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荩羊毛织物亲水测试
的直观效果图以及羊
毛纤维的扫描电子显
微镜测试和水滴接触
角测试图。（图 A：未经
处理的羊毛织物小样，
水滴在其上面呈现疏
水状态；图 B：水滴在
经纳米技术处理后的
亲水羊毛织物小样上
的效果，一秒钟不到，
水滴已经大面积在织
物表面扩散，证明其具
有吸湿速干的特性；图
C：天然羊毛纤维的扫
描电镜图及水滴接触
角测试图；图 D：表面
修饰了纳米薄层的羊
毛纤维扫描电镜图和
水滴接触角测试图）

提高西北旱地水分、
养分耦合效率的
应用基础研究
项目负责人：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李生秀

该研究采用大田、盆栽、模拟及各类化
学和生物、生理指标测定，系统、深入地研究
了西北旱地水分养分高效耦合对作物产量
的影响，确定了水分对养分和养分对水分的
促进作用及两者高效耦合的效果、条件及应
用途径，阐明了其生物学及生理学机制。

项目研究结果表明，合理水氮配合能使
小麦叶温相对稳定，保证正常代谢。气候越
干旱，形成单位重量的干物质或籽粒产量的
蒸散量越高。养分合适时，作物产量与蒸散
量呈直线关系。半湿润条件下蒸散量在 200
毫米以下，玉米无法获得籽粒产量；小麦虽
可获得籽粒产量，但产量不高。

该研究提出了水分、养分胁迫对作物生
长发育具有阶段性、双重性和补偿性的概
念，发现补偿效应有直接和间接之别；补偿
效应的生理基础是，胁迫条件促使作物体内
适应机制的形成。证明水分、养分胁迫时，作
物根系还原强度和活性表面积增加，有补偿
不良环境胁迫的效应；但胁迫持续，内部机
能的改善最终会成为生理“冗余”。

研究人员采用田间限根法区分了根系
和水分对转运养分的贡献，发现施用氮肥能
增加根系氨基酸合成，提出用氨基酸合成量
来表征根系活力。采用覆膜集水、适氮、低密
措施，小麦和玉米水分利用效率分别达到 22
和 24.4 kg/（ha.mm），为水分养分高效利用
提供了理论依据。

早期热激对棉花
耐高温、干旱的影响
及其机理研究
项目负责人：华中农业大学 杨国正

适当热激处理（逆境锻炼）可以提高生
物体对高温等逆境的耐受能力。

棉花是喜温作物，适当高温可加快棉株
生长发育。但七八月的高温、干旱常造成幼
铃大量脱落，影响棉花产量和品质进一步提
高。该研究旨在深入探讨早期热激处理对棉
株（尤其是高温、干旱期）生长发育的影响，
并初步探讨其影响机理，为棉花进一步高
产、优质栽培提供理论基础。研究结果表明，
热激可诱导棉株合成一系列热激蛋白，其中
大部分热激蛋白可在自然高温干旱期间得
到表达。

热激可促进幼苗（主要是地上部）生长，
早期热激可提高棉株在自然高温干旱期间
脯氨酸、叶绿素含量以及叶片水势，同时降
低电导率，还可促进棉株早发，增加伏前现
蕾数、开花数和结铃数，从而在一定程度上
提高籽棉产量。

项目研究表明，热激处理可以诱导棉株
抵御逆境能力的增强。棉花热激处理不仅具
有短期效应，而且具有明显的长期效应。热
激效应既表现在棉株外在的生长发育指标
上，也表现在内在的生理生化指标上。早期
热激预处理与提高棉株在高温干旱期间的
耐热耐旱能力存在一定联系，这种联系很可
能与其中的某些热激蛋白的合成直接或间
接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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阴秦洋
每年要评的论文、项目、成

果一大堆，说实在的，真正感到
有压力的，只有对国家自然科学
基金项目的评审。

可能是自己也是在国家自
然科学基金的支持下一路走来，
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很看
重，觉得其他申请人也会很看重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而自己手里
掌握着生杀予夺的大权，因而感
到责任重大。

评了几次科学基金项目，看
到一些共性的问题，也积累了一
点评审的经验，写出来供大家参
考，也请大家指正。

从项目申请书来看，主要有
四个问题。

一是文献综述与本项目的
研究内容没有无缝衔接，我个人
在评审中就发现不少此类问题。

二是项目的研究内容应该
多少适当，研究目标必须大小适

当。今年只看到一份申请书的研
究内容不足，大部分研究内容都
太多。在所有申请中，研究目标没
有小的，都提得很大、很高。其实
我更看重的是最有可能完成的有
限目标。这里有两个关键词：完
成、有限，都很重要。最后给出 A
的都是能完成的、具体的目标。

