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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 年南京大学科技工作十件大事 
撰稿人：科学技术处 詹启伟 

（1）科技奖励成绩优异。2013 年共荣获部省级以

上科技奖励 11 项，包括国家自然科学二等奖 1

项、国家技术发明二等奖 1 项、教育部高等学校

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一等奖 5 项、行业科技进步

奖一等奖 1 项、行业技术发明奖一等奖 1 项。我

校周志华教授等主持完成的“基于不充分信息的

机器学习理论与方法研究”项目荣获国家自然科

学二等奖，任洪强教授等主持完成的“污染物微

生物净化增强技术新方法及应用”项目荣获国家

技术发明二等奖。 

（2）高水平论文数显著增长。2013 年共发表 SCI

论文 2355 篇。在学科群一流期刊上发表论文 55

篇，为 2012 年的 2.4 倍。其中，在 Nature 子刊

上发表论文 10 篇、在 PNAS 上发表论文 4 篇、在

Phys. Rev. Lett. 上发表论文 8 篇、在 J. Am. 

Chem. Soc.上发表论文 18 篇（为 2012 年 6

倍）、在 Angew 上发表论文 12 篇（为 2012 年 2.4

倍）、在 Chem. Soc. Rev.上发表论文 3 篇。 

（3）专利质量进一步提升。2013 年专利申请数

665 件，专利授权数 328 件。学校更加重视国际专

利的申请和授权，2013 年国际专利的申请数和授

权数比 2012 年分别增加了 87%和 100%。我校 1 项

专利入选“ 2012 年度江苏省百件优质发明专

利”，1项专利获第八届江苏省专利项目优秀奖。 

（4）重大科技项目成绩喜人。2013 年获得 973 计

划与重大科学研究计划项目 5 项。获基金委重大

科研仪器设备研制专项项目 1 项，我校已连续 3

年每年获得仪器专项项目（科技部与基金委）1

项。 

（5）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再获丰收。2013 年共

获得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 389 项，获批经费突

破 3.8 亿元，再创新高。其中获批重大科研仪器

设备研制专项项目 1 项、重大项目 1 项、重大研

究计划项目 6 项（千万元级 1 项）、重点项目 17

项。 

（6）科技人才与团队继续壮大。2013 年获得科技

部重点领域创新团队 2 个、教育部创新团队 2

个，获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项目 3 项、优青项

目 12 项、科技部中青年科技创新领军人才 2 位、

江苏省杰出青年基金项目 4 项、教育部新世纪优

秀人才支持计划项目 23 项。 

（7）科技经费突破 12 亿元。其中国家部委科技

经费 8.30 亿元，地方政府与企事业单位科技经费

4.08 亿元。2013 年总经费达到 12.39 亿元，较去

年增长 7%。 

（8）科技平台工作稳步推进。新增卫星测绘技术

与应用国家测绘地理信息局重点实验室。生命分

析化学国家重点实验室、国家有毒物污染控制与

资源化工程技术研究中心、江苏省机动车尾气污

染控制重点实验室和江苏省电磁波先进调控技术

重点实验室通过验收。介观化学教育部重点实验

室通过评估。 

（9）新增 2 个江苏省 2011 协同创新中心。我校

软件新技术与产业化协同创新中心和中国文学与

东亚文明协同创新中心获江苏省政府认定为江苏

高校协同创新中心。至此，我校牵头建设的江苏

高校协同创新中心已增加至 5 个。 

（10）科技成果转化工作稳步推进。中共中央政

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张德江委员长视察了南京大

学盐城环保技术与工程研究院，他指出：“你们

成功的经验充分说明了教育必须与社会相结合，

科技必须与企业相结合才有生命力”，为我校科

技成果转化工作指明了道路；南京南大光电工程

研究院获得江苏省重大创新载体建设项目支持；

南京大学常熟生态研究院获批建设“江苏省湿地

修复工程实验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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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校协同创新工作再创佳绩 两省级协同创新中心获批 

撰稿人：科学技术处 

2014 年 3 月 18 日，江苏高校协同创新中心建设工作座谈会在省会议中心召开，会议为第二批立项建设的

30 个江苏高校协同创新中心和首批 5 个高职院校工程技术中心授牌，我校软件新技术与产业化协同创新

中心和中国文学与东亚文明协同创新中心名列其中。在第二批立项建设的 30 个江苏高校协同创新中心

里，我校牵头建设的 2 个，作为主要参与建设的 9 个，在全省高校中名列首位。至此，我校已有牵头的国

家 2011 协同创新中心 1 个、江苏高校协同创新中心 5 个，主要参与的国家 2011 协同创新中心 1 个、主

要参与的江苏高校协同创新中心 12个，协同创新工作走在全国高校前列。 

座谈会由省政府举办，省政府副省长曹卫星、教育部科技司司长王延觉、省教育厅厅长沈健、省政府办公

厅副主任陈少军以及江苏高校协同创新计划领导小组成员出席会议。全省 42 所高校负责人，江苏高校协

同创新中心、高职院校工程技术中心负责人共 120 余人参加会议。 

会上，两位中心主任，计算机系吕建院士和文学院徐兴无教授，代表中心接受了授牌。杨忠副校长代表我

校就协同创新计划的推进工作交流了经验。杨校长介绍了我校协同创新工作的组织管理体系和总体规划，

总结了我校各协同创新中心在人事制度、人才培养、科研组织模式等方面所做的创新和尝试，以及各中心

初步取得的创新成效。 

软件新技术与产业化协同创新中心由我校计算机科学与技术系牵头，联合省内知名高校、行业重点研究所

和骨干企业共同建设。该中心聚集省内计算机学科优势资源，面向江苏省软件产业发展的重大需求，围绕

产业发展急需的核心关键技术进行技术攻关和产品研发。运行一年多来，该中心以前瞻性技术布局、主流

关键技术攻关、目标产品内涵提升为切入点，在人机物融合的网构化和智能化软件新技术、大数据处理与

智能分析、网络与信息安全、移动网络与泛在服务、云计算与服务技术、软件生产线与领域建模技术、自

然化信息服务与知识工程等方面开展协同创新，已取得一批创新性成果。  

中国文学与东亚文明协同创新中心由我校文学院牵头，参与单位包括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中国社

