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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提要 

-《Nature Communications》刊登张辰

宇教授课题组在哺乳动物皮下脂肪发挥的

生物学功能方面研究取得的重要进展 

-《Nature Medicine》发表南京大学医学

院助理研究员张翼峰等人关于镁金属成骨

作用机制及骨折修复作用的原创研究 

-《Physical Review Letters》刊登我校物

理学院声学所程建春教授课题组在声学角

动量操控方面研究的重要进展 

左图 （a）声拓扑绝缘体示意图。（b）双重狄拉克点附近能带反转机制。（c）投影能带和边界态。 

上图 （a）声拓扑和常规波导对比样品照片。（b）拓扑波导透射谱。（c）规波导透射谱。 

图-3 （a）声自旋量子霍尔效应样品照片。（b）声赝自旋-透射谱。（c）声赝自旋+透射谱。 

 

封面文章 

我校在人工微结构物理与材料研究中取得突破——首次实现声

拓扑绝缘体 

       我校固体微结构物理国家重点实验室、现代工程与应用科学学院材料

科学与工程系、人工微结构科学与技术协同创新中心的卢明辉、刘晓平和

陈延峰教授课题组在人工微结构物理与材料的研究中取得突破，他们首次

在理论上提出并在实验上实现了声拓扑绝缘体及其量子自旋霍尔效应。相

关成果以“Acoustic topological insulator and robust one-way sound 

transport”为题于2016年8月29日发表于《自然•物理》 [C. He et al., 

Nature Physics, doi：10.1038/nphys3867 (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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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校在人工微结构物理与材料研究中取得突破——首次实现声拓扑绝缘体 

《Nature Communications》刊登张辰宇教授课题组在哺乳动物皮下脂肪发挥的生物学功能方面研究取得的重要进展 

《Nature Medicine》发表南京大学医学院助理研究员张翼峰等人关于镁金属成骨作用机制及骨折修复作用的原创研究 

《Physical Review Letters》刊登我校物理学院声学所程建春教授课题组在声学角动量操控方面研究的重要进展 

环境学院毕军教授课题组在《Global Environmental Change》阐述能源与水资源的耦合关系 

《Earth-Science Reviews》刊登胡修棉教授“印度-亚洲大陆初始碰撞时间”特邀综述论文 

田大成教授课题组在《Plant Physiology》发表水稻杂种优势分子机制相关最新成果 

《Advanced Materials》刊登我校化学化工学院朱俊杰教授研究团队关于纳米技术在肿瘤诊疗研究方面的重要进展 

我校《先进材料》报道我校游效曾教授研究团队在高强度自修复材料方面的研究成果 

《Nano Letters》发表周勇教授课题组光催化还原CO2电荷传递机理方面的最新研究成果 

 NEWS 科技新闻  

本期目录 

RESEARCHES 科学研究 

南大昆山创新研究院与深圳市政设计研究院签署战略合作协议系 

南大与无锡产业发展集团共建“无锡绿色环保新材料研究院”  

“第二届凝聚态物理会议”在南京顺利召开 

首届太阳能转换戈登国际会议召开 

科技部973项目青年专题“二维原子晶体材料热传导的机理及调控”中期总结会圆满举行 

生命科学学院李忠秋副教授受邀担任Animal Conservation副主编 

孙凌云教授“干细胞研究”填补国际空白 

我校2016年度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获立项情况 

自然指数2016新星榜发布，南京大学位列全球第三，中国高校第二 

我校专利获2016年度南京市优秀专利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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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OLICIES & REVIEWS 科技评论 

模式动物研究所甘振继教授课题组在《EMBO分子医学》发表骨骼肌线粒体功能调节新机制的重要研究成果 

生科院华子春课题组发现脂代谢调控的一种新机理 

南京大学生命科学学院籍晓云教授联合团队在寨卡病毒研究中取得最新突破性成果 

国务院印发《“十三五”国家科技创新规划》 

“十三五”中国科技创新将向何方发力？面向2030年15个重大科技项目 

面向科技强国的战略布局 

深化我国科研管理体制改革的几点建议 

白春礼：分类施策改革科技评价制度 

新PCT实施细则修改内容及影响 

《专利收费减缴办法》印发 

专利费减备案系统十问十答 

 FOCUS 国际热点 

《Nature》本月亮点 

《Science》本月要闻摘录 

新型纳米级核磁共振显微镜问世 灵敏度超高 

DNA存储技术创造新纪录 存储容量已达200MB 

科学家研制出碰撞后能弹回原状的金属 

日本发明超轻形状记忆合金 

量子计算机创造新突破：牛津量子逻辑门精度提至99% 

科学家发现"液态金属" 

一种新的病毒使科学家重新思考感染过程 

科学家发现新型光：或将对计算机和量子物理产巨大影响 

一种替代硅超越石墨烯 黑磷将成下一个万亿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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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大昆山创新研究院与深圳市政设计研究院签署

战略合作协议 
※南京大学昆山创新研究院 新闻中心    

       7月2日，南京大学昆山创新研究院与深圳市市政设

计研究院有限公司战略合作协议签署仪式暨兼职教授受

聘仪式在南京大学鼓楼校区举行，这标志着双方建立了

稳固的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中科院院士、南京大学昆山

创新研究院院长邹志刚，南京大学党委常务副书记杨

忠，深圳市市政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董事长、党委书记

陈宜言，深圳市市政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监事会主席宋

荣亮，深圳市市政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党委副书记、纪

委书记、工会主席、董事郭明，南京大学物理学院、商

学院管理学院负责人，深圳市地铁集团有限公司、深圳

市市政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负责人，以及南京大学昆山

创新研究院的相关领导专家等出席仪式。仪式由南京大

学校长助理、昆山创新研究院理事长李成主持。 

       仪式上，杨忠和陈宜言分别致辞，介绍了南京大学

昆山创新研究院和深圳市市政设计研究院共同推进科技

攻关、管理研究和人才培养等方面合作的背景与历程，

均表达了对双方深入、持久、全面合作的良好祝愿和美

好期许。他们一致希望双方能够精诚合作，相互学习、

相互支持，改革创新，实现高校、地方与企业的合作共

赢，为中国经济的转型发展作出更大的贡献。 

       邹志刚与陈宜言分别代表南京大学昆山创新研究院

和深圳市市政设计研究院签订战略合作协议。根据协

议，双方将在共同推进科技攻关、人才培养等方面开展

深层次的交流与合作，力争尽早建设一批具有高科技、

智能化特点的工程项目，在智慧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创新

技术领域结出硕果。 

       随后，陈宜言受聘为南京大学兼职教授，杨忠代表

学校宣读了聘任决定，并为其颁发聘书、佩戴校徽。仪

式结束后，陈宜言为在场嘉宾和师生代表做了题为《情

商》的学术报告。 

       据悉，南京大学昆山创新研究院是南京大学和昆山

市政府共建共管的独立事业法人单位，建有“新一代太

阳电池”、“燃料电池”、“生物柴油及藻类工程”、“绿色照

明”四个研发平台和一个国家级检测平台“南京大学环境

与再生能源检测中心”，是国内相同研究领域中条件最

先进的实验室之一，集聚了一大批高端人才；深圳市市

政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隶属于深圳市地铁集团有限公

司，是一家技术力量雄厚、专业配备齐全、人员结构合

理，具有市政全行业、轨道交通、公路工程、建筑工

程、城市规划、工程勘察综合、工程咨询、风景园林等

甲级设计资质及施工图审查一类资质和甲级监理资质的

国家高新技术企业。项目已延伸至全国20多个省市。 

签约现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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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大与无锡产业发展集团共建 

“无锡绿色环保新材料研究院” 

※科技成果转化中心     

       7月28日，南京大学与无锡产业发展集团在无锡举

行共建“无锡绿色环保新材料研究院”签约仪式。无锡市

副市长曹佳中、南京大学环境学院张全兴院士、南京大

学校长助理孙冶东、无锡产业发展集团主席蒋国雄等出

席签约仪式并致辞。 

       张全兴院士介绍了绿色聚乳酸材料的研究和发展情

况。他表示，南京大学国家有机毒物污染控制与资源化

工程技术研究中心聚乳酸研究团队致力于开发以有机胍

系化合物为催化剂实现聚乳酸类生态友好材料合成的全

绿色工艺，解决了长期制约绿色可降解材料聚乳酸的催

化剂毒性问题，取得了一系列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研究

成果。 

       蒋国雄主席在致辞中强调，南京大学张全兴院士及

团队强化科技攻关、掌握聚乳酸全绿色材料合成工艺技

术，无锡产业集团有丰富的产业化开发经验，双方共建

“无锡绿色环保新材料研究院”是产业集团全面对接创新

驱动核心战略、产业强市主动战略、全力打造现代产业

体系的重要举措。 

       孙冶东校长助理在致辞中指出，“无锡绿色环保新

材料研究院”的成立将在南大聚乳酸研究的基础上，进

一步搭建产业化应用研究平台，围绕绿色环保新材料等

产业重点发展方向，加快形成一批可转化的技术成果，

同时也为后续领军人才引进、产业人才培养奠定良好基

础。 

       曹佳中副市长代表无锡市政府对产业集团与南京大

学共建全面合作关系表示祝贺。他指出，校企合作、校

地合作，是新形势下地方政府及企业创新发展的内在要

求和实现共赢的战略选择。无锡当前正加快打造现代产

业发展新高地，构建以市场为导向、企业为主体、高校

院所为支撑的产业科技创新体系，将进一步加强与南京

大学在内的知名高校、科研院所合作，在促进科技成果

转化、推进科研协同创新、促进人才培养流动、共建创

新创业平台等方面开展更深层次合作，形成更加紧密的

校地、校企合作关系，集中优势资源，推动共同发展。 

       据介绍，南京大学与无锡产业发展集团有限公司共

建“无锡绿色环保新材料研究院”，将围绕聚乳酸及绿色

新材料技术的研究，开展相关生物医药、纤维等深加工

产品的开发，拓展聚乳酸及绿色新材料的应用范围和市

场。 

签约现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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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6年7月20日，“第二届

凝聚态物理会议”在南京金陵会议

中心隆重开幕。此次大会由南京

大学物理学院、人工微结构科学

与技术协同创新中心、中国科学

院物理研究所联合主办。来自全

国两百四十多个科研院所的近千

名与会者济济一堂，出席此次盛

会。南京大学物理学院院长李建

新教授主持开幕式并宣布大会开

始。 

       中国科学院院士、南京大学常务副校长吕建教授代表南京大学欢迎来自海内外的各位专家学者，向长期

以来关心支持南京大学建设发展的各位领导和学术同仁表示衷心的感谢，并祝贺大会的成功举办。吕校长强

调，凝聚态物理学是物理学科中最重要的分支领域，也是南京大学的优势学科。在当前“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

学科建设”的大背景下，这样一次高水平的学术盛会在南京大学召开，必将对南京大学物理学科及相关学科的

发展起到强大的推动作用。 

       中国科学院院士、人工微结构科学与技术协同创新中心主任邢定钰教授代表协同创新中心和南京大学物

理学科热烈欢迎前来参会的各兄弟院校和科研单位代表。他认为我国的凝聚态物理学近年来已经在若干领域

取得了重要突破，逐步跻身世界先进水平行列。这次大会旨在配合凝聚态物理学在中国的迅速发展和国际地

位的全面提升，进一步加强实验和理论工作者的交流与合作，相信会大力推动我国凝聚态物理学科的进一步

发展。 

       上午的大会邀请报告由中国科学院院士、中科院物理研究所向涛教授主持。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科技

大学郭光灿教授、美国普林斯顿大学Bogdan Bernevig教授和美国罗格斯大学Sang-Wook Choeng教授分

别就当前凝聚态物理领域的前沿热点问题，做了精彩纷呈的报告。 

       本次会议共计安排了三百余个学术报告，涵盖了超导与强关联电子系统、磁学与多铁物理、固态量子信

息与计算、计算凝聚态物理、低维与人工微结构物理、新能源材料、软凝聚态物理及其交叉科学、拓扑量子

系统、冷原子物理与量子模拟和量子多体等十个领域. 

       21日晚，大会邀请美国物理学会物理评论系列杂志、英国物理学会系列杂志和中国物理学会系列杂志编

辑就各自杂志推广进行介绍，并和与会代表就编辑和评审等问题进行了交流。 

       22日下午，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物理一处张守著处长在闭幕式上做了“从基金申请看凝聚态物理的机遇

与挑战”大会邀请报告，得到与会代表的热烈欢迎。 

“第二届凝聚态物理会议”在南京顺利召开  

※物理学院、人工微结构科学与技术协同创新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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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6年7月17日-22日，首届太阳能转换戈登

会议(Gordon Research Conference on Solar 

Energy Conversion)在香港科技大学高等研究院

召开。多伦多大学的Edward Sargent教授和南京

工业大学的黄维教授担任会议共同主席，南京大

学现代工程与应用科学学院的朱嘉教授和加州大

学伯克利分校的Ali Javey教授担任共同副主席。 

       戈登系列会议是国际上最高规格的学术会议

之一，是由戈登非营利组织举办的国际学术研讨

会，是一个让志同道合的学者自由交流的平台。

与会者不仅有来自多个国家和地区的杰出科研工

作者还包括政府和工业界人士。大家不仅就目前

化学、物理学、材料研究的最新进展或新兴领域

展开积极的讨论，也对相关的、十分重要的社会

问题进行探讨。因此，戈登国际会议极受好评。 

       参加本次会议的还有朱嘉教授课题组的四位

研究生。围绕南京大学“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总体

目标，秉承南京大学现代工程与应用科学学院创

办国际化一流院系，培养国际化学生，做国际化

学术研究的思想，朱嘉教授作为现工院博士生导

师，鼓励组内相关课题的研究生带着自己的研究

成果参会，与各位学术大牛进行面对面地交流和

讨论，比如“光子晶体之父”、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

Eli Yablonovitch教授，中国科学院院士李灿教

授，中科院院士、香港大学Vivian Yam教授，美

国科学院院士杨培东教授，美国工程院院士Harry 

Atwater教授，钙钛矿太阳能电池最高效率保持者

Sang Il Seok教授等。据参会的研究生们反馈：

“这次会议不仅让我们对自己的研究课题有了新的

认识，而且激发了我们日后从事科研事业的热

情，希望有朝一日也能站到这样的讲坛上！”  

首届太阳能转换戈登国际会议召开 

※现代工程与应用科学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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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6年7月2日下午2点，由南京大学和浙江大学共同承担的科技部973项目青年专题“二维原子晶体材料

热传导的机理及调控”在浙江大学电子显微镜中心会议室举行项目中期总结会。出席本次总结会有：项目责任

专家陈皓明教授（清华大学），项目专家：祝世宁院士(南京大学)，俞大鹏院士（北京大学），张泽院士

（浙江大学），陈延峰教授（南京大学），陆延青教授（南京大学），王伯根教授（南京大学），仇旻教授

（浙江大学），朱星教授（北京大学）。 

       项目首席科学家-南京大学现代工程与应用科学学院朱嘉教授首先对项目进行了总体汇报，包括对项目研

究背景、立项依据、研究内容、预期目标和已取得进展的阐述和介绍。随后项目成员金钟教授（南京大学）

代表、余倩教授（浙江大学）、朱嘉教授（南京大学）分别对二维材料包括硫化锡、WSe2、MoS2和石墨烯

等多种二维材料及其异质结的可控制备、低维热电材料原位表征和原位热学测试样品台的设计、二维材料结

构-热学特性构建平台和二维材料在光热转换领域的应用这三个方面的进展与成果进行了汇报。 

       随后参会专家针对二维材料的物理定义、层数和尺寸调控、二维材料热电性能的理论预测、二维材料在

光热转换领域的其他应用、微观尺度下局部温度测试方法、知识产权保护等方面提出问题和建议，项目组成

员和专家针对这些问题进行了深入讨论，会议气氛热烈，学术氛围浓厚。专家们的意见为项目组成员拓宽了

研究思路，也为项目后面的顺利实施指明方向，至此项目中期总结会圆满结束。 

科技部973项目青年专题“二维原子晶体材料热传导的机理

及调控”中期总结会圆满举行 
※现代科学与工程学院 

科 

技 

新 

闻 NEWS  

       近日，我校生命科学学院李忠秋副教授受邀担任国际学术期刊《动物保护》（Animal Conservation）

的副主编 (Associate editor)，任期4年（2016.5–2020.4）。Animal Conservation创刊于1998年，为英国

伦敦动物学会创办的生物多样性保护领域权威期刊之一，在动物保护领域具有很高的学术声誉和影响。该刊

物2016年影响因子为2.788，在生物多样性保护领域排名10，生态学领域排名第48，（JCR 2016:10/48 in 

Biodiversity Conservation; 48/149 in Ecology)。李忠秋副教授为该刊物创刊后的首位中国编辑。 

       李忠秋副教授多年来从事野生动物行为生态学及保护生物学研究，先后主持和参加自然科学基金、科技

支撑等30余个项目，在国内外期刊上发表论文40余篇，研究涉及的物种包括有蹄类（普氏原羚、藏原羚、藏

羚羊、麋鹿、白唇鹿等）以及鹤类（丹顶鹤、黑颈鹤、灰鹤等）等十余种我国珍稀濒危野生动物。李忠秋副

教授目前担任国际自然保护联盟IUCN和湿地国际WI鹤类专家组成员，中国动物行为学会行为生态学专业委

员会副秘书长。 

生命科学学院李忠秋副教授受邀担任Animal Conservation副主编   
※生命科学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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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医学实验室里的基础研究成果，如何以最快的

速度投入临床治疗？“转化医学”正在加速这一成果

转化的进程，在临床与实验室之间完成“折返跑”。 

       中国转化医学发展已经进入快车道。一方面，

中央和地方政府对转化医学高度重视：在2016年3

月召开的全国人大会议上，国务院总理李克强概述

了中央政府未来五年经济计划，其中包括2016年科

研经费提升到9.1％，这包括脑医学研究、遗传应用

知识和大数据。新计划将大力支持转化医学创新，

推动转化医学研究更加规范。另一方面，不同领域

的医学研究者通过不断推动创新、跨学科合作，从

转化医学中发现了改善中国医疗保健的大好势头和

机遇；同时，相对美国，中国转化医学领域资金更

为可观，很多研究者从海外培训回国后成立了自己

的实验室。 

       近 日，《Science》杂 志 记 者 Shawna  Wil-

liams围绕“建立中国转化医学重地”这一热点话题分

别对我国在国际转化医学领域颇具影响力的几位科

研大师进行了专题采访，专访报道于2016年6月24

日刊登在《Science》（Vol 352,Issue 6293）上。

我院孙凌云教授便是受访专家之一。 

       转化医学是近年来国际医学健康领域出现的新

概念。旨在打破基础医学与药物研发、临床及公共

卫生之间的屏障，把基础研究成果向临床治疗快速

转化。 

       中国在转化医学领域起步较晚，但为数不多的

国内研究人员一直在该领域进行不断深入地探索和

研究，孙凌云教授便是其中之一。1998年底，孙教

授在亚洲率先开展造血干细胞移植治疗红斑狼疮获

得成功；2003年之后他带领课题组开始进行骨髓间

充质干细胞移植治疗系统性红斑狼疮（SLE)的研

究。2007年他又在国际上率先开展了异体骨髓间充

质干细胞(MSCs)移植治疗系统性红斑狼疮患者的临

床研究，取得了令人满意的效果，在骨髓和脐带间

充质干细胞移植治疗系统性红斑狼疮成功的基础

上，又将骨髓和脐带间充质干细胞移植用于治疗其

他难治性免疫性疾病如：硬皮病、多发性硬化、肌

炎、血细胞减少、克隆病等，已完成700例，居国

际领先。该项目迄今已吸引了来自国家、地方、药

企近1000 万美元的资助。 

       异基因间充质干细胞移植治疗系统性红斑狼疮

填补国际空白。这些创新研究成果不仅丰富了系统

红斑狼疮发病机制的基础理论，而且为难治性系统

红斑狼疮及其他自身免疫病开辟了新的治疗途径，

解决了部分难治性患者常规药物治疗无效、疾病进

展的难题，具有重要的的科学价值和广阔的应用前

景，引起国内外同行高度关注。 

       孙教授在采访中提到，异基因间充质干细胞移

植治疗是转化医学初见成效的技术之一，未来转化

医学成功地从实验室运用到临床之前必将面临各种

困难和挑战，甚至失败。例如，他的团队花了七年

时间进行动物研究阐释MSCs移植是否是安全的、用

于移植的干细胞的最佳类型，以及正确的剂量和时

间等等。未来转化医学应以转化理念为引领，精准

治疗为目标，创新运用系统生物学研究方法，为提

升重大疾病诊疗能力、提高人民健康水平提供重要

支撑。 

孙凌云教授“干细胞研究”填补国际空白          

——《Science》MSCs移植治疗SLE的专题采访 

※医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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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日，2016年度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评审结果正式公布。我校于今年集中受理期内申报项目1195项，较

