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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校化学化工学院鞠熀先教授研
究组近年来针对 miRNA 分析检
测领域中高效检测手段缺乏的问
题，长期从事 miRNA 的高灵敏
检测和细胞内 miRNA 的原位检
测方法学研究。近日该研究组以
《MicroRNA: Function, detection 
and bioanalysis》为题在 Chemical 
Reviews—美国《化学评论》（IF: 
41.298）上发表综述性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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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自然出版集团（Nature Publishing Group）的最新统计和报道：2012 年，在所有《自然》和自然

子刊上发表的研究性论文中，有 8.5%的论文是来自于中国的作者，这一数字比 2011 年同比增长了 35%。

根据今天作为《自然》增刊出版的《2012 中国自然出版指数》，来自中国的作者 2012 年度在《自然》

和自然子刊上共发表了 303 篇论文。2011 年发表的论文总数为 225 篇，占当年总数的 7%；2010 年发

表的论文总数为 152 篇，占当年总数的 5.3%。如果追溯得再久一点，在 2000 年，当年只有 6 篇发表在

《自然》和自然子刊的论文有来自中国的作者参与。 

《2012 中国自然出版指数》发表的数据更明显地说明了中国科研产出的质量正在迅速提升，中国正在成

为科技论文发表和科研产出的国际领先力量。全球学术机构论文发表的统计结果将会于今年 6 月发表，与

其他传统科技强国相比，中国的增长尤为显著。 

在机构排名中，中国科学院和中国科技大学和 2011 年一样，继续稳坐科研产出最多的前两位。位列第三

到第五位的分别是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和上海交通大学。排在第六位的是在 2012 年度表现突出的华大基

因，其 2011 年的排名还是第十。《2012 中国自然出版指数》还对各城市的科研产出进行了排名。北京

继续排在第一，从第二到第五依次为上海，合肥，香港和武汉。截止 2013 年 8 月，南京大学以 NPI 指数

（Nature Publishing Index、自然出版指数）6.38 排名中国内地各高校及科研院所中的第 6 位。 

 

《2012 中国自然出版指数》公布中国高校及科研院

所的《自然》及其子刊的出版情况 
撰稿人：自然出版集团、科学技术处摘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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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图展示的是中国国内各高校在不同的学科领域对 Nature 出版集团的各期刊的贡献度。按贡献比例高低列出了几所主

要高校。 

蓝色图：代表物理学科领域；红色图：代表化学学科领域；绿色图：代表地球科学领域；黄色图： 代表生命科学领域 

 

2012 年，在 18 种 Nature 子刊中，南京大学在

Nature Communication 、 Nature 

Nanotechnology、Nature Materials 上发表的

文章数量名列国内高校前五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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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加强国家科技计划经费监督管理工作，近期，科技部、财政部共同召开加强科技经费监督暨经费巡视检查启动视频会

议。会议对如何加强科研经费监管、提高经费使用效率以及今年的科技经费巡视检查工作进行部署。  

全国政协副主席、科技部部长万钢，财政部部长助理余蔚平，中央纪委驻科技部纪检组组长郭向远出席主会场会议，会

议由科技部副部长王伟中主持。江苏省科技厅相关处室负责人，各科研院所、高等学校、有关企业代表到分会场参加会

议，我校相关部处领导参加了此次会议。  

会上，万钢从珍惜来之不易的科研条件和创新环境、管好用好科研经费是科技界的共同责任、加强对科研经费监管工作

的要求等三个方面作重要讲话，对管好、用好财政科技经费提出了明确的要求。他指出，财政科研经费是公共财富，是

纳税人的钱，管好用好，切实保障资金的安全，发挥出资金的效益，是科技管理部门的职责所在，也是每个科研单位、

承担科技项目的科技人员的责任和义务。  

万钢表示，科技部将把科研人员作为开展监管工作的根本出发点和立足点，寓监管于服务之中。通过加强宣传培训力度，

为科研人员答疑解惑，让科研单位和科研人员熟悉政策、理解规定、正确运用。其次，科技经费监管工作要紧紧依靠承

担科技项目的法人单位。课题承担单位对课题的经费使用要行使监督权，要有切实的内控监督制度，使国家财政资金的

管理要求在本单位落到实处，确保资金的合理使用和安全。同时，各单位也要切实落实科研人员的激励政策。要对经费

相对比较集中的重点科研团队，配备财务管理人员专门管理经费，使科学家能够集中精力投身科研。第三，作为科技项

目过程管理的一个重要环节，科研经费巡视检查工作是要依据规章制度，对经费使用过程进行检查，对一些重大项目、

重点课题要重点抽查。对于违规现象要制止整改，对于违纪违法的情况要零容忍，一旦发现查实，要知会法人单位，依

法依规进行处理。  

  万钢要求各级各部门要努力完善科技经费的管理工作，提高科研经费的使用效率，营造良好的科研创新环境。希望

广大科研人员对所从事的科学事业要心存敬畏，对人民的爱护和尊重心存敬畏，对纳税人的劳动奉献心存敬畏，廉洁自

律、奋发图强，为实现党的十八大提出的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早日建成创新型国家做出贡献。 

