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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位美国科学院院士受聘南大名誉教授
撰稿人：现代工程与应用科学学院 尉芹溪

2015年7月13日，南京大学授予美国科学院院士Eli Yablonovitch和H. Jeff Kimble名誉教
授仪式在鼓楼校区安中楼报告厅举行，南京大学校长陈骏院士和相关院系、部处负责人出席仪
式。仪式由“千人计划”入选者肖敏教授主持。
Eli Yablonovitch教授是美国科学院、工程院及
人文与科学院院士，是光电子领域享誉全球的著名学
者。他在1987年创造了三维光子全带隙结构与光子晶
体的概念，在随后的几十年内在光学研究与产业应用
产生了深远影响，因此被誉为“光子晶体之父”。
（左
图）
H. Jeff Kimble教授是美国科学院院士，美国科
学促进会、美国物理学会、美国光学学会会士，同时
也是量子光学、原子物理和量子信息领域的先驱和著
名学者。他在光与物质相互作用的相干控制方面做出
开创性工作，促进了现代物理学的发展和变革。（右图）
授予仪式上，人力资源处副处长李晓蓉宣读了南京大学的聘任决定；陈骏校长亲自为两位
教授颁发证书并佩戴校徽，并向两位教授受聘为南京大学名誉教授表示祝贺。物理学院院长李建
新和现代工程与应用科学学院院长聂书明分别致辞，向两位名誉教授介绍了各自学院的基本情
况，感谢两位教授长期以来对南大科研工作的关心支持，并期待他们对我校的光学学科发展和国
际化办学给予更多的指导。
两位教授随后发表感言。Eli Yablonovitch教授与大家分享了自己年轻时从事研究工作的
经历和故事。在现在信息如此发达、获取知识更加便利的时代，他寄语在座的青年学子应该努力，
取得更大成功。Eli Yablonovitch教授高度评价了南京大学科学工作者在光子晶体等微结构材
料领域所取得的研究成果，并强调，科学非常奇妙，还有许多有趣且未知的领域等待大家去探索。
H. Jeff Kimble教授在发言中表示非常荣幸成为南京大学名誉教授，看到那么多年轻的面孔使
他感到非常激动，希望他们这一代人的研究成果能通过青年学者们得以延续。他同时表示愿意为
南京大学建设世界一流大学贡献力量。
H.Jeff Kimble教授作了题为“Quantum Networks in Quantum Optics”的学术报告，并与
在场师生进行了热烈互动。
聘任仪式后，在肖敏教授、现代工学院执行院长陆延青和固体微结构物理国家重点实验室主
任陈延峰的陪同下，两位名誉教授参观了相关实验室，听取了若干青年学者的工作介绍。
据悉，此次两位名誉教授也是应我校之邀作为大会报告人参加由现代工学院等主办的第七
届国际信息光学与光子学国际会议（CIOP’ 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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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应德国不来梅雅各布大学（Jacobs University Bremen）的邀请，潘毅副校长率团赴不
来梅雅各布大学进行访问。
期间，潘毅副校长会见了不来梅雅各布大学的校长Katja Windt教授，双方进行了深入交流，就
南京大学和不来梅雅各布大学的校际合作达成一致意见，取得了实质性进展，并共同签署了南京大
学和不来梅雅各布大学的合作备忘录（memorandum of understanding）。

我校与德不来梅雅各布大学签署合作备忘录
撰稿人：化学化工学院

会见访问期间，潘毅副校长在专题报告中介绍了南京大学的基本情况，尤其着重介绍了
南京大学在科学研究、科技成果转化以及国际化方面等方面取得的最新进展和成就，为大家
呈现了一个底蕴丰厚的一流国际化大学的良好形象。
不来梅雅各布大学是位于德国不来梅州的一所国际化大学，属于按英美体制、跨学科建
设、高水平研究型的新型私立大学。为进一步加强双方的合作，代表团一行与不来梅雅各布
大学负责健康和流动性学院的院长Arvid Kappas教授和Werner Nau教授进行了深入交流，
双方探讨了进一步加强科技及人才培养方面的可能性。
我 校 代 表 团 还 就 具 体 的 科 研 合 作 与 不 来 梅 雅 各 布 大 学 化 学 系 的 Gerd-Volker
Röschenthaler教授等进行了深入交流和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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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5月24日至29日，两年一度的“戈登系列超导国际研讨会”在香港中文大学顺利召

开，本次会议由南京大学物理学院，超导物理和材料研究中心主任闻海虎教授担任会议主席，
美国明尼苏达大学Andrey Chubukov教授作为会议副主席。

我校闻海虎教授作为会议主席成功举办了
戈登系列超导国际研讨会
撰稿人：物理学院 杨欢

作为学术界享有极高声誉的戈登系列会

3名，以及超过20名美国物理学会会士等。闻海

议的重要分会，本次大会吸引了众多国际超导

虎教授还在会议的开幕辞中介绍了南京大学

界著名专家参会并作精彩报告。本次会议共有

和南京大学物理学院的情况,扩大了影响。有

153人注册参会，参会人员包括世界各地顶尖

关会议的具体情况和内容可参见会议网址：

级的超导研究专家及其研究生。在5天的会议

https://www.grc.org/programs.aspx?

期间，共安排了9个专题分会，50多场精彩的邀

id=13854。

请报告。各国科学家就新型超导材料、铁基高
温超导体、铜氧化合物高温超导体、重费米子
超导体、拓扑超导体等前沿领域进行了深入的
探讨和交流。会议促进了全球超导材料和物理
基础研究的发展，提升了该领域的国际合作，

同时推动了中国科学家和外国科学家之间的
交流合作。参会者中除了中国学者之外，有来
自于美国、德国、日本、英国等其他19个国家
和地区的参会者，这里面包括众位美国科学院

戈登系列会议是国际上最高规格的学术
会议之一，议题包括生物学、化学和物理学研
究的前沿和相关技术，首届会议可追溯到1931
年夏。戈登系列超导国际研讨会(Gordon Rese
arch Conference on Superconductivity)是

戈登系列会议的一个重要的分会议，在亚洲、
北美洲和欧洲之间轮流召开，每两年一次。本
次戈登超导国际研讨会是首次由中国大陆科
研人员作为会议主席。

院士，如斯坦福大学的Zhixun Shen教授，斯坦
福大学Aharon Kapitulnik教授，康奈尔大学

本次会议受到南京大学物理学院、人工微

的Cemus Davis教授，伊利诺斯大学香槟分校

结构科学与技术协同创新中心、基金委国际合

的Laura Greene教授等，有铁基超导发现者东

作项目的资助和大力支持。

京工业大学Hideo Hosono教授，有中科院院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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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药生物技术国家重点实验室召开2015度年学术委员会会议
撰稿人： 医药生物技术国家重点实验室 王晓宁

2015年7月4-5日，医药生物技术国家重点实验室在南京召开2015年度学术委员会会议。会议由
学术委员会主任施蕴渝院士主持，学术委员王志珍院士、赵国屏院士、陈凯先院士、郭礼和研究
员，王炜教授、华子春教授、高翔教授及学术骨干谭仁祥教授等共30余人参会，李成校长助理、
科技处徐夕生处长和孙义遂院士等代表学校出席了会议。
会议以实验室交流与发展为
主题，议程包括追思朱德煦教授、
实验室工作汇报、实验室学术交
流、学术委员讨论和开放课题审
定五个部分。会议首先由实验室
主任高翔教授介绍医药生物技术
国家重点实验室创始人朱德煦教
授的生平及他对重点实验室建设
的巨大贡献，施蕴渝院士、赵国屏
院士和郭礼和研究员等回忆了朱
先生和自己的交往和帮助，朱先
生夫人朱剑琴教授再次表示，朱先生一直以培养高水平年轻人为荣，让与会者深深感动。接着，
高翔教授做了题为“国重定位、管理、研究方向和发展规划”的报告，报告强调实验室主要是生
科院、医学院和模式动物所的优秀团队的整合，其定位是在生物学、医学和药学三个一级学科支
撑下的发展，目标是高水平的研究成果和技术开发。报告建议对实验室研究方向进行调整，讨论
了新的实验室管理框架和规章制度，初步确定了实验室评估的标志性成果。会上邀请了田大成教
授、胡一桥教授、朱敏生教授做学术交流报告，李红召高工介绍了实验室仪器平台管理的情况，
得到了学术委员们的高度评价。此外，学术委员们对实验室存在问题、未来发展及本期实验室评
估如何准备等进行了热烈讨论，对实验室的发展还提出了近期目标要以实验室评估为重点、远期
目标要进一步凝练研究方向、主动进行人才引进等建议。

本次会议不仅为增进实验室内部的学
术交流与合作创造了一次很好的沟通机会，
同时在学术委员会的指导下更加明确了实
验室的发展目标，对提升实验室的学术水平
也提出了更加切实可行的建议，实验室将在
大家的共同努力下开创建设新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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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由人工微结构科学与技术协同创新中心、江苏省光电信息功能材料重点实验室和江苏省
科学技术协会共同主办的首届二维材料物理与器件国际学术研讨会在南京大学知行楼召开。本次会
议邀请了来自美国、英国、澳大利亚、日本、新加坡、中国香港和大陆等9个国家与地区的53名专家
学者做报告，吸引了全国300余名代表前来参会，安排了68幅国内优秀成果的墙报展示。

首届二维材料物理与器件国际学术研讨会在我校召开召开
撰稿人：电子学院

大会开幕式由本次大会主席王欣然教授主持，南京大学副校长邹亚军、江苏省科协学会学术部
李政部长到会并致开幕词，人工微结构科学与技术协同创新中心主任邢定钰院士、电子科学与工程
学院郑有炓院士及学院负责人等出席开幕式。邹亚军副校长代表校方向与会专家和学者表示欢迎、
对主办方和志愿者表示感谢，并简要介绍了近年来南京大学的发展情况，他希望以此为契机对该领
域的前沿发展和学术交流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

会议期间，与会代表充分探讨了国际上二维材料领域最新的研究成果、热点问题和发展趋势，
深入交流了二维材料物理与器件的基本科学问题和创新性技术。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K. L.Wang教
授、斯坦福大学Philip Wong教授、剑桥大学A.C.Ferrari教授及中科院物理所高鸿钧院士等国内外顶
尖专家和学者应邀作了大会报告，报告专家深厚的研究底蕴、生动清晰的讲述赢得参会者阵阵掌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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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届国际信息光学与光子学学术会议召开
撰稿人：现代工程与应用科学学院 王晓曼

2015年7月12-15日，“光 学 前 沿——第 七 届 国 际 信 息 光 学 与 光 子 学 学 术 会 议
（CIOP2015）”在江苏南京召开，来自全球各科研院所、高校及企业的600多名代表与会，
120多位国内外一线专家应邀在会上报告了各自领域的最新研究进展。

