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科技信息 2014 年第 9 期（总第 207 期） 南京大学科学技术处 
 

wo 

 

 

科技信息 
2014 年第 9 期                 

（总第 207 期） 

 
2014 年 9 月 

 

   

我校教师近期在 Nature Communications 上发表 3篇研究成果论文。  本期刊内容 
 

科技新闻 

02 
南京大学社科领域首个江苏

省高校重点实验室获批立项 

02 
我校教师和校友喜获国际高

压科学领域知名奖项 

03 

我校地球科学与工程学院朱

鸿鹄副教授获第二届谷德振

青年科技奖 

04 
“植物分子代谢与进化”教

育部创新团队顺利通过验收 

05 
江苏省湿地修复工程实验室

揭牌 

科学研究 

06 

封面文章—我校物理学院

王炜教授课题组在《自然-通

讯》上发表力调控蛋白质分

子功能研究进展 

07 

封面文章—《自然-通讯》

报道我校化学化工学院及配

位化学国家重点实验室王新

平教授课题组最新研究进展 

08 

封面文章—我校万贤纲教

授课题组在可能的电声子耦

合导致非常规超导方面取得

进展 

08 
大气科学学院鲍名副教授论

文被选为 AGU 亮点 

09 

我校化学化工学院鞠熀先教

授研究组在癌症靶向成像诊

治研究方面取得重要进展 

11 

我校化学化工学院王乐勇教

授课题组在药物转运之超分

子囊泡构筑研究取得重要进

展 

12 

我校化学化工学院刘震教授

研究组在糖蛋白的识别及检

测方面取得重要进展 

 

 

国际热点 

13 
《Science》杂志精选：杂草防治

新视角：植物分子层面的交流 

14 
《Nature Geoscience》杂志精

选：大气太薄致古火星极度严寒 

 

内容提要： 

最近，我校化学化工学院鞠熀

先教授、王乐勇教授以及刘震

教授课题组分别在各自研究领

域取得重要研究进展，研究成

果分别发表在学科群一流期刊

Angew. Chem. Int. Ed.和 J. Am. 

Chem. Soc.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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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大学社科领域首个江苏省高校重点实验室获批立项 
撰稿人：科学技术处、信息管理学院

近日，江苏省教育厅公布了 2014 年省高校重点实验室评审结果，

由我校科技处组织，信息管理学院牵头，依托国家重点学科情报

学，联合江苏省科技情报所申报的“江苏省数据工程与知识服务重

点实验室”获批立项，成为我校社科领域首个江苏省高校重点实验

室。 

人类社会的发展已经进入大数据时代，科学研究的主导范式已经从

逻辑驱动、实验驱动转向数据驱动的研究范式。数据就像货币、黄

金以及矿藏一样，已经成为一种新的资产类别，大数据战略已上升

为一种国家意志，大数据的运用与服务能力已经成为国家综合国力

的重要组成部分。大数据是一个驱动性很强的服务领域，也是一个

具有无穷潜力的新兴产业，这个产业迫切需要能够理解和应用大数

据的创新人才。在新一轮产业发展中，大数据产业作为江苏未来前

瞻性技术与产业重点领域，需要引入新的服务模式和全新理念。江

苏省数据工程与知识服务重点实验室组建后，将集中申请单位和共

建单位的研发优势，开展协同创新，解决大数据及相关服务领域的

技术问题，推动和引导我省大数据产业和科技服务领域的快速发

展。 

具体体现在 3个方面： 

（1）促进我省大数据产业结构的调整。实验室在大数据领域的技

术研发，信息分析与服务领域的理念与方法的成果，为大数据企业

提供了有力的技术支撑，对助力我省大数据企业的发展有很大的帮 

助作用。借此可催生我省新的大数据企业的诞生与现有大数据企业

的发展，实现我省大数据产业结构的调整。 

（2）提升我省大数据处理与分析技术水平。大数据的价值密度

低，需要提升大数据的价值密度，使之更高效地服务于企业、政府

和社会。实验室的数据处理与分析成果将造福于我省各行业大数据

应用企业，全面提升我省大数据应用水平。 

（3）促进我省数据服务产业的发展。共建单位长期以来在为江苏

企业科技创新服务，积累了大量的经验，通过实验室的建设，与依

托单位的技术与理念的融合，可将过去的文献信息服务模式提升到

知识服务模式。这些先进的服务技术、理念和方式将通过共建单位

的服务平台广泛传播，以提升我省数据服务企业的服务水平，从而

推动我省数据服务产业的发展。 

在此次申报中，南京大学面向江苏省战略产业需求，组织校内优势

科研力量，凝练方向，加强论证，有效提升了竞争力。“江苏省数

据工程与知识服务重点实验室”获批立项，实现了南京大学科研平

台建设的新突破，对南京大学的学科建设和基础研究工作具有重要

的推动作用。该实验室将以技术类成员为主体，配备 30 人左右的

专职科研队伍，核心人员包含南京大学其他院系的专业人才，团队

组成充分体现学科交叉、协同创新，最终建设成扎根全校、服务全

校师生的科研与教学并用的综合平台。 

我校教师和校友喜获国际高压科学领域知名奖项
撰稿人：物理学院、 科学技术处  

2014 年 6 月，在美国新英格兰大学举办的高压

戈 登 会 议 （ High pressure Gordon Research 

Conference 2014）上，我校物理学院孙建教授获得

GRC Alvin Van Valkenburg 奖，并受邀做了专题报

告。Van Valkenburg 奖以高压科学最重要的研究装置

之一——金刚石对顶砧的共同发明人——Alvin Van 

Valkenburg 的名字命名，用以表彰高压研究领域中做

出突出贡献的年轻科学家，是国际高压科学领域内的

知名奖项。这个奖每两年颁发一次，一次一人，在高

压戈登会议期间颁发。同时颁发的还有 J.C. 