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南京师范大学、江苏省文化厅、凤凰出版传媒集团等，开展校校、校所和校企

协同创新。该中心旨在探索中国文化在东亚文明中重新确立其应有地位的时代课题，巩固中国和东亚地区

文明对话的话语权，挖掘并提升江苏本地历史文化资源的地位，为发挥中国文化软实力、建设江苏文化强

省这一国家和地方重大文化战略做出应有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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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南海研究协同创新中心 2014 年度工作会议在我

校召开 
撰稿人：南海中心 秦恺 

2014 年 3 月 13-14 日，中国南海研究协同创新中心 2014 年度工作会议在南京大学召开，来自外交部、中央海权办及中

心协同、合作单位代表 40 余人与会。中心管委会主任、南京大学副校长杨忠出席会议并致开幕辞。会议由中心执行主任

朱锋教授与中心副主任、中国南海研究院吴士存院长共同主持。 

此次会议总结了中心 2013 年在团队建设、人才培养、合作交流、科学研究等方面的工作进展，探讨了中长期中心的工作

重点和发展方向。 

杨忠副校长表示，在部委领导的支持下，通过各协同单位的共同努力，中心在过去一年成绩斐然：管理架构和运行机制

得到完善；中心的制度建设稳步推进；以重大任务为牵引，初步实现了跨单位、跨平台的协同研究；以南海研究、合作

交流、对话建设为纽带，促进了研究的国际化；初步实现了人才培养、学科建设、科学研究三位一体的良性互动发展。

本年度中心工作重点应当放在提升贡献度和协同度上，瞄准国家重大战略需求，综合各学科、各单位的研究特长，协同

攻关，充分发挥中心作为国家智库的作用。 

按照教育部“2011 计划”的要求及中心智库建设的目标定位，专家学者强调，南海中心既要注重基础研究，又要加强应

急响应；既要注重服务国家外交战略，又要加强人才培养及学科建设。王颖院士指出，中心未来发展应重视人才培养，

创建南海研究方向的新学科，不断为国家涉海事务培养后备人才，从科教方面为建设海洋强国贡献力量；李国强教授表

示，中心应当着力于夯实基础研究，加大应用研究，深化对策研究；吴士存院长指出，南京大学的学科优势不容忽视，

中心应在此基础上整合优势力量，打造核心团队，加强国际合作，积极对外发声。 

外交部边海司代表、中央海权办代表从国家战略需求层面，对 2014年中心的工作提出了具体要求。 
 

国家财政部 科技部颁布了《国家科技计划及与项资金后

补助管理规定》 

撰稿人：科学技术处 谢彤 

近日财政部 科技部颁布了《国家科技计划及专项资金后补助管理规定》，此规定是为了贯彻落实《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

术发展规划纲要（2006-2020 年）》和《关于深化科技体制改革加快国家创新体系建设的意见》，充分发挥财政科技经

费的引导作用，强化企业技术创新主体地位，推动科技和经济紧密结合，提高财政资金的使用效益。 

本规定适用于科技部归口管理的国家科技计划及专项资金实施后补助机制的。此规定中所称后补助，是指从事研究开发

和科技服务活动的单位先行投入资金，取得成果或者服务绩效，通过验收审查或绩效考核后，给予经费补助的财政资助

方式。后补助包括事前立项事后补助、奖励性后补助及共享服务后补助等方式。规定详细阐述了三种后补助资金申请条

件、程序管理等。 

后补助经费管理接受财政、审计等部门的检查和监督。对检查中发现的财政违法行为，将按照《财政违法行为处罚处分

条例》等有关规定予以处理。情节严重涉嫌犯罪的，依法移送司法机关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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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 年我校収表的 SCI(E)论文情况通报 
撰稿人：科学技术处 陈晓清 

根据 Web of Science 引文索引数据库的检索结果，截至

2014 年 2 月 17日，SCI（E）收录以我校为通讯单位的文

献共计 2355篇。 

2013 年，我校师生在学科群一流期刊（即 PNAS、NATURE

子刊、PRL、ANGEW、JACS及其他影响因子大于 20的期

刊）上发表论文 55 篇，占全部论文数的 2.34%，在一区 

期刊上发表论文 158篇，

占全部论文数的 6.71%；在

二区期刊上发表文献 780

篇，占全部文献的

33.12%；在三区期刊上发表论文 685篇，占全部论文数的

29.09%。其中，二区以上期刊所占比例为 42.17%；三区

以上期刊所占比例为 71.25%。

                          