 

 

 

 

科技部、财政部召开加强科技经费监督暨经费巡视检

查启动视频会议 
撰稿人：科学技术处 谢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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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 年 8 月 1 日上午，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在北京召
开科学道德建设通报会，通报了基金委在科学道德建设的
举措以及 2010 年以来基金委监督委员会受理科研不端行
为投诉举报以及处理情况。 

基金委党组书记、主任杨卫院士指出，科研诚信建设是一
项关系科技事业长远健康发展的系统工程，需要在国家层
面进一步完善顶层设计，加强统筹协调，推进信息共享和
部门分工协作。科学基金同样对促进国家科研诚信体系建
设负有重要责任，基金委将从大力营造创新环境、不断完
善制度平台、切实推进依法管理、以技术支撑强化教育防
范作用、持续保持对科研不端行为的严厉惩治态势和加强
科研伦理研究等 6 个方面加强科研诚信建设。通报科学基
金申请与资助过程中一些科研不端典型案例，彰显了基金
委维护科研诚信的决心。 

基金委监督委员会从 1998 年成立以来，遵循最佳实践原
则，不断加强科研诚信建设，逐步形成了教育、监督和惩
治并重的科研诚信建设体系，特别是一直把查处科学基金
资助过程中科研不端行为作为维护科学道德的重要手段。
监督委员会始终围绕维护科学基金公正性和科研诚信建设，
积极探索，研究新问题，采取新措施，不断完善工作机制、
工作制度、工作体系等，为促进科研诚信建设和构建最具
公信力的基金评审制度平台进行了不懈的探索与实践，逐
步形成较完善的工作格局。 

基金委处理科研不端行为的方式过去主要是接受来自科技
界的投诉举报。2010 年起，基金委启动开发了项目相似度
检查系统，并在每年的《项目指南》中专门做了特殊说明，
提醒广大基金申请者撰写申请书时注意行为规范。该系统
的启用是基金委查处科研不端行为“主动出击”的重要举
措之一。通过使用项目相似度检查系统，已成功发现了数
起科研不端案例。 

基金委监督委员会主任陈宜瑜院士指出，随着基金资助强
度的增加，由科研不端行为引发的道德风险的压力不断增
加。在未来工作中，一是要继续开展科研诚信宣传教育；
二是加强信息化手段支撑，研发科研诚信教育软件，建立
不端行为案件库，加强监督工作的信息化管理；三是稳步

推进申请书相似度检查工作，研究完善相关政策；四是推
动科研伦理建设；五是继续开展会议评审的驻会监督工作。 

通报指出，自 2010 年至 2013 年 6 月 30 日，基金委监督委
员会共受理投诉举报及建议 468 件。经监督委员会认真研
究，审议案例 127 件。科研不端行为发生的阶段性较为明
显，主要集中在项目申请阶段。在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受
理的科研不端行为主要包括：信息弄虚作假、重复发表、
抄袭剽窃、伪造、篡改、违反评审规定等几种情况。2010
年至今已对 5 个依托单位提出了内部通报批评，责成 2 个
依托单位加强管理；对 105 位当事人分别做出了通报批评、
内部通报批评、书面警告等相应处理（其中 10 人受到通
报批评，59 人受到内部通报批评）；对 43 个已批准的科
学基金项目做出撤销项目的决定；3 位被举报“杰青”建
议资助项目申请人未获得资助；不端行为案例类型有弄虚
作假 38 人次，论文重复发表 15 人次，抄袭剽窃 17 人次，
造假、篡改数据 6 人次，其他 7 人次。  

国家基金委还公布了 6 起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申请与执
行过程中典型科研不端行为案例的处理决定通报。 

科研不端行为的发生严重破坏科研事业的发展，也严重影
响到学校的声誉。近几年，伴随着自然科学基金事业的蓬
勃发展，我校获得的基金项目和经费也屡创新高。但是在
国家基金项目申请和执行过程中的科研不端行为也屡有发
生，几乎每年学校都会收到基金委监督委员会的协查通报，
也有部分项目被撤销，部分人员被通报，并直接导致学校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管理先进集体的落选。希望广大科研工
作者（特别是青年教师和学生）严格自身行为，提高自律
能力，杜绝科研不端行为的发生。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召开科学道德建设通报会 
撰稿人：科学技术处 高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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获奖成果名称：癫痫多模态磁共振成像新技术临床应用研究 