Jamieson 杰出研究生奖。本年度的 Jamieson 奖获得

者是我校校友——地球科学与工程学院 2007 届本科毕

业生，现在在美国斯坦福大学工作的林昱同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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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校地球科学与工程学院朱鸿鹄副教授获第二届谷德振青

年科技奖 
撰稿人：地球科学与工程学院 刘春  

2014 年 8 月 8 日，中国地质学会工程地质专业委员会发布《关于授予第二届谷德振青年科

技奖的决定》， 我校地球科学与工程学院朱鸿鹄副教授等十位青年科技工作者获奖。8 月

13 日，在北京召开的谷德振先生百年诞辰纪念暨学术思想研讨会上举行了颁奖仪式。原地

质矿产部水文地质工程地质局局长农开清教授、中国水利电力科学院夏其发教授等先后为

获奖者颁奖。 

“谷德振青年科技奖”是为纪念我国工程地质学的开拓者谷德振院士，表彰在我国工程地

质领域做出突出贡献的青年工程地质人才而设立的，每两年评选一次。我校地球科学与工

程学院唐朝生教授曾获首届谷德振青年科技奖。 

朱鸿鹄副教授 2009 年毕业于香港理工大学，2010 年来我校工作，一直从事地质工程监测

预警、滑坡机理分析及稳定性评价方法研究。自 2004 年以来，公开发表英文专著 1 部、

学术论文 70 余篇，其中 40 余篇被 SCI、EI 收录，申请专利 5 项，相关成果获 2012 年中

国产学研合作创新成果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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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植物分子代谢与进化”教育部创新团队顺利通过验收 
撰稿人：生命科学学院、科学技术处  

2014 年 7 月 12 日上午，“植物分子代谢与进化”教育部创新团队验收会议在我校生命科学学院召开。该团队的学术带

头人为我校生命科学学院杨永华教授和孔令东教授。参加本次验收会议的领导有教育部科技司高润生副司长、我校李成

校长助理，以及科技处、生科院的负责人。担任本次验收会议的专家组组长为我校中科院院士陈洪渊教授，专家组成员

包括南京中医药大学原副校长蔡宝昌教授、东北师范大学刘宝教授、南京农业大学陈发棣教授和南京师范大学陆玲教

授。该团队于 2010 年经学校推荐并通过教育部组织的函审、答辩评审等遴选环节而立项，并于次年开始进行了为期三年

的团队建设与实施。 

本次验收会受教育部科技司委托，由我校科技处主持。校长助理李成教授首先代表学校致辞，他对教育部科技司高司长

和各位专家百忙之中，莅临我校参加本次团队验收会并进行现场指导，表示热烈欢迎和由衷的感谢。李校助还简要介绍

了我校近年来在科学研究、人才培养和社会服务方面进行的创新性改革及取得的显著成绩，尤其着重介绍了我校今年就

科技体制改革所采取的重要举措包括科研平台建设与评价、科研团队建设、原创性科学研究以及科研队伍建设等方面做

出的努力。高润生副司长就高校团队建设与国家创新体系建设之间的关系等相关主题做了重要讲话。高司长首先传达并

专门介绍了多位党和国家领导人近期陆续就国家科技创新等方面做出的重要指示，强调高校的科技创新必须做大做强，

争创一流，积极深化科技体制改革，为构建创新型国家、实现中国梦提供科技支撑。他还强调高校要以创新为第一要

务，加强资源集成利用，构建政产学研用平台，深入开展协同、改革和发展为主题的内涵式发展、综合性改革、国际性

引领，落实好科研评价体制改革、科研项目经费使用管理改革和科技成果转化制度改革，切实做好创新链、产业链、资

金链和学科链的对接，创新科技管理模式和平台体系，建设出一批具有世界一流水平的学科和科技创新团队。 

随后，杨永华教授代表团队汇报了团队在平台建设与团队发展，创新能力与社会贡献、科教结合与人才培养、团队文化

与管理运行等四个方面的建设情况。该团队经过三年的建设实施，在上述四方面取得了十分可喜的成绩。团队围绕植物

分子代谢与调控、分子进化和生态功能、功能活性分子与应用三个方向开展了系列又深入的研究，在植物离子通道、信

号转导、内质网蛋白质量控制系统等方面取得了一批重要的创新性研究成果。团队新增国家 973、重大专项、自然科学

基金项目等国家级项目 22 项，共发表 SCI 学术论文 243 篇，尤其在 Chemical Reviews、Cell Research、Nature 

Communications、PNAS、Plant Cell、Ecological Monographs、Ecology 等高端学术刊物上发表研究论文 40 篇，被

SCI 他引 684 次，得到了国内外专家的高度认可和肯定；获国家发明专利授权 22 项；出版学术专著 11 部，形成了优势

和特色。 

在团队带头人杨永华教授、孔令东教授的带领下，汇聚了一支素质高、结构合理的研究队伍。新增国家自然科学基金杰

出青年基金 1 名、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优秀青年基金 1 名、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 3 名、江苏省六大人才高峰 1 名、江苏

