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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我校生命科学学院医

药生物技术国家重点实验室徐

强教授课题组围绕着自噬调控

取得了多项重要研究进展，其

工作涉及从自噬降解途径阻断

解释氧化应激损伤的分子机

制、发现新型单功能铂配合物

不同于经典抗癌药顺铂的作用

方式以及基于小分子诱导自噬

实现从抗炎到抗癌的治疗新策

略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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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 年度获得江苏省科技厅各类科技项目情况通报 
撰稿人：科学技术处 华晔

 

2014 年度，学校科技处按照省科技厅限额申报要求，经认真组织，我校申报省科技厅各类项目共计 148 项。获得江

苏省科技厅各类科技项目 78 项（含校外平台 16项）；总经费 2625 万元（含校外平台 525 万元）。其中：自然科学基金

（杰出青年基金项目）8 项；自然科学基金（重点项目）2 项；自然科学基金（青年基金项目）31 项（含校外平台 2

项）；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21 项（含校外平台 5 项）；科技支撑计划(工业)项目 4 项（含校外平台 2 项）；科技

支撑计划(社会发展)项目 2 项（含校外平台 1 项）；江苏省临床医学科技专项项目 3 项（含校外平台 2 项）；产学研联

合创新资金项目（前瞻性联合研究项目）7项（含校外平台 4项）。  

其中自然科学基金（杰出青年基金项目）我校获批数居全省第一；临床医学科技专项项目设立 3 年以来高校首次可

作为承担单位申报，我校申报 1项并获批。 

江苏省自然科学基金（杰出青年基金项目） 

江苏省自然科学基金杰出青年基金项目以培养能进入国家杰出青年基金人选等高层次青年科技人才为目标，支持省

内优秀青年科研人才面向江苏地方和国家需求开展创新研究，造就拔尖人才，培育创新团队，显著增强我省基础研究的

影响力和若干重要科学领域的自主创新能力。南京大学共申报 13 项，批准 8 项，经费为 800 万元。目前，我校共有 20

位教师获得。 

项目编号 项目名称 单位 项目负责人 
经费 

（万元） 
完成时间 

BK20140014 功能主族化合物的研究 化学化工学陊 王新平 100 2017 

BK20140015 新型超导材料的物理性质研究 物理学陊 杨欢 100 2017 

BK20140016 伽玛暴宇宙学 天文与空间科学学陊 王发印 100 2017 

BK20140017 新型低维量子电子及信息存储器件 物理学陊 缪峰 100 2017 

BK20140018 神经突触可塑性机制研究 模式动物研究所 石云 100 2017 

BK20140019 Si 基声子晶体热电性能的研究 
现代工程与应用科学

学陊 
卢明辉 100 2017 

BK20140020 
长三角反应性氮的源排放定量表征优化及环境

响应 
环境学陊 赵瑜 100 2017 

BK20140021 长三角地区细颗粒及臭氧污染特征和形成机制 大气科学学陊 丁爱军 100 2017 

合计    800  

 

江苏省自然科学基金（重点项目） 

江苏省自然科学基金重点项目为 2014 年立项的部分国家重点基础研究发展计划项目配套经费，江苏省科技厅为项目

依托部门。 

项目编号 项目名称 单位 项目负责人 
经费 

（万元） 
完成时间 

BK20140054 低维磁性功能材料与器件的研究 电子科学与工程学陊 徐永兵 100 2017 

BK20140055 
二次锂空气电池关键电极材料的设计、调控和

制备 

现代工程与应用科学

学陊 
周豪慎 100 2017 

合计    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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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省自然科学基金（青年基金项目） 

江苏省自然科学基金青年基金项目以培养造就青年科研骨干、建设高水平基础研究后备人才队伍为目标，鼓励支持

青年科技人员积极投入创新活动、自由探索，在实施创新驱动战略、建设创新型省份中做出贡献（主要支持未主持过省

级及以上科技计划项目的青年教师申报，男性不超过 35周岁，女性不超过 38周岁）。南京大学共申报 63项，批准 29

项，经费为 580万元。 

项目编号 项目名称 单位 
项目 

负责人 

经费 

（万元） 

完成 

时间 

BK20140587 Cantor 圆周型 Julia 集的有理函数动力系统 数学系 杨飞 20 2017 

BK20140588 单分子磁体和量子点体系中的 Majorana 费米子性质研究 物理学陊 邵陆兵 20 2017 

BK20140589 
铜氧化物高温超导体及其同构化合物的赝能隙与奇异轨道序的理论

研究 
物理学陊 姚子健 20 2017 

BK20140590 突破衍射极陉的超聚焦研究 
现代工程与应用科学

学陊 
刘冬梅 20 2017 

BK20140591 适配体微阵列芯片的荧光共振能量转移分析方法的建立及应用研究 化学化工学陊 李慧 20 2017 

BK20140592 单细胞中膜蛋白表达水平的免标记定量分析方法 化学化工学陊 王伟 20 2017 

BK20140593 高效近红外荧光探针在核酸适配体靶向肿瘤早期检测中的应用研究 
现代工程与应用科学

学陊 
丁煜宾 20 2017 

BK20140594 新型钌配合物催化的 C-H 活化反应 化学化工学陊 史壮志 20 2017 

BK20140595 基于柱芳烃的超分子囊泡体系的构筑及其在药物转运方面的应用 化学化工学陊 胡晓玉 20 2017 

BK20140596 Ni-Cu 合金催化剂的吸附量热和 FTIR 研究 化学化工学陊 陇慧 20 2017 

BK20140597 微流控仿生气液界面的构建及其在生命分析中的应用 化学化工学陊 徐碧漪 20 2017 

BK20140598 
负载型贵金属@金属氧化物核壳催化剂催化氯代有机污染物的气相

加氢脱氯机制研究 
环境学陊 韩玉香 20 2017 

BK20140599 
中枢组胺能系统对伏核神经元活动和伏核介导的焦虑行为的调制作

用研究 
生命科学学陊 李斌 20 2017 

BK20140600 ERRg 在肌肉能量代谢中的调节作用与分子基础 模式动物研究所 甘振继 20 2017 

BK20140601 miR-203 靶向 SRC 蛋白抑制肺癌发生发展的机制研究 生命科学学陊 王琛 20 2017 

BK20140602 苏、皖奥陶-志留系黑色笔石页岩的时空分布 地球科学与工程学陊 王文卉 20 2017 

BK20140603 低污染水生态净化技术组合方案模拟优选与效果评估 环境学陊 张瑞斌 20 2017 

BK20140604 末次盛冰期以来钱塘江下切河谷充填物物源特征 地球科学与工程学陊 张霞 20 2017 

BK20140605 武宜运河流域磷流路徂与入湖水质响应研究 环境学陊 盛虎 20 2017 

BK20140606 中高温太阳能热利用功能涂层材料研究 电子科学与工程学陊 陇乐 20 2017 

BK20140607 
长江三角洲地区饮用水中新型极性碘代消毒副产物的检测鉴定和污

染特征研究 
环境学陊 潘旸 20 2017 

BK20140608 
基于新型载锆复合树脂吸附的水中 EDTA-Cu 深度去陋机制与技术

研究 
环境学陊 花铭 20 2017 

BK20140609 针对苏北村镇地区的节能省地适变住宅 DSM 分析模型 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陊 窦平平 20 2017 