上年有小幅增长，在所有申报单位中列第17位；截至目前获批396项，在所有单位中列第12位；批准金额

26960.14万元，在所有单位中列第8位。 

       获批项目包括面上项目231项、青年项目121项、重点项目15项、创新研究群体1项、优秀青年科学基金

9项、国家重大科研仪器研制项目（自由申请类）6项、外国青年学者研究基金1项、海外及港澳学者合作项

目1项等；另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4项正在公示中。 

       其中，我校在国家重大科研仪器研制项目（自由申请类）上表现优异，6项目获批金额3807.34万元，立

项数与批准金额在全国57家获批单位中均名列榜首。获得15项重点项目批准金额计4172万元，立项数与批

准金额在全国206家获批单位中均列第6位。面上、优青项目的资助率较上年皆有所提高。 

 

2016年度获批国家重大科研仪器研制项目（自由申请类）2项以上单位 

       今年，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在集中受理期共接收申请172843项，受理169832项，经评审决定资助

面上项目16934项、重点项目612项、创新研究群体项目38项、优秀青年科学基金项目400项、青年科学基

金项目16112项、地区科学基金项目2872项、海外及港澳学者合作研究基金项目135项、重点国际（地区）

合作研究项目105项、国家重大科研仪器研制项目（自由申请）85项、部分联合基金项目116项，合计

我校2016年度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获立项情况 

※科学技术处 施嵘 

科 

技 

新 

闻 NEWS  

序号 单位 立项数 批准金额（万元） 

1 南京大学 6 3807.34 

2 华南理工大学 3 2183.82 

3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3 2109.25 

4 东南大学 3 1969.00 

5 清华大学 3 1875.09 

6 上海交通大学 3 1844.90 

7 浙江大学 3 1806.26 

8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 2 1555.88 

9 南京理工大学 2 1516.99 

10 华中科技大学 2 1485.12 

11 北京大学 2 1442.32 

12 西安交通大学 2 1402.64 

13 厦门大学 2 1399.92 

14 北京理工大学 2 1314.16 

15 山东大学 2 1172.40 

16 中科院化学研究所 2 1142.35 

17 中科院上海光学精密机械研究所 2 1033.80 

18 吉林大学 2  921.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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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409项。其余项目正在评审过程中。 

       近两年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的申请量呈较大增长，今年申请量达到最大值，特别是杰青、优青、青年等人

才项目增长显著，增幅分别达13.27%、25.37%、7.12%。在今年的申报工作中，学校科技处从进一步加强

形式审查做起，强化细节管理，减少因各类失误而导致项目不予受理的概率；为每一项上会答辩的创新群

体、杰青、优青、重大仪器专项等申报项目精心组织1-2次预答辩，并要求各院系重视上会项目质量，组织重

点类项目的预答辩，同时积极保持与答辩人的沟通，提高了项目的最终命中率。 

 

2016年度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获批金额亿元以上单位（截至目前） 

序号 单位名称 申请项数 资助项数 批准金额（万元） 

1 上海交通大学 3372 901 50,796.63 

2 浙江大学 2587 702 45,813.73 

3 北京大学 1710 552 42,055.43 

4 清华大学 1472 478 39,178.34 

5 中山大学 2322 638 30,759.40 

6 华中科技大学 2324 579 29,615.41 

7 复旦大学 2200 551 28,371.96 

8 南京大学 1229 396 26,960.14 

9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893 331 25,235.15 

10 同济大学 1677 426 22,198.41 

11 西安交通大学 1602 435 20,398.47 

12 中南大学 1486 409 19,771.73 

13 山东大学 1676 403 19,131.00 

14 哈尔滨工业大学 1089 338 19,119.63 

15 四川大学 1655 365 18,530.92 

16 武汉大学 1528 368 18,444.40 

17 天津大学 934 288 17,746.75 

18 吉林大学 1447 308 16,828.20 

19 东南大学 1336 293 16,008.80 

20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 825 239 15,696.84 

21 厦门大学 968 277 15,302.87 

22 大连理工大学 817 279 14,618.70 

23 华南理工大学 761 208 13,955.32 

24 苏州大学 1117 286 13,732.78 

25 北京师范大学 490 173 11,050.15 

26 北京理工大学 564 188 10,852.30 

27 南京医科大学 1138 265 10,851.27 

28 首都医科大学 1135 232 10,736.26 

29 重庆大学 673 206 10,445.10 

30 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军医大学 942 207 10,400.96 

31 中国科学院上海生命科学研究院 386 134 10,127.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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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6年7月28日，中国上海----今天出版的《自然》增刊“自然指数2016新星榜”显示，中国科研

机构正引领全球高质量科研产出的快速增长。在全球100家科研产出增加最多的科研机构中，有40家

来自中国，其中24家2012年以来的增幅超过50%。南京大学位列全球增量第三位，中国高校第二位。

美国作为全球高质量科研论文的第一大贡献国，在这一榜单上居第二位，该国有11家科研机构进入

100强之列。英国和德国分别有9家和8家机构上榜。 

       “自然指数2016新星榜”增刊旨在展示那些高质量科研论文增长最显著的国家和机构，排序所依据

的是它们自2012至2015年对自然指数绝对贡献值的变化。自然指数追踪的是全球8000多家机构在68

种高质量自然科学期刊上的论文发表情况。 

       中国科学院位居全球高质量科研产出增加最多的100家机构之首，另外8家中国机构紧随其后，即

北京大学、南京大学、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南开大学、浙江大学、复旦大学、清华大学和苏州大学。

这样，榜单前9位均为中国机构。在东亚地区，除位列第10的韩国基础科学研究院（Institute for 

Basic Science）之外，其它排名前25的机构都来自中国。 

自然指数2016新星榜发布 

南京大学位列全球第三，中国高校第二 

※科学技术处  朱伟伟    

科 

技 

新 

闻 NEW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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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据《南京市优秀专利奖评选办法》（宁知[2007]3号）规定，经专利权人申报、区及有关部门推

荐，全市共有239项专利参加2016年度南京市优秀专利奖评选。  

       经 专 家 组 评 审，共 评 选 出“一 种 广 域 分 布 地、县 调 控 一 体 化 系 统 分 区 解 并 列 运 行 方 法”

（ZL201310714575.5）等 21 项 优 秀 发 明 专 利、“一 种 机 械 停 车 设 备 多 层 缠 绕 卷 筒 提 升 传 动 机 构”

（ZL2012 2 03327651）等16项优秀实用新型专利、“光学与电磁式电流互感器运行误差实时比对装置”

（201230530403.9 ）等5项优秀外观设计专利为2016年度南京市优秀专利奖。 

       我校“具有超高消光比的电光调制器偏置点自动锁定装置及方法”（申请号：2013100266528）入选

优秀发明专利奖，发明人为现代工程与应用科学学院张益昕等人。 

我校专利获2016年度南京市优秀专利奖 

※科学技术处 朱伟伟   

       自然指数创始人David Swinbanks说：“中国高质量科研产出有极大的增长，但我们已不再把中国视

作新星，因为其目前的增长轨迹非常稳定。不过在本期增刊中，的确有一些堪称新星的中国机构脱颖而

出。” 

       过去四年以来，中国一直是自然指数中科研产出增加最显著的国家，无论是总体上，还是自然指数所

追踪的物理、化学、生命科学、地球与环境科学这四门学科都是如此。 

       “随着中国正努力成为一个创新驱动的国家和全球领先的科技强国，中国的研发投入趋于继续增加，因

此，这一令人印象深刻的上升轨迹有望持续下去。”Swinbanks先生补充说。 

       本期增刊还扼要介绍了全球25家机构，这些机构在过去四年科研产出的增长尤其之快，未来值得密切

关注。这包括了许多中国科研机构，如苏州大学、华东师范大学、湖南大学、四川大学、西安交通大学和

哈尔滨工业大学。 

       由于已积累了四年的数据，自然指数正日益成为一种帮助评估科研表现，并为人们深入揭示高质量科

研产出变化趋势的有力工具。“自然科研集团致力于帮助科研人员、科研机构、科研资助机构和政策制定者

找到与之最相关的科研数据和工具，以使之更有效率并更为成功。自然指数是我们恪守这一承诺的又一例

证。”Swinbanks说。 

       （来源：自然出版集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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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校固体微结构物理国家重点实验室、现代工程与应用科学学院材料科学与工程

系、人工微结构科学与技术协同创新中心的卢明辉、刘晓平和陈延峰教授课题组在人

工微结构物理与材料的研究中取得突破，他们首次在理论上提出并在实验上实现了声

拓扑绝缘体及其量子自旋霍尔效应。相关成果以“Acoustic topological insulator 

and robust one-way sound transport”为题于2016年8月29日发表于《自然•物理》 

[C. He et al., Nature Physics, doi：10.1038/nphys3867 (2016)]。 

       拓扑绝缘体是近些年来引起人们极大关注的热点，其电子能带结构的拓扑性质使

其具有独特的输运特征：如体相绝缘而边界为金属态、自旋相关的电子单向传播、背

散射抑制的鲁棒性等，这类材料可望在自旋电子学、热电以及量子信息领域获得应

用。最近几年来，玻色子（光子和声子）的拓扑态也引起了人们的极大关注，例如对

于光子，人们相继提出了光量子霍尔效应、光自旋量子霍尔效应和光拓扑绝缘体等。

而对于声子而言，如空气声，因为它是偏振为零的纵波，所以要想实现空气声的拓扑

态的设计极为困难，原因是：1）空气声的传播通常与外加磁场无关，无法实现类似磁

光光子晶体中的光拓扑态。迄今为止，仅有理论提出引入环形气流产生有效“规度场”

来实现空气声的量子霍尔效应[X. Ni et al., New J. of Phys. 17, 053016 (2015)]的设

计，但由于动态调制带来的不稳定性和噪声使得其在实验上难于实现[Q. Wang et al., 

Sci. Rep. 5, 10880 (2015)]；2）空气声是纵波，无法像光拓扑绝缘体那样利用其偏振

特性构造一对满足赝时间反演对称的态[C. He et al., Proc. Natl. Acad. Sci. U.S.A. 

113, 4924 (2016)]。 

       基于南京大学在人工微结构物理和材料（如声子晶体和光子晶体）方面研究的长

期积累，该团队提出并在实验上验证了基于声子晶体偶然简并的双重狄拉克点附近能

带反转构造声拓扑绝缘体的新机制。其基本原理是：在六角晶格声子晶体中，由于

C6V对称性，使其具有两个二维不可约表示，它为构造四个简并的赝自旋态提供了基

础。随着占空比（半径/晶格常数）的连续降低，可以实现布里渊区中心两个两重简并

的能带从打开—闭合—再打开的过程。经历这个过程后，声子晶体能带实现了反转，

我校在人工微结构物理与材料研究中取得突破 

——首次实现声拓扑绝缘体 

※现代工程与应用科学学院   

科 

学 

研 

究 RESEARCH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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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而实现了声的拓扑绝缘体（图1）。在这个机制中，利用两个偶然简并的Bloch态之

间的杂化形成了纵声波的赝自旋向上和赝自旋向下，而C6V对称性可保证这对具有赝

自旋的声子Bloch态满足类似费米子时间反演对称性。利用声拓扑绝缘体边界构成的拓

扑边界态具有背散射抑制的能力，实验证明，在拓扑波导中加入空穴、无序和弯曲等

缺陷，声波均可无背散射的通过，即具有声传播的鲁棒性，而常规波导则有强烈的反

射（图2）。同时，他们巧妙地构造了一种“x”型的分路器模型[C. He et al. Appl. 

Phys. Lett. 96, 111111 (2010)]，使得赝自旋向上和赝自旋向下的声波具有完全不同

的入口和出口通道，因而在空间上分离出向上和向下的两类声子。这一异质结构首次

实现了在不需要激发和制备出单一声赝自旋（通常情况下很困难，特别是在不清楚自

旋态状况的情况下）的情况下，验证并实现声的自旋量子霍尔效应的方案：即声赝自

旋向下逆时针单向传播而自旋向下则顺时针单向传播（图3）。 

科 

学 

研 

究 RESEARCHES 

图-1 （a）声拓扑绝缘体示意图。（b）双重狄拉克点附近能带反转机制。（c）投

影能带和边界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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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a）声拓扑和常规波导对比样品照片。（b）拓扑波导透射谱。（c）规波导透

射谱。 

 

图-3 （a）声自旋量子霍尔效应样品照片。（b）声赝自旋-透射谱。（c）声赝自旋+

透射谱。 

 

       这个工作的重要意义在于：1）首次提出并在实验上实现了声拓扑绝缘体，该模

型结构简单、易于构造，可望应用于声传播调控和降噪隔声等领域；2）验证了一种利

用人工带隙材料中偶然简并Bloch态，为自旋为0的玻色子构造具有满足费米子时间反

演对称性的赝自旋态，从而实现玻色子拓扑绝缘体的新原理。3）提出并实现了一种利

用量子自旋霍尔效应实现声学分路器的原型器件。 

       何程博士是论文的第一作者，卢明辉、刘晓平和陈延峰教授为共同通讯作者。倪

旭博士，博士研究生葛浩，孙晓晨以及陈延彬副教授参与了这个课题的研究。研究得

到了科技部重大研究计划、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项目、中组部青年千人计划、江苏省

杰出青年基金等项目的资助。 

科 

学 

研 

究 RESEARCH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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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京大学医药生物技术国家重点实验室（生命科学学院）张辰宇教授课题组在皮

下脂肪发挥功能分子机制的研究中取得重要进展，相关研究成果“Fasting induces a 

subcutaneous-to-visceral fat switch mediated by microRNA-149-3p and sup-

pression of PRDM16 ”在线发表在自然子刊Nature communications (2016 May 

31;7:11533)上。博士生丁寒莹是论文的第一作者，姜晓宏副教授为该论文的通讯作

者，张辰宇教授及其课题组助理研究员李菁为该论文的共同通讯作者。 

       随着肥胖的全球化，很多人到了谈“脂”色变的地步，因而忽略了脂肪组织所提供

的很多重要生理功能。目前较为公认的定义肥胖的指标是BMI指数，然而，研究发现

肥胖导致的疾病与脂肪堆积的位置密切相关。内脏脂肪的过度累积易导致糖尿病、心

血管疾病等一系列代谢性疾病的发生发展；而皮下脂肪的堆积除了影响美观，与以上

疾病并未体现出直接相关性，因而被称为“健康的脂肪”。因此，研究脂肪组织在不同

生理情况下的调控机制，可以帮助我们进一步了解不同位置脂肪的生物学功能，并帮

助我们寻找正确的治疗肥胖引起代谢性疾病的方法和靶点。 

       寒冷和饥饿是在人类在数百万年的进化过程中一直面临的挑战。脂肪最被熟知的

功能就是存贮功能，在食物短缺时可以通过分解脂肪为机体提供能量；而近期研究指

出，人体的皮下脂肪中有相当一部分“米黄色”脂肪细胞可以通过在冷环境中产生热量

来维持体温，而这部分细胞在内脏脂肪中则很少有分布。以上研究已经从分子层面证

明了皮下脂肪与内脏脂肪的功能有显著差异，但是在饥饿情况下，这两部分脂肪的功

能又有怎样的不同尚无报道。 

《Nature Communications》刊登张辰宇教授课题组

在哺乳动物皮下脂肪发挥的生物学功能方面研究取得的

重要进展 

※生命科学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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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本研究中，张辰宇课题组发现，皮下脂肪除了具有“褐色化”以抵御寒冷的能

力，还能够在饥饿的时候向“白色化”方向转变以保存能量，并明确了其分子调控机

制；揭示出皮下脂肪在不同生理状态下通过其强大的可塑性，维持机体能量平衡的生

物学功能 (Fig. 1.)。另外，他们发现“间歇性禁食”能够显著降低有害的内脏脂肪而非皮

下脂肪，进一步显示了皮下脂肪“白色化”是对禁食引起的生理应激的一种适应性反

应， 并证明了这种减肥方法的科学性。此外，他们发现可以通过在皮下脂肪中抑制

miR-149-3p的表达激活其中的“米黄色”细胞，从而提高全身的能量消耗；较之全身服

药可能引起的副作用，本研究提供了更为安全的治疗肥胖的潜在策略。  

       该项研究依托南京大学医药生物技术国家重点实验室，南京大学生命科学高等研

究院，南 京大 学生 命科 学学 院，得到 国家 自然 科学 基金 项目（No.81200201，

81550001，81250044 和 31301060）、以 及 国 家 重 点 基 础 研 究 发 展 计 划

（2014CB542300号）的经费支持。 

科 

学 

研 

究 RESEARCHES  

Fig.1. 不同生理条件下miRNA-149-3p调控皮下脂肪褐色化/内脏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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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骨科领域一直以来有两个很难解决的问题：1、难愈合骨折如

老年性骨质疏松骨折的修复还没有很好的应对办法；2、骨折金属

内固定物需要二次手术取出，这样会增加病人手术痛苦和经济负

担。目前中国已经进入老龄化社会，老年性骨质疏松骨折发生率将

大大增加，其社会和经济负担在医疗资源仍然短缺的中国会成为突

出的问题。 

       自上世纪初金属镁进入工业量产时就被当时欧洲的骨科医生尝

试用做骨折内固定材料。但当时生产的镁金属纯度不高，在体内会

快速降解，造成较大的组织反应以及材料本身的破坏。2006年以

来，国际镁金属研究的主要科学家如北京大学工学院的郑玉峰教授

和德国柏林大学医学院的Frank Witte教授尝试用合金镁来延缓镁

的快速降解。在观察动物体内镁合金材料降解速度的实验中，包括

香港中文大学医学院秦岭教授在内的很多课题组都发现镁金属在动

物体内有很强的成骨效应。镁为什么会有如此强烈的成骨效应——

成为材料学界和骨科学界非常关注的问题。很好地解释这个问题无

疑对可降解镁金属在骨科的临床应用奠定基础，并将激发更多针对

骨科可降解材料的研究设计，会进一步发展出避免骨折二次手术的

新的临床手术范式，从而催生出全新的医用材料产业。 

       张翼峰等人发现金属镁植入大鼠股骨骨髓腔后，在股骨外周形

成大量的新生骨。由于新生骨组织位于骨膜下方，所以研究者推测

骨膜组织主导了镁的成骨作用。骨膜组织分布有大量的感觉神经纤

维和干细胞，骨膜神经纤维发端于脊髓背根神经节，能够感受温痛

觉，释放具有标志性的神经递质降钙素基因相关肽（CGRP）。通

过破坏大鼠股骨的感觉神经纤维，以及用基因和药物方式阻断外周

《Nature Medicine》发表南京大学医学院助理研究员

张翼峰等人关于镁金属成骨作用机制及骨折修复作用的

原创研究 

※医学院  

图一、镁金属在体内的成骨效应 

图二、镁金属成骨机制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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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经递质CGRP在骨组织的受体，几种方式共同证明镁金属体内降

解产生镁离子在骨膜部位刺激感觉神经末端释放更多的神经递质

（主要为CGRP），骨膜内增多的CGRP进一步促进骨膜内干细胞的

成骨分化，最后在骨膜部位形成大量的新骨。在体外实验中，研究

者发现高于生理浓度的镁离子可以显著提高脊髓背根神经元的突触

可塑性（使得神经囊泡大量聚集在突触末梢），该现象是体内镁金

属影响感觉神经末端神经递质释放的细胞学基础。 

       老龄动物体内感觉神经内的神经递质CGRP含量较年轻动物呈

明显下降趋势，这也可能是老年性骨质疏松发生的原因之一。研究

者在大鼠骨质疏松闭合性骨折模型中验证镁金属在骨折愈合中的促

进作用。虽然纯镁或镁合金本身的强度可以支持动物骨折固定，但

随着体内降解，其强度会在较短时间内下降，从而难以持续固定骨

折断端。为此，研究人员设计了中空的不锈钢针管，将镁针置入管

内，用该针管固定大鼠股骨骨折。在针管的骨折线部位开出孔洞，

使得管内镁针降解后的镁离子释放到骨折断端部位。体内实验证实

镁金属确实显著促进大鼠骨质疏松骨折的愈合。 

       本研究很好地解释了镁金属体内成骨作用的机理，揭示了外周

感觉神经在骨代谢中的关键作用，并首次在动物骨折模型中用镁金

属促进了骨折的愈合。该项研究为可降解镁金属在骨科的临床应用

奠定了理论基础。目前张翼峰博士所在的南京大学医学院蒋青教授

课题组已经与南京师范大学化学与材料学院朱丹教授课题组、北京

大学工学院郑玉峰教授课题组展开合作，对镁金属降解行为进行可

控设计。后续研究将克服纯镁及镁合金短期内快速降解的缺陷，保

持镁金属材料在体内形态和力学性能的完整至骨折愈合完成。课题

组有望尽快能够设计出直接用于人体骨折固定的可降解镁金属内固

定材料，避免二次手术，减轻病人痛苦和经济负担。 

       文章合作者（共同第一作者）为香港中文大学医学院许建坤博

士、阮晔纯助理教授，通讯作者为香港中文大学秦岭教授和北京大

学郑玉峰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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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三、含镁针不锈钢针管设计及骨折固定愈合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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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近，我校物理学院声学研究所、人工微结构科学与技术协同创新中心程建春教

