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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 年南京大学科技工作会议召开
撰稿人：新闻中心 罗静，科学技术处 施嵘
4 月 28 日下午，2013 年南京大学科技工作会议在科技馆

国家对大学的期望很高。我们在自由探索的同时更要高度

报告厅举行。大会由常务副校长张荣主持，校党委书记洪

重视国家需求，以需求牵引科研工作。科技工作者要克服

银兴、校长陈骏分别发表重要讲话。院士代表，各职能部

小富即安的思想，要将研究兴趣与国家需要结合起来，把

处负责人，各院系、各单位党政主要领导，各级科技平台

南大的优点汇聚成合力，才能形成优势。

负责人，创新团队负责人和各类科技人才，重要科研项目
负责人及相关教师代表等与会。

王汝成院长在发言中总结了地球科学与工程学院在推进科
研工作方面开展的措施：1、以“学科现代化建设”为动

陈骏校长在讲话中指出，从今年起我校进入了创建世界一

力，发展新的科研方向；2、坚持抓重点，每年形成新亮

流大学的第二阶段，在科研工作上要突出顶尖的科学研究，

点、新突破；3、创造条件鼓励青年教师开展尖端科研，

适当转变发展方式。具体来说：一、要重视顶尖学术期刊

提高青年教师的科研能力；4、推进“研究生科研主力军”

论文的发表。我们在二十年前与本世纪初经历过两次跨越，

计划，以科研促进研究生培养质量稳步提高。

有信心进行第三次跨越。二、要重视国家科技三大奖，我
们在科技进步奖与技术发明奖的争取上仍有很大空间。三、
要重视重大科学问题的解决，要引导教师做有用的研究和
有价值的研究。四、要重视新生代科学家队伍的成长，要
在科学态度、研究热情、国际视野、科研时间等各个方面
关心他们、帮助他们。
潘毅副校长对上一年我校的科技工作进行了总结，同时分
析了学校科技发展工作的状况。在谈及对科技工作的思考
与未来规划时，他强调，科技成果的成长犹如树木，学科
平台犹如土壤和养分，人才团队犹如树干和根系，科研项
目犹如枝叶，文章专利犹如花朵，奖励应用犹如果实，管
理服务犹如园丁，各方面要协同发展。2013 年，学校将
在科技平台建设、人才团队、科技项目、科技论文、科技
奖励与管理服务等方面工作上采取措施，推动科技工作大
发展。

会议举行了南京大学学术委员会各学科专家咨询组召集人、
南京大学服务地方专家咨询组召集人、南京大学先进技术
专家咨询组召集人授聘仪式。陈骏校长为到会的方成院士、
陈洪渊院士、张全兴院士、祝世宁院士、刘志红院士等专
家颁发了聘书。
洪银兴书记做总结讲话。他说，在新的形势下全校要进一
步统一思想，明确科研工作在创建世界一流大学中的地位
与作用。他指出，人才培养是学校的根本，科学研究是学
校的生命线；基础研究是南大的看家本领，要继续发扬这
一传统优势，同时也必须高度重视应用研究。要通过建立
一个有压力、有动力的体制来调动科学研究的精气神，强
化激励，严格考核，坚持金牌战略、人才强校战略，重视
基础研究、应用研究和科技服务地方，并在争取重大项目
和重大奖项的过程中进一步加强组织引导。他特别表扬了
中国南海研究协同创新中心申报认定过程中的组织与协同。

会上，中科院院士、物理学院祝世宁教授和地球科学与工

最后，他要求全校教师都要对科研经费的使用时刻警醒，

程学院王汝成院长作为科技工作者与院系代表分别发言。

严肃对待学校正在开展的科研经费自查自纠活动，通过大

作为“2011 计划”专家咨询委员会成员，祝世宁院士在
发言中指出，在建设创新型国家、创新型区域的进程中，

家的共同努力，开创我校科技工作的新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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洪银兴书记在 2013 年科技工作会议上的讲话
（摘 要）
首先，进一步统一思想，增强对科技工作的认识。一是要强调科技工作的重要性，人才培养是学校的根本，科学研究是
学校的生命线。评价研究型大学的办学水平、竞争力和国内外地位，主要是看科研水平。南京大学之所以能在上世纪八
九十年代异军突起，正是因为抓好了科研，抓好了 SCI。近几年来，我校的国家级科技奖励、重大人才计划以及高水平科
技论文数量都有所下降，因此全校上下都要有忧患意识，真正把科技工作作为全校的核心工作来抓。二是要准确定位基
础研究和应用研究的关系，目前我校的基础研究优势有所减弱，应用研究的劣势尚未有明显改观，发表论文的数量和质
量在 C9 高校中并不靠前。不进则退，慢进也是退，既要扬长又要补短（不是避短），在国家强调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背
景下，我校要全力以赴，积极争取和参与国家重大科技创新项目，加强应用研究。
其次，坚持“心中有理想，体制内运行”，制定并实施有效的科技工作战略。科学研究既要将高远的目标作为心中的理
想，沉心钻研，不受干扰，同时也要适应体制内的运行规则，重视国家的各项评价指标，特别是重大科研项目、国家级
奖励、重要论文、重要专利成果等方面的指标。为巩固并提升在国内外的地位，我校将继续实施“金牌战略”和“登峰
战略”，重视对重要奖项奖源的培育，重视高水平论文的发表，鼓励长江学者、国家杰出青年基金获得者冲击各类国家
级奖项，学校的经费支持及资源分配将会继续向符合“金牌战略”、“登峰战略”的项目和团队倾斜。此外，针对各个
学科、各个院系的科研成果分布不平衡状况，需要尽快找出短板，制定针对性举措，迎头赶上。
再次，改革科技工作体制机制，调动科学研究的精气神。既要有压力，也要有动力。一是要重激励，明确重点，重拾上
世纪八九十年代卧薪尝胆抓 SCI 的精神，激励在高等级杂志发表高水平论文者，激励国家重要奖励获得者，激励科研高
峰的执着攀登者。二是要严考核，针对学校 77%的长江学者、国家杰出青年基金获得者未获得过国家奖（前三名），未
有一人当选院士的现状，学校将在继续大力支持的前提下提出更为明确的目标，确保优秀领军人才不辜负国家和学校的
期望。三是要聚贤才，坚持人才强校战略，引进高水平科技人才，做出高水平科研工作。四是抓应用，依托已经建立的
20 多个平台为地方服务，参与到国家的创新驱动战略的实施中。
最后，加强组织和管理，提升成效，规避风险。重要奖励、重大项目的申报都需要良好组织引导基础，科研管理部门要
有小孩吃糖的精神，嘴里含一个，手里抓一个，眼里看一个，创造一种好的组织模式，不断培育出优质奖源和项目团队。
在我校领衔的南海研究协同创新中心以优秀成绩通过考察的过程中，各个部门通力协作，严密高效的组织工作发挥了关
键的作用，说明加强组织和协同就能出生产力。对于科研经费，则应该加强管理，科研经费是财政性资金，是纳税人的
钱，不能随便使用。教育部发文要对科研经费使用进行检查，全校教师在科研经费使用中都要时刻警醒，不能存有侥幸
心理，要严肃对待学校正在开展的科研经费自查自纠活动，防患于未然，迎接好教育部对科研经费管理的专项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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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骏校长在 2013 年科技工作会议上的讲话
（摘 要）
今天召开全校科技工作会议，主题是总结近几年来我校科技工作的成绩，理清发展思路，实现南大科技工作新的发展。
总的来说，我校已基本实现建设世界高水平大学的第一阶段目标，从今年起进入第二个发展阶段。第二阶段的科技工作
要突出质量，做顶尖的科研工作，适当地转变发展方式。具体地说，我们要重视以下几点：
一、

