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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区域创新发展联合基金

2022年度项目指南

（广东省部分）

一、生物与农业领域

（十三）针对华南地区农业科学及生命科学重大需求，围绕

生态调控改善、微生物驱动元素循环、红树林修复、水产生物遗

传性状等关键科学问题，开展基础与应用基础研究。

重点支持项目研究方向：

1.南方农区水旱轮作系统生态调控与改善的机理研究（申请

代码 1选择 C03的下属代码）

为实现南方农区光热资源的充分利用，构建水旱轮作系统并

深入研究系统对作物病虫害和杂草等有害生物生态防治的效果与

机理，揭示系统对土壤关键元素的循环机制的影响和调控作用，

优化土壤—植物—微生物的互作关系，以促进生态系统碳和养分

循环，为南方地区绿色农业发展模式提供理论和技术指导。

2.华南地区水稻田微生物驱动元素循环的机制研究（申请代

码 1选择 C01的下属代码）

针对华南地区水稻田中微生物驱动元素循环的相关机制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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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足的问题，研究水稻田中微生物电子传递网络结构组成及其对

关键元素循环的驱动机制，探索微生物驱动碳氮磷循环的机制，

为华南地区水稻提质增产和温室气体减排提供重要理论依据。

3.华南沿海红树林修复机理研究（申请代码 1选择 C03的下

属代码）

针对人工红树林修复过程的林分结构单一和物种多样性低的

问题，阐明不同恢复阶段林窗内，红树植物群落组成、结构、生

物多样性、生物量等特征的动态变化规律及其驱动机制，探讨沿

海滩涂水鸟与红树林间耦合关系及其对群落构建和物种组成的影

响机理，为红树林生态系统优化和保护实践提供理论依据。

4.南海特色水产动物的遗传性状解析与分子调控机制（申请

代码 1选择 C19的下属代码）

围绕南海特色水产养殖动物（贝类和经济鱼类），研究生长、

发育和繁殖的基本规律，深入挖掘和解析关键经济性状（生长、

生殖、品质、营养、免疫、抗性等）的遗传基础和分子调控机制，

创制适用于南海海域的优良水产新种质，为发展南海海域的海水

养殖产业提供基础支撑。

5.华南地区主要作物抗逆性与产量、品质等性状平衡的分子

机制（申请代码 1选择 C13或 C15的下属代码）

围绕华南地区主要作物（水稻、鲜食玉米、茄类、瓜类）抗

逆性与产量和品质相互拮抗的瓶颈问题，深入研究作物对各种非

生物逆境（盐碱、重金属）和生物逆境（病虫害）抗性形成的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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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解析逆境下作物产量和品质等性状的形成机制，阐明作物抗

逆性形成与产量、品质农艺性状平衡的分子机理，为高抗、高产、

优质的作物分子设计育种提供基因资源和理论基础。

6.猪肠道菌群调控猪肠道病毒感染的分子机制（申请代码 1

选择 C18的下属代码）

针对华南地区猪肠道病毒感染比较普遍，发病猪的肠道条件

致病菌比例升高，单纯依靠疫苗或药物难以防控疾病发生的问题，

开展猪肠道菌群在阻遏猪肠道病毒感染和发病过程中的作用及其

机制研究，阐明参与调控病毒感染过程的肠道核心菌群及代谢产

物的种类、病毒关键基因调控炎性细胞募集及细菌增殖的规律，

达到解析肠道菌群调控病毒感染的分子机制的目的，为猪肠道病

毒感染的防控提供理论基础和技术支撑。

7.岭南特色药用植物发育和品质的环境调控机制（申请代码 1

选择 C02的下属代码）

针对岭南特色药用植物（陈皮、广藿香、阳春砂仁、巴戟天、

檀香等）发育、品质形成与环境因子相互作用的分子机制不清的

问题，解析发育调控机理和主要药用成分生物合成途径，系统研

究光照、温度、土壤酸碱度、土壤微生物等因子对岭南特色药用

植物发育和药用成分合成的影响，为优化中药材与特色植物规模

化繁育提供理论依据。

8.岭南特色食品活性成分利用特性及其在加工过程中的变化

与调控（申请代码 1选择 C20的下属代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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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对岭南特色食品加工产业中存在的问题，研究岭南特色食