本届会议由中国激光杂志社、南京大学、南京理工大学主办，美国光学学会、欧洲光学
学会及新加坡光学与光子学学会联合举办。中科院上海光机所林尊琪院士，南京大学祝世宁
院士，南京大学名誉教授、美国科学院及工程院院士Eli Yablonovitch，南京大学校长特别助
理、美国工程院院士张翔担任大会主席。会议同时得到了国内外广大光学科研人员的大力支
持，共收到投稿近450篇。
南京大学现代工程与应用科学学院执行院长陆延青主持开幕式。开幕式上，大会主席林
尊琪院士，南京大学校长助理濮励杰，南京理工大学副校长王连军，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张
敏女士，新加坡光学与光子学学会主席Anand Asundi分别致辞；南京大学名誉教授、加州理
工大学量子信息与物质研究所所长H.Jeff Kimble，上海交通大学校长张杰院士，东京大学教
授Yasuhiko Arakawa，南京工业大学王建浦教授分别作大会特邀报告。
7月 14日上午，南京大学名誉教授、光子晶体之父Eli Yablonovitch，首批千人计划入选
者、南京大学肖敏教授，上海交通大学黄惠良教授作大会特邀报告。其中，Yablonovitch教
授介绍了他在新一代光伏器件上激动人心的最新成果，给听众留下了深刻印象。
(下转第 8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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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肾脏病界第一本国际英文杂志《Kidney Diseases》面世
撰稿人：医学院

日前，由中国工程院院士、南京大学医学院院长、中华肾脏病
学会前任主任委员、国际肾脏病学会常务理事刘志红教授担任主
编，全球著名肾脏病专家参与编写的中国肾脏病界第一本国际英文

杂志《Kidney Diseases》由Karger出版社正式出版发行。
近年来，中国肾脏病学在临床研究和基础研究方面发展迅速，
并开始在国际学术界产生影响和发挥作用。为了给中国肾脏病学者
创造一个展示水平、加强与国际学术界交流对话的平台，拥有一本
国际化的学术期刊显得必要。《Kidney Diseases》正是在这一背景下应运而生，它的问世引起
国际学术界的广泛关注和国内同仁的认可和好评。
刘志红院士希望广大肾脏病学界的同仁们关注这本杂志、用好这本杂志，并为推动中国肾

脏病学的发展共同努力。

(上接第 7 页)

此外，本届会议同时增设了光互联与光子集成技术、光学传感、光学设计与光学精密测量等
12个专题的分会场，120多位国内外专家为大家带来了精彩的报告。张贴报告处也同样吸引了众
多参会代表驻足观望和交流。经过专家评选，其中10人获得本届会议最佳张贴论文奖，极大地鼓
舞了青年学生的科研热情。
会议期间，还举行了国际光学学会学生网络会议(International OSA Network of Students,
IONS)、硅基集成光子技术短期讲席班、参观南京大学相关实验室、光学乒乓球协会（Optical
Society of Table Tennis， OSTT）夏季赛等丰富多彩的学术和文体活动。在OSTT与南京大学教
工乒乓球协会的对抗赛中，南京大学队获得冠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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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研究
突变是重要的生物现象，它提供了物种变异和演化的最原始材料。对于突变的研究一直是探
寻生命基本规律的前沿领域。我校生命科学学院田大成课题组与巴斯大学Laurence D. Hurst教授
合作在突变与杂合度的相关性研究中取得重要进展，其研究成果《Parent-progeny sequencing
indicates higher mutation rates in heterozygotes》（亲子测序显示杂合体有较高突变率）
于7月16日在《Nature》在线发表。我校田大成教授是该论文的第一通讯作者，杨四海教授、博士
研究生王龙和黄驹是该论文的共同第一作者。

《NATURE》发表南京大学田大成教授团队
最新研究成果揭示遗传突变的重要分子机制
撰稿人：生命科学学院 王龙、黄驹 科学技术处 新闻中心 王叶菲

杂合现象是指生物体内来自双亲的两套同
源染色体存在一定差异的现象，这一现象广泛存
在于各种生物，也是杂种优势形成的主要原因。
在减数分裂过程中，双亲染色体间会密切的相互
作用，这一时期同时也是可遗传突变发生的关键
时期，而在此过程中双亲染色体的差异对突变率
究竟有何影响一直是一个未解之谜。
田大成课题组借助二代测序技术，以拟南芥
和水稻为主要实验材料，直接对亲本和子代进行
全基因组测序，筛选出了可信度极高的突变数
据。通过比较杂交个体和纯合个体产生后代的突
变率，发现了杂交个体的后代突变率可以达到纯
a.突变率与重组率呈正相关；b.基因组杂合率越大，突变
合体的3倍以上。不仅如此，杂交后代中杂合区域
率越大；c.直接观测杂合率大的区域产生更多突变；d.基
因组差异越大的区域突变越多
的突变率也高于纯和区域，杂合度越高的区域发
生突变的可能性也越高。研究还发现减数分裂中
发生重组的断点和杂合度与突变率之间也存在着正相关的关系，暗示了重组可能也参与了这一过
程。这些证据都说明了双亲染色体之间的差异可能有着潜在的促进突变作用。
染色体差异促进突变的现象，表明了生物体的突变速率，与物种的交配方式、个体的染色体
差异等有着密切的关系。对这一现象的深入研究，可能会加深对突变的分子基础，突变引发癌症
等恶性疾病的分子机制，乃至于物种形成和演化过程的理解。
另外，该团队在减数分裂过程中的重组研究也取得重要进展（Genome Biology 2015 16:15:
New Phytolosist 2015 206: 1491–1502），发现了重组热点普遍存在于各个物种，但重组冷点
只在个别物种（水稻）；在某些环境胁迫条件下，重组率较正常材料有显著的提高；与其他动植
物相比，蜜蜂具有非常高的重组率；高重组率区域与工蜂社会性行为相关基因具有高度的相关
等。
该研究得到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微进化过程的多基因作用机制”重大研究计划重点项目
（91331205）、南京大学“985工程”高水平成果培育计划及原创研究培育基金的资助；该项目遗
传材料的准备与项目的顺利实施，都得益于学校建设于仙林校区的作物分子遗传实验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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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通讯》报道化学化工学院沈珍教授课题组最新研究进展
撰稿人：化学化工学院

最近，化学化工学院沈珍教授课题组与日本东北大学Tadahiro Komeda教授合作，在单分子自旋
电子调控研究领域取得重要进展，其研究成果“Modulation of the molecular spintronic
properties of adsorbed copper corroles”于6月26日发表于《自然•通讯》（Nature Communications. 2015，6，7547. doi:10.1038/ncomms8547）。
分子自旋电子学是一个新兴的研究领域，传统的自旋电子学研究主要集中于过渡金属和无机

半导体，而有机分子的优势是其电子和磁性能比较容易通过特殊的外界条件控制加以改变，从而实
现对自旋的有效调控。近藤效应是由顺磁性分子的未成对自旋电子和金属基底的导带电子的交换
偶合作用而产生的。利用扫描隧道显微镜测试分子的近藤效应可以有效的对分子的自旋进行表征
和调控。沈珍教授课题组设计合成了一种抗磁性质的二环[2.2.2]-辛二烯取代铜咔咯分子，有趣的
是该分子在真空加热升华至金的表面时，通过逆Diels-Alder反应失去乙烯分子，直接定量转变为
具有顺磁性的苯并铜咔咯。通过扫描隧道谱首次观测到了基于苯并咔咯配体上未成对自旋的近藤
响应。结合分子的晶体结构和理论计算，发现扩展大环配体的π共轭体系，可以调控中心金属的d
轨道和大环配体的π轨道的相互作用，使配合物的基态由单重态变为三重态，实现分子自旋的
“关”®“开”。而且其中位取代的苯环基团的旋转可以改变自旋的分布，在自旋电子调控方面有
着广泛的应用前景。
该论文的第一作者为化院12级博士生吴凡，第一通讯作者为沈珍教授。该工作受到国家重点基
础研究发展计划（2013CB922101 和 2011CB808704），国家自然科学基金(21371090)和江苏省自然
科学基金（BK20130054）的支持。

图1.咔咯铜配合物的扫描隧道成像和近藤响应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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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单分子苯并铜咔咯分子的近藤响应分布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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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通讯》报道天文与空间科学学院丁明德教授课题组研究成果
撰稿人：天文与空间科学学院

我校天文与空间科学学院丁明德教授课题组
在三维磁重联的研究中取得重要进展，相关研究
论文“Extreme Ultraviolet Imaging of Three
-dimensional Magnetic Reconnection in a

Solar Eruption”于2015年6月26日在《自然-通
讯》杂志上在线发表（Nature Communications,
DOI: 10.1038/ncomms8598）。该项工作由南京大
学、英国圣安德鲁斯大学、杜伦大学和美国乔治梅
森大学合作完成。论文第一作者为博士生孙建清
和程鑫博士，通讯作者是程鑫博士和丁明德教授。
磁重联，又称磁场湮灭，是天体物理中一种非

图1 (a) 观测卫星的空间位置；(b) 太阳爆发及磁重联
位置；(c) 观测的磁重联图像；(d) 171埃（蓝色，低
温）和94埃（红色，高温）辐射图像

常重要的快速能量释放过程，能解释宇宙中绝大
部分爆发现象，例如太阳耀斑、恒星耀斑、日冕物
质抛射、磁层暴、伽玛暴等。但是，磁重联现象非
常难于观测。特别是对于三维磁重联，目前尚缺少
直接的观测证据。
该项工作利用太阳动力学天文台（SDO）和日

日冕物质抛射。观测也清楚地展示出与磁重联相

图2 通过多视角卫星观测重构的三维磁重联过程

地关系卫星（STEREO）在极紫外波段的多视角观
关的等离子体加热、入流、出流等过程。该研究展
测，成功捕捉到2012年1月27日一次太阳爆发对应
示了三维磁重联的直接观测证据，揭示了其在太
的磁重联过程（图1），并重构出三维的磁场演化
阳爆发过程中的作用，为太阳爆发理论模型提供
图像（图2）。该图像清晰地显示出两组非共面的、
重要的观测依据。
具有相反极性的磁力线相互靠近，形成磁分割线
或者准分割线，进而产生磁重联的过程。磁重联快
速释放能量，加热等离子体，产生耀斑；同时，磁

该项工作得到了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和国家重
点基础研究发展计划（973计划）的资助。

重联增加磁绳的环向分量，使其不稳定从而触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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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通讯》报道物理学院压力下的超导电性—新型二维材料
WTe2研究新进展
撰稿人：物理学院 宋凤麒

