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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理学院祝世宁教授、刘辉教授课题组用

广义相对论原理实现芯片上光子波前的调

控 

-《自然•通讯》报道汤怒江副教授都有为院

士团队重要研究成果 

-“烟雾缠绕的巨龙”：量子力学与延迟选

择实验 

-现代工学院何平副教授、周豪慎教授破译

Li-CO2电池碳酸锂阳极分解机制 

 

 左图   ZrTe5在高压下的相图。实验测量发现6GPa左右出现第一个超导相，20GPa左右出现第二个超导相。 

 右图   基于第一性原理计算的晶体结构预测结果。A.焓值-压强关系图，分别在5GPa和20GPa左右有两个高压相变； B. C2/m相晶体结构图；C. P-1相的晶体结构。 

 

封面文章 

《美国科学院院刊》刊登我校物理学院关于ZrTe5高压相的研

究成果 

物理学院、固体微结构物理国家重点实验室、人工微结构科学与技术协同

创新中心孙建教授课题组与协同单位中科院合肥物质科学研究院强磁场中

心，以及美国卡内基研究所地球物理实验室合作，在高压下ZrTe5结构相变

和超导行为的研究上取得进展，相关成果以《Pressure-induced super-

conductivity in a three dimensional topological material ZrTe5》为

题，于近期在《美国科学院院报》（PNAS）上发表。我校主要负责其中的

晶体结构预测和理论计算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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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科学院院刊》刊登我校物理学院关于ZrTe5高压相的研究成果 

物理学院祝世宁教授、刘辉教授课题组用广义相对论原理实现芯片上光子波前的调控  

《自然·通讯》报道汤怒江副教授/都有为院士团队在低维碳材料的轻质元素超掺杂及其磁性等方面重要研究成果 

现代工学院何平副教授、周豪慎教授破译Li-CO2电池碳酸锂阳极分解机制 

“烟雾缠绕的巨龙”：量子力学与延迟选择实验 

鞠熀先教授课题组在细胞聚糖成像研究领域取得重要进展 

我校燕红教授课题组发现新型氢键 

肖敏、张春峰课题组实现超低阈值双光子激发激光器 

《Physical Review Letters》发表肖敏教授、王晓勇教授课题组在单纳米晶载流子倍增效应方面的研究成果 

陈骏院士团队在矿物真菌风化作用研究领域取得突破性进展 

 NEWS 科技新闻  

本期目录 

RESEARCHES 科学研究 

自然出版集团携手南京大学推出期刊npj Quantum Materials  

加拿大Mark Wainberg教授于南京大学举办讲座 

南京大学深圳研究院获深圳市科技创新委多项表彰 

“面向多业务协同的政府大数据分析关键技术研究与应用”项目启动 

国际地球系统科学研究所江洪教授获“梁希科学技术奖”一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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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OLICIES & REVIEWS 科技评论 

沈群东教授光激活乏氧响应型共轭高分子纳米材料用作抗癌研究取得新进展 

人造神经元：从底层器件向人工智能进军 

医学院《Nano Letters》报道缪峰教授、王伯根教授课题组二维材料异质结红外探测器领域重要进展 

张翼教授在《Nano Letters》发表关于二维材料WSe2的外延生长与相关物性测量的研究成果 

2015年模式所在发育生物学领域取得重大成果 

国务院关于印发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促进科技成果转化法》若干规定的通知 

万钢：全球科技创新发展历程和竞争态势 

从科技创新角度看专利法的修改  

万钢：四方面加强我国基础研究 

科技部关于印发《中央财政科技计划（专项、基金等）项目管理专业机构管理暂行规定》的通知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间接费用政策解读 

五个《自然》子刊将于2017年上线

   

 FOCUS 国际热点 
《Nature》本月亮点 

《Science》本月要闻摘录 

美科学家：基因编辑技术或能治愈艾滋病 

美科学家制造出最简单的人造合成细胞 

DNA“折纸术”有助研发更快更廉芯片 

人类首次探测到恒星爆炸激波 

钙可成为液态金属电池重要原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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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6年3月1日，施普林格·自然（Springer Nature）旗下的自然出版集团与南京大学正式签约，合作出版

开放获取期刊NPJ Quantum Materials （《NPJ-量子材料》），这为“自然合作期刊”（Nature Partner Jour-

nal, NPJ）又增添了一个新成员。该期刊是自然出版集团与全球知名研究机构以开放获取形式出版的一系列在线

出版物之一，并且是自然出版集团在中国推出的为数不多的“自然合作期刊”之一。 

      中科院院士、南京大学校长陈骏在致辞中说，自然出版集团

旗下的Nature及其子刊都是享誉全球科学界的顶尖杂志，为南

京大学的老师和同学们提供了一个与全球一流学者交流、分享的

平台。南京大学在2014和2015自然出版集团发布的“自然指数”

的世界排名中，分别位列全球第38位和第27位，并且分别位列

中国高校第3位和第2位。近年来，南京大学与自然出版集团的

合作日益紧密。2014年12月18日，自然出版集团正式出版的

《2014自然指数-中国》（Nature Index 2014 China）中，专门刊登了对于南京大学2014自然指数的评论，

还刊载了对我校牵头的“人工微结构科学与技术协同创新中心”的介绍，以及对中心主任的访谈。2015年4月30

日，在Nature正刊及Nature Outlook上，介绍了南京大学整体情况，并对四大科研领域的科技成果进行了简要

自然出版集团携手南京大学推出期刊 

NPJ Quantum Materials 
※新闻中心 齐琦 摄影 佘治骏  

科 

技 

新 

闻 NEW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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闻 NEWS 

介绍。在2015年12月8日，自然出版集团主办的2015科研•创新•创业国际研讨会上，我校陈洪渊院士荣获中国南方区

域杰出导师终身成就奖。陈骏校长表示，在南京大学与自然出版集团的共同努力下，NPJ Quantum Materials一定

会达到预期的目标，成为物质科学领域举足轻重的出版物。 

      自然出版集团董事总经理暨总裁Steven Inchcoombe表示，

自然出版集团与中国科研机构的出版合作一直很成功，并正在把

这样的成功经验应用于“自然合作期刊”，以满足科研界对高质

量、经同行评审的开放获取期刊的需要。随着中国在全球科研地

位的显著提升，合作出版的发展势头也在加快，未来势必会与中

国合作伙伴一起推出更多的“自然合作期刊” 。 

      南京大学副校长潘毅表示，出版NPJ Quantum Materials，有利于促进南京大学内部物理、电子、材料、化学等

学科老师之间的合作；有利于加强国际一流的科学家与南京大学的科学家们的联系与协作，进一步提高南京大学科研

工作的国际化程度；南京大学在实施“科技创新十百千工程”涌现出来的好成果有了更多发表的机会。南京大学会珍惜

这次合作机会，办好NPJ Quantum Materials，并以之为新的起点，进一步深化双方之间的合作。 

      中国科学院院士暨人工微结构科学与技术协同创新中心（CICAM）主任邢定钰教授说，中心将与南京大学联合赞

助这一新刊的出版。并与自然出版集团结成这一里程碑式的伙伴关系，南京大学为在中国出版具有高影响力的国际物

理学期刊，迈出了关键一步。我们期待与自然出版集团紧密合作，共同打造一个开放获取的平台，鼓励和促进不同学

科在量子材料研究中的相互协作。施普林格·自然出版集团大中华区总裁刘珺也做了相关发言。  

      《自然》执行主编暨自然出版集团大中华区总监Nick Campbell博士和NPJ Quantum Materials 执行主编刘俊

明教授对NPJ Quantum Materials 相关情况作了介绍。量子材料具有重要的基础研究意义和广阔的应用前景。但

是，目前全球范围并没有专注于量子材料的学术期刊，尤其是覆盖了从材料基本特性到合成/制造，直至设备这一广

大范围的期刊。NPJ Quantum Materials 将发表经同行评审的高质量的原创论文，以及评论、编读往来、会议报告

等内容，涵盖量子材料及其基本特性、制造和应用等，反映该领域的最新科学进展。同时，该刊十分契合《自然》在

物理学、材料学和纳米技术等领域的一系列子刊，如《自然-物理学》、《自然-材料》、《自然-纳米技术》和《自然

-通讯》等。斯坦福大学物理学讲座教授及斯坦福大学材料和能源科学研究所Steven Kivelson教授和罗格斯大学物理

学校董教授、凝聚态与材料学家Sang-Wook Cheong教授将担任期刊的共同主编。 作为“自然合作期刊”的一员，

NPJ Quantum Materials 致力于传播高质量的、经过同行评审的原创科研，并采用《自然》系列杂志的编辑方针，

根据CC BY（原作者署名）知识共享协议实施开放获取，所有研究一经发表，即可供所有人免费获取。据悉，NPJ 

Quantum Materials 将于2016年4月开始接受投稿。 陈骏校长和Steven Inchcoombe总裁代表双方正式签署合作协

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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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受医学院公共健康医学中心吴稚伟教授邀请，3月2日至3日，加拿大皇家学会会员、蒙特利尔犹太医院麦吉尔艾滋

病研究中心主任及麦吉尔大学医学与微生物学教授Mark Wainberg访问了南京大学医学院，并在医学院作了“What If 

We Had an anti-HIV Drug against which Resistance Could not Occur”的报告。报告上Wainberg教授介绍了一种

新发现的病毒逃逸反转录药物抑制和病毒适应性进化的机理，从一个全新的角度诠释了这个经典的问题。 

       Wainberg教授是最早的艾滋病治疗药物之一3TC（拉米夫定）发明人，拉米夫定也是乙肝治疗的重要药物。

Wainberg教授是病毒反转录研究领域的国际知名专家，他长期关注艾滋病的预防干预、疫苗研发和相关的公共卫生问

题。 Wainberg教授对吴稚伟教授主持的国家十一五、十二五重大专项资助的以CCR5拮抗剂为基础的艾滋病性传播抑

制剂极为关注，我们有望建立进一步的合作关系。Wainberg教授曾担任国际艾滋病学会与加拿大艾滋病研究会主席，

并且是国际艾滋病协会学报主编以及《反转录病毒学》（Retrovirology）等多个知名杂志的编辑。由于Wainberg教

授的杰出学术贡献，他于2000年成为加拿大皇家学会院士，2001年他被授予加拿大最高公民荣誉勋章——加拿大勋

章，并于2005年获得魁北克政府最高荣誉勋章，又于2008获得法国最高荣誉——荣誉军团骑士勋章。2014年，他被

授予加拿大临床微生物和传染病学协会John G. Fitzgerald奖。 

加拿大Mark Wainberg教授于南京大学举办讲座 

※医学院 龚昕   

科 

技 

新 

闻 NEWS  

南京大学深圳研究院获深圳市科技创新委多项表彰 

※深圳研究院    

       3月2日，深圳虚拟大学园2016年工作会议在大学园演示厅召开，来自成员院校深圳研究院、重点实验室（工程中

心）、入孵企业、大学生创业园的代表参加会议。 

       会上，虚拟大学园管理服务中心主任王宁向与会代表做了2015年工作总结及2016年工作展望。深圳市科技创新委副

主任邱宣出席会议并讲话，同时宣读《深圳市科技创新委员会关于表彰2015年度深圳虚拟大学园成员单位深圳研究院先

进单位和先进个人的通报》表彰决定。南京大学深圳研究院首席代表韩东出席会议并发言。 

       基于南京大学深圳研究院过去一年在产学研方面的工作成绩，深圳研究院被授予“优秀研究院”荣誉称号，同时获“大

型学术会议及论坛组织奖”、“人才培养奖”、“博士后引进奖”，科技发展中心董涛博士获“省级科技项目奖”，深圳南大药物

技术研究院王泽人博士和张席妮博士、科技发展中心常军峰、韩东分获六项“市级科技项目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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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政府大数据技术研发和应用示范，在大数据科学与产业中具有重要价值，能够极大提高政府对公共大数据的有效利

用和提升政府对公共事务的治理能力。基于政府的迫切需求，2015年度，我校计算机软件新技术国家重点实验室与江

苏省审计厅合作申报了江苏省重点研发技术（产业前瞻与共性关键技术）项目“面向多业务协同的政府大数据分析关键

技术研究与应用”，并获得了江苏省科技厅立项。 

       项目旨在研究以工商、税务及企事业单位运营数据为主要组成的政府大数据，重点攻克政府大数据的多源融合、知

识库构建、指标分析等关键技术问题，探索基于大数据的审计体系，力求实现具有行业示范作用的大数据审计平台。 

2016年1月20日，项目组在南京大学仙林校区召开了项目启动会。项目组成员汇报了研发计划和预期的研究成果。江苏

省审计厅葛笑天副厅长在项目启动会上对项目组寄予厚望，提出“以思路促思维”、“以监督促监测”、“以协作促协调”的

工作方针，希望项目组“实现由经验到规律、由个性到共性、由感性认识到理性认识的一系列升华，推出一批有用、管

用、好用的理论研究成果，为全面实现更高层次的大数据审计奠定扎实的思想认识基础”。南京大学吕建副校长和审计

处陈志云处长出席了会议。  

“面向多业务协同的政府大数据分析关键技术研究与应

用”项目启动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系 

国际地球系统科学研究所江洪教授获“梁希科学技术奖”

一等奖 

※国际地球系统科学研究所  

       国际地球系统科学研究所江洪教授主持完成的“岷江上游森林水分平衡与洪水径流关

系的定量遥感分析”项目荣获第六届梁希林业科学技术奖一等奖。项目以长江上游岷江流

域为主要研究对象，结合植被遥感参数、多种波段和光谱特征植被水分状况，以及蒸

腾、土壤水分、正散发等生态水文过程关键指标，运用统计分析模型与过程模型深入研

究不同森林植被类型截留与地表径流的差异状况，提高了流域生态水文学过程及其变化

机制的非线性和复杂性的科学认识，为林业生态工程建设的决策和实施提供理论依据。 

       梁希林业科学技术奖是经科学技术部批准设立、面向全国的林业最高科技奖项（省

部级奖励），主要奖励在林业科学技术进步中做出突出贡献的集体和个人，其目的是鼓

励林业科技创新，促进林业科技事业的发展。 

科 

技 

新 

闻 NEW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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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物理学院、固体微结构物理国家重点实验室、人工微结构科学与技术协同创新中心孙

建教授课题组与协同单位中科院合肥物质科学研究院强磁场中心，以及美国卡内基研究所

地球物理实验室合作，在高压下ZrTe5结构相变和超导行为的研究上取得进展，相关成果以

《Pressure-induced superconductivity in a three dimensional topological material 

ZrTe5》为题，于近期在《美国科学院院报》（PNAS）上发表[Y. Zhou et al., Proc. Natl. 

Acad. Sci. U.S.A. 113, 2904 (2016)]。该项研究工作由多方努力合作完成，物理学院多位

老师和同学参与其中，我校主要负责其中的晶体结构预测和理论计算工作，物理学院硕士

生吴珏霏为本文共同一作，孙建教授为共同通讯作者。 

   具有拓扑性质的半金属材料是最近凝聚态物理和材料科学领域的一个研究热点。层状

的ZrTe5作为一种热电材料的同时，因其具有高磁阻、手性反常磁效应等性质而广受关注。

最近的研究表明，单层ZrTe5拥有较大的能隙，且具有良好的弹性，这些独特性质使ZrTe5

成为很有希望的量子自旋霍尔（QSH）材料。此外，由层状ZrTe5堆积而成的三维体块材

料有可能间于强拓扑绝缘体（STI）和弱拓扑绝缘体（WTI）之间，其究竟是拓扑绝缘体还

是半金属目前还没有定论。ZrTe5的上述性质使其成为研究拓扑相变的优秀平台。于此同

时，高压是改变相互作用及其电子态的有效方法。高压下的晶体会展现出许多常压下所不

具有的性质，如结构相变和能带性质的变化，甚至出现新的超导相等等。 

   图-1是根据实验数据得出的ZrTe5的相图。在压力较低的范围内，随着温度的降低，

ZrTe5在较低温度范围内会出现一个电阻的反常峰，这与之前的实验报道相吻合。而随着压

力的升高，ZrTe5在较低温范围内出现的电阻反常峰逐渐被压制，当压力达到6GPa左右

时，反常峰被完全压制的同时出现第一个超导相。随着压力的进一步增加，在20GPa左右

开始出现第二个超导相，并且超导转变温度逐渐提升，在30GPa左右达到约6K的峰值。在

压力更进一步提高后，超导开始温度又开始逐渐降低。 

       实验上并不知道这些超导相的晶体结构，即使通过高压同步辐射测量，仅依靠实验数

据去解晶体结构也是非常困难的。孙建教授课题组在预测晶体结构及高压相变方面积累了

一定的经验。他们通过基于密度泛函理论的第一性原理计算对ZrTe5在高压下的相变和晶体

《美国科学院院刊》刊登我校物理学院关于

ZrTe5高压相的研究成果 

※物理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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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构进行了分析（图-2），运用随机搜索方法预测了多种可能的晶体结构，经焓值计算后确定了C2/

m和P-1两种相在高压下有机会成为稳定相，相变压强分别在5GPa和20GPa左右，与实验上吻合得很

好。计算所得的声子谱也表明这两种结构在各自压强下是动力学稳定的。更为令人高兴的是，而后进

行的高压同步辐射实验也确实测到了这两种结构。 

  该工作表明，理论和实验的通力合作与协同创新可以大大提高研究工作的效率和水平。高压作为

一种干净的手段，可以有效调节体系的电子性质而不引入杂质，用高压方法来研究材料的拓扑性质是

一个很有前景的方向。 

       研究得到了中组部青年千人计划、科技部重大研究计划、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项目、江苏省杰出

青年基金、江苏省双创人才等基金的资助。  

科 

学 

研 

究 RESEARCHES 

右：图-1   ZrTe5在高压下的相

图。实验测量发现6GPa左右出现

第一个超导相，20GPa左右出现第

二个超导相。 

 

下：图-2   基于第一性原理计算的

晶体结构预测结果。A.焓值-压强关

系图，分别在5GPa和20GPa左右

有两个高压相变； B. C2/m相晶体

结构图；C. P-1相的晶体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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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广义相对论研究宇宙的起源和天体运动获得巨大成功，最近，物理学院祝世宁教授、刘辉教授课题

组与以色列理工学院的Segev教授组合作，利用爱因斯坦引力波方程与电磁理论中的对应关系，利用变

换光学的方法，在光子芯片上成功地实现了的光波波前的调控， 为光子芯片光的操控提出了一种新的原

理和方法。     

      根据波动光学的惠更斯原理，光子在空间中的传播是通过光子波前的运动来描述。因此，如果我们

能够控制光子的波前，就能控制光子的运动。最近几年，随着集成光学的发展，人们越来越需要在微小

的光子芯片上控制光子波前，实现光子的操控。为此，人们提出了各种人工微结构材料实现光子波前控

制，例如：光子晶体，超构材料，和金属表面等离激元等。 

       最近，物理学院该课题组的博士研究生盛冲，在刘辉教授的具体指导下，在集成光子芯片上，通过

模拟广义相对论的引力透镜效应，实现了非欧弯曲时空中光子的波前控制。实验中，盛冲同学通过液滴

的表面张力效应，制备出了一种模拟天体中心引力场的聚合物波导(图(a))，并利用量子点荧光显微成像

技术，直接观察到了光子波前在引力场弯曲时空中的传播过程。实验结果表明，这种模拟弯曲时空的光

子芯片，不但可以实现非衍射的光束，而且还能模拟爱因斯坦环这种罕见的天文现象(图(b))。该工作的

实验部分是由南京大学课题组完成，以色列课题组协助进行了理论分析和数据处理。研究结果最近发表

在Nature Communications 7:10747, DOI: 10.1038/ncomms10747 (2016)，南京大学是第一作者单

位。  

      该项研究得到自然基金创新群体项目(No. 11321063)、杰出青年基金(No. 61425018)、国家重点基

础研究发展计划(No. 2012CB933501 and 2012CB921500), 以及南京大学登峰人才计划B层次的资助。 

物理学院祝世宁教授、刘辉教授课题组用 

广义相对论原理实现芯片上光子波前的调控  

※物理学院 

基于表面等离子体亚波长金属结构的全彩色电致变色器件 

科 

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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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 RESEARCH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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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校物理学院、南京微结构国家实验室、人工微结构科学与技术协同创新中

心的汤怒江副教授/都有为院士团队与东南大学和中科院金属研究所合作，在低维

碳材料（如碳纳米管、石墨烯）的轻质元素超掺杂和磁性等研究中取得突破性进

展，相关研究成果以《Elemental  superdoping of graphene and carbon 

nanotubes》为 题，2016 年 3 月 4 日 在 线 发 表 于 Nature  Communications 

7,10921(2016)。我校物理学院2009级直博生刘圆及其导师汤怒江副教授完成了

主要实验工作，东南大学孙立涛教授研究组进行了微观结构的表征工作，中科院

金属所的刘畅研究组进行了氧催化性能表征等工作。汤怒江副教授和中科院金属

所成会明研究员对整个研究工作进行了组织与协调。汤怒江副教授、孙立涛教授

与成会明研究员为论文共同通讯作者。 

       低维碳材料一直是实验和理论研究的前沿。该类材料和其它无机自旋电子材

料相比，自旋扩散长度要高约3个数量级（达1.5~2 微米），这有利于人工调控其

自旋，故这类材料在自旋电子学器件中具有潜在应用前景。但石墨是一种本征非

磁性材料，不存在局域磁矩，这限制了该类材料在自旋电子学器件上的应用。因

此，如何在本征非磁的低维碳材料中引入高浓度的局域磁矩，并使之发生铁磁耦

合而实现长程铁磁有序，是迫切需要解决的一个关键科学问题。大量理论研究表

明，轻质元素（如氮、硫、硼等）的掺杂可在这类材料中有效引入局域磁矩。但

由于这些元素只能掺杂在石墨层的空位位置处，加之空位浓度有限，使轻质元素

的掺杂浓度较低。此外，通过精确控制掺杂浓度进而对其理化性质进行精确调

《自然·通讯》报道汤怒江副教授/都有为院士团队 

在低维碳材料的轻质元素超掺杂及其磁性等方面的

重要研究成果 

※物理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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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对于开发其应用也具有重要意义。 

       该合作团队提出了一种低维碳材料中的轻质元素超掺杂技术，即首先对低维碳材料

进行氟化，然后进行退氟处理，再进行相关轻质元素的原位掺杂。该技术不仅可以获得

超高的掺杂浓度，而且还能精确控制其掺杂浓度。例如，将低维碳材料进行氟化后再在

氨气中退火，实现了对零维石墨烯量子点、一维碳纳米管、二维石墨烯的超高浓度的氮

掺杂。随后该研究团队还借助该超掺杂技术实现了低维碳材料中的硫和硼的超掺杂，验

证了该技术的普适性。同时他们还发现，通过对低维碳材料的氟化度进行控制，可精确

调控氮和硫等轻质元素的掺杂度。大量研究证明轻质元素掺杂在低维碳材料中的均匀性

对掺杂材料的性能改进效果具有重要影响。该研究团队以氮超掺杂石墨烯为例，通过超

高分辨球差校正透射电镜对其结构和成份进行了表征，发现氮掺杂分布具有高度均匀的

特征。同时，从原子尺度上也证实了氟化退氟处理能够在石墨片的基面上制造高浓度的

空位，进而有利于轻质元素的超掺杂。 

       最后，该合作团队还对氮超掺杂石墨烯的磁、超级电容和氧催化等特性进行了研

究，发现氮超掺杂石墨烯均表现卓越。在磁性方面，氮的超掺杂引入了高浓度的局域自

旋，有利于自旋间发生强的铁磁耦合，并实现了近室温的铁磁性。此超掺杂技术还有望

科 

学 

研 

究 RESEARCH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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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用在磷和硅等元素的超掺杂，并对更难以掺杂的低维碳材料薄膜和单纳米器件具有重要借

鉴意义，有望进一步推动其在电子学、自旋电子学和储能等领域的基础研究和应用开发。 

       该项工作是汤怒江副教授/都有为院士团队近年来在低维碳材料磁性研究方向系列工作

中的又一重要成果，相关前期成果分别发表在Appl. Phys. Lett. 102, 013111 (2013)、Sci. 