品主要活性成分（如多肽、多糖、多酚等）的吸收、代谢途径及

加工过程对活性组分的影响，阐明岭南特色食品中活性成分交互

作用及营养调控机理，为促进广东地区营养健康战略性支柱产业

发展提供科技支撑。

9.华南地区重大病虫害的发生规律和成灾机制（申请代码 1

选择 C14的下属代码）

针对华南地区作物重大病虫害（土传病害、“两迁”害虫、

入侵性害虫等）成灾机理不明、防控难度大等突出问题，开展华

南地区病虫害发生、流行和成灾机制研究，揭示病原菌的关键致

病因子及作用机理，研究迁飞性害虫发生规律、迁飞路径及其暴

发危害的形成机制，为建立病虫害预警系统和研发新型病虫害绿

色防控技术奠定理论基础。

10.细胞通讯与细胞线路的人工合成与设计（申请代码 1选择

C21的下属代码）

针对复杂重大疾病治疗新思路和新方法发展的需求，以及病

毒、细胞为载体的活体药物研发的成药性和智能性发展趋势，重

点开发哺乳细胞线路设计的理论计算模型，研究基于多细胞通讯

的细胞线路设计原理，发展哺乳细胞中人工受体、细胞因子等技

术与工具，实现对细胞命运调控信号系统的人工控制，设计正交

性细胞通讯系统，构建具有超敏性、信号放大、逻辑计算等复杂

定量表型的智能细胞，发展靶向肿瘤的细胞与基因线路设计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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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技术。

11.水稻氮磷高效利用或高光效的分子机制及种质创新研究

（申请代码 1选择 C13的下属代码）

以华南水稻主栽品种、地方品种和野生种质资源等为材料，

鉴定水稻氮磷高效利用或高光效性状的关键基因位点，构建相关

的遗传及其分子调控网络，并结合现代基因组和分子设计育种方

法创新，创制氮磷高效利用和高光效水稻育种材料，为培育南方

高产、优质籼稻重大品种提供优良基因资源和技术支撑。

12.华南地区重要经济树种的繁育与重要性状形成机制研究

（申请代码 1选择 C16的下属代码）

针对华南地区重要和珍贵树种扩繁效率低、心材形成机理复

杂、形成模式多样等问题，以华南地区重要经济树种（如黑相思、

澳花梨木等）为材料，研究体胚发生和心材形成的发育过程，解

析遗传和环境因子的调控作用和机制，探索新型育种技术体系和

方法，为树种选育和新种质创制提供理论依据和技术支撑。

以上研究方向鼓励申请人与广东省内具有一定研究实力和研

究条件的高等院校或研究机构开展合作研究。

三、能源与化工领域

（八）针对广东绿色化工发展的重大需求，围绕储能电池、

CO2高效转化利用、地热能开发、氢燃料电池设计制备等关键科

学问题，开展基础与应用基础研究。

重点支持项目研究方向：



- 8 -

1.高安全二次储能电池及其关键材料研究（申请代码 1 选择

B08或 B09的下属代码）

围绕二次储能电池能量密度低和安全性差的问题，开展高安

全高电压锂离子电池、全固态钠离子电池、水系锌离子电池或液

流电池及关键材料研究，构建高离子电导率电解质材料及高稳定

界面构筑方法，揭示电池循环过程中电极结构和多相界面演化机

制，阐明其与电化学性能与安全性的构效关系，提高电池安全性，

为电动汽车和新能源存储用储能电池提供科学支撑。

2.CO2高效转化利用的化工基础（申请代码 1 选择 B08 的下

属代码）

围绕 CO2催化转化过程中催化活性低、稳定性差、产物选择

性不高等问题，开展新型高效催化材料制备及构效关系研究，揭

示其光、电、热催化过程与机制，建立 CO2转化制备烯烃、醇类、

碳酸酯等化学品的新机制和新方法，提升催化性能，为实现 CO2

高效转化利用提供理论支撑。

3.深部原位地热储层改造的三维体破裂与增透机制研究（申

请代码 1选择 E04或 E06的下属代码）

针对粤港澳大湾区地热能储量丰富但开发利用程度较低的现

状，研究工程扰动下深部地热储层改造的三维体破裂机制与模型，

以及深部原位地热储层的增透方法，阐明开采扰动作用下深部高

热岩体内部裂隙网络的三维扩展机制，揭示热—水—力耦合作用

下深部原位干热岩的三维动静力学行为规律，为我国东南沿海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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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地热能的高效开发提供理论与技术支撑。