重视在学科顶级期刊上发表论文

世界上所有研究型大学都高度重视在学科顶级期刊上发表论文，最好的科研成果基本上都在这类期刊上发表。南京大学
的论文发表经历过两次跨越。20 年前，南京大学发表 SCI 论文数位居全国第一，标志着我校由在国内期刊发表论文转变
为在国际期刊上发表论文，这是第一次跨越。2011 年我校在高影响因子杂志上发表论文数和论文被引用数均有了大幅度
突破，标志着我们实现了第二次跨越。下一步我们要实现第三次跨越，就是在本学科顶尖期刊上发表论文章。如果每年
一区 SCI 论文数超过 300 篇，其中有 30 篇以上发表在综合类顶级期刊上，那么我校基础研究整体实力将达到美国研究
型大学中等以上的水平。
过去，我们克服困难，突破了发表 SCI 论文和发表高水平 SCI 论文两大难关。因此，我们有信心、有能力、有经验应对
挑战，实现第三次跨越。
二、

重视国家三大奖的培育和申报

我校科技奖励的特点是省部级奖多，国家奖少；自然科学奖多，科技进步和技术发明奖少。下一步学校将采取以下措施，
力争在三大奖上有所突破：一是鼓励应用型学科积极组织，充分发挥附属医院、政产学研合作平台的作用，重点突破国
家科技进步奖。二是鼓励相关团队整合资源，合作报奖。三是挖掘已有省部级奖励的潜力，向国家奖推进发展。
三、

重视解决重大科学问题

科研的根本目的是提出和解决科学问题。学校要引导院系和学科追求重大科学问题的研究和解决，凝聚力量，做出有影
响的工作，在重大科学问题的提出和解决上发出“南大声音”。各院系要鼓励教师做有价值的探索，做有科学内涵的研
究工作。
四、

重视新生代科学家的培养

我校近两年来引进、培养了一批以青年千人为代表的 80 后科技工作者，素质优秀、潜力很大，他们决定着南京大学的未
来。全校上下要主动关心帮助他们发展，培养他们的科学态度、研究热情、国际视野和合作精神。建议各院系根据实际
情况，适当减免青年科学家的教学工作量，为他们潜心科研创造条件。
要充分发掘培养本科生和研究生的科研潜力，要调整博士后管理体制和资助方向，以激活博士后的科研能量。
当前，南京大学正处在新发展阶段的起点，全校要准确把握方向，尽早行动，抢占发展的先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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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大学科技工作报告（摘要）
潘毅副校长
一、2012 年科技工作回顾
2012 年，我校科技工作以提升自主创新与社会服务能力
为目标，全面推动协同创新，取得了丰富的科研业绩。
2011 计划协同创新中心。学校启动培育 10 个协同创新
中心。中国南海研究协同创新中心通过教育部认定（全国
14 个首批 2011 计划协同创新中心之一），人工微结构
与量子调控协同创新中心下一轮申报认定将自动进入答辩。
3 个协同创新中心通过江苏省认定。
科技平台建设。计算机软件新技术国家重点实验室继上一
轮之后，再次被评为优秀；新增半导体节能器件及材料国

科技奖励。获得国家技术发明奖二等奖 1 项、教育部科技
奖 5 项（其中一等奖 3 项）、江苏省科技进步奖 4 项
（其中一等奖 3 项）。马晶教授获“中国青年女科学家
奖”，吕笑梅教授和潘丙才教授获“江苏省十大青年科技
之星”荣誉。
科技成果转化。举办第二届政产学研合作论坛，获批江苏
省高校技术转移示范机构，扬州化学化工研究院获批国家
科技型中小企业公共技术服务机构，昆山创新研究院获批
省重大创新载体项目。
二、科技工作状况分析

家地方联合工程研究中心、江苏省地理信息技术重点实验

科技奖励工作。本世纪以来，我校共获得国家科技三大奖

室。

25 项，其中一等奖 1 项。获自然科学奖数在首批“985

科研项目与经费。我校获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突破 409
项，首次突破 400 项，并新增重大科研仪器设备研制专
项项目 1 项；新增 973 计划（含重大科学研究计划）项
目 7 项，创历史新高；新增 863 计划主题项目 1 项。
2012 年获得科技经费投入 11.58 亿元，比上一年度增加
11.6%。
科技人才与团队。获教育部创新团队项目 3 项（并列全国
第一），获得杰青项目 4 项、优青项目 11 项、省杰青项
目 8 项（列全省第一）、新世纪人才项目 24 项（并列全
国第二）。
科技论文与专利。2012 年全校师生发表 SCI 论文 2175
篇；据中国科技信息研究所数据，我校 2011 年表现不俗
论文数达 734，较上年增加 65.6%。2012 年发明专利申
请数 617 件，较上年增长 16.4%；授权数 311 件，较上
年增长 18.7%。

