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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市科学技术委员会 

沪科指南〔2022〕9 号 

 

关于发布上海市2022年度“科技创新行动计划”

基础研究领域项目申报指南的通知 

 

各有关单位： 

为深入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加快建设具有全球影响力的

科技创新中心，根据《上海市建设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科技创新中

心“十四五”规划》，上海市科学技术委员会特发布2022年度“科

技创新行动计划”基础研究领域项目申报指南。 

一、征集范围 

专题一、数学与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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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向1、基础数学研究（青年项目） 

研究目标：围绕数学科学重大问题和国际前沿，开展创新性

研究，探索数学新思想、新理论和新方法。 

研究内容：在代数、几何、分析等基础数学主要方向，围绕

数学科学重大、前沿问题，以及数学与其它学科相互交叉中出现

的新问题，开展基础数学研究。 

执行期限：2022年7月1日至2025年6月30日。 

经费额度：定额资助，拟支持不超过4个项目，每项资助额

度40万元。 

项目负责人要求：本方向要求申报人年龄不超过40周岁

（1982年1月1日及以后出生）。  

方向2、应用数学重点项目 

研究目标：面向航空安全管理、集群决策控制、激光聚变过

程以及重症医学数据存储与分析等领域需求，建立核心数学理论

与方法，为相关领域发展提供数学支撑。 

研究内容：（1）研究大数据背景下的民航飞行安全管理算

法，发展飞行安全实时评估与预警模型；（2）研究群体博弈均

衡分析方法，构建从优化博弈决策到动态安全控制的一体化集群

分析设计理论体系；（3）研究激光聚变过程中数据还原与预测

模型与算法，优化激光聚变实验的物理方案设计；（4）研究重

症医学海量数据的存储及分析方法，支撑重症临床科研数据库建

设和智能诊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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执行期限：2022年7月1日至2025年6月30日。 

经费额度：非定额资助，拟支持不超过4个项目，每项资助

额度不超过300万元。 

方向3、应用数学培育项目 

研究目标：面向信息、材料、生命科学、工程制造等领域，

针对重要、关键或基础性难题，发展一批应用数学方法，支撑相

关领域发展。 

研究内容：围绕三维曲面设计、多物理场模拟、多尺度声场

仿真、生物多样性识别、材料智能计算等重要问题，发展应用数

学方法，研制自主应用软件，验证应用效果。 

执行期限：2022年7月1日至2025年6月30日。 

经费额度：非定额资助，拟支持不超过4个项目，每项资助

额度不超过100万元。 

专题二、前沿物理与量子 

方向1、软凝聚态体系的相变调控 

研究目标：探索软凝聚态体系相变动力学及统计规律，揭示

近平衡态和非平衡态相变路径及原理，实现相变结构和形态的精

准调控。 

研究内容：设计热、电、光响应的相变体系，探索结晶玻璃

化转变及有序和无序的深层次关联，揭示界面、限域、尺寸等效

应对相变结构和形态的调节机制，建立复杂结构形态构建的一般

性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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执行期限：2022年7月1日至2025年6月30日。 

经费额度：非定额资助，拟支持不超过1个项目，每项资助

额度不超过300万元。 

方向2、近红外远距离快速光量子成像 

研究目标：突破百公里级远距离快速单光子成像雷达的极限

灵敏度技术瓶颈，研制近红外单光子探测焦平面阵列器件，支撑

近红外波段远距离动态目标量子成像探测和识别。 

研究内容：探索基于连续域束缚态的光场强局域机理与多维

度光子操控方法，发展极限灵敏度单光子成像算法，制备自主可

控的大规模焦平面阵列，研发近红外波段百公里级单光子成像雷

达样机并开展演示验证。 

执行期限：2022年7月1日至2025年6月30日。 

经费额度：非定额资助，拟支持不超过1个项目，每项资助

额度不超过300万元。 

方向3、相干太赫兹光场调控与全太赫兹光场驱动电子源 

研究目标：发展宽谱相干太赫兹辐射高效产生和精准调控的

关键技术，研发全太赫兹光场高精度操控的台面式超快电子源。 

研究内容：研究界面太赫兹发射、太赫兹辐射产生以及复杂

光场调控的物理机制，发展宽谱相干太赫兹辐射的偏振、波形以

及空间模式的多维度精准操控技术，制备集成高效太赫兹光场产

生与超短电子脉冲操控的微腔结构，研制具有超高时空分辨能力

的台面式电子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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执行期限：2022年7月1日至2025年6月30日。 