Rep. 3, 2566 (2013)和ACS Nano 7, 6729 (2013)等重要学术刊物上。该研究得到了科技部

纳米重大研究计划、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中科院等的资助。  

科 

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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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 RESEARCH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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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新型储能电池体系的研究中，Li-CO2电池以其结构简单、成本低廉和高

能量密度受到广泛关注。碳酸锂作为Li-CO2电池的放电产物，在电池充电过程

中较难完全分解，在电池的充放循环过程中沉积在电极表面，使电极阻抗增大，

过电位升高，最终导致电池能量存储效率降低。因此，探明碳酸锂在有机电解液

体系中的电化学分解机理对Li-CO2电池及Li-O2电池性能提升都具有重要意义。 

       我校现代工程与应用科学学院何平副教授、周豪慎教授课题组自承担国家科

技部重大科学研究计划项目以来，积极开展多孔空气正极反应机理方面的工作。

通过讨论和热力学计算提出碳酸锂分解可能发生三种反应机理，计算出相应反应

的热力学平衡电位，为Li-CO2电池产物的电化学分解机理研究指明方向(Adv 

Energy Mater, 2016, 10.1002/aenm.201502303)。随后，该小组利用同位素

示踪法结合原位差分电化学质谱，以及超氧根自由基模拟氛围等多种实验方法，

深入研究碳酸锂在四乙二醇二甲醚电解液当中的电化学分解机理。研究结果表

明，在碳酸锂分解的过程中，释放CO2和O2的同时还会产生超氧根自由基（O2

·-）。生成的O2·-在较高的电位下会与有机电解液发生电化学反应最终导致电解

液的分解。该项工作于2016年3月29日在线发表于能源科学领域顶级刊物《能

源环境科学》(Energy  & Environmental  Science,  2016,  DOI:  10.1039/

C6EE00004E）。审稿专家对该工作给于高度评价，他认为该研究“非常聪明的

采用同位素碳和超氧根离子技术”，“该工作对于理解锂氧气电池行为至关重要”

（The use of different carbon isotopes and super-oxide in the experi-

ments is very clever. The work and related results are original. They are 

important for understanding the behavior of Li-oxygen cells.） 

       何平副教授和周豪慎教授为该工作通讯作者，他们指导的2015级博士生杨

思勰为该论文第一作者。该研究小组引入13C作为Li-CO2电池正极的导电剂，

通过差分电化学质谱在线跟踪充电过程中的气体产物，从而探究充电过程中碳材

料发生反应的情况。经过对照和分析表明，正极中碳材料不参与碳酸锂的分解反

应（图1）。在经过质谱和傅里叶红外光谱对反应前后的电极组分进行分析证实

现代工学院何平副教授、周豪慎教授破译Li-CO2电池

碳酸锂阳极分解机制 

※现代工程与应用科学学院 

杨思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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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LiCO3阳极分解过程

的差分电化学质谱图  

图2，LiCO3分解机制示意图  

电解液在电池充电的过程中发生氧化分解，四乙二醇二甲醚分子中的醚基

在充电后部分转化为含有碳氧双键的酯基。为进一步探究碳酸锂中除CO2

外剩余氧元素的去向，该小组提出氧元素以超氧根自由基形式释放并促进

电解液分解反应的设想。在采用超氧化钾和皇冠醚的络合反应向电解液中

添加超氧根自由基的人工模拟实验当中，电解液的分解产物与之前对碳酸

锂充电过程中所检测到的产物相同，很好地证明了碳酸锂分解产生超氧根

自由基的设想（图2）。该机理的破解推动了Li-CO2电池及Li-O2电池基本

理论研究，为进一步优化该电池性能和改善电解液稳定性指明了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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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京大学物理学院、固体微结构物理国家重点实验室、人工微结构科学与技

术协同创新中心的马小松教授课题组与德国马克斯普朗克量子光学研究所和奥地

利维也纳大学团队合作，第一次总结了近100年来量子延迟选择实验的发展历

程。综述的内容涵盖从爱因斯坦开始的理论萌芽，到最新的实验进展与成果。这

项研究目前已经在物理学界最权威的综述型期刊《现代物理评论》（Reviews 

of Modern Physics）最新一期上发表。这也是继1985年陈金全先生团队，南

京大学的物理学者第二次以第一作者在此期刊上发表文章。 

       从十七世纪开始，科学的发展和对光的本质的研究就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牛

顿(Isaac Newton)曾断言光是由粒子组成的；和他同时代的著名科学家惠更斯

(Christiaan Huygens)持不同观点——他认为光的本质是波动。现代的量子物理

学家认为，两者的观点都是正确的。光既可以被视为粒子，也可以被视为波。光

的这两种不同特征会在物理实验中不同程度地表现出来，它取决于光的哪一种性

质在实验中被测量。这种“波粒二象性“是量子力学最基础的原则之一。它挑战着

人类的常识认知：一种物质是否可以同时具有两种相互冲突的性质？ 

       二十世纪七十年代，美国的物理学家惠勒(John Archibald Wheeler)将这

种量子力学中的最本质的不确定性比作“烟雾缠绕的巨龙”（Great smoky drag-

on）：人们可以看到巨龙的尾巴，它是粒子产生的源头；也可以看到巨龙的

头，它是实验测量的结果。但是巨龙的身体却是被烟雾缠绕着的，并且人们永远

无法驱散这些烟雾：实验测量的方式决定实验所研究的现象。为了具象地展示这

种物理概念，惠勒提出了著名的延迟选择思想实验。在这个思想实验中，对粒子

性和波动性的界定被延迟到了测量阶段。因此，光子在实验中既能表现粒子性，

又能表现出波动性。事实上，取决于测量的时间和方式，光也可以同时以这两种

形态存在。 

       在过去的几十年间，量子物理学家们一直试图在实验上实现惠勒的理想实

验，从而使波粒二象性有确实的实验依据。南京大学的马小松教授，普朗克量子

光学研究所的Johannes Kofler，以及量子光学与量子信息研究所、维也纳大学

量子科学与技术中心（奥地利）的Anton Zeilinger通过研究，总结了延迟选择

实验的发展历程，并展现了物理学家在验证延迟选择实验这一领域已经取得的巨

大成功。 

“烟雾缠绕的巨龙”：量子力学与延迟选择实验 

※物理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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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尽管波粒二象性起源于爱因斯坦在1905年对光电效应的光子理论解

释，直到最近，一系列延迟选择实验才在实验中实现。这篇综述的第一作

者，南京大学的马小松说到:“随着实验技术的飞速发展，快速精确的单粒

子量子态测量得以实现，这使得许多在量子物理发展过程中被激烈讨论过

的理想实验最终得以实现。” 

      维也纳大学的Anton Zeilinger说到：“这类实验挑战着我们对于量子

世界的认知，在量子通信中和量子计算中有着广泛的应用前景。”延迟选择

实验和量子纠缠密切相关，在解决量子通信中的安全性问题中有着至关重

要的影响。另一方面，延迟选择可以在特定情形下提升量子计算机的运算

速率。这篇综述的作者们期望延迟选择实验一方面继续对量子物理基础的

发展提供新的视角，另一方面也能够推动量子信息处理的发展及应用。 

       该项研究得到了青年千人计划、欧盟居里夫人基金等资助。 

 

附：原文链接： 

Delayed-choice gedanken experiments and their realizations. Xiao-

song Ma, Johannes Kofler, Anton Zeilinger. Rev. Mod. Phys. 88, 

015005 (2016) 

http://link.aps.org/doi/10.1103/RevModPhys.88.015005 

 

马小松课题组主页：http://qoqi.nju.edu.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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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聚糖作为细胞基本组分之一，参与细胞粘附、细胞间通讯、信号转导、受体

激活以及细胞内吞等一系列重要的生物学过程。蛋白质的糖基化不仅增加了蛋白

质结构上的复杂性，也增加了其功能的多样性。特定蛋白上的糖型表达与细胞特

定生理功能间有密切联系，糖基化的动态变化也反映了疾病进程和状态。因此，

细胞表面糖基与特定蛋白上的糖型检测是当前生命分析化学领域的研究热点之

一。 

       生命分析化学国家重点实验室鞠熀先教授课题组自2007年在国家自然科学

基金重大研究计划、973计划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点项目资助下，通过设

计一系列分子识别和标记新体系与两表面一分子竞争识别策略，提出多种细胞表

面糖基原位检测的系列方法（J. Am. Chem. Soc. 2008, 130, 7224等），实现

了细胞表面多种聚糖的动态监测（Angew. Chem. Int. Ed. 2009, 48, 6465

等）。Nat. China曾对其工作进行亮点介绍，美国麻省理工学院学者在Acc. 

Chem. Res. (2014)上评价该组工作称“鞠组做出了这个领域的一项奠基性工

作”。 

       2015年以来，该研究组在细胞表面特定糖蛋白上糖型的成像方法学研究方

面取得重要进展（Chem. Sci. 2015, 6, 3769; Chem. Sci. 2016, 7, 569；Anal. 

Chem. 2016, 88, 2923-2928）。近期，他们利用上转换纳米材料（UNP）的

近红外单色激发、多色发射的特点，结合糖代谢标记技术，通过在细胞表面的特

定蛋白位点上建立单激发-双通道的发光共振能量转移体系（D-LRET），实现了

特定糖蛋白上两种糖基的同时成像检测，于2016年3月22日在线发表（Angew. 

Chem. Int. Ed. DOI: 10.1002/anie.201601233）。 

       这一单激发双色成像策略由该课题组13级硕士研究生吴娜为第一作者、丁

霖副教授和鞠熀先教授为通讯作者提出。他们以UNP为能量供体，通过适体的

靶向识别作用标记到特定蛋白上，两种荧光受体分子通过click反应分别标记到细

胞表面的两种糖基上。在980 nm光激发下，UNP产生两个通道的发射光，分别

与一定距离内的两种能量受体发生能量共振转移，通过点亮荧光受体分子指示目

鞠熀先教授课题组在细胞聚糖成像研究领域 

取得重要进展 

※化学化工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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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糖基在该蛋白上的表达（图1）。该工作以肿瘤标志物黏蛋白MUC1为模型，对该蛋白

上O-聚糖糖链的终止糖岩藻糖及唾液酸进行了同时成像，对比了三种乳腺上皮细胞系上终

止糖的表达模式（图2），并进一步以O-聚糖的糖链起始糖N-乙酰半乳糖作为内标糖，获

得了三种不同细胞系的黏蛋白MUC1上岩藻糖与唾液酸的相对表达。该策略为研究糖基化

过程的信号转导机制提供了有力的工具，有助于开发新的基于聚糖表达的肿瘤标志物和治

疗靶标，被两位审稿人分别评价为非常重要（Very important, top 5%）和高度重要

（Highly important, top 20%）。这也是该课题组在细胞功能分子检测方法学研究领域

的一项重要进展。  

科 

学 

研 

究 RESEARCHES 

图1. 在细胞表面的特定

蛋白上构建D-LRET体

系用于双糖的同时成像 

图2. 三种不同乳腺上皮

细胞表面MUC1上岩藻

糖和唾液酸的同时成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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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燕红教授课题组在氢键弱相互作用研究中取得重要进展。该研究首次在实验上发现了

一种基于B–H键和芳环的B−H···π弱相互作用氢键。研究论文 “B−H···π Interaction: A 

New Type of Nonclassical Hydrogen Bonding” 最近发表于美国化学会J. Am. Chem. 

Soc. (DOI: 10.1021/jacs.6b01249)，并被该杂志选为封面及亮点文章（spotlighted by 

New Type of Non-Classical Hydrogen Bonding）同时被C&EN（titled by Novel B-

H Hydrogen Bond Observed，March 7, 2016），Chemistry World (titled by New 

Type of Hydrogen Bond Discovered, March 9, 2016)， X-MOL资讯 (《JACS》: 中美

科学家团队发现新型氢键) 等媒体报道及评论。 

       非共价弱相互作用氢键X−H···π ( X = C, N, O ) 广泛存在于分子间及分子内，并在生

命活动及分子自组装过程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上述常见的X−H···π 氢键中X 的电负性大

于 H。但是由于硼的正电性，通常情况下B−H化合物与芳环相互排斥而非相互吸引，然

而在二硼烷(B2H6)和碳硼烷(C2B10H12)化合物中，三中心二电子(2e-3c)的成键模式使得

B−H键的氢原子显示微弱的正电性。B−H键的极性翻转使得在B2H6 · · ·C6H6 模型和

carborane···C6H6模型中B−H···π氢键可在低温条件下存在。  

我校燕红教授课题组发现新型氢键 

※化学化工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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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H···π 氢键的理论与实验

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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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燕红教授课题组以碳硼烷为载体，利用巯基碳硼烷半夹芯铱金属有机化合物与芳基膦

配体的配位作用，通过实验手段在室温下分别在固态及溶液中观测到了B−H···π氢键。通

过X-射线单晶衍射技术精确地测定了B−H···π氢键的键长和键角；通过核磁共振在溶液状

态下证明了由于B−H···π的成键作用，使得B−H键中氢化学位移向高场发生明显位移（> 

1.5 ppm）， 并对B核产生了显著影响；并通过量子化学计算揭示了B−H···π氢键的成键

本质是静电作用。研究发现该类弱相互作用的强度约相当于0.35个键级，与二聚水分子内

的氢键强度相当。这一新型非共价弱相互作用的发现推动了X−H···π氢键和含硼化合物超

分子化学的研究，为设计高生物亲和性的含硼药物分子提供了理论指导。 

       上述实验工作由本校博士生张晓磊及戴慧敏完成，理论工作由美国Prof.Dieter 

Cremer (Southern Methodist University)课题组完成。 该项研究得到了国家自然科学

基金委及科技部的资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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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H NMR 滴定实验显示

B−H···π 氢键的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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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校肖敏教授领衔的微纳和超快光学团队在双光子激发激光器方面

取得重要进展，成功利用钙钛矿半导体CsPbBr3量子点实现极低激发阈

值的频率上转换激光器。研究成果以" Two-photon pumped perov-

skite semiconductor nanocrystal lasers "为题于2016年3月在线发表

在J. Am. Chem. Soc.期刊上 (http://pubs.acs.org/doi/abs/10.1021/

jacs.5b12662). 

       微纳激光器自问世以来一直被期待用于生物标定、光动力治疗等生

物光子学领域，然而一般情况下泵浦光的波长短于激射波长，生物体对

激发光的吸收和散射限制了载体操作的可能性。双光子激发的频率上转

换激光器，利用位于生物光学窗口的近红外光源作为激发光,可令激发

光深入到生物组织内部，实现载体操作。然而，受制于材料极难兼有高

效双光子吸收和易产生激光能级粒子数反转两个特性，双光子激发微纳

激光器的阈值极高，实际应用无法实现。最近，课题组研究发现新型钙

钛矿结构的半导体CsPbBr3量子点的双光子吸收截面极大，比传统

CdSe量子点高出两个量级，且这一材料的发光性能很好，容易产生光

学增益；在此基础上，将双光子激发的光学增益耦合到回音壁模式微腔

中，成功实现了双光子激发的CsPbBr3量子点激光器，并利用瞬态吸收

光谱揭示其激光增益产生机理，明确指出双激子的贡献。相比传统的量

子点，激发阈值降低超过一个量级，解决了双光子激发激光面向应用的

最大挑战，相比于谐波产生等传统频率转换方法，双光子激发激光器无

肖敏、张春峰课题组实现超低阈值双光子激发激光器 

※物理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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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考虑相位匹配条件，极大地拓展了这类相干光源的潜在应用场合。 

       论文的主要实验工作由物理学院的硕士生徐燕青和博士生陈奇共同

完成，指导老师是张春峰副教授和肖敏教授。同时还得到吉林大学张宇

课题组，团队成员王晓勇教授以及南京工业大学邢贵川的鼎力合作。课

题组长期致力于量子点材料在量子光源、激光和发光二极管、太阳能电

池、全光开关等光电器件方面的应用基础研究，相关结果此前陆续发表

在主流期刊上(Adv. Funct. Mater. 22, 3146(2012), Adv. Mater. 25, 

4397(2013), APL 108, 061904(2016))，受到业内广泛关注。 

       此项工作得到了自然科学基金以及科技部重大研究计划的资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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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京大学物理学院、南京微结构国家实验室、人工微结构科学与技术协同创新中心的肖

敏教授、王晓勇教授课题组在单纳米晶载流子倍增效应的研究方面取得重要进展，相关成果

以“Carrier Multiplication in a Single Semiconductor Nanocrystal”为题，以南京大学为

第一通讯单位发表在2016年3月9日的《物理评论快报》上（Physical Review Letters 116, 

106404 (2016)）。该论文的第一作者为南京大学物理学院2011级直博生胡逢睿，第一通讯

作者为王晓勇教授，共同通讯作者为Brahim Lounis教授（法国波尔多大学）和肖敏教授。

该论文的所有实验工作由物理学院的胡逢睿同学在张春峰副教授、吕碧沪同学和尹春阳同学

协助下在南京大学独立完成，法国波尔多大学的Brahim Lounis教授贡献了理论模型对实验

结果进行了定量分析。 

       半导体纳米晶在吸收一个能量大于其两倍带隙的光子时，有可能产生两个以上的电子-

空穴对（单激子+高阶激子），这个载流子倍增效应（carrier multiplication – CM）作为一

个独特的光电效应不仅引起了学术界在基础研究方面的广泛兴趣，而且会极大地提高光探测

和太阳能电池等器件的光电转换效率。由于量子受限效应导致的增强载流子间相互作用，纳

米晶中的高阶激子会在纳米时间尺度内通过非荧光发射Auger过程被消耗掉，因此对CM过

程所产生的高阶激子只能通过超快光学手段来进行测量。另一方面，在高能光子激发下，纳

米晶中的光生载流子容易被缺陷态捕获而产生带电现象，而带电激子和CM产生的高阶激子

在目前普遍采用的系综瞬态吸收和荧光测量中会产生类似的Auger衰减信号，这个带电激子

伪信号使得学术界在CM效应的存在以及其产生高阶激子的效率评估方面具有极大的争议。 

       在该项工作中，课题组分别采用波长为400 nm和266 nm的脉冲激光对荧光峰值为655 

nm的同一个单CdSe纳米晶进行激发，其中400 nm光子能量为纳米晶带隙的1.64倍作为参

考，而266 nm光子能量为纳米晶带隙的2.46倍可触发CM效应。实验过程中，首先得到了两

个波长激发下相同样品区域内多个单纳米晶的空间荧光图像（图a），然后隔离开一个单纳

米晶对其荧光强度随时间变化进行测量（图b），其中的“明”和“暗”强度分别来自于中性和单

《Physical Review Letters》发表肖敏教授、王晓勇教

授课题组在单纳米晶载流子倍增效应方面的研究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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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激子的贡献。最后通过时间分辨、时间标签技术只选择对“明”强度光子进行荧光衰减曲线分