4.氢能与燃料电池关键材料的设计、制备与性能研究（申请代

码 1选择 B08或 B09的下属代码）

围绕先进能源催化与材料制备的关键科学问题，开展低成本

高效制氢催化材料、催化剂膜电极、燃料电池功能材料的设计与

性能优化研究，揭示材料可控制备及性能提升的机理和机制，发

展低能耗制氢和高性能燃料电池关键材料的制备技术。

5.能源互联网构筑的算法理论和新材料器件应用基础研究

（申请代码 1选择 E07的下属代码）

面对智慧城市的能源互联网建设需要，落实国家“互联网+”智

慧能源行动计划战略，构建能源互通网络，建立综合能源系统模

型和算法理论，发展现代电网建设中亟需的新材料器件，打造经

济、高效、安全的能源生产输送新模式及大数据平台，进行多向

量分布式储能模式，综合能源系统基础模型和优化配置理论，低

压泛在电力物联网自治运行机制，第三代半导体器件及电网应用

基础研究，助力粤港澳大湾区智慧城市建设。

以上研究方向鼓励申请人与广东省内具有一定研究实力和研

究条件的高等院校或研究机构开展合作研究。

四、新材料与先进制造领域

（十五）针对广东新材料及先进制造产业发展的重大需求，

围绕系统设计、新材料制备、加工制造等关键技术中的科学问题，

开展基础与应用基础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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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点支持项目研究方向：

1.知识驱动的柔性制造系统设计理论与方法（申请代码 1选择

E05的下属代码）

瞄准 3C、汽车等战略性产业典型应用需求，围绕零部件制造、

整机装配等柔性产线设计与运行中的关键科学问题，研究高柔性

生产线设计的知识模型、知识迁移机理、产线性能调控、设计与

运行迭代优化等关键理论方法；开展离散制造工艺和装备设计的

知识共享、知识驱动的柔性产线设计集成和数字孪生车间等研究，

促进离散制造行业转型升级。

2.生物医用纳米材料的设计制备及功能（申请代码 1 选择

E01、E03或 E13的下属代码）

针对抗菌、肿瘤治疗、重大传染病防治等领域的重大问题，

设计与制备生物医用纳米材料，揭示其与细胞膜、细菌的相互作

用机制，提高药物生物利用度，发展穿透肺粘膜的纳米药物以阻

断细胞因子风暴，开展非抗生素材料杀灭多重耐药细菌的研究。

3.功能材料精密成型基础理论与调控机制（申请代码 1 选择

E01或 E05的下属代码）

针对镍基材料、铝基材料等工程材料加工成型的力学应变形

变及演化等关键理论问题，研究材料内部损伤三维力学参量全场

测量与原位表征方法，揭示材料成形过程中组织性能的调控机制，

研究变形微观组织演变规律等理论方法以及新型功能材料成形过

程的精确控制技术，为新型功能材料高精密加工提供理论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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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柔性智能器件及其关键材料设计、制备加工与性能研究（申

请代码 1选择 E03的下属代码）

围绕柔性智能器件及其关键材料的科学问题，开展环境友好

的响应材料设计、高效制备、加工成型及其智能响应功能的研究，

揭示柔性智能器件构筑机制、响应机理及其数学模型或材料基因

模型，实现柔性智能器件及其相关材料的信息存储、神经元、智

能传感集成化，为柔性智能器件及其关键材料的制备、加工、集

成及其应用提供理论基础。

5.热功能表面微结构的传热机理与高效加工方法（申请代码 1

选择 E05的下属代码）

研究热功能表面微结构的高效、可靠、低成本制造技术，揭

示超临界态热工质微结构内流动与换热规律，实现材料—结构—

功能一体化设计，建立微结构制造的工艺链理论模型和微结构生

产的可制造性评价模型，为苛刻环境下微结构高效制造提供理论

和技术支撑。

6.骨组织修复材料（申请代码 1选择 E02或 E03的下属代码）

面向腰间盘退变性疾病及骨损伤问题，基于 3D打印等技术和

类器官培养技术，设计并制备椎间盘修复材料，解决椎间盘细胞

与细胞外基质代谢失衡等问题，实现椎间盘的再生修复。

7.特殊环境仿生机器人基础理论与关键技术（申请代码 1选择

F03的下属代码）

围绕海洋作业、医疗康复等不同领域需求，探索特殊环境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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仿生感知、高效驱动与执行等机理；开展传感/执行机构仿生等效、