授和梁彬教授在声学轨道角动量操控方面的研究取得突破, 最新研究成果以“Convert 

Acoustic Resonances to Orbital Angular Momentum” 为题发表在2016年7月15

日的Physical Review Letters 上[PhysRevLett.117.034301 (2016)]。该工作与德克

萨斯大学奥斯汀分校的张黎昆博士及法国Jean Lamour研究所的李勇博士合作，论文

第一作者为博士生江雪，南京大学是第一作者单位。该工作首次提出利用声学共振引

入声轨道角动量的新机理，并利用基于该机理构建的人工器件在计算和实验上成功地

产生了拓扑阶数m=1的贝塞尔型声学涡旋场，展示了其效率高、尺寸小、设计制备简

单、外形平整且不包含螺旋结构等重要特性。 

       在声学及光学领域中，涡旋场的典型特点表现为沿角度方向螺旋分布的相位，以

及对称中心处的零场强，其所携带的轨道角动量(Orbital  angular momentum, 

OAM)通常用拓扑阶数m来表征。近年来对声涡旋场的研究得到了大量的关注，由于

所携带声学轨道角动量在众多领域有广泛的应用，包括对粒子的非接触操控等，因而

研究声涡旋场的产生与操控机理具有重要的科学意义与应用价值。 

       目前，声学轨道角动量的引入必须依赖具有螺旋分布初始相位的主动声源技术，

或使用传播路径在角度方向呈螺旋形状的特殊结构。然而，第一种原理需要大量独立

设计的换能器和繁杂的电路控制，带来的高成本和复杂性限制了其在现实中的应用。

根据第二种原理所设计的结构则具有庞大的体积和螺旋形的几何结构，且难以达到平

整的表面形状。如何利用小尺度、平面状的简单结构来高效产生声学轨道角动量，是

一个亟待解决的关键科学问题。 

       这项工作提出一种引入声学轨道角动量的全新机制，通过在厚度远小于波长的非

Physical Review Letters刊登我校物理学院声学所程建春

教授课题组在声学角动量操控方面研究的重要进展 

※物理学院  



Science & Technology office of Nanjing University            南京大学科学技术处 

22  

螺旋状平面声学共振体中产生沿角度方向分布的等效声波矢量，将声学共振转化为声

学轨道角动量，并在实验中产生了拓扑阶数m=1的贝塞尔型声学涡旋场。这一设计思

路具有很大的灵活性，能够通过调整声学共振体的几何参数对声学轨道角动量的拓扑

阶数进行精确控制。基于这种新原理设计的声学共振结构具有大于95%的高能量透射

率、超薄的结构尺度及完全平整和非螺旋状的几何结构，并且其材料选择广泛，结构

简单，极大降低了设计与制备的难度。此研究成果为使用微型化、集成化的声学结构

产生任意拓扑阶数的声学轨道角动量提供了关键支持，开辟了声学角动量产生与操控

的新途径，具有广阔的应用前景。 

       该工作得到科技部重大研究计划、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以及南京大学登峰人才计划

（B类）的支持。  

科 

学 

研 

究 RESEARCHES  

图1：基于声学共振引入轨道角动量的原理示意图 图2：拓扑阶数m=1的贝塞尔型声涡旋场仿真结果 

图3：实验样品照片及实验

测量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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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京大学环境学院毕军教授课题组的题为“China’s energy-water nexus: Spillo-

ver effects of energy and water policy”的研究成果，发表在环境管理顶级期刊

《Global Environmental Change: Human and Policy Dimensions》上。这是我校

在该杂志首次发表研究性论文。论文第一作者为毕军教授课题组周元春副研究员，通

讯作者为毕军教授。该研究得到了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点项目《区域空气质量管理机

制创新研究》（71433007）和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青年基金项目《我国气候政策对能

源行业水资源需求的影响研究》（71303107）的资助。 

       国内外诸多研究表明，水-能源之间存在重要的耦合关系，能源生产需要消耗大量

的水，水的生产也需要消耗大量的能源。对于中国而言，水资源短缺和分布不均已经

对能源的生产造成了较大的压力。为此中国政府采取了一系列节能节水的政策措施。

然而目前水-能源政策的制定处于相对分离的状态，能源政策的设计很少考虑其对水资

源的影响，水资源政策的制定也很少关注其对能源的影响。 

       该研究基于全国动态递归的CGE（Computable General 

Equilibrium）模型，分析了能源政策对水资源以及节水政策对

能源的潜在影响。研究发现：能源税政策的实施将会抑制化石

能源的生产和消费，促进可再生能源的发展，优化能源结构。

能源税政策还有着显著的水资源节约效应，为实现水资源管理

的“三条红线”目标提供较大的贡献。该研究为水和能源的协同管

理提供基础，可为平衡环境保护和水资源节约的政策设计提供

更加深入的视角。 

环境学院毕军教授课题组在 

《Global Environmental Change》阐述能源与水资源

的耦合关系 

※环境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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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际地学顶级期刊《Earth-Science Reviews》最近刊登了地球科学与工程学院

胡修棉教授课题组的特邀综述论文：“印度-亚洲大陆初始碰撞时间：事实、理论与争

论”。这是该课题组继去年在《Geology》发表“印度-亚洲大陆初始碰撞时间的直接地

层学证据”论文后，在该研究领域的又一重要成果。 

       印度-亚洲大陆碰撞是显生宙最重大的地质事件之一，它直接导致了青藏高原的形

成，并引起了全球性的气候-环境变化。同时，印度-亚洲碰撞是大陆碰撞作用的典型

代表，重建印度-亚洲大陆碰撞过程对于认识地质历史中其它的大陆碰撞事件和造山作

用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然而，对于印度-亚洲大陆的初始碰撞时间，也即碰撞造山作

用的起点，已争论了半个多世纪，迄今仍然莫衷一是。 

       论文首先对 “大陆初始碰撞时间”进行了明确定义，提出：大陆初始碰撞时间是指

陆壳与陆壳接触、大陆之间洋壳消失的时间点。印度-亚洲大陆的初始碰撞时间即印度

大陆地壳抵达亚洲大陆南缘海沟位置的时间。随后，论文从方法学角度对约束“印度-

亚洲大陆初始碰撞时间”的地层学和沉积学、古地磁、古生物、岩浆岩、变质岩、构造

地质等方法的原理、进展和优缺点进行了详细的阐释和评述。总结对比表明，印度大

陆最北缘碎屑岩物源变化（亚洲碎屑物质最早到达印度北缘）的时间和缝合带两侧沉

积盆地性质变化（周缘前陆盆地启动）的时间最接近初始碰撞时间。而其它的方法虽

然也能对初始碰撞时间提供约束，但由于精度和约束条件的限制，不如地层记录准

确，给出的‘碰撞时间’滞后于真正的初始碰撞时间，其差异可达5–40 Ma。在方法学认

识的基础之上，根据缝合带两侧的地层记录，将印度-亚洲大陆初始碰撞时间精确限定

为古新世中期（59 ± 1 Ma），且碰撞作用沿走向无明显穿时性。最后，论文对与印

度-亚洲大陆碰撞相关的三个假说（新生代弧陆碰撞、白垩纪蛇绿岩仰冲、大印度盆

《Earth-Science Reviews》刊登胡修棉教授 

“印度-亚洲大陆初始碰撞时间”特邀综述论文 

※地球科学与工程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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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进行了讨论、剖析。论文从这些假说所依赖的地质证据出发，从“证伪”的角度论述

了这些假说所针对的科学问题、所依赖的地质证据和所争论的学术焦点。从西藏现有

的资料来看，这三个假说均缺乏直接的、可信赖的地质证据。 

       该研究成果正式发表于《Earth-Science Reviews》第160卷（2016年9月）。南

京大学内生金属矿床成因机制国家重点实验室胡修棉教授（2015年国家杰出青年基金

获得者）为论文第一作者和通讯作者。论文共同作者有Eduardo Garzanti (意大利米

兰比可卡大学教授)、王建刚（2011博士毕业于南京大学，现中科院地质与地球物理研

究所副研究员）、黄文涛（2015年荷兰乌特勒支大学博士毕业，现美国Arizona大学

博士后）、安慰（2015年博士毕业于南京大学，现合肥工业大学讲师）、Alex Webb 

(现香港大学副教授)。该工作得到了中国科学院战略性先导科技专项（B类）、国家重

点基础研究发展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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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京大学生命科学学院田大成、杨四海教授课题组在杂种优势的分子机制研究方

面取得重要进展，相关研究成果“Dissimilar manifestation of heterosis in super 

hybrid rice at  early-tillering stage under  nutrient-deficient and nutrient-

sufficient condition”在线发表于植物学领域重要期刊《Plant Physiology》。博士生

顾龙江、吴莹是论文的共同第一作者，田大成、杨四海教授为该论文的共同通讯作

者。 

       杂种优势是一种极为常见且极为复杂的生物学现象，它早在几百年以前就已经被

人们应用到农业生产中，并产生了巨大的经济价值。然而，时至今日，杂种优势的遗

传机理依然不清。目前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检测杂交子代与父母双亲中的差异表达的基

因，以期望能够从基因表达层面上对杂种优势做出合理的解释。然而，由于基因表达

差异“背景噪音”太大的缘故，导致鉴定出的候选基因数量过多，给杂种优势分子机制

层面的研究带来了很大的困难。因此，如何有效排除那些和杂种优势无关的差异表达

基因（“背景噪音”基因）就成为杂种优势分子机制研究的关键。 

       针对以上困境，课题组精心设计了如下实验：即在某种可控的实验条件下，使杂

种个体表现不出杂种的优势，然后以此材料作为参照，与正常的杂种优势表现明显的

个体进行比较，从而达到去除“背景噪音”的目的。实验最终选取肥料作为控制因素，

成功的实行了这一目的。本研究结果显示，当不使用阴性对照组时，共鉴定出1605个

差异表达基因，这与前人鉴定的2000至3000个差异表达基因数量基本接近；但采用

阴性对照组处理后，仅336个与杂种优势有关的差异表达基因被保留，充分说明本实

验设计排除背景差异表达基因的高效性。与以往的研究相比，差异表达基因数目大大

减少，大大提高了杂种优势分子机制研究的可靠性。同时，研究还发现，在杂交子代

田大成教授课题组在《Plant Physiology》发表

水稻杂种优势分子机制相关最新成果 

※生命科学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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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特异性高表达的基因显著地富集着跟生物体代谢、光合作用、以及离子转运有关的

功能基因；而在杂交子代中特异性低表达的基因中，则显著地富集着跟植株的抗病虫

害，抗干旱等抗逆性有关的功能。这暗示着，杂交子代一方面能通过激活生物体的代

谢活性以及加强光合作用，进而提升生物体的生长力；另一方面，杂交子代通过特定

基因互作，特异性地降低与抗逆性有关基因的表达，以避免这类基因的表达给植株带

来的适应性代价。而这种通过特定的基因组合，降低植株适应性代价，从而提高植株

杂种优势的分子机制往往被研究者们所忽视。 

       该研究得到国家转基因生物新品种培育重大专项（No.  2016zx08009001-

003）、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No.31571267和No.31570368）、中央高校基础科

研经费的支持。该研究的顺利实施，也得到南京大学仙林校区作物分子遗传实验站的

支持。 

Fig.1 施肥与未施肥处理下杂交子代表现出不同的生长优势 

A. 不同条件下杂交子代的生长优势；B为平均株高测量值；C 为平均根鲜重测量值；D为平均根干重测量

值；E以未施肥的杂交子代为阴性对照，可有效排除背景差异表达基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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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校化学化工学院，生命分析化学国家重点实验室朱俊杰教授研究团队在基于纳

米技术的肿瘤诊疗研究方面取得重要进展，相关研究成果以“Gold-Nanosponge-

Based  Multistimuli-Responsive  Drug  Vehicles  for  Targeted  Chemo-

Photothermal Therapy”为题，发表在国际著名期刊《Advanced Materials》 上

（DOI：10.1002/adma.201602486，7月27日）。我校2015年毕业学生郑婷婷博士

为论文第一作者，南京大学为第一作者单位，朱俊杰教授和美国南卡来罗纳大学王辉

博士为通讯作者。 

       朱俊杰教授的研究团队近年来在基于纳米技术的肿瘤诊疗领域取得了一系列研究

成果，他们发展了以杂化DNA结构为纳米门的介孔硅纳米载体（Angew. Chem. Int. 

Ed.，2014, 53，2371）、多组分DNAzyme原位扩增技术的纳米器件（ACS Nano, 

2015, 9, 789）、 温度响应的智能纳米载体（ACS Nano, 2016, 10，3637）以及用

于光动力学治疗的铷掺杂上转换纳米载体（Adv. Funct. Mater., 2016, 26, 4778），

并以此成功进行了药物对肿瘤的靶向输运与可控释放的研究。最近该研究团队与美国

南卡来罗纳大学王辉博士合作，设计合成了一种集高通量药物装载、肿瘤靶向性识

别、多刺激响应释放及近红外光热疗于一体的“金纳米海绵（gold nanosponge）” 载

药纳米探针，实现了肿瘤的光、热及化疗协同治疗。这种由刻蚀金铜合金得到海绵状

纳米金具有独特的高比表面积三维多孔结构，能大大提高了药物的装载量（图1）。同

时由于该纳米金能在近红外区的宽波长共振吸收，可进行局部肿瘤热疗以及精准的光

热刺激药物释放。此外，他们也将具有pH和温度双重响应的磷脂高分子层和靶向肿瘤

细胞RNA适配体对海绵纳米金进行共修饰，实现了肿瘤细胞及荷瘤小鼠中的定点传输

与可控释放（图2），减小了毒副作用，显著提高了治疗效果，这项成果对构建以纳米

《Advanced Materials》刊登我校化学化工学院朱俊杰教授 

研究团队关于纳米技术在肿瘤诊疗研究方面的重要进展 

※化学化工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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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为导向的光、热、化疗一体化平台起到了显著推动作用。 

       该工作得到国家自然基金委重点项目,仪器项目和南京大学优秀博士生提升计划

（A）等项目的支持。 

图1 金纳米海绵（gold nanosponge）的

合成与表征 

图2 光热载药纳米探针的靶向传输与多

刺激响应释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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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校化学化工学院、配位化学国家重点实验室、人工微结构科学与技术协同创新

中心游效曾教授研究团队李承辉副教授在高强度自修复材料方面取得重要进展，相关

成果以"A Stiff and Healable Polymer Based on Dynamic-Covalent Boroxine 

Bonds"为题，发表在国际著名期刊《先进材料》（Advanced Materials）上（2016

年7月8日在线发表，DOI: 10.1002/adma.201602332）。我校博士研究生赖建诚为

论文第一作者，我校李承辉副教授、游效曾教授和斯坦福大学化学工程系鲍哲南教授

为通讯作者。 

       自修复材料是近十几年来兴起的一种新型智能材料。它可以实现对材料损伤的自

发检测和修复，从而可以预防材料由于产生微观损伤而存在的潜在破坏，在日常生活

中有着重要的应用。对大部分自修复材料而言，材料的力学性质和自修复性质是难以

兼顾的，通常力学性质好（即强度大）的材料很难有自修复性质，而自修复性质好的

材料通常都比较软，缺乏使用价值。如何通过化学设计得到得到力学性质和自修复性

质都比较好的材料是目前自修复材料研究的重要挑战之一。 

        该团队利用动态硼-氧（B-O）共价键体系设计合成了一种高强度的自修复材

料，这一材料可以通过水分子的引入和移除来调控硼氧六环（Boroxine）和硼酸

（Boronic acid）间的平衡，从而实现自修复的目的。利用硼氧六环（Boroxine）的

结构特性，通过与聚合物分子进行交联，得到三维网络结构的聚合物。由于共价键的

高强度以及高分子材料的低密度性质，所得到的自修复材料具备了强而轻的特性，其

杨氏模量高达近200MPa，并且可以承受自身重量450倍的压力而不发生断裂。  

       值得一提的是，该材料还可用于制造可重复利用的强力胶。他们通过用这一强力

胶粘结两块钢片，通过剪切拉伸测试，研究了其粘结性能。这一类强力胶，在固化24

《先进材料》报道我校游效曾教授研究团队 

在高强度自修复材料方面的研究成果 

※化学化工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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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时后的粘结强度高达7.5±0.4MPa，达到甚至超过商业化的101、502等强力胶的级

别；将两块钢片分开再结合，在70℃下修复24小时后，粘结强度仍然高达5.7±

0.4MPa。更有意义的是，根据硼-氧键的反应特性，该强力胶可以在乙醇水溶液的辅

助下，使3D网络结构高分子降解成小分子量的单体分子，从而可以很轻易的将强力胶

进行清除，而不留下痕迹。这种可重复利用的强力胶在日常生活中，以及在可移动假

肢设备、转移印花、珠宝首饰、汽车及飞机组装等领域有着广阔的应用前景。  

       该工作得到科技部重大研究计划、国家自然科学基金、江苏省科技厅基金等项目

的支持。 

右图 高强度自修复材料的结构与承重实验 

下图 可重复利用的强力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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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物理学院周勇教授与中科院大连化物所范峰滔研究员密切合作，在光催化还原

CO2方面取得重要进展，最新研究成果以《Construction and Nanoscale Detection 

of Interfacial Charge Transfer of Elegant Z-scheme WO3/Au/In2S3 Nanowire 

Arrays》为 题，于 2016 年 8 月 2 日 在 线 发 表 在 Nano  Letters，http://

pubsdc3.acs.org/doi/full/10.1021/acs.nanolett.6b02094。南京大学为第一单位和

通讯单位。 

       太阳能是最洁净而又取之不尽的自然能源。光合作用是绿色植物在光照作用下将

二氧化碳和水转化为碳水化合物的过程。对植物光合作用的细致研究发现其主要有两

个光系统和一个光合链组成。光系统 II (PS II) 吸收光后发生水的氧化反应，其产生的

电子通过传输通道-“光合链”-传递给光系统 I (PS I)。PS I 吸收光能后产生电子，形成

具有强还原态辅酶 II (NADP) 用以还原 CO2 生成糖类物质，而自身被由 PS II 传来的

电子所还原。电子传递链呈“Z”字形，因此称为 Z 型反应，该反应的量子效率接近 

100%。人工模拟光合作用 Z 型光催化体系由氧化反应催化剂(PS II)、还原反应催化

剂(PS I)和电子介体组成。在光照射下，Z型光催化体系的两种催化剂均产生光生电

荷，PS II的光生电子迁移至电子介体，然后与PS II的光生空穴复合，而PS I中光生电

子发生还原反应，PS II中光生空穴发生氧化反应。因此，设计和制备Ｚ型光催化体系

成为光催化领域的研究热点。 

       周勇教授课题组在前期研究的基础上，选择WO3为氧化剂(PS II)、In2S3为还原

剂(PS I)以及Au为固态电子介体，组成Z型光催化还原CO2体系WO3-Au-In2S3 （图 

1a和1b）。利用开尔文探针技术(Kelvin probe force microscopy，KPFM)研究了该

《Nano Letters》发表周勇教授课题组 

光催化还原CO2电荷传递机理方面的最新研究成果 

※物理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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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系中的光生电荷的分离与传输机制 (图 1c)。可见光辐照下，空穴经Au纳米颗粒从

In2S3的价带传递到WO3的导带，并与WO3导带中的光生电子复合。同时，光生电荷

的荧光寿命谱也表明，WO3-Au-In2S3体系中的光生电子具有较高的荧光寿命。由

此，利用Au电子介质，WO3与In2S3之间具有良好的界面接触，有力促进WO3与

In2S3之间的光生电荷快速迁移，使Z型光催化体系WO3-Au-In2S3中的光生电子与空

穴能够有效分离与传输，并保持较强的氧化还原能力。 

       光催化还原CO2的实验结果表明，WO3-Au-In2S3具有较好的光催化活性，可见

光下将CO2还原为CH4。借助双光子激发过程，在WO3与In2S3上分别发生氧化反应

和还原反应，两者只需分别满足各自的光激发过程和对应的半反应，降低了光催化反

应的热力学要求。此外，氧化反应和还原反应过程相互分离，有效抑制逆反应的发

生。 

       该工作将帮助研究人员理解Z型光催化反应体系的光生电荷分离与传输机制，对未

来高性能Z型光催化反应体系的研发和利用具有重要指导意义。研究受科技部973、国

家基金委、江苏省杰青和南京大学登峰计划(B)资助。  

图 1 Z-Scheme WO3-Au-In2S3: (a)结构示意图, (b)电子显微镜照片, (c)开尔文探针技术工作原理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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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校模式动物研究所甘振继教授实验室在骨骼肌线粒体功能调节机制研究中取得