BK20140610 基于人眼感知的高效视频处理研究和应用 电子科学与工程学陊 马展 20 2017 

BK20140611 基于描述逻辑的 OWL2 本体复杂知识表示与推理研究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系 李言辉 20 2017 

BK20140612 石墨烯锁模光纤激光器精密时域同步控制研究 电子科学与工程学陊 黎遥 20 2017 

BK20140613 安全利用未标记数据技术及其应用的研究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系 李宇峰 20 2017 

BK20140614 NOD2 对肠部 Treg 细胞的调控及其分子机制的研究 生命科学学陊 吴兴新 20 2017 

BK20140615 
FC-99 通过 miR let-7 调控巨噬细胞产生 IL-6 的分子机制及其在抗

类风湿性关节炎中的作用 
医学陊 窦环 20 2017 

合计 
   

580 
 



科技信息 2014 年第 10 期（总第 208 期） 4 

 

 

江苏省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 

江苏省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以获得基础研究创新成果为主要目的，着眼于总体布局，突出重点领域，凝聚优势力

量，激励原始创新，提升我省基础研究整体水平。南京大学共申报面上项目 35项，批准 16项，经费为 160万元。 

项目编号 项目名称 单位 项目负责人 经费 

（万元） 

完成时间 

BK20141310 超新星遗迹和星际介质的高能辐射研究 天文与空间科学学陊 姜冰 10 2017 

BK20141311 
基于离子液体的氮杂卡宾及其对以二氧化碳为

氧化剂的反应催化性能研究 
化学化工学陊 胡兴邦 10 2017 

BK20141312 
ZnBiMO4(M=Gd,Sm,Er,Y,Sb)及其复合催化

剂制备和可见光陈解水中有机污染物协同研究 
环境学陊 栾景飞 10 2017 

BK20141313 Lundurine 型生物碱的全合成研究 化学化工学陊 王少仲 10 2017 

BK20141314 
光致变色的二噻吩乙烯 Ir(III)化合物的合成与

性质研究 
化学化工学陊 曹登科 10 2017 

BK20141315 
膜接触吸收法制备生物天然气中的 CO2/CH4

分离研究 
现代分析中心 龚惠娟 10 2017 

BK20141316 
秀丽线虫细胞极性因子 PAR-1 调控衰老的分

子机制研究 
模式动物研究所 陇迪 10 2017 

BK20141317 大规模覆膜对土壤-地下水环境的影响 水科学研究中心 陇扣平 10 2017 

BK20141318 
城市雨水利用及其对城市内涝灾害的减轻作用

研究 
地理与海洋科学学陊 张兴奇 10 2017 

BK20141319 可充电无线传感器网络的绿色充电机制研究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系 吴小兵 10 2017 

BK20141320 
基于高质量微纳米 GaN 衬底模板的 LED 器件

研究 
电子科学与工程学陊 修向前 10 2017 

BK20141321 新型 CMOS 太赫兹探测器的设计与研制 电子科学与工程学陊 纪小丽 10 2017 

BK20141322 基于 MDE 的异构数据建模及转换研究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系 张天 10 2017 

BK20141323 
基于下丘脑 IL-1β信号探讨淫羊藿苷对 CUMS

大鼠糖耐量受损的改善作用和机制 
生命科学学陊 潘颖 10 2017 

BK20141324 
靶向肝癌的自噬 siRNA-Fingolimod 共投递

纳米载药系统的研究 
医学陊 吴俊华 10 2017 

BK20141325 
基于 GIS 及多代理人系统的流动人口迁移模

拟系统构建 
地理与海洋科学学陊 汢爽爽 10 2017 

合计    160  

 

（未完、待续） 

由于篇幅限制，科技支撑计划（工业）、科技支撑计划（社会发展）、临床医学科技专项项目、产学研联合创新资

金项目（前瞻性联合研究项目）、校外平台所获项目的列表将在第十一期《科技信息》上刊登，敬请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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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校迎接教育部科研经费管理情况专项检查动员汇报