我校物理学院在WTe2样品高压下的电性方面
取得新进展。该工作题为《WTe2中压力驱动的拱
形超导电性及电子结构演化》（Pressuredriven dome-shaped superconductivity and
electronic structural evolution in tungsten ditelluride），发表在7月23日的《自然
· 通讯》 （Nature Communications, 6:
7805, 2015，http://www.nature.com/
ncomms/2015/150723/ncomms8805/full/
ncomms8805.html, doi:10.1038/ncomms8805）
上。该工作由我校物理学院和合肥物质科学研
究院协同开展，受到了科技部“量子调控”课
题和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的支持。潘星辰同
学、陈绪亮助理研究员开展了实验工作，刘慧

图：(上) WTe2压力-超导温度相图(下)理论预测态密度随压力
变化及晶体照片

美同学进行了理论工作。宋凤麒教授、杨昭荣

现完美的证实了超导转变。课题组还获得了上临

研究员和万贤纲教授联合担任本文通讯作者。

界场的数据。系统的测量给出一个拱型的压力超导温度相图。无论有无传压介质，实验都可以

2014年10月，Nature刊文指出：WTe2拥有在
60T磁场下不饱和的极大磁电阻，其物理机制植
根于WTe2极为精致的半金属能带结构。早在2014
年春天，该研究团队就因WTe2在二维材料中的独
特地位开始开展相关工作。团队理论组注意到这
一能带结构对晶格常数的极度敏感性，开展计算

预言压力可能会诱导这种材料的超导电性。实验
课题组合成了高质量的WTe2单晶，系统地开展了

得到类似的规律。该项工作指出这一拱形相图来
自压力下态密度和结构稳定性的竞争。在低压力
区域，随着压力增加，WTe2中的态密度迅速增加，
从而降低了超导电性实现的难度。当压力继续增
加，有可能出现结构的不稳定性，影响超导相的
维持。分析认为，该工作较低的超导转变压强与
样品质量的恰当调控有关。WTe2为理解过渡族金
属硫族化物中的超导电性提供了一个新的平台。

高压下低温电输运、磁化率测试工作。团队的紧
密合作很快观察到了仅需2.5GPa即可实现的超

物理所课题组也观察到了类似的结果。据

导转变。该项工作发现，晶体在常压下可以显示 悉，在人工微结构协同创新中心框架下，该团队
巨大的磁电阻，一加高压，磁电阻倍数迅速下降， 和复旦大学还在开展高磁电阻和光电子能谱的
最早在2.5GPa，就观察到电阻在3.1K处的突然下 工作。WTe2也于近来被认为是新型Weyl费米子体
降。随着压力增大，超导转变温度逐渐上升，并 系而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

12 在16.8GPa时达到7K。零电阻和完全抗磁性的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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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NAS》刊登我校教师提出的条带状铁建造新成因模式
撰稿人：地球科学与工程学院 李伟强

太古代条带状铁建造（Banded Iron Formation，简称BIF）是人类社会最重要的铁矿来源，每
年我国大量从澳大利亚、巴西等国进口的铁矿石就来自于BIF。成矿物质来源是矿床学研究中的一个
基础问题，当前普遍认为BIF中的铁来自于古代大洋中脊的热液喷流，这一观点已统治矿床学界数十
年。针对这一基础问题，我校教师、“青年千人”学者李伟强博士与合作者对西澳Hamersley盆地年

龄为25亿年的Dales Gorge member经典BIF做了系统的地球化学研究，通过结合全岩Fe同位素和Nd同
位素分析，以及微区Fe同位素飞秒激光剥蚀原位分析，发现所研究的BIF中有将近一半的铁源自地
壳，而且这部分的铁在被氧化沉淀为BIF前，经历了近海沉积物中的铁还原细菌的还原作用。据此，
李伟强博士和美国威斯康辛大学麦迪逊分校的合作者提出了新的BIF成矿模型，即“幔源热液无机铁
-陆源生物还原铁”双源模型。这是BIF研究的一项重要突破，也为研究地球早期环境，以及生命起
源和演化等重大问题也提供了关键制约。
A

E a rly m o d e l fo r BIF g e n e s is (re f. 1 ,2 )

Riverine
runoff

BIF

B

Cu rre n tly p o p u la r m o d e l fo r BIF g e n e s is (re f. 4 -9 )

Hydrothermal fluid

BIF

C

Riverine
runoff
B iologically-recycled F e(II)

T h e d u a l-s o u rc e m o d e l (th is s tu d y )
Hydrothermal fluid

BIF

Dissimilatory
Iron Reduction
in coastal
sediments

此研究在《美国科学院院刊》（Proceedings of 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缩写PNAS）
发表，论文题目为“Biologically recycled continental iron is a major component in banded
iron formations”。李伟强博士是本论文的第一作者和通讯作者，南京大学为通讯单位。本论文的
研究受到美国NASA Astrobiology Institute资助，李伟强博士在论文写作过程得到中组部“青年千
人”计划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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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NAS》报道王炜教授课题组蛋白质折叠动力学研究突破性进展
撰稿人：物理学院 李文飞

物理学院王炜教授课题组在解决困扰学界多
年二硫键形成与折叠关系难题方面的研究取得突
破性进展。他们的论文“Protein folding guides
disulfide bond formation”于2015年8月22日在
美 国 科 学 院 院 刊 在 线 发 表（PNAS,

2015,

DOI:10.1073/pnas.1503909112），该项工作是王炜
教授课题组与马里兰大学物理科学与技术研究所
Dave Thirumalai教授的合作成果，论文第一作者
是物理学院秦猛副教授。
生命体功能基本是由正确折叠的蛋白质来执
行，蛋白质的错误折叠不仅会使其失去原有生物学
功能，也会引起一系列重大疾病，如疯牛病、老年
痴呆症等。上世纪60年代，美国NIH著名科学家
Anfinsen在其获诺贝尔奖工作中通过对含有二硫

键蛋白质牛胰核糖核酸酶的再折叠实验研究，提出
了蛋白质折叠的Anfinsen法则，即去折叠的蛋白质
在体外可自发进行再折叠，决定其最终折叠结构的
信息包含在蛋白质氨基酸序列之中。在含硫键蛋白
质的折叠过程中，其关键环节就是二硫键的正确形
成。近50年来，实验研究一直在争论到底二硫键的
形成促进了蛋白质折叠，还是蛋白质折叠导致了二
硫键的正确形成。正确理解二硫键形成在蛋白质折
叠过程中的作用，对揭示蛋白质折叠和错误折叠的

图1：蛋白质BPTI折叠路径由多个含有不同二硫键折叠中间体组成，刻画了
从完全去折叠态R（二硫键全部被还原）到折叠态N（含3对正确形成的二硫
键）的折叠全过程。折叠过程中所经历的关键折叠中间体、不同氧化还原
环境下的折叠行为（例如通量百分比）等均被定量描述。

力学过程中，由序列特征所决定的构象早期形成将
有效促进二硫键的形成，诠释了数十年来学界期望

解决的二硫键在蛋白质折叠过程中的作用。模拟中
所展示的蛋白质折叠微观动力学过程，清楚地描述
了BPTI折叠早期所形成的b-发卡结构可有效促进
二硫键[14-38]的形成，进而诱导其他二硫键的形
成。特别是，他们还定量刻画了折叠限速中间体N*
（含有2对正确折叠的二硫键5-55，14-38，如图1所
示）以及最后一对正确二硫键（14-38）形成过程中
所经历的非天然态二硫键中间体状态。
本工作中提出的物理模型和研究方法对探索

物理机制，以及寻找相关重大疾病发生的致病机理 富含二硫键蛋白质折叠提供了通用和有效的手段，
具有重要的科学意义，是相关研究领域的前沿和难 是蛋白质折叠动力学和功能相关动力学研究领域
点。
秦猛他们通过近年来的不懈努力，首次提出了
蛋白质折叠过程中二硫键氧化和还原反应发生的
物理模型，模拟了牛胰蛋白酶抑制剂（BPTI）的折
叠过程，揭示了其氧化折叠的物理机制（如图1所
示）。他们的结果阐明了含二硫键蛋白质的折叠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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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重要进展，对进一步研究蛋白质错误折叠的发生
以及探讨相关重大疾病致病的分子机理提供了重
要理论基础。论文网络版刊出后随即被美国科学网
站 phys.org 专 文 报 道（http://phys.org/
news/2015-08-simulation-reveal-roledisulfide-bonds.html）。该工作得到了国家自然

科技信息2015年第7-8期（总第217-218期）

现代工程与应用科学学院朱嘉教授课题组在锂离子电池负极材
料取得进展
撰稿人：现代工程与应用科学学院 朱斌

现代工程与应用科学学院朱嘉教授课题组

其中硅纳米颗粒因为其最适合传统的涂覆工艺，

在对锂离子电池纳米颗粒硅负极的合成制备的

方便进行二次结构的设计合成等原因成为了硅

研 究 中 取 得 进 展，该 研 究 成 果（Scalable

负极商业化的有力竞争者。但是现在使用的一些

Production of Si Nanoparticles Directly

硅纳米颗粒的合成制备工艺较为复杂，成本较

from Low Grade Sources for Lithium-ion

高，能耗较大，这些严重制约了其大规模生产和

Battery Anode）于2015年8月10日发表在《纳米

应用。

快报》（DOI：10.1021/acs.nanolett.5b01698）
上。

为了低成本并且方便的获得硅纳米颗粒负
极，该课题组着眼于工业生产中的粗硅源（铁硅，

众所周知，为了应对电子便携设备及电动汽

金属硅），通过高能球磨的方法控制时间及转速

车的发展需求，研究并发展高性能的锂离子电池

获得不同尺寸的硅颗粒（大至100 um，小至100

尤为关键。而在锂离子电池的研究中，开发新的

nm），系统研究了两种不同硅源作为电极的优势

电极材料又成为提高电池性能的重中之重。就负

（铁硅自身可抑制循环中的膨胀，金属硅有更高

极而言，硅因为其巨大的储量和超高的理论比容

的容量及导电性），并且在以制得的100 nm左右

量（4200 mAh/g，相当于现在商业化石墨负极的

的颗粒作为电极材料时获得了很好的循环及倍

十倍左右）成为了世界各研究组的研究重点，被

率性能。整个过程简便且大大降低了成本，为大

认为是下一代最理想的负极材料之一。然而硅作

规模生产硅纳米颗粒，制备硅负极提供了新思

为负极其问题也很严重，如在电池循环中，硅会

路，并且也为硅在光伏，热电领域的制备合成提

经历4倍左右的体积膨胀变化从而导致电极容易

供了新方法。该论文的通讯作者是现代工程与应

粉碎化，电池失效等，所以限制了其性能的提高。 用科学学院朱嘉教授，第一作者是现代工程与应
用科学学院硕士研究生朱斌和金艳，项目研究得
近年来，随着纳米材料制备技术的发展，一
到了国家重点基础研究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批研究者制备合成出了不同结构的纳米硅负极，
和江苏省优势学科资助。
例如：硅纳米线，硅纳米颗粒，硅纳米管等，而