省特聘教授 1 名。团队积极开展国内外学术交流，大会特邀报告 8 人次，大会分组报告 27 人次，被邀讲学 7 人次。该团

队注重学科交叉和人才培养，团队成员获得省教学成果奖一等奖 1 项，所指导研究生获奖学金或荣誉多达 131 人次，特

别是博士生赵川获得英国生态学会青年学术研究奖。在人才培养和国际交流等方面均取得了突出成绩。该团队提出了

“协作、创新、发展”的建设理念，并建立了完善的管理制度和高效的运行机制，经费使用规范合理；依托单位南京大

学在团队人才引进、建设经费和后勤保障等方面给予了大力支持。 

专家组认真听取了总结汇报，查阅了相关验收材料，经现场考察与深入讨论，一致认为“植物分子代谢与进化”创新团

队已圆满完成建设计划任务，达到了预期目标，成绩优秀，同意通过验收。同时，建议充分发挥团队优势和特点，进一

步聚焦重大需求，凝练重大科学问题，取得重大标志性成果；进一步加强协同创新，加快科技成果的转化和应用；进一

步加强国际合作，努力争取成为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创新研究群体。最后，验收会议在热烈的掌声中，圆满完成了各项

会议议程，顺利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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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省湿地修复工程实验室揭牌 
撰稿人：科技成果转化中心、发展委、常熟生态研究院 

 

7 月 27 日，江苏省湿地修复工程实验室建设论证会在常

熟市举行，该实验室由江苏省发改委批准组建、南京大学

常熟生态研究院立项建设。中国科学院院士、南京大学校

长陈骏，国家发改委学术委员会委员、中国国际工程咨询

公司农村经济与地区发展部主任何平，常熟市委书记惠建

林，南京大学校办、发展委、科技成果转化中心、生命学

院负责人和常熟市相关职能部门负责人出席会议。会议由

南京大学副校长潘毅主持。 

常熟市常务副市长沈晓东致欢迎辞，陈骏校长、何平主任

和惠建林书记共同为实验室揭牌。与会领导和专家听取了

实验室建设介绍，并实地考察了常熟南湖湿地生态修复示

范工程。 

安树青院长介绍了常熟生态研究院建设情况，重点从意义

目标、研究方向、建设内容、保障措施等方面汇报了“江

苏省湿地修复工程实验室建设方案”。王保忠常务副院长

汇报了国家工程实验室的申请优势与建设构想。常熟虞山

尚湖度假区党工委书记刘洪、南京大学生命科学学院党委

书记卢山分别就研究院和实验室的实体建设、学科建设做

了说明。 

何平主任指出，湿地修复是国家重大战略的发展需求，南

京大学常熟生态研究院和江苏省湿地修复工程实验室已经

成为国内具有领先水平的研究基地。他要求实验室今后要

加强修复标准、工程化应用，生态品牌、生态产业、经营

盈利机制等方面的实践，为国家湿地保护、生态建设和生

态产业的发展积累经验，为生态文明建设出战略、出思

路、出成果，创造条件早日申报国家工程实验室。他建议

常熟作为我国县域经济的排头兵，可以走“湿地经济发展

之路”，在经济结构调整、产业转型升级方面多提供对国

家具有示范意义的经验。 

陈骏校长对研究院成立以来的发展给予高度评价，对常熟

市给予研究院和实验室建设的支持表示衷心感谢。他提

议，在当前经济转型、步入生态经济的时代，南京大学可

以先和常熟全面合作，充分发挥综合性大学的多学科优

势，做一个生态文明的试点和探索。他要求研究院一定要

把这个与众不同的天然、大自然工程实验室建好，要做原

创性研究，做问题导向研究，解决地方生态建设中的实际

问题，在工业经济向生态经济转型过程中有所作为，为国

家生态文明建设提供经验和参考。 

惠建林书记表示，常熟生态文明建设不求轰轰烈烈，但求

扎扎实实，一定要做出实际的效果。要针对性提出常熟当

前的生态环境问题，落实好相关措施，加强扶持力度，推

进南京大学和常熟市合作，利用高校科研成果助推常熟生

态文明建设。 

 

常熟虞山尚湖度假区党工委书记刘洪和南京大学生命科学

学院党委书记卢山也分别发言。 

论证专家组高度评价和肯定了工程实验室建设方案，一致

认为：该实验室切合江苏省生态建设的重大需求，研究方

向前瞻，发展思路清晰；技术特色突出，具备扎实的政产

学研基础，在湿地修复技术、工程示范与成果转化方面居

全国同领域的领先地位。同时，专家组对工程实验室建设

提出了指导性建议，希望进一步申请国家工程实验室，更

好地在全国形成示范作用，为国家湿地修复建立标准。 

期间，与会领导和专家深入常熟南湖湿地生态修复示范工

程、南京大学常熟生态研究院、江苏省湿地修复工程实验

室及其野外基地调研。常熟市委副书记王建国，市委常

委、宣传部长潘志嘉也参加了相关活动。 

此外，陈骏校长、潘毅副校长还慰问了挂职常熟虞山尚湖

旅游度假区党工委副书记的南京大学历史系副教授施义

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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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校物理学院王炜教授课题组在《自然-通讯》上发

表力调控蛋白质分子功能研究进展 

撰稿人：物理学院 王骏 

我校物理学院王炜教授课题组在力调控蛋白质分子与配体结合及其功能方面的研究取得重要进展，他们的研究论文

“Single molecule force spectroscopy reveals force-enhanced binding of calcium ions by gelsolin”于 2014

年 8 月 7 日在《自然-通讯》（Nature Communications）上在线发表（doi:10.1038/ncomms5623），论文共同第一作者

包括博士生吕春梅和高翔，通讯作者是物理学院曹毅教授、王炜教授以及新加坡 IMCB 的 Robert Robinson 教授，后者提

供了有关蛋白的基因质粒。该项工作得到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和科技部 973计划支持。 