三是关键问题太多。1 个项
目解决 1 个关键问题就够了，少
数项目会多一些，但个人觉得最
多 3 个，再多就不能称作关键问
题了。

四是研究基础不是该项目
最直接的基础。几份申请书立
论、内容、方案都很好，但为什么
要给你呢？因为你已经在做了，
有了一定的前期研究，有最直接
的基础。建议申请者对一般的项
目，尤其是初次申请的，最好是
在进行了 1/3 以后再来申请。

从评议方法来讲，首先要感
谢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没给
评议人任何限制。我曾希望给个

ABC等级的比例，后来觉得没有
任何束缚，完全自由评议更好。

在评议方法上，我曾将拿到
手的项目进行横向比较，但现在
不比较了，因为我拿到的并不是
全部项目，横向比较反而有失公
允。

我评审时通常先认真看一
遍，接着就网上评议。打 C的项
目一般都会先暂存，B、A 都直接
提交。

从评议结果，也就是给 ABC
的情况来看，除非有硬伤，一般
我是不打 C 的，大家都不容易。
今年 C 占 30%，可能高了点，主
要是青年项目 C 占比例较高。

所谓的硬伤主要包括一味
图创新，老想另起炉灶，没有
将自己的选题融入整个科学发
展的长河；或者研究方法与研
究目标不匹配；还有一部分是
研究积累不够，其中比较突出
的问题是与博士论文没有很好
地衔接。

其中有个特殊情况是，去年
刚给一个“牛人”A，最后他果然
得到资助了，今年他又来了，每
年只有 4 个月的时间投入研究，
感觉有点多占多吃的意思。加上
他的项目可上可下，我提了一大
堆修改意见，甚至是颠覆性的，
如重新组织研究内容和研究目
标，但还是给了 B，不能轻易置
人于死地。

今年我评的项目中，得 A 的
不多，只有 1/5。多数即使给了
A，也提出一些建议，甚至有很
重要的修改。

最后我想说的是，申请人要
严于律己，评议人更要宽以待
人；让我们携起手来，共同维护
学术界的这一片净土！

（注：作者为匿名）

（本栏目欢迎项目申请者和
评审专家来信来稿交流和科学基
金有关的心得和经验。耘原皂葬蚤造押
shzhang岳泽t蚤皂藻泽援糟灶）

□本报记者张双虎

铁蛋儿从城里回村，说城里有
一种机器，从这头进去，猪变成火
腿肠，从那头进去，火腿肠变成猪。

这是相声短剧《电梯门前》中
的一个桥段。

同样听起来让人难以置信的
机器还有一台：整匹的毛料从机器
中“走”一遍，毛料就会在机器中进
行“纳米修饰”，从而具有吸湿速
干、易于排汗等诸多优越性能。

前者只是个相声包袱，而后者
却在科学家们的努力下，一步步接
近现实。

纺织大国的技术挑战

尽管中国是纺织大国，但国内
纺织业在新型面料设计与加工技
术方面还要不断努力。

以运动服装为例，中国服装网
的资料显示，中国运动装市场增长
最快，近年来商场中运动品牌的销
售是最好的。市场上普通运动品牌
每年都可以轻松取得几千万的销
售业绩。但我们耳熟能详的大品牌
依然靠进口面料来吸引顾客。

人体皮肤和衣服之间有个微
气候环境，对运动服装来说，如
何尽可能地让这个微气候环境水
汽含量降低，使人体表面的汗液
能够通过服装迅速地扩散，蒸发
到空气中，而非继续停留在皮肤
上，并使服装保持干爽，使人感
觉舒适，一直是人们努力的目标。

目前市场上的运动品牌多采
用拒水性化学纤维，尤其是聚酯
类、丙纶等，这类化纤面料之所以
能够吸湿排汗，主要在于它吸收汗
液后，汗液的扩散速度快，并在织
物的另一侧可以迅速蒸发掉。

在天然纤维中，棉、羊毛肤感
舒适，绿色健康。尤其是羊毛纤维，
因其质轻、柔软、保暖等优良品质
成为了一种理想的成衣材料。

棉纤维吸湿性能虽然非常好，
它的放湿速度却很慢，对汗液的扩
散速度也慢，使得汗液容易集中。
人一旦大量出汗，棉纤维汗吸后湿
感严重，黏在身上比较难受。羊毛
纤维表面的鳞片层结构使羊毛织
物天然疏水，阻碍了羊毛织物的吸
水能力，导致吸湿排汗速率低，在
人体大量运动后极易让人感到闷
热不舒适。
“因此，研发‘吸湿速干’的羊

