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封面文章 

朱敏生实验室及合作实验室研究人员

提出了一个美臀羊产生和极性超显性

的遗传学模式 ，首先证实了表观遗传

对经典遗传遗传性状具有直接调控作

用，为超显性、甚至杂交优势的分子

机制研究提供了一个全新思路。 

 

朱嘉教授团队将纳米技术引入到硅纯

化工艺当中。以工业粗硅为原材料，

通过高能球磨制备得到110nm 左右的

硅纳米颗粒，进行酸洗等一系列步骤

之后得到了纯度高于99.999%的硅纳米

颗粒。  

 

内容提要 

王枫秋、徐永兵、张荣教授课题组从全碳复

合材料界面处丰富的调控自由度和高效的

电子迁移出发，提出将一维的碳纳米管和二

维石墨烯结合形成 “原子层厚”薄膜，将有

可能大幅提高器件的工作性能。 

详见第15页 

肖敏、张春峰课题组结合磁场和量子拍频光

谱学方法，利用近共振条件下相互作用引起

能级免交叉的效应，提升测量精度两个数量

级以上，在并四苯晶体中成功定量测出极弱

的三态激子间磁偶极相互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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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图：朱敏生实验室及合作实验室研究

人员提出了一个美臀羊产生和极性超显

性的遗传学模式  

上图：朱嘉课题组硅纳米纯化过程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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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月15日，在苏州市人民政府副

秘书长张曙、苏州市科学技术局局长

黄戟带领下，苏州市科技局组织苏州

市460余家企业赴南京大学开展产学

研对接活动。南京大学副校长潘毅及

相关院系专家、教授100多人参加对接

会，我校技术转移中心主任陈强主持

活动。 

    会上，江苏翰远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基于大数据的政务决策”项目等12个项目完

成签约。参会企业家与南京大学的专家、教授在生物医药、化工新材料、环保技术与

装备、软件和互联网+、电子信息技术与自动化和新能源与光电材料6个产学研对接专

场进行了深入交流，他们还参观了计算机软件新技术国家重点实验室等，并开展进一

步的深入交流和洽谈，现场达成合作意向50余项。 

    在苏州市各级政府和南京大学的共同努力下，围绕苏州产业需求，双方共同建立

了南京大学苏州高新技术研究院、南京大学昆山创新研究院、南京大学常熟生态研究

院3个政产学研合作平台，积极开展科技开发、成果转化、技术转移、科技孵化工作，

解决了大量企业问题，得到广泛好评。南京大学苏州研究生院是教育部批准的第一个

异地办学研究生院，成为苏州重要的高端人才培养基地，每年也有大批的南大成果在

苏州孵化，大量校友落户苏州创业，江苏南大光电材料股份有限公司正是在苏州工业

园区的支持下，成功实现高纯有机金属材料的产业化，并于2012年在创业板以当年最

高发行价成功上市。 

    近5年来，南京大学与苏州企业开展科技合作项目近200项，项目合同金额超过5

亿元，引进及孵化企业90余家，南京大学科技成果落户苏州新增产值超过200亿元，

为苏州产业转型升级做出了重要贡献。  

苏州市政企代表团走进南大开展产学研对接  
撰稿人：科技成果转化中心 范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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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人工智能联合大会上我校计算机学科取得好成绩 
撰稿人：计算机科学与技术系 王魏   

    国际人工智能联合会议（IJCAI 2015）于2015年7月25日至31日在阿根廷布

宜诺斯艾利斯市举行。IJCAI是人工智能领域最著名的顶级国际会议，自1969年

以来每两年举行一次。本届会议划分为机器学习、知识表示与推理、人工智能与

艺术、计算可持续发展等四大分支。 

    会议共收到来自全球65个国家的1996篇投稿论文，每篇论文经过3位程序委

员会委员（审稿人）、2位高级程序委员评审，再经领域主席评判，最后由分支

总主席做出录 用决定。经过

严格评审，共 有 575篇论文

被录用，总录 用率 28.8%；

其中机器学习 分支竞争最为

激烈，收到投 稿499篇，仅录

用119篇，录用 率23.8%。每篇

入选论文都被 邀请到大会上

做分组口头报告和墙展张贴报告。本届会议上来自中国（含中国香港）的投稿数

占25.6%、录用数占23.6%，均排名世界第一，首次超过美国。 

    我校在本届会议上共有10篇论文入选，研究内容涵盖了人工智能与大数据

分析的多个方面。据统计，美国卡耐基梅隆大学以21篇论文排名入选论文数榜

首，我校入选论文数与英国牛津大学并列世界第4位。值得一提的是，我校计算

机系周志华教授应邀担任了大会顾问委员会(advisory committee) 委员暨机

器学习总主席，俞扬、李宇峰、李武军等3人担任高级程序委员。这在一定程度

上显示出我校在人工智能研究领域已走到国际前沿，并已有较高的国际影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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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8届国际花岗岩及相关岩石研讨会”在巴西举行 

第9届研讨会将于2019年由南京大学承办  
撰稿人：地球科学与工程学院 邱检生    

  “第8届Hutton国际花岗岩及相关岩石研讨会”于2015年9月20-25日在巴西Santa Catarina州

的首府Florianopolis举行，与会代表200余人，其中中国代表10人。会议收到论文摘要187篇，主

要采用主题报告、青年学者（博士、博士后）报告和展板形式进行学术交流。会议分4个专题，分

别是：（1）花岗质岩浆的源区与形成过程；（2）浅位花岗岩与火山岩的联系；（3）花岗岩形成

的构造环境；（4）花岗岩的时空分布与岩浆过程。每个专题安排3-4个主题报告，每个主题报告

50分钟，随后就相关主题进行讨论。会间安排1天野外考察，主要考察Florianopolis岛发育的新

元古花岗岩和熔结凝灰岩，以及白垩纪的镁铁质岩墙。会前和会后均安排有野外考察，会前的考

察路线是对巴西米纳斯吉拉斯（Minas Gerais, Brasil）一带的TTG岩石组合与钙碱性花岗岩、花

岗闪长岩进行考察，主要了解该区太古代基底的构造岩浆演化过程；会后的考察路线主要是对巴

西南部Santa Catarina州沿海新元古同构造花岗质岩浆作用进行考察，主要了解挤压造山背景下

壳幔对花岗岩形成的贡献。 

    总体来看，本次会议的内容涉及TTG岩套与早期大陆地壳的形成与演化、花岗质岩浆的结晶与

分异、花岗质岩浆形成的物理与化学过程、花岗质岩浆对成矿作用的制约等多方面。与会者普遍

认为共生的镁铁质岩石和花岗岩的成因联系是理解大陆地壳形成与演化的关键。强调花岗岩地质

的精细观察与岩浆过程研究是本次会议的主要特色。 

    会议闭幕前, 印度、瑞典、美国和中国4个国家的代表依次进行了申办第9届Hutton国际花岗

岩学术研讨会的陈述报告，随后由全体与会代表投票表决，根据两轮投票结果, 确定“第9届

Hutton国际花岗岩及相关岩石研讨会”于2019年在中国南京举行，由南京大学承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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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utton国际花岗岩会议”是为纪念火成论派的创始人James Hutton（1726- 1797）对地质

学的重要贡献而设立的针对花岗岩研究的专题学术讨论会，该会议于1987年在James Hutton的出

生地——英国Edinburgh首次召开，随后每4年召开1次，迄今已连续召开8届，已成为在地质学界

有重要影响的国际学术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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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市科协年会分会场暨南京大学 

“先进分子材料与器件交叉学科论坛”在我校召开 
撰稿人： 化学化工学院  周 洁   科学技术处   龚 俊   

    2015年10月16日下午，由南大科

协、省化学化工学会、市青年科协以及

南大青年学者联谊会共同承办的南京市

科协年会分会场—南京大学“先进分子

材料与器件交叉学科论坛”在鼓楼校区

知行楼报告厅举行。 

    会议开幕式由科技处副处长秦猛主

持。南京市科协学会部张坚平部长和南

京大学潘毅副校长出席了此次会议。开

幕式致辞中，潘毅副校长强调了交叉学

科对原创性科研成果的重要性，鼓励青

年学者把南京大学青年学者联谊会作为

科研工作交流平台。并期望青年学者能

够为南京市的地方发展贡献科学研究成

果。 

    学术交流报告会由电子科学与工程

学院长江学者王欣然教授以及化学化工

学院王乐勇教授主持。来自化学、物

理、材料、电子的5位杰出青年老师代表

给现场的学生和老师做了精彩的报告。

潘力佳教授的“导电高分子及柔性电子

材料”，万青教授的“神经元晶体管及

其“类脑芯片 ”应用”，郑佑轩教授的

“几种磷光金属配合物及其器件性能研

究”，沈珍教授的“人工卟啉的结构修

饰与性能调控”，以及王新益副教授的

“双稳态分子磁体的合成及磁构关系”

等五场精彩的报告不仅让在场的学生受

益匪浅，也加深了老师对彼此工作的了

(下转第 6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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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工微结构科学与技术协同创新中心管委会第五次会议简报 
撰稿人：人工微结构科学与技术协同创新中心  吴煜昊  

    近日，人工微结构科学与技术协同创新中心管理委员会会议在杭州举行第

五次全体会议，本次会议由中心成员单位浙江大学承办。 

    中心主任邢定钰院士主持会议，中心管委会主任施毅教授报告第四次管委

会会议以来中心开展的主要工作，汇报中心下一阶段重点工作计划，并提请管

委会研究讨论。 

    会议遴选并通过了首批中心优秀博士后，优秀研究生入学奖、英才奖获得

者名单。本次会议共遴选中心优秀博士后7人，优秀研究生入学奖32人，英才奖

76人。其中，南京大学推荐的获奖者超过全部获奖人数的一半，这也必将极大

地鼓励优秀学子投身南京大学相关学科从事学习与研究工作。据统计，经中心

遴选并资助的首批优秀博士后、优秀研究生将获得中心各类资助总计近450万

元。 

    经邢定钰院士提议，各位与会代表充分协商，会议明确了中心成员发表成

果应遵循的署名规则及格式。统一的署名规范既体现了中心成员单位团结协作

的精神，又进一步鼓励了中心成员之间紧密围绕核心科研目标开展学术合作与

创新工作。    

在本次会议期间，中心召集各协同单位财务秘书进行2011项目有关财务规定及

财务知识专项培训，特别是日常管理经费、科研启动费、国际会议专项资助等。

培训老师由南大财务部门专门派员担任。 

    会议决定下一次中心管委会会议定于2015年12月在南京召开。  

解，为不同课题组之间开展交叉合作提供了更多的机会。 

    此次活动得到了市科协、学校有关领导的大力支持，也得到了广大师生的积

极响应。活动中进行了思维的碰撞，产生了灵感的火花，为今后发掘新的学术研

究增长点和萌发可能的“学派”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希望以此论坛活动为契机，

我们的青年学者通过多学科交叉协作，在“先进分子材料与器件”及其相关领域

中做出高水平的原创性研究和应用成果。  

(上接第 5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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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南京大学内生金属矿床国家重点实验室主办的第三届 IGCP 609 晚中生

代温室地球气候-环境演化及白垩纪海平面变化国际学术研讨会于2015年9月5-

11日在江苏南京大学仙林校区成功举办。国内外60余名专家学者出席本次会

议。南京大学大学副校长谭哲敏、南京大学地球地球科学与工程学院院长王汝

成教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国际地球科学联合会IGCP第609项目主席、奥地利

维也纳大学Michael Wagreich教授分别在大会开幕式上致辞。中国科学院院

士、中国地质大学（北京）王成善教授参加了会议并主持了专题讨论会。会议

开幕式由会议组委会主席南京大学地球科学与工程学院胡修棉教授主持。 

第三届 IGCP 609 晚中生代温室地球气候-环境演化及白垩纪海平面变化国际学术研讨会代表合影 

本次会议注册代表65名，来自10个国家（美国、奥地利、巴基斯坦、尼泊

尔、日本、埃及、新西兰、俄罗斯、斯洛伐克、中国等），其中外宾23人。研

究生以及新近博士毕业的年轻学者也参加了大会并提供了精彩的口头报告及展

板报告，促进了国内外学者在中生代古气候-环境变化这一领域里进行广泛交流

合作，为“深时”古气候研究队伍吸引更多年轻血液。 

我校成功主办第三届 IGCP609晚中生代温室地球气候-环境演化及

白垩纪海平面变化国际学术研讨会  
撰稿人：地球科学与工程学院 胡修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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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议共设立5个专题，包括中生代温室地球的古气候变化、白垩纪海平面变化、

中生代海洋重大事件与环境演变、中生代陆地环境与生物演变、白垩纪东亚湖泊环境-

气候演变。会议交流包括口头学术报告28个（特邀报告6个，其中3个IGCP项目特邀报

告，3个专题特邀报告），展板报告4个。大会6个特邀主题报告人分别是：奥地利维也

纳大学Michael Wagreich教授(IGCP 609项目主席)、中国科学院南京古生物与地质研

究所沙金庚研究员(IGCP 632项目主席)、日本茨城大学Hisao Ando (IGCP 608项目主

席)、美国自然科学基金会和法国Pierre et Marie Curie大学Bilal Haq教授、美国史

密森尼研究所Brian Huber研究员以及美国科罗拉多博尔德大学William W. Hay教授。

会议开幕式由本次会议组委会共同主席南京大学地球科学与工程学院胡修棉教授主持 

大会研讨内容反映了近年来国际晚中生代温室地球气候-环境研究取得的新进展

和新成果，会议集中讨论了温室时期短期海平面变化的机制，如何进一步完善高精度

白垩纪地质年代表以及晚中生代极端气候事件如大洋缺氧事件、极热事件及其在海洋

和陆地的生物与环境的响应等。 

会议闭幕式由IGCP 609项目主席、奥地利维也纳大学Michael Wagreich教授主

持，讨论并确定未来几年IGCP第609项目研讨会的学术安排、会议组织及会议专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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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等。 