复杂运动特性与控制等方法研究；研究相应的虚实结合验证评估

方法，促进仿生机器人专用零部件的发展。

8.电子器件封装关键材料的设计、制备及其应用（申请代码 1

选择 E03的下属代码）

围绕晶圆封装、IC基板等电子材料的关键问题，开展聚酰亚

胺、环氧树脂等聚合物的分子设计、配方组成与服役性质的研究，

揭示具有超精细化、高效固化、自修复等性质的关键材料的树脂

设计、制备、成型及其服役性能的相互关系，达到关键材料在服

役过程中的结构稳定性、易加工成型与性能可靠性，为实现微电

子材料自主供应提供基础。

9.刚柔异构机器人多机协同理论与智能控制方法（申请代码 1

选择 E05的下属代码）

针对刚柔异构多机器人协同加工中的建模与控制难题，研究

复杂目标非接触测量与在线表征方法、多传感信息融合与协同轨

迹规划方法、复杂多机器人系统的智能标定方法以及刚柔耦合多

机器人协同与柔顺控制方法；开展异构多机器人系统协同控制器

与运维系统开发及应用验证。

10.抑菌抗炎牙周组织引导再生材料（申请代码 1选择 E03的

下属代码）

针对牙周缺损再生领域的关键问题，开展抑菌抗炎材料研究。

通过集成抑菌多功能膜设计和材料制备技术，开展膜材料调控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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症及免疫反应促成骨机制研究，以满足口腔临床对新材料的需求。

11.面向能源加工转换过程和装备的智能制造系统（申请代码

1选择 B08的下属代码）

围绕能源加工转换过程中装备系统安全可靠高效的关键科学

问题，开展智能建模和优化调度系统研究，揭示不同业态新型过

程和装备的物流、能量流、信息流的基础特性和规律，阐明 AI辅

助过程分析安全诊断的机制，实现大规模安全可靠的能源加工和

高效转换。

12.基于散裂中子源装置的材料设计与性能研究（申请代码 1

选择 A30的下属代码）

基于散裂中子源大科学装置开展高温超导材料和低维磁性材

料等方面研究，探索发现常压或低压下实现高温超导的新模式、

新结构和新材料，以及结构与磁性的内禀关联和调控机理，为我

国开发具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的新材料提供支撑。

13 手性光电纳米晶的控制生长和等离激元性质研究（申请代

码 1选择 B01或 B05的下属代码）

瞄准新一代显示产业发展需求，围绕 LED的手性光电纳米晶

的诱导因子与生长控制的关键科学问题，研究手性光电纳米晶生

长机理以及手性信号传递规律，探索手性等离激元模式高效激发

的结构构型，为手性等离激元纳米结构在新型信息器件开发应用

奠定基础。

14.高性能磁性材料研究（申请代码 1选择 E01的下属代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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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高性能磁性材料的构筑原理、能量转换与耦合相变的物