会召开 
撰稿人：新闻中心  齐琦  

根据教育部党组统一部署，教育部直属高校科研经费管理情况专项检查第二检查组即将对我校科研经费管理工作进行专

项检查。2014 年 10 月 10 日，我校迎接教育部科研经费管理情况专项检查动员汇报会在逸夫馆报告厅举行。会议由党委

常委、副校长薛海林主持。 

党委书记张异宾在致辞中表示，长期以来，南京大学高度重视科研经费管理工作，坚持教育引导、制度规范、监督约束

并重的原则，积极构建统一领导、分级管理、责任到人的管理体制和工作机制，严格执行国家和各部委有关科研经费管

理、使用的法律法规。学校制定了《南京大学关于涉及间接费用的国家科技经费管理办法》等一系列有关科研项目管

理、科研经费管理、科研行为规范建设的规章制度，做到有章可依、有规可循，切实加强科研项目、科研经费和科研行

为管理，取得了明显的成效。根据教育部要求，学校在过去一年多的时间里先后两次开展全校性科研经费管理自查自纠

工作，通过全面自查发现有关薄弱环节和问题并及时整改。张异宾指出，此次对我校的科研经费管理情况进行专项检

查，是推进我校提升科研经费管理水平、加快科研事业科学发展的重大机遇。学校将以本次专项检查为契机，进一步完

善学校科研经费管理工作，促进规范管理，加快事业发展。全校上下必须充分认识本次专项检查工作的重要意义，全力

以赴，积极配合，虚心向检查组学习，诚恳接受检查组指导，认真落实检查组提出的要求和意见，确保检查组顺利完成

本次专项检查工作。 

中纪委驻教育部纪检组、监察部驻教育部监察局副局长侯慧君代表教育部作了专项检查动员报告，从 4 个方面进行了通

报：一是准确把握加强高校科研经费管理的时代背景；二是清醒认识高校科研经费存在的突出问题；三是扎实开展科研

经费管理情况专项检查工作；四是深入推进新形势下的高校科研经费管理工作。她表示，专项检查是为了进一步规范高

校的科研经费管理，切实解决科研经费管理中存在的突出问题，推动高校建立健全科研监督管理的长效机制，营造良好

的科研生态，使科研人员多出成果、出好成果，促进科技创新和教育事业的健康发展。 

党委常委、副校长潘毅从 7 个方面汇报了学校有关科研经费管理工作的情况，包括南京大学科研项目及经费基本情况；

贯彻落实国发 11 号文及教育部 3 文件情况；明确责任主体，构建分级管理体系；加强建章立制，建立系统管理机制；加

强过程管理，提高管理服务水平；科研经费管理

自查自纠情况；创新举措与建议。 

教育部直属高校科研经费管理情况专项检查第二

检查组组长孙广平表示，此次检查是在学校坚持

进行自查自纠基础上的进一步深入推进，检查组

将通过调研、座谈、走访的形式了解南大在科研

经费管理方面的经验和做法，并了解在现有体制

机制下，科研工作中的遇到的障碍。他请全体南

大师生对检查组检查期间的工作和行为进行有效

监督。 

党委副书记、纪委书记任利剑，党委常委、副校

长杨忠，副校长吕建，以及学校各有关职能部门

负责人，各院系党政主要负责人及分管财务、科

研工作的副院长（副系主任）、科研秘书，国

家、省部级重点实验室负责人，教育部人文社会

科学重点研究基地负责人以及重大科研项目负责

人代表等参加了动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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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 年我校国际学术论文发表情况通报 
撰稿人：科学技术处 陈晓清 

 

在 2014 年 9 月 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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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3 年的中国科技论文的

统计结果。 

 

一、我校 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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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 年，我国机构作者为

第一作者的论文共 20.41 万篇，其中表现不俗的论文数为 69064 篇，占论文总数的 33.8%。按文献类型分，97%是原创

论文，3%是述评类文章。 

C9 高校 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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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04 篇，占当年发表论文总数

的比例为 43.3%，较 2012 年上升了 9.8 个百分点，在 C9 高校中位列第三。 

 

排序 

（按比例） 
单位 

全部论文数 

（篇） 

表现不俗论文数 

（篇） 

占本机构论文比例 

（%） 

1 复旦大学 3278 1486 45.3 

2 北京大学 3652 1597 43.7 

3 南京大学 2551 1104 43.3 

4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2107 890 42.2 

5 浙江大学 5298 2098 39.6 

6 上海交通大学 4901 1922 39.2 

7 清华大学 3963 1536 38.8 

8 哈尔滨工业大学 2620 933 35.6 

9 西安交通大学 2428 853 35.1 

 

二、2013 年度我校在六大学科领域中发表的 SCI 论文数量列全国高校的前二十。 

在 SCI 收录中国各个学术领域科技论文的数量的机构排名中，我校在天文学、化学、地学、环境学、物理学、医学

这六大学科中列前 20 位，具体排名情况如下表所示： 

 

2013 年度 SCI 论文南京大学排名情况 

领域 天文 化学 地学 环境学 物理 医学 

排名 第 4位 第 6位 第 5位 第 6位 第 8位 第 17位 

 

三、我校 2013 年 SCI 论文累计篇均被引次数在 C9 高校中位列第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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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4-2013 年）我校累计被引用的 SCI 论文数为

14341 篇，共被引用 192127 次，平均每篇论文被引用 13.40 次。这一数值（13.40 次）位列 C9 高校第五。 

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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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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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序 

（按累计被

引篇数） 

单位 累计被引篇数 累计被引用

次数 

篇均被引用次数 

1 浙江大学 29004 327298 11.28 

2 清华大学 22503 304680 13.54 

3 上海交通大学 21694 234209 10.80 

4 北京大学 19879 270238 13.59 

5 复旦大学 16068 222071 13.82 

6 南京大学 14341 192127 13.40 

7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13141 190591 14.50 

8 哈尔滨工业大学 11673 110858 9.50 

9 西安交通大学 9439 79408 8.41 

 

四、我校有一篇论文入选中国百篇最具影响国际学术论文。 

 我校数学系杨俊锋副教授 2013 年发表在 MATHEMATICS OF COMPUTATION 杂志上的论文 LINEARIZED 

AUGMENTED LAGRANGIAN AND ALTERNATING DIRECTION METHODS FOR NUCLEAR NORM 

MINIMIZATION（卷：82,期：281，页：301-329）荣获 2013 年度―中国百篇最具影响国际学术论文‖。 

五、截至 2014 年 10 月，根据自然出版集团发布的―自然出版指数‖（NPI 指数），我校在全国高校中

位列第三。 

自然出版指数（Nature Publishing Index，NPI 指数）是自然出版集团用于统计各高校及科研机构在 Nature 正刊以

及 Nature 子刊上发表论文的总体情况的因子。 

根据自然出版集团的最新统计：截至 2014 年 10 月，南京大学以 NPI 指数 12.57 排名全国高校第 3 位，前两名分别

为北京大学（19.12），清华大学（16.70）。以 NPI 指数排序的前 7 所高校如下表所示： 

 

排序 单位 NPI 指数 

1 北京大学 19.12 

2 清华大学 16.70 

3 南京大学 12.57 

4 上海交通大学 12.47 

5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11.92 

6 复旦大学 10.97 

7 浙江大学 1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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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校徐静娟教授当选英国皇家化学会会士 
撰稿人：化学化工学院  

 

日前，南京大学化学化工学院分析化学学科、生命分析化学国家重点实验室徐静

娟教授当选英国皇家化学学会会士(Fellow of the Royal Society of Chemistry, 

FRSC)。 

徐静娟教授于 2000 年获南京大学博士学位后，留校任教。2007 年入选教育部

―新世纪优秀人才支持计划‖，2007-2008 年度为美国 Cornell University 访问教

授，2010 年获得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2013 年获第十届中国青年女科学家

奖。她曾获得国家自然科学奖二等奖 1 项（2007，排名第二）、教育部自然科学

奖一等奖 2 项（2006，排名第二；2001，排名第五）。她在其主要研究方向光电

化学、电致化学发光生物分析方面卓有建树，在基础和方法学上提出了多种基于

能量转移的传感新机制，建立了双极电极电致化学发光生化分析新方法， 拓展

了这一新兴领域在生命分析化学中的应用。迄今，她已在 Chem.Rev., Chem. Soc. 

