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封面文章
化学化工学院史壮志教授课题组
以吲哚4作为研究对象，利用醋酸钯作
为催化剂，方基硼酸作为芳基源，2-氯
吡啶作为配体，银盐和铜盐作为氧化
剂，完美地克服了2，3号位的优先顺序
问题，首次成功实现了吲哚7号位高选
择性的C—H芳基化反应 。
详见第14页

内容提要
电子科学与工程学院万青教授、施
毅教授课题组在新型柔性神经性态电
子器件领域取得系列重要进展，成功实
现了基于神经仿生工作原理的柔性、超
低能耗pH值探测和神经元spike逻辑调
控，上述研究结果为柔性可穿戴式生化
传感和“类脑芯片”的研制奠定了坚实
的器件基础。
详见第1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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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新闻
我校陈洪渊院士荣获2015《Nature》杰出导师奖
撰稿人：科学技术处朱伟伟

12月9日，由Nature出版集团主办的
2015科研•创新•创业国际研讨会在上海
科学会堂举行。会上举行了2015年《自
然》杰出导师奖颁奖仪式。我校陈洪渊院
士荣获中国南方区域杰出导师终身成就
奖。
《自然》举办的这个奖项为了强调导
师启发年轻科学家的重要性，他们每年
专注于一个特定国家或者地区。今年，中
国成为世界目光聚集的中心，而且是第
一 次 在 中 国 授 予 这 个 奖 项。
《自然》杂志的总编，菲利普•坎贝
尔爵士在会上表示：“我们处在一个实
验室面临巨大竞争压力的时代，科研人员在鼓励创造力的同时，保证产出的科研成果在技术细节
上的可靠性、在科研伦理上的严谨性是至关重要的，这也是为何对于年轻科学家的指导十分重
要。成为一个实验室的老板并不自动意味着能给他或她的学生提供优秀的指导。”
陈洪渊先生的研究领域包括电化学生物传感，生物电化学，超微电极与微全分析系统。他的
研究团队是中国纳米分析化学最早的一批团队之一。在南京大学工作的50多年中，他培养了120
多名硕士和博士生。其中，有3位“长江学者”、7位杰青及2位女青年科学家。推荐他的5位学生
分别是南京大学的徐静娟、鞠熀先，东南大学的王学梅，华东理工大学的龙亿涛，临沂大学的张
书圣。
王雪梅教授在回忆其当年感悟的信中说道：“陈教授很注重文化文学上的修养。他告诉我
们自然科学和人文科学并不是对立的，而是可以互补的。所以，他鼓励我们还要阅读哲学和文学
类书籍，并且在试图达成目标或者遇到困难时从不同的角度思考。他也很鼓励学生在毕业后去国
外深造，感受科学的美也感受其他文化的熏陶，他认为这会让人开阔视野并且更具有创造力。”
徐静娟教授谈到：“恩师培养了超过120名博士、硕士，指导过10余位博士后，桃李满天下。
他们都有着不同的科研起点，不同的文化背景和个性，恩师把他们一一培养成才，因为他最注重
的就是‘因材施教，人尽其才’。20余年前，当陈先生敏锐地洞察到化学修饰电极将是一个非常
有前景的热点领域时，鼓励我的一位高分子材料方向的师兄从事这一领域”。
鞠熀先教授介绍，在南京大学分析化学学科发展最困难的时候，陈洪渊突破学科壁垒，指导
研究生开展交叉学科领域的研究工作，并为年轻教师提供研究经费、配备研究设备、建立研究队
伍，仅在本单位就培养了5位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获得者、3位长江学者特聘教授，获得我国分
析化学领域第一个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创新研究群体项目。
中国医学科学院的院长曹雪涛与北京大学现代农学院院长邓兴旺共同获得中国北方区域杰
出导师终身成就奖，清华大学生命科学学院院长施一公获得中国北方区域杰出导师中期奖，武汉
大学生命科学学院院长兼科研与研究生副校长舒红兵获得中国南方区域杰出导师中期奖。

2

科技信息2015年第12期（总第222期）

2015年度我校教育部奖获奖成果丰硕
撰稿人：科学技术处虞斌

2015年度高等学校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科学技术）授奖项目于近日公示结束，我
校以第一完成单位共获得11个奖项，成果丰硕。
高等学校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科学技术）分设自然科学奖、技术发明奖、科技进
步奖和青年科学奖。自然科学奖授予在基础研究和应用基础研究中做出重要科学发现的
个人和单位；技术发明奖，授予在运用科学技术知识做出产品、工艺、材料及其系统等
重要技术发明的个人和单位；科技进步奖授予在应用推广先进科学技术成果、完成重要
科学技术工程、计划、项目等方面做出创造性贡献，或在科学普及中做出重要贡献的个
人和单位；青年科学奖授予长期从事基础性科学研究并取得了有一定影响的原创性成
果的在校青年教师。高等学校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科学技术）面向全国高等院校，每
年评审一次。
2015年度高等学校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科学技术）在同行专家通信评审的基础上，
召开了专家评审会，评出拟授奖项目和青年奖候选人，对特等奖候选项目和青年奖候选
人进行了实地考察，经高等学校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科学技术）奖励委员会审核，教
育部领导批准，授奖项目为302项（其中特等奖1项，一等奖114项，二等奖项目187项）、
青年科学奖8人。
我校作为第一完成单位共获得11个奖项，其中科技进步特等奖1项、一等奖2项、二
等奖3项；自然科学一等奖2项、二等奖2项；青年科学奖1项。特等奖以及青年科学奖均
为教育部于2015年修订《高等学校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科学技术）奖励办法》后首次
设立。其中我校模式动物研究所高翔教授等人的项目“基因工程小鼠等相关疾病模型研
发与应用”荣获科技进步特等奖，全国仅此1项。医学院附属金陵医院张龙江副教授荣获
青年科学奖，全国仅8项。我校其他获奖项目情况如下：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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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获奖等级

项目名称/获奖人

全部完成人

院系

科技进步奖 特等

高翔,朱敏生,杨中州,李朝军,
基因工程小鼠等相关
徐璎,黄行许,赵庆顺,赵静,张
疾病模型研发与应用
辰宇,何玉龙,宁文

模式动物研究所

科技进步奖 一等

王栋,吴吉春,王远坤,曾献奎,
基于熵理论和云模型
王腊春,邹欣庆,尚晓三,童心,
的水文模拟及其应用
刘登峰

地球科学与工程学
院

科技进步奖 一等

方成,李臻,毛伟军,陈鹏飞,张
光学和近红外太阳爆 军平,张霄宇,李挺,戴煜,丁明
德,陆海天,卢保罗,梁永军,田
发探测望远镜
沛霖,朱庆生

天文与空间科学学
院

科技进步奖 二等

曾彩虹,徐峰,葛永纯,梁少姗,
罕见肾脏疾病的临床
医学院附属金陵医
张波,陈姗,张馨,龚伟,苏健,张
转化研究
院
苏华

科技进步奖 二等

含油气盆地流体示踪
胡文瑄,曹剑,朱东亚,王小林,
新技术及在勘探中的
姚素平
应用

地球科学与工程学
院

6

科技进步奖 二等

微波超声波高效协同 唐少春,孟祥康,高文华,朱健,
技术及环保节能设备 陆洪彬,尹青堂,谢浩,操振华,
的开发与应用
王勇光

现代工程与应用科
学学院

7

自然科学奖 一等

信号分子、核酸及蛋 郭子建,何卫江,王晓勇,王志
白的识别与调控研究 林,赵劲

化学化工学院

8

自然科学奖 一等

水环境中高风险污染
张徐祥,张彤,程树培,吴兵,邹
物健康危害及生物组
惠仙,李炳,叶林,张宴
学机理研究

环境学院

9

自然科学奖 二等

不确定环境下博弈理 肖条军,杨丹琴,蔡灿明,齐向
论、方法与应用
彤,陈克兵

工程管理学院

10

自然科学奖 二等

华南复杂地形区域光
王体健,郭海,谢旻,林嘉仕,江
化学污染的演变特征
飞,李树,庄炳亮
及驱动机制

大气科学学院

11

青年科学奖

张龙江

医学院附属金陵医
院

1

2

3

4

5

4

奖种名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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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球科学与工程学院朱鸿鹄副教授获中国地质学会银锤奖
撰稿人：地球科学与工程学院

2015年12月16日，中国地质学会第十五届青年地质科技奖（金、银锤
奖）评审结果揭晓，我校地球科学与工程学院朱鸿鹄副教授荣获银锤奖。
中国地质学会青年地质科技奖是我国地质界青年的最高荣誉奖，分为金
锤奖和银锤奖，每两年评选一次，旨在表彰那些在地质科技领域取得突出成
绩，且具有良好的科学道德素养的优秀青年地质科技工作者。
朱鸿鹄副教授主要从事地质工程和岩土工程的教学科研工作，在地质灾
害分布式光纤监测预警、滑坡变形破坏机理分析及岩土—结构相互作用研究等
方面取得了一批重要成果。近年来主持和参与国家级及省部级科研项目6项，
已发表专著1部、论文80余篇，其中50余篇被SCI、EI收录，申请专利5项。
2012年获得中国产学研合作创新成果奖（排名第六），2014年获中国地质学会
工程地质专业委员会第二届谷德振青年科技奖。

我校李爱民教授荣获第十七届中国专利优秀奖
撰稿人：科学技术处 虞斌

近日，第十七届中国专利奖评选落下帷幕，我校李爱民教授等人的专利荣获
中国专利优秀奖。
“中国专利奖”是我国唯一的专门对授予专利权的发明创造给予奖励的政府
部门奖，得到联合国世界知识产权组织(WIPO)的认可，在国际上有一定的影响。
中国专利奖由国家知识产权局于1989年设立，目前已评选了十六届，2009年第十
一届起，中国专利奖评选周期将由二年一届改为一年一届。评奖标准不仅强调项
目的专利技术水平和创新高度，也注重其在市场转化过程中的运用情况，同时还
对其保护状况和管理情况提出要求。根据《中国专利奖评奖办法》，第十七届中
国专利共评选出中国专利金奖获奖项目20项，中国外观设计金奖获奖项目5项，
中国专利优秀奖获奖项目507项，中国外观设计优秀奖获奖项目57项。其中我校
环 境 学 院 李 爱 民 教 授 的 中 国 专 利“一 种 混 酸 硝 化 废 水 生 物 毒 性 的 解 除 方 法
（ZL200910031041.6）”，被评为中国专利优秀奖。该发明公开了一种混酸硝化
废水生物毒性的解除方法，属于有机化工废水处理的技术领域。采用该方法后，
有机化工废水中的硝基苯类与苯胺类物质去除率在95%以上，COD去除率在50%以
上，BOD5提高80%以上，B/C比提高至0.4以上，生物毒性大幅下降。这也是我校
继张志炳（2011）、栾景飞（2014）老师之后，再次斩获该奖项。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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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重大科研仪器设备研制专项“多通道超导单光子
探测器”顺利通过中期检查
撰稿人：电子科学与工程学院

由我校吴培亨院士领衔承担的国家重大科研仪器设备研制专项“多通道
超导单光子探测器”中期检查会于2015年12月26日在南京召开。国家自然科学
基金委员会数理学部常务副主任孟庆国、副主任董国轩，中期检查专家组李树
深院士、郭光灿院士、龚旗煌院士、项目监理组关新平教授及其他专家、领导
共19人参加了会议。我校李成校长助理和科技处、财务处、电子学院的领导、
超导电子学研究所承担项目的的全体成员也参加了会议。
检查会以口头汇报、现场考察和资料审查相结合的方式进行。项目负责人
吴培亨院士汇报了项目开展三年以来取得的成果、存在问题和后两年的计划。
项目组根据任务书拟定的总体目标和研究计划，围绕着厚度为纳米量级的超导
膜的性能、超导薄膜与光子相互作用等基本物理问题，从器件的结构和性能优
化、电子束曝光工艺应用于器件的制备、低温系统的稳定运行、低温读出电路
的设计调试等方面入手，进行了全面、系统、深入的研究。研制的超导单光子
探测器在工作波段、系统检测效率、暗计数率、响应时间等性能指标上都达到
或超过了预定的目标。与此同时，及时将阶段性的研究成果试用于基础研究和
工程领域，取得明显的效果。专家组认为，本项目进展顺利，迄今所规定的各
项目标任务都已完成或超额完成，对于项目取得的成果给予高度的评价，顺利
通过中期检查。专家组还就后两年的工作在技术、财务与管理等方面提出了宝
贵建议，为项目组进一步开展工作指明了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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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通道超导单光子探测器”
中期检查会