经费额度：非定额资助，拟支持不超过2个项目，每项资助

额度不超过300万元。 

专题三、化学合成与转化 

方向1、材料老化与塑料降解 

研究目标：围绕聚合物基复合材料老化、塑料可控单体降解

等重要问题，探索材料微观结构的动态演变规律，发展材料老化

慢化学理论体系，实现塑料在常温常压条件下向有机小分子单体

化合物的可控降解。 

研究内容：（1）研究聚合物基复合材料慢速老化过程中材

料微观界面的动态构效关系、反应-传递耦合及化学-力学交互作

用机理，建立寿命预测的化学-力学模型；（2）探索环境友好的

塑料降解新方法，构建塑料降解模型，发展可规模化放大的降解

技术，实现塑料小分子单体的高效回收利用。 

执行期限：2022年7月1日至2025年6月30日。 

经费额度：非定额资助，拟支持不超过2个项目，每项资助

额度不超过500万元。 

方向2、金属催化与变革性合成 

研究目标：突破现有含氮、含氟有机物合成方法高能耗、低

效率、选择性控制难等瓶颈，发展温和条件下的催化转化新反应，

为含氮和含氟有机物的高效精准合成提供新理念、新方法。 

研究内容：（1）研究新的配合物定向合成方法，探索氮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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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位活化转化新反应，发展可在温和条件下实现氮气还原的催化

体系；（2）研究金属二氟卡宾络合物等的合成、反应性调控及

相关规律，探索可控性催化合成含氟材料新方法。 

执行期限：2022年7月1日至2025年6月30日。 

经费额度：非定额资助，拟支持不超过2个项目，每项资助

额度不超过300万元。 

方向3、手性物质合成与分离 

研究目标：揭示光诱发的激发态反应对映选择性控制规律，

为热化学难以实现的手性分子和复杂结构合成提供新方法；创制

具有纳米限域超流特性的手性多孔膜，为手性物质的分离提供新

途径。 

研究内容：（1）研究催化剂与基态、激发态、高活性物种

的作用模型与机制，解决其成键反应的对映选择性控制难题，开

展手性分子和复杂结构的合成研究；（2）研究纳米限域结构与

手性物质传输、选择性和通量之间的内在联系，制备高质量、高

稳定的手性多孔分离膜，实现高对映选择性和高通量的手性物质

分离。 

执行期限：2022年7月1日至2025年6月30日。 

经费额度：非定额资助，拟支持不超过2个项目，每项资助

额度不超过300万元。 

专题四、生命科学与前沿技术 

方向1、脑功能与结构成像新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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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目标：探索高精度、高敏度和高通量的介观成像方法，

建立观察脑内功能分子动态与脑结构的高时空分辨成像技术。 

研究内容：研究特异性成像标记和融合染色技术，实现脑功

能分子与脑结构的融合成像与分析，研发可用于神经通路解析、

早期诊疗神经退行性疾病等领域的介观脑成像关键技术。 

执行期限：2022年7月1日至2025年6月30日。 

经费额度：非定额资助，拟支持不超过2个项目，每项资助

额度不超过300万元。 

方向2、组织损伤再生中的细胞属性转换研究 

研究目标：揭示组织损伤再生中细胞属性转换及其关键的发

育与免疫调控因子，阐明其互作对属性转换的作用机制，解析在

表观遗传学层面的转录调控。 

研究内容：描绘上皮组织损伤中细胞属性状态和微环境变

化，发现调控属性转变的关键发育信号和免疫因子，探究两者互

作对损伤修复中的功能和对细胞属性转变的作用，鉴定诱导细胞

属性转变的核心转录因子，及对染色体可及性等表观遗传的影响。 

执行期限：2022年7月1日至2025年6月30日。 

经费额度：非定额资助，拟支持不超过2个项目，每项资助

额度不超过300万元。 

方向3、植物响应微重力机制 

研究目标：从细胞水平揭示植物响应微重力时的代谢通路，

为培育和改良适应力强、适用于外空种植的农作物探索新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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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内容：研究植物在模拟环境下的细胞发育、分化过程，