两种不同硅源的制备及循环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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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学化工学院蒋锡群课题组在用于癌症转移检测
的光学探针领域取得新进展
撰稿人：化学化工学院 郑先创

目前，癌症的转移已经
成为大多数癌症病人死亡的
主要原因。然而，对癌症转移
的准确诊断依旧是一项具有
挑战性的工作。光学成像技

术因其廉价、无损以及便于实时观测等优
势，已经成为癌症诊断的一项重要工具。但
迄今为止，用于癌症诊断的光学探针还很
缺乏，难以满足准确诊断癌症转移的需求。
因此，开发用于癌症转移诊断的新型光学

图1 纳米光学探针检测小鼠癌症的淋巴转移和肺转移

探针有着重要的意义。
移的部位被选择性地增强，而正常组织的
我校化学化工学院蒋锡群课题组成员
在 上 一 阶 段 性 成 果（Nature
Communication, 6:5843, 2015）的基础上
又制备了一种可以准确检测体内癌症转移
的纳米光学探针。这一纳米探针是由生物

背景光学信号则很弱。经测试，癌症的淋巴
结转移以及肺部转移均可以通过这一纳米

探针来实现高灵敏的无创检测（图1）。该
实验结果为癌症转移的诊断研究提供了一
种新的思路。

相容性的聚己内酯-聚乙烯吡咯烷酮嵌段
共聚物和磷光发射的铱配合物大分子共组

该研究成果于2015年6月3日作为卷首

装而成的纳米胶束。该纳米胶束探针对乏

页（Frontispeice）在线发表于

氧具有高度的敏感性，其光学信号位于对

Angewandte Chemie International

活体组织有较强穿透性的近红外波段。乏

Edition上（Angew. Chem. Int. Ed.

氧与癌症的发生、发展和转移息息相关，癌

2015, 54, 8094 – 8099, DOI:

细胞的异常增殖会产生局部的乏氧微环

10.1002/anie.201582861）（图2）。论

境，而乏氧响应的光学探针则正可以检测

文的第一作者为2012级博士研究生郑先创

这一异常的现象。

同学，通讯作者是化学化工学院蒋锡群教
授。该工作得到了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

作者使用小鼠癌症转移模型测试了所
制备的纳米光学探针对体内癌症转移的检
测效果，将该纳米探针通过静脉注射到小
鼠体内后，对小鼠进行全身光学成像。结果
表明，纳米探针的光学信号在发生癌症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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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 51033002, 21474045,
51273090）、高等学校博士学科点专项科
研基金以及长江学者与创新团队发展计划
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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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校现代工程与应用科学学院、固体微结构物理国家重点实验室、微结构科学与技术协同创新中心
的张利剑教授课题组与英国牛津大学合作，在弱测量的精度研究方面取得重要进展，其研究成果
《Precision Metrology Using Weak Measurements》发表于《物理评论快报》（Physical Review
Letters, 114, 210801(2015). DOI: 10.1103/PhysRevLett.114.210801）。该工作的一作及通讯单位
为南京大学，张利剑教授为该论文的第一作者和通讯作者。

现代工程与应用科学学院张利剑教授课题组在量子精密测量研究

方面取得重要进展
撰稿人：现代工程与应用科学学院

精密测量是现代科技的重要基础之一，

十分反常规的结果，因而在最近几年间引起

而不断提高测量精度是该领域最核心的问

了大量的讨论。争议的核心归结为以下三个

题。正如同长度的测量精度由尺子的刻度决

问题：1. 对测量结果的筛选究竟能否提高

定，任何测量方案的最终精度均取决于测量

测量精度？2. 测量精度是否由测量强度决

系统的最小分辨率，而后者由测量参照物的

定，即弱测量是否比强测量精度更高？3. 在

量子噪声决定。因而在过去几年间，如何压缩

仅使用经典测量系统的情况下，弱测量方案

测量系统的量子噪声从而实现超越经典方案

是否可以突破经典测量极限？

的测量精度是精密测量和量子信息技术领域

南京大学和牛津大学的合作研究团队利

共同的研究热点，并由此发展出了一个全新

用自身在quantum metrology研究中的多年

的 研 究 方 向 ： 量 子 度 量 学（quantum

积累，为基于弱测量的精密测量方案建立了

metrology）。而 基 于 弱 测 量（weak

完备的理论模型，明确回答了以上三个问题，

measurement）的方案是其中非常特别的一

从而澄清了该领域长久以来的关键争议。在

类。这类方案利用一个量子指针对测量结果

研究中，他们还发现了一类新型的测量方案，

进行筛选，通过舍弃大量的测量结果来实现

通过经典测量系统的相互耦合即可实现超越

微弱信号的放大并提高测量精度。这是一个

经典极限的测量精度。他们的研究结果对于
设计新型的量子精密测量方案、提高测量精
度有重要的启发意义，同时也揭示了量子技
术中资源与效率间的复杂关系。
该项研究得到了国家青年千人计划、 人
工微结构科学与技术协同创新中心、科技部
国家重点基础研究发展计划(973 计划)、江
苏省优势学科建设工程等的资助。

图1:不同测量结果对于测量精度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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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生物分子在生物体内和生物样品
中不稳定，其检测和鉴定是挑战性的课题。
凝集素对于识别和富集不稳定的糖蛋白具
有重要价值，因为它不仅能识别完整的糖蛋
白，而且能识别糖蛋白降解后产生的含有糖
的特征片段，如糖肽和糖链。然而，凝集素
存在着不易获得、稳定性差以及与目标物结
合后不易洗脱等缺点。因此，能克服这些缺
点的凝集素替代物具有重要的科学意义和

52, 7451-7454; Angew. Chem. Int. Ed.
2014, 53, 10386; Chem. Sci. 2014, 5,
1135-1140; Anal. Chem. 2014, 86, 959966; Anal. Chem. 2014, 86, 1238212389）。最近，该研究组进一步提出了硼亲
和糖链定向表面分子印迹技术，制备出具有
类似凝集素识别能力的分子印迹聚合物材
料。该分子印迹聚合物材料不仅能专一性识
别完整的糖蛋白，而且能识别糖蛋白的特征

图1. 硼亲和糖链定向表面分子印迹的原理。 a) 糖链模板的制备； b) 分子印迹步骤（以
分子印迹磁性纳米颗粒为例）；c) 对目标糖蛋白及其特诊片段的识别。

应 用 价 值。分 子 印 迹（Molecular
imprinting）是制备具有类似抗体或酶专一
识别性能的仿生识别材料的重要技术。在多
年研究硼亲和色谱的基础（Angew. Chem.
Int. Ed. 2009, 48, 6704-6707; Chem.
Sci. 2012, 3, 1467-1471; Chem. Sci.
2013, 4, 4298-4303; Chem. Commun.
2011, 47, 8169-8171; Chem. Commun.
48, 4115–4117; Anal. Chem. 2013, 85,
2361-2369；等）上，刘震教授研究组近年来
将硼亲和作用与分子印迹相结合，发展出一
系列能专一识别糖蛋白的先进性能分子印
迹聚合物，并成功应用于亲和分离与疾病诊
断等领域（Angew. Chem. Int. Ed. 2013,

片段。将基于该材料的亲和富集与生物质谱
相结合，能很好地解决不稳定糖蛋白难以检
测与鉴定的难题。该材料在蛋白组学、代谢
组学、糖生物学、疾病诊断以及兴奋剂检测
等方面具有良好的应用前景。该工作7月14
日 在 线 发 表 于 Angew. Chem. Int. Ed.
2015, DOI: 10.1002/anie.201503066，并
被选为VIP论文。该工作的第一作者为博士
生别子俊。该工作得到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
金、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和国家重大
科学研究计划的经费支持。该论文是该课题
组在硼亲和功能化材料方面发表于Angew.
Chem. Int. Ed.的第5篇研究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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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科学学院刘常宏教授参与的IODP 337航次研究结果发表于《Science》
撰稿人：生命科学学院

综合大洋钻探计划（Integrated Ocean Drilling Program, 缩写为IODP）是一项大型国
际合作计划，主要通过钻探研究深海海底与地球内部过程，探索地球演变历史和结构。
IODP337航次的研究主题是洋底深部生命与碳循环系统（Exploration of the Deep Life
and Carbon System beneath the Ocean），研究目标包括：洋底深部微生物、水合气以及褐
煤之间的关系；微生物在驱动深部碳循环和能量循环中的作用及机理；深部褐煤层的形成机
理及对微生物多样性和种群数量的影响。钻孔位于太平洋大陆边缘（41°10.5983¢N, 142°
12.0328¢E），距离日本下北半岛（Shimokita Peninsula）海岸80km处，水深1180 m，洋底沉
积岩深2466.88m。 我校生命科学学院刘常宏教授作为唯一的中国代表参与了该航次。
经过两个多月的钻探工作，采集到不同钻探深度的大量沉积岩样品。参与国科学家在船上

Fig. 1. Depth profiles of microbial cell counts and geochemical data at Site C0020. (A) Microbial cell concentrations, (B) d13C and dD
of methane, and (C) C1/C2 ratios and d13C of CO2.

及回国后，对所采集样品从多方面进行分析研究，截止目前，已获得如下阶段性的研究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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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在洋底下1,826.5~2,046.5 m以及2,426.5~2466 m深处有煤层存在；2、太平洋洋底1.52.5km深沉积岩中仍有微生物的存在，约10 cells/cm3，其中有许多分类地位不同于浅层深部生

Fig. 2. Geochemical and microbiological indications for methanogenic microbial communities in ~2-kmdeep subseafloor coal beds at Site C0020. (A) A representative chromatogramof the diagnosticmethanogen biomarker F430 (as methyl ester) and its epimers from a coal sample (core 18R-2, 1946 mbsf) (table
S3). (B) to (D) Photomicrographs of microbial cells in an enrichment culture from ~2-km-deep coal-bed
samples using a continuous-flow bioreactor with powdered coal as the major energy source.