析，可以完全屏蔽掉来自“暗”强度的带电激子所发射光子，在400 nm激发下得到了来自于单激

子荧光复合的单指数衰减曲线，而在266 nm激发下额外观察到一个纳秒尺度的超快衰减信号

（图c）。由于400 nm和266 nm的激光功率控制在每个脉冲在单纳米晶中最多产生0.1个激

子，从而消除了单个纳米晶同时吸收两个光子的可能性，因此266 nm激发下所得到的超快衰减

信号可以明确来自于CM过程产生的高阶激子。通过对大量单纳米晶在266 nm进行激发，对所

获得的超快荧光衰减成分进行幅度和寿命分析，得到了光子能量在2.46倍纳米晶带隙时通过CM

过程产生双激子的效率为20.2%。 

       该项工作的重要性在于以下两个方面。第一，通过将聚合物包裹的单纳米晶沉积于金属薄

膜上，成功抑制了266 nm激发下的背景荧光，从而将单粒子光谱测量技术首次提高到紫外光激

发的范畴，开辟了探索单个分子和纳米结构在该极端激发条件下光电特性的研究方向。第二，

在学术界十余年来无一例外研究系综纳米晶CM效应的背景下，将CM的研究工作首次提高到单

纳米晶的精度，不仅完全确认了CM效应的存在并且精确评估其高阶激子产生效率，而且揭示了

通过单光子激发在单纳米晶中产生纠缠光子对的可行性。 

       该项研究工作得到了科技部国家重点基础研究发展计划、国家自然科学基金、江苏省杰出

青年基金、江苏省“333高层次人才培养工程”和南京大学登峰人才计划B层次的资助。 

400 nm和266 nm激发下单纳米晶的（a）荧光图像，（b）荧光强度随时间变化，和（c）荧光衰减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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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前，由陈骏院士带领的表生地球化学教育部重点实验室地质微生物研究团队

在矿物风化研究领域取得突破性进展， 研究成果以“Cellular dissolution at hy-

pha- and spore-mineral interface revealing unrecognized mechanisms and 

scales of fungal weathering”为题，以南京大学为第一通讯单位于3月6日发表在

地质学学科国际顶尖期刊Geology上，文章链接是http://geology.gsapubs.org/

content/early/2016/03/07/G37561.1.abstract。该论文第一作者李子波是陈骏

院士和美国乔治华盛顿大学滕辉教授（南京大学“思源讲座教授”）共同指导的博生

研究生。 

      早在本世纪初，南京大学表生地球化学团队就开始关注微生物在元素地球化学

循环过程中的作用。2003年创建了“地质微生物研究室”，专注于微生物在岩石和

矿物风化领域的研究，该团队论文“微生物地球化学及其研究进展”(2004)和“地质

微生物学及其发展方向 ”(2005)是大陆较早关注微生物地球化学的研究成果之一。 

      在全球气候变暖问题日益严重的背景下，温室气体二氧化碳浓度成为了科学界

的重要议题。矿物碳酸盐化(通过CO2与含Mg或Ca的硅酸盐矿物反应生成碳酸盐)

能够实现碳封存，缓解全球气候变暖趋势。但这个过程受制于Mg或Ca从矿物中

的提取速率。而微生物具有快速风化矿物的潜力，因此对微生物作用的研究成为

解决这个问题的突破口。蛇纹石([Mg3Si2O5(OH)4])因其Mg含量高及地表分布

广泛的特点被公认为是用来封存CO2的最好原材料之一。通过野外工作获得模式

真菌Talaromyces flavus后，研究团队利用该真菌对利蛇纹石风化效率进行了对

比实验，结果发现该真菌可以将利蛇纹石中Mg的提取效率提高近一倍。至此，探

究真菌风化作用机制是研究进展中的关键问题，也是该领域内亟需解决的重大科

学问题。  

陈骏院士团队在矿物真菌风化作用研究领域取得突破性进展 

※地球科学与工程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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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菌菌丝在利蛇纹石矿

物表面形成的~85微米

长溶蚀通道及菌丝-矿物

界面以下矿物特征的变

化 

科 

学 

研 

究 RESEARCHES 

      该团队设计了巧妙的实验方法、使用一系列先进的分析测试仪器(原位和高分辨) 对真菌代谢有机分

子和附着真菌细胞局部的溶解过程进行系统的研究，实验发现: (1)模式真菌通过胞外有机分子和细胞-矿

物界面过程共同加快矿物的溶解；(2)附着在矿物表面的菌丝和孢子都会直接溶解矿物，产生局部溶蚀现

象。菌丝借助生物物理力在矿物表面带来比孢子高一个数量级的溶解速率，其中孢子的溶解作用是该研

究领域内第一次科学系统的报道。研究计算分析出的细胞-矿物界面带来的矿物溶解占总风化量的40%

~50%，大大高于前人估算的1%。本次研究的发现对碳和营养的生物地球化学循环、环境地球化学(重

金属溶解和迁移)，以及生态系统的演化(植物的生长和发育)都具有重要意义。因此，文章在Geology上

线后便立即引起了科学界的关注。目前，Science和美国地球物理学会(AGU)对该团队进行了专访，并

针对研究过程、研究成果及其重要意义进行了详实且系统的报道。  

      该研究的所有实验和分析测试均在南京大学完成，在研究过程中，内生金属矿床成矿机制研究国家

重点实验室、人工微结构科学与技术协同创新中心、污染控制与资源化研究国家重点实验室、 医药生

物技术国家重点实验室和生命分析化学国家重点实验室的众多工作人员都给予了积极的支持和帮助。该

研究得到了中国地质调查局地质调查工作项目(12120113005400)和国家基金委创新研究群体科学基金

(41321062)的支持。 

Science对该文章的新闻

报道(http://

www.sciencemag.org/

news/2016/03/iron-

eating-fungus-

disintegrates-rocks-

acid-and-cellular-

kniv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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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光动力疗法（Photodynamic Therapy，PDT）是肿瘤治疗中最活跃的研究领域

之一，它通过光照光敏剂引发活性氧生成而杀死肿瘤，是一种侵入性非常小的抗肿瘤

手段。 

       南京大学化学与化工学院沈群东教授领导的电活性高分子研究小组和北卡大学生

物医学工程系顾臻教授领导的智能递药研究小组共同设计了一种新型的用于光动力治

疗的制剂（Advanced Materials, DOI: 10.1002/adma.201505869）。整个体系基

于一种光激活乏氧响应型共轭高分子纳米材料（CP-NI），能利用PDT产生的乏氧环

境刺激抗肿瘤药物递送系统。在可见光的照射下，体系中的共轭高分子能诱导活性氧

产生；与此同时，由该种高分子组成的纳米载体系统能够对诱导的乏氧环境进一步响

应释放抗肿瘤药物。 

       该研究为刺激响应性药物递送系统提供一种新颖的设计策略：一种刺激元素能够

激活肿瘤细胞内新的一系列刺激机关，从而加强协同治疗癌症的效果。在该项研究

中，纳米载药体系通过尾静脉注射进入小鼠体内，经过血液循环富集到小鼠的肿瘤部

位。此时对肿瘤处进行光照，在分子氧的参与下，CP-NI纳米体系的活性氧生成单元

将被激活，开始消耗肿瘤处氧气以产生破坏性的活性氧；活性氧能氧化破坏各种生物

大分子，使肿瘤细胞发生不可逆的损伤，促进体系溶酶体逃逸；同时肿瘤细胞内氧气

的消耗将加剧乏氧环境，这时CP-NI中的第二个设计将被激活，2-硝基咪唑单元在乏

氧的条件下被细胞内的生物体系还原成2-氨基咪唑，大大增强CP-NI在溶酶体中的溶

解性，引起CP-NI纳米载药体系崩解，释放出运载的抗癌药物阿霉素（DOX）。释放

的DOX和活性氧一同扮演灭杀伤癌细胞的角色，即光动力治疗和刺激响应性化疗协

同作用。小鼠实验表明，该程序式递药技术能有效抑制肿瘤生长。光激活乏氧响应型

沈群东教授光激活乏氧响应型共轭高分子纳米材

料用作抗癌研究取得新进展 

※化学化工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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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轭高分子纳米材料在生物医药材料中具有较好的应用前景。 

       研究工作由南京大学博士生钱程根（北卡大学访问学生）、陈宇雷和北卡大学

博士生俞计成合作完成，同时得到国家自然科学基金、教育部长江学者和创新研究团

队项目（蒋锡群教授高分子功能构造与结构调控IRT1252） 以及中国国家留学基金

项目的资助。 

科 

学 

研 

究 RESEARCH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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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工智能是当前科技界最热门的领域。不论是Google、Facebook、Microsoft 、

IBM等国际IT巨头，还是在国内以百度、腾讯为代表的科技力量，或是麻省理工学院等

知名学府，均将人工智能技术作为未来发展的重点。一批国家级的人工智能计划开始实

施，如欧盟“人脑工程项目”、美国“大脑研究计划”、我国的重点研发计划等。谁能赢得

人 工 智 能，谁 就 赢 得 未 来。2016 年 1 月 28 日，Google 公 司 DeepMind 团 队 在

《Nature》上发文宣布其人工智能系统AlphaGo历史性地战胜人类的职业围棋-欧洲围

棋冠军樊麾。2016年3月，AlphaGo又以4:1的战绩战胜了韩国围棋九段棋手李世石。

《商业周刊》甚至发表了《人类输给了AlphaGo，却赢得了世界》的评论。谷歌旗下的

人工智能AlphaGo本质上还是运行在超级计算机上的深度增强学习软件，所需硬件资源

和能源消耗过大。最近IBM、Qualcomm和HRL实验室的研究人员开始致力于创建与传

统计算机在处理信息方式上有着本质不同的神经仿生计算机。他们采用成熟的CMOS电

路来开展突触和神经元功能的仿生。例如2014年8月8月IBM公司曾在《Science》杂志

封面报道了一款True North芯片，该芯片实现了百万神经元和2.56亿突触的仿生。不

过人脑启发软件公司 Numenta创始人杰夫•霍金斯（Jeff Hawkins）认为该芯片本身不

能实现学习功能，还称不上是真正意义上的类脑芯片。 

       从底层出发研制具有生物突触功能的元器件对于构建神经形态系统和研制真正意义

上的“类脑芯片”意义十分重大。最近几年，在阻变/忆阻器、相变存储材料和双电层晶体

管基础上发展起来的 “人造突触”器件引起了各国研究人员的广泛关注。具有多输入栅电

极端口的双电层晶体管在构建多输入神经网络方面比两端突触器件更加灵活和自由。南

京大学万青、施毅教授课题组2008年就开始从事氧化物双电层晶体管及其人造神经元

和人“类脑芯片”的研究。课题组在晶体管层面集成固态质子导体栅介质和非晶氧化物沟

道层，并实现了生物突触的尖峰时间依赖的可塑性、双脉冲易化、高通滤波等特性的仿

生模拟。已累计在Nature Commun.、Adv. Mater.、Nano Lett.、IEEE EDL、Appl. 

人造神经元：从底层器件向人工智能进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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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ys.Lett.等学术期刊上发表了50多篇论文 。 

      最近该课题组首次研制成功了一种具有多输入端口的质子导电电解质（氧化石墨烯）耦

合的神经元晶体管，并在该人造神经元上实现了生物神经元的非线性整合、增益调控和树突

运算等功能的仿生模拟。研究还发现多个栅极输入可以非线性地并行耦合到沟道层，这一现

象与神经元中树突整合功能十分类似。在此基础上，研究人员成功实现了视觉神经元的方向

调节和尖椎神经元输入-输出关系的乘法运算功能的仿生。有关研究结果2016年3月12日在线

发表在《Advanced Materials》，http://dx.doi.org/10.1002/adma.201505898。上述研

究结果为发展新一代超低功耗类脑芯片和人工智能系统提供了实现途径。 

        该 研 究 得 到 了 国 家 杰 出 青 年 基 金（61425020）、国 家 重 大 科 学 研 究 计 划 项 目

（2013CB932900）、江苏省双创人才计划等项目的资助。 

科 

学 

研 

究 RESEARCHES 

上图.：以氧化石墨烯电

解质为栅介质的多输入氧化

物神经元晶体管及其生物神

经元特性的仿生结果 

 

 

右图：氧化物神经元晶

体管非线性整合功能的仿生

和方向调节功能的仿生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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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物理学院、固体微结构物理国家重点实验室、南京微结构科学与技术协同创新中心的缪

峰教授课题组和王伯根教授课题组合作，在基于新型二维材料异质结的红外探测器研究领域

取得重要进展，相关论文于2016年2月17日发表在《Nano Letters》杂志上(Nano Letters, 

DOI: 10.1021/acs.nanolett.5b04538 (2016))。该工作主要由南京大学和上海技术物理所合

作完成，邢定钰院士指导并参与了本文的工作。该论文的第一作者是物理学院博士生龙明

生，通讯作者是南京大学缪峰教授、王伯根教授及上海技物所胡伟达研究员。 

      以石墨烯为代表的二维材料因为原子级的厚度以及在电学、光学、热学、机械等方面的

优异性能，有望在众多领域获得广泛的应用。目前已知或处于探索阶段的二维材料包括了从

导体（例如石墨烯）、半导体（例如过渡金属硫族化合物）到绝缘体（例如氮化硼）的众多

种类，这些材料还可以进行可控转移和堆垛，实现原子尺度的同质或异质结，从而为人们在

信息器件领域实现可能的突破提供了重要的机遇。 

      这项工作创造性地设计了一种被称为“p-g-n”的新型范德瓦尔斯异质结，即选取两种不同

掺杂的半导体二维材料（p型和n型）和石墨烯（g），将石墨烯作为中间层堆垛实现原子层

厚度的三明治结构（图a）。该结构中，原子层厚度p-n结因为强内建电场的存在，可以有效

降低暗电流和提高响应速度；石墨烯因为具有零带隙和线性色散关系，能够有效实现宽波段

吸收。在实验上，按照上述器件设计思路，这项工作结合机械解理、定向转移及微纳加工工

艺，得到了高质量具有原子级平整界面的WSe2 (p型)-graphene (g)-MoS2(n型)异质结探测

器器件，并观测到非常优异的性能（图b）。在可见光波段的激光照射下，p-g-n异质结探测

器光电响应率达到4250 A/W，比探测率达到1015 Jones；在近红外波段和通信波段，响应

率达到安每瓦的量级，比探测率达到1011Jones的量级，并在室温下实现了2.5 um的红外波

《Nano Letters》报道缪峰教授、王伯根教授课题

组二维材料异质结红外探测器领域重要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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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探测。此类探测器也表现出非常快的响应速度，实验分别观察到53.6us的上升时间和

30.3us的下降时间（图c）。 

      对于二维材料探测器，单一材料不是完美的选择，例如基于石墨烯的光探测器由于光

生载流子寿命过短和暗电流过大等因素，响应率受限；单一过渡金属硫族化合物探测器由

于带隙的限制，存在探测波段有限（红外吸收截止）的缺点。这项工作的意义在于，发现

通过巧妙利用二维材料异质结可以完美地解决了这一系列问题，并表明二维材料异质结构

有可能在未来电子及光电领域实现广泛的应用。 

该项研究得到科技部“量子调控”国家重大科学研究计划（青年科学家专题）项目、江苏省

杰出青年基金、科技部国家重点基础研究发展计划（973计划）、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等资

助。 

附： 

文章链接 http://pubs.acs.org/doi/abs/10.1021/acs.nanolett.5b04538； 

缪峰教授课题组主页 http://nano.nju.edu.cn/ 

（a）p-g-n探测器工作原

理示意图 

（b）p-g-n器件光电响

应率和比探测率随入射波

长变化图（插图：器件显

微镜照片） 

（c）器件时间响应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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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物理学院、固体微结构物理国家重点实验室、人工微结构科学与技术协同创新

中心的张翼教授课题组与美国伯克利国家实验室先进光源、美国斯坦福大学沈志勋

研究组、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Michael F. Crommie研究组和Feng Wang研

究组合作，实现了二维材料WSe2的分子束外延生长，并结合多种探测手段对其能

带结构、表面掺杂效应及光学响应特性进行了详细的表征与研究。研究成果以

“Electronic Structure, Surface Doping, and Optical Response in Epitaxial 

WSe2 Thin Films”为题于2016年3月在线发表在Nano Letters期刊上（http://

pubs.acs.org/doi/abs/10.1021/acs.nanolett.6b00059）。 

      二维材料是近些年来凝聚态物理中的一个重要研究领域。其中以二硫化钼为代

表的过渡金属硫化物在二维极限下展现出许多异于三维块材的奇异性质：例如间接

到直接带隙转变、价带的自旋劈裂与完好定义的谷自由度。因此该类材料在光电器

件方面有着重要的应用前景，同时也是研究自旋电子学与谷电子学的重要平台之

一。 

相对于其他过渡金属硫化物，WSe2被预言具有最大的自旋劈裂，因此是研究自旋

电子学的理想平台。但是受样品尺寸、质量和制备手段的限制，实验上缺乏对

WSe2的能带结构及其他相关物性的详细研究。同时，人们也希望能够获得大面积

高质量的单晶样品，并能够通过维度、界面控制及掺杂等调控手段对其能带结构做

进一步人工调控。 

      张翼教授与美国伯克利国家实验室先进光源和斯坦福大学的沈志勋研究组展开

合作，首次利用分子束外延技术实现了单层到多层的高质量单晶薄膜WSe2在双层

张翼教授在《Nano Letters》发表关于二维材料

WSe2的外延生长与相关物性测量的研究成果 

※物理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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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墨烯衬底上的可控生长。同时，利用原位的角分辨光电子能谱技术，对其电子结

构随层厚的演化进行了详细的研究。实验发现受衬底和界面的影响，单层和两层的

WSe2表现出直接带隙，并且直接到间接的带隙转变发生在两层和三层之间，高质

量的光电子谱还给出了单层WSe2价带的自旋劈裂大小的精确数值475 meV。另

外，通过原位的表面掺杂，发现碱金属掺杂会对薄膜的能带结构产生扭曲和重整

化，使得两层的WSe2又转变间接带隙。利用该高质量样品，张翼教授与加州大学

伯克利分校的Michael F. Crommie研究组和Feng Wang研究组开展进一步合作，

通过扫描隧道谱测量和光吸收谱分别测量了单层WSe2的准粒子能隙1.95 eV与光学

激子能隙1.74 eV，并给出了中性激子结合能的大小0.21 eV。 

      这项工作的意义在于通过实验手段给出了单层到多层WSe2的详细能带结构，

讨论了衬底及界面对其能带结构和激子结合能的影响，并实现了通过表面掺杂对其

能带结构进行人工调控。同时大面积高质量厚度可控的单晶WSe2薄膜的制备也为

将来复杂异质结与实际器件的探索与制备铺平了道路。 

      该项研究得到了中组部青年千人计划、美国能源部基础能源科学等基金的资

助。  

左图：单层WSe2的角分辨光电子能谱；右图：单层WSe2的扫描隧道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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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中国科学报社主办的《科学新闻》与Cell杂志社最近共同发布了2015年度中国

科学家在国际顶级期刊Cell及其子刊发表科研论文统计数据。江苏省作为中国的科研

大省，去年省内科学家共在Cell及其子刊发表5篇论文，在全国紧随北京、上海与广东

排名第4；而南京大学模式动物研究所贡献了其中的4篇。 

      模式所的这些研究工作主要是围绕发育生物学展开的，其中曹萤教授实验室在

Wnt/beta-catenin信号通路的调控研究中取得重要进展，其研究成果《Kdm2a/b 

Lysine Demethylases Regulate Canonical Wnt Signaling by Modulating the 

Stability  of  Nuclear  β -catenin》于 2015 年 5  月 20  日 在 线 发 表 在 Cell 子 刊

《Developmental Cell》杂志上；张青教授实验室在Hedgehog(Hh)信号通路的调控

研究中取得重要进展，其研究成果《Deubiquitination of Ci/Gli by Usp7/HAUSP 

Regulates  Hedgehog  Signaling》于 2015 年 6  月 25  日 在 线 发 表 在 Cell 子 刊

《Developmental Cell》杂志上；杨中州教授实验室在心脏发育关键基因Nkx2-5的

转录后调控机制研究方面取得重要进展，其研究成果《Post-transcriptional Regula-

tion of Nkx2-5 by RHAU in Heart Development》以封面特色形式发表在Cell子刊

《Cell Reports》上；刘耕教授实验室在p53信号通路的调控研究中取得重要进展，其

研究成果《p53 in myeloid lineage modulates an inflammatory microenviron-

ment limiting initiation and invasion of intestinal tumors》于2015年10月22日在

线发表在Cell子刊《Cell Reports》杂志上。这些统计数据也表明南京大学模式动物研

究所在省内乃至全国的发育生物学研究领域已经处于领先地位。 

      模式所2015年确定了发育生物学为研究所今后重点发展方向之一，该领域也得到

了南京大学的大力支持。展望未来，在国家相关部门和南京大学共同支持下，模式动

物研究所有望在发育生物学研究领域取得更大突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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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务院关于印发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促