“多通道超导单光子探测器”
中期检查会现场考察

多通道超导单光子探测器”
中期检查会议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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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学和近红外太阳爆发探测望远镜成功建成并投入观测
撰稿人：天文与空间科学学院

由南京大学天文与空间科学学院方
成院士主持的“光学和近红外太阳爆发
探 测 望 远 镜（ONSET）”项 目，近 期 荣
获2015年度教育部科技进步一等奖。学
院参与研发工作的团队成员包括：方成
院士、李臻工程师、陈鹏飞教授、戴煜
博士、丁明德教授。
鉴于太阳爆发过程变化剧烈，而且
可发生在太阳大气的各个层次中，因此

图：光学和近红外太阳爆发探测望远镜
（ONS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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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太阳爆发的观测不但要追求尽可能高
的时间和空间分辨率，还需要包括多个
波段。另外还要考虑到高分辨率（局部
像）和大视场（全日面像）的结合。目
前，国际上尚未有能够同时兼顾上述要
求的望远镜设备。正是瞄准兼备高空间
分辨率和足够大视场这一前沿需求，同
时考虑到目前世界上还没有专门观测白
光耀斑的望远镜，经过多年努力，由南
京大学、中科院南京天文光学技术研究
所和中科院云南天文台研制的“光学和
近红外太阳爆发探测望远镜（ONSET）
已于2011年成功建成并投入观测。
ONSET采用4个镜筒的结构，其有效
口 径 分 别 为 275 毫 米（1083.0 纳 米 观
测，配 备 带 宽 0.05纳 米、可调 ± 0.4 纳
米 双 折 射 滤 光 器）、275 毫 米（Hα
656.3 纳 米 观 测，配 备 带 宽 0.025 纳
米、可调±0.25纳米双折射滤光器）、
200 毫 米（2 个 白 光 波 段，配 备 360.0 纳
米和425.0纳米、带宽为1.5纳米的两块
干 涉 滤 光 片）和 140 毫 米（光 电 导
行）。其中前3个为真空镜筒，显著减
少了仪器的散射光，并防止周围气流的
干扰；分别配备独立的3个高质量CCD探
测 器，用 于 准 同 时 地 获 取 中 性 氦
1083.0纳米、中性氢Hα和2个白光波段
的全日面或足够大视场（10角分）的太
阳局部像，分别对应于日冕低层、色球
层和光球层。这样，既能得到太阳爆发
现象在太阳大气不同高度的完整的立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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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像图，为全面研究太阳爆发现象提供一
流的资料，又能保证高空间和高时间分辨
率的观测要求，以揭示太阳爆发现象在空
间和时间上的精细结构。
ONSET采用独特的由6瓣组成的开花式
圆顶，有效地减少了圆顶环境对成像质量
的影响。该望远镜安装于目前全国最好的
太阳观测地——云南澄江抚仙湖畔云南天
文台南方观测基地。望远镜观测的局部像
空间分辨率优于1角秒，时间分辨率高至
10秒，达到了国际上单个地面太阳监测望
远镜的最好水平，其中部分主要特性（如
能获得国际上独一无二的太阳360.0纳米
单色像、准同时获得4个波段的太阳像、

高分辨率的太阳局部像可完整地覆盖整个
太阳活动区等）为国际领先。
经过观测运行，ONSET已获得了大量
优 质 的 太 阳 图 像，数 据 总 量 达 10TB 以
上，包括三个罕见的太阳白光耀斑资料。
这些资料在国际上均是独一无二的，对发
展我国太阳物理、特别是研究对空间天气
会产生严重影响的太阳耀斑和日冕物质抛
射等太阳爆发现象和空间天气预报具有重
要意义。
ONSET的高质量观测资料已对我国乃
至全世界的太阳物理学界开放。

2015年度江苏地区科学基金联络网管理工作研讨会在徐州召开
撰稿人：科学技术处施嵘

由我校作为联络网组长单位主办、徐州医学院承办的“2015年度江苏地区科学基
金联络网管理工作研讨会”于2015年12月17-18日在徐州召开。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
员会财务局郑仲文局长、唐福杰会计师，江苏地区各依托单位科研管理工作者150余
人参加大会，我校科技处杨永华副处长、姜田副处长主持会议。
会上，徐州医学院郑骏年副校长致欢迎辞。郑仲文局长、唐福杰会计师分别详细
解读了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的资金金管理办法。我校科技处杨永华副处长介绍了2015年
度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资助工作概况及2016年度申请注意事项，姜田副处长就江苏
地区2015年度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的申请与资助情况做了总结。之后，东南大学、苏州
大学、徐州医学院分别交流了本单位的基金工作情况与管理经验。
科学基金地区联络网是自然科学基金委指导下所在地区依托单位之间的联络组
织，承担有开展科学基金管理工作的交流与研讨，提供科学基金管理方面的业务培训
和咨询服务等相关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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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中国自然指数”发布，南京大学位列全国高校第二
撰稿人：科学技术处朱伟伟

2015年12月17日，最新的自然指数（Nature Index）显示，按照加权分数式计
量（weighted fractional count, WFC），中国高质量的科研产出在2012年到2014
年期间增长了37%，美国在同一时期则下降了4%。目前，中国对世界高质量科研的总
体贡献居全球第二位，仅次于美国。有关自然指数的数据分析发布在今天出版的
《自然》增刊“2015中国自然指数”上。中国在自然指数中的科研成果主要来自化
学和物理学。北京、上海和南京依然是中国的三大科研中心，南京在自然指数上的
科研成果近60%来自化学。2014年度南京大学在自然指数上的科研成果占整个城市的
二分之一以上。深圳、北京和武汉是中国三大科研成果产业化基地。西安、成都和
杭州则是WFC分值增幅最快的城市之一。2014年自然指数中表现最突出的中国五大研
究机构依次为北京大学、南京大学、清华大学、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和浙江大学。
另据自然指数网站全球自然指数最新数据显示（2014年10月1日 – 2015年9月
30日），南京大学在世界各大科研机构和高校中排名第27位，较2014年上升10位，
在亚太地区科研机构和高校中排名第5位，在全国高校中排名第2位。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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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研究
根据2015中国自然指数报告，2014年度南京大学位列全国研究机构和高校第2位，
WFC指数为215.08，较2013年增长9.4%。

在地球与环境科学领域，2014年度南京大学位列全国研究机构和高校第1位，WFC指
数为14.94，较上一年度增长53.7%。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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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 学 领 域，2014 年 度 南 京 大 学 位 列 全 国 研 究 机 构 和 高 校 第 2 位，WFC 指 数 为
129.85，较2013年增长10.3%。

物理科学领域，2014年度南京大学位列全国研究机构和高校第5位，全国高校第
4位，WFC指数为69.53，较2013年增长6.9%。

生命科学领域，2014年度南京大学位列全国研究机构和高校第19位，全国高校
12

第13位，WFC指数为11.40，较2013年增长2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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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最近课题组人员采用简单的涂布、剥离工艺制备了具有高质子导电特性的自支撑壳
聚糖膜，并在此基础上研制了自支撑柔性突触/神经元晶体管，实现了包括兴奋性后突触
电流、双脉冲易化、短程/长程记忆等特性的仿生。还通过在第三个调制端施加调控脉冲
实现了动态逻辑“与”和“或”的调控，如图4所示。有关结果发表在【Advanced Materials. 27, 5599 (2015)】。

图4. 柔性自支撑壳聚糖耦合的突触/神经元晶体管及其神经仿生特性

该研究得到了国家杰出青年基金、科技部“973”项目、江苏省双创团队、江苏省双
创人才计划等项目和计划的资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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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研究
史壮志教授课题组在吲哚7号位选择性芳基化
取得研究进展
撰稿人：化学化工学院

我校化学化工学院史壮志教授课题组在吲哚7号位选择性芳基化研究取得突
破，成 果“Palladium-Catalyzed C – H Arylation of Indoles at the C7Position”发表在J. Am. Chem. Soc. (DOI: 10.1021/jacs.5b11569)上。论文的第
一作者为2014级博士研究生杨友清同学，完成了硼酸偶联部分, 第二作者2014级博
士研究生邱晓东同学完成了Heck反应部分。
吲哚及其衍生物广泛存在于天然产物和生物活性分子中，是重要的有机合成中
间体之一，由于其结构所具有显著的生理活性，一直被看成为新药设计研发的重要
前体。此外，吲哚结构在有机合成中也具有重要作用，从简单的吲哚骨架出发，通
过一系列官能团转化可以高效地合成含有多种官能团的复杂多环骨架结构，是合成
生物碱类化合物的重要方法。
近年来, 利用过渡金属催化的C—H 键官能团化反应来进行吲哚骨架的修饰受
到化学家们的广泛关注。由于吲哚本身的芳香性，其3号位比较容易发生亲核反应，
例如2007年，加拿大化学家K. Fagnou教授等在Science（2007, 316, 1172.）上报
道了钯催化吲哚3号位的C—H芳基化反应 （图一，a）。通常情况下吲哚2号位的官
能团化一般需要借助氮原子上的导向基团，通过与金属催化剂配位形成金属五元环
中间态，实现该位置的活化，常见的基团有酰基、脲、嘧啶等（图一，b）。选择性
的在吲哚7号位上发生官能团化很难，主要是由于导向基团（XYZ）和金属作用在2号
位形成五元环的趋势远远大于在7号位形成六元环，因此只要有2号位C—H 存在，7
号位基本不能实现官能团化。间接可行的方法是，先将吲哚还原成吲哚啉，除去2，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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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号位置的干扰，然后进行官能团化，这时只能在7号位反应，得到的产物再经过氧化，
可以得到相应的吲哚产物（图一，c）。因此要实现直接选择性的7号位C—H官能团化，
必须考虑以下几点：1）需要找一个合适的导向基团；2）如何抑制3号位固有的反应活
性；3）如何控制导向基团选择性的只对7号位作用；4）如何将该导向基团顺利的从产
物中除去（图一，d）。

图一
一类N-磷酰基保护地吲哚底物引起课题组的关注，通过单晶衍射发现该类底物中，
位阻最小的底物1（乙基）和最大的底物4（叔丁基）中，磷酰基上的氧原子均是朝向吲
哚7号位上的C—H键。课题组认为这一类底物和过渡金属配位，在一定的条件下应该能
实现吲哚7号位的C—H活化反应。推测虽然在固态下，构型有利于7号位的活化，但是在
溶液以及高温的情况下，磷酰基上的N-P键可以自由旋转，此时位阻最大的底物4旋转能
垒最大，应该是最有可能保持住朝向7号位的构型。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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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二
在这个设想下面，通过一系列的探索，课题组研究人员以吲哚4作为研究对象，采
用醋酸钯作为催化剂，芳基硼酸作为芳基源，2-氯吡啶作为配体，银盐和铜盐作为氧
化剂，完美地克服了2，3号位的优先顺序问题，首次成功实现了吲哚7号位高选择性的
C—H芳基化反应（图二）。最终实验也证实课题组的推测，二叔丁基磷酰基作为导向
基团时，可以高选择性地得到7号位芳基取代产物，环己基底物3得到2，3，7号位芳基
化的混合产物，而异丙基底物只能得到2，3号位芳基化的混合产物，后两种底物都没
有体现出选择性。
以上研究工作得到了中组部青年千人计划、江苏特聘教授基金、国家自然科学基
金以及江苏省青年基金等资金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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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子学院万青教授、施毅教授课题组在柔性神经元器件
领域取得系列进展
撰稿人：电子科学与工程学院

最近，我校电子科学与工程学院万青教授、施毅教授课题组在新型柔性神经性态电
子器件领域取得系列重要进展，成功实现了基于神经仿生工作原理的柔性、超低能耗pH
值探测和神经元spike逻辑调控，上述研究结果为柔性可穿戴式生化传感和“类脑芯
片”的研制奠定了坚实的器件基础。
（1）课题组人员采用全室温工艺在柔性PET塑料衬底上成功研制了具有多侧栅结
构的神经元晶体管（如图1所示），并系统研究该柔性器件的pH值传感特性。研究结果
表明，当pH值传感的灵敏度定义为不同pH值沟道电导相对变化时，类神经元spike工作
模式可以显著提高器件的pH值传感特性。另外该动态工作模式的恢复时间都在毫秒量
级，且完成单次传感的能耗可以低达几十pJ。更为重要的是，研究还发现在另外一个调
控侧栅电极上施加适当的负偏压，可以进一步提高传感器的pH值灵敏度和进一步降低
传感能耗。当在第二个侧栅上施加-0.2V时（如图2f所示），器件的pH值探测灵敏度(∆G/
G0)高达~63。有关结果发表在【Scientific Reports. 5, 18082 (2015)】。