工程”建设高校（即“C9 高校”）中列第三，科技进步
奖与技术发明奖则较靠后。这样的成绩既显示出学校的基
础科学优势，也提醒我们工程技术学科科技能力仍有待进
一步提升。科技奖励的获得，源自系统性的研究与突出的
成果，我们需要考虑如何加强团队与团队之间的联合，如
何通过各项措施如考核机制来加强对报奖的组织引导。
科技论文工作。近年在表现论文质量的指标上，我校 SCI
一、二区文献比重在 C9 高校中列第一。论文篇均引用、
表现不俗论文比例情况良好，Nature、Science、Cell、
PNAS、PRL、Angew、JACS 等高水平期刊论文增速有
所放缓。
科技项目工作。我校近年获得的 973 计划（含重大科学
研究计划）项目与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大重点项目的情况
在 C9 高校中名列前茅，而在承担 863 计划、国家科技支
撑计划、国家科技重大专项方面则有待进一步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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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人才与团队工作。我校已有 86 人获得杰出青年基金

器设备开发专项、863 计划、国家科技支撑计划、公益性

项目，获得基金委创新研究群体项目 10 个，均位列 C9

行业专项、重大应用研究等项目。学校将通过中央高校基

高校第四。学校近年在杰青项目等获得上的不尽如人意，

本科研业务费、学科建设经费等加强项目培育。学校、院

昭示我校优秀青年科技后备队伍有较大的努力空间。

系学科要重视项目的组织引导和服务工作，紧紧围绕学科

我校在科技工作方面取得了突出的成绩，各项指标总体位

前沿、国家重大战略需求开展科学研究工作。

列全国高校前列，但应该看到我们也面临着巨大的竞争发

科技论文工作。学校近期对 SCI 论文的奖励政策进行了调

展压力。

整，鼓励在高水平期刊上发表论文，鼓励原创性的科学研

三、思考与 2013 年科技工作计划
如果把科技成果的成长比作树木，那么，学科与平台建设
则犹如土壤和养分，人才成长与团队建设犹如树干和根系，
科研项目获得犹如枝叶，论文与专利等犹如花朵，科技奖
励和社会应用服务犹如果实，管理服务犹如园丁。
科技平台建设。2013 年，我们将迎接生命分析化学国家
重点实验室、污染控制与资源化国家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表生地球化学教育部重点实验室、介观化学教育部重点实
验室及部分江苏省重点实验室的评估和验收工作，中国南
海研究协同创新中心、3 个江苏省协同创新中心的建设实
施工作及新一轮协同创新中心的申报认定工作。学校将进
一步加强重要科技平台的管理，从健全管理机构、建立评

究。但奖励只是阶段性手段，不是目的。
科技奖励工作。学校将加强对科技奖励申报工作的组织和
服务工作，要建立有组织力的报奖体系，组织有执行力的
报奖队伍，培育有竞争力的报奖成果。学校、院系学科及
人才本身均要更加重视科技奖励申报工作，要在保持国家
自然科学奖优势的基础上，重视国家科技进步奖、国家技
术发明奖、国家最高科技奖等组织申报工作。
管理服务工作。为进一步发挥专家的指导、咨询作用，学
校学术委员会下设置七个学科专家咨询组，同时分别成立
国防科研和服务地方专家咨询组。学校将继续已经启动的
南京大学科技发展论坛，将制定并落实一批科技管理制度，
严格科技项目与科技经费管理。

价机制、制定发展规划、注重学术交流等四个方面，加强

面向未来，南京大学科技工作可以概括为 1234，即 1 个

实验室、研究中心等重要学术平台的建设。今年拟研究出

中心，以提高科技核心竞争力为中心；2 个基本点，即基

台国家重点实验室建设等管理文件。

础研究顶天，应用研究立地；3 大关注，即完善机制，注

科技人才团队工作。科技人才项目包括基金委杰青、优青、
科技部中青年科技创新领军人才、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
以及江苏省杰青等项目。科技创新团队项目包括基金委创

重均衡，跨越发展；4 大指标，即重大科技项目、优秀人
才与团队培育、重要科技奖励及重大应用、高水平的论文
与国际专利。

新群体、科技部重点领域创新团队、教育部创新团队、江

最后，提出我校科技工作的发展愿景是：完善科技创新体

苏省创新团队等项目。科技人才团队是学科人才队伍建设

系，提升科技创新平台水平，造就高水平的科学研究队伍，

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学校将进一步强化过程服务，做好

围绕国家重大需求和世界科技前沿，涌现一批具有重大学

人才的服务工作，同时加强对青年后备人才的培养。

术影响的基础研究成果，产生一批具有重要社会影响的应

科技项目工作。体现科学前沿与国家重大需求的科技项目
主要包括 973 计划、重大科学研究计划、国家自然科学
基金重大重点项目、国家科技重大专项、国家重大科学仪

用研究成果，提高科技管理和服务水平，全面提升我校自
主创新和社会服务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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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校 2013 年度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申报情况通报
撰稿人：科学技术处 高翔
作为我校本学期科技工作重点之一的 2013 年国家自然科