进科技成果转化法》若干规定的通知    

 ※中国政府网 

国务院关于印发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促进科技

成果转化法》若干规定的通知 

国发〔2016〕16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国务院各部

委、各直属机构： 

  现将《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促进科技成果

转化法〉若干规定》印发给你们，请认真贯彻执

行。 

国务院 

2016年2月26日 

  （此件公开发布） 

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促进科技成果转化法》 

若干规定 

  为加快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落实《中华

人民共和国促进科技成果转化法》，打通科技与

经济结合的通道，促进大众创业、万众创新，鼓

励研究开发机构、高等院校、企业等创新主体及

科技人员转移转化科技成果，推进经济提质增效

升级，作出如下规定。 

  一、促进研究开发机构、高等院校技术转移 

  （一）国家鼓励研究开发机构、高等院校通

过转让、许可或者作价投资等方式，向企业或者

其他组织转移科技成果。国家设立的研究开发机

构和高等院校应当采取措施，优先向中小微企业

转移科技成果，为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提供技术

供给。 

  国家设立的研究开发机构、高等院校对其持

有的科技成果，可以自主决定转让、许可或者作

价投资，除涉及国家秘密、国家安全外，不需审

批或者备案。 

  国家设立的研究开发机构、高等院校有权依

法以持有的科技成果作价入股确认股权和出资比

例，并通过发起人协议、投资协议或者公司章程

等形式对科技成果的权属、作价、折股数量或者

出资比例等事项明确约定，明晰产权。 

  （二）国家设立的研究开发机构、高等院校

应当建立健全技术转移工作体系和机制，完善科

技成果转移转化的管理制度，明确科技成果转化

各项工作的责任主体，建立健全科技成果转化重

大事项领导班子集体决策制度，加强专业化科技

成果转化队伍建设，优化科技成果转化流程，通

过本单位负责技术转移工作的机构或者委托独立

的科技成果转化服务机构开展技术转移。鼓励研

究开发机构、高等院校在不增加编制的前提下建

设专业化技术转移机构。 

  国家设立的研究开发机构、高等院校转化科

技成果所获得的收入全部留归单位，纳入单位预

算，不上缴国库，扣除对完成和转化职务科技成

果作出重要贡献人员的奖励和报酬后，应当主要

用于科学技术研发与成果转化等相关工作，并对

技术转移机构的运行和发展给予保障。 

  （三）国家设立的研究开发机构、高等院校

对其持有的科技成果，应当通过协议定价、在技

术交易市场挂牌交易、拍卖等市场化方式确定价

格。协议定价的，科技成果持有单位应当在本单

位公示科技成果名称和拟交易价格，公示时间不

少于15日。单位应当明确并公开异议处理程序和

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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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国家鼓励以科技成果作价入股方式投资

的中小企业充分利用资本市场做大做强，国务院财

政、科技行政主管部门要研究制定国家设立的研究

开发机构、高等院校以技术入股形成的国有股在企

业上市时豁免向全国社会保障基金转持的有关政

策。 

  （五）国家设立的研究开发机构、高等院校应

当按照规定格式，于每年3月30日前向其主管部门报

送本单位上一年度科技成果转化情况的年度报告，

主管部门审核后于每年4月30日前将各单位科技成果

转化年度报告报送至科技、财政行政主管部门指定

的信息管理系统。年度报告内容主要包括： 

  1. 科技成果转化取得的总体成效和面临的问

题； 

  2. 依法取得科技成果的数量及有关情况； 

  3. 科技成果转让、许可和作价投资情况； 

  4. 推进产学研合作情况，包括自建、共建研究

开发机构、技术转移机构、科技成果转化服务平台

情况，签订技术开发合同、技术咨询合同、技术服

务合同情况，人才培养和人员流动情况等； 

  5. 科技成果转化绩效和奖惩情况，包括科技成

果转化取得收入及分配情况，对科技成果转化人员

的奖励和报酬等。 

  二、激励科技人员创新创业 

  （六）国家设立的研究开发机构、高等院校制

定转化科技成果收益分配制度时，要按照规定充分

听取本单位科技人员的意见，并在本单位公开相关

制度。依法对职务科技成果完成人和为成果转化作

出重要贡献的其他人员给予奖励时，按照以下规定

执行： 

  1. 以技术转让或者许可方式转化职务科技成果

的，应当从技术转让或者许可所取得的净收入中提

取不低于50%的比例用于奖励。 

  2. 以科技成果作价投资实施转化的，应当从作

价投资取得的股份或者出资比例中提取不低于50%

的比例用于奖励。 

  3. 在研究开发和科技成果转化中作出主要贡献

的人员，获得奖励的份额不低于奖励总额的50%。 

  4. 对科技人员在科技成果转化工作中开展技术

开发、技术咨询、技术服务等活动给予的奖励，可

按照促进科技成果转化法和本规定执行。 

  （七）国家设立的研究开发机构、高等院校科

技人员在履行岗位职责、完成本职工作的前提下，

经征得单位同意，可以兼职到企业等从事科技成果

转化活动，或者离岗创业，在原则上不超过3年时间

内保留人事关系，从事科技成果转化活动。研究开

发机构、高等院校应当建立制度规定或者与科技人

员约定兼职、离岗从事科技成果转化活动期间和期

满后的权利和义务。离岗创业期间，科技人员所承

担的国家科技计划和基金项目原则上不得中止，确

需中止的应当按照有关管理办法办理手续。 

  积极推动逐步取消国家设立的研究开发机构、

高等院校及其内设院系所等业务管理岗位的行政级

别，建立符合科技创新规律的人事管理制度，促进

科技成果转移转化。 

  （八）对于担任领导职务的科技人员获得科技

成果转化奖励，按照分类管理的原则执行： 

  1. 国务院部门、单位和各地方所属研究开发机

构、高等院校等事业单位（不含内设机构）正职领

导，以及上述事业单位所属具有独立法人资格单位

的正职领导，是科技成果的主要完成人或者对科技

成果转化作出重要贡献的，可以按照促进科技成果

转化法的规定获得现金奖励，原则上不得获取股权

激励。其他担任领导职务的科技人员，是科技成果

的主要完成人或者对科技成果转化作出重要贡献

的，可以按照促进科技成果转化法的规定获得现

金、股份或者出资比例等奖励和报酬。 

  2. 对担任领导职务的科技人员的科技成果转化

收益分配实行公开公示制度，不得利用职权侵占他

人科技成果转化收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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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九）国家鼓励企业建立健全科技成果转化

的激励分配机制，充分利用股权出售、股权奖

励、股票期权、项目收益分红、岗位分红等方式

激励科技人员开展科技成果转化。国务院财政、

科技等行政主管部门要研究制定国有科技型企业

股权和分红激励政策，结合深化国有企业改革，

对科技人员实施激励。 

  （十）科技成果转化过程中，通过技术交易

市场挂牌交易、拍卖等方式确定价格的，或者通

过协议定价并在本单位及技术交易市场公示拟交

易价格的，单位领导在履行勤勉尽责义务、没有

牟取非法利益的前提下，免除其在科技成果定价

中因科技成果转化后续价值变化产生的决策责

任。 

  三、营造科技成果转移转化良好环境 

  （十一）研究开发机构、高等院校的主管部

门以及财政、科技等相关部门，在对单位进行绩

效考评时应当将科技成果转化的情况作为评价指

标之一。 

  （十二）加大对科技成果转化绩效突出的研

究开发机构、高等院校及人员的支持力度。研究

开发机构、高等院校的主管部门以及财政、科技

等相关部门根据单位科技成果转化年度报告情况

等，对单位科技成果转化绩效予以评价，并将评

价结果作为对单位予以支持的参考依据之一。 

  国家设立的研究开发机构、高等院校应当制

定激励制度，对业绩突出的专业化技术转移机构

给予奖励。 

  （十三）做好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税收试点

政策向全国推广工作，落实好现有促进科技成果

转化的税收政策。积极研究探索支持单位和个人

科技成果转化的税收政策。 

  （十四）国务院相关部门要按照法律规定和

事业单位分类改革的相关规定，研究制定符合所

管理行业、领域特点的科技成果转化政策。涉及

国家安全、国家秘密的科技成果转化，行业主管

部门要完善管理制度，激励与规范相关科技成果

转化活动。对涉密科技成果，相关单位应当根据

情况及时做好解密、降密工作。 

  （十五）各地方、各部门要切实加强对科技

成果转化工作的组织领导，及时研究新情况、新

问题，加强政策协同配合，优化政策环境，开展

监测评估，及时总结推广经验做法，加大宣传力

度，提升科技成果转化的质量和效率，推动我国

经济转型升级、提质增效。 

  （十六）《国务院办公厅转发科技部等部门

关于促进科技成果转化若干规定的通知》（国办

发〔1999〕29号）同时废止。此前有关规定与本

规定不一致的，按本规定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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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完善市场竞争秩序，激发市场主体创新动力； 

 加强区域科技创新布局，打造区域创新增长

极； 

 融入全球创新网络，统筹国内外两种创新资

源； 

 完善创新政策环境，推动大众创新创业。 

       通过科技界和全社会长期不懈的共同努力，全

面增强国家科技实力和创新能力，为进入创新型国

家行列，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

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提供强大科技支

撑。 

(上接第 45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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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钢：全球科技创新发展历程和竞争态势 

  ※行政管理改革、中国经济网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

央高度重视科技创新，对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作出

一系列重大决策部署。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把创新发

展作为五大发展理念之首，强调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

一动力，要求充分发挥科技创新在全面创新中的引领

作用。这是党中央在我国发展的关键时期作出的重大

决策，顺应了全球科技创新趋势，契合我国发展的历

史逻辑和现实逻辑。 

一、创新驱动是国运所系 

       科技创新包括“科学”、“技术”和“创新”这三层内

容。科学是人类基于好奇心和求知欲，对自然界客观

规律的探索和新知识的发现，如牛顿力学、相对论

等；技术是改造世界的方法、手段和过程，表现为科

学知识基础上的技术发明和持续升级，如从白炽灯、

日光灯到半导体照明的发明、升级和演进；创新是把

生产要素和生产条件的“新组合”引入生产体系，形成

新产品，开拓新市场，培育新业态、新产业的过程，

如智能手机、电动汽车、互联网的商业化过程。 

       自古以来，科技创新就以一种不可逆转、不可抗

拒的力量推动着人类社会向前发展。16世纪以来，

世界发生了多次科技革命，每一次都深刻影响了世界

力量格局。从某种意义上说，科技实力和创新能力决

定着世界经济力量对比的变化，也决定着各个国家、

各个民族的前途和命运。 

      从世界历史看，大国崛起呈现“科技强国—经济

强国—政治强国”的历史规律。一个国家是否强大不

仅取决于经济总量、领土幅员和人口规模，更取决于

它的创新能力。近代以来，世界经济中心几度转移，

其中有一条清晰的脉络，就是科技中心一直是支撑经

济中心地位转移的强大力量。如果单靠经济规模或疆

土领地的扩张，而没有强大的科技创新作为支撑，一

个国家就无法成为强国。比如，葡萄牙、西班牙和荷

兰相继掌握先进航海技术，经由地理大发现开辟了美

洲航线、南亚航线和非洲航线，大量征服殖民地，成

为16、17世纪的世界强国，但由于未能依靠科技创

新建立制造业主导的经济结构，继而被其他国家超

越。不同历史时期的一些国家抓住科技革命的重大机

遇，实现迅速崛起，改写了当时的经济版图和世界格

局。英国在第一次科技革命后，依靠完整的科技体系

和持续创新能力，成为世界上第一个工业国家；德国

在以内燃机和电气化为代表第二次科技革命后崛起成

为欧洲工业强国；美国抓住以电子信息等为代表的第

三次科技革命机遇成为世界头号强国；日本、亚洲四

小龙等依靠科技创新实现赶超成为发达经济体。 

       近代以来，我国落后挨打的根子之一就是科技落

后。发生第一次世界科技革命时，我国正处于“康乾

盛世”，GDP约占全世界的1/2，但是统治者闭关锁

国，不重视发展现代科技。第二次世界科技革命时，

鸦片战争爆发，清政府被迫签订不平等条约，我国沦

为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第三次世界科技革命，新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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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刚成立不久，百废待兴，科教基础薄弱，通过集中

力量实现重点突破，取得两弹一星、结晶牛胰岛素等

重大科技成就。当前，我们即将迎来新一轮科技革命

和产业变革，如果抓不住稍纵即逝的机遇，就有可能

重蹈历史覆辙。 

二、创新驱动是大势所趋 

       新世纪以来，全球科技创新呈现新的发展态势

和特征，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推进。科技

创新成为各国综合国力竞争的战略利器，全球创新版

图正在加速重构。 

       科技创新更加活跃，交叉融合和群体跃进态势

日益明显。21世纪前十年全球三方专利授权量达到

47.5万件，比上一个十年多出近10万件。科学技术

从微观到宏观各个尺度向纵深演进，物质科学不断向

宏观、微观和极端条件拓展；生命科学走向精确化、

可再造和可调控。新兴学科加快发展，学科交叉融合

更加深入，颠覆性技术不断涌现。基础研究、应用研

究、技术开发和产业化边界日趋模糊，带动众多学科

和技术群体跃进，变革突破的能量正在不断积蓄。 

       信息、生物、新能源、智能制造领域不断突破

和相互融合，成为产业变革最重要的技术方向。新一

代信息技术向网络化、智能化、泛在化方向发展，与

生物、新能源、新材料等技术相融合，推动产业结构

向高级化演进，成为提升产业竞争力的技术基点。移

动互联、云计算、智能终端快速发展，大数据将呈指

数级增长，催生大量新型服务与应用。分布式、智能

化、低碳化的新能源技术正在改变经济社会发展的动

力结构，可再生能源、非常规油气技术大规模应用，

第四代核能技术有望取得重大突破。以机器人、增材

制造等为代表的先进制造技术推动制造业向智能化、

网络化、服务化方向演进，碳纤维、纳米材料等新型

材料的广泛应用将极大降低产品制造成本，提升产品

质量。生命科学和生物技术在推动健康、农业、资源

环境等领域发展中的作用更加突显，成为改善民生福

祉的重要力量。海洋、空间技术不断拓展人类活动疆

域和发展空间，成为大国必争的技术高地和战略前

沿。 

       技术创新与商业模式、金融资本深度融合，持

续催生新的经济增长点和就业创业空间。创业投资、

贷款投资、担保投资、企业股权交易与并购、多层次

资本市场等金融手段不断完善，众筹、余额贷款等民

间金融工具层出不穷，新技术与新资本加速融合，推

动新兴产业快速成长。商业模式创新改变产业组织、

收入分配和需求模式，个性化、多样化、定制化的新

兴消费需求成为主流，智能化、小型化、专业化的产

业组织新特征日益明显，电子商务、电子金融、第三

方支付平台、能源合同管理等正推动相关领域的变

革，互联网开源软硬件技术平台等面向大众普及和开

放，大幅降低创新创业的成本和门槛。 

       创新战略成为世界主要国家核心战略，全球创

新竞争呈现新格局。为抢占未来经济科技制高点，在

新一轮国际经济再平衡中赢得先发优势，世界主要国

家都提前部署面向未来的科技创新战略和行动。美国

从奥巴马总统上台后连续三次推出国家创新战略；德

国连续颁布三次高技术战略，在此基础上又制定了工

业4.0计划；日本、韩国以及俄罗斯、巴西、印度等

新兴经济体，都在积极部署出台国家创新发展战略或

规划。发达国家的创新优势依然明显，但已呈现版图

东移趋势。科技顶尖人才、专利等创新资源仍以发达

国家为主导，美欧占全球研发投入总量的比例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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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 降 至 52%，亚 洲 经 济 体 的 比 例 从 33% 升 至

40%，新兴金砖国家占比显著提高。我国既面临赶

超跨越的难得历史机遇，也面临差距进一步拉大的

风险，必须紧紧抓住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

重大机遇，力争成为新规则的制定者和新赛场的主

导者，牢牢把握发展的战略主动权。 

三、创新驱动是时势所为 

       我国经济进入速度变化、结构优化、动力转换

的新常态，这是党中央、国务院对当前经济和未来

走势作出的重大战略判断。速度变化是从高速的增

长转为中高速的增长；结构优化是第三产业消费需

求逐步成为主体，城乡区域差距逐步缩小，居民收

入占比上升，发展成果惠及更广大民众；而动力转

换就是要从要素驱动、投资驱动转向创新驱动。其

中，动力转换最为重要，决定了速度变化和结构优

化的进程和质量。实现动力转换的关键就是要实施

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根本在于科技创新。比如，韩

国依靠科技创新成功应对亚洲金融危机就是一个典

型例子。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严重打击了韩国经

济，经济增长率大幅下降，一些大企业纷纷倒闭破

产。为摆脱危机，韩国政府1998-2003年间投资

110万亿韩元集中发展微电子等28个基于知识的产

业，短短几年韩国经济开始复苏，并再次走向繁

荣。 

       经过几十年的持续快速发展，我国经济总量跃

居世界第二，人均GDP接近8000美元。但同时，

产业层次低、发展不平衡和资源环境刚性约束增强

等矛盾仍然突出，正处于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紧

要关头。从国际经验看，二战后只有少数经济体从

低收入水平成功迈进高收入水平，实现现代化，而

一些国家未能依靠科技创新打造竞争新优势，无法

提升自身在全球价值链中的位势，长期处于“中等收

入陷阱”。比如，拉美地区33个经济体中，人均收

入处于4000美元至12000美元间的国家就有28

个，这些国家长期在高收入国家行列外已徘徊40多

年，经济增长主要依靠资本积累和要素投入，科技

创新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不高，产业长期被锁定在全

球价值链的中低端。未来五年是我国发展的关键时

期，产业升级能否顺利推进，结构转型能否成功实

现，综合国力能否持续提升，关键是看能否发挥科

技第一生产力、人才第一资源、创新第一动力作

用，实现经济中高速增长、迈向中高端水平，尽快

走上创新驱动发展的轨道。 

四、创新驱动具备良好基础 

       “十二五”以来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科

技创新能力大幅提升，进入以跟踪为主转向跟踪和

并跑、领跑并存的历史新阶段，一些重要领域跻身

世界先进行列，科技整体水平正处于从量的增长向

质的提升的重要跃升期。 

       战略高技术领域涌现一批重大创新成果，有力

提升了国家竞争力，极大振奋了民族精神。载人航

天和探月工程取得举世瞩目成就，神舟十号实现太

空对接和天海对话，嫦娥探月“绕”、“落”、“回”三步

走战略稳步推进。天河二号连续六次位居世界超级

计算机榜首，在生物医药、工程仿真、智慧城市等

领域广泛应用。北斗导航系统广泛应用于测绘、城

建、水利、交通、旅游和应急救灾等领域。高分系

列卫星成功发射，在国土普查、环境监测等18个行

业1100多家单位得到应用。蛟龙号载人深潜器创造

7062米世界同类潜水器最大下潜深度纪录，累积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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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100航次深海探索；4500米深海遥控无人潜水器作业