会后，25名会议代表参加了中国东南部陆相白垩纪地层与沉积的野外地质考察，

先后考察了南京燕子矶浦口组冲积扇沉积、句容赤山组风成沉积、浙江煤山二叠系-三

叠系界线剖面，随后考察了浙赣部分地区（浙西建德群、金华衢州组、浙江石浦、江

西信江盆地）白垩纪大陆环境和海陆过渡环境的地层和沉积。 

会议编辑出版的摘要集共收录了38篇摘要，集中反映了中生代古气候-环境变化

研究动态。组委会负责编写的会后野外考察指南对相关地区和剖面进行了详尽的描

述，并就一些相关科学问题进行了较为深入的讨论。本次会议还拟在国际学术期刊

Global and Planetary Change上组织出版专辑论文。 

参加野外地质考察的代表在考察完江苏句容白垩纪赤山组风成沉积后合影 

本次会议得到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国际地球科学联合会IGCP609项目、南京大学

内生金属矿床成矿机制国家重点实验室、科技部973项目“晚中生代温室地球气候-环

境演变”、南京大学地球科学与工程学院等单位的大力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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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2015 年 10 月 21 日召开的中国科技论文统计结果发布会上，中国科技信

息研究所发布了 2014 年的中国科技论文的统计结果。   

我校 2014年度 SCI 论文中表现不俗论文数所占比例在 C9 高校中位列第三  

若在每个学科领域内，按统计年度的论文被引用次数全世界均值划一条线，则

高于均值线的论文为“表现不俗”论文，即论文发表后的影响超过其所在学科的平

均水平。以科学引文索引数据库（SCI）统计，2014 年，我国机构作者为第一作者

的论文共23.51万篇，其中表现不俗的论文数为91389篇，占论文总数的 38.9%。按

文献类型分，96%是原创论文，4%是述评类文章。 C9高校 2014年表现不俗的论文

情况如下表所示，其中南京大学的表现不俗论文数为1361篇，较2013年度（1104 

篇）增长23.3%，占当年发表论文总数的比例为47.8%，较2013年上升了4.5个百分

点，在C9高校中位列第三。   
 

 
*AR论文是指：文献类型标注为Article和Review的论文。 

 

我校 2014年 SCI论文累计篇均被引次数在 C9 高校中位列第四 

根据中国科学技术信息研究所的科技论文统计结果，最近 10年（2005-2014

年）我校累计被引用的 SCI 论文数为 20111篇，共被引用235366次，平均每篇论

文被引用 11.70次位列 C9高校第四，较上一年度上升一位。 2014年我校 SCI论文

累计被引用篇数和被引用次数名列全国高校第六。 以上结果如下表所示：         

  机构名称 AR论文数 (篇） 表现不俗论文数 (篇） 表现不俗论文比例 (%) 

1 复旦大学 3355 1633 48.67 

2 北京大学 3871 1860 48.05 

3 南京大学 2849 1361 47.77 

4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2460 1148 46.67 

5 上海交通大学 5398 2402 44.50 

6 清华大学 4235 1882 44.44 

7 浙江大学 5836 2550 43.69 

8 西安交通大学 3082 1242 40.30 

9 哈尔滨工业大学 2875 1094 38.05 

中国科技论文统计结果发布 我校表现优秀 
撰稿人：科学技术处 朱伟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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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SCI数据库统计，2005-2014年收录的中国论文截至2015年9月累计被引用的篇次。 

 

我校 2014年国内论文累计被引次数在 C9 高校中位列第五，论文数量增长趋势以

33.37%位居C9高校之首 

 

注：国内论文被引用指:1988-2014年发表的论文在2014年被引用。 

 

我校论文入选中国百篇最具影响国际学术论文  

我校2014年发表在SCIENCE OF THE TOTAL ENVIRONMENT杂志上的论文“A re-

view of soil heavy metal pollution from mines in China: Pollution and 

health risk assessment”（卷：468，页：843-853）荣获 2014年度“中国百篇

最具影响国际学术论文”，通讯作者为环境学院黄蕾副教授。  

 

我校论文入选中国百篇最具影响国内学术论文 

我校甄峰教授2014年发表在地理学报上的论文“基于网络社会空间的中国城市

网络特征-以新浪微博为例”（卷：67，期：08，页：1031-1043）荣获 2014年度

“中国百篇最具影响国内学术论文”。  

 机构名称 被引用篇数* 被引用次数 篇均被引次数 

1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17493 227909 13.03 

2 清华大学 31623 377292 11.93 

3 复旦大学 24218 284716 11.76 

4 南京大学 20111 235366 11.70 

5 北京大学 28942 331785 11.46 

6 浙江大学 41742 412758 9.89 

7 上海交通大学 35488 308723 8.70 

8 哈尔滨工业大学 18450 148627 8.06 

9 西安交通大学 15987 107128 6.70 

 机构名称 被引用次数 论文数量增长趋势％ 

1 上海交通大学 26068 6.15 

2 北京大学 24966 18.32 

3 浙江大学 20590 4.62 

4 清华大学 16506 18.15 

5 南京大学 14612 33.37 

6 复旦大学 13486 12.78 

7 哈尔滨工业大学 10105 -7.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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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NAS》发表我校朱敏生实验室关于极性超显性遗传

现象分子机制的重要研究成果  
  撰稿人：模式动物研究所 孙倩  

    2015年10月21日，《美国科学院院报》（PNAS）在线发表了模式动物所朱敏生

实验室及合作实验室的最新研究成果“Regulation of DLK1 by the maternally 

expressed miR-379/miR-544 cluster may underlie callipyge polar over-

dominance inheritance”。南京大学博士研究生高云倩、陈鑫为论文的共同第一作

者，朱敏生教授为通讯作者。 

    在遗传学上，杂合子的适应性有时比纯合子更强，父母平平，有时后代却很强，

这就是遗传学中所谓的超显性（overdominance）遗传现象；有时杂合子的适应性与

其染色体亲本来源有关，如强弱不同的父母，其后代可强，但父母双方都强，后代

会弱，这就是所谓极性超显性（polar overdominance）遗传现象。1983年在美国发

现一种公羊（SolidGold），其臀部和其他部分肌肉十分发达，且具有独特的极性超

显性遗传现象，这就是后来著名的“美臀羊”（Callipyge）。有研究发现，美臀羊

是由于DLK1-Dio3 印记区CLPG点突变引起的，只有突变来自于父亲的杂合体才出现

美臀表型。长期以来，这种遗传规律吸引着遗传学家们的广泛关注，人们一直希望

能阐明这种遗传方式的分子机制，但始终未能成功。 

    DLK1-Dio3 印记区存在有一个miRNA簇（miR-379 cluster），研究人员推测母

源miR-379簇可能是介导极性超显性遗传现象的关键分子。为验证这一假设，作者以

小鼠为模式动物，通过引入3个lox P位点的方法，成功敲除了含50余个miRNA的小鼠

基因簇，建立了稳定、纯遗传背景的基因敲除小鼠。该小鼠的臀大肌和其他肌肉都

出现肥大、肌肉的快纤维比例增加，与美臀羊的肌肉特征非常相似。研究还发现，

小鼠肥大肌肉中的DLK1蛋白表达量明显升高，miRNA329 （miR-379簇的成员）可以

抑制其表达。鉴于DLK1具有促进肌肉肥大的功能，研究人员首先提出了一个美臀羊

科学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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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生和极性超显性的遗传学模式 (如下图)。 该模式的发现，不但首先证实了表观遗传

对经典遗传遗传性状具有直接调控作用，同时也为超显性、甚至杂交优势的分子机制研

究提供了一个全新思路。  

用硅材料提供了新思路，并且也为进一步降低太阳能发电的成本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该技术已经申请专利。 

    该论文第一作者是匡亚明学院理科强化班本科生宗麟奇，第一单位是南京大学，

通讯作者是现代工程与应用科学学院朱嘉教授与斯坦福大学崔屹教授，这项工作还得

到团队成员博士生朱斌的鼎力合作。项目研究得到了国家重点基础研究项目，国家自

然科学基金创新群体和江苏省优势学科资助。朱嘉教授课题组自成立以来，围绕着工

业粗硅的再利用展开了一系列研究，结果已陆续发表在纳米材料主流期刊上(如

NanolettersDOI：10.1021/acs.nanolett.5b01698等)，受到业内的广泛关注。 

(上接第 14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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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NAS》刊登朱嘉课题组在硅纳米提纯技术

的最新进展 
撰稿人：现代工程与应用科学学院 匡亚明学院 宗麟奇  

    硅是当今信息及能源产业最重要的材料之一，被广泛应用到半导体芯片，太阳能

和传感器等诸多产业。不同领域的应用对硅的纯度有着不同的要求，例如太阳能级硅

的纯度至少应达到99.999%，而电子级硅的纯度应至少为99.9999999%。然而如何低耗

能低污染的得到这些超高纯度的硅已经成为了一个困扰学术界和工业界数十年之久

的难题。 

    近期，南京大学现代工程与应用科学学院朱嘉教授课题组与斯坦福大学开展国际

合 作，利 用 纳 米 技 术 有 效 实 现 硅 的 提 纯，取 得 了 重 大 进 展。该 成 果 以

“Nanopurification of silicon from 84% to 99.999% purity with a simple 

and scalable process”为题，并于2015年10月20日在《美国科学院院刊》（Proc. 

Natl. Acad. Sci.）上在线发表（doi:10.1073/pnas.1513012112）。 

    朱嘉教授近年来带领团队成员围绕这一问题开展了深入研究，创新性地将纳米技

术引入到硅纯化工艺当中。利用纳米颗粒具有非常大的比表面积和极小半径的特点，

可以将大量的杂质都暴露在表面，只需要通过酸洗就可以将杂质去除。朱嘉教授团队

以工业粗硅（硅铁，硅含量84%）为原材料，通过球磨制备得到粒径大小110nm 左右的

硅纳米颗粒，通过酸洗等一系列加工之后得到了纯度高于99.999%的硅纳米颗粒。相比

于传统的硅提纯工业，该技术避免了高温高压以及对HCI和H2的大量消耗，在减少耗能

的同时极大地降低了污染。同时，通过

该技术得到的高纯度硅为直径在80nm 

左右的纳米颗粒。据测试，纯化后得到

的硅纳米颗粒作为锂电池负极材料时

获得了很好的循环及倍率性能。所得

纳米微粒有着更广泛的用途，例如作

为锂离子电池的负极等。整个纯化过

程低能耗、低污染，为生产太阳能电池

(下转第 13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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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通讯》发表王枫秋、徐永兵、张荣教授课题组碳

纳米管-石墨烯复合薄膜高性能宽谱光探测器论文 
撰稿人：电子科学与工程学院 王枫秋   

    我校电子科学与工程学院王枫秋、

徐永兵、张荣教授课题组在新型低维

材料光探测器研究领域取得重要进

展，相 关 论 文“Planar  carbon 

nanotube-graphene  hybrid  films 

for  high-performance  broadband 

photodetectors”于2015年10月8日在

线发表于《自然•通讯》杂志（Nature 

communications 6, 8589, (2015)）。 

    石墨烯是零带隙的二维材料，高载流子迁移率及宽带光响应等特性使其成为高性

能光探测器的理想材料之一。然而，单层石墨烯较低的吸光率和超快的光生载流子复合

过程，严重制约了器件的光响应度。课题组从全碳复合材料界面处丰富的调控自由度和

高效的电子迁移出发，提出将一维的碳纳米管和二维石墨烯结合形成 “原子层厚”薄

膜，将有可能大幅提高器件的工作性能。 

    基于该新型全碳复合薄膜高迁移率、宽谱光吸收以及可大面积制备等特性，研究团

队首次实现了基于单壁碳管-石墨烯复合薄膜的光探测晶体管。表征显示，该新型器件

可在整个可见光－近红外波段（400-1550 nm）工作，光响应度大于100 A/W。更令人惊

奇的是，由于全碳界面处的范德华互作用，器件响应速度达100 μs，比石墨烯-量子点

复合体系的响应速度提高了3个数量级左右，展示了优异的综合性能和实用化前景。此

(下转第 20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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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校肖敏教授领衔的微纳和超快光学研究团队最

近在有机半导体中单线态分裂研究方面取得重要进

展，研究成果以" Magnetic dipolar interaction 

between correlated triplets created by singlet 

fission in tetracene crystals "为题于2015年10月

12日发表在《自然•通讯》(Nature Commun.6, 8602

(2015))期刊上。 

    特定有机材料中的单态分裂过程(Singlet fission)可将光激发产生的单个自旋

单态激子转变成一对自旋三态激子，原则上能实现200%的光电转换量子效率，突破现

有单节太阳能电池效率的理论极限，因而备受学界关注。传统观点认为, 单态分裂过

程发生在相邻两分子之间，通过双激子暗态形成单态激子和三态激子之间的转变。理

论上这对三态激子间存在较强的磁偶极相互作用, 自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来，国际上许

多实验室利用多种实验方法尝试测量这一弱相互作用，但始终未能解决，也成为理解

单态分裂物理机理的关键挑战之一。肖敏、张春峰课题组近年来围绕这一问题开展了

深入研究，创新性地结合磁场和量子拍频光谱学方法，通过塞曼效应调控双激子暗态

能级，巧妙利用近共振条件下相互作用引起能级免交叉的效应，提升测量精度两个数

量级以上，从而在并四苯晶体中成功定量测出极弱的三态激子间磁偶极相互作用，其

强度值（8 MHz）比传统理论预测值小两个数量级，揭示了单态分裂所产生的一对三

态激子距离较远，明确提出晶体中单态分裂涉及到多个分子，传统物理模型需要修

正，为最终揭示单态分裂机制提供了关键信息，对设计可实用的单态分裂材料具有重

要的指导意义。 

    物理学院博士生王睿同学是论文第一作者，张春峰副教授与肖敏教授为本文共同

通讯作者，该工作还得到团队成员王晓勇教授以及研究生张博、刘云龙同学的鼎力合

(下转第 17 页) 

《自然•通讯》刊登我校肖敏、张春峰课题组有机

半导体中单线态分裂研究成果 
撰稿人：物理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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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课题组围绕着突破现有光电转换极限的基础物理，对单态分裂等关键过程

进行系列研究，研究成果此前陆续发表在主流期刊上(Angew. Chem. Int. Ed. 