获 奖 情 况：2012 年度教育部高等学校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科技进  

步一等奖 

主要完成人员：卢光明 陈华富 周东 张志强 罗程 廖伟 左西年 杨天华 

王正阁 焦青 刘永宏 钟元 冯建峰 谭启富 孙康健 陈光辉 段旭君 张捷 

第一完成单位：南京大学医学院 

 

内 容 简 介： 
该项成果来源于多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的研究工作，对癫痫灶

定侧/定位、传播网络及癫痫患者脑功能评价是癫痫临床诊治的重

点和难点。针对这些关键问题，该项目采用医工结合、多学科联合

攻关的模式，历经 15 年，从多模态磁共振（MRI）新方法研发到

临床应用转化进行了一系列创新性的研究，在癫痫临床影像诊断新

技术及病理生理机制研究方面取得了一系列创新性成果。 

1.  开发优化系列多模态 MRI 新技术，在国际上率先应用于癫痫研

究：（1）准确检测出常规 MRI 不能发现的癫痫脑异常灶；（2）

癫痫灶的准确定侧定位。优化基于体素分析的功能和结构 MRI 技

术，检测出原发全面性癫痫的病灶；开发 FMRI 模式识别技术，实

现癫痫分类，准确性高达 83.9%，开发筛选出静息态功能 MRI 的

指标—低频振幅分析方法，实现准确的内侧颞叶癫痫的定侧定位，

敏感性与特异性达 80%与 87%，研究处于国际先进水平。。 

2.  创建静息态功能 MRI 脑功能损伤评价方法，在国际上首次揭示

不同类型癫痫特异的脑功能损害，在无需任务执行情况下，FMRI

对内侧颞叶癫痫及失神性癫痫的注意，默认等功能损害进行客观、

无创、简便及全面的评价。对癫痫脑认知功能的保护具有重要意义。 

3.  创建大尺度癫痫脑网络模型，在揭示癫痫脑活动网络传播机制

方面获得重大突破。首次采用联合功能及结构网络技术，并引入图

论分析方法，揭示了原发全面癫痫脑网络重要节点及大尺度网络改

变等重要病理生理特征；确定了脑功能-结构连接失耦合现象作为

癫痫病程进展的可靠生物学标记。这些结果不仅为癫痫网络理论提

供了重要形象学证据，同时为手术阻断癫痫传播提供了坚实的理论

依据。 

4.  提出癫痫规范化多模态 MRI 研究与临床应用建议，不断开发

MRI 脑成像分析新技术，可持续推动脑功能性疾病 MRI 影像学研

究的深入开展。此外，针对颞叶癫痫在国内率先建立了国人 MRI

正常海马体积标准，提高癫痫 MRI 影像诊断效能。 

通过开发并应用多模态 MRI 新技术，该项目完成 3000 余例癫痫患

者的多模态 MRI 检查；应用成果向全国 41 家三甲医院推广，推动

了功能影像方法学向临床应用的转化。有力推动了国内脑功能性疾

病、特别是癫痫神经影像研究的快速发展。整体上大大提高了癫痫

的临床影像诊断水平。该项研究共发表论文 110 篇，其中 SCI 收录

论文 40 篇，12 篇发表于 IF>5 的顶级国际脑影像杂志上。主编了

《癫痫外科手册》及《癫痫外科学》等专著。在国际及全国学术会

议上报告 24 次。举办国际及全国学术活动 7 次。在国际国内脑成

像领域产生重要影响。 

 

 

 

我校 3 项 2012 年度教育部高等学校科学研究优秀成果

奖一等奖项目介绍（三） 
撰稿人：科学技术处 张云云 

 



科技信息 2013 年第 8 期（总第 194 期） 7 

 

 
 

 

最近我校天文与空间科学学院戴子高教授课题组对
于伽玛射线暴的 X 射线耀发统计研究取得新进展：
在伽玛射线暴的余辉中发现自组织临界现象，其工
作成果以快讯的形式于 2013 年 7 月在线发表于
Nature Physics《自然-物理》上。 

伽玛射线暴是来自宇宙空间的伽玛射线短时间突然
增强的现象。自 1967 年发现以来，该现象的起源
及相应的物理过程一直是天文学家们研究的最前沿
课题之一。2004 年美国宇航局发射了专门观测伽
玛射线暴的 Swift 卫星。该卫星的最重要发现之一
是在主暴结束之后大约一半的伽玛暴 X 射线波段
的光变曲线都有很多上升和下降很陡的峰，即 X
射线耀发现象。研究人员普遍认为这种现象来自于
中心引擎的再活动过程。所以 X 射线耀发对于理
解伽玛射线暴的中心引擎性质和相关物理过程将提
供重要信息。目前有很多 X 射线耀发的模型，包
括戴子高教授等于 2006 年在 Science 杂志上提出
了来自强磁场毫秒脉冲星的磁重联机制（Dai et al. 
2006, Science, 311, 1127-1129）。但是学术界
对 X 射线耀发的物理机制仍然存在争议。 