毛面料一直是这一领域的热门研
究课题。”中科院理化技术研究所
纳米材料可控制备与应用研究室
研究员唐芳琼说。

功能性和舒适性主张

“人们对衣物功能性和舒适性
要求一定会越来越高。而且，舒适
性也会逐渐成为人们购买衣服时
首先要考虑的因素。”唐芳琼说。

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一系列
新面料应运而生。杜邦公司高弹性
的 莱卡 纤维 、防水 透 气 面 料
EXOTHERM功能面料的成功，显
示了功能性面料在增加产品价值，
满足消费需求方面的巨大力量。

纳米技术的兴起，对纺织领域
的变革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近年
来，抗菌、除臭、防紫外、自清洁等
功能性纳米纺织面料引起了人们

的广泛关注。除了新奇的功能性，
运用纳米技术，研制“吸湿速干”型
织物，提高织物的穿着舒适性同样
有着十分重大的意义。

去年，唐芳琼团队和香港理工
大学纺织与成衣学系教授李翼所
领导的团队合作，研发了一种独特
的纳米后整理技术，成功研制了具
有耐洗性的“吸湿速干”型羊毛面
料。该团队曾在羊毛纤维表面包覆
上由球形二氧化硅组成的纳米薄
层，构建了具有超亲水性的羊毛织
物，并对纳米技术改性羊毛纤维亲
疏水性的机理进行了探讨。

但纳米功能面料在实际应用
中还面临一大难题，即纳米技术所
赋予织物的新功能不能持久保持，
如耐洗性不够，经过洗涤后，尤其
是人们日常生活中常用的洗衣机
洗涤方式，其特殊功能会部分或全
部消失。

羊毛上“长”出新特性

“以前纳米功能面料制备方法
是把纳米材料做成助剂，然后将其
涂在布料上，纳米颗粒靠静电的作
用吸附在和面料上，这种方式很不
牢固。有些功能特性就保持不住，
洗几次就洗掉了。”唐芳琼说，“我

们最开始就是想解决耐久性和牢
固度的问题。”

在前期研究的基础之上，该联
合团队以实际应用为导向，利用表
面接枝和原位生长的策略，对羊毛
纤维表面的氨基、羧基等基团做单
分子层的修饰，这些化学修饰后的
基团能够和纳米二氧化硅颗粒牢
固地结合在一起，在羊毛纤维表面
原位生长出直径为 20纳米的二氧
化硅纳米薄层。

该课题组成员曾到中国纺织
科学研究院，对这种“原位生长”出
二氧化硅纳米薄层的羊毛织物进
行测试。在参照国家标准进行检验
后证明，它满足了“吸湿速干”型功
能面料的各项指标，具有肤感舒
适、快速排汗的功能。

用这种方法处理过的布料，经
洗衣机洗 20次之后，其“吸湿速
干”特性仍能很好得到保持，解决
了目前纳米功能面料耐洗性不够
的难题。

因为“生长”出的纳米层很薄，
经处理过的布料重量增加不到原
来的千分之一。“因此，附加的成本
较小。而且，原位生长策略大大精
简了制备的步骤，为大规模构建纳
米功能面料提供了新的思路。”唐
芳琼说。

“我们主要作纳米材料的研究，
一直想走出实验室，将纳米技术实
用化。在和香港理工大学的合作中，
我们初步的想法是发明一种制备纳
米材料的机器，让布料在里面‘走’
一遍，纳米材料就能直接生长在布
料上。”唐芳琼说，“目前正和江苏一
家纺织企业合作，准备在羊毛没纺
织成面料前，先在羊毛上进行加工
处理，从而改善羊毛纤维的品质。”

据介绍，给布料染色常用的湿
染法，要将布料放在颜料中浸泡，
然后加温到摄氏 90 度以上，经过
30分钟后拿出来干燥，洗掉浮色，
再烘干，整个过程要 1 个多小时。
而表面接枝和原位生长制备纳米
层也有一个过程，也要经过浸泡、
干燥，然后放在纳米溶液里生长颗
粒，然后再烘干。从开始到“长”出
纳米层，大概要两三个小时。这一
过程正好可以和纺织品的染整过
程结合在一起，同时进行。
“布料上‘长’出的纳米层具有

‘吸湿速干’的功能，布料就易于排
汗。我们曾将二氧化钛和二氧化硅
结合在一起，从而制备出具有自清
洁和抗菌作用的功能性面料。理论
上，如果让其‘长’上阻燃、防水、防
寒、抗紫红外线等功能的纳米层，布
料就具有相应的功能。”唐芳琼说。

一根羊毛的华丽变身

我说基金

项目申请书中的共性问题

基金委发布
野可信软件基础研究冶
重大研究计划项目指南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大研究计划遵
循“有限目标、稳定支持、集成升华、跨越
发展”的总体思路，围绕国民经济、社会
发展和科学前沿中的重大战略需求，重
点支持我国具有基础和优势的优先发展
领域。日前，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公
布“可信软件基础研究”重大研究计划
2011年度项目指南（请登录基金委网站
查询）。