理机制以及相组成调控方法；开展高性能磁性材料设计及制备工

艺、信息存储、磁各向异性调控等方面的应用基础研究，为高性

能磁性材料的发展升级提供理论支撑。

15.大批量电子类产品绿色设计与制造理论与方法（申请代码

1选择 E05的下属代码）

针对电器电子类产品数量巨大、节能潜力高等碳中和需求，

开展电器电子类产品柔性生产线绿色设计理论与方法研究，建立

碳排放与不确定型消费行为的关联模型，研究不确定型消费行为

下的低碳优化设计方法与运行控制，为 3C产业实现碳中和目标提

供理论支撑。

16.大尺寸金刚石的制备与电子器件应用研究（申请代码 1选

择 E02的下属代码）

针对金刚石用于电子器件散热的技术瓶颈，开展大尺寸金刚

石可控制备方法研究，探究金刚石和电子器件集成技术及传热强

化机制，实现器件的热管理效率的提升，为高性能电子器件的构

建提供材料基础。

17.恶劣工况下大型装备智能运维理论与方法（申请代码 1选

择 E05的下属代码）

围绕复杂、恶劣环境工况下的智能装备在节能、环保、可靠

性等方面的需求，研究少样本数据条件下的可靠性建模分析和评

估方法，探究关键部件失效机理与损伤识别方法，研究健康监测



- 15 -

与智能预警方法，为大型装备的制造与运维提供理论支撑。

18.材料表面性能提升基础理论与应用研究（申请代码 1选择

E01、E02、E03或 E13的下属代码）

围绕金属或非金属材料表面多功能耦合等关键科学问题，研

究材料工艺参数或工艺手段对材料表面性能影响的规律；开展兼

具超疏水性与抗腐蚀性涂层、有机聚合物的无机化和无机纳米粒

子的有机化等方面的应用基础研究，为促进材料表面性能的升级

提供理论支撑。

19.膜微观结构和分离过程机制研究（申请代码 1选择 B08下

属代码）

围绕新化工的实施需要，开展基于原位实时高精度表征手段

的分离膜微观结构解析，实现从微观尺度上揭示分离过程及其机

制，解决化工产品精准定向调控核心问题，开发MOF-高分子混合

膜的水处理新方法，实现高效多功能混合基质膜的宏量制备，发

展高效去除水体污染物的新方法和新理论。

20.多层陶瓷的中子衍射表征以及巨电卡效应和高储能密度的

基础研究（申请代码 1选择 A30的下属代码）

利用中子衍射（散射）技术对陶瓷进行实时、三维精确表征，

建立服役时实时的多场作用下结构-性能关系，优化各种性能参数，

提出改进多层陶瓷电容器性能的新途径。

以上研究方向鼓励申请人与广东省内具有一定研究实力和研

究条件的高等院校或研究机构开展合作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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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电子信息领域

（十四）针对广东电子信息产业发展的重大需求，围绕定位

导航、光线传输、工业互联网分析等关键科学问题，开展基础与

应用基础研究。

重点支持项目研究方向：

1.高性能太赫兹辐射源关键技术研究（申请代码 1 选择 F01

的下属学科代码）

针对太赫兹通信、雷达、成像等应用对瓦级功率、小型化太

赫兹辐射源的迫切需求，研究电子束高效注波互作用机理，研究

功率合成基本理论与混合高频结构，研究高效率准光模式转换方

法，研究高性能太赫兹辐射源实现关键技术，解决太赫兹科学技

术领域的卡脖子难题。

2.面向混合现实交互场景的感知定位导航一体化理论及关键

技术（申请代码 1选择 F01或 F03的下属学科代码）

针对未来混合现实交互场景下的信息传输交互需求，明晰异

质资源相互作用的机理，研究感知、定位、导航深度匹配的理论

框架，设计一体化的融合方案，突破复杂环境下目标多维信息感

知、多模态融合的 SLAM模块化、多节点协同及多参数匹配的组

合导航定位等关键技术，为实现混合现实交互提供新理论与新技

术。

3.基于高性能电子介体的生物传感方法研究（申请代码 1选择

F01的下属学科代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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围绕重大疾病应用需求动态监测技术的准确性低、生物相容

性差、检测指标少等关键难题，研究新型传感电极检测生物信号

的机理和方法，探索电极生物相容性对信号检测准确性的影响机

制与规律，探索多通路微针电极的设计与精密可控制备方法，实

现糖尿病等疾病的动态精准监测与控制，为促进生物传感领域的

发展提供新思路和依据。

4.面向多维复用的高速大容量安全光纤通信基础理论研究

（申请代码 1选择 F05的下属学科代码）

针对 6G高速大容量数据安全传输需求，明晰基于多维复用的

混沌激光安全通信基础理论，设计新型多维复用安全通信机制，

完成宽带混沌光源的分析与优化，研制超低损耗弱耦合多芯少模

光纤及器件，完成多维复用光纤传输损伤估计与信号均衡，掌握

基于空分复用的高速大容量安全光通信核心技术，为新一代硬件

加密高速大容量光纤通信系统发展奠定基础。

5.机器学习的公平性度量、分析及设计技术（申请代码 1选择

F06的下属学科代码）

围绕机器学习中敏感属性泄露和数据不平衡等导致的模型预

测的不公平和偏见等问题，研究个体和群体一致的公平性度量方

法，研究情绪识别、图像识别等机器学习方法中不公平性产生机

理和发现技术，研究增量式动态公平机器学习方法，研究隐私保

护数据的公平机器学习方法，为人工智能的健康发展奠定基础。

6.基于亚波长结构的硅基片上光学相控阵集成芯片研究（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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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代码 1选择 F05或 F04的下属学科代码）