Rev., Chem. Sci., Anal. Chem., Chem. Commun.等刊物上发表论文 250 余篇，他

引 6900 余次，H-index 为 49。目前，她正聚焦于生命分析化学的学科前沿，开

展单细胞分子动态成像方面的研究工作，并取得重要进展。 

 

 

我校叶鹰教授入选欧洲文理科学院院士 
撰稿人：信息管理学院 

 

日前，我校信息管理学院叶鹰教授入选欧洲文理科学院院士(European Academy of Sciences and Arts)，成为该院现有的

6 名中国院士之一。 

欧洲文理科学院(英文缩写 EASA，拉丁文缩写 ASAE)是和美国文理科学院(AAAS, American Academy of Arts and 

Sciences)类似的学术团体，现有分布在世界各国的 1500 名院士，其中诺贝尔奖获得者 29 人。 

据了解，这是国内图书情报界学者首次荣获国外院士称号，有利于推动信息管理科学的国际化进程。叶鹰教授 1982 年本

科毕业于南京大学，是 2000-2001 年度美国 Fulbright 研究学者，曾任浙江大学教授、系主任。专长于定量信息分析，具

有国际影响的主要工作是 h 型测度及机理研究，2007 年以来每年均有成果刊发于 SSCI/SCI 收录期刊。2012 年作为高层

次人才引进南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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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大学在 2014 年江苏省重点实验室、科技公共服

务平台绩效评估中取得佳绩 
撰稿人：科学技术处 华晔 

 

为加强重点实验室、省工程技术研究中心、科技公共服务

平台的建设和运行管理，提升原始创新能力，提高运行绩

效，2014 年上半年，江苏省科技厅对全省建设期满的 54

家重点实验室、252 家省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2011 年—

2013 年的建设和运行绩效、以及 232 家科技公共服务平

台 2012-2013 年的运行绩效进行了评估，经审核、初评、

综合评估等程序，全省共有 8 家重点实验室、51 家工程

技术研究中心评估为优秀，31 家重点实验室评估为良

好，64 家科技公共服务平台评估为优良。全省只有我校

同时有两个实验室获评优秀。科技厅对运行绩效优良的平

台给予一定的后补助，主要用于平台资源、人才、特色业

务等建设。 

我校江苏省光电信息功能材料重点实验室与江苏省纳米技

术重点实验室获评优秀，各获得科技厅后补助经费 300 万

元；江苏省医学分子技术重点实验室与江苏省机动车尾气

污染控制重点实验室获评良好，各获得科技厅后补助经费

200 万元；国家遗传工程小鼠资源库获评优良，获得科技

厅后补助经费 100 万元；江苏省界面化学工程技术研究中

心与江苏省生物质能源低碳综合利用工程技术研究中心获

评合格。 

省科技厅按照《江苏省科技计划与项目评估管理办法》的

有关规定，委托中介机构定期对重点实验室、科技公共服

务平台等科技基础设施的运行绩效进行评估，评估内容包

括其地位和作用、科研与服务的成果和绩效、人才队伍建

设、研究或服务设施与条件、管理水平与运行机制等。评

估结果分为优秀、良好、较差三个等级，评估结果向社会

公示。对评估结果为优秀和良好的重点实验室和科技公共

服务平台，在评估周期内按评估结果每年给予定额运行补

贴经费。运行补贴经费主要用于设置开放课题、产学研合

作、社会化开放服务、大型科学仪器设备维护、人才培

养、学术交流及其他运行费用等。运行补贴经费参照国家

重点实验室专项经费管理。 

 

科技部人才中心在我校开展科技人才工作调研座谈会 
撰稿人：科学技术处 虞斌 

 

2014 年 9 月 17 日，科技部人才中心由郝强副主任带领的

一行五人，对我校的科技人才工作进行了调研。调研以座

谈会的形式开展，主要访谈对象为近两年入选科技部―创

新人才推进计划‖的中青年科技领军人才和重点领域创新

团队负责人，潘毅副校长、李成校长助理以及相关部处领

导出席会议。 

郝强副主任首先介绍了科技部―创新人才推进计划‖的入选

形式和意义，表达了国家对科技人才工作的重视。此行的

主要目的是了解已入选推进计划的这些领军人才和创新团

队在哪些方面存在需求，以及依托单位的支持保障措施落

实情况。依据总书记强调的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探索人才

的培养规律。 

潘毅副校长首先表达了对科技部人才中心来我校指导工作

的热烈欢迎，感谢科技部对南大一直以来的大力支持。并

介绍了南大的办学历史、学科建设、学术队伍以及目前我

校在培养创新人才的方面取得的重要成绩。 

李爱民、闻海虎、陆延青、鹿化煜四位教授作为入选―创

新人才推进计划‖的人才和团队代表分别作了汇报。各自

介绍了自己及团队的研究背景和研究方向、入选之后的研

究成果、学校的支持保障措施以及人才培养情况。并对

―创新人才推进计划‖提出了许多具体建议。 

科技部人才中心的几位领导充分肯定了通过此次座谈会了

解的重要信息和相关建议，并对我校人才工作提出了展

望，同时还对即将创刊的《中国科技人才》杂志进行了约

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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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校物理学院王广厚院士课题组研究成果发表于