物圈的微生物类群；3、微生物的种群数量因煤的存在而增加（Fig.1）；4、在2.5km深的沉积
岩中存在由产甲烷菌催化形成的甲烷气（Fig.2）。相关研究Exploring deep microbial life
incoal-bearing sediment down to~2.5 km below the ocean floor 已 发 表 于 Science

2015, 349(6246):420-424，刘常宏教授和南京大学分别作为作者和作者单位之一。
IODP 337航次由日本JAMSTEC（Japan Agency for Marine-Earth Science and Technology）高 知 岩 心 样 品 研 究 所（Kochi Institute for Core Sample Research）的 Fumio
Inagaki首席和德国不来梅大学（University of Bremen）海洋环境科学中心（Center for
Marine Environmental Science）的Kai-Uwe Hinrichs首席联合组织，时间为2012年7月26日至
2012年9月30日，参与国有日本、德国、英国、丹麦、美国、韩国、澳大利亚和中国等八个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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氢气是下一代清洁和可再生能源的最佳燃料。现有的制氢技术有化学催化裂解、光/电化学催化分
解水等，其中电化学技术具有转化效率高、绿色等优点而被广泛采用。目前，贵金属铂是电催化分解
水制氢的最佳催化剂，然而其价格昂贵且资源稀少，所以寻找高催化活性的非贵金属催化剂是当今该
领域的研究热点。现有研究表明，二维层状二硫化钼（MoS2）材料被誉为潜在的析氢反应（HER）电催
化剂。但未剥离的块状MoS2有着较差的电子传导性和很大的HER过电势。因此，如何提高MoS2材料对HER
的电催化活性是当前的一个重要挑战。

夏兴华课题组在等离子体热电子增强水催化分解领域取得进展
撰稿人：化学化工学院

我校化学化工学院夏兴华课题组潜心于局域化表面等离子体共振（LSPR）增强红外光谱和生物分
析 等 方 面 的 研究（Chemical Communication., 2014, 50, 7787 ； 2014, 50, 5480 ； Analytical
Chemistry, 2013, 85, 1053）。近期，他们首次报道了一种等离子体热电子增强HER的电化学体系—
—Au纳米棒/MoS2纳米片层复合材料（Au-MoS2）（图1）。该体系通过金纳米棒的LSPR效应活化MoS2材

图1. Au-MoS2复合材料的物理表征.

料对水分解制氢的电催化活性。其中，Au纳米棒高效吸收可见光能产生局域表面等离子体共振，激发
电子-空穴对，由于Au 纳米棒和MoS2半导体间较低的肖特基势垒，热电子能注入MoS2纳米片导带，提
高MoS2电荷密度，使催化剂的能级与HER能级更加匹配，降低MoS2材料对HER的过电势，HER的转化频率
（Turnover frequency）达到了8.76 s–1，是目前该类催化剂的最高值（图2）。他们还提出了加入
空穴消除剂（如甲醇、乙醇、葡萄糖等还原剂）来提高电子-空穴对的分离效率的策略，使更多的热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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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Au-MoS2复合材料的电化学表征.

子能有效地注入MoS2催化剂的导带，进一步提高HER的催化效率（图3）。

图3. 热电子增强HER的机理探讨.

该工作5月28日在线发表于《美国化学会志》 (J. Am. Chem. Soc. 2015, DOI:
10.1021/jacs.5b01732)，论文第一作者为13级硕士生施毅同学。该工作得到国家自然科
学基金面上项目（21275070）、国家973基础研究项目（2012CB933800）和国家重大科研
仪器设备研制专项（21327902）等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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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效曾课题组在荧光染料领域取得进展
撰稿人：化学化工学院

最近我校化学化工学院游效曾课题组在荧
光 染 料 研 究 方 面 取 得 新 进 展。其 成 果
“Asymmetric Donor–p-Acceptor-Type Benzo
-Fused Aza-BODIPYs: Facile Synthesis and
Colorimetric Properties”于2015年6月26日在
线 发 表 在 Angew. Chem. Int. Ed.上 (DOI:
10.1002/anie.201501984)。
论文第一作者为2012级博士研究生郑玮同
学，通讯作者是李承辉、沈珍及游效曾老师。
氮 杂 二 吡 咯 亚 甲 基 氟 硼 化 合 物（azaBODIPY）具有摩尔吸光系数高、荧光量子产率高、
吸收波长在可见光或近红外区域、荧光寿命长和

图1 不对称aza-BODIPY的合成及性质示意图

光稳定性好等特点，是一类应用非常广泛的荧光

哚亚甲基化合物。另外，这类化合物展现出独特

染料。目前，虽然制备aza-BODIPY前体的方法很

的变色性质，即在三氟乙酸的存在下呈现出褪色

多，但是这些方法都无法得到不对称的苯并aza-

行为，并在一些含有N或者O的物质存在下恢复颜

BODIPY化合物。因此目前还没有关于不对称苯并

色。理论计算和实验数据表明，这个变色过程是

aza-BODIPY化合物的报道，这对BODIPY系列化合

由于分子中的B-N键断裂与重组引起的，而分子

物是一个很大的缺失。同时，不称结构的苯并aza

的不对称D-π-A结构是导致化合物中两个B-N键

-BODIPY可能具有非常新颖的性质（例如大的

不等价并能实现可逆转换的关键因素。

Stoke's位移以减少荧光自吸收效应、大的偶极
距以及伴随而来的非线性光学效应等）。因此，
有必要找出合成不对称的苯并aza-BODIPY化合

邻苯二腈化合物已经被广泛用于合成酞菁
以及对称苯并aza-BODIPY化合物，该工作表明它
们还可用于合成不对称的苯并aza-BODIPY化合

物方法。

物，进一步拓宽了邻苯二腈化合物的应用范围。
游效曾课题组成员通过一个全新的C-H活化

同时，不对称D-π-A型苯并aza-BODIPY具有奇特

的过程，利用叔丁醇钾的DMF溶液成功地将邻苯

的变色性质，将激发人们对这一类新化合物的研

二腈3号位的质子脱去，从而引发了一系列的亲

究兴趣。

核反应，得到了首例不对称的氮杂二异吲哚亚甲
基化合物与不对称的D-π-A型苯并aza-BODIPY
化合物(图1)。这种新的合成方法非常的方便快
捷，并且可以进行大规模的反应（单次反应可得

该工作得到国家973基础研究项目，教育部
博士点基金和江苏省科技支撑计划项目等的支
持。

到100克以上产物）。同时，该反应也具有一定的
普适性，可用于合成一系列含有取代基的二异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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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 Am. Chem. Soc.发表周勇教授课题组在晶面调控增强
光催化CO2还原最新研究成果
撰稿人：物理学院 杨柳

光催化CO2还原，又称为“人工光合成”，利用自然界中丰富的CO2和H2O借助光催化剂在太阳
光照下还原成碳氢化合物和O2，既有利于解决由CO2带来的环境问题，也有利于缓解能源危机。因
此，太阳能驱动CO2还原具有广阔的应用前景。目前，纳米材料的晶面调控，因其不同的晶面结构
和表面而成为当今光催化领域的热点。但晶体面的暴露集中在同一个纳米颗粒上，光生载流子分离
的空间尺度相对较小。因此，提高不同暴露晶体面的空间尺度是当前的一大挑战。
我校周勇教授课题组通过简单的溶液晶体外
延生长方法合成了基于不同晶面暴露的CeO2同质
结：四棱柱修饰的八面体结构，并把这种结构首次
应用于光催化还原CO2产成CH4的反应中（图1）。在
{111}晶面暴露的八面体上，通过调节{100}面暴露

的四棱柱的长度和数量，提高光生载流子的分离和
传输效率，使光催化CO2还原的效率获得大幅度提
升。理论计算表明，对于CeO2，{100}晶面的电子有
效质量远远大于{111}晶面，而{111}晶面的空穴有
效质量大于{100}晶面，并且{100}晶面的导带电位
图1. 四棱柱垂直生长的CeO2八面体光催化材料 更负于{111}晶面。因此，在光照情况下，光生电子
应用于光催化CO2还原产生CH4的模型图。

容易从{100}迁移至{111}晶面，而光生空穴易于从

{111}迁移至{100}晶面， 实现在同质结中的光生电子和空穴空间分离。该独特的纳米结构在380
nm单色光照下表现出0.2 %的量子效率，为设计和制备光生载流子高效分离的光催化剂提供了重要
借鉴。
该研究成果于2015年7月20日在线发表在J. Am. Chem. Soc.上（http://pubs.acs.org/doi/
abs/10.1021/jacs.5b05926）论文第一作者为2013级博士研究生李平同学，该工作得到国家973项
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江苏省杰出青年基金，南京大学登峰计划(B) 等项目资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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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我校环境学院毕军教授课题组与美国Emory大学、NASA、澳大利亚Queensland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清 华 大 学 等 单 位 合 作 的 题 为“Satellite-Based

Spatiotemporal Trends in PM2.5 Concentrations: China, 2004–2013”的研究成果发表
在环境与健康领域国际顶级期刊《Environmental Health Perspectives》(EHP，影响因子
7.98)上（http://ehp.niehs.nih.gov/1409481/）。论文第一作者为毕军教授课题组的助理研
究员马宗伟博士，共同通讯作者为课题组的黄蕾副教授和Emory大学的刘阳教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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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课题的资助。
这是我校首次在该期刊物表论文。

环境学院毕军教授课题组在《EHP》上发表卫星遥感
反演PM2.5的最新研究成果
撰稿人：环境学院

国外大量的流行病学研究已经证明了PM2.5与许多负面的健康效应有关。由于我国2012年
底才建成了PM2.5地面监测网络，大范围、长时间的PM2.5历史监测数据的缺失使得我国PM2.5
的环境流行病学与健康效应研究较为薄弱。而利用卫星遥感反演的气溶胶光学厚度（AOD）地
面PM2.5浓度是近年来国际上快速发
展起来一项新的研究领域，可以有效
弥补地面PM2.5监测站点在时间和空
间上观测的不足。
该研究利用搭载于美国Aqua卫
星上的中分辨率成像光谱仪（MODIS）
第六版（C6）AOD数据，结合气象参数
与 土 地 利 用 数 据，开 发 了 能 反 映
PM2.5-AOD关系时间和空间变异的两
层级更高级统计模型，总体模型拟合
和 交叉验 证R2 分别为0.82 和0.79

图1 模型验证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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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极大提高了国内已有研究中PM2.5-AOD的高级统计模型精度，并且接近了北美现
有研究的模型精确度。在此基础上，该研究估算了我国2004-2013年10年的历史PM2.5浓度
数据，研究了我国这10年的PM2.5浓度时空分布特征（图2和图3）。结果表明该研究可为
我国大范围开展PM2.5长期效应的流行病学研究提供精确可靠的历史暴露数据。

图2 我国2004-2013年PM2.5平均浓度空间分布特征

图3 我国2004-2013年PM2.5浓度时间变化趋势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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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离激元波导阵列模拟拓扑光子界面态研究最新进展
撰稿人：现代工程与应用科学学院 李涛