54, 6222 (2015), JPC Lett. 5, 2462(2014)等)，受到业内的广泛关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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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接第 16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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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志红院士团队足细胞研究成果发表在国际著名医学杂

志《J CLIN INVEST》 
撰稿人：医学院   

    近期，南京大学医学院院长刘志红院士带领的国家肾脏疾病临床研究中心团队在

足细胞损伤修复机制研究方面取得重大进展。相关成果发表于国际著名医学杂志《J 

CLIN INVEST》。题目为：“MicroRNA-30 family members regulate calcium/

calcineurin signaling in podocytes”。这是迄今为止，我国肾脏病领域独立完成

的发表于JCI的第一篇论文。在这篇文章中，研究人员证实miR-30家族可以通过调控

calcium/calcineurin信号通路，从而参与足细胞稳态和功能，miR-30家族表达下降

导致足细胞发生损伤。这项研究从一个全新的角度阐明了足细胞损伤的新机制，为这

类基本的治疗干预提供了新的靶点，是一项具有标志性的研究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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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水稻稻瘟病是水稻最重要的三大病害之一。稻瘟病菌是一种变异与分化速度快、

多样性程度高、新的生理小种层出不穷的水稻病害。长期的生产实践证明，抗病育种

（利用自身的抗病基因）是防治稻瘟病最经济有效的措施，也符合人类对绿色食物的

要求。传统的图位克隆抗病基因的方法虽然取得了比较好的成效，但整个克隆过程周

期长，效率不高。 

    为此，田大成课题组另辟新径，建立了以植物与病菌共进化为基础的基因克隆方

法，通过各种遗传参数的计算来挑选候选基因，并通过遗传转化、抗性鉴定等环节,

共获得98个功能性抗稻瘟病基因，其中含15个抗谱广、抗性强的抗稻瘟病基因。 

    抗病基因克隆技术的突破，具有重要科学意义：

1）建立了一种全新的植物抗病基因高通量克隆方法，

大大提高了抗病基因的克隆效率，为克隆更多更好的

广谱高抗基因奠定了基础；2）首次从全基因组系统评

估了抗稻瘟病基因的功能与分布，为后续植物抗病机

制研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3）克隆的广谱高抗基因

的，可以直接应用于主要作物的抗病育种，具有重大的

应用价值；4）为其它植物抗病基因的高效克隆提供了

可行的操作范例和技术指导。 

    该研究得到国家自然科学基金、教育部长江学者

和创新团队发展计划及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

资金的资助。该研究的顺利实施，得到南京大学仙林校

区作物分子遗传实验站的支持。 

田大成教授课题组在 The Plant Journal 杂志发表科研新成果  
撰稿人：生命科学学院   

    我校生命科学学院田大成教授课题组在水稻稻瘟病抗性基因的研究中取得重要

进展，相关研究成果“A genome-wide survey reveals abundant rice blast R 

genes in resistant cultivars”于2015年10月1日在线发表在植物学著名杂志《The 

Plant Journal》上。论文的第一作者为我校张小辉博士，通讯作者是田大成教授。 

图：克隆的332个NBS-LRR基因的

进化关系和转基因株系稻瘟病菌

侵染后的代表表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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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式动物研究所在建立基因敲除的犬类动物模型研究中

取得重要成果 
撰稿人：模式动物研究所 林兆宇   

    我校模式动物研究所高翔课题组在建

立基因敲除的犬类动物模型研究中取得重

要进展。南京大学模式动物研究所联合中

国科学院广州生物医药与健康研究院、广

州医药研究总院等科研单位共同建立了犬

类基因打靶技术，培育了世界上首例基因

敲 除 的 犬 类 动 物 模 型。其 研 究 成 果

《Generation of gene-target dogs us-

ing CRISPR/Cas9 system》（利用CRISPR/

Cas9建立基因敲除犬）于10月12 日在线发

表在《Journal of Molecular Cell Bi-

ology》（分子细胞生物学杂志）。南京大

学模式动物研究所高翔教授、广州生物院

研究员赖良学和广州医药研究总院主任药

师应军为该论文的共同通讯作者。 

    近年来随着技术发展，牛、羊、猪、猴

等大型哺乳动物实现了基因敲除。但母犬

卵巢释放的卵母细胞在输卵管内成熟时间

长，需要48-72小时才能成熟并具有受精功

能。这一生理特征使得体外基因打靶胚胎

与受体雌犬很难处于相同的生殖生理周

期，导致妊娠失败率增高，犬类基因打靶技

术一直未能成功建立。 

    为了解决这一问题，研究团队建立自

体移植策略，即将一侧输卵管内的受精胚

胎冲出，进行基因打靶，并马上输回另一侧

输卵管，从而克服了供体胚胎与受体雌犬

的生殖周期不同步的难题，大幅提高妊娠

率，从而成功建立了犬类基因打靶技术。最

后在移植的65个胚胎中有27个出生，其中

两只为成功剔除了两个等位基因的基因敲

除犬。研究组将两只狗分别命名为“大力

神”和“天狗”。 

图一：世界首例基因敲除犬类模型，左为“大力神”，

右为“天狗” 

研究团队选取了肌肉生长抑制素基因

（myostatin）作为第一个敲除目标基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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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 基 因 在 犬 类 中 的 自 发 突 变 曾 被

Neuromuscular Disorders 报道过。该基

因功能为抑制骨骼肌生长，其被敲除后，

肌肉生长发育能力增强，基因敲除犬成年

以后将具有更强的运动能力。 

    犬在营养代谢、生理解剖等方面与人

类极其相似，因此犬是研究人体生理和疾

病发生机理的理想实验动物。基因敲除犬

的培育将为人类疾病治疗和药物研发提

供新的实验动物模型。  图二： Myostatin天然突变（左）与正常（右）小灵

犬对比  

外，该研究也首次将基于二维材料的范德瓦尔斯异质结（van der Waals hetero-

structures）扩展到了一维/二维复合结构。为研究范德华异质结中基于量子局限效

应的新奇物理现象提供了一个全新的平台。基于这项发现，课题组已经申请国家发明

专利1项，已进入实审阶段。 

    刘远达博士和王枫秋教授是这篇研究论文的共同第一作者，耶鲁大学的王肖沐

博士、南京大学化学与化学工程学院的王喜章教授、法国CNRS研究员 Emmanuel 

Flahaut、南京大学电子科学与工程学院的王欣然教授、施毅教授课题组参与了该研

究工作并提供了有力支持。本研究得到科技部“量子调控”国家重大科学研究计划，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江苏省自然科学基金、江苏省双创团队项目、中国博士后科学基

金、江苏省博士后科研资助计划的资助。  

(上接第 15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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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朝军、薛斌课题组在肝脏损伤后修复的调控研究中取得重要

进展  
撰稿人：医学院  

    我校医学院薛斌副教授在肝脏损伤后修复的调控研究中取得重要进展，其研究成果

“PP2Acα Positively Regulates Mice Liver Regeneration Termination through 

AKT/GSK3β/Cyclin D1 Pathway”于2015年10月在线发表在肝脏病学杂志《Journal of 

Hepatology》。南京大学博士后来珊珊为该文的第一作者。南京大学高翔教授、李朝军教

授、薛斌副教授为该论文的共同通讯作者。 

    肝脏具有强大的再生能力，

这种再生能力使得肝脏在受到

损伤后能够迅速的实现肝脏重

量以及肝脏功能的恢复。许多肝

脏疾病，包括肝炎，肝硬化等都

伴随着一定程度的肝细胞的再

生，这是肝脏为了补偿病理过程中所遭受的肝损伤的一种保护机制。肝损伤后的再生过程

是一个高度有序的、受到精细调控的过程。当肝恢复到损伤前重量时，在一系列通路调控

下增殖的肝细胞会重新进入静止期，即实现肝再生的终止。到目前为止，肝再生终止的调

控机制仍不清楚。PP2A是丝氨酸/苏氨酸残基蛋白磷酸酶家族中十分重要的一员，它和PP1

调节了细胞内几乎90%的蛋白丝氨酸/苏氨酸的磷酸化。PP2A被报道参与了多种细胞功能

的调节，包括细胞代谢、DNA复制、基因表达、信号转导、细胞周期、细胞分化以及凋亡

等。本研究发现PP2A催化亚基α异构体在肝再生后期特异的高表达。通过基因靶向技术在

肝细胞中特异性将PP2Acα基因敲除延迟了肝再生的终止，加速了肝损伤后肝功能的恢复。

本项研究揭示了PP2Acα调控肝再生终止的分子机制，丰富对肝再生终止阶段调控的研究。

为临床上利用PP2Acα进行慢性肝脏疾病、肝移植和肝癌的治疗中提供潜在的靶点。详细的

研究结果请参见全文：doi:10.1016/j.jhep.2015.09.025 

    该研究得到了国家基础重大科学研究计划项目（2012CB524900）、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30700794、31171306、31371373）及中国博士后基金(2013M541642)的资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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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5年10月27日，Cell杂志子刊Cell 

Reports以封面特色形式发表了模式动物

研究所杨中州实验室和北京大学医学部王

文 恭 实 验 室 的 合 作 论 文“Post-

transcriptional regulation of Nkx2-5 

by RHAU in heart development”，该研究

揭示了心脏发育关键基因Nkx2-5的转录后

调控新机制。 

    G-四链体（G-quadruplexes, G4s）是

由富含鸟嘌呤（GGG）形成的二级结构，存

在于DNA或RNA序列当中。近年来的研究发

现，RNA分子中 G-四链体主要定位在mRNA

的5′和3′非翻译区（UTRs）。RNA G-四链

体在RNA生物学，比如RNA剪切加工，成熟，

运输及翻译中发挥重要调控作用。人类转

录组中大约有3000个基因的mRNA 5′ UTR

中包含G-四链体序列，提示G-四链体有可

能是mRNA生物学调控的通用调控结构。 

    以前的研究发现，RNA结合蛋白RHAU可

以结合G-四链体，将其打开，但参与的生物

学功能尚不明了。在小鼠中剔除Rhau会导

致胚胎死于第7.5天左右，证明RHAU对早期

胚胎发育至关重要，并提示在器官发育过

程中可能发挥关键作用。为了研究RHAU在

心脏发育过程中的功能，杨中州实验室在

心脏祖细胞中将Rhau剔除，发现剔除小鼠

发生胚胎致死，心脏发育出现异常，证明

RHAU对胚胎心脏发育不可或缺。通过生化

及分子生物学实验分析，发现RHAU可以结

合心脏发育关键基因Nkx2-5 mRNA的5’及

3’ UTR（非翻译区域），调控mRNA稳定性

（代谢）及蛋白质翻译。RHAU结合Nkx2-5 

mRNA的3’ UTR中的ARE元件促进Nkx2-5 

mRNA降解，而结合Nkx2-5 mRNA的5’ UTR中

的G4二级结构，将其打开，促进蛋白质翻

译。Rhau剔除小鼠心脏组织中，Nkx2-5 

mRNA水平虽然升高，但Nkx2-5蛋白水平却

显著降低。该研究阐述了Nkx2-5转录后调

控的新机制，揭示了mRNA分子中非翻译区

域中的调控元件及其功能。这项研究证实

了mRNA 5′ UTR G-四链体介导的蛋白质

翻译在器官发生中的作用 

    杨中州教授和王文恭教授是这篇论文

的共同通讯作者，博士生聂俊伟与江明扬

为共同第一作者。该研究得到科技部和自

然基金委的项目支持。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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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探明宇宙演化、物质结构、生命起源