《自然-通讯》上 

撰稿人：物理学院 

我校物理学院在 Bi2Te3 样品拓扑输运与 Cu 原子扩散团簇

机制方面取得新进展，他们的研究论文 ―Topological 

transport and atomic tunneling-clustering dynamics for 

aged Cu-doped Bi2Te3 crystals‖ 发表在 9 月 23 日出版的

《自然-通讯》（Nature Communications）上（Vol 5, no 

5022，2014）。本工作由我校物理学院、比利时天主教鲁

汶大学和东南大学合作完成，王广厚院士指导并参与了本

文的工作，物理学院陈太师、黄文凯同学开展了实验工

作。我校宋凤麒教授、王伯根教授和东南大学王金兰教授

担任本文的通讯作者。本工作得到国家科技部―量子调控‖

重大研究计划和自然科学基金项目的支持。 

最受关注的三维拓扑绝缘体(Bi2Te3/Se3）中存在本征的缺陷

载流子，在常规样品中其输运贡献足以掩盖厚度仅为 nm 级别的拓扑表面态的传输，这大大限制了对拓扑绝缘体的输运

性质的研究和器件研发。本工作发展了一种掺 Cu 时效处理的方法来优化 Bi2Te3 晶体，可以使晶体的体相电导被抑制 4

个数量级。处理后的样品从金属输运转变成非金属输运，费米面被调节到 0.16eV 带隙的 0.1eV 处，而拓扑表面态的传输

却变得十分明显。从而，在宏观块材中出现了拓扑表面态特征性的弱反局域化(图 2 左图)、Shubnikov de Haas 振荡(右

图)、面内电子干涉等现象，特别是 Landau 扇形图给出了一个接近 1/2 的截距(图 2 右图插图)。这些结果都证明了本工作

获得了良好表面态输运的能带绝缘体。 

该工作建立一种扩散——―隧穿‖——团簇的 Cu 原子迁移图像描述了本方法的物理机制。实验发现，在处理前，Cu 原子

位于晶体五层结构层芯的间隙位，而处理后 Cu 原子处于五层结构的层间，并形成几个到几十个原子的小 Cu 团簇，同时

晶体迁移率显著下降。物理学院李绍春教授利用 STM 首次在这一结构中关键性的确认了 Cu3 团簇的存在（右图插

图）。详细理论分析表明：Cu 原子在层芯独立、层芯团簇、层间独立的形成能是接近的，而层间形成团簇后系统的能量

则显著下降，穿越层芯和层间界面将遇到一个 0.57eV 的扩散势垒。所以，时效处理的过程就是 Cu 原子频繁挑战该势垒

并迁徙到层间成簇的过程。形成团簇后每个 Cu 原子的电荷转移远小于 0.1 个电子电荷，这正是本工作显著掺杂却仍能获

得能带绝缘体样品的物理原因。迁徙的过程会引入缺陷，降低迁移率，正是这样载流子和迁移率双重的抑制导致本工作

巨大的体相电导抑制和最终显著拓扑表面态电子输运的出现。 

这一方法和机制的发现对获得优质拓扑绝缘体材料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也是 Cu 掺杂在拓扑绝缘体中的又一重要贡

献。 

图 1：缺陷周围的 STM 照片，证明二维表面态的电子干涉。 

图 2：拓扑表面态特征性的弱反局域化

（左图）；Landau 扇形图给出了一个

接近 1/2 的截距（右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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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科学学院徐强教授课题组在自噬调控领域取得系

列重要进展 

撰稿人：生命科学学院 
细胞自噬与细胞凋亡、细胞衰老一样，是十分重要的生物学现象，参与生物的生长、发育等多种过程。细胞自噬异常可

导致多种疾病如炎症、肿瘤、神经退行性疾病等的出现。最近，我校生命科学学院医药生物技术国家重点实验室徐强教

授课题组在细胞自噬调控领域取得了系列重要研究进展。 

一、 从自噬降解途径阻断解释氧化应激损伤的分子机制： 

细胞自噬与氧化应激损伤关系密切。徐强教授课题组与江苏省原子医学研究所开展合作，张莉博士和孙洋博士等发现

MEF2A 蛋白在正常生理状态下通过分子伴侣介导的自噬(chaperone-mediated autophagy，CMA)途径降解。轻微的氧化

刺激可加速 CMA 途径的 MEF2A 蛋白降解，同时增强其转录活性，由此减轻氧化应激所致神经损伤；而过度氧化刺激

则抑制 MEF2A 的降解并导致细胞内溶酶体破裂，释放多种蛋白酶，从而抑制 MEF2A 的转录活性，造成神经元的进一

步损伤（图 1）。以上结果提示稳定神经细胞溶酶体膜可能是治疗神经退行性疾病的一个新靶点。该研究发表在自噬领

域的顶级杂志 Autophagy 2014; 10:1015-35。 

 

图 1. 丌同氧化应激状态下 MEF2A 降解途径示意图。 

二、发现新型单功能铂配合物不同于经典抗癌药顺铂的作用方式： 

顺铂是生殖系统肿瘤、肉瘤、恶性上皮肿瘤及淋巴瘤等多种肿瘤治疗的常规药物，但铂类药物对于凋亡抵抗型肿瘤常产

生耐药现象。徐强教授课题组与化学化工学院郭子建教授课题组合作发现了新型单功能铂配合物具有不同于顺铂的新作

用方式，能显著抑制凋亡抵抗性人卵巢癌细胞的增殖，诱导其发生自噬性死亡，其机制与干预 AKT1-MTOR-RPS6KB1 

等通路有关（图 2）。这一发现对于凋亡抵抗类型的肿瘤治疗具有重要意义，其结果发表在 Autophagy 2013; 9: 996-

1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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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单功能铂以丌同于顺铂的方式诱导肿瘤细胞发生自噬性死亡。 

三、基于穿心莲内酯诱导自噬抑制炎症小体的新机制、实现从抗炎到抗癌的治疗新策略： 

近年来炎症作为肿瘤的新 Hallmark 日益得到重视，其在肿瘤的发生发展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但仍缺乏从炎症调控肿

瘤进程的有效手段。徐强教授课题组孙洋博士和郭文洁博士发现已在临床使用多年的抗炎药物喜炎平注射液的活性成分

穿心莲内酯可通过诱导巨噬细胞发生线粒体自噬，抑制 NLRP3 炎症小体的组装、活化以及 IL-1β 的释放，从而减轻结肠

炎并最终抑制结肠癌的发生（图 3）。该发现为通过治疗结肠炎预防结肠癌的发生提供了直接证据，相关结果发表在

Autophagy 2014;10:972-985。基于我们的发现，江苏省人民医院已开展应用喜炎平治疗结肠癌的临床试验（伦理委员会

批准号 2013-SR-131），并在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NIH）的临床试验官方网站 http://clinicaltrials.gov 注册

（NCT01993472），成为江苏省肿瘤临床转化医学中心的主要研究方向之一。这种从―临床问题—实验室科学研究—再回

到临床验证‖的转化医学研究模式将极大地促进肿瘤治疗新方案的产生。值得指出的是，这一课题开始于企业委托科研项

目，其研究成果不仅为年销售数十亿元的该制剂提供了作用机制的新解释，开辟了老药新用的途径, 更由此促进了进一步

的基础研究，开启了探讨细胞自噬与炎症小体活化调控的新研究领域，获得了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大研究计划的资助。