表 1  2013 年各单位被 SCI（E）收录文献简况 

（按 Web of Science 通讯作者署名单位统计） 

系 别 
文献 
总篇数 

学科群 
一流期刊 
文献篇数 

一级学科 
一区期刊 
文献篇数 

一级学科 
二区期刊 
文献篇数 

一级学科 
三区期刊 
文献篇数 

数学系 75 0 3 21 28 

天文与空间科学学院 57 1 1 38 4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系 54 0 1 12 9 

物理学院 343 12 11 114 126 

电子科学与工程学院 104 1 1 30 42 

现代工程与应用科学学院 96 4 3 39 35 

化学化工学院 562 29 49 256 119 

地球科学与工程学院 123 0 11 44 40 

地理与海洋科学学院 68 0 3 10 30 

大气科学学院 42 0 2 13 8 

环境学院 226 1 46 59 60 

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 4 0 0 0 1 

生命科学学院 155 5 7 54 44 

医学院 366 2 13 67 122 

工程管理学院 26 0 1 11 2 

模式动物研究所 9 0 3 4 0 

国际地球系统科学研究所 26 0 3 4 10 

现代分析中心 1 0 0 0 1 

水科学中心 1 0 0 0 0 

商学院 9 0 0 2 2 

信息管理学院 8 0 0 2 4 

总   计 2355 55 158 780 6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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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大学闻海虎教授获选美国物理学会会士称号 
撰稿人：物理学院、科学技术处 

2014 年 3 月 3日－8日，美国物理学会（American Physical 

Society, 简称 APS）著名的三月会议在美国丹佛市召开。美国物

理学会在会议期间宣布了 2013年度获得该学会会士（APS 

Fellow）的人选。南京大学物理学院闻海虎教授荣获 2013 年度美

国物理学会凝聚态物理方面的会士称号。美国物理学会同时颁发了

证书和徽章。在给闻海虎教授的证书上面写着“For 

investigations of unconventional mechanisms in high 

temperature superconductors and elucidation of their 

vortex dynamics.” 翻译为“因为对高温超导体非常规机制的研

究和对其磁通动力学的理解”。另外，据悉，闻海虎教授在本次会

议上面应邀作了 36 分钟的邀请报告，介绍了他们在铁基超导体研

究方面的最新进展。 

  

国家基金委与家和领导高度赞扬我校“多通道超导单

光子探测器”2013 年的研究进展 
撰稿人：电子科学不工程学院、科学技术处 

2014 年 3 月 6 日在南京召开了国家重大科研仪器设备研制专项项目--“多通道超导单光子探测器”年度交流检查会议。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数理学部主任解思深院士、常务副主任汲培文研究员，项目管理工作组、项目监理组的张泽院

士、郭光灿院士、谭建荣院士、龚旗煌院士及其他专家、领导共 14 人参加了会议。我校潘毅副校长和科技处、电子学院

的领导、承担项目的超导电子学研究所的全体成员也参加了会议。 

 “多通道超导单光子探测器”项目由吴培亨院士领衔承担，是我校从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获得的第一个国家重大科研仪

器设备研制专项项目。该项目于 2013 年 3 月 1 日启动。本次年度交流检查会议在十分融洽、充分交流、积极讨论的气氛

中进行。在听取了吴培亨院士的工作汇报后，与会人员进行了高效又富有实效的研讨，一致认为，启动一年来，项目组

认真按照计划任务书的要求努力工作，在提高器件的量子效率、新型材料探索和制备、读出电路设计与研制、制冷机研

制等方面均取得了很好的进展，令管理工作组、监理组的专家与领导非常满意，对项目组最终能够高质量地完成任务感

到心里很踏实。专家和领导还就今后进一步做好工作提出了许多建设性的建议，对项目组有很大的启发与引导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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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省湿地修复工程实验室落户南京大学常熟生态研

究院 
撰稿人：南京大学常熟生态研究院 

近日，江苏省发改委发文，正式批复南京大学常熟生态研

究院立项建设“江苏省湿地修复工程实验室”。这是我省

湿地领域第一个省级工程实验室，也是我校服务地方平台

和载体中第一个省级工程实验室，体现了我校在湿地修

复、水环境改善与生态恢复保护方面的学科优势和特色。 

该实验室将根据我省及我国类似地区湿地保护和建设需

要，建设湿地修复技术研发、成果转化和示范推广、产业

化与人才培养的平台；以退化湿地标准化修复工程为突破

口，针对修复工程中迫切需要解决的难题，开展湿地退化

及功能调控、修复工程技术、修复材料及关键设备、人工 

湿地构建、湿地监测与维护等研究，突破水生态净化与修

复工程、生物基材料、修复工艺及产业化等关键技术和装

备，形成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关键技术体系，凝聚和培养

创新型人才，提升科研创新能力。 

近几年，该实验室将围绕江苏省创新驱动战略，加强创新

资源集聚，以重大战略目标为导向，解决湿地保护及修复

工程中的共性问题和制约瓶颈，建立政产学研相结合的创

新体系，开展国际合作交流，提升湿地修复研发实力，努

力建成“国内一流、国际知名”的工程实验室。 

“国家有机毒物污染控制不资源化工程技术研究中

心”顺利通过验收 
撰稿人：环境学院 季青 

2014 年 3 月 3日下午，南京大学环境学院“国家有机毒物污染控制与资源化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以下简称“中心”)