图1.柔性多侧栅神经元晶体管的pH传感器结构示意图及其传感测试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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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柔性神经元晶体管的超低功耗spike动态pH值传感特性

（2）课题组人员在导电PET衬底上成功研制了基于柔性In-Ga-Zn-O（IGZO）双电层晶
体管的超低功耗人造突触器件。由于IGZO双电层晶体管工作在增强型晶体管的亚阈
值区域，单spike功耗仅为~0.2pJ。课题组研究人员还单个人造突触器件上实现了双
脉冲易化和突触滤波功能的仿生，如图3所示。有关结果发表在【IEEE Electron
Device Letters. 36, 2, 198 (2015)】。

图3. 超低功耗IGZO突触晶体管及其突触特性仿生
(下转第 13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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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春副教授在《JGR-SolidEarth》连续发表“高孔隙砂
岩破坏机制”论文
撰稿人：地球科学与工程学院

高孔隙度砂岩中的压密破坏带阻碍地
下水和油气等流体的运移，其形成机制一
直是国际岩石力学领域研究的一个热点。
地球科学与工程学院施斌教授团队刘春副
教授，通过近年来与美国斯坦福大学地质
与环境科学系David D. Pollard教授的密
切合作，并结合该团队在微观结构分析和
微观力学方面的研究成果，解译了不同形
态压密带的形成机制，相关研究成果于本
月在Nature Index期刊JGR-Solid Earth
上连续发表两篇论文：“Mechanism of
formation of wiggly compaction
bands in porous sandstone: 1.
Observations and conceptual model”
和“2. Numerical simulation using
discrete element method”。刘春副教授
为第一作者和通讯作者。
两篇论文主要基于该团队自主研发
的两个软件系统，即颗粒（孔隙）及裂隙
图像识别与分析系统（PCAS），以及三维
离散元数值模拟软件MatDEM。第一篇论文
采用PCAS软件定量地分析了不同形态的压
密带原岩孔隙和颗粒系统结构，发现当压
密带由V型向波浪型和平直型转变时（如
图），其原岩的孔隙度和分选等级呈增加的
趋势。据此推断砂岩孔隙度和分选等级的
增加引起岩石力学性质的变化，使得砂岩
破坏角增加，并形成不同形态的压密带。第
二篇论文采用改进的离散元工程数值法和

MatDEM软件（Liu et al., JGR, 2013）来
模拟砂岩的破坏过程。模拟结果表明：砂
岩模型破坏角，压密带形态与砂岩的屈服
包络面形状紧密相关，并受砂岩的屈服应
力、抗压强度等因素影响。两篇论文结果相
互印证，揭示了砂岩压密带的形态受砂岩
的微观结构和力学性质作用。该成果将进
一步应用于地面沉降、页岩气水力压裂和
滑坡演化等的定量分析和数值模拟研究。

图：采用改进的离散元法模拟了砂岩不同
形态压密带的形成
该研究得到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点项
目（41230636）和青年项目（41302216），
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020614380014）
资金资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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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科学学院动物行为学研究团队揭示信鸽随着
雾霾加重归巢速度加快
撰稿人：生命科学院 李忠秋

近期，Scientific Reports杂志在线发表了我校生命科学学院李忠秋副教授与
法国国家科学院Courchamp教授、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Blumstein教授的合作文
章“Pigeons home faster through polluted air”（Scientific Reports |
5:18989, http://www.nature.com/articles/srep18989 ），该研究首次揭示了动物
对雾霾污染的行为反馈。
空气污染，尤其是雾霾污染，对人类和其他动物的健康都造成了严重的影响。环
境卫生机构建议，在雾霾天气中人们应该减少户外活动以降低对身体健康的损伤。然
而，动物在行为上如何应对雾霾污染，人们却知之甚少。该研究收集了我国空气污染
最严重的京津冀地区的415场赛鸽数据以及相应的空气、天气等变量，通过多元线性
回归建立了空气污染与信鸽飞行的回归模型。通过模型模拟，团队研究人员发现雾霾
污染越严重，信鸽飞行越快。在控制了归巢距离、天气、风力风向等因素下，信鸽在
空气质量指数AQI=0时飞行时速为55.6km，而当AQI=500时其飞行时速增加22.7%，达
到68.2km。
这和团队研究人员的预期恰恰相反，他们认为两个因素可能导致信鸽加快飞行
速度：导航机制以及归巢动机。信鸽归巢的导航机制可以认为是两步走，先定向再定
位。定向阶段可能主要依靠太阳和地磁，而更为重要的定位阶段则依靠嗅觉和视觉。
雾霾污染的主要成分均为化学污染物，这有可能会增加信鸽归巢的化学导航信号。相
对于导航机制，团队研究人员认为归
巢动机可能是信鸽速度增加的更重要
的原因，因为雾霾污染增加了信鸽的
捕食及健康风险。这是首次对鸟类应
对雾霾污染所作出的行为反馈研究，
未来的研究需要验证并确定导致其加
快飞行速度的可能机制。
李忠秋副教授为该项研究的第一
作者兼通讯作者。该项研究获得南京
大学优秀中青年教师境外研修计划、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等项目资助。
20