我校天文与空间科学学院对于伽玛射线暴的 X 射
线耀发研究取得新进展。王发印副教授和戴子高教
授对 Swift 卫星八年来观测的 X 射线耀发数据做了 

 

统计分析。他们发现 X 射线耀发的能量（图 1）、
持续时间（图 2）和等待时间（图 3）的分布和太
阳耀斑存在相似的幂律分布。令人惊奇的是相似的
统计性质存在于我们附近和遥远宇宙中，而能量却
横跨 20 个数量级。由于太阳耀斑产生于磁重联，
所以该研究表明 X 射线耀发很可能也是由磁重联
产生的，从而支持了戴子高教授等在 2006 年提出
的磁重联机制。同时，自组织临界理论可以解释诸
如地震、交通阻塞、金融市场、生物进化和物种绝
灭过程等现象，自组织临界性是目前描述动态系统
整体性规律的“唯一的模型或数学表达”。幂律分
布是自组织临界性的典型表现，表明 X 射线耀发
也存在自组织临界性。 

该研究的主要结果显示了伽玛射线暴的 X 射线耀
发中存在自组织临界性。X 射线耀发和太阳耀斑存
在相似的幂律分布，从而揭示了 X 射线耀发的物
理机制很可能是磁重联。 

以上工作得到了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资助号：
11103007 和 11033002）的经费支持。 

 

 

我校戴子高教授课题组对伽玛射线暴的 X 射线耀

发研究获得新发现 
撰稿人：天文与空间科学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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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a. 太阳耀斑的能量分布；    

b. X 射线耀发的能量分布。 

图 2  a. 太阳耀斑的持续时间分布；   

b. X 射线耀发的持续时间分布。 

图 3  a. 太阳耀斑的等待时间分布；    

b. X 射线耀发的等待时间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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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基是指含不成对电子的原子、分子或离子，如双自由基分子氧气（O2）。自由基研究跟反应机理、结构化学和功能
材料化学密切相关， 并且渗透到物理学和生物医学领域，如有机超导材料四硫富瓦烯（TTF）自由基阳离子盐和调节血
管扩张的单自由基分子一氧化氮分子（NO）等等。由于含有不成对电子的自由基很活跃，大多数自由基的寿命都非常短。
如何稳定短寿命的自由基是该领域的重大关键问题。 

王新平教授课题组自从建立以来一直致力于自由基化学的研究，并围绕自由基结构、反应和功能三个方面展开工作。利
用弱配位阴离子和大位阻配体，该课题组近期在自由基化学领域再次取得系列进展。研究成果以两篇论文的形式发表在
美国化学会报: (1) J. Am. Chem. Soc. 2013, 135, 3414; (2) J. Am. Chem. Soc. 2013, 135，5561。 

三芳基磷与金属的配合物是很多有机合成的催化剂，在有机催化领域有广泛的应用。另外，三芳基磷是潜在的功能材料
氧化还原中心。尽管成百个中性三芳基磷晶体结构已经被报道，还没有一例稳定的三芳基磷自由基阳离子。相反, 三芳基
氮自由基阳离子较稳定，已经做为氧化剂被广泛应用。利用弱配位阴离子和大位阻配体，课题组成功地稳定分离了三芳
基磷自由基阳离子(图 1)。晶体结构表明大位阻配体使自由基的结构趋于平面，跟价层电子对互斥理论 (VSEPR) 预测的
三角锥形结构不同。该项工作在晶体学上提供了三芳基磷自由基阳离子平面构型的强有力证据，发展和丰富了磷的自由
基化学 (J. Am. Chem. Soc. 2013, 135, 3414)。 

肼衍生物(R2NNR2)的一价自由基阳离子和两价阳离子非常稳定，所形成的平面结构跟乙烯相似。然而同族重原子类似物
氧化产物却不稳定。一个可能的原因是, 不同于碳和氮原子，重原子（如磷）之间不容易形成重键。而课题组通过研究发
现四芳基双磷化合物(Ar2PPAr2)被氧化后生成稳定的一价自由基阳离子和二价阳离子（图 2）。晶体结构和量化计算表
明后者含有一个 P-P 双键。该工作将改变人们对重原子肼类似物氧化性质的传统观念。可以预料，利用合适的阴离子和
配体，其它重原子如砷、锑、铋也可能具有类似的性质 (J. Am. Chem. Soc. 2013, 135，5561)。 

以上工作由国家自然科学基金，江苏省自然科学基金，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支持计划，及中组部青年千人计划资助。 

 

 

 

王新平教授课题组在自由基化学领域再次取得进展 
撰稿人: 化学化工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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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图： 

（a）垂向应变为 1*10-4 时的

裂隙分布图 

（b）能量转化图 

左图：  垂向压应变为 0 时的裂隙分布图 

 