召开了 2014年度中心第一次管理办公会议。会上正式通报了中心的验收结果。 

中心于 2009年 10 月经国家科技部批准建设，依托单位南京大学，主管部门江苏省科技厅。经过三年的建设和发展，在

学校和科技厅各方领导的大力支持下，超额全面完成了可行性论证报告和计划任务书要求的各项组建任务，实现了预期

组建目标。三年来共申请发明专利 127 项，获授权中国发明专利 49项、美国专利 5 项；取得 35项成熟的工程化技术成

果；减排含高浓度难降解有毒有机污染物 COD 约 17万吨；主持或参与编制国家和行业有机毒物污染相关标准、技术规

范(技术导则)5项；研究成果共获得国家科技奖二等奖 2项、省部级科技奖一等奖 5 项、二等奖 2项。中心具备成果转

化和辐射的能力，推广及辐射成果 12 项，建设示范工程 35 项，获得直接经济效益约 6190.49万元，间接经济效益 5亿

元以上。 

2013 年 7 月 23日，科技部委托湖南四达科技咨询公司组织中国科学技术发展战略研究院研究员黎懋明等五位专家对中

心进行了现场验收评估。2013年 11月 15日，科技部组织 20名相关专家在北京对中心进行了综合评议验收。通过上述

两次验收和综合评价，国家科学技术部于 2014年 1月 6日正式下发文件《科技部关于 2013年度国家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验收结果的通知》（国科发计[2014]3 号），中心在 2013年度接受验收的 38家国家工程技术研究中心中成绩优异，排

名第四，同意中心通过验收，予以正式命名。  

会上中心主任张全兴院士表示：通过验收后，中心将以此为新的发展契机，进一步加大产学研融合，大力增加设备、人

才和研发投入，加强产业共性关键技术的攻关和研发，加快科技成果转化、示范和推广，为建设国内领先、国际一流的

环境工程中心，为建设美丽中国，实现天蓝地绿水清的美好家园而继续努力奋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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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方法》収表模式动物所黄行许课题组成果 
撰稿人：模式动物研究所 

 

我校模式动物研究所黄行许课题组和英国 Sanger 研究所 Bill Skarnes 课题组开展国际合作，利用 Cas9 切口酶和成对

sgRNA，能够高效突变小鼠基因，并且大大降低 CRISPR/Cas9 系统的脱靶效应，该成果《应用 CRISPR-Cas9 切口酶进行最

小脱靶剂量的基因组改造》（Efficient genome modification by CRISPR-Cas9 nickase with minimal off-target 

effects）于 3 月 2 号在线发表在《自然-方法》(Nature Methods)。该论文的第一作者为南京大学沈彬、Sanger 研究所

张文胜博士和南京大学张军，Sanger 研究所 Bill Skarnes 教授和南京大学黄行许教授是该论文的通讯作者。这是黄行

许课题组继上个月在 Cell上发表文章后再次在 high-profile 杂志上发表他们的研究成果。 

CRISPR/Cas9 系统虽然能够高效突变基因，但其脱靶效应妨碍进一步应用，特别是临床应用。为降低 CRISPR/Cas9 系统

的脱靶效应，研究小组通过改进 CRISPR/Cas9 系统，利用 Cas9 切口酶和成对 sgRNA（图 1），通过注射小鼠受精卵，在

不降低基因突变效率的前提下，可有效降低 CRISPR/Cas9 系统的在小鼠基因组上的脱靶效应。成对 sgRNA 的选择比较关

键，两条 sgRNA 结合不同的 DNA 链，其 PAM 序列要以尾对尾（tail to tail）出现，并且两个 sgRNA 结合的位点不能相

隔太远，Cas9 切口酶会在每个 sgRNA 结合的地方造成小小的单链切口（SSB），两个相邻的单链切口会形成一个 DNA 双

链断裂（DSB），DSB 的形成会激起细胞以非同源末端链接（NHEJ）的方式进行修复，该过程中会引入插入、缺失或者突

变（图 1）。而在潜在脱靶区域，单个 sgRNA 造成的 SSB 会通过碱基切除修复方式精确修复该区域，不会引入突变。该

合作课题组通过该技术同时敲除三个小鼠基因（包括 Rag1 和 Rag2），同时提供了免费的在线资源序列查询网站。研究

结果说明这一方法可以应用于其他物种的基因组改造，并显示出临床基因治疗的应用前景。 

该课题研究得到了国家基础重大科学研究计划项目（2010CB945101 和 2011CB944301）和英国 Wellcome Trust 核心基金

的资助。沈彬得到南京大学优秀博士研究生创新能力提升计划资助。 

 

图 1： Cas9/Paired sgRNAs strate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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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校在功能自由基化合物合成、表征不反应研究中叏得系

列进展 
撰稿人：化学化工学院 

 

自由基物质是含不成对电子的原子、分子或离子，与有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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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有机超导材料四硫富瓦烯

(TTF)自由基和调节血管扩张的单自由基分子一氧化氮分

子(NO)。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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稳定活跃的自由基是该领域的

重大关键问题。南京大学化学化工学院、配位化学国家重

点实验室王新平教授及其合作者利用弱配位阴离子和大位

阻配体，如[Al(OC(CF3)4)]-，成功稳定了一系列自由基

阳离子：三芳基磷自由基阳离子、苯胺自由基阳离子、烷

氧蒽的自由基阳离子及其可逆二聚、多联苯二胺与噻吩寡

聚物自由基阳离子以及四芳基联 

 

 

 

二苯双自由阳离子等。这些自由基阳离子的发现和稳定促

进了人们对相关中间体结构、化学键以及反应机理的深入

研究。相关研究成果在国际重要学术期刊 J. Am. Chem. 