量子霍尔效应和拓扑绝缘体的发现，让拓扑学成为凝聚态物理的研究热点，也是现代物理
学发展中的一个重要方向。近年来，拓扑学的概念被引入至光学的研究中，进而发展出了拓扑
光子学研究。例如在二维光子晶体结构中用光子的边界态和满足非平庸相的拓扑结构实现了
光的单向传输，满足光学二极管的要求，使光处理芯片的研发又向前迈进了一步。那么，在一
维体系是否有对应的中实现了拓扑学设计呢？其物理特性又该如何？聚乙炔链中发现的SSH
模型，就是一类典型的一维拓扑结构。其中由于C-C单双键交替顺序不同形成两种能级简并的

拓扑相，当它们连接的时候会得到kink和anti-kink两种“畴壁”，该畴壁在聚乙炔链中能移
动时能保持其波形，因而被称作孤子，这是一种受拓扑保护的界面态。
南京大学现代工学院博士生程庆庆与物理学院博士生潘义明精心合作，提出了利用等离
激元波导阵列的光学效应来模拟聚乙炔模型中的拓扑界面态。他们通过纳米加工的手段制备
出耦合强度对应于单双键交替的金属纳米波导阵列，并成功观测到了对应于kink结构的界面
态。然而，对于anti-kink结构，实验结果显示不出这种界面存在，似乎违背了SSH模型的理
论预测。程庆庆等通过仔细的理论分析与模拟，揭示了波导阵列的激发条件在形成界面模过程
中扮演了很重要的角色。
理论结果表明，由于kink结构具有奇宇称的界面态本征模在单根波导

图一、（a）等离激元波导阵列的样品图及模拟单双键交替聚乙炔链的模型；
（b）波导耦合模式的场分布；（C）耦合系数随结构参数变化的等高线图。

输入条件下能得到很好保持，而anti-kink结构的偶宇称本征模则无法在单根波导激发时保
持，因而在实验上观察不到。此外，两类模式的对无序免疫特性也分别从理论和实验上进行的
详细的阐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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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二、（a,d）无缺陷的聚乙炔链模型的波导中中SPP传播行为；（b,e）中心具有
kink结构的SPP传播，表现出界面态特征；（c,f）中心具有anti-kink结构的SPP传
播，表面局域现象消失。

图三、（a）kink和（b）anti-kink结构对应的SSH模型的拓扑态边界本征模的
场分布，分别表现出奇宇称和偶宇称性质。它们决定了在一单个端口输入情况
下kink结构可保持边界态特征而anti-kink结构则丢失。

该工作一方面利用金属波导中易于调节的等离激元耦合模式实现了一定条件下的
SSH拓扑界面模式的模拟，另一方面，对传统波导阵列中光传输问题中经常忽略的激发条

件问题进行了深入的揭示与刻画。该成果是继光学波导用于模拟安德森局域化、布洛赫
振荡、无质量狄拉克费米子等之后的又一个新的凝聚态物理模拟，为人们在利用光子模
拟电子行为的探索中提供了新的平台。同时，波导阵列中的光场演化也为光子集成以及
量子随机行走等前沿研究开拓了新的思路。
该 工 作 近 期发 表 于光 学 领 域的 顶 级期 刊 Laser & Photonics Reviews 9, 392
(2015)(IF=8.0）。程庆庆和潘义明同学为并列第一作者，现代工学院的李涛教授为该文
章的通讯作者。该项研究得到科技部重大研究计划（量子调控项目），国家自然科学优
青青年基金项目，自然科学面上项目，以及南京大学登峰人才计划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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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杂动力学系统往往表现出多稳态（Alternative Stable States）特征。理论研究表明，
诸多类型的生态系统都可能具有多种稳定状态，并推测现实中生态系统发生突变（如水质的
急剧恶化、干旱区植被的快速退化、珊瑚礁生态系统的崩溃等）是稳态转换的结果。但由于
受到观测时空尺度的限制与环境扰动的影响，生态系统多稳态特征的直接证据极为有限。多
稳态及稳态转换的检测是理解生态系统突变的发生机制，以及人类进行生态系统科学管理的
关键，近年来成为生态学研究热点。

植被高度的不连续分布表明森林生态系统具有多稳态特征
撰稿人：生命科学学院 徐驰

最近，生命科学学院徐驰副教授与荷兰、英国、德国的国际研究团队开展合作，通过分
析全球植物属性和物种数据库，发现木本植物高度的不连续分布特征是森林生态系统具有
多种稳定状态的证据，并在全球植被高度激光雷达数据和全球树木盖度遥感数据的支持下，
进一步证明温带森林在景观水平上的高度和盖度分布都具有明显的双稳态特征。研究人员
提出进化博弈机制可以解释为何植物倾向以相对较高和较低的高度作为稳定性状，而中等
高度则为次优性状。该研究结果对于深入理解生态系统本质具有重要理论意义，其推论也具
有明确的现实启示：随着气候变化和人为干扰逐渐增强到一定程度，森林生态系统很可能
将急剧退化而并不以渐变的方式产生响应，从而对气候系统和人类福祉产生重要反馈。相关

研究成果以“Why trees and shrubs but rarely trubs?” (Trends Ecol Evol. 2014
Aug;29(8):433-4.

doi:

10.1016/j.tree.2014.06.001.) 和“Temperate

forest

and

open landscapes are distinct alternative states as reflected in canopy height
and tree cover”Trends Ecol Evol. 2015 Jul 22. pii: S0169-5347(15)00169-X. doi:
10.1016/j.tree.2015.07.002.)为题发表在生态学顶级期刊Trends in Ecology & Evolutions上.
此项工作得到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及国家留学基金委资助。

图1. （A）全球温带植被高度的频度分布，（B）基于星载激光雷达
数据GLAS/ICESat的植被高度与基于MODIS VCF的林地盖度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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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式动物研究所张青课题组在《Developmental
Cell》发表科研成果
撰稿人：模式动物研究所 孙倩

南京大学模式动物研究所张青课题组
在Hedgehog(Hh)信号通路的调控研究中取

其它消化道器官癌等。因此,Hh信号通路的
研究对基础和临床科学都非常重要。

得 重 要 进 展，其 研 究 成 果
《Deubiquitination

by

联反应，将信号传递给转录因子Ci/Gli,

Hedgehog

最终Ci/Gli激活下游相关基因的表达。因

Signaling》
（Usp7/HAUSP 去泛素化Ci/Gli

此，对Ci/Gli1 转录因子的稳定性调控，是

调控Hedgehog信号通路）于6 月25 日在线

调节Hh信号活性的重要途径。前期研究已

发表在《Developmental Cell》
（发育－细

经阐明Ci可以通过两种途径被泛素化降

胞）杂志。南京大学博士研究生周紫章、姚

解 ： Slimb-Cul1 介 导的细 胞 质内 降解 ；

霞，美国西南医学中心的李爽博士是该论

Hib-Cul3介导的细胞核内降解。众所周知，

文的共同第一作者。南京大学张青教授，美

蛋白泛素化和去泛素化处于动态平衡，从

国西南医学中心蒋进教授是该论文的共同

而维持蛋白的稳态。但是，到目前为止，Ci

通讯作者。

去泛素化酶没有任何报道。我们通过筛选，

Usp7/HAUSP

of

Regulates

Ci/Gli

Hh信号通路的活化是通过一系列的级

发现Usp7能正向调控Hh 信号通路活性。

Usp7能和Ci相互结合，通过去泛素化来稳
定Ci，以达到正调控Hh信号的目的，Hh信号
能促进Usp7对Ci的稳定效应。HAUSP是Usp7
在哺乳动物里的同源物，它能够代替Usp7
的功能，在果蝇体内调控Hh信号通路活性。
同时，我们也发现HAUSP能够去泛素化Gli
家族蛋白，从而正调控Shh信号通路活性，
这充分说明Usp7对Hh信号通路的调控作用
在进化中是保守的。这为我们今后在临床
上寻找抑制Hh过激活导致肿瘤的药物，提
供了一个潜在的靶点。详细的研究结果请
图1 Usp7对Hedgehog信号通路调控的模式图。

参

见

全

文

：

DOI:

http://

dx.doi.org/10.1016/
Hh信号通路是在进化中高度保守的信
号通路之一，负责调节胚胎发育、组织分

j.devcel.2015.05.016
该研究得到了国家重大基础科学研究

化、维持组织稳态以及干细胞的干性等等。 计划项目（2011CB943902和2010CB945102）
Hh信号通路的失调与出生缺陷及多种肿瘤 和 国 家 自 然 科 学 基 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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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 生 密 切 相 关，如 皮 肤 癌 ( 基 底 细 胞 癌

（30971679,31071264,31271531

BCC) 、脑癌、肺癌、前列腺癌、胰腺癌和

31371492）的资助。

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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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工程与应用科学学院魏辉教授课题组对肝素的检测方法研究取得新进展
撰稿人：现代工程与应用科学学院 丁煜宾