2013 年开始，国家基金委对申请项目的限项规定进行了

学基金项目申报工作现已结束。在今年的集中受理期内我

部分调整：2012 年已获得科学基金资助的项目负责人

校共申报各类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 963 项。其中包括

2013 年不得申请同类型项目；2012 年和 2013 年连续申

面上项目 519 项，青年科学基金项目 253 项，重点项目

请面上项目未获得资助的申请人将在 2014 年暂停面上项

47 项，重大研究计划项目 2 项，专项基金项目 4 项，联

目申请 1 年。受此限项规定调整的影响，与 2012 年相比，

合资助基金项目 3 项，国际（地区）合作与交流项目 4 项，

我校项目申报数减少了 100 项，增幅-9.4%。据了解，各

国家重大科研仪器设备研制专项项目 4 项，国家杰出青年

基金申请“大户”单位的申报数较 2012 年均有 10-15%

基金项目 49 项，优秀青年科学基金项目 71 项，海外及

的减少。

港澳学者合作项目 7 项。

2013 年度南京大学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申请项目汇总表
资助类别

科技部

国际

小

数理 化学 生命 地球 工材 信息 管理 医学 合作

计

面上项目

74

64

43

102

40

63

44

89

519

青年科学基金项目

20

27

20

29

15

25

17

100

253

重点项目

5

9

6

11

2

3

5

6

47

2

2

重大研究计划
专项基金项目
联合基金项目

1

2

2

1

4

1

国际（地区）合作与交流项目

3

2

1

国家重大科研仪器设备研制专项项目

1

1

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

9

14

3

6

7

7

3

优秀青年科学基金项目

13

13

5

13

9

8

5

海外及港澳学者合作研究基金

2

2

合计

126

131

1

1

1
79

165

1

4

1
74

109

4

74

49
5

71

1

7

204

1

9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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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 年度各院系申报国家自然科学基金情况
申请项目数
院系

面上

青年

重大

项目

基金

项目

数学系

17

3

物理学院

50

11

4

化学化工学院

43

13

9

天文与空间科学学院

11

7

2

地球科学与工程学院

34

10

4

地理与海洋科学学院

36

11

4

大气科学学院

17

7

1

生命科学学院

32

13

8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系

28

8

2

电子科学与工程学院

25

13

27

6

环境学院

34

19

1

医学院

24

17

2

医学院附属鼓楼医院

65

88

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

8

3

软件学院

3

2

现代分析中心

2

现代工程与应用科学学
院

国际地球系统科学研究

重大
研究
计划

专项

联合资

基金

助

国际

杰出青

优秀青

器研制

年基金

年基金

4

3

1

28

7

7

1

82

13

11

1

94

2

2

24

3

7

59

1

1

2

1

1

2

29

2

6

63

3

1

1

3

6

49

1

2

9

45

4

6

合作
项目

2
1

1

1

1
1

1

1
1

1
1

港澳合

合计

作

1

1

1

56

43

65

2

45

1

155

1

13
5
2

5

1

模式动物研究所

9

2

3

工程管理学院

9

5

2

1

商学院

29

7

2

2

其他院系

11

7

2

合计

519

253

47

所

海外及

重大仪

6
1

1

1

1

1

19
17

4

44
20

2

4

3

4

4

49

71

7

9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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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校 9 项省自然科学基金创新学者攀登项目顺利通过验收（二）
撰稿人：科学技术处 华晔

“伽玛射线暴的多波段辐射、能源及其宇宙学研究”
（BK2008016，项目负责人：天文与空间科学学院 戴子高教授）
伽玛射线暴（简称伽玛暴）是来自宇宙空间的、短时标伽
玛射线爆发现象。从 Klebesadel 等人在 1973 年公布其发现
以来，伽玛暴研究一直是天文学和物理学中一个极其活跃
的前沿领域。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伽玛暴曾被普遍认
为是银河系内强磁场中子星的局部爆发现象，然而 1992
年康普顿伽玛射线天文台(CGRO)上的 BATSE 探测器发现
伽玛暴呈现各向同性和径向非均匀的空间分布，完全推翻
了前面的观点。在 1997 年伽玛暴余辉被发现之后的八年
里，BeppoSAX 和 HETE-2 等空间和地面望远镜观测证实
伽玛暴不仅是宇宙深处最剧烈的爆发现象，而且有长达数
月甚至数年的多波段余辉。尽管观测确立了伽玛暴及其余
辉的标准火球模型，但是伽玛暴的中心引擎活动机制和伽
玛射线辐射过程一直是未解之谜。2004 年底发射的 Swift
卫星发现早期 X 射线余辉和 X 射线耀发，为研究伽玛暴
中心天体性质提供了新的信息；2008 年发射的 Fermi 卫星
为限制伽玛射线辐射机制提供了新的观测数据。这些观测
发现四次被美国 Science 杂志评为年度世界十大科技成就
之一。由于伽玛暴发生于宇宙深处，目前探测到的最高红
移达到了 9.4，伽玛暴作为一个重要的宇宙探针也受到了
越来越多的关注。