系统（海马号ROV）海试成功。“海洋石油981”、“海洋

石油201”等高端装备为海洋强国战略实施提供重要保

障。自主知识产权的“华龙一号”首堆示范工程开工建

设，CAP1400全面完成实验验证，高温气冷堆商业化示

范进展顺利，快中子实验堆成功并网发电。 

       基础研究取得重大突破，我国科学研究的国际影响

力正在不断提升。取得量子通信和量子反常霍尔效应、

外尔费米子研究、中微子振荡、CiPS干细胞、高温铁基

超导等重大创新成果。屠呦呦研究员获得诺贝尔生理学

或医学奖，王贻芳研究员荣获基础物理学突破奖，潘建

伟团队的多自由度量子隐形传态研究位列2015年国际物

理学十大年度突破之首。重大科研仪器装置和平台建设

持续推进，国家重点实验室达到481个，国家工程技术

研究中心346个。暗物质探测卫星“悟空”成功升空，上海

光源、500米口径球面射电望远镜、散裂中子源等一批

大科学装置建设取得重要进展有力支撑科学研究。 

       科技创新支撑引领作用不断增强，成为经济发展新

常态的新引擎。国家科技重大专项填补了一批重大技术

和装备空白，在电子信息、能源环保、先进制造、生物

医药等领域培育了一批战略性新兴产业增长点。截至

2014年底，民口10个专项带动地方、企业和社会投入

1700亿元，共申请专利5.3万项，新产品、新材料、新

工艺、新装置1.4万个，技术标准8500多项，直接带动

新增产值1.4万亿元。刻蚀机、离子注入机等30多种关键

制造装备总体水平达到28纳米，封装技术全面升级到中

高端。我国主导的TD-LTE技术成为两大4G国际标准之

一，完整产业链基本形成，4G用户达到2.7亿。自主研

发的新一代高速铁路技术世界领先，高铁总里程达1.9万

公里，占世界总量55%以上，并进军海外市场。全面掌

握特高压输变电技术，实现关键设备国产化。大功率风

电机组和关键部件、晶硅和薄膜太阳电池设计制造等关

键技术取得突破，风能和光伏产能累计装机容量均居世

界第一。新能源汽车产销量2015年预计超过30万辆，居

世界第一。半导体照明技术加快应用推广，2015年半导

体照明产业整体规模预计达4245亿元人民币，比上年增

长21%。 

       科技创新为改善民生福祉提供有力保障。农业科技

进步贡献率达到56%以上，有力支撑粮食生产“十二连

增”。“渤海粮仓科技示范工程”各项技术推广应用1700余

万亩，2015年实现增粮34多亿斤。第四期“超级稻”创造

百亩连片平均亩产1026.7公斤的新纪录。转基因抗虫棉

新品种累计推广1.12亿亩。突破农机先进制造与智能化

等关键共性技术，开发400马力级重型拖拉机等农机新

产品170种。自主研发3.0T超导磁共振系统达到国际先

进水平。全球首个生物工程角膜艾欣瞳上市；全球首个

基因突变型埃博拉疫苗境外开展临床试验；预防手足口

病，灭活脊髓灰质炎疫苗研制成功；阿帕替尼、西达本

胺等抗肿瘤新药成功上市，为缓解看病难、看病贵发挥

了重要作用。石化、制药等典型行业全过程污染控制关

键技术取得突破。 

       创新人才呈现竞相涌现、活力迸发的新局面。科技

人力资源总量超过7100万，研发人员超过535万，其中

企业研发人员398万。千人计划、万人计划、创新人才

推进计划、长江学者、中科院百人计划、杰出青年科学

基金等人才计划有力促进高端人才引进和培养，近5年回

国人才超过110万，是前30年回国人数的3倍。近年来我

国科学家还相继获得拉斯克奖、基础物理学突破奖、瑞

典皇家科学院爱明诺夫奖、世界杰出女科学家奖等一大

批国际科技奖项。80后、90后青年科技人才快速成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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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为科研主力军和生力军；一批优秀企业家加速涌

现，成为引领创新创业浪潮的核心力量。 

       主要科技创新指标跻身世界前列，国家创新能力

排名从2010年的世界第21位有望上升至2015年的第

18位；科技进步贡献率由50.9%有望增加到55.1%。

全社会研发支出预计达到14300亿元，比2010年增

长一倍；其中企业研发支出超过77%；R&D经费占

GDP比重预计达到2.1%。国际科技论文数量连续多

年稳居世界第2位，被引次数从第8位逐年攀升至第4

位，农业、化学、材料等7个学科已升至第2位；国

内专利申请量和授权量分别从110.9万件和74.1万件

上升到263.9万件和159.7万件，已居世界第1和第

2。同时，我国不断提高的创新能力与丰富的产业体

系、巨大的市场容量、多样化的消费需求相结合，形

成了特有的竞争优势；各级政府对创新驱动形成高度

共识，全社会创新创业热情不断高涨，创新发展已具

备发力加速的重要基础。 

五、锐意改革，赢得创新新优势 

       “十二五”以来，科技部会同有关部门围绕全面深

化改革总目标，聚焦科技界和社会各界高度关注的突

出问题加大改革力度，发布实施《深化科技体制改革

实施方案》等政策文件，在科技计划管理改革、科技

成果转化、科技资源开放共享、人才评价激励、促进

“双创”等方面出台了一系列重大改革举措，以重点突

破带动了改革整体进展，取得积极成效。 

       科技计划管理改革取得重要突破。建立具有中国

特色的以目标和绩效为导向的科技计划管理体制，是

十八届三中全会确定的重点改革任务。这次改革的重

点是着力解决科技资源“碎片化”和取向聚焦战略目标

不够的问题，使有限的中央财政科技经费更加聚焦国

家战略目标。目前，科技计划管理改革取得积极进

展。一是初步构建了国家科技管理平台框架。建立了

部际联席会议制度，成立特邀咨评委，确定首批专业

机构。研究提出了重点研发计划管理办法、项目管理

专业机构管理暂行规定、科技监督评估制度规范。国

家科技管理信息系统初具规模，中央财政科研项目

库、国家科技专家库基本建成。二是整合现有科技计

划取得实质性进展。确定了计划优化整合3年工作方

案和分年度实施步骤，提出按保留、取消或合并、优

化衔接、规范支持范围等方式，对现有科技计划进行

优化整合。三是启动一批试点专项。围绕中国制造

2025、“互联网+”、能源变革、“一带一路”、京津冀

协同发展等国家战略，在广泛征集各方意见的基础

上，凝练形成了一批重点专项，从基础前沿、共性关

键技术到应用示范对专项任务进行全链条设计、一体

化实施。 

       科技资源开放共享进一步加强。国务院发布实施

《关于国家重大科研基础设施和大型科研仪器向社会

开放的意见》，明确提出要在3年内基本建成覆盖各

类科研设施与仪器的专业化服务体系，建立国家重大

科研基础设施和大型科研仪器开放共享服务机制。实

施全国统一的创新调查制度和科技报告制度，进一步

提高科技资源利用效率，让更多的科技资源能够为全

社会共享共用。创新调查制度、科技报告制度初步建

立，已有超过6万份科技报告面向社会开放，建立地

方科技报告制度的省区市已达23个，科研成果的共

享服务迈出了实质性步伐。 

       科技成果转化机制不断完善。开展深化中央级事

业单位科技成果使用、处置和收益管理改革试点，在

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和合芜蚌自主创新综合试验区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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择了20家单位开展试点。同时，新修订的《促进科

技成果转化法》自2015年10月1日发布实施。新法

明确规定国家设立的研究开发机构、高校对其持有的

科技成果，可以自主决定转让、许可或者作价投资，

转化科技成果获得的收入全部留归本单位。这些改革

举措在科技界产生了重要反响，进一步强化了对人的

激励。 

       科技评价激励制度改革深入推进。推动国家科

技奖励提高质量、减少数量、优化结构、规范程序，

扩大公开提名范围，参与推荐的各类社团和专家已占

1/3以上。探索改进规划科技项目评审、人才评价和

机构评估工作的长效机制。深化高校教师考核评价制

度改革，在实行代表性成果评价、促进科技成果转化

和建立合理的评价周期等方面进行探索。院士制度改

革深入推进，改革候选人推荐方式，完善候选人公示

和投诉调查机制，院士制度进一步回归学术性、荣誉

性本质。 

       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生态环境更加优化。党中央

国务院密集出台推动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政策措施，

有力促进全社会创新创业热潮蓬勃兴起。全国各类众

创空间已超过2300家，与现有2500多家科技企业孵

化器、加速器，11个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和146个国

家高新区，共同形成完整的创业服务链条和良好的创

新生态，在孵企业超过10万家，培育上市和挂牌企

业600多家，吸纳就业人数超过180万人。技术转移

转化加速发展，2015年国家技术转移示范机构达

453家，技术（产权）交易机构30家。2015年技术

交易总额达到9835亿元，同比增加约14.7%。连续

四届中国创新创业大赛共有近6万家创业企业和团

队、1500家创投机构参加，促成创业投资近300亿

元，银行授信总额超过500亿元，帮助一大批优秀创

新创业企业和团队获得市场支持，形成“赛场选骏

马、创赛搭平台、市场配资源、政府后补助”的新模

式。 

       未来的五年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决胜阶段，

也是进入创新型国家行列的冲刺阶段。中央对科技创

新提出新的更高要求，国家重大战略和经济社会发展

对科技创新提出更加迫切的需求，全国人民对美好生

活的向往寄予科技创新更高期待。我们要在党中央国

务院的坚强领导下，坚持“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坚持

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发展理念，坚持创新

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坚持“自主创新、重点跨

越、支撑发展、引领未来”的指导方针，以深入实施

创新驱动发展战略为主线，以深化科技体制改革为动

力，充分发挥科技创新在全面创新中的引领作用，全

面推进大众创业万众创新，充分激发创新潜力，打造

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动力引擎。在战略重点上： 

 要围绕落实国家重大战略，推动重点领域跨越发

展； 

 着力提高原始创新能力，增强创新驱动源头供

给； 

 突破重大技术瓶颈制约，强化支撑引领作用； 

 提高企业创新能力，培育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创新

型企业群体； 

 改革人才集聚发展机制，培育壮大创新型人才队

伍； 

 深化科技体制改革，增强创新治理能力； 

(下转第 39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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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科技创新角度看专利法的修改    

 ※光明日报  

作者：张洋，河南财经政法大学民商经济法学院   

       科技对人类的生存发展发挥着无可取代的作

用，在一定程度上，人类的历史也是一部科技发

展史。科技创新有赖于经济发展，而有利于创新

的制度设计也是其重要推动力。当前，我国正处

于经济转型升级、产业结构调整和发展方式转变

的关键时期，物质主义、功利主义、实用主义等

多元价值取向交织，加之体制机制改革尚不到

位，科技创新有时会呈现出科学理性偏离人文理

性的价值冲突。立足经济全球化背景下的技术发

展现状，同时考虑我国的现实国情，必须着力于

绿色发展视域下的科技创新。 

  绿色发展视域下的科技创新，不仅意味着生

态自然环境的宜居，同样昭示着社会发展环境的

有序，而生态良好、经济繁荣、技术民主则是其

外在表征。在绿色发展的指导下，科技创新是美

丽中国的应有之义，而知识产权制度尤其是专利

制度则是保障科技健康、有序、持续、良性发展

的重要手段。制度上升到国家层面就是法律，科

技创新过程产生的诸多问题亟待法律制度发挥其

规范作用。通过知识产权法律机制将科技创新纳

入法治体系，营造良好的制度环境，在规范科技

发展的同时激励技术创新，能够为绿色中国建设

提供不竭动力。 

  在诸多部门法中，专利法可谓是科技创新最

重要的法律保障。我国的专利法于1984年颁布

之后，根据时代发展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先后

历经1992年、2000年和2008年的3次修改。

2012年8月，国家知识产权局发布《中华人民共

和国专利法修改草案（征求意见稿）》（以下简

称专利法修改草案），揭开了专利法第4次修改

的序幕。回顾我国专利法的立法史，不难发现，

专利法在立法理念、制度设计等方面很大限度地

发挥了规范作用，将科技创新引领到法治轨道，

确保了科技进步契合依法治国的根本需求。在新

的时代背景下，对专利法作出修改，要立足于党

对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判断。党的十八大和

十八届四中全会强调要促进绿色发展，十八届五

中全会将绿色作为五大发展理念之一，因此，绿

色发展视域下科技创新应当成为专利法修改中需

要深入探讨的问题。 

  笔者认为，此次专利法的修改应当从以下三

个方面着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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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 

际 

热 

点 FOCUS 

  注重政策引领。专利法对科技创新的规范和促

进不应当局限于具体规则的设定，而应当充分发挥

其导向指引作用。例如，专利法修改草案在针对具

体制度的规定进行补充修改的同时，增加1个条文—

—诚实信用条款作为导向性的规定，即申请专利和

行使专利权应当遵循诚实信用原则，不得滥用专利

权损害公共利益或者不合理地排除、限制竞争。起

源于罗马法的诚实信用原则最初仅适用于债权债务

关系，之后扩充至对民事关系的适用，此次专利法

修改增加此条款，旨在为专利申请人以及专利权人

的行为设定基本准则，能够防止主体滥用权利而导

致法律环境的不安定，系于个人私益与社会公益之

间寻求平衡的有益探索，有助于完善社会主义的法

治诚信体系，利于营造促进科技创新的公平、有序

的法律氛围，契合依法治国的法治理念。 

  促进成果转化。若权利人取得专利权之后未将

其推广实施而是束之高阁，不仅不利于其个人私益

的实现，而且也是对社会资源的极大浪费，并将阻

碍科技创新进程，与绿色可持续发展的基本理念背

道而驰。由于专利侵权成本低、成果转化平台缺

失、评估机制不完善等原因，我国的专利转化率一

直处于较低水平。针对此种状况，专利法修改草案

增加了“专利的实施和运用”章节，其中新增7个条

文。不难发现，立法者的目的是为促进成果转化，

但其效果究竟如何、是否具有现实操作性尚待检

验。例如，从立法上明确专利行政部门应当促进成

果转化，但规定过于笼统，无具体的实施指南，当

属宣示性条款；职务发明创造的发明人、设计人自

行许可制度所欲解决的问题欠缺普遍性；移植于国

外立法的当然许可制度是否适合我国国情值得商

榷；等等。这些都需要作进一步的探讨。 

  严于事前预防。专利法修改草案通过增加故意

侵权行为、网络侵权行为、赋予专利行政部门查处

侵权的权利、提高侵权赔偿数额等方式，试图进一

步加强对专利侵权的打击力度，加强对专利权人利

益的维护。毋庸置疑，专利法最重要的目的和功能

之一即为专利权人提供周全的保护，通过尊重其劳

动成果，使其利益最大化，保护其创新热情。但要

看到，专利法此一功能的发挥主要体现在事后救济

上，亦即侵权发生之后，权利人再诉诸惩罚措施进

行被动补救。专利侵权的复杂性以及专利本身所具

有的专业性使得事后救济取证面临诸多困难，并且

侵权案件的审理周期相对较长，因此，虽然权利人

的损失能够最终通过赔偿等方式得以“填平”，但权利

维护所付出的成本以及因维权而丧失的市场先机是

难以用金钱来衡量的。与此同时，案件审理需投入

相应的诉讼成本，占用本已十分紧张的司法资源，

与建设节约型社会南辕北辙。因而，对权益的维护

不能仅寄望于事后惩罚措施，而应当增加事前的防

范措施。如何制定事前防范侵权措施，进而降低其

维权成本、避免司法资源的浪费，并且为权利人提

供更宽松的环境，使其能够将有限资源投入成果转

化和新技术研发，也是专利法修改必须考虑和探索

的重要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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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钢：四方面加强我国基础研究    

 ※锐科技   

       2月24日下午，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十

二五”科技改革和创新发展新闻发布会，邀请全

国政协副主席、科技部部长万钢介绍我国科技改

革和发展情况并回答记者提问。 

       万钢介绍，“十二五”以来，特别是党的十八

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围绕实

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作出系列重大部署，中央和

国务院数十次召开会议专题研究科技创新，改革

举措力度之大、范围之广、影响之深前所未有。

经过近5年的努力，重大成果和顶尖人才不断涌

现，大众创业万众创新蓬勃兴起，科技创新能力

显著增强，步入“三跑并存”的历史新阶段，科技

创新为适应和引领经济发展新常态、增添经济发

展新动能提供了强大支撑。 

       从发展方面看，科技创新加速突破应用，正

在推动新动能不断成长、化蛹成蝶，促进传统动

能改造提升、凤凰涅槃。 

       一是科技创新支撑产业转型升级，重大科技

项目形成新产能。科技进步贡献率由50.9%增加

到55.1%。国产首架大飞机 C919成功总装下

线，ARJ支线飞机成功实现商业运营。新一代高

速铁路技术世界领先，高铁里程占世界总量60%

以上，进军海外市场。第三代先进压水堆国内外

首堆开工建设，第四代先进核能技术高温气冷堆

商业化示范进展顺利。2015年新能源汽车产销

量超过37万辆，累计保有量达49.7万辆，居世

界第一。“数控一代”面向16个地方以及纺织、印

刷等行业开展应用示范，成果包已在各行业、各

地区推广。 

       二是战略高技术贴近民生进入市场，创造新

市场新消费。高分系列卫星成功发射，在国土普

查、环境监测等18个行业1100多家单位得到应

用。北斗导航广泛应用，已经有200多个不同产

品，应用在渔船、汽车，甚至应用于快递送货的

自行车上，形成产值已达1000多亿。天河二号

超级计算机蝉联六连冠，在食物医药、地震模拟

计算、工程计算、城市大数据的应用上面都取得

了显著效益。第四代移动通信TD-LTE已经形成

一个完整产业链，用户超过2.7亿。超算、四代

移动通信、中国宽带、智能终端为新一代互联网

奠定基础，形成了日益壮大的产业和消费市场。 

       三是基础研究取得重大突破，杰出人才和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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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成果不断涌现。屠呦呦成为我国首位获得诺贝尔奖

的科学家。潘建伟团队的多自由度量子隐形传输位列

2015年国际物理学十大年度突破之首。王贻芳研究

员荣获基础物理学突破奖。量子反常霍尔效应、铁基

高温超导、中微子振荡、CiPS干细胞等成果提升了

我国科学研究的国际影响力。500米口径球面射电望

远镜等大科学装置建设取得重要进展，暗物质探测卫

星“悟空”成功升空。国际论文发表量稳居世界第二，

被引用的次数逐年上升到第四位，尤其去年在材料科

学等七个领域中升至第二。中国科学家正在为人类知

识创新做出更大贡献。 

       四是区域创新更加活跃，形成创新创业生态系

统。创新型省份、创新型城市建设试点初见成效，京

津冀协同创新共同体建设深入推进，北京、上海加快

建设全球影响力科技创新中心，全面创新改革试验加

快推进，11家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和146家国家高新

区成为区域创新创业的核心载体和增长级，和498家

众创空间、603家国家级科技企业孵化器加速器，共

同形成接续有序的创业服务链条和良好的创新生态，

吸引了成千上万青年人创业创新，在服务实体经济方

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从改革方面看，“十二五”以来，围绕资源配置、

计划管理改革、科技成果转化和人才评价等方面，中

央系统推进科技体制改革，重大举措取得突破性进

展。 

       一是全社会科技资源配置方式发生重大变化。全

社会研发支出预计达到14300亿元，其中企业支出超

过77%。科技成果转化引导基金设立首批创投子基

金，16个科技和金融结合试点地区增加科技贷款超

过1.2万亿。高新技术企业税收减免和研发费用加计

扣除等创新支持政策的带动和放大效应正在凸显。与

2011 年 相 比，2014 年 高 新 技 术 企 业 减 免 税 增 加

2.5%，带动纳税额增加15%，促进8万家高新技术企

业主营业务收入增加12%，达到了21万亿。从这个

角度看起来，调整科技投入的结构，支持企业为主体

的技术创新能够促进新动能的增长，产生新的增长

点。 

       二是科技管理改革取得重要的突破。正因为全社

会对科技的投入增加了，中央财政经费就可以更多地

聚焦到基础研究、战略前沿、社会公益和重大项目等

方面。围绕着解决资源配置“碎片化”和聚焦战略目标

不够的问题，扎实推进计划优化整合，形成“一个平

台”，建立部际联席会议制度，把过去管理科研经费

的30多个部门联合起来成立联席会议制度，专业机

构负责项目管理，“全程嵌入式”监督和评估体系正在

形成。重点研发计划正式启动，发布了2016年重点

专项申报指南，创新项目形成机制，实现从基础研究

到示范应用“全链条一体化”的部署。科技资源进一步

开放共享，科技报告制度逐步完善。 

       三是破除科技成果转化制度障碍。修订《促进科

技成果转化法》，去年10月1日发布实施，在下放成

果处置收益权、强化对人的激励、完善考核评价体

系、加强技术交易服务、促进成果信息公开等方面实

现重大突破。最近我们正在制定实施成果转化法的若

干规定，对成果转移转化中的尽职免责、离岗创业、

成果收益、技术市场和科技服务等方面作出制度安

排，使科技成果转化法落到实处。这一政策即将发布

实施，将极大激励科研成员开展成果转移转化的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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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 

       四是人才发展环境进一步优化。院士制度改

革有序推进，进一步回归学术性、荣誉性本质。

千人计划、万人计划等人才计划有力促进高端人

才引进和培养，近5年回国人才超过110万，是

前30年回国人数的3倍。青年人才快速成长，成

为科研主力军和生力军，科研人员的年轻化取得

很大进步，人才使用、培养和激励机制不断完

善，人尽其才、才尽其用的局面正在形成。 

       有记者问道，中国今后是否会提高基础研究

的投入比例？万钢表示，基础研究、前沿探索是

一个国家提升原始创新能力的关键。这些年来，

我们在尽可能地提高基础研究的投入。 

       加强基础研究，首先是完善支持基础研究的

体制机制。在新的科技计划体系当中，有三个重

要的部分支持基础研究。第一是加强面上的研

究，自然科学基金重点支持科技工作者的自由探

索。第二是聚焦重大需求，重点研发计划对面向

未来的量子通讯、生命科学、干细胞、环境保护

等方面基础研究进行重点支持。第三是在“全链

条一体化”的设计中，重点研发计划支持经济社

会包括产业领域解决关键技术问题时也统筹考虑

基础研究。 

       其次是强化前瞻布局。对一些面向未来的探

索，包括物质科学、中微子探索、引力波探索都

要有一些部署，按照我们的国力给予相应的部

署。  

       第三个是加强基础研究基地建设，包括国家

重点实验室、国家工程中心，以及各行业当中建

立在企业的重点实验室。最重要的还是要加强基

础研究人才的培养，千人计划、万人计划都加强

了对青年人才的培养，包括我们国家科技计划当

中专门有针对于35岁以下青年人的支持。 

       同时我们也进行一些对比，跟美国、欧洲发

达国家相比，我们的全社会研发投入，特别是企

业对于基础研究的投入还比较少。要想把这块提

上去，就要促进企业创新能力提升。我们的企业

正在逐步感受到他们原创能力的提升要依靠基础

研究的投入。比如说华为，它去年投入到研发经

费上大概400多亿，其中有近12%是投在基础研

究上。我去年年初在访问俄罗斯的时候，看了华

为和莫斯科大学共同建立的一个数学实验室，专

门研究基础数学。企业越来越重视基础研究，就

能更多地解决现实当中的一些问题，提高我们的

原始创新能力。 

       万钢强调，今年是“十三五”规划和全面建成

小康社会决胜阶段的开局之年，也是推进结构性

改革的攻坚之年。我们将按照中央部署要求，主

动担当，改革进取，深入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

略，充分发挥科技创新在全面创新中的引领作

用，为塑造更多依靠创新驱动、更多发挥先发优

势的引领型发展提供强大动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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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部关于印发《中央财政科技计划（专