细胞骨架是细胞三大系统之一，在维持细胞形貌、承受外力和保持细胞内部结构的有序以及细胞运动，物质运输，能量

转换，信息传递和细胞分裂等方面起着重要作用。凝溶胶蛋

白（gelsolin）是调控细胞骨架肌动蛋白微丝结构的重要蛋

白分子，对肌动蛋白微丝进行剪切和封盖。钙离子的结合可

以改变凝溶胶蛋白亚基的构象，使整个凝溶胶蛋白从球状结

构变成珍珠项链状线性结构，从而调控其活化和功能。然而

生化实验发现凝溶胶蛋白与钙离子的解离常数仅在数百微摩

尔量级，远远高于数十微摩尔左右的正常生理钙离子浓度。

这就使得凝溶胶蛋白的活化机制很难基于现有的生化实验数

据来解释。这一难题一直困扰着相关领域的科学家，是细胞

骨架研究中的一个重要基础问题。 

王炜教授、曹毅教授及其合作者发展了一种测量蛋白与配体

结合的新型实验方法，通过原子力显微镜测量单根凝溶胶蛋

白分子在不同钙离子浓度下的解折叠力，研究其在受力下与

钙离子的结合强度（图 1）。他们的实验结果表明，施加在

凝溶胶蛋白分子两端的外力导致其与钙离子的结合强度指数

增加，10 皮牛左右外力可提高 5.5 倍结合强度。在生理条件

下，不同亚基间的相对运动会使得凝溶胶蛋白内部有着较大

的张力，从而使得其可以在较低钙离子浓度下活化，他们通

过对照实验揭示了这一机制(图 2）。这一发现很好地解释了

凝溶胶蛋白活化的机理，解决了困扰人们多年的难题。此

外，他们的实验结果也丰富了人们对外力调控蛋白质与配体

结合的新认识。通常情况下，外力可改变蛋白天然态的构

象，降低蛋白与配体的结合，甚至引起蛋白质的解折叠。但

该项实验研究却表明在某些条件下，适当的外力却可以“帮

助”蛋白质与配体的结合。分子动力学理论模拟表明这一效

应是通过改变凝溶胶蛋白钙离子结合位点的构象来实现的。 

尽管人们已观测到力可改变生物过程这一现象，但其分子机

制却一直不甚明晰。该项研究以凝乳胶蛋白为例揭示了由离

子配位导致蛋白不同亚基构象和张力的变化，刻画了力调控

蛋白分子功能的分子机制，证实了力是非常重要的生物信

号。这一发现将促进人们对许多复杂生物过程的认识,从力

的角度定量刻画蛋白的功能运动和信号过程。 

 

图 1：基于原子力显微镜的单分子力谱测量凝

溶胶蛋白与钙离子的结合。 
 

图 2：钙离子的结合导致凝溶胶蛋白不同亚基

间的构象和张力变化以及其活化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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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通讯》报道我校化学化工学院及配位化学国家重

点实验室王新平教授课题组最新研究进展 

撰稿人：化学化工学院 
自由基化学跟反应机理、结构化学和功能材料化学密切相

关，并且渗透到物理学和生物医学领域。由于含有不成对

电子的自由基很活跃，大多数自由基的寿命都非常短。如

何稳定自由基是该领域目前面临的最大挑战之一。最近，

我校化学化工学院及配位化学国家重点实验室王新平教授

课题组在《自然-通讯》发表了题为“Isolation and 

reversible dimerization of a selenium – selenium 

three– electron σ– Bond”的研究论文（ Nature 

Communications ， 2014, 5, 4127. Doi: 

10.1038/ncomms5127），利用萘环支架以及弱配位阴离子

稳定了一例含 Se-Se三电子σ键的自由基阳离子。 

三电子σ键的概念最早由 Linus Pauling 于 1931 年提

出，一般由一个自由基阳离子与其中性分子相互作用形成

（如下图）。其中两个电子占据一个σ成键轨道，还有一

个电子占据σ反键轨道，产生一个键数为 0.5 或更小的化

学键（半键）。跟正常的双电子σ键比较，三电子σ键显

得长而弱。三电子σ键是自由基化学、生物化学、有机反

应、光化学等等领域的重要中间体，如阿尔茨海默病

（Alzheimer’s Disease, 又称早老性痴呆症）的病理形

成过程中就涉及含 S∴S, S∴N 或 S∴O 等三电子σ键中间

体。然而稳定的三电子σ键中间体却非常稀少，阻碍了人

们对此类化学键的认识及相关科学问题的研究进展。 

王新平教授课题组一直致力于自由基化学的研究，并围绕

自由基结构、反应、机理和功能等方面展开工作。本工作

中，他们将萘环支架与弱配位阴离子两种手段相结合，成

功地稳定了一例硒自由基阳离子（上图）。 晶体结构、

光谱分析（EPR， UV）以及理论计算（Mayer bond order 

spin density）证明 Se-Se 之间存在一个三电子σ键。进

一步研究表明三电子σ键通过阴离子的调节可在固液两相

之间进行可逆二聚（下图）。本项工作丰富了化学键知

识，加深了人们对三电子σ键的理解，促进了相关科学问

题的进展。发展的萘环支架与弱配位阴离子相结合的策

略，为其它三电子键的合成提供了新的思路与工具。   

我校化学化工学院专职科研人员张森旺和王兴勇研究员分

别是该论文的第一作者和第二作者。另外， 博士生苏远

亭、本科生邱赟帆、以及淮安师范大学的张展超博士也为

该文作出了重要贡献。该研究工作得到了中组部青年千人

计划、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计划、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江苏省自然科学基金以及江苏省双创计划等资金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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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校万贤纲教授课题组在可能的电声