科技信息2015年第12期（总第222期）

科技评论
国务院《关于加快知识产权强国建设的若干意见》
来源：中国政府网

北京12月22日 据中国政府网消息，国务院今日发布《国务院关于新形势下加快知
识产权强国建设的若干意见》。意见指出，到2020年，要在知识产权重要领域和关键环
节改革上取得决定性成果，知识产权授权确权和执法保护体系进一步完善，基本形成权
界清晰、分工合理、责权一致、运转高效、法治保障的知识产权体制机制，知识产权创
造、运用、保护、管理和服务能力大幅提升，创新创业环境进一步优化，逐步形成产业
参与国际竞争的知识产权新优势，基本实现知识产权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成
一批知识产权强省、强市，知识产权大国地位得到全方位巩固，为建成中国特色、世界
水平的知识产权强国奠定坚实基础。意见全文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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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国务院各部委、各直属机构：
国家知识产权战略实施以来，我国知识产权创造运用水平大幅提高，保护状况明
显改善，全社会知识产权意识普遍增强，知识产权工作取得长足进步，对经济社会发展
发挥了重要作用。同时，仍面临知识产权大而不强、多而不优、保护不够严 格、侵权
易发多发、影响创新创业热情等问题，亟待研究解决。当前，全球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
业变革蓄势待发，我国经济发展方式加快转变，创新引领发展的趋势 更加明显，知识
产权制度激励创新的基本保障作用更加突出。为深入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深化知识
产权领域改革，加快知识产权强国建设，现提出如下意见。
一、总体要求
（一）指导思想。全 面贯彻党的十八大和十八届二中、三中、四中、五中全会精
神，按照“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和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深入实施国家知识产权战
略，深化知识产权 重点领域改革，有效促进知识产权创造运用，实行更加严格的知识
产权保护，优化知识产权公共服务，促进新技术、新产业、新业态蓬勃发展，提升产业
国际化发展 水平，保障和激励大众创业、万众创新，为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提供有
力支撑，为推动经济保持中高速增长、迈向中高端水平，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
和中 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奠定更加坚实的基础。
（二）基本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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坚持战略引领。按照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和“一带一路”等战略部署，推动提升知
识产权创造、运用、保护、管理和服务能力，深化知识产权战略实施，提升知识产权
质量，实现从大向强、从多向优的转变，实施新一轮高水平对外开放，促进经济持续
健康发展。
坚持改革创新。加快完善中国特色知识产权制度，改革创新体制机制，破除制约
知识产权事业发展的障碍，着力推进创新改革试验，强化分配制度的知识价值导向，
充分发挥知识产权制度在激励创新、促进创新成果合理分享方面的关键作用，推动企
业提质增效、产业转型升级。
坚持市场主导。发挥市场配置创新资源的决定性作用，强化企业创新主体地位和
主导作用，促进创新要素合理流动和高效配置。加快简政放权、放管结合、优化服 务，
加强知识产权政策支持、公共服务和市场监管，着力构建公平公正、开放透明的知识
产权法治环境和市场环境，促进大众创业、万众创新。
坚持统筹兼顾。统筹国际国内创新资源，形成若干知识产权领先发展区域，培育
我国知识产权优势。加强全球开放创新协作，积极参与、推动知识产权国际规则制定
和完善，构建公平合理国际经济秩序，为市场主体参与国际竞争创造有利条件，实现
优进优出和互利共赢。
（三）主要目标。到 2020年，在知识产权重要领域和关键环节改革上取得决定
性成果，知识产权授权确权和执法保护体系进一步完善，基本形成权界清晰、分工合
理、责权一致、运 转高效、法治保障的知识产权体制机制，知识产权创造、运用、保
护、管理和服务能力大幅提升，创新创业环境进一步优化，逐步形成产业参与国际竞
争的知识产权 新优势，基本实现知识产权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成一批知
识产权强省、强市，知识产权大国地位得到全方位巩固，为建成中国特色、世界水平
的知识产权 强国奠定坚实基础。
二、推进知识产权管理体制机制改革
（四）研究完善知识产权管理体制。完善国家知识产权战略实施工作部际联席会
议制度，由国务院领导同志担任召集人。积极研究探索知识产权管理体制机制改革。
授权地方开展知识产权改革试验。鼓励有条件的地方开展知识产权综合管理改革试
点。
（五）改善知识产权服务业及社会组织管理。放 宽知识产权服务业准入，促进服
务业优质高效发展，加快建设知识产权服务业集聚区。扩大专利代理领域开放，放宽
对专利代理机构股东或合伙人的条件限制。探索 开展知识产权服务行业协会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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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业多会”试点。完善执业信息披露制度，及时公开知识产权代理机构和从业人员信用
评价等相关信息。规范著作权集体管理机构 收费标准，完善收益分配制度，让著作权人
获得更多许可收益。
（六）建立重大经济活动知识产权评议制度。研 究制定知识产权评议政策。完善知
识产权评议工作指南，规范评议范围和程序。围绕国家重大产业规划、高技术领域重大投
资项目等开展知识产权评议，建立国家科 技计划知识产权目标评估制度，积极探索重大
科技活动知识产权评议试点，建立重点领域知识产权评议报告发布制度，提高创新效率，
降低产业发展风险。
（七）建立以知识产权为重要内容的创新驱动发展评价制度。完 善发展评价体系，
将知识产权产品逐步纳入国民经济核算，将知识产权指标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
发布年度知识产权发展状况报告。在对党政领导班子和领 导干部进行综合考核评价时，
注重鼓励发明创造、保护知识产权、加强转化运用、营造良好环境等方面的情况和成效。
探索建立经营业绩、知识产权和创新并重的国 有企业考评模式。按照国家有关规定设置
知识产权奖励项目，加大各类国家奖励制度的知识产权评价权重。
三、实行严格的知识产权保护
（八）加大知识产权侵权行为惩治力度。推 动知识产权保护法治化，发挥司法保护
的主导作用，完善行政执法和司法保护两条途径优势互补、有机衔接的知识产权保护模
式。提高知识产权侵权法定赔偿上限， 针对情节严重的恶意侵权行为实施惩罚性赔偿并
由侵权人承担实际发生的合理开支。进一步推进侵犯知识产权行政处罚案件信息公开。完
善知识产权快速维权机制。 加强海关知识产权执法保护。加大国际展会、电子商务等领
域知识产权执法力度。开展与相关国际组织和境外执法部门的联合执法，加强知识产权司
法保护对外合 作，推动我国成为知识产权国际纠纷的重要解决地，构建更有国际竞争力
的开放创新环境。
（九）加大知识产权犯罪打击力度。依 法严厉打击侵犯知识产权犯罪行为，重点打
击链条式、产业化知识产权犯罪网络。进一步加强知识产权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衔接，加
大涉嫌犯罪案件移交工作力度。 完善涉外知识产权执法机制，加强刑事执法国际合作，
加大涉外知识产权犯罪案件侦办力度。加强与有关国际组织和国家间打击知识产权犯罪
行为的司法协助，加大 案情通报和情报信息交换力度。
（十）建立健全知识产权保护预警防范机制。将 故意侵犯知识产权行为情况纳入企
业和个人信用记录。推动完善商业秘密保护法律法规，加强人才交流和技术合作中的商业
秘密保护。开展知识产权保护社会满意度 调查。建立收集假冒产品来源地相关信息的工
作机制，发布年度中国海关知识产权保护状况报告。加强大型专业化市场知识产权管理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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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护工作。发挥行业组织在知 识产权保护中的积极作用。运用大数据、云计算、物联
网等信息技术，加强在线创意、研发成果的知识产权保护，提升预警防范能力。加大
对小微企业知识产权保护 援助力度，构建公平竞争、公平监管的创新创业和营商环
境。
（十一）加强新业态新领域创新成果的知识产权保护。完 善植物新品种、生物遗
传资源及其相关传统知识、数据库保护和国防知识产权等相关法律制度。适时做好地
理标志立法工作。研究完善商业模式知识产权保护制度和 实用艺术品外观设计专利
保护制度。加强互联网、电子商务、大数据等领域的知识产权保护规则研究，推动完
善相关法律法规。制定众创、众包、众扶、众筹的知识 产权保护政策。
（十二）规制知识产权滥用行为。完善规制知识产权滥用行为的法律制度，制定
相关反垄断执法指南。完善知识产权反垄断监管机制，依法查处滥用知识产权排除和
限制竞争等垄断行为。完善标准必要专利的公平、合理、无歧视许可政策和停止侵权
适用规则。
四、促进知识产权创造运用
（十三）完善知识产权审查和注册机制。建 立计算机软件著作权快速登记通道。
优化专利和商标的审查流程与方式，实现知识产权在线登记、电子申请和无纸化审批。
完善知识产权审查协作机制，建立重点优 势产业专利申请的集中审查制度，建立健全
涉及产业安全的专利审查工作机制。合理扩大专利确权程序依职权审查范围，完善授
权后专利文件修改制度。拓展“专利 审查高速路”国际合作网络，加快建设世界一流
专利审查机构。
（十四）完善职务发明制度。鼓励和引导企事业单位依法建立健全发明报告、权
属划分、奖励报酬、纠纷解决等职务发明管理制度。探索完善创新成果收益分配制度，
提高骨干团队、主要发明人收益比重，保障职务发明人的合法权益。按照相关政策规
定，鼓励国有企业赋予下属科研院所知识产权处置和收益分配权。
（十五）推动专利许可制度改革。强化专利以许可方式对外扩散。研究建立专利
当然许可制度，鼓励更多专利权人对社会公开许可专利。完善专利强制许可启动、审
批和实施程序。鼓励高等院校、科研院所等事业单位通过无偿许可专利的方式，支持
单位员工和大学生创新创业。
（十六）加强知识产权交易平台建设。构 建知识产权运营服务体系，加快建设全
国知识产权运营公共服务平台。创新知识产权投融资产品，探索知识产权证券化，完
善知识产权信用担保机制，推动发展投贷 联动、投保联动、投债联动等新模式。在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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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创新改革试验区域引导天使投资、风险投资、私募基金加强对高技术领域的投资。细化
会计准则规定，推动企业科学核 算和管理知识产权资产。推动高等院校、科研院所建立
健全知识产权转移转化机构。支持探索知识产权创造与运营的众筹、众包模式，促进“互
联网+知识产权”融 合发展。
（十七）培育知识产权密集型产业。探索制定知识 产权密集型产业目录和发展规划。
运用股权投资基金等市场化方式，引导社会资金投入知识产权密集型产业。加大政府采购
对知识产权密集型产品的支持力度。试点 建设知识产权密集型产业集聚区和知识产权密
集型产业产品示范基地，推行知识产权集群管理，推动先进制造业加快发展，产业迈向中
高端水平。
（十八）提升知识产权附加值和国际影响力。实 施专利质量提升工程，培育一批核
心专利。加大轻工、纺织、服装等产业的外观设计专利保护力度。深化商标富农工作。加
强对非物质文化遗产、民间文艺、传统知 识的开发利用，推进文化创意、设计服务与相
关产业融合发展。支持企业运用知识产权进行海外股权投资。积极参与国际标准制定，推
动有知识产权的创新技术转化 为标准。支持研究机构和社会组织制定品牌评价国际标
准，建立品牌价值评价体系。支持企业建立品牌管理体系，鼓励企业收购海外知名品牌。
保护和传承中华老字 号，大力推动中医药、中华传统餐饮、工艺美术等企业“走出去”。
（十九）加强知识产权信息开放利用。推 进专利数据信息资源开放共享，增强大数
据运用能力。建立财政资助项目形成的知识产权信息披露制度。加快落实上市企业知识产
权信息披露制度。规范知识产权信 息采集程序和内容。完善知识产权许可的信息备案和
公告制度。加快建设互联互通的知识产权信息公共服务平台，实现专利、商标、版权、集
成电路布图设计、植物 新品种、地理标志等基础信息免费或低成本开放。依法及时公开
专利审查过程信息。增加知识产权信息服务网点，完善知识产权信息公共服务网络。
五、加强重点产业知识产权海外布局和风险防控
（二十）加强重点产业知识产权海外布局规划。加 大创新成果标准化和专利化工作
力度，推动形成标准研制与专利布局有效衔接机制。研究制定标准必要专利布局指南。编
制发布相关国家和地区专利申请实务指引。 围绕战略性新兴产业等重点领域，建立专利
导航产业发展工作机制，实施产业规划类和企业运营类专利导航项目，绘制服务我国产业
发展的相关国家和地区专利导航 图，推动我国产业深度融入全球产业链、价值链和创新
链。
（二十一）拓展海外知识产权布局渠道。推动企业、科研机构、高等院校等联合开展
海外专利布局工作。鼓励企业建立专利收储基金。加强企业知识产权布局指导，在产业园
区和重点企业探索设立知识产权布局设计中心。分类制定知识产权跨国许可与转让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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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制发布知识产权许可合同范本。
（二十二）完善海外知识产权风险预警体系。建 立健全知识产权管理与服务等标
准体系。支持行业协会、专业机构跟踪发布重点产业知识产权信息和竞争动态。制定
完善与知识产权相关的贸易调查应对与风险防控 国别指南。完善海外知识产权信息
服务平台，发布相关国家和地区知识产权制度环境等信息。建立完善企业海外知识产
权问题及案件信息提交机制，加强对重大知识 产权案件的跟踪研究，及时发布风险提
示。
（二十三）提升海外知识产权风险防控能力。研 究完善技术进出口管理相关制度，
优化简化技术进出口审批流程。完善财政资助科技计划项目形成的知识产权对外转让
和独占许可管理制度。制定并推行知识产权尽 职调查规范。支持法律服务机构为企业
提供全方位、高品质知识产权法律服务。探索以公证方式保管知识产权证据、证明材
料。推动企业建立知识产权分析评议机 制，重点针对人才引进、国际参展、产品和技
术进出口等活动开展知识产权风险评估，提高企业应对知识产权国际纠纷能力。
（二十四）加强海外知识产权维权援助。制定实施应对海外产业重大知识产权纠
纷的政策。研究我驻国际组织、主要国家和地区外交机构中涉知识产权事务的人力配
备。发布海外和涉外知识产权服务和维权援助机构名录，推动形成海外知识产权服务
网络。
六、提升知识产权对外合作水平
（二十五）推动构建更加公平合理的国际知识产权规则。积 极参与联合国框架下
的发展议程，推动《TRIPS协定与公共健康多哈宣言》落实和《视听表演北京条约》生
效，参与《专利合作条约》、《保护广播组织条 约》、《生物多样性公约》等规则修
订的国际谈判，推进加入《工业品外观设计国际注册海牙协定》和《马拉喀什条约》
进程，推动知识产权国际规则向普惠包容、 平衡有效的方向发展。
（二十六）加强知识产权对外合作机制建设。加 强与世界知识产权组织、世界贸
易组织及相关国际组织的合作交流。深化同主要国家知识产权、经贸、海关等部门的
合作，巩固与传统合作伙伴的友好关系。推动相 关国际组织在我国设立知识产权仲裁
和调解分中心。加强国内外知名地理标志产品的保护合作，促进地理标志产品国际化
发展。积极推动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和亚 太经济合作组织框架下的知识产权合作，
探索建立“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知识产权合作机制。
（二十七）加大对发展中国家知识产权援助力度。支持和援助发展中国家知识产
权能力建设，鼓励向部分最不发达国家优惠许可其发展急需的专利技术。加强面向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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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中国家的知识产权学历教育和短期培训。
（二十八）拓宽知识产权公共外交渠道。拓宽企业参与国际和区域性知识产权规则制
修订途径。推动国内服务机构、产业联盟等加强与国外相关组织的合作交流。建立具有国
际水平的知识产权智库，建立博鳌亚洲论坛知识产权研讨交流机制，积极开展具有国际影
响力的知识产权研讨交流活动。
七、加强组织实施和政策保障
（二十九）加强组织领导。各 地区、各有关部门要高度重视，加强组织领导，结合
实际制定实施方案和配套政策，推动各项措施有效落实。国家知识产权战略实施工作部际
联席会议办公室要在国 务院领导下，加强统筹协调，研究提出知识产权“十三五”规划
等具体政策措施，协调解决重大问题，加强对有关政策措施落实工作的指导、督促、检查。
（三十）加大财税和金融支持力度。运 用财政资金引导和促进科技成果产权化、知
识产权产业化。落实研究开发费用税前加计扣除政策，对符合条件的知识产权费用按规定
实行加计扣除。制定专利收费减 缴办法，合理降低专利申请和维持费用。积极推进知识
产权海外侵权责任保险工作。深入开展知识产权质押融资风险补偿基金和重点产业知识
产权运营基金试点。
（三十一）加强知识产权专业人才队伍建设。加 强知识产权相关学科建设，完善产
学研联合培养模式，在管理学和经济学中增设知识产权专业，加强知识产权专业学位教
育。加大对各类创新人才的知识产权培训力 度。鼓励我国知识产权人才获得海外相应资
格证书。鼓励各地引进高端知识产权人才，并参照有关人才引进计划给予相关待遇。探索
建立知识产权国际化人才储备库 和利用知识产权发现人才的信息平台。进一步完善知识
产权职业水平评价制度，稳定和壮大知识产权专业人才队伍。选拔培训一批知识产权创业
导师，加强青年创业 指导。
（三十二）加强宣传引导。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加强知识产权文化建设，加大宣传
力度，广泛开展知识产权普及型教育，加强知识产权公益宣传和咨询服务，提高全社会知
识产权意识，使尊重知识、崇尚创新、诚信守法理念深入人心，为加快建设知识产权强国
营造良好氛围。
国务院
2015年12月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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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科协 教育部 科技部 卫生计生委 中科院 工程院 自然科学
基金会关于印发《发表学术论文“五不准”》的通知
来源： 中国科学技术协会

中国科协 教育部 科技部 卫生计生委 中科院 工程院 自然科学基金会
关于印发《发表学术论文“五不准”》的通知
2015年12月02日
科协发组字〔2015〕98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科协、教育厅（委、局）、科技厅（委、局）、卫
生计生委，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科协、教育局、科技局、卫生局，部属高等学校，
中科院院属单位，各全国学会（协会、研究会）：
近年来，我国科技事业取得了长足的发展，在学术期刊发表论文数量大幅增
长，质量显著提升。在取得成绩的同时，也暴露出一些问题。今年发生多起国内
部分科技工作者在国际学术期刊发表论文被撤稿事件，对我国科技界的国际声誉
带来极其恶劣的影响。为弘扬科学精神，加强科学道德和学风建设，抵制学术不
端行为，端正学风，维护风清气正的良好学术生态环境，重申和明确科技工作者
在发表学术论文过程中的科学道德行为规范，中国科协、教育部、科技部、卫生
计生委、中科院、工程院、自然科学基金会共同研究制定了《发表学术论文“五不
准”》。根据中央领导意见，现将《发表学术论文“五不准”》印发给你们，请遵照
执行。
各有关单位要组织深入学习、广泛宣传，结合实际制定和完善相关规定，建
立学术不端行为调查处理机制，进一步改革完善科技评价体系，为科技工作者创
新创业提供良好的政策和环境保障；要采取切实有效的措施对被撤稿作者开展调
查，对违反“五不准”的行为视情节作出严肃处理，并将处理结果报上级主管部门备
案。广大科技工作者应加强道德自律，共同遵守“五不准”，认真开展自查，发现存
在违反“五不准”的行为要主动申请撤稿，坚决抵制“第三方”学术不端行为。各全国
学会（协会、研究会）要发挥科学共同体作用，做好教育引导，捍卫学术尊严，
维护良好学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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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科协、教育部、科技部、卫生计生委、中科院、工程院、自然科学基金会将加
强沟通协调和联合行动，落实“五不准”，督促有关单位对撤稿事件进行调查处理，逐步
建立科研行为严重失信记录制度和黑名单信息共享机制，推动科技评价体系改革，规范
科研诚信管理，维护科技工作者合法权益。