和认知机理是人类永恒的追求，这些基础

科学领域的突破往往能从根本上改变我们

对时间、空间和物质运动规律的认识，催

生变革性技术，开创物质文明的新时代。

20世纪创建的相对论和量子力学打破了经

典物理学绝对的时空观和粒子运动必须有

轨迹的观念，揭示了时空性质与物质、运

动的联系，采用“量子态”描述物理体

系；新理论的建立促进了半导体晶体管、

计算机、互联网、激光、核能利用等变革

性技术的出现，造就了信息时代的物质文

明。可见，在科技领域，一些看似相互独

立的问题实际上有着深刻的内在联系。当

今时代重大基础交叉科学的突破完全有可

能催生新的科学革命，为人类创造现在还

难以想象的先进物质文明。我们一定要顺

应这一发展趋势，把握好这一历史机遇。 

研究宇观世界的天文宇宙学和研究微观世

界的粒子物理学近年来的交叉融合是一个

重要的发展趋势。基于天文观测和粒子物

理学成果提出的宇宙大爆炸模型，正在经

受各种天体和粒子物理精密测量的检验，

使宇宙学逐步成为定量科学。人类已经了

解的物质形态在宇宙中只占约5%，其他主

要是暗物质（与光不发生相互作用）和暗

能量（能导致宇宙加速膨胀），它们与普

通物质不能相互转换，但会决定宇宙的未

来。为了揭示暗物质和暗能量的本质，发

达国家投入大量人力物力，以求尽早取得

突破。中国锦屏地下实验室已在暗物质直

接探测方面取得了有国际竞争力的成果；

在暗能量研究方面，我国也在积极筹建并

参与国际合作的大型巡天望远镜计划。 

掌握微观量子世界运动规律是许多现代技

术应用的基础，但宏观测量会破坏量子态

的“相干性”，使它成为“看不见”“摸

不着”的“自在之物”。近年来精密实验

技术的发展正在逐步改变这种状况。利用

扫描电子隧道显微镜可以观察和移动单个

分子、原子，运用飞秒激光技术可以研究

分子内部的动力学过程，可以逐层逐列地

将原子、分子构筑成晶体，可以产生和探

测单个光子。这些过去不可思议的手段已

经使原子、电子、光量子等变成“看得

见”“摸得着”“可调控”的“为我之

物”。从这个意义上说，90年前提出的量

子力学已从观测、解释阶段进入了崭新的

“调控时代”。 

    用量子态取代信息技术中的经典比

23 

科技评论 

基础交叉前沿科学发展趋势：探索宇宙演化、物质结构、生命起

源和认知机理  
来源：人民日报，作者：于渌 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研究员）（原标题：探索宇宙演化、物质结构、生命起源和

认知机理 基础交叉前沿科学发展趋势  

    本期开始，科学大师栏目正式改版为科技评论栏目。我们将摘取当月最新的科

技评论、政策动态、热点话题等内容展现给各位老师。如您有好的信息来源，热忱

欢迎您提供给我们，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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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即将开创“量子信息技术”的新时

代。300个量子比特可存储的状态是2的

300次方，相当于整个宇宙中的原子数，

这奠定了运用量子计算机进行海量并行运

算的基础。量子信息的相干性、纠缠性、

非定域性和不可克隆性等特点，使它较经

典信息技术具备巨大的优越性，尤其是它

无懈可击的保密性。我国在量子通信方面

已走到国际前列。量子材料的设计、制备

和表征是“量子调控”的另一重要方面。

传统做法是通过多次试验探索新材料，周

期长、效率低；新做法是基于对材料结构

和物性的深刻理解，按照需求设计和制备

材料。近年来凝聚态物理中的热门材料如

“拓扑绝缘体”“拓扑半金属”等就是先

理论计算预言，利用特定材料体系制备样

品，再用各种精密测量手段表征、验证。

这种理论计算、材料制备与实验表征紧密

结合的新范式，使我国的相关研究水平迅

速走到国际前列。 

    基因组学、合成生物学等现代生物学

理论和技术，与天文学、地质学、古生物

学以及遗传学的最新进展相结合，为研究

生命起源和进化提供了新思路、新手段。

运用现代生物学知识和生物化学方法人工

合成蛋白质、核酸等并实现其生物学功

能，这是研究生物分子体系起源并实现由

简单到复杂演化机理的重要途径。对现存

生物的亚细胞和细胞结构，先通过分解分

析认识其最基本组成单元，再通过人工设

计组合产生新的符合设计目标的可复制细

胞，逐步实现实验室中“人造生命”的梦

想，使人类可以深度改造和创造生命。 

探索智能的本质，了解脑结构及其认知功

能，不但是脑与认知科学领域的基本问

题，更是最具挑战性的科学命题之一。对

脑认知功能的研究有两条途径：一是自上

而下的还原论，从宏观的脑区到介观的神

经环路、神经网络，再到微观的蛋白质、

基因，追踪认知的生物学基础；另一条是

自下而上的演生论，从信号到符号、编

码，再到图像、概念，最后到情感、意识

和行为，探求认知的机理。这两条途径近

年来都取得了重大进展。许多发达国家都

在制定“脑研究计划”，我国也在酝酿类

似计划。我国的研究计划除了研究脑结构

和功能外，还将其与人工智能和神经系统

疾病的防治紧密结合。这是非常符合科学

规律的选择，因为脑认知和人工智能是密

切相关的两个学科，在很多方面可以互相

借鉴，实现深度交叉融合。  

     

  同时，中国在农业、植物学和动物学领域的“NAC转录因子在植物应对非生物胁迫

中的作用”前沿，在生物科学领域的“新型H7N9禽源流感病毒的传播与致病机理”和

地球科学领域的“中国华北克拉通的变形历史研究”前沿中排名第一。 

(上接第 26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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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月29日，中国科学院文献情报中心与汤森路透旗下的知识产权与科技事业部在北

京共同发布《2015研究前沿》报告。报告甄选出了2015年的100个热点研究前沿和49个新

兴研究前沿，对这些前沿进行详细解读和分析，同时增加了149个前沿的国家表现的分析，

以高度概括的视角对美国、英国、德国、法国、中国和日本6国在149个前沿的基础贡献水

平和潜在发展水平进行了评估描述。 

    报告通过149个热点前沿和新兴前沿的进一步分析，归纳了可能代表国际基础科学的

重大前沿突破以及当今若干重大问题的解决及发展途径的若干研究前沿群。 

  例如，CRISPR/cas基因组编辑技术继成为《2014研究前沿》重点新兴前沿后，在《2015

研究前沿》中与之相关的3个前沿入选为热点前沿和新兴前沿。生物科学领域的另外一个

前沿群是RNA病毒所致流行性疾病，相关研究包括2个热点前沿“新型H7N9禽源流感病毒

的传播与致病机理”和“中东呼吸综合征冠状病毒的分离、特征与传播”。在热点前沿“新

型H7N9禽源流感病毒的传播与致病机理”中，中国学者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物理学领域中，出现“希格斯玻色子”和“中微子”2个重大前沿突破的前沿群，其

中“希格斯玻色子”前沿群包括4个前沿，从2014年的“希格斯玻色子观测”扩展到3个相

关前沿：热点前沿“希格斯粒子质量为近125 GeV下的超对称模型研究”和两个新兴前沿

“希格斯粒子发现后标准模型的扩充研究”、“希格斯粒子发现后的双希格斯二重态模型

研究”。《2014研究前沿》中“中微子振荡数据的全局分析”是热点前沿，2015年在中微

子方面新出现了热点前沿“基于混合角θ13最新结果的中微子振荡研究”和新兴前沿“冰

立方的高能中微子观测及其起源研究”。 

  在化学领域中，5个前沿组成的“新型电池研究”前沿群，分别关注太阳能电池、锂

电池、光伏电池的相关研究。此外，关于荧光现象的研究占据了化学领域10个热点前沿中

的三席，包括“用于活体成像硫化氢分子的荧光探针”、“过渡金属化合物用于荧光探测

生化分子”和“用于白光LED的荧光粉”。 

  植物抗逆性的研究占据了农业、植物和动物学领域研究的8个热点前沿，组成了“植

物应对生物和非生物胁迫的分子机制和调控”前沿群。在生态与环境科学领域中，11个研

究前沿形成了2个前沿群，“资源开发和利用对环境和健康的影响”前沿群（包括5个前沿）

和“生物多样性遗传、形成和维持机制研究”前沿群（包括6个前沿）。在地球科学领域

中出现1个前沿群，其中6个前沿构成“气候变化的影响因素及其环境响应”前沿群。该领

域的“中国华北克拉通的变形历史研究”连续出现在《2014研究前沿》和《2015研究前沿》

报告遴选出的热点前沿队列中，而且它是中国科学家特别关注的研究前沿。 

《2015研究前沿》发布：中国在16个前沿中贡献居首 
来源：战略前沿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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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数学、计算机科学与工程领域，《2014研究前沿》中“基于粒子群算法

的搜索优化”是当年最年轻的热点前沿，今年“粒子群优化与差分进化算法”

和“忆阻器、忆阻电路及忆阻神经网络的相关研究”入选今年重点热点前沿。 

  医学领域中的重点热点前沿“新型口服抗凝药防治症状性静脉血栓栓塞”

和“激酶抑制剂治疗B细胞淋巴瘤”均聚焦于新型药物替代常规方法治疗疾病，

“激酶抑制剂治疗B细胞淋巴瘤”热点前沿致力于致命血癌的治疗。 

  在2015年天文学与天体物理领域排名前10的热点前沿中，有9个前沿聚焦

于“宇宙是如何起源和演化的”，研究对象和主题涉及超新星、高红移星系、

系外行星、伽玛射线暴、暗能量、恒星形成与演化等。值得注意的是，排名前

10的研究前沿多与具体的空间探测卫星任务直接相关，展示出本领域研究前沿

热点强烈依赖空间任务平台的学科特色。 

  社会热点问题和交叉学科研究成为经济学、心理学以及其他社会科学领域

TOP10研究前沿的核心，例如“亚马逊的土耳其机器人与在线调研与实验研

究”、“经济危机与失业对公众健康、自杀率和死亡率的影响”、“二手烟对

健康的影响以及无烟立法的效应”等。 

  从数据看，美国在143个前沿（占149个前沿的96%，下同）都有核心论文

入选，且在108个前沿的核心论文数都排名第1（72.5%）；中国在82个前沿

（55%）有核心论文入选，在16个前沿中核心论文数为第1名（10.7%），超过

英国（10个）、德国（8个）和日本（2个前沿），显示中国具有较强的前沿贡

献度，在某些重要前沿跻身世界先进行列。 

  报告也注意到，中国有38个前沿进入核心论文数前3名（25.5%），英国和

德国分别有68个（45.6%）和55个（36.9%）前沿进入前3名。由于美国核心论

文数第1的前沿数占多数，各国在前3名的竞争更反映了各国在这些前沿中的竞

争能力。 

  中国在核心论文数排名第1的16个前沿分别来自化学与材料科学领域，物

理领域，数学、计算机科学和工程领域，农业、植物学和动物学领域，生物科

学领域和地球科学领域6个领域。其中，在化学与材料科学领域中，中国在前沿

贡献度全面超过美国。在该领域19个前沿中，中国在9个前沿中核心论文数排

名第1，而美国仅有7个排名第1。 

  另外，在物理领域，中国在2个热点前沿的核心论文数均排名第1，其中在

“复杂网络的合作行为研究”中国的优势比较明显，但“希格斯玻色子观测”

则是与其他国家并列第1；在数学、计算机科学和工程领域里，中国在“相变材

料的热能存储”和“粒子群优化算法及差分演化算法”两个前沿中核心论文数

排名第一。 

(下转第 24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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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深化科技体制改革实施方案》，要

求各地各部门结合实际认真贯彻执行。 

  “深化”就是“啃硬骨头”，就是问题导向、对症下药。方案针对当前哪些现实“痛

点”？采取何种措施？将带来哪些“红利”？且听分解！ 

创新主体：市场导向，让企业家参与国家创新决策 

【背景】强化企业技术创新主体地位，是深化科技体制改革的核心任务之一。总体上看，

我国企业创新主体地位尚未真正确立，大企业动力不足，中小企业能力不强。 

【方案】方案着眼于建立健全技术创新的市场导向机制，提出产业专家和企业家要在国

家创新决策相关专家咨询组中占较大比例，完善企业研发费用计核方法，调整目录管理

方式，对国有企业形成鼓励创新、宽容失败的考核机制。 

【点评】中国科学技术发展战略研究院综合发展研究所副所长陈宝明说，方案对财政税

收如何支持企业研发进行了细化，并对国有企业考核进行了调整，这都是激发企业创新

积极性的重要手段。特别是明确提出企业家和产业专家要在国家创新决策相关咨询组

中占较大比例，助推科研真正瞄向企业需求。 

科技成果转化：打通体制机制通道 

【背景】多年来，科技成果转化率低的难题一直难以解决。改变经济与科技“两张皮”

的问题，关键是要打通体制机制通道。 

【方案】方案提出深入推进成果使用、处置和收益管理改革政策，推广实施股权和分红

激励政策，完善职务发明制度，完善事业单位无形资产管理，构建全国技术交易市场体

系。 

【点评】北京东方硅谷科技开发院院长汪斌说，方案细化了科技成果“三权”方案，将

极大调动科研人员积极性和促进科技成果有效利用，同时构建全国技术交易市场体系

有利于建立起统一的标准和展示规范，加快成果有效转化。 

科研院所：分类改革、去行政化 

【背景】我国从1999年开展全面启动这方面改革。但目前，院所改革存在政策不配套不

落实现象，公益类院所管理僵化、活力不足，开发类院所转制后行业定位不清等问题也

(下转第 28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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带你读懂科技体制改革143条措施 
来源：新华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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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益暴露。 