重要进展，相关成果“Coupling of mitochondrial function and skeletal muscle 

fiber type by a miR-499/Fnip1/AMPK circuit”于2016年8月9日在线发表在国际知

名学术期刊《EMBO分子医学》（EMBO Molecular Medicine）。南京大学博士研

究生刘静和梁喜俊为论文共同第一作者，甘振继教授为通讯作者。 

       骨骼肌是人体最大的能量代谢和内分泌性的器官，骨骼肌在正常生理和病理过程

中都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许多慢性疾病，如：肥胖症、糖尿病以及衰老等发生过程

均伴随着骨骼肌功能的衰退，形成一个恶性循环，进一步加速这些疾病的发展进程。

线粒体功能和肌纤维收缩是骨骼肌功能的两个决定性因素。线粒体代谢生成ATP为肌

纤维收缩提供能量，两者紧密偶联，这对于骨骼肌的功能维持，尤其在应对外环境生

理刺激亦或是疾病状态下，都至关重要。然而，人们对于线粒体功能和肌纤维收缩这

两者精密协同偶联的分子机制还不清楚。 

       甘振继研究组在前期研究中，揭示了核受体-miRNA通路在肌纤维类型转换中所

发挥的重要作用（Gan et al，J Clin Invest., 2013）。该研究组进一步研究发现，在

肌肉发育或是肌纤维类型转换过程中，肌纤维结构基因Myh7b内含子编码的miR-499

表达与线粒体功能高度正相关；通过骨骼肌特异性的转基因和基因敲除小鼠模型发

现，miR-499显著增强肌肉线粒体功能，从而提高小鼠的运动耐力，降低小鼠运动后

的血乳酸水平；这些作用依赖于miR-499激活其下游的线粒体功能主调控因子PGC-

1a；进一步的分子细胞研究结果显示miR-499通过直接抑制Fnip1靶基因，从而激活

AMPK/PGC-1a信号通路以及线粒体功能；研究还发现，miR-499通路在Duchenne

模式动物研究所甘振继教授课题组在《EMBO分子医学》

发表骨骼肌线粒体功能调节新机制的重要研究成果 

※模式动物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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肌肉萎缩症（DMD）疾病模型mdx小鼠中显著下调；在mdx小鼠肌肉中重新激活miR

-499不仅可以显著改善mdx小鼠的线粒体功能，而且还可以改善mdx小鼠的肌肉损伤

症状，并且完全恢复mdx小鼠的运动耐力。这项研究揭示的miR-499/Fnip1/AMPK通

路不但阐明了骨骼肌线粒体功能与肌纤维结构精准偶联的分子基础，还为防治肌肉线

粒体代谢相关疾病提供了新的线索。 

miR-499/Fnip1/AMPK通路实现肌纤维结构与线粒体功能的紧密偶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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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ADD是死亡受体介导的细胞凋亡途径的一个重要信号接头蛋白，是一个公认的

经典凋亡蛋白分子。多年来，南京大学生命科学院华子春教授课题组独辟蹊径、努力

探索和挖掘国际上这一公认的细胞死亡蛋白在细胞凋亡以外的新生物学功能。最近，

华子春课题组经过长期、艰苦的潜心研究和摸索，围绕FADD的新生物学功能取得了

三项研究进展。 

       该课题组青年教师庄红芹在国际上首次发现FADD具有调控脂代谢的新功能，其

分子机制是通过FADD调控细胞内脂肪代谢途径中关键转录因子PPARα的转录活性来

实现的（EMBO Mol Med. 2016 Aug 1; 8(8):895-918）。研究发现FADD磷酸化或

FADD脂肪组织特异性缺失均可以逆转高脂饮食喂养或者瘦素基因缺失引起的小鼠肥

胖表型，研究成果可能对肥胖症或者脂代谢综合症的临床治疗具有指导意义。该结果

于2016年8月在EMBO Mol Med正式刊出。 

       该课题组硕士研究生刘颖婷首次发现FADD可调控肿瘤细胞的迁移过程，这种新

功能与FADD调控经典细胞迁移相关分子FAK的表达水平有关；进一步研究发现这种

调控作用是由miR-7a所介导的。该结论获得了临床肿瘤样品数据的支持。该研究成果

对于恶性肿瘤转移的治疗具有一定的指导意义。该工作于2016年6月在线发表在

Oncotarget（Oncotarget. 2016 Jun 6. doi: 10.18632/oncotarget.9838）。课题

组另一位硕士研究生何良强利用蛋白质组学技术、在乳腺癌细胞中发现FADD参与细

胞自噬过程（Oncotarget. 2016; 7(17):24572-84.）。进一步的分子机制研究发现

FADD通过调控Rheb-mTORC1信号通路来调节细胞的自噬过程，这一发现揭示了

FADD在肿瘤发生过程中的重要作用。 

       华子春课题组的研究大大拓展了人们对于经典死亡蛋白FADD的生物学功能的认

识，深化了人们对FADD结构与功能关系的了解，向人们展示了细胞凋亡途径与更多

的非凋亡信号途径及生物学过程的内在联系及交互作用，揭示FADD与肥胖、肿瘤等

重大疾病的关系及其作为药物靶点和干预手段的应用前景。 

生科院华子春课题组发现脂代谢调控的一种新机理 

※生命科学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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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日，由我校籍晓云教授与天津大学、南开大学等校的研究人员组成的科研团队

揭开了寨卡病毒复制的奥秘。相关研究成果以“Structural basis of Zika virus hel-

icase in recognizing its substrates”为题，发表在《Protein＆Cell》杂志上（DOI 

10.1007/s13238-016-0293-2），籍晓云教授为共同第一作者。  

       近年来在南美洲和拉丁美洲肆虐的寨卡病毒越来越引起人们的重视和广泛关注。

寨卡病毒感染除了能够造成新生儿小头畸形，还能引发严重的神经系统疾病格林-巴利

综合征，导致患者瘫痪甚至死亡。目前寨卡病毒复制的过程及机理仍待探究。病毒复

制几乎都需要一种被称之为“解旋酶”的蛋白质。寨卡病毒解旋酶是一种“马达”蛋白，它

通过水解三磷酸核苷将化学能转换为机械能，从而实现对双链核酸的解链功能。病毒

只有将双链核酸解链后，才能将单链遗传物质进行复制，实现增殖。寨卡病毒疫情在

全球范围内迅速扩散，国际上众多科学家纷纷开展针对其复制机理和药物开发的相关

研究。面对激烈的国际竞争，以我校作为主要完成单位的联合科研团队早在2016年5

月于《Protein＆Cell》杂志上发表题为“The crystal structure of Zika virus hel-

icase: basis for antiviral drug design”（籍晓云教授为共同第一作者）的文章，率先

报导了寨卡病毒解旋酶高分辨率的三维空间结构，为抗寨卡病毒的药物研发奠定了重

要的结构基础。日前，该科研团队在5月发表工作的基础上，又获得了突破性的新进

展，率先揭示寨卡病毒复制过程中这一关键步骤的分子机制，保持了领先优势。这将

促进抗寨卡病毒的药物研发，抵御该病毒在全球范围内的巨大威胁。 

       该科研团队利用X光单晶衍射技术，在原子分辨率水平解析了寨卡病毒解旋酶、

三磷酸腺苷（ATP）和金属催化离子形成的三元复合物的空间结构。在研究过程中，

他们成功捕捉到了寨卡病毒解旋酶结合ATP以及金属离子的中间态。这也是首次捕捉

到黄病毒属（包括登革热病毒、黄热病毒、西尼罗病毒等）的解旋酶结合其天然底物

ATP的中间体。通过对这一精细结构的分析，联合科研团队揭示了寨卡病毒解旋酶如

南京大学生命科学学院籍晓云教授联合团队 

在寨卡病毒研究中取得最新突破性成果 

※生命科学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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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识别ATP和金属催化离子的精确机制。 

       为了探究寨卡病毒与其他黄病毒属成员在复制机制上的差异，团队

研究人员又解析了寨卡病毒解旋酶结合其自身基因组RNA的复合物三维

结构。他们发现寨卡病毒解旋酶在结合RNA后因为其结构域发生旋转运

动，会引发较大的构象变化。更令研究人员吃惊的是，寨卡病毒解旋酶的

这种构象变化与登革热病毒解旋酶截然不同。通过这一现象，他们认为黄

病毒属解旋酶在进化过程中演化出一种保守的分子“马达”，它可以通过水

解三磷酸核苷将化学能转变为机械能，用于实现病毒复制过程中的“解

链”；然而利用不同的“运动”模式，各种病毒的解旋酶又可以差异性的识

别自身的基因组RNA，用于满足不同病毒复制的需要。在这一过程中，

大自然巧妙的将“趋同”和“趋异”这两种进化模式高度的统一起来。 

       由Springer出版的《Protein&Cell》对我国科学家关于寨卡病毒研

究的最新进展进行了详细介绍。国外包括Science daily、EurekAlert 

AAAS Science News、ANI、Yahoo等在内的数十家媒体，国内包括新

华社、《光明日报》、《科技日报》、《中国科学报》、人民网、新浪

网、搜狐网等媒体，报道了此项成果。 

       此项工作得到籍晓云教授青年千人专项经费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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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注：寨卡病毒解旋酶、三磷酸腺苷（ATP）和金属催化离子形成的三元复合物的三维结构 

图注：寨卡病毒和登革热病毒的解旋酶以不同的“运动”方式结合自身的基因组 



Science & Technology office of Nanjing University            南京大学科学技术处 

40  

经李克强总理签批，国务院近日印发《“十三五”国

家科技创新规划》（以下简称《规划》），明确提

出了未来五年国家科技创新的指导思想、总体要

求、战略任务和改革举措。 

  《规划》强调，坚持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

力，以深入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支撑供给侧结

构性改革为主线，全面深化科技体制改革，大力推

进以科技创新为核心的全面创新，塑造更多依靠创

新驱动、更多发挥先发优势的引领型发展，确保如

期进入创新型国家行列，为建成世界科技强国奠定

坚实基础。 

  《规划》描绘了未来五年科技创新发展的蓝

图，确立了“十三五”科技创新的总体目标。国家科

技实力和创新能力大幅跃升，国家综合创新能力世

界排名进入前15位，迈进创新型国家行列；创新驱

动发展成效显著，与2015年相比，科技进步贡献率

从55.3%提高到60%，知识密集型服务业增加值占

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从15.6%提高到20%；科技创

新能力显著增强，通过《专利合作条约》（PCT）

途径提交的专利申请量比2015年翻一番，研发投入

强度达到2.5%。 

  《规划》提出建设高效协同的国家创新体系，

并从培育充满活力的创新主体、系统布局高水平创

新基地、打造高端引领的创新增长极、构建开放协

同的创新网络、建立现代创新治理结构、营造良好

创新生态等六个方面提出了总体要求。努力促进各

类创新主体协同互动、创新要素顺畅流动高效配

置，形成创新驱动发展的实践载体、制度安排和环

境保障。 

  《规划》围绕支撑国家重大战略，充分发挥科

技创新在推动产业迈向中高端、增添发展新动能、

拓展发展新空间、提高发展质量和效益中的核心引

领作用，重点强化六方面的任务部署。一是围绕构

筑国家先发优势，加强兼顾当前和长远的重大战略

布局。二是围绕增强原始创新能力，培育重要战略

创新力量。三是围绕拓展创新发展空间，统筹国内

国际两个大局。四是围绕推进大众创业万众创新，

构建良好创新创业生态。五是围绕破除束缚创新和

成果转化的制度障碍，全面深化科技体制改革。六

是围绕夯实创新的群众和社会基础，加强科普和创

新文化建设。 

  《规划》从落实和完善创新政策法规、完善科

技创新投入机制、加强规划实施与管理等三方面提

出了保障措施，强调完善支持创新的普惠性政策体

系，深入实施知识产权战略和技术标准战略，建立

多元化科技投入体系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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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务院印发《“十三五”国家科技创新规划》 

  ※新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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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三五”中国科技创新将向何方发力？ 

面向2030年15个重大科技项目 

※新华社    

国务院常务会议刚刚通过了“十三五”国家科技创

新专项规划。“十三五”时期，中国科技创新要向

何方发力，备受世界瞩目。在国务院新闻办２

２日举行的国务院政策例行吹风会上，科技部

副部长李萌围绕专项规划逐一道来 

【深空、深海、深地、深蓝——构筑国家先发

优势】 

  专项规划中提到要构筑国家先发优势，围

绕“深空、深海、深地、深蓝”，发展保障国家安

全和战略利益的技术体系。 

  深空——建立空间站、火星探测。载人航

天“三步走”的目标是要建立空间站，在此基础

上，“十三五”期间中国考虑启动火星探测。此外

在重大专项的项目中，国家还在考虑空间开发

利用，如空间飞行器在轨服务、空天地一体化

网络等，都有系统的考虑。 

  深海——深海空间站。“蛟龙号”证明我国海

洋领域已经有了快速发展。下一步，在深海资

源勘探、国家海洋权益维护方面，我们还有大

量的关键技术需要重点突破。其中一个重点部

署的任务就是深海空间站，要用深海空间站这

样一个系统性工程来集成提升我国深海技术和

装备的系统开发与研究。 

  深地——既包括地球深部的矿物资源、能

源资源的勘探开发，也包括在城市空间安全利

用、减灾防灾等方面的内容。 

  深蓝——网络空间、信息技术、人工智能

领域的战略高技术。现在中国的超级计算机在

国际上已经领先，但是现代网络空间的信息安

全与维护问题，是当前网络时代大家关心的重

点和难点问题，也是这次重大专项部署的重要

内容。 

【远近结合、软硬兼施、双轮驱动、内外贯

通】 

  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十三五”国家

科技创新专项规划编制过程中着眼长远，把握

“十六个字”： 

  远近结合——“近”大力推进先进技术成果转

化为现实生产力，实施科技成果转移转化行

动，加快构建十大产业技术体系，培育新的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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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增长点。“远”面向国家长远战略需求，布局

“科技创新２０３０重大项目”，比如量子通

信、天地一体化信息系统、国家网络空间安

全、智能制造与机器人、脑科学等，既是国家

战略需要，也是国际科学发展前沿热点。 

  软硬兼施——“软”强调大力发展基础研

究，特别是加强自由探索的研究和学科体系建

设。“硬”要面向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紧迫需

求，将加快国家实验室、大科学装置设施建

设，打造科技创新的战略力量，大力提升科技

创新基础能力。 

  双轮驱动——科技创新和体制机制创新双

轮驱动，既强调创新驱动发展，也强调改革驱

动创新，力争在制约科技发展的体制机制障碍

上有新突破。 

  内外贯通——“内”是关键核心技术上自主

可控，提高自主创新能力。“外”强调坚持以全

球视野来谋划创新，积极主动地融入布局全球

网络，积极主动参与全球创新治理，促进国内

国外创新资源的双向流动，全方位提高中国科

技创新国际化水平。 

【梯次接续——面向２０３０年１５个重大科

技项目】 

  “十三五”期间，国家要实施面向２０３０

年的１５个重大科技项目，之前有１６个重大

科技专项，在论证过程中科技部的指导思想就

是远近结合、梯次接续。 

  电子信息领域——之前有３个重大专项，

第一个是核心电子器件、高端通用芯片和基础

软件，第二是极大规模集成电路，第三是新一

代无线宽带移动通信。在这个基础上，科技部

在“科技创新２０３０重大项目”中部署了量子

通信和量子计算机，这和传统的信息技术是不

一样的，非常前沿。 

  先进制造领域——之前有２个重大专项，

一个是高档数控机床和基础制造技术，第二个

是大飞机，这个成就有目共睹，产品已经应用

和列装。同样在这个领域，我们将新部署３个

“科技创新２０３０重大项目”，第一个是航空

发动机和燃气轮机，第二个是智能制造和机器

人，第三个是重点新材料。 

  能源环境领域——过去部署了大型油气

田、先进压水堆和高温气冷堆，还有水体污染

治理几个重大专项。现在将部署智能电网、煤

炭清洁利用、京津冀环境综合治理等“科技创新

２０３０重大项目”。这些项目是远近结合，梯

次接续，原有的研发成果一定会在以后的研发

项目中起到极大的基础性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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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向科技强国的战略布局 

※中国科学报 郭铁成     

       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科技创新大会上，对我国

发展和创新形势进行研判，指出我国已经处于新的

历史起点，比历史上任何时候都更接近中华民族伟

大复兴的目标。值此重要时刻，党中央及时召开全

国科技创新大会，商讨科技创新大计，面向科技强

国的宏伟目标，开展创新起飞的战略布局，核心是

八个字：引领、突破、服务、改革。 

一、引领，就是面向世界科技前沿、新一轮科技革

命和产业革命，提出更多原创理论，研发更多未来

技术，在重要科技领域跻身世界领先行列，跟上甚

至引领世界科技发展新方向，掌握新一轮全球科技

竞争的战略主动。“引领”一词，在习近平总书记的

讲话中出现11次之多。 

       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革命蓄势待发，将与我

国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形成历史性交汇，为我们

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提供难得的重大机遇。科技

革命总能深刻改变世界发展格局，我们要抓住机

遇，争取成为新的竞赛规则的重要制定者、新的竞

赛场地的重要主导者。如果错失机遇，就会陷入战

略被动，甚至错过整整一个时代。 

       引领发展方向，一是要强化国家战略科技力

量。世界科技强国就是世界主要科学中心和创新高

地，其标志是拥有一批世界一流科研机构、研究型

大学、创新型企业和一大批杰出科学家群体，能持

续涌现重大原创性科技成果。因此建设世界科技强

国，首先必须充分发挥科研院所和高校主力军作

用，调动企业和社会力量，在重大创新领域组建一

批国家实验室和国家科学中心，以此为核心，培育

世界级的科技大师、领军人才、尖子人才，增强原

始创新能力，形成引领发展和抢占国际科技制高点

的战略科技力量。二是要培育具有国际影响力的领

军企业。调整现有行业和地方科研机构，充实企业

研发力量，支持依托企业建设国家技术创新中心，

引领产业转型升级，塑造更多依靠创新驱动、更多

发挥先发优势的引领性发展。三是要打造具有全球

影响力的科技创新中心。建设若干具有强大带动力

的创新型城市和区域创新中心，充分发挥示范引领

作用。 

二、突破，就是面向国家当前发展的重大需求，突

破重大技术瓶径，解决影响国家利益和安全的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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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问题。“突破”一词，在习近平总书记的讲话中出

现9次之多。 

       突破重大挑战，一是要实施一批重大科技项目

和工程。围绕国家重大战略需求，着力攻破关键核

心技术，抢占事关长远和全局的科技战略制高点。

二是要形成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集中力量办大

事的新机制。整合国家战略科技力量等优势资源，

统筹协调，全面部署，建立目标导向、绩效管理、

协同攻关、开放共享的综合创新模式。这种模式在

国际上也被称为系统创新模式，它不同于以技术问

题为导向的传统科技项目机制，而是以经济、社会

问题为导向的科技项目机制。其目标是三维工程目

标，不仅具有技术目标，而且同时具有经济和社会

目标，实施过程全面涵盖创新链、产业链、价值链

和资金链。 

三、服务，就是要面向经济社会主战场和广大人民

群众，加强科技供给，增加创新服务。“服务”一

词，在习近平总书记的讲话中出现13次之多。 

       增加创新服务，一是要大力发展科技创新服务

业。科技创新服务业是通过市场机制为企业等各类

创新主体提供创新服务的产业，包括设计服务业、

研发服务业、技术转移服务业、技术改造服务业、

创新能力服务业、科技金融服务业等服务业态。通

过科技创新服务业的辐射和带动，引导科技资源向

企业聚集，围绕转方式调结构、建设现代产业体

系、培育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现代服务业等方面

需求，加快科技成果转化为生产力的步伐，推动产

业和产品向价值链中高端跃升。二是加强和优化公

共创新服务供给。围绕创新发展、协调发展、绿色

发展、开放发展、共享发展，优化科研院所和研究

型大学科研布局，重点加强基础、共性、公益、可

持续发展相关研究，大幅度提高科技资源开放共享

水平和专业化服务能力。 

四、改革，就是科技创新与制度创新协同推进，引

领科技体制及其相关体制深刻变革，形成充满活力

的科技管理和运行机制。“改革”一词，在习近平总

书记的讲话中出现9次之多。 

       科研和经济联系不紧密是我国多年来的一大痼

疾，也是我们与发达国家创新体系的最大差距。主

要表现是：公共投入与企业需求脱节；基础研究成

果与市场价值脱节；政府采购与研发投入脱节；科

技人员与企业创新脱节。推动科技创新与经济社会

发展紧密结合，关键是要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

系，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

政府作用。 

       深化体制改革，一是建立以企业为主体的计划

和政策体系。以企业需求为优先序配置创新资源，

支持和引导创新要素向企业集聚，不断增强企业创

新动力、创新活力、创新实力，使企业成为创新决

策、研发投入、科研组织、成果转化的主体，变“要

我创新”为“我要创新”。二是建立有效的宏观管理体

制，政府科技管理部门要抓战略、抓规划、抓政

策、抓服务，加快建立科技咨询支撑行政决策的科

技决策机制，完善符合科技创新规律的资源配置方

式和管理方式。三是建立以科技创新质量、贡献、

绩效为导向的分类评价体系，科学研究按科研规律

评价，技术创新按经济规律评价，正确评价科学价

值、技术价值、经济价值、社会价值和文化价值。

四是实行尊重科研规律和创新规律的人才政策。特

别是以增加知识价值为导向的分配政策，包括提高

科研人员成果转化收益分享比例，探索对创新人才

实行股权、期权、分红等激励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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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化我国科研管理体制改革的几点建议 

※中国经济学人 黄群慧、张金昌      

       当前，我国科技领域存在着行政力量分配资源

倾向，全社会的科技创新动力不足的问题。党的十

八届三中全会提出促进科技成果资本化、产业化，

找到了问题的关键，抓住解决问题的“牛鼻子”，现在

需要拿出具体的、切实可行的改革措施，用壮士断

腕的精神加以推进。 

1. 变立项研发为主为公开采购为主 

       现行的由财政资金投入立项，进行科学研究取

得科研成果的方式，在一定程度上存在项目选择

难、评选过程“暗箱操作”、评委负责而又无人负责、

成果含金量差等问题。我们建议将主导科学研究的

方式从过去的“前端立项投入”为主改为“采购已有科

研成果”为主，即用财政资金直接购买已经取得的成

果，激励科研人员在已有成果的基础上进一步专心

搞科研。这样做的具体办法是，需要国家财政资金

支持进行研究的科研项目，在立项前先行进行公开

采购，凡是项目预期的科研成果能够直接从市场上

购买得到，就没有必要资助进行重复性研究。只有

那些不能在市场上公开采购得到的预期科研成果，

才可以用财政资金主持立项研究。 

这样做会带来以下好处： 

（1）可以在全社会范围内广泛了解、争论科研成果

和科研成果的水平，将真正有水平的科研人员发现

出来，实现科研成果的显性化展现和科研力量的社

会化认知；. 