Soc. (2013, 135, 3414；2013, 135, 5561；2013, 135, 

14912）和 Angew. Chem. Int. Ed. (2012, 51, 11878；

2013, 52, 589；2014, 53, DOI: anie. 201309458)发

表。其中一篇 Angew. Chem. Int. Ed.文章被选为 hot 

paper 及封面论文。王新平教授最近被美国化学会三大期

刊 J. Am. Chem. Soc., Inorg. Chem. 和

Organometallics 联合选为无机合成领域的新兴作者之

一。 

该工作得到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中组部青年千人计划、教

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计划以及江苏省自然科学基金等资金

支持。 

 

 

 

王新平教授最近被美国化学会三大期刊 J. Am. Chem. Soc., Inorg. 

Chem. 和 Organometallics 联合选为无机合成领域的新兴作者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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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阳能电池又称为“太阳能芯片”或

光电池，是一种将太阳光转成电能的装置。

依照光电效应，当光线照射在导体或半导体

上时，光子与导体或半导体中的电子作用，

会造成电子的流动，而光的波长越短，频率

越高，电子所具有的能量就越高，例如紫外

线所具有的能量便高于红外线，因此，同一

材料被紫外线照射产生的流动电子能量将较

高。并非所有波长的光都能转化为电能，只

有频率超越可产生光电效应的阈值时，电流

才能产生。在常见的半导体太阳能电池中，

透过适当的能阶设计，便可有效的吸收太阳

所发出的光，并产生电压与电流。这种现象

又被称为太阳能光伏。 

 

我校朱嘉教授课题组在太阳能转换叏得进展 
撰稿人：现代工程不应用科学学院 周林 

 

最近，我校现代工程与应用科学学院朱嘉教授课题组在对

基于光电转换的单晶硅太阳能电池的研究中取得进展。 

众所周知，硅基太阳能电池仍然是当前光伏器件领域的主

流产品，大规模商业生产要求高的转换效率和低的生产成

本，对于硅太阳能电池而言，如何提高太阳光谱的吸收效

率、降低光生载流子的复合几率以及降低对硅原料量的需

求，是国内外研究组努力的方向。 

近年来，随着纳米光子学和纳米材料制备技术的发展，一

批具有纳米微结构的光伏元件被设计出来，如纳米线、纳

米金字塔、纳米锥结构等等，这类结构可以通过光子的控

制实现太阳光吸收增强从而提高太阳能电池光电转换效

率。然而，到目前为止，达到或接近 Yablonovitch 极限

的报道依然很少。本课题组通过将半导体纳米锥和金属纳

米微结构结合起来，理论设计了一种硅-金属复合纳米锥

结构，通过结构优化，得到 16nm 厚的单晶硅即可实现

27%的太阳光谱吸收效率（带隙以上），相当于 700nm 厚

的单晶硅薄膜的吸收效果，其吸收增强因子已接近

Yablonovitch 极限。 

为了理解此类微结构的宽带太阳光吸收的物理机制，课题

组通过数值模拟和理论分析的方法，揭示了宽带光吸收源

于复合纳米锥结构中不同阶 FP 共振模式、等离激元共振

模式以及二者的杂化光学模式共同作用的结果。此类半导

体-贵金属复合纳米锥结构除了可以提高通过多光学模式

拓宽吸收带宽增加光程以降低半导体材料量的需求外，也

为电子空穴对的分离和光的吸收在不同的方向完成提供了

可能的途径，有利于降低光生载流子的复合几率。此设计

有可能在低成本、高效率的太阳能光电转换和水分解器件

方面获得广泛应用。该项研究得到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创新

群体项目和江苏省优势学科资助，该研究成果于 2014 年

1 月 20 日发表在《纳米快报》（Nano Lett 14, 1093 

(2014)）。 

 

 

  

 

 

图示给出了单晶硅-银纳米锥结构归一化的光吸收效率谱线。（揑图

为结构示意图和特征共振模式分布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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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尺寸纳米药物载体的设计、制备和药物传输叏得重要研

究进展 
撰稿人：化学化工学院 武伟 

化疗是肿瘤综合治疗的重要手段之一，但化疗药物大多缺乏药理作用专一性，表现出严重的毒副作用。纳米药物可以利

用肿瘤血管的通透性效应（EPR 效应）进入到肿瘤组织，实现药物在肿瘤中的富集，从而提高疗效，降低药物对正常组

织的毒副作用。但是，由于肿瘤的病理特点，进入肿瘤的大部分药物及纳米药物只能分布在血管周围，难以渗透到血管

稀少的中心区域，使得药物难以有效地在整个肿瘤组织中发挥药效。 

蒋锡群、武伟课题组在研究中发现，通过分子设计可以使小尺寸纳米载体（小于 10 nm）达到在肿瘤中既有效富集又有

效渗透的效果。前期研究中他们通过点击化学封端合成了β-环糊精聚轮烷（图 1），其尺寸约为 2 nm，并共价偶联了抗

肿瘤药物紫杉醇。由于其优异的肿瘤渗透能力，该载药聚轮烷表现出优异的抗肿瘤效果，该工作发表在 Angewandte 

Chemie International Edition （2013, 52, 7272-7277）。最近该课题组又设计合成了基于缩三乙二醇的温敏性树枝

状高分子，并通过合成不同代数的树枝状高分子来控制纳米药物的尺寸，其第四代聚合物的水合粒径约为 5 nm，联接的

抗肿瘤药物为吉西他滨。通过小动物正电子断层扫描和光声成像技术的实时观察证实该纳米药物具有很好的肿瘤富集和

渗透能力，其肿瘤富集量最大可达注射剂量的 8.7%/克肿瘤组织，并可渗透到肿瘤的乏氧区域，因此表现出优异的抗肿

瘤活性。通过与商用的树枝状聚合物的比较发现，合成的纳米药物所表现出的优异生物学效应是由该树枝状高分子的分

子骨架决定的。该工作已在线发表在 Journal of the American Chemical Society（DOI: 10.1021/ja411457r）。这些