揭示其多细胞协同效应和内在机理，建立植物细胞响应微重力的

模型。 

执行期限：2022年7月1日至2025年6月30日。 

经费额度：非定额资助，拟支持不超过2个项目，每项资助

额度不超过100万元。 

专题五、纳米科学与先进材料 

方向1、CMOS工艺兼容的下一代片上光源 

研究目标：针对硅基光电集成发展需求，研制具有原创性的

CMOS工艺兼容硅基片上电泵激光器，探索激光器与其它硅基光

电子器件单片集成技术，研制可在室温下稳定运行的电泵激光器

原型件，要求输出功率大于 1mW，阈值电流小于100mA，波长

范围满足光互连应用需求，光束发散角不大于0.2°，发射线宽小

于0.2nm。 

研究内容：（1）研究硅纳米晶发光、高压钝化增强发光以

及产生激射的机理，研制高亮度全硅发光二极管、适配谐振腔和

高性能电泵全硅激光器；（2）研究钙钛矿微腔光子-激子强耦合

特性，载流子电场注入、输运和复合辐射超快动力学演变特性，

研制新型钙钛矿光电功能材料和无外腔亚波长尺度激光光源。 

执行期限：2022年7月1日至2025年6月30日。 

经费额度：非定额资助，拟支持不超过2个项目，每项资助

额度不超过300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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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向2、面向红外探测的新型近红外发光材料 

研究目标：面向红外探测在生物医疗等领域的需求，发展新

型稀土基纳米及分子近红外发光体系，构建具有优异光物理和光

化学性质的新型功能发光材料，实现红外光学信号活体组织穿透

深度大于4cm，光谱半峰宽小于50nm。 

研究内容：研究调控稀土基纳米及分子发光材料的方法与策

略，建立材料结构、化学组成、配体分子、表界面构筑和材料发

光性质之间的构效关系，开发具有选择性响应功能的配体与结构

单元。 

执行期限：2022年7月1日至2025年6月30日。 

经费额度：非定额资助，拟支持不超过1个项目，每项资助

额度不超过300万元。 

方向3、碳化硅光量子芯片 

研究目标：突破碳化硅微结构加工及色心植入技术瓶颈，研

发色心光源精准嵌入技术及片上耦合增强微结构原型器件，实现

针对碳化硅色心体系的高效物态调控，为下一代CMOS工艺兼容

的片上集成光量子芯片的应用提供支撑。 

研究内容：研究碳化硅中色心形成及自旋相干调控的新机

理，发展精准色心集成及其自旋动力学自发辐射的高协同动态操

控新方法，解决CMOS工艺兼容的晶圆级碳化硅单晶薄膜制备与

新奇宇称时间对称破缺传输等技术难题，研发片上碳化硅色心微

结构原型器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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执行期限：2022年7月1日至2025年6月30日。 

经费额度：非定额资助，拟支持不超过1个项目，每项资助

额度不超过300万元。 

专题六、重大疾病机制 

方向1、儿童胚胎性恶性实体肿瘤分子机制 

研究目标：建立儿童胚胎性恶性实体肿瘤分子图谱，阐明肿

瘤形成与发展的分子机制和演进规律。 

研究内容：绘制儿童胚胎性恶性实体肿瘤多组学分子图谱，

解析关键靶点分子间的互作网络，筛选获得新的分子标志物和干

预靶点，揭示肿瘤胚胎性发育紊乱演进规律及基因表达失调的分

子机制。 

执行期限：2022年7月1日至2025年6月30日。 

经费额度：非定额资助，拟支持不超过2个项目，每项资助

额度不超过300万元。 

申报主体要求：本市三级甲等医院牵头，鼓励联合本市高校、

研究机构、企业共同申报。 

限项规则：同一单位限报1项。 

方向2、基于成体干细胞激活的糖尿病干预机制 

研究目标：解析胰岛组织器官成体干细胞激活机制，构建器

官原位再生新方法，为延缓糖尿病发生发展提供理论支撑。 

研究内容：研究成体干细胞在胰岛不同发育阶段、机体不同

代谢状态、疾病发生发展不同阶段的动态规律，阐明成体干细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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激活的分子机制及其调控机制，筛选先导化合物和代谢小分子，

研究构建激活成体干细胞、促进胰岛原位再生的新方法。 

执行期限：2022年7月1日至2025年6月30日。 

经费额度：非定额资助，拟支持不超过2个项目，每项资助

额度不超过300万元。 

申报主体要求：本市三级甲等医院牵头，鼓励联合本市高校、

研究机构、企业共同申报。 

限项规则：同一单位限报1项。 

方向3、线粒体功能异常致扩心病机制 

研究目标：解析扩心病心肌线粒体功能异常的演变模式及能

量代谢特点，阐明线粒体功能异常介导的心脏内细胞互作在扩心

病进程中的规律，建立维护心肌线粒体功能的新方法。 

研究内容：研究不同病因扩心病的线粒体调控网络及能量底

物转化特点，发现潜在干预靶点，揭示线粒体代谢障碍引发心脏

内不同细胞互作导致代谢与结构重塑的机制，建立能量补充、调

控线粒体代谢等新方法。 

执行期限：2022年7月1日至2025年6月30日。 

经费额度：非定额资助，拟支持不超过2个项目，每项资助

额度不超过300万元。 

申报主体要求：本市三级甲等医院牵头，鼓励联合本市高校、

研究机构、企业共同申报。 

限项规则：同一单位限报1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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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题七、交叉科学 