（2）通过公开采购，在科研成果的公开评价、比较

和定价过程中，一方面可以给予科研成果一个客观

合理的评价，发现市场交易价格，另一方面让科研

人员也能够了解自己的科研水平和水平差距，赋予

其奋起直追的动力； 

（3）通过公开的评价、论争和采购，可以引导市场

和社会力量对科研成果的认知，引导和鼓励市场力

量、民间力量先行采购，只有那些民间力量不愿采

购国家又非常需要的科研成果，政府才可用财政资

金进行引导性采购，真正使政府的有限资金用在引

导社会力量投资上。只有社会上、市场上没有的科

研成果，政府才可以立项支持进行前瞻性、创造性

研究。 

2. 建立公开科技成果的平台 

       科技成果从产生到转化为有用的技术、样品、

产品，然后再将其商品化、产业化，是一个比较漫

长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存在大量的风险，需要

政府力量的扶持和推动。政府可以将目前用于促进

科技成果转化的资金用于科技成果转化中间成果的

直接采购，形成成果导向的科技成果转化体制和机

制。这样做的主要原因是，在科技成果转化领域，

也存在着效果不明显、只重视能否立项和资金多少

而不关注最终成果的问题。 

       建立科技成果转化阶段性成果的政府公开采购

平台，将立项投资研发攻关为主转变为科技成果公

开采购为主会有许多好处： 

（1）让奋战在各条战线、各行各业的科技工作者通

过市场公开交易和政府公开采购，使这些成果有机

会得到认可、得到资金回报，形成成果导向的正激

励： 

（2）借助于政府支持的、市场化的公开采购平台，

科技成果的供求双方均可以不断交流信息，不断得

到市场的反应，使其有可能在公开、公平、公正、

透明的环境下达成科技成果的转让，让市场力量进

行科技成果定价和激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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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对于那些市场需求不明、科技成果购买者有

限、对国家和产业的未来发展有较大潜在贡献的科

技成果，国家可以先行采购，储备起来，待时机成

熟时再转售，以肯定科研人员的努力，引导科技发

展方向，推动科技成果资本化。 

3. 建立科技成果产业化促进平台 

       产业化是建立在科技成果的样品化、产品化、

商品化基础之上，通过大量投入来实现大量销售的

一个过程，这一过程涉及到许多环节，通常很容易

失败，这是导致当前我国社会盗版、模仿、挖人、

窃取技术秘密等各种投机行为盛行的客观原因。政

府出资鼓励和推动科技成果的产业化进程，可以打

破这种僵局，赢来创新驱动发展的新局面。 

       政府促进科技成果的产业化，也要建立市场的

产业化促进平台，直接采购产业化各个环节上的科

技成果，这些成果主要由成果发明创造者、样品生

产制造者、产品生产线的设计制造者、大批量销售

的前期市场开拓者、产业化标准的制定者等多个主

体提供，政府和企业在这方面的投资绝大多数很难

收回，在国外主要是由风险投资机构进行投资，在

我国风险投资机构还不很发达，需要政府力量适当

介入以推动科技进步和经济发展。政府在这方面介

入的时候，也要借助于市场力量，只有在市场力量

失灵、科技成果产业化过程中断的情况下，政府才

可以用直接采购的办法介入促进，以疏通科学研

究、科技成果资本化、科技成果产品化、科技成果

产业化整个链条，形成科研与经济良性互动、有效

对接的通路和桥梁，解决科技创新驱动经济发展的

瓶颈问题。 

4. 改革科技评审和公示制度 

       现行的科技领域公示和异议争议制度，常常只

公布项目名称、申请人、获奖等级或经费金额，不

公布项目具体内容、预期成果和专家意见，如果继

续沿用这种评价制度，政府出资进行科技成果及其

各个转化阶段成果的采购，就又有可能变成新的“暗

箱操作”，因此要从根本上进行改革。 

       首先，要采用专家实名网上公开评价制度，将

专家的评价意见向社会公开并征求再评价意见，让

专家个人的评价结论接受社会其他专家的检验。只

有这样才能发现真正的专家，进行客观的评价。在

科学问题评价上，需要的是专家的明确意见，而不

是评委会投票的折中结果。 

       其次，凡是非涉密项目，无论是科研立项、科

技评奖，还是科技成果采购、成果转化过程购买，

均应当公示相应的目标、内容、预期成果和评价意

见等实质性内容，只对这些内容的公开讨论和争

论，才能避免重复立项，防止重复奖励，杜绝低水

平研发，推进全社会科研水平和力量的提高，才能

使全社会形成重视科研、追求真理、激励创新的良

好风气。 

5. 改革软件著作权登记制度 

       软件在科学研究和经济发展中的重要性不断提

高，但我国当前的软件保护存在以下缺陷：一是软

件著作权登记机关不进行实质性审查，只进行形式

审查，这样做的结果是那些通过盗版、偷窃、挖人

等方式获得他人源程序的企业或个人也和原创者一

样，非常容易地获得国家软件著作权登记证书并获

得合法保护；二是我国的专利法规定“智力活动的规

则和方法不授予专利”，这又使得大量软件领域的知

识产权、发明创造得不到专利法的保护。这种著作

权法和专利法都不能对软件创新进行有效保护的现

状，非常不利用我国软件企业和产业的发展。因此

建议：第一，国家版权局在登记软件著作权的时候

要进行实质性审查，进行源程序的比对，将盗版

者、偷盗源程序者拒绝于著作权保护之外。第二，

修改《专利法》，应允许软件产品申请专利。现在

美国、欧盟等均准许“智力活动的规则和方法”申请

专利，虽然软件专利申请还存在很多争议，但是在

知识经济、智慧产业、智能商务大发展的智能化时

代，我国企业不能申请这种类型的保护，总体上不

利我国企业的发展，不利于创新者积极性的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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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春礼：分类施策改革科技评价制度 

※《学习时报》      

       科技评价是科学共同体内部自治的一项基

本制度，是衡量科技创新活动及其主体水平和

价值的主要依据，也是新时期我国科技体制改

革的突破口。在刚刚召开的全国科技创新大会

上，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改革科技评价制

度，建立以科技创新质量、贡献、绩效为导向

的分类评价体系。这为我国在新形势下深化科

技评价制度改革指明了方向。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建立了以量化为主的

科技评价制度，形成了以SCI论文数量和影响因

子数值、专利数量、科技项目和科研经费数量

等为主要指标的科技评价体系。这一评价制度

和评价体系，在特定历史时期，对我国追赶世

界科技先进水平、跻身世界科技大国行列起到

了一定的积极作用。但这种指标单一化、标准

定量化、结果功利化的“GDP式”评价制度，也导

致重数量轻质量、重基础轻应用、重个人轻团

队、重跟风轻创新、重短期轻长远等不良倾向

愈演愈烈，日益暴露出不利于良好发展的创新

生态、制约科技发展的诸多弊端，更与新时期

我国创新发展和建设世界科技强国的要求不相

适应，亟待深化改革。 

  科技活动是高度专业化的工作。科学发现

的意义在于原创性及其所产生的重大影响。技

术创新的意义在于其重要的应用价值。对科研

活动的评价必须尊重不同的规律和价值观。履

不必同，期于适足；治不必同，期于适宜。只

有根据不同类型科技创新活动的特点，实行差

异化分类评价标准和方法，才能提高科技评价

的针对性和科学性。 

  对基础前沿研究，关键应看能否原创提出

和解决重大科学问题，开辟或拓展新的领域方

向。发表科技论文是研究成果的重要产出形式

之一，但不能简单以论文数量“论英雄”。像河北

科技大学韩春雨副教授“十年磨一剑”，其间只作

为通讯作者发表过两篇中文论文，却在基因编

辑技术领域“一鸣惊人”。一些国际一流科研机构

进行学术评价时，往往也只看申请者在一定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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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内做出的5项最重要工作，而不是只看其发

表论文的数量。要注意到学术期刊既有传播科

技成果功能，也有一定的营利性目的。以论文

数量为主要评价指标，容易扭曲科研成果的知

识价值，导致一些科研人员避难就易、盲目跟

风，使科研工作偏离正确方向。 

  对应用研究和技术研发，则应强化需求导

向，突出应用价值，强调解决关键核心技术问

题，注重创新活动的实际贡献。这类科技活

动，不能只是科研人员在实验室里由好奇心和

雅兴驱动的自娱自乐，而要紧紧围绕国家发展

的重大需求和人民的关切和需要，致力于把科

研成果转化为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的现实动力。

对这类成果的评价，更不能简单依赖或片面使

用各类检索工具，而是既要评价其学术价值，

更要由市场和用户评价其经济价值甚至社会文

化价值。科技评价是个“指挥棒”，要引导科研

人员牢固树立创新科技、服务国家、造福人民

的价值观，潜心科研，攻坚克难，出创新思

想，出创新成果，使更多科研人员像“太行新愚

公”李保国教授那样，为国家和人民的事业呕心

沥血，鞠躬尽瘁，把科学论文写在祖国大地

上，把科技成果应用在实现现代化的伟大事业

中。 

  科技评价的核心是价值观。当前科技评价

中附着了太多经济、人际、文化等方面的非学

术性因素，既需要刮骨疗毒、猛药去疴，也需

要综合施策、标本兼治。坚守学术性、独立

性、公正性，是科技评价的基石，应尽可能推

广国际评估，强化利益回避制度，减少非同行

评审，减少“拼关系”“比出身”等干扰，减少与职

称、待遇、经济资助等实际利益挂钩，尤其要

避免通过评价给科技人员戴“帽子”、抬“身价”，

甚至助长“攀比”“转会”之风，破坏学术生态乃至

全社会的创新文化。要协调推进人才、项目、

机构等评价改革，突出科技评价的激励、诊

断、导向功能，强化荣誉性，戒除功利性。此

外，科技评价还应去繁除苛，提质增效，精简

评价流程，共享评价结果，最大限度为科研人

员“松绑”，使科研人员有更多的时间安心致

研、潜心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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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PCT实施细则修改内容及影响 

※中国知识产权报       

        随着我国创新能力的增强和公众知识产权意识

的提高，越来越多的申请人选择通过《专利合作条

约》（PCT）途径进行海外知识产权布局。2016年7

月1日，新修订的专利合作条约实施细则正式生效，

此次细则的修改内容有哪些？新规定对申请人带来

什么重要影响？业内专家对此进行了解读。 

 

修改内容有哪些？ 

国际专利合作联盟（PCT联盟）第四十七届会议通过

了新的专利合作条约实施细则（下称细则）修改，

新细则已于2016年7月1日正式生效。此次修改共涉

及6条、11款，涵盖PCT国际专利申请用语、优先权

权利的恢复、国际公布的内容、期限延误的宽恕、

通信语言的规定，以及国际申请文档的获得等方

面。此次细则修改的内容主要涉及以下几方面： 

 

关于“不得使用的词语”的修改 

修改细则第9条第2款：“发现不符合规定” 

       修改说明：新细则规定对于国际申请文件中不

得使用的词语，除受理局和国际检索单位外，补充

国际检索单位或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国际局（下称国

际局）也可予以指出，并建议申请人自愿对其国际

申请作相应修改，同时将该建议通知其他3个局或单

位。 

  该条款的修订适用于国际专利申请日在2016年

7月1日当天或之后的任何国际申请。 

 

关于“由受理局作出优先权权利的恢复”的修改 

修改细则第26条之二第3款：“由受理局作出优先权

权利的恢复”   

       修改说明：新细则规定在优先权恢复程序中，

受理局应当向国际局传送与之相关的所有文件，具

体包括：申请人提出的优先权恢复请求、受理局对

该请求所作的决定和作出决定所依据的恢复标准、

优先权恢复请求副本、未在优先权期限内提交国际

申请的原因以及支持该原因的声明或其他证据。同

时，对于以上文件涉及不宜公开的信息的，受理局

可以不向国际局传送。 

  该条款的修订适用于国际专利申请日在2016年

7月1日当天或之后的任何国际申请。 

 

关于“国际公布内容”的修改 

修改细则第48条第2款：“（国际公布）内容”   

       修改说明：新细则规定在国际局完成国际公布

技术准备之前，申请人可以写明理由请求国际局将

不宜公开的信息从国际公布文档中删除。同时，当

受理局、国际检索单位、指定补充检索单位或国际

局注意到任何以上信息时，可以建议申请人向国际

局提出请求，将信息从国际公布文档中删除。若国

际局接受了申请人的请求，应立即通知持有相关文

档的局和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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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该条款的修订适用于国际专利申请日在

2016年7月1日当天或之后的任何国际申请。 

 

关于“文档的获得”的修改 

修改细则第94条第1款：“获得国际局持有的文

档”；  增加细则第94条第1款之二：“获得受

理局持有的文档”；   

增加细则第94条第1款之三：“获得国际检索单位

持有的文档”；   

修改细则第94条第2款：“获得国际初步审查单位

持有的文档”；   

增加细则第94条第2款之二：“获得指定局持有的

文档”；   

修改细则第94条第3款：“获得选定局持有的文

档”。 

  修改说明：新细则规定国际局不应当提供包

含从国际公布文档中删除的不宜公开信息的文

档，以及根据申请人的请求不予公开信息的文

档。此外，国际局还不得提供包含在其文档中的

仅为国际局内部使用的任何文件。 

  受理局、国际检索单位、补充国际检索单位

和国际初审单位可根据申请人或申请人授权的任

何人的请求，收取服务费后提供包含在本单位持

有文档中的任何文件。如果指定局或选定局适用

的本国法允许第三方查阅国家申请的文档，该局

可以允许在与本国法规定的查阅国家申请文档的

相同程度内，收取服务费后提供与国际申请相关

的任何文件。受理局、国际检索单位、补充国际

检索单位和国际初审单位不应提供包含了从国际

公布文档中删除的或应申请人向国际局请求不予

公开的任何信息的文档。 

  以上条款的修订适用于国际专利申请日在

2016年7月1日当天或之后的任何国际申请。 

 

关于“期限延误的宽恕”的修改 

修改细则第82条之四第1款：“期限延误的宽恕”   

       修改说明：新细则增加了因电子通信服务普

遍不可作为期限延误宽恕的理由。该条款的修订

适用于造成期限延误的事件发生在2016年7月1

日当天或之后的任何国际专利申请。 

 

关于“通信语言”的修改 

修改细则第92条第2款：“（通信）语言”   

       修改说明：新细则规定对于申请人向国际局

提交的信函，可用语言由原来的英文或法文增加

至国际公布语言中的任何一种。该条款的修订适

用于通信日期在2016年7月1日当天或之后的任

何国际专利申请。 

 

修改影响是什么？ 

  7月1日，专利合作条约实施细则（下称细

则）迎来部分新生效的法规。这些新法规给申请

人带来哪些影响？   

 

使用国际局在线系统（ePCT）的申请人可选择

更多种语言与国际局进行通信（细则第92条第2

款（d）和行政规程第104条（c））   

       国际局在线系统是一个集申请、受理、审查

和流程管理功能于一身的“单一共同网络界面”系

统，已被越来越多的申请人使用。此次改法赋予

该系统用户特别的好处，即ePCT用户将可以使

用法文和英文之外的国际公布语言与国际局通

信。以申请人依据《专利合作条约》第19条修改

权 利 要 求 为 例，改 法 前，申 请 人 无 论 是 否 为

ePCT用户，在进行修改时都应提交一份用英文

或法文撰写的信函；改法后，如果申请人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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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PCT用户，则所述信函除了可以用英文或法文撰写

外，还可以使用该申请的公布语言撰写。  

  

电子传送服务的普遍性失效成为申请人请求期限宽恕

的理由（细则第82条之四） 

  专利申请在国际阶段如果遭遇“不可抗力”导致耽

误期限，申请人可以请求期限宽恕。改法前，“不可

抗力”被明确定义为战争、革命、骚乱、罢工、自然

灾害等情形；改法后，“不可抗力”情形扩展至包括

“电子传送服务的普遍性失效”情形。 

  这里所说的“电子传送服务的普遍性失效”是指影

响广泛地理区域或多个个体的停机情况，而不是仅与

特定建筑物或单一个体有关的局部问题，同时该情形

的发生是不可预期的，且在该情形发生时申请人没有

其他传送方式可选择。例如，虽然发生不可预知的停

机，但如果申请人还可以选择前往处在同城的受理局

面交文件，则不得以“电子传送服务的普遍性失效”为

由请求期限宽恕。 

  需要申请人注意的是，无论是改法前还改法后，

细则所述的期限宽恕均不适用于优先权期限和进入国

家阶段期限。 

 

申请人有更多机会被提醒改正申请文件中存在的瑕疵

表述（细则第9条）   

      作为申请文件表述的基本要求，PCT国际专利申

请文件中不得包含违反道德或公共秩序的用语和附

图，以及贬损他人或与申请内容无关的表述。改法

前，受理局和国际检索单位有义务提醒申请人改正这

种瑕疵表述；改法后，国际局和补充国际检索单位也

将承担此项提醒义务。   

 

申请人可请求在国际局公开的文件中删除某些信息

（细则第48条和第94条）   

       在国际局将要公开或已公开的相关申请文件中

可能包含一部分不宜公开的信息，此次改法赋予了申

请人请求删除这些信息的机会。 

  具体来说，申请人在向国际局提出删除请求时，

须阐明请求删除的信息同时满足以下条件：第一，该

信息明显与专利申请内容的披露无关；第二，该信息

的公开明显有损于他人的人格利益或经济利益；第

三，与披露该信息相关的公共利益不占主导性考虑。

例如，在一份涉及飞机螺旋桨的PCT国际专利申请的

说明书中记载的保密烹饪配方，或者在PCT国际专利

申请的说明书中记载某人的真实身份证号，以及在申

请人提交的请求恢复优先权的证据中包含的医生诊断

证明等，都有可能构成此类信息。 

  申请人提出删除请求的期限与其请求删除信息的

出处有关。如果该信息属于国际公布的内容，例如该

信息包含在说明书或权利要求书中，则申请人应在国

际公布技术准备完成前提出删除请求；如果该信息不

属于国际公布内容，而存在于信函等文件中，则申请

人可以在任何时候提出删除请求，即使该信息已公开

也可请求国际局将其撤下。 

 