子耦合导致非常规超导方面取得进展 
撰稿人：物理学院 

与拓扑相关的研究是最近物理学领域的一大热点课题。继发现 Weyl 半金属(PRB83, 205101 

(2011))和 Axion 绝缘体(PRL 108, 146601 (2012))，我校物理学院万贤纲教授课题组又在掺杂拓扑绝缘体可能的电声子

耦合导致非常规超导方面取得进展。 

自超导 BCS 理论建立以来，找寻电声子耦合导致的非 s 波配对的非常规超导体一直是人们关注的课题。特别是最近理论

发现奇宇称配对是有时间反演不变超导体成为拓扑超导体，实现一系列奇特性质的一个关键性因素。目前已知的拓扑绝

缘体体系都是 s/p 电子系统，超导配对机制应为电声子机制，因此研究可能的电-声子耦合导致的奇宇称配对超导体是一

个重要的课题。 

研究人员首先分析了为何电-声子机制一般总是给出 s-wave 超导的物理原因，提出当电-声子耦合在 q 空间局域的时候，

材料可能出现 p-wave 超导。研究人员又将线性响应密度泛函理论和有效模型相结合，研究了电子掺杂对多个拓扑绝缘体

的影响。通过分析其电—声子耦合相互作用与波矢的依赖关系，研究发现在一定的载流子浓度范围内，电子掺杂的拓扑

绝缘体 Bi2Se3 表现出很特别的电声子耦合行为，成为 p 波配对的非常规超导特性。研究人员还预言对同时有中心反演对

称性和时间反演对称性而且有强自旋轨道耦合的能带绝缘体进行掺杂是找寻电声子耦合非常规超导体的一大可能的途

径。 

该研究成果于 2014 年 7 月 11 日发表在《自然--通讯》（NATURE COMMUNICATIONS 5:4144（2014））上，万贤纲教授为

该文章的第一作者和通讯作者。 

该项研究得到国家重点基础研究发展计划、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和我校登峰 B计划的资助。

大气科学学院鲍名副教授论

文被选为 AGU 亮点 
撰稿人：大气科学学院 

大气科学学院鲍名副教授与美国华盛顿大学大气科学系 Dennis L. 

Hartmann 教授合作发表在 Geophys. Res. Lett. 的论文（Bao, M., 

and D. L. Hartmann, 2014, The response to MJO-like forcing in 

a nonlinear shallow-water model, Geophys.  Res. Lett., 41, 

1322–1328, doi:10.1002/2013GL057683），近期被选为美国地球物

理学会研究亮点（AGU research spotlight)。 

MJO（热带最显著的低频信号）不仅对热带天气气候，而且对热带外天

气气候有重要影响；但其机制并不清楚。鲍名副教授和 Hartmann 教授

利用浅水模式试验揭示了其中关键的动力学过程：亚洲副热带急流的

出口区是正压能量转换最大的地区，当热带 MJO 激发的下游 Rossby 波

信号到达急流出口区，将从急流中的纬向平均动能获得最大的扰动动

能，并随着 MJO 东移而保持准定常特征，从而能够沿着球面向中高纬度传播，这与观测特征非常一致。而过去的观点认

为 MJO 是通过上游 Rossby 波的传播影响热带外与观测并不相符。该研究结果不仅有助于理解 MJO 如何影响季节内太平洋

—北美遥相关、北美天气气候，而且对理解热带外大气低频振荡以及平流层大气环流持续性异常提供了理论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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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校化学化工学院鞠熀先教授研究组在癌症靶向

成像诊治研究方面取得重要进展 
撰稿人：化学化工学院 

目前，癌症的发病率和死亡率一直居高不下，严重威胁着人类的健康和生命。寻找有效的癌症诊疗靶点并发展高效的诊

疗方法已成为该领域的重要研究方向。传统的癌症诊治是两个独立的过程，难以从分子水平对癌症治疗过程中的生理变

化进行实时监测，易导致治疗不足或过度治疗。因此，迫切需要开发新型诊疗一体化试剂，从分子水平对癌症进行原位

诊治并对疗效进行实时监测。 

我校化学化工学院鞠熀先教授研究组在 973 计划“仿生分子识别技术在生物医学应用的基础研究”（2010-2014）与国家

自然科学基金创新研究群体（2006-2014）和重点项目（2012-2016）等资助下，在癌症靶向成像诊治研究方面取得了重

要进展。他们以癌细胞内溶酶体为成像监测与治疗的共同靶点，设计合成了一种表面修饰核酸适体、内部包埋 pH 激活荧

光探针和近红外卟啉光敏剂的多功能纳米胶束（Apt-TNP），成功实现了癌症原位成像、治疗和疗效实时监测的目标。该

纳米胶束能在核酸适体的介导下特异性识别癌细胞，经内吞作用进入癌细胞溶酶体，溶酶体内独特的酸性 pH 环境（pH 

4.5–5.0）激活荧光探针产生强的荧光信号，实现对癌细胞的高信噪比成像。在近红外光照射下，光敏剂介导生成具有

细胞毒性的单线态氧，破坏溶酶体结构，导致组织蛋白酶释放促使癌细胞以溶酶体途径凋亡（图 1）。在溶酶体破裂过

程中伴随着质子的释放，使荧光探针的荧光减弱，由此可对治疗效果进行实时监测（图 2）。活体实验表明，该纳米胶

束可在癌组织高效富集并产生强荧光信号；近红外光照射后，癌组织逐渐消失，荧光信号显著降低（图 3），可以方便

地监测疗效。论文由该课题组 11 级博士生田蒋为和丁霖副教授为共同第一作者，鞠熀先教授、于俊生教授和厦门大学杨

朝 勇 教 授 为 通 讯 作 者 完 成 ， 于 2014 年 7 月 15 日 在 线 发 表 （ Angew. Chem. Int. Ed. DOI: 