项、基金等）项目管理专业机构管理暂行

规定》的通知    

 ※科技部 
科技部关于印发《中央财政科技计划（专项、基金等）项目管理专业机构管理暂行规定》的通知 

 国家科技计划（专项、基金等）管理部际联席会议各成员单位、各项目管理专业机构： 

    为加强中央财政科技计划（专项、基金等）项目管理专业机构管理工作，根据《国务院关于改进加

强中央财政科研项目和资金管理的若干意见》（国发〔2014〕 11号）、《国务院印发关于深化中央财

政科技计划（专项、基金等）管理改革方案的通知》（国发〔2014〕64号）和有关制度规定，科技部

商财政部、发展改革委等部门制定了《中央财政科技计划（专项、基金等）项目管理专业机构管理暂行

规定》，经国家科技计划（专项、基金等）管理部际联席会议2016年第一次全体会议审议通过。现予以

印发，请依照执行。 

                                                               科 技 部  

 2016年3月7日 

中央财政科技计划（专项、基金等）项目管理专业机构管理暂行规定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根据《国务院关于改进加强中央财政科研项目和资金管理的若干意见》（国发〔2014〕11

号〕、《国务院印发关于深化中央财政科技计划（专项、基金等）管理改革方案的通知》（国发

〔2014〕64号），制定本规定。 

第二条 本规定所称中央财政科技计划（专项、基金等)项目管理专业机构（以下简称“专业机构”）是指

经国家科技计划（专项、基金等）管理部际联席会议（以下简称“部际联席会议”）审议确定的，具有

独立法人资格，主要从事科研项目管理工作，承担中央财政科技计划（专项、基金等)项目（以下简称

“项目”）管理工作的科研管理类事业单位或社会化科技服务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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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条 部际联席会议负责审议专业机构的遴选和择优确定事项。 

第四条 科技部会同财政部、发展改革委对专业机构的建设和发展进行统筹布局。科技部、财政部会

同相关部门对专业机构的履职尽责情况等统一组织评估评价和监督检查。相关部门加强对专业机构

建设、管理队伍建设、制度建设、能力建设等宏观业务的指导和监管，在专业机构管理任务组织实

施和科技成果转化应用中积极发挥协调作用，并提供相关条件保障。 

第五条 专业机构依据国家有关规定和管理任务委托协议，组织项目评审、立项、过程管理和结题验

收等，对项目进行全过程管理，履行有关职责，对实现任务目标负责。 

第六条 专业机构按照项目管理工作量等，提出管理费需求，报科技部审核。科技部结合委托任务

量、监督评估等情况,提出审核意见反馈专业机构。专业机构在科技部审核数范围内，按照部门预算

管理有关规定，向财政部报送管理费预算申请。财政部按照部门预算管理渠道核定下达专业机构管

理费预算。 

第二章 专业机构的职责与任务 

第七条 制定所承担科研项目管理任务的管理工作方案，编制经费概算。 

第八条 参与编制科技计划（专项、基金等）年度指南。 

第九条 受理项目申请，组织项目和预算评审评估，遴选承担单位，形成项目（预算）安排，并签订

项目任务书（含预算书）。 

第十条 开展项目过程管理，组织拨付项目年度经费，对项目任务和经费进行动态调整；落实科技报

告制度，加强知识产权管理。 

第十一条 组织项目验收及后续管理，开展项目成果汇交，对项目相关资料等进行归档；按相关规定

推进项目验收后的成果转化等后续管理工作。 

第十二条 对项目实施和经费使用情况进行监督评估，开展对参与项目立项、过程管理和验收等咨询

评审专家履职尽责情况的监督。 

第十三条 受理各方对项目管理和实施中承担单位、参与人员和专家的申诉和举报；受理相关单位或

个人对项目申请、立项和验收等决定的异议、申诉以及对专业机构工作人员在项目管理中的违规、

违纪行为的投诉；按相关政策规定及时处理反馈，并开展信用记录工作。 

第十四条 在任务委托期间，出现重大变化导致任务无法正常实施时，及时向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和

相关部门报告，提出调整或终止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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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五条 开展相关科技领域研发动向调研和发展战略研究，提出科技发展建议，并围绕所承担的管理

任务，协调与科研人员、公众及媒体的关系，组织开展项目管理、技术研发等相关研讨、培训、科普工

作。 

第十六条 承担委托协议中约定的其他事项。 

第三章 专业机构的申请与受理 

第十七条 申请专业机构须符合以下标准： 

(一）组织结构。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科研管理类事业单位或社会化科技服务机构。拥有相对健全的项

目管理、行政、监督和财务等部门。 

(二）治理结构。建有理事会、监事会。理事会、监事会根据工作实际合理确定成员构成和规模，成员

具有代表性，不得交叉。理事会负责审议和修改项目管理相关制度等文件，对项目管理相关重大事项进

行决策，处理项目管理中的重大争议事项；监事会负责监督理事会和项目管理人员的履职尽责情况。 

(三）管理制度。具有章程和较为完善的项目管理、经费管理、质量控制、风险控制、知识产权、信用

管理、保密及档案管理等制度，实行不相容岗位分离和全程留痕管理，建立内部决策、执行、监督相互

制约又相互协调的工作机制。 

(四）管理能力。具有满足项目管理要求的相对稳定、结构合理且素质较高的专业化管理队伍；在相关

科技领域具备较强的项目管理能力、组织协调能力及丰富的项目管理经验；熟悉国家有关财政科研经费

管理和财政预算管理规定，建有规范的项目经费管理程序，具备对科研项目经费预算全过程管理和监督

的能力。 

(五）管理条件。具有稳定的办公场所和较完备的办公系统，能够依据有关管理规定和技术要求，通过

国家科技管理信息系统开展项目管理。定期对管理人员进行专业化培训。 

(六）社会信誉。科技管理表现良好，运作规范，无违纪违法等不良记录。 

第十八条 根据专业机构的申请标准，符合条件的科研管理类事业单位经相关部门推荐，向部际联席会

议办公室提出申请，提交《中央财政科技计划（专项、基金等）项目管理专业机构申请书》等申请材

料。符合条件的社会化科技服务机构也可以提出申请。 

第十九条 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对申请单位的材料进行审查后，组织专家进行咨询论证。通过审查和论

证的申请单位，经部际联席会议审议后，纳入专业机构备选目录清单。 

第四章 专业机构的改建与任务委托 

第二十条 备选目录清单中的专业机构按照要求，及时启动各项改建工作。到2017年底，专业机构剥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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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项目管理无关业务，全面完成改建任务，具有完善的法人治理结构、健全的机构设置、完善的规

章制度、高素质的科研管理团队和相关领域专业化项目管理能力等。 

第二十一条 对专业机构提交的项目管理任务申请，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结合任务特点和管理要求，

从专业机构的项目管理能力、管理业绩、任务饱和程度、工作延续性以及管理工作方案可行性等方

面，择优推荐拟承担管理任务的专业机构，并提交部际联席会议专题会议审议。 

第二十二条 经部际联席会议专题会议审议后，科技部代表部际联席会议与专业机构签订任务委托协

议书，明确相关职责、权利和义务。 

第五章 专业机构的运行规范 

第二十三条 专业机构按照《关于改革过渡期国家重点研发计划组织管理有关事项的通知》等各类科

技计划〔专项、基金等）的相关规定、办法开展项目管理。 

第二十四条 专业机构通过统一的国家科技管理信息系统受理各方面提出的项目申请，组织项目评

审、立项、过程管理和结题验收等。 

第二十五条 专业机构选取、使用专家，应根据国家科技项目评审专家选取和使用相关要求执行。 

第二十六条 专业机构实行年度报告和重大事项报告制度。每年12月底前按要求报送年度工作报告，

主要包括机构运行、履职尽责、项目管理情况以及所管理项目实施效果的监督检查结果等。专业机

构发生法人代表变更或机构合并、重组、撤销等重大事项，应及时报告。 

第二十七条 专业机构按照国家科技报告制度相关要求，组织、督促项目承担单位按规定提交科技报

告，并将其科技报告提交和共享情况作为后续支持的重要依据。 

第二十八条 专业机构实行信息公开制度。在项目管理过程中，除涉密或另有规定外，应公开项目管

理负责人、管理人员、项目评审流程、评审专家、立项信息、资金安排、验收及监督评估结果等，

接受社会监督。 

第二十九条 专业机构建立人员管理制度。可设置流动岗位，选用高水平专家参与项目管理。加强与

社会化科技服务机构、社会团体的合作。定期组织对相关人员的能力培训，建立高水平的专业化项

目管理团队。 

第三十条 专业机构人员在开展项目管理过程中，要严格遵照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及相关制度要求，

严禁以下行为： 

(一）承担或参加国家科技计划（专项、基金等）项目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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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作为专家参与国家科技计划（专项、基金等）项目评审、验收工作并领取报酬和各种费用； 

(三）参与国家科技计划（专项、基金等）项目研究论文、著作、专利等署名，作为国家科技奖励的候

选人参与评奖； 

(四）索取或者接受项目承担单位的宴请、礼品、礼金、购物卡、有价证券、支付凭证、旅游和娱乐健

身活动； 

(五）在国家科技计划（专项、基金等）项目承担单位兼职，并领取报酬； 

(六）受利益相关方请托向评审专家输送利益，干预国家科技计划（专项、基金等）项目评审或向评审

专家施加倾向性影响； 

(七）泄漏管理过程中需保密的专家名单、专家意见、评审结论和立项安排等相关信息； 

(八）索取、接受或者以借为名占用项目管理对象以及其他与行使职权有关系的单位或者个人的财物。 

第六章 专业机构的保密管理 

第三十一条 专业机构在项目管理中的保密工作接受国家科学技术保密办公室的指导、监督。相关部门

和专业机构按权限确定、调整保密事项，以及涉密项目的密级和保密期限。 

第三十二条 专业机构严格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守国家秘密法》、《科学技术保密规定》等国家保

密法律法规，负责所承担管理任务的保密工作。 

第三十三条 专业机构实行保密管理责任人制度。建立层次清晰、职责明确的保密工作责任体系，确保

项目管理保密工作责任落实到人；坚持先审后用的用人机制，保证涉密岗位工作人员政治可靠、业务素

质好，熟知国家保密法律法规及有关规章制度。涉密工作人员离岗离职时，应按要求办理文件移交手

续。任何个人不得私自保存或者销毁秘密文件资料。 

第三十四条 专业机构管理涉密项目要严格按照国家科学技术保密要求的程序和标准进行，评审时要与

相关评审专家签订保密责任书；举办会议或者其他活动时要釆取相应的保密措施；签署任务书时要与项

目责任主体签订保密协议书；年度工作报告中应单独说明项目保密情况；验收时应将项目保密工作列为

验收内容。 

第三十五条 相关部门授权专业机构使用、保管的涉密文件、资料，未经该部门批准，不得提供给其他

单位和个人。其他单位向专业机构借阅、索取或抄录秘密文件资料时，应出具正式公函，并按程序报

批。 

第三十六条 专业机构利用广播、电影、电视、网络以及公开发行的报刊、书籍、图文资料和音像制品

对机构自身或所管理的任务进行宣传时，不得涉及保密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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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十七条 专业机构发现泄密或者可能发生泄密的，应立即釆取补救措施，并按规定及时向保密行

政管理部门和上级主管部门报告。 

第三十八条 专业机构应加强保密宣传、教育和培训工作。对相关工作人员组织开展经常性的保密宣

传教育，定期进行保密形势、保密法律法规、保密技术防范等方面的教育培训。 

第七章专业机构的档案管理 

第三十九条 专业机构在承担管理任务期间，负责相关项目的档案管理工作，按照集中统一管理的原

则，建立完善项目管理档案制度，对项目管理进行全程完整记录，保留相关会议纪要等文件资料。

项目管理档案应当完整、真实、准确、安全，归档留存时间不少于10年。 

第四十条 专业机构要建立层次清晰、职责明确的档案管理责任体系，确保档案管理工作责任落实到

人。相关工作人员在工作调离时，须交清应归档的文件材料或借阅的档案，不得擅自留存或处理。 

第四十一条 专业机构在项目组织实施过程中，应按国家有关规定和标准规范，形成、收集、整理各

种形式和载体的档案，相关人员不得拒绝归档或者据为己有。 

第四十二条 专业机构在其所承担的管理任务验收后，应按规定对相关档案进行统一保管。 

第四十三条 专业机构应按照档案数字化建设要求，积极开展档案数字化建设，逐步实现档案的全数

字化管理，提高档案现代化管理水平。 

第八章 专业机构的监督和评估 

第四十四条 按照《中央财政科技计划（专项、基金等)监督工作暂行规定》等政策文件，对专业机构

开展监督工作。监督和评估主要釆取日常检查、专项检查、专项审计以及绩效评估评价等方式。在

监督评估的基础上，部际联席会议对专业机构备选目录清单进行调整，建立有进有出的动态调整机

制。 

日常检查重点是对专业机构项目管理情况进行监管。任务委托方应与专业机构定期召开例会，专业

机构应定期向任务委托方提交工作报告。 

专项检查重点是对专业机构法人责任落实情况、内部控制机制和管理制度的建设及执行情况、执行

国家有关财经法规情况，以及项目管理的科学性和规范性进行检查。 

专项审计重点是对专业机构管理经费使用的合法性、合规性和合理性，经费拨付的及时性，以及内

部管理有效性等进行审计。一般委托具备相应能力和条件的机构开展。 

绩效评估评价重点是对专业机构履职尽责情况及其负责管理的项目实施绩效进行评估评价。一般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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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公开竞争等方式择优委托第三方机构开展。 

第四十五条 根据有关规定，向社会公开专业机构年度工作报告、监督评估结果及其应用情况，接受社

会监督。 

第四十六条 专业机构违反相关管理规定，在管理工作中存在弄虚作假、管理混乱或发生重大事项未及

时报告等，影响管理工作正常开展的，对其提出整改意见和整改期限并监督其整改。 

第四十七条 建立问责机制和责任倒查机制。专业机构工作人员在项目管理中存在严重失职、渎职、滥

用职权的，追究相关责任；涉嫌违法的，移交司法机关处理。 

第四十八条 对经整改后仍未达到要求的，或因重大管理过失造成严重损失的，或存在泄漏国家秘密、

设租寻租、徇私舞弊、滥用职权等行为产生恶劣影响的，经部际联席会议审议后，取消其项目管理资

格。 

第四十九条 建立专业机构信用制度，将专业机构的监督评估情况纳入科研信用体系，及时、客观记录

专业机构的严重失信行为，建立健全守信激励和失信惩戒机制。 

专业机构的信用等级和监督评估结果作为专业机构遴选和动态调整的重要依据。同等条件下，信用等级

高、评估结果好的专业机构优先承担管理任务，对于连续实施的专项任务，可定向委托此类机构继续承

担管理工作。 

第五十条 专业机构合并重组或更名后，根据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评估意见履行相关程序；不再作为独

立法人单位存在或不具备项目管理条件的，经部际联席会议审议后，取消其项目管理资格。 

第五十一条 被取消项目管理资格的专业机构应按规定向重新确定的专业机构移交项目管理工作。 

第九章 附则 

第五十二条 本规定由科技部负责解释。 

第五十三条 本规定自发布之日起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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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间接费用政策解读    

 ※唐福杰，郭蕾等 NSFC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项目资金管理办

法》（以下简称“《资金管理办法》”）由财政部

和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以下简称“基金

委”）联合修订颁布，自2015 年4 月15 日正式

实施。在《国务院关于改进加强中央财政科研项

目和资金管理的若干意见》发布之后，该办法成

为科技政策第一个“由天落地”的管理办法。 

     《资金管理办法》贯彻党中央、国务院关于

科技体制改革的重大决策，进行了一系列重大管

理变革。该办法第八条规定“项目资金分为直接

费用和间接费用”，首次设立“间接费用”开支科

目，明确实施间接成本补偿机制，开启了国家自

然科学基金（以下简称“科学基金”）项目资金管

理改革的序幕。科学基金间接费用约占总经费的

20%，首批间接费用在2016 年2 月按照依托单

位（全称“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依托单位”，指经国

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审核，具有科学基金管理

资格并予以注册的单位，科研人员需通过依托单

位申请和承担科学基金项目）集中进行核定、批

准和拨付。 

 间接费用核定范围 

       根据不同的分类方法，科学基金项目可以划

分为不同的类型。按照财政预算类别不同，可以

分为“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和“国家杰出青年

基金项目”；按照资助方向目的不同，可以分为

“研究项目”“人才项目”和“环境条件项目”；按照

项目资金使用特点不同，可以分为“研究类项目”

和“非研究类项目”。科学基金对于研究类项目予

以核定间接费用，对于非研究类项目不予核定间

接费用。  

间接费用核定方法 

       对于予以核定间接费用的研究类项目，科学

基金分类采用两种核定方法：一是比例法，二是

固定额度法。其中，比例法是指对于一般研究类

项目，按照《资金管理办法》第十一条的有关规

定，在直接费用扣除设备购置费后的基础上，运

用分段超额累退比例计算核定间接费用。具体的

比例为：项目直接费用扣除设备购置费后，金额

在500 万元及以下部分为20%，金额为500万元

以上至1000 万元的部分为13%，金额超过1000 

万元的部分为10%。固定额度法是指对于固定资

助强度的研究类项目，按照固定额度核定间接费

用。 

       需要注意的是：第一，无论是比例法，还是

固定额度法，间接费用中的绩效支出都按照直接

费用扣除设备购置费后的5%核定；第二，间接

费用核定要与依托单位信用等级挂钩，不同信用

等级的依托单位，间接费用核定有所区别。 

间接费用批准拨付 

       间接费用实行与直接费用“分开批准、分别

拨付”的方式。项目申请人（或项目负责人）在

项目申请和提交项目计划书时，只需对项目直接

费用编列预算。项目立项时，只批准资助项目的

直接费用金额，间接费用由基金委单独统一核定

和批准。具体来说，每年1 月1 日以后，基金委

以各依托单位上一年度（1 月1 日—12 月31 

日）获得资助项目的直接费用金额为基础，结合

依托单位的信用等级情况，运用上述两种间接费

用核定方法，统一进行核定汇总，按年度、依托

单位进行间接费用资助审批，下发间接费用批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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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知。 

      在拨付时，间接费用按照项目执行期，分年度平

均拨款、每年上半年集中拨付当年应拨付的间接费

用。间接费用与直接费用分开拨付，单独拨到各依托

单位。如果项目状态发生变更，间接费用拨付也要进

行相应调整。其中，项目依托单位变更的，已拨付间

接费用留在原单位，未拨付间接费用拨至新单位；项

目缓拨的，间接费用同时缓拨；项目终止的，未拨付

间接费用停拨；项目撤销的，未拨付间接费用停拨，

已拨付间接费用收回。  

间接费用支出管理  

        根据《资金管理办法》第十条关于间接费用支

出范围的相关规定，间接费用是指依托单位在组织实

施项目过程中发生的无法在直接费用中列支的相关费

用，主要用于补偿依托单位为了项目研究提供的现有

仪器设备及房屋，水、电、气、暖消耗，有关管理费

用以及绩效支出等。其中，绩效支出是指依托单位为

了提高科研工作的绩效安排的相关支出，并且要求绩

效支出不得超过直接费用扣除设备购置费后的5%。  

       间接费用由依托单位统一管理使用。各依托单位

需要结合自身实际制定间接费用管理办法，合规合理

使用间接费用，结合一线科研人员的实绩，公开、公

正安排绩效支出，体现科研人员价值，充分发挥绩效

支出的激励作用。实施间接费用政策以后，各依托单

位不得在核定的间接费用以外，再以任何名义在项目

直接费用中提取、列支相关费用。 

对科研人员和依托单位的影响  

      与原《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资助经费管理办

法》中的“管理费”相比，间接费用在开支比例、开支

范围和批准拨付等方面有较大的变化，主要是提高了

开支比例，扩大并更加明确了开支范围。同时，允许

开支一定比例（5%）的绩效支出，用于提高科研工

作的绩效，激发科研人员的创新热情。在批准拨付方

面，间接费用与原管理费完全不同。间接费用实行与

直接费用“分开批准、分别拨付”的方式，由基金委按

年度单独核定批准、集中拨付到各依托单位，由依托

单位统一管理使用。  

      实行间接费用政策以后，依托单位的间接成本能

更好的得到补偿，从而为依托单位在科学基金管理中

更好履行主体责任提供条件保障。与此同时，依托单

位要按规定制定本单位的间接费用管理办法，结合科

研实际，公开、公正安排绩效支出，为项目研究工作

提供有力保障。广大科研人员在科学基金直接费用和

间接费用的支持下，能够更好的开展科学研究与探

索。间接费用将促使依托单位为科研人员开展科学研

究提供基础保障和管理服务，绩效支出对科研人员的

智力劳动予以奖励和认可，可以更好激发广大科研人

员的创新创造热情。  

      科学基金作为中央财政科技计划（专项、基金

等）管理改革整合后的五类科技计划（专项、基金

等）之首，肩负着聚焦基础研究和科学前沿，注重交

叉学科，培养优秀科研人才和团队，增强源头创新能

力，向国家重点研究领域输送创新知识和人才团队的

重任。《资金管理办法》的修订发布，以及包括间接

费用在内的一系列项目资金管理改革措施的实施，必

将为科学基金更好的支持基础研究，为广大科学家自

由开展科学研究探索，进而为提高我国科技创新能

力、实现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提供保障，并更好地助力

我国科技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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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个《自然》子刊将于2017年上线    