中国科协 教育部 科技部
卫生计生委 中科院 工程院
自然科学基金会

发表学术论文“五不准”
1．不准由“第三方”代写论文。科技工作者应自己完成论文撰写，坚决抵制“第三
方”提供论文代写服务。
2．不准由“第三方”代投论文。科技工作者应学习、掌握学术期刊投稿程序，亲自
完成提交论文、回应评审意见的全过程，坚决抵制“第三方”提供论文代投服务。
3．不准由“第三方”对论文内容进行修改。论文作者委托“第三方”进行论文语言润
色，应基于作者完成的论文原稿，且仅限于对语言表达方式的完善，坚决抵制以语言润
色的名义修改论文的实质内容。
4．不准提供虚假同行评审人信息。科技工作者在学术期刊发表论文如需推荐同行
评审人，应确保所提供的评审人姓名、联系方式等信息真实可靠，坚决抵制同行评审环
节的任何弄虚作假行为。
5．不准违反论文署名规范。所有论文署名作者应事先审阅并同意署名发表论文，
并对论文内容负有知情同意的责任；论文起草人必须事先征求署名作者对论文全文的意
见并征得其署名同意。论文署名的每一位作者都必须对论文有实质性学术贡献，坚决抵
制无实质性学术贡献者在论文上署名。
本“五不准”中所述“第三方”指除作者和期刊以外的任何机构和个人；“论文代写”指论
文署名作者未亲自完成论文撰写而由他人代理的行为；“论文代投”指论文署名作者未亲
自完成提交论文、回应评审意见等全过程而由他人代理的行为。
29

科技信息2015年第12期（总第222期）

如何破解科技成果转化难题
来源：学习时报，作者：林新

科技成果转化是创新驱动发展的重要途径。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
厅印发的《深化科技体制改革实施方案》，从健全产学研协同创新机制、改革
人才评价和激励机制、处置和收益管理改革等方面提出了若干改革措施，进一
步打通科技成果转化为现实生产力的通道。有关方面应以此为契机，将改革措
施落地落实。
推动高校和科研机构科技成果转移转化，是促进经济发展必然要求。而目
前我国科技成果转化率不高，需从以下几个方面发力，破解科技成果转化难
题。

  明确科技成果转移转化职责
从减拨科研机构事业费到技术开发类院所转制为企业，形成科技成果转化
的倒逼机制;从提取技术合同奖酬金、实行股权激励到授予科研事业单位科技成
果知识产权、处置权和收益权，不断强化成果转化的激励机制：这些改革和政
策极大地推动了高校和科研机构的科技成果转化工作。但是，我国高校和科研
机构仍然普遍存在成果转化积极性不高的问题，科技成果转化活动大多处于自
发零散状态，国家对其成果转化工作也缺乏考核监督。
高校和科研机构进行科技成果转移转化，是其作为公共机构服务于社会的
职能所在。美国上世纪80年代以来发布一系列技术转移法案，明确每个从事科
学与工程研究的联邦实验室都有义务推进技术转移，通过放权支持大学、联邦
实验室及财政资助的科技成果商业化。对于财政资助形成的科技成果，美国、
欧盟等从法律上明确要求首先在本土转化和生产，以提高本土经济竞争力和社
会福祉。经济合作发展组织、欧洲知识转移测度专家委员会均开展了公共研究
商业化情况评价，从企业委托和合作研发协议数、技术许可数及收入数、新创
办企业数、披露发明数和专利申请与授权数等指标判断大学和科研机构科技成
果商业化的效果和潜力。
30

科技信息2015年第12期（总第222期）

我国高校和科研机构集聚了大量高层次科技人才，承担了大量国家科研任务，
积累了大量科技成果。在我国企业技术创新能力普遍较弱的情况下，尤其需要强化
高校和科研机构的科技成果转化职责。首先，要明确高校和科研机构的科技成果转
化义务，除培养人才、知识积累、科学研究等功能外，高校和科研机构要把向企业
和社会转移转化科技成果作为重要目标。其次，找准功能定位，作为教育与研究机
构，要把知识扩散和技术转移作为科技成果转化的主要形式，重点通过产学研合作
研究、技术转让和许可、人员交流等方式转化科技成果，尽量不直接参与技术入股
企业的生产经营活动。高校要把支持理工科学生创新创业作为重要任务。最后，相
关主管部门和科技计划管理机构要建立高校和科研机构科技成果转化的考核评价制
度，多维度评价高校和科研机构的成果转化工作情况，并把评价结果作为科研工作
资金支持的重要依据。

  建立转移转化工作体系
高校和科研机构开展科技成果转化，涉及技术配套、市场开拓、资金等多种因
素，不同于一般的科研管理，需要成果开发方与技术应用方从技术、生产、市场等
各方面进行有效沟通与合作，非科研人员单方面能够独立完成。因此，要有一批既
懂技术又懂市场的技术经理人队伍，建立有效连接技术开发方与成果应用方的工作
制度和机制。
美国联邦法律规定，每个联邦实验室必须设立研究与技术应用办公室，拥有200
以上工程技术人员的实施室必须提供1个以上技术推广专职岗位。国外大学技术转移
通常采取建立内部技术转移办公室、设立独立的技术转移公司、委托社会机构负责
专利申请与许可事宜等三种形式，涌现了一批像斯坦福技术转移中心、弗朗霍夫协
会技术转移机构等技术转移机构，形成了一支职业化的技术转移经理人队伍。美国
17个联邦政府部门合作建立了覆盖全国的国家技术转移网络，美国大学技术经理人
组成大学技术经理人协会，发布推介大学和联邦实验室的研究成果，开展培训交
流。欧盟创新驿站成为连接企业技术需求和大学、科研机构的桥梁。
我国仅部分高校、科研机构建立了技术转移机构，普遍缺乏高水平、职业化的
技术经理人，下一步需要从制度和工作体系上统筹加强。一要建立健全科技成果转
移转化管理制度，建立论文发表、发明披露、知识产权保护、技术合同签订、奖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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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配等管理制度，实现成果转化全过程管理。二要建立科技成果转移转化组织工
作架构，设置专职技术转移工作岗位，根据单位科技成果的情况建立技术转移机
构或者委托社会机构管理科技成果知识产权及对外转让。三要加强科技成果知识
产权管理和信息发布，对科研成果信息进行分类、筛选、整合，强化科技成果集
成化管理，建立科技成果信息发布和推介常态化机制，提高知识产权管理和运营
水平。四要规范技术转移工作流程，保证公共研发科技成果为国家和社会服务。
执行财政性资金科研项目知识产权向境外转让、独占许可的审批程序，探索协议
定价、在技术市场挂牌交易、拍卖等多种定价方式，落实协议定价交易在单位内
公示成果名称和拟交易价格的程序。

  制定成果转化奖励具体分配政策
我国高校和科研机构的考核评价普遍存在对科技成果转移转化特点考虑不够
的问题，没有根据不同类型教学和科研岗位的特点实行分类评价。很多机构没有
制定成果转化奖励的具体分配办法，国家规定的股权奖励政策受行政审批的影响
而落实不到位。在利益分配方面，国外大学对学校、院系、发明人、技术转移办
公室之间的利益分配大体保持3:3:3:1的比例。有些大学降低学校比例、提高技术
转移机构比例，如斯坦福大学技术许可费的15%留给技术转移办公室。英国一些
大学根据收入规模对个人奖励比例采取累进递减分配办法。国外大学广泛实施的
学术休假制度对科研人员转化科技成果提供了重要的便利条件。
为调动科技人员转化科技成果的积极性，高校和科研机构要改进和完善职称
评定和岗位考核办法，切实落实国家科技成果转化奖励政策。在职称评定上，增
加应用型科研项目和科研成果转化的指标权重，避免对横向课题和纵向课题简单
化区别对待;探索设立成果转化类职称和岗位。探索制定科技人员兼职和离岗创业
管理办法，通过制度或协议规范兼职或离岗创业及学术休假期间双方的责任与权
利。在奖励分配中，注意在分配比例上保障科技人员利益，落实技术转移机构利
益，兼顾单位利益，形成有利于调动各方合作开展成果转化的长效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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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完善科研项目人员费用管理的建议
来源：科技导报，作者：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管理学院 梁樑， 赵定涛， 范进 ； 科普产品国家地方联合工程研究中心
周俊青

科技研发经费的提高，有力推动了我国科研事业的蓬勃发展，但一些亟待解决的突
出问题的存在削弱了科研人员承担科研项目的积极性，造成了科研经费使用效率低下。
因此，建立合理的科研项目人员经费管理制度势在必行。

科研项目人员费用管理现状
一是人员费用对项目负责人激励不足。根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经费管理办法》
（国办发[2006]56号），劳务费的支出总额，重大项目不得超过项目资助额的5%，其
他项目不得超过项目资助额的10%。2015年4月份印发的《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项目
资金管理办法》（财教[2015]15号），虽然取消了劳务费比例限制，但劳务费仅能支付
给项目组成员中没有工资性收入的在校研究生、博士后和临时聘用人员，不包括项目负
责人的经费报酬。项目负责人的绩效支出不超过直接费用扣除设备购置费后的5%。
二是人员费用支出缺乏灵活性。由于科研工作本身具有不确定性大、周期长等特点，实
际发生费用与预算之间存在差异，如果完全按照预算使用经费难以实现研究目标。但是
在实践中，项目组必须严格执行预算，严格按照规定发放劳务费用，缺乏足够的灵活
性，导致科研项目难以按时保质完成。
三是人员费用自主支配权力小。《关于调整国家科技计划和公益性行业科研专项经费管
理办法若干规定的通知》（财教[2011]434号）规定，建立课题间接成本补偿机制，将
课题经费分为直接费用和间接费用，并对间接费用支出作出了严格规定。《国务院关于
改进加强中央财政科研项目和资金管理的若干意见》（国发[2014]11号）规定，对实行
间接费用管理的项目，间接费用的核定与项目承担单位信用等级挂钩，由项目主管部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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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接拨付到项目承担单位。这两个文件的施行，在很大程度上回收了项目负责人对项
目经费的自主支配权力，影响了科研人员开展工作的积极性。

科研项目人员经费不合理的主要原因
一是经费管理办法和科研人员薪酬制度不合理。目前，中国高层次科研人员的报酬与
国外差距明显，科研人员年均劳务成本仅为韩国的1/6、日本的1/12。科研经费配置
重硬轻软，重物不重人，人员经费不能满足科研项目的研发需求。此外，科研项目中
过低的人员费用使得科研主管单位难以保障充足人力完成科研服务和相关工作，导致
多数主力科研人员进行核心科研工作的同时，承担大量琐碎的服务和后勤工作。国家
相关政策为研究经费设定较低的人员费用比例，其主要目的是为防止研究人员利用职
务之便“中饱私囊”。但是，人员费用过低，科研人员无法顺利有效地展开科研工
作，便不得不利用一些违规手段弥补其人力成本。
二是人员费用管理机制“一刀切”。不同的科研项目对于科研经费的分配有着不同的
侧重，如国家自然科学类课题较侧重设施和耗材投入，而软科学研究和软件开发类的
科研项目较侧重人力资本投入。一些上千万元的实验项目，用于实验材料等方面的费
用较高，需要的人员相对较少， 15%的人员费用比例基本已经足够，但对于只有几
十万资金的人文社科类项目，以及某些偏重计算科学的理工科项目，就需要大幅度提
高人员费用比例。因此，国家对科研经费中的人员费用设置不应采取“一刀切”的管
理办法。
三是科研项目评估及监管机制不健全。1986年以来，按照国家科技体制改革的总体
要求，科技经费从对科研机构、人员的一般支持，转变为以项目为主的重点支持，而
有关科研项目评估及监管机制却没有充分建立起来。目前科研活动的评估方式不能完
全反映科研项目的实施过程及效果，科研评估浮于表面。同时，科研项目经费监督管
理机制滞后，主管部门没有及时跟踪项目经费使用出现的问题并及时解决，而且科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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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费监督问责制不健全，各部门间缺乏明确制约的联动机制，导致负责监督的不管理，
负责管理的不监督。