申请人提出优先权恢复请求的相关文件将被受理局传

送至国际局（细则第26条之二第3款）   

       申请人在国际阶段提出优先权恢复请求时通常

会附带一些文字性说明或声明，并有可能提交一些必

要的证据。改法前，受理局在收到这些文件之后并无

法定义务将这些文件传送给国际局；改法后，受理局

将有义务传送这些文件。不过，如果这些文件包含了

前述申请人可以请求删除的信息，则申请人也可以请

求受理局不传送包含这些信息的文件。 

  综上，近期生效的PCT法规使申请人在语言利

用、信息披露和期限救济等方面获得更加灵活宽松的

待遇，申请人对此应多加关注和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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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印发《专利收费减缴办法》的通知  

财税[2016]78号 

国家知识产权局，各省、自治区、直辖市、计划单

列市财政厅（局）、发展改革委、物价局、知识产

权局，新疆生产建设兵团财务局、发展改革委： 

  为贯彻落实国务院《关于新形势下加快知识产

权强国建设的若干意见》（国发〔2015〕71号）有

关要求，更好的支持我国专利事业发展，减轻企业

和个人专利申请和维护负担，根据《中华人民共和

国专利法实施细则》（国务院令第569号）有关规

定，我 们 制 定 了《专 利 收 费 减 缴 办 法》（见 附

件），现 印 发 给 你 们，请 遵 照 执 行。 

  附件：《专利收费减缴办法》  

财政部 国家发展改革委 

2016年7月27日 

 

 

专利收费减缴办法 

  第一条 为贯彻落实国务院《关于新形势下加快

知识产权强国建设的若干意见》（国发〔2015〕71

号）要求，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专利法实施细

则》有关规定，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专利申请人或者专利权人可以请求减缴

下列专利收费： 

（一）申 请 费（不 包 括 公 布 印 刷 费、申 请 附 加

费）； 

（二）发明专利申请实质审查费； 

（三）年 费（自 授 予 专 利 权 当 年 起 六 年 内 的 年

费）； 

（四）复审费。 

  第三条 专利申请人或者专利权人符合下列条件

之一的，可以向国家知识产权局请求减缴上述收

费： 

（一）上年度月均收入低于3500元（年4.2万元）的

个人； 

（二）上年度企业应纳税所得额低于30万元的企

业； 

（三）事业单位、社会团体、非营利性科研机构。 

  两个或者两个以上的个人或者单位为共同专利

申请人或者共有专利权人的，应当分别符合前款规

定。 

  第四条 专利申请人或者专利权人为个人或者单

位 的，减 缴 本 办 法 第 二 条 规 定 收 费 的 85%。 

  两个或者两个以上的个人或者单位为共同专利

申请人或者共有专利权人的，减缴本办法第二条规

定收费的70%。 

  第五条  专利申请人或者专利权人只能请求减缴

尚未到期的收费。减缴申请费的请求应当与专利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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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 POLICIES & 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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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利收费减缴办法》印发 

  ※国家知识产权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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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同时提出，减缴其他收费的请求可以与专利申请同

时提出，也可以在相关收费缴纳期限届满日两个半月

之前提出。未按规定时限提交减缴请求的，不予减

缴。 

  第六条 专利申请人或者专利权人请求减缴专利收

费的，应当提交收费减缴请求书及相关证明材料。专

利申请人或者专利权人通过专利事务服务系统提交专

利收费减缴请求并经审核批准备案的，在一个自然年

度内再次请求减缴专利收费，仅需提交收费减缴请求

书，无需再提交相关证明材料。 

  第七条 个人请求减缴专利收费的，应当在收费减

缴请求书中如实填写本人上年度收入情况，同时提交

所在单位出具的年度收入证明；无固定工作的，提交

户籍所在地或者经常居住地县级民政部门或者乡镇人

民政府（街道办事处）出具的关于其经济困难情况证

明。 

  企业请求减缴专利收费的，应当在收费减缴请求

书中如实填写经济困难情况，同时提交上年度企业所

得税年度纳税申报表复印件。在汇算清缴期内，企业

提交上上年度企业所得税年度纳税申报表复印件。 

  事业单位、社会团体、非营利性科研机构请求减

缴专利收费的，应当提交法人证明材料复印件。 

  第八条 国家知识产权局收到收费减缴请求书后，

应当进行审查，作出是否批准减缴请求的决定，并通

知专利申请人或者专利权人。 

  第九条 专利收费减缴请求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不

予批准： 

（一）未使用国家知识产权局制定的收费减缴请求书

的； 

（二）收费减缴请求书未签字或者盖章的； 

（三）收费减缴请求不符合本办法第二条或者第三条

规定的； 

（四）收费减缴请求的个人或者单位未提供符合本办

法第七条规定的证明材料的； 

（五）收费减缴请求书中的专利申请人或者专利权人

的姓名或者名称，或者发明创造名称，与专利申请书

或者专利登记簿中的相应内容不一致的。 

  第十条 经国家知识产权局批准的收费减缴请求，

专利申请人或者专利权人应当在规定期限内，按照批

准后的应缴数额缴纳专利费。收费减缴请求批准后，

专利申请人或者专利权人发生变更的，对于尚未缴纳

的收费，变更后的专利申请人或者专利权人应当重新

提交收费减缴请求。 

  第十一条 专利收费减缴请求审批决定作出后，国

家知识产权局发现该决定存在错误的，应予更正，并

将更正决定及时通知专利申请人或者专利权人。 

  专利申请人或者专利权人在专利收费减缴请求时

提供虚假情况或者虚假证明材料的，国家知识产权局

应当在查实后撤销减缴专利收费决定，通知专利申请

人或者专利权人在指定期限内补缴已经减缴的收费，

并取消其自本年度起五年内收费减缴资格，期满未补

缴或者补缴额不足的，按缴费不足依法作出相应处

理。 

  专利代理机构或者专利代理人帮助、指使、引诱

专利申请人或者专利权人实施上述行为的，依照有关

规定进行处理。 

  第十二条 本办法自2016年9月1日起施行。此前有

关规定与本办法不一致的，以本办法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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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利费减备案系统十问十答 

问：费减备案信息已确认提交，备案人类型

填写错误，能否更正？ 

答：专利费减备案系统的备案信息一经提交

均不允许修改，备案人在预览时须仔细核

对，确认无误后再提交。 

 

问：在专利费减备案系统中提交备案信息

后，应该多长时间提交证明材料原件？ 

答：备案人在系统中提交备案信息后，系统

会反馈一个具体的提交证明文件期限，备案

人应该在该期限届满前将相关文件提交至指

定的审核机构。 

 

问：在系统中提交备案信息后，什么时候可

以提交专利申请并请求费减？ 

答：从备案人在系统中提交备案信息的次日

起，申请人即可使用专利费减备案系统反馈

的备案证件号提交专利申请并请求费减：在

提交专利申请时请求专利费减的，只需在

《专利申请请求书》中勾选“请求费减且已完

成费减资格备案”；在申请日后请求费减的，

则需提交《费用减缴请求书（申请日后提交

适用）》，并填写专利费减备案证件号。 

 

问：某单位现在享受70%的费减，在9月1日

之后是否可以按照新办法享受85%的费减？

如果可以，该如何操作？ 

答：可以，该单位需要在费减备案系统中进

行备案，审批合格的可以按照新办法享受

85%的费减。该单位可以在费用缴纳期限届

满日两个半月之前，提交《费用减缴请求书

（申请日后提交适用）》请求减缴尚未缴纳

的费用。 

 

专利费减备案系统十问十答 

  ※中国知识产权报   胡姝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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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当事人于今年10月第一次进行费减备案，用于

请求2016年度费减，今年10月至12月又进行2017年

度的费减备案，这种情况，是否要提交两次费减证明

文件？ 

答：专利费减备案系统每年10月1日起开放下一年度

备案，即在每年的第四季度可选择为当年和下一年度

备案，如果同时选择为当年和下一年度备案，则只需

提交一次证明材料，如果分两次选择进行备案，则需

分别提交证明材料。 

 

问：费减备案的证明文件邮寄至代办处后，备案人如

何获知审核结果？ 

答：费减备案审核结论作出后，系统会以手机短信的

形式告知备案人，备案人也可登录备案系统查看审核

结果；申请人请求费减是否批准，以国家知识产权局

发出的费减审批通知书为准。 

 

问：申请人在实体不变的情况下更名，是否需要变更

备案信息？如何操作？ 

答：对于审核合格的备案信息，如果申请人名称发生

了变更，则允许在备案系统中进行名称变更，可通过

选择相应备案信息，点击“名称变更”进行办理。 

 

问：在有多个申请人的情况下，是否可以部分申请人

备案，部分不备案？如果新增申请人，在原申请人已

备案的情况下，新增申请人是否可以不备案，直接提

交证明材料？ 

答：无论纸件申请还是电子申请请求费减，申请人均

须提前在专利费减备案系统中办理备案，且所有申请

人均应满足费减资格。自9月1日起不再接受以纸件

方式逐件办理费减业务。 

问：费减备案系统中联系地址/注册地址填写框中，

选择下拉框中缺少某些市/区，例如新成立的工业园

区/高新区，该如何填写？ 

答：对于下拉框中没有相关选项的市/区，备案人可

在之后的输入框中直接填写正确的地址即可。 

问：如何查询申请人是否已备案以及其审核状态？ 

答：查询时可登录专利费减备案系统，在“费减备案

查询”中输入“备案人名称和备案证件号”，查询申请

人备案信息和审核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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灵长类大脑中的基因表达 

Nature 535 (2016年7月21日) 

继近年来小鼠和人类大脑基因表达图集发表之后，Ed Lein及同事现又发表了反映猕猴出生前和出生后大脑

发育情况的一个高分辨率转录图集。猕猴是用于人脑发育和疾病研究的最重要非人灵长类模型。他们的数据

呈现了与脑成熟相关的全面转录动态，同时比较分析也揭示了人类特有的基因轨迹。与人类神经发育疾病相

关的候选风险基因倾向于在发育中的猕猴新脑皮层中以疾病特异性模式共表达(co-expressed)。 

Article  doi: 10.1038/nature18637 

 

肠道微生物和宿主胰岛素敏感性 

Nature 535 (2016年7月21日) 

这项研究探讨微生物肠道代谢组与胰岛素抗性之间的关系，发现在胰岛素抗性个体中脂多糖和支链氨基酸

(BCAA)生物合成的潜力增大。这表明，由生态失调诱导的血清代谢组变化有助于糖尿病的发生。微生物功

能与胰岛素抗性之间的正相关主要是由少数几种微生物驱动的，尤其是普氏菌(Prevotella copri)和普通拟杆

菌(Bacteroides vulgatus)。让小鼠感染普氏菌，导致血清中BCAA循环水平升高和葡萄糖耐受不良加重。 

Article   doi: 10.1038/nature18646 

 

乳腺癌对化疗的抵抗力 

Nature 535 (2016年7月21日) 

乳腺癌易感基因BRCA1和BRCA2的功能是保护基因组不发生DNA损伤。由于这个原因，能够损伤DNA的药

物在临床上被用来治疗缺失BRCA的癌症。然而，这些治疗的有效性窗口可能较窄，很多癌症会产生抗药

性。André Nussenzweig及同事发现，细胞因PTIP蛋白的失去而产生抗药性。在没有该蛋白的情况下，在

DNA复制过程中停滞的复制叉会受到保护而不发生降解，这使得细胞能够存活。这项研究揭示了对癌症治疗

产生抵抗力的一个以前人们不知道的机制。 

Article    doi: 10.1038/nature18325 

 

来自人体微生物群的新型抗生素 

Nature 535 (2016年7月28日) 

绝大多数系统性细菌感染都是来自人体微生物群的内源性病原体造成的。这是由于其多药耐药性菌株的普遍

存在，机会病原体 金黄葡萄球菌（Staphylococcus aureus, 常见于鼻孔外口）是临床上最重要的病原体之

一。允许或干预病原体定植的机制目前仍不清楚。这项研究显示，里昂葡萄球菌（S. lugdunensis），一种

国 

际 

热 

点 FOCUS  

《Nature》本月亮点 

 ※Natureasia.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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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金黄葡萄球菌共享鼻腔环境、与金黄葡萄球菌人类带菌率降低相关的共生菌，产生了一种新型环肽抗生素

lugdunin，它在动物模型中抑制了金黄葡萄球菌的定植。Lugdunin对主要病原体具有杀菌作用，且不易使

金黄葡萄球菌产生抗药性，这说明lugdunin，或产生lugdunin的共生菌对于防止葡萄球菌感染可能有重要

价值。 

Article   doi: 10.1038/nature18634 

News & Views   doi: 10.1038/535501a 

 

多巴胺信号快速传导 

Nature 535 (2016年7月28日) 

在一个关于作用于纹状体的多巴胺能神经元的重要模型中，多巴胺的相位性释放被认为驱动了基于奖励的学

习，而紧张性的多巴胺释放则使系统更偏向于运动（或不运动）。Mark Howe 和 Daniel Dombeck发现，

小鼠加速运动时，背侧纹状体的多巴胺能轴突内会出现快速相位信号，这种信号还能导致运动加速。他们进

而展示，传递运动信号的轴突来自黑质致密部，主要以背侧纹状体为目标，而传递奖励信号的轴突则来自腹

侧被盖区，主要以腹侧纹状体为目标。这些发现表明，多巴胺信号能以亚秒精度影响奖励学习和运动，并说

明精确的信号时序和神经元类型与治疗多巴胺相关疾病有关 。 

Article    doi: 10.1038/nature18942 

 

基于五个原子量子比特的量子计算机 

Nature 536 (2016年8月4日) 

本期封面离子阱照片展示了组成射频Paul阱电极的四个刀片，Paul阱囚禁了可光寻址的线性离子链。在一些

领域中，人们正翘首期盼功能性量子计算机的诞生。比如说，在模拟化学反应或大数因数分解等问题中，量

子计算机的表现将超越任何经典计算机。虽然人们已在小型量子计算机上运行过算法，但迄今为止，人们还

未能设计出无需改变硬件而可以轻松重构、编译不同算法的可编程量子计算机。在本期《自然》中，

Shantanu Debnath及同事展示了一个可编程的小型量子计算机，用五个囚禁原子离子充当量子比特。原则

上，这种结构可扩展至更多量子比特。封面摄影：S. Debnath & E. Edwards, Joint Quantum Institute。 

Letter   doi: 10.1038/nature18648 

 

2型糖尿病的基因变异 

Nature 536 (2016年8月4日) 

80余个基因组位点的常见变异被认为与2型糖尿病易感性有关，但是它们只解释了一小部分的预估遗传性。

一些研究假设，罕见或低频率的遗传变异可能在很大程度上解释其余风险。现在，本文作者为这一假设提供

了一种检验方法，作为GoT2D和T2D-GENES项目的一部分，对2型糖尿病开展了大规模测序研究。他们的

工作提供了迄今为止最为全面的糖尿病风险遗传结构分析，且能够检验罕见或低频率的遗传变异所扮演的角

色。他们发现，研究确认的大多数遗传风险变异都是常见的，且出现在先前的全基因组关联分析所定位的区

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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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rticle    doi: 10.1038/nature18642  

News & Views   doi: 10.1038/nature18906 

 

一个曾经休眠的黑洞周围的空间-时间 

Nature 535 (2016年7月21日) 

首次于2011年3月28日检测到的潮汐式瓦解事件 “Swift J1644+57” 被认为是一个恒星正在被一个曾经休眠

的黑洞吞噬所产生的一个后果。在这篇论文中，Erin Kara等人报告了对相对论X-射线回声或回响所做的观

测。这些回声或回响来自从“Swift J1644+57” 中的 “内吸积流” (inner accretion flow)反射出的发生了引力

红移的K 光子。作者估计该黑洞的质量为几百万个太阳质量，说明吸积速度至少是 “Eddington limit”的10

倍。这些观测结果并不支持以前的解释，后者认为X-射线来自一个喷射流的相对论运动区域。 

Letter     doi: 10.1038/nature18007 

 

违反常理的电子配对 

Nature 535 (2016年7月21日) 

基础物理学的一个原理认为，带相似电荷的粒子相互排斥，但在固体中不可思议的事情却有可能发生：电子

可以聚到一起。在合适的晶格振动帮助下，电子能克服它们的排斥力形成 “界偶” (bound pair)，这是能导致

超导性的一个众所周知的效应。Shahal Ilani及同事设计产生了一个在其他电子帮助下电子相互吸引的甚至

更为奇特的效应。他们是通过以亚微米的高精度将两个碳纳米管电子装置相邻放置做到这一点的。被约束在

一个碳纳米管中一个小区域内的电子之间的排斥力可以通过准确放置和调整另一个碳纳米管而被转变成吸引

力。这项研究解决了关于电子配对是否可能这样一个长期未解的基础问题，为量子电子装置提供了一个新颖

的平台。 

Letter       doi: 10.1038/nature18639  

News & Views     doi: 10.1038/535362a 

 

线粒体DNA影响代谢和衰老 

Nature 535 (2016年7月28日) 

José Antonio Enríquez及同事使用核基因组相同、但线粒体DNA不同的同源小鼠品系，对线粒体DNA序列

变异的影响进行了研究。他们显示，线粒体基因组对生理的许多层面（包括胰岛素信号传导、肥胖和端粒缩

短）有着深远的影响，并导致了寿命中位数的差异。因此，非病理性线粒体DNA变异对代谢影响广泛，这种

差异在生命后期更加明显。作者提出，线粒体基因组与核基因组之间的相互作用可能是影响这一现象的一个

重要因素，这对线粒体置换领域或许有参考价值。 

Letter      doi: 10.1038/nature18618  

News & Views     doi: 10.1038/nature189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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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cience》本月要闻摘录 

 ※科学中国  
改造免疫系统来纠正其自身缺陷 

       研究人员能够设计出一种T细胞，它们能特异性地针对免疫系统中的机能失常的成分（它会导致自身免

疫性疾病）并将其杀灭，但同时不会伤害仍然能保护机体的健康免疫细胞。某些自身免疫性疾病的发生是因

为某个亚组的B细胞（它们会对具有特定性状的病原体做出反应）误将人的自身组织视作异物，促使免疫系

统的其它部分对其发动攻击。目前，治疗自身免疫性疾病的策略涉及范围广泛的免疫抑制，这会让患者更容

易受到感染；病人也会常常出现疾病复发。现在，由Christoph Ellebrecht等人在小鼠中得到的初步结果显

示，一种针对性更强的方法可能适用于治疗自身免疫性疾病。受到最近显示能成功治疗白血病的一种方法的

启发，研究人员对嵌合抗原受体（CARs）如何能被用来将失控B细胞作为标靶进行了探索。CAR技术涉及收

获会触发免疫反应的抗体，并将抗体与T细胞（这是能将病原体杀死的细胞）融合。通过对这种方法进行细

微调控，研究人员创建了一个T细胞武器库，它们能针对一种特定的病原体——而在自身免疫性疾病中，它

们所针对的是异常B细胞。寻常型天疱疮（PV）是威胁生命的自身免疫性疾病，它会导致皮肤起泡。因此，

该团队获取了此病的关键蛋白Dsg3——B细胞因为能识别它而引起天疱疮——并将它与能激活T细胞的信号

蛋白融合。当研究人员将这种设计的T细胞注入小鼠体内时，小鼠的以Dsg3为标靶的B细胞浓度减少并进而

降低了皮肤的起泡。此外，这些设计的T细胞会分裂增殖，表明用CAR技术来治疗PV（也许还包括其它自身

免疫性疾病）可能会有持久的效果。 

Article #17: "Reengineering chimeric antigen receptor T cells for targeted therapy of autoimmune 

disease," 

 

火星上的一令种人困惑的沙丘形状 

       研究人员在火星上发现了一类沙丘，其大小间于涟漪状沙丘与波状沙丘之间，它与在地球上所见的任何

沙丘都不同。由于沙丘会随着时间推移而以岩石状态被保存，因此这些神秘的沉积物积淀可能代表了一种了

解火星大气演变的线索：即火星如何从一个气候较为适宜的地方变成如今所观察到的气候恶劣、干燥的场

所。在地球上，刮风和流水在通过沙地时会导致大型沙丘或小型沙纹的形成，它们被统称为底形。应用来自

火星勘测轨道飞行器和好奇号漫游器的的一组图像，Andre Lapotre和同事在此对火星的底形图像进行了分

析。他们说，尽管他们所分析的沉积物确实是由风在沙上吹拂形成的，但这些沉积物更类似于在水下形成的

沙丘形状和沙纹间隔。根据在地球上的数十年水槽实验，研究人员弄清楚了一种比例缩放关系，它能用来预

测水下波纹的波峰至波峰间距；他们最终证明，它能准确地预测新的火星风致波纹间距。研究人员将这些沉

积物（它们是由不同于在地球上所见的大气条件造成的）命名为"风曳波纹"。因为Lapotre和同事还能证明

这些波纹的大小可随大气密度而改变，因此他们创建了一种方法——它能用火星沉积岩观测来检测火星大气

密度随着时间而发生的总体变化。 

(doi:10.1001/jama.2016. 8662) Article #10: "Large wind ripples on Mars: A record of atmospheric 

evolution,"  