肝素是一种高度硫酸化的黏多糖，能够和抗凝血
酶结合从而大大增强抗凝血酶对凝血酶和其他凝聚
因子的抑制作用。肝素在临床上被广泛用作相关疾病
的预防和治疗药剂，尤其是用作手术中的抗凝血剂。
过量使用肝素会引起诸如大出血、血小板减少、高血
钾、骨质疏松等副作用，因此肝素的剂量必须得到严
格的监控。临床上用于肝素定量检测的方法有活化凝
血时间法（ACT）和活化部分凝血活酶时间法（aPTT）
等。然而这些方法用于肝素检测具有耗时长、价格昂
贵、间接检测、数据不够可靠等缺点。针对这些问题，
图2. 荧光探针TPE-1 用于肝素检测，并结合肝素酶处
我校现代工程与应用科学学院魏辉教授课题组发展
理用于肝素污染物多硫酸软骨素的检测原理示意图。
了一种高效检测肝素浓度的有机分子荧光探针TPE1，该探针结合酶处理还可以对肝素中可能存在的重 度，并且不受复杂检测环境中多种阴离子、生物分子、
大污染物多硫酸软骨素（OSCS）进行定量检测。相关 尤其是肝素类似物如硫酸软骨素（Chs）和透明质酸
研 究 成 果 于 2015 年 7 月 23 日 在 线 发 表 于 Chemical （HA）的影响。该探针可以检测肝素的最低浓度为
Science (Ding Y. B., Shi L. L., Wei H., A 3.8 ng/mL，远低于临床所需要的肝素浓度。此外，结
“Turn On” Fluorescent Probe for Heparin and 合肝素酶处理，探针TPE-1还可以用于肝素中多硫酸
Its Oversulfated Chondroitin Sulfate Contami- 软骨素（OSCS）的检测。多硫酸软骨素是一种高度硫
nant, Chemical Science, 2015, doi: 10.1039/ 酸化的人工合成黏多糖，曾经被人为添加进肝素并用
c5sc01675d.) 之后得到了国际同行的好评：“this 于临床治疗，导致用药病人发生低血压、喉头肿胀等
smart strategy will generate a large array of 副作用并发生多起死亡病例。研究发现荧光探针TPElight up biosensors with outstanding perfor- 1与肝素选择性结合后发出强荧光信号，而继续加入
mance---Ben Zhong Tang from the Hong Kong 肝素酶水解肝素分子后，强荧光可以被淬灭。而肝素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this 中存在的多硫酸软骨素能够与荧光探针TPE-1在一定
interesting work will inspire the development 程度上结合并抑制肝素酶活性，使得荧光探针在结合
of molecular probes and assays for biomole- 肝素的时候荧光减弱，而继续用酶处理后荧光无法被
cules with high selectivity and sensitivity-- 淬灭。通过比较酶处理前后的荧光信号的变化，荧光
-Kenneth Kam-Wing Lo from the City University 探针TPE-1可以用于多硫酸软骨素的含量检测。该方
of Hong Kong”。并被Chemistry World，Scientific 法检测多硫酸软骨素的检测限能够达到0.001%，和传
American，Xtalks News等进行了跟踪报道。
统的一些方法如高效液相色谱法（HPLC）、核磁共振
该 工 作 将 经 典 的 AIE (Aggregation induced 法（NMR）以及质谱法（MS）等相比，具有很好的灵敏
emission, 聚集诱导荧光增强) 荧光团与一种对肝 度，不需要昂贵的测试仪器并且易于操作。
素具有特异性结合能力的多肽 (AG73) 相结合，构建
该 项 目 得 到 了 国 家 自 然 科 学 基 金 (No.
出对肝素具有高灵敏度和高选择性的荧光增强型探 21405081)、江苏省自然科学基金 (No. BK20130561,
针TPE-1。该探针能够在pH 3~10的范围内检测肝素浓 BK20140593)、江苏高校优势学科建设工程资助项目、
江苏省双创计划、江苏省六大人才高峰、中央高校基
本 科 研 业 务 费 专 项 资 金 (No. 021314340052,
021314340060)、化学生物传感与计量学国家重点实
验室（湖南大学）开放课题 (No. 2014002)、青年千
人计划、985经费等项目的支持。
图1. 荧光探针分子TPE-1的结构。

31

科技信息2015年第7-8期（总第217-218期）

科学大师

深切缅怀郭令智先生
撰稿人：新闻中心 徐南启

郭令智院士是我国著名的地质学家，他学
识渊博、造诣精深，尤其是在构造地质学的教学
与研究方面建树丰硕，是中国板块构造和地体
构造研究的主要开拓者之一。早在20世纪40年
代初，他首次在大巴山发现新生代砾岩和大型
褶皱——推复构造，为后人研究青藏高原东缘
新生代地质地貌特征与成因奠定了坚实基础。
1947年，他参加了中国第一批南沙群岛的地质
地貌考察，并且对太平岛珊瑚礁的形成和类型
提出了创新见解。50年代后期到60年代中期，他
论证了华南加里东地槽褶皱区的构造属性，提
中国共产党党员，九三学社社员，中国科学
院资深院士，我国著名地质学家、地学教育家，

他领导构造地质学科开始了从固定论到活动论

南京大学地球科学与工程学院教授、博士生导

科学思维的转化，在我国最早系统介绍了板块

师，南京大学原代校长郭令智同志因病医治无

构造学说并倡导把板块理论与地体构造应用于

效，于2015年8月5日下午3时42分在南京逝世，

中国地质实践。经过数十年不懈的调查与研究，

享年101岁。

逐渐形成了一个以他为学术带头人、阵容较强

郭令智院士1915年4月4日出生于湖北省安

的科研与教学团队，先后取得了一大批重要科

陆县。1938年8月毕业于中央大学地质系并留校

研成果。其中包括：在江南地区发现了元古代

任助教。1939-1946年，他先后在云南大学矿冶

蛇绿岩套、岛弧火山岩和岛弧复理石，率先在国

系、四川北碚中国地理研究所工作。1946-1949

内提出了华南古板块沟－弧－盆体系的观点，

年，任台湾大学地质系副教授、台湾省海洋研究

指出了古大陆内部鉴定古板块边界的八项地质

所副研究员。1949年9月赴英国伦敦大学皇家学

标志，论证了华南从元古代开始就已出现了古

院深造。1951年12月由英国绕道香港回到新中

板块运动机制的观点，成为国际上完整重建元

国，任南京大学教授至今。1981年起被聘为博士

古代板块会聚边界的实例，冲破了当时国际上

生导师。曾任中国地质学会副理事长、国务院学

板块构造限于显生宙观点的思想束缚。80年代

位委员会第二届学科评议组成员、国家教委地

中叶以来，该团队在中国东南部发现并厘定了

学 学 科 评 议 组 组 长、国 际 岩 石 圈 对 比 计 划

一系列地体构造，提出了西太平洋中、新生代活

IGCP224项目、IGCP267项目中方主席等学术兼

动大陆边缘和岛弧构造形成与演化的新认识,

职。1993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郭令智院士

对华南各省的地质普查和找矿工作起到了重要

政治上追求进步，1956年加入“九三学社”，

的指导作用。

1959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是南京大学较早加入
中国共产党的教授之一。

32

出了江南古岛弧的观点。70年代中期到80年代，

作为我国著名的地学教育家，郭令智院士
长期讲授地质基础课，先后开设了自然地理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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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通地质学、工程地质学、燃料地质学、地貌学、构 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刘延东同志，中央政治局委员、
造地貌学、中国地质学、板块构造等课程，并曾担任 中央组织部部长赵乐际同志，原中共中央政治局常
高教部地学教材编委会委员。他治学严谨、为人师表、 委、原国务院总理朱镕基同志，原中共中央政治局常
严于律己、奖掖后学，强调人格、道德和学风在学术 委、原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同志，原中共中央政治局常
研究过程中的重要性，培养了大批优秀人才。“文革” 委、原国务院副总理李岚清同志，原中共中央政治局
前，他培养了13名研究生；1978年到2008年，他培养 常委、原中纪委书记吴官正同志，中共中央书记处书
了28名硕士、30名博士。这些学生大都品学兼优，有 记、国务委员杨晶同志，原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
的在重要学术单位担任领导，有的已成为著名学者和 陈至立同志，原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蒋树声同志
国家重大项目的负责人，其中有4位现已成为“两院 也分别委托有关方面打来电话，对郭令智院士的逝世
院士”。

表示深切哀悼，对其亲属表示亲切慰问，并委托代送

郭令智院士学术成果突出，先后发表科学论著 花圈。
160多篇（部），在构造地质、地貌调查、板块构造、

致电慰问并送来花篮、花圈的教育部、中国科学

华南大地构造研究和教学事业上作出了卓越贡献，曾 院以及相关省市领导有袁贵仁、白春礼、李静海、罗
三次获国家级自然科学奖，五次获省部级科技进步 志军、李学勇、黄莉新、王炯、徐鸣、曹卫星、徐南
奖。1978年被授予“江苏省先进科技工作者”荣誉称 平、张敬华、缪瑞林、胡金波、刘聪等。
号、1990年获国家教委和国家科委“全国高等学校先

中共中央组织部、教育部、中国科学院、中共江
进科技工作者”称号、1998年获何梁何利奖和李四光 苏省委、江苏省人民政府、江苏省委组织部、江苏省
荣誉奖、2001年获江苏省优秀研究生导师奖。作为地 教育厅、中共南京市委员会、南京市人民政府等单位，
质学的一代宗师，郭令智院士的学识修养和人格魅力 以及百余所高校、科研机构发来唁电或送来花圈。
将永远是后辈学习的榜样。
南京大学党委书记张异宾，校长陈骏，校内外三
郭令智院士1982-1984年任南京大学副校长、代 十余位两院院士，八十多所兄弟高校、科研院所领导，
校长及校务委员会主任，1984-1988年任南京大学顾 以及郭令智院士的生前好友、同事、学生、亲属也发
问。尽管当时已年届古稀高龄、学校办学也面临重重 来唁电、唁函或送来花篮、花圈。
困难，但他仍然勇挑重担，带领全校师生筚路蓝缕、
开拓前行。他先后率团赴美国西部和东部、法国巴黎、
日本东京、大阪等地多所著名大学和研究单位访问，
为南京大学建立了广泛的国际合作关系，为推动学校
的稳定、改革与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

南京大学校长陈骏院士，原党委书记陆渝蓉同
志，原校长曲钦岳院士，原代校长陈懿院士，中南大
学党委书记高文兵同志，贾承造院士，周志炎院士，
王德滋院士，薛禹群院士，苏定强院士，中科院南京
地理与湖泊研究所沈吉所长，南京大学党委副书记任

2015年8月9日上午，郭令智院士遗体告别仪式在 利剑同志，副校长潘毅同志，南京地质矿产研究所邢
宁举行，三百余名社会各界人士前往西天寺殡仪馆为 光福所长，以及相关部门、院系、兄弟院校、单位代
郭令智院士送行。

表，郭令智院士生前好友、同事、学生、家属和亲属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 参加了遗体告别仪式。
平同志，原中共中央总书记、原国家主席、原中央军

遗体告别仪式由南京大学党委副书记杨忠主持。
委主席胡锦涛同志委托有关方面打来电话，对郭令智 南京大学校长陈骏院士介绍郭令智院士生平。
院士的逝世表示哀悼，对其亲属表示慰问。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同志，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张德江
同志，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刘云山同志，中央政治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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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热点
NASA称发现迄今最接近
地球的类地行星
撰稿人：《 人民日报 》 张朋辉

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23日宣布，专家们通过
开普勒天文望远镜发现了一颗与地球体积和宇
宙环境接近的类地行星“开普勒—452b”，并公
布了其他11颗“可能适宜居住”行星候选名录。
“开 普 勒—452b”位 于 天 鹅 座，距 地 球约
1400光年，直径比地球大约60%，公转周期为385
天，距恒星的距离比地球与太阳的距离远5%，但
其质量和岩石构成尚未确定。它围绕的恒星比太
阳大10%，温度与太阳接近，“年龄”为60亿岁，
比太阳年长15亿年。
美国宇航局埃姆斯研究中心的开普勒数据分析
主管乔·詹金斯介绍，“开普勒—452b”就像是
地球的“兄弟”，有岩石，可能存在水。至此共
有1030颗系外行星被证实，这个结果距离人类发
现地球2.0又接近了一步，也有助于理解地球环
境的演化。
开普勒计划开始于2009年，耗资6亿美元，目
的是为了探索银河系星球的多样性，并探测类似
地球岩石、与恒星距离适当的类地行星，科学家
认为，在这种条件下，有可能会存在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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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家利用干细胞制作出微观心脏
撰稿人：中国科学报 鲁捷

