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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家咨询委员会讨论生命科学部六大议题
本报讯 近日，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委员会生命科学部在北京召开第四届
专家咨询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

本次会议审议和讨论了 2010年
重大研究计划立项建议；2010年重大
项目立项建议；2010年重大项目（专
项）立项建议；“2010-2020年生命科
学部学科发展战略研究”初稿的讨论
及征求意见和建议；生命科学部“十
二五”优先领域的讨论；征求咨询专
家对生命科学部工作的意见和建议
六项重要议题。

在会前研读和会上进一步了解
的基础上，专家建议对“主要农作物
产量性状的遗传调控网络解析”作进
一步改进和完善，推荐其向委务会做
立项汇报。

会议初步遴选出“上皮细胞转分
化过程的生理调控机制”和“双生病
毒传播和致病的分子机理与调控”两
个重大项目供科学部进一步考虑和
完善。

在本次会议上，咨询专家对生命
科学部“十二五”优先领域进行了认
真和深入的讨论，咨询专家对优先领
域的总体设置给予了良好的评价，也
在一些细节上提出了建议，

会上咨询专家也对生命科学部
工作提出一些意见和建议，特别在重
点项目申请方面。专家们一致认为
“自由申请”重点项目符合生命科学
基础研究规律，更利于推动学科发
展，是一种很好的申请方式，建议予
以采纳。 （柯伟）

阴本报记者 张双虎
大灾难源自小疏忽

随着国际民航旅客吞吐量的增
加，因冰雪天气造成的不正常航班率
随之增加，由冰霜带来的飞行安全问
题引起人们高度重视。

2004年 11月 21日，中国东方航
空云南公司一架客机执行从包头飞
往上海的任务时，在客机刚起飞不久
就坠入距机场不远的南海公园。该事
故造成机上 47 名乘客、6 名机组人
员全部遇难，2 名公园工作人员失
踪。
据现场目击者称，当时飞机还没

飞到 6层楼高，就开始左右摇晃，像
喝醉酒了一样，左右摇晃了四五下，
就听到“轰”的一声坠入距机场不远
的南海公园，一阵浓烟伴着难闻的烧
焦的味道扑面而来。
据新华网报道：2006年 12月 21

日，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总局、监
察部通报了中国东方航空云南公司
“11·21”包头空难事故调查处理结
果，认定是一起责任事故。事故原因
为飞机起飞过程中，由于机翼污染使
机翼失速、临界迎角减小。事故调查
组认为，飞机在包头机场过夜时存在
结霜的天气条件，机翼污染物最大可
能是霜。飞机起飞前没有进行除霜
（冰）。

美国东部时间 2009 年 2 月 12
日晚 10点 11分左右，美国大陆航空
公司的 3407号通勤班机在飞往水牛
城途中坠毁，机上无人生还。此后美
国国家运输安全委员会调查发现，飞
机降落前 30分钟间与塔台对话一直
正常，其后发现驾驶室警告系统发出
结冰警告，显示机身可能结冰。机长
亦报告于挡风玻璃及机翼前缘有明
显结冰迹象，当飞机伸出襟翼及放下
起落架准备降落时，飞机突然出现一
连串猛烈的俯冲与翻滚动作，紧接着
飞机便坠毁于民宅。
据世界民航有关冰雪天气引起

42起的事故数据分析看，有 18起是
在起飞时发生的，死亡人数达 323
人。除冰是关系到飞机和乘客人生安
全的大事，容不得半点马虎和疏忽。

一个必不可少的环节

我国现运行的 137个民航机场，
有降雪报告的就有 77个，而突发的
雨雪冰冻灾害更是带来大量航班延
误和取消。
“光洁机身是飞机冬季安全飞行

的核心理念。”中国民航大学教授王
立文说，“理论上讲，机身上蚊子苍蝇
都不应该有，更不要说霜、雪和冰了。
以 737客机来说，如果机身分布有一
平方厘米大小的霜点，会使飞机迎角
降低两度，抬升力降低 1/3，就有可能
导致飞行事故发生。”