研究成果对于纳米药物在肿瘤治疗中的应用具有重要的意义。 

这些工作得到了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点项目（No.51033002）和教育部创新团队计划的支持。 

 

 

图 1: 负载紫杉醇的β-环糊精聚轮烷的结构示意图及典型单光子収射断层扫描成像照片。 

 

 

 

 

 

 

 

 

 

 

图 2: 负载吉西他滨的树枝状聚合物的结构示意图及典型正电子断层扫描和光声成像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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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理学院邹志刚教授课题组在体异质结少数载流子传

输机理研究方面叏得新进展 
撰稿人：物理学院 王瑞琼 

氢能作为一种未来能源的重要载体之一，受到世界各国政府的广泛重视。光电化学分解水制氢是一种能将太阳能直接转

化为可以存储的清洁能源——氢能的技术。我校物理学院邹志刚教授课题组之前已在这一领域取得了一系列重要成果 

(Energy Environ. Sci. 2011, 4, 4046；Angew. Chem. Int. Ed. 2013, 52, 11016；Energy Environ. Sci. 2014, 7, 

752)。近年来，微纳结构调控成为提高半导体光电极的有效手段。研究结果表明纳米线、纳米棒、以及纳米孔结构等能

显著提高半导体光电极的光电转化效率。这种微纳结构中光的多重吸收、短的少数载流子迁移长度，以及高的接触面积

被认为是性能提高的三种可能原因。然而目前还缺乏对每一项贡献的定量分析，此外，减小少数载流子迁移长度也没有

直接实验证据的支撑。 

在本研究中，他们以多孔 BiVO4 光电极为研究模型，通过对多孔异质结电极的光吸收、电子空穴分离效率以及表面电荷

传输效率退耦合的定量研究，结果表明高的电荷分离效率是多孔异质结实现高效率的关键因素，并提出了估计最优孔尺

寸的方法，为光电极的微纳结构调控提供理论指导。并首次利用空穴捕捉剂的方法实验证实了光生少数载流子在多孔异

质结中传输路径。研究成果以“Quantitative analysis and visualized evidence for high charge separation 

efficiency in a solid-liquid bulk heterojunction”为题在能源材料顶级刊物 Adv. Energy Mater.上发表

http://onlinelibrary.wiley.com/doi/10.1002/aenm.201301785/abstract。赵新博士生和罗文俊副研究员为该文的共

同第一作者，通讯作者分别为罗文俊副研究员和邹志刚教授。该研究得到科技部 973 项目(No.2013CB632404，

2014CB239303)、国家自然科学基金(No. 51272101, 11174129)以及江苏省自然科学基金(No. BK20130053)的资助。

图 1：多孔 BiVO4 体异质结中少数载流子传输路径的可视化证据以及传输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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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校医学院“病毒免疫逃逸机制”和“蜱虫病布尼亚

病毒”研究获重要进展 

撰稿人：医学院 

我校医学院病毒学邢峥教授研究室二月份在国际病毒学著名期刊《Journal of Virology》(病毒学杂志)发表论文

《Evasion of Antiviral Immunity through Sequestering of TBK1/IKK{varepsilon}/IRF3 into Viral Inclusion 