完善科研项目人员费用管理的对策建议
目前的科研体制机制一定程度上违背了科研活动的规律。建议完善科研人力资本补
偿机制，加大对科研人员的稳定支持，让科研人员全身心投入科研，解除其后顾之忧。
一是完善科研经费管理中人员费用相关政策。要做到有效管理和合理利用科研经费，必
须制定一套适应不同性质科研工作要求的经费管理办法。调查发现， 2006年以来，国
家层面上制定的提高科技人员研发经费的政策寥寥无几。建议财政、科技等部门制定科
研人员经费管理办法和科学合理的科研成本预算，并提供精细的预算编制指导手册，使
科研项目各明细的预算成本科学化、合理化。同时，建议出台相关政策，精简经费报销
程序，并保证科研人员经费按时按额到账。
二是设置柔性的人员费用管理机制。美国的科研项目中，人员费用相对灵活，申请者可
以根据自己的科研需求设定比例。这种灵活的比例设置保障了科研费用的充裕。建议我
国借鉴类似这种灵活的管理模式，根据项目类型，合理划分不同项目人员费用比例，并
给予项目负责人一定比例项目经费的自由支配权力，以调动其积极性。同时，建立严格
的预算制度和执行制度，保障各科目经费合理充分使用。
三是完善科研项目评估及监管机制。首先，对科研项目采用目标管理办法，严格按照科
研项目目标开展项目研究。第二，相关科研主管单位建立科研经费规范化管理体制和流
程，完善项目评估体系，确保科研人员费用的投入产出效益。当年的预算根据个人在科
研项目当期进展实施情况及成效进行合理拨付，并将当前个人绩效纳入下次绩效评估。
第三，科研主管单位明确科研经费中人员费用使用范围，定期或不定期地对科研经费的
管理规定及经费收支情况进行监督检查，防止出现科研经费资产流失等问题。若单位或
个人利用职务之便不按照固定用途使用科研经费，可将已入账的科研经费全部没收充
公，并将不良行为记入个人诚信账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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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ature》本月前十位亮点排名
来源：natureasia.com

2015年Nature十大科学人物

Nature 528 (2015年12月24日)

由Nature杂志编辑评选出的2015年 “Nature十大科学人物”透过重大事件和发现来观察
人类在科学方面所做努力。今年的十大科学人物是：联合国气候变化负责人 Christiana
Figueres、基因编辑先驱黄军就、NASA 冥王星专家Alan Stern、化学工程师鲍哲楠、伊朗核
工程师/外交家Ali Akbar Salehi、天文学家和女权人士Joan Schmelz、人口遗传学家David
Reich、超导研究人员Mikhail Eremets、合成生物学家hristina Smolke和 “再现性项目”
(Reproducibility Project)的Brian Nosek。封面: Peter Crowther
Cover Story doi: 10.1038/JNature7583cvst-1
News Features doi: 10.1038/528459a

学习过程中神经序列的形成

Nature 528 (2015年12月17日)

神经活动的特定序列已在导航、复杂运动、记忆形成和其他行为中被观察到，但仍不清
楚它们在学习过程中是怎样形成的。在这项研究中，Michale Fee及同事通过记录来自幼鸟运
动前区HVC的活动来跟踪在学习鸣叫的“音节”时神经序列的形成。他们观察到，“原始”音
节形成的早，随着学习过程的进展，多个新的、高度分化的神经序列从这一前体音节形成和
出现。作者提出了一个机制模型，在其中多个神经序列可从一个共同的前体序列的生长和分
解中形成。
Article doi: 10.1038/nature15741

从古DNA推导出的选择压力

Nature 528 (2015年12月24日)

这项研究将古DNA用作观察人类演化的一个关键时期(距今大约8500年前农业生产在欧洲
的出现)的窗口。研究人员获得了来自从公元前6500年到公元前300年的230个 “西欧亚人”
(West Eurasians)、包括来自26个新石器时代安纳托利亚人的样本的全基因组扫描数据，它
们代表着来自东地中海的第一个全基因组古DNA。作者发现了与饮食、色素沉积和免疫相关的
位点上的选择证据。最强的选择信号在负责 “乳糖酶持久性”的等位基因上，这一发现支持
以下观点：可观频度的“乳糖酶持久性”只是过去4000年才在欧洲出现。
Article doi: 10.1038/nature161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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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热点
关于“谱隙问题”的问题

Nature 528 (2015年12月10日)

在量子多体物理学中，谱隙是指一个系统的基态与其第一激发态之间的能量差。关于是否有
可能判定一个系统是否有谱隙的问题(鉴于存在一个特定的模型，即Hamiltonian模型)是物理学
中一个长期未能解决的问题，即“谱隙问题”。在这项研究中，Toby Cubitt等人证明，“谱隙
问题”是不可判定的。虽然以前已经知道判定一个谱隙是否存在是困难的，但这一结果证明了多
体物理学中一个核心问题的算法难度(algorithmic difficulty)最大的一种形式。
Article doi: 10.1038/nature16059

非对称细胞分裂

Nature 528 (2015年12月10日)

本期封面所示为野生型果蝇(左)背上的机械感应器官(或“毛”)的扫描电子显微镜图像。非
对称 “Sara核内体”的隔离在一个敏化的突变体背景下遭受破坏，改变了产生这些刚毛的干细
胞的细胞命运，之后果蝇的背部便裸露了出来(右)。非对称细胞分裂(在其中一个细胞产生具有
不同细胞命运的两个子细胞)是干细胞在发育和其他方面一个共同的基本过程。在非对称分裂过
程中，很多命运决定因素在细胞皮层上是分开的，同时在一系列不同的细胞中，一个子类的信号
作用核内体会在细胞质中发生不平等的隔离，以介导Notch/Delta信号作用分子在子细胞之间的
分布。这种非对称分布是怎样做到的过去却不知道。Marcos Gonzalez-Gaitan及同事现在发现，
在非对称分裂过程中，中心纺锤体是由驱动蛋白Klp10A及其拮抗剂 Patronin产生的，这种非对
称性然后又使核内体的运动方向发生极化。作者能通过利用一个由抗体介导的方法反转中心纺锤
体极性来将核内体引导到错误的细胞。这篇论文所描述的系统是一个在非对称分裂中能够将具有
普遍意义的细胞内货物、尤其是信号作用核内体向其中一个子细胞定位的系统。
Letter doi: 10.1038/nature16443

通过网络分析合成复杂分子

Nature 528 (2015年12月24日)

Rich Sarpong及同事通过对由E. J. Corey在上个世纪70年代定型的 “网络分析”方法进行
改进，建立了用于合成二萜生物碱家族中多个成员的一个统一方法。作者利用这一框架识别出一
个多功能合成中间体，它可帮助weisaconitine D 和 liljestrandinine以及gomandonine的核心
的合成。为这项研究开发的基于web的确定性绘图程序，具有更普遍地应用于其他在架构上具有
挑战性的分子的分析和合成的潜力。
Article doi: 10.1038/nature16440

该重新思考硝化作用了

Nature 528 (2015年12月24日)

两 个 小 组 在 本 期 Nature 上 报 告 了 编 码 催 化 “完 全 硝 化”所 需 的 全 部 酶 的 硝 化 螺 菌
(Nitrospira)的富集和表征。 “完全硝化”是一个表现型，被称为 “comammox” (“complete
ammonia oxidation”的一个缩略词，即 “完全氨氧化”)。此前，这一包括两个步骤的反应被
认为涉及一个互养(cross-feeding)相互作用中的两种生物。系统发育分析显示“comammox”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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硝化螺菌存在于若干个多样化的环境中，所以这些发现有可能根本性改变我们关于氮循环的
观点和开创硝化作用研究的一个新的前沿领域。
Article doi: 10.1038/nature16461
News & Views doi: 10.1038/528487a
Letter doi: 10.1038/nature16459

制备镁合金复合材料的一个新途径

Nature 528 (2015年12月24日)

当前最好的镁合金非常轻，但却没有其他结构金属所具有的强度。基于镁的复合材料有
可能提供一种在保持轻质的同时提高强度的办法。在这项研究中，Xiao-Chun Li及同事演示
了通过纳米颗粒在熔融金属中的自稳定过程来让碳化硅纳米颗粒在镁中致密、均匀分散(体积
比14%)的一种生产方法。这样获得的复合材料的强度、硬度、弹性和高温稳定性都有所提
高。通过克服在金属基底中分散纳米颗粒的长期未能解决的挑战，这一新方法也许能为高性
能轻质金属复合材料的制备提供了一个广泛适用的途径。
Letter doi: 10.1038/nature16445
News & Views doi: 10.1038/528486a

肿瘤异质性的快速演变

Nature 528 (2015年12月10日)

通过利用来自人乳房成形术的样本和一个DNA条码方法来跟踪由一个致癌基因转化的细
胞，Connie Eaves及同事显示，基底细胞和腔细胞在被引入小鼠体内时都有能力启动肿瘤发
生。他们的数据表明，与认为肿瘤异质性是由多个致癌事件在很长一段时间造成的观点相反
的是，肿瘤细胞的性质在转化之后演变非常快。
Letter doi: 10.1038/nature15742

小肠修复机制

Nature 528 (2015年12月24日)

通过小肠干细胞(ISC)活性的调控来支持正常小肠上皮维护的细胞信号已得到很好表征，
但在损伤后ISC腔室的调控中所涉及的信号仍不清楚。Alan Hanash及同事发现，先天淋巴样
细胞在受伤后产生白介素-22 (IL-22)，来增加小鼠小肠细胞器的生长。他们进而显示，重组
IL-22在人类和小鼠细胞器中都能通过一个依赖于STAT3的通道、独立于Paneth细胞(这类细胞
提供ISC维护信号)来促进ISC扩增。用IL-22治疗还能增强ISC从小肠受伤的恢复。
Letter doi: 10.1038/nature16460
News & Views doi: 10.1038/nature163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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罹患心脏病婴儿中神经发育障碍的基因起源
一项新的研究发现了众多的基因突变，它们可以解释为什么罹患先天性心脏病（CHD）的新生儿具有神经发育障碍的高风险。神经发
育障碍（NDDs）会导致认知、运 动、社交和语言 功能障碍，在所 有CHD孩子中有 10%会出现NDDs，而严重CHD患儿有50%会有
NDDs。查明在这两种疾病中都扮演某种角色的基因或能帮助确定那些有着神经发育障碍最大风险者，这能改善对患者的监测并对其进行
早期干预。为了更好地理解这一重叠，Jason Homsy等人对1213名CHD患儿中的新发（自发的）突变进行了分析，他们所用的是一种通
过变异株类型来评估突变率的方法。与只有CHD的患者相比，那些同时有CHD和神经发育障碍者有着高得多的损坏性新发突变的负担，尤
其是在高心脏表达（HHE）的基因中，这些基因在心脏发育时高度表达。尽管20%的HHE突变共同与CHD、NDD和先天性畸形相关，但
只有2%的这些突变被发现是CHD所独有的。作者们说，这种基因重叠表明，影响正在发育心脏的基因突变也会影响正在发育的脑子，它
们最终可能早期发现具有最大神经发育障碍风险的CHD患者。
Article#27:"De novo mutations in congenital heart disease with neurodevelopmental and other congenital anomalies," by J.
Homsy; J.S.Ware; K.E. Samocha; K.J. Karczewski; S.R. DePalma; D. McKean; H. Wakimoto; J. Gorham; M. Daly; J.G. Seidman; C.E.
Seidman at Harvard Medical School in Boston, MA; J. Homsy; K.E. Samocha at Massachusetts General Hospital in Boston, MA
S. Zaidi; S.C. Jin; K. Bilguvar; M. Brueckner; R.P. Lifton at Yale University School of Medicine in New Haven, CT. For a complete
list of authors, see the manuscript.