王立文解释说，机翼不光洁时，
其粗糙度就会不同，根据空气动力学
原理，空气和机翼分离的线型就不是
光滑的流线，会导致漩涡和湍流的产
生。而漩涡和湍流是不可控、不对称
的，会引起飞机抬升力不平衡。这种
不平衡会更加重湍流的不均，从而增
加飞机的控制难度，导致飞机翻转、
倒立，引起飞行事故。
美国联邦航空管理局（FAA）规

定：在飞机表面的主要部分，如机翼、
发动机等部位有霜，结冰及积雪时，
禁止任何人指挥或尝试飞机起飞，如
果主飞行员不能确定飞机是“干净”
的，应禁止尝试让飞机起飞。
“首都国际机场基本上每年从 11

月就开始至次年二三月份要除冰，哈
尔滨机场有约半年的时间要除冰。”
王立文说，“容易出现问题的主要是
除霜。而轻微的霜冻往往被忽视，从
而引发事故。”
飞机除冰指的是在低温气象条

件下，使用物理或化学手段对临近起
飞航机的机翼、推进器、水平尾翼等

关键部位冰、雪、霜的消除。我国在
2011年 1月正式颁布实施的《航空安
全管理手册》中强调：即使是少量冰、
雪、霜的堆积，也会引起起飞重量增
加和升力损失，对飞行的影响也将是
致命的。因此，除冰是低温起飞前一
个绝对必不可少的环节。

用技术实现管理有序化

此前，我国对飞机结冰情况没有
预报系统。比如，气温零下 3度或零
下 5摄氏度，飞机结冰厚度怎样、采
用什么除冰设备或手段都没准备，要
到第二天才开始除冰前临时准备，这
极大影响了飞机的准时起飞。
针对这个难题，在自然科学基金

的资助下，王立文团队在飞机除冰基
础理论和实际应用方面进行深入研
究，研制了一个能对飞机冰霜进行综
合分析的预报系统。
“比如，我们根据天气预报，未来

24小时或 10小时气温多高、空气湿
度多大，飞机上会结多厚的冰、霜，出

现什么样的冰型都能预报。我们还有
一套探测系统，模拟飞机的铝合金外
壳，放在飞机机位附近，以获取相关
数据。通过我们的计算，再用探测模
型得到的数据进行修正，就能比较准
确地预报目前飞机的结霜、结冰情
况，及早调整飞机除冰车辆多少、除
冰液的用量、温度、压力、流量等除冰
参数。”王立文说。
为提高除冰效率，在国家自然科

学基金的资助下，王立文团队将传统
的机位除冰发展为集中除冰。
机位除冰即飞机停在登机廊桥

旁，一架或几架除冰车过来为飞机除
冰。但首都机场有几百架飞机，机位
也有远有近，移动除冰设备进行机位
除冰效率很低。而且除冰液有一定的
有效时间，有时除完冰飞机不一定能
得到起飞指令，它还会二次结冰。在
极度寒冷的情况下，有时可能后边刚
除完，前边除的又结冰了，这会严重
影响飞行安全。
王立文等人在首都机场设了 6

个集中坪，集中除冰设备不动或少量
移动，飞机过来除一架起飞一架。
“集中除冰极大提高了除冰效

率，在中雪的情况下，一架 737 原来
约为半小时，现在平均只要 6、7 分
钟。”王立文说，“机身上有冰雪不能
起飞，但自由移动是没问题的。现在
哪架飞机要起飞，就开过来除冰，除
完就飞走了。这样就减少了除冰车因
飞机分散来回奔波的次数，提高了效
率，减少了延误，也最大限度地保障
飞机安全。这就是用技术实现管理的
有序化。”

优化系统护航飞行

“我们的飞机集中除冰系统研
究，将温度控制、能源、液压、控制、
机械等多种成熟技术应用到机场除
冰系统。在这方面我们拥有几十项
专利，形成了一个‘专利群’，从而实
现了高效快速安全的除冰功能。目
前我们的设备已经应用于首都国际
机场、郑州机场、哈尔滨机场。”王立
文说。
因为没有相关研究，目前我国飞