本项目针对伽玛暴宇宙学、早期余辉物理、X 射线耀发机
制、高能辐射机制、中子星超临界吸积盘等方面进行了研
究，获得了如下具有重要创新性的成果：1）研究了伽玛
暴宇宙学，利用最新的伽玛暴样本，限制了宇宙学参数和
暗能量性质，得到红移超过 0.5 的暗能量状态方程参数 w
在 1s 置信度范围内大于-1；利用伽玛暴样本，研究了高红
移的恒星形成率，发现红移大于 4 的恒星形成率有较陡的
下降。2）研究了 GRB080916C 的高能辐射机制，提出同
步辐射是最有效的机制；利用能量注入效应和密度跳变环
境，拟合了三个长伽玛暴的高能辐射、X 射线余辉、光学
余辉和射电余辉，得到的模型参数与塌缩星模型一致。3）
研究了回落的超临界吸积盘对中心磁星转动的影响，并通
过脉冲星星风泡模型解释了早期余辉的增亮现象，拟合了
伽玛暴的早期余辉增亮的观测数据。4）首次研究了中子
星超临界吸积盘，提出中子星吸积盘存在内外两个区域，
并计算了中微子湮灭光度，发现该光度可以作为伽玛暴的
能源。本项目共发表 SCI 论文 32 篇，其中 ApJ（影响因
子大于 6）论文有 17 篇。培养博士生 2 名、硕士生 3 名，
其中 2 名博士生的学位论文被评为全国优秀博士学位论文。
项目负责人戴子高获得了 1 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重
点项目的进一步资助，获得了教育部高校优秀成果奖自然
科学一等奖和江苏省第三期“333 工程”突出贡献奖。本
项目在伽玛暴宇宙学、早期余辉物理、中子星超临界吸积
等方面处于国际领先水平。
戴子高教授课题组提出回落的超临界吸积盘给中心磁星提
供了新的角动量，增加了磁星的转动速度，从而使得自转
减慢光度增加，这样早期余辉光度就出现增亮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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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线粒体膜通透孔的新调控机制与免疫抑制药物的新靶标”
（BK2008022，项目负责人：生命科学学院 徐强教授）
近年来，免疫学科的发展日新月异，许多新功能蛋白、新信号转导通路以及新的分子相互作用机制不断被发现。但是，
与其它系统相比，免疫系统药物的发展则十分缓慢和落后，这使得众多免疫性疾病的治疗不得不借助于本来并不属于免
疫系统的药物如激素、抗癌药物等，而且这些药物大都具有严重的毒副作用，不利于难治性免疫性疾病的长期使用。因
此，有必要寻找免疫应答的新调控机制，为新型免疫药物的研制打下基础。本项目首次提出针对活化 T 细胞的新调控机
制——选择性调控线粒体膜通透孔的开启，发现了一系列选择性抑制 Th1 细胞的小分子化合物，阐明其作用的新靶标分
子，进一步发现了介导 T 细胞生死转换的新分子事件。这一发现不仅对于免疫应答的分子机理具有重要意义，而且可为
新型免疫抑制剂的研制开辟新的途径。
项目已发表 SCI 论文 12 篇，其中 10 篇 IF>4，3 篇 IF>5，尚有大量数据拟向国际一流杂志投稿，后续研究获得了国家自
然科学基金重大研究计划以及 2 项国家重大科技专项“重大新药创制”的资助。以调控上述线粒体膜通透孔为靶标研制
的一类新药（重大科技专项之一）已转让给江苏制药企业，并向国家药监局申报临床试验。有关技术作为重大专项项目
的药效学评价平台为江苏等国内多家药企提供了卓有成效的药效学评价服务。研究成果获 2011 年度教育部自然科学一等
奖。项目负责人徐强教授 2010 年被选为药理学领域国际著名期刊 J Pharmacol Sci 的副主编，2012 年又当选 Biochem
Pharmacol 编委。项目形成了一支高水平的创新研究团队，获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创新群体基金的支持。获省部级二
等奖以上奖项 3 项，包括 2011 年度教育部自然科学一等奖（排名第 1）。

细胞

线粒体内部构造

线粒体：是一种存在于大多数细胞中的由两层膜包被的细胞器，直径在 0.5 到 10 微米左右。大多数真核细胞拥有
线粒体，但它们各自拥有的线粒体在大小、数量及外观等方面上都有所不同。线粒体拥有自身的遗传物质和遗传
体系，但因其基因组大小有限，所以线粒体是一种半自主细胞器。线粒体是细胞内氧化磷酸化和合成三磷酸腺苷
（ATP）的主要场所，为细胞的活动提供了能量，所以有“细胞动力工厂”之称。除了为细胞供能外，线粒体还
参与诸如细胞分化、细胞信息传递和细胞凋亡等过程，并拥有调控细胞生长和细胞周期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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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位诺奖得主联袂出席我校“生命的化学基础协同创新中心”学术研
讨会并受聘学术顾问
撰稿人：化学化工学院 张艳，生命科学学院 王琛

4 月 26 日下午，“生命的化学基础协同创新中心”学术研讨会在
南京大学鼓楼校区召开。南京大学副校长潘毅、校长助理谭仁祥、
中科院院士陈洪渊，以及来自中 国科学技术大学、复旦大学、中国
人民解放军军事医学科学院等协同单位的教授们共同参与研讨会，
诺贝尔奖得主阿夫拉姆•赫什科、厄温•内尔、理察•罗伯茨教 授应
邀出席研讨会并受聘南京大学“生命的化学基础协同创新中心”学
术顾问。
研讨会由潘毅副校长主持，潘毅副校长对三位诺奖得主及协同单位
教授参加研讨会表达了热烈欢迎，陈洪渊院士对协同中心的组成单

学者寻找合适的导师；第二，寻找重要的课题而非时髦的课题；第

位和科研实力进行了介绍，潘毅副校长简要介绍三位诺奖得主经历，

三，重视偶然的发现，抓住机遇；第四，用尽一切可能的实验方法

随后，陈洪渊院士为三位诺贝尔奖得主颁发了协同创新中心学术顾

去做研究；第五，保持好奇心和探索欲；第六，他告诫在座的学者，

问证书。

永远不要彻底离开实验室工作，因为我们可以从中获得持续的乐趣。

在学术研讨会中，2004 年度诺贝尔化学奖获得者，来自以色列的
阿夫拉姆•赫什科教授对其发现泛素调节蛋白质降解的研究工作进
行了介绍，他向听众阐述了泛素介导的蛋白质降解在细胞调控的多

之后，来自协同中心各单位的七位教授也分别介绍了自己的主要研
究工作，获得了三位诺贝尔奖得主的好评，学者间并进行了友好的
学术交流。

方面都有作用，比如细胞分裂的控制，信号转导，基因表达的调控

研讨会结束后，南京大学校长陈骏教授会见了三位诺奖得主。陈校

等等，并且它还与癌症相关，如促癌蛋白、抑癌蛋白降解的增多减

长向他们简单介绍了南大的办学历史，并对他们到访南大，受聘成

少都会影响细胞分裂，一些药物也基于此被研发出来；1991 年获

为我校协同创新中心学术顾问， 并为学子们作精彩学术报告表示了

得诺贝尔生理或医学奖得主，来自德国的厄温•内尔教授对光活性

衷心的感谢。宾主双方还就有关科研议题做了交流，陈骏校长还向

的化学小分子包括荧光指示剂、可被光激活的“笼分子”及用于现

他们表达了希望在今后与三位诺奖得主展开更为广泛和深入的合作

代超分辨显微技术中的特殊荧光标记染料等神经科学研究中重要的

的愿望并得到其积极回应。

化学工具进行了较为详尽介绍，展示了在生命体系研究中化学所扮
演的重要作用。最后，由 1993 年获得诺贝尔生理或医学奖得主，
来自英格兰的理察•罗伯茨教授介绍了他们在细菌甲基化方面开展
的研究工作。三场精彩的学术报告引起了在座师生们的极大兴趣，
在每场报告之后短暂的提问环节 也让诺奖得主对南京大学青年学子
强烈的科学探索欲印象深刻。
三位教授均表示自己很高兴来到南京大学，见到了许多代表着未来
发展的年轻学子。在演讲过程中，他们介绍了专业研究之外，也分
享了对科研的心得。赫什科教授表示成功的科研需要六个关键的因
素：第一，选择一个好的导师，他表示他的两任导师对科研的态度
和思维方式对他之后的科研工作有着重要的影响，因此他告诫年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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诺奖得主简介