【方案】方案提出加快科研院所分类改革。完善科研院所法人治理结构，探索理事会

制度，推进科研事业单位取消行政级别。坚持技术开发类科研机构企业化转制方向，

对于承担较多行业共性任务的转制科研院所，可组建产业技术研发集团，对行业共性

技术研究和市场经营活动进行分类管理、分类考核。 

【点评】山东省科学院生态研究所所长许崇庆认为，分类改革后，公益类的科研院所

有必要的财政保障，可以使科研人员踏实进行基础性、战略性科研攻关；而那些以市

场经营为主的开发类科研机构，将走向市场，通过改革可获得更大的市场机制激励。  

“同时，去行政化，不再以级别论工资和地位，可以真正实现按绩效进行评价，按绩

效进行拨款。”专家认为，分类管理是转制院所长期期盼、呼声强烈的一项改革，实

施方案出台后，开发类院所深化改革将迎来新一轮热潮。 

人才激励机制：分类推进人才评价制度 

【背景】我国是科技人力资源大国，但科技人才队伍大而不强，结构失调，高层次人

才匮乏，主要原因在于体制机制不完善，特别是评价激励机制不适应科技人才发展要

求。 

【方案】方案提出实行科技人员分类评价，深化职称制度改革，深化科技奖励制度改

革，健全院士遴选、管理和退出机制；研究制定事业单位高层次人才收入分配激励机

制的政策意见，推进科研事业单位实行绩效工资。 

【点评】中科院武汉物理与数学研究所专家表示，传统的“论文评价机制”虽具有一

定合理性，但局限性越来越明显。这次强调分类评价，即基础研究与实用性研究分类

考核，是重大的进步。这样可保证各方都能被充分激励，以满足世界科技前沿、国家

重大需求以及企业需要等多层次要求。 

金融支持创新：构建多层次投融资体系 

【背景】资金在科研成果的推进、转化中具有重要决定性作用，目前科技创新创业融

资难融资贵的问题仍然突出，如何围绕产业链部署创新链，围绕创新链完善资金链，

需要尽快解决。 

【方案】方案提出壮大创业投资规模、强化资本市场对技术创新支持、拓宽技术创新

间接融资渠道。 

【点评】中国科学技术发展战略研究院科技体制与管理研究所所长李哲说，目前资本

(上接第 27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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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利年费减缴时限由现行授予专利权前三年，

延长为前六年 
来源：央广网 

    近日，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印发《关于降低房屋转让手续费受理商标注册费

等部分行政事业性收费标准的通知》（发改价格〔2015〕2136号），决定降低部分行

政事业性收费标准，并延长专利年费减缴时限。此次降低住房转让手续费等12项收费

项目标准、延长专利年费减缴时限，可减轻企业和居民负担约40亿元。 

    《通知》明确，自2016年1月1日起，延长国家知识产权部门专利年费减缴时限，

对符合《专利费用减缓办法》规定、经专利局批准减缓专利费的，专利年费减缴时限

由现行授予专利权前三年，延长为前六年。  

29 

市场对科技成果的支持作用越来越大，通过政策引导中小企业创新基金等风险投资加大

对科技的支持十分必要。陈宝明认为，以政府基金的方式撬动更多社会资本投入是个有效

的方式，并且基金的社会化运作将更有市场导向。 

科技计划管理：破除政出多门、资源“碎片化” 

【背景】去年12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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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方案》，目前已经完成了现有渠道中近一半计划的优化整合。改革开局良好，但后续任

务更加艰巨繁重。 

【方案】方案明确了计划整合和体系重构、建立统一管理平台、专业机构管理项目、构建

统一监督评估机制、完善项目资金管理制度、建成统一管理信息系统和项目库等改革任务

的具体措施、实施路径和完成时间表。 

【点评】许崇庆说，以前科研课题交叉问题比较突出，比如环保类课题，科研人员往往从

科技、环保等部门重复获取资金。这一方面造成有限资源的浪费，另一方面也导致各方面

力量不能有效整合集中攻关。“虽然有时单个技术很先进，但整体难有突破，这次出台的

方案有利于解决此类问题。 

(上接第 28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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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人类脑功能的方法Nature 526 (2015年10月15日) 

本期封面为从通过Neurovault.org数据库分享的529个数据集获得的统计图的轴向投影，采用“独立成分分析”将其按照它们的投

影排列到一个二维空间中。对人脑功能的研究受到媒体很大关注，但重要的是要意识到所采用方法本身以及它们应用方式固有的

局限性。在这篇Review文章中，Russell Poldrack 和Martha Farah对目前用来研究人类脑功能的方法进行了分析，重点关注有关

思想的神经基础的研究，同时还讨论了这些方法用来验证有关因果机制的假说的能力。他们还思考了人类神经科学在现实中的几

个当前和潜在的应用以及其中所涉及的挑战。封面: Russell Poldrack 和Kelly Krause (资料来源: neurovault.org) 

Review p371 doi: 10.1038/nature15692 

 

母亲状况与后代性别比例Nature 526 (2015年10月8日) 

1973年，Robert Trivers和Dan Willard发表了一篇关于生命史策略的有影响的论文， 在其中他们预测，身体状况比较好的母亲所

生儿子会比较多，而身体状况比较差的母亲所生女儿会比较多。虽然这一理论被以各种方式进行了延伸和改进，但它却几乎没有

得到经验支持。在这篇论文中，Susanne Schindler 等人显示，这可能是因为以前的研究没有将该理论针对的一雄多雌的、二态

性的物种典型的雄性较高的死亡率考虑进去。他们对原始理论进行了延伸，以将两性之间在死亡率、年龄特定性生殖策略和生命

史策略上的差别考虑进去，发现根据母亲状况与后代性别比例之间的关联性这一个因素还不足以得出母亲从适应角度会调整后

代性别比例的结论。 

Letter p249 doi: 10.1038/nature14968 

 

研究成果不可再现性问题系列报道之一：怎样减小观测偏差Nature 526 (2015年10月8日) 

研究成果需要能够重复和确证，这是科学过程至关重要的一部分。但当今所采用的系统和方法的复杂性使得编辑和审稿人对于某

项研究成果是否经得起时间的考验更难有把握了。作为关于研究成果不可再现性问题系列报道的一部分，本期Nature 发表了两

篇关于怎样减小观测偏差的文章。在 Comment 文章中，Robert MacCoun 和 Saul Perlmutter认为，更多学科(如粒子物理学)应

当采用“盲分析”(blind analysis)方法。在一篇News Feature文章中，Regina Nuzzo介绍了目前被有关研究人员用来应对科学家和

任何其他人一样都会表现出来的一个人性特点的一系列办法 ，这个人性特点就是“自欺欺人”。Nature杂志关于研究成果可再现性

的专刊的网址是：go.nature.com/huhbyr。封面：Kelly Krause / Nature (adapted from Victoria Kalinina/Shutterstock) 

Cover Story p182 doi: 10.1038/JNature7572cvst-1  

Editorial doi: 10.1038/526163a 

News Features doi: 10.1038/526182a 

 

微生物合作的一个新机制Nature 526 (2015年10月22日) 

《Nature》本月前十位亮点排名 
来源：natureasia.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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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热点 

海洋沉积物中甲烷的厌氧氧化(对全球甲烷循环有重要意义)，是由甲烷氧化古菌和能产生硫酸盐的细菌共同完成的一个协作过程。我们

对这种互养关系的生化基础还不是完全了解。人们曾提出，一种可溶性代谢物在合作的微生物之间的交换是必不可少的，但在本期

Nature上发表论文的两个小组对这种观点提出了质疑。Victoria Orphan及同事在单细胞层面上对来自从位于西北太平洋中的“Hydrate 

Ridge North”的一个活动甲烷渗出泉取样的沉积物所制备的微生物混合体中的生物合成活性做了研究。他们发现，细胞活动是独立于互

养伙伴之间的距离的，这与涉及中间体短距离扩散的一个模型是不一致的。实际上，古菌与细菌之间的直接电子转移(这种转移是由

ANME-2古菌产生的大型多血红素细胞色素介导的)才是它们相互作用的一个核心机制。Gunter Wegener等人发现，从来自加利福尼亚

湾的Guaymas Basin的热液喷孔沉积物中获取的微生物样本中的物种间电子交换，最有可能是通过连接两个伙伴的“纳米线”所进行的

直接电子转移实现的。这些作者提出，电子转移是由菌毛状结构和外膜多血红素细胞色素介导的。 

Article p531 doi: 10.1038/nature15512  

News & Views doi: 10.1038/526513a 

Letter doi: 10.1038/nature15733 

 

炫富会葬送合作Nature 526 (2015年10月15日) 

财富不均和财富显示度都会潜在影响一个社会中的合作水平和经济成功的总体水平。Akihiro Nishi等人用一个在线游戏来测试这两个

因素怎样相互作用。令人吃惊的是，财富不均本身并不会损害合作或财富总量，只要玩家不知道其他人的财富就行。但当玩家的财富

可以让其他人看见时，不均就会产生一个有害作用。 

Letter p426 doi: 10.1038/nature15392 

News & Views doi: 10.1038/526333a 

 

人工培养的肾脏细胞器Nature 526 (2015年10月22日) 

本期封面所示为一个完整肾脏细胞器的拼接式免疫荧光扫描图，它显示了其结构的复杂性，实际尺寸为5.7 mm × 6.4 mm。胚胎中人

类肾脏的发育依赖于两种不同的干细胞类型：一种生成收集管，另一种生成功能性肾单位。Melissa Little、Minoru Takasato及同事以

前发现， “人多能干细胞”(hPSCs)能分化成这两种类型的祖细胞。他们现在识别出了不仅诱导这些结构、而且诱导周围细胞类型(包括小

间隙和血管)所需的信号条件。采用这种方法，他们培养出了能重现胚胎肾脏的功能区域化的肾脏细胞器。这些细胞器中所达到的组织

复杂性和功能化程度还不能与一个正常的肾脏相比，但与正常的人类胚胎肾脏相同。重要的是，它们提供了证明自己在药物毒性筛选、

在模拟遗传性肾病方面所具有潜力的证据，或许还为细胞疗法提供了特定的肾脏细胞类型。封面图片: Minoru Takasato 

Letter p564 doi: 10.1038/nature15695 

News & Views doi: 10.1038/nature15639 

 

慢性淋巴性白血病的驱动基因Nature 526 (2015年10月22日) 

来自“国际癌症基因组联盟”的这篇论文，报告了用来表征500多位患者慢性淋巴性白血病及其前兆的若干种基因组学方法所获得的结

果。除了增加了在基因组的编码部分所见到的慢性淋巴性白血病的驱动改变(driver alterations)的数量外，这项研究还在非编码区域(包

括NOTCH1的3′ UTR区域)识别出了新的频发突变(这些突变造成异常剪接事件、NOTCH1活性的增强和更具侵略性的疾病)，也在一个增

强子中识别出了导致“B-细胞特异性转录因子” PAX5的表达程度降低的突变。 

Article p519 doi: 10.1038/nature14666 

 



科技信息2015年第10期（总第220期）  

 

32 

疟疾控制措施的评估Nature 526 (2015年10月8日) 

一项旨在控制疟疾的联合行动已在撒哈拉以南非洲进行了15年，这是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的公共卫生运

动之一。为了提供干预措施如蚊帐和抗疟疾药物等，人们已经投入了数十亿美元，但对疟疾负担(malaria 

burden)的总体效果仍不清楚。这项研究将来自3万个人口集群的现场数据用在一个复杂的时空模拟框

架中，来量化镰刀形疟原虫不断变化的风险(2000年以来发病率下降了40%)和疟疾干预措施所起的作

用(避免了大约7亿个病例)。虽然低于目标水平，但当前的防控工作实质性地降低了整个非洲大陆的疟

疾发病率。这项工作是否能够持续取得成功，将取决于是否能够让人们有更多机会得到以上干预措施，

以及在面对疟原虫对杀虫剂和治疗药物产生抗药性的情况下是否能够保持这些干预措施的有效性。 

Article p207 doi: 10.1038/nature15535 

News & Views doi: 10.1038/526198a 

 

碳水化合物分析的一个新方法Nature 526 (2015年10月8日) 

碳水化合物的分叉结构和立体异构现象使得它们难以分析，尤其是当它们是合成的时。Peter 

Seeberger及同事在这项研究中显示，“离子淌度-质谱”(IM–MS，根据质量、电荷、大小和形状来分离

分子的一种方法)能够准确无误地识别多糖区域异构体和立体异构体。他们对组成、连接性或构形不同

的六种合成碳水化合物异构体进行了分析。分析速度很快，只需要少量样本，说明IM–MS将是对复杂

碳水化合物进行分析的一个极为有效的工具。 

Letter p241 doi: 10.1038/nature15388 

 

生物多样性丧失威胁生态系统稳定性Nature 526 (2015年10月22日) 

试图确定生物多样性是否能够帮助生态系统缓冲极端气候事件之影响的试验产生了形成强烈对比的结

果。Forest Isbell等人将来自46个实验(这些实验对欧洲和北美各地的草地植物多样性进行操控，并对生

产力进行测定)的数据相结合，发现生物多样性的确会提高一个生态系统对极端气候事件的抵抗力。只

有少量物种的地块在极端气候事件期间生产力下降了50%，而这种影响随着物种数量的增加会被减半。

然而，生物多样性对生态系统弹性没有明显影响，低生物多样处理和高生物多样性处理在一年内都能够

从极端气候事件中恢复过来。 

Letter p574 doi: 10.1038/nature153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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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cience》本月要闻摘录 
来源：科学中国    

肠道缺乏"好"菌的婴儿罹患哮喘的风险较

大 

    据一项包括300多名儿童的研究披露，肠道微

生物群中4种保护性细菌含量低的婴儿更可能发生

哮喘；该研究是此类研究中规模最大的。这些发现

为一种诊断性筛检及益生菌治疗以预防有风险的宝

宝发生哮喘铺平了道路，哮喘是儿童中最常见的慢

性疾病。哮喘患者人数在过去的30年中有了急剧的

增加，当今全球有3亿人罹患哮喘。据美国过敏、

哮喘及免疫学院披露，在2009年时，美国有十分之

一的儿童是哮喘患者。哮喘可归因于基因和环境因

子的汇合，这其中就包括人类肠道中的微生物群。

这一寄居于肠道的细菌群落已知充当着环境与我们

免疫系统之间的一个关键性的链接。研究显示，肠

道微生物受到干扰可对动物哮喘的发生产生影响，

但在人体中是否也如此则仍然有待厘清。Marie-

Claire Arrieta和同事对319名加拿大儿童进行了

从出生至3岁的追踪，并对其粪便样本中的肠道微

生物群进行了分析。他们发现，那些3个月大的婴

儿如果肠道中所含的4类细菌（它们属于毛螺菌属

Lachnospira、韦 荣 氏 球 菌 属 Veillonella、

Faecalibacterium属及罗氏菌属Rothia）浓度较低

则会在3岁时更容易被诊断患有哮喘。与对等的健

康儿童相比，这些具有高风险的儿童往往会接受抗

菌素治疗，而抗菌素已知会在这些细菌变成一种细

菌前破坏肠道微生物群。在成年无菌小鼠中恢复这

4种"好的"细菌可在其后代中显著减少气道炎症及

哮喘的发生。这些结果表明，一个宝宝生命的头3

个月可能是一个"关键的时间窗"，在该时间窗内，

肠道微生物群会影响免疫系统的发育，而其遭到干

扰则会导致哮喘。由 Maria  Gloria  Dominguez 

Bello 和 Martin Blaser 撰写的一则相关的《焦

点》更为详细地讨论了这些发现。 

Article  #7:  "Early  infancy  microbial  and 

metabolic alterations affect risk of child-

hood asthma," . 