 ※Nature  

       《自然》系列期刊将于2017年1月新增五个

子刊： Nature Astronomy （《自然-天文

学》）、Nature Biomedical Engineering 

（《自然-生物医学工程》）、Nature Ecology 

& Evolution （《自然-生态学与进化》）、

Nature Human Behaviour （《自然-人类行

为》）和Nature Reviews Chemistry （《自然

综述-化学》）。这五种新刊将于2016年4月开

始接受投稿。 

       这些新刊将进一步扩大《自然》期刊系列，

以服务于快速增加的科研群体，尤其是从事多学

科研究，以及通过研究来解决最紧迫的社会挑战

的科研人员。新刊的推出旨在响应科研人员的多

种需求，为上述各个领域都带来一个满足不同科

研群体需要的高影响力期刊。  

       《自然-天文学》作为《自然》系列期刊中

最新增加的自然科学类子刊，以及该领域的一个

多学科期刊，将展现和推动所有与天文学有关的

关键学科之间的密切互动交流。该刊将发表天文

学、天体物理学和行星科学前沿研究领域的最重

要科研成果，以及综述和评论。 

       《自然-生物医学工程》将面向在实验室从

事研究，以了解或抗击各种疾病的科研人员、临

床医生和工程师。该刊横跨生命科学、自然科学

和工程学，涵盖材料、治疗方法和器材等领域，

旨在理解、诊断或改善各种临床和卫生背景下的

人类健康问题。 

 《自然-生态学与进化》将吸引研究过去、现在

和未来所呈现的各种生物多样性的科学家和实践

者。该刊涵盖从分子直至生态系统等进化和生态

学方面的基础研究，以及在生态保护、行为和医

学等领域的应用研究。 

       《自然-人类行为》将以社会科学和自然科

学研究为其核心内容，通过提供一个多学科的平

台，来满足科研人员在高影响力的期刊上展示其

研究成果的需要，并为之带来更多的读者。该刊

所专注的话题贯穿了行为科学研究，这包括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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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记忆与学习、报偿与决策、情绪、语言与沟通、

社会认知与行为、信仰体系与文化等研究。该刊还致

力于扩大行为科学研究的覆盖范围和影响力，以有助

于直接应对最紧迫的社会挑战，并将运用《自然-气

候变化》和《自然-能源》两刊所确立的交叉学科的

方法。 

       《自然综述-化学》作为《自然综述》系列中第

二个自然科学类期刊，将延续《自然-化学》所取得

的成功，并继续采用该系列期刊标志性的办刊原则，

即权威性、高质量的内容和非同一般的编辑标准。该

刊将发表综述、观点，以及要闻与评论等内容，话题

覆盖广泛的理论化学和应用化学领域。对于专家及新

接触这一核心学科并想寻求入门知识的人士而言，该

刊将会帮助他们对此有深入的了解。 

       除了原创研究之外，《自然-天文学》、《自然-

生物医学工程》、《自然-生态学与进化》和《自然-

人类行为》还将发表评论、综述文章、新闻和观点及

编读往来等内容，涵盖不同研究群体所感兴趣的话

题。 

       与其他冠名《自然》的期刊一样，这五种新刊都

各自配备了专业的编辑团队，以确保公平严格的同行

评议流程、高水平的编辑和制作，以及发表速度和编

辑独立性。 

       这五种新刊将与其它三十九个冠名《自然》的订

阅型、纯在线期刊一起，在同一平台nature.com上

出版。该平台上的期刊还包括排名最高的多学科类开

放获取期刊Nature Communications（《自然-通

讯》）。去年，发表在nature.com上的内容已有超

过60%采用了开放获取形式，供读者免费获取。 

       “《自然》有悠久的服务于生态学和进化，以及

天文学研究群体的历史。”《自然》系列期刊出版总

监詹姆斯•布彻（James Butcher）说。“《自然》

1869年创刊号的第一篇文章就是托马斯•亨利•赫胥

黎（Thomas Henry Huxley）撰写的有关人类与自

然关系的文章，1995年《自然》上的一篇论文揭示

了人类首次发现太阳系外环绕一颗主序星的行星。随

着科研数量的增加，我们相信目前是推出高影响力的

期刊，来展示这些领域最佳科研成果的合适时机。” 

       “我们经常收到科研人员的请求，要我们推出刊

物服务其所在的科研群体。”布彻说。“生物医学工程

和人类行为研究是两个快速发展的领域，并有重要的

社会意义。我们希望这些领域的科研人员能考虑将其

最好的研究投给这两个新的《自然》子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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细胞内蛋白降解的控制 

Nature 531 (2016年3月31日) 

真核生物的细胞内蛋白降解在很大程度上是由 “cullin–RING 泛素连接酶”(CRLs)控制的。这些酶和

它们基质的结构差别很大，但都是由一个复合物、即 “COP9信号小体” (CSN)调控的。 是什么使

CSN成为各种不同CRL的一个主调控因子的？Nicolas Thomä及同事发表了CSN–CRL4复合物的生

物化学数据和低温电镜图像，显示存在一个诱导产生的适应性机制(induced-fit mechanism)，该机

制只在存在一个没有与某一基质相结合的、被催化激活的CRL的情况下才会激活CSN。作者识别出

了独特的CSN–CRL连接和特异性不是很强的CSN–CRL连接。 

Article doi: 10.1038/nature17416  

南极洲冰层对海平面上升的贡献 

Nature 531 (2016年3月31日) 

本期Nature的封面图片所示为2016年1月9日西南极 “思韦茨冰川” (Thwaites Glacier) 端部的冰崖

的一幅由 “Landsat 8”卫星拍摄的自然色拼接图。Robert DeConto 和 David Pollard采用一个新改

进的、 按“上新世”和 “末次间冰期”的海平面估计值做了校准的数值冰层模型，来预测今后五个世纪

南极洲由一系列不同的温室气体情景所驱动的演变。该模拟显示，南极洲冰层对海平面上升的贡献

潜力是在从几乎没有贡献到在2100年之前贡献超过一米、在2500年之前贡献超过15米之间。令人

吃惊的高端估计值来自不减少的温室气体排放量和以前估计不足的两个机制：由表面融水造成的冰

裂和大冰崖的坍塌。低端估计值表明，通过采取强有力的措施控制气候变化，能够极大减小人类社

会受海平面上升影响的风险。封面图片：Knut Christianson利用从美国地质调查局获得的数据制

作。 

Article doi: 10.1038/nature17145 

遗忘记忆的恢复 

Nature 531 (2016年3月24日) 

海马体在情节记忆 (这种记忆在阿尔茨海默氏症早期最先丢失)的编码、巩固和提取中起关键作用。

这项研究通过关于早期阿尔茨海默氏症的转基因小鼠模型显示，失忆是由于记忆提取方面而不是记

忆编码方面的一个缺陷而产生的。重要的是，“忘记的”记忆可以通过海马体齿状回印迹细胞的直接

激发被恢复，失忆与齿状回印迹细胞树突棘密度的渐进性降低相关联。作者提出，齿状回印迹细胞

和它们的树突棘密度的选择性挽救，也许能够导致在早期阿尔茨海默氏症中恢复失去记忆的新治疗

方案的问世。 

Letter doi: 10.1038/nature17172  

News & Views doi: 10.1038/nature173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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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强T-细胞抗肿瘤活性的方法 

Nature 531 (2016年3月31日) 

这项研究报告了通过T-细胞胆固醇代谢的调制进行癌症免疫治疗的一种新方法。Chenqi Xu及同事显示，通过基

因切除或通过 “acetyl-CoA acetyltransferase 1” (ACAT1) 和ACAT2的药理抑制使小鼠细胞胆固醇酯化反应通

道受到抑制，会增加小鼠的质膜胆固醇水平、以及T-细胞受体聚集和信号传导，显著增强CD8+ T-细胞的抗肿瘤

反应。为了验证ACAT1作为癌症免疫治疗的一个药物目标的潜力，作者用 “阿伐麦布” (avasimibe, 一种ACAT抑

制剂，曾被用来在临床试验中治疗动脉粥样硬化)对患黑素瘤的小鼠进行治疗。他们观察到一个抗肿瘤效应，而

且还发现“阿伐麦布”与一种抗PD-1抗体联合使用比单独使用其中任何一种都更有效。 

Letter doi: 10.1038/nature17412 

News & Views doi: 10.1038/nature17310 

偶极子-偶极子相互作用 

Nature 531 (2016年3月31日) 

跨越几个发色团的激子耦合在很多能量转移和光学过程中都极为重要。这种耦合仅仅通过考虑分子间相干偶极子

-偶极子相互作用就可以理解，但在复杂系统中要做到这一点却有挑战性；而且，这样的相互作用无法通过传统

光学手段直接观察。现在Zhen-Chao Dong及同事显示，由来自一台扫描隧道显微镜尖端的电子隧道效应引起

的高度局域化的激发所诱导的发光，可被用来描绘以明确方式排列的少数几个锌-酞菁分子中的激子耦合的空间

分布，以及用来描绘它是怎样依赖于单个分子的跃迁偶极子(transition dipole)的相对取向和相对相位的。该方

法预计将会为了解光捕获结构和分子光源提供详细信息。 

Letter doi: 10.1038/nature17428 

News & Views doi: 10.1038/531587a 

树木对气候变暖的适应怎样限制CO2输出 

Nature 531 (2016年3月31日) 

一个不断变暖的世界中植物呼吸的增加，预计可能会通过向大气中释放更多的CO2而进一步加快变暖，但植物长

期适应高温的程度却没有得到很好量化。Peter Reich等人测定了在森林条件下十个北美树种的叶子呼吸对五年

长的一段时间的气候变暖(变暖幅度为3.4 °C)的适应情况。他们发现，这种适应将对非适应树种所预期的叶子呼

吸增加量的80%消除了。这个结果表明，陆地植物由气候变暖造成的呼吸速度的加快(和与之相关的大气中CO2

浓度的增加)可能没有所预测的那么大。 

Letter doi: 10.1038/nature171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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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cience》本月要闻摘录 

 ※科学中国  

项新的研究确认了脑中与利他行为相关的神经指

纹，脑中神经网络的取向或能决定一个人的自私

或利他行为取向。在心理学中，动机被认为是人

类行为的驱动力，但要辨识它们可能颇为困难。

确定脑中与某些动机相关的神经网络可为窥探某

人的思想提供一个有趣的视窗。因此，Grit Hein

和同事希望在2种不同动机情景下发现人脑中的结

构差异。首先，志愿者们被分成两组，第一组中

的 志 愿 者 会 看 到 一 名 伙 伴 受 到 电 击（同 理 心

组），而在第二组中，伙伴会牺牲自己的钱来保

护志愿者免于受到一次痛苦的电击。在每一组中

会有一位第三控制者在场。与中立的另外一组相

比（两组间没有差异），这两组的志愿者后来都

更愿意为了伙伴而放弃钱。因此，两组有着不同

的动机，但却从事了相同的利他行为。研究人员

对在该第二种场景时的志愿者脑结构进行了研

究，他们发现了与利他行为相关脑区内的不同模

式。应用一种分类算法，脑连接性的个体模式可

被用来检测利他行为的具体动机——同理心或回

报心。例如，由同理心驱动的利他行为在前脑岛

（AI）和腹侧纹状体（VS）间会显示略微负面的

连接性，而回报心驱动的利他行为则会在这些区

域间显示强的正面连接性。这些志愿者接着会根

据他们的利他行为程度被分至两个组内。"自

私"者可被表征为在前扣带皮层和AI之间有着低度

或负面的连接性，而那些主要为亲社会者则会在

这些区域间展示正面连接性。在自私者组内诱发

同理心驱动的利他行为可致使其连接性更类似于

亲社会者的连接性。由Sebastian Gluth 和 Laura 

Fontanesi 撰写的一篇《视角》提出了更多的相

关背景。 

Article #12: "The brain's functional network 

architecture reveals human motives," 

>>神经连接性决定了利他行为 

研究人员已经研制出了一种人造皮肤，它能伸

展、感测压力并发光，其所表现出的是一种在某

些如章鱼等头足类动物皮肤中所见的多功能水

平。这样一种人造皮肤可被用于会改变形状和颜

色显示的软性电子器件和机器人。由Chris Lar-

son和同事所设计的这一关键性研发产品是一种

使用2个埋置在硅胶基质中的离子水凝胶电极的

超弹性发光电容器（HLEC）。为了能显示不同的

颜色，该基质含有掺杂有各种过渡金属的硫化

锌；这些过渡金属可在通电时发射不同波长的

光。例如，在有铜时可产生蓝光，有镁时则可产

生黄光。对该材料弹性的测试揭示，其表面积可

延展约500%，这时外部连线才会与水凝胶电极

脱离接触。由于电容器是以一种板状构造陈列

的，因此它们还能充当可探测因压力和拉伸所致

变形的驱动传感器。研究人员用该材料制造了一

个3腔室机器人，它的顶层有该新近研发的"皮

肤"层，而其下方的可充气层则允许其活动。随着

这些腔室的线性扩张，该机器人会像蠕虫样扭动

地向前移动。根据期望的结果，作者们提出了几

种不同的基于这一技术进行建造的方法；例如或

能通过使用不同类型的多聚物来达到更好的视觉

分辨率。 

Article #11:"Highly stretchable electrolumi-

nescent skin for optical signaling and tactile 

sensing," 

>>"章鱼样"皮肤能伸展、感测及发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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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ouglas McCauley等人在本期的《政策论坛》

中强调，船舶自动识别系统（AIS）对提供有用的

海事数据及给国际海事政策提供资讯有着很大的

潜力，但这一技术在使用上的不一致以及用户对

数据的篡改问题必须得到解决。海洋仍然是地球

上受到观测最少的区域之一，但近来有众多的国

家和组织正在利用AIS之力来填补海洋观测方面的

空白。AIS转达器可公开播放有关某条船的标识、

位置和路线等信息。它可对例如监测海洋保护区

（MPA）等方面提供有价值的数据。这类应用最

近对渔民如何回应关闭基里巴斯凤凰岛保护区的

MPA有所阐释。作者们强调了AIS数据的众多其

它用途。某些国家强制规定船只须带有AIS转达

器。然而，AIS的两大弱点仍然存在：只有一小部

分的船只目前被要求带有AIS，某些带有AIS的船

会通过关掉转达器、伪造位置数据、或传送不正

确的识别数据来作假。作者们指出，数据分析师

可在校正AIS违规行为上扮演重要的角色。新研发

的算法可处理来自数千艘船的数据，并会在AIS在

海上被关闭时标示出这些事件。其它"防欺骗"算

法使用诊断性行为来确定不实表述船只的真实目

的。最后，作者们呼吁IMO成员国和区域性渔业

管理组织开始强制性地正确使用AIS，他们指出，

在船上安装AIS单元但却不正确使用的行为不能被

视作合法依规。 

Article #1: "Ending hide and seek at sea," 

>>利用新技术和政策来改善海洋观测 

据Sheng-hong Chen和同事的一项新的研究披

露，时机未必决定一切，但时机对理解为什么像

放疗等抗癌治疗会对癌细胞产生不同结果则颇为

重要。研究人员得出结论：癌细胞会做出不同的

反应，这取决于它们在治疗时所处的状态。他们

在研究中对针对人类乳腺癌细胞的放疗进行了测

试，在这些癌细胞中，致癌基因MDMX的活性受

到了抑制。这种基因常常在诸如黑色素瘤、骨肉

瘤及乳腺癌和结肠直肠癌等癌症中被过度表达，

它会阻断肿瘤抑制蛋白（如p53）的活性。Chen

和 同 事 注 意 到，用 小 干 扰 RNA 处 理 以 耗 尽 其

MDMX的癌细胞会在治疗1天后出现初期p53水

平的大幅增加，并接着在之后出现较小幅度的摆

动性增加。以这些细胞为目标的放疗会有不同的

影响，取决于放疗是在这些周期的什么时候给予

的。当放疗在产生p53的早期高峰时给予，它会

杀死95%的癌细胞。相反，如果放疗是在接下来

的p53摆动性产生时进行的，癌细胞则实际上会

得到保护而不受放疗对DNA的损害性影响，而组

合治疗所杀死的癌细胞会少于20%。 

Article #15:"Schedule-dependent interaction 

between anticancer treatments," 

>>把握治疗癌细胞的时机 

大气中的甲烷浓度自工业时代刚出现时就一直在

稳步增加，但在1999年至2006年间却出现了例

外，因为那时甲烷浓度处于神秘的平稳状态。一

项新的研究提示，该平稳状态是工业产出下降的

结果，而其结束是因为生物源性（如农业活动）

甲烷产生的增加。甲烷是一种强力的温室气体，

而其浓度的增加会影响大气化学、臭氧产生及水

蒸汽循环。自前工业化时期以来，大气甲烷浓度

已经增加了几乎3倍，然而研究人员仍然对1999

年 -2006 年 间 甲 烷 增 加 趋 势 走 平 感 到 困 惑。

Hinrich Schaefer等人通过用采自冰芯、存档空

气及全球监测站网络的碳同位素数据对过去35年

的全球甲烷来源的历史进行重建。应用这些数据

进行多种不同的模拟运行，作者们发现对甲烷趋

势开始走平的最佳解释是产热性排放（其中包括

使用化石性燃料所致的排放）减少以及天然甲烷

汇储藏能力可能增加；至于该平稳状态的结束及

甲烷浓度增加恢复或能归因于生物源性甲烷的增

加。尽管无法确定甲烷增加确切的生物来源，但

作者们提出，基于甲烷来源的分布，农业活动或

是一个关键的促成因子。 

Article #21:"A 21st century shift from fossil-

>>环绕甲烷稳定态的谜团得到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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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人员已经发现了一类只用2种酶就能分解塑

胶的细菌。聚对苯二甲酸乙二酯--或PET是用于

制造塑胶的一种多聚物，它有很强的抵抗生物降

解的能力。全世界仅在2013年就生产了约5600

万吨的PET，而在全球各地， PET在生态系统中

的积累问题正变得日益严重。到目前为止，能分

解PET的真菌种类十分稀少。Yoshida等人为此收

集了250个PET碎片样本，并对其进行筛检，寻找

以PET膜作为主要碳来源从而得以生长的候选细

菌。他 们 发 现 了 一 种 新 型 细菌 并 将 其 命 名 为

Ideonella sakaiensis  201-F6，在30度的温度

时，这种细菌几乎能在6周后完全降解PET薄膜。

进一步的研究发现了一种叫做ISF6_4831的酶，

它能与水一起令PET降解成一种中间产物，后者

接着会被第二种叫做 ISF6_0224的酶进一步降

解。仅这两种酶就能将PET分解成其更简单的构

件。值得注意的是，与最相近的其它细菌的已知

酶相比，这些酶的功能似乎极为独特。由Uwe 

Bornscheuer撰写的一篇《视角》文章更为详细

地描述了这些发现。 

Article #14:"A bacterium that degrades and 

assimilates poly(ethylene terephthalate)," 