10.1002/anie.201405490）。这是该课题组继去年底提出一种有“开-关”可控生成单线态氧能力的 pH 激活型光敏剂，

并成功实现肿瘤高效、高选择性的光动力治疗（J. Am. Chem. Soc. 2013, 135, 18850）后的进一步发展，对癌症诊

断、治疗以及疗效监测技术的发展具有实用意义。 

癌症靶向成像与治疗的发展离不开细胞内肿瘤相关功能分子原位检测技术的建立。该课题组在细胞内端粒酶、microRNA

等分子的原位检测方面也取得了连续进展，构建了多种特异性识别细胞内 microRNA（Biomaterials 2011, 32, 3875; 

Angew. Chem. Int. Ed. 2012, 51, 4607; Chem. Rev. 2013, 113, 6207; Plos One 2013, 8, e65540）和端粒酶的

“开-关”可控型纳米探针（J. Am. Chem. Soc. 2013, 135, 13282; J. Am. Chem. Soc. 2014, 136, 8205），实现了

细胞内 microRNA 与端粒酶活性的原位定量检测，可用于区分正常和肿瘤细胞，以及抗癌药物的筛选。

 

 

图 1： Apt-TNP 结构及以溶酶

体为靶点的癌症成像、光动力治

疗和疗效监测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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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细胞水平的成像、光动力治疗及疗效监测 

 

 

 

 

 

 

 

 

 

 

 

 

 

 

 

 

 

图 3： 活体水平的成像、光动力治疗及疗效监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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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校化学化工学院王乐勇教授课题组在药物转运

之超分子囊泡构筑研究取得重要进展 
撰稿人：化学化工学院 

最近，由我校介观化学教育部重点实验室，化学化工学院超分子化学和动态材料课题组 2012 级博士生曹煜和副研究员胡

晓玉博士成功构筑了 pH 调控、Ca
2+
调控和温度响应的超分子囊泡体系，并将其应用于抗癌药物的转运研究。相关研究论

文 “ Multistimuli-Responsive Supramolecular Vesicles Based on Water-Soluble Pillar[6]arene and SAINT 

Complexation for Controllable Drug Release”以文章（Article）的形式发表在《美国化学会志》 （J. Am. Chem. 

Soc.）上 (2014, ASAP, DOI: 10.1021/ja505344t)。 

化学家致力于构建包含多种超分子作用力正交（orthogonal）组装的超分子组装体， 并试图利用正交组装的策略构筑复

杂的、多级有序的具有特殊性能的新颖结构。超分子化学和动态材料课题组在基于正交自组装策略构筑动态超分子体系

及其应用方面的获得一系列研究进展。鉴于上述工作基础，王乐勇教授课题组应邀在英国皇家化学会 Chem. Soc. Rev.

（2012, 41, 5950）和美国化学会 Acc. Chem. Res.（2014, 47, 2041）发表了关于正交组装构筑超分子动态体系

（Dynamic Supramolecular Complexes Constructed by Orthogonal Self-Assembly）的综述文章。（图 1）。 

在过去的二十年里，伴随着纳米技术的迅速发展，科学家一直致力于开发能够显著提高药物的生物利用度的新型药物纳

米载体或药物转运系统。这些药物纳米载体或药物转运系统需具备 “智能性”，即不仅需要构筑规整有序的结构骨架实

现高效地负载治疗药物，而且可以在人体内病理部位的特定环境刺激下能够靶向性地释放负载的药物，用于特定的治

疗，从而有效地减轻药物对正常组织或细胞的伤害。囊泡由于其独特的空腔能够包封药物，已经被广泛地应用于纳米载

体或药物转运系统的研究中。在囊泡的构筑方面，具有多重刺激响应性质的超分子两亲体构建模块在发展刺激响应的纳

米载体或药物转运系统方面有着良好的前景。超分子囊泡具有较好的“智能性”，可以实现在体内特定的病灶部位释放

药物的功能。在超分子动态材料的构筑的研究中，实验室科研人员利用各自的不同研究背景，以有机化学为基础，发展

多学科交叉研究，致力于探索超分子动态材料在药物转运以及 DNA 转

染中的潜在应用。 

2013 年, 实验室工作人员构筑了二茂铁衍生物（G）和水溶性柱柱[6]

芳烃（WP6）借助疏水与主客体作用形成稳定的超分子两亲体，该两

亲体在水中可以进一步自组装成具有 pH 响应的超分子囊泡，可以通

过调节溶液的 pH 值实现囊泡可逆的形成与崩解，从而实现抗癌药物

米托蒽醌（MTZ）的转

运。（ J. Am. Chem. 

Soc. 2013, 135, 

10542）。 

2014 年，课题组科研

人员进一步发展了基

于水溶性柱[6]芳烃和

SANIT 分子借助主客体作用的形成的超分子囊泡体系，并将其应用于药物

转运系统（DDS）。 相对于前期的研究，该超分子囊泡体系除了对 pH 具

有响应性外，同时还对 Ca
2+
和温度刺激具有良好的响应性。由于 Ca

2+
在众

多生命化学过程中起到重要的作用，因此该体系中 Ca
2+
诱导的超分子囊泡

融合研究在生物技术，医疗诊断以及药物转运和 DNA 转染研究中具有潜在

的应用价值。（图 2） 

同时东南大学生医系李艳博士和南京航空航天大学 2012级硕士生邹晓春

也参与了本课题的研究工作。该课题研究得到了科技部重大研究计划

(973)科学基金(2013CB922101, 2011CB808600)和国家自然科学基金(No. 91227106, 21202083, 21302092)以及江苏省