 

南极臭氧层破洞开始"愈合"？  

       据新的研究报道，在持续了几十年后，南极上方臭氧层空破洞已经开始"愈合"，表明臭氧在增加。这些



Science & Technology office of Nanjing University            南京大学科学技术处 

60  

结果表明，在近30年前签定的一个历史性协议正带来正面的回报，这不仅表明地球第二个主要的大气层（同

温层）中臭氧耗损的速度减缓，而且还表明可识别的臭氧增加正在形成之中。1989年生效的《关于损耗臭氧

层物质的蒙特利尔议定书》是一项国际协议，旨在通过逐步淘汰众多导致臭氧耗竭物质的生产来保护臭氧

层。了解臭氧因应这一协议和相关努力所带来的愈合程度仍然存在着广泛的公众、政策和科学方面的兴趣。

尽管到目前为止的分析显示了自协议签订以来同温层臭氧恢复的某些早期迹象，但这些征象大体上表现为臭

氧衰减速度降低及臭氧耗竭趋于平缓；有关臭氧在极地一带有所增加的记录则一直较少。更重要的是，在

2015年10月，南极的臭氧洞达到了创纪录的水平，从而给出了一个自相矛盾的结果。为了进一步检查自

2000年来因应控制耗竭臭氧物质和其他变量以来极地臭氧的变化趋势，Susan Solomon和同事在此将臭氧

的直接检测和模型计算相结合。他们发现了南极臭氧层"愈合"的数个一致性的信号，尤其是在9月份，当时

他们发现了臭氧柱量的定期、季节性增加。研究人员还评估了由自然因素（这些因素包括火山爆发）造成的

臭氧健康的变化；他们说，自从约2005年以来，这些火山爆发延迟了臭氧洞的愈合，并大幅促成了近年来臭

氧丧失的年际变异。 

Article #16:"Emergence of Healing in the Antarctic Ozone Layer," 

 

海洋热浪触发了生态系统的剧烈转变 

       据新的研究报道，澳大利亚西海岸外的快速升温已将大片海草林转变成热带与亚热带的海洋生态系统。

这些结果揭示了短时间内发生的剧烈转变——在这段时间内，一波海洋热浪导致了963平方公里海草林的丧

失。自1970年代以来，沿着澳大利亚海岸中-西段的海草林经受了海洋温度的不断增加，最近还穿插了在过

去215年中最热的三个夏天。为了更好地理解这些升温如何对该地区生态系统造成冲击，Thomas 

Wernberg等人于2001-2015年间在65处岛礁对海草林、海藻、鱼、无脊椎生物和珊瑚进行了勘查，因为在

那段时间内，该区域受到了一波极端海洋热浪的袭击。在2010年12月的极端热浪发生之前，海草林覆盖着

澳大利亚中西段海岸外浅岩礁的70%以上——然而，2年之后，勘查数据显示，43%的该海草林已经消失。

在29°S以北地区所受冲击尤烈，过去那里茂密的海草林已经消失或减少了90%以上。在热浪发生的5年之

后，研究人员没有观察到海草林恢复的迹象。相反，他们注意到，会形成自己地盘的海藻有了大幅增加，而

那里的具亚热带和热带水域特征的物种也发生了大幅改变。例如，他们发现，刮削和吃草鱼类的生物质增加

了400%，这是一组具有生活在珊瑚礁区域特征的鱼类。 

Article #10::"Climate-driven regime shift of a temperate marine ecosystem,"  

 

三恒星系统中的不寻常行星成像 

       天文学家用成像技术第一次发现了一颗位于3恒星系统中的行星。该行星的奇特位置令人费解，它如何

进入其多恒星系统内做轨道运行有几种可能，因此可被用来完善行星形成的理论。到目前为止，在多恒星体

系内找到系外行星已被证明颇具挑战性，因为大多数被直接成像的外行星都是在单一恒星周围被发现的，而

在双恒星系统内要找到系外行星则较为少见。Kevin Wagner和同事在此用"甚大望远镜"（VLT）和分光偏振

高对比度系外行星研究仪（SPHERE）对一个被称作HD 131399的相对年轻的三行星系统进行了观察。在该

系统内，他们发现了一颗大约为木星4倍之大的气态巨行星。这颗名叫HD 131399Ab的行星似乎以非常宽的

轨道环绕着其中某一颗恒星运行，而另外2颗恒星则位于其轨道之外，这种情况极不寻常。作者提出了HD 

131399Ab可能进入其独特轨道的几种方式，其中包括它可能曾经环绕2颗恒星运行并通过与另外一颗行星

或与其双星相互作用而经历了一次散射事件。对这一神秘体系做进一步的研究或能对行星如何形成与变轨提

供线索。 

Article #13:"Direct Imaging Discovery of a Jovian Exoplanet Within a Triple Star Syst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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尾巴的演化：从水中到陆地  

       据一项新的研究报道，当早期脊椎动物从水中出现时，它们的尾巴可能对帮助它们在陆地游走起着关键

作用。这些基于动物和机械模型以及数学分析的结果或能对了解地球上陆地生命的起源提供线索。在大约

3.85亿至3.6亿年前，生命体首先出现在海洋深部的水中，接着，早期的四足动物开始登陆；但是，这些动

物所适应的是水中生活，它们必须找到独特的方法让它们能在陆地上行动，而海岸线所呈现的颗粒状表面和

倾斜的海岸更给其行动增添了挑战。为了更多地了解这些动物的这一早期运动，Benjamin McInroe和同事

对现代弹涂鱼的动作进行了研究，这种鱼有时喜欢用其鳍在陆地上"溜达"，并偶尔会用尾巴做腾跃动作。研

究人员发现，在平地上，尾巴对横向运动的益处甚微。然而，随着表面坡度增加（如人们沿着河岸可能见到

的），尾巴在帮助弹涂鱼向前行进的过程中显然变得更为重要。例如，在坡度为10?时，在弹涂鱼完成的所

有"步数"中，有大约三分之一用到了尾巴；当坡度升到20?时，尾巴使用的比例超过了一半。而在平地上前

行时，它们基本上不用尾巴。该团队还制造了一个能模拟弹涂鱼和早期四足动物不同动作的机械装置，并通

过操纵其肢体来更好地了解鱼鳍和鱼尾如何协调而将鱼体在陆地上向前推动。作者们显示，在平地上，角度

是该机械鱼用"鳍"向前移动身体的关键；在坡度较陡时，与弹涂鱼的情况相似，机械鱼的尾巴成为其横向运

动的主导因子。相同地，机械鱼的尾巴可用于锚定身体，使它不会沿着斜坡往回下滑。由John Nyakatura

撰写的《视角》对这一研究做了更详细的讨论。 

Article #6: "Tail use improves performance on soft substrates in models of early vertebrate land 

locomotors," 

 

机械魟登场，由光活化大鼠细胞提供动力  

       研究人员制造出了一种魟鱼机械模拟，它是由光敏大鼠心脏细胞提供动力和制导的。鳐鱼类包括魟鱼，

它们以其扁平身体和从其头部延伸而成的长翼状鳍而著称。这些鳍会模仿由鳍前至鳍后的高能效波浪状运动

来移动，令鳐鱼类能优雅地在水中穿行。受到这种构造的启发，Sung-Jin Park等人致力于建造一种具有类

似性质和功效的微型、软组织机械。他们制造了模拟魟鱼形状的电荷中性的金质骨架，其外覆盖着一薄层弹

性聚合物。沿着该机械魟鱼的顶部，他们策略性地排列了大鼠的心肌细胞。当受到刺激时，这些心肌细胞会

令鳍部向下收缩。刺激这些鱼鳍回复至向上运动则需要第二层的心肌细胞；但是研究人员所设计的金质骨架

的形状储存着某些向下的能量，它们源自这些心肌细胞最初受到刺激之时，并会在心肌细胞松弛时被释放，

令鱼鳍抬高。这些心肌细胞通过遗传工程而会对光做出反应，因此研究人员能通过光脉冲来控制该机械鱼运

动。不对称脉冲可被用来让该机械鱼向左或右转，不同频率的光线可被用来控制其运动速度，作者们在一系

列的视频中进行了演示。该方法好到足以指导机械鱼通过一个基本的障碍训练场。该机械魟鱼含有大约20万

个心肌细胞，它的长度为16毫米，重量仅10克。 

Article #7:"Phototactic guidance of a tissue-engineered soft-robotic ray," 

 

生物多样性已降至被认为是"安全"的阈值之下 

       新的研究报告称，约58%的地球陆地表面的物种"完整性"已经降至一个研究团队所指出的安全限度之

下。这些结果也许是迄今为止对全球生物多样性变化所做的最全面的量化分析，它们为目前生物多样性丧失

的程度（到目前为止一直阙如）提供了重要线索。生物多样性完整指数（BII）能体现物种丰富程度的改变—

—通常，其安全限度被设在具警戒性的BII下降10%，它表明在未受人类影响时，某特定栖息地内物种丰度的

安全阈值应达到其应有丰度的90%。（但有些研究者说，该降幅可被至多安全地设在70%。）为了对全球BII

变化进行评估，Tim Newbold等人对位于1万8600个地方的3万9100多个物种的超过230万个记录的数据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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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了分析，该数据集比先前分析全球生物多样性完整程度的研究显著地更为全面。他们的BII图揭示，全球

生物多样性已降至84.6%，低于所提的90%的安全阈值。即使计入了特定地区新出现的物种，但BII通常仍然

低于所建议的门槛——为人类影响之前数值的88%。土地使用压力对生物多样性的影响因生物群系而变，所

受影响最剧的是草原，而冻原和北方森林所受影响最小。总的来说，Newbold等人的分析表明，14个陆地

生物群系中有9个已经超过了所提出的生物多样性安全限度，但如果将新出现的物种纳入评估，这一数值会

降至7/14。作者们提出，在纳入vs排除新出现物种时显示的模型模拟间的差异凸显了了解这些新物种对生态

系统功能影响的需要。由Tom Oliver撰写的《视角》更为详细地对这项研究进行了讨论。 

Article #16:"Has land use pushed terrestrial biodiversity beyond the planetary boundary? 

 

水模型中的一个缺失环节 

       新的研究表明，一个在地球系统模型中大体被忽略的过程可能比科学家们过去认为的更能影响大规模的

土壤蒸发和植物蒸腾，这有助于量化全球的水循环。这些结果为目前无法确认复杂水循环相互作用的方法提

供了线索。蒸发蒸腾量（ET）是土壤蒸发（E）和植物蒸腾（T）的总和，它代表了地球水循环的一个关键部

分。然而，因为T取决于植物的过程，而E依赖于浅表土壤的湿度，因此这两种过程对物理驱动因子会做出不

同反应。最近，科学家们就T和E如何受到各种变量（包括一个在现有水模型中未被掌握的变量）的独特影响

进行了辩论：通过地表下的水向河流或其它排放水体的运动（也被称作横向地下水流动）。Reed Maxwell

和Laura Condon在此利用了一个将地下水和地表水流动偶联来模拟具有和没有横向地下水流动时的水通量

模型，研究涵盖了北美大陆大河流域中的大部分。在一年中，科研人员每小时会运行一次他们的模型模拟。

他们的模拟揭示，横向地下水为蒸腾提供了一个独特的关键性额外水源。实际上，在某些情况中，它引起的

蒸腾比土壤蒸发要多30倍以上。研究人员提出，能接触较深层水的植物令它们能在浅层土壤干燥时从深部汲

水。这项研究的结果强调了在地球系统模型中纳入横向地下水（尤其是当地下水位变化变得更常见时）的重

要性。 

Article #10:"Connections between groundwater flow and transpiration partitioning ," 

 

扭曲光学：用新角度看待光线 

       研究人员研发出产生扭曲微型光束的方法，它们与螺旋线相似。尽管在较大尺度上用庞大装置已经实现

了这一壮举，但在微观尺度制造同样效果的能力仍然难以实现。然而在较小尺度利用这种角度光线会通过增

加信息传播速度而使电信与信息技术取得重要进展。在自然情况下，光线是以直线传播的，但当其有更多自

由度时，它能用来储存比线性状态更多的信息。Pei Miao和同事在此对一种微环、圆筒样结构做出某些改

变，该结构能被用来让光进行角度投射。该结果能导引光波沿着该圆筒内测传播，但当光线同时以顺时针和

逆时针方向传播时，这些光波会相互抵消。为了克服这一障碍，并让光线在该微型环中单向传播，研究小组

添加了交替的锗与锗+铈层。通过这种策略安排，这些交替层使得光线汇聚成一个单点，并会通过该微型环

做单侧传播，作者通过实验证实了后者。 

Article #5:"Orbital angular momentum microlaser," 

 

番茄能通过检测到寄生性藤蔓分泌的肽来抵抗其侵害 

       新的研究揭示，番茄能通过发现寄生植物的某种肽而遏阻寄生植物的攻击。在全球范围内，寄生植物导

致农作物数十亿美元的损失，更好地了解某些植物如何击退入侵者或能帮助减轻这些损失。反折菟丝子是一

种寄生植物，它能感染大多数双子叶植物的茎干，但一个例外是一种叫Solanum lycopersicum的番茄。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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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有时会通过致病微生物分泌的独特的肽而发现致病微生物，这会促使宿主植物分泌应激相关激素乙烯。在

此，Volker Hegenauer等怀疑，S. lycopersicum番茄可能用类似的策略来应对寄生植物，他们证实了这一

点。S. lycopersicum番茄对反折菟丝子超级敏感，但是另外3种对照植物则不敏感。通过分析S. lycopersi-

cum番茄和另外一种野生番茄间的自然变异，研究人员发现了导致这一敏感性的受体，他们将其命名为菟丝

子受体1（CuRe1）。当研究小组在另外2种植物（一种与S. lycopersicum番茄非常接近，另一种则是S. 

lycopersicum的远亲）的叶子中诱导相应基因表达时，这两种植物都会对菟丝子肽做出反应：乙烯生成增

加，它们都表现出对菟丝子侵害抵抗力的增加。但是作者们指出，仅对CuRe1敏感不能驱动对菟丝子的免

疫，因为某些对CuRe1缺乏敏感性的番茄植株仍然对该寄生植物的感染有抵抗力。由Vardis Ntoukakis和

Selena Gimenez-Ibanez撰写的《视角》更为详细地讨论了这些发现。 

Article #8:"Detection of the plant parasite Cuscuta reflexa by a tomato cell surface receptor ," 

 

无需大量使用抗生素而大规模生产生物燃料 

       与其在含有制造生物燃料微生物的大桶内使用大量的抗生素来控制对其的培养，研究人员研发出了一种

新的技术：用改良菌株通过竞争来战胜可能造成污染的微生物。这些改良菌株能消耗异生物质营养成分，后

者并非天然产物，大多数微生物也无法令其降解，因此，只有产生生物燃料的改良微生物才能利用这些异生

营养成分生长。生物燃料有望成为一种比传统的石油或汽油更具可持续性的能量来源，然而，大规模生产生

物燃料仍然颇具挑战性。例如，从微生物中大规模生产燃料需要在大型储库中进行培养；如果有其它微生物

开始在这些严格控制的反应器中生长，则会对产量和生产力产生负面影响。为了寻找解决方案，Arthur 

Shaw等人希望创制出能通过竞争打败其它污染菌株的改良菌株，后者仍然能生成生物燃料。他们称这种新

技 术 为 ： 稳 健 底 物 利 用 操 作 技 术（robust  operation  by  utilization  of  substrate  technology，

ROBUST）。首先，该团队设计了一种大肠杆菌株，它能将三聚氰胺作为营养物质，但其它细菌则无法正常

利用三聚氰胺。在一个富含三聚氰胺的培养环境中，改良菌株能很快通过竞争战胜野生型菌株。这个过程在

2种酵母菌中也有效。研究人员改良了酿酒酵母菌株，令其能将氰化物和亚磷酸盐作为营养物。同样地，一

个解脂耶氏酵母菌株也通过改良而能利用亚磷酸盐。这两种改良菌株都能在一个氰化物和/或亚磷酸盐介质

中通过竞争战胜各自的对照菌株，该介质被用于甘蔗汁和小麦秸秆木质纤维素水解产物培养基中，这是2种

广泛使用的工业原料。作者们指出，尽管需要做进一步的研究，其它几种可能的生物燃料产物也可能得益于

ROBUST。由Rebecca Lennen撰写的《视角》更详细地讨论了这一研发结果。 

Article #14:"Metabolic engineering of microbial competitive advantage for industrial fermentation 

processes ,"  

地质学数据为中国传说中的大洪水提供了支持 

       研究人员为中国曾经发生过的"大洪水"提供了地质学依据；大洪水是黄河流域的一次灾难性事件，夏朝

被认为就是在该事件后诞生的。他们说，这次洪灾大约发生在公元前1920年，这一事件比传统上认为的要晚

了几个世纪——这意味着夏朝及其著名君主大禹所开创的时代也可能比中国史学家所认为的要晚。根据中国

的传说，大禹因治理洪水而名闻遐迩。Wu Qinglong和同事写道，通过疏通，大禹驯服了具有破坏性的洪

水，"这让他赢得了建立夏朝的天命...并标志着中国文明的开始。"大禹的故事在流传了一千年后被写入历

史，然而，却一直找不到有关他所治理的洪水的地质学证据。因此，David Montgomery在相关的《视角》

文章中解释道："有些学者曾经指出，这个故事只是一个古老神话的历史化版本，或是一种为帝王集权统治

辩护的宣传。" 

 

       Wu Qinglong和同事在此通过重构沿着黄河发生的一系列事件（包括由山体滑坡所生成的偃塞湖及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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堤坝溃决等）为一场洪水浩劫提供了地质学证据，这些证据或能成为大洪水的依据。研究人员对青海省某个

堤坝下游在溃决时所留下的沉积物进行了绘测及年代测定。通过进一步的研究，他们确定，冲破堤坝的洪水

势头巨大。用放射性碳测年技术对包括人骨在内的标本进行检测，他们将该洪水发生的年代定在公元前1920

年。作者们说："该洪水与古籍中描述的大洪水的主要特点有共同之处。"如果他们所测定的洪水确实是"大洪

水"事件，那么，研究人员提出，夏朝开始的新的时间将是公元前1900年。这一日期不仅与黄河流域从新石

器时代到青铜时代的重大过渡时间吻合（从而可能解决一个在中国历史上长期存在的有关夏朝开始时间与历

史上这一重要时期之间关系的矛盾），而且它也与二里头文化开始的时间吻合；二里头文化是中国青铜器早

期的主要文明，从而支持该文明是夏朝考古遗迹的论点。总之，结果揭示，这些重大的自然与社会政治事件

在时间上的吻合可能成为一个例证，即极端自然灾害将沿黄河居住的许多人群连在一起，他们对一场灾难做

出了深刻、复杂的文化反应。 

Article #13:"Outburst flood at 1920 BC supports historicity of China's Great Flood and the Xia dyn-

asty ," 

 

阳光在水面驱动有机化学反应 

       据新的研究报道，在水珠表面所发现的脂肪酸会与阳光起反应而形成有机分子，这在本质上揭示了一种

先前未知的光解形式。这些结果会影响那些考虑气溶胶颗粒的模型，包括那些与气候变化相关的模型。一般

认为，羧酸和饱和脂肪酸（它们在整个环境中都大量存在）仅与羟基自由基起反应，它们不受阳光影响。然

而，先前的这些结论是基于对气相或溶解于溶液中的分子的观察。Stéphanie Rossignol和同事在此对液-气

相中的壬酸（NA）进行了研究，这些分子与表面水会有相互作用。当研究人员对液体表面的NA进行研究

时，他们观察到，当NA暴露于紫外光时会形成有机化合物。他们进行了一系列的研究以对可能的污染进行

校正，他们得出结论：NA确实造成了所观察到的导致这些化合物的光化学反应。基于所观察到的光化学反

应类型，作者说，类似的反应可能对所有羧酸分子都是常见的。作者们说，鉴于环境中脂肪酸如此常见，这

些在气溶胶上或处于其它液体位相的光化学反应可能会对局部臭氧和颗粒形成产生显著影响。Veronica 

Vaida在相关的《视角》中指出，这些先前未被重视的次级有机产物"将会影响次级有机气溶胶的质量、组成

和光学特性，并转而定义这些颗粒对气候、空气品质和健康的总体影响"。 

Article #14:"Atmospheric photochemistry at a fatty acid–coated air-water interface," 

 