如果通过显微镜观看，你会看到一
段人类心脏跳动的影像资料，每个心脏
都在驱动着其心室运动。这些微型器官
的直径仅有1毫米，它是科学家首次利用
单独干细胞制成的三维“心脏形”器官。
“利 用 肉 眼 看 不 到 这 些 心 脏 的 收
缩，所以我们把它们叫作微观心脏。”美
科学家利用细胞的自我组织性构建心脏。图片来
源：《新科学家》

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Zhen Ma说。这
些器官以前也曾被制作过，但都是利用

现存的结构把新细胞固定就位，比如由一个供体心脏被剥离细胞之后留下的胶原蛋白基质制
成，抑或是利用3D打印制作而成。
Ma通过让普通皮肤细胞回转至原始的、类似胚胎细胞的方式，利用诱导多能干细胞形成心脏器
官。通常情况下，研究人员会单独利用生长因子促使这种干细胞形成其中器官的专门细胞，但
是Ma的研究团队利用了另外一种技术。
为了模拟出通常告诉胎儿干细胞可以在哪里生长以及不能在哪里生长的物理作用力，研
究人员通过在培养皿中打孔，蚀刻了一种化学上的“禁止通行区”。这些孔可以让干细胞积累
成恰当的外形。
这一过程通过模仿当真正的心脏在发育胚胎中发生的情况，对细胞的形状进行了改变。因此，
那些位于孔中心的细胞变成了一种被称为心肌细胞的跳动心脏细胞。心肌细胞则被类似皮肤
细胞的纤维母细胞包围在内，纤维母细胞形成了心脏的结缔组织。更显著的是，心肌细胞会生
长并形成圆顶形的腔体——即微观心室。
“我们的模型在利用细胞的自我组织性构建心脏方面迈出了第一步，而且不需要任何外
部的三维支撑材料。”Ma说，该研究的最终目的是构造出真实大小的心脏器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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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家重修太阳黑子记录
可回溯至4个世纪前 否定“黑子极大期”的存在的类地行星
撰稿人：《 人民日报 》 张朋辉

天文学家终于纠正了一个涉及到科学史上最
长观测记录的令人尴尬的矛盾：关于太阳黑子活
动的数据可以回溯到4个世纪之前。这项研究对于
理解太阳曾经如何以及仍将如何影响地球上的生
命具有重要意义。
值得注意的是，修订后的太阳黑子统计结果
表明，太阳活动在最近几十年并未像人们曾经以
为的那样变得频繁。一些人曾将这一“黑子极大
期”的假设与地球越来越热的气候联系起来。
比利时布鲁塞尔皇家天文台天文学家Frédéric
Clette表示：“我们发现并没有这样的黑子极大
期。太阳活动的水平并没有什么特别的地方。”
Clette在8月7日于美国夏威夷檀香山召开的一次
国际天文联合会会议上公布了这一研究结果。
黑子是太阳表面磁性的爆发，它反映了恒星
内部的活动。计数太阳黑子的做法始于1610年，当
时意大利天文学家伽利略和其他科学家利用新发
明的望远镜发现了分布在太阳表面的暗斑。这样
的记录最终揭示了太阳活动的周期大约为11年。
Clette与同事花了4年的时间重新校准两份
官方太阳黑子清单。其中之一是“国际太阳黑子
数目”，该清单于1849年由瑞士苏黎世天文台的一
位天文学家开始记录，随后又加入了更为古老的
历史记录。另一份清单则是“群太阳黑子数目”，
该清单于1998年由美国研究人员开发。该清单记
录了太阳黑子群而非单个事件，此举旨在消除观
察者的矛盾。
“国际太阳黑子数目”也曾试图解释由观测
条件以及观察者报告数字的能力引发的变化。但
这两份太阳黑子清单会不定期地产生分歧。
Clette与研究团队确定了两份清单中系统误
差的几个来源，例如瑞士一位老年观察者随着视
力的下降，看到的太阳黑子越来越少。在其他情况
下，天文爱好者都关注于太阳观测的其他方面，所
以如果他们的笔记没有提到太阳黑子，并不意味
着这些黑子真的不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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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人员开发了一种方法，即在一个给定的

时期内选择一位主要的黑子观察者，同时确保来
自相邻时间段的观察者能够提供一个平稳的过
渡。
对两份清单的重新校正导致在20世纪后半段
出现的所谓“黑子极大期”消失了——这一变化
在很大程度上归因于对1893年采集的数据的修
正，当时苏黎世天文台恰好更换了主管。
加利福尼亚州莫菲特场美国宇航局埃姆斯研
究中心太阳物理学家David Hathaway表示：“之
前的工作试图把太阳活动的增加与全球温度的增
加联系在一起，这显然过高估计了太阳活动在全
球变暖中所起的作用。”
而且，修订后的数据消除了这两份清单与由
美国国家大气与海洋管理局（NOAA）保存的第三份
清单之间的差异，后者显示的太阳活动比“国际
太阳黑子数目”多了30%。科罗拉多州博尔德市
NOAA 空 间 天 气 预 报 中 心 太 阳 物 理 学 家 Douglas
Biesecker表示，重建后的记录与该局的记录如今
关系更加密切了。
位于比利时皇家天文台的世界数据中心已于
7月1日开始使用新的清单。
Biesecker指出，了解过去太阳活动的范围将
有助于研究人员更好地预测未来的太阳活动周
期。军队以及其他用户将利用太阳黑子数量预测
太阳风暴可能对人造卫星带来的影响。
太阳黑子是在太阳的光球层上发生的一种太阳活
动，是太阳活动中最基本、最明显的。一般认为，
太阳黑子实际上是太阳表面一种炽热气体的巨大
漩涡，温度大约为3000~4500摄氏度。因为其温度
比太阳的光球层表面温度要低1000~2000摄氏度
（光球层表面温度约为6000摄氏度），所以看上去
像一些深暗色的斑点。太阳黑子很少单独活动，通
常是成群出现。黑子的活动周期为11年，活跃时会
对地球的磁场产生影响，主要是使地球南北极和
赤道的大气环流作经向流动，从而造成恶劣天气，
使气候转冷。严重时会对各类电子产品和电器造
成损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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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科学家开发出原位检测艾滋病病毒的分子显微镜
撰稿人：科技日报

聂翠蓉

艾滋病病毒原位分析技术再次取得突破。美国科 理会那些要检测的目标序列。
学家在上周召开的国际艾滋病会议上，展示了他们开
发的全新检测技术及检测结果，这个被称为“分子显
微镜”的探针能够准确检测到艾滋病病毒在细胞内外
的隐藏之地。
美国过敏性和传染性疾病研究所疫苗研究中心副主任
瑞查得·普表示，这一分子显微镜新技术堪称神奇，它
的超能力完全可以洞察到艾滋病病毒在任何细胞内的
蛛丝马迹，最终能帮助弄清艾滋病病毒长时间存留的
谜底，从而将其从体内彻底清除。

新技术几乎不受干扰

分子显微镜作用原理
伊斯特的新技术包含一种更复杂的探针系统，能
完全消除寡聚体带来的误打误撞。该技术的基本原理

在于，先将寡聚体切成两等分，再将这两等分送到样本
内寻找目标序列，只有当被分开的两段都停留在目标
检测序列附近时，它们才能分别与目标序列成功配对
后再重新连接起来。这意味着，寡聚体的两段只有遇到
艾滋病病毒时才能分别配对并重新相遇，其他细胞物
质再也无法造成干扰。
艾滋病病毒本身是RNA病毒，但它会转换成DNA形

目前所用的检测组织中艾滋病病毒的原位分析技 式，以便随时“潜入”人类染色体。伊斯特还与病毒学
术都面临共同的大难题。这些探测技术，无论是利用荧 家杰弗瑞·立夫逊合作，成功开发出可视化艾滋病病
光物质作标记物，还是放射性物质作标记，在精确定位 毒DNA的DNA显微镜。这些潜伏的病毒前体会融入人体
组织样本中艾滋病病毒的位置时，经常难以将周围的 细胞，并在受到免疫系统或抗逆转录病毒药物攻击前

细胞物质与目标检测物，如艾滋病病毒的RNA和DNA区 安然隐藏数十年之久，抗逆转录病毒无法消除艾滋病
别开来。这些标记物会将细胞组织当作病毒进行错误 传染并治愈艾滋病患者的一大重要原因，就是这些将
识别，对结果分析造成背景干扰。
据《科学》杂志网站报道，会议上展示的猴子不同
组织中获得的艾滋病病毒的详细图片表明，新技术几
乎没有受到任何干扰。美国国家癌症研究所弗雷德里
克国家实验室的免疫学家杰克·伊斯特，与拥有RNA显
微镜的美国高级细胞诊断公司（ACD）合作开发出这一
新技术，能分别或同时检测到组织中艾滋病病毒的DNA
和RNA。得益于ACD公司独特的探针设计专利，RNA显微
镜是目前最先进的RNA检测技术工具，实现了单个RNA
在原位的可视化和量化，能够同时实现信号放大并降
低背景干扰，可检测任何组织的任何基因。检测艾滋病

病毒前体“隐藏”起来的细胞的大量存在。

不放过任何一个病毒
伊斯特、立夫逊和同事们向一些猴子注射了猿类
艾滋病病毒，然后对这些猴子体内的许多组织进行了
原位分析。结果表明，RNA显微镜和DNA显微镜能清楚区
分出细胞中潜伏的艾滋病病毒前体（即病毒DNA）、病
毒RNA以及细胞外的病毒。伊斯特说：“我坚信我们的
新技术不会放过任何一个病毒，它完美地将灵敏性和
特定性集于一身。”
这些全新的分子显微镜能够克服治愈艾滋病道路

病毒的分子显微镜就是在RNA显微镜的基础上开发的。 上的几大障碍。第一大障碍是无法检测出接受抗逆转
录病毒疗法的艾滋病患者血浆中的艾滋病病毒，因此
DNA和RNA都由互补的核苷酸对构成。捕获遗传物
研究人员难以评估一些艾滋病新疗法的具体效果，新
质的传统方法都是用称为寡聚体的核苷酸长链，在组
显微镜技术将是克服现有技术障碍的有力补充。另一
织样本中寻找与之配对DNA或RNA链并相互配对。这些
大障碍是无法确切知道病毒前体隐藏在体内何处，新
寡聚体携带着标记物，当它检测到目标物后，标记物会
技术能揭开这一由来已久的谜底，有助于大大缩小感
发出信号并拍照，研究人员可从图片中找到病毒遗传
染艾滋病病毒的细胞数量，更有针对地治疗患者。
物质在组织样本中的分布位置。但是这些寡聚体分子
太长，它们偶尔会犯错，与其他细胞物质结合时，并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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