针对星间光通信等场景下系统对收发终端小体积、低重量及

低功耗的需求，开展基于亚波长结构片上光学相控阵的光束整形

和调控基础理论和关键技术研究，揭示片上光场的传播与调控机

理，突破由于衍射物理极限对片上光学相控阵的视场和边带抑制

比性能限制，实现硅基集成的窄波束、大视场、高功率的光束整

形和偏转控制。

7.面向工业互联网的大数据分析与安全隐私保护方法研究

（申请代码 1选择 F02的下属学科代码）

针对工业互联网大数据的数据量大、类型多样、结构复杂、

数据质量低、时序性强、安全隐私要求高等特点，研究面向工业

互联网大数据的数据融合理论及模型、分布式近似计算理论及计

算框架、智能分析模型及算法；研究面向工业互联网的数据采集、

存储、分析、共享及交易过程中的安全与隐私保护方法，为构建

新一代工业互联网大数据分析平台提供新方法。

8.高迁移率氧化物薄膜晶体管与集成器件研究（申请代码 1

选择 F04的下属学科代码）

面向新一代显示和光电应用等对高迁移率和大尺寸的需求，

开展高迁移率氧化物半导体薄膜材料和大面积可控制造技术研

究，揭示大幅提高载流子迁移率的机制，提高氧化物半导体薄膜

质量和稳定性；开展氧化物半导体薄膜晶体管器件与集成研究，

解决集成后器件性能退化问题，支撑新一代显示和光电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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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浅水目标探测机理与系统研究（申请代码 1 选择 F01 的下

属学科代码）

围绕浅水目标探测识别的应用需求，研究基于地层时不变信

道的水下目标定位与识别方法，研究多耦合因素下的振动波传播

模型，宽带振动波频谱、信号与信息多维融合共用数据库和模型，

研究振动波定位识别的理论与方法，满足我国浅水区域长期连续

安全监测的需求。

10.无人系统资源动态规划、智能调度与自主协作研究（申请

代码 1选择 F03的下属学科代码）

围绕无人系统资源规划、调度与控制决策问题，开展资源动

态规划、智能调度与自主协作研究，明晰复杂应用场景下资源规

划、调度与控制决策的人工智能建模机制，通过个体之间的紧密

智能协作，实现整体能力的跨越式跃升，为无人系统应用提供理

论支撑。

11.复杂场景多信息源数据融合与处理方法研究（申请代码 1

选择 F06的下属学科代码）

针对复杂场景主动感知理论方法的迫切需求，围绕复杂场景

多信息源、多模数据融合问题，对多源、多模数据进行多级别、

多方面、多层次的处理，开展数据融合的模型设计和融合算法的

研究，探索机器感知和多场景感知的共性基础理论与关键技术，

建立深层机器学习新算法。

12.脑结构和功能启发的超高速目标检测、识别理论与方法（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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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代码 1选择 F06的下属代码）

借鉴脑结构和功能，从单个神经元、神经环路、大规模网络

三个层次出发，研究脑结构和功能启发的脉冲神经网络计算理论

与方法，并用于解决高速运动对象检测跟踪与识别等挑战性视觉

问题。重点开展脉冲神经元树突计算模型、神经环路动态计算模

型以及大规模脉冲神经网络推理的学习与记忆计算模型等研究，

系统地形成一套脉冲神经网络计算理论，在此基础上建立超高速

运动对象的实时检测、跟踪、识别和行为理解的技术与系统。

以上研究方向鼓励申请人与广东省内具有一定研究实力和研

究条件的高等院校或研究机构开展合作研究。

七、人口与健康领域

（十四）针对华南地区生物医药健康的重大需求，围绕重大

疾病、创新药物研究、医用材料开发等关键科学问题，开展基础

与应用基础研究。

重点支持项目研究方向：

1.运动促进早期脑发育和改善认知障碍的机制研究（申请代

码 1选择 H09的下属代码）

针对儿童青少年认知障碍，利用运动干预手段，明确父母和

子代中有氧运动训练对认知功能的改善效果，解析运动增强神经

可塑性的外周和中枢因子，确立运动改善认知障碍的关键分子和

环路机理，在人群中构建能有效评估或预测运动疗效的标志物，

从而为促进儿童早期脑发育并改善青少年认知障碍提供科学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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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