机除冰时，除冰液用量都采用“宁多勿
少”的方式来保证飞机安全。比如某天
在气温较高、机身结霜较轻的情况下，
本来用平时 30%的除冰液量就能解决
问题，但却一直都用 50%的量；由于还
缺少坚实的理论与技术支撑，不得已
要用一些“浪费”换来安全。
“因为我们没有可信数据支持，

没有充分的理论依据，在保证飞机安
全前提下，不能盲目减少除冰液的用
量。目前我们正在作基础理论与优化
研究，就是通过积累基础数据、通过
理论研究和实验检验。期望在不久的
将来，能够做到在保证飞机安全的情
况下，合理使用除冰液量，达到节约
资源也节省时间的目的。”

除冰野专利群冶为飞机护航

“科学三号”赴东海
执行科学基金开放共享航次

本报讯 6月 10日，科学三号海洋
科学考察船从青岛起航，赴东海执行国
家自然科学基金委 2011年东海（含长
江口）科学考察实验研究海洋科学共享
航次任务。

此次航程累计约 6288海里，预计
海上调查 25天，搭载了中科院海洋所、
中国海洋大学等 7 家科研院所和高校
的 47名科考船队员，将在长江口及东
海陆架海域的科学考察断面和重点海
域，开展 14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
的海上调查任务。考察涉及物理海洋、
海洋化学、海洋生物、海洋地质四个方
面。
今年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出资

2000万元资助“科学三号”出海考察，这
也是基金委第二年进行资助，预计明年
还将进一步增加出资额度。 （柯伟）

高分子间相互作用研究获新进展

本报讯 近日，在国家自然科学基
金资助下，吉林大学教授张文科在高分
子结晶态分子间相互作用和RNA与蛋
白质间相互作用研究方面取得新进展。

对于核酸与蛋白质的相互作用机
理的研究有利于实现对许多重要生命
过程，如病毒感染及癌细胞生长的调
控。而研究生物体系中核酸与蛋白质的
相互作用对于准确揭示它们之间的作
用机理更具实际意义，但长期以来由于
难以找到适当方法获得直接测量，使得
此研究进展缓慢。

张文科与中国科学院长春应用化
学所苏朝晖、王倩等合作，选取了烟草
花叶病毒（TMV）为研究对象，利用单分
子力谱方法研究了其基因组RNA与蛋
白质外壳之间的相互作用。通过精细调
控，将 TMV颗粒以竖直方式固定在固
体基片表面，然后利用 AFM 针尖与
TMV内部的 RNA之间的物理吸附作
用，将 RNA基因组从其蛋白质外壳中
逐步提拉出来，直接测得了 RNA从其
蛋白质外壳上解组装所需外力的大小。
该解组装力随着拉伸速率的增加而增
大，随着 pH值的增加而降低。

相关研究成果发表在《美国化学会
会志》（J. Am. Chem. Soc.）上。此后，《自
然—材料学》（Nature Materials）杂志已
将该项工作作为“研究亮点”进行了报
道。 （建华）

表观遗传学研究取得进展

本报讯 在科技部和国家自然科学
基金委的资助下，中国科学院遗传与发
育生物学研究所曹晓风小组在植物组
蛋白 H3K27me3 去甲基化酶研究中取
得重要进展。近日，相关研究论文在线
发表在《自然—遗传学》杂志上。

该研究组首先建立了植物细胞内
组蛋白去甲基化酶活性检测体系，通过
该体系发现拟南芥 REF6/JMJ12可以特
异性地去除 H3K27双甲基化和三甲基
化修饰。过表达 REF6 的植物与
H3K27me3 功能异常突变体具有相似
的表型。

该 研 究 工 作 填 补 了 植 物
H3K27me3调控机制的一个重要空白，
并表明该机制在高等动植物中是保守
的，为进一步研究 H3K27me3在植物生
长发育及对环境响应过程中的作用奠
定了基础。 （柯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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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专家提出的项目建议书和实
际宏观管理部门有关专家咨询意见，国
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管理科学部决
定设立 2011年第 2 期应急研究项目
《中国人口发展趋势、经济社会影响与
应对策略研究》，从即日起向全国公开
进行课题招标。