局部人类活动比过去认为的对总体水生态足迹的改变更大
一项新的研究提出，在将局部水资源管理策略所致的蒸散和径流纳入考虑之后，人类可能正在消耗比过去认为的要更多的淡水，并会
更大程度地改变水循环。如果这是正确的话，该结果将人类总体全球淡水生态足迹提高了18%。过去，许多研究所关注的是水资源管理会
如何影响诸如河流片段化和转向等因素，但只是到了最近，更不显眼因素（如蒸散作用）的重要性才变得明显。Fernando Jaramillo和
Georgia Destouni希望能确定水资源管理策略（如堤坝和灌溉）是否会影响蒸散作用和雨量比。他们对两段时期（1901–1954年和1955–
2008年）间100个流域的实体变化进行了分析。他们模型所得到的结果揭示，在后一时期内，蒸散作用明显增加，而水的径流率也有所降
低。与其它被测试的变量（诸如流域的地理位置或大气的气候变化）相比，这一蒸散作用的变化更有可能受到人类局部水资源管理的影
响。这些人类诱发的局部蒸散改变被发现具有全球层面的显著影响，它令每年平均人耗淡水增加了3563 km3，或比最近对人类目前全球
淡水生态足迹的估计高出了18%。作者们提出，这一新的估计达到了更大的不可持续性水平。
Article #24:"Local flow regulation and irrigation raise global human water consumption and footprint," by F. Jaramillo; G.
Destouni at Stockholm University in Stockholm, Sweden; F. Jaramillo at University of Gothenburg in G?teborg, Sweden.

较少候鸟在迁徙周期中得到足够保护
一项新的研究结果揭示：相当低百分比（只有9%）的候鸟在其迁徙过程的整个范围内得到足够的保护。鸟类中的候鸟对整个生态系统
中的资源流动、生物质转移、养分输送、捕食与被捕食动物相互作用以及食物网结构做出了重大贡献；但在过去的30年中，在所有主要候
鸟迁徙路径中有超过一半的候鸟显著衰减，它凸显了更好保护这些候鸟所依赖地区的必要性。为了测量现有候鸟被保护地区的分布，
Claire Runge等人绘制了全球1451种候鸟的迁徙路径。他们发现，候鸟中有91%的物种在其迁徙周期中至少有一部分保护区的覆盖面不
足，这与非迁徙鸟类的55%形成了对比。对受到威胁的候鸟物种来说，它们的境况更糟：它们迁徙周期的所有部分中得到充分保护区覆盖
的不到3%。保护程度的差异因国家而异，但那些在北非和亚洲的国家所提供的保护最少。然而，一个国家的富裕程度是对候鸟提供保护水
平的不良指标，许多国内生产总值低下的中美洲国家达到了75%以上的对其候鸟物种的保护目标，但在加拿大和美国，这些候鸟物种的受
保护区域覆盖水平则较低。作者们提出，保护地球上的候鸟将需要更好的资源配置及用现有的国际机制来针对新的及扩大的保护区，增强
执法和管理效率，并大大加强国家间的协调。
Article #25: "Protected areas and global conservation of migratory birds," by C.A. Runge; J.E.M. Watson; J.O. Hanson; H.P.
Possingham; R.A. Fuller at University of Queensland in Brisbane, QLD, Australia; J.E.M. Watson at Wildlife Conservation Society
in New York, NY; S.H.M. Butchart at BirdLife International in Cambridge, UK; H.P. Possingham at Imperial College London 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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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ondon, UK.

较稠厚的地幔或能解释某些地球内部的过程
一项新的研究发现，地球表面之下1000公里（621英里）处的地幔粘度突然增加，这与过去的估计有显著的差异，它表明这一
现象发生的深度大约为670英里（416英里）。准确地查明地幔内的粘度变化对理解地区内深部的无数过程颇为重要，这些过程包
括：热传输、组分混合和板坯（板块）下降，它还能让人们了解地幔的热与化学演变。大地水准面（即仅在地球重力和旋转影响下
海洋表面所呈形状）对下部地幔的密度结构和粘度对比最为敏感，因此它对确定地幔粘度提供了一个好方法。Maxwell Rudolph等
人在此将能解释大地水准面的数组地球物理数据（包括多达10年的卫星观测及对地球平坦化的更新估值）结合起来。在经过众多模
拟之后，他们的所有结果都发现在地表下670公里处的粘度增加，而大多数的模拟将该粘度的增加置于还要更深的位置——接近地
表之下1000公里。作者们提出，据某些新近的研究披露，他们对粘度转变的新的估计与板块停滞的深度相吻合。作者们同时指出，
他们对粘度的新估计或能帮助解释朝地表上升的地幔柱状熔岩流的垂直和侧向运动，它制造了诸如冰岛热点和南太平洋麦克唐纳热
点等较大的火山活动面积。尽管粘度增加解释了某些地质学观察结果，但这一增加的起源仍然是一个谜团。
Article #10:"Viscosity jump in Earth's mid-mantle," by M.L. Rudolph at Portland State University in Portland, OR; V. Leki?
at University of Maryland in College Park, MD; C. Lithgow-Bertelloni at University College London in London, UK.

潜在的新型纳米阻尼材料：氧化铜孪晶纳米线
近年来，由于具有新奇的物理、化学等性能，低维结构材料受到广泛关注。基于原位透射电子显微技术，我们实时观察到氧化
铜（CuO）孪晶纳米线在应力作用下的力学行为。首先，外界压应力使纳米线产生高应变；而当应力释放后，部分应变的回复不是
瞬时的，而是一段时间内（几分钟到几十分钟）逐渐回复到零，具有典型的滞弹性应变特征。进一步的研究表明，该滞弹性可能是
由孪晶附近原子的协调迁移引起，是CuO纳米线的一种本质属性，受电子束影响较小。上述结果为开发、研制廉价纳米阻尼材料提
供了新的可能。
阻断钙离子通道或能延迟早产
研究人员发现了一个在分娩时会触发子宫收缩的钙离子通道的作用，他们接着在啮齿动物中证明，该钙离子通道可被阻断而延
迟早产。该钙离子通道或能成为一种制止早产的潜在药物标靶；早产是在全世界造成新生儿死亡和残疾的首要原因。在妊娠期间，
子宫处于休眠状态，因为它庇护着成长中的胎儿。分娩则解除了对子宫活动的"刹车"，允许子宫发生强力收缩而将宝宝排挤出来。人
们对是什么因素触发了子宫从宁静转变成收缩仍然知之甚少，从而阻碍了研发有效治疗早产的努力。Lihua Ying和同事如今显示，
在子宫壁平滑肌中的一种被称作瞬时受体电位香草素4（TRPV4）通道的钙离子通道可触发子宫收缩。研究人员发现，怀孕妇女的子
宫组织比非妊娠妇女的子宫组织有着更为高亢的TRPV4基因表达。类似地，随着小鼠和大鼠怀孕的进展，在子宫平滑肌细胞中的
TRPV4通道变得日益丰富，从而导致钙离子内流，后者已知会驱动并维持子宫的节律性收缩。对怀孕小鼠子宫组织的分析表明，在
正常情况下会遏制TRPV4活性的蛋白（被称作β-抑制蛋白）的表达在妊娠晚期会被下调，从而使在接近分娩时的TRPV4活性得到增
强。在2种不同的小鼠早产模型中，TRPV4通道的一种选择性抑制剂可显著延长妊娠并阻止早产。相反，删除β-抑制蛋白——并因而
提高TRPV4的活性——可让小鼠有更高的早产风险。在一则相关的《焦点》中，Roger Smith对这些发现如何能给研发针对早产的
TRPV4-靶向治疗提供一个出发点进行了讨论。
Article #4: "The transient receptor potential vanilloid 4 channel modulates uterine tone during pregnancy," by L. Ying; M.
Becard; D. Lyell; X. Han; L. Shortliffe; C.M. Alvira; D.N. Cornfield at Stanford University Medical School in Stanford, CA; C.I.
Husted at University of Nevada, Reno in Reno, NV.
Article #1: "Reapplying the uterine brake in preterm labor," by R. Smith at Hunter Medical Research Institute in New
Lambton, NSW, Australia; R. Smith at University of Newcastle in Newcastle, NSW, Australia.

蛇纹石化——海底热液区生物的营养源
上世纪70年代海底热液区的发现为海洋科学掀开新的篇章。热液区高温、酸化的环境和地球形成初期类似，周围却有大量生物
存在，目前已发现400多种不同物种，既有大型生物如虾、蟹和贝等，也有热球菌等微生物。这些生物耐酸、耐高温，可以在无光、
缺氧的条件下依靠热液区岩石和海水反应(即蛇纹石化)产生的氢气、烷烃和有机酸存活。因此，研究蛇纹石化有利于揭示生命起源的
奥

秘。
已有大量实验探讨橄榄岩和海水反应后氢气和烷烃的形成。但是，大多数研究采用橄榄石为初始反应物以代表橄榄岩。橄榄岩

由橄榄石、辉石和尖晶石组成，辉石和尖晶石的加入可能对橄榄石-海水反应产生影响。中国科学院广州地球化学研究所和南海海洋
研究所团队，以橄榄石和橄榄岩为初始物，对比300 °C、3 kbar时两种初始物蛇纹石化形成氢气和烷烃的量。研究发现，橄榄石蛇
纹石化产生的氢气和甲烷远低于橄榄岩，但二者的乙烷和丙烷产量相当。这表明辉石和尖晶石的加入会增加蛇纹石化过程中产生的
氢气和甲烷。该成果对于地球早期大气与岩石圈相互作用，有机物形成机理乃至生命起源具有一定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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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认为催化剂是影响烷烃形成的主要因素。该研究发现，初始物颗粒大小影响氢气和烷烃的形成。大颗粒橄榄岩反应初期，氢气和烷
烃含量远低于小颗粒橄榄岩反应后形成的气体；随着反应的进行，二者氢气的产量相似，但大颗粒反应后产生的烷烃仍然比小颗粒橄榄岩形
成的烷烃低得多。这说明，烷烃的形成受橄榄岩反应速率和程度的制约。
相关的研究成果发表在《中国科学：地球科学》2016年第1期，题目为"橄榄石和橄榄岩蛇纹石化过程中气体形成的对比研究"。
《中国科学：地球科学》原文：http://earth.scichina.com:8080/sciD/CN/abstract/abstract519508.shtml

发现提示增加IVF周期次数可能是有益处的
据12月22/29日发表在《美国医学会杂志》上的一项研究披露，尽管体外受精（IVF）常常限于3或4个治疗周期，但新的研究显示超过
这一数字的IVF周期数也是有效的。
体外受精常常会在3或4次不成功的胚胎移植后停止，3次不成功的胚胎移植会被标上"多次植入失败"。这种做法受到了20年前所做的一
项胚胎移植研究的影响，该研究没有使用胞浆内精子注射的方法。该研究表明，在第四次周期后活产率有所下降。
英国布里斯托尔市布里斯托尔大学的Debbie A. Lawlor，Ph.D.和同事对重复IVF周期能继续增加活产可能性的程度进行了检查，他们将
IVF周期定义为开始卵巢刺激治疗及所有致使的不同的新鲜或冷冻胚胎移植。该研究包括了在2003年至2010年间接受了25万7398次IVF卵巢
刺激周期的15万6947名英国妇女；对她们的追踪一直持续到2012年6月。她们开始治疗的中位年龄为35岁，所有周期的中位不孕期为4年。
在所有女性中，第一次周期的活产率为29.5%。这一百分比维持在20%以上直至且包括第四次周期。在整个全部周期中，累计性经预后
校正的活产率会持续增加至多达第九个周期，并在第6个周期时有65%的妇女有过一次活产。在那些不到40岁且使用自己卵母细胞（卵子）
的妇女中，第一个周期的活产率为32%，并维持在20%以上直至并包括第四个周期。6个周期可达到68%的累计性经预后校正的活产率。
对40-42岁的女性而言，其第一次周期的活产率为12%，6次周期可达到31.5%的累计性经预后校正的活产率。对年龄大于42岁的女性而
言，每一周期内的所有活产率皆低于4%。在使用捐卵的妇女中没有观察到年龄造成的差异。与那些男性伴侣有其它原因的女性相比，那些男
性伴侣不孕症未经治疗妇女的活产率较低，但胞浆内精子注射或捐精等治疗可消除这一差异。
作者们写道："这些发现支持超过3或4次的IVF周期数仍然有效的说法。"
研究人员指出，对某些夫妇而言，多次治疗所造成的情绪上的压力可能是不好的，而长期的有数个多次卵母细胞刺激周期疗程的费用对
医疗部门、保险业者或不孕夫妇都是无法承受的。"然而，我们认为应该与不孕夫妇讨论做进一步周期治疗也会成功的可能性。"