方向1、超结构交叉研究 

研究目标：促进超结构与通信、建筑等领域的交叉研究，研

制高孔径效率和大带宽透射的可重构超表面大维阵列，实现低功

耗和低成本通信的高自由度分集-复用增益；探索非厄米时变弹性

波系统中奇异波动现象及调控机理，实现对弹性波非互易非线性

功能的精准操控。 

研究内容：（1）研究超表面点阵通信的宽带高阶调制机制，

建立远-近场级联信道模型，研制透射可重构超表面多用户收发原

型系统；（2）研究主动超结构与弹性波作用的复本征频率调控

机理，发展基于智能超结构的弹性波理论体系及精准主动调控技

术，研制具有高效智能设计性、低宽频减振的先进土木超结构。 

执行期限：2022年7月1日至2025年6月30日。 

经费额度：非定额资助，拟支持不超过2个项目，每项资助

额度不超过300万元。 

方向2、基于先进光源的原位动态表征方法及催化机理 

研究目标：开展化学与光子科学交叉研究，依托同步辐射、

自由电子激光等先进光源，发展多尺度、高时间和能量分辨原位

诊断新方法及动态模拟新理论，揭示催化活性中心的物理化学机制。 

研究内容：针对碳基小分子高效定向转化制备高值化学品，

发展多尺度、高时间和能量分辨谱学探测新方法及模拟真实催化

反应的原位实时理论模型，探索催化材料的理性设计及转化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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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 

执行期限：2022年7月1日至2025年6月30日。 

经费额度：非定额资助，拟支持不超过2个项目，每项资助

额度不超过300万元。 

方向3、微纳尺度蛋白质限域自组装 

研究目标：开展化学、生命科学与光子科学交叉研究，研究

微纳尺度下蛋白质组装的动力学过程，发展蛋白质可控自组装新

方法。 

研究内容：发展微纳流控可视化实时原位监测技术，揭示在

限域微环境下蛋白质互作和自组装的机理与规律，实现复杂蛋白

质组装体系的精准构筑。 

执行期限：2022年7月1日至2025年6月30日。 

经费额度：非定额资助，拟支持不超过2个项目，每项资助

额度不超过300万元。 

二、申报要求 

除满足前述相应条件外，还须遵循以下要求： 

1. 项目申报单位应当是注册在本市的法人或非法人组织，具

有组织项目实施的相应能力。 

2. 研究内容已经获得财政资金支持的，不得重复申报。 

3. 所有申报单位和项目参与人应遵守科研伦理准则，遵守人

类遗传资源管理相关法规和病原微生物实验室生物安全管理相

关规定，符合科研诚信管理要求。项目负责人应承诺所提交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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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实性，申报单位应当对申请人的申请资格负责，并对申请材料

的真实性和完整性进行审核，不得提交有涉密内容的项目申请。 

4. 申报项目若提出回避专家申请的，须在提交项目可行性方

案的同时，上传由申报单位出具公函提出回避专家名单与理由。 

5. 已作为项目负责人承担市科委科技计划在研项目2项及以

上者，不得作为项目负责人申报。 

6. 项目经费预算编制应当真实、合理，符合市科委科技计划

项目经费管理的有关要求。 

7. 除专题六外，各研究方向同一单位限报2项。 

三、申报方式 

1. 项目申报采用网上申报方式，无需送交纸质材料。申请人

通过“中国上海”门户网站（http://www.sh.gov.cn）--政务服务--

点击“上海市财政科技投入信息管理平台”进入申报页面，或者

直接通过域名http://czkj.sheic.org.cn/进入申报页面： 

【初次填写】使用“一网通办”登录（如尚未注册账号，请

先转入“一网通办”注册账号页面完成注册），进入申报指南页

面，点击相应的指南专题，进行项目申报； 

【继续填写】使用“一网通办”登录后，继续该项目的填报。 

有关操作可参阅在线帮助。 

2. 项目网上填报起始时间为2022年3月31日9:00，截止时间

（含申报单位网上审核提交）为2022年4月20日16: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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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评审方式 

专题一至专题六采用一轮通讯评审方式，专题七采用一轮通

讯评审、一轮见面会评审方式。 

五、立项公示 

上海市科委将向社会公示拟立项项目清单，接受公众异议。 

六、咨询电话 

服务热线：021-12345、8008205114（座机）、4008205114

（手机） 

 

 

上海市科学技术委员会 

                2022年3月23日 

（此件主动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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