颗粒离散元法可以动态模拟岩体的大变形、断裂破坏，是
解决不连续介质问题的主要数值模拟方法，在岩土、矿冶、
构造等领域有广泛的应用需求。长期以来，由于离散元法
巨大的计算量，其计算颗粒通常在几千至几万个，极大地
限制了离散元的发展和应用。地球科学与工程学院施斌教
授课题组刘春博士通过两年的研究，开发了世界上第一个
能在单台电脑上实现百万颗粒三维离散元动态模拟的系统
“MatDEM”。 

此项研究也解决了离散元理论和应用中的一系列问题，得
到了宏观模型力学性质与微观颗粒力学参数之间的转换公
式，实现了离散元模型中能量转化和能量守恒。基于这些
理论研究，可在计算机里构建具有和真实岩体相似力学性
质和破坏性质的材料。并通过改变材料力学参数和应力状
态，来研究不同条件下岩石的变形和破坏特征。MatDEM
为研究岩土体微宏观联系、深部开挖、构造演化等问题提

供了一个有效手段。其二维离散元理论近期发表于地球物
理 国际顶 级期刊 Journal of Geophysical Research- 
Solid Earth（2013，118, 71–82）。编辑评价“This is 
an interesting paper - I look forward to seeing 
future work on this topic and I hope someday our 
computers can do this in 3D”。    目前，三维离散元、
能量转化理论及其应用正在整理当中。进一步内容请关注：
http://acei.cn/program。 

应用示例：MatDEM 在非常规油气开采中有重要的应用
价值。如图 1a 为垂向压应变为-1*10-4 时，各向异性岩石
的 100 万颗粒水压致裂模拟结果。图 1b 为压裂过程中能
量转化图，揭示了裂隙产生与能量的关系。图 2 为无垂向
应力时的裂隙分布图。 

该项研究得到了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和国家自然科学
基金的资助。

 

 

 

 

 

 

地球科学与工程学院成功开发出世界上第一个单机 100 万

颗粒离散元模拟系统 
撰稿人: 地球科学与工程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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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miRNA 的生物功能、检测和生物分析。 

 

图 1  利用功能化 SnO2 纳米粒子实现细胞靶向成像

和细胞内 miRNA 检测示意图。 

 

 

MicroRNA（miRNA）作为一种内源性小分子 RNA，是一种重要的细胞调控分子，广泛存在于人体和几乎所有模式生物
的细胞中，在细胞的增殖、发育、生长分化、凋亡、代谢及癌变等一系列生命过程中起着重要的调控作用。miRNA 的分
析检测对其生物功能研究、疾病诊断以及相关基因药物开发具有重要意义。 

化学化工学院鞠熀先教授研究组近年来针对该领域研究中高效检测手段缺乏的问题，致力于 miRNA 的高灵敏检测和细
胞内 miRNA 的原位检测方法学研究。他们将氧化石墨烯对多种有机染料的荧光猝灭能力与等温链替代聚合酶反应结合，
建立了一种简便、高灵敏、高选择性的多组分 miRNA 同时检测新方法；利用银纳米团簇的模拟酶性质，构建了一种能
同时识别目标核苷酸和可合成银纳米团簇的模板核苷酸序列的分子信标探针，提出了简单、灵敏、无标记的 miRNA 电
化学生物传感方法。这两项工作分别在 Anal. Chem. 2012, 84, 4587-4593 和 Anal. Chem. 2012, 84, 8670-8674
发表。在细胞内 miRNA 的识别、成像和原位检测方面，该研究组利用聚乙烯亚胺包裹石墨烯纳米带复合纳米材料为基
因载体，实现了单细胞内 miRNA 的识别与检测（Biomaterials 2011, 32, 3875-3882）。他们进一步构建了新型叶酸功
能化的荧光 SnO2 纳米粒子，提出了对肿瘤细胞特异性识别、转染、示踪和胞内 microRNA 选择性抑制与原位定量检测
的新方法（图 1），在生物医学和临床研究中具有应用前景，该成果发表在 Angew. Chem. Int. Ed. 2012, 51, 4607-
4612。近期，该研究组以壳聚糖-聚谷氨酸复合物为载体，将量子点修饰的杂交探针转运至细胞内，实现了活细胞内
pre-miRNA 的检测（Plos ONE 2013, 8, e65540）。 

