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附件 3：“中心”教师 2009 年以来承担的省部级以上科研项目 

 

项目、课题来源 
项目、课题名称 

（下达编号） 

项目起讫 

时间 

科研经费 

（万元） 
负责人 

国家及

国务院

各部门

项目 

国家 973计

划子专题 

纳米材料生产现场空气环境的检测

技术和方法的研究与标准制定

（2006CB932504） 

2006-2010 151 杨毅 

国家 863计

划子专题 

“微生物 Pseudomonas sp.细胞的空

间生物学效应”（ 2008AA12A218） 
2008-2011 100 杨树林 

教育部博士

点基金（博

导类） 

基于调控脂肪代谢基因 mCpls表达靶

点的核苷酸修饰物的筛选及效应

（20113219110007） 

2012-2014 12 张建法 

在转录后水平上抑制炎症因子基因

表达的药物筛选方法和构效关系研

究（20093219110013） 

2009-2010 6 杨树林 

担载三维有序介孔氧化硅膜的制备

与结构研究（20060288008） 
2006-2009 6 王连军 

教育部博士

点基金（新

教师类） 

 

直接甲醇燃料电池用高分子电解质

膜的制备及性能研究（21006052） 
2010-2012 3.6 胡朝霞 

以 Quorum Sensing 为探针的 3 种中

国药用植物抗菌及抗耐药性研究

（20093219120008） 

2010-2012 3.6 贾爱群 

TiO2纳米管对水中低浓度有机污染物

的 吸 附 及 再 生 机 理 研 究

（200802881031） 

2009-2011 3.6 江芳 

教育部高校

科技创新工

程重大项目

培育资金 

面向饮用水中微量污染物处理的微

孔 /介孔分子筛合成与应用技术

（708049） 

2008-2010 80 王连军 

科技部“十

一五”科技

支撑计划项

目 

“5 万吨／日低温多效蒸馏海水淡化

成套技术与装备开发”子课题

（2006BAB03A01） 

2008-2010 50 王连军 

教育部新世

纪优秀人才

支持计划 

能 量 代 谢 过 程 的 分 子 调 控

（NCET-06-0500） 
2007-2009 50 张建法 



项目、课题来源 
项目、课题名称 

（下达编号） 

项目起讫 

时间 

科研经费 

（万元） 
负责人 

国家自

然科学

基金项

目 

 

重点项目 
光调控的脂肪代谢基因 mClps表达的

分子信号及生物学功能（30730030） 
2008-2011 170 张建法 

面上项目 

胰脂酶 mPlrp2 在肝脏的条件性表达

的分子机制及功能（31171125） 
2012-2015 70 张建法 

双功能介孔 TiO2 的制备及去除水中

PFOS 机理研究（51178223） 
2012-2015 61 江  芳 

以 RNA-seq策略探索新型 QSI破坏耐

药细菌生物被膜的分子（31170131） 
2012-2015 55 贾爱群 

有序介孔基负载纳米零价铁对环状

硝基污染物的协同去除（51078184） 
2011-2013 37 李健生 

3 种中国药用植物中细菌群体感应抑

制剂的发现及其抗菌（31070312） 
2011-2013 32 贾爱群 

胞外 5’-AMP信号调控的 DNA 修饰机

制及其生物学意义（31071130） 
2011-2013 35 张建法 

生物燃料电池中难降解物质强化降

解 作 用 机 理 及 生 物 相 优 化

（50978136） 

2010-2012 30 王连军 

纳米催化剂分散性对燃烧稳定性的

影响机理（50876046） 
2009-2011 33 杨  毅 

空气-水界面氧化物薄膜的制备及其

吸附蛋白质的研究（50772048） 
2008-2010 29 刘孝恒 

青年基金 

碱性直接甲醇燃料电池用嵌段型碳

氢系阴离子交换膜研究（21006052） 
2011-2013 19 胡朝霞 

TiO2 纳米管光催化氧化-吸附去除地

下水中的 As(III) （20807023） 
2009-2011 18 江  芳 

国防科研 

项    目 

**********材料（404XXX03） 2011-2015 300 王连军 

**** 洗 涤 废 水 预 处 理 方 法 研 究

（XXXXXXX） 
2011-2012 80 王连军 

***生产废水和废酸综合处理技术研

究—高浓度有机废水电化学预处理、

高效菌生化处理研究（XXXXXXXXX） 

2009-2010 80 王连军 

水中硝基苯类污染物的去除研究

（Hzy08020302-8） 
2008-2010 4 江  芳 



项目、课题来源 
项目、课题名称 

（下达编号） 

项目起讫 

时间 

科研经费 

（万元） 
负责人 

地方政

府项目 

省科技支撑

项目（社会

发展类） 

 

碱厂碱渣和电厂脱硫渣活化再利用

工艺开发及工程化研究（BE2011834） 
2011-2014 20 王连军 

新型水溶性β-葡聚糖索拉胶的工业

化制备中试技术研究（BE2011836） 
2011-2014 20 张建法 

基因重组人源胶原蛋白中试生产

（BE2011837） 
2011-2014 20 杨树林 

江苏省自然

科学基金重

大专项 

微纳米光催化剂几何形貌双重控制

条件下制取氢气的研究（BK2011024） 
2011-2014 100 刘孝恒 

江苏省自然

科学基金一

般项目 

一类带有氟 18 放射标记的可渗透性

糖蛋白功能影像追踪剂（BK2011704） 
2011-2014 8 包晓峰 

硝基芳香族化合物废水的生物驱动

电化学还原技术（BK2011717） 
2011-2014 10 沈锦优 

面向微生物燃料电池碳氢系全芳型

电解质分离膜的研究（BK2011713） 
2011-2014 10 毕慧平 

直接甲醇燃料电池用聚苯类电解质

膜的研究（BK2010282） 
2010-2012 10 胡朝霞 

以 POPs降解为目标的纳米零价铁/有

序介孔碳制备技术（BK2009392） 
2009-2012 9 李健生 

燃煤烟气低温选择性催化还原脱硝

的研究（BK2008421） 
2008-2010 10 马卫华 

新型燃料电池用质子交换膜的稳定

性研究（BK2007211） 
2007-2009 8.5 陈守文 

超薄多孔陶瓷载体上有序介孔膜的

结构与性能研究（BK2006205） 
2006-2009 8 李健生 

省环保厅 

项目 

电化学氧化和复合膜生物反应器组

合工艺处理高浓度难降解化工废水

研发（2007019） 

2007-2009 20 王连军 

短程硝化反硝化和多膜过滤组合工

艺对高含氮废水处理及回用的研究

（201103） 

2011-2013 40 王连军 

江苏高校高

新技术产业

发展项目 

膜吸收处理挥发性有机废气工业化

应用研究（JH09-10） 
2010-2011 24 王连军 

江苏省环保

课题 

面向有机毒物深度处理的微孔介孔

分子筛制备及应用技术(201003) 
2010-2012 25 孙秀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