中国经济发展和社会管理面临的
重大问题与人口数量、素质、结构、分布
等密切相关。“人口问题是发展的中心
问题”已成为各国共识。各国均对提高
人口素质、缓解人口老龄化带来的压力
等关键问题给予了特别的关注。

中国人口发展的一系列变化将对
经济社会发展产生重要影响。人口年龄
结构的改变将影响储蓄和投资的比例，
引起社会保障公共支出需求的增加等
等。特别值得注意的是，与西方国家不
同，中国未来的人口老龄化问题具有
“未富先老”的特点。这就给社会保障带
来一系列问题，其中养老保险受到的冲
击最大。

如何来评估现行人口政策的影响，
人口政策是否有必要调整？人口政策调
整与否，在不同的情景下，未来我国的
人口发展趋势及其对社会经济的影响
如何？如何解决人口增长与经济、资源、
环境和社会等诸多约束之间的矛盾？不
同的人口政策和发展趋势对我国就业
问题、教育问题和住房问题会产生什么
样的影响？这些问题均需要进行深入的
研究，不仅仅是定性分析，还要结合定
量测算，科学地评估当前我国的人口政
策，以及未来调整人口政策的可行性及
如何调整，在此基础上得出可行的政策
建议。

项目主要研究内容

1. 未来我国人口规模、结构的测
算人口政策的历史演变；现有人口政
策、经济和社会发展水平、资源环境约
束等对我国人口发展趋势的影响；人口
变化影响因素的跨国家研究。
人口指标与政策方案紧密相连，因

此，重点放在不同政策方案下的论证和
预测。包括：2011年～2050年，中国人
口规模的测算；中国人口年龄结构、性
别比例、城乡结构等方面的测算；人口
发展结构变化的测算，老龄化问题及人
口负担系数的测算和研究。

2. 我国人口发展趋势对经济社会
的影响，我国人口发展趋势对经济发展
的影响：对经济增长速度、消费结构、产
业结构、进出口等的影响，以及人口因
素对劳动力市场的影响（劳动力短缺和
工资成本持续上升等）；人口发展趋势
对社会发展的影响：人口结构老龄化的
社会影响、从业人口的养老负担系数
等。

3. 人口政策的国际比较分析和借
鉴不同国家的人口发展状况不同，所采
取的人口政策也不尽相同。有的国家主
张降低生育率和减缓人口增长，有的国
家则关注过低的生育率带给社会经济
发展的负面效应。对发达国家、新兴经
济体和发展中国家人口政策进行比较
分析，以资借鉴。

4. 政策建议考虑人口发展趋势及
其经济社会影响基础上，提出调整和完
善人口政策的具体政策建议，并分析其
可行性和正负作用。

申请注意事项

1. 申请者可以根据自身的研究工
作基础和资源条件，针对本期应急研究
项目主题《中国人口发展趋势、经济社
会影响与应对策略研究》以及上述提出
的研究专题，选择独到的视角和方向，
设计研究题目、研究目标和研究内容。

2. 鼓励并优先资助团队整体申请
项目。即要求申请者将本应急项目作为
一个整体来申请：确定总负责人、分课
题负责人以及分工情况（务必同时附上
“承诺书”）；提交总体申请书和分课题
申请书。

3. 管理科学部将采取课题总负责
人承担本项目研究形式，由总负责人组
织 4团队进行研究。管理科学部计划择
优资助一个团队。

4. 本期应急研究项目鼓励研究者
与实际管理部门工作人员联合申请开
展研究，所有参与人员必须加盖所在单
位公章。

5. 研究期限定为 10 个月（2011
年 7月～2012年 4月），项目启动 5个
月后进行中期检查与阶段成果的交流。

课题申请书的电子版务必在 2011
年 6月 23～28日由各依托单位科研管
理部门通过 ISIS 系统上传并确认，同
时发送至应急研究项目专用电子信箱。
纸质版（1份）应在 2011年 6月 28日
前（以接收地邮戳为准）邮寄至管理科
学部。两个版本均到达方视为申请有
效。