此外，该研究组基于研究工作，以《MicroRNA: Function, detection and bioanalysis》为题在美国《化学评论》（IF: 
41.298）发表综述论文（Chemical Reviews， DOI: 10.1021/cr300362f）。论文以该组 2011 年毕业博士董海峰和
成员雷建平教授、丁霖副教授为共同第一作者，鞠熀先教授为第一通讯作者与北京科技大学合作完成，总结了 miRNA
在多种生理和病理过程中的生物功能，介绍了它在疾病诊断、预测以及药物靶标研究中的潜在应用，对 miRNA 的传统
检测方法以及最近出现的基于分子生物学技术和纳米技术的检测新策略进行了讨论，重点介绍了最新的原位杂交和细胞
内成像技术，及其在活细胞、血液和组织 miRNA 检测中的应用，并阐述了该方向存在的问题及发展前景（图 2）。该论
文有助于研究者深入了解 miRNA 生物功能及检测手段，对新型分析技术的发展具有参考价值。 

 

 

 

鞠熀先教授研究组在 microRNA 检测方法学研究方面取

得进展 
撰稿人: 化学化工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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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由介观化学教育部重点实验室，化学化工学院有机化学学科超分子化学和智能材料课题组王乐勇教授和潘毅教授
共同指导的 2010 级博士生段群鹏和 2012 级博士生曹煜成功地构建了基于水溶性柱[6]芳烃和二茂铁衍生物包结络合作
用的新型超分子囊泡，并首次实现了 pH 调控的超分子囊泡体系应用于药物转运系统（DDS）。相关研究论文“pH-
Responsive Supramolecular Vesicles Based on Water-Soluble Pillar[6]arene and Ferrocene Derivative for Drug 
Delivery”近日以 Article 的形式发表在 J. Am. Chem. Soc. (http://pubs.acs.org/doi/abs/10.1021/ja405014r）上。 

在过去的二十年里，伴随着纳米技术的迅速发展，科学家一直致力于开发能够显著提高药物的生物利用度的新型药物纳
米载体或药物转运系统。这些药物纳米载体或药物转运系统需具备 “智能性”，即不仅需要构筑规整有序的结构骨架实
现高效地负载治疗药物，而且可以在人体内病理部位的特定环境刺激下能够靶向性地释放负载的药物，用于特定的治疗，
从而有效地减轻药物对正常组织或细胞的伤害。自从上个世纪 60 年代囊泡被发现以来，由于其独特的空腔能够包封药物，
因此，囊泡已经被广泛地应用于纳米载体或药物转运系统的研究中。在囊泡的构建方面，具有刺激响应性质的超分子两
亲体构建模块在发展刺激响应的纳米载体或药物转运系统方面有着更好的前景，因为该超分子两亲体具有较好的“智能
性”，实现人体内特定药物释放的功能。迄今为止，仅少数研究报道了基于主客体之间相互作用的超分子两亲体构筑的
囊泡，并用于药物纳米载体或药物转运系统的就更加缺乏。因此，基于主客体作用形成的超分子两亲体构建具有刺激响
应的“智能”超分子囊泡在生物医学，特别是药物转运方面具有重要的作用。此外，在药物转运系统中能够引发超分子
囊泡释放药物的最理想的刺激因素是来自生物体本身，尤其是来自癌细胞不同于正常细胞所特有的环境因素，比如众所
周知的癌细胞的 pH 值明显小于正常细胞的 pH 值。所以，构建新型超分子两亲体组装的具有 pH 响应性的超分子囊泡，
实现正常细胞 pH 值环境下负载药物，不释放药物，而到达癌细胞偏酸性环境下迅速释放抗癌药物的转运显得尤为重要。 

由对苯二酚或对苯二酚醚对位桥联形成的柱芳烃是一类新型的超分子大环主体化合物，由于其独特的刚性且对称的柱状
结构，使得柱芳烃作为大环主体可以选择性识别不同类型的客体分子。因此，柱芳烃在构筑各种有趣的诸如纳米材料、
化学传感器、跨膜通道和超分子聚合物等超分子体系方面引起了广泛的关注。最近我们课题组由林晨副教授和王乐勇教
授共同指导的 2010 级直博生，英才计划入选者夏威同学报道了二茂铁鎓离子客体分子能够与全丁氧基柱[6]芳烃很好的
络合，形成基于主客体作用非常强的新型超分子组装体；而其还原态，即二茂铁与柱[6]芳烃的结合则非常弱，几乎没有
作用（Chem. Commun. 2013, 49, 5085-5087）（图１）。 

基于这项重要的发现，我们更深入地研究了这类新型的超分子组装体，并成功实现了其构建的超分子囊泡用于抗癌药物
的转运。研究发现，二茂铁衍生物——N-1-癸基-二茂铁甲胺（G）可以在水中与水溶性柱柱[6]芳烃(WP6)借助疏水与主
客体作用形成稳定的超分子两亲体，该两亲体在水中可以进一步自组装成具有 pH 响应的超分子囊泡，可以通过调节溶
液的 pH 值实现囊泡可逆的形成与崩解，从而实现抗癌药物米托蒽醌（MTZ）的转运（图 2）。因此，在这项研究中，
我们首次实现了将基于柱芳烃的超分子囊泡用于抗癌药物的转运，即该新型超分子囊泡可以高效地负载抗癌药物 MTZ，
在人体正常生理环境下不释放药物，而在癌细胞偏酸性环境中可以实现抗癌药物的快速释放，这一点对于开发高效的抗
癌药物转运系统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更重要的是，细胞毒性实验表明这种载药的超分子囊泡可以有效地进行细胞内药
物的转运，实现其对正常细胞的低毒性，而达到显著灭杀癌细胞的效果。 

