
超分子体系中超分子手性的起源提
供了基础。

（柯旺）

中科院化学所超分子手性研究取得新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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