 

燃料结构的改善降低了其爆炸性能 

    爆炸性燃料的危险可能不久会因为一种新材料

的开发而降低，这种材料是由极其长的多聚物链组

成的，它能降低燃油的雾化及随之出现的爆炸性。

这些多聚物可让燃油的操作变得更为安全得多，并

会减轻撞击所致的损伤和破坏程度。超长多聚物可

降低燃料爆炸性的吸引力是众所周知的，可是在创

建这样的多聚物链的同时又不会损害燃料其它方面

的特性则一直颇具挑战性。随着多聚物链长度的增

加，在其经受剪力性流动时，多聚物的分子骨架会

遭受较大的应力或张力。这会导致其共价键的断

裂；这种"剪力降解"会导致多聚物链缩短至一个令

其有价值的功效丧失的地步。然而，长链多聚物本

身也会堵塞燃料系统及引擎。在断裂时能重新组装

的长链多聚物将会是一个诱人的解决方案，只不过

这样一种多聚物会自我粘附而形成环状结构。基于

现有的知识，Ming-Hsin Wei等人计算出了理想的

多聚物链长度以及避免环状结构形成所需的强度，

并最终达到了自装配强度的适当水平。该团队接着

求助于电荷辅助氢键，它们通常比一般的氢键强3

倍；将电荷辅助氢键置于2个不同多聚物链的末

端，使它们连接在一起，从而成为具有足够键合强

度的更长的多聚物链。其结果是产生了一种在受到

流动剪力时可裂开的多聚物，但它又能在需要防止

雾化时重组成为超长的多聚物链。在测试中，这些

长链多聚物会使得雾化和爆炸性显著降低，即使是

在多次通过燃料泵时。此外，它们还与目前的引擎

兼容，且不会导致引擎效能的降低。这些结果表

明，这是一个重要的进展，它能让燃料运输和使用

变得更为安全。由 Michael  Jaffe  和 Sahitya 

Allam 撰写的一篇《视角》更为详细地讨论了这种

新型燃料添加剂的意义。 

Article #11: "Megasupramolecules for safer, 

cleaner  fuel  by  end  association  of  long 

telechelic polym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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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物种大灭绝期间幸存物种群落的稳定

性有所增加 

    通过仔细观察二叠纪 - 三叠纪物种大灭

绝，研究人员发现，在该事件的整个过程中，

物种群落的结构和多元性是关键的预测因子。

由于人类触发了当代的物种灭绝，因此发现会

导致生态稳定性的因素会对在更多物种消亡时

应该有怎样的预期提供重要的信息。基于化石

记录，Peter  Roopnarine 和 Kenneth  Angi-

elczyk 创制了复杂的模型，这些模型能捕捉到

在物种大灭绝之前、之中和之后不同基尔特

（即利用相同资源的物种群）的特征。作者们

通过重组基尔特网络、完全撤除基尔特网络或

改变物种间链接数的频率分布来对每个群落构

建100个似乎合理的食物网。在物种灭绝间期下

部与第一早三叠纪年代之间，局部稳定的食物

网有了显著增加：从25%增加至84%，而物种多

元的丰富程度则从43% 衰减至 19%。作者们

说，通过运行不同的模拟分析，局部稳定性的

增加可归因于功能性组织，而不是生物多元丰

富程度的改变。此外，这一稳定性的升高部分

源自最初小体型羊膜动物（即除了的鱼类和两

栖动物之外的所有脊椎动物）的优先灭绝。相

反，当少量幸存物种及许多演化的新物种进入

早三叠纪时期时，物种群落的不稳定性接踵而

至。由Charles Marshall撰写的一篇《视角》

对这些发现做了进一步的探究，对2.5亿多年前

羊膜动物的极大规模的灭绝以及该物种灭绝与

当今的物种灭绝有何差别给予了解释。 

注：本文在禁止提前发表禁令解除后可供免费

阅读：http://www.sciencemag.org。 

Article #16: "Community stability and se-

lective  extinction  during  the  Permian-

Triassic mass extinction. 

 

 

地塞米松与罗西格列酮：促进间质干细

胞转化成功能脂肪细胞的新配方 

    脂肪细胞的功能缺失被指出与肥胖、第二

型糖尿病及代谢症候群等代谢疾病相关。目前

有许多实验利用不同的细胞模式的来研究脂肪

生成，在此领域的研究已了解调控脂肪前细胞

分化至成熟脂肪细胞的分子讯息途径，并可利

用成熟脂肪细胞的特有的球形以及细胞质内具

有油滴等型态来判定脂肪细胞的分化。然而，

目前鲜少有研究针对分化后的脂肪细胞所具有

的功能及成熟度作探讨。鉴于脂肪组织在维持

能量恒定上不可或缺，因此在脂肪生成的研究

中，评估分化的脂肪细胞是否具有功能，是一

项重要的参考数值。  

    智利发展大学德国医院-医学院再生医学中

心的大卫康塔多博士及其同事发表在2015年9月

实验生物学与医学期刊中的文章证明，利用地

塞 米 松 (dexamethasone) 与 罗 西 格 列 酮

(rosiglitazone)合并刺激间质干细胞可使之走

向脂肪细胞的分化。他们观察到大部份经由地

塞米松与罗西格列酮所刺激的间质干细胞，皆

走向脂肪生成相关的分化途径，而这些诱导分

化的细胞不只是产生了细胞内具有油滴的型

态，同时也失去增生的能力、表现成熟脂肪细

胞特有的基因，并且对胰岛素具有感受性以及

拥有合成及分泌脂肪激素的能力。康塔多博士

说：『这些结果证明了，相较于其他广泛被用

来诱导间质干细胞分化但可能产生功能上较不

成熟的脂肪细胞的方法，地塞米松合并罗西格

列酮的刺激是能够在体外培养出有功能且成熟

脂肪细胞的工具。 』  

    实验生物学与医学期刊总编辑史蒂芬古德

曼博士说道：『康塔多博士及其同事证明了综

合地塞米松及罗西格列酮能够诱导间质细胞走

向脂肪生成的分化并产生功能完备的脂肪细

胞，而他们所提出的方法对于脂肪生成的研究

以及干细胞疗法都是相当有帮助的。 』 

    实验生物及医学(Experimental  Biology 

and Medicine) 是一个致力于发表生物医学中

多领域与跨领域研究的期刊，它创刊于西元

1903年。实验生物及医学是实验生物及医学学

会的期刊，想要知道更多有关学会会员的福

利，请上网(http://www.sebm.org) 。若有意

在 期 刊 发 表，请 上 网 (http://

ebm.sagepub.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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冰川的地貌定律？ 

    据一项新的研究发现，快速流动的冰川比缓慢

流动的冰川能更为有效得多地凿刻地形。这些结果

或能解释一种令科学家长期困惑的现象：为什么位

于极地的冰川（它们的流动更为缓慢）的长期侵蚀

度是如此低下。在世界各地，冰川以不同的速度侵

蚀着陆地，中纬度气候中的某些冰川有着最快速的

冰川侵蚀。这一雕镂出各种谷地、峡湾和山脉的持

续过程昉自夐远，然而科学家们并不完全理解该过

程，其部分原因是因为研究冰川的冰-基岩界面是

如此困难。Frederic Herman等人在此聚焦于新西

兰的Franz Joseph冰川，并在2013至2014年间的一

个为期5个月的时间内用遥感技术来研究它的运

动。与此同时，他们用所观察到的冰川边缘排出的

沉积物量来对冰川下的侵蚀率进行定量分析。应用

冰川流速和侵蚀数据，研究人员构建了冰川侵蚀

律，它能用来解释全球不同气候带所见的冰川侵蚀

变化。研究人员说，他们的工作揭示了侵蚀度对地

形的坡度和陡降的细小变化高度敏感，且它提示快

速流动的冰川比缓慢流动的冰川能更有效地凿刻地

貌。Herman等人的结果可帮助解释地球历史中的冰

川对山地景观的影响。 

Article #12: "Erosion by an Alpine glacier. 

 

 

证据显示火星上有持久存在的湖泊 

    来自好奇号火星探测车的新的数据揭示了一个

三角洲和湖泊的瞬态水系统，它们曾经主导了火星

盖尔陨石坑的景观。尽管过去有关这一区域历史的

理论一直基于来自远处的观察，而来自好奇号的实

地数据则能让研究人员直接测试大型撞击陨石坑能

够在相当长的时期内积累和储存水的假说。在该陨

石坑内，探测车发现了在轨道上无法观察到的陆坡

地形（盆地表面）。John Grotzinger等人分析了

沿着这些陆坡地形的沉积物，并注意到该盆地表面

会随着时间而上升。这些观察与该陨石坑边缘侵蚀

计算的结合表明，加积（因沉积物的堆积而引起的

地面上升增加）发生了。盖尔北部陨石坑壁和边缘

的侵蚀所产生的砾石和沙子在浅流中被向南输送。

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浅流沉积向陨石坑内部推

进，并演变成为颗粒更细的下游。这些三角洲标志

着一个古老湖泊的边界，在那里，最细的（泥土颗

粒大小的）沉积物得以累积。由Grotzinger和同事

的分析提示，尽管水的存在可能短暂，但这个区域

中的远古个体湖泊一度稳定的时间在100年至1万年

--这一时间长度可能足以支持生命。由好奇号迄今

穿过的区域需要1万至1千万年的累积，表明这些瞬

态湖在整个时间中可能源自一个共同的地下水床。

此外，证据表明，随着时间的推移，由风驱动的侵

蚀移动了陨石坑内的沉积物而创建了夏普山。这些

新的数据对火星过去的水格局、气候和可居住性提

出了空前未有的见解。由Marjorie Chan撰写的一

篇《视角》对这一论文进行了解读。 

Article  #17:  "Deposition,  exhumation,  and 

paleoclimate  of  an  ancient  lake  deposit, 

Gale crater, Mars. 

 

 

神经再生药物疗法开启治疗脑中风和老年

痴呆症新途径 

    宾夕法尼亚州立大学神经生物学家陈功教授领

导的团队在神经再生的药物疗法方面实现了历史性

的新突破。千百万脑中风和老年痴呆症患者有望将

来有一天会在家中边吃药边在大脑里再生神经元！

这一天方夜谭式的神话正从陈功教授的实验室向前

跨出了飞跃的第一步！  

    神经元是人类大脑的功能性单位，能够接收、

整合和传递信息，指导机体内的组织器官对内外环

境刺激做出适当的反应。神经元周围有广泛的胶质

细胞，对神经元起到支持和保护作用，并对于维持

神经系统稳态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在脑损伤和脑

疾病的情况下，神经元的病变和衰亡常常是不可逆

转的。相反，胶质细胞由于保持了分裂的能力，会

迅速对神经损伤做出反应，分裂繁殖并在病变区域

形成一层护栏，以限制神经损伤的扩展。然而，当

过多的胶质细胞占据损伤部位后，容易形成胶质疤

痕，进而抑制神经元再生。胶质疤痕是修复大脑损

伤的一个长期没有解决的难题。宾夕法尼亚州立大

学生物系Verne M. Willaman 冠名主任教授陈功博

士带领的研究团队在2013年底曾经发明了一种新技

术，运用病毒颗粒在胶质细胞中表达NEUROD1蛋白

将其诱导成为功能性神经元从而逆转胶质疤痕。但

是，由于注射病毒颗粒需要颅脑外科手术来介导基

因靶向治疗，其临床应用可能会受到一定限制。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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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克服这一潜在的局限，陈功教授领导的研究团