用等同"搜索与替换"基因来改变活体基因组 

       包括George Church在内的研究人员在完全重新书写活体细菌基因组的道路上取得了新的进展。一旦能

得到这样一种重新编码的有机体，通过结合非标准但却有用的氨基酸，该有机体能表现出自然界中看不到的

特征。它还能让制药业和其它产业中培养的细菌对病毒具免疫力，从而省下因病毒污染造成的数十亿美元的

损失。最后，研究人员指出，由于实验室外的编码限制，这种微生物中的改动遗传信息无法污染自然细胞，

因此对其的创制可终止实验室设计的生物体污染野生型生物体的基因。在活体生物的DNA中，相同的氨基酸

可由多种密码子编码；密码子是由3个核苷酸字母组成的DNA"词汇"。过去的研究证明，有可能用大肠杆菌

中等同于"搜索与替换"的基因将单一密码子代之以另类密码子；现在，Nili Ostrov、Church和同事对取代

整个基因组中多个密码子的可行性进行了探索。通过探索如何根除6万多例7种不同密码子，研究人员尝试将

大肠杆菌编码中的密码子数量从64个减少至57个。他们系统性地用另类密码子替换了所有6万2214例的这些

7种密码子。研究人员说，在研究人员组装并测试的再编码大肠杆菌片段中，所有7种密码子的情况都被替

代，而受到基础氨基酸改变冲击的大多数基因能够正常表达。作者们写道，尽管他们无法制造一个能充分运

行的57-密码子大肠杆菌，但"如此规模的功能改变的基因组还没有被探索过。"他们的结果对下一步在基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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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写竞技场（即创制一种全部重新编码的生物体）中该怎么做提供了关键的线索。 

Article #17:"Design, synthesis, and testing toward a 57-codon genome ," 

 

研究人员终于找到了大脑内降低体温的传感器 

       经过长期努力，研究人员终于锁定了充当脑内温度调节器的神经元。他们的发现或能被用于在降温对身

体有益情况下（如创伤后康复）治疗性地控制体温。核心体温对生存至关重要，它通常由身体维持在37摄氏

度左右的一个狭窄范围内。尽管对这一精致协调的脑内温度传感器进行了几十年的研究，但科学家们一直无

法找到其基础性的分子温度传感器。Kun Song和同事在小鼠下丘脑样本中发现了能因应温度高于生理设定

点37°C时唯一被激活的神经元；下丘脑是脑内发现并调节体内温度的中枢。研究人员发现，这些神经元会表

达离子通道TRPM2；这些离子通道不仅会发现温度上升而阻止体温过高，而且（如在小鼠发烧模型试验中

所显示的）还能限制因应感染的体温上升。研究人员的方法为遥控小鼠核心体温提供了一种方法，它能让人

们进一步了解改变的核心体温对诸如创伤康复、能量消耗、肥胖和长寿等过程的影响。 

Article #19:"The TRPM2 channel is a hypothalamic heat sensor that limits fever and can drive hy-

pothermia,"  

 

风暴天气会"轰炸"海洋并发出有用的波 

       在大西洋中的各种源自"气候炸弹"的涟漪中，科学家们第一次发现了一类较罕见的地球深部震颤，有助

于我们更加清楚地了解地球的结构和运动，甚至还包括那些源自海洋的运动。被称作微震的隐约震颤是在风

暴发生时由坚固的地球海洋底部之上海水波动摇晃所引起的现象。微震可在地球的任何地方被检测到，它能

以表面波动的形式及较为近来时以体波形式被检测到，表面波动仅通过地球表面移动，而体波则会通过地球

内部移动。体波一般来说是地震源的较为详细的预测因子，然而，科学家们迄今只能记录到P波--它是压缩

体波，它以在地震前仅能被动物感测而出名。与此同时，我们在地震时能感觉到的SV和SH等"涟漪"体波还

有待在微震活动中被检测到。在这项研究中，Kiwamu Nishida和Ryota Takagi在日本的中部至南部地区的

202个地震波监测台成功地检测到了所有的P、SV和SH波，他们用的是高灵敏度地震台网阵列，在那里，在

深洞底部安置着一台地震仪，旨在感测位于格陵兰和冰岛间某气旋搅动水所产生的体波。更重要的是，作者

们确定了该体波源的方向和距离，为波动路径以及它们穿行而过的地球结构提供了线索。Nishida 和 Takagi

的发现为地球内部复杂拼图找到了一个重要的拼块，它们可能有助于更准确地检测地震和海洋风暴。由

Peter Gerstoft 和 Peter D. Bromirski撰写的一则《视角》文章详细阐述了微震的事实和历史背景。 

### 

Article #13: "Teleseismic S wave microseis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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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型纳米级核磁共振显微镜问世 灵敏度超高 

 ※威锋网      

       莱顿大学物理研究所的博士生 Jelmer T. Wage-

naar 和 Arthur de Haan 的新型核磁共振显微镜能够

捕捉原子级分辨率的 3D 图像，其灵敏度比相似的显

微镜要好上 1000 倍，不过它需要在接近绝对零度的

情况下工作。 

       核磁共振显影仪工作的原理是这样的：带电后，

人们体内原子的核心会开始旋转运动，它们会产生极

小的磁场。而核磁共振显影仪中的磁场会把因特定电

波运动的原子的核心排列好；电波信号关闭后，原子

核又会回到正常的状态。原子核的旋转运动生成了描述原子位置的电波，内科医生依此得到了人们身体内

部的图像。 

       “温度越高，原子运动的幅度越大，” Wagenaar 告诉  Digital Trends 记者，“这就像拍照一样，当

某人快速运动时，拍出来的照片就会模糊。当那人站好时，得到的照片就会清晰。在绝对零度条件下，原

子就不动了。因此越能接近绝对零度工作，取得的图像就会越清晰。” 

       通过降低操作环境的温度，Wagenaar 和他的同事用他们的新型显微镜捕捉到了比例更高的原子核

旋转。证明了他们的核磁共振显微镜比同类仪器灵敏 1000 倍。他们的研究成果发表在了 Physical Re-

view Applied 杂志上。 

       目前，Wagenaar 和同事们还在继续改进他们的研究成果，他们希望这种显微镜最终能应用于医学

研究中，以从未有过的视角去观察病变细胞，让医学家能更深入的了解阿兹海默和帕金森等疾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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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NA存储技术创造新纪录 存储容量已达200MB 

 ※cnBeta.COM     

       DNA存储技术是利用人工合成的脱氧核糖核酸（DNA）作为存储介质，具有高效、存储量大、存储时

间长等优点。据外媒报道，近日来自微软和华盛顿大学的一组研究人员宣布他们已经在DNA存储技术方面

创造新纪录，目前已利用这项技术完成了约200MB数据的保存，其中包括古登堡计划（Project Guten-

berg）数据库中的100部经典文学作品。 

       研究人员表示，首先他们需要把数据中诸多由“0”和“1”组成的长串转换为DNA序列的四个基本组成部

分 ： 腺 嘌 呤（A）、鸟 嘌 呤（G）、胞 嘧 啶（C）和 胸 腺 嘧 啶（T）。随 后 他 们 利 用 聚 合 酶 链 式 反 应

(Polymerase Chain Reaction)技术轻松地识别他们需要查找的DNA序列“地址编码”。之后研究人员再利用

DNA测序技术，“读取”数据，并通过利用“地址”对数据进行整理，将数据恢复成原来的视频、图像或文档。

将把DNA用于数据存储，保存时间可以长达数百或数千年。 

       人类“数字宇宙”的数据总量有望在2020年达到44万亿GB，届时将超出我们的存储能力。为了弥补存储

空间的不足。微软和华盛顿大学研究人员尝试将数据信息储存在DNA内。研究人员表示，1立方毫米即可

存储125000 GB的数据，而一个鞋盒大小的DNA存储设备足以容纳700EB数据。 

       2012年哈佛大学遗传学家乔治·切齐(George Church)利用DNA储存技术完成了约700KB数据的保

存， 随后将700亿本书编码进DNA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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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家研制出碰撞后能弹回原状的金属 

 ※快科技  

       金属硬度很高，但是如果它也拥有一定的弹性呢？《每日邮报》报道称，科学家研制出了一

种新的金属，简单来说，这是一种钛合金网线材料，添加在碳纤维中可以加固聚合物，而这种材

料可以使物质强度增至3倍，有助于避免碰撞损伤，并且迅速恢复原始外形。 

       这种新材料除了使用在飞机的机翼和机头上外，还可用于汽车上，其弹力将潜在地削减汽车

碰撞之后的维修成本，被轻微碰撞后车身能够反弹恢复至原始形状。 

       据悉，这种弹力材料通过吸收碰撞作用力，将该碰撞作用力扩散至较大的物体表面区域，之

后该表面将逐渐恢复原始外形。 

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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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发明超轻形状记忆合金 

 ※新华社  

       日本东北大学一个研究小组日前发明一种超轻形状记忆镁钪合金，密度为此前常见的镍钛诺

记忆合金的70%，有望应用于航天等领域。形状记忆合金在加热升温后能完全消除其在较低温度

下发生的形变，恢复形变前的原始状态。这种合金的另一个独特性质是在特定温度下发生“超弹

性”效应，表现为能承载比一般金属大几倍甚至几十倍的可恢复应变。 

       形状记忆合金以镍钛诺记忆合金为典型代表，在医疗、建筑、航空航天等领域应用广泛。 

       东北大学的研究小组发现，新的超轻镁钪合金除了具有以往镁合金的六方最密堆积结晶构

造，还可形成体心立方结构，在零下150摄氏度时展现出超弹性特征。此外，还可通过改变钪的

含量来改变镁钪合金发生超弹性效应的操作温度。这种合金因此弹性极好且有形状记忆特性，在

高强度和高延展性方面具有很好的平衡性。 

       研究小组称，迄今人们已经发现了镍钛系、钛系等多种形状记忆合金，但还没有发现以镁等

轻量元素为主体的超轻形状记忆合金。此发明有望适用于航天等对轻量性要求较高的领域。相关

研究成果已发表在最新一期美国《科学》杂志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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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子计算机创造新突破：牛津量子逻辑门精度提至99% 

 ※雷锋网  

       一台真正意义上的量子计算机尚未真正到来，

但它或许会比我们想象中要早一些。上周，《物理

评论快报》（Physical Review Letters）报道称，

牛津大学教授的研究实现了量子计算机研发进程的

一个重大突破：由英国工程和物理科学研究理事会

（EPSRC）资助的网络量子信息技术中心（NQIT）

的 科 学 家 已 经 将 量 子 逻 辑 门（quantum  logic 

gate）的精度提升至99%。 

       其意义在于：人类构建的量子逻辑门精度已经

达到了实际构建一台量子计算机所需的理论精度基

准。 

首先，量子计算机和传统计算机都是用来处理数据

的工具，其输出态和输入态之间存在逻辑关系。通

常将实现从输入态到输出态演化的单元叫逻辑门。 

       而如今牛津大学两位教授的研究主要是寻找到

了使用原子来构建量子逻辑门的方法。我们知道，

量子具有量子叠加 （系统同时包含所有的可能测量

结果，一旦某个测量发生，则结果将为定值）和量

子纠缠（多粒子的叠加态，它们的属性相互关联影

响）这两个特性。而该方法是需要将两个不同的原

子放入到同一个量子纠缠态之中。之前已有专家表

明如果这种逻辑门的精度低于99%，那么理论上就

不可能构建出量子计算机。理论的阈值需要达到

99.9%。 

       此次研究成果的作者之一David Lucas在解释

量子纠缠概念时表示：“量子纠缠描述了一种有两个

量子物体存在的情况——在我们的案例中是两个单

独的原子——它们共享一个共同的量子态。也就是

说，测量其中一个原子的性质可以了解另一个原子

的性质。” 

       根据论文摘要，研究人员在激光驱动的两量子

位和单量子位逻辑门上分别实现了99.9（1）% 和

99.9934（3）% 的保真度（Fidelity），显著超过

了容错量子计算所需的约99%的最小阈值水平。 

诚然，高精度的逻辑门是制造量子计算机的基础，

但高精度的逻辑门还不足以让我们创造出真正的量

子计算机，这一科学研究还有许多难题需要攻克。

Lucas表示：“量子逻辑门本身并不能构成量子计算

机，但如果没有它们，你也不能造出量子计算机。” 

       量子计算作为先进的计算机技术，在人工智能

研究等需要海量计算的研究领域方面而显示出巨大

的潜力价值。牛津大学莫德林学院研究者、论文的

第一作者Chris Ballance博士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

示：“事实证明量子机制的信息操作方式能给量子计

算机带来远比任何可以想象的常规计算机更加高效

的解决特定问题的方法。比如安全密码破解、搜索

大型数据集等。量子计算机天生就很适合模拟其它

量子系统，这可能有助于我们，比如说，理解化学

和生物学相关的复杂分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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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家发现"液态金属"  
 ※环球科技  

       据每日邮报报道，澳大利亚墨尔本市RMIT大

学的研究人员利用无毒金属镓合金提炼出神奇的滴

液，为T-1000式液态“终结者”的诞生铺平道路。这

种导电材料可自我组装，能被用于制造3D显示器

和其他复杂的机器元件。金属镓在室温条件下就会

呈现液态，将其与铟和锡等金属添加到水中，并改

变PH值，这种金属液滴就可以自由移动。RMIT大

学的研究人员正尝试使用这种导电的液态金属制造

电子元件，它们可以自己移动，就像T-1000式液

态“终结者”那样变形，并进行自我组装。 

       与电子设备中的现代元件不同，它们依然是基

于固态元件的电路，而将来的电子元件可能更柔韧

灵活，能够根据需要移动和重新配置。项目领导者

库罗什·卡兰塔尔 -扎德赫（Kourosh  Kalantar-

zadeh）表示：“利用这些发现，我们可以制造自

主操作的移动物体、开关或水泵，由周围流体组合

驱动自我组装的液态金属。” 

       扎德赫表示，最终，利用这些发现原理，研究

人员将可按照需要制造3D液态金属机器人，就像T

-1000式液态“终结者”。 

一种新的病毒使科学家重新思考感染过程  

※中新网  

       一种新发现的病毒正在让科学家重新思考病毒

感染是如何工作的。在蚊子中发现的此种病毒，被

分解成多件，如果蚊子不与其中至少几件接触，也

不会受到感染。这种现象动摇了我们现有的知识，

即一旦你接触了病毒的任何部位，你就会得到充分

的感染。周四在《Cell》杂志上发布的一篇论文，

描述了这种新病毒如何工作，这种病毒被命名为

Guaico Culex。 

       研究显示，其他病毒的所有基因都是打包在一

起的，Guaico Culex的五个基因分开包装，蚊子需

要接触时至少四个不同的部分才能被感染，而且第

五个基因似乎是可选的，或者可以控制病毒的致命

程度。Guaico Culex病毒似乎无法感染人类，但研

究团队在乌干达猴子身上找到了类似的病毒，这表

明这类型的病毒也有可能感染人类。 

       这项研究是一个更大项目的一部分，看着蚊子

病毒是如何工作的，以及如何影响人类。蚊子 这种

吸血者，可以传播多种疾病，包括西尼罗河病毒，

黄热病和兹卡病毒。今年夏天早些时候，美国食品

和药物管理局甚至批准了一项计划，以基因工程修

改蚊子DNA，让它们无法携带并且传播兹卡病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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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家发现新型光：或将对计算机和量子物理产巨大影响 
 ※新浪科技    

       据国外媒体报道，一项最新研究显示，我们可

以把光与单个电子联结在一起，结合两者的特性，

从而创造出一种新型的光。开展该研究的科学家来

自帝国理工学院。据他们表示，结合后的光和电子

将拥有新的特性，能够产生与光子、而非电子互动

的电流。它还能帮助研究人员在可见尺度上研究量

子物理现象，后者控制了比原子更小的粒子的行为

模式。 

       图为艺术家所绘概念图，描绘了光被困在拓补

绝缘体表面的情景。一项最新研究显示，我们可以

把光与单个电子联结在一起，结合两者的特性，从

而创造出一种新型的光。 

       在普通材料中，光会与材料表面和内部的电子

产生一系列反应。但帝国理工的研究人员们利用理

论物理建立了光的表现模型，并运用了一类新发现

的拓补绝缘体材料，结果发现光可以仅与材料表面

的一个电子进行反应。这就创造出了一种混合体，

把光和电子的部分特性融合在了一起。 

       在普通材料中，光会与材料表面和内部的电子

产生一系列反应。 

       在正常情况下，光以直线传播，但和电子联结

在一起之后，光就会沿着电子的路径传播，对材料

表面进行追踪。文森佐·吉亚尼尼博士（Dr Vincen-

zo Giannini）和同事们成功建立了在一个纳米级粒

子周围进行的互动模型。该粒子由拓补绝缘体制

成，直径还不到10纳米。 

       它还能帮助研究人员在可见尺度上研究量子物

理现象，后者控制了比原子更小的粒子的行为模

式。 

       他们的模型显示，在光拥有了电子的特性、传

送该粒子的同时，电子也拥有了光的一部分特性。

正常情况下，当电子在材料中传播时（如以电流的

形式），一旦遇到材料有所缺陷之处，它们便会停

下来。但吉亚尼尼博士的研究团队发现，就算该纳

米粒子表面存在瑕疵，电子在光的帮助下，仍然能

在其表面上传播。 

       因此，如果将电流转化为光路的话，它们就会

更加“坚强”，更不容易受到各种干扰和物理瑕疵的

影响。吉亚尼尼博士说道：“此次研究结果将对我们

想象光的方式产生巨大的影响。”“拓补绝缘体从发

现到现在还不到十年时间，但已经为我们提供了很

多值得学习的新现象，以及探索重要物理概念的新

途径。” 

       吉亚尼尼博士补充说，利用现有科技，我们应

当也能观察到他在实验中模拟出的现象。该研究团

队正在与实验物理学家合作，希望将其变为现实。

他认为产生这种新型光束的过程可以成比例地放

大，以便让研究人员更容易观察到这一现象。就目

前而言，只有在观察体积非常小的物体、或者被超

级冷却后的物体时，我们才能见到量子现象。但有

了此次新发现，科学家或许在室温下也能观察到此

类现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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替代硅超越石墨烯 黑磷将成下一个万亿市场？ 
 ※TECH2IPO创见   

       科学家最近发现黑磷有望超越石墨烯，成为硅

理想的替代材料。初中化学中学过的为数不多的物

质之一就是磷，最常听到的是红磷和白磷，黑磷其

实也是磷的一种同素异形体。百余年前，化学家就

合成出了黑磷这种物质，合成后没有了后文。由于

石墨烯带来的二维材料的热潮，直到2013年才有人

重新把兴趣集中在黑磷上。在2014年上半年一系列

的文献中，有人通过剥离的方式得到了10到20个原

子厚度的超薄黑磷薄膜，现在黑磷二维材料已经成

为了晶片界的一个新宠。 

       黑磷让人兴奋的地方在于其可以制备出超薄黑

磷（也称为磷烯），其非常类似二维材料石墨烯。

但是与石墨烯最大不同在于，磷烯存在能隙，而石

墨烯没有。那能隙是什么呢？在半导体中，由于能

隙的存在，半导体只有吸收足够的能量才会呈现出

另一种状态，即在半导体原件中可以表示0和1。如

果没有能隙存在，就很难表示数字电路中的逻辑状

态。 

       黑磷的能隙还可以通过黑磷层数进行微调，凯

斯西储大学电气工程学院的助理教授冯·菲利普

（Philip Feng）解释道。其能隙电压可以控制在0.3

-2.0伏特范围内，这个覆盖成都几乎涵盖了最近发现

的所有二维材料的能隙电压。而且它可以作为其他

不同物质之间间隙的连接桥梁。 

       韩国成均馆大学的科学家最近通过结合不同材

料调整了黑磷的能隙电压值，制作出的晶体管非常

接近现在常见的硅芯片结构。 

       能隙作用除了实现以上功能，还对材料的光电

特性有影响。科学家也对黑磷的光电能力做了研

究，美国明尼苏达大学光子学专家李默（Mo Li，音

译）说：「光电特性包括光的吸收、发射和调制，

半导体材料的光学性能主要依赖于能隙的大小。」

黑磷的能隙范围意味着它可以吸收0.6到4.0微米波长

的光，如果换算成颜色，其覆盖范围在可见光到红

外线区间。这个光谱范围是黑磷在光相关传感器应

用的关键。 

       李默的研究小组制作了一个基于黑磷的光线探

测器，这个光线探测器每秒能够转换三十亿比特的

光信号。 

       不幸的是，黑磷难以制备，难以保存。目前只

有一种制备方法，就是将红磷在高温高压下形成黑

磷，然后将黑磷剥离成可制备纳米材料的原子厚度

的薄片。而更不幸的是，黑磷暴露在空气中后，就

会和空气中的水蒸气和氧气反应，性能就会大打折

扣。「幸运的是，许多惰性材料都可以用来保护黑

磷材料，延长黑磷设备在空气中的使用时间。」李

默说。 

       如果解决了这些问题，硅时代可能就要改名叫

黑磷时代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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