同时东南大学生医系李艳博士和南京大学胡晓玉博士也参与了本课题的研究工作。该课题研究得到了科技部重大研究计
划(973)科学基金(2013CB922101)和国家自然科学基金(No. 20932004, 21072093, 91227106)的支持。 

 

 

 

王乐勇教授课题组超分子囊泡抗癌药物转运研究取得新进展 

撰稿人: 化学化工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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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丁氧基柱[6]芳烃与不同价态二茂铁客体的主客体作用 

图 2  超分子囊泡的形成以及 pH 调控的抗癌药物释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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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物理学家组织网近日报道，瑞士联邦理工学院（EPFL）和英国
剑桥大学科学家合作开发出一种技术，用 DNA 链给纳米粒子涂
上一层涂层，能控制并引导两种不同胶体的自动组装。这种胶体
粒子可用于制造新奇的自组装材料，如智能递药补丁、随光变色 
的新奇涂料等。相关论文发表在《自然—通讯》杂志上。 

胶体是一种物质在另一种物质中均匀分布而形成的。日常生活中
人们能看到许多胶体，如牛奶、 泡沫塑料、发胶、涂料、泡沫刮
胡膏、胶水甚至灰尘、泥浆、烟雾等。胶体有很多独特的性质，
如布朗运动、电泳、丁达尔效应（光进入胶体发生散射并呈现出
不同色彩）等，但更特殊的性质在于它们的自组装能力：只在本
身粒子的相互作用下，就能自然地聚集在一起，形成一种稳定的
结构性排列，而无需外力干预。通常只要 温度、光照等外部环境
因素发生变化，胶体就会作出反应而发生这种自组装。 

在生物性胶体中，如 DNA、蛋白质及其他大分子，自组装通常是
自组织的第一步，支撑着许多分子结构。但就技术方面来说，自
组装胶体用途更广泛，人们对其研究得也更多。  

如果两种或更多种不同的胶体在一起，它们的自组装会怎样？瑞
士联邦理工学院约瑟佩•弗菲的 小组与剑桥大学埃利卡•艾瑟的小
组合作，共同解决了这一问题。艾瑟小组用不同的 DNA 链给荧
光聚苯乙烯小球涂上一层涂层，让小球外表变得毛毛的，作为粒
子 相互作用的手段，也可以用于标记不同的粒子，还能利用 DNA 序列的适配性给粒子间的相互作用编程。 

利用 DNA—涂层胶体，研究人员能控制两种不同胶体微粒的自组装进程。两种胶体以一种“双 混”的形式混合在一起，
最终形成了新的结构，并且它们聚集得更快，由此生成一种结构性“基架”，可以在上面装配其他东西。利用 DNA 碱基
对的选择性，研究 人员对胶体外形的控制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 

此外他们还发现了一种获得自组装结构的方法。由于胶体微粒对温度变化的反应提供了高度特异性和可编程性，自组装
结构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温度变化。弗菲说：“从某种意义上说，新结构保留着它们制备历史的‘记忆’。”  

根据胶体外形数据和粒子相互作用的动态数据，研究人员推断，这种方法并不局限于纳米级物体，还可用于整个胶体范
围。此外他们预测，这种方法还有许多应用，如光反应涂料或智能补丁，智能补丁里填充着装有抗体或退烧药的粒子，
并能随体温或 pH 值变化起反应，释放出这些粒子。 

 

 

 

《Nature Communication》杂志精选：新技术可引导

两种不同胶体自动组装 
撰稿：科技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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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物理学家组织网近日报道，高效耐用的催化剂是
燃料电池领域取得突破的 关键。最近，德国科学
家研发出一种铂镍纳米粒子，用其作催化剂，可将
燃料电池中铂的用量减少 90%。研究还发现，新
纳米粒子的功能由其几何形状和原子结构 决定。
发表在最新一期《自然—材料学》杂志上的最新
研究将有助于科学家们提高催化剂的性能。 

氢动力燃料电池除产生电能外，唯一的副产品是水，
因此被看作传统内燃机的环保替代品。但这种燃料
电池的电极（化学转化过程在此发生）需要用到大
量“身价不菲”的铂。如果没有铂作为催化剂，很