2.基于 G 蛋白耦联受体的代谢性疾病调控及其治疗新策略

（申请代码 1选择 H07的下属代码）

针对糖尿病、痛风等代谢性疾病，以 G蛋白耦联受体（GPCR）

为靶点，揭示 GPCR在肾脏和心脏等组织器官调控葡萄糖和尿酸

相关转运体的作用及其机制，评价新的 GPCR激动剂或抑制剂类

先导化合物体内外活性及潜在的临床应用价值。

3.慢性乙肝/肝硬化的发病机制与干预（申请代码 1选择 H03

的下属代码）

针对乙肝、肝纤维化、肝硬化，从基础或临床队列研究的角

度阐明其关键调控机制，探索有效治疗策略。研究肝脏疾病进程

中的肝脏细胞分化/转分化、微环境关键因子、血浆/粪便代谢组学

特征，寻找逆转或延缓疾病进展的干预新靶点，提供新的无创诊

断标志，进一步改善肝脏疾病患者的预后。

4.岭南常用中药防治重大疾病的活性成分及创新药物研究

（申请代码 1选择 H32的下属代码）

针对骨疾病、感染性疾病、心力衰竭等中医药优势病种，以

岭南常用防治中药为研究对象，发展适宜技术，突破常用中药“盲

区”成分研究的瓶颈，开展其活性成分研究，揭示其药效物质和作

用机制，获得自主知识产权的中药药源分子，为常用中药来源新

药创制提供依据。

5.慢性呼吸疾病早期气道炎症的发病机制及关键靶点（申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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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码 1选择 H01的下属代码）

针对慢性呼吸疾病（慢性阻塞性肺病、间质性肺病等）早期

发病机制不明等关键科学问题，研究间质肺巨噬细胞的分布与功

能，与其他免疫细胞、结构细胞间的相互作用及分子调控机制，

解析疾病早期炎症启动调控机制及关键靶点，寻找新的免疫治疗

靶点、制定新的干预策略。

6.脊髓损伤修复及其对脑重塑的作用及机制（申请代码 1选择

H09的下属代码）

针对炎症微环境、纤维瘢痕对脊髓损伤修复、再生、脑重塑

的作用及其机制等关键问题，应用诱导功能特异性的间充质干细

胞源性外泌体，结合新型可注射生物材料，达到改善微环境，促

进神经再生的目的；阐明该新型组织工程技术修复脊髓损伤后对

脑重塑的作用机制，为脊髓损伤治疗提供新思路和新方法。

7.以热休克蛋白为靶标的重大疾病创新药物研究（申请代码 1

选择 H35的下属代码）

以热休克蛋白为药物靶标，针对肿瘤和病毒感染等重大疾病

开展创新药物研究。重点聚焦肺癌、肝癌及三阴性乳腺癌，阐明

新活性分子的抗癌活性及机理；主要聚焦 RNA病毒，揭示小分子

化合物对病毒感染的抑制作用及机理。

8.炎症性疾病的代谢免疫调控机制及干预研究（申请代码 1

选择 H11的下属代码）

针对衰老、自身免疫性疾病（如葡萄膜炎）、病理性瘢痕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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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过程中出现的慢性炎症特征，通过多学科交叉方法研究组织微