阿夫拉姆•赫什科（Avram
Hershko）教授 1937 年出
生于匈牙利，1969 年获耶
路撒冷希伯莱大学哈达萨
赫医学院授予的医学博士
学位，是以色列理 工学院
拉帕波特医学研究学院的
著名教授。2004 年 10 月 6
日，瑞典皇家科学院宣
布，将 2004 年诺贝尔化
学奖授予以色列科学家阿
龙•切哈诺沃、阿夫拉姆 •
赫什科和美国科学家欧文
•罗 斯 ， 以表 彰他们发现
了细胞是如何摧毁有害蛋
白质的（即泛素调节的蛋
白质降解）。2008 年 10
月，赫什科教授被聘任为
我校名 誉教授。

厄 温 • 内 尔 （ Erwin
Neher ） 1944 年 生 于 德
国，自 1972 年起至今供
职于哥廷根马克思-普朗
克生物物理化学研究
所，现任该所所长并同
时担任哥廷根大学膜片
生物物理学系主任。
1991 年，他因发现细胞
内离子通道，开创膜片
钳技术与贝尔特﹒沙克
曼共同获得诺贝尔生理
学奖。厄温•内尔教授也
是中国科学院首位“爱
因斯坦讲席 教授”。
2010 年 3 月，内尔教授
被聘任为我校名誉教
授。

理 察 • 罗 伯 茨 （ Richard John
Roberts）教授现任新英格兰生
物实验室首席科学家、美国科
学院院士、英国皇家学会院
士，主要研究领域为限制性
酶、核酸酶、DNA 基因和分
子 生 物 学 ， 在 Science ，
Nature, Cell 等著名期刊发表了
230 余篇学术论文。1993 年发
现断裂基因（Split gene），与
美国科学家 Philip A Sharp 分享
诺贝尔生理学与医学奖。罗伯
茨教授领导的新英格兰生物实
验 室 （ NEB 公 司 ） 成 立 于
1974 年，堪称自主研发与商业
运作的完美融合。

“生命的化学基础协同创新中心”：由南京大学牵头，联合中国科技大学、复旦大学、军事医学科学院等单位组
成，核心成员包括 1 位诺贝尔奖获得者、10 位中科院 院士、11 位千人计划入选者、11 位教育部长江学者及 25 位
年轻学者。该中心的学术委员会主任为姚建年及阿龙•切哈诺沃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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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校举行迎接“4.26 世界知识产权日”系列活动
撰稿人：科学技术处 华晔
为迎接第十三个“4.26 世界知识产权日”，加强
知识产权的宣传工作，我校举办了一系列知识产权
宣传活动，取得了良好的宣传效果。
在鼓楼校区，科技处联合法学院、鼓楼区科技局邀
请了英国品诚梅森律师事务所李克宁博士来校，举
办了一场名为“从实验室到市场：大学专利申请与
实施之路”的讲座。我校师生、校外专利代理机构、
鼓楼区企业等单位逾百人参加了讲座，讲座气氛热
烈，获得与会人士的好评。
在仙林校区，科技处和法学院共同举办了面向学生
的系列宣传活动：知识产权学术讲座、知识产权咨
询和问卷调查活动、知识产权知识竞赛，仙林校区
研究生和本科生广泛参与。
同时，为积极响应南京市知识产权宣传周活动，科
技处、教务处和团委联合组织征集在校学生专利成
果参加了 4 月 26 日—5 月 1 日在南京科学会堂举

办的“2013 年南京市大学生专利成果展”，共推
选专利成果 24 项，并组织相关作品作者携带实物
参加了展会。这些作品充分反映了我校大学生的发
明创造水平，代表了我校创新教育成果，其中一些
作品曾在“挑战杯”大学生创业计划竞赛、国家大
学生创新训练计划等赛事中获奖。经过展会评委会
评选，共产生展会优秀奖 30 项，我校 2 件作品获
奖。我校还参加了 2013 年鼓楼区科技创新与重大
项目洽谈会鼓楼分会场暨生命科学项目洽谈会，组
织推荐生命科学领域专利成果 30 项参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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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校多个协同创新项目入驻仙林科技城
撰稿人：科技成果转化中心
4 月 26 日上午，南京仙林科技城、栖霞区人民政府在南
大科学园举行协同创新项目集中入驻暨重大科技项目集中
开工仪式。江苏省委常委、南京市委书记杨卫泽，南京大
学党委书记洪银兴以及各相关的单位领导、专家出席了仪
式。会上，南京大学副校长潘毅与仙林科技城管委会副主
任潘志宏签署了关于深化南京大学科学园的合作与共建协
议书。
在此次协同创新项目集中引进入驻的工作中，仙林科技城
共引进了六个协同创新项目，南京大学以一个国家级、一
个省级及两个申报国家级的协同创新中心占据其中四席，
另有南京理工大学和南京师范大学各一个。我校邢定钰院
士、张全兴院士等各协同创新中心代表上台领取了项目入
驻钥匙。协同创新中心来源于国家 2011 计划，该计划旨
在突破高校内外部机制体制壁垒、释放人才、资源等创新
要素活力，转变高校创新模式，提升创新能力。
仙林科技城及时把握区内高校资源集聚的优势，打造国家
协同创新集聚区。在集中开工的 8 个重大项目中，项目总
投资 42 亿元，主要涉及高科技产业研发孵化、生物医药、
绿色建筑等领域。其中，南京大学高科技产业孵化创新基

地占地面积 41 亩，规划建设面积 12 万平方米，这也是
首个由南京大学独立建设并营运的高科技产业园区，未来
的园区将成为南京大学国家大学科技园的重要核心单元，
南京大学科技成果转化和大学生创业就业基地、南大系科
技创业企业集聚区以及国际高端研发机构和高端人才的集
聚区。