与此同时，在世界著名出版社 Spandidos publications（旗下有多个国际医学类杂志）主办的 19th World Congress on 

Advanced Oncology 会议上获得 Spandidos publications Award for an Outstanding Achievement。 

 

图 3.穿心莲内酯促进线粒体自噬、抑制炎症小体组装，从而通过抗炎防止结肠癌发生。 

以上研究得到了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十二五科技部重大新药创制项目以及江苏省临床转化医学中心项目的资助。这些研

究成果的主要贡献者之一孙洋博士于 2014 年破格晋升为教授，并获得国家优秀青年科学基金资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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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丽敏教授课题组在质子传导金属有机膦酸材料

研究方面取得新进展 
撰稿人：化学化工学院 

最近我校化学化工学院郑丽敏教授课题组在质子传导金属有机膦酸材料研究中取得新进展，其成果―Enhancing Proton 

Conduction in 2D Co−La CoordinationFrameworks by Solid-State Phase Transition‖发表在 J. Am. Chem. Soc.上（136, 

9292−9295，2014）。论文第一作者是专职科研人员鲍松松副研究员，通讯作者是郑丽敏教授和日本京都大学北川宏教

授。 

质子传导材料是燃料电池的重要组成部分，近年来受到研究者的广泛关注。深入探究材料结构和性能的关联，理解质子

传导的途径和机理，对于获得新的具有高质子传导率和宽温度应用范围的高性能质子传导材料具有重要的意义。金属有

机框架（MOFs）材料具有清楚明确且丰富多样的结构类型以及宽的工作温度范围，可以从结构设计的角度出发去获得

具有高质子导电率的质子传导材料。目前提高这类材料质子传导性能的主要尝试集中在提高孔道的亲水性使其可以容纳

更多的质子传导载体，以及通过引入酸性基团提高孔道的酸性等。 

郑丽敏教授课题组提出了一种新的增强材料质子传导性能的方法：通过金属有机膦酸层状材料的原位相变，将质子从层

内释放到材料的层间通道，从而提高材料的导电率。他们设计合成了两个以三氮杂环三甲基膦酸为配体的稀土钴层状配

位聚合物 CoLa-I 和 CoLa-II，其中 CoLa-I 具有电中性的层状结构，而 CoLa-II 的层状结构由于膦酸基团的氧原子质子

化而带正电性。化合物 CoLa-II 在温度 45 度相对湿度 93%的条件下，可以转变为另一相 CoLa-III。通过 XAFS 谱、

PXRD 谱、EDX 能谱的研究，发现 CoLa-III 具有和化合物 CoLa-I 相同的层状结构。所以当化合物 CoLa-II 发生相变

时，膦酸基团上的质子被释放到层间，与晶格水分子形成水合氢离子。阻抗谱研究表明，化合物 CoLa-III 在 25 度相对

湿度 95%时的导电率比化合物 CoLa-I 和 CoLa-II 提高了 1 个数量级。这种通过相变诱导提高质子传导率的方法为设计

合成具有高质子传导性能的材料提供了新的思路。 

该课题研究得到了科技部重大研究计划项目(2010CB923402, 2013CB922102)和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Nos. 11079021, 

21101092)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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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校化学化工学院杜红宾教授课题组在超大孔分

子筛的自组装合成研究中取得重要进展 
撰稿人：化学化工学院 

具有规则孔道结构和高比表面积的硅酸盐沸石分子筛在吸附、分离、催化等领域具有重要的应用价值，被广泛应用于石

油精炼、精细化工等领域，其合成与性能研究一直受到学术和工业界的关注。近十几年来人们在这类材料的合成研究方

面取得了很大进展，但迄今为止仅制得少数几种超大孔沸石分子筛，合成新型超大孔沸石仍然是当今无机合成领域的一

大挑战。在超大孔沸石的合成中，人们一般采用刚性的大尺寸有机铵阳离子为结构导向剂，以填充分子筛巨大的孔道/

腔。但这类模板分子不易获得、成本高，并且模板分子尺寸变大后其亲水性变差，不利于分子筛的结晶。我校化学化工

学院、配位化学国家重点实验室的杜红宾教授课题组提出了一种合成超大孔硅酸盐沸石分子筛的新策略，即利用小尺

寸、易获得的有机铵阳离子自组装而形成的大尺寸缔合物为结构导向剂，导向生成超大孔沸石。采用该策略，他们设计

了一系列含芳环的有机铵结构导向剂，成功合成了一个新型超大孔分子筛材料 NUD-1（图 1）。该分子筛具有一个由

18、 12、 10 元环孔道构成的三维交叉孔道系统，同时含有单三元环、双三元环和双四元环等二级结构单元，在已知分

子筛结构中极为少见。NUD-1 具有良好的热稳定性、空旷的开放骨架以及大的比表面积，是一种潜在的吸附剂和催化

剂。荧光光谱等结果表明，有机铵阳离子在合成条件下形成超分子自组装体，该自组装体起到结构导向作用。这种利用

有机铵离子超分子自组装体为结构导向剂的合成策略，为超大孔沸石的制备和开发研究提供了一种简便和有效的方法

（Angew. Chem. Int. Ed. 2014, 53, 9592–9596）。 

该工作得到了国家 973 重点基础研究计划（2011CB808704）和国家自然科学基金（21071075）等项目的资助。

 

 

 

图 1： 利用超分子自组装体为结构导向剂合成的新型超大孔分子筛 NUD-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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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校化学化工学院肖守军教授课题组在 DNA 和