难获得必需的转化效率，因此，铂正成为发展氢燃
料电池的“拦路虎”。 

科学家们解释道，氢燃料电池的催化过程只发生在
铂表面，而铂纳米粒子可增加铂表面积，既节省材
料又能提高电极效率，1 公斤纳米粒子的表面积相
当于几个足球场。另外，让铂和镍或铜等廉价金属
相混合，还可以节省更多铂。  

在这一思路指导下，德国于利希研究中心（FZJ）
和柏林工业大学的科学家成功研发出高效的铂镍催
化剂粒子，用于将氢气和氧气转变成水，其中铂仅
为以前用量的 1/10。 

新催化剂不由以前广泛使用的圆形纳米粒子，而由
铂—镍合金的正八面体纳米粒子组成，正八面体
表面的铂镍原子拥有独特的排列方式，能显著提高
氢气和氧气生成水的化学反应速度。  

研究人员还使用德国恩斯特鲁斯卡电子显微学与电
子谱学中心（ER-C）的超高清电子显微镜，对新
纳米粒子的原子结构进行了观察。ER-C 的马克•海
根博士解释道：“我们发现，镍和铂原子并非均匀
地分布在纳米正八面体表面，这可以增加其反应活
性，不过会减少其寿命。”  

柏林工业大学的皮特•斯特拉瑟教授表示：“新研
究告诉我们，为获得最优的催化效果，催化剂粒子
合适的几何形状与其组成及大小一样重要，我们可
借用这一发现来改进用来储能的功能性材料尤其是
催化剂的性能。” 

   

《Nature Materials》杂志精选：铂镍正八面体让燃料

电池省铂 90% 
撰稿：科技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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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物理学家组织网近日报道，美国莱斯大学和橡树岭国家实验室

（ORNL）的科学家合作开发出一种新方法，可以控制二硫化钼

（MDS）原子层整齐一致地生长，借此朝制造二维电子设备前进了

一步。相关研究发表在本周出版的《自然-材料学》杂志上。 

半导体二硫化钼是制造功能性二维电子元件所需的三种材料中的一

种，它们也有望成为制造肉眼 不可见设备的基础元件。在最新研究

中，科学家们希望弄清楚大而优质的原子厚度的二硫化钼薄片能否

在化学气相沉积（CVD）熔炉内生长以及它们有什么特性。 他们

希望二硫化钼同没有带隙的石墨烯和绝缘体六角氮化硼（hBN）结

合，从而制造出场效应晶体管、逻辑集成电路、光电探测器和柔性

光电子设备。  

去年，莱斯大学机械工程和材料科学系教授娄君（音译）和普利克

尔•阿加延称，他们成功制造 出了石墨烯和六角氮化硼交错而成的

复杂结构，但要想用它们制造先进的电子设备，还需要第三种材料

——二硫化钼。不过，他们表示：“二硫化钼会和碳原子结合 在

一起，我们想让石墨烯和二硫化钼（同六角氮化硼）结合，制造出

新奇的二维半导体零件，但因为它们的结构不同，生长环境也不同，

所以存在着很多困难。” 

他们一直没有找到好方法来种植二硫化钼，诸多尝试获得的材料结

构也不一致，用化学气相沉积 法制造出的二硫化钼的颗粒太小而不

具备有用的电属性。但在新方法中，他们注意到二硫化钼“岛”容

易在熔炉中形成，瑕疵甚至灰尘块也会出现在熔炉的基座上。莱斯

大学的研究生新纳•纳耶梅说：“与六角氮化硼或石墨烯不同的是，

二硫化钼很难成核。但我们发现，通过朝基座添加人造边缘，可以

控制这种成核过程，而且，在这些结构之间，二硫化钼生长得更好。

新方法种植出的颗粒约为 100 微米，在纳米尺度内，足够我们对其

进行处理了。” 

橡树岭国家实验室的团队利用像差校正扫描投射电子显微镜给这种

新材料的原子结构成像，以便清晰地看到单个原子以及改变该材料

电属性的瑕疵。该实验室的胡安-卡洛斯•艾迪罗博表示：“为了改

进二维材料的属性，首先理解它们如何放置在一起非常重要。橡树

岭国家实验室的显微镜设备使我们首次能看到材料的单个原子。” 

莱斯大学的研究人员估计，让这些物质结合在一起的方式有很多，

不仅可采用二维层的形式，也可以采用三维叠加的形式。娄君表示：

“‘天然晶体’由同一种成分通过范德华力而结合在一起，现在，

我们可以用不同的成分制造出三维晶体。这些不同的材料具有不同

的电属性和带隙，将一种材料放在另一种之上让我们可以获得一种

新材料——我们称其为范德华固体。我们有望采用任何叠放顺序将

其放在一起，这或许会成为材料科学领域内的一个新方法。”  

   

《Nature Materials》杂志精选：添加人造边缘可让二

硫化钼原子层整齐生长 
撰稿：科技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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