我校积极开展科研经费自查自纠工作,准备迎接教育部的巡查
撰稿人：科学技术处 谢彤
4 月 19 日下午,在我校知行楼一楼报告厅，召开了全校落
实教育部办公厅关于在部署高校开展科研经费管理自查自
纠工作的大会。各院系单位书记、院长及各相关职能部门
负责人参加了会议。
会上常务副校长张荣做了动员报告，他介绍了此次自查自
纠工作背景和意义，对科研经费管理自查自纠的六个重点
即制度建设、管理现状、预算管理、支出管理、绩效管理、
监督机制等进行了深入的解读,并提出了明确要求。

在最近召开的南京大学 2013 科技工作大会上，洪银兴书
记反复强调，科研经费是财政资金，是纳税人的钱，不能
随便使用，教育部发文将要对科研经费进行巡查，全校教
师在科研经费使用中都要时刻警醒，不能存有侥幸心理，
要严肃对待学校正在开展的科研经费自查自纠工作，防患
于未然。
目前全校各职能部门、各院系、各单位全面认真地开展了
科研经费管理的自查自纠工作，准备迎接教育部对我校科
研经费管理的巡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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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式动物所李朝军教授和高翔教授课题组发现儿童期腮腺炎病
毒感染导致成年男性不育新机制
撰稿人：模式动物研究所

我校模式动物研究所李朝军教授和高翔教授课题组在儿童
期腮腺炎病毒感染导致成年男性不育的机制研究方面取得
新 的 研 究 进 展 ， 相 关 研 究 成 果 “ Altered protein
prenylation in Sertoli cells is associated with adult
infertility resulting from childhood Mumps infection”
近日已为 The Journal of Experimental Medicine 接
收（SCI 影响因子 14.665），第一作者为模式所博士研
究生汪秀星，高翔教授和李朝军教授为这一论文的共同通
讯作者。
精子发生的异常将导致各类生殖障碍和发育异常，其过程
不仅受到遗传因素，更是受到感染、创伤、污染等环境因
素的影响，例如腮腺炎被认为是导致男性不育的原因之一。
腮腺炎一般高发于 5-9 岁的童年期，罹病男童并发睾丸炎，
少数导致成年发生不育。但是这种长期效应的发病机制仍
不清楚。一般认为成年人感染腮腺炎导致的睾丸炎可能与
Leydig 细胞分泌雄激素失衡有关，但是童年期性激素本
身分泌水平就偏低。所以应该存在其他机制调节幼年期睾
丸内的炎症反应。腮腺炎病毒感染病人的睾丸组织会出现
巨噬细胞的增殖并导致曲细精管的退化，即生精细胞的的
大量缺失，有时还会导致唯支持细胞综合征。这表明残存
下来的支持细胞可能在这个过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李朝军教授的课题组发现，由于腮腺炎病毒感染导致的男
性不育的病人，其睾丸中调节蛋白质异戊二烯化修饰的基
因：香叶基香叶基二磷酸合成酶（GGPPS）由于启动子
区域的甲基化水平上升导致表达量出现显著的下降。使用
EMCV 病毒感染小鼠睾丸模拟人类腮腺炎病毒感染时，也
可导致启动子区域甲基化水平上升并伴随 GGPPS 表达量
显著的下降。高翔教授课题组构建了支持细胞特异性缺失
GGPPS 基因的基因组改造小鼠。研究发现，成年小鼠生
精出现障碍导致雄鼠不育，而敲除小鼠在出生后 3-5 天后
就因为睾丸中炎症因子和趋化因子的表达和分泌大量的上
升，睾丸中的免疫平衡被破坏。大量的细胞因子引起幼年
小鼠精原细胞的凋亡，趋化因子引起巨噬细胞的增殖并侵
入生精小管，进一步抑制了精原细胞的发育，导致成年期
雄性小鼠的不育。进一步的分子机制分析表明，当支持细
胞特异性缺失 GGPPS 后，可导致 H-RAS 法尼基化修饰

大量的上升，使得蛋白的香叶基化修饰和法尼基化修饰的
平衡被破坏。由于蛋白的香叶基化修饰和法尼基化修饰平
衡异常最终导致炎症被放大并导致小鼠成年不育。研究结
果可能为阐释由于儿童时期的感染腮腺炎病毒并导致成年
不育提供了一种新的机制。

图 A、 GGPPS 基因敲除（KO）后成年小鼠的睾丸。
B、 成年小鼠的睾丸切片，基因敲除后生精小管内只剩
下支持细胞。C、出生五天后小鼠的睾丸切片，基因敲除
后生精小管管腔内巨噬细胞增加，而精原细胞凋亡增
加。D、抑制睾丸炎症反应，可以使精原细胞几乎恢复正
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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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式动物所朱敏生教授课题组发现决定平滑肌收缩特性的新机制
撰稿人：模式动物研究所
我校模式动物研究所朱敏生教授课题组在平滑肌研