自然科学基金 (BK2011551)的支持。

图 1. 正交组装构筑超分子动态体系 

 

 

 

 

 

 

 

 

图 2. SAINT 为基础的超分子囊泡的构筑以

及 pH 调控和 Ca2+调控的抗癌药物释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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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校化学化工学院刘震教授研究组在糖蛋白的识

别及检测方面取得重要进展 
撰稿人：化学化工学院 

糖蛋白是最常见的蛋白质类型，在生物体中具有多种重要的作用和功能。此外，糖蛋白具有重要的临床诊断价值，目前

用于疾病诊断的蛋白质疾病标志物大多为糖蛋白。由于具有重要生理意义或诊断价值的糖蛋白的表达丰度极低，对复杂

样品体系中糖蛋白的专一识别和灵敏检测是重要的挑战性课题。免疫分析是临床诊断等许多领域中的重要研究工具，但

存在着明显的缺点，如高专一性抗体不易获得、酶和抗体等生物试剂的稳定性差、化学标记试剂对健康有害和对样品环

境敏感等。分子印迹（Molecular imprinting）是制备具有类似抗体专一识别性能的仿生识别材料的重要技术。我校化

学化工学院刘震教授研究组近年在分子印迹领域连续取得进展，建立了普适高效的硼亲和分子印迹法，制备出性能先进

的分子印迹聚合物，并将其替代免疫分析中的一抗，成功应用于疾病标志物糖蛋白的检测（Angew. Chem. Int. Ed. 

2013, 52, 7451-7454; Chem. Sci. 2014, 5, 1135-1140; Anal. Chem. 2014, 86, 959-966）。该研究组近期进一步

将分子印迹技术与表面增强拉曼散射（SERS）相结合，发展出免抗体、免酶的高专一性、高灵敏度糖蛋白检测方法—硼

亲和夹心法。表面增强拉曼散射具有高灵敏度、无需有毒有害试剂和对样品环境不敏感等优点。该方法利用硼亲和分子

印迹聚合物与硼亲和表面增强拉曼散射探针对目标糖蛋白进行双重识别以保证分析的专一性，同时利用表面增强拉曼散

射提供高灵敏检测。该方法成功应用于人血清肝癌标志物甲胎蛋白的检测，克服了常规免疫分析的缺点，且具有成本

低、稳定性和分析速度快等优点。该方法为普适性方法，可适用于各种糖蛋白。此外，若与手持式或便携式拉曼光谱仪

联用，可应用于床旁检测和现场检测。该方法在临床诊断、兴奋剂检测和质量控制等领域具有重要应用前景。该工作 7

月 28 日在线发表于《德国应用化学》（Angew. Chem. Int. Ed. 2014, DOI: 10.1002/anie.201405525）上。该论文第

一作者为硕士生叶金。该工作得到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和国家重大科学研究计划等基金的经费支持。

 

 

 

 

 

图 1. 正交组装构筑超

分子动态体系。 

 

 

 

 

 

 

 

 

 

 

 

 

图 2. 硼亲和夹心法的灵敏度试

验（a）及丏一性试验（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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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cience》杂志精选：杂草防治新视角：植物分子层面的交流 

撰稿：中国科学报  2014 年 8 月 29 日 

这项发表在《科学》上的研究为从分子层面探讨植物交流方式打开了一个新的科学窗口，也使科学家能够
以新的视角来考虑如何消除严重危害粮食作物产量的寄生杂草。 

据美国每日科学网 8 月 14 日报道，弗吉尼亚理工大学一名科学家发现，植物之间可能存在一种新的交流
方式，使它们能彼此共享数量惊人的遗传信息。 

这项研究成果发表在 8 月 15 日的《科学》杂志上。研究为从分子层面探讨植物交流方式打开了一个新的
科学窗口，也使科学家能够以新的视角来考虑如何消除严重危害粮食作物产量的寄生杂草。 

作者韦斯特伍德是美国弗吉尼亚理工大学农业与生命科学学院的植物病理学、生理学和杂草科学教授，也
是弗兰林生命科学研究所的附属研究人员。 

“生物体间存在新的交流形式，这一发现表明，生物间的交流比我们已认知的多得多。”韦斯特伍德说，
“现在我们已经发现，植物相互间共享全部信息，接下来的问题是，它们相互间到底在说什么？” 

韦斯特伍德研究了寄生植物菟丝子与拟南芥和番茄这两种寄主植物的关系。菟丝子利用一种叫作“吸根”
的附属物，刺入寄主植物体内，从中吸取水分和养分。在此之前，韦斯特伍德已经取得突破性进展。他发
现在寄生行为发生的过程中，物种间存在 RNA（核糖核酸）的传递。 

韦斯特伍德新的研究成果扩展这种交换的范围,并深入研究了 mRNA（信使 RNA）。mRNA 负责在细胞内部传
输信息，告诉细胞应当做什么，例如，对哪些蛋白质进行编码。先前科学家认为，mRNA 非常脆弱，存在
时间极短，因此在物种之间传递是不可想象的。 

但是韦斯特伍德发现，在这种寄生关系中，寄生植物和寄主
植物双方都有 mRNA 产生交换，从而实现了不同物种之间的自
由交流。 

通过这种交流，寄生植物或许能命令寄主植物采取特定行
为，比如降低防御,使寄生植物更易于发动进攻。韦斯特伍德
的下一步计划是发现 mRNA 具体在说什么。 

这项发现有助于科学家进一步研究真菌和细菌是否也以类似
的方式交流信息，对于解决粮食匮乏问题提供了新的思路。 

英国谢菲尔德大学 Julie Scholes 教授指出，独角金和肉苁
蓉这类寄生植物对豆科植物和其他作物危害很大，而这些作
物是非洲和其他某些贫苦地区的主要粮食来源。韦斯特伍德
的发现不仅揭示出寄生植物与寄主之间的交流形式，而且给
杂草防治带来激动人心的启发，可以考虑通过中断寄生植物
用于重组寄主基因的 mRNA 信息来进行杂草防治。 