RNA 纳米组装研究中取得新进展 

撰稿人：化学化工学院 

我校化学化工学院、配位化学国家重点实验室的肖守军教授课题组最近采用小环 DNA（64 和 96 个碱基的小环）作为新

模块，分别使用 3～6 条短的直链 DNA 作为铰链，跨越两至三个 DNA 小环，实现了横向 DNA 双链环的平行组装而构成

纳米管，这一最新研究成果以论文的形式发表在近期的《美国化学会志》杂志上（J. Am. Chem. Soc. 2014,136, 10194-

10197）。 

DNA（脱氧核糖核酸）和 RNA（核糖核酸）纳米组装技术及应用，是近年来纳米材料领域迅猛发展的一个新方向。该研

究主要利用 DNA 和 RNA 分子构建可操控的纳米结构或器件，将其应用于药物传输、合成生物学、生物传感、纳米机

器、量子自动格点机、纳米存储等，DNA 和 RNA 纳米技术在生物学、化学、物理学、计算机等多个学科领域具有广阔

的应用前景。南京大学化学化工学院、配位化学国家重点实验室的肖守军教授课题组在国家重大科学研究计划和自然科

学基金等项目资助下，最近采用小环 DNA（64 和 96 个碱基的小环）作为新模块，分别使用 3～6 条短的直链 DNA 作为

铰链，跨越两至三个 DNA 小环，实现了横向 DNA 双链环的平行组装而构成纳米管（J. Am. Chem. Soc. 2014,136, 10194-

10197）。而之前的研究中，DNA 自组装纳米技术主要使用直链 DNA 为基本原料。由于 DNA 小环(几十到两百个碱基左

右)在生命体系具有特殊的意义，它是基因重组、交换、表达等生物功能的关键中间体之一。小环 DNA 还是理想的几何

拓扑学的研究对象，科学家们从理论和实验上研究了它特有的扭曲、弯曲、扭结、刚性、和离解等力学性能。基于 DNA

双链小环在溶液里的刚性，该课题组提出了利用 DNA 小环作为刚性基元构筑纳米结构的设想。与以前使用的径向 DNA

双链构成的纳米管不同，环状 DNA 构成的纳米管的管径均一且可控，管壁的封闭性好，DNA 小环本身不易被酶降解。

这些特点可能使环状 DNA 构成的纳米管在药物传输、基因上调或下调、基因表达、疾病诊断和治疗上得到应用。  

在此之前，他们还报道了光控嵌入偶氮苯人造 DNA 机器（Small, 2013, 9, 3939-3943），具有重复单元的滚环扩增

（Rolling Circle Amplification）DNA 长单链的折纸技术（J. Am. Chem. Soc.2013，135, 2959-2962），以及滚环转录

（Rolling Circle Transcription）RNA 长单链的折纸技术（Chem. Commun., 2014, 50, 2100-2103），极大地降低了 DNA

或 RNA 纳米结构的应用成本。

 

图 1：两种纳米管的形成方法和形貌的

对比。上图为两条丌同序列的 96 碱基

的 DNA 小环（C1 和 C2）在 6 条丌同

序 列 的 短 链 作 铰 链 的 辅 助 下 构 建 的

DNA 纳米管（NT1）及其相应的原子

力显微镜图，管径 10 纳米，管长 1～

15 微米；下图为一条 96 碱基的 DNA

小环在 3 条丌同序列的短链作铰链的辅

助下构建的 DNA 纳米管（NT3）及其

相应的原子力显微镜图，管径 10 纳

米，管长 0.1～0.5 微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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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校物理学院在预测新型硼氮纳米材料方面取得

进展 
撰稿人：物理学院 

由于石墨烯的零带隙特性限制了其在电子领域方面的应用，寻找其带隙的人工调控方法成为了凝聚态物理和材料学科的

热点课题。最近合成的马鞍状石墨片提供了一种调制石墨烯带隙的新方法。这种新颖的纳米结构由 80 个碳原子组成，其

中包含五个七元环和一个五元环。这些非六元环不但使石墨片变弯曲，而且使其电子性质发生了变化。科学家们希望能

设计和合成出更多的包含非六元环结构的新型纳米功能材料。 

我校物理学院法伟副教授研究发现通过在六角蜂窝晶格上引入非六元环，可以得到一种新的稳定的硼氮和铝氮纳米片。

它们具有和马鞍状石墨片相似的几何结构，包含了五个七元环和一个五元环。由于碗深较深和较强的硼氮和铝氮键，这

种弯曲的硼氮和铝氮纳米片相比于马鞍状石墨片，具有更低的外消旋能量势垒，因而很容易在溶液中出现翻拍。非六元

环的引入也影响了硼氮和铝氮纳米片的电子性质。相比于平面结构，弯曲的硼氮纳米片带隙更小，这就表明可以通过加

入非六元环人工调控硼氮烯的带隙。该项研究是与美国内布拉斯加大学林肯分校 Xiaocheng Zeng 教授合作，并得到了国

家留学基金委和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的资助。论文发表在近期的《Chemical Communications》期刊上（Chem. Commun., 

50, 7444-7446, 2014），法伟为该文章的第一作者和通讯作者，该期刊最新影响因子为 6.718。 

这项研究成果迅速引起了国际同行的关注，并被《Chemistry World》杂志作为热点文章进行了专题报道，对获得的研究

成 果 给 予 了 充 分 的 肯 定 （ http://www.rsc.org/chemistryworld/2014/06/boron-nitride-pringle-predicted-frequent-

flapper），评论指出―设计这种包含非六元环缺陷的硼氮纳米片是改善硼氮纳米材料电子性质的有效方法‖。 

另外，该课题组在有机光电材料的理论研究方面也取得了进展，他们采用第一性原理数值计算研究发现聚锗烷纳米线是

一种具有直接带隙的准一维半导体材料，并且可以利用改变侧基或应用机械形变来人工调控其带隙大小。该成果亦发表

在《Chemical Communications》（Polygermanes: bandgap engineering via tensile strain and side-chain substitution, 

Chem. Commun., 50, 9126-9129, 2014），法伟为该文的第一作者和通讯作者。

 

 

 

 

 

 

 

A new boron-nitride “Pringl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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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cience》杂志精选：地球水戒比太阳还古老 

撰稿：中国科学报 2014 年 9 月 29 日 

一项新研究表明，地球海洋中至少有一半的水可能比太
阳还要古老。 

通过重建太阳系形成之初的气体与尘埃盘，科学家推
断，地球以及其他行星一定从在 46 亿年前形成太阳的气
体云那里继承了大量的水，而不是在后期形成的全部的
水。研究人员表示，这些星际间的水同时也存在于其他
恒星系统，甚至与地球类似的行星的形成过程中。 

形成恒星的致密星际间气体和尘埃云包含有大量以冰的
形式存在的水。当一颗恒星第一次被点亮后，它会加热
周围的云团并以辐射的形式向外散播，同时蒸发冰体，
并将一些水分子分解为氧和氢。 

迄今为止，研究人员尚不清楚这些―古老‖的水中到底有
多少在这一过程后幸存下来。如果大部分的原始水分子
被分解，那么早期的太阳系将不得不重新形成水。但是
领导这项新研究的美国安阿伯市密歇根大学天体化学家
Ilsedore Cleeves 指出，可能只有在太阳系中才会发生这
一切，而其他许多恒星系统中或许还是干燥的。 