紧张型平滑肌则相反。那么，是什么机制控制着各

究领域取得了最新进展：该课题组研究发现一种平

平滑肌亚型的形成？虽然人们进行了长期的探讨，

滑肌收缩特性决定的新机制，研究成果“Altered

但其关键机制目前仍不清楚。朱敏生课题组利用基

Contractile Phenotypes of Intestinal Smooth

因改造的小鼠模型发现，在肠道平滑肌组织中剔除

Muscle

Myosin

肌球蛋白轻链磷酸酶的调节亚基（MYPT1）后，

Phosphatase Target Subunit 1”已被胃肠病学

肠道平滑肌由原来的时相型收缩转变为一种类似紧

杂 志 Gastroenterology 接 收 （ SCI 影 响 因 子

张型的收缩，具体表现为收缩张力增强，而收缩速

12.455 ），该论文的第一作者为南京大学何伟奇

度变慢。这就提示着 MYPT1 蛋白是一个决定平滑

博士和乔艳宁博士，朱敏生教授是该论文的通讯作

肌收缩形态的关键因素。该研究成果不但揭示了平

者。

滑肌各亚型转换的机制以及钙敏性收缩在胃肠动力

平滑肌构成血管、胃肠道、呼吸道、生殖道、皮肤

学中的作用，同时还提示可通过人工改变平滑肌的

in

Mice

Deficient

in

等组织器官，几乎分布于全身所有的组织。根据各

收缩特征来治疗括约肌相关疾病。

组织器官的生理需求，平滑肌的收缩特征可分化成

该课题研究得到了国家基础重大科学研究计划项目

不同亚型，如：时相型平滑肌和紧张型平滑肌，其

（ 2009CB941602 ） 和 国 家 自 然 科 学 基 金

中时相型平滑肌收缩速度快，有动作电位产生，而

（30570911）的资助。

图 A. 显示了在平滑肌中特异性地敲除 MYPT1
基因的方法。
图 B. 显示了肠道平滑肌缺失了 MYPT1 基因后
收缩 表型的改变， 由原来的 时相型收 缩
（左图）转变为一种紧张型收缩（右
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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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ACS》杂志精选：新算法能模拟所有含碳小分子
撰稿人：科技日报 2013 年 4 月 24 日

据物理学家组织网 4 月 23 日（北京时间）报道，美国杜克大学化学家最近

其中最大的困难是，找出哪种分子才是能在实验室合成的化合物。威夏普把

开发出一种新的计算机算法，能模拟出所有的含碳小分子，经过分类编目后

他早期构建出来的新分子绘成草图，送到一些合成化学家那里，让他们标注

形成一份特殊的小分子空间“地图”，帮助化学家在实验室里将这些分子真

这些分子中哪些合成出来不稳定，或根本就不能合成。然后把这些意见加入

正制造出来。这一成果有望成为药 物开发人员的得力工具，以寻找更有效

算法规则，按照新的算法规则，这类化合物就不会再构造出来。

的药物和新材料。相关论文在线发表于 4 月的《美国化学会会刊》上。

经过 10 次这样的反复，他构建出一个含有 900 万个分子的虚拟数据库，其

小分子空间（SMU）是所有分子量在 500 道尔顿及以下、具有合成可能性

中的化合物能代表小分子空间内的每个区域，并绘制出新的“地图”，显示

的有机分子。这类分子约有 1060 种。目前的资料库只描述了小分子空间中

化学空间中尚未合成出其中任何化合物的空白区域。

约 10 亿种分子，迄今合成出来的化合物约有 1 亿种。而且这些分子在结构
上很相似，很多来自空间中的同一区域。在那些未曾探索过的区域里，更可
能存在着最棘手难题的分子答案。
为探索化学空间里的新区域，研究人员设计了一种新的计算机算法来绘制整
个小分子空间。杜克大学博士后亚伦•威夏普编写了新算法，让小的随机化
学反应变成苯环结构，然后按照与之相符的小分子空间位置，给生成的新分

“有了这份‘地图’，化学家们只要能合成出这个区域内的一种新分子，就
造出了一种新型化合物。”威夏普说，“只要是在小分子‘地图’上的空白
区域里，就保证造出的东西还没有人申请过专利。”
目前，研究小组已经在线发布了该算法的源代码，并希望科学家能立刻着手
挖掘小分子空间中尚无人探索的区域，发现新的化合物。

子分类编目。

《PNAS》杂志精选：科学家用激光实现对量子比特多种操纵
撰稿人：科技日报 2013 年 5 月 3 日
据物理学家组织网 5 月 1 日报道，最近，加利福尼亚大学圣芭芭拉分校研

成一个量子比特，即量子计算机的基本单位。传统技术要先把这一量子比特

究人员开 发出一种技术，只用激光就能对量子比特初始化，并实现了多种

初始化，成为具有界限清晰的能量 态，然后才能与其对接。传统计算机的

操纵、读取电子自旋态等。这种方法不仅比传统方法更能实现统一控制，而

基本信息单位是比特，要么是 0 要么是 1；而量子比特可以同时是 0 和 1，

且功能更多样，为探索新 型固态量子系统打开了大门。相关论文发表在最

或者同时处于任何两个数学叠加位，允许研究人员 进行更复杂的操作。

新版的美国《国家科学院学报》上。

“最初我们是想找到一种方法，只需一步就把量子比特放在其状态中任何可

虽然实验用的量子比特是钻石中的瑕疵——氮晶格空位（NV）中心，但新

能的叠加位。”论文第一作者、物理学研究生克里斯托弗•耶尔说，“结果

技术能在更广泛的材料中操作。UCSB 自旋电子学与量子计算机中心主管、

我们只需调整与自旋电子相互作用的激光就实现了这一点，而且我们能产生

物理学教授戴维•奥斯盖勒姆说：“与传统技术不同，我们开发的是一种利

自旋态的相干旋转，并读出电子的相对自旋状态。”

用激光脉冲在半导体内控制单个 量子比特的全光策略。这将带来一个好机
会，让人们有望用光子芯片处理和交流量子信息。”

此外，全光方法还有升级的潜力。物理学研究生戴维•克里斯托指出：“假
如你有一排按顺序排列的这种量子比特，当用传统的微波场方法时，很难在

传统方法是利用微波场和钻石瑕疵的特殊属性来操作，尽管 NV 中心是一种

与其中任一个‘交谈’时不影响其他比特。理论上，在一个理想的光学系统

很有前景的量子比 特，过去十年来一直被广泛研究，但要用工业或生长的

中，新技术能把光线集中到单个量子比特上，只跟它‘交谈’。”

方法造出所需钻石却是极大的挑战。全光控制让人们能更多样地操纵 NV 中
心，这和传统方法完全不同，还能 用其他材料来研究量子系统，制造这些
材料的技术也更加成熟。UCSB 物理学研究生鲍勃•巴克尔说：“这些技术
将来会更普及，还可用于未曾探索过的量子系 统。”
NV 中心是钻石原子结构上的一种瑕疵，钻石晶格中一个碳原子被一个氮原
子取代，使其附近空 缺出一个晶格空位，围绕氮原子旋转的自旋电子就变

研究小组认为，虽然开发出实际的量子计算机还要再等几年，但新研究为这
一最终目标开辟了新路径。量子计算设备能执行某些精密计算和复杂功能，
比现有计算机效率高得多，将推动诸多领域进一步发展，如量子加密和量子
模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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