在化疗中预防过早绝经的长期结果
据12月22/29日发表在《美国医学会杂志》上的一项研究披露，与仅接受化疗相比，同时接受激素药物曲普瑞林来达到卵巢抑制效果的
罹患乳腺癌妇女的卵巢功能恢复的长期可能性增加，但她们在怀孕率或无病存活率方面的差异没有统计学上的显著性。
大多数罹患浸润性乳腺癌的年轻妇女是同时接受化疗和内分泌治疗的候选者。卵巢功能丧失和生育能力受损是抗癌治疗的可能后果。对生育
能力的担心可影响罹患乳腺癌年轻女性的治疗决定。根据文章的背景资料，在化疗时给予促黄体激素释放激素类似物（LHRHa）是否是一个
可靠的保留卵巢功能的策略是有争议的，这是因为长期卵巢功能和怀孕数据的缺乏以及对内分泌治疗与化疗间可能有负面相互作用的安全考
量。
意大利热那亚市全国癌症研究所的Lucia Del Mastro，M.D.和同事将281名绝经前的罹患I期至III期激素受体阳性或阴性乳腺癌的妇女
（中位年龄39岁）随机分配接受单一化疗（对照组）或化疗加曲普瑞林（LHRHa组）。这一试验是在意大利的16个地方开展的。这些妇女加
入研究的时间在2003年10月至2008年1月间；对其进行的最后的年度追踪在2014年6月。中位随访时间为7.3年。
在LHRHa组的148名患者中的月经恢复的5年累计发生率估值为73%，而在对照组的133名患者中，该估值为64%。在LHRHa组发生了8例妊
娠（5年累计妊娠发生率估值为2.1%），在对照组则发生了3例妊娠（5年累计妊娠发生率估值为1.6%）。LHRHa组的5年无病存活率为
80.5%，而在对照组则为84%。这一虽然增加但无统计学显著意义的风险似乎是激素受体阴性肿瘤患者特异性的。
作者们写道，这些结果连同另外一则研究（POEMS-SWOG S0230）的发现表明，"除了诸如胚胎和卵母细胞冷冻保存等保留生育功能
的策略之外，用LHRHa暂时抑制卵巢是在罹患早期乳腺癌并接受辅助化疗的绝经期妇女中保留卵巢功能的一个选项。"
(doi:10.1001/jama.2015.17291)
社论：在年轻癌症幸存者中防止过早绝经及保留生育能力
波士顿达纳法伯癌症研究所的Ann H. Partridge，M.D.，M.P.H.写道："尽管这些发现提示可能有适度的防止治疗相关性不孕的裨益，
但总的来说，这些研究所反映的是正在显现的理解并改善这些关键性生活品质问题的重要性，以及给病人提供新的治疗和支持性治疗选项及
最终给许多被诊断罹癌年轻妇女所高度重视的问题提供了希望。"
(doi:10.1001/jama.2015.172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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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次在大脑中发现“智力网络”
来源：中国科技网

英国伦敦帝国理工学院的科学家首次确定大脑中与人类智力
相关的基因集群——M1和M3，其很可能影响人的认知功能，包括
记忆力、注意力、反应和推理能力。相关研究成果发表在最新一
期《自然·神经科学》杂志上。
这两个基因群分别包含数以百计的基因，它们很可能受主调控开关的控制。目前该研究尚处
于早期阶段，但研究人员将深入研究这一基因网络，以期最终能够通过调控这些基因来提高人的
认知功能。
据物理学家组织网报道，研究人员研究了大量接受过手术治疗的癫痫患者的脑组织标本。他
们对人脑中数千个基因表达进行了仔细分析，然后将分析结果分别与智力正常人群的遗传信息和
患有神经系统疾病的人群的遗传信息结合进行研究。通过各种计算分析后，他们发现，正常人群
大脑中一些与智力相关的基因突变，同样也可导致认知能力受损和癫痫。
该研究论文的首席作者、帝国理工学院医学系博士约翰逊·米迦勒说：“令人兴奋的是，这
些基因很可能有一个共同的控制机制，这意味着我们可以操纵一整套与人类智力有关的基因的活
动。研究表明，或许可以通过调控这些基因来提升智力。尽管目前这只是一种理论上的可能，但
我们已经迈出了第一步。”
研究人员称，这项研究表明，对健康人群和病患的大量基因组数据集进行研究，将是解开人
类大脑功能之谜的新途径。他们希望该类研究能为治疗神经疾病如癫痫提供新见解，并最终改善
与这些疾病相关的治疗手段。

肿瘤细胞维持基因组稳定之谜破解
来源：中国科技网

与正常细胞相比，癌细胞的分裂速度相当快，其基因组“质量”却相当稳定——它们是怎
么做到的？丹麦哥本哈根大学Hickson教授团队与浙江大学呼吸疾病研究所沈华浩教授团队通过
合作，发现肿瘤细胞在有丝分裂期存在DNA复制行为，这是肿瘤细胞维持基因组稳定性的关键。
12月2日，《自然》杂志在线发表了两校教授合作完成的研究论文。
共同第一作者、浙大医学院教授应颂敏说，正常细胞的分裂遵循经典的细胞分裂周期理论，
在S期完成DNA复制。这好比工人扎扎实实工作8小时，产出的是质量过关的产品。但是，肿瘤细
胞有另外一套机制。它在规定动作的S期快速进行DNA复制，本来8小时要干完的活，6小时就干完
了，这样势必偷工减料，因此留下了很多DNA的损伤。这让DNA变得很不稳定，比正常细胞更容易
受伤。研究首次发现，有丝分裂期，癌细胞也存在DNA复制行为。应颂敏说：“我们还发现，有
丝分裂阶段的DNA复制，是肿瘤细胞特有的，这对维持肿瘤细胞基因的稳定性特别重要。”
丹麦哥本哈根大学刘英教授提出，这项研究的重要意义在于解决了该领域内一个长期悬而未
决的科学问题。共同通讯作者之一、浙大医学院沈华浩教授指出，近年来肺癌等恶性肿瘤发病率
不断升高，研究发现的肿瘤细胞特异性依赖的信号通路，为将来的肿瘤靶向治疗提供了一个新的
潜在治疗靶点。如果能想办法中止肿瘤细胞在有丝分裂阶段的DNA复制，就能通过削弱肿瘤细胞
DNA的稳定性来控制肿瘤细胞的增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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瑞典科学家研制出可充电“纸电池”：能折叠能防水
来源：光明网

瑞典科学家近日研制出了一种能作为电池的“纸”，
其效率之高，所储存的电能可以和市场上最好的超级电容
电池相媲美。
瑞典科学家近日研制出了一种能作为电池的“纸”，
其效率之高，所储存的电能可以和市场上最好的超级电容
电池相媲美。
这是一种由纳米纤维素——与应用在纸张中的纤维素
类似——制成的材料。在高压水柱的作用下，这种“纸”
的纤维能做到只有20纳米厚，相比之下，人的头发直径约为100000纳米，是该纤维厚度的5000倍。
在纳米纤维的外层，覆盖着一层溶解在水溶液里的带电聚苯乙烯塑料。
当这些纳米纤维覆盖上带电塑料后，就成了厚度只有零点几毫米的“纸电池”。一张直径15厘
米的“纸电池”能储存高达1法拉的电容，这已经可以和目前市场上见到的超级电容电池(又称法拉
电池)相媲美。瑞典林雪平大学有机电子实验室的博士生Jesper Edberg解释道：“这些纤维缠结在
一起，空隙中的液体则作为电解质。”
“具有电容器功能的薄膜已经存在了一段时间，”研究共同作者、有机电子学教授Xavier
Crispin 说，“现 在 我 们 能 造 出 厚 厚 的 纸 片。”相 关 的 研 究 成 果 发 表 在 近 期 的《先 进 科 学》
(Advanced Science)杂志上。
这种“纸电池”具有纸张一样的柔软特性，甚至能折叠成千纸鹤，这使其在下一代超薄、易曲
的电子设备中具有广阔的潜力。我们或许很快就能在智能手机、智能手表、笔记本电脑和电视上看
到“纸电池”的应用。
与传统的电池和电容器不同，这种“纸电池”不含有任何有害化学物质或重金属，而且能够防
水。据介绍，这种“纸电池”的性能已经创下了4个世界纪录，包括：最高的有机电子电荷与电容
量(分别为1库伦和1法拉);测得最高的有机电导体电流(1安培);最高的同时进行的离子和电子能量;
最高的晶体管跨导。
目前摆在研究人员面前的挑战是，如何在工业规模上制造这种“纸电池”。不久前，研究团队从瑞
典战略研究基金会获得了3400万克朗(约合3700万欧元)的资助，以开发制造纸电池的机器。
“纸电池”是近期开发环境友好型能源的众多尝试之一。本月早些时候，电化学能源储存网络
(Electrochemical Energy Storage Network)和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CNRS)的科学家开发出了一
种以钠为原料的电池原型机。
比起目前常用的锂，钠不仅更加丰富(因而更加廉
价)，而且能储存更多的电能，充电更快，使用寿命也更
长。据报道，这些新电池的能量密度大约为90瓦时每千
克，大约相当于现代电池的一半，可以和最早的锂离子电
池相比，其能量潜力是铅酸汽车电池的两倍。
科学家称，这种新技术将带来“无可比拟的能量表
现”，其能量密度将能与锂离子电池相媲美，但寿命延长
了两倍。在测试中，这种新电池能够在至少2000次充、放
电之后依然没有损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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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型纳米材料比纸薄千倍 每平方米仅重0.1克
来源：科技讯

目前，美国科学家最新研制一种超薄、超轻纳
米材料，比纸张薄1000倍，每平方米仅重0.1克，未
来它可应用于创新材料设计，甚至是飞机制造业。
目前，一支科学家小组最新研制一种新型材
料，它比纸张薄一千倍，却足够坚韧，即使被弯曲
也不会出现结构改变。这种微型薄片材料是由氧化
铝制成，首先这种材料能够手动操控，尽管它是纳
米等级材料。
这种超薄材料可用于航空航天领域，甚至促进
昆虫飞行机器人技术快速发展。科学家进行了多年
研究，最终设计出这种最薄、最轻的材料。目前，该材料的设计者是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研
究人员。
该项目负责人、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工程与应用科学学院副教授伊戈尔-巴尔加汀(Igor
Bargatin)称，之前科学家设计的纳米等级材料很结实，但是它们很难将其应用于宏观尺度。
我们的最终目标是建立一个独立式纳米等级厚度的薄层材料，但是它的尺度足够大，可以手
动操作，在这此前是无法实现的。
正常情况下，像这样薄的材料被弯曲和扭曲之后将失去最初的结构特征。一位诺贝尔奖
得主研制的石墨烯材料能够像单个碳原子一样薄，但为了避免卷曲，必须在帆布上延伸形成
框架，该材料无需任何外界帮助便能恢复初始结构。但是它也存在着一个问题，由于其质量
较重，很难应用于低质量的超薄膜设计。
相比之下，最新研制的超薄材料使用皱状结构代替框架结构，这意味着它将不是“完全
的平面”，而是一种类似蜂窝的三维结构，同时，它具有扁平薄层、连续性和完整的独立式
特征。
研究小组成员、宾夕法尼亚大学机械工程系副教授普拉桑特-普罗希特(Prashant Purohit)副教授强调称，它就像一个蛋品包装纸盒，但它是纳米等级。这个氧化铝薄层材料厚度
在25-100纳米之间，以原子层等级堆叠在一起。
巴尔加汀解释称，氧化铝实际上是一种陶瓷材料，人们会认为它非常容易破裂，但令研
究人员惊奇的是，它并不会破裂。该材料弯曲、扭曲和恢复结构的方式，你或许会认为它是
由塑料制成的。我第一次看到它时，很难相信这是
真实的，蜂窝结构的薄层使其更加坚硬，从而避免
自身出现折叠或者被卡在某一物体中。如果该材料
出现裂缝，也不会延伸至整个结构，当裂缝进入垂
直皱状壁时会停止扩散。
研究小组成员凯芬-达瓦米(Keivan Davami)
称，昆虫翅膀仅有数微米厚度，其大小受到细胞厚
度的限制，最新研制的超薄材料每平方米仅重0.1
克，比最薄的人造翅膀材料薄10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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