队现在又开发出了化学小分子鸡尾酒疗法，使用

一组特定的小分子化合物来替代病毒颗粒，成功

地将来源于人脑的胶质细胞直接转化为功能性神

经元。由于小分子化合物能够被胃肠道吸收，在

通过血脑屏障后有可能直达胶质细胞，此项小分

子诱导的细胞转化技术有望开发成为口服药片，

避免脑手术和病毒注射，因而具有更广泛的临床

应用前景，为治疗中枢神经系统损伤和褪行性疾

病开辟了新天地。"用小分子化合物实现脑内神

经元再生将是大脑修复的一个重大突破，但我们

的工作只是成功的第一步，要实现临床应用还有

许多技术难关要解决"，陈功教授说。 

    为了寻找正确的化学配方，陈教授研究组的

5名学生在博士生张磊的带领下测试了数百种条

件，最终确定了一组特定的小分子化合物配方，

可将体外培养的人脑来源的胶质细胞直接转化为

神经细胞。他们发现，通过阶段性地加入不同种

类的小分子化合物，培养的人源胶质细胞逐渐改

变形态，由平铺的多边形转变为长梭形，并渐渐

延伸出细长的突起与邻近的神经细胞相连接。除

了形态变化外，这些化合物诱导的神经细胞还具

有接受和传递信息的功能， 他们能够产生动作

电位，并通过释放神经递质与周围的神经元进行

通讯联系。此外，这些神经元能够在培养皿中存

活超过5个月，甚至能够被移植到小鼠大脑内存

活超过1个月。  

    运用小分子化合物将胶质细胞重塑成为神经

元进行脑修复开启了再生医学的新篇章。"我们

的梦想是，有一天，脑损伤或脑疾病的患者不再

需要脑手术，而是只需每天口服药片，就能够在

大脑内再生神经元并恢复正常的脑功能"，陈教

授激动地说。 "小分子化合物疗法的发明帮助我

们向这一伟大梦想迈出了成功的一大步！"陈教

授补充道。虽然还有许多技术问题有待解决，例

如药品配比，包装，通透血脑屏障，以及有效地

进入胶质细胞等等，但是这项新技术具有广阔的

临床应用前景，将来有望应用于治疗脑挫伤，脑

中风，阿尔茨海默氏症，帕金森氏病，和许多其

它神经系统疾病。  

    参加此项研  究的除了陈功教授（Gong 

Chen）和博士生张磊（Lei Zhang）之外，还有

来自宾夕法尼亚州立大学的吴冈义教授（Gang-

Yi Wu, 已加盟华南师范大学），殷久超 （Jiu-

Chao  Yin）,  Hana  Yeh,  马 宁 馨（Ning-Xin 

Ma),  Grace  Lee,  陈 翔 云（Xiangyun  Amy 

Chen), 和王彦明 (Yanming Wang); 以及来自艾

莫里大学的 金鹏教授 (Peng Jin), 林莉（Li 

Lin), 和陈力 (Li Chen). 

    该研究受美国国家卫生研究院（NIH）和宾

夕法尼亚州立大学干细胞基金资助  

Gong Chen， gongchen@psu.edu, (+1) 814-865

-2488  Barbara  Kennedy,  science@psu.edu, 

(+1) 814-863-4682  

 

 

Glucosepane的人工合成可加快健康研究

的步伐 

    一个能合成相当数量glucosepane的新途径

能提供科研人员一种寻觅已久的研究与葡萄糖的

反应如何会给人体的重要蛋白质结构带来负面变

化的方法。glucosepane在疾病相关蛋白上的积

累提示，它可能在多种健康并发症（包括糖尿

病）中扮演着某种角色；但glucosepan难以从体

内分离出来，从而阻碍了研究工作；不过，以人

工合成方式产生的glucosepane为更好地研究这

种化合物在人类疾病中的作用提供了一种吸引人

的解决方案。Glucosepane有8种不同的立体异构

体（变 体）； 为 了 寻 找 合 成 它 们 的 方 法，

Cristian Draghici和同事基于先前的研究从

glucosepane的疑似核心结构着手，并用理论计

算来确定不同立体异构体的似乎可能的排列。作

者们从那里开始概述了生成 glucosepane 2种异

构体核心结构所需的总共8个步骤，其所致的总

体产率为12%。他们还提出了通过调整起始物的

结构来合成其余6种异构体的通路。如今随着合

成不同形式的glucosepane成为可能，对这一元

凶物质进行更仔细的分析或能发现它究竟是如何

促发了诸如糖尿病等健康并发症，并可能发现消

除其有害影响的方法。由Dale Boger撰写的《视

角》文章指出了更多的相关背景。 

Article  #9:  "Concise  total  synthesis  of 

glucosepa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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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自飞掠冥王星的首批科研结果 

    据一项新的研究透露，冥王星的表面具有平

原、槽谷和尖峰等特点，它们似乎是由一个为期很

久的活动过程雕镂出来的，这个过程可能一直延续

至今。这项研究代表了在今年早些时候飞掠冥王星 

— 冥卫一（卡戎，Charon）体系的首批发布的结

果。宇航局新视野飞行器继续在下载从冥王星和它

的卫星卡戎所收集的信息。该飞行器是在2015年7

月14日历史性地飞掠冥王星和卡戎时收集到这些信

息的。当这些数据到达地球后，科学家们对其进行

了处理和研究。Alan Stern和同事在此对这项工作

的某些首批结果进行了综述。Stern和其同事说，

有关冥王星上陨石坑变化的数据提示，该矮行星的

表面经常性地受到诸如侵蚀和壳层再循环等过程的

影响而改变，尽管提供这些表面再造活动能量的源

头还不清楚。但这些结果确实指出了在过去数亿年

内的活动性地貌变化过程，该过程可能一直持续至

今。来自新视野的数据还揭示冥王星的表面也是大

片有着不同亮度区域及由像陆地冰川等结构雕刻出

的地域的所在地。卡戎的表面也有类似的复杂性，

上面有着连绵起伏的平原和护城河样的洼地。新视

野的仪器显示，其大气压比预计的冥王星大气压要

低，尽管不清楚的是这是否反映了最近该大气质量

的下降。数据显示，卡戎没有可检测得到的大气

层。冥王星的小卫星——冥卫二（Nix）和冥卫三

（Hydra）——都具有反光表面，表明它们有相对

干净的水冰。总之，这些从飞掠冥王星所得到的初

步结果为科学家们更好地理解行星的演化过程铺设

了道路。 

Article #8: 'The Pluto system: Initial re-

sults  from  its  exploration  by  New  Hori-

zons,' . 

 

 

人造"皮肤"可让假肢有感觉 

    应用柔性有机电路和专用的压力传感器，研究

人员创制出了一种人工"皮肤"，它能感知静态物体

的力。此外，他们还能用光遗传学方法将这些感觉

信号传送至体外的小鼠脑细胞。对全世界许多用假

肢生活的人来说，这样一种系统会在有一天让他们

的假肢具有感觉。为了创建这种人造皮肤，

Benjamin Tee 等人研发了一种专门的电路。它能

通过电压机制中的某个取决于施加多少机械力而能

改变电阻的成分将静压转变成数字信号。一个特别

的挑战是创建能"感觉"与人类能感觉到的具有相同

范围压力的传感器。因此，在这些传感器上，该小

组应用了塑造成锥形微结构的碳纳米管，它们能以

一种使灵敏度最大化的方式让附近物体电场的信号

通往接收电极变得特别有效。传输来自人造皮肤系

统的数字信号来刺激小鼠的皮层神经元被证明是又

一个挑战，因为常规的光遗传学蛋白不会给出时间

足够长的神经膜电位脉冲尖峰来感受这些数字信

号。Benjamin Tee等人因此设计了新的光遗传学蛋

白，它们能容纳更长的刺激间期。将这些新设计的

光遗传蛋白用于体外的小鼠躯体感觉皮层的产生快

速尖峰的中间神经元足以延长刺激间期，让这些神

经元能根据数字刺激脉冲来放电。这些结果表明，

该系统或能与其它产生快速尖峰的神经元（包括外

周神经）兼容。 

Article #12:"A skin-inspired organic digital 

mechanoreceptor, 

 

 

帮助植物避免受损叶绿体累积的蛋白 

    确认一种选择性地从植物细胞中清除损坏叶绿

体的蛋白揭示了植物在光合作用的过程中是如何维

持一个"洁净的作坊"的。叶绿体在将光转变为植物

可用的能源时起着一种重要的作用，但当这些产能

发电厂受到损害时，它们会释放有害物质。在检测

到损坏时，信号会被发送给与叶绿体功能和应急适

应有关的基因。某些证据表明，色素体亚铁螯合酶

-1 和-2（FC1 和 FC2）可能在具体叶绿体的品质

管控上起着某种作用；FC1 和 FC2是将原卟啉-IX

（Proto）转变成血红素的酶。Proto是一个会产氧

的光敏分子，氧会增加细胞内的氧化应激。Jesse 

Woodson和同事因此创建了两株变异植物，它们中

的每一株都缺乏这些酶中的一个酶，并让这些植物

接受不同量的光照以观察在其叶绿体中的变化。当

植物在黑暗中一段长时间之后并接着将其突然暴露

于光，FC1变异株和对照植物能变绿，但FC2变异株

则不能变绿。在显微镜下对后者进行仔细观察揭示

了这一变异株存在着损坏的叶绿体。同时，Proto

也有累积，并因而增加了氧量及氧化应激反应基因

的表达。该团队接着在FC2变异株内搜寻其它可对

抗这一影响的突变，他们确认了植物 U-Box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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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B4）E3泛素连接酶，这是一种与细胞死亡和

发育有关的调控蛋白。对也有PUB4突变的FC2变

异株的测试揭示了Proto和氧的累积，但却没有

植物叶绿体的降解，表明PUB在发出叶绿体降解

的信号中扮演着一个直接的作用。通过更仔细地

观察健康植物，研究人员发现，PUB4在叶绿体品

质管控中起着一种选择性的作用，这进一步凸显

了这一蛋白具有减少氧化应激的功能。 

Article  #12:  "Ubiquitin  facilitates  a 

quality-control pathway that removes dam-

aged chloroplasts. 

 

 

揭示调控睡眠期的神经元 

    尽管围绕着睡眠已经有大量的研究，不过我

们深度睡眠后面的许多方面仍然晦暗不明；但一

项新的研究查明了让我们的脑走出REM睡眠相的

神经元。在睡眠时，哺乳动物会在不同的睡眠阶

段（被称作快速眼球运动（REM）睡眠和非REM睡

眠）间循环往复数次。尽管对什么会诱发REM睡

眠有些了解，但人们对什么会抑制它及诱导非

REM睡眠则所知甚少。某些证据暗示，该"转

换"机制存在于脑中一个叫做脑桥被盖（PT）的

部位。为了查明这一区域中哪些神经元起着转换

器的作用，Yu Hayashi 和同事对小鼠胚胎的脑

部发育进行了观察；已知在小鼠胚胎发育的第10

天与12天之间，某些兴奋性神经元会迁移至PT。

在这一时期内，这些神经元会表达一种叫做

Atoh1的转录因子。该团队用的是一个以Atoh1作

为标靶的病毒，他们仅仅用该病毒来给这些神经

元输送一种专门化的受体hM3Dq。这种专门化的

受体只能在其药品对等物存在时才被激活，这使

得研究人员能通过给药来"兴奋"这些神经元。一

系列的实验（在这些实验中，小鼠处于睡眠状态

或被研究人员弄醒）显示，Atoh1-medial细胞在

调节睡眠相时起着关键的作用；在这些睡眠相

中，这些神经元的兴奋会引起REM减少，并令非

REM睡眠增加。应用同一技术，该团队能够确认

更多的神经元，它们会抑制中脑深部网状核及已

知含有这些抑制性神经元的脑部区域中的非

REM，尽管确切的神经元类型过去未得到确定。

这些发现已经推进了有关睡眠的研究，Hayashi

等人在这些研究中还发现，通过用这些新发现的

神经元，操纵REM睡眠会导致与非REM相关的深部

睡眠模式的改变。 

Article #13: "Cells of a common develop-

mental  origin  regulate  REM/non-REM  sleep 

and wakefulness in mice," . 

 

 

探索恒星的内部 

    研究红巨星的星光为人们对某恒星内部磁场

的组成提供了了解，恒星内部磁场的研究之难是

出了名的。科研人员在此应用的技术可被用来探

索各种形体的内部磁场，它能为恒星磁性对恒星

演化的影响提供一幅较清晰的图像。尽管恒星表

面的磁场可被观察到，但恒星内部的那些磁场迄

今为止仍然无法企及。最近用开普勒卫星所做的

研究确认了被称作红巨星的恒星，它们有着神

秘"衰减的"的内部活动或振动。Jim Fuller和同

事在此显示，有可能用星震学来探索这些恒星的

内部；星震学是一种涉及将恒星发出的光的变化

转变成为声音的技术。基于他们的分析，Fuller

和同事说，他们研究的红巨星磁场引起的声波与

它们相交而变得受困于恒星的内部--这是对在其

核心内某些振动模式神秘衰减的一个解释。这项

研究对为什么有些红巨星具有"压抑的"偶极模式

提供了一个似乎有理的解释，它将帮助科学家们

更好地理解恒星磁场的性质和演变。 

Article  #7:  "Asteroseismology  can  reveal 

strong internal magnetic fields in red gi-

ant stars," . 