>>吃塑胶的细菌的降解活动 

据新视野太空使命专题报告中的5项新的研究结果

报道，冥王星的表面呈现了形形色色的风貌。该

矮行星与其大卫星——冥卫一（Charon）的相异

性要多过相似性。更重要的是，本研究集揭示，

冥王星会改变其在太空中的环境-即它会与其周围

的太阳风等离子体和高能粒子相互作用。这些结

果为冥王星的许多进一步的深化研究铺设了道

路。   

美国航空航天局（NASA）的新视野太空使命继

续在下载其2015年7月14日历史性飞越时采自冥

王星和其卫星——冥卫一的信息。当这些数据到

达地球时，科学家们对其进行了处理和研究。在

此论文集5篇文章的第一篇中，Jeffrey Moore等

对冥王星和冥卫一的各种各样地质特征中的某些

进行了首次描述。他们报告了在冥王星的板块构

造、冰川流动、大型水冰块传输及宽阔土丘的证

据——这些可能都是冰火山的结果。有关地形变

异的数据提示，该矮行星的表面因诸如侵蚀等过

程而频繁地改造，表明在过去的几亿年中其内部

存在着活跃的地貌改变过程。这样的过程最近在

冥卫一上则不这样活跃，冥卫一被分成崎岖的北

部和平坦的南部，其标志是较老的陨石坑和槽

谷——与冥王星形成了对照。 

在第二项研究中，Will Grundy等分析了冥王星和

冥卫一结冰表面的颜色和化学组成。他们报告

说，这些主宰着冥王星表面的不稳定性冰包括了

水冰和固态氮，它们是以一种复杂方式分布的，

这是在不同的季节性和地质时间尺度中作用于表

面的地貌变化过程的结果。该研究提出，区域广

阔的被称作索林（tholins）的红褐色分子积聚在

冥王星的某些地方。在第三项研究中，G. Glad-

stone等人对冥王星的大气进行了研究，该大气比

预期的更冷和紧凑并含有无数广延的薄雾层。在

第四项研究中，Harold Weaver等对冥王星较小

的卫星冥卫二（Nix）、冥卫三（Hydra）、冥卫

四（Kerberos）和冥卫五（Styx）进行了研究，

它们呈不规则形状，它们旋转快速并有着光亮的

表面。最后，Fran Bagenal等人报告了冥王星是

如何改变其表面环境的，其中包括它与太阳风的

相互作用以及在该系统中缺乏尘埃。总之，这些

来自飞越冥王星的结果为科学家们更好地理解行

星演化过程做了准备。 

Article #9: "The atmosphere of Pluto as ob-

served by New Horizons,"  

>>5篇论文提供了来自飞越冥王星的新数据 

fuel to biogenic methane emissions indicated 

by 13CH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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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小鼠中的一项新的研究提示，在怀孕期间，母

体的微生物组会影响其后代的免疫系统。尽管已

知新生儿的肠道微生物群会影响其自身的免疫系

统，但母体微生物群对其后代的影响则大体上未

被探索。Mercedes Gomez de Agüero等人在此

用被设计成不会持久的大肠杆菌来感染怀孕小鼠

的肠道，这会让母鼠在分娩时又变成无菌状态。

这一母体中大肠杆菌的短暂定植对其后代的免疫

系统造成了影响，当其后代出生后，其后代肠道

中含有更多先天淋巴样细胞和单核细胞。当怀孕

小鼠被另外8种混合微生物短暂定植时，研究人员

也观察到了类似的结果。与对照组相比，对只在

母亲在怀孕期间肠道被细菌定植的后代所做的

RNA分析揭示，有众多基因被上调，包括那些会

影响细胞分裂和分化的基因，影响粘液和离子通

道的基因以及影响代谢和免疫功能的基因。通过

将定植怀孕小鼠的血清转移至非定植怀孕小鼠体

内，研究人员发现，母体的抗体可促进母体微生

物分子向其后代的传输和保存。本研究的结果为

围绕肠道微生物群对免疫功能影响的不断增加的

文献增加了又一意外的篇章。 

Article #15: "The maternal microbiota drives 

early  postnatal  innate  immune  develop-

ment,"  

>>母体的微生物会影响其后代的免疫系统 

Article #10: "The small satellites of Pluto as 

observed by New Horizons,"  

Article #11: "Pluto's interaction with its space 

environment: Solar wind, energetic Particles, 

and Dust,"   

Article  #12:  "Surface  compositions  across 

Pluto and Charon,"  

研究人员在小鼠脑中发现了一种酶，它在调控小

鼠一次连续进食量上起着某种关键作用；他们发

现删除这种酶会致使小鼠增加食物摄入量到变成

肥胖的程度。这些结果或暗示一种对人类肥胖症

的新型治疗标靶。肥胖症与无数疾病相关，然而

能得到的对严重超重的治疗手段则颇为缺乏。为

了对控制进食量及因而控制体重的脑部机制获取

更多的了解，Olof Lagerl?f和同事将其注意力转

向一个先前与肥胖症相关的通路。尤其是一种名

叫O型N-乙酰葡糖胺转移酶（OGT）会与胰岛素

相互作用，后者是一种在食物处理中发挥作用的

激素。当该研究团队将成熟小鼠脑神经元中的

OCT敲除时，它对脑部室旁核（PVN）区域的影

响尤其大，这对其体重产生了巨大影响：在3周

内，它们的脂肪组织量增加了3倍，而它们的瘦

体重则没有改变。在OGT被敲除时，小鼠的每日

摄食量会快速增加，并稳定在一个比对照小鼠高

两倍以上的水平。如果对食物的获取限制在与对

照小鼠相同的摄食量，缺乏OGT的小鼠会重新保

持正常体重。进一步的研究揭示，进食活动通常

会激活PVN中的表达OGT的神经元，但OGT的丧

失则会完全阻断这些神经元的激活，并会显著降

低它们放电的频率。相反，刺激表达OGT的PVN

神经元会在24小时内减少累计食物进食量。由

Gary Schwartz撰写的一篇《视角》更详细地讨

论了这些发现。 

Article #14: "The nutrient sensor OGT in PVN 

neurons regulates feeding," 

>>控制摄食并驱动肥胖的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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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相水热条件下二氧化钛和氟钛酸晶体在壳聚糖/聚乙烯醇共聚物基底上的生

长及原位转化 

在这个工作中，我们以富含氨基和羟基的壳聚

糖/聚乙烯醇共聚物为基底，在氢氟酸气相水热

（HF-VPH）条件下诱导钛化合物晶体的直接生

长和原位转化，整个过程包括四个不同的生长/

转化阶段。首先，六棱柱状的HTiOF3晶体在第

一阶段形成，随后在第二阶段转化为{001}晶面

暴露的锐钛矿相TiO2纳米片。有趣的是，所形

成的锐钛矿相TiO2纳米片在第三、四阶段分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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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项新的研究发现，最近对过量地下水储存的增

加或能帮助抵消多达15%的海平面上升。尽管陆

地蓄水能力已知是一个会影响海平面上升的重要

因素，但人们还未充分理解陆地蓄水影响的程

度。地块有多种蓄水方式，而一些人类诱发的变

化正在影响这一过程，其中包括抽取地下水、灌

溉、水库蓄水、湿地排水及森林砍伐等造成的直

接影响。为了更多了解陆地储水能力如何在近些

年中的改变，John Reager和同事分析了2002-

2014年的检测重力变化（它们因而成为蓄水变化

的基础）的卫星数据。他们将这一卫星数据与估

计的冰川质量损失相结合来决定陆地水储存对海

平面变化可能会有什么影响。他们的分析表明，

在这个时间框架中，气候的多变性使陆地蓄水增

加了约3万2000亿吨。作者们说，这一增加的部

分抵消了来自冰盖、冰川和地下水泵取所致的水

丧失，减缓了海平面上升速度达每年 0.71 ± 0.20 

毫米。尽管陆地水储存增加中的一小部分可直接

归因于人类活动（主要是水库充盈），但作者们

指出，气候是主要的驱动因素。陆地水储存的最

大改变与区域性气候驱动的降雨变化相关。 

Article #14:"A decade of sea level rise slowed 

by climate-driven hydrology,"  

>>研究指出，陆地蓄水帮助抵消了部分海平面上升 

本文构建了一种新型的自运载纳米纤维状前药体

系用于肿瘤的靶向治疗。在该纳米体系中，基于

精氨酸-甘氨酸-天冬氨酸（RGD）肽能够特异性

识别肿瘤细胞过度表达的整合素，我们将含RGD

序列的多肽与抗癌药物喜树碱（CPT）通过可水

解的酯键结合，实现抗癌药物对肿瘤细胞的靶向

治疗。该体系中疏水性十四酸的引入，不仅有助

于两亲性的前药分子自组装成纳米纤维实现自运

载，同时增强了药物被细胞内吞的能力。体外和

体内实验结果表明，自组装的纳米纤维能通过

RGD介导的特异性靶向作用，实现药物的有效传

递，抑制整合素过度表达的肿瘤细胞的生长。  

>>用于肿瘤靶向治疗的自运载多肽前药  

研究人员发现了一种相对强效的免疫原，它可被

用来诱导针对HIV的免疫系统。最近，有证据表

明，用可激发B细胞产生广谱中和抗体（bnAbs）

的免疫原可能是一个可行的HIV疫苗策略。在过去

的研究中，Joseph Jardine和同事通过用一种能

与B细胞结合的免疫原证明了这种可能性；这些B

细胞被设计成能表达VRC01类bnAbs（这是一类

高度广谱且强力的bnAbs）以及其生殖细胞前

体。但有关免疫原是否能与初始人类B细胞结合及

是否有足够的初始B细胞存在于不同人中而使得这

一策略可行等的问题仍然存在。通过分析一个免

疫原库并比较各免疫原的强度，Jardine等人在此

发现了一种免疫原——eOD-GT8，它展示了与初

始B细胞结合的非凡亲和力，它的亲和力表现比他

们先前发现的免疫原高出2100倍。接着，他们分

析了来自15名HIV测试阴性者的数百万计的B细

胞，旨在更好地了解能与eOD-GT8相互作用的B

细胞的普遍性。他们的分析表明，大约96%的人

有这样的B细胞，提示eOD-GT8是一种看好的未

来候选疫苗。 

Article #17:"HIV-1 broadly neutralizing anti-

body precursor B cells revealed by germline-

targeting immunogen,"   

>>大多数人的体内有对"抗HIV免疫原"敏感的B细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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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化为十字形和中空回字形的HTiOF3晶体结构。

尽管在水热条件下TiO2的晶相和晶面转化研究已

经被报道过，但不同钛化合物晶体之间的原位转化

研究却鲜有报道。我们的研究结果表明，壳聚糖/

聚乙烯醇基底上富含的氨基和羟基在钛化合物晶体

的原位生长/转化过程中扮演了极其重要的协同作

用。当只含羟基的纤维素被用作反应基底时，可直

接形成{001}晶面暴露的锐钛矿相TiO2 纳米片，而

继续的晶体转化过程却不能发生。这种气相水热条

件下以反应基底表面官能团有效调控晶体原位生

长/转化的方法可被广泛用于其它材料体系研究，

从而扩展其实际应用潜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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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科学家：基因编辑技术或能治愈艾滋病 

 ※人民网   

人民网3月27日讯 据美国媒体报道，在艾滋病出现这么多年之后，科学家们似乎就要治愈这个疾

病了，把致病的病毒从受感染的人体中清除掉。治疗的方法就是把病毒的DNA从受感染的细胞

中剪辑掉。 

  抗逆转录病毒的药物能够有效抑制艾滋病毒，防止其复制。这样，HIV在感染艾滋病的人体

中就能保持几乎检测不到的水平。但是病毒的记忆并没有从人体的免疫系统细胞(也就是T细胞)

中消失。一旦停止服用抗逆转录病毒的药物，这些病毒余孽就会起死回生，开始产生艾滋病原

体。 

  如今，研究人员似乎找到了从细胞中完全根除这些病毒余孽的方法，让它们再也不能复制繁

殖。科学家们发明了一种叫做CRISPR/Cas9基因编辑技术把病毒DNA剪辑掉，从而能够有效治

愈艾滋病。 

  卡米尔·卡利里(Kamel Khalili)是位于宾夕法尼亚州费城的天普大学医学院神经科学系的系主

任。他带头开展了这项研究。他说：“我们研究出来的这种切除法能让大量带有病毒的细胞失去

活性，在实验室中，病毒复制在受感染细胞中降低了90%。”卡利里和他的同事还没有治愈任何

艾滋病患者，但是在实验室里，他们把受感染的人类T细胞上的HIV清除得干干净净。 

  《科学报告》(Scientific Reports)杂志刊登了这份研究报告。卡利里认为，基因编辑技术有

治愈艾滋病的潜力。他说：“这是令人激动的时刻，因为我们有技术和方法，我们的知识也在不

断增加。希望能有资金让我们继续研究，一直到治愈这个疾病。”卡利里预计，等到两三年后科

研人员完善了治疗方案，可能就可以进行临床试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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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科学家制造出最简单的人造合成细胞 

 ※新华社   

       新华社华盛顿３月２４日电（记者林小

春）美国科学家２４日宣布设计并制造出最简单

的人造合成细胞，其基因组是迄今已知最小的基

因组，仅包含维持生命必需的基因。这被认为是

生命科学领域的突破性进展，将有助推进对生命

奥秘的认知。 

  这项由美国基因组研究先驱克雷格·文特尔

领导的研究发表在新一期美国《科学》杂志上，

他们的人工合成细胞中仅仅包含４７３个基因，

是生命世界中基因数量最少的有机体，但依然具

有自我复制能力。相比之下，人类的基因数量超

过２万个。 

  虽然这个合成细胞的基因组很简单，但研究

人员强调，他们只弄清楚了其中约三分之二的基

因的功能，还有１４９个基因的作用尚不清楚。 

  文特尔在为此研究举行的电话记者会上说：

“我们的研究表明，生命是如此复杂，即便是最

简单的有机体也是如此。” 

  文特尔表示，要回答生命的基础问题，唯一

方法是获得最简单的基因组；而要达到这个目

的，唯一方法可能是人工合成基因组。因此他们

从１９９５年开始努力，其间仅因为参与首个人

类基因组测序工作而短暂中断。 

  ２０１０年，文特尔领导的团队合成丝状支

原体基因组，然后将其移植入另一种关系密切的

细菌里，制造出他们称为Ｓｙｎ１．０的合成细

胞。这是在世界上首次制造合成生命，当时曾引

起科学界轰动。 

  现在，研究人员在首个合成细胞的基础上，

不断尝试删除其基因组中不必要的基因，最终把

Ｓｙｎ１．０中９０１个基因删除约一半，只剩

下４７３个基因，取名为Ｓｙｎ３．０合成细

胞。 

  文特尔表示，Ｓｙｎ３．０的基因组还可进

一步简化，删掉一些与维持生命无关的基因，但

这些基因影响生长速度，删除后细胞数量增长极

其缓慢，无法用于实验目的。 

  至于这项工作带来的启发，他说，一个启发

就是认识生命要从整个基因组角度综合来看，而

不是独立的基因。“生命更像一个交响乐团，而

不是短笛演奏家”。这一理论同样适用于人类基

因组，因为他们发现人类多数疾病症状受整个基

因组上突变的影响，而不是单个基因。 

  这项研究成果将有望应用在多个领域，包括

生物化学、营养学、农业以及生产新药物与生物

能源等。“我认为这是一个新时代的开始，”文特

尔说。 

国 

际 

热 

点 FOCUS  



科技信息  |  2016年第3期  |  总第225期  

71  

  DNA“折纸术”有助研发更快更廉芯片 

 ※中国科技网  

[导读] 为了使计算机芯片速度更快、价格更便

宜,电子产品制造商往往采用削减生产成本或者

缩小元件尺寸的方法,但美国杨百翰大学的研究

团队报告称, DNA“折纸术”可能有助实现这一

目标。 

       科技日报北京3月22日电 （记者陈丹）为

了使计算机芯片速度更快、价格更便宜，电子

产品制造商往往采用削减生产成本或者缩小元

件尺寸的方法，但美国杨百翰大学的研究团队

报告称，DNA“折纸术”可能有助实现这一目

标。该团队日前在美国化学学会第251届全国

会议暨博览会上提交了相关成果。 

       参与研究的亚当·伍利博士说，DNA的体

积非常小，具有碱基配对和自组装的能力，而

目前电子厂商生产的芯片最小为14纳米制程，

这比单链DNA的直径大10倍以上，也就是

说，DNA可成为构筑更小规模芯片的基础。 

       DNA最为人熟知的是由两条单链构成的

双螺旋结构。其“折纸术”则是通过将一条长的

DNA单链与一系列经过设计的短DNA片段进

行碱基互补，从而可控地构造出高度复杂的纳

米结构。但伍利的团队并没满足仅仅复制通常

在传统的二维电路中使用的扁平结构。他们使

用DNA作为支架，然后将其他材料组装到

DNA上，形成电子器件。具体是利用DNA“折

纸术”组装了一个三维管状结构，让其竖立在

作为芯片底层的硅基底上，然后尝试着用额外

的短链DNA将金纳米粒子等其他材料“系”在管

子内特定位点上。 

       伍利表示，在二维芯片上放置元件的密度

是有限的，而三维芯片上可以整合更多的元

件。但问题是，DNA的导电性能太差。研究人

员为此正在测试管子的特性，并计划在管子内

部加入更多组件，最终形成一个半导体。 

       该团队的最终目标是将这种管子，或者其

他通过DNA“折纸术”搭建的结构放到硅基底的

特定位置，并打算将金纳米粒子与半导体纳米

线连成一个电路。 

       伍利指出，传统芯片制造设施的成本超过

10亿美元，部分原因在于生产尺寸极小的芯片

组件需要价格昂贵的设备，并且多步骤生产过

程需要数百台仪器。相比之下，如果将DNA

“折纸术”这种自组装技能应用于制造计算机电

路，将大大节约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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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首次探测到恒星爆炸激波 

 ※科技日报    

       最近，一个由美国圣母大学（University 

of Notre Dame）、澳大利亚国立大学（The 

Australian National University, ANU）等多家

单位研究人员组成的国际团队，借助美国国家航

空 航 天 局（NASA）开 普 勒 空 间 望 远 镜

（Kepler），拍摄到两颗恒星爆炸最初几分钟

的景象，并第一次看到从较大那颗恒星塌缩的核

内产生的激波。这一发现有助于人们理解这些复

杂的爆炸，正是这类爆炸产生了构成人类、地球

和太阳系的多种元素。 

  据NASA网站介绍，该团队由美国圣母大学

天体物理学教授皮特·伽纳维奇带领，他们过去3

年来一直在分析开普勒捕获的来自500个遥远星

系的光，每30分钟分析一次。发现的这两颗星

属 于“老 年”恒 星——红 巨 星。第 一 颗 KSN 

2011a大小相当于近300个太阳，距地球7亿光

年，第二颗KSN 2011d大小约500个太阳，距

地球12亿光年。 

  据澳大利亚国立大学22日报道，当恒星的

燃料燃烧殆尽，它们就会爆炸向核内塌缩，形成

超新星，比所在星系的其他部分更亮，会持续发

光几周时间。人们早就知道超新星爆发，但对其

早期阶段还知之甚少。该校天文与天体物理学研

究院博士布雷德·塔克说，它就像原子弹爆炸的

冲击波一样，只是更大而已，也没人受伤。 

  当超新星的核塌缩成中子星，能量会以激波

的形式从核反弹出去，速度达到3万—4万公里/

秒，并导致核聚变而产生重元素，如金、银和铀

等。 

  NASA网站称，研究人员只在较大的超新星

上探测到激波暴，较小的超新星上没有。他们猜

测可能是因为较小超新星周围环绕气体，遮住了

所产生的激波暴。NASA将这一发现称为天文观

测上的一个“里程碑”。 

  研究人员指出，这些观察有助于天文学家掌

握更多关于宇宙大尺度结构的情况，理解恒星的

大小和组成在其爆炸式死亡的早期有什么影响。

塔克说，超新星造出了我们赖以生存的重元素，

如铁、锌和碘，可以说，我们正在探索人类是怎

样产生的。 

  这一研究结果将发表在美国《天体物理学》

杂志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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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钙可成为液态金属电池重要原料 

 ※科技日报  

       科技日报北京3月23日电 （记者刘园园）

10年前，美国麻省理工学院材料化学教授唐纳

德·萨多维与其学生发明了大容量液态金属电

池。现在，他的团队又发现了可使这一技术更

加廉价、实用的新的化学成分——钙，为液态

金属电池的大规模应用开辟了道路。 

  他们最新发表在《自然通讯》杂志上的研

究显示，钙——一种丰富而且廉价的化学元

素—，可以成为三层液态金属电池的重要原

料。 

  萨多维表示，这一发现实属意料之外，因

为钙的属性让它看起来几乎不可能成为液态金

属电池的原料。一方面，钙很容易溶解在盐溶

液中，然而液态金属电池的主要特征之一就是

它的三种关键成分要形成相互独立的层；另一

方面，钙具有很高的熔点，如果用它做原料，

液态金属电池就不得不在900摄氏度的高温下

工作。 

  然而这种看起来最没戏的材料却激起了研

究人员的兴趣。因为廉价的钙可以大大降低液

态金属电池的成本，而且其固有的高压性能使

其成为液态金属电池负电极层的优秀“候选

人”。 

  为了解决钙的熔点问题，研究人员将钙与

廉价且熔点远低于钙的镁进行了合金化处理。

二者的结合使原来的熔点降低了300摄氏度，

同时依然保持了钙的高压性能。 

  另一个创新是在液态金属电池中间层即电

解质的设计上。电池在使用状态时，电离子会

在电解质中游动，伴随着它们的游动，电流会

从连接液态金属电池两极的电线中通过。 

  新设计的电解质包含氯化锂和氯化钙的混

合物，而作为负电极层的钙镁合金恰恰不易溶

解于这种电解质。这一设计还带来了新的惊

喜。通常，在通电的电池中，游动的电离子是

单独行动的。例如，在锂离子电池中只有锂离

子会游动，在钠硫电池中只有钠离子会游动。

但是研究人员发现，在最新设计中，多种电离

子会在电解质中游动，增加了电池的整体能量

输出。 

  萨多维表示，这一偶然发现将为电池设计

开辟新的道路。他说：“随着时间流逝，大家

可以探索化学周期表上更多的元素来找到更好

的电池配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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