环境对免疫细胞（树突状细胞、T 细胞等）代谢重塑、免疫耐受

等功能的影响及其机制，发现免疫平衡调控关键靶点，鉴定能诱

导免疫耐受的淋巴细胞亚群，探索靶向局部组织免疫细胞代谢对

炎症和代谢紊乱的潜在治疗作用。

9.肠道微生态与生物节律影响焦虑抑郁症发生发展的神经机

制研究（申请代码 1选择 H10的下属代码）

研究肠道微生态与生物节律等因素在焦虑抑郁症疾病发生发

展中的作用。在动物水平上建立焦虑抑郁等情绪障碍模型，运用

多组学、多模态分析，鉴定可缓解焦虑抑郁行为的肠道菌种及代

谢物，探讨生物节律信号在其中的影响，从“分子—细胞—环路

—行为”不同层次揭示改善病症的机制，确定基于上述因素作用

的新分子靶点。

10.功能型生物质基材料固定假体与骨界面的作用及机制研究

（申请代码 1选择 H28的下属代码）

围绕骨关节炎手术中骨水泥固定引起的并发症及骨量丢失等

临床问题，设计具有抗菌止血、药物精确可控释放以及具有促进

骨整合等功能的生物质基材料，采用动物模型评估其抗菌、药物

释放以及骨整合的作用，从分子、细胞和组织水平阐明生物学机

制和抗菌止血机理。

11.基于多参数分析肿瘤预后预测的指标鉴定及预测量化决策

研究（申请代码 1选择 H27的下属代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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围绕肺癌、肝癌等恶性肿瘤进展及治疗的预后判断缺乏准确

性的问题，从多模态影像、组织病理和多组学角度开展研究，确

定疾病进展和预后的诊断指标，并进行量化分析及确定量化方案，

挖掘用于疾病预后分析的潜在特征以及预后标志物，为疾病分型

和预后判断提供参考依据。

12.生殖器官微环境与生殖疾病的关系及其机制研究（申请代

码 1选择 H04的下属代码）

研究睾丸、子宫等生殖器官微环境紊乱影响生殖发育、衰老

及不育的分子机制，发现生殖器官微环境中调控发育、衰老及不

育的关键因子，筛选致病生物标志物，探索防治生殖疾病的新策

略。

13.药物绿色制备的关键催化技术与策略（申请代码 1 选择

B01的下属代码）

围绕药物绿色合成关键反应，发展新骨架、结构可调和制备

简单的实用型催化剂；探索使用非贵金属和廉价配体的可行性，

并通过探索和认识催化剂的结构与活性、选择性的关系，实现药

物合成关键步骤的高效率和高选择性；针对重大疾病治疗药物绿

色合成工艺，研究构效关系的机制。

14.支撑智联网医疗模式的数据互操作理论与算法研究（申请

代码 1选择 H28的下属代码）

针对参与协同医疗服务的机构间（内）存在语义、概念、架

构、系统等层面的数据差异，及跨系统跨机构数据互联的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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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数据互联交换理论，设计数据/本体混合驱动的概念对齐与内

容互译新算法，消除数据库间的模式和语义异构，实现多源异质

多数据库间数据资产的统一表达、可靠存储、可信认证等，为智

联网医疗新模式提供算法支撑。

15.脂代谢与天然免疫调控研究(申请代码 1 选择 C08 的下属

代码)

针对机体面对病原体人侵需启动天然免疫应答和清除作用，

以及脂代谢异常引起机体天然免疫系统紊乱的科学问题，开展脂

代谢与天然免疫应答关系的研究。采用脂组学等研究技术,动态监

测在机体面对病原体感染的不同时相中机体脂类分子的水平动态

变化趋势，对脂质小分子在机体抗感染过程中的作用建立全局性

的认识,揭示脂代谢调控天然免疫应答过程的作用机制 ,为感染引

起的相关疾病的诊治方案设计提供理论基础。

16.糖脂代谢紊乱导致的血管病变机制及其修复策略研究（申

请代码 1选择 H02或 H07的下属代码）

针对糖尿病造成的血管病变，开展基于多组学分析、血管 3D

类器官模型和转基因动物模型等的基础研究，解析血管病变及修

复相关糖脂代谢差异的分子机制，阐释肝脏、脂肪和骨骼肌等组

织来源分泌因子介导器官对话的通讯机制，为糖尿病血管病变提

供新的早期诊断标志物和治疗靶点。

17.重大慢病的岭南地区易感体质的生物学基础、早期预警及

干预机制研究 （申请代码 1选择 H31或 H33下属代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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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对代谢性疾病、心脑血管病等中医药优势病种，以长期随

访的万人级自然队列及连续留取的生物标本为研究对象，采用多

组学技术筛选，揭示湿性体质易感重大慢病的生物学基础，筛选

早诊早治的候选分子靶标，探讨中药早期干预湿性体质预防重大

慢病的药效物质和作用机制。

以上研究方向鼓励申请人与广东省具有一定研究实力和研究

条件的高等院校或研究机构开展合作研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