本重大研究计划针对国家信息化发
展和重大工程应用对可信软件的战略需
求，采用理论研究和实证研究相结合的
方法，揭示软件可信和环境可信的失效、
度量和演化的基本规律，建立可信软件
及其环境构造与验证、演化与控制的方
法和关键技术体系，研究可信软件开发
工具和运行支撑平台及环境，并在典型
的嵌入式软件和基于网络的大型应用软
件中进行验证和示范，促进软件从传统
的单一度量理论到综合性的可信度量理
论及其构造方法的集成升华，提高我国
在可信软件领域的原始创新能力和国际
影响力，促进我国软件产业的崛起和发
展。

本重大研究计划 2011年度资助“重
点支持项目”和“集成项目”。其中，“重点
支持项目”主要支持学术创新性强、研究
价值高的研究内容，且前期工作具有较
好的研究基础与成果积累，研究成果具
有明确的可展示载体；“集成项目”主要
支持以国家重大科技与工程任务为载
体，通过集成与示范验证来展示本重大
研究计划在可信软件开发与运行保障等
方面成效的研究内容。

申请注意事项

1.申请人应当认真阅读项目通告和
项目指南，不符合通告和项目指南的申
请项目不予受理。

2.申请人请登录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
员会网站下载中心下载 2011年新版本
申请书（以前版本均不接收）。

申请书的报告正文应当按照重大研
究计划正文提纲撰写。如果申请人已经
承担与本研究计划相关的国家其他科技
计划项目，应当在报告正文的“研究基
础”部分论述申请项目与其他相关项目
的区别与联系。

3.本次公布的“可信软件基础研究”重
大研究计划只受理“重点支持项目”和
“集成项目”的申请，资助期限为 4年；申
请书中“重点支持项目”和“集成项目”研
究期限应填写“2012 年 1月至 2015年
12月”。

4.为实现重大研究计划总体科学目
标和多学科集成，获得资助项目的负责
人应承诺遵守相关数据和资料管理与共
享的规定。

5.本次公布的“可信软件基础研究”
重大研究计划申请书由信息科学部负责
受理。申请报送日期为 2011年 7月 25
日 ~29日。

6.所有申请均须通过依托单位报送电
子申请书和 1份签字盖章的纸质申请书
原件，且电子申请书与纸质申请书的内
容必须一致。报送纸质申请材料要求有
依托单位公函、申请项目清单和纸质申
请书原件，不接收个人直接报送的申
请。

7.依托单位须在截止时间（7月 29日
16时）之前通过互联网报送电子申请书，
报送方式：通过科学基金网络信息系统
（ISIS 系统）提交。提交成功后，再登录
ISIS系统打印申请项目清单。

8.纸质申请材料应当在申请截止时间
之前提交，逾期不予接收。可直接送至自
然科学基金委信息科学部综合处。邮寄
报送的申请材料，请以速递方式寄到自
然科学基金委信息科学部综合处（以发
信邮戳日期为准），并在信封左下角标注
“重大研究计划项目申请材料”。请勿使
用包裹，以免延误申请。

限项规定

1.具有高级专业技术职务（职称）的
人员，申请或参与本重大研究计划项目
（不包括“集成项目”和指导专家组调研
项目）与正在承担（包括负责人和主要参
与者）以下类型项目合计限为 3项：面上
项目、重点项目、重大项目、联合基金项
目（指同一名称联合基金项目）、青年科
学基金项目、地区科学基金项目、国家杰
出青年科学基金项目（申请时不限项）、
国际（地区）合作研究项目、科学仪器基
础研究专款项目、优秀国家重点实验室
研究专项项目，以及资助期限超过 1年
的委主任基金项目、科学部主任基金项
目等。

已经达到 3项的，不得申请或参与
申请本重大研究计划的“重点支持项
目”。

处于评审阶段（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委员会作出资助与否决定之前）的申请，
计入本限项申请规定范围之内。

2.申请人（不含参与者）同年只能申
请 1项重大研究计划项目。

3.不具有高级专业技术职务（职称）的
科技人员，不能申请重大研究计划项目。

成果展

在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的资助下，中国科学院理化技术研究所纳米材料可控制备与应用研究
室研究员唐芳琼领导的研究团队和香港理工大学纺织与成衣学系教授李翼所领导的团队合作，
发现了一种独特的纳米后整理技术，成功研制了具有耐洗性的“吸湿速干”型羊毛面料。

该研究成果已经在德国化学会旗下《应用化学》的姊妹刊《化学与可持续性、能源与材料》
（Chemistry & Sustainability, Energy & Materials，简称 ChemSusChem）杂志上发表。并申请国
际发明专利。

荨唐芳琼（左一）及其研究团队成员对
经过纳米技术处理的羊毛织物大样做
亲水测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