管理科学部将组织专家进行评审，
对通过评审决定资助的项目将在 7月
15日前通知申请人，未获得资助的项
目不再另行通知。

国内外航空公司在飞机除冰方面都有着血的教训。
在国家自然科学基金民航联合基金的支持下，中国民航大学教授王立文及其合作者在飞机除冰研究领域取

得了系列研究成果，在飞机除冰方面形成技术“专利群”，构建了集中除冰平台，将我国飞机除冰时间从半小时缩
短到小于 7分钟，这为提高飞行安全，减少航班延误提供了重要保障。

管理科学部主任基金
2011年第 2期应急
研究项目申请说明

工作人员为飞机除冰 图片来自中航传媒网

（上接 A1版）
《科学时报》：发展我国非粮生物

质能源的技术难点是什么?
黄日波：发展非粮生物质能源的

核心技术，主要涉及木质纤维热化学
气化、分解技术，纤维素去结晶化技
术、关键酶和微生物菌种的改造技术
等。其中，酶和菌种的改造技术，又是
实现生物质能源产业化的关键。

2004 年，我在中日韩国际酶工
程学术会议上提出，解决生物化工
中的一些问题，采用现代生物学方
法比用传统工程方法效果会更好。
这一观点已在实践中得到验证。

过去，传统方法解决生物化工问
题，是在高温、高压，大化学制剂量
下进行，能耗高、污染大，对设备的
要求也高。这不仅造成生产成本高，
而且也给生产带来危险。

现代生物学方法，主要包括基因
工程、细胞工程、酶工程和现代发酵
工程等，通过研制、应用高效活力
酶，可实现生化产品在常温、常压下
生产，不仅降低了能耗和生产成本，
也减少了生产中废弃物排放对环境
的污染。它代表了绿色生物化工的
方向。

发展生物能源特别是木质纤维
素能源产业，关键技术是对酶的改
造和如何构造出适用于生产的高效
工程菌株。对酶的改造，有 3个重要
的衡量标准：酶的用量，决定了生产

成本；酶的质量，直接影响催化率高
低；酶的稳定性，决定其能否用于工
业生产。
《科学时报》：国家非粮生物质能

源工程中心在这方面取得哪些进
展？

黄日波：在木质纤维素去结晶化
技术方面，我们发明了超高压爆破
技术，能显著破坏木质纤维的超微
结构，降低其结晶度，为建立具有工
业价值的木质纤维去结晶化、水解
糖化技术奠定了基础；在木质纤维
热化学气化、分解技术方面，正在研
究利用木质纤维材料气化形成合成
气，通过膜吸附和微生物转化生产
乙醇的工艺方法，木质纤维去结晶
化的溶解技术等。

酶改造方面，研究了酶的结构与
功能关系，建立了许多酶的结构模
型，探讨了酶在不同 PH、温度条件
下的结构功能关系，预测酶的结构
变化和改造位点；菌株改造方面，针
对目前乙醇生产存在的技术瓶颈，
选育构建了一批乙醇发酵高产酿酒
酵母菌株，其中一株已在广西一家
企业使用，使酒精生产能耗降低
30％，废水排放减少 30％，新增经济
效益 1400多万元。
《科学时报》：中心下一步有何打

算？
黄日波：中心下一步将根据我国

生物能源产业 10～15 年发展需求，

对非粮生物质能源，主要是木薯燃
料乙醇、甘蔗糖蜜乙醇、生物废弃物
规模化生产沼气等共性关键技术进
行攻关，特别是要在突破制约木质
纤维能源产业化技术瓶颈上下功
夫，争取在二、三年内再取得一批研
究成果。
《科学时报》：对加快我国非粮生

物质能源产业发展有何建议？
黄日波：发展非粮生物质能源产

业是一个系统工程，仅基础理论方

面需研究的问题就很多，如酶的结
构功能关系、乙醇发酵机理、菌株耐
受性等；在应用基础研究方面，涉及
酶、菌株的改造，发酵工艺、纤维素
热化学分解等。近年来，我国对生物
能源投入的研发经费大幅增长，取
得了很大的成绩。但非粮生物质能
源许多研发工作还刚起步，需要国
家进一步加大科技投入力度，同时
还需从政策上对这个新兴产业的发
展予以扶持。

生化问题更宜生物学方法解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