Bodies》， 阐述病毒逃逸宿主免疫反应的一种新机制。即感染过程中，病毒可以通过在细胞中形成的包涵体，有效地移

位和“雪藏”抗病毒反应中起重要调控作用的激酶和转录因子，导致抗病毒反应减弱、病毒增殖增强，从而使病毒成功

逃逸宿主细胞的抗病毒免疫。 

这篇论文因为发现新型“病毒免疫逃逸机制”及其重要性，被《Journal of Virology》编辑部选为“亮点推荐

Spotlight Feature”论文，医学院博士研究生吴晓东同学为第一作者。同时，PLoS Pathogen 副总编辑、佛罗里达大学

Grant McFadden 教授, 也因为这一发现在病毒学领域的“特殊重要性”，推荐这篇论文到学界知名的“Faculty of 

1000 (F1000) Prime Report”。 

“蜱虫病”又称为“高热伴血小板减少综合征”，是一种新现病毒性传染病。这种新传染病起病急，在危重病人有高热

伴出血症状，很快导致全身器官衰竭，病死率一度高达 15%以上，引起国内外学界高度关注。邢峥教授实验室自 2011 年

起开始研究这一新现病毒的病原生物学和疾病发病机制，首先报道这种新型布尼亚病毒可以在人单核细胞内增殖、产生

炎性因子，以及炎性因子产生的调控通路，并发现病毒的非结构蛋白 NSs 可以抑制抗病毒干扰素的产生 。他们也报道了

NSs 可以和干扰素信号传导通路中起关键作用的 TBK1 激酶相互作用，但当时其抑制干扰素诱导的机制并不明确(Qu et 

al, J. Virol. 2012)。 

病毒感染形成的包涵体，是一种特殊的亚细胞结构。教科书观点一直认为包涵体是病毒合成过程中多余的病毒蛋白堆积

而成，似乎没有实际功能。吴晓东观察到，NSs 在感染的细胞中可以形成包涵体；由于 NSs 可以跟 TBK1 相互作用，NSs

因而将 TBK1 从包浆中的功能位置，移位到具有相对不溶性的包涵体而失活。不但如此，因为 TBK1 还可以跟 结

合，同时 TBK1 被感染激活之后，磷酸化并结合信号通路下游的 IRF3，因而借助与 TBK1 的作用，NSs 也将 和 IRF3

一并带进包涵体“雪藏”(sequestration)，直接导致转录因子 IRF3 不能进入细胞核、诱导干扰素产生障碍(Wu et al, 

J. Virol. 2014)。最近吴晓东又发表论文，阐明这种包涵体的本质是脂滴小体(Lipid Droplet)，并进一步指出这种新

病毒的增殖与细胞脂质代谢有关(Wu et al, FASEB J. 2014)。 

本研究改变了我们对于病毒包涵体功能传统的认识，揭示了病毒包涵体在某些病毒感染过程中，具有辅助病毒免疫逃逸

的功能。蜱虫病布尼亚病毒 NSs 蛋白的这种机制极为独特，在病毒的发病机制中显然起重要作用；通过对包涵体功能作

用的重新认识，针对病毒包涵体作为药靶，可以为抗病毒药物的设计提供新思路。 

 

 

高热伴血小板减少综合症病毒是一

种新现的布尼亚病毒。干扰素信号

传导蛋白 红)和 TBK1（橘

黄 ） 在 非 感 染 细 胞 内 弥 撒 分 布

（上），而病毒非结构蛋白 NSs 在

感染细胞形成包涵体（绿，第二

排）。NSs 通过和 TBK1 相互作

用，将 TBK1（第三排）、

（第四排）以及下游的 IRF3 从包

浆移位、“雪藏”至包涵体中，使

得转录因子 IRF3 丌再能进入细胞

核、诱导抗病毒干扰素产生障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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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进材料》収表王欣然、施毅、缪峰教授课题组在低功

耗石墨烯阻变存储器领域的研究成果 
撰稿人：电子科学不工程学院 

最近电子科学与工程学院王欣然教授、施毅教授与物理学

院缪峰教授、王伯根教授课题组合作，在低功耗石墨烯阻

变存储器领域取得重要进展，相关研究成果发表于

Advanced Materials, 2014, 

DOI:10.1002/adma.201306028。 

过渡金属氧化物阻变存储器是一类新型的存储器件，具有

高密度、小尺寸、快速操作、高循环次数、长保持时间等

特点，有望成为下一代高密度存储器件，近年来吸引了学

术界和工业界的广泛研究。与其他存储器相比，金属作为

电极的氧化物阻变存储器件仍存在功率较高的问题。科研

工作者在这一课题付出了诸多努力，例如，将器件尺寸减

小至纳米量级，提高金属氧化物中氧空位含量；然而，这

些方法会引入器件不稳定，开关比下降等新的问题。石墨

烯是一种二维半金属材料，与传统金属相比，在费米面具

有极低的电子态密度。同时具有柔性、透明等特点，是一

种理想的电极材料。 

在这项工作中，作者利用石墨烯低电子态密度的特点，将

其作为电极集成到二氧化钛阻变存储器中，发现石墨烯器

件可以大幅降低器件读写功耗，与传统的金属电极器件相

比，功耗降低近 1000 倍（图 1），同时循环次数，保持

时间等方面性能相当。另外，石墨烯/二氧化钛器件在开

状态下呈现非线性 IV 特性（图 2），可用来避免矩阵选

址器件中存在的潜通路问题。这个特点可以避免晶体管和

二极管的集成，为进一步提高阻变存储器件的密度提供了

可能。作者还系统研究了石墨烯器件降低功耗的机理，发

现石墨烯和二氧化钛异质结界面存在一个很薄的隧穿势

垒，这个势垒使得导电通道与电极的接触是非欧姆接触，

提高了器件的电阻，从而达到降低电流（功耗）的作用。

与传统金属器件不同，势垒可以通过石墨烯的质量调控，

为进一步控制存储器的性能提供了可能性。最后，作者在

透明柔性衬底上实现了可弯折的阻变存储器（图 3），证

明石墨烯在未来存储器件领域大有可为。 

该项研究得到国家重大科学研究计划项目、国家科技重大

专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江苏省自然科学基金、江苏省

高校优势学科建设工程项目、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江苏

省博士后基金等资助。

 

 

 

 

图 1：石墨烯/氧化钛器

件不传统金属/氧化

钛器件工作图。 

  

Graphene device  

ON state 

图 2：石墨烯器件开状

态下的非线性 IV

特性。 

 

 

图 3：透明、可弯折的阻变存储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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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校模式动物研究所在《Cell Reports》上収表衰老机制

方面的最新成果 

撰稿人：模式动物研究所 
我校模式动物研究所陈迪副教授课题组在衰老机制方面的

研究成果“Germline Signaling Mediates the 

Synergistically Prolonged Longevity Produced by 

Double Mutations in daf-2 and rsks-1 in C. 