 

 

起病前多年的空间导向异常或提示日后

会有阿尔茨海默氏症 

    一项新的研究发现，脑内的网格细胞可帮助

人们处理信息以进行导向，但可能在阿尔茨海默

氏病起病的多年前，那些高风险罹患该病的人就

显示出这些细胞功能的下降，这使得他们在虚拟

迷宫中的导向与对照者不同。辨识该病的早期生

物标记（如异常网格细胞功能）可能是在阿尔茨

海默氏病研究领域中迈出的珍贵的一步，因为有

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将该病发展可能性降至最

小的最佳希望是进行早期干预。先前的研究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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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阿尔茨海默氏病始于内嗅皮层（EC），在不到

30岁（即在该病症状出现之前很久）的成年人中就

可在EC中发现异常。Lukas Kunz等人因此在可能有

高风险发生阿尔茨海默氏病者中对其网格细胞（这

是EC中的一类参与空间导向的细胞）的功能进行了

检测，检测是当他们在一个虚拟迷宫中巡航时进行

的。尽管高风险组与对照组（他们没有APOE-ε4基

因）相比有着类似的空间记忆表现，但功能性磁共

振成像（fMRI）揭示，高风险组的网格细胞功能显

著下降。与对照参与者相比，该组还显示出在虚拟

竞技场中央的导向表现下降。进一步的分析表明，

高风险组为了维持与对照组中所见的相同水平的空

间记忆表现，他们会利用海马来补偿其异常的网格

细胞功能；海马是另外一个与阿尔茨海默氏病相关

的脑部区域。这些通过简单的fMRI即能检测到的网

格细胞功能的差异可被用来识别那些容易发生阿尔

茨海默氏病的人，尽管还需要做更多的长期研究来

确认，网格细胞功能的早期下降是否直接与在生命

后期发生的疾病相关。 

Article #9: "Reduced grid-cell–like repre-

sentations  in  adults  at  genetic  risk  for 

Alzheimer's disease," . 

 

 

加强版 锂-空气电池 

    应用一种独特的材料组合，科学家们克服了许

多目前研发锂-空气电池的障碍。锂-空气电池能在

无需过重电池组的情况下使电动车具有与汽油为燃

料的车相同的里程数，但在实践中，若干重大的缺

陷阻碍了这一式样的电池达到其潜力。该电池的设

计牵涉到能协调一致发挥作用的一个锂金属负电

极、一种非水性电解液及一个正电极。对某些电池

设计而言，在放电时，过氧化锂的形成会与若干不

合需要的攻击电解质并降低电池总体效能的副反应

竞争。此外，这一模式电池的放电颗粒会堵塞接收

电极的小孔。为了避开这些问题，Tao Liu等围绕

着氢氧化锂的产生来设计他们的电池。一个关键的

步骤是添加碘化锂，它能减少电池内的阻力。第二

个关键性的不同是他们使用了大孔还原氧化石墨烯

（rGO）作为接收电极。这些大孔可允许更多地收

集放电结晶体。他们的电池还显示了对水的高耐受

性，这种情况在锂-空气电池中并不是典型的。锂-

空气电池的这些改进可加快商业上可行电池的开

发，因为它们具有高能效并有反复充电的选择。 

Article  #9:  "Cycling  Li-O2  batteries  via 

LiOH formation and decomposition," . 

  

 

新英格兰鳕鱼种群的崩溃与海水暖化相关

联 

    据一项新的研究报告，缅因湾海水温度的快速

暖化可帮助解释以下的这种情况，即尽管渔业捕捞

活动受到了限制，但是新英格兰地区的鳕鱼种群却

正濒临崩溃。这些结果揭示，一个暖化中的气候如

何令渔业管理变得复杂。几个世纪以来，大西洋鳕

鱼一直是新英格兰渔业的支柱，它们得到旨在减少

捕获的各种因应种群生物量低下的计划的精心管

理。2010年，当大西洋鳕鱼种群生物量已经低下

时，渔业管理机构对捕获该鱼实行了一系列的限制

措施，但即使对渔民实施了严格的配额限制都无法

帮助鳕鱼种群生物量反弹。为了了解大西洋暖化是

否促成了这一现象，Andrew Pershing等用可追溯

至1982年的海水表面温度数据来研究缅因湾中的温

度变化趋势。将这一区域的变化与全球变化趋势进

行比较，他们发现缅因湾海水的暖化非常快；在

2004年至2013年间，那里的海水暖化速度确实比地

球其它任何地方都要快99%--其部分原因是因为湾

流位置发生改变。研究人员说，海水的快速暖化降

低了产卵雌鱼所生的新的鳕鱼数，并导致能活到成

年的幼鱼变少。Pershing 等说，由于在过去的10

年中所用的设定鳕鱼捕捞配额的模型并没有总是考

虑到海水温度上升所造成的影响，因此，可获得的

新鱼数常被高估，使得所定的配额过高；即使渔民

们的捕捞数在配额之内，但捕捞的鳕鱼数量还是超

出了其种群能够维持的数量。他们的研究凸显了在

渔业规划项目模型中纳入近来温度数据的重要性。

根据在未来温度情况下预测鳕鱼种群重建可能性的

一个模型所做的分析，他们说，现在这一渔场重建

速度能有多快取决于完善的管理和适宜的温度。 

Article #15:"Slow Adaptation in the Face of 

Rapid Warming Leads to the Collapse of At-

lantic Cod in the Gulf of Maine,"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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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蛋白酶抑制剂是一类常用的抗病毒

药物，用于治疗艾滋病病毒。内布拉斯

加大学医学中心的科学家们为这些药物

设计了一个新的输送系统，当与罗切斯

特大学医学和牙科学院开发的药物结合

后，能够清除艾滋病病毒的免疫细胞，

并在长时间内抑制病毒。研究成果发表

在《纳米医学：纳米技术，生物学和医

学》期刊上。 

    目前艾滋病的治疗需要每天服药，

新治疗方案的长效作用表明，治疗艾滋

病只需一年服用一次或两次药物即可。 

    内布拉斯加大学的研究人员霍华德 

金德尔曼设计了试验性药物传输系统—

—一个所谓的“纳米制剂”蛋白酶抑制

剂。这个纳米制剂的过程，需要将药物

置于一个水晶球中，就像冰块和水一

样。接下来，这个晶体药物被覆上一层

脂肪和蛋白涂层，就像在做脆皮雪糕。

这个涂层会保护药物，防止它们被肝脏

分解以及被肾脏排出。 

    当与URMC-099一起测试时，罗彻斯

特大学的科学家格尔巴德博士在实验室

发现了一种新的药物，纳米制剂蛋白酶

抑制剂，完全消除了HIV的可测量。URMC

-099提高了纳米制剂药物在免疫细胞中

的浓度，而且减缓了药物被清除的速

度，因此延长了它的疗效。 

    “URMC-099和抗逆转录药纳米制剂

的化学联姻能够延长药物的寿命，提高

病人的依从性，而且减少全身毒性反

应，”这项研究的作者， 内布拉斯加大

学药理和实验神经科学系主任，金德尔

曼教授说，他已经与格尔巴德合作了24

年。“我们非常高兴能够一直致力于治

疗和根除HIV感染方面的研究。” 

    两种疗法，利用人类免疫细胞以及

改造成人类免疫系统的小鼠，共同在实

验室试验中进行测试。金德尔曼和格尔

巴德相信纳米制剂技术将帮助蛋白酶抑

制剂在白细胞中停留更长的时间，而且

URMC-099也会进一步延长其寿命。 

    罗彻斯特大学神经发育和疾病中心

主任格尔巴德开发了URMC-099，来治疗

与HIV相关的神经认知功能障碍(HAND)，

记忆丧失以及影响近半数HIV感染者的精

神模糊。他用了多种蛋白酶抑制剂进行

测试，包括金德尔曼开发的纳米制剂版

本，如果一个患者有URMC-099的处方，

那么他也一定同时采用抗逆转录病毒疗

法。其目标是确定药物是否有协同作

用。令金德尔曼和格尔巴德异常惊喜的

是，URMC-099增强了纳米制剂的效果。 

    “我们最终的目标是，能够创造一

种新疗法，不必像现在的治疗方案那样

频繁地服用药物。”格尔巴德说。“如

果每六个月或更长时间服药一次，那么

就会大大增加病人依从性，降低副作

用，帮助病人管理疾病，他们不必想着

每天服药。”  

美国科学家开发实验性治疗方案，有效对抗艾滋病  

来源：中国科技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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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于地球内核是什么时候形成的这个

问题，之前有过很多的研究和估算，来自

利物浦大学的科学家们利用新的数据研究

表明，地球内核的形成是被周围的外核熔

铁“冻结”所致，这个时间是10-15亿年

前。 

    内核是地球最深层。它是一个被液态

外核包围的，体积比冥王星还大的固态铁

球。内核是我们这个行星研究的新话题，

关于它是何时形成的，一直是科学界激烈

争论的话题，估算的时间范围从5亿年到20

亿年。 

    发表于《自然》杂志的一项新研究

中，利物浦大学环境科学学院的研究人员

分析了古代岩浆岩的磁记录，发现地球的

磁场强度在10-15亿年前有一次急剧的增

长。 

    这个增强的磁场可能是固态铁在地球

中心首次出现的迹象，地球历史上的这个

时间点是外核冷却的熔铁导致固态铁首次

开始“冻结”的时间。 

    利物浦大学古地磁学专家，这项研究

的主要作者，安迪 比金博士说，“这项发

现可能会改变我们对于地球内部和地球历

史的认知。” 

    “固态铁或内核‘形核’首次出现的

时间点有非常大的争议，但这对于确定地

球内部的性质和历史非常重要，而且对于

地球磁场(扮演盾牌的角色保护地球免受太

阳辐射，同时也是非常有用的导航设备)的

形成产生很强大的影响。” 

    “研究结果表明，地核冷却速度比之

前认为的慢，这对这个地球科学都有影

响。同时也意味着固态内核大约每年1毫米

的平均增长率，影响我们对地球磁场的了

解。” 

    地球磁场是由于外核中液态铁合金的

运动产生的，大约在地壳下3000公里处。

这些运动的发生是因为地核正在将热量流

失到上覆固态地幔，延伸到我们产生对流

现象的地壳。 

    一旦内核开始凝固，这种对流会获得

强大动力，因为外核中的仍然保持熔态的

轻的、非金属元素同时这里也比上覆液体

更轻。这个过程今天依然在继续，被认为

是产生地球磁场“燃料”的主要来源。 

    安迪 比金博士补充到：“最适合我们

数据的理论模型显示，地核正在流失热

量，而且速度比过去45亿年里的任何时间

点都要慢，而且这个能量流应该能让地球

磁场保持几十亿年甚至更长时间。” 

    “与火星形成鲜明对比的是，火星在

其早期历史上有一个强大的磁场，然后这

个磁场在5亿年后消失了。” 

    这项研究发表在《自然》杂志上，是

利物浦大学、赫尔辛基大学、密歇根科技

大学、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和中国科学

院的科学家们合作完成的。  

新研究表明地球内核形成于10-15亿年前  

来源：中国科技网 



科技信息2015年第10期（总第220期）  

 

42 

    以色列本-古里安大学和美国麻省理工

学院的研究人员开发出一种高敏感度，节

约成本的技术，只需在24小时之内，就能

快速完成空气、土壤、水和农产品中的细

菌性病原体检测。 

    根据这项研究的领导者，正在本-古里

安大学扎克伯格水研究所攻读博士学位的

以斯拉奥洛夫斯基博士介绍，“现场样本

中快速可靠的病原体检测对于公共卫生、

安全和环境监测是至关重要的。目前在食

品、水或临床应用上使用的方法需要依赖

实验室以及花费大量的时间培养技术，比

如在乳品业、废水和径流处理这样的活动

中，需要在环境样本中实时监测病原体。 

    这项发表在《水、空气&土壤污染》期

刊网络版上的研究，定义了一个准确的、

价格低廉的、高通量的以及快速的替代方

法来检测不同环境样本中的病原。“这是

首次在种类广泛的环境样本类型中，全面

评估病原体浓度的研究，通过标准(或传

统)方法，利用完整的并行测试，实现多病

原检测。 

    “我们能够在24小时内准确地确定土

壤样品中的沙门氏菌，而传统的方法需要

四到五天，而且需要分类，”以斯拉奥洛

夫斯基博士说。“我们还成功地确定了一

种致命的感染，铜绿假单胞菌，存在于气

溶胶中，是国内污水处理系统中的产生

的。结果表明，我们开发的技术提供了一

种广泛的方法，在具有挑战性的环境样品

中的快速，高效，可靠地检测出相对低浓

度的致病微生物。 

    为了评估这项技术，各种类型的环境

样本，包括气溶胶，各种土壤类型，废水

和蔬菜表面(番茄)，被同时侵入了沙门氏

菌或铜绿假单胞菌。研究人员选择了这些

病原是因为他们是主要的致病病原，在环

境中有着较高的生存潜能，而且在浓度低

的时候很难被准确地检测出来。 

    “当这个方法应用于没有侵入病原的

现场样本时，我们的方法显著优于标准方

法，能够在收到样本一天之内检测出病

原，” 以斯拉奥洛夫斯基博士说。“由于

这个集中而且经济的检测程序告诉我们在

一天之内重点检测哪里，因此我们不需要

花费几天时间来检测数以百计的样本和子

样本。” 

这个快速检测方法同时使用了两种技术，

一个是用于微生物检测的进化的“MPN-

type enrichment”技术，再加上广泛用于

分子生物学用于实时监测 DNA扩增的

“qPCR”技术。 

    “我们大大缩短了之前的方案，也不

再使用任何名牌昂贵的试剂对DNA进行提纯

和净化，也不用增加工作流程，从原始样

品很容易地进行到qPCR实验，” 以斯拉奥

洛夫斯基博士说。 

土壤、水和蔬菜样本的检测是高度敏感的

(低至每一个细胞的测试)，研究人员认为

需要额外的步骤来进一步提高检测水平，

使得这项技术能够反映出气溶胶中的低病

原浓度(特别是低浓度感染剂量)。 

研究人员推荐今后用这种方法来检测其他

病原，如军团菌，金黄色葡萄球菌和空肠

弯曲杆菌，其中第二个病菌是食源性疾病

的最常见原因。  

研究人员开发出对水、土壤中的病原体检测的快速方法  

来源：中国科技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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