Cleeves 说，如果有一些水能够在恒星形成过程中存留下来，并且如果太阳系的例子很典型，那么这意味着水―在行星形
成过程中将是一个可用的普通物质‖。 

为了找到问题的答案，Cleeves 和她的同事模拟了太阳形成后不久的景象。研究人员估算了太阳系遭遇的来自年轻恒星和
外层空间的辐射数量，以及这些辐射能够穿越云团的厚度。 

这些条件决定了氢气和氧气如何形成新的水分子，特别是除了通常单一质子以外的包含氘（氢的一种同位素，原子核包
含一个中子）的分子的形成几率。该模型预测，含有氘的水（即所谓的重水）的丰度要低于今天太阳系中的重水丰度。 

然而与目前的太阳系相比，正在形成像太阳这样的恒星的星际云却比前者拥有更高比例的重水。这是因为这些云团遭受
了宇宙射线的连续轰击，从而倾向于形成包含氘的水。因此，作者推断，年轻太阳的辐射不足以解释太阳系今天所看到
的重水数量，并且其中一些重水必定是之前便已存在的。研究人员估计，地球海洋中大约 30%到 50%的水必定比太阳还
要古老。 

研究人员解释说，如果水是在寒冷的星际介质环境中形成，则氘对氢的丰度比会比较高，最高可达 1%左右；而如果是
在太阳系形成时的较热环境中形成，那么氘对氢的丰度比会较低，趋近于大约 0.002%，但彗星、行星、陨石及地球海洋
的实际观测值一般介于这两个极端之间，比如地球海洋中两者丰度比是 0.016%。 

Cleeves 说：―如果太阳形成后无法满足这一切，这意味着我们必定从诞生太阳的环境中继承了一定水平的富含氘的星际
冰体。‖ 

研究人员在 9 月 25 日出版的美国《科学》杂志上报告了这一研究成果。 

荷兰莱顿天文台天体化学家 Ewine van Dishoeck 认为，这项研究的结论基于很好的参数但依然仅限于理论上。她强调，
明年将有望证明这一切，届时位于智利阿塔卡玛沙漠中的射电望远镜——阿塔卡玛大型毫米阵列望远镜将开始研究原行
星盘中的重水比例背后的化学过程。 

但法国格勒诺布尔市行星学与天体物理学研究所天文学家 Cecilia Ceccarelli 表示，即使典型的恒星系统的形成并没有摧
毁所有之前存在的水，但这也并不意味着已经湿透的行星会遍布整个宇宙。金星和水星并没有水，而火星似乎也失去了
其曾拥有的大部分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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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ature》杂志精选：气候模拟让“撒哈拉”年龄

翻番 

撰稿：中国科学报 2014 年 10 月 10 日 

一项最新的气候模拟研究显示，非洲北部的沙漠化可能在 700 万年前就已开始，或者说比之前对于撒哈拉沙漠年龄的估
计早了两倍。这一发现同时暗示了，这种气候上的转变可能是由特提斯海——今天地中海的前身——的逐渐萎缩引发
的。 

撒哈拉沙漠的黄沙看起来似乎是永恒的，但大多数地质资料显示，这一全球最大的非极地沙漠形成于距今 300 万年至
200 万年之前，大约与冰河时期开始肆虐北半球的时间相同。 

这项最新研究的共同作者、挪威卑尔根市比耶克内斯气候研究中心古气候学家张忠实（音译）表示，尽管如此，科学家
已经发现了诱人的线索，表明撒哈拉沙漠可能要比 300 万年古老得多。他说，大约 10 年前，一个研究小组报告的证据显
示，在乍得北部发现的广泛分布的沙丘沉积物的年代大约有 700 万年。 

而其他的一些分析，包括从非洲海岸北部海底钻探的沉积物中的尘埃和花粉数量的长期变化，无不记录了这一地区延伸
的干旱期始于距今 800 万年前。 

但是张忠实表示，研究人员一直不清楚到底是什么引发了干旱化。他强调，这里并没有发生可能对地区气候产生影响的
造山活动。同时张忠实团队进行的气候模拟也表明，导致这一切的罪魁祸首也并非地球轨道或者大气中的二氧化碳浓度
发生的长期变化。 

事实上，分析表明，逐渐改变的大陆块——特别是随着非洲构造板块相对于欧亚大陆板块的北移导致的古特提斯海的缩
小——引起了气候模式的改变。 

研究人员在最新出版的《自然》杂志上报告了这一研究成果。 

模拟研究表明，特提斯海的缩小减弱了非洲的夏季季风，与此同时，阿拉伯半岛的抬升，在距今 1100 万年前至 700 万年
前取代了非洲东北部广阔的海域。当这些西风减弱后，之前席卷非洲北部的来自热带大西洋的水分转而向南。研究人员
强调，在阿拉伯半岛升起之前，北部非洲拥有一种更潮湿、半干旱的气候。 

德国科隆大学地质学家 Stefan Krpelin 表示，这一模型非常有趣，但其大部分的―数字模拟基于几乎不存在的地质学证
据‖。他强调，特别是人们对于古特提斯海的大小和地质情况还知之甚少。Krpelin 说：―在撒哈拉沙漠你找不到任何比
50 万年更古老的东西，对于撒哈拉的气候甚至我们对于过去 1 万年的认识都存在巨大空白。‖ 

Krpelin 表示，在距今遥远的地质年代，北非可能发生了一连串干旱与湿润交替的阶段。但他强调，所有可用的证据表
明，就像人们知道的那样，撒哈拉沙漠在距今约 300 万年
前的北半球冰川作用开始之前并不存在。 

这项新研究的共同作者、法国斯特拉斯堡大学沉积学家
Mathieu Schuster 对此并不赞同。他说，尽管对于这一地
区的古地质学情况确实知之甚少，但 2006 年对于乍得的研
究以及那些沉积物中灰尘和花粉数量的报告，包含了―支持
我们这一新发现的强有力证据‖。 

撒哈拉沙漠是世界第二大荒漠（仅次于南极洲），也是世
界最大的沙质荒漠。它位于非洲北部，该地区气候条件非
常恶劣，是地球上最不适合生物生存的地方之一。其总面
积约容得下整个美国本土。撒哈拉沙漠西从大西洋沿岸开
始，北部以阿特拉斯山脉和地中海为界，东部直抵红海，
南部到达苏丹和尼日尔河河谷。―撒哈拉‖是阿拉伯语的音
译，源自当地游牧民族图阿雷格人的语言，原意即为―大荒
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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