elegans”近日发表于 Cell子刊 Cell Reports。陈迪为

该论文的第一作者及共同通讯作者。 

以前的研究发现在秀丽线虫（C. elegans）这种模式生物

中，抑制雷帕霉素受体（TOR）或者胰岛素类生长因子

（IGF-1）信号通路分别延长寿命达 20%和 100%。为了探

讨这两条高度保守的信号通路之间在衰老过程中的相互作

用，陈迪课题组构建了一个 daf-2 rsks-1双突变体，通

过抑制胰岛素类生长因子受体（DAF-2）和雷帕霉素受体

下游的 S6K（RSKS-1）来同时阻断这两条信号通路。令人

吃惊的是 daf-2 rsks-1双突变体表现出近五倍的协同性

寿命延长。综合遗传学、功能性基因组学、分子生物学及

生物化学手段，陈迪课题组发现在 daf-2 rsks-1双突变

体中存在由 AMPK介导的正反馈激活 DAF-16这一分子机

理。进一步的研究表明，生殖系（germ line）及其所产

生的衰老信号对于 daf-2 rsks-1双突变体表现出的协同

性寿命延长起重要的调节作用。 

该研究成果的意义在于发现了衰老研究领域中最显著的寿

命延长表型之一，并阐明了相关的分子机理。由于所涉及

的关键调节因子在高等生物包括人类中都存在，类似的调

控机理可能是进化中保守的。在高等生物中对相关基因进

行改造很有可能产生类似的延长寿命的表型。对于肿瘤和

艾滋病的研究表明，同时针对多个靶基因的处理能够产生

更加有效的治疗效果。而对于超级长寿人群的研究始终无

法将长寿与单个基因的改变直接联系起来。陈迪课题组的

这项研究成果表明，同时针对多个基因的改造是延长寿命

的更好的手段，从而为延缓衰老及治疗相关的疾病提供了

新的靶点和思路。

 

 

 

 

图 1：秀丽线虫中由 daf-2 rsks-1 双突变体介导的协同性寿

命延长的组织特异性调控 

（A）daf-2 rsks-1 双突变体表现出依赖亍 DAF-16 的协同性

寿命延长。 

（B）通过 microarray 分析，収现在 daf-2 rsks-1 双突变体

中表达収生改变的基因。 

（C）在 daf-2 rsks-1 双突变体中存在由 AMPK 介导的正反

馈激活 DAF-16 的分子机理。 

（D）在生殖系中抑制 rsks-1 可以导致细胞非自治性的激活肠

道中的 DAF-16。 

图 2：超级长寿的秀丽线虫中表现衰老调控因子

DAF-16 活性的绿色荧光蛋白（GFP）报告

基因的表达。 激活 DAF-16 戒其同源蛋白

FOXO，能够在线虫、果蝇、小鼠以及人类

中延长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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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IP 报道我校程建春课题组在声场旋转方面的最新工作 

撰稿：物理学院 梁斌

2014 年 2 月 25日，The American Institute of 

Physics (AIP)网站报道（作为 Highlight）了物理学院

声学研究所程建春课题组在声学超常材料方面的研究工作 

(http://www.aip.org/publishing/journal-

highlights/scientists-twist-sound-metamaterials)。

该工作发表在 Applied Physics Letters 上[Appl. Phys. 

Lett. 104, 083510 (2014)]，论文第一作者是南京大学

物理学院大四本科生江雪同学，合作通讯作者是由我校派

赴美国伊利诺伊大学香槟分校从事访问研究的梁彬副教

授。该工作首次设计出一种简单高效的声场旋转器

(acoustic field rotator)，可在宽带范围内对声波波阵

面进行有效操控，使波阵面“旋转”起来，并在实验上成

功实现旋转效果。这为实现声场特殊操控提供新的可能，

在生物医学成像和治疗等领域上具有潜在价值。 

AIP 的报道指出“许多研究工作致力于采用超构材料来实

现对声波的特殊操控，例如声学隐身、声学幻象等。声学

旋转器作为一种特殊的声学幻象器件，能够将在其中的声

波波阵面旋转一个特定的角度，这在之前的研究中从未有

过”。“该研究组希望利用这种能够自由调控声波波阵面

的声学旋转器实现医疗超声仪器中对声波更加精确的控

制，提高超声检测仪器的分辨率，改善对坏损组织成像和

治疗质量”。随后，Science Daily、PHYSORG、

Scientific American、Nanothchnology、PR Newswire、

Science Space & Robots、RedOrbit、R&D 等多家网站相

继转载了 AIP对该工作的新闻报道。 

变换声学(transformation acoustics)和声学超构材料

(acoustic metamaterial)是近年来科学界的两大研究热

点。尽管人们通过变换声学在理论上实现了许多奇特的声

学现象，然而由坐标变换得到的结构参数一般具有很强的

各向异性以及非均匀性，在自然界几乎无法找到符合要求

的材料，这为实际应用和推广提出更高的挑战。程建春小

组提出一种新的思路，通过变换声学与声学超构材料的巧

妙结合，设计具有各向异性参数的亚波长声学结构，并首

次在理论和实验上实现声场旋转,实验样品和实验结果见

图 1和图 2。由于不存在声学共振元件，该声场旋转器能

够在很宽的频段内有效工作，并能通过调整结构参数灵活

控制旋转角度。声学旋转器的设计具有很大的灵活性，所

需的材料参数简单，极大降低了设计与制备的难度，为声

波的特殊操控提供了崭新的设计可能性，因而具有广阔的

应用前景。 

 

 

图 1：石墨烯/氧化钛器

件不传统金属/氧化

钛器件工作图。 

图 1：声波旋转器样品图。 

 

图 2：(a)、(b)、(c)分别是 3400Hz、5700Hz、

6700Hz 时仿真和实验结果对比图。右上方是

旋转器中心区域仿真结果的放大图，右下方是

相应区域的实验测量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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