韦斯特伍德说，这项发现的具体应用也会非常有趣。“这种
mRNA 可能是寄生生物的致命弱点。”斯特伍德表示,“这个新
的消息很可能带来很多启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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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ature Geoscience》杂志精选：大气太薄致古火星极度严寒 

撰稿：中国科学报 2014 年 8 月 27 日 

发表在《自然—地球科学》上的一
项研究指出，火星大气可能从未达
到使行星表面温度长期处于零摄氏
度以上的厚度。尽管针对这颗天体
的地形学分析表明，液态水曾在远
古时期将火星淹没，但是越来越多
的证据显示，这些事件只是反映了
偶然的温暖阶段，而非这颗行星历
史上一贯的严酷状态。 

火星上的流水痕迹包括据推测堆积
在古老湖泊底部的层状沉积物，以
及显然是由大洪水“雕琢”形成的
陡峭峡谷和低地。这些都在提醒研
究人员，这颗如今又冷又干的红色
星球在它的早期历史中也曾温暖和
湿润。但是美国新泽西州普林斯顿
大学行星科学家 Edwin Kite 指出，
这一切都需要一个比当前厚得多的
大气层才能实现，而这一景象现在
看来似乎是不可能的。 

Kite 及其同事指出，反对古老火星
拥有浓厚大气层的时间超过几千年
这一假设的证据，在于这颗行星上
陨石坑的尺寸。研究人员提出，如
果火星曾拥有密集的大气，那么小
型天体在穿越大气层时必定会被分
解，就像它们在地球大气层中所经
历的那样，而不会被大部分完整无
损地保留下来并形成陨石坑。 

利用火星勘测轨道飞行器拍摄的图
像，研究人员分析了位于火星赤道
附近一块 84000 平方公里区域中的
300 多个陨石坑。从地质学角度而

言，这是一块在 36 亿年来从未发生
变化的区域。研究人员发现，其中
10%的陨石坑的直径等于或不足 50
米，而大约 10%的远古陨石坑的直径
为 21米甚至更小。 

随后，研究小组利用计算机模拟了
外来天体撞击火星的情况，并按一
系列的大气密度尝试了不同的场
景。由于陨石坑的尺寸会因天体撞
击火星表面的角度差异而产生不
同，因此只是简单着眼于行星最小
陨石坑的直径并不会提供远古大气
密度的真实信息。Kite 同时指出，
其他一些因素，例如撞击天体的飞
行速度也会对陨石坑的大小产生影
响。他强调：“关键不在于最小陨
石坑的大小，整个陨石坑的分布规
模才是最重要的。” 

根据研究小组的分析，远古火星大
气施加的表面压力可能仅仅是其当
前值的 150 倍。加利福尼亚州莫菲
特场市蓝色星球空间科学研究所的
天体生物学家 Sanjoy Som 认为，这
意味着当时火星大气层的厚度尚不
及一些研究小组提出的使火星表面
一直保持零摄氏度以上温度所需大
气厚度的 1/3。 

“这是一篇出色的论文。”罗得岛
州普罗维登斯市布朗大学行星科学
家 James Head 表示，“它支持了先
前的研究，表明早期的火星是冰冷
的。” 

Som 强调：“很明显，火星是潮湿
的，但我们并不很清楚它到底有多
温暖。” 

Kite 及其同事认为，最可能的答案
是火星是间歇性温暖的。研究人员
提出，火星轴线倾斜角度的规律性
变化能够温暖这颗行星并偶尔提供
一个具有保护性的大气层。同时火
山活动产生的温室气体，或大型天
体碰撞释放的气体也会使火星大气
层暂时变厚。而由一次大型碰撞产
生的热量能够蒸发掉行星岩石中的
任何挥发性物质，甚至碰撞天体自
身。 

Head 指出，无论是上述任何一种情
况都能够使火星大气层变厚几十年
或几个世纪。他强调：“这足以使
液体在火星表面流动。”根据较早
前的一项研究，一颗直径 200 千米
的天体撞击火星所产生的空气压力
便足以使火星表面的温度停留在零
摄氏度以上达一个世纪。 

火星的大气密度只有地球的约 1%，
非常干燥，温度低，表面平均温度
零下 55 摄氏度，水和二氧化碳易冻
结。火星那层薄薄的大气主要是由
遗留下的二氧化碳（95.3%）加上氮
气（2.7%）、氩气（1.6%）和微量
的 氧 气 （ 0.15% ） 和 水 蒸 气
（0.03%）组成的。火星表面的平均
大气压强仅为约 7 毫巴（比地球的
1%还小）。 



科技信息 2014 年第 9 期（总第 207 期） 15 

 

科技信息 

2014 年第 9 期

（总第 207 期） 

 

 

 

 

 

各位读者们！ 

为了给您提供更好的《科

技信息》，我们衷心希望

您提供建议、感想或投

稿。您的来信请寄往：南

京大学科学技术处陈晓清

（电子邮件地址

chenxq@nju.edu.cn）。

感谢您对《科技信息》杂

志的大力支持！ 

 

 

 

 江苏省南京市鼓楼区汉口路 22 号 

南京大学科学技术处 

邮编：210093 

电子版请参阅：http://scit.nju.edu.cn/second/006.htm 

 

mailto:chenxq@nju.edu.cn
http://scit.nju.edu.cn/second/006.ht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